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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討論 

    本章依第四章的統計結果分析，分別自（一）子女的婚姻態度之概況、（二）

子女的人口變項與其婚姻態度、（三）父母婚姻關係與子女婚姻態度之關係、（四）

依附風格與婚姻態度之關係、（五）父母婚姻關係、親子依附風格與子女婚姻態

度之關係等五個面向予以討論。 

第一節 子女的婚姻態度之概況 

關於子女婚姻態度的概況，由研究結果發現，子女的婚姻態度各分量表得分

分數呈現出：子女對於「婚姻感受性」（題平均數為 3.49）、「婚姻長久性」（題

平均數為 3.36）及「未來結婚意向」（題平均數為 3.01）呈現出較為中立的態度。

此結果與江福貞（2006）以高高屏地區大學生為對象、林喬瑩（2006）以台南縣

高中職學生為對象及龔鈴智（2005）以高雄縣高職學生為對象等研究結果相同。 

子女在「婚姻感受性」、「婚姻長久性」及「未來結婚意向」的題平均分數，

雖然都高於題平均中點（題平均中點為 3），但是分數皆不高，表示子女的婚姻

態度僅稍微偏向正向、肯定。子女同意「婚姻可以幫助個人成長」（M=4.01，此

題項在婚姻感受性分量表，詳見表 11），對於傳統上婚姻要永久經營的觀念，亦

較趨於認同。若將「未來結婚意向」與婚姻感受性、婚姻長久性一併比較，可以

看出子女普遍認為未來不一定要結婚，但結婚之後必須努力於維持婚姻長久，並

抱持著婚姻將幸福快樂的信念。 

換言之，子女的婚姻態度傾向「正向」的看法，且對婚姻的感受傾向於美好、

認為婚姻是對配偶一輩子的承諾，不能隨意放棄，但對於是否未來踏入婚姻關係

中仍持較為謹慎、中立的態度。如此的現況，推論其可能原因，或許是受到社會

高離婚率的影響，擔心婚姻的不穩定性，因此有著「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感受，

故在「未來結婚意向」上得分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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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子女的人口變項與其婚姻態度 

本研究的子女人口變項主要包括性別以及出生序。以下分別就各人口變項的

研究結果和發現，予以討論和說明： 

壹、子女的性別與其婚姻態度 

本節主要瞭解性別不同的子女，其婚姻態度是否有達顯著差異。結果發現，

男性子女在「未來結婚意向」、「婚姻感受性」或「婚姻長久性」皆得分較高，

且男女得分達統計上顯著差異，意即不同性別的子女，其婚姻態度確實存有顯著

差異，且男性子女的各面向婚姻態度皆較女性子女來得正向、積極。此項研究結

果與張瑞真（2001）以未婚教師為研究對象、戴靜文（2002）以青少年為研究對

象及林喬瑩（2006）以高中職學生為研究對象的研究結果相同。 

推論上述研究結果可能原因，乃由於傳統來說，相對於女性，婚姻對男性是

比較有利的選擇；隨著近代女性主義的倡導下，婚姻似乎不再是女性生命裡唯一

的價值，相較於過去，女性的生命價值已在多元的面向得以彰顯，例如工作、志

趣等。如此一來，女性慢慢有能力與男性一較長短，獨立撐起自己的一片天，並

追求自己想要的社會地位，換言之，婚姻可能不再是女人自我肯定與自我實現的

單一指標，且今日社會對於兩性仍存在雙重標準的價值觀（性別角色的刻板印

象），使得女性對於未來婚姻的憧憬產生不安全感，因而其婚姻態度較男性來得

負向、消極。然而此項推論是否正確，尚有待未來進一步的探討與驗證。 

貳、子女的出生序與其婚姻態度 

Alfred Alder 認為兒童的出生序（排行）與在家中所處的位置影響個人的心

理狀態，造成性格的差異（Mosak，1995）。Watts（1999）亦認為出生序會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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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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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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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研究結果分歧，本研究嘗試推論，出生序不同的子女，其婚姻態度會有差異。 

然而上述的推論與本研究的結果相反。換言之，本研究結果顯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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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無顯著差異

存在。此項研究結果與陳素琴（2000）、龔鈴智（2005）及江福貞（2006）的研

究結果相同。 

推論其可能原因，乃由於出生序對子女的影響，必須考量到其他主觀或客觀

因素，主觀因素例如子女自我知覺到自己在家中所處的位置，客觀因素例如子女

間的年齡差距等。現今的家庭中，父母通常生育較少的子女，且子女間的年齡差

距大多不大，所以出生序對子女們影響程度較少，因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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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無顯著差異存在。然而此項

推論是否正確，尚有待未來進一步的探討與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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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父母婚姻關係與子女婚姻態度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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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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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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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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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本研究嘗試推論，知覺父

母婚姻關係與子女的婚姻態度會有關係存在。 

上述推論正好與本研究的結果相互呼應。換言之，知覺父母婚姻關係與子女

的婚姻態度有顯著關係存在： 

若父母在婚姻關係的親密度上，子女知覺到父母親彼此的興趣、休閒、社交

等方面共同相處的時間越多，分開、分離越少，口語及非口語的情感表達頻率愈

高，那麼子女的未來結婚意向、婚姻感受性及婚姻長久性愈趨積極、正向。 

在父母婚姻關係的和諧度上，子女知覺到父母親彼此衝突狀況越少、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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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人、事、物看法愈一致時，則子女的婚姻態度方面，對婚姻的看法及重要性越

高、對婚姻的憧憬越多、願意為婚姻犧牲個人自由的奉獻度也越高。本研究結果

與國內外相關研究吻合（Booth, David, & Lynn，1984；Long，1987；Steinberg, 

Davila, & Fincham，2006；李育忠，2000；李雅文，2004；林喬瑩，2005；柳杰

欣，2007；單懷聖，1995）。 

由此可見，父母婚姻關係的親密、和諧程度與子女的婚姻態度各面向有著正

向關係，就如同社會學習理論觀點而言，父母親婚姻關係就如同楷模形象，個體

從原生家庭互動中，模仿學習對於性別的尊重及勾勒出自己對婚姻的期待、想

法，當父母親常處於不和諧、爭吵的婚姻關係時，個體所學會的不僅僅只是父母

親衝突的婚姻，更有可能對婚姻抱持負面想法或複製這樣的行為模式至自己未來

婚姻中。反之，若父母親的婚姻關係是屬於親密、和諧的，個體可能學會的將是

對他人的尊重並建立對婚姻正向的期待。 

不過，本研究結果的相關值較低（.13< r <.27），與林盈聿（2006）、林喬

瑩（2006）的研究結果相類似，顯示近年來國內研究持續此結果。推論其可能原

因有二：第一，乃由於影響子女婚姻態度的因素十分多元，而父母親的婚姻關係

僅是其中一個因素；第二，乃由於本研究所採用的「婚姻態度量表」最初版為李

閏華於 1993 年所編製而成，之後陸續有其他研究者略為改編量表內容，不過變

異性皆不大，然而隨著社會觀念的變遷，或許現代人的婚姻態度內涵已有所改

變，不再是本研究中「婚姻態度量表」所測量的內涵；上述項推論是否正確，尚

有待未來進一步的探討與驗證。雖然研究結果相關值偏低，但其值達顯著，表示

我們仍不能忽略知覺父母婚姻關係與子女的婚姻態度之關係。綜而言之，子女知

覺到父母婚姻關係愈親密、和諧，其未來結婚意向、婚姻感受性、婚姻長久性愈

趨正向、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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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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 John Bowlby（1969）的觀點，個體所發展出來的內在運作模式是立基

於幼年被照顧的經驗；之後，自我的內在運作模式會導引個體在其他關係中的期

望與態度。從這個觀點來看，個體幼年與父母互動關係的經驗，會影響他長大後

與他人互動的想法、感受與行為，這當然也包含著與未來伴侶間的親密關係。據

此，本研究嘗試推論，子女的依附風格（安全型、焦慮型、忽略逃避型、害怕逃

避型）與婚姻態度會有關係存在。 

上述推論與本研究的部份結果相互呼應。換言之，子女的依附風格（安全型、

焦慮型、忽略逃避型、害怕逃避型）大致上與婚姻態度有顯著關係存在： 

若子女的安全型依附風格愈高，亦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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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未來結婚意

向、婚姻感受性及婚姻長久性愈趨正向、積極。 

若子女的焦慮型依附風格愈高，亦即對自我抱持著負向看法、但對他人有正

向評價及會不斷想藉由他人的讚美以獲得自我信心，其婚姻長久性（婚姻要永久

經營的觀念）愈趨於認同，但其未來結婚意向、婚姻感受性沒有影響。推論其可

能原因，乃由於焦慮型依附風格者認為自己是沒有價值的、不可愛的，對別人則

為正向的評價，這類型的子女會尋求他人的接納，藉以肯定自己，所以為了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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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的長久性，可能會投入更多的心力去經營，以確保婚姻，若能使婚姻維持長

久亦代表著自己是被他人接納的、有價值的、可愛的人。 

若子女的忽略逃避型依附風格愈高，亦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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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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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其未來結婚意向、婚姻感受性愈趨負向、消極，

但其婚姻長久性沒有影響。推論其可能原因，乃由於忽略逃避型依附風格者是因

自我防衛，而漠視關係重要性的人，因此其未來婚姻意向、婚姻感受性趨負向、

消極，較不願意在未來建立婚姻關係。 

若子女的害怕逃避型依附風格愈高，亦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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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逃避建立親密關係，

以免被他人拒絕，則其未來結婚意向、婚姻感受性及婚姻長久性愈趨負向、消極。 

綜合上述，本研究發現子女的「安全型依附風格」愈高，其婚姻態度的三個

面向「未來結婚意向」、「婚姻感受性」、「婚姻長久性」愈正向、積極；而子

女的「不安全型依附風格」（焦慮型依附、忽略逃避型依附、害怕逃避型依附）

愈高，其婚姻態度會因不同的不安全型依附風格而有不同的關係，其中以害怕逃

避型依附風格對婚姻態度的三個面向有最多負向的關係。 

不過，本研究結果的相關值偏低（.07< r <.23），推論其可能原因有二：第

一，乃由於影響子女婚姻態度的因素十分多元，而依附風格是其中一個因素，尚

有其他重要因素與子女的婚姻態度有關，但本研究主要有興趣的是知覺父母婚姻

關係、依附風格與子女婚姻態度之相關，故未納入其他重要未知因素。第二，乃

由於本研究所採用的「婚姻態度量表」最初版為李閏華於 1993 年所編製而成，

之後陸續有其他研究者略為改編量表內容，不過變異性皆不大，然而隨著社會觀

念的變遷，或許現代人的婚姻態度內涵已有所改變，不再是本研究中「婚姻態度

量表」所測量的內涵；上述項推論是否正確，尚有待未來進一步的探討與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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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本研究結果相關值偏低，但其值達顯著，表示我們仍不能忽略依附風格與婚

姻態度之關係。 

此外，本研究的部份假設未獲得支持，推論其可能原因，研究者認為是樣本

的廣泛性不足，所指的是：樣本在某些依附風格上的得分多偏低，變異程度不大，

導致部份假設未獲得支持，但實際原因有待未來研究探討。 

整體而言，子女擁有較佳的安全型依附關係，其對婚姻的態度會較正向。本

研究結果與國內外相關研究結果相似（Shulmn, Rosenheim, & Knafo，1999；

Steinburg et al.，2006；楊惠敏，2007；戴靜文，2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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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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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子女若擁有

安全型依附關係，其對於未來婚姻的感受是安全、正向的，擁有未來結婚的意向，

並努力永久經營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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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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節係驗證子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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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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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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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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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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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本研究嘗試推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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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子女婚姻態度（未來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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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婚姻感受性、婚姻長久性）的影響，會因依附風格（安全型、焦慮型、忽

略逃避型、害怕逃避型）的不同而有顯著差異存在。 

這個基於理論假設的初始模式，經由修正指標，在不影響理論完整性之下，

將觀察變項的誤差變異誤設為相關，也就是開放估計安全型依附、焦慮型依附、

忽略逃避型依附、害怕逃避型依附，兩對變項間的相關係數，以及開放估計未來

結婚意向、婚姻感受性、婚姻長久性，兩對變項間的相關係數之後，使得理論模

式與觀察資料間呈現良好適配。正式模式的成立表示：父母婚姻關係會透過部份

依附風格對子女的婚姻態度有影響，本研究將以父母婚姻關係的親密程度及和諧

程度，兩個面向為主軸，逐一作討論。 

 

壹、父母婚姻關係的親密程度 

本研究結果發現：（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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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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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結果發現，分別討論如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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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結果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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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子女知

覺到父母婚姻關係的親密程度愈高，其安全型依附風格將愈強，將使得子女的未

來結婚意向、婚姻感受性及婚姻長久性愈趨積極、正向。 

推論其可能原因，乃由於父母婚姻關係較親密，親子的依附關係會較安全與

依賴，子女的安全型依附風格將會愈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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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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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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子女的未來

結婚意向、婚姻感受性及婚姻長久性愈趨積極、正向，期待未來踏入婚姻關係、

對婚姻的感受傾向於美好，並有信心自己未來的婚姻可以長長久久。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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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結果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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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女知覺到父母婚姻

關係的親密度愈低，若其害怕逃避依附風格愈強，其對婚姻的感受性或長久性會

愈趨消極、負向。 

推論其可能原因，乃由於父母婚姻關係較疏離，親子的依附關係則會較不信

任，子女的害怕逃避型依附風格將會愈強，對自我及他人都抱持著負向態度，覺

得自己不值得愛，並覺得他人是不可依賴的，故子女的婚姻感受性、婚姻長久性

愈趨消極、負向，即對婚姻有著不安全的感受傾向，沒有信心自己未來的婚姻可

以長長久久。 

此外，研究者嘗試以 SEM 瞭解父母婚姻關係的親密程度，對子女的未來結

婚意向、婚姻感受性及婚姻長久性的直接影響，結果皆未達顯著，也就是表示，

不論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親密程度如何，並不會對子女的未來結婚意、婚姻感受

性及婚姻長久性向帶來直接的影響。 

 

貳、父母婚姻關係的和諧程度 

本研究結果發現：（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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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婚姻長久性，帶來間接的影響。（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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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婚姻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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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性，帶來間接的影響。上述結果發現，分別討論如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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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及婚姻長久性，帶來間接的影響。 

本研究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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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女的婚姻感受性及婚姻長久性，帶來間接的影響。子女知覺到父母婚姻關係的和

諧程度愈低，若其焦慮依附風格愈強，其對婚姻的感受性或長久性會愈趨積極、

正向。 

推論其可能原因，乃由於父母婚姻的不和諧經常剝奪了子女發展安全依附的

機會，取而代之出現一種不信任、匱乏的感受，致使子女可能形成矛盾、焦慮或

逃避的親子依附關係。當子女的焦慮依附風格愈強，會認為自己是沒有價值的、

不可愛的，對別人則為正向的評價，這類型的子女會尋求他人的接納、讚美，藉

以肯定自己、獲得自我信心，在思考未來婚姻關係時，較易認為相愛的兩人結合

（婚姻）可以幫助個人成長，故其婚姻感受性、婚姻長久性較趨積極、正向，即

對婚姻的感受傾向於美好，較願意努力永久經營婚姻，並有信心自己未來的婚姻

可以長長久久。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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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受性及婚姻長久性，帶來間接的影響。 

本研究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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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婚姻長久性，帶來間接的影響。子女知覺到父母婚姻

關係的和諧程度愈低，若其害怕逃避依附風格愈強，其對婚姻的感受性或長久性

會愈趨消極、負向。 

推論其可能原因，乃由於父母婚姻的不和諧經常剝奪了子女發展安全依附的

機會，取而代之出現一種不信任、匱乏的感受，致使子女可能形成矛盾、焦慮或

逃避的親子依附關係。而當父母婚姻的不和諧致使子女的害怕逃避依附愈強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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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女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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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子女的婚姻感受性、婚姻長久性愈趨消極、負向，即對婚

姻有著不安全的感受傾向，沒有信心自己未來的婚姻可以長長久久。 

此外，研究者嘗試以 SEM 瞭解父母婚姻關係的和諧程度，對子女的未來結

婚意向、婚姻感受性及婚姻長久性的直接影響，結果發現：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

和諧程度，會對子女的婚姻感受性帶來直接的影響。由此可知，（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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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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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整個理論模式的因果路徑來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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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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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本研究中有些假設未獲得支持，推論其可能原因，研究者認為是樣本

的廣泛性不足，所指的是：樣本在某些依附風格或婚姻態度上的得分多偏低，變

異程度不大，導致部份假設未獲得支持，但實際原因有待未來研究探討。 

最後，本研究也針對研究範圍與限制，提出相關討論。在理論模式建構方面，

本研究主要是從父母婚姻關係（親密程度及和諧程度）、個人依附風格（安全型

依附、焦慮型依附、忽略逃避型依附及害怕逃避型依附）與子女婚姻態度（未來

結婚意向、婚姻感受性、婚姻長久性）建構主要影響路徑，在「情緒安全假說」

的理論架構下提出一個較為小範圍的解釋模式，用來說明父母的婚姻關係為何以

及如何影響到孩子的婚姻態度。 

從本研究理論模式結果來看，觀察變項的殘差皆很高，就個人依附風格而

言，由於本研究只著重父母婚姻關係對親子依附風格的影響，事實上影響親子依

附風格的因素很多，例如父母管教方式、同儕關係等等皆是；就子女的婚姻態度

方面而言，由於本研究只著重父母婚姻關係對子女婚姻態度的影響，然而影響子

女婚姻態度的因素很多，例如子女的年齡、戀愛經驗、社會高離婚率的影響等等

皆是，亦有可能是本研究的研究母群體為大學生，對多數大學生而言，「婚姻」

的各面向對於他們來說似乎還是很抽象、遙遠的事物，因此在作答婚姻態度量表

上有難度，故整體觀察變項的殘差皆很高，這些問題或許可以在未來的研究上持

續改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