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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脈絡對大學生心理福祉的影響 

The Impact of Family Context on Early Adult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緣起：學生來叩門 

那是一個早已經過了下班時間的晚上八點多，忘了什麼原因，已經過了下課

時間三個多小時，仍然留在研究室整理資料，突然有人叩門，打開門，是我曾教

過的女學生，看她那紅紅的眼睛，我知道她剛剛哭過，我問她：「妳怎麼了？」

她說，想跟我聊聊，我想，當然可以呀！ 

她坐下來，就開始述說她的英文程度有多不好，因為高中是念職業學校，現

在跟班上某位英文程度不錯的同學同一組，因為期末需要以口試方式進行，她很

擔心會拖累那位同學，怕失去那位朋友。她就開始抱怨為什麼家人要讓她去念高

職，所以英文程度才會不好，她認為同學都看不起高職畢業的同學。我告訴她，

其實她在課堂上的表現都很好，為什麼要擔心那麼多，許多憂慮都是自己想像出

來的。她仍是非常擔心會失去班上的友誼，擔心同學看不起她。 

因為在家庭教育方面的進修，對於學生的家庭狀況、家人關係較為關心，所

以我就問她跟家人的感情好不好，跟媽媽關係好嗎？她冷冷的回答我，媽媽在她

很小的時候就拋棄孩子們，就因為媽媽跟爸爸大吵一架，媽媽一氣之下就一走了

之，從此就沒有再回來過了。我心想事情不會那麼簡單就讓一位媽媽棄孩子而不

顧，不過這位同學非常不能諒解母親所做所為。因為媽媽的離開，她的人生從此

就在黑暗與恐懼中渡過，因為父親與母親的關係決裂，導致整個家族都痛恨他們

三個孩子（此位女學生及她的兩個弟弟），童年時候一度被遺棄在孤兒院，吃不

飽、穿不暖。好不容易有一所大學可以念，她對朋友的重視，甚至過度依賴，但

是也不甚信任。因為需要養活自己，甚至幫助弟弟，她拚命的打工。雖然她處事

非常用心認真，但總覺得自己是倒楣的人，好事不會降臨到她身上。她雖非常重

視朋友卻常有人際問題；她總是笑臉迎人，其實她並沒有真正的快樂；雖然她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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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得很堅強，卻會哭得歇斯底里無法控制。她說她必須要獨立，照顧自己、照

顧弟弟，因為除了兩個弟弟，她沒有家人也沒有家了。 

我聽這孩子的故事，心裡覺得很難受，我縱然之後花許多時間與她溝通，給

予她支持與關懷，她偶爾露出笑容，但從她的眼神中，彷彿看見那無法補救的傷

痛。正如 Amato 與 Booth（1997）合著的「危機中的世代：在家庭動盪年代中成

長」(A Generation at Risk: Growing Up in an Era of Family Upheaval)一書中，有關

家庭對子女影響的大型研究提到：「以生命歷程的觀點，成年人的心理福祉可以

溯自一個人原生家庭的經驗。」 

  第二節 研究背景與重要性 

Furstenberg（2000）回顧 1990 年代以青少年至成人前期為對象的研究，探

討家庭與青少年發展的關係，指出子女依賴父母親的經濟協助及情感支持作為個

體發展的正面資源，而且其直接、間接之影響其實一直延續至個人進入成人前期。 

壹、父母婚姻關係對子女的影響深遠 

從近年台灣的家庭的變遷數據，發現家庭的穩定度讓人憂心，根據行政院主

計處統計，2007 年全年離婚對數為 58410 對，對照 1975 年以來統計，國內離婚

對數為 7567 對，這二十多年間離婚人口一路攀升，所以 2007 年，離婚對數幾近

是 1975 年的接近八倍。1975 年至 2007 年離婚率從千分之 0.77 上升到 2.60，兩

項數字都創下二十年新高（行政院主計處，2008）。從國內的數據發現，人們選

擇離婚的路不斷的增加，而且愈來愈普遍已經是不爭的事實，離婚已經成為一種

社會現象。 

人們認為「離婚」是除了夫妻一方死亡外，對個人而言最感到壓力的事件

（Zimpfer, 1990）。從家庭系統理論看家庭中的家人互動，家庭系統中的每一部

份都是彼此關聯（Minuchin, 1974）。根據這論點，當一個次系統出問題，就有

可能會影響到其他的次系統，即夫妻系統有衝突會影響到親子系統。正如 Erel

和 Burman（1993; 1995）以父母婚姻關係與親子關係為研究主題之研究進行後設

分析，所提出的出溢動力（spillover dynamic），認為在一個次系統的情緒、情

感或是行為都會轉移到另一個次系統，Erel 和 Burman 進一步指出，相較於父母

親婚姻滿意度，父母親的婚姻衝突與親子關係品質有較強的關聯性。從系統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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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溢出動力的觀點，夫妻系統出現狀況，其中的負面情緒、情感是會影響到親子

關係甚至是子女的發展。其實父母親的衝突與父母親離婚同樣是子女生活中的壓

力源（Amato, 1998）。父母離婚與父母婚姻衝突等壓力事件的發生會引發家庭

系統產生改變，任何能改變家庭系統中的界線、結構、目標、過程、角色或價值

等都會產生壓力（Mckenry & Price, 2000）。 

一、婚姻衝突對子女的影響 

婚姻關係之維持與解體是一歷程之狀態，離婚的決定不是只有一個發生點，

夫妻可能在選擇離婚之前就已經一直處在婚姻關係不和諧中。更重要的是，有許

多的父母親沒有選擇離婚卻維持互動品質不佳的婚姻關係，他們可能是不和諧的

父母親而且親子品質也欠佳。許多研究指出，父母婚姻關係不斷出現爭執，子女

的心理則比較容易出現問題，而父母親持續的衝突將會影響子女的發展（Amato 

& Booth, 1997; Davies & Cummings, 1994; Erel & Burman, 1995）。Amato（2006）

長期研究有關父母婚姻關係對子女之影響，認為父母優質婚姻對孩子而言是一樣

重要的資源，提供給孩子許多益處，包括情感支持、保護、教導、監督，和幫助

處理日常生活問題；相反地，父母的衝突，是各式各樣的兒童問題的風險因素，

包括較差的情緒適應，低自尊、侵犯性的同儕關係和犯罪行為。Amato 進一步指

出為什麼對子女而言，長期暴露在父母之間的衝突會有長遠的負面影響，首先，

研究顯示觀察父母之間公開的衝突會直接對子女造成壓力；子女對父母衝突所有

的反應是恐懼、憤怒、激進、或停止某些正常的行為。其實長期處在父母公開性

及無法改善的衝突長大的子女，如同父母離婚一樣會增加子女長期性問題的危機

（Amato & Booth, 1997; Emery, 1982）。 

二、父母離婚對子女的影響 

Amato 和 Keith（1991a）以 92 篇 1950 年代至 1980 年代有關來自離婚家庭

的孩子與雙親家庭比較的後設分析研究，以及 1990 年代的 67 篇文獻所進行的後

設分析（Amato, 2001）：兩篇研究皆指出來自離婚家庭的孩子在學術成就、行

為及心理適應、自我概念及社會競爭力等方面都較雙親家庭孩子表現較差。從回

顧 50 年代至 90 年代有關父母離婚對子女影響的後設分析研究，Amato 和 Keith

（1991a）特別提出，其實那些研究當中影響力（effect sizes）並不是那麼大，80

年代的研究又比早期（60 年代及 70 年代）研究中的效果值更少，他們指出有可

能是到了 80 年代，因為人們對離婚的接受度提高，學校亦提提供離婚父母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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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相關的親子課程，整體而言，父母付更大的努力去減輕離婚對孩子所造成的負

面影響。不過到了 90 年代，研究當中影響力又再次增大，即離婚家庭孩子與雙

親家庭孩的表現差異變大（Amato, 2001）。為什麼到了 90 年代，離婚的負面影

響反而增大呢？Amato 認為經濟福祉差異的拉大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在 90 年代

雙薪家庭的增加，子女從穩定家庭經濟中受益，相對於離婚後的單親家庭孩子，

其可能成為經濟的弱勢，而發展受影響。所以離婚後的家庭經濟資源是一項非常

值得注意的因素。 

父母離婚，除了家庭經濟方面的轉變外，其實離婚是一個歷程，即是當父母

仍居住在一起的時候可能在關係上已有許多改變，可能是衝突、冷戰等不和諧的

關係，直到在法律上的正式離婚。在婚姻解組過程中，對子女而言是一大壓力，

而這些壓力源會增加負向情緒、行為、健康等的危機。Amato（2007）回顧過去

美國有關離婚研究的結果，提出有關離婚對成人及孩子影響的中介及保護因子，

他指出因為父母離婚，家庭在多方面產生改變，例如，有監護權的父母成為單親

而較難提供子女有效能的教養；沒有監護權的父母參與親職相對減少；甚至離婚

後父母親的持續衝突；經濟資源的減少；以及其他因為離婚而造成的生活事件如

搬家、轉學等，以上種種形成中介因素的機制，造成離婚對子女適應及行為的負

面影響，而許多的教養問題主要是單親職（solo parenting）所造成的結果，離婚

後的親職與那些雙親比較起來，前者對子女表達較少的情感支持、提供較少監

督、而且與子女衝突較多，事實上，離婚後父母親對子女的支持關心是預測子女

行為及福祉的一項重要指標。 

與和諧父母的孩子相比較，父母婚姻不和諧的孩子與父母離婚的孩子同樣經

歷許多的問題，婚姻不和諧家庭的孩子具有較低的心理福祉、與父親的關係不

佳，尤其在心理福祉上，離婚和婚姻不和諧對子女之影響程度是大致一樣（Amato, 

2006）。因此，父母婚姻之穩定與和諧對個體的發展有極重要的影響力已不言而

喻。然而國內針對父母離婚及婚姻不和諧對子女心理福祉影響之的相關研究卻極

為欠缺，不足以提供教育單位強而有力之證據，父母婚姻不和諧、或是選擇離婚

是如何影響子女的心理福祉。因此釐清婚姻不和諧與離婚對子女影響性之差異，

正是研究者的研究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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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父母婚姻關係對子女成長歷程，尤其是以大學生為對象之研究欠

缺  

研究者回顧目前國內有關父母婚姻不和諧與離婚之研究，在婚姻不和諧方

面：主要以「婚姻衝突」對子女之影響為關注焦點，研究對象方面以國小學童為

研究對象最多（江睿霞，1993；何明芬，2001；許惠貞，2007；林妍佑，2004；

林美娟，1997；姚如君，1995；徐儷瑜，2006）其次為以國中學生（林麗玲，2005，

陳美秀，2002；陳惠雯，1999；劉蓉果，1997）以及高中職的學生為研究對象（王

齡竟，2008；吳雅雯，2003；黃玉、樓美玲，2004；戴靜文，2001），幾乎沒有

以子女進入成人前期為研究對象的相關研究。另外，以離婚為焦點的研究經常是

以「單親家庭」、「家庭結構」為研究主題，把單親家庭與離婚家庭的狀況混為

一談，忽視或是稀釋了經歷父母親離婚的生活經驗。有數篇數以質性研究方法探

討離婚後子女的生活歷程經驗的研究（陳若喬、鄭麗珍，2003；葉明芬、吳怡嘉，

2006）。理論取向方面，頗多以家庭系統功能及運作方式為研究觀點，探討夫妻

系統、親子系統與個體發展之關係。依變項方面：主要為生活適應、學業成績、

婚姻態度、偏差行為及負向情緒等主題。近年有少數的研究從保護機制觀點探討

個體對於壓力的評估、資源與因應，如經濟資源和父母情感支持（Yip & Chou, 

2006; 2007）、社會支持（王齡竟，2008）、師生關係滿意度（Wu, Huang & Chang, 

2006）如何緩衝父母衝突或離婚的負面影響。這些研究結果亦累積了父母婚姻關

係對子女發展的影響。但是可以發現，有關父母婚姻關係對個體成長歷程影響的

研究以大學生為對象極為少數；當然與長期資料不易獲得有很大的關係，而且國

內以國小、國中、高中為調查對象的研究頗多，此與國內透過學校或教師進行學

生調查較為普遍且較容易獲得大樣本資料有很大的關係。另外，國內過去有許多

研究是分別探討有關「父母離婚」、「父母親婚姻衝突」對子女各方面影響之研

究，但國內研究鮮少同時探討「父母離婚」、「父母婚姻衝突」這兩大家庭壓力

事件對子女的影響情況；不同父母婚姻關係情況之影響有何不同，而又保護因子

產生什麼作用等方面的研究仍是非常有限。此外，以父母婚姻關係與子女心理福

祉研究仍在起步中。研究亦指出青少年心理福祉與心理健康狀況、學校生活適

應、行為問題等生活各層面有正面的關係，以個體之心理福祉為研究變項，是青

少年發展之重要指標（Shek, 1997）。所以本研究主要探討父母婚姻關係中，父

母婚姻不和諧與父母離婚對子女進入成人前期發展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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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子女發展的保護因子--家庭資源與資源知覺 

當家庭面臨壓力時，如父母親離婚、父母親婚姻不和諧等，家庭成員為了設

法使壓力不至擴大而影響到家庭的功能運作，會需要一些外在資源與人力的協

助，藉以減輕壓力所帶來的緊繃感（周月清譯，1994）。而父母提供兩項重要的

資源給孩子—金錢和時間，所謂的金錢，不是僅吃得飽、穿得暖，包括了有品質

的鄰居、學校和更促進認知與社會發展的機會；而父母的時間是指提供「支持與

控制」的結合，而且與子女正向的發展結果有關聯（Thomson, Hanson & 

McLanahan, 1994）。如同 Coleman（1988, 1990）研究家庭社會資產對子女的影

響，提出非常有意義的結果是父母關愛支持對子女而言是極為重要的資源。有豐

富的研究證明正向的親子關係與子女的福祉有關，擁有高品質親子關係的子女，

無論在行為問題、心理調適、主觀心理福祉、學業成就都有較好的表現

（Sobolewski & Amato, 2007）。Thomson 等人並指出有許多研究認為父母的「時

間與金錢」對子女福祉的影響是交互作用的。國內外研究皆支持家庭經濟資源可

以預測樂觀的親子關係，家庭可以提供更好的社會支持，如果父母親在經濟壓力

下較困難提供足夠程度的情感支持（Elder et al., 1992; Whitbeck et al, 1991; Yip & 

Chou, 2007）。 

然而子女進入青少年後期，父母親對子女的關心仍然扮演重要的角色

（Amato & Booth, 1997; Rossi & Rossi, 1990）。「家庭壓力與轉變」一書中指出，

父母的支持（parental support）在青少年前期（pre-adolescence）尤其重要，因為

支持的教養方式是父母親建立與青少年良好關係的基礎；隨年齡的增長，青少年

受同儕的影響越大，但是，如果父母對青少年的活動十分關心的話，同儕之影響

力相對減少；直至進入青少年晚期，父母要監督（monitor）青少年的行動，難

度很高，除非青少年本身願意配合才有可能，青少年的配合度和之前父母支持性

教養（supportive parenting）的程度有關（McKenry & Price, 2000）。所以我們可

以推測，父母親在子女青少年時的支持，縱然在子女進入成人前期仍發揮累積的

效用，對子女產生正面的影響力。從個體對資源的主觀知覺方面，Sobolewski

和 Amato（2005）進一步探討家庭經濟資源與知覺家庭經濟壓力對子女心理福祉

長期影響，知覺家庭經濟壓力可以預測對子女心理福祉是有害的影響。而青少年

對親子關係的滿意程度可以提升子女的心理福祉，而且在父母離婚前的親子關係

滿意的影響力，在父母離婚後仍有正面的效果（Videon, 2002）。本研究擬進一

步分析這些資源的運作在不同婚姻互動家庭進行比較，所以本研究擬了解家庭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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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與知覺家庭經濟狀況、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等對子女心理福祉影響的差異情

形。所以本研究從兩方面探討資源與壓力的關係，首先，家庭經濟資源對家庭情

感資源的是否有影響力？進一步檢驗家庭壓力理論中，家庭資與個體知覺之關係

如何交互影響子女的心理福祉有正向影響力？並比較在不同父母婚姻互動家庭

中有何差異？ 

肆、探討個體心理福祉影響因素需要長期追蹤研究 

伊慶春等人（2002）在青少年至成年前期之成長歷程的研究計畫中指出，近

年來除了全球人口老化問題外，有關青少年的研究議題，成為社會科學研究發展

的另一方向，台灣也不例外，在許多相關研究中，佔最大多數探討有關青少年偏

差行為或犯罪成因及防治之道；另外，以青春期的生理心理特質，分析有關自我

認同和生活適應的研究亦屢見不鮮。青少年之身心發展是 Erikson 的心理社會發

展論中的第五個時期「自我統合對角色混亂」（identity vs. role confusion），是

人生全程八階段中最要的時期，是人格發展歷程關鍵中的關鍵。早年發展任務的

順利達成有助於人生下一階段的持續及正向的發展。所以了解個體在國中時期至

大學時期此關鍵階段所處之家庭脈絡之經歷，就更能了解個體發展之歷時性情

況，即家庭中持續發生的經驗對個體之長期影響。Furstenberg（2000）回顧 1990

年至 2000 年十年間以青少年為對象之研究，想了解青少年期之發展狀況如何過

渡到成人期（transition to adulthood），十年間超過一半以上之研究是以青少年的

問題行為及適應不良為研究旨趣，如：非行、暴力、藥物濫用、心理健康等，相

對而言，只有非常少量是探討青少年期慣常行為（conventional behaviors）的成

功與成人角色的關係；此外，如 Bryant 和 Zick（1996）以時間運用貫時性追蹤

研究（Time-Use Longitudinal Panel Study, TULPS）以及十一州時間運用調查

（Eleven-State Time-Use Survey, ESTUS）的資料庫，研究父母親花在工作的時間

與親子互動的時間及品質的關係，Furstenberg 指出透過這些貫時性的調查資料，

可以提供青少年期過度到成年期態度及行為之發展情況豐富的資訊。 

國內過去許多有關青少年心理福祉研究大多以單一時間所蒐集之資料為分

析資料。許多過去曾發生之事件只能以回溯之方式進行調查，受訪者很可能以現

在之感受想像當時的情況，未免有錯誤回憶之誤差。研究指出，父母親離婚或是

分居等事件的發生是一解組歷程，父母親對子女的影響是一動態的歷程（Amato 

& Keith, 1991; Chase-Lansdale & Hetherington, 1990）。為了探討變項間的因果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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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以及變項發展的動態歷程與變化，長期資料之蒐集與分析為非常重要的研究方

法。縱貫研究法設計有助於「歷程」研究，光停留在描述的層次上，我們無法得

知各式各樣的「歷程」是如何進行的，唯有一一解開「歷程」是如何開展的迷，

我們才能對「歷程」做有意義的解釋（莊靜怡譯，2006：128）。所以欲探討台

灣青少年進入成年前期的成長過程與生活經驗，捕捉大學生從國中至大學期間心

理福祉的發展與相關因素，運用貫時性追踨研究資料，以探討人生中之關鍵階段

之家庭脈絡歷程如何影響大學生之心理福祉發展，為本研究之一大特色。 

伍、研究的理論架構—雙重 ABC-X 家庭壓力理論的再驗證 

自 80 年代，許多研究者探討家庭壓力與因應歷程模式，人們運用所擁有的

資源與對情境的知覺是個體與環境複雜交互作用，以期能處理所面對的壓力而不

希望被壓力所支配，而調適的過程可以調解因壓力影響所帶來的傷害（Armstrong, 

Birnie-Lefcovitch & Ungar, 2005）。從過去的研究（Lavee, McCubbin & Patterson, 

2003; Shin & Crittenden, 2003; Sun & Li, 2002）可以發現運用家庭壓力理論來論述

壓力、資源與個體發展的關係，家庭資源確實具有降低壓力的功能，本研究除了

應用家庭壓力理論模式，並探討家庭脈絡資源之間的關係與影響機制，並進一步

探討因為不同家庭壓力事件而形成的不同家庭脈絡，強調以「個體在環境之中」

（individual in environment）以凸顯個體與環境體系互動的現象，進而瞭解子女

心理福祉發展產生的脈絡。 

本研究擬應用 McCubbin 和 Patterson（1983）擴展 ABC-X 模式形成「雙重

ABC-X 家庭壓力模式」（Double ABC-X Model of Family Stress）為研究理論觀

點，其理論採用長期的觀點解釋家庭壓力及危機，兼顧到「時間序列」的影響，

加入與家庭發展史及家庭結構有關的因素，壓力是一種有歷史性及長時間的複雜

過程。瞭解青少年階層的家庭壓力對子女進入成人前期之發展，從壓力理論之時

間觀點可詮釋其動態歷程。Double A 因子即是家庭系統內壓力的累積。Double B

因子提出家庭資源，包括既有的資源以及針對壓力事件所特別開發、加強或擴展

的資源。DoubleC 因子是家庭成員對情境可預測的信心，縱然此信心是一動態的

感受，亦反映了對情境的知覺。Double X 因子提及家庭成員面對累積壓力處理

的結果就產生調適，此處所謂的調適不單是指良好的調適，也可能產生不良的調

適，端看家庭成員如何去因應。運用「雙重 ABC-X 家庭壓力模式」作為研究理

論架構，探討在不同父母婚姻互動家庭成長的子女、子女擁有的家庭資源對心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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福祉發展有什麼影響？家庭資源之間的關係及資源與個體對資源知覺對心理福

祉發展的影響機制又是如何？對理論進行再驗證，家庭壓力理論在不同家庭脈絡

的理論適配性如何？在不同父母婚姻互動家庭中成長，家庭資源的運作有什異

同？  

  第三節 研究目的及研究問題 

壹、研究目的 

本研究運用「雙重 ABC-X 家庭壓力模式」（Double ABC-X Model of Family 

Stress）及文獻探討發展研究架構，最主要目的為探討在不同父母婚姻互動家庭

成長的大學生其家庭經濟資源、家庭情感資源、知覺經濟狀況、知覺與父母關係

滿意等產生適應作用對個體心理福祉發展之影響。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討家庭壓力事件、家庭資源和家庭資源知覺等對子女心理福祉發展的長期

影響。 

二、驗證家庭壓力理論模式於不同婚姻互動家庭的影響機制。 

貳、研究問題 

目的一 

（一）父母婚姻不和諧和父母婚姻狀況是否透過家庭情感資源、知覺與父母關係

滿足，對子女心理福祉（心理苦惱和自尊滿足）發展有影響力？ 

（二）家庭經濟資源、家庭情感資源、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與知覺家庭經濟狀況

是否對子女心理福祉有直接與間接的影響力？ 

（三）國高中時的父母婚姻不和諧、父母婚姻狀況、家庭經濟資源、家庭情感資

源、知覺家庭經濟狀況及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是否透過高二時心理福祉有

效解釋子女大學時心理福祉發展？ 

目的二 

（四）雙重 ABC-X 家庭壓力理論的心理福祉發展影響模式是否在不同婚姻互動

家庭內皆有理論性？ 

（五）在不同婚姻互動家庭中，家庭資源和家庭資源知覺等對子女心理福祉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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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力有差異存在？ 

 

第四節  名詞解釋 

壹、大學生 

「大學生」是指就讀於台灣日間部的大專院校學生，其中根據教育部之分類

方式，包含有公私立一般大學、師範院校與技職體系之技術學院、科技大學之在

學學生。本研究所指的大學生為 2003 年施測時就讀於大二的學生，由於研究所

用的資料庫為貫時性調查研究資料--「青少年藥物濫用之起因：一個社會學習模

型」研究計劃之長期貫時資料（行政院國家衛生研究院經費補助，吳齊殷主持）。

因此這群大學生是自 1996 年秋季入學的台北市 86 所私立國中之國一學生，並接

受一年一次連續八年追蹤之固定樣本，直至 2003 年為大二之大學生。 

貳、家庭脈絡（family context） 

本研究中家庭脈絡的內涵來看：其包括複合性的項目，家庭脈絡包括數個不

同的向度：家庭結構（family structure）、家人互動（family interactions）以及家

庭有形與無形的資源（family resources）包括家庭經濟與社會網絡中獲得的支持

與感受等多方面。 

本研究應用雙重 ABC-X 家庭壓力模式，主要概念 aA、bB 與 cC 因子，來詮

釋家庭脈絡的內涵，測量指標包括：家庭結構為（aA2）父母的婚姻狀況—父母

是否維持婚姻和父母是否離婚。家人互動為（aA1）婚姻不和諧—父母婚姻衝突

程度，分數越高衝突越嚴重及其中包括了家庭結構和家人互動。 

家庭有形與無形的資源為（bB1）家庭經濟資源--家庭每月收入、父母親教

育程度及（bB2）父母情感資源—父母情感支持，分數越高父母對子女越關心支

持。並中包括了家庭經濟與社會網絡中獲得的支持。與（cC1）知覺家庭經濟狀

況—子女對家庭經濟狀況的貧窮感，分數越高，知覺經濟狀況越不好及（cC2）

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子女人知覺與父母的關係滿意程度，分數越高，子女越滿

意自己與父母的關係。其中包括了家庭資源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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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心理福祉（psychological well-being） 

心理福祉是指情感的層次，情感成分即是情緒部分，情感的部分包含正向及

負向情感兩部分，較能完整的解釋心理福祉。本研究運用情感層次的正負向情

感，並參考 Amato 和 Booth（1997: 182）在長期縱貫研究對「心理福祉」的內容，

包含：心理苦惱（psychological distress）與自尊滿足的作為正負向情感的指標。

心理苦惱反映出內心焦慮與沮喪的感受，許多時候會有身體上的症狀，例如頭痛

發生的頻率、緊張、焦慮、睡眠不佳等；自尊滿足（self-esteem satisfaction）--

是源自於個人對自身價值之歸屬。本研究之心理福祉為正向情感--自尊滿足和負

向情感--心理苦惱，自尊滿足分數越高，個體的自尊評價越好；心理苦惱分數越

高，個體心理苦惱徵狀表現越多。所以良好的心理福祉從正負向情感指標來看，

即高的自尊滿足和低的心理苦惱徵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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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為文獻探討本研究之理論基礎及相關研究。第一節為雙重 ABC-X 家庭

壓力模式及在研究中之應用；第二節為心理福祉意涵；第三節為家庭脈絡與心理

福祉研究；第四節為家庭動態歷程研究。 

 第一節 理論基礎--家庭壓力理論 

Amato（2000）回顧分析 1990 年至 1999 年間有關父母離婚與婚姻衝突對成

人及孩子影響之研究發現，經常應用之理論包括女性主義、符號互動論、系統理

論、社會資本觀點（social capital perspective）及生命歷程理論，而被應用最為廣

泛的是家庭壓力理論及因應理論（coping theory）。家庭壓力理論從壓力、資源、

知覺與調適的核心概念，作為探討父母婚姻互動的壓力事件—不和諧、離婚的發

生對家庭成員的生活影響，個體的資源與對情境的知覺產生不同的調適結果，以

家庭壓力理論觀點探討父母婚姻互動中對子女的影響非常適合。 

壹、家庭壓力理論 

一、ABC-X Model 

首先從家庭壓力理論的介紹開始，Hill（1949）提出的 ABC-X 家庭壓力模

式是家庭壓力典型研究架構。「A」因子為壓力事件--與「B」家庭情感資源交互

作用--與「C」對壓力事件的定義交互作用—產出「X」壓力的高低程度。 

（一）「A」因子為壓力事件(stressor events) 

壓力源事件的發生會引發家庭系統產生改變，任何能改變系統某些面向，如

系統的界線、結構、目標、過程、角色或價值等都會產生壓力。而這些改變指的

是不同於系統內例行公事的改變，壓力事件會改變家庭成員間的互動模式，使得

家庭失去平衡（Burr, 1982）。 

（二）「B」家庭資源 (resources)  

家庭資源是壓力源事件對產生家庭壓力程度之中介因子。即是說，家庭資源

是指家庭有能力去預防壓力源事件或有能力去改變來自家庭系統的混亂情況

（Burr, 1973）。因應壓力事件時，家庭所能運用的資源、助力與能力以設法使其

不致擴大。這些資源包括家庭成員之間彼此的情感連繫、經濟上相互支援的力



 

 

 

13

量、共同的興趣等。愈是健康的家庭系統愈有能力應付家庭壓力。McCubbin和

Patterson（1985）定義資源為 (a)家庭個別成員、家庭系統以及社區的特性與能

力，用來因應壓力源事件的需要。Mckenry 和 Price（1994）把家庭資源分成下

列三種： 

1.個人資源（personal resources）：如個人的財務狀況；影響問題解決能力的教育

背景；健康狀況（生理及情緒福祉）；心理資源等。 

2.家庭情感資源（family system resources）：指家庭系統在應付壓力源的內在特

質，家庭情感資源指的是家庭內部特質，當家庭遭受壓力源的衝擊使家庭遭受

危機或壓力時有能力保護及適應。如家庭的凝聚力、調適（改變的能力）。 

3.社會體系資源（community resources）：社會資源是指家庭可獲得家庭以外之人

或機構的協助以因應壓力。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是最重要之社會體系資

源，指提供家庭或家庭成員（1）情緒上的支持；（2）價值上的支持；（3）其

他支持網絡。社會資源的支持網絡可提供家庭對抗壓力、或協助家庭從壓力危

機中復原。 

（三）「C」對事件的定義或知覺(definition of the event/ perceptions)  

在家庭壓力層次中，在面對壓力事件時，對壓力事件的主觀認知會左右個人

或家庭所採取的因應之道，主觀上的定義是多樣化的，家庭可將環境視為對成長

的一種挑戰與機會、亦可負面的認為事件是絕望的、困難度高或無法處理的。因

此壓力事件未必能對家庭造成傷害，關鍵在於個人或家庭如何界定、如何認知，

因此，個體對壓力事件的看法與過去的經驗就成為判斷的標準。而實證研究發現

一個人對於生活事件的認知評價會大大地影響其反應（McCubbin, & Patterson, 

1985）。 

（四）「X」壓力或危機(stress or crisis)  

壓力事件是否對家庭造成危機，要看 A、B、C 三因素彼此互動的結果。當

事件發生而家庭無法應變導致影響系統功能的運作，家庭成員認知到問題的嚴重

性，而此時又缺乏資源與助力來協助其解決困境時，事件本身就形成一股強大的

壓力，危機因而形成。終極的壓力程度是依據家庭對於壓力源事件之定義以及家

庭資源能適當提供以因應壓力源事件所產生改變之需要而定（Mckenry, & Price, 

2000）。家庭系統所累積的壓力達到某一程度時，家庭會變得混亂或是家庭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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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得不滿意甚至出現生理上或情緒上的症狀。 

至於家庭「壓力」僅是平衡狀態被改變或干擾。因此家庭壓力是一持續的變

項（壓力的程度），而家庭危機則是二分變項(家庭是否處於危機中)。危機不可

能永久地瓦解家庭系統，它可能只是使家庭系統暫時無法流動，然後在轉捩點產

生之後，它們促使家庭經驗到於危機發生前不同的功能層次，事實上，許多的家

庭系統經驗危機且從危機中復原並變得更加強壯。 

二、雙重 ABC-X 家庭壓力模式 

Hill（1949）提出的 ABC-X 家庭壓力模式是家庭壓力典型研究架構。「A」

因子為壓力事件--與「B」家庭情感資源交互作用--與「C」對壓力事件的定義交

互作用—產出「X」壓力的高低程度。家庭壓力模式(ABC-X Model)的限制是忽

略了「壓力累積」的影響，McCubbin & Patteraon (1982) 則擴展 Hill(1949) ABC-X

模式形成「雙重 ABC-X 家庭壓力模式」（Double ABC-X Model of Family Stress）

（圖 2-1-1），採用長期的觀點解釋家庭壓力及危機，兼顧到「時間序列」的影

響，加入與家庭發展史及家庭結構有關的因素。以下再討論雙重 ABC-X 壓力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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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雙重 ABC-X 家庭壓力模式 
資料來源：McCubbin, H. I., & Patterson, J. M. (1983). The family stress process: the Double ABCX 
model of adjustment and adaptation. in McCubbin, H. I., Sussman, M. B., & Patterson, J. M. (Eds.), 
Social Stress and the Family: Advances and Developments in Family Stress Theory and Research 
(p.7-37). New York: The Haworth Press.   

（一）累積的壓力源（aA 因子）  

「aA 因子」考慮壓力是一種有歷史性及長時間的複雜過程。相對於 ABC-X

模式中的「A」，在於單一的 vs.累積的壓力源事件，那是指多件壓力源事件的累

積相對於單一壓力源事件更能決定家庭壓力的指數（Mckenry, & Price, 2000）。

壓力源事件（無論是可預期或非預期的）的叢集可以稱之為壓力累積(stress 

pile-up)。即是說，非一個自然的孤立事件決定一個家庭壓力的層次，一個壓力

源事件鮮少是單一地在家庭中發生。 

McCubbin 和 Patterson 指出 Double A 因子即是家庭系統內壓力的累積，而

其中包含的壓力因子，1.家庭起始的壓力事件但還沒解決的，2.處理的結果，這

個結果不一定是好的（Mckenry & Price, 2000）。如果父母親離婚此一壓力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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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例，父母親離婚後，子女的生活一直沒法安頓好，或是離婚後的父母仍然持續

的爭吵；而父母親對子女的關心支持越來越少，加上孩子知覺家庭經濟貧窮，可

以說是「屋漏偏逢連夜雨」。 

（二）家庭的適應資源（bB 因子） 

「bB 因子」為家庭適應資源，包括既有的資源以及針對壓力事件所特別開

發、加強或擴展的資源。此兩種形式：1.家庭既有的資源，2.那些壓力處理的資

源，那些資源可減低家庭改變所產生之壓力的影響並幫助家庭適應改變的需要

（Mckenry & Price, 2000）。 

家庭適應資源之來源包括：1.個人資源--來自家庭內部成員的個體所具備的

特質、知識、適應技能等條件在家庭需要的時候產生保護的作用；2.家庭情感資

源—家庭單位內部的特質如家庭凝聚力、適應能力、溝通模式、家庭之間情感與

支持、過去處理壓力狀況、以及家庭成員對角色的承諾等；3.社會支持—家庭成

員獲得家庭外其他人員或是機構的支持、關愛，覺得有所歸屬的正式與非正式的

社會支持網絡（McCubbin & Patterson, 1980; Lavee, McCubbin & Patterson ,2003）。 

（三）家庭成員對 X, aA, bB 的知覺（cC 因子） 

家庭成員對 X, aA, bB 的知覺，這取向是一普通的、持續的對內部外部環境

可預測的信心，縱然此信心是一動態的感受。這反映了對環境的知覺與了解的判

斷力。把此概念應用在以家庭為單位的研究，家庭對於「危機處境」賦予的意義，

此包括壓力事件本身加上累積的負擔以及家庭因需要而形成的資源。 所以「知

覺」可以是「資源」與「適應」之間的因子（Lavee, McCubbin & Patterson, 2003）。

在原始理論中，cC 因子是壓力源到適應的中間因子，亦有研究轉化為調節因子

以探討資源與知覺的交互作用。Lawrence（2006）一項應用雙重 ABC-X 家庭壓

力模式，知覺家庭願意支持(主觀感受)是家人支持數(客觀數量)與個體適應的中

介變項，即家庭資源透過知覺支持影響個體的適應。 

（四）家庭的適應作用（xX 因子） 

Double X 因子提及家庭面對累積壓力，處理的結果就產生調適，此處所謂

的調適不單是指良好的調適，也可能產生不良的調適，端看家庭如何去因應。家

庭適應是一種連續性變項，可以由適應不良（maladaptation）到適應良好

（bonadaptation），歸於平衡。適應不良是一連續性的負向結果，家庭累積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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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以及家庭匯合這些需求的能力持續性的不平衡。它有可能有以下的特徵，家庭

完整性、家庭成員對福祉的知覺、生理及心理健康等各方面的惡化。適應良好是

一連續性的正向結果，家庭累積的需求與家庭的能力之間只有微小的差異，達到

家庭功能的平衡。它有以下的特徵，家庭完整性以及家庭成員福祉的維持及強度

（Lavee, McCubbin & Patterson, 2003）。 

貳、家庭壓力理論的研究發展 

McCubbin & Patteraon（1982）將 Hill（1949）ABC-X 模式藉由增加危機後

及壓力後的因素來解釋家庭如何達到一個對於壓力及危機適應的滿足。

McCubbin 等人持續研究有關軍人家庭在經歷戰爭的逆境中，觀察他們如何由危

機中成功的適應，在家庭研究領域提出家庭復原力的概念（McCubbin, Boss, 

Wilson, & Lester, 1980; McCubbin & Patterson, 1982）。在公共衛生、醫療社會學、

心理學、家庭科學同樣聚焦在相似的地方問類似的問題：「什麼可以解釋為何有

人在面對困難與逆境時仍可以健康而且發展良好但是有人卻沒有辦法？在面對

逆境中仍能發展順利的，比預期表現更好的現象，稱為復原力（Patterson, 1982）。 

過去有關家庭研究，如早期的家族治療過度專注於家庭缺陷，這多少是反映

了文化與媒體觀點，認為大部分的家庭或多或少都是不健全的(Walsh, 2008)。而

如離婚家庭、單親家庭研究在過去，大都是從病理學的缺陷觀點（deficit-based 

perspective）尋求家庭不足之處，但在近一、二十年來，已有典範轉移的趨勢，

愈來愈多的家庭研究是從健康的角度切入（Patterson, 2002；Walsh, 2002；Ganong 

& Coleman, 2002）。協助在危險中的家庭能夠順利的維持基本的家庭運作，一

個家庭能克服家庭危機、壓力的關鍵因素，是回復正常生活步調與軌道的能量來

源。 

Patterson（2002）指出，亦許多研究者以「歷程」看家庭壓力理論的運作，

那是危機與保護因子的交互作用產生結果，這歷程到底是保護因子調節了危機或

者保護因子是危機與結果的中介角色。保護因子可以對結果有直接效果（direct 

effects），即這保護因子無論在高危機或低危機的狀況仍是有類似的結果；或者

是交互作用效果（interactive effects），保護因子可能只有在高危機的情況才產

生影響力，保護因子可能被發展或被強化，高危機的環境促使保護因子能力大於



 

 

 

18

低危機情況，這樣的結果是預防接種式的效果（inoculation effect）(Zimmerman & 

Arunkumar, 1994)。這樣的主張，即隨著高危機而來的能力與 Hill's （1958）提

出的家庭壓力雲霄飛車模式（roller coaster model of family stress）相似，他指出

經歷壓力的家庭，之後家庭功能運作的層次可能比在危機狀態發生前的狀況更好

（亦有可能變差）。所以如果家庭資源的運作與能力展現在高危機的環境下可能

更明顯，即在高危機的家庭狀況保護因子的作用可能更明顯，或是被促進，而這

個歷程是復原力的展現，那麼何謂顯著的危機呢？ 

Masten 和 Coatsworth (1998)對顯著危機下的定義： (1) 持續且長期暴露在

不利的社會環境中，例如貧窮；(2)暴露於創傷性事件或嚴重的災難，例如戰爭；

以及 (c) 不利的社會環境加上創傷性事件。從這樣的觀點，每一個家庭不可能有

「足夠的危機」以表現復原力。理論上，可能每個人都能在勝任，但是只有那些

經歷顯著危機中的家庭，從他們家庭功能勝過那危機的壓力時才展現其復原力。 

Patterson（2002）整合家庭壓力理論與復原力觀點對家庭研究發展提出建議： 

（一）復原力的觀點包含在家庭壓力理論框架之內 

把研究焦點放在關注家庭的成功，如何在危機中勝任。更多的探究家庭暴露

於顯著的危機下，如何仍能維持正常的家庭運作，為了獲多更多家庭的動態歷程

的資料，以下提出有關方法學上的建議。 

（二）發展與驗證危機與保護歷程的概念模式 

考驗的模式要考慮危機或保護因子的累積作用，可以進一步檢驗危機因子如

何調節保護因子影響家庭發展。而且在模式中要如何處理危機因子、保護因子，

來自三個層次的關係，包括家庭中個別成員、家庭內部整體系統、以及家庭之外

社區脈絡等考慮在模式中。 

（三）研究經歷高危機的家庭人口 

Patterson（2002）指出研究「暴露在危機環境的家庭」會比那些「規範性的

日常生活壓力事件」更能提供證據以驗證家庭功能運作的成功或失敗的歷程。而

且，只有在高危機環境下保護機制的運作更為明顯，所以對高危機群的研究能幫

助我們了解那些家庭復原的相關歷程，對經歷危險環境具有保護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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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進行縱貫性研究 

這是唯一方式去瞭解家庭隨著跨時空的歷程，一連串危機與一連串保護因子

交互作用的動態歷程，橫斷式研究的研究限制是以不可靠的方式去詮釋歷程的改

變，家庭僅能以迴溯的方式報導關於他們的事情。 

綜上所述，有關家庭壓力理論的發展歷程，從 Hill（1958）所提出的 ABC-X

家庭壓力模式是家庭壓力典型研究架構。但家庭壓力模式(ABC-X Model)的限制

是忽略了「壓力累積」與「因壓力而產生的資源和先前處理壓力而獲得的經驗」

等的影響力。而 McCubbin 和 Patteraon (1982) 則擴展 Hill 的 ABC-X 模式形成

「雙重 ABC-X 家庭壓力模式」，採用長期的觀點解釋家庭壓力及危機的累積，

長期的資源以及針對壓力事件所特別開發、加強或擴展的資源等，而家庭成員對

於「危機」賦予的意義，包括壓力事件本身、加上累積的負擔以及對資源的知覺。

Hill 的「ABC-X」模式將焦點集中於單一壓力源上，而「家庭壓力的雙重 ABC

－X 模式」兼顧到「時間序列」的影響，而注意到壓力、資源累積所產生的效

應。其後，Patteraon (2002)論述應用家庭壓力理論，事實上，家庭壓力理論的應

用是在驗證家庭適應的歷程。他進一進提出「歷程」的概念，是危機、保護因子

交互作用並產出結果的過程，而且指出，在高危機的狀況下，個人或家庭猶能發

出保護機制。Patteraon 對家庭壓力理論以復原力的觀點的研究應用提出具體的建

議。 

參、雙重 ABC-X 家庭壓力模式以復原力觀點在本研究之應用 

本研究應用「家庭壓力的雙重 ABC-X 模型」採用長期的觀點解釋家庭壓力

及危機，參考 Patteraon 對家庭壓力理論的研究應用建議，探討青少年期到成年

前期之家庭脈絡對心理福祉發展之影響歷程情形。 

一、累積的壓力源（aA）：壓力是一種有歷史性及長時間的複雜過程。 

本研究以父母婚姻互動的情況作為子女的累積壓力源，研究中運用多次測量

點的調查資料了解父母親婚姻中意見不合、吵架情形，都是在子女自國中成長過

程所蒐集的父母婚姻互動的資料。另外，有關父母婚姻方面，Amato 和 Keith

（1991b）指出父母離婚發生，在離婚前、後家庭生活皆發生變化，指出經歷父

母離婚縱然對進入成人期的子女仍是一長期持續性的影響，可見離婚對家庭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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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單一事件，而且是動態性之累積。在本研究中的累積的壓力源（aA 因子）包

括多年期子女所感受父母婚姻關係中持續的關係中的不愉快及困難以及學生經

歷父母離婚情形。 

二、家庭的因應資源（bB）：本研究是指家庭內的家庭經濟資源與家庭情感資源。 

家庭情感資源在家庭壓力理論觀點中一重要的家庭資源。Sun 和 Li（2002）

運用貫時性調查資料研究父母離婚對子女之影響歷程情況，研究指出親子支持等

的情感資源與家庭收入、父母親教育程度等結構資源為中介角色減低離婚對子女

的負向影響力。本研究家庭的適應資源（bB 因子）：分為 bB1 家庭情感資源--

包括持續對子女的正向情感為多年的「父母親情感支持」；以及 bB2 家庭經濟

資源--包括「家庭收入」、「父教育程度」及「母教育程度」。本研究探討家庭

經濟資源與家庭情感資源對心理福祉之影響所扮演之角色如何。 

三、家庭成員對情境知覺（cC）：本研究為子女知覺家庭經濟狀況與知覺與父母

關係滿意 

一項應用雙重 ABC-X 家庭壓力模式，知覺支持助益可以中介家庭與工作衝

突造成的壓力，當知覺支持是對自己有幫助的時候可以有效減少壓力的感受

（Lawrence, 2006）。另外，知覺亦可以是資源與適應的中介變項，Shek（2005b）

研究中知覺經濟狀況(貧窮感)是資源與個體適應的中介變項。人們在面對壓力

時，會運用家庭、個人的資源，重要的可能是個體對整體環境（情境）的感知，

這感知是一普通的、持續的對內部外部情境可預測的信心，縱然此信心是一動態

的感受，這反映了對環境的知覺與了解的判斷力。本研究嘗試探討知覺經濟狀況

與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是否中介家庭資源對子女發展的影響。以指出人們並非被

動的受壓力與資源的影響和限制，反而是透過他們的知覺到的而產生中介作用。 

四、家庭成員適應狀況（xX）：本研究為子女心理福祉發展。 

家庭面對累積壓力，處理的結果就產生調適，此處所謂的調適不單是指良好

的調適，也可能產生不良的調適，端看家庭如何去因應。本研究以學生的心理福

祉的發展為研究變項，包括正、負向情緒感受，正向情緒為自尊滿足、負向情緒

為心理苦惱。 

本研究以家庭壓力理論的雙重 ABC-X 模型探討家庭壓力事件、家庭經濟資

源、家庭情感資源、知覺經濟狀況、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因素對子女心理福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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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影響效果及模式適合程度以驗證雙重 ABC-X 家庭壓力理論；並運再驗證家

庭壓力理論在不同家庭脈絡之理論性，以及在高危機環境的家庭中提供證據以驗

證家庭功能運作的成功或失敗的歷程。所以對高危機群的研究能幫助我們了解那

些家庭適應的相關歷程，對經歷危險環境具有保護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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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家庭脈絡 

壹、家庭脈絡（Family context）的定義 

家庭脈絡概念性定義為 Uhlenberg 和 Mueller（2003）在生命歷程手冊一書

中撰寫了一章為「 Family context and individual well-being: Patterns and 

mechanisms in life course perspective」。回顧過去有關家庭的變項與個體心理福

祉發展之研究，指出家庭脈絡（Family Context）為一複合性的項目，其中包含

數個不同的向度，指出家庭脈絡之面向包括： 

一、家庭結構（family structure） 

家庭結構並非等同於家戶結構（household structure），事實上，“family”

與”household”非同義語，但 family structure 經常提及 household structure，以單親

家庭為例，父母離婚或父母一方死亡都可能形成「單親家庭」，以單親家庭為研

究主題時，探討的僅是「家戶結構」，家庭結構取向的研究，應考慮成人(父母)

的婚姻狀態，如：未婚、同居、已婚、離婚、寡居、再婚等，不同的婚姻狀況形

成的不同狀態的「家庭結構」；另外，家庭結構是流動的（fluid），即隨著時間

的而有改變中。 

二、家庭互動(family interactions) 

家人互動是家庭成員關係之動態的品質及特徵、孩子的社會化、代間有意無

意的傳達態度及行為等。 

三、家庭資源（family resources） 

家庭資源如(1)經濟資本－家庭收入、財富、房屋、及其他有形資源；(2)社

會資本－社會網絡來自親戚、朋友、政治、職場等，除了包含以上的財政支援、

還有知識、資訊、影響及支持等。 

Uhlenberg 和 Mueller（2003）以生命歷程觀點探討家庭脈絡與個人福祉發展

之關係型態與機制，在生命中的每個時間點，個人的家庭環境經驗對其之後的生

命歷程而言是重要的。指出青少年到成人在生命歷程中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從

家庭脈絡對子女心理福祉發展影響，回顧一些相關研究結果：如家庭結構方面，

離婚與孩子的自我控制、攻擊行為及犯罪有關；家人互動方面：父母的親職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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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與青少年的心理福祉（自尊、生活滿意）有關；父母父親缺席或消極的父親

關係經常導致孩子的低自尊，具憂鬱症狀之青少年，如能知覺父母溫暖及支持可

緩和壓力生活事件的衝擊；經濟資源方面：貧窮對孩子發展不利，經濟壓力直接、

間接地影響孩子，直接－心理學及社會學者證實經濟困難、父母壓力與無效能親

職方式之關連，間接－透過父母婚姻關係－當父母關係緊張，孩子知覺父母較少

的參與及支持，而這問題經常是孩子低自尊及問題行為之原因。生命歷程中特定

家庭環境影響，必須以不同家庭型態經歷進行比較，才能更進步了解家庭環境（脈

絡）對個體發展的意義。 

貳、家庭脈絡的內涵 

以下就家庭脈絡定義的透過家庭壓力理論的架構討論相關研究變項的內涵

及對個體發展的重要性。 

一、家庭結構—父母婚姻狀況 

父母離婚對兒童與成人子女影響的研究的後設分析，Amato 和  Keith

（1991a）以 92 篇 1950 年代至 1980 年代有關來自離婚家庭的孩子與雙親家庭比

較的後設分析研究，以及 1990 年代的 67 篇文獻所進行的後設分析（Amato, 

2001）：兩篇研究皆指出來自離婚家庭的孩子在學術成就、行為及心理適應、自

我概念及社會競爭力等方面都較雙親家庭孩子表現較差。縱然，子女進入成人期

的心理福祉較低、較低的社會經濟獲得、較低品質的婚姻關係等，所以對進入成

人期的子女仍是一長期持續性的影響（Amato & Keith, 1991b）。離婚家庭如何

影響子女的發展，歸納以下三方面可能因素： 

首先，經濟剝奪，離婚通常導致單親家庭（尤其是單親媽媽）生活品質的下

降，使他們生活在貧窮線下(Duncan and Hoffman, 1985)。因為經濟能力的減少阻

礙孩子在學校的表現，因為為許多單親媽媽較沒有能力請家教、買補充教材、書

本、電腦或其他設備幫忙孩子的學業成功；許多時候，單親媽媽居住的學區是教

少教育經費的間接影響孩子受教品質，而且，單親家庭的子女可能有壓力需要提

早離開學校去工作。 

第二，以家庭結構為焦點，離婚後孩子與非監護父親的接觸相處的量與質方

面皆會降低(Amato, 1987; Furstenberg & Nord, 1987），而有監護權的單親因為要

去工作，剩下很少的時間與孩子相處，因為這個原因，許多單親的孩子有以下的

經歷，父母親的注意、幫助、監督各方面皆減少。再者，他們可能失去父母親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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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的角色，去學習適當的社會技巧，例如，如何合作，如果透過協商去解決衝突—

這些技能都是對未來在工作上與婚姻角色上成功的表現有助益的。另外，父母親

接觸的減少，會阻礙成人後期親屬網絡的發展，這些都會影響社會支持與心理福

祉。 

最後，離婚對子女而言壓力的經歷，這經常在離婚的前後，父母之間的衝突

所造成的。而離婚關聯著其他的壓力事件，例如：搬家、揍學校、與祖父母失去

聯繫甚至父母的再婚(Wolchik, Sandler, Braver, and Fogas, 1985)。這些壓力事件接

二連三的破壞孩子的學業表現、人際關係與個人身心福祉，而且這些影響是持久

的牽連。另外，青少年在面臨家庭結構改變，如父母離婚的事件下，也會損害其

幸福感（McFarlane, Bellissimo & Norman, 1995）。 

這樣看來，其實父母親的衝突與父母親離婚同樣是子女生活中的壓力源。其

實長期處在父母公開性及無法改善的衝突長大的子女，如同父母離婚一樣會增加

子女長期性問題的危機。 

二、家庭互動--父母婚姻衝突 

衝突是指兩個個體，因為不同的態度、興趣、行為及目標，造成了阻隔、不

一致、緊張壓力、防衛性溝通、焦慮、情緒不滿、對立、負面的人際情感及口語、

非口語的矛盾訊息等互動方式，衝突的行為往往會干擾、損害或控制某一方（葉

光輝，1999）。婚姻衝突即是發生在夫妻之間的衝突，對子女而言，是父母婚姻

衝突。子女對於父母間婚姻衝突的觀感與理解也形塑了父母衝突對其所造成的影

響，包含了子女在父母衝突中所感受到的威脅、對於父母衝突的歸因與自責、以

及自己對父母衝突的因應效能等(Grych & Fincham, 1993)。 

Emery（1982）可以算是最早的研究探討婚姻衝突對子女發展關係的研究，

他提出四個主要的歷程如何造成兒童期的混亂：(1)子女模仿父母親那無效果的

衝突解決型態，例如：孩童模仿以侵略或退縮的方式作為他們與別人溝通；(2)

在婚姻衝突中，父母會實習更多不一致、嚴酷式的教養行為，會造成子女問題行

為的增加；(3)父母衝突會破壞親子依附關係的聯結；以及(4)父母衝突會成為一

子女成長環境的壓力源，會威脅子女的防衛感（sense of security）。 

所以婚姻衝突對子女造成許多負面的影響，而子女對父母婚姻衝突的感受對

其造造成的影響更明顯，所以本研究以子女填答認為父母是否經常意見不合及吵

架的程度作為父母婚姻衝突的測量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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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庭資源—家庭經濟資源和家庭情感資源 

家庭資源即社會的、經濟的、情感上的及物質上的資產，使家庭可據以因應

單一的或累積的壓力事件（Boss, 1987；Burr & Klein, 1994；129）。當遭遇生活

壓力時，若個人或家庭具有足夠的支援，其衝擊會因而減低（張苙雲，1989）。 

父母提供兩項重要的資源給孩子—金錢和時間，所謂的金錢，不是僅吃得

飽、穿得暖，包括了有品質的鄰居、學校和更促進認知與社會發展的機會；而父

母的時間是指提供「支持與控制」的結合，而且與子女正向的發展結果有關聯

（Thomson, Hanson & McLanahan, 1994）。另外，運用 Turner 和 Noh（1983）

提出社會支持的內容來看家庭提供的資源內容可以分為：包含情緒支持

（emotional support）如：心、肯定、同理心、鼓勵；認知支持(cognitive support)

如：幫助對方了解問題，提供正確資訊、經驗；實質支持（material support）如：

直接提供物質或具體服務，幫助解決問題，金錢給予等。 

本研究運用 Thomson 等人有關父母所提供的兩項重要的資源—經濟的（金

錢）與情感的（時間），其中家庭經濟資源包括：父母本身的教育程度、及家庭

每月收入等客觀指標；而家庭情感資源包括：情緒支持與認知支持等內涵。 

四、家庭資源知覺—知覺家庭經濟和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 

過去較多有關知覺經濟狀況以壓力感受為研究主題，而研究對象多以父母親

（Hilton & Desrochers, 2000，）夫妻（Kinnunen & Pulkkinen）與成人（Aldwin & 

Revenson, 1986），亦有父母親與子女同時為研究對象的（Whitbeck et al., 1997），

青少年知覺家庭經濟壓力的研究較少。而且過去研究主要以父母親報導的多於由

青少年來報導。Shek（1999）指出父母對家庭經濟壓力的知覺與子女對家庭經濟

壓力的知覺是有不同的感受，另外，有關壓力知覺的研究用來預測負向的心理症

狀、偏差行為等，亦有單獨預測正向心理健康。 

Andrew 和  Robinson（1991）認為滿意度（satisfaction）是一種主觀的

（subjective）個人認知或知覺。滿意的評估通常藉由個體對關係主觀的評量。根

據社會交換理論（social exchange theory）和公平理論（equity theory），當個體

評估關係已達到或超越自己對「好的關係」所賦予的內在標準時，個體便會感到

滿意；而當個體察覺回饋（例如溫暖、自我坦露）增加時，或個體感受到關係是

美好的時候，關係的滿意度就會增加（Kamo, 1993）。親子關係滿意（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是指子女對他們與父母親關係的整體評價的滿意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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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ird (2002)。 

本研究皆以子女所知覺感受的為測量方式，包括子女對家庭經濟狀況的評估

由富裕至貧窮的評定；以及子女對自身與父母關係滿意程度感受的評估。 

從家庭脈絡對個體發展的影響，可以發現在生命中的每個時間點，個人的家

庭環境經驗對其之後的生命歷程而言是重要的。本研究擬驗證家庭脈絡因素是否

會持續影響進入成人前期的子女心理福祉發展？研究者從家庭壓力理論模式發

展家庭脈絡對心理福祉影響的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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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心理福祉   

壹、心理福祉之定義 

社會科學家認為幸福感是個體主觀的感受，非為一種客觀的外在評判標準

（施建彬，1995）。近代社會科學家藉由研究來了解心理福祉的意義，然而隨著

研究目的不同，各學者使用的名詞及對幸福感所界定的操作型定義亦不同，整體

來說，社會科學家在幸福感的研究中用來代表幸福感概念的名詞有幸福

（happiness）、主觀心理福祉（subject well-being）、福祉（well-being）、心理

福祉（psychological well-being）、生活滿意（life satisfaction）、正向情感（positive 

affection）、心理健康（mental health）等（施建彬，1995；顏映馨，1999）。因

此以下文獻探討也包括上述名詞的相關研究。 

本研究即以「心理福祉」為研究變項之名稱，而非國內經常運用的「幸福感」

翻譯，其原因原有三：其一為就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英文字面上直譯有「心

理」（psychological）一字，如以幸福感命名之少了原文中之內涵；其二因為英

文 Happiness 亦有譯為「幸福」，如果把多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譯為幸福感

有與 Happiness 混淆之情況；最後，psychological well-being 為一多面內涵之研究

變項，研究者認為中譯文為「心理福祉」較「幸福感」更能表達多元複雜之內涵。

而在後來之文獻內容中，為表現原研究者中文獻之研究目的及所表達之意涵，本

研究不會去全部修改為「心理福祉」而引用原作者所使用之習慣。 

一、國外研究對心理福祉定義 

Andrew and Withey（1976）最早為主觀幸福感下了完整的定義：「幸福感就

是對生活滿意程度及感受的正負向情緒整體評估而成的一種感受。」提出幸福感

是由對生活滿意，及所感受的正向情感、負向情感等三部份作整體評估而成。即

表示對幸福感的評定，應兼顧個人情感與認知兩個層次，正向情緒會反映出個人

的快樂的程度，而負向情緒是個人主觀痛苦的指標。後來學者提出類似的定義亦

認為幸福感包括認知和情緒兩個層面，認知層面是指生活滿意，而情緒層面則含

括正向情緒和負向情緒，即是說主觀幸福感指的是正向思維和感受，亦即擁有正

向情緒，無負向情緒，且對生活感到滿意（Campbell, Converse, & Rodgers, 1976; 

Diener, 1984; Ｍyers&Diener,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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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生活滿意及正負向情緒外，而且是一「持續性」的感受表現，Helm（2000）

指出幸福感不是一剎那的感受，而是與個人自我價值、自我控制的覺知、與他人

互動、關愛、工作滿意度、休息、休閒活動等內在持續的經驗有關。 

從過去至目前對幸福感的研究最常視心理福祉為一種主觀的經驗感受，涵蓋

兩種主要成分，即對生活滿意的評估以及對正、負向情緒的評估以及個人之自我

價值。 

二、國內研究對心理福祉定義 

國內心理學家楊國樞早在八○年代初所提出的觀點，幸福感高低所代表的涵

義雖然是一種主觀的評估，卻代表個人目前生活現況整體的滿意和愉快的程度，

因而可視為國民生活品質的重要心理指標（陸洛，1998）。 

陸洛（1998）運用質性研究之方法探討心理福祉之內涵，指出所謂的主觀幸

福感為「對生活品質的沉思評鑑，是一種包括了高昂的正向情緒及對整體生活滿

意的主觀感受」。此定義也參考了國的定義經過研究再詮釋。 

綜合國內外研究者所述，本研究之心理福祉是個體主觀之經驗感受，在情緒

方面為所感受的正向情感與負向情感。 

貳、心理福祉的內涵 

在過去研究中，研究者習慣以客觀的外顯指標像是社經地位、教育水準、年

齡等等的客觀因素，作為評估推論幸福感的依據（如 Campbell, 1976; Andrews & 

Withey, 1976），其目的在於希望由個人外在的情況來推論其感受的幸福程度。

但是，這類型的研究常隨著不同的樣本得到令人疑惑，甚至自相矛盾的結果，目

前，幸福感的研究除了在外在狀態分析外，已經轉由個人的主觀認知和內心心理

特質，如價值觀、人格的因素來探討其對幸福感所產生的影響（陸洛，1998）。

目前幸福感的測量因依據的理論不同而許多不同的測量內容。  

一、單一向度 

（一）快樂 

Fordyce（1972）發表的 Happiness Measure 以單一向度為之，包括快樂的程

度及感受快樂、不快樂、和無所謂快樂不快樂的時間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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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理健康 

Dupuy（1970）整體幸福狀況包括對健康的憂慮、精力、滿足與有趣的生活、

沮喪／快樂的心情、情緒／行為的控制與放鬆相對於緊張／焦慮等。 

二、多元素向度 

早期 Campbell、Converse 與 Rodgers（1976）整體情感與幸福指數（Indices 

of General Affect and Well-Bing）：包含生活感受的正負項認知和情感的角度兩

大部分。 

Argyle 和 Martin（1989）發展牛津幸福感量表（Oxford Happiness Inventory: 

OHI）認為幸福感分成七個因素，包括正向認知、社會承諾、正向情感、控制感、

身體健康、自我滿足、心靈敏捷。OHI 能充分反應幸福感的正向特質，在幸福感

的測量中廣受引用。  

Ryff 於 1989 編制心理幸福滿足感量表誌為幸福滿足包含：自我接納、自主

性、環境掌控、個人成長、生活目標即與他人的正向關係。 

Shek（1998）的研究也已多項內容來評量幸福感，如生活滿意，自尊滿足，

人生目標，無望感，心理健康，焦慮及憂鬱。 

Amato 和 Booth（1997: 182）之 20 年（目前仍在使用）長期縱貫研究對「心

理福祉」之指標定義包括：心理苦惱（Psychological Distress）--苦惱反映出內心

焦慮與沮喪的感受，許多時候有身體上的症狀，例如頭痛發生的頻頻、緊張、焦

慮、睡眠不佳等；自尊（self-esteem）--是源自於個人對自身價值之歸屬，一個

高自尊的人其焦慮較少、社會關係較好及情緒穩定；幸福 （happiness）--反映一

般性情緒的狀態，即是個人在日常基本的感受；及生活滿意（life satisfaction）--

反映人們來自他們環境中的特定面向—如住家、鄰居、工作、親屬、朋友及休閒

消遣等的滿意度總數(量)。 

翁樹澍（1990）自編而成青少年心理社會幸福感量表（Psychosocial Well-Bing 

in Adolescence）：共分為三個指標：勝任感、自主性與情緒的統合。 

施建彬（1995）幸福感來源其相關研究，把幸福感分為七個指標：自尊滿足、

人際關係、學業成就、幸災樂禍、生活經驗、自我控制與自我實現、身心健康等。 

陸洛（1998）的研究發展中國人幸福感量表（Chinese Happiness Inven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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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陸洛翻譯自牛津幸福量表中二十八題（原量表 29 題，其中一題翻譯後

不適用，予以刪除），再加上施建彬（1995）以高雄居民施測，分析出 9 項幸福

感的來源：（1）自尊滿足、（2）家庭、朋友等人際關係的和諧、（3）對金錢

的追求、（4）工作上的成就、（5）對生活的樂天知命、（6）過的比你好、（7）

對自我的控制與實現、（8）短暫的快樂、（9）對健康的需求。 

整體而言，主觀心理福祉測量研究大致有三種取向：(1)即生活品質(生活滿

意)意義上的心理福祉測量；(2)心理健康意義上的心理福祉測量；心理發展意義

上的心理福祉測量。 

三、本研究心理福祉之內涵  

過去有些研究者把總體生活滿意感，作為心理健康指標的情感反應，不過生

活品質和心理健康研究所追求的目標是不同的，生活品質意義上的心理福祉研

究，用以評價特定社會主觀生活品質，著眼在於社會群體體驗；心理健康意義上

的心理福祉研究，力圖找到一種對人們健康狀況進行評價的標準，著眼在於處於

特定社會中的個體體驗，前者發揮是一種指標功能，可以用於反映民眾心態，監

測社會發展的態勢；而後者發揮的則是一種診斷功能，為人們生活提供直接指導

（刑占軍，2005）。本研究參考刑占軍對心理福祉不同測量指標的闡釋，因為心

理福祉為一多元複合之概念，而且重視個體主觀之經驗感受，所以應包括了「心

理健康」指標與「心理發展」指標兩方面，過去許多研究建議在情緒方面應正向

與負向情的感感受。研究者參考過去學者對正向情緒的內涵，自尊滿足被運用性

較多，研究者認為個體在成長歷程中之經驗所形塑的自尊，意指個體可以掌握環

境並且產生令個體滿意的結果可代表正向的情緒感受，而因壓力引起的心、身理

上的不適之心理苦惱代表負向情緒感受，所以本研究以「自尊滿足」及「心理苦

惱」兩向度代表心理福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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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影響家庭脈絡與心理福祉的因素 

以下分別就影響家庭情感資源、家庭資源知覺和心理福祉因素相關研究加以

討論： 

壹、影響家庭情感資源因素 

父母在子女青少年期的婚姻互動關係，包括父母婚姻衝突、父母婚姻狀況（是

否維持婚姻）等對父母對子女提供支持、關心是否有影響？ 

一、父母婚姻衝突與母婚姻狀況 

父母婚姻衝突或離婚對父母情感支持皆有負面的影響：Burman 和 Erel

（1993）以 51 篇有關父母婚姻關係與父母情感支持為研究主題的後設分析研究

更指出，相較於父母親婚姻滿意度，父母親的婚姻衝突與親子關係品質有較強的

關聯性。與父母維持婚姻的子女比較，父母離婚子女與父母接觸的頻繁較少，獲

得較少的父母幫助、他們描述自己與父母的關係正面的評價較少（Amato & Booth, 

1991, 1997; Silverstein & Bengtson, 1997）。國外研究一致指出，父母離婚與親子

關係有負面的關聯，父母的情感支持較少，而這樣的負面關連，對父親影響大於

母親，可能因為許多離婚後的家庭，子女與母親同住的機率較高。Erel 和 Burman

（1995）再以 68 篇父母婚姻關係與親子關係為研究主題之研究進行後設分析，

所提出的溢出動力（spillover dynamic），認為在一個次系統的情緒、情感或是

行為都會轉移到另一個次系統。從系統理論及溢出動力的觀點，夫妻系統出現狀

況，其中的負面情緒、情感是會影響到親子關係甚至是子女的發展。 

研究指出親子關係為父母離婚及婚姻不和諧對子女心理福祉之間的中介變

項，但是成長在不和諧家庭子女會磨損其與母親的情感關係，在青少年期經歷父

母離婚子女會磨損與其與父母親兩方的情感關係，而且青少年期的親子關係對成

人期的心理福祉沒有直接的影響力，但是卻能有效預測子女進入成人期與父母的

親子關係，成人期的親子關係又正向預測成人期的心理福祉（Amato＆Sobolewski, 

2001）。所以子女成長時與父母親的關係是一穩定性的影響因子，即子女在人生

較早期的父母親情感資源是可能有持續性的影響力，那是否持續影響至成人前期

呢？在父母不和諧與離婚家庭之解釋力又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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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庭經濟資源 

國內外研究皆支持家庭經濟資源可以預測父母更多的情感資源，家庭可以提

供更好的社會支持，如果父母親在經濟壓力下較困難提供足夠程度的情感支持

（Elder et al., 1992; Whitbeck et al, 1991; Yip & Chou, 2007）。 

Thomson、Hanson 和 McLanahan（1994）把研究焦點放在家庭生活的兩個

主要特性—家庭經濟資源和父母情感資源，運用「National Survey of Families and 

Households」（NSFH）1987-88 的調查資料，該研究以階層回歸分析，探討原生

父母家庭、母親與繼父家庭、母親與同居人家庭、未婚母親家庭、單親母親家庭

（曾經結婚）等不同家庭結構內的「經濟資源」對「家庭情感資源」沒有影力，

即「經濟資源」、「家庭情感資源」對心理福祉的解釋力是獨立。國內研究，

Yip 和 Chou（2007）運用教育長期追蹤資料的第一波 3000 名國中學生為研究樣

本，分析家庭經濟資源、情感資源對心理福祉的影響的關係，無論在雙親家庭或

離婚家庭，家庭經濟資源皆透過父母親情感支持對心理福祉有正向效果。 

貳、影家庭資源知覺的因素 

一、家庭經濟資源對知覺家庭經濟狀況 

過去較多有關知覺經濟狀況以壓力感受為研究主題，而研究對象多以父母

親、夫妻與成人，青少年知覺家庭經濟壓力的研究較少。另外，較多研究有關知

覺經濟壓力對心理福祉的負面影響(e.g., Conger, Rueter, & Conger, 2000; McLoyd, 

1998)，較少研究探討影響知覺家庭經濟壓力的因素，例如 Sobolewski 和 Amato

（2005）的研究家庭經濟資源、知覺家庭經濟壓力等對成人子女心理福祉的影

響，其有關家庭經濟資源與知覺家庭經濟壓力的調查資料是來自子女的父母親，

而非子女本身，研究結果支持家庭經濟資源可以有效減低知覺經濟壓力。這樣看

來，客觀的經濟條件與主觀經濟感受有直接關聯性，所以本研究假設如果父母本

身教育程度越高、家庭收入越多，家庭的經濟狀況越好，子女感受家庭經濟的貧

窮感應該越低。 

二、父母情感支持對父母關係滿意 

親子關係滿意（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是指子女對他們與父母

親關係的整體評價的滿意程度。在家族治療與家庭功能的相當研究中，一致認為

「父母情感支持」（有一些研究用 connection 代替 support）對家人關係滿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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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的關聯，家庭成員對彼此的關係滿意度越高，願意彼此分享、滿足需要等

（Bowen, 1976; Bishop & Baldwin, 1982; McAdams, 1985; Minuchin, 1974; Olsen, 

Russell & Sprenkle, 1983）。 

Baird (2002)以「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調查資料中 600 位少年

樣本（fifth to eighth grade），以結構方程模式分析，探討父母情感支持、知覺親

子關係滿意對自尊滿足的影響力，結果發現，只有在八年級的少年中，父、母情

感支持對自尊滿足發展有直接正向影響力。 

參、影響心理福祉的因素 

一、父母婚姻衝突與父母婚姻狀況對心理福祉影響 

在婚姻關係和諧和持久性是家庭穩定性的關鍵，不少家族治療學者及研究都

發現，家庭中穩固的婚姻關係是維持家庭健全及子女良好發展的關鍵（王嚮蕾，

1994；賈紅鶯，1991；Bowen, 1978; Minuchin, 1974）相對的，父母婚姻關係不

斷出現爭執或是關係破裂，子女的心理則比較容易出現問題，而父母親持續的關

係不和諧將會影響小孩的發展（Amato & Booth, 1997; Davies & Cummings, 1994; 

Erel & Burman, 1995） 

婚姻衝突方面：研究指出父母婚姻的衝突程度與子女心理福祉有負向關聯

（Emery, 1982; Grych & Fincham, 1993）。研究發現當衝突強度愈強時，會造成

子女更多負面的感受如悲傷、無助、憂鬱，及威脅感(Grych & Fincham)。Booth 和 

Edwards（1990）發現成年子女記得在成長期間父母衝突頻繁，這些人也自述在

自己生活中遭遇數量甚多的心理與婚姻問題。林麗玲（2006）以台北縣市國中生

為研究對象，青少年知覺父母婚姻衝突之自我威脅感越高、頻率越多，其幸福感

各面向感受程度越低。Andrew（1997）針對 231 位青少年女生和 189 位青少年

男生及其母親所做的一項研究發現，感受較多家庭衝突的青少年，在未來一年

中，會表現出較多的沮喪情緒。可見父母婚姻關係不斷出現爭執，子女的心理發

展則比較容易出現問題。不過這些研究以是回溯的方式進行。Sheeber and Hops

（1997）在進行兩年的追蹤研究中也有類似的發現，研究中發現無論是同一時間

的測量或是一年後的追蹤結果，家庭中若是較多衝突，青少年心理苦惱皆會愈嚴

重。 

有關父母婚姻狀況方面：Amato 等人對離婚研究的後設分析（Amato, 2001 ; 

Amato & Keith 1991a; 1991b）有關 1950 年代至 2000 年代有關來自離婚家庭的孩



 

 

 

34

子與雙親家庭比較的研究，研究皆指出來自離婚家庭的孩子在學術成就、行為及

心理適應、自我概念及社會競爭力等方面；成人期的心理福祉較低、較低的社會

經濟獲得、較低品質的婚姻關係等都較雙親家庭孩子表現較差。 

檢視國內有關父母婚姻狀況與各年齡層子女心理福祉相關研究文獻發現，無

論是國小、國中、高中及大學為研究對象的研究，雙親的子女心理福祉比單親學

童來的佳，但是和父母及其他親人同住高於和父母同住在一起的學童，同時也高

於只和父母一方住的學童，究其原因可能和在與其他親人同住，則能享有更多的

物質需求及有更多人可以帶他們出去玩，因此在心理福祉上，會高於家中人數較

少者（吳筱婷 2006；邱富琇，2004；郭怡伶，1995；黃資惠 2002）。李素菁（2002）

則係以國中為對象之研究，指出與父母同住且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的子女心理福

祉較與雖父母同住但與父母關係不滿意的子女作比較，前者的心理福祉明顯高於

後者。 

綜觀國內外相關研究，可發現國內本土研究較多以父母婚姻衝突，或是離

婚、單親家庭為主，較少將其合併探究，國外學者除了獨立探討父母婚姻衝突、

父母離婚對子女心理福祉的影響外，也將其合併探討，探究父母婚姻衝突與離

婚，整體而言對青少年的影響。而且，指出較多研究觀察的是處於兒童期中段或

青少年期的子女，而較少有研究持續追蹤，以了解雙親不和的影響，在這些子女

進入成年期可能產生什麼後遺症（Amato, 2004a）。有好幾項研究顯示，如果成

年人記得在成長期間父母衝突頻繁，這些人也自述在自己生活中遭遇數量甚多的

心理與婚姻問題，然而，因為這類研究十分倚重回溯性資料或者只是短期的調查

研究，Amato 認為這些以回憶父母不和諧印象的研究結論是有待再深入探討的。 

暴露在父母之間的衝突與離婚姻是否會對子女有長遠持續的負面影響？

Booth、Amato 與 Johnson(2001)等研究人員自 1980 年代開始執行的研究，名為

「Study of Marital Instability Over the Life Course」的追蹤調查資料庫，對該國已

婚之個人採取全國性取樣，目前已進行超過 20 年。全體樣本共包括 2,033 位已

婚人士（彼此間皆非夫婦），其年齡、種族、家戶人口數、是否有自有住宅、是

否有子女等特性皆具有代表性。選定的個人定期進行後續訪談，時間分別為 1983

年、1988 年、1992 年、1997 年 及 2000 年等。而在 1992、1997 及 2000 年，

亦對主要受訪者之成年子女（十九歲以上）進行訪談，人數共 691 人。以 2000

年之訪談為例，這些子女的年齡從 22 歲至 50 歲不等，平均年齡為 30 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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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980 年剛開始時，典型樣本的子女年齡為 10 歲。研究人員進行了一系列有關

父母婚姻衝突與離婚對子女長期影響的研究，就其研究變項與主要研究發現，分

述如下： 

長期追蹤研究的方式，Amato 和 Booth（1997）以子女年幼時父母自評婚姻

衝突程度的調查資料，與子女進入成人期時的心理苦惱有正相關，即當年父母自

評婚姻衝突越多，子女成年後的心理苦惱亦越高。Amato 和 Sobolewski（2001）

以 17 的縱貫調查資料，兩代（父母及子女）調查為分析樣本，同時探討青少年

期經歷父母離婚、父母婚姻衝突對進入成人期子女心理福祉之持續性影響，研究

心理福祉為一潛在變項，測量指標包括：心理苦惱、自尊滿足、幸福感、生活滿

意等。研究發現，無論是父母離婚、父母婚姻衝突對子女成人子女心理福祉皆有

負向效果，即子女在青少年期有經歷父母婚姻衝突或父母離婚同樣能預測子女進

入成人前期時的心理福祉。 

另一方面亦探討父母婚姻衝突父母離婚，那一項對子女影響較大的問題。

Dancy 和 Handal（1984）提出的兩個假設：(1)生理整體觀點（physical wholeness 

position）假設離婚或是再婚乃是造成兒童後續適應不良的主要解釋因素；(2)心

理整體觀點（psychological wholeness position）則認為家庭衝突才是主要影響兒

童青少年適應的因素，而非父母的婚姻狀況。 

Mechanic 和 Hansell（1989）以 842 位學生及其家長為對象，長期追蹤家庭

衝突對青少年適應的影響，當中探討所有發生在家庭成員間的衝突，包含了父母

之間的婚姻衝突、親子衝突，以及手足衝突，研究發現衝突程度愈嚴重的家庭，

青少年的憂鬱情緒、焦慮情緒，以及身心症狀都會隨著時間增加；此外，相較於

父母已離婚但家庭衝突低的青少年，家庭結構完整卻有嚴重家庭衝突的青少年之

心理適應較差。 

Borrine 等學者（1991）檢測研究以 917 位來自不同家庭結構（雙親家庭、

單親家庭、混合或繼親家庭）的青少年為對象，研究結果支持心理整體觀點，發

現父母婚姻狀況與青少年適應之間沒有任何直接或間接關係，而青少年知覺家庭

衝突則與其自身的適應有關，衝突愈嚴重者，心理適應問題愈多。 

Amato、Loomis 和 Booth（1995）以 12 年縱貫調查資料，以子女樣本進行

分析，父母離婚對子女心理福祉是否有長期影響，與父母親在離婚之前的婚姻衝

突有關，如果父母婚姻高衝突，後來父母離婚對子女的負面影響反而小於那些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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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維持婚姻但是持續衝突的子女。但是如果父母本是低衝突，離婚對成人前期的

子女的負面影響較嚴重。他們從壓力的觀點，生活的過渡（life transition）對心

理福祉的影響情況與過渡之前的壓力程度有很大的關係，即是父母維持婚姻的時

候，如果父母婚姻衝突對子女而言是很大的壓力，父母離婚反而是讓子女離開那

生活環境的壓力源（父母衝突）這些離婚家庭子女的心理苦惱與低衝突家庭差不

多。 

Jekielek（1998）以「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s of Youth」（NLSY）1988

至 1992 的調查資料，以 1640 位年齡在 6-14 歲子女為研究對象，探討父母離婚

和婚姻衝突對子女心理福祉（心理苦惱與焦慮）影響的交互作用。其中有 132 位

在調查過程中經歷父母離婚，其研究目的與 Amato 等人（1995）的研究相似，

只是研究對象年齡層較小，研究結果頗為一致，父母婚姻不和諧可以有效解釋兒

童有較低的心理福祉，而父母婚姻不和諧又維持婚姻的負面影響力大於婚姻不和

諧而後來離婚的家庭。可見父母持續的婚姻衝突對兒童負面影響力甚至大於單純

的離婚事件。 

Dronkers（1999）於荷蘭一項針對 9000 名小學生心理福祉所作的調查亦有

一致的結果，研究發現父母衝突對子女的心理福祉造成極大影響，甚至超越是否

與父母同住或與父母有聯繫。 

但是亦有不一樣的研究結果，指出離婚對子女心理苦惱沒有直接影響力，如

黃鈺婷（2007）「青少年藥物濫用之起因：一個社會學習模型」貫時性追蹤調查

（與本研究為同一個資料庫），該探討負向生活事件對青少年憂鬱症狀（心理苦

惱）自國一至國三的潛在成長模型，負向生活事件亦包括：將三年的「父母離婚

/分居」和「父母吵架」變項並以潛在變項處理，但是該研究結果發現父母婚姻

狀態無論是離婚/分居或者是吵架，並不影響青少年在心理苦惱的起始平均數和

成長率。Jou 和 Hsieh（2004）探討國中三年家庭生活事件的暫時性影響或是持

續性影響，以及關係滿意是否為家庭生活事年與心理苦惱的中介因子。研究發現

只有部份家庭生活事件對心理苦惱及關係滿意有影響而且是暫時性的。這些影響

子女心理苦惱的家庭生活事件包括：父母親愈來愈少在家；父母親愈來愈常吵

架；我經常與父親爭吵；但是不論父母親離婚、父母親死亡、父母親失業等家庭

生活事件對子女心理苦惱沒有直接的影響力。 

從國外的研究可以發現，其實父母親的衝突與父母親離婚同樣是子女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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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壓力源，不過家庭衝突要遠比家庭結構能夠解釋青少年心理福祉的發展。但是

國內的研究仍沒有一致的發現，本研究擬運用多年期的追蹤調查資料探討，在國

高中時期父母離婚與國中時期父母婚姻不和諧，對子女心理福祉的影響是如何？

是否有長期的影響至子女進入成人前期，是本研究有待加以探討釐清。 

二、家庭資源與對心理福祉影響 

研究指出，心理福祉與一般人口統計學變項或生活的環境，像是年齡、性別、

財富、人種、父母地位及教育的水準等之間關係較小（Myers, 1992）。而社經地

位、家庭收入等因素雖不是影響個體心理福祉的主要因素，但可能透過某些變項

而成為影響個體心理福祉的間接因素（陸洛，1998）。 

家庭經濟資源：西方社會的研究證實了社經地位會影響心理幸福：社經地位

愈高，這包括教育、職業與收入愈高，由於資源愈多，在生活、工作條件愈佳，

而往往愈快樂，心理愈健康（Aneshensel, 1992; Ross & Wu, 1995）。DeGoede（1999）

研究指出，青少年心理福祉與家庭因素的關聯，如：家長教育程度、和家庭經濟

狀況對青少年的心理福祉的影響是有正面的意義。巫雅菁（2001）以全國大學生

為研究對象，以團體訪談方式，發現大學生提及自己受經濟壓力之苦時，會覺得

非常的不幸福，而在經濟上無虞的部分大學生，則認為經濟不是影響其幸福感的

重要因素，可見經濟的匱乏比經濟的富足更能影響大學生的幸福感。Sheeber and 

Hops（1997）在進行兩年的追蹤研究中也有類似的發現，研究中發現無論是同一

時間的測量或是一年後的追蹤結果，家庭中若獲得較少的經濟的與情感的支持，

青少年心理苦惱皆會愈嚴重。不過有其他研究有不同的結果：黃毅志針對台灣地

區的研究也發現：父母教育程度與家庭收入對於心理幸福的影響不大（黃毅志，

1998）。Amato 和 Sobolewski（2001）而父母的教育程度對子女心理福祉沒有影

響力。Thomson、Hanson 和 McLanahan（1994）研究家庭經濟資源和父母親情

感支持來解釋家庭結構如何影響子女福祉，家庭經濟貧窮能解釋子女有較多的問

題行為，較差的社交能力與進取心；而母親的情感支持能減低子女問題行為、提

升社交能力、進取心。 

在家庭情感支持方面，父母情感支持是指子女基與父母親對他們的行為所感

受到自身與父母親的正向的、一致的、穩定的人際連結（Barber, 1997）。父母

情感支持代表與父母親關係的連結，代表了接受（acceptance）、溫暖（warmth）、

支持（support）、關愛（nurturance）與愛（love）（Barber, 1997; Baird,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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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研究指出，來自家人與同儕的互動建構兒童對自我感受的整體評價，而父母

關係聯結對子女自尊滿足發展有正面的影響力。 

縱然在青少年時期，朋友和同儕關係有越來越重要的趨勢，但與父母間關係

的重要性並沒有因此而減少（Kostelecky & Lemper,1998），且青少年對父母的

依附品質（the quality of attachment to parents）比對同儕的依附品質更能預測其

幸福感（Creenberg, Siegel, & Leitch, 1983；Paja, & McGee & Stanton, 1992）。李

欣瑩（2001）的研究也發現，國中生遭遇生活壓力時，主要的社會支持是家人，

其次為同學，最後為師長。 

Gecas 和 Schwalbe（1986:38）指出父母的親職行為如果對子女是支持性的、

參與性的，等於傳遞孩子「你們是有價值的」；「父母信任你們、認同你們一個

有責任感的人」的訊息，這些訊息對孩子自尊滿足的發展非常有意義。Thomas

和 Rollins（1984）以 184 位 14-18 歲的青少年為研究對象，以符號互動論與社會

學習論觀點探討父母支持對子女自尊滿足的發展的關係，結果發現，父母支持對

青少年自尊滿足有正向關聯，而且，父母親的正向支持對子女自尊滿足發展有效

於子女模仿父母親的自尊。綜括而言，家人互動強調溫暖、接受、支持可以促進

子女自尊滿足的正向發展。 

以追蹤調查資料發現，父母情感支持對子女而言，縱然進入成年前期仍是有

持續的重要性（Amato & Booth, 1997）。Van 和 Hub (2000)的研究有一致的結果

研究，縱貫性調查資料，以 1688 位荷蘭受試者為研究對象，進行，探討父母對

其子女心理福祉的關係，研究指出父母和子女若能維持良好且穩定的關係，其子

女的心理福祉較高，研究中並發現父母親是影響孩子心理福祉的最重要人物。可

見家庭社會資產對子女產生有意義的影響力，證明父母的情感支持對子女許多表

現有正向意義。而且，正向的父母親情感支持對子女的貢獻是不受家庭結構所影

響（Sobolewski, & Amato, 2007; Yip, & Chou, 2007）。 

國內的研究，郭怡伶（1995）在青少年母子互動與心理社會幸福感的關係研

究結果顯示母子間良好的互動型態及溝通品質，對青少年心理社會幸福感具有正

向的解釋力。獲得越多家庭支持的國中生在整體幸福感受上也愈佳，具強烈實質

性、訊息性、情感性等正向的家庭支持可以減少青少年的心理苦惱，增加其心理

健康，並且有較高的自尊滿足（李素菁，2002）。巫雅菁（2001）以台灣南北兩

區共 169 位大學生已焦點團體方式進行『大學生幸福感來源』之質性訪談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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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支持、家人和諧及師生互動緊密，可提昇大學生之幸福感。以家庭為研究單

位的研究，廖梓辰（2002）以 245 個家庭為對象，研究一般家庭幸福感與家庭人

際互動之相關，研究指出家庭人際互動較和諧者，成員的幸福感較高。李清茵

（2004）的研究樣本為 208 個家庭，父親、母親、兒子與女兒四位成員分別回答

對待其他家人的關愛與尊重行為，會直接促進個人心理福祉。 

國內外研究指出，無論以國中生、大學生及家庭為單位的研究皆一致指出，

父母情感支持對子女心理福祉有正向預測力。 

總括而言，家庭經濟資源與家庭情感資源對心理福祉發展有正向影響力，縱

然子女進入成人前期仍然有重要的意義。有文獻支持，家庭經濟資源可以正向預

測家庭情感資源，而家庭經濟資源是透過家庭情感資源產生影響力，而且，在不

和諧家庭、離去家庭中，家庭資源所扮演的角色，是否與和諧家庭有所不同？亦

是本研究極待釐清。 

三、家庭資源知覺對心理福祉影響 

cC 因子的概念，即子女知覺家庭經濟助益對家庭資源影響個體心理福祉發

展的調節作用。這取向是一普通的、持續的對內部外部環境可預測的信心，縱然

此信心是一動態的感受。這反映了對環境的知覺與了解的判斷力，形成家庭成員

對於「危機處境」賦予的意義，此包括壓力事件本身加上累積的負擔以及家庭因

需要而形成的資源。 所以「知覺」是「危機」與「適應」之間的因子，亦是家

庭適應能力的另一個促進因子（Lavee, McCubbin & Patterson, 2003）。 

過去較多有關知覺經濟壓力的研究多以父母親（Hilton & Desrochers, 2000，）

夫妻（Kinnunen & Pulkkinen）與成人（Aldwin & Revenson, 1986），亦有父母親

與子女同時為研究對象的（Whitbeck et al., 1997）青少年知覺家庭經濟壓力的研

究較少。而且過去研究主要以父母親報導的多於由青少年來報導。Shek（1999）

指出父母對家庭經濟壓力的知覺與子女對家庭經濟壓力的知覺是有不同的感

受，另外，有關壓力知覺的研究用來預測負向的心理症狀、偏差行為等，亦有單

獨預測正向心理健康。 

Shek（2003）指出有需要在同一研究中同時探討知覺經濟壓力對正向與負向

心理情緒的影響力，其研究探討家庭經濟壓力與正向與負向度的心理福祉關聯，

以香港的華人青年為研究對象，探討子女知覺家庭經濟壓力時，對心理苦惱與自

尊滿足的預測力，有高度的認為家庭經濟限制未來發展，會預測有較低的自尊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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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較多心理苦惱症狀。Shek（2005a）再探討在家庭經濟較貧窮的情況與關係

滿意對心理福祉的影響，研究以隨機抽樣方式，自全香港國一學生中抽取 3017

位學生為研究對象，其中有 252 位學生家庭有接受綜合社會福利緩助

（Comprehensive So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CSSA, 即政府給低收入戶或失業人

口的經濟協助)，探討貧窮環境、知覺父母關係滿意等對子女心理福祉的影響。

家庭有接受公共協助的對親子關係滿意較負面，而且家庭經濟狀況較差的其心理

福祉明顯低於經濟狀況較佳的子女。 

Shek（2005b）另一篇研究進一步比較處在不同經濟狀況與知覺家庭經濟壓

力對心理苦惱與自尊滿足交互作用，研究發現知覺家庭經濟的負面影響對那些處

在經濟狀況不利家庭的青年的負面影響會大於那些處在家庭經濟沒有不利的青

年。 

Conger 等人 (2000)根據家庭壓力模型指出，家庭經濟壓力對青少年的生活

適應的影響機制可能是(1)家庭經濟壓力使父母有情緒壓力；(2)父母情緒壓力引

發婚姻衝突或不穩定；(3)父母情緒困難、婚姻衝突或婚姻不穩定破壞親職教養；

(4)不良親職教養引發青少年適應不良。不過這是從父母知覺家庭經濟困難而引

發的可能直線關係，本研究進一步要探討在和諧家庭、不和諧家庭與離婚家庭的

知覺經濟狀況所扮演的角色。 

與父母關係滿意方面：陳嬿竹（2001）以台北市高一學生之人際關係滿意程

度（包含與父母之關係滿意程度、與朋友之關係良好程度等）在心理福祉感受的

差異情形之研究，結果發現與父母關係滿意越好，其個人心理福祉較高。李清茵

（2004）對高屏地區的國、高中生之研究發現，家人間的關係滿足會互相影響彼

此的幸福感受，無論是子女對父母親或父母親對於子女，其家庭成員間關係滿意

感受程度越高，則幸福感的程度也越高。 

Baird (2002)研究進一步探討情感資源、關係滿足與心理福祉的關係，以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調查資料中 600 位少年樣本（fifth to eighth 

grade），以結構方程模式分析，探討父母情感支持、知覺親子關係滿意對自尊

滿足的影響力，結果發現，只有在八年級的少年中，父、母情感支持對自尊滿足

發展有直接正向影響力，而父、母親情感支透過中介變項知覺親子關係滿意間接

影響自尊滿足。Videon( 2002)以「National Longitudinal Study of Adolescent Health」

調查資料探討父母分居對青少年子女心理苦惱的影響，對親子關係滿意可以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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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緩因父母離婚而造成的負面影響，更強調離婚前的與父母關係滿意對子女之後

心理福祉仍是有預測力。 

有關知覺親子關係滿意與心理福祉研究非常有限，從過去研究結果可以發

現，父母情感支持對家人關係滿意有正向的關聯性，而知覺親子關係滿意對自尊

滿足有正向影響力，亦是父母情感支持的中介變項，親子關係滿意在離婚家庭中

有正面的意義。本研究將進一步探討，父母情感支持與知覺親子關係滿意對自尊

滿足、苦惱的影響機制，而又在不同家庭脈絡中，父母情感支持與知覺親子關係

滿意的影響力是否有不同。 

四、父母婚姻互動、家庭資源與知覺、心理福祉關係 

Furstenberg 等人（1990）認為：父母婚姻衝突過程中，父母對子女的紀律的

要求的一致性會減低，造成子女反社會行為或不服管教的行為；另外，婚姻的問

題會使父母疏離甚至拒絕小孩，使子女產生行為問題；而且，父母可能會和子女

形成結盟，爭取子女的支持，控制子女的心理或情緒，而造成子女產生行為的問

題。有些研究認為父母將婚姻問題投射到一個孩子身上，減低父母關係間的張

力，如此家庭的焦慮會被此孩子吸收，而孩子則成為家庭問題注意的焦點。另外，

從社會環境的觀點來看，父母若將其對配偶不滿反應在孩子的身上，則孩子易有

受傷的童年經驗（蘇慧君，1996）。 

McLanahan 和 Sandefur（1994）探討有關子女與單親父母成長一書中，指出

影響子女面對父母親離婚調適的重要因素是家庭可運用的經濟資源、與父母的關

係，及父母的衝突程度。即是說，父母親離婚已是既成事實，如果能努力維持家

庭的經濟穩定，父母親仍然給與子女關心支持，父母之間表現和諧的互動關係，

子女較能適應父母離婚後的生活。 

Booth、Amato 與 Johnson(2001)等研究人員自 1980 年代開始執行的研究，名

為「Study of Marital Instability Over the Life Course」的追蹤調查資料庫，對該國

已婚之個人採取全國性取樣，目前已進行超過 20 年。全體樣本共包括 2,033 位

已婚人士（彼此間皆非夫婦），其年齡、種族、家戶人口數、是否有自有住宅、

是否有子女等特性皆具有代表性。選定的個人定期進行後續訪談，時間分別為

1983 年、1988 年、1992 年、1997 年 及 2000 年等。而在 1992、1997 及 2000

年，亦對主要受訪者之成年子女（十九歲以上）進行訪談，人數共 691 人。以 2000

年之訪談為例，這些子女的年齡從 22 歲至 50 歲不等，平均年齡為 30 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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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980 年剛開始時，典型樣本的子女年齡為 10 歲。研究人員進行了一系列有關

父母婚姻衝突與離婚對子女長期影響的研究，就其研究變項與主要研究發現，分

述如下： 

Amato 與 Booth (1991)探討父母在子女 18 歲以前的離婚與父母婚姻不快樂

對子女進入成人期心理福祉的影響，研究把父母婚姻關係分為「和諧完整家庭」、

「不和諧完整家庭」、「離婚家庭」，其研究心理福祉的指標包括：生活滿意、

快樂感受、心理苦惱，在生活滿意方面，離婚家庭與稍為低於和諧完整家庭，但

是沒有顯著差異，而離婚家庭的生活滿意比不和諧完整家庭高分，而且差異達顯

著，心理苦惱方面，「不和諧完整家庭」表現心理苦惱多於「離婚家庭」，而「不

和諧完整家庭」、「離婚家庭」皆比「和諧完整家庭」表現更多心理苦惱；進一

步比較各類家庭在家人關係及子女本身的婚姻狀況等變項的差異，整體而言，他

們指出「不和諧完整家庭」對子女發展是有長期的負面影響，無論在心理、社會

經濟、家庭福祉方面的表現皆比「和諧完整家庭」低分。那麼「不和諧完整家庭」

與「離婚家庭」對子女影響的比較呢？他們進一步把「離婚家庭」分為低壓力離

婚家庭和高壓力離婚家庭，低壓力離婚家庭子女心理苦惱與「和諧完整家庭」沒

有差異，所以「低壓力離婚家庭」子女受的負面影響可能少於「不和諧完整家庭」

的子女。 

Amato 和 Sobolewski（2001）以 17 的縱貫調查資料，兩代（父母及子女）

調查為分析樣本，探討青少年期經歷父母離婚、父母婚姻衝突、親子關係（量表

題目與本研究的父母情感支持相似）等對進入成人期子女心理福祉之持續性影

響，研究心理福祉為一潛在變項，測量指標包括：心理苦惱、自尊滿足、幸福感、

生活滿意等。該研究以 Amos 進行結構方程模式進行類似階層回歸分析的六個模

型，逐次加入不同的研究變項，研究發現，無論是父母離婚、父母婚姻衝突對子

女成人子女心理福祉皆有負向效果；母親的親子關係和與父親的親子關係皆對子

女心理福祉有正面直效效果，而母親的的親子關係影響力較大；而且當「親子關

係」加入模式中，可以有效減低父母離婚和父母婚姻衝突對子女的心理福祉的負

面影響力其顯著性消失。另外，父母離婚和父母婚姻衝突對父母情感支持皆有負

向影響力。爾後，發展一個「婚姻不和諧」、「父母離婚」、「親子關係」對子

女成人期心理福祉的影響模式，並欲「父親子關係」和「母親子關係」兩個模式

分開進行分析，結果發現，「父母婚姻不和諧」負面影響與母親子關係；「父母

離婚」負面影響與父親子關係；「父母婚姻不和諧」、「父母離婚」對子女心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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福祉沒有直接影響力而是透過與父母親子關係影響子女心理福祉。 

Amato（2004a）以 20 的縱貫調查資料，以 691 位子女調查為分析樣本，其

中在 22 歲以前經歷父母離婚的有 132 位，父母婚姻高度不和諧有 109 位。探討

經歷父母離婚、父母婚姻衝突子女等對成人前期子女的親子關係、心理福祉等方

面（量表題目與本研究的父母情感支持相似）之影響情況。在父母離婚家庭方面：

與成長期間父母婚姻和諧子女相較，經歷父母離婚的子女學歷較低、自述心理福

祉程度較低，與其母親、父親皆較為疏遠、經歷親密關係破裂的次數較多，從前

述結果表示，從離婚的發生，便能預測其子女在成年期將出現各種不同的負向後

果。在父母未離婚但父母婚姻不和諧狀況下成長的子女方面：也會經歷許多離婚

家庭子女所遭遇的相同問題，相較於父母婚姻和諧的子女，婚姻不和諧家庭的子

女心理福祉程度較低，自述感受的社會支持較少，與父親較疏遠。就如心理福祉

而言，離婚與父母失和造成的效果大小可相比擬。然而在與父親關係方面，離婚

所造成的效果比父母婚姻不和諧造成的效果大得多。整體而言，前述結果顯示父

母離婚與成長期間父母婚姻不和諧，都會增加成人前期發生多種問題的風險。 

Thomson、Hanson 和 McLanahan（1994）指出研究家庭結構對子女心理福

祉的影響，把研究焦點放在家庭生活的兩個主要特性—家庭經濟資源和父母親職

行為，運用「National Survey of Families and Households」（NSFH）1987-88 的調

查資料，探討以家庭經濟資源與父母親職行為來解釋家庭結構如何影響子女福

祉，子女福祉包括：問題行為、學業表現、社交（sociability）與進取（initiative）

等。該研究以階層回歸分析，探討原生父母家庭、母親與繼父家庭、母親與同居

人家庭、未婚母親家庭、單親母親家庭（曾經結婚）等不同家庭結構、「經濟資

源」與「母親支持」等對青少年（19 歲及以下）心理福祉的解釋力，研究結果

發現未婚母親家庭和單親母親家庭、家庭經濟貧窮能解釋子女有較多的問題行

為，較差的社交能力與進取心；而母親的情感支持能減低子女問題行為、提升社

交能力、進取心，但是未婚母親家庭和單親母親家庭的負向影響力仍在存在。研

究中「家庭結構」的處理比較屬於家戶結構的分類，其中單親母親家庭的分類忽

略了經歷離婚或是喪偶的不同經驗，而且兩類單親母親家庭對子女心理福祉負面

影響，縱然母情情感支持對子女心理福祉有正向效果，但是母親親感支持加入回

歸模式中，並沒有減少單親母親家庭結構的負面效力。 

Sun 和 Li（2002）運用調查時間由國中至高中的學生進行四波調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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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resource-shortage -model，從資源短缺的觀點，分析父母離婚、家庭收入與

親情支持對子女心理福祉有歷時性影響，而家庭情感資源與情感資源在離婚前後

的歷程中皆為一部份或完全的中介角色減低離婚對子女的負向影響力。 

根據保護反應效果，保護因子擁有普遍性的效果，擁有保護因子的個體適應

要比沒有的個體來的好，特別是在低壓力的環境下，但遇到高危險或高壓的環境

時，保護因子則沒有那麼強的保護效果，擁有保護因子的個體，其適應狀況反而

沒有因此獲得改善(Luthar et al., 2000)。王齡竟（2008）研究中發現，同儕支持對

於雙親衝突，以及專業支持對於親子衝突，在青少年的憂鬱情緒上擁有保護反應

的效果。換言之，當雙親衝突較低時，擁有愈多同儕支持的青少年比較不會產生

憂鬱情緒的困擾；但當雙親衝突愈嚴重時，則同儕支持的保護效果便不佳；專業

支持之餘親子衝突亦是如此。 

同樣面對家庭壓力，究竟是哪些因素使得這些青少年能夠有正面良好的適應

與發展呢？是哪些因素保護著這些青少年使其免於家庭的負面影響呢？不同父

母婚姻互動、家庭資源和知覺家庭資源對子女心理福祉的影響機制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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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從家庭壓力理論與相關文獻的探討嘗試建構一解釋家庭脈絡與大學

生心理福祉發展關聯的研究架構。研究目的為探討父母婚姻婚姻互動（包括：父

母婚姻和諧、父母婚姻不和諧及父母離婚）、家庭情感資源、家庭經濟資源、知

覺經濟狀況及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等家庭脈絡變項對大學生心理福祉發展的影

響，本章將依序對研究之資料來源與研究對象、研究工具、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

資料分析等，說明如下： 

第一節 資料來源與研究對象 

壹、資料來源 

本研究所運用之資料來源是為期八年的「青少年藥物濫用之起因：一個社會

學習模型」貫時性追蹤調查研究（簡稱：青少年追蹤調查研究），此長期追蹤研

究計畫為行政院國家衛生研究院經費補助，由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吳齊殷主持，

時程為 1996 至 2003 年。 

此調查研究研究設計起始點以國中一年級學生為研究對象，資料蒐集採調查

法(包括：集體調查、面訪和電訪)，於 1996 年開始調查，至 2003 年為止，歷時

8 年的前瞻貫時性研究，故每個樣本均有持續八年的觀察。 

表 3-1-1 青少年成長歷程研究八波調查項目 

時程 Wave 1 Wave 2 Wave 3 Wave 4 Wave 5 Wave 6 Wave 7 Wave 8

調查

時程 

1996 

國一 

1997 

國二 

1998 

國三 

1999 

高一 

2000 

高二 

2001 

高三 

2002 

大一 

2003 

大二 

學生  
        

貳、抽樣程序與研究對象 

該計劃抽樣原則採分層比例隨機抽樣，第一階段先抽選學校，依照台北市

12 個行政區各區學校比例，各抽出二至四所學校不等；第二階段再從各抽樣學

校中依學生人數比例抽出一至二個班級，計抽出三十三所國中、四十四個班級、

1,434 個國一學生為樣本，各階段學校班級被抽取機率皆相等，且使樣本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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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母體。 

此青少年追蹤調查研究採一年一次貫時性追蹤研究，以 1996 年秋季入學的

台北市 86 所公私立的國一學生為研究對象，此資料連續追蹤固定樣本，重複測

量八波青少年身心狀況與多方面的八年間發展。本研究主要使用受訪學生於國一

至大二期間八個時期間點的調查資料，追蹤調查以「自填」資料為主，輔以「面

訪」及「電訪」方式實施。 

參與第一波（1996）及第二波（1997 年）調查研究有完成學生問卷 1,434 份。

其中，共有 1,354 名學生，參與這兩次的問卷施測，同一樣本之完訪率高達 94%

左右。第三波（1998）完訪樣本數為 1449 份，三年皆有完成的學生樣本數亦在

九成左右。第四波（1999）完訪 1182 份，其中共有 1104 個學生已接受四年的訪

問，四年皆在樣本中的比例達八成左右。第五波（2000）學生問卷共完成 1094

份，完訪率達七成五以上。第六波（2001）完訪 1139 份，第七波（2002）完訪

1034 份，第八波（2003）完訪 666 份，其中 636 個學生（男生 257 人、女生 379

人）皆接受八波調查，完訪率為四成五左右。 

本研究主要運用國一至高二以及大二共六波的調查資料，在此六波中皆有接

受譆調查有效樣本 644 位（男生 259 人、女生 385 人）。 

表 3-1-2 青少年成長歷程研究參與八波調查之完訪情況   

時程 Wave 1 Wave 2 Wave 3 Wave 4 Wave 5 Wave 6 Wave 7 Wave 8

調查時程 1996 

國一 

1997 

國二 

1998 

國三 

1999 

高一 

2000 

高二 

2001 

高三 

2002 

大一 

2003 

大二 

參與人數 1,434 1,354 1,449 1,182 1,094 1,139 1,034 666 

連續有參與

的完訪率 
---- 94% 90% 85% 76% 70% 68% 45% 

註：以上連續有參與的完訪率為概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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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之資料來源為「青少年藥物濫用之起因：一個社會學習模式」研究計

劃之長期縱貫調查資料（行政院國家衛生研究院經費補助，吳齊殷主持，

1996-2003）。由 1996 年至 2003 年間進行了八年調查。調查資料分為父母卷及

子女卷，本研究運用國一至高二以及大二，共六波的由學生完成的「子女卷」調

查資料，僅家庭經濟資源變項運用子女國一時由父母完成的「父母卷」。表 3-1-1

呈現各研究變項所使用調查資料的情況，家庭脈絡變項包括 aA 家庭壓力事件的

父母婚姻不和諧和父母婚狀況；bB 家庭資源的家庭經濟資源和家庭情感資；cC

資源知覺的知覺經濟狀況和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等變項，主要採用子女國一至大

二時期等其中六波調查資料，以國一至高二資料為預測變項，高二心理福祉為中

介變項和大二心理福祉為主要依變項。以探討青少年期家庭脈絡變項對高二及大

二時期心理福祉發展的影響。 

 

表3- 2-1 研究變項在八波問卷調查資料運用情況 

變項 Wave 1 Wave 2 Wave 3 Wave 4 Wave 5 Wave 6 Wave 7 Wave 8

調查時程 1996 

國一 

1997 

國二 

1998 

國三 

1999 

高一 

2000 

高二 

2001 

高三 

2002 

大一 

2003 

大二 

aA1父母婚姻不和諧         
aA2 父母婚姻狀況         
bB1 家庭經濟資源  

(父母卷) 
       

bB2 家庭情感資源         
bB 1 知覺家庭經濟

狀況         

cC2 知覺與父母關

係滿意         

xX 心理福祉         
註：本研究之完整題項參考附錄一 

 

以下就本研究運用「青少年追蹤調查研究」資料庫，從八年學生問卷調查資

料中依研究目的、研究設計及研究變項選擇題項。以下敘述各研究變項題項之處

理過程。包括「家庭壓力事件」、「家庭經濟資源」、「家庭情感資源」、「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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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家庭經濟狀況」、「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及「心理福祉」等家庭脈絡和個體

心理福祉發展的關係等五部份。 

壹、「aA」家庭壓力事件 

一、aA1 父母婚姻不和諧 

父母婚姻不和諧是子女評父母婚姻衝突的情形。子女覺得父母常常意見不合

或吵架的情況，  

在國一、國二、國三學生調查問卷題目測量，測量題目為「再想想他們是不

是常常意見不合或吵架？（請圈選）」，反應項目為：「1=常常」、「2=有時候」、

「3=偶爾」、「4=從未」，給 1 分至 4 分。在國中三年的父母婚姻衝突情形，形

成潛在變項「aA1 父母婚姻不和諧」。 

二、aA2 父母婚姻狀況 

在父母婚姻狀況方面之認定為，在「國二」、「國三」、「高一」三個時間

點的學生量表中的題項：「你爸爸媽媽的婚姻狀況為何？」圈選「爸爸媽媽已經

離婚」、「爸爸媽媽分居」以及「爸媽已離婚但仍同居」者，另外在「高二」的

學生量表中的另一題項：「過去一年內，下列事情發生過嗎？父母離婚或分居。」

圈選「有」的，皆編碼為 1：父母離婚。 

父母維持婚姻之認定為：在「國二」、「國三」、「高一」、「高三」四個

時間點的學生量表中的題項：「你爸爸媽媽的婚姻狀況為何？」圈選「爸爸媽媽

住在一起」，以及在「高二」、「大一」、「大二」三個時間點的學生量表中的

題項：「過去一年內，下列事情發生過嗎？父母離婚或分居。」圈選「沒有」者。

即在子女八波問卷調查中，皆一致填答「父母維持婚姻」者，皆編碼為 0：父母

維持婚姻。 

刪除樣本：在「大一」和「大二」兩個時間點的學生量表中的題項：「過去

一年內，下列事情發生過嗎？父母離婚或分居。」圈選「有」，該樣本在大學時

才經歷父母離婚者，共有 12 位。另外，在國一至高二期間任一調查時間點填答

父母婚姻狀況，有再婚或是父母任一方死亡者共 7 位，予以刪除。因為研究中中

介變項為高二心理福祉，因為不宜以高三至大二期間才發生的離婚事件來作為預

測變項，預測發生在先的高二心理福祉，所以把高三至大二經歷父母離婚的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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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   

所以自國一至大二父母維持婚姻子女有 551 位；國一至高二經歷父母離婚子

女共有 93 位，而父母離婚的子女年齡與子女高二、大二的心理苦惱與自尊滿意

沒有相關存在，相關係數介於.09~.14（p>.10），所以本樣本離婚家庭子女父母

離婚時間與子女心理福祉沒相關存在（參考 Amato & Sobolewski, 2001: 907）。 

三、不同婚姻互動家庭(不同家庭脈絡) 

有關家庭壓力事件—父母婚姻不和諧與父母婚姻狀況（是否維持婚姻），在

研究中轉化為不同父母婚姻互動家庭，擬探討在不同父母婚姻互動是子女成長的

家庭脈絡，把子女的不同成長經歷分為「和諧家庭」、「不和諧家庭」和「離婚

家庭」三類家庭，以下分別說明變項處理過程。 

運用家庭壓力事件變項的訊息把樣本分為「和諧家庭」、「不和諧家庭」和

「離婚家庭」，第一類為父母一直維持婚姻而且在國中三年各年間子女評父母的

婚姻衝突程度皆低於二分(含)，或僅有一年在二分以上，這稱為「和諧家庭」樣

本數 466 人。 

第二類為在國中三年間任兩次或以上調查中，子女評父母婚姻衝突分數在兩

分以上，其中雖有 36 位樣本在調查過程中父母離婚，因為考慮子女在國中時期

所經歷父母婚姻不和諧的經驗，所以仍歸入此歸類中，所以經歷父母「婚姻不和

諧」子女的樣本數為 147 人。 

第三類為經歷父母親離婚，在國一至高二期間任一調查時間點填答父母離婚

而且之後沒有再婚者、父母死亡者，並刪除在高三至大二才經歷父母離婚的樣本

12 位，歸為「離婚家庭」樣本數 93 人。 

貳、「bB」家庭資源—家庭經濟資源和家庭情感資源 

一、bB1 家庭經濟資源--家庭每月收入、父親教育程度和母親教育程度 

家庭經濟資源--包括「家庭每月收入」、「父親教育程度」及「母親教育程

度」。在子女「國一時」父母問卷中有關家庭個人、配偶教育程度及每月總收入

的訊息。 

家庭每月總收入金額：以受訪者自行填上次金額為之，以千元為單位，以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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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變項處理。 

父親教育程度和母親教育程度：本研究參考 Hollingshead 和 Redlich（1958）

對社會地位指數方法中將教育程度的分等為：（1）小學及以下；（2）國中；（3） 

高中職；（4）專科；（5）大學及大學以上等五類，分別以權數 1,2,3,4,5 處理，

轉化成連續變項（引自 Chou, 1995）。 

二、bB2 家庭情感資源—四波父母親情感支持 

家庭情感資源指子女認為父母親對自己所表達之幫助、了解及關愛之情況。

在五波學生調查問卷題目分別測量子女感受父親情感支持和母親情感支持情

形，「國一」提供題項共 16 題、「國二」提供的題項 16 題、「國三」提供的題

項 16 題、「高二」提供的題項 10 題。測量題目為「回想上個月，當你和媽媽/

爸爸一起聊天或做事情時，媽媽/爸爸對你的態度如何？（請圈選）」，各年調

查題如表 3-2-2： 

表 3-2-2 父母情感支持各年問卷題目  

題目 國 
一 

國
二 

國
三 

高
二

(1)會問你對重要事情的看法。     

(2)仔細聆聽你的看法或想法。     

(3)設法讓你了解她/他很關心你。     

(4)表現出疼愛你和關心你的樣子。     

(5)設法讓你知道她/他欣賞你－你的想法，或你的行為。     

(6)幫助你完成重要的事情。     

(7)聊到有趣的事情時會開懷大笑。     

(8)表現出支持你和了解你的樣子。     

反應項目為：「1=沒有」、「2=幾乎沒有」、「3=不太常」、「4=有一半

時間」、「5=常常」、「6=幾乎總是」、「7=總是」，各題項分別給 1 分至 7

分。本研究自把「父情感支持」與「母情感支持」分開加總，國一、國二和國三

的父母情感支持資料，因總題數為 16 題，若漏答 3 題（含）以上，則視為廢卷，

把漏答≦2，則將實際填答題數加總，再除以填答題數，得答題平均分數（國一

至國三父母情感支持漏答>2 的介於 0.8%~3.1%）。高二的父母情感支持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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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總題數為 10 題，若漏答 2 題（含）以上，則視為廢卷，把漏答≦1，則將實際

填答題數加總，再除以填答題數，得答題平均分數（高二父母情感支持漏答>1

的介於 1.92%~4.1%）。大二的父母情感支持資料，因總題數為 6 題，若有漏答

任 1 題，則視為廢卷，則將實際填答題數加總，再除以填答題數，得答題平均分

數。例如：A 國二卷漏答一題，所以僅 15 題加總再除以 15，得 A 父母情感支持

題平均數。獲得各年的題平均值，分數越高表示父母情感支持越高。 

獲得五波的父親支持題平均和五波母親支支持題平均，進行 Pearson 積差相

關，各年父和母情感支持相關為，國一時γ= .87、國二時γ= .81、國三時γ= .78、

高二時γ= .85、大二時γ= .65，整體γ值介於.65~.87 之間，所以父、母親情感

支持有共線性的情形，不適合分閞兩個變項來處理。 

「父母情感支持」是本研究把各年父親情感支持的題平均加上母親情感支持

的題平均除以二，獲得五波的父母親情感支持，分數越高表示父母親情感支持越

好，並以潛在變項處理為「家庭情感資源」。 

本研究在「離婚家庭」樣本中有一些樣本可能是因為已經沒有與同住或其他

原因，沒有「父情感支持」或「母情感支持」的分數，離婚家庭樣本中，自國一

至大二僅有一方家長情感支持分數的比例介於 6.66%~27.67%，那該年父母情感

支持則以有完成的情感支持分數代表。如某 A 國三時僅完成「母親情感支持」

題項，那該年的「父母親感支持」分數就以「母親情感支持」代替。 

「父母情感支持」各年量表的信度分別為：國一的α= .93、國二的α= .95、

國三的α= .95、高二的α= .92 和大二的α= .85，各年家庭情感資源量表之信度

介於.85~.95 之間，信度良好。   

參、「cC」資源知覺—知覺家庭經濟狀況和知覺與父母關滿意 

一、cC1 知覺家庭經濟狀況 

知覺家庭經濟狀況是子女評感受家庭的經濟是否有貧窮感受。在國三、高一

學生調查問卷題目測量，測量題目為「你覺得，你家目前的經濟狀況如何？（請

圈選）」，反應項目為：「1=非常富裕」、「2=富裕」、「3=小康」、「4=清

寒」、「5=貧窮」，給 1 分至 5 分。在國中兩年的知覺家庭經濟狀況，形成潛在

變項「cC1 知範家庭經濟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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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cC1 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 

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家庭情感資源子女感受自己與父、母關係的滿意程度。

在「國二」、「國三」、「高二」三波學生調查問卷題目測量知覺與父母關係滿

意，測量題目兩題為「你滿不滿意和爸爸之間的關係？」、「你滿不滿意和媽媽

之間的關係？」 

反應項目為：「1=很不滿意」、「2=不滿意」、「3=滿意」、「4=很滿意」，

各題項分別給 1 分至 4 分，分數越高越滿意。 

把獲得三波的與父親關係滿意和三波與母親關係滿意，進行 Pearson 積差相

關，各年與父和與母情關係滿意相關為，國二時γ= .66、國三時γ= .70、高二時

γ= .82，整體γ值介於.66~.82 之間，所以與父、與母關係滿意有共線性的情形，

不適合分閞兩個變項來處理。 

各年分開把「知覺與父親關係滿意」得分加上「知覺與母親關係滿意」除以

二，獲得三波的「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分數越高表示感受與父母關係越滿意，

並以潛在變項處理為「知覺父母關係滿意」。 

肆、「xX」子女心理福祉 

本研究參考 Andrews 和 Withey（1976）認為主觀幸福包括正向及負向情感

兩部分，較能完整的解釋心理福祉。正向情感為自尊滿足，負向情感為心理苦惱。 

一、（xX1）心理苦惱 

本研究對心理苦惱的測量指標，參考吳齊殷（2003、2007）研究中運用題項

是參考 Derogatis（1983）一項名為 The Symptom Checklist-90-Revised（SCL-90_R）

的測量量表，本研究運用「高二」和「大二」跨越兩個測量，各年運用共同的

16 題。測量題目為：過去一個星期，你有沒有下列不舒服的情形？不舒服的程

度如何？（1）頭痛、（2）頭暈、（3）不想活了、（4）孤獨、（5）鬱卒（6）

擔心過度、（7）肌肉酸痛、（8）失眠、不易入睡、（9）身體某些部位感到麻

木或是針刺、（10）好像有東西卡在喉嚨、（11）感覺身體某些部位虛弱、（12）

很想要去毆打、傷害別人、（13）一大早就醒了，想再睡又睡不著、（14）睡眠

不安穩或一直醒過來、（15）常常和別人爭吵及（16）尖聲大叫或摔東西。反應

項目為：「1= 沒有」、「2= 有，有點」、「3= 有，普通」、「4= 有，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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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5= 有，很嚴重」，各題項分別為 1 分至 5 分，分數加總後，各年的心理

苦惱資料，總題數為 16 題，若漏答超過 3 題（含），則視為廢卷，把漏答≦2，

則將實際填答題數加總，再除以填答題數，得答題平均分數（各年漏答>2 的介

於 0%~0.45%）。例如：A 漏答一題，所以僅 15 題加總再除以 15，得 A 心理苦

惱題平均數。獲得各年的題平均值，分數越高表示心理苦惱愈嚴重。 

二、（xX2）自尊滿足 

自尊滿足：個體對自我感受的全面性評價，包括了自我接納、自我價值、自

我形象等。青少年期，是個體最重要時機，去發展他們是誰、他們如何與別人的

差別的自我感受，人們自尊的最初級意義來自家人對他們所做的反應評價與符號

互動（Rosenberg, 1979）。 

本研究參考 Sobolewski 和 Amato（2005; 2007）研究中對自尊滿足的定義測

量題項，認為自尊滿足是源自於個人對自身價值之歸屬而且是心理適應的核心元

素。在調查問卷中挑選題目，本研究運用「高二」和「大二」兩個測量，各年皆

有 14 題。測量題目為：有關你本人的描述，你同不同意？ (1)我沒有辦法解決

自己的某些問題； (2)有時候我會有受到壓迫的感覺；(3)我沒有辦法控制發生在

我身上的事；(4)未來的一切操之在我；(5)我沒有辦法改變很多的重要事情；(6)

我是個有價值/有用的人；(7)我有很多優點；(8)我是個失敗者；(9)我可以把事情

做得和大多數人一樣好；(10)我沒有很多值得驕傲的事情；(11)我用積極樂觀的

態度看待我自己；(12)我很滿意我自己；(13)我有時候覺得自己很沒有用(14)有時

候我會認為自己一無是處。 

反應項目為：「1= 很不同意」、「2= 不同意」、「3= 不確定」、「4= 同

意」以及「5= 很同意」，原來調查的答項中有「不適用」，本研究以 missing data

處理。把各題項給分別為 1 分至 5 分，分數加總後，各年的自尊滿足資料，總題

數為 14 題，若漏答超過 3 題（含），則視為廢卷，把漏答≦2，則將實際填答題

數加總，再除以填答題數，得答題平均分數（各年漏答>2 的介於 0%~0.45%）。

例如：A 漏答 1 題，所以僅 13 題加總再除以 13，得 A 自尊滿足題平均數。獲得

各年的題平均值，分數越高表示自尊滿足情形愈好。 

各年量表的信度分別為：國二的α= .83、國三的α= .85、高二的α= .86 和

大二的α= .89，各年自尊滿足量表之信度介於.83~.89 之間，可見所挑選之題目

合適，信度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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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架構與假設 

研究目的的需要，以下把研究架構圖與研究假設同時討論，本研究以本研究

以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EM)統計方式針對所提出之「影響大

學生心理福祉線性結構方程模式」進行適配度進行評鑑。以下就各研究架構圖說

明研究假設。 

壹、研究架構 

本研究在透過雙重 ABC-X 家庭壓力理論與文獻的探討確認重要因素後，本

研究所提出的研究架構如圖 3-1-1，主要探討「家庭壓力事件」、「家庭經濟資

源」、「家庭情感資源」、「知覺家庭經濟狀況」、「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及

「心理福祉」等家庭脈絡和個體心理福祉發展的關係。 

 

 

圖 3-3-1 雙重 ABC-X 家庭壓力理論的心理福祉發展影響模式研究架構圖 

（一）預測變項 

家庭壓力事件：為父母婚姻互動兩種狀況， 「aA1 父母婚姻不和諧」：子

女國一、國二、國三評父母婚姻衝突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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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2 父母婚姻狀況」：父母自國一至高二維持婚姻或離婚的狀況。 

「bB1 家庭經濟資源」：子女國三時提供有關家庭每月收入、父親教育程度

和母親教育程度的資料。 

「bB2 父母情感資源」：父母情感資源子女國一、國二、國三、高一時的父

母情感支持，本身為「aA1 父母婚姻不和諧」、「aA2 父母婚姻狀況」和「bB1

家庭經濟資源」的依變項。 

「cC1 知覺家庭經濟狀況」：子女國三、高一時評知覺家庭經濟狀況是否貧

窮，本身為「bB1 家庭經濟資源」的依變項。 

「cC2 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子女國二、國三、高一時評與父母關係的滿

意程度，本身為「bB2 家庭情感資源」的依變項。 

（二）中介變項 

「心理福祉(高二)」為子女高二時心理福祉，心理福祉由兩個核心變項作為

測量指標，包括子女在高二時評的正負向情感「心理苦惱（高二）」和「自尊滿

足（大二）」，本身為預測變項的依變項。 

（三）依變項 

xX「心理福祉(大二)」為子女大學時的心理福祉，心理福祉由兩個核心變項

作為測量指標，包括子女在大二時評的正負向情感「心理苦惱」和「自尊滿足」。

本研究將分別分析「心理苦惱（高二）」和「自尊滿足（大二）」。 

貳、研究假設 

假設一：父母婚姻不和諧和父母婚姻狀況透過家庭情感資源、知覺與父母關係滿

足，對子女心理福祉（心理苦惱和自尊滿足）發展有影響力。 

假設二：家庭經濟資源透過家庭情感資源、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與知覺家庭經濟

狀況對子女心理福祉發展有影響力。 

假設三：父母婚姻不和諧、父母婚姻狀況、家庭經濟資源、家庭情感資源、知覺

家庭經濟狀況及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有效解釋子女心理福祉發展。 

 

假設四：雙重 ABC-X 家庭壓力理論的心理福祉發展影響模式在不同婚姻互動家



 

 

 

56

庭內皆有理論性。（參見圖 3-3-2） 

4-1 雙重 ABC-X 家庭壓力理論的心理福祉發展影響模式在「和諧家庭」內

有良好模式適配性。 

4-2 雙重 ABC-X 家庭壓力理論的心理福祉發展影響模式在「不和諧家庭」

內有良好模式適配性。 

4-3 雙重 ABC-X 家庭壓力理論的心理福祉發展影響模式在「離婚家庭」內

有良好模式適配性。 

假設五：在不同婚姻互動家庭中，家庭資源和家庭資源知覺等對子女心理福祉發

展的影響力有差異存在，而在「不和諧家庭」和「離婚家庭」資源對心理福祉的

影響力較大。 

 

 

圖 3-3-2 不同家庭脈絡的影響大學生心理福祉線性結構方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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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料處理與分析    

本研究分析之調查資料為重複樣本之貫時性追蹤研究資料，貫時性資料最大

的優點是有二次以上之觀察時間點，所以可以從不同時期的資料來比較整體樣本

之變化情況。本研究以 SPSS.15.0 版 for windows 及 Amos7.0 版統計軟體為進行

各項統計分析。首先以 SPSS.15.0 版 for windows 進行描述統計，分析大學生跨

越八年家庭脈絡變項的之分佈情形及積差相關。本研究採用 Amos7.0 版統計軟

體進行結構方程模式驗證。以下分別說明採用統計方式加以說明： 

一、信度分析 

SPSS.15.0 版 for windows 對各年的「父母親情感支持」及「自尊滿足」等

變項進行內部一致性 Cronbach α信度分析。 

二、描述性統計 

基本資料描述部分，SPSS.15.0 版 for windows 分別以次數分配、百分比、

平均數、標準差呈現研究變項的概況，包括：「父母婚姻衝突」、「父母婚姻狀

況」、「家庭經濟資源」、「家庭情感資源」、「知覺家庭經濟狀況」、「知覺

與父母關係滿意」、高二及大二「心理福祉」等變項的平均數，百分比和標準差。 

三、皮爾遜積差相關 

SPSS.15.0 版 for windows 進行皮爾遜積差相關，分析「父母婚姻狀況」、

高二及大二「心理福祉」等觀察變項，以及「父母婚姻衝突」、「家庭經濟資源」、

「家庭情感資源」、「知覺家庭經濟狀況」、「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等潛在變

項各年觀察變項之間的關連。 

四、結構方程模型 

本研究運用 Amos 7.0 版進行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EM)

統計方式針對所提出之「影響大學生心理福祉線性結構方程模式」進行適配度進

行評鑑的估計，參數以「最大概似法」（maximum likelihood; ML）作估計，本

研究將提供χ2（chi-square）值、CFI 與 RMSEA 作為模型的適合度指標，另外，

本研究的結果以標準化係數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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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 是一種可以用來處理變項間因果關係的統計方法，融合了因素分析

(factor analysis)以及徑路分析(path analysis)兩種統計技術。Mulaik 和 James(1995)

認為 SEM 是一種呈現客觀狀態(objective status of affairs)的數學模式。從統計的

語言來說，SEM 是用來檢定有關於觀察變項(observed variables)與潛在變項

(latent variables)之間假設關係的一種全包式統計取向（Hoyle, 1995）。Jöreskog

（2000）認為 SEM 方法學具有下列的優點：(1)SEM 能檢定潛在變項間的因果

關係間複雜假設；(2)SEM 將許多多變項的統計方法整合成單一分析架構；

(3)SEM 可以呈現潛在變項間的效果與潛在變項在觀察變項上的效果；(4)SEM 

可以用來檢定所選定的假設。邱皓政（2002）認為 SEM 具有以下的優點： 

1.可將項目分析的概念融合於因素結構的檢測中。 

2.可檢定個別項目的測量誤差，並且將測量誤差從項目的變異量中抽離出

來，使得因素負荷量具有較高的精確度。 

3.可依據理論，預先設定項目放置於哪一個因素中，或哪幾個因素中。 

4.可依據理論，設定某些因素之間具有或不具有相關，甚至於將這些相關設

定為相等的關係。 

5.可對整體因素模式做統計的評估，來瞭解理論所建構的因素模式與所蒐集

資料問的符合程度。所以說，SEM 是一種理論模式檢定(theory-testing)的統計方

法。 

SEM 具有理論的先驗性、整合多種統計方法、同時處理測量與分析問題、

重視多重指標的運用的這些特質比徑路分析基本假定所造成的限制更適合用來

同時處理一系列依變項之間的關係，因此目前廣泛應用於社會與行為科學方面的

研究。鑑於這些優點，本研究在探究處理變項間結構模式關係時，採取 SEM 統

計法。 

（一）以結構方程模式進行驗證性因素分析(com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檢驗潛在變項因素結構模式的適合度。 

（二）以線性結構方程模式對「影響大學生心理福祉線性結構方程模式」(圖

3-1-1)進行適合度之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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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線性結構方程模式對「雙重 ABC-X 家庭壓力理論的心理福祉發展

影響模式」(圖 3-1-2)進行適合度之評鑑並進行多母群同時分析比較不同婚姻互動

家庭之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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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論 

本章將首先探討影響心理福祉發展的結構方程模式；探討加入家庭經濟資

源、家庭情感資源知覺經濟狀況、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對心理福祉發展的影響機

制；再分析比較不同家庭—和諧家庭、不和諧家庭與離婚家庭大學生心理福祉發

展的差異。 

第一節 大學生家庭脈絡與心理福祉基本資料分析 

壹、研究樣本家庭脈絡與心理福祉變項分配情形 

在本研究中家庭脈絡變項，以家庭壓力理論所建構之研究架構來說明，Aa

家庭壓力事件以下將從不同婚姻互動成長歷程出發，探討子女家庭脈絡變項的描

述統計分析。首先就大學生的家庭脈絡變項進行描述統計，包括：aA 家庭壓力

事件--「父母婚姻狀況」為是否維持婚姻和「父母婚姻不和諧」情況； bB 家庭

資源—包括「家庭經濟資源」和「家庭情感資源」cC 知覺家庭資源—包括「知

覺家庭經濟狀況」和「知覺父母關係滿意」；xX 心理福祉—包括「心理苦惱」

和「自尊滿足」，以下將從不同婚姻互動成長歷程出發，探討子女家庭脈絡變項

的描述統計分析各年分佈情形作描述。 

一、aA 家庭壓力事件 

（一）aA1 父母婚姻不和諧 

在子女評父母婚姻不和諧方面，子女覺得父母常常意見不合或吵架的情況，在

國一、國二和國三時期的平均數（ x ）分別為 1.95、2.16、2.31，標準差（
∧

s ）分別

為.71、.74、.78。子女評父母親的意見不合或吵架情況，隨著年後的增加有平均

數有越來越高的趨勢，越接近理論中點。三次的標準差分數來看，在國三的個別

差異稍為大一些。 

（二） aA2 父母婚姻狀況 

在父母婚姻狀況方面，自國一至大二的調查中父母皆維持婚姻的有 85.56%

佔樣本的大多數，自國一至高二調查資料中填答父母有離婚發生，且沒有再婚的

家庭佔 14.44%。 



 

 

 

61

表 4-1-1 家庭壓力事件描述統計摘要表 

項目 最低分 最高分 Mean SD 

aA1 父母婚姻不和諧     
 1.想想他們是不是常常意見不合或吵架？國一 1 4 1.95 .72 
 2.想想他們是不是常常意見不合或吵架？國二 1 4 2.16 .74 
 3.想想他們是不是常常意見不合或吵架？國三 1 4 2.31 .78 

項目 n 百分比 

aA2 父母婚姻狀況   
 1.父母維持婚姻(子女國一至大二期間) 551 85.56 
 2.父母離婚 93 14.44 

以下各家庭脈絡背景變項，把研究樣本分為三類家庭分別作描述，運用以上

家庭壓力事件變項的訊息把樣本分為「和諧家庭」、「不和諧家庭」和「離婚家

庭」，第一類為父母一直維持婚姻而且在國中三年各年間子女評父母的婚姻衝突

程度皆低於二分(含)，或僅有一年在二分以上，這稱為「和諧家庭」樣本數 440

人。 

第二類為在國中三年間任兩次或以上調查中，子女評父母婚姻衝突分數在兩

分以上，其中雖有 36 位樣本在調查過程中父母離婚，因為考慮子女在國中時期

所經歷父母婚姻不和諧的經驗，所以仍歸入此歸類中，所以經歷父母「婚姻不和

諧」子女的樣本數為 147 人。 

第三類為經歷父母親離婚，在國一至高二期間任一調查時間點填答父母離婚

而且之後沒有再婚者、父母死亡者，並刪除在高三至大二才經歷父母離婚的樣本

12 位，歸為「離婚家庭」樣本數 93 人。 

以下就不同婚姻互動之家庭經濟和家庭資源知覺的分配情形作說明（表

4-1-2）。 

二、bB 家庭資源 

（一）bB1 家庭經濟資源 

在父親教育程度方面，「和諧家庭」的父親以大學及大學以上學歷居多，佔

43.18%，其次為國小及以下教育程度，佔 15.45%；「不和諧家庭」以大學及大

學以上佔 38.03%，其次為高中(職)和國小及以下學歷，皆佔 17.69%，「離婚家

庭」的父親也以大學及大學以上學歷居多，佔 30.11%，其次為高中（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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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度，佔 18.28%。 

在母親教育程度方面，「和諧家庭」之母親的教育程度分配頗為平均，其中

以大學及大學以上學歷居多，佔 30.68%，其次為專科學歷，佔 17.95%，「不和

諧家庭」以大學及大學以上居多佔 36.61%，其次為國小及以下教育程度，佔

21.77%，「離婚家庭」以大學及大學以上居多，佔 31.18%，其次為國小及以下

教育程度，佔 22.58%。 

在家庭每月總收入方面，「和諧家庭」每月總收入平均數為 78420 元，「不

和諧家庭」每月總收入平均數為 66520 元，「離婚家庭」每月總收入平均數為

55040 元，以和諧家庭平均收入最高，最低為離婚家庭。從代表離婚情形的標準

差來看，和諧家庭個別差異最大，離婚家庭個別差異最小。 

（二）bB2 家庭情感資源 

在家庭情感資源方面，由跨越五年四個測量點的父母親情感支持為測量指

標，「和諧家庭」的平均數由國一至大二介於 3.10 至 4.70 之間，「不和諧家庭」

平均數由國一至大二介於 2.82 至 4.15 之間，「離婚家庭」平均數由國一至大二

介於 2.87 至 4.33 之間，大體看來，隨著孩子的年齡增長，三類家庭的父母的情

感支持都有下降的趨勢，三類家庭子女於高二時期的父母情感支持平均數低明顯

低於子女於國一、國二和國三的測量點。 

三、cC 知覺家庭資源 

（一） cC1 知覺家庭經濟狀況 

在知覺家庭經濟狀況方面：「和諧家庭」中，孩子知覺家庭經濟狀況的平均

數由國三的平均 2.04 降至高二的 2.02；「不和諧家庭」中，孩子知覺家庭經濟

狀況的平均數由國三的平均 2.15 降至高二的 2.07；「離婚家庭」中，孩子知覺

家庭經濟狀況的平均數由國三的平均 2.16 降至高二的 2.11。也就是說，隨著孩

子的年齡增長，三類家庭的子女知覺的家庭經濟狀況貧窮的感受都呈下降的趨

勢，即子女高二時反而較國三覺得家裡經濟較富裕。另外，離婚家庭和不和諧家

庭子女國二時知覺的家庭經濟狀況較貧窮一些，不和諧家庭在高二時知覺經濟狀

況與和諧家庭子女差不多。 

（二）cC2 知覺父母關係滿意 

知覺父母關係滿意方面：由跨越三年三個測量點的知覺父母關係滿意為測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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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和諧家庭」的平均數由國二至高二介於 3.34 至 3.38 之間，「不和諧家

庭」平均數由國二至高二介於 3.00 至 3.22 之間，「離婚家庭」平均數由國二至

高二介於 2.93 至 3.07 之間，大體看來，三類家庭中，隨著孩子的年齡增長，其

知覺與父母的關係滿意有上升的趨勢。而不和諧家庭與離婚家庭子女評與父母關

係滿意的分數較和諧家庭低。 

四、xX 心理福祉 

（一）心理苦惱 

表 4-1-2 列出跨越高中二年級和大學二的 2 個時間點數據資料，以下呈現不

同婚姻互動大學生的心理苦惱的平均數（ x ）與標準差（
∧

s ）。「和諧家庭」的

逐年平均數分別為由高二的 1.39 升至大二的 1.46，從平均數看三年來呈小幅的

增加一點，標準差也從.39 增加到.42，大二的個別差異較高二大。「不和諧家庭」

的逐年平均數分別為由高二的 1.46 升至大二的 1.56，從平均數看三年來呈增加

的狀態，標準差也從.40 增加到.48，大二的個別差異較高二大。「離婚家庭」的

逐年平均數分別為由高二的 1.42 升至大二的 1.56，從平均數看三年來也有增加，

標準差也從.46 增加到.54，大二的個別差異較高二大。從上述的平均數看來，大

二的孩子比高二的孩子心理更多苦惱，從標準差看來，大二孩子心理苦惱的個別

差異狀況，也比高二的孩子更大。而不和諧家庭與離婚家庭高二、大二心理苦惱

的平均數皆高於和諧家庭子女。 

（二）自尊滿足 

表 4-1-2 列出自尊滿足的平均數（ x ）與標準差（
∧

s ）。「和諧家庭」中高

二和大二孩子的自尊滿足平均數皆為 3.35，標準差則從.49 增加到.57，大二的個

別差異較高二大。「不和諧家庭」中高二孩子的自尊滿足為 3.21，大二則為 3.19，

差距甚小，但標準差則從.25 增加到.61，大二的個別差異顯然較高二大。「離婚

家庭」中高二和大二孩子的自尊滿足平均數皆為 3.26，標準差則從.51 增加到.65，

大二的個別差異也較高二大。從上述的平均數看來，高二和大二的孩子平均自尊

滿足的水準幾近相同，但從標準差看來，大二孩子自尊滿足的個別差異狀況顯然

比高二的孩子大。而不和諧家庭與離婚家庭高二、大二自尊滿足的平均數稍為低

於和諧家庭子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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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不同婚姻互動家庭各變項的描述統計摘要表 

父母婚姻和諧

（n=440） 
父母婚姻不和諧

（n=147） 
父母離婚   
（n=93） 

項目 

N % n % n % 
Bb1 家庭經濟資源       
父親：教育程度       
 1.國小及以下  68 15.45 26 17.69 15 16.13 
 2.國中 50 11.36 23 15.65 9 9.68 
 3. 高中（職） 64 14.54 26 17.69 17 18.28 
 4. 專科 35 7.95 11 7.48 10 10.75 
 5. 大學及大學以上 190 43.18 50 38.03 28 30.11 
 Missing 33 7.50 11 7.48 14 15.05 
母親：教育程度       
 1.國小及以下  68 15.45 32 21.77 21 22.58 
 2.國中 69 15.68 20 13.60 13 13.98 
 3. 高中（職） 76 17.27 25 17.01 13 13.98 
 4. 專科 79 17.95 17 11.56 11 11.83 
 5. 大學及大學以上 135 30.68 45 30.61 29 31.18 
 Missing 13 2.95 8 5.44 6 6.45 
        

父母婚姻和諧

（n=440） 
父母婚姻不和諧

（n=147） 
父母離婚   
（n=93） 

項目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 標準差

Bb1 家庭經濟資源       
家庭每月總收入（千元） 78.42 48.38 66.52 41.68 55.04 41.04 

Bb2 家庭情感資源  
 父母親情感支持（國一） 4.67 1.39 4.15 1.28 4.33 1.37 
 父母親情感支持（國二） 4.70 1.47 4.09 1.29 4.10 1.46 
 父母親情感支持（國三） 4.33 1.34 3.90 1.32 3.96 1.54 
 父母親情感支持（高二） 3.10 .83 2.82 0.87 2.87 .84 

cC1 知覺家庭經濟狀況  
 知覺經濟狀況（國三） 2.04 .25 2.15 .49 2.16 .52 
 知覺經濟狀況（高二） 2.02 .13 2.07 .31 2.11 .39 

cC2 父母關係滿意  
父母關係滿意（國二） 3.37 .68 3.00 .59 2.93 .68 
父母關係滿意（國三） 3.34 .58 3.04 .68 2.97 .72 
父母關係滿意（高二） 3.38 .51 3.22 .58 3.07 .60 

xX1 心理苦惱  
心理苦惱（高二） 1.39 .39 1.46 .40 1.42 .46 
心理苦惱（大二） 1.46 .42 1.56 .48 1.56 .54 

xX2 自尊滿足  
自尊滿足（高二） 3.35 .49 3.21 .25 3.26 .51 
自尊滿足（大二） 3.35 .57 3.19 .61 3.26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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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樣本家庭脈絡與家庭福祉變項相關情形 

研究者由表 4-1-3 所呈現的數據，依序分析三種不同婚姻互動家庭中，各個

核心變項間的關聯性。 

一、首先，在「和諧家庭」中，各個核心變項間的關聯性分析結果如下： 

（一）bB1 家庭經濟資源與 bB2 家庭情感資源的關聯性 

在和諧家庭方面：「家庭經濟資源」各層面（包括父親教育程度、母親教育

程度和家庭每月總收入）和各時期的「家庭情感資源」（包括國一時的父母支持、

國二時的父母支持、國三時的父母支持和高二時的父母支持）皆呈顯著的正相

關。其中，父親的教育程度愈高，各年級的父母支持也愈高（ r 介

於 .18~.30,p ≤ .01）；母親的教育程度愈高，各年級的父母支持也愈高（r 介

於 .10~.25,p ≤ .05）；家庭每月總收入愈高，各年級的父母支持也愈高（r 介

於.13~.23,p≤ .05）。 

在不和諧家庭方面：「家庭經濟資源」各層面（包括父親教育程度、母親教

育程度和家庭每月總收入）和各時期的「家庭情感資源」（包括國一時的父母支

持、國二時的父母支持、國三時的父母支持和高二時的父母支持）的關聯性中，

只有父親的教育程度和國二及國三時的父母支持達顯著的正相關（r 分別為.21

和.22,p≤ .05），其餘皆沒有顯著的相關（r 介於.04~.16, p≥ .05）。 

在離婚家庭方面：「家庭經濟資源」各層面（包括父親教育程度、母親教育

程度和家庭每月總收入）和各時期的「家庭情感資源」（包括國一時的父母支持、

國二時的父母支持、國三時的父母支持和高二時的父母支持）的關聯性中，只有

父親的教育程度和國一、國二及國三時的父母支持達顯著的正相關（r 介

於.24~.36,p≤ .05），其餘皆沒有顯著的相關（r 介於.06~.21, p≥ .05）。 

（二）bB1 家庭經濟資源與 cC1 知覺經濟狀況（貧窮）的關聯性 

在和諧家庭方面：「家庭經濟資源」各層面和各時期的「知覺經濟狀況」（包

括國三時知覺家庭的經濟狀況和高一時知覺家庭的經濟狀況）呈負相關，其中，

和國三時知覺的經濟狀況達到顯著的負相關（p≤ .05），表示在和諧家庭中，家庭

經濟資源愈好，知覺家庭的經濟狀況也愈佳。從表 4-1-1 可見，家庭經濟資源各

層面和國三時知覺的家庭經濟狀況皆達顯著的負相關（r 介於-.10~-.14,p≤ .05）；

表示父親教育程度愈高者、母親教育程度愈高者，或家庭每月總收入愈多者，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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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三時知覺的家庭經濟狀況也顯著地愈好。家庭經濟資源各層面和高一時知覺的

經濟狀況也呈現負相關，但未達顯著（r 介於-.07~-.08）。 

在不和諧家庭方面：「家庭經濟資源」各層面和各時期的「知覺經濟狀況」

（包括國三時知覺家庭的經濟狀況和高一時知覺家庭的經濟狀況）呈顯著的負相

關（r 介於-.23~-.31,p≤ .01），表示在不和諧家庭中，父親教育程度愈高、母親教

育程度愈高、或家庭每月總收入愈好，各時期知覺家庭的經濟狀況也都顯著地愈

佳。 

在離婚家庭方面：「家庭經濟資源」各層面和各時期的「知覺經濟狀況」（包

括國三時知覺家庭的經濟狀況和高一時知覺家庭的經濟狀況）呈顯著的負相關（r

介於-.24~-.33,p≤ .05），表示在離婚家庭中，父親教育程度愈高、母親教育程度愈

高、或家庭每月總收入愈好，各時期知覺家庭的經濟狀況也都顯著地愈佳。 

 

（三）bB2 家庭情感資源與 cC2 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的關聯性 

在和諧家庭方面：各時期的「家庭情感資源」和各時期的「知覺與父母關係

滿意」（包括國二時的父母關係、國三時的父母關係和高二時的父母關係）皆呈

正相關，其中，除了國一時的父母支持和高二時的父母關係未達顯著外，其餘皆

達顯著（p≤ .01）。更進一步分析，國一時的父母支持愈高，國二和國三時對父母

的關係滿意也顯著地愈高（r 介於.37~.40,p≤ .01），但和高二時對的父母關係滿意

則沒有顯著的正相關（r=.09,p≥ .05）。國二時的父母支持愈高者，也是各時期對

父母的關係滿意愈高者（r 介於.13~.51,p≤ .01）。國三時的父母支持愈高者，也是

各時期對父母的關係滿意愈高者（r 介於.20~.50,p≤ .01）。高二時的父母支持愈高

者，也是各時期對父母的關係滿意愈高者（r 介於.17~.40,p≤ .01）。 

在不和諧家庭方面：各時期的「家庭情感資源」和各時期的「父母關係滿意」

（包括國二時的父母關係、國三時的父母關係和高二時的父母關係）皆呈正相

關，其中，除了國一時的父母支持和國三及高二時的父母關係未達顯著外，其餘

皆達顯著（p≤ .01）。更進一步分析，國一時的父母支持愈高，國二時對父母的關

係滿意也顯著地愈高（r=.29,p≤ .01），但和國三與高二時對父母的關係滿意則沒

有顯著的正相關（r 介於.14~.15,p≥ .05）。國二時父母支持愈高者，也是各時期對

父母的關係滿意愈高者（r 介於.32~.57,p≤ .01）。國三時父母支持愈高，也是各時

期對父母的關係滿意愈高者（r 介於.37~.49,p≤ .01）。高二時的父母支持愈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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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各時期對父母的關係滿意愈高者（r 介於.23~.30,p≤ .01）。 

在離婚家庭方面：各時期的「家庭情感資源」和各時期的「父母關係滿意」

（包括國二時的父母關係、國三時的父母關係和高二時的父母關係）皆呈正相

關，其中，除了國一和國二時的父母支持與高二時的父母關係未達顯著外，其餘

皆達顯著（p≤ .01）。更進一步分析，國一時的父母支持愈高，國二和國三時對父

母的關係滿意也顯著地愈高（r 介於.23~.30,p≤ .05），但和高一時對父母的關係滿

意則沒有顯著的正相關（r=.02,p≥ .05）。國二時父母支持愈高者，國二和國三時

期對父母的關係滿意也愈高（r 介於.43~.44,p≤ .01），但和高一時對父母的關係滿

意則沒有顯著的正相關（r=.16,p≥ .05）。國三時父母的支持愈高者，也是各時期

對父母的關係滿意愈高者（r 介於.34~.52,p≤ .01）。高二時的父母支持愈高者，也

是各時期對父母的關係滿意愈高者（r 介於.25~.46,p≤ .05）。 

（四）bB1 家庭經濟資源與高二時心理福祉(心理苦惱、自尊滿足)的關聯性 

在和諧家庭方面：「家庭經濟資源」各層面（包括父親教育程度、母親教育

程度和家庭每月總收入）和「高二時心理福祉」（包括高二時的心理苦惱和高二

時的自尊滿足）間都沒有顯著的相關（r 介於-.02~.10, p≥ .05）。 

在不和諧家庭方面：在不和諧家庭中，「家庭經濟資源」各層面（包括父親

教育程度、母親教育程度和家庭每月總收入）和「高二時心理福祉」（包括高二

時的心理苦惱和高二時的自尊滿足）間都沒有顯著的相關（r 介於-.11~.06, 

p≥ .05）。 

在離婚家庭方面：在離婚家庭中，「家庭經濟資源」各層面（包括父親教育

程度、母親教育程度和家庭每月總收入）和「高二時心理福祉」（包括高二時的

心理苦惱和高二時的自尊滿足）間都沒有顯著的相關（r 介於-.05~-.07, p≥ .05）。 

（五）bB2 家庭情感資源與高二時心理福祉(心理苦惱、自尊滿足)的關聯性 

在和諧家庭方面：各時期的「家庭情感資源」和高二時的心理苦惱呈負相關，

其中，高二時的父母支持和高二時的心理苦惱達到顯著的負相關

（r=-.14,p≤ .01），表示高二時的父母支持愈高，其心理苦惱也愈少。另外，各時

期的「家庭情感資源」和高二時的自尊滿足皆達到顯著的正相關（ r 介

於.22~.27,p≤ .05），表示各時期的父母支持愈高，其高二時的自尊滿足也愈高。 

在不和諧家庭方面：各時期的「家庭情感資源」和高二時的心理苦惱呈負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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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但都沒有達到顯著水準（r 介於-.09~.16, p≥ .05）。另外，各時期的「家庭情

感資源」和高二時的自尊滿足的關聯性中，唯有高二時的父母支持和高二時的自

尊滿足達到顯著的正相關（r=.29,p≤ .01），表示高二時期的父母支持愈高，其高

二時的自尊滿足也顯著地愈高。 

在離婚家庭方面：各時期的「家庭情感資源」和高二時的心理苦惱呈負相關，

其中，高二時的父母支持和高二時的心理苦惱達到顯著的負相關

（r=-.31,p≤ .05），表示高二時的父母支持愈高，其心理苦惱也愈少。另外，各時

期的「家庭情感資源」和高二時的自尊滿足的關聯性中，國二和高二時的父母支

持與高二時的自尊滿足達到顯著的正相關（r 分別為.34 和.32,p≤ .01），表示國二

和高二時期的父母支持愈高，其高二時的自尊滿足也顯著地愈高。 

（六）cC1 知覺經濟狀況與高二時心理福祉(心理苦惱、自尊滿足)的關聯性 

在和諧家庭方面：各時期知覺家庭的經濟狀況和高二時的心理苦惱沒有顯著

的關聯（r 介於-.08~.03, p≥ .05）。另外，各時期知覺家庭的經濟狀況和高二時的

自尊滿足也沒有顯著的關係（r 介於-.07~.00, p≥ .05）。 

在不和諧家庭方面：在不和諧家庭中，各時期知覺家庭的經濟狀況和高二時

的心理苦惱沒有顯著的關聯（r 介於-.09~.06, p≥ .05）。另外，各時期知覺家庭的

經濟狀況和高二時的自尊滿足也沒有顯著的關係（r 介於-.14~-.15, p≥ .05）。 

在離婚家庭方面：在離婚家庭中，各時期知覺家庭的經濟狀況和高二時的心

理苦惱沒有顯著的關聯（r 介於.01~.07, p≥ .05）。另外，各時期知覺家庭的經濟

狀況和高二時的自尊滿足則有顯著的負相關（r 分別為-.29 和-.37, p≤ .05），表示

國三和高一所知覺的家庭經濟狀況愈好，高二時的自尊滿足也愈佳。 

（七）cC2 父母關係滿意與高二時心理福祉(心理苦惱、自尊滿足)的關聯性 

在和諧家庭方面：各時期的「父母關係滿意」和高二時的心理苦惱呈顯著的

負相關（r 介於-.16~-.20,p≤ .01），表示各時期對父母的關係愈滿意，其高二時的

心理苦惱也愈少。另外，各時期的「父母關係滿意」和高二時的自尊滿足皆達到

顯著的正相關（r 介於.18~.20,p≤ .05），表示各時期對父母的關係愈滿意，其高

二時的自尊滿足也愈高。 

在不和諧家庭方面：在不和諧家庭中，各時期的「父母關係滿意」和高二時

的心理苦惱皆呈負相關，其中，國三時期對父母的關係滿意與高二時期的心理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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惱達到顯著的負相關（r=-.18,p≤ .05），表示國三時期對父母的關係愈滿意，其高

二時的心理苦惱也愈少。另外，各時期的「父母關係滿意」和高二時的自尊滿足

皆達到顯著的正相關（r 介於.18~.23,p≤ .01），表示國二、國三和高一時期對父母

的關係愈滿意者，其高二時的自尊滿足也愈高。 

在離婚家庭方面：在離婚家庭中，各時期的「父母關係滿意」和高二時的心

理苦惱皆呈負相關，其中，國三和高一時期對父母的關係滿意與高二時期的心理

苦惱達到顯著的負相關（r 分別為-.44 和-.22,p≤ .05），表示國三時期和高一時期

對父母的關係愈滿意者，其高二時的心理苦惱也愈少。另外，各時期的「父母關

係滿意」和高二時的自尊滿足皆呈現正相關，其中，國三和高一時期對父母的關

係滿意與高二時期的自尊滿足達到顯著的正相關（r 分別為.33~.35,p≤ .01），表示

國三及高一時期對父母的關係愈滿意者，其高二時的自尊滿足也愈高。 

（八）高二時心理苦惱與大二時心理苦惱的關聯性 

在和諧家庭方面：高二時心理苦惱與大二時心理苦惱呈顯著的正相關

（r=.41,p≤ .01），表示高二時心理愈苦惱者，大二時心理也愈苦惱。 

在不和諧家庭方面：高二時心理苦惱與大二時心理苦惱呈顯著的正相關

（r=.52,p≤ .01），表示高二時心理愈苦惱者，大二時心理也愈苦惱。 

在離婚家庭方面：高二時心理苦惱與大二時心理苦惱呈顯著的正相關

（r=.68,p≤ .01），表示高二時心理愈苦惱者，大二時心理也愈苦惱。 

（九）高二時自尊滿足與大二時自尊滿足的關聯性 

在和諧家庭方面：高二時自尊滿足與大二時自尊滿足呈顯著的正相關

（r=.54,p≤ .01），表示高二時自尊滿足愈高者，大二時自尊滿足也愈高。 

在不和諧家庭方面：高二時自尊滿足與大二時自尊滿足呈顯著的正相關

（r=.58,p≤ .01），表示高二時自尊滿足愈高者，大二時自尊滿足也愈高。 

在離婚家庭方面：高二時自尊滿足與大二時自尊滿足呈顯著的正相關

（r=.59,p≤ .01），表示高二時自尊滿足愈高者，大二時自尊滿足也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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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心理苦惱與自尊滿足的關聯性 

在和諧家庭方面：綜合看來，心理苦惱與自尊滿足皆呈顯著的負相關（r 介

於-.17~-.39,p≤ .05）。表示各時期心理苦惱愈少者，其各時期自尊滿足也顯著地

愈高；或者說，各時期自尊滿足愈高者，其各時期的心理苦惱也顯著地愈少。 

在不和諧家庭方面：綜合看來，高二時期的心理苦惱與高二或大二時期的自

尊滿足皆呈顯著的負相關（r 介於-.30~-.31,p≤ .01）。表示高二時期心理苦惱愈少

者，也是高二或大二時期自尊滿足愈高者。此外，大二時的心理苦惱與大二時的

自尊滿足也呈顯著的負相關（r=-.40,p≤ .01），表示大二時期的心理苦惱愈少者，

也是大二時期的自尊滿足愈高者。 

在離婚家庭方面：綜合看來，心理苦惱與自尊滿足皆呈顯著的負相關（r 介

於-.29~-.44,p≤ .05）。表示各時期心理苦惱愈少者，其各時期自尊滿足也顯著地

愈高；或者說，各時期自尊滿足愈高者，其各時期的心理苦惱也顯著地愈少。 

四、變項相關綜論 

一、在 bB1 家庭經濟資源與 bB2 家庭情感資源的關聯性方面 

在「和諧家庭」中，父親的教育程度愈高，各年的父母支持也愈高；母親的

教育程度愈高，各年級的父母支持也愈高；家庭每月總收入愈高，各年級的父母

支持也愈高。但在「不和諧家庭」中，只有父親的教育程度和國二及國三時的父

母支持達顯著的正相關。而在「離婚家庭」中，亦只有父親的教育程度和國一、

國二及國三時的父母支持達顯著的正相關，其餘皆沒有顯著的相關與「不和諧家

庭」有類似的情況。 

這表示在和諧家庭中，父母的教育程度與家庭收入與父母對孩子的情感支持

有正向關聯，但在衝突家庭中，只有父親的教育程度愈高，父母愈能在情感上支

持他的孩子，父母對孩子的情感支持與母親教育程度沒有關係。父母對孩子的情

感支持也不受家境好壞的影響。也就是說，在不和諧家庭、離婚家庭中，父親的

教育程度愈高，父母對孩子的情感支持也愈高，反之也愈低；但在衝突家庭與離

婚家庭中，母親教育程度與父母親對孩子的情感支持卻沒有關係。 

二、在 cC1 知覺經濟狀況與高二時心理福祉(自尊滿足)的關聯性 

在和諧和不和諧家庭中，各時期知覺家庭的經濟狀況和高二時的自尊滿足也

沒有顯著的關係，但在離婚家庭中卻有顯著的負相關，表示在離婚家庭中，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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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覺的家庭經濟狀況愈好，其自尊滿足也愈高。可見孩子自覺的經濟狀況在對離

婚家庭的孩子有其影響力，和諧和不和諧家庭中的孩子，不像離婚家庭的孩子那

般看重家庭的經濟狀況，或許也漸接顯示孩子能感受父母離婚後所產生的經濟壓

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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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各家庭脈絡變項之相關矩陣摘要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父親教育程

度 
------                

2.母親教育程

度 
.70** 
.75** 
.66** 

------               

3.家庭每月總

收入 
.36** 
.44** 
.34** 

.42** 

.50** 

.49** 

------              

4.父母支持 

（國一） 

.21** 

.16 

.24* 

.17** 

.09 

.07 

.13* 

.08 

.09 

------             

5.父母支持 

（國二） 

.26** 

.21* 

.33** 

.25** 

.12 

.12 

.14** 

.16 

.06 

.59** 

.53** 

.47** 

------            

6.父母支持 

（國三） 

.30** 

.22* 

.36** 

.22** 

.15 

.20 

.23** 

.16 

.21 

.56* 

.52** 

.45** 

.70** 

.72** 

.67** 

------           

7.父母支持 

（高二） 

.18** 

.15 

.19 

.10* 

.12 

.10 

.16** 

.04 

.21 

.44** 

.41** 

.38** 

.50** 

.44** 

.39** 

.57** 

.50** 

.57** 

------          

8.知覺經濟狀

況(國三) 
-.14** 
-.24** 
-.27* 

-.16** 
-.26** 
-.24* 

-.10* 
-.31** 
-.24* 

-.14** 
-.17* 
-.29** 

-.13* 
-.09 
-.15 

-.12* 
-.15 
-.15 

-.04 
-.13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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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9.知覺經濟狀

況(高一) 
-.08 
-.25** 
-.29* 

-.08 
-.28** 
-.33** 

-.07 
-.23* 
-.29* 

-.21** 
-.11 
-.22 

-.20** 
-.23** 
-.20 

-.20** 
-.20* 
-.25* 

.08 
-.20* 
-.22 

.43** 

.56** 

.57** 

------        

10.父母關係滿

足(國二) 
.06 
-.04 
-.00 

.11* 
-.13 
-.09 

.05 

.05 
-.05 

.37** 

.29** 

.30** 

.51** 

.57** 

.44** 

.33** 

.47** 

.48** 

.22** 

.23** 

.41** 

-.04 
.09 
.01 

-.19** 
-.03 
-.04 

------       

11.父母關係滿

足(國三) 
.07 
-.06 
.03 

.04 
-.09 
-.08 

.10 

.05 

.03 

.40** 

.15 

.23* 

.44** 

.46** 

.43** 

.50** 

.49** 

.52** 

.40** 

.28** 

.46** 

-.05 
.09 
-.10 

-.21** 
-.07 
-.11 

.57** 

.58** 

.63** 

------      

12.父母關係滿

足(高二) 
-.04 
-.01 
.00 

-.03 
-.02 
-.00 

.03 

.11 

.03 

.09 

.14 

.02 

.13** 

.32** 

.16 

.20** 

.37** 

.34** 

.17** 

.30** 

.25* 

-.08 
.09 
-.11 

-.10* 
.03 
-.14 

.24** 

.44** 

.44** 

.32** 

.53** 

.53** 

------     

13.自尊滿足 
(高二) 

.02 
-.06 
.01 

-.01 
-.11 
.04 

-.02 
-.10 
-.08 

.22** 

.09 

.10 

.27* 

.13 

.34** 

.24* 

.08 

.16 

.26** 

.29** 

.32** 

-.07 
-.15 
-.29* 

.00 
-.14 
-.37** 

.18** 

.18* 

.22 

.19** 

.23** 

.33** 

.20** 

.22** 

.35** 

------    

14.自尊滿足 
(大二) 

.09 
-.06 
-.02 

.07 
-.10 
-.01 

.06 
-.11 
.02 

.19** 

.10 

.29** 

.30** 

.16* 

.32** 

.24** 

.14 

.18 

.24** 

.17 

.27* 

-.07 
-.11 
-.25* 

-.05 
-.11 
-.16 

.19** 

.18* 

.25* 

.20** 

.24** 

.31** 

.10* 

.24** 
-.22 

.54** 

.58** 

.59** 

------   

15.心理苦惱 
(高二) 

.09 

.06 
-.05 

.04 

.05 
-.07 

.10 
-.00 
-.07 

-.11 
.16 
-.15 

-.08 
.05 
-.21 

-.07 
.01 
-.18 

-.14** 
-.09 
-.31* 

-.08 
-.09 
.01 

.03 

.06 

.07 

-.20** 
-.11 
-.21 

-.16** 
-.18* 
-.44** 

-.19** 
-.09 
-.22* 

-.39** 
-.31** 
-.44** 

-.17** 
-.30** 
-.34** 

------  

16.心理苦惱 
(大二) 

-.04 
.03 
-.02 

-.03 
.06 
-.01 

-.05 
-.05 
-.06 

-.11* 
-.07 
-.16 

-.10* 
-.11 
-.13 

-.03 
-.13 
-.10 

-.06 
-.02 
-.09 

-.02 
.00 
.12 

-.05 
.09 
.12 

-.19** 
-.22** 
-.14 

-.06 
-.31** 
-.30** 

-.12* 
-.27** 
.16 

-.28** 
-.12 
-.29* 

-.36** 
-.40** 
-.44** 

.41** 

.52** 

.68** 

------ 

*p< .05, **p< .01,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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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家庭脈絡中壓力事件與大學生心理福祉發展 

本研究選擇家庭發展歷程中影響子女心理福祉的重大事件—父母婚姻互

動。父母婚姻互動包括父母婚姻不和諧和父母離婚，討論這些父母婚姻關係的壓

力事件對大學生心理福祉發展的影響。國外的研究結果發現父母婚姻不和諧與離

婚對子女有不同的影響，在國內仍沒有累積相關的研究結果，本研究欲探討國外

的研究結果在國內的適用性，並運用長期研究資料探討台灣家庭婚姻互動對子女

發展的影情形。以下以雙重 ABC-X 家庭壓力模式的理論觀點，探討子女自國中

時期中父母持續的婚姻衝突、父母離婚、家庭經濟資源、不同時期的父母情感支

持、不同時期對知覺家庭經濟狀況和青少年時的心理福祉等因子對子女大學時期

心理福祉的主要效果的影響模式。 

壹、潛在變項的測量模式 

本研究首先以結構方程模式適合度評鑑進行初階驗證性因素分析，來檢驗五

個潛在變項的建構效度，潛在變項測量模式參數估計值整理如表 4-2-1，最後一

欄標準化參數估計值表示的是因素負荷量、相關係數或誤差係數。就 15 個測量

指標變項而言，其標準化的參數估計值為因素負荷量；潛在變項共變間的關係為

二者間的相關係數；由 e1 至 e15 為測量指標變項的誤差變異量，標準化參數估

計值之測量誤差的數值等於 1- R2。 

在表 4-2-1 模式估計摘要表中得知：40 個估計值中，除設為固定參數五個外

（為參數指標，無法估計標準誤），除了 aA1 父母婚姻不和諧和 bB1 家庭經濟

資源兩潛在變項的相關係數、bB1 家庭經濟資源和 cC2 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兩潛

在變項的相關係數，兩組的相關未達顯著水準，其餘估計參數都達顯著水準

（p<.05）。此外，模式中非標準化參數估計值中沒有出現負的誤差變異數，而

每個估計參數的標準誤均很小，唯家庭每月總收入的誤差值標準誤數值頗大。 

潛在變項的參數間相關的絕對值都未太接近 1，介於.09-.70 之間，皆為可接

受之範圍，這代表這些潛在變項所測量到的特質彼此間的相關程度適中，彼此間

沒有共線性的問題。所以這些家庭壓力理論模式中各變項的參數的內在品質佳。 

在圖 4-2-1 亦呈現潛在變項的初階因素分析的「Lambda-X」矩陣即為觀察變

項的因素負荷量（λ1 至λ15），十五個測量指標的因素負荷量界於.46 至.84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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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其中一個觀察變項「關係滿意(高一)」稍為小於.50，其餘的λ值皆大於.50，

而小於.95，表示基本適配指標理想。潛在因素一「aA1 父母婚姻不和諧」的三

個測量指標的因素負荷值分別為.63、.77、.74；潛在因素二「bB1 家庭經濟資源」

的三個測量指標的因素負荷值分別為.85、.83、.51；潛在因素三「bB2 家情感資

源」的四個測量指標的因素負荷值分別為.67、.84、.84、64；潛在因素四「cC1

知覺經濟狀況」的兩個測量指標的因素負荷值分別為.68、.75；潛在因素五「cC2

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的三個測量指標的因素負荷值分別為.74、.82、.46。而 e1

至 e15 最左邊的測量誤差值等於 1- R2（因素負荷值的平方），表示潛在變項無

法對測量指標變項解釋的變異量，數值愈大，表示測量誤差值愈大，在結構方程

模式中為 e1 至 e15 的變異量。 

檢驗的模式圖 4-2-1：進行各潛在變項之驗證性因素分析，「潛在變項的初

階因素模式圖(標準化解)」的考驗結果，模型的適合度為：χ2= 為 190.43（df= 80, 

p< .001），χ2 值與自由度的比值為 2.38，小於 3；CFI= .96，大於.9；RMSEA=.05，

此值不大於.05，模型的三個基本適配指標均達到檢核標準，表示資料與模型的

適配度非常良好（good fit），沒有違反模式辨認規則。 

綜上所述，歸納基本的適合標準、整體模式適合度的評鑑結果，整體適合度

算是不錯，潛在變項的因素模式內在品質佳。 

 

表 4-2-1 潛在變項的測量模式參數估計摘要表 

參數 
非標準化
參數估計

值 
標準誤 t 值 R2 標準化參數

估計值 

1.婚姻衝突(國一) <--- aA1(λ1) 1.00 ----- ----- .39 .62 

2.婚姻衝突(國二) <--- aA1 (λ2) 1.27 .10 12.67*** .59 .77 

3.婚姻衝突(國三) <--- aA1 (λ3) 1.29 .10 12.69*** .55 .74 

4.父親教育程度 <--- bB1 (λ4) 1.00 ----- ----- .71 .84 

5.母親教育程度 <--- bB1 (λ5) .94 .06 15.47*** .70 .83 

6.家庭每月總收入 <--- bB1 (λ6) 18.08 1.62 11.16*** .26 .51 

7.父母支持(國一) <--- bB2 (λ7) 1.00 ----- ----- .45 .67 

8.父母支持(國二) <--- bB2 (λ8) 1.32 .08 17.27*** .70 .84 

9.父母支持(國三) <--- bB2 (λ9) 1.27 .07 17.38*** .71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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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數 
非標準化
參數估計

值 
標準誤 t 值 R2 標準化參數

估計值 

10.父母支持(高二) <--- bB2 (λ10) .59 .04 13.56*** .40 .64 

11.經濟狀況(國三) <--- cC1 (λ11) 1.45 .23 6.17*** .46 .68 

12.經濟狀況(高一) <--- cC1 (λ12) 1.00 ----- ----- .56 .75 

13.關係滿意(國二) <--- cC2 (λ13) .90 .05 16.53*** .55 .74 

14.關係滿意(國三) <--- cC2 (λ14) 1.00 ----- ----- .67 .82 

15.關係滿意(高一) <--- cC2 (λ15) .47 .05 10.26*** .21 .46 

16.     bB1 <--> aA1 -.05 .03 -1.69  -.09 

17.     bB2  <--> aA1  -.11 .02 -5.01***  -.27 

18.     cC1  <--> aA1  .01 .01 2.11*  .12 

19.     cC2  <--> aA1  -.10 .01 -7.35***  -.45 

20.     bB2 <--> bB1 .44 .06 6.75***  .36 

21.     cC1  <--> bB1  -.07 .01 -5.24***  -.32 

22.     cC2  <--> bB1 .05 .03 1.41  .07 

23.     cC1  <--> bB2  -.04 .01 -4.97***  -.29 

24.     cC2 <--> bB2  .33 .03 10.51***  .70 

25.     cC2  <--> cC1  -.02 .01 -3.08**  -.16 

26.     e1   .31 .02 14.00***  .61 

27.     e2   .22 .02 9.43***  .41 

28.     e3   .27 .03 10.52***  .55 

29.     e4   .70 .10 6.65***  .28 

30.     e5   .68 .09 7.19***  .30 

31.    e6   1646.37 106.42 15.47***  .74 

32.    e7   1.05 .07 15.42***  .55 

33.    e8   .63 .05 11.44***  .30 

34.    e9   .55 .05 11.11***  .29 

35.   e10   .43 .03 15.34***  .60 

36.   e11   .06 .01 6.81***  .54 

37.   e12   .02 .01 4.80***  .44 

38.   e13   .17 .01 12.23***  .44 

39.   e14   .13 .01 9.12***  .33 

40.   e15   .23 .01 16.23***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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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χ2 = 190.43 (n = 644), df = 80 (p = .00), CFI =96, RMSEA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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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2-1 潛在變項的初階因素模式圖(標準化解) 

貳、家庭壓力事件對心理福祉的影響 

本研究首先以整體樣本，探討家庭壓力事件、家庭資源與知覺家庭資源對大

學生心理福祉影響，提出的線性結構方程模式，分析結果如圖 4-2-2，根據此標

準化的結構方程模式分析結果圖可深入探討變項間的彼此關係，茲將結果分析敘

述如下： 



 

 

 

78

一、對大學生心理苦惱的影響 

圖 4-2-2 結構方程式之分析，為整體樣本自國一至大二時期進行多次的追蹤

資料，有效樣本為 644 人。家庭資源和資源知覺對子女心理苦惱發展影響模型的

估計值。家庭壓力事件、家庭資源和知覺家庭資源對大學生心理苦惱的影響模式

的適合度為：χ2= 349.97（df=124） χ2 與自由度的比值為 2.83 小於 3、CFI= .93，

大於.9；RMSEA=.05，此值不大於.05，模型的三個基本適配指標均達到檢核標

準，表示資料與模型的適配度非常良好（good fit）。 

（一）變項間的直接效果 

在表 4-2-2 呈現家庭壓力事件、家庭資源和知覺家庭資源對心理苦惱影響之

直接效果，分析結果如下： 

資源之間的影響效果，「aA1 父母婚姻不和諧」、「aA2 父母婚姻狀況」、「bB1

家庭經濟資源」對「bB2 家庭情感資源」的直接效果值分別為-.27（p<.001）、-.04

（p>.05）、.32（p<.001），其統計考驗顯示「aA1 父母婚姻不和諧」、「bB1 家庭

經濟資源」兩個數值達顯著水準，「aA2 父母婚姻狀況」的β值未達顯著水準；「bB1

家庭經濟資源」對「cC1 知覺經濟狀況」有直接效果（β= -.33，p<.001）；「bB2

家庭情感資源」對「cC2 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有直接效果（β= .70，p<.001）。 

資源對心理苦惱的影響效果，「aA1 父母婚姻不和諧」對「心理苦心(高二)」有

直接效果存在（β= .14，p<.01），而「aA2 父母婚姻狀況」對「心理苦心(高二)」

的直接效果沒有達顯著水準（β= .04，p>.05）；「bB1 家庭經濟資源」、「bB2

家庭情感資源」、「cC1 知覺經濟狀況」、「cC2 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對「心理苦惱

(高二)」的直接效果值分別為-.05（p>.05）、.10（p>.05）、-.02（p>.05）、-.34

（p<.001），其統計考驗顯示前三個數值未達顯著水準，僅「cC2 知覺與父母關係

滿意」的β值達顯著水準；「心理苦惱(高二)」對「心理苦惱(大二)」有直接效果（β

= .48，p<.001）。 

綜合來看，可以從幾方面對圖 4-2-2 進行解讀。首先從家庭壓力事件來看，

「父母婚姻不和諧」與「父母婚姻關係」對「高二心理苦惱」有負面影響力，只

有父母婚姻不和諧達顯著水準，換言之，父母婚姻衝突越多，子女高二是心理苦

惱表現越嚴重，然而，父母是否離婚，對子女高二時心理苦惱沒有影響力。 

而家庭壓力事件中「父母婚姻不和諧」與「父母婚姻狀況」對「家庭情感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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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有負向影響力，只有父母婚姻不和諧達顯著水準，換言之，父母婚姻衝突越

多，子女感受父母親的關愛支持就越少，然而，父母是否離婚，對父母情感支持

沒有影響力，這樣的結果值得注意，本研究中「父母婚姻不和諧」的資料是來自

子女國一、國二、國三時期三次測量指標，其中調查樣本的父母可能在調查過程

中離婚，這些樣本仍然提供了其父母的婚姻衝突情況，所以如果子女同時經歷「父

母婚姻衝突」和「父母離婚」此兩件家庭壓力事件，從本研究結果發現，父母持

續的婚姻衝突反而更能預測子女獲得的情感支持更少。 

第二，兩類家庭資源與兩類知覺家庭資源的關係來看，家庭經濟資源對家庭

情感資源有正向的直接效果，即家庭的收入、父母親教育程度對父母親給與子女

的情感支持有正面的意義，教育程度越高、家庭每月收入越多，父母親對子女的

關心支持越多。家庭經濟資源對知覺經濟狀況有直接效果，即家庭收入越高、父

母教育程度越高，子女越不會覺得家庭經濟狀態貧窮，可以說家庭經濟的客觀情

況與子女對家庭經濟的主觀感受是直接的關係。另外，家庭情感資源對子女感受

與父母關係的滿意情況有正向直接效果，即是，父母對子女提供越多的支持、關

心，子女感受與父母的關係越滿意。 

心理苦惱方面，家庭經濟資源、家庭情感資源、知覺家庭經濟狀況和知覺與

父母關係滿足四方面，其中只有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對子女高二時心理苦惱有正

面的影響力，即是當子女越滿意自己與父母的關係時，子女在高二時的心理苦惱

就越少。高二時心理苦惱的表現越多的學生，在大二時心理苦惱表現也越多。 

表 4-2-2 影響心理苦惱的結構方程模式的標準化直接效果摘要表 

潛在自變項  潛在依變項 直接效果(標準化) P 

aA1 父母婚姻不和諧  bB2 家庭情感資源 -.27 *** 

aA2 父母婚姻狀況  bB2 家庭情感資源 -.04 .322 

bB1 家庭經濟資源  bB2 家庭情感資源 .32 *** 

bB1 家庭經濟資源  cC1 知覺經濟狀況 -.33 *** 

bB2 家庭情感資源  cC2 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 .70 *** 

aA1 父母婚姻不和諧  心理苦惱(高二) .14 ** 

aA2 父母婚姻狀況  心理苦惱(高二) .04 .398 

bB1 家庭經濟資源  心理苦惱(高二) .05 .342 

bB2 家庭情感資源  心理苦惱(高二) .10 .190 

cC1 知覺經濟狀況  心理苦惱(高二) -.02 .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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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自變項  潛在依變項 直接效果(標準化) P 

cC2 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  心理苦惱(高二) -.34 *** 

心理苦惱(高二)  心理苦惱(大二) .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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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變項間的間接效果 

在表 4-2-3 影響心理苦惱之間接效果，結果分析說明如下： 

在變項間的間接效果方面，「父母婚姻不和諧」與「父母婚姻狀況」透過「家

庭情感資源」再透過「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對「心理苦惱(高二)」的間接效果

值分別為.06(-.27×.70×-.34)與.01(-.04×.70×-.34)；「家庭經濟資源」透過「知覺經

濟狀況」對「心理苦惱(高二)」的間接效果值-.01(-.33×-.02)；「家庭經濟資源」

透過「家庭情感資源」再透過「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對「心理苦惱(高二)」的

間接效果值-.08(.32×.70×-.34)；「家庭經濟資源」透過「家庭情感資源」對「心

理苦惱(高二)」的間接效果值.03(.32×.10)；「家庭情感資源」透過「知覺與父母

關係滿意」對「心理苦惱(高二)」的間接效果值為-.24(.70×-.34)。 

這些數字顯示，在家庭壓力事件方面：的父母婚姻狀況對子女高中時的心理

苦惱的間接影響力幾乎沒有效果存在，而父母婚姻不和諧對子女心理苦惱亦僅有

微弱的影響力。在家庭經濟資源方面：「家庭經濟資源」透過「知覺經濟狀況」

對「心理苦惱(高二)」的間接效果是極徵的即家庭收入、父母教育程度雖減少子

女感受家庭經濟狀況的貧窮感，但是對子女高中的心理苦惱的影響力非常微小；

反而，「家庭經濟資源」透過「家庭情感資源」再透過「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

對「心理苦惱(高二)」的間接效果較多，其影響力除了大於透過「知覺經濟狀況」

為高，更比「家庭經濟資源」對「心理苦惱(高二)」直接效果(參考表 4-2-2)更有

影響力，即是家庭收入、父母親教育情度越高，父母對子女的關心支持越多，而

子女感受到自己與父母關係更滿意，而可以減少子女心理苦惱表現。 

「家庭情感資源」方面，父母親對子女的關心支持越多，子女知覺與父母關

係滿意越好，從而減少子女心理苦惱表現這樣的間接效果大於「家庭情感資源」

對「心理苦惱(高二)」的直接影響力。 

國高中時期的資源與資源的知覺等對「心理苦惱(大二)」的間接效果方面：

「家庭經濟資源」透過「心理苦惱(高二)」對「心理苦惱(大二)的間接效果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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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02(.05×.48)；「知覺經濟狀況」透過「心理苦惱(高二)」對「心理苦惱(大二)

的間接效果值為.01(-.02×.48)；「家庭情感資源」透過「心理苦惱(高二)」對「心

理苦惱(大二)的間接效果值為.05(.10×.48)；「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透過「心理

苦惱(高二)」對「心理苦惱(大二)的間接效果值為.16(-.34×.48)。所以家庭經濟資

源、子女知覺家庭經濟狀況、父母對子女的情感支持、關心等對子女大學時的心

理苦惱間接效果非常微弱，在青少年期，子女知覺與父母關係的滿意，對子女進

入大學後的心理苦惱反而有更強的間接效果存在，即子女在青少年期感受滿意自

己與父母之間的關係除了直接減少高中時的心理苦惱，亦會間接的減少子女大學

時期的心理苦惱。 

表 4-2-3 影響心理苦惱的結構方程模式的間接效果摘要表 

潛在自變項  潛在中介變項 潛在依變項 間接效果 

aA1 父母婚姻不和諧 

 
 
bB2 家庭情感資源  

cC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
心理苦惱(高二) .06 

aA2 父母婚姻狀況  

 
 
bB2 家庭情感資源  

cC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
心理苦惱(高二) .01 

bB1 家庭經濟資源  
bB2 家庭情感資源  

cC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
心理苦惱(高二) -.08 

bB1 家庭經濟資源  bB2 家庭情感資源  心理苦惱(高二) .03 

bB2 家庭情感資源  cC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 心理苦惱(高二) -.24 

bB1 家庭經濟資源  cC1 知覺經濟狀況 心理苦惱(高二) -.01 

bB1 家庭經濟資源  心理苦惱(高二) 心理苦惱(大二) .02 

bB2 家庭情感資源  心理苦惱(高二) 心理苦惱(大二) .05 

cC1 知覺經濟狀況  心理苦惱(高二) 心理苦惱(大二) -.01 

cC2 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  心理苦惱(高二) 心理苦惱(大二)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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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變項的解釋量 

在圖 4-2-2 呈現兩個主要依變項可被解釋變異量上，「aA1 父母婚姻不和

諧」、aA2 父母婚姻狀況」、「bB1 家庭經濟資源」、「bB2 家庭情感資源」、

「cC1 知覺經濟狀況」、「cC2 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可以解釋「心理苦惱(高二)」

總變異量的 8%，解釋量接近一成。而「aA1 父母婚姻不和諧」、aA2 父母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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狀況」、「bB1 家庭經濟資源」、「bB2 家庭情感資源」、「cC1 知覺經濟狀況」、

「cC2 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心理苦惱(高二)」可以解釋「心理苦惱(大二)」

總變異量的 23%，解釋量兩成多，解釋量尚佳。 

 

 

 

 

 

 

 

χ2 = 348.56 (n = 644), df = 123 (p = .00), CFI =93, RMSEA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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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2-2 雙重 ABC-X 家庭壓力理論的心理苦惱發展影響模式(標準化解)  

二、對大學生自尊滿足的影響 

圖 4-2-3 結構方程式之分析，為整體樣本自國一至大二時期進行多次的追蹤

資料，有效樣本為 644 人。家庭資源和資源知覺對子女自尊滿足發展影響模型的

估計值。家庭壓力事件、家庭資源和知覺家庭資源對大學生心理苦惱的影響模式

的適合度為：χ2= 370.59（df=126） χ2 與自由度的比值為 2.96 小於 3、CFI= .93，

大於.9；RMSEA=.05，此值不大於.05，模型的三個基本適配指標均達到檢核標

準，表示資料與模型的適配度非常良好（good fit）。 

（一）變項間的直接效果 

在表 4-2-4 呈現家庭壓力事件、家庭資源和知覺家庭資源對自尊滿足影響之

直接效果，根據分析結果說明如下： 

「aA1 父母婚姻不和諧」、「aA2 父母婚姻狀況」、「bB1 家庭經濟資源」對「bB2

家庭情感資源」的直接效果值分別為-.27（p<.001）、-.04（p>.05）、.32（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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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統計考驗顯示「aA1 父母婚姻不和諧」、「bB1 家庭經濟資源」兩個數值達顯著

水準，「aA2 父母婚姻狀況」的β值未達顯著水準；「bB1 家庭經濟資源」對「cC1

知覺經濟狀況」有直接效果（β= -.32，p<.001）；「bB2 家庭情感資源」對「cC2

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有直接效果（β= .70，p<.001）；「bB1 家庭經濟資源」、

「bB2 家庭情感資源」、「cC1 知覺經濟狀況」、「cC2 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對「自

尊滿足(高二)」的直接效果值分別為-.13（p<.05）、.20（p<.01）、-.14（p<.01）、.16

（p<.05），其統計考驗顯示四個數值均達顯著水準；「自尊滿足(高二)」對「自

尊滿足(大二)」的直接效果值為.55（p<.001）。 

綜合來看，可以從幾方面對圖 4-2-3 進行解讀。首先從家庭壓力事件來看，

「父母婚姻不和諧」與「父母婚姻關係」對「高二自尊滿足」有負面影響力，只

有父母婚姻不和諧達顯著水準，換言之，父母婚姻衝突越多，子女高二的自尊滿

足表現越低，然而，父母是否離婚，對子女高二時自尊滿足沒有影響力。 

而家庭壓力事件中「父母婚姻不和諧」與「父母離婚」對「家庭情感資源」

有負向影響力，只有父母婚姻不和諧達顯著水準，換言之，父母婚姻衝突越多，

子女感受父母親的關愛支持就越少，然而，父母是否離婚，對父母情感支持沒有

影響力，這樣的結果值得注意，本研究中「父母婚姻不和諧」的資料是來自子女

國一、國二、國三時期三次測量指標，其中調查樣本的父母可能在調查過程中離

婚，這些樣本仍然提供了其父母的婚姻衝突情況，所以如果子女同時經歷「父母

婚姻衝突」和「父母離婚」此兩件家庭壓力事件，從本研究結果發現，父母持續

的婚姻衝突反而更能預測子女獲得的情感支持更少。有關父母婚姻不和諧越嚴重

父母對子女的支持關心越少，而父母婚姻狀況對父母的情感支持沒有解釋力的情

況，與前一個心理苦惱模式中有同樣的結果（參見圖 4-2-2）。 

第二，兩類家庭資源與兩類知覺家庭資源的關係來看，家庭經濟資源對家庭

情感資源有正向的直接效果，即家庭的收入、父母親教育程度對父母親給與子女

的情感支持有正面的意義，教育程度越高、家庭每月收入越多，父母親對子女的

關心支持越多。家庭經濟資源對知覺經濟狀況有直接效果，即家庭收入越高、父

母教育程度越高，子女越不會覺得家庭經濟狀態貧窮，可以說家庭經濟的客觀情

況與子女對家庭經濟的主觀感受是有關聯的。另外，家庭情感資源對子女感受與

父母關係的滿意情況有正向直接效果，即是，父母對子女提供越多的支持、關心，

子女感受與父母的關係越滿意，與前一個心理苦惱模式中有同樣的結果（參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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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在自尊滿足方面，家庭經濟資源、家庭情感資源、知覺家庭經濟狀況和知覺

與父母關係滿足四方面對子女高中時自尊滿足皆有影響力。相對與心理苦惱，家

庭經濟資源、家庭情感資源與知覺對子女高中自尊滿足發展都是有解釋力存在。

在情感資源方面，父母對子女的關心支持越多，和子女知覺自己與父母關係越滿

意時，對子女高二時自尊滿足皆有正面的影響力，但家庭收入越多、父母教育程

度越高，子女高中時自尊滿足表現反而越低，這樣的結果是值得討論的，即當家

庭的經濟情況較佳的時候，子女的自尊滿足而反減低，是否因為父母教育程度較

佳的情況時，成為子女無形的壓力，或父母對子女的期望較高，批評較多，從而

降低了子女高中時的自尊滿足，有關這方面的結果，本研究將再作進一步的分

析，探討在不同父母婚姻互動家庭的情況是否有一致性，並作更進一步的討論。

另外，子女感受家庭經濟狀況貧窮時，亦會降低子女自尊滿足的表現。最後，自

尊滿足發展方面，高中時的自尊滿足與大學時自尊滿足有正向的影響力，即高二

時自尊滿足的表現越多的學生，在大二時自尊滿足表現也越多。 

表 4-2-4 影響自尊滿足的結構方程模式的標準化直接效果摘要表 

潛在自變項  潛在依變項 直接效果(標準化) P 

aA1 父母婚姻不和諧  bB2 家庭情感資源 -.27 *** 

aA2 父母婚姻狀況  bB2 家庭情感資源 -.04 .322 

bB1 家庭經濟資源  bB2 家庭情感資源 .31 *** 

bB1 家庭經濟資源  cC1 知覺經濟狀況 -.32 *** 

bB2 家庭情感資源  cC2 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 .70 *** 

aA1 父母婚姻不和諧  自尊滿足(高二) -.11 * 

aA2 父母婚姻狀況  自尊滿足(高二) .04 .278 

bB1 家庭經濟資源  自尊滿足(高二) -.13 * 

bB2 家庭情感資源  自尊滿足(高二) .20 ** 

cC1 知覺經濟狀況  自尊滿足(高二) -.14 ** 

cC2 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  自尊滿足(高二) .16 *** 

自尊滿足(高二)  自尊滿足(大二) .55 *** 

*p< .05, **p< .01,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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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變項間的間接效果 

在表 4-2-5 影響自尊滿足之間接效果，結果分析說明如下： 

在變項間的間接效果方面，「父母婚姻不和諧」與「父母婚姻狀況」透過「家

庭情感資源」再透過「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對「自尊滿足(高二)」的間接效果

值分別為-.03(-.27×.70×.16)與-.004(-.04×.70×.16)；「家庭經濟資源」透過「知覺

經濟狀況」對「自尊滿足(高二)」的間接效果值.04(-.32×-.14)；「家庭經濟資源」

透過「家庭情感資源」再透過「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對「自尊滿足(高二)」的

間接效果值.03(.31×.70×.16)；「家庭經濟資源」透過「家庭情感資源」對「自尊

滿足(高二)」的間接效果值.06(.31×.20)；「家庭情感資源」透過「知覺與父母關

係滿意」對「心理苦惱(高二)」的間接效果值為.11(.70×.16)。 

這些數字顯示，在家庭壓力事件方面：父母婚姻狀況對子女高中時的自尊滿

足的間接影響力幾乎沒有效果存在。而父母婚姻不和諧對子女自尊滿足亦僅有微

弱的影響力。在家庭經濟資源方面：「家庭經濟資源」透過「知覺經濟狀況」對

「自尊滿足(高二)」的間接效果是頗徵弱的，即家庭收入、父母教育情度雖減少

子女感受家庭經濟狀況的貧窮感，但是對子女高中的自尊滿足的影響力有限；「家

庭經濟資源」透過「家庭情感資源」對「自尊滿足(高二)」的間接效果較多。總

括而言，「家庭經濟資源」對「自尊滿足(高二)」直接效果大於間接效果。 

「家庭情感資源」方面，父母親對子女的關心支持越多，子女知覺與父母關

係滿意越好，從而提升子女自尊滿足表現有間接效果存在，不過「家庭情感資源」

對「自尊滿足(高二)」的直接影響力較大。 

國高中時期的資源與資源的知覺等對「自尊滿足(大二)」的間接效果方面：

「家庭經濟資源」透過「自尊滿足(高二)」對「自尊滿足(大二)的間接效果值為

-.07(-.13×.55)；「知覺經濟狀況」透過「自尊滿足(高二)」對「自尊滿足(大二)

的間接效果值為-.08(-.14×.55)；「家庭情感資源」透過「自尊滿足(高二)」對「自

尊滿足(大二)的間接效果值為.11(.20×.55)；「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透過「心理

苦惱(高二)」對「自尊滿足(大二)的間接效果值為.09(.16×.55)。整體而言，家庭

經濟資源、子女知覺家庭經濟狀況、父母對子女的情感支持、關心以及子女知覺

與父母關係的滿意透過高二自尊滿足對子女進入大學後的自尊滿足有間接效果

存在。其中以家庭情感資源的對大學自尊滿足的間接影響力最大。相對於大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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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理苦惱，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對心理苦惱的間接效果較明顯。 

表 4-2-5 影響自尊滿足的結構方程模式的間接效果摘要表 

潛在自變項  潛在中介變項 潛在依變項 間接效果 

aA1 父母婚姻不和諧  

bB1 家庭經濟資源 
 
bB2 家庭情感資源  

cC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
自尊滿足(高二) -.03 

aA2 父母婚姻狀況  

bB1 家庭經濟資源 
 
bB2 家庭情感資源  

cC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
自尊滿足(高二) -.004 

bB1 家庭經濟資源  
bB2 家庭情感資源  

cC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
自尊滿足(高二) .03 

bB1 家庭經濟資源  bB2 家庭情感資源  自尊滿足(高二) .06 

bB2 家庭情感資源  cC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 自尊滿足(高二) .11 

bB1 家庭經濟資源  cC1 知覺經濟狀況 自尊滿足(高二) .04 

bB1 家庭經濟資源  自尊滿足(高二) 自尊滿足(大二) -.07 

bB2 家庭情感資源  自尊滿足(高二) 自尊滿足(大二) .11 

cC1 知覺經濟狀況  自尊滿足(高二) 自尊滿足(大二) -.08 

cC2 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  自尊滿足(高二) 自尊滿足(大二)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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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變項的解釋量 

在圖 4-2-3 呈現兩個主要依變項可被解釋變異量上，「aA1 父母婚姻不和

諧」、aA2 父母婚姻狀況」、「bB1 家庭經濟資源」、「bB2 家庭情感資源」、

「cC1 知覺經濟狀況」、「cC2 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可以解釋「自尊滿足(高二)」

總變異量的 13%，解釋量超過一成。而「aA1 父母婚姻不和諧」、aA2 父母婚姻

狀況」、「bB1 家庭經濟資源」、「bB2 家庭情感資源」、「cC1 知覺經濟狀況」、

「cC2 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自尊滿足(高二)」可以解釋「自尊滿足(大二)」

總變異量的 30%，解釋量尚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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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2 = 364.04 (n = 664), df = 123 (p = .00), CFI =93, RMSEA = .05  (比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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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2-3 雙重 ABC-X 家庭壓力理論的自尊滿足發展影響模式(標準化解) 

 

參、雙重 ABC-X 家庭壓力理論的心理福祉發展影響模式綜論 

從圖 4-2-2 和圖 4-2-3 呈現雙重 ABC-X 家庭壓力理論的心理苦惱和自尊滿足

發展影響模式分析結果，從兩個模式中發現，子女在國中時期，父母持續的婚姻

衝突對子女可能有長期負面直接影響，子女表現心理苦惱更多和自尊滿足降低的

情況。研究中的父母婚姻衝突數據是來自子女在國一、國二和國三時填答對父母

親相處時是否常常意見不合吵架等，因為研究在高中時沒有再提供有關父母婚姻

衝突的情況，所以就國中時期蒐集的父母婚姻衝突資料來看，對子女進入高中時

的心理福祉仍持續有負面影響力，即心理苦惱增加、自尊滿足下降的情況。與許

多研究有一致的結果：以 Emery（1982）早期有關衝突與離婚的研究，父母婚姻

的衝突程度與子女心理福祉有負向關聯，這樣的結果除了證明婚姻衝突與心理福

祉有相關之外；更進一步呼應長期暴露在父母之間的衝突會對子女有長遠的負面

影（Amato, Loomis & Booth, 1995; Amato & Booth, 1997; Andrew, 1997）。因為

本研究沒有高中及以上父母婚姻衝突資料，有關國中時父母婚姻不和諧對子女高

中時心理福祉有直接效果，是否為那些在國中時評父母婚姻衝突的家庭，父母在

高中時婚姻衝突沒有改善，所造成的影響，在本研究中資料有限無法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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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項生活壓力事件為父母在高二以前的婚姻狀況，結果發現父母離婚對子

女心理苦惱、自尊滿足皆沒有直接影響力，本研究結果與國外研究不一致，大量

的研究指出經歷父母離婚與維持婚姻的雙親家庭比較，父母離婚對兒童與成人子

女影響，無論在心理適應、自我概念、心理福祉等方面都較雙親家庭孩子表現較

差（Amato & Keith, 1991a, 1991b; Amato & Booth, 1991; Amato & Sobolewski, 

2001）。反而跟國內的研究頗為一致的結果， Jou 和 Hsieh（2004）同樣以家庭

壓力事件為研究主題，指出父親離婚對子女心理苦惱沒有直接的影響力，僅父母

婚姻衝突會有暫時性的影響。而黃鈺婷（2007）研究有不一致的結果，該研究運

用與本研究為同一個資料庫資料分析，該研究結果發現父母婚姻狀況：離婚/分

居與父母婚姻衝突，並不影響青少年在心理苦惱的起始平均數和成長率。 

在本研究中，以國一至高二時子女填答父母的婚姻狀況以了解父母是否離

婚，其中，有關國一以前及高中以後有關父母相處的情況沒有任何的調查資料以

協助更進一步了解，這些離婚家庭子女是否經歷父母在離婚後更多的婚姻衝突或

更少的婚姻衝突，不得而知。參考 Amato 等人（1995）和 Jekielek（1998）的研

究，他們從壓力的觀點，當父母維持婚姻的時候，如果父母婚姻不和諧對子女而

言是很大的壓力，父母離婚反而是讓子女離開那生活環境的壓力源（父母衝突）

這些離婚家庭子女的心理苦惱反而是減少的。不過本研究結果可以提出，父母婚

姻持續衝突，會降低子女心理福祉表現，在父母婚姻不和諧環境中成長，其負面

影響力是持續性甚至是長遠的，而婚姻衝突對子女負面影響力甚至比單純的離婚

事件本身更要顯著。從家庭壓力理論的觀點，壓力源事件的發生會引發家庭系統

產生改變，任何能改變系統某些面向都會產生壓力，這些改變指的是不同於系統

內例行公事的改變，壓力事件會改變家庭成員間的互動模式，使得家庭成員失去

平衡，從研究結果看來，父母國中時期持續婚姻衝突相較於父母離婚對子女而言

更是一項壓力源，而且其影響力是有持續性的。 

「父母婚姻不和諧」與「父母離婚」對「家庭情感資源」的影響情況：研究

結果只有父母婚姻不和諧對家庭情感資源影響力達顯著水準，換言之，父母婚姻

衝突越多，子女感受父母親的關愛支持就越少，然而，父母是否離婚，對父母情

感支持沒有影響力。在父母婚姻不和諧方面，與過去許多研究結果一致，父母婚

姻不和諧相較於父母婚姻和諧的子女，子女自述感受的社會支持較少，與父親較

疏遠（Emery,1982; Amato, 2004a）。Emery（1982）進一步解釋婚姻衝突對子女

發展關係，在婚姻衝突中，父母會表現更多不一致、嚴酷式的教養行為，會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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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女對父母關心正向感受減少。本研究並呼應 Erel 和 Burman（1995）提出的溢

出動力認為在一個次系統的情緒、情感或是行為都會轉移到另一個次系統。從系

統理論及溢出動力的觀點，夫妻系統出現狀況，其中的負面情緒、情感是會影響

到親子關係。本研究父母離婚對父母情感支持沒有影響力，研究結果與過去研究

較不一致，過去頗多研究，以家庭結構為焦點，離婚後孩子與非監護父親的接觸

相處的量與質方面皆會降低，而有監護權的單親因為要去工作，剩下很少的時間

與孩子相處，因為這個原因，許多單親的孩子有以下的經歷，父母親的注意、幫

助、監督各方面皆減少，所以與父母維持婚姻的子女比較，父母離婚子女與父母

接觸的頻繁較少，獲得較少的父母幫助、他們描述自己與父母的關係正面的評價

較少(Amato, 1987, 2004a; Amato & Booth, 1991, 1997; Furstenberg & Nord, 1987; 

Silverstein & Bengtson, 1997）。不過有許多研究指出父母離婚對子女影響存在，

所以父母婚姻關係對子女發展的長期影響是不容忽視，因國內有關離婚對子女的

長遠影響的研究非常有限，極需要更完整的長期追蹤調查資源，對經歷父母離婚

家庭值得未來更多更深入的研究。 

另一方面，值得我們反思的，過去理想家庭的迷思帶給那些轉變中的家庭無

能與失敗的感覺。Walsh（2008）指出過去研究中對於「正常家庭」的描述與認

知，會病理化或污名化那些不符合典型核心家庭模式的人際組合，「單親家庭」

這個字眼會誤導人，使我們看不到無監護權的家庭或協助照顧的祖父母與親屬網

絡的重要性。 

而在本研中，讓我們對離婚家庭子女處境有更多的反省，人們經常對生活在

單親家庭中的孩童出現問題時，常會被反射性地歸罪於「一個破碎家庭」或缺少

了父(母)親。離婚本身不是最大的危機，而是離婚後，家庭內發生什麼改變，其

實可能許多家庭結構都能夠良好運作。本研究欲進一步揭露出家庭在危機中家庭

資源的運作過程，在家庭壓力理論中，注入復原力的觀點，在高危機中，他們是

否更善用家庭的資源的潛能。  

有關家庭經濟資源、家庭情感資源與心理福祉的關係：本研究結果發現，家

庭經濟資源可以提升父母對子女關心支持，家庭經濟資源、家庭情感資源對心理

苦惱沒有直接效果，但是家庭經濟資源、家庭情感資源對自尊滿足的直接效果達

顯著水準。Thomson 等人（1994）指出父母提供兩項重要的資源給孩子—「金錢

和時間」，即是經濟資源與情感資源，與子女正向的發展結果有關聯。過去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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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研究指出，社經地位愈高，這包括教育、職業與收入愈高，由於資源愈多，在

生活、工作條件愈佳，而往往愈快樂，心理愈健康（Aneshensel, 1992; DeGoede, 

1999; Ross & Wu, 1995）。從家庭壓力理論中家庭適應資源，那些資源可減低家

庭改變所產生之壓力的影響並幫助家庭適應改變的需要（Mckenry & Price, 

2000）。本研究部份支持家庭經濟資源對子女發展關聯的論點，父母教育程度、

家庭收入等經濟資源和父母對子女關心支持等情感資源對子女自尊滿足有正面

提升效果，但是對心理苦惱沒有直接影響力。研究結果可以進一步說明家庭經濟

資源與家庭情感資源的關聯，研究結果發現：父母教育程度、家庭收入對父母親

持續對子女關心支持有正向影響力，這樣的結果國內外研究有一致的結果，黃毅

志（1998）、Yip 和 Chou（2007）以台灣樣本進行研究也發現，父母教育程度

與家庭收入對於心理福祉的直接效果影響不大，而家庭經濟資源是透過社會網絡

變項、關係品質等間接影響心理福祉。國外研究方面，許多早期的研究支持家庭

經濟資源可以預測父母情感支持更佳，家庭可以提供更好的社會支持，如果父母

親在經濟壓力下會的父母較困難提供足夠程度的情感支持（Elder et al., 1992; 

Whitbeck et al, 1991）。 

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是一重要中介變項：研究結果發現，無論在心理苦惱或

是自尊滿足模式中，家庭經濟資源可以提升父母的關心支持，而父母對子女的持

續關心支持可以有效提升子女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值得注意是，在相關分析

中，各年父母情感支持與各年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是低至中度相關，沒有共線性

的問題，所以兩潛在變項是互為獨立的測量，從圖 4-2-2、圖 4-2-3 中，可以發現

父母的情感支持對子女滿意自己與父母關係滿意程度解釋力很大，本研究結果呼

應了許多在家族治療與家庭功能的研究中，一致認為家人對彼此表達關心、支持

對家人關係滿意有正向的關聯（Bowen, 1976; Bishop & Baldwin, 1982; McAdams, 

1985; Minuchin, 1974; Olsen, Russell & Sprenkle, 1983）。而且，子女知覺到自己

滿意與父母的關係更可以有效減少子女高二時的心理苦惱，提升高二時的自尊滿

足，而高二時的心理福祉可以有效影響大二時心理福祉，換言之，子女在高中時

表現較多的心理苦惱可以預測其進入大學時亦會表現較多的心理苦惱，同樣，子

女在高中時表現較多的自尊滿足可以預測其進入大學時亦會表現較多的自尊滿

足。可見正向親子關係透過子女知覺滿意對心理福祉發展有持續影響力。在 Baird 

(2002)以「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調查資料中 600 位少年樣本所進行

的研究有一致的結果，即父、母情感支持對自尊滿足發展有直接正向影響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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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親情感支透過中介變項知覺親子關係滿意間接影響自尊滿足。而本研究發

現，此影響機制除了可以解釋自尊滿足，心理苦惱亦是如此。 

知覺家庭經濟狀況僅對自尊滿足有影響力，從圖 4-2-2、圖 4-2-3 中，可以發

現知覺家庭經濟狀況對子女自尊滿足有負面影響力，當子女覺得家庭經濟狀況有

貧窮感的時候，會降低子女的自尊滿足。與 Shek（2003; 2005b）同樣以華人為

研究對象的結果，有部份一致，該研究同樣探討知覺經濟壓力對正向與負向心理

情緒的影響力，其研究探討家庭經濟壓力會預測有較低的自尊滿足，較多心理苦

惱症狀。 

家庭成員對家庭資源的知覺，其實是個體普遍的、持續的對內部外部環境可

預測的信心，此信心是一動態的感受，這反映了對環境的知覺與了解的判斷力，

所以「知覺」可以是「資源」與「適應」之間的因子（Lavee, McCubbin & Patterson, 

2003）。本研究驗證了家庭資源是透過個體對家庭資源的覺知而影響子女心理福

祉發展，即子女真正感受到的、知覺存在的認為對他們是有意義的，是一項重要

的中介因提升家庭資源對子女心理福祉發展的影響力。 

預測變項透過高二心理福祉間接影響大二心理福祉：從總體解釋量來看，所

有預測變項對高二心理苦惱可解釋變異量有 8%，而所有預測變項加上高二心理

苦惱對大二心理苦惱解釋力達 23%。所有預測變項對高二自尊滿足可解釋變異量

有 13%，而所有預測變項加上高二自尊滿足對大二自尊滿足解釋力達 30%。可

見以雙重 ABC-X 家庭壓力理論模式，分析結果發現家庭壓力事件、家庭資源、

資源知覺、高中時期的心理福祉等因素對子女大學時心理福祉的解釋力頗佳。從

研究結果可以發現，研究中父母在子女國中時期的情感支持，對子女成長有直接

間接的持續正面的影響力，如同 Amato 和 Booth（1997）以追蹤調查資料發現，

親子關係對子女而言，縱然進入成年前期仍是有持續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從整

體模式解釋量來看，「家庭」對個人發展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正如 Kostelecky 

和 Lemper（1998）所言，縱然在青少年時期，朋友和同儕關係有越來越重要的

趨勢，但與父母間關係的重要性並沒有因此而減少。而父母和子女若能維持良好

且穩定的關係，其子女的幸福感較高，研究中並發現與父母親的正向關係是影響

孩子心理福祉的最重要人物（Creenberg, Siegel, & Leitch, 1983；Paja, & McGee & 

Stanton, 1992; Van & Hub, 2000; 李欣瑩，2001)。 

本研究擬進一步驗證此壓力理論模式在不同的樣本中，在子女青少年時期的



 

 

 

92

家庭資源對子女大學的心理福祉發展的影響適配情況，即是說，以雙重 ABC-X

家庭壓力理論模式所發展的家庭資源對發展的影響，是一普及性的模式嗎？在和

諧家庭如何？在不和諧家庭？在離婚姻家庭？這些家庭資源的運作對子女的影

響是否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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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不同婚姻互動家庭的家庭資源對心理福祉的影響機制 

本節就雙重 ABC-X 壓力理論所建構研究架構圖，探討家庭經濟資源、家庭

情感資源、知覺經濟狀況和知覺父母關滿足對子女心理福祉的影響機制情況，並

進一步驗證此理論模式在不同婚姻互動家庭中資源對心理福祉的影響機制的適

用性。以下把上一節所提家庭壓力事件—父母婚姻不和諧與父母婚姻狀況（是否

維持婚姻），在本節中轉化為不同父母婚姻互動家庭，而父母婚姻互動是子女成

長的家庭脈絡一環，本研究將驗證在不同父母婚姻互動家庭中「雙重 ABC-X 家

庭壓力理論的心理福祉發展影響模式」的理論性及其中影響力的差異情形。 

壹、不同婚姻互動家庭子女的「雙重 ABC-X 家庭壓力理論的心理苦

惱影響模式」 

一、雙重 ABC-X 家庭壓力理論的心理苦惱影響模式的適配性 

表 4-3-1 呈現不同父母婚姻互動家庭心理福祉模式適合度指標，包括「和諧

家庭」、「不和諧家庭」和「離婚家庭」不同婚姻互動的家庭資源對「心理苦惱」

影響的結構方程模式估計值。模型的適合度分別為「和諧家庭」：χ2= 187.89

（df= 71）χ2 與自由度的比值為 2.65、CFI= .93、RMSEA=.06，「不和諧家庭」

的：χ2= 100.87（df= 71）χ2 與自由度的比值為 1.42、CFI= .95、RMSEA=.05，

「離婚家庭」的χ2= 71.13（df= 71）χ2 與自由度的比值為 1.00、CFI= 1.00、

RMSEA=.00。 

本研究擬從三類不同婚姻互動形成子女不同成長家庭脈絡，驗證「雙重

ABC-X 家庭壓力理論的心理苦惱發展影響模式」的理論性在不同情境中適用

性。從三類家庭的模型適配指標來看，χ2 與自由度的比值皆小於 3、CFI 大於.90；

除了和諧家庭的 RMSEA 值稍為大於一點，另兩類家庭模式的 RMSEA 值均小

於.05，模型的三個基本適配指標均達到檢核標準，顯示其資料與理論模相契合，

資料與模型的適配度非常良好（good 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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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不同父母婚姻互動家庭心理苦惱模式適合度指標 

家庭類別 和諧家庭 
n=440 

不和諧家庭 
n=147 

離婚家庭 
n=93 

指標 心理苦惱 心理苦惱 心理苦惱 

χ2 187.89 100.87 71.13 

DF 71.00 71.00 71.00 

p .00 .01 .47 

χ2/ DF 比值 2.65 1.42 1.00 

CFI .93 .95 1.00 

RMSEA .06 .05 .00 

  

二、不同婚姻互動家庭的模式參數估計值 

（一）各個路徑係數比較 

圖 3-3-1、圖 3-3-2、圖 3-3-3 為不同婚姻互動家庭的驗證模式結果，在表 4-3-2

整理三類家庭的參數估計值結果。根據表 4-3-2 的數據，呈現不同家庭脈絡家庭

資源和知覺家庭資源、心理苦惱等影響之路徑係數；再將「「和諧家庭」、「不

和諧家庭」、「離婚家庭」原自各自獨立的模式，進行多母群的同時分析，模式

中各路徑係數逐一進行比較，三類家庭各路徑係數的比較，結果分述如下： 

「bB1 家庭經濟資源對 bB2 家庭情感資源」的直接效果值，在「和諧家庭」、「不

和諧家庭」、「離婚家庭」模式中分別為：.35（p<.001）、.24（p<.05）、.24（p<.05），

進行多母群同時分析比較，「和諧家庭」與「不和諧家庭」（t=1.24, p>.05）沒有

差異存在；「和諧家庭」與「離婚家庭」（t=1.24, p>.05）沒有差異存在；「不和諧

家庭」與「離婚家庭」（t=.797, p>.05）亦沒有差異存在。三類家庭家長經濟資源

對家庭情感資源直接效果皆達顯著水準，而且三類家庭之間沒有差異存。即是，

不論在什麼家庭脈絡中，家庭的收入越多、父母親的教育程度越高，父母提供給

子女關心支持越多，無論在父母婚姻關係和諧的家庭、父母婚姻衝突家庭中或是

父母離婚家庭中，皆有影響力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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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2 家庭情感資源對高二心理苦惱」的直接效果值，在「和諧家庭」、「不和

諧家庭」、「離婚家庭」模式中分別為：.01（p>.05）、.39（p<.05）、-.18（p<.05），

進行多母群同時分析比較，「和諧家庭」與「不和諧家庭」（t=1.53, p>.05）沒有

差異存在；「和諧家庭」與「離婚家庭」（t=1.64, p>.05）沒有差異存在；「不和諧

家庭」與「離婚家庭」（t=2.44, p<.05）有差異存在。家庭情感資源對高二心理苦惱

直接效果只有「不和諧家庭」、「離婚家庭」模式達顯著水準，即在和諧家庭中，

父母情感支持多少對心理苦惱高低沒有影響力；在不和諧家庭中，家庭情感資源

對高二心理苦惱的影響力是負向的意義，即父母本身婚姻關係不和諧，父母對子

女的關心支持越多，子女的心理苦惱也越多。相反的，在離婚家庭中，家庭情感

資源對心理苦惱的影響力是正向的意義，即離婚家庭父母親對子女的關心支持越

多，子女的心理苦惱越少。這樣的結果值得提，對不和諧家庭與離婚家庭子女而

言，父母的關心支持，卻有完全不同的解讀，可能是父母婚姻高衝突家庭，父母

親對子女的關心支持，反而成為子女的壓力，從家庭系統理論的觀點，如果父母

婚姻關係不佳，父母與子女關係緊密，可能形成三角關係，子女親職化角色等，

而增加子女的心理苦惱，有關這樣結果值得未來深入的探討。另一方面，在離婚

家庭中，即父母離婚後，父母仍能提供子女支持關愛，對子女而言，有正面而重

要的意義。 

「bB2 家庭情感資源對 cC2 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的直接效果值，在「和諧家

庭」、「不和諧家庭」、「離婚家庭」模式中分別為：.68（p<.001）、.70（p<.001）、.66

（p<.001），進行多母群同時分析比較，「和諧家庭」與「不和諧家庭」（t=-1.42, 

p>.05）沒有差異存在；「和諧家庭」與「離婚家庭」（t=-1.52, p>.05）沒有差異存

在；「不和諧家庭」與「離婚家庭」（t=.40, p>.05）亦沒有差異存在。三類家庭家

庭情感資源對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直接效果皆達顯著水準，而且三類家庭之間沒有

差異存。即是，不論在什麼家庭脈絡中，父母對子女給予的關心支持越多，子女

感受自己與父母親關係滿意程度就越高，無論在父母婚姻關係和諧的家庭、父母

婚姻衝突家庭中或是父母離婚家庭中，父母的情感支持對滿意與父母關係皆有正

面的影響力存在。 

「cC2 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對高二心理苦惱」的直接效果值，在「和諧家庭」、

「不和諧家庭」、「離婚家庭」模式中分別為：-.27（p<.01）、.-52（p<.001）、-.62

（p<.001），進行多母群同時分析比較，「和諧家庭」與「不和諧家庭」（t=-.64,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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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路徑係數沒有差異存在；「和諧家庭」與「離婚家庭」（t=-1.98, p<.05）的路徑

係數有差異存在；「不和諧家庭」與「離婚家庭」（t=-2.02, p<.05）亦有差異存在。

雖然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對高二心理苦惱的直接效果在三類家庭模式中皆達顯著

水準，進一步比較發現，「離婚家庭」的路徑係數效果顯著大於「和諧家庭」和

「不和諧家庭」。即是，處於父母離婚家庭的子女，感受自己與父母關係滿意度

越高的，在高中時的心理苦惱越少。對父母離婚家庭子女而言，知覺父母關係滿

意有效減少高中時心理苦惱的影響力顯著大於「和諧家庭」與「不和諧家庭」。 

「bB1 家庭經濟資源對 cC1 知覺家庭經濟狀況」的直接效果值，在「和諧家庭」、

「不和諧家庭」、「離婚家庭」模式中分別為：-.21（p<.05）、.-41（p<.001）、-.48

（p<.001），進行多母群同時分析比較，「和諧家庭」與「不和諧家庭」（t=3.11, 

p<.001）的路徑係數有差異存在；「和諧家庭」與「離婚家庭」（t=2.85, p<.01）

的路徑係數有差異存在；「不和諧家庭」與「離婚家庭」（t=-.84, p>.05）沒有差

異存在。雖然三類家庭的家庭經濟資源對知覺家庭經濟狀況的直接效果皆達顯著

水準，進一步比較發現，「不和諧家庭」和「離婚家庭」的路徑係數效果皆顯著

大於「和諧家庭」。即是，處於父母婚姻衝突和父母離婚家庭的子女，家庭收入

越多、父母教育程度越高，子女知覺家庭經濟貧窮感受就越低。即是家庭的經濟

資源，對於處在父母婚姻不和諧或是離婚的家庭裡子女而言，對其知覺家庭經濟

壓力有更大的意義。相對於和諧家庭，父母婚姻衝突或離婚對子女而言已形成一

種壓力，如果家庭客觀的經濟狀況欠佳時，相較於沒有處在家庭壓力的孩子，感

受更多家庭經濟壓力，所以可以推論，壓力源的家庭脈絡、少的家庭資源、增加

知覺經濟壓力。(加剩作用理論) 

「bB1 家庭經濟資源對高二心理苦惱」的直接效果值，在「和諧家庭」、「不

和諧家庭」、「離婚家庭」模式中分別為：.10（p>.05）、.00（p>.05）、-.13（p>.05），

進行多母群同時分析比較，「和諧家庭」與「不和諧家庭」（t=-.66, p>.05）的路

徑係數沒有差異存在；「和諧家庭」與「離婚家庭」（t=-1.84, p>.05）的路徑係數

沒有差異存在；「不和諧家庭」與「離婚家庭」（t=1.12, p>.05）沒有差異存在。

在三類家庭中，家庭經濟資源對知高二心理苦惱的直接效果皆沒有達顯著水準，

「和諧家庭」、「不和諧家庭」和「離婚家庭」之間的路徑係數效果亦沒有顯著差

異。不論處於那一類家庭脈絡中，家庭收入、父母教育程度，與子女高中時心理

苦惱沒有直接的影響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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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1 知覺經濟狀況對高二心理苦惱」的直接效果值，在「和諧家庭」、「不和

諧家庭」、「離婚家庭」模式中分別為：-.09（p>.05）、.05（p>.05）、.00（p>.05），

進行多母群同時分析比較，「和諧家庭」與「不和諧家庭」（t1.18, p>.05）的路徑

係數沒有差異存在；「和諧家庭」與「離婚家庭」（t=-1.65, p>.05）的路徑係數沒

有差異存在；「不和諧家庭」與「離婚家庭」（t=.66, p>.05）沒有差異存在。在三

類家庭中，知覺經濟狀況對高二心理苦惱的直接效果皆沒有達顯著水準，「和諧家

庭」、「不和諧家庭」和「離婚家庭」之間的路徑係數效果亦沒有顯著差異。不論

處於那一類家庭脈絡中，知覺家庭的經濟貧窮感受，與子女高中時心理苦惱沒有

直接的影響力。 

「高二心理苦惱對大二心理苦惱」的直接效果值，在「和諧家庭」、「不和諧家

庭」、「離婚家庭」模式中分別為：.42（p<.001）、.55（p<.001）、.70（p<.001），

進行多母群同時分析比較，「和諧家庭」與「不和諧家庭」（t=-1.82, p>.05）沒有

差異存在；「和諧家庭」與「離婚家庭」（t=-3.14, p<.01）有顯著差異存在；「不

和諧家庭」與「離婚家庭」（t=-1.25, p>.05）沒有差異存在。三類家庭高二時心理

苦惱對大二心理苦惱直接效果皆達顯著水準。即是，不論在什麼家庭脈絡中，子

女在高中心理苦惱越多，在大學時心理苦惱也越高。對離婚家庭而言，高中時心

理苦惱對大學時心理苦惱影響力大於和諧家庭子女的影響力。即父母離婚子女如

果高中時表現心理苦惱越多，預測進入大學時表現更多的心理苦惱的情況大於和

諧家庭子女。 

（二）變項對心理苦惱的解釋量 

在圖 3-3-1、圖 3-3-2、圖 3-3-3 為不同婚姻互動家庭的驗證模式結果，分別

呈現兩個主要依變項可被解釋變異量上，「bB1 家庭經濟資源」、「bB2 家庭情感

資源」、「cC1 知覺經濟狀況」、「cC2 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可以解釋高中時心理

苦惱的總變異量，在不同家庭脈絡家庭中分別為：「和諧家庭」7%、「不和諧家

庭」14%、「離婚家庭」31%。而「bB1 家庭經濟資源」、「bB2 家庭情感資源」、「cC1

知覺經濟狀況」、「cC2 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和「心理苦惱(高二)」可以解釋大

學時心理苦惱的總變異量，在不同家庭脈絡家庭中分別為：「和諧家庭」17%、「不

和諧家庭」30%、「離婚家庭」49%。在和諧家庭中，四個國高中時累積的家庭

資源與家庭資源知覺等潛在變項，對子女青少年期心理苦惱總體解釋量僅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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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到一成，即有九成多的心理苦惱由其他因素所解釋的。在不和諧家庭中，同樣

的四個國高中時累積的家庭資源與家庭資源知覺等潛在變項，對子女青少年期心

理苦惱總體解釋量僅 14%，多和諧家庭模式一倍，所以在父母婚姻衝突家庭中，

本研究理論模式的預測變項對處在父母婚姻不和諧家庭中，資源對子女心理苦惱

變重要。在離婚家庭中，理論模式中的預測變項對子女高中時心理苦惱的解釋力

達到 31%，經歷父母離婚子女，家庭經濟資源、家庭情感資源、知覺家庭經濟狀

況和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等因素可以有效解釋離婚家庭子女心理苦惱達三成。 

從第一節的有關家庭資源的描述統計，其實和諧家庭在許多資源的平均都高

於婚姻不和家庭或離婚家庭，但是不同家庭脈絡成長子女而言，重要的可能不是

客觀分數多寡的比較，而是這些資源對個體的意義是什麼？從各類家庭心理苦惱

的解釋量來看，對離婚家庭而言，家庭脈絡資源對他們的意義遠大於和諧家庭的

子女。如果不和諧家庭、離婚家庭對子女是一壓力的環境，家庭資源所扮演的角

色更值得重視。 

另外，四個國高中時累積的家庭資源與家庭資源知覺等潛在變項透過高二心

理苦惱影響大學時的心理苦惱。在和諧家庭中，對子女大學時期心理苦惱總體解

釋量僅 17%，接近兩成。在不和諧家庭中，對子女大學時期心理苦惱總體解釋量

僅 30%，多和諧家庭模式一倍左右。在離婚家庭中，理論模式中的預測變項對子

女大學時心理苦惱的解釋力達到 49%，即經歷父母離婚子女，家庭經濟資源、家

庭情感資源、知覺家庭經濟狀況、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和高中時心理苦惱等因素

可以有效解釋離婚家庭子女心理苦惱達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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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 不同家庭的心理苦惱發展標準化迴歸係數摘要表 

 和諧家庭

n= 440 
不和諧家庭

n= 147 
離婚家庭 

n= 93 
路徑係數
差異比較

bB1 家庭經濟資源 bB2 家庭情感資源 .35*** .24* .34*  

bB1 家庭經濟資源 cC1 知覺經濟狀況 -.21* -.41*** -.48*** 不>和 
離>和 

bB2 家庭情感資源  cC2 與父母關係滿意 .68*** .70*** .66***  

bB1 家庭經濟資源 心理苦惱(高二) .10 .00 -.13  

bB2 家庭情感資源 心理苦惱(高二) .01 .39* -.18* 離>不 

cC1 知覺經濟狀況 心理苦惱(高二) -.09 .05 .00  

cC2 與父母關係滿意 心理苦惱(高二) -.27** -.52*** -.62*** 離>和 
離>不 

心理苦惱(高二) 心理苦惱(大二) .42*** .55*** .70*** 離>和 

心理苦惱(高二)解釋量 R2 7% 14% 31%  

心理苦惱(大二)解釋量 R2 17% 30%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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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χ2 = 187.89 (n = 440), df = 71(p = .00), CFI =93, RMSEA = .06 (比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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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3-1 和諧家庭的家庭資源對大學生心理苦惱影響模式(標準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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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2 = 100.87 (n = 147), df = 71(p = .01), CFI =95, RMSEA = .05 (比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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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3-2 不和諧家庭的家庭資源對大學生心理苦惱影響模式(標準化解) 

 

 

 

 

 

 

 

 
χ2 = 71.13(n = 93), df = 71(p = .47), CFI =1.00, RMSEA = .00  (比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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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3-3 離婚家庭的家庭資源與大學生心理苦惱的影響模式(標準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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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不同婚姻互動家庭子女的「雙重 ABC-X 家庭壓力理論的自尊滿

足影響模式」 

一、雙重 ABC-X 家庭壓力理論的自尊滿足影響模式的適配性 

表 4-3-3 呈現不同父母婚姻互動家庭心理福祉模式適合度指標，包括「和諧

家庭」、「不和諧家庭」和「離婚家庭」不同婚姻互動的家庭資源對「心理苦惱」

影響的結構方程模式估計值。模型的適合度分別為「和諧家庭」：χ2= 187.10

（df= 71）χ2 與自由度的比值為 2.63、CFI= .96、RMSEA=.06，「不和諧家庭」

的：χ2= 100.87（df= 71）χ2 與自由度的比值為 1.42、CFI= .95、RMSEA=.05，

「離婚家庭」的χ2= 83.21（df= 71）χ2 與自由度的比值為 1.33、CFI= .97、

RMSEA=.04。 

本研究擬從三類不同婚姻互動形成子女不同成長家庭脈絡，驗證「雙重

ABC-X 家庭壓力理論的自尊滿足發展影響模式」的理論性，在不同情境中適用

性。從三類家庭的模型適配指標來看，χ2 與自由度的比值皆小於 3、CFI 大於.90；

除了和諧家庭的 RMSEA 值稍為大於一點，另兩類家庭模式的 RMSEA 值均小

於.05，模型的三個基本適配指標均達到檢核標準，顯示其資料與理論模相契合，

資料與模型的適配度非常良好（good fit）。 

表 4-3-3 不同父母婚姻互動家庭自尊滿足模式適合度指標 

家庭類別 和諧家庭 
n=440 

不和諧家庭 
n=147 

離婚家庭 
n=93 

指標 自尊滿足 自尊滿足 自尊滿足 

χ2 187.10 100.87 83.21 

DF 71.00 71.00 71.00 

p .00 .01 .15 

χ2/ DF 比值 2.63 1.42 1.33 

CFI .96 .95 .97 

RMSEA .06 .05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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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不同婚姻互動家庭的模式參數估計值 

（一）各個路徑係數比較 

圖 3-3-4、圖 3-3-5、圖 3-3-6 為不同婚姻互動家庭的驗證模式結果，在表 4-3-4

整理三類家庭的參數估計值結果。根據表 4-3-4 的數據，呈現不同家庭脈絡家庭

資源和知覺家庭資源、心理苦惱等影響之路徑係數；再將「「和諧家庭」、「不

和諧家庭」、「離婚家庭」原各自獨立的模式，進行多母群的同時分析，模式中

各路徑係數逐一進行比較，三類家庭各路徑係數的比較，結果分述如下： 

「bB1 家庭經濟資源對 bB2 家庭情感資源」的直接效果值，在「和諧家庭」、「不

和諧家庭」、「離婚家庭」模式中分別為：.35（p<.001）、.24（p<.05）、.24（p<.05），

進行多母群同時分析比較，「和諧家庭」與「不和諧家庭」沒有差異存在；「和諧

家庭」與「離婚家庭」沒有差異存在；「不和諧家庭」與「離婚家庭」亦沒有差

異存在。三類家庭家長經濟資源對家庭情感資源直接效果皆達顯著水準，而且三

類家庭之間沒有差異存在。不論在什麼家庭脈絡中，家庭的收入越多、父母親的

教育程度越高，父母提供給子女關心支持越多，無論在父母婚姻關係和諧的家

庭、父母婚姻衝突家庭中或是父母離婚家庭中，皆有影響力存在。與心理苦惱模

式中有一致結果。 

「bB2 家庭情感資源對高二自尊滿足」的直接效果值，在「和諧家庭」、「不和

諧家庭」、「離婚家庭」模式中分別為：.31（p<.001）、-.11（p>.05）、-.09（p>.05），

進行多母群同時分析比較，「和諧家庭」與「不和諧家庭」（t=1.98, p<.05）差異

達顯著性；「和諧家庭」與「離婚家庭」（t=.85, p>.05）沒有差異存在；「不和諧

家庭」與「離婚家庭」（t=1.01, p>.05）沒有差異存在。家庭情感資源對高二自尊滿

足直接效果僅在和諧家庭中，父母親對子女的關心支持越多，子女的自尊滿足越

少。在不和諧家庭與離婚家庭中，父母情感支持多少對自尊滿足高低沒有影響力。 

「bB2 家庭情感資源對 cC2 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的直接效果值，在「和諧家

庭」、「不和諧家庭」、「離婚家庭」模式中分別為：.68（p<.001）、.70（p<.001）、.68

（p<.001），進行多母群同時分析比較，「和諧家庭」與「不和諧家庭」；「和諧家

庭」與「離婚家庭」；「不和諧家庭」與「離婚家庭」皆沒有差異存在。三類家庭

家庭情感資源對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直接效果皆達顯著水準，而且三類家庭之間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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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差異存在。即是，不論在什麼家庭脈絡中，父母對子女給予的關心支持越多，

子女感受自己與父母親關係滿意程度就越高，無論在父母婚姻關係和諧的家庭、

父母婚姻衝突家庭中或是父母離婚家庭中，父母的情感支持對滿意與父母關係皆

有正面的影響力存在。 

「cC2 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對高二自尊滿足」的直接效果值，在「和諧家庭」、

「不和諧家庭」、「離婚家庭」模式中分別為：.06（p>.05）、.57（p<.001）、.58

（p<.001），進行多母群同時分析比較，「和諧家庭」與「不和諧家庭」（t=.007, 

p>.05）的路徑係數沒有差異存在；「和諧家庭」與「離婚家庭」（t=-1.98, p<.05）

的路徑係數有差異存在；「不和諧家庭」與「離婚家庭」（t=-.95, p>.05）沒有差

異存在。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對高二自尊滿足的直接效果在不和諧家庭與離婚家庭

模式中達顯著水準，在和諧家庭中，知範與父母關係滿意對高二自尊滿足有解決

力。進一步比較發現，「離婚家庭」的路徑係數效果顯著大於「和諧家庭」。即是，

處於父母離婚家庭的子女，感受自己與父母關係滿意度越高的，在高中時的自尊

滿足越高。對父母離婚家庭子女而言，知覺父母關係滿意有效提升高中時自尊滿

足，而且其影響力顯著大於「和諧家庭」。 

「bB1 家庭經濟資源對 cC1 知覺家庭經濟狀況」的直接效果值，在「和諧家庭」、

「不和諧家庭」、「離婚家庭」模式中分別為：-.18（p>.05）、.-42（p<.001）、-.49

（p<.001），進行多母群同時分析比較，「和諧家庭」與「不和諧家庭」（t=3.11, 

p<.001）的路徑係數有差異存在；「和諧家庭」與「離婚家庭」（t=2.85, p<.01）

的路徑係數有差異存在；「不和諧家庭」與「離婚家庭」（t=-.84, p>.05）沒有差

異存在。這樣的結果與心理苦惱模式中頗為一致。進一步比較發現，「不和諧家

庭」和「離婚家庭」的路徑係數效果皆顯著大於「和諧家庭」。即是，處於父母

婚姻衝突和父母離婚家庭的子女，家庭收入越多、父母教育程度越高，子女知覺

家庭經濟貧窮感受就越低。即是家庭的經濟資源，對於處在父母婚姻不和諧或是

離婚的家庭裡子女而言，對其知覺家庭經濟壓力有更大的意義。相對於和諧家

庭，父母婚姻衝突或離婚對子女而言已形成一種壓力，如果家庭客觀的經濟狀況

欠佳時，相較於沒有處在家庭壓力的孩子，感受更多家庭經濟壓力，所以可以推

論，壓力源的家庭脈絡、少的家庭資源、增加知覺經濟壓力。(加剩作用理論) 

「bB1 家庭經濟資源對高二自尊滿足」的直接效果值，在「和諧家庭」、「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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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諧家庭」、「離婚家庭」模式中分別為：-.12（p<.05）、-.19（p>.05）、-.15（p>.05），

進行多母群同時分析比較，「和諧家庭」與「不和諧家庭」（t=.75, p>.05）的路徑

係數沒有差異存在；「和諧家庭」與「離婚家庭」（t=-.32, p>.05）的路徑係數沒

有差異存在；「不和諧家庭」與「離婚家庭」（t=.80, p>.05）沒有差異存在。在三

類家庭中，家庭經濟資源對高二自尊滿足的直接效果僅在和諧家庭達顯著水準，

不過「和諧家庭」、「不和諧家庭」和「離婚家庭」之間的路徑係數效果亦沒有顯

著差異。家庭收入、父母教育程度，對子女高中時自尊滿足沒有直接的影響力。 

「cC1 知覺經濟狀況對高二自尊滿足」的直接效果值，在「和諧家庭」、「不和

諧家庭」、「離婚家庭」模式中分別為：-.05（p>.05）、-.28（p<.05）、-.45（p<.01），

進行多母群同時分析比較，「和諧家庭」與「不和諧家庭」（t=.73, p>.05）的路徑

係數沒有差異存在；「和諧家庭」與「離婚家庭」（t=1.29, p>.05）的路徑係數沒

有差異存在；「不和諧家庭」與「離婚家庭」（t=.78, p>.05）沒有差異存在。在「不

和諧家庭」和「離婚家庭」模式中，知覺經濟狀況對高二自尊滿足的直接效果皆

有達顯著水準，在「和諧家庭」模式中，知覺家庭經濟狀況對高二自尊滿足沒有

影響力。「和諧家庭」、「不和諧家庭」和「離婚家庭」之間的路徑係數效果亦沒

有顯著差異。即是，處於父母婚姻衝突和父母離婚家庭的子女，知覺家庭經濟貧

窮感受就越高時，其自尊滿足表現越低。父母婚姻衝突或離婚對子女而言已形成

一種壓力，如果子女感受家庭經濟狀況欠佳，相較於沒有處在家庭壓力和諧家庭

的孩子，感受更多家庭經濟壓力時，降低了自尊滿足表現。 

「高二自尊滿足對大二自尊滿足」的直接效果值，在「和諧家庭」、「不和諧家

庭」、「離婚家庭」模式中分別為：.54（p<.001）、.57（p<.001）、.58（p<.001），

進行多母群同時分析比較，「和諧家庭」與「不和諧家庭」（t=-.96, p>.05）沒有

差異存在；「和諧家庭」與「離婚家庭」（t=-.90, p>.05）有顯著差異存在；「不和

諧家庭」與「離婚家庭」（t=-.12, p>.05）沒有差異存在。三類家庭高二時自尊滿

足對大二自尊滿足直接效果皆達顯著水準。而且，不論在什麼家庭脈絡中，子女

在高中自尊滿足越高，在大學時自尊滿足也越高。 

（二）變項對自尊滿足的解釋量 

在圖 3-3-4、圖 3-3-5、圖 3-3-6 為不同婚姻互動家庭的驗證模式結果，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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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兩個主要依變項可被解釋變異量上，「bB1 家庭經濟資源」、「bB2 家庭情感

資源」、「cC1 知覺經濟狀況」、「cC2 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可以解釋高中時心自

尊滿足的總變異量，在不同家庭脈絡家庭中分別為：「和諧家庭」11%、「不和諧

家庭」17%、「離婚家庭」37%。而「bB1 家庭經濟資源」、「bB2 家庭情感資源」、

「cC1 知覺經濟狀況」、「cC2 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和「自尊滿足(高二)」可以

解釋大學時自尊滿足的總變異量，在不同家庭脈絡家庭中分別為：「和諧家庭」

29%、「不和諧家庭」33%、「離婚家庭」34%。在和諧家庭中，四個國高中時累

積的家庭資源與家庭資源知覺等潛在變項，對子女青少年期自尊滿足總體解釋量

有 11%，超過一成，即有九成的自尊滿足由其他因素所解釋的。在不和諧家庭中，

同樣的四個國高中時累積的家庭資源與家庭資源知覺等潛在變項，對子女青少年

期自尊滿足總體解釋量較多有 17%，所以在父母婚姻衝突家庭中，本研究理論模

式的預測變項對處在父母婚姻不和諧家庭子女，資源對子女自尊滿足變重要。在

離婚家庭中，理論模式中的預測變項對子女高中時自尊滿足的解釋力達 37%，經

歷父母離婚子女，家庭經濟資源、家庭情感資源、知覺家庭經濟狀況和知覺與父

母關係滿意等因素可以有效解釋離婚家庭子女心理苦惱接近四成。 

有關解釋力的結果與心理苦惱模式中有類似的情況，從第一節的有關家庭資

源的描述統計，其實和諧家庭在許多資源的平均都高於婚姻不和家庭或離婚家

庭，但是不同家庭脈絡成長子女而言，重要的可能不是客觀分數多寡的比較，而

是這些資源對個體的意義，從各類家庭於前述的心理苦惱與自尊滿足的解釋量來

看，對離婚家庭而言，家庭脈絡資源對他們的意義遠大於和諧家庭的子女。如果

不和諧家庭、離婚家庭對子女是一壓力的環境，家庭資源所扮演的角色更值得重

視，對高危險群家庭中子女的心理福祉有極大意義。 

另外，四個國高中時累積的家庭資源與家庭資源知覺等潛在變項透過高二自

尊滿足影響大學時的自尊滿足。在和諧家庭中，對子女大學時期自尊滿足總體解

釋量有 29%，接近三成。在不和諧家庭中，對子女大學時期自尊滿足總體解釋量

僅 33%，稍多於和諧家庭。在離婚家庭中，理論模式中的預測變項對子女大學時

自尊滿足的解釋力達到 34%。在大學生自尊滿足方面，家庭經濟資源、家庭情感

資源、知覺家庭經濟狀況、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和高中時自尊滿足等因素可以有

效解釋子女自尊滿足，在三類家庭中的解釋力頗為接近由 29%~34%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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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 不同家庭的自尊滿足發展標準化迴歸係數摘要表 

家庭類別 和諧家庭 
n= 440 

不和諧家庭

n= 147 
離婚家庭 

n= 93 
路徑係數
差異比較

bB1 家庭經濟資源 bB2 家庭情感資源 .35*** .24* .34*  

bB1 家庭經濟資源 cC1 知覺經濟狀況 -.18 -.42*** -.49*** 不>和 
離>和 

bB2 家庭情感資源  cC2 與父母關係滿意
.68*** .70*** .68***  

bB1 家庭經濟資源 自尊滿足(高二) -.12* -.19 -.15  

bB2 家庭情感資源 自尊滿足(高二) .31*** -.11 -.09 和>不 

cC1 知覺經濟狀況 自尊滿足(高二) -.05 -.28* -.45**  

cC2 與父母關係滿意 自尊滿足(高二) .06 .38* .50** 離>和 

自尊滿足(高二)  自尊滿足(大二) .54*** .57*** .58***  

自尊滿足(高二)解釋量 R2 11% 17% 37%  

自尊滿足(大二)解釋量 R2 29% 33%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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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χ2 = 187.10 (n = 440), df = 71(p = .00), CFI =96, RMSEA = .06 (比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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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3-4 和諧家庭的家庭資源對大學生自尊滿足影響模式(標準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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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2 = 100.87 (n = 147), df = 71(p = .01), CFI =95, RMSEA = .05  (比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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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3-5 不和諧家庭的家庭資源對大學生自尊滿足影響模式(標準化解) 

 

 

 

 

 

 

χ2 = 83.21(n = 93), df = 71(p = .15), CFI =97, RMSEA =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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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3-6 離婚家庭的家庭資源與大學生自尊滿足的影響模式(標準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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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不同婚姻互動家庭子女的心理福祉線性結構方程綜論 

從不同婚姻互動家庭在心理苦惱（表 3-3-2）和自尊滿足（表 3-3-3）表中呈

現「雙重 ABC-X 家庭壓力理論的心理福祉發展影響模式」適配指標，各類父母

婚姻互動模式中適配指標良好。 

以雙重 ABC-X 家庭壓力理論發展以家庭脈絡因素對子女心理福祉發展影響

模式中，無論在「和諧家庭」、「不和諧家庭」、「離婚家庭」中，家庭脈絡因子對

子女心理苦惱、自尊滿足的影響模式中，以在以的有關家庭經濟資源、家庭情感

資源的關係：在「和諧家庭」、「不和諧家庭」與「離婚家庭」的模式中，從模型

適配指標來看，χ2 與自由度的比值皆小於 3；除了和諧家庭的 RMSEA 值稍為大

一點，另兩類家庭模式的 RMSEA 值均小於.05，模型的三個基本適配指標均達

到檢核標準，顯示其資料與理論模相契合，資料與模型的適配度非常良好（good 

fit）。所以支持「雙重 ABC-X 家庭壓力理論的心理苦惱發展影響模式」在三類不

同婚姻互動家庭驗證在理論普遍性，家庭壓力理論性在不同情境中之適用性。 

從不同婚姻互動家庭在心理苦惱（圖 4-3-1、圖 4-3-2 和圖 4-3-3）和自尊滿

足（圖 4-3-4、圖 4-3-5 和圖 4-3-6）模式中呈現分析結果，研究者從雙重 ABC-X

家庭壓力理論觀點分析，先討論各資源與資源知覺的關係，再討論在三類家庭中

各資源與資源知覺對心理福祉影響的差異情形，說明如下： 

一、家庭資源與家庭資源知覺之間的關係 

家庭經濟資源對家庭情感資源的直接效果在各類家庭中有一致：即是無論在

那一種父母婚姻互動家庭環境中，父母的教育程度越高、家庭收入越多時，父母

對子女的關心支持就越多，本研究結果，進一步說明在家庭壓力理論中同為「aA

累積資源」的實體資源與情感資源的關係，並支持在不同父母婚姻互動家庭中「家

庭經濟資源」對「家庭情感資源」有正面影響力。 

家庭經濟資源對知覺家庭經濟狀況的直接效果的影響力有差異存在：不和諧

家庭與離婚家庭的家庭經濟資源對知覺家庭經濟狀況的直接效果皆大於和諧家

庭。即是在父母婚姻經常衝突家庭及父母離婚家庭環境中，父母的教育程度越

高、家庭收入越多時，越能減少子女知覺家庭經濟狀況的貧窮感。即在家庭壓力

家庭中，父母的經濟資源對減少子女經濟壓力感受更有意義。 

家庭情感資源與知覺父母關係滿意的直接效果在各類家庭中有一致性：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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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諧家庭、不和諧家庭與離婚家庭的模式中，家庭情感資源對知覺與父母關係

滿意有直接效果是一致的，無論父母婚姻關係和諧、經常衝突或是離婚，只要父

母對子女關心、支持，子女越感受自己與父母關係的滿意。 

二、不同父母婚姻互動家庭的資源與資源知覺對心理苦惱的影響機制 

「和諧家庭」：家庭經濟資源、家庭情感資源、知覺家庭經濟狀況對心理苦

惱沒有直接效果，即是父母親的教育程度、家庭收入與知覺家庭經濟貧窮感對子

女心理苦惱沒有直接影響力。僅家庭情感支持是透過知覺父母關係滿意對心理苦

惱有間接效果。 

「不和諧家庭」與「離婚家庭」：在不和諧家庭、離婚家庭中，與和諧家庭

結果一致，家庭經濟資源、知覺家庭經濟狀況對子女心理苦惱皆沒有直接效果；

與和諧家庭不同的，離婚家庭與不和諧家庭的家庭情感資源對心理苦惱有直接效

果，離婚家庭與不和諧家庭有組間差異存在，值得注意的是兩類家庭影響力的方

向性亦不同，在離婚家庭中，父母對子女的關心支持可以直接減少子女的心理苦

惱；但是在不和諧家庭中，父母對子女的關心支持反而是增加子女心理苦惱。在

父母婚姻關係不和諧子女，父母的關心反增加子女心理苦惱，可能是因為容易形

成三角關係（triangulation）（Bowen, 1978; Minuchin, 1974）的概念，也就是兩個

成員（通常是一對伴侶）把第三方（通常是孩子）拉進來，以轉移兩人之間的緊

張，在充滿敵意的婚姻衝突狀況下，孩子經常會被拉進來當成交戰父母的傳話

人，或在雙方的權力與忠誠競爭中被來回拉扯，因此這種情況中很難避免出現三

角關係，，因為父母婚姻關係不和，父母對子女的關心支持使子女痛苦隨之增加。

另一方面是家庭情感支持是透過知覺父母關係滿意對心理苦惱有間接效果，與和

諧家庭結果一致，不過在離婚家庭中「與父母關係滿意」對「心理苦惱」直接效

果的影響力顯著大於「和諧家庭」、「不和諧家庭」，其實三類家庭中，結果皆一

致顯示「與父母關係滿意」的中介角色，進行路徑係數的比較發現，在離婚家庭，

知覺父母關係滿意可以有效減少心理苦惱中更為明顯更為重要，其影響力大於在

和諧家庭與不和諧家庭。Ahrons（2004）在離婚和再婚的情況下，如果成人能夠

形成跨家庭的合作照顧團隊，讓親生父母和繼父母都能參與，讓孩子和家人的狀

況都會很好。我們應該鼓勵家長，與其為監護權爭執，不如把焦點放在如何擬出

最有效的照顧計畫。我們可能需要要協助前任配偶拋開過去的怨恨，讓新舊伴侶

克服競爭的感覺，才能為孩子協同合作，提升子女與父、母親在離婚後的關係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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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與滿意度，對離婚家庭子女而言更是重要。 

另外，對不和諧家庭而言，本來家庭情感資源是負面的影響力，但是透過知

覺與父母關係滿意可以有意義的減少心理苦惱。 

三、不同父母婚姻互動家庭的資源與資源知覺對自尊滿足的影響機制 

「和諧家庭」：家庭經濟資源與家庭情感資源對自尊滿足有直接效果，值得

注意是家庭經濟資源對子女自尊滿足的影響力是負值的（β＝-.12; p<.05），即父

母教育程度和家庭收入對子女可能是一種壓力反而減低子女的自尊滿足，研究者

猜測是否當父母自身教育程度越高的時候，對子女的期待就越高，有更多的要

求，反而成為高中子女的一種壓力而降低其自尊滿足。幸好的是，父母親對子女

關心支持對子女高二自尊滿足有直接效果，是可以有效提早子女的自尊滿足。有

關知覺父母關係滿意的中介角色，在和諧家庭中對子女自尊滿足發展沒有影響

力，家庭父母婚姻關係和諧的情況，父母親對子女的關心支持是可以直接影響子

女自尊滿足，而子女感受與父母關係的滿意程度對子女自尊滿足沒有解決力存

在。 

有關「不和諧家庭」與「離婚家庭」的情況：在不和諧家庭與離婚家庭中，

與和諧家庭不同，無論是父母教育程度和家庭收入以及父母對子女的關心支持皆

不會直接影響子女的自尊滿足，父母對子女的情感支持是透過子女自己與父母關

係滿意感受間接影響自尊滿足；所以無論在不和諧家庭或是離婚家庭，家庭資源

對子女自尊滿足旨不是直接效果，是透過中介變項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對自尊滿

足產生間接效果，所以在父母婚姻中經常衝突、經歷父母離婚，就顯得子女對關

係滿意的重要性。如 Werner (1993)所強調的，感受到支持性的人際關係是提升自

尊與自我效能的最重要因素。人們需要知道有一個人可以依靠，需要一個人滋養

並激發出他們的努力、能力與自我價值感。 

知覺家庭經濟狀況對和諧家庭子女心理福祉沒有影響力；但對不和諧與離婚

家庭而言，知覺家庭經濟狀況較貧窮的會直接降低子女自尊滿足。有關知覺家庭

經濟狀況對心理福祉影響的研究結果可以從兩方面來討論：(1)本研究結果支持

知覺家庭經濟狀況較為貧窮對子女自尊滿足有負面效果，對心理苦惱沒有影響

力，與 Shek（2003）同樣以華人為研究對象的結果，有部份一致，該研究指出

知覺經濟壓力對正向與負向心理情緒皆有影響力，會預測有較低的自尊滿足，較

多心理苦惱症狀。本研究僅支持，知覺家庭經濟狀況較貧窮對自尊滿足有負面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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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研究者推測，因為本研究以學生國中時的知覺家庭經濟狀況為預測變項，對

高二時的自尊滿意仍在影響力，在青少年時期，自我概念發展的重要階段，同儕

相處更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如果子女感受自己家庭經濟狀況較差時，與同儕比較

時產生更多的自卑感，覺得自己不如別人，而影響自尊滿足的發展。（2）不同

父母婚姻關係與知覺家庭經濟狀況有交互作用，因為知覺家庭經濟狀況對自尊滿

足的負面影響力的狀況只發生在「不和諧家庭」與「離婚家庭」子女身上，如果

父母婚姻衝突和父母離婚對子女是一壓力的情境，知覺家庭經濟狀況較貧窮的影

響就發揮負面作用，呼應了 Shek（2005b）另一篇研究發現知覺家庭經濟的負面

影響對那些處在經濟狀況不利家庭（壓力環境）的青年的負面影響會大於那些處

在家庭經濟沒有不利的青年。即「壓力環境」（如：婚姻衝突或離婚）加上「負

面資源知覺」（知覺家庭經濟狀況貧窮），對子女自尊滿足產生負面影響。 

家庭資源的直接影響力與間接影響力：在和諧家庭中，家庭經濟資源、家庭

情感資源對自尊滿足是直接影響力。在不和諧家庭與離婚家庭，家庭經濟資源透

過家庭情感資源，家庭情感資源是透過「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對自尊滿足的間

接影響力。 

四、家庭脈絡因子對心理福祉的總體解釋力 

在圖 3-3-1~圖 3-3-3 為不同婚姻互動家庭在心理苦惱的驗證模式結果，在圖

3-3-4~圖 3-3-6 為不同婚姻互動家庭夙尊滿足的驗證模式結果，三類家庭分別為： 

和諧家庭中，四個國高中時的家庭資源與家庭資源知覺等潛在變項透過高二

心理福祉影響大學時的心理福祉，對大學時的心理苦惱總體解釋量有 17%；對大

學時的自尊滿足總體解釋量有 29%。 

不和諧家庭中，四個國高中時的家庭資源與家庭資源知覺等潛在變項透過高

二心理福祉影響大學時的心理福祉。對大學時的心理苦惱總體解釋量有 30%。對

大學時的自尊滿足總體解釋量有 33%。 

離婚家庭中，四個國高中時的家庭資源與家庭資源知覺等潛在變項透過高二

心理福祉影響大學時的心理福祉。對大學時的心理苦惱總體解釋量有 49%。對大

學時的自尊滿足總體解釋量有 34%。 

研究中家庭脈絡因素包括國高中時期的家庭經濟資源、家庭情感資源、知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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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經濟狀況和知覺父母關係滿意等預測變項透過高二時心理福祉影響大二時

子女心理福祉發展模式總體解釋力介於 17%至 49%，可見家庭脈絡因素對子女

心理福祉發有持續影響力存在。從不同父母婚姻互動家庭中，家庭脈絡資源對心

理福祉的總體解釋量來看，家庭資源與家庭資源知覺對心理福祉的解釋力頗高。

可想而之，家庭脈絡因子對子女的重要性與持續性。正呼應 Furstenberg（2000）

回顧 1990 年代以青少年至成人前期為對象的研究，探討家庭與青少年發展的關

係，子女依賴父母親的經濟協助及情感支持作為個體發展的正面資源，而且其直

接、間接之影響其實一直延續至個人進入成人前期。 

三類家庭中，家庭脈絡預測變項對子女心理福祉影響力來看，對離婚家庭的

解釋力最大，其次為不和諧家庭，在和諧家庭中，最低。是否反映了處於壓力較

多的家庭中，資源與資源知覺對個體心理福祉有更大的意義。有很多研究證據顯

示，孩童可以在多元的家庭組合中得到照顧（Walsh, 2003a）。我們需要解，在

遙遠的過去以及全世界各種文化中，家庭存在著多樣多重的結構，而具備有效的

家庭互動過程、與擁有好品質的人際關係，才是孩童幸福的關鍵（Amato & Fowler, 

2002）。另外，Patterson（2002）指出研究「暴露在危機環境的家庭」會比那些

「規範性的日常生活壓力事件」更能提供證據以驗證家庭功能運作的歷程，只有

在高危機環境下保護機制的運作更為明顯，所以對高危機群的研究能幫助我們了

解那些家庭復原的相關歷程，對經歷危險環境具有保護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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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章總結研究的重要發現，並檢視研究目的的達成，再提出對大學生、學校

及家庭教育機構、社會大眾及政府和未來研究提出建議。 

第一節 結論 

以下從家庭壓力理論研究取向，分別就本研究的研究問題，提出本研究的研

究發現。 

壹、家庭壓力事件中父母婚姻不和諧對子女心理福祉有負面影響，父

母離婚對子女心理福祉的影響不顯著。 

父母在國中時期的持續婚姻衝突，對子女心理福祉發展有持續的影響力，對

子女高中時心理苦惱有負面直接效果，而另一家庭壓力事件是父母婚姻狀況（是

否有離婚）對子女心理福祉沒有影響力。 

一、父母婚姻不和諧對子女高二心理福祉有直接效果，而且透過高二心理福祉影

響大二心理福祉，增加心理苦惱和降低自尊滿足的現象。 

研究中以子女在國中時期調查父母持續的婚姻衝突的情形，對子女高二心理

福祉有負面直接效果，即父母婚姻衝突越多時，高二子女表現較多心理苦惱和較

低自尊滿足的情況，而且透過高二時的心理福祉影響子女大二時的心理福祉。所

以父母親在子女國中的婚姻衝突可能負面持續影響子女進入成人前期的發展。 

二、子女高二以前父母離婚對子女心理福祉沒有顯著效果 

另一家庭壓力事件為父母婚姻狀況，探討父母在高二以前是否離婚對子女心

理福祉的影響情況，本研究結果不支持父母離婚對子女心理苦惱和自尊滿足直接

影響力。 

三、父母婚姻不和諧對家庭情感資源有負面影響 

父母婚姻衝突越多，子女感受父母親的關愛支持就越少，然而，父母是否離

婚，對父母情感支持沒有影響力。 

整體而言，父母婚姻持續衝突，除了會降低父母對子女的情感支持，亦會降

低子女心理福祉表現，在父母婚姻不和諧環境中成長，其負面影響力是持續性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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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是長遠的，而婚姻衝突對子女負面影響力甚至比單純的離婚事件本身更要顯

著。從家庭壓力理論的觀點，壓力源事件的發生會引發家庭系統產生改變，任何

能改變系統某些面向都會產生壓力，這些改變指的是不同於系統內例行公事的改

變，壓力事件會改變家庭成員間的互動模式，使得家庭成員失去平衡，從研究結

果看來，父母國中時期持續婚姻衝突相較於父母離婚對子女而言更是一項壓力

源，而且其影響力是有持續性的。 

貳、家庭資源與資源知覺的關係：家庭經濟資源減低知覺家庭經濟狀

況貧窮感；家庭經濟資源亦提升家庭情感資源，進一步提升知覺

與父母關係滿意。  

一、家庭經濟資源可以提升家庭情感資源在三類父母婚姻互動家庭中皆一致 

家庭經濟資源與家庭情感資源有關聯，父母教育程度、家庭收入對父母親持

續對子女關心支持有正向影響力。而且無論在那一種父母婚姻互動家庭環境中，

父母的教育程度越高、家庭收入越多時，父母對子女的關心支持就越多，本研究

進一步說明在家庭壓力理論中同為「aA 累積資源」的實體資源與情感資源的關

係，並支持在不同父母婚姻互動家庭中「家庭經濟資源」對「家庭情感資源」有

正面影響力。 

二、家庭情感資源對知覺父母關係滿意的直接效果在各類家庭中有一致性 

父母對子女的持續關心支持可以有效提升子女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無論在

和諧家庭、不和諧家庭與離婚家庭的模式中，家庭情感資源對知覺與父母關係滿

意有直接效果是一致的，無論父母婚姻關係和諧、經常衝突或是離婚，只要父母

對子女關心、支持，子女越感受自己與父母關係的滿意。 

二、家庭經濟資源可以減低子女知覺家庭經濟狀況貧窮感頗有一致性 

家庭經濟資源對減低子女知覺家庭經濟狀況貧窮感有直接效果，在三類家庭

中皆達顯著性。在路徑係數的影響力有組間差異存在，不和諧家庭與離婚家庭的

家庭經濟資源對知覺家庭經濟狀況的直接效果皆大於和諧家庭。即是在父母婚姻

經常衝突家庭及父母離婚家庭環境中，父母的教育程度越高、家庭收入越多時，

越能減少子女知覺家庭經濟狀況的貧窮感。即在家庭壓力家庭中，父母的經濟資

源對減少子女經濟壓力感受更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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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不同家庭中資源和資源知覺對心理苦惱影響力有差異：在三類家

庭中，家庭情感資源皆透過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間接影響心理苦

惱；直接效果方面，不和諧家庭中，家庭情感資源增加子女心理

苦惱，在離婚家庭中，家庭情感資源減少子女心理苦惱。 

一、三類家庭中，家庭情感資源皆透過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間接影響心理苦惱 

家庭情感支持是透過知覺父母關係滿意對心理苦惱有間接效果，與和諧家庭

結果一致，不過在離婚家庭中「與父母關係滿意」對「心理苦惱」直接效果的影

響力顯著大於「和諧家庭」、「不和諧家庭」，其實三類家庭中，結果皆一致顯

示「與父母關係滿意」的中介角色，進行路徑係數的比較發現，對離婚家庭子女

如果感受滿意自己與父母關係滿意情況更能有效減少其心理苦惱，可想而之，經

歷父母離婚子女，感受與父母關係滿意程度可能比父母對子女關心更有意義。 

二、不和諧家庭中，家庭情感資源增加子女心理苦惱，在離婚家庭中，家庭情感

資源減少子女心理苦惱 

與和諧家庭不同的，離婚家庭與不和諧家庭的家庭情感資源對心理苦惱有直

接效果，離婚家庭與不和諧家庭有組間差異存在，值得注意的是兩類家庭影響力

的方向性亦不同，在離婚家庭中，父母對子女的關心支持可以直接減少子女的心

理苦惱；但是在不和諧家庭中，父母對子女的關心支持反而是增加子女心理苦惱。 

肆、不同家庭中資源和資源知覺對自尊滿足影響力有差異：在和諧家

庭中，家庭資源對自尊滿足有直接影響力；在不和諧與離婚家庭

中，家庭資源是透過資源知覺間接影響自尊滿足 

一、和諧家庭中，家庭資源對自尊滿足有直接影響力 

在和諧家庭中家庭經濟資源與家庭情感資源對自尊滿足有直接效果，值得注

意是家庭經濟資源對子女自尊滿足的影響力是負值的，即父母教育程度和家庭收

入對子女可能是一種壓力反而減低子女的自尊滿足；幸好的是，父母親對子女關

心支持對子女高二自尊滿足有直接效果，是可以有效提早子女的自尊滿足。 



 

 

 

116

二、不和諧家庭與離婚家庭，家庭經濟資源透過知覺家庭經濟狀況的間接影響自

尊滿足 

不和諧家庭與離婚家庭的家庭經濟資源對知覺家庭經濟狀況的直接效果皆

大於和諧家庭。即是在父母婚姻經常衝突家庭及父母離婚家庭環境中，父母的教

育程度越高、家庭收入越多時，越能減少子女知覺家庭經濟狀況的貧窮感。即在

家庭壓力家庭中，父母的經濟資源對減少子女經濟壓力感受更有意義。但知覺家

庭經濟狀況越有貧窮感，子女自尊滿足越低。 

三、不和諧家庭與離婚家庭，家庭情感資源透過知覺與父母關係滿意間接影響自

尊滿足 

不和諧家庭與離婚家庭的家庭情感資源伯透過知覺父母關係滿意的間接影

提升子女自尊滿足。即是在父母婚姻經常衝突家庭及父母離婚家庭環境中，父母

對子女關心支持越多時，越能提升子女知覺自己與父母關係滿意的感受，而知覺

父母關係越滿意，子女自尊滿足越好。 

伍、國、高中時的家庭資源與家庭資源知覺等潛在變項透過高二心理

福祉對大學時的心理福祉有持續影響力；研究中家庭脈絡因子對

子女心理苦惱解釋力介於 17%至 49%；自尊滿足介於 29 至

34%，在離婚家庭中解釋力最大。 

一、國、高中時的家庭資源與家庭資源知覺等潛在變項透過高二心理福祉對大學

時的心理福祉有持續影響力 

本研究中家庭脈絡因素包括國高中時期的家庭經濟資源、家庭情感資源、知

覺家庭經濟狀況和知覺父母關係滿意等預測變項透過高二時心理福祉影響大二

時子女心理福祉發展模式。無論在模式驗證指標適配度良好、總體解釋力介於

17%至 49%，可見家庭脈絡因素對子女心理福祉發有持續影響力存在。從不同父

母婚姻互動家庭中，家庭脈絡資源對心理福祉的總體解釋量來看，家庭資源與家

庭資源知覺對心理福祉的解釋力頗高。可想而之，家庭脈絡因子對子女的重要性

與持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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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中家庭脈絡因子對子女心理苦惱解釋力介於 17％至 49％；自尊滿足介

於 29 至 34％，在離婚家庭中解釋力最大 

和諧家庭中，四個國高中時的家庭資源與家庭資源知覺等潛在變項透過高二

心理福祉影響大學時的心理福祉，對大學時的心理苦惱總體解釋量有 17%；對大

學時的自尊滿足總體解釋量有 29% 

不和諧家庭中，四個國高中時的家庭資源與家庭資源知覺等潛在變項透過高

二心理福祉影響大學時的心理福祉。對大學時的心理苦惱總體解釋量有 30%。對

大學時的自尊滿足總體解釋量有 33% 

離婚家庭中，四個國高中時的家庭資源與家庭資源知覺等潛在變項透過高二

心理福祉影響大學時的心理福祉。對大學時的心理苦惱總體解釋量有 49%。對大

學時的自尊滿足總體解釋量有 34% 

三類家庭中，家庭脈絡預測變項對子女心理福祉影響力來看，對離婚家庭的

解釋力最大，其次為不和諧家庭，在和諧家庭中，最低。是否反映了處於壓力較

多的家庭中，資源與資源知覺對個體心理福祉有更大的意義。 

陸、驗證「雙重 ABC-X 家庭壓力理論的心理福祉發展影響模式」以

及在不同婚姻互動家庭內皆有理論性 

從三類家庭的模型適配指標來看，χ2 與自由度的比值皆小於 3、CFI 大

於.90；除了和諧家庭的 RMSEA 值稍為大於一點，另兩類家庭模式的 RMSEA

值均小於.05，模型的三個基本適配指標均達到檢核標準，顯示其資料與理論模

相契合，資料與模型的適配度非常良好（good fit）。從三類不同婚姻互動形成

子女不同成長家庭脈絡，驗證「雙重 ABC-X 家庭壓力理論的心理苦惱發展影響

模式」的理論性在不同父母婚姻互動家庭中理論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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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壹、 對大學生與父母的建議 

一、給大學生的建議 

研究發現，父母婚姻不和諧與父母離婚對子女心理福祉有長期的影響；家庭

情感支持對子女心理福祉發展有正面直接而且持續性的影響力。進入成人前期的

大學生，要了解家庭和諧與穩定的下一代對家人福祉的重要性。積極參與相關的

婚前教育和經營家人關係的課程，對婚姻價值培養正面的態度，了解如何經營婚

姻生活，學習家人溝通、衝突處理的技巧。未來建立和諧穩定的幸福家庭為目標。 

二、給父母親的建議 

研究發現，家庭情感資源即父母親對子女關心、支持是縱然子女進入成人前

期對心理福祉發展有正面的效果。父母親學習讓孩子多感受父母親的關愛，對子

女身心發展一重要的影響因素。整體而論，如果婚姻不幸福的父母，想要降低對

子女的危險，最好的方法是，試著藉由輔導，而強化彼此的關係，改善家庭不和

諧關係。本研究，指出子女若要發展成為一個心理福祉健康的成年人，最好的方

法就是他們的父母常保有一個少有公開衝突的優質婚姻。 

衝突的處理與化解技巧的重要性：在伴侶關係裡，批評與防衛的惡性循環會

導致鄙視與絕望，並逐漸侵蝕這段關係：長期下來漸漸導致退縮，對修補關係心

灰意冷，以致於婚姻破裂(Gottman & Silver, 1999)。預測一段關係是否成功的最

佳指標，不是彼此沒有衝突，而是能否處理衝突—必然會產生的歧異如何處理、

化解或修補。在深陷危機時，避免衝突可能是必要的，但長時間下來卻可能影響

正常功能，並升高日後關係破裂的風險。大部分的離婚都發生在婚後五到七年

間，但最嚴重的難關是發生在婚後二至五年間，然後未解決的衝突不斷累積，將

使怨懟持續升高（Driver, Tabards, Shapiro, Nahm, & Gottman,2003）。要有效的

處理衝突，就必須能公開坦承歧見，並以良好的溝通技巧尋求解決方案。很重要

的一點是，學習如何意見不同卻能不傷感情，以及如何接受對方的影響。 

貳、對學校及家庭教育相關推廣機構的建議 

離婚本身不是獨立事件負面影響子女心理福祉，反而是父母之間的持續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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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造成子女嚴重的負面影響。 從兩方面來看，在婚姻中父母的婚姻經營、夫

妻溝通、衝突解決技巧；推廣父母在離婚後正向參與子女離婚後生活的安排，發

展父母之間合作性的後離婚關係，一些專門的課程去幫助父母完成這樣的目標

（Emery, Kitzmann, and Waldron, 1999）。 

一、給學校的建議 

1.學校課程中強化家人關係、婚姻教育的課程  

研究發現，父母婚姻不和諧與父母離婚對子女心理福祉皆有負面的影響；家

庭情感支持對子女心理福祉發展有正面直接而且持續性的影響力。在國高中學校

中課程融入式教學的方式，；而家政課程中原有許多家庭的課題；家庭教育法中，

高中職以下各級學校推展四小時家庭教育課程活動，在課程中強化家人關係的議

題及兩性相處、夫妻溝通、衝突處理、婚姻承諾等內容。讓孩子從小建立婚姻、

家庭正面的價值觀。以利用為我們下一代打好基礎，了解關心子女的重要性並更

重視家人的彼此扶持與支持。 

2.教師關心學生的家庭狀況 

研究者一開始的研究動機出於「學生來叩門」，在父母婚姻不幸福家庭中成

長子女長期性的影響，而研究發現亦支持父母婚姻衝突與父母離婚對子女心理福

祉有負面影響。身為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更要多關心班上孩子家庭狀況的變動

或家人衝突的發生，主動結與關心支持，並適時進行輔導，把傷害減至最少。 

二、給家庭教育相關推廣機構的建議 

1.強化家人關係、夫妻相處的課程 

父母婚姻關係對子女心理福祉有深遠的影響，所以除了求學過程中提供基礎

與預備的家人關係課程外，一般社會大眾在生活當下有狀況時，若能有家人關係

維持知能課程，民眾的接受度會更高。 

2.提供婚前教育與親職教育的課程 

婚姻的穩定度與和諧度對子女的心理福祉有正面的意義， 推廣機構開設有

關婚姻承諾重要性、了解彼此是否適合、婚姻中衝突處理等相關婚前教育課程，

對未來成功婚姻有助益，也為下一代建立穩定婚姻、幸福家庭出一份力。另外，

加強親職教育中，華人父母較缺乏的「愛的表達」，教導父母親如何在行動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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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中對不同年齡層子女表達關愛與支持。  

3.增設離婚家庭父母共親職的教育課程 

國內有關專門提供給離婚後家庭父母親的家庭教育課程非常缺乏，應該發展

專離婚家庭所需要的親職教育課程，把「永遠的父母」的概念帶入課程中，那斷

不開的親子關係，孩子生命中的重要家庭，父母如何面對經營分開後的共同親

職，是非常值得思考的。了解離婚後關係和諧與共親職對子女發展是長遠的正面

影響，這是在未來家庭教育需要努力與耕耘。 

參、對政府的建議 

一、積極推動家庭教育幫助父母維持婚姻關係 

研究結果證明和諧、穩定的家庭環境對子女心理福祉在長期性的影響，而家

庭資源對子女發展有正面的效力。在美國自 1996 年以來，許多州和市政府決定，

將公共政策的方向放在減少離婚率上建立和諧家庭；，在聯邦政府管轄下的『兒

童與家庭管理處』（Administration for Children and Families： ACF）在 2002 年

展開『健康婚姻』動議，自此之後，兒童與家庭管理處特別支持的課程，包括提

供自願的婚前教育和維持關係的技巧訓練，強調健康婚姻價值的公共教育課程，

以及這類服務的評估研究。不久之前，在 2006 年 2 月，總統分配一年一億五千

萬美金，共五年的時間來宣導促進健康穩定婚姻的課程。 

他山之石，亦建議我國政府編列更多的經費預算，並設立專門的部門有效推

台灣的家庭教育幫助個人與夫妻/伴侶擁有穩定成功的婚姻。 

二、強制性離婚父母接受教育課程 

美國在 1990 年代，在學校主動提供離婚姻家庭孩子基本課程（school-base 

program）變得愈來愈普遍，另外，在許多州以強制的方式提供離婚的父母有關

調停及教育的課程。為試圖增進子女與母親與父親間的感情聯繫，政府如何立法

對離婚父母接受教育課程，建立強制性制度。這類課程，包括可以由學校或法庭

開設、針對離婚夫妻對子女教養親職教育課程，我們希望不久的未來，台灣也可

以提供類似的課程。 

三、確保經濟穩定，平衡工作與家庭 

研究發現，家庭經濟資源需不一定對子女心理福祉是直接影響，可以確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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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無論在什麼家庭類型中，家庭經濟穩定可以提升父母親對子女情感支持而提

升子女心理福祉，可見經濟資源的重要性，家庭經濟狀況較低的可能犧牲照顧孩

子的時間而更多的工作時數。 

我們也必須設法克服貧富懸殊問題，以及貧窮和權力被剝奪的無力感

（disempowerment）對家庭與個人造成的影響—尤其是對女性、兒童、老年人等。

當家庭出現狀況時，孩子可能會顯現一些徵兆，例如兒子的學業成績退步，心理

福祉下降。隨著經濟產生劇烈變動，各種薪水階層和生命階段的工作者，都可能

遭到解僱。教育和技術程度最低的人衝擊最大，他們的家庭也受到最大影響，婚

姻與家庭衝突也會隨之遽增。 

在歐洲各國，家庭政策都是整體經濟政策的一環，政府會對不同收入階層的

家庭提供不同支持，並且不附加任何污名。在北歐國家，家庭生活和兒童福利被

認為攸關整體社會的健全。公共政策基於兩個概念，積極鼓勵個人在家庭生活和

支薪工作之間取得平衡。這兩個概念是：(1)在支持家庭經濟、料理家務和維護

子女的健康幸福上，男女有同等的責任；(2)擔任親職不應損及個人的工作穩定，

都是保證享有的育兒權益。我們因此需要全國性的規劃，以建立價格合理且高品

質的兒童與老人照護、涵蓋全民的健康保險，以及更有彈性的工作結構和時間

表，來支持家庭功能運作和家庭成員的福祉。 

肆、對未來研究的建議 

一、長期縱貫資料研究的重要性 

透過貫時性長期資料，可以進行前瞻性的研究，在兒童成長過程中便收集關

於父母婚姻狀況的資料，並收集這些子女成年後心理福祉的狀況，如此才能更深

入了解家庭產生的長期效應。政府單位應提供更多的資金提供學術單位持續進行

大樣本的貫時性長期調查研究，末來對於不同世代，代間傳遞的研究可以作更全

面性的探討，並提供有代表性的研究結果，對教育、國家政策提供建言。 

二、結合量化與質性研究 

末來可以結合質性研究，質性研究可以發現量化研究所看不到的層面，可以

從不同方式蒐集資料，更全貌了解不和諧家庭與離婚家庭子女心理福祉發展與心

路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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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一、父母婚姻互動—和諧、不和諧與離婚源 

(一)父母離婚 

你爸爸媽媽的婚姻狀況為何？ 

□ 爸爸媽媽住在一起 □ 爸爸已經去世 □ 媽媽已經去世 

□ 爸爸媽媽已經離婚 □ 爸爸媽媽分居 □ 爸媽已離婚但仍同居

□ 其他，請說明：_________________ 

過去一年，下列事情發生過嗎？ 不 

適 

用 

有 沒 

有 

(3)父母離婚或分居  0 1 2 

(二)婚姻不和諧 

你覺得，你父母對他們的婚姻感到快樂嗎？  

1=很快樂、2=快樂、3=還可以、4=不快樂、5=很不快樂 

想想他們是不是常常意見不合或吵架？ 

1=從未、2=偶爾、3=有時候、4=常常 

 

 

二、家庭經濟資源—父、母親教育程度及家庭每月收入 

（一）父母教育程度及家庭每月收入 

父親教育程度（W7） 

□(01) 國小及以下 □(02) 國(初)中□(03) 高中(職)   □(04) 專科 

□(05) 大學    □(06) 研究所及以上 

母親教育程度（W7） 

□(01) 國小及以下 □(02) 國(初)中□(03) 高中(職)   □(04) 專科 

□(05) 大學    □(06) 研究所及以上 

家庭每月大約收入 （W1）（W7） 

□(01)不到30,000       □(02) 30,000-49,999   □(03) 50,000-59,999 

□(04) 60,000-69,999   □(05) 70,000-79,999   □(06) 80,000-8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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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90,000-99,999   □(08) 100,000-109,999 □(09) 110,000-119,999 

□(10) 120,000-129,999 □(11) 130,000-139,999 □(12) 140,000-149,999 
□(13) 150,000 以上  

 

 

三、家庭情感資源--父母親情感支持（學生自評題項） 

媽媽/ 爸爸 回想上個月，當你和媽媽/爸爸一起聊天或

做事情時，媽媽/爸爸對你的態度如何？ 沒

有

幾

乎

沒

有

不

太

常

有

一

半

時

間

常 

常 

幾

乎

總

是 

總

是 

1. 會問你對重要事情的看法。 1 2 3 4 5 6 7 
2.仔細聆聽你的看法或想法。 1 2 3 4 5 6 7 
3. 表現出疼愛你和關心你的樣子。 1 2 3 4 5 6 7 
4. 設法讓你了解她/他很關心你。 1 2 3 4 5 6 7 
5. 設法讓你知道她/他欣賞你－你的想

法，或你的行為。 
1 2 3 4 5 6 7 

6. 幫助你完成重要的事情。 1 2 3 4 5 6 7 
7. 聊到有趣的事情時會開懷大笑。 1 2 3 4 5 6 7 
8. 表現出支持你和了解你的樣子。 1 2 3 4 5 6 7 
 
 
四、學生心理福祉（學生自評題項） 
（一）心理苦惱： 

過去一個星期，你有沒有下列不舒服的情形？不舒服

的程度如何？  

沒

有

有

，

有

點

有 

， 

普 

通 

有 

， 

嚴 

重 

有

，

很

嚴

重

1.頭痛。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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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頭暈。 1 2 3 4 5 
3.孤獨。 1 2 3 4 5 
4.鬱卒。 1 2 3 4 5 
5.擔心過度。 1 2 3 4 5 
6.肌肉酸痛。 1 2 3 4 5 
7.失眠、不易入睡。 1 2 3 4 5 
8.身體某些部位感到麻木或是針刺。 1 2 3 4 5 
9.好像有東西卡在喉嚨。 1 2 3 4 5 
10.感覺身體某些部位虛弱。 1 2 3 4 5 
11.很想要去毆打、傷害別人。 1 2 3 4 5 
12.一大早就醒了，想再睡又睡不著。 1 2 3 4 5 
13.睡眠不安穩或一直醒過來。 1 2 3 4 5 
14.常常和別人爭吵。 1 2 3 4 5 
15.尖聲大叫或摔東西。 1 2 3 4 5 
16.不想活了。 1 2 3 4 5 

（二）自尊滿足 

以下有關你本人的描述，你同不同意？  很 

不 

同 

意 

不 

同 

意 

不 

確 

定 

同意 很 

同 

意 

1.我沒有辦法解決自己的某些問題。 1 2 3 4  
2. 有時候我會有受到壓迫的感覺。 1 2 3 4  
3.我沒有辦法控制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4. 未來的一切操之在我 1 2 3 4  
5. 我沒有辦法改變很多的重要事情 1 2 3 4  
6. 我是個有價值/有用的人 1 2 3 4  
7. 我有很多優點 1 2 3 4  
8. 我有很多優點 1 2 3 4  
9. 我可以把事情做得和大多數人一樣好 1 2 3 4  
10. 我沒有很多值得驕傲的事情 1 2 3 4  
11. 我用積極樂觀的態度看待我自己      
12. 我很滿意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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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我有時候覺得自己很沒有用      
14. 有時候我會認為自己一無是處。      

 

 

五、經濟知覺助益 

你覺得，你家的經濟條件對你的發展有何影響？  

「1=有很大的限制」、「2=稍微有些限制」、「3=完全沒影響」、「4=稍微有些幫助」、

「5=有很大的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