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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討論與建議 

 

第一節、 情緒安全感與認知評估之純化（purify）與細化（specify） 

本研究跳脫比較情緒安全感假說與認知背景架構說孰優孰劣之爭，也並非在

提出一個情緒與認知的整合模式，而是將兒童在父母衝突情境下的情緒與認知反

應，進行更仔細的檢視，重新加以釐清。 

之所以如此做，是因為情緒安全感雖然強調情緒調控，但是情緒安全感此一

潛在概念卻同時包括情緒反應、認知表徵與調控行為三種觀察變項，且 Davies

與 Cummings(1994)主張此三元素必須同時考量，雖然情緒安全感此概念可廣泛

用來說明 5 到 18 歲兒童、青少年在父母衝突下的反應，但卻不容易描繪出在不

同衝突情境下，情緒、認知或行為是否有不同的展現樣貌。同樣的，認知背景架

構說中的「威脅感」與「自責感」，雖然強調的是兒童面對父母衝突的認知評估，

但是，威脅感中的「知覺威脅」同時包括情緒層面及認知層面，因此，本研究的

第一個目的在純化兒童的情緒與認知成份，避免兩個概念之間的重疊與混淆。此

外，本研究針對情緒與認知的內涵，進行詳細的區分與探討，透過因素分析，本

研究除了釐清情緒安全感，與認知背景架構說所指稱的情緒與認知成份，也將情

緒與認知成份再萃取出七種更詳細的因素。 

經過純化後的結果發現，認知評估中的「知覺威脅」產生最大的變化，有六

分之五的題目併入到「情緒激起」之中，此結果反應出，在認知背景架構中，對

兒童內化問題最具預測力的「知覺威脅」因素，其所指稱的內涵其實是情緒成份

較多，而非認知成份，此結果一方面支持 Davies 等人（2002b）的論點，情緒安

全感可涵蓋知覺威脅的概念，另一方面也釐清了認知背背景架構的觀點，在

Grych 與 Fincham（1990）所提出的認知背背景架構模式圖（如圖一所示）中，

並未說明「知覺父母衝突特徵」、「知覺威脅」、「因應效能」、「自責感」何者為初

級評估，何者為次級評估，以及此三個因素與情緒之關係為何。而從本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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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知覺威脅」主要是對情緒反應的知覺，因此，若 Gerard 等人（2005）認

為知覺威脅為初級評估，自責感與因應效能為次級評估，代表在兒童因應父母衝

突的過程中，對情緒的知覺為影響兒童適應的首要因素，其次才是自責感與因應

效能，而威脅感被認為與兒童內化問題最有關，意指，兒童因父母衝突所知覺到

的害怕、難過、不安情緒是影響兒童內化問題的首要因素。 

而「因應效能」在本研究的發現是，它與情緒為不同的概念，是單獨的因素，

此結果支持 Gerard 等人（2005）的觀點，認為因應效能是兒童在面對父母衝突，

產生威脅感之後的次級反應，因此，應該與威脅感分開探討，且因應效能對兒童

適應有不同影響機制。Lazarus 與 Folkman（1984）也將因應效能定義為次級評

估，因應效能指的是個體評估他能操控壓力情境的程度，以便他能保護自己免於

受威脅。在本研究中，因應效能經由因素分析後，其測量題目由原來的六題減少

為四題，主要是兩題調適自我情緒的題目被移除，剩下的四題，都是著重於兒童

是否有能力終止父母的爭吵，此結果顯示，對兒童來說，在父母衝突情境下，他

們最關心的仍是父母的紛爭，至於是否能讓自己心情改善，已不是他們關切的重

點。這與 Davies 與 Cummings（1994）對情緒安全感中調控行為的觀點一致，他

們認為，兒童為了維持他們在家庭中的生存安全，會透過介入或逃避父母衝突的

方式以增加自我的安全感，因此只要父母衝突停止，兒童自身便感到安全放鬆。 

除了將重疊的概念加以純化，本研究進而將情緒與認知成份再細緻化，不以

籠統的兩大概念來探討兒童的反應，而是用更細化的內涵瞭解兒童的展現樣貌。

以情緒反應而言，本研究發現，兒童對父母衝突的情緒反應，並非以情緒種類加

以區分，而是分成為情緒激起與情緒失調兩部份。在 Davies 等人（2002a）的研

究中將情緒激起與情緒失調併在同一因素，但是本研究發現，兩者之間雖然有相

關，但指稱不同概念。情緒激起強調的是兒童面對父母衝突的所引發的情緒種

類，主要是害怕、難過和不安此三種負向情緒反應，但並不包括生氣情緒。在

Davies 等人（2002b）及與徐儷瑜與許文耀（付印中）的研究結果均發現，兒童

對父母衝突的立即情緒以害怕為主，並非學習父母的憤怒情緒，兒童面對父母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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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的情緒種類、情緒強度以害怕與難過的情緒比生氣情緒較多、較強，從本研究

因素分析的結果也發現，生氣情緒無法與害怕、難過、不安等情緒合併為同一因

素，但是害怕、難過與不安情緒並不容易區分，雖然 Crockenberg 與 Langrock

（2001）認為父母衝突下不同的情緒反應，各有其不同的意義，但是本研究因素

分析的結果，並非呈現出不同情緒種類的差異，而是負向的情緒激起都形成同一

因素，其中又以害怕和難過兩個題項的因素負荷量最大，顯示，父母衝突確實會

誘發兒童強烈的不安全情緒，未來在探討父母衝突下兒童的情緒反應時，首先應

關切兒童的害怕、難過、不安情緒，但是，兒童在父母衝突下情緒反應的不同，

並非情緒種類的差異，而是情緒是否被激起及是否容易調控。 

情緒安全感假說雖然強調情緒安全感是一種情緒調節能力，包括情緒反應強

度、情緒潛伏期、情緒持續度（Cummings,Myers,& Davies, 1996），但是情緒安

全感的研究大多測量兒童的情緒激起（Davies, & Cummings, 1995; 1998; Davies, 

et.al,2006），以實驗法或問卷法詢問兒童，在父母衝突情境下的情緒種類為害怕、

難過、生氣、沒事或快樂中的那些，以及該情緒的強度。El-Sheikh（2005）探討

情緒反應在父母衝突與兒童適應功能之間的關係，也是測量兒童的主觀情緒激起

反應與生理激起反應，結果發現，情緒激起反應扮演調節父母衝突與兒童適應的

角色。 

Cole、Martin、與 Dennis（2004）也認為情緒（emotion）與情緒調節（emotion 

regulation）應加以區分並清楚定義，他們認為情緒激起是一種以生理為基礎的反

應歷程，幫助個體可以很快地知覺到情境的特徵，並且立即作好下一步行動的準

備，它是快速流動的狀態，且情緒激起是個體狀態內的改變（intradomain 

change），包括生理反應的改變、臉部表情或肢體動作的改變。但是情緒調節包

括改變情緒激起的狀態，例如改變情緒種類、情緒強度、情緒持續時間，此為個

體狀態內的改變；與改變個體間的狀態（interdomain change），例如因情緒激起

而造成外在環境的改變。Thompson（1994）認為情緒調節能力具有適應性的功

能，它可以幫助個體對環境的需求做出具有彈性的反應，Thompson 將情緒調節



 115

的歷程定義成七個步驟：（1）生理的激起，（2）注意，（3）對事件的解釋，（4）

解析內在情緒線索，（5）尋求因應資源，（6）控制情緒需求，（7）選擇反應方式，

若個體對於持續性的負向情緒激起無法選擇有效的解決策略，則個體容易產生心

理病態。 

因此本研究將情緒激起與情緒失調兩種不同歷程加以區隔，「情緒激起」指

的是父母衝突下兒童是否會產生害怕、難過、不安的負向情緒及其反應強度；「情

緒失調」是指情緒的強度與持續程度，已超乎兒童能調控的範圍，而對其生活、

心理狀態造成干擾。比較這兩種不同情緒反應對兒童適應的影響差異，結果發

現，兩者對兒童適應問題的預測確實有所不同，情緒失調能預測一般衝突家庭兒

童的內化問題，情緒激起反應則能預測一般衝突家庭兒童的外化問題，代表這樣

的區分是有其效度的。 

對認知成份的區分，經由因素分析後，將情緒安全感與認知評估中所測量的

認知表徵，分為對家庭及對自我兩大部份，家庭部份包括對家庭的建設性表徵與

破壞性表徵，對自我的認知包括自責、波及我與因應效能。建設性家庭表徵與破

壞性家庭表徵，指稱不同的概念，建設性家庭表徵測量的是對父母關係仍然懷抱

希望，覺得未來一切都可解決；而破壞性家庭表徵則是對父母關係充滿不確定與

擔心。根據正向心理學的觀點，心理學努力的目標不只是消除個案的負向症狀與

疾病，還需要為個案加入正向的期盼與特質（Snyder & Lopez, 2001），因此對家

庭表徵的測量，包括兒童是否因為父母衝突而對家庭關係出現破壞性的負面認

知，與即使沒有負面認知，是否仍具有建設性的正向盼望。 

而對自我的表徵，除了前述的因應效能，自責感指稱的是對父母衝突的責任

歸因，Grych 與 Fincham（1990）認為兒童通常將父母視為權威、有能力的，因

此他們不會懷疑父母的動機和能力，而傾向將負向結果歸因於自我造成。波及我

則是從安全需求的觀點，著重於兒童期盼自身的生理與心理安全得以維護。 

認知背景架構觀點認為父母衝突下兒童較關注於自我的認知表徵，情緒安

全感假說則較著重兒童對家庭系統的認知表徵，但是兩理論並未對兒童的這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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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表徵進行比較與預測，因此本研究藉由對此認知成份的釐清、區分，並比較

這些不同的認知表徵對兒童適應問題的影響差異。結果發現，確實不同的認知表

徵能預測兒童不同的問題，以高衝突家庭兒童而言，他們不只關注於自我表徵（是

否被波及），他們也關注於家庭表徵（建設性家庭表徵），兩種認知表徵能預測他

們的內化問題。但是對一般衝突家庭兒童，他們對家庭表徵的關注與否，對其適

應問題，並不具有預測力。因此，將認知成份的區分為自我與家庭是有其效度的。 

對情緒安全感與認知表徵進行純化與細化的過程是有其必要性與重要性，並

透過這五種的認知表徵，與兩種情緒反應的不同組合，比情緒安全感假說與認知

背景架構說原來的概念，從更多元的向度開展對兒童適應問題的預測。 

 

第二節、情緒認知因素對兒童適應的預測 

    本研究的第二個究目的是，比較純化與細化後的情緒認知因素對兒童內外

化適應問題的預測力。首先，確認兒童知覺父母衝突特徵對兒童適應問題的預測

性。 

一、兒童知覺父母衝突特徵的預測力 

兒童知覺父母衝突特徵是兒童在面對父母衝突時，最立即直接的認知評估，

藉此判斷這個壓力事件的強度、嚴重程度。根據本研究結果，不論是一般衝突家

庭或高衝突家庭，兒童所知覺的父母衝突特徵，當與其他情緒認知因素同時預測

兒童的適應問題時，其對內化或外化問題均不具顯著預測力，即使是高肢體暴力

衝突家庭，所得到的結果亦相同，由此突顯出，兒童內在的情緒認知反應才是預

測其適應問題的主要因素。此結果與 Grych 等人（1992）的觀點相同，他們認為

兒童所知覺到的父母衝突特徵，是兒童面對父母衝突壓力時的初級評估，進而透

過對情緒的知覺或次級認知評估，才會影響其適應問題。 

    而 Forehand 等人（1989）的看法則不同，Forehand 等人認為，離婚家庭的

兒童會經由觀察學習或基因遺傳，使得父母衝突對其外化問題具有直接影響；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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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雙親家庭的兒童，則是透過兒童對父母衝突的認知知覺歷程而影響其外化問

題；至於內化問題，不論單親或雙親家庭，父母衝突都具有直接影響。但是本研

究加上情緒認知因素之後則發現，兒童對父母衝突的情緒認知反應才是影響其內

化或外化問題的主要因素，而非父母衝突事件，此情緒認知因素是 Forehand 等

人的研究未探討的部份，因此可見，兒童在父母衝突的過程中並非被動接受影

響，兒童未必如同社會學習觀點所言，直接觀察模仿父母的攻擊衝突行為，而是

主動地對父母衝突形成他們的情緒反應與認知表徵，此情緒認知反應才是影響其

適應問題的主要因素。 

 

二、對內化問題的預測 

兒童的情緒認知反應確實能有效預測兒童的適應問題，尤其對內化問題，

可解釋 39%的變異量。此結果與 Davies 與 Cummings（1998）之研究相近，情緒

安全感三元素能解釋 40%兒童的內化問題，較外化問題更高。但本研究進一步澄

清哪些是有效的預測因子，結果發現，對內化問題具有顯著預測力的是，情緒激

起、情緒失調、波及我，與自責感、因應效能。前三項因素是情緒安兒全感中的

核心成份，後兩項則是認知評估觀點的核心成份。前三項因素與研究預期相符，

所指稱的和兒童內在的安全感有關，兒童會因為父母衝突產生害怕、難過、不安

的情緒反應，且困在此情緒中難以平復，若是有越強烈的情緒激起、越難調適此

負向情緒，則越容易呈現內化問題。 

此外，在認知上，若是有越多擔心被波及的想法，也會讓兒童處在強烈的

不安中，其內化問題越加顯著。沈瓊桃（2005）對台北市五、六年級兒童所做的

調查研究，發現有 12.7%的兒童在家庭生活中曾經目睹父母之間的肢體暴力，也

曾承受父母的肢體暴力，是家庭暴力下的雙重受害者。因此，兒童在面對父母衝

突時，確實有可能會被波及，不論是肢體攻擊、言語傷害，或其它身心需求的被

剝奪等，當兒童這種不安全的情緒與想法越高時，其憂鬱、焦慮等問題亦相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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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然而情緒安全感所強調的家庭表徵則未如預期，對內化問題並不具有顯著

預測力。造成此結果的原因之一，可能是，當加入自責感與因應效能兩因素時，

家庭表徵對適應問題的預測力，即相對降低。而自責感與因應效能是情緒安全感

中並未探討的部分，顯示，對兒童而言，當父母衝突時，他越關注於負向的自我

表徵，越容易呈現內化問題；相對的，對家庭表徵關注與否，和他們的適應問題

並沒有顯著的關係。此外，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對家庭表徵的關注與否，必須

考量不同的父母衝突程度，在本研究發現，高衝突組兒童，在建設性家庭表徵及

破壞性家庭表徵，與一般家庭兒童有顯著差異，他們對家庭較缺乏正向表徵，有

較多負向表徵，因此，家庭表徵對內化問題不具顯著預測力的原因是，一般衝突

家庭兒童可能比較不擔心父母衝突後，家庭未來的變化，但是在高衝突家庭兒

童，若不斷經歷父母之間強烈的衝突，他們必定會思索家庭的意義為何，可能因

此貶低家庭的價值，若是有過多的負向認知，或缺乏正向認知，則會影響其適應。

而這樣的觀點，在本研究目的四之結果，獲得支持，也就是說，兒童對家庭的表

徵對其內化問題並非不具有預測力，而是在一般家庭中不顯著，但在高衝突家庭

兒童，卻是預測其內化問題的顯著因素。此結果也更支持，在探討父母衝突對兒

童的影響時，必須考量家庭衝突程度此調節變項之影響，應分別探討不同家庭，

兒童所呈現的差異性。 

自責感則如同預期，可預測兒童的內化問題。LaFreniere（2002）認為在

兒童的情緒發展中，自責感是一種較高層次、較複雜的情緒反應，是隨著兒童的

認知成長及社會化歷程，接收外在的規矩與要求後，而形成與自我覺察有關的情

緒反應，例如罪惡感（guilty），是因為不符合內在標準而引發的情緒反應，羞愧

感（shame）是因為不符合外在標準而引發的情緒反應。因此，兒童在面對父母

衝突時，若他認為父母衝突是因他而起，或父母衝突內容與他有關，等自責性歸

因出現時，兒童較容易產生罪惡、羞愧的情緒，也較容易出現內化問題。 

因應效能亦如同預期，對內化問題具有預測力，Cummings 與 Davies（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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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因應效能反應的是兒童是否有能力調控壓力情境、控制情緒與行為，因此當

兒童的因應效能越好時，其產生適應問題的的可能性越低。缺乏因應效能會產生

學得的無助（Seligman & Peterson, 1986），若兒童在面對家庭壓力時，缺乏可預

測性及可控制感，他們傾向出現情緒失調、行為失控，也因此容易出現適應問題

（Cummings & Davies,1994）。單親家庭兒童適應問題的研究也認為，兒童的因

應效能越高，其適應狀況越好（Rossman & Roenberg,1992）。 

但是因應效能卻是情緒安全感中未探討的部分，如同自責感是預測兒童內

化問題的重要因素，也是情緒安全感中較忽略的部分，但這卻是認知評估的重

點。因此，正如同 Davies 等人（2002b）認為，若將情緒安全感和認知評估加以

整合，整合模式比情緒安全感或認知評估單一觀點更能解釋兒童的適應問題。 

 

三、對外化問題的預測 

情緒認知因素對外化問題的預測，則比內化問題低，只能解釋 6%的變異

量。其中具有顯著預測力的是自責感與缺乏情緒激起。 

自責感對外化問題的預測與研究預期相符，Grych 等人（2003）認為自責

感與外化問題有關，是由於自責感通常在男生更為顯著，但男生不知如何處理父

母衝突時，容易呈現非建設性行為，以轉移父母注意力，若當時能有效停止父母

衝突，則強化其問題行為。而自責感是唯一能同時預測內化與外化問題的因素，

顯示，當父母衝突時，只要有強烈自責感，與兒童的適應問題都有關係。Grych

等人（1992）認為，父母衝突時，兒童很難擺脫自我歸因，很容易將責任歸諸自

己。Shantz（1983）認為小學兒童在推論人的意圖時，容易出現「正向偏誤」（positive 

bias），即傾向認為父母都是善意的，即使面對父母衝突時，他們也很難怪罪於

父母的不是，因此他們轉而責怪自己。Neal（1983）認為 5 到 8 歲兒童由於自我

中心，更傾向將父母之間的紛爭認為是自己造成。這是兒童認知發展特徵而呈現

的問題，Bickham 與 Fiese（1997）的研究發現，隨著成長發展，17 歲以後的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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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對父母衝突的自責感則顯著降低，但是本研究對象為學齡期兒童，因父母衝

突而出現的自責感，是預測其適應問題的重要指標，此點則是認知背景架構說的

重要貢獻。 

而波及我則未如預期與外化問題有關，造成此結果的原因可能是，在本研

究的結果中，波及我與情緒激起及情緒失調之間都有顯著相關，且波及我是情緒

安全感中的重要成分，因此「波及我」此認知表徵呈現的是兒童內在的不安全感，

故與內化問題的關係較高。 

情緒激起亦是預測外化問題的顯著因素，但是是缺乏情緒激起反應，顯示，

兒童對父母衝突沒有情緒激起反應，並不代表兒童沒有情緒問題，而是展現不同

適應問題。根據徐儷瑜與許文耀（付印中）的研究發現，5 到 12 歲兒童，不論

父母爭吵的議題是否與兒童有關、衝突的形式為較輕微的言語衝突或較強烈的肢

體衝突，有 80% 以上的男女兒童會產生害怕或難過的情緒反應。因此，對父母

衝突產生情緒激起為大部份兒童的正常反應，若是兒童缺乏情緒激起反應，我們

更須留意，他們未必真的不受影響，而是壓抑了內在的情緒反應，而轉化成外顯

的行為問題。 

 

第三節、因應行為的影響 

一、 因應行為與情緒認知因素及適應問題之關係 

Nicolotti 等人（2003）與 O’Brien 等人（1995,1997）均發現兒童的因應

行為與父母衝突無關，但卻與兒童適應有關，那麼，兒童的適應行為如何產生？

Kerig（2001）認為兒童對父母衝突的因應行為與其認知評估、模仿父母對壓力

的因應方式、家庭系統下的運作結果有關。而本研究發現，兒童的情緒認知反應

確實能預測不同的因應行為，從因應行為與情緒認知因素之相關結果得知，當兒

童出現負向的情緒認知反應、或正向的認知表徵，且自覺有因應效能時，會採取

介入行為，但是採取介入行為，未必對他有利，而是內化問題亦相對提高，此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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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與 O’Brien 等人（1995,1997）之結果一致，卽越介入父母衝突，兒童的心理負

擔越大，反而容易呈現焦慮憂鬱情緒。轉移行為，則是在兒童較無情緒激起、較

少情緒失調、較少自責、較少破壞性家庭表徵、較多建設性家庭表徵、有較高因

應效能時出現，但是否採取轉移策略的兒童其適應狀況較佳，本研究發現，並非

如此，採取轉移策略的兒童則可能呈現外化問題，此結果與 Nicolotti 等人（2003）

的結果並不一致，其中可能的原因是，轉移是否伴隨正向情緒，Lengua 與 Sandler

（1996）認為轉移若沒有伴隨自我控制感與正向情緒，則只是單純逃避，並不能

紓解壓力，而從本研究轉移與逃避具有顯顯著相關得知，兒童採取轉移未必能緩

解壓力，而可能是另一種形式的逃避。逃避行為則是當兒童出現越多負向情緒認

知反應，且缺乏因應效能時會採取的因應方式，而逃避也和兒童的內化問題有顯

著關係，此結果與 O’Brien 等人（1997）之結果一致，若逃避伴隨負向情緒，則

反而讓兒童陷入焦慮無助中。正向思考行為則是當兒童有情緒激起、情緒失調、

被波及、與正負向家庭表徵時會出現，但正向思考則與兒童的內化問題有關，因

為正向思考與介入有顯著相關，因此正向思考未必能緩解兒童問題的原因在於，

這也是一種介入的形式，會形成兒童的心理負擔。而尋求支持行為與正向思考最

主要的不同處在於，它與兒童的建設性家庭表徵無關，因此，當兒童有正向家庭

表徵時，他們對家庭仍抱持希望，較可能採取正向思考，但若兒童無顯著正向家

庭表徵、有較多破壞性家庭表徵，且出現情緒激起、情緒失調、波及我時，則傾

向選擇尋求支持，但是尋支持行為對兒童的適應問題未必緩解，而是與其內化問

題具有顯著正相關，據此，則值得進一步思索，尋求支持或其它因應行為，是否

和情緒認知因素產生交互作用效果，而影響兒童的適應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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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應行為的調節效果 

從上述討論得知，兒童的情緒認知反應能預測不同的因應行為；五種因應行

中的介入、逃避、正向思考與尋求支持，也能有效預測兒童的內化問題、轉移行

為則能預測兒童的外化問題。但是因應行為在情緒認知反應與適應問題之中介效

果並未獲得支持，而是因應行為的調節效果較為顯著，特別是介入行為與尋求支

持行為，與自責感所形成的交互作用效果。 

兒童對父母衝突自責感越高時，若採取高介入或高尋求支持行為，其內化問

題更加顯著，反之，兒童在高自責時，若採取低介入或低尋求支持行為，則其內

化問題較少。此結果與 Nicolotti 等人（2003）的研究結果一致，他們將主動介入

與尋求支持兩種因應行為，合併為同一類因應行為，因為兩者具有高度相關，而

合併後的主動介入/尋求支持因素，對男生的憂鬱症狀與自尊感具有危害效果，

特別在高衝突家庭中的男孩，若越採取主動介入/尋求支持行為，則其憂鬱症狀

及自尊感越遭到危害。此結果在 O’Brien 等人（1995）的研究中亦相同，介入父

母衝突與兒童的憂鬱、焦慮、低自尊有關，但是 O’Brien 等人並未探討介入行為

的調節效果，本研究則發現，介入所產生的問題在兒童高自責時更加顯著，因此，

對兒童進行教育輔導時，一方面教導兒童在父母衝突時，減少其自責感，另一方

面須教育兒童，不要因為自責而冒然介入父母衝突，不但不能解決問題，反而增

加壓力，強化兒童的內化問題。 

然而尋求支持行為，本研究發現，當自責感高時，其對內化問題並非保護效

果，而是強化其問題，此結果與 O’Brien 等人（1995）的結果不一致，O’Brien

等人認為尋求支持可緩解兒童的內化問題，但是他們同樣未考慮交互作用效果，

本研究則進一步發現，當兒童處在高自責時，採取尋求支持行為，不但不能緩解

問題，反而強化內化問題，正如同 Nicolotti 等人（2003）的觀點，尋求支持與主

動介入在概念上有高相關，因此尋求支持也是另一類介入的型式，當我們在探

討，介入或尋求支持行為與適應問題之關係時，必須同時考量，兒童在那種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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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採取該因應行為，若是在低自責時介入或尋求支持，則可對兒童的內化問題具

有保護效果，但若高自責時介入或尋求支持，則可能是反效果。 

而轉移行為與逃避行為，在本研究並未發現其具有調節兒童適應問題的效

果，Niclolotti 等人(2003)認為逃避策略之調節效果並不一致，必須考慮逃避所伴

隨的認知想法與情緒經驗，若逃避伴隨的是正向想法與正向情緒，則能有效緩解

父母衝突的影響，而本研究所測量的情緒與認知，大多為負向的層面，只有建設

性家庭表徵為正向認知，因此也許認知情緒涵蓋的面向不夠豐富，較難測得逃避

所產生之調節效果。此外，本研究所測量的適應行為都是負向行為，並未測量兒

童的正向行為，因此較難判斷兒童所採取的因應行為，對其適應是否有正向效

果。Niclolotti 等人(2003)認為性別也是一個影響調節效果之因素，主動介入策略

對男生的適應為惡化因子，但對女生卻是保護因子；尋求支持策略對女生而言是

保護因子，Niclolotti 等人認為父母通常對女孩尋求支持給與較多回應，傾向保護

女孩，但男生通常採取較強烈冒險的策略，則惡化其適應問題，因此本研究未加

入性別變項，故較難呈現其間差異。 

 

三、因應行為對適應問題的預測 

本研究試圖探討，除了對父母衝突的情緒認知反應，加上因應行為是否會增

加對兒童內外化問題的預測。結果發現，一旦將因應行為與兒童的情緒認知反應

同時考量，因應行為的重要性則未如預期，如此也間接支持了兒童的情緒認知反

應確實是預測兒童適應問題的主要因素。並且透過本研究之結果得以說明，在情

緒安全感假說中，調控行為在父母衝突與兒童適應問題之間的中介效果，一直未

能被驗證，係因為兒童的因應行為對兒童適應問題的預測力並不高，即使本研究

在因應行為的向度上，比調控行為中的逃避與介入，多增加了與調控兒童自身有

關的因應行為，如轉移、正向思考、尋求支持，對兒童適應問題的預測效果仍然

有限，此結果也顯示，在情緒安全感的概念中，也許只用情緒反應與認知表徵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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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核心成份即足以表徵兒童在父母衝突下的情緒安全感狀態。 

Sandler、Tein、Mehta、Wolchik 與 Ayers（2000）探討離婚家庭兒童的因應

行為對其適應問題的影響，發現，兒童所採取的因應行為並非直接對其適應問題

產生影響，而是透過兒童的因應效能為中介，而影響其內化或外化問題，且不論

是橫斷式研究或是三到九個月的追蹤研究，均發現兒童對父母離婚所採取的因應

行為，必須透過因應效能為中介而影響兒童的適應問題，此因應效能的中介模式

對主動因應策略與內化問題更為顯著，即主動式因應能夠提昇因應效能，而減少

兒童的內化問題，且越俱足因應效能越會採取主動因應，依此而形成正向循環。

Sandler 等人認為當主張因應行為對兒童適應問題有直接影響時，必須強調因應

效能的中介效果，他們發現，若控制了因應效能之後，因應行為與適應問題之間

則無顯著關係。因此，本研究發現，兒童對父母衝突的情緒認知反應，為預測兒

童適應問題的主要因素，其中也包括因應效能，故當兒童的情緒認知因素首先考

量之後，兒童的因應行為便不具影響性。而因應效能的重要性，從本研究對一般

衝突家庭兒童內化問題之預測可以得知，當兒童對父母衝突的因應效能效能越

低，其內化問題越高。 

對因應行為的測量方式，也可能是影響因應行為效果不顯著的原因，由於本

研究採用問卷法，測量兒童面對父母衝突情境可能採取的因應行為，雖然施測前

運用父母衝突錄音帶，誘發兒童進入父母衝突的情境，但是兒童想像的因應方

式，與在家中經歷父母真實的衝突後，真正採取的因應行為未必一致，此外部效

度（external vadility）問題是此類研究的限制（Kerig, 2001）。Davies 與 Cummings

（1998）認為即使是模擬衝突情境，也未必能引發兒童在真實父母衝突情境中的

不安情緒反應，兒童真正的因應行為未必完全展現，因此，不容易確認兒童對父

母衝突之因應行為，與其適應問題的關係。Kerig（2001）建議對兒童的因應行

為可以採取多元測量，包括兒童自陳、父母評量、訪談或觀察等，如此可以避免

單一測量方式或是單一回答者之測量偏誤。 



 125

第四節、對不同衝突經驗兒童適應問題的預測 

除了釐清情緒與認知此兩大概念之外，本研究更大的企圖心在於，能夠從

情緒與認知所細分出來的內涵中，找出預測不同父母衝突經驗下，兒童其內化問

題與外化問題之差異。本研究發現透過些情緒認知因素，可以呈現出不同衝突家

庭兒童在不同適應問題的預測因子，這些特異性有助於實務工作者，依不同衝突

家庭兒童之預測特徵而擬定不同的治療方案。有關本研究重要的發現及說明如

下： 

 

一、對高衝突家庭兒童內化問題的預測 

以高肢體暴力衝突家庭兒童而言，他們的內化問題較一般家庭兒童顯著，

且情緒激起反應、破壞性家庭表徵較高，較欠缺建設性家庭表徵及因應效能。其

中，對內化問題最具預測力的因素是，「缺乏建設性家庭表徵」、與「波及我」。

以高衝突家庭兒童情緒激起反應較高而言，本研究支持預期中的「敏感化」

（sensitazation）之觀點，高衝突家庭的兒童經常曝露於父母衝突情境中，並非

習慣了父母之間的衝突，而是強化了他們的反應機制（Davies & Cummings, 

1994）。Post（1992）從神經生物的觀點說明敏感化的概念，他認為強烈的負向

情緒事件，會激發大量的神經網絡聯結，且不斷經歷此負向情緒，神經網絡也不

斷擴大，形成負向迴路，下次更容易被誘發；相對的，要再引發新的正向神經聯

結網絡加以抗衡，則越形困難，這也說明為什麼某些疾病，越是不斷復發，則越

難治癒。因此對高肢體衝突家庭兒童，較高的情緒激起反應，正是一種保護的機

制，幫助他們隨時處在備戰狀態，以因應父母衝突可能會發生的變化，而維護兒

童本身的生存安全。但是過度的擔心被波及，則使他們長期陷在不安中，更容易

出現內化問題。 

在認知表徵中，對高衝突家庭兒童內化問題，具有顯著預測力的是「建設

性家庭表徵」，而非「破壞性家庭表徵」，代表這群經常經歷父母強烈衝突的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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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已經不會為父母衝突之後的家庭關係或父母關係感到不確定，反之，與他們

內化問題較有關係的是，他們對建設性家庭關係的期待落空。內化問題越高的兒

童，他們在「建設性家庭表徵」的得分越低，顯示，他們對父母關係的認知表徵

是「父母相愛」、「父母問題解決」是不可能的，對家庭關係認知表徵是「家人之

間和睦相處」、「家庭的未來一切沒事」是無法達到的，而這種缺乏正向盼望的認

知想法，與其內化問題有顯著關係。此結果與預期相同，經歷高父母衝突的子女，

對父母、家庭及自我較缺乏正向評價，且影響他們未來對親密關係的信念

（Grych ,et al., 2002）。許文耀、王德賢、陳喬琪與陳明輝（2006）探討 146 位

921 地震後具有自殺企圖之通報自殺個案，發現對於未來缺乏正向經驗的期待，

是增加其自殺危險性的主要路徑，而非對未來負向想法導致他們的自殺企圖。

Williams 與 Pallock（2002）認為缺乏對未來正向事件的參與或期待，是個體產

生無望感的心理機制。因此，對於這些處在父母高衝突下的高危險群兒童，如何

在他們對父母關係、親密關係、家庭關係的認知想法中，灌注對未來的正向盼望，

則是預防及介入工作的重點，以避免這些兒童因為長期的父母衝突而陷入無望無

助之中。 

 

二、對高衝突家庭兒童外化問題的預測 

至於高肢體暴力衝突家庭兒童的外化問題，並未如原來預期，比一般衝突

家庭兒童顯著高，且不論是父母填答或是老師填答之兒童外化問題，兩組均無顯

著差異。若參考沈瓊桃（2005）的研究結果，她比較一般兒童、目睹兒童、受暴

兒童與受雙重暴力四組兒童之情緒與行為差異，結果在外化問題，一般兒童與目

睹婚暴兒童無顯著差異，只有受暴兒童、雙重受暴兒童之內化問題與外化問題較

一般兒童顯著，推測本研究中高肢體暴力衝突兒童的外化問題並不顯著，可能的

原因之一是他們大多為目睹兒童而非受暴兒童。 

另一方面，本研究發現，父母衝突特徵無法預測兒童的外化問題，顯示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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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的外化問題，與父母衝突之外的其它因素較有關係，Davies、Harold、

Goeke-Morey 與 Cummings（2002）即主張父母衝突與兒童的內化問題較有關，

而兒童的外化問題則與親子衝突較有關係。Johnson（2003）的研究則認為家庭

氣氛若缺乏凝聚力，且親子之間的關係越疏離越能預測兒童的外化問題。 

Bradley（2003）回顧兒童外化問題的發展心理病理認為，具有外化問題兒

童通常有遺傳的脆弱性（genetic vulnerability），其氣質傾向尋求刺激、尋求新奇、

對刺激的生理激起反應較低、好動不專注，他們較難順從父母，使得照顧者在教

養上感受困難挫折，若這群兒童在親子關係中缺乏溫暖接納，接收過多的敵意與

批評，他們傾向用攻擊、反抗的方式使父母投降，往往使得親子關係或人際關係

更加衝突敵對，而形成惡性循環。 

 

三、對一般衝突家庭兒童內化問題的預測 

一般衝突家庭兒童的情緒激起或情緒失調雖沒有高衝突組兒童顯著，但是情

緒失控卻是預測其內化問題的指標。  

從情緒成份來看，本研究發現，兩種情緒成份所預測的行為是不同的，Rubin, 

Caplan, Fox 與 Calkins（1995）認為情緒（emotionality）指的是情緒的反應閾與

反應強度，能透過生理、表情、動作等而得知；情緒調控（emotional regulation）

指的是情緒是否透過自我或他人得以舒緩（sooth）。一般衝突家庭兒童主要透過

情緒失控因素而預測其內化問題，顯示，對一般衝突家庭兒童，他們較少經歷父

母衝突，其情緒激起反應可能沒有高衝突組兒童那麼敏銳強烈，但是對父母衝突

產生害怕與難過，是 5 到 12 歲兒童主要的情緒反應（徐儷瑜 & 許文耀, 付印

中），因此一旦發生，也由於他們較少經歷父母衝突，更讓他們不知如何調控、

情緒難以平復，甚至讓他們整天困在情緒中，無法掙脫，對其內化問題具有顯著

預測力。Rubin 等人（1995）的研究也發現，兒童越缺乏情緒調控能力、社會互

動越差，越容易出現焦慮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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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因應效能如同預期般，對內化問題具有預測力，雖然一般衝突家庭兒

童在缺乏因應效能反應，並未比高衝突組兒童顯著，但是一旦發生，則與其內化

問題有關。代表在一般衝突家庭兒童，若他們積極地渴求能夠改變現況、終止父

母衝突、甚至改善父母的關係，但又達不到時，則會陷在無力改變的困境中，深

感能力不足，而使其內化問題更高。高衝突家庭兒童雖然也對父母衝突深感無力

改變，但他們的缺乏效能感與其內化問題較無顯著關係，這可能是高衝突家庭的

兒童對於改變父母關係已經不抱希望，他們知道父母衝突的必然性，較不會因為

無法停止父母衝突，而讓自我陷於苦惱中。 

 

四、對一般衝突家庭兒童外化問題的預測 

對一般家庭兒童外化問題的預測則如同本章第二節的說明，在此則不贅述。 

 

五、與情緒安全感型態的比較 

回顧了上述不同的問題型態，本研究基本上也認同 Davies 與 Forman（2002）

的觀點，希望瞭解兒童在父母衝突下的個別差異表現，正如同Cicchetti與Rogosch

（1996）在發展心理病理學中所提出”multifinality”之觀點，個體與環境之間的互

動歷程，會由於個體的生理、心理等內在因素，與現在、過去的外在經驗，而造

成相同的原因卻發展成不同的結果，此即”multifinality”。因此本研究藉由多元情

緒認知因素的組合，希望比情緒安全感單一概念或認知評估的兩因素，從更廣泛

角度探討兒童在父母衝突情境下所發展出的不同樣貌。 

雖然 Davies 與 Forman（2002）也曾將兒童的情緒安全感根據情緒、認知與

行為的不同表現而加以分類，他們也希望探討情緒安全感的個別差異，以及這些

個別差異與家庭環境、兒童適應之間的關係，結果透過群聚分析整理出安全型、

過度在意型與不理型三種情緒安全感型態，但是他們所分類的情緒安全感型態，

只是在情緒反應、介入或逃避行為、與對家庭負向認知表徵中呈現量上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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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安全型兒童在情緒反應、介入或逃避行為、與對家庭負向認知表徵得分均偏

低；過度在意型則是三種指標得分均偏高；不理型兒童則是在這三種指標中，父

母評量的結果與兒童自評的結果不一致，兒童傾向低估其表現，這種分類方式難

以呈現出本質上的不同，例如其負向的家庭表徵是對自我或是對父母，情緒反應

較強是情緒種類的不同，或是情緒調節能力之不同，而且若兒童的表現與此三種

類型不符合，則難以歸類其情緒安全感型態。 

而本研究透過認知、情緒、及行為多元因素預測兒童在不同家庭不同問題，

所呈現的不同特徵，除了有內涵本質的不同，也呈現出對適應問題預測量上的不

同。 

 

第五節、兒童適應問題的評量 

本研究對父母衝突與兒童的適應問題採多元評量，以避免資料由同一位受試

者回答而出現共同變異性，結果發現，不管是內化問題，由兒童自評的結果與老

師評量的結果；或外化問題，由老師評量與父母評量的結果，均達到顯著相關。

但是在兒童的內化問題，父母填答的結果卻比兒童所自評的的結果低估許多，這

當中可能的原因是，兒童自以為的內化問題，如焦慮憂鬱情緒，在父母眼中可能

微不足道，另一方面，兒童內心世界中的焦慮憂鬱情緒，並不為他人所知，因此

父母對兒童內化問題的評估並不完整。而 Downey& Coyne（1990），Grych 等人

（1992）與 Jouriles 等人（2000）均認為兒童本人是內化問題最有效的評量者。

在外化問題的評量，本研究發現，老師所評量的得分較父母低，且較偏向正偏態

與高狹峰，也許因為老師必須照顧全班三十多位兒童，難以對每位兒童都深入瞭

解，而父母從小教養自己的子女，因此比老師能有更多時間，且從廣泛的角度評

量兒童的外化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在高肢體暴力衝突家庭，父母所評量之外化問題，雖然與一

般衝突組父母之評分無顯著差異，但是透過兒童的認知情緒因素加以預測時，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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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有效預測。顯示高肢體衝突組父母對兒童內化問題或外化問題的觀察評估，

與兒童真實的內心世界仍有差距，雖然這些父母經歷了高肢體夫妻衝突，不過他

們仍願意表露自己的問題，參與研究且參與子女的學習活動，但似乎心有餘而力

不足，他們可能被夫妻衝突的苦惱所盤據，而缺乏心力關懷孩子的內心世界。此

外，本研究也發現離婚家庭的問卷回收率最低，只有 30%，更說明夫妻之間的衝

突與紛爭，不論結果是分是合，對夫妻來說都有些難以面對的困境。 

因此對這些肢體暴力衝突下的家庭，除了需要多關照這群高危險群兒童，對

其父母，亦需提供協助與關懷，相對的，這些高肢體暴力攻擊家庭，兒童除了承

受父母衝突的直接壓力，也可能接收到父母因為婚姻困擾，而造成教養方式與親

子關係的改變，對兒童形成間接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