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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從前從前，有個美麗的公主...從此，公主和王子過著幸福快樂的日子。」每

一個小女孩都曾閱讀過這樣的童話故事，小女孩們小時候的心願幾乎都希望將來能

夠成為一個美麗的新娘，永遠過著幸福快樂的日子；但是當小女孩們越長越大，有

些小女孩開始想成為美麗的女老師，有些希望成為美麗的女醫師，小女孩們的心願

產生了變化。當小女孩變成大女孩時，祖母開始對大女孩說「我在你這個年紀的時

候，已經當媽媽了。」母親也開始對大女孩說「我在你這個年紀的時候，已經跟你

爸爸結婚了。」祖母還說，姻緣就是「十年修得同船渡，百年修得共枕眠。」而母

親說，婚姻就是要能「白頭偕老。」但大女孩卻說，感情是「不在乎天長地久，只

在乎曾經擁有。」原來，對祖母、對母親，以及對大女孩而言，所謂幸福快樂的日

子並不是相同的形式。 

隨著時代改變、社會變遷，現代社會中個人的生命歷程與過去相較之下，產生

了極大的不同。女性的生命歷程更是出現了很大的變異，女性生命歷程的改變將會

影響到生育與勞動參與的過程，對社會未來的人口組成變遷與經濟發展都有很大程

度的影響。因此，希望透過此研究能了解時代推移之下，女性生命歷程的改變。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  - 3

壹、 緒論 

一、 研究動機 

在過去社會中，女性的生命歷程中，最重要的階段就是步入婚姻之中，而照顧

家庭、養兒育女就是女性最大的責任，即使女性自身的教育與事業成就並不亞於丈

夫，傳統觀念仍會驅使女性應以家庭為重，犧牲自己的理想與事業發展來成就一個

美滿的家庭；即使在婚姻生活中遇到阻礙，女性往往也會為了家庭與孩子而忍氣吞

聲，期望給下一代一個完整的家庭。 

    但在社會的變遷之下，許多傳統價值規範亦不同於以往，家庭模式與婚姻型態

開始有了改變。過往許多研究皆探討了台灣的初婚年齡不斷的延後，在教育不斷擴

張的情況下，這樣的現象可能會越來越明顯；從下面圖一中可以看到，台灣地區女

性的初婚年齡不斷的在延後，從 1978 年的 22 歲左右延後到了 28 歲，女性步入婚姻

的時間點開始產生變化，在衡量學業與事業的多方因素後，婚姻不再是女性唯一的

選擇。另外一個方面，台灣地區的離婚率也開始漸漸提高，婚姻解組的情況日益增

加，從圖二中我們可明顯看到，台灣地區的離婚率開始大幅度的攀升，社會風氣的

改變使得離婚不再背負著汙名。當離婚率提高，再婚的婚姻型態與繼親的家庭型態

也開始出現；從圖一中亦可看到，台灣地區女性的再婚年齡從平均 36 歲左右，慢慢

下降到了 34 歲，顯示出女性的離婚年齡開始向下移動，越來越多年輕的女性面臨婚

姻解組，而在 1990 年代之後，女性的再婚年齡又開始緩緩提升，這顯示出再婚年齡

層不單單只是下降，而是產生了變異，各年齡層中面對婚姻解組的女性都開始出現。 

    這些隨著時代推進而產生的改變，將使得台灣地區女性的生命歷程產生極大的

變異。從下圖三中可以看到，台灣地區女性曾經結婚的比例在各個年齡層中都開始

下降，終生至少結過一次婚的女性比例雖然仍有九成以上，但曾經結婚的比例變動

日趨和緩，不像過去那般在 30 歲以前便已達到九成的曾經結婚比例，女性步入婚姻

的時間點不再那麼集中，而產生了個體之間的變異。我們亦可在圖四中看出這樣的

異質性產生，過往許多研究指出，台灣地區女性開始傾向於晚婚，因此台灣地區女

性的初婚年齡大幅延後；的確，在圖四中我們可以發現，台灣地區女性人口的初婚

年齡平均數確實有所延後，但是，台灣地區女性初婚年齡的標準差也開始向上提升，

這顯示出台灣地區女性的初婚年齡並非一致性的向後延伸，而是台灣地區女性的初

婚年齡開始產生大幅度的變異性。在這些婚姻組成與進入這些婚姻事件時間點的改

變之下，台灣地區的女性將不再擁有同質性高的家庭模式與婚姻型態，從初婚到離

婚、再婚或喪偶，將不再跟隨著固定的模式循序漸進。 

    身處不同時代的台灣地區女性所經歷的生命歷程必定會有所差異，而身處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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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中的台灣地區女性，其生命歷程也將產生異質性。本研究即欲透過微視模擬

（micro-simulation）途徑，以期探討在社會、經濟發展之下，婚姻組成亦隨著時代

有所變遷，而台灣地區女性的生命歷程將如何變化，而這些變化又將帶來甚麼樣的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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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一.台灣地區女性結婚年齡中位數與平均數（1971-2006） 

資料來源：內政部歷年「台閩地區人口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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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台灣地區離婚率（1947-2007） 

資料來源：內政部歷年「台閩地區人口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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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台灣地區女性人口曾經結婚者比例按五歲年齡組分 

資料來源：內政部歷年「台閩地區人口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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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台灣地區女性人口初婚年齡平均數與標準差 

資料來源：內政部歷年「台閩地區人口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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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目的 

    隨著社會變遷，生活在不同時代下的台灣地區女性，經歷了不同的生活經驗，

分享的價值觀念也會有所差異。在大時代的變遷之下，女性的「歸宿」也不再是一

條筆直的單行道，而有著各種可能的發展模式。台灣目前的婚姻組成與婚姻經驗，

出現了非常大的改變，1980 年代出生的女性，目前年齡約在二十歲上下，這些年輕

女性的婚姻經驗可能與他們母親的婚姻經驗有著很大的差異，而母親與祖母這兩個

世代的婚姻經驗也同樣有差異存在；我們以 1980 年代出生的這群女性做為基礎，而

往前推至 1960 年代與 1940 年代，也就是其母親與祖母出生的年代，比較這三個世

代的女性婚姻經驗有什麼樣的差異。。 

    因此，本研究的研究目的之一，即是希望比較台灣地區祖母、母親以及女兒三

個不同世代的女性，其婚姻組成如何變遷，以及各種婚姻行為產生了什麼樣的集體

改變。但另一方面，身處在同一時代中的女性之間也會產生個體行為的變異，若單

看集體資料並無法深入了解個體之間的變異如何產生。因此，本研究的研究目的之

二，即欲分析相同時代中台灣地區女性所經歷的婚姻歷程有什麼樣的個體變異，以

及這些個體變異將導致的婚姻狀態發展變化為何。 

    透過現有資料，我們可以從圖五中看到，在 1940-1945 年間出生之台灣地區女

性在 25 歲時，只剩下不到兩成者尚未經歷初婚；在 1960-1965 年間出生之台灣地區

女性在 25 歲時，則還有約五成者尚未經歷初婚；而在 1980-1985 年間出生之台灣地

區女性，在 25 歲時卻有八成仍然未婚，這呈現出世代之間在婚姻步調上的重大變

遷。祖母、母親以及女兒這三個世代的臺灣地區女性之間，在婚姻歷程上的確有著

極大的轉變；而在這樣的時代變遷之下，亦包含著個體的生命歷程變異。 

    身處不同時代的女性間，或生活在相同時代的女性間，所經歷的生命歷程皆會

有所差異，這些差異即是由於初婚率、離婚率、再婚率、喪偶率以及死亡率等「作

用力」的改變。若以一句話形容「生命歷程」，那便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生命中

經歷的各種事件都會影響未來生命歷程的演變，因此，上述的各式「作用力」一旦

有所改變，婚姻行為的演進也將跟著改變。本研究的研究目的之三，即是希望透過

分析時代變遷下各式「作用力」的改變，來探討個人生命歷程可能受到的影響。 

    綜合以上，本研究希望透過微視模擬（micro-simulation）途徑，根據既有的初

婚率、離婚率、再婚率、喪偶率以及死亡率，分析台灣地區女性的婚姻歷程經驗，

以不同的初婚機率、離婚機率、再婚機率、以及喪偶機率，分別模擬 1940、1960 以

及 1980 三個不同世代的女性婚姻史；藉此了解女性婚姻經驗的集體發展模式與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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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變異。 

    由於在女性的生命歷程之中，「婚姻」會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子，女性的教育機

會、勞動參與機會與工作成就都和「婚姻」有所連結，在目前教育擴張以及女性勞

動參與提高的現況中，女性的婚姻歷程格外受到矚目。目前台灣女性的初婚年齡不

斷延後，台灣社會究竟會走向「晚婚」，亦或是「不婚」，此乃一極需釐清的問題；

而離婚率的提升，也使得女性在婚姻解組後，面臨再婚與否的選擇，且這樣的選擇

可能不只面對一次；這些婚姻事件的排列組合，單就集體資料是難以深入分析的。 

    本研究試圖透過女性婚姻史的建構，對臺灣地區祖母、母親以及女兒三個世代

之女性的婚姻行為進行剖析，藉由呈現各種婚姻事件的發生機率與發生時間，來進

一步釐清台灣地區三代女性生命之中，各種可能之「婚姻」事件的發生順序如何變

化，並模擬出台灣地區三代女性個別的婚姻生命歷程。藉此，我們便可以在集體層

面了解祖母、母親以及女兒三個世代之台灣地區女性的婚姻組成變遷；另外，在個

體層面則可以了解相同時代之女性婚姻行為的個別變異，如：在不同的年齡發生相

同的婚姻事件會如何影響後續婚姻事件的發生；而在相同的年齡發生不同的婚姻事

件又會如何影響後續婚姻事件的發生，以此呈現台灣地區女性婚姻歷程中的各種異

質性。 

 
圖 五.台灣地區女性人口初婚存活曲線按出生世代分 

資料來源：依據行政院主計處「婦女婚育與就業調查」（1979-2003 年）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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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問題 

    承接上述的研究目的，本研究主要關注的焦點以及欲回答的問題，可分為下列

三個項目： 

一、透過微視模擬（micro-simulation）途徑，比較祖母、母親以及女兒三個世

代之台灣地區女性婚姻歷程的變遷。了解初婚、離婚、再婚、喪偶等婚姻

狀態的人口比例變化，藉此一探社會變遷中，實際婚姻行為與婚姻價值觀

的改變歷程，並以此基礎分析時代推移之下，不同時代之台灣地區女性生

命歷程的發展過程。 

二、透過微視模擬（micro-simulation）途徑，檢視同一時代中台灣地區女性婚

姻歷程的個體變異，女性婚姻事件之發生時間是否產生了異質性。而這些

異質性在環環相扣的婚姻事件間，又會如何影響台灣地區不同類型之女性

的個人生命歷程變異。 

三、檢視台灣地區不同時代間，初婚率、離婚率、再婚率、喪偶率以及死亡率

等「作用力」如何改變。分析台灣地區女性在某個年齡階段時，如何受到

這些「作用力」的影響，導致台灣地區女性的生命歷程有著不同的演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