
 

 

第五章 討論 
 
    本章主要針對統計分析結果，分別自下列四方面進行討論：一是

受試的背景變項（性別、年級、是否戀愛中、宗教信仰、社團、晤談

經驗）在「逃避依附」、「焦慮依附」、「社交自我效能」、「困擾的自我

揭露」、「社會支持」、「寂寞」與「憂鬱」上的差異；二是模式一之發

展與驗證；三是模式二之發展與驗證；四是模式一與模式二的比較。 

 

 

第一節 背景變項在「逃避依附」、「焦慮依附」、「社交自

我效能」、「困擾的自我揭露」、「社會支持」、「寂

寞」與「憂鬱」上之差異 
 

壹、不同性別的受試在本研究變項上之差異 

 

不同性別的有戀愛經驗的大學生在「逃避依附」、「焦慮依附」、「社

交自我效能」、「困擾的自我揭露」、「社會支持」、「寂寞」與「憂鬱」

上確實存有某些差異，茲分別討論如下： 

 

一、在困擾的自我揭露方面，男性和女性的得分有顯著的差異，女性

的「困擾的自我揭露」得分顯著的高於男性。此結果與 Chelune 等人

（1980）及 Solano 等人（1982）發現，女性的自我揭露行為較男性

為多之研究結果相似。而女性比男性對自我困擾做較多的分享，原因

可能是，在社會化的過程中，受性別角色刻板印象的影響，女性揭露

自己的困擾，展現柔弱面可獲得支持。而男性若揭露自己困擾，則顯

得不夠堅強，並暴露弱點，可能得到的是嘲笑，因此眼淚往肚裡吞，



而不願揭露自己的困擾。 

 

二、在社會支持方面，男性和女性的得分有顯著的差異，女性的「社

會支持」得分顯著的高於男性。此結果與 Cutrona 和 Russell 在 1987

提到的女性接受到較多的各種社會資源及整體社會資源之研究結果

相似。或許由於女性較易表露自己的困擾，他人知道其有此需求，知

道該提供協助，自然獲得的支持較多；也或許是女性知覺得到較多的

社會支持，而非實質得到較多。 

 

三、至於在逃避依附、焦慮依附、社交自我效能、寂寞與憂鬱上則男

性與女性得分無顯著差異。其中有關憂鬱方面之結果與楊雅惠（2004）

發現的大四學生在「憂鬱」得分上無性別差異相似。而在寂寞方面，

則與王以仁（1989）及 Solano（1980）的研究發現男女大學生寂寞無

顯著差異之結果一致。而在逃避依附方面，雖與楊雅惠（2004）發現

的大四男生逃避依附高於女生不同，但卻與楊淑萍（1995）與 Raja

等人（1992）研究發現男女青少年於依附尚無性別差異之研究結果相

似。至於焦慮依附方面，則未如預期女性會高於男性之推測，顯示有

戀愛經驗的女大學生其焦慮依附的程度與男大學生無明顯差異，是女

性越來越能肯定自我，還是因為研究對象均為有戀愛經驗者的緣故，

是否如此，則有待進一步探討。 

 

貳、不同年級的受試在本研究變項上之差異 

 

一、在焦慮依附方面，不同年級的有戀愛經驗的大學生得分有顯著差

異，一年級大學生的得分顯著的高於三年級及四年級的大學生。可能

的原因是，一年級的大一新生，初次離家及第一次談戀愛的比例較

高，在此動盪的情境中，不安全依附的傾向易被激發，怕被拋棄、失

去所愛的感覺較為強烈，因而相對於比較年長、成熟度較高、已適應



離家、戀愛經驗較豐富的大三、大四學生而言要來得焦慮。 

 

二、其他在逃避依附、社交自我效能、困擾的自我揭露、社會支持、

寂寞與憂鬱方面，不同年級的受試得分則無顯著差異。在寂寞方面，

本研究結果與王以仁（1989）研究發現不同年級的大學生其寂寞分數

無顯著差異一致。至於一樣是不安全依附，為何逃避依附在不同年級

中未呈現顯著差異，可能的原因是，逃避依附傾向於壓抑式的、否認

式的呈現方式，故在不同年級中不似焦慮依附表現得強烈，故未看出

顯著差異，是否如此，仍有待進一步探究。其他的變項未達顯著差異，

顯示年級在這些變項上無顯著不同。 

 

叁、是否在戀愛中的受試在本研究變項上之差異 

 

一、在逃避依附方面，是否在戀愛中的受試得分有顯著差異，目前不

是在戀愛中的受試在逃避依附上的得分要高於在戀愛中的受試。此結

果與張儷馨（2005）研究台北地區大學生發現，目前有戀愛對象者，

以安全依附型最多之結果相呼應。因此相對而言，目前不在戀愛中的

大學生其逃避依附得分要較戀愛中的人來得高。原因可能是，曾有戀

愛經驗的受試，目前卻沒有戀愛，或許是因為本身逃避依附傾向強、

害怕親密而不易與對方維持長久親密的關係。也或許是目前無戀情

者，其所填答的是一個已分手的戀情關係，其關係品質自然不佳，否

則不會分手；而正在戀愛中者，其所填答的依附情形，是目前仍持續

戀情的關係品質，因此是較佳之關係品質，是否如此，尚有待進一步

探討。 

 

二、在焦慮依附方面，是否在戀愛中的受試得分有顯著差異，目前不

是在戀愛中的受試在焦慮依附上的得分要高於在戀愛中的受試。此結

果與張儷馨（2005）研究台北地區大學生發現，目前有戀愛對象者，



以安全依附型最多之結果相呼應。因此相對而言，目前不在戀愛中的

大學生其焦慮依附得分要較戀愛中的人來得高。原因可能是，焦慮依

附傾向強的人，害怕被拋棄，失去所愛，在戀愛過程中讓對方覺得頗

有壓力而導致分手。相同的，也或許是目前無戀情者，其所填答的是

一個已分手的戀情關係，其關係品質自然不佳，否則不會分手；而正

在戀愛中者，其所填答的依附情形，是目前仍持續戀情的關係品質，

因此是較佳之關係品質，是否如此，仍待進一步探討。 

 

三、在社會支持方面，是否在戀愛中的受試得分有顯著差異，目前在

戀愛中的受試在社會支持上的得分要高於不在戀愛中的受試。原因是

親密關係的本身即是一種有力的社會支持，所以戀愛中的人自然感受

到的支持比較多。 

 

四、在寂寞方面，是否在戀愛中的受試得分有顯著差異，目前不是在

戀愛中的受試在寂寞上的得分要高於在戀愛中的受試。原因是戀愛中

的人有親密伴侶，自然寂寞感要較沒有戀愛的人來的低。 

 

五、其他在社交自我效能、困擾的自我揭露及憂鬱方面，目前有沒有

談戀愛的受試則無顯著差異。顯示在社交能力與憂鬱方面，目前有沒

有談戀愛的大學生並無不同。 

 

肆、是否有宗教信仰的受試在本研究變項上之差異 

 

    有無信仰宗教的受試在逃避依附、焦慮依附、社交自我效能、困

擾的自我揭露、社會支持、寂寞及憂鬱的得分上均無顯著差異。在寂

寞方面的結果，與王以仁（1989）研究大學生發現信仰西方宗教、東

方宗教與無宗教信仰三組寂寞無顯著差異之結果相似。至於在其他變

項方面，由於本研究對象都為有戀愛經驗的大學生，而宗教信仰的範



疇較廣，又是否虔誠或經常參與宗教團體活動也可能有個別差異，故

整體來看，宗教信仰的有無並未在各研究變項上呈現差異。 

 

伍、是否參加社團的受試在本研究變項上之差異 

 

有無參加社團的受試在逃避依附、焦慮依附、社交自我效能、困

擾的自我揭露、社會支持、寂寞及憂鬱的得分上均無顯著差異。可能

由於受試對社團參加的動機、投入度有個別差異，所以是否參加社團

在研究變項上未呈現顯著差異，是否如此，仍有待探討。 

 

陸、是否有晤談經驗的受試在本研究變項上之差異 

 

一、在逃避依附方面，有晤談經驗與無晤談經驗的受試得分有顯著差

異，無晤談經驗的受試在逃避依附上的得分顯著的高於有晤談經驗的

受試。此結果與 Vogel 及 Wei（2005）的研究發現逃避依附傾向強的

的學生拒絕尋求諮商之結果相應證。由於逃避依附傾向高的人害怕親

密、不喜歡向別人揭露自己，此點在 Dion 和 Dion（1985）的研究中

發現逃避依附傾向強的人厭惡對他人自我揭露的結果又可獲得應證。 

 

二、在寂寞方面，有晤談經驗與無晤談經驗的受試得分有顯著差異，

有晤談經驗的受試在逃避依附上的得分顯著的高於無晤談經驗的受

試。此結果與 Vogel 和 Wei（2005）的研究，發現有困擾的人較有求

助的意圖之結果相呼應。由於寂寞的人內心覺得孤單，有困擾，於是

藉由晤談來抒發心情，向外求助。 

 

三、在憂鬱方面，有晤談經驗與無晤談經驗的受試得分有顯著差異，

有晤談經驗的受試在憂鬱上的得分顯著的高於無晤談經驗的受試。原

因可能是，憂鬱的人想藉由晤談來處理困擾，此點與 Vogel 及 Wei



（2005）的研究發現有困擾的人較有求助意圖之結果吻合。 

 

四、其他在焦慮依附、社交自我效能及社會支持方面，有無晤談經驗

的受試在得分上則無顯著差異。其中有無晤談的受試在焦慮依附上無

顯著差異之結果，倒是與 Vogel 及 Wei（2005）的研究發現焦慮依附

傾向強的人較願求助諮商之結果不一致，或許是本研究所調查的內涵

與 Vogel 及 Wei（2005）不同，本研究調查的是是否有晤談經驗，而

Vogel 及 Wei（2005）的研究則在調查求助的意圖，實際經驗與意圖

間是有落差的，是否如此，可再進一步探討。 

 

 

第二節   模式一之發展與驗證 
 
本研究以 805 位有戀愛經驗的大學生為研究樣本，進行模式一

「成人依附、社交能力、寂寞與憂鬱」結構模式之建構與考驗。為使

研究周延，將 805 位樣本隨機分為兩組，第一組 399 人、第二組 406

人。先以第一組發展建構模式，俟資料與模式適配後，再以第二組驗

證模式的穩定性。經兩項驗證，證實修正後的模式一（結構模式如圖

5-1）具備相當的穩定性後，再以第二組樣本進行適配度檢驗與效果

的分析。茲依模式一之發展與驗證結果，即修正後的模式一與原假設

模式比較，討論於下： 
 

 
 
 
 
 
 
 
 
 



 
 
 
 
 
 
 
 
 
 
 
 
 
 
 
 
 
 

圖 5-1 模式一「成人依附、社交能力、寂寞與憂鬱關係」之結構模式 

註：虛線為原始模式有，修正模式刪除者；加粗線為原始模式無，修

正模式增加者。 

    ＊p＜.05 ＊＊p＜.01 ＊＊＊p＜.001 

 

壹、修正後模式一與原假設相同處 

 

一、逃避依附直接負向影響困擾的自我揭露 

    原假設逃避依附直接負向影響困擾的自我揭露，修正後的模式一

與原假設一致（如圖 5-1γ21）。從觀察資料發現，逃避依附對於困擾

的自我揭露的確有負向直接影響，其標準化效果值為-.27。此結果支

持依附理論，認為逃避依附傾向越強，越怕親密，與他人保持距離以

避免失望，因而越不向別人揭露其困擾，此結果也與國外許多研究吻

合（Collins & Read, 1990; Dion & Dion, 1985; Kobak & Hazan, 1991; 

Milkulincer & Nachshon, 1991; Wei, Russell & Zakalik, 2005）。 

 

 

 焦慮依附ξ2 

逃避依附ξ1 

困擾的自我揭露η2 

社交自我效能η1 

寂 寞η3 

憂 鬱η4 

γ11=-0.21＊＊＊

  

γ21=-0.27＊＊＊

 

γ12=-0.20＊＊

 

 
γ32=0.15＊ 

γ42=0.20＊＊＊

β12=0.40＊＊＊ 

β31=-0.70＊＊＊

β43=0.71＊＊＊ 



二、焦慮依附直接負向影響社交自我效能 

原假設焦慮依附直接負向影響社交自我效能，修正後的模式一與

原假設一致（如圖 5-1γ12）。從觀察資料發現，焦慮依附對於社交自

我效能的確有負向直接影響，其標準化效果值為-.20。此結果支持依

附理論，焦慮依附傾向越強的人，怕被遺棄，對自我採負向運作模式，

對他人的可得性與回應有不確定感，因而對參與社交沒信心，所以社

交自我效能越低。此結果與 Wei、Russell 和 Zakalik 在 2005 年的發現

相似，即，高焦慮的大一新生有低的社交自我效能。 

 

三、焦慮依附直接及間接正向影響寂寞 

原假設焦慮依附直接及間接正向影響寂寞，修正後的模式一與原

假設一致（如圖 5-1γ32 及γ12＊β31）。從觀察資料發現，焦慮依附

對於寂寞的確有直接與間接正向影響，其間接影響係透過負向影響社

交自我效能，再由社交自我效能負向影響寂寞，整體標準化效果值

為.29。此結果支持焦慮依附傾向越強，越感寂寞。研究結果與 Wei、

Russell 和 Zakalik 在 2005 年的發現相似，即，焦慮傾向高的大一新

生，直接有較高的寂寞感，且也透過較低的社交自我效能，間接產生

寂寞感。 

 

 

四、社交自我效能直接負向影響寂寞 

原假設社交自我效能直接負向影響寂寞，修正後的模式一與原假

設一致（如圖 5-1β31）。從觀察資料發現，社交自我效能對於寂寞的

確有強烈的負向直接影響，其標準化效果值為-.70。此結果支持社交

自我效能越低，越寂寞。研究結果與 Wei、Russell 和 Zakalik 在 2005

年的發現相似，即，社交自我效能低的大一新生，直接有較高的寂寞

感。 

 



五、寂寞直接正向影響憂鬱 

原假設寂寞直接正向影響憂鬱，修正後的模式一與原假設一致

（如圖 5-1β43）。從觀察資料發現，寂寞對於憂鬱的確有強烈的正向

直接影響，其標準化效果值為.71。此結果支持越寂寞，越憂鬱。研

究結果也與 Wei、Russell 和 Zakalik 在 2005 年的發現相似，即，越

寂寞的大一新生，後來越有憂鬱的傾向。 

 

貳、模式一與原假設相異處 

 

一、困擾的自我揭露不直接負向影響寂寞 

    原假設困擾的自我揭露負向直接影響寂寞，由於初次探討此條路

徑不顯著（beta= 0.08），因此修正後的模式並未包括此條路徑（如圖

5-1 虛線部分）。從觀察資料發現，困擾的自我揭露並不直接負向影響

寂寞，反而是透過正向影響社交自我效能，間接負向影響寂寞。即，

困擾自我揭露低的人，影響其有低的社交自我效能，而低社交自我效

能的人，又易感到寂寞。原假設認為困擾自我揭露低的人，本身直接

會感到寂寞，研究結果並未支持原假設，也與 Wei、Russell 和 Zakalik

在 2005 年研究大一新生困擾自我揭露低者會感寂寞之結果，以及

Berg和McQuinn在 1989年發現自我揭露為唯一對寂寞感有貢獻之變

項之結果不同。或許是因為，對象與文化的差異，本研究對象為有戀

愛經驗的大一到大四的國內學生，加上如家醜不可外揚的文化差異，

由於不限大一新生，困擾的自我揭露低者並不直接感到寂寞，而是透

過低的社交自我效能感到寂寞，此時，社交自我效能扮演重要的中介

角色。或許，對國內的大學生而言，對自己有無能力與人互動的信念，

才是個人是否感到寂寞的重要關鍵。 

 

二、困擾的自我揭露直接正向影響社交自我效能 

    原假設困擾的自我揭露並無影響社交自我效能，模式修正中發現



此條路徑顯著（beta=0.40），因此修正後的模式加上此條路徑（如圖

5-1β12）。從觀察資料發現，困擾的自我揭露直接正向影響社交自我

效能，顯示困擾的自我揭露越高的人，其對自己與他人良好互動的信

念越有把握。原假設並不認為困擾的自我揭露會影響社交自我效能，

研究結果與原假設不一致。可能的原因是，困擾的自我揭露與社交自

我效能都是屬於社交能力的一環，彼此相輔相成，如 Cohen、Sherrod

和 Clark 在 1986 年發現，社交能力強、社交焦慮低及有較佳自我揭

露技巧的大學新生，更易形成友誼，且更能獲得有效的社會支持所

示，雖未研究社交能力彼此間影響，但卻意含社交能力彼此間有某種

正向關係。在本研究中，由於可探討變項間的彼此關係與影響力，而

有此進一步發現。即，越能向他人自我揭露其困擾的人，越對自己的

社交能力具有信心。 

 

三、逃避依附直接負向影響社交自我效能 

原假設逃避依附並無影響社交自我效能，模式修正中發現此條路

徑顯著（gama=-0.21），因此修正後的模式加上此條路徑（如圖 5-1γ

11）。從觀察資料發現，逃避依附直接負向影響社交自我效能，顯示逃

避依附傾向越強的人，其對自己與他人良好互動的信念越沒把握。原

假設依據依附理論，認為逃避依附傾向強的人，對他人採取負向運作

方式，並不認為自己差，或是否認自己需要親近他人，因此不假設逃

避依附傾向強者會對自己的社交能力缺乏信心。研究結果雖與原假設

不一致，但卻與 Mallinckrodt 和 Wei 在 2005 年的研究發現相似，即，

逃避依附傾向強的人，本身也會有較低的社交自我效能。表示國內有

戀愛經驗的大學生，其逃避依附傾向越強的人，雖害怕親密，對他人

採負向運作方式，但內心深處仍對自己的社交能力沒有信心。 

 

四、焦慮依附直接正向影響憂鬱 

原假設焦慮依附並無直接影響憂鬱，模式修正中發現此條路徑顯



著（gama=0.20），因此修正後的模式加上此條路徑（如圖 5-1γ42）。

從觀察資料發現，焦慮依附直接正向影響憂鬱，顯示焦慮依附傾向越

強的人，越感憂鬱。原假設並不認為焦慮依附會直接影響憂鬱，研究

結果與原假設不一致。不過卻應證了 Vivona 在 2000 年發現，不安全

依附之大學生較安全依附者較為焦慮、憂鬱與擔憂，以及 Robert、

Gotlib 和 Kassel 在 1996 年發現成人依附的焦慮層面與憂鬱成正相關

之研究。顯示在台灣有戀愛經驗的大學生，其焦慮依附傾向越強者，

其憂鬱程度越強。 

 

五、憂鬱量表觀察變項間殘差相關 

    原假設憂鬱量表觀察變項間殘差無相關，但由觀察資料中發現，

「憂鬱情緒」與「正向情感」兩觀察變項間殘差有顯著負相關，「憂

鬱情緒」與「身體症狀」兩觀察變項間殘差有顯著正相關，「人際問

題」與「正向情感」兩觀察變項間殘差有顯著負相關。因此修正後模

式此三觀察變項殘差間彼此連結相關（如圖 4-2），顯示憂鬱量表下的

分量表在抽離出共同因素影響後，背後仍有模型未能反映出來的機制

（邱皓政，2003）。 

 

叁、修正後模式與原假設模式之整體比較 

 

一、逃避依附至憂鬱的影響路徑 

（一）與原假設相同處 

原假設逃避依附傾向強的人透過社交能力的不足而寂寞，進而憂

鬱。修正後的模式亦發現逃避依附傾向強的人，經由社交能力的不

足，感到寂寞，進而憂鬱，與原假設相似。研究結果與 Wei、Russell 

和 Zakalik 在 2005 的發現相似。 

（二）與原假設不同處 

原假設逃避依附傾向強的人，欠缺的是困擾自我揭露的能力，因



此較少向別人揭露其困擾，於是感到寂寞，進而憂鬱。困擾的自我揭

露與寂寞扮演完全中介的角色。但修正後的模式則不同，由觀察資料

發現，逃避依附強的人固然困擾的自我揭露不足，其社交自我效能也

不足，且困擾的自我揭露不足亦更加深社交自我效能之匱乏，且共同

透過社交自我效能的不足而深感寂寞，進而憂鬱，此研究結果與

Wei、Russell 和 Zakalik 在 2005 的發現有所不同。因此，由逃避依附

到憂鬱的整體路徑，困擾的自我揭露、社交自我效能與寂寞扮演了完

全中介的角色，而社交自我效能則非常關鍵。所以依據本研究，在社

交能力上，逃避依附傾向強的人不僅困擾的自我揭露不足，且也非常

欠缺社交自我效能，此種社交自我效能的不足，會使其感到寂寞，進

而憂鬱。 

 

二、焦慮依附至憂鬱的影響路徑 

（一）與原假設相同處 

原假設焦慮依附傾向強的人本身就感到寂寞，且也透過社交自我

效能的不足而寂寞，進而憂鬱。修正後的模式亦呈現焦慮依附傾向強

的人，本身就寂寞，且也經由社交自我效能的不足，感到寂寞，進而

憂鬱，與原假設相似。再次驗證焦慮依附傾向強者，所欠缺的社交能

力是社交自我效能。此結果與 Wei、Russell 和 Zakalik 在 2005 年的發

現相似。 

（二）與原假設不同處 

    原假設焦慮依附傾向強的人，本身易感到寂寞，且也由於社交自

我效能不足，更感寂寞，進而憂鬱，焦慮依附傾向強的人並不直接感

到憂鬱。但由觀察資料發現，焦慮依附傾向強的人，本身也會感到憂

鬱，因此，修正後的模式加上此條路徑。整體的結果為，焦慮依附傾

向強者，本身即感到憂鬱、寂寞及社交自我效能不足，而社交自我效

能的不足又會加深寂寞感，越感寂寞就越易有憂鬱的傾向。因此焦慮

依附傾向對憂鬱有直接與間接影響效果，其整體效果值為 0.41，較之



逃避依附傾向對憂鬱的間接影響整體效果值 0.16 要來得大。  

 

三、依附、社交能力、寂寞到憂鬱之影響路徑 

    整體而言，就修正後之模式的六個潛在變項間效果觀之：不同依

附傾向的有戀愛經驗大學生，其在社交能力上的缺陷，使其感到寂

寞，進而感到憂鬱。逃避依附傾向強的學生欠缺困擾的自我揭露與社

交自我效能；焦慮依附傾向強的學生則欠缺社交自我效能，此種社交

能力的欠缺，影響其寂寞的感受，進而有憂鬱的傾向。研究結果支持

了依附理論所推導的逃避依附傾向的人不喜歡揭露自己，而焦慮依附

傾向的人對自己的社交能力無信心之論點，卻也進一步發現，國內有

戀愛經驗的大學生，其逃避與焦慮依附傾向強者，也同時對自己的社

交能力不具信心，原因或許是研究對象的不同，也或許是東方文化較

內斂，強調虛懷若谷，學生往往顯得自信不足，因而在社交自我效能

上較為匱乏，當此效能越不足時，越易感到寂寞，進而憂鬱。因此，

普遍加強國內有戀愛經驗的大學生的社交能力，尤其是社交自我效

能，對其減少寂寞、降低憂鬱應有相當助益。而在預防介入方面，若

能調查出學生的依附傾向並加以篩選，針對逃避依附傾向強與焦慮依

附傾向強的學生加強其欠缺的社能力，且針對寂寞感強的學生積極的

介入輔導，應是學校諮商與輔導工作可以著力之處。       

 

 

第三節   模式二之發展與驗證 
 
本研究以 805 位有戀愛經驗的大學生為研究樣本，進行模式二

「成人依附、社交能力、社會支持與憂鬱」結構模式之建構與考驗。

延續模式一之方式，先以第一組發展建構模式，俟資料與模式適配

後，再以第二組驗證模式的穩定性。經兩項驗證，證實修正後的模式

二（結構模式如圖 5-2）具備相當的穩定性後，再以第二組樣本進行



適配度檢驗與效果的分析。茲依模式二之發展與驗證結果，即修正後

的模式二與原假設模式比較，討論於下： 
 

 

 

 

 

 

 

 

 

 

 

 

 

圖 5-2 模式二「成人依附、社交能力、社會支持與憂鬱關係」之結構模式 

註：虛線為原始模式有，修正模式刪除者；加粗線為原始模式無，修正模 

式增加者。 
＊＊＊p＜.001 

 

壹、修正後模式二與原假設相同處 

 

一、逃避依附直接負向影響困擾的自我揭露 

    原假設逃避依附直接負向影響困擾的自我揭露，修正後的模式二

與原假設一致（如圖 5-2γ21）。從觀察資料發現，逃避依附對於困擾

的自我揭露的確有負向直接影響，其標準化效果值為-.27。此結果支

持依附理論，認為逃避依附傾向越強，越怕親密，與他人保持距離以

避免失望，因而越不向別人揭露其困擾，此結果也與國外許多研究吻

合（Collins & Read, 1990; Dion & Dion, 1985; Kobak & Hazan, 1991; 

 

 焦慮依附ξ2 

逃避依附ξ1 

困擾的自我揭露η2 

社交自我效能η1 

社會支持η3 

憂 鬱η4 

γ11=-0.27＊＊＊

  

γ21=-0.27＊＊＊

 

γ12=-0.21＊＊＊

 

γ42=0.37＊＊＊

β12=0.40＊＊＊ 

β31=0.82＊＊＊ 

β43=-0.46＊＊＊ 

a 

b 

c 



Milkulincer & Nachshon, 1991; Wei, Russell & Zakalik, 2005）。 

 

二、焦慮依附直接負向影響社交自我效能 

原假設焦慮依附直接負向影響社交自我效能，修正後的模式二與

原假設一致（如圖 5-2γ12）。從觀察資料發現，焦慮依附對於社交自

我效能的確有負向直接影響，其標準化效果值為-.21。此結果支持依

附理論，焦慮依附傾向越強的人，怕被遺棄，對自我採負向運作模式，

對他人的可得性與回應有不確定感，因而對參與社交沒信心，所以社

交自我效能越低。此結果與 Wei、 Russell 和 Zakalik 在 2005 年的

發現相似，即，高焦慮的大一新生有低的社交自我效能。 

 

三、社交自我效能直接正向影響社會支持 

原假設社交自我效能直接正向影響社會支持，修正後的模式二與

原假設一致（如圖 5-2β31）。從觀察資料發現，社交自我效能對於社

會支持的確有強烈的正向直接影響，其標準化效果值為 0.82。此結果

支持社交自我效能越高，感受到的社會支持也越多。本研究結果與

Cohen、Sherrod 和 Clark 再 1986 研究發現社交能力強的大學生，能

發展出更有效的社會支持之研究結果相呼應。也與 Mallinckrodt 和

Wei 在 2005 年研究發現大學生的社交自我效能能影響社會支持的結

果一致。 

 

四、社會支持直接負向影響憂鬱 

原假設社會支持直接負向影響憂鬱，修正後的模式二與原假設一

致（如圖 5-2β43）。從觀察資料發現，社會支持對於憂鬱的確有負向

直接影響，其標準化效果值為-.46。此結果支持社會支持越少，越憂

鬱。研究結果應證了許多學者發現社會支持與憂鬱有顯著的負相關

（黃慧貞，1982；廖文慈，1997；Whatley ＆ Clopton，1992）。也與

Billings、Cronkite 和 Moos 在 1983 年發現低社會支持易有憂鬱之研



究結果相似。 

 

貳、模式二與原假設相異處 

 

一、逃避依附不直接負向影響社會支持 

原假設逃避依附負向直接影響社會支持，模式修正中發現此條路

徑不顯著（gama= 0.01），因此修正後的模式並未包括此條路徑（如

圖 5-2 虛線 b）。從觀察資料發現，逃避依附並不直接負向影響社會支

持，反而是透過負向影響社交自我效能，間接正向影響社會支持。即，

逃避依附強的人，並不直接影響社會支持，而是藉由困擾的自我揭露

與社交自我效能，間接影響社會支持。研究結果並未支持原假設，也

與 Mallinckrodt 和 Wei 在 2005 年以及 Vogel 和 Wei 在 2005 年發現逃

避依附傾向高的大學生其知覺到的社會支持較低不一致。並與許多學

者認為不安全的成人依附與知覺到的社會支持負向連結不吻合

（Blain, Thompson, & Whiffen, 1993; Collins & Read, 1990; Davis, 

Morris, & Kraus, 1998; Kobak & Sceery, 1988; Lopez, 1997; Mikulincer 

& Nachshon, 1991; Ognibene & Collins, 1998; Priel & Shamai, 1995; 

Simpson et al., 1992）。雖然，本研究並未發現逃避依附對社會支持有

直接效果，但仍發現逃避依附對社會支持有間接效果。顯示逃避依附

傾向強的人，其實是透過低的困擾自我揭露與低的社交自我效能，影

響其有低的社會支持。或許是因為，國內逃避依附傾向強的有戀愛經

驗的大學生，因著社交能力的不足，而影響其感到社會支持的匱乏。 

 

二、焦慮依附不直接負向影響社會支持 

原假設焦慮依附負向直接影響社會支持，模式修正中發現此條路

徑不顯著（gama= -0.11），因此修正後的模式並未包括此條路徑（如

圖 5-2 虛線 c）。從觀察資料發現，焦慮依附並不直接負向影響社會支

持，反而是透過負向影響社交自我效能，間接正向影響社會支持。即，



焦慮依附強的人，並不直接影響社會支持，而是藉由社交自我效能，

間接影響社會支持。研究結果並未支持原假設，也與 Vogel 和 Wei 在

2005 年發現焦慮依附傾向高的大學生其知覺到的社會支持較低不一

致。並與許多學者認為不安全的成人依附與知覺到的社會支持負向連

結不吻合（Blain, Thompson, & Whiffen, 1993; Collins & Read, 1990; 

Davis, Morris, & Kraus, 1998; Kobak & Sceery, 1988; Lopez, 1997; 

Mikulincer & Nachshon, 1991; Ognibene & Collins, 1998; Priel & 

Shamai, 1995; Simpson et al., 1992）。雖然，本研究並未發現焦慮依附

對社會支持有直接效果，但仍發現焦慮依附對社會支持有間接效果。

顯示焦慮依附傾向強的人，其實是透過低的社交自我效能，影響其有

低的社會支持。或許是因為，對國內焦慮依附傾向強的有戀愛經驗的

大學生而言，由於社交自我效能的不足，而影響其感到社會支持的匱

乏。 

 

三、困擾的自我揭露不直接正向影響社會支持 

    原假設困擾的自我揭露正向直接影響社會支持，模式修正中發現

此條路徑不顯著（beta= 0.06），因此修正後的模式並未包括此條路徑

（如圖 5-2 虛線 a）。從觀察資料發現，困擾的自我揭露並不直接正向

影響社會支持，反而是透過正向影響社交自我效能，間接正向影響邵

會支持。即，困擾自我揭露低的人，影響其有低的社交自我效能，而

低社交自我效能的人，又易覺得社會支持不足。研究結果並未支持原

假設，也與 Cohen、Sherrod 和 Clark 在 1986 年發現自我揭露技巧較

佳的大學生能獲得有效的社會支持研究不一致。或許是因為，對象與

文化的差異，本研究對象為有戀愛經驗的大一到大四的學生，加上國

人家醜不可外揚的心態，困擾的自我揭露高的人未必覺得獲得的社會

支持多，反而是透過高的社交自我效能感到較多的支持。或許，對國

內的大學生而言，對自己有無能力與人互動的信念，才是個人是否感

到社會支持的重要關鍵。 



 

四、困擾的自我揭露直接正向影響社交自我效能 

    原假設困擾的自我揭露並無影響社交自我效能，模式修正中發現

此條路徑顯著（beta=0.40），因此修正後的模式加上此條路徑（如圖

5-2β12）。從觀察資料發現，困擾的自我揭露直接正向影響社交自我

效能，顯示困擾的自我揭露越高的人，其對自己與他人良好互動的信

念越有把握。原假設並不認為困擾的自我揭露會影響社交自我效能，

研究結果與原假設不一致。可能的原因是，困擾的自我揭露與社交自

我效能都是屬於社交能力的一環，彼此相輔相成，如 Cohen、Sherrod

和 Clark 在 1986 發現，社交能力強、社交焦慮低及有較佳自我揭露

技巧的大學新生，更易形成友誼，且更能獲得有效的社會支持所示，

雖未研究社交能力彼此間影響，但卻意含社交能力彼此間有某種正向

關係。在本研究中，由於可探討變項間的彼此關係與影響力，而有此

進一步發現。即，越能向他人自我揭露其困擾的人，越對自己的社交

能力具有信心。 

 

五、逃避依附直接負向影響社交自我效能 

原假設逃避依附並無影響社交自我效能，模式修正中發現此條路

徑顯著（gama=-0.27），因此修正後的模式加上此條路徑（如圖 5-2γ

11）。從觀察資料發現，逃避依附直接負向影響社交自我效能，顯示逃

避依附傾向越強的人，其對自己與他人良好互動的信念越沒把握。原

假設依據依附理論，認為逃避依附傾向強的人，對他人採取負向運作

方式，並不認為自己差，或是否認自己需要親近他人，因此不假設逃

避依附傾向強者會對自己的社交能力缺乏信心。研究結果雖與原假設

不一致，但卻與 Mallinckrodt 和 Wei 在 2005 年的研究發現相似，即，

逃避依附傾向強的人，本身也會有較低的社交自我效能。表示國內有

戀愛經驗的大學生，其逃避依附傾向越強的人，雖害怕親密，對他人

採負向運作方式，但內心深處仍對自己的社交能力沒有信心。 



 

六、焦慮依附直接正向影響憂鬱 

原假設焦慮依附並無直接影響憂鬱，模式修正中發現此條路徑顯

著（gama=0.37），因此修正後的模式加上此條路徑（如圖 5-2γ42）。

從觀察資料發現，焦慮依附直接正向影響憂鬱，顯示焦慮依附傾向越

強的人，越感憂鬱。原假設並不認為焦慮依附直接會影響憂鬱，研究

結果與原假設不一致。不過卻應證了 Vivona 在 2000 年發現，不安全

依附之大學生較安全依附者為焦慮、憂鬱與擔憂，以及 Robert、Gotlib

和 Kassel 在 1996 年發現成人依附的焦慮層面與憂鬱成正相關之研

究。顯示在台灣有戀愛經驗的大學生，其焦慮依附傾向越強者，其憂

鬱程度越強。 

 

叁、修正後模式與原假設模式之整體比較 

 

一、逃避依附至憂鬱的影響路徑 

（一）與原假設相同處 

原假設逃避依附傾向強的人透過社交能力的不足而社會支持不

足，進而憂鬱。修正後的模式亦發現逃避依附傾向強的人，經由社交

能力的不足，感到社會支持不足，進而憂鬱，與原假設相似。研究結

果與 Mallinckrodt 和 Wei 在 2005 年的發現相似。 

（二）與原假設不同處 

原假設逃避依附傾向強的人，欠缺的是困擾自我揭露的能力，因

此較少向別人揭露其困擾，於是感到社會支持不足，進而憂鬱。困擾

的自我揭露與社會支持扮演完全中介的角色。但修正後的模式則不

同，由觀察資料發現，逃避依附強的人固然困擾的自我揭露不足，其

社交自我效能也不足，且困擾的自我揭露不足亦更加深社交自我效能

之匱乏，且共同透過社交自我效能的不足而深感社會支持不足，進而

憂鬱，此研究結果與 Mallinckrodt 和 Wei 在 2005 年的發現有所不同。



因此，由逃避依附到憂鬱的整體路徑，困擾的自我揭露、社交自我效

能與社會支持扮演了完全中介的角色，而社交自我效能則非常關鍵。

所以依據本研究，在社交能力上，逃避依附傾向強的人不僅困擾的自

我揭露不足，且也非常欠缺社交自我效能，此種社交自我效能的不

足，會使其感到社會支持不足，進而憂鬱。 

 

二、焦慮依附至憂鬱的影響路徑 

（一）與原假設相同處 

原假設焦慮依附傾向強的人，透過社交自我效能的不足而社會支

持不足，進而憂鬱。修正後的模式亦呈現焦慮依附傾向強的人，經由

社交自我效能的不足，感到社會支持不足，進而憂鬱，與原假設相似。

再次驗證焦慮依附傾向強者，所欠缺的社交能力是社交自我效能。此

結果與Wei、Russell和Zakalik在 2005年及Mallinckrodt和Wei在 2005

年的發現相似。 

（二）與原假設不同處 

    原假設焦慮依附傾向強的人，本身即感到社會支持不足，且也由

於社交自我效能不足，更感社會支持不足，進而憂鬱，焦慮依附傾向

強的人並不直接感到憂鬱。但由觀察資料發現，焦慮依附傾向強的

人，本身也會感到憂鬱，因此，修正後的模式加上此條路徑。整體的

結果為，焦慮依附傾向強者，本身即感到憂鬱及社交自我效能不足，

而社交自我效能的不足又影響其覺得社會支持不足，越感社會支持不

足就越易有憂鬱的傾向。因此焦慮依附傾向對憂鬱有直接與間接影響

效果，其整體效果值為 0.45，較之逃避依附傾向對憂鬱的間接影響整

體效果值 0.14 要來得大。可能的原因是，焦慮依附傾向強的人，對

自我採取負向運作模式，傾向於誇大負面的情緒，易感焦慮，也易沉

溺於情緒中，對自己與人互動不具信心，此種無力感使其更易有憂鬱

的傾向；而逃避依附傾向強的人，對他人採取負向運作模式，傾向於

壓抑其負面情緒，雖對自己與他人互動亦無信心，但其憂鬱的傾向則



不似焦慮依附傾向強者來得強烈。 

 

三、依附、社交能力、社會支持到憂鬱之影響路徑 

    整體而言，就修正後之模式二的六個潛在變項間效果觀之：不同

依附傾向的有戀愛經驗大學生，其在社交能力上的缺陷，使其感到社

會支持不足，進而感到憂鬱。逃避依附傾向強的學生欠缺困擾的自我

揭露與社交自我效能；焦慮依附傾向強的學生則欠缺社交自我效能，

此種社交能力的欠缺，影響其感受社會支持不足，進而有憂鬱的傾

向。研究結果支持了依附理論所推導的逃避依附傾向的人不喜歡揭露

自己，而焦慮依附傾向的人對自己的社交能力無信心之論點，卻也進

一步發現，國內有戀愛經驗的大學生，其逃避依附傾向強者，也同時

對自己的社交能力不具信心，原因或許是研究對象的不同，也或許是

東方文化較內斂，強調虛懷若谷，學生往往顯得自信不足，因而在社

交自我效能上較為匱乏，當此效能越不足時，越易感到社會支持不

足，進而憂鬱。因此，由模式二再次驗證，加強國內有戀愛經驗的大

學生的社交能力，尤其是社交自我效能，對其減少寂寞、降低憂鬱應

有幫助。同時，若能篩選出學生的依附傾向，針對逃避依附傾向強及

焦慮依附傾向強的學生加強其欠缺的社交能力，針對社會支持不足的

學生積極的介入協助，相信對防治憂鬱，協助大學生適應能有所助益。 

 

 

第四節   模式一與模式二之比較 
 

壹、模式的適配度 

 

一、整體適配度方面 

    由表 4-8 及表 4-12 可看出，若以第二組樣本整體適配度來比較，

模式一與模式二在各檢定指標上十分相似，分述如下： 



（一）在絕對適配指標方面，模式一的χ2=411.90,df=158,p＜.001，

模式二的χ2=402.03,df=162,p＜.001，兩模式的χ2均達顯著，都需參

考別的指標。而 GFI=0.91 與 AGFI=0.88 兩模式則完全相等，而 SRMR

與 RMSEA 兩模式都介於 0.060 與 0.070 間，小於 0.08，都屬「算是

不錯的適配」 

（二）在相對適配指標方面，模式一與模式二在 NNFI（=.95）、CFI

（=.95）、RFI（=.81）三指標完全相同，而 NFI 與 IFI 均大於 0.90，

且兩模式數值十分接近。表示兩模式均算理想。 

（三）在簡效適配指標方面，模式一與模式二的 PNFI 與 PGFI 介於

0.68 與 0.79 間，都大於 0.50。模式一與模式二的 CN 也都大於 200，

表示樣本適當。而χ2/df 模式一為 2.61、模式二為 2.48，兩者均小於

3，都合乎理想。至於 AIC 方面，模式一與模式二的假設模式的 AIC

都小於獨立模式，也都略大於飽和模式，此部份則較不理想。此外，

由於 AIC 可用來比較兩個具有不同潛在變項數量的模式間的精簡程

度，值越小越好，表模式越精簡（余民寧，2006）。模式一的 AIC 為

515.90，模式二的 AIC 為 498.03，表示模式二較模式一略為精簡。  

整體而言，由模式一的整體適配度考驗結果，可知模式一與觀察

資料是適配的。而由模式二的整體適配度考驗結果，同樣可知模式二

與觀察資料亦是適配的。兩模式在各指標達理想比例上非常相似，都

達到 80﹪的理想。也顯示兩模式的外在品質不錯。另外，在精簡度

上，模式二較模式一略為精簡。 

 

二、內在結構適配度方面 

模式一觀察變項之個別信度，若依嚴格的看法，則效能預期、結

果預期、困擾揭露 1、困擾揭露 2、困擾揭露 3、負向寂寞、憂鬱情

緒、正向情感、人際問題等 9 個觀察變項有不錯的信度；其餘的 11

個觀察變項則仍有改進的必要。至於各因素的組合信度，六個潛在變

項的數值介於 0.69 至 0.92 間，組合信度尚稱理想。其次，模式一在



變項的解釋量方面，逃避依附、焦慮依附、困擾的自我揭露能解釋

33﹪社交自我效能的變異量，逃避依附能解釋 7﹪困擾的自我揭露的

變異量，焦慮依附和社交自我效能能解釋 58﹪寂寞的變異量，焦慮

依附和寂寞能解釋 64﹪憂鬱的變異量。除了對困擾的自我揭露的解

釋量較低與對社交自我效能的解釋量稍低外，對寂寞與憂鬱的解釋量

都達到 50﹪以上，顯示整體模式對憂鬱的解釋力不錯。綜合測量模

式與結構模式可看出模式一的內在品質不錯。 

模式二觀察變項之個別信度，若依嚴格的看法，則效能預期、結

果預期、困擾揭露 1、困擾揭露 2、困擾揭露 3、一般支持、憂鬱情

緒、身體症狀、人際問題等 9 個觀察變項有不錯的信度；其餘的 11

個觀察變項則仍有改進的必要。至於各因素的組合信度，六個潛在變

項的數值介於 0.70 至 0.92 間，組合信度尚稱理想。其次，模式二在

變項的解釋量方面，逃避依附、焦慮依附、困擾的自我揭露能解釋

38﹪社交自我效能的變異量，逃避依附能解釋 8﹪困擾的自我揭露的

變異量，社交自我效能能解釋 67﹪社會支持的變異量，焦慮依附和

社會支持能解釋 43﹪憂鬱的變異量。除了對困擾的自我揭露的解釋

量較低與對社交自我效能的解釋量稍低外，對社會支持的解釋量高達

67﹪，而對憂鬱的解釋量也超過四成。綜合測量模式與結構模式可看

出模式二的內在品質不錯。 

綜觀模式一與模式二之觀察指標在個別信度部份都有 9 個觀察

指標不錯，有 11 個觀察指標有待改進，而其中 9 個觀察變項在兩模

式中均出現，可能的原因是，該 9 個觀察變項均為逃避依附與焦慮依

附的單題，測量誤差可能較大，因而個別信度較低。而模式一及模式

二之組合信度都算理想，對憂鬱的解釋力也都達四五成以上，兩個模

式的內在品質都不錯。 

 

 

 



貳、模式的穩定度 

 

為瞭解模式一及模式二的穩定度，本研究將樣本分為兩組，採用

嚴緊的複核效化，也比較第一組樣本與第二組樣本代入模式一及模式

二後之各項指標，結果通過嚴緊的複核效化考驗，也比較過各指標的

相似度，發現模式一與模式二雖經過修正，與原理論有些許不同，但

在經過考驗與比較後，證實修正後的模式一與模式二都具備相當的穩

定度，未來可供類似母群體研究與再度驗證。 

 

叁、變項間的效果 

 

一、模式一變項間的效果 

（一）逃避依附對憂鬱僅有間接影響，路徑有二：第一條為逃避依附

直接負向影響社交自我效能，透過社交自我效能負向影響寂寞，再透

過寂寞正向影響憂鬱；第二條為逃避依附直接負向影響困擾的自我揭

露，透過困擾的自我揭露正向影響社交自我效能，再透過社交自我效

能負向影響寂寞，繼而再透過寂寞正向影響憂鬱。 

（二）焦慮依附對憂鬱有直接影響與間接影響，路徑有三：第一條為

焦慮依附直接正向影響憂鬱；第二條為焦慮依附直接正向影響寂寞，

透過寂寞再正向影響憂鬱；第三條為焦慮依附直接負向影響社交自我

效能，透過社交自我效能負向影響寂寞，再透過寂寞正向影響憂鬱。 

 

二、模式二變項間的效果 

（一）逃避依附對憂鬱僅有間接影響，路徑有二：第一條為逃避依附

直接負向影響社交自我效能，透過社交自我效能正向影響社會支持，

再透過社會支持負向影響憂鬱；第二條為逃避依附直接負向影響困擾

的自我揭露，透過困擾的自我揭露正向影響社交自我效能，再透過社

交自我效能正向影響社會支持，繼而再透過社會支持負向影響憂鬱。 



（二）焦慮依附對憂鬱有直接影響與間接影響，路徑有二：第一條為

焦慮依附直接正向影響憂鬱；第二條為焦慮依附直接負向影響社交自

我效能，透過社交自我效能正向影響社會支持，再透過社會支持負向

影響憂鬱。 

    綜上來看，模式一與模式二各有六個潛在變項，除了一個中介變

項（模式一為寂寞，模式二為社會支持）不同外，其餘的五個潛在變

項完全一樣。從上述兩個模式變項間關係可看出，兩模式之異同： 

模式一與模式二相似處為：（1）逃避依附對憂鬱的影響為間接，

在社交能力方面，需透過困擾的自我揭露與社交自我效能的中介，其

中又以社交自我效能最為關鍵；（2）焦慮依附對憂鬱的影響有直接與

間接兩種，一來焦慮依附傾向強者易有憂鬱的傾向，二來焦慮依附透

過社交自我效能的中介，再透過寂寞或社會支持，對憂鬱產生影響。 

模式一與模式二相異處為：（1）社交能力不足與憂鬱間的中介變

項，模式一為寂寞，模式二為社會支持，寂寞是負面的情緒感受，而

社會支持則是外在的資源，而寂寞與社會支持間其實有相當顯著的負

相關（r=-0.68，P＜.001，詳見附錄十二）。（2）焦慮依附對憂鬱的影

響路徑，模式一有三條，模式二有兩條，差異在模式一中焦慮依附傾

向強者還會透過較高的寂寞感產生憂鬱，但模式二中焦慮依附傾向強

者未必會透過社會支持感到憂鬱。 

    歸納以上兩個模式的涵義，提出以下三點： 

第一， 逃避依附與焦慮依附傾向強的有戀愛經驗的大學生，在社

交能力上的確有所不足，此結果與國外研究相似（Wei, 

Russell, & Zalalik, 2005），惟兩者共同欠缺的社交能力是社

交自我效能，此結果與原假設不一致，但卻與國外研究結

果相似（Mallinckrodt & Wei, 2005），而逃避依附傾向強的

人則困擾的自我揭露亦不足，此結果與國外研究相似（Wei, 

Russell, & Zalalik, 2005）。因此，針對不同依附傾向的學生

加強其欠缺的社交能力，應是很具建設性的做法。 



第二， 社交自我效能不足的人易感寂寞，此結果與國外研究一致

（Wei, Russell, & Zalalik, 2005），社交自我效能不足的人也

覺 得 社 會 支 持 不 足 ， 此 結 果 也 與 國 外 研 究 一 致

（Mallinckrodt & Wei, 2005）。因此可知，社交自我效能對

大學生的適應扮演關鍵的角色。 

第三， 寂寞的人易憂鬱，此結果與以往研究一致（Wei, Russell, & 

Zalalik, 2005），社會支持不足的人也易憂鬱，與之前學者

研究一致（Billings, Cronkite, & Moos, 1983）。因此，對高

寂寞與低社會支持者予以適當的關懷，對防治憂鬱應有助

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