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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關注的是基層員警的夫妻關係，採用敘說性研究方法，邀訪三對

警察夫妻，透過故事的方式呈現研究文本，進行探索與討論。 研究結果

顯示，基層員警工作的特殊性對夫妻關係確實有所影響，同時透過對偶

夫妻的故事文本，深入理解夫妻雙方對警察工作的體驗、警察夫妻對婚

姻生活的描述、夫妻關係之間的知覺差異進而提出警察夫妻關係的特殊

樣貌與啓思。 其中關注的焦點有家務分工的失衡、落差與衝突，男性本

位的夫妻職業生涯模式，警察家庭所承擔的工作風險以及對於警察社會

形象的顧慮；另外也從警察夫妻的差異當中發現了世代的意涵。最後提

出研究的啓思、限制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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