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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欲瞭解研究生與父母的依附、自我認定及生涯決策間的關係。主要

探究研究生在親子依附、自我認定及生涯決策的現況及相關情形，更進一

步探討自我認定在親子依附與生涯決策間的中介效果。 以輔仁大學日間



部研究所碩士班學生為研究樣本進行問卷調查，得有效問卷 395 份，男性

150 人，女性 245 人，平均年齡為 25 歲。 研究結果如下： (一) 研究生與

父親依附及與母親依附品質尚可；自我認定多傾向認定達成狀態；而生涯

決策能力亦屬中等。 (二) 依附與自我認定方面，整體親子依附與自我認定

有關，整體親子依附品質越佳，個體越傾向認定達成或他主認定狀態；與

父親依附品質越佳越傾向他主認定狀態，而與母親依附品質越好，個體則

越傾向認定達成狀態，其餘皆未達顯著相關；依附與生涯決策方面，整體

親子依附品質越佳，個體生涯決策能力也越好；與母親依附品質越好，個

體生涯決策能力越高，父親依附則與生涯決策無關；自我認定與生涯決策

方面，越傾向認定達成者，其生涯決策能力越高，而越傾向尋求認定、他

主認定及認定混淆者其生涯決策能力越低。 (三) 自我認定在親子依附與生

涯決策間具有中介作用，然而卻是透過不同自我認定層面影響親子依附與

生涯決策的關係，首先，父親依附可透過他主認定對生涯決策產生影響，

而母親則透過認定達成對生涯決策產生影響；再者，男性研究生之父親依

附透過他主認定與認定混淆對生涯決策產生作用，而女性研究生之父親依

附對生涯決策則無影響，自我認定之中介效果亦不存在；男性研究生之母

親依附透過認定達成與他主認定對生涯決策產生影響，女性研究生之母親

依附透過認定達成對生涯決策產生影響；由此可知親子依附透過自我認定

對生涯決策產生作用，親子依附對生涯決策的影響力並未因此消失，顯示

親子依附雖透過自我認定影響生涯決策，但其對生涯決策仍存在一定的影

響。然而隨不同性別出現不同結果，顯示父母親間與男女性間差異。 關

鍵字：研究生、親子依附、自我認定、生涯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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