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期末報告

華人成年子女的孝親壓力：孝道倫理與依附系統對孝道焦慮的
不同運作歷程

計 畫 類 別 ： 個別型計畫

計 畫 編 號 ： MOST 107-2410-H-003-071-SSS

執 行 期 間 ： 107年08月01日至108年09月30日

執 行 單 位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所）

計畫主持人： 吳志文

計畫參與人員：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張芸慈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游子嫻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陳怡均
大專生-兼任助理：陳林宛蓉
大專生-兼任助理：吳家蓉
大專生-兼任助理：王文萱
大專生-兼任助理：陳思妤

報 告 附 件 ：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本研究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否　□是，建議提供機關
（勾選「是」者，請列舉建議可提供施政參考之業務主管機關）
本研究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否　□是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2　月　30　日



中 文 摘 要 ： 臺灣人口結構老化快速，長者的照顧不僅成為社會重要的議題，同
時在每個家庭中造成衝擊，考驗著成年子女管理孝親壓力的因應表
現。Cicirelli(1988)最早提出孝道焦慮的概念，描述成年子女在面
對孝親任務時所經驗到的壓力感受。然而，當時Cicirelli是以依附
系統作為解釋成年子女孝道焦慮的運作基礎，而非華人文化的孝道
倫理價值觀。即便直覺上華人的孝道倫理會與成年子女經驗到的孝
道焦慮有密切的關係，但是從華人孝道倫理與依附系統並行探討孝
道焦慮運作機制的實徵研究，目前仍付之闕如。回答這個問題有助
於瞭解西方依附理論與華人孝道倫理對於成年子女在面臨孝親壓力
的關聯與不同影響。本研究以年滿40歲且父母滿65歲以上的成年子
女作為研究對象。先是以194筆父親版問卷資料與206筆母親版問卷
資料進行量表的預試。接著再以470筆父親版有效資料，以及521筆
母親版有效資料進行主要研究的結構方程模型分析，結果顯示：首
先，研究結果指出早期與父母的安全依附互動經驗對孝道情緒焦慮
有顯著的正向效果、對孝道能力焦慮有顯著的負向效果；而接受父
母親社會支持資源的程度也對孝道情緒焦慮有顯著的正向效果、對
孝道能力焦慮有顯著的負向效果。這些發現支持Cicirelli對成年子
女會有孝道焦慮感受之現象的解釋。其次，在前述的分析模型中納
入相互性孝道信念與權威性孝道信念作為前置變項後，結果均指出
相互性孝道信念對孝道情感焦慮的正向路徑效果達顯著水準，而早
期與父母的安全依附互動經驗和接受父母親社會支持資源程度對孝
道能力焦慮的負向路徑效果仍舊為顯著；顯示出孝道倫理與依附系
統可能是引發成年子女在面對孝親任務時經驗到焦慮感受的兩個不
同運作機制。第三，成年子女的相互性孝道信念與權威性孝道信念
會透過對父母親的感激之情與承諾性順從，以及與父母互動時的關
係自主能力，進而提升他們的孝道情感焦慮感受，並降低他們的孝
道能力焦慮感受；而相互性孝道信念與權威性孝道信念會透過對父
母親的情境性順從，進而提升他們的孝道情感焦慮感受與孝道能力
焦慮感受。最後，前述各項發現在父子、父女、母子，以及母女的
不同資料中會有所差異，突顯出互動對象為父親、母親，以及成年
參與者的性別為男性或女性，對於代間關係在因應孝親任務時的焦
慮感受有不同的影響。本研究期盼上述的各項成果能夠提供助人工
作者參考，也希望後續研究能持續延伸本研究得到的發現，繼續探
討依附系統與孝道倫理在華人成年子女面臨孝親任務所經歷的焦慮
感受、任務表現，進行更多更深入的對話。

中文關鍵詞： 孝道焦慮、依附經驗、孝道倫理、感激、順從、關係自主性

英 文 摘 要 ： With population structure aging swiftly, caring for elderly
in Taiwan is not only a significant social issue but also a
difficult task in every family. Cicirelli (1988) firstly
proposed the concept of filial anxiety to describe the
pressure adults demanded for caring their aging parents.
However, Cicirelli at that time adopted attachment system,
but not filial piety ethics in Chinese culture (xiao), to
explain the mechanism of adult children’s filial anxiety.
Althoug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lial piety ethics and
Chinese adult children’s filial anxiety is intuitive,



there are rarely empirical studies to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 of filial piety ethics are synchronous and
distinct from that of attachment system.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discover the different mechanisms
between the perspective of attachment theory adopted by
Cicirelli and the filial piety ethics in Chinese culture.
The findings will be helpful for discovering the relevance
and difference between western attachment psychology theory
and Chinese cultural filial piety ethics. This research
recruit adult children as participants who are over 40
years old with at least one of their parents over 65 years
old. At the beginning the pilot study was conducted with
the total of 194 and 206 data collected from the
questionnaire of father- and mother-version respectively.
In the main study the total valid data of 470 and 521
collected from the questionnaire of father- and mother-
version respectively were analyzed with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he results show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First,
both adult participants’ early experience of secure
attachment interaction with parents and the extent to which
they have received parental social support resource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ir affection-relevant
filial anxiety (ARFA) but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their resource-relevant filial anxiety (RRFA). These
findings support Cicirelli's explanation of adult
children’s filial anxiety with the perspective of
attachment theory. Second, by adding the variables
reciprocal filial piety belief (RFPB) and authoritarian
filial piety belief (AFPB) as two antecedent variables,
adult participants’ identification of RFPB was foun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ir ARFA. And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adult participants’ early experience of secure
attachment interaction with parents and the extent to which
they have received parental social support resources were
still significant on their RRFA. These findings revealed
the mechanism on Chinese adults’ filial anxiety might be
different between filial piety ethics and attachment
system. Third, adult participants’ identification of RFPB
and AFPB contributed to the extent of their gratitude
affection to parents, committed compliance, and relating
autonomy toward parents, which subsequently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ir ARFA but negatively related to their RRFA.
And adult participants’ identification of RFPB and AFPB
contributed to the extent of their situational compliance
toward parents, which subsequently positively related to
both their ARFA and RRFA. Last, the findings abovementioned
were different among the results from father-son, father-
daughter, mother-son, and mother-daughter data. These



inconsistent findings highlight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different natures among these four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These findings are hope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professional consultants and family life
educators.

英文關鍵詞： filial anxiety, attachment experience, filial piety ethics,
gratitude, compliance, relating aut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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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灣人口結構老化快速，長者的照顧不僅成為社會重要的議題，同時在每個

家庭中造成衝擊，考驗著成年子女管理孝親壓力的因應表現。Cicirelli(1988)最早

提出孝道焦慮的概念，描述成年子女在面對孝親任務時所經驗到的壓力感受。然

而，當時 Cicirelli 是以依附系統作為解釋成年子女孝道焦慮的運作基礎，而非華

人文化的孝道倫理價值觀。即便直覺上華人的孝道倫理會與成年子女經驗到的孝

道焦慮有密切的關係，但是從華人孝道倫理與依附系統並行探討孝道焦慮運作機

制的實徵研究，目前仍付之闕如。回答這個問題有助於瞭解西方依附理論與華人

孝道倫理對於成年子女在面臨孝親壓力的關聯與不同影響。本研究以年滿 40 歲

且父母滿 65 歲以上的成年子女作為研究對象。先是以 194 筆父親版問卷資料與

206 筆母親版問卷資料進行量表的預試。接著再以 470 筆父親版有效資料，以及

521 筆母親版有效資料進行正式研究的結構方程模型分析，結果顯示：首先，研

究結果指出早期與父母的安全依附互動經驗對孝道情緒焦慮有顯著的正向效

果、對孝道能力焦慮有顯著的負向效果；而接受父母親社會支持資源的程度也對

孝道情緒焦慮有顯著的正向效果、對孝道能力焦慮有顯著的負向效果。這些發現

支持 Cicirelli 對成年子女會有孝道焦慮感受之現象的解釋。其次，在前述的分析

模型中納入相互性孝道信念與權威性孝道信念作為前置變項後，結果均指出相互

性孝道信念對孝道情感焦慮的正向路徑效果達顯著水準，而早期與父母的安全依

附互動經驗和接受父母親社會支持資源程度對孝道能力焦慮的負向路徑效果仍

舊為顯著；顯示出孝道倫理與依附系統可能是引發成年子女在面對孝親任務時經

驗到焦慮感受的兩個不同運作機制。第三，成年子女的相互性孝道信念與權威性

孝道信念會透過對父母親的感激之情與承諾性順從，以及與父母互動時的關係自

主能力，進而提升他們的孝道情感焦慮感受，並降低他們的孝道能力焦慮感受；

而相互性孝道信念與權威性孝道信念會透過對父母親的情境性順從，進而提升他

們的孝道情感焦慮感受與孝道能力焦慮感受。最後，前述各項發現在父子、父女、

母子，以及母女的不同資料中會有所差異，突顯出互動對象為父親、母親，以及

成年參與者的性別為男性或女性，對於代間關係在因應孝親任務時的焦慮感受有

不同的影響。本研究期盼上述的各項成果能夠提供助人工作者參考，也希望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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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能持續延伸本研究得到的發現，繼續探討依附系統與孝道倫理在華人成年子

女面臨孝親任務所經歷的焦慮感受、任務表現，進行更多更深入的對話。 

 

關鍵字 

孝道焦慮、依附經驗、孝道倫理、感激、順從、關係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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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population structure aging swiftly, caring for elderly in Taiwan is not only a 

significant social issue but also a difficult task in every family. Cicirelli (1988) firstly 

proposed the concept of filial anxiety to describe the pressure adults demanded for 

caring their aging parents. However, Cicirelli at that time adopted attachment system, 

but not filial piety ethics in Chinese culture (xiao), to explain the mechanism of adult 

children’s filial anxiety. Althoug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lial piety ethics and 

Chinese adult children’s filial anxiety is intuitive, there are rarely empirical studies to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 of filial piety ethics are synchronous and distinct from that 

of attachment system.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discover the different 

mechanisms between the perspective of attachment theory adopted by Cicirelli and 

the filial piety ethics in Chinese culture. The findings will be helpful for discovering 

the relevance and difference between western attachment psychology theory and 

Chinese cultural filial piety ethics. This research recruit adult children as participants 

who are over 40 years old with at least one of their parents over 65 years old. At the 

beginning the pilot study was conducted with the total of 194 and 206 data collected 

from the questionnaire of father- and mother-version respectively. In the main study 

the total valid data of 470 and 521 collected from the questionnaire of father- and 

mother-version respectively were analyzed with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he 

results show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First, both adult participants’ early experience 

of secure attachment interaction with parents and the extent to which they have 

received parental social support resource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ir 

affection-relevant filial anxiety (ARFA) but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their 

resource-relevant filial anxiety (RRFA). These findings support Cicirelli's expla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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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adult children’s filial anxiety with the perspective of attachment theory. Second, by 

adding the variables reciprocal filial piety belief (RFPB) and authoritarian filial piety 

belief (AFPB) as two antecedent variables, adult participants’ identification of RFPB 

was foun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ir ARFA. And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adult participants’ early experience of secure attachment interaction with parents and 

the extent to which they have received parental social support resources were still 

significant on their RRFA. These findings revealed the mechanism on Chinese adults’ 

filial anxiety might be different between filial piety ethics and attachment system. 

Third, adult participants’ identification of RFPB and AFPB contributed to the extent 

of their gratitude affection to parents, committed compliance, and relating autonomy 

toward parents, which subsequently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ir ARFA but negatively 

related to their RRFA. And adult participants’ identification of RFPB and AFPB 

contributed to the extent of their situational compliance toward parents, which 

subsequently positively related to both their ARFA and RRFA. Last, the findings 

abovementioned were different among the results from father-son, father-daughter, 

mother-son, and mother-daughter data. These inconsistent findings highlight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different natures among these four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These findings are hope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professional consultants and family 

life educators. 

 

Keywords 

filial anxiety, attachment experience, filial piety ethics, gratitude, compliance, relating 

aut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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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 

隨著醫療技術與保健知識的日益發展，現代人的壽命愈來愈長(Christensen, 

Doblhammer, Rau, & Vaupel, 2009)，這股高齡化(aging population)的浪潮目前正席

捲全球，全世界多個已開發國家的人口結構皆在快速老化(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2017)。繼亞洲地區的日本、新加坡，臺灣社會的老年人口也已於今年(2018)

三月達到總人口數的 14%成為高齡社會(薛承泰，2018)，預估於 2025 年達到 20%

成為超高齡社會，更甚至有可能會在 2060 年突破 38%，屆時將會有超過三分之

一的人口屬於 65 歲以上的高齡族群(國家發展委員會，2016)。除了高齡化趨勢

之外，臺灣社會也正面臨嚴重的少子女化(low fertility)問題，根據內政部統計處

(2016)的調查，平均每一千位育齡階段(15 歲至 49 歲)的婦女，其一生中所生育的

子女數從 1996 年的 1,760 位，一路下降至 2016 年的 1,170 位。人口結構的快速

轉變帶來現今臺灣社會中家庭的孝親危機。不難想見，少子女化導致個體在長期

奉養年長父母時缺乏來自手足的協助資源，對於這些個體來說，孝親的任務便將

成為一場漫長且帶來極大壓力的家庭危機，不僅影響著個人的身心健康與生涯發

展，更間接地延緩社會進步繁榮的腳步。因此，如何有效地管理孝親的壓力，已

是目前臺灣社會每個家庭至關重要的目標，也是家庭生活教育的推廣重點之一！ 

孝親的壓力源自家庭的內部，發生於兩個家庭生命週期過渡轉換的階段之

中。在家庭壓力管理(family stress management; e.g., Hill, 1949; Burr, 1982; 

McCubbin & Patterson, 1982)的學術領域裡，壓力指的是影響家庭運作系統平衡狀

態的事件。對成年個體來說，其生命階段的發展任務應當是成家立業並且生養撫

育新的世代(Duvall,1977; Duvall & Miller,1985)，然而，隨著父母日益衰老，其身

心健康逐漸走下坡，原先家庭系統的平衡狀態便開始出現波動，成年個體必須多

肩負一個照顧老年父母的孝親責任。就如同 Silverstein 等人(Silverstein, Gans, & 

Yang, 2006)所指出，成年的子女往往是在父母身心健康狀態不如以往時，才突然

意識到自己應該要協助、照顧父母的老年生活品質，這鉅大的改變會令成年子女

感到措手不及、無力招架。 

Blenkner(1965)將這樣的轉變歷程稱之為孝道成熟(filial maturity)，強調成年

的子女將重新評估且反轉自己與老年父母之間的代間照顧關係角色，一方面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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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已經無法繼續扮演過往養育自己的照顧者角色，另一方面成年子女開始肩負

起贍養父母的責任，反轉成為維護父母老年生活福祉的照顧者角色。因父母逐漸

無法照顧自己而經驗到的失落，以及對於自己能否勝任照顧者角色的擔憂，除了

必須面對這兩項轉變之外，成年子女還必須維持並重新整合既有生活中的角色責

任，像是職場中的工作者角色，或是家庭裡的配偶角色與親職角色(Hardy & 

Conway, 1988)，這些種種因素導致家庭系統的失衡，更引發成年子女對孝親任務

倍感壓力。 

後來 Cicirelli(1988)將這種緊張的心理狀態稱為孝道焦慮(filial anxiety)，他發

展出一份用來評估成年子女在孝親任務與角色中經驗到焦慮感受的測量工具，孝

道焦慮量表(filial anxiety scale)，並且驗證該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表現，而後

續學者也依據這個量表進行了相關議題的深入探討(e.g., Murray, Lowe, & Horne, 

1995; Murray, Lowe, Anderson, Horne, Lott, & MacDonald, 1996; Sherrell, 

Buckwalter, & Morhardt, 2001; 卓馨怡、利翠珊，2008; 林茜雯，2017)。 

只是，這個由 Cicirelli(1988)提出來的概念雖然在華人學術領域中經常被譯

作「孝道」焦慮(例如：卓馨怡、利翠珊，2008；林茜雯，2017)，但事實上 Cicirelli

是以 Bowlby(1979, 1982)的依附理論(attachment theory)作為依據，說明為什麼成

年子女會對於父母年老需要照顧的現象出現焦慮不安的反應，其所涉及的運作歷

程與華人文化的孝道倫理(例如：Yeh & Bedford, 2003; 葉光輝，2009a)南轅北轍、

大相逕庭。然而目前也未曾有學者論述並以實徵資料同步驗證依附系統與孝道倫

理是引發成年子女孝道焦慮的兩種不同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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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計畫提出以依附系統與孝道倫理共同運作、引發華人成年子女孝道焦慮的

運作歷程(請見圖 1)，以及三項具體的研究目標：(1)檢證依附系統與孝道倫理是

引發成年子女孝道焦慮的兩種不同運作歷程；(2)深入探討 Cicirelli(1988)主張的

孝道焦慮運作歷程，驗證成年子女會因為擔心自己無法繼續獲得來自父母提供的

依附資源而經驗到孝道焦慮的感受；以及(3)援用雙元孝道模型(dual filial piety 

model; Yeh & Bedford, 2003)，深入探討華人孝道倫理透過促進子女對父母生養撫

育的感激之情、對父母權威角色的承諾性順從，以及發展出維繫關係連結的自主

適應能力，進而影響子女孝親任務焦慮感受的中介歷程。期盼本研究能夠以華人

孝道倫理重新詮釋孝道焦慮，並且與西方心理學重要的依附理論對話，探討成年

子女肩負孝親任務時所體驗到的焦慮感受，研究的發現將能作為後續評估成年子

女在孝親任務中主觀焦慮感受與因應效能的依據，更可做成家庭生活教育以及高

齡照顧政策的基石，有益於助人工作者在這議題上的實務運用及參考。 

 

 

圖 1 依附系統與孝道倫理共同運作、引發華人成年子女孝道焦慮的運作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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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從依附系統解釋成年子女的孝道焦慮 

重新檢視 Cicirelli(1988)提出的 filial anxiety，這個概念反映出成年子女因為

父母日漸年邁而感知到的緊張與不安，原文中的 filial 應該被解讀為：「與子女有

關的」，它在概念上並不能完全對應於華人極具文化特色的「孝道」價值觀。華

人孝道文化表徵的是一套子女應當如何與父母互動的模式，涉及信念、動機、情

感、行為…等多個心理層面 (楊國樞，1985；葉光輝、楊國樞，2008)。隨著不

同的家庭生命階段，孝道的具體表現會有所轉變，其中當然也包含著照顧、維護

父母的老年生活福祉(林如萍，2000；葉光輝，2005，2009a，2009b；章英華、

伊慶春，2006)，雖然孝道倫理的內涵非常適合用來解釋成年子女在肩負孝親任

務時所感到緊張與不安，因此將 Cicirelli 提出的 filial anxiety 翻譯為孝道焦慮確

實十分貼切；但值得注意的是，Cicirelli 一開始並不是以華人的孝道倫理作為詮

釋 filial anxiety 的理論基礎，而是援引「依附系統」解釋成年子女經驗到 filial 

anxiety 的現象，其所談論的心理狀態與運作機制，其實與華人孝道倫理是截然

不同的取徑，兩者之間的關聯與差異有必要審慎地爬梳釐清。 

壹、依附行為系統 

依附是個體與特定對象之間的深厚情感連結，而 Bowlby(1969, 1973)主張這

種情感連結是具有適應目標的，能夠讓個體確保、維持其內在的安全感。當環境

出現威脅刺激，並令人感到自身安全受到威脅(threats)時，像是面臨挫折、失落，

或是壓力…等，個體內在的依附系統(attachment system)便會啟動，個體會透過特

定的行為模式向特定的對象尋求安全依附的照護資源。這些特定的行為模式被稱

為依附行為(attachment behavior)，它可以是具體接近對方的外顯行為，也可以是

在內在系統提取相關的安全心理表徵(mental representation)的內隱行為。尋求的

照護資源則涉及了各種能夠幫助個體回復安全感的努力，而前述的特定對象則被

稱為依附對象(attachment figure)，是可以在個體面臨威脅事件時，給予照顧、支

持，以及安全庇蔭等照護資源，並且減除其不安感受的特定對象。 

父母不僅是個體生命中最早的依附對象，通常也是最為重要的依附對象，與

父母建立的依附連結品質將會持續影響個體整個生命全程(Cassidy, 2000)。在子

女成長的過程中，父母通常是子女尋求安全依附資源的主要來源，這樣的依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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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一直到子女成年後仍會持續存在著，成年子女在生活中遭遇威脅事件時仍會向

父母尋求依附，協助的內容相當廣泛，從情感支持到經濟救援都包含在內(Cicirelli, 

1993, 2010; Karantzas, Evans, & Foddy, 2010)。 

Cicirelli(1988)主張，當父母因日益年邁而身心狀態逐漸衰弱，成年的子女便

會意識到自己終有一天無法再從父母身上獲得安全依附的資源，就像是與父母分

離會令兒童出現焦慮的反應(Bowlby, 1969)，當成年子女注意到父母因逐漸衰老

而可能在不久的將來離開自己，意味著自己將永久地失去強而有力的依附資源。

此時成年子女內在的依附系統便也啟動，緊張與不安的反應將引發相應的依附行

為，只是成年子女並不會像幼童一樣，會藉由親近的行動來尋求安全依附(e.g., 

Howe, 2011)，緊張與不安的感受會促使成年子女採取保護的行為，像是定期關

心、主動探訪、仔細照料父母老年生活…等行動，期望可以藉此延長父母的壽命，

確保自己仍可持續地從父母身上獲得安全依附的資源。 

貳、能力與情感兩種層面的孝道焦慮 

Cicirelli(1988)指出孝道焦慮可區分為能力與情感兩種層面的焦慮感受。他採

用由下而上(bottom-up)的研究取向建構孝道焦慮的概念結構，蒐集多個成年子女

在孝親任務中會經歷到的焦慮感受當作行為樣本(behavior samples)，接著邀請成

年子女(作為研究參與者)針對各個項目進行評估，再依據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

的統計結果區分出兩種不同層面的孝道焦慮。第一個層面涉及能力的層面(簡稱

孝道能力焦慮)，反映出令成年子女感到焦慮擔憂的，是自己不確定是否具有足

夠的能力與資源可以扮演好父母老年生活照顧者的角色。第二個層面則涉及情感

的層面(簡稱孝道情感焦慮)，指的是子女對於老年父母終將面臨死亡而感到的情

感牽掛，擔憂父母的老年生活是否安好，因為父母身心狀態逐漸衰弱而感到心疼

與不捨。 

後續學者沿用 Cicirelli(1988)發展的測量工具探討成年子女在照顧老年父母

的焦慮感受。像是 Murray 等人透過實徵資料指出，不論是孝道能力焦慮或是孝

道情感焦慮，都會隨著父母的年紀愈大而感受愈加強烈(Murray et al., 1995)，並

且都與成年子女自身的焦慮特質(trait anxiety)有正向顯著的關聯性(Murray et al., 

1996)。Sherrell 等人則是在個案訪談的紀錄中發現，成年子女對於照顧父母老年

生活的角色認同程度，將會影響其所經驗到的孝道焦慮感受(Sherrell et al.,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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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徵資料也指出能力層面與情感層面的孝道焦慮，與照顧任務的特徵、親子

互動品質之間具有截然不同的關聯性。Cicirelli(1988)以另一筆調查資料進行分析

後發現，孝道能力焦慮會與子女持有的照顧資源多寡有關(如較低的教育水準與

職業階級)，與成年子女自覺缺乏控制感有關，同時也與父母罹患疾病的嚴重程

度、父母因應疾病的不良表現，以及父母的負面情緒表現有關。這些發現反映出

這類的孝道焦慮涉及了照顧者自身擁有的因應資源，以及照顧父母的任務困難

度；研究並且指出上述指標皆與孝道情感焦慮沒有顯著的關聯性。相對地，孝道

情感焦慮被發現與父母衰老的症狀數量與行動能力有關，並且與成年子女知覺的

親子依附關係品質有關，當子女知覺父母是自己強而有力的依附對象時，便會在

父母健康衰退時經歷到強烈的孝道情感焦慮，顯示對於自己即將失去依附資源的

抗拒與不安。 

參、兩種孝道焦慮的正、負向適應功能性表現 

即便焦慮往往被視為一種負面的情緒狀態(e.g., Ko, 1998; Taouk, Lovibond & 

Laube, 2001)，但是許多研究家庭危機因應的學者都強調個體在面對家庭壓力事

件時，若能採取因應得宜的消解策略，不僅能維持原有的家庭運作表現，甚至有

可能提升家庭的凝聚力與應變彈性，降低其他潛藏危機的威脅感受(e.g., Hill, 

1949; Burr, 1982; McCubbin & Patterson, 1982)。 

參考 Cicirelli(1988)對成年子女採取照顧行為來保障父母繼續作為自己依附

資源的解釋，孝道情感焦慮雖然在概念上反映出子女對於父母逐漸年老的抗拒與

不安，但這種緊張的情緒就像是一個啟動裝置(trigger)，會引起成年子女採取積

極照顧老年父母的行為表現，藉以確保自己能繼續獲得來自父母的依附資源，不

論是對於個體適應還是代間照顧都具有正向功能性的適應價值。然而，孝道能力

焦慮涉及成年子女對於自身照顧資源與能力的評估，它是依附系統被啟動之後基

於現實與角色認同的多元考量，當這類焦慮的程度愈高，對於成年子女與老年父

母的身心適應與親子關係來說都是愈加不利的。就如同 Lazarus 與 Folkman(1984)

以及 Blascovich 與 Tomaka(1996)強調認知評估(cognitive appraisal)在壓力調適歷

程中的重要性：個體會先辨識壓力事件與自我涉入(self-involvement)的強度，再

來考量比較自身持有資源(resource)與事件需耗損成本(demand)。當個體認為自己

具有因應壓力事件的能力與資源時，便會傾向將壓力視為一項具適應性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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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地，如果自覺缺乏能力與資源時，則會將壓力視為一項具破壞性的危機，並

且經驗到較多焦慮不安的負面感受，甚至這些負面感受還會進一步影響個體實際

的任務表現。換言之，子女經驗的孝道能力焦慮愈高，愈會傾向於將孝親任務視

為一場災難，不僅無法提升其作為父母老年生活照顧者的角色認同，甚至有可能

替自己與父母雙方的生活品質帶來破壞性的負面影響。 

臺灣學者的研究結果確實指出情感與能力兩個層面的孝道焦慮具有正、負向

不同的適應表現。卓馨怡與利翠珊(2008)的分析結果指出，孝道情感焦慮與親子

關係滿意度、照顧責任皆有顯著的正向相關，但是孝道能力焦慮與親子關係滿意

度卻有顯著的負向相關。林茜雯(2017)更發現成年子女對於親子之間原先照顧角

色的反轉認同程度，會與孝道情感焦慮有顯著的正向相關，但與孝道能力焦慮之

間卻沒有達顯著水準的關聯性。這些結果也支持前述孝道情感焦慮較具有正向適

應的特徵，一方面反映出成年子女是基於親子關係互動品質良好而在情感上經驗

到對於父母衰老的抗拒與不安，另一方面，也具有促進子女認同自己是父母老年

生活照顧者角色的正向功能性。相對地，這些結果同時反映出孝道能力焦慮則似

乎是較不具適應功能的一種感受，由於親子之間的關係互動品質不良或是(並且)

缺乏照顧父母老年生活的責任感，因此子女在照顧角色上經驗到較多資源與能力

的衝突，產生較多的負面焦慮感受。 

肆、小結 

Cicirelli(1988)以依附系統的運作歷程說明成年子女在父母年邁衰老時經驗

到的焦慮感受，主張子女因為將父母視為一項助益個人生存的適應資源，可確保

自己在生活中遭逢挫折而感到困頓無助時，仍有一個可以遮風蔽雨、庇蔭保護自

己的安全堡壘，所以當父母逐漸年老衰弱，成年子女會意識到自己即將失去安全

依附的適應資源，而經驗到焦慮的感受。這種焦慮的感受包含了在情感上的抗拒

與不安，以及在能力上擔憂自己是否足夠的資源可以維持父母的生命。而這兩種

對應層面的焦慮感受，根據既有的研究發現，似乎對成年子女照顧父母老年生活

的任務表現上具有不同的影響：孝道情感焦慮可能會促進成年子女表現出更多適

應性的孝親表現，而孝道能力焦慮則可能會讓成年子女經驗到孝親任務是一項威

脅、危機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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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從華人孝道價值觀再次認識成年子女的孝道焦慮 

對華人社會來說，孝道作為最具文化特色的價值觀(Yeh & Bedford, 2003)，

型塑著華人家庭中子女與父母之間的互動模式，向來是學者探討臺灣老年人生活

品質議題時聚焦的關鍵要素(陸洛、陳欣宏，2002；陳肇男，2001)。由子女孝養

雙親一直是華人社會中老年人照護安養最常見的模式，同時也是高齡者最期待的

本土照顧模式(葉光輝、曹惟純，2014)，而實徵資料更具體顯示「與子女同住」

是臺灣退休老年人心中最理想的居住安排(衛生福利部，2014)。孝道倫理不僅讓

父母期待子女可以孝養自己的老年生活，同時也殷切敦促著子女自覺應該妥善照

顧父母的老年生活福祉，而這種基於倫理的孝親期待卻無可避免地伴隨著壓力。 

壹、孝道雙元模型：相互性與權威性 

本研究援引學界常用來探討華人孝道價值觀運作的孝道雙元模型(Yeh & 

Bedford, 2003)，它是以深層的運作原則作為理論聚焦的關鍵核心，並且累積了大

量的實徵研究發現(e.g., Yeh & Bedford, 2004; Yeh, 2006; Yeh, Tsao, & Chen, 2010; 

Yeh, Yi, Taso, & Wan, 2013; Chen, 2014; Chen, Wu, & Yeh, 2016; Chen & Wu, 2017; 

Jen, Chen, & Wu, in press; 葉光輝，2009b；黃士哲、葉光輝，2013)。 

孝道雙元模型觀點強調，華人孝道倫理的內涵可依據親子代間垂直(父母在

上位、子女在下位的尊卑階序關係)與水平(親子間彼此互惠親愛的對等親密關係)

的互動本質，依序界定出兩種孝道運作的基本心理向度：權威性與相互性。其中，

相互性孝道(reciprocal filial piety)的運作基礎是父母與子女之間自然情感的互惠

原則，對應於儒家思想中的「報」與「親親」原則(葉光輝，2009a)。這種孝道運

作奠基於相對性的孝道倫理，也就是所謂的「父母慈、子女孝」。強調著子女能

夠體會父母的慈愛，因而懷抱父母生養撫育自己的恩情，瞭解到自己是因為有父

母無微不至的照顧，才能從缺乏生存能力的嬰孩長大成人，這份恩澤自當銘記在

心。同時身為子女也會單純地出於希望父母能夠開心的動機，做出善待父母的行

為舉止。當父母也漸漸邁入老年階段，其身體精神都日益衰老，獨立生存的能力

也開始慢慢喪失，生活一天比一天更加需要依賴他人的照顧時，身為子女會基於

感念父母過往付出的關愛與照護，以及想要回應父母過往關心、照顧，以及支持

自己的心情驅使，在能力所及的範圍內，不論是在精神還是物質層面，皆會竭盡

所能地反哺父母，關懷其所需並且全力付出，妥善地照護與侍奉父母的老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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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威性孝道(authoritarian filial piety)的運作基礎則奠基於家庭角色間的階序

結構，源自於儒家倫理中的「尊尊」原則(葉光輝，2009a)。這種孝道運作則根植

於絕對性的孝道倫理，可與俗語中「天下無不是的父母」相應。不論父母慈愛與

否，在關係階序結構中的地位都高於子女，是子女必須尊敬、順從、追隨的對象。

傳統華人文化重視以階級的概念來維繫社會秩序，在家庭範疇裡區隔出親子之間

的輩分階級，令父母相較子女具有較高的地位，子女應當追隨、順從父母的指揮

領導，藉此互動模式來穩固家庭的秩序、維繫家庭各項功能的適當運作。不論父

母的期待合理或是不合理，子女都必須盡其所能地達成父母或家族對自己的規範

與要求，必要時甚至得犧牲自己的權益來滿足父母或家族的需求。 

孝道雙元模型梳理出相互性與權威性這兩種孝道的不同面向，不僅有效地解

決了早期研究結果指出華人孝道倫理時而具有適應功能性(e.g., Kim, Kim, & 

Hurh, 1991)、時而又具有破壞性影響(e.g., Ho, 1994, 1996)的矛盾爭議，更啟發後

續學者援以用來探討孝道倫理對華人子女身心適應、家庭生活、社會發展的各種

作用效果(葉光輝，2009a)。整體而言，相互性孝道往往與個體的正向適應表現有

關，像是較高的生活滿意度(Chen, 2014)，以及幸福感與良好的親子互動品質

(Chen et al., 2016)。相對地，權位性孝道則往往與個體的負向適應表現有關，像

是較多的憂鬱、焦慮、攻擊等問題行為(Yeh, 2006)，以及較低的觀點替取能力

(perspective taking; Yeh, 2003)。此外，也有研究證據支持這兩種孝道信念背後具

有各自獨特的運作機制，突顯出相互性孝道表徵報與親親的深層運作機制，而權

威性孝道則是對應於尊尊的深層運作機制。像是黃士哲與葉光輝(2013)的研究指

出，青少年子女相互性孝道信念的發展會與其對於父母養育的感激之情，以及與

父母之間的親密程度有關；權威性孝道信念的發展則是與青少年子女對於父母的

承諾式服從(committed compliance to parents)有關。Chen 等人(Chen et al., 2016)則

是在控制住相互性孝道的影響效果後，發現權威性孝道具有提升個體知覺家庭凝

聚力的正向效果。 

貳、雙元孝道與成年子女孝親表現的關聯性 

目前也有相關的研究在探討這兩種孝道信念與子女奉養父母老年生活的關

聯性，結果一致地顯示相互性孝道相較於權威性孝道具有更明確的正向作用效

果。例如，鄭欵(2005)經由分析年輕成年人的資料發現，相互性與權威性孝道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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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皆與孝親態度有正向的關聯性，尤其是相互性孝道愈強，愈傾向願意在父母老

了以後提供父母生活所需的經濟資源，以及願意與父母同住。 

吳志文(2016)透過成年子女與老年父母的對偶資料(dyad data)進行分析，發

現成年子女持有的兩種孝道信念皆能有效地預測老年父母知覺該子女能滿足自

己安全依附需求的程度(即知覺子女可安全依附程度)，其中又以子女持有的相互

性孝道信念具有較廣泛的作用效果，並且發現知覺子女可安全依附程度能進而提

升老年父母的生命價值與自由需求獲得滿足的程度、降低其經驗到憂鬱症狀的頻

率。葉光輝(2009b)則是以成年子女的資料進行分析，結果指出成年子女的相互

性孝道信念可以有效地預測其在財務、家務，以及情感關注三個面向上支持父母

老年生活所需的頻率次數。相對地，權威性孝道信念只能有效地預測家務方面的

支持行為頻率，而且還必須在成年子女抱持著高度相互性孝道信念的基礎下，權

威性孝道信念的預測效果才達到顯著水準。另外劉碧素(2006)從孝親任務中受照

顧者的角度進行探討，發現 65 歲以上的長輩對於子女孝親表現的期待，會比較

希望子女是基於相互性孝道的信念，出於真摯情感來奉養自己，相較子女是出自

權威性孝道，基於服從權力階序角色義務而來照顧自己的老年生活，出於回報恩

情與真心喜愛自己的動機會令長者對於子女孝親角色的表現更加滿意。最後，林

茜雯(2017)更直接探討相互性與權威性兩種孝道價值觀與成年子女孝道焦慮的

關聯性。研究結果顯示，孝道情感焦慮與相互性孝道、權威性孝道皆具有顯著的

正向相關，但是孝道能力焦慮僅與相互性孝道有顯著的負向相關，而與權威性孝

道之間沒有達顯著水準的關聯性。 

參、小結 

這些理論觀點與研究發現顯示，孝道雙元模型不僅提供了一個適切的理論架

構探討華人子女孝親表現的多元面向，同時也一致地指出源自感念父母養育恩

情、互惠親情的相互性孝道，相較於著重家庭中尊卑階序的權威性孝道，更能有

效地預測成年子女在孝親任務中的適應性表現。尤其是林茜雯(2017)的研究，更

直接地支持了本研究的主要論點，顯示孝道倫理確實會與成年子女的孝道焦慮有

關。但可惜的是，林茜雯的研究缺乏針對 Cicirelli(1988)是以依附系統作為孝道

焦慮概念基礎的進行解釋，在沒有注意到這項盲點的同時，直接援引雙元孝道的

概念探討成年子女的孝道焦慮經驗，她並未事先驗證依附系統與孝道倫理是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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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發華人成年子女經驗到孝道焦慮的不同運作歷程，而就本研究經文獻回顧的結

果，目前也確實沒有相關的討論。本研究認為，若要主張華人的孝道倫理會引發

成年子女在父母年邁衰老時經驗到的孝道焦慮感受，勢必需要將依附系統與孝道

倫理一併探討，清楚說明兩者之間不同的運作歷程，並且驗證這兩個運作歷程皆

具有其各自的作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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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比對依附系統與孝道倫理作為兩種不同運作歷程 

依附理論強調安全感是維繫個體生存的重要基本需求 (Bowlby, 1969)，

Cicirelli(1988)以依附系統解釋成年子女的孝道焦慮經驗，是基於子女將父母視為

保障自身生存所需的適應資源，可以在自己有需要時尋求親近，獲得保障，並取

得安全感。而這樣的依附互動關係會一直從孩童時期延續到成年階段，當成年子

女在生活中遭遇引發威脅感受的壓力事件時，仍會向父母尋求協助，像是情感支

持、勞務分擔、諮詢商量，以及經濟救助 (Cicirelli, 1993, 2010; Cooney & Ulenberg, 

1992; Karantzas et al., 2010)，藉以獲得被愛、被關懷、被重視，以及被同歸屬…

等獲得的感受。成年子女之所以會在意父母逐漸年邁衰老，並善盡照顧父母的責

任，是因為父母即便到了老年，仍是子女獲得這些社會支持資源的主要來源。因

此在父母逐漸衰老並且不可逆地邁向死亡的同時，成年子女便意識到自己即將失

去這份帶來生活安全的重要資源，而在能力上感到擔憂與無助，並在情感上經驗

到抗拒與不安。 

相對地，華人的孝道倫理強調個體應突破自身的存有而成為一種世代間的存

有 (intergenerational being; 游 淙 祺 ， 2002) ， 個 體 是 以 一 種 自 我 超 越

(self-transcendence)的視角關注於世代之間的奉獻與愛、傳承與秩序(楊國樞，

1985；葉光輝，2009a)。透過文化的參與實踐，本研究認為華人子女浸淫於孝道

的價值觀之中，學習、內化，並且整合子女應當滿足父母需求、符合父母期待的

人倫道德，基於對恩情感激、親情互惠，以及階序服從等家庭價值觀的認同，在

肩負起照顧父母老年生活的孝親責任時，同樣會經驗到能力與情感兩種層面的孝

道焦慮：一方面在意自己是否具有足夠的能力與資源，在兼顧扮演好其他的社會

角色的同時能否提供父母照顧資源，另一方面則是掛念父母的老年生活品質，面

對身體與精神狀態逐漸走下坡的父母感到心疼與不捨。 

國內研究華人孝道倫理的哲學學者陳奕傑與許樹珍(2016)曾透過現象學的

哲學觀點剖析孝道倫理與世代間照顧角色反轉的關聯性，他們援引德國當代現象

學巨擘黑爾德(Klaus Held)的關點，從度日(alltäglich)與世代生成(generativität)兩

種時間經驗的對比中，闡述華人孝道倫理具有超出個體自身生命的意義。所謂的

度日時間經驗，指的是個體透過各種努力來維持生命存續之基本需求的時間經

驗，像是人們藉由工作來換取三餐溫飽與遮風避雨之處。至於世代生成的時間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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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表徵著個體意識到自身的生命是存在於前後相繼的多個世代序列之中，生命

是來自於上一個世代的培養與生育，透過社會的參與而建構出個人於多個世代之

中的樣貌：在上一個世代逐漸凋零退位的同時，再次生養撫育下一個世代，並同

時撫慰回報著上一個世代。而以華人的孝道倫理對應與這種世代生成的時間經

驗，反哺照顧年邁的上一代，便與開創新的世代一樣都是在彰顯自身存在於世代

序列之中的價值。 

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華人社會學家費孝通，也曾透過比較家庭週期在東西

方文化中的差異來突顯出華人孝道倫理的特色，而他的論述也可以做為「由孝道

倫理所構成之世代生成時間經驗」的一種具體實踐。費孝通(2006)指出，西方社

會的家庭週期屬於接力模式，對中間世代而言共包含了三個階段：由上一世代養

育的被撫育階段(G2 被 G1 養育)、養育下一個世代的撫育子女階段(G2 養育 G3)，

以及子女離家的空巢階段(G2 獨自生活)。相對地，華人社會的家庭週期則是屬

於反饋模式，以中間世代為主的三個階段分別是：與前述西方社會相同的被撫育

階段(G2 被 G1 養育)、撫育子女階段(G2 養育 G3)，以及具有華人孝道倫理特色

的贍養父母階段(G2 奉養 G1)，並且指出撫育子女階段會與贍養父母階段部分重

疊(G2 養育 G3 並同時奉養 G1)。換言之，在西方文化中的個體並不被期待要照

顧上一個世代的老年生活；然而華人文化則強調個體應當在前後相繼的世代中做

為一個承先啟後的鍊結(chain)，一方面撫育新生子女，另一方面在老年父母逐漸

開始衰老、疾病，以及死亡的同時，藉由照顧他們的老年生活來反饋父母過往撫

育自己的犧牲付出。 

簡言之，本研究主張 Cicirelli(1988)以依附系統為基礎所提出的孝道焦慮，

是源自於個體對於自身安全依附資源的管理與保護，相對較近似於前述的度日時

間經驗；而以華人孝道為基礎的孝親表現，雖同樣會令成年子女經驗到孝道焦慮

的感受，但是經由孝道倫理運作的心理歷程，則相對較近似於前述的世代生成時

間經驗，是個體對於自身存在於前後相繼世代之間生命經驗的理解，並且從中彰

顯出超越個人的生命意義。 

本研究不僅是想要檢證 Cicirelli(1988)的觀點，確認成年子女的親子依附經

驗以及獲得父母支持資源的程度能購有效地預測孝道焦慮的程度，更要在這些效

果已被控制的前提下，驗證成年子女對於孝道倫理的認同程度對於孝道焦慮程度

具有額外解釋力的作用效果。為了驗證這些觀點，本研究提出兩個假設模型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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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的具體假設：(1)成年子女早期與父母互動的依附經驗，以及其持有的相互性

與權威性孝道信念，對於成年子女在孝親任務中經驗到的孝道焦慮感受(情感層

面與能力層面)具有各自可區辨的作用效果，具體假設的路徑效果請見圖 2(假設

模型 1)；以及(2)成年子女接受父母提供社會支持的程度，同樣會和雙元孝道信

念(權威性與相互性)，對於孝道焦慮感受(情感層面與能力層面)具有各自可區辨

的作用效果，具體假設的路徑效果請見圖 3(假設模型 2)。 

 

 

圖 2 假設模型 1：依附關係品質與孝道倫理對成年子女孝道焦慮的效果 

 (虛線代表估計但並非模型分析的主要重點) 

 

 

 

圖 3 假設模型 2：接受父母社會支持與孝道倫理對成年子女孝道焦慮的效果 

 (虛線代表估計但並非模型分析的主要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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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孝道倫理與孝道焦慮的中介歷程 

本研究進一步探討從孝道倫理到孝道焦慮之間透過不同心理構念中介的運

作歷程(請見圖 4)。 

 

 

圖 4 依附經驗與孝道倫理透過不同心理構念影響孝道焦慮的中介運作歷程 

 

首先針對孝道情感焦慮，本研究認為相互性孝道會透過成年子女感激父母恩

情與互惠父母親情的心意，進而提升成年子女的孝道情感焦慮。相互性孝道的運

作原則反映出子女基於感念父母過往生養與撫育的恩情(Yeh & Bedford, 2003)，

願意在情感上或實質上表現出對父母的敬愛與關心，希望提供、維繫父母的生活

品質，讓父母在良好無虞、自在充實的環境中頤養天年(葉光輝，2009a，2009b)。

基於自己希望能回饋父母的期望，以及對父母老年生活品質的理想標準，當面臨

父母的身體與精神狀態不可抗拒地走向下坡時，自然會因為自己對父母的感激之

情產生自己未能孝養回報父母而感到不捨與焦慮。 

至於權威性孝道，本研究認為會透過成年子女對父母權威階序的服從認同，

進而提升成年子女的孝道情感焦慮。權威性孝道的運作原則對應於子女追隨順從

父母的權威地位，肯定認同父母的領導與指令，奉父母樹立的家庭文化為圭臬

(Yeh & Bedford, 2003; 葉光輝，2009a；黃士哲、葉光輝，2013)。基於對父母身

為權威決策者之地位的敬重與維護，同樣會不忍看見父母在老年階段身體與精神

皆大不如前，彷彿見到一直以來支撐家庭運作的樑柱日漸頹圮，令人無法接受、

不勝唏噓。值得一提的是，蔡佩真(2009)曾透過質性訪談探討華人成年子女如何

因應失去父母的悲傷反應，資料指出逝去的父母親會以一種虛擬的精神位格



 16 

(person)繼續存在於成年子女心中。她提到父母生前在子女心中如果是居於家庭

領導者的地位，辭世後也會以一種決策者的虛擬位格繼續存在於子女的心中，只

要是跟家庭運作有關的大小事，子女仍會依循與父母之間權力階序的規範，這個

發現說明父母在華人子女心中的權威地位。對子女來說，持有權威性的孝道信念

也反映出子女期望能追隨順從父母的領導、展現對父母作為主要決策者的忠誠。 

這種追隨認同(followership identity)可對應於 Kochanska 與 Aksan(1995)提出

的承諾性順從(committed compliance)與情境性順從(situational compliance)。他們

強調前者是追隨者對於領導者的順從表現可以是發自內心的，當追隨者對於領導

者的指引、期待、標準，或是要求能夠全心全意地感到認同，並真心誠意地願意

遵循，這時的順從表現即是一種承諾性的服從；而後者則是追隨者對於領導者的

順從表現是基於酬賞或責罰等外在因素的調控，這些因素可能是實質上的酬賞或

責罰，也有可能是來自人際社群訴求的道德規範，這時的順從表現即是一種情境

性的服從。本研究主張，對於權威性孝道信念的高度認同會令成年子女對父母的

權威地位產生承諾性順從與情境性順從，進而在父母因為日漸年邁衰老而失去帶

領引導的角色地位時，令成年子女感到心疼與不捨，經驗到情感層面的孝道焦慮。 

再者針對孝道能力焦慮，本研究主張相互性孝道與權威性孝道皆能透過成年

子女對於父母心理狀態、互動模式，以及生活習慣…等多元面向的瞭解認識，進

而降低成年子女的孝道能力焦慮。如前所述，能力層面的孝道焦慮涉及了提供父

母舒適老年生活品質的資源與能力。援用老人照護理論中任務分工模式

(task-specific model; Litwak & Silverstein, 1993; Wilcox & Taber, 1991)的觀點，長

者的生活品質可依據不同的任務性質，在結構上區分為技術性的護理工作、非貼

身性的照顧，以及非技術性的社會情緒支持。第一種照顧任務涉及專門的技術，

像是老年護理與醫療的技能，具有普同性(universal)的特徵，任務表現取決於照

顧資源的專業程度。第二種照顧任務通常屬於勞務性質，像是代勞購物、協助交

通等。但是最後一種，社會情緒支持，則是屬於特殊性(specific)的照顧任務，例

如在餵食、更衣、如廁、洗澡…等活動的過程中需要照顧到長者的心理感受，往

往由家人角色提供為佳，任務的表現良莠會受到照顧者瞭解長者本身內在性格與

過往生活習慣的程度決定。當照顧者與長者有互動的默契，知道什麼樣的照顧方

式能夠滿足其內在的心理需求，像是情感關係的連結與自我價值的維持，便能對

照顧任務感到勝任，並且確實地令長者在過程中感到親密與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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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認為這種對於能否勝任照顧父母任務的效能評估，可對應於 Yeh 與

Yang(2006)提出的關係自主性(relating autonomy)適應能力。關係自主性所表徵

的，是子女朝向維繫親子關係連結並考量父母期望與需求的適應目標，且能充分

展現其自由意志的適應能力。過往的實徵研究也發現關係自主性會與較親密的親

子互動品質(吳志文、葉光輝，2015)、較具功能性的親子衝突因應策略(Wu, Yeh, 

& Wang, 2014)，以及相互性孝道信念(Wu, Guo, Hsieh, & Yeh, 2015)等親子關係範

疇的適應指標有關。關係自主性並且反映著個體是在心悅誠服、充滿效能的狀態

下朝向維繫親子關係連結的適應目標。換言之，關係自主能力較高者不僅懂得如

何滿足父母的期望與需求，同時也能夠在善盡自身其他社會角色義務與責任，並

且是不會經驗到脅迫、焦慮…等負面感受的情況下，維繫自己與父母之間親子關

係的連結。 

本研究相信這樣的能力具有緩減成年子女孝道能力焦慮的潛力。持有較高能

力者在面對孝親任務的挑戰時，便會較肯定自己能夠兼顧孝親任務的表現，並且

相信孝親任務較不會危害到自己其他生活面向。本研究也進一步主張，相較於依

附經驗反映的是個體感受到來自父母的回應以及自己對父母的信任，孝道倫理更

聚焦於子女應當如何與父母互動(不論是基於親密情感或是階序結構)，並且以滿

足父母的需求與期待作為身為子女的重要目標與責任，這樣的價值信念更能與照

顧父母老年生活之任務的勝任感、適應能力相互呼應。因此，本研究具體假設不

論是相互性孝道或是權威性孝道，皆可透過提升成年子女在維繫親子關係連結、

滿足父母期望與需求的關係自主適應能力，進而降低成年子女的孝道能力焦慮。 

本研究接著提出三個假設模型與相應的項具體假設：(1)相互性孝道會透過

成年子女對父母生養撫育的感激之情，進而提升成年子女的孝道情感焦慮，具體

假設的路徑效果請見圖 5(假設模型 3)；(2)權威性孝道則會透過成年子女對父母

權威地位的承諾性順從與情境性順從，進而提升成年子女的孝道情感焦慮，具體

假設的路徑效果請見圖 6(假設模型 4)；以及(3)相互性孝道與權威性孝道皆會透

過成年子女維繫親子關係品質的關係自主性適應能力，進而降低成年子女的孝道

能力焦慮，具體假設的路徑效果請見圖 7(假設模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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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假設模型 3：雙元孝道透過感激之情對成年子女孝道焦慮的中介效果 

(虛線代表估計但並非模型分析的主要重點) 

 

 

 

圖 6 假設模型 4：雙元孝道透過承諾性順從與情境性順從對成年子女孝道焦慮

的中介效果 

(虛線代表估計但並非模型分析的主要重點) 

 

 

 

圖 7 假設模型 5：雙元孝道透過關係自主能力對成年子女孝道焦慮的中介效果 

(虛線代表估計但並非模型分析的主要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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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量表預試 

由於本研究會有部分的量表會參考編修既有的測量工具，因此會有需要先針

對這些量表進行預試，評估編修後的量表題目內容是否具有可有效反映構念內涵

的代表性。 

壹、研究參與者與程序 

本研究採取立意取樣(purposeful sampling)，參與者必須年滿 40 歲，父親與

母親至少有一人健在且年滿 65 歲，針對年滿 65 歲的父親或(及)母親做為評估對

象，填寫父親版或(及)母親版的調查問卷。問卷包含社會支持量表、感激之情量

表、承諾性與情境性順從量表、關係自主能力量表，而父親版與母親版問卷皆各

自需耗時約 10 分鐘。在資料的蒐集上都盡可能地保持參與者性別的平衡。此外，

由於本研究涉及參與者過往與父母的互動經驗，因此會特別提醒參與者若在填寫

過程中參與者感到不適，可主動告知施測者，並選擇中止參與而不會有任何損

失。參與者填寫完畢父親版或母親版任一版本的問卷後，立即贈予等值新台幣

50 元的便利商店禮券作為謝酬；如果符合條件也願意再填寫另一版本的問卷，

同樣在填答後立即贈予等值新台幣 50 元的便利商店禮券作為謝酬。預試共蒐集

了 194 份父親版問卷的有效資料與 206 位母親版問卷的有效資料。研究參與者的

基本資料請參考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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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量表預試參與者的背景資料摘要 

  父親版 N = 194 母親版 N = 206   父親版 N = 194 母親版 N = 206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父親／母親年齡         

男性 79 41% 84 41% 65 歲 ~ 69 歲 28 14% 49 24% 

女性 115 59% 122 59% 70 歲 ~ 74 歲 44 23% 50 24% 

年齡 
    

75 歲 ~ 79 歲 35 18% 48 23% 

40 歲 ~ 44 歲 56 29% 54 26% 80 歲 ~ 84 歲 43 22% 31 15% 

45 歲 ~ 49 歲 62 32% 50 24% 85 歲 ~ 89 歲 27 14% 19 9% 

50 歲 ~ 54 歲 43 22% 50 24% 90 歲 ~  11 6% 9 4% 

55 歲 ~ 59 歲 24 12% 33 16% 居住安排 
    

60 歲 ~  9 5% 19 9% 與父母同住 60 31% 48 23% 

教育程度 
    

未與父母同住 134 69% 158 77% 

國小或以下 3 2% 3 1% 父親／母親伴侶存歿 
    

國中／初中 16 8% 16 8% 存 157 81% 108 52% 

高中職 40 21% 58 28% 歿 37 19% 98 48% 

專科／大學或以上 135 70% 129 63% 父親／母親健康狀況 
    

婚姻狀態 
    

很理想 24 12% 25 12% 

已婚同居 152 78% 160 78% 還算理想 137 71% 139 67% 

未婚、分居、離婚、喪偶 

或其他 
42 22% 

  不太理想 25 13% 36 17% 

46 22% 很不理想 8 4% 6 3% 

兒女數     父親／母親經濟狀況 
    

沒有 36 19% 31 15% 很有保障 30 15% 44 21% 

1個 38 20% 36 17% 還算有保障 127 65% 125 61% 

2 個 79 41% 98 48% 不太有保障 28 14% 31 15% 

3 個以上 41 21% 41 19% 很沒保障 9 5%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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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施測量表與預試結果 

一、接受父母社會支持資源的量表介紹與預試結果 

本研究採用 Lu(1995)翻譯編修 Barrera(1981)的社會支持量表 (Socially 

Supportive Behavior Inventory)。中文化的量表具有 15 個題目，測量參與者實際

接收到的社會支持行為，包含了情感(emotional support)、實質(tangible support)、

資訊(information support)，以及社會整合(companionship)等四個不同層面的支持

行為。範例題目像是：「聽您談一個令您煩惱的私人問題(情感性支持)」、「如果

您需要，借錢或東西給您(實質性支持)」、「告訴您在即將面臨的問題中，您應有

哪些心理準備(資訊性支持)」以及「欣賞您的某種能力或個人特色(社會整合性支

持)」。參與者將依照 Likert 四點量尺進行評估，1 代表「很少」到 4 代表「總是」，

中間分數各自有相應的行為頻率。 

由於原量表並未特別以父親和母親做為互動對象進行各項社會支持行為頻

率的評估，因此本研究編修此量表，在指導語的部分特別強調須以父親、母親作

為行為來源進行評估，並且透過預試評估各項題目的表現，結果指出父親版與母

親版均有可接受的內部一致性信度表現，其 Cronbach’s α 係數依序為 .946

與.943，且無任何項目是在刪除後會提升整體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s 

α 係數。 

二、對父母感激之情的量表介紹與預試結果 

本研究採用黃士哲與葉光輝(2013)編製的感激之情量表，該量表具有 15 個

題目，可以用來評估參與者經由與父母長期相處、感受到父母長期付出所累積的

感恩情感，共包含四個關鍵要素：感激的頻率、感激的表達、感激的敏感性，以

及感激的情緒經驗。黃士哲與葉光輝強調，這四個關鍵要素並非四個獨立的子向

度，因此不具有四個相應評估的分量表，相對地，這四個關鍵要素是他們當時在

編製量表題目時的主要依據，每個題目都可能同時涵蓋一個以上的要素，像是：

「我可以輕易列出很多件值得感謝爸爸／媽媽的事情」就融合了感激的頻率與感

激的敏感性；「我常常跟爸爸／媽媽說感謝的話」融合了感激的頻率與感激的表

達；至於「一想到爸爸／媽媽把我辛苦養大，我的內心就相當感動」則融合了感

激的敏感性與感激的情緒經驗。參與者閱讀各項題目後評估題目內容與自己真實

狀態的符合程度，作答採 Likert 五點量尺，1 代表「非常不符合」到 5 代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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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符合」，中間分數各自有相應的符合程度。 

雖然這份量表已針對感激對象區分出父親版與母親版，但是目前仍缺少以成

年子女作為研究對象的實徵資料，因此本研究透過預試階段納入此量表，再次確

認量表題目的表現，結果指出父親版與母親版均有可接受的內部一致性信度表

現，其 Cronbach’s α 係數依序為.909 與.928，只是有一個題項(即：距離上次打從

心裡感激父親／母親，已經是很久以前了)在父親版與母親版中都是會在刪除後

可以提升整體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s α 係數。然而，這題項為整份量

表中唯一一題反向陳述的題目，因此可以將刪除該題後整體信度的提升視為是受

到題項本身作答方向轉變之因素的影響，是故本研究在正式研究仍舊保留整份量

表進行施測。 

三、對父母承諾性與情境性順從的量表介紹與預試結果 

本研究編修 Yeh 與 Cheng(2005)發展之順從量表中的承諾性與情境性順從分

量表，該量表是 Yeh 與 Cheng 依據 Kochanska 與 Aksan(1995)提出的順從理論觀

點而發展的測量工具，針對六個涉及父母領導行為或要求行為的情境，參與者必

須依據不同的反應方式進行評估。這些不同的反應方式對應於不同內涵的順從感

受，其中包含了代表承諾性順從與情境性順從心境狀態的順從表現。舉例來說，

在「對於父母安排的家庭活動」的領導行為情境中，代表承諾性順從的反應方式

為「我很樂於聽從」、「我都會盡力做到讓父母滿意」，代表情境性順從的反應方

式為「常因為不想讓父母生氣而只好去做」、「我常不認同，但還是得聽從」。參

與者須使用 Likert 六點量尺評估不同情境中各種反應方式與自己真實心境狀態

符合的程度，1 代表「非常不符合」到 6 代表「非常符合」，中間分數各自有相

應的符合程度。後來黃士哲與葉光輝(2014)的研究中採用這個分量表，並且將題

目中的父母替換成父親與母親，編修成父親版與母親版兩套測量工具，然而他們

當時是以青少年子女作為研究對象，六個涉及父母領導行為或要求行為的情境，

可能不適合用來評估成年子女與其老年父母之間的互動表現，因此本研究將參考

Yeh 與 Cheng 的這份測量工具進行編修調整。 

本研究透過預試確認該量表題目的表現。由於承諾性順從與情境性順從所反

映的是兩個不同內涵的順從構念，因此本研究先是以預試資料進行探索性因素分

析(explorative factor analysis )，採主軸因素法 (principal axis factoring)並進行

Promax 斜交轉軸，依據特徵值(eigenvalues)大於 1 的判定標準，分析結果指出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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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版與母親版皆有兩個因素構面，KMO(Kaiser-Myer-Olkin)係數在父親版與母親

版均為.83，Bartlett 球型檢定係數均達顯著水準(p < .001)，累計解釋變異量依序

為 60.6%與 57.8%，對照各題項發現大抵上符合本研究的預期，只有一個題項在

原量表中應該是類屬於情境性順從分量表(即：對於爸爸／媽媽為家人安排的活

動，即使不喜歡，我也必須聽爸爸／媽媽的話)，卻在因素分析的結果中未能對

應於原本設定的因素構面，而是相對地對應於承諾性順從的因素構面。本研究認

為這有可能是因為這個題項所陳述的脈絡特徵不容易突顯出因擔心違背父母期

望而強迫自己順從的心境。接著將這個題項刪除後再執行一次探索性因素分析

後，同樣父親版與母親版皆得到兩個因素構面的結果，KMO 係數在父親版與母

親版依序為.84 與.82，Bartlett 球型檢定係數再次皆達顯著水準(p < .001)，累計解

釋變異量依序為 63.4%與 59.5%，這 2 個因素構面與各題項的對應關係完全符合

原量表的設定。而承諾性順從分量表在本研究預試中，父親版與母親版的內部一

致性信度 Cronbach’s α 係數依序為.860 與.838；情境性順從分量表在本研究預試

中，父親版與母親版的內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s α 係數依序為.857 與.850。 

四、與父母互動關係自主能力的量表介紹與預試結果 

本研究參考編修 Yeh 與 Yang(2006)發展的青少年自主性量表短版

(Adolescent Autonomy Scale)。原量表有 12 個題目，一半用來測量參與者的個體

化自主性程度，另一半則用來測量關係自主性適應能力，其中每類自主性包含有

認知、功能，以及情緒三個面向，每個面向各由兩題項組成。本研究僅使用評估

關係自主能力的分量表，範例題目像是：「作決定時，我能仔細分析思考爸媽和

自己的想法是不是都行得通」(認知面向)」、「當爸媽和我的期待不一樣的時候，

我總是有辦法讓雙方都滿意(功能面向)」，以及「參考爸媽的意見讓我做決定時

更有信心(情緒面向)」。採 Likert 氏六點量尺，1 代表「完全不符合」到 6 代表「完

全符合」，中間分數各自有相應的符合程度。本研究參考吳志文與葉光輝(2015)

的研究將關係自主能力針對父親與母親作為評估對象，將原分量表中的爸媽替換

成爸爸與媽媽，區分成父親版與母親版兩套分量表。 

由於既有的研究未曾以中年成人作為研究對象，因此本研究針對這兩套關係

自主能力的分量表進行預試。結果指出父親版與母親版均有可接受的內部一致性

信度表現，其 Cronbach’s α 係數依序為.886 與.879，且無任何項目是在刪除後會

提升整體量表的內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s α 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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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正式研究 

本研究接著再以預試結果進行正式研究的調查問卷施測，驗證本研究提出五

個假設模型，以及五項研究假設。 

壹、研究參與者與程序 

正式研究同樣採取立意取樣，額外邀請一批研究參與者填寫正式研究的調查

問卷。參與者必須年滿 40 歲，父親與母親至少有一人健在且年滿 65 歲，針對年

滿 65 歲的父親或(及)母親做為評估對象，填寫父親版或(及)母親版的調查問卷。

問卷包含早期依附父母經驗量表、雙元孝道信念量表、社會支持量表、感激之情

量表、承諾性服從量表、關係自主能力量表，以及孝道焦慮量表，父親版與母親

版問卷皆各自需耗時約 20 分鐘。在蒐集資料的程序上，包含盡可能維持參與者

性別的平衡、參與者可以自主決定是否繼續參與或中止參與…等，都與預試的進

行程序相同。參與者填寫完畢父親版或母親版任一版本的問卷後，立即贈予等值

新台幣 100 元的便利商店禮券作為謝酬；如果符合條件也願意再填寫另一版本的

問卷，同樣在填答後立即贈予等值新台幣 100 元的便利商店禮券作為謝酬。正式

研究共蒐集了 470 份父親版問卷的有效資料與 521 位母親版問卷的有效資料。研

究參與者的基本資料請參考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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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正式研究參與者的背景資料摘要 

  父親版 N = 470 母親版 N = 521   父親版 N = 470 母親版 N = 521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父親／母親年齡         

男性 175 37% 201 39% 65 歲 ~ 69 歲 97 21% 143 27% 

女性 295 63% 320 61% 70 歲 ~ 74 歲 113 24% 120 23% 

年齡       75 歲 ~ 79 歲 110 23% 105 20% 

40 歲 ~ 44 歲 166 35% 144 28% 80 歲 ~ 84 歲 74 16% 82 16% 

45 歲 ~ 49 歲 125 27% 114 22% 85 歲 ~ 89 歲 46 10% 46 9% 

50 歲 ~ 54 歲 102 22% 136 26% 90 歲 ~  30 6% 25 5% 

55 歲 ~ 59 歲 54 11% 74 14% 居住安排     
  

60 歲 ~  23 5% 53 10% 與父親／母親同住 98 21% 105 20% 

教育程度       未與父親／母親同住 372 79% 416 80% 

國小或以下 10 2% 14 3% 父親／母親婚姻狀態     
  

國中／初中 24 5% 36 7% 已婚同居 385 82% 303 58% 

高中職 89 19% 109 21% 離婚、喪偶或其他 85 18% 218 42% 

專科／大學或以上 347 74% 362 69% 父親／母親健康狀況     
  

婚姻狀態       很理想 75 16% 73 14% 

已婚同居 366 78% 420 81% 還算理想 299 64% 328 63% 

未婚、分居、離婚、喪偶 

或其他 
104 22% 101 19% 

不太理想 77 16% 110 21% 

很不理想 19 4% 10 2% 

兒女數       父親／母親經濟狀況     
  

沒有 106 23% 106 20% 很有保障 95 20% 114 22% 

1 個 87 19% 84 16% 還算有保障 310 66% 343 66% 

2 個 200 43% 229 44% 不太有保障 52 11% 49 9% 

3 個以上 77 16% 102 19% 很沒保障 13 3% 1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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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式研究施測量表 

一、與父母早期的安全依附經驗 

本研究採用 Armsden 與 Greenberg(1987)發展的父母與同儕依附量表

(Inventory of Parent and Peer Attachment, IPPA)其中的父、母親依附分量表用來評

估成年子女知覺到早期與父母之間的依附經驗。父親與母親版的分量表分別計有

28 個題項，臺灣學者孫育智 (2004)經過翻譯與信、效度檢驗等程序，編修得到

各有 20 個題項的父親版分量表與母親版分量表，用來測量參與者知覺到父母過

往對自己言語溝通時的友善程度(例如：對於我所關心的事情，我會想聽聽爸爸

／媽媽的看法)、被父母了解尊重與信任的程度(例如：爸爸／媽媽信任我所做的

判斷)，以及自己與父母之間是否會疏離彼此的程度(例如：對於我所煩惱的事

情，其實爸爸／媽媽知道得很少)。將其中反映疏離程度的題目反向計分後所得

到的總分反映個體與父母之間的安全依附關係品質。採 Likert 氏四點量尺，1 代

表「不曾如此」到 4 代表「總是如此」，中間分數各自有相應的頻率。父親與母

親依附分量表並且皆在以成年人作為研究對象的研究中得到理想的因素結構與

內部一致性信度表現(例如：柳杰欣、吳麗娟、林世華，2009)。在正式研究中父

親版與母親版的內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s α 係數依序為.927 與.921。 

二、對父母的雙元孝道信念 

本研究採用Yeh與Bedford(2003)發展的雙元孝道量表(Dual Filial Piety Scale, 

DFPS)，該量表依據雙元孝道模型所界定相互性與權威性兩種孝道運作原則，對

應包含兩個分量表。相互性孝道分量表計有 8 題，用來評估參與者認同子女應基

於親子間真摯情感而表現出善待父母之行為的程度，範例題目像是：「(身為子女

應該…)多與爸媽交談，以了解爸媽的想法和感受」。權威性孝道分量表同樣計有

8 題，用來評估參與者認同子女應基於親子間權力階序而表現出符合父母期望之

行為的程度，範例題目像是：「(身為子女應該…)放棄個人的志向，達成爸媽的

心願」。參與者將依照 Likert 六點量尺進行評估，1 代表「非常不認同」到 6 代

表「非常認同」，中間分數各自有相應的認同程度。考量到參與者對於父親與母

親會持有不一致的孝道信念認同程度，本研究擬參考呂宜峰(2016)的作法，將原

量表中的爸媽改編成爸爸與媽媽，區分出父親版與母親版兩套量表，在呂宜峰的

研究中以針對成年子女作為研究對象進行施測，兩個分量表並且在父親版與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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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皆可得到理想的因素結構與內部一致性信度表現。正式研究的資料分析結果指

出，相互性孝道信念分量表在父親版與母親版均有可接受內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s α 係數，依序為.895 與.898；而權威性孝道信念分量表同樣在父親版

與母親版都有可接受的內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s α 係數，依序為.841 與.821。 

三、接受父母社會支持資源 

本研究採用 Lu(1995)翻譯編修 Barrera(1981)的社會支持量表，請參考量表預

試中的介紹。正式研究的資料分析結果指出父親版與母親版均有可接受的內部一

致性信度表現，其 Cronbach’s α 係數依序為.955 與.945。 

四、對父母的感激之情 

本研究採用黃士哲與葉光輝(2013)編製的感激之情量表，請參考量表預試中

的介紹。正式研究的資料分析結果指出父親版與母親版均有可接受的內部一致性

信度表現，其 Cronbach’s α 係數依序為.931 與.923。 

五、對父母的承諾性與情境性順從 

本研究編修 Yeh 與 Cheng(2005)發展之順從量表中的承諾性與情境性順從分

量表，請參考量表預試中的介紹。依據量表預試的分析結果，承諾性順從分量表

共有 6 個題項，而情境性順從分量表則有 5 個題項。正式研究的資料分析結果指

出，承諾性順從分量表在父親版與母親版均有可接受內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s 

α 係數，依序為.889 與.863；而情境性順從分量表同樣在父親版與母親版都有可

接受的內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s α 係數，依序為.850 與.837。 

六、與父母互動的關係自主能力 

本研究參考編修 Yeh 與 Yang(2006)發展的青少年自主性量表短版

(Adolescent Autonomy Scale)，請參考量表預試中的介紹。正式研究的資料分析結

果指出父親版與母親版均有可接受的內部一致性信度表現，其 Cronbach’s α 係數

依序為.887 與.898。 

七、對父母的孝道焦慮 

本研究採用卓馨怡與利翠珊(2008)翻譯 Cicirelli(1998)所編製的孝道焦慮量

表(Filial Anxiety Scale)，評估華人成年子女在父母年長衰老時所經驗到的焦慮感

受，分成能力與情感兩個層面：孝道能力焦慮分量表有 7 個題目，測量參與者因

擔心自己缺乏照顧父母老年生活的資源與能力而經驗到的焦慮感受，範例題目像

是：「我害怕協助我的父母會用盡我擁有的資源」；孝道情感焦慮分量表則有 6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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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測量參與者因意識到父母逐漸失去生活自理能力而感到不捨與難過的焦慮

感受，範例題目像是：「看到父母因年老而事事需要協助，會令我很難過」。後續

林茜雯(2017)為了比較參與者對父親與母親經驗到的孝道焦慮感受，而將卓馨怡

與利翠珊編譯版本中的父母替換成爸爸、媽媽，區分出父親版與母親版的問卷。

並且卓馨怡與利翠珊，以及林茜雯的研究皆已以成年子女作為研究對象，並得到

良好的因素結構與信度表現。正式研究的資料分析結果指出，孝道能力焦慮分量

表在父親版與母親版均有可接受內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s α 係數，依序為.905

與.900；而孝道情感焦慮分量表同樣在父親版與母親版都有可接受的內部一致性

信度 Cronbach’s α 係數，依序為.753 與.751。 

參、分析策略 

本研究資料先以 SPSS 軟體 23 版進行描述統計、平均數差異檢定、相關係

數矩陣等統計分析，接著再以 Mplus 軟體 7.4 版進行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檢證圖 3、圖 4、圖 5，圖 6 以及圖 7 中的各項假設模型。

採用 SEM 進行分析有兩項優點：首先，SEM 可以在考慮測量誤差的情況下估計

各項潛在因素之間的路徑關係。其次，SEM 能夠同時探討多個預測變項與效標

變項之間的路徑效果，適合本研究同時評估依附經驗與雙元孝道信念對能力及情

感兩種層面孝道焦慮的作用效果。 

在實際的操作上，有以下四項處置必須特別說明：首先，本研究將參與者的

年齡、教育程度(國小或以下=1；國中／初中=2；高中職=3；專科／大學或以上

=4)、婚姻狀態(已婚同居=1；未婚、分居、離婚、喪偶，或其他=0)、有無子女(有

=1；無=0)，以及參與者父／母親的年齡、婚姻狀態(已婚同居=1；未婚、分居、

離婚、喪偶，或其他=0)、居住安排(與父母同住=1；未與父母同住=0)、子女知

覺健康狀況(很理想=4；還算理想=3；不太理想=2；很不理想=1)與經濟狀況(很

有保障=4；還算有保障=3；不太有保障=2；很沒有保障=1)等背景資料均設定為

控制變項，以控制住這些外在變項對各個模型中孝道情感焦慮與孝道能力焦慮的

作用效果。 

其次，為了簡化模型，本研究擬參考 Little 等人(Little, Cunningham, Shahar, & 

Widaman, 2002)的建議使用項目合併(item parceling)，將各項潛在構念對應的測

量項目，依其統計量屬性合併成三個以上的觀察指標(indicator)。其中像是與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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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早期安全依附經驗、接受父母提供社會支持等構念本身就具有對應且超過三個

的次構念分數，因此可以直接以這些次構念分量表分數作為觀察指標；除此之外

的構念均採用「題目－構念均衡」(item-to-construct balance)的原則進行指標合

併，亦即讓三個觀察指標下之因素負荷量盡量相接近的方式進行合併。 

再者，為評估資料與假設模型之間的適配程度，本研究參考學者(Hu & 

Bentler, 1999; Kline, 2005; MacCallum, Browne, & Sugawara, 1996)所建議的指標

與標準：卡方值與自由度的比值(χ2/df)應介於 2 至 3 較為適宜；CFI 與 TLI 係數

應大於.900；RMSEA 與 SRMR 係數應小於.060 為理想，而小於.080 為可以接受

的適配度表現。 

最後，由於模型 3(圖 5)、模型 4(圖 6)，以及模型 5(圖 7)會需要探討並驗證

中介路徑的效果，本研究將採用 Hayes 與 Preacher (2010)以及 Preacher 與 Hayes 

(2004)的建議，使用拔靴法(bootstrapping method)檢驗變項之間的中介路徑效果。

經由拔靴法得到的區間估計結果會比早期 Baron 與 Kenny(1986)提出的因果階段

取向 (causal step approach)以及 Sobel(1982)建議的係數乘積取向 (product of 

coefficients approach)來得更加穩定。本研究擬經由 5,000 次的抽樣處理，並且將

每次抽樣得到的係數乘積由小排到大，如果其前 2.5%與後 2.5%的區間內(即 95%

的信賴區間)並未包含零值，則顯示該中介路徑效果達到顯著的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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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第一節 主要變項描述統計與相關程度 

表 3 呈現了本研究各主要變項的描述統計以及變項兩兩之間的相關程度。結

果指出女性參與者對父親、母親的感激之情都高於男性參與者，而且差異達到顯

著水準(ps < .01)；此外，接受母親的社會支持、對母親的承諾性順從，以及對母

親的孝道情感焦慮也都高於男性參與者，差異達顯著水準(ps < .05)。 

兩兩變項之間的相關程度大抵上符合本研究的各項主要假設：參與者與父、

母親的早期安全依附經驗、對父、母親抱持的相互性與權威性孝道信念，大抵上

在四種親子對偶關係中都和參與者對父、母親的孝道能力焦慮有負向的顯著關聯

性，和對父、母親的孝道情感焦慮有正向的顯著關聯性；除了男性參與者對母親

的權威性孝道信念與孝道能力焦慮之間沒有顯著的相關，以及男性參與者與父親

的早期依附經驗與對母親的孝道情感焦慮之間也沒有顯著的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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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正式研究各主要變項的描述統計、相關程度，以及性別差異比較 

父親版 
男性參與者資料 女性參與者資料  相關程度 

N M SD N M SD t value 1 2 3 4 5 6 7 8 9 10 

1. 與父親早期依附經驗 173 2.636 0.531 292 2.700 0.540 -1.301  .485** .409** .800** .623** .655** -.324** .690** .184** -.362** 

2. 對父親相互性孝道信念 174 5.192 0.691 295 5.290 0.600 -1.633 .487**  .394** .522** .649** .628** .015 .624** .331** -.242** 

3. 對父親權威性孝道信念 174 3.199 0.937 295 3.170 0.900 0.306 .367** .423**  .447** .336** .575** .269** .495** .167** -.139* 

4. 接受父親社會支持 173 2.279 0.725 295 2.340 0.790 -0.863 .764** .536** .433**  .630** .623** -.109 .650** .211** -.309** 

5. 對父親感激之情 174 3.846 0.674 295 4.050 0.650 -3.250** .652** .742** .433** .702**  .672** -.080 .702** .370** -.308** 

6. 對父親承諾性順從 173 4.069 1.015 293 4.240 0.920 -1.825 .618** .581** .637** .618** .709**  .052 .813** .305** -.271** 

7. 對父親情境性順從 173 3.140 0.974 293 3.180 1.010 -0.465 -.308** .096 .351** -.125 -.019 .167*  -.111 .132* .322** 

8. 對父親關係自主能力 172 4.420 0.866 293 4.480 0.930 -0.702 .701** .540** .388** .644** .701** .763** -.075  .318** -.282** 

9. 對父親孝道情感焦慮 172 3.630 0.658 292 3.750 0.660 -1.864 .167* .423** .388** .207** .302** .293** .419** .271**  .242** 

10. 對父親孝道能力焦慮 172 2.887 0.902 292 3.050 0.850 -1.902 -.414** -.380** -.185* -.393** -.433** -.349** .242** -.298** .096  

母親版 
男性參與者資料 女性參與者資料  相關程度 

N M SD N M SD t value 1 2 3 4 5 6 7 8 9 10 

1. 與母親早期依附經驗 198 2.850 0.474 320 2.909 0.509 -1.330 
 

.537** .340** .796** .652** .647** -.240** .708** .312** -.242** 

2. 對母親相互性孝道信念 201 5.297 0.635 320 5.396 0.587 -1.821 .472** 
 

.353** .510** .700** .583** -.029 .647** .390** -.196** 

3. 對母親權威性孝道信念 201 3.356 0.873 320 3.383 0.855 -0.350 .206** .321** 
 

.350** .335** .523** .322** .482** .249** -.117* 

4. 接受母親社會支持 197 2.511 0.652 319 2.659 0.732 -2.315* .714** .494** .304** 
 

.662** .622** -.089 .673** .347** -.188** 

5. 對母親感激之情 201 4.088 0.606 319 4.252 0.564 -3.135** .525** .736** .251** .611** 
 

.631** -.111* .719** .436** -.213** 

6. 對母親承諾性順從 200 4.191 0.924 318 4.356 0.857 -2.076* .479** .546** .474** .511** .556** 
 

.021 .798** .316** -.229** 

7. 對母親情境性順從 200 3.250 0.964 318 3.179 0.935 0.838 -.304** -.037 .386** -.153* -.061 .181* 
 

-.092 .130* .339** 

8. 對母親關係自主能力 197 4.510 0.871 320 4.645 0.863 -1.724 .592** .658** .358** .621** .715** .677** -.136 
 

.410** -.219** 

9. 對母親孝道情感焦慮 198 3.808 0.643 318 3.937 0.627 -2.248* .101 .426** .307** .207** .292** .197** .234** .303** 
 

.064 

10. 對母親孝道能力焦慮 198 2.857 0.930 318 2.950 0.798 -1.200 -.360** -.294** -.023 -.233** -.330** -.298** .272** -.351** .173* 
 

註：相關程度左下角矩陣內的數值為男性參與者資料的統計量、右上角矩陣內的數值為女性參與者資料的統計量。 

* p <.05；** p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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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假設模型的分析結果 

本研究依序針對各個假設模型的整體適配度與局部路徑係數進行介紹。 

壹、早期安全依附經驗與孝道倫理對成年子女孝道焦慮的不同效果 

為了充分檢證 Cicirelli(1998)的觀點，主張與父母之間的依附關係會是成年

子女經驗到孝道焦慮的主要原因，本研究先是以早期與父母的安全依附經驗作為

前置變項，評估其對於成年子女孝道情感焦慮、孝道能力焦慮的作用效果(模型

1-A)。接著，為了進一步說明對華人成年子女來說，孝道倫理會有著與 Cicirelli

所主張之依附理論觀點不同的作用效果，本研究同時納入相互性與權威性孝道信

念作為額外的兩項前置變項，同步探討三者對於孝道情感焦慮、孝道能力焦慮的

作用效果(模型 1-B)。 

表 4 摘要了模型 1-A 與模型 1-B 的整體適配度表現，而各項適配度的結果均

指出本研究樣本資料與假設模型之間具有可以接受的整體適配度表現；此外，各

個觀察指標與其對應的潛在因素之間的負荷量均達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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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結構方程模型 1-A 與 1-B 的整體適配度指標摘要表 

  N χ2 df χ2/df CFI TLI RMSEA SRMR 潛在因素負荷量 

模型 1-A                   

父親版 
         

男性參與者資料 170 107.648 78 1.380 .965 .948 .047 .034 [.670, .930] 

女性參與者資料 289 112.369 78 1.441 .973 .960 .039 .034 [.641, .942] 

母親版 
         

男性參與者資料 195 137.858 78 1.767 .941 .911 .063 .034 [.637, .917] 

女性參與者資料 318 159.011 78 2.039 .940 .910 .057 .045 [.540, .923] 

模型 1-B 
         

父親版 
         

男性參與者資料 170 262.481 170 1.544 .946 .923 .057 .042 [.663, .930] 

女性參與者資料 289 300.596 170 1.768 .948 .927 .052 .040 [.634, .939] 

母親版 
         

男性參與者資料 195 287.299 170 1.690 .934 .907 .060 .044 [.651, .917] 

女性參與者資料 318 310.022 170 1.824 .947 .926 .051 .045 [.545, .924] 

註：潛在因素負荷量括號內的兩個數值由左而右依序為最低值與最高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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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與圖 9分別為父親版與母親版資料進行模型 1-A的結構方程模型分析得

到主要變項之間路徑效果的示意圖。結果指出，不論互動對象為父親或是母親，

本研究參與者早期與父母親之間的安全依附互動經驗對於孝道情感焦慮均有顯

著的正向作用效果(父子：γ = .213, p < .05；父女：γ = .228, p < .01；母子：γ = .185, 

p < .05；母女：γ = .430, p < .001)，而對於孝道能力焦慮則均有顯著的負向作用

效果(父子：γ = -.408, p < .001；父女：γ = -.348, p < .001；母子：γ = -.367, p < .001；

母女：γ = -.184,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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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父親版資料進行模型 1-A 的路徑效果 

(斜線前、後數值分別為男性、女性參與者資料得到的結果) 

 

 

 

圖 9 母親版資料進行模型 1-A 的路徑效果 

(斜線前、後數值分別為男性、女性參與者資料得到的結果) 

 

接著，圖 10 與圖 11 則是將參與者對父親、母親的雙元孝道信念納入，進行

模型 1-B 的結構方程模型分析所得到主要變項之間路徑效果的示意圖。結果指

出，對於成年子女的孝道情感焦慮來說，不論互動對象為父親或是母親，相互性

孝道信念均有顯著的正向作用效果(父子：γ = .485, p < .001；父女：γ = .462, p 

< .001；母子：γ = .540, p < .001；母女：γ = .324, p < .001)；但是早期與父母之間

安全依附經驗的作用效果只有在母女資料中仍有顯著的正向效果(γ = .185, p 

< .001)，其餘三種親子對偶關係中則沒有顯著的效果；至於權威性孝道信念則都

沒有顯著的作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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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父親版資料進行模型 1-B 的路徑效果 

(斜線前、後數值分別為男性、女性參與者資料得到的結果) 

 

 

 

圖 11 母親版資料進行模型 1-B 的路徑效果 

(斜線前、後數值分別為男性、女性參與者資料得到的結果) 

 

而對於成年子女的孝道能力焦慮來說，與父母的早期安全依附經驗在父子、

父女，以及母子資料中仍具有顯著的負向作用效果(依序：γ = -.328, p < .001；γ = 

-.322, p < .001；γ = -.310, p < .01)，但是在母女資料中的效果卻未達顯著水準；而

相互性孝道信念則只有在父子、母子資料中具有顯著的負向效果(依序：γ = -.303, 

p < .05；γ = -.197, p < .05)，在父女、母女資料中的效果卻未達顯著水準；至於權

威性孝道信念則依舊都沒有顯著的作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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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接受父母社會支持與孝道倫理對成年子女孝道焦慮的不同效果 

同樣是為了檢證 Cicirelli(1998)的觀點，本研究再來以接受父母社會支持資

源的程度為前置變項，評估其對於成年子女孝道情感焦慮、孝道能力焦慮的作用

效果(模型 2-A)。接著，納入相互性與權威性孝道信念作為額外的兩項前置變項，

再次驗證孝道倫理有著不同於 Cicirelli 所主張之依附理論觀點(將父母視為提供

自己生活適應資源的重要依附對象)的作用效果(模型 2-B)。 

表 5 摘要了模型 2-A 與模型 2-B 的整體適配度表現，各項適配度的結果再次

指出樣本與假設模型之間有著可以接受的整體適配度表現，而且各個觀察指標與

其對應的潛在因素之間的負荷量均達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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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結構方程模型 2-A 與 2-B 的整體適配度指標摘要表 

  N χ2 df χ2/df CFI TLI RMSEA SRMR 潛在因素負荷量 

模型 2-A                   

父親版 
         

男性參與者資料 169 178.613 95 1.880 .930 .901 .072 .041 [.675, .950] 

女性參與者資料 292 119.879 95 1.262 .987 .981 .030 .029 [.659, .958] 

母親版 
         

男性參與者資料 194 173.578 95 1.827 .938 .912 .065 .036 [.746, .945] 

女性參與者資料 317 181.663 95 1.912 .956 .938 .054 .040 [.654, .949] 

模型 2-B 
         

父親版 
         

男性參與者資料 169 332.862 193 1.725 .932 .907 .065 .046 [.663, .946] 

女性參與者資料 292 307.224 193 1.592 .964 .950 .045 .037 [.649, .955] 

母親版 
         

男性參與者資料 194 319.390 193 1.655 .938 .916 .058 .043 [.727, .944] 

女性參與者資料 317 343.746 193 1.781 .954 .937 .050 .042 [.641, .949] 

註：潛在因素負荷量括號內的兩個數值由左而右依序為最低值與最高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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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與圖 13分別為父親版與母親版資料進行模型 2-A的結構方程模型分析

得到主要變項之間路徑效果的示意圖。假設模型分析的結果指出，不論互動對象

為父親或是母親，本研究參與者接受父母親提供情感性、實質性、資訊性，以及

社會整合性的社會支持資源程度，對於孝道情感焦慮均有顯著的正向作用效果

(父子：γ = .290, p < .001；父女：γ = .244, p < .001；母子：γ = .288, p < .001；母

女：γ = .436, p < .001)，而對於孝道能力焦慮則均有顯著的負向作用效果(父子：

γ = -.348, p < .001；父女：γ = -.268, p < .001；母子：γ = -.201, p < .01；母女：γ = 

-.155, p < .05)。 

 

 

圖 12 父親版資料進行模型 2-A 的路徑效果 

(斜線前、後數值分別為男性、女性參與者資料得到的結果) 

 

 

 

圖 13 母親版資料進行模型 2-B 的路徑效果 

(斜線前、後數值分別為男性、女性參與者資料得到的結果) 

 

接著，圖 14 與圖 15 則是將參與者對父親、母親的雙元孝道信念納入，進行

模型 2-B 的結構方程模型分析所得到主要變項之間路徑效果的示意圖。結果指

出，對於成年子女的孝道情感焦慮來說，不論互動對象為父親或是母親，相互性

孝道信念均有顯著的正向作用效果(父子：γ = .474, p < .001；父女：γ = .453, p 



 40 

< .001；母子：γ = .469, p < .001；母女：γ = .329, p < .001)；但是接受父母社會支

持資源的作用效果只有在母女資料中仍有顯著的正向效果(γ = .211, p < .01)，其

餘三種親子對偶關係中則沒有顯著的效果；至於權威性孝道信念則都沒有顯著的

作用效果。 

 

 

圖 14 父親版資料進行模型 2-B 的路徑效果 

(斜線前、後數值分別為男性、女性參與者資料得到的結果) 

 

 

 

圖 15 母親版資料進行模型 2-B 的路徑效果 

(斜線前、後數值分別為男性、女性參與者資料得到的結果) 

 

而對於成年子女的孝道能力焦慮來說，接受父母社會支持資源的程度在父子

與父女資料中仍具有顯著的負向作用效果(依序：γ = -.251, p < .05；γ = -.209,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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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但是在母子、母女資料中的效果卻未達顯著水準；而相互性孝道信念則

只有在父子、母子資料中具有顯著的負向效果(依序：γ = -.224, p < .05；γ = -.314, 

p < .01)，在父女、母女資料中的效果卻未達顯著水準；至於權威性孝道信念則

依舊都沒有顯著的作用效果。 

參、孝道倫理、對父母感激之情，對成年子女孝道焦慮的中介歷程 

接著進一步探討雙元孝道信念透過不同中介變項進而影響成年子女孝道焦

慮的中介歷程模型，本研究先探討對父母親的感激之情作為中介變項的間接效果 

(模型 3)。表 6 摘要了模型 3 的整體適配度表現，各項適配度的結果再次指出樣

本與假設模型之間有著可以接受的整體適配度表現，而且各個觀察指標與其對應

的潛在因素之間的負荷量均達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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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結構方程模型 3 的整體適配度指標摘要表 

  N χ2 df χ2/df CFI TLI RMSEA SRMR 潛在因素負荷量 

模型 3                   

父親版 
         

男性參與者資料 170 247.929 170 1.458 .962 .947 .052 .039 [.657, .968] 

女性參與者資料 292 277.670 170 1.633 .964 .949 .047 .036 [.644, .939] 

母親版 
         

男性參與者資料 198 272.229 170 1.601 .953 .933 .055 .041 [.707, .937] 

女性參與者資料 317 302.450 170 1.779 .958 .941 .050 .043 [.638, .931] 

註：潛在因素負荷量括號內的兩個數值由左而右依序為最低值與最高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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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與圖 17分別為父親版與母親版資料進行模型 3的結構方程模型分析得

到主要變項之間中介歷程間接效果的示意圖。透過模型設定，本研究額外估計相

互性與權威性孝道信念對於成年子女孝道情感、能力焦慮的總效果，結果發現不

論父親或是母親，相互性孝道信念對孝道情感焦慮具有達顯著水準的正向總效果

(父子：estimate = .459, p < .001；父女：estimate = .473, p < .001；母子：estimate 

= .460, p < .001；母女：estimate = .415, p < .001)；對孝道能力焦慮的負向總效果

只有在父子(estimate = -.333, p < .001)、父女(estimate = -.171, p < .05)，以及母子

資料中達到顯著水準(estimate = -.362, p < .001)。至於權威性孝道信念對孝道情感

與能力焦慮的總效果均未達顯著水準。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有些模型中前置變項

(例如模型 3中的權威性孝道信念)對結果變項(例如模型 3中的孝道情感焦慮與孝

道能力焦慮)之間的總效果並未達到顯著的水準，但是本研究主張在其間的中介

歷程仍有可能成立。這是因為目前有許多學者(e.g., Mackinnon, Krull, & 

Lockwood, 2000; Zhao, Lynch, & Chen, 2010)皆主張前置變項對效標變項的單純

作用效果顯著，並非是檢證中介歷程間接效果的必要條件。此外，各項中介歷程

假設模型中的中介變項與前置變項、結果變項之間的兩兩相關程度，大抵上也都

符合本研究的假設。 

 

 

圖 16 父親版資料進行模型 3 的路徑效果 

(斜線前、後數值分別為男性、女性參與者資料得到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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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母親版資料進行模型 3 的路徑效果 

(斜線前、後數值分別為男性、女性參與者資料得到的結果) 

 

接著報告模型 3 中局部路徑的效果：不論互動對象為父親或母親，本研究成

年參與者的相互性孝道信念作用於對父母親感激之情的路徑效果均為正向且達

顯著水準(父子：γ = .665, p < .001；父女：γ = .670, p < .001；母子：γ = .781, p 

< .001；母女：γ = .672, p < .001)；權威性孝道信念作用於對父母親感激之情的路

徑效果則只有在父子與母女的資料中為正向且顯著(父子：γ = .226, p < .05；母

女：γ = .137, p < .05)。對父母親的感激之情進而作用於對父母親的孝道情感焦慮

只有在女性參與者資料中為正向且顯著(父女：β = .351, p < .001；母女：β = .346, 

p < .001)，在男性參與者資料中均未達顯著水準；對父母親的感激之情進而作用

於孝道能力焦慮的路徑效果卻只有在父親版問卷資料中為負向且顯著(父子：β = 

-.354, p < .01；父女：β = -.264, p < .01)，但在母親版問卷資料中該路徑效果並未

達顯著水準。 

在納入對父母親感激之情作為中介變項後，相互性孝道信念對孝道情感焦慮

的直接路徑效果仍在父子(γ = .497, p < .001)、父女(γ = .238, p < .05)，以及母子資

料中為正向且顯著(γ = .490, p < .001)，在母女資料中未達顯著水準；而對孝道能

力焦慮的直接路徑效果則只有在母子資料中為負向且顯著(γ = -.277, p < .01)，在

父子、父女，以及母女資料中均未達顯著水準。權威性孝道信念對兩種孝道焦慮

的直接路徑效果都沒有達顯著水準。 

本研究以拔靴法進行模型 3 的中介路徑間接效果分析，結果指出相互性孝道

信念透過對父母感激之情進而影響孝道情感焦慮的中介路徑間接效果在父女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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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estimate = .235, SE = 0.074, p < .01, 95%CI = [.081, .372])與母女資料中為正向

且達顯著水準(estimate = .232, SE = 0.076, p < .01, 95%CI = [.091, .391])，但在父

子、母子資料中均未達顯著水準；此外，進而影響孝道能力焦慮的中介路徑間接

效果在父子資料(estimate = -.235, SE = 0.114, p < .05, 95%CI = [-.493, -.039])與父

女資料中為負向且達顯著水準(estimate = -.117, SE = 0.074, p < .05, 95%CI = 

[-.353, -.056])，但在母子、母女資料中均未達顯著水準。 

權威性孝道信念透過對父母感激之情進而影響孝道情感焦慮的中介路徑間

接效果在母女資料中為正向且達邊緣顯著水準(estimate = .047, SE = 0.026, p 

< .07)而拔靴法得到的結果達顯著水準(95%CI = [.009, .116])，但在父子、父女、

母子資料中均未達顯著水準；此外，進而影響孝道能力焦慮的中介路徑間接效果

在父子資料中為負向且達邊緣顯著(estimate = -.080, SE = 0.043, p < .07)，而拔靴

法得到的結果達顯著水準(95%CI = [-.193, -.017])，但在父女、母子、母女資料中

均未達顯著水準。 

肆、孝道倫理、對父母順從，對成年子女孝道焦慮的中介歷程 

再來探討雙元孝道信念透過對父母親的承諾性順從與情境性順從，進而作用

於孝道情感焦慮與孝道能力焦慮的中介路徑間接效果(模型 4)。表 7 摘要了模型

4 的整體適配度表現，各項適配度的結果均在可以接受的範圍內，而且各個觀察

指標與其對應的潛在因素之間的負荷量均達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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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結構方程模型 4 的整體適配度指標摘要表 

  N χ2 df χ2/df CFI TLI RMSEA SRMR 潛在因素負荷量 

模型 3                   

父親版 
         

男性參與者資料 169 394.703 228 1.731 .926 .902 .066 .042 [.661, .924] 

女性參與者資料 290 382.379 228 1.677 .952 .934 .048 .042 [.641, .917] 

母親版 
         

男性參與者資料 196 356.116 228 1.562 .942 .920 .054 .050 [.683, .921] 

女性參與者資料 316 375.178 228 1.646 .955 .938 .045 .046 [.634, .896] 

註：潛在因素負荷量括號內的兩個數值由左而右依序為最低值與最高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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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與圖 19分別為父親版與母親版資料進行模型 4的結構方程模型分析得

到主要變項之間中介歷程間接效果的示意圖。本研究同樣也估計相互性與權威性

孝道信念對於成年子女孝道情感、能力焦慮的總效果，結果發現不論父親或是母

親，相互性孝道信念對孝道情感焦慮具有達顯著水準的正向總效果(父子：

estimate = .459, p < .001；父女：estimate = .475, p < .001；母子：estimate = .462, p 

< .001；母女：estimate = .418, p < .001)；對孝道能力焦慮的負向總效果只有在父

子(estimate = -.330, p < .001)、父女(estimate = -.177, p < .05)，以及母子資料中達

到顯著水準(estimate = -.362, p < .001)。至於權威性孝道信念對孝道情感與能力焦

慮的總效果均未達顯著水準。但是，同樣參考 Mackinnon 等人(2000)與 Zhao 等

人(2010)的建議，本研究仍舊進行模型 4 中各項中介路徑間接效果的假設驗證。 

 

 

圖 18 父親版資料進行模型 4 的路徑效果 

(斜線前、後數值分別為男性、女性參與者資料得到的結果) 

 

 



 48 

 

圖 19 母親版資料進行模型 4 的路徑效果 

(斜線前、後數值分別為男性、女性參與者資料得到的結果) 

 

根據模型 4 的分析結果，本研究成年參與者的相互性孝道信念對承諾性順從

的正向路徑效果在父子(γ = .336, p < .001)、父女(γ = .534, p < .001)、母子(γ = .449, 

p < .001)，以及母女資料中都達到顯著的水準(γ = .450, p < .001)；而權威性孝道

信念對承諾性順從的正向路徑效果在父子(γ = .626, p < .001)、父女(γ = .407, p 

< .001)、母子(γ = .433, p < .001)，以及母女資料中也都有達到顯著的水準(γ = .466, 

p < .001)。 

承諾性順從對孝道情感焦慮的路徑效果在父女資料中為正向且達顯著水準

(β = .287, p < .01)，但在母子、父子，以及母女資料中路徑效果未達顯著水準；

對孝道能力焦慮的路徑效果卻只有在父子與母子資料中為負向且達顯著水準(依

序：β = -.303, p < .01；β = -.391, p < .001)，在父女、母女資料中並未達顯著水準。 

在納入承諾性順從與情境性順從作為中介變項後，相互性孝道信念對孝道情

感焦慮的直接路徑效果仍為正向且顯著(父子：γ = .499, p < .001；父女：γ = .345, 

p < .01；母子：γ = .667, p < .001；母女：γ = .402, p < .001)；對孝道能力焦慮的

直接路徑效果只有在父子資料中為負向且達顯著水準(γ = -.189, p < .05)，其餘三

種親子關係資料中軍未達顯著水準。 

中介路徑間接效果的分析結果指出，權威性孝道信念透過承諾性順從進而作

用於孝道情感焦慮的中介路徑只有在父女資料中為正向且達邊緣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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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imate = .117, SE = 0.063, p < .07)，而拔靴法得到的結果達顯著水準(95%CI = 

[.002, .249])。相互性孝道信念透過承諾性順從進而作用於孝道能力焦慮的中介路

徑在母子資料中為負向且達顯著水準(estimate = -.176, SE = 0.082, p < .05, 95%CI 

= [-.360, -.039])，在父子資料中為負向且達邊緣顯著水準(estimate = -.102, SE = 

0.057, p < .08)，而拔靴法得到的結果達顯著水準(95%CI = [-.234, -.002])，至於在

父女與母女資料中均未達顯著水準。權威性孝道信念透過承諾性順從進而作用於

孝道能力焦慮的中介路徑，同樣是在母子資料中為負向且達顯著水準(estimate = 

-.169, SE = 0.076, p < .05, 95%CI = [-.351, -.052])，在父子資料中為負向且達邊緣

顯著水準(estimate = -.190, SE = 0.112, p < .09)，而拔靴法得到的結果達顯著水準

(95%CI = [-.445, -.001])，至於在父女與母女資料中均未達顯著水準。 

結果也顯示，相互性孝道信念對情境性順從的負向路徑效果卻只有在母子(γ 

= -.295, p < .01)、母女資料中達到顯著水準(γ = -.189, p < .01)，在父子與父女資料

中未達顯著水準；權威性孝道信念對情境性順從的正向路徑效果則是在父子(γ 

= .402, p < .001)、父女(γ = .341, p < .001)、母子(γ = .543, p < .001)，以及母女資料

中也都有達到顯著的水準(γ = .400, p < .001)。 

情境性順從對孝道情感焦慮的路徑效果在父子(β = .363, p < .001)、父女(β 

= .187, p < .05)，以及母子資料中為正向且達顯著水準(β = .258, p < .01)，但是在

母女資料中未達顯著水準；對孝道能力焦慮的路徑效果則是在父子(β = .375, p 

< .001)、父女(β = .396, p < .001)、母子(β = .335, p < .001)，以及母女資料中均為

正向且達顯著水準(β = .487, p < .001)。 

在納入承諾性順從與情境性順從作為中介變項後，權威性孝道信念對孝道情

感焦慮的直接路徑效果只有在父女資料中為負向且顯著(γ = -.266, p < .01)，在其

餘三種親子關係資料中未達顯著水準；對孝道能力焦慮的直接路徑效果只有在母

女資料中為負向且達顯著水準(γ = -.303, p < .01)，其餘三種親子關係資料中軍未

達顯著水準。 

中介路徑間接效果的分析結果指出，權威性孝道信念透過情境性順從進而作

用於孝道情感焦慮的中介路徑在父子資料中為正向且達顯著水準(estimate = .146, 

SE = 0.071, p < .05, 95%CI = [.047, .324])，在父女、母子資料中都為正向且達邊

緣顯著水準(依序：estimate = .064, SE = 0.037, p < .09；estimate = .140, SE = 0.077, 

p < .07)，而拔靴法得到的結果達顯著水準(依序：95%CI = [.009, .157]；95%C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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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 .318])。 

相互性孝道信念透過情境性順從進而作用於孝道能力焦慮的中介路徑在母

子(estimate = -.099, SE = 0.041, p < .05, 95%CI = [-.201, -.034])、母女資料中為負

向且達顯著水準(estimate = -.092, SE = 0.040, p < .05, 95%CI = [-.182, -.023])，在

父子、父女資料中均未達顯著水準。權威性孝道信念透過情境性順從進而作用於

孝道能力焦慮的中介路徑，在父子(estimate = .150, SE = 0.057, p < .01, 95%CI = 

[.059, .278])、父女(estimate = .135, SE = 0.049, p < .01, 95%CI = [.054, .248])、母子

(estimate = .182, SE = 0.067, p < .01, 95%CI = [.069, .336])，以及母女資料中均為正

向且達顯著水準(estimate = .195, SE = 0.053, p < .001, 95%CI = [.105, .313])。 

伍、孝道倫理、關係自主能力，對成年子女孝道焦慮的中介歷程 

本研究最後探討雙元孝道信念透過成年子女在與父母互動時維繫代間關係

融洽的關係自主能力，進而影響孝道情感焦慮與孝道能力焦慮的中介歷程模型 

(模型 5)。表 8 摘要了模型 5 的整體適配度表現，各項適配度的結果同樣指出樣

本與假設模型之間有著可以接受的整體適配度表現，而且各個觀察指標與其對應

的潛在因素之間的負荷量均達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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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結構方程模型 5 的整體適配度指標摘要表 

  N χ2 df χ2/df CFI TLI RMSEA SRMR 潛在因素負荷量 

模型 5                   

父親版 
         

男性參與者資料 170 267.725 170 1.575 .946 .924 .058 .042 [.669, .938] 

女性參與者資料 291 256.916 170 1.511 .969 .956 .042 .033 [.637, .943] 

母親版 
         

男性參與者資料 195 276.769 170 1.628 .945 .923 .057 .042 [.730, .918] 

女性參與者資料 318 321.942 170 1.894 .951 .930 .053 .042 [.631, .937] 

註：潛在因素負荷量括號內的兩個數值由左而右依序為最低值與最高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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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與圖 21分別為父親版與母親版資料進行模型 5的結構方程模型分析得

到的中介歷程路徑效果。針對總效果的部分，相互性與權威性孝道信念對於成年

子女孝道情感、能力焦慮的總效果，結果發現不論父親或是母親，相互性孝道信

念對孝道情感焦慮具有達顯著水準的正向總效果(父子：estimate = .449, p 

< .001；父女：estimate = .476, p < .001；母子：estimate = .452, p < .001；母女：

estimate = .419, p < .001)；對孝道能力焦慮的負向總效果只有在父子(estimate = 

-.323, p < .001)、父女(estimate = -.171, p < .05)，以及母子資料中達到顯著水準

(estimate = -.357, p < .001)。至於權威性孝道信念對孝道情感與能力焦慮的總效果

均未達顯著水準。 

 

 

圖 20 父親版資料進行模型 5 的路徑效果 

(斜線前、後數值分別為男性、女性參與者資料得到的結果) 

 

 

圖 21 母親版資料進行模型 5 的路徑效果 

(斜線前、後數值分別為男性、女性參與者資料得到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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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報告模型 5 中局部路徑的效果：本研究成年參與者的相互性孝道信念作

用於對與父母互動時的關係自主能力的路徑效果均為正向且達顯著水準(父子：γ 

= .464, p < .001；父女：γ = .569, p < .001；母子：γ = .633, p < .001；母女：γ = .544, 

p < .001)；權威性孝道信念作用於與父母互動時的關係自主能力也都有正向且達

顯著水準的路徑效果(父子：γ = .324, p < .001；父女：γ = .303, p < .001；母子：γ 

= .227, p < .01；母女：γ = .359, p < .001)。與父母互動時的關係自主能力進而作

用於對父母親的孝道情感焦慮只有在女性參與者資料中為正向且顯著(父女：β 

= .285, p < .01；母女：β = .321, p < .01)，在男性參與者資料中均未達顯著水準；

與父母互動時的關係自主能力進而作用於孝道能力焦慮的路徑效果在父子(β = 

-.203, p < .05)、父女(β = -.223, p < .05)，以及母子資料中為負向且顯著(β = -.329, p 

< .05)，但在母女資料中該路徑效果並未達顯著水準。 

在納入與父母互動時的關係自主能力作為中介變項後，相互性孝道信念對孝

道情感焦慮的直接路徑效果仍在父子(γ = .397, p < .001)、父女(γ = .311, p < .01)、

母子(γ = .446, p < .001)，以及母女資料中為正向且顯著(γ = .244, p < .01)；而對孝

道能力焦慮的直接路徑效果則只有在父子資料中為負向且顯著(γ = -.233, p 

< .05)，在父女、母子，以及母女資料中均未達顯著水準。權威性孝道信念對孝

道情感焦慮的直接路徑效果在四種親子關係資料中都沒有達顯著水準；對孝道能

力焦慮的直接路徑效果在母子資料中為正向且達顯著水準(γ = .230, p < .05)，在

父子、父女，以及母女資料中均未達顯著水準。 

本研究以拔靴法進行模型 5 的中介路徑間接效果分析，結果指出相互性孝道

信念透過與父母互動時的關係自主能力進而影響孝道能力焦慮的中介路徑間接

效果在母子資料中為負向且達顯著水準(estimate = -.208, SE = 0.102, p < .05, 

95%CI = [-.430, -.030])，在父女資料中為負向且達邊緣顯著水準(estimate = -.127, 

SE = 0.070, p < .07)而在拔靴法得到的結果達顯著水準(95%CI = [-.270, -.001])，在

父子、母女資料中均未達顯著水準。權威性孝道信念透過與父母互動時的關係自

主能力進而影響孝道能力焦慮的中介路徑間接效果在母子資料中為負向且達邊

緣顯著水準(estimate = -.075, SE = 0.038, p < .07)而在拔靴法得到的結果達顯著水

準(95%CI = [-.215, -.011])，在其餘三種親子關係資料中均未達顯著水準。 

相互性孝道信念透過與父母互動時的關係自主能力進而影響孝道情感焦慮

的中介路徑間接效果在父女資料(estimate = .162, SE = 0.066, p < .05, 95%C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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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5, .293])與母女資料中為正向且達顯著水準(estimate = .175, SE = 0.062, p 

< .01, 95%CI = [.060, .308])，但在父子、母子資料中均未達顯著水準。權威性孝

道信念透過與父母互動時的關係自主能力進而影響孝道情感焦慮的中介路徑間

接效果，也是只有在父女資料(estimate = .086, SE = 0.042, p < .05, 95%CI = 

[.018, .195])與母女資料中為正向且達顯著水準(estimate = .115, SE = 0.045, p 

< .01, 95%CI = [.036, .212])，但在父子、母子資料中均未達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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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透過量表預試與正式研究，經由結構方程模式分析，逐項檢證

Cicirelli(1988)依據依附理論提出的孝道焦慮概念、比較孝道倫理與依附運作系統

對孝道焦慮的不同作用效果，最後以成年子女對父母親的感激之情、追隨順從，

以及關係自主能力作為中介變項，探討從雙元孝道信念到孝道情感焦慮與孝道能

力焦慮的細緻運作歷程。多數的研究假設獲得了支持，雖然也有不少意料之外的

發現，但是這些發現都可以作為往後研究繼續深入探究的基礎。底下將針對本研

究得到的結果進行更深入的結果討論，並且提出未來研究方向的建議。 

第一節 檢驗依附理論觀點與孝道焦慮的關聯性 

子女從過去受到父母生養撫育的被照顧者角色，轉變成為維持促進父母老年

生活品質的照顧者角色，Blenkner(1965)將這樣的轉變歷程稱為孝道成熟(filial 

maturity)。一方面，成年子女必須接受父母隨著身心健康日漸衰退而無法繼續扮

演養育自己的照顧者角色，另一方面則是必須開始重新評估與父母的代間角色關

係，肩負起維持、提升父母老年生活福祉的照顧者角色。Cicirelli(1988)將成年子

女在面對這些種種轉變所經歷到緊張與不安的心理狀態界定為孝道焦慮(filial 

anxiety)，並且區分出兩種反映不同構面內涵的因素。其中孝道能力焦慮會與成

年子女是否具有因應照顧任務的資源有關，像是較低的教育水準與職業階級，並

且也與成年子女知覺缺乏控制感有關，同時也與照顧任務的困難度有關，像是父

母親罹患疾病的嚴重程度、父母因應自身疾病的不良表現，以及父母因老化而產

生的負面情緒表現有關，並且指出孝道情感焦慮皆與上述指標沒有顯著的關聯

性。相對地，孝道情感焦慮則被發現與父母衰老的症狀數量與行動自理能力有

關，同時也與親子之間的依附關係品質有關，當子女自陳父母是自己親密且可靠

的依附對象時，尤其會經驗到強烈的孝道情感焦慮，並且指出孝道能力焦慮與這

些指標沒有顯著的關聯性。 

然而，這些 Cicirelli(1988)這些早期的研究發現只能說明成年子女的孝道焦慮

感受會和孝親任務的特徵有關，例如困難度(hardship)與因應資源(resources)等(e.g., 

Murray et al., 1996; Murray et al., 1995)，對於成年子女是基於什麼樣的心理狀態想

要肩負照顧父母老年生活福祉進而經驗到這些孝道焦慮感受的心理歷程？

Cicirelli (1988, 1993)只有在文章中援引依附行理論作為論述的基礎，強調成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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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是基於想確信父母作為自己的依附對象可以持續扮演自己的安全堡壘與避風

港、保障自己在遇到生活環境中各種威脅、失落，以及擔憂時可以向父母尋求所

需的安全依附資源，因此基於成年子女知覺到的代間依附關係品質，會讓成年子

女在情感上經驗到不捨的孝道情感焦慮，但同時也會因此擔憂自己的生活會因為

照顧老年父母受到危害而經驗到孝道能力焦慮。即便卓馨怡與利翠珊(2009)曾經

以親子關係滿意度、照顧責任作為前置變項，林茜雯(2017)也曾以雙元孝道信念、

代間照顧者認同作為前置變項，探討個體的心理狀態對孝道情感焦慮、孝道能力

焦慮的影響，但是這些華人學者進行的實徵研究仍無法直接檢證 Cicirelli(1988, 

1993)所主張成年子女知覺到的代間依附關係品質與兩種孝道焦慮感受之間的關

聯性。 

為了填補這項缺口，本研究採用成年子女自評與父母親早期互動的安全依附

經驗，以及接受父母親提供社會支持資源的程度，評估在成年子女心中父母作為

自己生活中獲得安全依附資源來源的強度，根據模型 1-A 與模型 1-B 進行結構方

程模型分析所得到的結果，結果指出早期與父母親的安全依附互動經驗、接受父

母社會支持資源的程度皆與孝道情感焦慮有正向的顯著關聯性。這項結果大抵上

符合 Cicirelli(1988)的觀點，子女是將父母視為重要的依附對象，或是主要獲得生

活適應資源的來源，因此在意識到父母日漸衰老而可能會與父母永久分離時，感

到孝道情感焦慮的經驗。換言之，代間關係品質會與成年子女面對父母日益衰老

時經驗到不捨的情感焦慮感受有關。值得一提的是，即便卓馨怡與利翠珊(2008)

的研究結果便已經指出親子代間關係滿意度會與孝道情感焦慮有關；但是，相較

於關係滿意度是一個較為抽象的概念，本研究更加具體地聚焦在代間的依附關係

品質，一方面驗證了 Cicirelli(1988)的觀點，另一方面也說明 Bowlby(1979, 1982)

主張依附行為系統是全人生命歷程的觀點，同樣適用於成年子女與老年父母「照

顧者與被照顧者」的關係互動。 

至於孝道能力焦慮，模型 1-A 與模型 1-B 的結果也指出早期與父母親的安全

依附互動經驗、接受父母社會支持資源的程度皆與孝道能力焦慮有負向且顯著的

關聯性。根據孝道能力焦慮的內涵，強調的是成年子女擔心自己的生活會因為照

顧父母老年生活而被拖累，就以代間照顧任務的角度來看，這種孝道焦慮感受可

被視為一項負向指標。一方面這類針對自己擔任代間照顧者角色缺乏效能感的擔

憂可能會降低成年子女積極保障父母老年生活福祉的意願，像是林茜雯(2017)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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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間照顧者角色認同與孝道能力焦慮之間有著負向且顯著的關聯性。另一方

面，這類的擔憂焦慮感受也可能確實反映出成年子女實際的狀況，也就是成年子

女的生活品質因為照顧老年父母而產生負面的影響，可能反映在成年子女的生活

滿意度、身心適應等指標。而本研究的發現就如同說明成年子女與老年父母之間

的代間關係品質可以緩減成年子女這種孝道能力焦慮的感受，也就是降低成年子

女在面對孝親任務時的負面適應表現。這樣的詮釋也與卓馨怡、利翠珊(2008)的

發現相互呼應，他們同樣指出成年子女知覺到的代間親子關係滿意度會與孝道能

力焦慮有著顯著的負向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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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依附理論與孝道倫理對孝道焦慮的不同作用效果 

由成年子女保障老年父母的生活福祉是跨文化皆然的家庭價值 (e.g., 

Chappell, 2016; Gans & Silverstein, 2006; Hamon & Whitney, 2003)，而成年子女在

面對孝親任務時所經驗到的焦慮感受也可能是普世都有的現象；只是，在重視孝

道倫理的華人家庭中，由成年子女作為老年父母的照顧者角色實有其特殊的文化

意涵。孝道被視為每個華人都應具備的美德，對華人成年子女來說，善待父母、

令父母生活無虞都是具有責任性、約束力的角色規範，甚至是用來檢視個人品德

良瓠與否的重要判準(Smith & Hung, 2012; 黃光國，2009)，孝道倫理也因此影響

著華人家庭生命週期的樣態。費孝通(2006)在比較東、西方的家庭文化型態後指

出，歐美社會的家庭生命週期是一種接力模式，主要關注由成年父母照顧撫育年

幼子女所組成的家庭型態，當個體步入老年世代後則會從家庭體系中漸漸退場，

而由成熟的新成年父母接替照顧撫育下一世代的責任。相對地，華人社會的家庭

生命週期是以一種反饋模式在世代間推展，中間世代的成年子女就如同連結上、

下世代的「鍊(chain)」一樣，在照顧撫育下一世代的同時，仍舊會贍養侍奉上一

世代的高齡父母，以保障他們老年生活福祉；而這種模式也確保華人個體，不論

是在兒少、還是老年等生命階段，都能夠受到來自家庭的照顧與支持。本研究認

為，華人成年子女由於長期浸淫在重視代間家庭關係的孝道文化價值中，因此在

面臨父母日益衰老而需要自己照顧時，很可能經驗到與 Cicirelli(1988)所主張「個

體會保障依附資源」而感到孝道焦慮有所不同的心理歷程。 

壹、相互性孝道信念與孝道情感焦慮 

根據本研究模型 1-B 與模型 2-B 的結果指出，對孝道情感焦慮來說，不論互

動對象為父親或是母親，在同時估計與父母早期安全依附互動經驗、接受父母親

社會支持資源程度的路徑效果後，成年子女內化認同相互性孝道信念的程度具有

顯著的路徑效果。這項發現足以說明 Cicirelli(1988)援引依附行為系統的理論觀

點所提出的論述，並非是成年子女經驗到「孝道焦慮」感受的唯一解釋。而且，

這樣的發現也與過往的研究結果相互符合，說明相互性孝道信念與成年子女和老

年父母的代間情感互動品質，有著相對權威性孝道的優勢效果。對華人成年子女

來說，著重親子之間自然真摯親密情感的相互性孝道，同樣也基於「親親」與「報」

的親子互動原則，敦促著成年子女在意識到父母日益衰老時感到不捨與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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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發現也衍生出一個有趣的問題：這種基於親子互惠關係而產生孝道情感

焦慮的心理歷程是否為普世皆有？抑或，這是屬於華人社會中呼應孝道家庭價值

特有的文化現象？若要有效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後續學者進行多個不同文化參與

者資料進行跨文化比較的實徵研究。不過，根據葉光輝(2018)的主張，相互性孝

道所強調的運作原則很有可能是具有跨文化普同性的；因此，也許在日後進行跨

文化比較研究時，研究者會發現對於西方文化社會中的成年子女來說，同樣會因

為想要回報父母早期養育照顧自己所付出的辛勞，而在看到父母健康逐漸衰退的

同時會經驗到孝道情感焦慮的不捨感受。事實上，確實有一些西方的學者在探討

孝道責任(filial responsibility)時，以親子代間投資與償還(repay)的觀點解釋成年

子女有照顧父母老年生活福祉的義務(Blieszner & Hamon, 1992; Nye, 1980; 

Seelbach, 1984)。雖然這些學者強調的是責任與義務，而非親子之間自然且真摯

的互惠情感，但這樣的論述已相當貼近相互性孝道所聚焦儒家倫理中「報」的親

子互動原則。期望後續能有機會進行跨文化比較的研究，更深入探討成年子女產

生「孝道情感焦慮」的心理歷程。 

貳、偏向「在乎個人福祉」而非「關注父母福祉」的孝道能力焦慮 

對於孝道能力焦慮，不同於本研究在圖 3 與圖 4 中提出的推論假設，認為相

互性孝道與權威性孝道皆有抑制孝道能力焦慮的適應性效果；經由實徵資料進行

模型 1-B 與模型 2-B 分析所得到的研究結果顯示，在同時估計與父母早期安全依

附互動經驗、接受父母親社會支持資源程度的路徑效果時，相互性孝道信念與權

威性孝道信念的路徑效果多數都未達到顯著的水準。換言之，從孝道倫理較難以

直接地解釋成年子女經驗「孝道能力焦慮」感受的心理運作歷程。仔細檢視孝道

能力焦慮的測量題目內涵後，本研究認為這可能是因為孝道能力焦慮聚焦在成年

子女擔心個人資源會因為孝親任務而被消耗有關。 

保障父母的老年生活福祉即是成年子女面臨的孝親任務，然而在這樣的任務

中個體對於個人資源與能力的評估，應包含兩個截然不同的面向：一方面是擔心

自己的個人資源會因為照顧父母而被消耗殆盡，也就是目前孝道能力焦慮測量題

目聚焦的陳述內涵(請參考表 9，例如第 2、3、4、5 題都是反映這一面向具有代

表性的題目)；另一方面，則是擔憂自己無法提供父母應享有的老年生活品質(請

見表 9，可以發現既有題項較未涉及反映這一個面向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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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Cicirelli(1988)孝道焦慮量表原文與卓馨怡、利翠珊(2009)翻譯對照表 

因素構面 
 

題項內容 個人福祉 父母福祉 

孝道能力焦慮 

Filial Anxiety A 

1 如果父母需要大量協助，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應付得來。   

  
I don't know how I'll be able to manage if my parent 

needs a great deal of help. 

  

2 我想協助我的父母，但又擔心會影響到自己的生活。 ○  

  
I want to help my parent but I worry about what will 

happen to my own life. 

  

3 我害怕父母所需要的協助超過我的能力。 ○  

  
I am afraid that my parent will need more help than I can 

give. 

  

4 如果我必須給我父母大量的協助，我擔心自己會崩潰。 ○  

  
I worry that I'll break down if l have to give my parent a 

great deal of care. 

  

5 我害怕協助我的父母會用盡我擁有的資源。 ○  

  
I'm afraid that helping my parent will take all my 

resources. 

  

6 我擔心總有一天我必須負起照顧父母的責任。 ○  

  
I worry that a time will come when I'll have to help my 

parent. 

  

7 如果我的父母要求協助，我不知道我會怎麼做。   

  I don't know what I'll do if my parent asks for help.   

孝道情感焦慮 

Filial Anxiety B 

8 離開年老的父母太遠或太久都會讓我不安心。   

  
I feel uneasy about being away from my parent for too 

long now that he/she is getting older. 

  

9 我擔心父母未來的狀況。  ○ 

  
I worry about what will happen to my parent in the 

future. 

  

10 
我覺得應該和父母保持密切聯繫，以確保他們一切安

好。 

 ○ 

  
I feel I should keep in close touch with my parent to be 

sure nothing is wrong. 

  

11 看到父母因年老而事事需要協助，會令我很難過。  ○ 

  
It would upset me to see my parent in need of anything in 

his/her old age. 

  

12 我常感到自己時時刻刻地掛念著父母。  ○ 

  
I always feel a nagging sense of concern about my 

parent. 

  

13 我無法面對父母久病在床的想法。  ○ 

  
I just can't face the tought of my parent being sick for a 

long time. 

  

 

有趣的是，孝道情感焦慮的題項卻剛好多是反映成年子女對於老年父母的擔

憂「不捨」，而非經驗到父母將要離開自己所感到的焦慮「不安」。這樣的落差突

顯出孝道焦慮概念在既有操作型定義(即既有量表)上的限制，更具體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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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cirelli(1988)僅著重在早期與父母建立安全依附情感連結之成年子女的孝道焦

慮經驗，然而對於未與父母建立安全依附情感連結的成年子女來說，他們在覺察

父母日益衰老時所經驗到的焦慮感受很可能是非常不同的。此外，也有許多研究

指出個體擔任家庭照顧者角色必須面對龐大的壓力，所經驗到的負面情緒不只是

對於被照顧者的心疼與不捨，同時也會被隨著不安與混亂的失功能焦慮反應(e.g., 

Plath, 2008; Carter & Chang, 2000; 謝美娥，2000，2001)。 

前述的這種偏頗讓孝道情感焦慮與孝道能力焦慮不只是存在著「情感」與「能

力」兩種成分上的差異，孝道情感焦慮還對應於「關懷父母福祉」的聚焦範疇，

而孝道能力焦慮則是對應於「在意個人福祉」的聚焦範疇。經由這些對於測量題

目深度的剖析，本研究認為，因為不論是基於相互性或是權威性的運作原則，孝

道倫理所著重的是成年子女應當滿足父母的期待，也就是「關懷父母福祉」的聚

焦範疇。因此，反映在能力相關的焦慮感受時，更多的焦慮感受應該會是朝向擔

心自己無法提供足夠的資源讓父母享有應得的老年生活品質，而不是擔心自己的

生活適應資源會因此而被耗損殆盡，所以在本研究模型 1-B 與模型 2-B 的分析結

果中都指出相互性與權威性孝道信念沒有顯著的影響效果。 

而也是基於這些剖析，本研究臆測著除了既有量表可以測量、反映的「關注

父母福祉」聚焦範疇的孝道情感焦慮，應該也會存在著另一種「關注自己福祉」

聚焦範疇的孝道情感焦慮，也就是在想到父母因日益衰老而終將離開自己的時

候，有些成年子女會在情感上經驗到混亂與不安的情感性焦慮感受。如果參考

Cicirelli(1988)援引依附理論解釋成年子女與老年父母之間的代間依附互動關

係，這種「關注自己福祉」聚焦範疇的孝道情感焦慮似乎可以對應於與老年父母

有著不安全依附關係的成年子女會有的焦慮情緒感受。更具體地說，依據早期

Ainsworth 等人(Ainsworth, Blehar, Waters, & Wall, 1978)在知名的陌生情境測驗

(strange situation test)中發現的個體差異，除了溫暖、回應、支持、滿足需求的安

全依附型(secure attachment)，親子之間也有可能發展出其他的依附互動品質，像

是緊繃、黏著、失去自我的焦慮／矛盾依附型(anxious-ambivalent attachment)，

或是冷漠、疏離、缺乏連結的逃避依附型(avoidant attachment)。本研究認為，焦

慮、逃避這兩種依附風格的個體在面臨父母日益衰老時，應該會有不同於安全依

附風格個體的焦慮情緒反應。首先，逃避依附型的個體因為會刻意規避逃離與依

附或威脅相關的刺激(Mikulincer & Shaver, 2007)，所以當意識到父母逐漸老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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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自己負起照顧責任時，比起不捨父母的年老色衰，會有更多抗拒、排斥自己

與父母之間「照顧者—被照顧者關係」所帶來的親近互動與親密感受。其次，焦

慮依附型的個體在意識到父母健康狀況逐漸下滑時，比起對父母衰老感到不捨，

反而會有更多擔心自己無法持續獲得父母保護與庇蔭的感受，而產生對於沒有父

母存在的世界感到害怕恐懼的情感性焦慮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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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從孝道倫理到孝道焦慮的中介路徑間接效果 

為了更進一步深入相互性與權威性兩種孝道信念作用於孝道焦慮感受的細

緻心理歷程，本研究根據文獻探討，依序以對父母親的感激之情、追隨順從(承

諾性順從與情境性順從)，以及與父母親互動的關係自主能力作為中介變項，分

別進行了模型 3、模型 4，以及模型 5 的中介路徑間接效果分析。 

壹、孝道倫理、對父母感激之情，對成年子女孝道焦慮的中介歷程 

模型 3 的結果顯示，不論是在父子、父女、母子，或是母女資料中，相互性

孝道信念對於對父母親感激之情的作用效果均為正向且顯著，這符合相互性孝道

信念的構念內涵，個體愈是認同子女應該要能體會父母照顧撫育自己的辛勞，並

且關懷愛護父母的生活福祉，愈是會在與父母親長期相處的過程中累積較多對於

父母親的感恩情感，並展現在感激的情緒經驗、頻率、具體表達，以及敏銳覺察。 

有趣的是，對父母親的權威性孝道信念作用於感激之情的正向路徑效果只有

在父子、母女資料中達顯著水準，而在父女、母子資料中卻未達顯著水準。換言

之，對於本研究的成年參與者來說，愈是持有較高程度的權威性孝道信念，愈會

對與自己相同性別的親代有著較多的感激之情。本研究臆測，這可能是與個體在

家庭生活中的性別角色認同有關。即便權威性孝道信念在本質上主要訴諸於親子

代間的權力階序結構，而較不涉及親子代間的情感互動；但是，根據葉光輝(2018)

的主張，權威性孝道信念是華人個體追求與社會規範契合，藉以滿足獲得群體認

同心理需求的一種親子代間互動法則，個體愈是認同權威性的孝道信念，愈是重

視自己在家庭關係中的角色分位，而過去 Yeh 與 Bedford(2003)研究也曾指出權

威性孝道與傳統性別角色價值觀有著高度的顯著關聯性，由這些觀點與發現可推

論出愈是認同權威性孝道而在乎自己需服膺社會角色規範的子代，愈會對家中與

自己相同性別的親代有著較深刻的覺察與體會，以及角色模仿與學習，因此在成

長的過程中也會更容易累積較多的感激情感。然而，這樣的臆測是否正確，權威

性孝道是否影響著個體在家庭生活中習得性別角色框架的歷程，而這樣的歷程又

是否會影響成年子女與老年父母之間的代間照顧關係品質，這些相關的問題仍是

懸疑未決，有待後續的研究可以持續深入探討。 

有些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對父母親的感激之情作用於孝道情感焦慮的正向路

徑效果只有在女性參與者資料(父女、母女資料)中達到顯著水準，而在男性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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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父子、母子資料)卻未具有達顯著水準的路徑效果。這項結果可能與男性與女

性的社會性別角色框架有關，更具體地說，在東西方的文獻(e.g., Brody & Hall, 

2008; Fischer & LaFrance, 2015; 江文慈，2018)均指出女性會比男性有較豐富的

情緒經驗以及頻率較多的情緒表達，而且可以觀察到不同種類的情緒感受之間也

有著性別的差異，像是男性較經常表述經驗到憤怒、厭惡、輕視、自豪、驕傲等

彰顯個人權威態勢的情緒感受，而女性則相對自陳較常經驗到愉悅、喜愛、尊敬、

感謝等有益促進人我關係融通的正向情緒感受。而在本研究的資料中，確實也顯

示出不論對象為父親或是母親，女性參與者對父母親的感激之情都顯著地高於男

性的參與者(請見表 3)。男性的參與者可能是受到社會性別角色框架的影響，在

覺察與揭露自己對於父母親感激之情的感受與表現顯得較為拘謹，因此弱化了自

己對於父母親的感激之情與孝道情感焦慮之間的關聯性。 

成年子女對父母親的感激之情作用於孝道能力焦慮的負向路徑效果只有在

父子、父女資料中達到顯著水準，但是在母子、母女資料中均未達顯著水準。本

研究猜測這可能與父親與母親的親職角色不同有關：多數研究(e.g., Shwalb, 

Nakazawa, Yamamoto, & Hyun, 2004; Xiao, 2001; 周玉慧、黃宗堅、謝雨生，2004；

許婷婷、林惠雅，2011；陳富美，2005)均指出，父親在華人家庭中往往扮演著

工具性、負擔家庭主要經濟開銷的角色，而母親則是情感性、維繫家人之間親密

連結的角色。這樣的印象可能也說明了成年子女與老年父母的代間互動本質會隨

著親代的性別而有所不同，與父親的互動可能較偏向於工具性，有著較多實質資

源的代間交換，而與母親的互動則是較偏向於情感性，更多是情感性支持資源的

代間交換。因此，若是細究成年子女感激父親、母親的具體內涵，有可能是對父

親過往支撐家中經濟的表現有較多的感激情緒，因此當父親日益衰老時，愈是對

父親抱持著感激之情的成年子女，愈是不吝於以己身的資源回報父親過去為家庭

付出的經濟資源；而在覺察到母親健康大不如前的時候，對母親的感激之情由於

多涉及母親過往維繫家人情感的付出，而非母親為家庭挹注的經濟資源，因此對

於對母親的孝道能力焦慮並未有著直接的作用效果。本研究觀察到的這項親代性

別差異，同樣需要往後更多相關研究以實徵資料進行重複驗證。 

貳、孝道倫理、對父母順從，對成年子女孝道焦慮的中介歷程 

模型 4 是以對父母親的承諾性順從與情境性順從作為中介變項，探討相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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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權威性孝道信念對孝道情感焦慮與孝道能力焦慮的中介路徑歷程。結果指出不

論是與父親或是母親互動，成年子女愈是認同相互性與權威性的孝道信念，愈是

會發自內心地認同父母親在家庭生活中的領導者地位，遵循父母親的決策、指

引、期待，以及標準。 

至於對父母親的情境性順從，指的是一種基於符合家庭中角色權力階序規範

的社會期待，以陽奉陰違的方式在表面上配合父母親的領導、決策、指引等，但

是這些順從的表現都不是發自真心誠意的。研究結果顯示，這種對父母親的情境

性順從會受到權威性孝道信念的正向影響，這項發現也相當符合權威性孝道信念

的內涵，指出子女愈是認同權威性孝道，愈是重視父母與自己之間的權力距離與

垂直的尊卑相對地位，因此愈會擔心自己若視為被父母的期待與標準將會受到來

自社會或是自己內心的譴責。有趣的是，成年子女的相互性孝道對父母親情境性

順從的路徑效果只有在互動對象為母親時有著負向且顯著的路徑效果，這項發現

再次突顯出母親在華人家庭中親職角色的特殊性，因為母親是維繫家人之間親密

情感連結的重要角色(周玉慧等人，2004；許婷婷、林惠雅，2011；陳富美，2005)，

所以愈是認同親子之間相互性孝道互動原則的成年子女，愈不需要靠著情境性的

順從來維持親子關係的表面和諧。 

本研究主張成年子女對於父母的追隨順從會加劇孝道情感焦慮的感受，而模

型 4 的分析結果顯示這樣的效果會受到不同類型的順從與不同的親子關係而有

所差異。情境性順從雖然強調的是一種對父母陽奉陰違的順從傾向，但依舊是將

父母視為家庭中具有權威的領導者，成年子女愈是具備這種順從傾向，愈會在父

母日益衰老時感到孝道情感焦慮。而這樣的效果在男性參與者資料中較為明顯，

在母女資料中情境性順從對孝道情感焦慮的作用效果未達顯著水準，在父女資料

中雖然有顯著但效果也較不明顯。有趣的是，承諾性順從對孝道情感焦慮感受的

正向路徑效果只有在父女資料中達顯著水準，這也許是因為成年男性在華人以父

系為主的家庭中，其權威地位會隨著父母逐漸衰老而發生轉變有關，成年男性在

這個家庭階段會被期望肩負起家中新的主要領導者角色，所以在權威階序上有可

能會稍微向上提升靠近父母，這時承諾性的服從可能已經無法表徵成年男性對於

父母親領導者角色的追隨順從，反而比較像是與父母親之間的相互尊重。不過，

成年女性就不如成年男性會被期待成為家庭中心的領導者角色，其中又以父女之

間的關係具有最大的權力距離，因此可以觀察到在父女資料中，愈是對父親有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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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承諾性順從與情境性順從的成年女性，在意識到未來可能會永久與父親分離

時，愈是會經驗到較強烈的孝道情感焦慮感受。 

雖然本研究並未針對成年子女對父母的追隨順從(即承諾性與情境性順從)

會對孝道能力焦慮的路徑效果做出具體的假設，但是分析的結果顯示，成年子女

對父母親的情境性順從對孝道能力焦慮有著正向且顯著的路徑效果，顯示這種僅

是為了維持親子代間表面和諧的順從傾向，因為是以個人在父母心中的印象整飭

做為適應目標，所以和同樣以在乎個人福祉為聚焦範疇而伴隨產生的孝道能力焦

慮有著正向的關聯性。相對地，真心誠意順服父母親決策、指引，以及期待的承

諾性順從則是被發現與成年子女的孝道能力焦慮有著負向且顯著的路徑效果，顯

示當子女是真誠地順從父母的權威地位時，在面對孝親壓力時會減少對於己身適

應資源將被耗損減少的焦慮與擔憂。不過這個效果在模型 4 中僅出現於男性參與

者的資料中，在女性參與者的資料中卻未達顯著水準，本研究臆測這可能是因為

女性通常更容易被期望擔任家庭中的照顧者角色(例如：李逸、周汛澔、陳彰惠，

2011)，因此即便有著高度的承諾性順從，仍舊或多或少會擔憂自己本身的適應

資源會逐漸受損匱乏，導致承諾性順從的負向效果較不明顯。 

參、孝道倫理、關係自主能力，對成年子女孝道焦慮的中介歷程 

本研究以成年子女與父母親互動時的關係自主性適應能力作為中介變項，進

行模型 5 的結構方程模型分析探討相互性與權威性孝道信念對孝道情感焦慮與

孝道能力焦慮的中介路徑歷程。結果指出不論是與父親或是母親互動，抑或是成

年男性還是成年女性，愈是認同華人文化中相互性與權威性孝道家庭價值觀，其

關係自主性適應能力發展愈是成熟，愈能夠在華人家庭中強調真摯親密情感與權

力階序分位的多元適應訴求下，與父母互動時能夠以維繫親子代間關係融洽作為

適應目標，並且充分展現個人自由意志的自主性。 

本研究主張成年子女在與父母互動時的關係自主性適應能力會作用於孝道

焦慮的感受，尤其是會緩減孝道能力焦慮的感受，因為當成年子女能夠心悅誠

服、充滿效能的狀態下維繫親子之間的關係融洽，在面對孝親任務的挑戰時便會

充分肯定自己能夠兼顧父母老年生活照顧者的角色而不會危害到原本個人生活

中的其他適應任務。本研究的結果顯示，除了母女資料，其餘的父子、父女，以

及母子資料都可以發現關係自主能力對孝道能力焦慮有顯著的負向路徑效果，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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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上述本研究的推論假設。至於母女資料未能觀察到顯著的負向路徑效果，本研

究臆測這可能是因為母女之間有著較多代間矛盾(intergenerational ambivalence)

的關係，也就是親代與子代之間的適應資源的交換與關係衝突同時並存在彼此的

互動關係中(Luescher & Pillemer, 1998)。好比說在邁入婚姻、養兒育女等生命階

段的轉捩過程中，一方面成年女性會仰賴母親的情感支持、經驗分享，另一方面

又因為彼此之間存在的世代落差而有不同的價值觀信念導致有較多的機會發生

衝突；或是母親也會在期待自己可以依賴女兒的照顧與陪伴，卻同時又擔心拖累

女兒朝向更好適應發展的機會(唐乃華，2009)。成年女性與其老年母親之間的代

間互動關係就在如此糾結矛盾情緒中變得無所適從，可能在本研究有一些女性參

與者與其母親之間存在者這樣的代間矛盾情結，因此緩減了成年女性主觀認為自

己具有發展良好的關係自主性適應能力充分發揮作用效果的表現。若要確認上述

的臆測，未來研究可以試著將代間矛盾的情結進行測量，探討代間矛盾的情結是

否會影響關係自主性適應能力與孝道能力焦慮之間的負向路徑效果。 

模型 5 同時也估計了關係自主性適應能力對孝道情感焦慮的路徑效果，結果

指出只有在女性參與者資料中具有顯著的正向路徑效果，而在男性參與者資料中

卻未有達顯著水準的路徑效果。本研究猜測，男性與女性展現關係自主性適應能

力的方式可能不太一樣，雖然都是能夠在充分展現個人自由意志的前提下朝向維

繫親子代間關係融洽的適應目標，但是過去有許多研究都指出女性比男性更敏感

於覺察他人的內在狀態、更能同理他人的需求與情緒(e.g., Derntl etal., 2010; 林淑

華，2000)，因此成年女性的關係自主能力愈成熟愈能敏銳地覺察到父母親日益

衰老而需要更多陪伴與照顧，進而產生愈多對父母親感到心疼不捨的孝道情感焦

慮。但是對男性來說，即便發展出高度的關係自主適應能力，具有自信與效能感

可以滿足父母的適應需求，仍未必會有效地展現在同理並替父母日益衰老而感到

不捨心疼的表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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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限制、未來研究方向，以及主要貢獻 

本研究具有五項主要的限制，底下將逐項說明並且提出可供未來研究參考的

方向與建議。首先，本研究在蒐集資料的過程中雖然已經盡可能保持參與者的性

別平衡，但是所蒐集到的仍是以女性參與者資料居多。而本研究一開始並未考慮

要將參與者資料依照性別進行區分，一直到資料開始進行分析時，才發現參與者

性別在本研究預探討的現象中扮演著特殊的角色，有價值也應該要各自依據父

子、父女、母子，以及母女資料進行四種親子關係的模型分析。只是這也導致在

目前的結案報告中，父子與母子的參與者資料數量較少，前者約為 170 筆有效資

料、後者約為 190 筆有效資料。由於資料數量偏少，在進行本研究中各項較為複

雜的模型分析時可能會導致研究結果的可信度受到質疑，尤其是中介路徑間接效

果的拔靴法分析時，許多間接效果僅有剛好達顯著水準的表現(即 95%CI 的上、

下限雖然沒有包含 0，但卻非常接近 0)。而本研究目前也正在進行資料的補收，

期望可以補收到至少各 50 筆有效的父子資料與母子資料，提升統計分析結果的

穩定性，增進日後投稿至期刊的研究論文的學術價值。 

其次，在研究分析的過程中，雖然有不少結果未能符合本研究一開始針對依

附理論與孝道雙元模行進行推論所提出的研究假設，但是也因此本研究發現由

Cicirelli(1988)發展編製的孝道焦慮測量工具可能存在著一些瑕疵。更具體地說，

這份量表可能沒有單純地測量到情感與能力兩種類型的孝道焦慮感受，而是夾雜

了其他與孝道焦慮感受獨立的其他範疇在裡面，其中孝道能力焦慮分量表的題項

同時也偏向於「關注父母福祉」的聚焦範疇，而孝道情感焦慮分量表則是同時偏

向「在乎個人福祉」的聚焦範疇。這樣的測量工具違背了互斥(mutually exclusive)

與周延(collectively exhaustive)這兩項量表編製時應當遵循的理想原則。雖然本研

究的目的在於檢證 Cicirelli(1988)的理論觀點，並且援引孝道倫理進行對話比較，

探討是否有不同於依附行為系統的心理運作，可以更深入地解釋華人成年子女面

對孝親任務時的焦慮感受；不過，基於上述這些針對孝道焦慮量表進行剖析而提

出的研究限制，本研究仍會建議未來的研究學者可以試著重新編製一份孝道焦慮

量表，使之更能夠有效且全面地檢驗成年子女的孝道焦慮感受。 

第三，由本研究參與者的背景資料可以發現，這些參與者很多都有相當高的

學歷，多數擁有專科、大學，或是以上的學位；父母的年齡也多數集中在 65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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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79 歲之間，子女評估父母的健康狀況多集中在還算理想、經濟狀況也多是還

算有保障。這樣的參與者特性是否會影響本研究得到的結果？是否導致本研究的

結果難以類推到本研究所與探討的母群體(即華人成年子女)？這些問題都需要

未來更多的研究以更具異質性的資料進行重複檢證。 

第四，本研究採取橫斷式的研究設計，又是以自陳式的調查問卷作為研究的

工具，因此在方法上很有可能會受到共同方法變異偏誤(common method variance 

bias)的影響，這會使得本研究得到的一些具有高度關聯性的研究結果受到「可能

是被高估了」的質疑。未來的研究應該試著思考改以 Podsakoff 等人(Podsakoff, 

MacKenzie, Lee, & Podsakoff, 2003)所建議的時序間隔程序(temporal separation 

procedural)設計進行資料的蒐集。更具體地說，可以考慮將前置變項、中介變項，

以及結果變項依序以間隔 3 到 6 個月的時間進行資料的蒐集，讓各組變項之間具

有一定的時間來緩減共同方法變異造成的偏誤。 

第五、本研究因為有部分的參與者同時填寫父親版與母親版的問卷(約佔一

半以上)，所以無法直接以結構方程模行進行父子與母子資料，或是父女與母女

資料進行局部路徑效果的比較。第六，在同時估算各種中介變項進行中介路徑間

接效果的前提下，本研究也得到一些相互性與權威性孝道信念對成年子女孝道情

感焦慮、孝道能力焦慮的直接路徑達到顯著水準(請見圖 16 到圖 20)。這顯示出

除了對父母親的感激之情、追隨順從(承諾性順從與情境性順從)，以及與父母親

互動的關係自主能力等因素之外，在這整個歷程中仍有其他具有潛力的中介因素

存在，像是代間照顧者角色認同(可參考林茜雯，2017)、照顧責任(可參考卓馨怡、

利翠珊，2008)等因素，後續學者可以將這些因素納入以精緻化整個華人成年子

女從對孝道價值觀的認同到引發孝道焦慮感受的整體心理歷程。 

最後簡述本研究主要的貢獻：從學術的觀點來說，Bowlby(1969)提出依附理

論至今已逾半個世紀，依附理論的發展非常蓬勃，一直也是西方心理學者用來奠

立親子關係與互動模式理論的重要基石(Howe, 2011)。至於孝道倫理，則是華人

文化極具特色的家庭倫理，規範著子女對父母應抱持的情感、動機、信念，以及

行為，對於華人家庭中的親子關係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力(楊國樞，1985；葉光

輝、楊國樞，2008)。然而，即便在華人心理學領域中，將依附系統與孝道倫理

進行梳理比對的理論觀點或實徵研究皆付之闕如。本研究在學術研究上最主要的

貢獻，即是以華人成年子女在孝親任務中所經歷到的焦慮感受為題，將這兩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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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理論觀點相互進行對照，以依附系統作為普世皆有的運作機制，進一步探討

華人孝道倫理的文化特殊性，並且深入比較依附系統與孝道倫理對於當代華人社

會中成年子女經歷孝道焦慮感受的不同中介歷程，尤其以感激之情和承諾性順從

作為中介變項，突顯出與依附理論強調子女出於保障、管理自身資源的落差，進

而影響其孝道焦慮。同時也以關係自主性適應能力作為中介變項，探討成年子女

對孝道價值觀的認同可以透過提升對父母對照顧方式期盼的認識與理解，進而緩

減成年子女經驗到的孝道焦慮。期望後續研究能持續延伸本研究得到的發現，繼

續探討依附系統與孝道倫理在華人成年子女面臨孝親任務所經歷的焦慮感受、任

務表現，並且比較兩者的相通之處與相異之處，盼能以孝道倫理作為華人特有的

家庭價值觀，與西方主流的依附理論進行更多更深入的對話。 

另一方面，針對國家社會的貢獻，目前台灣社會人口結構的老化速度飛快，

在國家推動長照服務政策的同時，家庭作個體與社會之間的重要樞紐，同時也是

每個人終其一生生存適應的重要資源、自我實現與情感連結的主要來源，家人提

供支持、陪伴，以及照顧的品質，在老年人生活適應表現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

色。如何更細緻地認識成年子女在面臨孝親任務時產生焦慮感受的心理運作機

制，將有益於助人工作者思考、設計可操作的教育輔導方案，提升成年子女對孝

親角色認同、增進其孝親任務的能力與資源，有效減緩孝道焦慮替成年子女帶來

的負面衝擊。而且，當成年子女更加認同照顧父母老年生活的孝親角色，便能提

供更好的孝親任務表現，將進一步延緩家中長者身心健康的衰退，一旦家中長輩

安好，這些成年的中生世代便更能心無旁鶩地打拼事業、增加個人財富，並進而

帶動國家社會的經濟發展，使得國家更富有資源推動理想適切的高齡政策，形成

一正向回饋的連鎖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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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參加會議經過 

在提出本研究計畫的同時，我和我的太太得知我們家即將迎接第二個小孩，

考量到太太需要一個人在懷孕中期的情況下照顧一個兩歲的女兒，我在規劃出國

進行學術交流時有刻意選擇地點要是在亞洲地區舉辦的國際研討會，除了減少停

留的時間之外，萬一遇到什麼突發狀況我也可以盡快地趕回家，時間也最好可以

規劃在 10月以後，因為屆時已懷孕至少 20週，中段以後的產程比較穩定。在幾

經篩選後，選擇了一個過往從未參與過的國際研討會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ICEAP)，地點在泰國曼谷，時間是 2018 年的 11 月上

旬，都非常符合我與家人的規劃與期待。 

當初也在考慮是要進行以口頭報告或是以壁報的形式發表，根據過往參與研

討會的經驗，其實口頭報告受到時間與形式的限制，反而無法有效地進行學術交

流，但是壁報發表通常會有更多的時間與機會可與其他學者接觸，而且可以進行

一來一往更細緻的互動，所以最後決定以壁報的形式發表。 

依照大會的建議，我在 11/13 這天早上就先到會場完成報到，接著與其他同

樣在會場完成報到的學者做了一些簡單的交流，不過因為研究的領域不相同(工商

組織、醫病溝通等)，所以並沒有太多深入的互動。 

第二天(11/14)早上進行了三場Keynote演講，其中有兩場令我印象特別深刻，

稍後會在與會心得中報告。中午用餐過後，下午則是我發表壁報的時段，過程中

與多位學者交流，印象中比較深刻的是一位來自香港的何詠儀助理教授(任職香港



明愛社會科學院)，她的研究主題是跟青少年的諮商輔導教育有關，我們交流了一

些華人青少年因為家庭而無法充分展現自主性的現象，她分享了一些自己在香港

的觀察與接觸過的個案；以及一位歐美裔的學者，他對我的研究共有一千多位參

與者資料非常肯定，並且對於華人社會重視孝道的家庭價值觀如何影響青少年的

自主性發展十分感到興趣，中間也有一些對於「自主性」該如何定義的討論令我

們都收穫良多；最後還有一位同樣來自台灣的學者(任職桃園聖保祿醫院的楊雯萍

護理部代理督導)，在外地遇到同樣是來自台灣的學者總是感到格外親切。 

第三天，也是會議的最後一天，大會只有安排上午的議程，我在參與完演講

後也就立即趕赴機場搭機返台回家陪伴家人，讓整個短暫的國際學術交流行程畫

下句點。 

  



二、 與會心得 

11/14 早上進行了三場 Keynote 演講，其中有兩場演講令我印象最為深刻。首

先是由 Dr. Ricky, Yuk-Kwan Ng (Head of the Centre for Learning and Teaching, 

Vocational Training Council, Hong Kong)主講的《Learn to Unlearn, Unlearn to Learn》：

強調全球的社會型態都在快速的變遷中，學習這件事情也是如此，不僅未來會有

許多的職業被取代，生存所需的知識和技能在取得與保存的模式也會發生極大的

轉變，因此學與教應當更需側重在引發動機、創新，以及體驗。我作為一位初任

大學助理教授未滿兩年，尤其是又從理學院到教育學院教書，這樣的觀點非常地

吸引我，也讓我反思自己是以過去傳統講述法的方式進行授課，也許要在傳授理

論觀點的同時也應該思考如何引發同學們去做更多元的延伸思考，尤其是如何將

理論應用於生活，產生其實用促進社會與家庭福祉的價值。 

第二場是由 Prof. William H. Parrett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School 

Improvement & Policy Studies, CSI& Boise State University) 主講的《Disrupting 

Poverty: Turning High Poverty Schools into High Performing Schools》：不僅強調脫

貧對於個人、家庭，與社會安定的重要性，更分享許多自己從學校教育著手，如

何幫助許多低收入的社區改善生存資源的管理與使用，並且強調協助脫貧的學校

教育應該從越早開始著手越具有「投資效益」。會議的過程很有趣，Prof. William 

H. Parrett 甚至準備了一些學習單與聽眾互動，先讓大家分享，如果想到 Poverty

會有什麼其他的聯想？對於脫離 Poverty，自己會提出什麼樣的建議，然後 Prof. 



William H. Parrett 再依據大家的答案進行回應，帶入自己的演講主題。我在人類

發展與家庭學系的家庭生活教育組任教，這場演講帶給我很多的啟發，因為貧窮

也是許多家庭問題的根源，而 Prof. William H. Parrett 的分享雖然是從學校教育著

手，但其實間接改善的是學生背後整個家庭功能的運作效能。 

  



三、 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The Lesson of Autonomy in Classroom and Family: 

The Facilitating Effect of Learning Climate and Parenting Behavior on 

Taiwanese Adolescents’ Dual Autonomy and Life Adaptation 

Wu, Chih-Wena & Yeh, Kuang-Huib 

a Department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Family Studie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E-mail address: wcw@ntnu.edu.tw 

b Institu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wan 

E-mail address: ykh01@gate.sinica.edu.tw 

1. Backgroun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ask for adolescents is acquiring capacities that enable 

them to adapt their own life in multiple domains through voli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ual autonomy model (DAM; Yeh and Yang, 2006), autonomy 

as an adaptive capacity can be enacted through at least two orientations, namely 

individuating autonomy (IA) and relating autonomy (RA). The DAM asserts that IA 

and RA can coexist within one individual and mainly function in intrapersonal and 

interpersonal life domains, respectively.  

Since both IA and RA benefit adolescents’ life adaptation, what factors can 

facilitate these two autonomy capacities have been interested incrementally. While 

parenting as an antecedent factor has been extensively verified (e.g., Liu & Yeh, 2007; 

Wu & Yeh, 2015; Wu, Guo, Hsieh, & Yeh, 2014), the contributions from learning 

climate as another indispensable factor of adolescents’ life adaptation (Soenens & 

mailto:wcw@ntnu.edu.tw
mailto:ykh01@gate.sinica.edu.tw


Vansteenkiste, 2005) is relatively unexplored.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facilitating effect of both learning climate and parenting on Taiwanese adolescents’ 

IA and RA, and that these two autonomy capacities which in turn contributes 

respectively to better adaptation on intrapersonal (i.e., self-esteem and subjective well-

being) and interpersonal life domains (i.e., empathic concern and perspective taking). 

2. Methods 

The valid sample comprised 1,222 Taiwanese adolescents (average age was 17.51; 

58% female) from 35 classes. They completed a 30-minute questionnaire after their 

informed consent and anonymity were guaranteed. The questionnaire consisted of six 

parts: (1) Learning Climate Questionnaire (Williams & Deci, 1996) measuring 

perceived autonomy-supportive learning climate (ASLC); (2) Parenting Behavior Scale 

(Yeh & Cheng, 2005) measuring authoritative, authoritarian, indulgent, and neglectful 

parenting behaviors based on Maccoby and Martin’s (1983) model; (3) Adolescent 

Autonomy Scale (Yeh & Yang, 2006) assessing IA and RA; (4) Rosenberg Self-Esteem 

Scale (Rosenberg, 1965) assessing self-esteem; (5) short form of Chinese Happiness 

Inventory (Lu, 2006) assessing well-being; and (6) the two subscales of 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 (Davis, 1980) assessing empathic concern and perspective taking. 

3. Results 

The main findings from hierarchical liner modeling were following: (1) ASLC had 

positive influence on IA; (2) authoritative parenting had positive effects on both IA and 

RA; (4)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IA on self-esteem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were 

significant; (5)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RA on empathic concern and perspective taking 

were significant; (6) IA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from ASLC to self-esteem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7) RA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from authoritative 

parenting behavior to empathic concern and perspective taking. 

Keywords: Learning Climate, Parenting, Individual Autonomy, Relating Autonomy, 



Adolescent Life Adap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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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建議 

這次的與會經驗整體說起來不是特別好，如前所述，因為家庭因素的考量，所

以我選擇參加這場於 2018年 11月上旬在泰國曼谷舉辦的國際會議，但其實在此

之前我未曾聽過這個研討會，只是覺得會議的名稱涉及到教育(education)和心理

學(psychology)這兩個領域，非常契合我要發表的研究主題。不過，我在第一天到

了現場以後才發現這個會議有點可疑。 

首先，舉辦的地點是在一間鬧區的飯店裡，看上去空間並不充裕，仔細看會議

手冊的說明才發現原來它只有一個講廳，裡面會舉行 Keynote演講和各時段的口

頭報告，另一個空間則是進行壁報發表，會議的規模非常小，與其研討會的名稱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實在不太相稱。 

其次，在拿到會議手冊的時候我很訝異，原來這不是一場研討會，其實是三場

研討會，而且還是沒有什麼太大交集的三個領域的研討會，分別是我參加的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還有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ngineering and Natural Sciences 與 Asia-Pacific Social Science Conference。 

我當下真的非常驚訝…心想這樣的場地要同時舉辦三場演講實在是不可思議，

這該不會就是這一陣子很猖獗的掠奪性國際研討會吧？一方面，我心裡很是無奈、

無辜，實在是無妄之災，我純粹是因為家庭因素的考量，而不是打算參加一個無

法讓自己的研究與國際學者進行交流分享的研討會；另一方面，也提醒自己還是

要盡可能善盡國際學術交流的職責任務，與自己研究或是教學相關的演講與發表



都不要錯過，然後以後如果有人向我問起這個研討會的品質，我是不會推薦的。  

  



五、 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議程手冊。 

六、其他 

附上發表壁報的電子檔。 



The Lesson of Autonomy in Classroom and Family:
The Facilitating Effect of Learning Climate and Parenting Behavior

on Taiwanese Adolescents’ Dual Autonomy and Life Adaptation
Wu, Chih-Wen Department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Family Studie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E-mail address: wcw@ntnu.edu.tw

Yeh, Kuang-Hu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wan

The dual autonomy model (DAM; Yeh & Yang, 2006) defines
autonomy as an adaptive capacity that includes cognitive, functional,
and emotional components to enable coping through self-determination
and self-identity. The development of autonomy is regarded as an
ongoing process to gain realization of self-identity (cognitive), develop
strategies achieving self-identity (functional), and to form confident and
committed feelings about self-identity (emotional).

These adaptive components can be enacted through two orientations:
Individuating Autonomy (IA) and Relating Autonomy (RA).

Participants

The valid sample comprised 1,222 Taiwanese adolescents (average

age was 17.51; SD= 0.42) from 35 classes. They completed a 30-minute

questionnaire after guarantying their informed consent and anonymity.

Materials

Class level variables k %
Area

North Taiwan 17 49
South Taiwan 18 51

School type
Public school 25 71
Private school 10 29

Class Type
General education 18 51
Vocational training 17 49

Individual level variables n %
Gender

Male 509 42
Female 713 58

Parents' marital status
Married 1,001 82
Others 221 18

Father's education level
Elementary school 113 9
Junior high school 254 21
Senior high school 523 43
University degree 295 24
Postgraduate degree 37 3

Note: Because the distribution of mother’s education 
is similar to that of father’s, we only present the latter.

Variables Scales
Autonomy-supportive learning climate Learning climate questionnaire (Williams & 

Deci, 1996)

Authoritative parenting behaviors Parenting Behavior Scale (Yeh & Cheng, 2005)

Authoritarian parenting behaviors (as above)

Permissive parenting behaviors (as above)

Neglecting parenting behaviors (as above)

Individuating Autonomy Adolescent Autonomy Scale (Yeh & Yang, 
2006)

Relating Autonomy (as above)

Self-esteem Rosenberg Self-Esteem Scale (Rosenberg, 
1965)

Happiness The short form of Chinese Happiness 
Inventory (Lu, 2006)

Empathic concern Subscales of 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 
(Davis, 1980)

Perspective taking. (as abov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asks for adolescents is
acquiring autonomy capacity that enable them to adapt
well in their life domains, including intrapersonal and
interpersonal adaptations.

With previous empirical findings (e.g., Wu, Guo, Hsieh, & Yeh, 2014;
Yeh & Yang, 2006; Yeh, Bedford, & Yang, 2009), the DAM clearly asserts
that IA and RA can coexist within one individual and mainly function in
distinct life domains (domain-superiority).

A volitional capacity to achieve an independent self-identity that
values and encourages distinctiveness from others by expressing
personal attributes or freely acting without social constraints.

Individuating Autonomy

A volitional capacity to achieve a psychologically interdependent
self-identity that cultivates and emphasizes the harmony of self-in-
relation-to-others, the qualit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self-transcendence in relationships as personal concerns.

Relating Autonomy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facilitating
effect of both autonomy supportive learning climate and parenting on
Taiwanese adolescents’ IA and RA, and that these two orientations of
autonomy capacities which in turn contributes to adaptation on
intrapersonal (i.e., self-esteem and happiness) and interpersonal life
domains (i.e., empathic concern and perspective taking).
The facilitating effect of autonomy supportive learning climat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ufficient findings in educational psychology,
learning climate is undoubtedly associated with students’ adaptations.
Recent research showed an autonomy supportive learning climate can
improve adolescents’ self-determination (Black & Deci, 2000; Niemiec &
Ryan, 2009; Reeve, 2006; Soenens & Vansteenkiste, 2005). Teachers
adopting this teaching style in classroom are more likely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freely express their inner thoughts without social constraints,
give them autonomous space for their choice, and be respectful of their
own ideas. Therefore, we hypothesize that autonomy supportive
learning climate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adolescents’ IA and RA.
The different effects from distinct parenting behaviors

Parenting behavior also play as one important antecedent to
influence adolescents’ adaptation. Although Previous research has
indicated the facilitating effect of autonomy supportive parenting on
dual autonomy capacities (Liu & Yeh, 2011; Wu & Yeh, 2015; Yeh, Wu, &
Wang, 2016), the different effects from distinct styles of parenting
behaviors have not yet been much explored. To fill this gap, we adopted
Maccoby and Martin’s (1983) structure of parenting behaviors. They
identified four styles derived from a 2× 2 constructed out:

Extensive literature has consistently showed authoritative parenting
a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children’s adaptations (e.g., Chen, 2014; Huang
& Yeh, 2013). We also hypothesized authoritative parenting could
facilitate adolescents’ IA and RA because it makes them to feel
supportive and guided with rational instruction. In contrast, both
authoritarian and neglecting parenting are rejecting, unresponsive, and
cannot provide autonomous space for adolescents. As the result, we
hypothesize there are none or negative relationships from authoritarian
and neglecting parenting to IA and RA. However, the effect of permissive
parenting behaviors is very difficult to evaluate because it gives children
high responsiveness but it could be too excessive to let children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experience self-determination. Therefore, we do not
presuppose a specific direction from permissive parenting to IA and RA.

Series empirical studies have verified the
Dual Orientations, Coexistence, & Domain
Superiority of IA and RA.

Intrapersonal Adaptations

Interpersonal Adaptations

life domains

IA

RA

personality system

Coexistence

Dual Orientations

Domain
Superiority

higher self-esteem and happiness
less psychological symptoms
less internalizing problems

higher social skills
more identification with filial piety 
less parent-child conflict
less externalizing problems

Since IA and RA both benefit adolescents’ life adaptation, what factors
can facilitate these two autonomy capacities have been interested. For
the most adolescents, family and school are definitely two top priorities
in their life. Both of them have been identified as two vital roles in
adolescents’ adaptations (Oberle, Schonert-Reichl, & Zumbo, 2011).

High Responsiveness
accepting and child-centered

Low Responsiveness
rejecting and parent-centered

High Demanding
expecting much

Authoritative Authoritarian

Low Demanding
expecting little

Permissive Neglecting

Variables
# of 

items
Cronbach's 

α

Description
Statistics

Between
Varianc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Mean SD F ICC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Individual Level (N = 1,222)

1.  Autonomy Support Learning Climate 15 .93 3.90 0.78 3.57** --
2.  Authoritative Parenting Behaviors 6 .81 3.27 0.75 1.76** -- .32**
3.  Authoritarian Parenting Behaviors 6 .83 2.78 0.79 1.36 -- -.08** -.45**
4.  Permissive Parenting Behaviors 6 .70 2.56 0.56 2.32** -- .05 .25** -.27**
5. Neglecting Parenting Behaviors 6 .75 1.98 0.61 1.96** -- -.23** -.59** .46** -.01
6.  Individuating Autonomy 6 .84 3.85 0.76 2.05** 0.03 .36** .27** -.07* .15** -.16**
7.  Relating Autonomy 6 .84 4.12 0.78 1.48* 0.01 .40** .62** -.37** .18** -.51** .47**
8.  Self-Esteem 10 .90 3.93 0.81 1.70** 0.02 .39** .32** -.19** .13** -.28** .63** .40**
9. Happiness 10 .89 2.26 0.55 2.09** 0.03 .40** .37** -.22** .12** -.32** .53** .43** .67**
10. Empathy Concern 7 .82 4.48 0.71 2.03** 0.03 .22** .25** -.07* .04 -.24** .11** .30** .15** .17**
11. Perspective-Taking 7 .80 4.19 0.67 1.73** 0.02 .28** .26** -.04 .03 -.19** .35** .41** .27** .26** .38**

Class Level (K = 35)
12. Autonomy Support Learning Climate -- -- 3.91 0.24 -- -- .30** .06 -.03 .00 -.09** .11** .09** .12** .13** .04 .09**

Variables

Individuating
Autonomy

Relating
Autonomy

Self-Esteem Happiness
Empathy
Concern

Perspective-
Taking

coef. S.E. coef. S.E. coef. S.E. coef. S.E. coef. S.E. coef. S.E.
Level 1 (Individual Level)

Intercept 3.81** (0.06) 4.11** (0.04) 3.84** (0.07) 2.28** (0.04) 4.53** (0.08) 4.16** (0.07)
Gender (Male=1; Female=0) 0.29** (0.07) -0.03 (0.06) -0.04 (0.05) -0.01 (0.04) -0.25** (0.07) -0.08* (0.04)
Age -0.03 (0.05) -0.04 (0.04) -0.08 (0.04) -0.04 (0.03) -0.03 (0.05) 0.00 (0.04)
Parents’ Marital Status (Married =1; Others=0) 0.03 (0.05) 0.07 (0.05) 0.12* (0.05) 0.08** (0.03) -0.09 (0.05) -0.07 (0.04)
Father’s Education Level 0.04 (0.02) 0.01 (0.02) 0.00 (0.02) 0.00 (0.01) -0.02 (0.02) 0.02 (0.02)
Autonomy Support Learning Climate 0.30** (0.03) 0.23** (0.04) 0.18** (0.03) 0.13** (0.02) 0.10** (0.03) 0.07** (0.03)
Authoritative Parenting Behaviors 0.15** (0.04) 0.41** (0.04) 0.02 (0.04) 0.06* (0.03) 0.10** (0.03) 0.06 (0.05)
Authoritarian Parenting Behaviors 0.06 (0.0) -0.07** (0.03) -0.10** (0.03) -0.05** (0.02) 0.10* (0.04) 0.09** (0.03)
Permissive Parenting Behaviors 0.16** (0.05) 0.07 (0.04) 0.02 (0.05) 0.00 (0.03) -0.02 (0.04) -0.06 (0.04)
Neglecting Parenting Behaviors -0.06 (0.05) -0.24** (0.03) -0.16** (0.04) -0.10** (0.03) -0.11 (0.06) -0.01 (0.06)
Individuating Autonomy 0.59** (0.04) 0.30** (0.02) -0.03 (0.04) 0.16** (0.04)
Relating Autonomy -0.04 (0.04) 0.01 (0.02) 0.18** (0.05) 0.25** (0.03)

Level 2 (Class Level)

Area (North=1; South=0) 0.07 (0.08) 0.09 (0.05) 0.11 (0.10) 0.10 (0.05) 0.08 (0.09) 0.11 (0.09)
School Type (Public=1; Private=0) -0.04 (0.09) -0.08 (0.04) 0.01 (0.08) -0.09 (0.05) -0.13 (0.08) -0.05 (0.06)
Class Type (General=1; Vocational=0) 0.05 (0.06) 0.03 (0.04) 0.05 (0.06) 0.04 (0.03) -0.01 (0.07) 0.03 (0.08)
Autonomy Support Learning Climate 0.28* (0.13) 0.19 (0.10) 0.29** (0.09) 0.23** (0.07) 0.08 (0.11) 0.17 (0.12)

Variance Components
Level 1 Residual Variance 0.47 0.32 0.35 0.19 0.42 0.35
Level 2 Residual Variance 0.00 0.00 0.00 0.00 0.01 0.00

Antecedent Variable
Mediator Variable
(Individual Level)

Outcome Variable (Individual Level)
Self-Esteem Happiness Empathy Concern Perspective-Taking

coef. S.E. coef. S.E. coef. S.E. coef. S.E.
Individual Level

Autonomy Support Learning Climate Individuating Autonomy 0.18** (0.02) 0.09** (0.01) -0.01 (0.01) 0.05** (0.01)
Relating Autonomy -0.01 (0.01) 0.00 (0.01) 0.04** (0.01) 0.06** (0.01)

Authoritative Parenting Behaviors Individuating Autonomy 0.09** (0.03) 0.04** (0.01) 0.00 (0.01) 0.02** (0.01)
Relating Autonomy -0.02 (0.02) 0.00 (0.01) 0.07** (0.02) 0.10** (0.02)

Authoritarian Parenting Behaviors Individuating Autonomy 0.03 (0.02) 0.02 (0.01) 0.00 (0.00) 0.01 (0.01)
Relating Autonomy 0.00 (0.00) 0.00 (0.00) -0.01* (0.01) -0.02* (0.01)

Permissive Parenting Behaviors Individuating Autonomy 0.09** (0.03) 0.05** (0.02) 0.00 (0.01) 0.03** (0.01)
Relating Autonomy 0.00 (0.00) 0.00 (0.00) 0.01 (0.01) 0.02 (0.01)

Neglecting Parenting Behaviors Individuating Autonomy -0.03 (0.03) -0.02 (0.02) 0.00 (0.00) -0.01 (0.01)
Relating Autonomy 0.01 (0.01) 0.00 (0.01) -0.04** (0.01) -0.06** (0.01)

Class Level
Autonomy Support Learning Climate Individuating Autonomy 0.16* (0.08) 0.08* (0.04) -0.01 (0.01) 0.04 (0.02)

Relating Autonomy -0.01 (0.01) 0.00 (0.00) 0.03 (0.02) 0.05 (0.03)

• Authoritative • Authoritarian
• Permissive • Neglecting

• Self-Esteem • Empathy Concern
• Happiness • Perspective-Taking

Autonomy Support Learning Climate
(aggregated variable)

Autonomy Support Learning Climate

Parenting Behaviors Life Adaptations

Class Level

Individual Level

Dual Autonomy Capacities
• Individuating Autonomy
• Relating Autonomy

Analysis Model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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