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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章旨在呈現本研究之分析結果。全章共分為二節，第一節包括描述統計、

成對樣本 t檢定與相關分析之初步分析：第二節為對偶資料在依附焦慮、互動行

為與目前關係品質之多層次分析。 

第一節 初步分析 

一、描述統計與成對樣本 t檢定 

表 4-1 包括了本研究男女生之主要變項的平均數、標準差、平均數差異以及

成對樣本 t檢定。由表 4-1 的成對樣本 t檢定結果顯示出：男女生在各變項之得

分只在問題解決技巧方面有差異，且男生顯著高於女生。 

表 4-1 描述統計與成對樣本 t檢定 

     男 

（N= 30） 

女 

（N= 30） 

   差異 

 

   

   t    

變項（測量方法） M SD M SD M SD 

依附焦慮(自陳量表) 3.21 0.69 3.40 0.84 -0.19  0.90   -1.16 

負向情感(互動觀察) 3.13 1.96 3.33 2.28 -.20  2.25  -0.49 

問題解決技巧(互動觀察) 5.27 2.42 4.53 2.01  0.73  1.93  2.08* 

衝突(互動觀察) 3.10 1.83 3.57 2.33 -0.47 1.76 -1.46 

支持肯定(互動觀察) 5.10 2.25 5.27 1.93 -0.17 1.93 -0.47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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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1 可知，由於這些互動變項中仍有性別差異存在，但是本研究著重於

依附焦慮與關係品質對正負向互動行為的關係，若不將性別的部分加以控制，可

能會有混淆難解釋的結果出現，因此，本研究後續的多層次分析把「性別」當作

控制變項。最後，因為這個部分的分析僅針對整體男女生的平均分數差異而言，

看不出男女生於各變項中關係的強弱與彼此變動的情形，有鑑於此，本研究將男

女生於各變項間的相關分析如下。 

二、男女生之個人變項以及情侶關係變項的相關分析 

表 4-2 為本研究男女生之個人變項以及情侶關係變項的相關，這個部分有許

多重要且有趣的發現。茲分述如後： 

（一）男女生於個人變項的相關分析 

1. 依附焦慮： 

（1）當男性於量表中的「依附焦慮」分數越高時： 

男生於互動觀察中「負向情感」與「衝突」的得分越高，但在「問題解決技

巧」、「支持肯定」的得分越低；女性伴侶在互動觀察中的「負向情感」越高，但

「支持肯定」越低。 

(2)女性於量表中的「依附焦慮」分數越高時： 

女生於互動觀察中「負向情感」的得分越高、「支持肯定」的得分越低；男

性伴侶在互動觀察中「負向情感」與「衝突」的得分也越高，但在「問題解決技

巧」、「支持肯定」的得分則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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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男女生各變項與情侶變項之相關矩陣表（N=30 男和 30 女） 

 

 

 

 

變

項 

A B C D E F G H I J 

A -          

B .74** -         

C -.51** -.73** -        

D .62** .75** -.74* -       

E -.53** -.79** .84** -.73** -      

F .32 .45* -.43* .41* -.54** -     

G .44** .45* -.42* .60** -.43** .36* -    

H -.25 -.38* .64** -.56** .41* -.24 -.60** -   

I .35 .35 -.40* .67** -.34 .30 .83** -.63** -  

J -.47** -.55** .63** -.67** .58** -.48** -.84**  .78** -.66** - 

K .12 .18 .06 .07 -.10 .29 .00 .31 -.02 .14 

L -.55** -.76** .80** -.81**  .83** -.57** -.73** .65** -.63**  .80 

M .46** .58** -.61** .71** -.63** .49** .82** -.54** .81** -.72** 

N -.47** -.67** .64** -.78**  .65** -.44** -.79** .71** -.79**  .80** 

O -.40* -.74** .67** -.58**  .74** -.59** -.66** .52** -.55**  .66** 

A＝男性依附焦慮，B＝男性負向情感，C＝男性問題解決技巧，D＝男性衝突，E＝男生支持肯定，F＝女性依附焦

慮，G＝女性負向情感，H＝女性問題解決技巧，I=女性衝突，J＝女生支持肯定，K＝情侶交往時間，L＝情侶正

向循環，M＝情侶負向循環，N＝情侶承諾，O＝情侶目前關係品質 。                   

*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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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負向情感 

(1)男性於互動觀察中「負向情感」的得分越高時： 

男生於量表的「依附焦慮」分數以及互動觀察的「衝突」得分也越高，但互

動觀察中的「問題解決技巧」、「支持肯定」越低；女性伴侶於互動觀察中的「負

向情感」越高但「問題解決技巧」、「支持肯定」越低。 

 (2)女性於互動觀察中「負向情感」的得分越高時： 

女生於量表的「依附焦慮」分數以及互動觀察的「衝突」得分也越高，但互

動觀察中的「問題解決技巧」、「支持肯定」越低；男性伴侶於互動觀察中的「負

向情感」、「衝突」得分以及量表的「依附焦慮」分數越高但互動觀察中的「問題

解決技巧」、「支持肯定」越低。 

3. 問題解決技巧 

（1）男性於互動觀察中「問題解決技巧」的得分越高時： 

男生於量表的「依附焦慮」分數以及互動觀察的「負向情感」與「衝突」得

分越低，但「支持肯定」越高；女性伴侶於量表中的「依附焦慮」分數、互動觀

察中的「負面情感」與「衝突」得分都越低，但是「問題解決技巧」、「支持肯定」

越高。 

(2)女性於互動觀察中「問題解決技巧」的得分越高時： 

女生於互動觀察中的「負向情感」與「衝突」越低，但「支持肯定」越高；

男性伴侶於互動觀察中的「負向情感」與「衝突」越低，但「問題解決技巧」、「支

持肯定」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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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衝突 

(1)男性於互動觀察中「衝突」的得分越高時： 

男生於量表的「依附焦慮」分數以及互動觀察的「負向情感」得分也越高，

但互動觀察中的「問題解決技巧」、「支持肯定」越低；女性伴侶於量表中的「依

附焦慮」以及互動觀察中的「負向情感」、「衝突」越高，但「問題解決技巧」、「支

持肯定」越低。 

(2)女性於互動觀察中「衝突」的得分越高時： 

女生於互動觀察的「負向情感」得分也越高，但互動觀察中的「問題解決技

巧」、「支持肯定」越低；男性伴侶於互動觀察中的「衝突」分數越高但互動觀察

中的「問題解決技巧」越低。 

5. 支持肯定 

（1）男性於互動觀察中「支持肯定」的得分越高時： 

男生於量表的「依附焦慮」分數以及互動觀察的「負向情感」與「衝突」得

分越低，但「問題解決技巧」越高；女性伴侶於量表中的「依附焦慮」分數、互

動觀察中的「負面情感」得分越低，但是「問題解決技巧」、「支持肯定」越高。 

(2)女性於互動觀察中「支持肯定」的得分越高時： 

女生於量表的「依附焦慮」分數以及互動觀察中的「負向情感」與「衝突」

越低，但「問題解決技巧」越高；男性伴侶於量表中的「依附焦慮」分數、互動

觀察中的「負向情感」與「衝突」越低，但「問題解決技巧」、「支持肯定」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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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情侶間男女兩方在各個個人變項的分數有顯著地相關。因此本研

究之資料彼此間不再是獨立，而存在某種程度相互影響性，若使用傳統的分析方

法，將違反資料間彼此獨立的假設，因此為了將這些資料的對偶相互影響性

（dyadic interdependence）考慮進來，本研究後續的主要分析係以多層次分析

（multilevel model, MLM），並納入個人-伴侶相互影響模式（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 APIM）的觀念，將效果分為來自個人的個人效果，以

及來自伴侶的伴侶效果。 

（二）個體與情侶關係分數的相關 

1. 情侶交往時間 

由表 4-2 可知，情侶交往時間長短與個人依附焦慮及互動行為都沒有相關，

換言之，將受試者分為男女來看時，男生的依附焦慮及正負向互動行為之程度都

與其所處關係的交往時間長短無關，同樣地，女生的依附焦慮及正負向互動行為

之程度也與其所處關係的交往時間長短無關。 

2. 情侶正向循環 

由表 4-2 可知，情侶正向循環的程度與個人依附焦慮、負向互動行為呈現負

相關，但與正向互動行為呈現正相關。換言之，將受試者分為男女來看時，男生

的依附焦慮、負向情感與衝突之程度都與其所處關係的正向循環程度呈現負相關；

反之，男生的問題解決技巧及支持肯定與所處關係的正向循環程度呈現正相關。

同樣地，女生的依附焦慮、負向情感與衝突之程度都與其所處關係的正向循環程

度呈現負相關；反之，女生的問題解決技巧及支持肯定與所處關係的正向循環程

度呈現正相關。 

3. 情侶負向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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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2 可知，情侶負向循環的程度與個人依附焦慮、負向互動行為呈現正

相關，但與正向互動行為呈現負相關。換言之，將受試者分為男女來看時，男生

的依附焦慮、負向情感與衝突之程度都與其所處關係的負向循環程度呈現正相關；

反之，男生的問題解決技巧及支持肯定與所處關係的負向循環程度呈現負相關。

同樣地，女生的依附焦慮、負向情感與衝突之程度都與其所處關係的負向循環程

度呈現正相關；反之，女生的問題解決技巧及支持肯定與所處關係的負向循環程

度呈現負相關。 

4. 情侶承諾 

由表4-2可知，情侶承諾的程度與個人依附焦慮、負向互動行為呈現負相關，

但與正向互動行為呈現正相關。換言之，將受試者分為男女來看時，男生的依附

焦慮、負向情感與衝突之程度都與其所處關係的承諾程度呈現負相關；反之，男

生的問題解決技巧及支持肯定與所處關係的承諾程度呈現正相關。同樣地，女生

的依附焦慮、負向情感與衝突之程度都與其所處關係的承諾程度呈現負相關；反

之，女生的問題解決技巧及支持肯定與所處關係的承諾程度呈現正相關。 

5. 情侶目前關係品質 

由表 4-2 可知，情侶目前關係品質與個人依附焦慮、負向互動行為呈現負相

關，但與正向互動行為呈現正相關。換言之，將受試者分為男女來看時，男生的

依附焦慮、負向情感與衝突之程度都與其所處關係的關係品質呈現負相關；反之，

男生的問題解決技巧及支持肯定與所處關係的關係品質呈現正相關。同樣地，女

生的依附焦慮、負向情感與衝突之程度都與其所處關係的關係品質呈現負相關；

反之，女生的問題解決技巧及支持肯定與所處關係的關係品質呈現正相關。 

三、情侶關係變項之相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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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三位評分者針對該對情侶的互動狀況，所評分之對偶向度（dyadic 

dimensions）之間的相關係數如表 4-3 所示。 

由表 4-3 可知，情侶的交往時間長短與正向循環、負向循環、承諾與目前關

係品質都沒有相關；正向循環與承諾、目前關係品質呈現正相關，然而與負向循

環呈現負相關，亦即，情侶的正向循環程度越高，則承諾、目前關係品質的也較

高，但是負向循環的程度會較低；負向循環與正向循環、承諾及目前關係品質都

呈現負相關，也就是說，情侶的負向循環程度越高，則其正向循環、承諾與目前

關係品質都越差；承諾與正向循環、目前關係品質正相關，但與負向循環負相關，

意為，當情侶的承諾程度越高，則他們的正向循環及目前關係品質都會較高，但

是他們的負向循環會越低；目前關係品質與正向循環、承諾有正相關但與負向循

環呈現負相關，也就是說這對情侶的目前關係品質越好，則其正向循環、承諾也

會較高，但是負向循環會較低。 

綜上所述，除了「交往時間」長短以外，本研究其他的情侶關係變項彼此之

間都有相關，因此本研究只需放一個情侶關係品質變項來解釋個體的行為，再者，

研究者以為「目前關係品質」所能涵蓋的構念較大，也較符合本研究之目的，所

以使用目前關係品質為本研究之第二階層（情侶層次）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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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情侶關係變項相關矩陣表（N＝30 對情侶） 

 

 

 

 

 

 

 

 

 

 

 

變項 交往時間 正向循環 負向循環 承諾 目前關係品質

交往時間 -       

正向循環 -.11 -      

負向循環      .10 -.77** -      

承諾 .03 .79** -.81** -     

目前關係品質 -.22 .82** -.72** .78**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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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對偶資料之多層次模式分析 

本節共分二部分：第一部份為對偶資料個人效果與伴侶效果的多層次分析，

第一階層以性別為控制變項，以自己的依附焦慮及伴侶的依附焦慮為預測變項；

第二階層不放入變項。第二部分為個人階層與情侶階層交互作用分析，第一階層

為個人變項，此階層的變項為性別、自己的依附焦慮與伴侶的依附焦慮；第二階

層為情侶階層，此階層的變項為情侶之「目前關係品質」，並分別為以「負向情

感」、「焦慮」、「問題解決技巧」與「支持肯定」為結果變項。 

一、 依附焦慮對個體正負向互動行為之個人效果與伴侶效果 

本研究所欲驗證的假設一為：「個體與伴侶的依附焦慮程度皆能顯著預測個

體的正負向互動行為」。分析結果之未標準化迴歸係數如表 4-4 所示，茲將四個

模式的依附焦慮效果分述如下： 

表 4-4 依附焦慮對個體正負向行為之個人效果與伴侶效果多層次分析摘要表 

 負向情感 衝突 問題解決技巧 支持肯定 

截距（γ00） 3.23***(.23) 3.33***(.29) 4.90***(.31) 5.18***(.24) 

性別（γ10） 0.07  (.21) 0.21  (.16) -0.36*  (.16) 0.08  (.19)

依附焦慮     

個人效果（γ20）  1.16***(.25) 0.93** (.30) -0.81** (.27) -1.01***(.25) 

伴侶效果（γ30） 0.84** (.27) 0.72*  (.27) -0.77*  (.33) -1.06**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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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為標準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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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負向情感 

1. 依附焦慮的個人效果 

如表 4-4 所示，當個體的性別、伴侶的依附焦慮皆控制為相同時，個體的依

附焦慮能顯著預測個體的負向情感（γ=1.16, p ＜.001）。也就是說，當其他變

項保持一樣時，個體自己的依附焦慮越高，則個體與伴侶互動時所表現之負向情

感也會越多。 

2. 依附焦慮的伴侶效果 

如表 4-4 所示，當個體的性別、自己的依附焦慮皆控制為相同時，伴侶的依

附焦慮能顯著預測個體的負向情感（γ=0.84, p ＜.01）。也就是說，當其他變

項保持一樣時，伴侶的依附焦慮越高，則個體與伴侶互動時所表現之負向情感也

會越多。 

（二）衝突 

1.依附焦慮的個人效果 

如表 4-4 所示，當個體的性別、伴侶的依附焦慮皆控制為相同時，個體的依

附焦慮能顯著預測個體的衝突（γ=0.93, p ＜.01）。也就是說，當其他變項保

持一樣時，個體自己的依附焦慮越高，則個體與伴侶互動時所表現之衝突也會越

多。 

3. 依附焦慮的伴侶效果 

如表 4-4 所示，當個體的性別、自己的依附焦慮皆控制為相同時，伴侶的依

附焦慮能顯著預測個體的負向情感（γ=0.72, p ＜.05）。也就是說，當其他變

項保持一樣時，伴侶的依附焦慮越高，則個體與伴侶互動時所表現之衝突也會越

多。 

（三）問題解決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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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附焦慮的個人效果 

如表 4-4 所示，當個體的性別、伴侶的依附焦慮皆控制為相同時，個體的依

附焦慮能顯著預測個體的問題解決技巧（γ=-0.81, p ＜.01）。也就是說，當其

他變項保持一樣時，個體自己的依附焦慮越高，則個體與伴侶互動時所表現之問

題解決技巧會越差。 

2.依附焦慮的伴侶效果 

如表 4-4 所示，當個體的性別、自己的依附焦慮皆控制為相同時，伴侶的依

附焦慮能顯著預測個體的問題解決技巧（γ=-0.77, p ＜.05）。也就是說，當其

他變項保持一樣時，伴侶的依附焦慮越高，則個體與伴侶互動時所表現之問題解

決技巧會越差。 

（四）支持肯定 

1.依附焦慮的個人效果 

如表 4-4 所示，當個體的性別、伴侶的依附焦慮皆控制為相同時，個體的依

附焦慮能顯著預測個體的支持肯定（γ=-1.01, p ＜.001）。也就是說，當其他

變項保持一樣時，個體自己的依附焦慮越高，則個體與伴侶互動時所表現之支持

肯定會越差。 

2.依附焦慮的伴侶效果 

如表 4-4 所示，當個體的性別、自己的依附焦慮皆控制為相同時，伴侶的依

附焦慮能顯著預測個體的支持肯定（γ=-1.06, p ＜.01）。也就是說，當其他變

項保持一樣時，伴侶的依附焦慮越高，則個體與伴侶互動時所表現之支持肯定會

越差。 

（五）小結 

綜上所述，本研究假設一：「個體與伴侶的依附焦慮程度皆能顯著預測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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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負向互動行為」在本研究結果中得到支持。 

二、 個人階層與情侶階層之交互作用：目前關係品質之調節作用 

本研究於此部分乃分析個人階層與情侶階層的交互作用。表 4-5 為個人階層

與情侶階層之交互作用摘要表，研究者將以「負向情感」、「衝突」、「問題解決技

巧」與「支持肯定」為結果變項，分別介紹其兩階層交互作用，表中數值為未標

準化之迴歸係數。以下，將分述目前關係品質與依附焦慮在不同結果變項上的交

互作用。 

表 4-5 個人階層與情侶階層之交互作用摘要表 

主要效果 負向情感 衝突 問題解決技巧 支持肯定 

截距（γ00） 3.29***(.20) 3.65***(.28) 4.68***(.29) 5.06***(.21) 

性別（γ10） 0.17  (.23) 0.31  (.17) -0.45** (.15) 0.04  (.20)

目前關係品質（γ01） -1.16***(.21) -0.99***(.23)   1.26***(.30) 1.13***(.19) 

依附焦慮     

個人效果（γ20）  0.68*  (.32) 0.59  (.30) -0.43  (.26) -0.59* (.29) 

伴侶效果（γ30） 0.22  (.27) 0.32  (.28) -0.09  (.28) -0.46 (.29) 

     

性別*目前關係品質（γ11） -0.19  (.24) -0.28  (.19) -0.10  (.12) -0.10 (.18) 

依附焦慮的個人效果*目前

關係品質（γ21） 

0.61* (.29) 0.89** (.24) -0.84** (.22) -0.43 (.24) 

依附焦慮的伴侶效果*目前

關係品質（γ31） 

-0.46*  (.22) -0.05  (.23)  0.25  (.20) 0.10 (.23) 

*p＜.05 ，**p＜.01，***p＜.001，（）內為標準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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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負向情感 

此部份所欲考驗之研究假設二為「情侶所處的關係之『目前關係品質』，能

顯著調節『依附焦慮（個人效果與伴侶效果）』與個體『負向情感』之間的關係。」。

因此，研究者以依附焦慮和情侶目前關係品質的交互作用對個體的負向情感作迴

歸分析。以下，研究者將分別敘述依附焦慮的個人效果和情侶目前關係品質的交

互作用效果，以及依附焦慮的伴侶效果和情侶目前關係品質的交互作用效果： 

1.依附焦慮的個人效果和情侶目前關係品質 

此部份欲驗證之假設 2-1 為：「在目前關係品質較好時，當『自己的依附焦

慮』程度越高，則個體與伴侶互動時的『負向情感』也越高；反之，在目前關係

品質較差時，當『自己的依附焦慮』程度越高，則個體與伴侶互動時的『負向情

感』越低」。 

結果如表 4-5 所示，「依附焦慮的個人效果」與情侶之「目前關係品質」對

個體與伴侶互動時的「負向情感」有交互作用(γ=0.61, p ＜.05)。為了更進一

步解釋這個交互作用，研究者計算出個體自己的依附焦慮和目前關係品質之平均

分數加減一個標準差時，個體負向情感的變動情形，據此畫出圖 4-1 之交互作用

圖。 

由圖 4-1 可知，整體而言，不論自己的依附焦慮程度高低，個體在目前關係

品質好的時候都比在目前關係品質差時有較低的負向情感。此外，研究者分別以

不同狀況的目前關係品質來分析：在目前關係品質好時，個體自己的依附焦慮越

高，則自己與伴侶互動時的負向情感也越高；反之，在目前關係品質差的情侶中，

自己的依附焦慮程度高低，對自己與伴侶互動時的負向情感變化不大。接著，從

個體自己的依附焦慮程度高低來看，當自己的依附焦慮程度高時，在目前關係品

質差的時候會比在目前關係品質好的時候有較多的負向情感；當自己的依附焦慮

低時也有類似的狀況，唯自己的低依附焦慮若又在關係品質好的時候，個體與伴

侶互動時的負向情感程度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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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附焦慮的伴侶效果和情侶目前關係品質 

此部份欲驗證之假設 2-2 為「在目前關係品質較好時，當『伴侶的依附焦慮』

程度越高，則個體與伴侶互動時的『負向情感』越低；反之，在目前關係品質較

差時，當『伴侶的依附焦慮』程度越高，則個體與伴侶互動時的『負向情感』越

高」。 

結果如表 4-5 所示，「依附焦慮的伴侶效果」與情侶之「目前關係品質」對個

體與伴侶互動時的「負向情感」有交互作用(γ=-0.46, p ＜.05)。為了更進一

步解釋這個交互作用，研究者計算出伴侶的依附焦慮和目前關係品質為平均分數

加減一個標準差時，個體負向情感的變動情形，據此畫出圖 4-2 之交互作用圖。 

由圖 4-2 可知，整體而言，不論伴侶的依附焦慮程度高低，個體在目前關係

品質好的時候都比在目前關係品質差時有較低的負向情感。此外，研究者分別以

不同狀況的目前關係品質來分析：在目前關係品質好時，伴侶的依附焦慮越高，

則自己與伴侶互動時的負向情感越低；反之，在目前關係品質差的情侶中，伴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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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自己的依附焦慮、情侶目前關係品質

對自己在與伴侶互動時的負向情感之交互作用圖

目前關係品質好

目前關係品質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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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依附焦慮程度越高，則自己與伴侶互動時的負向情感也越高。接著，從伴侶的

依附焦慮程度高低來看，當伴侶的依附焦慮程度低時，不論在目前關係品質好壞

與否，自己與伴侶互動時的負向情感都差不多；但是當伴侶的依附焦慮高時，自

己與伴侶互動時的負向情感便會因為目前關係好壞而有很大的懸殊，在目前關係

品質好的時候，自己與伴侶互動時的負向情感程度很低，而在目前關係品質差時，

自己與伴侶互動時的負向情感便會偏高。 

 

 

 

(二)衝突 

此部份所欲考驗之研究假設三為「情侶所處的關係之『目前關係品質』，能

顯著調節『依附焦慮（個人效果與伴侶效果）』與個體與伴侶互動時的『衝突』

之間的關係。」。因此，研究者以依附焦慮和情侶目前關係品質的交互作用對個

體的衝突作迴歸分析。以下，研究者將分別敘述依附焦慮的個人效果和情侶目前

關係品質的交互作用效果，以及依附焦慮的伴侶效果和情侶目前關係品質的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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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伴侶的依附焦慮、情侶目前關係品質

對自己在與伴侶互動時的負向情感之交互作用圖

目前關係品質好

目前關係品質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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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效果： 

1.依附焦慮的個人效果和情侶目前關係品質 

此部份欲驗證之假設 3-1 為：「在目前關係品質較好時，當『自己的依附焦慮』

程度越高，則個體與伴侶互動時的『衝突』也越高；反之，在目前關係品質較差

時，當『自己的依附焦慮』程度越高，則個體與伴侶互動時的『衝突』越低」。 

結果如表 4-5 所示，「依附焦慮的個人效果」與情侶之「目前關係品質」對個

體與伴侶互動時的「衝突」有交互作用(γ=0.89, p ＜.01)。為了更進一步解釋

這個交互作用，研究者計算出個體自己的依附焦慮和目前關係品質之平均分數加

減一個標準差時，個體與伴侶互動時的衝突的變動情形，據此畫出圖 4-3 之交互

作用圖。 

由圖 4-3 可知，整體而言，不論自己的依附焦慮程度高低，個體在目前關係

品質好的時候都比在目前關係品質差時有較低的衝突。此外，研究者分別以不同

狀況的目前關係品質來分析：在目前關係品質好時，個體自己的依附焦慮越高，

則自己與伴侶互動時的衝突也越高；反之，在目前關係品質差的情侶中，自己的

依附焦慮程度越高，對自己與伴侶互動時的衝突越低。接著，從個體自己的依附

焦慮程度高低來看，當自己的依附焦慮程度高時，不論目前關係品質好壞，個體

與伴侶互動時的衝突程度都差不多；但是當自己的依附焦慮低時，個體與伴侶互

動時的衝突程度就會因情侶目前關係品質好壞而有很大的懸殊，在關係品質好的

時候，個體與伴侶互動時的衝突程度很低，而在關係品質差的時候，個體與伴侶

互動時的衝突程度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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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附焦慮的伴侶效果和情侶目前關係品質 

此部份欲驗證之假設 3-2 為：「在目前關係品質較好時，當『伴侶的依附焦

慮』程度越高，則個體與伴侶互動時的『衝突』越低；反之，在目前關係品質較

差時，當『伴侶的依附焦慮』程度越高，則個體與伴侶互動時的『衝突』越高。」。 

結果如表 4-5 所示，「依附焦慮的伴侶效果」與情侶之「目前關係品質」對

個體與伴侶互動時的「衝突」沒有交互作用效果(γ=-0.05, p ＞.05)，表示伴

侶的依附焦慮對個體與伴侶互動時的衝突的效果，不會因個體目前所處的關係品

質好壞而異。故此假設 3-2 未獲得支持。 

(三)問題解決技巧 

此部份所欲考驗之研究假設四為:「情侶所處的關係之『目前關係品質』，能

顯著調節『依附焦慮（個人效果與伴侶效果）』與個體與伴侶互動時的『問題解

決技巧』之間的關係。」。因此，研究者以依附焦慮和情侶目前關係品質的交互

作用對個體與伴侶互動時的問題解決技巧作迴歸分析。以下，研究者將分別敘述

依附焦慮的個人效果和情侶目前關係品質的交互作用效果，以及依附焦慮的伴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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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自己的依附焦慮、情侶目前關係品質

對自己在與伴侶互動時的衝突之交 互作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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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和情侶目前關係品質的交互作用效果： 

1.依附焦慮的個人效果和情侶目前關係品質 

此部份欲驗證之假設 4-1 為「在目前關係品質較好時，當『自己的依附焦慮』

越高，則個體與伴侶互動時的『問題解決技巧』越差；反之，在目前關係品質較

差時，當『自己的依附焦慮』程度越高，則個體與伴侶互動時的『問題解決技巧』

越好。」 

結果如表 4-5 所示，「依附焦慮的個人效果」與情侶之「目前關係品質」對

個體與伴侶互動時的「問題解決技巧」有交互作用(γ=-0.84, p ＜.01)。為了

更進一步解釋這個交互作用，研究者計算出個體自己的依附焦慮和目前關係品質

之平均分數加減一個標準差時，個體與伴侶互動時的問題解決技巧的變動情形，

據此畫出圖 4-4 之交互作用圖。 

由圖 4-4 可知，整體而言，不論自己的依附焦慮程度高低，個體在目前關係

品質好的時候都比在目前關係品質差時有較好的問題解決技巧。此外，研究者分

別以不同狀況的目前關係品質來分析：在目前關係品質好時，個體自己的依附焦

慮越高，則自己與伴侶互動時的問題解決技巧越差；反之，在目前關係品質差的

情侶中，自己的依附焦慮程度越高，對自己與伴侶互動時的問題解決技巧越好。

接著，從個體自己的依附焦慮程度高低來看，當自己的依附焦慮程度高時，個體

與伴侶互動時的問題解決技巧在目前關係品質好時，會比在目前關係品質差時來

得好，唯其差距不會太多；但是當自己的依附焦慮低時，個體與伴侶互動時的問

題解決技巧就會因情侶目前關係品質好壞而有很大的懸殊，在關係品質好的時候，

個體與伴侶互動時的問題解決技巧很好，而在關係品質差的時候，個體與伴侶互

動時的問題解決技巧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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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附焦慮的伴侶效果和情侶目前關係品質 

此部份欲驗證之假設 4-2 為「在目前關係品質較好時，當『伴侶的依附焦慮』

程度越高，則個體與伴侶互動時的『問題解決技巧』越好；反之，在目前關係品

質較差時，當『伴侶的依附焦慮』程度越高，則個體與伴侶互動時的『問題解決

技巧』越差」。 

結果如表 4-5 所示，「依附焦慮的伴侶效果」與情侶之「目前關係品質」對

個體與伴侶互動時的「問題解決技巧」沒有交互作用效果(γ=-0.25, p ＞.05)，

表示伴侶的依附焦慮對個體與伴侶互動時的問題解決技巧的效果，不會因個體目

前所處的關係品質好壞而異。故此假設 4-2 未獲得支持。 

(四)支持肯定 

此部份所欲考驗之研究假設五為「情侶所處的關係之『目前關係品質』，能

顯著調節『依附焦慮（個人效果與伴侶效果）』與個體與伴侶互動時的『支持肯

定』之間的關係。」。因此，研究者以依附焦慮和情侶目前關係品質的交互作用

對個體與伴侶互動時的支持肯定作迴歸分析。以下，研究者將分別敘述依附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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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個人效果和情侶目前關係品質的交互作用效果，以及依附焦慮的伴侶效果和情

侶目前關係品質的交互作用效果： 

1.依附焦慮的個人效果和情侶目前關係品質 

此部份欲驗證之假設 5-1 為:「在目前關係品質較好時，當『自己的依附焦

慮』越高，則個體與伴侶互動時的「支持肯定」越少；反之，在目前關係品質較

差時，當「自己的依附焦慮」程度越高，則個體與伴侶互動時的「支持肯定」越

多。」。 

結果如表 4-5 所示，「依附焦慮的個人效果」與情侶之「目前關係品質」對

個體的「支持肯定」沒有交互作用效果(γ=-0.43, p ＞.05)，表示個體自己的

依附焦慮對個體與伴侶互動時的支持肯定的效果，不會因個體目前所處的關係品

質好壞而異。故此假設 5-1 未獲得支持。 

2.依附焦慮的伴侶效果和情侶目前關係品質 

此部份欲驗證之假設 5-2 為「在目前關係品質較好時，當「伴侶的依附焦慮」

程度越高，則個體與伴侶互動時的「支持肯定」越多；反之，在目前關係品質較

差時，當「伴侶的依附焦慮」程度越高，則個體與伴侶互動時的「支持肯定」越

少。」。 

結果如表 4-5 所示，「依附焦慮的伴侶效果」與情侶之「目前關係品質」對

個體與伴侶互動時的「支持肯定」沒有交互作用效果(γ=0.10, p ＞.05)，表示

伴侶的依附焦慮對個體與伴侶互動時的支持肯定的效果，不會因個體目前所處的

關係品質好壞而異。故此假設 5-2 未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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