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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的目的在整理和歸納與本研究主題相關的理論與研究結果，以作為本研

究立論的基礎。本章共分為五節，第一節探討婚姻態度的意義；第二節探討人口

變項與婚姻態度的關係；第三節探討子女知覺父母與其婚姻態度的關係；第四節

探討依附風格與婚姻態度的關係；第五節探討知覺父母婚姻關係、子女依附風格

與婚姻態度三者間的關係，茲分述如下。 

第一節 婚姻態度的意義 

壹、 婚姻態度 

國人常言婚姻乃個人終生大事，幾乎是每個人生命歷程中重要的議題，它也

是一種普遍性的社會現象，國內彭懷真（1996）曾提出，「婚姻係指兩人在感情

上及法律上的承諾，使他們分享情緒、身體親密、不同任務、以及經濟資源」；

換言之，婚姻代表的是與夫妻兩性關係有關的某些規範和角色的穩定形式，一種

制度化的異性關係，它以社會認可與合法的方式結合了一個男人與一個女人，這

種關係具有許多的社會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婚姻的定義並非一成不變，而是會

隨著社會文化、潮流趨勢而有改變，且每個人對於婚姻或許都會有著不同的見解

與看法。 

關於婚姻態度的定義亦會隨著時代變遷、觀念變化及研究者的研究方向而有

所不同。在國外研究方面，早期學者重視個體對未來的婚姻感受，例如：Heaton

與 Albrecht（1991）以對「婚姻的喜好」以及「認為婚姻是一輩子的承諾」的測

量來評估一個人的婚姻態度；Kahn 與 London（1991）認為婚姻態度係指個體願

意為婚姻而犧牲個人之自由與快樂的程度，換言之，婚姻態度負向者較不願意為

婚姻做犧牲、奉獻，而婚姻態度正向者則較能享受個人為婚姻所做的付出。 

之後的學者擴大了婚姻態度的層面，將認知、行為傾向納入考量，Hol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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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son 與 Harmer（1994）認為婚姻態度除了指個體對於婚姻的感覺（feeling）外，

也包含個體對婚姻的準備度（readiness），例如情感上的準備度、經濟上的準備

度、性方面的準備度、婚姻角色的準備度及時間上的準備度（指的是進入婚姻關

係所需的時間）。Anothony（1999）認為婚姻態度取決於五個向度：個體對婚姻

價值的體認、個體在成長過程中對婚姻所抱持的信念、婚姻對個體相對的重要

性、婚姻對於個體相對性的利益。從上述國外研究所提出的婚姻態度概念的演

變，可以看到晚期的學者將婚姻態度區分為認知、情感與行為傾向來做詮釋。 

至於國內學者對於婚姻態度的觀點亦有其相異及相似之處。最初，國內學者

提出婚姻態度是指個體對於未來婚姻生活快樂或困難的感受（李秋霞，1991）。

後來，多數學者們認為婚姻態度是由認知、情感與行為三個層面來解釋，且這三

個層面是彼此相互關聯的，其中認知層面包含個人對婚姻的了解情形、認識程度

和看法；情感層面包含對婚姻的喜好、進而接納與贊同婚姻程度；行動層面包含

個人對婚姻的嚮往與追求（李閏華，1993；林喬瑩，2006；張瑞真，2001；戴靜

文，2002）。 

綜合上述學者對婚姻態度的詮釋，「婚姻態度」為個體在其社會化的過程中，

對婚姻所知覺到的各種特徵與性質，換言之，婚姻態度是一種對婚姻整體的評價

與感受，包含認知、情感與行為傾向，而產生對婚姻的信念、感受，並以此作為

對未來婚姻中行為表現準備的依據。在我國，由於時代變遷，大學生的婚姻態度

隨社會觀念的變遷，在認知、情感與行為傾向態度到底有何特質，則成為本篇研

究欲探討的首要動機。 

貳、 婚姻態度的內涵 

婚姻態度是一種對婚姻具有的整體性的評價與觀感，認知、情感、行為等層

面會彼此交錯影響（李閏華，1993）。對本研究而言，婚姻態度之所以重要並加

以研究此變項，是由於個體的婚姻態度有可能會型塑出他在未來婚姻關係中的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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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度與結果，就如同心理學中所謂的「自我驗證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

意指著我們相信什麼就會發生什麼，因此在婚姻態度方面，如果個體抱持著正向

態度，則在未來的婚姻關係中，會擁有較佳的婚姻滿意度與結果。 

本研究將過去國內多篇以「婚姻態度」為研究主題的文獻加以彙整，發現過

去的研究者在測量同一構念（如：結婚意向）上，其操作型定義可能有所差異；

茲將各研究者所界定的婚姻態度內涵統整於表 1。 

表 1  「婚姻態度的內涵」彙整表 

婚  姻  態  度  的  內  涵 

研究者 年  份 
結 
婚 
意 
向 

結

婚

的

意

願

婚

姻

的

嚮

往

單

身

婚

姻

必

要

性

婚

姻

重

要

性

婚

姻

的

評

價

婚 
姻 
長 
久 
性 

婚 
姻 
的 
感 
受 

婚

姻

的

感

覺

李秋霞 1991 ○   ○         

李閏華 1993 ○    ○  ○ ○    

黃倩倩 1996 ○    ○   ○ ○  

陳素琴 2000 ○    ○  ○   ○  

張瑞真 2001 ○  ○  ○  ○  ○  

戴靜文 2002 ○       ○ ○  

劉恒妏 2003   ○   ○ ○  ○   ○

龔鈴智 2005 ○    ○   ○ ○  

林喬瑩 2006 ○       ○ ○  

江淑玲 2006 ○      ○   ○  

總  計 / 9 1 1 1 6 1 4 6 7 1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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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 中，我們可以看到多數研究者以「結婚意向」、「婚姻必要性」、「婚姻

長久性」與「婚姻的感受」作為婚姻態度的重要內涵並加以測量；至於「婚姻的

評價」亦有幾位研究者將其列入其中；此外，亦有研究者將「結婚的意願」、「婚

姻的嚮往」…等列入婚姻態度的內涵之中。 

就「結婚意向」方面，幾乎所有研究者皆將其納入婚姻態度的內涵，但是並

非每位研究者對其構念的解釋皆相同；一些研究者認為結婚意向代表個體對婚姻

的追求或排斥、嚮往或拒絕、積極或消極等行為（李閏華，1993；張瑞真，2001）。

而劉恆妏（2003）則以「結婚的意願」為操作型定義，其構念等同於「結婚意向」。

李秋霞（1991）於單身內涵題目中的其中一題「如果你就要結婚了，會懷念即將

結束的單身生活嗎？」，就題意解釋，結婚與單身是相對性的（較偏好單身，抑

或結婚？！）；而其他多位研究者則未提出單身內涵，僅將焦點鎖定在結婚的意

向、意願、嚮往等。 

再者，有多位研究者將「婚姻必要性」視為婚姻態度的內涵之一，代表個體

對婚姻重要與否之看法以及婚姻對於個體是否有相對性之利益（黃倩倩，1996；

龔鈴智，2005）；李閏華（1993）、陳素琴（2000）與張瑞真（2001）亦將此細

分為「婚姻必要性」與「婚姻的評價」兩個向度來測量個體認為婚姻重要與否與

婚姻是否有相對性利益。然而，林喬瑩（2006）則認為婚姻的必要性是受試者對

於婚姻所持的信念，勢必影響受試者對於未來結婚的意向，因此將「結婚意向」

與「婚姻必要性」視為同一內涵予以探討；此外，她認為「結婚意向」對於受試

者而言，還須經歷一段時間才會面對的問題，因此定義為「未來結婚意向」。 

「婚姻的感受」（或婚姻的感覺）亦是多數研究者所認同的婚姻態度內涵，

代表個體對婚姻的情感部份、對於婚姻的感受、好惡以及對婚姻的憧憬與期待；

正向的感受為個體對於成功、快樂的婚姻有所期待與憧憬，負向的感受係指個體

在婚姻適應、放棄個人自由、維持單一關係以及對告別單身生活有潛在的困難。

舉例來說，張瑞真（2001）以『我覺得婚姻的生活是溫馨而甜蜜的』、『婚姻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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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自由』…等題目來了解受試者對於婚姻的感受，藉此可以更真實的感受到受

試者對於婚姻的期待或擔憂。 

另一個被許多研究者納入的婚姻態度內涵為「婚姻長久性」，一些研究者認

為婚姻長久性是受試者對於目前關於婚姻長久經營的個人信念與想法，以戴靜文

（2002）的問卷題目為例：「我認為婚姻是一生的承諾」、「我認為婚姻生活可以

是短暫的結合」；還有一些研究者進一步測量個體可能的行為傾向，舉林喬瑩

（2006）的問卷題目為例：「我有信心自己未來的婚姻可以長長久久」，進一步將

「婚姻長久性」涵括受試者對於婚姻長久經營的信念及可能的行為傾向。有些研

究者雖未將婚姻長久性納入向度之一，例如：張瑞真（2001）的婚姻態度內涵中

雖然沒有「婚姻長久性」向度，但在其「婚姻的意向」內涵中其實已將婚姻長久

性的概念納入，問卷題目例如：「我有信心與另一半廝守一輩子」、「我懷疑自己

能否從一而終」，可見多數研究者皆有測量婚姻長久性。 

綜合上述，本研究將婚姻態度的操作型定義從認知、情感和行為傾向三個層

面來構思，採用林喬瑩（2006）的概念，將婚姻態度區分為婚姻感受性、婚姻長

久性、未來結婚意向三個內涵，內容如下： 

1、「未來結婚意向」－表示受試者對於婚姻必要性所抱持的信念及對於未

來選擇結婚或單身可能表現的行為。 

2、「婚姻長久性」－表示受試者對於婚姻長久性所抱持的信念、看法與行

為傾向。 

3、「婚姻感受度」－表示受試者對婚姻所抱持的感受、好惡與期待。 

施以量表評量，得分愈高者，表示其婚姻態度愈趨向正向、肯定的態度；分

數愈低者，表示其婚姻態度愈趨向負向、存疑的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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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人口變項與婚姻態度 

綜合過去有關婚姻態度的研究，可獲知影響婚姻態度的因素很多，個人因素

部份包括性別、年齡、家庭社經地位、性別角色、居住地區等，皆是左右影響婚

姻態度的可能因素，而本研究較感興趣的是，不同性別與不同出生序的大學生，

在婚姻態度上是否有差異存在，以下針對過去相關研究發現分別說明之。 

 

壹、性別 

大多數的研究者對於性別在婚姻態度上的差異極感興趣，從過去許多研究

中，我們可以發現眾多研究者對於男性與女性在對婚姻態度上的差異所抱持的看

法研究各異。 

國外研究方面，性別在婚姻態度上的差異有三種結果呈現，第一是部份研究

結果發現女性的婚姻態度較男性來得積極；Blagojevic（1989）以青年學生為對

象，研究結果發現女生較男生持較正向的婚姻態度；Salts、Seismore、Lindholm

與 Smith（1994）的研究結果也支持上述論點，同時指出女性較男性更具有平等

的婚姻態度。 

第二種結果則是有部份的研究結果持相反的觀點，認為男性的婚姻態度比女

性來得正向；Hu 與 Goldman（1990）的研究發現，年輕男性較年輕女性認為結

婚比單身好，因為結婚可以使身心健康外，也能獲得較多的幸福感，然而女性則

認為結婚會帶來壓力與不適應；Bumpass（1991）的研究也認為男性比起女性認

為結婚比單身好。不過，另有一些研究持第三種看法，認為男性與女性在婚姻態

度上沒有差別；Wolcott 與 Glezer（1989）在澳洲青年對婚姻與家庭態度研究上，

結果顯示性別並無差異性存在，表示青年男女對婚姻態度的看法一致。 

至於國內研究方面，許多研究性別在婚姻態度上的差異結果也不盡相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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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上來說，一些研究結果發現男性與女性的婚姻態度沒有差異（陳慧娥，2004），

但多數的研究結果支持男性的婚姻態度比女性來得正向、積極（李秋霞，1993；

黃倩倩，1997；張瑞真，2001；林喬瑩，2006）。由國內外研究看來，女性對婚

姻態度普遍抱持較負面的看法，可能是因為受教育的機會普及、增加，改善了女

性的社經地位，且近代文化不斷提倡男女平等的理念，女性受性別平等觀念的影

響，傳統的婚姻價值及態度也跟著改變了，自然對婚姻的態度就不似男性那麼重

視與贊同（張瑞真，2001）。再加上現在女性多因為擁有高學歷或穩定的職業而

延遲了結婚的時間，經濟上不再仰賴男性的供給，也降低了對婚姻的需要，因而

造成兩性對婚姻的看法並不一致。 

進一步來看，多篇國內研究性別與婚姻態度的關係結果發現，在婚姻態度的

不同內涵（未來結婚意向、婚姻長久性、婚姻感受度）上的性別差異性亦不盡相

同，茲將多篇國內研究結果以簡要表格統整於表 2。 

表 2  「性別在婚姻態度的內涵上差異」彙整表 

婚姻態度的內涵 
研究者（年份） 研究對象 

未來結婚意向 婚姻長久性 婚姻感受度 

張瑞真（2001） 未婚教師 ♂＞♀ ♂＞♀ ♂＞♀ 

戴靜文（2002） 青少年 ♂＞♀ ♂＞♀ ♂＞♀ 

王蘇茜（2003） 鄒族原住民 ♂＞♀ 無差異存在 無差異存在 

陳慧娥（2004） 大學生 無差異存在 無差異存在 無差異存在 

龔鈴智（2005） 青少年 無差異存在 無差異存在 無差異存在 

林喬瑩（2006） 高中職學生 ♂＞♀ ♂＞♀ ♂＞♀ 

柳杰欣（2007） 適婚男女 無差異存在 ♂＞♀ ♂＞♀ 

（研究者自行整理；註：♂表示男性，♀表示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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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 中，我們可以看到在婚姻態度的「未來結婚意向」內涵方面，部份研

究結果發現男性對未來的結婚意向較為肯定、正向、傳統，女生則較偏為負向、

存疑，表示男生較女生於未來更有可能結婚（張瑞真，2001；戴靜文；2002）；

但有部份研究持不同結果，認為男性與女性的未來結婚意向無差異存在（柳杰

欣，2007）。再者，在「婚姻長久性」內涵方面，有研究結果發現男性較女性對

婚姻長久性抱持積極的信念、較傾向認為婚姻需長久經營（，但有研究結果獲知

男性與女性在婚姻長久性的信念上沒有差異存在（王蘇茜，2003）。最後，在「婚

姻感受度」方面，有些研究發現男生在對婚姻的感受上比女生更為正向、更可感

受到較多幸福（林喬瑩，2006；戴靜文，2002），但有些研究結果則無差異存在

（王蘇茜，2003；龔鈴智，2005）。簡言之，多篇研究在婚姻態度的不同內涵上

的性別差異性不盡相同。故本研究擬作進一步的探討，瞭解在不同的婚姻態度內

涵之下，男女兩性的婚姻態度是否有所差異。 

 

貳、出生序 

Alfred Alder 認為兒童的出生序（排行）相當重要（Mosak，1995）。Watts

（1999）認為出生序在家庭中是一個結構與過程兩面向的結合；在結構面向，出

生序將決定家庭中成員取得最佳利益的資格；而在過程的面向，出生序則會決定

家庭動力、興趣、價值對子女影響程度的多寡，因此出生序對個人行為的影響受

到相當的重視。 

關於出生序不同的個體之婚姻態度上的差異研究並不多見，且研究結果分

歧，雖然有研究者認為不同出生序個體的婚姻態度上有差別，但影響的結果卻不

大相同；李閏華（1993）的研究指出，排行不同的未婚在學學生，知覺父母婚姻

關係有差異存在，此會進而影響其自己的婚姻態度，其中老么對婚姻抱持著較為

正面的態度，傾向於認為婚姻是必要的，也覺得自己未來的婚姻會長久，而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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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與獨生女對婚姻態度的得分較低。謝佩珊（1994）研究國中未婚女教師，結果

則發現排行老大者，其婚姻態度比較正向。 

有些研究結果並不支持不同出生序的個體的婚姻態度會有差異；陳素琴

（2000）的研究結果發現，阿美族中學生對婚姻所持有之態度並不會因出生排序

的差異而有所不同。龔鈴智（2005）的研究結果亦發現，不同家中排行的高職學

生的婚姻態度並沒有差異。江福貞（2006）亦認為排行並不會影響個體的婚姻態

度，且推論此可能是因為現代家庭中子女數普遍較少，資源較易平均分配給每位

家中成員，且子女數少，長子女對於幼弟妹較無責任的承擔。 

在許多方面，家庭就像是社會的一個縮影。對 Alfred Alder 來說，出生序會

為兒童帶來某種衝擊，包括兒童如何建立與社會的關聯，以及兒童如何發展出他

的生活風格（Watts，1999）。然而，國內學者針對出生序對婚姻態度的影響，目

前未有一致討論，且僅有幾篇相關研究，因此本研究擬將進一步加以探討。 

總言之，「性別」及「出生序」與婚姻態度的關係尚未獲得一致的結論，故

在本研究中希冀能針對此做進一步探討，希望能深入瞭解我國不同性別或出生序

大學生的婚姻態度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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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知覺父母婚姻關係與子女婚姻態度 

伴隨著人們越來越清楚婚姻的良好運作與否，和幸福感之間有連結的關係，

許多學者開始探索婚姻關係到底是如何發展的。從個體發展的歷程中來看，父母

親的婚姻關係是子女最早接觸到及觀察到的重要人際關係，此會在兒童的成長中

產生影響。根據 Alfred Adler 的觀點，父母親之間的互動關係，是子女在成長過

程中學習與他人互動的重要楷模，若父母的婚姻是不快樂的、充滿衝突的，則可

能會對子女的生活風格帶來影響，尤其是在晚期發展親密關係的面向上（Watts，

1999）；以下就從子女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內涵及相關研究來做探討。 

 

壹、子女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內涵 

一、子女知覺父母的婚姻關係 

從現象學派的觀點出發，現象學派強調個體的自我觀點及主觀意義，認為個

體對於這世界的反應乃是以其個人的覺知為依據。因此，子女在感受或詮釋父母

的婚姻關係時，有其獨特的自我覺知，不一定會與父母親所覺知到的自我婚姻關

係有一樣的感受。 

Smith 與 Jenkis（1991）認為探討父母婚姻關係對子女的影響時，若只由父

母自陳婚姻關係，研究結果可能高估或低估子女所感受到的父母婚姻關係，以致

無法正確了解父母婚姻關係對子女的影響；相反地，由子女表達所感受到的父母

婚姻關係的評量方式，雖然也無法完全了解父母婚姻關係對子女的影響，但是因

為每個人都是生活在其主觀的世界（phenomenal field）裡，所以根據其所覺知的

情況，可以做更適宜的反應而得到更貼近現況的研究結果。 

從認知學派的理論來看，個體面對環境事物會以舊有經驗為基礎，認知、情

緒以及所處的情境都會影響著個體對事物的評估與決定，因此，藉由不同的主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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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認知的詮釋以及事件脈絡的差異，同樣的事物對於不同人所形成的刺激，其反

應與產生的意義皆會不同。所以，認知學派認為要探討子女所知覺到的婚姻情形

才是影響子女的主要因素，而非父母親真正的婚姻情形。 

Grych 和 Fincham（1990）提出「認知情境脈絡架構」（cognitive-contextual 

model），說明子女在面對父母親之間的衝突時，自我的認知功能所反應的初級

與次級處理會影響其因應父母衝突行為；換言之，父母之間的爭吵對孩子而言是

重要壓力源，子女會主動的去理解與解釋婚姻衝突中的負面情緒。因此，子女在

認知上如何評估父母衝突便成為父母衝突影響子女適應的中介機制。Cummings

與 Davies（1994）進一步提出「情緒安全假說」（the emotional security hypothesis），

認為子女的想法與情緒扮演重要的中介角色，幫助我們了解父母敵對衝突與子女

適應不良之關係。 

綜合上述各個理論觀點，可以發現由子女表達其所感受到的父母婚姻關係作

為評量方式，雖然無法充分瞭解父母婚姻的實際狀況，但在父母婚姻關係對子女

影響的研究上，子女知覺才是影響其主觀感受的因素。因此，本研究在探討父母

婚姻關係對其子女的影響時，是以子女覺知的觀點來切入，而非父母婚姻的實際

狀況。 

二、子女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內涵 

國外研究婚姻關係的學者，依據自己對婚姻的理解提出了許多由不同構念組

成的量表，來做為評估婚姻品質的標準，其中較常見的包括：快樂感、婚姻穩定、

婚姻調適、婚姻滿意度等概念（Gelles，1995；Thomson & Colella，1992）。多

數學者從兩個層面來測量婚姻構念，一為精神層面，二為行為層面；前者為內隱

信念，子女較無法觀察到，如婚姻品質與婚姻快樂；後者為外顯的行為，子女較

易觀察到，如婚姻穩定、婚姻適應與婚姻成功。 

李閏華（1993）歸納眾多文獻與理論，以子女較易觀察到的父母婚姻層面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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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測量來瞭解父母婚姻關係對子女的影響，其構念包含子女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

親密程度及和諧程度，擁有良好的專家效度。由於本研究想瞭解子女所知覺的父

母婚姻關係對於其婚姻態度的影響，因此採用李閏華（1993）研究中測量子女知

覺父母婚姻關係的構念，其內涵如下： 

（一）婚姻關係的親密程度 

是指夫妻關係的親密性，分為夫妻共同相處、情感表達、分離傾向等

向度，內容如下： 

1、共同相處：指的是夫妻在彼此的興趣、休閒、社交等方面共同相

處的現象；共同相處的頻率愈高，表示夫妻愈親密。 

2、情感表達：指的是夫妻間口語及非口語情感表達的行為；情感表

達的行為愈多表示夫妻愈親密。 

3、分離傾向：指的是夫妻分開、分離的現象；分離現象愈多表示夫

妻愈疏遠，也就是愈不親密。 

（二）婚姻關係的和諧程度 

是指夫妻關係的和諧性，分為夫妻意見一致性、衝突現象等向度，內

容如下： 

1、意見一致性：指的是夫妻對生活中人、事、物看法的一致程度；

看法愈一致，表示夫妻愈和諧。 

2、衝突現象：指的是夫妻之間口語及非口語的衝突行為；衝突行為

愈多，表示夫妻愈不和諧。 

 

 



 25

貳、知覺父母婚姻關係與子女婚姻態度的關係 

Anthony（1999）指出個體所知覺到的父母婚姻關係在個體的婚姻態度發展

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父母的婚姻關係對子女婚姻態度的影響，會透過許多不同

的途徑達成代間傳遞的結果，尤其是透過觀察學習。孩子出生後，第一個觀察學

習的對象便是父母。父母的婚姻互動關係常會在無形中影響子女如何建構屬於自

己的親密關係及婚姻態度。Long（1987）研究發現，知覺到父母婚姻不快樂的

子女會抗拒婚姻，並且對於異性交往約會也不積極主動的參與。Steinberg、Davila 

與Fincham（2006）的研究也發現青少年若覺知父母間的衝突愈強烈，自我未來

會選擇離婚的預測強度亦會愈高。 

父母離婚的子女，對婚姻態度的表達亦有代間傳遞的現象。在面對未來的婚

姻時常有恐懼或焦慮，而且對婚姻通常有負面的觀點。Glenn與Kramer（1987）

以有離婚傾向的子女為對象，統計其父母的離婚比例，結果發現白人女性的父母

離婚比例最為顯著，其他種族、性別的比例亦偏高。此外，有研究更廣泛地指出，

破碎家庭的子女對婚姻較沒有興趣甚至會過度的恐懼（Booth, David & Lynn，

1984）。 

從過去的文獻，看到多數研究將焦點放在父母婚姻衝突或父母離異對子女婚

姻態度的影響（戴靜文，2002；蔡佩孺，2005；Booth, David & Lynn，1984；Steinberg 

et al.，2006），且有許多的理論說明父母敵對、衝突與子女適應不良之關係，如：

Grych與Fincham（1990）提出「認知情境脈絡架構」（cognitive-contextual model）、

Cummings與Davies（1994）的「情緒安全假說」（the emotional security hypothesis）。

然而，卻少有學者從正向心理學的觀點視之，那些沒有遭遇父母離異或父母婚姻

強烈衝突的子女，是否對婚姻態度的看法較為正向與積極的。 

國內方面，雖然已有些許研究者，試圖探討良好的父母婚姻關係，對個體婚

姻態度的影響，且認為良好的父母婚姻關係會使個體對婚姻有正向的期待，然而



 26

學者從「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親密程度」與「知覺父母婚姻的和諧程度」兩個向

度，探討對子女婚姻態度的影響結果卻不盡相同。李閏華（1993）以18歲左右的

未婚在學學生為研究對象，僅父母婚姻關係和諧程度對子女婚姻態度有影響。林

喬瑩（2006）對高中職學生進行問卷調查，結果則顯示父母婚姻關係的親密程度

與和諧程度皆會對子女的婚姻態度有影響。 

綜合上述得知，父母婚姻關係對於子女的婚姻態度有一定的影響力，然而仍

有部份研究結果不一致，而且，在過去研究中多以高中職學生（陳素琴，2000；

戴靜文，2002；李雅文，2004）或適婚年齡的成人（張瑞真，2001；古芸妮，2005；

柳杰欣，2007）為研究對象，較少針對大學生探討，他們所知覺之父母婚姻關係

與其婚姻態度的關係。因此，在本研究中期能探討大學生所知覺之父母婚姻關係

的和諧程度和親密程度與其婚姻態度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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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依附風格與婚姻態度 

許多參與實務的諮商工作者發現，有人際困擾、感情問題的大學生之所以尋

求諮商，往往根源於其與父母間的依附關係出現問題。換言之，依附關係在成人

早期的人際互動、兩性交往等議題上具有重要的影響。 

依附理論是探討家庭內情感關係的觀點之一，相對於社會學習理論暗示在學

習過程（子女觀察父母婚姻關係）中，認知因素（態度、信念、期待）會引發子

女正向或負向之婚姻態度的發生，依附理論則較重視子女所知覺之父母婚姻關係

當下的情緒因素，這兩個理論均認為兒童時期與重要他人的互動經驗會影響其成

年後的行為（Carden，1994）。 

本研究採依附理論的觀點主要是基於依附理論有助於：1、提供情感關係的

操作性定義；2、解釋在青少年晚期親子情感關係形成的持續性，及對個體發展

的影響。本章節將從John Bowlby所提的依附理論的特色、依附模式以及相關之

實證研究建構出依附理論的意義。 

 

壹、依附理論的意涵 

依附理論主要是奠基於John Bowlby的理論成果以及Mary Ainsworth的實徵

研究；Bowlby基於嬰兒與母親分離的研究，提出依附（attachment）的概念，後

來Ainsworth等人延續Bowlby的研究，以嬰兒在「陌生情境」裡的表現為實驗，

對嬰兒與母親在依附行為的建立進行觀察、研究，這些研究提供給Bowlby修正

其依附理論的實證基礎，使得依附理論成為探究人格及關係發展的重要理論

（Ainsworth，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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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附理論（Attachment Theory） 

依附關係指的是嬰孩與經常互動的特定對象（通常是母親）間所形成強烈而

持久的情感連結，嬰孩經驗到依附對象是否是易於親近性（accessibility）及回應

性（responsiveness），以判斷依附對象的可獲得性（availablity），進而形成對

周圍環境、依附對象及自我的整體概念。嬰孩將這個概念內化為認知表徵（mental 

representation）或認知，而形成內在運作模式（internal working model）。內在運

作模式不僅是嬰孩內心結構的核心，也是嬰孩與他人建立關係的藍圖，持續地影

響著成長厚的人際模式（Bowlby，1973）。 

從Bowlby提出理論至今，愈來愈多的學者主張依附是一種生命全期的現

象，在任何年齡都有促進個人發展與調適的功能，且可能是不同對象的

（Ainsworth，1989）。Sroufe與Waters（1977）由人類發展的組織觀點（organizational 

perspective）來探討依附關係時，他們認為依附的主要目的在「感覺安全」，即

提供一個支持和一個安全堡壘使個體可以安全的去探索環境。因此，依附關係在

嬰兒成長後仍繼續存在，其組成用以表現依附關係的行為或有不同，但意義與功

能是不變的，仍在提供支持及安全的據點，以促進個人對環境的探索與適應（陳

卉瑩，2003）。Weiss（1982）在運用依附理論去探討生命早期以外的依附時，

提出其具有的特徵： 

1、個體會常想到和依附對象接近； 

2、在遇到壓力情境下特別會顯出； 

3、依附對象在身邊時會感到安慰，焦慮降低； 

4、當無法順利接近依附對象且不明白原因時，個體會感到難過並焦慮升高。 

以往心理分析學派對青少年期提出所謂的風暴期，認為到了青少年時期必須

要脫離父母，與父母的關係將會有所改變。在Pip與和Robinson（1985）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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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以大學生為對象，請受試者評估由嬰兒時起至今與父母的關係，發現青少年

與父母的關係比其他任何階段還要親近，因此建議青少年與父母間維持親密的情

感連結以滿足青少年獨立自主的需求。對青少年而言，此時期開始希望能自主做

許多的決定，與父母有安全依附者，父母可提供一個安全的關係使個體放心地去

主動探索環境、因應環境並發展不同的社會能力（廖成敏，2001）。 

換言之，依附是一種持久的情感聯繫，它的特徵是對特定的人物尋求及維持

親近的感覺，這種情感聯繫的存在與維持，會進而衍生出安全感，使個體對自己

與他人具有信心，確信在需要時能得到安慰與協助，據此能夠以依附對象為安全

據點而向外探索陌生的環境。 

二、依附的內在運作模式（Internal Working Model of attachment） 

個體依附的內在運作模式主要決定於個人早期與依附對象的互動經驗，會影

響其對自己和他人的評價。內在運作模式包含著個體過往、目前及未來對自我的

形象及對關係的印象，其可分為兩面向—對自我的內在運作模式及對他人的內在

運作模式。自我的內在運作模式主要處理的是對遺棄的焦慮，此部分反射出個體

對自我的運在模式。一個安全依附的個體對於自我有正向價值感，較不擔心他人

拋棄自己；相反地，不安全依附者（焦慮矛盾型）則對自己常持有負面的評價。

至於對他人的內在運作模式—此面向處理的是對親密感的逃避，此部分會反射出

個體對他人的運作模式。對他人有正向運作模式的個體，能自在地與他人建立親

密感，並尋求親密感的追尋（Steinberg et al.，2006）。雖然內在運作模式並非永

遠不可改變，但其往往持續至青少年和成人階段（Feeney & Noller，1990），影

響個人在人際關係中如何看待自我和他人。根據圖1所示，內在運作模式在依附

系統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Bretherton，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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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依附系統：接觸依附對象的簡單控制系統模式（Bretherton，1985） 

總而言之，個體與他人互動關係的期待，會影響其對他人的感受結果，因此

瞭解個體對他人關係的期待，是有其重要性的。其中，依附之內在運作模式的影

響力，在伴侶的關係中，表現得最為顯著，因為伴侶間的關係是成人生命中的重

要關係之一（Bowlby，1969）。婚姻關係是幾乎所有成人的重要課題，因此設

法瞭解個體的婚姻態度與依附風格之關係極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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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附風格 

Ainsworth（1989）首評量在陌生情境中，一歲嬰兒親子互動所展現之不同

的內在運作模式，將兒童與照顧者間的依附關係分為安全型依附（secure 

attachment）、矛盾型依附（ambivalent attachment）、逃避型依附（avoidant 

attachment）等三種類型。 

在Ainsworth的研究後，將研究對象從兒童早期擴及至青少年晚期及成人階

段的研究，首推Hazan和Shaver（1987）將愛情關係概念化為依附過程的研究，

結果發現：成年期的依附型態與嬰兒期一樣，可分為三類依附型態。安全型的受

試者，在童年時代與父母親存在和諧的關係；逃避型受試者則則知覺母親多以冷

酷和拒絕的方式回應；矛盾型的受試者則傾向描述父母是不公平的，且常覺得被

人懷疑，也常顯露出對自我的懷疑。 

然而，回顧過去的研究，儘管Bowlby（1969）認為內在運作模式根源於對

自我的看法和對他人行為的預期，但是對於依附型態的評定幾乎很少研究者同時

考慮到自我與他人兩個內在運作模式的面向。直到Bartholomew和Horowitz

（1991）認為過去學著們提出的三分類依附模式中，「逃避依附型」（avoidant 

attachment）無法清楚的區分出那些需要親密關係，但卻因為害怕而逃避的人

（fearful avoidant），以及那些因自我防衛，而漠視關係重要性的人（dismissing 

avoidant），因此依據Bowlby的依附理論背景，以內在運作模式的兩個面向：自

我面向（正向和負向）及他人面向（正向或負向）為基本向度，定義出新的成人

依附型態模組—安全型（ secure）、焦慮型（preoccupied）、忽略逃避型

（dismissing-avoidant）、害怕逃避型（fearful-avoidant）四類的依附型態，如圖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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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成人依附模組（Bartholomew ＆ Horowitz，1991） 

四種不同類型的成人，具有的特性分述如下： 

1、「安全型」依附對自我抱持著正向價值感，覺得自己是值得愛的，對於

他人也抱持著正向看法，覺得他人對自己會有所回應及可信賴的；對親

密感到自在，且能與另一半維持親密的關係、互相依賴。 

2、「焦慮型」依附對自己抱持著負向看法，覺得自己沒有價值、不值得喜

愛，但對他人有正向評價；焦慮依附型的人會不斷想藉由他人的讚賞以

獲得自我信心。 

3、「忽略逃避型」依附對自我抱持著正向價值，但卻覺得他人是不可信賴

的、會拒絕自己的；忽略逃避型的人會試圖保護自己不要涉入親密關係，

以防被他人拒絕並保持自我獨立性。 

4、「害怕逃避型」依附對自我及他人都抱持著負面態度，覺得自己沒有價

值、不值得愛，並覺得他人是不可信賴的；害怕逃避型的人逃避建立親

密關係，以免被他人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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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得知，不同依附類型的成人有著不同的行為特質，研究者可依研究

對象的不同，選擇合適的方式評定其依附品質的差異。Bartholomew與Horowitz

（1991）對依附類型的測量，因將自我的內在運作模式與他人的內在運作模式兩

個向度所劃分出來的四個類型內涵加以清楚區分，晚近許多研究者多以此方式評

估親子間的依附型態。 

 

貳、依附風格與婚姻態度的關係 

過去國內外從事與依附風格有關之實徵研究，如：在個人發展過程中內在運

作模式的持續特性（Collins & Read，1994），依附關係與大學生的適應功能、

依附風格與親密關係（Simpson, Rholes & Phillips，1996；Feeney & Noller，1990；

Collins & Feeney，2000）、依附風格與親密關係結束後的適應（Pistole，1996）、

及依附風格與個人的生涯發展（O’Brien, Friedman, Tipton & Linn，2000）等。然

而，這些研究似多侷限於不同依附類型和各種適應指標間的關係，對於和依附風

格與婚姻態度間有關的研究仍較為缺乏，並多著重於探討依附風格不同的夫妻，

在婚姻衝突因應策略、婚姻品質、婚姻適應或婚姻滿意度等變項間的相關研究

（Hollist & Miller，2005；Morris，2000； Roisman，2007；吳雅玲，2007；林

佳玲，2000；楊素珍，1999），但若以未婚者為研究對象，探討依附風格與婚姻

態度的關係則仍有限。 

在國外研究方面，僅有少數幾篇研究在探討未婚者的依附風格與婚姻態度間

的關係，結果均支持依附風格不同的未婚者，在婚姻態度上有顯著差異存在，安

全依附者擁有較積極正向的婚姻態度，而不安全依附者則反之（Shulmn, 

Rosenheim, & Knafo，1999；Steinburg et al.，2006）。 

Shulmn、Rosenheim與Knafo（1999）曾針對以色列 81 個家庭中的父母及

青少年為研究對象，結果顯示，青少年與母親的依附關係及母親個人對婚姻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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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對青少年婚姻期望的影響最大；與父親的依附關係，只有在婚姻期望量表中

的自主性需求的分數較高。換言之，青少年與母親的依附關係及互動品質對於其

未來的婚姻期望與看法，有重要的影響。 

Steinburg、Davila與Fincham（2006）以雙親家庭的青春期女生為研究對象，

試圖了解青少年的依附風格對婚姻期望及愛情關係之影響，結果顯示，個體的依

附風格會影響她們的婚姻期望及愛情經驗，尤其是逃避依附型的青少年多認為自

己未來的婚姻應該會不快樂。 

至於國內方面，亦有幾篇研究探討這個課題，研究結果皆支持依附風格不同

的未婚者，在婚姻態度上有顯著差異存在（楊惠敏，2007；戴靜文，2002）。戴

靜文（2002）以高中職二年級學生為對象，進行青少年依附風格、知覺父母婚姻

衝突與婚姻態度之研究。其將依附風格分為安全型、焦慮型及逃避型；婚姻態度

分為婚姻的感受性、婚姻的長久性及結婚意向。結果發現：不同依附風格的青少

年在婚姻態度上有顯著差異；安全型的青少年較其他兩型的青少年有較積極正向

的婚姻態度。楊惠敏（2007）以國小未婚教師為研究對象，結果發現安全依附風

格者比逃避依附風格者的婚姻態度較正向積極，焦慮依附風格者較逃避依附風格

者的婚姻態度較正向積極。 

不過，前述研究忽略了「逃避依附型」（avoidant attachment）無法清楚的區

分出那些需要親密關係，但卻因為害怕而逃避的人（fearful avoidant），以及那

些因自我防衛，而漠視關係重要性的人（dismissing avoidant）。因此設法瞭解大

學生不同依附風格（安全型、焦慮型、害怕逃避型、忽略逃避型）與其婚姻態度

間的關係，乃成為本篇研究的動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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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父母婚姻關係、子女依附風格與子女婚姻態度 

過去有關婚姻態度的研究提出許多影響婚姻態度的因素，在前面的章節中，

本研究已將一些重要的相關因素列出，例如：知覺父母婚姻關係對子女婚姻態度

的影響、依附風格與婚姻態度的關係等…。在此章節中，本研究將嘗試自「情緒

安全假說」（the emotional security hypothesis）架構子女知覺父母婚姻關係、自

我依附風格與婚姻態度三者間的關係，首先先說明子女知覺父母婚姻關係與自我

依附風格的關係，再進一步論述子女知覺父母婚姻關係、自我依附風格與婚姻態

度三者間的關係。 

 

壹、知覺父母婚姻關係和子女依附風格的關係 

就發展的角度來看，父母是子女成長過程中的重要他人，自子女出生後，父

母便扮演起養育、管教的角色，也是形塑子女初期人格的重要關鍵。依附理論認

為青少年時期是兒童邁向成人的過渡階段，還是會如同嬰幼時期，持續地向他們

在童年時期的依附對象取得支持及保護；對於青少年來說，安全依附關係的重要

性並不亞於嬰幼兒時期。因此，有相當多的研究投入探討影響青少年依附關係或

風格的因素，歷來已有許多理論提出其看法，並有多篇研究探討父母婚姻品質與

親子依附之關係，可見二者間的關係，受到學界的重視與肯定。 

在國外研究方面，多數研究專注於探討父母婚姻衝突對親子依附關係的影

響，研究發現父母的婚姻衝突對於子女而言，不只透過觀察學習的方式內化吸

收，家庭中各系統間的動力也會牽一髮而動全身。父母會將其原生家庭的情緒特

質帶進來，而形成核心家庭的情緒系統。家庭系統會透過情緒的疏離、婚姻的衝

突、夫妻一方失功能等，而將問題轉移到子女身上，來降低夫妻對婚姻的焦慮及

解決問題（Bowen，1978）。當這些焦慮無法在婚姻關係中獲得解決時，往往會

轉移到親子關係中，形成跨代聯盟或是三角關係（Kerr & Bowen，1988）。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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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問題懸而未決、潛藏憤怒的情形下，可能會採取退縮、遠離、較少回應等方

式與子女互動，進而影響到子女的發展。因此，父母經過激烈的婚姻衝突後，常

會知覺子女的行為較為負向，顯示父母的婚姻關係有負向的月暈效應。就如同「牽

連假說」的假設，認為婚姻關係若是衝突的，父母在情緒耗竭的狀態下，無法敏

感地回應子女的需求（Erel & Burman，1995）。 

McNeal與Amato（1998）研究結果發現在家中，父母婚姻暴力經驗常剝奪了

個體發展安全依附的機會，取而代之出現一種不信任、匱乏的感受，致使有些個

體形成矛盾和焦慮的依附關係。另有研究進一步指出安全依附型的個體在經歷家

庭衝突後，會發展出不安全的依附類型，所以當父母親處於衝突、敵視或被忽視

等的情境下，不僅僅使他們的情緒不佳，更可能會對子女的依附類型產生影響

（Weinfield, Sroufe, & Egeland，2000）。 

部份研究自父母親的觀點測量，自我的婚姻品質與嬰孩的依附關係品質間的

關係，結果顯示當父母自我評定夫妻關係為較高的滿意度、較少的衝突和溝通品

質良好時，嬰孩的依附關係會較為安全與依賴（Howes & Markman，1989）。相

對地，當夫妻間的婚姻關係是充滿衝突時，其與嬰兒間的依附關係則會受到影

響，尤其以父親與嬰兒間的依附關係最為特別與明顯（Vondra, et al.，1998）。 

另有研究以子女的觀點測量父母親的婚姻品質與自我的依附關係，Ensign、

Scherman與Clark（1998）以大學三、四年級學生進行問卷調查。受試者分別完

成父母親婚姻衝突量表（Marital Conflict Scale，MC）、父母依附關係問卷及親

密關係態度問卷（Attitudes about Love and Sex）。結果顯示，父母親婚姻衝突與

大學生的親密關係有明顯的負相關。值得注意的是，大學生與父親、母親依附關

係與父母親的婚姻衝突均有顯著的負相關，但與父母親是否離婚並無相關。換言

之，與子女依附關係產生密切關聯的，有時並非是父母親離婚事實，而是夫妻間

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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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內研究方面，至今僅有數篇研究在探討知覺父母婚姻關係和子女依附風

格的關係。紀雅芬（1999）以台中縣國中生進行問卷調查，研究顯示，當青少年

知覺父母婚姻關係暴力衝突的頻率高且嚴重時，其依附關係品質會愈差，且對青

少年身心健康狀況的影響越負面。戴靜文（2002）以青少年為研究對象，結果獲

知逃避型依附風格的個體，知覺父母婚姻衝突最強烈，而安全型依附風格的個體

知覺父母婚姻發生衝突時，較會以正面的態度解決問題。江小燕（2005）以犯罪

青少年為研究對象，結果發現父母婚姻衝突會直接影響親子依附的安全感。雖然

研究對象不一致，但研究結果似均支持，子女若知覺父母婚姻關係有衝突，則會

有較不安全的依附關係。 

綜合上述國內外研究，我們可以發現父母對婚姻滿意度較高時，親子間較容

易有安全依附關係，換言之，高品質的婚姻關係似乎較可提供支持的功能。反之，

父母若是對自己的婚姻滿意度較低、適應不良，經常發生婚姻衝突，則個體經由

觀察學習，也會承襲相同的因應模式，而造成宿命的循環。 

 

貳、知覺父母婚姻關係、子女依附風格與婚姻態度的關係 

前述發現子女若知覺父母婚姻關係有衝突，則會有較不安全的依附關係，本

研究將進一步嘗試自「情緒安全假說」（the emotional security hypothesis）架構

子女知覺父母婚姻關係、自我依附風格與婚姻態度三者間的關係。 

一、情緒安全假說（The Emotional Security Hypothesis） 

如果孩子長期暴露在父母間的衝突下，容易引起、甚至加劇其身心方面內化

或外顯的問題徵狀（許惠雯，2007），過去就已經有許多的實徵研究證實父母衝

突會對孩子的功能發展及運作產生影響，近代的研究則更進一步的說明父母間的

衝突為何以及如何影響到孩子（Cummings & Davies，1994；Grych & Fincham，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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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mmings 與 Davies（1994）以「情緒安全假說」（the emotional security 

hypothesis）說明婚姻衝突對兒童行為適應影響的內在機制。此「情緒安全假說」

是建立在認知的脈絡模式和 Bowlby 依附理論的基礎之上，認為那些情緒不安全

的兒童多曾經驗過父母的衝突，不安全感為兒童對父母關係覺知的內在表徵，此

會對兒童的生活有所影響；他們假設父母間某些形式的婚姻衝突會對兒童情緒的

安全感帶來影響，情緒感到安全的兒童較有能力因應日常生活中的問題；反之，

情緒不安全的兒童，在面對日常生活壓力及挑戰時，常會持用無效的因應方式及

更多失調的行為，以圖 3 表示。 

 

 

 

圖 3 情緒安全假說之理論架構圖 

 

換言之，依據「情緒安全假說」的推論認為兒童的情緒安全，除了來自親子

關係外，也會受父母婚姻關係品質的影響。當夫妻發生衝突時，可能會引發情緒

化、不和諧的家庭氣氛，此會威脅孩子的情緒，甚至生理的健康，更可能會因為

夫妻意見的不合而破壞管教的規範，父母對子女的情感反應或敏感度亦會降低，

此皆會進而影響兒童的生活適應。如果當婚姻衝突最後導致夫妻離婚而使家庭完

整性受到影響時，則可能會引發孩子誤認自己是造成爸媽爭吵的來源，而引發他

們的自責與不安的感受。 

因此，情緒安全感被 Cummings 與 Davies（1994）視為過去父母衝突經驗的

產物，可能會對孩子未來較易產生婚姻衝突的主要關鍵因素。當孩子對父母婚姻

關係的穩定性與可預測性有信心時，他們對父母關係也會感到安全，即使父母發

生爭吵，孩子也會認為婚姻衝突會改善，因此，家裡發生的爭執，對他們的生理

父母的 

婚姻關係 

子女的 

情緒安全感 

子女的 

身心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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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心理上的安全感會較無威脅性。 

二、知覺父母婚姻關係、子女依附風格與婚姻態度的關係 

Shulmn、Rosenheim與Knafo（1999）以以色列81個家庭中的父母及孩童為

對象，試圖探討父母的婚姻期望對孩子婚姻期望的影響，及孩子與父母的依附關

係及個體化程度如何調節上述的影響程度。81組家庭分別完成婚姻期望量表、與

家人依附關係量表及依附需求強度表。結果顯示，青少年的依附品質及對依附的

需求，的確對父母親婚姻期望代間傳遞至孩子的程度帶來影響。與母親的依附關

係及母親個人對婚姻的期望，對青少年婚姻期望的影響最大；與父親的依附關

係，卻只有在婚姻期望量表中的自主性需求方面的分數較高。 

Steinburg、Davila 與 Fincham（2006）試圖了解青少年知覺父母親婚姻衝突

及依附安全對自己婚姻期望及愛情關係之影響。以美國雙親家庭的八年級的青春

期女生及其父母為研究對象，共計 96 名，研究假設受試者知覺到父母婚姻關係

（尤其是父母間婚姻衝突）會透過依附關係影響自己的戀愛經驗與婚姻期望。換

言之，若子女對父母衝突的負向知覺與感受，產生了不安全的親子依附關係（依

附風格）時，則會導致子女的不良戀愛經驗與婚姻期望，如圖 4 所示。 

圖 4  Steinburg、Davila 與 Fincham（2006）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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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顯示，在婚姻期望方面，女生知覺到負向的父母婚姻衝突時，會與父母

親較疏離（對親密感到不舒服），導致其對自己未來婚姻期望為負向、消極（認

為自己的婚姻將會不快樂、可能離婚）。換言之，青少年知覺父母婚姻衝突，會

透過其「他人的內在運作模式」（此面向處理的是對親密感的逃避）影響個體對

婚姻的期望。 

雖然 Shulmn、Rosenheim 與 Knafo（1999）以及 Steinburg、Davila 與 Fincham

（2006）的研究結果發現，依附關係是知覺父母婚姻衝突與自己婚姻期望的中介

變項。不過，這樣的研究在國內尚未見探討，以國人的文化觀念來說，對家庭與

親子間的關係十分重視，因此有需要對此予以探討以研究證實「知覺父母婚姻關

係」、「子女依附風格」與「子女婚姻態度」三者間的因果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