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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傳統華人社會中，性別在婚姻內有不同的處境，已婚女性背負的媳

婦身份存有義務性的責任與社會文化的期待，但當代媳婦所處的情境及

其觀點卻少被關注。本研究訪談十三位婦女，訪談過程經錄音並繕打逐

字稿，採行詮釋現象學取徑分析，期望對當代已婚女性的生活經驗與代

間處境有更多的闡釋。研究發現當代已婚女性的生活樣貌呈現在女兒成

為媳婦時，生活空間的轉折，這些轉折於意味著個人的知覺與感受的差

異，包括媳婦/女兒身份的斷裂、身份認同的改變、及家人/家屋的轉變歷

程。已婚女性她們的故事敘說著身為父系家庭天倫樂的廚娘、媳婦的生

活具有非本真的生活樣貌。當代媳婦遭逢從父權社會到個人主義之多元

價值與信念盛行的轉渡期，性別的不平等仍普遍存在她所處的代間情境

當中。受到性別角色的傳統刻板形象所綑綁的同時，也逐漸開始摸索出

新的出路，對於媳婦角色的學習與修正，並嘗試切割伴隨婚姻而來的代

間關係的衝突。她們的故事呈現當代中間世代婦女的性別意識覺醒，於

父權、父系、父居家庭結構裡，對於傳統已婚女性角色的撼動與一種解

放的路徑。 

 

關鍵字：生活經驗、代間處境、性別、媳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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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gender determines people’s situations 

within marriages. Married women as roles of ‘daughters- in-law’ are charged 

with much obligation, responsibility and expectation under traditional soci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s. However, few studies have been designed to 

understand contemporary daughters-in-law's perspective. This study, thirteen 

daughters-in-law were interviewed. The interviews were recorded, transcribed 

and then analyzed by hermeneutic 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 to interpret 

their life experience in intergenerational situation. Results indicated that life 

experience of married women is toward daughter to become daughter-in-law, 

the turning point focused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living space. The living 

space implied personal perception and feeling, including the identity fracture 

and shift between daughters-in-law and daughters, as well as the changing 

process from family to house. In the narratives, married women told the 

stories how they performed chefs who attained harmonious family under 

patrilineal society, and they also showed their living as daughters-in-law 

appeared inauthentic.  In modern society, daughter-in-law encounters diverse 

values and beliefs because our society is gradually transformed from 

patriarchalism to individualism. Gender-based inequity remains the prevalent 

scenario in intergenerational situation. They begin to relearn and adjus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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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s of daughter-in-law, try to escape from the intergenerational conflicts 

accompanied by marriages. Results indicated the growing gender 

consciousness of contemporary married women has shaken the traditional role 

norms for daughters-in-law, and also shows a path of liberation.  

 

Keywords: daughters-in-law, gender, intergenerational situation, life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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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女性處境的覺醒：「第二性」初領會及我的現身 

詮釋現象學研究中所要探究的生活世界，自我的生活經驗往往是個

起點（van Manen, 1990）。伴隨著婚姻而來的女性多重角色：妻子、媳婦、

大嫂、媽媽…….，人與人之間的碰觸，給出了我面對這個生活世界的境

況，一切關係不再是模擬，而真實的生活經驗觸動了我「看」世界的角

度，讓我於哲學思辯與經驗研究間加以連結。東方社會建構下的性別觀

點形塑了婚姻制度下女性處境，而我的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我所

處社會文化情境中的女性處境，非源於我的選擇，也非出於偶然，但它

卻使得我個人理解這些事物成為可能的基本條件之一。因著我的成見

（pre-judice）所指引，已婚女性的生活經驗成為我所關注的研究方向。 

從回想一幕幕個人的婚姻生活事件，這些事件相對於十多年的婚姻

生活是短暫的，但卻是令人印象深刻且耿耿於懷的。婚後固定每週六「須」

隨同先生回公婆家聚餐（「須」，不同於「需」，前者具有「一定」的意涵，

相嵌在社會文化、習焉不察的約束力），我往往於週五晚上就可以察覺到

自己不經意顯現在外的情緒波動，面對一場與自己婚前二三十年生活完

全沒有交集的陌生人一同用餐（事實上，一餐飯的過程中往往比去外面

餐廳吃頓飯還要繁複，包括餐食的準備、飯後的收拾及前前後後的人際

互動），又被期待需扮演「內人」的角色，處在一個自己的過去未被看見、

而未來角色卻有所被期待的矛盾與衝突下，相對於回娘家就沒有這樣的

壓迫感受。女人置身於婚姻之中，難以迴避有形、無形的束縛。傳統華

人社會文化規範讓女人婚後多了個媳婦角色，也少了個女兒角色。從新

婚的那一天起女人尚未清楚如何真實面對這樣的調整時，社會文化規範

卻是對已婚女性有了門外、門內的清楚切割，沒有過渡與模糊的空間。

就某一層面來講，家庭的確提供一個情感支持、經濟維持的穩定運作單

位，但當中也因充塞著「性別」與「階級」的複合運作。自古至今「孝

的文化」的薰育下，家的關係常是建立在「特定」的「身份」上，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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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身份取向」、「關係取向」的特性（金耀基，1979）。身份連結著角色

的任務，關係連結著相對性的權力與情感疏密，女性扛起「妻子」、「媳

婦」的角色，行為準則因著角色不同而有所規範。 

我的研究意圖是對當代媳婦的生活故事進行蒐集，藉由傾聽她們的

故事，對沒有被「說」出的已婚女性代間生活處境有更多的瞭解。這裡

的「說」有兩個意涵，一是知識生產領域中，較少涉及的女性主體經驗

的彰顯；二是對於研究本身，嘗試處理對於家庭內的女性處境有所描述

與還原。因此，在進行這研究之前，我「為人媳婦」的身份是必要的，

其不是隱蔽的，它直接牽動著我如何去看世界，因此若以一個具「客觀」

的外部標準，來與當代媳婦進行互動，將無法達到「說」的目的。反之，

一個開放性的、並時時對研究者自己所採立場進行檢視與交代的態度進

入田野，將是本研究中擬對「媳婦」現象進行釐清所需採行的策略，因

研究中的媳婦生活經驗就包括受訪者與研究者我自己的涉入。我的現身

就在：一、我身為研究者對於研究問題的提出及研究的旨趣；二、我的

處境引導研究的進行與個人對生活經驗的反芻；三、我主動尋找敘說媳

婦生活經驗的女性，主動地、開放地尋找與邀請受訪媳婦進入訪談情境，

闡述她們的代間生活意義；四、經驗研究中要完全真空自己以進行客觀

理解是不可能，我因當代女性的生活經驗樣貌的訪談敘說受到感動、感

觸，建立了我與她們的關連；五、而這樣的訪談觸動，也是落實在訪談

文本的反思與再寫作歷程當中。此探究方式回應了詮釋現象學所關注的

事情如何被顯現、如何被理解，藉由轉化、融合、引導與再反思我們所

處的生活經驗與處境。 

此研究動機源於我對於已婚女性本身是否仍背負著東方傳統的女性

性別角色來面對婚姻情境感到好奇，對於女性在追求自我之際，於傳統

觀念與現代女性主義運動間存有多少的掙扎、衝擊、迷惘，並陷於實踐

上的瓶頸？對於仍在找尋傳統與現代間自我角色定位的女性，經歷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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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論述的啟蒙、婦女社會運動的開展，如何影響著她們的生命？因個

人處境往往受制於社會文化的框架之下，對普遍相較於上一世代婦女有

著較高教育程度及經濟自主能力的中間世代婦女，或被視為具備女性意

識覺醒的女性群體，她們於婚姻關係下如何看待家庭「空間」的結構與

意義，並身處其中。而所謂的女性意識的覺醒，其歸根究柢可由婦女經

濟地位的改變中得見，因研究者認為婚姻對於當代女性而言不再是尋找

長期飯票的目的，家務勞動亦非社會交換理論的運作，婦女大多數的情

況下工作並非出於貼補家用的實際「需要」，而是個人成就的滿足。當代

媳婦於新舊交疊之際，如何看待家庭「空間」的結構與意義呢？現象學

的理解是存在的、情感性的、情境化且及非理論取徑；分享豐富的現象

學文本，在生活經驗的反思上及意義的轉化上皆具有其獨特性（van 

Manen, 1997）。而為了能夠揭露當代已婚女性的生活經驗，詮釋現象學研

究取向便成為我所採行的策略。 

 

貳、文獻探討 

一、父權結構下媳婦身份的工具性 

檢視傳統的婚姻制度，常是以鞏固父系家庭為主要目的，媳婦娶進

門非只為個人之幸福，也是以家族利益為考量。當社會以男性自己為主

體、為核心價值時，女性成為他者，實則一目了然。俚語：「嫁雞隨雞飛，

嫁狗隨狗走，嫁乞丐背茭薦斗」（吳瀛濤，1996）的婚姻觀，也呈現女性

保有委順、服從於婚姻關係的特性。而媳婦這個角色，既為女性出嫁後

產生，是落在父系家族關係中的已婚女性身份，對於原生家庭來說是為

「出嫁女」。「出」於語言語境中是分離之意，「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

水」，覆水難收的情境是不可逆、無法逆轉的單一路徑。出嫁意謂著與原

生家庭的切割，坊間俗語中以「外家」來稱呼女性的原生家庭，亦反應



  

8 

出女性的局外人處境（游淑珺，2006）。  

父系社會結構下的女性，尤其是持家、生子。這樣的期待存有自古

不變的「責任」與「義務」間錯節盤根的關係，於現今仍須兼顧工作與

家庭的婦女而言，自是生活矛盾與衝突的引燃點。以當代的家庭衝突理

論觀點，個人資源多寡影響他/她的權力大小，而家庭成員中輩份較為資

淺的媳婦，因較無權力、影響力，也需承擔較多的家庭勞動(Scanzoni, 

1972)。傳統性別角色的規範既牽動著家務分工的可能(李美玲、楊雅潔、

伊慶春，2000)，為人媳者，處於公、私領域結合性別概念時，有別男性

於公領域的「生產性」工作，其承擔較多的家務勞動是不爭的事實。然

而，隨著社會轉型，女性投入市場勞動力已大為普遍，但家事及家務的

分工仍是受限於「男主外，女主內」這樣的性別刻板印象，女性的家庭

處境並未處於兩性平等分工的基礎上，反而下班回家後開展第二班的勞

動 (the second shift)，承擔工作與家務的雙重責任 (呂玉瑕，1983； 

Hochschild, 1989)。而父權體制與資本主義結合下，男性對於無償的家務

勞動仍是坐享其成，女性投入職場的生產化角色，並未減緩她們的再生

產勞動(上野千鶴子，1997)。處於父權社會的代間關係中，已婚婦女被視

為是「媳婦娶來是要來做事情的」的工具性角色更為凸顯(孔祥明，1999)。

除了家務勞動外，媳婦於婚姻內的價值，更來自其女性繁衍後代的生育

功能，負起父系宗族延續血脈的責任與義務。故，自古以來，古代女子

的自我存在價值常是連繫於她的身份與角色裡，並必須與父系社會的家

族系譜結合，其必須依附在父系體系裡，方能建立正統地位的荒謬性。

這種看似難以理解的角色行為規範，於當代社會並未完全消失，反倒是

以一種深沈的意識型態隱藏於人際互動中。 

雖說傳統台灣父權結構下的性別文化，經歷了社會大幅變遷後，女

性角色的定位、及婚後的媳婦面貌或有改觀。但現今的婦女處境，仍是

幽迴纏繞於性別、階級、權力之中。他者形象，於社會關係的脈絡下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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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帶有貶抑的意涵，是相對於自我為主體的陳述。西蒙‧波娃在「第

二性」中更從存在主義的觀點切入，直指女性被歸為「他者」的理論

(Beauroir, 1949/1999)，人往往必須直接、間接地化別人為他者來確認自己

的主體性，藉由自我與他者的區隔，以證明自己的權力凌駕他人之上的

優越地位。某個程度來講，女性也不知覺的內化了男性對她的觀點，認

同性別間的刻板形式(McCall, 1979)。媳婦處於男權中心文化的歷史長河

中，在台灣家庭關係裡的邊緣性，被視為是外人、及次要的。於這樣的

情境裡，媳婦更可以說是他者中的他者，她們不只是家庭中的他者，在

社會裡也是他者的角色。媳婦的傳統「他者」形象及「工具性」身份有

其悠久的歷史淵源，父系的家族主義成了眾人之矢(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

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1981)。但父系、父權體制內複雜的多重關係中，

並無法簡化為男性單一性別所建構。生理性別(sex)與社會性別(gender)的

相關性、及階級權力運作的互為形塑下，都使得媳婦身份的壓迫情境，

並非僅來自性別的個別因素，媳婦的日常生活實踐裡，存著性別、權力、

家族、及階級無法切割的關連。 

二、已婚女性的照護責任與負荷 

家庭照護與女性的糾結，除了歸因於女性家庭照顧者的成因源於性

別認同與道德發展、及社會文化的結構與建構外，也許漢人婚姻制度強

化女性家庭照顧者有關。而已婚婦女代間照護意義的建構，牽涉到文化

的信仰系統、價值與社會習俗等要素，隸屬於個人的層次又與社會脈動

緊緊扣連，從民族固有的思維出發，再置於現代社會脈絡之中。隨著社

會現代化腳步日深，父系體制逐步衰微，讓一些原本被壓制、遮蓋、隱

蔽的家庭內部衝突逐漸浮現出來。然而，縱使台灣歷經社會、經濟、人

口結構等轉變，家庭照護形式已不同於傳統農村家庭，扶養老人的態度

也有所轉變，於養兒防老的傳統觀念日趨淡薄，居住安排方面，年老雙



  

10 

親與已婚子女同住的比率逐漸下降(張明正，1993)。當三代同堂的家庭趨

轉為核心家庭化時，家庭的規模轉變，工業化社會下更多的婦女投入職

場工作，傳統主要的照護角色卻仍由家庭中的女性來擔任，未能稍有減

緩。雖然傳統家庭模式於現代化的背景下已有所改變，女性於家庭的地

位相較以前更為提升，年輕一代的女性更具有獨立的意識與思維，但自

己的能力與資源均不足以對抗既有的龐大父系家族，往往也是趨於認命

或接受(利翠珊，1999)。國內對於女性家庭照顧者的經驗研究顯示，照護

責任與照護義務的承擔與社會文化規範有關，而順應這樣的照顧角色可

以獲取被動性的酬賞，即獲取社會他人對照顧者的正面肯定，但此解讀

卻無法解釋照護意義對於個人的獨特性，當西方女性主義思潮與華人家

族主義相遇，家庭內的代間照護意義對於女性個人為何，卻明顯受到忽

視。我們仍無法回答女性照顧者或已婚婦女「為什麼」、「如何」自處於

家庭照顧的處境。近年來女性照顧者尤其是中年已婚婦女所處的照護處

境之所以引起關注，乃因這樣的處境根深於傳統文化結構下的社會建

構，對於女性的角色有所規範與壓迫。 

相關研究發現國內照護女性化的趨勢，自九〇年代起至今，雖歷經

社會時代變遷仍未能稍減之，但當代婦女已不再是「以夫為天」的傳統

生活哲學，反之，她們較注重自我成長的空間，因具有一定的教育程度，

女性自覺意識也較高，職場的發揮空間更大，惟，深嵌於傳統文化的無

酬家庭照顧者的女性角色仍由婚後女性所承擔，照護工作成為扮演「媳

婦」角色難以逃避的課題(吳淑瓊、林惠生，1989) 。與西方社會相較，

我國實施父系親屬關係的社會中，女兒沒有供養親生父母親的義務，婚

後女性卻有「事夫」、「事公婆」的責任，而這種責任存有男尊女卑、下

對上的「伺候」，使得女性照顧者於面對照顧關係時存有更多的規範性、

情感性衝突(呂寶靜、陳景寧，1997; 胡幼慧，1995a)。當前台灣社會中，

仍保有婚後依「父居制」形式的主幹家庭，即以男方的整個原生家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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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來面對新成員（女方）的加入，對於女性而言，伴隨著婚姻而來的角

色：「妻」與「媳」，存有傳統性別分工及主—從、尊—卑關係，女性成

為家庭主義、利他主義下的「隱形」家庭照顧者。女性在傳統的父系社

會體制下，婚後往往成為夫家的「外人」。換言之，國內失能者的家庭照

護，主流照護人力是由家庭中的媳婦來執行，此過程反映了「認命式的

利他主義(forced altruism)」或是「強迫式利他(compulsory altruism)」於中

國社會十分普遍，亦呈現父系家族中女性照顧者的困境(胡幼慧，1997)。

而照護勞動與家庭主義的意識型態（ideology of familism）結合，無形中

更增強了女性的於家庭裡的傳統照顧責任，相對了損傷了女性的社會權

益(Walker et al., 1993)。 

而在中國家庭中以「孝道」、「尊親」等必須尊敬父母的倫常所組成

的規範，女性嫁入一個家庭、成為一家人的媳婦後，要先學會的不是侍

奉她的丈夫，而是如何與婆婆相處、迎合婆婆的規矩(Baker, 1979)，而媳

婦與夫家的人際關係是建立於姻親的基礎上，近年來家庭照護研究已逐

漸發覺照顧者與被照顧者間的關係，是血親或姻親之別，對照護者的負

荷具有顯著的差異，而照顧者為失能者的媳婦時，往往更感受到照護情

境的壓迫性(胡幼慧，1990、1995b)。相較於成年子女與母親之間的反哺

及依附之情，血親相較於姻親對於雙親照護的責任和情感連結較強，衝

突亦較低，於態度、情感和行為上皆可獲得實證上的支持，而姻親層面

的婆媳間「權力」與「義務」的關係，女性面對婚後夫家兩代之間的情

感與角色責任的拉扯，常會因各自不同觀點間的衝突而產生許多負面的

情緒(利翠珊， 2002)。 

 

參、研究的取徑與分析 

本研究所要探索的是於家庭照護情境中，中間世代媳婦的個人生活

經驗。本研究對象的受訪條件，是以公公或婆婆因疾病造成日常生活依



  

12 

賴（長期或短期皆可），在家（或曾經在家）接受他人照料之長者的媳婦

為訪談對象。基於當代家庭形式的變遷及女性的現實處境，此對象不一

定要與失能公婆同住一戶、也不一定有直接參與失能公婆的照護勞動。

研究採行兩種方式尋找願意分享個人生活經驗的媳婦：一是採滾雪球的

方式，經由人際網絡，流傳出「我在找一個女人」的研究參與邀約單張，

探詢符合條件並願意接受訪談的婦女；另聯繫醫院居家護理單位，藉由

公文、訪談邀約函，請求邀約適合對象。 

研究歷程共訪談十三位婦女，每位受訪婦女受邀約參與研究訪談

時，我即表明個人的身份及研究目的，這樣的表明包括個人的已婚處境

及研究旨趣，及表達希望受訪者分享其個人已婚生活處境的立場，經受

訪者同意下，敲定訪談日期會面。本研究中受訪婦女共計十三位（匿名

代號 A～M），訪談歷程約五個月，個案邀約與訪談後錄音檔的逐字稿繕

打，採同階段進行，十三位受訪女性的家庭生活樣貌敘說的展現，由婚

前單身女性的角色、進入婚姻生活、並歷經育有學齡期孩子的家庭生活

經驗，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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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受訪個案資料 

 

本研究採行詮釋現象學導向，不僅是對媳婦相關生活經驗與處境進

行描繪，也是對在每日生活的脈絡下尋找這些經驗的理解與意義。理解

本文於詮釋現象學研究取徑中不再是找出文本背後中的原初意義，而是

一去蔽的過程，敞開、揭示出本文所表徵的存在可能性，是一種在實然

生命體驗中，生命自身如何把握自己的詮釋活動的方法指向，此涉及社

會研究歷程中提問、思考、說話、理解與詮釋的整個過程（張燦輝，1998）。

基於當代媳婦的代間互動與生活經驗的流動性、沒有固定性模式，當我

要掌握的是於訪談互動中始終保持一個開放性的情境，讓受訪女性對著

我談述她的生活經驗與處境，其呈現的是受訪女性對於其個人生活意義

的主觀陳述，是極具個別性、獨特性的。這樣的互動基礎並不在探究生

活經驗的客觀事實，而是在這當中經歷我與受訪女性互相理解的過程。

而意義鑲嵌在婦女的日常生活經驗之中，當我與受訪女性面對面的交

談，我並不刻意隱藏我的身份，反而是在公開承認我「媳婦身份」的基

礎上進行互動。因此，訪談過程是一個對話也是交流，並非受訪者自己

編號 年齡 子女 職業 與公婆同住否 

A 39 2 自營業老闆娘 曾同住，自行購屋後搬出 

B 36 2 行政秘書 曾同住，自行購屋後搬出 

C 38 1 安親班老闆 
曾同住，在外租屋搬出，購屋後公婆

搬來同住  

D 42 2 銀行襄理 同住 

E 40 2 精品店老闆 同住  

F 33 3 副護理長 同住 

G 32 2 社工人員 曾同住，自行購屋後搬出 

H 52 2 看護 同住 

I 37 2 家管 曾同住，自行購屋後搬出 

J 32 2 護理督導 同住 

K 42 2 家管 未同住  

L 44 3 自營業老闆娘 未同住  

M 38 2 家管 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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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獨白，而研究歷程可以說是對再現媳婦生活經驗的我與受訪女性的共

同建構過程。 

本研究取徑藉著現象學的哲學觀點為導引，佐以詮釋現象學分析程

序的理析，嘗試對於當代媳婦所處的家庭照護處境有所詮釋與揭露。研

究所採行的詮釋現象學的方法論是指：源於海德格與高達瑪的哲學脈

絡，而研究實務面上著重生活經驗的發展、歷史性意義、及個人和社會

面的累積效應的展現(Laverty, 2003)，訪談文本分析歷程，分為七個步驟，

說明如下： 

步驟一：全貌式閱讀文本，得一整體性的理解 

訪談歷程經受訪者同意下錄音，於訪談結束後繕打成逐字稿，以利

文本的再次經驗與多次閱讀、分析。每個訪談逐字稿檔案包括日期、時

間、錄音累計長度、地點、訪談前記、及訪談內容等，訪談前記以受訪

女性的基本資料及生活概況進行說明。完成全文訪談稿轉謄後，研究者

對於訪談稿紙本進行初步總覽。 

步驟二：逐行式閱讀與分析（ATLAS.ti 軟體的應用） 

藉由質性研究分析軟體ATLAS.ti列出訪談文字段落中加註的內容及

文字區塊，於逐行、段的閱讀與標記過程，紀錄研究者的理解與思考的

歷程。電腦輔助軟體主要的協助在於我多次檢視文本內容時易於搜尋段

落，並於反覆詮釋時可以同時觀看自己不同次數的詮釋書寫紀錄。 

步驟三：單一文本的分析、詮釋與寫作 

研究者進行多次的詮釋分析與再書寫歷程，於不同段落間進行脈絡

走勢的勾勒與梳理。此步驟是在於將前後文的關連中，適切的理解她的

故事與意義，從她的家庭背景、生活行動以及可能存在的影響等。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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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也從單一訪談文本中嘗試現象學的描繪與詮釋，代間互動經驗如

何被「說」出，說與不說之間架構在何種基礎上。 

步驟四：來回不同文本的審視，尋求生活經驗脈絡 

運用 ATLAS.ti 質化研究分析軟體的輸出功能，列出十三位受訪婦女

的訪談文本及所有譯碼內容，藉由譯碼的條列，概念化每個故事文本所

表達的生活經驗面向。從這些面向中發現已婚女性生活經驗的相似性與

相異性，並解析這樣的異同是建立在如何的情境中。研究者面對受訪女

性生活經驗敘說的現實文本，將自身置入不同的文本當中，來回審視個

案間的生活樣貌。並藉由個案間的異質性，敏察受訪女性的特定生活處

境，並對某特別經驗給予放大，這當中的思考過程不斷在變化、持續的

理解，直到視域融和(Gadamer, 1986/1993; 蔡昌雄，2004)。 

步驟五：尋求共同主題的構成樣態(constitutive pattern) 

一句話、一段落的文本總是存著豐富、多意向性的談話，而整個分

析歷程就成了一個不斷閱讀及改寫的過程，這樣的過程透過不斷閱讀及

多次的編輯和修飾。此步驟嘗試將受訪女性的個別生活經驗與處境，進

一步勾勒為共同已婚女性生活經驗的主題論述。於步驟三、四的導引下，

將文本間呈現多處的相似範疇群集(cluster)樣貌，如代間照護的意義涉及

家庭內的性別角色、階級及社會規範等整合起來重新再論述。而這樣的

總觀論述，讓研究者針對此範疇群集樣貌的浮現，再獲得新的理解，進

一步回到文本觀看，再解析與詮釋此範疇的生活經驗。 

步驟六：檢視、釐清內文脈絡詮釋的適切性 

詮釋分析過程中，常常提醒自己對於個別受訪女性的生命經歷與所

處的生活情境，需回到她的生活脈絡中檢視，應避免將文本割裂成片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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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品，僅是將人、地、事是如何的交代。而女性生活經驗敘說常是處

在一個「過去」如何、「現在」如何及「未來」將如何的動態描繪，檢驗

自己的詮釋與反思是否連結到已婚女性的生活脈絡關係中；所勾勒的構

成樣態是否呈現了女性的內在感情狀態、對外的存在環境、及經歷生活

經驗的動態時間性等，來檢視詮釋書寫的適切性。 

步驟七：詮釋現象學的寫作與反思 

經過前述六個步驟之後，此階段是將適切的主題論述放置在研究產

出的概念中，並進行此主題樣態論述形式的寫作，包括文本引述(qutoe)

的鋪陳。這也是研究最終、最重要的程序：對文本整體閱讀、詮釋及反

思的歷程。詮釋現象學研究取徑，根據 van Manen 的觀點是對人類所處

的生活經驗進行探究，期望藉由特有經驗的「反思」，使生活經驗本性更

具可親性(vanManen, 1997/2004)。「反思(reflexivity)」於我進行論文撰寫

中，是一「不斷再思考、再反思、再知覺」歷程，期創造論述的深度與

深層的覺知。 

 

整個訪談文本的分析歷程以圖 1 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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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 

一、邁入婚姻後：女性生活空間的轉折 

空間（space)一詞，可以在體積、面積、距離等不同次元上展現，可

以是指某些數理的集合。於此，生活空間（life space）是指人與環境中互

全貌式閱讀文本 

逐行式閱讀與分析 

單一文本的分析 

來回不同文本的審視 

尋求共構樣態 

檢視詮釋適切性 

詮釋現象學的寫作與反思 

步驟一 

步驟二 

步驟三 

步驟四 

步驟五 

步驟六 

步驟七 

‧ 她說了什麼 

‧ 她未說什麼 

‧ 她想說什麼 

‧ ALLAS.ti 軟體應用 

‧ 逐行逐段的閱讀與標記 

‧ 勾勒文本的脈絡走勢 

‧ 鋪陳不同文本的樣貌 

‧ 放大文本的經驗與理解 

‧ 範疇群集的整合 

‧ 重新詮釋與反思 

考量脈絡平衡包括： 

‧ 內在感情狀態 

‧ 對外的存在環境 

‧ 經驗的動態時間性 

圖 1 研究分析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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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情境，涉及人的內在與外在的交互性（鄭金川，1993）。研究者認為

生活空間更強調環境對存有者個人的知覺與感受，如同 Massey（1994）

所指出的充滿社會關係的空間建構，其實蘊含了人的涉入與抵抗，也包

括了階級與性別的關係。於日常生活空間的社會建構裡，呈現了人類權

力的強弱及不平等現象（Weisman, 1992）。而當代媳婦的家庭生活經驗與

樣貌如何被展現，中間世代的婦女如何自處於家庭代間互動之中，她們

對於傳統的媳婦角色桎梏如何調整及看待？當代媳婦所在的生活處境與

經驗如何被敘說與顯露。媳婦的生活世界具有其「當然性」，華人社會

的家庭觀非常重視倫理，對於娶進門的媳婦：「嫁來我們家，我們都是

一家人」，其話語的另一語意是包含：媳婦當然要準備三餐…、媳婦就

要侍奉公婆……等既定的傳統文化規範、身份與角色義務之間的相互關

係。本研究訪談文本解析出婚後女性生活經驗敘說的兩脈軸線：斷裂、

轉變，此脈絡托出同一個人游移於不同角色向度的生活世界。受訪女性

於婚姻生活故事的敘說當中，說出自原生家庭進入婚姻生活的過渡過

程，展現一種個人情感性「斷裂」的生活經驗，是原本的我、又非原本

的我，一種又同又異的混亂經驗。 

（一）身份認同的改變 

如同女性主義學者 Chodorow 的論述，性別與自我認同存有不同的路

徑（Chodorow, 1978）。認同的產生源於內化的過程，內化的發生往往取

決於日常生活情境的互動。對於女性而言，人際關係取向的自我（relational 

self）是建立女性認同重要的元素，透過人際關係網絡的建置，從人與人

的互動中發展認同。我們可以說，這樣的「認同(identity)」是被社會文化

所建構出來的，人際關係隨著環境、生命歷程產生改變，沒有清楚的疆

界，是一個不斷演變的過程。雖然雀朵洛認為認同的形成的過程是建立

在一種關聯性的（connectedness），和脈絡性的（contextual），也並不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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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斷裂的現象，但邁入婚姻，如同華人社會的俗諺：嫁出去的女兒、潑

出去的水，外在環境因未婚、已婚的差異，有了立即的改變，然而，「認

同」所涉及的「內化」過程卻是須要時間的運作。女性歷經婚姻的過程

讓她仍是她、又非原本的她。邁入婚姻生活的女性，若仍執有原生家庭

的女兒圖像，面對婚後新的角色時，往往於生活上需面對較為艱辛的過

程。 

台灣人，道地的台灣人，然後就是罵拉….。其實那個時候嫁進

去的時候相處就有一點…..，為什麼，因為我是比較傳統，我有

六個兄弟姊妹，我們感情都非常好，我是老么，然後在家裡反正

就是無法無天的那種人，然後嫁到他們家去我變長媳（E，訪談

稿第三頁） 

於女兒、媳婦身份上的轉變，讓現在已婚的「她」，不同於原本未婚

的「她」。於受訪女性的道出中，兩個「她」的鮮明對比，鋪陳出女性情

感性的「斷裂」。E 女士敘說她婚後成為長媳的角色，與她原生家庭的女

兒身份、么妹角色大逕其趣。她需切斷過去原生家庭的身份，於日常生

活當中重新學習因著長媳角色的新生活方式。而這個切斷的過程，於女

性婚姻生活當中常是藉著點點滴滴的衝突與人際嫌隙中，逐漸調整與轉

換。而此情感性的「斷裂」，是藉著婚姻而來，而已婚女性就這樣被「拋」

在生活當中，一時之間如斷了線的風箏，失了根： 

我剛結婚半年，我好難過，我一直哭哭哭，我老公說哭什麼哭，

我說「你真的好自私，你有沒有想過我是來自別的家庭來這個

家，我對這個家庭完全陌生不熟悉，你也不曾告訴我什麼你家怎

樣…，你完全把我丟在這裡讓我自己去學習」我說「我真的很可

憐」，然後就在那裡哭得好大聲，然後我發現我跟你說也無濟於

事，我還是得自己去學習（C，訪談稿第二十三頁） 

這樣的「斷裂」感受並不在已婚男性身上出現，而婚姻生活情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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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女性來講，常是於過去的自己與現在的自己間來回擺盪。對大多數的

女性來講這樣的過程並不順利，常是歷經多事之後，逐漸有了較佳的「認

識」。C 女士說她花了好多的力氣，方釐清她應該如何執行婚後的新角色：

「那時候我也比較認清楚自己的作媳婦的角色。當你認清楚你作媳婦的

角色的時候，你要花很多時間，你要吃很多的苦頭 」（C，訪談稿第六頁）。

斷裂性經驗對於前述受訪女性而言，常是突發性的到來，一個情境接著

一個情境的招架。但當被婚後的異己性被視為是必須時，此異己性自然

地內化為女性婚後成長的必經過程，情感性的斷裂並非突然產生，而是

於有預備的心情下被接受與對待。所以，「同一人、兩樣情」的情感拉距，

A 女士並未有明顯展現，其視其為理所當然的婚姻情境，婚姻生活當中

的個人情感性斷裂也有所抒解： 

我是把它（指女兒與媳婦間）視為當然不一樣。可能是因為我看

過比較多人生百態，妳就把它視為當然就好了，當然不一樣就好

了。本來，我媳婦跟女兒比幹嘛，本來就不一樣，我就是這樣的

想法（A，訪談稿第五頁） 

經過婚姻的橋樑，人生道路從這路轉到那路，路旁景色迥異。若有

預備心，改變心情看待景色的殊異，情感的拉距不會處在一個驟變的狀

態。受訪女性於女性婚後生活經驗敘說中，身份認同的轉變具體存在婚

後的生活處境當中。藉著與夫家家庭的互動歷程中，激盪出身份認同的

斷裂性，在已有心理準備當中、或仍來不及回應的情境下展開。描繪女

性於婚後代間的生活處境，受訪女性往往回到初邁入婚姻生活的經驗。

這樣的經驗由點點滴滴的生活事件開始、單一事件的背後，仍有許多不

同事件未能被逐一敘說。受訪女性依著自身的存在處境訴說她們的故

事，這些經驗具有類似的共通特質，潛存在過去許許多多已婚女性的生

活脈絡中。她們道出婚姻的情境常落入「同一人、異樣情」的生活世界

裡，B 女士訪談中的一段小結語，點出婚後女性生活經驗的現實：「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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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都會想你嫁進來就要接受我們家的家風，都沒去想到她以前不認識

你呀、你也不認識她」（B，訪談稿第十六頁）。婚姻改變了女性個人的家

人與家屋關係，但家對於個人來講是極具個別性、甚至私密性的，家庭

情境浸泡著一個人的成長及諸多的記憶。藉著婚姻關係，家庭得以代代

相傳，卻也讓女性進入一個「跨越」兩個互異家庭的歷程，這樣的跨越

有了與原生家庭的脫離及另一家庭關係的搭建。此已婚生活經驗的敘說

過程，總回到邁入婚姻的最初遭遇與經驗，涉及已婚女性個人情感性的

「斷裂」，此斷裂感受就在跨越兩個家庭間的過程中展開。 

（二）與原生家庭的切割及家務勞動的再學習 

婚姻對女性是「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情勢，女性個人自主性上

揚的當代社會，婚姻雖非女性下半人生的絕對依靠，但與原生家庭的質

變，仍是有形無形的發生當中。身為養女的 B 女士，因養父單親扶養長

大後就往生了，沒有娘家的她敘說著她大嫂常回娘家引起婆婆不悅的現

象：「因為我們之前跟她住在一起，剛開始時都很高興，因為老大之前都

常回娘家，小孩都是娘家在顧。她就覺得說好像什麼事情都是這個媳婦

的娘家在支援她，這個兒子也變成娘家的」（B，訪談稿第四頁）。婆婆嫌

隙媳婦與娘家家庭的互動，使得與原生家庭的切割成了可能必須的選

擇。而此並非來自已婚女性個人的取決，而是外在情境的形塑，因此也

延伸出已婚女性與原生家庭互動上的隱藏性。G 女士的先生長年在大陸

工作，因 G 女士是職業婦女，娘家媽媽便搬來同住協助照顧兩名幼孫，

又擔心婆家的顧忌：「因為我弟弟也在附近買房子，走路約五分鐘路程。

所以我們大部分都說我媽住我弟那邊」（G，訪談稿第三頁）。原生家庭與

出嫁女互動，於華人文化氛圍的影響下，常並不被夫家家庭所支持。而

這樣的互動若是基於生活協助上的工具性需要或是情感性需要，也以隱

藏性的形式存在。相對於遮蓋性的互動存在形式，與原生家庭互動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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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也可能以女性的原生家庭立場出發。而這樣的互動切割於生活形

式上便具體可見。H 女士未能服從娘家對於婚事的安排，與先生相戀後

結婚，並未獲得娘家的支持，一來是因為族群的差異，另一是先生的工

作的穩定性仍不足。出嫁女成了別人媳婦，又結合婚事安排的違背決定，

使得與原生家庭互動的「斷裂性」更強烈，娘家不再是可以提供婚後女

性情感抒發或連結的支持性網絡： 

我爸爸就講過一句話「婚姻是你選擇的，將來有任何的……痛苦

或是什麼你就是概括承受，你不用訴苦，因為這是你選擇的」。

OK！確實我沒有回去….沒有回去說出我任何碰到的事情。這個

絕對會有，不可能沒有，但是我強忍著…….強忍著很多很多的

事情。其實我爸爸也不甩我，你找的，你自己找的，你自己找的

你就認吧！認命（H，談談稿第三頁） 

如此的切割讓已婚女性生活的社會支持網或安全網顯得欠缺與不

足。落在 I 女士的生活經驗端看，更是雪上加霜的情境。I 女士是受家暴

的婦女，於受不了先生的辱罵下，選擇回到花蓮娘家，待了三個月之後

又收拾行囊重新返回台北的住所：「那我娘家的媽媽是說你已經嫁出去

了，你不要再回來麻煩我了。她覺得說你在這邊你弟弟還要娶，那看到

一個姑姑在這裡誰家女兒也不敢嫁。我媽就說你自己要打算啦！我們家

也不能讓你住很久」（I，談談稿第七頁）。與原生家庭互動的切割可以來

自夫家、娘家的脈絡檢視之。 

當家務勞動被歸為是婚後女姓的勞動本分時，「斷裂」感受常以家庭

內的家務勞動過程中表現出來，是婚後女性跳入另一個完全陌生的生活

空間，與該空間的人與環境重新磨合的過程。H 女士是受訪女性中較為

年長的一位，她敦厚的性情也使得與長者的互動上展現較多的寬容。先

生的離家及經商失敗的負債，使她於婚姻的路途上需獨自承擔失能婆婆

日後的照護責任。對於過往的代間摩擦總得包容以對，她敘說初入婚姻



23 

家庭生活時，於家務勞動上感受到不同於女兒身份的負面感受： 

剛開始我婆婆也不是很欣賞我，因為很多事情我不太會，掃地我

很會，我不會煮飯！她們也並不排斥，你說不排斥，言語上也

是…..喔！原住民嘛！什麼什麼的……。剛開始心理上會覺得毛

毛的，後來想她畢竟是老人家，能夠讓就讓（H，訪談稿第三頁） 

H 女士於夫家家務勞動上的不舒適感受，並非專屬於不擅於料理家

務女性者的特例。已婚婦女於原生家庭的家務勞動方式，常無法滿足夫

家對媳婦家務勞動上的肯定，往往使踏入婚姻路途的女性，湧上生活的

挫折感受。M 女士是失能婆婆的主要照顧者，屬於傳統保守的她，對於

媳婦「本分」抱有較高的認同，但此認同並未適時轉換成適應媳婦角色

的助力。二者之間存有來自不同家庭的差異，熟捻原生家庭的家務勞動，

並不等同對於夫家的家務勞動方式就會駕輕就熟：「那我在家裡煮飯，明

明弟弟妹妹都多好吃，可是我在這裡煮的都不好吃，真的挫折感很大，

就這樣子」（M，訪談稿第六頁）。這樣的情感性「斷裂」感受雖於家務勞

動中展現，卻是根源於女兒與媳婦角色間的轉變，及原生家庭與夫家家

庭的差異上。她們的敘說展現出：原生家庭的家務勞動經驗無法適用於

婚後的家庭，擅長與不擅長都是需要有一個重新學習的開始。所以，已

婚女性的過去原生家庭生活經驗往往無法被嵌入婚後的生活模式，具體

可見的是，女性被要求在家務勞動上的重新學習與配合。自幼為養女的 B

女士提到她遵循長者的家務習慣，某種程度降低了代間關係上立即性緊

張：「我剛結婚的時候，像曬衣服都有一定的方式，她會告訴我，那我就

會依照她的方式。」。這樣的學習方式將自己原本的生活習慣「放空」，

採行或配合他人的習慣，讓她避開可能發生的衝突與負面感受。但 C 女

士就沒那麼幸運，本省人、外省人生活習性上的差異，一位台灣南部的

姑娘，嫁入外省家庭，婚姻初期的日常生活大大小小摩擦，完全展現無

遺。她以「剛嫁過去的時候問題很多、很多，真的很多。」的陳述，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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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她對生活的「斷裂」感受： 

他們是外省人，吃的口味又跟我們台灣人不一樣，菜是我小姑買

的，有時候平常我上班就是她作，那假日我大概只作一餐或兩

餐。可是那時候小姑年紀跟我同一年，可是年紀比我大，我年尾

她年頭，所以其實在很多問題是說…因為媽媽早走……很多事情

便說……，譬如說買一道菜好了，你覺得 A 跟 B 可以一起炒，

可是我覺得 A 跟 D 可以一起炒呀，然後配菜的部分，她睡到中

午一開冰箱，發現餐桌上的菜嘛，把 A 跟 B 要炒的已經被我炒

掉了，她就摔冰箱、摔碗筷，就這樣子啦，我剛嫁過去的時候，

她就是這個樣子你知道嘛，那我怎麼辦？那我能怎麼辦？就這樣

子呀（E，訪談稿第三頁） 

婚後的家務的勞動，對於媳婦而言，不論擅長或不擅長皆侷限在一

個如何作、應該作的框架內。而這樣的框架並無法由自己決定，是取決

了外在情境的如何，引出女性婚姻生活經驗的異己性負面感受。而當媳

婦成為女兒之後的斷裂感受，不僅存在媳婦面對家務勞動不協調的情境

當中，也擴展身份的認同及原生家庭的互動上。 

與原生家庭互動的切割可以來自夫家、娘家的脈絡檢視之。女性結

婚稱之為「出嫁」，「出」意謂著離開原生家庭並與這個家庭有所切割。

這原本是古代宗族自我身份界定與排他的法則。回到婚姻面向的男婚、

女嫁關係，卻顯露了出嫁女的「他者」化。於「嫁出去、娶進門」的一

出一入之間的描繪，再現婚姻道路上的女性於出入之間的衝突，是同一

件事、又是不同件事，是同一人又是不同一人的圖像。相對地，踏入婚

姻路上的男性卻沒有如此的一出一入的展現。家庭一直是滋育人類成長

的基本重要單位，而家庭的延續在與其他家庭進行（姻親上）連結後，

藉著婚姻制度形成新的小家庭單位而得以繁衍。父系社會下的家庭組

成，因她家家庭的女兒，轉變為我家媳婦而成形。於父子傳承的家庭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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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下，邁入婚姻的年輕女性，她過去與原生的家庭生活經驗遭到漠視、

甚或刪除。婚後與婚前間的轉變延伸出女性婚姻生活世界的首步，已婚

女性生活空間的話頭：「斷裂」。這樣的首步生活經驗，交揉著女性受訪

者帶著原生家庭滋養的生活經驗，於婚後新家庭場景中的演出，而展演

過程或有衝突、或有嫌隙的經驗。對於婚後女性生活的「斷裂」性經驗，

藉由「婚姻」關係引出的女性生活的多方面切割經驗，包括家務勞動、

身份認同及原生家庭互動等歷程。 

二、家人與家屋的流轉 

（一）你媽、我媽處於不同光譜 

婚姻制度締結了兩個家庭的姻親關係，也賦予人與人間不同的親戚

網絡。受訪女性的婚姻生活經驗「道」出了許多人際轉變性的敘說，於

代間關係上的母女、婆媳關係上的彼此比較，由箇中差異描繪出生活情

境的「轉變性」脈絡。此「轉變性」涉及兩部份：一是家人的轉變、另

一是家屋的轉變。家人的轉變性上，受訪女性的婚姻生活敘說上呈現對

你媽、我媽於家人情感連帶上的「對立」、「區別」與「融入」，呈現人際

情感光譜的不一。 

C 女士敘說著婚後女性生活的脈絡，尤其是代間關係上的迥異。面

對娘家媽媽與夫家的媽媽的區別，這個區別源於生活互動上的察覺，將

原以為是都是「媽媽」的想像中，察覺當中應有的不同： 

因為我一直覺得說婆婆可以把我當女兒一樣，婆婆就像我媽媽一

樣，我用對我媽媽的心對你的時候，可是我發現你對我的是不一

樣，我也是很挫折呀！我回娘家哈…哈…，我告訴你我蹺在桌子

上，媽媽問你要吃什麼。你想要吃什麼。我媽真的很疼我們，她

都捨不得我們做事。我媽就是很疼我們，她從小就要我們乖乖唸

書呀，也不要我們分擔家事。那我就想說我婆婆也會跟我媽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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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呀。可能對我的衝擊是比較大！哈…，因為我就是被我媽媽寵

壞了（C，訪談稿第二頁） 

如此描繪兩個「媽媽」的現實區別，敘說脈絡中由語言上、心理上、

及到最後行為上的同與異間來回進行。C 女士提到娘家爸媽對她在婚姻生

活中遭受的挫折倍感不捨： 

我爸爸媽媽曾經跟我講過一句話喔：回來！爸爸媽媽不缺你，帶

著孩子回來。可是爸爸就叫我回來，他很生氣說我把一個女兒養

到大學畢業，我的女兒好好的呀，把這麼優秀的女兒嫁到過去，

結果你把我的女兒拼命的罵我的女兒，後來我就不敢告訴我爸爸

媽媽我在那邊怎樣怎樣。其實我也沒告訴他們什麼，他們就氣

得…，那時候我也沒幹嘛可是他們就叫我離婚、回來。我沒有拿

聘金，雖然我也給嫁妝，可是我沒有拿聘金，我好好栽培的一個

女兒我花好多心血栽培的女兒，是拿給你們罵的嗎！我爸很心疼

就叫我回來。我後來就再不敢講，因為我跟他們講，發現他們的

態度是這樣的時候，我也會很心疼呀，我怎麼可以讓我爸爸媽媽

擔心，他們那麼心疼我。那時候我也會很感動呀，家裡頂多多兩

副筷子，你跟你兒子回來，然後老公不用回來，哈…哈…還他爸

爸媽媽，看他兒子有多優秀，你知道我爸爸媽媽是這樣對我說。

可是我那時候我覺得是我的錯，我讓他擔心了，後來我就再也跟

他們不講了（C，訪談稿第五頁） 

C 女士面對兩者於現實生活的差距，歷經挫折、失望後，直到她「正

常化」這些差距後，她不再認為：媳婦等同女兒、婆婆等同媽媽的情感

軸線，而家人的轉變性也在這時被婚後女性所接受。 

我跟你講，你永遠不會變成她的女兒，然後你做到一百分，我不

是隨便作呀，你作一百分在婆婆的心裡她永遠也不會去滿意的，

即使你的作事情跟她的女兒一模一樣，因為你就是她的媳婦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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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她的女兒，就算你要去跟她貼心的話、貼心有限。像我現在跟

我婆婆好的……我跟她出去人家說這是你女兒。她就很高興！其

實我的心裡在想說我也很努力呀，可是你也沒有用那樣的心、對

你女兒那樣的心對我，還覺得我……。我……會失望、會失落，

可是我會想說這是正常的（C，訪談稿第六頁） 

於「正常化」並接受這樣的轉變性後，已婚女性體認到著婆婆與親

娘的差別，從生物學上的觀點是姻親與血親的差異，另一社會學的觀點

卻是情感的外在或內在的不同。女性處在代間照顧的困境之中，往往需

要對姻親與血親間的差異關係上有特別深刻的「認識」，並將被視為是義

務性的工作，逐漸轉換在不逾越這樣的關係上，角色層面的情感與義務

間的切割成為已婚婦女的生活脈絡之一。L 女士是失能婆婆的主要照顧

者，相對於其他妯娌對代間照護的未參與，她是唯一扛起照護責任的媳

婦。她陳述她照顧婆婆的心得，她區別女兒與媳婦的情感界線： 

其實講句難聽一點，婆婆永遠是婆婆，媽媽在痛的時候妳的心是

跟著痛，這是很正常的。婆婆我們是責任而已，我婆婆對我很好，

我也是對她很好，可是我也不想標榜說我們情同母女。人家她女

兒看她的時候，是心跟著痛。那我們看她痛，我們是想說我怎麼

作妳比較不會痛（L，訪談稿第六頁） 

婆婆與親娘的差異，也展現在日常人際的互動上。媳婦道出了她與

配偶面對「媽媽」態度上的不同。這樣的差異綑綁著代間人際互動上的

「應該」、「正確」的關係上進行：「我們以前住在一起的時候，他都

在看電視。我婆婆講話都要講三四次，他都充耳不聞，結果反而是我，

我都很當一回事跟她聊天，還要有問必答」（B ，訪談稿第五頁）。受訪

女性於代間關係上的不自主、不自在也於參照她配偶的情境中反觀她自

己的處境。同一個情境脈絡，她配偶的反應呈現女性家庭內不自主的最

佳參照：「那我老公白天也忙拉、累呀，那我老公可能跟我公公說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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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我婆婆說句話，自己就跑去三樓！可是我不好意思，我就一直講講講。

她就一直重複，跟我 complain 外傭不好啦，可是我覺得那外傭還好啦，

那每天就是這樣一直重複，每天都要熬到十一點多」（G，訪談稿第四頁）。 

婆媳與母女的差異是具有生物學、社會學上的不同，展現在內在感

受與外在的互動展現。破除了內在與外在的不同分野，兩代間女性的生

活距離不再彼此相對。個案 J 敘說她與婆婆的關係比較像母女：「我婆婆

也不是那種會一直唸一直唸，她唸的都是日常生活的小東西，有時候我

也會「不要再講，知道了..」我們相處比較像母女。」（J，訪談稿第七頁）。

去權威性的婆婆，沒有媳婦熬成婆的心態，娶進門的媳婦是她的另一個

女兒，讓 J 女士於代間互動上保有彈性與自主，婆婆與親娘於互動上並未

出現差異：「我婆婆覺得媳婦是她另外的一個女兒，她覺得她幫她女兒作

的事情，她都可以幫我們作，所以她幫忙我們洗衣服、曬衣服、摺衣服、

帶小孩。我婆婆算是蠻開明的」（J，訪談稿第六頁）。長者的去權威化成

了已婚女性融入代間關係的可能條件。A 女士描述她婆婆對媳婦很客氣，

失能公公的照顧也是婆婆自己去作，不會要求媳婦幫忙。A 女士於代間

關係上的融入： 

那是我自己想作，我就會去要求它。就像照顧你自己的家人，妳

若把他當作自己的家人那都不是太大的問題。（公婆與父母）是

有一點不一樣沒錯，但我會自己會去調整自己。因為我自己會去

告訴我自己，今天若沒有他爸爸媽媽，可能就沒有「O O（A先

生）」，就是一種感恩的心啦。因為我也知道說他對我的爸媽也很

好，當然我也要對她的爸媽也要很好，這是互相的。我們既然是

一家人，你既然要娶我，我要嫁給你，本來要互相照護，大家的

觀念都是一樣。就像我什麼時候會想到他，他什麼時候會想到

我，就是這種狀況（A，訪談稿第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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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你家、我家、我們家的三角關係 

已婚婦女對於由女兒成了媳婦的轉變，隨之而來的是家庭概念的不

同。已婚所處的家庭由血親關係轉變為姻親關係上，是一擴展也是一轉

變。於受訪女性的敘說中帶出了家屋概念的不同，如何於生活當中互有

激盪。D 女士婚後一直是處於與公婆同住的狀態，投入職場的她與公婆

的互動並不多。面對失能的婆婆，也以外傭為第一線照護人力，先生為

第二線，自己則是退居家庭照護圈之外圍。對於家屋的概念，D 女士保

有自己的界限，與夫家家庭保有另一界線： 

他們家會覺得說……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家對我會有一種

對外人的禮貌，還是會有耶，像我們吵架吵得很凶，那他們會敲

敲門叫我先生出來，他會跟他講，你們兩個應該怎樣怎樣，不需

要什麼什麼的。他會跟他兒子講，他不會來埋怨我或者怎麼樣，

算是蠻尊重的。他如果要講什麼他會透過他兒子來表達他的意思

（D，訪談稿第十一頁） 

家庭界線的展現在「一種對外人的禮貌」當中。自一個「屬己」的

範疇中，理出一個「屬他」的世界。D 的生活實境中呈現出，雖在同一

實體家屋內卻有我家、你家及我們家三「家」間互動的差異。女性婚姻

生活經驗的敘說座落在華人文化脈絡中觀看，更能理解女性於女兒成為

媳婦之後，家屋概念轉變的折衝時而隱而未見。家屋概念的轉變也帶來

了對於「家」感受的差異。F 面對三代同堂：以老人為主的家屋、以幼兒

為主的家屋，及夫妻共築的家屋間展現人與家屋的干戈。不同人在不同

家屋內流轉，卻無法獲得協調的關係： 

就那兩年的時間，我跟我先生偶爾會有意見不同的時候。他會覺

得他媽媽好委屈喔！禮拜六禮拜天兒子才會來陪他媽媽打打小

牌，他卻要幫我帶小孩，就沒有沒有……。他每次都會叫我把小

孩帶到娘家去，我就很不高興的是請你搞清楚小孩是跟著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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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對！你不要因為每次怎麼樣就要我把小孩帶到娘家去（F，

訪談稿第六頁） 

家屋空間對已婚女性而言，尤其是父權社會脈絡下的家屋概念，對

女性並非屬於一個完全自由的空間（畢恆達, 1996）。夫家家屋對於已婚

女性而言是「他者」的家屋，因著家屋概念的轉變，人身處其中的感受

也不同：「我譬如禮拜六有時候要上半天班，我就不想回去，就兩個禮拜

回去一次，回去就當天回來，不想那麼頻繁回去。就是沒事，其實帶小

朋友還是有壓力，就是我回到他們家去，我就是沒辦法放鬆，很奇怪，

明明沒有什麼事，我就是沒辦法放鬆」（G，訪談稿第五頁）。圖 2 對於已

婚女性生活經驗的家人與家屋的轉變性，女性於生命時間的歷程中，穿

過婚姻的通道，於同一時間呈現了角色的失去與附加。傳統華人社會文

化規範讓女人婚後多了個媳婦角色，也少了個女兒角色。從新婚的那一

天起女人尚未清楚需真實面對這樣的調整時，社會文化規範卻是對已婚

女性有了門外、門內的清楚切割，沒有過渡與模糊的空間。如此與原生

家庭關係的破裂，顯露了存在的本質。如海德格所提的生活世界的「當

然性」其實是隱藏的，唯有破裂後，原本的關係不在，存在的本質就顯

露了。華人婚姻中的人際關係，強調父系社會網絡的連結，女性身處其

中，邁入婚姻往往也在原生家庭的關係上產生裂隙。那原本理所當然的

存在不見了，依恃關係改變了。 

當女兒成為媳婦時」展現出的是：媳婦的生活經驗是人在時間向度

裡，穿梭於人際、家屋的世界中。女兒意識由「過去」時間中拉到「現

在」，而「現在」的媳婦意識與「過去」的女兒意識互撞。於傳統的文化

脈絡下女性察覺到兩者的不協調。女性成了媳婦後，女兒意義的顯露也

在其生活經驗中展開家屋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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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已婚女性生活經驗中的「家人與家屋」的轉變性 

 

三、已婚女性遭逢父系社會結構 

（一）父系家庭天倫樂的廚娘 

俗諺：「吃飯皇帝大」，呈現的華人社會對飲食的重視及不可延宕用

餐的權威性。在家庭場域，固定開飯、親手作羹湯常是界定為傳統媳婦

的重要功課。俗諺；「第一煮三頓、第二炊粿、第三縛粽、第四作豆醬」

（陳主顯，1999），意指舊時媳婦的廚房功夫不容馬虎的要求。當代已婚

女性的廚房勞動，並未於兩性平等的口號下消彌，倒是於代間關係上，

更凸顯其特殊性。訪談文本呈現：已婚女性生活經驗常被媳婦的「角色」

所牽絆，最被常引述的是家務工作的分擔。家務是已婚女性被期待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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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課，也是出嫁的女兒需要面對的夫家家務勞動。而媳婦是否稱職，

也反應在女性個人對於「廚房的事」的駕馭程度。對於長者而言吃飯是

大事，若媳婦具有好廚藝，老人晚年享福的天倫樂圖像就會浮現。L 女士

表達她公婆對於三位兒子中，最愛去老二家，因為二嫂很會煮吃，對於

下廚家務極為拿手，讓長者有被服侍、伺候的感受：「他年輕的時候喜歡

跟我二嫂，因為我二嫂很會煮吃（台語），偶而上來，也服侍得…有被侍

候的感覺」（L，訪談稿第七頁）。 

受訪婦女婚姻的原初面貌，圍繞在對「廚房的事」參與程度或是勝

任能力的評價上。婚後女性等同入了廚房的廚子，女人的婚姻處境難與

廚房分割。女性無法駕馭「灶腳的事」相對於女性期待在職場上有所表

現，更令人對性別顯著的區隔性感到受挫。而不擅長烹飪的女性，因未

能符合傳統的女性角色期望，家庭生活尤其是代間關係上也易出現衝

突。受訪婦女的描繪婚姻原初面貌，獲得這樣的論述：已婚女人的難處

來自廚房，這樣的觀點並未違背女性所處的現實生活處境。「三餐來得及

煮給他們吃」也成了媳婦的必修功課。A 女士很自豪的說： 

我之前住在一起的時候，我就準備三餐。中午十二點到了，我就

讓妳吃午飯。晚上六點多，我就讓妳吃晚飯。我在家裡就是這樣

煮。每餐我都煮得很「澎湃」，有綠、有黃、有黑、有白。我會

配菜。……而我很會作這樣的事情，就是說妳不用說我也知道妳

要幹嘛，做家事我不是很會呀，但煮飯燒菜這個都 OK。老人家

就是這樣三餐，中午到了我就給妳吃飯，晚餐時間到了，我就給

妳吃飯（A，訪談稿第五頁） 

會不會煮飯、煮得好不好吃，成為重要的角色評量，也是代間互動

關係上重要的指標。A 女士於廚房事物的熟稔？，卻又在時間的彈性上

受到限制。定時的用餐指標，成了外出行動的障礙： 

因為妳會看到她說…..，像我們中午十一點的時候我們就不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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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呀，因為我們想中午十二點要寬乎吃（台語），妳哪敢出門，

妳就乖乖去該作，可是你又很鬱卒，這時候想去幹什麼，可能這

時候出去是最好的時間，可是這時候我出不去，因為我要作這些

（A，訪談稿第九頁） 

然而，相對於全職家庭主婦，女性投入就業市場後，對家庭長者的

生活方式產生的衝突，誰應該待在廚房？誰被認為應該下廚？於代間家

庭中有形無形的障礙存在婆媳互動之間。B 女士對於未能配合婆婆的用

餐、開飯時間，面對回家婆婆已經煮好的飯菜，引出廚房勞務責任歸屬

的衝突：「因為我在台北上班，回到家就很晚了，她（婆婆）就煮好了。

但是她嘴裡就很會講，講說她很累呀，怎樣的。那我就說那妳就菜洗一

洗，等我回來再炒，反正妳又不先吃呀，但她就要等到妳回來。那我就

說那就菜炒一炒妳先吃，她又不要。所以，每天都這樣子」（B，訪談稿

第四頁）。很鮮明的對比，女兒相對於媳婦，對於家裡廚房勞動少了份壓

迫感。誰應該待在廚房？受訪女性陳述她已婚處境的的掙扎，這樣的掙

扎來回於婆婆的態度、小孩的照顧及媳婦的「灶腳角色」之間，彼此呈

現競爭、無法同時兼顧的困境： 

尤其是過年的時候感受更深，我婆婆會親自下廚，然後跟著菲

傭。其實家裡沒什麼人，她就是要弄得…..，我又要 care小孩，

現在孩子大了還好，以前小孩還那麼小然後又會哭，我又要跑廚

房，又擔心小孩子哭，怕她不高興，就會覺得這個媳婦怎麼吃現

成的，唷！壓力真的好大。我就跟我老公說以後過年我們可不可

以叫外燴什麼的，結果去年我們就這樣過，但是她就覺得這樣不

好。我就想說，慘了！以後過年是不是又要這樣子。我不會弄呀，

但是又要進廚房，我就想說天呀！（G，訪談稿第五頁） 

F 女士對於假日時候，先生的兄弟來家裡探望婆婆，陪同老人家打

牌、吃飯，忙進忙出的：「給我的感覺是…你好像把我當成一個外傭。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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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帶小孩、幫你煮飯，然後你們吃完飯，ㄟ，又去打牌了。這把我幫成

什麼東西呀！我心裡就很不平衡。」。這樣的情形一直沒有改變。某一農

曆年，扮演著傳統媳婦的家庭廚工角色，忍不住的潸然落淚：「只有我一

個在廚房，結果我的兒子在哭的時候，沒有人幫我看。大家在打牌沒人

幫我看。那時候我覺得好委屈，一邊煮菜一邊掉眼淚」（F，訪談稿第十

頁）。女性婚姻與廚房結合，並未因婦女投入就業市場的緣故，廚房的工

作相對減少。反之，倒是因勝任廚房之事，讓家庭內部的女性勞動角色

更為凸顯。而這樣的義務角色於父系社會的家庭中，已婚女性如同父系

社會天倫樂的「後台角色」，讓內化的女性義務浮上了失衡感受。 

（二）已婚女性的非本真生活經驗 

於現代社會中，已婚女性如何經歷並建構她們的代間互動意義，是

此研究試圖要揭露的。生活經歷是個體原始面對自己生命處境的點滴累

積，其藉由身處代間人際關係當中，流動於一往一來的互動過程，呈現

儲備性的個人經驗面貌。而意義的建構歷程，也非一朝一夕可成的，是

已婚女性日常生活歷程所構成的概念。與受訪女性的相遇，原是稀鬆平

常、不太會引起注意的女性間的相會。顯然的，日常生活情境中，女性

間非正式交談、交流並不需要歷經重重難關、披荊斬棘才能獲得這樣的

情境體驗。但要「說」出些什麼、一些具意義或意識性的事（於此意識

性並非全然代表對生活經驗的瞭悟，而是說者再闡述自己的生命故事

時，理智下重新檢視個人的生活脈絡），必要涉及說者的個人主觀性表

達，遮掩或顯露之間，都鑲嵌深厚的華人社會文化脈絡。透過上述對於

當代媳婦生活空間的理析，呈現已婚婦女的生活經驗與傳統華人父權社

會的運作氛圍具有密切的關係。藉著婚姻而來的女性角色變更，拋出同

一、又非同一的斷裂與轉變。而已婚婦女處於家庭互動情境中，因著家

人、家屋的變化，結合傳統文化形塑的媳婦本分，引出已婚婦女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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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的如何「說」出。於鋪陳受訪女性的生活經驗的同時，也省思當代

婦女的生活圖象如何展現。 

當代媳婦生活空間的「如何」，呈現的是斷裂、轉變、游移等特質，

過渡在一個曾經擁有又失去的空間中。從 Heidegger 的存有現象學的觀

點，人的存在（existence）具有本真（authentic）和非本真（虛假的）

（inauthentic）兩種對立的型態。非本真的存在方式受到外在環境的牽制

極為顯著，缺乏個人的自由選擇空間，呈現的非主動性的、無法選擇的

生活命運，此被動型態也是一種自我「異化」的存在方式。反觀，本真

的存在方式的積極、主動性，往往具實現自我潛能的生活方式，也保有

相當的個人自主性與責任承擔（引自 Heidegger，1978/2002）。在訪談文

本的觀看中，不難察覺婚後女性的媳婦處境保有「非本真」的存在特性，

生活經驗的展現在一種妥協、與體已並不相關、又令人焦慮的生活方式。

「媳婦」角色封限了女性是獨立性個體的可能性，雖然個人無法免除於

社會角色之外，從這些角色中瞭解自我。但生活經驗若限定於社會角色

之中，便無法探問「我是誰？」，已婚女性的生活經驗呈現女性自己的自

主主體性與媳婦的依附屬性互有衝突、矛盾的介面。於受訪媳婦的回應

中，媳婦角色包括認同、盡義務、或不得不在這裡的處境，個人的處境

與外在環境有關，G 女士的先生長期在大陸工作，每週末固定去婆家探

望公婆成了例行性公事，這樣的過程與無法完全拋開媳婦傳統角色的期

望與履行，顯得脅迫與不自在：「對！其實我也很想作我自己想要作的事

情，就沒有辦法，就是一定要這樣子……(Q：回去婆家對妳的意義在哪

裡？）意義？有，我有想過。第一個就是我不想讓她去說，譬如告訴我

先生….有時候想說其實也不用那麼去 care，其實也是會 care，說唉！都

不帶小朋友回來，不孝順等等。然後我會想說三個禮拜、兩個禮拜再回

去，可能也是希望……也不是希望，可能是想到我先生那一邊讓他比較

放心、讓他覺得說這個太太還是有孝順婆婆」（G，訪談稿第十一頁）。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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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發現，女兒與媳婦落在華人社會文化脈絡下對上一代長者所展現的情

感差異，媳婦對公婆的「應有之情」，有別於女兒對親爹娘的「真有之情」，

二者情感面向的迥異，形成個人人際互動上的困境與衝突來源（楊宜音，

2001）。G 女士的言談中，傾吐出外在觀點對她的影響，而克盡媳婦之

職成了父系家庭裡最大的公約數。媳婦對於已婚婦女而言，是一角色概

念、一個履行對象，她在實踐的過程中，將自己與此角色形象綁在一起，

卻有難與「媳婦」本身連結成一親密的存在關係，也就難有真實的存有，

「別人」期望中的她，勝過了她「自己」的感覺，也影響了她與自己的

關係。 

總的來說，已婚女性的媳婦意識成為一種女性婚後延伸出的性別意

識型態，而非真實自我的呈現，一種無關真實意志的生活方式，是一個

既複雜又弔詭的難解問題，家庭中愛與關懷的和諧氛圍，濃得化不開的

溫柔、細心、呵護等陰性特質，穿梭在媳婦角色責任的氛圍中，往往型

塑出已婚女性對於夫家家務勞動的認真投入，形成性別區隔的弔詭。但，

若僅一再強調已婚女性的工具性，而忽略了女性自主意志的展現，一個

遵循著傳統媳婦的意識型態的作為，愛與關懷的前提便遭到破壞，形成

已婚女性的非本真生活的弔詭現象。而訪談呈現，已婚女性於代間的情

境中，也不乏這樣的矛盾與困擾，甚至形成一股仍待調適的心理衝突。 

H 女士於敘述她的代間處境時，若有所悟的表達出世代變遷中她感

受到的兩造拉力，一端是傳統倫理觀的捍衛，另一端是現代思潮下的自

主與解放。她背負著失能婆婆的照護責任、唯一家計者及獨自養育子女

的重擔，放與不放、做與不做之間並不在一個理性天平上的平衡，而是

情感的包袱與約束： 

可是有時候想想！太過於沈默反而也很累！你不覺得嗎？我在

想可能是時代的變遷，所受的資訊各方面，那女性也抬頭了，那

我也是新舊交接的，很想去突破，但是禮教告訴我、道德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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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以、不可以。還是會有那傳統的思想，就會覺得說忍受吧！

忍受吧！明明知道說我為什麼不跳躍過去、跳躍過去！可是就是

會有一股告訴你說包容！寬恕！忍耐！（H，訪談稿第十二頁） 

媳婦角色對於當代已婚女性而言，已不是邁入婚姻之後必要扛起的

扁擔。對於具有勞動能力、經濟自主的女性而言，隨著個人附屬性程度

的降低，當然的勞動已非生活維繫之必要條件。但顯而易見的是，文化

脈絡中賦予此角色的義務，就成了履行媳婦規範性行為的座標。跟隨著

它走，不與傳統文化抵觸的家庭情境，也不至於引出代間的人際衝突；

反之，拋棄此倫理價值，就有承擔已婚女性污名化的可能。若女性擬要

突破著「應有之情」的規範，如海德格認為選擇了本真的存在，就是等

同選擇了難以避免的道德上的罪（有犯錯的可能）與責任（承擔過錯）

（歐力仁，2000）。C 女士對於傳統角色缺乏認同與學習的典範，於面對

的外界情境時需承載更多的壓力，尤其是傳統價值受到當代女性的挑戰

時，伴隨而來的是個人的污名化，往往需要承受個人的負面評價。 

他知道我是/…我是我很強悍，他們家族…他們家族是用女強人

三個字來看我，他們整個家族是用這樣的一個心態來看我，因為

他們的想法是很刻板印象，他們覺得女人結婚就應該在家裡生小

孩、顧小孩，因為我嫂嫂就是這樣（C，訪談稿第十九頁） 

本真的存在是一種體認自己存在感的實在，卻也成為非本真生活的

對立面。已婚女性於爭取保有自我自主性時，所面臨的困境往往是需獨

自對抗巨大的社會文化傳統規範，即扮演父系社會下的已婚婦女行為規

範。 

四、傳統女性角色的撼動與解放 

當代媳婦所處的現實社會情境中，常是既從屬的又是自主，往往沒

有單一的意義存在。而多樣的生活面貌當中，她們的處境雖未完全脫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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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但也逐漸開始摸索新的出路，每個女性的婚姻處境都是獨特的，

那是一種自己面對自己、自己挑戰自己的過程。 

（一）當代女性角色的學習與修正 

女性的教育程度有時也不見得與傳統價值有太多的距離，如果她沒

有受到挑戰的話。大學畢業的 A 女士 對於傳統媳婦於代間互動的積極性

角色極為認同且未曾動搖，直到遇到迥異的媳婦典範後，對於媳婦的傳

統行為規範，開始有了修正與調整的可能。 

應該是……我覺得我是慢慢學習來的，我覺得這是一種學習。因

為我剛開始也會有一些衝突。我在學習。我跟誰學的妳知道嗎？

我大嫂。人家伊可以過得這麼好，為什麼我不行。我就一直在想。

為什麼她可以……。假如她今天要出門，她會「媽！冰箱裡有菜，

妳自己灑（台語）去吃」。這種話我說不出來。她就說得出來，

ㄟ，這樣也沒事耶！她（婆婆）就自己也去煮耶。她也沒關係耶。

我管她，她就真的跑去煮呀（A，訪談稿第九頁） 

世代間的互動是可以互相學習與修正的，當我們以為女性義務應該

如何的時候，我們已經先限制了自己不同生活方式的可能。爾後，A 女

士說「喔！原來這樣也可以。妳懂我的意思嗎？因為經過這樣的經驗累

積之後，我發現原來也可以這樣，我就去調整我自己的心態。我就開始

調啊調，調到這樣正好呀」。這樣學習歷程是女性自己「認識」的，而非

藉由知識直接傳授與教導得來。女性對於義務的體驗，常常是落在自己

獨特的生活情境中，歷經承擔、綑綁、釋懷、解放的學習與修正歷程，

而到達「調到這樣正好」的處境。這樣學習與修正的過程是經年累月的

累積與浸潤，多面向觀察與對內的思考，而後逐漸跨出傳統角色的調整

方式。 

像我們中午十一點的時候我們就不敢出門呀，因為我們想中午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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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點要寬乎吃（台語），妳哪敢出門，妳就乖乖去作，可是你又

很鬱卒，這時候想去幹什麼，可能這時候出去是最好的時間，可

是這時候我出不去，因為我要作這些。那是我自己框住了。她也

沒有叫妳要這樣呀，我們以前以為不可以這樣，可是後來我發現

我大嫂是可以的。妳懂我的意思嗎？十一點到了要接小孩呀，要

出去她會說「媽，我現在要去哪裡、哪裡，買什麼東西，妳幫我

接 OO一下」那就出去了。她都沒有關係，很自然。一出去逛街

可以一個下午在回來沒有關係，這個人怎麼這樣。然後，小孩子

在樓上睡覺，她也說「媽！阿宏在樓上睡，我出去一下」，結果，

出去很久才回來，沒關係。我心裡就在……喔！原來這樣可以

唷！我就越來越 OK 了。妳懂我的意思嗎？我就開始去界定說

「喔，這樣也可以唷！」，可是我作不出來。但是，我知道這樣

是可以，我就會釋懷（A，訪談稿第十頁） 

而女人能否擺脫傳統性別壓迫，與女人自主性多寡有關，又涉及個

人的經濟自主的女性，藉由職場投入，將傳統轉為現代，女性個人的主

體性也逐漸展開。而這樣的開展並非伴隨著經濟自主後便捶手可得的情

境，而是已婚女性面對所處的家庭處境，一來一往的人際互動過程，反

覆的修正與學習。 

（她們可以接受？）不是！是你要教會他們接受。你不能接受我

沒有辦法呀，這是我的工作呀。我沒有工作，收入就沒有，你也

沒房子可以住。我是被她們教會的，其實很多事情都是她們教我

的，真的（C，訪談稿第七頁） 

農曆年的過年團圓風俗是建立在固有親族秩序上，展現著父系的社

會關係，女性於這樣的關係中是邊陲的、附屬的。「還有過年，過年是許

多媳婦心中的惡夢。過年真的很痛苦。……我大部分的朋友都已經結婚

了嘛。每個人談到過年心理就只有痛恨兩個字，當媳婦這個角色。沒有



  

40 

人喜歡過年。妳的那種老家會給妳很多那種….回去就是一直煮飯、一直

洗碗、一直煮飯、一直洗碗。」（L，訪談稿第二頁），媳婦角色處在強烈

的父系家庭廚工及天倫樂的後台當中，「為他人服務」凸顯已婚女性所處

的情境，過於專注於「他人」，而缺少「自己」的情境，回娘家過年成媳

婦心中了難成就的渴望。要衡量傳統性別價值是否鬆綁，已婚女性年夜

飯與誰一同過節，是一個顯著的指標。因象徵全家團圓的年夜飯，事實

上是排除了媳婦與原生家庭的連結，而在婆家過節意謂著僵化的傳統習

俗中強行介入父權社會的從父居男尊女卑觀念。代間關係的互動往往具

有傳統與現代的互動，雖非絕對二元對立，但也於一意識光譜上漸行進

漸遠。 

於受訪媳婦當中也不乏年夜飯回娘家團聚的趨勢，D 女士表示「我

過年都回家過，我結婚十幾年，我大的今年剛考高一、小的今年上小六，

我常常回家，我家住景美，我以前是每個 Weekend 都回家，現在我媽媽

去世後，我就星期三跟星期天都回家。」（D，訪談稿第一頁）。當代女性

與娘家的互動也未全然受制於傳統規範中出嫁女與娘家的切割，已婚女

性其如何展開或掙脫僵化習俗的拘束呢？ 

我結婚嫁給我老公，我只有第一年的過年在家裡，其他我都回娘

家，我從除夕的前兩天我就回娘家了。（Q：公婆可以接受嗎？）

她非得去接受呀，其實那時候我也想很久，我老公過年有時候會

回來，有時候不會回來。那我都會跟我老公說「你不用陪我回娘

家，你陪你爸爸媽媽過年，我陪我爸爸媽媽過年」，（Q：結婚第

二年就開始？）對！那他爸爸媽媽才不會講話。我就跟我公公婆

婆講說「一年 365 天，你們看到我的時間絕對比我的爸爸媽媽

多，那我爸爸媽媽把我養得這麼大，把我栽培到這麼大，我嫁人

之後我爸爸媽媽幾乎看不到我了，我一年我的假期也只有這段時

間，也只有這段時間可以陪我爸爸媽媽。我只告訴她，媽媽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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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女兒，你也希望你的女兒回家對不對，我爸爸媽媽也希望他的

女兒回家」，我不管她，我就直接跟她講。其實說出來也沒有什

麼關係呀，不行再說呀。我才不管呢！我婆婆臉也很臭呀，臭一

年，我管她，我高興就好了我可以回家就好了，我沒有錯呀。我

只有在婆家第一年，第二年我就回家，然後每年過年我都跟我兒

子回家過年（C，訪談稿第二十四頁） 

我除夕就回家了，我管他。我老公他們是拜除夕，拜除夕中午，

團圓飯也是吃除夕中午呀。吃一吃我就落跑呀，我管他呀。你在

家可以囂張呀，在婆家你敢嗎，差很多（E，訪談稿第十三頁） 

「我管他（她）」，其實真正的意思是「我才不管！」，放下傳統的文

化包袱對於個人而言是沈重的，放下之後卻又是另一個面對，面對夫家

人際關係上的緊張或是不悅情緒等衝突場景，這樣的面對常成為女性放

不下的因素。因女性素來被社會期望為妥協者、斡旋者、配合者、和撫

慰者的角色，這些角色常是避免衝突、降低衝突的消極行動角色，而非

挑起衝突的積極性角色。當女性要開創或是嘗試改變的時候，衝突是絕

對必要且無法規避的（Miller, 1967）。已婚女性在追求自我突破，回娘家

過年往往違反了父系體制的家庭規範，女性所處的家庭情境中，是面臨

諸多衝突的，其生活考驗也是嚴苛的。「我管他（她）」成了擺脫溫順小

綿羊角色必要的方式。而已婚女性回娘家過年尋找的是一份情感流動的

相會，迴避的是僵化角色的壓迫。從華人的社會規範及文化角度看「回

娘家過年」的行為，它並未形成社會集體的共識與認同，回娘家過年成

了女性個體需自行面對家庭、社會潛存衝突的情境。 

（二）代間關係衝突的切割 

華人傳統社會以父系親屬網絡為主，對於娶進門的媳婦其家庭處境

具有顯著的從屬地位及權力階級性差距。當代媳婦面對家庭可能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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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系壓迫，較她們上代的女性，工業化變革及現代化思潮使她們並非完

全依賴在父系關係當中，因附屬性的降低，讓她們有能力脫離父系結構

中，而不會變得一無所有。 

像我婆婆那個時候講說我兒子不一定要娶你或幹嘛，那我說我現

在就可以走，我說沒關係我現在走也可以。那她也知道我有這個

能力。那她也知道現在是她兒子不要去工作，那現在是我有工

作，就是說她也知道她也沒有辦法奈我何，她也知道我很獨立

拉，不用靠他，那你對她無所求的時候，她也對你無可奈何。（D，

訪談稿第二頁） 

我就跟她說沒關係，妳那麼討厭我，我可以跟妳兒子離婚，妳那

麼討厭我，就我的個性我比較年輕，我就敢跟她講。她可能被我

嚇到。她就說我們家沒有人在離婚的，他們家沒有離婚的（B，

訪談稿第十二頁） 

家庭內的女性，媳婦身份的他者形式是不易消除的，而這樣的他者

形象是當代具性別意識省察的女性所要擺脫的。當女性提出切割婚姻

時，她的故事背景常是落在代間衝突的氛圍下展開，並在代間女性的衝

突上引出。對於當代女性而言，婚姻內的女性「他者」形象與壓迫處境

不再被為理所當然，脫離婚姻關係以結束代間摩擦成了可能的策略或手

段。當代女性視終止婚姻關係是可行策略，此策略相對於傳統家父長制

下的女性是無法認同，代間的差異讓新舊世代互動關係受到動搖。婚姻

與代間壓迫是否有直接相關，並未有實證性的直接研究。但不可否認的，

女性不婚的因素，常與期望保有個人獨自自我的生活方式有關。尤其是

漢人婚姻制度強調家族與親屬的關係甚於夫妻，與西方相較，我們的代

間關係明顯影響婚姻關係的品質（伊慶春，1998）。女性的經濟自主能力

的提升與社會對離婚的接受度，讓離婚成了代間不睦的可能選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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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此研究採行詮釋現象學取徑進行，讓研究者能近距離貼近已婚女性

的生活經驗，並直接以「語言」與生活交會，摒棄理論化的方法，重新

與文本自身對話。如同狄爾泰指出的，「是什麼使生命值得活下去？」是

我們一直在探尋的方向，保持不斷的對話就是我們在這歷史的傳統中理

解自身的展現。德國現代舞蹈大師 Bausch 女士所言：「我並不在乎人如

何動，我關心的是人因何而動」（I’m not interested in how people move, but 

what moves them）（Goldberg, 1989）。本研究對於當代媳婦的代間處境如

何被敘說的背後，也企圖表達已婚女性為何而處的生活現實。 

一、自我知覺與挑戰父權 

女性於婚姻內的生活處境，無法排除於人際互動之外。探尋當代已

婚女性的代間生活意義，發現女性自身的境遇是反映在跨越繁複的人、

事、物社會時空背景之中，難以單獨切割成一套具體清楚、有疆界的信

念。而「意義（meaning）」放在不同人的思維脈絡下解讀，衍化成各式

各樣的回覆。意義視為是一種價值（value as meaning），女性代間生活經

驗敘說，烘托出來的是：以已婚女性身份斷裂與轉變的場景為底色，淋

上不同家屋情境的色調，進入傳統社會文化錯雜萬端的烤房內。本研究

企圖揭露已婚女性的生活經驗，藉著女性敘說提出非建基在男性價值觀

判準的觀點。已婚女性的代間生活處境，是充塞在父權結構文化脈絡中，

日常生活互動的展現：是外在的「他者」覺得「我應該如何作」的規範

下實踐。「君子遠刨廚」的對立面，是已婚女性無法免除於廚房勞動之外，

女性成為父系家庭天倫樂的家庭廚娘，配偶更是她生活處境的共謀者。

雖然政治社會經濟的發展和轉型，讓兩性關係有了不同的面貌，甚至婚

後從母居（matrilocal）的比例及婚後獨立家庭的母方傾向也逐漸升高（朱

岑樓，1970），如此的家庭樣貌既是對傳統父系制度的衝擊，也是女性有



  

44 

能力改變自己婚後處境的端倪。但當代已婚女性的生活空間，並無法忽

視仍保有父權結構宰制的事實。於受訪女性敘說中，亦可清楚窺見已婚

女性的生活情境從內人、外人及自己人觀點的游移，呈現出自我與他人

間的拉距、融入與叛逃間的掙扎。而這樣的移轉痕跡，於「傳統女性角

色的撼動與解放」有了進一步的表現：當代已婚女性試圖翻轉了為人媳

者的無私、無我形象，願意忠實地回應自我被壓抑的聲音。當代女性也

開始於適當的時機，對於父權結構的壓迫下給予反制，如回娘家過年、

訴諸離婚的可能。 

二、再現生活經驗敘說的主體性 

女性於社會分工、性別區隔及文化刻板印象中，常被委派為負有道

德責任的家庭照顧者，我們常拘泥於媳婦「該是怎樣」，而忽略了她們「原

是怎樣」。人類生活當中並不應該幫任何人決定她該是如何，而忘卻了她

也存有與任何人相平等的個體主體性。從訪談文本的原始述說，回到受

訪女性的現實生活處境，這些被經歷的生活經驗原比它顯露出來的更為

複雜。對於這些華人傳統家庭氛圍下的描繪，看似沒有新鮮事；但若處

於這些訪談文本的另面，端看這些女性敘說是如何以一種否定、負面的

描繪方式鋪陳開來，訪談文本自身已經顯露出已婚女性身處「媳婦」傳

統處境之不得不的規範性。如此訊息的傳達，不是理論性的，也不僅僅

是對過往生活經驗的回溯而已，更被看重的是敘述出女性主體的感受與

回應。已婚女性於她生命歷程的事實面貌中，呈現她個體的「主觀意識」

的陳述，過往的生活經驗仍然「寓居於世」，並未完全的抹去、消除。而

女性生活經驗的敘說，便是揭露「這些經歷的婚姻生活故事意謂著什

麼？」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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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代變遷中的新思維 

固有華人社會文化的傳承中，最被津津樂道的恐怕是道德規範的權

威與倫理價值的提倡，但社會型態的變遷與現代化生活的模式，對於道

德規範本身也具有相當的轉化。具歷史悠久的儒家思想價值如忠、孝、

仁、愛等理念仍是不變，而實質的內涵卻添入了新的思維而角度有所不

同。新、舊道德理念的彼此激盪，於世代間、於不同世代的個人都產生

衝突與矛盾。女性主義學者 Dominelli 認為抵抗傳統秩序的過程，尤其是

對女性的不友善社會情境，常會受到來自各方的敵意，對此「文化的僵

化（ossification of culture）」的挑戰並不容易（Dominelli, 1996）。但若單

是遵從父系價值的主導，而未留意女性受到父權社會宰制的訊息，那歷

史性的道德將無法積極回應當代人際平等相待的需要。於當代社會情境

中關照代間議題，一方面難以否認道德倫理的價值；另一方面，卻也不

能放棄當中女性個體主體性的重建需要。嘗試去揭開傳統華人家庭代間

變遷的面貌，不免要去碰觸強調家戶長制的家庭主義（ ideology of 

familism），挑戰家庭福祉大於個人利益的信念。因著社會的變遷，家庭

規模的改變是顯而易見的，世代間的價值流動與認同游移，已鋪陳出代

間互動的變遷，從傳統家庭、現代家庭及甚至逐漸轉向後現代家庭。本

文藉由詮釋現象學研究，探究已婚女性生活處境，雖無法對傳統女性角

色桎梏有所顛覆，但以男性價值為眾的學術氛圍中，期能引出更多的實

踐上的平等與性別對話的可能。 

 

四、研究限制 

本研究針對十三位處於家庭照顧情境中的媳婦個人生命經驗進行探

究、描述與詮釋，對於三明治世代的媳婦個人生活經驗有更多的掌握。

研究歷程中研究者自己的現身、不再迴避再現的問題，以一個自己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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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經驗涉入書寫的歷程來取代「代表」她們，亦是研究者「再顯」自己

的學習。受訪媳婦於時間脈絡中陳述她的故事，過去如何、現在如何及

未來將如何的展現，道出了她們生活經驗敘說的有限性，也往往表達出

一種「若非身歷其境，難以體會」的情境。生命的歷程難以濃縮於短短

幾小時內的交談，其複雜的生活處境也不易以三言兩語道盡，每位媳婦

的生命經驗具有其獨特性，本研究發現尚無法回應至不同媳婦生命經驗

間的多元與異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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