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根據本研究文獻探討和問卷調查的分析結果及討論，研究者提出下

列的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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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差異 

 

一、不同性別的受試在本研究變項上之差異 

（一） 不同性別的有戀愛經驗的大學生在「困擾的自我揭露」上有顯

著的差異，女性的「困擾的自我揭露」顯著高於男性。 

（二） 不同性別的有戀愛經驗的大學生在「社會支持」上有顯著的差

異，女性的「社會支持」顯著高於男性。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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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與「憂鬱」上並無顯著差異。 

 

二、不同年級的受試在本研究變項上之差異 

（一） 不同年級的有戀愛經驗的大學生在「焦慮依附」上有顯著的差

異，一年級大學生的「焦慮依附」顯著高於三年級及四年級的大

學生。 



（二） 不同年級的有戀愛經驗的大學生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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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並

無顯著差異。 

 

三、是否在戀愛中的受試在本研究變項上之差異 

（一） 目前「在戀愛中」與「不在戀愛中」的有戀愛經驗的大學生在

「逃避依附」上有顯著的差異，目前不在戀愛中的受試的「逃避

依附」顯著高於在戀愛中的受試。 

（二） 目前「在戀愛中」與「不在戀愛中」的有戀愛經驗的大學生在

「焦慮依附」上有顯著的差異，目前不在戀愛中的受試的「焦慮

依附」顯著高於在戀愛中的受試。 

（三）目前「在戀愛中」與「不在戀愛中」的有戀愛經驗的大學生在「社

會支持」上有顯著的差異，在戀愛中的受試的「社會支持」顯著

高於不在戀愛中的受試。 

（四） 目前「在戀愛中」與「不在戀愛中」的有戀愛經驗的大學生在

「寂寞」上有顯著的差異，目前不在戀愛中的受試的「寂寞」顯

著高於在戀愛中的受試。 

（五） 目前「在戀愛中」與「不在戀愛中」的有戀愛經驗的大學生在

「社交自我效能」、「困擾的自我揭露」及「憂鬱」上並無顯著差

異。 

 

四、是否有宗教信仰的受試在本研究變項上之差異 

「有宗教信仰」與「無宗教信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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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並無顯著差異。 



 

五、是否參加社團的受試在本研究變項上之差異 

「有參加社團」與「無參加社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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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並無顯著差異。 

 

六、是否有晤談經驗的受試在本研究變項上之差異 

（一）「有晤談經驗」與「無晤談經驗」的有戀愛經驗的大學生在「逃

避依附」上有顯著的差異，「無晤談經驗」的受試的「逃避依附」顯著

高於「有晤談經驗」的受試。 

（二）「有晤談經驗」與「無晤談經驗」的有戀愛經驗的大學生在「寂

寞」上有顯著的差異，「有晤談經驗」的受試的「寂寞」顯著高於「無

晤談經驗」的受試。 

（三）「有晤談經驗」與「無晤談經驗」的有戀愛經驗的大學生在「憂

鬱」上有顯著的差異，「有晤談經驗」的受試的「憂鬱」顯著高於「無

晤談經驗」的受試。 

（四）「有晤談經驗」與「無晤談經驗」的有戀愛經驗的大學生在「焦

慮依附」、「社交自我效能」、「困擾的自我揭露」與「社會支持」上並無

顯著差異。 

 

貳、模式之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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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模式二「成人依附、社交能力、社

會支持與憂鬱」之發展與驗證。為使研究更為周延，將 805 位正式樣本

隨機分為兩組樣本。以第一組 399 位樣本來建構發展模式，再以第二組



406 位樣本來驗證模式。第一組樣本經初始模式探討發現，初始模式與

觀察資料間適配度不理想，於是進行修正，刪除不顯著路徑，並加上顯

著路徑後，產生修正後模式。為瞭解修正後模式的穩定性，採取兩項驗

證，第一項先進行複核效化，採用嚴緊的策略，證實模式在嚴格考驗下

具備穩定性；第二項再將第二組樣本資料代入模式，比較其與第一組樣

本各項指標的相似度。結果再次驗證模式經兩樣本的考驗具有相當的穩

定性，模式的發展於是完成。 

    接著以發展完成的模式，由第二組樣本的資料進行詳細適配度考

驗，以瞭解模式的品質。就整體適配度考驗而言，除了少數指標未盡理

想外，其餘有達八成的指標介於理想與可接受間，顯示模式的外在品質

不錯。就內在結構適配度而言，由測量模式與結構模式觀之，測量模式

方面，觀察指標的信度有某些指標未達理想，多為以單題做為觀察變項

者，顯示有改進的空間，不過仍達可接受的範圍，而組合信度則都達可

接受的範圍。效度方面，雖然部份因素負荷量略低，但都達顯著性。而

結構模式方面，參數的方向與原假設一致，所有的結構係數均達到顯著

性，在內衍變項變異量被解釋的百分比方面，模式一有 64﹪憂鬱的變異

量能被焦慮依附和寂寞解釋；有 58﹪寂寞的變異量能被焦慮依附和社交

自我效能所解釋；而有 33﹪社交自我效能的變異量能被逃避依附、焦慮

依附、困擾的自我揭露所解釋；最後，7﹪的困擾的自我揭露的變異量

能被逃避依附所解釋。模式二則有 43﹪的憂鬱變異量為焦慮依附和社會

支持所解釋；有 67﹪的社會支持變異量為社交自我效能所解釋；有 38

﹪的社交自我效能變異量為逃避依附、焦慮依附、困擾的自我揭露所解

釋；有 8﹪的困擾的自我揭露為逃避依附所解釋，因此由測量模式與結

構模式綜合觀之，顯示兩個模式的內在品質不錯。 

    模式一變項間的關係代表的意義為：有戀愛經驗的大學生，逃避依



附傾向越強者，困擾的自我揭露與社交自我效能都低，且困擾的自我揭

露越低者，社交自我效能越低，社交自我效能越低者，越感到寂寞，越

寂寞者越有憂鬱的傾向。而有戀愛經驗的大學生，焦慮依附傾向越強

者，社交自我效能越低、越感寂寞與憂鬱，社交自我效能越低者，越感

寂寞，越寂寞者越有憂鬱的傾向。 

    模式二變項間的關係代表的意義為：有戀愛經驗的大學生，逃避依

附傾向越強者，困擾的自我揭露與社交自我效能都低，且困擾的自我揭

露越低者，社交自我效能越低，社交自我效能越低者，越感到社會支持

不足，社會支持越感不足者越有憂鬱的傾向。而有戀愛經驗的大學生，

焦慮依附傾向越強者越易憂鬱，且焦慮依附傾向越強者社交自我效能越

低、社交自我效能越低者越感社會支持不足，社會支持越感不足者越憂

鬱。 

     

綜合上述兩個模式的驗證結果，可歸納以下結論： 

第一， 逃避依附與焦慮依附會透過社交自我效能而間接影響寂

寞，再間接影響憂鬱。 

第二， 逃避依附與焦慮依附會透過社交自我效能而間接影響社會

支持，再間接影響憂鬱。 

第三， 逃避依附會透過困擾的自我揭露，間接影響社交自我效能，

再透過社交自我效能間接影響寂寞，再間接影響憂鬱。 

第四， 逃避依附會透過困擾的自我揭露，間接影響社交自我效能，

再透過社交自我效能間接影響社會支持，再間接影響憂鬱。 

第五， 焦慮依附會直接影響憂鬱。 

第六， 焦慮依附會透過寂寞間接影響憂鬱。 

第七， 焦慮依附對憂鬱的影響效果會大過逃避依附對憂鬱的影響



效果。 

第八， 困擾的自我揭露對寂寞不具直接影響力，困擾的自我揭露會

透過社交自我效能間接影響寂寞。 

第九， 逃避依附、焦慮依附、困擾的自我揭露對社會支持不具直接

影響力，逃避依附、焦慮依附、困擾的自我揭露會透過社交

自我效能間接影響社會支持。 

 

 

 

第二節 建議 
 

壹、對個人的建議 

 

一、認識自己的依附傾向： 

    個人的依附傾向形塑於幼年，直至成人影響個人與他人的互動。依

附傾向的形成雖非個人所能左右，但認識與了解自己的依附特質，藉由

察覺與省思可以為自己做一些改變，讓自己適應更好。例如，逃避依附

傾向強的人，了解自己之所以怕親密、對他人採負向看法、與他人保持

距離是怕自己受傷，這樣的行為其實會被人誤認為冷漠，因此可以由增

強自己與人互動時多些分享與信心做起；而焦慮依附傾向強的人，了解

自己為何對自己採負向的看法、一再的要人陪伴、需要別人保證是怕被

拒絕與被遺棄，這樣的行為反而會讓人逃開，因此可以由增強自己的社

交信心開始。  

 

二、提昇個人的社交自我效能： 



    本研究發現，不論是逃避依附或焦慮依附傾向強的大學生，在社交

自我效能上都欠缺，此種欠缺會導致後來強烈的寂寞感或是覺得支持不

足，進而造成困擾。顯示社交自我效能的重要，而社交自我效能即是對

自己是否有能力與人互動，以及與人互動後是否有好結果的預期。此種

「吾心信其可行」其實是來自於一種對自己能力的信念，此種信念的建

立需要信心也需要能力。Bandura（1977）曾提出四種用來啟發自我效

能的來源：1.成功的行為表現；2.替代性經驗；3.口語的說服；4.情緒的

激發。 

    將 Bandura 的原則運用於社交自我效能上，建議個人可以由多閱讀

人際溝通相關書籍、選修人際相關課程與參加相關工作坊上著手，經由

觀念的導正、釐清，技巧的演練，增加自己社交能力，由於體驗到自己

的進步，有了成功的表現而增加信心。藉由書本上、課堂上、與人互動

上，觀察討教他人的替代性經驗，增加自己處理人際互動的能力。並以

積極的對話，激勵自己，說服自己，克服各種人際障礙。 

 

三、學習揭露自己的困擾： 

    本研究發現，困擾的自我揭露高的人社交自我效能也高，而自我效

能高的人，社會支持高、困擾較少。因此建議不想或不善於自我揭露者，

首先釐清為何抗拒揭露自己的困擾，或為何自我揭露時不自然，藉由自

我的察覺與參與人際溝通工作坊來練習分享與自我揭露，適度的與人談

論自己的困擾，強化個人的困擾的自我揭露能力。而本研究也發現，男

性的困擾的自我揭露要比女性低，因此，男性比女性在此能力上更需突

破與加強。 

 

 



四、重視與善用社會資源： 

本研究發現，社會支持不足的人，易憂鬱。而社會支持不足，可能

是環境中的資源不足；也可能是社交能力不好，不知如何尋求支持；當

然也可能是自己主觀覺得不足，其實未必如此。對大學生而言，家人、

情人、同學、朋友、鄰居、室友、師長，都是社會支持的來源，每個人

也可提供不同的支持，應善用周邊的資源，平時不忘互動，有困難時，

才可及時獲得支持。而週邊的機構也是很好的支持來源，例如系所可提

供學業與生涯的協助；輔導與諮商中心可提供成長與心理困擾的協助；

社團可提供隸屬感與才華展現獲得肯定的支持等，這些垂手可得的資源

也常被忽略。尤其是曾有戀愛經驗的男性或目前不在戀愛中的大學生，

根據本研究發現，其社會支持都較低，因而更需正視、珍惜與善用周邊

的資源。 

 

貳、對學校諮商與輔導實務的建議 

 

一、對輔導活動及課程規劃方面 

（一）設計人際能力訓練工作坊，加強大學生社交能力： 

由本研究得知，人際能力能中介成人依附與寂寞、憂鬱間關係，尤

其是逃避依附傾向強的有戀愛經驗大學生，完全藉由困擾自我揭露的不

足與社交自我效能的欠缺，影響其寂寞，進而憂鬱。焦慮依附傾向強的

大學生則是部份藉由社交自我效能的中介影響其寂寞，進而憂鬱。可見

人際能力對大學生的適應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力，尤其是逃避依附與焦

慮依附傾向強者。為讓大學生有更好的適應，設計人際能力訓練工作

坊，訓練學生學習分享苦樂、溝通、提出需求、表達關心、傾聽與支持

他人、察覺情緒、相信自己能與人互動良好等社交能力，將能減低其寂



寞感、減少其憂鬱的傾向。 

（二）針對新生加強社交自我效能訓練： 

由研究結果發現，有戀愛經驗的新生其焦慮依附傾向較大三、大四

的學生來得強，而焦慮依附傾向強者又欠缺社交自我效能，故針對新

生，宜加強其社交自我效能的訓練。 

（三）設計性別教育工作坊，學習正確的親密互動： 

    本研究的依附傾向，係由親密關係中探究而得，發現逃避依附傾向

強者，害怕親密，對他人持負向看法，對自己的與人互動能力更無信心，

不願或是不習慣向對方傾訴自己的苦惱，因此在極需自我揭露、心靈親

密、重視分享的愛情關係中，易被對方解讀為冷漠、不夠親密、若即若

離，因此不易維持親密長久的關係。而焦慮依附傾向強者，則是害怕被

拋棄，非常擔心自己的愛情關係，對自己持負面看法，對自己與他人互

動有無力感，常會過度的表現此種不安全感，而讓對方覺得要窒息，因

此在親密關係中，此種一再需要對方保證愛自己的焦慮感，會讓對方覺

得自己不被信任，並因為一再需要對方的陪伴，而讓對方覺得沒有自己

的空間，所以反而讓對方想掙脫此種束縛。 

因此，設計性別教育工作坊，藉由教育的過程，讓學生察覺自己在

愛情關係中為何總是被嫌不夠熱情，讓學生明瞭自己為何需要對方一再

的保證，其實是根源於自己的依附傾向，並重新看待自己與對方，以突

破此種困局，學習向對方揭露自己，尤其是內心深處的感受；學習正面

看待自己，經由工作坊有系統的訓練與演練，讓學生習慣揭露自己、也

知道如何揭露自己，以及由演練中建立起與他人互動的信心。所以，此

種工作坊是需要結合認知與行為的方法，改變想法，改變行為。 

（四）舉辦「失戀工作坊」，成立支持團體，幫助學生由失戀中成長： 

本研究發現，目前不在戀愛中的有戀愛經驗的大學生，其在逃避依



附、焦慮依附、寂寞方面均較戀愛中的大學生要來得高，以及在社會支

持方面較戀愛中的大學生要來得低。表示或許其在依附傾向上的不安全

與目前的沒有戀愛有關，同時較為孤單無助，因此，舉辦「失戀工作坊」，

成立彼此支持的團體，幫助學生走出情傷，讓學生省思在此段戀情中，

自己與對方在情感上的依附關係是否成為兩人感情的障礙，自己學到了

什麼，該感謝對方什麼，而學習由失戀中成長。 

（五）宣導輔導中心或諮商中心的資源，讓學生樂於接觸、願意晤談： 

    在本研究中發現，有晤談經驗的受試只佔 15﹪，或許是因有困擾的

學生較少，也或許是學生即使有困擾也不向輔導或諮商中心求助。在逃

避依附傾向上就發現，無晤談者要大於有晤談者，顯示沒有晤談的人未

必沒有困擾，而是害怕親密，採取逃避的因應方式。故輔導或諮商中心

應採取主動出擊的方式，親赴各班或各系，舉辦座談、活動，增加與學

生互動接觸機會，提供學生一個管道求助。另外，每班甄選一至二位輔

導股長，給予培訓，使其成為班級與輔導或諮商中心的橋樑，運用同儕

的力量，協助學生有更好的適應。 

（六）開設人際相關課程，培養學生與人互動及尋求支持的能力，並學

習獨處： 

有系統的開設人際相關課程，強調省思與實作，課程中培養學生發

展新關係、溝通、分享、表達關懷、需求與拒絕的能力，建立與人互動

的信心，並學習一個人時如何自處，如何排遣寂寞，當孤立無援時該如

何求助等。 

（七）強化學生社會支持網絡： 

本研究發現，對於逃避依附與焦慮依附傾向強的學生，其社交能力

的不足，會影響其社會支持，社會支持不足則易有憂鬱的傾向。故，除

了社交能力訓練外，強化學生的支持系統亦非常重要，學生的支持來源



包括家人、同儕、師長、男女朋友、室友及鄰居等；學生需要的支持內

容則包括一般性支持（指導、親密的情感、隸屬感、實質協助、對別人

幸福有貢獻）及價值性支持（能力被肯定）。適當的時機由適當的人提

供最需要的支持，此種支持才最能發揮效果。故，學校應針對不同年級

的學生給予不同的協助，例如，新生需要老師學長的指導來了解進入學

習狀況、需要實質的協助以適應環境、需要融入團體、發展新友誼來建

立隸屬感，所以一般性的支持先於價值性的支持。到了大二大三的學

生，環境已適應、人脈也建立，此時最需獲得別人的肯定，所以價值性

的支持格外需要。到了大四，面臨畢業後生涯的抉擇，此時師長的指導、

家人的建議與支持，也顯得格外重要。故針對不同年級的大學生，設計

不同的輔導方案，同時自大一開始，有系統的結合各系的老師導師、採

用認輔制度，每位老師認輔幾位學生，自大一到大四，給予學生指引與

關懷，並採用學長姊學弟妹家族制，運用同儕的力量，提供綿密的社會

支持網絡，彼此支持，共同成長。 

 

二、對預防介入方面 

（一）篩選逃避依附傾向與焦慮依附傾向強的有戀愛經驗的大學生，予

以適當介入： 

本研究中經分析，有戀愛經驗的大學生，其逃避依附傾向平均數為

12.79、標準差為 3.81；焦慮依附傾向平均數為 13.82、標準差為 4.18（詳

見附錄十二），建議訂定一個臨界值，例如篩選百分等級 90 以上的學生，

如本研究中逃避依附為 18、焦慮依附為 19，其分數等於或高於此值則

為高危險群，需要積極輔導，此結果可供未來預防介入參考。 

（二）針對逃避依附傾向強的有戀愛經驗大學生，加強其困擾的自我揭

露與社交自我效能之訓練： 



對逃避依附傾向強者，協助其察覺自己的依附傾向，導致其不願向

人揭露自己困擾，以及對自己與他人互動沒信心，因而限制其發展更好

的關係，故應減低其對自我揭露的恐懼、挑戰其對自我揭露結果的負面

想法，以及促進其社交自我效能感。 

（三）針對焦慮依附傾向強的有戀愛經驗學生，加強其社交自我效能訓

練及積極關懷： 

協助焦慮依附傾向強者，察覺其依附傾向與其對自己的社交能力懷

疑有關，此種懷疑又與其後來的寂寞與憂鬱有關，藉由幫助這類學生看

到自己其實比自己預期的更有能力，而對自己更有信心。同時本研究發

現，焦慮依附強的人本身即易憂鬱，因此，對焦慮依附傾向強的有戀愛

經驗大學生應予積極關懷。 

（四）針對焦慮依附傾向強、目前不在戀愛中的、有晤談經驗的、有戀

愛經驗的大一學生，進行積極介入輔導： 

    本研究發現，大一學生焦慮依附較大三大四學生強；而焦慮依附傾

向強的有戀愛經驗的大學生，本身就易憂鬱。本研究也發現，不在戀愛

中的受試，較寂寞，而寂寞又可影響憂鬱：同時，有晤談經驗的受試也

較寂寞、較憂鬱。因此，若是原有戀愛經驗，目前不在戀愛中，本身焦

慮依附又強，又曾有晤談經驗的大一學生，應可視為憂鬱的高危險群，

應予積極介入輔導。 

（五）針對寂寞或社會支持不足的學生，進行關懷與適當的介入： 

由於寂寞與社會支持能直接影響憂鬱，因此調查校園中與人群疏

離、寂寞、支持網絡薄弱的學生，特別予以關懷，成立支持團體，運用

同儕的力量，加入其他成人的資源，強化其社會支持網絡。 

（六） 針對憂鬱傾向強的學生，進行人際互動訓練及強化外在資源： 

憂鬱是本研究的最終依變項，根據研究中兩個模式發現，模式一憂



鬱被解釋變異量佔 64﹪，模式二憂鬱被解釋變異量佔 43﹪。雖然憂鬱

的成因很多，但在本研究中發現其被解釋的比例不算低，因此可看出，

加強社交能力及社會支持都對防治憂鬱有幫助。而目前校園中篩選憂鬱

的量表較其他量表為普遍，因此，針對憂鬱傾向強的學生，除了諮商輔

導外，加強人際能力的訓練及強化外在資源，都是具體可行之處。 

 

叁、對未來相關研究的建議 

 

一、研究對象方面 

    目前研究僅限有戀愛經驗的大學生，本研究最初調查國內 1415 位

大學生，因受限於工具，故篩選有戀愛經驗的大學生計 805 位做為正式

樣本，未來應擴及沒有戀愛經驗的大學生，以探討模式一與模式二是否

亦適用於沒有戀愛經驗的大學生。 

 

二、研究方法方面 

本研究採取調查法，僅是單一時間點進行橫斷面之研究，未來若能

採取長期追蹤縱貫性的研究，將更可長期觀察不同依附傾向的大學生，

其在大學四年的變化，是否不同階段，其在各變項上有所差異，或者控

制住某些變項，例如憂鬱，而後觀察大一時的憂鬱程度對往後憂鬱傾向

的影響等。此外，由於調查法係主觀自陳方式，未來亦可採取如觀察法

等方式蒐集資料，以獲取更廣泛客觀的資料。 

 

三、研究工具方面 

    本研究探究的自變項為依附傾向，採取向度的觀點，因此採用

Brennan 等人 1998 年所編製的親密關係體驗量表，加以修訂而成。由於



該量表強調個人在愛情關係中的感受，因此對於沒有戀愛經驗的人，做

該量表時僅能憑空想像，鑒於想像與實際經驗有落差，所以最後僅挑選

有戀愛經驗的 805 位樣本做分析。而成人依附的對象其實包含同儕朋

友、伴侶等，本研究是依據伴侶來測量個人依附傾向，未來在研究工具

方面，可從與同儕等不同對象，並且兼顧向度觀點來測量。 

    本研究中所採用的社會支持量表，係修訂自Cutrona和Russell（1987, 

1990）的社會資源量表（The Social Provisions Scale, SPS）。原量表雖涵

蓋較廣，包含指導、價值再保證、依附、社群的融合、滋潤他人及可靠

的同盟 6 個分量表，但本研究經分析發現六因素間重疊性太高，後經刪

題合併成 2 個分量表，用來評估有戀愛經驗的大學生的社會支持的兩個

面向：（1）一般性支持：指獲得指導、協助、親密的情緒連結、融入社

群、感到對他人有貢獻等及（2）價值性支持：指具備某種技巧能力或

受到他人肯定。顯示對國內有戀愛經驗的大學生而言，指導、依附、社

群融合、可靠同盟、對他人有貢獻等這些支持不易區隔，可統稱為一般

性支持。而價值性支持雖同為支持，則是不同面向的支持。本修訂後的

量表在因素結構上較原量表調整幅度大，不過卻適用本研究對象。是否

適用其他樣本，有待未來更多研究的驗證。 

 

四、研究變項方面 

    由於模式一的變項，提到減少個人寂寞與憂鬱可採取加強社交能力

的作為，偏重在個人資源。而模式二的變項，則探究來自他人的資源－

社會支持，藉由重要他人的協助，促其適應大學生活。此外，是否還有

其他重要的中介變項，例如，自尊、學業成就、害羞、自我概念、情緒

察覺或情緒調適等變項對不同依附傾向的個人是否也會影響憂鬱，值得

探究。 



 

五、模式方面 

    本研究有戀愛經驗的大學生的依附傾向對憂鬱影響模式一及模式

二之驗證，並未完全符合最初所設定之理論架構，其原因可能是本研究

所提出之模式仍未臻完善，或是研究資料不適當，當然，有待更多的研

究來驗證。不過，經過模式的修正與嚴格的驗證，研究所得模式適配度

還算不錯，且模式具有相當的穩定性，結果也大致與理論一致。建議未

來類似研究有效樣本數最好在 1000 以上，俾便隨機分成兩組進行嚴緊

的複核效化驗證，如此才可建立較為穩定的模式。甚或可採用不同母群

體的樣本來進行驗證，或是不同年級、不同學科領域、甚或不同性別的

樣本來進行探討，瞭解是否不同樣本、不同依附傾向的人，各有人際能

力上的缺陷，這種不足會否影響其寂寞，進而憂鬱。若是能發現某些規

則，則對輔導大學生的適應，將提供相當大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