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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回顧 

如前所述，本文主要研究目的在於探討各縣市外籍配偶比例高低是否

對台灣地區縣市別離婚率造成影響，即擬透過實證模型驗證各縣市外籍配

偶和離婚率有無關聯。於進行實證研究前，有必要先行瞭解相關理論及現

有之研究成果，爰本章節遂先就外籍配偶對台灣地區離婚率影響之相關文

獻作探討，復針對國內外研究離婚率的相關文獻進行回顧與整理。 

第一節、外籍配偶對台灣地區離婚率影響之相關文獻 

按內政部 （2003）指出，外籍與大陸配偶類婚姻多係透過婚姻仲介媒

合，非以感情為基礎，再加上文化差異、風俗習慣迥異、社會制度、價值

觀及語言障礙等因素，易影響家庭和諧，甚而導致婚姻解組。鄭雅雯（2001）

與蕭昭娟（2001）等亦指出，語言障礙常常導致許多跨國婚姻無法產生有

效溝通，而導致許多問題，甚至婚姻崩解；再者雙方文化差異所形成婚姻

觀、夫妻相處、婆媳關係與子女教養方式等，均可能影響到跨國婚姻家庭

的生活調適。 

張福群（2001）亦指出：外籍與大陸配偶之婚姻在商品化，講求速成

的效率原則下，在來臺後，雙方因對婚姻認知不同，加上文化、經濟背景

及家庭成員互不了解下、大多數仲介對夫家背景誇大其詞，導致期待與落

差大，其婚姻穩定性較差，尤以當異國聯姻之婚姻發生危機時，較難維持。 

另外，年齡的差距亦是造成其婚姻穩定性偏差的原因。顧燕翎、尤詒

君（2003）指出異國婚配之夫妻調適原本難度就高，而外籍與大陸配偶之

婚姻多數為「老夫少妻」，外籍新娘因結婚年齡偏低，個人心理未臻成熟，

面對婚姻挑戰能力較差，時而衍生出婚姻的危機。吳學燕（2003）亦支持

該項論點。蔡漢賢、林姹君（2003）研究兩岸婚姻指出，因老少配、健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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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加上經濟欠缺、性格差異等因素反目成仇易走上離婚之路。 

結婚動機不良亦是造成外籍與大陸配偶婚姻不穩定因素，時有耳聞

「假結婚、真賣淫」，動機既不純正，婚姻就多生變數。夏曉鵑（2002）

研究發現，婚姻移民現象與資本國際化有密不可分關係，低經濟發展或邊

陲國家的女性，隨著國際資本主義的入侵而被「商品化」地賣出。對台灣

而言，1980 年代以前是屬外移型的「婚姻移民」，女性嫁往國外特別是工

業先進國的美、日，近年來就有顯著改變，目前則是以「移入型」為主。

蕭昭娟（2001）研究指出：有些外籍女性配偶會要求夫家按月寄錢支助娘

家，假使夫家不一定能負擔，或是產生改變者，外籍新娘則會急於為了存

錢供家而外出工作，反疏於家庭職務，或是也有以結婚為名行打工之實

者，於拿到居留證，身分證即要求離婚，不顧幼兒而離開。吳學燕（2003）

亦指出結婚動機、身分及教育等因素歧異，太注重現實層面，談不上婚姻

品質，易動搖婚姻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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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影響離婚率因素之相關文獻 

（一）中文文獻部分： 

為探討台灣地區婦女教育、就業、生育及人口流動與離婚率間關係，

曾長麗（1993）以多元廻歸分析及時間序列（ARIMA）方法，對台灣地區

二十三個縣市官方資料進行分析，認為離婚率與婦女教育、就業、生育及

人口流動與離婚率，確實存有顯著關係，並預測未來五年離婚率將逐年上

昇。另蔡騰芳（1998），以 Heckman 二階段估計法，探討婚姻解組與婦女

勞動供給之間關係，其結果顯示支持二者呈現正相關。即婦女勞動供給越

多，婚姻越容易解組。陳正和（1997）探討台灣戰前與戰後離婚率變動的

因果模型，以驗證 South（1985）所解釋美國戰前戰後失業率與離婚率關

係不一致原因，發現台灣戰前受國民所得變動影響（機會作用力），戰後

受教育人口比例（動機作用）影響，係為一致。 

（二）外文文獻部分： 

Becker（1973、1974）婚姻理論是探討離婚之經濟模型起源，其最主

要的假設是婦女收入能力愈高，愈容易離婚。Becker對理論主要係由傳統

男主外、女主內家庭分工觀點出發，因此認為當婦女收入能力增強，會增

加婚姻的不穩定性及離婚的後果。Becker et al.（1977）接著對以上的論點

提出實證。Sander（1985）以州的農業部門資料估算離婚率模型，檢驗離

婚的經濟理論，以婦女收入、婦女工作機會並以人口密度及農村婦女勞動

參與為觀察變數，其結論支持 Becker et al. (1977)實證結果。 

另一方面 Johnson and Skinner（1986）實證研究指出：當離婚機率相

對地提高時，已婚婦女會較易投入勞動市場。Ressler and Waters（2001）

實證研究結果，亦支持該論點，即離婚率與婦女所得有正相關，且實證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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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該二者間具有共同決定的特性。作者解釋此一現象，一方面離婚事實的

發生，使得婦女不得不投入勞動市場或成為主要薪資賺取者；另一方面高

薪資水準者，典型是屬於高教育水準者，較易結束不滿意的婚姻。 

Michel（1976）以心理學家 Terman於 1921 年由就讀於加州市區學校

孩子智商 IQ 135以上的家長中，挑出 621名婦女之＂Terman Sample＂資

料，分別以太太教育程度、先生教育程度、婚齡及相同信仰等解釋變數，

探討影響離婚的要素。其結果為太太教育程度愈高，離婚機率愈大，相對

地婚齡愈晚、丈夫教育程度愈高或擁有相同信仰者，離婚機率愈低，猶以

同為天主教信徒的婚配更是如此，作者解釋此乃因為天主教徒不准離婚的

信條所致。 

Michel（1977）以所得、失業率、當兵人口比率及婚姻存續時間為自

變數，探討與美國過去十年離婚率增加一倍間之關係，其結果為失業率與

離婚率為負相關，餘者為正相關。此與 South（1985）研究戰後美國

(1948-1979)離婚率與失業率存在微弱正相關的結果相違，South（1985）並

引述學者 Ogbunn and Nimkoff（1955）解釋美國離婚率與失業率戰前（負

相關）戰後（正相關）間的關係不一的原因，認為離婚機率係由二種作用

力所造成，一為動機作用（影響離婚的慾望及動機），一為機會作用；而

戰前失業率與離婚率呈負相關，係因平均收入低、婦女勞動參與率低及較

多社會標籤作用所致，即受機會作用影響。而戰後高平均收入、低離婚成

本、高婦女勞動參與率、較自由的法律及較少社會烙印，使離婚率增高，

受動機作用影響較大。 

Huang（2003）探討分析台灣失業率與離婚率、結婚率及生育率之間

的關係發現，實證結果顯示，除生育率外，失業率與離婚率及結婚率呈現

正 相 關 。 Hsing （ 2003 ） 以 GARCH （ generalized autoregressive 

heteroskedasticity）模型分析發現，台灣離婚率與出生率及男方所得呈現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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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與男方失業率、女方所得、教育程度及對結婚婦女權益保障修改的

法規等呈現正相關。 

Friedberg（1998）認為造成美國離婚率節節昇高的原因，係決定於該

州是否採取較寬鬆自由的離婚法律規定；Peters（1986）使用契約理論架構，

檢視立法及媒體報導壓力與某一被解釋變數間之形成與解構關係。其中

Peters（1992）嚐試決定較寬鬆的離婚法律會增加離婚率，但實證結果並不

支持該論點，此結果與 Friedberg（1998）論點相違。Wolfers（2003）反駁

Friedberg（1998）)看法，認為離婚法律的採行確實會影響離婚率，但並不

代表會永久持續影響。 

針對英格蘭及威爾斯之結婚、離婚與法律變動間之關係探討，Binner 

and Dnes（2001），使用 1948至 1996 年間資料進行分析，獲致結論：當法

律修改使得離婚變得容易時，將導致離婚率提高。此與 Peters(1986)及

Friedberg（1998）所驗證的結論不謀而合。另外並發現，就長遠而言，因

景氣循環所帶來經濟繁榮現象對結婚率帶來重大影響，反而對離婚率的效

果有限，此與 1920 年代早期如：Ogbunn and Nimkoff研究戰前離婚率與商

業循環結果及 Carter and Glick（1976）認為離婚率與景氣循環呈正向關係

有所出入。再者，另一新發現，離婚率與結婚有正相關，即使意識到離婚

率很高，反而結婚的人更多，此一現象依推論大概是社會已接受離婚現象。 

Hirschman（2003）利用 1970 年的WFS（World Fertility Survey）資

料，研究 1940-1960 年間南亞洲現代化結果與離婚率之間關係，其結果未

如西方國家所預估，現代化將導致離婚率提高，相反地，因文化及社經狀

況改變而使得離婚率降低。 

探討台灣離婚與分居母親增多的原因，Huang et al. （2001）實證發現，

經濟獨立與小孩數目減少是重要因素，而其中經濟獨立也與教育程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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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婦女經濟獨立後就無須仰仗婚姻而獲得經濟安全，也使得婦女們更能

承擔離婚與分居後支出而願意斷然作出決定。 

為探討已婚婦女之時間分配於就業市場、家庭、工作與離婚率間關係， 

Chan（1999）實證結果顯示，已婚婦女時間分配與離婚機率並無顯著相關，

但支持分配於家庭工作對離婚機率，存在負相關。 

表 1：文獻回顧一覽表 

研究方法、資料來源文獻作者 

（理論或實證模型）

主要發現或建議 

外籍配偶可能造成離婚率提高之影響因素 
張福群
（2001） 

質化研究 婚姻商品化、導致期待及落差大。 

鄭雅雯
（2001） 

質化研究 1.語言障礙、溝通不良。 
2.文化差異所形成婚姻觀、夫妻相處、婆媳

關係與子女教養方式等。 
蕭昭娟
（2001） 

質化研究 1.2.同上。 
3. 結婚動機不良。 

夏曉鵑 
（2002） 

質化研究 婚姻移民現象與資本國際化有密不可分關

係，低經濟發展或邊陲國家的女性，隨著

國際資本主義的入侵而被「商品化」地賣

出。對台灣而言，1980 年代以前是屬外移

型的「婚姻移民」，女性嫁往國外特別是工

業先進國的美、日，近年來就有顯著改變，

目前則是以「移入型」為主。 
內政部
（2003） 

質化研究 非以感情為基礎、文化差異、風俗習慣迥

異、社會制度、價值觀及語言障礙。 
吳學燕
（2003） 

質化研究 1. 年齡差距。 
2. 結婚動機、身分及教育等因素歧異，太

注重現實層面，談不上婚姻品質，易動

搖婚姻基礎。 
蔡漢賢、林姹
君（2003） 

質化研究 因老少配、健弱配、加上經濟欠缺、性格

差異等因素反目成仇易走上離婚之路。 
顧燕翎、尤詒
君（2003） 

 年齡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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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文獻回顧一覽表（續一） 
研究方法、資料來源文獻作者 

（理論或實證模型）

主要發現或建議 

造成離婚率提高的原因部分（國內） 

曾長麗
（1993） 

臺閩地區人口統計、統
計年鑑 (多元廻歸分
析、ARIMA) 

台灣地區離婚率與下列變數間關係為： 
1.與婦女教育及就業呈現顯著正相關。 
2.與婦女生育率及人口流動為顯著負相
關。 
3.預測未來五年離婚率會逐漸上昇。 

陳正和
（1997） 

時 間 序 列 法
(Time-Series)、徑路分
析法(path analysis) 

台灣戰前受國民所得變動影響（機會作用
力），而導致經濟景氣變動與離婚率呈現
正相關；戰後受教育人口比例（動機作用）
影響，而致經濟景氣變動與離婚率呈現負
相關。 

蔡騰芳
（1998） 

行政院主計處「人力資
源調查」和「婦女婚育
調查」(Heckman,1979
二階段估計法) 

婦女勞動供給與離婚率呈現正相關。 

造成離婚率提高的原因部分（國外） 
Becker's(19
73, 1974)、
Becker's et 
al.(1977) 

 離婚率與女方收入呈現正相關，與男方收
入呈現負相關。 

Robert
（1976） 

＂Terman Sample＂資
料，OLS迴歸 

1. 太太教育程度愈高，離婚機率愈大。 
2. 婚齡愈晚、丈夫教育程度愈高或擁有
相同信仰者，離婚機率愈低。 

3. 因資料關係，致其解釋力受限。 

Michel
（1977） 

1920-1974官方相關年
序數據，時間序列法 

1. 失業率與離婚率為負相關。 
2. 所得、當兵人口比率及婚齡與離婚率
為正相關。 

Sander
（1985） 離婚率模型 

以州農業部門資料之婦女收入、婦女工作
機會、人口密度，驗證離婚率經濟理論，
其實證結果支持 Becker's et al.（1977）之
實證結果。 

Johnson and 
Skinner
（1986） 

1972 年 資 料
simultaneous equation 離婚率提高增加已婚婦女的勞動力提供。

Peters
（1986） 

1979 年資料，契約理
論架構 州的離婚率並不受離婚率變動影響。 

Friedberg
（1998） 
 

1968-1988 美國 50 州
加上哥倫比亞地區離
婚率資料（Panel fixed 
effect模型） 

如該州不改採片面離婚法律者，離婚率將
下降約 6%，此結果並解釋說明 1968 至
1988 年間離婚率增加 17﹪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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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文獻回顧一覽表（續二） 
研究方法、資料來源文獻作者 

（理論或實證模型）
主要發現或建議 

Chan (1999) 

1985-1989美國 PSID
資料，應用 Gary 
Becker（1965）家計
生產函數及 Jacob 
Mincer(1962)時間三
分法模型 

1. 婦女投入愈多時間於家庭，其離婚機率愈
小。 

2. 但時間分配於就業市場部分，無法顯示其足
以解釋與離婚機率相關。 

Huang, 
Garfinkel, and 
Han（2001） 

1988及 1997之 SFIE
資料（Heckman,1979
二 階 段 估 計 法 、
probit模型） 

婦女教育程度提高，使得經濟獨立，再加上小
孩數目減少，是造成離婚及分居母親增加的重
要因素。 

Ressler and 
Waters (2001) 

simultaneous 
equation 模型，二階
段法估計 

1. 離婚率與婦女所得有正相關。 
2. 實證顯示：離婚率與婦女所得有共同決定的
特性。 

Jane M. Binner 
及 Antony 
W.Dnes（2001） 

1948-1996 年時間序
列 分 析 資 料 （ 以
Johansen 
full-information 
maximun likelihood
估計） 

1.造成離婚率不斷成長的考量因素，計有婦女相
對薪資、結婚率及法律修正。 

2.離婚法的鬆綁，對英格蘭及威爾斯等離婚率的
提高，有重大的影響。 

3.離婚率與結婚呈現正相關。 
4.為使模型更能解釋實際，作者建議將生育率的
控制及避孕廣泛使用等應予考量。 

Hirschman 
(2003) 

利用WFS資料
（proportional 
hazard模型） 

1.就個人層面而言，離婚係與低社經地位及傳統
性格有關，鄉村居民、低教育程度、早婚將致
高離婚率，此尤其能解釋印尼及馬來西亞因現
代化後，離婚率的下降。 

2.社會文化、種族及宗教團體不同，將印尼、泰
國及馬來西亞中的人口區隔成不同離婚水準
的族群。 

Huang（2003） 1978-2001 台灣官方
資料（多變量分析）

失業率愈高，離婚率愈高。 

Wolfers（2003） 

利用 19 年代離婚者
普 查 資 料 （ 採
Difference-in-Differe
nce法衡量） 

離婚法改革自由化，確實會對離婚率造成影
響，但此不足以解釋這半世紀以來離婚率攀昇
的現象。 

Hsing(2003) 

1981-1999樣本
GARCH（generalized 
autoregressive 
heteroskedasticity） 
模型 

1. 台灣地區離婚率與出生率、男方所得呈現正
相關，與男方失業率、女方所得、教育程度
及法條修正提供結婚婦女於辦離婚時，更多
有關孩子監護權、贍養費及財產權的保障，
呈現正相關。 

2. 傳統使用 OLS 迴歸法分析台灣地區的離婚
現象，獲致較不理想的實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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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配偶對台灣地區各縣市離婚率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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