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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大台北地區頂客族自願不生育的原因。本研

究取得丈夫和妻子的配對資料，從丈夫和妻子的不同角度出發，探討雙

薪夫婦對婚後不願成為父母角色的原因，以及社會變遷對傳統和現代父

母角色的影響， 去思索傳統觀念對已婚男女的要求與現代的生育觀，藉

由深度訪談和焦點團體談話去了解頂客族自願不生育的原因，以作為國



家對於家庭與人口政策之參考。 研究顯示：頂客族的生育觀，不受傳統

傳宗接代觀念影響，其不生育考量主要以個人意志為導向，受到社會、

家庭變遷與個人價值觀的影響。自願不生育的原因包括：受社會變遷的

影響（如：性別意識、婚齡延後、教育競爭與投資等）；也包括家庭變

遷因素（如：核心家庭的組成型態、養兒防老觀念改變等），更因為個

人考量（如：工作與時間、經濟、教養壓力以及影響夫妻婚姻品質

等），讓頂客族決定自願不生育。 縱然許多人觀察到逐年下降的生育

率，但卻少有人進一步研究台灣地區頂客族自願不生育的原因。藉由本

研究，我們可以更細膩的了解台灣頂客族自願不生育背後的心路歷程。 

關鍵詞：頂客族、社會變遷、家庭變遷  

摘要

(英) 

The Social Dilemma：A discussion on childless by choice of DINKS in Taipei 

Area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work is mainly to investigate why some parents in 

Taipei area remain childless. The data, which were collected from spouses, explore 

the reasons that double-income families remain childless, how social transition 

affects traditions and the roles of parents through feminine and masculine different 

viewpoints. Moreover, the study examines the traditional request for married 

spouses and the contemporary fertility, and analyses the voluntary childless couples 

by In-depth interview and focus group for family and population policie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childless parents’ attitudes towards fertility are not influenced 

by the tradition: “to have a son to carry on the family name”, but mainly by the 

individual will, additionally, by social, family transitions and the individual value. 

Reasons for the voluntary childlessness include the effect upon social transitions 

(ex: gender ideology, late marriages, competitions in education, investment, etc.), 

family transitions (ex: the constitution of unclear family, the changeover of a 

traditional viewpoint: “raising sons to support one in one’s old age, etc.) and 

personal thoughts (ex: jobs, time, economy, breeding and the influence on marriage, 

etc.) which lead to the voluntary low fertility. Although many people are aware of 

the decreasing birth rate year by year, only few people study further why parents in 

Taiwan remain childfree. By this research, their attitudes toward childlessness can 

be realized in more dep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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