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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一、婚姻態度的重要性

在傳統社會中，婚姻是男女親密關係體現的主要方式，並且在合

法的婚姻關係下，男女組成家庭，使因婚姻而建立的家庭，發揮穩定

社會的功效。但是隨著社會結構的轉變，過去維繫婚姻穩定的傳統規

範迅速流失，例如「男大當婚，女大當嫁」、「離婚是失敗者」，「不結

婚或離婚對不起祖先」等傳統觀念，如今愈來愈被忽視。近年來，有

些成年人已不認為「結婚」是人生歷程中必經的選擇，取而代之的是

單身、同居等不同的生活型態。另外也因為婚姻外在的傳統約束及社

會規範力量愈來愈薄弱，導致年輕男女對於婚姻的認同與感受，有著

急遽的轉變，例如未婚生子，某種程度上或許是不認同婚姻的必要性，

而外遇、離婚的普遍，也可能是因為人們無法維繫長久的婚姻關係，

不能在婚姻中找到快樂的感受，以致於沒有努力地維繫它。這些人們

對婚姻態度的轉變所造成的影響，已部分表現於離婚率的節節上升，

離婚率從民國 73 年的 1.43� 上升到民國 83 年的 2.63� ，甚至於到了

民國 94 年已提升至 5.8� ，幾乎是以每十年兩倍的速率往上提升（內

政部統計年報，2006）。這在在都呈現出當今社會人們對婚姻感受與

看法的改變。

然而，婚姻的重要性可從社會與心理的角度理解，例如，中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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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定義「終身大事」指的就是結婚；而 Erikson 的心理社會發展理論

指出，成人前期的發展著重的是親密關係的建立，以達成愛與隸屬感

的目的，反之則會有疏離感。雖然現代人對婚姻的認知並不盡然相同，

但是，婚姻的確有強化親密關係的功能與穩定社會的功效。所以瞭解

個體對婚姻的態度，有助於維持親密關係的發展與日後婚姻的穩定。

正如同 Greenberg 與 Nay(1982)所認為的，若是知道個體對於婚姻的態

度和行為傾向，就可能瞭解與預測婚姻穩定的因子。這也就是為什麼

美國布希政府為了建立健康婚姻而編列 15 億美元的預算（Amato,

2004）；且在國內方面，愈來愈多人認為，婚前健康的婚姻態度可以

強化婚後的婚姻關係，就像是打預防針一般，所以健康婚姻態度的建

立成為當前婚前教育急欲推廣與傳達的要項之一（李英明，2003），

由此可見，婚姻態度已被視為婚前教育中重要的一環。

整理國內外的文獻後，研究者發現國內婚姻態度的研究，多數的

研究對象是在學學生，從青少年到大學生（李秋霞，1991 ; 李閏華，

1993 ; 黃倩倩，1996 ; 何嘉雯，1998 ; 陳素琴，2000 ; 蘇倩雪，2002 ; 戴

靜文，2002 ,；陳慧娥，2004），或是研究已婚者的婚姻態度（王蘇茜，

2003 ; 劉恆妏，2004），再者是如教師、軍官等公家體系的族群（張

瑞真，2000；蔡淑雯，2003)。而在國外方面，婚姻態度近年來的研究

對象則針對特定族群，如：同居者、同性戀者、未婚懷孕少女、青少

年等對象做研究（Nathaniel, 2004；Marcia, Mclanahan & England, 2004；

Jovana, 2004； Martin, Martin, & Martin, 2001）。綜觀這些研究，很少

以非學生的未婚成年人為對象的，這是研究者認為可惜的地方。既然

對於青少年與大學生的婚姻態度，我們已經有一定的認識，應該可以

更進一步去瞭解身心成熟、經濟獨立、較適合或甚至即將進入婚姻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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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中的年輕人，其婚姻態度跟青少年或大學生有何不同。畢竟在社會

規範與現實生活的考量下，這群人才是真正被期望走入婚姻，或是時

候要表達其對婚姻看法的主角。

根據內政部統計通報(2005)民國 93 年的男性初婚年齡已提高至

31.2 歲，比女性的 27.2 歲高出四歲。而且，民國 94 年 30 歲至 44 歲

的未婚男性人口數達到 67 萬人、女性則有 44 萬人（申慧媛，2004），

上述資料中可看出，男性未婚人口與結婚年齡都比女性高出許多。可

見，探討這群人數眾多未婚男性的婚姻態度是目前的當務之急。因此，

針對未婚男性探討其婚姻態度，了解未婚男性的婚姻態度目前呈現什

麼樣的狀況與變化？又影響其變化的因素為何？這相關的研究是很重

要的。

從國外一些縱貫性的研究可以發現，父母離婚或父母關係不合的

確可能造成子女結婚後對婚姻較沒信心、較缺乏承諾，也較容易有破

碎的婚姻狀況（Amato & Deboer, 2001；Jonsson, Njardvik, Olafsdottir &

Gretarsson, 2000）。而國內，也有一些研究者（李秋霞，1991；李閏華

1993；李育忠，2000；林素妃，2003；蔡恆翠，2004）研究在學學生

知覺到的父母婚姻關係對其「婚姻態度」、「異性交往」、「愛情關係」

和「生活適應」的影響為何。但是也沒有研究指出經濟獨立的未婚成

年子女知覺到父母婚姻關係，是否對其婚姻的價值、選擇、行為傾向

表現等方面還有顯著的影響力。知覺父母婚姻關係是否是影響未婚男

性婚姻態度的原因之一，若非透過研究我們無法很肯定這一點，只有

經由研究才能讓我們有更確切的認知。希望藉由研究的探討與發現，

可以促進兩性進入婚姻關係後更和諧，並且幫助婚前的兩性關係發展

更為順利，作為進入快樂婚姻、健康家庭的良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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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男性性別角色態度研究歷程與其不足之處

自從工業革命以後，婚姻制度與家庭的功能及形式有著急劇的轉

變，尤其是女性在家庭、社會中的地位跟過往比起來更是有很大的不

同。女性可以獨自外出工作，養活自己及小孩，這性別角色的改變，

促使年輕女性有著跟以往不同的生活期待。於是乎，過去幾十年來，

許多研究都把焦點放在女性性別角色態度的研究上。

但是只有研究女性性別角色態度，還是不夠讓我們全方位了解現

今社會男女在性別角色上所發展的情況為何？所以近年來，男性性別

角色的相關研究倍受重視，這是由於認識透過父權體制所形塑出的「男

性特徵」研究，可幫助我們參透「建構男性」的要領與原則，便於「解

構」和「重建」性別的平等（王雅各，1996）。是故，男性研究逐漸

興起，以文學、報導、傳記、或文本的形式問世（王雅各，1993）。

但是這不代表男性對性別角色態度的轉變已經跟女性並駕齊驅，因

為，在社會化過程中，男性比女性在情緒發展上受到更多箝制（周蔚，

1995），如「再哭就是娘娘腔」，或是「功成名就」、「光宗耀祖」、「男

兒有淚不輕彈」、「經濟主要提供者」…等角色期待；以至於男性寧可

犧牲自己的休閒時間、不顧其健康狀況、甚至忽略親密關係，也想爲

取得權勢而努力（陳曉慧，1999）。這樣的狀況若是一再被強化，男

女兩性想要發展良好的親密關係進而進入婚姻，維持穩定的婚姻關係

恐怕是件不容易的事情。不過，縱使傳統枷鎖仍在，男性性別角色態

度的確是慢慢的在轉變了，只是轉變的程度我們不是那麼清楚，而轉

變的過程，是否對婚姻的看法與意向也一併的改變了，則是研究者所

最為關心的。



5

國內有關男性的性別角色態度的研究，大致上可區分為兩個部

分。一個是對已婚男性為主，主題多著重在家庭價值觀、家務分工、

家庭角色、家庭需求等（莫黎黎、王行，1996；賴爾柔、黃馨慧，1996；

王行，1997；莫藜藜，1998）。跟男性性別角色態度有關的論文有：

李思亮（2001）探討已婚男性婚姻品質跟性別角色態度之間的相關性；

陳曉慧（1999）研究國小學童父親性別角色態度、親職角色與親職教

育需求之相關性。

另一個部分則是當研究者欲探討性別角色態度且研究對象為學生

時，就會有男學生與女學生在性別角色態度上差異的比較。例如：羅

瑞玉（2000）研究性別角色態度量表之編制與常模之建立；蘇倩雪

（2002）探討屏東地區高職學生性別角色態度、家庭價值觀與婚姻態

度之研究。

因此，不難發現關於男性性別角色態度的研究亦出現斷層，也就

是針對未婚但非學生的男性性別角色態度研究過於匱乏。這個年齡層

的未婚男性不僅是社會的新興力量，更是未來的中流砥柱，是故瞭解

其性別角色態度是否近年來有隨著社會變遷而改變，是很重要的。以

王行（1997）探討臺灣地區已婚男性對夫妻性別角色觀念的研究來看，

已婚男性固然接受社會變遷所帶來要做個「新好男人」的觀念，但是

在別性角色態度上，仍具有傳統看法，例如他們認為男人的責任還是

在於工作養家，家事責任在於太太，他們只是去幫忙而已，可見男性

性別角色的改變不似女性來的劇烈。Amato 與 Booth（1995）提醒我

們，女性因為教育的提昇、女權主義被積極倡導，性別意識已抬頭，

因此當女性進入家庭、職場後若感覺到性別不公的現象，便可能會對

婚姻關係感到反感。於是乎，到底男性在性別角色態度上沒有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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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變，這樣的轉變可能連帶影響著婚姻態度，也可能影響日後的婚姻

關係適應。研究者期待經由探討未婚男性性別角色態度各層面對婚姻

的必要性、長久性、對婚姻感受與對婚姻意向的影響，來釐清及解決

現代年輕人價值觀的問題，並提供作為婚前教育課程發展的基礎。

  三、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在未婚男性族群上具代表意義

台灣自1990年以來，積極推動高科技產業政策，選定通訊、資訊、

消費性電子、半導體、精密器械與自動化、航太、高級材料、特用化

學及製藥、醫療保健及污染防治等十項高科技產業，作為發展之重點。

2000年產值達到4.6兆新台幣之多，較1991年增1.6倍，高科技產業產

值占製造業產值的比重亦由1991年的35.3%，躍升至2001年54.9%，至

2003年生產總值續增為4.8兆元。國內高科技產業生產總值占製造業比

重亦逐步攀升，近二年已接近五成五，可見台灣已順利邁入以高科技

產業為主的經濟體系（蔡宏明，2004）。

是故高科技產業在台灣的地位可見一般。然而高科技業的特性何

在呢？一般認為，高科技產業就是具有資本密集、技術密集、知識導

向、產品生命週期短、創新需求、成長率高且高風險等特性的產業，

但這樣的認定隨著各國經濟情況不同、發展狀況差異、技術的演進及

時代的變遷，可能也會有所不同。

    高科技產業的定義有許多不同的說法，但可大概分為兩大類，一

類是比較概念性的說法，就產業特徵及條件說或界定某些具有高科技

及市場潛力的產業為高科技產業；另一種是比較數量化的說法，該產

業必須達到某些比例標準才能算是高科技產業。

本研究依據劉姵嘉（2003）的整理，將高科技產業的定義分成四

大類：

1.條件的觀點：成為高科技產業所需要具備某些條件，例如：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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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產業重視創新、研發與科學發現。

2.產業的觀點：從產業的區分方式來定義高科技產業，例如產業包

含通訊、消費性電子、半導體、資訊、電腦及周

邊設備、光電等。

3.數量的觀點：指某個數量化指標必須要達到一定的程度才能稱之

為高科技產業。例如：研發人員的比例、研發經

費占公司總產值的比重、以這兩者為主。再者是

技術創新速度或產業成長率等。

4.綜合的觀點：指有些學者對科技產業的定義是具有某些特質又有

量化性說法的定義。

由以上的定義可知，高科技的產業特性，可能使高科技產業的工

作環境、相關研究或研究人員，彼此產生一特殊關係。形塑成今日我

們對從事科技產業的研發工程師有這樣的的印象：

1. 工作時數方面：工作時數偏高，因為動腦的研發工作使得工作

時數不僅難以固定，更常要加倍時間付出。

2. 人員教育水準方面：研發人員需受過較高的教育，才能應付瞬

息萬變的產業動態，以致力於創新研發相關工作。

3. 工作環境方面：產業需創新使研究技術人員壓力變大，研發經

費的高投入，也代表著高科技業公司對相關研發人員的高期

望。

相對於這些不利的工作條件，於是乎高科技產業為留住人才引申

出「股票」、「分紅」或「福利」等優勢條件吸引住人才。最後，因為

台灣長久以來鼓勵女生念文組、男生念理工，導致在這個產業從事研

發與技術支援等相關工作的女性數量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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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研究者簡單歸納出幾個科技人的特性：工作時間較長、

壓力較大、個人收入較高、學歷較高、存在於男女比例懸殊的工作職

場。於是乎這些特性都直接對他們的生活造成影響，其中研究者最為

關注的部分便是未婚的男性科技人對婚姻的態度。這是因為 2004 年

1111 人力銀行與新竹 IC 之音、愛鄰協會共同合作，透過網路問卷與

立意抽樣的方式，抽取有效樣本 1490 份，希望瞭解科技新貴的感情、

生活現況。於回覆的問卷中發現，有近四成的人目前單身，且無交往

對象（王鵬捷，2004）。這不禁讓人懷疑，到底科技人怎麼看待感情

生活，怎麼會有這麼高的比例是單身，但無論這個調查的正確度為何，

這其實也代表著人們對科技業未婚男性的關心。而研究者更是想進一

步瞭解科技人面對婚姻所抱持的態度為何？畢竟，今日高科技產業未

婚男性對台灣社會是那麼的重要，勢必其面對婚姻的態度將不僅左右

著台灣婚姻市場的發展，更是影響婚姻制度是否還能成為展現台灣社

會穩定發展的因素之一。是故，探討科技業未婚男性的婚姻態度，與

影響其婚姻態度的原因，在研究對象上有代表性。其他像是其父母婚

姻關係與性別角色態度是否對婚姻態度有影響，都是值得進一步探究

的議題。

貳、研究目的

根據上節研究動機，本研究的目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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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瞭解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之性別角色態度、知覺父母婚姻關係及

婚姻態度的現況。

二、探討不同個人背景變項的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其婚姻態度之差異

情形。

三、分析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的性別角色態度、知覺父母婚姻關係與

婚姻態度之相關情形。

四、探討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之不同個人背景變項、性別角色態度各

層面與知覺父母婚姻關係對婚姻態度的解釋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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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研究問題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研究主要探討的問題如下：

一、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之性別角色態度、知覺父母婚姻關係及婚姻

態度的現況如何？

二、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之婚姻態度是否因個人背景差異而有所不

同？

三、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之性別角色態度、知覺父母婚姻關係及婚姻

態度之間的關係如何？

四、探討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之不同個人背景變項、性別角色態度各

層面與知覺父母婚姻關係對婚姻態度的解釋力為何？



11

第三節  名詞釋義

壹、高科技產業

行政院經建會及經濟部對高科技產業定義為：資訊工業、通訊工

業、消費性電子工業、半導體工業、精密機械與自動化工業、航太工

業、特用化學及製藥、高級材料工業、生物技術、環境保護十大工業

（林建甫，2005）。本研究基於性質較接性的考量，以上述的資訊、

通訊、消費性電子、半導體、精密機械與自動化工業等企業作為本研

究的高科技企業範圍。

貳、高科技產業研發人員

依據中華民國科學技術統計要覽（1996）研發人員指科技發展部

門參與研究發展有關之人員，包括研究人員、直接參與或協助研究之

技術人員及支援人員在內。例如：電子工程師、測試工程師、電腦硬

體工程師、軟體工程師、系統工程師、程式設計師等都包括在內。

參、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

    未婚男性指台灣地區未曾結過婚的成年男性。本研究中所指的「高

科技產業未婚男性」乃以北部地區高科技產業的研究人員與相關研發

工程技術人員為研究對象，年齡介於 20～45 歲。

肆、性別角色態度

   性別角色態度是指在現代社會中，人們對於社會文化所賦與的角色

期望或應表現的行為所持的態度。 綜合張春興（1995）、羅瑞玉（2000）
與葉姿利（2002）等人的看法，性別角色態度從家庭、社會及兩性互

動等方向瞭解。

本研究所稱「性別角色態度」係指受試者在研究者自編的性別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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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態度量表的所得分數為操作型定義。本量表包含面向為「家庭內權

利與分工」、「社會能力表現」、「兩性互動與關係」。所得分數愈高代

表其性別角色態度愈傳統規範；分數愈低，代表其性別角色態度愈現

代平權。

伍、知覺父母婚姻關係

「知覺父母婚姻關係」係指成年子女在觀察、感受之父母婚姻關

係的互動情況。本研究「知覺父母婚姻關係」量表主要包含婚姻關係

的「親密程度」與「和諧程度」兩個層面。「父母婚姻關係親密程度」，

指的是夫妻關係的親密性，包含：共同相處、情感表達、分離傾向；

「父母婚姻關係的和諧程度」指的是夫妻關係的和諧性，包含：意見

一致、衝突現象。

受試者於「知覺父母婚姻關係量表」之所得總分數，分數越高表

示其所知覺到的父母婚姻關係越佳；反之，分數越低，則表示知覺到

父母婚姻關係越差。

陸、婚姻態度

本研究婚姻態度係指對「婚姻」這個社會制度下的產物，所採取

特定反應方式的心理傾向（簡明大英百科全書中文版，1988），這樣

的反應方式具有一致性與持久性。是故婚姻態度是個體可知覺到婚姻

的各種性質與特徵，進而對婚姻有所評價或表現愛憎感受，以之為其

願意選擇婚姻的依據，並藉此預測其未來的婚姻行為，用行為傾向展

現其對婚姻制度的認可與承諾（改編自陳素琴，2000）
本研究所稱「婚姻態度」係以受試者填寫「婚姻態度量表」所得

的分數為操作型定義。得分愈高代表受試者的婚姻態度愈正向；得分

愈低代表受試者的婚姻態度愈負向。本量表分為「婚姻的必要性」、「婚

姻的長久性」、「對婚姻的感受」、「對婚姻的意向」等四個方面來探討

未婚男性的婚姻態度。分數愈高表示婚姻態度愈正向，愈低表示愈負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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