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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針對國民小學未婚女性特教教師的婚姻觀進行研究。受訪者共四

位，目前任教於集中式特教班，且有五年以上特教經驗。本研究以質性研

究方法，採半結構式深度訪談，研究目的為探究特教經驗對婚姻觀中的婚



姻意義、擇偶、婚姻性別角色的觀點影響為何。透過深入訪談，本研究發

現： 一、特教經驗對婚姻意義的影響 (一)生物層面上，因特教經驗強調

婚姻中新生兒健康與生育風險。 (二)心理層面上，對婚姻有高期待者因特

教經驗修正。 (三)社會層面上，特教經驗無影響。教職身分提供良好社會

地位 (四)經濟層面上，特教經驗無影響。自身經濟的優勢對擇偶有兩極化 

的影響。 （五）法律層面上，特教經驗無影響。認為法律保障婚姻形

式，而不 保障婚姻內涵。 二、特教經驗對擇偶的影響 (一)因特教經驗，

擇偶時看重「同甘共苦」、「年齡壓力」。 (二)因「教師」身分而非「特

教」身分增加擇偶自信。 (三)特教教師所處教職環境擇偶不易。 (四)特教

經驗不影響擇偶意願，依個人生涯規劃而異。 三、特教經驗對婚姻性別

角色的影響 (一) 特教經驗提升婚姻性別角色中的育兒能力。 (二) 性別角

色形象受母親影響居多，特教經驗無影響。 (三) 對婚姻中性別角色有矛

盾的期待，期待「兩性平權」，卻又願意 為了婚姻扮演傳統女性角色。

特教經驗對性別角色期待無影響。 (四) 特教工作下的未婚性別角色，活

的較自在、自我，與原生家庭 有著切不斷的臍帶關係。  

摘要

(英)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study of the marital viewpoints of four unmarried 

female teachers in special education at elementary schools. They still teach in 

centralized special education classes and have taught over five years. The researcher 

adopts semi-structural interview techniques to deal with a great deal of qualitative 

data, and aims to probe the influence of the teaching experiences in special 

education toward understanding the significance of marriage, mate selection, and 

gender-role in marriage. As a result of the in-depth interviews conducted, the 

researcher discovers: 1. The influence of the special education experiences on the 

significance of marriage a.Biologically, they emphasize newborn babies’ health 

and the fertility risks in marriage because of the special education experiences. 

b.Psychologically, the research participants with high expectations amend their 

viewpoints of marriage because of the special education experiences. c.Socially, the 

special education experiences do not affect their viewpoints of marriage, but being a 

teacher provides good social status. d.Economically, the special education 

experiences do not affect their viewpoints of marriage, but economic advantages 

have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mate selection. e.Legally, the special 

education experiences do not affect their viewpoints of marriage, but the law 

protects the form of marriage, not the content. 2. The influence of the special 

education experiences on mate selection a. Choosing a marital partner, they value 

the qualities of “to share joys and sorrows of life” and the pressure of age” 

because of the special education experiences. b. Being a “teacher” instead of 

being a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 increases the self-confidence of mate 

selection. c. The work environment where the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stay limits 

their mate selection. d. The special education experiences do not affect the 

willingness of the mate selection. Based on personal career plans, it varies from 

person to person. 3. The influence of the special education experiences on gender-

role in marriage a. The special education experiences enhance parenting skills. b. 

The image of gender-role is affected mostly by the mother image, and the special 

education experiences have no effect. c. They have contradictory expectation on 



marital gender- role because they are willing to play tradictional women-role but 

look forward to “gender equality” at the same time. And the special education 

experiences do not affect their expectation on marital gender-role. d. As female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they live more free and unrestrained in unmarried 

gender-role, and have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original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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