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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章旨在根據研究的結果與發現歸納成結論，並提出一些具體建

議供相關單位、人員及後續研究參考。全章共分成兩節，第一節為本

研究之結論與討論；第二節為本研究之建議，以下分別敘述之。 

第一節 結論與討論 

本研究旨在探討通勤家庭未通勤婦女的相關背景變項、生活目標、配

偶依附風格與幸福感之關係。本研究採用「生活目標量表」、「親密關係體

驗量表」、「中國人幸福感量表」（簡短版）等研究工具，對國內通勤家庭

未通勤婦女進行問卷調查蒐集資料。所得資料以描述統計、t檢定、變異

數分析、Pearson 積差相關、多元逐步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分析所得資料。

根據研究結果，本研究獲致以下結論： 

 

一、國內通勤家庭未通勤婦女的生活目標傾向追求「基本生活品質的

維持」，較不重視「追求社會影響力」 

根據本研究針對國內 284 位通勤家庭未通勤婦女生活目標的研究發

現，四個生活目標取向中，「基本生活品質的維持」與「追求自我的充實

與成長」的題項平均數高於題平均中點，顯示未通勤婦女在「基本生活品

質的維持」與「追求自我的充實與成長」兩項生活目標追求程度較高，此

一結果符合 Buhler（1964）的主張：「個體在正常的情形下，對四個生活

目標都有追求的動機，只不過不同個體在四個生活目標上有不同優劣現

象」，所以有些人可以同時擁有一個以上的生活目標取向，對未通勤婦女

而言，除了致力追求順利平安過日子、經營美滿婚姻生活、得到家人的支

持協助、給予先生精神上的支持…等日常基本生活品質的維持之外，他們

也很重視追求自我的理想、充實與成就等自我成長生活目標，顯現這群婦

女也很努力在經營自我。而從未通勤婦女的四個生活目標題項平均數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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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以「基本生活品質的維持」生活目標層面為最高分，而以「追求社會

影響力」生活目標層面為最低分，顯示未通勤婦女以自己及身邊親人基本

生活品質的維持為主要生活目標取向，最重視順利平安過日子、維持美滿

的婚姻生活、家庭和樂等。追求權勢、事業成就、擁有社會地位、建立人

脈以增加影響力則較不是未通勤婦女重視的生活目標。此結果亦和曾艷秋

（2001）的研究結果類似，現代已婚女傾向於追求「有保障、安全、無後

顧之憂」的生活目標。 

 

二、國內通勤家庭未通勤婦女的配偶依附風格以「害怕依附型」佔最

多數，「焦慮依附型」佔最少數 

本研究在 284 位通勤家庭未通勤婦女配偶依附風格的研究發現，「逃

避依附型」、「害怕依附型」及「焦慮依附型」約佔總樣本數的 79％，顯示

未通勤婦女的配偶依附關係品質傾向焦慮、逃避的不安全依附狀況，尤以

「害怕依附型」的人最多（佔總樣本數的 42.60％），安全依附型居於第三

位（佔總樣本數的 21.13％），此和黃玲喬（1998）、林佳玲（2000）等人

的研究結果差異頗大，黃玲喬和林佳玲的研究發現國內夫妻依附風格以安

全型居多，但本研究之對象為通勤家庭未通勤婦女，從過去通勤家庭的研

究來看，這類型婦女的婚姻滿意度偏低，尤其分隔兩地的生活方式對夫妻

關係更存有負面影響（鄭雅娟，2000；Vanderslice & Rice, 1992），對

夫妻關係的不信任與擔憂在台商婦女的研究上更是普遍得到支持（方毓

秀，2004；陳麗惠，2002），本研究在未通勤婦女配偶依附風格之研究亦

得到類似的結果，這群婦女以不安全依附型居多，大部分未通勤婦女對夫

妻親密關係傾向焦慮、不信任或逃避的狀況，所以我們的社會應多關心這

群婦女，政府或民間相關機構、團體可以多多舉辦增進通勤家庭夫妻情感

的活動、課程，未通勤婦女周遭的朋友也可以提供精神上的支持，幫助他

們建立對夫妻關係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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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內通勤家庭未通勤婦女的幸福感普遍在中等程度 

在未通勤婦女的幸福感研究上，全體受試者在整體幸福感的題項平均

數為 1.30，幸福感受維持在中等程度。此結果與施建彬（1995）針對高雄

市 18 歲至 65 歲民眾進行幸福感調查的結果（題項平均數為 1.38）相當接

近。陳玲婉（2005）同樣採用幸福感量表簡短版對國小學童母親幸福感之

研究亦發現國小學童母親的幸福感適中（題項平均數為 1.39）。本研究之

未通勤婦女，其幸福感的情形與一般 20 歲以上民眾相似，都是「偏向正

向態度，但程度不強」。雖然未通勤婦女有扮演多重角色的壓力，甚至對

夫妻親密關係傾向焦慮、不信任的態度，但整體幸福感仍維持在中等程

度，並沒有表現出特別低的情形。 

 

四、不同年齡、教育程度、就業情形、有無孩子及先生不同通勤年數

的未通勤婦女在生活目標上有顯著的差異存在 

以下就研究所得結果分別討論如下： 

（一）、不同年齡及教育程度者，在生活目標上有差異 

研究結果顯示，不同年齡及不同教育程度的通勤家庭未通勤婦女在生

活目標取向上有顯著的差異存在，差異來源主要是 30 歲以下的未通勤婦

女在「追求社會影響力」的程度高於 50 歲以上者；教育程度在「高中（職）」、

「大學（專科）」、及「研究所」者，在「追求社會影響力」生活目標上均

顯著的高於教育程度在「國（初）中以下」者、且教育程度在「大學（專

科）」、及「研究所」者，在「追求自我的充實與成長」生活目標上均顯著

的高於教育程度在「國（初）中以下」者。 

Nurmi（1992）針對成人生活目標所做的研究結果發現不同年齡會有

不同的生活目標取向，Buhler（1965）則主張生活目標有發展階段之差異，

而本研究的結果亦符合 Buhler（1965）的理論，青年及成年人主要以「創

造性的擴張」例如追求權勢聲望、表現自我能力等為主要的生活目標。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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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本研究認為，高學歷應有助於增強一個人追求自我發展、社會價值與

成就的目標，依據莊雅雯（1998）的研究發現，學歷越高者越重視內在自

我價值與工作晉升價值，所以本研究亦得到相似的結果，教育程度越高

者，在「追求社會影響力」與「追求自我的充實與成長」生活目標取向上

明顯高於教育程度偏低的族群。 

 

（二）、不同就業情形者，其生活目標有差異 

研究結果顯示，通勤家庭未通勤婦女不同就業情形在生活目標上有顯

著差異存在，主要為「職業婦女」者在「追求社會影響力」生活目標上顯

著高於「家庭主婦」。吳美連、賈文靜、呂純純（1997）的研究發現女性

就業動機會受其個人行為傾向所影響，「高度的競爭習慣、討厭無事可做」

者，其就業意願較高。一般而言，家庭主婦無論在社會接觸層面、社會競

爭性、經濟獨立自主性及個人自我發展、能力展現的機會均較職業婦女來

得低，所以職業婦女通常比家庭主婦重視「追求社會影響力」生活目標。

另外，本研究工具生活目標量表在「追求社會影響力」題目設計上，5題

中有 2題題目和家庭主婦的情境較無關係，例如「表現自我能力，工作有

所升遷」、「努力賺錢」等，此題目亦可能是導致家庭主婦在「追求社會影

響力」得分偏低的原因之一。 

 

（三）、有、無孩子者，在生活目標上有差異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未通勤婦女有、無孩子在生活目標上有差異存

在。其差異主要為未通勤婦女中「無孩子」者在「追求社會影響力」生活

目標上顯著高於「有孩子」者。蕭淑仁（2003）對青年女性的生活經驗研

究發現，「照顧小孩」至今還是「女性」的職責，這是社會上堅韌的「母

職」建構，母職的負擔與責任，往往阻礙婦女同胞的社會接觸層面、讓她

們無法有更多的時間作自己的事，而通勤家庭之研究亦顯示先生通勤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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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未通勤婦女扮演多重角色之壓力，所以沒有生育小孩的未通勤婦女，

或許較有時間、心力去接觸外界，追求自我的表現與地位的競升。 

 

（四）、先生不同通勤年數者，在生活目標上有差異 

研究結果顯示，先生不同通勤年數的未通勤婦女在生活目標取向上有

顯著差異。主要差異為先生通勤年數在「3年以下」者，在「追求社會影

響力」生活目標上均顯著的高於先生通勤年數在「4-9 年」及「10 年以上」

者。研究者認為先生通勤年數在「3年以下」者可能是因為先生的工作剛

作了重大的變化，整個家庭在變成通勤家庭的前幾年對整個家庭而言是處

於動盪不安的時期，未通勤婦女意識到自己需作更多的突破、更加賣力追

求社會影響力來鞏固自己的家庭、儲備自己可茲運用的資源或以防不時之

需。另外，未通勤婦女之年齡與先生的通勤年數有顯著正相關（r＝.411），

年紀較低者，其先生通勤年數有越短之趨勢，所以我們也應考量年齡和先

生通勤年數的共變性對未通勤婦女生活目標的影響。 

在「追求自我的充實與成長」生活目標的追求上，先生通勤年數在「3

年以下」者亦顯著的高於先生通勤年數在「4-9 年」者。研究者認為先生

通勤年數在「3年以下」者可能是因為先生剛剛離開家到外地工作的前幾

年，未通勤婦女突然要過著先生不在身旁的日子，一方面開始學習獨當一

面，另一分面未通勤婦女也因為先生不在身旁而更有自己的時間、空間，

使得這些婦女意識到自我的存在與重要性，「追求自我的充實與成長」成

為他們的核心目標。 

 

（五）、不同分離主因與生活目標 

依據本研究結果所示，通勤家庭不同分離主因的未通勤婦女在生活目

標上有顯著差異。但經進一步單因子單變項變異數分析檢定後，並未能檢

測出其差異之處；而由其統計關連強度指數（Eta2）為 .042 來看，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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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勤家庭不同分離主因對未通勤婦女生活目標的解釋量僅為 4.2％，解釋

力不高；因此這樣的結果很可能僅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而無實用價值的

顯著性。本研究假設，造成通勤家庭分離主因若是未通勤婦女認為是因為

自己的工作，導致無法隨著先生移居外地，則這些婦女的生活目標應會偏

向展現自我能力、追求自我的發展與成就等「追求社會影響力」或「追求

自我的充實與成長」生活目標，但可能是本研究在此題目設計不周所限，

造成通勤家庭事實之原因可能同時包含先生工作之考量與整個家庭無法

隨著先生遷徙、及為了自己工作之需無法隨先生遷徙，礙於題目設計無法

有效釐清造成通勤家庭事實之原因，所以導致無法看出分離主因與未通勤

婦女生活目標間的關連。 

 

（六）、先生不同通勤間距與不同工作地點者，其生活目標無差異 

依據本研究結果所示，先生不同通勤間距與不同工作地點的未通勤婦

女在生活目標取向上並沒有顯著差異。可能是先生的通勤間距例如每週返

家、每個月或每半年才返家一次的情形，並不會直接影響未通勤婦女的生

活目標取向，應考量其他因素的影響，例如先生和家裡的聯繫頻率、先生

的通勤年數等。而先生不同工作地點並沒有在未通勤婦女生活目標上有差

異之原因，研究者認為，可能是取樣範圍的限制所致，本研究樣本先生工

作地點以國內居多，佔總樣本數 70.4％，先生在大陸或國外工作之樣本數

極少，因此本研究所呈現的結果便無法完整看到先生不同工作地點之未通

勤婦女在生活目標取向上的情形。 

 

五、教育程度高、有工作、及先生工作地點不在大陸的未通勤婦女其

幸福感較高 

以下就研究所得結果分別討論如下： 

（一）、不同教育程度者，其幸福感有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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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本研究結果，不同教育程度的未通勤婦女在幸福感上有顯著差

異。曾艷秋（2001）與賴碧華（1992）的研究皆認為教育程度高者，其幸

福感也會較高，尤其郭怡伶（1995）的研究更指出擁有大學學歷者，其幸

福感皆明顯高於其他較低學歷者。本研究亦是得到相似的結果，教育程度

在「大學（專科）」者，幸福感顯著高於教育程度在「國（初）中以下」

者，研究者認為，大學（專科）教育所受的訓練及能力開發皆明顯高於國

（初）中及國小教育，所以受過高等教育者其適應環境、解決問題的能力

較高，相對而言幸福感也會較高。 

 

（二）、不同就業情形者，其幸福感有差異 

依據本研究結果顯示職業婦女的幸福感顯著高於家庭主婦。Baruch, 

Biener, 與 Barnett（1987）的研究指出工作會使人產生幸福感並降低心

理困擾，Vandell 與 Ramanan（1992）主張已婚婦女就業不僅可以提升其

家庭經濟，對婦女個人身心健康亦有顯著的貢獻。Nathawat 與 Mathur

（1992）及吳淑敏（2003）的研究更指出職業婦女比家庭主婦擁有更高的

幸福感，而本研究亦得到一致的結果。和家庭主婦相較之下，職業婦女生

活較多元、社會參與度較高且經濟獨立自主，這也許是導致職業婦女比家

庭主婦擁有更高的幸福感之原因。 

 

（三）、先生不同工作地點者，其幸福感有差異 

本研究結果顯示，先生不同工作地點的未通勤婦女在幸福感上有顯著

差異。主要差異是先生工作地點在「國外」者，幸福感顯著高於先生工作

地點在「大陸」者。研究者認為，先生在「大陸」工作者多為外派到大陸

的台幹或自己創業的台商，職等位階分佈較廣；而先生在「國外」工作者，

多屬公司外派至海外之高階主管，而男性通常為家庭權力核心與主要經濟

提供者，陳莉莉（1994）的研究亦發現，先生目前職業水準與太太整體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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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品質與婚姻幸福有顯著正相關，這也許是造成通勤家庭未通勤婦女先生

工作地點在「國外」者，幸福感顯著高於先生工作地點在「大陸」者之原

因。加上國內媒體對台商、台幹在大陸包二奶與酒店文化的大幅報導與渲

染，對留守家園的台商、台幹太太而言，親友媒體的壓力或許也會對其幸

福感帶來負面影響。然而本研究所抽取的樣本中，先生在「國外」工作者

僅有 15 位，樣本數過少較不具代表性，因此在推論上宜小心謹慎。 

 

（四）、不同年齡者，其幸福感無差異 

    依據本研究結果，不同年齡的通勤家庭未通勤婦女在幸福感上並沒有

顯著差異。Teresa 與 Sastre（1999）的研究及吳淑敏（2003）對國內婦

女幸福感之研究皆發現幸福感程度會隨著年齡的增長而增加，此和本研究

結果不同，研究者認為可能有下列原因：1.本研究對象為先生因工作之需

而不住家中的已婚婦女，為樣本特性不同所致，年齡對未通勤婦女的幸福

感並不會造成直接影響，應考量其他變項例如社會支持等；2. Teresa 與 

Sastre（1999）及吳淑敏（2003）的研究和本研究所使用的測量工具及對

幸福感的定義不同，本研究所使用的工具乃原作者陸洛（1996）深入解讀

中國文化後所建立之具有本土意義的測量工具，和 Teresa 等人對幸福感

的詮釋會有不同，而吳淑敏的幸福感量表比較偏重在個體身心狀況的評

量，所以和本研究結果或在推論上也就不一致。 

 

（五）、有、無孩子者，其幸福感無差異 

依據本研究結果表示，有生育小孩或無生育小孩的未通勤婦女在幸福

感上並無顯著差異。但是賴碧華（1992）的研究證明孩子數和婦女幸福感

有關，吳淑敏（2003）的研究更指出有小孩的婦女比沒小孩的婦女擁有更

高的幸福感，此和本研究結果不同，研究者探究其原因，可能是本研究對

象為先生因工作之需而不住家中的已婚婦女，為樣本特性不同所致。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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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小孩的未通勤婦女，先生不在身旁，孩子更可以提供其情感上的支持與

連結，但是相對之下也讓未通勤婦女有更重的角色負擔，所以有無生育小

孩對未通勤婦女而言各有利弊，所以無法看出其在幸福感上的差異。 

 

（六）、不同分離主因、先生不同通勤年數與不同通勤間距者，其幸福感

無差異 

本研究結果顯示，通勤家庭不同分離主因及先生不同通勤年數、不同

通勤間距的未通勤婦女在幸福感上皆沒有顯著差異。國內目前沒有相關研

究可茲比較，研究者探究其原因並分析如下：1.可能是本研究在通勤家庭

不同分離主因題目設計不周延所致，有些婦女會認為造成通勤家庭事實之

原因可能同時包含先生工作之考量與整個家庭無法隨著先生遷徙、及為了

自己工作之需無法隨先生遷徙，礙於題目設計無法有效釐清造成通勤家庭

事實之主要原因，所以導致無法看出分離主因與未通勤婦女幸福感間的關

連。2.先生的通勤年數對未通勤婦女之幸福感並不會產生直接影響，必需

加上其他因素，例如：家庭生命週期、未通勤婦女的社會支持等才會對未

通勤婦女的幸福感產生顯著的影響。3.先生的通勤間距例如每週返家、每

個月或每半年才返家一次的情形，對未通勤婦女之幸福感並不會產生直接

的影響，而必需考量其他因素，例如：家庭生命週期、夫妻關係品質、先

生和家裡的聯繫頻率等，另外，本研究樣本在取樣上大多數為軍公教家

庭，佔總樣本數的 49.3％，而先生每週返家的比例也最高（佔總樣本數的

44.4％），也許是樣本取樣上的限制導致無法很完整的看出通勤間距對幸

福感的影響。 

 

六、「安全依附型」之未通勤婦女較「逃避依附型」與「害怕依附型」

重視「基本生活品質的維持」與「追求自我的充實與成長」生活

目標，其幸福感亦較高 

（一）、不同配偶依附風格者，其生活目標有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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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本研究結果，通勤家庭不同配偶依附風格之未通勤婦女在生活目

標取向上有顯著差異，其差異主要為：「安全依附型」在「基本生活品質

的維持」與「追求自我的充實與成長」兩生活目標取向皆顯著高於「逃避

依附型」與「害怕依附型」；「焦慮依附型」在「基本生活品質的維持」亦

顯著高於「害怕依附型」。研究者認為「逃避依附型」與「害怕依附型」

在逃避分量表皆得高分，表示兩者皆是屬於逃避型的人，比較無法開放表

達自己、在人我關係上無法互相依賴，而 Griffin & Bartholomew（1994）

的研究結果顯示逃避依附型的人性格上較冷漠，而害怕依附型的人個性內

向、抑制，所以這兩類型的人對生活上的事也是較冷漠、抑制、沒有感覺、

不信任、不積極的，在生活目標的追求程度也比較不明顯，所以在四種生

活目標取向的分數均較安全型、焦慮型的人來得低。 

另外，不同依附風格之未通勤婦女在「追求生命的統整」與「追求社

會影響力」兩生活目標取向則無顯著差異，研究者認為「追求生命的統整」

主要是人生意義的追尋、體悟或內、外在價值觀的整合、隨遇而安，這是

老年期的人比較會經歷到的，而本研究樣本年齡層的分佈有 69.7％的人在

40 歲以下，60 歲以上的人不到 3％，這也許是無法看出本研究樣本在「追

求生命的統整」生活目標取向有顯著差異之因。而「追求社會影響力」無

法達顯著差異之因，研究者認為這也許和女性受到傳統社會價值觀的束縛

有關，「追求社會影響力」講的是權、勢的擴充、社會地位的晉升，和個

人事業的發展比較有關，雖然這是一個講求性別平權的年代，女性也多半

走出家庭、有自己的事業領空，但大部分婦女仍舊以家庭為重，大多數婦

女家庭勞務負擔較重、且在事業上更難受到肯定，楊國樞（1998）認為女

性以母職及妻職為中心規劃其人生，衍生出配合家庭的信念，而工作承諾

也較低。王麗容（1994）的研究發現，女性對於自己「天生為照顧者角色」

的想法，及男主外、女主內，丈夫出外養家、婦女居家照顧的觀念相當濃

厚；女性在被劃入家庭的同時，即被賦予擔任母職、家務工作及照顧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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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性別角色，並且內化成女性生活的一部份，並影響其在各領域的參與

及表現。呂玉瑕（1998）的研究則指出，現代婦女仍多保留傳統家庭觀念，

在面對家庭與事業抉擇時，多以家庭為優先考量，本研究亦得到類似的結

果，未通勤婦女在追求權勢、聲望、工作表現、展現自我能力的「追求社

會影響力」生活目標層面得分最低。整體而言，配偶依附風格並非造成婦

女在「追求社會影響力」有所不同之直接因素，應同時考量到其他因素例

如社會價值觀、社會支持、成就動機、角色認同或角色衝突等。 

 

（二）不同配偶依附風格者，其幸福感有差異 

本研究結果顯示安全依附型的未通勤婦女幸福感顯著高於逃避依附

型與害怕依附型。此與劉敏珍（1999）、Mikulincer, Florian, 與 Weller

（1993）等人的研究結果相符合。安全依附者對自己為正向表徵，有較高

的自信心、自我評價和自我效能，會以正向態度看待和他人的關係，所以

比較能接納別人、擁有較多的支持系統，在面對困擾時，也較能自我控制、

有效排除壓力事件，因此在幸福感上明顯高於不安全依附者。過去對夫妻

依附風格配對之研究亦發現，安全依附型的人可以使配偶產生正向、有效

的溝通模式，讓配偶較能以正面的方式解讀對方非語言訊息（Fenney et  

al., 1994）。逃避依附型與害怕依附型在親密關係中是屬於逃避型的、無

法對配偶表達自我，這對未通勤婦女而言，在需要配偶支持或協助時無法

表達出自己的需求，反而以冷漠、逃避、拒絕的態度面對，在此情形下先

生無法跟她有良好的互動或適時提供支持，所以逃避與害怕依附型未通勤

婦女的幸福感比安全及焦慮依附型的人低。但從全體受試在幸福感的題項

平均數來看，本研究未通勤婦女的幸福感維持在中等程度，不安全依附型

的未通勤婦女幸福感亦沒有表現出特別低的情形，由此亦可推論配偶間的

依附品質不必然是未通勤婦女幸福感的決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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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未通勤婦女的生活目標各層面與幸福感皆為正相關，以「追求自

我的充實與成長」生活目標最能預測其幸福感 

本研究結果發現，通勤家庭未通勤婦女的生活目標各層面都與幸福感

有顯著的正相關，其中以「追求自我的充實與成長」生活目標與幸福感的

相關程度最高（r = .45）；相關最低者為「追求社會影響力」生活目標與

幸福感間的相關（r = .26）。在背景變項、生活目標各層面與配偶依附

風格對未通勤婦女幸福感之多元逐步迴歸分析結果顯示，通勤家庭未通勤

婦女幸福感之預測因素有「追求自我的充實與成長」、「追求生命的統整」

兩生活目標與「配偶依附風格」，無背景變項進入迴歸方程式中。 

Freedman（1978）的研究指出生活缺乏意義、沒有目標的人，幾乎對

他生活的每個向度，都會覺得不幸福。黃素菲（1984）主張生活目標是普

遍存在的生命現象，並引述 Allport（1961）的論述：「成熟的人努力達

成短程與長程的目標，人類最偉大的成就與目標的達成密切相關」，所以

生活目標和幸福感息息相關，生活目標取向越明顯，幸福感會越高，且每

個人可以同時擁有不同層面之生活目標，本研究假設亦得到支持，擁有生

活目標的確可以提升生活品質。對通勤家庭未通勤婦女的幸福感而言，比

較重要的是追求自我的充實與成長，以及人生意義與生命統整。尤其「追

求自我的充實與成長」可以解釋未通勤婦女幸福感總變異量的 20.0％，可

見對未通勤婦女來說，越是充實自己、追求自我的夢想、自我成長、自我

實現、好好照顧本身自我的需求者，幸福感會越高。鄭忍嬌與陳皎眉（1994）

對職業婦女的研究亦發現，良好的自我狀態可以減少生活壓力對身心健康

所造成的不良影響，並建議婦女朋友們應多花時間在自我狀態上面，透過

自我學習或參加訓練團體以增加自我狀態的強度，進而減少身心健康受到

生活壓力的威脅。所以未通勤婦女若可以好好照顧自我狀態的需求，讓身

心保持在最佳狀態，其幸福感也會較高。然而，「追求生命的統整」生活

目標取向雖然也進入迴歸方程式，顯示人生意義的追尋、體悟或內、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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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觀的整合等對未通勤婦女的幸福感而言也有其重要性，但其解釋變異

量僅有 2.2％，解釋時宜特表小心。另外，未通勤婦女之配偶依附風格亦

進入迴歸方程式，顯示這些婦女對先生的情感依附品質對其整體幸福感而

言亦有一定的影響力，依附風格越傾向焦慮、逃避等不安全依附者，其幸

福感較低，但配偶依附風格對未通勤婦女的幸福感解釋力並不高，僅有 3.7

％，整體而言，影響未通勤婦女幸福感重要的因素是生活目標而非與先生

的依附關係品質，因此對於先生必須外派的婦女言，也許和先生的情感關

係不佳，但若能追求自我的充實與成長，應可明顯提高其幸福感，且對不

同不安全依附風格者，可追求不同的生活目標。 

 

八、不同配偶依附風格者，其背景變項與生活目標各層面對幸福感有

不同的預測力 

雖然本研究已發現生活目標的確會影響生活品質，但本研究結果亦顯

示對不同配偶依附風格者，此影響力的重要性應分別考慮，就不同配偶依

附風格的未通勤婦女而言，「先生的通勤間距」最能預測安全依附型未通

勤婦女的幸福感，其解釋力為 8.2％，表示先生通勤間距越短、越常返家

者，安全依附型之未通勤婦女幸福感會越高，顯示安全依附型之未通勤婦

女最在意的是先生是否可以常常返家。不少通勤家庭文獻指出，孩子教養

問題、父親與孩子的關係是未通勤婦女相當重視的一環，甚至有學者將通

勤家庭稱為「假性單親現象」（鍾筱萍，2003），對安全依附型的未通勤婦

女而言，其夫妻關係是較穩定的，這群婦女也較不擔心夫妻情感的問題，

所以這群身兼父職的未通勤婦女們重視先生是否可以常常回家的主因也

許是基於親子關係與家庭完整性的考量，使得「先生的通勤間距」最能預

測安全依附型未通勤婦女的幸福感。而「追求生命的統整」生活目標取向

亦進入迴歸方程式，表示越追求人生意義、內外在價值觀整合的安全依附

型之未通勤婦女，其幸福感越高，但其增加的解釋變異量僅有 6.7％，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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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時宜特表小心。由於此兩變項的解釋力都不高，表示當夫妻間的關係是

信任、安全時，其他相關變項對其幸福感的影響力也都不大，但相對而言，

對其他依附風格者則會有不同情形，應就不同配偶依附風格來探討。 

對焦慮依附型之未通勤婦女而言，「追求自我的充實與成長」生活目

標取向對其幸福感之解釋力高達 33.6％，過去的研究發現焦慮依附型對關

係滿意度偏低、信任低所以過度專注在伴侶關係上，且強烈尋求伴侶的支

持、接納與回應以肯定自己（Bartholomew ＆ Horowitz, 1991; Hazan & 

Shaver, 1987），所以對焦慮依附型未通勤婦女而言，學習自我肯定、勇

於展現自我、追求自我實現等對他們會較有助益。 

「追求生命的統整」生活目標取向最能預測逃避依附型未通勤婦女的

幸福感，其解釋力高達 28.7％。表示逃避依附型未通勤婦女越追求生命的

統整、瞭解生命的意義、學習接納自己與別人達到一種統整境界時，其幸

福感會越高。Kobak 與 Duemmler（1994）主張，面對衝突情境時，逃避

依附型的人會以切斷情緒的方式來面對，回應外界的方式也比較冷漠

（Griffin & Bartholomew, 1994）、比較不信任外界事物，所以如何讓自

己與外界獲得整合與平衡、讓自己的情緒能夠找到出口，對他們來說是比

較有幫助的。 

對害怕依附型之未通勤婦女而言，「追求自我的充實與成長」最可以

預測其幸福感，其解釋力有 17.8％。此類型的人在依附關係上顯現高逃

避、高焦慮模式，皆以負面表徵來看待自己和他人，不相信自己也不信任

他人，所以在面對先生時常缺席的未通勤婦女來說，更凸顯自我的重要

性，學習相信自己、肯定自己，追求自我的成長對害怕依附型之未通勤婦

女而言是最重要的。先生雖然常常不在身邊，但是至少也要懂得欣賞自

己、相信自己並經營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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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根據本研究之結論，提出以下幾項建議供通勤家庭、政府或民間相關

單位，及後續研究之參考。 

一、實務方面 

（一）、政府或民間相關單位 

1.健全通勤家庭具體的協助機構與支持 

家庭是社會結構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單位，隨著社會變遷與經濟結構

的轉變，通勤家庭生活模式已成一種趨勢，但卻長期生活在社會關注的視

線之外，潛伏著許多的家庭問題。研究者在蒐集通勤家庭資料與發放問卷

的過程中，發現國內目前有關通勤家庭的支持性團體或相關輔導、扶助單

位並不多見，本研究亦發現留守家園的未通勤婦女的配偶依附風格普遍呈

現焦慮、不信任的狀態，民間或政府有關單位應更重視分偶夫妻「雙親家

庭，單親持家」的家庭特色可能引發的婚姻問題、親子關係、家庭功能是

否健全等，可藉由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婦幼館、社區中心、社會服務機

構等推動通勤家庭親子教育、分偶夫妻婚姻生活適應課程或諮詢服務，更

別讓他們需要協助時卻求助無門，給予通勤家庭更多的支持、減少日後可

能引發的問題。 

 

（二）、婚姻輔導工作者 

1.鼓勵分偶夫妻情感表達 

本研究結果顯示，大部分未通勤婦女的配偶依附風格傾向逃避、害怕

型，對夫妻關係感到焦慮、不信任與逃避，建議婚姻輔導工作者應注意未

通勤婦女日常生活中對先生的情感表達與自我揭露，鼓勵未通勤婦女體驗

夫妻正向互動中的經驗，建立對夫妻關係的信任。另外，妻子最大的安慰

莫過於來自先生的支持，通勤家庭先生即使因分住而無法時常提供實質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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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也應時常給予妻子精神上的支持和鼓勵或提供意見，透過情感的表

達，使妻子處理家中繁忙的事務時能感受到先生的關心。 

2.學習壓力放鬆與自我調適，並鼓勵追求自我成長與自我實現 

從本研究來看未通勤婦女的幸福感居於中等程度，身心狀況尚佳，但

是未通勤婦女通常身兼數職且當先生在外地工作時尚須承擔獨自面對突

發狀況的窘境，所以諮商輔導工作者更應注意未通勤婦女壓力因應的能

力，協助其一旦面臨壓力事件時，如何以正向的態度面對、如何心理調適，

以減輕壓力感。另外，本研究亦發現，追求自我的成長與自我實現對未通

勤婦女的幸福感有所助益，所以諮商輔導工作者也可鼓勵未通勤婦女多關

注自我的需求，勇於追求自我的成長與實現自我的夢想，對其生活品質會

有加分效果。 

 

（三）、通勤家庭的婦女朋友 

本研究結果顯示，「追求自我的充實與成長」生活目標最能預測未通

勤婦女的幸福感，所以這些婦女朋友應多多照顧自我的需求、傾聽自己心

裡的聲音，不要因為家務工作或身兼數職的壓力而忽略自己的身心健康或

內心自我的需求。Lang（1995）指出，對駐守家中的一方而言，全權做主

也許是一項重大責任，但也提供個人許多成長的機會，並建議留守家中的

人要用建設性的方式來填補獨處的時光。所以認同自我、聽聽內心的聲

音、培養自己的興趣、勇於追求自己的夢想、自我成長，對其幸福感將會

大有助益。 

未通勤婦女們更可以主動向外連結需求支援網絡，形成通勤家庭的支

持性團體，讓這個團體同時具備了認同與分享的意涵，透過彼此分享、資

訊交流與相互幫助，營造更佳的通勤家庭生活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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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限制與未來研究建議 

（一）、研究對象 

1.雖然不少數據資料呈現國內通勤家庭為數不少，但研究者在回收問卷過

程中，並不如預期中容易，本研究大部分樣本取自於北部、中部地區，此

讓研究者思考到通勤家庭型態是否和區域性有關？是否有城鄉差距的影

響？將來若能有相關研究分析此方面的差異性，除了可以提供更完整的通

勤家庭樣貌，也可以讓後續研究在尋找受試樣本時能更得其門而入。 

2.本研究因受限於人力與經費之限制，並未採取隨機取樣方式進行，故在

解釋推論上，更應注意本研究樣本的特質作謹慎的推論。建議未來研究可

針對樣本背景變項及研究目的進行分層隨機取樣，使研究結果更具代表

性。 

3.本研究有效樣本 284 份，在分析時容易發生細格人數不足之情形，例如

焦慮依附型之未通勤婦女僅 28 人、先生工作地點在大陸者僅有 15 人，除

了解釋推論宜小心謹慎外，在進行結果分析時，對於通勤家庭的樣貌便有

所侷限。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以擴大有效樣本數量，對未通勤婦女之分析能

更完整、精確。 

 

（二）、研究主題 

本研究針對未通勤婦女的生活目標、配偶依附風格與幸福感進行研

究，然而有許多研究證明社會支持可以降低個體的生活壓力或促進幸福

感，因此在瞭解未通勤婦女的生活目標或幸福感時，「社會支持」是一值

得探討的主題。在配偶依附風格的探討上，過去研究發現夫妻依附風格配

對情形是有其意義的，然而本研究僅就婦女進行探討，或許可以採用夫妻

配對研究，瞭解通勤家庭夫妻依附風格配對情形及其婚姻生活適應。 

另外，提高幸福感後是否能相對影響或增進未通勤婦女與配偶的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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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品質或婚姻滿意度則需保留。是否會因為未通勤婦女追求自我充實與

成長，讓夫妻關係變的更不好亦是需要注意的部份，有待進一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