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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研究背景 

結婚、生育小孩是社會上很多人都會面對的人生階段，因此結婚和生育的價

值觀（以下簡稱婚育觀）十分影響社會文化的主流價值觀，婚育觀是人的價值

觀一個重要的構成部分，影響著每一對伴侶的結合，影響著每一個家庭的構成，

而社會正正是由無數家庭組成，因此婚育觀也影響著整個社會的趨勢和觀念。 

而青少年將來會是社會的棟樑，他們的價值觀將會是社會的價值觀，將會

帶領著社會的潮流，因此，他們的婚育觀念也有較強的代表性，有著引領社會

的作用。 

研究對象為本澳高中生和大專生。大專生大部分已經成年，受到的教育程

度較高，也是將步入社會的一群，所以對婚姻、生育的觀念更為熟悉；高中生

的階段亦開始逐步建立對婚姻及生育的認識，不會感到太陌生。因此，冀藉是

次對兩群體進行的研究，亦正正代表着現今澳門青少年對婚育觀的態度及憧憬。 

本澳青少年的婚育觀，不但對未來社會的觀念做成影響，甚至影響著未來

人口的質量，家庭的構成。透過深入了解高中生和大專生的婚育觀念，政府和

社會可未雨綢繆，作出預測，並採取相關聯的措施和政策調整。希望這份研究

報告可引起澳門社會對高中生和大專生婚育觀念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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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是次研究主要從性別，年齡層，家庭類型，經濟狀況，教育程度等分析高

中生和大專生的婚育觀（包括擇偶條件、生育意向、結婚意願、兩性觀念等），

由此探討 

 本澳高中生和大專生婚育觀的現況 

 比較不同背景的受訪者的差別 

 并依據研究報告提出建議 

三.文獻回顧 

婚姻的定義 

婚姻是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是一種經由社會認可的儀式已給予雙方的一

種誓約，使雙方以後能共同生活的社會規範（蔡文輝，1998）Schwartz and 

defrain(1983) 則認為婚姻中夫妻是社會的基本單位，是奠定生育的基石，也是

建立家庭的根源。在《社會學辭典》中，婚姻是成年男性和女性經過社會承認

或者是法律認可的結合（周業謙、周光淦，1999）Olson and DeFrain(2000)

則視婚姻為夫妻二人在情緒和法律上的許諾，能使他們可彼此分享情緒、身體

親密、經濟資源等。彭懷真認為婚姻指的是男女雙方在感情上及法律上的承諾，

使他們能分享情緒、身體親密、不同任務和經濟資源。而婚姻可以把男女雙方

結成一種相互關係并據以建立家庭（楊琪、陽琬譯，1995）。蔡文輝（2003）

論述，婚姻跟同居最大的不同是雖然同居也能給予伴侶心理上和性行為的情感

與親密，但婚姻所包含的責任與義務並不是同居生活所能比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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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上述學者的說法，婚姻是一種經由社會和法律認可，并帶有承諾的儀式，

婚姻包含的責任與義務，夫妻雙方可分享彼此的資源，也是建立家庭的根源。 

婚姻觀的定義 

 張春興（1989）論述婚姻觀，即代表人類對婚姻的意識、看法和態度。即每

個人對婚姻的意識、看法和態度都不同，且不同時期對婚姻的意識、看法和態

度也不同。而學者吳明燁、伊慶春（2003）認為，個人婚姻觀除了某程度受個

人的知覺影響外，往往也是一種對婚姻制度期望的投射，而期望的標準會具有

整體文化的普及性。也就是說，婚姻觀會對社會的整體文化造成影響，也可從

中看出整體文化的變化，以及人們對婚姻制度期望。 

生育的定義 

廣意：生育是指繁殖後代，女性懷孕在體內孕育後代並分娩。 

生育觀的定義 

生育觀念指的是人們在一定的經濟社會文化環境中形成的對生育現象的認

知，是關於生育的意願價值知識行為等觀點看法與認識的總和，內容包括生育

的需求、動機、意願和偏好，是構成生育文化的觀念層面。（周劍、吳晨，

2013） 

生育觀在社會心理學研究中，其含意有廣義和狹義之分。 前者泛指對生育

問題的各種思想、看法和一般認識。後者則是指生育主體在一定社會環境的作

用下自覺或自發形成的，內含着一定的生育認知和價值觀，滲透著一定生育需

求和情感的關於對某種生育方式的評價、構想和行為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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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觀是由特定的對象引起的，這些特定的對象都與一系列的生育問題有關。

一般來說，生育觀可分為四個方面：1.對生育目的和意義的看法，即「為什麼

要生」的問題，2.性格偏好，即希望生男還是生女，或是兒女雙全；3.理想子女

數，即對生育數量的期望，4.對子女質量的期望，即「成為什麼人」的問題。

這四個方面的因素中，第一個因素約制着後三個因素。（郭克敏、張義泉，

1996） 

總結上述學者的說法，生育觀是人們關於生育問題的根本看法和態度，是

生育的需求、動機、意願和偏好，來自人們對生活現象的認識和態度，并滲透

著某種生育方式的評價、構想和行為傾向。 

四.相關研究 

鼓勵青年婚育政策對鼓勵婚育的影響 

在既有政策方面，超過 80%的受訪者認為具有鼓勵青年婚育的項目，包括： 

新婚夫妻購屋優惠、職場工時合理化、工作場所提供托育（含托嬰）中心、落

實職場提供育嬰假、提供育嬰留職停薪津貼、托嬰、托兒、社區保母系統、提

供育 兒津貼。在創新政策方面，諸如減輕女性的母職壓力、男性負擔更多照顧

子女的 責任、多子女家庭卡、長輩幫忙帶小孩等項目，均獲得超過 8 成的受訪

者認同， 應可做為未來政策規劃方向的參考。至於多生育少納稅、高胎次補助

兩項則獲得 70%~80%的受訪者認同，同樣也具有政策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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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育觀對社會的重要性 

這些變化將帶來社會結構、家庭結構的沖擊和改變，本澳的生育政策、人口政

策、社會保障政策、居民住房政策、福利政策等等都可能受到影響。政府和社

會如何未雨綢繆，作出科學的預測，採取相應的對策和政策調整，值得重視。 

應該致力於對青少年在婚戀觀方面“尊重”、“責任”、“節制”等品格

的培養，使他們理解婚姻戀愛的社會責任和社會規範，樹立正確的婚戀價值觀、

道德觀，在婚戀觀的教育中應以品格塑造為重要目標，正確處理傳統與現代婚

戀觀的關係，引導青少年加強內在自我道德修養，使青少年的婚戀觀朝著正確

的方向發展，從而從他律走向自律，自覺地控制不正確的婚戀行為。 

對樹立正確婚育觀的建議 

學校、社團應開展豐富多彩的活動，引導青少年樹立正確的擇友觀，摒棄

腐朽的、功利的擇友意識，在集體活動中教育青少年互幫互助，團結友愛，促

使青少年增進純潔的友誼，提高明辨是非、社會交往的能力。 

高學歷青年的婚戀問題 

對高學歷青年的婚戀問題，特別是高學歷女青年的婚戀及生育問題，社會

都應當給予真誠的關懷和幫助。高學歷女青年在婚戀、生育、家庭等方面會面

臨比一般女性更多的困惑、更窄的選擇，本澳同齡青年群體中男多女少已成現

實，有同樣問題的香港女性“北嫁”現象，也會在澳門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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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方法 

研究設計 

用量化研究方式的問卷調查法，抽樣高中生和大專生作為樣本，探用橫剖

研究的方式，在一定的時段內對高中生和大專生婚育觀進行研究，透過統計學

的方法，以了解本澳的婚育觀念，研究以問卷調查的方式收集數據。 

研究架構 

 

 

 

 

 

 

婚育觀 

擇偶條件 

生育意向 

結婚意願 

婚姻看法 

兩性觀念 

鼓勵青年婚育的政策 

文化傳統的接受 

性別 

年齡層 

家庭類型 

經濟狀況 

教育程度 

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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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假設 

性別 

1. 男性和女性的擇偶條件的差別 

2. 男性的生育意向比女性高。 

家庭類型 

3.不同家庭類型背景的受訪者結婚意願不同。 

4.不同家庭類型背景的受訪者孩子生育意願不同。 

經濟狀況 

5.家庭經濟狀況差的受訪者，對「鼓勵青年婚育的政策」的認同程度越高。 

教育程度 

6.大專生比高中生對文化傳統的接受程度高。 

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為本澳高中生和大專生。 

抽樣方法 

用非概率抽樣的方式，其中的便利性抽樣去進行資料收集，包括街頭訪問

和網上問卷。 

街頭訪問：我們在高士德區進行資料收集。 

網上問卷：在微信社交平台上發放網上問卷。 

本次研究共收集問卷 285 份，共有 281 份有效問卷，有 4 份廢卷，回收率

為 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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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設計 

是次研究為量性研究，問卷文獻和研究架構設計出問卷的內容，而問卷內容主

題可分為兩部分。 

第一部分：個人資料，包括受訪者性別，年齡，目前和期望的學歷程度，宗教

信仰，感情狀況及對其評價，家庭結構，家庭經濟狀況。 

第二部分：婚姻和生育的價值觀，包括擇偶條件，生育意向，結婚意願，婚姻

看法，兩性觀念，鼓勵青年婚育的政策，文化傳統的接受，這部分採用五點量

表計分，其中分數越高代表越認同，分數越低代表越不認同。分別為非常不同

意分數是 1，不同意分數是 2，中立分數是 3，同意分數是 4，非常同意分數是

5。 

研究限制 

本次研究採用非概率抽樣，抽樣誤差無法以統計方式測度，因此作推論時要多

加注意。 

本次抽樣的樣本性別比例較不平均，女性的比例男性多。女性共有 186 人，男

性共有 95 人。其次，樣本多為雙親家庭，結構較為單一，雙親家庭為 229 人，

單親家庭為 37 人，隔代家庭為 6 人，重組家庭為 9 人。受訪者教育程度方面，

高中生為 216 人，大專生為 65 人，樣本多為高中生。因此，在推論此研究結

果至母群體時亦需多加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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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結果 

第一部份:個人資料 

(表 1)受訪者性別之次數分配表 

性別 個數 百分比 

男 95 33.8% 

女 186 66.2% 

總計 281 100.0% 

受訪者當中，男性受訪者佔 33.8%，女性受訪者佔 66.2%。（詳見表 1） 

(表 2)受訪者在讀年級之次數分配表 

年級 個數 百分比 

高中生 216 76.8% 

大專生 62 22.1% 

其他 3 1.1% 

而受訪者的教育程度方面，結果顯示受訪者主要集中在高中，佔 76.8%，其

中大專程度佔 22.1%，其他則佔 1.1%。（詳見表 2） 

(表 3)受訪者期望學歷程度之次數分配表 

期望的學歷程度 個數 百分比 

高中畢業 10 3.6% 

大學畢業 148 53.2% 

碩士 79 28.4% 

博士 36 12.9% 

其他 5 1.8% 

其中期望的學歷程度以期望大學畢業為最多，佔 53.2%，而高中畢業最少，

佔 3.6%，其他則佔 1.8%。反映澳門青少年期望較高的教育程度。（詳見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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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受訪者目前的感情狀況 

感情狀況 有伴侶 

23.5% 

 沒有伴侶 

76.5% 

同居      3.35% 從未拍拖 64.8% 

未同居 78.7% 曾經拍拖 34.7% 

已婚 8.2% 其他 0.5% 

其他 9.8%   

在感情狀況方面，受訪者正處於親密關係（有伴侶）的比例佔 23.5%，而

親密關係的狀態主要集中在「未同居」（78.7%），而沒有親密關係（沒有伴

侶）的比例佔 76.5%。而沒有親密關係的狀態主要集中在「從未拍拖」

（64.8%）。（詳見表 4） 

(表 5)受訪者對感情狀況的評價 

感情狀況 個數 百分比 

不適用 74 26.3% 

很差 5 1.8% 

差 16 5.7% 

一般 89 31.7% 

好 54 19.2% 

良好 43 15.3% 

在感情狀況的評價方面，大多受訪者選擇「一般」（31.7%）。最少人選

擇很差，佔 1.8%。（詳見表 5） 

 

(表 6)受訪者的家庭結構  

家庭結構 個數 百分比 

單親家庭 37 13.2% 

雙親家庭 229 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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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代家庭 6 2.1% 

重組家庭 8 2.8% 

其他 1 0.4% 

而在家庭結構方面，雙親家庭為最多，佔 81.5%，而非雙親家庭則佔 18.

１%，其他則佔 0.4%。（詳見表 6） 

(表 7)受訪者的家庭經濟狀況 

家庭經濟狀況 個數 百分比 

很差 2 0.7% 

差 14 5.0% 

一般 176 62.6% 

好 70 24.9% 

良好 19 6.8% 

在家庭經濟狀況方面，受訪者認為自己的家庭經濟狀況為「一般」的最多，

佔 62.6%，其次是「好」，佔 24.9%，最少是很差，佔 0.7%。（詳見表 7） 

第二部分:所有受訪者之婚育觀的現況 

(表 8)擇偶條件 

 人數 百分比 

外貌身形 139 49.6% 

家人接受 67 23.9% 

個人才能 76 27.1% 

個人收入 19 6.7% 

家庭背景 15 5.4% 

共同興趣話題 142 50.9% 

身體狀況 38 13.6% 

性格人品 85 30.4% 

學歷背景 25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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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 21 7.5% 

其他 2 0.8% 

通過參考其他文獻資料，我們在問卷中提出社會屬性標準和自然屬性標準

共 11 個選項。其中自然屬性標準為外貌身形，性格/人品，身體狀況三個選項，

而社會屬性標準為家人接受，個人才能，學歷背景，職業，個人收入，家庭背

景，共同興趣/話題七個選項，並添加其他一個選項。要求受訪者選出他們認為

最重要的三個選項。 

調查結果，超半數的受訪者認為［共同興趣話題］為其中一項重要元素，

佔 50.9%，其次為［外貌身形］（49.6%）和性格人品（30.4%）；而較小受

訪者選擇的元素是［家庭背景］，佔 5.7%，其他則佔 0.8%。（詳見表 8） 

(表 9)結婚意願 

 人數 百分比 

會結婚 256 92.1% 

不會結婚 22 7.9% 

結婚是人生大事，是一個重要的選擇。在表 9 可得知，超過九成的受訪者

選擇會結婚（92.1%）。而選擇不會結婚的受訪者較少，佔 7.9%。（詳見表 9） 

(表 10)期望會結婚的年齡 

 次數 有效的百分比 

18-25 47 19.3% 

26-30 170 69.7% 

31-35 26 10.7% 

40歲或以上 1 0.4% 

而最多受訪者覺得自己適合結婚的年齡 26-30 歲，佔 60.5%。而最少受訪

者選擇在 40 歲或以上結婚，佔 0.4%。這反映出在 25 歲以後結婚較為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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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 10 年前的大學生婚育觀調查中也發現相類似的答案，反映在 26-30 歲

結婚已經成為人們的一種婚姻觀念。（詳見表 10） 

(表 11)會選擇結婚的的原因 

 人數 百分比 

與伴侶感情成熟 181 64.4% 

家人的意願 41 14.6% 

傳宗接代 43 15.3% 

奉子成婚 3 1.1% 

想擁有自己的家庭 208 74.0% 

可有更好的經濟條件置業 38 13.5% 

需要伴侶協助 19 6.8% 

身邊朋友都結婚 7 2.5% 

其他 4 1.6% 

在受訪者所認為的結婚理由中，「想擁有自己的家庭」（74%）及「與伴

侶感情成熟」（64.4%）是受訪者選擇結婚的最大理由，而「奉子成婚」

（1.1%），則是最少人選擇的理由，其他則佔 1.6%。可見現時年青人較注重

和伴侶與家人建立關係，生育下一代並不是結婚的重要理由。（詳見表 11） 

(表 12)生育意向 

 次數 百分比 

想要孩子 215 76.8% 

不想要孩子 49 17.5% 

不知道 16 5.7% 

受訪者在是否想要小孩中，選擇生育的人數較多， 佔76.8%，而不生育的

人數則佔17.5%，而選擇不知道的受訪者佔5.7%。（詳見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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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生多少個小朋友 

 人數 百分比 

0 24 11.4% 

1 123 58.6% 

2 57 27.1% 

3 5 2.4% 

4 1 0.5% 

而在小孩的生育數量中，想只生一個小孩的受訪者最多，佔58.6%，而其

次為想生兩個小孩的受訪者，佔27.1%。（詳見表13） 

(表 14)理想家庭 

 人數 百分比 

夫妻二人家庭 46 16.4% 

夫妻與孩子的家庭 166 59.1% 

父或母與孩子的家庭 23 8.2% 

祖父母.夫妻與孩子組成的家庭 40 14.2% 

其他 6 2.1% 

在理想的家庭結構中，選擇夫妻和孩子的家庭最多，佔59.1%，其次為夫妻二

人家庭（16.4%）和祖父母、夫妻和孩子組成的家庭（14.2%），其他則佔

2.1%。（詳見表14） 

(表 15)婚姻看法 

 人數 平均數 

結婚是人生必做的事。 281 3.15 

不能跟經濟情況比自己差的人結婚。 281 2.46 

結婚是一生的承諾 281 4.28 

只要有信心就能克服婚姻生活的挑戰 281 3.59 

同居生活可以代替結婚 281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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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愛便能結婚 280 2.81 

結婚一定要有車有樓 280 2.50 

結婚是對男女雙方的法律保障 281 3.40 

在表 15 受訪者的婚姻看法，在 1 分為非常不同意，5 分為非常同意。受訪

者在「結婚是一生的承諾。」（4.28 分），「只要有信心就能克服婚姻生活的

挑戰。」（3.59 分），「結婚是對男女雙方的法律保障。」（3.40 分）上有較

高的認同，而「不能跟經濟情況比自己差的人結婚。」認同程度較低，只有

2.46 分。平均分大多在 2.5 分以上（除了「不能跟經濟情況比自己差的人結

婚。」(2.46 分)，「同居生活可以代替結婚。(2.48 分)」，表示整體受訪者皆

趨向接受以上行為。（詳見表 15） 

 

(表 16)女性的教育程度愈高，對婚姻的意慾愈低 

 人數 平均數 

女性的教育程度愈高，對婚姻的意慾愈低 281 2.89 

 

在表 16 顯示，在高中生和大專生的兩性觀念中，受訪者在「女性的教育

程度愈高，對婚姻的意慾愈低。」的平均分在 2.5 分以上，表示整體受訪者皆

趨向接受以上行為。（詳見表 16） 

(表 17)鼓勵青年婚育的政策 

 人數 平均數 

如政府增設新婚夫婦購房津貼，我會更願意結婚 281 3.40 

如女性產假天數增多，我會更願意生育 281 3.43 

如政府增設男士三至五日有薪侍產假，我會更願意生育 281 3.51 

如政府增加出生津貼，我會更願意生育。 281 3.47 

公司增加適合母乳餵哺的場所，我會更願意生育。 281 3.41 

如政府改善公共服務配套,我會更願意生育。 281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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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鼓勵青年婚育政策中，受訪者在「如政府改善公共服務配套,我會更願意

生育。」(3.6 分)，「如政府增設男士三至五日有薪侍產假，我會更願意生育」

(3.51 分)，「如政府增加出生津貼，我會更願意生育。」(3.47 分)的接受程度

最高，平均分全部在 3.4 分以上，證明本澳青少年皆認同青年婚育政策可鼓勵

婚育。（詳見表 17） 

(表 18)對文化傳統的接受 

 人數 平均數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符合您的婚姻觀念。 281 2.18 

『養子防老』符合您的生育觀念。 281 2.56 

在對文化傳統的接受中，「『養子防老』符合您的生育觀念。」(2.56 分)

被受訪者最為認同，其次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符合您的婚姻觀念。」

(2.18 分)。（詳見表 18） 

第三部分:高中生和大專生之婚育觀的現況 

(表 19)高中生及大專生的擇偶條件 

 高中生(百分比) 大專生(百分比) 

外貌身形 50.5% 48.4% 

家人接受 24.5% 22.6% 

個人才能 26.9% 29% 

個人收入 6% 9.7% 

家庭背景 4.6% 9.7% 

共同興趣話題 48.1% 61.3% 

身體狀況 15.8% 8.1% 

性格人品 34.8% 16.1% 

學歷背景 11.1% 1.6% 

職業 7.9%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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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 19 顯示，高中生的受訪者認為最重要的擇偶條件依次為「外貌身形」

(50.5%)，「共同興趣話題」(48.1%)，「性格人品」(34.8%)，而最少受訪者選

擇的元素為「家庭背景」(4.6%)，大專生的受訪者認為最重要的擇偶條件依次

為「共同興趣話題」(61.3%)，「外貌身形」(48.4%)，「個人才能」(29%)，

而最少受訪者選擇的元素為「學歷背景」(1.6%)，顯示高中生較注重外貌身形

的元素，而大專生較注重個人興趣話題的元素，而高中生和大專生都對個人背

景（家庭背景和學歷背景）較不注重。（詳見表 19） 

(表 20)高中生及大專生的生育意向 

 是否生小朋友(百分比) 

會生小朋友 不會想小朋友 不知道 

高中生 75.5% 17.6% 6.5% 

大專生 83.9% 17.7% 3.2% 

在表20顯示，高中生的受訪者選擇生育的人數最多，占75.5%，而不想生

小朋友的人數占17.6%。不知道自己是否要生育的高中生受訪者占6.5%。而大

專生的受訪者選擇生育的人數最多，占83.9%，而不想生小朋友的人數占

17.7%，而不知道自己是否要生育的大專生受訪者占3.2%。說明高中生和大專

生也較會選擇「會生小朋友」，大專生受訪者比高中生受訪者對生育這方面有

較多的思想。（詳見表20） 

(表 21)高中生及大專生的結婚意願 

 是否會結婚(百分比) 

會結婚 不會結婚 

高中生 91.7% 6.9% 

大專生 93.5%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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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21顯示，高中生受訪者選擇結婚的人數較多，占91.7%，選擇不結婚

的人數占6.9%。而大專生受訪者選擇結婚的人數占93.5%，選擇不結婚的人數

占11.3%。說明高中生和大專生的受訪者也較會選擇結婚。（詳見表21） 

(表 22)高中生及大專生對婚姻的看法 

 高中生 大專生 

人數 平均數 人數 平均數 

結婚是人生必做的事。 216 3.14 65 3.18 

不能跟經濟情況比自己差的人結婚。 216 2.49 65 2.35 

結婚是一生的承諾。 216 4.31 65 4.17 

只要有信心就能克服婚姻生活的挑

戰。 

216 3.57 65 3.65 

同居生活可以代替結婚。 216 2.46 65 2.55 

只要有愛便能結婚。 215 2.82 65 2.77 

結婚一定要有車有樓。 215 2.46 65 2.63 

結婚是對男女雙方的法律保障。 216 3.45 65 3.22 

在表22顯示，高中生和大專生對婚姻的看法大致相近，他們都認為「結婚

是一生的承諾」(高中生4.31分，大專生4.17分)，「只要有信心就能克服婚姻生

活的挑戰」(高中生3.57分，大專生3.65分)，「結婚是對男女雙方的法律保障」

(高中生3.45分，大專生3.22分)的看法，而高中生較不認同「同居生活可以代替

結婚」和「結婚一定要有車有樓」(兩者也是2.46分)的看法， 而大專生較不認

同「不能跟經濟情況比自己差的人結婚。(2.35分)。（詳見表22） 

(表 23)高中生及大專生的兩性觀念 

女性的教育程度愈高，對婚姻的意慾愈低 

 人數 平均數 

高中生 216 2.87 

大專生 65 2.97 

在表顯示，大專生（2.97 分）比高中生（2.87 分）更認同「女性的教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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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愈高，對婚姻的意慾愈低」。（詳見表 23） 

(表 24)高中生及大專生對鼓勵青年婚育的政策的看法 

 高中生 大專生 

人數 平均數 人數 平均數 

如政府增設新婚夫婦購房津貼，我會更願意結婚。 216 3.36 65 3.52 

如女性產假天數增多，我會更願意生育。 216 3.35 65 3.72 

政府增設男士有薪侍產假，我會更願意生育。 216 3.46 65 3.68 

如政府增加出生津貼，我會更願意生育。 216 3.42 65 3.63 

公司增加適合母乳餵哺的場所，我會更願意生育。 216 3.33 65 3.66 

如政府改善公共服務配套,我會更願意生育。 216 3.55 65 3.66 

在表 24 顯示，高中生的受訪者較為認同「如政府改善公共服務配套,我會更

願意生育。」(3.55 分)，「政府增設男士有薪侍產假，我會更願意生育」(3.46

分)，而較不認同「公司增加適合母乳餵哺的場所，我會更願意生育。」(3.33

分)，而大專生的受訪者較為認同「如女性產假天數增多，我會更願意生育」

(3.72 分)，「政府增設男士有薪侍產假，我會更願意生育」(3.68 分)。但平均分

皆在 3.3 分以上，表示整體受訪者較趨向接受以上行為，認為鼓勵青年婚育的

政策可以鼓勵婚育。（詳見表 24） 

第四部份:回應假設 

(1) 男性和女性的擇偶條件的差別 

 外貌身形  

總計 

Exact Sig. (2-

sided) 否 是 

男 35 60 95 .002 

女 106 79 185 

總計 141 139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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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部份使用卡方分析去進行不同性別對於擇偶條件的差別。結果顯示，不

同性別的受訪者在「外貌身形」這項擇偶條件上顯著（p<0.05)。男性更認同

「外貌身形」是擇偶的一項重要元素。假設成立。 

(2) 男性和女性會選擇生育的差異 

此部分使用卡方分析去進行不同性別對於生育意願的差別。結果顯示，男

女是否在「你會想生小孩嗎？」(p>0.05)上差異不顯著，表示男女並不是影響

生育意願的因素。我們認為是因為高中生和大專生現在尚未接觸社會，女性還

沒有機會在工作和生育中作出抉擇，所以會對生育較為憧憬，第二，在眾多受

訪者中，從未拍拖的人數佔 64.8%，說明受訪者對戀愛這方面認識較少，所以

不排除對生育有更大的憧憬。 

(3)不同家庭類型的孩子之結婚意願的差異 

此部分使用卡方測試去進行不同家庭結構的受訪者對於結婚意願的差異。

家庭類型是否在「您會選擇結婚嗎？」(p>0.05) 差異不顯著，表示家庭類型並

不影響結婚意願。由於本次抽樣的樣本家庭結構較為單一，雙親家庭為 229 人，

非雙親家庭只有 52 人，造成了抽樣誤差。 

(4)不同家庭類型的孩子之生育意願的差異 

此部分使用卡方測試去進行不同家庭結構的受訪者對於生育意願的差異。

結果顯示，家庭類型是否在「您會想生小孩嗎？」(p>0.05)差異不顯著，表示

家庭類型並不影響生育意願。我們認為是因為婚姻和生育有一定的相關性，上

述所提到的「不同家庭結構的受訪者對於結婚意願的差異」的誤差也有可能影

響到「不同家庭結構的受訪者對於生育意願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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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不同家庭經濟狀況的孩子對婚育政策的差異 

此部分使用皮爾森相關分析去進行不同家庭經濟狀況的受訪者對於婚育政

策的差異。結果顯示，家庭結構在「如女性產假天數增多，我會更願意生

育。」，「如政府增設男士三至五日有薪侍產假，我會更願意生育。」，「如

政府增加出生津貼，我會更願意生育。」「公司增加適合母乳餵哺的場所(如母

乳餵哺室)，我會更願意生育。」「如政府改善公共服務配套（如：免費托兒所、

政府保障房屋），我會更願意生育。」的差異不顯著(p>0.05)。我們認為是因

為我們提議的婚育政策大多是增加假期和配套去照顧小朋友， 不是提供實質的

經濟援助，因此，人們可能認為生育一個小朋友的成本太高，而政府又沒有提

出實質的經濟援助，因此肩負不起養育一個小朋友的經濟基礎。 

(6)(表 26)不同教育程度的受訪者對文化傳統接受程度之差異 

 人數 Ｔ P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符合您的婚姻觀念。 281 0.134 .047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符合您的婚姻觀念。 

 人數 平均數 P 值 

高中生 216 2.12  

0.047 大專生 65 2.38 

此部分使用 T-test 去進行不同教育程度的受訪者對於文化傳統價值觀的差異，

結果顯示，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符合您的婚姻觀念。」的相關分析上

顯著，(T=0.134，P=0.047)，高中生的平均數為 2.12，大專生的平均數為

2.38，假設成立，大專生比高中生對文化傳統的接受程度高。（詳見表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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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論 

擇偶條件趨向精神交流，注重性格人品和外貌身材，較不重視功利型經濟因素 

本澳青少年的擇偶要求比較趨向於精神交流方面，講求志同道合，有共同

話題興趣，可一起互相進步的伴侶，較注重性格人品，渴望精神上的交流。顯

示澳門青少年對未來戀愛和生活的期待頗高。 

澳門青少年對一些社會經濟標準要求較低，由一些以經濟因素為主的功利

型向情感型轉化，較不注重職業和個人收入，「嫁個有錢人」的心態漸漸看淡，

這也顯示出澳門青少年不會靠憑藉自己伴侶來提升自己的經濟水平，而是渴望

自己增值自己，對自己的生涯規劃和未來的經濟基礎有自信。明白伴侶不是為

了尋求「雪中送炭」的經濟資助，而是為了尋求「錦上添花」的精神相處。 

可是，在我們的假設中，看到不同性別的受訪者對於擇偶條件的差異，特

別的是，只有外貌身形這一個選項受到顯著的差異，男性的受訪者比女性的受

訪者更多選擇外貌身形作為擇偶的主要標準，說明男性「以貌取人」并不罕見。

雖然是這樣，但仍有過半數的受訪者認為共同興趣/話題是其中最重要的選項，

說明樣貌已漸漸減少它的影響力，人們趨向尋求一個精神交流的伴侶。 

認為婚姻是人生的重要階段，趨向有質量的婚姻生活并擁有正向的婚姻觀念，

而社會應對高學歷女性給予關懷和幫助 

結婚是很多人的人生大事，在婚姻意願方面，超過九成受訪者選擇會結婚。

而很多受訪者覺得自己適合的結婚年齡是 26 到 30 歲，我們在 10 年前的澳門

大學生婚育觀調查研究報告中也發現相類似的情況，說明 26 到 30 歲結婚已成

為人們的一種婚姻觀念。 

而本澳青少年選擇結婚的理由趨向有質量的婚姻家庭，重視和伴侶的感情

聯繫，而不是單單為了傳宗接代，青少年對「養兒防老」的接受程度較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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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現今年青人較注重和伴侶與家人建立關係，生育下一代並不是結婚的重要理

由，反而是愛情的產物和象徵。 

在這次調查發現，受訪者普遍同意「結婚是一生的承諾」，「只要有信心

就能克服婚姻生活的挑戰」，「結婚時對男女雙方的法律保障」，說明本澳青

少年婚姻的觀念方面較正向，受訪者認為婚姻是一個重要的承諾，說明受訪者

定義婚姻是一個需要肩負一生的承諾和責任，而也有自信去面對婚姻生活的挑

戰，有自信可維護和伴侶之間的關係，亦相信婚姻的可靠、真實和保障。 

由這次調查也可發現，社會偏向認為高學歷女性對婚姻的意欲較低，社會

應該給予高學歷女性關懷和幫助，而不是令婚育問題成為高學歷女性追求自我

價值的枷鎖，回報社會的障礙。的確，本澳高學歷女性會在婚姻、生育、家庭

面臨較多的障礙，選擇也更少，社會上也有不少惡意的聲音影響女性升學的選

擇，例如，「女博士邊有人敢娶？」，由此希望社會大眾給予高學歷女性關懷

和肯定，令他們更好地抉擇自己的人生路。 

只生育一兩個孩子成為普遍的生育觀念，加速本澳社會老齡化的速度，由此會

引發出遠期勞動力的緊缺問題。 

在生育意願方面，有過七成的人選擇生育，而最多本澳青少年認為理想的

家庭結構是夫妻和孩子組成的家庭，由此看出本澳青少年對生育和組織家庭的

觀念較正向，但是大多數的受訪者只選擇生育一兩個孩子，較低的出生率會加

速本澳社會老齡化的速度，根據統計暨普查局的資料，在二十五年後將加重至

由 3 名成年人撫養 1 名老年人。加重養老負擔。并引發出遠期勞動力的緊缺問

題，因而加劇外勞問題，加劇外勞和澳門本地雇員的矛盾。為了解決此問題，應

著手推行和加大鼓勵青年婚育的政策，本澳青少年皆認同鼓勵青年婚育政策可

以鼓勵婚育，因此政府和社會應對此多加考慮，由此推廣婚育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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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建議 

社會應多關注人口老齡化的問題 

隨着社會經濟發展，澳門青少年的婚育觀也起了變化，雖然現時本澳青少

年的基本觀念還是人人都要結婚，家家都要生小孩。但是大多數本澳青少年只

選擇生育一兩個小孩，較低的出生率會加速澳門老齡化的趨勢，由此更引伸出

和外勞的一些矛盾，為了澳門本地勞動資源的供應，政府可以考慮如何增加鼓

勵青年的婚育政策，特別是像一些歐美的地區，增加一些經濟的實質援助，可

有效鼓勵生育。 

可舉辦一些有益身心及傳遞正能量的活動，傳遞正確的婚育觀 

本澳青少年將來會是澳門的主人翁，會成為本澳社會未來的主流意識，會

對社會造成很大的影響力，因此， 如何就有助本澳發展的正面價值觀加強，減

少負面價值觀，政府、學校和社會各界應有一種共識，並給予教育和輔導。 

學校和社團也可舉辦一些活動，吸引青少年互相交流， 傳遞正確的價值觀，

摒棄一些功利的擇友條件，這些活動也可以傳遞青少年正能量，良好品格為主

題，並藉此提高青少年的社交能力。 

性教育對青少年來說也是了解婚姻、生育的重要一環，如何在此方面的推

廣樹立青少年良好的婚姻觀和生育觀，是值得政府和社會大眾探討的。 

社會應對高學歷的青年的婚戀給予關懷和幫助 

社會上亦應提倡關懷和幫助本澳高學歷青少年的婚戀問題，而不是冷嘲熱

諷和冷眼相待。高學歷青少年的後代通常可受到更優質的教育，從而成為本澳

不可或缺的人才，政府和學校可提供一些平台給高學歷的青少年互相交流，在

他們的婚戀問題上給予支持和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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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問卷 

本澳青少年婚育觀(婚姻和生育的價值觀)的調查 

您好， 

感謝您撥空填寫這一份問卷，本問卷目的是為了探討本澳青少年對婚姻和生育的

價值觀，問卷採匿名的方式，而且您在問卷中所提供的一切資料，僅作為學術研究之

用，絕對保密，敬請安心填寫。您的每一個回答都會影響我們的研究結果，衷心期盼

您依自己的實際感受填答。感謝您的參與和支持 !如有任何疑問，可向訪問員查詢或致

電 2855 6818，蕭小姐。 

一、 個人資料 

1) 您的性別是： 

□男 □女    

2) 您的年齡是：     (歲數) 

3) 請問您目前的在讀年級是： 

□高一 □高二 □高三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碩士生 □博士生 □其他，請註

明 

        

4) 您期望的學歷程度是： 

□高中畢業 □大學畢業 □碩士 □博士 □其他，請註

明 

        

5) 您的宗教信仰是： 

□沒有 □道教 □佛教 □天主教 □基督教 

□其他，請註明           

 

6) 您的感情狀況是： 

□有伴侶， □同居 □未同居   

 □已婚 □離婚   

 □其他，請註明        

 

  

□沒有伴侶， □從未拍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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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經拍拖    

 □其他，請註明          

 

7) 您對目前感情狀況的評價是：      

□不適用 □很差 □差 □一般 □良好 □很好 

8) 您的家庭結構是： 

 單親家庭（由父或母單獨挑起子女的養育和教養責任的家庭） 

 雙親家庭（原生家庭） 

 隔代家庭（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與孫子女同住，所組成的家庭） 

 重組家庭（是指父母雙方帶著前次婚姻的子女所組成的家庭） 

 其他，請註明        

 

9) 您的家庭經濟狀況是： 

□很差 □差 □一般 □良好 □很好 

 

二、 婚姻和生育的價值觀 

10) 您的擇偶條件是：（多選題，不多於 3 項） 

□外貌身型 □家人接受 □個人才能 □身體狀況 □性格／人品 

□學歷背景 □職業 □個人收入 □家庭背景 □共同興趣／話題 

□其他，請註明          

 

11) 您會選擇結婚嗎？（備註：如是已婚人士，可再重新選擇，你還會選擇結

婚嗎？） 

□會 11.1 您期望自己在甚麼年齡結婚？ 

□18-25 歲 □26-30 歲 □31-35 歲 □36-40 歲 □40 歲或以

上 

 

11.2 您選擇結婚的理由是：（多選題，不多於 3 項） 

□與伴侶感情成熟 □家人的意願 □傳宗接代 □奉子成婚 

□想擁有自己的家

庭 

□可有更好經

濟條件置業 

□需要伴侶協助(侍奉父母/照料家

庭) 

□身邊朋友都已結

婚 

□其他，請註明        

 

□不 11.3 如果您選擇不結婚，主要原因是：（多選題，不多於 3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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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嚮往單身自由 □沒有合適的對象 □經濟或住房原因  

□家庭壓力(如:婆媳關係) □其他，請註明        

11.4 不想結婚，會否想要孩子？是否考慮領養或代孕？ 

□不想要孩

子， 

(請跳至 12.2 題)  

□想要孩子， □想要領

養 

□想要人工代

孕 

□其他，請註明        

 

 

12) 您會想生小孩嗎？ 

□會，生_____個小

孩 

12.1 您想生育的原因: (多選題，不多於 3 項) 

□喜歡孩子 □傳宗接代 □養子防老 

□想成為一個媽媽 □其他，請註明        
 

□不會 12.2 您不想生小孩的原因:(多選題，不多於 3 項) 

□覺得孩子是個負擔 □不喜歡小孩 □阻礙未來發展 

□教養小孩的責任重

大 

□影響二人世

界 

□生小孩很痛苦 

□不想承受生育對身體所帶來的傷害 

□身體狀況暫時不允許 

□其他，請註明        
 

□不知道 

 

13) 您認為理想的家庭結構應該是： 

□夫妻二人家庭 □夫妻與孩子的家庭 □祖父母﹑夫妻與孩子組成的家庭 

□父或母與孩子的家庭   □其他，請註明：         

 

 

 

 

 

14) 以下是關於婚姻和生育的說法，你同意以下說法嗎？在同意的地方打”” 

 非

常 

不

同

中

立 

同

意 

非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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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同

意 

意 同

意 

14.1 結婚是人生必做的事。      

14.2 不能跟經濟情況比自己差的人結婚。      

14.3 結婚是一生的承諾。      

14.4 只要有信心就能克服婚姻生活的挑戰。      

14.5 同居生活可以代替結婚。      

14.6 只要有愛便能結婚。      

14.7 結婚一定要有車有樓。      

14.8 如政府增設新婚夫婦購房津貼，我會更願意結

婚。 

     

14.9 如女性產假天數增多，我會更願意生育。 

*根據《勞動關係法》，女性僱員有權因分娩而享受

56 日有薪產假。 

     

14.10 如政府增設男士三至五日有薪侍產假，我會更

願意生育。 

*根據《勞動關係法》，男性有 2 天無薪侍產假，公

務員有 5 天有薪侍產假。 

     

14.11 如政府增加出生津貼，我會更願意生育。      

14.12 公司增加適合母乳餵哺的場所(如母乳餵哺室)，

我會更願意生育。 

     

14.13 如政府改善公共服務配套（如：免費托兒所、

政府保障房屋），我會更願意生育。 

     

14.14 女性的教育程度愈高，對婚姻的意慾愈低。      

14.15『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符合您的婚姻觀念。      

14.16『養子防老』符合您的生育觀念。      

14.17 結婚是對男女雙方的法律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