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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旨在探討那些背景因素會影響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的性別角

色態度、知覺父母婚姻關係以及其婚姻態度之相關文獻，並進而探討

未婚男性性別角色態度、知覺父母婚姻關係與婚姻態度之間的關係，

以作為設計研究架構、發展研究方法、及分析研究結果的重要參考。

茲分為下列三節：第一節  性別角色態度；第二節  婚姻態度；第三

節  性別角色態度、知覺父母婚姻關係對婚姻態度之相關研究。

             第一節  性別角色態度

壹、性別角色態度的定義

一、性別角色

人類的生理性別屬於上天所形塑賦予的，但伴隨而來的行為模

式、社會期許等內涵，卻強烈地受到社會文化的影響（鄭玄藏，1992）。
不同學科領域對性別角色的定義有助於幫助我們瞭解性別角色，例如

社會學、心理學及人類學使用的性別角色的概念，其意義便不盡相同，

社會學的性別角色偏重人際關係中相互對應、彼此互動時的角色，像

是夫妻、父母、兒女等；在心理學上，性別角色的意義係指一種人格

特質，是個人透過自我的行為表現，以彰顯個體所屬性別的行為型態

及樣貌；而人類學所定義的性別角色，較為強調分工及存續，因此偏

重在男女職位和工作的劃分（鄭淑子，1992）。

不同學者對性別角色的定義，有助於我們進一步瞭解性別角色，

是故以下提出一些學者的看法：

1. Block（1973）性別角色就是一群特質，個人能以這些特質在其所

處的社會中區分男女。

2. Hurlock（1978）性別角色是一個社會所認同可接受的兩性行為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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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chaffer（1980）性別角色是文化所期許的，適合男性或女性。

4. Gilbert（1985）曾論述：「性別角色是指存在於特定歷史或文化情

境中，對兩性分工的規範性期望，和社會互動中與性別相關的規

則。」

5. Cook（1985）性別角色是指個人透過性別形成（sex-typing）的過

程，學得許多與性別有關的人格特質、態度、偏好和行為。

6. Hampson（1986）則認為性別角色是指一性別的個體所參與的活動，

包括人格特質行為。

7. Liebert, Wick-Nelson 與 Kail （1986）認為，性別角色是指社會上

普遍認為適合男性或女性的行為、興趣、態度。

8. 劉惠琴（1981）認為，性別角色是在某種文化下，人們賦予男人

或女人合宜的角色行為，也可以說是文化造成的差異。

9. 李美枝（1992）：性別角色是個體透過自我的行為表現，以明示他

所屬的性別。此種定義是指文化所界定合於特定性別的行為。

10. 張春興（1995）：「所謂性別角色即是指在某一社會文化傳統中，

眾所公認的男性或女性應有的行為，因此性別角色乃是經由行為

組型來界定，而行為組型包括內在態度、觀念，以及外顯的言行

服裝等。」

從定義中可歸納出解釋性別角色最常用的角度是從社會學與心理

學觀點出發，融合這兩個觀點來看性別角色，會讓我們更為瞭解性別

角色所形成的外在歷程與內在特質。

二、性別角色態度

前面一段是指個體在性別角色上的所有外在行為表現與內在心理

特質的呈現，然而「性別角色態度」則較為傾向於表現個體對「性別

角色」的期待、期望與看法。若套上心理學上所謂態度（attitude），
即是指個體對一特定對象人、事、物所持有的評價與感覺（evaluative）
及行動傾向這樣的概念，「性別角色態度」與「性別角色」的不同就

更加明確。

以下羅列國內外學者對性別角色態度的定義，幫助進一步澄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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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角色態度」：

1. Scanzoni 與 Fox（1980）認為性別角色態度（sex-role attitude）是指

在一社會或文化的情境中，個體對男女兩性所期待表現之適當行

為模式及社會對男女兩性合於規範之適當期望。

2. Bielby（1984）認為性別角色態度意指個人在總體上問，何為男女

合適的角色之看法，依性別的不同而對分工、權利、責任會有不

同的性別角色期待。

3. Jonanna（1991）認為性別角色態度是指個體根據生理的性別是男性

與女性之規範與期望的觀點，這些態度如同性別角色的信念會指

引個人心智的架構及對勞力分配概念、工作角色的相對應特質。

4. 林震雯（1993）認為性別角色態度是個人對於與性別有關的分工，

以及對社會階層的一種規範、性向或偏好，意即個人認為合適的

男女角色對兩性行為期望的偏好。

5. 張春興（1995）的看法，將性別角色態度訂為：

（1）性別角色態度指一般人對男性角色或女性角色所持的態度。

（2）指男性或女性本身對自己性別角色態度，為個人對自己身為

男性或女性的看法。

6. 張怡雯（2000）認為性別角色態度是個人根據其對男女適合的行為

劃分所持的觀點，是趨於傳統刻板或是現代平等的性別角色觀。

7. 羅瑞玉（2000）性別角色態度即是指個體對於性別角色有關人、事、

物及概念之認知、情感、行為意向上較為持久的一致傾向。

8. 蔡文山（2001）性別角色態度是指個體對自己所認同或知覺的性別

角色所作的行動傾向之表現，意即對有關兩性之刻板印象程度。

綜上所述，研究者認為性別角色態度指的是男女性在社會上被文

化所期許的特質、行為模式，其涵蓋的範圍很廣，兩性的角色扮演在

教育、工作、婚姻、社會都可能會有所不同。

貳、性別角色態度的面向分析

國內有關性別角色態度的相關研究很多，不同的研究目的，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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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使用的研究方法不同，導致其劃分的依據會有適度的調整，例如，

有些研究者從直接先劃分家庭內或家庭外的性別角色態度，接著將其

他的歸類到刻板印象，是故分成三組；有些則是將職業、能力、兩性

互動等特質歸納成幾個面向討論。是故研究者彙整不同研究的性別角

色態度之面向，如表 2-1-1。
    由表 2-1-1 可得知，我們還是不難看出有幾個共同點，是故以下就

研究者針對「性別角色態度面向」分析成三個部分，分述如下：

一、家庭內性別角色

兩性於家庭內的角色分工一向是研究性別角色態度領域中很重要

的一部分。如葉姿利（2002）、高淑娟（1998）在探討性別角色態度

時，就是從家庭內 vs 家庭外，或家庭 vs.工作為劃分面向的依據。而

在羅瑞玉（2000）性別角色態度量表面向中的「社會權利與分工」其

實也在包含成家庭權利、家庭分工和社會參與等題目，由此可見家庭

內的性別角色是很受關注的。研究者根據此一面向的特性，參酌羅瑞

玉的「社會權利與分工」內涵，改將此一面向的命名為「家庭內權利

與分工」，其涵蓋的內容包括婚姻、家庭關係的權利與分工。

二、家庭外性別角色

在討論家庭外性別角色的內涵時，工作與就業職場的角色展現是

最主要的。而且，家庭外的性別角色更容易被男性所重視。為了強調

男子氣概，男性常經由在社會方面的能力表現特質來展現。雖然羅瑞

玉（2000）與李思亮（2001）建構性別角色態度面向的方法與角度都

不同，但是他們討論性別角色態度內涵時，都有考量個體於現代社會

中所認知到的特質。尤其是李思亮探討男性追求獨立自主、具積極主

動特質這兩個面向，更清楚描繪出男性在家庭外的性別角色態度。而

羅瑞玉也將兩性所應擔負之社會/文化中之性別角色的權利與義務關

係，作為劃分其性別角色態度面向的重要依據。不過要注意的是，羅

瑞玉的「社會權利與義務」這個面向有包含「家庭內的權利與分工」，

本研究將之移至家庭內性別角色討論之。

其他如表 2-1-1 有提到的其他研究者，更是清楚的將家庭外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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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態度劃分成一個重要的面向，如劉恆妏（2003）、葉姿利（2002）
與蔡詩薏（2001）。本研究也依此重要的趨勢，改編羅瑞玉量表的面

向，命名為「社會能力表現」，涵蓋的內容包括工作、就業與個人能

力特質展現。

三、其他

縱使研究者可從每個研究者的研究資料中找出一些探討性別角色

態度時大多會考量的面向，但畢竟不同性別角色態度的研究都有其特

殊性，他們會經由科學的驗證去抽取出合適的成分，然後命名、建立

其性別角色態度的面向。如葉姿利（2002） 與蔡詩薏（2001）就認

為「兩性特質與表現的刻板印象」，是建構其性別角色態度面向中重

要的一環。其他研究者因為研究立場與方法的不同也都將面向有不同

的分類與命名。

胡真萍（1999）與羅瑞玉（2000）在劃分性別角色態度面向時，

有一構面在於比較男女在兩性交往中的互動角色的看法。研究者認為

這個部分對本研究是重要的，因為婚前兩性互動是婚後夫妻性別角色

形塑的基礎，而本研究又是以未婚為對象，所以這個部分有研究的必

要性與特殊性。是故，也是改編羅瑞玉量表的面向，將之命名為「兩

性互動與關係」，內容包含男女互動與兩性在經濟教育上性別角色的

態度。

要清楚分析所有研究者做過的性別角色態度面向不是一件容易的

事，因為每位研究者的研究目的與對象都不盡相同，所以其考量的角

度與呈現的面向也就會有所不同。本研究對象為未婚男性，為了瞭解

其所呈現的性別角色態度和其與婚姻態度間的關係。本研究抽取羅瑞

玉（2000）、高淑娟（1998）、李思亮（2001）、胡真萍（1999）、葉姿

利(2002)等人詮釋性別角色態度意涵的部分內容作為參考依據。

表 2-1-1 國內研究性別角色態度面向與內涵整理

國內作者

年代

題目及對象 性別角色態度面向 性別角色態度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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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作者

年代

題目及對象 性別角色態度面向 性別角色態度內涵

劉恆妏

(2003)
中學教師性別角

色、婚姻態度對其

生涯轉變之研究

(1)兩性平等態度

(2)家庭內角色

(3)家庭外角色

對應於面向的內涵意義：

(1)兩性平等相互配合態度

(2)兩性於家庭內態度

(3)就業職場與工作發展

葉姿利

(2002）
國小教師已婚教師

性別角色態度、家

務分工與婚姻滿意

度之相關研究

(1)兩性能力特質與

表現的刻板印象

(2)兩性於家庭外的

工作性別角色

(3)兩性於家庭內的

角色權利與義務

對應於面向的內涵意義：

(1)家庭外及工作職場上傳

統的兩性角色刻板印象

(2)家庭內角色偏向傳統性

層面

(3)傳統兩性特質、能力等

蘇倩雪

(2002)
屏東地區高職學生

性別角色態度、家

庭價值觀與婚姻態

度之相研究

(1)社會權利與義務

(2)職業興趣與工作

(3)能力特質與表現

(4)兩性互動與關係

涵蓋兩性交往、婚姻、親

職、工作、求學、社交、

家庭關係、經濟與金錢、

權利與社會參與等九大範

疇所組成

羅瑞玉

（2000）
性別角色態度量表

之編製與常模建立

之研究

(1)社會權利與義務

(2)職業興趣與工作

(3)能力特質與表現

(4)兩性互動與關係

涵蓋兩性交往、婚姻、親

職、工作、求學、社交、

家庭關係、經濟與金錢、

權利與社會參與等九大範

疇所組成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續)表 2-1-1 國內研究性別角色態度面向與內涵的整理

國內作者

年代

題目及對象 性別角色態度面向

蔡詩薏

(2001)
家庭生命週期、性

別角色態度、自我

開放程度與夫妻婚

姻滿意度及其差異

之研究

(1)兩性特質與行為

之刻板印象

(2)兩性家庭內角色

(3)兩性家庭外角色

對應於面向的內涵意

義：

(1)從文化、生物、人格

特質探討

(2)從家務分工、養育子

女工作分配、家庭權

力結構進行分析

(3)社會地位認知、就業

機會、教育機會、經

濟因素、政治權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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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思亮

(2001)
已婚男性婚姻品質

相關研究

(1)避免女性化特質

(2)追求獨立自主

(3)具積極主動特質

對應於面向的內涵意

義：

(1)男性在態度、行為舉

止上，要避免表現出

具有傳統女性特質

(2)男性在心理、情感上

要堅強

(3)強調男性冒險精神，

並追求身分地位，以

獲得他人的敬重

胡真萍

(1999)
國小教師性別角色

態度與兩性平等教

育實施態度調查研

究

(1)男女互動

(2)教育

(3)家庭

(4)法律

(5)就業

涵蓋對男女的互動，家

庭內外對男女兩性扮演

的角色態度，法律、教

育社會議題與就業方

面…對兩性的看法。

高淑娟

(1998)
大學教師性別角色

態度與工作投入之

相關研究

(1)家庭

(2)工作

(3)家庭與工作互動

分別測量個人在婚姻、

親職、就業、社會與教

育之相關議題

參、性別角色態度量表的測量

七 O 年代以前，一般人及心理學家對男女角色及人格特質均持有

兩極化（bipolarty）的觀點，視男性化性格與女性化性格為連續向量

的兩極端，男性化性格顯著者，即欠缺女性化特質，反之，女性化性

格顯著者，即欠缺男性化特質。李思亮（2001）整理有關男性的性別

角色測量，指出藉由人格特質的呈現而有效測量其性別角色態度，最

普遍應用的是人格特質量表（Personal Attributues Questionnaire，簡稱

PAQ）（Spence & Heirnreich, 1978）及 Bem 性別角色量表（Bem Sex Role
Inventory，簡稱 BSRI）（Bem, 1974）。這兩個量表之所以常被應用於

探討男性性別角色態度，主要是因其對男性的刻板印象較深，或是適

合男性更甚於女性（McCrearyz, Newcomb, & Sadave,1998)。
國內有些研究者探討性別角色時，也以男、女的性別角色特質來

作為研究的分類依據。例如：李美枝（1981）編制的「性別特質問卷」

或是王慶福（1995）修訂 PAQ-C，將量表分成工具性特質（男性特質）

和表達性特質（女性特質）兩個分量尺，稱之為「性別角色取向」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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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以上的測量主要將性別角色化分為兩極，也就是男性化或女性化

來做探討。然而，本研究認為測量未婚男性的性別角色態度的目的不

在於探討他是呈現男性化特質、女性化特質，抑或是其他。目的在於

探究在所處社會中，未婚男性對男女行為的不同期待，是傳統的還是

現代的。

    而 Jonanna（1991）認為性別角色態度是指一個人對於生物上的特

性中對男性與女性的規範與期望的觀點，這些態度及性別角色的信念

會指引個人心智的架構及對於勞力分配概念、工作角色和不同能力的

相對應特質。這樣的概念才是本研究所認同與關心的重點，於是乎性

別角色態度其實可以從不同角度切入測量。表 2-1-1 針對近年來國內

研究者的性別角色態度量表，呈現其測量對象及面向的差異。由此表

可知，葉姿利（2002）和劉恆妏（2003）以家庭內、外為劃分的依據；

而胡真萍（1999）的性別角色態度量表，則是細分社會的各面向。表

2-1-1 各個研究者的性別角色態度量表的內部一致性的信度都有.80 以

上。然而，這些量表固然都很不錯，但是，其研究對象多為已婚者或

是年輕學子。若是其研究對象為已婚者，則其性別角色態度量表的描

述內容多以夫或妻應該做的事或應該扮演的角色來加以敘述，如高淑

娟（1998）、胡真萍（1999），因此，較為不適用於本研究。另一方面

若是研究對象為年輕學子，則較為適用於本研究，如羅瑞玉（2000）
的「性別角色態度量表」，這是因為它的描述方式多以男性或女性為

主詞，並且其涵蓋的面向較廣，但是，因為羅瑞玉的量表編制就是針

對青少年，這樣一來跟本研究對象「成年未婚男性」就有一段落差存

在，故也不適合直接採用羅瑞玉的量表。

研究者認為，成年未婚男性除了生理上已經成熟外，還需考慮到

其性別角色態度可能因為進入職場後，使得個人固有的價值觀與態度

會有重新思考與改變的機會，所以，個人在家庭中所學得傳統的「男

主外，女主內的」的性別角色態度可能會受到影響，使其改變性別角

色態度（高淑娟，1998）。故本研究無法直接採用上述任何一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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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量表，於是本研究之「性別角色態度量表」會斟酌羅瑞玉（2000）、
葉姿利（2002）、李思亮（2001）、胡真萍（1999）、高淑娟（1998）
等五人不同的「性別角色態度量表」進行修訂。旨在瞭解現代社會，

未婚男性對社會文化所賦予的角色期待或應表現的行為，其所持看法

為何。

第二節  婚姻態度

本節主要的目的在於將瞭解婚姻態度的涵義與婚姻態度面向的內

涵分析，接著討論未婚男性、未婚女性或是已婚男性在婚姻態度上的

不同。然後探討不同個人背景變項，如：年齡、個人個人收入、異性

交往經驗、家庭社經背景、父母婚姻狀況、過去就讀學校科系男女比

例等對婚姻態度的影響。

壹、婚姻的定義

在不同領域的學者對婚姻有著不同角度的定義，分別從法律、社

會、人類學、心理等觀點說明於下：

（一）法學的觀點來看：法學家認為婚姻是男女為共同生活，所

締結之民事契約（徐光國，2003）。
（二）社會學的觀點來看：社會學家認為婚姻是經過公開宣佈和

合法登記，並為社會所認可的一種配偶安排方式（徐光國，

2003）。國外的學者也說，婚姻使兩人在情緒及法律上有承

諾，使其分享情緒、身體親密，不同任務及經濟資源（O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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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 Defrain, 2000）。
（三）人類學的觀點來看：人類學者認為人類的婚姻現象，似乎

是人類面對許多問題時所使用的因應策略，諸如婚姻保障

了嬰孩和其看護者，使其得到照顧與協助；透過婚姻關係

可以提供穩定的性關係，也確保男女之間可以共享食物，

滿足人類各種基本需求。此外，婚姻通常不只是男女兩人

的結合，而是結合廣大人群，藉此提供了持久的聯繫，及

一系列具有廣泛社會意義的連結（李茂興、藍美華譯，

1997）。
（四）心理層面來看：從心理學看婚姻，則認為婚姻並不只是兩

個人的結合而已，其中關係更是婚姻中的要素，而健全的

婚姻關係中，應具有四種基本功能：1.滿足夫妻雙方心理需

求的功能；2.滿足雙方性需求的功能；3.經濟功能；4.繁衍

後代的功能（曾瑞貞，1991）。

以上四個觀點可以很清楚地呈現婚姻的外在形式條件或功能，但

是卻忽略「婚姻」有一個很重要的含意是跟一般親密關係不同的，即

「美好恆久的親密關係」。彭懷真（1996）提出：「婚姻，係為兩性最

美好的和最親密的結合，是需要有社會的認可與規範的關係。」這樣

的解釋，部分說明了婚姻重要的內在意涵，但是，Lamanna 與 Riedman
（1985）才把婚姻兩個元素清楚的指出來，就是永恆（premanence）
及親密（primariness）。

（一）永恆的期待

婚姻在過去一直被認為是永恆的，彼此的誓約要維持一輩子。傳

統中，婚姻一直是實際的社會制度，經濟的安全和子女的教養責任都

需要持久的婚姻。

（二）親密的期待

婚姻包含著對親密的期待，夫妻雙方都有誓約以對方為其生命中

最重要的人物，這項誓約指的是性專一的親密性。嚴格的專一性行為

是出現在傳統社會，以保有父系子系的文化價值。傳統上，結婚戒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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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新郎戴在新娘的手指上，表示對性專一的期待，所以婚外性行為是

不對的。

換句話說，永恆與親密的期待在婚姻的內涵中所扮演的角色是非

常重要的。當我們試著在解釋婚姻的時候，是不可或缺的一部份。然

而隨著時代朝流的變化，人們也漸漸將婚姻所呈現的永恆與親密的內

在意涵拋諸腦後。而傳統婚姻的生物、經濟與社會功能，也慢慢由其

他方式來代替，Bumpass, Sweet 與 Cherlin（1991）指出現在婚姻正面

臨以下的衝擊：1.婚姻不穩定；2.未婚媽媽的增加；3.婚姻中的性忠誠

受到考驗；4.單親家庭的增加。面對這種改變和挑戰，婚姻制度是否

漸趨式微或者會發展出不同的因應面貌，實有必要加強對現狀的了解

進而加以檢討。年輕人是國家的希望，我們期望他們能夠擔負好成人

的責任，其對婚姻的態度實在跟社會根基的穩固有著密切的相關性。

貳、婚姻態度的涵義

一、態度的定義

有關態度的定義很多，大多同意態度是對某特定對象好惡的心理

與行動傾向，如大英百科全書（1988）所載，態度為將事物分為不同

類型，進而反應出其評價的一種心理傾向，是一種假設性的構念。社

會學辭典（1991）指出，態度為對某些有關的對象或情境，以一致的

方式來行動的傾向。

不過很常被國內研究引用的還是張春興的定義，張氏心理學辭典

（1995）綜合指出態度具有以下性質：指個體對人、對事、對周遭的

世界所持有的一種具有持久性與一致性的傾向。此種傾向可由個體的

外顯行為去推測，但態度的內涵並非單指外顯行為。一般咸認「態度」

包含認知、情感、行動三種成份；態度必有其對象，態度的對象可為

具體的人、事、物，也可為抽象的觀念或思想；態度有類化傾向，對

某一單獨對象持正面態度者，對同類對象也傾向持正面態度者，例如

以民主態度對待其子女者，也傾向以民主對其同儕朋友；態度的形成

與文化傳統、家庭環境、學校教育等因素有關，一般相信態度是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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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格特質。

所以綜合以上說法簡單的說，態度包含有認知、情感與行為意向

三個成分。

二、婚姻態度涵義與面向分析

    國內外針對婚姻態度做的相關研究不少，但關於「婚姻態度」之

定義與內涵亦有很多不同的面向，研究者綜合張瑞真（2001）、蘇倩

雪（2002）整理國內外婚姻態度的涵義如表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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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2-1 國內外婚姻態度涵義摘要表

年代 研究者    婚姻態度之涵義

1991 李秋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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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選擇與承諾。

1993 李閏華 婚姻態度之方面有：婚姻必要性、婚姻長久性、婚姻的

感受、結婚的意向與未來婚姻長久的意向。

1994 林淑貞 婚姻與家庭生活態度中提到七個面向：結婚、離婚、婚

前性行為、同居、單身、性忠實、婚姻角色。

1995 謝佩珊 婚姻的必要性、婚姻的長久性、對婚姻的感受、對結婚

的意向、對未來婚姻長久的意向。

1995 單懷聖 婚姻與家庭生活態度中，有關婚姻態度的主要因素有單

身、同居、婚前性行為、避孕、墮胎、結婚、婚姻角色、

離婚。

1996 黃倩倩 婚姻態度是正向或負向的評價及選擇性的行為表現。

1998 劉秀貞 愛情、婚姻與家庭生活態度。去除愛情的部分，婚姻與

家庭生活態度包含：單身、同居、婚前性行為、結婚、

婚姻角色、離婚。

1998 何嘉雯 婚姻態度包含有：婚姻的必要性、婚姻的長久性、婚姻

的感受、婚姻的意向對未來婚姻長久的意向。

2000 陳素琴 婚姻態度包含三個面向：（一）認知層面：婚姻的長久

性、婚姻的必要性（二）情感層面：對婚姻的感受（三）

行為傾向：對婚姻的意向。

2001 張瑞真 婚姻態度包含五個方面：婚姻的評價、婚姻的必要性、

婚姻的感受、婚姻的意向和婚姻的響往。

2000 李育忠 包含婚姻正面觀與存疑觀兩個因素，前者指的是對婚姻

抱持正面看法，後者表示對婚姻抱持懷疑悲觀的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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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2-2-1 國內外婚姻態度涵義摘要表

年代 研究者    婚姻態度之涵義

2002 蘇倩雪 婚姻態度包含婚姻的長久性、婚姻的必要性、婚姻的感

受、婚姻的意向。

2004 蔡淑雯 婚姻態度包含婚姻認知、婚姻情感、婚姻行為。

1982 Greenberg
與 Nay

婚姻態度有正向及負向兩個部分：正向乃指個體對於成

功快樂婚姻有所期待與憧憬；負向指的是個體在婚姻適

應、放棄個人自由、維持單一關係以及對於告別單身生

活有潛在困難的信念。

1987 Long 婚姻態度分成：(一)交往經驗；(二)自己、父母和朋友

預期個體今生會結婚與否；(三)幾歲打算結婚；(四)你
認為自己未來婚姻可能為？(如成功、好的、有趣的、

聰明的、誠實的、有價值的，或是相反)
1991 Heaton 與

Albrecht
婚前的婚姻態度包含「婚姻的喜好」、「認為婚姻是一輩

子的承諾」以及「身為孩子時對離婚接受的程度」

1992 Trent 與
South

婚姻態度用「結婚比單身生活好」、「維持婚姻長久關係

之可能性」來測量婚。

1994 Holman,
Larson 與

Harmer

婚姻態度除了指個體對於婚姻的感覺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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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 Anothony 婚姻態度取決於五個向度：(一)個體對婚姻價值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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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料來源：改自張瑞真(2001)。國小未婚教師性別角色態度、成就動機與婚

姻態度之研究。國立嘉義大學家庭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頁 14。

表 2-2-1 呈現了許多國內外研究者對婚姻態度涵義的不同看法，

其中，研究者認為李閏華（1993）對婚姻態度的定義，指出婚姻態度

須從認知、情感與行為傾向三個層面來解釋，是最為合適的，因這三

個層面是彼此相互關聯的，用來解釋婚姻態度也較為一體。首先認知



28

層面，指的是對婚姻了解的情形，也就是個人對婚姻的認知程度及看

法。就婚姻情感層面而言，是指對婚姻喜愛的程度，由喜歡進而接納

並贊同婚姻的態度。就行為傾向層面來說，是指個人若對婚姻有所認

識，並對婚姻喜愛，就有可能對婚姻有所嚮往與追求，以展現他對婚

姻的認可與承諾。

是故本研究認為婚姻態度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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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藉此預測個體未來對婚姻的行為傾向，用行為傾向展現其對

婚姻制度的認可與承諾。

又因為婚姻態度的內涵容易被切割成幾個面向加以討論，所以瞭

解各研究者以什麼樣不同角度看待婚姻態度，就變得格外重要，以下

依其討論的面向，可分為以下三個部分：

（一）單面向角度探討婚姻態度

「單面向角度探討婚姻態度」意思是指將婚姻態度分成正、反兩

方向評價。例如 Wallin（1954）使用九個題目的婚姻態度量表來調查，

主要區分成對婚姻正向或負向的態度，許多國內外研究者都是採用這

個角度來探討。如：Greenberg 與 Nay（1982）探討代間傳承是否對婚

姻態度有影響，即是用這個角度分析。Kinnaird 與 Gerrard（1986）的

AMS 婚姻態度量表延伸 Wallin（1954）的九個題目，擴充成 14 題，

李秋霞（1991）、黃倩倩（1996）與李育忠（2000）就是沿用 Kinnaird
的題目來分析婚姻態度。

以單面向角度探討婚姻態度的優點是明快且清楚知道個體對婚

姻的評價為何，例如：「我相信婚姻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你

是否曾經想過，自己可能不會有個成功的婚姻？」但缺點是其包含的

內容不夠廣泛且全面，容易忽略一些關於婚姻態度很重要的問題。

另外國外有關婚姻態度的研究很多，有時卻不見得要用量表呈

現，很多研究都只用一、兩個問題來討論其受試者的婚姻態度。如：

日本學者 Katsurada 與 Sugihara（2002）研究國高中生男女分校或合校

對婚姻態度的影響，只問了 1.「渴望結婚嗎？」；又如 Trent 與 S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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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研究兒童時期的家庭結構對子女婚姻態度的影響，只問 1.「結

婚是否比單身好？」；2.「你認為婚姻是一輩子的關係不應該輕易被結

束嗎？」這類簡短的問題，其實也是以單面向角度的方法來評價婚姻，

雖然這樣的研究無法對婚姻態度有很清楚的了解，但是是比較簡易且

有效率的方法。

（二）多面向角度探討婚姻態度

「多面向角度探討婚姻態度」意思是指將婚姻態度這個概念，區

分成多個面向來討論。在國內的部分，有許多研究都是以「態度」的

定義，建構出婚姻態度的多面向。例如：蔡淑雯（2004）與李閏華（1993）
等人就是以「態度」的定義，也就是包含認知、情感、行為傾向三種

成份，來建構婚姻態度的面向，這麼一來，就有較多的面向分別詮釋

婚姻態度。然而，不同研究者在細分這三種成分時，延伸了不同的解

釋。例如：蔡淑雯（2004）只是簡單的將婚姻態度分成婚姻認知、婚

姻情感與婚姻行為;而李閏華（1993）則將婚姻態度中「認知成份」分

成對婚姻必要性的認知與對婚姻長久性的認知兩類，再來「情感成分」

解釋為對婚姻的感受。最後，將婚姻態度中「行為傾向成分」分成，

結婚的意向與未來婚姻長久的意向兩類。何嘉雯（1998）跟李閏華的

看法相類似，也是這樣區分。

陳素琴（2000）與蘇倩雪（2002）則將婚姻態度的行為傾向命名

與解釋為「對婚姻的意向」。而張瑞真（2001）綜合各學者對婚姻態

度意涵之解釋，說明婚姻態度如下：（一）對婚姻的認知：看作個體

對於婚姻所抱持的信念、看法與評價，故分成：婚姻的必要性與婚姻

的評價；（二）對婚姻的情感：解釋為個體對婚姻的感受、好惡以及

對婚姻的憧憬與期待；（三）對婚姻的行為意向：闡述為個體對於婚

姻的反應，故份成婚姻的意向及婚姻的嚮往。

 而在國外的部分，Long（1987）設計有關婚姻態度的量表，分

成四個部分：（一）交往經驗；（二）父母、朋友以及個體自己預期今

生會結婚與否；（三）幾歲打算結婚；（四）你認為自己未來婚姻可能

為何。這概念從 Fishbein 與 Ajzen（1975）而來，他們認為個體的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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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意圖可以預測行為。這樣剛好符合以多面向角度探討婚姻態度的概

念，並且跟國內以「態度」為建構藍本的方式，產生的結果有點類似。

例如，研究者認為「自己、父母、和朋友預期個體今生會結婚與否？」

這個問題代表對婚姻認知的必要性；「你認為自己未來婚姻可能為

何。」這題代表婚姻情感之感受；「幾歲打算結婚」這題代表婚姻的

行為意向。故也將 Long（1987)的婚姻態度調查內涵分析歸類於此。

除此之外，國外有些針對特殊的研究對象來探討他們的婚姻態

度。例如 Holman,Larson 與 Harmer（1994）針對已訂婚但未結婚的情

侶調查婚姻態度，是故其探討的面向也會比較多元。因為已經訂婚的

受試者代表有意願進入婚姻，所以研究的面向就被分成：（一）個體

在經濟上的準備；（二）情感上的準備；（三）性方面的準備；（四）

婚姻角色的準備；（五）進入婚姻所需時間上的準備。

（三）擴張婚姻態度的面向跟家庭生活態度合併

林淑貞（1994）、單懷聖（1995）與劉秀貞（1998）都將婚姻態

度跟家庭生活態度一起討論，所以其包含的層面就很多樣，內涵有：

「結婚」、「離婚」、「婚前性行為」、「同居」、「單身」、「婚姻角色」。

上述六項是林淑貞等三人皆有提到的，不同之處在於「避孕」與「墮

胎」則是單懷聖增加的，而「性忠實」則包含在林淑貞討論的面向中。

以上這些層面雖然都跟婚姻有關，但是其組成的架構有點零散，很難

抓的住重點，所以討論起來會比較複雜。

綜覽上述，研究者認為 Wallin（1954）等人以「單面向角度來探

討婚姻態度」這樣的方法較為不完整，因為這樣就無法以清楚且簡短

的字句描述何為婚姻態度。如果是以「多面向角度探討婚姻態度」，

則婚姻態度的意涵容易被清楚的分類說明之，也就是說，以不同組合

的面向來說明婚姻態度，會令人比較容易抓到重點。所以本研究用「多

面向角度探討婚姻態度」為建構婚姻態度的意涵。

於是，到底哪幾個面向適合作為本研究婚姻態度的面向組合呢？

研究者認同陳素琴（2000）、蘇倩雪（2002）採用「婚姻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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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的長久性」、「對婚姻的感受」、「對婚姻的意向」這四個面向來

解釋婚姻態度的內涵，除了因為這四個面向可以簡單且清楚的呈現婚

姻態度的涵義外，並且它們都是從「態度」這個概念延伸出來的。但

是，若態度可分為認知、情感、行為傾向三個層面描述，那為何婚姻

態度會有四個面向呢？主要是因為「認知」一詞可解釋成信念與主觀

規範（Fishbein & Ajzen，1975），是故可在認知層面分成兩個部分：

1.婚姻的必要性

Anothony（1999）認為婚姻態度包括個體對婚姻重要與否之看法。

一個人對結婚的信念為何，與其認為婚姻有沒有必要性是息息相關

的。

2.婚姻的長久性

Heaton & Albrecht（1991）提到「婚姻是一輩子的承諾」這樣的

概念，他們當時用這來測量受訪者婚姻長久性的認知。可見，婚姻的

長久性是社會所建構出來的主觀規範，個體對婚姻長久性的認知，將

會影響其婚姻態度。

而其他研究者有提到的其他面向，如「婚姻的響往」與「婚姻的

評價」，本研究不予採用的原因是婚姻的意向本身就會有「響往」的

意涵在裡面，不需要特別提及；而「婚姻的評價」這一詞研究者認為

意義同於對「婚姻感受」這個面向，所以也不需加以區分出來。另外，

像是 Holman 等人（1994）提到婚姻態度包含個體對於進入婚姻所需

的準備，是因為其研究對象都是已經訂婚但是未結婚的年輕戀人，跟

本研究的對象有不同，所以不考慮直接採用其定義。不過，研究者認

為探討個體對婚姻的準備態度方面也很重要，諸如：進入婚姻所需的

時間或經濟上的準備。所以將此放進婚姻態度操作形定義中「行為傾

向」層面中的對「婚姻的意向」面向。之所以將之歸類於此，是因為

婚姻態度中的行為傾向指的是：「個人若對婚姻有所認識，並對婚姻

喜愛，就有可能對婚姻有所嚮往與追求。」（李閏華，1993）。是故個

體對婚姻有所嚮往或追求，才會去考量自身進入婚姻時間或經濟上的

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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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覽上述各學者對婚姻內涵的解釋與面向的分析，研究者從婚姻

態度的認知、情感與行為傾向三個層面來構思，再延伸國外學者Holman
等人提到的內涵為本研究婚姻態度涵義的的依據，組織成：

（1）認知層面：婚姻的必要性、婚姻的長久性

（2）情感層面：婚姻的感受

（3）行為傾向：對婚姻的意向

總之，簡單的說，本研究婚姻態度的四個面向各為：婚姻的必要

性、婚姻的長久性、婚姻的感受與對婚姻的意向。

參、影響未婚男性婚姻態度的相關因素

要了解未婚男性的婚姻態度，必須知道其在社會情境脈絡下的相

對位置，是故首先比較男性與女性對婚姻態度的差異。再來就婚姻狀

態的不同分析未婚男性婚姻態度。然後，探討本研究想進一步分析的

各個影響因素。

一、兩性的婚姻態度

    對於婚姻態度男女兩性究竟是否相同呢？蔡淑雯（2004）針對軍

官的研究發現，男性自願役軍官其婚姻態度較女性字願意軍官來得正

向;張瑞真（2001）針對國小教師的研究發現，男性國小未婚教師的整

體婚姻態度比未婚女教師來的正向。其他針對學生的研究，像是何嘉

雯（1998）、黃倩倩（1997）與李秋霞（1991）均發現男生比女生的

婚姻態度較為正向。林淑貞（1994）的研究也認為大學的男學生比女

學生抱持比較傳統的婚姻態度，意指女性所認同婚姻角色態度是較為

平等現代的。李閏華（1993）的研究以較廣泛的年齡層及不同學制的

學生為研究對象，其中包括高中、高職、五專與大學生，發現在對婚

姻的必要性、長久性、感受和結婚意向上的態度，男生均較女生贊同。

     然而國外方面研究，男女兩性對婚姻態度有不同的研究結果。Salts,
Seismore, Lindholm 與 Smith（1994）針對大學生的研究發現，女性大

學生比男性大學生持較正向或接受的婚姻態度，且更具平等婚姻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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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Long（1983）針對未婚且平均年齡 19 歲的女大學生研究結果顯

示：將來會結婚的意向偏向肯定，但是要在 26 歲以後才願意進入婚

姻。Blaojevic（1989）以青年學生為對象，亦發現對婚姻呈正向看法

的女性較男性多，對婚姻持負面看法的女性比男性少。上述的研究結

果認為女性的婚姻態度較男性為正向。

    然而，有些研究則持不同的看法。Thornton 與 Young-Demarco
（2002）家庭議題態度回顧中指出 1957~1972 之間美國人對婚姻負面

的想法大增，認為婚姻是被限制住的，且晚婚的趨勢增加。尤其男性

高中生認為結婚的人比較不快樂，且認為 1990s 的人比起 1980s 的人

在婚姻中更為不快樂。Amato（1988）和 Trent 與 South（1992）的研

究都認為男性的婚姻態度較女性為正向，這和 Bumpass 與 Sweet
（1990）的研究結果相同。這可能是因為因女性近年受性別平等觀念

影響，所以對傳統婚姻價值及態度也跟著改變，女性對婚姻態度就不

似男性那麼重視與贊同。

     從以上國內外研究看來，我們無法確切的說究竟是男生的婚姻態

度較正向還是女生。過去很多人認為，因為現代女性受教育機會大大

的提升而改進了其社經地位，擺脫了傳統依靠男人才能夠生活的處

境，所以不再那麼需要婚姻，是故對婚姻的態度偏向負面。然而研究

者認為，男性過去在婚姻中一直處於比較有利的一方，因為社會允許

他「主外即可」，家裡面的事由女性擔負，這樣一來「結婚」不僅令

男人卸去了傳宗接代的壓力，更可能在家庭事務及經濟上多了一個好

幫手，也就比較認同婚姻。但無論如何，上述的文獻還是不足以讓我

們理解目前未婚男性對婚姻的態度為何。

二、不同婚姻狀態對婚姻態度的影響

    黃馨慧（2000）在臺灣成年男性婚姻觀及其家務參與之研究中，

採集 1996 年「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公共調查資料庫中

第三期第二次的問卷題目，彙整成婚姻觀的四個子項，其中「婚姻態

度」這一個子項，所含題目為：「不一定要有愛情才能結婚」、「我們

不需要把婚姻看成一輩子的事」、「單身父親/母親也和一般的夫妻一樣



34

能把孩子教養好」。研究對象是台灣已婚男性 817 人和未婚男性 191
人，而研究發現，未婚男性的婚姻態度較已婚男性的婚姻態度來的現

代，也就是說他們對於婚姻的態度在認知上不若傳統般認為婚姻是兩

人堅定不可移的愛情證書。

王蘇茜（2003）研究鄒族人的婚姻態度，結果顯示未婚者較已婚

者傾向於具有現代性的婚姻態度，不過這個研究分析結果時並沒有再

去區分男女性別，未婚男性或女性之婚姻態度是否還有差別。

過去的婚姻狀態，多半指已婚或未婚。然而現代多元化的社會，

存在著各式各樣不同的婚姻型態。例如：同居、生子後維持親密關係、

或生子後不維持親密關係等。Waller 與 Mclanahan（2005）研究未婚

對偶對婚姻期望之看法。這個研究是從美國二十個城市中，針對在孩

子出生後卻沒有結婚的對偶研究。研究對象可依親密關係情況之不同

分成下列三類：

1.有 12%的對偶在孩子出生後的 18 個月以內，結婚了；

2.有 60%的對偶在孩子出生後的 18 個月以內，仍維持親密關係；

3.有 29%的對偶在孩子出生後的 18 個月以內，對偶分離。

研究結果發現，男方對婚姻的觀點，在這樣的關係中很重要，男

方愈認真看待他們的關係，則未來就愈容易進入婚姻。

比較不同婚姻狀態對婚姻態度差異的研究較少，不過或多或少還

是可以了解到，已婚者有可能會因為已經受到婚姻的約束，對於婚姻

的態度還是較為正向。但綜觀以上文獻，我們還是無法很肯定的說，

未婚男性的婚姻態度就是比較負向，也不知道未婚男性對婚姻態度的

正面或負面看法其背後的影響因素為何？所以無論是就已婚、未婚或

比較男女兩性對婚姻所抱持的態度，仍無法得到一致的結果。

三、年齡對婚姻態度的影響

黃迺毓（2001）依台灣地區的統計，未滿 35 歲之未婚成人有結

婚意願者佔 79.08%，但是 35 歲以上受訪者有意願結婚的驟降了有 15%
左右，只剩下 64.43%，顯示年齡層愈高，結婚的意願也愈低。過去研

究的對象比較著重在女性，並探討年齡跟婚姻態度之間的關聯，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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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和敏（1993）在其所著「不婚三部曲」中指出，不同年齡層的女性，

在婚姻態度上會有所轉變。女性在 25-28 歲之間，是婚姻的期盼期，

有潛力和希望可以結婚；29-34 歲之間是尷尬期，傳統觀念中希望能

兼具事業與婚姻；35 歲以後，是安心期，過了這年紀結婚已不是那麼

重要了。謝佩珊（1995）針對國中未婚女教師婚姻態度與生活適應的

研究中也發現類似的結果，年齡愈大的未婚女教師對於婚姻的負向感

受較多，也比較不那麼在意結不結婚，相對結婚的意願變低。

但 Trent 與 South（1992）及李閏華（1993）的研究中顯示年齡愈

大，對婚姻持較傳統及正向的態度。而李秋霞（1991）、林淑貞（1994）
與蔡淑雯（2004）的研究中則都發現，年齡在其婚姻態度上並無差異

性存在。以上研究所出現的差異，可能是因為李閏華、李秋霞與林淑

貞等人的研究對象都是以學生為主，年齡範圍在 15~25 歲左右。尤其

李秋霞與林淑貞的研究都是大學生為主，年齡上無太大的差異，故呈

現不出年齡對婚姻態度的影響。

本研究對象鎖定在非學生的成年未婚男性，年齡可能在 25~40 歲

之間，年齡層分布較廣，目的在於探究不同年齡層的未婚男性其婚姻

態度為何？是否跟女性一樣會依年齡而分階段對婚姻態度產生不同的

看法，就像張瑞真（2001）針對國小未婚教師的研究中發現，相對於

年齡小於25歲的教師，26~30歲的教師才會認為有進入婚姻的必要性。

本研究欲探討年齡的差異是否使未婚男性對婚姻態度的有所不同？

四、個人收入對婚姻態度的影響

    國內少有研究個人收入對婚姻態度的影響，這可能是因為過去研

究婚姻態度的對象多以學生為主，學生個人收入較為不穩定，學生一

般也不被期許有足夠的收入。而另外像是張瑞真（2001）或是謝佩珊

（1995）的研究對象為教師，教師的收入沒有多大的差異，就不太需

要拿出來做比較。唯一蔡淑雯（2004）研究國軍至願意軍官的婚姻態

度時，發現個人收入愈多其婚姻態度愈負向。國外方面，Koball（2004）
的研究是採用美國國家教育統計中心在 1980~1992 期間所蒐集的資

料，分析後發現男性若是收入較低對婚姻有負面的影響，無論是在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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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男性身上或是年長男性身上。這指出收入的確會影響個體進入婚姻

的意願。收入穩定及收入高的男性比較願意去結婚。和低工資的男性

面談後發現，因為他們渴望成為家庭的主要家計提供者，但是他們又

認為自己承擔不起，所以寧可不結婚。

雖然說個人收入跟男性婚姻態度的相關研究較少，但是，個人收

入或是經濟地位與擇偶和異性吸引上的相關研究數量就不少。陳雅麗

（2001）有關擇偶歷程的研究發現，「財」在演化論擇偶觀中扮演了

重要的角色，因為女性在擇偶時重視男性的社經地位，所以陳雅麗的

研究中提到男性之月收入與戀愛的次數有正相關之結果，顯示男性的

社經地位在吸引異性的效力上，可能發揮效果。

過去有較多收入的男性在婚配市場上是比較吸引人的（Lichter,
McLaughlin, Kephart, & Landry, 1992；South & Lloyd, 1992；Wilson,
1987）也有學者認為結婚是男人用優勢經濟換取女性家事的提供

（Becker, 1981）。而今，許多年輕女性在經濟上可以獨立自主，所以

男性的收入之於婚姻的意義可能與過去不一樣了，但是對男性自己而

言，個人收入的多寡跟其婚姻態度或願意進入婚姻的時機，是否有著

關鍵性的影響是研究者極欲探究的。

五、異性交往經驗對婚姻態度的影響

    與異性交往的行為與經驗可作為選擇婚姻對象的參考與適應婚姻

生活的準備（郭明雪，1988）。林淑貞（1994）研究發現，與異性交

往的經驗會影響對婚姻的認知，有固定男、女朋友的大學生比有很多

異性朋友、沒有異性朋友及有少數異性朋友的大學生，對於婚姻態度

較趨保守且肯定，亦即較接受婚姻。單懷聖（1995）研究台北市高中

學生婚姻與家庭態度，結果發現有固定異性朋友的男生較有許多異性

朋友的男生，在婚姻角色和離婚方面的態度較為傳統。謝佩珊（1995）
發現，有戀愛經驗的未婚女性婚姻態度較正向，而有論及婚嫁男友的

未婚女性其婚姻態度最正向，反之，沒有異性交往對象的女性其婚姻

態度較為負向。陳素琴（2000）研究阿美族中學生的婚姻態度與擇偶

條件，結果顯示阿美族中學生的婚姻態度與其異性交往經驗無顯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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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存在，這可能是因為他們年齡尚小，還沒有仔細考慮婚姻。江宜倩

（2001）以質性研究的方法，探討未婚男性婚姻觀，其研究對象認為，

戀愛經驗是一種學習的過程，並期待戀情順利時能步上紅毯、走入婚

姻。

    由此可知，異性交往經驗跟婚姻態度有著一定程度的相關性，但

是，因為每個研究對異性交往的定義不盡相同，討論的內涵也不一致，

所以，本研究將進一步探討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的異性交往經驗是否

影響其婚姻態度。

六、家庭社經地位對婚姻態度的影響

    許多學者認為原生家庭的經驗會影響個人的婚姻態度（Larson,
Benson, Wilson, & Medora, 1998）。因此欲瞭解一個人對婚姻所持的態

度，則原生家庭的影響力是不可忽視。

Demo 與 Acock（1988）認為高社經及高教育水準的父母會有較「民

主自由的個性」（liberal personalities），而低社經、教育水準或有高宗

教信仰之父母其價值觀便傾向順從、權威。也就是說，高社經的父母

其家庭態度較為非傳統。Amato（1988）也發現父母親的教育程度愈高，

則子女的家庭價值觀愈非傳統。而林淑貞（1994）的研究結果指出家

庭社經地位愈高之大學生，其對婚姻與家庭生活態度則愈不傳統。

相反地，Trent 與 South（1992）分析高社經家庭其家庭氣氛通常

較和諧，而對婚姻也較持樂觀開放的態度，故影響子女對婚姻有較正

向的看法，而高社經家庭對於離婚及未婚媽媽持接受態度，這可能是

因高社經父母本身不具傳統態度有關。單懷聖（1995）研究高社經家

庭的高中、職學生婚姻與家庭生活態度，發現中高家庭社經地位的學

生較低社經家庭的學生為傳統，特別是墮胎與婚姻角色方面。

    雖然，上述的研究結果不太一致，不過大抵傳達了一個概念，父

母的社經水準愈高愈容易讓孩子有較為開放的價值觀，當然也會影響

子女的婚姻態度，不過，究竟是何種影響，可能跟每個研究問的問題

有關，所以本研究將進一步探討其差異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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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過去就讀學校科系男女比例對婚姻態度的影響

國內有許多大學的男女比例並不平均，尤其很多以理工科為主的

學校，例如：交通大學或清華大學，其校園中的女性很少，就算有也

多集中於外語或管理學院，理工學院的女生多半少的可憐。然而，這

樣男女比例不均的學校環境，卻孕育出台灣許多高科技產業的研發人

員，以致於研究者認為未婚男性過去就讀學校或科系男女比例的差

異，可能導致男生跟女生相處的機會與時間相對變少，進而影響未婚

男性的婚姻態度。所以研究者認為，這些高科技產業的未婚成年男性

過去學校環境的不同會影響其產生不同的婚姻態度。

國內沒有研究比較過去就讀學校是男女合校或男女分校對婚姻態

度的影響。而國外方面日本學者 Katsurada 與 Sugihara（2002）探討男

女分校或合校對性別角色態度及婚姻態度的影響，研究指出讀女校的

女性比讀男女合校的女性渴望結婚的年齡較晚。而且會有一些就讀女

校的女生其性別角色呈現男性化的特質，這些有男性化特質的女生較

希望晚一點結婚。

     綜上所述，影響婚姻態度的成因尚未有定論。所以過去國內有許

多研究也都試著探討不同因素對個體婚姻態度的影響，相關的影響因

素包括有：性別、年齡、年級、個人收入、排行、婚姻狀況科系類別、

宗教信仰、教育程度、異性交往經驗、家庭結構或家庭狀況、父母婚

姻狀況、親子關係、家庭社經地位、家庭氣氛、父母婚姻和諧度。但

是，至今仍然沒有一致的結果，可能原因是對象選取的不一，亦或是

有其他因素，這點研究者很難加以判定，但是研究者將相關資料整理

如表 2-2-2，方便讓日後對婚姻態度領域有興趣的人，更容易有簡便

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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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 國內不同背景變項對婚姻態度影響情況分析表

年
代

作
者

自
變
項
：

對
象

性
別

年
級

年
齡

個
人
收
入

排
行

婚
姻
狀
況

科
系
類
別

宗
教
信
仰

教
育
程
度

異
性
交
往
經
驗

家
庭
結
構
或
狀
況

父
母
婚
姻
狀
況

親
子
關
係
︵
童
年
時
︶

父
母
婚
姻
和
諧
度
度

父
母
或
家
庭
社
經
地
位

家
庭
氣
氛

2004 蔡淑雯 軍官 ˇ

＊

ˇ ˇ

＊

ˇ ˇ ˇ ˇ

＊

ˇ

2003 王蘇茜 鄒族人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

ˇ ˇ

2002 戴靜文 青少年 ˇ

＊

ˇ

＊

ˇ

2002 蘇倩雪 屏東地區

高職學生
ˇ

＊

ˇ ˇ

＊
2001 張瑞真 國小未婚

教師
ˇ

＊

ˇ ˇ

2000 陳素琴 阿美族中

學生
ˇ

＊

ˇ ˇ ˇ ˇ ˇ

＊

ˇ

＊

ˇ ˇ

1998 何嘉雯 台北縣市

大學生
ˇ

1996 黃倩倩 台北縣市

大學生
ˇ ˇ ˇ ˇ ˇ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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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代

作
者

自
變
項
：

對
象

性
別

年
級

年
齡

個
人
收
入

排
行

婚
姻
狀
況

科
系
類
別

宗
教
信
仰

教
育
程
度

異
性
交
往
經
驗

家
庭
結
構
或
狀
況

父
母
婚
姻
狀
況

親
子
關
係
︵
童
年
時
︶

父
母
婚
姻
和
諧
度
度

父
母
或
家
庭
社
經
地
位

家
庭
氣
氛

＊ ＊

1995 謝佩珊 國中未婚

女教師
ˇ

＊

ˇ ˇ ˇ

＊

ˇ ˇ ˇ

＊

ˇ

＊
1993 李閏華 台中市學

生
ˇ

＊

ˇ ˇ

＊

ˇ ˇ ˇ

1991 李秋霞 大學生 ˇ

＊

ˇ ˇ ˇ ˇ

＊

ˇ

＊

ˇ

＊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ˇ代表有此變項的研究，＊表對整體婚姻態度呈現顯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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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性別角色態度、知覺父母婚姻關係對

婚姻態度之相關研究

    本節主要目的將瞭解未婚男性性別角色態度、知覺父母婚姻關係

對婚姻態度之相關研究。首先，探討有關知覺父母婚姻關係對婚姻態

度的研究，最後再探討有關性別角色態度對婚姻態度的影響，滋分兩

個部分討論之。

壹、知覺父母婚姻關係與婚姻態度之相關研究

從社會學習論來看，父母是子女學習模仿的楷模，子女會透過模

仿、類化等行為機制或認知基模的認知機制，學習到父母的各種態度

與價值觀，亦即原生家庭的特徵是會複製到下一代。為瞭解知覺父母

婚姻關係與婚姻態度之間的關係，將從下列幾個部分來加以說明，首

先將介紹婚姻關係的基本概念，繼而說明其測量，最後瞭解父母的婚

姻關係對子女婚姻態度的影響。

一、婚姻關係的基本概念

婚姻關係常用穩定（stability）與品質（quality）來衡量關好壞，

婚姻關係愈是穩定與品質愈好，則表示婚姻關係與愈好（李閏華，

1993） 。

（一）婚姻穩定（marital stability）

係說明婚姻是否完整的持續性概念，也就是非正式或正式制度

下，所呈現婚姻完整與不完整的情形（Lewis & Spanier,1979）。例如

離婚是正式的不完整（不穩定）婚姻關係，一般合法而維持一生的婚

姻均是正式而完整的（穩定）的婚姻關係，離家出走則屬於非正式不

完整的（不穩定）不穩定的關係。同居則是屬於非正式完整（穩定）

的婚姻關係。換言之，婚姻關係的穩定與否即是婚姻關係是否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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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用正式與非正式的制度加以區分，指的是婚姻關係的結果。婚姻關

係的結果常被用來衡量婚姻關係的好壞，因此婚姻關係離異與否是非

常重要的指標。然而，穩定的婚姻關係並不表示品質也愈好，所以還

要從一個「婚姻品質」的角度來探討婚姻關係。

（二）婚姻品質（marital quality）

包含衡量婚姻關係內容的各種指標，例如婚姻滿足程度、溝通、

角色緊張、衝突…等（Lewis & Spanier, 1979）簡單說，婚姻品質是對

配偶關係主觀的評估，它由許多不同特質所呈現的連續現象所組成

（Johnson, Amoloza & Booth,1992）。這些現象可能是溝通適不適當、

有沒有幸福感、對關係滿不滿意等混合的指標。

    婚姻關係包括婚姻品質與婚姻穩定兩個層面，婚姻穩定是個結果，

婚姻品質的好壞才是描述婚姻關係內涵的重要層面。

二、婚姻關係測量的內涵

測量婚姻關係的方法很多，可從幾個不同的名詞概念去考量其應

有向度與內涵，瞭解不同概念的涵義也可幫助我們澄清知覺父母婚姻

關係應測量的內涵，我們以下就最常見的分析如下：

（一）婚姻適應

婚姻適應是探討婚姻整體感覺的一個概念，它不只涉及個人對婚

姻的主觀觀點，同時也探究個人如何看待他與配偶之間的關係。

（Gelles,1995）。而 Spanier（1976）發展 DAS（Dyadic Adjustmant Scales）
配對適應量表，這量表分為五個次量表，有反應整體適應的量表，有

對目的、目標及事物重要性的一致程度，也有測量爭吵頻率的滿足量

表，還有測量平靜地討論事情的凝聚力量表，及情感表達量表。

（二）婚姻滿意

一般來說，婚姻滿意度即是個人對整個婚姻狀態的主觀評估

（Olson, McCubbin, Barnes, Larsen, Muxen, & Wilson,1983）。Snyder,
Wills 與 Keiser（1981）最早發展婚姻滿意的測量向度，指出評量婚姻



43

關係有幾個重點。如：情感表達與共同相處即是夫妻間親密的指標，

而因金錢、子女引起的衝突，亦是重要變項（引自蔡恆翠，2004）。。

郭孝貞（1988）研究結果顯示較滿意的婚姻關係包括對性關係的滿意、

經濟狀況、家事的分擔、民主式的討論家庭的決策、長期親密的情感、

共同的生活態度和理想、共同自我實現的目標。曹中瑋（1985）以張

春興的婚姻五經論為編制基礎，分為五個分量表，分別測生物面、經

濟面、社會面、心理面、哲學面等五個層面測量婚姻的滿意程度。另

外沈瓊桃（2002）的多面向婚姻滿意量表，面向包含單面向婚姻滿意

度量表、價值觀、溝通與衝突解決、個人特質、彈性程度、親密程度、

財務管理、休閒活動、性愛關係、子女教養、親友關係、性別角色反

應心向量表等 13 個面向。Boal, Peterson, Farmer, Mann & Robinson
（1982）更曾以三種不同的方式進行婚姻關係的研究，使用的方法為

面談、問卷調查以及衝突情境的模擬，施測對象為夫妻本身，過程中

同時收集量、質化的資料，可見要有效測量到婚姻關係的品質與內涵

不是一件簡單的事。

不過，本研究要瞭解子女知覺到的父母婚姻關係，可以將範圍聚

焦於婚姻關係的親密與和諧程度，例如上述的沈瓊桃（2002）的多面

向婚姻滿意量表、Snyder, Wills 與 Keiser（1981）的婚姻滿意測量（引

自蔡恆翠，2004）與 Spanier（1976）發展 DAS（Dyadic Adjustmant Scales）
配對適應量表都有測量夫妻間的親密與和諧程度。

三、成年子女知覺父母婚姻關係之測量

由上一段探討婚姻關係的內涵中可發現，並無一致的定義，也沒

有一致的測量工具。研究者認為，在探究父母婚姻關係對成年子女的

產生的影響時，由於受影響對象是子女，所以應該由子女的角度來評

量父母的婚姻關係，才能了解父母婚姻關係在子女成長過程中所造成

的影響。是故，有些用來測量婚姻關係的面向，便不適合用於子女知

覺父母婚姻關係上來使用。例如，1. 沈瓊桃（2002）的多面向婚姻滿

意量表中有「性愛關係」，性愛關係這個面向太過私密子女無從得知；

2. Spanier（1976）的 DAS 配對適應量表中有測量夫妻婚姻關係的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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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力，凝聚力以內心感受為主，子女也很難了解。所以，李閏華（1993）
整理有關婚姻關係的文獻（包括婚姻滿意、婚姻品質、婚姻適應、婚

姻成功、婚姻穩定等），選擇以子女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親密程度、

和諧程度討論對子女婚姻態度的影響。

張春興（1991）指出知覺是認知的一部分，對於感官得來的訊息

給予分析與解釋，乃屬於心理歷程。人們對於環境事務的知覺，並非

只是單純的對環境中客觀事實的客觀反應，而是帶有相當成分的主觀

意識與解釋，知覺經驗的獲得最重要即是靠個人對引起知覺刺激情境

的主觀解釋。所以基於張春興對知覺定義的解釋，研究者參考李閏華

（1993）子女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角度來定義，作為本研究成年子女

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註解。

李閏華（1993）知覺父母婚姻關係量表，以婚姻關係的和諧程度

與親密程度來探討，以下分別敘述之：

（一）父母婚姻關係親密程度

    指的是夫妻關係的親密性，包含三個向度：共同相處、情感表達、

分離傾向。

1. 共同相處：指夫妻彼此的興趣、休閒、社交等方面共相處的現象。

共同相處的頻率愈高，表示夫妻愈親密。

2. 情感表達：指夫妻間口語及非口語情感表達的行為。情感表達的行

為越多，表示夫妻越親密。

3. 分離傾向：即指夫妻分開分離的現象。分離的現象愈多，表示夫妻

越疏離，亦越不親密。

（二）父母婚姻關係的和諧程度

    指的是夫妻關係的和諧性，包含兩個向度：意見一致、衝突現象。

1. 意見一致：指夫妻對生活中人、事務的看法一致程度。看法越一致

表示夫妻越和諧。

2. 衝突現象：指夫妻間口語及非口語的衝突行為。衝突行為越多，表

示夫妻越不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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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知覺父母婚姻關係對子女婚姻態度的影響

（一）父母婚姻和諧度對子女婚姻態度的影響

許多研究都指出父母婚姻關係對子女的婚姻態度有所影響（李閏

華，1993；Amoto,1996；Flewelling ＆ Bauman, 1990；Jones et al.,
1995）。林淑貞（1994）發現家庭氣氛與大學生的婚姻態度有正相關，

家庭氣氛愈和諧者其婚姻態度愈保守。王竹美（1994）發現父母婚姻

不和諧對子女的婚姻有負面的影響。Richards 與 Willis（1976）的研

究亦發現，父母婚姻的不愉快會影響子女產生浪漫親暱的關係，這是

因為害怕情緒上被傷害，或是陷入充滿衝突的關係中（轉引自楊雅惠，

1995）。Coleman（1985）等人研究發現，生長在雙親家庭且家庭互動

成正向和諧關係者，其子女比較尋求有價值且健全的異性交友經驗。

 卓紋君（1999）的研究亦發現，成年子女若看到父母愈常使用

整合式溝通，他們就愈對婚姻持正面肯定態度。父親愈常使用情緒攻

擊，其子女對離婚愈持肯定態度；父親若欲使用逃避來因應婚姻衝突，

其子女對婚姻越持肯定態度，對離婚較持不肯定態度。

（二）父母婚姻衝突對子女婚姻態度的影響

戴靜文（2002）在青少年不同背景變項、依附風格、知覺父母婚

姻衝突與婚姻態度之相關研究中發現，在知覺父母婚姻衝突時，認為

父母會以正向態度解決問題的青少年，其對婚姻的感受性抱持較正向

的態度。Kinnaird 等人（1986）也指出父母婚姻不幸福，將導致大學

生對自己的婚姻感到擔心、害怕而不想結婚。Demo 等人（1988）更

進一步指出，婚姻關係的疏遠與衝突比離婚對子女的負面影響更多。

而王竹美（1987）認為父母相處不融洽，常有爭執與衝突，甚至有更

嚴重的失和現象，很容易使孩子產生一種夫妻間不易和諧相處的印

象。此種印象可能增加子女對婚姻生活適應的困難。王蘇茜（2003）
鄒族人之婚姻態度與其個人、家庭背景因素研究中顯示，鄒族人婚姻

態度在各分量表上皆與「父母婚姻關係」親密與否稍有關連。

綜上所述，父母婚姻關係的確對子女婚姻態度有影響。不過，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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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婚姻態度各面向（婚姻的必要性、婚姻的長久性、對婚姻的感受、

對婚姻的意向）其影響程度為何？本研究欲進一步探討之。

貳、性別角色態度對婚姻態度的影響

黃倩倩（1996）台北縣市大學生性別角色、自我概念與婚姻態度

之相關研究中發現，性別角色不同的大學生，其婚姻態度達顯著差異。

更進一步了解，在婚姻態度方面，兩性化者高於未分化者。也就是說，

性別角色為兩性化者的婚姻態度較未分化者來得正向。可見個體若擁

有較具彈性的兩性化特質，較能夠面對這多元的社會變遷，適應也會

較佳，而對婚姻的態度則會較為正向。張瑞真（2001）的研究中發現，

男性國小未婚教師在婚姻評價上，兩性化及女性化的男教師得分高於

男性化的未婚男教師。大體上，「女性化」及「兩性化」的國小未婚

教師在整體婚姻態度上是比「男性化」及「未分化」的國小未婚教師

較為積極、正向。Shaver, Tidwell 與 Nalbone（1996）提出男性化與未

分化者對建立關係較為困難，其中男性化者普遍被視為工具傾向，不

善經營兩性關係，未分化者其性別角色的自我發展階段尚未完成，缺

乏自信在人際關係中顯得退縮，關係信念較為負向。另一方面，兩性

化特質與女性化特質具備情感表達性，有助於關係品質的穩定發展

（Williams & D’Alessandro, 1994）。Medina（1992）發現較具傳統性

別角色的人尤其是男性，較容易發展多角戀愛且性態度較為開放。Pleck,
Sonenstain 與 Ku（1993）指出較具男性化的男性在兩性關係上缺乏自

我坦露，對配偶的感受較不關心，擁有較多性伴侶。而且，女性化或

男性化的個性（性別角色與自己性別一致者）婚姻調適佳。上述的研

究可得知兩性化的性別角色對婚姻態度較為正向，但是這些研究都是

以男性化或女性化的性別角色為劃分的依據，再進而探討其與婚姻態

度或親密關係發展的影響。

但是，本研究要探討的是未婚男性其性別角色態度在現代社會

中，展現的是現代平權還是傳統父權的角色意識。蘇倩雪（2002）與

劉恆妏（2003）的研究是比較符合本研究方向的。蘇倩雪探討高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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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別角色態與婚姻態度之間的關係，研究發現，男學生不僅婚姻態

度比女學生正面許多，就整體而言，高職男學生性別角色態度愈傳統

的其婚姻態度愈正向。另外，這個研究發現在性別角色態度的「社會

權利與義務」層面與婚姻態度的婚姻必要性這個面向達到顯著效果，

這說明在社會權利與義務態度上愈傳統，則愈認為婚姻有存在的必

要。劉恆妏（2003）探討中學教師性別角色、婚姻態度對其生涯轉變

之相關研究中發現，中學教師的性別角色態度愈傳統，其婚姻態度愈

積極；反之，性別角色態度愈傾向現代者，婚姻態度愈消極。雖然說

劉恆妏的研究有一部分跟本研究目的相似，但是其 240 位研究對象中

只有 30%為男性，並且這之中又只有 35%為未婚，所以還是無法回答

本研究問題。

是故將探討未婚男性性別角色態度對婚姻態度的影響為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