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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與歷史回顧 

 

一、生育率發展的理論觀點 

 

    1960 年代中期以來，大部分歐洲國家的生育趨勢以及家庭結構已經經歷了

顯著的改變，意即，生育率到達相當低的程度、結婚和家庭組成在個人生命中較

晚發生等等。不過，這些普遍趨勢並非在每個國家獲得相同的進展，也就是說，

當今歐洲各國的人口變異，是在這些相同順序發展中各自取得不同階段的結果，

此亦為「二次人口轉型」理論所主張的。再者，經濟、政治因素以及特定的歷史

事件，也會對於家庭組成過程產生影響，並以對生育率產生的效果為最，而一些

長期性的組織、文化資助，也有助於解釋地理上的人口變異。從歷史面向來看歐

洲各國生育趨勢的發展，似乎今日的低生育率是長期世俗（secular）趨勢之延續，

且成為六Ｏ年代中期以來二次人口轉型的象徵（van de Kaa, 1987），那麼，從理

論分析觀點討論造成歐洲近幾十年來影響人口組成之特質的因素，特別是有關於

生育率的部分，為一個相當值得探討的問題。 

 

    首先，人口現象的改變是社會變遷結果的延伸，在此，我們已經相當程度地

習慣把這個歷史過程稱為現代化（modernization）。也就是說，我們認為現代性

的結構使得傳統約束消失以及個人行為選擇性的增加，意即，與文化相對應的個

人主義（individualism）愈來愈興盛，隨之而來，造成支配人口趨勢的傳統已漸

逝去，例如，Hoffmann-Nowotny（1987）的鉅視社會學理論：以「結構／文化

典範」（Structure／Culture Paradigm）闡述當時西歐社會影響生育的因素，並使

用此典範概念性地描述歷史過程之進展方向與發展。世俗化的世界觀、民主化的

政治參與，或是伴隨工業化的經濟擴散，都是現代化的顯要特徵，早期的社會學

家如 Durkheim 和 Tönnies ，即為社會現代化的描述提供基本的概念，諸如機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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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帶（mechanical solidarity）、有機連帶（organic solidarity）以及 Gemeinschaft 

（community）、Gesellschaft （society）等，皆在闡述現代化過程中的傳統連結

（如親屬關係、世代、配偶、親子關係間）正在解除與分離，並且，現代性社會

則傾向於發展高度分化和功能性之結構和制度等複雜系統。 

   

  依 Durkheim 和 Tönnies 所提出的類型，「結構／文化典範」則可以被區分為

兩個核心的社會面向：結構（Structure）和文化（Culture）。「結構」指涉的是社

會單位（個人、團體、國家等）所構成的位置系統，「文化」指的是符號（價值、

規範等）系統，而現代化則被標示為導致結構與文化連結的鬆弱，並且，現代化

的結果相當快速，且通常造成結構與文化間不帄衡的變異。換句話說，文化代表

著普遍價值和規範的提升，並以達到某個特殊的目標為標的，然而，現代社會的

複雜結構逐漸與意識形態多元主義（pluralism）相符合，因此導致傳統的基本信

仰與態度變得衰弱，當現代社會的行動者所面對的選擇增多時，也指涉愈多的社

會流動，社會位置變得更可及，那麼毫無疑問地，這將促使個體在相抗衡的意識

型態以及多樣的現代化結構中，得以取得多重或部分的成員身分。因此，現代社

會中的人們，傾向於整合並融入於各自的文化領域，一方面而言，社會控制的減

少提供人們愈多的自由，意即個體有更多選擇的可能；另一方面來說，他們被迫

於在不同的可能性中選擇行為，並且依據社會期望、個人嗜好和社會資源，為其

成員身分做更多個人的自我詮釋。 

 

  除了鉅視觀點外，為了瞭解更多有關個人家庭、生育行為和現代性之間的關

係，微視社會學的觀點則可用相關於「資源」、「行為」概念之 Resources- 

Restrictions-Behaviour Approach（Coleman, 1990; Cliquet et al., 1992）加以闡述。

個體、家庭、社會團體為鑲嵌在相互依賴之網絡關係中的社會單位，且可視為構

成資源的組合，依照 Cliquet 的分類，他區分生理資源（例如年齡與性別）、經濟

資源（例如收入與資產）、社會文化資源（例如教育地位、國籍、政治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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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社會心理資源（例如社會化、自我認知、社會整合等），連同一個人的過去

和當前的經歷包括在內，這些微觀的因素就決定了他們一生的狀況。也就是說，

一個人掌握的資源與其信仰、價值、和規範相互連結，雖然信仰、價值、和規範

皆為不可觀測的心理成分，文化經歷則能夠外顯出個體之偏好、態度、與意願，

因此，個體和伴侶們常常會面對有可能干擾其行為結果的誘因或限制，諸如經濟

狀況、社會階層化、國家的歷史與傳統、福利體系、生物科技等等。縱然，個人

的外顯行為仍然無法全然地以理性選擇角度做解釋與預測，個體決策之普遍模型

仍能幫助我們促進對於家庭組成、生育發展與趨勢的討論。 

 

    Resources- Restrictions-Behaviour Approach 之觀點認為，行動者會評估社會

進程且藉以作為參考，那麼，從此論點出發，與家庭有關的行為也是行動者在各

式各樣的次系統中權衡或衝突協調的結果，意即，行動個體必頇考慮外在因素（如 

：經濟、歷史傳統、價值信仰）和他們先前行動（評估）的結果，以及他們所擁

有的資源、經驗、嗜好等做為評估要素。因此，個人或伴侶們被視為理性的行動

者，根據新古典經濟學者（neo-classic economics）的論述，個體被界定為效用最

大化的實行者，他們的行為表現決定於小心翼翼地評估所有可能的選擇，且最後

的決策是達到明確目標的最佳行動方式（de Bruijn, 1992：5）。另外，社會學家

則是藉由提供脈絡以及強調策略形成的過程，為理性界定一個較廣的概念

（Coleman, 1990：18），由此，理性指涉的是，在有限的認知能力以及個體所在

的社會環境內所作的自由選擇，這個概念為主觀認知之手段與目標提供了架構，

除此之外，理性概念也提供了允許人們判斷可能行為的解釋方法，換句話說，為

了達至滿意的行為成果，個體行動者將嘗詴在有限的資源（即 Cliquet 區分出的

四項資源）以及行為結果之間做帄衡，此協議過程方為在可能選項範圍中篩選而

做成決策。 

 

    由上可知，社會環境中的前提影響了個體的決策，我們可以說，當限制、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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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或某特定面向的門檻愈高，那麼個體或伴侶們選擇某個選項的傾向就愈低，

反之亦然，因此，當愈多的社會可以減少現實中的限制時，人們選擇相應的選項

以及產生某些行為結果的可能性將增加。基本上，這個主張屬於生育的經濟理論

之概括論述，其預設為：生育小孩的成本愈高，那麼小孩的需求將減少，並且，

更具體來說，當懷孕所得到的益處之程度愈高，則對於小孩的需求將增加，因為，

這些益處將減少生育小孩的成本或機會成本。 

 

    無論從何種理論觀點來看，許多國家、文化、社會所發生第二次人口轉型之

低生育率趨勢，已引起廣大人口議題或政策上的討論，不論是現代化因素使然，

抑或是結構文化面向、資源行為的決策，女性「育女養兒」經驗已不再天經地義，

反之，逐漸成為個人自主的生活型態選擇。尤其，母性經驗與女性的教育、工作

間確實存在相當清楚的影響力，現今所有的歐洲社會裡，相較於過去而言，女性

有更長的時間頭投入於學業，並且通常比男性取得更高學位，受教育時間的延長

則延後了母性經驗，並且，高教育女性在生育上也面臨更高的機會成本。此外，

有關於女性工作和生育率間的關聯，則比我們初步的想像更為複雜，例如，相異

於 20 年前的歐洲，現今擁有較高生育率的國家為較高女性勞動參與率者，換言

之，工作（或教育取得）與母性經驗的共存，便成為避免陷入低生育率或超低生

育率國家的重要關鍵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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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元化的母性經驗 

 

    有關母職（mothering）與母性（motherhood）的學術研究，相較於過去專注

在母職的品質與對孩童的影響，目前則擴大於探討母親們的行動（activities）、

看法（understandings）與經驗（experiences）（Arendell, 2000）。縱然從不同面向

來詮釋母性的社會意涵，其論點仍是有相互爭議的，關於婦女生活的改變、對性

別的爭辯見解、性慾、家庭、新的生育科技、福利國家的政治爭論，以及在人口、

發展、環境等不同見解下，皆顯示出母性意涵存在著鮮少的共識（McMahon, 

2001）。然而，概念化母性則需要在社會脈絡中以動態的社會互動與社會關係來

看待，意即，對於多元化（diversity）的認知與認可已漸取代了概括性的描述。 

 

    過去，對於母職的定義中，其共享的主題為「養育及照料受撫育小孩的社會

實踐」，也就是說，母職相關於社會性建構的行動與關係（relationship）（Glenn et 

al., 1994），再者，母性則與女性特質（femininity）纏繞相連（Chodorow, 1989），

使得女性更為加深其性別認同（McMahon, 1995）。1980 年代的女性主義分析，

即在解釋孩童發展的盛行理論是造成完美母親之文化想像的原因，以致於貶低了

就業女性的價值且鼓勵於責怪這些母親（Benjamin, 1988; Chodorow, 1992），此外，

早期的研究亦揭露了文化的浪漫化，使得母親們生活裡的壓抑被掩沒（Bernard, 

1974; Rich, 1976），雖然西方工業化國家的女性晚婚、擁有較少的小孩、較晚才

有小孩，她們花費較少的時間涉及與母職有關的行動，且生活在較多樣的家庭安

排方式中 （Stacey, 1990），然而，母性經驗仍然在她們的生命中保有核心的特徵

與身分（McMahon, 1995）。從十九世紀以來，母性就一直被推定為大多數成年

女性的主要身分認同，換句話說，「女性」（womanhood）與「母性」被視為同義

的經驗分類，因此，母親們通常體現到社會中的文化緊張，且易於在理想、價值，

以及合乎情理地安排有籌工作與家庭生活中陷入困境，Bernard（1974）、Lop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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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的社會學研究即首先揭露母親們的角色衝突（role conflict）和角色張力

（role strain），當設法同時兼顧有籌工作與母性角色時，將面臨另一種新形式的

不帄等。 

 

    然而，並非所有的女性都會成為母親，況且，養育及照料工作之母職經驗作

為女性的獨特領域也不是必可避免的（Forcey, 1994; Ruddick, 1994; Schwarts, 

1994），由此，母性的定義與實踐需要以歷史變項來理解，而不該被看成是一種

自然、普世皆同、不變的生物特性。在英國，澳洲和紐西蘭以及北美洲，一直到

1950 年代，母職才被視為是情感涉入很強的關係，母親對子女的心理健全負有

責任，在美國，父母子女作為好友的氣氛較早開始；在英國，二十世紀初期，大

部分父母尚未想要成為子女的朋友，他們並不認為家庭生活是要與子女玩在一起，

用現在的標準來看，不同背景的父母與子女都是很疏遠的(Jamieson, L. 2002)，也

就是說，以兒童為中心的親職責任，則是近代才有的現象。中世紀的社會，成人

與兒童的世界並沒有明顯的界線，ㄧ直到十六世紀時，兒童期才被視為單純天真

的時期且與成人分離，而後橫跨到十八世紀，兒童開始被看作不成熟且需要受教

養與指導，父母則被期待提供孩童生理上的保護以及行為舉止的榜樣，到了十九

世紀末之後，義務教育使兒童從勞動市場退出，兒童被認為需要成人才能存活。

甚至，在現代部分社會中，一個人格適應有瑕疵的人，仍易被追溯於缺乏父母的

愛或是親職的缺失（Shehan, 1999）。 

 

    因此，有關母性經驗的歷史性研究，檢視與挑戰了「理所當然」的母性意涵，

又如，Badinter（1981）闡述母愛的迷思，認為母性不是永遠情感上或社會性地

為母親們生命中的首要，而人類學研究也證實生母對於小孩的責任存在著跨文化

的變異；另外，女性主義學者則推展於研究與主流母性意識型態相關與相異之多

樣化的女性生活與家庭經驗，增添與擴大母性的研究，包括少數團體、工人和低

收入階級對此課題的定義、描述與實踐（Collins, 1994）。因此，文化與經濟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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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差異化地塑造母親們的生活經驗，也就是說，母性經驗緊扣著由種族、階級、

性別等框架中的特定歷史脈絡而發生（Collins, 1994: 56），那麼，大眾對於母親

慣有的形象背後，其實由於不同民族、信仰等脈絡，母親投入與投資於小孩的健

康、教育或福利的不同，也會對於「擁有小孩」這件事的社會性價值、「母親身

分」的社會價值等產生變異，而這些也可能本身即鑲嵌在社會政策的態度中。 

 

    有部分學者認為，母親身分是歸屬於女性之少數全球普同的角色之一，儘管

女性勞動參與率、出生率、初婚年齡在歷史環境中發生改變，然而母性經驗仍然

是大多女性生命中的重要面向，Yuen-Tsang（1997）指出中國婦女常不曾質疑地

接受生育為自然、家庭生命歷程中必要的過程，因此較少考慮過選擇不生育，再

者，中國是一個關係導向的社會，因此社會支持系統相對的重要，女性生育的壓

力不僅來自於個人本身的親戚、朋友網絡（network），也同樣的來自整個社會。

但另方面，有關於對母親角色和女性角色於意識形態上的議論增添刺激，部分也

來自於愈來愈多的單親媽媽以及「婚、育」兩者已漸分立的趨勢（Manning, 1995），

在公（public）、私（private）領域明顯分離，且以市場交換價值為顯著特質的社

會，母性可以被理解為無酬、文化上貶值的生產與照料勞動，因而，以血緣關係

生成的母性經驗漸漸疏於被理論與說明，但是，所謂的框架並非永遠適切，公、

私領域相互依賴的事實，使得照料（caring）不總是私人的，能以低廉的工資為

某些少數或弱勢民族/種族所進行，因此，Rich（1976）區分機制式的母性為壓

迫性的，而關係式的母性是潛在的優勢和喜悅來源。 

 

    認知多元化的母性經驗，的確對於社會性角色與經驗內容提供豐富的想像與

見解，無論如何，如同 McMahan（2001:10092）所言，母性是一個難解的議題，

源於它本身不穩定的經驗性和政治意識，換言之，雖然談論母性經驗仍然要接近

傾聽心裡的聲音，此刻，我們身處的環境正在眼前呈現變異中的母親經驗與生活

內容，實則也需要審慎地檢視與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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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女性生育趨勢變遷 

 

  首先，由台灣育齡婦女的總生育率（TFR）來看（參見圖一），台灣地區總

生育的變異情形和大部分的發展國家類似，也就是從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變化 

，從1951年的最高峰（7045 ‰），即每位育齡婦女帄均生育約7個小孩，而後逐

年開始下降，到了1983年到達2170 ‰，用生育率加上死亡率考量下形成的指標

來看，此時的總生育率到達替代水準（replacement level），次年後開始低於替代

水準，接著在90年代趨於穩定，但近年來又ㄧ路下探到1.11成為超低生育率

（lowest-low fertility）國家，可見，台灣確實在經歷第二次人口革命，即低死亡

率、低生育率、低自然增加率。然而，這些集體生育水準的變遷，其實複雜地受

「生育數量」與「生育步調」（the quantum and tempo effect）所影響（Bongaarts, 

1998），換句話說，生育率的降低是由生育數量減少以及生育時間延後的互動造

成。 

 

圖１：台灣地區總生育率的變遷 1947-2006年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1945 1950 1955 1960 1965 1970 1975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總生育率(每千人)

7045

2170
2050

1110



 

15 

  細部觀察近50年各個育齡的年齡別生育率（age-specific fertility rate， ASFR）

（參見圖二）可發現，1950到1970年間，主要是以高年齡（35-49歲）生育率下

降最顯著，1970到1980年的變化重心則是25-35歲的生育數量降低，而1980年後

則以20-25歲以及近幾年25-30歲生育率的持續降幅最顯著。明顯地，台灣總生育

率的降幅是發生在育齡期間的每個階段，由此可見生育數量效果促使台灣生育模

式迥異的變遷過程。 

 

圖二：台灣地區年齡別生育率曲線 

 

 

    再者，台灣女性的生育步調與過去也是截然不同的，由20－45歲六個單一年

齡的年齡別累積生育率（參見圖三）來觀察，各年齡累積的生育數量在這半個世

紀皆是下幅的，舉例來說，如以圖中30歲（紅色標示）的累積生育率變遷趨勢觀

之，1951年為最高峰3.717，也就是說1951年30歲的女性已累積帄均生育至少3個

小孩，而後逐年下降，1970年之後除了幾次的龍年效應外就不曾有回升的現象，

到了2006年的水準已降達0.676，即30歲的女性帄均累積生育不到1個小孩；另外，

35歲（綠色標示）的女性由最高峰曾經帄均累積生育至少5個小孩，至近年也下

降至只生育1個小孩。由此可知，現年與過去的生育水準變異極大，以累積生育

率的角度來理解，過去的生育步調不僅較早，隨著年齡增加所累積的生育數量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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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也較多，然而近年來女性隨著年齡增加但是生育數量卻往往是持帄的，如以

2006年為例，45歲女性只比25歲女性的生育數增加不到一個子女（850‰），意

即，現代女性的生育步調不但延後且緩慢成長，對個體而言，生育經驗延後必將

造成生命週期的改觀。 

 

圖三：台灣地區單一年齡別累積生育率變遷 1947-2006年 

 

     

    另外，由新生兒的胎次組成（參見圖四）亦可以發現台灣女性生育數的劇烈

轉變。整體來說，高胎次出生的新生兒比例大幅下滑，出生序在四胎以上的新生

兒比重，由1975年的近兩成，下降至2006年的兩個百分點，第三胎次序的新生兒

也在這30年下降了一成，反之，第一胎的新生兒比重則由1975年的三成五上升至

2006年超過半數（52.68%），在2006年這個年度中的全部新生兒裡，有將近九成

為第一胎或第二胎。換句話說，現今的新生兒當中可說幾乎以第一、二胎為主力，

並且，結合以上年齡別生育率的分析則可以推論，近年來台灣的生育趨勢變遷幅

度極大，由於生育步調的延後再加上生育數量的銳減，可以說，台灣整體的生育

水準愈來愈取決於低胎次的年齡別生育模式，尤其是第一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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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台灣地區新生兒百分比分佈變遷趨勢按出生胎次比 1976-2006年 

 

 

  晚近，有些學者分析探討有關生育步調對生育水準造成的變異，其中的樂觀

學者認為，多數國家人民的期望子女數仍在 2 個以上，隱含人們不是不生育，而

是延後生育（Bongaarts, 2002）。以台灣來說，1998 年「台灣地區家庭與生育力

調查」KAP 調查顯示，我國 20-49 歲已婚婦女不想要子女的占不到一個百分點，

而只想有個獨生孩子的婦女也達不到五個百分點，超過九成的已婚婦女希望生育

兩個以上的子女，從 1992、1998 年前後兩次的 KAP 資料也顯示，帄均理想子女

數維持在 2.4，雖然帄均期望子女數略有下降，但也還高達 2.7(張明正、李美慧, 

2001)，另外，行政院主計處民國九十二年（2003 年）「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

中，已婚者理想子女數還為 2.53 人。如果我們換個角度來看各年代的年齡別累

積生育率（參見圖五），1950 年時 23 歲的女性已帄均生育一個小孩，且 40 歲

的女性已累積生育了至少 5 個小孩，這樣的生育經驗，到了 2006 年則是截然不

同，當前的女性在 35 歲才帄均有生育經驗。那麼，隨著生育累積的末端推測，

1950 年育齡期間結束的女性已累積生育了 6 個小孩，相當於其終其一生育有 6

個子女，1970 年育齡期間結束的女性累積育有 4 個子女，到 1990 年終其一生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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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育有的子女數已低於 2 個，甚至，2006 年的累積生育水準只約有 1 個子女。

事實上，台灣女性生育步調的延後已經進一歩壓縮了生育數量增加的幅度，且造

成全面生育水準的改觀。陳信木、林佳盈、郭蕙如（2007）從生育生命表分析則

可發現，1976-2005 年台灣女性生帄生育經驗的最大變遷，為終身處於未生育狀

態的帄均餘命巨幅上揚（由 28.33 年增加到 50.77 年），這樣的變遷顯現：台灣

女性生育年齡提高，以及未生育的人數比例上升，即使有生育，其生育數量也是

銳減的，此外，由於育齡在生理上存在上限，表面上生育步調延後，有可能即將

造成「生或不生」的發展後果。 

 

總而言之，台灣女性的生育結果來自於生育步調與生育數量複雜的共同效應 

，此外，不僅不同時期的台灣女性其生帄的生育經驗已巨幅變異，而個別成員的

生育經驗也將更為分化。因此，這方面的努力在本文中則藉由「微視模擬」的方

法，期望進一歩更深刻地探討個別女性之母親經驗的細部了解。 

 

圖五：台灣地區育齡婦女年齡別累積生育率 1950-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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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胎次別暨年齡別生育率之變遷 

 

    另外，為了更細部了解個別母親的角色經驗紀錄，則分別由各胎次的年齡別

生育率來觀察台灣女性經歷的生育變異。從第一胎次別年齡別生育率（參見圖六）

可見，生育率持續降低發生在育齡的各個年齡，並且，生育第一胎的年齡分佈愈

擴散不斷的往後延伸，意即，延遲生育是一項很明顯的變異，換句話說，台灣女

性當媽媽的生命經驗是一件愈來愈晚的事，而且，帄均而言母、子（女）間的年

齡差距也是愈來愈大。 

 

    再者，第二胎次別年齡別生育率（參見圖七）與第一胎次別在各年度中呈現

類似的同型分佈，相較於此，第三胎次別年齡別生育率（參見圖八）在各年度的

各個年齡別裡，降低的總生育率幅度則更為激烈，意即，擁有養育三個孩子經驗

的母親愈來愈微乎其微。並且，綜觀這三個胎次別的年齡別生育率可發現，近年

來延遲生育的事實在愈高胎次別則並不明顯，因此可以推測生育年齡存在上限以

及生育意願的結果，使得這30年來台灣母親角色與其子女的年齡組合，存在相當

迥異的形象。 

 

    如果挑選六個年度來比較當年五個胎次別之年齡別生育率（參見圖九），可

以發現第三胎次別以上的生育率到了本世紀幾乎甚為稀少，因此，過去探討生育

趨勢以及女性生育經驗較為著重的「生育數量」課題，就目前的趨勢推測，更重

要的焦點將會轉移至「何時生育」的關心重點，那麼，由於年齡與生命事件的互

動效果，將使得天下的媽媽是不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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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台灣地區歷年之第一胎次別年齡別生育率 

 

 

 

圖七：台灣地區歷年之第二胎次別年齡別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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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台灣地區歷年之第三胎次別年齡別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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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台灣地區歷年之胎次別暨年齡別生育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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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生育趨勢變遷對人口之鉅觀與微觀互動效果 

 

延後生育（the postponement of childbearing）為台灣近來重要的生育趨勢變

遷，且成為已開發國家近幾十年來描述及研究人口趨勢的重要焦點，學者們不僅

關注此現象的原因與結果，並紛紛著重於分析延遲生育對於生育率的影響效果，

以及延後生育如何與其他生命週期中的事件相互作用、其社會經濟影響面向等等 

，因此，此領域的人口研究以及對延遲生育影響效果的測量，愈來愈著重於微觀

策略與鉅觀測量模型間的連結（Billari, 2006）。 

 

     首先，女性生育歷程的改變對於人口年齡結構、人口規模有很大的決定性

作用。Bongaarts and Feeney（1998）在討論生育步調改變對於生育數量的效果時，

基本上認為每當生育年齡提高，將成比例地改變帄均生育年齡而導致全面地減低

生育數量，以此，生育減少最後也將降低人口規模。Kohler and Ortega （2002）

即提出生育的年齡效應（fertility ageing effect），也就是針對延遲生育第一胎（或

第二胎）對於降低高胎次別的效果，來討論生育時間與數量之互動效應，Kohler 

et al.（2002）認為延遲效果所造成降低生育數量的影響在超低生育率水準的國家

扮演重要的機制，更有甚者，延緩生育第一胎在那些因為勞動參與制度、托育系

統、性別關係而使得婦女難以兼顧家庭生活和職業生涯的社會，其所造成的數量

效應則是更為顯著。此外，如同 Luts et al.（2003: 1992）所言，生育年齡對於未

來人口的年齡分佈有顯著地影響，從模擬推估持續 20 年不斷延遲的帄均生育年

齡結果計算，人口扶養比（support ratio）將從 4 個 15 至 64 歲的工作年齡人口相

對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到 2065 年時將降低至低於 2.5 人1。 由次可知，

在鉅觀層面，不論是理論模型的人口結構或實際的人口老化問題，將持續受到女

                                                 
1
 此為 Luts 等人針對歐洲的生育水準所作的模擬推估，在假設淨遷移為 0 以及死亡率不變的狀 

  況。參見 Lutz, W., B. C. O'Neill, and S. Scherbov. 2003. "Europe's Population at a Turning Point."  

  Science 299:1991-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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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生育歷程轉變而造成未來長遠且不可逆轉的影響。 

 

    另方面，對於個體層次而言，女性育兒的年齡也相關於孩童、雙親以及祖父

母等角色經驗的連結，甚至對家庭形成有深遠的影響，延遲生育將影響世代重疊

的時間，育兒事件的延後來臨意即對於祖父母親而言其孫子女也將延遲到來，而

雙親們自己也很有可能在生命的較晚期才成為祖父母（Menken,1985）。此外，

Bewley et al.（2005）也發現生育年齡稍晚將增加母親及嬰孩的健康風險和醫療

支出，不過，在此必頇強調的是，並非所有延緩的生育趨勢必定帶來負面的個體

影響，或許，年長的雙親相對於早育有子女者，可能擁有較多的經濟資源、較低

的離婚風險，與不同的教養方式，這些相應於母親或子女的個體效應，都值得做

更深入的了解。例如，Taniguchi（1999）的發現與生命歷程理論持相同的觀點，

意即女性的育兒年齡時間點相當程度地塑造婦女的生活機會，他對美國 1944 至

1954 年出生的世代進行的長期追蹤研究指出，較早生育小孩的女性（集中在 20

至 27 歲之早期生命階段）因為中斷工作的時間往往是在職業生涯建立的關鍵階

段，因此相較而言，她們比那些晚育小孩者在取得工作薪水時來的容易受到負面

的傷害和影響。 

 

    儘管源於血緣關係的母性行為相當受到正面的肯定意義，母職經驗通常亦產

生負向的心理健康狀態。例如，最易感受到焦慮不安、備受壓力的母親，就是那

些已婚、有職、有年帅小孩者，以及在安置孩童、提供照料上遭遇困難，以及獨

自養育孩童的母親（Hughes and Galinsky, 1994; Neal et al., 1993; Sears and 

Galambos, 1993）。相同地，撫養學齡前兒童以及同期養育較多小孩的母親，也比

其他型態的母親感受到較多的負擔，年輕的媽媽也比年紀較長且養育經驗較豐富

者，更易出現憂慮現象，以及擁有較少心理上的支持資源（Brooks-Gunn and 

Chase-Lansdale, 1995），當控制經濟狀態後，單身和已婚婦女則經歷著相似程度

的作為母親的憂慮與壓力（Ross and Van Willigen, 1996），意即，就業婦女的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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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母性經驗的複雜程度，一般而言，母親比父親承受了較多工作－家庭間的

張度（Duxbury et al. , 1994; Barnett et al., 1994），母親也很常因為小孩尋求聯繫

或因學校通知孩童生病或受傷，因而中斷進行中的工作（England, 1996），因此，

母親身分和責任被帶進了工作場域，進一步地，母親角色使得女性意識到來自小

孩的照料安頓與工作發展之間的衝突，相較於男性而言更為常見（Peterson, 1992），

那麼以長遠來看，由於順應家庭中帅年子女的需求而做的調適，便對於母親個人

的經濟發展產生不利的影響（Waldfogel, 1997）。 

 

    國內外研究皆顯示，婦女的勞動經驗的確比男性複雜，以台灣已婚婦女的勞

動參與來看，就業婦女因為生育而退出勞動市場或工作的不連續性情形仍普遍

（簡文吟, 1997; Yi and Chien, 1999），從比較行政院主計處「台灣地區婦女婚育

與就業調查」中，有關女性婚育前後與就業聯繫情形，則可發現 15 至 64 歲已婚

女性曾因生育離職者的歷年比例呈逐年升高之趨勢，唯近年已趨緩，從民國 75

年的 8.68%、82 年 15.18%、89 年 16.27%、92 年 15.49%，民國 95 年則總計有

80 萬 8 千人或占 15 至 64 歲已婚女性 15.39％，另外，這些因生育而離職的婦女

又以生育第一胎時離職情形最為普遍，且其比率多隨年齡與教育程度之提高而下

降，意即，年紀較長才生育第一胎的母親，她們因為生育而離職的比例較年輕的

母親來的低。此外，如就台灣婦女重返勞力市場的復職率來看，雖然台灣因婚育

離職的婦女重返職場速度明顯的比西方國家慢了許多，然而各次調查結果都呈現

逐步成長的變異幅度，15 至 64 歲曾因生育離職的已婚女性中，民國 82 年的復

職率為 43.55%、89 年為 50.33%，民國 95 年曾經復職者計達 45 萬 6 千人，再次

創下最高水準達 56.37%，就年齡別觀察，以 40 至 49 歲組之復職率最高達 61.62

％，15 至 24 歲組則為 48.93％，不過，如以復職期間來看，則帄均而言年齡越

高者復職期間愈長，以 15 至 24 歲組之復職期間最短，僅 20.01 月（約 1 年又 8

個月）。由簡文吟（2004）比對民國 82 及 89 年度「台灣地區婦女婚育與就業調

查」，從已婚婦女離職原因、離職胎次、離職月數及重返時期等四個面向檢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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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就業婦女的重要行為特徵，發現「延後至生育階段離職、提早重返」為現代就

業婦女為連結家庭及工作制度的行為轉變，可以發現台灣已婚婦女勞動參與正在

持續轉型當中，那麼，相對於此，如能對個體女性生育資訊有更多論述與了解，

方能更全面地探討有關生育趨勢變遷及個人行為的互動效應。 

 

    總而言之，生育事件的趨勢變遷與女性的生命歷程常常互為因果，但是不論

如何，有關女性的生育歷程對於涉及雙親與孩童共同生活面向的影響，其實都需

要被仔細檢證，因此本文旨在提供台灣女性生育趨勢變遷的背景下，婦女所經歷

母親經驗的轉變，希冀對台灣女性的生命歷程變異有更多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