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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目的除了驗證過去女性婚外情相關研究，如外遇動機、

外遇發展歷程外，更進一步探討女性婚外情曝光時夫妻雙方態度、後續關

係發展及過程中女性歷經之情感轉折。透過面對面深入訪談或網際網路對



談等方式，本研究蒐集四位女性的婚外情經驗。研究結果顯示女性婚外情

滋生符合過去研究之動態歷程，當婚外情正面吸引力強過婚姻負面吸引

力，又遏止婚外情阻力薄弱，婚外情便發生了。女性婚外情大多於進行時

遭間接曝光；丈夫的回應包含情緒反應、暴力行徑、酗酒、揮霍金錢、出

軌等負面行為，丈夫皆不願離婚，歸納原因如下：一.不離婚象徵男性權

力展現；二.與丈夫經濟、再擇偶條件息息相關；三.顧全面子。而左右女

性決定關係去留的因素包含對婚外情的看法、婚外情投入深度、個人條件

因素、情人態度及女性自我定位。隨後關係發展分為兩類:一.女性回歸婚

姻，但丈夫「原諒」妻子並非個人所欲，而是基於關係需求；二.女性投

身新關係。無論續留婚姻或投入新關係，女性仍依循傳統性別信念藍圖行

進，看重且依賴關係，缺乏平權，極力扮演被期待的角色，無法自追求情

感歸屬的層次跳脫，轉向自我實現的生活目標；也因缺乏支持網絡，陷在

關係僵局，無法離開，徒留「悔不當初」的怨懟。 關鍵字:女性婚外情、

曝光、質性研究  

摘要

(英) 

Extramarital Affairs of Women in Taiwan-A Qualitative Approach. Jen-Yi Li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verify the related research of past female extramarital 

affairs, such as the motive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extramarital relations, and it 

goes a step further to explore the couple’s attitudes and follow-up relation process 

after the exposure of female extramarital affairs and emotional turning points 

women experienced in the process. Through face-to-face in-depth interviews or on-

line discussion, the study collected four women's extramarital affairs experienc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ccurrence of women’s extramarital affairs conforms 

to the dynamic process of past research. If the positive attraction of extramarital 

affairs is stronger than the negative attraction of marriage, and the obstruction to 

curb extramarital affairs is weak, extramarital affairs will happen. Most female 

extramarital affairs were indirectly exposed in the process. Their husbands’ 

responses included emotional responses, violent acts, alcoholism, squandering 

money, unfaithfulness, and other negative behavior, and the husbands were 

unwilling to divorce their wives. To sum up, the reasons are as follows: 1. No 

divorcement symbolizes a display of male power. 2. It is closely linked with a 

husband’s economy and a woman’s conditions to choose a new spouse. 3. Take 

account of the reputation. Still, the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a woman’s decision to 

go or to stay include a woman’s views of extramarital affairs, the investment 

depth of extramarital affairs, personal conditions, her lover's attitude, and female 

self-positioning. The subsequent development of relation is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1. A woman returned to marriage, but her husband "forgave" his wife is not because 

personal desire but a need of the relationship. 2. A woman threw herself into a new 

relationship. Whether staying in the marriage or throwing into a new relationship, 

women still follow the blueprint of traditional gender values to move on, think 

highly of and rely on relationship, lack equal rights, and give every effort to play 

the role being expected. They cannot transcend the level of pursuing emotional 

attribution and then turn to the life goal of self realization. Also, for lack of a 

support network, they stick in the stalemate of their relationship, are unable to leave, 

and only leave the resentment of "regretting having done something." Keywords: 



female extramarital affairs, exposure, qualitativ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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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頁數 
194 

附註 
 

全文

點閱

次數 
 

資料

建置

時間 

2011/3/3 

轉檔

日期  

全文

檔存

取記

錄 

030540 2011.3.3 14:10 140.136.208.75 new 01 030540 2011.3.3 14:10 

140.136.208.75 new 02 030540 2011.3.3 14:10 140.136.208.75 new 03 

異動

記錄 

M admin Y2008.M7.D3 23:17 61.59.161.35 M 030540 Y2011.M3.D3 14:10 

140.136.208.75 M 030540 Y2011.M3.D3 14:10 140.136.208.75 M 030540 

Y2011.M5.D9 14:33 140.136.208.63 M 030540 Y2011.M7.D4 15:03 

140.136.208.244 M 030540 Y2011.M8.D15 8:32 140.136.208.244 M 030540 

Y2013.M8.D14 10:46 140.136.208.64 M 030540 Y2013.M8.D14 10:46 

140.136.208.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