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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文獻回顧文獻回顧文獻回顧文獻回顧    

台灣社會為一華人社會，華人社會中很重要的社會結構基礎就是有一套淵遠

流長的社會價值觀（伊慶春 2007）
4
，然而這些價值觀已隨著社會變遷開始逐漸

發生變動。再加上台灣開始朝向經濟自由化與政治民主化發展，迅速的財富累

積、不斷的制度改革，造成人與人之間，以及個人與團體之間關係的衝擊，不少

識者憂心台灣社會已顯現出價值紊亂，進而導致社會問題叢生的危機（關秉寅、

王永慈 2005）。 

尤其，台灣社會乃承襲傳統的中國文化，家庭為個人與社會之間最重要的凝

聚體，而「家」更是構成社會的基本單位，因此以儒家思想所倡導的家庭取向的

社會結構，對於台灣社會有非常深遠的影響（張善楠 2000）。然而數十年來，隨

著工業化與現代化的腳步，台灣社會許多固有的傳統價值觀與家庭倫理觀已漸漸

凋零，「家庭解組」已成為愈來愈普遍的現象，其背後更是代表著台灣人對於離

婚態度的轉變。 

再加上不同的世代，因為受到環境變遷影響，又會衍生許多不同的價值觀。

而這些價值觀的變遷所引起的態度轉變正是社會結構最深沈的變化，因此唯有探

究其中才能真的瞭解在社會變遷下，台灣社會的真實樣貌到底為何？ 

 

第一節、年齡、時期和世代別的影響 

關於離婚方面的議題，無論國內外多半是聚焦在離婚率變遷的離婚行為層面

上，少數國外文獻才會涉及到離婚態度的轉變。而在這些研究報告裡，較少同時

                                                      
4
資料來源：＜家庭價值觀的變遷：九０年代至二０年代＞，《台灣社會變遷全紀

錄》 (2007-09-16)。 

http://www.ios.sinica.edu.tw/TSCpedia/index.php/家庭價值觀的變遷：九０年代至二０年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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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年齡、時期和世代，這三種與時間相關的變異進行討論，並且這些研究也甚

少區分影響離婚態度的主要因素是來自個人還是社會結構的效果。其中，年齡效

果所呈現的就是在生命歷程中與年齡相關的發展趨勢；反之，在廣泛的社會條件

下，橫跨時期和出生世代的時間性趨勢，則反映出外部脈絡上的變遷。
5
 

一、年齡效果 

若以離婚率變遷的年齡趨勢發展來看，林義男（1982）在研究「台灣地區離

婚率的趨勢和差異」中，就曾經以劃分年齡組的方式針對兩性間的離婚率進行比

較，他發現在 1975-1980 年間男性離婚率以 30-34 歲年齡組為高峰，整體呈現單

峰微偏分配；而女性的高峰年齡組則為 20-24 歲，整體平均離婚率呈現逆 J 型分

配。繼林義男之後，李美玲（1984）在進行「台灣地區離婚的社會性狀差異研究」

中再加入 1981 年和 1982 年的資料進行分析，其研究結果證實林義男的論述，離

婚率的上升是由高峰年齡組帶動，接著依序向較大年齡組擴散；此外，李美玲還

提出離婚率雖由高峰年齡組帶動，但若以變動幅度來看，較高年齡組的變動往往

大於高峰年齡組本身，由此可知，較大年齡組的離婚率有隨時間愈來愈上升的趨

勢。 

事實上，國外更早期的研究結果就發現離婚率的上升的確是受特定年齡組的

影響，Michael（1978）在分析美國 1960-1974 年劃分年齡組對離婚率上升的影響

時就發現，在 1960 年下半年離婚率的劇烈上升是由 20-30 歲年齡組的女性帶動

的，而 Ruggles（1997）研究 1880-1990 年美國離婚與分居的上升情形時，他也發

現對已婚的白人來說，年齡對於婚姻不穩定一直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尤其在

1990 年以前和年長者相比，最年輕的年齡組發生離婚或分居的機率一直都是最

高的，而這是因為較年輕的這群人比年長者經歷更多的婚姻不穩定性。反觀台灣

                                                      
5
轉引自 Yang Yang(2008),p205。原文”Age effects represent aging-related developmental 

changes in the life course, whereas temporal trends across time periods or birth cohorts 

reflect exogenous contextual changes in broader social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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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資料，若以 1989、1995、2000 和 2005 年內政部戶政司及統計處發佈的兩性

各年齡組離婚人數佔該年齡組總人數的離婚率數據來看（圖五、圖六），台灣從

1989-2005 年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的高峰年齡組都有開始向較高年齡組移動的趨

勢，並且可以發現無論男女離婚率和年齡之間都呈現倒 U 型關係。 

此外，若從再婚的角度來看，由於現代人對於婚姻逐漸不再抱持一種「從一

而終」的想法，因此再婚的可能性也會影響個人的離婚態度，尤其年齡對於離婚、

再婚的影響更是主要的因素之一（Bumpass and Sweet 1972）。有許多研究顯示，

當年齡愈長再婚的機率就會下降，這樣的效果對女性而言更是如此（Becker, 

Landis, and Micheal 1977； Thornton 1977）。Bumpass, Sweet and Martin（1990）的研

究也指出與二十歲的女性相比，三十歲女性再婚的機會會下降四分之一，若超過

四十歲，女性再婚的機會則會少了三分之二。根據內政部統計（2006）初婚年齡

愈低，再婚的可能性就愈高。這可能是因為年輕者因多數未受子女牽絆，加上年

輕人較易受外表的吸引，所以年輕人較年長者再婚的機率高（周玗霈 2004），這

也說明了為什麼年輕人往往都會較年長者更容易接受離婚行為。然而，最近經建

會也有研究發現，50 歲以上女性離婚率大增的情況，這種「熟年離婚」的情形

正說明了女性往往會因為子女年幼，即便婚姻品質不佳，大多仍選擇忍氣吞聲，

直到 50 歲左右子女漸長才選擇走出婚姻。
6
由此可知，個人對於離婚的看法是會

隨著年齡與生命歷程的轉變而由有所不同。 

除了反應行為層面的離婚率變動外，在年齡對於離婚態度的影響上 Thornton

（1985）曾針對離婚態度變遷進行說明，他指出年輕人因為生長在價值觀變遷的

時代，所以他們特別能夠接受新的觀點。而年長者因為經歷較多傳統價值的洗

禮，所以相對年輕人，年長者會較難接受思想和行為隨時間變動的轉變。因此 

    

                                                      
6
 參考「受夠了 50 歲以上熟女離婚 創新高」，2009-06-14，聯合報，A6 版/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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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五五五五、、、、1919191989898989----2005200520052005 年男性各年齡組離婚率年男性各年齡組離婚率年男性各年齡組離婚率年男性各年齡組離婚率 

 
註：年齡組離婚率=該年齡組離婚人數/該年齡組總人數。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婚姻狀況統計，內政部戶政司、統計處發佈；http://www1.stat.gov.tw/mp.asp?mp=3。 

    

圖圖圖圖六六六六、、、、1919191989898989----2005200520052005 年年年年女女女女性各年齡組離婚率性各年齡組離婚率性各年齡組離婚率性各年齡組離婚率    

 
註：年齡組離婚率=該年齡組離婚人數/該年齡組總人數。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婚姻狀況統計，內政部戶政司、統計處發佈；http://www1.stat.gov.tw/mp.asp?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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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離婚態度上，年輕人會較年長者更能接受和認同離婚行為。所以由上述可

知，無論是行為層面的離婚率變動，或是在價值觀層面的離婚態度轉變，往往高

峰都是由較年輕的年齡組來帶動整體的離婚率或態度最為開放，但是這樣情形有

隨著社會變遷的帶動，高峰年齡組有愈來愈往上的趨勢，換句話說，年齡與離婚

態度變遷是呈現非線性關係的發展，且年齡對於離婚率或是離婚態度的影響不容

小覷。 

假設假設假設假設 1111：：：：年齡會影響離婚態度年齡會影響離婚態度年齡會影響離婚態度年齡會影響離婚態度，，，，且兩者呈現非線性的關係且兩者呈現非線性的關係且兩者呈現非線性的關係且兩者呈現非線性的關係。。。。    

 

 

 

 

 

 

 

 

 

 

 

 

 

 

 



11 

 

二、時期效果 

從時期效果來看，台灣地區離婚率在二十世紀期間經歷長期下跌而後回升的

現象，是一種類似日本離婚率趨勢呈現 V 型曲線，而非像歐美國家為直線上升

的離婚率趨勢（李美玲等 1994，Kumagai 1992，林義男 1982）。事實上，台灣的

離婚率在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深受國內社會和經濟發展影響，根據林義男

（1982）的說法在二戰時期因為國內動亂，夫妻無法聚首婚姻衝突減少，所以離

婚率下降；但戰後隨著國內動亂結束社會逐漸安定，經濟發展起步、婚姻關係也

逐漸穩定，離婚率呈現緩慢下滑，在 1968 到 1973 年期間台灣離婚率達最低點，

但在 1970 年代中期以後離婚率開始攀升。到了 1990 年代台灣離婚率增加速度更

是迅速，事實上離婚率的增加大致在各工業化社會中皆可觀察到，且依照美國趨

勢研究指出，離婚率並非無限度成長，而是在高度成長後有趨於穩定的傾向（喻

維欣 2003）。這樣的情形正可對照台灣在 2003 年以後離婚率下降的趨勢，按照

喻維欣的說法，離婚率之所以在長期上升後下降，可能是因為一個社會始終會存

在一定比例的、相信持續婚姻必要性的夫妻。此外，也有報導指出，學者認為形

成台灣高離婚率的主因之一，是因為婦女受教育和工作機會的提升，讓婦女得以

經濟獨立、並對自己的未來有較多的選擇權，而不必迫於「現實」因素，必須在

一個不幸福的婚姻中忍耐求生。
7
這或許可以說明，台灣高離婚率與教育擴張之

間的關連性。 

其實除了台灣的離婚率在經歷二次戰後有不一樣時期轉變外，美國同樣在二

戰後發生男性和女性離婚率翻轉的情形。Ruggles（1997）發現在 1940 年以前女

性離婚或分居的機率一向是少於男性，但這樣的關係在經歷二次世界大戰後整個

顛倒過來，這樣的情形很顯然地可對映在戰後男女再婚的次數變動上；此外，

Ruggles 還指出在 1980 年以後，美國已婚白人因離婚率的下降導致年輕人離婚或

                                                      
7
參考「對台灣離婚率亞洲第一的現象解讀」，2007-06-15，台灣時報，第二版社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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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居的機率比年長者高的模式出現翻轉的情形，也就是說，年長者的離婚或分居

的機率在 1980 年代後開始高過年輕人。此外，除了受戰爭的影響，離婚率與經

濟發展也息息相關，Goode（1977）在研究美國的離婚現象時，就發現美國離婚

率會隨著經濟發展變動，當經濟繁榮時離婚率會上升，反之下降。由此可知，離

婚率的變遷會深受不同或特殊時期所發生之特定事件的影響。 

在態度方面，當社會整體的離婚率不停地向上攀升的時候，民眾的離婚態度

也會愈來愈開放。從官方資料顯示，美國離婚人口從 1960 到 1970 年劇烈攀升，

這段時期離婚率較先前成長兩倍。Thornton（1985）的研究發現，從 1962 到 1977

年離婚經驗的確成為民眾對於離婚態度轉變的決定性因素。而 McRae（1978）更

在研究指出 1958 到 1971 年間，美國民眾不再將離婚視為道德層次上的問題，考

慮婚姻解組的特殊情況的意願增加，取代了使用道德規範來反對離婚，形成離婚

世俗化。Cherlin（1992）在討論婚姻、離婚和再婚情形時也提到，在離婚愈來愈

普遍的情況下，會激起人們再次評價自己對於離婚的看法。這也證實了由於美國

在 1960 到 1970 年離婚人口遽增，1970 年調查結果發現愈來愈多人接受離婚。在

這樣的情形下，更多人選擇走上離婚這條路，而離婚的攀升也同樣造成傳統態度

的鬆動，形成一種態度-行為之間的循環關係。 

在台灣方面，蔡文輝（1998）對於離婚態度的改變，認為「同儕團體的壓力」

也有可能影響離婚的決定。尤其是當身旁的朋友、同事或鄰居有不少人離過婚

時，個人容易受到外在環境、他人經驗的的影響，改變對離婚的態度，進而做出

離婚的決定和行為。換言之，這些外在力量對於個人離婚態度都具有顯著的影

響。因此，我們可以預期，當台灣社會的總體離婚率愈高，台灣民眾對於離婚會

愈能接受，態度會愈來愈開放。 

假設假設假設假設 2222：：：：總體離婚率愈高總體離婚率愈高總體離婚率愈高總體離婚率愈高，，，，個人的個人的個人的個人的離婚離婚離婚離婚態度態度態度態度愈開放愈開放愈開放愈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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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代效果 

在世代方面，世代效果正是說明了歷史性或文化處境上的轉變，導致世代對

於離婚態度的差異。就像是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或之前的世代，因為經歷過戰

火所帶來的顛沛流離，因此他們會非常重視物質需求及經濟保障，這種較偏向物

質主義（Materialist）的特性，讓該世代的人即便隨時代的變遷，其價值觀的變動

性不大（Inglehart 1990）。反之，晚近世代則是愈來愈傾向重視非物質需求的後物

質主義（Post-Materialist），相較於物質金錢其更重視心靈滿足與追求婚姻品質。

簡而言之，晚近世代者在面臨婚姻衝突時，較易突破傳統婚姻價值觀的束縛，會

比年長世代者更勇於選擇離婚。 

對於唯物主義走向後唯物主義其中所蘊含的世代差異，Inglehart（1990）也

試著用聚合（aggregate）年齡組與時期效果的方式來點出世代間的轉變。表一為

年齡組與時期別的離婚態度平均分數，從中我們可以發現無論在哪個時期，最年

輕年齡組的離婚態度分數都會高過最年長年齡組的離婚態度分數，這意味著在世

代之間確實有存在差異。若更進一步來看，在 1984 年接受調查且屬於 1945-1964

年戰後嬰兒潮出生世代的人，因為受到嬰兒潮所帶動的同居、晚婚和高離婚率的

兩性關係趨勢影響（李瑞金、盧羿廷 2005），其平均離婚態度變動皆為正向提升。

由此可知，嬰兒潮世代相較於年長世代的離婚態度會比較傾向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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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表一表一表一、、、、年齡組與時期別的離婚態度平均分數年齡組與時期別的離婚態度平均分數年齡組與時期別的離婚態度平均分數年齡組與時期別的離婚態度平均分數    

    

年齡年齡年齡年齡組組組組    

1984198419841984    1990199019901990    1995199519951995    2000200020002000    2005200520052005        

          20202020----24242424    2.34  2.87 2.8 3.47  

25252525----29292929    2.18  2.83 2.9 3.39  

30303030----34343434    2.14  2.65 2.84 3.38  

35353535----39393939    2.21  2.4 2.68 3.37  

40404040----44444444    2.11  2.44 2.65 3.31 +0.97+0.97+0.97+0.97    

45454545----49494949    2.12  2.57 2.57 3.18 +1+1+1+1    

50505050----54545454    2.07  2.71 2.49 3.2 +1.06+1.06+1.06+1.06    

55555555----59595959    2.07  2.22 2.53 3.09 +0.88+0.88+0.88+0.88    

60606060----65656565    2.1  2.28 2.32 2.93 +0.82+0.82+0.82+0.82    

資料來源：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 1984、1995、2000 及 2005 年。 

另一方面，從離婚率的變遷也可看出世代的差異。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

結束後所形成的戰後嬰兒潮，造成該世代在 1960 年代起開始進入適婚年齡後，

對於離婚率造成許多影響，尤其對女性而言更是如此。Carlson（1979）對於戰後

嬰兒潮時期出生的女性進行分析，他發現在導致 1967 年 20-24 歲離婚率突然翻轉

向上提升的原因，正好是嬰兒潮出生的女性，而且在一至兩年後嬰兒潮出生的各

年齡組女性離婚率也跟著開始上升，這種小於 45 歲年齡組的女性離婚率都呈現

明顯攀升的情況持續到 1975 年，嬰兒潮世代女性對於離婚率相較於年長者展現

其獨特的世代影響。 

事實上，嬰兒潮世代不僅在其適婚年齡時對離婚率產生影響，在 2007 年起

因為嬰兒潮世代開始陸續進入退休期，再加上老年離婚近年呈現上生趨勢，日本

就有專家認為嬰兒潮世代將可能成為「老年離婚」的首批實踐者。
8
另一方面，

心理學家 Twenge（2007）就認為在 1970 年後出生的「Me 世代」年輕人因為一出

生就深受個人主義影響，再加上 Me 世代多半有經歷父母離異的經驗，因此種下

親密關係不穩定的種子，形成離婚率無法下降主因。因此，不同世代所展現的離

                                                      
8
參 考 「 日 本 嬰 兒 退 潮 退 休 或 衝 擊 勞 力 市 場 」， 2007-04-24 ， 大 紀 元 ；

http://news.epochtimes.com.tw/7/4/24/5383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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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態度差異，是非常值得抽絲剝繭進行探究的。 

假設假設假設假設 3333：：：：愈年輕愈年輕愈年輕愈年輕世代世代世代世代的離婚態度的離婚態度的離婚態度的離婚態度，，，，會比年長世代來得會比年長世代來得會比年長世代來得會比年長世代來得開放開放開放開放。。。。    

 

四、小結：年齡、時期和世代別的限制 

年齡、時期和世代效果在社會科學中被討論已久，然而在跨時間資料的概念

和方法上，年齡、時期和世代的獨立效果卻很難被區分出來（Hsu, Lew-Ting and Wu 

2001），而 Yang 和 Land（2006）所發展出的 H-APC 模型正是希望解決這樣的問

題。因此過去的研究結果中甚少能夠將年齡、時期和世代三者的效果純化出來，

當探討年齡、時期和世代的效果時，參數的測量中都還是會存在著偏誤（Hsu et al. 

2001），所以在上述的文獻回顧中，也僅能以現有的與年齡、時期和世代三者相

關的研究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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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個人特質與離婚態度 

除了年齡、時期和世代的主要效果之外，根據美國學者 Martin and Parashar

（2006）對離婚態度的研究我們可以發現，離婚態度確實存在性別差異，而且教

育程度及職業類別也會深深影響個人的對於離婚的看法，因此本研究針對性別、

教育程度和職業類別做較深入的討論。 

一、性別與離婚態度 

隨著工業社會的來臨，性別角色態度（Sex-Role Attitudes）
9
已逐漸現代化， 

Kapinus 和 Flowers（2008）曾指出，離婚效益的計算是基於對維持婚姻所需負擔

的成本的評價，所以男性和女性會基於不同的考量，讓彼此間對於離婚態度有分

歧的看法。其中，有研究指出女性在婚姻上得到的利益比男性少，女性無論在是

勞力市場上或婚姻中，皆處於相對於男性較不利的位置（Marini 1988； Reskin and 

Hartman 1986； Bernard 1982； Delphy and Leonard 1992），所以在婚姻上男性會比

女性獲得較多的快樂（Kapinus and Johnson 2002），因此當發現離婚的效益高於維

持婚姻的成本時，女性的離婚態度就會比較傾向贊同離婚，而男性的態度就會相

對保守。 

事實上在台灣的情形亦是如此，伊慶春和高淑貴（1986）的研究指出，男女

對於女性就業模式有不一樣的看法，其中男性比女性更贊成「婦女應該持家而不

外出工作」。由此可知，即使婦女就業情形在台灣相當普遍，在離婚態度上，男

性的性別角色態度仍較女性為保守；而女性會因為學歷、收入或職業的提升，使

離婚效益大於維持婚姻成本，而傾向離婚。 

Chodorow（1978）的精神分析女性主義提到，男性性別認同與性別角色之間

                                                      
9
 參見 Thornton and Freedman(1979)。性別角色態度：指個人認為和為男女適合的角色或兩性

行為期望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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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連結比女性更加緊密，男性有強烈的抗拒心理來改變他們對於傳統的性別角色

認同。因此，在離婚率逐漸攀升的情況下，傳統的女性照顧者和重視關係的價值

消失，在男性沒有加入女性利他、重視關係的行為下，女性只有透過進入男性角

色以獲得權力，這樣導致男性的價值反而更加強化，雖然女性的離婚態度已有大

幅的轉變，但男性仍固守傳統的性別角色態度（England and Kilbourne 1990）。 

此外，亦有證據顯示，離婚率的劇烈上升，和女性投入就業市場比例上升有

關（Preston and McDonald 1979； Cherlin 1992），這代表著年輕女性在就業和收入

上的增加，讓她們對於離婚的態度由保守轉向開放（England and Kilbourne 1990）。 

假設假設假設假設 4444：：：：女性比男性的女性比男性的女性比男性的女性比男性的離婚態度離婚態度離婚態度離婚態度更為開放更為開放更為開放更為開放。。。。    

 

二、教育程度與離婚態度 

Inglehart（1977）在 The Silent Revolution 一書中，認為西方先進的工業化社

會，民眾的價值觀已從重視物質需求的物質主義走向重視非物質需求的後物質主

義時代，而價值觀改變的來源之一，就是教育程度的提升。Inglehart 認為和低教

育者相比，高教育者往往生活在訊息開放的環境中，讓他們可以接收到許多新穎

多變的訊息，並且培養他們處理抽象事物的能力。因此，高教育者在面臨現代化

立即且多變的訊息時，會比低教育者更有能力去處理面對。換句話說，他認為高

教育者對於蜂擁而至的新觀念、訊息，相對會比低教育者來得開放和接受度高。 

事實上，在 1990 年所出版的 Culture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一書

中，Inglehart（1990）也以跨國比較的資料證實如此。他提出因為經濟發展和教

育水準的提升帶來價值觀的變遷，讓民眾愈來愈重視自我實現（self-actualization）

的需求，形成後物質主義社會的特色。因此，在此種特徵的社會裡，民眾比較不



18 

 

願意去維持名存實亡的婚姻關係，整體社會的離婚率會比偏向物質主義的社會來

得高，而且離婚率的上升也會被視為是民眾態度潛在轉變的徵兆，同時也驗證了

因家庭神聖性所連結的規範已逐漸削弱的現象。在離婚態度方面，是否同意離婚

為正當行為的看法上，後物質主義的社會顯然比較能認同；甚至還發現在較年輕

的世代也會比年長世代更能認同和接受離婚，這可歸因於年輕世代所受的教育水

準和成就已逐漸提高之故。總之，在 Inglehart 的觀點裡，教育的提升在價值觀和

社會型態變遷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在其他的文獻裡，Thornton（1985）對於分居和離婚態度的研究指出，1962

年和 1977 年妻子的教育程度和她對於分居、離婚的態度有正向的影響。換句話

說，妻子的教育程度愈高，對於分居和離婚的態度會採取認同和比較開放的立

場。然而，開放的離婚態度是因為女性教育水準提升，連帶得以順利進入勞力市

場，收入的增加提高女性經濟獨立的能力，並且提升女性結束婚姻的可能性

（Hannan et al. 1978）。但對此看法，Martin 和 Parashar（2006）顯然有不同的見解，

他們認為隨著近十年的發展，現在學生往往是基於經濟理由或想追求較好的工作

而進入大學，而非過去是因為受自由主義的影響，希望能透過大學教育啟蒙和培

養革新思維的能力而就讀大學，所以現在高教育者不見得有自由開放的思想。此

外，高教育者因為有較高的收入水準，可以提升婚姻品質，有效維持婚姻的穩定

性，因此基於理性的選擇，高教育者的離婚態度相較低教育者反而會偏向保守，

尤其對女性而言更是如此（Rogers and DeBoer 1999；Sayer and Bianchi 2000；Schoen 

et al. 2002）。 

對照台灣的情況，從民國七０年代起，台灣高等教育逐漸擴充，女性接受大

專以上的教育程度比例大幅增加。以教育部統計處所公布的資料來看，從 1990

年開始，女性高中畢業生的升學率就超過了百分之五十；同年女性高職畢業生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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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率首度超越男性。
10
這正可與關秉寅、王永慈（2005）利用「台灣社會變遷基

本調查」1984、1990、1995 和 2000 年針對兩性接受教育的看法結果相呼應，該

研究發現 1984 年受訪者主張女生應該升大學的比例只有 23.3%，但到了 2000 年，

卻有 56.1%的人主張女生應該唸到大專或大學以上（關秉寅、王永慈 2005）。蔡

勇美、伊慶春（1997）在檢視現代化對台灣人的婚姻和離婚觀與家庭觀的影響，

也發現年輕人、高教育者對於離婚的看法比較開放。儘管美國近年的研究顯示高

教育者的態度有趨向保守的傾向（Martin and Parashar 2006），唯以教育程度提升

和擴張的歷史來看，台灣教育的發展明顯較晚於美國，因此本研究預期目前台灣

高教育程度者的離婚態度變遷會相近於較早期 Thornton（1985）的研究結果，受

過高等教育者的離婚態度會比較開放，而且女性受過高等教育者，會比男性的離

婚態度更現代化。 

假設假設假設假設 5555----1111：：：：教育程度愈高離婚態度愈開放教育程度愈高離婚態度愈開放教育程度愈高離婚態度愈開放教育程度愈高離婚態度愈開放。。。。    

假設假設假設假設 5555----2222：：：：教育程度對提升離婚態度的正向效果存在性別差異教育程度對提升離婚態度的正向效果存在性別差異教育程度對提升離婚態度的正向效果存在性別差異教育程度對提升離婚態度的正向效果存在性別差異，，，，其中女性的其中女性的其中女性的其中女性的

教育效果會高於男性教育效果會高於男性教育效果會高於男性教育效果會高於男性。。。。 

    

三、職業與離婚態度 

以經濟方面來探究離婚對於家庭的影響可以發現，家庭解組不只帶來家庭成

員和生活形態的轉變，事實上，離婚還改變了所有家庭成員的經濟條件（Goodman 

1993），因此白領職業和收入水準較高的人，會比較有能力去負擔離婚成本和離

婚後的衝擊。另一方面，收入較佳者往往屬於高社會階層，擁有高教育程度與職

業聲望，因此對於工業化、經濟成長所帶來的社會變遷與衝擊，會比中、低社會

                                                      
10
 資料來源請參見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教育統計「國小、國中、高中、高職畢業生升學率」。 

http://www.stat.gov.tw/ct.asp?xItem=15423&CtNode=3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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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層者更能接受價值觀、規範的轉變（文崇一 1989）。因此，隨著社會變遷的推

進，白領職業者對於離婚行為會比較能包容和接受。 

女性教育提升、勞動參與率和女性白領職業比例一直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經

濟學家 Becker（1985）認為家庭性別分工的優勢已減少，女性因為勞動參與提升

和所得增加，減少了婚姻的利益，進而提升離婚的吸引力。事實上，當女性的收

入增加，女性原本從婚姻中所得到的獲益就會大大的下降（Oppenheimer 1994）。

事實上，根據研究調查指出，婦女投入勞力市場的機會提升，造成女性單親家庭

大幅度的增加，而其中的原因就在於就業機會增加了婦女經濟獨立的可能性，並

且造成傳統夫妻關係得面臨重新協調的角色衝突，進而影響離婚率的上升（王麗

容 1995）。另一方面，黃建忠等（2000）的研究結果也證實如此，他們利用「家

庭收支調查」分析女性單親家庭成長的原因，發現教育程度的提升使女性經濟得

以獨立，而經濟獨立讓婦女即便在面臨婚姻觸礁的情況下，也有能力終結婚姻。 

Goldin（1995）也曾提到因為經濟持續發展，教育程度提高，當女性獲得中

等學校以上的教育水平，就易進入白領階級的職業，並使勞動參與率上升。另一

方面，台灣的研究也提出，如果從事製造業、運輸業及體力工作的婦女愈多，離

婚率就會愈低（謝高橋 1985），而上述工作皆可以歸於藍領職業。由此可知，女

性職業差異會影響女性在家庭中的自主能力，白領職業的女性因為經濟條件較

優，在婚姻關係中相較藍領女性擁有較多的決定權（Goodman 1993），並掌握更

多的資源。所以擁有高經濟水準的女性，會較有能力負擔離婚所帶來的成本，其

離婚態度會比較開放。 

假設假設假設假設 6666----1111：：：：白領職業者的離婚態度白領職業者的離婚態度白領職業者的離婚態度白領職業者的離婚態度，，，，比藍領職業比藍領職業比藍領職業比藍領職業者來得開放者來得開放者來得開放者來得開放。。。。 

假設假設假設假設 6666----2222：：：：白領職業對於提升離婚態度的正向效果存在性別差異白領職業對於提升離婚態度的正向效果存在性別差異白領職業對於提升離婚態度的正向效果存在性別差異白領職業對於提升離婚態度的正向效果存在性別差異，，，，其中女性其中女性其中女性其中女性

的白領職業效果會高於男性的白領職業效果會高於男性的白領職業效果會高於男性的白領職業效果會高於男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