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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章依研究目的，根據研究對象的填答資料進行分析，以驗證研究假設。本

研究共分為五節，第一節旨在瞭解子女的婚姻態度之概況；第二節係比較人口變

項（性別、出生序）不同之子女，其婚姻態度是否存有顯著差異；第三節則探討

子女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父母婚姻關係親密程度、父母婚姻關係和諧程度）與子

女之婚姻態度是否有顯著相關存在；第四節係探討子女的依附風格（安全型、焦

慮型、忽略逃避型、害怕逃避型）與婚姻態度是否有顯著相關存在；第五節則在

瞭解知覺父母的婚姻關係，是否不但會對子女的婚姻態度帶來直接的影響，且會

透過不同的依附風格，對子女的婚姻態度帶來間接的影響。 

第一節 子女的婚姻態度之概況 

    本節將先描述研究樣本在依變項「婚姻態度」上的分佈狀況。本研究有效樣

本數為 801 份，並以受試者（本研究「受試者」在之後文本的敘述中皆將以「子

女」代之）在「婚姻態度量表」上的得分，瞭解其婚姻態度的概況。「婚姻態度

量表」共 20 題，包含三個部份：「未來結婚意向」、「婚姻感受性」、「婚姻

長久性」。本量表採 Likert 五點量尺方式作答，計分方式是根據子女對每一題的

符合程度，由「非常不符合」、「不太符合」、「普通」、「還算符合」、「非

常符合」五個等級反應，分別計 1、2、3、4、5 分。表 10 呈現子女婚姻態度的

得分平均數、標準差、題數與題平均數。 

表 10 子女的婚姻態度量表得分概況（N=801） 

婚姻態度分量表 平均數 標準差 題數 題平均數

未來結婚意向 18.04 4.23 6 3.01 

婚姻感受性 24.44 4.56 7 3.49 

婚姻長久性 23.49 3.97 7 3.36 



 51

由表 10 可得知，子女的婚姻態度在「未來結婚意向」的題平均數為 3.01，

在「婚姻感受性」的題平均數為 3.49，在「婚姻長久性」的題平均數為 3.36。整

體而言，子女的未來結婚意向、婚姻感受性、婚姻長久性之題平均數皆介於「普

通」與「還算符合」之間。研究者進一步以表 11 呈現婚姻態度量表中各題項的

平均數與標準差。 

表 11 婚姻態度量表各題項的平均數和標準差（N=801） 

分量表 題項 平均數 標準差 

不管男性或女性終究都必須結婚 2.82 1.10 

過了適婚年齡仍單身是一件不好的事情 2.65 1.03 

我希望能在到達適婚年齡時結婚 3.53 1.03 

即使婚姻生活有很多牽絆，我將來仍會選擇結婚 3.46 1.03 

如果沒有理想的對象，我寧可不結婚(-) 2.25 0.96 

未 
來 
結 
婚 
意 
向 

我寧願選擇與伴侶同居而不結婚的生活(-) 3.33 0.99 

婚姻代表著美好的結合 3.31 1.54 

我覺得擁有婚姻生活是件幸福快樂的事情 3.70 0.91 

我覺得婚姻可以幫助個人成長 4.01 0.79 

我覺得婚姻生活可以讓個人更有安全感 3.79 0.89 

我並不十分期待未來的婚姻生活(-) 3.41 0.91 

我覺得婚姻生活是不自由的(-) 3.17 0.94 

婚 
姻 
感 
受 
性 

我覺得婚姻生活是一種很有壓力的事情(-) 3.05 0.94 
婚姻生活可以只是短暫的結合(-) 3.62 0.96 
結婚後若發現有許多事情合不來或覺得失望時，

仍應該努力改善以維持婚姻 
3.61 0.91 

結婚後即使配偶發生外遇，我仍會盡力補救夫妻

之間的感情，而不放棄這段婚姻 
2.59 1.12 

結婚後如果感覺不再愛著對方，我會希望兩人結

束婚姻關係(-) 
2.64 1.01 

我有信心自己未來的婚姻可以長長久久 3.49 0.94 
即使再困難，我仍然可以面對未來婚姻的挑戰 3.60 0.87 

婚 
姻 
長 
久 
性 

婚姻是對配偶一輩子的承諾，不能隨意放棄 3.95 0.93 
註：1.字型加粗者，為各分量表中平均數最高分和最低分題項。 
    2. (-)表示為反向計分題，平均數愈高，表示愈不符合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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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呈現婚姻態度量表中各題項的平均數與標準差，從表中的結果可得知： 

在「未來結婚意向」方面，「即使婚姻生活有很多牽絆，我將來仍會選擇結

婚」（M=3.46）為此分量表中得分平均數最高者，其次為「我希望能在到達適

婚年齡時結婚」（M=3.53）、「我寧願選擇與伴侶同居而不結婚的生活(-)」

（M=3.33），而「如果沒有理想的對象，我寧可不結婚(-)」（M=2.25）則為平均

數最低者，顯示子女將來會嚮往結婚，但抱持著謹慎、保守的態度。 

而在「婚姻感受性」方面，「我覺得婚姻可以幫助個人成長」（M=4.01）

為此分量表中得分平均數最高者，其次為「我覺得婚姻生活可以讓個人更有安全

感」（M=3.79）、「我覺得擁有婚姻生活是件幸福快樂的事情」（M=3.70），

而「我覺得婚姻生活是一種很有壓力的事情(-)」（M=3.05）則為平均數最低者，

從題目平均得分看來，子女對於婚姻的感受是偏向正面並期待未來的婚姻生活。 

最後在「婚姻長久性」方面，「婚姻是對配偶一輩子的承諾，不能隨意放棄」

（M=3.95）為此分量表中得分平均數最高者，其次為「婚姻生活可以只是短暫

的結合(-)」（M=3.62）、「結婚後若發現有許多事情合不來或覺得失望時，仍應

該努力改善以維持婚姻」（M=3.61），而「結婚後即使配偶發生外遇，我仍會

盡力補救夫妻之間的感情，而不放棄這段婚姻」（M=2.59）則為平均數最低者，

顯示子女在未來婚姻中，若夫妻之間是相愛的，願意面對婚姻中的挑戰，為自己

的婚姻關係努力、期待自己未來的婚姻關係是長久的。 

小結 

本節旨在瞭解子女的婚姻態度之概況，結果發現，子女的婚姻態度各分量表

得分分數呈現出：對於「婚姻感受性」、「婚姻長久性」呈現稍微偏向正向、肯定

的態度，對於「未來結婚意向」呈現出較為中立的態度。 



 53

第二節 子女的人口變項與其婚姻態度 

本研究的子女之人口變項主要包括性別與出生別。為瞭解人口變項不同的子

女，其婚姻態度是否有顯著差異存在，乃進行下列的分析研究。 

壹、子女的性別與其婚姻態度 

表 12 呈現性別不同的子女，在婚姻態度量表上得分的平均數和平均數。由

表中結果初步得知： 

以男性子女而言，婚姻感受性得分較高（M=3.57），其次為婚姻長久性

（M=3.51），而未來結婚意向得分較低（M=3.12）。 

以女性子女而言，亦為婚姻感受性得分較高（M=3.41），其次為婚姻長久

性（M=3.57），而未來結婚意向得分較低（M=2.89）。 

整體而言，男性子女的未來結婚意向、婚姻感受性、婚姻長久性上的得分較

女性子女為高。換言之，在本研究中的婚姻態度三個分量表，得分較高者皆是男

性子女。 

表 12 性別不同的子女在婚姻態度量表上的得分平均數和標準差 

婚姻態度量表 性別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題平均數 

男 397 18.73 4.05 3.12 未來結婚意向 

女 404 17.36 4.31 2.89 

男 397 24.99 4.40 3.57 婚姻感受性 

女 404 23.89 4.66 3.41 

男 397 24.54 3.90 3.51 婚姻長久性 

女 404 22.46 3.77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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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為瞭解性別不同的子女，其婚姻態度是否有達顯著差異，乃進行獨立

樣本 t 考驗，表 13 呈現 t 考驗值摘要。研究結果發現： 

1、「未來婚姻意向」—因性別不同，而有顯著差異存在（t = 4.63，p＜.001）。

且由表 12 得知，男性子女的未來結婚意向較為肯定、正向、傳統，而女

性子女較為負向、存疑，表示男性較女性於未來更有可能結婚。 

2、「婚姻感受性」—因性別不同，而有顯著差異存在（t = 3.44，p＜.01）。

且由表 12 得知，男性子女的婚姻感受性較女性子女來的更正向、幸福。 

3、「婚姻長久性」—因性別不同，而有顯著差異存在（t = 7.71，p＜.001）。

且由表 12 得知，男性子女的婚姻長久經營的信念及可能的行為傾向較女

性子女來得強烈、積極。 

表 13 性別不同的子女在婚姻態度量表上的 t 考驗摘要表 

婚姻態度量表 t 值 自由度 顯著性 平均差異 

未來結婚意向 4.63 799 .000*** 1.37 

婚姻感受性 3.44 799 .001*** 1.10 

婚姻長久性 7.71 799 .000*** 2.09 

**p＜.01, ***p＜.001 
 

貳、子女的出生序與其婚姻態度 

表 14 呈現出生序不同的子女，在婚姻態度量表上得分的平均數和平均數。

由表中結果初步得知： 

以出生序為老大的子女而言，婚姻感受性得分較高（M=3.46），其次為婚

姻長久性（M=3.35），而未來結婚意向得分較低（M=3.04）。 

以出生序為居中的子女而言，婚姻感受性得分較高（M=3.50），其次為婚

姻長久性（M=3.41），而未來結婚意向得分較低（M=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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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出生序為老么的子女而言，婚姻感受性得分較高（M=3.52），其次為婚

姻長久性（M=3.35），而未來結婚意向得分較低（M=2.96）。 

以出生序為獨子或獨女的子女而言，婚姻感受性得分較高（M=3.48），其

次為婚姻長久性（M=3.29），而未來結婚意向得分較低（M=2.93）。 

整體而言，出生序為居中或老么的子女在「婚姻感受性」的得分高於出生序

為老大、獨子或獨女的子女；出生序為居中的子女在「婚姻長久性」的得分高於

出生序為老大、老么、獨子或獨女的子女；出生序為老大或居中的子女在「未來

結婚意向」的得分高於出生序為老么、獨子或獨女的子女。 

表 14 出生序不同的子女在婚姻態度量表上的得分平均數和標準差 

婚姻態度量表 出生序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題平均數

老大 322 18.21 4.32 3.04 

居中 160 18.29 3.66 3.05 

老么 267 17.77 4.21 2.96 

未來結婚意向 

獨子或獨女 52 17.60 5.31 2.93 

老大 322 24.25 4.90 3.46 

居中 160 24.53 3.84 3.50 

老么 267 24.64 4.47 3.52 

婚姻感受性 

獨子或獨女 52 24.33 5.01 3.48 

老大 322 23.43 3.99 3.35 

居中 160 23.84 3.66 3.41 

老么 267 23.43 3.95 3.35 

婚姻長久性 

獨子或獨女 52 23.06 4.82 3.29 

為瞭解出生序不同的子女，其婚姻態度是否有達顯著差異，乃進行單因子變

異數分析，表 15 呈現單因子變異數分析值摘要。研究結果發現：出生序不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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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女，無論在「未來結婚意向」（F=.93，p＞.05）、「婚姻感受性」（F=.39，p

＞.05）或「婚姻長久性」（F=.67，p＞.05）上的得分，均無顯著差異存在。 

表 15 出生序不同的子女在婚姻態度量表上的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婚姻態度量表 變異來源 平方和 自由度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組間 50.11 3 16.70 0.93 0.43

組內 14287.53 797 17.93  

未來結婚意向 

總和 14337.64 800  

組間 24.36 3 8.12 0.39 0.76

組內 16638.95 797 20.88  

婚姻感受性 

總和 16663.31 800  

組間 31.66 3 10.55 0.67 0.57

組內 12576.52 797 15.78  

婚姻長久性 

總和 12608.18 800  

小結 

本節係比較人口變項（性別、出生序）不同之子女，其婚姻態度是否存有顯

著差異，結果發現： 

1、就子女性別與婚姻態度而言，表示不同性別的子女，其婚姻態度確實存

有顯著差異，且男性子女的「未來結婚意向」、「婚姻感受性」或「婚

姻長久性」皆較女性子女來得正向、積極。此項結果驗證了假設 1-1-1、

1-1-2、1-1-3。 

2、就子女出生序與婚姻態度而言，不同出生序的子女在「未來結婚意向」、

「婚姻感受性」或「婚姻長久性」的得分皆無顯著差異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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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父母婚姻關係與子女婚姻態度之關係 

本研究以子女在「知覺父母婚姻關係量表」和「婚姻態度量表」上的得分，

求兩者間的 Pearson 積差相關，以探討知覺父母婚姻關係與子女婚姻態度之間是

否有顯著相關存在，以表 16 呈現子女知覺父母婚姻關係與其婚姻態度之相關。 

表 16 子女知覺父母婚姻關係與其婚姻態度之相關（N=801） 

知覺父母婚姻關係分量表 未來結婚意向 婚姻感受性 婚姻長久性 

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親密程度 .13** .26** .18** 

 共同相處 .11** .21** .14** 

 情感表達 .15** .21** .14** 

 分離傾向(-) .08** .23** .18** 

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和諧程度 .14** .27** .17** 

 意見一致性 .16** .26** .16** 

 衝突現象(-) .11** .23** .15** 

註：1. (-)表示為反向計分題  2. *p＜.05, **p＜.01 

表 16 呈現子女知覺父母婚姻關係與其婚姻態度之相關，由表中的結果可知： 

1、子女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親密程度與其未來結婚意向（r=.13, p＜.01）、婚姻

感受性（r=.26, p＜.01）、婚姻長久性（r=.18, p＜.01），存有顯著正相關的

關係。換言之，子女知覺父母婚姻關係愈親密，其未來結婚意向、婚姻感受

性、婚姻長久性愈正向、積極。 

2、子女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共同相處」與其未來結婚意向（r=.11, p＜.01）、

婚姻感受性（r=.21, p＜.01）、婚姻長久性（r=.14, p＜.01），存有顯著正相

關的關係。換言之，子女知覺父母共同相處愈多，其未來結婚意向、婚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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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性、婚姻長久性愈正向、積極。 

3、子女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情感表達」與其未來結婚意向（r=.15, p＜.01）、

婚姻感受性（r=.21, p＜.01）、婚姻長久性（r=.14, p＜.01），存有顯著正相

關的關係。換言之，子女知覺父母共同相處愈多，其未來結婚意向、婚姻感

受性、婚姻長久性愈正向、積極。 

4、子女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分離傾向(-)」與其未來結婚意向（r=.08, p＜.05）、

婚姻感受性（r=.23, p＜.01）、婚姻長久性（r=.18, p＜.01），存有顯著正相

關的關係。換言之，子女知覺父母分離傾向愈低，其未來結婚意向、婚姻感

受性、婚姻長久性愈正向、積極。 

5、子女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和諧程度與其未來結婚意向（r=.14, p＜.01）、婚姻

感受性（r=.27, p＜.01）、婚姻長久性（r=.17, p＜.01），存有顯著正相關的

關係。換言之，子女知覺父母婚姻關係愈和諧，其未來結婚意向、婚姻感受

性、婚姻長久性愈正向、積極。 

6、子女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意見一致性」與其未來結婚意向（r=.16, p＜.01）、

婚姻感受性（r=.26, p＜.01）、婚姻長久性（r=.16, p＜.01），存有顯著正相

關的關係。換言之，子女知覺父母意見一致性愈，其未來結婚意向、婚姻感

受性、婚姻長久性愈正向、積極。 

7、子女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衝突現象(-)」與其未來結婚意向（r=.11, p＜.05）、

婚姻感受性（r=.23, p＜.01）、婚姻長久性（r=.15, p＜.01），存有顯著正相

關的關係。換言之，子女知覺父母衝突現象愈低，其未來結婚意向、婚姻感

受性、婚姻長久性愈正向、積極。 

 

小結 

本節主要探討知覺父母婚姻關係與子女婚姻態度之關係，結果發現：知覺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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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婚姻關係的親密程度與子女未來結婚意向、婚姻感受性及婚姻長久性存有正相

關；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和諧程度亦與子女未來結婚意向、婚姻感受性及婚姻長

久性存有正相關。在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親密程度方面，子女知覺父母共同相處

程度、情感表達程度與子女未來結婚意向、婚姻感受性及婚姻長久性存有正相

關，而子女知覺父母分離傾向程度與子女的未來結婚意向、婚姻感受性及婚姻長

久性存有負相關。在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和諧程度方面，子女知覺父母意見一致

性程度與子女的未來結婚意向、婚姻感受性及婚姻長久性存有正相關，而子女知

覺父母衝突現象程度與子女的未來結婚意向、婚姻感受性及婚姻長久性存有負相

關。上述結果驗證了假設 2-1-1、2-1-2、2-1-3、2-2-1、2-2-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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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依附風格與婚姻態度之關係 

本節係探討子女的依附風格（安全型、焦慮型、忽略逃避型、害怕逃避型）

與婚姻態度（未來結婚意向、婚姻感受性、婚姻長久性）是否有顯著相關存在。 

本研究以子女在「人際依附風格量表」和「婚姻態度量表」上的得分，求兩

者間的 Pearson 積差相關，以探討子女依附風格與其婚姻態度之關係，以表 17

呈現子女的依附風格與其婚姻態度之相關。 

表 17 子女依附風格與其婚姻態度之相關（N=801） 

人際依附風格分量表 未來結婚意向 婚姻感受性 婚姻長久性 

安全型依附  .07 * .23 ** .14 ** 

焦慮型依附 -.02  .04  .12 ** 

忽略逃避型依附 -.18 ** -.13 ** -.06  

害怕逃避型依附 -.08 * -.19 ** -.14 ** 

*p＜.05, **p＜.01 

表 17 呈現子女的依附風格與其婚姻態度之相關，由表中的結果可知： 

1、子女依附風格為安全型的，會與其未來結婚意向（r=.07, p＜.05）、婚姻感受

性（r=.23, p＜.01）、婚姻長久性（r=.14, p＜.01），存有顯著正相關的關係。

換言之，子女的安全型依附風格愈強，其未來結婚意向、婚姻感受性、婚姻

長久性愈正向、積極。 

2、子女依附風格為焦慮型的，會與其婚姻長久性（r=.12, p＜.01），存有顯著正

相關的關係；但子女的焦慮型依附風格與其未來結婚意向（r=-.02, p＞.05）、

婚姻感受性（r=.04, p＞.05）則未達顯著相關。換言之，子女的焦慮型依附風

格愈強，其婚姻長久性愈正向、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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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子女依附風格為忽略逃避型的，會與其未來結婚意向（r=-.18, p＜.01）、婚姻

感受性（r=-.13, p＜.01），存有顯著負相關的關係；但子女的忽略逃避型依附

風格與其婚姻長久性（r=-.06, p＞.05）則未達顯著相關。換言之，子女的忽

略逃避型依附風格愈強，其未來結婚意向、婚姻感受性愈負向、消極。 

4、子女依附風格為害怕逃避型的，會與其未來結婚意向（r=-.08, p＜.05）、婚姻

感受性（r=-.19, p＜.01）、婚姻長久性（r=-.14, p＜.01），存有顯著負相關的關

係。換言之，子女的害怕逃避型依附風格愈強，其未來結婚意向、婚姻感受

性、婚姻長久性愈負向、消極。 

小結 

本節係探討子女的依附風格（安全型、焦慮型、忽略逃避型、害怕逃避型）

與婚姻態度是否有顯著相關存在，結果發現：（1）子女依附風格為安全型的，會

與其未來的結婚意向、婚姻感受性及婚姻長久性間存有正相關；（2）子女依附風

格為焦慮型的，會與其未來婚姻的長久性存有正相關；（3）子女依附風格為忽略

逃避型的，會與其未來結婚意向、婚姻感受性間存有負相關；（4）子女依附風格

為害怕逃避型的，會與其未來結婚意向、婚姻感受性、婚姻長久性間存有負相關。

上述結果驗證了假設 3-1-1、3-1-2、3-1-3、、3-2-3、3-3-1、3-3-2、3-4-1、3-4-2、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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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父母婚姻關係、親子依附風格與子女婚姻態度之關係 

為驗證父母婚姻關係對子女婚姻態度的影響，本研究假設子女「知覺父母婚

姻關係」（親密程度、和諧程度），不但會對其「婚姻態度」（未來結婚意向、

婚姻感受性、婚姻長久性）帶來直接的影響，會透過其「依附風格」（安全型、

焦慮型、忽略逃避型、害怕型）型塑出自我的「婚姻態度」（未來結婚意向、婚

姻感受性、婚姻長久性），並以結構方程模式分析予以驗證，請參閱圖 6 初始原

始理論模型圖。本研究使用 LISREL 8.72 套裝軟體作為統計工具，以 SIMPLIS

程式撰寫語法檔，以最大概似法（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MLE），進行

參數估計。 

 

圖 6 原始理論模式 

註：INTIMACY 代表「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親密程度」；HARMONY 代表「知覺父母婚姻

關係的和諧程度」；SECURE 代表「安全型依附」；PREOCCUP 代表「焦慮型依附」；DISMISSIN

代表「忽略逃避型依附」；FEARFUL 代表「害怕逃避型依附」；INTENTIO 代表「未來結

婚意向」；FEELINGS 代表「婚姻感受性」；PERMANE 代表「婚姻長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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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親密程度」、「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和諧程度」、「依

附風格」及「婚姻態度」，是由各分量表測量變項得分加總起來的觀察變項，而

此舉是透過各分量表測量變項得分加總的分式，如此可以增加觀察變項的信度。

各觀察變項的平均數、標準差及相關係數如表 18。由 9 個觀察變項的相關係數

矩陣得知，大部份變項間的相關係數皆達.05 的顯著性水準，表示 9 個觀察變項

之間有著密切的關係存在。 

表 18 各觀察變項間的平均數、標準差及相關係數（N=801） 

變  項 INT. HAR. SEC. PRE. DIS. FEA. INT. FEE. PER. 

INTIMACY 1.00     

HARMONY .68** 1.00     

SECURE .28** .21** 1.00    

PREOCCUP -.08* -.15** -.35** 1.00    

DISMISSIN -.07  -.07*  .16** -.10** 1.00    

FEARFUL -.26** -.28** -.38** .38** .31** 1.00    

INTENTIO .13** .14** .07* -.02  -.18** -.08* 1.00    

FEELINGS .26** .27** .23** .04  -.13** -.19** .59** 1.00   

PERMANE .18** .17** .14** .12** -.06  -.14** .50** .60** 1.00 

平均數 48.80 31.27  23.27 23.57 22.38 18.54 18.04  24.44  23.49 

標準差 8.42 6.59  3.85 4.60 4.63 4.83 4.23  4.56  3.97 

*p＜.05, **p＜.01 

 

壹、理論模式之適配度考驗 

依 Bagozzi 與 Yi（1998）建議，本研究從整體適配度與內在結構適配度二方

面進行結構方程模式之評鑑，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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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模式的整體適配度考驗 

表 19 為本研究理論模式的整理適配度考驗結果，由表 19 得知，初始理論模

式與觀察資料整體適配度卡方考驗 χ2=1187.39，N=801，p＜.001，達顯著水準，

表示觀察所得之共變數矩陣與理論上的共變數矩陣均等的假設必須予以拒絕，亦

即理論模式與觀察資料並不適配，顯示本模式必須進行模式修正。本研究主要以

卡方差異檢定，作為理論修正方法，並依據 LISREL 所提供的修正指標進行修

正，每次修正只限於一個修正指標，以避免為改善適配度而修正，或修正後的參

數理論無法解釋。除了理論模式分析所提供的修正指標訊息，研究者認為可能存

在著某個預測變項可以同時解釋這四類型依附風格或婚姻態度三個向度（如：工

具 效 果 ） ， 因 此 研 究 者 把 相 關 觀 察 變 項 的 測 量 誤 差 設 相 關

（ SECURE-PREOCCUP ， SECURE-DISMISSIN ， PREOCCUP DISMISSIN ，

PREOCCUP-FEARFUL ， SECURE-FEARFUL ， PREOCCUP-FEARFUL ，

INTENTIO-FEELINGS，INTENTIO-PERMANE，FEELINGS- PERMANE），進

行模式修正，修正後卡方考驗結果得 χ2=40.64，N=801，p＜.001，仍達顯著水準，

顯示修正後的理論模式與觀察資料依然無法適配。然而，卡方檢定對樣本數相當

敏感，並且資料是否呈現多變量常態分配有較嚴格的要求，一旦樣本過大或資料

偏離多變量常態分配會造成卡方統計量急遽上升而導致拒絕虛無假設（Jöreskog 

& Sörbom，1993）。本研究之測定樣本數 801 人遠大於 LISREL 所估計之臨界樣

本數。因此，卡方檢定也許就比較不適合拿來進行模式的考驗，必須參考其他重

要適配指標作為評鑑之依據。 

其他重要的適配度指標、替代性指標或殘差分析指標，Hu 與 Bentler（1999）

建議每個指標類別選 1 至 2 個，本研究經選擇上述兩位學者建議的指標，在適配

度指標方面納入 NNFI，在替代性指標方面納入 CFI 及 RMSEA，在殘差分析指

標方面納入 SRMR。Vandenberg 與 Lance（2000）認為 NNFI 及 CFI 可以.90 為

可接受底線，而 RMSEA 可以.08 為接受的上限值；至於 SRMR，傳統上是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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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上限標準，但 Hu 與 Bentler（1999）所提的數值.08，卻可以作為更佳適配

的標準。這些指標都顯示修正後的理論模式之整體適配度是理想的。 

總而言之，本研究所建構的理論模式在整體適配度的考驗上，各項適配指標

都顯示修正後的理論模式與觀察資料有相當的適配度（見表 19），即修正後的

理論模式應可以用來解釋實際的觀察資料。 

表 19 初始模式與修正後理論模式之整體適配度考驗指數比較（N=801） 

指  標 初始理論模式 修正後理論模式 

df  15  6  

卡方考驗    

χ2  1187.39  40.64  
χ2 /df  79.16  6.77  

適配度指標    

NNFI  0.05  0.92  

替代性指標    

CFI  0.61  0.99  
RMSEA  0.26  0.08  

殘差分析指標    

SRMR  0.17  0.05  
 

二、模式之內在結構適配度考驗 

本研究對於模式中的 9 個觀察變項進行內在結構適配度評鑑，結果如表 20。

根據表 20，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親密程度對安全型依附風格及害怕逃避型依附

風格的影響路徑達顯著；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和諧程度對焦慮型依附風格及害怕

逃避型依附風格的影響路徑達顯著；安全型依附風格對未來結婚意向、婚姻感受

性及婚姻長久性的影響路徑達顯著；焦慮型依附風格對婚姻感受性及婚姻長久性

的影響路徑達顯著；忽略逃避型依附風格對未來結婚意向及婚姻感受性的影響路

徑達顯著；害怕逃避型依附風格對婚姻感受性及婚姻長久性的影響路徑達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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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修正理論模式中的所有估計參數顯著性考驗及完全標準化估計值 

參  數 估計值 標準誤 t 值 標準化估計值

INTIMACY→SECURE 0.11  0.02 4.89 *  0.24  

INTIMACY→PREOCCUP 0.02  0.03 0.90   0.04  

INTIMACY→DISMISSIN -0.02  0.03 -0.57  -0.03  

INTIMACY→FEARFUL -0.07  0.03 -2.47 * -0.12  

HARMONY→SECURE 0.03  0.03 0.89   0.05  

HARMONY→PREOCCUP -0.13  0.04 -3.59 * -0.18  

HARMONY→DISMISSIN -0.04  0.04 -1.08  -0.05  

HARMONY→FEARFUL -0.15  0.04 -4.09 * -0.21  

SECURE→INTENTIO 0.12  0.05 2.53 *  0.11  

SECURE→FEELINGS 0.30  0.05 5.74 *  0.25  

SECURE→PERMANE 0.16  0.04 3.81 *  0.15  

PREOCCUP→INTENTIO -0.01  0.04 -0.32  -0.01  

PREOCCUP→FEELINGS 0.16  0.04 3.97 *  0.16  

PREOCCUP→PERMANE 0.21  0.03 6.43 *  0.24  

DISMISSIN→INTENTIO -0.19  0.04 -4.58 * -0.21  

DISMISSIN→FEELINGS -0.11  0.04 -2.52 * -0.11  

DISMISSIN→PERMANE -0.00  0.04 -0.09  -0.00  

FEARFUL→INTENTIO 0.03  0.04 0.73   0.03  

FEARFUL→FEELINGS -0.12  0.04 -2.73 * -0.13  

FEARFUL→PERMANE -0.14  0.04 -3.86 * -0.17  

誤差 SECURE 13.68  0.78 17.44 * 0.92  

誤差 PREOCCUP 20.63  1.08 19.06 * 0.98  

誤差 DISMISSIN 21.30  1.21 17.67 * 0.99  

誤差 FEARFUL 21.26  1.13 18.86 * 0.91  

誤差 INTENTIO 17.15  0.90 19.13 * 0.96  

誤差 FEELINGS 18.73  1.11 16.86 * 0.90  

誤差 PERMANE 14.57  0.86 16.90 * 0.92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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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根據表 20 誤差變異量計算所得的觀察依變項信度（即 R2 值），安全

型依附風格、焦慮型依附風格、忽略逃避型依附風格、害怕逃避型依附風格、未

來 結 婚 意 向 、 婚 姻 感 受 性 、 婚 姻 長 久 性 7 個 觀 察 依 變 項 依 序

為.08、.02、.01、.09、.04、.10、.08，R2 值明顯偏低，即觀察依變項的殘差偏高。

然而，Bollen（1989）認為只要 t 值達到顯著的信度值就可以接受。綜而言之，

修正後的理論模式的內在品質評鑑方面，除了各個觀察依變項的 R2 值偏低，其

餘的評鑑指標顯示修正後理論模式的內在品質仍屬於可接受之合理範圍。 

 

貳、模式中觀察變項之間的效果 

除了整體模式適配度的考驗與模式內在品質的評鑑之外，尚需進一步比較各

觀察變項之間的效果，才能瞭解變項間的線性結構關係，而觀察變項間的效果，

包括直接效果、間接效果和全體效果三方面。 

圖 7 修正後之理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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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7 可知，父母婚姻關係親密或和諧程度，會透過不同依附風格，對子女

的「未來結婚意向」帶來間接的影響： 

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親密程度，會透過安全型依附風格，對子女的未來結婚

意向帶來間接的影響（效果為.03），這也就是表示，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親密

程度，會透過安全型依附風格，間接影響子女對未來結婚的意向。 

此外，由圖 7 可知，父母婚姻關係的親密或和諧程度，會透過不同依附風格

對子女的「婚姻感受性」帶來間接的影響： 

1、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親密程度，會透過安全型依附風格，對子女的婚姻感受

性帶來間接的影響（效果為.06），這也就是表示，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親密

程度，會透過安全型依附風格，間接影響子女對婚姻的感受性。 

2、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親密程度，會透過害怕逃避型依附風格，對子女的婚姻

感受性帶來間接的影響（效果為.02），這也就是表示，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

親密程度，會透過害怕逃避型依附風格，間接影響子女對婚姻的感受性。 

3、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和諧程度，會透過焦慮型依附風格，對子女的婚姻感受

性帶來間接的影響（效果為-.03），也就是表示，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和諧程

度，會透過焦慮型依附風格，間接影響子女對婚姻的感受性。 

4、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和諧程度，會透過害怕逃避型依附風格，對子女的婚姻

感受性帶來間接的影響（效果為.03），也就是表示，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和

諧程度，會透過害怕逃避型依附風格，間接影響子女對婚姻的感受性。 

再者，由圖 7 可知，父母婚姻關係的親密或和諧程度，會透過不同依附風格

對子女的「婚姻長久性」帶來間接的影響： 

1、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親密程度，會透過安全型依附風格，對子女的婚姻長久

性帶來間接的影響（效果為.04），也就是表示，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親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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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會透過安全型依附風格，間接影響子女對婚姻的長久性。 

2、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親密程度，會透過害怕逃避型依附風格，對子女的婚姻

長久性帶來間接的影響（效果為.02），也就是表示，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親

密程度，會透過害怕逃避型依附風格，間接影響子女對婚姻的長久性。 

3、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和諧程度，會透過焦慮型依附風格，對子女的婚姻長久

性帶來間接的影響（效果為-.04），也就是表示，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和諧程

度，會透過焦慮型依附風格，間接影響子女對婚姻的長久性。 

4、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和諧程度，會透過害怕逃避型依附風格，對子女的婚姻

長久性帶來間接的影響（效果為.04），也就是表示，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和

諧程度，會透過害怕逃避型依附風格，間接影響子女對婚姻的長久性。 

除了間接的影響之外，本研究將已修正後的理論模式做逐一的直接影響（父

母婚姻關係的和諧程度、親密程度對子女的未來結婚意向、婚姻感受性、婚姻長

久性之直接效果）驗證，驗證結果如下： 

1、子女的「未來結婚意向」方面：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親密程度，對子女的未

來結婚意向之直接影響，未達顯著（t = .04，p＞.05）。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

和諧程度，對子女的未來結婚意向之直接影響，亦未達顯著（t = -.32，p

＞.05）。這也就是表示，不論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親密程度或和諧程度如何，

並不會對子女的未來結婚意向帶來直接的影響。 

2、子女的「婚姻感受性」方面：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親密程度，對子女的婚姻

感受性之直接影響，未達顯著（t = .70，p＞.05）；而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和

諧程度，對子女的婚姻感受性之直接影響，達顯著（t＝2.96，p＜.05），直

接效果為.11。這也就是表示，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親密程度不會對子女的婚

姻感受性帶來直接的影響，但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和諧程度，則會對子女的

婚姻感受性帶來直接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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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子女的「婚姻長久性」方面：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親密程度，對子女的婚姻

長久性之直接影響，未達顯著（t = .64，p＞.05）。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和諧

程度，對子女的婚姻長久性之直接影響，亦未達顯著（t = -.08，p＞.05）。

這也就是表示，不論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親密程度或和諧程度如何，並不會

對子女的未來婚姻的長久性帶來直接的影響。 

小結 

    本小節係驗證子女「知覺父母婚姻關係」（親密程度、和諧程度）會透過其

「依附風格」（安全型、焦慮型、忽略逃避型、害怕型）型塑出自我的「婚姻態

度」（未來結婚意向、婚姻感受性、婚姻長久性），結果發現：（1）知覺父母婚

姻關係的親密程度，會透過安全型依附風格，對子女的未來結婚意向、婚姻感受

性及婚姻長久性，帶來間接的影響。（2）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親密程度，會透過

害怕逃避型依附風格，對子女的婚姻感受性及婚姻長久性，帶來間接的影響。（3）

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和諧程度，不但會對子女的婚姻感受性，帶來直接的影響，

且會透過焦慮型依附風格，對子女的婚姻感受性及婚姻長久性，帶來間接的影

響。（4）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和諧程度，不但會對子女的婚姻感受性，帶來直接

的影響，且會透過害怕逃避型依附風格，對子女的婚姻感受性及婚姻長久性，帶

來間接的影響。上述結果驗證了部份假設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