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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檢驗「青少年同儕衝突處理策略量表」之信效度。首先以 210
名國中生為預試者，進行項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依據分析結果選題後的量
表包含「統合」、「順應」、「支配」與「逃避」策略，共 22 題的題項；以 Likert
五點量表作答，各分量表得分愈高，表示使用該策略之傾向愈高。接著，另以
451 名國中生為正式樣本，進行信度及效度檢驗。結果得知此量表具良好信度，
全量表的一致性係數為 .90，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 係數皆在 .76 以上。以探索
性因素分析、驗證性因素分析，及效標關聯效度驗證本量表之效度，結果得知：
四個因素總解釋變異量為 59.70%；模式的整體適配情形在可接受範圍；大部分
的效標關聯分析結果亦符合研究預期，例如：統合策略與利社會行為、同儕接受
度有正相關，與外顯攻擊行為有負相關。整體而言，此中文版「同儕衝突處理策
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及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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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青少年在日常生活中與同儕有大量互動的機會，同儕關係對於青少年提供了
相互支持協助等正向功能，但同時在密切頻繁的往來中，也不免面臨彼此意見不
合的衝突。青少年相當重視同儕的接納與肯定，同儕間的衝突可能會帶來很大的
壓力與困擾，但是人際衝突往往難以避免，衝突本身也未必一定有害，因為同儕
衝突對於青少年而言，其實也提供了學習表達意見、同理對方、進行協調、而達
成共識的過程；因此，重要的是衝突如何被解決的過程。國內目前仍少見針對青
少年處理同儕衝突的研究，也缺乏合適的研究工具；是以，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即
根據 Rahim（1983）與 Hammock 等人（1990）對衝突處理策略的定義，將其發
展的「衝突處理策略量表」，改編為適合用以評估青少年之同儕衝突處理策略類
型的中文量表，藉以協助瞭解國內青少年的同儕互動情況。
一、人際衝突
人際衝突（interpersonal conflicts）是一個複雜的概念，學者普遍同意，衝突
是人與人之間至少存在著一些不相容的成分，並且尚未協調出共識（Deutsch,
1973）。衝突幾乎存在於所有的人際關係中，在親密關係中更是難以避免（Van
Doorn, 2008）；且人際衝突狀態的範圍極廣，可從單純的意見不同、到激烈的針
鋒相對（Laursen, 1995），所伴隨產生的情緒也有所差異。
人際衝突對個體的發展、心理健康、及人際關係皆有影響，顯示了解人際衝
突之重要性。Erikson（1959）強調人際衝突對於個體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由
於人是社會性的動物，處理人際衝突的能力反映出，個體在人際情境下生存與獲
益的能力；同時，個體也能從衝突情境中，學習情緒處理、角色取替等相關人際
技巧與態度（Cooper, 1988）
。個體化理論（separation-individualization theory）亦
主張人際衝突能促進青少年的個體化，並且協助青少年發展自主性，而能獨立於
父母（Blos, 1967）
。人際衝突的解決方式，不止顯示出人際關係的真正品質，同
時也會影響人際關係的滿意度（Cheng, 2010；張妤玥、陸洛，2007）。
人際衝突可能會危害關係，但是衝突本身卻不一定是有害的，關鍵其實在於
個體是否能有效地處理衝突。根據社會學習理論的原則，在解決衝突當中所發生
之同理、利他、共同合作解決問題的行為，能促進青少年習得建設性的行為模式
（Bandura, 1977）。若個體具有良好的衝突解決方式，能降低人際衝突可能帶來
的心理或生理傷害（Lloyd & Emery, 1994）。但是，若個體傾向使用負向的衝突
處理策略，則可能會破壞人際關係（Berndt & Keefe, 1992），影響個體的社會認
知表徵、問題解決能力、社會功能（Bowlby, 1969）
，甚至影響其心理及生理的健
康（Lloyd & Emery,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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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青少年階段的人際衝突

隨著個體在青少年階段對於獨立自主的追求，一般而言，青少年與父母產生
衝突的頻率會較兒童時期來得高（Laursen, Coy, & Collins, 1998）。雖然青少年子
女可能常因生活瑣事與父母有所爭執，所幸大多數的衝突並不嚴重；而且這樣的
親子衝突對於青少年的發展可能是必要的。Steinberg（1990）認為衝突是青少年
與父母產生分離的正常表現；透過不同意見的表達能促使子女發展獨立自主，協
助青少年學習角色取替思考及表達自己立場的能力（Cooper, 1988）
。此外，青少
年在另一種重要的人際脈絡─同儕關係中所產生的衝突，也提供了學習解決人際
問題的重要經驗。
同儕關係對於青少年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功能。良好的同儕關係有助於青少年
建立自我認同，學習經營平等性的人際關係（Hartup, 1992）；也有助於青少年發
展獨立，並獲得心理滿足（Weiss, 1986）；同時，透過與親近同儕相互分享的自
我揭露（self-disclosure）
，亦能促進青少年的自我探索及想法與情感的整合（Parker
& Gottman, 1989）。在與同儕頻繁進行的密切互動中，也就難免會有意見不合的
衝突產生。若青少年能適當地處理與同儕的衝突，則可在衝突解決過程中，學習
如何適當地表達自己的需要，並傾聽及理解他人的立場，而培養同理心（Laursen,
1993）；但若青少年使用不當的衝突處理策略，不僅可能造成關係破裂，也可能
會對彼此有所傷害，如：從態度上的冷漠、拒絕、霸道，到言語上的中傷、批評，
甚至是肢體上的攻擊。因而剝奪了同儕－這項重要的社會支持資源，以及正向社
交技巧的練習機會（Helsen, Vollebergh, & Meeus, 2000）。負向的同儕關係，可以
有效預測青少年的憂鬱程度（王黛玉，2004）。可見，同儕衝突之於青少年，就
如同是雙面刃；若能妥善處理衝突的話，有助於青少年的社會情緒發展，但若處
理不當的話，則可能危害其社會心理適應。隨著年齡的增加，青少年在面臨人際
間的衝突時，也開始會學習使用不同的處理方式。然而，國內探討青少年人際衝
突的相關研究並不多，目前也缺乏普遍用來檢視其衝突處理方式的測量工具。
三、衝突處理策略
衝突處理策略是指個體為了降低或消除衝突的張力，在認知、行為上的反應
（Folkman, 1984）。過去研究發現，處理衝突的方式會影響衝突本身所造成的結
果，例如：建設性的衝突處理方式與良好適應及健康家庭關係有所關聯（Collins
& Laursen, 1992），而負向的衝突處理方式則與問題行為或失功能的家庭運作有
高度相關（Branje, Van Doorn, Van der Valk, & Meeus, 2009）。
綜合 Thomas 與 Kilmann（1974）
、Rahim（1983）以及 Hammock 等人（1990）
的研究結果，可以「關心自己需求」及「關心他人需求」為分類架構，將衝突處
理策略區分為「統合（integrating）策略」、「支配（dominating）策略」、「順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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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ligating）策略」及「逃避（avoiding）策略」等不同類型。國內學者黃囇莉
（1999）也曾以「自己的利益與需求」與「他人的利益與需求」被滿足或採納的
程度，做為分類架構而提出與上述策略類似的「協調策略」
、
「抗爭策略」
、
「忍讓
策略」及「退避策略」。本研究即採用 Rahim（1983）與 Hammock 等人（1990）
區分衝突處理的四類策略─即統合、支配、順應與逃避，並探討整理相關的研究
發現如下。
依自己或他人需求來區分的話，「順應策略」與「統合策略」皆著重他人的
需要與期待，較具利社會動機，屬於合作傾向（cooperative orientation）的策略；
相反地，
「支配策略」與「逃避策略」則屬於非合作傾向（noncooperative orientation）
的策略，較不關心他人的需要與期待。即「支配策略」是以自己的需求為主，甚
至會以強勢的態度，逼使他人順服自己的期待或需要；「逃避策略」則屬雙輸策
略─既無法滿足自己的需求、也無法回應他人的期待（Thomas & Kilmann,
1974）。
過去國外研究發現，統合策略與順應策略有正相關，逃避策略與順應策略有
正相關，逃避策略與統合策略則為負相關（Cann, Norman, Welbourne & Calhoun,
2008）；然而在台灣的研究中則發現，逃避策略與統合策略之間並沒有負相關，
另外，支配策略分別與統合策略及順應策略有高負相關（張姝玥、陸洛，2007）。
四、影響衝突處理策略之相關因素
依據過去研究可推測，個體在性別及社交地位上的不同，應能預測其人際衝
突處理模式的差異。在性別因素方面，多項研究發現在人際衝突情境中，男性較
女性更傾向使用支配策略，而女性較男生更傾向使用統合策略（如：Kilmann &
Thomas, 1977）
。又根據 Newcomb、Bukowski 與 Pattee（1993）之統合分析結果，
可知社交地位屬「受歡迎組」的個體，通常具有較好的問題解決能力、建設性的
衝突處理方式等正向社會行為；而屬於「被拒絕組」的個體，通常在溝通及問題
解決能力的表現較差，也較少有利社會的合作行為，甚至會對支配策略有正向期
待（Hart, Ladd ＆ Burleson, 1990）
。依此，可以合理推測在社交地位上屬於「受
歡迎組」、同儕接受度較高的青少年，相對更會使用具利他傾向的統合策略或順
應策略，且統合策略與順應策略的使用應該與利社會的行為有正相關、與攻擊性
的行為有負相關；反之，屬於「被拒絕組」或「爭議組」等同儕接受度較低的青
少年，可能更傾向使用「非合作傾向的」支配策略、逃避策略，較少使用統合策
略或順應策略，且支配策略、逃避策略應該與利社會行為有負相關，支配策略也
應與攻擊行為有正相關。
另外，不同類型的衝突處理策略也顯現對自身或他人需求關注的不同傾向，
因此研究者推測，衝突處理模式可能會與內在運作模式（internal workin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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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之正負向自我/他人表徵有所關聯，例如：關注他人需求的統合及順應策略，
可能表示個體對他人有正向的表徵。在 Ben-Ari 與 Hirshberg（2009）針對青少年
同儕關係的研究中，就發現安全依附（反映正向自我與正向他人表徵）與統合策
略有正相關、與支配及逃避策略有負相關，而逃避依附（反映正向自我與負向他
人表徵）則與支配策略有正相關、與統合及順應策略有負相關。依此，本研究預
期衝突處理策略會與他人表徵有所關聯。
綜合上述，本研究假設：
（1）男性較女性傾向使用支配策略；
（2）女性較男
生傾向使用統合策略；
（3）受歡迎組傾向使用較多統合策略、順應策略；
（4）被
拒絕組、爭議組傾向使用較多支配策略、逃避策略；
（5）統合策略與利社會行為、
同儕接受度、他人表徵有正相關，而與外顯攻擊行為有負相關；
（6）順應策略與
利社會行為、同儕接受度、他人表徵有正相關，而與外顯攻擊行為有負相關；
（7）
支配策略與外顯攻擊行為有正相關，而與利社會行為、同儕接受度、他人表徵有
負相關；（8）逃避策略與利社會行為、同儕接受度、他人表徵有負相關。表 1
則為衝突處理策略與效標構念間之預期關聯的整理。
表1
衝突處理策略與效標構念之假設關連

統合策略

順應策略

支配策略

逃避策略

利社會行為

＋

＋

－

－

外顯攻擊行為

－

－

＋

無

同儕接受度

＋

＋

－

－

他人表徵

＋

＋

－

－

註：＋表正相關，－表負相關

五、衝突處理策略量表
早在 1964 年，Black 與Ｍouton 首先針對人際衝突的處理模式，區分為五種
類型：問題解決（problem solving）、安撫（smoothing）、強勢（forcing）、退縮
（withdrawing）、與共享（sharing）。Thomas 與 Kilmann（1974）接續此構想，
但將策略之名稱略作修改，命名為合作（collaborating）
、調適（accommodating）、
競爭（competing）
、逃避、與妥協（compromising）
，並以「關心自身需求」及「關
心他人需求」作為分類策略架構的二個向度。
之後 Rahim（1983）針對組織中的關係（即上司、下屬、同事），以統合、
妥協、支配、順應、與逃避，定義五種衝突處理策略，並編製 Rahim Organizational
Conflict Inventory-II（ROCI-II），以隨機取樣的全國性樣本來進行信度及效度檢
驗。研究結果顯示，ROCI-II 各分量表的再測信度與內部一致性，均優於 Black
與 Mouton（1964）以及 Thomas 與 Kilmann（1974）所編製的衝突策略量表。
- 59 -

教育科學期刊 13：2

隨後，Hammock、Richardson、Pilkington 與 Utley（1990）將 ROCI-II（Rahim,
1983）擴大使用於非組織的人際關係中，包含家庭成員（如：父母與手足）、地
位較高者（如：教授）、同儕（如：朋友）及一般他人；同時根據因素分析的結
果，而決定將妥協策略併入統合策略中。因此，經由 Hammock 等人（1990）的
修訂後，源於 ROCI-II 之「衝突處理策略量表」共包含四種衝突處理策略，而且
可使用於測量非組織的一般性人際關係。四種處理策略分別是：「統合策略」指
關注雙方的需要，並透過溝通、協調以達成能滿足雙方需求的解決方式；「支配
策略」指僅關注自身的需要，並用強勢的手段來滿足自己需要的解決方式；「順
應策略」指高度關注他人需求，並企圖以放棄自身需求、降低雙方差異，來滿足
對方需求的解決方式；「逃避策略」則是對自己及他人的需求皆低度關注，採取
退縮、不聞不問、不願處理的行為模式（Rahim & Magner, 1995）。
ROCI-II 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品質，且為國外研究普遍使用的量表，同時，國
內學者亦曾以類似的分類架構及策略類型進行過相關研究（如：張妤玥、陸洛，
2007；黃囇莉，1999），初步證明這些衝突處理策略應能適用於台灣社會的人際
脈絡。因此，為探討國內青少年針對同儕衝突之處理策略模式，並提供與國外研
究結果進行對照的工具，本研究以 ROCI-II 的題項為基礎，進行中文版衝突處理
策略量表之翻譯及改編，並設定填答對象為國中階段的青少年，人際脈絡為發生
於同儕關係中的衝突。
研究者先將 Rahim（1983）的衝突處理策略題項翻譯成中文，再由一位精熟
中英文、具心理學背景的專家，逐題檢視中譯內容的正確性及適切性，再由二位
國中教師修改題項之遣詞用字，使其符合台灣國中生的生活經驗及理解程度。之
後，由數位不同程度之國中生進行試答，以瞭解其對題意的了解及作答過程的可
能困難，最後再由一位雙語人士將中文題項回譯為英文，以確定中文敘述符合原
英文題項的內涵。考量填答對象為國中生，根據國中老師的建議，研究者調整某
些題項敘述，使以更具體明確的方式表達，例如第 18 題之原文為「I use my
expertise to make a decision in my favor」
，中文題項則調整為「我會強調我懂得比
較多，做出對我比較有利的決定」，使題項敘述以較口語、較直接的方式強調出
支配性的意涵。
經由上述歷程，初步編擬的「青少年同儕衝突處理策略量表」
（Peer Conflict
Resolution Strategy Questionnaire, PCRSQ）共包含統合策略 11 題、支配策略 5 題、
順應策略 6 題、逃避策略 6 題，共計四個分量表 28 題。採自陳的方式填答，由
青少年評估自己在同儕衝突中，使用四種策略的傾向。填答選項為 1~5 分的五點
量表，由「從未這樣」
、
「很少這樣」
、
「有時這樣」
、
「常常這樣」至「總是這樣」，
分量表得分愈高，表示使用該策略之傾向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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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預試分析
一、預試對象

預試樣本共有國中生 210 名，其中男生 98 名（47%）
、女生 112 名（53%），
年齡分布從 12.8~16.6 歲（M = 14.04，SD = .76）
，七年級到九年級的人數分佈分
別佔 37%、50%、13%。
二、項目分析
以此預試樣本進行項目分析，以了解「青少年同儕衝突處理策略量表」的適
切性與題目的鑑別度。研究者各取分量表總分最高與最低 27%，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求出本量表個別題目的決斷值，亦即高、低二組在每個題目的平均差異顯
著性。分析結果發現所有題目的 CR 值皆達顯著，介於 8.63~18.03，故保留所有
題目。其中「統合策略」分量表的 CR 值介於 9.83~16.98，「支配策略」分量表
的 CR 值介於 8.63~12.62，「順應策略」分量表的 CR 值介於 10.33～18.03，「逃
避策略」分量表的 CR 值介於 7.50～13.42。由於四個分量表之得分，分別表示不
同類型的衝突處理策略之使用傾向，故僅有分量表的記分，並無加總為全量表的
得分。
三、探索性因素分析
為了解「青少年同儕衝突處理策略量表」的因素結構，研究者使用探索性因
素分析之主軸因素法、直接斜交法，強迫萃取四個主要因素。其中逃避策略之第
1 題、第 2 題與第 5 題在其他因素上有偏高的因素負荷量（factor loading, fl），
基於維持分量表基本題數量之考量，決定先嘗試刪除在逃避策略中因素負荷量最
低的二題，即逃避策略分量表之第 1 題（fl = .37）與第 2 題（fl = .43）。
另外，經由 Hammock 等人編修後的「衝突處理策略量表」中，乃合併了原
ROCI-II 中之統合策略與妥協策略的題項，成為單一向度之「統合策略」，故題
數（11 題）明顯多於其他分量表的題數。基於分量表間之題數量不要差距過大、
全量表總題數不要太多的考量下，研究者決定從「統合策略」中，刪除因素負荷
量相對較低的 4 題，即統合策略分量表之第 8 題（fl = .51）、第 4 題（fl = .61）、
第 6 題（fl = .65）與第 11 題（fl = .66）。決定刪除這幾題的另一考量是，題項
敘述中的某些用詞（如：折衷、僵局、妥協），可能不是國中生普遍使用的詞彙；
因為在施測過程中，發現有少數受測學生詢問這些詞彙的意思。
從逃避與統合策略分量表刪除共 6 題，再進行因素分析後發現，逃避策略分
量表第 5 題的因素混淆情形降低，故決定保留逃避策略第 5 題（fl= .59），不再
作進一步刪減。是以，在因素負荷量、總題數量、及題目內容明確性的考量下，
共刪除預試版題目 6 題（見表 2）
；故最後保留在正式版本中的題目共 22 題，即：
統合策略 7 題、順應策略 6 題、支配策略 5 題、逃避策略 4 題。
- 61 -

教育科學期刊 13：2

表2
經預試後刪除的題項

分量表題號

內容

統合 4

有衝突時，我會尋找折衷的方法去解決僵局。

統合 6

有衝突時，我會以提出折衷方法來打破僵局。

統合 8

有衝突時，我會用「各退一步」的做法以達成妥協。

統合 11

我會試著與朋友合作，以獲得對問題適當的了解。

逃避 1

我會刻意避免正面面對問題，並盡量將衝突放在我的心中。

逃避 2

我會避免與朋友公開討論我們之間的差異。

四、校正項目與分量表總分相關係數
接著進行校正項目與分量表總分之相關係數的檢驗，以了解分量表的內部一
致性。結果發現，「青少年同儕衝突處理策略量表」中所有題目與分量表總分的
相關均高於 .60；統合策略分量表介於 .76～ .84，支配策略分量表介於 .60
～ .77，順應策略分量表介於 .71～ .79，逃避策略分量表介於 .67～ .77；顯示
四個分量表皆有不錯的內部一致性。

參、信度與效度考驗
一、正式量表之受試者
本研究另取國中生 451 名為研究樣本，以進行正式量表之信度與效度的分析。
此樣本來自三所台北市國中（34%）、三所新北市國中（38%）與一所彰化縣國
中（28%），共有男生 212 名（48%）、女生 228 名（52%），年齡從 12.8~16.6 歲
（M = 14.04，SD = .76），七年級到九年級的人數分別佔 35%、51%、14%。
二、本研究作為效標之量表
根據前述文獻之基礎，本研究使用「學生社交行為量表」與「人我表徵量表」
作為效標工具，以考驗「青少年同儕衝突處理策略量表」之效標關聯效度。
本研究使用 Crick 與 Grotpeter （1995）所發展之 Student’s Social Behavior
Scale (SSBS) 的中文版「學生社交行為量表」（Cheng, 2009），量表中包含同儕
接受度、利社會行為與攻擊行為之測量；以同儕提名的方式進行，研究參與者針
對每個題項填寫三位班上同學的座號（不限性別，且不能填寫自己的座號）。共
有 2 個題項測量同儕接受度，即「你最喜歡和誰在一起？」與「你最不喜歡和誰
在一起？」），根據 Coie 和 Dodge（1988）對於社交計量的計算方式，將每位
學生之被提名次數加總，以班級為單位進行標準化分數轉換，再將「最喜歡」與
「最不喜歡」之標準化分數相減，即為同儕接受度之得分；再根據 Coie 與 Do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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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的分類標準，將研究參與者歸類為「受歡迎組」、「被拒絕組」、「被
忽略組」、「爭議組」以及「一般組」。「學生社交行為量表」另有 2 題關於利
社會行為之評量（即「會主動幫助」與「關心安慰別人」），與 2 題關於外顯攻
擊行為之評量（即「會打人」與「威脅辱罵」）；同樣以標準化分數為個別學生
在此二向度之得分。
本研究另以「人我表徵量表」（程景琳，2012）測量國中生對自己及對他人
的整體性評價。此量表共有 12 題，包含「對自我的正向表徵」與「對他人的正
向表徵」，填答者以「很不符合」、「不太符合」、「有時符合」、「還算符合」、「非
常符合」五個選項進行作答，選項分別代表 1~5 分。全量表之 Cronbach’s α 為 .71，
「對自我的正向表徵」分量表之 Cronbach’s α 為 .74，
「對他人的正向表徵」分量
表之 Cronbach’s α 為 .59；以主軸因素法進行因素分析，可萃取出兩個因子，總
解釋變異量為 33.17%。
三、信度分析結果
「青少年同儕衝突處理策略量表」包含四種衝突處理策略：統合策略、支配
策略、順應策略和逃避策略，全量表之內部一致性係數為 .89，顯示其測量標的
為單一概念，誤差對測量結果的影響小。各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 係數為：統合
策略 .88、支配策略 .76、順應策略 .85、逃避策略 .79。根據 Henson（2001）
的建議，一個具有研究使用價值的優良量表，總量表之內部一致性係數應在 .80
以上，分量表信度應在 .70 以上；顯示本量表具有不錯的可使用性。
四、效度分析結果
（一）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
研究者使用探索性因素分析（EFA）之主軸因素法、直接斜交法，強迫萃取
四個主要因素。結果發現因素負荷量分布良好，且除了一題為 .48 以外，其餘題
目皆在 .56 以上（見表 3），題目在各自的因素上之因素負荷量分別為：統合策
略介於 .72～ .81、支配策略介於 .56～ .82、順應策略介於 .48～ .83、逃避策
略介於 .66～ .81；總變異解釋量為 59.70%。詳細數值列於表 3。
（二）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
以 LISREL 9.10 進行「青少年同儕衝突處理策略量表」之驗證性因素分析
（CFA），去除有漏答情形之樣本 7 人後，分析樣本數由 451 減為 444 人。針對
此樣本所得之因素負荷量，列於表 3；同時，為進行效度複核，研究者以另一國
中八年級樣本（共 666 名）所得之因素負荷量，亦整理於表 3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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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青少年同儕衝突處理策略量表」各題項之標準化因素負荷量

EFA
CFA
統合 支配 順應 逃避 正式 複核
因素 因素 因素 因素 樣本 樣本
1.

有衝突時，我會試著和朋友一起探討問

.81

.69

.72

.80

.73

.79

.77

.73

.85

.76

.70

.76

.75

.73

.77

.72

.73

.76

.79

.80

.78

.56

.47

.73

.81

.75

.82

.70

.61

.59

題，並找出我們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法。
2.

有衝突時，我會試著將我的想法和朋友
的想法整合，以形成共同的決定。

3.

有衝突時，我會盡量與朋友合作，找出
能符合我們期待的問題解決方式。

4.

有衝突時，我會與朋友交換有用的資
訊，以共同解決問題。

5.

有衝突時，我會與朋友協議，以達成妥
協。

6.

我會試著把雙方的考量都提出來，好讓
每個問題都能得到最好的解決。

7.

我會與朋友共同討論，以形成雙方都能
接受的解決方法。

8.

有衝突時，我會利用我的影響力，讓我
的想法被接受。

9.

我會利用我的權威去做出對我較有利的
決定。

10.

我會強調我懂得比較多，做出對我比較
有利的決定。

11.

面對問題時，我通常會堅持自己的立場。

.63

.50

.48

12.

在競爭的情況下，我有時候會利用我的

.82

.77

.56

.75

.72

.74

權力去獲得勝利。
13.

有衝突時，我通常會盡量滿足朋友的需
求。

14.

有衝突時，我會試著順應朋友的期待。

.83

.76

.81

15.

有衝突時，我會屈就於朋友的期待。

.82

.68

.68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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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有衝突時，我會對朋友讓步。

.71

.67

.73

17.

有衝突時，我會附和朋友的建議。

.48

.50

.67

18.

有衝突時，我會盡量滿足朋友的期待。

.78

.79

.79

19.

我會盡量避免與朋友有意見上的不合。

.66

.81

.81

20.

我會避免與朋友衝突。

.76

.84

.83

21.

我會盡量將我不同意朋友的想法放在心

.75

.54

.55

.81

.63

.72

中，以避免雙方的不愉快。
22.

我會盡量避免與朋友有不愉快的互動。

以整體模式適配度進行檢驗之結果，正式樣本為：χ2（203，N=444）= 653.14
（p＜.001）
、χ2/df=3.22、RMSEA=.07、CFI=.95、SRMR=.08、GFI=.88、NNFI=.95，
複核樣本則為：χ2（203，N=666）= 994.99（p＜.001）、χ2/df=4.90、RMSEA=.08、
CFI=.95、SRMR=.06、GFI=.87、NNFI=.95。參考Hu與Bentler（1999）、Browne
與Cudeck（1993）建議的標準，雖然並非所有的適配度指標皆達理想標準，但模
式的整體適配度情形尚可接受，整體模式適配情形如表4所示。
表4
整體模式適配情形

Chi適配標準

Square
不顯著

正式樣本

653.14

df

203

×
複核樣本

994.99
×

203

χ2/df

RMSEA

SRMR CFI

GFI

NNFI

<3.0

<0.08

<0.08

>.90

>.95

>.95

3.22

0.07

0.08

0.95

0.88

.95

×

○

○

○

×

○

4.90

.08

.06

.95

.87

.95

×

○

○

○

×

○

註：×表示未達適配標準， ○表示通過適配標準

（三）區辨效度
根據文獻資料（Kilmann & Thomas, 1977）
，研究者假設統合策略與支配策略
的使用傾向上應存在著性別差異，即預期發現女生比男生使用更多的統合策略、
使用更少的支配策略。針對此兩項策略的分析結果發現：統合策略在不同性別之
間的使用傾向符合假設（t = -3.37, p < .01），即女性傾向比男性使用更多的統合
- 65 -

教育科學期刊 13：2

策略；但是，支配策略的部份未符合原先預期，性別之間並沒有顯著差異（t = 1.49,
p = .14），即男性在支配策略的使用傾向上並未明顯高於女性。
將同儕衝突處理策略以社交地位（受歡迎組、被拒絕組、爭議組以及一般組）
作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支配策略（F=2.67, p< .05）與逃避策略（F=5.84,
p< .01）在不同的社交地位上有顯著差異，但統合策略未出現差異，可能跟各組
在此策略的使用率皆偏高有關。LSD 事後比較發現，受歡迎組相較於爭議組及
一般組，皆較少使用支配策略，且受歡迎組比被拒絕組使用更多的逃避策略；被
拒絕組相較於受歡迎組與一般組，皆更少使用逃避策略（見表 5）。因此，如同
原先預期，受歡迎組較少使用負向的支配策略，但是有關社交地位與逃避策略的
關聯，卻呈現與原預期不一致的結果。
表5
不同社交地位青少年之同儕衝突處理策略的 ANOVA 分析摘要表

因素別
統合策略
順應策略
支配策略
逃避策略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組間

4.21

3

1.40

2.33

組內

214.12

356

.601

組間

1.86

3

.62

組內

226.57

369

.614

組間

4.55

3

1.52

組內

209.87

369

.569

組間

11.76

3

3.92

組內

247.15

368

.672

LSD

1.01
2.67*

爭議組>受歡迎組；
一般組>受歡迎組

5.84***

受歡迎組>被拒絕組；
一般組>被拒絕組

* p < .05， *** p < .001

（四）效標關聯效度
本研究預期發現，正向的衝突處理策略應與正向的社會行為有正向關聯、與
負向的社會行為有負向關聯，亦與同儕接納度有正相關；而負向的衝突處理策略
則會呈現相反的關聯模式。分析結果如表 6 所示，統合策略、逃避策略及順應策
略皆與利社會行為有正相關（r = .21, .15, .15; p < .01）
、與外顯攻擊行為有負相關
（r = -.10, -.10, -.13; p < .05），統合策略與逃避策略亦與同儕接受度有正相關（r
= .14, .21; p < .01）
。亦即，統合策略與順應策略屬於正向策略，其關聯結果與預
期相符；但是，逃避策略的關聯結果未盡如預期。另一方面，支配策略並未顯現
與社會行為的顯著關聯，但與同儕接受度有負向關聯的傾向（r = -.09, p < .05）。
又如文獻中所述，Thomas 與 Kilmann（1974）認為統合策略與順應策略屬
於關心他人需求的合作傾向策略，而支配策略與逃避策略則屬於不關心他人需求
之非合作傾向策略；是以研究者預期，統合策略與順應策略應與「他人表徵」有
正向關聯，而支配策略與逃避策略則會與「他人表徵」有負向關聯。結果如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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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統合策略與他人表徵有正相關（r = .27, p < .01），順應策略與他人表徵有
正相關（r = .17, p < .01），支配策略與他人表徵有負相關（r = -.15, p < .01），但
逃避策略與他人表徵卻有正相關（r = .18, p < .01）。
總而言之，針對青少年同儕衝突處理策略與效標變項之假設關聯中，只有少
部分未符合預期，即（1）順應策略與同儕接受度並沒有顯著正相關，（2）支配
策略與外顯攻擊行為並沒有顯著正相關，
（3）逃避策略與多項指標的關聯模式出
現與預期相反的關聯方向（可能原因將於後續討論）。整體而言，此量表的效標
關聯效度尚可接受。
表6
「青少年同儕衝突處理策略量表」與效標變項之關聯（N=451）

統合策略
利社會行為
外顯攻擊行為

.21**

順應策略
.15**

支配策略

逃避策略

-.06

.15**

-.10**

-.10*

.06

-.13**

同儕接受度

.14**

.05

-.09*

.21**

他人表徵

.27**

.17**

-.15**

.18**

* p < .05，**p< .01

肆、討論與結論
一、本量表之信度與效度
青少年同儕衝突處理策略量表乃參考 ROCI-Ⅱ（Rahim, 1983）
翻譯編製而成，
適用對象為國中階段之青少年，目的在測量其對於同儕衝突之處理方式。研究結
果發現，全量表之 Cronbach’s α 係數為 .89，各分量表─統合策略、支配策略、
順應策略、逃避策略之 Cronbach’s α 係數分別為 .88、.76、.85、.79，表示「青
少年同儕衝突處理策略量表」具有不錯的信度。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模式
的整體適配度達可接受標準，由本研究樣本所得之各題項因素負荷量介於 .47
～ .84 之間。以性別及社交地位進行之區辨效度分析結果，還有以利社會行為、
外顯攻擊行為、同儕接受度、他人表徵進行之效標關聯分析結果，大致上皆符合
研究假設（見表 1）；惟逃避策略的分析結果不盡符合研究者之預期，未來研究
可再針對逃避策略的內涵進行探討。雖然四種策略與效標之相關值並不是很高，
但整體而言，與效標的關聯與預期的模式一致，代表此量表的構念組成仍有其意
義。後續研究可進一步探討，衝突處理策略與效標變項間更細緻的影響途徑，或
再針對其他效標變項進行檢視，以持續驗證本量表之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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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量表的應用
（一）探討青少年處理同儕衝突之方式、影響因素及可能結果
可藉由「青少年同儕衝突處理策略量表」了解青少年在遭遇與同儕之人際問
題時，傾向如何去解決衝突，並進而探討影響其策略使用的相關因素，與對青少
年可能的後續影響。由本研究之效度分析結果可知，青少年的性別、社交地位、
社會行為與他人表徵等，都與其衝突處理策略有所關聯，未來可再針對其他相關
因素（如：青少年的情緒調節能力、同儕關係品質等）進行探討；而期未來能以
實徵證據為基礎，設計開發出提升青少年人際衝突處理能力的具體作法。
（二）探討不同人際關係下之衝突解決策略
ROCI-II（Rahim, 1983）原先即被設計於探討多種關係的衝突處理模式－包
含在公司內的個體與「上司」
、
「下屬」
、
「同事」之間的關係。Hammock（1990）
進一步證實此量表可用於非公司情境的多種關係－包含家庭成員（如：父母、手
足）
、學校情境（如：同學、教授）
，甚至與「一般他人」的關係。在題目的設計
上，可透過量表題項之受詞的調整，而用來探討不同的人際關係；例如，針對青
少年之親子關係下的母子衝突，可將第 2 題調整為：「有衝突時，我通常會盡量
滿足媽媽的需求」。因此，後續研究可依研究目的，將此量表進行合理的改編，
用於探討青少年各式人際關係之衝突解決傾向。
（三）探討衝突處理策略內涵的文化差異
未來亦可藉此量表進行人際衝突處理策略之跨文化研究。本研究結果顯示特
別在逃避策略上，台灣樣本呈現與西方研究有所不同的結果。美國學者定義逃避
策略為不關心自己需求、不關心他人需求的策略（Thoma & Kilmann, 1974），是
以在美國樣本中發現，個體若傾向在人際衝突中使用逃避的衝突處理策略，通常
反映出對個體會有負向的影響，例如：使用逃避策略的傾向與個體的焦慮依附及
逃避依附皆有正向關聯（Cann, Norman, Welbourne, & Calhoun, 2008）
，逃避策略
的使用與個體的關係品質或關係滿意度的降低有關（Heavey, Layne, &
Christensen, 1993），也與個體的內化性問題、外化性問題的增加有關（Branje,
Doorn, Valk, & Meeus, 2009）。
然而，在台灣社會進行的其他研究（如：李敏龍、楊國樞，2005；利翠珊，
2006；張姝玥、陸洛，2007）卻發現，在人際衝突中使用某些形式的逃避策略，
雖然看似並未針對衝突進行處理，但在講求「以和為貴」的中華文化中，卻可能
有相對正向的功能（如：避免了正面衝突，而保住關係的表面和諧或雙方的面子）
，
因而未必對個體或關係造成負向影響。在本研究之國中樣本中發現，使用逃避策
略似乎同樣反映出青少年的正向社會適應，例如：逃避策略與個體本身之同儕接
受度及利社會行為有正相關、與其外顯攻擊行為有負相關，而在社交地位上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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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歡迎組之青少年，比起被拒絕組也傾向使用更多的逃避策略。是以，究竟逃避
策略在台灣社會中對青少年個體及其人際關係有什麼樣的影響？很可能反映了
華人關係文化之特性，有待後續研究再進一步深入探討。
三、本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在受測樣本人數與代表性取樣上有所不足，致使本研究結果之可類推
性有所侷限，尚需未來研究再持續確認本量表針對台灣地區青少年的應用性。例
如：根據教育部統計處所示資料，101 學年度之全國國中生總人數為 844884 人，
以 95％信心水準考量，研究樣本之理想人數至少需達 1067 人，同時，亦應考量
縣市區域、城市鄉村等因素進行分層隨機的取樣。
另外，本量表亦可能因自陳的作答方式，而使填答結果受到下列因素的影響。
一是，研究參與者的作答可能受到社會許可（social desirability）的影響，例如：
填答者可能在社會讚許的策略上勾選高分，或刻意低估自己在非社會期待之策略
上的分數，而可能使得統合策略相對之得分最高。或者，填答問卷時，參與者不
自覺地根據「自己認為自己可以做到或應該做到的事」來回答，而非根據自己實
際的行為表現作答。亦或，發生人際衝突時，個體當下多處於負向情緒的壓力下，
可能沒有特別留意自己處理衝突的方式，而於後來回憶時有所失真。因此，考量
問卷填答的既有限制，後續研究可再搭配行為觀察或他人評定等資料，持續驗證
本量表之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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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amine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n
developing a Chinese version of Peer Conflict Resolution Strategy Questionnaire
(PCRSQ) to measure how Taiwanese adolescents tend to deal with interpersonal
conflicts in peer relations. The pilot version of PCRSQ was constructed on the basis
of Rahim Organizational Conflict Inventory-II (Rahim, 1983). A non-random
stratified sample of 210 junior-high-school students was recruited for pilot study. The
final version of PCRSQ included four subscales of strategies: Integrating (7 items),
Obligating (6 items), Dominating (5 items), and Avoiding (4 items), and presented as
a five-point Likert-type scale. PCRSQ was then administered to a larger sample (N =
441) for assessment of scal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For reliability, the Cronbach’s α
of PCRSQ was .90, and the consistency efficiencies of the subscales were above .76.
The results of validity analyses were in good condition: (1) the result of EFA showed
total four factors can explain 59.70% of variance; (2) the result of CFA is acceptable;
(3) generally speaking, the results of criterion-related pattern meet our hypothesis. For
example, the tendencies of using Integrating strategies wer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prosocial behavior and peer acceptance, negatively with overt aggression. In sum,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satisfactory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PCR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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