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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主要藉由文獻回顧探討與本研究主題相關之理論與研究，作為本研究之

理論基礎。本章共分三節，第一節為情緒安全感之理論與研究，第二節為親子三

角關係之理論與研究，第三節為父母衝突、情緒安全感、親子三角關係與兒童適

應間的關係。 

 

第一節 情緒安全感之理論與研究 

壹、情緒安全假說之起源 

父母間的衝突與兒童心理適應間的直接影響關係已獲得國內外許多研究之

證實，例如婚姻衝突會影響兒童的內、外化問題、社會表現、學業成就等（Harold, 

Shelton, Goeke-Morey & Cummings, 2004）。以下將隨著父母衝突與兒童適應之研

究主題演進，說明情緒安全感之理論發展背景： 

一、父母衝突之歷程導向架構(process-oriented approach)： 

Cummings 與 Cumming 在 1988 年提出了歷程導向(process-oriented 

approach)的觀點作為瞭解婚姻衝突對兒童影響歷程的理論架構。此一架構如圖

2-1-1 所示包含：1.衝突之情境/刺激特性－婚姻衝突中對兒童有影響情境與刺激

的特質；2.壓力與因應－探索婚姻衝突與兒童反應結果之間的中介或調節關係

（例如，認知、情緒、社會；3.兒童特質與背景－探討兒童個別特質、家庭史、

背景與其他脈絡因素，將之視作為潛在之中介或調節影響；4.時間－探討時間歷

程有關的影響因素，例如立即與事後的影響；5.結果(outcome)－探討兒童適應與

不適應的行為結果。此一架構主要目的在說明，隨著時間演變之特定脈絡、歷史

與發展時期對兒童影響的情形，並且著重在與兒童功能相關層面，例如社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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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認知與生理等互動或功能動態的歷程分析。因此，歷程導向架構的目的，主

要是想瞭解兒童在心理、生理或其他反應之影響特徵與如何隨著時間變化其中之

影響歷程與因果關係(Cummings & Davies, 2002)。 

 
圖 2-1-1 　 父母衝突之歷程取向架構（引自方紫薇，2003） 

 

二、認知情境脈絡架構(cognitive-contextual model)： 

在 Cummings 與 Cummings 提出該架構之後，學者在該理論基礎上發展不同

的理論模式來解釋婚姻衝突對兒童適應之影響歷程（Harold et al.,2004; 方紫薇，

2003）。例如：Grych 和 Fincham(1990)提出「認知情境脈絡架構」

(cognitive-contextual model)，說明兒童在面對父母親爭吵時，其認知功能所反應

的初級與次級處理會影響兒童的因應父母衝突行為（吳虹妮，1998）。從「認知

情境脈絡架構」看來，父母之間的爭吵對孩子而言是重要壓力源，兒童會主動的

去理解與解釋婚姻衝突中的負面情緒。因此，兒童在認知上如何評估父母衝突便

成為父母衝突影響兒童適應的中介機制（Harold et al.,2004）。過去研究發現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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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認知歷程與因應行為是受到衝突的特質、脈絡因素（過去衝突經驗、性別、期

望與心情）所形成，其架構如圖 2-1-2 所示： 

 
圖 2-1-2 認知情境脈絡架構(Grych & Fincham, 1990；引自林美娟，1998) 

 

然而，Davies 等人(1994)認為，認知脈絡模式雖然強調認知因素對兒童在面

對父母爭吵的關鍵影響為何，但卻忽略了，「情緒」對於兒童適應所扮演關鍵性

的影響角色。從兒童發展理論觀點來看，Davies 認為情緒功能是一個重要關鍵要

素，得以幫助我們瞭解兒童適應問題與婚姻衝突間的關係。因此，在 1994 年

Davies 與 Cummings 提出「情緒安全假說」（emotional security hypothesis），強調

情緒在婚姻衝突與兒童適應間扮演中介機制的理論模式。Davies 等人認為，情緒

安全感在孩子面對父母親爭吵的過程中採取一個主動反應的功能角色，孩子會透

過其內在的情緒反應、孩子對父母關係的內在表徵與行為反應，進而影響孩子長

期的心理適應。因此，本研究採取情緒安全感的理論觀點，試圖瞭解婚姻衝突與

兒童適應間的關係。以下針對「情緒安全感」之理論、測量與研究結果做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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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情緒安全感之理論 

透過上述說明我們可以瞭解「情緒安全感」之理論發展的背景，接著本研究

者試圖從以下幾點論述說明情緒安全感理論之內涵： 

一、植基於依附理論之「情緒安全假說」 

Davies 等人受到依附理論的影響提出情緒安全假說。該理論與傳統依附理論

最大的相異點在於，Bowlby(1973)將兒童的情緒安全感定義為來自親子關係之

間。傳統之依附理論認為「兒童情緒安全」的依附關係，是受到長期親子關係品

質，特別是親子依附的影響，所發展出與父母親之間的情感連結。安全的依附來

自於孩子與父母相處的經驗。親子關係中溫暖、支持的情緒反應與穩定性會增強

安全依附。親子間安全依附對兒童適應的好處在於，孩子感受到較少情緒壓力的

影響，且較少出現強度高或長期的害怕。當家庭壓力事件出現時，孩子也較感到

安全。此外，「安全依附」會在孩子心中形成一個自己與他人間，如同安全防護

般有利於適應的內在表徵。再者，安全依附與情緒功能間有顯著的關係，並能預

測孩子的社會化、適應問題的風險、甚至是童年到成人時期的自信、認知表現。     

隨著理論與研究發展，近代的依附理論觀點支持兒童情緒安全感來源於整個

家庭功能的狀態。不安全依附與家庭失功能之間彼此是有關連的。Belsky、Rovine

與 Fish 等人(1989)發現，不安全依附與家庭缺乏一致性、家庭適應性低有相互關

連的關係，當家庭紛爭越多，依附型態越不安全；但是當家庭紛爭減少，則孩子

呈現出的依附型態也越安全(Davies et al., 1994)。 

二、情緒安全感來自婚姻關係品質 

如上所提到安全依附對兒童發展的重要性以及依附理論納入廣泛家庭觀點

的理論演進兩個重要概念，Davies 等人(1994)延伸 Bowlby 的說法，提出了兒童

所經驗到的婚姻互動、父母教養、廣至家庭經驗（如手足關係）都會影響情緒安

全的感受此一觀點。 

情緒安全假說認為，兒童情緒安全感除了來自親子關係之外，同樣受到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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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品質的影響。婚姻關係是家庭建立的基礎，也是兒童賴以成長、發展的重要

支柱。因此，想當然爾，孩子會擔心父母親關係的品質。當夫妻間發生衝突時，

可能會引發情緒化、不和諧的家庭氣氛，進而威脅孩子的情緒甚至生理的健康，

更可能因為夫妻意見不合協導致破壞管教規範、父母對子女的情感反應或敏感度

降低，進而影響兒童適應。而當婚姻衝突可能導致離婚而使家庭完整性受到影響

時，可能也會引發孩子誤認是自己造成爸媽爭吵的原因而引發孩子的自責、不安

的感受。因此，情緒安全感被 Davies 等人(1994)視為過去父母衝突經驗的產物，

並且影響孩子未來反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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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父母發生了爭吵，

孩子也會認為婚姻衝突會改善，而家裡發生爭執對他們的生理與心理上的安適感

較無顯著的威脅。 

三、兒童情緒安全感扮演的角色、功能 

Davies 等人(1994)採取功能主義理論對情緒的看法，來說明情緒安全感所

扮演的角色與功能，他認為人的行為反應是透過情緒所扮演的監控與領導角色，

來組織、評估人我之間或個人的經驗。雖然認知與知覺會通知與調節情緒系統，

但是情緒系統仍然是背後的主控者。因此，婚姻衝突所帶來的負面情緒衝擊與傷

害會首要影響兒童情緒功能，進而影響兒童適應。 

兒童在面對父母衝突時，反應最突出的就是「情緒壓力」，由此可以知道情

緒的重要性。大多數的孩子在婚姻爭執中感到「害怕」，當衝突的程度越高，孩

子情緒上的壓力與不安全也越高。長期暴露在父母爭吵情境中的孩子，當父母衝

突是破壞性且反應出嚴重的婚姻不和諧時，孩子的情緒安全感越容易受到破壞性

婚姻衝突的影響而降低。當兒童情緒不安全時，孩子接著會主動的採取一些因應

行為以降低他們的情緒不安。因此，從情緒安全感的觀點看來，兒童情緒安全感

在面對父母衝突時，會發揮組織、安排管理、指揮兒童認知與因應行為等反應，

最終目的都是在幫助兒童維護其內在的安全感。因此 Davies 等人(1994)認為情

緒安全感在婚姻衝突與兒童適應的影響歷程間扮演的中介機制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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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情緒安全感」－三個成分概念 

Davies 等人(1994)提出情緒安全的三個成分：情緒反應(emotional 

reactivity)、對父母關係的內在表徵(internal representations of interparental 

relationships)、調節父母影響(The regulation of exposure to parent affect)來說明父

母衝突對兒童的產生影響的運作歷程。根據上述說明，本研究者將其理論整理如

圖 2-1-3 所示。而情緒安全感理論從以下幾點來解釋婚姻衝突對兒童適應的影響

歷程： 

（1） 情緒安全感影響兒童對自己情緒的調節，包含主觀感受狀態、過度的

情緒表達行為與生理功能。 

（2） 情緒安全感扮演誘導性的功能，會引導孩子透過主動調節或企圖調節

的父母的行為去因應重要的家庭事件。 

（3） 情緒安全感會影響孩子的認知評估與對家庭關係的內在表徵。 

 

 

圖 2-1-3 情緒安全感之理論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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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分別說明情緒安全感與三種成分概念之間的關係(Davies et al.,1994; 

2002)： 

（一）情緒安全感與情緒反應（emotional reactivity） 
 

情緒不安全狀態下之情緒反應包含了情緒喚起與負面情緒之反應行為，例如

過度、長期的緊張、害怕、憤怒等主觀情緒狀態以及破壞東西、高度警覺性、心

神不寧等外顯的情緒行為反應。成人間衝突背後所帶來的憤怒時，高度情緒與行

為反應會影響兒童的長期的情緒反應與行為失調而耗費了兒童相當大的心理與

生理資源。 

 

（二）情緒安全感與對父母關係的內在表徵(internal representations of 
interparental relationships) 

根據情緒安全感理論的看法，兒童是父母衝突意義的主動建構者，並根據其

建構出的內在表徵來預測父母衝突對自身與家庭幸福的破壞可能性的內在參考

架構，此內在表徵對兒童長期適應有重大影響。 

相對於認知情境脈絡模式所認為，兒童的內在表徵是基於過去父母衝突經驗

所做的初級評估（例如，負面性、威脅與自我關連）以及次級評估（例如，為何

發生、誰該負責、自己是否有合適的方法來因應等）。但 Davies 等人認為，此一

認知評估歷程可以視作為兒童受到他內在潛藏的情緒不安全感所驅使。例如，當

一個受到過去父母婚姻衝突經驗而情緒不安的兒童，未來暴露在在父母爭吵時，

將更容易感受到威脅、不安。但對情緒安全的孩子來說，可能需要更多的刺激才

會感到威脅。此外，Davies 等人認為，孩子在婚姻互動中所觀察學習到管理情

緒的方法會影響其自身的情緒功能。適應問題可能就是來自於模仿父母攻擊行

為。兒童的反應不僅是父母間衝突的立即反應，而是過去經驗所產生的情感與認

知表徵。但反過來說，孩子也可能在父母有效、建設性的解決衝突的過程中學習

到自己如何面對與同學、手足間的爭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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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情緒安全感與調節父母影響(The regulation of exposure to parent affect) 

當面對父母爭吵懷抱著情緒不安全的狀態時，孩子自發啟動其內在資源以逃

避或涉入父母問題等行為反應來調節父母衝突的影響。例如，透過不良行為來打

斷父母衝突，此一策略也許短時間來說可以有效的使父母對孩子產生注意力而分

心，但若以「負向行為」為負增強，將會使這些行為引來兒童被嫌惡的反應。當

父母衝突的頻率高時，該負增強的歷程就會不斷且強化該負向行為的模式。來自

家庭混亂的孩子比起來一般家庭的有較多的動機對婚姻爭吵採取行動。        

O’Brien(1990)研究發現，父母會互相攻擊的男孩，較多語言與肢體介入父母

衝突。這樣的家庭，通常父母間會長期爭吵，並且越演越烈，甚至演變成肢體虐

待而擴散到兒童也成為攻擊的對象。因此，當情緒安全感的威脅越大時，孩子想

介入的動機也越高。 

綜合上述幾點說明，可以瞭解情緒安全感是影響兒童因應父母衝突的內在動

力機制。當孩子經驗到父母吵架時，會引發其「情緒反應」，例如害怕、生氣、

無助與焦慮等感受。除了面對衝突情境而產生的情緒反應外，另一個很重要的運

作機制便是伴隨情緒的「認知表徵」，孩子可能在主觀知覺上認為，父母親只是

吵吵架，不會對家庭造成傷害；也可能認為父母不再那麼愛對方了，甚至擔心他

們是否分開、離婚。另外，孩子在父母衝突過程中，也可能感受到自己被捲入父

母衝突中，以為是自己的錯或有責任幫助父母解決問題。因此，無論是為了減低

自己的情緒焦慮或回應孩子內在世界對父母關係的想像，都會促發孩子反應出不

同的「行為反應」。由此可知，「情緒安全感」說明了兒童的適應與在面對父母親

間衝突時，可能的情緒、認知與行為反應此一架構背後的心理機轉在婚姻衝突與

兒童適應間的中介影響機制。 

從依附理論的觀點來說，兒童與重要照顧者發展安全的依附關係是重要的發

展任務。孩子與重要照顧者之間安全、可信任的互動關係經過內化後，會形成個

人與外在世界之間關係的內在表徵，並影響孩子與外在世界的互動模式。孩子關

切家庭氣氛、父母的關係是很理所當然的。良好的家庭氣氛、安全穩定的父母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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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都能提供孩子在成長階段相當重要的支持與養分，讓孩子能無憂無慮的探索

外在世界，勇於接受成長可能面臨的挑戰與成長。就 Davies 等人的觀點而言，

當孩子面臨父母爭吵情形的破壞性越高時，孩子內在可能經歷三種重要的運作歷

程：情緒反應、透過內在表徵解釋父母關係與調節父母衝突的行為。最終的目的

都在運用其現有的內、外在資源以因應父母衝突時，其內在對父母關係的穩定與

否所產生不安全感，以保護對父母次系統保有情緒安全感。「情緒安全感」此一

理論架構不僅補足了「認知情境脈絡」所缺少討論兒童情緒反應的部分，更試圖

從情緒反應、社會認知與行為反應三個向度更全面的瞭解孩子在面對父母衝突時

的內在運作歷程，並瞭解此一歷程對兒童身心適應的影響。 

 

參、情緒安全感之測量 

一、國內情緒安全感測量工具 

林美娟(1998)根據 Davies 等人(1994)之情緒安全假說試圖發展「兒童情緒安

全量表」。林美娟將情緒安全歸納為三大類：1.對父母婚姻穩定的信心 2.對親子

關係穩定的信心 3.兒童自身的情緒福祉，並據此編擬題目。該量表因素分析之後

得到三個因素：「家庭幸福感」、「知覺父母親婚姻幸福感」與「知覺父母親婚姻

穩定感」，共 26 題。三個因素之內部一致性信度分別為.92.、.92、.85。在效度方

面，該研究者認為該量表乃根據 Davies 等人(1994)之情緒安全假說所發展，有良

好之內容效度。但本研究認為從該量表編制的概念與內容來看，該量表之測量概

念較偏重兒童對家庭氣氛的知覺、對父母婚姻關係的認知評估，相較於情緒安全

感包括了對父母衝突的情緒反應、認知表徵與行為調節之三大概念仍有缺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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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外情緒安全感測量工具 

    （一）情緒安全感量表發展過程 

過去國外許多研究已支持「情緒安全感」在「父母衝突」與「兒童適應」之

間扮演中介角色（Davies & Cummings, 1998; Davies, Myers, Cummings & Heindel, 

1999），測量方式是以父母的家庭日記來瞭解孩子對婚姻衝突的反應或者以實驗

研究法，觀察兒童對父母衝突反應。然而在實驗情境下，透過非家人在實驗室中

所表現出的溫和壓力的衝突刺激，其對孩子的壓力程度可能不足以強到讓孩子表

現出在家庭脈絡中，孩子保護其情緒安全的反應。此外，以實驗室等作為測量方

式耗費時間與經費，也因小樣本而有推論上的問題。因此，為了使研究工具更便

利經濟並且更具有推論效度，Davies、Forman、Rasi 與 Stevens 在 2002 年根據「情

緒安全假說」發展了一套量表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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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問卷工具的優點在於：能

建立多元方法測量情緒安全感方法。此外，經濟、自陳的測量工具能增加樣本數

用以建立情緒安全感多種的統計模式，而自陳工具所建立的信、效度能增加生態

效度，幫助我們更相信其他類似研究所發現的結果能推論到家庭真實脈絡中。 

（二）情緒安全感之效度分析 

Davies等人(2002)以過去研究兒童面對父母與成人間衝突的情緒安全反應所

得之觀察記錄最為擬題依據，將 924 位兒童分成兩組，進行探索性因素分析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與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首先透過 EFA，得到七個因素，分別命名為：情緒反應(emotional 

reactivity)、行為失調(behavioral dysregulation)、逃避(avoidance)、涉入

(involvement)、建設性家庭表徵(constructive family representations)、破壞性家庭

表徵(destructive )、衝突擴散(conflict spillover)。此七因素之因素負荷量

(eigenvalues)皆大於 1.0，量表總體可解釋的變異量達 61％。並以驗證性因素分

析檢驗此七因素所構成之測量模式，其檢定結果整理如表 2-1-1，雖然 CFI 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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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通過，Davies 等人(2002)認為不能歸因於因素間內部一致性的問題，而可能是

因為題目間有相關且觀察變項多，而使誤差項間有相關性所致。並且其研究發

現，當情緒反應此一構念下分為三個指標（情緒喚起、情緒失調與行為失調）時，

該模式適配度較佳。 

表 2-1-1 SIS 測量模式之摘要表 

測量模式適配度指標 接受值 統計量數 考驗結果 

漸進誤差平方根（RMSEA） ≦0.1 0.058 通過 

比較適配指標（CFI） ≧0.9 0.86 未通過 

卡方值自由度比（χ2/df） 1~5 3.20 通過 

 

情緒安全感量表的探索性與驗證性的因素分析，得到之效度分析結果發現，

SIS 量表能可靠的測量到兒童的情緒反應、調節行為與對父母關係的內在表徵。

此外，該量表有聚斂效度，例如：在情緒反應次量表上的分數與父母陳述兒童面

對婚姻衝突的壓力有關；而涉入行為上與父母陳述兒童過度介入父母衝突有關。

在預測效度上，該量表也能有效預測六個月後面對模擬父母衝突有相似的反應。

該量表有聚斂與區別效度。SIS 可明確測量兒童面對父母衝突的安全感，是不能

簡單被觀察報告或類似的測量所取代（Davies et al., 2002）。 

 

（三）情緒安全感之信度分析 

該量表信度分析結果如下表 2-1-2 所示，內部一致性 α除了「情緒失調」該

分量表外，其他六個分量表皆超過.70，顯示其信度良好。而超過兩週以上所估

算出的重測信度，除了「情緒失調」都在可接受的範圍內，超過.70。「情緒失調」

該量表數值是.65 和.52，尚在最小可接受的範圍內，可能因為題數太少，僅有三

題而使內部一致性信度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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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兒童情緒安全感量表之信度分析表 

內部一致性係數 
量表 

組一(EFA) 組二(CFA) 
重測信度 

情緒喚起 .89 .86 .87** 
情緒失調 .65 .52 .59** 

逃避 .80 .79 .76** 
涉入 .72 .74 .70** 

建設性家庭表徵 .86 .86 .78** 
破壞性家庭表徵 .84 .76 .80** 
衝突擴散表徵 .83 .81 .85** 

 
 

最後，兒童在父母次系統中的情緒安全感(SIS)此一量表可由八個因素反應

情緒安全感之三個構念，本研究者將其量表架構整理出概念模式圖如圖 2-2-4 所

示。簡介如下： 

1.情緒反應(emotional reactivity)： 

意指當兒童面對父母衝突時負面的情緒與行為反應（例如，強烈、持續、

無法調適的害怕、警戒與壓力反應以及情緒失控等行為反應），其中包

含(1)情緒喚起（Emotional arousal）、(2)情緒失調(Emotional Dysregulation)

與(3)行為失調(behavioral dysregulation)三個分量表。 

2. 對父母關係的內在表徵(internal representations of interparental 

relationships)： 

意指兒童面對婚姻衝突之後，對自身與家庭福祉的評估，其中包含(1)

建設性家庭表徵(Constructive Family Representations)意指孩子評估衝

突對家庭式有利、有建設性的；(2)破壞性家庭表徵(Destructive Family 

Representations )意指評估衝突對家庭福祉會帶來不良後果；(3)衝突擴

散表徵(Conflict Spillover Representations)意指孩子認為衝突會牽連影

響自身福祉以及與父母間的關係，共三個分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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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調節父母影響(The regulation of exposure to parent affect) 

意指當兒童面對父母衝突時的行為反應，(1)逃避(Avoidance)指試圖脫

逃、逃避父母衝突或有害的後果；(2)涉入(Involvement)指情緒與行為

上涉入父母衝突中，共兩個分量表。  

 

圖 2-2-4 情緒安全感量表概念模式圖 

 

SIS 量表發展的主要目的在於建立一個有效、方便測量兒童面對婚姻衝突下

之情緒安全感的測量工具。根據情緒安全假說，父母衝突會傷害兒童情緒安全

感，不安全將會進一步影響兒童適應問題。（Davies & Cummings, 1994, 1998）。

該研究之施測對象包含中產階級及中低社經地位之家庭背景的六、七、八年級學

童，研究結果發現：（1）SIS 可以可靠的測量到兒童的情緒反應、調節行為與對

父母關係的內在表徵。（2）其具有聚斂效度，例如：在情緒反應次量表上的分數

與父母陳述兒童面對婚姻衝突的壓力有關；而涉入行為上與父母陳述兒童過度介

入父母衝突有關。（3）在預測效度上，該量表也能有效預測六個月後面對模擬父

母衝突有相似的反應。此外，（4）父親、母親與兒童填答的父母衝突情形與 SIS

量表有一致性相關，而 SIS 所測得的情緒安全也可預測兒童內、外化問題。 

情
緒
安
全
感 

情緒反應 

調節影響 

內在表徵 

情緒喚起 

逃避 

建設性表徵 

破壞性表徵 

衝突擴散表徵 

涉入

情緒失調 

行為失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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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情緒安全感相關研究 

一、國內情緒安全感之研究 

目前國內針對「情緒安全感」此一理論架構所做的實徵研究，僅林美娟（1998）

之兒童知覺雙親婚姻衝突對其生活適應影響之歷程研究一篇。該研究假設在兒童

知覺的婚姻衝突與其生活適應的影響歷程中，除了婚姻衝突對兒童生活適應有直

接影響外，親子關係與情緒安全感皆扮演中介變項。此外，親子關係會影響兒童

情緒安全感。其研究結果發現婚姻衝突會影響親子關係進而影響兒童生活適應，

但該研究結果並未支持情緒安全感為中介變項之假設。探究其原因可能在於該發

展之情緒安全感量表相較於原始理論架構仍不夠完整外，該研究所測量的兒童生

活適應以學校生活適應為主，未進一步區分內在與外在行為問題，而使情緒安全

感之影響未達顯著。有鑑於此，本研究編譯 Davies 等人所發展之 SIS 量表，並

以內、外化行為問題作為瞭解兒童適應此構念之測量指標，期待能夠更深入的瞭

解婚姻衝突與兒童適應之影響歷程。 

 

二、國外情緒安全感研究 

Davies 與 Cummings(1998)以模擬父母衝突情境觀察與問卷測量及潛在變項

路徑分析的方式，檢驗情緒安全感是否為婚姻關係與兒童適應關係影響歷程間的

中介機制。其研究結果發現，在該模式中，暴露衝突程度高、養育子女不和諧與

低程度之和諧與親密中的孩子，能預測孩子在面對衝突之後其情緒反應與敵對的

父母關係內在表徵所反應的不安全感，並進而預測孩子的不良適應情形。情緒反

應能預測兒童之內、外化問題行為，不安、負面的內在表徵預測了孩子的內化問

題行為，但調節父母影響此一向度卻未見預測效果。從該研究結果可以發現，孩

子面對父母衝突的情緒反應扮演重要角色，當破壞性衝突越強，孩子情緒喚起與

失控行為程度越高時，對其適應有不利影響，而孩子對婚姻關係的認知評估則可

能潛伏在心中引發擔憂、心神不寧的內化情緒問題。而調節行為之逃避與涉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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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度未見顯著，Davies 等人（1998）論述其原因可能在於實驗情境無法有效引

發孩子面對真實家庭脈絡中面對父母之忠誠兩難或家庭福祉受到威脅感受；此

外，該結果也說明了情緒安全感此一理論架構為中層次理論(mid-level theory)，

意味著情緒安全感理論無法，也沒有試圖要解釋家庭功能的所有層面。例如，認

知、社會學習理論中的「模仿」與家庭系統理論的父母管教也能提供可解釋的機

制。而該研究結果亦可以認知脈絡架構理論來說明當父母衝突越高，兒童對衝突

的負面期待與負面情緒會影響其心理困擾。 

為了更進一步瞭解情緒安全感與其他理論機制在婚姻衝突與兒童適應關係

間的影響。Davies, Harold, Goeke-Morey & Cummings (2002)研究父母衝突透過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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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影響兒童外化問題。

由此結果可知婚姻衝突對兒童內、外化問題之影響路徑不同。 

Harold、Shelton、Goeke-Morey 與 Cummings(2004)採取廣泛家庭模式的觀點

之情緒安全感，採縱貫研究 181 個家庭的 11-12 歲兒童（115 位男生，76 位女生）。

研究婚姻衝突、兒童對婚姻與親子關係之情緒安全感與兒童適應間的關係。該研

究發現，婚姻衝突對兒童適應的負面影響會先透過衝突下之情緒安全感，進而影

響親子間安全感再影響兒童適應。而兒童情緒反應與調節行為直接影響兒童外化

問題，且在一年之後此二者與對父母關係的認知表徵透過親子關係之安全感影響

內、外化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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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兩篇研究結果可知，親子

關係是很難與婚姻關係獨立開來的。當孩子受到父母婚姻衝突影響其情緒不安全

感時，此時婚姻衝突所帶來的負面效應可能不僅止於直接影響，更可能成為孩子

敏感其他家庭關係的衝突，包括親子衝突的催化劑。 

由上述說明可知情緒安全感扮演了婚姻衝突影響兒童適應的中介角色，但僅

能解釋部分影響歷程。過去探討婚姻衝突對兒童影響之研究，多會提到親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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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中一個重要向度。然而研究者認為從父母管教、家庭氣氛與親子關係等變項

來探討時，較傾向探討兩人間的關係，例如：父或母對孩子的管教，父或母兩人

間的親子關係，或是以未說明次系統的方式，來分析「整體」家庭的氣氛，而忽

略了家庭此一有生命的系統中，父－母－子三人互動過程的微妙關係。 

此外，從情緒安全感相關研究發現，兒童對父母影響的調節反應卻未有統計

上的顯著，原因可能在於該分量表僅測量「涉入」、「逃避」兩個的概念測量兒童

為了調節父母衝突影響的調節行為（Davies et al., 1998, 2002）。研究者認為，若

能從父母爭吵時之親子三角關係觀點，瞭解孩子在其中的反應、互動方式將更能

補充說明孩子想調節父母爭吵所帶來影響的面貌。 

因此，本研究者認為除了情緒安全感此一理論，婚姻衝突時親子三角關係的

運作亦是可說明此一影響歷程的重要理論觀點。而試圖加入家庭系統理論中親子

三角關係的觀點，試圖說明婚姻衝突與兒童適應間的關係。因此，根據本研究目

的與假設，於下一節回顧親子三角關係文獻。 

 
 

第二節 親子三角關係之理論與研究 

壹、親子三角關係之意涵 

三角關係(triangle)此一概念最早由家族治療創始者之一，Murray Bowen

於 1966 年所提出(引自 Nichols & Schwartz, 2002)。Bowen 在其與家庭會談的

臨床工作中發現，當家庭中任兩人為了無法解決的爭吵而掙扎、苦惱時，會不自

覺地拉入第三者以平衡兩人關係中的壓力。Bowen 於 1978 年論文中曾指出，在

家庭系統中處理夫妻衝突的方式有三種：直接面對處理衝突；第二種是夫妻中的

一方以生病反應緊張關係，而未生病的一方長期負擔過多責任；第三種便是夫妻

拉孩子進入形成三角關係。Bowen 認為，此一形成「三角」的過程雖是系統中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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見用以減緩緊張與焦慮的方式，但長期透過第三人舒緩衝突的方式迴避問題，會

破壞與侵蝕家庭關係的基礎。而被拉入當第三者的孩子可能由於情感上的涉入或

成為情感替代的焦點而使孩子容易產生行為失序症狀（張虹雯，1998；Nichols & 

Schwartz, 2002）。以下進一步說明親子三角關係可能運作的類型與對兒童的影

響。 

貳、親子三角關係之運作類型 

Bowen 提出三角關係之概念後，從 1970 到 1990 年代國內、外學者對三角關

係之類型其對提出分類上不同看法。研究者參考張博雅（2005）回顧此一理論沿

革，整理出各學者對三角關係運作類型，如表 2-2-1 所示： 

表 2-2-1 三角關係運作類型表 

年代 學者 三角關係運作類型 

1978 Bowen 曾提出「固定」與「不固定聯盟」概念，但未做明確區

分。 

1974 Minuchin 結構派家族治療倡導人 Minuchin 以結構、次系統與界

限的概念說明當夫妻衝突時，可能產生家庭失功能之聯

盟結構： 

1.不穩定之強制聯盟(unstable coercive coalition)

2.穩定聯盟(stable coalition) 

3.迂迴聯盟(detouring coalition)，又分為：支持性

迂 迴 (detouring-supportive) 與 攻 擊 性 迂 迴

(detouring-attacking) 

1979 Bell & Bell 延伸 Bowen 的概念，提出： 

1.跨世代聯盟(cross-generational coalition) 

2.代罪羔羊(scapegoating) 

1986 Richie 延伸 Minuchin 的看法，分為四種： 

1.不穩定之強制聯盟(unstable coercive coalition)

2.穩定聯盟(stable coalition) 

3.支持性迂迴(detouring-supportive) 

4.攻擊性迂迴(detouring-atta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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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代 學者 三角關係運作類型 

1987 Guerin, Fay, 

Burden & 

Kautto 

延伸 Bowen 的概念，將捲入父母衝突中的孩子分為： 

1.慰藉者 

2.夫妻搶奪小孩與之聯盟 

3.視小孩為問題對象 

1988 Kerr & Bowen Kerr 與 Bowen 加入親職化之類型，將三角關係分成：

1.跨世代聯盟(cross-generational coalition) 

2.代罪羔羊(scapegoating) 

3.親職化(parentification) 

1990 Brotherton 延伸 Bowen 三角關係與家庭投射歷程的概念，將三角關

係分為：代罪羔羊與親職化，並發展家庭三角關係量表

(Family Triangulation Scale, FTS) 

1999 張虹雯 整理國外相關研究，歸納出三角關係分為： 

1.跨世代聯盟(cross-generational coalition) 

2.代罪羔羊(scapegoating) 

3.親職化(parentification) 

並發展國內第一篇同時包含上述三向度之量表「父母爭

吵時的三角關係運作」量表。 

2005 張博雅 整理國內外相關研究，非固定跨世代聯盟、支持性迂迴

納入三角關係內涵中，將三角關係分為：不固定跨世代

聯盟、固定跨世代聯盟、支持性迂迴、攻擊性迂迴與親

職化，發展「親子三角關係量表」。 

 

為了希望能更多面瞭解兒童在親子三角關係上的型態，本研究採用張博雅

（2005）之綜合非固定跨世代聯盟、固定跨世代聯盟、支持性迂迴、攻擊性迂迴

與親職化五種三角關係型態之架構作為研究測量依據，以下說明該架構之內容： 

一、跨世代聯盟 

（一）固定跨世代聯盟 

所謂的「固定跨世代聯盟」，意指當婚姻關係緊張、發生衝突時配偶

其中一方藉由固定尋求某一孩子的支持、慰藉，來指責對方以迴避直接面

對婚姻問題，長期下來造成孩子固定與某一位雙親關係黏密而與另外一位

雙親關係疏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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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不固定跨世代聯盟 

「不固定跨世代聯盟」意指孩子在父母面對混亂的婚姻關係時，成為

爭相拉攏的籌碼，父母都試圖想搶奪小孩與之聯盟。孩子可能有時和母親

聯盟、有時轉向和父親聯盟。 

二、代罪羔羊 

（一）支持性迂迴 

「支持性迂迴」意指夫妻認為孩子是脆弱、無法照顧自己而試圖透過聯

盟並將焦點放在一同照顧弱小、生病孩子上，來迴避、模糊婚姻關係中的

問題。 

（二）攻擊性迂迴 

「攻擊性迂迴」則是認為孩子行為偏差、不聽話，因此父母聯合起來

管教有問題行為的小孩。過去三角關係研究多把「攻擊性迂迴」的概念意

旨代罪羔羊，然而根據 Minuchin（1974）的觀點，代罪羔羊仍包含支持性

迂迴的概念，同樣都是夫妻以孩子為轉移婚姻問題的焦點，但呈現方式不

同。 

三、親職化 

根據 Boszormenyi-Nagy 與 Spark(1973)的觀點，孩子所負起的親職任務

包含兩種形式：一種是工具性的親職任務，例如：做家事、照顧生病的父母、

弟妹、賺錢補貼家用等。另一種是情緒性的親職任務，即孩子回應父母的情

緒，成為父母情感依賴的對象（吳嘉瑜，2005）。親職化意指孩子面對父母

爭吵時，反而承擔起父母的責任。有別於代罪羔羊的孩子，親職化的孩子就

像個小大人一樣，壓抑自己的需求，試圖介入父母親的婚姻問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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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親子三角關係之測量 

一、國外親子三角關係測量工具： 

國外早期研究親子三角關係是以結構式會談、觀察法，而後漸漸發展出間接

或直接測量之問卷工具，整理說明如下表 2-2-2 所示： 

表 2-2-2 國外三角關係量表整理 

年代 學者 量表名稱 內涵 

1979 Bell 與

Bell 

家庭環境量表(Moos Family 

Environment Scale) 

最早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

比較夫妻與親子次系統在知

覺與態度上的一致性來界定

「跨世代聯盟」與「代罪羔

羊」兩概念。 

1985 Rohraugh 家庭背景問卷(Family 

Background Questionnaire) 

透過比較受試者個別與父、

母與父母之關係來界定婚姻

聯盟與非婚姻聯盟。 

1986 Richie 青少年三角關係量表

(Adolescent Triangulation 

Instrument, ATI) 

延伸 Minuchin 之定義所發展

之量表，但僅「迂迴」該向

度得到因素分析上的支持 

1990 Brotherton 家庭三角關係量表(Family 

Triangulation Scale, FTS) 

按 Bowen 之概念所發展，但

僅包含「代罪羔羊」、「親職

化」兩個向度 

 

二、國內親子三角關係測量工具： 

由上述國外測量三角關係量表說明可以發現，未有同時涵蓋跨世代聯盟、代

罪羔羊與親職化等三大重要親子三角關係類型之測量工具。因此張虹雯（1999）

參考 Richie（1986）青少年三角關係量表(Adolescent Triangulation 

Instrument, ATI)、Brotherton（1989）家庭三角關係量表(Family Trian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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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le, FTS)與國內相關量表：賈紅鶯（1991）之「子女自我分化量表」中之涉

入三角關係量表、王響蕾（1994）之「青少年自我分化量表」中之三角關係分量

表與江睿霞（1994）之「兒童知覺雙親衝突量表」中的三角關係分量表以及她個

人實務經驗發展出「父母爭吵時的三角關係運作量表」以測量國小五、六年級學

童在跨世代聯盟、代罪羔羊與親職化三個向度上之程度。有專家效度與內部一致

性信度α值為 0.89。 

而張博雅（2005）檢視「父母爭吵時的三角關係運作量表」之內涵發現，該

量表遺漏了非固定跨世代聯盟、支持性迂迴等概念，並且其量表解釋量僅 27.20

％。因此，以張虹雯（1999）「父母爭吵時的三角關係運作量表」為主要架構，

加入非固定跨世代聯盟與代罪羔羊中的支持性迂迴聯盟的概念重新編制以大學

生為測量對象之親子三角關係量表，且該量表有適切之信、效度。本研究期待能

更全面的瞭解親子三角關係之類型，因此採用張博雅（2005）之「親子三角關係

量表」作為本研究之研究工具。以下說明該量表之內容與信、效度： 

（一）量表內容： 

張博雅回顧過去有關三角關係之文獻發現，張虹雯（1999）所編制的「父母

爭吵時的三角關係運作量表」所呈現的親子三角關係之內涵、類型以及量表解釋

變異量上有所不足。因此，以張虹雯（1999）「父母爭吵時的三角關係運作量表」

為主要架構，加入非固定跨世代聯盟與代罪羔羊中的支持性迂迴聯盟的概念重新

編制以大學生為測量對象之親子三角關係量表，並採取六點量尺計分，1～6 分

依序為：非常不符合、不符合、不太符合、有些符合、符合與非常符合。 

（二）效度分析 

    張博雅（2005）將此量表以北部十所大專院校學生為測量對象後，進行驗證

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後，結果發現該量表有建構效度。 

（三）信度分析 

    張博雅（2005）以 Cronbach’α係數考驗該量表之內部一致性，結果如下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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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表所示，由表 2-2-3 可知，該量表信度良好。 

 
表 2-2-3 親子三角關係量表之信度分析表 

因素 題數 Cronbach’α係數 
非固定跨世代聯盟 4 0.5393 
固定跨世代聯盟 4 0.7730 
支持性迂迴 4 0.7930 
攻擊性迂迴 4 0.7042 
親職化 4 0.7846 

 

延續以上所說明三角關係之內涵、運作類型與測量工具，以下從跨世代聯

盟、代罪羔羊與親職化等三大向度探討三角關係運作背後之心理機制與對兒童適

應的影響。 

 

肆、親子三角關係影響兒童適應的心理機制 

 

一、「跨世代聯盟」運作之心理機制與對兒童的影響： 

捲入跨世代聯盟的孩子所面臨最大的挑戰便是「忠誠」(loyalty)的困境。

Peter 與 Zill(1986)指出，當孩子與父母一方聯盟時，則同時需要面臨被父母另

外一方排斥與疏遠可能。因此，若父母爭相拉攏孩子時，孩子內心便要承擔背叛、

罪惡的感受而陷入兩難中（張虹雯，1999）。而長期處於和父母某一方固定聯盟

的孩子，除了需承擔罪惡感之外，也因此缺乏另一方父母的認同與建立良好關係

之機會，對其長期發展來說造成不利影響。 

在情緒適應方面，Tyber(1983)指出，陷入固定跨世代聯盟的孩子，容易出

現獨立、自主的困擾，當長大離家後，常對分離感到愧疚感，對自己成就無法滿

意，難與人建立有意義之人際關係，且常有慢性憂鬱的情形。Wilson 與

Rohrbaugh(1985)研究發現，相較於家庭中婚姻聯盟程度高的大學生，親子聯盟

程度高的大學生反應較多孤獨感，而又缺乏其他手足分擔情緒壓力時，其尋求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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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的比例較高。Fauber、Forehand、Thomas 與 Wierson(1990)研究亦指出，父母

為了獲取孩子情感支持而透過罪惡感控制與維持親子關係，對兒童在心理與情緒

發展上受到侵犯，會出現退縮、低自信、衝動、防衛心強等行為反應。 

過去研究發現女兒比兒子較容易介入父母衝突，並與母親形成固定結盟關

係。在此情況下，對女兒來說同時需面臨母女關係間界限不清的問題以及固定跨

世代聯盟所引發的罪惡感所交織成自我認同中的困難；而長期缺乏與父親連結可

能產生憤怒、冷漠、憂鬱或焦慮等情緒。（引自張博雅，2005）。 

此外，跨世代聯盟對子女人際行為上也有影響。郭孟瑜（2003）以國、高中

學生為研究對象，發現對子女而言，因感受到親子互動關係中夾帶了忠誠的矛

盾、壓力與束縛，進而影響其對人際關係產生負面評價，而表現出低自信、高防

衛心、操縱控制、責備、忽視等負面人際行為。 

二、「代罪羔羊」運作之心理機制與對兒童的影響： 

成為三角關係中代罪羔羊的孩子，背後影響其適應的心理機制是罪惡感（郭

孟瑜，2003）。Minuchin(1974)認為代罪羔羊的形式有兩種，分別為支持性迂迴

與攻擊性迂迴。無論在父母眼中，孩子被視為生病、脆弱或是問題兒童，對兒童

來說都意涵著孩子是有問題的。此外，Vogel 與 Bell（1968）曾提到，父母可能

讓孩子成為代罪羔羊的方式有：父母個別在管教內涵上不一致以及父母彼此之間

對管教方式不一致。有此可知，因此，如 Minuchin(1974)認為，當一個家庭中

認定某一個人是「病人」時，其實正反應了該家庭功能不良，而選擇某一孩子成

為「問題」，而父母為了迴避自身的婚姻困擾而將焦點放在孩子身上時，孩子很

可能在父母管教不一致的訊息與不和諧的家庭氣氛中，內化父母對自己負面觀

感，並且不斷增強其罪惡感與負面行為，以癥狀來反應家庭之失功能的同時，也

以僵化的運作方式維持家庭系統（賈紅鶯、陳秉華，2001）。 

Arnold(1983)研究指出，青少年代罪羔羊的程度約高，其適應問題也越多。

Bell 與 Bell（1979）研究發現，15 到 17 歲的女孩其涉入三角關係（包含代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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羔羊與跨世代聯盟）的情形越高，其自我功能與自我控制越差。張虹雯（1999）

研究發現，兒童在代罪羔羊向度上自陳程度越高，其適應問題也越顯著。而郭孟

瑜（2003）研究發現，無論是支持型或攻擊型的代罪羔羊，因內心深藏罪惡感，

認為自己是不好的，是父母爭吵的罪魁禍首，而長期形成負向自我形象，進而表

現出操縱控制、責備、忽視等負面人際行為。以上討論可知，成為三角關係中代

罪羔羊的孩子，不僅影響其適應問題更會影響其人際行為。而此結果不僅影響個

人，更回應了家庭系統視孩子為問題而形成負向循環。 

 

三、「親職化」運作之心理機制與對兒童的影響： 

「責任感」是親職化三角關係背後之影響機制（郭孟瑜，2003）。根據 Bowen

的觀點，自我分化低的父母，當婚姻出現困境或衝突時，越容易藉著三角關係來

緩減夫妻間的壓力。當孩子主動或被動的進入三角關係，承擔起父母某一方無法

有效的滿足對方的需求或執行角色功能的責任時，便成為親職化的子女。在這樣

的情況下，孩子與父母親的位子可能齊高或角色倒逆，並促使親職化的孩子犧牲

自己的需求去照顧、滿足父母或手足的需求。他們常不自覺扮演拯救者、家庭協

調者。然而 Boszormenyi-Nagy 指出，當孩子被賦予誇大的責任時，會形成子女

對父母的隱形忠實(invisible loyalty)，使他們自認必須將滿足父母的需求置

為首要任務，否則就會引發不忠實、罪惡感（引自張虹雯，1999）。當孩子經驗

這種單方面的給予卻無獲得的單方忠誠關係時，可能會發展出對親密關係不信任

的特質，而在依賴需求與維持自我能力感之間感到矛盾、衝突（吳嘉瑜，2005）。 

回顧過去「親職化」三角關係與子女適應研究，發現有正、負面影響不同的

研究結果。在正面影響上，例如，張虹雯（1999）研究發現，親職化程度越高，

女童之行為問題越低，可能原因在於對五、六年級學童而言，正值 Erikson 之社

會心理發展理論之勤勉與自卑的發展任務階段，因此，親職化的角色有助於兒童

建立自信與建立和諧之人際關係。郭孟瑜（2003）研究發現，親職化程度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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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年表現較多的肯定、主動關愛、保護和操縱控制的人際行為，而攻擊、責備、

忽視的程度相對較低。因此，由上述研究結果可知，親職化並非都是病態、有害

的，對子女來說在面對某些生活環境時，可以協助孩子發展其敏感度並與他人發

展和諧關係。 

然而，就長期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而言，當孩子負荷過太多父母的情緒、責

任時，可能對其個人而言造成情緒與身體產生負擔過度的現象。例如，Held 與

Bellow（1983）研究發現，親職化是促成青少年自殺行為與危機反應的重要因子，

青少年過度承擔父母沈重的負荷時可能藉由自殺行為來逃避此角色。而在扮演親

職化的角色過程中，亦可能導致孩子學習到自己的需求是不被重視、不需要被愛

的。因此，當孩子長期關注其角色與責任時，可能會阻礙他發展自己人生目標與

順利分化出原生家庭。Burt(1992)指出，親職化角色對女性發展具有破壞性的影

響；Campbell，Adam 與 Dobson(1984)亦指出，女性若過度順無父母的需求，在

親密關係上也無法自由探索自己的需求。 

由上述討論可以發現，親職化雖然對孩子來說有其正負面影響。但也意味著

對一個本應自由自在、無憂無慮成長的孩子而言，必須在界限混淆不清的家庭系

統中扮演小大人的照顧者功能。在同時要肩負穩定家庭的責任以符合「好孩子」

的期待以及壓抑自己的需求的拉扯之間，心裡承受了不容忽視的煎熬與衝突。 

綜合前述，理論與過去研究說明了親子三角關係對子女適應與發展的影響

性。然而，親子三角關係運作對情緒安全感與兒童適應間的關係是本研究想進一

步探索的焦點，因此，於下一節論述親子三角關係與情緒安全感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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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婚姻衝突下之親子三角關係、情

緒安全感與兒童適應間的關係 
 

家，可以是溫馨的避風港，也可以是折磨人的傷心處。本章從第一節探討婚

姻衝突下之情緒安全感與第二節說明三角關係運作的影響性，本研究之目的即在

期待從三角關係與情緒安全感兩大理論觀點瞭解，當家成了戰場而令人傷痛的背

後，其影響機制之來龍去脈可能為何。 

Davies 與 Cummings 在 1994 年提出情緒安全感，延伸傳統依附理論的觀點，

認為孩子的安全感不僅來自親子關係，亦受到婚姻關係品質的影響。隨著依附理

論的研究進展，近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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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基於

該理論觀點，本研究認為除了婚姻關係品質之外，情緒安全感更受到親子三角關

係動力運作的影響。然而，回顧過去相關文獻，並未直接探討三角關係與情緒安

全感之研究，因此，本節試圖從以下幾點討論三角關係運作對情緒安全感之影響： 

壹、跨世代聯盟與情緒安全感 

從 Bowen 取向之觀點來看，跨世代聯盟的產生，意味著家庭融合程度高、分

化低，因此當家庭情緒系統產生壓力與焦慮時，家庭倚賴三角關係而牽連第三者

進入以平衡系統的程度也越顯著。而從 Minuchin 結構取向之觀點而言，跨世代

聯盟是夫妻次系統中的父母，藉由拉攏子女建立情緒與心理聯結以對抗另外一

方。此時，對兒童來說無論是與父母形成固定或不固定跨世代聯盟，孩子在三角

關係中都成了攻擊父母另一方的武器或收買的對象。雖然在與父母親聯盟的同

時，短期孩子可能感受到情緒支持，但因為父母將焦點轉向孩子，而無形中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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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似乎成為家庭穩定的來源、紛爭的仲裁者。而在這樣聯盟關係中，可能使孩

子陷入忠誠兩難困境而產生情緒困擾外，孩子所形塑的婚姻關係間的安全感是建

立在有條件、物化的關係，亦不真實的，因此很可能不利於孩子發展對父母關係

感到安全的內在表徵。 

兒童情緒發展學家 Stanley I. Greenspan(2002)也提到，小學期的兒童開

始學會用多角觀點來認識世界以緩衝自己的情緒，例如：除了「父－子」或「母

－子」的單一關係，而仍存在「父－母－子」之三角關係。因此，父母的任務則

是鞏固夫妻聯盟關係，當父母為了自己的婚姻困擾而拖子女下水與自己一國時，

將會製造子女的不安全感，而孩子亦可能會經驗到父母的婚姻關係是不穩定、無

法預測且難以控制的，而促使其對婚姻關係形成破壞性之內在表徵(destructive 

family representations)。而過去研究亦發現，父母間的親職互動是敵意、競爭時，

對兒童可能會有控制困難與情緒調節上的問題。而若父母與子女的間聯結是歪斜

的模式(skewed pattern)，亦即三角關係中子女僅能與父母某一方連結，而另父母

另一方退出三角關係時，兒童亦會有顯著的焦慮控制困難的問題(McHale & 

Rasmussen, 1998; 引自 Talbot & McHale, 2003)。 

貳、代罪羔羊與情緒安全感 

如第二節所提到，影響代罪羔羊的孩子潛藏的心理機制是罪惡感，因此無論

是支持性或攻擊性迂迴聯盟關係中，孩子都被貼上了無能力、脆弱的與有問題的

標籤。過去婚姻衝突相關研究發現，爭吵的內容與兒童有關時，特別會引發兒童

的壓力。其中，「有關孩子教養問題的爭吵」此一變項相較於其他與孩子教養無

關的婚姻衝突更能預測、說明孩子的行為問題，尤其是影響孩子內化問題。Grych 

& Fincham 在 1993 年研究發現，當成人間的爭吵跟孩子教養問題有關時，相較

於無關的衝突，會讓孩子較多羞愧、自責、與害怕他們會被捲入衝突之中且介入

衝突。當父母衝突與孩子關係越大時，孩子情緒不安也會反應在其害怕、焦慮的

情緒上(Davies et al.,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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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從擴散效應(spillover effect)亦可說明當父母管教態度不一致對兒童的

影響。擴散效應，說明父母將婚姻衝突中負面情緒、感受與行為，移轉到親子互

動中，造成父母間管教態度不一、或因父母自身情緒不穩定而使父母對子女的需

求度降低，甚至表現出拒絕或敵意。此時，婚姻關係中的不和諧可能因此而對親

子關係造成負面影響，造成子女不安的感受，並降低了正向親子關係本可以提供

子女緩衝父母衝突所帶來的壓力之安全感。（吳虹妮，1998；陳俐婷，2002；Zimet 

& Jacob , 2002）。而擴散效應也說明了，即使子女並未直接接觸或置身於父母衝

突的場面中，仍會對子女造成間接影響，而對產生情緒安全感中之衝突擴散表徵

(conflict spillover representations)。 

參、親職化與情緒安全感 

親職化的孩子，無形中需承擔起照顧父母情緒的角色，常被期待成為一個父

母情緒支持與傾聽者與藉由表現良好來維持家庭正常秩序與平衡的「家庭英雄」

(family heroes)（吳嘉瑜，2005）。因此，不難想像當孩子進入此一角色時，為了

維持家庭氣氛和諧，極可能在父母衝突時跳出來介入父母衝突之中或安慰父母。

然而，無論是介入或逃避父母衝突，都可能影響兒童適應。O’Brien, Margolin, 及

John（1995）研究發現，兒童介入父母衝突者，其憂鬱、焦慮、敵意及行為問題

及低自尊的情形較不使用介入策略者程度高；採逃避與與依賴自己策略者其內化

問題相較於使用分心與保持距離者程度高。雖然孩子可能在培養出照顧父母的能

力的過程中得到自我價值感，但是當此一現象出現時，意味著夫妻次系統的界

限，因婚姻衝突而產生模糊的情形。兒童長期在依附－照顧的關係中與父母間扮

演角色倒錯功能時，亦不利兒童發展安全、自主的依附型態，而容易產生個人發

展上的風險與代間傳遞的可能性(Marvin,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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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綜合上述，捲入三角關係的孩子，可能在其情緒反應、內在表徵與調節行為

等向度的影響不容忽視。因此，本研究假設，除了如情緒安全感理論認為，情緒

安全感在父母衝突與兒童適應此影響歷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之外，從家庭系統觀點

來看，父母親吵架時親子三角關係的運作與兒童適應息息相關。因此，提出父母

衝突、親子三角關係、情緒安全感與兒童適應四者變項間有典型相關之研究假

設。基於本研究假設，下一章將進一步說明本研究之研究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