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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職家角色扮演看自我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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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對自我的影響自不待言，但自我並非單向地接受文化的塑

造，而是在個己的欲望與文化期待下來來回回。本研究從自我的角度

出發，並鎖定「夫妻關係」此情境脈絡，透過夫妻職家角色的扮演來

看其各自的堅持與退讓。兩個自我的過招，迫使個體思考「我是

誰？」、「這是我要的生活嗎？」、「什麼是我要堅持的？」等問題，

進而可在職家角色扮演過程中，看到自我困頓與明朗的轉變過程。本

研究遵循質性研究典範中的敘說分析，採用深度訪談法，邀請夫妻同

時受訪以了解他們的互動樣貌。研究結果指出：(1)自我同受「文化

規範」與「關係互依」的雙重夾擊。自我雖不斷將各種角色予以內化，

挫折衝突則有助於個體對「我是誰？」有所反思。在關係之中，兩人

共組家庭，磨合的過程便是夫妻雙方自我的角力。(2)在文化規範與

關係互依的雙重夾擊下，自我是否有多重的可能？結果顯示個人需有

自覺醒悟，才能讓各種角色兼容並蓄。在關係中超越我執，感通他人

的需求，拓展自我的彈性，方能開創職家角色扮演的新路徑，以及自

我的新樣貌。前述歷程中，我們可看到自我的不易改變、與文化的相

互創造，以及由主轉客的彈性。 



 

 196 

本土心理學研究 

關鍵詞：工作與家庭，夫妻，自我，角色 

 

 

 

 

 

 

 

 

 

 

 

 

 

 

《本土心理學研究》，2014 年 6 月，第 41 期，第 195～259 頁 

DOI:10.6254/2014.41.65 



 

 197 

從職家角色扮演看自我的展現 

 

一、緒 論 

「自我」是人們一生中面臨的核心問題之一。對大多數人而

言，「我是誰」這問題往往難以界定，答案甚至是視情況而定，非

固定不變的。有時是根據自己的特質、能力來陳述；有時依據某個

身分、地位來表達自己；有時則是以日常生活的經驗來描述自己。

其實，這些都是自我的一部分，都是個人用以「識別」自身在世界

上作為實體存在的方式。 

「自我」同時也是心理學中重要的研究議題，學者們也不斷地

深究、思辨與再釐清自我的本質與特色究竟為何。過去的自我研究

往往局限於個體本身，爾後，其焦點從個人內在，走到關係、社會

結構，乃至文化底蘊層層往外推移。企圖以更整體的角度來理解

「人」的主體性，統整人與環境生態的互動。因此，探討自我時應

關切個體置身的「脈絡」，也就是文化及歷史變遷的特殊性，將個

體經驗與互動中的社會性、脈絡性、共享性、交互影響性的層面都

納入考量（Gergen, 1973）。顯然地，每個人的自我發展都有其社

會、文化與生命故事的交互影響。 

時至今日，社會文化對自我發展的內涵仍具有引導、奠基的作

用。我們承襲著社會的教導，承擔社會所賦予的義務和責任，許諾

成為一個「有用」的人，做正確的事，驅策自己對「外」負責，忙

著訂定目標，忙著在現實中闖蕩奔波。由於這一切都是那麼「自然」

地發生，平時不自覺地這般生活著，只有當我們面臨個人選擇、面

對責任與自由的選擇時，內心的糾葛──自我的聲音──才得以現

身。 

文化人類學者許烺光認為：人是在社會關係中找意義，不斷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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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個人心理與社會關係之間的動態平衡（Hsu, 1985）。社會角色的

扮演，正是人與自己、他人、社會文化之間相互協調的具體作為，

需要與他人維持著恰當且必要的共存關係；如此，角色方能運作自

如，才更能顯現其意義（杜維明，1988）。正因為社會關係與社會

互動是如此基本而重要，我們所處的社會脈絡便有著深遠的影響。

然而，到底個人是如何展現自我的協調性與統合性，使生活角色得

以在這複雜的社會關係運作中，展現真實自我的本質？只是，目前

文獻對這些自我的內在動態性、微觀的意識層次之理解實在有限。

有鑑於此，為了凸顯個人在社會角色扮演過程中，與關係中重要他

人互動，其內在心理與外在社會文化的拉扯、回應與反思；本研究

聚焦於「婚姻關係」中「丈夫」與「妻子」的社會角色，以同時忙

於工作、家庭的「雙薪夫妻」作為研究的對象。從婚姻階段開始，

人們真正在現實社會中鋪排自己的人生、扮演各種角色。隨著婚姻

時程的進展，夫妻不時有新的任務要克服（如：育兒、奉養、工作），

在彼此一來一往的互動中，漸漸地觀照出更為清晰的自我。這有利

於我們探索個人面對自我與角色（工作角色與家庭角色）之間的掙

扎、擴張與自覺歷程。再者，夫妻關係有著高度的互依性，從生活

表象的衝突與化解歷程，都有助於我們進一步探究人們是更堅持自

我，還是有從自身移向對立面的可能，乃至開創自我的新面貌。 

二、文獻探討 

（一）自我現身：文化的內化與自我的能動 

個人在社會生活的所有經驗都是發生在「文化性」與「個己性」

的連續光譜上。在「文化性」這端，個人承接了社會文化的涵育與



 

 199 

從職家角色扮演看自我的展現 

指引，創造出各種不同形式的自我。許烺光（Hsu, 1971）主張成為

一個人的意義，其實是根植於人際關係。如同他提出的「心理社會

平衡」（psychosocial homeostasis），強調了人的社會性與文化性的

存在，每個人都在這社會關係的脈絡中尋求自身心理需求與社會文

化要求之間的動態平衡。因此，自我是動態的，非固定不變，也非

舉世皆同，而是在「人境互動」的過程中，外在的文化精神、社會

價值及人際意涵等，透過社會化的歷程，層層滲透至內在的自我核

心，存在於個人自我概念中。同時，個人也會根據這套價值系統，

不斷與外在世界協商，建構出自身的存在。例如：對一個成年的男

性來說，他會參考文化裡約定俗成的「男子氣質」，在「文化我」

的立場中協商出自己存在的樣貌。 

文化有其精神方向，蘊涵對人性所肯定的價值和偏好，它能為

生命指向目標，在潛移默化中導引、激發、形塑、維持與強化自我

的發展，影響個體決定人生的態度與生活的格局（王邦雄，1988；

Gudykunst, Matsumoto, Ting-Toomey, Nishida, Kim, & Heyman, 

1996）。因此，不同的文化之間，對於「如何做自己、什麼是自己」

存在著不同的觀點。相較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我們可以概略地

說，中華文化側重道德完善，重視人事物間的和諧關係，追求的是

綜觀整體、持中融合，強調每個人都有個無形而緊密相依的社會關

係網絡，彼此相依共生、榮辱與共，並以此社會關係來界定個人之

於他人、之於社會的角色、地位、責任與義務。個人經由稱職扮演

社會角色，與各種關係維持適當的人我交融，超脫自利的追求，以

求達整體社會的共榮發展。反之，西方文化則是強調個人的分離

性、獨特性、穩定性與一致性，在社會中致力追求個人潛能的極致

表現，使之不斷向外發展、駕馭與超越，完成個人的成就追求（陸

洛，2003；楊中芳，1991；Markus & Kitayama, 1991,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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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文化非恆定不變。在時間的綿延中，現今的文化價值體

系已是多元樣貌，呈現越來越多「傳統性」與「現代性」共存的現

象（Brindley, 1990）。中華文化同樣在因襲變革中不斷融貫不同種

族的文化，這一交融和諧、統貫一體的世界觀，遂成為中華文化最

具價值的精神所在（王邦雄，1988）。因此，經世代相傳而孕育的

中國核心文化價值觀（如：尊崇人倫、重視和合），至今仍普遍存

在。西風東漸之後，經歷社會與時代環境的巨大變化，西方文化價

值（如：強調獨立自足、崇尚競爭）的滲透融合、相互適應的情況

亦越來越顯著。誠如 Brindley（1989）所言，台灣社會的文化價值

處於非常未定與變動的狀態，繁多現象並列共存。文化一旦形成，

為維持社會的穩定，同一文化成員將為社會裡的各種力量所形塑，

發展出一套自我觀，據之作為內在心理運作、社會互動及日常生活

型態的基礎。對當代華人而言，個人的未來不僅取決於在社會關係

中的角色扮演與責任承擔，也取決於他在大社會中所創造的獨立成

就。正如陸洛（2003）提出的折衷自我（composite self），個人需

整合中華文化的「互依包容的自我」與西方文化的「獨立自主的自

我」，視其情境而有相對應的展現，拓展了自我的彈性。 

接著，將焦點拉至「個己性」的一端。正如 Harris（1989）提

到的，個體（individual）是一個生物學層次的分析，將人視為是人

類中的一個個體。「自我」（self）則是經驗匯聚的中樞（locus of 

experience），宛如一個有組織的有機體，從人出生的那一刻開始，

自我就開始發展了，既有生理性的運作（如：感覺、本能），也有

心理性的建構（如：心智運作、動機、人際行為）。萬物中唯有人

能將經驗予以抽象化、溝通與表達，這些能力正意謂著人能反身自

省，視自己為外在世界的一個「客體」，以主觀的立場來覺察、經

驗自己的存在，並能向外在世界表達呈現個人的內在經驗（黃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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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2011）。再者，抽象思考的能力，也象徵自我最具創造性的一

面，既能重訪過去，也能瞻望未來，自由地重組現在，展現整合性

的學習能力，用以抗衡甚至超越當前的現實挑戰與因果循環，幫助

個體有更建設性的發展，為人的行為帶來彈性（Cassirer, 1944; 

Markus & Nurius, 1986; May, 1950; Mowrer & Ullman, 1945）。 

也因為人具有抽象思考的心智能力，文化才得以發展。所謂文

化就是「人文化成」，是世世代代演進成果的累積。反之，人們也

會根據文化裡的符號意涵創造意義與組織個人經驗（Frie, 2008）。

人們既受文化影響，但同時也是文化的形塑者。文化之於個人，既

能強化內在的本性傾向，同時也有規範約束的力量，使個人與他

人、與團體、與社會的關係得以平衡共存。正如人格理論學者所共

同關注的人性最核心的雙重性，例如： Jung 的個人化歷程

（individuation）、Erikson 的自我認同（self-identity）、Mahler 的

個體化與分離性、Rogers的自我的一致性與協調性、Perls的兩極衝

突，在在都呼應了人性的基本追求──統整生命中的矛盾，相信「和

諧」是貫穿一生的終極追求。 

（二）自我的衝突：知識與實踐的斷裂 

前述有關自我與文化的動力，正是「自我曼陀羅模型」（黃光

國，2011）垂直軸度所謂的「個體」與「文化」這兩股力量在個人

內（within-personal）的折衡，水平軸度則說明了個人與互動對象兩

造的「知識―行動」在人際間（between-personal）的擺盪。個人在

特定時空情境中會依據自己既有的知識決定行動，一旦個人習以為

常的「慣習」無法順利解決，將導致個人退一步反思其知識建構，

思考自我應當如何行動。尤有甚者，亦可能觸動個人對於「個體」

與「文化」立場的抉擇，深層思考「我是誰？我要什麼？要滿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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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社會的期望？還是個己的欲望？」由此觀之，在社會角色實踐

中，有許多層面的對偶（如：理想與現實、夫與妻、自主與依賴、

傳統與現代等），自我將不斷在這些「對偶」關係中反覆歷經衝突

的適應。 

1. 理想的文化價值與社會的現實價值的拉扯 

文化存在一套隱形的共享價值觀、生命態度與行為模式，對個

人具有規範、參考的作用。個人一旦進入特定情境中，便會讀取大

腦中對於該情境的角色設定，進而恰如其分地扮演角色，以求知識

與行動的一致性。Oyserman、Sorensen、Reber 與 Chen（2009）也

指出文化即情境認知（culture as situated cognition），亦即個人置身

的情境將影響個人思維，以及對情境的解讀。然而，一般人不免都

需要適應現實社會中的實際要求與生存競爭，須在現實與理想之間

妥協權衡，須在社會規範的限度下謀求生存，發展應對之策。面對

文化理想與現實要求之間，往往存在著兩套價值的矛盾（如：功利

追求與道德追求的對立）或原則性的牴觸（如：感性的人情面子與

理性的就事論事），甚至可能不敵現實的壓迫與挫折，而落入對現

實的無奈和放棄，轉而沉溺於外在的財富、名望、成就、知識等追

求，來填補內在的空虛，反使內心更惶惑焦慮（彭泗清，1993）。 

2. 尋求社會許可與忠於個人選擇之間的掙扎 

根據 Super（1980）的生活角色理論，每個人經由社會化的過

程，歷經生命之成長、探索、建立、維持和衰退的過程，從家庭、

學校延伸至工作場所和社會，發展出各種角色以適應社會，隨著年

齡增加，角色也越來越多元化又相互重疊。其中工作與婚姻恰是人

生重要的轉捩點，最為精華的階段，一方面透過工作表現來成就個



 

 203 

從職家角色扮演看自我的展現 

人價值，另方面在婚姻與家庭所交織的生活中，經歷更多的角色變

化，發展出成熟的掌握感和能力感，同時也藉由這些角色的完成，

為個人提供了目的感與重要感，使個人在關係中或社會裡獲致安全

感與成就感。 

但在這匆忙度日的生活表象底下，一切看似在為「自己」的存

在價值而努力奮鬥，滿足個人安排，但隱藏在角色背後的不安與焦

慮，可能也隱然若現。一旦將這個「有用」的部分拿掉，「我又是

什麼？」這正也點出了「自我」因為有著社會性、關係性的一面，

內在宛如住了一個「他人」，這個「他人」象徵著集體的社會價值，

不斷向內監視、評斷自己的作為，於是自己對目標的設定、個人的

作為，才有了毀譽、好惡、成敗的顧慮，甚至對自己的看法是來自

「我能夠做什麼或達成什麼而定」，以致更加離不開這個「有用」

之處，只因不願被內化的「他人」所拒斥否定。誠如黃光國（2004）

針對華人的生活目標與角色義務所做的一系列實徵研究，他指出華

人在不違反自身角色之積極義務的前提之下，對於個人設定的目標

尚能展現自主性，並能從中得到他人的贊同，然而一旦面臨人際義

務衝突的情境，便會考慮雙方的關係，優先履行應有的角色義務，

待實踐其角色義務後，個人才能追求自我設定的目標。 

可見，華人的角色扮演是嵌合在關係之中，進而產生一定程度

的人我交融，內化重要他人對自己的期望，遂成了一股自己要求的

驅力。如此一來，到底是出自個人選擇，還是為了外在之於自己的

價值而活？是真正的自主，還是習慣性的需要？往往已是難分難

解。唯有在兩者之一發生問題或衝突，並威脅到個人存在的基本價

值，才有可能喚起個人自覺。當個人有所自覺時，個人的責任與可

能的自由才能夠被察覺。 

過去，社會心理學對自我的探索，多半從個人的角度出發，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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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鎖定婚姻關係的夫妻互動，則可讓我們同時看到兩個緊密相依

的兩人（夫與妻）在職家角色的扮演上經歷的磨合與自我調整。正

因為婚姻關係在本質上屬於長期性、相互依賴性高、情緒投入深的

關係，且隨著家庭週期的改變、個人或人際間的成長，亦可能引發

夫妻在協商過程中產生爭執與衝突（劉惠琴，2003），如此凸顯出

夫與妻的自我拉扯，具體可見的是雙方對彼此角色界定的落差，先

生對於自己要如何扮演角色，有自己的想法；而妻子對先生該如何

扮演角色，也有自己的觀點，反之亦然。家庭中的角色扮演沒有既

定公式可循，甲家庭的分工模式未必適用乙家庭，每對夫妻都需討

論、協商出一套雙方可接受的角色扮演劇本。然而，隨著雙方意見

不一，角色協商過程中的爭執與衝突也就在所難免。因此，自我必

會受到衝擊，須在對偶關係中不斷協商適應。 

有關夫妻衝突管理（conflict management）的方式，文獻上已

累積諸多探討，有二分法：合作與競爭（如：Deutsch, 1990）；三

分法：以和為貴、解決導向、控制（如：Putnam & Wilson, 1982）；

四分法：讓步、問題解決、不行動、競爭（如：Rusbult & Zembrodt, 

1983）；或五分法：整合、謙讓、支配、逃避、折衷（如：Rahim & 

Bonoma, 1979）。國內婚姻衝突與適應的研究也不少，利翠珊

（1995）指出台灣夫妻在面對家庭角色衝突時，會採取忍耐克己、

大事化小、迂迴繞道、直言不諱、公平互換五種方式處理；李良哲

（1997）同樣針對婚姻衝突的因應方式，彙整出爭執、自我責難、

正面解決、自我興趣、逃避、尋求社會支持逃避、尋求社會支持七

種方式。張思嘉（2001）則認為新婚夫妻處理問題有協調溝通、爭

吵冷戰、順應配合三種途徑；劉惠琴（2003）則提出三種積極因應

方式（挑戰、轉化、看開）與三種消極因應方式（宣洩、委屈、隔

離）。上述文獻主要著墨於夫妻衝突處理的具體作為，不同的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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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同的分類結果。不過，將夫妻衝突管理化約為各式類別，無法

展現衝突歷程中雙方如何解讀、如何協商，以及如何化解衝突的一

連串動態互動樣貌。 

國外衝突管理的研究曾發現，親密關係或婚姻關係中的雙方發

生衝突時，常有「要求—退縮」（demand-withdraw）的互動模式，

尤其是以「妻子要求—丈夫退縮」的組合最為常見（Canary & 

Messman, 2000; Hojjat, 2000），意指妻子會有較多主動強勢的衝突

管理作為，但丈夫則多是使用調和，甚至是被動的方式來面對衝

突。國內的婚姻研究中則有比較不一樣的發現，華人的婚姻關係涵

蓋了雙方家庭、代間、夫妻與子代的不同關係，夫妻雙方的衝突有

許多方面是來自文化脈絡中的「父系結構」（劉惠琴，2003）。由

於這樣的文化背景，婚姻中的女性常扮演順從的一方，而不像西方

研究中那般「主動強勢」，也因此長期有著既怨又苦的心理反應（利

翠珊，1995）。 

此等「要求—退縮」模式的探討，對於衝突雙方的互動有更深

一層的描繪，不只是停留於衝突管理方式的分類。國內研究也指

出，隨著共處時間增加，夫妻會逐步建構兩人的溝通原則，達到穩

定的循環模式，在此之中，被動的一方由於不想改變現況，無形之

中助長了模式的穩定（利翠珊，1995）。這些研究幫助我們對夫妻

角色協商歷程有更進一步的了解，不過卻是淺嚐輒止。值得追問的

問題是，在此過程中，倘若有一方主動要求改變，促使他（她）想

要改變的原因是什麼？倘若有一方被動不願改變，他（她）堅守的

底線是什麼？如果雙方都各有堅持，哪些原則是可以退讓的？哪些

原則又是必須堅守的？其實，互動中的進與退反映的是個體「自我」

的堅持。本研究有別於婚姻適應的相關研究，潛藏於角色協商中的

自我運作才是本研究關注所在。自我與他人界限的屈伸往來，恰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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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我開放性的一種展現，且夫妻的協商不單是兩個「自我」的交

涉往來，也是兩個「角色」的互動，涉及到社會文化的權控，同時

面對親密關係與社會文化的夾擊，究竟自我的彈性是如何運作，頗

耐人尋味。 

3. 內化的社會價值與當下的自我追求的拉鋸 

其實個人內在的自我懷疑、自我否定所產生的矛盾衝突，有時

不下於文化環境、現實境遇所造成的外在局限。承前所述，個人對

一生成就的評斷，其答案不論是「好」（表現得體）是「壞」（有

負期待），外人只看具體表象的成功，只看符合社會期望與否，但

個人未必安於如此的論定評斷。一方面，我們心中有一種已然內化

的焦慮，也就是偏離常模的不安。當個人作為有違一般常態的範

疇，將處於相對弱勢，於是容易顯得疑懼不安，擔心失敗犯錯、憂

慮他人的拒斥責難等，但又無法完全壓抑對自主的渴望，不願意被

社會定型，不甘於湮沒無聞。楊中芳（1991）提到華人在表現自己

時，會遵循社會規範的內容，有想與別人一致的傾向，甚至盡量避

免展現優秀的一面，造成這種「求同、怕壯」心態的來源即是個人

對於人際關係的制約與規則相當敏感，很是倚重關係中的安全感與

社會資源，因而寧願平凡平庸，處處小心謹慎行事，以顧全他人的

面子，避免他人的嫉妒或關係的緊張。不過，這般人際性的制約，

能使個人按部就班地生活，但卻可能阻礙了個人的自覺性與自發

性，經驗的體驗性也隨之減低。 

此外，隨著事業、家庭漸趨成熟、定型之後，生活難道就穩固

不變了嗎？隨著生活各個角色的完成，自我的掙扎就停止了嗎？其

實不然，人生經驗是變動的，角色演出不只是「結果」，還包含了

「過程」，每每促使個人不斷追尋澄清。如 Super（1980）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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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凸顯（role salience）的概念，在某個人生階段裡扮演某個社會

角色，對個人而言是至關要緊的事，而這角色的重要性也會隨著時

間改變，不僅因個人的生活週期及社會期望而調整，也取決於個人

願意投入在各角色的時間與精力而定。各角色之間密切地相互關

聯，從角色之間的消長變化，可看出個人內在的混亂、掙扎與懸宕。

隨著反覆不斷的自我調整，終究能開展出不同的角色組合、生活樣

貌。 

事實上，研究也顯示：自我如同一個多面向的動態結構，在不

同的時刻、不同的情境下能有很大程度的變異，端賴在特定的情境

脈絡下，因應當下目標而管控自我的表現（Gergen, 1965, 1967; 

McGuire & McGuire, 1982）。只是，人是如何統合、協調這些多面

向的自我？又是如何判斷哪個面向對生活角色較具適應性？對於

這類自我之能動性的心理機制所知有限，故而，本文旨在以工作與

家庭角色為例，探討自我的協調性與統合性，藉此了解自我如何藉

由生活角色的實踐，得以在這複雜的社會關係中安身立命。 

三、研究方法 

由於本研究目的為捕捉角色扮演與自我現身的動態歷程，我們

採用質性研究典範中的敘說分析（narrative analysis）。Riessman

（1993）強調人作為敘說者，具有主動建構故事的傾向，因此，重

點不在於檢核故事的真實性，而是受訪者在訪談中決定呈現的意義

事件，以及其組織故事的方式。敘說不只有助於聆聽者（研究者）

了解敘說者（受訪者）的故事，也幫助敘說者再次洞察自己的日常

生活（Witherell & Noddings, 1991）。因此，敘說是呈現自我的方

法之一，從敘說過程的自我表述，向內與向外探索個人與社會的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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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將個人經歷予以表達、整理與反思，並依循時間向前向後地探

尋個人意義，持續獲得新的體悟，同時反映了個人的獨特性（蔡敏

玲、余曉雯譯，2003；Giddens, 1991）。具體而言，我們以深度訪

談的方式來了解受訪夫妻在生活上的主觀經驗與感受，藉以探索研

究者無法用表面觀察和量化的問卷調查得知的深層意涵（Morse & 

Richards, 2002）。以下分別說明研究對象的選擇、訪談內容的準備

以及資料的分析。 

（一）研究對象 

我們根據研究問題與資訊豐富度來選擇訪談對象。因此，訪談

對象的選取是立意抽樣（purposive sampling），而非隨機抽樣

（Crabtree & Miller, 1999）。我們選取有全職工作的雙薪夫妻為受

訪者，以便了解受訪者對於工作角色與家庭角色的設定。此外，受

訪夫妻需育有子女，以確保每對受訪者在家庭角色上，除了能討論

他們是如何分攤家務、如何奉養父母之外，更能說明他們如何教養

子女。 

夫妻聯合訪談雖可能因「家醜不外揚」的考量而對衝突事件輕

描淡寫，但先生的參與卻可補足家庭研究過度關注於女性的研究限

制。更重要的是，夫妻任一方的工作與家庭角色扮演，需要另一半

的配合。單獨訪談夫或妻，對職家角色的了解並不完整。夫妻聯訪

可同時了解雙方對角色的設定、比較彼此的差異，更能及時追問對

差異的處理。這樣的對偶資料，在自我研究中更是少見。透過鎖定

婚姻關係中職家角色的協調，我們可探究個人與特定他人的互動方

式，及其背後的自我運作。最後，深度訪談雖有記憶回溯的問題，

但夫妻同時受訪可讓雙方各自表述觀點，互相提點當時的細節，補

充可能的缺漏（Daly, 1992）。尤其，本研究關注的不是新婚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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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婚姻適應，也不是正面臨婆媳大戰的夫妻，只關注此時此刻（here 

and now）的問題。本研究問題涉及夫妻的互動歷史，企圖了解「一

開始的情況？」、「發生了什麼事？」、「歷次溝通的情況？」、

「自己的體悟與想法的轉變？」等需要時間醞釀的歷時性問題。綜

合前述考量，我們採用面對面深度訪談為研究方法。 

由於敘說分析以敘事為資料的主體，受訪者應具有流利的語言

表達能力，且願意揭露內心深處的想法與感受。這些意義事件的揭

露，不只是講述個人經驗故事，更是敘說者對這些經驗事件與自我

的再度詮釋（吳芝儀，2005）。為了能呈現最大程度的自我運作，

我們設定的研究對象需具備較高的教育水準。最後，透過不同的聯

絡人介紹，共招募到四對夫妻，家庭型態都是核心家庭，其中 04

夫妻僅有妻子受訪。 

我們不以客觀的人口學變項（如職業、教育程度、家庭生命週

期）作為樣本異質性的依據，而是請聯絡人簡要說明受訪夫妻的互

動概況，研究者再行評估其「故事」是否具有異質性。隨著下文的

開展可看到，雖然這四對夫妻處於同一家庭生命週期，同樣育有兩

名子女，同樣是高教育份子，但夫妻之間的一往一來，雙方自我的

過招，卻有著相當不同的展現。尤其，為了對顯出不同處境的「夫

妻共識」下，自我的「變與不變」（彈性與限制），在研究後期我

們另訪談夫妻衝突較劇烈的 04 妻子。本研究認為協商共識是「過

程」，非必然的有無之分，也非線性的進程發展，而是辯證的關係，

如同本研究中四對夫妻各處在不同狀態：01夫妻雖不同調，但還能

各自相安；02 夫妻保有分別，互不妨礙；03 夫妻相濡以沫，能相

互成就的互補和諧；04夫妻則各行其是，維持各自的角色功能，但

不滿情緒仍持續地蘊結滋生。以下簡述四對夫妻的互動概況，受訪

者基本資料詳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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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受訪者基本資料表 

01 02 03 04 
編號 

丈夫 妻子 丈夫 妻子 丈夫 妻子 妻子 

年齡 44歲 40歲 37歲 36歲 48歲 44歲 33歲 

學歷 碩士 博士班 碩士 碩士 碩士 碩士 碩士 

職業 教官 教師 工程師 創業中 金融 業務 教師 

職位 非主管 非主管 低階主管 無 中階主管 中階主管 非主管 

婚齡 10年 10年 18年 10年 

子女數∕ 

年齡 
2/9歲、7歲 2/8歲、3歲 2/16歲、13歲 2/10歲、8歲 

居住情況 

核心家庭， 

不定期探視 

父母 

核心家庭， 

每週返回 

夫家 

核心家庭， 

夫的父母 

同鄰 

核心家庭， 

妻與娘家 

互動甚密 

訪談次數

∕長度 
1次∕162分 1次∕123分 1次∕170分 1次∕119分 

 

01夫妻住在桃園，丈夫是職業軍人，教官的工作十分穩定，只

是每日通勤時間長；妻子在大學任教，工時堪稱彈性可安排。01

家中大小事務多半由妻子作主，再由丈夫執行或輔助。夫妻的育兒

觀不盡相同，妻子認為丈夫太不關心孩子，丈夫則認為妻子太保護

孩子。另一方面，妻子也為即將退伍的丈夫著急，儘管不停催促，

但丈夫始終認為「還有時間」思考。眼見丈夫不動如山，妻子遂將

期望轉移向孩子，並對孩子的課業有高要求。忙於職家兩端的妻

子，同時也是個博士生，三頭馬車拉扯；加上與丈夫在諸多事項上

看法分歧，她需要付出更多的心力（如：盯孩子的功課與健康、為

了家中經濟而繼續工作、為了保有工作而進修），坦言曾有離婚念

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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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丈夫任職於新竹科學園區，妻子因工作無成就感，加上托嬰

中心照顧不周，因此辭職帶小孩，同時間準備創業，成立投資公司。

02夫妻直到孩子出生，因育兒觀不同才開始有爭執。妻子對孩子嚴

厲，丈夫則希望孩子快樂成長。初期曾因育兒而有過激烈衝突，妻

子曾思考過，若是這麼不開心的婚姻，是否該結束？爾後，兩人坦

誠溝通，清楚表達各自的立場與底線，進而化解衝突。雖然，夫妻

對於對方的育兒觀及育兒方式仍有部分不認同之處，但仍在可接受

的範圍。 

03夫妻一家人住在北部，丈夫任職於金融業，妻子則是從幼教

轉換跑道為業務人員。新婚時兩人便有激烈爭執，妻子想要有自己

的小家庭，丈夫卻希望與父母同住，兩人對「家」的定義無共識，

戰火持續。即使已懷有身孕，但當時妻子仍決定離婚，始終忙於工

作的丈夫了解妻子的決心後，才知事情的嚴重性，輔以父母的勸

說，遂配合對方。爾後，夫妻一同在職進修，拉近了彼此的距離。

丈夫近年癲癇發作，覺悟家庭才是根本，便調整工作職務。妻子則

感嘆陪伴孩子的時間太少，現在她堅持為孩子做早餐，珍惜餐桌上

與孩子共處的時間。 

04 夫妻由於關係惡劣，04 丈夫無受訪意願，妻子則願意在個

別受訪的情形下，與研究者談談她的婚姻。夫妻倆同在一所國小任

教，當時兩人熱戀不久旋即結婚，才發現兩人對「夫」與「妻」的

角色認定差異極大。04丈夫認為男人才是一家之主，然而，孩子出

生後，妻子希望一家三口續住娘家，方便母親照顧嬰兒。夫妻雙方

對於「家」的認定嚴重分歧，加上兩人育兒教養作法的不同，每每

雙方意見不同時，04丈夫始終有「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的鬱

悶。隨著夫妻衝突越演越烈，雙方都扯破臉，04妻子驚覺自己這段

婚姻中的改變。此外，丈夫以她的職業為要脅，揚言要家醜外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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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她當不成老師。家庭角色的失敗加上工作角色被威脅，都讓 04

妻子感到筋疲力竭。 

（二）訪談大綱與訪談程序 

對生活在世上的人們來說，自我是抽象不易言說的。倘若未經

反思，一般人未必可以回答「我是誰？」、「我要什麼？」等問題。

是故，根據本研究旨趣，我們以同受職家挑戰的雙薪夫妻為研究對

象，並藉由具體的工作與家庭角色扮演破題，透過兩人意見分歧時

的溝通與協商方式，窺視各自自我的運作。為兼顧訪談的彈性與研

究的焦點，我們擬定半結構式的訪談大綱，可分為四個部分：(1)

基本概況：包括家庭組成、工作情形、家務與育兒分工方式等；(2)

原則考量：夫妻角色分工的原則，具體行為背後的考量或理由；(3)

夫妻異同：比較雙方在家庭角色設定上看法的異同；(4)協商溝通：

夫妻看法相異時，後續的溝通情況。具體的角色扮演與角色協商往

往可帶出行為背後的「藏鏡人」──自我。夫妻角色分工的原則可

看出受訪者各自對於「家」裡的「夫」、「妻」、「父母」等角色

的設定，這些設定意涵著社會文化與家庭教養對自我的形塑。夫妻

異同與協商溝通則可看出雙方各自的堅持，無法妥協的底線對個人

的自我有著重大的意義，衝突管理的持久戰更為自我的轉化帶來了

新的契機。 

訪談的地點為受訪者家中或安靜的咖啡館，由研究者二至三人

與受訪夫妻雙方共同進行。在簡要說明研究目的後，請受訪者簽署

「訪談同意書」與「基本資料表」，再開始訪談，並予以錄音記錄。

訪談過程當中，研究者運用建立關係與訪談技巧，讓受訪夫妻能就

他們實際的互動經驗侃侃而談。訪談之餘研究者亦留心夫妻之間的

互動，一開始多由夫妻各自回答問題，漸漸地另一方會主動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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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或反駁。倘若這樣的互動沒有出現，研究者會適時地穿針引

線，讓另一方現身，避免有人落單或有人唱獨角戲的情況。同樣的，

在受訪者可接受的程度下，追問衝突的後續發展，以釐清雙方的立

場與感受。訪談結束後，致贈小禮物，並感謝受訪者的參與。 

（三）研究者角色與資料分析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兼具訪談者、資料轉錄者及資料分析者等

三種角色。本研究團隊成員兼具心理學與管理學的學術背景，皆曾

接受質性研究訪談所需之技術以及資料分析工作之訓練。因此，作

為質性研究的研究工具之一，本文研究者能在訪談時留心受訪者的

態度、價值觀、動機等內在心理的差異；再者，研究者多年來致力

於職家互動研究，對現象議題具有相當程度的掌握與敏感度。 

每場訪談由本文研究者組成訪員二至三人，設定一位主訪員，

其他人為協同訪員，每次訪談都設定不同主訪員，但皆依循半結構

式訪談大綱進行。主要由主訪員負責提問，協同訪員可自由地追

問，或補充問題。訪談完成後，研究者一方面將訪談錄音轉謄成逐

字稿，一方面撰寫「個案報導」，簡述訪談內容以及研究者的觀察。

爾後，交互檢核逐字稿是否正確無誤，並修正誤植之處。待受訪者

檢視過逐字稿內容後，我們採用「質化結語式」（qualitative summary）

進行資料分析，即研究者透過反覆檢視資料，發展出「比較」的架

構及「分類」的系統，並參考前述的概念分析與理論建構，回應原

有的研究問題與訪談大綱（陸洛，2003），將大量的資料界定出關

鍵主題（theme）──「自我」，並尋找關鍵的模式與共同性，而關

鍵主題產生是經由壓縮、分類與解釋資料而來的（Kvale, 1996）。

Riessman（1993）曾指出，敘說分析研究者應透過訪談內容來解析

受訪者對其生活經驗的理解，換言之，敘說研究的重點在於分析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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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者談論其生活經驗的「方式」（the ways），而不在於他們到底

講了什麼（content）。受訪者為何這麼說？為何特別強調這個環節？

這些「為什麼」（why）問題是將受訪者的自身經歷抽象化與理論

化的關鍵（McCormack, 2000）。因此，分析的目的不在於對逐字

稿做地毯式編碼，而以「自我」作為引航，釐清受訪者的諸多敘說

中，其背後的自我運作。資料分析期間，四位研究人員保持定期之

聚會討論，討論過程重點在於比較彼此的觀點，提出對立的觀點，

以刺激新觀點的產生，並針對不一致處重複討論與修正。 

關於質性研究的可信賴性（ trustworthiness），Lieblich、

Tuval-Mashiach 及 Zilber（1998）認為敘說研究可透過四個指標加

以評量，分別是廣度（width）、連貫（ coherence）、洞察

（insightfulness），以及簡潔（parsimony）。首先，在下文的「研

究結果」中，我們將盡量引述足夠、多樣且關鍵的逐字稿，以描繪

受訪者的自我運作。第二，當夫妻談論職家角色扮演，以及隨之而

來的溝通與協商，研究者有很多分析視角可以選擇，如過去研究常

探討的夫妻衝突管理。我們依循前述的理論基礎，所有分析皆扣緊

「自我」，企圖勾勒出每對夫妻雙方自我的互動。第三，本文採用

的「自我」視角，在職家研究中是嶄新的嘗試。尤其，我們看的不

僅僅是一方的自我，而著重於兩個自我的交會，其理論視角的創新

將對職家文獻提供相當不一樣的洞察。第四，下文分析中，我們援

用「自我曼陀羅」（黃光國，2011）的概念，探討文化與個己、知

識與行動之間的拉扯。並於「研究討論」中，再次梳理夫妻互動所

呈現的自我之特性。全文以「自我」為依歸，具有相當的簡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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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結果 

（一）文化規範與關係互依對自我的雙重夾擊 

究竟該服膺社會文化對個人的角色期待，還是該依循個人自發

選擇的人生願景？兩者之間的游移張力，在夫妻關係脈絡中更為凸

顯。一些原本視為「理所當然」的現實（如：角色義務），在夫妻

關係的互動協商中不斷歷經挑戰和質疑。一旦進入婚姻關係，便牽

涉到兩人以上的心理世界，彼此的行為、思考、期待產生接觸、干

擾、相互吸收與滲透，涉及到「為自己」與「為對方」的矛盾與拉

扯（陳秉華、李素芬、林美珣，2008）。顯然，夫妻的角色扮演就

像是一場無定局的交涉協商，反覆周折，不斷在與社會文化、與他

人的互動中定位自己，適應隨之浮現的不確定。自我在角色扮演中

經歷的衝擊，可以從角色涉入的自覺與容忍他人兩個面向來探究，

分述如下： 

1. 我是誰？角色的內化與反思 

華人習慣以角色來界定自己，並決定生活中不同角色的優先順

序，以形成生活安排的控制感與價值感。漸漸地，我們對生活開始

產生了某些固定的想法與作為。不過，一旦角色扮演不如預期，或

驀然發現既存的理想願望已不再適合於眼前的生活，它帶來的衝擊

是相當深沉且持續的，雖並非立即地產生潰敗感，但它的影響卻是

慢慢地消磨著自己。 

以 02 的妻子為例，她感覺到自己有很多角色都做不好，一切

都不對勁，這番紊亂狼狽，攝住了她，為此斷然離職，「我覺得我

把自己放在不對的位置上，工作上我覺得沒有成就感，那家庭的



 

 216 

本土心理學研究 

話，我又覺得好像一團糟，沒有一件事做得好！所以我就乾脆，反

正不管啦！我就說我要辭職」（02-妻）。此刻的「失控失序」，恰

成了她想改變生活的「著力點」，若繼續眼前的生活，發現這只會

越來越糟，根本不須如此，於是才有了動機使改變發生。 

有時改變的確能使情況有所好轉，「因為可以掌握小朋友的狀

況，對小孩而言的話，那就是一種踏實吧」（02-妻），但也有意想

不到的考驗，「辭職回家之後，我就完全沒有任何專長，也不知道

自己能幹什麼……，那時候跟一個兩歲多的小朋友，就是每天都會

覺得快瘋了這樣」（02-妻）。突然面對著「無事可做」的生活，讓

02妻子焦慮不堪，母職角色雖然逐漸上手，但她坦言帶孩子相當沒

有成就感，難道自己只能是在家裡帶孩子的全職母親嗎？「那種焦

慮會促使我一定要趕快做什麼事情，或發展什麼樣的能力，想要做

什麼」（02-妻）。在與先生討論後，她開始著手學習理財，計畫開

設投資公司。 

可見，一旦拿掉社會角色（如：沒了工作角色），彷彿切斷了

某種關係的連結（與外在關係的適應，一段社會關係結束的失落），

也凸顯了與自己相處的不安（內在心理經驗的安放，我到底要什

麼？我做了我想要的選擇，卻為何如此焦慮？）。不管如何轉折，

人們總是周旋在各個角色之中，非得留在角色裡頭才安心，或總想

用「事情」讓自己有所依憑，才能對「自己」有所感覺，才能覺得

自己還不錯。但弔詭的是，角色雖能成就個人，卻也能讓人深陷其

中而不自覺，唯在進退無路之際，才猛然醒悟「我要這樣過一輩子

嗎？」 

又如 03 丈夫「男主外、工作為首」的角色認同，再加上「好

兒子」的內化影響，強化了將事業置於首位的穩當性，自信理應如

此，「像我只有唯一嘛，工作啊！我只要工作！」（03-夫）甚且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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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我應該可以做到總經理」（03-夫），以工作成就回饋家庭，不

虧欠身為「一家之主」的這個角色，「只要能用錢解決的，我都可

以去做」（03-夫）；二來這對於家庭角色的參與也產生了阻隔的作

用，對家庭角色的認知顯得比較淡漠、被動與疏遠，更加劇了夫妻

間對角色認知的不相容，遂使他面臨各個角色之間的追求與逃避的

拉鋸戰。 

真的被人家（長官）重視，這機會難得……因為現實很重

要，你柴米油鹽醬醋茶，你都顧不好，你怎麼能顧得到其他的

東西……家庭、工作，還有父母那邊，我真的不知道要做……

我就永遠想當個乖兒子。（03-夫） 

不過，服膺社會所定義的角色成功標準，來規劃人生應有的走

法，心底真的是無怨無悔嗎？其實不然。誠如 03 的丈夫對工作處

境的慨嘆：「我上面還有一個主管，我一定要把這個榮耀的部分讓

他擔起來，所以變成來講，我一定要背很多黑鍋，背很多壓力，我

憑良心說，在那過程裡面，一直沒辦法打開那個心結」（03-夫），

尤其近年來身體開始出現狀況，更強烈質問自己：「真的有很大的

刺激（暈倒），我突然覺得說：『生活重心真的只能是工作嗎？』」

（03-夫）長時間投入工作，面對工作中無止盡的妥協與犧牲，但成

就回饋始終不如預期，反而有著被掏空的沉重感，漸漸在心中醞釀

出憤怒與不甘，這使得個體有所察覺與反思，開始質疑原本有序的

生活，真的是「我」想要的嗎？「我」有沒有其他可能？ 

又如 02丈夫適逢獎酬體制改變，原先的工作誘因已不復存在，

「當股票分紅費用化之後，你會發現說，你付出的跟你拿回來已經

不成比例的時候，你就會思考你的未來要怎麼走」（02-夫）。再加

上薄利競價的產業生態，生存空間飽受擠壓，「競爭 timing是這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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擠的，你要花很多時間把它完成，可是你沒辦法得到相對應的回饋

時，我覺得影響是很大的」（02-夫）。縱然投入再多，也不願為謀

求生存而消耗掉自己，也不甘於自我價值的認同隨之消解與淪落，

但又無奈於這個價值並非自己說了算，也非自己給得了的，而是需

要生存在「社會現實中」才能獲得。顯示個己無法隨心所欲，獨善

其身，個人對於自我的界定，仍有很大程度取決於文化我的成就。 

同上所述，社會角色的影響始終存在，自小內化的角色規範與

腳本讓個人有所憑靠，有所寄託，帶來安全感，唯有當自己所屬的

角色被擠壓、被漠視、被挑戰了，個人的價值認定隨著角色而浮動，

才使得內心終於指認出「角色」身後的那個「我」。個體稱職地扮

演著各種角色，讓「自己」能夠被看見，倚賴這個角色所建成的自

我認同。然而，隨著情境脈絡的轉變，讓個體開始去反省，甚至是

「自我否定」原先努力的一切，願意質問自己內心所寄望的生活格

局，並非這般的想當然爾。縱然感到惶惑無依，卻也使得個人開始

思索「除去這些角色之後，我自己是什麼？」、「我這一生想怎麼

走？」 

2. 夫妻同心？雙方自我的角力戰 

就結為夫妻的兩人來說，角色不僅是「夫」與「妻」的分工模

式與責任歸屬，也寓意了個人對角色扮演所抱持的意願與意義。再

者，互依關係中，角色是相對的，「有我就有你」，一方的角色認

同也需要另一方願意配合以共同成就，使雙方得以在角色中達到互

惠共存。因此，夫妻雙方對職家角色的知識建構與具體行動必然有

所交集，激盪的火花更可能產生漣漪觸動自我的反思，而非兩條平

行線，只在個人內運作。兩人相處不總是順利的，個人所欲追求的

認同也非總能得到滿足，於是彼此經驗到不同程度的角色衝突，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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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的自我有了割捨、遷就、要求與反制。 

01的妻子視「家人」如己，以自己對「家的理想」來定義所有

人的「好」。丈夫事業成就與子女成績好壞，皆象徵著家的顏面。

更重要的是，藉由「丈夫」與「子女」在其角色上的卓越表現，讓

自己欲求的「相夫教子」角色得以完成，來肯定與彰顯自我的重要

性。當妻子想按這個規則走的時候，便企圖想改變對方，誘導對方

趨向己方的觀點。 

我從小，我對家就已經有一個非常清楚的輪廓，那我就一

步一步把我以前的夢實現……我希望我的老公是一個就是把

錢賺回來，外面全部搞定，可以全心全意去衝事業，我只要管

裡面的事情就好。（01-妻） 

我個人是沒有什麼企圖心啦，（軍職升遷）那一部分說真

的，就不會再往那一部分（妻子的期待）來做。（01-夫） 

01丈夫的軍職生涯，初期尚可依循既定的階級晉升，但達一定

的官階之後，晉升有限，且有最大年限的屆滿壓力，需要另謀發展。

換言之，已無現成軌道可循，勢必調整原有的生涯策略。不過，01

丈夫顯得無所營求，不勉強作為，坦言「退休規劃……還在想，也

還有三年多的時間」，妻子則致力求進，「人生有多的階段，你必

須去 handle它，然後排一個階段、一個階段」。顯而易見，丈夫尚

未有明確的生涯投入方向，也非如妻子所預期的力求進展。從結婚

開始，雙方對於職家角色扮演的協商角力戰，便不曾停歇。只是相

應於妻子的積極勸說與發急，他的默然與生涯未定儼然成了一種自

我宣示，即使是妻子也無以置喙。 

他就會讓我一直講、一直講，可是沒有什麼 feedback，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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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會告訴我他心裡真正的想法，那我就覺得說「那我再多講

好像只是壓力而已」，就不會再繼續。（01-妻） 

由於夫妻之間對職涯的企盼相差甚大，01妻子遂將期望放在孩

子身上，希望孩子的事情能如己所願，「那這個模式（夫妻互動）

早就已經都出來了，不可能去改變了，但是我希望我的小孩子的『成

就的部分』這一塊，我還是可以繼續努力的」（01-妻）。如此一來，

卻更激化了夫妻之間的差異，映顯出個人對丈夫所否定的、不贊同

的，甚至是貶低、排拒的一面。 

（孩子念職校）其實也沒什麼不好，他的人生方向在不斷

摸索當中，他去不斷碰觸，慢慢找到他想要走的路……而不是

說，我規定你一定要走哪個方向……比較大的問題可能是，她

（妻子）到底要求到哪個程度。（01-夫） 

如果小孩子鬆懈或幹嘛，我可能就會有不好的聲音出來，

我可能就會罵說：「你看！你們都跟爸爸一樣少一根筋！」當

然我知道我可能很情緒化，可是那是實話，也壓在我心裡很久

了。（01-妻） 

面對著種種超乎自己預期的狀況，挫折、失望便漸漸累積滋

生，尤其雙方自認在做「對」的事情，又更難從這些爭議中抽離出

來，「你會覺得『無解』，然後是你一直自己單方面在想辦法要改

善很多事情，可是靠你的力量是沒辦法，然後我已經快被壓垮了」

（01-妻）。如此，自己不斷在「容忍先生」的過程中試圖化解與超

越內心的天人交戰。幾乎可見的是，其中一方會透過「標準」的設

定與聲明，將自己擴大到包含家人，不分彼此，體現出自己能代之

決定「什麼是最好的」，以求化解心中的紛擾與緊張，既能強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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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行為、意圖的正當性與必要性，也可藉此來推擠掉另一人的影

響，抵制另一方主導，使之難以參與，莫可奈何。 

因為我很清楚我自己的小孩，我如果沒有把他的規矩定下

來，他就會一路一直鬆懈下去……我要求比較嚴格，我可能就

會直接講出來，我們可能就變成「看到什麼東西就，叫他（丈

夫）去做，那他可能就會覺得有壓力」……除非他說服我，說

我錯了，那不然，我還是比較強勢。（01-妻） 

01妻子雖然對家庭角色傾向傳統性別角色的追求（如：賢妻良

母的讚譽），但工作角色上仍有升等的企求，她設定許多的個人目

標，設法穩固理想的自我意象，「我還是自己要求自己（工作）這

個部分，我是一個希望一直往前走的人」，藉此不斷自我鞭策，即

使工作家庭已是雙頭忙碌，仍再軋上「博士生」這第三個角色，使

自己能更穩妥地立足，得以繼續下去。顯而易見，她所推崇備至的

自我認同，雖使自己朝向所規劃的理想前進，得到心理上的安全感

與重要感，卻也使自己在關係中顯得專橫，越不易有耐心去理解他

人與自己的差異，甚至，希望他人成為自己所想要的模樣。 

換言之，當個人秉持清晰的主張，且欲強加在對方身上時，便

容易產生「彼此對標準不一」，產生容忍的問題。類似情況也出現

在 02、03夫妻的互動中。02夫妻的育兒觀差異與 01夫妻有些類似，

丈夫同樣秉持快樂成長的理念，而妻子則是對孩子的生活習慣、課

業有較多要求，其對母親角色的期許、母職的實踐亦是個人價值信

念的延伸。妻子認為「事情應有效運作」，此驅策力也投射在管教

行為上，堅信需要設定一套規矩來塑造、教育小孩，甚至有時「寧

願自己來」，不假手他人（丈夫）。如此堅持品質又注重細節的管

教方式，背後意涵著個人對於目標理想的欲念和掌控。雙方在教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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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上的差異，讓一向和睦的夫妻關係關係緊繃。 

她的要求很嚴格，我就是要求小孩一定要快樂，她都會要

求幾點要睡覺，幾點要做完什麼事，就是很多很嚴格、很死的

規定，是不可以修改的。（02-夫） 

他（丈夫）覺得小孩做不好是情有可原的，可是我的想法

不一樣，我覺得我可以做得好，那我要求她的時候，她可以去

學習改善這個問題。（02-妻） 

你本來在意的事情，你不能要求對方去做……所以就是我

只挑我在乎的做。（02-妻） 

當一方站定了一個立場，另一方也需要有所回應，其方式可能

是贊同、中性的不在乎，甚或否定排拒。如 01 夫妻在親職角色上

的磨合，主要是妻子主導改變，丈夫勉予配合。但 02 丈夫反而因

為妻子的強勢，而激發他也要強勢堅持己見的想法。如此一來一

往，立場分明，加劇了兩人的鴻溝。因此，雙方都在容忍各自不同

發展的騷動，時而如文火悶燒，相當不快，時而交戰不止，相互干

涉牽制。 

那個底線是我沒辦法接受的時候，那這個婚姻可能會造成

我不快樂。（02-妻） 

她對小孩是強勢的堅持，但我覺得她已經讓小孩不快樂的

時候，我也想強勢去堅持……她（妻子）罵完的時候，我就去

介入，去干涉這件事，你會覺得應該怎樣、怎麼會這樣做，可

是事實上當時你就是為了氣。（02-夫） 

不論是 01或 02夫妻，他們對育兒的堅持其實都是出自個人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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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延伸，是個人對於理想目標的想望和履踐，以建成一個理想的

「我」，只是透過夫妻間相依關係的蘊蓄，更能映現出個人內的支

配與自制的推拉，既想要堅守某種「應該」的念頭，把事情掌握在

自己手中，乃至開始控制一方，但又覺得必須約束內心難耐的衝

動，致使關係弄得既緊張又迷離，也覺徒然。不過這兩位妻子為掌

握自己的角色，各自的堅持之道略所不同，01妻子無法勸服丈夫改

變，自嘆「管不了了」，心中不以為然，但又奈何不了，只把「不

管」當作解套，索性一切「我」來就好，「我」越顯強勢，「是不

是要『雙方』？我還是認為還是『靠自己』」（01-妻）；而 02妻

子則是表示倘若另一半是蓄意惹起爭端，超過容忍的限度，寧願撤

出關係，為己抗辯，也不願受氣負累，「個人主權」不可踰越，「我

寧可放棄婚姻，就是我的底線完全沒有辦法堅持的時候，我會想

要放棄」（02-妻）。 

03夫妻婚姻初期，兩人對住所安排的立場和需求不同，丈夫看

重「工作」與「兒子」的角色，對妻子的提議與規劃顯得漠然置之；

妻子則對工作、家庭經營的態度相當明確篤定，不論是住所安排或

教養子女，她都有清楚的立場與作法，她表示： 

我希望就是結婚後就有自己的家庭，別人的長輩這樣住在

一起，我會非常不自在跟拘謹，我們住得很近也無所謂，也不

用住新的、好的房子，破房子我都無所謂。（03-妻） 

我自己是學幼教的，我就堅持小孩下班要自己帶，晚上都

我自己帶，甚至還為這個，我婆婆還不高興……他（丈夫）那

時候覺得他在容忍我。（03-妻） 

03妻子將焦點放在目標實踐上，但面對丈夫的迂迴敷衍，最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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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化被動為主動，不再等待丈夫的回應，執意堅決地按照規劃來

行動，一人住進偏遠的新家中。這時雙方堅持所見，彼此相互抵制，

且對對方的理解早已簡化在某個特質或既存判斷中，就像丈夫認為

妻子「她定的東西，就是定了啊，這個遊戲規則已經是這樣了！她

就是要，可是問題是，我真的沒辦法做」（03-夫），妻子則氣丈夫

「他還不回來（新家），因為他要在他家當乖兒子」（03-妻）。衝

突陷入延宕未決的僵局，也為婚姻帶來危機。 

為什麼要花錢買房子？我覺得應該要留一點錢要幹嘛幹

嘛，我想得比較多，我擔心也比較多！變成很多不妥協、不認

同……講白的就是要錢，到底錢要怎麼來……我當然是要先想

錢。（03-夫） 

我就軋在中間，當那個孝順跟你所謂的家庭（自己的婚

姻），你到底要怎麼去維繫？（03-夫） 

我就大著肚子一個人住在○○（新家）欸……一個大姊來

勸我……說要想辦法去迎合人家家裡，我說：「沒有，我本來

就不要這個婚姻啊，妳趕快叫他簽一簽（離婚協議書）給

我……」（03-妻） 

我們進一步釐清其中的相互拉扯，一如丈夫的感慨：「結婚之

後，兩個家庭要 match的，那個部分來講，真的要非常大的心理去

磨合」（03-夫），對於接受對方意見或堅持己見，之中的內在緊張

是因這將涉及到容忍對方的難題。對於相異的主張，一方若是表達

了拒斥或消極否定，而未被接納、尊重的一方，有著被否定、被冒

犯的不快，甚至有「被騙或吃虧」的感覺，彷彿單方一廂情願的想

法，卻一無所得。猶如 03 妻子百思不解：「我自己會一直想，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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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我當初明明就跟他講我絕不跟你父母同住，可是為什麼會變

成這樣，難道是我表達不夠強烈嗎？還是我不夠堅持嗎？」即使困

惑，即使生氣，03妻子仍試著向丈夫表明關於雙方差異的體悟，試

圖為婚姻困局找尋新的出路： 

（提出離婚的信中）我就跟他說，我覺得我不適合跟你過

這個生活，我相信你會找到這樣的一個人，就是讓你帶回家，

放假的時候就是看著電視，吃你媽煮的菜，跟大家住在一

起……你應該可以找得到，但那個人不是我，所以我就說我覺

得就到此為止就好了。（03-妻） 

「小家庭」與「奉養父母」的抉擇也出現在 04 夫妻身上。04

夫妻婚後不久便於妻子娘家附近購屋，但隨著妻子懷孕、生產、育

兒、第二胎等緣故，一家四口都一直住在娘家。「先生一開始也都

ok……（後來）他會覺得面子掛不住，婆家爸媽的人也是很愛面子

的人，他們都會覺得『兒子是給人招贅』」（04-妻）。隨著孩子逐

漸長大，丈夫覺得「委屈很久了」，既然有自己的房子，為何不回

去住？夫妻每每談到這個話題，便爭論不休，甚至吵到要離婚。 

他想要我跟小孩一夫一妻的小家庭……我也沒有說一定

要是大家庭，但我希望能夠盡到孝順媽媽的一點點責任，他會

看到同事是小家庭，但為什麼我總是要帶著媽媽？（04-妻） 

04夫妻的對立，顯而易見。妻子承認「是我的私心……自己放

不下娘家的家人」，即使丈夫反彈，她也想盡可能住在家裡，搬出

去了，就盡可能回家探視。偏偏丈夫的主導性強，亟欲實踐他心中

的小家庭樣貌，不僅將岳母視為霸占其妻小的掠奪者，更因妻子長

期的不配合，將戰火從家庭延燒到兩人共事的學校，讓妻子忍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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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忍： 

現在整個是完全撕破臉的程度，就是看到（岳母）之後，

他會刻意迴避，連招呼都不打，我就很心疼自己的媽媽……媽

媽是長輩，之前對我們這麼好，媽媽沒有做錯任何的事情！（04-

妻） 

我平時是一個和氣的人，不會大吵大鬧，但是我每次跟他

吵架，吵到歇斯底里，吵到崩潰摔東西，因為不這樣，他會一

直煩你，也不給你冷靜的時間，所以會覺得很痛苦，會覺得這

樣的婚姻，沒辦法做我自己，我不回應也不行，就是要逼著我

回應。（04-妻） 

他到我的班級對我大聲，我以前會覺得好丟臉，家醜不可

外揚……但是到後來，我竟然被他刺激到……我也變了……我

現在也跟他吵，也跟他撕破臉，也不怕在公眾場合丟臉，你看

我怎麼會變成這樣！（04-妻） 

從前述四對夫妻的情況可知，在奉養、育兒、工作角色上的歧

見，乃至於對「家」的不同定義，都讓雙方陷入長期的拉鋸戰中。

在這場拔河中，容忍他人之所以困難，是因為在護衛個人權利的同

時，不免冒著抑他揚己的掙扎，倘若更激進地宣明立場，據理力爭，

如此分庭抗禮的代價，是否值得？反之，若顧慮對方，佯裝微慍，

草率應和，真的能相安無事嗎？就像 04 妻子的情況，一開始選擇

沉默以對，希望讓雙方不理智的情緒降溫，但丈夫卻打蛇隨棍上，

自己反而吃悶虧。而當她選擇回擊，卻驚訝自己竟有潑婦罵街的一

面。夫妻衝突激發出自我的新面貌，雖讓 04 妻子詫異「我怎麼會

變成這樣！」，但也讓她發現自己原來是可以被激怒的。只是這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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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貌來得太過戲劇化，個人未必有心理準備接受自己失控的這一

面。 

這也讓我們理解到在夫妻關係重要他人的映照與牽動下，更彰

顯出「自我要求」中兩股力量的推拉，相互抵制的驅策力在作祟，

一股想將個人所認定之標準強加於他人身上，做自認為對的事情，

使家（人）得以緊密地納入自我的範圍內，藉此不斷擴張、強化自

己，以確立自己的重要性，而另一股力量則是想抑制、克制自己的

衝動，不想陷入「裝腔作勢」的自我膨脹中。 

（二）多元價值的可能，自我彈性的展現 

1. 「見山還是山」──多重角色的兼容並蓄 

人總是渴望被認識、被賞識、被接受，使自己變得重要，這個

渴望會驅使自己竭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常想著要使自己「成就些

什麼」。如此，角色裡充斥著義務、責任、價值判準和期待，例如：

當個稱職的好父母、擁有好兒女，據此獻出自己，一如 01 妻子的

表述：「我一直是個積極的人，從小到大父母給我們的觀念是『你

要積極去安排你所有的一切』，影響我蠻大的」。顯見，這些期待

成了牢不可破的紀律。不幸的是，一旦發現這些角色將日漸不被需

要了，緊張隨之而生，「哪一天我小孩，不要我幫忙的時候，我會

怎麼辦？我比較擔心這個問題」（01-妻子），或是外在的追求反為

自己帶來更多的自我懷疑、麻木感，覺得有負期待，一股疑懼不安

的感覺襲上心頭，難道這就是一切嗎？就像 02 丈夫提到「你付出

永遠要這麼多……如果連你的願景都抓不到的時候，你完全沒有動

力」。 

不過，有時內在掙扎與不安彷彿在提醒著自己「角色扮演」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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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全然等同於「我之所是」。如果能滿足社會期待，謀求成功，又

能忠於自己的嚮往，兼得兩者，豈不更如人意？偏偏人對於自己的

了解，往往不易提早知悉明瞭，常常苦於「不自知」。有時需要他

人的提點、示範，或是需要累積足夠的經驗，才能對自己獲致日益

深化的自我了解，並能清晰地分辨哪些期待是可以達成，哪些不

行；同時，奠基於已有的安全感與心理成熟，也較能夠對生活做出

調整，有意願和能力再去設想人生的其他可能性，自由重組「當下」

的生活，愈能保持情緒上的平衡和自在。 

對 01 的丈夫而言，投身軍職是為了避開家中紛擾與貼補家計

而「走」，「想離開一下家，我家經濟狀況可能不是很好，所以就

跑去念軍校」（01-夫）；接著則為兼顧工作與家庭的周全而「捨」，

「有那個機會的時候（升遷），是我剛到教官界的時候，那時候小

孩都還太小，那家裡面比較沒辦法陪伴到，所以那一部分我就婉拒

掉了」（01-夫）；而現在所預備的下一個生涯，他不想因避事而馬

虎，也不願投「妻」所好而敷衍，而是想自我追尋。可見，這過渡

階段映照出丈夫對自我探索的嚮往，或者更確切的說，不願再次「身

不由己」地套進妻子的理想作為，也非只是安分地委身在社會的規

則之中，而是找出一條適合自己的路。妻子眼中的消極無作為，卻

是 01丈夫對自己職涯規劃的沉默捍衛。 

其實對大多數人而言，在事業的衝刺上，往往不輕易改變既定

的生涯路徑，一個階段緊接著下一個階段，依序遞進。不過，一經

仔細衡量，會發現即使事業穩定，經濟大致不虞匱乏，內心似乎仍

有個聲音在問：是安逸地選擇輕巧的生活，還是離開自己所熟悉的

安全堡壘，繼續探尋下個機會點？例如：02丈夫，他感慨生活在安

定中早已變得不踏實，且不相信自己的人生只能「安於一個工作」，

這種與日俱增的「慚愧感」，促使日後改變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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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家長都會認為越穩定的工作越好，可是我一直告訴自

己，等我日後回來看的時候，我會看不起我自己，就是會覺得

「你怎麼會甘心於這樣子」，我寧可嘗試更多新的，即便失敗

了，我回頭來看，我不會後悔，我不要只是安於現狀。（02-

夫） 

正因自我有著社會性的一面，不免將社會稱許的目標與規律內

化，對於財富、舒適、成就有了執著和沉溺，以致不易跳脫這些欲

求的桎梏，「初期我的 view 稍微小一點啦，我是用錢來定義（成

功）……這個穩定的收入足不足以誘惑你這樣努力衝下去，我覺得

戰鬥力是有影響的」（02-夫）。「為了什麼工作？」這雖是對工作

動機的提問，但卻是深層價值觀的展現。02丈夫自覺地醒悟「『我』

不要只是安於現狀」，才能看穿眼前看似安定的表象，誠實貼近自

己，終能釐清「什麼是我想要的」，抗拒社會的誘惑（如：安穩工

作和收入），挺身冒險，勇敢無懼。 

如果要做這個產業（科技業），你就要去 start東西，要去

衝，衝出來就是你的，衝不出來也無所謂，至少你衝過，所以

我才會選擇另外一個比較適合的環境。（02-夫） 

此外，個人的身上具有多重角色，自我又是如何調和各個角色

共處於一身？以 03 的夫妻為例，妻子不論是家庭或事業，她穿梭

在這兩個角色之中折衷而為，既不極端地揚棄傳統的性別角色，仍

善於撫育兒女、承擔家庭責任，同時也熱衷於自我追求。誠如她所

言： 

即使在公司中午休息一下，最近應該要有這個年紀應

該……比方說看什麼書呀、回去要抱小孩在腿上、講故事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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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啊、早上幫她綁頭髮啊、餵飯啊……這些事情的當下，其實

我也有得到滿足。（03-妻） 

比如說我去上課，或做很多事情，我覺得我很喜歡自

己……因為我越來越有自信，我就會表現得越來越好，一個良

性的循環。（03-妻） 

可見，角色扮演對她而言，不只是滿足了關係的需求、自我提

升的探索，更重要的是就連生活裡最熟悉不過的作息，她都「做」

得興味盎然，怡然自得，每一刻都是獨特而深邃，有著細膩、深刻

的感動；另觀 03 丈夫，初始他對於工作與家庭，一直處於擔過的

隱忍與分身乏術的沮喪感，對於當時的離婚危機，總是處在茫然、

無奈、不帶勁的狀態，他提到： 

那段時間是最尷尬的時候，也是最難過的時候，真的不知

道怎麼處理……工作真的不是全部，可是問題是你剛出社會，

需要累積工作經驗的時候，你要衝刺的時候，那該怎麼辦？ 

這時的他將人生標準看得相當唯一，「有為者亦若是」，幾乎

鮮少懷疑過這個標準，甚且只能「顧到眼前的事」，便更難以跳脫

困境，有所突破，「那個時候其實來講，我自己都自顧不暇了」（03-

夫）。當時在父母的協助下，暫且度過離婚危機，不過並未對個人

造成大幅的改變，仍固守在他所認為的理想狀態（如：工作上的績

優表現、經手大件案子），對自己的狀態幾乎是「視而不見」，「那

時候我的壓力就很大，可是我自己不自覺，一股腦的都不知道……

我只是覺得說『我應該可以做得更好』」（03夫），如此甘願地為

這些理想驅策著。但在時間的洪流下，經驗的累積反芻、他人經驗

的參考啟發、因病痛而覺悟，在事過境遷的距離中，他較能不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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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暫離自己所熟悉的觀點，以一種認真推敲的深思領會，將原本「未

察」的變化，納入先前的理解，對自己、對境遇產生了亦新亦舊的

洞見。 

（後來）我覺得我這樣做對我不值得，因為家庭我沒顧

到，我的工作也沒做好，什麼都做不好！……我記得我暈倒的

時候，我兩個小孩哭得好慘，我看小朋友這樣哭，真的受不

了！……慢慢對於「家庭」這個角色，我覺得在我這段過程裡

面太重要。（03-夫） 

工作裡面，我到現在還在學習，唯有不斷學習，你才能去

創造一些你自己的機會……我滿羨慕我自己，我覺得我自己的

選擇是對的，我甚至來講，我可以去玩我自己的東西，我學習

到滿多，那包含是說：做人處事的覺醒。（03-夫） 

一段由內在限制而解脫的醒覺，他才逐漸意識到原以為至明至

理的律則，是可以被挑戰，甚至是可以被推翻的。他在「做事」中

有所心得，憬悟到做人處事的道理，一場深切的「病痛」，讓他記

取教訓，對於自己有了更真切的了解，所謂的功成名就已不再如此

必然需要。 

家庭為首，職業為輔，只要這個東西（指錢）都 ok！我覺

得不會缺很多啦，不會差很大，可以過得去！我現在的想法就

是……比較隨遇而安。（03-夫） 

此刻這份「不在乎」的決然，來自透澈堅定的「自知」，使他

自在地做「我行」的事，偶爾的「不求表現」也不失為一種安身之

道，更能進退自如，甚至一展「成人之美」的襟懷氣度。 



 

 232 

本土心理學研究 

我這份工作我一定要把它持續下去，（夫妻）一定要有一

個人（工作）要穩定嘛，不能講說我犧牲，還是說怎樣，因為

要知道我自己的能力啊，我能力只適合這樣做，她（妻子）的

能力是無限可能，我覺得我可以有這樣去 push 她，讓她長上

來。（03-夫） 

是此，個人不斷在角色完成與自我追求之間尋求統合及立身之

所，在心智中持續整合經驗，據之形成自我了解。同時，亦在自我

了解的基礎下，一股向前奮進、超越現實的能動性與自發性也因之

彰顯。事實上，人生的終極追求既有文化的價值建構，亦含有自我

的自主展現（陸洛、楊國樞，2005）。換言之，社會文化之於個人

的規範性與優先性，始終存在，不可小覷，但個人自覺的提振也越

顯重要。只是，這股「自覺主宰」既能使個人更為獨行專行，以社

會讚許的價值來包裹著個人的欲求，不露鋒芒地潛心於成就表現，

但也能使自己超脫實然（社會期望與要求），不拘泥於社會預設的

價值表現，而能在角色中適度實踐，多了轉圜的彈性，少了幾分必

然的驅策感。就像人們以為很了解自己，當被問到「我是誰？」時，

總能快速地用各種角色來界定自己，是一種「見山是山」的明確。

然而，歷經工作與家庭的歷練、挫折、衝突、茫然，讓我們對於「我

是誰？」充滿了無助的疑問，似乎有點不認識自己了，彷彿「見山

不是山」。最終，困頓過後的自覺醒悟，讓個體掙脫角色規範與腳

本的束縛，在在認清自己要的是什麼，但不以此為限，接納多種可

能，拓展了自我的彈性，達到「見山又是山」的境界。 

總結來說，在這一連串的角色追求、反思與實踐的循環中，不

斷自省「我是什麼？」、「我能做什麼？」，促成一次次的自我決

定。而這些自我決定，已非全然地遵循社會期望而行，也不是純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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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我所為，而是在社會規範與個人價值之間交互參引，兼容並

蓄，勾勒出「我」的存在。 

2. 「我們可以怎麼做？」──超越我執的感通他人 

在夫妻關係中，個人不斷面臨統整內在的矛盾，持續經歷衝突

化解與懸宕未決。個人身陷關係中，並非需要往內壓縮自己或向外

壓制對方才能維繫關係，而是在「創造」一個自我來理解個人之於

他人的角色和責任（楊中芳，1991）。同時，當個人在接受與認同

角色的同時，也承負起角色扮演結果對他人可能的影響（陸洛，

2003）。接續將從夫妻協商共識的歷程中，探究雙方是如何自處、

容忍他人。在此需強調的是，本研究認為共識是對偶的兩端不斷經

歷衝突激起、化解的歷程，是「過程」，而非「結果」，夫妻可能

在不同階段達到暫時的共識，但這不必然是最終的狀態。 

親密關係中，因「他人」的存在，兩人之間的「差異」是無可

避免的，雙方有不同的需求、各自的表達方式，也蘊含不同程度權

力基礎，這些都需要夫妻學習處理（陳秉華等人，2008）。在本研

究的四對夫妻中，可看見他們在彼此的差異中經營、醒悟，就像是

在一場沒有定局的僵局中挺進。不過，卻也因彼此相依，更能體現

出兩人相互牽動的推拉中自我的屈伸往來。 

就像 04妻子坦言，她與丈夫不僅角色價值觀不同、需求不同、

衝突管理的方式也很不同，這些「不同」在一次次的爭執中越發醒

目。丈夫強勢地想照顧全家人，將她視為無行為能力者，過問所有

外出活動。「我跟你結這個婚，所有東西都要放棄……這樣的代價

已經太大了一點」。爭吵中的退讓可暫時解決紛擾，不過「不讓步

又不行，不讓步就會是永無止境的爭吵」，但更深層的害怕是「讓

步之後，他要的越多，會不會哪一天，變成我完全不能回去（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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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只能待在這個地方」。04妻子相信以自己的工作能力，帶著

兩個孩子，也不會有問題。不離婚，只是「在乎小孩子心裡面的感

受」。為了捍衛這些「我」最為珍視的事物（自由、母親、孩子），

她找尋可能的出路，即使是繼續維持沒有信任與感情的婚姻。 

我很難打破（與丈夫之間）那個隔閡，因為我會怕！……

等一下我被錄音、被人家拍照（存證），他現在也常常控訴我

家暴……（爭吵時）他又要攔住我，我要掙脫開來，就會有幾

近扭打的動作，他就會說我家暴！……這樣怎麼相處啊！（04-

妻） 

吵架的時候，他罵我說「沒出半毛錢」，我整個火就上來

了，怎麼會沒有出半毛錢？你在吵架時，可以講話講得這麼過

分，那就都分開（指財務）……房貸、小孩教育費、車貸、機

票旅費……全部拆半！……真的很像陌生人。（04-妻） 

縱使婚姻關係已是破裂不堪，苦不堪言，04妻子卻不願分離，

寧願維持「結構形式性」的存在。家庭角色分工壁壘分明，經濟開

銷更是各付各的，誰也不欠誰。甚至「時間」也是如此分配，「（週）

一三四回（娘）家吃個便飯，二跟五就陪他，出來外面吃或是……

假日的時間也是一半」。雖然，在外人看來已是空殼婚姻，但兩人

仍透過前述分工讓家庭得以繼續運作，只是雙方維持極大的心理距

離，以策安全。這樣的作法的確發揮效果，兩人的爭執變少了，這

讓 04妻子好奇有沒有可能縮減兩人的差距： 

我有些時候會站在他的角度想……我能理解他為什麼會

這樣……也許我還有媽媽可以傾訴，但他結了婚之後，是以我

們這個小家庭為重……我是他唯一傾訴的對象，可是我好像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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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做到這個部分。 

他是這麼強烈的、這麼積極的想要我們四個人這樣嗎？分

一點點時間出來（讓我）做一個好女兒，不行嗎？那他的底線

是多少？跟我理想中的差距是多少？他認為我時間分一半，陪

陪媽媽，這樣很過分嗎？難道還要再減少嗎？我知道那樣分割

很可笑，但是我真的很想要跟他好好談一談，就是有一個共

識，以你不生氣為那個（切割基準），我們就好好相處。 

以往被衝突填滿的兩人，透過前述分割原則，開始有空間得以

為對方著想。歷經多年的爭吵，04妻子很清楚雙方的差異，也知道

各自的為難。她雖仍捍衛最後底線，但不再堅持己見，在不勉強自

己的情況下，盡可能地滿足先生對於小家庭的嚮往。而丈夫也接受

分割的比例，不再因妻子返家探視母親，而再掀紛爭。這些「我執」

的鬆動，為兩人的生活帶來新的契機。 

相似的情形也發生在 01夫妻上。01妻子想當然爾地認為家人

應該要變成她想要的樣子，有意無意地將家庭建立在對自己有利的

期待上。但實際上，夫妻在生涯觀與教養理念，有許多紛歧的觀點

與立場，妻子又一味相信自己是正確的，一旦發現對方不如預期，

或與自己立場相背，便設法極力勸服，誘使對方贊同自己，趨向一

致。 

我覺得有一點永遠磨合不了的就是……我婆家那一塊，我

只要碰觸到那一塊，他可能就會把我激發，很多對事情的一些

不滿，我們就會吵得很兇……我覺得他可能沒有把我問題的本

質想到，我要的是你在家庭裡面記取教訓，想辦法讓自己不要

再掉回以前那種生活模式。（01-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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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覺得說「如果你努力了，你沒有做到」，我都可以接

受，可是你不要還沒努力，就告訴我「不要，你不想」。（01-

妻） 

這時內心祕而不宣的預設是「如果你真的了解，你就會認同我

的想法」，只是往往事與願違，如此一來這成為她內心一個兜懸不

下的灰色地帶，有時看似接受，有時則不然。雙方雖能短暫的達成

共識，但隱藏的壓抑和失落仍舊存在，醞釀著下一次衝突的再發。

如此情況之下，尚有互相謙讓一途可走，誠如 01的丈夫所說：「有

些時候會試著講，但是不見得能夠接受，那如果是這樣，那就各退

一步」（01-夫）。「各退一步」雖有含糊不明之處，但在此提供了

最佳的心理彈性，使雙方暫離衝突對立的糾纏，從中再去思辨哪些

要堅持下去，哪些該放掉，學習接受那本來就不是自己該去解的問

題。甚至，在這互不踰界的「讓」，彼此可變與否也是昭然若揭。 

他的生涯……只要是他的決定，包含他跟他的家人，我會

給他建議，那之後他要怎麼做，我就不會再去追問。（01-妻） 

那你發覺，這不可能了！這做不到了！那沒關係，我調整

我自己，或者我們用別的方式去相處……我沒有把他拉快，我

沒有辦法，他也沒辦法把我拉慢一點。（01-妻） 

由此可見，或許妻子在觀點、立場上，始終未能「同意」對方，

也未能完全尊重對方有其需要的自主與獨立性，唯在行動上尚能自

制互不干涉，減少衝動任意之舉，勉強騰出空間，使雙方遠離衝突

的對立。同時，在共同的生活規律中他們漸漸地體現出貼近之情，

少了一些理所當然的「自我中心」，添綴了些許的體貼與設想。 

follow她的（妻子）來做，她的一些規劃，對小朋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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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對家庭的整體考慮，她都有想過，基本上都是、都是好的，

少部分我會覺得就朝我覺得是對的東西，會稍微偏一點來修

正。（01-夫） 

我看到他（夫）有在努力那一塊，我就是不用再去煩惱這

個部分，那他就會發覺，那這個部分我也不會去管他說「那個

你應該要怎麼要求……」，那他可能覺得很有成就感吧！（01-

妻） 

與 01夫妻相較，02夫妻也曾因彼此的個性或價值觀大不相同

而僵持對峙，唯他們的共識協商是奠基在兩人差異的「共存」，非

消除差異，差異本身不是問題，反而是個人之特殊性表達受挫，才

是問題的癥結。那麼他們是如何在「做自己」的前提下，化解其間

的對立呢？關鍵之處即是使自己成為更大整體中同心協力的一部

分，設法超脫個人觀點，以形成一個更具包涵性的共識，來容許不

同於己見的作為得以並行不悖。如同 02 的丈夫堅定地表述：「家

是個人的延伸，代表另一個更大的我，並不代表說這個家的表現就

是我的表現。我不介意說太太跟我個性不一樣，或者我一定要讓她

個性跟我一樣，它就是一群人的組成，那相互關心、相互照顧就好

了」。 

確實，這份認同使他超越「個己」，融為更大的整體之一部分。

如此，他便能從「自我中心」的這一端，走到覺知「他人」的存在，

真誠了解對方，用較少的「我」來看事情，不論是態度上、行動上，

或是價值觀裡，都秉持這股信念與之（家人）交往互動，相信「家

庭」的存在是在於它能夠成就每個人去完成如其所是的自己，當每

個人都能各展其長，自然也能共同成就「家」的發展。從他們夫妻

對孩子管教的經驗為例，便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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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家）自然而然會發生，它自然而然就會活下去，不用

刻意去修正它去改變它，只要你把自己的角色做好，這個家自

然就會做得好。（02-夫） 

我們各自有很多自己的堅持，我們也會給彼此各自空間，

各自再退一步……我的修正是，她對小朋友的堅持我開始也去

尊重……有時候她的堅持想辦法去修得更再 smooth 一點，而

不是去否決掉它……（02-夫） 

很多事情都是踩到底線……我發作了，他才會知道，知道

了之後才有辦法去溝通……我知道我自己要什麼，只要沒有碰

到我不要的那一塊，一切都 ok！（02-妻） 

再者，過去相處的經驗能有助於彼此知悉「現在」，了解對方

所需的表達空間，尊重對方的獨特性。如我們所見，他們所求的「同

心」，非泛指兩人趨「同」的發展，而是在各自的初衷立意裡找到

一個兼容相異的原則（目標），允許每個人的自主與不同，不必迎

合某個人而扭曲自己，抑或成為與家人同樣的人。 

不論是 01夫妻的「各退一步」，或 02夫妻的「兼容差異」，

所反映的其實是兩個人對於「個人間」的差異之種種對待。現在，

從個人間的差異，回歸到自身（個人內），即是「自我接納」的課

題。人若無法接納自己，反而不容易看見人我之別，反之，人若能

接納自己，則越能尊重彼此的特殊性和統整性，「愛人如己」。 

03夫妻常藉由自我揭露來觸動彼此、影響彼此。婚後初始，幾

乎是妻子單方揭露，她將生活經驗的感動與反思傳遞給丈夫，但此

舉反而引起丈夫的心煩不悅，甚至認為這含有競爭的挑釁意味。 

我覺得我是有一點故意，很多事情我就會想跟他講，我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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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什麼、為什麼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學習跟成長機會。（03-

妻） 

我也是個主觀的人，妳既然這麼優秀，妳就優秀嘛，我也

不比妳差啊……她每次講：「你口條不好、你講話態度不

佳……」，為什麼我在妳心目中會那麼糟糕，其實對我來講也

算是一種激勵。（03-夫） 

然而，03丈夫原本的不耐煩，卻也漸漸心「醉」其中，「已經

習慣她的方式，講白了，醉了啦！」之中的微妙轉折，其一，可能

來自兩人長時間的自我揭露，相互觸動的積累，進而湧現出彼此相

近的心聲。 

一直到現在，每天回來，她很煩，有高興的事、有難過的

事、有不喜歡的事，反正我就只是……一定得坐她旁邊……她

真的是我的有聲書，她看完之後就跟我講，她看了內容是怎

樣，我幾乎說：「這個書！對！我都看過了！」（03-夫） 

（在職進修）這四年，我們兩個彼此交換想法，還有一些

生活上的經驗來講，我覺得會比較契合！我們心裡面的想的都

會比較近。（03-夫） 

可見，妻子在態度上有所堅持，在行為上持續分享觀念、鼓勵

丈夫參與，甚至不斷示範與溝通，同時這也需要丈夫願意傾聽、自

覺，並付諸行動，雙方共同努力，漸漸地促進了雙方互動的對等狀

態，少了些防衛，多了些參與和開放自己。再者，關係如同一面鏡

子，能反映出個人自我的本質，可能來自表達受挫之後，故而隱藏

或拒斥在外的部分。因此，個人如何理解他人，也反映出自己是如

何看待自己，也映照出匱乏的、不被滿足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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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03 先生從小被要求「把書讀好」，促成了他長大後追求事

業的企圖心，唯有「做得更好」才能穩妥地生存。不過在這樣的驅

策感中，總是不斷努力地要求改善「不夠好」的自己，總是謹慎嚴

謹地避免犯錯，不負所望，生活行事也日益拘束沉重、狹窄限制。

不過，03丈夫透過與妻子和友人的互動，「慢慢一層一層剝開，一

層剝開，我覺得會有這樣的因緣在裡面」，內心彷彿拉開一個心理

空間，不斷在「新」的交往互動中，敏感地細細體會「自己」。 

他們家（妻子的原生家庭）是很 open 的，要學什麼、想

做什麼事情都可以去做，像我們家，我爸媽就說「把書念好再

說喔！」真的有這個差距……我對我自己很自卑，所以我一定

要在某方面我一定要怎麼做怎麼做，就是我要求我自己。（03-

夫） 

車友裡各行各業的人都有……我覺得應該是從那邊開

始，會發出一些讓我想改變的東西……為什麼人家可以那麼自

在，為什麼我們要過得好像滿拘謹的……就看到別人然後想想

自己，我覺得那應該是自省吧！（03-夫） 

再拉回至夫妻兩人相處，夫妻的衝突可說是兩個自我在相互接

觸中產生，一旦夾在「對與錯、應該與不應該」的二分對立之中，

不論是渴望「做自己」的獨立自主，或企盼「有你有我」的相扶相

攜，往往都是徒勞與寸步難行的。反之，若能超越這種「對錯」的

二分心態，便能使個人敞開地全然體會彼此的狀態。 

我覺得很多原因就是在「不要講」，還有「忍讓」，可是

衝突要怎麼化解？因為這個東西碰起來一定是往上升嘛，怎麼

可能碰起來之後，就沒人要。所以現在我回想到那些過程，（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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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是要攤出來講。（03-夫） 

我自己才了解到，如果我是女生的話，我嫁到他們家去，

如果是這樣，我該怎麼辦？……就是將心比心那種想法出

來……吵架其實是很多瑣事，久而久之，看到她對小朋友、對

我們家的付出，我覺得說：「這女生好像不錯喔！」（03-夫） 

03丈夫他有了不同往昔的了悟，在接納自己的同時，也能設身

處地為妻子的心境著想，隨之也越能接受關係中之挑戰，越不容易

被內化的義務、規範所羈絆和受累，剛柔並濟。現在，他能騰出一

個心理空間，允許更多的擴張、歡愉發生，非僅從問題解決、勤於

補拙才能獲致成長，生活也隨之有了更多輕鬆洋溢的心情和遊戲般

的逗趣，有著漸入佳境的自在，一種感到玄妙又奧祕的心甘情願油

然而生。 

我們彼此現在就是滿珍惜的。我們類似會玩一些很無聊的

遊戲，就跟初期我們認識的一樣，類似以前比較瘋狂的時候。

（03-夫） 

我自己覺得有一點樂趣，就是很像玩伴！（03-妻） 

回顧而論，個人在關係中的實踐，並非只是追求角色完成的滿

足，或追求相互適應的契合，更甚者，是可以有能力和意願跳脫角

色的框束，不斷重新學習統整內在的矛盾，或是能在尊重雙方自主

的前提下協調，看見相對的可能性，使個人在選擇角色涉入和許諾

實踐的當下，都能保有一個完整的自己，進出自如，不怨不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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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討論 

本研究以夫妻為研究對象，探究在職家角色扮演經歷的自我掙

扎與自我超越的歷程，特定聚焦在婚姻關係中夫妻的職家角色扮

演，有助於我們探究在特定文化下，夫妻各自對職家角色的知識建

構與具體實踐，甚至更能進一步了解，隨著雙方適應衝突的開展，

個人不僅有機會對其知識（角色劇本）予以反思，也促使個人擴展

個人對「文化」與「個體」之間關係的覺察。換言之，個人在「文

化─個體」的軸線上抉擇自身的存在價值與方向，因之形塑了個人

在特定脈絡情境中該如何自處、行事的「知識─實踐」；而個人於

「知識─實踐」軸度的經驗，也能反過來激發個人在「文化─個體」

這層關係的覺察與調適。是故，這兩個層次之間的關係是相互滲透

影響，相輔相成的動態運作。以下，將進一步剖析自我的能動性與

實踐內涵，以了解自我的豐富面貌與運作特徵。 

（一）自我的不易改變 

在自我曼陀羅模型中（黃光國，2011），「文化與個人」軸度

探討的是人服膺社會文化，並據此選擇哪些該堅持，哪些可以放

棄。但這些選擇也「設限」了自己，成了一種慣性傾向。在夫妻對

偶的情境中，有助於我們看到受到文化養成的兩人，其各自的選擇

乃至於信念，有多麼的不同。在「文化─個體」、「知識─實踐」

這兩層次的相互互動中，本研究發現自我在「對偶」層面上經歷的

掙扎，反映出自我是不輕易改變的。雖說實徵研究上發現華人的自

我並沒有什麼固定不變的本質，是具彈性可變的（陸洛，2007）。

不過，我們從夫妻的自我掙扎中仍可見到自我的「堅持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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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本研究的受訪者來說，夫妻的親職角色大抵仍保有傳統文化

的規範與分工。以男性（丈夫）的角色而言，社會鼓勵與教導男性

將事業置於首位，工作優先，家庭參與次之。故而，男性在家務參

與的心理認知上，顯得是被動幫忙、遞補的，或是在行有餘力之際，

再予以接應協助，如 01、03與 04丈夫。02丈夫雖在意孩子是否快

樂成長，但在妻子母職的強勢主導下，仍是「協助」的角色居多。

如此「次要性」的角色認知，凸顯出男性與工作角色的緊密連帶，

而在家庭角色上具有某種程度的「選擇」彈性，便對於工作與家庭

角色產生區隔的心理作用，能藉由「社會期待」來合理化其無法善

盡其責的理由，以減緩職家角色的衝突感受。同時在心情感受上，

顯得較少的愧疚與罪惡感。甚至，縱使在「意願」上願意調整，表

露願意參與的想法和感受，但其程度並未強大到引發大幅的行為改

變。 

反觀，四位受訪女性（妻子）依然相當重視母職角色，力求在

工作角色與家庭角色的平衡，較不易在這兩個角色中「脫身」，例

如：視母職為天生自然的使命、對育兒撫育的堅持不讓，在在都反

映了女性的性別角色模式，生育和養育與自己是「密不可分」的關

係。如 01、02 妻子在育兒方式上堅持己見，甚至欲將自己的理想

延伸至孩子，就是一種自我不易改變的展現。03 妻子工作忙碌之

餘，仍要求自己為孩子講故事、做早餐，允許丈夫應酬晚歸；04

妻子則是在強烈的母職責任下，力求孩子身心的健全，勉強與丈夫

維持夫妻關係。綜觀她們的堅持，是「在己（所在意的、所選擇的

立場）→為己（有目的的作為）→覺己（我就是我）」的思維──

我在意孩子的未來，所以要求他們的功課規矩，這樣的作法無庸置

疑。不同的堅持反映出每個人的個殊性，投射出個人的性情、需求

與價值標準等心理狀態。個人為了護衛自主性，持續以一種微妙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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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的方式，向對方展現有關自我的訊息，如：個人立場的重複聲

明和堅持，甚或自視甚高，在在都是「個人主體性」的強調。 

夫妻各自根據內在的「角色劇本」與另一半分工協商，其中不

謀而合之處即是妻子對家庭角色的積極投入，默許了男性可以「不

在」，成就男性對事業的追求，而男性對家庭角色的不擅長，也傳

遞出女性對家庭的「重要性」。如此一來，不管雙方協商共識的真

實與否，都讓彼此得以維持部分自我核心的不變，遂使雙方能持續

在這樣的角色建構中各取所需，相互滿足。 

（二）自我與文化的相互創造（mutually constituting） 

Oyserman等人（2009）主張獨立與互依的心理需求其實並存於

同一文化之中，端視個人所處的情境脈絡（situated contexts）線索

觸發（prime）了多元自我觀的哪一個部分，個人也將根據被觸發的

自我觀，啟動符合該情境脈絡的知識建構，並表現出相對應的價值

觀、態度與行動。也正如符號互動論的觀點，我們會嘗試預測、揣

摩他人如何看待自己、如何對於我們的行為產生回應，據此來操作

自我呈現的方式，以符應社會情境的要求與期望。而其中的心理機

制，即是根據特定的社會脈絡底下所蘊藏的「社會腳本」，來與環

境的人事物互動，共同成就這個「社會要求」所被賦予的意義與價

值。由此可知，個人對於自我的呈現，其認知歷程具有脈絡敏感性，

只是此種敏感性常常是渾然不覺的，未經思索便反應出來。 

由此可知，大多數的關係裡，不可避免地需要學習以適當的方

式與他人相處互動，甚至有時是先「適應他人」以得到自己想要的。

在本研究中四對夫妻的角色協商，都可見到這些微妙的操作，例

如：妻子在態度上保有堅持的同時，願意設身理解丈夫的處境、心

境，乃至行動中不斷地示範與溝通，以求改善問題；同時，這也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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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丈夫願意對生活現實有所自覺，願意傾聽妻子的需要，釐清雙方

對各自角色的認知落差，方能使彼此共享的「家庭生活腳本」順利

運作下去。而這個共識始終是一個「未完成」的狀態，不斷在關係

中、脈絡中因時制宜地改變著。 

自我雖鑲嵌於文化脈絡中，但自我不只是被動的文化承載者，

同時也是文化開創的舵手，持續賦予文化新的意涵，彰顯出自我的

能動性（Frie, 2011）。當個人與社會他人互動的同時，彼此協商所

擬定的共同意義（common meaning），都推動著文化持續轉變

（Holland, Lachicotte, Skinner, & Cain, 1998）。誠如，本研究的受

訪者也會主動詮釋角色，在揣摩社會期許的同時，也會參考著個人

內在的主觀，協商（揉合）出一個「角色劇本」，至少能以某些形

式來表達自我，嘗試做選擇，非照章行事，讓生活得以展現內在的

價值觀、風格與深層需求，彰顯呼應個人的獨特性。這也呼應了現

今社經結構與文化發展的轉變，對角色責任的界定也不再是必然的

劃分界定，夫妻的分工已不再嚴守「男外女內」的鮮明區隔，對於

「內」與「外」的內涵界定也開始漸漸體現出個人的情感、態度的

表達，更強調了個人對這角色責任的「自覺」（王舒芸、余漢儀，

1997）。 

此外，個人也會操弄角色的虛實來保護自我，如同 04 妻子選

擇留在婚姻中來維持家的結構形式，以虛性關係的存在來避免危及

社會角色的實踐（如：母親角色的失職，為了孩子，我應該給孩子

完整的家），藉以幫助個人立足於社會，符合社會加諸在個人的角

色期待，維持某個社會角色的認同感。如此虛實的操弄，使自己看

似符應社會的某些要求（減緩環境的阻力，迴避壓力），實則忠實

地護衛自己的底線。 



 

 246 

本土心理學研究 

（三）自我主客轉化的彈性 

個人的發展受制於所生長的文化背景，而該文化又立足於當代

特定的發展時點。隨著社會「進步」的速度加快了，相對的「衰退

耗盡」的速度也加快了，如此詭譎多變的生存環境，也將引動個人

內在深度結構的改變，在年輕一輩身上，尤其明顯。這樣的現象背

後象徵著「市場價值決定了個人價值」，遂使「社會角色」越來越

與「人性」無關，淪為社會生產的一個「工具」。這股「箝制」所

產生的緊張更能在人我關係中被彰顯與強化（Hsu, 1985）。如同研

究結果所發現的，人傾向要求自己做符合社會角色的事情、做正確

的事情，依憑著「有所作為」來使自己安心，藉此掩護內在的存在

焦慮。然，結果往往適得其反，當我們選擇阻力較小的路，卻也因

之排擠掉自己真正想做的機會；倘若得不到社會贊同，又會擔憂重

要他人的否定，或恐懼被他人察覺自己的缺陷不足，陷入不斷被「驅

策」的壓力，終將導致心力耗竭。 

如此，角色與自我相互混淆，一旦違逆了社會文化預定的成功

要件，內在緊張便悄然而生，以致有著臨場怯陣、疑懼的感覺，害

怕遭到排擠、邊緣化（余德慧，2010）。只是這般雙重的生活（社

會認可與個人追求），往往不易察覺，有時可以協調得宜，藉由操

控時間與空間的區隔，在生命歷程中得以兼顧兩者，抑或壓抑求

全，假裝沒事地繼續生活。 

縱使環境如此，但人們遵從這些規範的程度也不盡相同。陸洛

（2003）提出「環境超越」的概念來說明個人意欲超越現實、改變

實然的自我之能動性。甚而，個人會將所認同的價值依附在特定領

域中，在此領域中設定自我驗證的目標，並將此領域的成敗概化至

整體的自我價值（Crocker, Karpinski, Quinn, & Chase, 2003）。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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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資料中，較為鮮明的現象是：建構一個更高的價值層次來

「包含」各種形式的具體作為，無論成敗、盛衰都只是「形式」上

的流轉，核心的認同價值始終存在，與自我相融一體。或許是經驗

使然，或是個人自覺的提升，我們所看到的是自我從「對立」的兩

端中，能拉出一個距離，為個人內在維持了一種彈性，在「時間」

的延展上，展望多元的可能性。如同本研究中 03 丈夫的轉變，從

被責任壓著走，到漸漸能忍受不能解決的問題，不再因過度追求而

耗盡自己；從求好心切、拘謹、憤怨的心境，漸漸轉而接受，甚至

是幽默以對，縱然不是個人最為期待的結果，但綜合各方面來說，

對他而言「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另外，在夫妻關係中，最富張力的自我掙扎是在「容忍他人」

中的轉化。當個體欲將親密關係的另一方含納入自我之中，自我與

他人的界限也因此變得模糊，易將對方擁有的資源、持有的觀點，

以及具備的特徵以為是自己的，而發生混淆不清的現象（Aron & 

Aron, 1986）。因為不可能找到完全契合的自我，也不可能找到完

全自主的關係，因而在這對立的矛盾背後，可以看到在「包含」與

「設限」（區隔）之中相互拉扯。一方面，人們會積極反抗那些與

自己不同、不一致的訊息，可能採取刻意迴避，也可能想要強勢改

變對方，以維持內在的一致和諧，進而將局限了覺察的範疇，削弱

了對差異的包容和接受意願，使得個體不易自覺有錯，或有需要調

整，甚至容易自視甚高，更為專橫地想要否定或佯裝未察另一面的

存在。再者，我們也內化了一套對關係維繫的人倫觀，希望生活能

符合這個價值體系的典範。然而，當自我太過強悍或過度支配時，

致使「知識─行動」之間產生不一致，而引起個人內的矛盾與不安。

於是，關係變得分裂、片斷、零碎，時而相安無事，時而衝突不止。 

也正如黃光國（2011）指出，行動者往往知道自己在某情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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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如何做（how），但卻不一定想過自己為何（why）要這麼做，

直到既有知識有所困頓時，個人「反思覺察」（reflexive awareness）

自己與他人在行動、知識，乃至自我本質上的差異。如此，方能將

自我從反思的「主體」轉變為「客體」，不僅了解別人與自己的不

同，更能看出自己與其他客體之間的關係。正如夫妻衝突中，個人

察覺到雙方的「不合」、「不同調」，看見人在關係中的「限制」、

「不自由」，但也在此中探索「合」（相容）的可能、「超脫」的

可能。如此，不僅提供了人與社會文化之間的辯證空間，也提供了

個人實踐個人自主的機會（劉惠琴，2003）。常言道「禍福相倚」，

生命中沒有絕對的好與壞，夫妻間的衝突亦是如此。夫妻可能採取

的衝突管理方式千千萬萬種，但更重要的是人們如何看待事件以及

如何從中參透意義，進而帶來自我的轉化。 

從「主體」走到「客體」的這端，關鍵在於放下「我執」，在

心理上超越「差異對立」，尋求一個更高的整體性來觀看全體，包

含由自身所發展出來的「對立面」，允許人性在各個不同層面的展

現，使之成為個人系統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缺一不可。而且這些

不一致的自我都是共同成就「我這個人」的此一重要元素，首先，

自我能隨著情境脈絡的規則不同，啟動相應的知識與行動，恰如其

分地展現，完成各種社會活動，藉此維持社會關係的和諧，成就社

會性的需求滿足；再則，在這統合的過程，更蘊含著「包含」（自

我擴張）與「領悟」的努力存在，讓生命的實踐不再迷失於「我已

經知道」的表象，而能包容著過往種種經驗，成就了個人的獨特性

與完整性。 

藉由前述歷程的開展，個人不再只是「角色扮演」（role- 

playing），而是「角色創造」（role-making），也是敘事分析中所

談的「改寫、重新建構」。當一個人說：「看開了」、「想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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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不會正是這個轉變的「前奏」。正如本研究受訪者的轉變，從單

一的執念（對成功∕育兒∕奉養的執著、為關係和諧的退讓、委

屈），漸漸的「鬆動」，這鬆動可能來自自我接納，接納某些事情

是努力過後仍無法得到的，允許自己「做能力範圍之內」的事，「在

其所能，成其所是」，而非是「有為者亦若是」，不再過度耗盡自

己。如 03丈夫歷經生活改變、生病等事件，有些的確是因「機運」

而生，有些則是出自內在的引導。如此更交織出「順勢而為」但又

蘊有「自由意志」，自我的轉化是複雜而多因的。而角色創造，並

非全然推翻文化既有的底蘊，也非過於執著個人所想要的生活，而

是人與社會的互動中，保有彈性、開放，預留轉圜的餘地，超脫「非

此即彼」的框限，「思維的流動」就是一種創造。 

六、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夫妻生活的社會文化、環境脈絡（如：原生家庭、工作環境）、

家庭發展週期（如：育兒階段）等，對角色扮演乃至自我彰顯均有

影響。本研究的四對夫妻均沒有與公婆同住，對妻子而言，媳婦角

色「輕便」了，多了些自主調配的空間；對丈夫來說，雖須調和妻

子與原生家庭之間的文化適應、觀念落差，但也因為妻子實際的涉

入不多，反倒促成丈夫與原生家庭的聯繫得以維持既有的模式

（如：固定每週返家、奉養親代的全權處理等）。不過，正如 04

夫妻的衝突點，在華人文化脈絡下，「代間關係」對夫妻職家角色

的扮演有著重要的影響力。由於本研究聚焦於夫妻對工作角色與家

庭角色的協商，尤其是「夫妻內」的角色，對於「代間」的角色協

商僅有約略的探討。未來研究可進一步深究代間關係此一情境脈絡

對職家互動，乃至於對婚姻中的自我所帶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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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研究在「研究對象」的選擇上，特意選擇了生命階段

進入「穩定」階段的夫妻（約 35歲到 45歲），已是歷經就業、成

家、育兒等轉變，一般來說，穩定階段的夫妻會順著先前建立的基

礎，在工作與家庭雙軌中繼續前行。此時，也是對「小有成就」的

自己加以反省的關鍵時刻：「繼續或改變？」因為一個階段性的完

成，下一個階段的開展是不可避免的，是讓之前所發生的事情自然

延續，抑或改變舊有的生活模式，將是這個階段所關切的課題。同

時，也唯有自我意識強烈的個體，方能在社會既有的角色範本中，

與社會、與他人、與自己協商出新的角色內涵，因而特意選擇對關

係有過反身自省的夫妻作為研究對象，曾對自己、對方與關係有過

深層思考，且具有表達能力，方能回答本研究的提問。因此，本研

究在外推性上宜有所保留，乃是本研究之限制。 

七、結 語 

本研究透過深度訪談，主要以四對夫妻的職家角色扮演，透析

自我在關係中的拉扯，以及本質上的變與不變。不變將使個人固著

於己方的立場，從自己的角度看別人與自己的不同，此乃將自我視

為「主體」。改變則將個人帶離原有所熟悉的、舒適的心理狀態，

擾亂既有的生活方式，但個人得以另一個角度，觀看兩人的互動，

反思自省。故而，婚姻中爭執可能告一段落了，雙方獲致暫時的平

和，然而，不可避免的，它也可以是另一個階段的開始，所以自我

永遠在持續轉變著，端視下一次時機的到來。如同研究者曾於訪談

時問婚齡最久的 03 夫妻：「如果可以回到過去，你會怎麼做幫助

彼此化解這些衝突或壓力？讓自己不那麼難受？」丈夫坦言：「沒

有……你根本沒有能力去改變什麼，因為現實真的很重要」，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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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現「自我不易改變」的特性。即使時光倒流，當下的自我仍有所

堅持，03 丈夫仍偏重工作成就的追求，03 妻子亦放不下對小家庭

的堅持。各異的雙方碰撞，透過一次次的衝突與協商，凝聚出雙方

都暫時可接受的角色劇本，兩人攜手演出，為婚姻的維繫各盡一份

心力。直到下一個時間點、下一個事件，歧見再度激化，再展開新

一波的角色協商，也再度牽動自我的堅持或轉變。 

正因為我們和他人的連結是如此基本而重要，當我們從「關係」

的角度切入探尋自我的現身，更能看見人性在各層面之中的雙面

性，能在關係中受益，但也可能受傷。不論對方是配偶、家人、同

事或是一個朋友，他們對我們的影響可說是微妙而深遠的，有時甚

至能有「點石成金」的奧祕存在，啟發個人平衡人格或生命經驗中

某些極端的層面。因此，期盼未來能有更多對於關係中自我的深入

探討，讓我們對複雜的自我本質有更多的了解。 

註 釋 

(1) 本研究由通訊作者之國科會計畫資助（NSC100-2410-H-02- 

081-MY3），特此誌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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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lture has unique importance in shaping the self. However, the 

self is not a passive receiver. The self is evident in determining the 

extent of individual desire vs. cultural expectation. The present study 

employed role playing in a situated context (marital relationships) to 

examine the persistence and yielding of each partner’s self. The 

interaction of two selves forces individual to think “Who am I? Is this 

what I want?” We hope to observe the transform of self in the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We used in-depth qualitative interviews to draw on 

the rich life experiences of participants to understand how they 

negotiate with their spouses. Our participants were three married 

couples and one wife whose husband declined interview request. The 

average age was 35.57 years old. Using narrative analysis, our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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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cated that: (1) When acting one’s role in accordance with social 

expectations, frustration and conflict give individuals an opportunity for 

introspection. Furthermore, married individuals have to negotiate with 

the “selves” of their spouses. (2) Individuals need to perceive 

themselves as acting beyond social expectation, answering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it is possible to keep multiple selves when facing pressure 

from both cultural norms and interdependent relationship requirements. 

Individuals need to be self-reflexive and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gratifying others’ expectations and transcending the view other people 

have of them. Couples can create new work and family roles and also 

new selves. From these processes, it is possible to unravel the nature of 

the self, including impermeability, and situated-embeddness. 

Keywords: couple consensus, role, self, work and family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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