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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章主要是針對問卷調查所得的資料進行統計分析，以期瞭解：一、

受試者的衝突因應方式與關係適應間之相關；二、受試者的性別、依附類型

在親密關係的衝突因應方式與關係適應上的差異情形。 

            

第一節 大專院校學生衝突因應與關係適應之關係 

本節主要在探討大專院校學生在衝突因應的問題焦點、情緒壓抑、尋求

支持、正向評估四向度與關係適應之滿意、自主及矛盾三個向度間的關係。 

 

壹、衝突因應與關係適應之積差相關 

本研究以皮爾森積差相關為統計方法來考驗假設 1-1，結果顯示衝突因

應在關係適應的三個層面都達到顯著正相關，尤以自主的適應向度最為顯

著，顯示出衝突因應能力越好者其關係適應越好，詳見表 4-2-1，衝突因應

量表顯示「問題焦點」、「情緒壓抑」、「尋求支持」、「正向評估」與關係適應

的關係為： 

「問題焦點」與關係適應的三個向度都有顯著相關，其中與滿意及自

主呈現顯著正相關，與矛盾呈現顯著的負相關；而「情緒壓抑」和滿意有顯

著的負相關，與自主相關則未達顯著，與矛盾呈現顯著的正相關；「尋求支

持」與滿意、自主的關係適應沒有呈現顯著關係，和矛盾則是呈現顯著的正

相關；「正向評估」與關係適應的三個層面都有顯著相關，與滿意、自主為



 62

顯著正相關，與矛盾的關係適應為顯著負相關，意即越傾向以「問題焦點」

及「正向評估」為衝突因應取向者越傾向有滿意和自主關係適應而矛盾的關

係適應程度就越低；而越傾向以「情緒壓抑」為衝突因應取向者其關係適應

的滿意程度就越低而矛盾的關係適應就越高，而以「尋求支持」的衝突因應

越高，矛盾的關係適應就越高 。 

 

表 4-2-1 衝突因應與關係適應之相關係數摘要表 

  問題焦點 情緒壓抑 尋求支持 正向評估 

滿意 .352(**) -.218(**) .017 .497(**) 

自主 .268(**) -.001 .097 .353(**) 

矛盾 -.134(**) .361(**) .172(**) -.183(**) 

** p< .01，*p<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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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衝突因應與關係適應間的典型相關分析 

本研究以典型相關的統計方法來進一部了解在衝突因應以及關係適

應間相關的結構，故以衝突因應的四種向度為自變項，關係適應的三個向

度為依變項進行典型相關分析以探討衝突因應與關係適應間的關係結構，以

衝突因應的「問題焦點」、「情緒壓抑」、「尋求支持」、「正向評估」等變項為

第一組的 X 變項，以關係適應分量表中的滿意、自主、矛盾三向度為第二

組的 Y 變項，其典型相關分析摘要結果如表 4-2-2。 

 

表 4-2-2 典型相關分析摘要 

X 變項 
典型因

素 
典型因素 Y 變項 

典型因

素 
典型因素 

 χ¹       χ²  η¹ η² 

衝突因應   關係適應   

問題焦點 -.597 -.374     滿意 -.977 -.049 

情緒壓抑 .408 -.733 自主 -.544 -.439 

尋求支持 .017 -.639 矛盾 .647 -.677 

正向評估 -.826 -474    

抽出的變異百分比

(%) 

30.132 
32.733  19.61 3.52 

重疊(%) 10.619 5.29  55.65 21.82 

ρ² .3528 .1616    

典型相關係數 ρ .594***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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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2-2 可知，經由典型相關分析後，有兩個典型相關係數達到顯著，

第 一 組 典 型 相 關 係 數 的 Wilk’ λ=.543 (p<.001 ) ， 典 型 相 關 係 數

ρ=.594(p<.001)；第二組典型相關係數的 Wilk’ λ=.838(p<.001)其典型相關係

數 ρ=.402 (p<.001)，顯示親密關係中的衝突因應與關係適應具有顯著的典型

相關存在。 

由表中可知，衝突因應的第一個典型因素 χ¹可以解釋關係適應的第一

個典型變異量的 35.28%，而此一典型因素 η¹又可以解釋關係適應三個變項

的 19.61%；而衝突因應透過第一個典型因素 χ¹可解釋代表關係適應各變項

的典型因素 η¹總變異量的 55.65%。另外衝突因應的第二個典型因素 χ²可以

解釋關係適應的二個典型因素 η²的 16.16%，而此一典型因素 η²可解釋關係

適應三個變項的 3.52%；而衝突因應透過兩二個典型因素 χ²可以解釋 η²代表

的關係適應三變項的 21.82%。 

由表中的因素結構可看出，衝突因應中的「問題焦點」、「情緒壓抑」、

「尋求支持」、「正向評估」等四個變項與第一個典型因素 χ¹的負荷量分別為

-.597、.408、.017、-.826，其中以「問題焦點」以及「正向評估」兩個因素

對於第一個典型因素的貢獻量最大；而與第二個典型因素 χ²的負荷量分別為

-.374、-.733、-.639、-.474，其中以「情緒壓抑」及「尋求支持」對第二個

典型因素的貢獻量最大；而在關係適應方面，「滿意」、「自主」與「矛盾」

等三個變項與第一個典型因素 η¹的負荷量為-.977、-.544 以及.647，其中「滿

意」變項對於典型因素一個貢獻量最大；而與第二的典型因素的負荷分別

-.043、-.439 以及-.677，其中除了「滿意」的變項與典型因素二的相關較低

之外，其餘兩者與第二個典型因素的相關都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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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看出問題焦點及正向評估等變項主要透過第一組典型因素

（ χ¹，η¹）與關係適應中的滿意及自產生較密切的關連，亦即較採用問題焦

點及正向評估的衝突因應傾向之大專院校學生，也較有滿意及自主的關係適

應傾向，而透過第二組典型因素則可看見面對衝突越多的情緒壓抑以及尋求

支持的衝突因應者在關係中會越不滿意以及越矛盾，整體的典型相關示意圖

如圖 4-2-1。 

 

圖 4-2-1  衝突因應與關係適應間之典型相關示意圖 

 

 

                           

 

 

 

 

 

 

 

 

 

 

 χ¹ 

 χ²

 y¹ 

y²

問題焦點 

情緒壓抑 

尋求支持 

正向評估 

滿意 

自主 

矛盾 

.594 



 66

参、衝突因應與關係適應間的多元迴歸分析 

本研究中以多元迴歸為統計方法來考驗假設 1-2，主要探討衝突因應對

關係因應各面向的預測力，以衝突因應的四個向度為預測變項，分別以關係

適應的滿意、自主及矛盾為效標變項進行多元逐步迴歸分析。 

一、衝突因應對滿意的關係適應的預測 

多元逐步迴歸分析表如表 4-2-3 所列，由表中可知經過多元逐步迴歸之

後四個預測變項中皆可以有效預測滿意的關係適應，共可預測 33.8%的變異

量，其中「正向評估」的變異量達 24.7%，投入「情緒壓抑」的變異量達 5%，

「問題焦點」投入後增加之變異量為 2.8%，「尋求支持」投入後增加之變異

量為 1.4%，此外，四個預測變項與滿意之複相關係數 R=.581(F (4,455) 

=58.099，p<.001)。 

  此外，表中可得知，「正向評估」的標準化迴歸係數為.453(t=9.99，p<.001)、

「情緒壓抑」的標準化迴歸係數為-.271(t=-6.21，p<.001)、「問題焦點」的標

準化迴歸係數為.180(t=4.12，p<.001)以及「尋求支持」的標準化迴歸係數為

-.123(t=-3.07，p<.01)，故其所建立的方程式為： 

關係滿意=.453正向評估+.180問題焦點-.239情緒壓抑-.123尋求支持 

當四個預測變項一起投入預測滿意的關係適應時以正向評估之預測力

最高，其次是情緒壓抑，接者是問題焦點，最後是尋求支持而預測變項裡「正

向評估」及「問題焦點」的迴歸係數為正，顯示著大專院校學生的正向評估

和問題焦點的衝突因應傾向越高則會有較良好的關係適應而「情緒壓抑」及

「尋求支持」的回歸係數為負則表示大專院校學生的情緒壓抑和尋求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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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因應傾向越高則關係適應的程度就越低。 

多元逐步迴歸分析的結果也可看出，正向評估和問題焦點是正面影響

關係滿意而情緒壓抑和尋求支持則是負向的在影響關係滿意，此結果與前述

的衝突因應與關係適應的典型相關結果是互相呼應的。 

 

表 4-2-3 大專院校衝突因應與關係適應之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步驟 投入變項名稱 B β T R² 
R² 

增加量

1 正向評估 .452 .453 9.99 .247 .247 

2 情緒壓抑 -204 -.239 -6.21 .297 .050 

3 問題焦點 .185 .180 4.12 .324 .028 

4 尋求支持 -101 -.123 -3.07 .338 .014 

***p<.001,**p<.01 

 

 

 

二、衝突因應對自主的關係適應的預測 

多元逐步迴歸分析表如表 4-2-4 所列，由表中可知經過多元逐步迴歸之

後四個預測變項中以「正向評估」和「問題焦點」有效預測自主的關係適應，

共可預測 23.8%的變異量，其中「正向評估」投入後之變異量達 12.4%，「問

題焦點」投入後增加之變異量為 1.4%，此外，兩個預測變項與關係適應之

複相關係數 R=.371(F (2,459) =36.685，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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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表中可得知，「正向評估」的標準化迴歸係數為.291(t=5.94，p<.001)

及「問題焦點」的標準化迴歸係數為.132(t=2.68，p<.001)，故其所建立的方

程式為： 

關係自主=.291正向評估+.132問題焦點 

當兩個預測變項一起投入預測關係適應的自主面向時以正向評估之預

測力最高，接者是問題焦點而預測變項裡的迴歸係數均為正數，顯示著大學

生的正向評估和問題焦點的衝突因應傾向越高則會有較良好的自主關係適

應。 

表 4-2-4 大專院校衝突因應與自主關係適應之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步驟 投入變項名稱 B β T R² 
R² 

增加量

1 正向評估 .275 .291 5.94 .124 .124 

2 問題焦點 .127 .132 2.68 .238 .014 

***p<.001,**p<.01 

 

 

 

三、衝突因應對矛盾的關係適應預測 

多元逐步迴歸分析表如表 4-2-5 所列，由表中可知經過多元逐步迴歸之

後四個預測變項中皆可以有效預測矛盾的關係適應，共可預測 22.2%的變異

量，其中「情緒壓抑」的變異量達 13.0%，「正向評估」增加的變異量達 3.5%，

「尋求支持」投入後增加之變異量為 4.9%，「問題焦點」投入後增加之變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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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為 0.8%，此外，四個預測變項與關係適應之複相關係數 R=.471(F (4,457) 

=32.622，p<.001)。 

  此外，表中可得知，「情緒壓抑」的標準化迴歸係數為.365(t=8.76，p<.001)、

「正向評估」的標準化迴歸係數為-.208(t=-4.25，p<.001)、「尋求支持」的標

準化迴歸係數為.225(t=5.18，p<.001)以及「問題焦點」的標準化迴歸係數為

-.101(t=-2.13，p<.05)，故其所建立的方程式為： 

矛盾的關係適應=.365情緒壓抑+.225尋求支持-.208正向評估-.105問題焦點 

當四個預測變項一起投入預測關係適應時以情緒壓抑之預測力最高，

其次是正向評估，接者是尋求支持，最後是問題焦點，其中預測變項裡的「情

緒壓抑」及「尋求支持」的回歸係數為正則表示大專院校學生的情緒壓抑和

尋求支持的衝突因應傾向越高則矛盾的關係適應的程度就越高而「正向評

估」及「問題焦點」的迴歸係數為負，顯示著大學生的正向評估和問題焦點

的衝突因應傾向越高則會傾向有矛盾的關係適應。 

表 4-2-5 衝突因應與矛盾關係適應之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步驟 投入變項名稱 B β T R² 
R² 

增加量

1 情緒壓抑 .315 .365 8.76 .130 .130 

2 正向評估 -.211 -.208 -4.25 .166 .035 

3 尋求支持 .186 .225 5.18 .214 .049 

4 問題焦點 -.105 -.101 -2.13 .222 .008 

***p<.001,**p<.01 

綜合以上多元逐步迴歸分析的結果，在關係適應的各向度上，對於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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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及矛盾的關係適應，衝突因應的四面向皆可有效的預測，另外也可歸納

出，正向評估及問題焦點的衝突因應方式可以預測較良好的滿意關係適應；

而負向的情緒壓抑及尋求支持是可以預測矛盾的關係適應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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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性別與依附、衝突因應和關係適應的關係 

本節主要在探討不同性別的受試者在衝突因應以及關係適應上的

差異情形，以下將加以說明： 

本研究以 t 考驗為統計方法考驗假設 2-1、2-2 及 2-3，資料分析結果看

來，在所有 472 位受試者中，其中男性有 156 人，佔 33.05%，女性有 316 人，

佔 66.94%。為進一步了解不同性別受試者在依附型態、衝突因應以及關係

適應上是否有差異，故進行獨立樣本 t 考驗。不同性別的受試者在各分量表

之平均數及標準差以及 t 考驗之結果摘要如表 4-1-1。 

根據表 4-1-1 的資料可瞭解不同性別的大專院校學生在依附、衝突因

應和關係適應的差異情形，茲分述如下 

 

ㄧ、依附方面 

若是以向度來做分析，男性和女性受試者在逃避依附向度的得分上，有

顯著差異（t=3.847，p<.001），由兩組的平均數可得知，男生在逃避依附分

數上顯著高於女性，而男性和女性受試者在焦慮依附的向度上，則無顯著的

差異。 

二、衝突因應方面 

男性在問題焦點(t=3.354，p<.001)及情緒壓抑（t=7.711，p<.01）的向度

上比女性高，而在尋求支持向度的得分上，則是女性比男性高有顯著差異存

在(t=-4.34，p<.001)，而在正向評估的向度上則無顯著的差異。 

 



 72

三、關係適應方面 

男性和女性的受試者在矛盾的得分上有顯著差異存在(t=3.468，p<.01)，

進一步比較兩者的平均數可知，男性比女性較常有矛盾的關係適應傾向，而

在滿意、自主的得分上則無顯著差異存在。 

 

表 4-1-1 不同性別的受試者在各分量表之平均數、標準差以及 t 考驗結果摘要表 

男性 女性 
  

M SD M SD 
t 值 df Sig 比較 

焦慮 29.82 9.593 30.32 8.480 -.581 468 .562  
依附 

逃避 25.35 8.021 23.81 8.295 3.847 463 .048 男>女

問題 

焦點 
18.00 3.946 16.73 3.805 3.354 463 .001** 男>女

情緒 

壓抑 
15.15 4.685 11.80 4.297 7.711 466 .000*** 男>女

尋求 

支持 
13.60 4.852 15.65 4.787 -4.340 465 .000*** 女>男

衝突

因應 

正向 

評估 
16.71 4.154 16.31 3.924 1.016 463 .310  

滿意 17.50 3.792 17.92 4.097 -1.057 463 .291  

自主 18.30 3.865 18.93 3.718 -1.709 466 .088  
關係

適應 
矛盾 11.76 4.227 10.40 3.894 3.468 466 .001** 男>女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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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依附形態與衝突因應及關係適應的關係 

本研究將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為統計方法考驗假設 3-2 及 3-3，經資料

分析結果，將 473 位受試者在依附兩項度上的得分各取之中位數，將焦慮依

附程度及逃避依附兩軸各分為高低兩組，共四組。 

結果可看出大專院校學生的依附類型分布狀況為，低焦慮並低逃避

傾向者為「安全依附型」，共有 129 人，佔 28.0％；低焦慮但高逃避傾向者

為「忽視-逃避依附型」，共 107 人，佔 22.8％；高焦慮低逃避傾向者為「焦

慮依附型」，共 106 人，佔 23％；高焦慮也高逃避依附傾向者為「害怕-逃避

依附型」，共 122 人，佔 26.2％，經卡方考驗未達顯著，表示各組間沒有明

顯差異。 

為進一步瞭解四組不同依附類型的受試者在衝突因應及關係適應上是

否有差異故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不同依附類型之受試者在各分量表之平

均數、標準差及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詳見表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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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不同依附類型的受試者在各分量表之平均數、標準差及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摘要表 

  

安全依附 
忽視逃避 

依附 
焦慮依附 

害怕逃避 

依附  

M SD M SD M SD M SD 

F 值 Sig 

Scheffe

法事後

比較 

問題 

焦點 
17.90 4.143 16.44 3.679 17.62 3.846 16.68 3.756 3.951 .008** 1>2 

情緒 

壓抑 
11.14 3.996 13.78 4.401 11.54 4.632 14.99 4.712 20.938 .000*** 4,2>3,1

尋求 

支持 
14.28 5.050 14.18 4.489 15.72 5.333 15.69 4.572 3.969 .008** 3>2 

衝

突

因

應 

正向 

評估 
17.19 4.547 15.30 3.998 16.97 3.614 16.39 3.455 5.572 .001** 2<1,3 

滿意 19.47 3.681 16.19 4.031 18.89 3.810 17.91 3.635 24.852 .000*** 1,3>2,4

自主 19.42 3.815 18.96 3.833 18.69 3.713 17.91 3.635 3.948 .008** 1>4 

關

係

適

應 
矛盾 8.02 2.767 11.58 3.734 10.68 4.088 13.09 3.660 48.231 .000***

1>2,3>

4 

1 為安全依附型；2 為忽視-逃避依附型；3 為焦慮依附型；4 為害怕-逃避依附型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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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表 4-3-1 的資料，可瞭解不同依附型態的大專院校學生，在衝突因

應以及關係適應上的差異情形，茲分述如下： 

 

ㄧ、在衝突因應方面 

不同依附類型者在「問題焦點」上的得分達到顯著差異(F=3.890，

p<.01)，為進ㄧ步了解實際的差異所在，乃以 Scheffe 法進行事後比較，結果

發現「安全依附型」者的「問題焦點」得分顯著高於「害怕-逃避依附」，其

餘各組間並無顯著差異。而不同的依附類型受試者在「情緒壓抑」上的得分

達到顯著差異(F=20.759，p<.001)，經進ㄧ步的事後比較，結果發現「害怕

逃避依附」以及「忽視逃避依附」的得分顯著高於「安全依附型」以及「焦

慮依附」，其餘各組間並無顯著差異。不同依附類型者在「尋求支持」的得

分差異達顯著(F=3.523，p<.05)為進ㄧ步了解實際的差異所在，乃以 Scheffe

法進行事後比較，結果發現「焦慮依附」的得分顯著高於「忽視逃避依附」。

不同依附類型者在「正向評估」的得分差異達顯著(F=5.095，p<.01)為進ㄧ

步了解實際的差異所在，乃以 Scheffe 法進行事後比較，結果發現「忽視-逃

避依附」者的得分顯著低於「安全依附」以及「焦慮依附」，其餘各組間並

無顯著差異。 

 

二、關係適應方面 

    不同依附類型者在「滿意」的得分差異達顯著(F=22.624，p<.001)為進

ㄧ步了解實際的差異所在，乃以 Scheffe 法進行事後比較，結果發現「安全

依附」以及「焦慮依附」者的得分顯著高於「忽視-逃避依附」以及「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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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避依附」，其餘各組間並無顯著差異。不同依附類型者在「自主」的得分

差異達顯著(F=3.584，p<.05)為進ㄧ步了解實際的差異所在，乃以 Scheffe 法

進行事後比較，結果發現「安全依附」者的得分顯著高於「害怕-逃避依附」

者，其餘各組間並無顯著差異。而不同依附類型者在「矛盾」的得分達顯著

(F=45.949，p<.001)為進ㄧ步了解實際的差異所在，乃以 Scheffe 法進行事後

比較，結果發現「安全依附」者的得分顯著高於「焦慮依附」、「忽視-逃避

依附」以及「害怕-逃避依附」而「害怕-逃避依附」的得分則是顯著低於「安

全依附」、「焦慮依附」以及「忽視-逃避依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