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探討通勤家庭未通勤婦女之生活目標、配偶依附風格與幸

福感間的關係，因此蒐集國內外有關通勤家庭、生活目標、依附關係理論

與幸福感等相關研究，以作為本研究之研究問題及驗證假設之理論依據。

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介紹通勤家庭的概念與相關研究，第二節論述生

活目標的內涵與相關理論，第三節探討依附關係相關理論與研究，第四節

介紹生活目標、配偶依附風格與幸福感的關係。茲將各理論、相關研究進

一步探討如下。 

 

第一節 通勤家庭的概念與相關研究 

    本節首先介紹通勤家庭之概念、定義，繼而分別探討國外有關通勤家

庭之研究及國內通勤家庭的生活與適應，以作為本研究通勤家庭之立論基

礎。 

一、通勤家庭之定義 

通勤家庭的稱呼有很多種，早期有通勤婚姻（commuter marriage）

（Gerstel, 1977）、週末婚姻（weekend marriage）、長距離婚姻

（long-distance marriage）、兩地家庭（two-location families）、已

婚單身者（married singles）（Farris, 1978; Kirschner & Walum, 1978）

或通勤家庭（commuter families）（Farris, 1978; Johnson, 1986）、兩

地雙生涯家庭（dual-career commuter family）、候鳥家庭、分偶家庭（引

自鍾筱萍，2003），以及雙居住地婚姻（dual-resident marriage）

（Schvaneveldt, Young, & Schvaneveldt, 2001）。Glick(1977)則認為，

兩地夫妻的形成有其時代背景，存在於這些夫妻之間的分離，不同於因法

律上的分居（legal separation），或由於入獄（imprisonment）、住院治

療（hospitalization）、服役（military service）等原因所造成的分離



（引自丁慧靜，1983）。我國學者藍采風（1996）則視此種家庭為現代化

家庭類型中兩性平權婚姻的一種。對於這類型的家庭型態，學者們所提出

的主要見解如下： 

（一）、長距離婚姻（long-distance marriage） 

Rule（1977）對此類型家庭的定義是，夫妻為了各自的職業生涯而選

擇分開居住，但仍保有婚姻關係，而這樣的分居型態常發生在夫妻其中一

方的職業開創時期或職業尖峰時期，也就是說夫妻其中一方正在努力追求

職業機會與成就的時期。 

 

（二）、通勤家庭（commuter families） 

乃指夫妻於工作期間分別在不同的地點居住，而在週末假日時才重

聚，也就是說夫妻彼此在分開居住的工作期間，會將時間與精神完全投注

於工作，週末時，則完全放在與家庭有關的活動上，對某些具有高度成就

動機與能力的人而言，這種安排是在一段有限時間內進行某些活動的過

程，對一部分的人而言，是在工作與家庭認可的結構中，尋求一項令彼此

滿意、穩定而且平衡的安排（Farris, 1978）。 

 

（三）、通勤婚姻（commuter marriage） 

依據 Gerstel（1977）所定義的通勤婚姻，乃指夫妻每星期至少有兩

個晚上分別居住不同的地點，而仍維持並想要繼續維持下去的一種婚姻狀

態，這種分離是因夫妻雙方必須在不同的地區就業的結果。Gerstel 說明

通勤家庭通常有下列特徵：1.夫妻中有一方在外地就業，但通勤者不一定

是男性。2.兩地夫妻間的分離是出於自願，而非諸如服監等強制分離。3.

兩地居住往往會增加經濟上的負擔，夫妻之所以選擇兩地分居，其主要動

機在於透過職業參與來提高個人的成就與滿足感，經濟收入的增加並非最

主要的目的。4.兩地夫妻是在兩個固定的地點之間往來，其兩地的居住處



所是固定的，所以會有第二個家（secondary home）。 

 

（四）、兩地雙生涯家庭（dual-career commuter family） 

有些學者認為通勤家庭是附屬於雙生涯家庭的一部份，故又可稱為

「兩地雙生涯家庭」。此乃同時就業的夫妻為了解決彼此職業上的需要，

而決定分開居住的一種非傳統婚姻（nontraditional marriage）（Barnett, 

1998; Gross, 1980）。 

 

（五）、兩地夫妻 

國內學者丁慧靜（1983）則以兩地夫妻來稱呼這類型家庭之夫妻，他

主張兩地夫妻的生活方式，有別於一般傳統的婚姻生活，它不以犧牲夫妻

一方或雙方的職業來解決夫妻就業地點無法配合之問題，而是以雙方的職

業發展做為決策的焦點。在這種持續的婚姻關係中，它允許個人從事其重

要到足以造成分開居住這個決定的職業，而不必受其配偶就業地點的限

制，同時，使個人擁有較長時間不受干擾而能投入其工作的自由。 

綜合上述學者的看法與定義，通勤家庭、兩地家庭、長距離婚姻、通

勤婚姻、侯鳥家庭、分偶家庭、兩地雙生涯家庭等，意指夫妻其中一方為

了就業之便而不得不分隔兩地居住的家庭型態，但是這些家庭亦會選擇時

間重聚以維持其家庭關係。本研究擬以通勤家庭（或分偶家庭）來稱呼這

類型家庭。 

 

二、通勤家庭國外之研究 

Winfield（1985）在「Commuter marriage」一書中提到，在美國早

期，兩地婚姻是不合法的，兩地婚姻新興於 1970 年代，直至 1983 年只有

五個州立法保障已婚夫妻可以選擇分居兩地。但是由於美國地緣廣大，加



上女性地位提高、勇於追求自我的夢想，因此夫妻為了追求更好的生活品

質或自我目標而分隔兩地的現象早已日漸普遍，對於通勤家庭的現象，國

外早有探究。 

根據研究顯示，在通勤家庭中扮演通勤角色者，多為丈夫（鄭雅娟，

2000；鍾筱萍，2003；Ferk, 1999; Yamashita, 1991）。Winfield（1985）

在其書中亦提到，通勤家庭的崛起，有一個很重要的意義是女性自我意識

的覺醒，現代的女性不再認為自己只能扮演照顧家庭的角色，她們也想在

自己的事業上展現自我，於是越來越多女性不再為了丈夫工作外調而放棄

自己的事業、跟隨丈夫異地而居，而這種觀念也廣為現代的男性所接受，

導致通勤家庭日漸普遍。 

Gerstel 是美國研究通勤家庭之先驅，其 1977 年的研究除了明確定義

通勤家庭外，更指出高等學術的教育工作者，比一個機構中的管理人員更

適合兩地居住，因為教育工作本身有較大的彈性，而且有較多與較長的假

期，無形中相對減少了夫妻分離的時間，所以夫妻中只要有一方從事教育

工作，便比較適於兩地往返。Farris（1978）的研究亦發現，多數通勤家

庭夫妻的職業都具有較高的工作彈性，使得這種緊張的生活方式、婚姻關

係仍能維繫，顯然夫妻雙方的職業別，可以影響兩地夫妻的生活調適；工

作彈性大的職業較有利於通勤家庭的生活方式。亦有學者認為通勤家庭是

附屬於雙生涯家庭的一部份（Barnett, 1998），因此在雙生涯家庭的研

究中可見到關於通勤家庭之探討，例如 Govaerts 與 Dixon（1988）的研

究主要是比較一般雙生涯家庭與兩地雙生涯家庭在工作及婚姻滿意度上

的差異，研究發現通勤家庭夫妻對於婚姻滿意度中情感交流及相處時間較

不滿意，且通勤家庭夫妻對婚姻或親職角色都抱持非傳統式的認知，女方

不再把妻子或母親角色視為第一，而男方也會以較平等的態度來看待家裡

的事務和自己的事業。Vanderslice 與 Rice(1992)則就生活滿意度及生

活壓力來檢測一般雙生涯與兩地雙生涯家庭夫妻的生活品質，發現通勤家



庭夫妻對自己的工作及時間較滿意，但對家庭生活、夫妻關係及整體生活

滿意度稍嫌不足。 

兩地距離太遠、空間因素越不利，勢必造成夫妻無法經常相聚，而且

兩地距離越大，夫妻間所承受的負荷與壓力也愈大（Gerstel, 1977; Gross, 

1980）。其中隱藏著兩個原因：第一，兩地距離越遠，則來往旅費及電話

費用也越大，因而增加經濟上的開銷，因此比較起來，通勤家庭的經濟生

活通常較富裕，如此得以維持兩地的生活費用。第二，兩地距離越遠，則

時間與精力的支出也越大，通勤間距也會增加。通勤家庭夫妻每次分離期

間的長短，是這類型家庭生活適應上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大部分研究顯

示，對這種生活安排的不滿與緊張氛圍，會隨著分離時間的延長而增加

（Farris, 1978; Gerstel, 1977; Gross, 1980）。從前述的文獻來看，

通勤家庭之婚姻滿意度有偏低的傾向，但 Barnett（1998）的研究則發現

通勤家庭夫妻會在婚姻關係中對對方有較多的感激，且在相處時刻會表現

出正面的交互影響，他們重視的是相處時間的質而非量；此外，大多數的

通勤家庭父母會盡量提供小孩良好的角色模範，且在此環境下長大的小孩

也較獨立、有責任感及見識廣博。 

 

三、國內通勤家庭的生活與適應 

Ferk (1999)的研究指出，美國通勤家庭約有 70 萬到 100 萬對，但是

隨著婦女教育程度的提高，有越來越多婦女加入專業人員和上級主管的行

列，加上交通工具的便捷，使得夫妻雙方更可以追求自己的事業發展，通

勤婚姻的現象越趨明顯。然而在國內，最常見的通勤家庭大多是先生奉派

到離家數百里以外的地方任職，而子女因為就學關係不能隨同前往，妻子

為了照顧子女而留守家園，這是台商家庭很普遍的現象。國內歷年來關於

通勤家庭之研究並不多，且主要著重在台商家庭之探討，但是除了台商家



庭外，當然還有其他類型的通勤家庭，例如軍警家庭、配偶到外地就業、

配偶經常性到外地出差…等。 

早期丁慧靜（1983）的研究主要在探討社會變遷下通勤家庭的產生，

並從家庭功能的心理、生理、經濟、教育、社會等五個層面分別探討兩地

夫妻婚姻生活狀況及其影響因素，針對大專以上教育程度，年齡在 26 到

40 歲間的通勤家庭夫妻進行問卷調查，歸納出不適合兩地分偶者為：1.

年紀輕或正處於婚姻初期；2.尚無子女者；3.工作滿意程度偏低；4.對婚

姻期待過於理想者。研究結果並發現兩地夫妻婚姻生活的各層面中，以子

女教養方面及經濟方面的滿意程度最低，顯示這兩方面所需的調適與支援

較多。鄭雅娟（2000）分析兩地雙生涯家庭與一般雙生涯家庭的高中已婚

女教師之家庭壓力、支持系統與婚姻滿意度之差異及其影響因素，研究發

現兩地雙生涯家庭之家庭壓力在子女教養部分壓力最大，其次是夫妻相

處。黃靜儀（2001）以一年半的時間，對五個駐防軍人的妻子，採用深度

訪談進行研究，來詮釋這些駐防軍人妻子的生活經驗，研究發現：1.這些

駐防軍人妻子認為他們的婚姻生活模式最大的優勢是先生擁有一份穩定

的薪水；2.在家務分工上，這些妻子雖因個人角色負擔過重而偶有一些抱

怨，但卻不致於對婚姻滿意度造成不良的影響；3.這些分偶婦女最擔心的

事情是孩子與父親的關係不夠親密，以及父親長期不在家對孩子的不良影

響。陳詩寧（1997）的研究則發現，通勤家庭學生較多的學區主要有兩區，

其一是大都會區，原因是父母教育程度較高，追求事業成就者較多；另一

個是偏僻地區，原因是住家附近缺乏就業機會，父或母需要出外謀生。鍾

筱萍（2003）的研究關心的是通勤家庭孩子的狀況，研究結果發現國內通

勤家庭通勤者多為父親，且在通勤家庭中，子女與父母親的心理互動皆少

於一般家庭，通勤家庭親子互動和子女憂鬱表現亦有顯著相關。 

其他相關研究則是針對台商家庭妻子婚姻生活適應之研究。王君琳

（2001）在「流動的家：大陸台商女性配偶的家生活與認同」一文中，從



六位分偶家庭婦女的經驗分析發現，對未通勤婦女而言，先生不在家使其

更有時間與空間支配自己的家庭生活，並鬆動原本以男性掌握主要權力的

性別關係，亦擴大未通勤婦女個人社會網絡。陳麗惠（2003）的研究主要

在探討大陸台商妻子之婚姻生活經驗，了解大陸台商妻子的家庭決策過

程、角色負擔情形、對大陸台商包二奶的看法與自己的情慾及探討兩地婚

姻所造成的影響，受訪對象一致認為目前的居住狀況只是暫時的，迫於生

計不得不接受，並將夫妻同住的希望寄託於未來。在徐麗賢（2003）的研

究中則發現，大陸台商父職實踐需求各層面的求助對象，「配偶」為第一

人選，且台商妻子也會盡力扮演好母代父職的角色，並且會在適宜的時機

讓父子有培養親情的空間。為了對國內通勤家庭狀況有更清楚的認識，茲

將歷年來國內通勤家庭相關研究整理如表 2-1-1。 

表 2-1-1 國內通勤家庭歷年來相關研究 

學者 

（年代） 

研究 

方法 
研究重點 研究發現 

丁慧靜 

（1983） 
量化 

兩地夫妻婚姻生

活調適 

經濟及教育層面滿足程度最低，以社

會層面滿足程度最高。 

陳詩寧 

（1997） 
量化 

通勤家庭父母管

教方式與子女行

為表現 

子女身心健康較差且行為困擾較多。

鄭雅娟 

（2000） 
量化 

兩地雙生涯家庭

婦女家庭壓力、

支持系統與婚姻

滿意度 

兩地雙生涯家庭女教師之家庭壓力

較一般雙生涯家庭女教師高，且支持

數及婚姻滿意度皆較一般雙生涯家

庭女教師低。 

王君琳 

（2001） 
質化 

台商女性配偶的

「家」生活與認

同 

未通勤婦女更有時間與空間支配自

己的家庭生活、鬆動原本以男性掌握

主要權力的性別關係、擴大未通勤婦

女個人社會網絡。 

黃靜儀 

（2001） 
質化 

駐防軍人妻子婚

姻生活經驗 

駐防軍人妻子的社會資源網絡甚

窄、子女身心發展易受到影響、妻子

負擔多重角色的責任與壓力。 

陳麗惠 

（2002） 
質化 

台商妻子婚姻生

活經驗 

妻子較有自主的空間；影響夫妻感情

的因素包括溝通、情感聯絡的頻率、



吵架的多寡、互傳心聲與否、能否妥

善安排夫妻共處時光、親友媒體的壓

力以及是否過度擔心先生會有外遇

等。 

徐麗賢 

（2003） 
量化 

台商父職實踐程

度與實踐需求 

父職實踐程度以「經濟支持」向度為

最高，以「生活照顧」為最低。  

鍾筱萍 

（2003） 
量化 

父母管教方式、

親子互動關係與

子女憂鬱及焦慮

表現之相關 

通勤家庭子女與父母親的心理互動

少於一般家庭；「通勤家庭」子女與

父母的心理、身體互動關係，和其憂

鬱表現間有顯著負相關。 

方毓秀 

（2004） 

量化為

主 

，質化為

輔 

台商妻子教養信

念 

台商妻子的教養信念和參與子女學

習之間有顯著的正相關；開放性問題

分析方面，正面影響有妻子較獨立自

主、較自由；負面影響包括休閒時間

減少、夫妻情感問題、家庭氣氛較不

融洽、壓力較大、孩子教養問題等。

 

小結：綜合上述文獻可以發現，通勤家庭夫妻面臨到的困擾與壓力通

常較一般家庭來得大，整體婚姻生活滿意度亦有偏低的趨勢，國內針對通

勤家庭的婚姻適應問題探討頗豐碩，但是大多針對通勤家庭中夫妻的婚姻

滿意度、婚姻生活適應或親子關係進行研究，很少針對夫妻其中一方進行

深入的個人心理變項研究，例如壓力因應、依附風格、分離焦慮、寂寞感、

自我價值等，有鑑於此，研究者整理出此類型家庭對通勤者與未通勤者所

帶來的優勢與劣勢影響如表 2-1-2，希望對通勤夫妻有更深層的認識。 

從表 2-1-1 可看出國內對通勤家庭之生活適應已有一番瞭解，再從表

2-1-2 可以看出通勤家庭之生活型態的確會為通勤家庭夫妻帶來劣勢影

響，但也會有優勢的時候，研究者想瞭解的是個人的心理變項是否可能影

響通勤家庭夫妻的生活適應，例如個人的依附風格與生活目標取向，是否

會影響他們在通勤婚姻中的生活適應或幸福感。本研究認為針對通勤家庭

夫妻任何一方進行深入的個人心理變項探究，在瞭解他們的狀況後才能協

助通勤家庭夫妻將劣勢影響降至最低，如此也才能避免通勤家庭可能引發



之家庭問題並提升其生活品質。 

過去的研究指出夫妻情感問題是通勤家庭婚姻滿意度偏低的重要因

素之一（陳麗惠，2002；鄭雅娟，2000；Chang, 2000; Farris, 1978），

陳嘉鳳和楊國樞（1980）在其研究中指出，以往婚姻制度成立的首要目的

是為了傳宗接代，但是現代人們結婚的首要目的則是為了追求情感生活的

滿足；而在西方的成人情感關係或婚姻生活適應研究中，依附理論則常常

被當成重要的主題，不少研究也發現依附風格確實會影響婚姻關係的品質

（Berman, Marcus, & Berman, 1994; Feeney et al., 1994），因此本研

究亦希望能夠進一步探究國內通勤家庭未通勤婦女的配偶依附風格對其

生活的影響？從文獻整理及表 2-1-2 我們可以看出未通勤者的負擔較大，

但當其獨立、自主性較高時，似乎可為其生活帶來較正面的影響、較能享

受配偶不在的自由、較能追求且享受自己的生活目標，在這樣的生活型態

下，也許其整體幸福感也較高。反之，一個依賴心重、對通勤婚姻關係沒

信心的人，其生活目標的安排為何？整體幸福感是否會受到負面影響？此

亦為研究者想進一步探究的研究目的之一。 

表 2-1-2 通勤家庭通勤者與未通勤者之優、劣勢 

 優勢 劣勢 

通勤者 

1. 背負較少家庭角色負擔。 

2. 擁有更多的人身自由。 

3. 可以追求自我發展、自我成就。

4. 擁有較佳生涯發展機會。 

5. 可專注於事業。 

6. 從工作中獲得滿足感。 

1. 背負經濟提供者的壓力。

2. 夫妻情感問題。 

3. 忍受和家人分開之苦、思

鄉之情。 

4. 親子關係問題、親子教養

問題。 

未通勤者 

1. 和孩子有較多的相處時間，可以

享受親情。 

2. 享受配偶不在的自由。 

3. 自主性提高。 

1. 扮演多重角色而犧牲自

我或壓力過大。 

2. 休閒時間減少。 

3. 夫妻情感問題。 

4. 親子關係問題、親子教養

問題。 

5.遇到問題需獨當一面。 



第二節 生活目標的內涵與相關理論 

本節首先就生活目標的內涵加以界定，其次介紹生活目標的相關

理論，最後探討生活目標的相關因素，以作為本研究生活目標的理論

基礎。 

一、生活目標的內涵 

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將目標定義為：「目標是行為所進行的最終之結

局，當時的行為不僅包括身體的反應，同時也包括心理的反應，不僅關乎

個人的行為，社會行為也包括在內；動物因飢餓而想獲取食物，食物就是

目標，目標有時是環境裡的實在對象，有時也可能是理想或精神的意識水

準」。由此可見，目標關乎生理與心理、具體與抽象，它涵蓋著動機與價

值觀（引自曾艷秋，2001）。Pervin（1996）則指出，「目標（goal）」

的概念，已經成為動機和人格理論的一個重要部分。Erikson (1963)提出

的心理社會理論將人的一生區分成八個心理社會階段，每個階段有其主要

的發展任務，而這些所謂的發展任務即提供我們人生各時期的生活目標。

Erikson 的理論強調人類理性與適應性層面，認為個體與社會彷彿相互牽

引的齒輪而導致個體的發展，是故，人類行為的產生、對生活目標的追求，

是受先天與後天交互影響的。李良哲（1984）根據 McGill 的理論，亦以

人生發展階段的觀點探討中年男人所面臨的發展危機，認為這些危機的產

生導因於中年男人自我認同有所缺陷或有壓力存在，並區分中年男人有七

種自我認同的泉源，而這七種自我認同的泉源便是中年男人追求的生活目

標；由此可見，人們在追求生活目標的過程當中，可以產生對自我的認同。

心理百科全書對生活目標的定義是：「指一切為了補償自己真實或想像的

自卑感而不自覺的努力奮鬥，用以滿足個人優越感的目標

（Corsini,1984）」，這樣的定義強調人的行為會受到目標的牽引，以力

求滿足自我。同樣的，Adler 也從補償作用的角度來分析人們對指引其未



來行為目標的反應，例如，一位自幼口吃的人可能努力成為雄辯家，在人

類的自卑感、補償作用與追求卓越的交互影響之下，編織了個體的生活形

態（life style）（Pervin, 1993/1995）。鄭瓊月（1990）則認為生活

目標是指個體為因應環境與個人需求，而去追求能使之感到有意義的方向

與目標，並且強調個體的主動性。黃素菲（1984）則在其研究中，以生活

適應的角度來探討大學生對生活目標的追尋，並認為生活目標的達成程度

或受挫程度可用來當做適應的指標，其研究則發現生活目標之追尋具有性

別差異，而這可以用男女不同的社會化歷程來解釋，由於兩性不同的性別

角色期待，造成男女特定角色的形象，進而反映生活目標的設定方向。 

綜合上述，生活目標是指個人在生活中所追求的各種目標，此目標與

方向能使個體感到有意義。生活目標可以是個體為了滿足人類基本身心需

求而引發的，也可以包含個體的主動性與價值觀，當然，個體的生活目標

亦是他和環境互動下的產物。整體而言，個體對於生活目標之追求，不只

有先天機制在控制，亦受到後天環境的影響。 

 

二、生活目標的相關理論 

從前述對生活目標的定義來看，生活目標可以是為了滿足人類最基本

的身心需求，是一種原始性的動機、驅力；但也可以是生活中更有意義、

更有價值的追求。研究者整理過去有關人類的動機、目標之文獻發現，

Maslow 的需求層次論是最常被論述的，該理論亦是許多動機、目標理論

之立論基礎。Maslow 的需求層次論（need hierarchy theory）強調個體

具有邁向充分成長和自我實現之潛能，認為人會不斷向正向目標前進、成

長。另一個常被引用的目標理論則是 Buhler 的生活目標基本趨向理論，

該理論除了強調個體會追求其認為有價值、有意義的目標以達成自我實現

之外，更融入生命週期的觀點來探討個體生活目標之發展，並強調個體在



引導自我趨向目標時所表現出的衝突都可以在生活中這四種基本趨向的

相互作用中找到。Emmons的「個人目標追求（personal strivings）」觀

點則和前述兩大理論有很大的不同，該理論強調的是從個人所追求的各種

目標屬性來瞭解個體的人格與生活適應。上述和生活目標有關的三大理

論，是歷年來相關研究較常引用的，研究者將從這三大理論對生活目標追

求作進一步的介紹如下：  

（一）、Maslow 的需求層次論 

五十年代以後，人本心理學興起，成為心理學的「第三勢力」，Maslow 

的需求層次論亦受到心理學界普遍的重視。Maslow（1968）以追求自我

實現為人性本質的理念，將人類追求自我實現的動機，區分成五個層

次，認為人類的行為是由「需求」（needs）所引起的，即生理需求

（physiological needs）、安全需求（safety needs）、愛與隸屬的

需求（love and belongingness needs）、尊重需求（esteem needs）

及自我實現的需求（self-actualization needs），每當較低層次的需

求獲得滿足後，才能進一步滿足更高層次的需求。此外，Maslow（1970）

在《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一書中更進一步提出匱乏需求

（deficiency needs）和存在需求（being needs）的不同；匱乏需求

是個體感受到不滿或挫折，想要改變目前狀況的需求；而存在需求指的

是追求成長的動機及對人生存在價值的渴望。有關Maslow 理論之各類

需求的層次與發展變化，具有以下幾種特性（彭運石，2001；Maslow,  

1968, 1970）： 

1. 各類需求會依照生理需求、安全需求、愛與歸屬的需求、尊重需求以及

自我實現需求由低至高的順序，逐漸滿足並向上發展。 

2. 各需求的關係為一循序漸進的關係，而非突然或跳躍的關係。此外，較

低層次的需求並非要達到百分之百滿足後，才會產生較高層的需求。例

如個體可能滿足了85%的生理需求、70%的安全需求、50%的愛與歸屬需



求、40%的自尊需求以及10%的自我實現需求。 

3. 需求層次的固定順序係針對大多數人的順序所提出，但事實上仍可能有

許多例外的情況發生。例如Maslow 曾舉例顯示某些人似乎表現出自尊

比愛來的更重要。 

4. 各需求的層次兼具動態性與發展性。亦即某項優勢需求獲得滿足後（不

一定要百分之百的滿足），另一高層需求將出現並成為優勢需求進而主

宰行為。 

5. 個體在某一狀態及時間內，會以某種優勢需求為核心，其他需求則退為

次要的角色。 

6. 各需求層次間的變化，會受個體生長的環境與其遺傳的影響。 

 

（二）、生活目標基本趨向理論 

人本心理學家 Buhler（1962）認為精神分析理論太過強調個體功能

正常運轉乃決定於個體本能的釋放、壓力的減除，而忽略個體正向的潛

能、創造力；同時他亦不贊同自我實現論者太倚重個體的創造力，而忽視

生物或遺傳因子，且對於個體在達到自我實現過程中的因應行為（coping 

behavior）沒有一統整的理念，遂提出「生活目標基本趨向理論」，用來

瞭解個體在目標設定（goal setting）上的發展。茲將生活目標基本趨向

理論的四個生活目標介紹如下（Buhler, 1961, 1962,  1964）： 

1.需求的滿足（need-satisfaction）： 

透過基本需求的滿足獲得穩定，類似精神分析理論能量釋放的概念，

意指個體在生理、心理上立即的放鬆、滿足，例如：飢、渴、性等需求的

滿足。其中又包括：(1).基本生活必須的滿足、(2).愛與家庭、(3).性與

自我的愉悅。 

2.自我限制性的適應(self-limiting adaptation)： 

著重此目標的人通常認為「既然無法改變環境，便只能改變自己」，



所以為了適應、找到歸屬和獲得安全感，驅使個體自我控制以因應環境，

是對負向現實經驗與障礙的反應、意識或行為。其中又包括：(1).接受限

制且謹慎待之、(2).順從他人或環境以獲得適應、(3).避免困境。 

3.創造性的擴張(creative expansion)： 

此趨向和前一個趨向在概念上是相對立的，指透過行動、身體或心智

的生產力以創造或改變其世界。其中又包括：(1).自我表達或自我發展、

(2).追求權勢與聲望、(3).追求公共生活的角色。 

4.內在秩序的維持(upholding the internal order)： 

此一趨向內容較為複雜，是指內在思考組織與外在價值觀的整合，與

良知價值觀有關。其中又包括：(1).合於道德的價值觀、(2).社會價值觀、

(3).評估自己的成就與地位。 

Buhler 所建構的理論折衷了精神分析理論與自我實現理論的偏執，

並加入生命週期的概念，將人生劃分成五個階段來說明人類目標之發展，

第一個階段於個體0到15歲期間，此階段是目標設立前階段；第二階段於

個體15歲至25歲期間，是個體初步、有計畫的目標自我決定階段；第三階

段於個體25歲至45歲期間，此階段個體已經有限定的、具體的目標決定階

段；第四階段於個體45歲至65歲期間，這階段是個體評估其目標成敗與否

的階段；第五階段在65歲以後，此階段最具有個別差異性，個體會依自己

的情況回歸到先前的優勢目標。Buhler 認為個體在正常情況下，終其一

生都會有此四個基本生活目標，換句話說，每一個目標都有其生存價值，

每個個體都具備這些目標趨向，而人格結構之所以不同，是因為每個人對

此四個生活目標的重視程度不同所致；有些人較趨向於需求的滿足，比較

看重愛、家庭、舒適與快樂…等基本生理、心理需求的滿足；有的人則較

傾向自我限制性的適應，視保守為一種生活保障、追求一份安穩的生活，

或許生活上少了冒險犯難帶來的刺激感，但卻是個體希冀的理想國；有些

人則較重視創造性的擴展，勇於挑戰自我、追求自我、熱愛在公領域展現



自我並改造現況，讓環境、局勢更符合人類的需求；也有人選擇關心內在

秩序，在他認同的信仰及價值體系下追求心靈平靜與內在協調。Buhler

（1972/1990） 亦認為個體在引導自我趨向目標時所表現出的衝突都可以

在生活中這四種基本趨向的相互作用中找到。 

 

（三）、Emmons 的「個人目標追求」觀點 

「個人目標追求」意指個體在日常生活中透過行為所追求之目標屬性

類型，且目標類型具有個體之獨特性和人類共同性，包括個體所希冀得到

與避免的事情或感受（Emmons, 1986, 1989）。Emmons 在研究個人目標追

求時，強調以個人所追求的各種目標屬性與內涵，來瞭解個體的人格與生

活適應，指出個人的目標具有四種特性：1.目標具有認知、 情感和行為

成分；2.目標包含了現在的自我概念及未來的可能自我；3.目標具有穩定

性，也具有可變性；4.目標具有個體獨特性和人類共同性。Emmons

（1986,1992）並以「目標追求衡鑑量表（Striving Assessment Scales）」

來測量目標屬性，目標屬性指的是「目標的重要性」、「目標的價值」、「目

標的工具性」、「對目標的承諾度」、「目標的困難度」、「過去目標的達成

度」、「追求目標時獲得的滿足」、「目標成功的可能性」、「目標的不定性」、

「目標間的衝突性」… 等 14 至 18 類；該量表首先讓受試者自由寫出 15

項個人努力追求的目標，例如：外表吸引力、嘗試新經驗、避免依賴男友…

等，個體努力去追求或避免的事情、感受，接著針對這 15 項目標進一步

評定其屬性。由這些目標屬性中可以檢視一個人在一般情形下如何去追求

目標，並了解其與個體心理健康、生活適應的關係。其研究發現，「過去

目標的達成」與「目標的價值」和正向情緒有很高的相關，負向情緒則和

「目標成功的可能性低」、「目標間的衝突性高」有關，「目標的重要性」、

「目標的工具性」則可預測個體之生活滿意度。 

小結：綜合上述三大理論， Emmons 的理論著重在目標屬性之探討，



強調經由目標屬性來瞭解個體如何追求目標，且該理論對目標之分類並未

如 Maslow 或 Buhler 的理論將生活目標從人類最基本的需求論述到人

生最高境界的追求，對於本研究之動機或許無法提供全盤釋疑。另一方

面，研究者認為 Maslow 的理論過於強調個體自我實現的潛能，忽略了越

高級的需求我們往往越難覺察，也越容易為外界所影響、改變，亦有學者

反對 Maslow 的理論將自我實現看做是個體的內在驅力、潛能，而認為自

我實現是一種遵守社會化的形式、過程（Wilson, 1988）。反觀 Buhler 的

生活目標基本趨向理論，不但折衷了精神分析理論與自我實現理論的偏

執，並加入生命週期的概念，認為在人的一生當中，我們會不斷嘗試找出

最適合自己的生活方向，雖然人生劇場無法倒帶重來，但確有著一定的軌

跡可循－人的一生是在不斷尋求目標、發展目標、改變目標中循環的，生

活目標的追求可說是人類普遍存在的生命現象，每個目標趨向都有其生存

價值，基於此，本研究欲以 Buhler 的生活目標基本趨向理論為架構，探

究通勤家庭未通勤婦女生活目標之情形，並進一步探討其主觀幸福感。 

 

三、生活目標的相關研究 

為了對生活目標有進一步的認識，以下茲就性別、年齡、工作等探討

生活目標的相關研究。 

（一）、性別與生活目標 

生活目標取向會因為性別的不同而有差異。黃素菲（1984）以 Buhler 

的生活目標基本趨向理論為基礎，測量大學生的生活目標，研究結果顯

示：兩性在生活目標的設定上，男生比較傾向「獲取成功與擁有權勢」的

工作取向之生活目標；女生比較傾向「培養感情與避免危險」的人際取向

之生活目標，並認為這種差異可以男女不同的社會化歷程來解釋，不同的

性別角色期待，造成男女特定角色的形象，進而反映生活目標的設定方



向。鄭瓊月（1990）則在對高雄市903位勞工的生活目標調查研究中發現，

男性勞工比女性勞工重視「服務社會人群」的生活目標。陳麗如（1997）

在對小學生生活目標的研究中發現，國小學童所追求的人生目標有讀書才

藝、物質擁有、競爭超越、身體健康、家人關愛、休閒鬆弛、克盡本分、

朋友關懷等八大類型，且男、女學童的生活目標是有差異的。Diener 與

Fujita（1995）以大學生為對象進行研究，結果顯示女性擁有較多的社會

目標，而男性擁有較多的成就目標。 

然而兩性在生活目標取向上的差異，也會隨著時代而改變。Regan

（1982）以縱貫研究法檢視1968年至1979年這十年間畢業的大學男女生，

其生活目標轉變的情形，並將生活目標劃分為：1.事業目標（career or 

occupation）、2.家庭關係目標（family relationship）、3.休閒與娛

樂活動目標(leisure time recreational activities)等三類，研究結果

顯示，1968年至1979年這十年間男女大學畢業生的生活目標有所轉變，女

性逐漸轉向追求家庭與事業結合的目標，而男性對家庭生活與對休閒生活

則有越來越重視的情形。 

 

（二）、年齡與生活目標 

Nurmi (1992)在其研究中指出，成年人的目標與憂慮內容常反映出其

年齡的發展任務；青年階段的生活目標常與「未來教育與家庭」有關；中

年人的生活目標則與「孩子的生活」、「財產」有關；老年人則偏重於「身

體健康」、「退休」、「休閒活動」等生活目標。這樣的研究結果呈現出

不同的年齡階段，其生活目標會有不同的趨勢。 

 

（三）、工作與生活目標 

在一項長達60年的縱貫研究中，學者分析就業與否對婦女生活目標之

影響，其在1982年和1986年的調查中指出，職業婦女較強調自主性、投入



性與成就性的生活目標，家庭主婦則多為家庭取向的生活目標；並進一步

指出女人早期的生活目標深受社會規範與價值的影響，並會連帶的影響他

們往後對生活目標與生活模式的選擇，且多數的婦女常為了兼顧家庭與職

業，而延遲生育或中斷工作以養育小孩（Holahan & Sears, 1995）。曾

誰芬（1988）主要的研究目的是在探討藝術工作者和行政工作者，他們的

工作、對工作之感受及其主要的生活目標，此三者相互作用之下，對休閒

參與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藝術工作者在生活目標上不若行政工作者汲汲

追求安全、情感歸屬、遵守規範和獲得成功權勢等生活目標，但兩職業工

作者在發揮能力及實現自我上，卻沒有顯著的差別。曾艷秋（2001）的研

究發現全職職業婦女及自己開業的已婚婦女，對追求自我發展的生活目標

明顯高於家庭主婦。 

 

（四）、其他和生活目標有關之研究 

張紹勳（1998）在其專校資管科學生自我統整、成就動機、生活目標

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中以因素分析法抽出生活目標四個因素，分別是「盡

能力實現自我」、「獲取成功與權勢」、「獨善其身」及「愛與歸屬」，該研

究結果指出，影響專校資管科學生的生活目標之「個人因素」有性別、年

級與自我統整類型等三項；「學校因素」則有就讀學校性質、就讀學制、

就讀學校別與就讀學區等四項。 

侯麗玲（1985）採用實驗設計的研究典範來瞭解教育學院大一新生生

活目標之輔導效果。研究發現，有接受意義治療團體輔導的實驗組，其生

活目標的追求顯著高於無接受意義治療團體輔導的控制組。 

小結：綜合前述的文獻整理可知，人生發展階段、性別、年齡、職業、

教育程度、自我統整類型、個人意義追求等，皆會影響個體對於生活目標

之追求。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未通勤婦女個人心理變項例如配偶依附風

格和生活目標之關連，並探討不同背景變項和未通勤婦女生活目標的關



係，讓國內通勤家庭的研究更加完整。 

 

第三節 依附關係相關理論與研究 

本節首先就依附關係的理論基礎作一介紹，繼而論述依附關係和婚姻

生活適應之相關研究，以作為本研究之理論依據。 

一、依附的理論基礎與相關研究 

（一）、早期依附關係的重要性 

有關依附理論的研究，始於1930年代，直到1958年「依附

( attachment )」一詞正式被 John Bowlby 所提出。依附意指一個人對

另一個特定對象所形成的強烈的情感連結（Bowlby, 1958; Ainsworth, 

1979）；Bowlby（1988）更進一步指出「依附是個體與親近的人之間強烈

的情感聯繫，是一種愛的連結，是一個人對依附對象尋求親近接觸的傾

向，不會因為時間、情境而改變」。初期研究依附關係之學者將焦點擺在

嬰兒和主要照顧者（通常是父母）的互動關係上，強調嬰兒和主要照顧者

的依附是一種互動的關係，嬰兒會依附於主要照顧者，而主要照顧者也會

依附於嬰兒。然而在形成這些親密的情感關係時，嬰兒和主要照顧者所發

展出的依附關係不但影響了個體對自我價值的看法，也塑造個體對依附對

象（重要他人）互動行為反應方式的預期，也就是說，此種早期關係的本

質大部分決定於照顧者的情緒和對孩子需求的反應，經由雙方持續性的互

動，孩子會發展出自己的「運作模式(working model)」，其中包含了信

念、對照顧者的期望和評價自我是否值得被照顧及注意（Bowlby, 1973），

進而影響雙方的互動；而此運作模式則會在新的關係中提供期望、知覺與

行為上的基礎。所以依附關係對個體小時候正在發展中的人格有重大的影

響，若個體在認知上覺得依附對象是可以親近，能夠適當回應及給予安全

感，則認為依附對象是可以信任的，就會感到安全；因此即使依附對象不



出現或不在身旁，個體也能帶著這種安全的感覺去從事其他的活動，故安

全依附者對自己及他人持有正向的評價。相反的，不安全依附者，覺得不

為依附對象所喜愛或接受，認為自己無價值感，對自己及他人持負向的評

價；而早年的依附經驗所導致的依附風格則會持續地影響個人未來的親密

關係（Russell,1996），這也是瞭解早期關係影響、決定成人關係的重要

角度(Collins & Read, 1990)。 

 

（二）、成人的依附關係 

Hazan & Shaver(1987)首先認為，成人時期的愛情關係與嬰兒時期的

依附現象具有相似的特徵，兩人在一起的時候會感到愉快，分離時會感到

痛苦。Hazan & Shaver 並進一步根據 Bowlby 提出的依附理論及 

Ainsworth, Blehar, Waters, 與 Wall(1978)所發現的嬰兒三種依附行為

為架構，將成人愛情關係區分成安全依附型(secure)、逃避依附型

(avoidant)和焦慮/矛盾依附型(anxious-ambivalent)三種依附風格，不

同依附風格者對自己及他人的看法與期待都不同。焦慮依附型擔心被拋棄

與不被喜愛，會有較多的嫉妒與情緒起伏；逃避依附型則是對親密和親近

感到不舒服，不認為對方會在需要時出現，因此在愛情關係中較不願意給

予承諾；安全依附型的人在愛情關係中常感受到信任、愉快的感覺。爾後，

Bartholomew 與 Horowitz(1991)則提出成人依附風格的四分類模式，分

別為「安全依附型」、「焦慮依附型」、「害怕依附型」、與「拒絕依附

型」；認為三分類的逃避依附型無法清楚區分出那些需要親密關係但因為

害怕而逃避的人(fearful avoidant)以及那些防衛且漠視關係重要性的人

(dismissing avoidant)；其中安全依附型與焦慮依附型基本上和 Hazan 

與 Shaver 所提出的安全型與焦慮/矛盾型在概念上是相同的。  

 



二、依附關係與婚姻生活適應之相關研究 

國外有許多實徵研究支持依附風格與伴侶關係滿意度之間的關係

（Collins & Read, 1990; Hazan & Shaver,1987; Simpson, 1990）。Hazan 

與 Shaver(1987)發現，不同依附風格者在關係品質上有所差異，安全依

附型比逃避及焦慮依附型擁有較愉悅的愛情關係。Berman等人（1994）探

討婚姻中依附的角色和婚姻適應行為時發現，逃避型明顯的比安全型較少

依賴伴侶、較易拒絕伴侶，也少有眼神的接觸。Mikulincer 與 Nachshon 

(1991)則認為安全依附者在關係中是可以高度的自我揭露，且對伴侶的揭

露亦有高度的回應；然而不安全依附者在關係中的自我揭露則較缺乏彈性

及互惠性。林佳玲（2000）的研究指出，國內夫妻依附風格以安全依附型

居多，約佔32.3%，其次為焦慮依附型，佔29.4%；且安全依附型傾向與安

全依附型配對，焦慮依附型也傾向與焦慮依附型配對，害怕依附型與放棄

依附型則傾向與不安全依附型配對。王慶福（2000）則在其研究中發現，

依附風格配對情形，以雙方皆是安全依附型的配對可以發展出最佳的適應

狀況；而當雙方的依附需求互相抵觸時（即互剋型：以焦慮－排除

(dismissing)搭配為代表），是最不理想的一種搭配，雙方的依附風格特

性使其難以互相適應與滿足。 

Collins 與 Read（1990）並進一步分析兩性在依附關係上的不同，

對女性來說，如果伴侶在關係上較能開放自己，願意與對方親近，則女性

會有較高的婚姻滿意度、較喜歡花時間和對方在一起；對男性而言，伴侶

若是經常擔心被遺棄，則男性對關係的滿意度偏低，對伴侶較不信任，甚

至較不願意接近對方。Feeney等人（1994）亦在其研究中發現，安全依附

型的妻子比較能夠讓先生產生更有建設性的溝通，而安全依附型先生的妻

子則較能正確解讀中性和負向的非語言訊息。 

小結：國內有關通勤家庭婚姻滿意度之研究頗多，但目前仍缺乏配偶



依附風格之相關研究，所以本研究想進一步探討國內通勤家庭未通勤婦女

的配偶依附風格為何？不同依附風格者在分偶婚姻型態中的生活適應為

何？希望藉由未通勤婦女配偶依附風格之探討，增進對通勤家庭之認識並

提供建議以茲參考。 

 

第四節 生活目標、配偶依附風格與幸福感的關係 

為了對生活目標、配偶依附風格與幸福感間的關係有更清楚的認識，

本節首先對幸福感的內涵加以介紹，繼而敘述生活目標與幸福感之相關研

究，最後探討未通勤婦女的生活目標、配偶依附風格與幸福感之關係。 

一、幸福感的內涵 

自古以來，無分中外，「幸福」一直是人類追求的人生目標。希臘哲

人亞里士多德認為人生的目標就在於追求至善，而至善的最高境界就是幸

福（引自鍾運淼，1981）。Christopher（1999）指出對幸福感的瞭解是人

類存在的需要，這樣我們才知道人類需要探討這世界上什麼才是較好和較

有價值的生活模式。Diener 與 Suh（1998）認為主觀幸福感、經濟指標

與社會指標是評鑑一個社會生活品質的三種主要方法，並進一步提出「主

觀幸福感意指個人在滿意度的判斷上與情感的反應上去評估他們的生

活，一個理想社會的人民應該在情感上是充滿快樂的經驗，同時滿意他們

生活中的各種面向」。Andrews 與 Withey（1994）認為幸福感是個人的

主觀經驗，主要是由正向情感產生、負向情感消失及高度的生活滿意度所

組成。亦有學者指出，幸福的感受是決定於理想和現實兩相比較後的差距

或比例結果；所謂的理想是指依據個人過去生活經驗所設定的理想目標或

抱負水準，而現實則指已取得的成就水準，若這兩者的差距越小，則個人

所覺察到的幸福感會越高（施協志，2003）。然而目前對幸福感的測量最

佔優勢的方法就是視幸福感為一種主觀的感受，且主要可從兩個向度來評



估，一個是對生活滿意度的評估，另一個是對正負向情感的評估（陸洛，

1997； Andrews & Withey,1994; Diener, 1984）。而用來代表幸福感概

念的名詞則有多種，諸如幸福（Happiness）、主觀幸福感（Subjective 

Well-Being）、幸福感（Well-Being）、心理幸福感（Psychological 

Well-Being）、生活滿意（Life Satisfaction）等（施建彬，1995）。

從表 2-4-1 可看出幸福感之內涵約可分為三類，第一、情感內涵：此觀點

認為「幸福感」是一種情緒反應，並可經由情緒狀態之評估來獲得，且特

別側重在正向情感的評估。第二、認知內涵：此觀點認為「幸福感」是個

人主觀認定的知覺經驗、感受，所以可經由個體對生活整體情況進行滿意

度的評量而獲得。第三、心理健康內涵：此觀點認為個體的幸福感可以從

其心理健康狀態得知。 

綜合上述，研究者認為幸福感來自於個體對過去到現在的一段時間，

進行生活上整體性評估後所得的主觀感覺，所以幸福感有三項特點：第

一、幸福感是主觀的，存在於每個人的經驗之中；第二、幸福感包括正向

情感與負向情感的測量；第三、幸福感是個體對生活各方面的整體性評

估。所以幸福感不但可以呈現出個人目前生活現況整體的滿意和愉快程

度，更可視為國民生活品質的重要心理指標（楊國樞，1980），而國內目

前有關通勤家庭夫妻之研究僅側重在婚姻生活滿意度認知方面的評量，而

單從婚姻生活滿意度也許較無法論定個體整體之生活品質。另外，由陸洛

（1996）編制的「中國人幸福感量表」除了對個體生活各方面進行整體性

評估外，亦顧及文化差異對個體幸福感的影響，是屬於本土性的幸福感測

量工具，故本研究擬採用由陸洛所編製之「中國人幸福感量表」（簡短版）

做為測量整體主觀幸福感的量表，希望藉由對未通勤婦女整體幸福感的測

量，來瞭解國內通勤家庭未通勤婦女的整體生活品質。 

 

 



表 2-4-1 幸福感相關名詞 

幸福感相關名詞 各種操作型定義 著重向度 

Happiness 

1.包含正負向情感及生活滿

意的整體評估結果。 

2.負向情感的相對狀態（即正

向情感的研究）。 

3.包含生活滿意、情感與心理

健康的評估。 

情感、認知 

 

情感 

 

情感、認知、心理健康

Subjective 

Well-Being 

1.包含正負向情感及生活滿

意的整體評估結果。 

2.包含生活滿意、情感與心理

健康的評估。 

情感、認知 

 

情感、認知、心理健康

Well-Being 

1.包含正負向情感及生活滿

意的整體評估結果。 

2.正負向情感面的研究。 

3.心理健康概念的測量。 

情感、認知 

 

情感 

心理健康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1.正負向情感及特殊領域的

滿意程度總加結果。 

2.心理健康概念。 

認知、情感 

 

情感 

Life 

Satisfaction 

以認知的角度對生活整體情

況進行評量。 
認知 

（摘自林子雯，1996，p.37） 

 

二、生活目標與幸福感之相關研究 

Jahoda （1958，引自Ryff, 1989a）, Birren 與 Renner（1980）皆

認為擁有一個明確且統整的生活目標是個體心理健康的重要基礎。Diener

（1984）在其研究中指出，個體需求、目標或慾望的達成，可以為他帶來

主觀幸福感。Kasser 與Ryan（1993）亦在其研究中發現，就大學生而言，

持外鑠性（extrinsic）目標者（經濟方面有所成就、重視外在成就）和

持內衍性(instrinsic)目標者（自我接受、擁有友好關係、與人共同分享

感情）相較之下，持外在目標取向者，整體幸福感較低。King 與 



Stemmerich（1998）則指出，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目標( daily goals )

都具有它的價值，可以協助人們完成他們希冀的生活目標(desired life 

goal)，且當這些小目標和我們的生活目標（life goal）越接近時，越能

增進我們的幸福感。而在美國的一項研究亦發現，一個生活缺乏意義、沒

有目標的人，幾乎對他生活的每個向度，都會覺得不幸福（Freedman, 

1978）。亦有學者將生活目標視為評量個體幸福感的向度之一（吳淑敏，

2003；Ryff, 1989b; Shek, 1998），編著「牛津幸福量表」的學者Argyle

（1987/1997）則認為，快樂情緒是測量幸福感的向度之一，然而快樂有

各種分類的方法，直接生理感受例如吃、喝、性、休息等，與獲得某些內

在動機的滿足例如自我滿意及文化活動，是有區別的；後者是滿意及快樂

的主要來源，並指出一項美國研究發現，聆聽音樂及閱讀的愉悅程度僅低

於和朋友相處，但是卻遠高於用餐和工作，似乎道出生活目標的階層性和

幸福感間的關係，越是較高階層的生活目標，越能為個體帶來幸福感。由

上述的研究我們可以發現生活目標和個體幸福感的關係，生活目標的不同

或目標的完成與否，皆會為個體帶來不同的幸福感受。 

 

三、未通勤婦女的生活目標、配偶依附風格與幸福感之關係 

Gerstel（1977）認為，分偶夫妻通常歷經一段長時間分離的獨立生

活，多少感覺到彼此之間失去了接觸，而且對一切事物的分享，也降到最

低點；時空的距離對夫妻親密關係的負面影響一直是通勤家庭最擔憂的困

擾之一（陳麗惠，2002；Gerstel, 1977; Govaerts & Dixon, 1988; Gross, 

1980），加上許多研究發現，由於時空的阻隔導致通勤之一方與孩子的關

係不夠親密而衍生孩子的教養與身心問題（丁慧靜，1983；徐麗賢，2003；

陳詩寧，1997；黃靜儀，2001；鍾筱萍，2003），有些留守家中的未通勤

婦女為了平衡這種缺憾，常會採取一些策略來協助時常缺席的丈夫，例



如：在適宜的時機讓配偶與孩子有培養親情的空間、利用各種機會製造配

偶和孩子的共同話題、教導孩子在電話裡對爸爸訴說思念之情等。所以，

對某些未通勤婦女而言，他們會將大部分的心思、時間用在經營家庭上。

然而，Lang（1995/1988）在針對美國境內通勤家庭的研究中則注意到，

獨自在家處理家務、照顧孩子的婦女必須學會如何保持自我，並且在先生

回來時不打破其生活的一致性。從前述文獻不難發現留守家中的未通勤婦

女通常扮演多重角色，有些必須兼顧事業與家庭，同時也必須母代父職。 

通勤家庭在泰國的研究則發現，不同群體有不同導致夫妻分隔兩地居

住的主要因素：鄉村的群體主要是經濟與就業的因素，而大學群體則是對

自我職業和聲望的追求；且通勤家庭所能維持的長度在這兩個群體間也有

明顯不同：鄉村的群體平均是兩年，大學群體多為七年以上，顯示出通勤

家庭的婚姻型態中，大學群體有較持久和穩定的狀態，夫妻因追求自我職

業和聲望而分隔兩地者較能適應此種生活形態（Schvaneveldt et al., 

2001）。從 Lang 與 Schvaneveldt 等人的研究或許可以進一步推敲若生

活目標是較致力於維持自我、追求自我本身的職涯、聲望或成就者，也許

較能適應通勤婚姻，其幸福感也會較高。 

人是群居性動物，無法離群索居，動物行為學者認為我們有很多天生

的行為，促使我們和主要照顧者的依附關係，所以依附關係本身即具有適

應的意義（Bowlby, 1969）。楊淑萍（1995）指出，個體經由觀察及經驗，

學會判斷依附對象的可獲得性，以及對依附對象可能會有的反應進行評

估，並且選擇最好的反應方式，是故，隨著個體的成長，個人發展出對自

己的角色期望與對他人的角色期望，依附也因此形成親密關係互動的基

礎。愛情與婚姻均為人生大事，小時候我們有父母為我們的依附對象，長

大後在人生旅途中，我們也會遇到生命中那個讓我們願意宣誓與他長廂廝

守、不離不棄的人，而這個人也成為我們生命中另一個重要他人。對通勤

家庭的未通勤婦女而言，其婚姻關係中這個重要他人在他的生活中是來來



去去的，而不少研究也證明安全依附型的人比較容易克服分離焦慮

（Ainsworth et al., 1978; Bowlby, 1973），在面對聚少離多的婚姻生

活型態，或許可以有較佳的適應。亦有研究指出，不安全依附型的人因為

對自己及依附對象較不信任、安全感不足，對其在伴侶關係的適應上則會

有負面影響（Collins & Read, 1990; Feeney et al., 1994; Hazan & Shaver, 

1987）。國內針對通勤家庭之研究證明大部分未通勤者其婚姻滿意度有偏

低的現象，是否過度擔憂先生外遇、包二奶則是影響夫妻情感及未通勤婦

女本身生活適應的重要因素（王君琳，2001；方毓秀，2004；陳麗惠，2002）。

鄭雅娟（2000）從精神支持與實質支持兩向度探討一般家庭和通勤家庭的

已婚女教師支持系統之不同，發現在一般家庭中提供精神與實質支持的人

主要為先生，而通勤家庭中提供精神與實質支持者依序為父母、先生、朋

友、手足及同事，從鄭雅娟的研究可看出先生仍是多數通勤家庭中提供支

持的來源，但為何通勤家庭的婚姻滿意度較低、壓力較大？但也有些未通

勤婦女卻能夠享受配偶不在的自主性、很能適應分偶家庭生活型態，是否

可能與未通勤婦女本身配偶依附風格有關？是否一個依附風格為不安全

型的人，對自己與配偶都是負向表徵，這樣的人在通勤家庭中，可能較難

保持足夠的安全感與信任感，進而影響其在分偶婚姻關係中的適應。 

王君琳（2001）的研究指出，丈夫不在家的情形，使得分偶婦女得以

有機會在家中發展自我，充分展現獨立能力與自主性。陳麗惠（2002）在

其研究中亦指出，部分台商妻子認為自己較有自主空間、獨立性較高，並

且可以享受先生不在的樂趣。然而，McCollum（1990）卻指出，有些女性

會為了成就丈夫的理想而願意選擇遷移，放棄自己原有的事業、生活圈，

而且她們總是忽略自己的真實感受，或是逃避隨著丈夫遷移後可能面對的

問題。王君琳（2001）的研究也指出，對大部分隨著丈夫移居上海的女性

而言，配合丈夫的生涯規劃而選擇遷移是最主要的原因，然而其考量的因

素還包括與丈夫親密關係的維持與擔憂丈夫的外遇問題。從通勤家庭的文



獻中我們可以發現，未通勤婦女的確辛苦，但當他們選擇這樣的通勤家庭

生活型態、願意面對聚少離多的婚姻關係、承擔扮演多重角色壓力時，這

些未通勤婦女在另一半的缺席之下，為何有些人可以發展出一套因應的方

式來看待通勤家庭生活型態而有較好的適應？是否依賴性低、自主性高的

人，讓他們比較可以掌握與享受配偶不在的生活？從依附理論來看，安全

依附者較能克服分離焦慮，當依附對象不在身邊時，仍可以主動探索外在

環境，且在依附對象回來時也有較好的回應（Ainsworth et al., 1978），

所以安全依附者在分偶婚姻型態中也許較有自己的生活自主性與生活目

標，其幸福感也會較高；而不安全依附者對自己、配偶或親密關係持負向

看法，在面對聚少離多的婚姻生活，或許需要更多的心力來適應這樣的生

活模式。 

小結：從生活目標的相關研究可知生活目標和我們的心理健康、生活

適應及整體幸福感有關。研究者認為，對通勤家庭而言，未通勤婦女之依

附風格也許和他在生活目標上的追求有關，而生活目標也和幸福感有關，

因此本研究之目的即在探究未通勤婦女之依附風格、生活目標與幸福感之

間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