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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 究 結 果 

 

第一節 、情緒安全感與認知評估之因素分析 

一、兒童知覺父母衝突量表之因素分析結果 

本研究採用 Grych 等人（1992）所編制的兒童知覺父母衝突量表，以測量

兒童的認知評估，該量表包括三大因素：父母衝突特徵、威脅感與自責感，三大

因素由下列七個分量尺組成：衝突強度、衝突頻率、衝突解決、知覺威脅、因應

效能、衝突內容與自責感。 

為確認此量表翻譯成中文，施測於本研究對象，能得到和原量表相同的因

素結構，以主軸因素萃取法、Promax 斜交轉軸，進行因素分析。首先檢驗資料是

否適合進行因素分析，KMO 值為 0.92，球面性檢定係數亦達 0.001 之顯著性，顯

示本資料適合進行因素分析（陳正昌、程炳林，2002）。再根據陡坡檢定及特徵值

大於 1 之考量，抽取出共同因素七個，能解釋的累積變異量為 49.16%，以實際相

關係數減去再製相關係數所得到的殘差值，超過 0.05 的占全部殘差值的 2%，顯示

本研究所抽取的因素能適配實際的資料（陳正昌、程炳林，2002）。 

其中，有四個題目因為因素負荷量低於 0.3 而刪除，包括：第 9 題.就算我

的爸媽已經不吵了，他們還是會生對方的氣、第 28 題.我的爸媽在家時，常向對方

抱怨或嘮叨不停、第 29 題.我的爸媽意見不合時不會大聲吼叫、及第 38 題.我的爸

媽停止吵架後，他們還是對彼此很不好。所抽取出之七個因素之因素負荷量，及

每個題項之統計量列於表 4-1，各因素之相關列於表 4-2。七個因素與 Grych 及

Fincham 之量表因素相同，但內容稍有調整。 

以「衝突解決」因素而言，其測量題目由原來的六題增為七題，與原量表

相同的題目是：16.我的爸媽對某件事的意見不同時，他們會想出解決的辦法、2.

我的爸媽吵架時，他們會將問題解決、23.我的爸媽吵架後，他們通常會很快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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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32.在停止爭吵後，我的爸媽會對彼此很友善。新增加的題目是 10.我的爸媽意

見不合的時候，他們會心平氣和地討論問題、1.我看到爸媽都是平靜地討論事情、

22.我的爸媽不太會吵架。被移除的題目是 9.就算我的爸媽已經不吵了，他們還是

會生對方的氣、38.我的爸媽停止吵架後，他們還是對彼此很不好。 

以「知覺威脅」因素而言，其測量題目與原來相同，都是六題，但內容稍

有調整，其中，保留相同的題目是 6.我的爸媽吵架時，我好害怕、37.我的爸媽吵

架時，我擔心他們可能會離婚、20.我的爸媽吵架時，我害怕有不好的事情發生、

27.我的爸媽吵架時，我擔心他們其中有人會受傷。被移除的兩題是 13.我的爸媽吵

架時，我擔心有事會發生在我身上、33.我的爸媽吵架時，我擔心他們會對我大聲

吼叫，這兩題由知覺威脅量尺調到自責量尺，而新加入知覺威脅量尺的題目為：

36.我的爸媽吵架時，我的心情好不起來、21.我的爸媽吵架，即使他們不說，我覺

得自己應該負責任。 

以「衝突內容」因素而言，其測量題目由原來的四題增為六題，相同的題

目是：24.我的爸媽的爭吵，是因為我做的事情造成、17.我的爸媽爭吵，通常和我

做的事有關、14.我的爸媽吵架，是因為我的錯、3.我的爸媽常會因為我在學校發生

的事而吵架。新加入的題目是 30.當我做錯事時，我的爸媽會因此吵架、39.我的爸

媽吵架，通常不是我的錯。 

以「衝突強度」因素而言，其測量題目由原來的七題減為四題，保留的四

題如下：35.我的爸媽吵架時，會動手推打對方、31.我的爸媽吵架時會摔東西、25.

我的爸媽吵架時會大聲吼叫、18.我的爸媽吵架時，會向對方說出很難聽的話。被

移除的題目是：4.我的爸媽在吵架的時候會變得很生氣、10.我的爸媽意見不合的時

候，他們會心平氣和地討論問題、29.我的爸媽意見不合時不會大聲吼叫。 

以「因應效能」因素而言，其測量題目由原來的六題減為四題，內容包括：

26.我的爸媽吵架時，我沒有辦法做任何事停止他們、19.我的爸媽吵架時，我可以

想辦法讓他們不要再吵了、11.我的爸媽吵架時，我不知道該怎麼辦、40.我的爸媽

吵架時，我說什麼他們都不聽，被移除的題目是：5.我的爸媽吵架時，我可以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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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事讓自己心情好一點及 36.我的爸媽吵架時，我的心情好不起來。由此顯示兒童

在面對父母衝突時，其因應效能較關注的是以停止父母衝突為主，而不是讓自身

的情緒改善。 

以「衝突頻率」因素而言，其測量題目由六題減為五題，但內容有些調整，

保留的題目是：8.就算我的爸媽不告訴我，我也知道他們在吵架、15.我經常看見或

聽見我的爸媽吵架、12.即使有我在旁邊，我的爸媽也常常對彼此很不好。被移除

的題目是 1.我看到爸媽都是平靜地討論事情、22.我的爸媽不太會吵架、28.我的爸

媽在家時，常向對方抱怨或嘮叨不停。新加入的題目是：4.我的爸媽在吵架的時候

會變得很生氣、5.我的爸媽吵架時，我可以做一些事讓自己心情好一點。 

以「自責感」因素而言，其測量題目由原來的五題減為四題，內容亦有所

調整，繼續保留的題目是：34.我的爸媽吵架時，他們會責備我、7.我的爸媽吵架時，

不會怪到我身上。被移除的題目是：14.我的爸媽吵架，是因為我的錯、21.我的爸

媽吵架，即使他們不說，我覺得自己應該負責任、39.我的爸媽吵架，通常不是我

的錯。新加入的題目是 33.我的爸媽吵架時，我擔心他們會對我大聲吼叫、13.我的

爸媽吵架時，我擔心有事會發生在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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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兒童知覺父母衝突量表題目及因素負荷量（只列出因素負荷量大於 0.3 者） 

因素名稱及題目內容 M SD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因素四

因素一：衝突解決       
16.我的爸媽對某件事的意見不同時，他們會想出

解決的辦法 

1.19 1.06 .84    

2.我的爸媽吵架時，他們會將問題解決 1.19 1.12 .78    

10.我的爸媽意見不合的時候，他們會心平氣和地

討論問題 

1.45 1.09 .77    

1.我看到爸媽都是平靜地討論事情 1.25 .99 .77    

23.我的爸媽吵架後，他們通常會很快地和好 1.15 1.11 .76    

22.我的爸媽不太會吵架 1.36 1.12 .70    

32.在停止爭吵後，我的爸媽會對彼此很友善 1.21 .16 .64    

因素二：知覺威脅       
6.我的爸媽吵架時，我好害怕 1.63 1.14  .78   

37.我的爸媽吵架時，我擔心他們可能會離婚 1.26 1.23  .68   

20.我的爸媽吵架時，我害怕有不好的事情發生 1.52 1.10  .70   

36.我的爸媽吵架時，我的心情好不起來 1.83 1.11  .64   

21.我的爸媽吵架，即使他們不說，我覺得自己應

該負責任 

1.33 .97  .57   

27.我的爸媽吵架時，我擔心他們其中有人會受傷 1.23 1.19  .56   

因素三：衝突內容       
24.我的爸媽的爭吵，是因為我做的事情造成 .63 .68   .90  

17.我的爸媽爭吵，通常和我做的事有關 .64 .69   .70  

14.我的爸媽吵架，是因為我的錯 .70 .76   .66  

30.當我做錯事時，我的爸媽會因此吵架 .48 .71   .42  

39.我的爸媽吵架，通常不是我的錯 .64 1.05   .35  

3.我的爸媽常會因為我在學校發生的事而吵架 .42 .72   .33  

因素四：衝突強度       
35.我的爸媽吵架時，會動手推打對方 .33 .74    .94 

31.我的爸媽吵架時會摔東西 .42 .84    .85 

25.我的爸媽吵架時會大聲吼叫 .95 1.06    .50 

18.我的爸媽吵架時，會向對方說出很難聽的話 .76 1.02    .35 

特徵值   9.33 3.78 2.41 1.73 

解釋變異量（%）   24.62 9.18 5.23 3.38 

累積解釋變異量（%）   24.62 33.80 39.03 4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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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名稱及題目內容 M SD 因素五 因素六 因素七 

因素五：因應效能       
26.我的爸媽吵架時，我沒有辦法做任何事停止他們 .39 .53 .72   

19.我的爸媽吵架時，我可以想辦法讓他們不要再吵了 .35 .48 .66   

11.我的爸媽吵架時，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40 .48 .50   

40.我的爸媽吵架時，我說什麼他們都不聽 .42 .44 .35   

因素六：衝突頻率       

8.就算我的爸媽不告訴我，我也知道他們在吵架 .26 .33  .59  

15.我經常看見或聽見我的爸媽吵架 .50 .55  .48  

5.我的爸媽吵架時，我可以做一些事讓自己心情好一點 .18 .20  .39  

4.我的爸媽在吵架的時候會變得很生氣 .39 .40  .39  

12.即使有我在旁邊，我的爸媽也常常對彼此很不好 .43 .44  .30  

因素七：自責感       

34.我的爸媽吵架時，他們會責備我 .39 .49   .67 

33.我的爸媽吵架時，我擔心他們會對我大聲吼叫 .46 .55   .59 

13.我的爸媽吵架時，我擔心有事會發生在我身上 .47 .49   .47 

7.我的爸媽吵架時，不會怪到我身上 .22 .24   .35 

特徵值   1.54 1.30 1.11 

解釋變異量（%）   2.95 2.09 1.7 

累積解釋變異量（%）   45.36 47.45 49.16 

 

表 4-2: 兒童知覺父母衝突量表因素相關 

 因素一 
衝突解決 

因素二 
知覺威脅 

因素三 
衝突內容 

因素四 
衝突強度 

因素五 
因應效能 

因素六 
衝突頻率 

因素七 
自責感 

因素一 1.00       

因素二 .21 1.00      

因素三 .24 .37 1.00     

因素四 .60 .39 .26 1.00    

因素五 .37 .32 .13 .35 1.00   

因素六 .40 .48 .30 .57 .33 1.00  

因素七 .42 .44 .46 .53 .30 .4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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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兒童知覺父母衝突量表之內部一致性比較 
因素 本研究（題數） 原量表樣本一（題數） 原量表樣本二（題數）

衝突解決 0.89（7 題） 0.83（6 題） 0.82（6 題） 

知覺威脅 0.83（6 題） 0.82（6 題） 0.83（6 題） 

衝突內容 0.72（6 題） 0.74（4 題） 0.82（4 題） 

衝突強度 0.83（4 題） 0.82（7 題） 0.80（7 題） 

因應效能 0.67（4 題） 0.69（6 題） 0.65（6 題） 

衝突頻率 0.69（4 題） 0.70（6 題） 0.68（6 題） 

自責感 0.61（4 題） 0.61（5 題） 0.69（5 題） 

 

這七個因素的內部一致性α係數從 0.61 到 0.89，與原量表因素之內部一致性

係數比較的結果，列於表 4-3。七個因素之內部一致性係數與原量表相近，其中「衝

突解決」因素之內部一致性係數較原量表稍高，而「衝突頻率」量尺若以本研究

之五個題目，計算內部一致性，其所得到的α值為 0.59，比原量表低，但仔細檢

視這五個題目內容，發現，第 5 題：我的爸媽吵架時，我可以做一些事讓自己心

情好一點，此題與「衝突頻率」中另外四題的內容較不一致，刪除此題後，以其

他四題求取內部一致性，則α值提高為 0.69。為符合精簡原則，故將此題刪除，「衝

突頻率」僅保留另外四題之測量題目。 

確認每個因素的內容後，本研究延用 Grych 等人（1992）之概念，將「衝

突解決」、「衝突強度」、及「衝突頻率」三個量尺組合成兒童所知覺的「父母衝突

特徵」因素，共 15 題。而另外的「知覺威脅」、「因應效能」、「自責感」與「衝突

內容」四個量尺則形成「威脅感」與「自責感」兩個因素，做為本研究下一階段，

與情緒安全感概念彙整純化之內容。 

 

二、情緒安全感量表之因素分析結果 

    本研究對情緒安全感的測量只採用「父母間次系統安全感量表」中的「情緒

反應」因素與「內在表徵」因素，共有「情緒反應」、「建設性家庭表徵」、「破壞

性家庭表徵」、及「波及我」四個量尺，21 個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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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為確認此量表翻譯成中文，施測於本研究對象，是否仍能得到和原量表

相同的因素結構，以主軸因素萃取法，Promax 斜交轉軸，進行因素分析。首先檢

驗資料是否適合進行因素分析，KMO 值為 0.90，球面性檢定係數達 0.001 之顯著

性，顯示本資料相當適合進行因素分析（陳正昌、程炳林，2002）。再根據陡坡檢

定及特徵值大於 1之考量，抽取出共同因素五個，能解釋的累積變異量為 51.87%，

以實際相關係數減去再製相關係數所得到的殘差值，超過 0.05 的占全部殘差值的

3%，顯示本研究所抽取的因素能適配實際的資料（陳正昌、程炳林，2002）。 

此五個因素之因素負荷量，及每個題項之統計量列於表 4-4，各因素之相關列

於表 4-5。五個因素與 Davies 等人（2002a）之量表因素相較，原「情緒反應」因

素在本研究中則分為「情緒激起」（emotional arousal）與「情緒失調」（emotional 

dysregulation）兩個量尺。其中，「生氣」情緒由「情緒反應」量尺併入至「破壞

性家庭表徵」量尺中，此外，第 5 題、爸媽吵架時，我的一整天都被破壞了也併

入至「破壞性家庭表徵」量尺中，而「建設性家庭表徵」及「波及我」量尺之題

目內容則與原量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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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情緒安全感量表題目及因素負荷量（只列出因素負荷量大於 0.3 者） 

因素名稱及題目內容 M SD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因素四 因素五

因素一：情緒激起        
2.我的爸媽吵架時，我覺得害怕 1.78 1.13 .87     

1.我的爸媽吵架時，我覺得難過 1.75 1.14 .85     

4.我的爸媽吵架時，我覺得不安 1.81 1.16 .62     

因素二：建設性家庭表徵        
13.我知道爸媽仍然彼此相愛 2.16 1.05  .83    

21.我相信爸媽可以解決他們的問題 1.98 1.11  .77    

12.我認為家人還是可以彼此和睦相處 2.16 1.05  .75    

14.我知道一切都會 OK 沒問題 1.61 1.81  .66    

因素三：破壞性家庭表徵        
17.我擔心爸媽下一步會做什麼 1.49 1.15   .61   

16.我擔心這個家的未來 1.44 1.19   .61   

18.我認為爸媽爭吵，是因為他們不知道如何

相處 

.88 1.04   .58   

20.我想爸媽可能會分居或離婚 .98 1.19   .51   

5.我的一整天都被破壞了 1.07 1.16   .50   

3.我的爸媽吵架時，我覺得生氣 .76 1.04   .46   

因素四：情緒失調         
7.我很難擺脫自己不好的心情 1.29 1.20    .78  

6.我很難讓自己平靜下來 1.24 1.18    .70  

10.我沒辦法停止去想爸媽的問題 1.13 1.16    .43  

8.我試著隱藏我的感受 1.48 1.18    .33  

因素五：波及我        

15.我覺得好像這是我的錯 .93 .93     .88 

19.我認為爸媽會責怪我 .81 .94     .58 

11.我覺得爸媽好像在為我的事心煩 1.10 .94     .55 

9.我覺得自己夾在父母當中 1.02 1.09     .34 

特徵值   6.70 2.87 1.42 1.16 1.03

解釋變異量（%）   29.77 11.73 4.41 3.10 2.86

累積解釋變異量（%）   29.77 41.50 45.91 49.01 5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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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情緒安全感量表之因素相關 

 
因素一 

情緒激起 
因素二 

建設性家庭 
因素三 

破壞性家庭 
因素四 
情緒失調 

因素五 
波及我 

因素一 1.00     

因素二 .10 1.00    

因素三 .58 -.16 1.00   

因素四 .56 .005 .56 1.00  

因素五 .54 .002 .59 .60 1.00 

 

「情緒激起」量尺包括：1. 難過、2. 害怕及 4. 不安；「情緒失調」量尺包括：

6. 我很難讓自己平靜下來、7. 我很難擺脫自己不好的心情、8. 我試著隱藏我的感

受、及 10. 我沒辦法停止去想爸媽的問題。 

「破壞性家庭表徵」量尺包括：16. 我擔心這個家的未來、17. 我擔心爸媽下

一步會做什麼、18. 我認為爸媽爭吵，是因為他們不知道如何相處、20. 我想爸媽

可能會分居或離婚、5. 我的一整天都被破壞了、及 3. 生氣。「建設性家庭表徵」

量尺包括：12. 我認為家人還是可以彼此和睦相處、13. 我知道爸媽仍然彼此相愛、

14. 我知道一切都會 OK 沒問題及 21. 我相信爸媽可以解決他們的問題。「波及我」

量尺包括：9. 我覺得自己夾在父母當中、11. 我覺得爸媽好像在為我的事心煩、15. 

我覺得好像這是我的錯、及 19. 我認為爸媽會責怪我。 

 

這五個因素的內部一致性α係數從 0.74 到 0.84，與原量表因素之內部一致性

係數之比較結果，列於表 4-6。五個因素的內部一致性係數，除了「波及我」量尺

比原量表稍低，其餘量尺之內部一致性與原量表相近。 

本研究將以此量表之兩個情緒量尺與三個認知量尺，與兒童知覺父母衝突量

表中的「威脅感」、「自責感」量尺進行彙整，以純化兒童在父母衝突下的「情緒」

成份與「認知」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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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情緒安全感量表之內部一致性比較 

因素 本研究（題數） 原量表樣本一（題數） 原量表樣本二（題數）

情緒激起 0.84（3 題） 

情緒失調 0.81（4 題） 

0.89（9 題） 0.86（9 題） 

破壞性家庭表徵 0.77（6 題） 0.84（4 題） 0.76（4 題） 

建設性家庭表徵 0.83（4 題） 0.86（4 題） 0.86（4 題） 

波及我 0.74（4 題） 0.83（4 題） 0.81（4 題） 

 

三、情緒安全感與認知評估的純化結果 

將情緒安全感中的「情緒激起」、「情緒失調」兩個情緒量尺，及「破壞性家

庭」、「建設性家庭徵」、「波及我」三個認知表徵，與認知評估中的「知覺威脅」、

「因應效能」、「自責感」、「衝突內容」共九個量尺的題目彙整後進行因素分析，

以主軸因素萃取法，經斜交轉軸後，其中，情緒安全感量表中第 3 題：我的爸媽

吵架時，我覺得生氣，此題的因素負荷量低於 0.3，以及兒童知覺父母衝突量表中

的第 7 題：我的爸媽吵架時，不會怪到我身上、第 39 題：我的爸媽吵架時，通常

不是我的錯，無法納入某一因素中，而將此三題刪除。將其它的測量題目進行因

素分析時，其 KMO 值達 0.92，球面性檢定係數達 0.001 之顯著性，顯示本資料適

合進行因素分析（陳正昌、程炳林，2002）。再根據陡坡檢定及特徵值大於 1 之考

量，抽取出共同因素七個，能解釋的累積變異量為 50.69%，以實際相關係數減去

再製相關係數所得到的殘差值，超過 0.05 的占全部殘差值的 3%，顯示本研究所抽

取的因素能適配實際的資料（陳正昌、程炳林，2002）。 

七個因素的因素負荷量矩陣列於表 4-7，因素間相關列於表 4-8。每個因素根

據其因素負荷量較高的前幾個題目，並參照情緒安全感量表及兒童知覺父母衝突

量表之命名，將此七個因素分別命名為「情緒激起」、「自責」、「情緒失調」、「建

設性家庭」、「破壞性家庭」、「波及我」、「因應效能」。 

仔細檢視純化後各因素的內容，與本研究對情緒安全感量表與兒童知覺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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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量表所做的因素分析結果做比較，原本在兒童知覺父母衝突量表中的「知覺

威脅」量尺已不復存在，六題當中有五題併入「情緒激起」因素中；有一題併入

「破壞性家庭表徵」因素，此結果與本研究的預期相同，原「知覺威脅」量尺其

實同時涵括情緒與認知兩個成份，應加以釐清。 

而原本認知評估中的「自責感」、「衝突內容」量尺，與情緒安全感中的「波

及我」量尺，經過純化之後，形成「自責感」與「波及我」兩大因素。「自責感」

包括：我的爸媽吵架，是因為我做的事造成；我的爸媽爭吵，通常和我所做的事

有關；我的爸媽吵架，是因為我的錯；爸媽吵架時，我覺得這是我的錯；當我做

錯事時，我的爸媽會因此吵架；我的爸媽常會因為我在學校的事而吵架。「波及我」

包括：我的爸媽吵架時，他們會責備我；我的爸媽吵架時，我擔心他們會對我大

聲吼叫；我的爸媽吵架時，我擔心有事會發生在我身上；我的爸媽吵架時，我認

為爸媽會責怪我。經由此純化過程可以將重疊的概念結合，但也將不同的概念區

隔，此兩的因素雖然都和自我表徵有關，但卻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自責感」強調

的是對父母衝突的原因傾向做自我歸因，而「波及我」則是擔心在父母衝突過程

中，衝突會從父母關係蔓延到自我，而使自我的身心安全遭到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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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情緒認知成份因素分析結果（只列出因素負荷量大於 0.3 者） 

因素名稱及題目內容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因素四 

因素一：情緒激起     
2.我的爸媽吵架時，我覺得害怕 .84    

1.我的爸媽吵架時，我覺得難過 .83    

6.我很難讓自己平靜下來 .74    

36.我的爸媽吵架時，我的心情好不起來 .62    

4.我的爸媽吵架時，我覺得不安 .55    

20.我的爸媽吵架時，我害怕有不好的事情發生 .49    

21.我的爸媽吵架，即使他們不說，我覺得自己應該負責任 .49    

27.我的爸媽吵架時，我擔心他們其中有人會受傷 .33    

因素二：自責     
24.我的爸媽的爭吵，是因為我做的事情造成  93   

17.我的爸媽爭吵，通常和我做的事有關  .68   

14.我的爸媽吵架，是因為我的錯  .68   

15.我覺得好像這是我的錯  .53   

30.當我做錯事時，我的爸媽會因此吵架  .39   

3.我的爸媽常會因為我在學校發生的事而吵架  .32   

因素三：情緒失調      
7.我很難擺脫自己不好的心情   78  

6.我很難讓自己平靜下來   .76  

5.我的一整天都被破壞了   .51  

10.我沒辦法停止去想爸媽的問題   .51  

9.我覺得自己夾在父母當中   .42  

8.我試著隱藏我的感受   .41  

11.我覺得爸媽好像在為我的事心煩   .37  

因素四：建設性家庭表徵      
13.我知道爸媽仍然彼此相愛    .83 

12.我認為家人還是可以彼此和睦相處    .77 

21.我相信爸媽可以解決他們的問題    .77 

14.我知道一切都會 OK 沒問題    .64 

特徵值 10.50 3.55 2.64 1.88 

解釋變異量（%） 26.39 8.18 5.75 3.60 

累積解釋變異量（%） 26.39 34.57 40.31 4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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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名稱及題目內容 因素五 因素六 因素七 

因素五：破壞性家庭表徵    
16.我擔心這個家的未來 .74   

20.我想爸媽可能會分居或離婚 .71   

37.我的爸媽吵架時，我擔心他們可能會離婚 .70   

17.我擔心爸媽下一步會做什麼 .68   

18.我認為爸媽爭吵，是因為他們不知道如何相處 .50   

因素六：波及我    
34.我的爸媽吵架時，他們會責備我  .71  

33.我的爸媽吵架時，我擔心他們會對我大聲吼叫  .59  

13.我的爸媽吵架時，我擔心有事會發生在我身上  .50  

19.我認為爸媽會責怪我  .40  

因素七：因應效能     
26.我的爸媽吵架時，我沒有辦法做任何事停止他們   .72 

19.我的爸媽吵架時，我可以想辦法讓他們不要再吵了   .64 

11.我的爸媽吵架時，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53 

40.我的爸媽吵架時，我說什麼他們都不聽   .36 

特徵值 1.61 1.39 1.03 

解釋變異量（%） 2.88 2.46 1.44 

累積解釋變異量（%） 46.80 49.25 50.69 

 

表 4-8: 情緒與認知成份因素相關 

 因素一 
情緒激起 

因素二 
自責感 

因素三 
情緒失調 

因素四 
建設性家庭

因素五 
破壞性家庭

因素六 
波及我 

因素七 
因應效能 

因素一 1.00       

因素二 .38 1.00      

因素三 .66 .40 1.00     

因素四 .07 -.010 .04 1.00    

因素五 .66 .33 .62 -.13 1.00   

因素六 .48 .55 .50 -.09 .49 1.00  

因素七 .30 .22 .28 -.19 .25 .37 1.00 

 

 

    純化後的情緒反應，並非預期中，如同 Davies 與 Cummings（1998）、Davies

等人（2002a）、Davies 等人（2006）、及 El-Sheikh（2005），以不同的情緒種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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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稱情緒反應，而是將情緒反應分為「情緒激起」與「情緒失調」兩個不同因素。

「情緒激起」因素包括：我的爸媽吵架時，我會害怕；會難過；會不安；心情好

不起來；害怕有不好的事發生；擔心爸媽有人會受傷；覺得自己應該負責任。因

此，「情緒激起」強調父母衝突會引發兒童的害怕、難過、不安等負向情緒，但並

不包括生氣情緒，因此生氣情緒的意涵為何，值得重新思考。「情緒失調」則著重

於負向情緒的嚴重程度，已影響了兒童的生活與思考，且持續存在、難以調適。「情

緒失調」因素包括：我的爸媽吵架時，我很難擺脫自己不好的心情；很難讓自己

平靜下來；一整天都被破壞了；沒有辦法停止去想爸媽的問題；覺得自己夾在父

母當中；我試著隱藏我的感受；我覺得爸媽好像在為我的事心煩。 

家庭表徵的部份，本研究的結果與 Davies 等人（2002 a）的情緒安全感因素

分析結果相同，分為建設性表徵與破壞性表徵為兩個不同的概念，並非一體兩面。

但家庭表徵與父母表徵不易區分，都併入家庭表徵中。「建設性家庭表徵」包括：

爸媽吵架時，我知道爸媽仍然彼此相愛；我認為家人還是可以彼此和睦相處；我

相信爸媽可以解決他們的問題；我知道一切都會 OK 沒問題。「破壞性家庭表徵」

包括：爸媽吵架時，我擔心這個家的未來；我擔心他們可能會離婚；我擔心爸媽

下一步會做什麼；我認為爸媽不知如何相處。「建設性家庭表徵」表徵強調父母之

間即使有衝突，兒童仍然對父母關係懷抱正向希望。而「破壞性家庭表徵」則是

因父母衝突，使得兒童對父母與家庭充滿不確定，產生負向預期。 

至於「因應效能」量尺則為單獨的量尺，與情緒反應或其他認知表徵並不相

同。此結果則與Gerard等人（2005）的想法較接近，「因應效能」與「知覺威脅」

應分開探討其不同的影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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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9：純化後的七個情緒認知因素與未純化前之內部一致性比較 
因素 純化後（題數） 情緒安全感量表（題數） 兒童知覺父母衝突量表（題數）

情緒激起 0.87（8 題） 0.84（3 題）  

情緒失調 0.83（7 題） 0.81（4 題）  

破壞性家庭表徵 0.83（5 題） 0.77（6 題）  

建設性家庭表徵 0.83（4 題） 0.83（4 題）  

波及我 0.76（4 題） 0.74（4 題）  

自責感 0.76（6 題）  0.61（4 題） 

因應效能 0.67（4 題）  0.67（4 題） 

 

純化後七個因素之內部一致性係數介於 0.67 到 0.87，與未純化前，在本研究

中情緒安全感量表與兒童知覺父母衝突量表之α係數，列於表 4-9。由表 4-9 結果

得知，純化後的七個認知情緒因素之內部一致性，除了「建設性家庭表徵」與「因

應效能」，純化後的測量題目不變，故內部一致性係數亦相同，其餘五個純化後的

因素，其內部一致性係數都較未純化之前稍為提高，特別是「自責感」因素的內

部一致性提高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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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純化後的情緒認知因素 

 

一、與各變項之相關 

為進一步瞭解純化後的情緒認知因素與父母衝突及兒童內化、外化問題之關

係，表 4-10 所示為這些變項的描述統計量及相關。本研究採多元評量，父母衝突

包括兒童知覺的父母衝突特徵（未解決、強度、頻率），與父母評量的高衝突（肢

體暴力衝突）程度，兒童內化問題則由兒童自評及父母評量，兒童的外化問題則

由老師及父母評量。 

從表 4-10 的結果得知，這七項情緒認知因素，與兒童所知覺到的父母衝突特

徵均達到顯著相關，代表父母衝突越無法解決、強度越強、頻率越高，兒童的情

緒激起、情緒失調，與自責、擔心波及我、破壞性家庭表徵、欠缺建設性家庭表

徵、欠缺因應效能之認知表徵也越多。 

若看這七項情緒認知因素與父母評量的肢體暴力攻擊程度之相關，除了自責

感之外，其它六項情緒認知因素與父母嚴重衝突程度，均達到顯著相關，顯示父

母間的衝突越嚴重，兒童越會出現情緒激起、情緒失調、擔心波及我、破壞性家

庭表徵、欠缺建設性家庭表徵、欠缺因應效能，但兒童未必會自責。 

再從情緒認知因素與兒童內化問題之間的關係發現，除了對家庭的建設性表

徵之外，兒童對父母衝突的情緒認知因素，與兒童自評的內化問題均達到顯著相

關，與父母評量的內化問題也都達到顯著相關，表示，當兒童對父母衝突越出現

越多負向情緒與認知反應時，其內化問題越加提高。 

相對於內化問題，兒童的外化問題與情緒認知因素之關係則較不顯著。由父

母評量的兒童外化問題，只與自責感及建設性家庭表徵兩項認知因素有顯著相

關，即兒童對父母衝突的自責越高、越缺乏建設性家庭表徵，其外化問題越顯著。

而由老師評量的外化問題，只與情緒激起有顯著負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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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情緒認知因素與父母衝突及兒童適應問題之相關 
變項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情緒激起 1.00             
2.自責 .38*** 1.00            

3.情緒失調 .66*** .40*** 1.00           
4.建設性家庭 .07 -.10* .04 1.00          
5.破壞性家庭 .66*** .33*** .62*** -.13** 1.00         
6.波及我 .48*** .55*** .50*** -.09* .49*** 1.00        
7.因應效能 .30*** .22*** .28*** -.19*** .25*** .37*** 1.00       

8.父母衝突特徵(兒童) .29*** .29*** .29*** -.49*** .49*** .40*** .41*** 1.00      
9.肢體暴力攻擊(父母) .20*** .03 .13** -.18*** .26*** .18*** .17*** .47*** 1.00     

10.內化(兒童) .49*** .40*** .53*** -.04 .46*** .46*** .34*** .32*** .18*** 1.00    
11.內化(父母) .15** .17*** .18*** -.18*** .15** .20*** .20*** .26*** .26*** .37*** 1.00   
12.外化(老師) -.12*** .07 -.07 -.07 .02 -.04 -.06 .05 .05 -.04 -.05 1.00  
13.外化(父母) -.07 .16** .03 -.10* .01 0.7 .07 .09 .17** .15** .55*** .30*** 1.00 

Mean 12.88 3.80 8.34 7.91 6.04 3.34 5.21 16.08 2.73 36.07 29.37 35.84 40.00 
SD 6.48 3.14 5.65 3.58 4.47 2.86 2.98 10.15 3.27 8.75 6.01 8.35 7.32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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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從父母衝突與兒童內外化問題之關係來看，不管是兒童自評或父母評量的

內化問題，與兒童知覺的父母衝突、或父母評量的肢體暴力攻擊，均達到 p<0.001

的顯著相關，但外化問題，只有父母評量的外化問題，與父母的評量的肢體暴力

攻擊，達到 p<0.01 之相關。因此，父母衝突與兒童的內化問題之關係比外化問題

更加顯著。 

 

二、對兒童內化問題的預測 

 

若兒童對父母衝突的情緒認知因素與兒童的內化問題有相關，那麼何者對兒

童內化問題的預測較為顯著？本研究以兒童的內化問題為依變項，以父母衝突特

徵及認知情緒因素為預測變項，進行同時迴歸分析，並對迴歸模式之適合度進行

檢驗。 

首先進行依變項的常態性檢定，本研究對兒童內化問題此依變項的測量，透

過兒童自評及父母評量，因此，分別檢驗兩種依變項之偏態與峰度統計量。以兒

童自評的內化問題，其偏態係數為 0.65，峰度係數為-0.02，皆介在+1 之間，符合

常態化假設（Kendall & Stuart,1977）；而父母評量的內化問題，其偏態係數為 1.30，

峰度係數為 1.92，比兒童自評的內化問題，其分配更為正偏且高狹，因此，本研

究在迴歸分析時，採用兒童自評的內化問題為依變項，較符合常態化之基本假設。

其次，檢驗依變項與預測變項之殘差散布圖（scatter plot），刪除極端值，以符合變

異數等分散性之假設（王保進，2002）；再檢視迴歸模式之 Durbin-Watson 值為 2.0，

介於 1.5-2.5 之間，顯示變項之間無違反自我相關假設（榮泰生,2006）；而各預測

變項的變異數波動因數（VIF）介在 1.32 到 2.41 之間，低於 10，且條件指數（CI）

為 13.78，低於 30，表示變項間線性重合問題並不嚴重（王保進，2002）。 

迴歸分析之結果如表 4-11 所示，R2 為 0.39，F 值為 43.51，達到統計顯著性，

代表兒童對父母衝突的情緒認知因素，能預測 39%的兒童內化問題。再從標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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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歸係數來看，只有三個因素未達顯著性，即兒童對父母衝突特徵的知覺、建設

性家庭表徵與破壞性家庭表徵，對兒童內化問題不具預測力。而其他達到顯著的

因素是情緒失調、因應效能、自責感、情緒激起、波及我，意指，當兒童對父母

衝突缺乏因應效能、產生自責感、負向情緒激起、情緒失調、擔心被波及，越能

預測其內化問題。 

 

表 4-11: 兒童的情緒認知因素對內化問題的同時迴歸模式摘要 

依變項 預測變項 (N=566) β 

兒童知覺父母衝突特徵 .04 

情緒激起 .11* 
自責 .13** 

情緒失調 .25*** 
建設性家庭 .02 
破壞性家庭 .09 

波及我 .10* 
因應效能 .14*** 
F-change 43.51*** 

兒 
童 
自 
評 
的 
內 
化 
問 
題 

R2 0.39 
*p<.05,  **p<.01,  ***p<.001 

 

此結果與預期相比，情緒激起與情緒失控，如同預期中，對兒童內化問題具

有顯著預測力；因應效能也如同預期中，越缺乏因應效能，兒童的內化問題越顯

著；自責感與波及我亦與研究預期一致，能預測兒童的內化問題。唯有破壞性家

庭表徵，並不如預期，其β值之顯著性在邊緣值，代表當同時考慮對自我及對家

庭的認知表徵時，兒童對自我的負向認知表徵較能顯著預測兒童的內化問題 

三、對兒童外化問題的預測 

而情緒認知因素對兒童外化問題的預測又是如何？以父母評量的兒童外化問

題為依變項，兒童知覺父母衝突特徵及認知情緒因素為預測變項，進行同時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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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歸分析，並對迴歸模式之適合度進行檢驗。 

首先進行依變項的常態性檢定，本研究之兒童外化問題由老師評量及父母評

量，因此，分別檢驗兩種依變項之偏態與峰度統計量。由父母評量的外化問題，

其偏態係數為 1.04，峰度係數為 0.66，皆介在+1 之間，符合常態化假設（Kendall 

& Stuart,1977），而老師評量的外化問題，其偏態係數為 2.58，峰度係數為 7.54，

其分配正偏且高狹，而因此，本研究在迴歸分析時，採用父母評量的外化問題為

依變項，較符合常態化之基本假設。其次，檢驗依變項與預測變項之殘差散布圖

（scatter plot），刪除極端值，以符合變異數等分散性之假設（王保進, 2002）；再檢

視迴歸模式之 Durbin-Watson 值為 1.71，介於 1.5-2.5 之間，顯示變項之間無違反

自我相關假設（榮泰生,2006）；而各預測變項的變異數波動因數（VIF）介在 1.35

到 2.42 之間，低於 10，且條件指數（CI）為 14.13，低於 30，表示變項間線性重

合問題並不嚴重（王保進, 2002）。 

 

表 4-12：情緒認知因素對外化問題的迴歸模式摘要 

依變項 
預測變項 (N=413) 

β 

兒童知覺父母衝突特徵 .06 

情緒激起 -.21** 
自責 .20** 

情緒失調 .07 
建設性家庭 -.03 
破壞性家庭 .01 

波及我 -.02 
因應效能 .05 

F-change 3.17** 

父 
母 
評 
量 
的 
外 
化 
問 
題 
 

R2 .06 

*p<.05,  **p<.01,  ***p<.001 
 

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4-12 所示，其 R2 為 0.06，F 值為 3.17，達到統計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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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兒童對父母衝突的情緒認知因素，能解釋 6%的兒童外化問題。再從標準化迴

歸係數來看，只有情緒激起與自責感兩個因素達到顯著性，情緒激起之β值為

-0.21，自責感之β值 0.20，代表當兒童對父母衝突越缺乏情緒激起反應，自責感

越高時，越可能出現外化問題。 

此結果與預期相比較，自責感如同預期般，能同時預測兒童的內化與外化問

題，但是波及我表徵，則與預期不同，當波及我與自責感同時考量時，波及我對

外化問題的預測則不如自責感顯著。此外，情緒激起反應對外化問題的顯著預測

力，亦是本研究所得到的新發現，對父母衝突越缺乏情緒激起反應，其外化問題

越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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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兒童面對父母衝突的因應行為 

 

一、 兒童因應父母衝突行為因素分析 

除了瞭解兒童的情緒認知因素對其適應問題的預測，本研究亦想探討因應

行為與情緒認知因素之間的關係，加上因應行為的觀點是否可以增加對兒童適應

問題的預測。本研究以「兒童因應量表」測量兒童面對父母衝突時的因應行為，

為確認此量表經翻譯成中文，施測於本研究對象，能得到和原量表相同的因素結

構，將所測得的結果以因素分析法檢驗之。 

透過主軸因素萃取法，以 Promax 斜交轉軸，進行因素分析。首先檢驗資料是

否適合進行因素分析，KMO 值為 0.90，且球面性檢定係數亦達 0.001 之顯著性，

顯示本資料適合進行因素分析（陳正昌、程炳林，2002）。根據陡坡檢定及特徵值

大於 1之考量，抽取出共同因素六個。其中，第 16 題：我的爸媽吵架時，我會去

畫圖，與第 17 題：我的爸媽吵架時，我會想像爸媽吵架之後可能會怎樣，在兩個

因素之負荷量均為 0.3，無法歸入某一因素而將其刪除。此外，因素六只有兩個題

目，題目太少，故將因素六之兩題刪除後，而得到五個因素，能解釋的累積變異

量為 45.57%，所得到的因素負荷量矩陣如表 4-13，五因素之相關列於表 4-14。此

結果與 Ayers 等人（1990）所得到的因素結構相同。此五個因素的內部一致性係數

在 0.72 到 0.90 之間，與原量表的α值比較結果如表 4-15，五個因素中「轉移」量

尺的內部一致性較原量表高，其餘因素的α值與原量表相近，顯示本研究使用此

量表所測量的五個因素其信度穩定。 

由此量表的結果顯示，兒童面對父母衝突的因應行為可分為五類，第一是

「介入」，包括想法的介入和行為的介入，想法的介入例如：想好該先準備什麼，

才能解決爸媽問題、想出不讓爸媽吵架的方法、找出爸媽吵架的原因、想很多事，

希望更瞭解爸媽問題等；行為的介入例如：幫爸媽解決問題、改變自己讓爸媽開

心、做一些事讓爸媽開心、和爸媽討論怎麼解決他們的問題、和爸媽討論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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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等。第二類是「轉移」，包括：去運動、去打球、出去玩、騎腳踏車肢體的活動，

和打電動、看電視、聽音樂靜態的活動。第三類是「逃避」，包括：行為上的逃避，

如遠離吵架這件事、遠離爸媽、躲在自己房間、遠離不舒服的人；和想法上的逃

避，如儘量不去想這件事、去看書看雜誌。第四類是「正向思考」，包括：淡化問

題的嚴重性，如提醒自己，問題沒那麼糟糕、告訴自己不必為此難過；和正向期

盼，例如等待事情變好、告訴自己爸媽吵架很快會結束。第五類是「尋求支持」，

包括尋求情感的支持，如跟同學或其他大人說心情；和尋求問題解決的資訊，如

去跟其他大人或同學討論該怎麼辦。 

這五類的因應行為比情緒安全感中的介入與逃避兩種調控行為，在內容上

更為豐富，涵括行為上和想法上的介入與逃避，因應的行為類別也更多元，除了

對父母衝突的介入與逃避，還增加了調適自我情緒的轉移、正向思考與尋求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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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兒童因應策略量表題目及因素負荷量（只列出因素負荷量大於 0.3 者） 

因素名稱及題目內容 M SD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因素一：介入      
27.想好我應該先準備什麼，才能解決爸媽的問題 1.12 1.10 .86   

24.想出讓爸媽不再吵下去的方法- 1.36 1.13 .80   

37.試著找出，造成爸媽吵架的原因 1.36 1.12 .71   

11.試著改變我自己讓爸媽開心 1.41 1.13 .69   

10.想著如果我做了某些事之後爸爸媽媽會怎樣 1.19 1.05 .66   

9.想著爸媽為什麼會吵架的原因 1.51 1.10 .64   

3.做一些事情讓爸媽開心 1.28 1.14 .61   

32.幫爸媽解決他們的問題 .95 1.07 .61   

2.想著我該怎麼辦 1.66 1.06 .61   

19.想很多事，希望更瞭解爸媽的問題 1.41 1.11 .60   

12.去跟爸媽說我的心情 .69 1.03 .53   

22.和爸媽討論，怎麼解決他們的問題 .66 .98 .51   

23.想到我可以從爸媽的爭吵當中學會什麼 .75 .99 .42   

4.儘量想一些快樂的事情 1.65 1.13 .33   

因素二：轉移      
34.去運動 .54 1.00  .91  

14.去打球 .45 .94  .89  

28.出去玩 .44 .91  .77  

5.去騎腳踏車 .34 .79  .67  

40.上網或打電動 .75 1.13  .53  

30.去看電視 .74 1.12  .49  

1.去聽音樂 .74 1.00  .38  

因素三：逃避      
21.儘量遠離吵架這件事 1.41 1.11   .68 

6.儘量遠離爸爸媽媽 1.03 1.11   .66 

36.躲在自己房間 1.40 1.18   .46 

31.遠離一些讓我不舒服的人 1.13 1.13   .46 

7.儘量不去想這件事 1.55 1.20   .38 

20.去看書或看雜誌 .80 1.05   .36 

特徵值   8.21 5.12 3.08 

解釋變異量（%）   20.41 12.81 7.07 

累積解釋變異量（%）   20.41 33.22 40.30 

 

 



 84 

因素名稱及題目內容 M SD 因素四 因素五 

因素四：正向思考     
33.提醒自己，事情可能沒有那麼糟糕 1.61 1.11 .72  

39.告訴自己不必為此難過 1.34 1.12 .64  

38.希望爸媽吵架的結果，不會太糟糕 2.01 1.10 .51  

26.等待事情變好 1.65 1.08 .49  

13.告訴自己爸媽吵架很快就會結束 1.38 1.21 .40  

因素五：尋求支持     
29.去跟同學說我的心情 .37 .78  .77 

35.去跟其他大人討論我該怎麼辦 .36 .82  .66 

15.去跟其他認識的大人說我的心情 .33 .78  .64 

8. 和同學討論我該怎麼辦 .39 .81  .52 

特徵值   1.87 1.29 

解釋變異量（%）   3.41 1.87 

累積解釋變異量（%）   43.70 45.57 

 

表 4-14:兒童因應策略量表之因素相關 
 因素一 

介入 
因素二 
轉移 

因素三 
逃避 

因素四 
正向思考 

因素五 
尋求支持 

因素一 1.00     
因素二 .05 1.00    
因素三 .06 .38 1.00   
因素四 .46 .10 .43 1.00  
因素五 .44 .30 .17 .20 1.00 

 
表 4-15：兒童因應策略量表之內部一致性比較 

因素 本研究（題數） 原量表（題數） 
介入 0.90（14 題） 0.88（13 題） 
轉移 0.86（7 題） 0.72（9 題） 

正向思考 0.74（6 題） 0.72（4 題） 
逃避 0.72（5 題） 0.77（8 題） 

尋求支持 0.77（4 題） 0.75（8 題） 

 

二、因應行為與各變項之間的關係 

為了瞭解因應行為與父母衝突及兒童適應問題之關係，本研究將五種因應

行為與父母衝突、兒童情緒認知因素及內外化問題之相關，列於表 4-16。由表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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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果得知，五種因應行為與父母評量的肢體暴力程度無顯著相關，因應行為與

兒童所知覺的父母衝突特徵，只有「介入」與「正向思考」與兒童知覺的父母衝

突特徵有負相關，即父母衝突越嚴重，兒童越不會採取介入行為，且越難以形成

正向思考。 

因應行為與情緒認知因素的相關顯示，介入行為與七種情緒認知因素都有

顯著相關，表示，當兒童因父母衝突出現負向情緒認知因素、或正向的認知表徵，

兒童都可能採取介入行為；轉移行為則與五項情緒認知因素為負相關，代表，當

兒童越無情緒激起、越少情緒失調、越不會自責、越少破壞性家庭表徵、有越高

因應效能、越多建設性家庭表徵，則越可能採取轉移行為；逃避行為與六項情緒

認知因素為正相關，意指，當兒童越多情緒激起、情緒失調、破壞性家庭表徵、

擔心被波及、越缺乏因應效能，兒童越傾向採取逃避行為；正向思考則與五項情

緒認知因素為正相關，亦即，當兒童出現情緒激起、情緒失調、破壞性家庭表徵、

擔心被波及、或有建設性家庭表徵時，兒童會採取正向思考行為；尋求支持則是

在情緒激起、情緒失調、出現破壞性家庭表徵、及擔心被波及時會採取的行為。

因此，當兒童出現不同的情緒認知因素時，兒童會採取不同的因應行為。 

由因應行為與兒童適應之間的相關顯示，在兒童的內化問題中，五種因應

行為只有轉移與兒童內化問題無關，其他的因應行為，介入、逃避、正向思考和

尋求支持都和內化問題有顯著相關；而父母評量的外化問題中，只有轉移與外化

問題有顯著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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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因應行為與各變項之相關 
變項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介入 1.00                
2.轉移 .05 1.00               
3.逃避 .06 .38*** 1.00              
4.正向思考 .46*** .10* .43*** 1.00             
5.尋求支持 .44*** .30*** .17*** .20*** 1.00            
6.肢體暴力攻擊（父母）.00 -.01 .00 .02 -.05 1.00           
7.父母衝突特徵（兒童）-.13** -.07 .03 -.13** -.00 .47*** 1.00          
8.情緒激起 .43*** -.29*** .10* .34*** .16*** .20*** .29*** 1.00         
9.自責 .17*** -.11* .04 .04 .08 .03 .29*** .38*** 1.00        
10.情緒失調 .37*** -.09* .26*** .34*** .22*** .13** .29*** .66*** .40*** 1.00       
11.建設性家庭 .34*** .10* .14** .50*** .04 -.18*** -.49*** .07 -.10* .04 1.00      
12.破壞性家庭 .34*** -.14** .09* .20*** .19*** .26*** .49*** .66*** .33*** .62*** -.13** 1.00     
13.波及我 .15*** -.06 .30*** .16*** .09* .18*** .40*** .48*** .55*** .50*** -.09** .49*** 1.00    
14.因應效能 -.23*** -.13** .24*** .06 -.07 .17*** .41*** .30*** .22*** .28*** -.19*** .25*** .37*** 1.00   
15.內化(兒童) .13** -.06 .17*** .15*** .16*** .18*** .32*** .49*** .40*** .53*** -.04 .46*** .46*** .34*** 1.00  
16.外化(父母) -.08 .11* .05 -.06 -.00 .17** .09 -.07 .16** .03 -.10* .01 .07 .07 .15** 1.00 
平均值 16.98 4.11 7.31 7.99 1.44 2.73 16.08 12.88 3.88 8.34 7.91 6.04 3.34 5.21 36.07 40.00 
標準差 10.02 5.14 4.42 3.95 2.46 3.27 10.15 0.48 3.14 5.56 3.58 4.47 2.86 2.98 8.75 7.32 

*p<.o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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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應行為在情緒認知因素與適應問題之間的中介效果 

（一）、內化問題 
 

    從本章第二節的研究結果得知，兒童的情緒認知因素可以預測兒童的內外化

問題，而從因應行為與其他變項的相關結果得知，情緒認知因素與因應行為具有

相關，而某些因應行為與內化或外化問題有關，因此，本節將探討，加上因應行

為的概念是否可增加對兒童適應問題的預測與解釋？因應行為在情緒認知因素與

內外化適應問題之間，究竟具有中介效果或是調節效果？ 

本研究運用階層迴歸分析法，先驗證因應行為的中介效果。根據 Baron 與

Kenny（1986）之建議，若某變項為中介變項（mediator），必須符合下列條件：（1）

獨變項可預測中介變項（路徑 1），（2）中介變項可預測依變項（路徑 2），（3）獨

變項可預測依變項（路徑 3），（4）當路徑 1 與路徑 2 控制之後，路徑 3 則不顯著，

代表路徑 3 須透過中介變項之中介效果，才能使獨變項對依變項具有預測力。 

首先以兒童知覺父母衝突特徵及七個情緒認知因素為獨變項，五種因應行為

為中介變項，兒童的內化問題為依變項，進行同時迴歸與階層迴歸分析。結果如

表 4-17 所示，（1）情緒認知因素能分別預測五種因應行為，R2 介在 0.08 到 0.43

之間，F 值均達到顯著性，符合路徑 1；（2）五種因應行為，除了轉移之外，皆能

預測兒童的內化問題，R2 為 0.016 到 0.30，達到顯著性，符合路徑 2；（3）兒童知

覺父母衝突特徵及七個情緒認知因素能顯著預測兒童的內化問題，R2 為 0.39，達

到顯著性，符合路徑 3；（4）當控制了因應行為之後，兒童知覺父母衝突特徵及情

緒認知因素，仍能顯著的預測內化問題，△R2 為 0.365 到 0.386，F 值為 40.16 到

43.48，均達到顯著性，代表，五種因應行為在情緒認知因素與內化問題之間，皆

不具有中介效果，情緒認知因素與四種因應行為對兒童的內化問題各有其預測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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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因應行為對內化問題的中介效果分析 

模式 依變項 預測變項 R2 △R2 F change 
1 因應行為 情緒認知因素    
 介入 情緒認知因素 .43  52.75*** 
 轉移 情緒認知因素 .13  10.13*** 
 逃避 情緒認知因素 .21  18.95*** 
 正向思考 情緒認知因素 .38  42.25*** 
 尋求支持 情緒認知因素 .08  5.89*** 
2 內化問題 因應行為    
 內化問題 介入 .016  9.24** 
 內化問題 轉移 .004  2.05 
 內化問題 逃避 .030  17.23*** 
 內化問題 正向思考 .022  12.88*** 
 內化問題 尋求支持 .025  14.69*** 
3 內化問題 情緒認知因素 .39  43.51*** 
4 內化問題 介入 .016  9.24** 
  情緒認知因素 .39 .374 42.45*** 
5 內化問題 轉移 .004  2.05 
  情緒認知因素 .39 .386 43.48*** 
6 內化問題 逃避 .030  17.23*** 
  情緒認知因素 .39 .36 40.16*** 
7 內化問題 正向思考 .022  12.88*** 
  情緒認知因素 .39 .368 41.07*** 
8 內化問題 尋求支持 .025  14.69*** 
  情緒認知因素 .39 .365 41.22*** 

*p<.05,  **p<.01,  ***p<.001 

 

（二）、外化問題 

除了內化問題，進而檢驗，因應行為在情緒認知因素與外化問題之間，是否

具有中介效果。同樣以兒童知覺父母衝突特徵及七個情緒認知因素為獨變項，五

個因應行為為中介變項，兒童的外化問題為依變項，進行同時及階層迴歸分析。

結果如表 4-18 所示，（1）情緒認知因素能分別預測五種因應行為，R2 介在 0.08 到

0.43 之間，F 值均達到顯著性，符合路徑 1；（2）五種因應行為，除了轉移行為，

對兒童的外化問題的預測力，均未達到顯著性，不符合路徑 2；（3）兒童知覺父母

衝突特徵及七個情緒認知因素能顯著預測兒童的外化問題，R2 為 0.06，達到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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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符合路徑 3；（4）當控制了因應行為之後，兒童知覺父母衝突特徵及情緒認知

因素，仍能顯著的預測外化問題，△R2 為 0.054 到 0.059，F 值為 2.87 到 3.19，達

到顯著性，代表，介入、逃避、正向思考與尋求支持四種因應行為對兒童外化問

題不具有顯著預測力，亦不具有中介效果，而轉移行為雖能預測兒童外化問題，

但不具中介效果。情緒認知因素比因應行為對兒童的外化問題更具有預測效果。 

 
表 4-18：因應行為對外化問題的中介效果分析 

模式 依變項 預測變項 R2 △R2 F change 
1 因應行為 情緒認知因素    
 介入 情緒認知因素 .43  52.75*** 
 轉移 情緒認知因素 .13  10.13*** 
 逃避略 情緒認知因素 .21  18.95*** 
 正向思考 情緒認知因素 .38  42.25*** 
 尋求支持 情緒認知因素 .08  5.89*** 
2 外化問題 因應行為    
 外化問題 介入 .006  2.54 
 外化問題 轉移 .011  4.73* 
 外化問題 逃避 .003  1.05 
 外化問題 正向思考 .003  1.23 
 外化問題 尋求支持 .000  .003 
3 外化問題 情緒認知因素 .06  3.17** 
4 外化問題 介入 .006  2.54 
  情緒認知因素 .06 .054 2.87** 
5 外化問題 轉移 .011  4.73* 
  情緒認知因素 .07 .059 3.19** 
6 外化問題 逃避 .003  1.05 
  情緒認知因素 .061 .058 3.13** 
7 外化問題 正向思考 .003  1.23 
  情緒認知因素 .059 .056 3.00** 
8 外化問題 尋求支持 .000  .003 
  情緒認知因素 .059 .059 3.17**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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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因應行為在情緒認知因素與適應問題之間的調節效果 

 
（一）、內化問題 

若因應行為不具有中介效果，是否會與情緒認知因素形成交互作用，而對兒

童適應問題產生調節效果。根據 Baron 與 Kenny（1986）之建議，若某變項為調節

變項（moderator），必須符合下列條件：（1）獨變項可預測依變項；（2）調節變項

可預測依變項；（3）當控制了獨變項與調節變項之後，獨變項與調節變項之間的

交互作用，仍能顯著地預測依變項。 

首先以兒童知覺父母衝突特徵及七個情緒認知因素為獨變項，五種因應行為

為調節變項，兒童的內化問題為依變項，將五種因應行為與各種情緒認知因素標

準化之後，分別相乘所產生的交互作用項為預測變項，進行階層迴歸分析。結果

如表 4-19 所示，五種因應行為只有介入行為與尋求支持，對兒童的內化問題具有

調節效果，情緒認知因素×介入之△R2 為 0.02，達到顯著性；情緒認知因素×尋求

支持之△R2 為 0.023，達到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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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因應行為對兒童內化問題的調節效果 

一、介入行為對內化問題之調節效果 
step 預測變項 R2 △R2 F change 

1 情緒認知因素 .385  43.51*** 
2 介入 .389 .004 4.17* 
3 情緒認知因素×介入 .412 .02 2.68** 

二、轉移行為對內化問題之調節效果  
step 預測變項 R2 △R2 F change 

1 情緒認知因素 .385  43.51*** 
2 轉移 .387 .002 2.23 
3 情緒認知因素×轉移 .396 .009 1.03 

三、逃避行為對內化問題之調節效果 
step 預測變項 R2 △R2 F change 

1 情緒認知因素 .385  43.51*** 
2 逃避 .385 0 .34 
3 情緒認知因素×逃避 .399 .014 1.55 

四、正向思考行為對內化問題之調節效果 
step 預測變項 R2 △R2 F change 

1 情緒認知因素 .385  43.51*** 
2 正向思考 .385 0 .76 
3 情緒認知因素×正向思考 .397 .012 1.35 

五、尋求支持行為對內化問題之調節效果  
step 預測變項 R2 △R2 F change 

1 情緒認知因素 .385  43.51*** 
2 尋求支持 .388 .003 3.31 
3 情緒認知因素×尋求支持 .411 .023 2.65** 
*p<.05,  **p<.01,  ***p<.001 
 

進而再瞭解介入行為與尋求支持，究竟與那些情緒認知因素形成交互作用，

而預測兒童的內化問題。由表 4-20 介入行為對內化問題的調節效果顯示，各交互

作用項之標準化迴歸係數中，只有介入×自責之β值為 0.11，與介入×破壞性家庭

表徵之β值為-0.17 達到顯著性。表 4-21 尋求支持對內化問題的調節效果顯示，

各交互作用項之標準化迴歸係數中，只有尋求支持×自責之β值為 0.13，達到顯著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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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 介入行為對內化問題的調節效果 

β 
依變項 預測變項  (N=566) 

Step1 Step2 Step3 
情緒認知因素    

情緒激起 .11* .14** .14** 
自責 .13** .14** .13** 
情緒失調 .25*** .26*** .26*** 
建設性家庭 .02 .04 .02 
破壞性家庭 .09 .11* .11* 
波及我 .10* .10* .118* 
因應效能 .14*** .11** .12** 
兒童知覺父母衝突特徵 .04 .03 .02 

介入  -.09* -.08 
介入×情緒認知因素    

介入×情緒激起   .07 
介入×自責   .11** 
介入×情緒失調   -.04 
介入×建設性家庭   -.01 
介入×破壞性家庭   -.17** 
介入×波及我   -.04 
介入×因應效能   .03 
介入×知覺父母衝突特

徵  
 

.01 

F change 43.51*** 4.17* 2.68** 
R2 .385 .389 .412 

 
兒 
童 
自 
評 
的 
內 
化 
問 
題 
 
 

ΔR2  .004 .02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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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尋求支持行為對內化問題的調節效果 

β 
依變像 預測變項(N=566) 

Step1 Step2 Step3 
情緒認知因素    

情緒激起 .11* .11* .10* 
自責 .13** .13** .13** 
情緒失調 .25*** .23*** .24*** 
建設性家庭 .02 .02 .02 
破壞性家庭 .09 .08 .09 
波及我 .10* .10* .115* 
因應效能 .14*** .15*** .15*** 
兒童知覺父母衝突特徵 .04 .05 .04 

尋求支持  .06 .04 
尋求支持×情緒認知因素    

尋求支持×情緒激起   -.03 
尋求支持×自責   .13** 
尋求支持×情緒失調   .00 
尋求支持×建設性家庭   .08 
尋求支持×破壞性家庭   -.03 
尋求支持×波及我   .02 
尋求支持×因應效能   .01 
尋求支持×知覺父母衝

突特徵  
 

.07 

F change 43.51*** 3.31 2.65** 
R2 .385 .388 .411 

 
兒 
童 
自 
評 
的 
內 
化 
問 
題 
 
 

ΔR2  .003 .023 

*p<.05,  **p<.01,  ***p<.001 

 

針對達到交互作用顯著效果之變項，以平均值 t檢定進行事後比較，首先檢

驗自責感與介入行為之交互作用效果。依各變項得分之百分位數，區分為高、中、

低三組，結果發現，當兒童自責感高時，採取高介入行為之兒童之內化問題（平

均得分為 41.61 + 9.7），比採取低介入組兒童的內化問題（平均得分為 37.30 + 

7.25）顯著，平均值 t檢定為 t=2.46，達到 p<.05 之顯著性；採取中度介入行為

兒童之內化問題（平均得分為 41.32 + 8.70），亦比採取低介入組兒童的內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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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得分為 37.30 + 7.25）顯著，平均值 t檢定為 t=2.34，達到 p<.05 之顯著

性，交互作用如圖 2所示。表示，當兒童自責感高時，採取高介入或中介入，其

內化問題均較不介入兒童顯著。而中度或低度自責兒童，採取介入與否，其內化

問題無顯著差異。換言之，當兒童對父母衝突出現高度自責時，若採取介入行為，

其內化問題越顯著；反之，若不介入，則對其內化問題具有緩衝效果。 

 

自責感

3高自責2中自責1低自責

內
化
問
題

44

42

40

38

36

34

32

30

介入

  1低

  2中

  3高

 

圖 2:自責感與介入行為在兒童內化問題之交互作用 

 

此外，再針對自責感與尋求支持行為之交互作用，以平均值 t檢定進行事後

比較，依各變項得分之百分位數，區分為高、中、低三組，結果如圖 3所示，當

兒童自責感低時，尋求支持與否，其內化問題無顯著差異；但是在中度自責時，

採取中度尋求支持行為的兒童之內化問題（平均得分為 38.28 + 8.70），比很少尋

求支持的兒童，其內化問題（平均得分為 34.51 + 8.08）較為顯著，平均值 t檢

定為 t=2.07，達到 p<.05 之顯著性；而高度自責的兒童，採取高度尋求支持行為

者之內化問題（平均得分為 42.71 + 10.03），亦比很少尋求支持的兒童，其內化

問題（平均得分為 38.80 + 7.66）顯著，平均值 t檢定為 t=2.64，達到 p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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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顯著性。表示，當兒童對父母衝突出現中度或高度自責時，若採取較多尋求支

持之因應行為，其內化問題更加顯著；反之，若少採取尋求支持之因應行為，對

其內化問題責具有緩解效果。 

 

自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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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自責感與尋求支持行為在兒童內化問題之交互作用 

 

第三個部份是，針對達到顯著性之介入行為與破壞性家庭表徵之交互作用進

行事後比較（平均值 t檢定），由於介入×破壞性家庭表徵之β值為-0.17，將介入

行為與破壞性家庭表徵，依得分之百分位數，各分為高﹑中﹑低三組，分別比較

在不同破壞性家庭表徵時，採取不同介入行為，其內化問題之差異，如圖 4 顯示，

當兒童出現高破壞性家庭表徵時，若採取高介入行為，其內化問題似乎比採取中

低介入兒童有下降傾向。但是，透過平均數 t檢定，結果均未達顯著性。只有在

採取介入行為時，不論高、中、低的介入行為，越多破壞性家庭表徵的兒童，比

較少破壞性家庭表徵的兒童，其內化問題顯著較高，其平均值 t檢定值分別為

3.72、7.41、6.96，均達到顯著差異。表示，當兒童採取介入行為時，其內在的

破壞性家庭表徵會對其內化問題造成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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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介入行為與破壞性家庭表徵之交互作用 

 

（二）、外化問題 
 

進而探討因應行為對兒童外化問題的調節效果，同樣以兒童知覺父母衝突特

徵及七個情緒認知因素為獨變項，五種因應行為為調節變項，兒童的外化問題為

依變項，將五種因應行為與各種情緒認知因素標準化之後，分別相乘所產生的交

互作用項為預測變項，進行階層迴歸分析。結果如表4-22所示，五種因應行為與情

緒認知交互作用項之△R2，均未達顯著性，代表五種因應行為對兒童外化問題皆不

具有調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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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因應行為對兒童外化問題的調節效果 
一、介入策略對外化問題之調節效果 

step 預測變項 R2 △R2 F change 
1 情緒認知因素 .059  3.17** 
2 介入 .060 .001 .30 
3 情緒認知因素×介入 .080 .02 1.07 

二、轉移策略對外化問題之調節效果  
step 預測變項 R2 △R2 F change  

1 情緒認知因素 .059  3.17** 
2 轉移 .070 .011 4.89* 
3 情緒認知因素×轉移 .086 .016 .87 

三、逃避策略對外化問題之調節效果 
step 預測變項 R2 △R2 F change  

1 情緒認知因素 .059  3.17** 
2 逃避 .061 0.002 .80 
3 情緒認知因素×逃避 .086 .025 1.35 

四、正向思考策略對外化問題之調節效果 
step 預測變項 R2 △R2 F change  

1 情緒認知因素 .059  3.17** 
2 正向思考 .059 0 .004 
3 情緒認知因素×正向思考 .069 .01 .51 

五、尋求支持策略對外化問題之調節效果  
step 預測變項 R2 △R2 F change  

1 情緒認知因素 .059  3.17** 
2 尋求支持 .059 0 .05 
3 情緒認知因素×尋求支持 .069 .009 .50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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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由兒童的因應行為與父母衝突特徵之相關顯示，當父母衝突越嚴重，兒童

越不會採取介入行為，且越難以形成正向思考。兒童對父母衝突的情緒認知因素，

與兒童所採取不同的因應行為有顯著關係：當兒童出現負向或正向的認知表徵

時，他們都可能採取介入行為與正向思考行為；當兒童越無負向情緒認知因素時，

則越可能採取轉移行為；當兒童越多負情緒認知因素，且越缺乏因應效能時，兒

童越傾向採取逃避行為；尋求支持則是在負向情緒認知因素時，會採取的行為。

而兒童所採取的因應行為與內化問題的關係高於外化問題。 

當探討因應行為之角色後發現，因應行為雖然與情緒認知因素及內化問題

有關，但是並不具有中介效果，情緒認知因素與因應行為對內化問題各有顯著預

測力，而情緒認知因素對兒童內化問題的預測力比因應行為更高；而因應行為只

有轉移對外化問題具預測力。在因應行為的調節效果中，則發現介入行為及尋求

支持行為與對內化問題具有顯著調節效果，特別是當兒童自責感越高時，若採取

較多介入行為或尋求支持行為時，其內化問題更為顯著；反之，若較少介入或尋

求支持行為時，其內化問題較低。當採取介入行為時，若有越多破壞性家庭表徵，

其內化問題則越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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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不同父母衝突經驗之比較 

 

除了瞭解一般兒童在父母衝突下的反應，本研究進而想比較不同衝突家庭兒

童之情緒、認知、因應行為，對預測內化、外化問題之差異。本研究以父母所填

寫的父母衝突策略量表，其中的父母肢體暴力衝突因素，根據該因素得分之平均

值（2.73）加上一個標準差（3.27）之總分作為切割點，得分大於等於 6 分即列入

高肢體暴力衝突家庭組。結果，共有 61 位兒童為高肢體暴力衝突家庭組；父母肢

體暴力衝突因素低於 6 分者，則為一般衝突家庭組，共有 352 位兒童，比較兩組

兒童所知覺父母衝突特徵之得分，高肢體暴力衝突組之平均值為為 25.72，標準差

為 10.14；一般衝突家庭組之平均得分為 13.50，標準差為 8.84，兩組兒童在知覺

父母衝突特徵因素之平均值 t 檢定為 9.74，達到.001 的顯著差異，代表此切割點能

有效區分兩組兒童的父母衝突程度。 

兩組兒童父母婚姻狀態及教育程度，如表 4-23 所示，兩組家庭都是以雙親家

庭最多，由於本研究關心的是父母間衝突的差異而非婚姻狀態的不同，且 Buehler

等人（1997）對父母衝突，與兒童適應問題所做的後設分析發現，雙親家庭兒童

或單親家庭兒童取樣的不同，並不會造成父母衝突與兒童適應問題關係之間的顯

著差異，故本研究仍保留單親家庭兒童為研究樣本，僅將喪親及其它未填答此項

之兒童刪除，故最後兩組研究對象為高肢體暴力組兒童 58 人，一般衝突組兒童 344

人；其中，高肢體暴力組男生 25 人、女生 33 人；一般衝突組男生 145 人、女生

199 人。兩組家庭中，填答問卷之父母親教育程度以高中和大專（大學）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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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兩組兒童的性別與父母婚姻狀態、教育程度 

 一般衝突組 高肢體暴力衝突組 
雙親家庭 323 人（93.9%） 50 人（86.2%） 

父母分居 7 人（2.0%） 3 人（5.2%） 

父母離婚 9 人（2.6%） 2 人（3.4%） 

父 
母 
婚 
姻 
狀 
態 再婚家庭 5 人（1.5%） 3 人（5.2%） 

男生 145 人（42.2%） 25 人（43.1%） 兒童 
性別 

女生 199 人（57.8%） 33 人（56.9%） 

國小 6 人（1.7%） 1 人（1.7%） 

國中 12 人（3.5%） 6 人（10.3%） 

高中 153 人（44.5%） 26 人（44.8%） 

大專（大學） 157 人（45.6%） 24 人（41.4%） 

碩士 9 人（2.6%） 1 人（1.7%） 

博士 1 人（0.3%） 0 

 
父 
母 
教 
育 
程 
度 

其它 6 人（1.8%） 0 

 

 

兩組兒童的內化、外化問題，七個情緒認知因素及五個因應行為之得分，

及平均值差異檢定如表 4-24 所列。兩組兒童的內化問題，不管是兒童自評或是父

母填答，均達到顯著差異，高衝突家庭組兒童的內化問題顯著較高；外化問題，

不論是父母評量或老師評量，兩組之間無顯著差異。 

七個情緒認知因素之得分，在情緒激起、破壞性家庭表徵、建設性家庭表

徵及因應效能，兩組之間亦達到顯著差異，顯示高衝突家庭兒童在面對父母衝突

時，有較多的負向情緒激起、以及對家庭的負向認知表徵、自覺無力因應，且較

缺乏建設性的家庭表徵，但兩組兒童在自責、情緒失調、波及我之得分無顯著差

異。在五種因應行為上，兩組兒童並無顯著差異。兩組兒童在各變項之間的相關，

如表 4-25 所示。 

兩組兒童在情緒認知因素之差異，與預期相符，高衝突組兒童比一般衝突

組兒童出現較高情緒激起反應，顯示，高衝突組兒童並非習慣了父母衝突，而是

仍會產生敏感化情緒反應。此外，高衝突組兒童如預期般，對家庭有較多負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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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且缺乏對家庭的正向表徵。本研究發現高衝突組兒童對自我缺乏因應效能之

認知較一般家庭兒童顯著，但是高衝突家庭兒童則未如預期，有較高的介入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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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 兩組在各變項之統計量 

變項 組別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檢定 
內化（兒童評） 高衝突 37.71 8.29 

 一般衝突 35.41 8.51 
1.91* 

內化（父母評） 高衝突 31.78 6.67 
 一般衝突 28.78 5.62  

3.65*** 

外化（老師評） 高衝突 36.43 10.29 
 一般衝突 35.14 6.97  

1.21 

外化（父母評） 高衝突 41.33 6.76 
 一般衝突 39.67 7.33  

1.61 

情緒激起 高衝突 15.90 5.58 
 一般衝突 12.78 6.53 

3.43** 

自責 高衝突 3.38 2.56 
 一般衝突 3.79 3.22  

-.92 

情緒失調 高衝突 9.34 5.20 
 一般衝突 8.29 5.66 

1.32 

建設性家庭 高衝突 6.16 3.70 
 一般衝突 8.54 3.35 

-4.94*** 

破壞性家庭 高衝突 8.56 4.10 
 一般衝突 5.52 4.29 

5.01*** 

波及我 高衝突 3.86 2.71 
 一般衝突 3.18 2.93  

1.65 

因應效能 高衝突 6.16 2.83 
 一般衝突 4.97 3.03 

2.79** 

介入 高衝突 16.95 9.50 
 一般衝突 17.62 10.21 

-.47 

轉移 高衝突 2.57 3.42 
 一般衝突 3.75 4.95 

-1.74 

逃避 高衝突 6.74 4.40 
 一般衝突 7.34 4.46 

-.94 

正向思考 高衝突 7.86 3.73 
 一般衝突 8.19 4.03 

-.58 

尋求支持 高衝突 1.09 1.85 
 一般衝突 1.44 2.48 

-1.04 

*p<.o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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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5: 各變項之間的相關矩陣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情緒激起 -- .39*** .67*** .13* .65*** .51*** .34*** .43*** -.23*** .18*** .38*** .21*** .23*** .06 .49*** .12* -.15** -.10 

2.自責 .28* -- .41*** -.12* .38*** .59*** .23*** .16** -.09 .10 .03 .07 .32*** .13* .42*** .16** .04 .14* 

3.情緒失調 .65*** .38** -- .07 .63*** .52*** .32*** .37*** -.07 .31*** .39*** .23*** .29*** .11* .54*** .16** -.05 .02 

4.建設性家庭 .07 .11 .00 -- -.04 -.07 -.14** .36*** .14** .14* .47*** .07 -.40*** -.01 .07 -.08 -.09 -.07 

5.破壞性家庭 .78*** .16 .64*** -.02 -- .51*** .26*** .33*** -.12* .18*** .24*** .20*** .42*** .09 .41*** .11* -.04 -.02 

6.波及我 .55*** .51*** .49*** .00 .47*** -- .40*** .14* -.02 .36*** .19*** .08 .45*** .16** .43*** .15** -.00 .05 

7.因應效能 .12 -.00 .12 -.35** .11 .39** -- -.23*** -.21*** .22*** .08 -.12* .39*** .10 .34*** .19*** .01 .07 

8.介入 .51*** .48*** .41*** .43*** .39** .31* -.29* -- .15** .09 .45*** .49*** -.13* .01 .16** .06 -.05 -.11 

9.轉移 -.33* -.28* -.18 -.07 -.12 -.05 .07 -.23 -- .33*** .15** .33*** -.12* .05 -.10 -.04 .13* .12* 

10.逃避 .00 .01 .35** .04 .14 .38** .37** -.00 .35** -- .48*** .15** .07 .02 .20*** .01 -.02 .08 

11.正向思考 .12 .16 .21 .48*** .21 .16 .03 .40** .06 .34** -- .22*** -.08 .04 .22*** .01 -.15** -.04 

12.尋求支持 .23 .22 .28* -.17 .30* .37** .23 .13 -.09 .27* .07 -- -.04 -.11* .15** .04 -.05 -.01 

13.父母衝突特徵(兒童) .46*** -.01 .39** -.54*** .50*** .31* .42** -.09 -.03 .11 -.17 .20 -- .28*** .23*** .15** .05 .04 

14.肢體暴力攻擊(父母) .16 .03 .16 .07 .12 .25* .13 .04 .31* .17 .17 .09 .11 -- .12* .21*** .01 .18*** 

15.內化(兒童) .46*** .12 .33** -.31* .37** .45*** .22 .03 .09 .25 -.12 .26* .43*** .17 -- .29*** -.00 .10 

16.內化(父母) .07 .18 .10 -.32* .02 .19 .06 -.13 -.00 .07 -.21 .08 .30* .11 .51*** -- -.01 .52*** 

17.外化(老師) .20 .24 .15 .30* .18 -.19 -.40** .41** -.03 -.24 .15 -.09 -.10 -.02 -.06 -.18 -- .32*** 

18.外化(父母) -.06 .29* -.02 -.01 -.12 -.06 -.13 .02 -.03 -.18 -.05 -.08 .01 .09 .14 .59*** .28* -- 

高衝突/Mean 15.90 3.38 9.34 6.16 8.55 3.86 6.16 16.95 2.57 6.74 7.86 1.09 25.81 9.16 37.71 31.78 36.43 41.33 

SD 5.58 2.56 5.20 3.70 4.10 2.71 2.83 9.50 3.42 4.40 3.73 1.85 10.23 3.60 8.29 6.67 10.29 6.76 

一般衝突/Mean 12.78 3.79 8.29 8.54 5.52 3.18 4.97 17.62 3.75 7.34 8.19 1.44 13.40 1.61 35.41 28.78 35.14 39.67 

SD 6.53 3.22 5.66 3.35 4.29 2.93 3.03 10.21 4.95 4.46 4.03 2.48 8.78 1.39 8.51 5.62 6.97 7.33 

*p<.05,  **p<.01,  ***p<.001, 對角線右上方為一般衝突組(N=344), 對角線左下方為高衝突組(N=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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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對高肢體暴力衝突家庭兒童適應問題的預測 

一、內化問題 

為瞭解高肢體暴力衝突家庭兒童，對父母衝突的情緒認知因素及因應行為，

對兒童內化問題的預測力，本研究以兒童自評的內化問題為依變項，以兒童的情

緒認知因素及因應行為為預測變項，進行階層迴歸分析，並對迴歸模式之適合度

進行檢驗。 

首先進行依變項的常態性檢定，兒童自評的內化問題，其偏態係數為 0.68，

峰度係數為 0.08，皆介在+1 之間，符合常態化假設（Kendall & Stuart,1977）。其次，

檢驗依變項與預測變項之殘差散布圖（scatter plot），刪除極端值，以符合變異數等

分散性之假設（王保進，2002）；再檢視迴歸模式之 Durbin-Watson 值為 2.06，介

於 1.5-2.5 之間，顯示變項之間無違反自我相關假設（榮泰生,2006）；而各預測變

項的變異數波動因數（VIF）介在 1.34 到 5.05 之間，低於 10，且條件指數（CI）

為 26.28，低於 30，表示變項間線性重合問題並不嚴重（王保進, 2002）。 

結果如表 4-26 所示，當投入的預測變項為情緒認知因素時，其 R2 為 0.39，

達到 p<.01 的顯著性，代表情緒認知因素能解釋 39%的兒童內化問題，再投入五個

因應行為時，其ΔR2 增加了 0.10，並未達到顯著性。顯示在高肢體暴力衝突家庭，

對兒童內化問題的預測主要是兒童的情緒認知因素，增加兒童的因應行為，並不

能增加對兒童內化問題的預測力。 

而那些情緒認知因素為主要的預測因素，從表 4-26 階層一的標準化迴歸係數

得知，對高衝突家庭兒童內化問題的預測，達到顯著的因素是：建設性家庭表徵，

其β值為－.33；與波及我，其β值為.37。代表對高衝突家庭兒童而言，當他們對

父母衝突越缺乏建設性家庭表徵，且越擔心被波及時，他們的內化問題越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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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6: 情緒認知與因應對高衝突兒童內化問題之預測 

β 
依變項 預測變項 (N=58) 

Step1 Step2 
情緒認知因素   

情緒激起 .37 .74** 
自責 -.12 .10 
情緒失調 -.00 -.17 
建設性家庭 -.33* -.30 
破壞性家庭 -.08 -.11 
波及我 .37* .14 
因應效能 -.09 -.19 
知覺父母衝突特徵 .04 .01 

因應行為   
介入  -.18 
轉移  .18 
逃避  .31 
正向思考  -.08 
尋求支持  .05 

F change 3.89** 1.65 
R2 .39 .49 

 
兒 
童 
自 
評 
的 
內 
化 
問 
題 
 
 

ΔR2  .10 

*p<.o5,  **p<.01,  ***p<.001 

 

但是在加入因應行為後，建設性家庭表徵與波及我的標準化迴歸係數下降，

未達顯著性；且情緒激起之β值由.37 膨脹為.74。為檢驗因應行為中是否有壓抑變

項(suppressor)，而造成β值之改變，乃透過階層迴歸，逐一比較加入每一個因應

行為後，情緒認知因素β值之改變。結果發現，當加入逃避行為後，情緒激起之

β值由.37 增加為.59；加入轉移行為後，情緒激起之β值由.37 增加為.52，因此懷

疑逃避行為與轉移行為為壓抑變項，而根據表 4-25 之相關係數顯示，逃避行為、

轉移行為與兒童自評內化問題無顯著相關，但與情緒激起、建設性家庭表徵、破

壞性家庭表徵、因應效能均有顯著相關，若同時以逃避行為、轉移行為與情緒激

起、建設性家庭表徵、破壞性家庭表徵、因應效能預測內化問題時，會出現壓抑

效果，使原本不顯著的變項β值改變( Pedhazur, 1997)。經進一步階層回歸分析，

由表 4-27 之標準化迴歸係數得知，當加入介入、正向思考、尋求支持時，各情緒

認知因素之β值無顯著變化，但是再加入轉移與逃避為預測變項時，情緒激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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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值則顯著提高，代表此膨脹效果是由轉移與逃避兩項壓抑變項所造成，而轉移

與逃避同時也會和建設性家庭及波及我形成共線效果，而使建設性家庭及波及我

之β值下降( Pedhazur, 1997)。 

 

表4-27:壓抑變項檢驗 
β β β 

依變項 預測變項 (N=58) 
Step1 Step2 Step3 

情緒認知因素    
情緒激起 .37 .44 .74* 
自責 -.12 -.07 -.10 
情緒失調 -.00 .00 -.17 
建設性家庭 -.33* -.28 -.31 
破壞性家庭 -.08 .08 -.11 
波及我 .37* .35* .14 
因應效能 -.09 -.13 -.19 
知覺父母衝突特徵 .04 .03 .01 

介入  -.16 -.18 
正向思考  .01 -.08 
尋求支持  .08 .05 
轉移   .18 
逃避   .30 

F change 3.89** .35 3.53 
R2 .39 .40 .48 

 
兒 
童 
自 
評 
的 
內 
化 
問 
題 
 
 

ΔR2  .01 .08 

*p<.o5,  **p<.01,  ***p<.001 

 

三、 外化問題 

若依變項改為父母評量的外化問題，同樣以階層迴歸分析，探討兒童情緒認

知因素與因應行為對外化問題的預測力，首先投入兒童的情緒認知因素，所得到

的R2為0.18，並未達到顯著性。再投入五種因應行為時，所增加的ΔR2為0.02，亦

未達到顯著性。經確認迴歸模式之適合度後，兩種迴歸模式對兒童外化問題之解

釋變異量均未達顯著性，顯示，高衝突家庭父母所提供的兒童外化行為評量結果，

無法由兒童的情緒認知因素及因應行為，進行有效的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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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對一般衝突家庭兒童適應問題的預測 

 

一、內化問題 

瞭解了高衝突家庭兒童，在父母衝突下的反應方式與適應問題之間的關係，

那麼，一般衝突家庭的兒童，其反應機制是否有所不同。本研究以相同的統計方

式，將研究對象改為一般衝突家庭兒童，進行檢測。 

以兒童自評的內化問題為依變項，以兒童的情緒認知因素及因應行為為預測

變項，進行階層迴歸分析。並檢驗模式之適合度，由兒童自評的內化問題，其偏

態係數為 0.67，峰度係數為-0.03，皆介在+1 之間，符合常態化假設（Kendall & 

Stuart,1977）。其次，檢驗依變項與預測變項之殘差散布圖（scatter plot），刪除極

端值，以符合變異數等分散性之假設（王保進，2002）；再檢視迴歸模式之

Durbin-Watson 值為 1.91，介於 1.5-2.5 之間，顯示變項之間無違反自我相關假設（榮

泰生,2006）；而各預測變項的變異數波動因數（VIF）介在 1.34 到 2.36 之間，低於

10，且條件指數（CI）為 17.48，低於 30，表示變項間線性重合問題並不嚴重（王

保進，2002）。 

結果如表 4-28 所示，當投入的預測變項為情緒認知因素時，其 R2 為 0.39，

達到 p<.001 的顯著性，代表情緒認知因素能解釋 39%的兒童內化問題，再投入五

個因應行為時，其ΔR2增加了 0.01，並未達到顯著性。顯示在一般衝突家庭，對

兒童內化問題的預測主要是兒童的情緒認知因素，增加兒童的因應行為，並不能

增加對兒童內化問題的預測力。此結果與高衝突組相同，即對兒童內化問題的預

測，不論父母衝突程度如何，增加因應行為並無顯著預測力，而是以兒童的情緒

認知因素具有顯著預測力。 

而那些情緒認知因素為主要的預測因素，從表 4-28 階層一的標準化迴歸係數

得知，對一般衝突家庭兒童內化問題的預測，達到顯著的因素是：自責感、情緒

失調，與因應效能。代表對一般衝突家庭兒童，當他們對父母衝突有越多自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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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失調、且缺乏因應效能時，他們的內化問題越顯著。 

 

表4-28: 情緒認知與因應對一般家庭兒童內化問題之預測 
β 

依變項 預測變項(N=344) 
Step1 Step2 

情緒認知因素   
情緒激起 .12 .13 
自責 .19** .20*** 
情緒失調 .30*** .30*** 
建設性家庭 .08 .10 
破壞性家庭 .02 .02 
波及我 .05 .05 
因應效能 .16** .14* 
知覺父母衝突特徵 .001 .001 

因應行為   
介入  -.09 
轉移  -.03 
逃避  .01 
正向思考  .002 
尋求支持  .10 

F-test 26.12*** .86 
R2 .39 .40 

 
兒 
童 
自 
評 
的 
內 
化 
問 
題 
 
 

ΔR2  .01 

*p<.o5,  **p<.01,  ***p<.001 

 

二、外化問題 

在高衝突家庭中，兒童的情緒認知因素及因應行為對其外化問題無法有效預

測，而一般衝突家庭兒童的結果如何？以父母評量的外化問題為依變項，依序投

入的預測變項為兒童情緒認知因素與因應行為，進行階層迴歸分析，並檢驗模式

適合度。結果如表 4-29，當投入兒童的情緒認知因素時， R2為 0.06，達到顯著性，

代表兒童的情緒認知因素能解釋 6%外化問題的變異量。當加入因應行為之後，Δ

R2增加了 0.02，並未達顯著性，表示，增加因應行為並不能提昇對兒童外化問題的

預測力。此結果與因應行為對內化問題的預測相同。 

而那些情緒認知因素為主要的預測因素，從表 4-29 階層一的標準化迴歸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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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對一般衝突家庭兒童外化問題的預測，達到顯著的因素是：情緒激起，其

β值為－0.27；自責感，其β值為 0.19。代表對一般衝突家庭兒童，當他們對父母

衝突有越多自責，或是缺乏情緒激起時，他們的外化問題越顯著。 

 

表4-29: 情緒認知與因應對一般家庭兒童外化問題之預測 
β 

依變項 預測變項(N=344) 
Step1 Step2 

情緒認知因素   
情緒激起 -.27** -.19* 
自責 .19** .21** 
情緒失調 .09 .08 
建設性家庭 -.01 -.01 
破壞性家庭 .02 .03 
波及我 -.01 -.05 
因應效能 .10 .08 
知覺父母衝突特徵 -.03 -.03 

因應行為   
介入  -.10 
轉移  .13 
逃避  .03 
正向思考  -.002 
尋求支持  .007 

F-test 2.62* 1.37 
R2 .06 .08 

父 
母 
評 
量 
的 
外 
化 
問 
題 
 
 
 

ΔR2  .02 
  *p<.o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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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結論 

茲將上述的研究結果整理如表 4-30，透過上述對高肢體暴力衝突家庭與一般

衝突家庭兒童，在內化問題與外化問題的比較，可以幫助我們更清楚看到，情緒、

認知因素為對兩組兒童之不同問題，各有不同預測模式。 

 

表 4-30：各組兒童之迴歸分析彙整  

 依變項：兒童自評內化問題 依變項：父母評量兒童外化問題 
預測變項 解釋 

變異量
預測變項 解釋 

變異量

 
 
高 
衝 
突 
組 

 

情緒認知因素 
1.建設性家庭 
（β=－0.33*） 
2.波及我（β= 0.37*） 
 

39% 
 

情緒認知因素 未達顯

著性 

 預測變項 解釋 
變異量

預測變項 
 

解釋 
變異量

 
一 
般 
衝 
突 
組 

 情緒認知因素 
1.情緒失調（β= 0.30***）
2.自責（β= 0.19**） 
3.因應效能（β= 0.16**）

39% 
 
 
 

情緒認知因素 
1.情緒激起（β=－0.27**） 
2.自責（β= 0.19**） 

6% 
 
 
 

 

以內化問題而言，根據前述第四章第二節的結果，若不區分高低衝突家庭，

兒童對父母衝突的情緒認知因素，能夠預測 39%兒童的內化問題，其預測因素為

情緒失調、缺乏因應效能、自責感、情緒激起、與波及我。但是若區分為高衝突

與一般衝突家庭兒童，可發現，情緒認知因素對兩組兒童內化問題的預測量都是

39%，但是其中內涵卻完全不同。高肢體暴力衝突家庭兒童，以缺乏「建設性家庭

表徵」、與「波及我」兩個認知因素，對內化問題最具預測力，但情緒反應對高衝

突兒童內化問題的預測力並不顯著；一般衝突家庭兒童，則以「情緒失調」、「自

責」與「因應效能」最具預測力。 

若是兒童的外化問題，根據前述第四章第二節的結果，不區分高低衝突家庭，

兒童的情緒認知因素，能夠預測 6%兒童的外化問題，其預測因素最顯著的是「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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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激起」及「自責感」。此結果與一般衝突家庭組兒童，之預測結果相同。但是在

高衝突家庭中，父母評量的兒童外化問題，則無法由兒童對父母衝突的情緒認知

因素或因應行為加以預測。 

情緒認知因素中，兒童所知覺到的父母衝突特徵，不管對一般家庭或高衝突

家庭兒童，其內化或外化問題，皆不具有顯著預測力。 

對一般衝突家庭兒童，情緒反應與認知表徵對其內化或外化問題的預測力都

有顯著預測力，但是不同的情緒反應預測不同的適應問題，「情緒失調」可以預測

內化問題，「情緒激起」則是預測外化問題。自責感則可同時預測內化及外化問題。

高衝突家庭兒童則是以認知表徵較能預測其內化問題，他們若是對家庭缺乏正向

期待，或是過度關注於自我是否被波及，則內化問題更加顯著。 

至於因應行為對不同衝突經驗兒童之不同適應問題的預測力，一旦先控制了

情緒認知因素對適應問題的預測力後，再加上因應行為，其所產生的預測效果則

不具顯著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