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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情緒安全感與認知評估 

一、情緒安全感 

    情緒安全感假說著重於父母衝突下兒童的情緒調控，Davies 與 Cummings

（1994）認為，父母衝突並非只是負向情緒蔓延到孩子身上，而是動搖了孩子內

在的情緒安全感。情緒安全感是一種生存的本能，指的是，兒童從父母穩定和諧

的關係中，維持自身的安全感，一旦父母之間發生衝突，兒童的情緒安全感便受

到威脅。情緒不安全感的兒童，導因於長期暴露於父母衝突，他們對父母衝突特

別敏感，會啟動特定的反應模式，以建立內在的情緒安全感。因此，情緒安全感

成為兒童面對父母衝突時，影響其適應行為的主要中介變項，情緒安全感高的兒

童適應較佳，情緒安全感低的兒童則容易出現適應問題。 

Davies 與 Cummings（1998）根據情緒的功能定義情緒安全感，認為情緒包括

三個功能：表達內在感受、引導行為及進行認知評估。情緒安全感為一個潛在概

念，他們以兒童面對父母衝突時的情緒反應、調控父母衝突的行為、及對家庭關

係的內在表徵，三個具體歷程來表示情緒安全感。長期經歷非建設性父母衝突的

兒童，最常出現的情緒反應為害怕與沮喪，其生理反應較明顯、情緒控制力較差。

情緒不安全感會啟動行為，引導兒童調控曝露於父母衝突的壓力，他們會介入父

母衝突，或表現出退縮逃避的行為，以停止衝突或減低壓力。不同的行為，在短

時間內可暫時降低威脅、增加安全感，但是長期僵化使用，則阻礙兒童其他重要

任務的發展，造成不同的適應問題。此外，長期經歷父母衝突的兒童，他們對家

庭關係的內在表徵大多是負向、敵意、破壞性的，對自我的內在表徵是羞恥、自

責或被困住的；但是情緒安全感較高的孩子，認為父母的衝突未必不利，他們可

以從父母衝突中學習如何解決人際紛爭。 

Davies 與 Cummings 於 1994 年提出情緒安全感假說後，陸續驗證其模式，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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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他們強調情緒具有引導認知與行為的功能，他們針對 64 位 4 到 8 歲兒童，引

發其出現不同的情緒，之後再經歷成人衝突情境。結果，不同情緒反應的兒童，

對成人衝突所產生的認知與行為亦有所差異，顯示，在因應衝突情境時，兒童的

情緒會影響認知與行為（Davies & Cummings, 1995）。 

但上述文獻仍無法說明，情緒安全感在父母衝突與兒童適應之間所扮演的中

介角色，且情緒安全感的三個核心成份並未加以驗證，因此，Davies 與 Cummings

（1998）以潛在變項徑路分析探討上述問題。他們以 56 位 6 到 9 歲兒童為對象，

以實驗室模擬衝突情境，錄影觀察並詢問兒童的情緒與行為反應，運用故事完成

測驗，評估兒童對父母衝突的內在表徵，由母親與兒童評量其內外化適應問題。

結果，支持情緒安全感的中介效果，其中，「內在心理表徵」和「情緒反應」，與

父母衝突之相關都達到顯著性，且「情緒反應」與「兒童內化症狀」及「兒童外

化症狀」都達到顯著相關，「內在心理表徵」則與「兒童內化症狀」具有顯著相關，

但是，「調控行為」與父母衝突及兒童的內化、外化問題無顯著相關。 

除了以實驗室模擬情境法，測量兒童對父母衝突的反應，Davies、Forman、

Rasi、與 Steven（2002a）進而發展出評量兒童情緒安全感的「父母間次系統安全

感量表」（Security in Interparental Subsystem Scale, SIS）以簡單方便的方式測量情

緒安全感，且收集大量樣本繼續驗證其概念。此量表共有三十七題四點評量表，

運用在六到八年級的兒童，量表的因素相關、內部一致性及再測信度都達顯著性

（除了行為失控項目之外，其他項目的信度係數都在 0.70 以上）；其效度部份，情

緒反應及內在心理表徵則具有顯著的收斂效度與區辨效度，但調控行為與父母衝

突及兒童適應問題的關係並不顯著。 

Cummings、Schermerhorn、Davies、Goeke-Morey 與 Cummings（2006）不只

以橫斷法驗證情緒安全感概念，也採用長期追蹤研究，他們針對兒童與青少年兩

組樣本，進行二到三年的追蹤，以多元測量方式，檢驗情緒安全感在父母衝突與

子女適應問題之間的中介效果。結果發現，父母衝突與一年後兒童的情緒安全感

有關，兒童的情緒安全感，不只和兒童目前的適應有關，在控制兒童原本的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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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後，情緒安全感也和兒童一年後的適應問題有關。 

然而兒童的情緒安全感是否穩定存在？Davies、Sturge-Apple、Winter、

Cummings 與 Farrell（2006）試圖回答此問題，他們以六歲兒童追蹤一年，結果發

現，一年之後，兒童的三種情緒安全感成份之得分雖有下降，但是與一年前之得

分仍呈現顯著的相關，顯示，兒童面對父母衝突的情緒不安全感，在一年中會穩

定存在。 

 

二、認知評估 

情緒安全感假說強調兒童的不安情緒會影響兒童的知覺與行為，但是 Grych

與 Fincham（1990）從壓力因應的觀點提出「認知背景架構」（cognitive – contextual 

framework）（如圖一所示），主張兒童的認知評估，是影響兒童適應父母衝突的主

要機制。該理論認為父母衝突不需透過改變其他家庭因素，便可對兒童造成直接

影響，重點在於兒童如何知覺父母衝突。Grych 等人延續 Lazarus 與 Folkman(1984)

的壓力因應模式，提出兒童面對父母衝突時的初級評估與次級評估歷程，兒童會

主動解釋父母衝突對其所造成的影響，透過初級評估歷程---兒童開始察覺衝突出

現，判斷父母衝突的強度、頻率、內容、解決與否，確認此衝突對他的威脅性；

進而形成次級評估歷程---兒童進一步判斷造成衝突的原因、責任歸屬、自我因應

效能，並決定如何因應。此外，其它的背景因素，如過去父母衝突的經驗，或兒

童性別、年齡等，亦會影響兒童對父母衝突的認知，這些認知歷程和情緒產生交

互作用，影響兒童的因應行為與適應，兩位學者主張此認知評估是中介父母衝突

與兒童適應的主要機制，而情緒則為輔助性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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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認知背景架構（摘自 Grych & Fincham, 1990） 

  

Grych、Seid 及 Fincham（1992）根據認知背景架構理論，編製了「兒童知覺

父母衝突量表」（Children’s Perception of Interparental Conflict Scale, CPIC），用來測

量兒童對父母衝突的認知成份並驗證其理論。他們以 336 位小學四、五年級兒童

及其父母、老師為研究對象，建立此量表的信度、效度。經由因素分析抽離出三

個主要的認知因素：父母衝突特徵、威脅感、與自責感，三個量尺的內部一致性

係數在 0.78 以上，再測信度係數在 0.68 以上；效度方面，兒童所知覺到的父母衝

突特徵，與父母自評的衝突程度有顯著相關，且兒童知覺的父母衝突特徵，與兒

童的內化、外化問題有顯著關係；威脅感、自責感則與兒童自評的內化問題有顯

著關係。透過迴歸分析發現，兒童知覺的父母衝突，須經過威脅感與自責感為中

介，而影響兒童的內化問題。此外，McDonald 與 Grych（2006）探討不同年齡兒

童對父母衝突知覺的發展差異，他們修訂該量表的幼兒版（Young Children’s 

Perception of Interparental Scale, CPIP-Y），用在 7 到 9 歲兒童，發現，該量表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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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測量 7 到 9 歲兒童對父母衝突的知覺，且透過量表所測得的威脅感，與年長

兒童相同，扮演父母衝突與兒童內化問題的中介因素，即使是 17 到 21 歲青年，

也能測得相同因素（Bickham & Fiese,1997）。 

除了橫斷式研究，長期追蹤研究發現，威脅感與自責感在一年後仍具有穩定

相關，且不論是父母自評或兒童評估的父母衝突，認知評估均扮演父母衝突與兒

童適應的中介變項（Grych, Harold & Miles, 2003）。 

 

三、 情緒安全感及認知評估對兒童適應問題的預測 

   情緒安全感假說與認知背景架構說都試圖探討父母衝突影響兒童適應的歷

程，然而其影響結果又是如何，筆者回顧了兩個理論的系列研究，並將兩理論對

兒童適應行為相關研究的預測結果，整理如表 2-1 與表 2-2。 

有關情緒安全感假說的研究顯示，父母衝突與情緒不安全感，能解釋 40%的

兒童內化問題，但只能解釋 15%的兒童外化問題，情緒安全感能解釋 43%兒童的

內外化適應問題（Davies & Cummings, 1998）。Davies 與 Cumming（1998）認為，

情緒安全感與內化問題較有關係的原因是，兒童在面對父母衝突時，身、心的能

量大多消耗於維持安全感，消弱兒童發展其它任務的資源，故兒童會因為能力不

足、依賴、人際技巧不足，而呈現退縮、自卑、孤單、憂鬱等內化症狀；或因兒

童容易介入父母衝突，增加心理負擔，覺得無助、擔心，而出現內化問題（Davies, 

et al., 2002a）。Davies 等人進而探討造成內外化適應問題的各種影響因素，結果發

現，情緒安全感對 5 到 18 歲兒童的適應問題，都具有顯著的中介效果，但是不同

年齡層兒童之情緒安全感的測量方式，各不相同，有的用問卷法由兒童自陳，或

以問卷由父母親評量，或由觀察員在實驗室詢問、觀察，或由父母親根據家庭生

活的觀察而評估。測量的內容，也不相同，大多以情緒安全感的三元素：情緒反

應、調控行為與內在表徵為主，及其所衍生出的七個量尺：情緒反應、行為失控、

介入行為、逃避行為、建設性家庭表徵、破壞性家庭表徵及衝突波及表徵為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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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不同的組合指稱情緒安全感，但不論何種組合，一定包含情緒反應。Cummings

等人（2006）強調，情緒安全感是家庭體系下的一個控制系統，兒童會評估家庭

成員之間的情感連結是否正向、穩定，當壓力來臨時，兒童評估家庭是否仍能提

供他們適當的情緒可觸及性（emotional availability）及適當應答性

（responsiveness），而在評估的過程，情緒與認知成份都同時涵括。兒童為了達到

情緒安全感的目標，會啟動情緒安全感行為系統，不只是自我陳述出他所知覺到

的不安全情緒（felt insecurity），且會啟動其他的控制歷程，如生理反應、調控行

為、認知反應等，以維持父母衝突下兒童的情緒安全感，這些反應彼此相關，各

有不同表徵，但目的都在維持情緒安全感，因此必須同時測量整個控制系統中的

反應組織，而非測量單一反應，才能代表兒童的情緒安全感狀態。 

情緒安全感假說主張必須同時測量情緒安全感的三元素，但是，若將此三元

素視為整體，探討情緒安全感與內外化適應問題之間的關係時，似乎並未有明確

結論。七篇研究中，有兩篇支持情緒安全感與內化問題的關係較顯著；另外五篇，

認為情緒安全感與內化、外化都有關係，會因不同年齡、不同性別及不同家庭功

能而不同。 

而認知背景架構主張兒童的認知評估為三個不同的因素，有相關但不相同，

大多數研究探討，兒童知覺到的父母衝突特徵，透過威脅感與自責感而影響兒童

適應，但也有部份研究認為父母衝突特徵與兒童適應有直接關係，認知評估三因

素能解釋 43%男童適應問題，能解釋 21%女童適應問題（Grych & Fincham, 1990）。

而認知評估在不同年齡兒童有發展差異，以 10 到 12 歲兒童的認知評估，對適應

問題之影響較顯著，年齡太小（9 歲以下）或太大（17 歲以上）的結果並不顯著，

特別是自責感部份。威脅感與自責感的影響效果不盡相同，且不同性別雖有差異，

但未有定論，以威脅感而言，十三篇研究都支持父母衝突會透過威脅感而影響兒

童適應；在自責感部份則有三篇結果並不顯著（Bickham, & Fiese, 1997; Harold, 

Fincham, Osborne, & Conger, 1997；McDonald & Grych, 2006）。以威脅感對適應問

題的影響而言，大部份的結果認為威脅感與內化問題有關；有兩篇結果認為與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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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化問題都有關（Cummings, Davies, & Simpsons, 1994; Kerig, 1998）；至於自責感，

有四篇認為自責感與內化、外化問題都有關（Kerig, 1998; Jouriles, Spiller, Stephens, 

McDonald, & Swank, 2000; Ulu, & Fisiloglu, 2002; Gerard, Buehler, Franck, & 

Anderson, 2005）；有四篇結果認為自責感只與內化問題有關（Grych, Seid, & 

Fincham,1992; Grych, Fincham, Jouriles, & McDonald, 2000; .El-Sheikh, & Harger, 

2001; McDonald & Grych, 2006）；認為自責感與外化問題有關的，只有兩篇（Dadds, 

Atkinson, Turner, Blums, & Lendich, 1999; Grych, Harold, & Miles, 2003），且都是男

生。新近的研究，將威脅感與自責感的內容再仔細區分，並探討那些因素是初級

評估、那些為次級評估，以及不同因素與評估歷程對適應行為之影響差異。 

回顧國內有關父母衝突對子女影響的研究共三十六篇，可歸納出六點結論：

一、研究方法多以問卷法事後回溯，只有一篇為結構式訪談（方紫薇，2000）、兩

篇為實驗室模擬情境法（徐儷瑜、許文耀，2005；付印中）。二、研究對象多為國

小四年級以上的兒童或青少年，只有三篇包括幼稚園兒童(郭孝貞，1997；徐儷瑜、

許文耀，2005；付印中)。三、研究議題方面，有十篇探討父母衝突與兒少整體生

活適應、情緒困擾、情緒智力、社會行為、人際關係、自我概念之相關研究（郭

孝貞，1997；林美娟，1997；劉宗幸，1998；賴自強，1998；陳一惠，1998；陳

怡吟，2002；王佩君，2003；蔡恒翠，2002；吳虹妮，1998；陳惠雯,林世華與吳

麗娟，2001）；有九篇探討父母衝突與兒少特定適應問題，如憂鬱症狀、自殺意圖、

攻擊行為、內外化問題之關係（江睿霞，1993；林明慧，1989；趙小玲，1998；

何明芬，2001；陳俐婷，2002；劉蓉果，1997；王淑卿，2003；江小燕，2004；

徐儷瑜、許文耀，2005）；針對高中以上對象，十一篇都是研究父母衝突與異性交

往、親密關係與婚姻態度之關係（李閏華，1992；卓紋君，1999；李育忠，1999；

戴靜文，2002；陳美秀，2002；陳怡文，2003；蘇美榕，2003；林素妃，2003；

陳嘉玉，2004；王如芬，2004；吳雅雯，2004）；在兒少的適應議題中，較缺乏針

對內化與外化問題，比較父母衝突對兒童所產生的不同影響歷程。四、研究類型

大都屬於第一代的相關研究，有十篇為第二代的歷程分析，其中四篇探討父母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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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透過親子關係或教養方式所產生的間接影響（林美娟，1997；劉宗幸，1998；

陳俐婷，2003；江小燕，2004）；有六篇則探討父母衝突對子女的直接影響（劉蓉

果，1997；方紫薇，2000；2003；姚如君，2005；徐儷瑜、許文耀，2005；付印

中），因此，有關父母衝突對兒童影響的歷程分析研究正在開展。五、理論架構方

面，大多運用認知背景架構所發展的兒童知覺父母衝突量表，但著重於對父母衝

突特徵的知覺，有兩篇探討兒童認知與其適應之關係（劉蓉果，1997；賴自強，

1998），另有三篇，從家庭系統理論探討青少年的介入方式（張虹雯，民 87；陳惠

雯、林世華與吳麗娟，1999；鄭淑君，2001）；有三篇探討兒童的情緒安全感（林

美娟，1997；徐儷瑜、許文耀，2005；付印中）；有四篇探討兒童對父母衝突的因

應（劉蓉果，1997；方紫薇，2000；2003；姚如君，2005）。六、從研究結果顯示，

一般衝突家庭與嚴重衝突家庭；或離婚家庭與未離婚家庭之父母衝突對子女有不

同影響歷程，宜分別探討（陳俐婷，2003；吳虹妮，1998）。整體而言，國內對父

母衝突議題的探討，以碩士論文居多，有關歷程分析之研究正在開展，特別是從

情緒安全感與認知評估觀點，探討父母衝突對兒童直接影響的機制，仍有待統整，

對於兒童內化問題與外化問題影響機制之比較，值得繼續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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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情緒安全感預測兒童適應之研究彙整 

研究者 

 

樣本 研究目的 研究設計 情緒安全感

測量方式

情緒安全感

測量內容

研究結果 

1.Davies & 

Cummings

（1998） 

56 位 6-9 歲

雙親家庭兒

童 

驗證情緒安

全感理論 

橫斷研究 研究員訪談

父母評量 

情緒反應 

調控行為 

內在表徵 

父母衝突與情緒不安全感能

解釋 40%的兒童內化問題，

但只能解釋 15%的兒童外化

問題 

情緒反應又與兒童的內化及

外化問題有關； 

內在表徵則中介父母衝突與

兒童的內化問題； 

調控行為則與父母衝突及兒

童適應無關 

2.Davies, 

Forman, Rasi, 

& Stevens

（2002a） 

924 位

12-14 歲兒

童 

編製「父母次

系統之情緒

安全感量表」

（SIS） 

橫斷研究 研究員訪談

父母評量 

兒童自填量

表 

情緒反應 

調控行為 

內在表徵 

量尺得分與兒童自評的內化

及外化問題都有顯著相關，

與父母評量的內化問題及老

師評量的外化問題有顯著關

係，但是調控行為中的逃避

與介入量尺與父母衝突及兒

童適應之效度係數較不顯著

3.Davies, 

Harold, 

Goeke-Morey, 

& Cummings

（2002b） 

173 位

12-14 歲兒

童 

比較情緒安

全感與親子

依戀安全感

的來源及影

響之差異 

橫斷研究 兒童自填量

表 

情緒反應 

調控行為 

內在表徵 

情緒安全與父母衝突有關，

且與兒童內化問題的關係較

高；而親子依戀安全感與父

母不當管教有關，且與兒童

的外化問題的關係較高。 

父母衝突會透過情緒安全感

直接影響兒童的適應，也會

間接透過父母不當管教，影

響兒童的依戀安全感此途徑

而影響兒童的適應 

4.Harold, 

Shelton, 

Goeke-Morey, 

& Cummings

（2004） 

181位11-12

歲兒童 

延續 Davies, 

Harold 等人

（2002）的研

究，改以追蹤

法 

一年追蹤 模擬衝突情

境訪談 

情緒反應 

調控行為 

內在表徵 

父母衝突必需透過情緒安全

感為核心概念，進而經由親

子安全感才影響兒童的內

化、外化適應問題。情緒安

全感有中介父母衝突與兒童

適應的直接效果 

情緒反應與調控行為影響外

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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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表徵與適應問題無直接

關係但影響親子安全感 

情緒安全感三元素與內化問

題無顯著直接關係 

5.Davies, 

Cummings, & 

Winter（2004） 

221 位 6 歲

兒童 

比較不同家

庭功能兒童

面對父母衝

突的情緒安

全感及適應

問題差異 

一年追蹤 模擬衝突情

境訪談、觀

察 

情緒反應 

調控行為 

內在表徵 

糾纏型家庭兒童的內化、外

化問題均顯著 

疏離型家庭兒童的外化問題

較顯著 

情緒安全感中的沮喪反應與

一年後內化、外化問題都有

關, 

介入衝動與一年後內化問題

有關 

逃避行為與一年後外化問題

有關 

知覺威脅與一年後內化問題

有關 

6. Cummings, 

Shermerhorn, 

Davies, 

Goeke-Morey, 

& Cummings

（2006） 

226 位 9-18

歲年長兒

童，及 232

位 5-8 歲年

幼兒童 

探討情緒安

全感在父母

衝突與兒童

適應之間的

中介效果 

追蹤兩到

三年 

母親評量 外顯情緒反

應 

介入行為 

情緒安全感是父母衝突與兒

童適應之間的中介變項 

年長兒童以外化問題較顯著

年幼兒童則是內化與外化問

題都有關 

7. El-Sheikh

（2005） 

216 位 6-12

歲兒童 

探討情緒反

應在兒童面

對父母衝突

與適應問題

之間的中介

效果 

橫斷研究 研究員訪談

測量 

膚電反應 

情緒感受 

兒童的膚電反應會中介父母

衝突與男生的內化問題與女

生的內化、外化問題， 

男生的生氣情緒及女生的難

過情緒會惡化兒童的適應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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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認知評估預測兒童適應之研究彙整 

研究者 

 

樣本 研究目的 研究設計 認知評估

測量方式

認知評估 

測量內容 

研究結果 

1.Grych, Seid, 

& Fincham. 

(1992) 

222 位 9-12

歲兒童 

建立兒童知覺

父母衝突量表

的信度與效度

橫斷研究 兒童知覺

父母衝突

量表 

威脅感=知覺威脅

+因應效能 

自責感=自責+衝

突內容 

兒童知覺父母衝突量

表測得衝突特徵、威脅

感與自責感三因素。威

脅感與男生、女生自陳

的內化問題有顯著相

關；自責感與男生、女

生自陳的內化問題，及

老師評的內化問題有

顯著相關。且父母衝突

透過威脅感與自責感

為中介影響兒童的內

化問題 

2. Cummings, 

Davies, 

Simpsons. 

(1994) 

51 位 9-12

歲雙親家庭

兒童 

探討兒童對父

母衝突的認知

評估及因應效

能與兒童適應

之關係 

橫斷研究 兒童知覺

父母衝突

量表 

模擬衝突

情境後訪

談因應效

能 

威脅感=知覺威脅

+因應效能 

自責感=自責+衝

突內容 

因應效能 

威脅感與母親評男生

的內化、外化問題有顯

著相關； 

自責感與母親評女生

內化問題有顯著相關；

因應效能與男生的內

化、外化問題有顯著相

關 

3. Kerig

（1998） 

174 位 7-11

歲兒童 

探討認知評估

在父母衝突與

兒童適應之中

介角色或調節

角色 

橫斷研究 兒童知覺

父母衝突

量表 

父母失和

控制與因

應量表 

威脅感=知覺威脅

+因應效能 

自責感=自責+衝

突內容 

父母衝突與兒童適應

有直接相關，認知評估

為調節變項，知覺衝

突、威脅感、自責感及

控制感與男生的外化

問題有關；知覺衝突、

威脅感、自責感及控制

感與女生的內化問題

有關 

4. Grych, 

Fincham, 

Jourles, & 

McDonald. 

(2000) 

317位10-14

歲社區兒童

與 145 位

10-12 歲家

暴兒童 

驗証認知評估

在父母衝突與

兒童適應之中

介角色 

橫斷研究 兒童知覺

父母衝突

量表 

 

威脅感=知覺威脅

+因應效能 

自責感=自責+衝

突內容 

威脅感中介父母衝突

與兩組樣本男生、女生

之內化問題，自責感中

介兩組樣本男生、社區

女生之內化問題 

5.Harold, 146位 11-12 探討父母衝突 橫斷法及 兒童知覺 威脅感=知覺威脅 橫斷法及追蹤研究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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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cham, 

Osborne, & 

Conger. 

(1997). 

歲雙親家庭

兒童及 451 

個家庭 

對兒童的直接

與間接影響 

一年追蹤

研究 

父母衝突

量表 

 

+因應效能 

自責感=自責+衝

突內容 

示父母衝突對兒童的

直接影響只與男生的

內化問題有關，其中直

接影響指衝突形式、威

脅感及衝突內容； 

父母衝突的間接影響

也被支持，特別是影響

兒童的外化問題 

6. Bickham, & 

Fiese. 

(1997) 

215位17-21

歲晚期青少

年 

檢驗兒童知覺

父母衝突量表

應用於青少年

晚期的適用性

橫斷研究 兒童知覺

父母衝突

量表 

 

威脅感=知覺威脅

+因應效能 

兒童知覺父母衝突量

表應用於青少年亦可

得到相同的因素。威脅

感與青少年的自尊、能

力感、自我認同有顯著

負相關，但自責感分數

偏低 

7. Dadds, 

Atkinson, 

Turner, Blums, 

& Lendich. 

(1999) 

455位10-14

歲青少年 

探討父母衝突

解決型態與子

女衝突解決型

態及其適應之

關係。 

橫斷研究 兒童知覺

父母衝突

量表 

 

威脅感=知覺威脅

+因應效能 

自責感=自責+衝

突內容 

父母衝突直接影響男

生與女生的外化問

題，威脅感與男生的內

化問題有關，自責感與

男生的外化問題有關

8.Jouriles, 

Spiller, 

Stephens, 

McDonald,  

& Swank, 

(2000) 

154 位 8-12

歲家暴兒童 

探討高衝突家

庭兒童之認知

評估及其適應

問題 

橫斷研究 兒童知覺

父母衝突

量表

（CPIC）

兒童對父

母分居信

念量表

（CBAPS

） 

自責感=CPIC-SB 

& CBAPS-SB 

威脅感=知覺威脅

+害怕遺棄 

自責感與母親評量的

兒童外化問題有關；威

脅感、自責感及害怕被

遺棄與兒童自評的憂

鬱、焦慮有關。且年長

兒童（10-12 歲）比年

幼兒童（8-9 歲）較顯

著 

9.Ulu, & 

Fisiloglu,  

(2002) 

232 位 9-12

歲雙親家庭

兒童 

了解父母衝突

與子女內外化

之關係,並探

討性別與年齡

差異 

橫斷研究 兒童知覺

父母衝突

量表 

威脅感=知覺威脅

+因應效能 

自責感=自責+衝

突內容 

父母衝突特徵與兒童

內化問題有關； 

威脅感與內化問題有

關； 

自責感與內化、外化問

題都有關，其中男生之

外化問題較高、女生之

內化問題較高。 

10.El-Sheikh,  89 位 8-11 探討兒童對父 橫斷研究 兒童知覺 威脅感=知覺威脅 威脅感與自責感和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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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ger,  

(2001) 

歲雙親家庭

兒童 

母衝突的認知

評估與其內外

化問題、健康

狀況、生理反

應之關係 

父母衝突

量表 

+因應效能 

自責感=自責+衝

突內容 

化問題、健康問題及心

跳反應有關， 

11. Grych, 

Harold, & 

Miles. 

(2003) 

298位 11-12

歲社區兒童 

以長期追蹤驗

證威脅感與自

責感在父母衝

突與兒童適應

的中介角色 

一年追蹤 兒童知覺

父母衝突

量表 

 

威脅感=知覺威脅

+因應效能 

自責感=自責+衝

突內容 

威脅感在一年後仍顯

著相關，且父母衝突透

過威脅感為中介影響

兒童內化問題；自責感

在一年後仍穩定相

關，且能中介兒童的外

化問題 

12. Gerard, 

Buehler, 

Frank, & 

Anderson,

（2005） 

1893 位

10-14 歲社

區兒童 

分別探討威脅

感、自責感與

因應效能在父

母衝突所扮演

的中介角色差

異 

橫斷研究 兒童知覺

父母衝突

量表 

 

威脅感（只測威脅

感） 

自責感（只評自責

感） 

因應效能（只測因

應效能） 

父母衝突（兒童自評）

透過威脅感影響兒童

的內化問題；自責感與

內化及外化問題都有

關。 

父母衝突（父母評量）

透過威脅感而影響兒

童內化問題；自責感與

父母衝突（父母評量）

無關，但透過威脅感，

進而影響自責感，再影

響兒童的內化問題，故

威脅感為初級評估，自

責感為次級評估 

兒童的因應效能則影

響兒童的內化問題 

13. McDonald 

& Grych,

（2006） 

179 位 7-9

歲社區兒童 

探討 7-9 歲兒

童對父母衝突

的知覺及其與

適應問題之關

係 

橫斷研究 兒童知覺

父母衝突

量表 

 

威脅感（只測威脅

感） 

自責感（只評自責

感） 

 

父母衝突（兒童自評）

透過威脅感與自責感

為中介影響兒童的內

化問題，但與外化問題

無關，外化問題只與父

母衝突特質有關，且自

責感得分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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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情緒安全感與認知評估之比較 

從上述文獻的回顧可以得知，情緒安全感假說與認知背景架構，各自主張其

核心概念為父母衝突與兒童適應之間的中介變項，但是情緒安全感與認知評估兩

者，究竟何者對兒童適應問題的解釋較為適切，兩者之差異又為何？ 

Davies, Harold, Goeke-Morey,與 Cummings（2002 b）是唯一將兩理論同時加以

比較者，他們運用結構方程模式進行理論模式之間的驗證。以兩年的追蹤研究，

探討情緒安全感，及認知背景架構中的威脅感與自責感，三個因素在父母衝突與

兒童適應之間的中介效果。結果發現，認知背景架構中的自責感與威脅感，對兒

童的內化問題並無顯著解釋力，特別是威脅感，與兩年後兒童的內化問題或外化

問題都沒有顯著關係，只有自責感，能增加對兩年後兒童外化問題的解釋力，自

責感與父母衝突的關係亦不顯著。但是情緒安全感，則與父母衝突及兒童內、外

化問題，都具有顯著相關，且情緒安全感能夠增加對理論模式的解釋力，因此情

緒安全感假說，對闡述父母衝突對兒童適應的直接影響，具有強而有力的影響。

且自責感及威脅感，與情緒安全感有顯著相關，Davies 等人認為，認知背景架構

中的威脅感、自責感，與情緒安全感在概念上有許多相似之處，都是威脅到兒童

內在的安全感，因此，當兩種理論同時討論時，威脅感與自責感的概念，便容易

被納至情緒安全感中。 

但是上述結果與認知背景架構的研究結果並不一致，過去的研究大多認為，

自責感與威脅感都和兒童的內化問題有關（Dadds, Atkins, Turner, Blums, & Lendich, 

1999; Grych, Fincham, Jouriles, & McDonald, 2000; Kerig, 1998；Mc-Donald , & 

Grych, 2006）。而 Grych 等人（2003）以一年的追蹤研究，探討威脅感與自責感的

穩定度，並驗證威脅感與自責感，在父母衝突與一年後兒童內外化問題間的中介

效果，結果，威脅感與自責感在一年後仍維持穩定，即使是一年之後，威脅感與

自責感仍具有中介效果，其中威脅感與兒童的內化問題有顯著關係，而自責感則

與兒童的外化問題有關。若以此長期研究與 Davies 等人（2002 b）的長期研究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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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自責感部份有相同的結果，都與一到兩年後兒童的外化問題有顯著關係，但

是有關威脅感的結果，Davies 等人（2002 b）的研究結果則與 Grych 等人（2003）

的結果截然不同。 

仔細探討 Davies 等人（2002 b）對威脅感的測量方式，Davies 等人與 Grych

等人的研究對象、樣本人數相近，都是兩百多位五、六年級兒童，測量工具與統

計分析方式也相同，都是採用兒童知覺父母衝突量表（Grych et al.,1992）進行結

構方程式分析。但是最大的差異在於，Davies 等人為了區分兒童的情緒成份與認

知成份，保留了情緒安全感三十七題的測量內容，但是，他們認為兒童知覺父母

衝突量表中知覺威脅量尺，測量題目與情緒安全感有相當大的重疊性，故將知覺

威脅量尺的題目，由原來的六題刪除四題，在只剩兩題的情況下，威脅感此概念

是否能夠充份測得，值得重新檢視。然而，威脅感此因素包括知覺威脅與因應效

能兩個量尺，共十二題，Davies 等人刪除四題之後，以該因素的八個題目（大多

是因應效能的題目）進行內部一致性檢測（α= .72），認為與原量表因素無顯著差

異，但是效度的問題卻未清楚說明。因此，Davies（2002 b）將知覺威脅量尺中的

六題刪成兩題，而推論威脅感與兒童的內化問題，或外化問題均無顯著關係，很

可能是因為他們對威脅感的測量，與 Grych 等人（1992）所採用的測量內容有所

差異而導致。 

然而，是否真如 Davies 等人所說，認知評估的概念都被情緒安全感所涵括？

而認知評估強調的重點又何在？難道認知評估在兒童適應父母衝突的過程中都不

具有影響性嗎？為進一步比較兩種概念之間的異同，筆者逐一比較兩種理論的測

量內容，發現，兩者不僅在概念有相關，在測量內容上也有很大相似性，以情緒

安全感假說而言，雖然它強調兒童面對父母衝突時的情緒層面，但情緒安全感的

三元素也包括了認知部分--內在心理表徵，因此情緒安全感中的內在心理表徵，與

認知背景架構說中的認知評估，究竟有何異同？此外，認知評估中的核心成分—

知覺威脅，與情緒安全感中兒童自身的安全感受到威脅，是否為兩個不同的概念，

亦或相同？以及，認知評估中的因應效能，與情緒安全感中調控行為之不同處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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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以下將逐一討論兩論點測量內容之異同。 

 

一、情緒安全感中「內在心理表徵」與認知評估中「自責感」之比較 

 
情緒安全感假說認為兒童經歷父母衝突的經驗，會形成對父母、對自我以及

對家庭的內在表徵或運作模式（working model），兒童會依此內在表徵影響未來的

適應（Davies & Cummings, 1994）。從「父母間次系統安全感量表」的內容加以分

析，有關父母衝突下兒童的內在表徵包括三部分：建設性的家庭、破壞性的家庭、

及衝突波及自我，詳細題目如表 2-3 所示，其中家庭表徵又分：對未來家庭關係，

與對未來父母關係的內在表徵。若比對自我內在表徵之題目（表 2-3 之衝突波及的

四題），與兒童知覺父母衝突量表中自責感因素的題目（如表 2-4 所示，包括自責

感量尺五題，與內容量尺四題），發現，安全感量表的第 37 題：我覺得好像這是

我的錯，與兒童知覺父母衝突量表中的第 19 題：我的爸媽吵架，是因為我的錯、

第 50 題：我的爸媽吵架，通常不是我的錯，這些題項之間的共通之處在於兒童認

為是自己的錯；此外，安全感量表的第 41 題：我認為爸媽會責怪我，與兒童知覺

父母衝突量表中的第 43 題：我的爸媽吵架時，他們會責備我、第 9 題：我的爸媽

吵架時，不會怪到我身上、第 28 題：我的爸媽吵架，即使他們不說，我覺得自己

應該負責任，這些題項都在測量兒童認為父母會責備他；以及，安全感量表的第

33 題：我覺得爸媽好像在為我的事心煩，與兒童知覺父母衝突量表中的第 22 題：

我的爸媽爭吵，通常跟我做的事有關、第 31 題：我爸媽的爭吵，是因為我所做的

事情造成、第 39 題：當我做錯事時，我的爸媽通常會因此吵架、第 3 題：我的爸

媽常會因為我在學校發生的事而吵架，這些題項相同之處在於，兒童認為自己是

造成父母衝突的導因。 

因此對自我表徵的部份，兩個理論的共同概念可歸納成三點：父母衝突的內

容是否與我所做的事有關、父母衝突是我的錯所引起、父母衝突時是否會責怪我。

所不同的是情緒安全感只用一題測量，但是認知背景架構觀點卻用二到三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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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題時以正向、反向題來製訂，在這三點內容上顯示，認知背景架構對兒童自我

表徵的重視。 

此外，兩理論的另一相異之處在於，情緒安全感對兒童認知表徵評估的焦點

不只對自己，還增加對未來父母關係及家庭關係的評估。此情緒安全感中認知表

徵的觀點，似乎比認知背景架構中自責感概念範疇來得大，Bickham 與 Fiese（1997）

發現，年長子女對父母衝突的自責感得分偏低，其可能的原因是年長兒童的認知

發展與因應父母衝突能力增加，較不會將父母衝突歸因於自我，而 Cummings 與

Wilson （1999）發現青少年在父母衝突時，更關注的是父母婚姻關係未來的變化，

而非自我議題，因此，將對父母與家庭關係的認知表徵加入認知評估中，似乎比

只測量自責感更加完整。 

 

表 2-3：安全感量表中「內在心理表徵」之題目（摘自 Davies, Forman, Rasi, & Steven, 2002a） 

一 建設性家庭表徵(Constructive Family Representations) 
題號 當爸媽吵架時(When my parents have an argument…..) 
34 我認為家人還是可以彼此和睦相處(The family is still able to get along with 

each other.) 
35 我知道爸媽仍然彼此相愛(I know they still love each other.) 
36 我知道一切都會 OK 沒問題(I know that everything will be OK.) 
43 我相信爸媽可以解決他們的問題(I believe that they can work out their 

difference.) 
二 破壞性家庭表徵(Destructive Family Representations) 
題號 當爸媽吵架時(When my parents have an argument…..) 
38 我擔心這個家的未來(I worry about my family’s future.) 
39 我擔心爸媽下一步會做什麼(I worry about what they are going to do next.) 
40 我認為爸媽爭吵，是因為他們不知道如何相處(I know it’s because they don’t 

know how to get along .) 
42 我想爸媽可能會分居或離婚(I wonder if they will separate or dirvorce.) 
三 衝突波及的心理表徵(Conflict Spillover Representation) 
題號 當爸媽吵架時(When my parents have an argument…..) 
21 我覺得自己夾在父母當中(I feel caught in the middle.) 
33 我覺得爸媽好像在為我的事心煩(I feel like they are upset with me.) 
37 我覺得好像這是我的錯(I feel like it’s my fault.) 
41 我認為爸媽會責怪我(I think they blame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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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知覺父母衝突量表中「自責感」之題目（摘自 Grych, Seid, & Fincham,1992） 
題號 自責感（Self blame） 

9 我的爸媽吵架時，不會怪到我身上(I’m not to be blame when my parents have 
arguments.) 

19 我的爸媽吵架，是因為我的錯(It’s usually my fault when my parents argue.) 
28 我的爸媽吵架，即使他們不說，我覺得自己應該負責任(Even if they don’t say 

it, I know I’m to blame when my parents argue.) 
43 我的爸媽吵架時，他們會責備我(My parents blame me when they have 

argument.) 
50 我的爸媽吵架，通常不是我的錯(Usually it’s not my fault when my parents 

have arguments) 
題號 內容 

3 我的爸媽常會因為我在學校發生的事而吵架(My parent often get into 
argument about things I do at school.) 

22 我的爸媽爭吵，通常和我做的事有關(My parent’s arguments are usually about 
something I did.) 

31 我爸媽的爭吵，是因為我所做的事情造成(My parents usually argue or 
disagree because of things that I do.) 

39 當我做錯事時，我的爸媽通常會因此吵架(My parents often get into argument 
when I do something wrong.) 

 
 

二、認知評估中「知覺威脅」與情緒安全感中「情緒反應」之比較 

 

Grych 等人(1992)認為兒童面對父母衝突時，會因為擔心父母受傷、父母離婚、

自己遭殃、自己被罵等原因而感到威脅，此知覺威脅感，在認知背景架構理論中，

扮演中介父母衝突與兒童內化問題的重要角色。而情緒安全感假說亦主張，父母

衝突最主要是兒童在家庭關係中的安全感受到威脅與動搖（Davies & Cummings, 

1994），因此兩理論之間似乎有異曲同工之妙。 

所不同之處在於兩者的測量內容，兒童知覺父母衝突量表中「知覺威脅」量

尺（如表 2-5 所列）也評估兒童的情緒反應，該情緒反應主要是害怕與擔憂，並未

評量兒童的情緒強度、情緒反應方式及失控程度，該量尺的重點在於瞭解兒童擔

憂與害怕的原因。 

但父母間次系統安全感量表則測量兒童的情緒類別以及情緒失調程度，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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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情緒強烈而出現的失控行為（如表 2-6 所列題目），因此情緒安全感假說，對

於兒童安全感受威脅後的情緒類別、情緒強度、以及情緒反應方式有較詳細評估，

但是對於擔憂或害怕的原因則不如認知評估觀點有較多探討。 

然而，情緒安全感假說並非沒有考慮這些引發擔心或害怕的想法，而是將情

緒與想法分開測量，對於這些引發情緒的想法，Davies 等人（2002 a）將它併在內

在心理表徵的部份，若仔細檢視知覺威脅量尺，與內在心理表徵因素的題目，兒

童知覺父母衝突量表中「知覺威脅量尺」的第 35 題：爸媽吵架時，我擔心他們其

中有人會受傷、第 26 題：爸媽吵架時，我害怕有不好的事情發生、第 17 題：爸媽

吵架時，我擔心有事會發生在我身上、第 42 題：爸媽吵架時，我擔心他們也會對

我大聲吼叫、第 47 題：爸媽吵架時，我擔心他們可能會離婚，兒童擔心父母、擔

心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擔心自己等，似乎在情緒安全感的內在心理表徵中，都

能找到相似的測量內容，例如，表 2-3 情緒安全感量表中「內在心理表徵」的第

39 題：我擔憂爸媽下一步會做什麼、第 38 題：我擔憂這個家的未來、第 36 題：

我知道一切都會 OK 沒問題、第 41 題：我認為爸媽會責備我、第 42 題：我想他們

可能會分居或離婚，甚至 Davies 等人同時以正向題與反向題加以編製。 

歸納上述引發威脅感的想法，在兒童知覺父母衝突量表中主要分為擔心父

母，例如第 35 題：爸媽吵架時，我擔心他們其中有人會受傷、第 26 題：爸媽吵架

時，我害怕有不好的事情發生、第 47 題：爸媽吵架時，我擔心他們可能會離婚；

與第二部份擔心自己會遭殃，例如：第 17 題：爸媽吵架時，我擔心有事會發生在

我身上、第 42 題：爸媽吵架時，我擔心他們也會對我大聲吼叫。 

而在情緒安全感量表中，對家庭關係的內在表徵則包括對父母，例如：第 39

題：我擔憂爸媽下一步會做什麼、第 42 題：我想他們可能會分居或離婚、第 35

題：我知道爸媽仍然彼此相愛、第 43 題：我相信爸媽可以解決他們的問題；以及

對整個家庭的表徵，例如：第 38 題：我擔憂這個家的未來、第 36 題：我知道一切

都會 OK 沒問題、第 34 題：我認為家人還是可以彼此和睦相處。 

因此，兒童知覺父母衝突量表中的「自責感」因素，著重於對自我表徵的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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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知覺威脅量尺」則測量對父母關係及對自我的認知表徵，但是對於整體家庭

的表徵，則是認知背景架構較未探討的部份。至於對情緒反應的部份，兒童知覺

父母衝突量表並未直接測量，而是情緒安全感量表所測量的情緒類別、情緒強度、

情緒失調程度與行為失控，較為豐富。 

 
表 2-5：知覺父母衝突量表中「知覺威脅」量尺的題目（摘自 Grych, Seid, & Fincham,1992） 

題號 知覺威脅(Perceived threat) 
7 我的爸媽吵架時，我好害怕(I get scared when my parents argue.) 
17 我的爸媽吵架時，我擔心有事會發生在我身上(When my parents argue I worry 

about what will happen to me.) 
26 我的爸媽吵架時，我害怕有不好的事情發生(When my parents argue I’m afraid 

that something bad will happen.) 
35 我的爸媽吵架時，我擔心他們其中有人會受傷(When my parents argue I worry 

that one of they will get hurt.) 
42 我的爸媽吵架時，我擔心他們也會對我大聲吼叫(When my parents argue I’m 

afraid that they will yell at me too.) 
47 我的爸媽吵架時，我擔心他們可能會離婚(When my parents argue I worry that 

they might get divorced.) 
 
 

表 2-6：安全感量表中「情緒反應」之題目（摘自 Davies, Forman, Rasi, & Steven, 2002a） 

一 情緒激起(Emotional arousal) 
題號 我的爸媽吵架時，我覺得(When my parents argue, I feel…..) 
1 難過(Sad.) 
2 害怕(Scared.) 
3 生氣(Angry.) 
4 不安(Unsave.) 
二 情緒失調(Emotional dysregulation) 
題號 我的爸媽吵完架之後(After my parents argue…..) 
7 我的一整天都被破壞了(It ruins my whole day.) 
8 我很難讓自己平靜下來(I can’t seem to calm myself down.) 
9 我很難擺脫自己不好的心情(I can’t seem to shake off my bad feelings.) 
12 我試著隱藏我的感受(I try to hide what I’m feeling.) 
24 我沒有辦法停止去想爸媽的問題(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their problems.) 
三 行為失控(Behavior dysregulation) 
題號 我的爸媽吵架時(When my parents have an arg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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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我對著我的家人大叫，或對他們說些不好聽的話(I yell at it, or say unkind 
things to, people in family.) 

14 我對我的家人丟東西、踢他們、打他們(I hit, kick, slap, or throw things at people 
in my family.) 

19 我故意耍寶或惹出麻煩(I try to clown around or cause trouble.) 
 

至於因應效能量尺是否要合併在威脅感此因素中，也有諸多爭議。Grych 等人

（1992）編製兒童知覺父母衝突量表時，經由兩組樣本進行因素分析，因應效能

量尺與知覺威脅量尺雖然歸屬於同一個因素，但是兩個量尺的因素負荷量卻有差

距，在樣本一中，知覺威脅量尺的因素負荷量為 0.94，但因應效能量尺的因素負

荷量為 0.56；在樣本二中，知覺威脅量尺的因素負荷量為 1.03，但因應效能量尺

的因素負荷量為 0.48。Bickham 與 Fiese (1997)沿用兒童知覺父母衝突量表於青少

年晚期樣本，經由因素分析發現，威脅感量尺與因應效能量尺則具有高度因素相

關。但是 McDonald 與 Grych (2006)修訂兒童知覺父母衝突量表的幼兒版時，則只

採用威脅感量尺的題目，結果，威脅感仍扮演兒童知覺父母衝突與內化問題之間

的中介角色。且 Gerard、Buehler、Frank、與 Anderson（2005）嘗試將威脅感與因

應效能加以區分，發現，威脅感與因應效能在父母衝突與兒童內化行為之間，雖

然都具有中介效果，但是威脅感為初級評估，因應效能則為次級評估，由此看來，

因應效能量尺是否應放在威脅感的構念中，是需要加以細思與澄清的。 

 

三、認知評估中的「因應效能」與情緒安全感中「調控行為」之比較 

 

而認知評估中的「因應效能」所指為何？Grych 等人（1990,1992）根據

Bandura(1973)的自我效能觀點，提出兒童的因應效能概念，指的是，兒童相信他

們有能力因應父母衝突。如果兒童的因應效能高，兒童會覺得有希望而投入有效

的因應行為，反之，若兒童的因應效能低，兒童會感到無望無助，而降低因應的

努力。兒童知覺父母衝突量表中對因應效能的評估如表 2-7 所列，主要測量的內容

為，兒童自覺是否有能力調控自我的負向感受，與停止父母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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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安全感假說中亦提出兒童透過調控行為來停止、降低、或控制父母衝

突，以維持兒童的情緒安全感，研究發現，長期處於父母衝突下的兒童，傾向以

言語或行動介入的方式停止父母衝突（Davies & Cummings, 1994），因此，父母間

次系統安全感量表中對兒童調控行為的測量，則包括介入與逃避兩種傾向（如表

2-8 所列），其中，介入部分有四題是傾向透過行為介入使父母衝突緩和，但另外

兩題則是以想法介入；逃避的部分是不知如何是好而傾向故做鎮靜、默默等待或

想要逃避遠離。 

比較上述兩個觀點對兒童調控行為的差異，在概念上，認知評估測量的是兒

童自覺的調控能力，而情緒安全感假說測量的調控行為，並不涉及兒童對自我能

力的評估，而是當下兒童傾向採取的行為方式。在內容上，認知評估測量的因應

效能，包括調控自我的負向感受與停止父母的衝突，但是情緒安全感假說中測量

的調控行為，則只針對調控父母衝突，並未包括調控自我負向情緒。因此，因應

效能量尺所測量兒童調控的方式與調控的效能，都較情緒安全感中的調控行為豐

富，但是因應效能在兒童適應父母衝突中的角色為何，目前只有 Gerard 等人（2005）

認為其為次級評估，值得未來再深入探討。 

 

表 2-7：知覺父母衝突量表中「因應效能」量尺的題目（摘自 Grych, Seid, & Fincham,1992） 
題號 因應效能(Coping efficacy) 
6 我的爸媽吵架時，我可以做一些事讓自己心情好一點(When my parents argue 

I can do something to make myself feel better.) 
15 我的爸媽吵架時，我不知道該怎麼辦(I don’t know what to do when my parents 

have arguments.) 
25 我的爸媽吵架時，我可以想辦法讓他們不要再吵了(When my parents argue or 

disagree I can usually help make things better.) 
34 我的爸媽吵架時，我沒有辦法做任何事停止他們(When my parents argue 

there’s nothing I can do to stop them.) 
46 我的爸媽吵架時，我的心情好不起來(When my parents argue or disagree 

there’s nothing I can do to make myself feel better.) 
51 我的爸媽吵架時，我說什麼他們都不聽(When my parents argue they don’t 

listen to anything I 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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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安全感量表中「調控行為」之題目（摘自 Davies, Forman, Rasi, & Steven, 2002a） 

一 介入(Involvement) 
題號 我的爸媽吵架時(When my parents have an argument…..) 
6 我對爸媽感到很抱歉(I feel sorry for one or both of my parents.) 
16 我故意引發其它事情來分散轉移爸媽的注意力(I try to distract them by bring 

up other things.) 
18 我儘量去做一些讓他們覺得高興的事(I try to be on my best behavior(like 

doing nice things for them).) 
26 我試著幫他們解決問題(I try to solve the problem for them.) 
28 我試著安慰爸爸、媽媽(I try to comfort one or both of them.) 
30 我努力假裝爸媽的事情變好了(I try to pretend that things are better.) 
二 逃避(Avoidance) 
題號 我的爸媽吵架時(When my parents have an argument…..) 
11 我保持相當鎮定，假裝自己沒感覺(I keep really still, almost as if I were 

frozen.) 
15 我不知道該做什麼(I don’t know what to do.) 
22 我儘量保持安靜(I try to be really quite.) 
23 即使我心裡很想做一些事情，但最後我還是什麼也沒做(I end up doing 

nothing even though I wish I could do something.) 
27 我等待且期待事情會改善(I wait and hope things will get better.) 
29 我覺得很想和爸媽離得越遠越好(I feel like staying as far away from them as 

possible.) 
31 我試著遠離他們（例如：離開這個房間）(I try to get away from them(for 

example, by leaving the room).) 

 

四、結論 

 

從情緒安全感的測量內容的量來看，情緒安全感雖然只強調一個核心概念，

但是它卻透過七個不同的量尺、三十七個題目來測量，將情緒、認知與行為三元

素都涵括在情緒安全感中；反觀認知評估，主張威脅感與自責感是兩個不同的概

念，各自透過兩個量尺來測量，若再將知覺威脅與因應效能加以區分，知覺威脅

用六個題目測量，因應效能有六個題目，自責感有九個題目，共二十一題，在測

量的量上，情緒安全感顯然較佔優勢，所以相關的內容很容易就被併入情緒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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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概念中。 

再從測量的內涵來看，雖然 Davies 等人強調情緒、認知與行為三成份密不可

分，但是三者的重要性是否相同？若分別從三個成份做比較，調控行為的效度一

直受到質疑，因此調控行為是否要繼續保留在情緒安全感中，或是重新修正，值

得爭議。而情緒反應是情緒安全感的主要特徵，雖然包括情緒激起、情緒失調及

行為失控三個部份，但行為失控量尺的信度並不佳。另一個是內在表徵成份，若

將認知評估中的自責感、威脅感與內在表徵之題目內容仔細比較，可發現內在表

徵中的波及我表徵幾乎都被自責感所涵蓋，而威脅感包括情緒與認知成份。因此，

若 Davies 等人（2002b）認為情緒安全感將認知評估中的威脅感、自責感都包括，

確切來說，應該是情緒安全感中包括了知覺威脅與自責感中波及我的概念，但是

對自我責備的表徵及因應效能卻是情緒安全感所不足之處，而對家庭表徵及情緒

反應的測量則是情緒安全感的優勢。Davies 等人（2002b）的研究中認為認知評估

中的自責感與威脅感在中介父母衝突與兒童適應時並未達顯著性，而是情緒安全

感對兒童適應問題有較佳解釋力，是否代表情緒安全感中的情緒反應與家庭表徵

是預測兒童適應的主要因素，實徵的研究結果又是如何？有鑑於此，筆者乃進一

探討情緒安全感中三個成份對預測兒童適應問題的差異。 

 

五、 情緒安全感中三成份對預測兒童適應問題之差異 

 

Davies 與 Cummings（1994）強調情緒安全感此潛在概念，需同時以情緒反應、

調控行為與內在表徵三種觀察變項呈現出來，但是此三成份對情緒安全感的重要

性是否相同？是否一定要三者俱存？是否可以找出情緒安全感的核心成份？ 

1998 年 Davies 與 Cummings 首先驗證情緒安全感的中介效果，結果發現，與

父母衝突的相關而言，情緒反應與父母衝突的相關最高（r = .34**, p<.01），內在

表徵其次（r = .29*, p< .05），調控行為則與父母衝突無顯著關係（r = -.06）；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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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兒童適應症狀之相關，情緒反應與內化症狀之相關為 0.38**（p<.01）、與外化症

狀之相關未達顯著（r =.25, p>.05），內在表徵也是只和內化症狀有顯著相關（r 

= .39**, p<.01），調控行為則與內化、外化症狀均無顯著相關（r = -.17, r = -.16）。

因此，綜合情緒安全感與父母衝突及兒童適應之間的關係，情緒反應與內在表徵

比調控行為，更能有效表徵情緒安全感在父母衝突與兒童適應間的意義，情緒反

應與內在表徵對兒童內化症狀的預測力相近。 

再者，若探討情緒反應、調控行為與內在表徵三者之間的關係，Davies 與

Cummings（1998）的研究發現，情緒反應與調控行為、內在表徵之相關為 0.31

（p<.01） 與 0.33（p<.01），達到顯著性，但是調控行為與內在表徵之相關只有 0.17，

三者之間的平均相關為 0.27，代表三者在解釋情緒安全感的共變量只有 7%，亦即

三者之間仍有 93%差異存在，而這些差異的內涵為何，而這 93%差異是否存在著

影響父母衝突與兒童適應的重要因素，則值得仔細探究。而 Davies 與 Cummings

（1998）也透過測量模式探討情緒安全感三成份的內涵，他們刪除了因素負荷量

低於 0.3 的觀察變項，結果，若依因素負荷量高低排列，表徵「情緒反應」的觀察

變項依序為「沮喪程度」（loading=.77）、「敵意程度」（loading=.68）、「警覺程度」

（loading=.56）；表徵「內在表徵」的觀察變項依序為「長期父母關係」

（loading=.78）、「親子關係」（loading=.72）、「短期父母關係」（loading=.58）；表

徵「調控行為」的觀察變項依序為「介入傾向」（loading=.99）、「逃避傾向」

（loading=.68）。顯示，情緒安全感中的情緒反應的內涵以沮喪、憤怒與警覺為主，

內在表徵的內涵則是對父母關係、親子關係的短期與長期想法，調控行為的內涵

則以介入傾向比逃避傾向具有更高因素負荷量。 

Davies 等人（2002a）進而編製父母次系統下的情緒安全感量表，先以探索性

因素分析法，從四十題題目中刪除因素負荷量低於 0.3 的題目三題，以斜交轉軸抽

取出七個特徵值都大於 1 的因素，能解釋 61%的變異量。此七個因素運用於樣本

二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時，得到的模式適合度尚可（X2/df ratio<5, RMSEA<.08, CFI 

=.86, TLI =.84）。其中，「情緒反應因素」與「行為失控因素」形成情緒安全感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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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反應成份；「建設性的家庭表徵」、「破壞性家庭表徵」與「波及自我」三個因素

形成情緒安全感中的內在表徵；「逃避因素」與「介入因素」則形成情緒安全感中

的調控行為成份。以信度而言，「行為失控因素」的再測信度最低（r < 0.7），其它

六個因素的內部一致性係數都高於 0.7。在效度方面，以收斂效度而言，「情緒反

應因素」、「介入因素」、「建設性的家庭表徵」與「破壞性家庭表徵」與模擬衝突

情境後的情緒、認知反應各有顯著相關；區辨效度中，「逃避因素」、「介入因素」

與父母評量的家庭衝突無顯著相關，且與母親、父親、老師評量的兒童外化問題

無顯著相關，「介入因素」與內化問題的相關並不一致，由此，再度顯示由「逃避

因素」與「介入因素」所指稱之調控行為成份其效度並未獲得充份支持。 

若排除欠缺效度的調控行為，及信度不佳的「行為失控因素」，情緒安全感中

情緒反應與認知表徵，對兒童適應問題的預測是否有所不同。根據 Davies 等人

（2002a）的研究結果，綜合兒童自評與母親、父親、老師所評量的兒童適應問題，

「情緒反應因素」與兒童內化問題的平均相關為 0.34，「建設性的家庭表徵」、「破

壞性家庭表徵」與「波及自我」三個因素，與兒童內化問題的平均相關為 0.20、

0.41、0.40，顯示，「破壞性家庭表徵」與「波及自我」與兒童內化問題之關係，

高於「情緒反應因素」。在外化問題方面，「情緒反應因素」、「建設性的家庭表徵」、

「破壞性家庭表徵」與「波及自我」四個因素，與兒童外化問題的平均相關依序

為 0.12、0.22、0.19 與 0.26，顯示「波及自我」與兒童外化問題的關係最高，且三

個認知表徵與外化問題之關係都高於情緒反應。因此，認知表徵與兒童適應問題

的關係似乎高於情緒反應，特別是「破壞性家庭表徵」與「波及自我」，「破壞性

家庭表徵」與內化問題的相關最高，「波及自我」則與內化、外化問題都有關。「情

緒反應因素」則與內化問題的相關較高。 

若再比較情緒反應與認知表徵與父母衝突間的關係，根據 Davies 等人（2002a）

的研究結果，綜合兒童自評與母親、父親評量的父母衝突，「情緒反應因素」與父

母衝突的平均相關為 0.29，「建設性家庭表徵」、「破壞性家庭表徵」與「波及自我」

三個因素與父母衝突的平均相關為 0.38、0.39 與 0.30，顯示認知表徵與父母衝突



 32

間的關係比情緒反應較高。 

當發現情緒安全感中的調控行為效度不佳時，Davies、Sturge-Apple、Winter、

Cummings 與 Farrell（2006）也嘗試進行修正調整，他們探討六歲兒童面對不同型

式的父母衝突，其情緒安全感是否穩定發展，則只測量情緒安全感的情緒反應與

內在表徵，並未測量調控行為。結果發現，兒童外顯的情緒反應、兒童主觀的情

緒反應及內在表徵，在一年後仍穩定發展，其中，外顯情緒反應以沮喪、警覺與

敵意三個觀察變項來指稱，其負荷量分別為 0.66、0.72、0.30，以沮喪和警覺應較

高；主觀情緒反應透過難過、害怕、生氣與高興四種情緒強度指稱，其負荷量分

別為 0.67、0.37、0.37、-0.45，以難過情緒最高；內在表徵則以父親是否仍能保護

家庭、母親是否仍能保護家庭、親子關係是否受波及三個觀察變項來指稱，其負

荷量分別為 0.93、0.93、0.52，以前二者最高，顯示兒童面對父母衝突，更在意父

母能否使家庭關係繼續維持。 

Cummings、Schermerhorn、Davies、Goeke-Morey 與 Cummings（2006）以長

期追蹤法驗證情緒安全感的穩定度，對情緒安全感的測量則只包括情緒反應與調

控行為中的介入行為。由於父母次系統下情緒安全感量表，透過兒童填寫時，其

中的行為失控因素與介入因素信度、效度不佳，故此研究改由母親填寫量表，評

量兒童的情緒反應、行為失控與介入行為，進行結構方程式分析。結果由測量模

式發現，介入行為與行為失控都是指稱情緒安全感的適當觀察變項，其指標負荷

量都達到顯著性，但若仔細檢視介入行為與父母衝突之間的相關並未達顯著性，

介入行為與兒童自評及父親評量的適應問題無顯著相關，因此，即使改由母親評

量，調控行為的效度仍無法改善。而 Cummings 等人（2006）宣稱情緒安全感經過

一年的追蹤後，仍然具有中介父母衝突與兒童適應的效果，且對 9 到 18 歲較大兒

童以內化問題為主，係因為其所指稱的情緒安全感以母親所評量的兒童情緒反應

表徵，故情緒反應與內化問題之間的顯著相關高於外化問題；而 Cummings 等人

（2006）宣稱情緒安全感對 5 到 7 歲年幼兒童的中介效果是內化、外化問題皆俱，

則是因為兒童的情緒反應與內化問題相關高，年幼兒童的失控行為與外化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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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比年長兒童顯著，且對年幼兒童而言，失控行為與外化問題本身即不易區分。

因此，透過此研究可發現，若要推論情緒安全感與兒童內外化問題之關係時，不

能只由一個整體情緒安全感概念即作推論，須再仔細檢視情緒安全感所測量的內

涵與測量的方式，才能更精確瞭解，究竟是兒童面對父母衝突時的那些反應與那

些適應問題有關。 

然而情緒安全感中的情緒反應與內在表徵對兒童適應問題的預測是否相同？

綜合上述的討論可以發現，情緒反應的測量內涵可以包括外顯情緒行為（沮喪、

警覺與敵意）與主觀情緒強度（難過、害怕、生氣與高興），而其與適問題的關係

以內化問題較顯著。而內在表徵的測量內涵則包括對父母關係、家庭關係、親子

關係、自我的短期或長期想法，而「破壞性家庭表徵」與內化問題的相關最高，「波

及自我」則與內化、外化問題都關，兒童面對父母衝突時更在意家庭關係是否仍

能維持。 

因此，情緒反應和內在表徵成為中介父母衝突與兒童適應的主要成份，若分

別探討他們在父母衝突與兒童適應之間的角色，他們的影響性又是如何？

El-Sheikh（2005）的研究著重於探討情緒反應的影響，他分別測量 180 位 6 到 12

歲兒童，觀看模擬父母衝突影片時的三種主觀情緒強度（害怕、難過、生氣），觀

察兒童的三種外顯情緒行為（害怕、難過、生氣），並測量其皮膚導電反應。結果

發現，皮膚導電反應可以中介父母衝突與男童的內化問題，但是主觀情緒強度與

外顯情緒行為則為調節角色，主觀情緒強度、外顯情緒行為與父母衝突有顯著相

關，但與適應問題的相關並不顯著，透過階層迴歸分析得知，男孩的生氣行為與

女孩的難過行為是其認知問題的危險因子、女孩的害怕情緒是其內化與外化問題

的危險因子、女孩的難過情緒則是其內化問題與認知問題的危險因子。若根據此

研究結果，只探討兒童的情緒反應，似乎不足以支持其在父母衝突與兒童適應之

間的中介角色。 

而內在表徵的結果又是如何？Forman 與 Davies（2003）檢視 220 位 10 到 15

歲青少年，對整體家庭關係安全感的認知表徵，包括過度在意、疏離感與缺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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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感三個量尺。結果，家庭不穩定會透過青少年對整體家庭關係安全感的認知表

徵為中介，而影響其內化問題與外化問題。此外，Schudich、Shamir 與 Cummings

（2004）以說故事法，測量 47 位兒 5 到 8 歲兒童對於母子關係、父子關係及父母

關係的內在表徵，探討兒童對家庭關係的內在表徵，在父母衝突與兒童同儕關係

間的角色。結果發現，兒童對於父子關係與母子關係的負向表徵具有中介效果，

亦即，母親或父親的內隱式衝突行為，會透過兒童對父子關係與母子關係的負向

表徵，而影響兒童對同儕的攻擊行為，但正向表徵並不具中介效果，且兒童在乎

的是親子關係而非父母關係。不過，不論是對家庭關係、父母關係或親子關係，

內在表徵在父母衝突與子女適應問題間的中介效果較被支持。 

 

討論至此，似乎發現情緒安全感中影響兒童適應的主要中介成份為內在表

徵，因此 Davies 等人（2002b）的研究並不足以證明情緒安全感假說優於認知背景

架構，而是認知表徵為情緒安全感中的核心成份，此認知表徵與認知背景架構中

的認知評估具有相似概念，但是情緒反應成份是否就因此退居為次要角色？且情

緒與認知之間的關係究竟如何，在兒童適應父母衝突的歷程中，是否如 Davies 等

人所言，情緒與認知成份兩者一定要同時考慮，當兩者同時考慮時，情緒與認知

的影響是否同等重要，或是如同 Grych 與 Fincham（1990）所主張的，認知是影響

情緒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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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情緒安全感與認知評估之整合 

一、 情緒與認知之整合 

Grych 與 Fincham（1990）根據壓力因應模式提出認知背景架構模式（如圖一

所示）時，即聲明他們強調認知並不是貶低情緒的重要性，而是在當時研究父母

衝突影響兒童適應的領域中，較少探討兒童的認知因素，他們也確信認知和情緒

是密切相關，且是同時運作的。因此他們也主張兒童在知覺父母衝突時，同時包

括對情緒的知覺及對衝突的認知評估，經由初級評估兒童知覺到壓力事件並伴隨

負向情緒，再透過次級評估，兒童歸因事件發生的原因並判斷如何行動，而次級

評估也會和兒童情緒反應交互作用，進而影響兒童後續的因應行為。Lazarus 與

Folkman（1984）在界定初級評估時，認為初級評估可分為無己無關、正向事件與

壓力事件，被初級評估視為有壓力的事件包括受傷/失落、威脅與挑戰三種，然而

對受傷/失落、威脅與挑戰之區分，除了以認知成份判斷事件是否已造成傷害、可

勝任否，同時也以情緒成份來區分，威脅感伴隨著害怕、焦慮、生氣等負向情緒，

而挑戰感伴隨的是渴望、興奮、振作等正向情緒。而 Grych 與 Fincham（1993）

在驗證其認知背景架構時，也強調對父母衝突的評估（appraisal）同時包括情緒與

認知兩部份，情緒反應是判斷威脅感的基礎，但威脅感也會影響對因應效能的判

斷，因此情緒與認知同時影響父母衝突對兒童的意義。Fincham 與 Fincham（1993）

及 Grych（1998）以模擬情境法，呈現不同內容、不同強度與不同原因之父母衝突

情境，結果，兒童的認知與情緒反應均受影響，且認知與情緒的變化有密切關係。 

Crockenberg 與 Langrock（2001）所提出的「特殊情緒模式」（specific emotion 

model）也強調認知與情緒的密切關係。Crockenberg 等人主張兒童的情緒反應是影

響兒童適應父母衝突的重要因素，但是 Crockenberg 等人認為兒童面對父母衝突會

出現難過、生氣、害怕甚至覺得沒事等各種情緒反應，是透過認知評估過濾父母

衝突對他的意義，因此不同的評估結果會形成不同的情緒反應，例如兒童若評估

父母衝突會使其需求暫時受阻，則兒童可能會覺得生氣；若兒童認為父母衝突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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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需求不再復得，則兒童出現難過情緒；若兒童不確定父母衝突後他的需求能否

復得，則兒童會顯得害怕不安；若兒童同時有好幾個需求受阻，則他可能出現多

重情緒，因此情緒會受認知影響。 

Davies 與 Cummings（1998）的情緒安全感假說，雖然著重對兒童情緒歷程的

探討，但是他們也肯定其他理論在父母衝突中的重要性，例如認知背景架構論中

的認知與因應歷程、社會學習論中的行為模仿歷程，或家庭系統論中的親職教養，

他們認為情緒安全感概念只是一個中級理論，應與其它理論彼此互補。Davies 等

人的研究結果也發現情緒安全感只能解釋父母衝突影響兒童適應問題變異量的

43%，因此應與其他理論共同結合，才能對父母衝突與兒童適應之間的關係提供較

完整解釋。 

Davies 等人（2002 b）的研究即嘗試證明，在探討父母衝突對兒童適應的影

響時，必須同時考慮情緒與認知兩個成份，他們除了比較情緒安全感假說與認知

背景架構兩個競爭理論在概念上的異同之外，也提出情緒認知整合模式的觀點，

即父母衝突同時透過情緒安全感、威脅感與自責感三個因素而影響兒童的適應。

結果，以結構方程模式分析發現，整合模式對解釋父母衝突影響兒童內化問題或

外化問題之機制時，比單獨考慮情緒安全感假說或認知背景架構具有更佳的適合

度（△X2 達到顯著性，如表 2-9 所示），該整合模式對內化問題的解釋，其適合度

指標為 X2(49)為 137.23、GFI 為 0.93、AGFI 為 0.86、RMSEA 為 0.084；對外化問

題的模式中，其適合度指標為 X2(49)為 107.54、GFI 為 0.94、AGFI 為 0.90、RMSEA

為 0.066，都具有不錯的模式適合度，且對兒童外化問題的適合度指標均優於內化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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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9：認知評估與情緒安全感模式比較（摘自 Davies et al., 2002a） 

                           Internalizing Symptoms             Externalizing Symptoms 

Estemated Model              X2     df   △X2    △df         X2    df    △X2    △df 

Model 1:Baseline             271.81   57   ---     ---         285.47   57    ---       --- 

Model 2a:Cognitive-contextual  266.14   53  5.67ns    4         255.38   53   30.09*      4 

Model 2b:Emotional security    261.14   55  10.67*    2        271.07   55   14.40*      2 

Model 3:Intergrated           137.23   49  128.91*(2a) 4        107.54   49  147.84*(2a)   4 

123.91*(2b)  6                    163.53*(2b)  6 

*△X2/△df = p < .05   

 

雖然 Davies 等人（2002 b）主張認知情緒整合的重要性，但是情緒安全感與

認知評估整合之後的內涵為何，Davies 等人（2002 b）並未針對兩個測量工具所測

得的內容加以分析，然而從前述的討論得知，情緒安全感中的內在表徵與認知評

估中的威脅感、自責感之測量內容有相當大的重疊性、相關性，若同時測量，則

容易出現多元共線性問題，因此在提出情緒安全感與認知評估此整合模式時，有

必要將所有的測量內容重新予以因素分析，以檢視究竟那些因素是影響父母衝突

與兒童適應的主要中介變項，不同的因素是否有不同的影響機制。 

Mann 與 Gillion（2002）也認為在青少年面對父母衝突時，情緒和認知有密

切關係，他們想驗證，探討父母衝突對子女的影響，以情緒和認知的整合模式，

是否比情緒或認知的個別模式更理想。他們以 175 名大學生為對象，請受試者回

憶童年時父母衝突的情境，再測量受試者對父母衝突的認知評估（包括威脅感、

自責感）與情緒安全感，比較情緒安全感假說、認知背景架構及整合模式之適合

度。結果發現整合模式之適合度並未達到顯著性，但是認知評估模式及情緒安全

感模式，仍是中介父母衝突與子女適應的重要機制，Mann 與 Gillion 認為認知評估

與情緒安全感在父母衝突中各扮演不同的角色，並不如預期具有關聯性。 

Mann 與 Gillion 的測量方式，以兒童知覺父母衝突量表完整的測量威脅感與自

責感，以認知基模問卷（schema questionnaire, Young & Brown, 1990, 引自 Mann & 

Gillion, 2002）測量情緒安全感中的情緒失調、不安全行為及負向期待，如此能避

免 Davies 等人（2002 b）對自責感、威脅感與情緒安全感之測量，可能出現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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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線性的問題，但這也是他們的研究限制，因為認知基模問卷是用來測量自我的

偏差信念，Mann 與 Gillion 從其中挑選與情緒失調（例如：當我被稍為冒犯，我就

會發脾氣）、不安全行為（例如：我會黏住跟我較親近的人，因為我怕他們會離棄

我）與負向期待（例如：我不認為有恆久穩定的關係）之相關題目指稱情緒安全

感中的情緒反應、調控行為與內在表徵，這與 Davies 與 Cummings（1994）所提出

的情緒安全感概念是否相同，作者並沒有進行驗證。 

此外 Mann 與 Gillion 的研究還有其它爭議，首先，他們所選擇的對象為 19 歲

青年，青年面對父母衝突所產生的反應與兒童有發展上的差異，Cummings、

Ballard、El-Sheikh 與 Lake（1991）比較 5 到 19 歲子女面對父母衝突的反應，發

現 5 到 9 歲兒童對父母衝突的情緒反應最強烈，主要是害怕和難過，9 歲以後兒童

隨著認知發展較成熟，了解父母衝突未必直接威脅到他們，且因應衝突的能力增

加，因此害怕情緒逐漸減少。Bickham 與 Fiese（1997）將兒童知覺父母衝突量表，

擴展運用到 17 至 21 歲晚期青少年，發現自責感量尺對青少年出現地板效應，顯

示，青少年對父母衝突的自責感不如兒童顯著，因此 19 歲青年子女對父母衝突所

產生的反應，是否適合使用針對兒童所發展出來的認知背景架構論與情緒安全感

假說來解釋，值得懷疑。其次，Mann 與 Gillion 以回溯法探討受試者 13 歲之前的

父母衝突經驗與情緒、認知反應，這當中經歷六、七年的變化，受試者可能會產

遺忘、扭曲，或因離婚事件干擾而產生反應偏誤（Cummings, Goeke-Morey, & 

Dukewich, 2001），故此資料可能有所偏誤。第三、Mann 與 Gillion 將認知評估中

的威脅感、自責感與因應效能整合為認知評估一個潛在因素，此與 Grych 等人

（1992）的研究結果並不一致，Grych 等人認為兒童知覺父母衝突量表主要測量衝

突特徵、威脅感與自責感三個概念，三個概念各有不同意涵，若將三者整合為一

個因素，會混淆三者之間的差異性。因此 Mann 與 Gillion 僅使用單一的認知評估

因素可能會淡化威脅感、自責感與因應效能在父母衝突與兒童適應之間不同的影

響性。因此 Mann 與 Gillion 的研究結果仍有待考驗。 

Tschann、Flores、Marin、Pasch、Baisch、與 Wibbelsman（2002）也嘗試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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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認知情緒整合模式，解釋父母衝突與青少年問題行為之間的關係，他們根據認

知背景架構理論及情緒功能理論為基礎，發展出認知情緒整合觀點，以 151 位 12

到 15 歲墨西哥裔青少年及其父母為對象，測量其父母衝突特徵，青少年的威脅感、

自責感、沮喪情緒，及藥物濫用、性經驗，透過逐步多元迴歸分析發現，越難以

解決及且較少發生的父母衝突，與青少年的威脅感與自責感有關，且越多威脅感

與自責感的青少年，越容易出現較高沮喪情緒，沮喪情緒進而與青少年的酒精、

煙草、藥物濫用及性經驗有顯著關係。因此 Tschann 等人的研究支持青少年的認知

評估與沮喪情緒，同時具有中介父母衝突與子女問題行為的角色。 

彙整上述整合模式的研究，可以發現，從情緒與認知的整合觀點探討父母

衝突對兒童適應的影響是一個值得探索的方向，若將情緒安全感假說與認知背景

架構加以整合之後，所呈現的內涵為何？以情緒而言，是那些情緒反應與情緒強

度？以認知評估而言，兒童對父母衝突的認知表徵，是以自己、父母或家庭為主？

若能將此內涵釐清，再探索其與適應問題之間的關係，則能更清楚瞭解父母衝突

對兒童的影響機制。 

 

二、影響兒童適應父母衝突的情緒與認知內涵 

 
若根據前述情緒安全感與認知評估中的自責感、威脅感之測量內容，彙整兒

童在適應父母衝突時的情緒內涵與認知內涵，可以得到以下結論。 

在認知評估的對象方面，情緒安全感中的內在表徵，可分為對自我、對父母

及對家庭三個部份的表徵，而認知背景架構觀點則主要測量對自我及對父母的認

知評估。其中，認知背景架構觀點，較著重於對自我的評估，包括：父母衝突是

否是我的錯、父母衝突時是否會責怪我、母衝突的內容是否與我所做的事有關，

及父母衝突時自己是否會遭殃四個部份，由十一題題目測得，另外還有自我夾在

父母中的三角關係量尺，但該量尺在因素分析時，因為不同樣本間的因素負荷量

不一致而被刪除（Grych et al., 1992）；而情緒安全感假說中的波及我表徵，則以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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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題目測量父母衝突是否是我的錯、父母衝突時是否會責怪我、父母衝突的內容

是否與我所做的事有關，及三角關係四個部份。 

而對自我表徵的評估，認知背景架構還加上「因應效能」的評估，透過六個

題目測量兒童評估是否有能力讓自己心情變好，或是能否停止父母的爭吵。

Sandler、Tein、Mehta、Wolchik 與 Ayers（2000）發現兒童的因應效能，對單親家

庭兒童而言，是其主動因應行為與兒童適應問題之間的中介變項。 

情緒安全感假說則較著重於父母關係表徵及整體家庭關係表徵，它透過三個

題目測量兒童對整體家庭關係的表徵，包括對整個家庭的當下及未來關係的想

法，這部份是認知背景架構觀點未探討之處；對父母關係表徵，則以五個題目來

測量，而認知背景架構觀點則以三個題目來測量對父母關係的評估，兩者所包含

的內容如下：父母是否離婚、父母是否相愛、父母是否能解決問題、父母是否受

傷，可分為對父母衝突當時關係的評估及對未來關係的評估。但是認知背景架構

觀點並非不關心兒童對父母關係的認知，Grych 等人（1992）以「穩定度量尺」中

的四個題目測量兒童對父母關係的評估（例如：我的爸媽每次都為相同的原因吵

架、爸媽會吵架是因為他們不知如何相處、爸媽吵架是因為他們不是真正相愛），

由於該因素的信度偏低（再測信度係數低於 0.7），且因素分析時，在不同樣本間

的因素負荷量不一致，因而被刪除。不過 Bickham 與 Fiese（1997）將該量尺施測

於 17 到 21 歲青少年時，此量尺與父母衝突特徵因素具有相當高的因素負荷量

（1.02），顯示此量尺對青少年具有更顯著意義。 

因此，兒童對父母衝突認知評估的內涵可依不同對象與不同時間點，分為對

自我、對父母、對家庭，當時及未來之正負向認知表徵，此外還有自我因應效能，

這些不同的認知表徵內涵，那些才是構成兒童適應父母衝突時的重要認知成份。 

再者，若不區分認知評估的對象與時間點，而從認知評估的結果來看，Grych

等人（1992）、Bickham 與 Fiese（1997）及 McDonald 與 Grych（2006）對不同年

齡兒童及青少年施以相同的測量工具，發現，兒童即使是對父母、對自我有不同

的認知表徵，但是進行因素分析後的結果，卻是根據兒童評估後的情緒知覺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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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相同的因素，如自責感與威脅感，而不會因為不同的評估對象而形成不同的因

素，且在三組年齡層子女都得到相同結果，例如知覺威脅量尺包括對自己的擔心，

也包括對父母的擔心。且因應效能量尺會和知覺威脅量尺合併為威脅感因素，其

中共同的特徵是，缺乏因應效能的兒童也會對父母衝突充滿威脅感，因此對威脅

情緒的知覺也是認知評估中的一個重要概念。 

若情緒是影響兒童適應父母衝突的重要成份，那麼，兒童面對父母衝突的情

緒內涵為何？以情緒安全感假說的觀點，其測量的情緒反應包括，主觀情緒感受：

害怕、難過、生氣，與外顯情緒反應：沮喪、敵意、警覺，Davies 與 Cummings

（1998）所定義的沮喪情緒反應包括害怕、難過、擔心、緊張，敵意情緒反應指

的是生氣，警覺情緒反應是指身心的專注，故情緒安全感假說所測量的情緒反應

以害怕、難過、生氣基本情緒為主，並測量其情緒強度。 

此夲研究的第一個目的是，釐清情緒安全感與認知背景架構中認知評估的內

涵，企圖純化兒童在面對父母衝突時的認知表徵與情緒反應這兩個重要概念，找

出指稱這兩個概念背後適當的特徵，避免兩個概念之間的重疊混淆。第二個目的

是，當認知表徵與情緒反應之結構單純化之後，再進而探討經過細分後的情緒認

知特徵，那些是影響兒童內化問題與外化問題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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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兒童的因應行為 

一、兒童的因應行為 

延續上述對情緒安全感與認知評估觀點的比較，情緒安全感中調控行為的效

度一直受到爭議，認知評估中因應效能的定位也不明確。夲研究的第三個目的是

試圖從兒童因應行為的觀點，探討兒童所採取的因應行為對其適應父母衝突的影

響為何，加上因應行為的概念是否能對父母衝突與兒童適應之間的關係提供更完

整的解釋。 

對於兒童因應行為的概念，早在 Grych 與 Fincham（1990）的認知背景架構論

中（如圖一所示），即已強調因應行為在兒童面對父母衝突時的重要性，Grych 等

人延續 Lazarus 與 Folkman (1984)的壓力因應觀點，認為兒童對父母衝突的認知評

估與情緒反應都會影響兒童的因應行為，且在威脅感的評估中除了知覺威脅之外

也包括對因應效能的評估，因此因應行為的概念早已涵括在認知背景架構理論

中，只是 Grych 與 Fincham 較著重於研究兒童的認知歷程，對兒童因應行為的部

份則較少探討。 

Fincham 不只主張兒童的認知與因應行為有關，他與 Bradbury（1990）探討成

人的婚姻適應問題時，剛開始也是強調「認知歸因」，例如夫妻對婚姻關係的因果

歸因、責任歸因、關係認知、夫妻信念等，對婚姻滿意度具有顯著影響，他們認

為婚姻滿意度高的配偶，對婚姻關係的正向歸因較多、負向歸因較少。但是他們

後來也發現，對婚姻問題的認知歸因也會影響夫妻之間的溝通行為（Bradbury & 

Fincham,1992），不只是夫妻個人的認知歸因，夫妻之間的溝通行為、問題解決行

為也是預測夫妻滿意度的重要因素（Gill, Chriaten, & Fincham, 1999），甚至認為「認

知歸因」並非直接影響婚姻品質，而是透過「行為」（例如溝通行為），才是影響

婚姻品質與婚姻適應的直接因素。 

Davies 與 Cummings(1994)主張情緒安全感包括情緒反應、內在表徵與調控行

為三元素，其中調控行為的概念與因應行為也有相似之處，指的是兒童因為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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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安全情緒，而引發出現的行為反應，其調控行為乃針對父母衝突加以調控，

透過介入或逃避，企圖停止或緩解父母衝突，以增加兒童自身的安全感。但是情

緒安全感假說中，並未探討兒童對自身情緒的調控，且情緒安全感在驗證其中介

模式，調控行為的效度一直未獲支持，因此，也許可以從兒童自身因應行為的觀

點重新檢視調控行為的角色。 

回顧父母衝突與兒童適應的研究，並非所有目睹父母衝突的兒童都會出現行

為或情緒問題，Jouries、Murphy 與 O’Leary（1989）的研究發現，雖然目睹父母

衝突與兒童的適應問題有顯著相關，但是大約有 50%經歷父母暴力的兒童，並未

出現達到臨床標準的適應問題。Kitzmann、Gaylord、Holt 與 Kenny（2003）的研

究則是，63%家暴目睹兒童，比未曾暴露於家庭暴力的兒童，有更多的適應問題，

但也有 37%的家暴目睹兒童，能夠正常發展。因此，從發展病理學的觀點來看，

壓力對兒童來說可能是危險因子，但也可能激發其復原力（Margolin, Oliver, & 

Medina, 2001），有些兒童在壓力下會出現身心症狀，有些兒童卻沒有問題，所以，

必需從發展模式，考慮壓力對兒童所產生的負面影響以及正向影響（梁培勇, 

1994）。因應的觀點正可說明兒童主動選擇性所帶來的正負面影響，根據 Lazarus

與 Folkman（1984）的定義，因應指的是認知或行為，努力地處理內在與外在超乎

個人資源的特殊需求。 

而對因應行為的區分最常採用的是，由 Lazarus 與 Folkman（1984）所提出的

問題為主的因應（problem-focused coping）與情緒為主的因應（emotion-focused 

coping）。問題為主的因應，目的在於解決問題或直接採取行動，以減低壓力的程

度；情緒為主的因應，指的是努力減輕因為壓力情境所引發的情緒反應。有些學

者運用此概念，研究兒童對壓力事件的因應（Band & Weisz, 1988; Compas, Banez, 

Malcarne, & Worsham,1991），但是 Kerig（2001）認為問題為主/情緒為主的因應分

類，不足以說明兒童對父母衝突的因應行為，例如，兒童採取問題為主的方式因

應父母衝突又可分為主動型（直接要求父母停止爭吵）與被動型（趕快幫忙把家

事做好），雖然都屬於問題為主的因應，但兩者對兒童的意義與對父母的影響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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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同，因此，還須對問題為主/情緒為主此兩個因應向度再加以詳細區分。 

另一類因應向度是由 Billing 與 Moos（1981）所提出的介入（主動）與逃避（被

動）策略，主動介入指的是在認知與行為上努力的瞭解問題情境並透過尋求協助

或投入問題解決活動而降低壓力；被動逃避是指認知與行為上逃避對壓力情境的

瞭解，接受自身處於此情境中，或於此情境中直接表達壓力感受。Davies 與

Cummings（1994）即採用 Billing 與 Moos 的介入與逃避策略，探討兒童對父母衝

突的調控，Davies 與 Cummings 認為介入與逃避父母衝突，雖然可以暫時維持兒童

的情緒安全感，但過度使用則阻礙兒童的正常發展。然而 Sander、Tein 與 West(1994)

對逃避策略則提出不同看法，他們認為逃避雖然會阻礙兒童發展建設性的因應方

式，但也可以幫助兒童儲備能量，因此 Sander 等人主張應將逃避策略再加以區分，

單純的逃避與轉移注意力為不同的策略，兒童面對父母衝突時若能轉移注意力去

聽音樂、做美勞、找朋友玩等，可以幫助孩子儲備能量、不受衝突影響，且自我

調劑；但若只是單純的逃避，而沒有伴隨自我控制感與心情平靜，則不能紓解壓

力，逃避若帶有自責及焦慮反思則對兒童不利（Lengua & Sandler,1996） 

O’Brien、Margolin 與 John（1995）即著眼於兒童本身的主動性，針對兒童面

對父母衝突此特定情境，發展兒童因應父母衝突的特定策略評量方式，並探討兒

童所發展出的因應行為，對其適應父母衝突的影響。他們運用兒童因應父母衝突

策略訪談法（CMSCCSI, O’Brien & Margolin, 1991，引自 O’Brien et al., 1995），整

理出十類兒童因應父母衝突的行為，包括：逃避、自我依賴（self-rely）、尋求同儕、

尋求權威、言語介入、自我責備、肢體介入、詢問父母、表露感受、與無助，結

果發現兒童的因應行為與兒童的適應問題有顯著相關，介入行為與兒童的憂鬱、

焦慮、敵意有關；逃避與自我依賴行為較多的兒童則較少焦慮；尋求支持行為則

較少內化問題。除了根據上述訪談法，O’Brien、Bahadur、Gee、Balto 與 Erber（1997）

又以實驗室模擬情境，測量兒童看完父母衝突影片後的因應傾向，另增加了五個

量尺：預期負向結果、自責、批評父母、失去愛、效能感，以因素分析將上述的

因應行為分為四類：自我涉入（self involve）、受威脅/批評（threatened/cr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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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逃避（confident avoidant）、與焦慮逃避（worried avoidant），結果發現自我涉

入行為與兒童的憂鬱有顯著關係；但逃避行為又可細分，逃避若伴隨著擔心失去

愛則與憂鬱症狀有關，但若是有效能的逃避則不易出現憂鬱、敵意等問題；受威

脅與批評父母的因應行為則與外化問題呈顯著相關；經由迴歸分析發現父母衝突

與兒童的因應行為可以預測 53%兒童自陳的內化問題，亦可預測 61%老師評量的

兒童外化問題。 

Nicolotti、El-Sheikh 與 Whitson（2003）以兒童因應策略檢核表測量兒童因應

父母衝突的四種策略，結果發現主動因應（active coping）與支持因應（support 

coping）可保護女孩免於憂鬱症狀及男女孩之健康問題，在高衝突家庭中逃避因應

（avoidant coping）則會惡化兒童的內化及外化問題；轉移因應（distract coping）

則可緩解憂鬱症狀與健康問題。Adamson 與 Thompson（1998）比較家暴家庭兒童

與正常家庭兒童面對父母衝突所採取的因應策略，發現家暴家庭子女出現較多以

攻擊方式介入父母衝突。Kerig（2001）回顧了父母衝突與兒童因應行為的相關研

究，認為兒童面對父母衝突時所採取的因應行為確實會影響後續的適應問題。 

 

二、情緒安全感、認知評估與因應行為之關係 

兒童的因應行為在父母衝突中是重要影響因素，但究竟是調節變項或是中介

變項，學者有不同看法，Grych 等人的認知背景架構觀點認為兒童的因應行為也是

一個中介變項，但必須透過認知評估與情緒反應的交互作用後再由因應行為而影

響兒童的適應問題。Crockenberg 與 Langrock（2001）的特殊情緒模式（specific 

emotion model）則認為兒童的因應行為是調節變項，不同的情緒反應會引發不同

的因應行為，例如生氣會攻擊他人、難過會尋求支持、害怕會渴望保護，因應行

為會惡化或緩解兒童因為父母衝突所產生情緒反應後的適應問題。Nicolotti 等人

（2003）的研究，是唯一比較兒童的因應行為在父母衝突與兒童適應中的調節效

果與中介效果者，結果發現兒童的因應行為與其適應問題有顯著關係，但與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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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並無明顯關係，因此無法進行中介效果的檢驗。此結果與 O’Brien 等人

（1995,1997）的研究結果相似，即使這些研究使用不同的方式與工具測量兒童面

對父母衝突的因應行為，但都發現兒童的因應行為與父母衝突，不管是兒童自陳

的或父母自評的，都無顯著相關，而情緒安全感中對調控行為的研究結果也相同

（Davies & Cummings, 1998; Davies et al., 2002a）。 

若兒童因應行為與父母衝突無直接關係，但兒童的因應行為卻與兒童的適應

有顯著關係，那麼兒童的因應行為如何產生，兒童如何選擇他們在父母衝突時的

因應行為，兒童所採取的因應行為與他們的情緒安全感或認知評估是否有關？ 

Kerig（1997）即是從認知背景論的觀點探討兒童面對父母衝突時的因應行為與其

認知評估之間的關係，結果發現威脅感、自責感與非建設性的因應行為有關，自

覺有控制感則與主動因應有關；因應效能與威脅感呈負相關，但與知覺到的控制

感呈正相關（引自 Kerig, 2001）。Kerig（1998）進一步探討兒童因應家庭暴力的行

為，對女孩而言，當他們知覺到的控制感提昇時，採取主動介入的傾向亦會增加；

當知覺到的威脅感增加時，他們更傾向採取非建設性的因應行為。但是對男孩而

言，知覺到威脅感則容易採取逃避因應（引自 Kerig, 2001）。因此 Kerig 的研究認

為兒童對父母衝突所採取的因應行為與其對父母衝突認知評估有關。 

但是 Compas、Banez、Malcarne 與 Worsham（1991）則持不同觀點，他們認

為若壓力事件所引發的情緒反應較強烈，則可能採取以紓發情緒為主（emotion - 

focused）的因應行為；若兒童知覺到壓力是可控制的，則傾向採取問題解決式

（problem - focused）的因應策略。Davies 與 Forman（2002）認為兒童會運用不同

的因應策略，維持他們在父母系統中的情緒安全感，這些策略會呈現兒童情緒安

全感的個別差異，他們將兒童維持情緒安全感的策略，參考親子依戀型態分為安

全型（secure）、不理型（dismissing）與過度在意型（preoccupied）。安全型兒童對

父母關係雖然也有負向內在表徵，但情緒反應較低，較少介入或逃避；過度在意

型兒童對父母衝突的情緒反應較強烈，對父母關係存有負向內在表徵，介入或逃

避衝動高；不理型兒童則呈現矛盾反應，由父母所觀察的外顯情緒、介入或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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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均高，與過度在意型兒童的反應相似，但是兒童自陳的情緒反應、介入或逃

避衝動、及內在表徵卻與安全型兒童較接近。Davies 等人認為兒童的安全感型態

與其父母衝突經驗有關，安全型兒童的父母較能有效地解決夫妻之間的不一致與

衝突；不安全型兒童則經歷較多非建設性的父母衝突，其中過度在意型的父母對

兒童有較多心理控制與不一致教養，不理型兒童的父母關係則更疏離憂鬱。Davies 

的研究也支持情緒安全感透會過更高層次的因應型態，而現不同的適應問題，他

們發現，過度在意型（preoccupied）兒童會有過多負向自我知覺而呈現內化問題，

不理型（dismissing）兒童則傾向淡化父母衝突的重要性，而將負向反應轉成外化

問題。 

 

因此，本研究擬探討兒童的因應行為與情緒安全感及認知評估之間的關係，

因應行為雖不是父母衝突與兒童適應問題之間的中介變項，但是否會因為不同的

情緒反應與認知反應，使兒童採取不同的因應行為，而情緒認知反應再加上因應

行為後，對兒童的適應問題的影響為何。本研究的第三個目的即是，探討兒童的

因應行為，與情緒認知反應及適應問題之間的關係，因應行為是扮演情緒認知反

應與適應問題之間的中介變項，即情緒認知反應之所以影響兒童適應問題，是透

過因應行為，而產生效果；或是，因應行為是調節變項，即當兒童採取不同的因

應行為，情緒認知反應與因應行為產生交互作用，而出現不同的適應問題。期望

透過這些機制的檢驗，對於未來在協助兒童面對父母衝突時能提供最適切的處理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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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不同父母衝突經驗兒童之差異 

不論是情緒安全感假說或認知背景架構說都同意父母衝突的敏感化效果

（sensitation effect），即經歷越多父母衝突的兒童並非習慣了父母的衝突，而是對

父母衝突更加敏感，反應更強烈，其目的在於幫助兒童提高警覺，以便於隨時因

應緊張的環境（Cummings & Davies, 1994）。 

在情緒安全感的系列研究中，Cummings、Jannotti 與 Zaha-Waxler（1885）及

Cummings（1987）以實驗室模擬情境法，引發兒童觀察成人之間的衝突，結果，

兒童在同儕間攻擊行為增加，沮喪情緒顯著，尋求支持行為增加，且兒童的沮喪

情緒在一個月後仍持續維持。Cummings、Vogel、Cummings 與 El-Sheikh（1989）

比較不同父母衝突經驗兒童對父母衝突影片的情緒反應，結果父母衝突越高的兒

童其情緒反應越沮喪，且父母衝突經驗及婚姻滿意度能有效預測兒童的適應問題

（Cummings, Pellergrini, Notarius, & Cummings, 1989）。徐儷瑜與許文耀（2005）

比較高父母衝突與低父母衝突兒童面對父母衝突影片的情緒反應，發現高衝突家

庭兒童害怕與難過情緒顯著較高。Davies 與 Cummings（1994）認為持續暴露於父

母衝突會增加兒童的情緒不安全感，兒童為了適應長期衝突的環境，消耗大量能

量於維持警覺激動的狀態，反而降低其調節情緒和控制行為的有效能力，他們比

較容易感到害怕、難過與生氣，也較容易出現適應問題。 

然而情緒安全感的研究都是針對社區中的雙親家庭兒童，對於分居或單親家

庭則不列為研究對象（Davies, & Cummings,1998; Davies, et al., 2002b; Davies, et al., 

2004; Harold, et al., 2004;  Schudlich, et al., 2004; Davies, et al., 2006; Cummings et 

al., 2006;），較少探討臨床樣本或單親、家暴家庭兒童，Zimet 與 Jacob(2002)指出

這類研究的缺點之一是取樣問題，大多數的研究對象是高功能、低危險群、非臨

床樣本，其研究結果無法類推到暴露於高衝突家庭下的兒童。因此對於臨床樣本、

單親或家暴家庭兒童，其適應父母衝突的機制，與雙親家庭兒童是否有所差異，

值得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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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上述問題，筆者回顧過去以臨床樣本所進行的研究，發現對象主要是受

虐婦女的子女、離婚家庭子女，再比較這些子女的憂鬱症狀或行為障礙（conduct 

disorder）之差異。較少研究直接針對臨床個案探討父母衝突之影響，只有 Whittaker

與 Bry (1991) 比較臨床上診斷為行為障礙的青少年與對照組其父母之外顯、內隱

衝突形式的差異，結果，行為障礙青少年父母在衝突時有較顯著的外顯攻擊、沉

默不語、且母親的話量較少。另有三篇研究針對受虐婦女及單親家庭子女，同時

測量其憂鬱症狀或行為障礙症狀，發現父母衝突與行為障礙的關係高過於憂鬱症

狀，其中 Neighbors、Forehand 及 Bau(1997)對 243 位單親子女追縱 6 年，結果父

母衝突可以預測子女的反社會行為，但與內化問題無關；Formoso、Gonzales 及

Aiken (2000) 對 284 名低收入家庭子女進行研究，發現家庭衝突與青少年的行為障

礙症狀有關，但與青少年的憂鬱症狀無關；Ware、Jouriles、Spiller、McDonald、

Swank 及 Norwood(2001)追縱 40 名受虐婦女的子女，發現其中三分之一具有行為

障礙問題。然而針對正常家庭子女所做的研究則發現，父母衝突與兒童的內外化

症狀都有關係，且內化症狀較顯著（Davies, et al., 2002b; Davies, et al,2004），因此，

正常家庭兒童與特殊家庭兒童，在父母衝突影響下所出現的適應問題似乎有所不

同，單親或家暴子女的反社會、行為障礙等外化問題較顯著，而正常家庭子女則

是父母衝突與內化問題較有關。  

認知背景架構理論中，Grych 等人也致力於研究受虐婦女子女的適應問題，他

們運用群聚分析，將 228 位 8 到 14 歲受虐婦女子女的適應問題分類成五種類型，

有多重問題-外化型、多重問題-內化型、單純外化型、輕度沮喪型及無問題型，這

五種類型兒童依其暴露於父母間暴力、親子間暴力的頻率及對父母衝突的知覺而

有所不同（Grych, Jouriles, Swank, McDonald, & Norwood, 2000）。Jouriles、Spiller、

Stephens、McDonald 與 Swank（2000）探討受虐婦女子女的認知評估與其適應問

題之關係，結果，兒童的自責感可以預測母親評量的兒童外化問題，威脅感、被

拋棄感則可預測家暴兒童自評的內化問題，且在年長兒童較顯著。而受虐婦女子

女對家庭關係的認知表徵較正常家庭兒童負向，他們對母親及對自我的認知表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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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正向評價，認為父母關係會繼續惡化，兒童會逃避談論它，且父母間暴力可

預測兒童對家庭關係的負向認知，這將會影響他們對親密關係的信念，造成他們

在人際及情緒方面的問題（Grych, Wachsmuth-Schaefer, & Klockow,2002）。研究結

果確實也發現，經歷越多父母間肢體衝突的男性青少年，認為約會關係中的攻擊

行為是正當的，他們在約會關係中對對忿怒情緒的控制較困難，但父母間暴力與

女孩的攻擊行為則無顯著關係（Kinsfogel & Grych, 2004）。 

Grych 與 Fincham（1990）回顧了從 1980 到 1990 十年間有關父母衝突與兒童

適應的文獻，認為臨床兒童之適應問題與父母衝突的關係高過於社區兒童。其中

Porter 與 O’Leary（1980）及 Emery 與 O’Leary（1982）發現臨床兒童其適應問題

與父母衝突之相關高於 0.40，但是社區兒童其適應問題與父母衝突之相關卻很少

高於 0.35（Buehler, Anothony, Krishnakumar, Stone, Gerard, & Pemberton, 1997; 

Emery & O’Leary, 1982; Wierson, Forehand, & McMombs,1988），但 Grych 等人也建

議，應排除臨床樣本的父母可能有高估兒童適應問題之傾向。Kitzmann、Gaylord、

Holt 與 Kenny（2003）針 118 篇對兒童目睹家庭暴力的相關研究進行後設研究分析

（meta analysis），發現目睹父母肢體暴力兒童，與目睹父母言語衝突兒童，在外化

問題與其他心理問題上有顯著差異，且家暴家庭兒童的情緒較沮喪、較容易介入

父母衝突。 

從上述文獻回顧得以發現，一般家庭兒童與高衝突家庭兒童，經歷父母衝突

後會產生不同的影響結果，但是其中的影響機制究竟有何差別？Forehand、

Wierson、McCombs、Brody 與 Fauber（1989）曾以結構方程模式比較 80 位雙親家

庭青少年，與 62 位單親家庭青少年，其父母衝突對其適應問題的影響機制，結果

發現，兩組樣本各有不同的影響路徑。兩組樣本在父母衝突及親子關係之得分無

顯著差異，但是單親子女的對父母衝突之負向知覺，及內化問題、外化問題均較

雙親子女顯著。其中雙親家庭的父母衝突，須透過青少年的負向知覺而影響其外

化問題；但是單親家庭的父母衝突與子女的內化問題、外化問題便有直接關係，

負向知覺與親子關係在單親家庭中並不具顯著的中介效果，因此 Forehand 等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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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單親與正常家庭子女應分別探討其差異。國內陳俐婷（民 92）探討父母衝突、

教養行為與兒童內化問題之關係，也發現，一般衝突家庭與嚴重衝突家庭的影響

機制並不相同，一般衝突家庭的父母衝突，會透過嚴厲懲罰而對兒童的內化問題

有間接影響，但在嚴重衝突家庭中，父母衝突對兒童內化問題則有直接而強烈的

影響。吳虹妮（民 87）比較單親與雙親家庭青少年所知覺到的父母衝突與其生活

適應之關係，所得到的結果則與上述研究不同，單親家庭的父母衝突與兒童適應

無關，但是雙親家庭中的父母衝突則與兒童適應有顯著關係，且兒童所知覺到的

父母衝突對兒童生活適應最具預測力。 

然而對於解釋高衝突家庭兒童在面對父母衝突的適應機制時，是否有不同的

理論基礎？Diamond 與 Muller（2004）回顧了有關目睹婚姻暴力兒童適應問題的

文獻，彙整出四個主要的解釋影響機制的理論，結果與探討父母婚姻衝突的理論

相同，仍是以社會學習理論、情緒安全感假說、認知背景架構說及親子關係改變

之間接影響，此四大觀點為主。但是在情緒安全感假說與認知背景架構說的系列

研究中，並未比較或闡述該理論運用在兩種不同家庭兒童之歷程是否相同，是否

一般家庭兒童與高衝突家庭兒童在面對父母衝突時，其情緒安全感與自責感、威

脅感等只是量上面的不同，而無質方面的差異，但若只是量上面的不同，何以高

衝突家庭或受暴婦女子女之外化問題較為顯著，而一般社區家庭兒童在經歷父母

衝突時以內化問題較為顯著。 

因此，本研究將運用情緒安全感與認知評估的概念，同時比較一般衝突家庭

與高衝突家庭兒童，在情緒與認知反應上所呈現的差異，進而依此預測他們在適

應問題上的不同。然而，本研究所關注的高衝突家庭並不只侷限於產生肢體暴力

衝突的家暴家庭，根據徐儷瑜與許文耀（付印中）的研究發現，一般社區兒童，

對於父母之間的肢體攻擊與物品攻擊，均會產生顯著的難過與害怕情緒，且父母

間肢體攻擊與物品攻擊，所引發兒童的負向情緒種類與強度無顯著差異。因此，

本研究將根據父母所填寫的父母衝突策略量表，其中的肢體暴力衝突因素，做為

篩選的標準，該因素主要在測量夫妻在去一年之中發生肢體攻擊、物品攻擊、嚴



 52

重的言語威脅辱罵之頻率，共有十個題目，得到一分，即代表上述三種強烈衝突

至少發生過一次，得分越高，代表夫妻之間強烈的衝突程度越高，本研究將根據

該因素得分平均值加上一個標準差之總分作為切割點，依此區分高低衝突家庭組。  

根據前述文獻中對情緒安全感中情緒反應、認知表徵，及認知背景架構中對

自責感、知覺威脅、因應效能與內外化問題之間關係的整理，若高衝突家庭兒童

的外化問題較為顯著，本研究預測這群兒童其自責感較高、對父母及對自我的正

向認知表徵較缺乏，對家庭關係的負向認知較高，對父母衝突的沮喪情緒較高，

較容易介入父母衝突。而一般衝突家庭兒童其面對父母衝突所出現的內化問題較

為顯著，其威脅感較高、情緒反應較強烈、破壞性家庭表徵及負向自我表徵較高，

因應效能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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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第一個研究目的擬將情緒安全感概念與認知背景架構中認知評估概

念予以純化與細化。由於情緒安全感中的「調控行為」效度不佳（Davies & 

Cummings, 1998; Davies, & et al., 2002a）、「行為失控」因素信度不佳，故本研究不

測量這兩個因素，僅以情緒安全感量表中的「情緒反應」、「內在心理表徵」與兒

童知覺父母衝突量表中的「自責感」、「威脅感」加以統整。透過因素分析的方式

將「情緒激起」、「情緒失控」、「建設性家庭表徵」、「破壞性家庭表徵」、「波及自

我」以及「知覺威脅」、「因應效能」、「自責感」、「衝突內容」這九個因素，予以

整理純化，以釐清兒童面對父母衝突的情緒成份與認知成份，並瞭解情緒成份與

認知成份純化後的內涵為何。 

根據文獻回顧中對情緒安全感與認知評估測量內容的比對，認知評估中「知

覺威脅」的測量內容與情緒安全感中的「情緒激起」、「破壞性家庭表徵」、「波及

自我」有重疊性，情緒安全感中的「波及自我」與認知評估中的「自責感」、「衝

突內容」有重疊性，因此，本研究預測，「知覺威脅」此因素會被併入情緒與認知

成份中，而「波及自我」、「自責感」、與「衝突內容」此三因素都與自我表徵有關，

會整合合併。這九個因素經由因素分析後，可純化為情緒與認知兩大部份，情緒

部份又依不同的情緒種類加以細分，包括「害怕」、「難過」、「生氣」、「沮喪」、「敵

意」、「警覺」等情緒反應；認知成份可依不同的對象細分為「對家庭的表徵」、「對

父母的表徵」、「對自我的表徵」。 

本研究的第二個目的想探討，經過純化與細化後的情緒認知內涵，那些對於

兒童在父母衝突下的適應問題具有較高的預測力，且內化問題與外化問題各有不

同的情緒認知預測因素。以內化問題而言，根據 Davies 與 Cummings（1998）、Davies

等人（2002a）、Cummings 等人（2006）及 El-Sheikh（2005）之研究結果，本研究

預測情緒反應對內化問題的預測力較高；認知表徵中的破壞性家庭表徵，若根據

Davies 等人（2002a）、Davies 與 Cummings（1998）之研究結果，本研究預破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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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表徵對內化問題具有預測力；自我表徵中因應效能，若綜合 Gerard 等人（2005）

與 Cummings 等人（1994）之研究結果，本研究預測，因應效能對兒童內化問題的

預測較高。 

至於自我表徵中的自責感，若根據表 2-2 所彙整的結果，本研究預測自責感

可同時預測兒童的內化與外化問題；而自我表徵中的波及自我，若根據 Davies 等

人（2002a）之研究結果，亦可同時預測兒童的內化與外化問題。 

本研究的第三個目的擬探討，兒童的因應行為與情緒認知反應及適應問題之

間的關係，若根據 Kerig（1997,1998）、Davies 與 Forman（2002）之研究結果，兒

童會因不同的認知情緒反應而採取不同的因應行為，而 O’Brien 等人（1995,1997）、

Nicolotti 等人（2003）、及 Sander 等人（1994）的研究結果則認為，兒童所採取因

應行為可預測兒童的適應問題，但是因應行為在情緒認知反應與適應問題之間究

竟是中介變項或調節變項，過去並無文獻探討，在本研究屬於探索性研究。 

本研究的第四個研究目的是，分別比較一般家庭兒童與高衝突家庭兒童在情

緒、認知、因應行為及內化、外化適應問題之差異，並檢驗兩組兒童在內化與外

化問題之不同影響機制。若根據 Neighbors 等人（1997）、Formoso 等人（2000）、

Ware 等人（2001）、及 Gaylord 等人（2003）之研究結果，本研究預測高衝突家庭

兒童之外化問題較顯著；再根據 Davies 等人（2002b, 2004）之研究結果，本研究

預測一般家庭兒童其父母衝突與內化問題之關係較顯著。至於兩組兒童在情緒認

知反應之差異，若根據 Jouriles 等人（2000）、Gaylord 等人（2003）及 徐儷瑜與

許文耀（2005）之研究結果，本研究預測高衝突家庭兒童比一般衝突家庭兒童較

顯著的是，對父母及對自我的正向認知表徵較缺乏，對家庭關係的負向認知較高，

對父母衝突的沮喪情緒較高，較容易介入父母衝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