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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dle-aged single woman sisterhood 

摘要

(中) 

本研究旨在探討「姊妹情誼」對中年單身女性的意義及她們如何看待這段

關係？中年單身女性如何建立與經營「姊妹情誼」？她們對姊妹情誼未來

的期待為何？本研究採用質化研究方法，針對五位年齡介於 40-55 歲之中



年單身女子進行半結構式之訪談。 研究結果顯示：姊妹情誼具有「不被

湮滅的自我」、「不被條件限制的關係」及「不被家庭倫常規範的自在」

的特性，這些都代表了女性對關係之看法及實踐有別於傳統的轉變；而姊

妹情誼對中年單身女性的最大意義則是「患難情更真」，當姊妹淘發生重

大危機事件，會加深友誼的強度也突顯友誼的重要；另外，在姊妹情誼關

係的經營與維繫上，「彈性的空間與順其自然」是她們所抱持的態度，會

注意給予彼此適當的空間，順其自然，不做作強求；最後，對於中年單身

女性對姊妹情誼未來的的期待則是能有「相伴的老年」，或許一起同住，

或經常往來拜訪。  

摘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sisterhood” to 

middle-aged single women. It also attempts to explore how do middle-aged single 

women develop and maintain “sisterhood”? 5 middle-aged single women aged 

40-55 were given in-depth interviews . Major findings are：(1)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isterhood include: being able to have a complete self in the relationship, free 

from social constrains as in marriage, and relatively free from family norm. Above 

all show that middle-aged single women’s sisterhood presents a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to them contrast to traditional way. (2) The most important meaning 

of sisterhood for middle-aged single women is so-call “adversity creating the true 

love”, which means issues make the sisterhood stronger and more pure, especially 

when “sisters” get into a big trouble or a dangerous situation. (3) In addition, 

they also try to build a free space to each other and act in a very natural way in 

order to keep their relationship well. Moreover, they will monitor their behavior to 

see if they implement their wishes. (4) Finally, middle-aged single women expect 

their sisterhood can be lasted for a long time. When they get old, at least they can 

be accompanied by their “sisters”. Perhaps they will live together, or often visit 

to each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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