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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本章主旨在說明本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的討論，提出本研

究問題與假設。共包含四節：第一節為研究動機、第二節為研究目的、第三節為

研究問題與假設以及第四節為名詞解釋。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婚姻關係是孩子身心成長發展的重要基石。然而，夫妻間爭吵常被視為家常

便飯，也常因「家醜不可外揚」、「清官難斷家務事」等傳統觀念，使得家庭衝突

一直是難以向外人道的糾結。但是，對一個長期受爭吵、叫罵聲所籠罩的家庭成

長的孩子來說，「家」似乎不再與「避風港」劃上等號。在筆者成長過程中，已

記不起有多少次在父母親深夜裡的爭執嚷嚷聲中驚醒！踱步在父母房門外，獨自

懷抱著擔憂與恐懼不安的情緒，困惑著究竟發生了什麼事!？何以平日照顧、疼

愛自己的爸媽，竟成了惡言相向、互相指責的仇人！然而，大人們常說：「小孩

子有耳無嘴」、「大人的事，小孩子不要管！」沒有人來告訴孩子能跟誰訴苦，該

如何面對心裡的恐懼不安！？McKeen 與 Wong（2001：228）在《關係花園》一

書中說明了不同時期的父母關係在孩子成長過程中扮演了重要影響角色： 

「關係的學習始於家庭花園，人在其中建立安全感和不安全感，終其一生都帶著這

些感受。小孩出生時的背景就是父母之間的關係，同一個家庭的不同小孩會因為父母的

關係不同，而有非常不同的學習環境。……。最傷害小孩的氛圍就是權力爭奪期的物化，

把小孩當作武器或收買的對象。最滋養的環境就是父母對各自的成長充滿興趣，彼此親

密相處。」 

由此來看，不難讓人理解何以長久以來家庭被視為影響人格培育的搖籃。而

父母婚姻關係對兒童發展的影響一直是理論與實務上備受重視的研究議題，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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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也在自己回溯原生家庭經驗與諮商實務經驗中，不斷看見理論與經驗的對

話，更加深與驅使研究者想探究父母衝突與兒童適應間的影響歷程為何。     

Davies 與 Cummings(1994)回顧文獻時提到，大多數婚姻在養育子女時期，

發生婚姻不和諧的情況最多。而在概括的婚姻不和諧中，又以「父母衝突」此一

變項最適合予以預測、瞭解孩子們的適應問題，國外研究也發現六個月大到青少

年晚期的孩子對成人間未解決的憤怒會有明顯的沮喪、痛苦與憤怒。國內學者高

源令（1991）曾針對國小學童壓力源進行調查，研究發現「父母吵架」對國小學

童來說是最大的壓力，其影響性甚至大過於課業壓力、同儕壓力與社會治安的威

脅。 

針對父母衝突對子女影響此一議題的研究，Cummings 與 Davies（2002）

將「父母衝突」與「子女適應」兩者間的關係，依據研究主題與及實質內涵劃分

為第一代研究與第二代研究。第一代研究著重在瞭解、驗證婚姻不和諧影響子女

的層面可能有認知、社交、學業與心理功能，進而研究發現父母衝突也可能對家

庭功能造成負面影響，例如：父母管教與手足關係。然而，從眾多面向來瞭解其

與婚姻衝突的因果關係研究，不外乎一再地告訴我們「父母衝突」的影響力。想

當然爾進一步追問，「父母衝突」與「子女適應」間，究竟存在著什麼樣的影響

機制？因此，第二代的研究重心則轉往探討究竟使父母衝突對子女適應造成影響

關係的影響機制為何？使研究焦點更特殊與細緻化。 

父母衝突本身的哪些因素會對子女產生影響呢？過去國內外研究透過：衝突

本身程度、內容及解決與否等角度來看與兒童適應間的關係。研究發現，冷靜討

論、口語衝突及肢體攻擊，影響子女的認知與情緒反應（何明芬，2001）；而方

紫薇與施香如（2000）研究發現，父母以肢體攻擊和拿無生命物品出氣的表達方

式令子女害怕、生氣與嫌惡。當父母爭執的內容與兒童及婚姻狀態有關時，可能

尤其令兒童倍感壓力（何明芬，2001）。Grych 與 Fincham 發現，當衝突內容越

與子女有關時，子女情緒反應上會有較多羞愧、害怕被牽扯進父母衝突中，並且

容易引起子女緊張、自責的感受，認為自己引起父母爭執，而產生悲傷、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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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氣與失望感（引自吳虹妮，1998）。再者，方紫薇（2003）研究發現，父母衝

突部分解決或未解決的情況令青少年感到厭煩、沮喪、生氣與委屈；當孩子經驗

到衝突已解決時，對子女來說有正向感受，能增加其安全感。從以上文獻回顧我

們可以瞭解，透過父母衝突的程度、父母表達衝突方式、內容與解決與否等現象

會對子女的身心適應造成直接影響。 

此外，過去許多研究探討父母衝突對子女的影響在性別上是否有差異時，皆

發現有顯著差異存在。研究發現男生在父母衝突中感受到的威脅感會影響其外化

行為問題；而女生所感受到的自責感會影響其內化行為問題(Cummings, 

Davivies, & Simpsons,1994)。Scaramella 在 1999 年的研究也發現，性別是造

成孩童內化問題的主要來源因素。因此，本研究試圖瞭解性別在各變項間是否有

差異情形。 

除了上述文獻所指出，父母衝突的特質會對子女產生直接影響外，父母親之

間爭吵的場景透過什麼樣的中間機制來間接影響子女身心適應呢？Davies 與 

Cummings 受到依附理論的影響，在 1994 年提出了情緒安全假說（emotional 

security hypothesis），用以說明父母衝突與子女適應間的中介變項，並且試圖補

充 Grych 與 Fincham 提出的「認知情境模式」所忽略的兒童情緒對其發展與因

應的影響。Davies 等人的理論強調情緒安全感會影響處在父母衝突中的子女的三

種心理特質：調節情緒喚起(emotional arousal)的能力、介入父母衝突的動機，對

父母、自己及世界間的關係會透過所形成內在運作模式運作，然後影響子女與他

人關係間的依附模式（Davies & Cumming, 1994）。也就是說，長期處在破壞性婚

姻衝突下的孩子，容易受困於負面情緒之中，並且對家庭穩定性與主要照顧者間

形成不安全依附的依附關係。孩子在此情況下成長，較不利於他發展出自我撫慰

的能力，且容易使他對衝突有高度敏感反應，並且以不適當的因應方式來控制情

緒；相對的在其成年之後，也可能比較容易承受人際困擾之苦，而不易發展成功

的愛情關係(陳俐婷，2002；莊麗雯，2002；Zimet & Jacob , 2002)。然而，文獻

也指出情緒不安的感受，可能也扮演了誘導性功能，引導孩子主動調節面對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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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所感受到的壓力（Cummings ＆ Davies, 2002）。 

Davies 等人（2002）根據「情緒安全假說」，發展出一套量表，用來測量兒

童在父母次系統中的情緒安全感(The Security in the Interparental Subsystem 

Scales, SIS)。該量表包含了試圖從兒童對婚姻衝突的知覺、情緒反應與行為因應

來瞭解衝突對兒童適應的影響。並且在其後續研究中，Davies, Harold, 

Goeke-Morey 與 Cummings (2002)探討父母衝突透過婚姻衝突下的情緒安全與

親子間依附的安全來瞭解與兒童適應的中介歷程，其結果發現，父母衝突透過孩

子在婚姻衝突下的情緒不安全感影響其內化問題；而父母衝突則先透過「父母不

當管教」再由「親子間依附不安全」而影響兒童外化行為問題（引自 江小燕，

2005）。 

研究者搜尋目前國內針對情緒安全感在父母衝突與子女適應間的關係之研

究。搜尋結果僅有林美娟（1998）之「兒童知覺的雙親婚姻衝突對其生活適應影

響之歷程研究」一篇。在研究工具方面，該研究自編兒童情緒安全量表，然而本

研究認為其測量概念偏重於測量認知部分，不足以包含情緒安全理論中所提情

緒、認知與行為三大構念。再者，其研究結果發現婚姻衝突確實會影響兒童情緒

安全，但無法驗證兒童情緒安全感在婚姻衝突與兒童適應間的中介變項的關係，

由此可知此一領域仍有待國內研究者耕耘。 

此外，從情緒安全感此一理論觀點出發，研究者也關心，在父母衝突對兒童

適應的影響歷程中，除了兒童之「情緒安全感」之外，還存在什麼重要的因素存

在於父母衝突與兒童適應之影響歷程中！？Davies 與 Cummings（1994）認為情

緒安全感除了受到父母關係品質的影響之外，親子次系統與兒童情緒調節與安全

感有很大的關係。隨著依附理論的研究進展，此派學者漸漸認為照顧者的品質可

能只是影響依附的因素之一，而家庭中的動力關係也是型塑依附關係的重要因

素。(Belsky, 1999; Byng-Hall, 1990, 1995, 1999; Marvin & Stewart, 1990；引自

Talbot & McHale,2003, p.40-41)。因此在過去二十年來，發展心理學家也不斷致

力研究於整合家庭系統與個人社會情緒適應的研究議題，而婚姻與共親職動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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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孩子發展彈性或僵化的關係表徵的重要因素（Talbot & McHale, 2003）。

Harold, Shelton, Goeke-Morey 與 Cummings (2004)採取整體家庭觀點

(family-wide perspective)之研究發現，婚姻衝突對兒童心理壓力的負面影響是透

過對婚姻衝突的情緒安全感之負面影響，再影響親子關係間的安全感。因此，該

研究認為，將親子關係納入婚姻衝突的脈絡中考慮時，至少有一部分的親子問題

會中介了婚姻衝突對兒童適應影響的效果。由該研究可以發現，親子關係是很難

與婚姻關係獨立開來的。然而，Harold 等人研究中的「親子關係的安全感」是以

親子關係的「結果」為預測變項，但本研究好奇的是，當夫妻發生爭執時，父母

親與孩子三者之間互動關係是如何在父母衝突與兒童適應之歷程中發揮影響性。 

根據家庭系統理論觀點，家庭為一有機體能依循其自身規則運作的系統，當

家庭發生壓力事件時，家庭系統為了因應其家庭面臨的壓力或轉換階段，為了維

持系統原有的穩定性與界限，可能發展許多互動方式以因應或減輕關係中的緊張

與焦慮。同樣的，父母衝突被視為危害家庭系統平衡的壓力源，而子女常會被家

庭成員視為內在平衡動力或恢復家庭的穩定性的助手。Bowen 所提出三角關係

(triangulation)，即可說明當父母衝突時，如何透過親子次系統三角關係的運作（跨

代聯盟、代罪羔羊與親職化），幫助家庭系統恢復平衡。雖然有些三角關係的形

式看似美好，例如，子女因為分攤夫妻某一人對爭吵的煩惱，而感到自己有能力

體貼父母，並幫助他與父母建立良好的親子關係，然而卻容易讓人忽略掉背後可

能隱含著破壞性的力量，而使子女在家庭中因為與父母建立了過於融合、共生的

黏密關係，而難以發展出 Bowen 所謂的自我分化(differentiation)之概念，意即孩

子能夠在理性與情感間取得平衡，並且在家庭系統中仍維持其獨立性(Nichols & 

Schwartz, 2002)。 

再者，當夫妻因其自身的婚姻困擾而造成夫妻次系統界限模糊，並且子女與

父母形成結盟的情況時，如此長期下來容易使孩子發展出對照顧者的一舉一動細

心、敏察的特質。而對孩子來說，也因為與父母親之間的互動中錯置了照顧者的

角色，使孩子容易捲入父母衝突的強烈情緒。雖然短期而言，孩子得以與照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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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連結，但長期來說造成其個人發展、動力與家庭層面的風險，並且產生代間

傳遞的可能性(Marvin,2003)。 

親子三角關係的互動情形與兒童適應間的關係為何呢？Watson 與 Fischer 在

1993 年探討「離婚」與「五歲兒童對家庭角色的概念」的研究中提到，婚姻品

質或親職互動會促進或阻礙孩子發展出對家庭角色的瞭解，並進而影響他們對三

角關係表徵的彈性思考能力。他們認為孩子對家庭的正、負向情緒感受，很大一

部份是依賴離婚的父母是否能維持他們自己動力關係的界限，而另一方面又能維

持投入養育與共同養育。在親子互動過程中，孩子若能夠一再確保仍能夠從父母

任一方那裡得到撫育、依附關係，父母仍會投入、合作的教養他們，將會有助於

幫助孩子平息對失去完整家庭的害怕。然而，若父母親因為自身的婚姻衝突而干

擾到他們養育子女並無法共同合作時，將會使兒童的不安全感惡化，例如當父母

為了贏得孩子的忠誠而與另一半競爭，孩子與某一方形成跨世代聯盟而排除另一

半時，孩子將可能會視這樣的行為是他的確無法與另一個父母維持正向的情緒連

結。對孩子來說，其不僅比起同年齡的孩子較不利其發展區分婚姻與父母角色之

認知能力，更會使孩子因為在家裡只能選邊站以解決父母衝突或退出家庭三角關

係，而成為痛苦、無辜的犧牲者（Talbot & McHale, 2003）。 

目前國內研究親子三角關係運作對兒童影響的主要發現為：（1）當青少年與

父母、同儕關係越親密，自我分化程度較高者，其感受到的情境與特質焦慮的情

形也越低（王嚮蕾，1995），（2）張虹雯（1998）研究當父母衝突時，親子三角

關係運作對兒童適應影響發現，男童比女童容易成為代罪羔羊，而當兒童是代罪

羔羊的程度越高，兒童行為問題則越低；親職化分別程度越高則兒童行為問題越

低。此外，（3）鄭淑君（2002）研究婚姻滿意度與親子三角關係運作情形關係發

現，當夫妻婚姻滿意程度愈高，子女愈不會在父母爭吵時涉入三角關係。由上述

討論可以發現，婚姻關係會影響子女涉入三角關係，而不同的三角關係型態對兒

童有適應上的影響。如同 Bowen 認為，三角關係是家庭情緒系統的最小單位，

為了平衡夫妻關係的穩定與降低焦慮，常會拉第三者－孩子來協助降低情緒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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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當孩子捲入父母衝突中，便很可能越來越受到父母負面情緒「氾濫」的影響，

造成其低自我分化，也容易受到關係融合與焦慮的傷害(Goldenberg & Goldenberg, 

1996/1999)。過去研究說明了三角關係的運作機制與影響層面，當子女陷入「跨

世代聯盟」時，孩子便要面對引發的忠誠與背叛的兩難困境(Peterson & Zill, 

1986)，而陷入「代罪羔羊」時，則會引發孩子的罪惡感，以為自己是不受歡迎、

是父母婚姻衝突的禍首(Minuchin, 1974)，當孩子在自願或非自願的情況下捲入

「親職化」三角關係時，便必須提早成熟且忽略自己的需求來擔負起照顧父母與

手足的責任，而在背負著羞愧感受下無法無憂無慮、自在的成長（引自郭孟瑜，

2003）。而根據情緒安全感的觀點，兒童對面對父母衝突所引發的羞愧、責任感

以及害怕被捲入衝突中的情緒感受，可能與情緒不安全的內在表徵相關（Davies 

& Cumming, 1994）。因此，本研究欲瞭解兒童在父母爭吵時，親子三角關係在父

母衝突、情緒安全感與兒童適應之間的關係。 

綜合上述討論，本研究以國小五、六年級學童為研究對象，研究目的在探討

父母衝突、親子三角關係、情緒安全感與兒童適應間的關係。試圖瞭解：（1）兒

童在父母衝突、親子三角關係、情緒安全感、與其適應之現況與性別差異；（2）

父母衝突、情緒安全感、親子三角關係與其適應等變項之間是否有相關存在；（3）

父母衝突、情緒安全感、親子三角關係等變項與兒童適應之間的預測關係為何。

本研究期待能透過對親子三角關係、情緒安全感此一研究主題的瞭解，可提供未

來研究與實務工作者瞭解父母衝突與兒童適應間的關係。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目的在探討父母衝突、親子三角關係、情緒安全

感與兒童適應間的關係，具體目的如下四點說明： 

（1）兒童在父母衝突、情緒安全感、親子三角關係與其適應之現況； 

（2）兒童性別在父母衝突、情緒安全感、親子三角關係與其適應之差異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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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父母衝突、情緒安全感、親子三角關係與其適應等變項間之相關情形； 

（4）父母衝突、情緒安全感、親子三角關係等變項與兒童適應之間的預測關係。 

 

第三節 研究問題與假設 
根據上述本研究動機與目的，提出研究問題與假設如下說明： 

一、研究問題 

（一）國小五、六年級兒童知覺父母衝突、親子三角關係、情緒安全感與兒童適

應的現況為何？是否有性別差異？ 

（二）上述變項四者間的關係為何？ 

（三）兒童知覺父母衝突、親子三角關係、情緒安全感對兒童適應的預測力如何？ 

二、研究假設 

（一）兒童性別在各變項間差異情形。 

1-1.不同性別兒童在知覺父母衝突上有顯著差異 

1-2.不同性別兒童在親子三角關係上有顯著差異 

1-3.不同性別兒童在情緒安全感上有顯著差異 

1-4.不同性別兒童在兒童適應上有顯著差異 

（二）兒童知覺父母衝突、情緒安全感、親子三角關係與兒童適應四者間有典型

相關。 

（三）父母衝突、情緒安全感、親子三角關係等變項可預測兒童適應情形。 

第四節 名詞定義 
 
將本研究中所涉及的重要名詞，分別予以界定如下： 

一、父母衝突 

「父母衝突」意指兒童所知覺到父母衝突中的特質，其中包含：破壞性衝突、

建設性衝突與衝突內容。「破壞性衝突」意指當兒童所知覺到父母婚姻衝突的頻

率越高、表現在肢體或言語上攻擊性的衝突越強且衝突未解決；建設性衝突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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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知覺到父母能以解決問題的方式因應衝突；而「衝突內容」意指父母爭執的

內容與兒童有關。在本研究中，上述三者向度意指「兒童知覺父母衝突量表」上

的得分，得分越高則代表兒童知覺該向度上之程度越高。 

二、情緒安全感 

「情緒安全感」，意指兒童經驗父母婚姻衝突時，在（1）情緒反應(emotional 

reactivity)、（2）對父母關係的內在認知表徵(internal representations of interparental 

relationships)、（3.）調節父母影響的行為三向度上的反應。本研究中，情緒安全

感代表兒童在「兒童情緒安全感量表」，六個分量表上的得分（憂慮不安、情緒

失調、逃避、涉入、建設性家庭表徵與衝突擴散表徵），得分越高，代表該向度

情形越高。 

三、親子三角關係 

「親子三角關係」，意指當父母婚姻關係緊張時，為了維持家庭氣氛和諧、

化解婚姻緊張，而試圖拉子女進入三角關係中，以維持系統平衡。本研究中，親

子三角關係型態有四種：不固定跨世代聯盟、固定跨世代聯盟、代罪羔羊與親職

化親子三角關係。兒童在「親子三角關係量表」各分量表上的得分，得分越高則

表示在該三角關係類型的程度越高。 

四、兒童適應 

本研究之「兒童適應」包含兒童表現出來的內化與外化行為問題，外化行為

是指有關兒童與他人之間的衝突行為，例如：犯罪、攻擊、過動、打架與不守規

定等。內化行為則指有關兒童自我本身呈現的行為，例如：害怕、不快樂、身心

不適的抱怨等。本研究內化行為問題包含「沮喪焦慮」、「身體病痛」與「退縮性」

三個分量表；外化行為問題包含「攻擊性」與「犯罪性」兩個分量表。兒童在「兒

童適應量表」上之內化行為問題向度上之分量表得分越高，則表示在兒童在該向

度上之內化行為出現頻率越高，適應越不佳；而兒童在外化行為問題向度上之分

量表得分越高，則表示兒童在外化行為問題之出現頻率越高，適應越不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