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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be-married female pre-marital adjustment 

摘要

(中) 

婚姻角色之增加與轉換經驗，是邁入將婚階段女性調適的核心議題。本研

究旨在探討將婚女性的婚前調適之心路歷程，深入瞭解進入將婚階段的女

性對角色的認知與感受，並探討在在關係中的角色轉換與調適經驗及其背



後的意涵。本研究使用質性研究方法，採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訪問五位

將婚女性，探究在將婚階段，如何面對各種衝擊、期待、壓力的調適歷

程。 透過深入訪談和分析比較，本研究發現：女性的婚前調適從擇偶開

始，且受親友和社會期待影響，其主要因素為父母想法以及原生家庭背

景，希望另一半可以得到原生家庭和周遭親友的接受與認同；將婚女性要

融入對方的家庭，較男性承受的壓力為多，也感受到更多適應的需求與困

難；在角色轉換的過程中，帶著自身和他人的期待，面臨妻子和媳婦等新

增角色，夾處於隱形規範與自主獨立之下，角色調適也因個人背景與生活

環境的差別呈現動態轉變，且受互動歷程影響，將婚女性角色調適經驗呈

現豐富而多元的樣貌；在婚前調適上，展現出積極、有彈性和主動調整的

能力，表達需求，運用資源和策略協助自我調適，試圖在自我和婚姻、家

庭間的角色找到平衡。將婚女性的調適歷程是一連串的動態歷程，『離』

家和『成』家之間，可說是女性內在深層情感的轉變歷程。將婚女性帶著

對未知的焦慮從原生家庭離開，進入另一個家庭，易在此階段出現不適應

的現象，將婚女性原生家庭成員在將婚階段也出現了調適方面的問題，家

人變外人的心情和角色的轉換，讓受訪者和家人間的關係出現了變化，也

讓受訪者的父母在過程中一同經歷心裡的調適，正式宣告另一生命階段重

要關係的開始。 最後根據研究發現，對將婚女性、準配偶、將婚伴侶的

家人、正式及非正式機關的婚前教育與輔導及後續研究提出建議。  

摘要

(英) 

The experience of role expansion and transfer in the marriage is a critical issue in 

the pre-marital adjustment for females. The objectives of this study are to explore 

the mental development during the pre-marital adjustment, and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ir perception and feelings toward the roles played both in the pre-marital and 

future marriage stages, as well as to investigate the experience of role transfer and 

adjustment in the relation with others, and the insights behind. This study is 

conducted via Qualitative approach with 5 one-on-one depth interviews to females 

who have the confirmed engagement or wedding dates. Semi-constructed discussion 

guide is applied to identify how they face and cope with various impact, expectation 

and pressure. After analyzing the information collect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are 

concluded. The pre-marital adjustment begins at choosing the spouse and the 

decision process is influenced by relatives, friends and social expectation. Whereas 

the main influential factors are the opinions of parents and the background of 

original family as hoping the man whom they marry to would be accepted and 

agreed; To-be-married females suffer more pressure and difficulties than males 

when accommodating to the in-law family; During the role transfer, to-be-married 

females who are facing the new identifications of wife and daughter-in-law with the 

expectation from others and self find themselves in the position between 

independence and invisible standards. The role transfer also changes dynamically 

due to the differences of personal background and environment, and effected by the 

interactions in between. Hence, the adjustment of to-be-married females is enriched 

and various. Respondents demonstrate positive, flexible and proactive ability on 

expressing their demands, applying resources and strategy in order to assist the self-

adjustment, and try to balance between self, marriage and families. The process of 

pre-marital adjustment is a series of dynamic progress. The process from leaving the 



original families to establishing their own ones is observed as the deep emotional 

transference of female internally. To-be-married females leave the original family 

and step into another one with unknown anxiety, as the result, it is very likely to 

have difficulties on adjustment at this phase. The same situation also occurs on the 

members of original family from being in the same family to separating in different 

ones. The transfer of the roles and feelings of a family member’s departure make 

some chang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pondents and their families. The 

respondents’ parents experience their internal adjustment at the same time during 

this process. Then, another important chapter of life begins. At the end of this study, 

recommendations about pre-marital education and consultation programs for to-be-

married spouses, in-law families, official and non-official institutions are provided, 

as well as some suggestions to further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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