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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以 Minuchin 結構學派家庭治療理論為基礎，探討婚姻衝突、家庭界限與青少

年子女適應三者之間的關係，以台北市七所園中一至三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共計 473 名。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進行資料蒐集，所使用的工具包括「婚姻衝突量表」、「家庭界限量表」

與「柯氏性格量表 J 0 其中，

r 家庭界限量表」為研究者自編，以「接近性 J 與「代間階層性」

兩大向度，九個分量表測量家庭界限的樣態。調查所得資料以典型相關分析統計法進行資料
分析 o 本研究的主要發現如下1.婚姻衝突各個向度構成的 X 組變項和家庭界限各向度構成

的 Y 組變項之間有三組顯著的典型相關存在。 2 家庭界限各個向度構成的 X 組變項和子女適
應各向度構成的 Y 組變項之間有三組顯著的典型相關存在。 3. 婚姻衝突、家庭界限各個向度

構成的 X 組變項早日子女適應各向度構成的 Y 組變項之間有三組顯著的典型相關存在。

開11詢:代間階層性、系統思維觀點、青少年子女適應、家庭心理學、家庭界限、
婚姻衝突、接近性、結構學派家庭治療

青少年問題行為的形成上，家庭的影響力是毋庸置疑的。個人生理、心理的成長，價值觀的形

成，及行為模式的建立，均受到家庭相當大的影響。因此，對家庭的研究有助於暸解青少年適應與問
題行為的形成。當以家庭系統的觀點來思考人類行為時，關注的焦點便不再是個人的心理症狀，而是

家庭中目前所發生的交流模式;家庭成員癥狀行為的形成，可能只是目前發生在家庭系統中有缺陷的
互動過程之展現 (Gold.enberg & Goldenberg , 1996) 。所以青少年的適應問題就不單單是解決其個人症
狀，或單方面要求青少年改變即可，而是要協助其整個家庭關係系統的調整與改變 (Micucci ， 1998 ;

Minuchin , Rosman & Bak紋， 1978) 。
一、系統思維觀點的家庭心理學

雖然在心理治療上，早在 1950 年代就有了系統思維觀點的出現，但是傳統的心理學研究，受限於
方法學上的限制，向來十分強調客觀、量化、直線因果等標準，而較少重視家庭「系統 J (system) 、
*本論文係陳惠雯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完成之碩士論文的部分內容，由吳麗娟教授、
林世華教授共同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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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 J (structure) 、「模式 J (pattem) 、「歷程 J (process) 等這些較複雜、難以測量的變項，使得家庭
心理學的研究一直受到漠視(劉惠琴，民 88) 。直到 1985 年美國心理學會正式認可「家庭心理學」為

心理學的一個分支，家庭心理學可以說是驗明正身，正式擠進科學研究之林。家庭心理學最大的特
色，不只是以家庭為研究的主體，更是超越傳統心理學對個人變項的重視或對兩人關係(

relationship) 的強調，以超越兩人關係的思考 (move
淑珠，民 86

dyadic

beyond the dayd) (葉光輝、孫世維、利翠珊、趙

; Minuchin, 1985 ; Pinsof, 1992) ，試圖將人類行為的科學研究帶向嶄新的境界。

回顧過去有關家庭對子女適應的影響研究，大多偏重在對父母教養態度及親子關係的探究上，也
就是兩人關係的研究，尤其是母子關係上，例如以父母教養方式來看子女的適應、自我概念、自我分
化、認知能力、學業成就、情緒穩定、異性交友行為、性知識與性態度、心理社會幸福感等等(王鍾
和，民 84 ;李盈董，民 84 ;李雪禎，民的;許筱梅，民 84 ;程秀蘭，民間;楊雅雯，民的;歐陽

儀，民 87 ; Baumrind, 1971 , 1989 ; Lambom , Mounts , Steinberg & Dombu訓， 199 1)或者探討親子
闢係對子女自尊、社會適應、生活適應、學業成就、自我價值之影響(朱崑中，民的;吳永裕，民

的;黃慧芬，民 88 、詹美捐，民 8 1)。上述這些研究忽略人是處在家庭的脈絡中，家庭的整體大於部
分的總和，所以家庭成員的關係是互為消畏的、動力的、相互影響的，若單純只看二人關係可能無法
窺得系統的全貌，簡化了家庭系統內複雜的互動關係。

另外，不少以家庭系統理論為基礎的研究，如以「自我分化 J
究(王大維，民的;王嚮蕾，民的;吳麗娟，民師，

87a

(differentiation of self) 為議題的研

;栗珍鳳，民間;高明薇，民的; Fleffil月

& Anderson , 1986 ; Gavazzi , 1993 ; Gavazzi , Anderson & Sabatelli , 1993

Sabatelli & Anderson , 1991 )

並不是以探討家庭目前的互動型態為主， Bow 凹的「自我分化」比較傾向是個人內在心理特質

(property) 的描述，為個人內化的關係模板( templates of the pattems) (Minuchin, 1985) 。把家庭視為
一整體之系統 (family

as whole) 並以之為研究的主體對象，尚且在起步與發展的階段。由於系統本

身複雜的特性，使得欲以量化的方式測量與捕捉其真正內涵仍有其困難(黃宗堅，民 88)

但是量

化的方式仍是家庭心理學中不可或缺的，因為惟有透過量化方法的切割與化約，才能對家庭系統產生

整體觀(

wholistic view )與洞視

Onsight) (利翠珊，民 88) 。

二、家庭界眼理臨摹硨

界限是圍繞在家庭成員與次系統間看不見的線 (Saub缸" L' Abate , Weeks & Buchanan , 1993)

界

限又可粗略地分為:人際間界限 (interpersonal boundaries) 與世代聞界限( intergenerational

boundaries)

(張寶珠，民 82) 。在不同的家族治療理論中，以 Minuchin 的結構學派對家庭的結構、次

系統及界限描述最多，也最詳盡。結構學派指出個人、次系統與整個家庭是由界限來作區隔，用以界

定誰是屬於此次系統，以及參與此次系統的規則 (Minuchin. 1974)'

r 系統」與「界限」可以說是互

為表裡，一個是面，一個是線的關係。理想上，家庭需維持清楚而又有彈性的界限，在家庭成員需要

時能提供照顧、支持與涉入，但又能維持成員的獨立性的自主性。

在家庭系統中，最重要的三個次系統是:婚姻次系統 (the

parental subsystem) 及手足次系統 (the sibling subsystem)

spouse subsystem) 、親職次系統 (the

不少家族治療學者及研究都發現，家庭

中穩固的夫妻次系統是維持家庭健全及子女良好發展的關鍵(王嚮蕾，民的:吳麗娟，民 86 ，

張虹雯﹒民 88 ;賈紅鶯，民 80 ; Bowen , 1978 ; Minuchin , 1974

87a ;

Papero , 1990 ; Tey恤， 1983a,

1983b， 2∞0) 。不少家族治療學派，都十分關切婚咽衝突對家庭系統造成的影響。 Bowen (1978) 提
出「三角關係 J (triangles) 的概念，認為在家庭成員中若有二人的關係(通常是夫妻)是處於高度壓

力下，常會引進第三人(通常是子女)來減低焦慮與增進穩定。 Minuchin (1974) 也提出類似的概
念，他以「三角化 J (triangulation) 、「聯盟 J (al1iance) 、和「結盟對抗 J (coalition) 等概念來說明

婚姻衝突、家庭界限與青少年子女適應之相關研究

145 .

家庭系統中面對夫妻衝突時的動力關係。因此深入暸解婚姻衝突是否會帶來家庭結構的改變與家庭界
限的破壞，並影響子女的適應，是本研究的重點之一。

再者， Wood (1 98 1)認為界限在概念上包含兩個部分，一是「接近性 J (proximity) (如:人際
間的界限) .一是「角色 J (如:次系統間的界限)。兩者在家庭中的運作方式是不同的，可是彼此卻

又相互關連。 Wood (1 98 1)有鑑於結構學派家族治療的相關概念皆是在臨床的脈絡下發展出來的，
著重於病態( pathology )家庭的研究，可是有些病態家庭的互動形式，在健康的家庭中可能是沒有問

題的。因此，借助社會科學理論，試圖尋找一個中性的概念來描述界限;最後他採取了 Goffman 於

1971 年所提出「領域保護權 J (territorial preserve )的概念。
Wood 認為界限的概念需以「領域 J (territory) 來定義。界限是指對特定領域的限制，或指區分

兩個領域的「界線」。換句話說

適用於描述人際間的行為上

r 領域 J 是以「界線」來與其他領域作區隔。所以，

r 領蟻」特別

r 界線」特別適合用來描述角色的區分 (role differentiation) 。因此，

Wood 將 Minuchin 家庭界限的概念區分成兩個型式:一個是物理性的，以「接近性」來說明;一個是

邏輯性的，以「角色」或「代間階層性 J (generational hier紅'chy) 來表示。
本研究J;) Wood 中性化的家庭界限架構來編製量表，以 Minuchin 的家族治療理論為暸解家庭系統
互動的基底，探討一般家庭的家庭界限與子女適應的關係，以擴展家庭心理學理論知識的內涵。

三、福姻衝哭理輸基硨
婚姻關係的建立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獨立個體所共同組成，夫妻來自於不同的家庭，不管在生活習

慣、教養、個性、思想行為、人生觀、價值觀等，必然存在著差距:夫妻相合的歷程中，彼此的爭
執、論辯、衝突、磨合，自然難以避免(曾端真，民 80 ;葉光輝，民 88b ;賴自強，民 87

; Shifflett-

Simpson & Cummings , 1996) 。婚姻衝突的內涵包括許多不同的向度，如衝突顯現與否、頻率多寡、
強度、衝突內容、是否獲得解決、子女與父母面對衝突所採取的因應策略、子女涉入衝突的程度、原
因是否穩定等等;有殼的解決衝突有時反而能夠為子女帶來問題解決的示範，增進子女人際互動的能

力( Grych & Fincham, 1993 ; Kerig , 1996) 。
四、姐姐宿費、家庭界隕興奮少年子女適應的相關文獻興研究
青少年階段不論在個人發展上或家庭生命周期 (family

life

cycle) 上，適巧面臨轉換的交會點。

在家庭面臨轉換的時刻，也是家庭界限重組與調整的關鍵時期 (Wood

&

Talm凹， 1983)

因此，以

有青少子女的家庭為研究對象，更顯得重要 o
有關婚姻衝突與家庭界限的實徵研究在國內、外都非常罕見。至於婚姻衝突與親子關係兩者間相

互影響的部分，主要有二種觀點存在，一種是「牽連假說 J (spi1lover hypothesis)
說 J (compensatory hypothesis) (Engf，哎， 1988 ; Erel & Burm姐， 1995)

0

一種是「補償假

r牽連假說」強調，父母在婚

姻關係中如果是滿足的與被支持的，員IJ 比較能夠敏感地回應子女的需求:當婚姻關係是衝突的，父母
易處於暴躁、易怒且情緒耗竭的狀態，對子女的照顧與回應也會較少。換言之，正向的婚姻關係與正
向的親子關係有關;負向的婚姻關係與負向的親子關係有闕，有不少的實徵研究支持這樣的看法(吳

麗娟，民 87a ;陳一蔥，民 87 ; Goldberg & Easterbrooks , 1984 ; Howes & M訂km姐， 1989 ; Kerig ,

Cowan& Cow姐， 1993) 。
另外一種說法則是攝用「補償假說 J

0

r 補償假說」強調婚姻的壓力會導致父母將注意力轉向子

女，以用來彌補在婚姻中所缺少的情感與滿足，也就是在婚姻不合的情況下，可以促進正向的親子關

係，且能緝衝婚姻不合對子女的影響;當父母對婚姻愈感到缺憾與不滿足時，對子女的涉入與投資也
就愈多。簡言之，正向的婚姻關係與負向的親子關係有關;負向的婚姻關係與正向的親子關係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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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el 與 Burman (1995) 以家庭系統的理論來看，家庭中的「三角關係」與「跨代聯盟」都可算是補
償假說的互動顯型;不過他們也補充道，這樣的親子關係其晶質是否是「真的正向 J

(truly

positive) ，值得懷疑。
此外，家庭界限雖然是家族治療理論中一個很重要的概念，但由於「界限」這個概念過於抽象，難

以界定與測量，過去有關的研究並不多見。 Wood

( 1981) 以八個臨床家庭為研究對象發現，接近性只

有在病態的家庭中才會對病人起不良的作用;而代間階層性過於模糊的家庭與子女問題行為的增加有

關。不少以家庭為整體的研究發現，家庭的凝聚力、情感表達、與子女的適應行為有關(陳文卿，民

87 ; Henry, Sager & Plunk闕， 1996; Huang , 1996)。另外，多數的研究支持子女涉入三角關係不利於其
適應與發展(王嚮蕾，民的;高明薇，民的;張虹雯，民 88 ;賈紅鶯，民 80)。至於教養方式上，多數的
專家學者皆認同「開明權威 J( authoritative) 的教養方式，即「愛與管束 J( caring

& finr甘y)、「接納與要求」

並重，且以民主的方式溝通、協調、訂立家規的教養態度對子女適應有正向的影響(王鐘和，民 84 ;許

被梅，民 84; Baumrind, 1971 ; Steinberg, Mounts , Lambom & Dombusch , 1990 ; Teyb哎， 2ω0) 。
至於，婚姻衝突、家庭界限與子女適應的相關文獻與研究，至IJ 目前為止並沒有直接的研究探討上
述三者的關係。有不少的研究將焦點放在婚姻衝突、親子關係與子女適應影響的徑路探究上，認為父

母婚姻次系統會影響到親子次系統，再進而影響到子女適應(林美娟，民 87

Fauber, Forehand ,

Thomas & Wierson , 1990 ; Fincham, 1998 ; Harold , Fincham. Osbome & Conger, 1997) 。由此可知，婚
姻衝突對家庭系統裡個體、親子次系統的影響很大，甚至對整個家庭的作用力也不容忽視。由於子女

是家庭的組成份子之一，婚姻次系統亦是家庭的根本;因此，本研究採家庭心理學中系統思維的觀
點，欲暸解婚姻衝突、家庭界限與青少年子女適應的關係，期能暸解多元系統間樓雜的關係型態，以

提供未來青少輔導工作的參考。
綜合上述，本研究之目的如下:
1.探討婚姻衝突與家庭界限的相互關係。

2. 探討家庭界限與青少年子女適應的相互關係。
3.探討婚姻衝突、家庭界限與青少年子女適應的相互關係。

4. 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以做為未來相關研究、青少年輔導工作及婚姻、家族治療實務工

作的參考。
基於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主要探討的問題如下:
1.婚姻衝突與家庭界限的關係如何?

2. 家庭界限與子女適應的關係如何?

3. 婚姻衝突、家庭界限與子女適應的關係如何?

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台北市公立國中學生為研究對象。為使研究樣本具代表性，選取台北市不同地區的國中

共七所，分別為景輿(南區卜成德(東區卜陽明、明德 Ut 區卜龍山、民權(西區) ，並於一、
二、三年級的學生中各選取一班為受試，共計 643 人。量表回收之後，挑選出父母婚姻完整的家庭，
並剔除填答不完全或有明顯反應心向者，最後得到有效樣本 473 人。

二、研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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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使用以下三種研究工具進行資料的蒐集，其中「家庭界限量表」為研究者所自編。

(一)揖姻衝突量表
本研究所使用的「婚姻衝突量表」乃根據 Grych 、 Seid 和 Fincham 於 1992 年所發展出來的「兒童

知覺父母衝突量表 J (Childr間'g Perception of Interparental Conflict Scale ; CPIC) 修訂而成，用來評量
國中生所知覺的父母婚姻衝突的程度。原量表包含「次數」、「強度上「解決 J 、「內容 J 等衝突的
特質;及兒童對父母衝突的「自責」、「感到威脅 J 、「因應效能」、「三角關係」、「原因穩定性」等
對衝突的評價九個分量表。本研究主要是想了解婚姻衝突中較具客觀性的指標，故排除量表中有關于
女對衝突評價的部分，只採用原始量表中描述衝突特質的分量表，包括「次數」、「強度」、「解決」

及「原因的穩定性」四個分量表，組成「婚姻衝突量表」。另外，為了增加受試者得分的變異性，將
原來三點量表改成六點方式作答，並重新建立信、放度。

正式量表共計 21 題，以測量國中生所知覺的父母婚姻衝突的特性。各量表名稱與內容如下:1.
次數:指子女知覺父母爭吵、意見不合或衝突的次數 o 分數愈高代表衝突的次數愈頻繁。 2強度:指
子女知覺父母的婚姻衝突的強度，可從冷靜討論到激烈的肢體攻擊。分數愈高代表衝突的強度愈強。

3.解決:指子女知覺父母衝突解決的程度，從成功地解決衝突，到未解決。分數愈高代表衝突愈沒有
獲得妥善地解決。 4. 原因穩定性:指子女知覺父母衝突常是因為相同原因的程度。分數愈高代表衝突

的原因愈是穩定一致。
本量表採六點量尺計分方式，計分時「完全不符合 J 為 1 分、「相當不符合 J 為 2 分、「有點不

符合」為 3 分、「有點符合 J 為 4 分、「相當符合 J 為 5 分、「完全符合」為 6 分，.受試者作答時，依
據自己的真實感受圈選與自己情形最符合的答案。得分愈高代表受試所知覺的父母婚姻衝突的程度愈

嚴重。信度方面，各分量表的 Cronbachα 係數在 .70 至 .85 之間，斯布校正係數也在 .70 至 85 之間，隔
四週後的再讀IJ信度在 .70 至 .86 之間，顯示本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效度方面，次數、強度、解決及原

因穩定性四個分量表的因素負荷量分別介於.76 至 .42 、 .79 至 .59 、 .79 至 .64 、 74 至 .52 之間，所有題目
在各自因素上的因素負荷量皆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n 家庭界聞單衰
採用研究者自編的「家庭界限量表」來測量國中生所知覺到的整個家庭成員之間界限重疊、分享

的程度及代間階層角色清楚的程度。研究者主要j:} Wood (I 981 )所提出的二個向度「家庭界限」概
念為主要的架構，並與臨床家庭治療小組及三位專家學者討論後，正式確立。研究者根攝 Wood 所提
出的操作化定義，並參酌相關測量工其來編製量表的題目。再請七位曾從事家庭議題相關研究的碩士

生、七位曾任教國中的教師及十一位國中生，就題目的適切性及題意的清晰程度提供建議。最後，請
三位專家學者審核、定稿，形成預試量表。量表的架構如圖一。
接觸時間

個人空間
接近性

情緒空間

訊息空間
決定空間
撫育

家庭界限

控制

代間階層性

聯盟

友伴
團一家庭界隕量衰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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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量表名稱與內容如下:

間廈一:接近性
「接近性 J 主要是指家人之間個人領域相互重疊或分享的程度，也可指家庭界限通透程度。分數
愈高，表示接近性愈大，亦即家人之間個人領域相互重疊或分享程度愈高，界限的通透性愈大。接近

性又可分為下列五個層面:
(l)接觸時間:指家人在一起的時間，及使用時間的方式。分數愈高，代表家人間接觸的時間愈
多，接近性愈高。

(2)個人空問:指圍繞在身體周圍的空間及身體本身，是個人最私密的空間。分數愈高，代表家人
間個人空間相互重疊或分享程度愈高，接近性愈高。

(3)情緒空間:指家庭允許個人開放地表達情緒或家人之間情緒一致性的程度，也指家庭內情緒傳
遞的程度。分數愈高，代表家人間情緒空間相互重疊或分享的程度愈高，傳遍愈廣，接近性愈高。

(4)訊息空間:指家人彼此分享個人的思想、感覺、觀點與過去的歷史與行為的程度。分數愈、高，
代表人際問訊息空間分享的程度愈高，接近性愈高。

(5)決定空間:指家庭內的決定權是由整個家庭、次系統(如父母、手足)或個人掌控的程度。分
數愈高，代表家人間決定空間相互重疊或分享的程度愈大，接近性愈高。
向度二:代間階層性

指各次系統各司其職，發揮其功能的的程度，尤其是父母次系統能充分發揮撫育、控制、照顧子
女的功能，且父母次系統是互補的，互為友伴的，不需要與子女形成跨代聯盟或與子女同盟對抗另一

配偶。所以分數愈高，表示代間階層性愈清楚，家庭次系統的界限愈清楚。代問階層性又可分為下列
四個層面:

(1)撫育:父母能保護、撫育子女，為子女的幸福、發展負責的程度。分數愈高，代表家庭是由父
母負起撫育的責任，代間階層性愈強。

(2)控制:指父母能掌控子女、設立家庭規則並成功執行的程度。分數愈高，代表家庭是由父母來
負責與控制的，代間階層性愈強。

(3)聯盟:指父母次系統聯盟的程度，分數愈高，代表父母聯盟的程度愈高，跨代聯盟與同盟對抗
的情形愈少，代間階層性愈強。

(4)友伴:指各次系統維持其系統內友伴關係的程度，分數愈高，代表父母次系統愈能維持友伴的
關係，不需子女介入替代，代間階層性愈強。

本量表最大的特色是以整個家庭為測量的單位，故主要以「我家」、「家人」整個家庭系統，或
是「父母」、「小孩」代問次系統為描述的對象。預試量表共計 1 ∞題，本研究以 292 名有效預試資料

進行驗證式因素分析，刪除因素負荷量未達顯著的題項，得正式量表 59 題，以測量國中生所知覺的
家庭界限樣態。

本量表採六點量尺計分方式。信度方面，各分量表的 Cronbachα 係數在.57 至 .84 之間，斯布校正
係數在 .53 至 .83 之間;隔四週後的再測信度在.4 1 至 .84 之間。效度方面，接近性向度中的五個分量表

之因素負荷量分別介於 .19 至 .73 之間;代間階層性向度中的四個分量表之因素負荷量介於 .12 至 .79 之
間，所有題目在其所分屬的因素上的因素負荷量皆違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p<.05) ，顯示本量表的題目
尚能符合研究者所提出的建構。

(三柯氏性格量表

本研究探用柯永河(民 87) 所編訂的「柯氏性格量表(I 998)J

(KMHQ

1998) 中的「正常量尺」、

「親群量尺」、「自卑憂鬱量尺」、「焦慮量尺」、「攻擊量尺」五個分量尺，來評量子女的適應情形。
量表在作答上採六點量表的方式。「正常量尺」、「親群量尺」得分愈高代表受試者在客觀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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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自卑憂鬱量尺」、「焦慮量尺」、「攻擊量尺」得分愈高代表受試者愈自卑憂

鬱、焦慮及攻擊性強。信度方面，內部一致性 α 值在 .72 至 .88 之間。效度方面，顯示量尺符合理論建

構，其效度獲得支持(柯永河，民 87) 。

三、資料處理
量表回收後，剔除單親家庭、父母分居、作答不全及有明顯反應心向者後，以 SPSS for Windows

9.0 和 LIS阻L8.30 套裝程式進行各項統計分析。統計分析處理主要採用典型相關法。

結果與討論

一、唱姻衝突與家庭界限的關係

本節以典型相關法考驗婚姻衝突與家庭界限之間的關係結構，即以婚姻衝突為 X 變項，以家庭界
限為 Y 變項，經典型相關分析後，獲得四個典型相關因素，其中前三個典型因素達統計上之顯著水準

(p< .05) ，其典型相關係數分別為 .793 、.335 、 .2 凹，典型相關分析摘要結果如表一。
裹一揖姻衝寶、家庭界限之典型相關分析攝要表

X 變項

典型因素

x'

x

2

Y 變項

x 一

有

典型因索

可

l

η 2

17

3

次

數

-.856

.491

.145

接觸時間

.663

.4 11

.086

強

度

-.788

.239

.131

個人空間

.461

.069

-.087

解

決

原因穩定性

抽出變異量

-.933

-.238

-.265

情緒空間

.5 79

.476

.474

-.780

-.127

.610

訊息空間

.652

.321

.125

決定空間

-.056

.305

-.285

70.8%

9.3%

12%

百分比(%)

撫

育

.631

.396

.322

控

話IJ

381

.312

.269

聯

盟

.924

-.302

.141

友

伴

國 850

.439

-.208

39.3%

12.69毛

6.4%

247

。 14

.003

.629

.112

.048

.793***

.335***

.219*

抽出變異量
百分比(%)
重疊

重疊

.446

.010

.006
典型相關係

數 (ρ)
***p<.∞ 1

**p<.Ol *P<.05

茲將三個典型相關結構說明如下:

{一)在第一組典型相關中，典型相關係數為 .793 '決定係數 ρ2 =.629 '表示在 X 組變項的第一個典
型因素 ( X 1) 可以解釋 Y 組變項第一個典型因素 (η1) 總變異量的 62.9% 。從典型相關的結構來
看，婚姻衝突中的「次數」、「強度上「解決」、「原因穩定性」與家庭界限中的「接觸時間」、「個人

空間」、「情緒空間」、「訊息空間J 、「撫育 J 、「控制」、「聯盟」、「友伴」的關係方向都是相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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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要意義為，表示當父母婚姻衝突的次數愈多、強度愈強、衝突愈沒有得到妥善的解決、衝突

的原因愈穩定，則在家庭界限方面:接近性向度上，家人愈傾向不分享彼此的接觸時間、個人空間、
情緒空間、訊息空間;代間階層性向度上，父母愈無法扮演好撫育及控制的角色，父母次系統的聯盟
與友伴關係愈差。反之，父母婚姻衝突的次數愈少、強度愈弱、衝突愈得到解決、衝突的原因愈不穩

定，則在家庭界限方面:接近性向度上，家人愈傾向分享按此的接觸時間、個人空間、情緒空間、訊
息空間;代間階層性上，父母愈能撫育與控制子女，父母之間愈能形成聯盟與友伴的關係。換言之，
當父母婚姻次系統的衝突愈頻繁時， ~IJ 家庭界限愈疏離、代間階層性的混淆情形愈嚴重:父母婚姻次

系統的衝突愈少時，貝 IJ 家庭界限的接近性愈高，代間階層性愈清楚。
若參照各變項的因素負荷量之數值，此典型相關結構中以婚姻衝突的「次數」、「解決」及家庭
界限中的「聯盟」、「友伴 J 四個變項的數值最高。此現象意味著，當婚姻衝突的次數愈多、衝突愈
沒有得到解決時，夫妻愈無法形成聯盟與友伴的關係。

本結果大體上支持 Minuchin 的論點，也就是當父母婚姻次系統愈無法協商差異、解決衝突時，
子女次系統愈容易侵入，造成家庭界限的破壞。本研究也發現、嚴重的婚姻衝突與父母親無法有效扮
演親職的角色有關;父母無法關心、支持、照顧子女，同時也缺乏控制、要求子女的能力，此結果支

持 Erel 與 Burman

(1995) r 牽連假說」的說法，亦即婚姻衝突往往會牽連到親子關係或父母的教養

上，由於父母陷於衝突的情緒困擾中，情感耗竭，使得其對于女的照顧與回應也相對的減少。
綜上可知，嚴重的婚姻衝突與家人關係的疏遠，親子關係的斷裂，夫妻關係產生裂痕有關。

仁揮二組典型相關中，典型相關係數為.3 35 '決定係數 ρ2=.112 '表示在 X 組變項的第二個典型
因素( X 2) 可以解釋 Y 組變項之第二個典型因素 (η2) 總變異量的 11.2%

0

從典型相關的結構來看，婚姻衝突中「次數」與家庭界限中的「接觸時間」、「情緒空間 J 、「訊
息空間」、「決定空間」、「撫育」、「控制」、「友伴」的關係是同方向;但與「聯盟」是反方向。
其主要意義為:父母婚姻衝突的次數愈多，則家庭界限方面:從接近性向度上來說，家人愈傾向
分享彼此的接觸時間、情緒空間、訊息空間、決定空間;在代間階層性上，父母愈能扮演撫育、控制

的角色，父母婚姻次系統能形成友伴關係，但卻愈不傾向聯盟。反之，父母婚姻衝突的次數愈少， ~IJ
家庭界限方面:接近性向度上，家人愈少分享彼此的接觸時間、情緒空間、訊息空間、決定空間;代
問階層性向度上，父母愈無法扮演好撫育與控制的角色，父母婚姻次系統愈無法維持友伴的關係，愈
傾向聯盟。

若從各變項的因素負荷量的數值來看，此典型相關結構中以「次數」、「情緒空間」、「友伴」、

「接觸時間」及「撫育」五個變項的數值較高。此結果顯示，婚姻衝突的次數愈多，家人在接觸時
間、情緒空間上有更多的分享，與家庭界限的提升有闕，而且父母仍能扮演好撫育的親職角色並維持
良好的友伴關係。這表示，父母日常生活的一些爭吵，可增進家人接觸時間、情緒空間的分享;且衝
突有助於夫妻關係的修通，帶來關係品質的提升的可能性。此結果更可說明，衝突是親密關係裡不可

避免的 (Ke旬， 1996 ; Straus , 1979) 。
另一方面，婚姻衝突的次數增加，並沒有使得代間階層性產生破壞;父母亦能撫育、控制子女。

夫妻即使在一些看法、觀點無法取得共識，形成聯盟，但仍可維持良好的友伴關係。 Kerig (1 996) 的
研究便發現，丈夫對婚姻的滿意度與其較高的言語攻擊有關。不少研究指出壓抑比開誠佈公地面對衝

突，更會對親密關係帶來負面的影響 (Gottm祖& Kroko缸，

1989 ; Smith, Vivi曲，& Q' Le ary,

1990) 。

反觀，婚姻衝突次數愈少，家人接近性愈低，愈少分享彼此的接觸時間、情緒空間、訊，息空間、
決定空間，愈沒有機會面對彼此的差異與衝突;夫妻之崗雖然是聯盟的，可是較難保持親密的友伴關

係。此結果也支持結構學派對身心症家庭的看法， Minuchin 等人( 1978) 對身心症家庭的研究發
現，此種家庭大多避免衝突的發生，家人之間雖然維持表面的和諧、一致，但實則關係疏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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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日常生活中的鬥嘴、爭執、衝突，似乎也具有情緒抒解的功能，未嘗不可。另外，家庭中

若能善用衝突的機會，不把衝突視為有破壞性的，能正視、面對衝突作為增進彼此暸解與溝通差異的

管道，貝 IJ衝突反而有助於家人關係品質的提升。

(三)第三組典型相關中，典型相關係數為.219 '決定係數 ρ2=.048 '表示在 X 組賽項的第三個典型
因素( X 3) 可以解釋 Y 組賽項之第三個典型因素 (η3) 總變異量的 4.8% 。從第三組典型相關的結
構來看，婚姻衝突中的「原因穩定性」與家庭界限中的「情緒空間」、「撫育」皆屬同方向。

其主要意義為:父母婚姻衝突的原因愈穩定，買 1]家庭界限方面:在接近性向度上，家人愈傾向分
享彼此的情緒空間;在代間階層性向度上，父母愈能扮演撫育的角色。反之，婚姻衝突的原因愈不穩
定時，家庭界限方面:接近性向度上，家庭愈不傾向分享彼此的情緒空間;在代間階層性向度上，父
母愈無法扮演撫育的親職角色。
從「情緒空間」分量表的內涵來看，其構念不僅同時涵括正向與負向的情感分享，其所保留的題

目亦反映出情緒空間的分享是較偏向穩定、平和的情感交流，而非激烈、緊張的情緒狀態;例如:
「我們全家可以很自然地表達悲傷或難過」、「我們全家都喜歡說笑讓家人快樂」等等。因此，若從因
應的角度來看，當婚姻衝突的原因愈穩定時，表示對衝突的狀況愈能掌握，家人也愈知道該採取何種
因應方式去面對衝突;因此，可以花較少的精力處理婚姻衝突的問題，家人之間有較多的情感分享，

父母也較有能量對子女進行撫育。反之，當婚姻衝突的原因愈不穩定時，夫妻可能疲於應付隨時爆發
的衝突，這可能使得夫妻處在暴躁、易怒及情緒不穩定的狀態，在無法照顧自身的情況下，更遑論要

去撫育子女。
婚姻衝突的原因愈穩定，與撫育及情緒空間有闕，亦顯示當衝突原因愈穩定時，父母愈可能將衝

突原因的改善與關係品質的提升視為是無可著力與不可改變的，而把焦點放在撫育子女身上，為一種

迂迴( detouring )的方式，藉以轉移面對衝突、處理差異的難題，此結果與 Mim且chin 的論點類似。

Minuchin (1974) 提到所謂的「迂迴結盟 J '也就是當父母兩人有衝突時，常藉著把焦點集中在小孩
身上，來迴避兩人關係的緊張與壓力。
以文化的角度來說，中國式的家庭往往重視家庭對子女的撫育賣任，更勝於親密的婚姻關係。許

娘光 (H凹， 1971) 從跨文化研究中歸納出一套「優勢親屬文化假說 J '他認為不同於美國社會的夫妻
優勢軸 (dominant

dyad) ，中國社會是以父子軸為優勢的親屬關係文化體系(葉光輝，民 88a) 。因

此，夫妻可能過於重視對于女的攤育，而忽略了彼此親密關係的經營;或者，即使對婚姻關係不滿

意，仍然可以扮演好文母的角色，繼續維持家庭的運作，因為那是應盡的責任。
綜上可知，婚姻衝突的「原因穩定性」與「撫育」及「情緒空間」有闕，這一情形提醒臨床實務

工作者，需小心評估婚姻關係與父母撫育子女品質，父母的撫育是否為父母過度將注意力放在子女身
上，而忽略自身關係的處理。將愛與親密的需求轉移到子女身上，長遠來看，有礙子女的成長與獨

立。
整體言之，由以上三個典型相關的組型可知假設一獲得支持。從第一個典型相關的結構可以發

現，當插姻衝突愈嚴重時，對家庭的外推力就愈大，代間階層性破壞的情形愈嚴重。從第二個典型相
關則發現，婚姻衝突也不盡然會使家庭界限徹底的瓦解;當衝突次數愈多時，家庭接近性反而愈高，
且能維持適當的代間階層性。第三個典型相關則發現，當婚姻衝突的原因愈穩定時，似乎會使父母將

心力轉移到子女身上，以免除直接面對衝突、處理差異的焦慮。綜合三組典型相關的組型可知，婚姻
衝突的不同面向與家庭界限的關係各不相同，且大部分皆符合結構學服家族治療理論的看法。婚姻關

係確實是家庭健全發展的基石，衝突的發生與否不是區辨關係良臨的指標，雙方以何種態度來處理衝
突，以增進夫妻關係、親子關係「真正」的親密與和諧，才是更重要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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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庭界聞輿子女適應的關係
本節以典型相關法考驗家庭界限與子女適應之間的關係結構，即以家庭界限為第一組 X 變項，以

子女適應為第二組 Y 費項，經典型相關分析結果，獲得五個典型相關因素，其中前三個典型因素達統
計上之顯著水準 (p< .05)' 其典型相關係數分別為.491 、.349 、 .243 '典型相關分析摘要結果如表二。
茲將三個典型相關結構說明如下:

(一.jff第一組典型相關中，典型相關係數為.491 '決定係數 ρ2=.241 '表示在 X 組變項的第一個典
型因素 ( X 1) 可以解釋 Y 組費項第一個典型因素 (η1 )總變異量的 24.1% 。從第一組典型相關的結

構來看，家庭界限中的「接觸時間」、「個人空間」、「情緒空間」、「訊息空間」、「撫育」、「控
制IJJ 、「聯盟 J 、「友伴」與子女適應中的「正常」、「親群」的關係是同方向;而與「焦慮」、「自卑
憂鬱」、「攻擊」的關係是反方向。
費二
X 變項

典型因素

Xl
接觸時間

家庭界限、子女適應之典型相關分析描要寰

-.904

X2

.094

典型因素

Y 變項
ηl

X3

-.122

正

常

群

-.573

2

η3

.611

.334

η

個人空間

-.654

-.048

-.089

親

-.3 72

.518

-.450

情緒空間

-.651

.553

-.181

焦

慮

.699

.537

-.066

訊息空間

-.901

.132

-.118

自卑憂鬱

.897

.336

-.106

決定空間

-.029

-.088

-.613

攻

擊

.764

.165

.407

撫育

-.744

.3 29

-.132

控制

-.5 32

.551

-.026

46.9%

2 1.4%

9.9%

.113

.026

∞6

.241

.122

059

.491 ***

.349***

.243**

一

聯盟

-.568

.008

-.343

友伴

-.605

.277

個 529

44.5%

9.2%

9.6%

抽出變異量

抽出變異量
百分比(%)

百分比(%)

重疊

重疊

.107

.001

.∞6

ρ

2

典型相關係

數 (ρ)
*料p<.∞1 料p< .01

*P<.05

其主要意義為:家庭界限方面，在接近性向度上，家人愈傾向分享彼此的接觸時間、個人空問、

情緒空間、訊息空間;在代間階層性上，父母愈能扮演撫育、控制的角色，父母次系統愈傾向聯盟、
父母形成友伴關係，則子女心理愈正常，愈親群，愈不會有焦慮、自卑憂鬱及攻擊的不適應癥狀。反
之，當家庭界限方面:接近性向度上，家庭愈不傾向分享彼此的接觸時間、個人空間、情緒空間、訊
息空間;在代間階層性上，父母愈無法扮演撫育、控制的親職角色;父母次系統愈不聯盟，愈不是友

伴關係， ~lIJ子女自覺心理愈不正常，愈不親群，愈有焦慮、自卑憂鬱、攻擊等問題行為。簡而言之，
家庭界限的接近性的高低、代聞階層性的清楚與否，與子女的適應有關。

此結果大致符合 Minuchin 的論點。 Minuchin 有關家庭界限的理論主要來自臨床病態家庭的觀

察，他以「黏結型 J (enmeshment) 與「疏離型 J (disengagement)兩個極端來說明家庭界限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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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兩個極端額型的家庭中，都容易有問題行為子女產生。本研究的家庭界限，並不等同於「黏結

型」、「疏離型」之家庭界限的概念，但可以明顯看出，在常態家庭中，家人接近性低，關係疏遠，
代間階層性破壞，次系統界限不清楚，與子女的適應不良有關;反過來說，家庭界限的接近性愈高，

家人之間較親近，代間階層性愈清楚，買1)子女的適應情形愈好。
過去有不少額似的研究也支持這樣的結果。以Olson 的「環繞模式 J

(Circumplex Model of Marital

and Family System) 來說，其兩個向度分別為「凝聚力 J 與「適應力 J ·其中凝聚力從最高的「黏結」
到最恆的「疏離」分為四層次。 01son 、 Russel 與 Sprenkle 等人 (1983) 認為「凝聚力」與「適應力」
中等的家庭，其家庭功能與家人的適應情形愈好，也就是環繞模式的兩個向度與家庭功能、個人適應
是成曲線的關係( curvelinear )。但是實擻研究的結果並沒有如 01son 等人所假設的，分數落在中間的

家庭功能較好，反而是分數愈高，家庭功能愈好 (Green ， Harris, Forte & Robinson, 1991 ; Olson,

1991 ; Perosa & Perosa, 1990)

0

01son (I 99}) 自己則解釋說，曲線關係比較容易在臨床家庭上獲得

證賣。這可說明在常態的家庭中，家人彼此的接近、支持、關係的凝窩里，與家庭功能、個人適應有正

相關。 Hemy 等人(1 996) 和 Noller 和 Callan (1986) 也提到，凝聚的家庭對青少年來說是堅實的情
感基石。 Huang (1996) 、陳文卿(民 87) 的研究皆支持上述的看法。

本研究結果亦顯示，當代間階層性愈清楚，父母愈能撫育、控制教養子女，父母愈是友伴與聯盟
的關係時，則子女的適應情形愈好。此結果與大部分的教養態度、親子關係及聯盟的研究結果相似，

亦即在開明權威教養態度下成長的小孩，會顯現出獨立、自制、良好同儕關係、與正向的幸褔感(王

鐘和，民 84 ;李雪禎，民的; Lambom et al. , 1991 ; Steìnberg et 祉， 1990 ; Teyber, 2仗沁)。在父母婚
姻次系統方面，父母婚姻關係愈親密、和諧、子女愈少涉入代間三角關係，買IJ子女適應情形較好(王

嚮膏，民的;陳一蔥，民 87 ; Teyb缸， 1983a) 。
綜合上述，對常態家庭來說，家庭界限的接近性愈高，代間階層性愈清楚，子女的適應愈好;家
庭界限的接近性愈低，代間階層性愈模糊，子女的適應情形愈不良。

(三)在第二組典型相關中，典型相關係數為.349 ·決定係數 ρ2=.122 .表示在 X 組變項的第二個典
型因素( .:t 2) 可以解釋 Y 組變項第二個典型因素 (η2) 總變異量的 12.2% 0 從第二組典型相關的結
構來看，家庭界限中的「情緒空間」、「撫育」、「控制」與子女適應中的「正常」、「親群」、「焦
慮」、「自卑憂鬱」的關係皆是同方向。

其主要意義為:家庭界限方面，接近性向度上，家人愈傾向分享彼此的情緒空間;代間階層性向
度上，父母愈能扮演撫育、控制的角色· ~IJ子女心理愈正常，愈親群，但也愈有焦慮、自卑憂鬱的不

適應傾向，顯示有些傲的內化性問題行為傾向。還可能反應出，當父母是撫育、控制的，而且家人彼
此是有情感分享時，子女常常為了符合父母的要求與期待，可能會放棄自己的想法與需要，導致心裡

的焦慮，是阻礙子女自主發展的表徵。
對中國小孩來說，

r 聽話」才是父母疼愛的乖孩子，才是被師長讀賞的好學生;對這群孩子來

說，做自己可能會失去大人的愛與關注，也等於失去自我的肯定。由於這群聽話的孩子能符合大人的
期待與要求，所以，可以得知其在心理健康與同儕關係上，會比行為違常的孩子的適應情形更好。從

「正常分量尺」是題目中可以發現，此量尺的題目除了與心理健康有關之外，更可代表一個人的自尊
與自信;例如

r 我絕對相信自己的將來是成功的」、「碰到困難，我會很快想出解決方法，並且照

著去做」等等，這可反應出，這群被父母高度關注的子女，在學習及日常生活中必展現較高的自信與

成就。
余德慧(民 77) 也認為在中國的家庭裡「支持」與「控制」是一體兩面的關係，父母可以完全

犧牲自己的享樂，以辛勤、勞苦來支持子女，但同時也意味著父母擁有控制子女的權利。在這樣濃烈
的親情愛意裡，再加上孝道的道德壓力下，子女往往被迫去符合父母的期待，承接父母成龍成鳳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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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其代價是放棄自己的獨立自主性，內心裡對父母的灑情愛意感到焦慮、沮喪，深怕自己無法滿足
父母的願望。從研究中似乎可以發現，這群受父母高度關愛的孩子，表面看似心理健康、有良好的人
際關係，內心可能掩藏著焦慮與沮喪。許筱梅(民 84) 的研究發現，當母親的關懷程度愈高時，子

女的情緒穩定度愈低，顯示，過度的關懷反而是一種壓力。臨的等人(1 996) 的研究亦發現，父母
支持性的教養方式與子女痛苦的感受有關，反應出父母的支持可能是個人過於投注在親子關係上，造

成子女違背父母心意時會產生罪惡感，只好遵從父母控制，將痛苦放在心裡。

Minuchin 等人 (1979) 提出在「過度保護 J (overprotectiveness) 的家庭裡，家人對每一個人的福
祉都高度的關心，時常出現撫育與保護的反應，對家庭裡的任何問題都高度敏感。在這樣的家庭裡，

父母的過度保護阻礙了子女的自主性、能力與興趣的發展，與子女的焦慮、憂鬱或沮喪等內化行為或
身心疾病有關。

這些在大人眼中「聽話」的乖小孩，所反應出來的可能是如 Satir 所提出的「討好型 J

(placater)

的溝通型態，其特色是否認自己的需要，自我貶抑，同意、取悅他人，容易有焦慮、神經質或憂鬱的

傾向( Satir, Banmen, Gerber & Gomo且， 1991) 。
綜上所述，當控制與撫育伴隨情緒空間的分享時，子女自覺心理正常，但焦慮與自卑憂鬱的程度
亦較高。這意味著，父母對待子女的方式，需隨著子女的成長漸次有所調整，除了單向的關愛與控制

之外，也能反過來聽子女的心聲與想法，尊重子女與父母是不同的個體，允許子女自主與發展 o 另
外，父母也要多關注自身快樂的滿足，切忌為子女「做得過頭」、「愛得過多 y 把自身的價值投影在

孩子身上，

r背孩子同行 J (吳麗娟，民 8布，

87b, 88) ，對孩子來說是壓力，在孩子無法如己所願時，

內心反生怨尤，更造成孩子的焦慮與罪疚感。
(三莊第三組典型相關中，典型相關係數為 .243 '決定係數 ρ2=.059 '表示在 x 組變項的第三個典
型因素( X 3) 可以解釋 Y 組變項第三個典型因素 (η3) 總變異量的 5.9% 。從第三組典型相關的結

構來看，家庭界限中的「決定空間」、「聯盟」、「友伴」與子女適應中的可見群」之關係是同方向;
而與「正常」、「攻擊」的關係是反方向。

其主要意義為:家庭界限方面，在接近性向度上，家人愈少分享彼此的決定空間;在代間階層性
上，父母婚姻次系統愈不傾向形成聯盟及友伴的關係，貝 IJ 子女適應上自覺愈正常，攻擊傾向愈強，但

也愈不親群。反之，家庭界限方面，接近性向度上，家人愈傾向分享彼此的決定空間，代間階層性向
度上，父母婚姻次系統愈傾向聯盟與友伴的關係，買 IJ 子女自覺心理愈傾向不正常，愈少有攻擊行為，
愈親群。

從「決定空間」分量表的題目中可以發現，量表經過選題程序之後，所有的正向題皆被刪去，僅
保留下反向題。這些反向題的題目，例如

r 我們全家可以不需要經過同意就外出」、「我們全家可

以自己決定要不要回家吃飯」等，其一端主要反映出家人的疏離與過度的「個人主義 J

另一端並無

法說明家人決定空間重疊、分享的程度愈高。由本研究中可以發現，當家庭過度傾肉於個人主義，家
人互不干涉與缺少關懷，父母不是聯盟與友伴的關係時，子女愈容易有攻擊及不親群的傾向;而當家

人彼此愈關心且父母為聯盟與友伴關係時，與子女人際關係的提升及攻擊行為的減少有關。
另外，以社會學習論的角度來看，父母婚姻關係愈和諧，彼此間的看法、觀點愈一致，買 IJ 愈能以

理性、民主的方式討論問題，子女在家裡觀察父母的互動，潛移默化中學習人際關係的技巧 (Rubin ，

Bukowski & Parken ,
瑾，民 73

1998) 。有不少的研究即指出父母的親密關係是子女學習人際關係的模範(許惠

陳一蔥，民 87

; Feldman , Gowen

& Fisher,

1998) 。再者，子女自覺正常分數較低，可能

原因是「正常分量尺」所很iJ得的構念不只包括心理健康這個向度，尚有自尊、自信心等內涵在。
當決定空間分享愈少，父母之間的關係愈不和諧時，子女外向的攻擊行為便增加，與同儕的關係

愈不好，但自覺心理健康。 Minuchin (1974) 指出子女常會用問題行為的方式來引起父母的注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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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要讓父母分心，不必去正視其婚姻的困境與難題，子女成為家庭問題的「代罪羔羊 J '大人則跟

隨子女的問題行為共舞。對以外向性攻擊、指責 (b1amer) 或違抗 (moving against) 為因應方式的孩
子來說，他們生存方式是發現別人的錯誤，但是其內在資源是能為自己辯護，勇於爭取自己的權利

( Satir et al. , 1991 ; Teyb缸， 2∞0) 。值得注意的是，此種能為自己爭取辯護的自信與自尊，究竟是發自
內在真實的力量，抑或是虛假、浮詩的自吹自擂，需要更深入的探究。
綜合上述，當家人愈無法掌握彼此的決定，父母婚姻次系統的關係愈不是友伴與聯盟的關係時，

子女愈容易有外向性攻擊行為。此一情形提醒青少年父母，過度的放任與個人主義，以及父母的關係

不和諧，與子女攻擊行為的增加有關。家人彼此的關心、約束，父母的相敬、相愛，是滅低于女攻擊
行為、增進衝突處理能力與維持良好人際關係的基石。
整體言之，由以上三個典型相關的組型可知，假設二獲得支持。從第一個典型相關結構可以發

現，當家庭界限的接近性愈低，家人愈疏遠，代間階層性瓦解時，子女的整體適應情形愈不良。從第

二個典型相關結構則可發現，家庭裡親職次系統愈強，父母過於控制與撫育子女時，子女容易有內化
性問題行為的傾向。第三個典型相關結構則發現，家雇裡婚姻次系統的友伴關係愈差，家人愈不管很

此的決定時，子女的攻擊傾向愈明顯。此三個典型相關結構大體上符合結構學服家族治療的看法，至

於親職次系統的界限要如何維持才不致於因過度照顧與控制讓子女覺得自主J性受阻，同時又能成為促

進子女發展，實現自我的推手，其平衡與拿捏，以及與外在社會文化脈絡、價值觀的關係，值得深入
探究。
三、姐姐衝哭、家庭界眼與子女適應的關保
本節以典型相關法考驗婚姻衝突、家庭界限與子女適應之間的關係結構。也就是以婚姻衝突、家

庭界限為第一組 X 變項，以子女適應為第二組 Y 變項，經典型相關分析結果，獲得五個典型相關因

素，其中三個典型因素達統計上之顯著水準 (p< .05) ，其典型相關係數分別為 .519 、.408 、 .248 ;典
型相關分析摘要結果如表三。

茲將三個典型相關結構說明如下:

川在第一組典型相關中，典型相關係數為 .519 '決定係數 ρ2=.269 .表示在 X 組變項的第一個典
型因素 (x 1) 可以解釋 Y 組變項第一個典型因素 (η1 )總變異量的 26.9% 。從第一組典型相關的結
構來看，婚姻衝突中的「次數」、「強度」、「解決」、「原因穩定性」與子女適應中的「正常」的關
係是反方向;而與「焦慮」、「自卑憂鬱 J 、「攻擊」的關係是同方向。家庭界限中的「接觸時間」、

rj固人空間」、「情緒空間」、「訊息空間」、「撫育」、「控制」、「聯盟」、「友伴」與子女適應中的
「正常」的關係是同方向;而與「焦慮」、「自卑憂鬱」、「攻擊」的關係是反方向。
其主要意義為:父母婚姻衝突方面，次數愈多、強度愈強、衝突愈沒有得到解決、衝突的原因愈

穩定，且家庭界限方面，在接近性向度上，家人愈少分享彼此的接觸時間、個人空間、情緒空間與訊
息空間;在代間階層性向度上，父母愈無法稱職地扮演撫育與控制的角色，且父母次系統愈不傾向形
成聯盟與友伴關係， ~Ij 子女適應方面，自覺心理愈不正常，愈容易有焦慮、自卑憂鬱、攻擊傾向。
簡而言之，婚姻衝突及家庭界限破壞與子女適應有關。此結果與 Miunchin (1974) 的論點符合，

即婚姻衝突造成家庭的疏離及代間階層性的破壞，與子女的焦慮、憂鬱等內化問題行為及攻擊等外化
問題行為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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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變項

Y 變項

典型因素

x

1

x

2

典型因素
ηl

X 3

次數

.5 50

-.216

-.264

正

常

強度

.601

-.077

-.201

親

群

-.228

解決

512

.303

-.390

焦

慮

自卑憂鬱

攻

原因穩定性

.635

-.124

-.445

接觸時間

-.817

-.324

.111

個人空間

-.608

-.156

.119

情緒空間

-.521

-.635

.185

訊息空間

-.814

-.345

.098

決定空間

-.045

103

.533

撫

育

-.640

-.467

.118

控

制

-.4 09

-.582

-.014

聯

盟

-.524

-.159

.334

友

(半

抽出變異量

-.516

-.407

.545

34.0%

12.1%

9 .5%

擊

抽出變異量

η3

-.770

-.274

一

-.652

.515

.795

-.312

.011

.930

-.105

‘ 108

.810

-.049

-.359

47.6%

22.6%

9.6%

.128

.038

.006

.269

.166

.062

519***

.408***

.248**

百分比(%)

百分比(%)

重疊
重疊

-.4 19

η2

.091

.020

.0個

ρ

2

典型相關係

數 (ρ)

***p<.OOI **p<.01 *p<.05
另外，此典型相關結構與家庭界限及子女適應的第一組典型相關比較，不管是典型相關係數或家

庭界限的典型相關的因素負荷量都沒有顯著的改變，顯示婚姻衝突與家庭界限的破壞，其影響力具有

等同的重要性。再者，婚姻衝突與家庭界限的第一組典型相關達 .793 '表示婚姻衝突可以解釋家庭界限
的總變異量達 62.9% (ρ2= .629) 。因此，以婚姻衝突與家庭界限的高相關可以說，婚姻關係的良蝠，確

實是家庭健全與子女心理健康的根本;婚姻衝突對家庭的衝擊及對于女的殺傷力，更可得到誼賣。
(二涯第二組典型相關中，典型相關係數為.408 '決定係數 ρ2=.166 '表示在 X 組變項的第二個典

型因素( X 2) 可以解釋 Y 組變項第二個典型因素 (η2) 總變異量的 16.6% 。
從第二組典型相關的結構來看，婚姻衝突中的「解決」與子女適應中的「正常」、「親群」、「焦
慮」的關係是反方向;家庭界限中的「接觸時間」、「情緒空間」、「訊息空間」、「撫育」、「控
制」、「友伴 J 與子女適應中的「正常」、「親群」、「焦慮」的關係皆是同方向。

其主要意義為:在父母婚姻衝突方面，衝突結果愈得到解決，且家庭界限方面，在接近性上，家
人愈傾向分享彼此的接觸時間、情緒空間、訊息空間;在代間階層性上，父母愈能有效執行撫育與控
制的角色，父母次系統問愈是友伴的關係，買 IJ 子女適應愈正常、愈親群、愈有焦慮的傾向。
從各變項的因素負荷量來看，此典型相關結構中，以「情緒空間」、「控制」、「正常」及「親群」

四個型項的因素負荷量較高，為主要的相關費項。此現象意味著，家人有愈多的情緒分事，父母能扮
演控制子女的角色，則子女的適應情形、親群關係愈好。

婚姻衝突、家庭界限與青少年子女適應之相關研究

157 .

另外，此典型相關結構與家庭界限、子女適應之第二組典型相關比較可以發現，在 X 組費項上，

「接觸時間」、「訊息空間」、「友伴」是隨著婚姻衝突的加入而增加的變項。 y 組變項上可發現，
「正常」、「親群」兩個變項的因素負荷量微弱的增加

項，其中「焦慮」的因素負荷量減弱，

r 焦慮」、「憂鬱 J 兩個內化性問題行為的變

r 憂鬱」買I} 未被選入。比較兩者差異可知，當父母婚姻衝突可

以撞得解決，夫妻的親密性增加，被此維持友伴關係，家人有較多接觸時間與訊息空間的分享，員 I} 子
女的內化性問題行為有減輕的趨勢。這可說明父母婚姻次系統關係良好與內化性問題行為的誠輕有
闕，當父母關係好時，可互相滿足彼此情感與親蜜的需求，子女或可戚少憂鬱輿焦慮的情緒。

(三)在第三組典型相關中，典型相關係數為 .248 '決定係數 ρ2=.062 '表示在 X 組賽項的第三個典
型因素 ( X 3) 可以解釋 Y 組變項第三個典型因素 (η3) 總變異量的 6.2% 。從第三組典型相關的結

構來看，婚姻衝突中的「解決」、「原因穩定性」與子女適應中的「親群」為反方向;與「攻擊」是
同方向。家庭界限中的「決定空間 J 、「友伴」與子女適應中的「親群」之關係是同方向;而與「攻
擊」的關係是反方向。

其主要意義為:在父母婚姻衝突方面，衝突愈獲得解決、原因愈不穩定，且家庭界限方面，在接
近性上，家人愈能分享彼此的決定空間，在代間階層性上，父母次系統愈是友伴與聯盟的關係，則在
子女適應上，愈是表現出親群的傾向，並且愈少有攻擊性。
此現象意昧著，父母婚姻衝突的原因不穩定，但父母愈能處理其婚姻關係的衝突，兩人愈能維持

良好的友伴關係，則父母對子女的人際關係似乎能起示範的作用，子女能從父母處理衝突的方式中，
學習親密、溝通的技巧，表現出親群的傾向。簡而言之，文母婚姻次系統的品質與子女的人際關係及
攻擊行為有關。

另外，此典型相關與家庭界限、子女適應之第三組典型相關比較可以發現，隨著婚姻衝突的加
入，在 Y 組變項中，

增加，

r 正常 J 及「親群」兩個適應良好的指標，其中「章見群」的因素負荷量有些微的

r正常」分量尺未被遷入，至於「攻擊 J 分量尺的因素負荷量則有些微的減低。比較兩者的差

異可知，當婚姻衝突原因不穩定且獲得解決時，有助於子女人際關係的提升，並減低自覺不正常的感

覺。究其原因可能是，當父母能解決彼此的差異與衝突時，雙方能尊重及欣賞差異(吳就君，民

80 ; Satir et a1., 1991)

，子女從父母互相對待的態度中，亦能學習到包容人際間的差異，以理性、開

放的方式溝通，對親群關係的建立有所助益，亦有助於子女心理健康與自尊的提升。

結論興建當

本研究乃探討婚姻衝突、家庭界限與青少年子女適應的關係 o 研究所得到的結論與建議，簡述如

下:
一、結論

卡)揖姻衝突與家庭界限的翱係
1.父母婚姻衝突愈多、愈強、愈沒得到解決、衝突原因愈穗定時，買 I} 家庭界限接近性愈低，代間

階層性愈不清慧。

2. 父母婚姻衝突次數愈多時，買 I} 家人愈傾向分享彼此的接觸時間、情緒空間、訊息空間、決定空
間，父母愈能扮演撫育、控制的角色，愈能形成友伴關係，但愈不傾向聯盟。

3. 父母婚姻衝突的原因愈穩定時， ~I} 家人愈傾向分享彼此的情緒空間，父母愈能扮演撫育的角

色。
(:::.\家庭界觀與子女適應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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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家庭界限的接近性愈高，代間階層性愈清楚時，則子女的適應愈好。

2. 家人愈傾向分享彼此的情緒空間，父母愈能扮演撫育、控制的角色時，買 IJ 子女心理愈正常、愈

親群，但也愈有焦慮、自卑憂鬱的不適應傾向。換言之，父母過度投入親職次系統，父母過於控制與
撫育子女時，子女愈易有內化性問題行為傾向。

3.家人愈少分享彼此的決定空間，父母愈不傾向形成聯盟及友伴關係時，貝IJ子女適應上自覺愈正
常、攻擊傾向愈強，愈不親群。換言之，父母的婚姻次系統的友伴與聯盟關係愈差，家人愈不管彼此

的決定時，子女愈易有外向性攻擊行為傾向。
(三揖姻衝哭、家庭界隕與子女適應的關係

1.父母婚姻衝突愈多、愈強、愈沒得到解決、衝突原因愈穩定，家庭界限接近性愈低，代間階層
性愈不清楚時，貝 IJ子女自覺心理愈不正常，愈易有焦慮、自卑憂鬱、攻擊的不適應傾向。

2. 父母婚姻衝突愈得到解決，家人愈傾向分享彼此的接觸時間、情緒空間、訊息空間，父母愈能
扮演撫育、控制的角色，愈能形成友伴關係時，買 IJ 子女適應愈正常、愈親群，愈有焦慮的傾向。

3. 父母婚姻衝突愈得到解決、原因愈不穩定，家人愈傾向分享彼此的決定空間，父母愈是友伴與
聯盟的關係時，則子女愈親群，愈少有攻擊性。
二、建鵲

(一樹青少年輔導、揖姻與家脹治瘴應用方面之建融
由本研究中可以清楚看到家庭內各系統之間是如何緊密連結、交互影響、環環相扣。因此，學校
的諮商人員在從事青少年輔導工作時，絕對不能忽略對脈絡情境的評估。當我們把青少年的問題行為

放在脈絡中來思考時，便不再是把「問題青少年」視為是個人內在 (inside

可能是脈絡 (in

the

person) 出了問題，有

the context) 出了問題，脈絡可以成為改變的施力點 (Micucci， 1998) 。

另外，研究結果發現，嚴重的婚姻衝突與家庭界限的破壞、家人的疏遠、代間階層性的瓦解及青
少年子女適應有闕，顯示婚姻關係仍是家庭整體健全發展的根本，也是臨床工作中不得不面對的挑

戰;所以在對家區的工作中，需協助夫妻正視彼此的差異與培養解決衝突的能力。
但是實務經驗中亦常發現，有時婚姻衝突的解決與婚姻關係晶質的提升反而是治療進展上的難題

與強力的阻礙。因此，在臨床工作上，家族治療師需保持彈性，可採迂迴前進的策略，先從其他次系
統著手;亦可使家庭維持在某種可穩定運作的狀態。從本研究結果可發現，婚姻衝突中的「原因穩定
性」與家庭界限的「情緒空間」、「撫育」形成一個典型相關結構，此意味著婚姻衝突保持在某種穩

定狀態下時，無礙於親職教養工作，父母仍能維持某種程度撫育的功能。所以，實務工作者在面臨婚
姻關係中找不到施力點時，可重新評估整個家庭系統的組合，如在婚姻次系統中為父母另外尋找支持

的網絡， 11象延伸家庭的父母、手足、知心朋友、家有青少年子女的父母，甚至宗教的力量等等，作為

成人情感上的支持與依靠，避免子女成為父母替代性的配偶，阻礙子女的發展。另外，親職次系統的
組合亦可彈性地納入祖父母、外公外婆、較長的子女，共同打造後現代家庭的遠景。
本研究結果亦發現，必須把婚姻關係與教養放在脈絡下來思考。此結果意昧著，在家庭教育上，
必須跳脫過去只注重單項的親職教育或夫妻親密關係課程的思考框架，以系統思維觀點設計綜合性家

庭成長課程，增進家庭衝突解決、溝通與親密的能力。所謂系統觀點，簡單地說是指教導家庭認出家
庭互動的舞步與規則。此將有助於父母正視家庭系統的問題，不再一昧地指責子女，減低子女成為系
統運作不良的代罪羔羊之可能性。
仁劇家有團申生之家庭的建融

從家庭系統的觀點視之，婚姻衝突會妨曬婚姻次系統的聯盟與合作功能，影響家庭的正常運作，
也會破壞家庭內的階層性。從社會學習論的觀點視之，婚姻衝突，尤其是未解決的衝突，代表著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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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缺乏協商差異與解決衝突的能力，這都會成為子女面對衝突時學習仿效的負面教材，因此學習面對

衝突，協商差異是每一對親密伴侶必需面對的重要課題。
此外，對有青少年子女的常態家庭來說，高的接近性與清楚的代間階層性與子女的心理健康、適
應有正相關。此結果提醒青少年父母，勿過早認定青少年眼中只有同儕友伴，不需要父母的照顧與支

持，青少年其實仍是半大不小的小大人，生理上的成熟或可在二、三年內達成，但心理上的成熟卻是
一段漫長的過程。父母與家庭永遠是青少年向外在世界探索時，內心最終的支持與倚靠。

本研究結果亦發現，父母過度投入親職次系統與子女內化性問題行為的增加有關;父母的婚姻次
系統的關係不良，貝 IJ與子女外化性問題行為的增加有關。此結果意昧著，有青少年的家庭適巧在家庭
發展的過渡時期，父母需在婚姻次系統與親職次系統二者之間保持適當的平衡，順應家庭的發展有所
調整。真體言之，婚姻次系統要維持良好的關係，有助於減少青少年的攻擊行為;同時父母又能注意

子女的發展與表現，多多給予青少年子女鼓勵並增強其自信心，陪伴青少年共同面對學校中的課業、

師長、同{齊的壓力，扮演促進子女自我實現，功能充份發揮的推手，使得子女能在下一個家庭生命周

期順利起飛、出航( Carter & McGoldrick, 1989) 。
但)對未來研究的建鷗
1.本研究推論之限制:(1)本研究樣本多數屬於中產階級、完整、正常的家庭。因此研究結果不宜

推論到低社經水準，鄉村、非完整、臨床的家庭，及不同年齡層的對象。 (2) í 家庭界限量表 J 信、放
度不夠理想: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介於 .57 至 .84 之間，其中僅「接觸時間」、「訊息空間」、「撫育 j

三個分量表的信度超過 .80 ·其餘皆在 .80 以下，甚至「個人空間」的信度只有 .57 ·信度偏低;效度
方面，部分分量表構念相關過寓，甚至連.俑，顯示本量表的信、效度不夠理想，故研究結果的解釋

力有其限制。 (3) í 柯氏性格量表」部分題目語意模糊，園生中容易產生誤解。 (4) 雖然系統思維觀點
強調多元系統、循環因果的特性，但本研究的研究視框是以家庭為範圍，研究方法踩用典型相關統計

法，僅能暸解費項之間相關的程度及相關的結構，不宜作因果的推論。 (5) 家庭心理學雖然重視系統
動態歷程的研究，但是家庭測量工具似乎只能捕捉到家庭瞬間的狀態，對於各系統如何執行的動態歷

程，並無法真體描述與呈現(黃宗堅，民間;羅國英，民 84)0(6)家庭系統的真相需由多元觀點共同

建構，本研究是測量國中生對家庭、婚姻、個人三個層次不同的系統之主觀知覺，結果只能代表團中

生子女所知覺到的系統狀況，可能會受個人先入為主的想法或動機性因素所影響，在接收訊息時，篩
選去除不合其內在認知架構的訊息(羅國英，民 84) ·可能未必真切地反映出家庭互動的現況。
2. 未來研究之建議:(1)由於不同的發展階段家庭界限的樣貌各不相間，建議未來研究的對象可以
擴及不同生命周期的家庭，以暸解不同階段家庭界限的型態與消長情形。 (2)本研究主要是以家庭、婚

姻、個人三個不同層級的系統為研究對象;除此之外，親職次系統及手足次系統亦是家庭中不可忽略
的重要成份。未來研究可以把不同層級的系統納入考慮。 (3) í 家庭界限量表」只能瀾量到客觀的家庭

互動狀況，但無法得知家人對此家庭界限的主觀好惡與個人感受。建議未來研究可以加入中介變項的
探討。 (4)Minuchin 等人(1 978) 曾指出黏結型的家庭是指過度接近與強烈 (ex臨me

forrn of proxirni句

and intensity )的家庭互動型態。建議未來研究可以用臨床個案家庭及正常家庭作比較研究，並進一
步探討家庭界限的各向度與蛋白結型、疏離型的概念之間的關係。 (5)離婚、單親、繼親等這些不同類別
的家庭，在現代社會中可以說是愈來愈普遍。建議未來研究可以進一步探討這些不同類型家庭的家庭

界限的變化與型態。 (6)量表題目的增修，信效度研究的加強，可根據原有的架構，輔以訪談、家庭互

動觀察或者焦點團體等方式，收集符合現階段青少年家庭界限的題項。(7)本研究所採用的 Wood 的家

庭界限之架構，其所用的「個人空間」、「情緒空間」等，例如「個人空間」的題目

í 我的家人常

有一些身體上此接觸，如牽手、擁抱或拍拍肩膀以表示親近 J ·似乎並不能反應華人特有的親密關係
的互動型式，建議未來研究可以深入訪談為基礎，針對華人特有的家庭倫理關係，發展能代表華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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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關係意涵的家庭界限架構及測量工具。 (8)本研究以子女主觀的自評為主，建議未來研究可以採用多

元評量的觀點 (multiple

ratings)

，收集多方觀點，加以比較研究。 (9)量化研究無法捕捉到家庭動態的

歷程，已不是「測量工具」的問題，而是「研究方法」的限制(黃宗堅，民 88) ，面對此難題似乎只

有用質化研究的方法來彌補 (Handel， 1996)

0

Wood (1981) 提出接近性與代間階層性的架惜時也認

為，接近性與代間階層性的樣態( configuration )更具有實質的意義 o 因此，建議未來研究可以先以
量表篩檢不同組合樣態的家庭，再輔以質化研究的方法，深入探討家庭動態的關係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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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s based on Minuchin Structural approach family theory. The p山pose of the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marital conflict, family boundaries , and early adolescent

a，句 ustment.

The

sample consisted of 473 students from seven junior high schools (ages 13-15) in Taipei. Instruments used in
this study inc1ude “ Marital Conflict Scales" , “Family Boundaries Scales" , and “ KMHQ 1998" . The
researcher constructs the instrument, “ Family Boundaries Scales" , di vided by two dimensions ,

‘proxlmity" and “ generational hierarchy" , 9 subscales included. Data obtained in this study were
analyzed by 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 The main findings were as follows: (1) Marital conflict was
significan t1 y related to family boundanes. (2) Family boundaries were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early adolescent
adjustmen t. (3) Marital conflict, family boundaries were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early adolescent adjustment.

KEYWORDS: adolescent adjustment, family boundaries, family

psycholo釘， genera值。nal

hierarchy,

marital conflict, proximity, structural approach family theory, systematic perspec的v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