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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章依據第四章研究結果與討論，統整歸納結論，並依據研究發

現與結論提出相關建議，以作為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婚前教育推廣、

社會教育及未來相關研究的參考。本章分為三個部分：第一節、結論。

第二節、建議。第三節、研究限制。

第一節  結論

   根據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以北部地區之高

科技產業未婚男性 364 名為研究對象，經施以「性別角色態度量表」、

「知覺父母婚姻關係量表」及「婚姻態度量表」，且以描述性統計分

析、t 考驗、單因子變異數分析、Person 積差相關、多元迴歸分析等

統計方法進行資料分析，並以深入瞭解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的性別角

色態度、知覺父母婚姻關係及婚姻態度之現況，以及探討高科技產業

未婚男性之個人背景變項、性別角色態度、知覺父母婚姻關係對婚姻

態度的影響情形。本節根據本研究之資料分析結果與討論，逐一將重

要的研究發現做成結論，分別說明如下：

壹、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之性別角色態度、知覺父母

婚姻關係與婚姻態度之現況

一、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對其自身性別角色態度的看法持較

現代的態度

    經描述性分析結果發現，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對性別角色態度整

體層面的看法持較現代的態度。但是，在性別角色態度各層面則有不

一致的結果，「家庭內權利與分工」與「兩性互動與關係」這兩個層

面平均分數均較理論中點為低，而「社會能力表現」的平均分數則較

理論中點為高。顯示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的性別角色態度會因為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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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的不同，而有不同的看法，尤其在參與社會活動時，男性認為在

承擔責任與擔任領導者的時候，應該抱持較傳統的性別角色態度。但

是，若是未來在家庭中的分工或是現階段跟女性的互動上，則是抱持

較現代的性別角色態度。也就是說，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未來在家庭

裡面愈來愈願意承擔家務工作與養兒育女的教育工作，且目前與女性

的互動中，更同意女性在兩性交往上採取主動的方式。

二、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知覺父母的婚姻關係多為良好

經描述性分析結果發現，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在知覺父母婚姻

關係的相關面向與整體層面得分均高於理論中點，顯示高科技產業未

婚男性知覺到的父母婚姻大多是親密且和諧的。

三、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對的婚姻態度多持正向的看法

經描述性分析結果發現，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在「婚姻的必要

性」、「婚姻的長久性」、「對婚姻的感受」與「對婚姻的意向」各相關

面向與整體得分上均高於理論中點，顯示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的婚姻

態度大致都很正向。在婚姻態度的各個層面中，以認同「婚姻的長久

性」最為正向，可見婚姻是不能輕易後悔與一種終身承諾的印象仍深

植人心。

貳、不同個人背景變項之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在婚

姻態度之差異情形

一、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之不同年齡與不同異性交往經驗，

在婚姻態度上有顯著差異存在

本研究發現，不同年齡之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在婚姻態度上有顯

著差異，年齡在 31 歲以上的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其婚姻態度之「婚

姻的必要性」、「婚姻的長久性」、「婚姻的意向」與「婚姻態度整體層

面」均顯著高於 23~30 歲的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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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的異性交往經驗與婚姻態度有顯著相

關存在，未曾有過異性交往經驗的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之「婚姻的長

久性」、「對婚姻的感受」與「婚姻態度整體層面」態度皆高於有過異

性交往經驗者。

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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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的性別角色態度與婚姻態度有顯著

相關

    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性別角色態度之「家庭內權利與分工」態度

與婚姻態度之「婚姻的長久性」及「婚姻的感受」，呈顯著負相關。

意指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之「家庭內權利與分工」態度愈現代，則愈

認同婚姻的長久性且對婚姻的正面感受愈佳。

再來性別角色態度之「社會能力表現」態度與婚姻態度之「婚姻

的必要性」，呈顯著正相關。意指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之「社會能力

表現」態度愈傳統，則愈認同婚姻的必要性。

最後則是性別角色態度之「兩性互動與關係」態度與婚姻態度之

「婚姻的必要性」、「對婚姻的意向」與「婚姻態度整體層面」，呈顯

著正相關。意指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之「兩性互動與關係」態度愈傳

統，則愈認同婚姻的必要性也更追求婚姻生活，甚至在婚姻態度的整

體層面上也呈現較為正向的態度。

二、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知覺父母婚姻關係與婚姻態度有顯

著相關

本研究發現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知覺父母婚姻關係與婚姻態度之

「婚姻的必要性」、「婚姻的長久性」、「對婚姻的感受」、「對婚姻的意

向」及整體層面，均達到顯著正相關。意即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知覺

到的父母婚姻關係愈佳，其婚姻態度愈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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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的個人背景變項、性別角色

態度、知覺父母婚姻關係對婚姻態度之解釋力情

況

本研究的婚姻態度分成以下幾個層面探討：「婚姻的必要性」、「婚

姻的長久性」、「對婚姻的感受」、「對婚姻的意向」與「婚姻態度整體

面向」。研究發現，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的部分個人背景變項、性別

角色態度部分層面以及知覺父母婚姻關係整體層面對婚姻態度各層面

及整體面向有顯著解釋力，以下依婚姻態度各面向敘述之。

一、性別角色態度之「兩性互動與關係」層面與知覺父母婚

姻關係可解釋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其「婚姻的必要性」

11.1%

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其「婚姻的必要性」態度，可由階層迴歸模

式一的「兩性互動與關係」層面與知覺父母婚姻關係解釋之，且以「兩

性互動與關係」的解釋力最大。

而加入模式二的個人背景變項後，無任何個人背景變項達顯著差

異，但增加 1.3%變異量，可解釋「婚姻的必要性」達到 11.1%的變異

量。亦即「兩性互動與關係」態度愈同意傳統規範、知覺父母婚姻關

係愈佳者，對「婚姻的必要性」愈認同，態度愈正向。

二、異性交往經驗、性別角色態度之「家庭內權力與分工」、

「兩性互動與關係」與知覺父母婚姻關係可解釋高科技

產業未婚男性其「婚姻的長久性」14.6%

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其「婚姻的長久性」態度，可由階層迴歸模

式一的「家庭內權力與分工」、「兩性互動與關係」與知覺父母婚姻關

係解釋預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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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加入模式二的個人背景變項後發現，知覺父母婚姻關係最能解

釋「婚姻的長久性」，「家庭內權力與分工」次之，異性交往經驗再次

之，「兩性互動與關係」解釋力最小，以上四個變項都達顯著，一共

可解釋「婚姻的長久性」14.6%的變異量。亦即未曾有過異性交往經

驗、性別角色態度「家庭內權利與分工」態度愈現代平權、「兩性互

動與關係」態度愈同意傳統規範且知覺父母婚姻關係愈佳者，對「婚

姻的長久性」愈認同，態度愈正向。

三、異性交往經驗、性別角色態度之「家庭內權力與分工」、

「兩性互動與關係」與知覺父母婚姻關係可解釋高科技

產業未婚男性其「對婚姻的感受」15.8%

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其「對婚姻的感受」態度，可由階層迴歸模

式一的「家庭內權力與分工」與知覺父母婚姻關係解釋預測之。

加入模式二的個人背景變項後發現，知覺父母婚姻關係最能解釋

「對婚姻的感受」，異性交往與經驗次之，「家庭內權力與分工」再次

之，「兩性互動與關係」解釋力最小，以上四個變項都達顯著，一共

可解釋「對婚姻的感受」15.8%的變異量。

亦即未曾有過異性交往經驗、性別角色態度「家庭內權利與分工」

態度愈現代平權、「兩性互動與關係」態度愈同意傳統規範且知覺父

母婚姻關係愈佳者，「對婚姻的感受」愈認同，態度愈正向。

四、年齡、異性交往經驗、性別角色態度之「兩性互動與關

係」與知覺父母婚姻關係可解釋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其

「對婚姻的意向」13.2%

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其「對婚姻的意向」態度，可由階層迴歸模

式一的「兩性互動與關係」與知覺父母婚姻關係解釋預測之。

加入模式二的個人背景變項後，「兩性互動與關係」最能解釋「對

婚姻的意向」、知覺父母婚姻關係次之、年齡再次之、異性交往經驗

解釋力最小，以上四個變項都達顯著，一共可解釋「對婚姻的意向」

13.2%的變異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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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的年齡愈大、未曾有過異性交往經驗、性別角色態度「兩性

互動與關係」態度愈同意傳統規範且知覺父母婚姻關係愈佳者，則「對

婚姻的意向」愈認同，態度愈正向。

五、異性交往經驗、性別角色態度之「兩性互動與關係」與

知覺父母婚姻關係可解釋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其「婚姻

態度整體層面」14.7%

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其「婚姻態度整體層面」態度，可由階層迴

歸模式一的「兩性互動與關係」與知覺父母婚姻關係解釋預測之。

加入模式二的個人背景變項後，知覺父母婚姻關係最能解釋「婚

姻態度整體層面」，「兩性互動與關係」次之、異性交往經驗解釋力最

小，以上三個變項都達顯著，一共可解釋「婚姻態度整體層面」14.7%
的變異量。

亦即未曾有過異性交往經驗、性別角色態度「兩性互動與關係」

態度同意傳統規範且知覺父母婚姻關係愈佳者，則對婚姻態度整體層

面愈持正向的態度。

故未婚男性的年齡、異性交往經驗、性別角色態度的「家庭內權

利與分工」、「兩性互動與關係」態度與知覺父母婚姻關係是高科技產

業未婚男性婚姻態度的主要預測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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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本節依據研究的發現與討論，提出幾點建議，期能對高科技產業

未婚男性等相關研究有所助益。

壹、對未婚男性的建議

一、適度調整性別角色態度與反思其意義

本研究發現，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對以下幾點仍持著較為傳統的

性別角色態度。例如：有些職業只有男人可以擔任，女性是做不來的；

男女交往時，女生都喜歡依賴男生處理事情；傳宗接代對男性而言，

是很重要的。由此可見，男性的性別角色態度，仍受某些傳統的概念

所影響。例如，男性要背負傳宗接代的責任，就是一種傳統觀念的烙

印。其實現在社會講求多元開放，過去從父姓的唯一狀況，現在也不

見得一定要這樣了。男女兩性其實都可以試著，以開放的心胸來面對

更開放平等現代的性別角色。

另外，從研究發現中可看出，性別角色態度中「社會能力表現」

是唯一平均分數偏向傳統的面向。可見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還是很在

意男人在事業上的表現要比女性更好。現在以知識經濟為主流的台灣

社會，注重的是才能，而不像過去的農業或工業社會，還大量倚靠人

力來促成安定繁榮的生活。是故，若是男女兩性都能對彼此有相似且

公平的期待，一定可促進更為良善平和的兩性互動。

最後，本研究發現，不同層面的性別角色態度，其實對婚姻態度

的影響不同。像是「家庭內權利與分工」這個面向愈現代平權的未婚

男性，其愈認同婚姻的長久性，對婚姻的感受愈佳。所以教育未婚男

性在家庭內的性別角色態度要愈平權、肯分擔家務是合乎現在時代潮

流的。然而，「兩性互動與關係」這個面向愈傾向傳統規範的高科技

產業未婚男性，其婚姻態度各層面都愈正向。這其實很值得我們深入

探討其中的意義，婚前兩性互動的傳統規範，例如男性收入、年齡、

學歷要比女性高一點，或是約會時男性付帳、女生喜歡依賴男生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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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等等。這些男性性別角色態度，代表的意義是什麼？而我們應該站

在鼓勵或反對的立場，也可能會有多方的意見。研究者認為，即使在

講求兩性平權的現代，個體所抱持的性別角色態度也無法被評判是對

或錯，只能看當時的社會文化是如何看待，站在教育者的立場，與其

是選邊站，不如帶領受教者反思與用心體會性別角色存在的意義。

二、積極拓展生活圈

本研究發現，目前沒有交往對象的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將近半

數，甚至未曾有過異性交往經驗的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也有一成多。

除此之外，本研究發現異性交往經驗愈少，則對「婚姻的長久性」與

「對婚姻的感受」態度愈正向，這透露出未曾有過異性交往經驗的高

科技產業未婚男性更渴望從婚姻中獲得長久穩定又有著甜蜜幸福的感

情關係。所以，未婚男性可以積極拓展生活圈，以建立良好的親密關

係，如同 Erikson 的心理社會發展理論所認為的，成人前期的發展重

點是親密關係的建立，以達成愛與隸屬感之目的。從這個角度來看，

未婚男性應該積極拓展生活圈，用健康正確的態度看待愛情與婚姻，

多試著去交往與建立合宜的親密關係，這樣才得以達成發展階段的目

標～完成愛與隸屬感，那個人生中不可或缺的一環。

貳、對婚前教育課程設計的建議

一、深入瞭解異性交往經驗跟婚姻態度的關連

    根據研究結果，有個最讓研究者擔心的發現，就是有過異性交往

經驗的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比起未曾有過異性交往經驗的高科技產業

未婚男性，其婚姻態度在「婚姻的長久性」、「對婚姻的感受」與「對

婚姻的意向」這三個層面都是愈負向的。可見，異性交往經驗並沒有

讓未婚男性產生認同婚姻的感受與意念，反而是未曾有過異性交往經

驗的男性，更認同婚姻關係，認為婚姻關係可能帶來人們所需要的那

種甜蜜安穩的親密關係。但是，適當的異性交往經驗，可能是結婚之

前一個重要的歷程，所以，如何讓未婚男性有正確的態度與實際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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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在婚前的異性交往經驗中，努力與另一半經營感情，並且瞭解到

無論婚前或婚後，一個成功的感情關係，需要付出許多的心力，彼此

相互的體貼、包容與尊重，才能在感情中得到豐碩的成果。

    研究者認為，目前社會環境很少提供男性有關如何經營感情的團

體或課程，尤其是在觀念宣導方面更是缺乏，很多未婚男性都缺乏主

動學習經營感情的意識，更甚者，到了情已逝還不知道該從經驗中學

到什麼。建議婚前教育研究與推廣單位，應該多設計針對未婚情侶階

段的婚前教育課程，讓未婚男女在交往之時，就可以學習到建立良好

親密關係的方法，更希望藉此能讓他們體悟到，唯有以正確的價值觀

看待婚姻，身體力行用心經營感情，才是幸福生活的不二法門。

二、設計適合未婚男性的課程或活動

    本研究發現性別角色態度之「兩性互動與關係」面向愈同意傳統

規範，則「婚姻的必要性」、「婚姻的長久性」、「對婚姻的感受」、「對

婚姻的意向」與「婚姻態度整體層面」都呈現愈正向的態度。這顯示

出在「兩性互動與關係」呈現較為傳統的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卻是

比較認同婚姻、對婚姻評價比較高的。其中的關連，可能是因為社會

的傳統規範很強調男生要比女生強勢，並且可被依賴，所以年齡、個

人收入要比女生高，也要能主導事物。然而，我們也不可否認的，男

性會認同這樣的傳統規範，除了是現在社會還普遍有著這樣的期待，

也可能有小女人在推波助瀾。本研究發現「兩性互動與關係」愈同意

傳統規範的未婚男性，其婚姻態度愈正向時，應該要深入探討這其中

所代表的意義為何？或是，換個方向想，為什麼「兩性互動與關係」

較為現代平權的男性，反而傾向較不認同婚姻呢？研究者認為，這也

正是未來設計或發展性別角色相關課程與婚前教育相關課程者，應該

注意與探究的部分。

無論如何，研究者認為重要的是應該鼓勵男性以平等、尊重、體

貼的心態來看待兩性互動與關係時性別角色態度，這也是在推廣相關

課程與活動時可以努力的方向。有關性別與婚前教育的單位應該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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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婚男性的性別角色態度的全貌，提倡現代、平權、尊重、包容，也

重視其某些傳統規範的存在價值與意義，調配出適合現代未婚男性的

性別教育與婚前教育課程，應該將會是一項挑戰性十足的任務。

參、對學校與社會在親職教育方面的建議

一、學校親職教育可針對家長辦理相關的婚姻教育活動

    從本研究中可發現，父母的婚姻關係的確是對影響子女的婚姻態

度有這深遠的影響。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知覺到的父母婚姻關係愈

佳，則「婚姻的必要性」、「婚姻的長久性」、「對婚姻的感受」、「對婚

姻的意向」與「婚姻態度整體層面」都呈現愈正向的態度。是故，加

強推動國中、小及高中各級學校辦理親職教育相關課程或講座，與規

劃團體諮商或父母效能訓練等課程，可強化父母對婚姻關係的經營。

除此之外，社區大學也應該廣開這方面的課程，提供社會大眾進修與

學習的管道。

二、提出方案預防父母婚姻關係對子女的不良影響

   研究者發現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知覺其父母婚姻關係的好壞，確

實影響其自身的婚姻態度。為預防父母婚姻關係對子女婚姻態度的不

良影響，一般社教機構或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基金會、私人單位等

團體應共同集結資源，提供全方位的服務，設計合宜的活動規劃，讓

多數的家庭問題，像是子女教養、家人關係或婚姻經營等問題，有快

速諮詢的管道，也有再一步進修的機會，更希望有好的方案提供健全

正確的婚姻價值觀。

肆、對社會環境與大眾媒體的建議

一、高科技產業應注重員工的福祉

   本研究發現得知，性別角色態度中「社會能力表現」偏向傳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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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認為「遇到問題，男性比女性更適合擔任領

導者的角色」以及「有些職業只有男性可以擔任，女人是做不來的」

這兩題平均值高於理論中點 3.5，這顯示出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所感

受到的社會期待與壓力很大。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有著較多的成功壓

力，要有成功的事業，要多賺點錢當作娶老婆的本。尤其是科技業的

研發工程師，每天的工作時數非常的長，甚至連週六日要加班也是稀

鬆平常的事，加上責任制的工作環境，讓他們生活除了工作還是工作。

這不僅讓感情生活容易發生問題，更是如本研究中所發現的一般，約

有半數的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科技人目前無交往對象，如此的惡性循

環，導致社會的不均衡發展，日後肯定問題叢現。故研究者建議，企

業主一方面可以多鼓勵員工參加民間團體所規劃的婚前教育相關課程;
另一方面，也應該多檢討工作制度的不合理性，是否應該做適當的調

整。最重要的是，要多舉辦聯誼性的活動，使科技人的感情需求與工

作壓力可相互配合與調和，建構一個更支持、更人性的職場環境。

二、大眾媒體的正確觀念傳達

本研究發現傳統的性別角色觀念，有某些部分仍深植高科技產業

未婚男性的心中，例如傳宗接代、女生喜歡依靠男生處理事情、追求

工作是男性生活的重心等等。是故研究者建議，針對大眾媒體有兩個

部分要注意：

（一）是否傳達有關性別角色態度的正確訊息。

（二）則可以利用其快速傳播無遠弗屆的特性，提供合宜的性別

角色觀念、感情關係的經營之道、正確的婚姻態度等訊息。

這樣一來，亦能使有心尋找資源者可以獲得協助，真正讓整體社

會環境更有能力和諧發展，讓未婚男女有機會共同營造幸福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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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主要探討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的個人背景變項、性別

角色態度、知覺父母婚姻關係對婚姻態度的影響情形，但是限於時間、

人力、物力與財力，本研究仍有所限制，茲將本研究之研究限制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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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一、在研究對象方面

本研究限定在北部地區高科技產業的研發人員，且未婚狀態的男

性為研究對象。因此將來在推論時，僅限於北部地區的工程師為主，

研究結果不宜推論至其他產業的未婚男性或是已婚男性的婚姻態度。

二、在研究變項方面

影響婚姻態度的變項可能很多，如同儕認同、個人特質、個人學

經歷與社會環境等。在解釋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的婚姻態度方面，本

研究僅取個人背景變項（年齡、個人收入、異性交往經驗、家庭社經

地位、父母婚姻關係、過去就讀學校科系男女比例）、性別角色態度

與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為研究的自變項加以探討，而未能顧及其他可能

變項，為其不足之處。因此，在高科技產業未婚男性婚姻態度之差異

情形的推論上僅限於上述諸變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