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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旨在探討台北縣市上班族單身類型、擇偶條件與婚姻態度之相關

研究，以做為研究架構基礎。本章內容分為三節：第一節為單身的相關探

討，第二節為擇偶的相關探討，第三節為婚姻態度的相關探討。 

 

第一節  單身的相關探討 
 

壹、單身的定義 

 

單身一詞，在不同的情境及狀態中有不同的用法，林顯宗（1985）將

單身定義為，是指「該社會之成員，認為該成員已經超過適當結婚年齡，

當事人本身雖有結婚的意願，仍然未有法律認定上之婚姻之意。」而所謂

適當結婚年齡，是指該社會之大多數人，做如此認為之意。然「單身」隨

著時代潮流、社會結構的變遷，有不同的界定。 

單身（singleness）這個名詞，就英文字面上來看，具備雙重的意涵

，一是用來界定婚姻狀態，即非婚姻狀態（not married），包含未婚、離

婚及喪偶者；另一則是用來界定居住型態，指單獨居住者，目前大多用來

指稱非婚姻狀態，也就是婚姻狀態的單身（楊茹憶，1996；蔡素紋，2001

；馮傳蓉，2006；劉雅芳，2007）。 

對於單身的定義及解釋，國內相關研究在統計上偏向於描述未婚者。

如袁福洪（1980）將單身定義為適婚年齡中的未婚者，或是超過適婚年齡

的未婚者，且未曾有法律婚約者；在邵麗芳（1988）的研究中，則將單身

者定義為「男性在 35 歲以上，女性在 30 歲以上之未婚者。」楊美慧（1991

）及楊茹憶（1996）也沿用相同的定義；董智慧（1998）則將男性 29 歲以

上（包含 29 歲），女性 27 歲以上（包含 27 歲），且從未結婚者界定為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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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義。 

但是以單身為題的相關文章或研究，所指的單身除了未婚者之外，也

包括了「鰥寡或離婚但無子女者」，然本研究所界定之單身專指未婚者，因

為國內研究習慣將離婚或喪偶且育有小孩者，以及育有子女的單身者，歸

屬於單親家庭的研究範圍。 

綜上所述，單身是指婚姻狀態中的非婚姻狀態者，通常以年齡作為區

分，而本研究所指的「單身」則指台北縣市單身人口中，從未有法律婚約

，男性在 35 歲以上，女性在 30 歲以上之未婚者，但對於未來是否進入婚

姻則不做限制。 

 

貳、單身與婚姻的抉擇 

 

對傳統中國社會而言，婚姻與家庭一向是人類社會的重要組織，更是

一種既定的價值規範，而隨著時代的變遷及社會結構的多元複雜，台灣已

逐漸出現婚姻延後及單身人口增加等趨勢。 

從民國 80 年代的男性平均初婚年齡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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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紀初期的男性初婚年齡約 29

歲，女性約 26 歲。依據內政部（2008）人口統計資料顯示，台閩地區在民

國 87 年的初婚年齡，男性是 29.8 歲，女性是 26 歲；到了民國 95 年，男

性的初婚年齡為 30.7 歲，女性為 27.8 歲（表 2-1）。在美國，1970 年平均

初婚年齡男性是 23.2 歲，女性 20.8 歲；現在，男性則為 26.1 歲，女性 23.9

歲（引自徐光國，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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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台閩地區平均初婚年齡統計表 

平均初婚年齡 
年別 

男 女 差距 

民國 87 年 29.8 26.0 3.8 

民國 88 年 30.0 26.1 3.9 

民國 89 年 30.3 26.1 4.2 

民國 90 年 30.8 26.4 4.4 

民國 91 年 31.0 26.8 4.2 

民國 92 年 31.2 27.2 4 

民國 93 年 30.7 26.9 3.8 

民國 94 年 30.6 27.4 3.2 

民國 95 年 30.7 27.8 2.9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內政部戶政司網站（2008） 

http://www.ris.gov.tw/ch4/static/yhs909500.xls 

 

整體而言，晚婚已是不爭的事實，以前對於單身未婚者如「老處女」、

「老光棍」或「王老五」等較為揶揄的形容詞，近幾年竟轉變為形容單身

為「貴族」，可見婚齡的延後是造成單身人口增加的直接證明，「單身貴族

」和「不婚族」已成為兩種愈趨龐大的新族群，不婚已經成為許多人的選

擇。 

以下針對相關文獻，就單身人口增加的原因以及單身的形成因素加以

探討： 

 

一、單身人口增加的原因 

 

從社會學的角度而言，單身人口逐漸增加的原因包括：結婚年齡的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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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延後、離婚率攀高、性革命、女性不願中斷事業、年輕人日漸獨立等（

Calhoun,Light and Keller,1996；謝佩珊，1995）。 

以美國而言，自 1960 年代以後，有愈來愈多的人保持單身。Lamanna ＆ 

Riedmann（蔡文輝、李紹嶸譯，1984） 曾就導致美國單身人數增加的原因

，提出三點說明： 

（一）婚姻的緊縮（Marriage squeeze）： 

    這是因為戰爭或其他的變故等因素，造成出生率突然改變，影響人口

結構，男女適婚年齡無法配合，尤其是較多的女性在較少的男子中尋找伴

侶。 

（二）女性抉擇的擴張： 

    女權運動使得女性受教育機會增加，由於女性選擇性的增大，對婚姻

的取捨，變通辦法也就隨之增加。尤其在美國的大學裡，女學生有不結婚

的傾向。教育程度的提高促成女性就業及社經地位的機會增加，造成女性

傾向選擇延後婚姻而保持單身。 

（三）態度的改變： 

一部份的美國人對於傳統的家庭價值觀念愈趨淡薄，不再視婚姻為人

生必經的唯一途徑。還有一個普遍的現象是年輕人害怕失去他們的自主權 

，有更多的美國人較重視個人主義，認清個人成就的重要性，對於當配偶

或父母的角色之外，希望能有試探其他角色的自由。 

吳怡卿（2004）在其研究中探討了未婚單身女性人口增加的因素，提

出四點闡述： 

（一）人口性別結構因素： 

包含年齡層的性別差異婚姻緊縮、婚姻坡度概念，導致男女婚配對象

出現供需不均情形。 

（二）性別平權思潮的影響： 

    包含女權運動、女性主義的論點，以及要求在家庭中扮演兩性平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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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與期待有所落差，而選擇對於婚姻採取觀望，繼續保持單身。 

（三）婚姻功能的漸失： 

    婚姻的許多功能已漸漸被其他方式取代，不再尊奉傳統觀念，愈來愈

多女性不再積極的準備進入婚姻。 

（四）女性個人條件和婚姻觀的改變： 

    包含受教育及學歷的增高、事業心的增強、經濟能力自主、社會條件

提升影響女性的自我決定和自我價值、原生家庭及社會婚姻狀況影響婚姻

觀。 

從以上論述中談到的關於「婚姻緊縮」的概念，是指適婚年齡的人口

性別比例出現明顯差距，也就是男性或女性一方的適婚年齡人口過多，另

一方過少，而形成某一性別未婚率的顯著增加（引自吳怡卿，2004）。然而

根據內政部（2008）台閩地區人口統計資料顯示，截至2006年底時的台灣

地區，每一個年齡層的單身未婚女性的人口數皆低於同年齡層的單身未婚

男性（表2-2），以台灣人口結構來看，由歷年來男女初婚的平均年齡顯示出

男高女低的情形，且差距約在3-5歲左右，因此，未婚女性要選擇年長3-5歲

的未婚男性就會出現供需不均的情形。以表2-2來看，25-29歲的未婚女性比

30-34歲的未婚男性多了整整20多萬人，而30-34歲的未婚女性也比35-39歲的

未婚男性多了6萬2千多人，至於35-39歲的未婚女性也較40-44歲的未婚男性

多了1萬7千多人，如果一定要選擇年齡差距這樣的未婚男性，會造成許多未

婚女性無法找到適當年齡的婚配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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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2006 年底台閩地區未婚現住人口狀況表 

未婚 
年齡別 

合計 男性 女性 

20-24歲 1,658,783 877,276 781,507

25-29歲 1,434,493 810,881 623,612

30-34歲 704,574 423,442 281,132

35-39歲 375,446 219,093 156,353

40-44歲 244,162 138,475 105,687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內政部戶政司網站（2008） 

http://www.ris.gov.tw/ch4/static/y0s309500.xls 

 

因此「婚姻緊縮」的概念並不適用於台灣，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年齡加

上婚配對象年齡的預設和要求，也就是「婚姻斜坡」（marriage gradient

）的問題。 

所謂「婚姻斜坡」是指男性在尋找婚配對象時，一般人通常會找年齡、

身高、學歷、職業地位等各條件較不如自己的對象，也就是說男性傾向於往下

找，而女性則傾向於往上找，形成婚姻配對中，條件的非平等狀態（如下圖）

，使各方面條件處於較劣勢的男性與各方面條件處於較優勢的女性容易成為

婚姻市場中的剩餘誤差（蔡文輝、李紹嶸譯，1984）。葉肅科（2000）也曾

引述指出，婚姻斜坡的一般人，對於兩性角色的期待不同，致使婚姻市場中

經常出現男女雙方社經地位不對稱的現象。以女性而言，這種不對稱的結合

包括：「上嫁婚配」（hypergamy）與「下嫁婚配」（hypogamy）。上嫁婚配

係指女性的擇偶對象是以年齡、學歷、社經地位等各方面條件較自己高的男性

為範圍，下嫁婚配則反之或和自己條件相當的男性為範圍。在傳統父權體制下

，女性較傾向於上嫁婚配，男性也大多願意以較高的社經地位來換取年輕、

貌美的女性為結婚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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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林秋萍（2001：64） 

 

圖2-1  婚姻斜坡圖 

 

現代的社會隨著女性教育程度及職業階層的提高，下嫁婚配的狀況依然

少見，因此，以上嫁婚配的概念來看，女性婚配的選擇範圍就會較為狹窄，

成功的機率也隨之降低。  

綜上所述，單身人口增加的因素最明顯的是來自婚齡的延遲，至於會

造成婚齡延遲的原因相當複雜，其中包括未婚男女人口中，各年齡層結構

的差異、一般男女對於婚姻斜坡的觀念、女性受教育及社經地位的提高，

而選擇延遲進入婚姻或是繼續保持單身，造成牽動男性單身人口增加的趨

力。 

 

二、單身的形成因素 

條
件
較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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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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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delson and Notman（1981）認為形成單身的因素，包含外在因素和內

在的心理衝突，前者如經濟、教育、職業的因素、親密關係不再僅止於成立

家庭或照顧年老雙親等；後者如抗拒親密關係中的承諾、童年生活經驗影響

建立親密關係等。而對女性來說，選擇單身可以擁有較多的自主性與自由揮

灑的空間，並可以避免婚姻生活所引發的角色衝突。 

Bell（1979）也曾在其研究中，說明其形成單身的三個因素： 

（一）求愛因素（courtship factors）： 

    包含：沒有約會的機會、人際關係的適應不良、缺乏吸引力、身心障

礙及同性戀等因素。 

（二）婚姻和家庭因素： 

    包含：敵視婚姻、不想負太多的責任、缺少結婚的理由及眷戀雙親等

因素。 

（三）家庭外影響： 

    包含：事業需求、經濟、社會階層、民族背景的影響及神職工作

者等因素。 

Stein（1981）探討單身者持續單身、同居與否、結婚與否、是否與情

人分開等，歸納出一個概念，即「推（pushes）」與「拉（pulls）」二個力

量的消長來決定單身或結婚。「推」，指對某種狀況不利的情形；「拉」，指

狀況有吸引力。因此，Stein（1981）綜合一個人單身的原因，如表 2-3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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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單身的原因 

推的因素（抗拒婚姻） 拉的因素（維持單身） 

1.缺乏朋友、孤獨、孤立。 

2.兩性關係羈絆。 

3.遇到自我發展的瓶頸。 

4.無聊、不快樂與暴躁、個性古怪。

5.性挫折。 

1.有好的職業機會和發展。 

2.性生活不缺乏。 

3.有自由與刺激的生活經驗。 

4.心裡和社會自主、自立。 

5.有其他的支持力量。 

資料來源：Stein（1981） 

 

    袁福洪（1980）認為單身因素包含三危機、二因素，三危機指的是（

一）擇偶條件過於嚴苛；（二）只注意扮演「挑選者」而忽略了「被挑選者

」的角色；（三）太講究「情調」、「氣氛」而被「白馬王子」的浪漫假象所

迷惑。二因素則為（一）較低的結婚意願；（二）受限於男女配對模式。 

    邵麗芳（1988）的研究中發現維持單身的主要因素有二項：（一）沒有

合適對象；（二）缺少結交異性朋友的環境與機會。而真正願意終身選擇單

身不婚者，也就是「獨身主義」者實為少數。謝佩珊（1995）針對國中未

婚女教師的研究中也發現，「沒有遇到契合的對象」為單身的關鍵因素。丘

玲玲（1998）針對台北縣市 19 所中小學的單身未婚女教師研究中發現，單

身未婚的原因各有不同，共同點是沒有合適的對象、沒時間結識異性、未

對婚姻做好準備。 

    有些學者認為個人與原生家庭的關係，也會影響其對婚姻的抉擇而選

擇單身。Spreitzer and Riley（1974）的研究中發現，就女性而言，和父

親情感過於黏密者容易保持單身；而就男性而言，與父母關係不睦者容易

保持單身。楊美慧（1991）研究單身女性的婚姻觀，發現影響婚姻觀的因

素中，小時候的家庭因素，如父母對婚姻持負面評價、父母婚姻關係不睦

、偏差性教育等，和日後延宕結婚有關。謝佩珊（1995）的研究中也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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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家庭的影響，可在不同的階段發生影響力，而未婚的原因是從小到大

的家庭、學校、社會環境共同影響的結果。 

    教育程度也是影響單身的形成因素，Spreitzer and Riely（1974）的

研究中發現，未婚女性具大學以上教育程度者約有 25％，而男性只有 11％

而且未婚女性大多從事白領階級工作，因為高學歷的女性易於從事專業工

作，她們所面對的工作壓力，要比從事相同階級的男性多，因此寧願選擇

維持單身。且 Dalton（1992）的研究也發現，單身女性為了追求更高的教

育程度或是社經地位，而放棄進入婚姻。楊茹憶（1996）針對 10 名單身女

性的研究中也發現，教育程度會影響對工作的選擇，且單身者認為工作是

婚姻以外的成就與社會歸屬感的獲得方式，因此，對於工作的投入，也同

樣影響了婚姻的選擇。 

    綜合以上相關的研究，單身的形成因素大致上可包括教育程度、積極

的工作態度、經濟獨立、原生家庭經驗的影響、沒有合適的對象、人際關

係不良、社交活動時間減少、親密關係建立困難、以及非自願選擇單身生

活等，導致維持單身狀態或是延宕婚姻。 

 

參、單身類型 

 

探討單身的類型，國外學者 Stein（1981）依據單身者是否為自願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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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四種類

型，如圖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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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時  

希望型（Wishfuls） 矛盾型（Ambivalent） 

非自願 

悔恨型（Regretful） 決心型（Resolved） 

自願 

 
長期 

 

 

資料來源：研究者根據 Stein 的單身類型分類加以整理 

 

圖 2-2  單身類型 

 

（一）矛盾型（Ambivale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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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這些類型的單身者通常不會積極尋找伴侶，但對於婚姻則抱持開放的

態度（Shostak,1987），且他們較重視個人生活的自由而不急於對婚姻負責

任（Saxton,1990）；甚至於他們已有親密的伴侶，並透過同居來測試婚姻

關係（陽琪、陽琬譯，1995）。 

（二）決心型（Resolved）：屬於自願且長期單身的類型，這類型的單

身者視單身為一種自願的選擇，主要原因包括認為婚姻生活不適合個人、

宗教信仰上的規範考量、對異性產生恐懼等；並且對未來不會產生結婚的

意圖，屬於獨身主義者（Lasswell and Lasswell,1987；Saxton,1990；

Shostak,1987；陽琪、陽琬譯，1995）。 

（三）希望型（Wishfuls）：屬於非自願且暫時的單身類型，這類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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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身者並非自願選擇單身，而是由於外在環境的限制（Saxton,1990），他

們通常對婚姻生活充滿嚮往與期待，並且積極尋找婚配對象（Lasswell and 

Lasswell,1987；Shostak,1987）。 

（四）悔恨型（Regretful）：屬於非自願且長期的單身類型，這類型

的單身者希望終止單身生活狀態而進入婚姻，但是因為某些不可抗拒之因

素而被迫保持單身，可能的原因包括年齡較大的單身者、心裡或生理上的

缺陷等原因，導致無法結婚（Shostak,1987；陽琪、陽琬譯，1995）。Stein

（1981）認為年齡超過 30 歲、高學歷、高所得的女性最容易屬於這種單身

者；因此，在婚姻斜坡的未婚男女人口中，條件較佳者的未婚女性及條件

較差者的未婚男性所形成婚姻市場中的「剩餘誤差」，也最容易屬於這類型

的單身者。 

以上這四種單身類型，Stein（1981）指出選擇單身的原因及對單身的

看法會隨時間而改變，因此這並非固定於某一類別，而是會隨著時間的改

變而變動。 

Schwartz 針對大專程度以上、年齡超過 30 歲的未婚男女進行深度訪談

的研究，也提出了六種單身者的生活形態（引自董智慧，1998）： 

（一）專業型（Professional）：這類型的單身者將生活目標放在工作

中，對於工作非常投入，強烈認同他們的職業角色，生活中大部分的時間

與能量都投注於與事業相關的活動。 

（二）社交型（Social）：這類型的單身者將生活目標放在社交活動，

通常樂於工作，但更重視朋友，他們喜歡和各種不同的人群接觸，所以通

常是許多俱樂部的會員，除此之外，他們也同樣重視家庭生活。 

（三）自我型（Individualistic）：這類型的單身者重視自我的成長

，習慣獨居、強調自我隱私權，他們通常培養興趣、閱讀、參與自我成長

的相關課程等單獨的活動。 

（四）行動型（Activist）：這類型的單身者生活重心放在參與社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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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或是實現政治裡想，工作對他們而言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如何使這

個世界更好。 

（五）被動型（Passive）：與自我型相同，慣於獨處，但他們並不刻

意追求自我成長，這是與自我型相反的地方，對於人際關係較欠缺主動性

，對生活的態度較為負面。 

（六）支持型（Supportive）：這類型的單身者通常投注大部分的時間

照顧他人或提供服務，例如志工，雖然屬於這類型者較少，但研究發現這

類型的女性有較高的生活滿意度。 

另外 Staples 針對單身未婚成年者也區分成四個類別（引自董智慧，

1998）： 

（一）自由浮動型（Free-Floating）：指 45 歲以下，獨立而不依賴他

人社交活動頻繁及豐富，擁有不同的伴侶，屬於活躍型的單身族群。 

（二）開放伴侶型（Open-Couple）：與某人建立親密的依附關係，但

仍保有自由的空間，包括擁有自己的朋友或其他的親密關係。 

（三）封閉伴侶型（Close-Couple）：與某人建立固定且排外的親密關

係，但尚未共同生活，這類型的單身者或許與伴侶訂婚。 

（四）形同結婚型（De Facto Married）：長時期與伴侶共同生活，彼

此之間具有承諾，這類型的單身者相當少數，因為大多數這類型的單身者

最終不是進入婚姻，就是以分手收場。 

邵麗芳（1988）在其研究中簡單的把單身區分成兩種類型： 

（一）獨身主義者（celibate）：又可分為宗教的與非宗教的獨身。 

    1.宗教的：指神職工作者，如和尚、尼姑、神父、修女等；另外

還有一些是屬於自願奉獻者，如志工。 

    2.非宗教的：指沒有任何宗教上的因素，自願終身獨身的。 

（二）非獨身主義者：指基於各種不同的原因，耽誤了婚姻，但是仍

然對婚姻有所期待。例如女性因為較高的教育程度而不易尋覓合適的婚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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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以致容易遭受別人以「眼光高」、「挑剔」等評價，自己本身也抱持

著「寧缺勿濫」的心態，而導致延宕婚姻。 

然而邵麗芳（1988）所區分的非宗教獨身主義單身者，以台灣地區終

身未婚者（50 歲以上）的比例來看，其比率並不多，根據林義男（1980）

指出只佔 1％，可見真正「自願」終身選擇獨身主義的實佔少數。 

Schwartz（引自董智慧，1998）的分類架構是依據單身者的人格特質

做分類，Staples（引自董智慧，1998）則是依據單身者與伴侶之間的關係

做分類，其分類方式似乎只從自願選擇單身為生活方式的單身者來分類與

探討，且各類別之間諸多具有重疊之處，不易明確區別；而邵麗芳（1988

）雖然有考量到非自願選擇單身生活的單身者，但只概略的以二分法來區

分，似乎較為籠統；而 Stein（1981）的分類方式除了考量到單身者自願與

非自願的單身狀態，並且以長期或短暫的時間狀態來區隔，分類架構較為

周延，因此，綜合以上論述，本研究採用 Stein（1981）的分類方式，對單

身者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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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擇偶的相關探討 

 

壹、擇偶的意涵 

 

所謂「擇偶」，就是指個人在社會規範內「選擇伴侶」。結婚的對象稱

為「配偶」，因此，擇偶也可以簡單的說就是「選擇結婚的對象」。傳統中

國社會對於婚姻意識強調門當戶對，婚姻是由父母、媒妁來決定，父母的

選擇比愛情更重要，兒女幾乎沒有選擇婚配對象的自由，因此會有所謂的

「指腹為婚」、「童養媳」等傳統中國社會的特殊現象。而面對現今自由開

放的社會，個人主義抬頭及自我意識的濃厚，造成家庭結構或是父母的角

色，對於單身者伴侶的選擇權已較不具約束力，自由戀愛成為婚姻的基礎

，父母、家庭（族）或是親人態度的影響已減到最低程度。然而，不論是

羅曼蒂克或是轟轟烈烈的戀愛，都不等於最終會走入婚姻，情人也不等於

會成為終身伴侶，且相關的研究也證實「沒有合適的對象」是單身者維持

單身的主要原因之一（袁福洪，1980；邵麗芳，1988；謝佩珊，1995；丘

玲玲，1998）。因此，單身者的擇偶標準為何？單身者如何在各種可能的人

選中找到合適的對象？以及單身者對於擇偶的偏好、歷程與期待？這些都

是值得深思的課題，以下即針對擇偶相關理論進行探討。 

 

貳、擇偶理論 

 

傳統社會由於民風純樸，社會結構單純，對於擇偶的範圍較為明確，

但在現今社會則變得複雜而多元。以下將主要的理論整理分述如下： 

 

一、社會交換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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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交換論是 1960 年後，由社會學家 Homans、Blau、Thibaut、Kelley

等共同建構的理論（周麗端等，1999），這是從經濟學和心裡學的角度來解

釋個人與個人之間的互動，強調的是婚姻市場中的交換行為。單身男女用

「理性選擇」的角度，在公平、互惠的原則下，以本身目前現有的資源爭

取最大的利益，因此，擇偶本質上是一種資源交換的行為，也就是以最少

的「成本」獲取最大的「酬賞」，而個人在婚姻市場中所欲換得之「資源」

，即為擇偶條件。 

然而在每一個交換關係中，雖然不見得都能夠獲取最大利益，但是付

出的代價與所獲得的酬賞之間能夠取得平衡，交往行為才會持續下去。因

此，在每一位男女都想爭取利益而不願吃虧的前提下，可選擇的對象就由

龐大的族群數目逐漸縮小，而透過「討價還價」的結果，通常是造成條件

相近的「相稱對等」伴侶（吳明燁，1999）。 

當人們選擇婚配對象時，成本與酬賞的種類繁多，也就是會考慮到的

一般條件包括經濟能力、社會地位、家庭背景、聰明才智、人格特質、教

育程度、身材外表等經濟性與非經濟性的資源，但是每一項條件的重要性

卻是因人、因時、因地而異（吳明燁，1999；陽琪、陽琬譯，1995；蔡文

輝，1987）。 

從社會交換論的觀點來看男女之間的交往，甚至運用於婚姻與家庭上

，可以解釋傳統社會規範所強調「門當戶對」的意識；但是，愛情或是婚

姻如果完全靠交換行為來計算損益得失與比較，則顯得功利與現實，且交

換行為的動機基本上是出於利己主義，似乎難以解釋情感領域中無怨無悔

的為對方付出或是默默的犧牲與奉獻。 

 

二、互補需求論     

 

    這是 Winch 所提出的婚配理論（引自 Leslie,1979），認為人們會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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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本需求上能夠互相滿足的關係，也就是在尋找對象的過程中，會選擇

最能滿足自己需要的人為配偶，亦即能截長補短。例如一位害羞內向不擅

言詞的女人，可能會選擇一位活潑外向言辭暢達的男人為配偶；一位粗心

大意不善理財的男人，可能會選擇細心體貼精打細算的女人為配偶。因此

，兩人依心理特質的不同，如果在相處上能夠互相滿足對方的需要或不足

，則交往時便能得到滿足。 

    該理論沒有清楚交代的地方是無法考慮關係中的所有需求，因此，該

理論目前雖然有所爭議，尚未得到實證研究的支持，但是對於婚姻與配偶

選擇的研究仍然具有激勵作用（Murstein,1986）。 

 

三、刺激—價值—角色理論 

 

Murstein（1986）所提出的理論，主要在探討親密關係的發展，是屬

於社會交換論的一種，且依雙方接觸次數的多寡來看，可分為「刺激（

stimulus）」、「價值（value）」和「角色（role）」三階段，所以也稱為階

段論（如圖 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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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激階段 價值階段 角色階段 

   角色 

           價值 

重

要

性 

   

刺激 

 初次接觸 2-7 次接觸 8 次以上接觸→ 

結婚或長期同居 

 

資料來源：引自林秋萍（2001） 

 

圖 2-3  刺激—價值—角色理論之交往階段 

 

在關係開展的第一階段，吸引的產生主要是基於雙方彼此相互刺激，

促使兩人願意建立關係。一旦雙方展開實質的互動，關係的持續有賴於兩

人之間價值信念的相似性。到了關係發展的後期階段，雙方對於角色期待

的配合度，則會超越價值而居於首位。Murstein 認為異性交往的過程可分

為這三階段，每一階段考慮的條件都不同（引自吳明燁，1999）。 

 

（一）第一階段：刺激階段 

     

通常處於雙方外在條件的第一次接觸屬於刺激階段，所有的資訊都是

可直接觀察到的，包括身材、外貌等生理特質，或是個性、社交、或是事

先得知對方社經地位等人格與結構特質。如果雙方互相吸引，可能刺激下

一個互動的機會。研究者認為這一階段似乎接近於雙方「一見鍾情」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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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電」的感覺，因此，一般人所強調的第一印象也就顯得相當重要。 

 

（二）第二階段：價值討論階段 

 

    雙方基於第一階段初步的互相吸引與刺激為基礎，到了第二階段便有

了較為頻繁與深入的互動，雙方大約在第二到第七次的接觸互動之間，開

始討論較為內在的條件，包括人格特質、價值觀、人生觀、意識型態、哲

學觀、政治立場、宗教信仰、生活習性、興趣等，而不僅止於討論表面可

觀察到的現象。當雙方感到彼此各方面的價值觀有相似或相容的傾向時，

便會進入第三階段。因此，在此階段中，雙方感情上的依附主要是建立在

彼此價值觀和信念上的相似。例如當雙方都喜歡旅遊或相同的藝術的話，

便能夠「一拍即合」；反之，若是雙方意識型態不同、政治立場相左，或是

宗教信仰不同，或許就只能「道不同不相為謀」。 

 

（三）第三階段：角色階段 

 

    此階段大約在雙方第八次以後的接觸互動，其焦點著重於觀察對方的

行為表現，評估對方扮演各種角色的表現，是否符合本身的期待。在此階

段中，彼此的承諾主要建立在雙方是否能扮演好對方對自己要求的角色。

包括身為愛人、伴侶、朋友、丈夫／妻子、父親／母親等角色。 

    雖然 Murstein（1986）將親密關係的發展劃分為刺激、價值和角色三

個階段，但是在親密關係的每個階段中，這三個因素對彼此的關係都會造

成影響。在圖 2-3 所顯示的各階段的因素會隨著關係的發展，比重上增加

的幅度有所不同，但是該理論以接觸互動的次數來劃分三階段，似乎較為

籠統而不盡周延，也難以解釋現今社會中，男女親密關係歷程呈現「速食

」發展的特殊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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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影響擇偶的因素 

 

一、性別 

 

    從過去許多的文獻資料及調查報告中不難發現，性別對於擇偶有明顯

的差異存在（陳素琴，2000；林秋萍，2002；卓紋君，2000；陳雅麗，2001

；徐新娣，2004；張瀞云，2005）。 

從國外的研究中，根據社會生物學的演化機制觀點，男性的擇偶偏好

傾向於選擇年輕、貌美、身材佳的女性，女性則傾向於選擇社經地位高、

經濟能力佳、健康且年長的男性（Buss & Schmitt,1993；Gangestad & 

Thornhill,1997；Kenrick & Keefe,1992；Langlois & Roggman,1990；

Singh,1993）。 

國內的研究亦發現，男性偏好於選擇年輕、具外貌吸引力的女性，而

女性更重視男性的社會經濟地位、家世背景、人格特質、價值觀、成熟度

等（陳雅麗，2001；陳貞鳳，1997；簡春安、方婷，1998；陳素琴，2000

；謝豐存，2001；張瑞真，2001）。 

綜合國內外研究，對於兩性擇偶偏好的差異有一致性的結果，男性的

偏好上傾向於會把女性的外在條件列為首要考慮因素，而男性的外在條件

相對於女性而言，則傾向於次要考慮因素。 

另外，李秋霞（1991）研究台灣北部大學生的婚姻態度，發現男性比

女性正向，此研究的結果與黃倩倩（1996）針對台北縣大學生在婚姻態度

上的研究相同。林淑貞（1994）的研究發現，男性大學生比女性大學生抱

持較傳統的婚姻與家庭態度。單懷聖（1995）則發現高中男學生在單身、

結婚、婚姻角色等觀念較女學生傳統。 

綜合以上論述，可見不同性別的單身男女在擇偶偏好上有相當大的差

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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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齡 

 

人生發展的歷程在不同的階段有其發展任務與特徵，但這僅是個體行

為隨年齡增長而變化的一般模式，在個體生理或心理上的發展具有很大的

個別差異存在。因此，即使是屬於同一發展階段，而不同年齡的個體，其

發展也會存有差異（張春興，1995）。除此之外，個體隨著年齡的增長，其

心智成熟度也會隨之改變，再經過社會文化的洗滌，將使得不同年齡階段

的個體對婚姻或生活有另一番體驗。 

謝佩珊（1995）研究國中未婚女教師的婚姻態度發現，年齡較輕的未

婚女性其婚姻態度較正向；丘玲玲（1997）針對中學未婚女教師單身壓力

的研究發現，女性的單身壓力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增加，其重視的擇偶條

件包括經濟基礎、學歷、外型、年齡、個性與涵養等，且這些擇偶偏好都

顯示出男尊女卑的傳統觀念及婚姻斜坡的現象，但是這些擇偶標準並不是

絕對，一旦遇到合適的對象出現，標準就不是那麼重要。 

我國傳統社會，結婚年齡通常都是男性大於女性幾歲，老夫少妻或是

妻大於夫的現象較不多見，不過近年來隨著社會風氣的轉變、教育程度的

提高，以及經濟獨立等因素，導致現代社會有逐漸晚婚的現象，根據內政

部（2008）資料統計顯示，截至 2006 年為止，台閩地區初婚年齡平均數男

性為 30.7 歲，女性為 27.8 歲，比 1998 年時各增加了 0.9 歲及 1.8 歲，女

性晚婚上升的幅度比較大，雖然現代單身男女普遍延遲進入婚姻，然而受

到傳統社會文化的影響，女性過於晚婚比起男性更容易受到社會與家庭的

壓力。 

 

三、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是個相當重要的資源，因為與個體的經濟能力、社會地位有



 31

密切關連。由於女性較重視男性的社經地位與聰明才智，因此，教育程度

高的男性在婚姻市場中具有較佳的優勢，本身的擇偶條件也會相對提高，

所以男性大多願意以其較高的學歷、職業階層或經濟收入來換取年輕、具

外貌吸引力的女性（吳明燁，1999；Morgolin & White,1987；Townsend & 

Wasserman,1997,1998），而教育程度低的男性，會因為「婚姻斜坡」現象

而成為弱勢族群。但陳雅麗（2001）的研究卻發現，男性的社會地位對擇

偶偏好並無顯著影響，因此，男性教育程度的高低是否影響擇偶偏好仍值

得研究。     

綜合以上論述，由於社會結構與風氣的轉變，致使女性受教育的機會

增加，經濟上與生活上也愈趨獨立與自主。然而，教育程度高的女性，不

一定在婚姻市場中佔有較高的優勢，因為本身也會與男性一樣有較高的擇

偶條件，所以學歷高的女性也同樣會因「婚姻斜坡」現象而成為婚姻市場

中的弱勢族群，不容易找到婚配對象，而男性對於學歷高的女性也多半望

之卻步，除非個體本身調整自身偏好，願意「下嫁婚配」。因此，教育程度

高的女性在擇偶上比男性可選擇的範圍較為狹窄，然是否也影響著女性的

擇偶偏好，也值得研究。 

 

四、宗教信仰 

 

    大多數人並不會把宗教信仰當成擇偶條件的考慮因素（沙依仁，1986

），但是 Cornwall（1990）在其研究中指出，大多數的社會學家仍然同意宗

教信仰在多數人的生活中是一項重要的影響因素。 

周麗端（2002）指出，基督教家庭會選擇同樣宗教家庭者為考慮對象

。而張淑良（1989）、李秋霞（1991）的研究指出，大學生對於未來配偶所

期待的各項特質中，並不包括有相同的宗教信仰。朱岑樓（1991）對台灣

地區婚姻調適的研究，顯現出夫妻之間的宗教信仰差異很大，先生以無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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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信仰者最多，妻子以民間信仰居多，無宗教信仰次之，可見宗教信仰的

有無，與婚姻調適並無直接關係。不過林鴻達（1989）對台灣都市山地青

年擇偶態度、行為與問題之研究指出，基督教徒較傾向於宗教內婚。陳素

琴（2000）對阿美族中學生婚姻態度及擇偶條件的研究中指出，基督教徒

重視宗教信仰之特質的比例明顯偏高，這一現象與國外的研究相同。 

 

五、家庭結構 

 

    家庭結構是指家庭成員形成的組織結構，徐良熙、林忠正（1985）將

家庭結構定義為「家庭類型（結構）的區分，乃依其成員彼此間的親屬關

係而定。」 

    由青少年發展的觀點來看，家庭經驗被認為會影響社會化的態度，如

約會、交友及結婚行為。一般而言，原生家庭的經驗會影響個體擇偶與婚

姻態度（Larson,Benson,Wilson ＆ Medora,1998），透過代間傳遞將原生

家庭的特徵複製到下一代，透過模仿、增強、類化等行為機制，或期待、

認知基模等認知機制來傳遞（Benson  et  al,1993）。因此，家庭結構乃

成為影響擇偶的重要因素。 

    林秋萍（2001）研究不同家庭結構對擇偶偏好之影響，發現「完整家

庭」的未婚青年較「不完整家庭」者更重視社會條件。簡春安、方婷（1998

）的研究發現，不同家庭結構的大專學生，對情感的認知態度有顯著差異

存在，並進而影響戀愛行為。李育忠（2000）探討不同家庭結構，子女所

知覺的父母婚姻關係親子間異性交往的互動溝通，對於子女與異性交往的

態度與行為有何影響，發現單／雙親家庭結構對於子女所知覺的父母婚姻

關係有最大的影響力，且大多會透過中介變項，影響子女異性交往的態度

及行為。Trentm ＆ South 於 1992 年的研究發現，單親／離婚家庭的子女

對婚姻抱持較悲觀的態度（引自徐新娣，2004）。李閏華（1993）的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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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在完整家庭中成長的青年，比起父母離婚或分居者，對於自己未來

婚姻長久的意向較高。楊雅雯（1994）的研究發現，單親家庭的子女比雙

親家庭子女有較早結交異性朋友的傾向。陳貞鳳（1997）的研究也發現與

父母共同居住的青少年比父母分居或離婚的青少年，在選擇對象時較重視

對方的價值觀與個性；而父母分居或離婚的青少年比父母共同居住的青少

年有較多的異性交往經驗。林淑貞（1994）則發現，父母婚姻愈和諧的大

學生，對婚姻與家庭生活態度的看法愈傳統。另外，陳素琴（2000）針對

阿美族中學生為對象的研究發現，家庭結構並未對擇偶條件產生影響，但

是在婚姻態度上有差異存在：父母婚姻狀況為「完整」及「鰥寡」者，其

肯定婚姻的態度較父母婚姻狀況為「離異」者為高。 

    綜合以上的研究結果，家庭結構對於個體擇偶有明顯的影響力。 

 

六、人際關係 

 

人類的行為相當複雜，舉凡其思考、行為均牽涉到深層的心理層面（

曾素秋，1997）。人際關係可以從狹義與廣義兩個面向來探討，狹義的人際

關係是指人與人相處時根據理念而引發的一種互動特質；廣義的人際關係

則是指人類間的互動關係，由人際吸引開始。再者，人際吸引則是人類的

基本需求之一，是人與人相處時，彼此相互欣賞、接納的一種溫暖且親密

的感覺（涂智美，1998）。人際吸引導源於人際間的互惠與酬賞，因此，越

有能力、條件或心理上的滿足能彼此交流，彼此之間越能形成良性關係。 

王淑俐（2000）指出，一般外表條件較佳者，容易獲得他人的好感，

進而建立好印象，人際關係也比較順利成功。雖然這樣的「月暈效應」，從

社會心理學的研究認為，是一種「刻板印象」，在擇偶過程中容易陷入迷思

，失去客觀的價值判斷而做出不當的擇偶。然而，外貌的確是影響擇偶的

重要因素。因此，個體在擇偶過程中，還是要透過人際關係來了解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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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王淑俐（2000）也進一步指出，「佳偶」未必是「天成」，因為不論是尋

找婚配對象或是讓自己成為被追求者，都是需要互敬、互愛、互諒、互助

等一般人際相處原則，更是擇偶的必要條件，因為人際的溝通不良常常是

雙方無法相處的重要原因。 

卓錦昌（2004）以台灣地區 20-65 歲的 1,592 位成年民眾為對象，並

以 1996 年進行調查的「第三期第二次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之問

卷—家庭組」的全國代表性已婚樣本資料作分析，對台灣地區中小學教師

與其他職業做比較其婚姻態度的研究中發現，中小學教師的婚姻滿意度是

所有職業中最高的，原因在於中小學教師的夫妻相處關係較佳，冷戰程度

低。 

程一民（1996）以國民小學教師為對象，使用「教師工作壓力感受問

卷」，探討工作壓力的感受與其使用因應方式頻率間的關係，並比較個人變

項、環境變項、控制信念取向在工作壓力、因應方式上的差異情形，進而

分析各變項對教師使用因應方式的預測力，研究發現，人際關係是教師的

主要壓力源之一。 

張郁芬（2001）針對嘉義縣、市及雲林縣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探討

國小教師工作壓力、社會支持與身心健康之差異情形，獲得有效問卷 539

份，研究發現，人際關係壓力愈大，其身心狀況愈差，可見人際關係也是

教師的主要壓力源之一。 

涂燕玲（2003）針對高雄縣、市及屏東縣之所有公立國小教師為對象

，探討國小教師角色衝突，獲得有效問卷 428 份，研究發現，服務年資為

1-5 年新進教師在人際關係上的經營較困難。 

林秋萍（2002）以台北縣市未婚青年為研究對象，探討他們的擇偶偏

好，獲得有效問卷 791 份，研究發現，雖然都市人口密集，各類活動頻繁

，相對的，認識朋友的機會也增多，但是由於心理壓力的關係，造成都市

居民僅有能力與少數人維持親密關係，而與多數人保持平淡甚至於冷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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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再加上功利主義的思想，使得都市的人際關係變得複雜而疏離。在

這樣的環境下，對於兩性之間友誼的開展的確有不利的影響，因此，雙方

在相處上需要更大的勇氣，才能展開相互信任的交往。陳皎眉和鐘思嘉（

2002）也認為，人際關係可以影響個人的社會技巧、自我了解、歸屬感、

對生活的滿意或心理的適應。 

綜合以上論述，人際關係的良窳，不論是否會造成個體在擇偶、婚姻

上的壓力或是較正向的滿意度，它的確是人生極重要的一環，也是影響擇

偶的重要因素之一。「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因此，懂得學習如何與人相

處，增進人際關係，化解人際衝突，則會有助於擇偶。 

 

肆、擇偶偏好 

 

人們選擇婚配對象，多半有個人考量的目標與偏好，即便是一見鍾情

式的熱戀，也隱含個體潛在對配偶的觀點與期望（陳思穎，2002）。一般而

言，在選擇婚配對象的方式上，可分為兩大類型：一種是由父母親、親戚

、朋友、媒人等由當事人以外的人代為決定；另一種是由當事人自行決定

。不過這兩種方式常常互相合併發生，即使是父母作主，也通常會結合當

事人的意願與想法，而當事人自行選擇時，也通常會考慮父母或親友等的

意見與安排（林鴻達，1989；林秋萍，2001）。 

施葛父（1983）分析「純戀愛」與「婚戀」的不同，認為婚戀是一段

相當複雜的選擇過程，現實條件才是擇偶的第一要義。也就是說，雖然現

今社會中常常標榜的自由戀愛、速食愛情，然而個人在選擇婚配對象時仍

會考量現實因素，對於婚配對象的特質有所期待、偏好，甚至預設擇偶條

件做為參考依據。一般而言，金錢財物、社經地位、家庭背景、聰明才智

、性格特質以及相貌身材等經濟性與非經濟性的資源，都是人們在選擇婚

配對象時，會考慮到自己以及對方的重要條件，但是每一項條件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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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是因時空環境而有所不同（吳明燁，1999；陽琪、陽琬譯，1995；蔡文

輝，1987）。換言之，每個人對各項擇偶條件的重視程度不盡相同，也就是

各項擇偶條件在每個人心中的比序順位，這樣的差異即為擇偶偏好。 

而關於擇偶條件，有許多不同的分類方式，多為依據文獻或訪談結果

擬定擇偶條件之項目，施測後以因素分析方式歸類。 

陳素琴（2000）將擇偶條件分為工具性條件及情感性條件二類，前者

包括：外貌、職業、身體健康、經濟能力、教育程度、宗教信仰、族群特

性、適婚年齡及婚齡差距等；後者包括：勤勞、品行端正、有責任感、孝

順、聰明才智、有幽默感、個性相投、專情、守規矩、興趣相投等。 

林秋萍（2002）以因素分析方式將擇偶條件分為：個人條件，包括：

外貌、人格、生活習慣與婚姻經驗；能力條件，包括：對方的工作能力、

情緒管理能力與社交能力；情感條件，包括：雙方心靈、性態度的契合度

及社會條件，包括：對方的背景及結構因素等。 

洪櫻溶（2006）則將擇偶條件分為五大面向：（一）生理條件：外貌、

外貌吸引、舉止或身體特徵、有吸引力的、運動家的、生理特質、生理性

條件、人際因素、工具性條件、個人條件；（二）內在特質：五大人格因素

、親切體諒、藝術與才智、隨和適應性、心理性條件；（三）能力條件：經

濟能力、社會性條件、工具性條件、專業與社會地位、財力；（四）家庭取

向：善裡家務、喜歡孩子、孝順、家庭融洽性；（五）情感取向：心靈、感

情、性態度的契合與與雙方溝通等。 

綜合以上國內外研究所做的分類，洪櫻溶（2006）所區分的五大面向

，分類方式較為周延。因此，本研究參考相關文獻，並考量研究對象，採

用洪櫻溶對擇偶偏好的分類方式，對單身者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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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婚姻態度的相關探討 

 

壹、婚姻 

 

    關於「婚姻」，從古到今，有許多不同的解釋。從法律的角度而言，婚

姻乃具備法定要件之一男一女，以終生的共同生活為目的之結合關係。就

社會學的角度而言，《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1981）將婚姻（marriage）

定義為：係指社會認可之配偶安排，特別是關於夫與妻的關係。蔡文輝（

1991）則定義為：婚姻是兩個人的結合，經由合法的儀式給予對方一種誓

約共同生活。 

    Macionis（2000）認為婚姻是一種社會關係的認可，包含經濟合作、

性活動和子女的照顧，婚姻被期望要維持長久性的時間。Olson 和 DeFrain

（1997）將婚姻定義為：雙方基於感情與法律上的承諾，願意共享情緒和

身體上的親密感，以及分享彼此的經濟資源。 

    林顯宗（1998）將婚姻視為由男女所組成，受到慣習或法律的承認，

而伴隨著一定的權利與義務。林淑玲（2002）認為婚姻本身是一種儀式，

透過這種儀式，把原本互不相關的兩個家族的人連結在一起，彼此產生密

切關係。從另一個角度而言，婚姻是兩個個體為了滿足彼此生理及心理需

求，對彼此的關係做了一個共同的選擇與承諾，換言之，即決定共同投入

家庭生活的建構中，而選擇相互承諾與約束的一種親密關係的形式（黃靜

儀，2002）。 

    綜上所述，婚姻是一男一女雙方的結合，就心理層面而言，最大的功

能就是提供心理上的慰藉與依靠，也讓人們藉由婚姻體會它是最親密的人

際關係，人們希望從婚姻關係中獲得幸福人生（Green,M.,1986／1989），

並且滿足人類的心理需求。就社會層面而言，婚姻是一種社會生活方式，

能保障社會之身分與地位，進而延續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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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婚姻態度 

 

態度（attitude）為一種學習到的傾向，針對特定對象，表現出喜愛

或不喜愛的一致反應（Oskamp,1977）。張春興（1989）將態度定義為：係

指個人對人事物所持有的一種具有持久性與一致性的傾向，包含認知、情

感與行動三個面向。因此，探討「婚姻態度」，即是探討對婚姻的認知、情

感與行動三方面的看法。 

對於婚姻態度之意涵，從不同的角度探討有不同的解釋。Kahn & London

（1991）認為婚姻態度指的是個體願意為婚姻而犧牲個人自由與快樂的

程度。婚姻態度較為負向者，對於婚姻所做的犧牲、奉獻是很困難的；

而婚姻態度正向者則能享受於個人為婚姻所做的付出。Holman, Larson, & 

Harmer（1994）認為婚姻態度除了指個體對於婚姻的感覺（feeling）外

，也包含個體對婚姻的準備(readiness)：（一）情感上的準備：例如個

體在經濟上的準備、情感上的準備、性方面的準備以及婚姻角色的準備

；（二）時間上的準備：指的是進入婚姻所需的時間。 Anthony（1999

）則認為婚姻態度取決於五個向度：（一）個體對婚姻價值的體認；（

二）個體在成長過程中對婚姻所抱持的信念；（三）婚姻對個體相對的重

要性；（四）個體對於朋友、同儕及家庭成員其投入婚姻的信念；（五

）婚姻對於個體是否有相對性的利益。 

李秋霞（1991）認為婚姻態度是個人從別人經驗或環境學習中，知

覺到婚姻生活的快樂與困難，進而對婚姻產生正向或負向的評價，以及

婚姻的選擇及承諾。李閨華（1993）認為婚姻態度包括對婚姻必要性和長

久性的看法、對婚姻的感受、對婚姻和未來婚姻長久的意向等。 

由上述對於婚姻態度意涵之探討與解釋，張瑞貞（2001）將其歸納為

個體對婚姻的認知、情感及行為等三層面的總和。在認知層面上，包括婚

姻的必要性及婚姻的評價；在情感層面上，包括對婚姻的感受；在行為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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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包括婚姻的意向及對婚姻的嚮往等五大面向，如表 2-4 所示。 

 

表 2-4  婚姻態度的研究面向 

認知層面 情感層面 行為層面 

婚姻的必要性 婚姻的意向 

婚姻的評價 
婚姻的感受 

婚姻的嚮往 

資料來源：研究者根據張瑞真（2001）整理 

 

一、認知層面： 

個體對於婚姻所抱持的看法與評價。即「婚姻的必要性」與「婚姻的

評價」，包括對婚姻的重要性與否、是否有相對性利益及對婚姻正向或負向

的評價。 

二、情感層面： 

個體對婚姻的感受、好惡、憧憬及期待，包括婚姻所帶來的各種情緒

上的變化等。 

三、行為層面： 

個體對婚姻的意向及對於結婚的嚮往。包括對婚姻的準備程度，以及

是否願意為婚姻付出、犧牲個人自由與快樂的程度等。 

綜上所述，本研究從婚姻態度的認知、情感與行為三個層面來探討，

在認知層面上，以對「婚姻的必要性」及「婚姻的評價」；在情感層面上，

以對「婚姻的感受」；在行為層面上，以對「婚姻的意向」、「婚姻的嚮往」

等五個面向，作為訪談之內容對照。 

 

參、影響婚姻態度之因素 

 

影響婚姻態度形成的因素有個人、家庭及社會因素，而社會學家則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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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重視家庭與個人背景因素（朱岑樓，1991）。以下針對影響婚姻態度之因

素從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家庭結構等，探討相關之研究。 

 

一、性別 

 

    男性與女性對婚姻態度的看法有所不同。Salts,Seismore,Lindholm 和

Smith（1994）針對 341 位大學一年級新生探討其對婚姻所抱持的態度發現

，女性較男性持較正向或接受的婚姻態度，且更具平等婚姻態度。 

而 Bumpass（1991）的研究中則發現，男性較女性認為結婚比單身好。

卲麗芳（1988）在其研究中指出，單身男性比單身女性更傾向對婚姻生活的

追求與期待。李閏華（1993）針對台中市未婚在學的2,294名男女學生研究

發現，男性所知覺的父母婚姻關係較為親密和諧，並且對於婚姻態度較正

向；而女性較勇於表達自己對事物的看法，因而以較為嚴謹的尺度看待父

母婚姻關係，以致對婚姻抱持較高的期待，對婚姻較遲疑，婚姻態度較為

負向。何嘉雯（1998）針對217名男性及305位女性大學生研究發現，男性

大學生的婚姻態度比女性大學生較為正向。張瑞真（2001）針對 187 位國

小未婚教師研究也發現，男性未婚教師對於婚姻的評價、感受、意向、嚮

往，以及整體婚姻態度都較女性未婚教師積極。蘇倩雪（2002）以屏東地

區高職學生為研究對象發現，男學生對婚姻生活的態度比女學生傾向於更

美好，不但視婚姻有其必要性，且要長久。黃倩倩（1996）和謝豐存（2001

）的研究也發現男性之婚姻態度比女性較為正向。李秋霞（1992）認為男

大學生較女大學生抱持更正向的婚姻態度，主要原因是男性為婚姻最大受益

者，而女性結婚反而會失去許多資源。 

    另外蔡淑雯（2004）針對國軍志願役軍官的研究也發現，男性軍官對

婚姻態度較女性軍官正向。王蘇茜（2003）研究鄒族人之婚姻態度發現，

男性較女性視婚姻為必要，並對婚姻生活有強烈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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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ezer（1984）針對澳洲已婚青年之婚姻與家庭態度研究上發現，男

女性對於婚姻與家庭生活態度之看法已趨於一致。葉茂林與李沙（2005）

的研究指出，不同性別的師範大學生，就整體人際關係而言，並無顯著差

異。 

    綜上所述，男性對於婚姻態度的認知、觀點及看法，整體而言，均較

女性正面。 

 

二、年齡 

 

    晚婚現象已經是現今社會中的一股趨勢，30 歲以上的單身男女比比皆

是。Long（1983）針對「大學未婚女學生對婚姻的評價與意向」中的研究

發現，大部分女大學生希望 26 歲以後再進入婚姻。謝佩珊（1995）針對國

中未婚女教師的研究發現，年齡愈大的未婚女教師對婚姻持較負向的態度

，婚姻的感受較為負向，結婚意願低；且隨著年齡增長，部分的未婚女教

師有「不婚」的打算及心理準備。丘玲玲（1998）也以未婚女性教師為研

究對象，發現女性的單身壓力，會隨著年齡增長而增加。廖和敏（1993）

也指出，不同年齡層的女性，對婚姻態度有所轉變。 

    而 Trent 和 South（1992）及李閏華（1993）的研究中發現，年齡愈

大，對婚姻持較正向及傳統的態度。林淑貞（1994）的研究發現，不同年

齡層的大學生，對於婚姻與家庭生活態度上，沒有顯著差異。蔡淑雯（2004

）針對國軍志願役軍官的研究也發現，軍官的年齡與婚姻態度沒有相關，

表示軍官的婚姻態度不會因為年齡而影響。 

    綜上所述，雖然晚婚現象為現今社會中一股趨勢，但是隨著年齡增長

，對婚姻的負向感受則愈多，結婚意願愈低，對整體婚姻也抱持較負向的

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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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程度 

 

    如前所述，單身女性因為教育程度的提高，因而選擇延遲進入婚姻，

繼續追求個體在事業、生活與經濟上的獨立，也因而對婚姻態度的感受較

為負向。因此，教育程度也是影響婚姻態度的重要因素之一。 

國外學者 Spreitzer 和 Riley（1974）的研究中發現，單身女性與較高

的才能、教育程度與職業有關；教育程度高、職業較好的女性較傾向於單

身；相反的，教育程度高的男性則比較不傾向單身。 

李閏華（1993）針對台中市高中、高職、五專及大學中 2,294 位未婚

學生為對象發現，教育程度愈高者，對婚姻態度持較開放的態度。楊翠屏

（1996）的研究也指出，45-49 歲的法國單身人口，高教育程度的女性是男

性的 4倍，因此，教育程度愈高的女性，成為單身的比例愈高。而王蘇茜

（2003）針對鄒族原住民的研究中卻發現，教育程度的不同並不會影響婚

姻態度。 

綜上所述，大部分的研究中顯示，教育程度愈高，對其婚姻態度則抱

持較為開放的態度，而且愈傾向延遲進入婚姻，只有少部分的研究顯示教

育程度對婚姻態度並無顯著差異。 

 

四、家庭結構 

 

    國外學者 Spreitzer 和 Riley（1974）的研究中發現，在單親家庭中成

長的女性較傾向於不結婚。Greenberg 和 Nay（1982）針對 397 位不同父

母婚姻狀況的大學生研究其對婚姻態度發現，來自父母分居或離婚家庭中

的學生對於婚姻持較負面的看法。Booth,Brinkerhoff ＆ White（1984）

的研究也證實，來自破碎家庭的小孩對婚姻較不感興趣，且對婚姻充滿恐

懼。而 Kinnaird 和 Gerrard（1986）的研究則指出，來自雙親家庭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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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性，對婚姻態度較正向。 

    國內如李秋霞（1992）的研究中發現，大學生知覺父母婚姻不合或離

婚者，對婚姻態度較為負向。陳素琴（2000）和王蘇茜（2000）的研究中

也發現，來自完整家庭中成長的個體，婚姻態度較正向。李育忠（2000）

的研究則發現，單親家庭較雙親家庭，對於結交異性朋友的情形較為開放

，對於婚姻較為悲觀、存疑，也較少抱持正向的態度。 

    而部分的研究則發現，不同家庭結構對於個體之婚姻態度並無顯著差

異（張瑞真，2001；戴靜文，2002；蔡淑雯，2004）。 

綜上所述，家庭結構對於個體婚姻態度的影響雖然有不同的結果，然

大多數的研究均顯示，來自雙親家庭成長的個體較單親家庭對於其知覺之

婚姻態度較為正向，對於婚姻也較為樂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