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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ˉ文獻探討 

「晚婚」是一股逐漸形成的社會現象，根據數據上的統計資料顯示，國人

結婚的年齡有逐漸上升的趨勢，而晚婚所影響的範圍又相當廣闊，首先，透過

文獻資料的蒐集，以瞭解這個社會現象的形成因素，與現代男女在婚姻價值觀

上的轉變。晚婚不只是對自身造成影響，也可能因普遍性的晚婚，造成高齡產

婦的增加，對孕育下一代而言，也會產生「父母老，孩子小」的現象，而形成

教育上的困擾。事實上，晚婚已不再是這一代新人類的特立獨行，而是許多人

都可能曾認真思考與面對的問題。尤其受到教育年限拉長及整體社會結構變遷

的影響，平均結婚年齡的延後已成為趨勢，我國從民國 80 年代的男性平均結婚

年齡約為 27歲，女性約 24歲，到 90 年代的男性約 28歲，女性約 25歲，再到

21世紀初期的現今男性平均結婚年齡約為 29歲，女性約 26歲；整體而言，現

代人的確是愈來愈晚進入婚姻體制中了。為瞭解晚婚現象的成因，先就與此相

關的理論基礎與研究進行討論。 

第一節、晚婚者的定義 

根據內政部的初婚年齡資料顯示可清楚看出，現代男女的確有愈來愈晚進

入婚姻的趨勢，晚婚的現象普遍，最直接受到衝擊的就是女性的生產年齡也會

隨之增加。因此，要探究晚婚這個新興的人口族群，則先界定誰是晚婚者。 

表 2-1：台灣初婚年齡中位數 

年底別 
性別 

84 年底 85 年底 86 年底 87 年底 88 年底 89 年底 90 年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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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29.1 29.3 29.5 28.8 29.0 29.2 29.5 
女 26.6 26.7 26.7 25.7 25.8 25.9 25.9 

資料來源：根據內政部統計處、行政院主計處國情統計通報整理而成 

表 2-2：台灣生母平均年齡 

年底別 
年齡 

84 年底 85 年底 86 年底 87 年底 88 年底 89 年底

年齡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30歲以上（％） 30.2 31.9 32.5 33.8 34.6 35.3 

資料來源：根據內政部統計處、行政院主計處國情統計通報整理而成 

要探究「晚婚」這個主題，必須先區別「單身」與「晚婚」間的不同。茲

將各家的觀點分述如下： 

1、單身一詞，在不同的情境中有不同的用法，有人將單身定義為一種心理

狀態的陳述而非婚姻狀態的事實；有人則定義沒有結婚就是單身；另外，也有

定義單身是一種生活形態的選擇而不只是婚姻之前的過渡階段；但也有學者指

出有多元的性生活才能夠稱得上單身。因此，若就英文字面上來看，單身

（singleness）具備了雙重意義：一是用來界定婚姻狀態，指稱非婚姻狀態（not 

married），包括未婚、離婚、喪偶者；另一則是以居住型態來界定，指單獨居

住者。目前學術界定或是大多數人的習慣用法上，都仍意指婚姻狀況為主（楊

茹憶，1996）。 

2、另有一些學者，他們由調查結果發現具有以下特質者容易形成單身的狀

態：殘障者；皈依宗教者；內向、父母晚婚者；高能力、高學歷、高所得的女

性；低能力、低所得的男性；來自貧窮或破碎家庭者；無宗教信仰者；不認同

傳統婚姻者；較熱中於單身者；不願為人父母者；不願承諾固定性關係者（楊

美慧，1991）。 

3、另外，根據國內學者袁福洪（1980）的分類方式，將已屆適婚年齡卻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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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者分為兩大類：按照年齡區分為「適婚年齡中的未婚者」和「超過適婚年齡

的未婚者」，而就所謂晚婚的型態，則較符合分類中的「超過適婚年齡的未婚

者」。 

4、邵麗芳（1988）調查單身意識的研究中顯示，單身者及一般大眾多半同

意的單身敘述定義，有下列七項：（1）一生都不想結婚者；（2）超過適婚年齡

而未婚者；（3）男孩 35歲以上的未婚者；（4）女孩 30歲以上的未婚者；（5）

有結婚意願但未找到結婚對象者；（6）鰥寡無子女者；（7）離婚無子女者。 

5、楊美慧（1991）針對單身女性之婚姻觀的研究及楊茹憶（1996）對單身

女性的生活適應，均是將單身者定義為「超過適婚年齡，女性在 30歲以上之未

婚者」。丘玲玲（1998）和劉佩佩（1999）對未婚女性的研究，則是將範圍擴大

到所有的未婚女性。 

6、根據美國學者 Stein由個人角度出發，對單身者所進行的研究，他歸納

出一個簡單的概念，即「被迫」與「吸引」的力量消長決定單身或結婚。「被迫」

（pushes）單身的因素包括：（1）缺少朋友、孤獨、孤立；（2）對新經驗不易

獲得；（3）遇到自我發展的瓶頸；（4）無聊、不快樂、易怒等個性古怪；（5）

性方面障礙。「吸引」（pulls）的因素包括：（1）有好的職業機會和發展；（2）

有容易獲得的性經驗；（3）亦有令人興奮的生活經驗，有生活的自由；（4）心

理和社會自主自立；（5）有其他的支持力量，如好友、政黨、同事。蔡文輝（1998）

也指出，很多人把單身生活視為一種悠閒的日子，他們認為單身者可以（1）更

多提昇自己個人生活品質的機會；（2）更多結交朋友的機會；（3）經濟獨立；（4）

更多性伴侶與性經驗；（5）更多身心自主獨立；（6）更多事業的成長發揮（引

自徐光國，2003）。 

就以上的各家說法可明確看出「單身」有兩種界定方式：一為年齡，超過

適婚年齡卻未結婚者；另一則被定義為是一種生活形態，包括未婚、離婚、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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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不同類型。在國內對單身的研究中，主要探討的對象集中於女性的身上。透

過現有的文獻資料，我們可以清楚的了解單身女性的選擇以及生活形態，並了

解她們在生活上所面對的壓力與問題，對本研究有相當大的助益。但以全面性

而言，卻仍有其不足之處。我們的社會，包含著男女兩性，女性會有單身的狀

況出現，即代表婚姻市場上的供需間的不平衡，男性的單身狀況又是如何，由

於國內的文獻資料不足，難以一窺其究竟。因此，本研究選擇探討晚婚的現象，

並將研究對象擴大，同時包括男女兩性，並以「晚婚」為主題取代「單身」的

說法，是因考量到許多延遲進入婚姻關係的男女其並非不想結婚，只是可能有

許多的外在結構因素或內在心理影響，使其尚未步入婚姻禮堂中；另外，「單身」

的說法也可能會使受訪者感到心理上的不舒服，認為自己並未打算抱持一輩子

的單身主義，只是在等待合適的時機或對象；再者，就整體的大環境而言，教

育年限的增長、婦女外出工作的普遍，使得現代人普遍晚婚，因此，以晚婚為

主題，且同時包含男女兩性較能客觀地呈現現代人的婚姻觀。 

本研究在參考上述的論文資料、內政部的統計數據，以及考量現代男女就

學年限增長等因素後，決定將本文中所謂的「晚婚者」界定為：男性 35歲（含）

以上，女性 30歲（含）以上，仍未曾有過婚姻經驗者。並以此為問卷調查的樣

本，以了解形成晚婚的因素。 

第二節、晚婚的形成因素 

對男女兩性來說，考慮晚婚的因素不一而同，茲先就男女雙方的不同情況

分而列之，逐一瞭解。 

一、影響女性晚婚的因素 

影響女性較遲進入婚姻結構的因素有下列幾項： 

1、年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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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廖和敏（1993）在《不婚俱樂部》中所指出的不婚族三階段中指出—

年齡是造成女性對婚姻態度轉變的一項重要決定因素，不同的年齡層，對婚姻

的態度也會有所轉變。她認為：二十五到二十八歲間，是期盼期，有相當潛力

與希望結婚；二十九到三十四歲間，是尷尬期，對許多女性來說，二十九歲彷

彿是結婚最後一道關卡，但由於現今社會普遍晚婚，所以到三十四歲之前，還

有機會放手一搏；三十五歲以後，是安心期，過了這個年紀，結不結婚似乎已

不關緊要，或者，要結也很困難了。 

對期待婚姻的未婚女性而言，年齡的增加，代表著結婚機會的逐漸減少（楊

茹憶，1996），亦容易步入晚婚的狀況。一因社會男高女低的婚配習慣，女性的

年齡愈大可婚配的對象愈少；二因年輕貌美被視為婚姻市場上女性賴以交換的

資源，年齡的漸增，對女性來說是一種殘酷卻無法逃避的現實（余一蓁譯，

1992）；三因生育乃為結婚的重要目的，高齡產婦的恐懼，甚至停經後的生育能

力終止，都影響了中年未婚單身女性的結婚可能。 

2、傳統婚姻控制力的削弱 

傳統的婚姻被認為是延續後代的產物，因此，「男大當婚、女大當嫁」似乎

是天經地義的事情。然由於社會轉型，加上受西方文化的輸入與影響，現代婚

姻的目標已不再只是為了傳宗接代，夫妻更希望能藉由婚姻中，尋求融為一體

的深刻關係。因此，傳統由父母可以決定的媒妁之言，改為自由戀愛的風氣所

取代，且由於現代社會男女關係日趨開放與複雜，以往要結婚之後才能享有的

性生活，現已經可以藉由多元的管道獲得滿足；除此之外，在個人強調自由、

自我主張和滿足對婚姻關係的期待上，也使得男女兩性在選擇伴侶時不易找到

合宜的對象，傳統控制力的減弱以及追求理想而產生的「寧缺勿濫」的心理，

延遲了許多女性的終身大事（邵麗芳，1988）。 

3、教育年限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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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普及使社會大眾受教育的機會增加，教育程度亦隨之提升，當然，

在教育程度提升後，則會增加女性的就業機會，讓愈來愈多的女性可以投入職

場的工作環境中，因而延緩了結婚的年齡。 

通常沒有就業或學歷較低的女性，因為經濟自主能力較低，所以對於結婚

的意願也較高、較認同婚姻的必要性。而教育普及、受教年限的增長，對女性

也造成了不少的影響：（1）女性因受教育年限的延長，遂延後其婚配的年齡。（2）

婚姻坡度（Marriagegradient）的影響，由於傳統女性在選擇婚姻伴侶時，強調

所謂的男高女低，在教育普及後，女性也能在職場上一展長才時，相對會造成

女性所可以選擇的範圍縮小，延緩其結婚年齡。（3）教育水準提高，使得更多

女性希望能在工作中有所表現，與男性一爭高下，並提倡女性爭取自己應有的

權利與地位，使的婦女不再以傳統刻板印象的女性角色自居，相信自己能力的

同時亦不急於走入家庭中（邵麗芳，1988；劉佩佩，1999）。 

4、女權擴張與實現 

人之所以要結婚，與從前的部落文化有深刻的關係。在父系社會裡，女人，

和女人生產的子嗣，都是原始部落的財產。部落為食物、為民族生存，發動戰

爭，身強體壯的男人掌控了權力、決策，女人遂淪落成男性的附屬。而婚姻關

係即是這種隸屬制度的一種，以確保男性的財產所有權。而女權運動的發展，

逐漸打破這種制式的關係，亦是影響女性晚婚的重要因素，因為女性主義思潮

與女權運動的蓬勃發展，打開了女性的生存空間與選擇機會，進而對女性的角

色產生改變；由於現代婦女透過職業除了獲得自我肯定與經濟上的獨立，亦使

得女性對婚姻上的依賴降低，形成晚婚，甚至終身單身的現象（劉佩佩，1999；

楊美慧，1991）。 

傳統的女性其角色多侷限在照顧婚姻和子女的工作範圍中，但透過婦女解

放運動對女性在教育和職業成就方面的強調，鼓勵女性主動爭取工作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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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促使女性在受教育與工作的機會增多。學有專長的大學畢業女性，往往希

望在職場上施展所長，在競爭的工作環境中佔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追求工作中

所帶來的「成就滿足感」，這種職業抱負或職業壓力，都可能影響到她對母性的

態度；而當她們為了追求那些足以提供她們獨立、自給自足的經濟生活時，她

們也就通常會選擇先不結婚（謝佩珊，1995）。此外，單身女性不想早點結婚的

因素仍包含著「工作優先」和「出國進修」的想法，期待達成自我實現、自我

成長的目標（楊美慧，1991；丘玲玲，1998）。 

此外，高成就的女性通常也較難以找到適合的婚配對象。根據 Spreitzer和

Riley（1974）對單身的研究結果顯示，高程度的智力、教育和職業是與女性的

單身有關的。通常程度高、收入高的女性，不婚的可能性較高。對此，提出以

下的解釋：（1）女性因為單身，才能達成較高的職業地位；（2）男性不願意挑

選條件傑出、勝過自己太多的女性為終身伴侶；（3）女性不願進入或維持婚姻

承諾（丘玲玲，1998）。因此，就業市場的改變也導致單身人口的增加。隨著婦

女工作人數與收入的增加，婚姻在女性經濟考量上的必要性已大不如前。此外，

有些女性不願意「低就」，只願意嫁給收入成就高於自己的男性，而這種自我設

限，也延緩了她們進入婚姻的機會（吳幸宜譯，1997）。 

由此可知教育的普及與女權的擴張讓女性有接受知識的權利，也讓女性得

以在職場上有所發揮，但卻對其婚姻關係間接形成影響。根據唐文慧（1988）

的研究中顯示，高職業成就的未婚女性並非不想結婚，卻可能因事業發展而無

法兼顧擇偶與婚姻之間，但她們仍是期待婚姻的，所以她們對婚姻的看法不單

純是意願的問題，而是時間與心力分配上的問題（楊茹憶，1996），結婚之後所

需面對的家務勞動、養育子女及職場工作三者是否能完全兼顧，都是影響女性

進入婚姻前的考量因素。因此，對女性而言，工作與婚姻是難以兩全的，發展

工作或尋求自我實現機會的同時，若選擇暫別婚姻，則可能形成晚婚的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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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傳統家庭結構與功能的變遷 

都市化與工業化的兩相衝擊，使家庭結構和家庭功能歷經重大改變。在家

庭結構方面，農業社會的大家庭（extended family）、父權家庭（patriarchal 

family），已被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所取代；家庭功能方面，社會結構面

臨極度分化，而許多原本是家庭獨享的功能也正逐漸被新生代機構取代分化

中，使現代的家庭功能呈現少功能但高效率之現象。雖然晚婚並不代表著終身

不結婚，但隨著晚婚的形式，也會產生一些新的家庭問題：隨著晚婚改變的還

包括晚產，因此也就會間接產生所謂的「父老子小」的情況，進而形成教育與

溝通上的距離。在許多家庭與婚姻的文獻中，我們可以看出家庭原具有「保護

及照顧的功能、教育與社會化的功能、生理的功能（性與生育）、經濟的功能、

娛樂的功能、宗教和情感的功能」（周麗端，1999）。這些家庭的傳統功能，雖

不一定會因為晚婚的關係而有所改變，但必定會因晚婚而帶來新的問題。由於

這兩相因素的影響下，使得家庭不若以往能全方面滿足個人的需求，因此，進

入婚姻、組成家庭，就並非十分重要了（邵麗芳，1988）。 

6、離婚、家暴事件的增加 

根據內政部的統計資料顯示，我國的離婚比率正逐年上昇：民國 88 年，離

婚率男性為 3.8％、女性為 4.2％；89 年男性離婚率為 4.0％、女性則為 4.5％；

至 90 年男性為 4.3％、女性為 4.8％（資料來源：內政部台閩地區按性別分類之

主要統計資料）。另外，層出不窮的家庭暴力，也讓許多人對婚姻感到畏懼，深

怕一結婚便掉入平淡乏味、無可自拔的深淵，甚至是整天不停的衝突與爭吵，

以及身心受創的可能。 

由此顯示，在面對愈來愈高的離婚率之時，現代婚姻已遭到嚴重的威脅，

而日益增多的外遇問題、分居遺棄與家暴事件，都顯示出婚姻關係中的隱憂，

而婚姻以不若以往般莊嚴而神聖，人們所憧憬的美滿婚姻、幸福和諧的家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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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即面臨新的危機（邵麗芳，1988）。這樣一來，婚姻制度是否仍有其存在的必

要性？對男女關係的維繫是否有一定的約束力？這都會造成女性再決定何時踏

入婚姻中的重大考量。 

7、避孕技術的精良 

現代社會雖逐漸趨向老年化與少子化，因此各國政府無不鼓勵婚配男女努

力生產，然由於科技發達，避孕措施琳瑯滿目，婦女也在避孕藥的發明之下，

順帶從性愛恐懼懷孕中解脫出來。而近幾年來人工流產亦不再被視為嚴重罪

惡，不少婦產科也都為未婚同居或偷嚐禁果而懷孕者提供此項服務（徐光國，

2003）。此外，由於性觀念的開放，未婚懷孕似乎亦成了司空見慣的景象，女性

不再需要為了孩子的因素而被迫進入婚姻，進而增加女性對自己人生的選擇自

由，奉子成婚或為了想要孩子而結婚已不構成結婚的唯一理由（李元貞，1990；

楊美慧，1991）。 

二、影響男性晚婚的因素 

男性晚婚的因素大致和女性相同，茲就相異之處敘述之： 

1、婚姻排擠（marriage squeeze）的因素 

雖然現代婚姻強調選擇伴侶的自由與情感的基礎，但不表示伴侶的選擇不

受任何限制，任何一個社會都會運用風俗、道德或法律方式來規定或限制配偶

的選擇範圍，而該範圍即是所謂的「婚姻市場」。「婚姻市場」的概念告訴我們

擇偶不是單純的個人行為，而是一件社會交換行為，它本質上是一種資源交換

的形為，交換的基本原則是爭取個人的最大利益，而在這個情況之下，個人所

選擇的婚配對象，通常是「條件相近」的伴侶（林顯宗，1985；蔡文輝，1987）。 

因此，以社會交換理論的觀點來看，大家都有同等的機率找到婚姻伴侶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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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公平的交易。但事實不然，婚姻市場存在的一些現象使得某些群體擁有優

勢，令一些群體落入劣勢，「婚姻排擠」即是現象之一。 

「婚姻排擠」是指男女雙方適婚年齡的人口不平均，而使得男性或女性在

擇偶時產生被排擠的不平衡現象。例如，中國大陸在 1979 年推行的「一胎化」

人口政策，使得許多女嬰遭到殺害，而造成某些地區出現男多於女的現象，長

期來看，男性將面臨被擠出婚姻市場的困境；另外，隨著台灣人口出生率的遞

減，台灣地區逐漸呈現人口老化的現象，男性適婚年齡人口將多於女性適婚年

齡人口，將形成婚姻市場上「男多女少」，男性在擇偶上又將受到排擠（吳明燁，

2000）；除此之外，女性在選擇婚配對象時，喜好嫁給年齡較自己長幾歲的男性，

因此，如果男女雙方的同齡階層人數有所改變，而產生不均等的現象時，在擇

偶過程時則會產生了不平衡，也就顯現了「婚姻排擠」的現象。 

婚姻排擠的結果，會改變了配偶間年齡的差距數，以及初婚的年齡。而面

臨婚姻排擠的男性，可能尋找的對象年齡差距多餘三、四歲，不僅拉大了男、

女配偶間的年齡差距，也降低了女性的初婚年齡。一般而言，男性多半不會與

比自己年長的女性通婚（陽琪、陽琬譯，1995），因此，許多男性便選擇迎娶外

籍新娘，或較晚走入婚姻生活當中。 

2、先立業而後成家的觀念形成 

在一般觀念中，男性往往被認為擔負著「養家活口」的責任，因此，對多

數的男性而言，一份安定穩固的工作，勢必是成家之前的重要先決條件。而許

多男性也認為應有部分的事業基礎之後再談婚姻，才能提供未來的家庭一個穩

定的依靠，因此對自我事業的發展非常強調，加上傳統男性應以工作為第一優

先的觀念也是影響男性晚婚的因素之一（唐先梅，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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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共同因素 

1、家庭因素 

家庭是由連結家人之間的關係所構成，家庭中任何成員之間皆有「關係」

存在，丈夫和妻子有婚姻關係、父母和子女有親子關係、兄弟姊妹有手足關係。

父母是子女最早接觸的人，家庭也是子女接受社會化最基礎的來源，父母的舉

止，常是孩子們模仿學習的對象，而父母的婚姻關係更是子女學習兩性互動關

係，最早接收到的參考訊息。父母的關係，影響下一代對兩性的態度，包括婚

姻，以及個人對婚姻的期待和對婚姻的看法，父母婚姻愈美滿、家庭氣氛愈和

諧者，子女對於婚姻與家庭生活態度愈趨向傳統；反之，若是成長於破裂、不

完整的家庭中，則可能因缺乏安全感而對婚姻卻步。另外，父母與子女之間的

親子關係也是家庭系統中重要的次級體系，和父母相處關係融洽者，會對婚姻

較具信心。雖然這方面的實證研究較少，但可確知的事：親子關係的確會影響

子女對婚姻的看法（林淑貞，1994；謝佩珊，1995；沈怡，1998）。 

另外，影響女性婚姻觀的來源，亦認為可以追溯至幼年時期的家庭生活經

驗，其中包括：（1）家長明示「結婚沒什麼好」等話語和晚婚的關係；（2）任

意批評的教養方式和子女對完美對象堅持的關係；（3）偏差性教育的影響；（4）

錯誤性別教育的影響；（5）父母婚姻關係的影響（楊美慧，1991；丘玲玲，1998）。 

2、婚姻坡度（marriage gradient）的影響 

對於晚婚或是單身不婚者，除了個人自由選擇、個人條件、生活環境、人

格特徵、家庭背景因素外，社會學家亦根據調查統計所得，綜合歸納提出一種

理論，稱為「婚姻坡度」（marriage gradient）。婚姻坡度係指婚配對象並未能提

供相對等的條件，而這種條件主要是與社經地位有關的，其中，可分為「上婚

嫁」（hypergamy）和「下婚嫁」（hypogamy）兩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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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婚嫁」是指女性所嫁的對象有較其自身為高的社會地位，這在婚姻關

係中是一種普遍的現象。男性多半願意以自己較高的社會地位來換取有外表吸

引力的女性，此外，由於男性的社會地位是得自於自己本身的成就，因此也較

具有彈性。「下婚嫁」則是指女性嫁給社會地位較自身低的男性。由於一般男性

在婚姻市場中最主要的魅力就是他們的社會地位，因此這種情況較為少見。且

由於女性的社會地位通常是得自於丈夫，因此下婚嫁的婚姻將降低她的社會地

位（引自陽琪、陽琬譯，1995）。 

因此，如果把整個社會上的適婚年齡的男女分為兩組，每組內按各種條件

排列，都可以由高到低排列成很多不同的層次，而一般選擇對象構成婚配者，

男方所屬的層次總要高過女方，也就是說男方各種條件均要強過女方，諸如身

高、年齡、學歷、收入、職位高低等莫不如此（周文欽，1984）。而在這種情況

之下，本身社會地位較高的女性及社會地位較低的男性在找對象時，就容易碰

到阻礙。在社會交換理論中，我們強調相稱對等的交易行為，且在傳統的父權

體制下，女性被視為弱勢與依賴者，她的社會地位與經濟資源都仰賴她所嫁的

對象，男性也以其較高的學歷、職業階層與收入來源為吸引女性的優勢條件，

因此一旦男性無法擁有該優勢，則其可以選擇婚配的女性對象範圍則變得狹

小，而進入晚婚的狀態中（吳明燁，2000），女性則相反之。 

3、缺乏交往認識的機會 

在我國的學校教育中，至今仍然強烈反對國中生、高中生有正常社交的機

會，許多以升學為主的名校，更是標榜著單純男校或女校的風格，希望轉移學

生對異性的注意力，而將精神集中於課業上。因此，雖然仍有學生會利用課餘

時間結交異性朋友，但這種行為多半難以獲得家長或教師的認同。而且，學校

傳承知識，但卻對情感教育付之闕如，對健全的戀愛觀也略而不談，使得青少

年只能透過與朋友的交談，或坊間的書籍尋求這一方面的知識，而缺乏正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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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異性的觀念。一旦畢業踏出校門，若交往的異性朋友圈子較大，往往會被冠

上『花心』等字眼，或者根本就缺乏與異性交往認識的管道了。因此，許多單

身的男女，則只好選擇繼續維持他們單純的作息時間，而不願花許多時間去學

習如何瞭解異性、如何與異性交往，以及如何選擇適合自己的伴侶（張春興，

1984）。 

4、擇偶條件的限制 

在現代社會的男女交往雖然較從前開放，但受限於許多的外在因素，例如：

選擇就讀的科系中，工學院以男生居多，而文學院以女生佔大多。在就業取向

考量下，女性選擇從事室內靜態性質的工作為主，而男性則以電子、工程等為

多，兩性間缺少認識交往的管道，也因此耽擱了婚事。另外，在傳統文化情誼

下，女性學習到在與異性交往的時後，應該表現被動，以免「沒面子」或被男

性視為「便宜」（丘玲玲，1998）。受到這種傳統觀念的長期束縛之下，一些女

性在成年之後仍不懂得該如何與異性交往，而年屆適婚之際，更可能因此而無

法找到適合的婚配對象，而猶疑不決，遲遲無法進入婚姻的關係中。 

除此之外，個人在擇偶標準的限制下：如個人的外型缺乏吸引力、身心障

礙者或求偶標準太高等，都會喪失與異性交往相處的機會。尤其，傳統的社會

觀念中，女性在設定擇偶條件時，都希望會是男高女低的交往模式，女性希望

男性能略勝自己一籌或至少平等，好讓自己能仰望、依靠（呂秀蓮，1990；李

美枝，1988；楊美慧，1991；丘玲玲，1998），儘管時下的女性已經都能夠發揮

潛力迎向挑戰，創造出屬於自己的偉大成就，但在心理和外界觀念的左右下，

多數女性還是認為必須嫁給一個更有地位、更成功的男性，也就是所謂的「往

上嫁」（沙永玲譯，1995）。而相對於女性，男性在挑選女性伴侶時，也會選擇

較自己能力、學歷略低或相等的女性為交往對象，以滿足自己保護女性的慾望

及維護所謂的男性尊嚴，因此，男性則是「往下娶」。如此一來則可能造成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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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度較高者，單身者較多；職業成就較高的女性也可能維持單身較久，其

真正原因可能是因為：成就地位較高的女性，會希望結婚的對象亦是高於自己

的，以避免「下嫁」的壓力。而這種現象，在男性身上也產生相當的反應效果，

男性會尋找與自己相同或較低成就的女性，作為結婚的對象，相對的，社經地

位較低的男性，則較難以尋覓到合適的配偶。 

5、為求生活的享受 

日本社會學者山田昌弘發現，在現今社會中「單身寄生貴族」的人口群有

逐漸增加的趨勢。所謂「單身寄生貴族」是指一群二、三十歲的人，尚未結婚，

並與父母共同居住。這種類型的人，一個月薪水好幾萬，卻無需負擔房租、也

不必拿來養家，錢全是自己在花，不僅可以穿戴名牌，亦可以坐擁名車，一高

興，就出國玩樂。年輕人會因為「晚婚」或「未婚」而成為「單身寄生貴族」，

而「單身寄生貴族」的增加，也相對刺激了社會的「晚婚」、「未婚」情形。兩

者相互影響之下，使得雙方的依存強度更為增加（楊舒媚，2001），晚婚人口亦

隨之增加。 

6、個人對單身生活的眷戀 

在個人主義的盛行之下，單身型態似乎成了一種無需對他人負責的生活方

式。隨著工業、科技、經濟、社會標準等各領域的演進，無論男性或女性，各

自的獨立意識增強，而社會觀念的演進也間接讓影響人們對單身生活的評價，

他們擁有完整獨立的生活空間，比起婚姻所帶來的束縛與責任，更多人選擇僅

需對自己負責的單身方式。在日本，通常則以「單身貴族」來形容未婚男子，

亦曾有作家透過文章帶領讀者探究男人單身的深淵；而現今的日本社會，則逐

漸將注意力轉移至女性的單身生活上，許多書店，也出現教導女性如何一個人

過生活的相關書籍。而作家岩下久美亦將此稱為「一人主義」，認為這是指有能

力確立「個人」的成人女性，是擁有可以與他人和樂相處、工作上盡力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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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事智慧與哲學，因此捨棄「單身主義」這一名詞，因為該名詞像是在提倡非

婚、孤立、自閉、利己主義等，因此改以「一人主義」來提高單身女人的生活

權與品質（引自劉黎兒，2001）。由此可知，無論在何處，逐漸興起的單身和晚

婚現象，都是現今為人所關注的焦點所在。 

對男性而言，婚後必須負擔起養家的任務，因此勢必降低自己的私人開銷，

以維持家庭生計；而女性需承擔起家務勞動和照顧子女的工作，個人時間上的

運作即減少許多。因此，婚姻關係對男女而言，除了意涵著單身生活轉變為與

他人共同生活的方式外，更是脫離原有家庭進入新家庭的重要階段，並象徵個

人完全脫離孩童時期進入成人世界的重要依據（唐先梅，1999）。 

在婚姻的階段中，個人有三項發展任務：（1）了解與親密配偶的相處之道，

（2）學習扮演夫妻角色與調整，（3）建立與維持人際關係（Aldous，1996）。

婚姻並非只是兩個人的結合，它伴隨著相對而來的責任與義務（沙永玲譯，

1994），因此，單身時所擁有的樂趣，例如：時間分配的自由、經濟獨立、保有

個人隱私和秘密等都將因結婚的關係而大幅減少（丘玲玲，1998），可能正因如

此，於是現代男女選擇避免太早進入婚姻關係中，以保有較長的個人生活時間，

也可投入在工作中較長的時間並達到自我成長的目標，於是形成晚婚的現象。 

另外，在婚姻觀念逐漸改變的情況下，現代人對婚姻的期待早已不是傳宗

接代、繁衍種族，也不僅是兩情相悅。男女雙方都對婚姻有更多的期待，不只

是經濟的安定、子女的成長、家庭社會的意義，更希望從婚姻中滿足個人愛人

與被愛的心理需求，與情緒上的彼此支持；甚至企求透過婚姻獲得知性與理性

的成長，追求自我的理想與抱負（賴瑞馨，1989）。如此一來，在缺乏合適伴侶

的情況下，多數單身男女寧可選擇暫時性的單身，而非衝動的進入婚姻生活當

中。 

7、社會人際的疏離 



文獻探討ˉ23 

 

由於現代社會趨向工業化，人際的相處較為疏離與冷漠，許多現代社會人

的人際關係不良，不懂得與他人相處建立關係，進而對婚姻產生恐懼。婚姻生

活象徵著兩個陌生人的結合，因此個人不再是完全的自由與不受拘束，為經營

良好的婚姻關係，雙方必須取得相處上的平衡，若不懂得與他人溝通協調，則

可能造成婚姻關係內的裂痕與衝突。 

8、婚前性行為的開放 

另外，單身者的增加，與性開放特別是婚前性行為的容許也有關。根據衛

生署 2001 年的調查顯示，青少年的性態度和性行為日益開放，近四成男女都有

和異性接吻的經驗，首次性行為的平均年齡約是 16歲，近 14％的男生和超過 8

％的女生有過性經驗，值得注意的是，青少年認為喜歡就可以上床的比例較過

去增加不少（中國時報，2001 年 11 月 27 日）。這樣的關年和行為開放，自然

會讓許多人在結婚這條道路上裹足不前，至少不必為享受性生活而急於結婚（引

自徐光國，2003）。 

Stein（1981）曾依據單身者的自願選擇程度，將其是否為自願選擇的生活

方式，以及是否預期長時期維持這種生活形態，將單身者分為矛盾型、決心型、

希望型與悔恨型四種，其中矛盾型與希望型屬於暫時性的單身，一旦有機會，

仍願意選擇進入婚姻關係中，維持單身生活可能僅存於當下，與本文所討論之

晚婚者對婚姻看法較為符合，將其說明如下： 

（1）矛盾型（Ambivalents）：屬於自願且暫時的單身類型，包括年輕的未

婚男女，暫時延後結婚年齡以追求更高的教育，建立事業與自我發展，這些類

型的單身者重視自由而不急於對婚姻負責任，他們通常不會積極尋覓伴侶，但

對於婚姻仍抱持開放的態度；甚至，這類型的單身者已有親密的伴侶，並藉由

同居做為測試婚姻的關係（陽琪、陽琬譯，1995）。 

（2）決心型：屬於自願永久型單身，這些人選擇一輩子單身、終身不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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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包括未曾結婚者、結過婚但不想再婚者，以及神職人員，如神父、修女等。 

（3）希望型（Wishfuls）:是屬於非自願型且暫時的單身類型，這類型的單

身者並非自願選擇單身，他們渴望結婚，但尚未找到合適對象者，以及剛剛離

婚和喪偶者，可能是由於環境的限制，他們通常嚮往婚姻生活，並且積極尋找

結婚對象，只是暫時緣分未到。 

（4）悔恨型：屬於非自願永久型單身，他們雖然渴望結婚，但是因為身體、

心理或社會條件的困擾而無法找到結婚的對象，也就是娶不到或嫁不出去（引

自董智慧，1998）。 

由上述資料可知，影響個人進入婚姻早晚的因素相當多樣，可能是個人的

選擇、原生家庭的影響，甚至也許是找不到合適的婚配對象，無法順利結婚。

經由上述的討論，將影響兩性晚婚的因素整理為表格形式如下。 

表 2-3：形成兩性晚婚的主要因素 

性別

影響因素 
男性 女性 

年齡  ◎ 
傳統婚姻控制力的削弱 ◎ ◎ 
教育年限的增長 ◎ ◎ 
女權的擴張與實現  ◎ 
傳統家庭結構與功能的變遷 ◎ ◎ 
離婚、家暴事件的增加  ◎ 
避孕技術的精良  ◎ 
婚姻排擠的因素 ◎  
先立業而後成家的觀念形成 ◎  
家庭因素 ◎ ◎ 
缺乏交往認識的機會 ◎ ◎ 
婚姻坡度的影響 ◎ ◎ 
擇偶條件的限制 ◎ ◎ 
為求生活的享受 ◎ ◎ 
個人對單身生活的眷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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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人際的疏離 ◎ ◎ 
婚前性行為的開放 ◎ ◎ 

資料來源：研究者根據劭麗芳（1988）、楊美慧（1991）、楊茹憶（1996）、董智慧（1998）、丘

玲玲（1998）、楊舒媚（2001）、徐光國（2003）等人之論文著作整理而成 

而奧美廣告公司亦曾在 1995 年作了一項《新獨立年代---單身貴族》的消費

調查，了解二十歲到三十四歲的都會單身族群對婚姻所抱持的態度。 

表 2-4：都會單身族群的婚姻觀 

個人態度

婚姻觀 
同意（％） 不同意（％） 

婚姻愈來愈沒有保障 46.5 45.5 
找不到合適對象，寧可維持單身 82.7 14.9 
單身生活比婚姻生活自在快樂 53.8 27.3 

資料來源：引自沈怡《關於單身》（1998）、125頁 

由此可知，對現代男女而言，婚姻已非絕對的唯一選擇，任何理由，都可

能是影響個人選擇何時進入婚姻的關鍵，無論是個人的內在心理因素或是外在

的社會環境結構因素，都會間接影響個人的選擇。其成因為何，即是透過本研

究所欲了解的目標。 

第三節、晚婚生活壓力之探討 

生活壓力之所而來，是由於旁人眼光的評價與批判，加上個人內在自信不

足，自然容易感受到壓力的來源。雖然我國民眾進入婚姻的時間愈來愈晚，而

國人對於婚姻的看法亦有所轉變，但仍有許多無形的社會壓力存在；而晚婚人

口在今日社會中逐漸增加，選擇晚婚，維持較長的單身生活的男女已較為社會

大眾所接受，並將其視為一正常現象，但難免也有許多外在壓力，是晚婚者在

過渡這段單身時期時所無法避免的。晚婚者在日常生活中，所需面對的壓力來

源，有以下幾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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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負面的評價 

根據許多學者研究一般大眾對未婚者的刻板印象時，發現適婚而未婚者常

被賦予一些負面的評價，例如： 

1、沒結婚的女性，常被視為人格異常、自我統合有問題、社會適應不良、

缺乏自尊、身心不成熟或是性格荒誕可笑（彭駕騂，1994；Baker，1968；Bart，

1972；Disch，1977；Comfort，1981）。 

2、沒結婚的女性，大多被形容為個性孤僻、固執、消極、自私、跋扈、無

責任感或愛講閒話的（李紹嶸等譯，1984；邵麗芳，1988；廖和敏，1993；彭

駕騂，1994；Deegan，1969）。 

3、沒結婚的女性，可能被視為對異性沒有吸引力、性冷感、不喜歡小孩，

甚至會被冠上「老處女」的綽號（李紹嶸等譯，1984；；林蕙瑛，1989；李世

丹，1995；Kurth，1974）。 

4、沒有結婚的女性，通常被認為是不快樂、孤獨、寂寞、無精打采或是生

活乏味的（彭懷真譯，1983；Deegan，1969）。 

5、沒有結婚的人是不幸的，他們可能是工作狂或被當作是同性戀者（彭駕

騂，1994；Hartz-Karp，1981；Davidson & Moore，1992；謝佩珊，1995)。 

由此看來，已達適婚年齡卻未婚者常被認為是「不正常」的，而其中女性

所受到的評價又比男性更為負面。 

二、親友的壓力 

單身的壓力，最常來自於父母和親友。結婚的壓力最常來自於家庭，家庭

的壓力又來自於社會的壓力。社會對單身的不認同，使得單身者活在壓力下，

這種壓力則促使父母與親友對單身者的一再催婚（丘玲玲，1998）。因為，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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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傳統觀念中，結婚不單是個人的問題，也是兩個家庭之間的結合。而父母

通常都將子女的婚姻大事視為自己的責任，對於已屆適婚年齡卻未結婚的子女

常給予過多的關心，並會懷疑未婚是因為性功能上的障礙、同性戀、自私或只

是不願認真地結交異性伴侶。父母在無法接受子女尚未結婚的狀況之下，也可

能悄悄安排相親，或請親友幫忙催婚，無形中帶給子女莫大的壓力與威脅感（蔡

文輝，1984；邵麗芳，1988）。 

父母會對單身者頻施壓力，催促他們結婚的可能因素有幾點： 

1、他們迷信男婚女嫁是天經地義的。多數的父母仍舊抱持著這個觀點，因此擔

心已屆適婚年齡的單身子女，若是持續維持單身狀態是一種不正常的行為。 

2、期待早日含飴弄孫的樂趣。當有了孫兒孫女時，似乎也就意味著他們自己生

命的不朽。（李正猷、侯嘉瑜譯，1994） 

三、社會環境的壓力 

晚婚雖不代表著不結婚，但我們社會輿論與對「男大當婚、女大當嫁」的

刻板印象也對單身者產生沈重的壓力負荷。長期以來，女性被賦予家庭角色中

的妻子與母職角色，一旦未能順利進入婚姻，則被認為不具「女人」的身份，

尤其女性需在年屆生育年齡之前決定是否生育孩子，因此也就有進入婚姻與否

的考量；而男性若未婚，亦容易被認為是不成熟、幼稚的，「結婚」反倒是長大

成人的一種表現了。另外，單身者在居住生活上也有許多不便困擾。單身者很

難介入已婚家庭中，因為「三人關係」很可能招致夫婦間的不和諧，長期的窘

境不得不使人與單身者保持距離（邵麗芳，1988）。由於社會壓力的影響，使人

對單身者保持距離，也容易形成單身者「孤獨、寂寞、不快樂」的刻板印象。 

單身者給人的印象多半是偏向貶抑的，無論是從一般民眾的角度或是學理

方面的看法。一般大眾覺得單身者的評價多半是自私、不負責任、性無能、固

執、享樂主義、不成熟、缺乏自信、多疑、過份羞怯或過份外向、不快樂、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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鬱寡歡、孤獨寂寞、乏人照顧、外表醜陋，缺乏吸引力、不喜歡小孩、無法抓

住男人的失敗者、可憐、絕望、眼光太高、不夠溫柔、太強悍等。另外，有許

多人不喜歡和單身者共事，認為他們較不具協調性：認為單身者比較自私，只

會想到自己；處事比較不圓融、不懂事。而一般人對單身者的感覺，不乏下列

的偏見存在：可憐、老處女、心理異常。就連社會學家、心裡學家以及精神病

理學家都對單身賦予負面的評價，認為單身是因個體的病態人格所導致的。由

於社會對單身者長期賦予負面的社會評價，因此無論對男性或女性來說，他們

所享受的是單身所帶來的自由，但多半只把單身當成一種過渡，不會想永遠如

此，以免受到社會異樣的眼光（丘玲玲，1998），在《海蒂報告：單身遊戲》（1994）

一書中亦有說明這種現象：『大部分的女人都喜歡單身的滋味，自己愛怎麼過生

活，就怎麼過生活，但是她們不能光是享受這種感覺，因為「單身」這件事有

個大前提，那就是「單身」一定得是種過渡—沒有一個女人會想要「永遠單身」

--這樣一來，她就變得跟社會格格不入，（尤其是「上了一定年紀之後」！），

而且這意味著他「沒人要」。而現今社會在某種程度上，已經很少有人相信這一

套了，然而這種壓力大的令人恐懼，不管女人多麼堅強地抗拒這個概念，這個

壓力仍隨時可能爆發出來。』（林淑貞譯，1994）此外，在海蒂的報告書中也提

到：雖然絕大多數單身、從未結婚的女人都感到很矛盾，不太肯定自己對婚姻

抱持著什麼樣的感覺，但卻又受制於世人的眼光、社會的壓力，害怕單身的女

性在社會中沒有地位、缺少尊嚴（林淑貞譯，1994）。因此，「結婚」似乎仍是

我們意識型態下的基準，而在這種社會環境壓力的影響之下，晚婚的現象遂由

然興起，雖然嚮往著單身無拘無束，可以快樂和朋友嘻笑談天的生活，但對多

數單身者而言，他們仍認為，目前的單身只是暫時性，總有一天會回歸常軌，

進入婚姻的體系中。 

四、生理需求的壓力 

Maslow曾將人的自我需求分為五個層次：生理需求、安全感需求、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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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自我尊重需求及自我實現需求（引自郭靜晃，1993）。其中，性是基本生

理需求之一，因此性生活是人類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傳統觀念中，認

為性生活是需透過婚姻才能享有的，但現今社會風氣開放，婚前性行為、婚外

性行為、同居、試婚者眾多，性行為混淆頹喪的價值觀念之下，許多未婚者已

無需透過婚姻來獲取性生活的滿足。尤其，單身者並非不能或不應該表達個人

的性需求，而是意味著避免濫用它。單身者可以在意識清醒、負責、愉悅和尊

重的情況下表達自己的性，可以學著欣賞真正愉悅的性是一種愛的表現，然後

才能收回自己在性享受方面具有的充分天生的能力，將它從社會化施加的各種

抑制、扭曲和神話中釋放出來。最後更清楚的看到什麼可以給我們性方面的滿

足，並更加瞭解如何將這樣的景象化為事實（李文英譯，1998）。 

雖然性態度或性行為，不論中外都已較之前開放，但也有一部份的單身者

對性愛缺乏興趣；或是認為兩性間的交往，性並非重要因素；亦即認為即使是

否有性需求，並不影響其個人生活滿意度（楊美慧，1991），自然也就不會因為

想要獲得合法的性行為，而決定進入婚姻狀態的情形了。 

「海蒂報告Ⅱ」中曾指出，美國的單身女性在性革命之後，因為不在有婚

姻之內才進行性行為的藉口，反而要一次次經歷到底要不要和所約會的男人做

愛的矛盾，這也許是單身女性所產生性壓力的一個新面向（林淑貞譯，1994）。

因為單身者在超過一定年齡之後，身心的成熟可使其為自己的行為負責，因此

適度而不傷害第三者的性關係應該是可被接受的。畢竟在性與道德的關係中，

只要性關係不觸犯法律，就應該解除所有道德上的枷鎖，解除罪惡感的壓迫。

然即使社會贊成單身者對性的需求有其自由選擇權，但現今社會仍未開放到准

許完全「性自由」。根據國內次級資料顯示，發現國人有婚前性行為者，男性中

有 59.5％，女性有 28.6％，其中女性有過婚前性行為者，以 20-30歲為最高，

依年齡遞減，似乎可由此看出世代間的差異，和國人對婚前性行為所抱持的態

度（楊茹憶，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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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論如何，一般成年男女都難免曾有過性幻想和性需求，然社會對男女兩

性亦存在著雙重標準的道德價值觀，對女性極為不公平（邵麗芳，1988）。對晚

婚者而言，性的壓力也許不若單身者般嚴重，畢竟晚婚者也可能有著固定的交

往對象，但即便如此，在處理性需求的問題時，仍須面對著社會的道德標準與

個人的價值觀。 

五、個人情緒的壓力 

單身者最大的危機，並不是很多人「逼他（她）娶（嫁）」，而是連自己都

對個人的單身狀態感到丟臉。這種個人的主觀認知上就否定自己的情況，連帶

會使得個人的情緒受到影響（簡春安，1997），進而形成壓力的來源。 

此外，單身者因為沒有生活上的伴侶、情感上的依靠，因此常常被視為孤

單寂寞人，但若是進一步的定義，孤單與寂寞並不相同，孤單是一種存在的狀

態，而寂寞是一種心靈上的感受，孤單不一定會造成寂寞，有人陪伴也不表示

內心就充實（黃明堅 1992；楊茹憶，1996）。在《海蒂報告》中有提到：「單身」

似乎暗示著「一個人」或「孤獨」，微微帶有一點負面意義：但寂寞—不應該是

「一個人」，而應該是「兩個人」才對（林淑貞譯，1994）。現代人的確容易感

受到寂寞與失落，但是單身絕對不是造成寂寞的主要因素。一個性靈均衡的個

體，不論結婚與否，都能夠懂得珍惜獨處的時光（吳幸宜譯，1997）。 

事實上，寂寞感的個別差異是很大的（Staples，1982），個人知覺寂寞，會

受本身的價值觀、生活安排及社會情境的影響。根據 Essexet al.的研究，討論

不同婚姻狀況的年老女性，其家庭與朋友的重要性對寂寞感的影響，結果發現

未婚者的寂寞感以身體健康狀況不好影響最大，反而和家庭與親近朋友無關（引

自楊茹憶，1996）。有些研究也發現，單身未婚者若常與親人或朋友密切往來，

他們也未必感到寂寞（楊美慧，1991）。個人若是有把握將自己掌控得宜、處理

人際、應對工作，都會能將寂寞的感受降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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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何時進入婚姻關係中，雖然是個人的選擇，但由於傳統的價值觀及刻

板印象的影響下，晚婚者仍須承受著外在的壓力，面對他人一再地詢問「為什

麼還不結婚？」的問題。許多晚婚者所需面對的壓力，其實是固有觀念的束縛

所致。父母將孩子的婚姻大事視為自己的責任，殷殷催促之下頻增雙方的心理

負擔；社會中的刻板印象讓單身者污名化，單身者似乎代表人格的不成熟，而

較遲進入婚姻關係中的晚婚者，也常被歸類為單身者之中，使得晚婚者必須耗

費更大的心力以擺脫這樣的桎梏，獲得他人的認同；而一般人對晚婚者性的需

求也有錯誤的認知，晚婚者不是被認為性生活隨便，容易發生所謂的一夜情，

就是被當成天生對性沒有興趣，這樣偏差的觀念，讓不結婚等同於不正常，也

是造成晚婚者的壓力來源之一；另外，由於晚婚者的個別抉擇是異於傳統社會

規範的，晚婚者容易被認為是寂寞、乏人相伴的，這樣的想法，也對晚婚者造

成心理上的一大負擔，形成一股情緒上的壓力。 

深入探究這些壓力來源後可以發現，其實它們都是來自於外界對晚婚者錯

誤的解讀所造成。在海蒂對單身者的研究報告中曾指出：『41％的女性不能確定

到底是她們想要結婚，或只是因為她們感受到強大的壓力，而非結婚不可。』

（林淑貞譯，1994），由此可見晚婚者所感受到的社會壓力之強大。其實，晚婚

者選擇延長單身的時間，並不代表人格上的偏差，但卻需接受社會大眾的批判，

而晚婚者在面臨這些壓力時，選擇以何種方式應對，亦是本研究中希望能夠更

為了解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