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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開學常可以見到不願意與

媽媽或爸爸分開，而止不住哭泣的孩

子，這些幼兒對於面對新環境感到焦

慮。分離焦慮症 (separation Anxiety 

Disorder)是指與所依附的人分離時表

現與成長階段不符合的過度焦慮或恐

懼。研究指出童年時期的分離焦慮可

能會是造成其他焦慮症(例如懼曠症)

的危險因子(Masi, Mucci, Millepiedi, 

2001)，亦有研究顯示多於三分之二的

分離焦慮兒童有其它焦慮症之共病現

象，且有二分之一會產生憂鬱症狀

(Mash & Wolfe, 2010) 。 Mash 與

Wolfe(2010)更指出有三分之一的分離

焦慮兒童及青少年之症狀將會延續到

成年期，他們比其他人更容易經驗到

關係困擾(如拒絕結婚、婚後容易分

居、或離婚)，也更容易有其他焦慮症

及心理健康問題(尤其是恐慌症與憂

鬱)，而影響其社交與個人生活。幼兒

分離焦慮症是值得關注的重要議題。 

一、分離焦慮在幼兒生命早期心

理的重要發展意涵 

Bowlby 的依戀行為系統理論

(attachment behavior system)指出發展

中的嬰兒會經歷一系列不同的階段，

而發展出對主要照顧者(通常是母親)

的依戀關係。而當嬰兒在探索環境或

面臨分離時，會以此依戀關係作為「安

全基礎」。依戀型態的發展具有長期的

效果且具有個別差異，每個嬰兒經歷

與不同照顧者的不同互動，家長在回

應嬰兒需求的程度也不同，這些差異

使嬰兒形成不同的依戀型態。其中焦

慮-矛盾型依戀關係的幼兒與母親分開

及重聚時都有障礙，他們的行為混合

了彆扭地懇求被帶著走與堅持留下的

矛 盾 (Ainsworth &Bowlby, 1991 ；

Ainsworth, Bleher, Waters, & Wall, 

1978)。依戀行為分析在分離焦慮的處

置上扮演重要且關鍵的角色，幼兒認

為主要依戀對象可以給他支持、保謢

與照顧，如果幼兒能夠確定依戀對象

在附近、是可接近的、是關注自己的，

那麼他就會感到受到關愛、安全與自

信。 

客體關係學者 Mahler(1975)將客

體關係的概念用於解釋個體心理的誕

生(psycho-logical birth)之發展過程，指

嬰兒與母親產生心理上的分離後變成

獨立個體，個體是經由共生、分離到

個體化的過程，此為自我(self)的發展

與形成。而分離焦慮之產生在於個體

經歷與母親的共生期時，分不清與母

親的界線而產生退化的傾向，即在分

離個體化的過程中無法與母親產生心

理上的分離，導致無法順利地個體

化，且無法忍受分離及孤獨(陳孟吟，

1999)。因此，孩童打從出生就與母親

共生共存，認為與母親是一體的，在

與母親分離時就會產生焦慮而無法順

利達到個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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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離焦慮對幼兒心理健康的

影響 

(一) 分離焦慮的生理因素 

內側前額葉調節杏仁核活動，其

功能為消除害怕、運用情緒調節策略

以掌控情緒。杏仁核是恐懼迴路的一

部分，恐懼迴路有許多神經傳導物質

與焦慮症有關，並且焦慮症與血清素

功能不佳亦有相當大的關聯性，腎上

腺素濃度超過正常值均可能造成焦慮

的症狀。迦瑪氨基丁酸(GABA)會抑制

大腦活動，其效果為減輕焦慮，若

GABA 功能不佳會造成個體焦慮

(Kring, Davison, Neale, Johnson, 

2007)。焦慮症的幼兒連結內側前額葉

與杏仁核的管道或連接性有缺陷，焦

慮症的幼兒杏仁核特別活化，此生理

的因素使幼兒呈現較多的焦慮症狀。 

(二) 分離焦慮的診斷標準 

分離焦慮症是與所依附的對象分

離時表現與成長階段不符合的過度焦

慮或恐懼。害怕、焦慮或逃避時間在

幼兒及青少年個體至少持續 4 週，成

人 持 續 六 個 月 或 更 久 。 依 據

DSM-V(2013)，八項焦慮症狀中出現至

少三項症狀：  

1. 當離開家裡或與父母親分開時，一

再出現痛苦。 

2. 一直擔心會失去父母親，或擔心父

母親受傷。 

3. 一直擔心會發生不幸事件，導致和

父母親分離(例如迷路或被綁架)。 

4. 因為害怕和父母親分開，所以不願

意上學或去其他地方。 

5. 害怕獨自一個人。 

6. 因為害怕父母親不在身邊，以致於

不敢睡覺。 

7. 反覆做有關分離的惡夢。 

8. 當與父母親分離時，會一直抱怨身

體不舒服(例如頭痛、胃痛、嘔吐)。 

幼兒在進入新的、陌生的場域時

或多或少都會帶有一些情緒上的不安

與焦慮，但值的特別注意的是，當孩

子呈現拒學症狀時，除了以上的診斷

標準，也需更進一步來探究孩子當下

焦慮的成因是否是受到其他因素所引

發，教師與主要照顧者在面對分離焦

慮的幼兒的覺察，有助於幼兒分離焦

慮症的診斷。 

(三) 分離焦慮的共病 

Doobay (2008)的研究指出，有

79%分離焦慮症的孩童同時也會有另

一種焦慮疾患；大約有一半的機率隨

著分離焦慮症的發病而發展成憂鬱

症，也可能藉由迷路或怕黑等特定事

物恐懼顯現分離焦慮的症狀；此外，

最常見的是有許多分離焦慮症的幼兒

都出現抗拒上學的情形，以及伴隨拒

學症的狀況，其比率高達 30%~38%。

另外，Dallaire, D. H., &Weinraub, M. 

(2005) 指出患有分離焦慮的孩童常常

被發現也伴隨著有其他程度的焦慮症

或精神失調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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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處理幼兒分離焦慮策略的理

論基礎 

Bowlby(1969)指出「孩童分離焦

慮」是幼兒在離開原本熟悉的人事物

後，因為擔心、恐懼跟所依附的對象

分離，不確定分開後是否可再聚在一

起，或擔心害怕自己受到傷害，所表

現出的焦慮或不安的情緒。幼兒需要

與母親維持緊密相繫的情感，若親子

之間未能形成安全依附，幼兒可能會

以大量的依附行為、需求做為訊號，

希望獲取母親注意，而出現分離焦慮

之情形(Ainsworth et al., 1978)。 

客體關係學者認為，當幼兒感受

到父母能給予自然流露的關愛，並對

其需求做出及時且優質的回應時，幼

兒便會感到滿足，進一步可以幫助孩

子培養對他人的信賴感滿足感，而這

種信任感非常重要，能幫助孩子建立

起對他人及自己的信任，例如母親能

在幼兒飢餓時及時餵食，滿足其生理

的需求，孩子將瞭解到母親是可信

賴、且能夠滿足其需求的，並使幼兒

開始認為這個世界是個安全的地方。

另一方面也因為自己的行為能有效地

從母親那兒獲得滿足的回應，使其自

信心逐漸增強，幼兒會開始了解到自

己是值得他人關愛的，並能開始肯定

自我價值，因此在分離焦慮幼兒的治

療上，若治療者能適切地扮演一個「良

適母親(good enough mother)」般的「優

質客體」，同時秉持對幼兒絕對的真

誠、接納、與尊重關懷，將能幫助幼

兒培養信賴感，對建立治療關係亦是

關鍵因子(林沛螢，2012)。 

家庭是個體肯定自我、建立人生

觀與世界觀的地方，若家庭無法提供

幼兒安全感，也將無法幫助幼兒肯定

自我價值，並且可能導致其未來的人

際關係無法順利發展，甚至於無法積

極面對生命中艱困的挑戰；反之，若

家庭提供幼兒安全感，將能培養其自

信心，肯定自我價值，在與他人相處

中建立正常的人際關係，未來將有足

夠勇氣與信念去面對挑戰。因此在分

離焦慮幼兒的治療上，客體關係學者

認為除了須將治療室佈置成像家庭一

樣有安全溫馨的感覺之外，治療師也

應該扮演如同良適母親一般的客體，

同時也要對家庭成員，如幼兒的主要

依附對象進行諮商，同時處理幼兒分

離焦慮的議題(柳慶茂，2004)。家庭對

分離焦慮的幼兒有很大的影響力，在

治療期間納入主要照顧者的訓練並成

為共同治療者，對治療具有正面的助

益。 

四、分離焦慮症的處遇方式 

分離焦慮是造成拒學的原因之一

(Doobay, 2008)，幼兒仍然仰賴成年人

的照顧，容易受到環境的影響，因此

在治療的介入上，除了針對幼兒本身

的認知、與情緒介入之外，專業協助

人員、老師以及家長的諮詢以及合作

一樣重要，分離焦慮症的介入方法如

下所述： 

(一) 認知行為治療 

認知行為治療包含了幼兒的焦慮

管理訓練，引導幼兒藉由身體和認知

上的控制進行放鬆練習，以及對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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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中問題解決策略的練習，以增加幼

兒的自我效能以及自我控制感。

Dia(2001)針對幼兒的分離焦慮，施以

四個月認知行為治療法，結果顯示在

治療期間透過認知行為法的演練，例

如：突發事件處理、內在自我對話、

放鬆與注意力分散技術等治療策略的

運用，認知行為治療法可以改變信

念，增加自我效能感而使幼兒的分離

焦慮狀況獲得改善，並且在治療期間

父母親和幼兒一起學習與更有助於改

善幼兒分離焦慮。 

(二) 家庭治療 

幼兒與母親分離是成長過程中必

經的過程，母親、幼兒、學校之間的

互動若產生不安的狀態，則會造成分

離困難，進而形成上學恐懼症。對幼

兒來說學校是一個新環境，要花大部

分的時間進行社會互動及學習的地

方；對母親來說，孩子入學是一種測

驗，檢測媽媽是否是個稱職的母親；

學校的老師與孩子的接觸時，老師必

須讓孩子感到自己是受到老師關心和

包容。因此，若各自的角色都感到是

自在的，幼兒就能夠得以成功地進入

新的環境；反之，如果父母或老師有

些猶豫，自我懷疑或者是衝突，則可

能對上 學感到 恐懼 (Goldenberg & 

Goldenberg, 1970)。 

有些學校老師會覺得分離焦慮是

來自於父母的問題，而非來自於孩

子，父母親的表現影響著孩子的情緒

(Balaban, 2006)。父母的不正常信念及

較低的父母教養效能，和幼兒焦慮呈

現顯著的正向關係(Herren, In-Albon, 

Schneider, 2013)。每個家庭都有維持家

庭平衡以及運作的系統，當家庭的系

統過於僵化導致沒有辦法應付突發的

狀況或生活中的壓力時，家庭就會出

現問題。幼兒焦慮的症狀在家庭中可

能是為了補足某一部分僵化或喪失的

家庭功能，因此，一個分離焦慮的幼

兒，其背後必然有一個放不了手的父

親或母親。 

幼兒分離焦慮症所產生的拒學，

有時候也會連帶影響父母的日常生活

行程，時時刻刻需要面對一個緊黏自

己的孩子，也讓父母覺得喘部過氣

來，因此造成父母許多的情緒，此情

緒又發洩在孩子的身上，讓孩子更沒

有安全感，形成親子關係的惡向循

環，以下三點在家庭治療中給與父母

建議。 

1. 提供父母有關幼兒分離焦慮症的

相關知識 

讓父母了解幼兒分離焦慮的成因

以及因應策略，以協助他們可以更了

解自己的小孩為什麼不願意去學校，

以理解的眼光來看待幼兒因分離焦慮

而產生的拒學的問題。 

2. 父母本身的心理衛生照顧 

許多分離焦慮症幼兒的父母，本

身也有心理上或情緒上的困擾與問

題，提供相關心理治療的資源與建

議，協助父母照顧好自己的心理健

康，以提供幼兒一個良好的照顧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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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供父母親子教育的諮詢 

父母的教養態度對於幼兒在分離

焦慮症上有很大的影響。父母需要先

清楚看見自己過去是如何與幼兒互

動，對於幼兒的影響是什麼？能夠清

楚知道對於幼兒的拒學行為要如何回

應，並且進一步的思考什麼時候提供

幼兒獎勵、什麼時候又應該堅持底限。 

(三) 遊戲治療 

有些分離焦慮症的幼兒，其自尊

較低，依賴別人為自己做決定，同時

由於情緒的緊繃影響其能力的展現。

透過玩具、遊戲等各種藝術媒材，協

助幼兒在遊戲中能夠表達或者重新經

驗。在遊戲治療中與幼兒互動，協助

幼兒在遊戲中培養各種生活上必須的

能力，如:人際互動的能力、自我決定

的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忍受挫折

與不確定的能力，提升幼兒安全感、

自尊、自我概念，以增進幼兒獨立自

主的能力。 

(四) 藥物治療 

藥物的使用大多並非針對引發幼

兒「分離焦慮」的問題，而是協助減

緩幼兒分離焦慮所引起的症狀，例如

注意力不集中、憂鬱、情緒緊張等等，

大多數當幼兒的分離焦慮已經面成一

種慢性疾病時，例如社會恐懼或強迫

症等等，才會使用藥物的介入。目的

在於協助幼兒能夠減緩生理上的不

適，進一步有能力去適應及學習獨立

自主的能力。 

五、幼兒教育現況分析與建議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簡稱「兒

照法」）於 101 年 1 月 1 日施行後，我

國成為亞洲第一個完成幼托整合的國

家，兒照法實施後，幼稚園及托兒所

改制為幼兒園。對許多幼兒來說，進

入幼兒園是第一次與主要照顧者分

離，且嘗試學習團體生活，進入幼兒

園是一個新奇又感到擔心的場域。面

對新環境，分離焦慮幼兒可能以哭泣

反應自己內心的焦慮，在教室內可能

感染其他幼兒的焦慮反應。 

在幼兒園的情境方面，建議幼兒

園可針對分離焦慮的幼兒設計活動，

如認識環境、同儕合作活動，讓分離

焦慮兒童熟悉新環境，並且在同儕合

作活動中，藉由遊戲結交新朋友，讓

分離焦慮幼兒在情感上除了教師，也

能與同儕建立關係，產生情感的依附。 

在幼兒園教師方面，建議幼兒園

教師保留足夠時間觀察分離焦慮症的

幼兒在學校的行為，針對分離焦慮的

幼兒設計教學活動，讓分離焦慮兒童

能夠對幼兒園生活感到興趣，同時幼

兒園教師與家長充分的溝通，了解家

長的教養態度，與家長一同擬訂輔導

策略。另一方面，鼓勵幼兒園成立專

業學習社群，專業學習社群有助於激

發幼兒園教師專業知能(劉乙儀、張瑞

村，2017)，幼兒園教師可藉由專業學

習社群進行專業對話，分享討論分離

焦慮幼兒的可行策略，藉由專業的對

話讓分離焦慮兒童得到專業的照顧，

以協助適應新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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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語 

幼兒與主要照顧者分離是成長過

程中必經的過程，幼兒、主要照顧者、

幼兒園之間的互動若產生不安的狀

態，則會造成分離困難。幼兒園是幼

兒要花大部分的時間進行社會互動的

地方，若主要照顧者及老師在各自的

角色都感到是自在的，幼兒能夠得以

成功地進入新的環境；反之，若主要

照顧者或老師有些猶豫，自我懷疑或

者是衝突，可能因此讓幼兒對於上學

產生懷疑或是焦慮。 

幼兒分離焦慮造成幼兒及家庭的

壓力，分離焦慮造成的拒學造成父母

的困擾，並且相關研究指出分離焦慮

與成人初期的焦慮症呈正相關(Kins, 

Soenens, Beyers, 2011;Manicavasagar, 

Silove, Curtis, Wagner,2000; Silove, 

Rees, 2014))。若能在幼兒早期建立面

對與重要他人分離的適應能力，當這

些孩子能夠在重要的關係中找到自己

的價值，自然能夠學習真正的獨立以

及為自己的生命找到出口，對於幼兒

的未來發展具有很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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