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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探討大學生在親密關係中依附類型、衝突因應與關係適應間

之相關情形，依據上述研究目的及相關理論之探討，將分節說明本研究之「研

究架構」、「研究假設」、「研究對象」、「研究工具」、「研究程序」及「資料處

理」六大部分。 

 

第一節  研究架構 

圖 3-1-1 為本研究之研究架構，本研究中共有四個主要的研究變項，

自變項為「性別」及「依附」，依變項為「衝突因應」與「關係適應」。 

 

圖 3-1-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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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圖 3-1-1 中所示，本研究之變項包含性別(gender)、依附(attachment)、

衝突因應(conflict coping)以及關係適應(relationship adjustment)四個變項，其

中依附的變項中，以逃避與焦慮兩向度為資料蒐集的方向，並在資料分析中

取兩向度的中位數來劃分四種類別，而衝突因應變項中則是有問題焦點、情

緒壓抑、尋求支持以及正向評估四個向度，而關係適應變項中則是包含滿

意、自主以及矛盾三向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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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假設 

      依據前述的研究問題及文獻探討的結果，本研究提出之研究假設如下： 

 

一、 大學生之衝突因應與親密關係適應之假設 

假設 1-1：衝突因應能力越好，親密關係適應程度越好。 

假設 1-2：衝突因應能有效預測關係適應中的滿意、矛盾及自主三個面向。 

 

二、 大專院校學生之性別與依附、衝突因應與關係適應之假設 

假設 2-1：在依附型態上，男性較女性傾向有忽視逃避型以及恐懼逃避型的

依附；而女性較有焦慮型的依附；在安全型的依附上男女生並無顯

著差異。 

假設 2-2：在衝突因應上，男性較女性傾向於使用問題解決及情緒壓抑的衝

突因應方式；而女性則是較男性傾向於使用尋求支持的衝突因應，

在正向評估的部份男女生則並無差異。 

假設 2-3：在關係適應上，男性較女性有自主的關係適應傾向；在滿意及矛

盾兩向度上男女生則無差異。 

          

三、 大學生的成人依附型態之現況、依附型態與衝突因應、關係適應

關係之假設 

假設 3-1：安全型依附的人數比例高於其他三種類型， 

假設 3-2 ：不同成人依附類型在衝突因應上有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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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安全型依附者比焦慮型依附、恐懼逃避型依附以及忽略逃避型 依

附者，傾向於使用問題焦點及正向評估的衝突因應。 

3-2-2：安全型依附者比焦慮型依附、恐懼逃避型依附以及忽略逃避型

依附者使用尋求支持之衝突因應的程度較高。 

3-2-3：恐懼逃避型依附者比安全型依附、焦慮型依附以及忽略逃避型

依附者使用情緒壓抑之衝突因應的程度較高。 

假設 3-3：不同依附類型在親密關係適應程度上有顯著差異。 

3-3-1：安全型依附者比焦慮型依附、恐懼逃避型依附以及忽略逃避型

依附者在滿意的關係適應程度較高。 

3-3-2：忽略逃避型依附者比安全型依附、焦慮型依附以及恐懼逃避型

依附者在自主的關係適應上較高。 

3-3-3：安全型依附者比焦慮型依附、恐懼逃避型依附以及忽略逃避型

依附者在矛盾的關係適應向度上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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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正式樣本以台灣北部地區之國立政治大學、國立台灣藝術大

學、國立台灣大學、私立東吳大學、私立中原大學以及私立青雲科技大學之

大學生為研究對象，採取立意抽樣的方式選取五個學校，1 至 2 班通識課學

生，作為研究對象，施測學校及樣本分配見表 3-3-1。表中可以看出，本研

究考量了大專院校的公私立及性質等變項，並利用通識課的時間施測，皆有

利於樣本的異質性。 

本研究共發出 550 份問卷，正式問卷中包含個人資料、依附量表、衝突

因應量表以及關係適應量表四部份，回收 482 份問卷，篩選扣除有大量遺漏

值及做答反應偏誤之問卷實際獲得有效問卷為472份，選取年齡範圍為18-22

歲者為 187 人，年齡範圍 22-25 歲者有 238 人，年齡範圍在 25-30 歲者有 47

人；其中男性有 156 人，佔 33.05%，女性有 316 人，佔 66.94%。 

 

表 3-3-1  施測學校及樣本分配一覽表 

 
男生 女生 

有效 

人數 

國立政治大學 13 52 65 

國立台灣藝術大學 42 56 98 

國立台灣大學 16 69 85 

私立東吳大學 17 48 65 

私立中原大學 20 13 33 

私立清雲科技大學 48 79 127 

合計 156 316 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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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蒐集資料，所使用之研究工具，除了受試者

的基本資料之外，共包括三個量表，分別為「成人依附量表」、「衝突因應

量表」以及「關係適應量表」，以下就上述量表之內容架構及計分方式說

明： 

 

壹、成人依附量表 

一、 量表內容 

本研究中之親密關係依附量表，係參考 Brennan, Clark &Shaver(1998)

所編製的 Experiences in Close Relationships Inventory(ECR)，在此研究中將

Barthlomew 在 1991 年中以自我及他人概念的二軸延伸為焦慮與逃避程度，

故本研究也採取此架構來編制題目並考慮本土因素進行問卷的改編為兩向

度各 14 題共 28 題，題目及出處羅列如表 3-4-1，並在表 3-4-2 中列出正式量

表的信度及效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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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 依附量表題項來源表 

因素 題目 改編出處 

1.我擔心會被拋棄 Bartholomew& 

Shaver(1998) 

2.我害怕對方不在乎我 自編 

3.我要常常確認對方是愛我的才能安心 自編 

4.我會擔心與另一半的關係好不好 Bartholomew& 

Shaver(1998) 

5.我擔心會失去對方 Bartholomew& 

Shaver(1998) 

6.我擔心對方對我的感覺不像我對他那麼強烈 Bartholomew& 

Shaver(1998) 

7.我害怕自己孤單一個人 Bartholomew& 

Shaver(1998) 

8.我想親近對方的念頭會嚇跑對方 Bartholomew& 

Shaver(1998) 

9.我會很想促使對方表達多一點感覺及承諾 Bartholomew& 

Shaver(1998) 

10.我並不擔心被另一半所遺棄 Bartholomew& 

Shaver(1998) 

11.我比另一半更想親近對方 Bartholomew& 

Shaver(1998) 

12.假如沒有愛情，會讓我感到焦慮、沒有安全感 Bartholomew& 

Shaver(1998) 

13.當對方不能如我希望的陪在我身邊，我會感到很不

安 

Bartholomew& 

Shaver(1998) 

一、關係焦慮 

14.我會因為對方把大多時間花在做別的事而沒有陪我

而感到不滿 

自編 

二、 逃避 15.當我遇到困難時我只想要一個人處理，不需要另外

一半的安慰及忠告 

自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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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和對方分享我個人的感覺和想法讓我不自在 自編 

17.我不喜歡和對方太過於親近 Bartholomew& 

Shaver(1998) 

18.當我心情很低落的時候，習慣自己一個人，不喜歡

讓對方看到 

Bartholomew& 

Shaver(1998) 

19.當發現和對方的關係越來越親密，我會保持距離 Bartholomew& 

Shaver(1998) 

20.當對方想讓彼此關係很親密的時候我會感到不自在 Bartholomew& 

Shaver(1998) 

21.我覺得交往中彼此不要有秘密 自編 

22.我想要和對方親近但又會不自主的想要保持距離 Bartholomew& 

Shaver(1998) 

23.當和對方太過親密時我會覺得很緊張 Bartholomew& 

Shaver(1998) 

24.我不喜歡和對方分享我的想法及感覺 Bartholomew& 

Shaver(1998) 

25.我試著避免和我的另一半過於親密 Bartholomew& 

Shaver(1998) 

26.要我親近對方是件容易的事 Bartholomew& 

Shaver(1998) 

27.要我去依賴對方是很難的事情 Bartholomew& 

Shaver(1998) 

28. 我想要從對方那裡得到安撫以及承諾 Bartholomew& 

Shaver(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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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分方式 

     本研究之成人依附量表採用 Likert 五點量表計分，量表中包括正向題與反

向題，由受試者在從未如此到總是如此中圈選最符合自己實際情形的答案。

計分方式為選擇「從未如此」者 1 分；「偶而如此」者 2 分；「有時如此」者

3 分；「經常如此」者 4 分；「總是如此」者 5 分。「焦慮」與「逃避」兩分量

表分數最高為 70 分，以中位數為分界點畫出四象限，可將受試者分為四類

型： 

 (一)安全型 

焦慮總分低且逃避總分也低者，對自我與他人有正面的觀點，當與他人

有親密感連結時，樂於分享自己，在人際關係上，存在著親密的友誼並不擔

心被孤立或不被接納。  

(二)焦慮依附型  

焦慮總分高且逃避總分低者，覺得自己不夠好，他人都是好的，因此與

他人建立關係時，只有他人接受自己後，才能接受自己，並且時常擔心別人

不重視自己，在人際上顯得非常依賴。 

(三)忽略逃避型  

焦慮分數低且逃避分數高，認為自己都是好的，但對他人卻有著負面的

想法，不重視親密關係，重視自我的獨立感，不喜歡依賴他人或被他人依賴，

凡事靠自己，並不依賴友誼的關係。  

(四)害怕逃避型  

焦慮分數高且逃避分數高，對自己與他人都存有負面的看法，對於親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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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裹足不前，心存害怕、不信任的態度，在人際上表現出害羞、沒有自信，

希望與人有親密關係全然相信依賴他人，不過又會擔心與人太過親近而受到

傷害。 

 

三、正式量表 

預試問卷回收後，以因素分析與最大變異法(vairmax oblimin)來抽取因素，

並以因素分析的結果刪除特徵值(Eigen-Value)小於 1以及因素負荷量小於.60

的題目，其餘為正式的量表題目，並進行後續的施測。 

1. 效度分析 

預試問卷中之依附量表共有 28題，經因素分析後，以因素負荷量大於.60

為篩選標準，共計刪除 6 題，正式的依附量表中共有 22 題，包含兩因素分

別為「焦慮」及「逃避」，累積解釋量為 50.237%，具有良好的解釋量，因

素之結構整潔，所保留的題目也具有良好的解釋力，詳見表 3-4-2。 

2. 信度分析 

以本研究的正式樣本(N=473)對分量表進行信度的分析，得到兩因素的

信度值分別為.8986 以及.8913，可知信度值相當不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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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2  成人依附量表之因素分析及信度摘要表(n=473) 

因素  

題目 
因素1 因素2 

因素解

釋量 
Crobach α

我擔心會被拋棄 .783 .139 

我害怕對方不在乎我 .818 .089 

我要常常確認對方是愛我的才能安心 .712 .053 

我會擔心與另一半的關係好不好 .632 .139 

我擔心會失去對方 .763 -.065 

我擔心對方對我的感覺不像我對他那麼強烈 .773 .111 

我害怕自己孤單一個人 .620 .051 

我會很想促使對方表達多一點感覺及承諾 .665 -.156 

我比另一半更想親近對方 .642 -.075 

當對方不能如我希望的陪在我身邊，我會感到很不安 .700 -.055 

關係

焦慮 

 

我會因為對方把大多時間花在做別的事而沒有陪我而感

到不滿 
.632 -.143 

.8986 

當我遇到困難時我只想要一個人處理，不需要另外一半

的安慰及忠告 
-.161 .631 

和對方分享我個人的感覺和想法讓我不自在 .137 .578 

我不喜歡和對方太過於親近 -.068 .728 

當我心情很低落的時候，習慣自己一個人，不喜歡讓對

方看到 
-.007 .621 

當發現和對方的關係越來越親密，我會保持距離 .022 .765 

當對方想讓彼此關係很親密的時候我會感到不自在 .000 .780 

我想要和對方親近但又會不自主的想要保持距離 .093 .708 

當和對方太過親密時我會覺得很緊張 .223 .698 

我不喜歡和對方分享我的想法及感覺 .027 .703 

我試著避免和我的另一半過於親密 -.020 .781 

關 係

逃避 

要我去依賴對方是很難的事情 -.157 .603 

50.237

% 

.8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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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衝突因應量表 

一、量表內容 

        本研究中之衝突因應問卷係參考 Dayna, Melady, & Anita (2005)的關係

壓力因應量表、Carver, Scheier, & Weintraub (1989)的因應量表(The COPE 

scale)以及 Gross & John(2000)的情緒調節量表之題目並依據衝突化解的本土

化理論為架構選取適合親密關係衝突因應的向度進行問卷的改編共 30 題，

題目及出處羅列如表 3-4-5： 

 

表 3-4-5 衝突因應量表內容來源 

分量表 題目 改編出處 

1.衝突發生時，我會試著去了解對方的感受 Dayna, Melady, & 

Anita (2005) 

2. 衝突發生時，我會從對方的觀點來看事情以免爭吵變嚴重 Carver, Scheier, & 

Weintraub (1989) 

3.衝突發生時，我會試著去傾聽對方的想法或感受 Dayna, Melady, & 

Anita (2005) 

4.爭吵時，我會試圖想像自己站在對方的立場 Dayna, Melady, & 

Anita (2005) 

5.我會藉者表達正面的感受(如，我喜歡你)來安撫對方 Dayna, Melady, & 

Anita (2005) 

一、 

同理因應 

6.藉著幫對方做事來安撫對方以避免衝突 Dayna, Melady, & 

Anita (2005) 

7.爭吵時，我會找出解決問題的做法 Dayna, Melady, & 

Anita (2005) 

二、 

問題解決 
8.發生衝突時，我會擬定解決這個問題的行動計畫 Carver, Scheier, & 

Weintraub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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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我會試圖想出如何解決爭端的對策 Carver, Scheier, & 

Weintraub (1989) 

10.對於引起爭吵的問題，我會規劃解決的步驟 自編 

11.我會想出解決衝突的辦法 自編 

12.有衝突時我會去思考什麼是最好的解決之道 自編 

13.衝突發生時，我不會將我的情緒洩漏出來 Gross & John(2000)

14.通常我不會表達出情緒，以免爭吵加劇 Gross & John(2000)

15.當我感受到負面的情緒(憤怒、悲傷)時我不會表達出來 Gross & John(2000)

16.吵架時，即使我感到生氣，我不會讓對方知道 自編 

17.我覺得表達太多的情緒反而不能解決爭吵 自編 

三、 

情緒壓抑 

18.有衝突時，我即使很生氣或難過都不會當場表現出來  自編 

19.和男(女)朋友吵架時，我會和親朋好友傾訴  自編 

20.和另一半起衝突，我會和別人討論我的感受 自編 

21.和另一半吵架時，我會想從親友身上獲得情緒的支持 自編 

22.問有類似衝突經驗的人該怎麼辦 自編 

23.找與衝突無關的人傾訴 Dayna, Melady, & 

Anita (2005) 

四、 

尋求支援 

24.和對方起衝突時，我會向他人尋求忠告 Dayna, Melady, & 

Anita (2005) 

25.我想從衝突事件中看到其正面的意義 自編 

26.每次爭吵過後總會學到一些事 自編 

27.我覺得發生衝突可以更了解彼此 自編 

28.抱持著衝突事件後我會有所成長的想法 Dayna, Melady, & 

Anita (2005) 

29.想著衝突過後我會比以前好 Dayna, Melady, & 

Anita (2005) 

五、 

正向評估 

30.衝突過後往往會發現生命中重要的東西 Carver, Scheier, & 

Weintraub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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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分方式 

        本研究之衝突因應量表採用 Likert 五點量表計分，量表中包括正向題與

反向題，由受試者在從未如此到總是如此中圈選最符合自己實際情形的答

案。計分方式為選擇「從未如此」者 1 分；「偶而如此」者 2 分；「有時如此」

者 3 分；「經常如此」者 4 分；「總是如此」者 5 分。每個分量表得分越高表

示受試者的衝突因應傾向 

 

三、正式量表 

預試問卷回收後，以因素分析以及最大變異法(vairmax oblimin)轉軸並

萃取因素，並以因素分析的結果刪除特徵值小於 1 以及因素負荷量小於.65

的題目，其餘為正式的量表題目，並進行後續的施測。 

1.效度分析 

預試問卷中之衝突因應量表共有 30 題，經因素分析後，以因素負荷量

大於.65 為篩選標準，共計刪除 10 題，且原「同理因應」及「問題解決」兩

因素合併為一，依據篩選出之題目題意重新命名為「問題焦點」因素，正式

的衝突因應量表中共有 20 題，包含四因素分別為「問題焦點」、「情緒壓抑」、

「尋求支持」及「正向評估」，累積解釋量為 65.516%，具有相當良好的解

釋量，因素之結構整潔，所保留的題目也具有良好的解釋力，詳見表 3-4-6。 

2.信度分析 

以本研究的正式樣本(N=473)對分量表進行信度的分析，得到四因素的

信度值分別為.8567、.8848、.8804 以及.8209，可知信度值相當不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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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6  衝突因應量表之因素分析及信度摘要表(n=471) 

因素 題

號 

題目 
    二 三 四 

解釋量 Cronbach 

α 

12 衝突發生時，我會從對方的觀點

來看事情以免爭吵變嚴重 
-.010 .102 .718 .162 

4 爭吵時，我會試圖想像自己站在

對方的立場 
-.076 .071 .698 .198 

13 爭吵時，我會找出解決問題的做

法 
.067 -.007 .840 .203 

5 我會試圖想出如何解決爭端的對

策 
.035 .082 .789 .155 

問題

焦點 

14 有衝突時我會去思考什麼是最好

的解決之道 
.080 -.024 .827 .190 

.8567 

. 

31 衝突發生時，我不會將我的情緒

洩漏出來 
.053 .865 .075 -.017 

6 通常我不會表達出情緒，以免爭

吵加劇 
-.023 .780 .116 -.060 

23 當我感受到負面的情緒(憤怒、悲

傷)時我不會表達出來 
.009 .773 -.023 -.068 

40 吵架時，即使我感到生氣，我不

會讓對方知道 
.000 .855 .041 .072 

情緒

壓抑 

32 有衝突時，我即使很生氣或難過

都不會當場表現出來  
.049 .855 .020 .052 

.8848 

 

7 和男(女)朋友吵架時，我會和親朋

好友傾訴  
.873 -.068 -.008 .063 

24 和另一半起衝突，我會和別人討

論我的感受 
.836 .023 .031 .158 

尋求

支援 

41 和另一半吵架時，我會想從親友

身上獲得情緒的支持 
.755 .050 .001 .151 

65.516%

.8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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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找與衝突無關的人傾訴 .820 .055 .043 .059 

8 和對方起衝突時，我會向他人尋

求忠告 
.827 .020 .018 .160 

42 每次爭吵過後總會學到一些事 .109 -.070 .240 .765 

17 我覺得發生衝突可以更了解彼此 .104 .049 .155 .657 

34 抱持著衝突事件後我會有所成長

的想法 
.123 .023 .237 .769 

9 想著衝突過後我會比以前好 .207 .032 .089 .671 

正向

評估 

26 衝突過後往往會發現生命中重要

的東西 
.055 -.088 .218 .779 

.8209 

 

 

肆、關係適應量表 

一、量表內容 

本研究中所採用之關係適應量表，係參照王慶福(民 84)的關係適應量表

所改編而成，包含滿意成長、自主、矛盾三個分量尺。 

1.滿意成長量尺：測量親密關係品質中之正向經驗特質，此分量表合

計得分越高者對自己親密關係的滿意度越高，能在

親密關係中獲得成長的程度越高。 

2.自主量尺：測量親密關係中的自主性，此分量表合計得分越高者的

在親密關係中的自主性就越高，而得分越低則關係中的

共生傾向就越高。 

3.矛盾量尺：測量的是親密關係中的矛盾，此分量表合計得分越高

者，表示在關係中所感受到的矛盾感受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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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分方式 

        本研究之關係適應量表採用 Likert 五點量表計分，量表中包括正向題與

反向題，由受試者在從未如此到總是如此中圈選最符合自己實際情形的答

案。計分方式為選擇「從未如此」者 1 分；「偶而如此」者 2 分；「有時如此」

者 3 分；「經常如此」者 4 分；「總是如此」者 5 分。 

        原量表中量表包括三個分量尺，滿意成長分量表共九題，得分越高代表

對親密關係的滿意度越高，在親密關係中獲得成長也越多；自主分量尺共六

題，得分越高者在親密關係中的自主性越高；矛盾量尺共六題，得分越高者

在親密關係中感受到之矛盾越多。 

 

三、正式量表 

      將前 100 份問卷回收作為預試問卷，以因素分析與最大斜交轉法(vairmax 

oblimin)萃取因素，並以因素分析的結果刪除特徵值小於 1 以及因素負荷量

小於.65 的題目，其餘為正式的量表題目，並進行後續的施測。 

1.效度分析 

在原量表中，王慶福(民 84)，以 504 位目前個別或團體與異性交往約會

的大學生為研究對象，進行因素分析，結果符合三個因素向度。而在本研究

當中，將原關係適應量表之 21 題，經因素分析後，再以因素負荷量大於.60

為篩選標準，共計刪除 6 題，正式的衝突因應量表中共有 15 題，包含三因

素分別為「滿意」、「自主」及「矛盾」，累積解釋量為 62.04%，具有相當良

好的解釋量，因素之結構整潔，所保留的題目也具有良好的解釋力，詳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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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 

2.信度分析 

在原量表中經王慶福(民 84)以 486位目前有戀愛或是喜歡對象的大學生

為研究對象，求得滿意/成長、自主/共生、衝突矛盾三個分量表，內部一致

性係數(Cronbach α)分別為.91、.78、.81。 

以本研究的正式樣本(N=473)對分量表進行信度的分析，則是得到三因

素的信度值分別為.876、.832 以及.834，可知信度值相當不錯。 

 

 

表 3-4-7 正式關係適應量表之因素分析摘要表(n=473) 

 題目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題目與

分量表

之相關 

因素解

釋量 

Cronbach 

α 

1.我滿意我和對方之間的關係。 -.483 .196 .601 .782 

2.我們兩人之間有很多思想觀念的

激發和交流。 
-.120 .158 .662 

.697 

4.我們能一起努力完成某些事。 -.161 .104 .817 .808 

6.兩個人在一起的這段時間，我覺

得自己成長了許多。 
-.144 .196 .700 

.751 

一、 

滿 意

成長 

9.我覺得我們兩人能互相提攜一起

成長。 
-.251 .125 .846 

.865 

.876 

10.交往後兩人都各自保有生活圈。 -.028 .825 .052 .801 

12.我們可以各自參加喜歡的活

動，不會限制對方的生活。 
-.091 .767 .116 

.782 

二、 

自主 

13.有的假期我們可以分開來各自

度過，不會因此造成不愉快。 
-.129 .679 .094 

.712 

62.04% 

.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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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我覺得我們會留給對方屬於自

己的時間和空間。 
-.093 .756 .221 

.791 

15.我覺得我們會尊重彼此原本的

個性、價值觀、信仰等。 
-.199 .733 .253 

.788 

16.我對我們的關係有所不滿，但不

能坦誠的談。 
.712 -.052 -.179 

.752 

18.我們並不是真正很合得來，但卻

仍然勉強在一起 
.731 -.139 -.168 

.770 

19.別人看我們似乎很親密，其實真

實的情形並不是這樣。 
.683 -.048 -.223 

.729 

20.我覺得我們繼續下去彼此都會

是痛苦的 
.823 -.081 -.231 

.848 

三、矛

盾 

21.我覺得我們的關係有ㄧ些緊張

與不愉快 
.818 -.212 -.037 

.813 

.834 

 

 

 

3.量表間的相關 

以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做關係適應量表的相關探討結果為，「滿意」因素

與「矛盾」因素的相關為-.571(P<.01)，而「自主」因素和「矛盾」因素

的相關為-.279(P<.01)，「滿意」因素與「自主」因素相關為.410(P<.01)，

顯示此量表可以有效區分正向的關係適應(滿意因素和自主因素)和負

向的關係適應(矛盾因素)，詳見表 3-4-8。 

綜上所述，此量表對於固定交往對象階段之大專院校學生之關係適應評

量具有良好的信效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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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8 正式關係適應量表各分量表間相關表 

               

 

 

 

 

 

 

 

 

 

 

 

 

 

 

 

 

 

 

 

 滿意總分 自主總分 矛盾總分

滿意總分 1 .410(**) -.571(**)

自主總分 .410(**) 1 -.279(**)

矛盾總分 -.571(**) -.27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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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實施程序 

        本研究的實施程序可分為下列五個階段，茲分述如下： 

一、 蒐集相關文獻並提出研究架構 

         自民國 94 年 12 月開始蒐集相關文獻及資料，至 95 年 9 月確定研究主

題及架 構，並著手進行文獻資料的整理以及研究工具的編製和修訂。 

二、 編擬及修訂研究工具 

         自民國 95 年 9 至 12 月參考國內外相關問卷及文獻，編製「依附關係量

表」、「衝突因應量表」，並著手修訂「關係適應量表」。 

三、 進行問卷調查 

          預計於民國 96年 5月底完成施測，對象為台灣地區 450位大專院校學。 

四、 資料分析 

         本研究針對問卷調查之結果進行統計分析，由問卷回覆後開始進行整

理分析，預計於 96 年 6 月中完成。 

五、 撰寫研究報告 

         於資料分析及整理研究結果期間，同步撰寫研究報告，並於 96 年 7 月

中正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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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資料處理與分析 

根據本研究的目的，為考驗本研究之假設，故將問卷調查所蒐集之資

料，採用 SPSS 11.5 for windows 套裝程式進行資料分析工作，本研究中所採

用之資料分析方法如下： 

    

一、因素分析 

針對改編之「成人依附量表」以及「衝突因應量表」兩份量表進行因素

分析(factor analysis)以獲得建構效度，並以最大變異法(varimax)進行斜交轉

軸，以獲得量表之最佳因素。 

二、信度分析 

本研究針對改編之「成人依附量表」、「衝突因應量表」以及「關係適

應量表」三份量表進行內部一致性 Cronbachα係數進行信度分析。 

三、Pearson 積差相關 

以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來考驗依附關係、衝突因應、衝突程度與衝突因

應之間的相關。 

四、描述統計 

本研究以描述統計來了解大專院校學生成人依附型態、親密關係衝突因

以及關係適應之得分情形。 

五、t 考驗 

以獨立樣本平均數差異 t 考驗來考驗不同性別的受試者在依附、衝突因

應以及關係適應上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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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本研究將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one-way ANOVA)來了解各類型之成人依附

型態是否會影響衝突因應以及親密關係適應。 

七、Scheffe’法事後比較 

        本研究在單因子變異數分析考驗達.05顯著水準時，將會使用 Scheffe’ 法

進行事後比較。 

八、典型相關 

本研究將以典型相關分析來考驗衝突因應與關係適應間的關係。 

十、多元迴歸分析 

        本研究將以逐步多元分析迴歸來了解衝突因應是否可以有效預測關係

適應的各面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