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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討論 

本章主要目的在於針對本研究結果與發現，進行進一步的討論。全章共分為

兩節，第一節為對偶資料之多層次模式分析的討論；第二節為綜合討論。 

 

第一節 對偶資料之多層次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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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4-4 可知，依附焦慮的個人效果與伴侶效果都能顯著預測個體的「負向

情感」、「焦慮」、「問題解決技巧」與「支持肯定」。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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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伴侶互動時的正負向行為。」獲得實

證上的支持。 

Campbell、Simpson、Boldry 與 Kashy（2005）也曾做過依附焦慮的個人效

果與伴侶效果對個體每日與伴侶互動時的衝突知覺之分析，不過該研究除了依附

焦慮的個人效果與伴侶效果，還放了其他變項（例如：依附逃避、神經質與自尊）

一起討論，因此當控制了這些變項之後，依附焦慮的效果只剩個人效果顯著，也

就是說伴侶的依附焦慮對個體的衝突知覺沒有預測力。然而本研究依附焦慮的個

人效果與伴侶效果都能顯著預測個體的行為，這種研究結果上的差異，可能是因

為本研究探討依附焦慮的個人效果與伴侶效果時，除了控制「性別」因素，沒有

其他的控制變項，在第二階層也沒有放入其他情侶變項。 

雖然會影響個體與伴侶互動時的正負向行為的變項可能不只有依附焦慮與

性別，然而本研究假設一的目的並不是要窮盡所有變項，以瞭解依附焦慮的個人

效果與伴侶效果，而是針對 APIM 的觀點，驗證與結合研究者興趣探討依附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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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個體行為的關係。在本研究中，研究者從初步分析中得到性別差異可能帶來的

混淆效果，因此於後續分析都加以控制。故此，由這樣的立基點來看，在情侶中，

將性別的因素控制後，自己或伴侶的依附焦慮越高，則自己的負向情感與衝突越

高，反之，問題解決技巧及支持肯定則越少。 

個人與伴侶相互影響模式（APIM）(Kenny,1996; Kashy & Kenny,2000; 

Campbell & Kashy, 2002; Cook & Kenny, 2005; Campbell,Simpson,Boldry,& 

Kashy,2005; Kenny,Kashy, & Cook,2006)中提到，自己與伴侶的預測變項，都能預

測個體的結果變項。本研究中亦可發現，自己的負向情感、衝突、問題解決技巧

與支持肯定都不只單單從個體的依附焦慮來預測，伴侶的依附焦慮也能預測個體

的這些行為。 

雖然許多統計方法都有觀察資料間彼此獨立的假設，但是許多心理學研究的

對象彼此之間的獨立性常常是需要再次被檢驗的。舉例來說：親子、師生、同儕、

手足…等等。這些人之間可能因為朝夕相處或互動頻繁，難免耳濡目染而有類似

的想法或行為等等。再者，研究者認為，以本研究的研究目的來看，想要瞭解個

體的互動行為，除了個體本身以外，勢必要考量到伴侶以及這對情侶的關係，因

為在一段緊密的互動過程中，就如同所謂的「一個巴掌拍不響」，然而過去許多

研究在探討一對或一群互動頻繁的個體時，並沒有考慮到這個部分。 

從本研究的分析結果可知，不管個體從事正負向行為，都不是個體單方面所

能造成的，伴侶在互動中也扮演了很重要的角色。會有這樣的結果，研究者認為

可以從本研究的互動任務以及依附焦慮者的特質來討論。 

本研究的互動任務即是在創造一個有壓力的情境中，以觀察他們嘗試解決與

討論問題時的行為，從 Bowlby（1969, 1973）所提到的依附系統的誘發情境理論

可知，在本研究的互動情境中，個體的依附焦慮可能會被誘發，而顯現於外在的

情緒行為上，同樣地，伴侶的依附焦慮亦會被誘發而顯現於外在的情緒與行為。

另外，從依附焦慮的特質來說，高依附焦慮者也很容易偵測到伴侶的負向行為，

以及對伴侶的負向行為有較多的不安與過度誇大的反應（Mikulincer, 1998; 

Collins, 1996; ）。因此，因為依附系統的誘發以及易於偵測伴侶的線索這兩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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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個體的正負向互動行為不單單受到自己的依附焦慮預測，也會受到伴侶的依

附焦慮所預測。 

二、個人階層與情侶階層之交互作用：目前關係品質對依附焦慮與互

動行為的調節作用 

（一）負向情感 

1.依附焦慮的個人效果和情侶目前關係品質 

由表 4-5 可知，「依附焦慮的個人效果」與情侶之「目前關係品質」對個體

的「負向情感」有交互作用。研究結果大致上支持本研究假設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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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樣的資料型態中，研究者認為

其中目前關係品質的調節作用相當值得深究。然而，在深入探討其調節作用的方

向性之前，可以從圖 4-1 中發現，不論個體依附焦慮高低，只要處於關係品質好

的時候，個體與伴侶互動時的負向情感都會比較低。 

從圖 4-1 顯示，只有在目前關係品質好的情況下，個體與伴侶互動時的負向

情感會隨著自己的依附焦慮越高而升高，但是如果在目前關係品質差的情況下，

個體與伴侶互動時的負向情感不論自己的依附焦慮程度如何都差不多高。從這樣

的結果似可呼應關係品質的重要性。從 Bowlby（1969, 1973, 1980）的內在運

作模式觀點而言，低依附焦慮者(類似於安全型依附者)若在一段良好的關係情境

中，因為對自己與伴侶都有較高的正向知覺，所以在互動過程中，表現地較自然

以及較少負向情感，但是若處於一段不好的關係情境中，連低依附焦慮者也會有

中度的負向情感；而高依附焦慮者（類似於不安全型依附者），由於受到過往的

人際經驗的影響，對自己可能較沒有信心，基於負向投射認同的心理機制，對過

去的客體經驗投射到目前的伴侶身上，導致對伴侶的信任感較低，因此容易較敏

感地知覺到拒絕與接受的線索，當他們知覺到拒絕的線索，他們會對伴侶與這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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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有負面的感受，但是當他們知覺到接受的訊息，他們也容易得到短暫的舒緩，

也就是說，高依附焦慮者傾向於在關係線索的接受與拒絕中患得患失（Campbell, 

Simpson, Boldry, & Kashy, 2005），因此，可想而知高依附焦慮的人就算是在

目前關係品質好的狀況下，也只是獲得暫時的舒緩，而不是真的對這段關係放心，

這樣的觀點似乎可以用來解釋何以高依附焦慮者在關係品質好壞的兩種情境中，

都比低依附焦慮者有較高的負向情感，另外，雖然受到良好關係品質的調節，高

依附焦慮者仍然較低依附焦慮者有較高的負向情感。 

情侶的目前關係品質較好的時候，高度依附焦慮的人，自己與伴侶互動時的

負向情感也會越高，但不會比關係品質較差的時候高。本研究結果顯示，在目前

關係品質好的狀況中，高依附焦慮的個體與伴侶互動時的負向情感也頂多到 3

分左右，以評分者整體的評分標準來看，算是低度的負向情感，因此，我們也可

以從另一個角度來討論，當依附焦慮高的人在一段目前關係品質好的交往中，自

己本身的依附焦慮就算會提高與伴侶互動時的負向情感的程度，但是受到關係品

質的調節，個體所表現出的負向情感也不會太高。  

反之，在目前關係品質差時，不論個體自己的依附焦慮程度高低，自己都有

中度左右的負向情感，也就是說，在目前關係品質較差時，高低依附焦慮的人都

很容易被激發出負向情感。這樣的研究結果與本研究假設 2-1 的後半部份不太符

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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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在本研究中，相較於低依附焦慮者，高依

附焦慮者在目前關係品質差時的負向情感並沒有降低以維護關係，對此，研究者

認為可能是因為負向情感本身還是比較屬於情緒上的部分，而不是行為上的表現，

因此若為了關係和諧而作的努力，應當是屬於多作正向行為少表現負向行為，但

面部表情與情緒這些部分可能較無法藉由認知上來控制。 

2.依附焦慮的伴侶效果和情侶目前關係品質 

由表 4-5 可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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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支持本研究假設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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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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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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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圖 4-2 中發現，不論伴侶依附焦慮高低，只要是處於關係品質好的時候，

個體與伴侶互動時的負向情感都會比較低，圖 4-2 也顯示，在目前關係品質好的

情況下，個體與伴侶互動時的負向情感會隨著伴侶的依附焦慮越高而降低，如果

在目前關係品質差的情況下，個體與伴侶互動時的負向情感會隨著伴侶的依附焦

慮越高而升高。也就是說，當伴侶是低度依附焦慮者，不論在目前關係品質好或

壞的狀況下，自己與伴侶互動時的負向情感都差不多，但是若伴侶是高度依附焦

慮者時，所處的目前關係品質的好壞，就會使自己與伴侶互動時的負向情感有較

大的變化。更精確地來說，當伴侶的依附焦慮程度高時，彼此又處於較差的關係

品質，這時自己與伴侶互動時的負向情感就會偏高，反之，當伴侶的依附焦慮高

但處於一段較好的關係情境中時，自己與伴侶互動時的負向情感就會偏低。 

研究者認為，這樣的結果也可以呼應於本研究假設一以及 APIM 的概念，亦

即在一段互動中會導致自己的結果變項，可能是來自於對方的預測變項（Kenny, 

Kashy, & Cook , 2006b）。當我們將這個模式中的其他變項都控制為一樣（在本研

究中是取其平均數以代表針對整體而言），自己與伴侶互動時的負向情感是如何

受到伴侶的依附焦慮和這段關係目前關係品質的交互作用來預測。從這個部分的

結果可知，伴侶依附焦慮的主要效果是不顯著的，也就是伴侶的依附焦慮必須是

透過在不同關係品質情境中，才能對自己的負向情感有所預測，一旦當我們針對

整體關係情境，也就是不特別區分關係品質的好壞時，則伴侶焦慮對個體的負向

情感就沒有效果。 

在這裡交互作用顯著，亦即個體與伴侶互動時的負向情感能被伴侶依附焦慮

解釋的程度會依照關係情境不同而異，當伴侶的依附焦慮高時，如果此時的關係

情境是良好的，個體與伴侶互動時的負向情感可能會受到關係品質的調節，而減

低其負向情感的程度，亦即在一段良好的關係互動中，即使對方依附焦慮程度很

高，個體也較不會因之起舞。但是若處於一段不好的關係互動中，又加上對方的

依附焦慮程度很高，很直觀地，自己與伴侶互動時的負向情感當然會因之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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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結果中呈現出一個較為特別的現象，也就是當所處的關係品質好時，

伴侶的依附焦慮越高，則自己與伴侶互動時的負向情感會降低。研究者認為這可

能是因為在一段良好互動的關係中，伴侶的依附焦慮高，雖然可能會帶來自己與

伴侶互動時的負向情感，但是因為彼此是奠基在良性的互動關係中，自己對於伴

侶的依附焦慮會更加包容，甚至會降低自己與伴侶互動時的負向情感以繼續維持

這樣的良性關係品質。也就是說，個體在面臨到伴侶的高依附焦慮以及良好的目

前關係品質的時候，雖然面對了伴侶的高依附焦慮，但也可能會為了不破壞目前

的和諧，而將自己與伴侶互動時的負向情感隱藏或減少。 

綜上所述，高依附焦慮的伴侶與所處的關係品質好壞與否對自己與伴侶互動

時的負向情感有較大的差異，當伴侶的依附焦慮高時，彼此又處於關係品質好時，

自己與伴侶互動時的負向情感偏低，但是當所處的關係品質差時，自己與伴侶互

動時的負向情感則偏高。對於伴侶低依附焦慮者，不管所處關係品質為何，自己

都會顯現出中度左右的負向情感。換個角度來說，在目前關係品質差的情況下，

自己與伴侶互動時的負向情感會隨著伴侶的依附焦慮程度越高而升高。但是當關

係品質好的情況下，自己與伴侶互動時的負向情感會隨著伴侶的依附焦慮越高而

減低。 

（二）衝突 

1.依附焦慮的個人效果和情侶目前關係品質 

由表 4-5 可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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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支持本研究假設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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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圖 4-3 中發現，不論個體依附焦慮高低，只要處於關係品質好的時候，個

體與伴侶互動時的衝突都會比較低。另外，圖 4-3 也顯示，在目前關係品質好的

情況下，個體與伴侶互動時的衝突會隨著自己的依附焦慮越高而升高，但在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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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品質差的情況下，個體與伴侶互動時的衝突會隨著自己的依附焦慮越高而降

低。從這樣的結果似可呼應關係情境的調節作用，也就是說，低依附焦慮者若在

一段良好的關係情境中，幾乎不會有什麼衝突，但是若處於一段不好的關係情境

中，連低依附焦慮者也會有中度偏高度的衝突；而高依附焦慮者雖然在目前關係

品質較差時會比在目前關係品質好時有多一點的衝突，但是兩者差距不大，也就

是說，高依附焦慮者不論所處的關係品質為何，都有大約中度的衝突表現，研究

者認為，這個現象同樣可以從高依附焦慮者傾向於在關係線索的接受與拒絕中患

得患失（Campbell, Simpson, Boldry, & Kashy, 2005）以及華人在面對人際衝

突時推崇忍耐的調控機制（余德慧,1991）來討論，因為高依附焦慮者對於關係

情境的拒絕與接受的線索十分敏感，因此高依附焦慮者可能在關係品質差的時候，

容易敏銳的覺察到關係的危機，格外擔憂失去這段關係（Simpson, Rholes, & 

Phillips,1996; Bartholomew & Horowitz, 1991），特別在華人的文化中，高依附焦

慮的華人在面對人際衝突與關係中的負面線索時，他們可能較會以忍耐的調控機

制來因應這樣的困境，因此這樣的結果有別於西方的研究發現，結合黃囇莉（1998）

的研究可知，或許他們會以自我壓抑、認知轉化或順勢迂迴等層次來調控人際衝

突的負向情緒。研究者在綜合討論時會再詳細探討。 

此外，研究者認為可以從高依附焦慮者的負向偏誤來探討，高依附焦慮者的

運作模式，對於他們的伴侶以及關係都存有負向偏誤（Collins,1996; Campbell, 

Simpson, Boldry,& Kashy, 2005），也就是說，高依附焦慮者對於伴侶的中性行

為有較多負向的歸因，會認為伴侶自私、故意沒有回應他們的需求以及拒絕他們

的親密。高依附焦慮者也對關係存有負向偏誤，他們較容易去質疑伴侶的愛，對

這段關係較沒有安全感，也因為高焦慮者的知覺偏誤，他們所知覺到的關係情境

也會比其他低依附焦慮者所知覺到的關係情境較為負向（Collins,1996; 

Campbell, Simpson, Boldry,& Kashy, 2005）。因此，回到本研究中這個部分的

結果便可清楚得知，高依附焦慮者在關係情境上的負向偏誤導致於不論所處的目

前關係品質為何，高依附焦慮者的內在運作模式都會導引他們有負向知覺偏誤，

因此這樣的人在關係品質好的時候，也不會知覺到「太好」，所以有一定程度的

衝突表現，但在關係品質差時，他們可能容易受到關係影響而有情緒起伏，這點

與西方的研究發現無異，華人較會以隱忍的方式來調控情緒，因此，會為了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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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局或以和為貴等思想，內心會嘗試克制與隱忍自己的負向情緒，意即，華人在

處理負向情緒時，較常以內隱而非外顯的方式呈現。然而，透過本研究，僅能從

外表來評定，無法從外表覺察出內在的情緒起伏。 

此外，在情侶的目前關係品質較好的時候，依附焦慮越高的人，自己與伴侶

互動時的衝突也會越高，不過這樣的衝突最高也沒有比當處於關係品質差時來的

高，因此，我們也可以從另一個角度來討論，當依附焦慮高的人在一段目前關係

品質好的交往中，自己本身的依附焦慮就算能提高衝突的程度，但是受到關係品

質的調節，個體所表現出的衝突也不會太高。  

反之，在目前關係品質差時，個體自己的依附焦慮程度越高，自己與伴侶互

動時的衝突程度越低，也就是說，在目前關係品質差時，高依附焦慮的華人會藉

由減低或克制自己的衝突來維護這段關係。 

2.依附焦慮的伴侶效果和情侶目前關係品質 

表 4-5 顯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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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假設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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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得到實證的支持。 

在這裡交互作用不顯著，代表伴侶依附焦慮程度對個體衝突程度的預測效果

不會因目前的關係品質而異，意即不論所處的關係品質如何，伴侶依附焦慮程度

對個體衝突程度的預測效果都是一樣的，但在這裡伴侶依附焦慮的主要效果也不

顯著，也就是說個體衝突程度無法由伴侶依附焦慮程度的高低來解釋，綜合來看，

即是不論所處的關係品質為何，個體的衝突程度都無法由伴侶的依附焦慮程度的

高低來解釋。由於本研究中的所有伴侶依附焦慮主要效果都沒有顯著，以及以下

的三個伴侶依附焦慮與目前關係品質的交互作用都沒有顯著，研究者將一併於綜

合討論的時候一起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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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問題解決技巧 

1.依附焦慮的個人效果和情侶目前關係品質 

由表 4-5 可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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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假設 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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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實證的支持。 

從圖 4-4 中發現，不論個體依附焦慮高低，只要處於關係品質好的時候，個

體的問題解決技巧都會比較好。另外，研究結果顯示，在目前關係品質好的情況

下，個體的問題解決技巧會隨著自己的依附焦慮越高而降低，但在目前關係品質

差的情況下，個體的問題解決技巧會隨著自己的依附焦慮越高而變好。也就是說，

低依附焦慮者若在一段良好的關係情境中，有很不錯的問題解決技巧，但是若處

於一段不好的關係情境中，則沒有顯現出太多問題解決技巧；而高依附焦慮者雖

然在目前關係品質較好時會比在目前關係品質差時有好一點的問題解決技巧，但

是兩者差距不大，也就是說，高依附焦慮者不論所處的關係情境為何，都有大約

中等的問題解決技巧表現。 

本研究結果與過去研究比較後發現，低依附焦慮者未必有較好的問題解決技

巧，還需視當時的關係品質而定，若當時關係品質較好，則低依附焦慮者的問題

解決技巧較好，但若是當時的關係品質較差，自己的問題解決技巧則會較差，對

此，研究者認為亦可以從 Bowlby（1969, 1973, 1980）的內在運作模式觀點來

探討，相較於高依附焦慮者對於線索情境的敏銳以及對關係的患得患失，低依附

焦慮者在一段互動不良的情境中或是在一段較差的關係情境中，因為他們對自己

與對方有較高的正向知覺，所知覺到的未必是這段關係的危機，因此他們較會以

平常心看待這段關係，而由第三者的觀察，就比較看不出有積極的問題解決技

巧。 

然而，高依附焦慮者在不同關係情境下的問題解決技巧表現則差不多，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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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關係品質好的時候還是比在目前關係品質差的時候，有較好的問題解決技

巧。這個結果與前面所討論到的負向情感與衝突的結果都差不多，也就是高依附

焦慮者對不同關係情境所反映出來的行為落差不大。研究者認為，這個現象同樣

可以從高依附焦慮者傾向於在關係線索的接受與拒絕中患得患失與負向偏誤

（Collins,1996; Campbell, Simpson, Boldry, & Kashy, 2005）以及華人在面

對人際衝突時推崇忍耐的調控機制（余德慧,1991）來討論，，因為高依附焦慮

者對於關係情境的拒絕與接受的線索十分敏感，因此高依附焦慮者對於關係好壞

看得很重要，但同時他們又存在某種程度的負向偏誤，因此當在關係品質好的時

候，他們所知覺到的關係品質反而並不會太好，所以所表現出的問題解決技巧也

只有中等程度的好，然而，在關係品質差的時候，特別在華人的文化中，高依附

焦慮的華人在面對人際衝突與關係中的負面線索時，他們會擔心這段關係的失去，

較會以忍耐的調控機制去因應這樣的困境，因而會有小不忍則亂大謀的想法，進

而提高自己的問題解決技巧，因此這樣的結果有別於西方的研究發現，結合黃囇

莉（1998）的研究可知，或許他們會以自我壓抑、認知轉化或順勢迂迴等層次來

調控人際衝突的負向情緒。研究者在綜合討論時會再詳細探討。 

綜上所述，高依附焦慮者在不同的關係品質下，自己的問題解決技巧差異不

大，雖然在關係品質好的時候會比在關係品質差的時候有好一點的問題解決技巧，

但整體而言差距較小。但低依附焦慮者在不同的目前關係品質下的問題解決技巧

差異甚大。整體而言，在目前關係品質好的時候，自己的問題解決技巧會隨著自

己的依附焦慮越高而降低，反之，在目前關係品質差的時候，自己的問題解決技

巧會隨著自己的依附焦慮越高而升高。 

2.依附焦慮的伴侶效果和情侶目前關係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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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假設 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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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獲得實證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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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裡交互作用不顯著，代表伴侶依附焦慮程度對個體問題解決技巧好壞的

預測效果不會因所處的關係品質而異，意即不論所處的關係品質如何，伴侶依附

焦慮程度對個體問題解決技巧好壞的預測效果都是一樣的，但在這裡伴侶依附焦

慮的主要效果也不顯著，也就是說個體問題解決技巧好壞無法由伴侶依附焦慮程

度的高低來解釋。綜合來看，即是不論所處的關係品質為何，個體的問題解決技

巧好壞都無法由伴侶的依附焦慮程度的高低來解釋。由於本研究中的所有伴侶依

附焦慮主要效果都沒有顯著，以及有三個伴侶依附焦慮與目前關係品質的交互作

用都沒有顯著，研究者將一併於綜合討論的時候一起討論。 

（四）支持肯定 

1.依附焦慮的個人效果和情侶目前關係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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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肯定」沒有交互作用效果(γ=-0.43, p ＞.05)，本

研究假設 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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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獲得實

證的支持。 

在這裡交互作用不顯著，代表自己的依附焦慮程度對自己支持肯定多寡的預

測效果不會因所處的關係品質而異，意即不論所處的關係品質如何，自己的依附

焦慮程度對自己支持肯定多寡的預測效果都是一樣的，但在這裡自己依附焦慮的

主要效果也不顯著，也就是說個體支持肯定多寡無法由個人依附焦慮程度的高低

來解釋，綜合來看，即是不論所處的關係品質為何，個體的支持肯定多寡都無法

由個體的依附焦慮程度的高低來解釋。 

研究者認為，這樣的結果可以從「支持肯定」的界定來探討，可能在正向行

為的評分上較難達成一致共識，可以從表 3-1 評分者信度得知，負向行為的信度

普遍都比正向行為高。研究者認為當我們在評斷一件事情的時候，對於負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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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覺常較容易獲得認同，亦即大部分的人對負向事件的情緒與看法都較為一致，

但是對於正向事件的看法常常是因人而異，這件事對於甲來說很好，對於乙來說

可能只有普通，這時一個清楚的定義與協調就很重要，研究者回顧當初評分的過

程以及IDCS指導手冊對此的定義發現，指導手冊中這個部分的定義雖然很清楚，

但是實際的感受可能真的是因人而異，舉例來說，指導手冊中於此項目內容線索

舉例中有一項「歸納或闡釋伴侶的陳述」，這個客觀的事件的有無雖然很容易評

分，但是「歸納或闡釋伴侶的陳述」之後，個人是否真的感覺到支持肯定其實不

得而知，也就是說，當事者在互動中就算不斷地歸納與闡述伴侶的陳述，但是對

伴侶而言這個行為是否真的有達到支持與肯定的效果，端視情侶間的默契與習慣

而定，對於評分者也是一樣，可能對甲評分者來說，當事者的歸納與闡述是一個

支持的表現，但對乙評分者來說，即便當事者作了歸納與闡述，乙卻感受不到當

事者的支持肯定。因此，正向事件的評分上真的很難達到一致，即便評分者在事

前做好溝通，但當遇到價值評斷與各人看法時，評分者個人的因素很容易會加諸

於內，這也就是為什麼正向事件的評分者信度普遍都比負向事件低的緣故，所以

在這裡評分的困難可能間接導致此部分的假設無法成立。 

再者，研究者認為，從 Mikulincer(2006)對照顧（caregiving）的定義與

分類，也可試圖瞭解本研究假設何以未獲支持。Mikulincer 將照顧分為過度激

發型(hyperactivation)與去激發型（deactivation），前者與依附焦慮系統有關，

後者與依附逃避系統有關。因此我們可以知道，高低依附焦慮傾向的人都會對伴

侶提供支持肯定與照顧的行為，只是提供照顧的表現方法可能不一樣，然而，在

本研究的編碼過程中，並沒有仔細將「過度激發型」這類的支持肯定獨立出來，

研究者並沒有針對個體從事支持肯定行為之背後動機與心理機制加以考量，換言

之，我們無法知道在本研究中「支持肯定」分數高的個體，到底是一般的支持肯

定，還是「過度激發型」的支持肯定。以上，可能是本研究假設四無法獲得支持

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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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附焦慮的伴侶效果和情侶目前關係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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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

究假設 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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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獲得

實證的支持。 

在這裡交互作用不顯著，代表伴侶依附焦慮程度對個體支持肯定多寡的預測

效果不會因所處的關係品質而異，意即不論所處的關係品質如何，伴侶依附焦慮

程度對個體支持肯定多寡的預測效果都是一樣的，但在這裡伴侶依附焦慮的主要

效果也不顯著，也就是說個體支持肯定多寡無法由伴侶依附焦慮程度的高低來解

釋，綜合來看，即是不論所處的關係品質為何，個體的支持肯定多寡都無法由伴

侶的依附焦慮程度的高低來解釋。 

研究者認為可以從兩個觀點加以探討，第一是支持肯定的定義問題，如同上

述支持肯定個人效果的探討，研究者將不再重複。第二是伴侶效果與目前關係品

質的重疊。由於本研究中的所有伴侶依附焦慮主要效果都沒有顯著，以及有三個

伴侶依附焦慮與目前關係品質的交互作用都沒有顯著，研究者將一併於綜合討論

的時候一起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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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綜合討論 

一、 目前關係品質的調節作用 

過去的依附研究皆指出，安全型依附的人在與伴侶互動時有較多正向行為而

少有負向行為（Pistole, 1989; Mikulincer & Nachshon, 1991; Kobak & Hazan, 1991; 

Kobak, Cole, Ferenz-Gillies, Fleming, & Gamble, 1993; Simpson, Rholes, & 

Phillips,1996; Bartholomew & Horowitz, 1991）。然而本研究結果有別於西方的結

果，低依附焦慮者（類似安全型依附的人）未必有較多的正向行為，高依附焦慮

者（類似不安全型依附的人）未必有較少的正向行為，尚賴所處的目前關係品質

而定。 

本研究將情侶目前關係品質視為是一個調節變項，也就是個體依附焦慮與個

體的正負向行為之間的關係會依著所處的關係品質不同而異，由於伴侶的依附焦

慮將在之後的部分作專門探討，所以在這裡研究者只討論自己的依附焦慮與目前

關係品質交互作用的部分。 

從本研究結果可知，不論正向或負向行為，高依附焦慮者在不同的關係品質

情境中的正負向行為程度都差不多。高依附焦慮者在好的關係品質中的正向行為

與在差的關係品質中的正向行為程度差不多，相同的，高依附焦慮者在好的關係

品質中的負向行為與在差的關係品質中的負向行為程度差不多，簡單來說，高依

附焦慮者的正負向互動行為，似乎比較不會因所處的目前關係品質不同而有很大

的差異。研究者試圖以下述幾個觀點討論之： 

（一）華人文化觀點下的依附焦慮：高依附焦慮華人之情緒調控機制 

研究者從本研究之結果中得到了一些想法與啟示，亦即高依附焦慮者在不同

的關係情境中，其負向行為表現與否的拿捏亦反映出他們在情緒調控方面的「智

慧」與生活經驗，可能受到過去負向的人際經驗以及對關係較沒有安全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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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依附焦慮者在目前關係品質較差的時候，即會考量到關係的整體大局或是關係

的未來，或許會有「小不忍則亂大謀」的想法，但是這樣的克制與忍耐的方法，

是不是就如同前面所述的是一種「過度激發型」的委屈自己以討好對方

（Mikulincer,2006），則在本研究中無法得知，有待後續研究繼續探討。 

黃囇莉（1998）指出華人忍的意涵遠超過壓抑而來得更豐富，並且將忍的情

緒轉化做了更細的區分，他將忍的情緒處理機制分為「自我壓抑」、「認知轉化」

與「順勢迂迴」三個層次。因此研究者認為，在面臨負向衝突關係情境時，或許

華人的負向情緒強度與西方並無不同，但華人可能透過「自我壓抑」、「認知轉化」

與「順勢迂迴」三個層次，將負向情緒以較內隱的方式因應轉化，因此，研究者

透過觀察，即得到本研究的結果：高依附焦慮的華人表面上克制負向情緒與衝突

以及試圖提高問題解決技巧。所以本研究結果有別於西方的研究結果。 

與其說無法得知參與者的真實與典型情緒反應，是觀察法的一大限制，研究

者寧可從較積極正面的角度來看待這樣的新發現，意即，透過觀察法，研究者可

以發現在不同的文化情境之下，高依附焦慮者在面對負向衝突情境時之因應呈現

方式與情緒調控機制截然不同。研究者仍然肯定西方的依附理論與研究結果，亦

認為高依附焦慮之華人在情境轉化間應該有較大的情緒起伏，然而，研究者欲強

調，由於華人的情緒調控機制不是外顯的，而是以內隱迂迴的因應策略，所以透

過本研究的觀察，研究者或許無法觀察到參與者的真實情緒反應，但是卻能觀察

到參與者將負向情緒調控與轉化後之外顯行為，因此得到與西方不同的研究結

果。 

（二）高依附焦慮者的內在運作模式 

研究者從高依附焦慮者的患得患失特質與負向知覺偏誤來探討。由於高依附

焦慮者在親密關係中極度渴望情感上的親近與支持，即便處於一段良好互動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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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中，高依附焦慮者對於依附相關的擔憂與渴望仍然還是存在（Mikulincer, 

Birnbaum, woodis, & Nachmias, 2000），所以對照本研究結果則很清楚地知道，

即使處於關係品質好的情境時，他們也有一定程度的負向情感或衝突。 

（三）觀察法的設計 

再者，從本研究的觀察設計來探討，亦可試著解釋這個結果。由於本研究的

互動任務設計只觀察一次，亦即這一次的互動未必能反應該對情侶真實的互動，

在已知道會被全程錄影的狀態下，高依附焦慮者可能較會在意他人的看法，容易

以他人的評價來衡量自身的價值（Bowlby, 1969, 1973; Bartholomew & 

Howrowitz,1991; Campbell, Simpson, Boldry,& Kashy, 2005），所以當目前關

係品質較差的時候，他們會藉由克制自己的衝突以給外人良好的印象，同時也希

望家醜不宜外揚，而低依附焦慮者因為對自己以及他人都有較正向的看法，在互

動的時候就容易表現地較自然與真實。 

（四）負向情感與衝突 

在此要特別一提的是，在目前關係品質較差的情況下，相較於低依附焦慮者，

高依附焦慮者有較少的衝突，但在負向情感的部分卻無法驗證，亦即，從圖 4-1

可知，在目前關係品質差的情況，高依附焦慮者並沒有降低負向情感以化解內心

的不安，研究者認為這是因為行為特質本身的因素，高依附焦慮者可能會藉由降

低衝突行為來維護這段感情（例如從講話攻擊到收起惡言相向），那是因為衝突

行為在認知上可能比較好控制，然而若高依附焦慮者要藉由降低負向情感來維護

關係，在程度上本來就比較難達到，因為在本研究中的負向情感是指負面的表情、

肢體動作與聲音語調。這些都是很容易不小心自然流露的東西，所以要高依附焦

慮者降低或許較不容易，所以這裡的結果並沒有像衝突有降低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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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附焦慮的伴侶效果與目前關係品質 

綜合比較表 4-4 與表 4-5 的研究結果，研究者認為可以將依附焦慮的伴侶

效果與目前關係品質一併深入討論。 

從表 4-4 中可支持假設一，也就是依附焦慮的個人與伴侶效果對個體的行為

之預測都得到驗證，但是在表 4-5 中可發現，當研究者於第二階層中多考慮了一

個關係情境的變項後，其結果便有很大的不同，其中四個依附焦慮的伴侶效果竟

然完全沒有顯著，也就是說個體的行為能被伴侶的依附焦慮程度所解釋，是在關

係品質情境不控制的前提之下，一旦將關係品質情境控制了，伴侶的依附焦慮對

個體行為便沒有預測效果。研究者認為這個現象有一個很值得注意的地方，那就

是情侶的目前關係品質，在本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地位，以及，原本的個人與

伴侶相互影響模式（APIM）中，是否這裡的伴侶效果可以更延伸到這段關係品質

的效果。  

針對這樣的比較結果，研究者認為伴侶的依附焦慮與目前關係品質在某種程

度上對個體而言是類似的，雖然在一個人與一段關係品質這樣的邏輯來看是很容

易區隔的，但是究竟對個體的知覺而言，個體所知覺到的伴侶特質行為以及這段

關係品質究竟能多少有效的區隔呢？研究者抱持著保守的態度。尤其對個體行為

而言，這對情侶的目前關係品質能顯著預測自己的正負向行為（見表 4-5 中目前

關係品質的主要效果），所以一旦控制了關係情境後，第一層變項還具有顯著預

測效果的，在本研究即代表值得注意的現象（例如：自己的依附焦慮），而伴侶

效果從假設一的顯著到假設二的不顯著，可能是因為對個體而言，伴侶的依附焦

慮本身就是一個有別於自己因素的「關係情境」，只是這個關係情境對個人效果

而言也是具有調節作用。因此，從 APIM 到本研究的結果，研究者認為與其說是

個人與伴侶的相互影響，更貼切的應該說是個人與關係相互影響，因為對個體而

言，他所知覺到的目前關係品質即包含伴侶的依附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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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研究者必須強調，本研究假設二到五的基調本來就不是要控制目前關係

品質來探討依附焦慮的主要效果，而是要探討依附焦慮與關係品質的交互作用，

亦即目前關係品質在本研究的立場還是調節變項而非控制變項，研究者於此處的

討論只是由於假設一的結果與假設二到五的結果有些差距，故提出來共同討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