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敗犬」，叫我「女王」！
—— 臺灣高學歷女性的婚姻市場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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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受教育情況越來越普遍，隨之而來更高的經濟自主力，讓女性不像過去常被視為
男性的附屬品。部分學者解讀此一趨勢「使結婚率變低」、並「可能提高離婚風
險」，似乎不利於婚姻市場。
本文首先檢視臺灣的婚姻相關數據，發現 2015 年不同教育程度女性粗結婚率、2000 與
2010 不同教育程度者婚姻傾向、2007 至 2015 不同教育程度者粗離婚率，都不符合此
項假說，反觀教育程度低者，尤其是低學歷男性族群結婚傾向降幅最大、粗離婚率偏
高。
本文進一步發現，粗離婚率受失業率影響，且在低教育程度族群中更是明顯。故本文
認為：事實上，女性學歷不是婚姻市場走向的有效指摽，失業率才是。建議政府應與
時俱進，推動平等的性別價值觀，並降低失業率相關經濟政策、保障低學歷者的工作
權，以減低失業率驟升可能帶來的衝擊。

世界「漸冷」的結婚潮

系統編號：MI10304-0130

圖一、世界各地的粗結婚率（‰）
計算公式：粗結婚率＝「某一特定期間之結婚對數」對「同一期間之期中人口數」的比率
資料來源：PRIDE 資料庫

觀察世界主要國家的粗結婚率的整體趨勢（圖一），可以發現中國是最陡峭（9.9‰，
2013 年），而且唯一呈現飛速上升的國家；次之是美國（6.8‰，2013 年），接下來則
是南韓（6.4‰，2013 年）。臺灣在這十年中有著明顯曲折變化，最終在 2013 年趨於
6.3‰，德國、紐西蘭、法國則在最後三名。法國一直遠低於其他國家，並且在 2013 年
降至 3.5‰，僅為中國的三分之一。結果發現西方國家的粗結婚率普遍不高，且呈現下
降趨勢，而亞洲國家的粗結婚率領先於其他地區。
臺灣的粗結婚率在 2008 至 2009 年期間有明顯的下跌，且在這九個國家中下降幅度最
大，降至這 10 年內的最低點（5.1‰，2009 年）。在 2009 至 2011 年這三年中，又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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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攀升最高點（7.1‰，2011 年）。 2011 年之後又呈現下降趨勢，但是幅度沒有
2008、2009 年大，整體形成一個極度曲折的變化。

緩步下降的世界離婚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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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世界各地的粗離婚率
計算公式：粗離婚率＝「某一特定期間之離婚對數」對「同一期間之期中人口數」的比率
資料來源：PRIDE 資料庫

從世界各國的粗離婚率整體趨勢來看，普遍呈現下降的型態。其中，只有中國在十年
內呈現上升趨勢，且在 2004 年的時候，其粗離婚率原為九國最低（1.3‰，2004 年），
到了 2011 年竟然上升到 2.6‰，排名第二。美國的粗離婚率一直以來遠高於其他國家，
最高曾達到 3.7‰（2006 年），近十年來的浮動非常小。相反的是新加坡，近十年中粗
離婚率一直處在 1.4‰～1.6‰的範圍內，波動甚小且極其穩定。其他國家如：日本、南
韓、德國、法國、紐西蘭，則均呈現緩步下降的趨勢。
從世界各地的粗離婚率（圖二）可發現，臺灣在 2004 至 2013 年期間，大體呈現下降
趨勢。但是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在 2008 年至 2009 年這一年裡，粗離婚率從 2.4‰上升
了 0.1 個千分點至 2.5‰，是非典型的曲折變化。此一狀況維持了三年，在 2012 年的時
候，又開始逐步下降。到了 2013 年，臺灣的離婚率下降至 2.3‰。比 2004 年的 2.8‰下
降了 0.5 個千分點。因此，可以看出離婚率的緩步下降。

臺灣的粗離婚率漸趨緩
婚姻保質期的縮短，也同時預示著婚姻狀況不穩定背後的社會問題，大範圍國家經濟
狀況的不穩定，和男女雙方在婚姻中角色的變遷，都牽動著婚姻的維繫。根據世界各
地的粗離婚率（圖二）指出，臺灣的粗離婚率趨緩，大眾媒體的議論卻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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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hoo 新聞》在報導中指出：「跟世界主要國家離婚率相比，臺灣名列第三名，每千
人就有 2.4 對選擇結束婚姻關係，甚至比日本、韓國還嚴重。」這樣的新聞似乎想告
訴世人：臺灣人的婚姻狀況很不穩定，散伙如同家常便飯。
同時，從《中國時報》的報導來看：「隨著不婚人數的增加、女權主義高漲以及社會
上愈趨複雜的男女關係等因素影響，傳統的七年之癢已經縮短，變成五年之癢。」臺
灣離婚率的飆高原因複雜，本文就女性教育程度的高低影響離婚率深入探討。

粗結婚率低歸因：高學歷女性＝婚姻市場毒藥？
現今的社會，把結婚率低現象歸咎於經濟問題與女性自主意識抬頭，本身就是對女性
「商品化」的迷思，高學歷女性在婚戀市場上的貶值言論屢見不鮮。女博士常常被稱
為「滅絕師太」，在婚戀市場上帶有類似歧視性字眼還有：「敗犬女逐年增加」、
「高薪男就是搶手貨」、「魯蛇就只能在打折區」等等⋯⋯。
《自由時報》在報導中指出：「國內高學歷的適婚女性，未婚比率居高不下，越晚婚
身價直直落。」將未婚率居高不下的原因歸責於高學歷女性，並且將高學歷比做是身
價降低的主因。
過去學者 Gary Becker 的「經濟獨立論」曾主張：婚姻中，兩者結合以追求最大生產
力，其中男主外，女主內又是最佳的分工模式。當女性教育程度提高、能選擇更多工
作後，較不需要依賴配偶的收入，這時結婚的機會成本提高，女性進入婚姻的意願降
低。（Becker，1981）
學者預設女性進入勞動市場，且勞動薪資隨著教育程度上升而與男性的差距愈來愈小
時，結婚可以獲取的「效益」逐漸下降，婚姻的誘因與離婚的成本均降低，結婚率乃
下滑，離婚率乃上漲，所以預期未來隨著經濟發展與教育擴張之持續，未婚率與離婚
率將持續攀升。（楊靜利、李大正 、陳寬政，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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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2015 年臺灣不同教育程度女性的粗結婚率‰
計算公式：2015 年不同教育程度女性結婚對數／不同教育程度期中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不過，從 2015 年臺灣不同教育程度的女性粗結婚率（圖三）來看 ，卻顯示與這些學
者的預測不同結果。大學畢業以上的女性粗結婚率（0.024 ‰）遠高於高中以下的女性
的粗結婚率（0.005 ‰），可以看出現今高學歷女性對粗結婚率仍高於低學歷的女性。
也有媒體已破除這項迷思，如《關鍵評論網》報導：「⋯⋯調查發現，超過 60%女性想
婚，且結婚意願比率也隨學歷而增加，碩博士學歷女性想婚比率甚至高達 73.55%。」
顯示高學歷女性的結婚意願很高。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鄭雁馨則使用「兩性婚姻傾向(two-sex marriage
propensity approach)」來計算婚配狀況。這個較細緻的方法，可以顯現不同教育程
度的男女性間的「婚姻傾向(marriage propensity)」（例如：高中畢業男性與大學畢
業女性結婚的可能性）。不同於粗結婚率使用「總人口數」計算，此方法分母也修正
為不同教育程度的「未婚」人口數。（Cheng,2014,pp.1016）

圖四、2000 與 2010 年臺灣不同教育程度者之結婚傾向變化圖
計算公式與資料來源：Cheng,2014,pp.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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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顯示，2000 年到 2010 年的十年間，台灣總體婚姻傾向，共降低了 46.6 個百分
點，幾乎是一半。有趣的是，婚姻傾向上升的兩種婚配組合分別是：「大學畢業男性
和大學畢業女性」及「專科畢業男性和大學畢業女性」；低教育程度者的結婚傾向降
幅反而最大。
不只這樣，越高教育程度女性的粗結婚率反而越高，顯示她們根本不是「敗犬」，而
是婚姻市場中的「女王」。
或許高學歷者較為晚婚，但不代表她們「不婚」。在四組教育程度：高中以下、高中
畢業、大專畢業、大學畢業的女性中，十年來大學畢業的女性婚配傾向只下降 0.2 個
百分點（而全臺灣總體婚姻傾向降低了 46.6 個百分點！）。
相對地，「高中以下學歷的男性」族群婚姻傾向降幅最大，十年間降低了 71.3%。鄭雁
馨的研究認為，低教育程度的男性可能因為「較傳統的性別角色觀念」和「較弱的經
濟能力」，變成了婚姻市場中，最弱勢的「魯蛇」。
學者文獻與媒體討論風向，也隨之轉變。過去學者 Gary Becker 的「經濟獨立論」曾
主張：當女性教育程度提高、能選擇更多工作後，較不需要依賴配偶的收入，這時結
婚的機會成本提高，女性進入婚姻的意願降低。（Becker,1991）
學者 Oppenheimer（1994）則提出有異於 Becker 主張的婚姻模型。Oppenheimer 認
為，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模式，其實有風險。現代社會物價上漲，若婚姻雙方
「都能帶麵包回家」不是更好嗎？
所以，不分性別、高學歷又有經濟能力的「人生勝利組」，在婚姻市場中會更有吸引
力。臺灣目前分學歷的粗結婚率與婚姻傾向，皆符合 Oppenheimer 的假說。
《自由時報》採訪婚姻業者則發現，在竹科舉辦相親活動時，往往都是男生問女方是
否介意與學歷低的人交往。婚戀市場的悄悄轉變，與本文發現的數據相符。
本文點出這個現象，並非要將不利婚姻市場歸因的論述風向，從「女性讀太多書」轉
向「男性讀太少書」。而是本文認為，有其他原因造成婚姻市場中「魯蛇」與「女
王」之分。

離婚背後的理由：高學歷女性縮短婚姻保鮮期？還是整體社會思維落後？
就近十年來對於離婚率上升，學者歸納出的其中一個原因，竟是女性高學歷帶來的經
濟獨立，致使離婚率偏高(Becker1981,Sander 1985)，影射女性的高學歷將間接提高
婚姻的不穩定性。
《東森新聞雲》也報導：「臺灣的高離婚率，凸顯大部分的婦女在經濟獨立的狀況
下，對自己的未來有更大的掌控權，不必迫於現實忍耐不幸福的婚姻。」在一場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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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致使婚姻破裂的原因只有女性意識的抬頭嗎？答案很顯然不是，離婚是雙方共
同製造的結果，一種關係的斷裂其中包含的原因肯定眾多。
在「晚婚」、「不婚」逐漸成為主流的情況下，從 2013 年看來離婚率只能說沒有繼續
上揚 的趨勢。《Yahoo 奇摩新聞》採訪內政部官員表示，雖然自由戀愛風氣盛行，女
權主義高漲，離婚率「猜想」應愈來愈高，但從近年流行「晚婚」來看，結婚是「高
門檻」的喜事，對象選擇必須審慎評估，的確是打破不少人對「離婚只會愈來愈多」
的刻板印象。
不過單觀臺灣的粗離婚率（圖二）變化，卻和前述學者的假說不符。從 2007 年至 2015
年的女性粗離婚率（圖五）來看，大學畢業的女性離婚率遠低於高中畢業的女性，一
直維持在 0.001 ‰的左右。但是高中以下學歷的女性的粗離婚率在 2008 至 2009 年這兩
年裡，突然快速攀升，達到了 0.0097 ‰，同時，高中的學歷女性也在 2008 至 2009 年
產生一個明顯的上升狀態，但是沒有高中以下學歷女性的明顯。
同樣的狀況也能從不同教育程度男性的粗離婚率上來觀察到。究竟是什麼因素影響了
離婚率的突然增加，下文將結合失業率來繼續探討。

系統編號：ML10305-0038；ML10305-0035；BA10508-0152；BA10508-0153；BA10508-0154；BA105080155；BA10508-0156；BA10508-0157；BA10508-0158；BA10508-0159

圖五、2007 至 2015 年 不同教育程度者的歷年失業率與粗離婚率
2007-2015年 男女之總體失業率、不同教育程度男女之失業率 資料來源：PRIDE資料庫
2007-2015年 不同教育程度男女之粗離婚率
計算公式：不同教育程度的男、女性離婚對數／不同教育程度的期中人口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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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男女失業率資料（圖五），可發現 2009 年失業率升高比率，高於其他年份。其中
男性較前（2008）年上升約 47.7%，女性較前年上升約 31.6%。對應粗結婚率（圖二）
資料，2009 年臺灣整體的粗結婚率也明顯下降，可以推論結婚狀況可能受失業的經濟
因子影響；觀察粗離婚率與失業率，則可發現近幾年來，唯有 2008、2009 年臺灣的粗
離婚率上升，其餘年皆下降。進一步檢視男女的結婚率與失業率關係，也可以觀察到
離婚率與失業率有類似趨勢，都在 2009 年升高。
大學畢業以上的男性或女性通常意味著畢業後有更穩定的經濟能力，而經濟上飽受壓
力是壓垮婚姻的主因之一，雙方財務上的穩定也相對能較少爭吵的機率。《蘋果日
報》在報導中也寫道：「現今男士，不但接受妻子學歷比自己高，賺得比自己多，而
女學歷高的夫婦，離婚率也較低。」高學歷女性的婚姻狀況正在隨之改變。傳統『男
高女低』的婚姻價值觀也在漸漸退出歷史舞台。
事實上，皮優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網站發現，受過大學教育的女性平均
有 78%的人在結婚二十年後沒有離婚，相比教育程度為高中或以下女性二十年後只有
40%未離婚者高出許多。
從《世界新聞》報導中指出，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亞裔女性相比其他族裔的婚姻是最長
久的，她們當中有近 70%的人可以等到二十年結婚周年紀念。本文中臺灣高學歷女性低
離婚率和高結婚傾向都能印證這個實驗結果。
隨著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現代社會就業機會增多，女性對自身價值的理解更加個
性化和多樣化。在當下的父權社會語境下，若台灣大多數男性仍期待女性在婚姻中，
扮演傳統婦女角色，或許將與高學歷女性對於結婚意向的結果不同。因此本研究建
議，政府應與時俱進，推動平等的性別價值觀。

婚姻的真正殺手——失業率
本文認為，女性學歷並非婚姻市場走向的有效指摽，失業率才是。觀察失業率與粗離
婚率（圖五）、粗結婚率（圖一）、或許造成臺灣人降低結婚意願、增加離婚意願的
主要原因，根本是「大環境不好」帶來的高失業率。
1996 年 Lester D.的研究已證實高失業率會造成低結婚率、低生育率與較高的離婚
率。從鄭雁馨的研究中，可以觀察到低學歷者似乎更負擔不起結婚這項「奢侈品」
(Cheng,2014)。
從世界各國粗結婚率的情況來看，臺灣在 2008 至 2009 年經濟危機的時候，有明顯下
降，且在這 10 個國家中，下降幅度最大最明顯，降至十年內的最低點（5.1‰，2009
年）。在 2009 至 2011 年這三年中，又快速上升攀升最高點（7.1‰，2011 年）。2011
年之後又呈現下降趨勢，但是幅度沒有 2008、2009 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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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在 2009 年失業率驟升後，低教育程度者的粗離婚率也顯著上升。符合陳妍蒨、劉
錦添、王齡懋（論文接受時間：2014,刊登時間：2017）等研究發現：「失業對離婚的
負面效果，在教育程度低的家庭愈為強烈。」
婚姻為憲法保障之基本人權，但藉由 PRIDE、內政部資料看來，現代臺灣社會中進入、
維繫婚姻卻顯得奢侈。本文建議臺灣政府應有整頓經濟環境、降低失業率等相關政
策，尤其須保障低學歷者之工作權、提供失業救濟措施，以降低失業率驟升對其產生
的衝擊。

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文使用資料主要來自於 PRIDE、內政部資料庫。故分析受限於政府資料開放程度，內
政部並未開放提供歷時性的分學歷歷時性結婚對數變化，故本文僅就 2015 一年的分學
歷粗結婚率探討，可能造成解釋上的偏誤，是本文的未竟之處。
本文建議內政部可提供更多公開資料，PRIDE 資料庫也可以整合臺灣政府單位的開放資
料，以利研究用途。
未來另外建議結合分析社會對於性別角色價值觀與婚姻的意向調查，以探究臺灣社會
兩性對性別角色認知是否有差異、不同教育程度者是否有差異，對男、女性晚婚或不
婚有無預測力，以支持或駁斥本文「社會價值觀致使晚婚現象」的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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