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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跟你另一半甜蜜蜜嗎？還是相敬如「冰」呢？ 
想一窺情侶間互動的全貌嗎？參與本研究可以讓你們更瞭解互動中的問題，讓你

們更加甜蜜唷！ 
 
我是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理與諮商輔導研究所的碩士生，目前正在進行情侶互動

關係的研究，由本系蔡順良教授指導，誠摯地邀請想更瞭解彼此、洞悉關係中互

動品質、或對本研究有興趣的情侶們一起報名參加這個活動。 
 
參與資格 
 
1. 彼此都已滿 18 歲的異性戀情侶(未婚)，目前這段感情已經營一個月以上，並

且雙方皆認定彼此為正式交往對象。 
2. 能兩人一起前來者。 
 
研究介紹 
地點：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大樓六樓(教育心理與諮商輔導學系) 
時間：大約 2007 年 10-12 月之間皆可，只需來一次，詳細時間可以配合你們。 
內容：兩段實際互動，共需半小時左右，全程將會錄影(我們保證只做為學術用

途，並幫你們保密)，我們將會根據你們的互動情形，深入分析你們的互

動狀況。 
 
參與收穫 
 
1. 免費的結果諮詢。 

想瞭解你們這次的分析結果嗎(問卷+互動)？只要您是本研究的參與者，我

們將會提供免費的諮詢。 
2. 神秘小禮物 
 
報名方式 
報名時請留下職業(或校系、年級)、姓名、方便參與的時間與可聯絡的方式。 
1.手機報名：0958905886 (若當時不方便接聽，可留言，我再回覆給你們) 
2.Email：695010135@ntnu.edu.tw 
 若我收到信一定會回信確認，如果沒有收到回信，請麻煩再多寄幾次喔！ 
 

台灣師範大學 教育心理與諮商輔導學系 
研究生 王雅鈴  敬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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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語 

 

你們好，我是師大心輔所的研究生王雅鈴，非常歡迎你們來參與這項研究，這個

研究是為了幫助情侶能更瞭解自己與對方，你們的參與也將會為心理學學術研究

貢獻一份相當有意義的實徵資料。這個研究分三部分，會先請你們填一些量表，

再進行兩個部分的互動。你們在這個實驗中所提供的研究資料與結果，在資料分

析完後，如果你們感興趣，我們將提供諮詢與說明，另外我們也將會為你保密，

絕不會洩露你的資料。 

 

 

量表 

 

首先請你們各自看這份量表。這是一份有關親密伴侶之間互動情形的問卷。不是

考試，也沒有正確答案，請依照你與另一半互動的實際情況回答即可，請不要互

相討論或看彼此的問卷。這份量表(包括以下的基本資料)都只會單純用於學術研

究，資料分析結果完畢時，只要你們有興趣，我們可以安排時間說明。 

 

在填答的過程中，如果對題目有任何問題，歡迎馬上詢問。 

請問到目前為止有沒有任何問題？沒有的話，我們就開始填寫這份量表。 

 

 

觀察 

 

接下來我們會進行實驗，為了方便我們後續的分析，我們將全程錄影，但請

放心，錄影的內容只做學術研究之用，絕不會將資料外流，若你們願意，我們也

會提供你們的互動光碟以及後續的諮詢分析。 

在實驗進行時，我會離開觀察室，你們可以放輕鬆，在實驗的過程中盡量以

最自然的互動呈現即可。請問到目前為止有沒有任何問題？沒有的話，麻煩你們

再詳閱同意書上的「實驗介紹」與「實驗參與者之隱私與權益」說明，並在這份

實驗同意書上簽名。 

 

第一段 

你們現在手上拿到一張清單，上面列有許多可能會引起情侶爭吵的議題，請你們

花三分鐘的時間，兩個人共同選出一個在你們這段關係中，最常爭吵的議題，只

要選一個就好，如果清單上面的項目都不符合你們的狀況，你們也可以自己想一

個你們最容易爭吵的議題，然後填在「其他」這欄。在我離開之前，請問你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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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問題？如果沒有問題，那我先離開，3分鐘後我再回來。 

 

第二段 

好了，你們討論的結果怎麼樣呢？接下來，請你們利用十分鐘的時間，針對這個

議題做討論，並且希望你們能嘗試著提出一些解決方法，或是達成共識。在我離

開之前，請問你們有沒有問題？如果沒有問題，那我先離開，10 分鐘後我再回

來。 

 

十分鐘後 

我們的實驗到此結束，謝謝你們。 

這是我的聯絡方式，等結果分析完畢後，我會主動告知你們。有任何的問題也歡

迎與我聯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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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觀察研究同意書 

一、本實驗介紹 

這是一個關於親密伴侶之間相處的實驗，實驗者將會進行兩個階段的實驗

(第一階段 3 分鐘，第二階段 10 分鐘)，目的為瞭解親密伴侶間之互動行為。本

實驗係由國立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理與諮商輔導學系研究生王雅鈴親自主持。 

 

二、實驗參與者之隱私與權益 

(一) 為了方便本實驗後續分析之精確性，本實驗將會全程錄影，但所有錄影內

容都將只做學術研究之用，實驗者將善盡保密之責。 

(二) 本實驗結果可能會發表於學術性期刊，但受試者之姓名與任何可辨認之特

徵將會予以保密。 

(三) 俟實驗者將結果分析完畢，實驗參與者如有需要，可向實驗者免費索取自

己的互動光碟與諮詢分析。 

 

 

本人______________同意參與由王雅鈴所主持之實驗研究。有關「實驗參與者之

隱私與權益」已完全被告知與瞭解。 

                

                                   

實驗參與者                                        簽章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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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密關係議題清單 

 

下面列有一些約會中的情侶容易產生的問題，請你們在 3分鐘內，選出一個

目前在你們關係中最常引起爭吵的議題，並在前面的括號處打勾。如果你們常爭

吵的議題並不在這份清單上面，你們可以在最後的「其他」這欄寫上你們的議題。 

 

(  ) 金錢。(例如：彼此花錢方式不同、彼此對金錢的看法不同……等。) 

(  ) 某方覺得對方不夠瞭解自己、或不夠關心自己、或不夠在乎自己。 

(  ) 彼此的時間分配。(例如：某方覺得對方太黏、或某方覺得對方太忙……等。) 

(  ) 生活習慣不同。 

(  ) 與其他異性朋友相處的界線。(例如：某方與異性相處太頻繁或親近…等。) 

(  ) 人生觀、價值觀不合。 

(  ) 對方不如自己的預期、或試著想改變對方、或嫌對方不好。 

(  ) 想知道對方在幹麻？對方做事之前沒告訴自己。 

(  ) 政治。(例如：政黨理念不合、所支持候選人不同……等。) 

(  ) 前男友或前女友。(例如：比較前男(女)友與自己……等。) 

(  ) 時間觀念。(例如：某方愛遲到……等。) 

(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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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依附特質量表 

 

  
你的基本資料 

‧ 性別： 男 / 女                     

‧ 年齡：________________。 

‧ 就讀學校科系/職業：________________。 

親密關係的基本資料 

‧ 交往時間：________________。 

(請大約取至月份，例如：一年三個月，三年六個月。) 

‧ 平均每週約會次數：□ 1 次以內   □ 2-3 次  □ 4-5 次   □6 次以上 
‧ 每週平均爭吵次數：□從未吵架   □ 1 次以內   □ 2-4 次   
                     □ 5-6 次    □ 7 次以上 
‧平時爭吵的處理方式：□ 冷戰      □ 某一方退讓包容  □ 沒有處理    

                      □ 理性溝通  □ 雙方各退一步    □ 各持己見 

                      □ 互罵      □ 互打             

                      □ 其他 ____________。 

‧ 目前交往是否已讓雙方父母知道？□ 男方父母已知道   □ 女方父母已知道  

□ 雙方父母都知道   □ 雙方父母都不知 

‧ 目前交往狀況：  □已訂婚  □同住  □約會時才見面  □其他___________。 

  

 

請翻頁開始作答 

親愛的情侶，你好！ 

這是一份有關親密伴侶之間互動情形的問卷。不是考試，所以沒有正確

答案，請依照你與另一半互動的實際情況回答即可，請不要互相討論或看彼

此的問卷。 

這份量表(包括以下的基本資料)都只會單純用於學術研究上，並不會將資

料外流或其他商業用途，資料分析結果完畢時，只要你們有興趣，歡迎來信

詢問結果。謝謝你的合作！ 

祝  感情加溫！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理與輔導學系 

         指導教授：蔡順良  博士 

研究生：王雅鈴 敬上 

                                    695010135@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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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回想您與對方之間目前相處的情況，請直覺回答以下題目，並圈選適當的數

字，以表示您的實際情況。 

 １代表和你的實際情形非常不符合 

    ２代表和你的實際情形相當不符合 

    ３代表和你的實際情形不太符合                  

    ４代表和你的實際情形還算符合                  

    ５代表和你的實際情形相當符合                  

    ６代表和你的實際情形非常符合                     

 

非 相 不 還 相 非 

常 當 太 算 當 常 

不 不 符 符 符 符 

符 符 合 合 合 合 

合 合 

１.我不習慣向對方表達我內心深處的感覺。 1－2－3－4－5－6 

２.親近對方時，我會覺得不自在。 1－2－3－4－5－6 

３.每當對方想親近我時，我覺得自己會躲開。 1－2－3－4－5－6 

４.當對方想跟我非常親近時，我會覺得不自在。 1－2－3－4－5－6 

５.向對方開放表達自己，令我覺得不自在。 1－2－3－4－5－6 

  

６.雖然我想要親近對方，但我卻總是躲開。 1－2－3－4－5－6 

７.當伴侶太親近我時，我就會很不安。 1－2－3－4－5－6 

８.我不太能跟對方分享內心的想法與感受。 1－2－3－4－5－6 

９.我試著避免太親近對方。 1－2－3－4－5－6 

10.我覺得親近對方是一件不容易的事。 1－2－3－4－5－6 

  

11.我覺得很難讓自己去依賴對方。 1－2－3－4－5－6 

12.我比較不喜歡太親近對方。 1－2－3－4－5－6 

13.我在對方面前，其實有很多保留。 1－2－3－4－5－6 

14.通常我不會跟對方討論我的問題與關切的事情。 1－2－3－4－5－6 

15.依賴對方時，我會覺得很不自在。 1－2－3－4－5－6 

  

16.我很介意向對方尋求安慰、建議與協助。 1－2－3－4－5－6 

17.當我需要幫助時，向對方求助是沒有用的。 1－2－3－4－5－6 

18.我不太會向對方尋求幫助，包括安慰與支持。 1－2－3－4－5－6 

19.我擔心被對方拋棄。 1－2－3－4－5－6 

20.對於我的愛情關係，我有許多的擔心與焦慮。 1－2－3－4－5－6 

  

21.我擔心對方對我的關心不會像我對他的關心一樣多。 1－2－3－4－5－6 

22.我很擔心會失去對方。 1－2－3－4－5－6 

23.我經常希望對方對我的情感能夠像我對他的情感一樣強烈。 1－2－3－4－5－6 

24. 我經常希望能與對方完全融合成為一體永不分離，而且這種想

法有時會嚇到對方。 

1－2－3－4－5－6 

25. 我不喜歡獨處，只喜歡跟對方在一起。 1－2－3－4－5－6 

  

26. 我渴望與對方非常親密，但有時會把他給嚇跑。 1－2－3－4－5－6 

27. 我需要對方一再保證愛我。 1－2－3－4－5－6 

28. 有時我覺得自己強迫對方表達更多感情與承諾。 1－2－3－4－5－6 

29. 如果我不能吸引對方注意我，會令我感到不安或生氣。 1－2－3－4－5－6 

30. 我總覺得對方不肯表現出我想要的親近。 1－2－3－4－5－6 

  

31. 若我失去了對方，我會感到焦慮與不安。 1－2－3－4－5－6 

32. 當對方無法如我願陪在我身邊時，我就會覺得沮喪。 1－2－3－4－5－6 

33. 當我需要對方時，他卻無法適時出現，我就會覺得挫折。 1－2－3－4－5－6 

34. 當對方不贊同我的想法時，會令我覺得自己很糟糕。 1－2－3－4－5－6 

35. 我很不能忍受對方不在我身邊。 1－2－3－4－5－6 

 1－2－3－4－5－6 

36. 我會很希望對方一直把注意力放在我身上。 1－2－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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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請仔細閱讀下列文字，然後才作答： 

 

如果把人大致分為下述Α、Ｂ、Ｃ、Ｄ四種類型如下： 

 

Ａ：對自己和別人都有較正向的看法，一方面覺得自己是有價值的､值得被 
愛的，另一方面也認為別人是善意的，可信賴的。這類型的人較能接納自 
己而有安全感，能自在的和別人相互親近，同時也能保有個人自主性。 

 

Ｂ：對自己的看法較負向，傾向認為自己是比較沒價值的､不可愛的；而對 
別人則為較正向的評價。會不斷的尋求他人的接納和肯定，擔心別人不喜 
歡自己，很在乎別人對自己的看法。 

 

Ｃ：一方面對自己的看法較負向，傾向於認為自己是沒價值的､不值得被愛 
的；而另一方面又認為別人是不可信賴和拒絕的。雖然內心需要別人的接 
納，卻會害怕和別人親近，逃避社會活動，以避免被拒絕或受傷害。 

 

Ｄ：對自己有較正向的看法，覺得自己是有價值的､值得別人的關愛，但卻 
認為別人是不可信賴和拒絕的，雖同樣會避免和別人親近，卻仍維持自我 
價值感。比較喜歡一個人自由自在，過自己的生活。  

 

 請排出你和上述 A B C D 四種類型的相似程度之順序。 

（請在□中分別依相似程度之順序填上1,2,3,4這四個數字，每個數字只能填一次，

1 代表最相 

  似，2 代表第二相似，3 代表第三相似，4則代表第四相似或最不相似。） 

                                      Ａ       Ｂ       Ｃ       Ｄ 

我和這四類型的相似程度排序        □       □       □       □ 

 
 
 
 
 
 
 
 
 
◎ 你希望讓另一半知道研究結果嗎？ □ 願意       □ 不願意    
   承上，簡單說明為什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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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研究邀請函 
 

 
填答完以上的問卷後，是否還想更進一步瞭解你們之間的互動情形呢？所謂

知己知彼，如果你們對情侶互動的研究有興趣，我們有後續的研究非常歡迎你們

能一起來參與。 
 
 
地點：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大樓六樓(教育心理與諮商輔導學系) 
時間：大約 2007 年 10-12 月，詳細時間可以配合你們 
內容：兩段實際互動，共需半小時左右，全程將會錄影(我們保證只做為學術用

途，並幫你們保密)，我們將會根據你們的互動情形，深入分析你們的互

動狀況。 
 
實驗結束之後，你們將會得到： 
1. 免費的結果諮詢。 

想瞭解你們這次的分析結果嗎(問卷+互動)？只要您是本研究的參與者，我

們將會提供免費的諮詢。 
2. 神秘小禮物 

 
 
如果你們有意願參與後續的研究，請留下你們的聯絡方式。 
 
姓名 /方便稱呼的暱稱： 
手機 /方便聯絡的電話： 
方便參與研究的時間(例如：星期六下午。詳細狀況可再約)： 
 
 
 
研究者的聯絡方式： 
王雅鈴 09xxxxxxxx 
695010135@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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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親愛的同學： 

研究者將進行一個情侶互動的研究，需要事先做一些初步的調查，想請問你

們平時跟自己的男(女)朋友相處時，最常因為什麼議題而爭吵呢？若是你自己目

前沒有男女朋友，也可以根據自己與先前男(女)朋友的相處狀況，或是以最常聽

到朋友們討論與男女朋友相處的狀況作答。請簡單填寫一個情侶間「最」容易爭

吵的議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非常謝謝您的配合。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理與輔導學系 
指導教授：蔡順良 博士 
研究生：  王雅鈴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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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ctional Dimensions Coding System        
 
Kline, G. H., Julien, D., Baucom, B., Hartman, S., Gilbert, K., Gonzales, T., et al. (2004). The 

Interactional Dimensions Coding System: A global system for couple interactions. In P. 
Kerig & D. Baucom (Eds.), Couple observational coding systems.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壹、 IDCS 概論 
 
 
一、 簡介 

這個互動向度編碼系統-問題討論(IDCS-PD)被發展用來評估情侶們在討論關係中的問

題時(例如：金錢、溝通、性親密等等)如何與另一半互動，這是一個整體性的(global)編碼

系統，所以在評估情侶如何互動時，強調一種比較巨觀的感覺。這種形式的編碼系統與微

觀分析(microanalytic)編碼系統不一樣，在整體性的編碼系統中，主要的行為編碼向度是

在採取一段長的時間(例如：在互動過程中的截取三分之一來探討衝突的程度)，而不是在

互動過程中，採取小的、特定的行為片段(例如：在互動中，五秒內的皺眉程度)， 
身為一個編碼者，你將會熟悉如何去識別和評斷情侶互動中主要觀察行為與語言論點

的程度等級，IDCS-PD 是根據一個普遍性的假定，那就是任何訊息或溝通的意圖都包含

著兩個部分：內容與情感(感覺)的成份。內容成份是訊息的表面，它是指實際被用到的文

字，而情感成份是訊息如何被傳遞的，他是指內容背後所蘊含的情緒。 
 
(一)IDCS-PD 由 9 個個體(以單一個體為單位)編碼向度所組成： 
1、兩個情感的編碼項目：正向與負向情感。當要評估情感項目的等級時，面部表情、聲

音語調與肢體語言都要被考慮進去。 
2、三個內容的編碼項目：問題解決技巧、否認與支配力。 
3、四個綜合性編碼項目：支持、衝突、退縮與溝通技巧。這些項目將溝通中的內容成份

與情感成份都考慮進去。 
 
(二) IDCS-PD 也包含了 5 個互動(以情侶為單位)編碼向度，因此一對情侶要一起評估。 
1、兩個綜合性編碼項目：正向循環與負向循環。這些向度包括整個互動過程中行為方向

性的評定，強調於個體如何回應伴侶。 
2、最後三個編碼項目包括評估這對情侶對這段關係的承諾認同，以及你自己(編碼者)對
這對情侶未來的交往穩定度與滿意度的評估。在這三個編碼項目中不需要考慮到清楚的內

容成份與情感成份，因為這三個項目是屬於針對情侶整個互動過程後，編碼者較直覺性的

推論。 
 
二、 程序 

每一對情侶都將被要求去討論一個他們關係中的問題，這個問題是在實驗之前他們已

經選定出來的。 
 
(一) 先獲得這段互動的總共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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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將這段互動平分成三段時間均等的片段。 
(三) 先看「全部」的互動過程。內容與情感線索都要被記錄在編碼紀錄單上，這個時候

還不要做任何的評分。這個步驟的目的是在得到這對情侶整段互動的一個初步的印

象。 
(四) 看第一片段的互動，然後將線索做筆記在編碼紀錄單上。利用這些筆記，進行指導

手冊中所介紹的 9 個個體編碼項目的評分。在第一次熟悉與使用這套編碼系統時，

可能無法只看一次就評估完所有的項目，你可以根據你的需要，多次的觀看第一片

段的互動。 
(五) 看第二片段與第三片段的互動，重覆第四個步驟。 
(六) 分別對這三段互動進行評分後，你需要去計算每個人在這 9 個個體編碼項目中分別

的整體分數，這裡的重點是指每個項目的評定中，加總你之前已經評分過的 3 個分

數，然後選定一個你自己感覺最能描述這個人在此項目中整體強度的代表分數。總

之，你將會針對一個人在這每個個體編碼中，評定 4 個獨立的分數(3 個是三段互動

的分數，1 個整體的分數)，雖然針對每個人在每個項目最後的評分通常反映出這三

個互動片段的眾數(6，6，5→6)或平均數(4，5，6→5)，但也不一定必須是這樣，如

果整體感覺某項分數較能反映出整體的互動，編碼者可以做一些斟酌(例如：3，4，5
→5 或 2，3，3→2) 

(七) 最後，以全部的互動當作編碼單位，做這對情侶的五個互動(以情侶為單位)項目的評

分。 
 
 
 
三、 評分 
(一) 使用指導手冊來評分 
針對每個編碼項目的評分，你需要將這個編碼項目的定義、列在定義後面的特定行為線索

或例子、以及評分標準一起考慮進去。雖然在考慮到前面這三個參考點時，並沒有一個一

定的順序，但是下面有一個建議的順序： 
 
1. 讓自己熟讀與瞭解編碼項目的定義。這個定義在每對情侶中的男生與女生在每個互動

片段的相符程度是多少？根據這個定義，情侶中的男生與女生是否在這個項目中表現

出低度、中度或高度的程度。 
2. 讀完整個所列的行為線索與例子，回去參考你自己所做的筆記，再次考慮這個人在這

個項目中是否表現出低度、中度或高度的程度。 
3. 閱讀不同的評分標準。根據定義與線索，考慮這個人在這個項目的適當分數，再對照

這個分數旁邊所敘述的標準，是否能正確的表現出這個人，如果是的話就選用這個分

數，如果不是的話，再次根據定義與線索，考慮一個較低或較高的分數以評估這個分

數來描述這個人在這個項目的正確性。注意：有些數值在旁邊並沒有任何文字描述標

準，這些數值是用在當一個人的行為應該被評得比原本的數值高一點，但是編碼者卻

考慮到他們的行為卻沒有與下一個較強的數值相當，例如：如果一個人似乎比 4 分更

強烈，但這個強度不與 6 分相當，這時就給他 5 分。 
 
(二) 將指導手冊中的範例考慮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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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編碼者很重要的是必須去瞭解兩點：這些針對每一個編碼項目的行為線索清單並

不是一個嚴格的檢核表，也就是並不是被觀察到的線索數量多寡一定是代表某個分數。另

外，編碼項目的線索清單並沒有包含所有可能會表現出的情感與行為。儘管有這兩個提

醒，實際上仍然有可能是當有較多的線索被觀察到時，這個項目的得分就越高分。例如：

如果某個人表現出一個負面的臉部表情(例如扮鬼臉)，負面的語調(例如嚴厲和責難的語調)
以及負面的肢體語言(例如倔強及封閉的傾向)，他們將可能比起那些只表現出扮鬼臉，或

只有使用嚴厲和責難語調的受試者在「負向情感」這個項目得到高的評分。 
除了在編碼項目中有多少不同的線索被觀察到，行為線索的頻率與強度也需要被考慮

進去。關於頻率，原則上是受試者表現出某種或數種行為線索越多次時，這個線索在我們

所考慮的編碼項目中即會產生較多影響。舉個例子來解釋，如果受試者在互動過程中一直

不停地皺眉頭，但是在其他語調及肢體語言部分沒有表現出負面情感，他將可能仍然會在

負向情感這項得到一個高的評分。 
關於行為線索的強度，原則上是這個線索的強度越強，所評的分數就越高，例如：一

個中度感到挫折的臉部表情將不會被認為跟厭惡或生氣的表情來得一樣負向。行為線索的

這三個面向(有多少不同的線索被觀察到、線索的頻率與線索的強度)，也適用於內容線索

(content cues)，例如：關於強度，「這問題全都是你的錯」這個言論比起「我之前沒有時

間去丟垃圾」，其強度較強。 
 

(三) 綜合編碼項目的例子 
如上所述，這些編碼項目是根據內容線索、情感線索以及綜合內容與情感線索而使

用。綜合內容與情感線索的編碼項目有「支持」、「衝突」、「退縮」和「溝通技巧」。

然而在編碼項目中，有些人會同時表現出許多情感與內容的線索，其他人將會表現出很少

的情感或內容線索，在這兩種狀況中，使用九點量尺來評定這個項目。然而，有些人表現

出只有內容線索或只有情感線索，而不是兩種線索都表現出來，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編碼

者就會比較難處理。如果受試者只表現出內容線索或只表現出情感線索，在評分時就會有

一個最高分的限制。也就是如果受試者只表現出內容線索或只表現出情感線索，評分時最

高分是 6 分。 
這項規則的例外是「退縮」這個項目，如果受試者表現出只有情感線索時可以被評超

過 6 分，在此會有這樣的例外，是因為我們很少會看到退縮的人表現出內容線索。這項規

則使用在「支持」這個項目雖然大體上是一樣的，但有一點技巧性地差異。「支持」這個

項目被區分為「說話者」與「聆聽者」兩種線索(因為每個人在當聆聽者或說話者時，所

表現出的支持是不同的)，而不是被區分成情感或內容線索。如果受試者只有在聆聽或說

話時才會具有支持性，原則上最高分只能給 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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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編碼項目介紹 
情感碼 
 
一、 正向情感 
 
(一) 定義 
正向情感是指正向的臉部表情、肢體動作姿勢和語調情緒或聲音品質。有正向情感不等於

沒有負向情感。 
 
(二) 正向情感線索舉例 
1. 正向表情 
(1) 因額頭、眉毛、臉頰與嘴巴而產生的綜合臉部表情，此臉部表情在互動中表現出快樂

(雀躍、興奮、愉快、bubbly、高興、滿足、relived、淺笑、笑)。 
(2) 臉部表情傳遞了對伴侶的支持(深情、溫暖、柔和、溫柔、關懷、關愛、同理與關

心)。良好的眼神接觸是正向臉部表情的重要成份。 
2. 正向語調 
深情、溫暖、柔和、溫柔、關懷、關愛、雀躍、興奮、愉快、bubbly、快樂、高興、滿

足、relived、同理、關心、淺笑、笑(除非是情境建議負向語調) 
3. 正向肢體 
自然放鬆的肢體(檢查脖子和肩牓的放鬆程度、當手臂移動時手腕靈活度以及不對襯的肢

體擺放位置)。整個肢體(頭、軀幹與臀部)是很舒服地向著伴侶，當身體移動時，與伴侶之

間的臉部距離是最小且固定的。 
 
(三) 正向情感評分標準 
1=極度非典型：個體沒有表現出任何正向情感的訊息。 
2=高度非典型：個體幾乎沒有表現出正向情感的線索或是線索的強度非常微弱。 
3= 
4=輕微典型：個體表現出一些正向情感的線索，雖然這些線索的頻率不高或其強度微

弱。 
5= 
6=中度典型：個體表現出明顯的正向情感線索，雖然在整個互動中這些線索不一定必須

一致。 
7= 
8=高度典型：個體在頻率、強度與一致性上都表現出強烈的正向情感。 
9=極度典型：個體表現出非常明白清楚、一致與具有強度的正向情感。個體在整段互動

中皆表現正向的臉部、語調與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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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負向情感 
 
(一) 定義 
負向情感是指負面的臉部表情、肢體動作姿勢和語調情緒或聲音品質。有負向情感不等於

沒有正向情感。 
 
(二) 負向情感線索舉例 
1. 負向表情 
(1) 因額頭、眉毛、臉頰與嘴巴而產生的各種綜合性臉部表情，此臉部表情在互動中表現

出不滿足或不舒服(緊張、悲傷、無聊、嘆氣、傷心、哭泣)。缺乏眼神交流(特別是長

時間)也是負向的表情。然而，在對話過程中，說話者有時會很自然地注視聆聽者，但

有時又注視其他地方， 所以觀察者必須去注意並且決定的是，講話的一方注視其他地

方的時間，有沒有比注視聆聽者的時間還來得多。 

 
(2) 因額頭、眉毛、臉頰與嘴巴而產生的各種綜合性臉部表情，此臉部表情在互動中表現

出對伴侶的生氣(皺眉、輕蔑地冷笑、冷嘲熱諷、不自然的假笑、厭惡、輕視、鄙視) 
2. 負向語調 

冷淡、不耐煩、哀鳴、諷刺挖苦、生氣、受傷的、沮喪、責備、惱怒。注意：區分平

淡單調的語調與沮喪的語調是非常重要的，通常沮喪的語調是伴隨著傷心或灰心的面部表

情。 
3. 負向肢體 

緊張或僵硬的肢體(檢查脖子和肩膀的緊繃程度)。身體或身體的部分(肩膀、屁股)不是

向著伴侶，而當身體移動時，個體與伴侶間的臉部距離增加。當個體接觸伴侶時，沒有表

現輕鬆或支持性。對於某些物件(頭髮、眼鏡或衣服)感到煩躁，坐立不安。 
 
(三) 負向情感評分標準 
1=極度非典型：個體沒有表現出任何負向情感的訊息。 
2=高度非典型：個體幾乎沒有表現出負向情感的線索或是線索的強度非常微弱。 
3= 
4=輕微典型：個體表現出一些負向情感的線索，雖然這些線索的頻率不高或其強度微

弱。 
 
5= 
6=中度典型：個體表現出明顯的負向情感線索，雖然在整個互動中這些線索不一定必須

一致。 
7= 
8=高度典型：個體在頻率、強度與一致性上都表現出強烈的負向情感。 
9=極度典型：個體表現出非常明白清楚、一致與具有強度的負向情感。個體在整段互動

中皆表現負向的臉部、語調與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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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碼 
 
三、 問題解決技巧 
 
(一) 定義 
問題解決技巧是指個體認清問題並使用雙方都滿意的解決方式來處理問題的能力。評分時

根據個體去嘗試解決問題的能力，不管這個問題實際上是否已被解決。 
 
(二) 問題解決技巧線索舉例 
1. 認清彼此之間存在著問題。 
2. 不需要藉由責備對方就能正向或中性地描述或定義問題 
3. 清楚地表達需求與希望達成的結果。 
4. 有效地討論問題與在任務過程中持續對話。 
5. 提供正向的計畫或方法來解決問題。 
6. 溝通協商、妥協或與伴侶一起討論一個雙方都同意的結論。 
7. 承諾對方將針對問題採取行動。 
8. 建議一個假設性的計畫去解決問題。 
 
(三) 問題解決技巧評分標準 
1=極度非典型：個體沒有嘗試著去解決問題，可能提到這個問題但是轉移話題。 
2=高度非典型：個體幾乎沒有嘗試著去解決問題，當談到要解決問題時，表現出很少或

微弱地參與。 
3= 
4=輕微典型：個體似乎有興趣要嘗試去解決問題，以及表現出一些嘗試解決問題的徵

兆。 
5= 
6=中度典型：個體在大部分的互動過程中展現出明顯的問題解決技巧。 
7= 
8=高度典型：個體在所有或幾乎所有的互動過程中展現出強烈的問題解決技巧。 
9=極度典型：個體展現出標準的問題解決技巧。所有的互動過程中皆專心致力於有建設

性地解決問題。 
 
 
 
 
 
 
 
 
 
 
 
 



附錄七 
編碼系統指導手冊(中文版)                                                                                                                             王雅鈴 

137 
 

 
四、 否認 
 
(一) 定義 
否認是一種主動拒絕問題存在或主動拒絕自己在這個所討論的問題中所應負的責任。 
 
(二) 問題解決技巧線索舉例 
1. 爭論所討論的問題的存在，或將所討論的問題化小。 
2. 在這個問題中為自己所應負的責任尋找藉口。 
3. 承認這個問題但是拒絕擔負任何責任。 
4. 承認這個問題，並將問題全部歸咎於對方。 
5. 因伴侶將問題越炒越大而責怪對方 
6. 聲稱伴侶自己想像或編造問題。 
 
(三) 問題解決技巧評分標準 
1=極度非典型：個體展現出絕對地不去否認；個體有意識這個問題，並且承認與討論這

個問題。 
2=高度非典型：個體幾乎不否認，可能做一些簡短的反駁或澄清。 
3= 
4=輕微典型：個體表現出一點點或是頻率很低的否認。 
5= 
6=中度典型：個體在大部分的互動過程中表現否認。 
7= 
8=高度典型：個體幾乎在所有的互動過程中展現出否認。個體強烈地表現出他(她)不認為

這是個問題或他在這問題中不應負責任。 
9=極度典型：個體完全沒有意識到這個問題，以及個人應該為這個問題所負的責任。個

體不願意從伴侶那方去知道更多關於這個問題的事。在所有的互動過程中一直展現出否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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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支配 
 
(一) 定義 
支配是指一種在互動中，運用伴侶以控制或影響個體的實際達成。支配可以透過強迫、壟

斷或脅迫行為來鑑定。 
 
(二) 支配線索舉例 
1. 主導對話的主題。 
2. 有說服力地或主導性地說話。 
3. 命令伴侶順從自己。 
4. 比伴侶更常說話，或不讓伴侶說話。 
5. 打斷伴侶說話，或是阻止伴侶打斷自己說話。 
6. 違反伴侶的意願或在沒有得到伴侶的同意之下，開始或結束問題的討論。 
7. 無理地強迫伴侶去接受自己的意見。 
8. 完全地改變伴侶的意見。 
9. 以拒絕參與對話的方法來達成控制。 
 
(三)問題解決技巧評分標準 
1=極度非典型：個體在所分配的時間當中完全沒有展現出支配。個體與伴侶輪流說話，

或是完全被較具主導性的伴侶所抑止。 
2=高度非典型：個體幾乎沒有展現出支配，或許展現出一些具支配的特性，但在討論方

向與主題上並沒有產生多大的影響。 
3= 
4=輕微典型：個體展現出一些強度微弱的支配。 
5= 
6=中度典型：個體在大部分的互動過程中展現出支配性，個體支配性的表達顯著地影響

著彼此的互動。 
7= 
8=高度典型：個體在幾乎整段互動過程中展現出支配性，很少讓伴侶有表達自己的機

會。 
9=極度典型：個體在整個互動的過程中明顯地展現出強烈的支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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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碼 
 
六、支持/肯定 
 
(一)定義 
支持是強調以正向的聆聽與說話技巧，展現對伴侶的支持與瞭解的能力。與這個項目非常

相似的同義字就是鼓勵、感恩與接納。 
 
(二) 支持情感線索舉例 
1.專心聆聽 
2.說話時有良好的眼神交流。 
3.當聆聽伴侶在說話時，臉部適當地回應。(例如：點頭、微笑、移動眉毛) 
4.身體是放鬆且開放的。 
5.當聆聽或對伴侶說話時，身體朝向伴侶。 
6.當說話時具有臉部表情。 
7.講話的時候展現出音調的抑揚頓挫(節奏以及語調的變化) 
 
(三)支持內容線索舉例 
1.對伴侶展現溫暖、關心、以及同理。 
2.對於伴侶的行為做出正向或中性的歸因。 
3.接納伴侶對自己行為的歸因。 
4.歸納或闡釋伴侶的陳述 
5.鼓勵伴侶。 
6.讚美伴侶 
 
(四)支持評分標準 
1=極度非典型：個體沒有展現出支持/肯定的訊息。清楚地表現出無法傾聽、給予支持與

肯定伴侶。 
2=高度非典型：個體幾乎沒有展現出支持/肯定的訊息。可能對伴侶冷淡、不能同理、沒

有反應或缺乏熱情。 
3= 
4=輕微典型：個體展現出一些微弱和不頻繁的支持/肯定的訊息。 
5= 
6=中度典型：個體展現出明顯的支持/肯定的訊息，雖然可能不一致。 
7= 
8=高度典型：個體展現出強烈的支持/肯定的訊息。在和伴侶互動過程中，展現出有反應

的、溫暖的與注意的。 
9=極度典型：個體在整段互動過程中，展現出具典範性的支持/肯定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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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衝突 
 
(一)定義 
衝突是兩個個體之間對於不一致的目標或意見所表現出的掙扎。可以從個體所表現出之緊

張、敵意、意見不一、對抗性或負面情感的程度鑑別出衝突。 
 
(二)衝突情感線索舉例 
1.面部表情展現出緊繃、緊張(包含眼神接觸、緊咬下顎、眼角抽動，減少或過度緊張的

眼神接觸) 
2.身軀呈現出緊張、緊縮狀。 
3.以負面的音調講話：沒耐性地，生氣，嘀咕，發牢騷，冷淡或唐突草率的 
4.對於自己或伴侶的負面情感也以負面情感回應 
 
(三) 衝突內容線索舉例 
1. 評論與批評伴侶，或是批評對於伴侶來說重要的人事物 
2. 具控制性地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伴侶。 
3. 表現出冷淡且缺乏承諾 
4. 將伴侶的貢獻降低與縮小 
5. 對於聆聽伴侶表現出死板的意願 
6. 表現出不同意伴侶比起同意伴侶更頻繁 
7. 做出負面的心理解讀，將負面的感覺、態度、信仰或動機歸因於伴侶 

(例如你打從一開始就不想到我父母家對吧！) 
8. 做出負面的過度歸納，例如「你總是這麼說」 或 「你從不問我一天是怎麼過的」。 
9. 以諷刺的態度來與伴侶敵對，以抱怨來回應伴侶的抱怨，或是對於伴侶負面的行為給

予負面的評價 
10. 挑起更多的衝突(挑釁) 
 
(四) 衝突評分標準 
1=極度非典型：個體沒有表現出任何衝突情感或衝突內容的訊息。 
2=高度非典型：個體幾乎沒有表現出任何衝突情感或衝突內容的訊息。 
3= 
4=輕微典型：個體表現出一些微弱的或不頻繁的衝突訊息。 
5= 
6=中度典型：個體在互動過程當中，有很大的一部份時間表現出衝突的特徵，雖然這些

特徵不一致。 
7= 
8=高度典型：個體幾乎在整段互動過程當中，都表現出強烈的衝突訊息。 
9=極度典型：個體在整個互動過程當中，展現出明顯且劇烈的衝突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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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退縮 
 
(一) 定義 
退縮是互動過程的逃避，或是逃避討論問題，個體可能會迴避議題，躲進自己的世界中，

向後退，或是不參與互動。 
 
(二) 退縮情感線索舉例 
1.在講話或聆聽時，迴避眼神接觸 (常看向別處或是低頭)。 
2.身軀不面向伴侶。 
3.增加且維持與伴侶身體上的距離(如：改變椅子的位置使距離變得更遠，身軀斜靠椅背

或使椅背傾斜)。 
4.在自己與伴侶之間建立肢體上的屏障(如：雙手捧胸，手遮住部分臉部)。 
5.重複地玩弄頭髮、撥弄眼鏡、衣服或首飾。 
6.表現出不舒服或無聊。 
 
(三) 退縮內容線索舉例 
1.讓伴侶主導討論。 
2.允許對方說話比自己多或讓對方重新主導話題方向，溝通過程中展現低度的自信。 
3.不回應伴侶。 
4.展現出低度的自我揭露 
5.結束對話 
6.保持沈默 
7.說：「我不想說了。」 
 
(四) 退縮評分標準 
1=極度非典型：個體沒有展現出任何退縮的訊息，在整段互動的過程中無論是言語上或

是非言語上都能充分地參與。 
2=高度非典型：個體幾乎沒有展現出退縮的訊息，在討論的過程中相當活躍，而且經常

且強烈地表達支持或衝突。 
3= 
4=輕微典型： 
個體展現出一些微弱與不頻繁的退縮訊息，在互動過程中，投入的時候比置身事外的時候

多。 
5= 
6=中度典型：個體展現出明顯但不一致的退縮訊息，在整段互動過程中，置身事外的時

候比投入的時候多。 
7= 
8=高度典型： 個體展現出經常性且強烈的退縮訊息。 
9=極度典型：個體在互動中，完全地展現出退縮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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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溝通技巧 
 
(一)定義 
溝通技巧是指個體以清晰且具建設性的方法傳達自身想法與感覺的能力。 
 
(二)溝通技巧情感線索舉例 
1.講話時有良好的視線接觸，大部分的人並不會在整段談話過程中維持視線接觸，特別是

在帶入新的資訊時，但應在大部分的談話過程中維持視線接觸。 

2.講話時具表達性的臉部表情 (例如：表情變化)。 

3.身軀(頭部，肩膀，臀部)在交談時朝向伴侶。 

4.以放鬆的手臂與手掌動作，來搭配與強化所陳述的內容。 

 

(三)溝通技巧內容線索舉例 

1.表達對於伴侶、自己或他人的情緒或感覺。 

2.展現高度的自我揭露，但同時也允許伴侶表達自我。 

3.以清楚、直接且中性的方式表達意見 

4.能夠從惡性循環的狀態中抽離。 

5.統整伴侶意見、感覺或者決定。 

6.透過發問試圖了解伴侶的觀點。 

7.展現出適當的幽默以及歡笑。 

8.努力肯定伴侶回饋的重要性。 

9.支持伴侶的決定，縱使自己並不同意。 

10.對於伴侶承擔行為責任。 

 

(四)溝通技巧評分標準 
1=極度非典型：個體沒有表現出溝通技巧，不能適當地表達任何想法或感覺。 
2=高度非典型：個體幾乎沒有與伴侶溝通的能力。 
3= 
4=輕微典型：個體展現出一些不頻繁或些微的溝通技巧。 
5= 
6=中度典型：個體大部份的時候可以表達他們想法的大概意思。 
7= 
8=高度典型：個體幾乎所有的時間都可以傳達他/她們的想法或感覺，而且言語只有非常

少的矛盾。 
9=極度典型：個體表現出具示範性的溝通技巧，在整個互動過程中可以清楚且正確地傳

達想法與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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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焦慮 
 
(一)定義 
焦慮是指個體在整段互動過程中的壓力程度。 
 
(二)焦慮情感線索舉例 
1. 個體常表現難過、失望、不快樂、不滿意、不安 

2. .透露出焦慮不安的表情、語調或肢體 

 

 

(三)焦慮內容線索舉例 

1.對伴侶的言語或行為表示不信任。 

2. 需要多次確認自己在關係中的地位。 

3. 多次求證對方是否愛自己。 

4. 渴望與伴侶親密。 

5. 害怕被伴侶拋棄或拒絕。 

6. 渴望得到伴侶情感上的支持 

7. 擔憂這段關係的失去。 

8. 覺察到關係中的危機。 

 

 

(四)溝通技巧評分標準 
1=極度非典型：個體沒有表現出任何焦慮的訊息。 
2=高度非典型：個體幾乎沒有表現出焦慮的線索或是線索的強度非常微弱。 
3= 
4=輕微典型：個體表現出一些焦慮的線索，雖然這些線索的頻率不高或其強度微弱。 
 
5= 
6=中度典型：個體表現出明顯的焦慮線索，雖然在整個互動中這些線索不一定必須一

致。 
7= 
8=高度典型：個體在頻率、強度與一致性上都表現出強烈的焦慮。 
9=極度典型：個體表現出非常明白清楚、一致與具有強度的焦慮。個體在整段互動中皆

表現焦慮的臉部、語調與肢體與行為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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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碼 
 
十一、正向循環 
定義： 

正向循環向度被定義為一種連續性的行為型態。在這個行為型態中，某一方的正向行

為是依循著對方的一個正向行為等等，形成一個雪球效應。 
這個部分是在評定某一方的正向行為被另一方以正向行為回應的頻率有多高。連續性

的正向行為循環乃是此部分必須被觀察的重要部分，這是指互動中無關聯性的正向行為不

能形成雪球效應或螺旋效應，這樣的互動在這個部分的評分就必須是低的。即便，某方或

雙方在正向情感向度的得分不錯或很高。要在正向循環向度這個部分得到非常高的分數，

雙方不但要表現出高頻率的正向語言與非語言的行為，還必須引發伴侶做出正向行為。 
 
十二、負向循環 
定義： 

負向循環向度被定義為一種連續性的行為型態。在這個行為型態中，某一方的負向行

為是依循著對方的一個負向行為等等，形成一個雪球效應。 
這個部分是在評定某一方的負向行為被另一方以負向行為回應的頻率有多高。連續性

的負向行為循環乃是此部分必須被觀察的重要部分，這是指互動中無關聯性的負向行為不

能形成雪球效應或螺旋效應，這樣的互動在這個部分的評分就必須是低的。即便，某方或

雙方在負向情感向度的得分不錯或很高。要在負向循環向度這個部分得到非常高的分數，

雙方不但要表現出高頻率的負向語言與非語言的行為，還必須引發伴侶做出負向行為。 
 
十三、承諾 

這一對情侶將看重這段關係，以及為了增進彼此關係而努力的意願有多高，他們自

身投入這一段的關係的程度有多少，他們是否常常將伴侶的需求或是這一段關係的需求放

在自身需求之上？他們是否將兩人視為一個團隊(用「我們」代替「我」)。你有沒有看到

他們為了愛他的伴侶而延續這一段關係的慾望? 
 
十四、 未來滿意度 

你預測五年後這一對情侶有多快樂？這一段關係對這一對情侶而言會有多少益處？

這一對情侶對於這一段關係的存在會有高興？ 
 
十五、未來穩定度 

這一對情侶五年後仍然在一起的機率有多高？依據以下來做出你的回答: 
奉獻、滿意、行為模式以及約束的量，約束是不管自身的想法而使人留在這一段關係中的

力量。約束的例子包含社會壓力、宗教信念、投資往來、小孩等任何終止這一段關係的困

難性。以及目前這段關係，是否有其他可選擇的對象(以及這些其他對象的吸引力) 
 
十六、目前關係品質 

你覺得這一對情侶目前的關係品質有多好？相處起來有多愉快?正向互動的程度有

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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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1: 編碼筆記單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編碼階段 : Pre  Post  FU1  FU2  FU3  FU4  FU5 
 
情侶編號 _________                 編碼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初始觀察: 
 

女性 
 
 
 
 
 
 
 
 
 
 
 

男性 

 
分段觀察: 

女性 
1st  
 
 
 
 
 
 
 
 
 

男性 

 
2nd 

 

 

 

 

 

 

 

 

 

 
 
 
 
 
 
 
 
 

 
3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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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2: 問題討論編碼單 
日期  _______________                                
情侶編號: __________________   編碼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情感碼                   
正向情感   男性    總得分 
    ____ ____ ____  _____ 
    女性    總得分 
    ____ ____ ____  ____ 
 
負向情感                男性    總得分 
    ____ ____ ____  _____ 
    女性    總得分 
    ____ ____ ____  ____ 
內容碼 
問題解決技巧 

 男性    總得分 
    ____ ____ ____  _____ 
    女性    總得分 
    ____ ____ ____  ____ 
 
否認    男性    總得分 
    ____ ____ ____  _____ 
    女性    總得分 
    ____ ____ ____        
支配                 男性    總得分 
    ____ ____ ____  _____ 
    女性    總得分 
    ____ ____ ____  ____ 
綜合碼 
支持肯定                 男性    總得分 
    ____ ____ ____  _____ 
    女性    總得分 
    ____ ____ ____  __    __ 
衝突                    男性    總得分 
    ____ ____ ____  _____ 
    女性    總得分 
    ____ ____ ____  _____ 
 
 
退縮                  男性    總得分 
    ____ ____ ____  _____ 
    女性    總得分 
    ____ ____ ____  ____ 
溝通                               男性    總得分 
    ____ ____ ____  _____ 
    女性    總得分        
                                             ____ ____ ____                     _____ 
 
焦慮                               男性    總得分 
    ____ ____ ____  _____ 
    女性    總得分        
                                             ____ ____ ____                     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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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碼 
正向循環 ___ 負向循環 ____ 承諾 ____   未來滿意度____   未來穩定度_____    目前關係品質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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