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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夫妻溝通、衝突因應與婚姻滿意度的關係，研

究抽取ENRICH資料庫中247對夫妻成為研究樣本，且選取ENRICH量

表中部分題目重新建構成為研究變項，依據變項性質、研究問題與研

究假設，分別以描述統計、皮爾森積差相關與多元迴歸分析來進行資

料分析。本章第一節根據研究結果歸納出研究結論，並進行討論；第

二節為研究建議，分別針對婚姻教育方案與未來研究提出具體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與討論 

壹、 對偶夫妻的夫妻溝通與衝突因應 

一、 夫妻分享表達的情況良好，而忍讓退縮的情況偏高。 

一般夫妻的「分享表達」情況良好，僅約五分之一的夫妻較無法

與配偶有好的溝通分享，教育程度較高、結婚越久與孩子越多的夫妻，

其分享表達的溝通情形越好。而夫妻使用忍讓退縮來面對婚姻衝突的

情況偏高，有近七成的受試者在面對婚姻衝突時，較傾向使用忍讓退

縮的因應方式來面對，這樣的結果與本土心理學的觀點較一致，本土

心理學認為忍讓是華人處理人際衝突時常常使用的因應方式（余德

慧，1991；黃囇莉，1996），但本研究發現樣本夫妻使用忍讓退縮的比

例不如預期的高，因為仍有近四分之一的受試者較不會使用忍讓退縮

的方式來面對彼此的衝突，這可能是因為本研究樣本夫妻的年紀較

輕、婚齡較短，並且教育程度較高所致，教育程度較低、年齡較長與

結婚越久的夫妻，比較會以忍讓退縮來處理婚姻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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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相較而言，男性比較會使用忍讓退縮來因應衝突。 

本研究發現「性別」不能預測「分享表達」，這與陳志賢（1998）、

陳明君（1991）發現溝通會受到性別影響的結果不符。但「性別」可

以預測「忍讓退縮」，男性樣本比較會使用忍讓退縮的衝突因應方式，

這與過去多數研究發現相符（Backlund & Ivy,1995；Bowman,1990；

Christensen & Heavey,1990；Noller & Fitzpatrick,1990；李良哲，

1996；林佳玲，2000；劉惠琴，1999b；簡郁雅，2005），也就是在面

對婚姻衝突或問題處理上，男性較多採取逃避的方式，女性多採用爭

執、積極回應、不甘罷休與力爭到底的方式。李良哲（1996）認為已

婚女性在夫妻衝突時，比較在乎夫妻關係的改善與和解，所以會要求

丈夫把事情解釋清楚或做出承諾，但已婚男性卻傾向逃避與退縮，以

不理會的方式來因應太太的要求，這樣一來也常常導致妻子以較帶有

情緒性的懇求或威脅方式來達到目的，而男性則會企圖中止或延緩當

下的衝突（林慧芬，2001）。此外，男性在衝突發生的當下，通常無法

像女性一樣能夠把自己的意見、想法與情感表達清楚，所以常常選擇

以沈默、不語或退縮的方式來面對。 

 

三、 教育程度越高的丈夫，越會分享表達；而教育程度越低的妻子，

越傾向使用忍讓退縮的衝突因應策略。 

在分享表達上，教育程度較高的丈夫，比較能夠與妻子分享自己

的感受、想法與情緒，這與邱秀貞（1987）、陳志賢（1998）和蔡詩薏

（2001）的發現一致。教育程度越高的男性，可能越懂得溝通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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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如何措辭以避免傷害，亦較有自信與配偶進行討論，也較勇於表

達自己的意見與想法，所以分享表達就比較好。但本研究發現教育程

度不會影響妻子的分享表達溝通情形。 

    在衝突因應上，教育程度較低妻子比較會使用忍讓退縮的因應方

式，可能因為教育程度較低的妻子在家中的相對權力地位較低，並且

所擁有的衝突因應資源也較少，因此在爭執發生時，比較會逆來順受，

因此較不會與配偶起爭執；另一方面，可能是教育程度較高的妻子，

比較有解決問題的能力，對自己的看法與意見也比較有自信，並且在

家中的權力地位也相對較高，所以在發生爭論或爭吵時比較不會選擇

逃避而不願面對彼此的衝突。 

  

四、 夫妻溝通與衝突因應不受雙方就業情況的影響。 

「就業與否」與「配偶就業與否」都不影響夫妻溝通與衝突因應，

這與和簡淑杏（2004）的發現較一致，但與謝銀沙（1992）發現妻子

就業會影響夫妻間支持性溝通的結果不同。 

 

五、 相對而言，結婚越久的妻子越會分享表達。 

相對於婚齡11-15年的妻子而言，結婚16年以上的妻子比較會分享

表達，可能是因為婚姻歷練越久，越知道如何與配偶分享自己的想法

與感受，也更能自在地向配偶提出自己的要求，這卻與謝銀沙（1992）、

邱秀貞（1987）和陳明君（1991）的研究結果相反，他們都發現婚齡

較短的夫妻在支持性溝通、討論溝通與自我開放程度上都比較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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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婚齡對夫妻溝通的影響需要未來的研究繼續驗證。此外，本研究

未發現丈夫與妻子的忍讓退縮衝突因應行為受到婚齡的影響。 

 

六、  擁有越多子女的丈夫越會分享表達。 

家中擁有越多孩子的丈夫，可能相對有更多機會與妻子進行子女

教養上的溝通，所以比較會向妻子分享自己的感受、想法與要求，這

裡的發現與過去的研究結果不一致，邱秀貞（1987）發現子女數與溝

通沒有關係，而謝銀沙（1992）卻是發現子女數愈多的夫妻，其「支

持性溝通」和「討論表達」都會愈少，因此子女數對夫妻溝通的影響

需要未來的研究更近一步的探索。此外，本研究發現子女數不能有效

預測夫妻的忍讓退縮行為，這與簡郁雅（2005）的發現一致。 

 

七、 夫妻之分享表達受到配偶分享表達情形的影響。 

夫妻溝通確實受到其配偶溝通情形的影響，當配偶越會分享表達

時，夫妻本身的分享表達也會越好，這與蔡詩薏（2001）與Gottman & 

Gottman（1999）的發現相同，蔡詩薏（2001）發現夫妻本身的自我開

放程度會受到配偶自我開放程度的影響，Gottman & Gottman（1999）

發現夫妻在溝通中的負向行為會造成循環，當對偶中的一方比較消極

被動，就之會使得另一方因著配偶的消極被動而繼續產生消極被動的

溝通反應。但本研究並未發現夫妻衝突因應行為會相互影響，夫妻的

忍讓退縮並不會受到配偶忍讓退縮行為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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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對偶的婚姻滿意度 

一、 平均而言，夫妻在「宗教信仰」與「協調平等」的滿意度較高，

而在「子女教養」與「個性問題」的滿意度較低；男性在「個性

問題」、「關係信任」與「子女教養」的滿意度高於女性。 

夫妻各面向婚姻滿意度的高低依序為：宗教信仰、協調平等、親

友關係、性愛關係、關係信任、財務管理、子女教養與個性問題。本

研究發現「性別」確實能預測婚姻滿意度的影響，這與過去大多數的

研究發現一致（Karney, Bradburg, Fincham & Sullivan,1994；

Shen,2002；Vaillant & Vaillant,1993；吳明燁與伊慶春，2003；周

立端，2001；陳志賢，1999；陳姿勳，2001；葉姿利，2003；蔡詩薏、

胡淑貞，2001；簡淑杏，2004），但在本研究中「性別」僅能預測「個

性問題」、「關係信任」與「子女教養」三個面向，且都是男性的滿意

度高於女性，Sullivan & Schwebel（1995）認為女性對婚姻的期待高

於男性，所以女性在婚姻中較不易達到滿足（引自陳志賢、黃正鵠，

1998），因此妻子在面對配偶個性、彼此關係信任、以及子女養育上的

期待可能與現實有較大的落差，以致於對這三個面向的婚姻滿意度評

估較低。 

 

二、 教育程度越高的妻子，對「財務管理」與「關係信任」的滿意度

越高，並且其配偶的「財務管理」與「親友關係」滿意度也越高。 

本研究發現夫妻教育程度對婚姻滿意度有正向影響，這符合過去

的研究發現（Locksley,1982；Miller,1976；Quinn & Odell,1998；

邱秀貞，1987；張寶珠，1995；陳志賢、黃正鵠，1998；陳明君，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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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秀珠，1981），特別是「妻子的教育程度」不僅能預測自身的財務管

理與關係信任滿意度，也能預測丈夫的財務管理與親友關係滿意度。

Stanley, Markman,& Whitton（2002）指出金錢是最常引起夫妻衝突

的議題，並且那些經常在財務議題上發生爭執的夫妻，他們的溝通與

衝突情形會比較負面，林慧芬（2001）亦指出有半數以上的婚姻困難

來自夫妻在財物管理上的意見不合。本研究發現妻子教育程度影響夫

妻雙方的財務管理滿意度，教育程度較高的妻子，可能具有較多的財

物知識來管理財務或是相對有較優渥的收入，所以對財務管理感到較

滿意。教育程度較高的妻子，也有較好的關係信任滿意度，高教育程

度的妻子可能對自己所擁有的資源比較有信心，所以對彼此關係的穩

定比較有把握，較不會擔心丈夫與其他異性發生不當的關係；另一方

面，當丈夫無法陪伴自己而需要獨處時，高教育程度的妻子也比較能

夠安排自己的生活，較不會覺得孤單或寂寞，因此對彼此關係較不會

產生負面的感受。 

此外，本研究亦發現當妻子的教育程度越高，則丈夫對親友關係

就會感到越滿意，林亞寧（2003）指出教育程度較高者除了有較好的

調適能力外，也比較知道如何尋求其他外在資源的協助，這樣看來，

低教育程度的妻子，可能在親友關係上的調適力較差，當親友關係問

題所造成的壓力無法適當的宣洩時，妻子可能會對丈夫有較多情緒上

的抱怨，另一方面，低教育程度的妻子可能較缺乏解決親友問題的資

源與能力，所以較無法適當地解決親友互動上的困難，特別在華人家

庭中，丈夫常被夾在原生家庭親屬（特別是母親）與妻子之間，所以

當妻子的教育程度越低時，丈夫在親友關係互動上可能需要處理較多

親友關係的問題，也會承受較多來自親友互動的壓力，所以丈夫在親

友關係的滿意度上就會顯得比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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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妻子就業，其丈夫的「個性問題」滿意度較高；丈夫就業，其妻

子的「關係信任」滿意度較低。 

本研究發現若妻子出外就業，則丈夫對個性問題的滿意度較高，

這與Burk & Weir（1976）的發現類似，亦即職業婦女的丈夫比起家庭

主婦的丈夫而言，會感受到較高的婚姻滿意度，蔡詩薏與胡淑貞（2001）

指出工作使得太太有機會尋求其他社會支持，也是太太吸取新知的管

道，未就業的妻子可能比較缺乏工作職場上的磨練，所以丈夫對妻子

在個性上的不成熟會感到較不滿意；另一方面，未就業的妻子因為生

活圈比較小，妻子容易將所有的生活重心都放在丈夫身上，如此一來，

夫妻在生活上可能會產生較多的摩擦，因此導致丈夫傾向不欣賞或不

滿意配偶的個人特質。此外，本研究也發現丈夫就業，會導致妻子對

關係信任的滿意度較低，可能是丈夫能陪伴妻子的時間相對較少，所

以妻子比較常覺得孤單與寂寞，所以導致妻子在關係信任上就顯得較

不滿意。 

 

四、 結婚越久的夫妻，在「個性問題」、「財務管理」、「子女教養」與

「親友關係」四個面向上的滿意度都相對較高。 

本研究發現，結婚5年以下（相對於結婚16年以上）的丈夫在「個

性問題」、「財務管理」與「親友關係」的婚姻滿意度都比較低，而妻

子在「子女教養」與「親友關係」上的滿意度較低，結婚五年以內屬

於家庭建立期，夫妻雙方還在彼此適應，尤其在個性的接納與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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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金錢使用的默契、以及與雙方親友的互動上，都會產生較大的困

難與衝突，子女出生後也使妻子需要投入更多的時間與精力，所以夫

妻在這些面向上的婚姻滿意度就相對較低。而結婚6-10年的妻子（相

對結婚16年以上者）在「協調平等」的滿意度較低，婚齡6-10年多

屬於家有學齡前或學齡兒童的階段，夫妻需要一起協調出更多的時間

來陪伴孩子作功課、遊玩、接送孩子上下學或參加才藝班，家務與照

顧工作大量增加，使得身為主要家務工作者與子女主要照顧者的妻子

承受較大的壓力，所以妻子對協調平等的滿意度就相對較低。本研究

亦發現，結婚16年以上的妻子其子女可能已經離家求學或成家立業，

教養孩子的壓力與負擔就相對減輕，所以子女教養就相對比結婚5年

內與結婚11-15年的妻子來的滿意。 

本研究在婚齡上的研究結果與過去國內外的研究結果有很大的差

異，西方過去的研究多呈現U型曲線（Anderson, Russel & 

Schumm,1983；Gilford & Bengtson,1979），國內多發現婚姻滿意度隨

著婚齡一路下降（伊慶春，1991；沈瓊桃、陳姿勳，2004；孫頌賢、

李良哲，2004；黃秀珠，1981；謝銀沙、林邦傑，1997），而本研究卻

發現婚齡16年以上者，在許多婚姻面向上都比其他婚齡組的夫妻還要

滿意，Cavanaugh（1990）認為處於婚姻後期的夫妻，由於經歷長時間

的婚姻生活使得雙方更能相互適應，所以婚姻滿意度便升高；另一個

原因可能是因為本研究中結婚16年以上的夫妻相對有較好的分享表達

（相對於結婚6-10年與結婚11-15年者），也比較會忍讓退縮（相對

於結婚5年以下者），所以他們在某些面向上的婚姻滿意度就比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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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擁有越多子女的丈夫，其「關係信任」滿意度越低。 

本研究發現擁有越多子女的丈夫，對「關係信任」的滿意度評估

越低，這與過去許多研究認為子女對婚姻關係有負面影響的發現一致

（Miller & Kannae,1999；Wallace & Gotlib,1990；曹中瑋，1985）。

Olson & Olson（2000）指出子女出生後，夫妻常將焦點放在子女身上，

若子女完全成為夫妻生活的重心時，婚姻關係常會受到極大的虧損（引

自林秀慧、莊璧光譯，2003）。在本研究關係信任滿意度的評估中，

包含配偶陪伴與獨處時間的安排，當家中子女數越多，則妻子可能需

要花費更多的時間來照顧子女，因此就缺乏足夠的時間來陪伴丈夫，

所以就容易造成丈夫在關係信任上的不滿意。 

 

六、 分享表達對各面向婚姻滿意度都最具預測力。 

「分享表達」對於八個婚姻滿意度面向都有顯著的預測力，並且

預測力都很高，當丈夫與妻子本身越能夠分享表達，他們的婚姻滿意

度就會越高，這與過去的研究結果一致（Noller & Fitzpatrick,1990；

邱秀貞，1987；曹中瑋，1984；陳明君，1991；蔡詩薏，2001；謝銀

沙，1992）。「配偶分享表達」對婚姻滿意度也具有顯著的預測力，當

配偶擁有較好的分享表達時，夫妻本身在大多數的面向上都會感到比

較滿意。 

Bernhard & Harris（1997）指出夫妻之間對於生活事件的溝通是

非常重要的，缺乏溝通將導致婚姻的痛苦，若夫妻在各婚姻議題上都

能夠與配偶擁有良好的溝通，則在日後面對婚姻壓力或困難時，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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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比較能夠給予配偶有利的幫助。Kieren & Doherty–Poirier（1993）

也表示當夫妻越會分享表達，就越能夠促進彼此的瞭解與信任、能夠

協調彼此的差異性、並有益於婚姻衝突的解決。此外，當夫妻雙方越

能夠與配偶溝通分享時，會使夫妻間比較沒有隱密或隔閡存在，能增

進夫妻間的親密感，減少孤寂、孤獨的感受（陳明君，1991），相反的，

若夫妻不願意坦誠分享個人的想法、感受或慾求，不論是因為本身低

自尊的關係、或為了避免傷害他人的情感或被對方批評，都會導致配

偶感到生氣、困惑或不被信任（Olson & Olson,2000），因此就容易

導致夫妻婚姻滿意度的降低。 

 

七、 忍讓退縮對夫妻之婚姻滿意度兼具正向及負向影響。 

本研究確實發現對華人婚姻關係而言，「忍讓退縮」並不完全是

負向的因應策略：當丈夫越會忍讓退縮時，不僅自身的「個性問題」

滿意度會較低，也會造成妻子「性愛關係」與「親友關係」滿意度的

下降，但夫妻的「忍讓退縮」行為卻有益於夫妻在「子女教養」與「協

調平等」滿意度的提升。如同Liu（1992）指出：在華人文化之下，正

面解決的衝突因應方式未必是有益與積極的，逃避的因應行為也未必

是有害與消極的。過去國內、外的研究常認為「逃避」是失功能的因

應策略，會導致不良的婚姻關係，但本研究卻發現忍讓退縮因應行為

對不同婚姻面向有不同的影響，忍讓退縮因應行為在某些婚姻面向上

是有助於提升夫妻自身的婚姻滿意度。 

本研究忍讓退縮的負向影響發生在「個性問題」、「性愛關係」與

「親友關係」三個面向上，越會忍讓退縮的丈夫，其自身的「個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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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滿意度會較低，Satir（1972）認為「懷柔」是無效的溝通，因為

試圖取悅對方，不強調自己的觀點，一味的順從對方，並無助於溝通

的進行（引自林慧芬，2001），當發生「個性問題」衝突時，若丈夫時

常選擇忍讓、逃避與保持沈默的策略，不願說出自己心中的感受與想

法，而將不滿與意見憋在心中，當怒氣與壓力累積到某個程度時，常

常會導致不可挽回的局面；簡淑杏（2004）也發現已婚男性面對衝突

時常使用退縮模式，而不願改變現況，亦缺乏有效溝通時，容易造成

自身的婚姻滿意度不高，因為當丈夫不願意面對問題時，妻子也無法

瞭解彼此關係的真實情況，逃避只會造成問題越來越趨嚴重，甚至進

到無法彌補的地步。 

丈夫的忍讓退縮也會導致妻子「性愛關係」與「親友關係」滿意

度的降低，林慧芬（2001）認為當夫妻能夠認真面對彼此在看法或價

值觀上的差異時，是有助於夫妻溝通的進行，逃避並非長久之道，也

無法有效解決彼此的困擾，在華人較為含蓄的文化下，若丈夫在面對

性愛問題時總是有口難言或是有口不言，容易使夫妻雙方在性愛關係

的期待上有所落差，也就容易造成妻子對性愛關係的不滿。此外，「婆

媳」與「姻親」問題經常造成華人妻子的壓力與衝突， Cupach & Canary

（1995）指出夫妻若能透過妥善的溝通來面對衝突，可以增強彼此關

係的聯結，可提高家庭的凝聚和穩定，若丈夫常用消極、逃避的態度

來面對親友關係問題時，容易造成妻子感到孤立與無助，便會導致妻

子親友關係滿意度的下降；相反的，若丈夫能積極地面對問題，一同

與妻子在親友互動方式上取得共識，甚至丈夫能成為妻子與親友之間

的協調者時，妻子的親友關係滿意度就會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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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讓退縮的正向影響發生在「子女教養」與「協調平等」兩個面

向上，越會忍讓退縮的夫妻，可能比較不會與配偶發生嚴重的爭執、

口角或傷害，所以對「子女教養」與「協調平等」的滿意度評價就比

較高。忍讓退縮的正向影響並不是由配偶的忍讓退縮行為所造成的，

而是夫妻自身的忍讓退縮有助於提升自身的婚姻滿意度，這樣的結果

可能是受到個人內在信念的影響，在華人文化價值觀的影響之下，夫

妻若認為忍讓退縮是美德與生命成熟的表現，或認為忍讓退縮是「捨

己為群」與「以和為貴」的作法時，他們可能會認為自己的忍讓退縮

行為是有益於雙方關係發展的，所以在「子女教養」與「協調平等」

這兩個面向上便反應出較高的婚姻滿意度。 

「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的因應行為可能不是出於

消極地逃避，而是以看重關係和諧所發出來的價值信念，相同的溝通

衝突行為可能會造成不同的效果與影響，外在相同的因應行為可能來

自不同的文化價值與信念系統，因而帶出不同的關係結果，也會影響

個人對關係滿意度的評估。究竟夫妻選擇忍讓退縮的因應方式是出於

消極地逃避，還是出於積極地想要維護和諧？究竟男性較常選擇忍讓

退縮因應方式是出於性別習慣使然，還是因文化脈絡影響下的不得不

然？需要未來研究繼續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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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婚姻滿意度對偶差異 

一、 丈夫與妻子確實有不同的婚姻滿意感受。 

本研究發現對偶夫妻在六個婚姻滿意度面向上有顯著差異，婚姻

滿意度對偶差異的高低排列依序為：關係信任、子女教養、親友關係、

性愛關係、財務管理與協調平等，亦即對偶夫妻在這六個面向上的滿

意度確實不一致，換句話說，在同一個婚姻中，丈夫的婚姻滿意確實

不等於妻子的婚姻滿意。 

 

二、 相對於結婚16年以上者，結婚5年以下的夫妻在「親友關係」

上的婚姻滿意度較不一致，結婚6-10年的夫妻在「子女教養」、

「親友關係」與「協調平等」上的婚姻滿意度較不一致。 

相對於結婚16年以上的對偶，結婚5年以下的夫妻在親友關係上

的滿意度差異較大，而結婚6-10年的夫妻則在子女教養、親友關係與

協調平等三個面向上的滿意度差異較大。結婚16年以上的夫妻，經歷

婚姻互動較長的磨合過程，所以對彼此的問題與衝突有較多解決的方

式或共識，所以對偶夫妻在這些面向上的滿意度較趨向一致。 

 

三、 夫妻分享表達的情形越不相同時，彼此對「親友關係」與「協調

平等」的滿意情形也越不一致。 

本研究發現：夫妻分享表達的情形越一致，他們在親友關係與協

調平等的滿意度差異就越小，換句話說，當夫妻分享表達的情形越不

相同時，婚姻滿意度的差異就越大，這樣的結果表示：在夫妻雙方的

溝通互動中，若一方能夠自在的分享自己的想法、意見與看法，但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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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卻無法自在地分享表達時，會導致夫妻雙方的滿意度差異拉大，

也就是說單方面的敞開是不夠的，需要夫妻雙方一起進行溝通分享，

特別是在親友關係與協調平等這兩個面向上，經常需要夫妻進行大量

的意見交換與討論，若有一方關閉溝通的橋樑，就會使雙方在這兩個

層面中的知覺越來越不相同，例如丈夫可能覺得目前在家務分配與相

處時間安排上的情形還算不錯，但其實妻子心中卻有許多意見與困難

不願說出來，這樣缺乏溝通與分享的狀況，導致丈夫與妻子在評估協

調平等滿意度時，產生越來越不一致的現象。 

 

四、 夫妻使用忍讓退縮因應方式的情形越不一致時，雙方在「親友關

係」滿意度的對偶差異就越大。 

當夫妻雙方在衝突因應上所採用的忍讓退縮情形越不一致時，他

們在親友關係滿意度上的對偶差異就越大，例如在面對親友關係衝突

時，若妻子積極地想要解決問題，而丈夫卻不斷的逃避問題，則積極

想要解決問題的妻子便容易感到挫折，也會認為丈夫不瞭解她的困

難，也不願意幫助她，因而就可能拉大雙方滿意度的差距；反之，當

夫妻彼此採用忍讓退縮的情形越相同時，他們在親友關係上的滿意度

就越一致，可能是夫妻雙方都願意積極面對問題，所以他們可以一同

找到問題解決的方法，透過討論與溝通來面對衝突，即便也可能發生

一些衝突，但因為雙方都有願意面對的態度，所以雙方對親友關係的

評估就會比較一致；另一方面，可能雙方都選擇使用逃避退縮的因應

方式來面對親友關係的問題，雖然這樣一來問題沒有真的被解決，但

因為比較不會產生劇烈的爭執或衝突，所以夫妻在評估親友關係滿意

度時，就比較不會有太負面或太低分的評價，因此對偶夫妻的滿意度

會相對比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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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貢獻與建議 

本節依據上述研究結論，提出本研究的研究貢獻，並且針對婚姻

教育方案與未來研究提出相關建議，期待對日後婚姻教育方案的規劃

與未來研究的設計有所助益。 

 

壹、 研究貢獻 

一、 本研究在國內首度使用多面向婚姻滿意度量表來探討夫妻溝

通、衝突因應與婚姻滿意度三者之間的關係，並且進一步分析夫

妻溝通與衝突因應對不同婚姻滿意度面向的影響情形。 

二、 本研究使用多面向婚姻滿意度量表來釐清性別、教育程度、就業

與否、婚齡與子女數等變項對各婚姻滿意度面向的影響力，背景

變項對不同婚姻層面的影響情形並不相同。 

三、 本研究暨Liu（1992）之後亦發現「忍讓退縮」衝突因應行為對

夫妻之婚姻滿意度兼具正向及負向影響。 

四、 本研究發現由夫妻在溝通與衝突因應上的互動結果所帶出來的

對偶效應，夫妻在溝通與衝突因應的一致性，會影響婚姻滿意度

對偶差異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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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對婚姻教育方案的建議 

一、 應鼓勵夫妻多進行分享表達溝通。 

本研究發現若夫妻雙方越能分享表達，他們在各面向的婚姻滿意

度就會越高，若雙方都願意分享表達，他們的婚姻滿意度也會越趨向

一致，所以在婚姻教育方案中，應不斷鼓勵與教導夫妻針對彼此的感

受、想法與要求進行分享表達溝通，並協助夫妻學習在各樣婚姻議題

上與配偶進行雙向對話，當夫妻彼此的分享表達越來越好時，便有助

於夫妻彼此相互的熟悉、建立雙方的共識、亦能增加夫妻雙方的親密

感、一體感與信任感。 

 

二、 應協助夫妻選擇合適的衝突因應策略。 

本研究發現忍讓退縮因應方式對某些婚姻面向具有正向影響，但

對某些面向卻具有負想影響，過去的研究多認為逃避退縮不利於婚姻

關係的發展，這是受到西方人際關係特色的影響，所以過去的婚姻教

育較強調使用積極正面的衝突因應策略來面對關係衝突，但在華人文

化脈絡下，忍讓退縮本身並不一定具有負面影響，甚至忍讓退縮行為

被認為是有美德與生命成熟的表現（張思嘉、周玉慧，2004），並且忍

讓退縮的因應方式有時確實有助於關係的維護與穩定；但另一方面，

忍讓退縮在婚姻關係中確實是普遍存在的因應行為，我們也不能小看

它的影響，常使用退縮逃避會使婚姻問題無法獲得解決，便容易造成

夫妻關係陷入危機（Stanley, Markman & Whitton,2002）。因此，本

研究建議婚姻教育方案需要教導夫妻使用合適的衝突因應方式，使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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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在面對婚姻衝突時，不會只是習慣性地使用華人較偏愛的忍讓逃避

方式，或是一味地使用西方觀點所強調的積極面對方法，而是使夫妻

能夠在需要讓步的時後，學習勒住自己的舌頭，不逞一時之快，先以

彼此關係的和睦為重，但當情況需要彼此進行對話的時候，夫妻也要

能夠勇敢地表達自己的意見與看法，使夫妻之間的問題能夠解決。 

以下是對婚姻教育方案在忍讓退縮衝突因應教導上的建議： 

1. 夫妻在面對個性問題衝突上盡量不要逃避，對配偶在個性上的不滿

應該適時的表達出來，若是夫妻不願說出來，卻強忍在心裡，則容

易導致夫妻內心的自我埋怨、並感覺自己一直不斷地在忍受對方，

心中便暗暗地責備對方沒有任何的改變，這些都會損害個人對配偶

在個性上的觀感與評價，並且導致關係品質的下降。 

2. 丈夫在面對性愛關係與親友關係時，應該以正面積極的方式回應，

不要選擇逃避或退縮，而要積極地與妻子一同面對困難與壓力，並

且找出問題解決的方法；若丈夫不斷選擇逃避、退縮或不願意面對

時，就容易導致妻子在性愛關係與親友關係上的不滿。 

3. 夫妻在面對子女教養與協調平等問題衝突時，應該以忍讓退縮因應

方式為主，這有助於忍讓退縮者自身的婚姻滿意度提升。 

4. 對於發生婚姻衝突時將要採取的衝突因應方式，夫妻雙方應該有一

致的看法與共識，因為本研究發現夫妻雙方選擇衝突因應方式的一

致性，會影響夫妻婚姻滿意度的一致程度，所以婚姻教育方案應幫

助夫妻在平時就先溝通好雙方都能接受的衝突處理方式，也就是幫

助建立對於衝突因應的共識，使夫妻不會在婚姻衝突的當下因著情

緒或因著過去的習慣來選擇衝突因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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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應鼓勵對偶一同參與婚姻教育。 

本研究發現夫妻溝通與婚姻滿意度都會受到配偶因素的影響，當

配偶越能分享表達時，夫妻自身的分享表達也越好，夫妻的婚姻滿意

度也受到配偶溝通與衝突因應的影響，所以婚姻教育方案應鼓勵對偶

一同參與，使夫妻雙方在關係經營的知識、能力與技巧上都能一同學

習與成長。 

 

四、 應針對不同對象提供符合其情境與需求的婚姻教育。 

（一）初婚與家有學齡（前）兒童的夫妻 

本研究發現結婚5年內的夫妻（多屬於新婚或子女剛出生的夫妻）

在「個性問題」、「財務管理」、「子女教養」與「親友關係」上都比較

不滿意。結婚6-10年的夫妻（多屬於家有學齡（前）兒童的家庭）比

較不會分享表達，並且在「財務問題」與「協調平等」的滿意度較低。

所以針對初婚夫妻的婚姻教育可著重在個性問題、財務管理、子女教

養與姻親相處的議題上，對於家有學齡（前）兒童的家庭，則應幫助

他們提升財務規劃與管理的能力，並且應實際的教導夫妻如何與配偶

在工作、家庭與休閒時間上取得相互的平衡。 

 

（二）教育程度較低的夫妻 

本研究發現教育程度越低的丈夫越不會分享表達，且教育程度越

低的妻子越會使用沈默、逃避與退縮的方式來面對衝突，妻子的教育

程度也影響夫妻在財務管理、關係信任與親友關係上的滿意度。因此，



 

130

針對教育程度較低的夫妻，婚姻教育方案應增加財務管理、姻親關係

與夫妻關係經營的課程比例，也要加強婚姻衝突處理的實際練習，使

夫妻能夠運用合適的方法來解決婚姻問題。 

 

（三）針對子女數超過三個以上的夫妻 

本研究發現子女數越多的家庭，丈夫的關係信任滿意度越低，所

以對婚姻教育應提醒夫妻在子女出生後，仍然要繼續經營「夫妻軸」

的關係，不可將所有的生活重心都放在子女上，以致忽視了對配偶的

關心與照顧，否則容易導致夫妻關係品質的下降。台灣地區的平均子

女數為2.6人，因此本研究建議婚姻教育方案可以針對子女數超過三

個以上的夫妻來提供合適的婚姻教育方案。 

 

五、 應協助夫妻瞭解並拉近彼此在婚姻滿意度的差距。 

同一個婚姻中，確實有兩種不同的婚姻感受，夫妻其中一方對關

係感到滿意，不代表另一方也有同樣的感受，因此婚姻教育方案應鼓

勵夫妻多多針對滿意度差異較大的面向（在本研究中為關係信任、子

女教養與親友關係）進行溝通與討論，使夫妻雙方都能瞭解彼此差異

的情形，並找出導致差異的可能原因。婚姻教育方案中可以使用一些

婚姻問卷或婚姻量表，來幫助夫妻更實際的瞭解彼此在婚姻面向上的

差異程度，以便找出關係中的問題癥結來加以處理。 

本研究也發現夫妻在分享表達與衝突因應的不一致會影響婚姻滿

意度的對偶差異程度，一般而言，丈夫在面對衝突時較會選擇逃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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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而妻子在溝通時比較會分享自己的想法與意見，婚姻教育方案

應幫助丈夫與妻子在這兩個面向上取得平衡，當雙方能具有相同的共

識來面對婚姻問題，並且雙方分享表達的程度較一致時，就能拉近彼

此在婚姻滿意度上的差異。婚姻教育方案應教導丈夫學習多多分享自

己的情緒與想法，並教導妻子在面對衝突時，要學習幫助丈夫說出心

中的想法，並且學習不要太過情緒化與咄咄逼人，這樣無助於婚姻問

題的解決，應教導丈夫要時常主動詢問妻子對婚姻關係的看法、傾聽

妻子的感受、以及鼓勵妻子表達自己的情緒與需要。 

 

參、 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一、 加入夫妻溝通與衝突因應的其他測量內涵。 

    本研究的夫妻溝通與衝突因應變項，因為受限於次級資料的使

用，無法呈現夫妻溝通與衝突因應的完整內涵，僅分別選擇較關鍵的

「分享表達」與「忍讓退縮」行為來進行探討，因此無法探討其他溝

通與衝突因應方式對婚姻滿意度的影響，所以建議未來的研究可以納

入完整的溝通與衝突因應內涵來進行相關的驗證與探討。 

 

二、 建議在測量溝通與衝突因應時，納入對「夫妻自陳」與「知覺配

偶」的評估，並進行對偶效應的分析。 

    本研究僅採用夫妻對自己在溝通與衝突因應上的評估結果，並沒

有採用夫妻對其配偶在溝通與衝突因應上的知覺評估，建議未來的研

究可以採納「夫妻自陳」與「知覺配偶」兩種分數，除了可以比較兩

種分數的影響力外，也可以進行對偶分數的處理與分析，以便獲得較

客觀的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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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考慮不同婚姻情境下，婚姻衝突因應方式對婚姻關係的影響。 

    本研究發現「忍讓退縮」對部分婚姻滿意度面向具有負向影響，

而對部分面向卻具有正向影響，過去對於華人人際關係的質性研究也

確實支持這樣的論點，但在量化研究上，僅Liu（1992）發現類似的結

果，所以建議未來研究可以參考質性分析的結果來設計華人婚姻衝突

因應的量表，並且詢問夫妻在各種不同的婚姻衝突下所採用的因應方

式，例如詢問夫妻在面對個性問題、子女教養、親友相處與協調平等

上的因應方式是否有所不同，以便進一步釐清「忍讓退縮」對各婚姻

層面的影響。 

 

四、 進行跨文化或跨世代差異的研究，並且納入認知上的評估。 

    本研究對忍讓退縮的研究發現與過去大多數的結果不一致，這樣

的差異可能由於研究工具的不同或是因為研究對象的差異所導致，因

此建議未來研究可以發展跨文化的研究工具來進行衝突因應行為的測

量，並且可以加入對個人認知層面上的評估，例如評估受試者對華人

文化之「忍觀」、「宿命觀」或「緣分觀」的認知情形，因為相同的溝

通與衝突因應，可能因為背景脈絡的差異而造成不同的效果與影響，

外在相同的因應行為表現，可能來自不同的文化價值與信念系統，因

此若未來研究納入對文化認知的評估，便可以釐清夫妻在選擇忍讓退

縮行為是否會受到文化背景脈絡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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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發展實驗室觀察法、縱貫研究與方案評估的研究。 

    國外在研究夫妻溝通與衝突處理上，已經大量使用實驗室的觀察

法，但國內尚未有類似的研究出現，實驗室觀察法的研究雖然較不易

進行且限制較多，但透過實驗室的實際觀察與測量，有助於瞭解文化

差異對溝通與衝突處理的影響，建議為來研究可以往這個方向進行嘗

試。而縱貫研究與教育方案評估的研究，能幫助我們瞭解夫妻溝通與

衝突因應行為的修正與改變，是否對日後的婚姻滿意度產生顯著的影

響。 

 

六、 擴大研究對象，以便涵蓋不同的樣本特性。 

本研究所使用的樣本來自婚姻輔導與諮商資料庫，會參與婚姻輔

導與諮商的夫妻多屬於特殊的族群，多為教育程度偏高、經濟能力較

充裕、職業等級較高的夫妻，本研究因為樣本的特殊屬性，所以在推

論上便有所限制。建議未來探討夫妻溝通、衝突處理對婚姻關係的相

關研究能擴大選擇研究對象，特別是針對居住在非都市地區與社經地

位較低的夫妻來進行研究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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