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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中 文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家有超時工作丈夫之單薪家庭的婚姻生活經

驗與維繫歷程，瞭解先生的超時工作對婚姻、家庭的影響為何，如何調

適婚姻生活中的逆境與壓力，與如何經營此類的婚姻生活。本研究使用

質化研究方法，採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訪問三對夫妻與三位女性，先

生是超時工作者，婚齡介於五至十五年，夫妻同住於北部地區，太太家



庭主婦年資一年以上的家庭，共獲得九份文本資料。 經過研究者不斷反

覆閱讀文本與詮釋後，獲得主要發現如下： （一）男女兩性對超時工作

有不同觀感: 先生認為超時工作不僅能實現個人成就感，也是對家庭的承

諾和責任；太太認為雖然不滿於先生的工作時數，但因先生的工作型態

能為家庭與個人帶來獲益，而達到另一種滿足。 （二）先生超時工作對

婚姻、家庭的影響－對家庭的最大影響，是太太需一間扛起家中所有家

務與照料責任，以及與孩子相聚時間不多，親密情感難以培養。對婚姻

的最大影響便是夫妻情感濃度下降，與旁人過度關懷的眼光易增添太太

在適應先生超時的另一壓力。而太太成為主婦後，因為承擔所有家務、

夫妻雙方對主婦角色與職責的期待不一、以及無所得的身分使得太太易

感挫折等種種壓力，將這些負面情緒轉嫁在先生身上，造成婚姻緊張與

摩擦發生。 （三）為了減緩超時工作對個人與婚姻、家庭產生的影響，

太太通常會自我改變、自我調適、配合外，尋求人力支援與支持；先生

則對太太和家庭有補償心態、重視關係中的相互協調和將工作時數隨家

庭生命週期進行調整。 （四）有助於此類婚姻維繫的要素包含:婚前太太

的工作型態會影響其對先生工作性質的看法、婚前雙方是否針對超時工

作性質進行討論也會影響婚後太太對先生工作型態的理解、而宗教的支

撐力有助於增添婚姻面對壓力時的調適力量；此外，拓展個人社交圈、

積極規劃自我時間、累積人力資源，以及掌握每日瑣碎時間互動、溝

通、開創倆人的共同興趣與目標、面臨問題時相互扶持、協調都是先生

超時工作之婚姻的維繫之道。 最後，根據研究結果與發現，研究者提出

一些思考觀點與建議供家有超時工作丈夫之家庭、實務與後續研究參考

之用。  

摘要

(英) 

Abstract The investigation aims at marriage experiences and maintenance processes 

in single-earner families that are composed of housewives and working-over-time 

husbands. The researcher discusses how working-over-time influence on marriage 

and family, how couples adjust themselves under adversity and pressure, and how 

couples carry on their marriage. A semi-structural outline is used to interview three 

couples and three housewives, married for 5-15 years, living in north Taiwan, and 

with who have been working-over-time husbands.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ing: 1.Different viewpoint on working-over-time of couples: husbands regard 

it as accomplishment, promise, and duty; however, wives are not satisfied with 

husband’s working hours, but financial. 2.Pressure of marriage and family 

maintenance: on the one hand, wives must suffer all household duties and affairs, 

and husbands don’t have enough time to get along with families to enhanc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On the other hands, couple relationship gets worse and 

worse and excessive consideration from others make wives pressed. As a result of 

different expectation on sharing household duties and acting as housewives, 

frustrations from no-income wives are going to be transferred to their husbands 

after becoming full-time housewives. Those situations make marriage relationship 

strained and unfavorable. 3.Self-adaptability of housewives: in order to diminish 

influences on marriage and family, housewives not only accommondate themselves 

to the situation, but also look for others’ help. On the contrary, husbands 

compensate wives and families for better life, lay emphasis on coordination in 



marriage relationship, and adjust work time in accordance with family life cycle. 

4.Factors to enhance the marital relationships: job styles of unmarried women 

affect their viewpoint on job style of husbands. Adequate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about working-over-time with each other make wives considerate. 

Religious belief offers power to survive adversity and pressure. In addition, 

extension of social contact, better plan for spare time, more support from others,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during trivial time, cultivation of common interest 

and target, mutual help are the keys to maintain marriage and family. Eventually, 

specific viewpoints and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for academic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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