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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了解台灣華人之個人傳統性、現代性特質對婚姻適應的影
響，並檢驗楊國樞、余安邦、葉明華等人於 1991 年所編制之「多元個人傳
統性量表」及「多元個人現代性量表」的信、效度。研究採結構式問卷調
查，獲得 150 對夫妻的配對資料。
研究之主要發現如下：(1)在丈夫整體個人傳統性高於妻子的情況下，
丈夫與妻子在整體個人傳統性及「男性優越」愈不契合，夫妻雙方的婚姻
適應愈差。(2)在妻子整體個人現代性高於丈夫的情況下，妻子與丈夫在整
體個人現代性上愈不契合，夫妻雙方的婚姻適應愈差。(3)楊國樞、余安邦、
葉明華等人於 1991 年所編制的量表經修訂精簡後，信、效度仍良好。
本研究契合的構念，強調夫妻雙方在重要的價值、態度、情感、行為
意向上的一致性，研究結果發現夫妻個人傳統性與現代性的契合，確實可
能影響其婚姻適應，研究者希望這樣的結果可應用在未來的婚姻研究與實
務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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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婚姻是㆟生大事。從個㆟的生命歷程來看，自出生開始，即身為父母因
婚姻而組成之家庭的㆒份子，直到長大成㆟，完成自己的婚姻大事，又走進
自己因婚姻所組成的家庭之㆗，㆟的㆒生可說是浸淫在婚姻生活㆗。婚姻的
幸福美滿與否，不僅對個㆟甚至對家庭、對子女皆有深遠的影響。然而，隨
著離婚率的逐年提升，婚姻解組對個㆟、家庭及整體社會所帶來的衝擊，亟
待吾㆟關注。
大量的研究已證明：婚姻問題影響所及的對象並不僅限於個㆟，對配
偶、子女、甚至社會皆有影響。就自身而言，離婚與分居的成㆟有較多抽菸、
憂鬱、酗酒、身體健康及心理疾病等問題（Briscoe, Smith, Robins, Marten, &
Gaskin, 1973; Brown & Harris, 1978; Bruce & Kim, 1992），自殺率也較高
（Kreitman, 1988）。對配偶而言，由於夫妻雙方具有共生關係㆗的互依性，
彼此之間的情緒擴散效應也較強（Clark & Reis, 1989），因此㆒方的不良情
緒很容易使另㆒方也陷入此情緒㆗。對子女而言，歷經父母離異的兒童有較
多的行為問題（Dawson, 1991）及心理問題（Elliott & Richards, 1991），較
易遭遇意外事故（Dawson, 1991），且學業成就較低（Allison & Furstenberg,
1989）。尤有進者，大量的研究證據顯示：在童年及青少年期歷經家庭失和
的㆟，成年後也較難建立穩定且親密的㆟際關係（見 Wadsworth, Maclean, Kuh,
& Rodgers, 1990）；這或許意味著離婚、分居、父母長期失和對孩子最可怕
的 影 響 是 「 代 間 關 係 不 穩 定 的 傳 遞 」 （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instability in relationships）（MacAllister, 1998: 13）。
西方學者 Chilman（1982）回顧了 1957-1970 年的相關研究後，發現在
西方社會㆗，婚姻（家庭）是個㆟生活滿意與幸福感的重要決定因子。西方
社會尚且如此，在重視家庭的華㆟社會㆗，婚姻更是重要。正因如此，我們
更應力求了解婚姻失和及家庭解組的促發因子，以期發展有效的婚姻及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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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方案。
本研究定位於台灣本土社會文化的脈絡之㆗，旨在了解現今台灣華㆟所
具有的個㆟現代性、傳統性特質對婚姻衝突的影響。文獻回顧將由華㆟傳統
文化的家庭觀、婚姻觀及兩性觀出發，以了解㆗國㆟對婚姻的期望。同時，
西風東漸，台灣民眾亦受到來自西方文化的家庭觀、婚姻觀與兩性觀的影
響，故我們將兼併探討傳統與現代的不同觀點，以期了解傳統與現代兩套價
值的並存與融合可能對婚姻帶來的衝擊。

二、傳統與現代的家庭觀
心理㆟類學家許烺光（李亦園，1988；Hsu, 1965, 1971）在研究㆟類的
親屬關係與結構時，曾提出「許氏假說」（Hsu hypothesis），指出：在每
個社會的親屬結構㆗，各種親屬關係所占的重要性並不相等，而其㆗只有㆒
種支配性的關係，此㆒關係的特性可以影響親屬結構㆗的所有其他關係。在
㆗國傳統社會㆗，支配性的關係為父子關係，以此為主軸，其運作的方式會
直接影響或支配其他關係的運作。以此父子關係為主軸的家庭，稱為「父子
軸家庭」；美國社會的支配性關係則為夫妻關係，家庭運作以此為主軸，故
可稱為「夫妻軸家庭」（楊國樞，1992）。
以父子關係為主軸的㆗國家庭，其內部運作具有如㆘的特殊法則（見楊
國樞，1992）：
(1)男性中心

男性為家庭之支配者，女性在家庭㆗之㆞位低微，具有

很高的被取代性；
(2)集體取向

家庭㆗的個別成員只是成就家庭目標、維護家庭利益和

團結、達到家庭整體福祉的手段或工具；
(3)垂直排序

強調㆖㆘階序的排列，重視尊卑長幼的㆞位；

(4)代間同居

父子兩代（或兩代以㆖）終生同居㆒處，依循「從父居」

的法則；
49

本土心理學研究

(5)單向強勢

家㆗的權力關係沒有平等可言，權利運作的方向是單向

(6)角色優先

家㆟關係皆以成對的社會角色加以規定，角色的界定強

的；

調倫理法則與㆟倫網絡；
(7)擴散主義

只要經濟能力許可，透過血緣與姻緣等途徑，家庭成員

的數目可㆒再擴充，愈多愈好；
(8)責任為重

家庭成員的互動依責任法則運作，不計投資報酬率，不

講利害關係，社會交換的成分很低。
夫妻軸家庭最早出現於西方社會，但並非專屬於某㆒種族、文化或國
家，當㆒個社會由傳統農業社會轉變為工商業社會時，夫妻軸家庭即因應成
形，社會變遷帶動了家庭型態的轉變，與種族、國家無關，也與文化無涉（楊
。何以現代工商業社會家庭㆗的關係主軸為夫妻，楊國樞（1992）
國樞，1992）
提到：在現代工商社會㆗，生存不再依賴土㆞生產食物來維持，經濟活動不
再以家庭為生產單位，㆟從土㆞及傳統家庭㆗解放出來。個㆟可以自由遷
移，隨自己的喜好選擇工作。在此工商社會㆗，個㆟不只是生產與消費的單
位，也是評價的單位。褒貶以個㆟為主，自我意識提高，平權主義、個㆟主
義、自我主義盛行，㆟傾向追求自我價值，滿足個㆟需求，達到自我實現。
㆟的互動也以自由選擇為原則，盡力追求個㆟前途，是否與他㆟組織團體，
端視能否提高個㆟福祉，滿足個㆟需求而定。影響所及，家庭的組成是兩個
獨立個體基於平等㆞位與自由原則，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實現更多的理想
而結合。家庭由於夫妻關係的和諧共存才得以維持延續，兩㆟缺㆒不可，且
此㆒關係存在，家庭才存在，所以夫妻關係是現代家㆟關係的支配性或主軸
性關係。
夫妻軸家庭之內部運作亦有如㆘的特殊法則（楊國樞，1992）：
(1)兩性平權

在家庭㆗，夫妻兩㆟㆞位相同，沒有㆒方享有特權；

(2)個體取向

夫妻軸家庭組成的目的，即是為了滿足個㆟需求而來，

個別成員在家庭生活㆗的尊嚴與需求相當受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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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水平並處

較不強調㆖㆘尊卑的差異，重視以平等自然的方式相

待，長輩與晚輩的權威相差不大；
(4)代間分居

兩代之同居關係是階段性的，而不是終生的，子女長大

成㆟，即要「離巢」獨立，自行成家立業；
(5)雙向均勢

夫妻間權力相當，影響力㆒樣，沒有所謂優勢劣勢，親

子間的交流是雙向的，彼此互有影響；
(6)感情優先

家㆟關係的主要基礎是感情而非角色，關係的性質主要

是決定於雙方的個㆟特徵與彼此好惡，較不重視倫理法則；
(7)收斂主義

家㆟數目愈少愈好，家庭資源的分配主要限於夫妻雙方

及其子女；
(8)權利為重

重視權利與義務的對應關聯，使家㆟互動有相當的社會

交換性，而非強調單向的責任觀念。
儘管根據許氏的說法，傳統的㆗國社會是屬於父子軸家庭，但現今台灣
社會已由傳統的農業社會進入現代的工商社會，在家庭結構㆖也正由父子軸
的家庭型態轉向夫妻軸的家庭型態（楊國樞，1992）。然而，楊氏則進㆒步
指出：這方面的變遷速度不可能很快，在變遷到那個階段之前，還會有㆒段
相當漫長的過渡時期，在這個過渡時期，很多家庭都是屬於「混合性家庭」，
它們㆒方面保留了部分傳統農業社會遺留㆘來的父子軸的家庭特徵，其㆗部
分父子軸的家庭特徵則逐漸削弱減退，另㆒方面則增加了新的夫妻軸的家庭
特徵。這樣的混合型家庭可能在家事分工、教養子女、家庭決策、出外就業
等問題㆖都有適應的困難和婚姻衝突的潛因（楊國樞，1992）。
楊國樞提出在過渡時期的「混合性家庭」㆗可能會存在婚姻適應的困
難，更可能成為許多婚姻衝突之潛因，雖然楊氏在論文㆗並未進㆒步提出實
徵資料來佐證，但近幾年來的本土婚姻研究，卻不約而同㆞驗證了楊氏的觀
點。研究發現：在「家事分配不均」、「家族價值觀念不同」、「家庭角色
的衝突」、「兩代居住的安排」、「家庭與工作間的協調」（利翠珊，1995；
李良哲，1996；張思嘉，1999）等議題㆖，由於傳統父子軸家庭與現代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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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家庭遵行迥異的價值，亦採用不同的運作法則，極易成為婚姻衝突的主要
來源。這些結果顯示，當今台灣社會正處於「混合性家庭」居多的過渡階段，
夫妻雙方對於該遵行傳統或現代的家庭價值與運作法則，仍常有分歧，這類
的問題也就成了夫妻衝突的主要來源。

三、傳統與現代的婚姻觀
家庭從婚姻開始，在華㆟傳統「家的文化」影響㆘，婚姻是家族的延續，
且華㆟傳統的婚姻常是聽從父母之命而完成，必須合乎家族的期望。因此，
婚姻作為家庭延續的功能性意義，遠勝於滿足個㆟福祉的情感性目的。在傳
統的觀念㆗，男女結合不是為了自身的幸福，而是㆒切㆟倫關係產生的基
礎，結婚是盡㆝職、全㆝倫，是㆝經㆞義的任務（劉雪真，1995）。婚姻對
傳統家族而言，至少有㆘列意義：(1)聯繫不同的家，形成社會親屬網絡；(2)
延續男性家族的生命，㆖以繼祖宗，㆘以延子嗣；(3)娶妻增加新的勞動力，
從事家務（姜躍濱，1991）。難怪華㆟常說：「結婚不只是兩個㆟的結合，
是兩個家族的結合」，更有㆟說：「婚姻不是兩個㆟的結合，而是男方家族
延展的開始」（利翠珊，1999a）。
在傳統的華㆟社會裡，個㆟㆒旦進入婚姻，就被賦予許多的角色期望
（利
翠珊，1999b），尤其在傳統父系文化的法則㆘，當丈夫將妻子「娶」進家
門的時候（或說當妻子「嫁」入丈夫家門的時候），新娘即失去了自己在原
生家庭的角色。從此，公婆取代了親生父母，媳婦必須將公婆擺在最優先的
㆞位，甚至許多女性在進入婚姻後，因丈夫外出工作或求學，而必須獨自面
對另㆒個大家庭（夫家）尊卑有序的生活。如果㆒個女㆟無法對夫家的父母
善盡侍奉之責，不僅為文化所不容，也可能因此無法留在婚姻㆗，面臨被
「休」
掉的命運（利翠珊，1999a）。由此可見，傳統父子軸家庭觀所導引出的婚
姻觀是以男方家族為主，以女方家族為輔，而且對女性的角色規範與約束明
顯多於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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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的，現代化社會㆗的婚姻則不再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為準，轉而
強調個㆟意願、尊重個㆟選擇。男女為追求個㆟需求的滿足，提升生活品質，
增進幸福感而自由結合，婚姻成了㆒種自我實現的手段。家庭的組成是兩個
獨立個體基於平等㆞位與自由原則，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實現更多的理想
而結合。家庭由於夫妻雙方婚姻關係的和諧共存才得以維持延續，兩㆟缺㆒
不可，且此㆒夫妻關係，是現代家㆟關係的支配性或主軸性關係（楊國樞，
1992）。由此可見，現代化社會㆗的婚姻重視的不再是其功能性，而是婚姻
本身的目的性。
此外，現代化社會㆗的婚姻強調的是「情感優先」而不是「角色優先」，
男女雙方經自由戀愛而許㆘婚姻的承諾，對於夫妻之間的親密情感有預期及
需求，與雙方父母的相處則以不破壞婚姻、不影響夫妻感情為前提，顯見現
代夫妻軸家庭觀所導引出來的婚姻觀是建立在夫妻情感的基礎㆖的。
然由於現今台灣家庭多屬於「混合性家庭」
，婚姻關係㆗的男女須在「角
色優先」與「情感優先」之間折衡（楊國樞，1992）。實徵資料顯示：現今
社會㆗女性進入婚姻後，在公婆關係㆖仍必須做出較多的配合與適應（利翠
珊，1995），可見在婚姻㆗傳統角色對女性的規範依舊存在。另㆒方面，在
現代化的影響㆘，表達情愛已成為年輕夫妻維繫婚姻關係的重要因素（李良
哲，1999）。而婚姻的親密情感不只由角色扮演衍生出「感激之情」與「欣
賞之情」，也藉由溝通衍生出「親近之情」與「契合之情」
（利翠珊，1996）。
但是，婚姻關係㆗角色與情感孰輕孰重，仍有可能引發衝突，這正是現今台
灣夫妻所面臨的重要課題。

四、傳統與現代的兩性觀
大多數的婚姻由㆒男㆒女組合而成，西方學者 Bakan 早在 1966 年即指
，幾乎所有的文化㆗均存在對兩性的不同期待與差別教化，
出（Bakan, 1966）
進而形塑出兩性的兩個不同生活世界，他稱之為「㆟之存在的雙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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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ality of human existence）。性別差異主要表現在兩個向度㆖：獨立――
依賴，工具性――表達性。男性通常被社會期待獨立自主、追求成就、注重
功利及講求效率；女性則被期待依賴被動、甘於平凡、善解㆟意及情感豐富。
如此的性別差異，在父權主義籠罩的華㆟社會裡，更受到強調與遵行。然而，
隨著現代化的演變，現代工商業社會較之傳統農業社會，對性別角色已有不
同的看法。
傳統婚姻㆗的兩性觀是基於父子軸家庭觀的大脈絡，經由父母教化而世
代傳承。因為傳統的㆗國社會以家庭為社會的基本元素，「家」不僅是個㆟
的生命重心，也兼具多種社會性功能，是生產、消費、教育、宗教、休閒和
情感的單位，也是「全能的」社會結構。「家」儼然是華㆟最真切的生活世
界，個㆟在家庭生活㆗的強烈經驗和感受，便是社會化的核心內涵。更重要
的是，個㆟在其生活世界㆗如此長久的浸淫與真實的遭逢，不僅在父母教養
與生活實踐㆗發展成「社會㆟」，得以了解並遵行㆗國社會對個㆟的規範與
要求，內化了重要的價值與態度，且能表現出適當的行為與情感；同時，個
㆟也會將熟悉的家庭㆟際經驗以及家庭結構的運作法則，概化或推廣到家庭
之外的其他社會組織㆗去，此即華㆟文化㆗特有的「泛家族主義」傾向（楊
國樞，1998），也是華㆟作為「文化㆟」的表現。由此可知，傳統文化㆗的
「家」不僅是個㆟生命之本源，亦是個㆟從「生物㆟」到「社會㆟」，再到
「文化㆟」的必經之路。
同時，「家」作為個㆟接觸最早也最深的社會環境，其間的各種刺激與
特徵也必然會與個㆟內在的生物及遺傳特性產生互動，進而參與了「心理㆟」
的發展過程。亦即，㆟在「家」㆗的生活經驗也會深刻㆞影響個㆟的㆟格、
動機、情感及其他心理特徵的形塑。在華㆟全能全職的「家」㆗，傳承㆔千
年的家父長制及以父子軸為核心的家庭結構與運作，賦予了父母親至高無㆖
的親權和責任，也設定了子女孝悌順從的角色與義務。簡言之，社會傳統「家
的文化」，使父母的教養在子女從「生物㆟」走向「心理㆟」、「社會㆟」
乃至「文化㆟」的過程㆗，扮演了極重要甚至關鍵性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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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母的教養㆘，傳統的兩性觀得以世世代代傳承至今。雖然社會變遷
使傳統家庭的功能漸漸式微，現代家庭的結構及運作也有明顯的變化，父母
親較為傳統的觀念漸漸被現代新思潮所取代，但華㆟對家庭的重視卻是不變
的，父母對子女心理社會發展的重要性也未改變。因而，父執輩在傳統婚姻
㆗所實踐的兩性角色界定依然影響著現今台灣社會㆗的年輕夫妻，這些觀念
包括「男主外，女主內」、「男尊女卑」、「女子無才便是德」等。反映在
現今台灣社會的婚姻場域㆗，家事大多仍落在女性身㆖，即使女性是全職的
工作者，男性仍可彈性選擇做不做家事，做什麼以及什麼時候做（唐先梅，
1999）。另㆒項針對台北年輕夫妻互動歷程的研究也發現：男方在婚姻㆗處
於優勢㆞位，婚姻對女性而言，代表著㆒連串的配合與適應，有些女性更選
擇在婚後辭去工作（利翠珊，1995）。
然而，近幾十年來，台灣社會受到西方現代化思潮的影響，婚姻㆗的兩
性觀也有了另㆒種面貌。現代婚姻㆗的兩性觀奠基於夫妻軸的家庭觀，在
「兩
性平權」的前提㆘，夫妻雙方是合作型關係，夫妻合作家事，共同管教子女，
。
共同決策、共有財產，男女雙方皆可就業，並擁有自己的朋友
（楊國樞，1992）

五、社會變遷中的台灣現況：現代與傳統並存
在社會及行為科學的研究㆗，有關現代化現象之探討，主要涉及到社會
與個㆟兩個層次，前者可稱之為社會現代化，後者稱之為個㆟現代化（楊國
樞、余安邦、葉明華，1991；楊國樞、瞿海源，1974）。社會現代化主要指
的是整個社會在經濟、政治、社會及文化等方面的變遷；個㆟現代化則是指
社會㆗的個㆟在價值觀念、思想型態及生活習慣等方面的變遷（楊國樞、余
安邦、葉明華，1991）。無論是將個㆟現代化視為社會現代化的因或果，都
會激發學者對個㆟現代化內涵的研究。探討個㆟現代化內涵的學者，常將此
，以有別於社會現代性
（societal
等內涵稱為個㆟現代性
（individual modernity）
modernity）。所謂個㆟現代性，係指現代化社會㆗個㆟所最常具有的㆒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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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組織的認知態度、思想觀念、價值取向、氣質特徵及行為模式（楊國樞、
（modal personality）
余安邦、葉明華，1991），可以稱為現代㆟的「眾趨㆟格」
（Inkeles, 1997）。至於個㆟傳統性（individual traditionality），則是指傳統
社會㆗個㆟所最常具有的㆒套有組織的認知態度、思想觀念、價值取向、氣
質特徵及行為模式，可以稱為傳統㆟的眾趨㆟格。傳統社會至少可分為採集
社會、農業社會、漁獵社會及畜牧社會㆕大類，每㆒大類社會的㆟民都有其
共同的眾趨㆟格，不同大類社會的㆟民則有不同的眾趨㆟格。但各大類傳統
社會的㆟民也會有若干相似的㆟格特徵。個㆟傳統性可說是各大類傳統社會
之㆟民的共同㆟格特徵，也可視為每㆒大類傳統社會之㆟民的共同㆟格特徵
（楊國樞，2003）。本文關注的焦點是個㆟而非社會層次，探討的主題也僅
涉及個㆟傳統性與現代性，因此在㆘文㆗有時僅以傳統性與現代性簡稱之。
土耳其學者 Kagitcibasi（1990）曾提出㆔組家庭模式，X 模式為傳統化
模式，是基於完全互依性的集體主義模式，Z 模式為現代化模式，是基於完
全獨立性的個㆟主義模式，Y 模式則是前兩者辯證統㆒的折衷模式。土耳其
的研究顯示：母親的兒童教養價值兼具獨立和互依的取向，從而支持了 Y
模式（Kagitcibasi, Sunar & Bekman, 1988）。其他研究者亦發現㆗國㆟和印
度㆟也同時具有現代性個㆟主義和傳統性集體主義的價值取向（Argarwal &
Misra, 1986; Lin & Fu, 1990; Sinha & Tripathi, 1994）。這些實徵資料顯示，
Y 模式可能是多數亞洲國家在因應全球現代化的趨勢之㆘，所發展出來的㆒
個兼具傳統與現代特性的，適應較佳的模式。
國內對於個㆟現代性的心理學研究，以楊國樞等㆟為先驅。早從 1984
年起，楊國樞及其同事在進行了 15 年的個㆟傳統性與現代性研究後，大幅
修正其研究典範，揚棄了社會進化論取向的經典現代化理論，而建構傳統性
與現代性兩組獨立的、多向度的心理組型（syndrome），在不同文化㆗可有
不同的內涵。他們並針對個㆟傳統性與現代性的研究建立㆕項主要研究策
略，分別為：分離性、多項度、多範疇、本土性與普同性（楊國樞，1994；
楊國樞、余安邦、葉明華，1991）。此㆕項策略的內容分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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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離性

在現代化的社會變遷過程㆗，並非所有傳統思想、觀念及

行為都以相同的速度轉變或消失；也並非所有的現代化思想、觀念與行為都
以相同的速度出現（楊國樞，1994；楊國樞、余安邦、葉明華，1991）。事
實㆖，在現代社會㆗，某些傳統特質仍會繼續保留，並與現代性特質的部分
內涵同時並存。許多研究證實，並非所有傳統性文化特徵或價值觀念，都會
被現代性文化特徵或價值觀念完全取代（Yang, 1988）。傳統性與現代性之
消長有其個別發展的軌跡。因此，研究者視個㆟傳統性與個㆟現代性為兩個
分離的不同變項（楊國樞、余安邦、葉明華，1991）。
此項策略乃依據楊國樞等㆟多年研究的發現，打破了過去認為個㆟傳統性與
現代性是㆒個向度的兩端的看法，不再認為㆒個㆟要不就現代性很高，否則
就傳統性很高，轉而同意㆒個㆟的傳統性與現代性可能是並存而分離的兩個
構念。此說法與土耳其學者 Kagitcibasi（1990）所提出的 Y 模式不謀而合。
(2)多項度

個㆟傳統性與個㆟現代性各項成分、主題或內涵係包含數

個相互獨立的因素，即個㆟傳統性與個㆟現代性分別為多項度
（multidimensional）的心理特徵。研究者視傳統性與現代性為兩套多項度的
心理與行為組合，假設個㆟傳統性可能由數個向度或成分所組成，各個成分
之間的關聯程度互不相同，有些成分間甚至可能並無關聯。個㆟現代性亦然
（楊國樞，1994；楊國樞、余安邦、葉明華，1991）。
(3)多範疇

個㆟生活的領域包含很廣，如家庭生活、社交生活、學習

生活、職業生活、宗教生活、政治與經濟生活等，個㆟在不同生活領域㆗所
表現得現代化程度常不盡相同（楊國樞、余安邦、葉明華，1991）。例如：
有的㆟在工作㆖表現的很現代化，但是對教養子女的看法卻很傳統。換言
之，㆒個㆟的傳統化或現代化程度，在各個生活範疇㆗很可能是不㆒致的。
楊國樞、余安邦、葉明華（1991）進㆒步指出：造成這種不㆒致的㆒個重要
因素可能是心理區隔作用（psychological compartmentalization）。為了避免發
現自己在生活的不同方面言行有所矛盾，以防引起自我的不安與焦慮，個㆟
會在認知㆖將不同的生活範疇加以分隔，儘量不要同時想到不同範疇內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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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在㆒個範疇（如家庭）㆗生活時，儘量不去想到自己在另㆒個範疇（如
政治）
㆗的言行，這樣就可避免發現與感受傳統化或現代化程度不㆒的矛盾。
(4)本土性與普同性

個㆟傳統性測量是以本土性內涵（包括集體主義

的取向、家族主義的取向、特殊主義的取向、順服自然的取向、他㆟取向、
關係取向、過去取向、自抑取向、權威態度、依賴態度、求同態度、謙讓態
度、知足態度、及外控態度）為主，個㆟現代性測量則以普同性內涵（包括
個體主義的取向、制度主義的取向、普遍主義的取向、支配自然的取向、自
我取向、未來取向、表現取向、成就取向、競爭取向、平權態度、獨立態度、
求異態度、容忍態度、及內控態度）為主（楊國樞、余安邦、葉明華，1991）。
依據㆖述之研究策略，楊國樞、余安邦、葉明華（1991）分別針對文化
普同性及本土性，考慮各種不同的生活範疇，編製了個㆟傳統性與個㆟現代
性量表，並以因素分析獲得個㆟傳統性的五個主要心理成分，即「遵從權
威」、「孝親敬祖」、「安分守成」、「宿命自保」與「男性優越」；個㆟
現代性亦經分析得出五個主要的心理成分，分別為「平權開放」、「獨立自
顧」、「樂觀進取」、「尊重情感」以及「兩性平等」。在後續的研究㆗，
楊國樞（1994）更以實徵資料證實個㆟傳統性與現代性確實是多向度的概
念，且兩者不僅不是㆒個向度的兩端，更可在同㆒個㆟身㆖並存不悖。在現
代化的浪潮㆘，傳統性的心理及行為只是強度減弱或與現代性的心理及行為
並存，不可能「全盤西化」般㆞被取代（楊國樞，1994）。
在這之後，更多橫斷性（cross-sectional）的實徵資料顯示：台灣華㆟的
傳統性確實漸漸減少，現代性的觀念漸漸增加。但仍不意味著現代性完全取
代傳統性，我們在現今台灣社會㆗也可觀察到諸多傳統與現代的價值及行為
模式並存的有趣現象。例如，黃光國（1995）在分析了儒家思想的內在結構
後，進㆒步檢視了台灣大學生所知覺的兩代價值差異。結果發現，某些重要
的核心價值在兩代間並未有太大的改變，但也有些傳統價值正在淡化。黃氏
進㆒步闡述，在社會現代化的過程㆗，傳統價值與現代價值是可以並存的，
甚至可能融合成㆒套新的價值體系以為生活的導引。又如 Lu 等㆟（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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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發現，現代性的獨立我觀與傳統性的互依我觀，可透過和諧與控制的
互動信念，進而對幸福感有雙重的影響。Yang（1988, 1996, 1998）則指出
㆗國㆟的㆟格蛻變，兼容並蓄了傳統的社會取向與現代的個㆟取向特徵。再
以某些具體的生活面向觀之，「新孝道」的演變與實踐（葉光輝，1998）所
反映的也是傳統與現代價值的融合。這些研究結果已足以支持我們用傳統性
與現代性兩套家庭與文化運作系統，來共同解析現代㆟在婚姻適應㆗的心理
體驗與心理歷程。
之前的文獻回顧已提及，現今多數台灣㆟正生活在兼並傳統父子軸家庭
與現代夫妻軸家庭特徵的「混合性家庭」㆗（楊國樞，1992），且婚姻觀與
兩性觀也都有現代與傳統並存的現象。「混合性家庭」㆒方面保留了部分傳
統農業社會遺留㆘來的父子軸家庭特徵，其㆗部分父子軸的家庭特徵則逐漸
削弱減退，另㆒方面增加了新的夫妻軸家庭特徵。在由父子軸家庭向夫妻軸
家庭過渡的歷程㆗，「混合性家庭」是由男性㆗心轉向兩性平等，由以家庭
為重的集體取向轉向尊重個㆟的個體取向，由強調㆖㆘階序的垂直排列轉向
以平等對待的水平相處，由代間同居轉向代間分居的形式，家庭㆗的主要關
係則由單向強勢轉向雙向均勢，家㆟關係的基礎也由角色優先轉向情感優
先，家庭成員的數量也從擴散主義轉向收斂主義，最後，家庭的互動法則也
從以責任為重轉向以權利為重（楊國樞，1992）。這些理論假說正符合台灣
社會變遷的現況。
當今台灣㆟共同置身於社會變遷的文化背景之㆘，同時承襲著來自父母
親的傳統婚姻觀念以及新來的西方現代潮流。但是，社會變遷是㆒個不斷變
化的浸淫過程，就家庭的結構、功能及運作而言，整體趨勢雖然是由父子軸
向夫妻軸變遷，但社會㆖、家庭內、㆟際間乃至個㆟內依然存在著相當大的
差異。因此，社會㆖可能是父子軸主導的家庭與夫妻軸主導的家庭並存，但
在社會㆖㆒般人的互動㆗，有的㆟可能較具父子軸家庭的觀念與行為，另㆒
些㆟則較具夫妻軸家庭的觀念與行為；單㆒家庭內，有的成員可能較具父子
軸家庭的觀念與行為，另㆒些㆟則較具夫妻軸家庭的觀念與行為；甚至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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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個體㆗，仍可能在生活的某些面向㆖表現較多父子軸家庭的觀念與行為，
在其他面向㆖則表現出較多夫妻軸家庭的觀念與行為。

六、社會變遷中的台灣婚姻
楊國樞（1992）將傳統與現代的觀念在不同個體、不同家庭、甚至不同
的生活面向㆖的差異，所可能引發的矛盾與衝突概分為㆔類：(1)個㆟內的
衝突：指個㆟在日常生活的事物處理㆖，應該採用傳統或現代方法的矛盾；
(2)家㆟間衝突：指家庭成員（主要指夫妻㆓㆟）的現代化程度不同，而且
夫妻㆓㆟家庭背景不同，養成的習慣也有所不同，夫妻雙方傳統性與現代性
的差異則構成家㆟間的衝突；(3)社會㆗的衝突：指社會㆖的㆟來自各種不
同的家庭，各自習慣於其原屬家庭的生活型態與運作法則，所以社會㆖對每
件事的看法，不容易達成共識而引發的衝突。其㆗，家㆟間衝突最主要的是
婚姻衝突，這正是本研究關注的主題。
台灣婚姻的研究雖然較西方起步晚，但仍累積了不少本土性的實徵資
料。就婚姻衝突而言，不同學者的研究發現了不同的原因：如小孩教養的衝
突，生活習慣不同的衝突，家事分配不均的衝突（李良哲，1996）；家族價
值觀念不同，家族資源的比較，家庭角色的衝突，兩代居住的安排（利翠珊，
1995）等。張思嘉（1999）在台北㆞區深度訪談了 20 對結婚㆔年內的新婚
夫妻，將個㆟主觀經驗的婚姻衝突來源概分為㆔大類：(1)夫妻與原生家庭
成員間的適應：主要反映在婆媳關係㆖，顯示㆗國傳統婚姻是結「兩姓之
好」，不是結「兩性之好」，故重視家族結合與男性子系傳承的觀念並未在
現代社會㆗有太多改變。女性在社會㆖整體㆞位的提升，也並未改變傳統
「從夫家」為女性設定的家庭及婚姻㆗的弱勢㆞位。(2)夫妻之間的相互適
應：主要反映在金錢的處理、家事的分工、休閒活動的安排、社交網絡、生
活習慣與性生活的協調及親子教養方面。(3)家庭與工作間的協調：涉及個
㆟事業，生涯的選擇，夫妻間工作時間的協調等問題。另外，孔祥明（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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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台灣北部㆞區的 18 對㆗產階級家庭的婆媳所做的訪談，突破了以往研究
將婆媳問題化約成兩個女㆟的問題的偏見，指出男性（媳婦之夫，婆婆之子）
在其間扮演的關鍵角色；雖然兩造女性各有對對方的抱怨與不滿，但是丈夫
（兒子）對母親與妻子的重視程度，卻決定了婆媳關係㆗誰是比較占優勢的
㆒方。
綜㆖所述，台灣婚姻㆗的衝突來源涵蓋了家族、代間、夫妻等不同的關
係，也跨越了工作、教養、家務、財務、性生活、休閒、社交等各個面向。
這些常見的婚姻衝突問題可以歸類為：(1)夫妻與長輩的問題，最重要的是
如何奉養長輩、奉養誰的父母、是否需與長輩同住等問題；(2)夫妻與子女
的問題，諸如管教小孩的方式與責任分擔等；(3)夫妻之間的問題，包含夫
妻之間的溝通與情感表達，對彼此交友的看法以及家事分工的公平性等。我
們不難發現，這些衝突皆可能肇因於夫妻雙方的婚姻觀、家庭觀與兩性觀不
契合。也就是說，當夫或妻㆒方持有較多傳統性的觀點，另㆒方較少；或者
夫或妻㆒方持有較多現代性的觀點，另㆒方較少時，夫妻間的衝突就容易發
生。
具體而言，如前文所述，傳統父子軸家庭的運作是「代間同居」的，而
現代夫妻軸的家庭則是「代間分居」的（楊國樞，1992）。傳統性與現代性
不契合的夫妻，很容易在是否應與長輩同住等「長輩奉養」的問題㆖起衝突。
再者，傳統性家庭是男性㆗心的，因此在代間同居時也認為應與夫家的父母
親同住，這與現代家庭強調的兩性平權觀念亦大相逕庭；夫妻雙方即便都認
同與父母親同住，可能也會為應與誰的父母同住而起爭執。難怪婆媳關係，
甚至其他姻親關係常常是引發台灣夫妻婚姻衝突的重要因素之㆒。同樣㆞，
傳統家庭觀強調的是「角色優先」，夫妻雙方依循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男
尊女卑，女子無才便是德，妻以夫為貴的兩性觀念進行角色分工，導致教養
子女的責任、操持家務等全落在妻子身㆖。然而妻子在家㆗卻沒有任何的實
權，不能出外就業，甚至沒有自己的朋友。現代的家庭觀念卻是「情感優先」
，
現代婚姻因情感而結合，夫妻相處無須㆒味㆞依循傳統性別角色。做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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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教子女等不再只是女㆟的事，而是大家的事，是夫妻溝通協調之後的結
果，是基於愛對方而願與之共同承擔。同時，現代家庭強調兩性平權的觀念，
不僅教養子女的責任應夫妻共同分擔，且夫妻皆應共同對子女灌輸兩性平權
的觀念。此外，因為兩性平權，夫妻雙方應皆可就業，且各有自己的朋友。
綜合㆖述的研究發現，我們不難發現，對現今台灣社會㆗的夫妻而言，
由於傳統與現代婚姻觀的迥異，㆒對現代性與傳統性不契合的夫妻，可能在
「長輩奉養」、「家事分工」、「教養子女」、「溝通與情感表達」或者「交
友與㆟際互動」等生活面向㆖，不時會因觀念不㆒致造成摩擦與衝突。夫妻
衝突雖然會表現在以㆖各種不同的生活面向㆖，但衝突的關鍵因素正是夫妻
雙方在傳統性與現代性㆖契合度，換言之：夫妻雙方在傳統性與現代性上的
契合度愈高，則整體的婚姻適應愈佳；反之，若契合度愈低，則婚姻適應越
差。就台灣本土的現象而言，夫妻雙方在傳統性與現代性㆖的契合度可能特
別凸顯㆘列面向㆖的婚姻衝突，即：「長輩奉養」、「教養子女」、「家事
分工」、「溝通與情感表達」，以及「交友與㆟際互動」。
過去國內婚姻適應研究在探討個㆟特質因素的影響時，大多關注個㆟的
個㆟背景變項。綜合而言，現有的研究已發現年齡（包括夫妻年齡差距）、
教育程度（包括夫妻教育程度的差距）、職業、收入均與婚姻適應有關（朱
岑樓，1966；阮玉梅，1979；謝銀沙，1993）。這些個㆟背景變項實質㆖反
映的正是華㆟傳統「門當戶對」的「般配」觀念，也是社會學家所建構的同
類婚（homogamy）的指標。實徵研究已證實同類婚（即夫妻在婚前的㆒致
性）是婚姻適應（即婚後㆒致性）的重要原因（李煜，1999）。最近的研究
也發現：年齡、教育程度、職業、收入（後㆔者皆為社經㆞位的指標）可能
與個㆟的傳統性與現代性均有關，即年輕世代、受過高教育、處於高社經㆞
位者較可能具有較高的現代性及較低的傳統性（Lu & Kao, 2002）。這或許
意味著夫妻之間個㆟背景變項的契合只是表面㆖的般配，實則這些表面㆖的
契合代表著夫妻擁有相似的心理特質（個㆟傳統性與現代性）。
而且其他婚姻研究㆗也發現：除了個㆟背景變項外，個㆟心理特質對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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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適應的影響可能更鉅。國外眾多的研究已證實夫妻㆟格特質的契合，有助
於其婚姻滿意與婚姻適應（見 Antill, 1983; Murstein & Williams, 1985; Richard,
Wakefield & Lewak, 1990; Russell & Wells, 1991）。國內學者亦有相似的發
現，如伊慶春（1991）的研究顯示：現代或傳統的性別角色態度對夫或妻的
婚姻適應具有不同的預測力；㆜慧靜（1984）認為夫妻雙方對婚姻的期待也
與婚姻適應有關；張思嘉（1999）的訪談研究則發現：當夫妻雙方在文化傳
統對性別及夫妻角色的期待㆖存在認知和觀念的落差時，婚姻衝突於焉產
生。
由此可見，在婚姻適應的複雜歷程㆗，個㆟特質固然重要，但夫妻的契
合，包括在個㆟背景變項㆖的「般配」，及心理特質㆖的契合可能更具意義。
在台灣社會現況㆗，影響婚姻適應的重要心理特質，包括個㆟的態度、預期
等，其實都與個㆟的傳統性與現代性息息相關。所以研究㆗不斷發現：新婚
夫妻源自原生家庭的價值觀、生活習慣不同時，婚姻衝突的可能性便很高
（張
思嘉，1999），這些價值觀（如性別角色態度）和生活習慣（如家事安排）
可能正是個㆟傳統性與現代性的具體表現。
綜觀㆖述的婚姻衝突來源及其影響因素，不難發現婚姻適應的良莠似乎
正肇因於夫妻雙方傳統性與現代性的差異。台灣社會正處於㆒個傳統與現代
交融並存的時期，夫妻雙方在傳統性與現代性㆖的契合，對其婚姻適應的影
響，應該是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本研究即在這個脈絡㆘，以夫妻雙方現代性
與傳統性的契合來解析其與婚姻適應的關聯。相信不論是對過去研究的整
合，甚至是對未來研究的啟發，均深具意義。本研究的研究架構如㆘頁圖 1
所示。
承㆖所述，本研究旨在以傳統及現代文化的雙重觀點，了解㆗國㆟婚姻
適應的經驗，特別是個㆟的現代性、傳統性及夫妻雙方在此兩特質㆖的契合
程度與各面向的婚姻適應之關聯。具體而言本研究有㆘列目的：
目的 1.瞭解夫妻雙方傳統性與現代性的契合程度，與整體婚姻適應的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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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意見一致性

夫妻個人傳統性
的契合

教養子女
長輩奉養
家事分工
溝通與情感表達
交友與人際互動

婚
姻
適

婚姻衝突嚴重性

教養子女
長輩奉養
家事分工
溝通與情感表達
交友與人際互動

應

夫妻個人現代性
的契合

婚姻滿意度

圖1

本研究之構念架構

目的 2.探討夫妻雙方傳統性與現代性的契合程度，與特定面向（包括「教
養子女」、「長輩奉養」、「家事分工」、「溝通與情感表達」
以及「交友與人際互動」）之婚姻適應的關係。
此外，國內有關個㆟傳統性與現代性的研究，主要由楊國樞及其同事所
從事（楊國樞、余安邦、葉明華，1991；楊國樞、瞿海源，1974），而楊國
樞等㆟於 1991 年所編制的「多元個㆟傳統性量表」及「多元個㆟現代性量
表」（有關此㆓量表的描述，請詳見㆘㆒節「研究方法」㆗的「研究工具」）
已歷時十多年。然現今台灣社會與十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語，因此，本研究擬
對此㆓量表進行修訂。望能重新檢視楊氏等㆟建構的測量工具，是否依然適
用於現今的台灣華㆟；同時，亦力求精簡題數。因此，本研究另有㆒重要的
目的：
目的 3.修訂楊國樞、余安邦、葉明華（1991）所編制的「多元個人傳統
性量表」及「多元個人現代性量表」，並初步檢驗其信度與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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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研究方法
（一）研究參與者
夫妻配對樣本收集不易，本研究為求能盡可能將樣本數擴大，因此同時
採用五種資料收集的方式，茲說明如㆘：
(1)徵求修習大學進修部課程（共 12 ㆟）之已婚社會㆟士進行團體施測，
並委請參與者將問卷攜回給配偶填答，以研究者預備好的回郵信封寄回。共
計有 11 位參與者的配偶寄回問卷，回收率 95.83%。
(2)透過研究者的社交網絡，尋求有意願的已婚夫婦參與研究，每對參
與的夫婦都請分別填答自己部分的問卷，再將完成的問卷交回給研究者。共
計發出 38 對夫妻問卷，成功回收 63 份問卷（其㆗有 30 對夫妻問卷），回
收率 82.89%。
(3)利用研究者之㆒歷年來所建立的研究參與者資料庫（在每次訪問後
詢問參與者：「日後若有類似的研究，請問您願不願意參與？」，回答「願
意」者，是為資料庫的㆒員），從㆗挑選已婚社會成㆟。以郵寄問卷（郵寄
的問卷㆗內含㆒份研究旨趣及作答說明，兩個回郵信封，信封㆖分別註明
「男
士用」及「女士用」，信封內則各有㆒份問卷，方便夫妻雙方分開填答，分
開寄回）的方式，共計寄出 32 對夫妻問卷，成功回收 36 份問卷（其㆗ 17
對夫妻問卷），回收率為 56.25%。
(4)研究者之㆒的另㆒項研究，同樣以夫妻為參與者，藉此之便，將本
研究之問卷與該研究之問卷合併，以郵寄問卷的方式寄出，總計發出 101
對夫妻問卷，成功回收 83 份問卷（其㆗ 35 對夫妻問卷）
，回收率為 41.09%。
至此，初步檢驗發現所收集的樣本在「婚齡」㆖呈現偏態，結婚 10 年
內占了約 7 成。因此，決定以立意取樣（purposive sampling），募集年長、
婚齡長的夫妻。又鑑於之前的樣本收集多集㆗在都會區，這次募集也以非都
會區居民為主。
(5)委託 20 位擁有心理學碩士學位的朋友擔任聯絡㆟，請其代為招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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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願且符合㆖述條件的參與者，並代為發出及收回問卷。共計發出 83 對夫
妻問卷，成功回收 118 份問卷（其㆗ 57 對夫妻問卷），回收率為 71.08%。
經由以㆖各種方法，總計回收有效問卷 323 份，整體回收率為 60.49%。
儘管郵寄問卷（資料來源 3 及 4）的回收率較低，但仍在可接受的範圍之內，
Baruch（1999）的分析指出郵寄問卷的回收率應在 60 ± 20%間屬正常。但
為審慎起見，我們還進行了以㆘的初步分析，發現五種不同資料來源的受訪
者，在個㆟傳統性與現代性等主要變項㆖的得分，並沒有顯著差異；進㆒步
比較郵寄問卷與非郵寄問卷的受訪者，結果亦如此。顯示郵寄問卷所得的資
料仍是大致可信的。全部研究參與者㆗男性 158 ㆟，女性 165 ㆟，夫妻成功
配對的樣本則有 150 對。
研究參與者平均年齡為 38.52 歲（23〜76 歲），青年（35 歲以㆘）及
㆗年（36〜55 歲）約各半（各占 47.7%及 46.4%），老年（56 歲以㆖）較
少。平均婚齡為 11.25 年，結婚 5 年內，6〜15 年，以及 16 年以㆖者，各約
占 1/3，分布相當平均；育有子女數平均為 1.80 個（0〜4 個）。研究參與者
大多受過高等教育（專科、大學及研究所以㆖學歷共占 73.9%），且多數
（76.6%）有職業。在居住型態㆖，以核心家庭為主（占 62.1%），其次為
折衷家庭（占 28.7%），再次為大家庭（占 6.7%）。家庭每月平均收入約
為 8.81 萬元。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結構式問卷收集資料，主要使用「個㆟傳統性與現代性量表」
及「婚姻適應量表」，現分述如㆘。
1. 個人傳統性與現代性量表
取自楊國樞、余安邦、葉明華（1991）所編制的「多元個㆟傳統性量表」
及「多元個㆟現代性量表」（㆘文簡稱「個㆟傳統性與現代性量表」）的「簡
短式――成分」版本各為 50 題，分別測量個㆟傳統性的五大成分：「遵從
權威」、「孝親敬祖」、「安分守成」、「宿命自保」和「男性優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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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個㆟現代性的五大成分：「平權開放」、「獨立自顧」、「樂觀進取」、
「尊重情感」和「兩性平等」。本研究針對此兩量表重新進行檢核與修訂，
以求更精準㆞反映當今台灣民眾對傳統性與現代性的看法，亦力求精簡題
數。茲先概述楊國樞、余安邦、葉明華（1991）對個㆟傳統性與個㆟現代性
的五項心理成分內涵之界定，再說明我們修訂的程序及結果。
個㆟傳統性的五項心理成分之涵義分別為（見楊國樞、余安邦、葉明華，
1991）：(1)遵從權威：強調在各種角色的關係與社會情境㆗應遵守、順從、
尊重及信賴權威。權威的種類包括在不同情境㆘不同形式的權威，如：父母、
長者、丈夫、首長、國家、道德、傳統等。對這些權威遵守、順從、尊重及
信賴的態度愈強，順從權威的心態就愈強。(2)孝親敬祖：主要強調孝事父
母與敬祭祖先。包括勿傷父母名譽、勿使父母擔憂、尊重父母意見、侍奉公
婆、繼志事業等。(3)安分守成：主要包括安分與守成兩種相關聯的態度；
前者強調自守本分、與㆟無爭、少知為妙、不做非分之想，後者強調逆來順
受、接受現實、不求進取及依賴親友等。(4)宿命自保：主要包含宿命與自
保兩個相關聯的態度。前者強調少管閒事以避免麻煩，保護自己與家庭；後
者的表現是自利行為，如掩護家㆟脫離刑責、利用關係以謀工作、願意賄賂
以求方便等。(5)男性優越：主要代表㆒種男性優於或超越女性的態度。這
種男性優越的信念涉及許多方面，包括：家㆗妻子應順從丈夫，在工作㆗女
㆟的效能不如男㆟，在政治㆖女㆟的參與應少於男㆟，在性生活㆖女㆟的自
由應少於男㆟，男主外女主內的理想等。
個㆟現代性的五項心理成分之涵義分別為（見楊國樞、余安邦、葉明華，
1991）：(1)平權開放：主要強調平權思想，認為㆟們可以逼平官吏、學生
可以與師長辯論、子女可以與父母理論、妻子的信仰應受丈夫尊重等。與此
㆒觀念相關聯的是㆒種開放的態度，如婚姻太痛苦可以離婚。(2)獨立自顧：
強調在生活與行為㆖獨立自主少受別㆟影響，並且只顧自己的事。例如，少
跟鄰居打交道，鄰居吵架不必勸，交異性朋友不必告訴父母，成年子女賺的
錢應屬於自己。(3)樂觀進取：主要包含樂觀與信任的態度。前者表現在對
67

本土心理學研究

事的方面，如很多社會問題都會解決，民主政治最適合現代等；後者則表現
在對㆟的方面，如相信大多數㆟都誠實可信等。(4)尊重情感：強調各種㆟
際關係都應以真實的感情為主要依據，不必重視其他因素。如兩性交往只要
彼此相愛，就可以做朋友、同居或結婚，其他因素則不必考慮。(5)兩性平
等：強調男女兩性在教育機會、擔任職務、社會㆞位及性生活方面皆應平等，
夫妻雙方在㆟格獨立、外出工作、結交朋友等方面皆應平等。
㆖述個㆟傳統性的五個心理成分以及個㆟現代性的五個心理成分，係由
原始題目（傳統性 299 題，現代性 256 題）經過預試後，以試題分析刪除某
些題目，再進行因素分析，各萃取出五個因素，其㆗個㆟傳統性的五個心理
成分因素，共可解釋 31.02%的變異量，遵從權威、孝親敬祖、安分守成、
宿命自保，以及男性優越分別可解釋 12.63%、9.39%、14.50%、7.44%、
12.48%，內部㆒致性信度則為.73〜.88；個㆟現代性的五個心理成分因素，
共可解釋 22.26%的變異量，平權開放、獨立自顧、樂觀進取、尊重情感，
以及兩性平等分別可解釋 7.88%、4.78%、5.09%、4.53%、7.86%，內部㆒
致性信度則為.65〜.78（楊國樞、余安邦、葉明華，1991）。
進行「個㆟傳統性與現代性量表」的修訂時，乃以編制㆒份精簡且適合
當前社會現況的「個㆟傳統性與現代性量表」為主要目的。研究者在仔細研
讀了國內外傳統性與現代性的相關文獻後，參考報章雜誌及其他傳播媒體對
此議題的廣泛討論，再輔以對大學生的非正式訪談。確認了楊國樞、余安邦、
葉明華（1991）所提出的五項個㆟傳統性及五項個㆟現代性心理成分，大致
㆖仍符合今日台灣社會的現況，亦把握了台灣㆟民之傳統性與現代性態度的
最重要向度，在結構㆖並無大幅修改的必要。故本研究仍保留楊氏量表的各
五大成分，只將目標設定在精簡長度，以求能更方便、更經濟㆞用於傳統性
與現代性的相關研究。原量表每個成分各有 10 題，我們考慮到㆒般心理計
量㆗，㆒個分量表㆗的題數應不少於 3 題（Hinkin, 1995）。雖然最好是能
保留 5-7 題，但正式施測時，因同時收集資料尚用到其他量表，「個㆟傳統
性與現代性量表」共計 50-70 題的長度，對研究參與者來說實在是答題㆖的
㆒大負擔。權衡之㆘，決定保留最有意義的 3 題，做成既能符合台灣社會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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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又簡短的「精簡版」。選題主要依循兩個標準：(1)鑑別力，若某㆒題目
大多數㆟會答「是」或「否」，則該題不具個別差異的鑑別力，應予刪除。
(2)適用性，不符合當前社會大多數㆟對「現代性」或「傳統性」認知的題
目應予刪除，包括太誇張的、泛政治化、泛宗教化，或易受社會期待影響的
題目。
選題的工作先分別由㆔個小組共同擔任，包括兩位研究者為㆒組，㆕位
主修心理學的大學生為㆒組；以及㆔位主修㆟格與社會心理學的研究生為㆒
組。每㆒組成員均先個別完成選題後，進行小組討論以尋求所有組內成員的
共識，然後匯集㆔組的版本，再次尋求共識，完成最後定稿的「精簡版」
（參
見附錄㆒）。此版本㆗「個㆟傳統性與現代性」的每個心理成分皆有 3 個題
目，每個量表各為 15 題。
這樣㆒來，原量表已被大大㆞刪減，是否仍為㆒個信效度兼優的量表，
必須重新加以檢視，以求謹慎。因此，在進行正式研究前，研究者先對新修
訂之「個㆟傳統性與現代性」量表「精簡版」進行預試（採用與原量表相同
的 Likert 六點量表），以初步檢驗其信效度。預試的參與者為 162 位社會成
㆟，年齡介於 23-62 歲之間，平均年齡為 35.83 歲；男性 76 位，女性 86 位；
已婚者 157 位，未婚者 5 位。為驗證量表的精簡性及適用性，研究者分別針
對量表題目進行了試題分析與信度分析，其分析程序與結果分述如㆘：
(1)試題分析
甲、題目關聯性

「個㆟傳統性量表」之 15 題與量表總分的相關介

於.23-.64 之間，皆達統計顯著（p <.01）。「個㆟現代性量表」之 15 題與
量表總分的相關介於.29-.62 之間，亦皆達統計顯著（p <.001）。
乙、題目鑑別力

以「個㆟傳統性量表」總分得分最高的 27%（n = 49）

為「高分組」，得分最低的 27%（n =38）為「低分組」，採 t 檢定比較「高
分組」和「低分組」在每㆒題得分㆖的差異，發現皆達顯著水準（p <.001）。
以「個㆟現代性量表」總分得分最高的 27%（n = 49）為「高分組」，得分
最低的 27%（n = 42）為「低分組」，採 t 檢定比較「高分組」和「低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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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㆒題得分㆖的差異，發現亦皆達顯著水準（p <.01）。
(2)信度分析
採內部㆒致性檢驗量表的信度，「個㆟傳統性與現代性」量表「精簡版」
的 Cronbach α值分別為.81 和.71（詳見表 1）。作為測量態度的心理學量
表已相當令㆟滿意（Nunnally, 1978），此與原 50 題版本（楊國樞、余安邦、
葉明華，1991）之信度（α＝.75 和.82）亦相當。顯見精簡題本並未損害量
表之應有的心理計量表現。
另外，以 15 位大學生為受試，相隔兩週施測「個㆟傳統性與現代性」
量表「精簡版」，計算 Pearson 相關係數。結果發現「個㆟傳統性量表」的
再測信度為.78，「個㆟現代量表」的再測信度為.85，與楊國樞、余安邦、
葉明華（1991）的報告亦相當。然礙於樣本數過小，本結果僅供參考。
至此，我們已完成本研究目的 3 信度部分的檢定。綜合㆖述的結果，我
們可以發現精簡後的「個㆟傳統性與現代性量表」，儘管在題數㆖已較楊國
樞、余安邦、葉明華（1991）的版本少了許多，但是在試題分析與信度分析
㆖，均有不錯的表現，顯見研究者的修訂大致可行。在正式施測時，我們同
樣延用楊國樞、余安邦、葉明華（1991）所採用的 Likert 六點量表（1＝非
常不同意，6＝非常同意），所有題目均為正向題，分數愈高代表個㆟的傳
統性與現代性愈高。稍後我們將以正式施測的資料，再次針對研究目的 3
效度的部分進行檢驗，結果將在㆘節（研究結果）㆗詳述之。
2. 婚姻適應
為落實研究的本土化，研究者自行編製適用於本土婚姻現狀的「婚姻適
應量表」
。該量表內容主要參考台灣本土的婚姻研究成果（如：利翠珊，1995；
李良哲，1996；張思嘉，1999；楊國樞，1992），選取華㆟在傳統與現代文
化洪流的交匯㆗最可能經驗到的五個婚姻衝突：
「教養子女」
、
「長輩奉養」、
「家事分工」、「溝通與情感表達」、以及「交友與㆟際互動」，測量夫妻
在這五個面向㆖的意見一致性與衝突嚴重性。Locke、Wallace（1959）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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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個人傳統性∕現代性量表」精簡版及「婚姻適應量表」之描述性統計分析
量表

人數 題數

平均數
（分數範圍）

標準差

偏態

峰度

Cronbach
α

分量表與
總量表
之相關

個人傳統性

316

15

48.19 (20-81)

9.10

.23

.64

.81

—

遵從權威

320

3

11.67

(3-18)

2.61

-.10

.17

.54

.72***

孝親敬祖

319

3

12.00

(5-18)

2.28

.08

.19

.41

.68***

安分守成

321

3

7.93

(3-16)

2.29

.35

.39

.36

.71***

宿命自保

323

3

8.16

(3-16)

2.61

.43

.23

.56

.70***

8.58

男性優越

323

3

(3-18)

2.91

.23

.00

.74

.78***

個人現代性

313

15

65.55 (46-87)

7.09

.07

-.02

.71

—

平權開放

321

3

13.88

(6-18)

2.04

-.43

.40

.36

.70***

獨立自顧

321

3

11.06

(3-18)

2.24

-.12

.45

.39

.58***

樂觀進取

320

3

13.89

(9-18)

2.13

-.05

-.55

.40

.57***

尊重情感

319

3

12.54

(8-18)

2.05

.23

.16

.32

.70***

兩性平等

322

3

14.21

(5-18)

2.27

-.35

.26

.52

.75***

婚姻適應之「意見一致性」
整體婚姻意見
一致性

306

5

21.50

(9-30)

4.21

-.38

-.06

.74

—

教養子女

309

1

4.36

(1-6)

1.18

-.58

-.17

—

.70***

長輩奉養

321

1

4.58

(1-6)

1.22

-.63

-.20

—

.63***

家事分工

321

1

4.19

(1-6)

1.30

-.69

.05

—

.73***

溝通與情感表達

319

1

4.17

(1-6)

1.15

-.51

.11

—

.73***

交友與人際互動

320

1

4.22

(1-6)

1.17

-.66

.33

—

.70***

婚姻適應之「衝突嚴重性」
整體婚姻衝突
嚴重性

301

5

12.93

(5-28)

4.77

.21

-.49

.82

—

教養子女

306

1

2.59

(1-6)

1.15

.38

-.48

—

.76***

長輩奉養

319

1

2.65

(1-6)

1.39

.38

-.94

—

.76***

家事分工

319

1

2.41

(1-6)

1.12

.56

-.36

—

.76***

溝通與情感表達

318

1

2.77

(1-6)

1.32

.41

-.52

—

.78***

交友與人際互動

320

1

2.51

(1-6)

1.18

.35

-.70

—

.74***

320

1

5.58

(1-7)

1.27

-.80

.30

—

—

婚姻滿意度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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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婚姻適應的㆒大指標，是夫妻在諸多重要生活面向㆖的意見一致性，且
他們據此理念所編的「婚姻適應量表」已是廣為使用的測量工具。但我們認
為：從婚姻適應的角度出發，夫妻在任何㆒個生活面向㆖的衝突經驗對其的
影響應涉及了認知、情感與行為㆔個層面。認知指的是雙方在與此生活面向
有關之事項的看法或意見是否㆒致，若意見㆒致，則婚姻適應較好；若意見
不㆒致，雖然有礙於夫妻的良好互動，卻不見得會引發嚴重的衝突，進而造
成情感㆖的不舒服，甚至行為㆖的反應。但夫妻間若有嚴重的衝突，常伴有
情感的不適與具體的行為反應，則會對婚姻適應造成甚大的影響。因此，本
量表採「意見㆒致性」和「衝突嚴重性」雙重指標來綜合評量婚姻適應，請
受訪者分別評量自覺夫妻雙方在前述五個重要生活面向㆖「意見㆒致性」的
感受及「衝突嚴重性」的經驗。採用 Likert 六點量表（1＝非常不㆒致∕非
常不嚴重，6＝非常㆒致∕非常嚴重），分數愈高，代表個㆟所知覺到的夫
妻「意見㆒致性」愈高，及「衝突嚴重性」愈強。五個特定婚姻適應生活面
向的分數加總，是為整體婚姻適應之「意見㆒致性」以及整體婚姻適應之「衝
突嚴重性」。
新編之「婚姻適應量表」的內部㆒致性 Cronbach α值，在婚姻「意見
㆒致性」與婚姻「衝突嚴重性」分別為.74 與.82。各題與總分的相關，皆達
統計㆖的顯著（r = .63~.78，p <.001），顯示各面向對整體婚姻適應均有相
當的貢獻性（詳細結果請參見表 1）。整體婚姻適應之「意見㆒致性」與整
體婚姻適應之「衝突嚴重性」為㆗度負相關（r = -.48，p <.001），顯示此
㆓者為可區隔的概念。
除此之外，以單題測量「婚姻滿意度」之整體構念，受訪者在 Likert
七點量尺（1＝非常不滿意，4＝滿意，7＝非常滿意）㆖評量其對婚姻的「滿
意程度」，分數愈高表示個㆟對婚姻的整體的調適愈佳。大量的態度研究
（Wanous, Reichers, & Hudy, 1997）已發現：以單題對滿意度進行測量的效
果並不遜於多面向多題的複雜評量，亦即如我們所用的單題測量是可靠且經
濟的。研究結果顯示「婚姻滿意度」單題的分布甚佳，其與整體婚姻適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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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㆒致性」及「衝突嚴重性」的相關均達㆗高程度（r = .58；r = -.45，
p <.001），顯示「婚姻適應量表」輔以「婚姻滿意度」單題測量，應更可捕
捉到夫妻婚姻適應良莠的全貌。
3. 個人背景變項
最後，我們亦自編問卷收集了研究參與者之年齡、性別、教育程度、工
作性質（就業狀況）等個㆟背景資料，以及婚齡、家庭收入、家庭居住型態、
育有子女數、子女年齡等家庭背景資料。

八、研究結果
（一）「個人傳統性與現代性量表」極短版之信效度檢定
前文已報告了修訂楊國樞、余安邦、葉明華（1991）所編制的「個㆟傳
統性與現代性量表」為「精簡版」（共 30 題）後，項目分析與信度分析的
結果，此處僅就本研究兩倍於之前預試的社區成㆟樣本，進行簡單的信度檢
定，並進行初步的建構效度的檢驗，意在完成本研究目的 3 的效度檢定部
分。茲將結果分述如㆘：
1. 試題及內部一致性信度檢定
本研究㆗
「個㆟傳統性與現代性量表精簡版」
之內部㆒致性 Cronbach α
值分別為.81 與.71，各題與分量表及總量表的相關（item-total correlation，
簡稱 itc）以及分量表與總量表的平均數、變異量以及分數的分布情形（偏態
與峰度），大致皆在可以接受的範圍。至於分量表與總量表的相關，皆達統
計㆖的顯著（r = .57~.78，p <.001），顯示各分量表對總量表均有相當的貢
獻性。詳細結果請參見表 1。
2. 建構效度分析
台灣正處於傳統與現代交融的時代，楊國樞（1994）曾提及在現代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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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程㆗，傳統的心理與行為或減弱強度或改變內涵，而與現代的心理行為並
存，卻不致完全為後者所取代。順著楊氏的推論，我們可以進㆒步假設，這
個傳統性減弱及改變的過程應與某些「先決變項」，如㆟口學背景（個㆟的
年齡以及社經㆞位）有關。具體而言，年輕㆟比年長者易接受現代性的觀念
與行為而摒棄較多的傳統性觀念與行為；同樣㆞，受過較高的教育，應比受
過較少教育者，現代性程度高，傳統性程度低；收入較高者，應比收入較低
者之現代性程度高，傳統性程度低。此外，過去的研究發現，台灣男性似乎
是傳統的捍衛者，而女性則傾向易於接受現代性的觀念與行為（Lu, et al.,
2001），這可能是因為現代的觀念與行為撼動了㆗國傳統固有的男性優勢㆞
位，導致男性覺得受到威脅而女性卻樂觀其成。故理論㆖兩性在個㆟傳統性
與現代性㆖亦應有差異。
因此，本研究分別針對性別、年齡、教育程度以及收入等變項，進行個
㆟傳統性與現代性的群體差異比較，發現了許多與理論推論相符的結果。首
先，男生個㆟傳統性的得分顯著高於女生（t = 2.58，p <.05），個㆟現代性
的得分則顯著低於女生（t = -2.44，p <.05）。其次，將年齡以樣本平均年齡
38.2 歲為界，區分為較年輕的「青壯年」組及較年長的「㆗老年」組，結果
發現青壯年的個㆟傳統性得分低於㆗老年㆟（t = -1.16，p >.05），但未達
統計顯著，青壯年的現代性得分則顯著高於㆗老年㆟（t = 2.92，p <.01）。
接著，將教育程度分為「㆗低教育程度組」
（學歷為高㆗職及以㆘）以及「高
教育程度組」（學歷在大專及以㆖），則發現㆗低教育程度者在個㆟傳統性
的得分顯著高於高教育程度者（t = 4.62，p <.001），其個㆟現代性的得分
則顯著低於高教育程度者（t = -2.26，p <.05）。最後，將收入以樣本家庭平
均月收入 8.81 萬元為基準，平均月收入以㆘及以㆖各分為「低收入」與「高
收入」兩組，則低收入者之傳統性顯著高於高收入者（t = 2.82，p <.05），
其現代性則顯著低於高收入者（t = -2.30，p <.05）。這些結果充分符合台灣
現況㆘，不同群體間個㆟傳統性與現代性應表現的差異，顯見「個㆟傳統性
與現代性」是相當具有本土意涵且深具鑑別力的工具，並且未因題數的精簡
74

夫妻契合與婚姻適應

而喪失其豐富的意義。
此外，本研究受訪者之個㆟傳統性與現代性呈低度負相關（r = -.42，
p <.001），此結果與楊國樞（1994）的研究結果大致相似（楊氏以大學生
為樣本，發現個㆟傳統性與現代性總分的相關，男生樣本（r = -.34，女生樣
本 r = -.55，p 值皆小於.001）。顯示在參與本研究的社區成㆟㆗，個㆟傳統
性與現代性仍是兩個獨立的心理特徵，並非㆒套雙極續譜的兩端，亦即驗證
了楊國樞、余安邦、葉明華（1991）所提出的個㆟傳統性與現代性具有「分
離性」的特徵。
綜合以㆖這些結果，經本研究修訂後的「個㆟傳統性與現代性」量表「精
簡版」，不但在建構效度㆖仍具有不錯的鑑別力，亦有相當不錯的信度。至
此，我們可以說楊國樞、余安邦、葉明華於 1991 年提出的「個㆟傳統性及
現代性」的概念，儘管相隔十年之久，依然適用於現今的台灣華㆟。本研究
對此兩量表的修訂與精簡，則為後續研究提供了㆒個信、效度良好且便利使
用的工具。

（二）夫妻雙方個人傳統性、現代性的契合程度與婚姻適應的關係
不論是楊國樞、余安邦、葉明華（1991）所編制的「個㆟傳統性與現代
性」量表，或本研究㆗修訂使用的「個㆟傳統性與現代性」精簡版，皆保留
了傳統性與現代性的各五個心理成分。在本節㆗，我們將分析夫妻雙方傳統
性、現代性的契合程度與婚姻適應的關係，分析的焦點包括：(1)夫妻傳統
性總分、現代性總分之契合與整體婚姻適應的關係；(2)夫妻傳統性總分、
現代性總分之契合與特定婚姻適應面向的關係；(3)夫妻傳統性、現代性各
心理成分之契合與整體婚姻適應的關係；以及(4)夫妻傳統性、現代性各心
理成分之契合與特定婚姻適應面向的關係。
在進行分析之前，研究者考慮到傳統性與現代性的各五個心理成分㆗，
有些與夫妻婚姻及生活適應的關係較明顯，另㆒些則較不明顯。具體而言，
從之前文獻回顧的脈絡㆗可發現：傳統夫妻軸與現代父子軸家庭的㆒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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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對比是「單向強勢」與「雙向均勢」（楊國樞，1992），「個㆟傳統性量
表」㆗的「遵從權威」與「個㆟現代性量表」㆗的「平權開放」的概念定義
與測驗內容相當能捕捉這樣的對比，因此應該是夫妻婚姻適應研究㆗重要的
心理成分。又如傳統的婚姻觀是以角色義務的規範為重，女子「出嫁從夫」，
㆒旦結婚，公婆便取代親生父母，㆒切敬老的禮俗皆以男方的長輩為主。這
與現代婚姻建立在夫妻情感的基礎㆖，亦形成強烈的對比。因此「個㆟傳統
性量表」㆗的「孝親敬祖」與「個㆟現代性量表」㆗的「尊重情感」也應是
夫妻婚姻適應研究㆗重要的心理成分。最後，傳統的兩性觀是圍繞著「男尊
女卑」的核心價值，現代的兩性觀則特別強調「男女平等」。因此「個㆟傳
統性」㆗的「男性優越」與「個㆟現代性」㆗的「兩性平等」亦應是夫妻婚
姻適應研究㆗重要的心理成分。至於「個㆟傳統性量表」㆗的「宿命自保」
與「安分守成」以及「個㆟現代性量表」㆗的「樂觀進取」與「獨立自顧」
這㆕個心理成分則似乎跟夫妻婚姻適應的關係比較不明顯。為了使本研究能
更聚焦，在資料分析時僅選用可能與夫妻婚姻適應關係較明顯的心理成分。
因此，「個㆟傳統性」方面，選取了「遵從權威」、「孝親敬祖」以及「男
性優越」㆔個心理成分，並將其分數加總為「個㆟傳統性總分」；「個㆟現
代性」方面，則選取「平權開放」、「尊重情感」以及「兩性平等」㆔個心
理成分，並將其分數加總為「個㆟現代性總分」。如此㆒來，「個㆟傳統性
總分」共有 9 題，其內部㆒致性係數 Cronbach α值為.75，「個㆟現代性總
分」共有 9 題，其內部㆒致性係數 Cronbach α值為.68。雖然這樣的信度係
數並不令㆟滿意但尚可接受，更重要的是，如此的資料解析較能反映研究旨
趣，也較具理論意義。
本研究的分析皆採用夫妻配對樣本，在此，宜先說明本研究如何界定夫
妻雙方在個㆟傳統性與現代性㆖的契合。在本研究㆗，夫妻雙方個㆟傳統性
與現代性之契合可謂夫妻雙方個㆟之現代性、傳統性相應、配合及調和的程
度，具體而言，即為夫妻雙方在個㆟傳統性與現代性㆖得分之差異的程度。
在處理契合性的問題時，常用的統計方法是將兩個配對個案的分數相減，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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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其絕對值；但 Nunnally（1978）提出另㆒種計算方式，將差距的分數取平
方和再開根號，是為 D 值。這樣的處理方式似乎更適用於本研究所用的工
具，因此，本研究將採此用 D 值來計算夫妻傳統性與現代性的契合。另外，
在本研究的脈絡㆘，丈夫傳統性或現代性㆖的得分高於妻子，與妻子傳統性
或現代性㆖的得分高於丈夫，這㆕類差異對夫妻雙方婚姻的適應可能會有截
然不同的影響。舉例而言，妻子比丈夫現代所造成的婚姻調適的難度可能大
於丈夫比妻子現代，前者意味著夫妻雙方可能面臨較多妻子不願服膺傳統，
而丈夫卻仍要捍衛傳統的衝突；相對㆞，後者面臨的問題則較少。因此，本
研究在計算 D 值時，會將「丈夫的得分高於妻子」以及「妻子的得分高於
丈夫」分開處理。譬如說，丈夫得分高於妻子的傳統性 D 值，是將符合此
條件之夫妻的 9 個傳統性題目每㆒題相減後平方，9 個題項有㆒平方和，此
平方和再開根號；在傳統性㆗，丈夫得分高於妻子的「遵從權威」D 值，則
同樣是符合此條件夫妻的 3 個遵從權威題目每㆒題項相減後平方，此平方和
再開根號；以此類推，現代性 D 值的算法與傳統性相同。這些 D 值的分數
愈高，均代表夫妻雙方在個㆟傳統性與現代性㆖愈不契合。但是，將丈夫得
分高於妻子，與妻子得分高於丈夫分開處理，能更細緻㆞處理婚姻適應的性
別差異，因為研究者假設這兩項分數即便相同，也代表著不同的心理意義。
茲將研究結果詳述如㆘：
1. 夫妻傳統性、現代性之契合與整體婚姻適應的關係
以 D 值進行 Pearson 相關分析，結果發現：在丈夫個㆟傳統性的得分高
於妻子的情況㆘，夫妻個㆟傳統性愈不契合，則與丈夫本身或妻子之整體婚
姻適應的「意見㆒致性」，均呈顯著負相關。至於妻子傳統性的得分高於丈
夫的情況㆘，契合度與與夫妻雙方整體婚姻適應無明顯的關係（參見表 2）。
個㆟現代性方面，以 D 值進行 Pearson 相關分析，結果發現：在丈夫現
代性的總分高於妻子的情況㆘，夫妻現代性的契合度同樣與夫妻雙方整體婚
姻適應無明顯的關係。但當妻子的現代性總分高於丈夫時，D 值與丈夫或妻
子本身之整體婚姻適應的「意見㆒致性」均呈顯著負相關（參見表 3），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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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不契合可能有不良的效果。
從以㆖的結果可以發現，在個㆟傳統性或現代性，影響夫妻雙方婚姻適
應者，似乎是丈夫比妻子過於傳統，以及妻子比丈夫過於現代。但㆖述的分
析看到的僅是夫妻個㆟傳統性、現代性之契合，對整體婚姻適應的影響，㆘
㆒段落則進㆒步分析夫妻傳統性與現代性的契合，可能具體影響到哪些婚姻
適應面向。
2. 夫妻個人傳統性、現代性之契合與特定婚姻適應面向的關係
個㆟傳統性方面，以 D 值進行 Pearson 相關，結果發現：在丈夫傳統性
總分高於妻子的情況㆘，夫妻傳統性愈不契合，則妻子愈會覺得在「教養子
女」與「家事分工」㆓方面，夫妻的「意見㆒致性」較低；同時丈夫在「家
事分工」方面，亦感到「意見㆒致性」較低。但相對㆞，在妻子傳統性總分
的得分比丈夫高的情況㆘，不契合對夫妻特定婚姻適應面向的「意見㆒致性」
與「衝突嚴重性」均無影響（參見表 2）。
個㆟現代性方面，以 D 值進行分析，結果發現：在丈夫現代性總分的
得分高於妻子的情況㆘，則僅在「溝通與情感表達」這個面向，夫妻現代性
愈不契合，妻子感覺到夫妻的意見愈不㆒致。反觀當妻子現代性總分的得分
比丈夫高時，夫妻現代性愈不契合，則丈夫在「教養子女」及「家事分工」
㆖，知覺到夫妻的「意見㆒致性」愈低；在「長輩奉養」㆖，知覺到較強的
「衝突嚴重性」。妻子也同樣在「教養子女」、「家事分工」及「交友與㆟
際互動」㆖，感受到「意見㆒致性」較低，且在「交友與㆟際互動」㆖，知
覺到較強的「衝突嚴重性」（參見表 3）。
以㆖分析係將個㆟傳統性與現代性視為㆒個整體的價值觀，評析夫妻雙
方這兩套價值觀的契合，對其夫妻整體婚姻適應，以及特定婚姻適應面向的
影響。但個㆟傳統性與現代性皆是數個心理成分的組合，不同心理成分對婚
姻適應的影響可能不同。接㆘來的分析將先看夫妻傳統性與現代性各㆔個心
理成分之契合與整體婚姻適應的關聯，再看這些心理成分的契合與特定婚姻
適應面向的關聯，以進㆒步細探各心理成分對婚姻適應的不同影響。在此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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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說明，本研究的分析㆗使用了「個㆟傳統性」的㆔個心理成分（「遵從權
威」、「孝親敬祖」、「男性優越」），以及「個㆟現代性」的㆔個心理成
分（「平權開放」、「尊重情感」、「兩性平等」），這六個心理成分㆗，
除了「男性優越」的內部㆒致信信度值較佳外，其餘的信度表現皆不甚理想
（參見表 1）。這可能是題數過少的影響，然這些心理成分在理論㆖深具意
義。因此，研究者仍決定以夫妻傳統性與現代性心理成分的契合為分析單
位，將結果提供為未來研究的參考，並為實務工作者在解決婚姻適應的問題
時，提供更豐富的可能解釋。
3. 夫妻個人傳統性、現代性各心理成分之契合與整體婚姻適應的關係
在個㆟傳統性方面，計有「遵從權威」、「孝親敬祖」及「男性優越」
㆔個心理向度。同樣以 D 值進行 Pearson 相關分析，結果如表 2 所示，僅「男
性優越」這㆒成分㆖，當丈夫的得分比妻子高時，夫妻愈不契合，雙方知覺
到整體婚姻的「意見㆒致性」均較低。同樣㆞，當妻子在傳統性各心理成分
㆖的得分高於丈夫時，不契合對夫妻整體婚姻適應之影響亦僅在「男性優越」
這㆒心理成分㆖，當妻子「男性優越」的得分高於丈夫時，契合度愈低，則
妻子的「婚姻滿意度」愈差（參見表 2）。
在個㆟現代性方面，計有「平權開放」、「尊重情感」、及「兩性平等」
㆔個心理向度。從表 3 的 Pearson 相關分析㆗發現：丈夫在現代性各心理成
分㆖的得分高於妻子時，僅當丈夫「尊重情感」的得分高過妻子時，不契合
度愈高，則妻子知覺到的整體婚姻「意見㆒致性」愈低，「衝突嚴重性」越
大；同時，丈夫的「婚姻滿意度」較低。相對㆞，妻子在現代性的「平權開
放」㆖得分高於丈夫的情況㆘，不契合度愈高，則丈夫知覺到的整體婚姻「意
見㆒致性」顯著較低；妻子在現代性的「兩性平等」㆖分數高於丈夫時，不
契合度愈高，妻子本身知覺到的整體婚姻「意見㆒致性」亦顯著較低（參見
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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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夫妻個人傳統性總分及各心理向度之契合度與整體及特定生活面向之婚
姻適應間的關係
丈夫得分高於妻子
傳統性
n＝91

妻子得分高於丈夫

遵從
權威

孝親
敬祖

男性
優越

n＝67

n＝80

n＝101

傳統性
n＝46

遵從
權威

孝親
敬祖

男性
優越

n＝59

n＝47 n＝32

婚姻適應之「意見一致性」
整體婚姻
意見一致性
教養子女
長輩奉養
家事分工

夫

-.23*

.10

-.21

-.21*

-.05

-.13

-.07

-.09

妻

-.21*

.09

-.06

-.31**

-.13

-.12

-.05

-.17

夫

-.18

.20

-.14

-.21*

-.03

-.11

-.03

-.02

妻

-.27*

.10

-.07

-.31**

.10

-.05

.11

.06

夫

-.14

-.06

-.20

-.02

.05

.01

.02

.08

妻

.01

.06

-.01

-.02

-.08

-.05

.06

-.23

夫

-.22*

.10

-.11

-.29**

-.02

-.12

.02

-.12

妻

-.25*

-.02

-.15

-.31**

-.16

-.22

.03

-.20

溝通與情感 夫
表達
妻

-.17

.15

-.11

-.12

-.28

-.29*

-.30*

-.35

-.14

.13

-.02

-.29**

-.17

-.12

-.12

-.21

交友與人際 夫
互動
妻

-.20

-.03

-.25*

-.14

.21

.10

.08

.18

-.17
婚姻適應之「衝突嚴重性」

.15

.01

-.27**

-.06

-.00

-.15

-.02

夫

.04

.11

.13

-.11

-.02

-.10

.05

.15

妻

.12

.18

.19

.16

.08

-.03

.06

.24

夫

.13

.14

.16

.03

.11

-.01

.13

.32

整體婚姻
衝突嚴重性
教養子女

妻

.14

.10

.17

.15

-.02

-.06

.07

.17

夫

-.01

.05

.07

-.11

-.10

-.18

.01

-.04

妻

.06

.18

.09

.11

.02

-.11

-.04

.40*

夫

.04

.16

.06

-.00

-.05

-.05

-.23

.18

妻

.05

.20

.06

.03

.10

.05

.01

.32

溝通與情感 夫
表達
妻

.01

.09

.15

-.14

.26

.17

.29*

.18

.12

.09

.19

.18

.16

.09

.14

.04

交友與人際 夫
互動
妻

-.00

.02

.20

-.12

-.18

-.11

-.03

-.12

.12

.03

.26*

.19

-.03

-.15

-.07

.04

夫

-.15

.03

-.11

-.15

-.08

-.10

-.06

-.24

妻

-.09

.01

-.04

-.14

-.21

-.08

-.10

-.44*

長輩奉養
家事分工

婚姻滿意度

*p ＜.05, ** p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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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夫妻個人現代性總分及各心理向度之契合度與整體及特定生活面向之
婚姻適應間的關係
丈夫得分高於妻子
現代性
n＝48

妻子得分高於丈夫

平權
開放

尊重
情感

兩性
平等

n＝50

n＝68

n＝40

.13

-.24

-.07

現代性
n＝85

平權
開放

尊重
情感

兩性
平等

n＝70

n＝53 n＝86

婚姻適應之「意見一致性」
整體婚姻
意見一致性
教養子女
長輩奉養
家事分工

夫

.13

妻

-.18

-.07

-.27*

-.21

-.24*

-.20

-.04

-.23

夫

.17

-.02

-.16

.11

-.31**

-.29*

-.24

-.11

妻

.13

.06

-.06

.01

-.24*

-.07

-.13

-.24

夫

.14

.25

-.09

.07

-.07

-.23

-.00

.07

妻

-.04

.05

-.11

-.06

-.09

-.14

.05

-.09

夫

.00

.11

-.30*

-.20

-.33**

-.18

-.13

-.33

妻

-.18

-.01

-.25*

-.23

-.26*

-.28*

-.06

-.21

溝通與情感
表達

夫

交友與人際
互動

夫

整體婚姻
衝突嚴重性

夫

-.09

妻

-.14

-.31*

-.07

-.12

.17

-.30*

-.06

-.13

-.17

.05

-.01

-.20

-.27*

-.15

-.04

-.19

.01

-.02

.05

.02

-.03

-.09

-.13

-.19

.09

.01

-.16
婚姻適應之「衝突嚴重性」

-.16

-.27*

-.21

-.25*

-.05

.04

-.28

-.16

.22

.02

.19

.21

.07

.06

-.00

.28*

.02

.20

.10

.17

.15

教養子女
長輩奉養
家事分工

妻

.05

-.29**

-.37**

妻

夫

-.04

-.15

.22

-.10

.15

.13

.20

-.02

妻

-.14

-.02

.18

.09

.16

-.07

.20

.16

夫

-.16

-.21

.11

-.11

.22*

.19

.13

.19

妻

-.02

-.06

.23

.01

.07

.13

.09

.05*

夫

-.09

-.01

.19

.07

.16

.12

.02

.17

妻

-.15

-.00

.26*

-.05

.07

.18

溝通與情感
表達

夫

.03

-.14

.23

.08

.14

.33**

妻

-.02

.11

.19

-.03

.20

交友與人際
互動

夫

-.12

-.05

.03

-.09

.18

妻

-.02

.27

.11

-.13

.00

.19

.29

夫

.10

.07

-.29*

-.02

-.16

-.22

-.05

-.03

妻

-.05

.03

-.21

-.06

-.19

-.15

-.15

-.05

婚姻滿意度

*p ＜.05, ** p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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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01

.02

-.13

-.00

.15

.17

.09

.17

.01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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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結果僅描述個㆟傳統性與現代性各心理成分對整體婚姻適應的影
響，為進㆒步了解這六個不同心理成分對婚姻適應可能的影響，接㆘來將細
看六個心理成分對特定婚姻適應面向的影響。
4. 夫妻個人傳統性、現代性各心理成分之契合與特定婚姻適應面向之的關係
先看個㆟傳統性的㆔個心理成分，結果如表 2 所示。在丈夫「孝親敬祖」
這㆒心理成分的得分高於妻子的情況㆘，不契合度愈高，則丈夫知覺到「交
友與㆟際互動」的「意見㆒致性」愈低；妻子知覺到的「交友與㆟際互動」
的「衝突嚴重性」亦較高；在丈夫「男性優越」這㆒心理成分的得分高於妻
子的情況㆘，不契合度愈高，則不僅如前文所述會影響夫妻雙方整體婚姻的
「意見㆒致性」，更會具體影響到特定的婚姻面向。對丈夫而言，具體影響
的面向為「教養子女」及「家事分工」；對妻子而言，則影響更廣，包括「教
養子女」、「家事分工」、「溝通與情感表達」以及「交友與㆟際互動」㆕
個面向，妻子均知覺到較低的「意見㆒致性」。相對㆞，在妻子「遵從權威」
這㆒心理成分的得分高於丈夫的情況㆘，不契合度愈高，則丈夫知覺到與妻
子在「溝通與情感表達」的「意見㆒致性」愈低。在妻子「孝親敬祖」這㆒
心理成分㆖的得分高於丈夫的情況㆘，不契合愈高。則丈夫知覺到與妻子在
「溝通與情感表達」的「意見㆒致性」越低；在妻子「男性優越」這㆒心理
成分㆖的得分高於丈夫的情況㆘，不契合愈高，則妻子知覺到「長輩奉養」
的衝突嚴重性愈高（參見表 2）。
接著看個㆟現代性的各心理成分，如表 3 所示。當丈夫在「尊重情感」
這㆒心理成分的得分高於妻子的情況㆘，不契合度愈高，則如前文所述會影
響妻子知覺到的整體婚姻「意見㆒致性」與「衝突嚴重性」；並會具體影響
到特定的婚姻面向：包括妻子在「家事分工」、「溝通與情感表達」以及「交
友與㆟際互動」這㆔個面向均知覺到較低的「意見㆒致性」；同時妻子在「家
事分工」㆖也覺得「衝突嚴重性」較高；丈夫本身亦在「家事分工」以及「溝
通與情感表達」這㆓個面向知覺到較低的「意見㆒致性」。反觀，若當妻子
在「平權開放」的得分高於丈夫的情況㆘，不契合度愈高，則丈夫在「教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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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妻子在「家事分工」均知覺到較低的「意見㆒致性」；同時丈夫在
「溝通與情感表達」㆖也覺得「衝突嚴重性」較高。當妻子在「尊重情感」
的得分高於丈夫的情況㆘，則契合度並無影響。當妻子在「兩性平等」的得
分高於丈夫時，不契合度愈高，則丈夫愈覺得在「家事分工」㆖的「意見㆒
致性」越低，妻子在「教養子女」、「家事分工」以及「交友與㆟際互動」
㆖，亦知覺到較低的「意見㆒致性」；同時妻子在「交友與㆟際互動」知覺
到的「衝突嚴重性」愈高（參見表 3）。
從㆖述的分析結果看來：在個㆟傳統性方面，㆔個心理成分㆗，「男性
優越」應是影響夫妻婚姻適應最重要的心理成分，尤其是當丈夫在「男性優
越」的得分高於妻子時，其影響力甚至大於將㆔個心理成分加總所得的個㆟
傳統性總分。在個㆟現代性方面，各心理成分的影響力並不明顯大於將㆔個
成分加總所得的個㆟現代性總分。可見個㆟傳統性與現代性除了可以視為㆒
個總體的價值觀，分析此兩套價值觀的契合對夫妻婚姻適應的影響之外，單
獨看不同心理成分的契合對婚姻適應的影響，亦有其意涵。
5. 小

結

總結而言，針對研究目的 1 與 2，本研究結果所發現的夫妻雙方傳統性
與現代性之契合，對婚姻適應及生活適應的影響，主要可歸納為㆘列幾方面：
(1)夫妻雙方個㆟傳統性總分的不契合對婚姻適應的影響，大多在丈夫
得分高於妻子時。且在傳統性的㆔個心理成分（「遵從權威」、「孝親敬祖」
以及「男性優越」）㆗，「男性優越」這㆒個心理成分特別具有影響力。尤
其是當丈夫的「男性優越」高於妻子時，對夫妻雙方的整體婚姻「意見㆒致
性」均有負面的影響，對妻子的影響大於對丈夫本身；尤有進者，對妻子整
體婚姻「意見㆒致性」的影響會表現在多數的特定婚姻面向㆖。但若妻子的
「男性優越」高於丈夫，不契合並不影響夫妻婚姻適應的「意見㆒致性」及
「衝突嚴重性」。因為妻子比丈夫更有「男性優越」的觀念，對丈夫而言應
該利多於弊。儘管這樣的不契合對丈夫單方面來說好像是占到便宜，但不契
合本身造成的不舒服仍會影響妻子的婚姻滿意度。另外值得㆒提的是，在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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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傳統性的得分㆖可發現，丈夫比妻子傳統者（91 ㆟）幾乎㆓倍於妻子比丈
夫傳統者（46 ㆟），在「男性優越」這㆒心理成分㆖更是比例懸殊（101
比 33 ㆟）。顯示在現今傳統與現代交會的台灣社會㆗，保有傳統觀念，特
別是對男性有利的傳統觀念，男性較女性多出許多。
(2)夫妻雙方個㆟現代性總分的不契合，對夫妻婚姻適應的影響，主要
在當妻子得分高較丈夫高時。影響所及包括夫妻雙方的整體婚姻「意見㆒致
性」，以及多數特定面向的「意見㆒致性」。另外，個㆟現代性的㆔個心理
成分㆗，對夫妻雙方婚姻適應較有影響力的則有㆓：㆒是當丈夫的「尊重情
感」得分高於妻子時，另㆒個則是當妻子的「兩性平等」得分高於丈夫時。
不過個㆟現代性心理成分的影響力，並不大過現代性總分（妻子得分高於丈
夫時）的影響力。

九、討

論

（一）婚姻研究理論層次的提升：夫妻傳統性與現代性的契合
台灣本土婚姻研究起步甚晚，近年來才受重視。早期的台灣婚姻研究多
以國外婚姻理論為依歸，用國外發展的工具來測量，且大多關注個㆟背景變
項與婚姻適應的關係。不僅本土化程度堪慮，研究也缺乏深度，婚姻適應的
複雜心理機轉及歷程始終不明。近期的研究雖開始以本土的婚姻現象及問題
為思考起點，也以質性研究法累積了豐富的田野資料，但仍缺乏理論性的建
構和進㆒步的通則研究（nomothetic approach）檢證。其實婚姻研究的成果
累積至今，應該開始著手努力從現象探索提升到理論驗證的層次。
影響夫妻婚姻適應的因素㆗，除了個㆟背景變項外，國外學者早已發
現：婚姻適應是夫妻雙方改變態度及行為，以達到他們對婚姻期望的過程
（Burgess & Wallin, 1953）。更具體而言，婚姻適應的首要指標就是雙方能
在重要的事情㆖達成㆒致的意見（Burgess, Locke & Thomes, 1963）。國內
學者（利翠珊，1995）亦指出，影響夫妻互動的首要因素是「家族的價值觀」。
84

夫妻契合與婚姻適應

她從訪談資料整理㆗發現：男女雙方在婚前的交往過程及婚後的適應㆗，大
多數都受到來自㆖㆒代或家族的影響，這些影響仍深受㆗國傳統父系思想的
主宰，對婚姻㆗的男性與女性有相當不同的對待。可見，不管是東方或西方
的觀點，夫妻在態度、價值觀、思想觀念，乃至行為模式㆖的契合，都是影
響其婚姻適應的關鍵因素。這樣的發現已跳脫了基本的㆟口學背景因素，探
尋夫妻雙方心理因素（如態度、價值、信念）對婚姻適應的影響。然而，影
響婚姻適應的這些心理因素㆗，有沒有㆒個更統涉、更核心、更普遍的影響
因素？
有鑑於此，本研究以社會變遷過程㆗，東、西兩套文化兼容並蓄的理論
假設為基礎，分析現今台灣社會的婚姻關係㆗，夫妻雙方㆒方面承襲㆗國傳
統文化㆘的家庭觀、婚姻觀及兩性觀，㆒方面亦接受現代文化㆘家庭觀、婚
姻觀及兩性觀的洗禮。同時浸淫在兩套不同文化體系的影響之㆘，夫妻雙方
均可能同時具備這兩套源自不同文化而衍生的心理特質，包括傳統與現代的
價值、態度與思想觀念，但彼此這兩套心理特質的組成卻可能不同。我們進
㆒步推衍，這兩套由不同的婚姻觀、家庭觀，及兩性觀所形成的個㆟心理特
質，將具體反應於婚姻關係㆗的夫妻互動㆗，婚姻㆗的諸多衝突、因應、協
調與磨合，可能皆與夫妻心理特質的契合與否息息相關。本研究即試圖以㆒
個適用的心理特質為理論架構，將既有的婚姻研究結果納入此架構㆘。綜觀
本土的研究成果㆗，針對台灣傳統性與現代性並存的現象，最有系統㆞進行
研究者，首推以楊國樞先生為首的團隊（Hwang, 2003）。楊國樞、余安邦、
葉明華（1991）認為：社會現代化主要指的是整個社會在經濟、政治、社會
及文化等方面的變遷，個㆟現代化則是指社會㆗的個㆟在價值觀念、思想形
態及生活習慣等方面的變遷。個㆟在社會現代化的浸淫㆘產生個㆟現代性的
變遷之後，在心理㆖會有㆒套在現代化社會㆗最常用的認知態度、思想觀
念、價值取向及行為模式，稱為心理現代性。同時，個㆟仍具有心理傳統性，
是傳統社會㆗的個㆟所最常用的㆒套認知態度、思想觀念、價值取向及行為
模式（楊國樞，2003）。在這樣的脈絡㆘，我們認為，個㆟傳統性與現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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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是普遍影響個㆟的基本心理特質。因此，本研究以華㆟傳統性與現代性的
理論為具體的研究架構，探討夫妻個㆟傳統性與現代性㆖的契合與婚姻適應
的關聯。希望能以心理特質的契合出發，探討其對婚姻適應的影響，預期此
㆒結果在獲得實證資料的直接支持後，可應用在婚姻研究或實務工作，甚至
其他現代社會㆗㆟際互動的行為研究㆖。
本研究伊始，先檢驗既有的研究工具，亦即楊國樞、余安邦、葉明華
（1991）所編制的「多元個㆟傳統性量表」及「多元個㆟現代性量表」，判
斷其是否仍具適用性。在初步得到肯定的結果後，接著進行研究架構的檢
驗。研究結果顯示，現代台灣夫妻不論在個㆟傳統性或個㆟現代性㆖，均有
某種程度的契合（夫妻配對樣本㆗，個㆟傳統性的相關值 r = .22，p＜.01；
個㆟現代性的相關值 r = .36，p＜.001）。這結果表示：不論是婚前動機性
的選擇心理特質相似的配偶，或是婚後不斷㆞溝通、協調、妥協與轉變，夫
妻都盡可能讓彼此的心理特質保持相當的㆒致性，顯見夫妻心理特質的契
合，可能真的是維持婚姻品質、減少婚姻衝突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本研究進㆒步的分析結果也顯示：夫妻在心理特質㆖的契合，也就是夫
妻雙方在個㆟傳統性與個㆟現代性㆖的契合，確實會對夫妻各方面的婚姻適
應造成影響。研究結果發現，當夫妻雙方的個㆟傳統性或個㆟現代性差異愈
大，就愈可能造成夫妻在婚姻生活的各面向㆖意見不㆒致，衝突也愈嚴重。
尤其是當丈夫的傳統性高於妻子，以及妻子的個㆟現代性高於丈夫時，對夫
妻在婚姻適應㆖所造成的衝擊與影響最大。台灣本土的研究結果，㆒再發現
現代夫妻最常有的衝突不外乎「家事分配不均」、「家族價值觀念不同」、
「家庭角色的衝突」、「兩代居住的安排」、「家庭與工作間的協調」等（利
翠珊，1995；李良哲，1996；張思嘉，1999）。這些問題歸根究柢，可能就
肇因於在現代化的過程㆗，女性的個㆟現代化腳步較男性快許多，男性則較
容易固守傳統價值。這並不難理解，因為現代化的諸如兩性平等，平權開放
的觀念，均為對傳統長期居於劣勢的女性提供了㆒個提升㆞位、增加權利的
機會；但對於男性，則可能威脅了他們既得的利益。在女性不斷㆞接受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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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觀念，意圖改變既有夫妻互動模式的同時，男性仍沈溺於過去所享有的優
勢，夫妻兩造的差距日益增加，衝突於焉產生。
當然，本研究將影響夫妻婚姻適應的因素，歸因於夫妻心理特質的差
距，固然可將婚姻的研究提升到更根本的理論層次。但本研究使用的皆為兩
兩相關的分析方式，我們固然有足夠理由作㆒些具有方向性的推測，例如，
我們相信傳統性與現代性乃個㆟長久累積的㆒套心理特徵，是㆒組穩定且普
遍的個別差異因素，會影響個㆟日常的認知、情感與行為；至於婚姻適應，
則是互動之後的感受。常理而言，應是個㆟心理特質㆗的價值觀或信念、態
度會影響個㆟的感受與行為，不至於有相反的影響歷程，但我們也承認在因
果推論㆖仍應略持保留。同時，本研究的處理方式，也可能忽略了其他介於
個㆟傳統性、現代性以及夫妻婚姻適應之間，相當重要的㆗介或調節因子。
也就是說，夫妻雙方個㆟傳統性與現代性的心理特徵，會影響個㆟的認知態
度、思想觀念、價值取向甚至行為意向，進而影響夫妻的婚姻適應。譬如說，
研究曾發現夫妻雙方家族的價值觀、夫妻雙方在重要事情㆖的意見㆒致性、
對婚姻持有的看法、對婚姻的期望、對婚姻衝突的目標認定、衝突化解的技
巧以及㆟格特質等，對夫妻婚姻衝突的因應及婚姻品質均有直接的影響（利
翠珊，1995；劉惠琴，1999；Antill, 1983; Burgess & Wallin, 1953; Burgess,
Locke, & Thomes, 1963; Fincham & Beach, 1999; Murstein & Williams, 1985;
Richard, Wakefield, & Lewak, 1990; Russell & Wells, 1991）。由於夫妻雙方
個㆟傳統性與現代性心理特質的差異，可能造成夫妻雙方價值觀、思想意
見、處事風格的差異，因此，個㆟傳統性與現代性極可能透過㆖述的這些變
項，進而影響婚姻婚姻適應。但本研究並未加以探討這些變項對婚姻適應的
影響，或者這樣的影響可能透過的歷程。除了夫妻本身的因素外，尚有㆒些
因素，如婚姻㆗外來的壓力（利翠珊、陳富美，2001），也可能是影響婚姻
適應的重要因素。
此外，也可能有某些潛在的因素，同時影響著夫妻個㆟傳統性、現代性
與婚姻適應。譬如從演化心理學的角度，㆒個適應良好的㆟可能擁有最適於
生存的心理特質，如個㆟的開放性（openness），會讓他適時適度㆞調整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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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現代性與傳統性的組合，以適合生存於現今台灣社會。同時，㆒個開放度
高的㆟，對配偶的包容性也會較高，當然婚姻適應就會相當良好，所以，開
放性可能也是㆒個重要的因素。
簡而言之，本研究並沒有針對可能影響婚姻適應的各種因素，㆒㆒加以
驗證。本研究旨在將婚姻適應的研究往㆖推到㆒個理論層次，看夫妻心理特
質契合度的影響，並初步得到證實。未來的研究可以擴大研究架構，將其他
可能影響婚姻適應的變項當作㆗介或調節因子，進㆒步檢驗夫妻心理特質的
契合，可能透過怎樣的心理歷程影響婚姻適應，也可加入其他相關的影響因
子。更可將這樣的架構應用於社會㆖其他的互動關係㆗，如親子互動、師生
互動。綜㆖所述，本研究證實：夫妻心理特質的契合，可說是婚姻適應良莠
的㆒個起點，本研究也期望這樣的發現，能為未來的相關研究提供㆒個理論
層次的統整架構。

（二）本土婚姻的現況與特色：傳統與現代並存及其引發的問題
過去許多本土的實徵研究已經證實，現今的台灣社會是㆒個傳統與現代
價值並存共融的社會（陳芬憶，2001；黃光國，1995；葉光輝，1998；Lu, et
，本研究也發現：個㆟現代性與傳統性具有㆗度的負相關（r = -.40，
al., 2001）
p＜.001），再次驗證傳統與現代並存的現況。顯然，㆒個㆟身㆖可以同時
存有傳統與現代兩套心理特徵，已是不爭的事實，接㆘來必須追問的問題則
是：這兩套系統在並存於每個㆟身㆖時，其所占的比重有無個別差異？這些
個別差異因何存在？而這些個別差異又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從本研究的結果㆗可以看出幾個有趣的現象：第㆒，在本研究大多數的
夫妻㆗，丈夫都比妻子還要具有「男性優越」這㆒個傳統的心理特質（101
對，占 72.14%），這個落差造成夫妻在許多婚姻面向㆖適應不佳。與之相對
的是，第㆓，大半的夫妻㆗，妻子則比丈夫還要具有「現代性」的心理特質
（87 對夫妻如此，占 62.59%），這個差異對夫妻雙方的婚姻適應，也會造
成相當廣泛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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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的這些結果，我們可以發現，儘管現今台灣社會處於現代與傳統
交會，每個㆟身㆖都有傳統與現代並存的兩套心理特質。但是，每個㆟保留
了多少傳統的心理特質，擁有了多少現代的心理特質，比重可能各有不同，
每對夫妻配對的組合亦各有不同。這些形形色色的不同組合，有些可能對夫
妻在婚姻適應㆖，並無太大的影響，有些組合可能是阻力，另㆒些則可能是
助力。根據研究的結果，大致可以得到以㆘的斷論：丈夫擁有較多「男性優
越」的傳統心理特質，或妻子比丈夫擁有現代心理特質的夫妻，可能是最適
應不良的組合。

（三）研究貢獻與未來研究方向
個㆟的傳統性與現代性對個㆟日常生活適應的影響應相當廣泛，楊國
樞、余安邦、葉明華（1991）在編制「多元個㆟傳統性量表」與「多元個㆟
現代性量表」時，即同時兼顧㆘述十個生活範疇：婚姻與夫妻關係、教養與
親子關係、家庭與家庭生活、社交與㆟際關係、性與兩性關係、教育與學習、
職業與工作、經濟與消費、政治與法律、宗教與信仰。本研究聚焦在婚姻與
夫妻關係㆖，發現夫妻雙方傳統性與現代性的契合與否，確實對其婚姻品質
有影響。陳芬憶（2001）在其碩士論文㆗，採用本研究所編制的「個㆟傳統
性與現代性」量表，亦初步發現：親子在個㆟現代性及個㆟傳統性㆖，有相
當明顯的落差。這些結果均顯示：在社會變遷漫長的過程㆗，每個㆟的心理
變遷具有相當大的個別差異，因此會在夫妻、親子間造成觀念、態度、價值、
信念㆖的落差，甚而造成相處或互動㆖的種種摩擦。同樣的情形也可能發生
在學校裡，如師生傳統性與現代性的差距，可能會造成教學㆖的互動不良，
甚至引發校園衝突；或發生在組織㆗，如㆖司與部屬傳統性與現代性的差
距，造成溝通不良，導致工作士氣低落，工作績效不彰；或發生在日常交易
買賣、㆒般㆟際互動等諸多情形㆗。由此可見，個㆟傳統性與現代性對㆟的
心理與行為影響之廣，實在值得投入更多的研究精力，本研究的發現只是㆒
個引子，盼能吸引更多的研究者投入。

89

本土心理學研究

另外，楊國樞、余安邦、葉明華（1991）所編制「多元個㆟傳統性量表」
與「多元個㆟現代性量表」，在本研究的修訂之㆘，已精簡為題數甚少於原
量表題數的「精簡版」（共 30 題）。此精簡後的量表，在不改變楊氏等㆟
各五個心理成分的架構之㆘，經初步檢驗，信效度均相當可接受。這樣精簡
後的個㆟傳統性與現代性量表，相信可為未來欲從事此研究領域的學者，開
㆒個方便之門。
最後，我們提供以㆘幾點，作為未來可能的研究進行方向。首先，本研
究礙於受訪者㆟數不足，無法將個㆟傳統性與個㆟現代性再進行更細微的分
類。建議未來的研究若能擴大樣本，可進行如「高傳統性－高現代性」、「低
傳統性－高現代性」、「高傳統性－低現代性」、「低傳統性－低現代性」
的分類，再進㆒步分析傳統性與現代性並存之㆘，怎樣的並存組合較有助於
個㆟，乃至於夫妻的婚姻適應。
其次，本研究從本土化的研究取向出發，證實個㆟傳統性與現代性確實
兼容並存，以此重要的個㆟心理特質出發，可以是影響夫妻婚姻適應的重要
起點。然而，關於這兩套系統是如何並存？又如何運作？之後又如何對個㆟
產生影響？這些更重要的問題，都有賴於之後的研究繼續深入探討。
再者，本研究㆗所指的契合概念，強調夫妻雙方在重要的心理特質、價
值、態度、情感、行為意向㆖的㆒致性。結果顯示：這些心理特質的契合對
婚姻適應亦具有直接的解釋力，希望能藉此拋磚引玉，吸引更多心理學者探
討心理因素對婚姻適應的影響，另開婚姻研究的㆒個領域。
總之，華㆟社會正處於曠世未有之現代化的社會變遷過程之㆗，社會與
個㆟都體驗到困頓與壓力，也滿懷著期盼與希望。社會現代化與個㆟心理現
代化是華㆟社會與民眾的切身問題，是華㆟心理學者得㆝獨厚的研究議題
（楊㆗芳，2002；Hwang, 2003; Yang, 2003），關心社會進步與㆟民生活福
祉更是華㆟知識份子義不容辭的責任。在瞬息萬變的華㆟社會㆗，個㆟傳統
性與現代性這麼突出且重要的問題，絕對值得我們繼續投入研究，以求更進
㆒步的廣化與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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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心理成分

「個人傳統性與現代性」量表「精簡版」之題目
題

目

個人傳統性
遵從權威

孝親敬祖

安分守成

宿命自保

男性優越

個人現代性
平權開放

獨立自顧

樂觀進取

尊重情感

兩性平等

父母所敬愛的人，子女也應敬愛。
如果因事爭執不下，應請輩份最高的人主持公道。
服從權威與尊敬長上，是兒童所應學習的美德。
委託養老院供養自己的父母，是不孝的行為。
好好侍奉公婆，是媳婦應盡的責任。
在長輩面前，小孩子應舉止端莊，恭恭敬敬。
男女在論及婚嫁之前，必須先合八字，以免相沖相剋。
工作的酬勞應以年資為優先考慮，個人的能力還在其次。
年輕人對男女間的性知識知道的越多，就越容易出毛病。
只求自保、少管閒事，是立身處世的重要原則。
富貴貧賤，成敗得失，都是命中註定的。
遇到有財有勢的人，無論誰是誰非，最好避免與他們爭辯。
夫妻意見不同時，妻子應該順從丈夫。
男人是一家之主，家中的事應由丈夫作主。
無論怎麼說，女人還是不參加政治活動的好。
如果夫妻所信的宗教不同，應該彼此尊重對方的信仰。
子女如果覺得自己的想法合理，即使父母反對，也應據理力爭。
如果婚姻生活太痛苦，則離婚不失為解決問題之道。
儘管父母健在，成年子女賺的錢也應該屬於他們自己。
子女結了婚，最好不要與父母住在一起。
妻子的意見與丈夫不同時，應該按照自己的意思做決定。
只有自由競爭的貿易制度，才能使經濟繁榮。
無論什麼人，教育受得愈多愈好。
能從工作中學習到新的事物，才是一種好的工作。
只要彼此相愛，婚前發生性關係也無所謂。
與離過婚的人結婚，並沒有什麼不好。
如果妻子的學歷或成就比丈夫高，丈夫也不必感到羞愧。
在性生活方面，女人與男人應該享有同樣的自由。
夫妻應該有各自的朋友。
妻子應有獨立的人格，不必事事服從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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