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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的方式，探討大學生在愛情關係中的共依附分數

組合類型與人際行為間的關係。本章共分為四節，包括第一節研究架構；

第二節研究對象；第三節研究工具；第四節資料處理與統計方法。各節分

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根據本研究的研究動機、目的及文獻探討的結果，提出本研究架構如

圖 3-1-1所示。本研究主要探討性別在共依附、人際行為量表與共依附分
數組合類型分佈的差異情形，另外也探討大學生在依共依附分量表所區分

出的不同共依附分數組合類型上與愛情關係中人際行為間的關係。 

 

 

 

 

 

 

 

 

 

圖：3-1-1  研究架構圖 

茲將本研究架構說明如下： 

1. 以大學生在四個共依附分量表的得分高低不同組合，區分為不同的共依
附分數組合類型。 

2. 探討大學生在共依附量表、愛情關係中的人際行為量表與共依附分數組
合類型分佈上的性別差異情形。 

3. 探討不同共依附分數組合類型的大學生在愛情關係中的人際行為間的
差異情形。 

共依附 

1. 以他人為焦點 
2. 認同照顧者角色 
3. 透過關係獲得意義
感 

4. 無法表達情感 

人際行為 

主動層次     被動層次 

1. 自由解脫   1.分離獨立 
2. 肯定       2.表露 
3. 主動關愛   3.有回應的愛
4. 保護       4.信賴 
5. 操縱控制   5.屈服順從 
6. 責備       6.彆扭不安 
7. 攻擊       7.畏縮 
8. 忽視       8.隔絕 

性別 

共依附分數組合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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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取樣範圍為國內各公私立大學、獨立學院、科技大

學及技術學院大一到大四自己報告有戀愛經驗的大學生為研究對象。另

外，本研究雖以有戀愛經驗的大學生為研究對象，但顧及班級施測時可能

會有部份學生不願承認有戀愛經驗，或者部份學生不用填寫測驗，造成班

級活動的不一致。故即使未有戀愛經驗的學生，亦可填寫問卷中的第二部

份「個人特質量表」（即共依附量表）。總計施測問卷共 1053份，扣除無
戀愛經驗、填答不完整和有亂答傾向的無效問候，共餘有效問卷 515份。
研究樣本之基本資料分布情形如表 3-2-1所示。 

表 3-2-1 研究樣本的基本資料分佈一覽表（N=515） 

類別名稱 類別項目 人數 百分比（﹪） 
東南 91 17.7％ 
育達 58 11.3％ 
政大 57 11.1％ 
玄奘 49 9.5％ 
世新 46 8.9％ 
醒吾 43 8.3％ 
北商 33 6.4％ 
屏科大 23 4.5％ 
文化 23 4.5％ 
淡江 19 3.6％ 
東吳 17 3.3％ 

就讀學校 

其他 56 10.9％ 
男性 197 38.3％ 

性別 
女性 318 61.7％ 
19歲 50 9.7％ 
20歲 127 24.7％ 
21歲 132 25.6％ 
22歲 78 15.1％ 
23歲 58 11.3％ 
24歲 38 7.4％ 
25歲 20 3.9％ 

年齡 

26歲 12 2.3％ 
一年級 60 11.7％ 
二年級 162 31.5％ 

年級 

三年級 194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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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級 81 15.8％  
其他 18 3.3％ 

現正交往 311 60.4％ 
曾經的對象 195 37.9％ 交往對象 
漏答 9 1.7﹪ 
半年以內 112 21.8％ 
半年至一年 133 25.9％ 
一年至兩年 114 22.1％ 
兩年至三年 62 12.0％ 
三年以上 80 15.5％ 

交往時間 

漏答 14 2.7﹪ 
全體受試 51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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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針對本研究需要，用以收集資料的研究工具有二：分別是「共依附量表」

與「人際行為量表」，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共依附量表 

（一）原量表簡介 

1. 量表內容與型式 

林淑芳、陳秀菁、許儀貞與蔡淑鈴（民 91）參考 Spann與 Fischer(1990)
所編制的「The Spann-Fischer Codependency Scale」翻譯修制而成的「共依附
量表」。其中包含四個因素：以他人為焦點、認同照顧者角色、透過關係獲得

意義感、無法表達情感。 

（1） 以他人為焦點：將生活重心放在他人身上。包含第 1題到第 4題。 

（2） 認同照顧者角色：被他人的問題所縈繞，而忽略照顧自己。包括第 5
題到第 8題。 

（3） 透過關係獲得意義感：渴求愛與讚許，依附在關係中來證明自己的價
值。包括第 9題到第 12題。 

（4） 無法表達情感：難以誠實、開放的表達自己內心的感受。包括第 13題
到第 15題。 

2. 信、效度分析 

信度：總量表的內部一致性 Cronbach α為.7573。分量表則介於.5872
至.6406之間，顯示本量表的穩定性雖有改進的空間，但仍可接受。 

效度：本量表採驗證性因素分析的建構效度分析，各個分量表的因素負

荷量介於.38-.75之間，因素間相關.19-.61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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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 共依附量表的題數及內部一致性信度 

分量表 題數 Cronbach α 
以他人為焦點 4 .5872 
認同照顧者角色 4 .6406 

透過關係獲得意義感 4 .6399 
無法表達情感 3 .6116 
總量表 15 .7573 

（二）正式施測樣本： 

1. 量表記分型式： 

原量表是採 Likert式的五點量表，但在本研究中，研究者將其轉換成六
點量尺，主要有以下幾點考量： 

（1） 顧及五點計分，東方人易有區中反應。 

（2） 本問卷的其他量表部份是六點量尺計分，為了使本問卷更有一致
性，且不造成填答者填答時須注意反應範圍變化的不便。 

（3） 原量表是參考 Spann等人(1990)所編制的「The Spann-Fischer 
Codependency Scale」(SF CDS)量表翻譯修訂而成。而 SF CDS本
為六點量尺的型式。 

（4） 張時雯（民 92）的研究發現，量表更改計分量尺後並未影響量表
的內部一致性信度與效度。 

故研究者基於上述理由將量表計分由五點轉換成六點，從「非常不

符合」到「非常符合」，共計 15題，分量表得分越高，表示這項特質程
度越強。 

2. 信度考驗 

本研究以有戀愛經驗的大學生為受試對象，共得有效樣本 515位，信度
分析結果顯示，總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係數α值為.81，各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
係數α值分別為：「以他人為焦點」.55、「認同照顧者角色」.63、「透過關係
獲得意義感」.75、「無法表達情感」.74。由以上的分析數據得知，本量表的
穩定性雖有改進的空間，但仍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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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際行為量表 

本研究採用廖宏啟（民 87）所編制的「人際行為量表」，以測量大學生
八種不同人際行為類型的程度。本量表的量表內容與形式、信效度分析說明

如下： 

（一）原量表簡介 

1. 量表內容與型式 

本量表是廖宏啟（民 87）依據 Benjamin的社會行為結構分析模式
（SASB）所編製之符合圓形複合結構的人際測量工具。「人際行為量表」係
以二度空間的圓形來表示人際行為的類別，座標軸的橫軸為「關係」向度，

縱軸為「自主」向度，共分成八個等面積扇形，分別代表八種人際行為和類

型。本量表包含三個部分，分別是「主動對待的人際行為」、「被動回應的人

際行為」和「內射的自我概念」三個人際互動的層面。而各個部分又都獨自

含蓋八個分量表，分別用以測量八種不同的人際行為類型。本量表的特點在

於它同時可以測量內隱的人際特質和外顯的人際互動行為。 

因為本研究只採用「人際間主動對待人的行為」與「人際間被動回應的

人際反應」兩個層面的分量表，故以下只針對這兩部分的分量表意義進行說

明如下： 

（1）人際間主動對待人的行為層次： 

亦即焦點在他人時，關心的焦點是自己主動對人的行為是什麼，所以此

人際行為層面可視為「主動對待」的人際層面。以下為主動行為層次的八種

人際行為類型： 

A. 解脫（emancipate）：係指讓對方自由發揮，不會給對方任何束縛，讓
他有充分自由的空間，不會有太多的擔心或顧慮，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情。 

B. 肯定（affirm）：係指對別人表現出友善尊重的態度，能同理接納對方
所談的話，並對其能力給予肯定。 

C. 主動關愛（active love）：係指對別人表現出主動積極的關愛，如主動
的噓寒問暖、微笑、攀談或提出友善的邀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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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保護（protect）：係指對別人表現出關心但不放心的態度，常會扮演
教導者、照顧者的角色。時常以保護對方的立場主動提出建議或分

析，引導對方該怎麼做，如同父母照顧自己的孩子，即是典型的例子。 

E. 操縱控制（control）：係指表現出強烈的控制慾，對別人不放心，凡
事必須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習慣瞭解所有細節，交辦事情總是鉅細靡

遺，並希望別人按照自己的方式或規則行事。 

F. 責備（blame）：係指當情緒不滿時，會以責備的口吻制止對方正在進
行的事情，或對他提出嚴苛的批評。 

G. 攻擊（attack）：係指當生氣或憤怒時，會毫不考慮對方的立場以心理、
口語或肢體進行破壞性的攻擊。 

H. 忽視（ignore）：係指對別人抱持冷漠的態度，漠視對方的權利，毫不
關心別人的立場或處境。 

（2）人際間被動回應的人際反應層面： 

亦即焦點在自己時，關心的焦點是當與人互動時，我常以怎樣的態度去

回應別人主動對我的行為。所以此人際行為層面可視為「被動回應」的行為

層面。 

A. 分離獨立（separate）：與人互動時，仍能保持自己對事情的一貫看法，
能夠選擇與別人暫時分離去做自己的事，而不會感到不舒服。 

B. 表露（disclose）：與人互動時，仍可以清楚而自在地向對方表達自己
的意見、感受、想法。 

C. 有回應的愛（reactive love）：與人互動時，對別人主動的關愛可以做
出相對的回應，表現出欣喜接納的態度，願意繼續與他保持接觸。 

D. 信任（trust）：與人互動時，會把對方當作依附的對象，相信對方提
供的建議，接受並依賴對方的呵護或照顧。 

E. 屈服順從（submit）：與人互動時，自己常常無法拒絕對方的請求，
容易迎合對方的想法，屈服順從對方的意見，甚至扮演他期望的角色。 

F. 彆扭不安（sulk）：與人互動時，對別人有所不滿，但常敢怒不敢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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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僅僅發發牢騷，但仍會多多少少順著對方的意思。 

G. 畏縮（recoil）：與人互動時，對方讓他心中充滿焦慮恐懼，或是不舒
服，而時常以逃避的方式來應對，以擺脫這種不安全的感覺。 

H. 隔絕（wall off）：與人互動時，常封閉自己的情感，排斥別人與他做
任何形式的接觸，將一切埋藏在自己的世界之中。 

2. 信、效度分析 

信度：由於本研究僅採用「人際行為量表」中第一部份「人際間主動對

待人的行為」與「人際間被動回應的人際反應」16個分量表。因此本研究
僅就這 16個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與兩週重測信度作討論。其信度分析
結果見下表所示： 

  表 3-3-2  人際行為量表之內部一致性信度與兩週重測信度 

第一部份：人際間主動對待人的行為 

分量表 
自由

解脫
肯定

主動

關愛
保護

操縱

控制
責備 攻擊 

忽

視 
內部一致性信度 .67 .88 .93 .92 .84 .69 .86 .91
兩週重測信度 .77 .72 .79 .89 .90 .74 .77 .85

第二部分：人際間被動回應的人際反應 

分量表 
分離

獨立
表露

有回應

的愛
信賴

屈服

順從

彆扭

不安 
畏縮 

隔

絕 
內部一致性信度 .85 .93 .95 .94 .88 .72 .87 .91
兩週重測信度 .50 .66 .92 .71 .57 .79 .79 .75

由上表可知，第一部份主動對待人際反應的內部一致性信度，落在.67
至.93之間，第二部分被動回應人際反應則落在.72-.95之間。在二週重測信
度的考驗，結果顯示，第一部份之八個分量表重測信度在.72-.90之間，第
二部份則在.50-.92之間，顯示其穩定性尚可接受。 

效度：本量表採專家效度與建構效度檢驗。專家效度方面，在量表預試

前，將所有題目送請專家審閱，經專家提供意見修訂之後，選擇最合適的題

目編成預試量表。故具有專家效度。在建構效度方面，本量表採用圓形複合

結構的考驗程序來建立建構效度。結果發現，「人際間主動對待人的行為」與

「被動回應的人際反應」之八個叢集順序皆與理論構念相符，也的確呈現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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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順序排列，但在兩軸的關係上，除主動對待層面大致確立之外，被動回應

層面僅有關係的軸可以接受。因此，關係與自主兩個向度可以用來解釋人際

間主動對待人之行為，但在被動回應層面上，關係向度比自主向度更具解釋

力（廖宏啟，民 87）。從以上量表的信效度資料中可知，量表信度雖有改善
的空間，但仍可接受，在效度部份，本量表則具有專家效度。 

（二）正式施測量表： 

1. 量表型式與計分： 

本研究僅採用廖宏啟（民 87）所編制「人際行為量表」中的「人際間
主動對待人的行為」與「人際間被動回應的人際反應」兩部分，並進行下列

修改： 

（1） 修改部分意思不清，敘述不適切之題項。 

（2） 刪去原量表部份題項中頻率的敘述，因為會與填答的詢問方式有
相重疊之敘述（為頻率的問答，如:總是如此），易造成受試者的混
淆。 

在量表記分方面，本量表為六點量尺，分數從「從未如此」到「總

是如此」，分數越高表示該類型之人際行為傾向越強。 

2. 信度考驗 
本研究以有戀愛經驗的大學生為受試對象，共得有效樣本 515位，信度

分析結果顯示如表 3-3-3： 

表 3-3-3  人際行為量表正式施測之內部一致性信度整理表 
第一部份：人際間主動對待人的行為 

分量表 
自由

解脫
肯定

主動

關愛
保護

操縱

控制
責備 攻擊 忽視

內部一致性信度 .5234 .7636 .8372 .8449 .8071 .7574 .7919 .7980
第二部分：人際間被動回應的人際反應 

分量表 
分離

獨立
表露

有回

應的

愛 
信賴

屈服

順從

彆扭

不安 
畏縮 隔絕

內部一致性信度 .7546 .8337 .8727 .8540 .8297 .7205 .8273 .8197

由以上的分析數據得知，本量表的穩定性雖有改進的空間，但仍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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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料處理與統計方法 

本研究經由問卷調查的方式所收集到的資料，剔除掉作答不完全、有明

顯反應心向者的無效問卷後。再將其餘有效問卷一一輸入電腦，以 SPSS for 
Windows 10.0進行各項統計分析。針對待答問題與研究假設，本研究係以
下列各種統計方法進行資料處理與分析。 

一、以平均數、標準差等描述統計方式來瞭解樣本與各分量表特性。 

二、為了解不同性別大學生在共依附、人際行為量表是否有差異，使用 t 檢
定考驗。 

三、為探討不同的共依附分數組合類型，以集群分析依四個共依附分量表所

測得的觀察值分出類型，再以區別分析與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進行

驗證。 

四、為了解不同集群的共依附分數組合與在愛情關係中的人際行為之關係，

使用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進行差異分析考驗，若達顯著，即進行事

後比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