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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關文獻檢閱 

從研究目的與問題出發來看，可發現本研究主要扣緊三個主題：「就業」、「家

務勞動」，以及「婦女組織動員」，因此在本章中分別就台灣已婚婦女勞動處境、

家務工作，以及婦女運動與婦女的關係作相關文獻檢閱與整理，釐清此三個主題

背景與相關脈絡。 

 

第一節 台灣已婚女性勞動處境 

一、「工作」的意義 

「工作」的意義為何？在複雜的工業社會中，工作不再只是單純維持溫飽的

手段而已，而進一步的在人類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工作社會學中有過許多

的討論，主要可歸納成三項：經濟性意義、情感性意義，以及社會權保障。工作

意義國際研究小組（MOW International Research Team）明確的指出，工作能賺

取薪資維持生活，確保基本生存的經濟性需求；其次，職業也在提供個體成就感

以及維持自尊、地位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在某種意義上將人們與其工作伙伴以及

更大的社群連結在一起，滿足人們追求生命意義的心理性需求（Raphael Snir& 

Itzhak Harpaz ,2002）；另外，若從權利的角度來看，工作還具有將人們納入社會

權保障範圍的意義，資本主義社會所衍生最大的負面效益就是貧富差距的問題，

因此許多先進國家循著 T.H.Marshall 在二十世紀提出的公民權的概念（林萬

億,1994），設計各項社會保險與福利保障制度，以國家的權力介入保障公民能有

免於匱乏及獲得尊嚴的生活。然而這些往往都是針對工作人口而設計的，公民權

所保障的是進入有酬市場工作的人，並未將觸角擴及到「家庭」這個私領域的行

為與活動（劉梅君,1997），因此在現有的制度設計下，唯有進入勞動市場才能充

分的享有公民的社會權。 

因此工作具有經濟、社會參與，以及公民權保障的多重意義，工作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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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意義價值不言而喻，然而我們可很明顯的看到這是反映著男性全職工作者的世

界觀，女性工作者的世界中，在工作中並無法獲得這麼多的價值，女性在傳統性

別分工之下被認為肩負有生育、養育及教育孩子及照顧家庭的天職，當「工作的

女性」扣上「婚育後婦女」的各種身份類別之後，女性的就業處境與男性截然不

同，女性的職業生涯在群體社會、家庭整體利益下不斷變動調整，變得破碎無法

積累，男性觀點的工作意義無法套用於女性身上。以下從個人職業生涯的角度分

析「已婚女性就業型態」，以進一步瞭解台灣已婚婦女的就業處境。 

 

二、台灣已婚婦女的整體就業型態 

 

從個人的生命史來看，女性的工作與她的生命週期有很大的關連，台灣的婦

女一旦結婚、生小孩，常會在家庭角色與工作角色的選擇過程中，採取「職業中

斷法」作為選擇的策略，然而再復職的比率大約只有四分之一左右（王麗

容,2001b）。學者們近年來對於婦女就業的觀察不再只限於從數據上觀察就業率

的增減多寡，而更進細緻的去探討婦女在不同職業間的轉換現象，捕捉台灣婦女

的就業型態，以下分別從「量」以及「質」兩個面向來呈現女性婚育對於其工作

所造成的變化，觀察指標分別為，「就業持續性」以及「就業參與類型」。 

 

（一）量變---就業持續性 

若將台灣已婚婦女的就業型態分為，持續就業1、結婚離職2、生育離職3三種，

根據行政院主計處所做的九十二年臺灣地區婦女婚育與就業調查統計，結果顯示

十五至六十四歲已婚女性婚前工作比率為 80.8％，因結婚離職率為 35.6％，但有

隨教育程度之提高而下降之趨勢，復職率為 38.9％，復職間隔平均約為 7年。曾

因生育離職之已婚女性，以生育第一胎離職者所占比率最高，其生育離職率為

                                                 
1 「持續就業」意指從婚前，到婚後第一個子女出生前，到最小子女上小學這三個階段都有工作。 
2 「結婚離職」則是婦女婚前有工作，但婚後及最大子女出生後都沒有工作。 
3 「生育離職」指，婦女婚前、婚後未生育子女階段皆有工作，但生育後沒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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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由此可看出發現台灣地區的已婚婦女的就業狀況的確受到結婚與生育的

影響，但從統計數字來看仍有 40.4%的婦女不受婚育的影響持續就業，而這群婦

女如何能不受家庭需求的影響，因應家庭需求與工作之間的矛盾，可進一步從就

業參與類型來探討。 

 

（二）質變---參與類型 

伊慶春及簡文吟（2001）針對不受婚育影響仍持續工作的婦女做進一步的研

究，發現她們是藉由彈性就業以維持繼續就業。因此討論台灣已婚婦女的就業狀

況時，可區分成全職4正式就業5，以及彈性就業。在西方社會彈性就業主要是指

兼職工作6
（Dale,1997），而在台灣兼職不像西方社會那麼普遍，台灣從事兼職

工作的婦女只有 1.97％，其中 2.30％為已婚婦女，台灣歷經婚育階段維持其職

業生涯的主要機制是透過轉入「非正式就業」7。在台灣非正式就業主要是指參

與家庭企業/自營作業的經營成為無酬家屬，這其實只是家庭角色的延伸。因此

在台灣婦女於婚育後持續就業或中斷就業表面上看起來是兩種不同的就業型

態，但實際上非正式就業甚至兼職工作都被學者批評到是屬於邊緣性的就業，勞

工在此就業位置上所獲得的保障與資源與正式全職就業的意義完全不同，婦女藉

由此種方式所達到的持續就業，對於兩性地位的提升效果有限。 

 

三、部分工時制、非正式工作的勞動權益保障 

 

國內學者指出部分工時勞工的勞動權益、勞動法令保護、社會安全給付上的

保障都不如全時常態工作者周延（劉梅君 1996）。Dale(1997)探討部分工時工作

的工作性質指出，這些投入勞動市場的婦女所從事的部分工時工作傾向於在地可

                                                 
4 官方統計一般以每周工作超過 40個小時為全職工作。 
5 在報酬及工作情境有相當制度化之規束及保障為正式就業。 
6 每週工作少於 40各小時則為兼職工作。 
7 非正式就業為一種不穩定的賺取報酬活動，其工作情境與酬勞缺乏制度化的規束與保障。如：

自營企業、無酬家屬、清潔工、家庭代工、帶小孩等皆屬非正式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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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性，所以適合這些有幼童或家庭牽絆的婦女，但這些工作卻是高度性別區隔，

及低薪資的工作。其更引用 1981年在一個研究「男性全職工作」、「女性全職工

作」以及「女性部分工時工作」三個群體的職業分佈調查表，指出此份調查表顯

示，部分工時者的工作類屬大多屬於職業光譜中的底層。另外Dale 認為，部分

工時工作不只限制所得收入，也影響到工作保障權及影響領取職業性年金的資

格。另外由於部分工時工作是建立在暫時的、臨時的基礎之上，因此即使工作是

高職業水準，但仍不被視為是生涯職位（career post），並且也不開放晉升機會。   

 而學者研究台灣的非正式工作，發現非正式工作是一種不穩定的賺取酬勞

的活動，此類工作缺乏清楚的勞資界線，且沒有正式的契約關係，工作情境條件

及酬勞都缺乏制度化的規束與保障（呂玉瑕,1994）。因此如自雇勞務、自營企業

及無酬家屬、攤販、家庭代工、帶小孩等工作都屬於非正式工作。 

因此整體而言，部分工時工作在國外受到諸多的批評，因其在實質上勞動權

益保障、勞動法令保護、年金/社會保險領取資格，以及薪資上會受到影響，而

在職業生涯上會出現職業位階低、不開放晉升機會、不被視為是生涯職位的情

況；然而相較之下非正式工作更不利於勞工，因為其甚至缺乏一個正式的契約與

固定的薪水，因此毫無勞動權益可言，然而台灣不受婚育影響持續就業的婦女

中，卻有 40.7%是透過進入非正式就業體系才得以維持繼續就業，其中大多是由

有保障的正式就業體系轉入缺乏保障的非正式就業體系。 

    以上文獻顯示出，婚育後的婦女在家庭、婚姻、與工作間作掙扎時，會選擇

放棄工作或轉入較不利於自己的勞動體系中，甚至影響到其根本的公民權益，而

關鍵點在於其缺乏外來的支援，幫助其平衡工作與家庭角色的衝突，因此外在的

支援對於婚育後婦女就業的重要性不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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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家務工作 

一、家務工作定位之演變 

在傳統的資本主義思考模式中，傾向於將活動區分為「生產性」與「非生產

性」兩種，區分的準則則是以是否在市場中具有交換價值，因此只有從事市場中

具交換價值的生產活動才是工作，而主要由女性在家庭中擔任的家務工作，被認

為是非生產性的活動，不能稱之為工作。此反映的是一種對於工作過於簡化的觀

點，因工作的性質是由社會所建構的，是一種權力的反應。 

Ian Gough等諸多社會政策學者，突破傳統資本主義的思維，從經濟分析角

度將「生產」與「非生產性」活動之間，進一步的區分出「再生產性」的活動，

亦即看似非生產性的活動其實是構成經濟生產的必要社會基礎，如未入就業市場

的家庭主婦所從事的家務工作，確有助於家庭內的工作人口養精蓄銳再次回到工

作場所，而家庭主婦所孕育的子女，也構成未來勞動力的主要來源（Gough, 

1995）。此雖然肯定了再生產性工作的價值，然而仍被認為是私領域中無酬家務

活動。 

馬克斯主義者與馬克斯主義女性主義者的論述中，則主張家務勞動是一種工

作，而家務勞動之所以無法為人察覺，原因在於這是一份無償工作，其認為家務

勞動其實應該被視為資本主義生產的一部份，因家務勞動使得資本家能更剝削男

人的勞動，產生更多剩餘價值，而資本家則是從女人的無償勞動中剝削她們的剩

餘價值（Abbott & Wallace,1995）。因此 Dalla Costa&James認為家務勞動的受益

者是資本家，家務工作被視為對女人的壓迫，滿足再生產領域的運作，對主婦是

不良的勞動情境，滿足資本主義體系的利益（轉引自李宛澍,1996）。因此家務工

作的定位在歷史上從非生產性工作，演變為再生產性工作，近代以來又再被認定

為是一份工作，只是當它為無償性質時能滿足資本主義的利益，因此不被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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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無酬家務工作的圖像: 

 
（一）無酬家務勞動工作之本質 

 由於家務工作複雜的歷史定位，因此造成人們對於家務工作存在許多相互衝

突的印象：有一個觀點認為家務工作是一種工作，而家庭主婦是受壓迫的工作

者，受奴役於一份遭受貶抑、不舒服，以及自我否定的工作；另一種觀點責任為

家務工作提供無窮盡的創意與閒暇機會，此觀點認為家務工作不是工作，而是持

家，而家是寶庫。但是一般人對於家務工作的內涵與定義其實十分模糊甚至混

淆，因此在這一節先對家務工作的本質做初步的釐清。 

唐先梅（1996）透過質化訪談二十人8，並輔以樣本數 344人的量化問卷，

探討家務工作的本質。其研究發現受訪者認知到家務工作包含各種不同性質的工

作項目，且這些看似簡單的工作項目其實都有繁瑣的過程，做起來耗時、耗心力

也耗體力，同時要處理各種不同內容與性質的工作項目，需要有效與有技巧的管

理。此研究雖然在量化的部分因抽樣的限制因此無法有效的推論到母體，但此研

究所代表的是，九０年代家務工作在台灣社會已經呈現較複雜、立體的形象，人

們不再平面化的認為家務工作只是家庭主婦在家中打發閒暇時間所做的簡單工

作。 

Ann Oakley(1985)曾對家務工作做過詳細的檢視，其訪問家庭主婦，從真正

從事家務工作的人的觀點，建構「家務工作的本質」。在此我們以家庭主婦長期

在家中從事家務工作這樣的情境為前提，從家務工作的「工作內容」、「工作情境

感受」與「工作行為」三個面向呈現她的研究發現： 

1.工作內容：單調無變化、瑣碎 

家務工作是一份單調無變化，重複性高、永無止境的工作。且它其實是由一

連串不同的工作任務所組成，工作任務間又缺乏一致性與有意義的結構，必須將

注意力放在不同的事物上，因此顯得瑣碎。 

                                                 
8 受訪者包括，九位男性與十一位女性（其中兩對為夫妻），年齡層分佈在 20-29歲（七人），30-39
歲（五人），40-49歲（六人），50-60歲（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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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作情境感受：負面感受--孤單、步調過快、時間很長；正面感受--自主 

在自家從事家務工作的情境會造成三種主要的負面感受，首先，與他人的社

會互動很少，產生「孤單感」；第二個感受是「步調快」，家務工作其實充滿了時

間的壓力，而這個時間壓力是由家庭成員的時間需求以及家庭主婦自我工作要求

所交織而成的。此與一般人對家庭主婦閒散、擁有大量自己的時間的刻板印象不

同。第三個情境感受則是「工作時間長」，家務工作的時間很長，且其工作時間

與休閒時間的劃分界線模糊，很難得到真正的休息。在研究中唯一一個正面的情

境感受是「自主」，自己就是老闆，可以自己掌控所有的家務工作。但 Ann Oakley

指出，家庭主婦所擁有的「自主性」，其實是一種理想性。因為現實上「作自己

的老闆」會使其受到家務工作的束縛。家務工作變成由單方負責，且若出了問題

會有嚴重的後果（丈夫責備、小孩生病等），因此作自己的老闆會增加而非減輕

其對於家事工作的心理壓力。因此她不受正式的監督，但並不能完全自由的選擇

自己的的活動。 

 

3.工作行為：在工作過程中會發展出一套特定的標準與程序 

在從事家務工作的過程中，會發展出一套特定的標準與程序，之所以會產生

此模式背後的原因與功能在於：可在多項異質的工作項目中創造出統整性的方

法、藉此表達其對於家務工作負起責任的感覺、可從每日成功的固守與完成這些

標準與流程中獲得滿足感。 

我們將唐先梅的研究發現與 Ann Oakley於八０年對家務工作做的研究相對

照，會發現在對於家務工作的形象上有許多的重疊相似處，而 Oakley呈現了更

多家庭主婦本身的主觀感受，其甚至詳細的分析不同的工作項目，發現不同的工

作項目需要不同的技巧與行動，同時工作情境與感受也有所變異。但這中間存在

著一個一致性--在特定的工作條件下，如：在工作時有與他人說話的機會、有足

夠的時間完成工作、有適當的工具與工作環境、可促進家務工作的正向態度。此



 13

呈現的是家務工作其實是一份工作的本質，其並不是一份休閒活動，其需要特定

的工作環境、工具、組織管理技巧與程序，以及工作社會學研究出所有工作所最

重視的價值--伙伴關係。 

 

（二）無酬家務工作對女性之影響 

1.再生產勞動的內部矛盾--低社會聲望與自我認同錯亂 

在家從事家務工作的家庭主婦的一個不利的情況是其角色的社會地位低，在

Ann Oakley（1985）的研究中，受訪者常聽到的他人對她們的角色的反應是”just 

a housewife”。此隱含了家務工作的低社會聲望以其所受到的貶抑。家務工作被

污名化且被認為是一個平庸的工作是一種滲透性的文化架構，此種想法也以某種

形式滲透家庭主婦本身，影響到家庭主婦對於此角色的自我認同與概念，因而使

得家庭主婦不想與它有關連。混合著低社會地位，連帶而來的是家務工作是一個

愚蠢的工作而家庭主婦是愚蠢、令人感到無聊的人的觀念。 

李宛澍(1996)在有關於台北縣袋鼠媽媽讀書會的研究中也觀察到家庭主婦

處境的矛盾與尷尬，女人在資本與父權利益考量下，進入再生產領域，但卻又被

認為是閒置的勞動力，連結低經濟效益的污名化，使得女人產生角色認同的錯

亂，普遍無法直接認同家庭主婦的身份，反而需透過母職的身份尋求認同。 

 

2.缺乏經濟保障與家庭控制權 

從經濟保障的角度來看無酬家務勞動婦女的處境，可由家戶以及國家制度兩

個層面討論：從家戶的層面來看，根據魏子容（1998）對於全職家庭主婦經濟處

境所做的研究發現，家庭主婦由於沒有固定的所得收入，也不瞭解自己所做的家

務與照顧工作（再生產勞動）的貢獻，因此往往視自己為"吃閒飯的"，會犧牲自

己的經濟需求，節省用在自己身上的支出與開銷，以減少因吃閒飯而來的罪疚

感。此種對於自我工作貢獻的認知連帶的影響到婚姻中經濟資源上的權力關係，

雖然家庭經濟的管理者多為妻子，但是妻子往往視自己為代理管理者，而家庭經



 14

濟的控制者則多為為先生；從國家的體制層面來看，目前國家對於公民的經濟保

障主要是立基在社會安全制度之上，而此制度是在公民權理論基礎上發展而來

的。Pateman從性別的角度解讀 T.H.Marshall的公民權理論，發現「對於Marshall

而言，公民權的身份是對社區成員地位的賦予。…在公私領域劃分的觀念下，社

會權的取得是基於個人在公共領域中的貢獻，亦即勞動市場的參與（傅立

葉,1999）」。國家對於社會安全制度的設計是建構在工作9的基礎之上，因此在私

領域中從事無酬家務工作的婦女必須透過丈夫的工作者身份納入保障體系中。 

因此由於在私領域內進行的無酬家務工作的勞動價值不但未受到正名以及

實質的 

保障，家務工作者甚至被污名化為不具貢獻的角色，造成婦女的經濟安全必須靠

維繫婚姻才能獲得保障，因此無論婚姻的品質如何，為了避免落入貧窮婦女就只

能留在婚姻之中。而國家的制度不但未修補反而強化此種狀態。 

由以上的探討讓我們發現相較於市場上的雇用工作，於自己家庭內從事家務

工作無論是工作特定的本質、提供伙伴友誼關係、社會認可、自我認同與金錢報

酬等各方面都是較不利的。正是基於此種女性於自家從事家務工作的不利處境，

因此出現家務工作社會化的主張，而彭婉如基金會所採取的家務工作社會化的路

線是讓家務工作成為一項職業，達到家務工作社區化以及與婦女二度就業雙向效

果。而值得探究的是在此套系統運作時，其如何看待家務工作的本質，在其組織、

操作下家務工作呈現什麼樣的面貌？另外，於他人的家戶中從事的有酬家務工

作，在不同的工作情境與工作關係下，婦女的工作感受是否會產生轉變，甚至突

破其原先的負面情境感受？ 

 

 

                                                 
9所謂工作定義是社會所建構的，是一種權力的反應。在資本主義的社會工作的意義是市場，只

有從事市場中的生產活動才被認定為工作（傅立葉,1999）。因此，女性於家戶內所從事的家務

工作並不被認定在工作的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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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場上有酬家務勞動圖像 

 

值得注意的是，有酬的家務勞動工作其實在市場上存在已久，接下來要針對

這一塊做探討，瞭解現在市場上的有酬家務勞動工作是什麼樣的形貌？在市場中

處於什麼位置？與彭婉如基金會所推的家事管理員有什麼不同？ 

 

（一）簡史 

家務工作除了在私領域中由家戶中的女性以無酬的方式進行之外，從 1950

年代起，市場上就已經存在著有酬的家務勞動者了，一般稱呼這份工作為「幫

傭」。目前在台灣的勞動市場從事有酬家務勞動工作者主要為外籍勞工，本籍勞

工則多以非正式勞動的方式從事這類工作。有關於有酬家務勞動的研究，多以跨

國或移民家務勞工為主要對象（藍佩嘉,2002； Rollins,1985；Constable,1997），

文獻上有關台籍家務勞工的相關研究相對的十分稀少，只有林津如曾經透過訪談

的方式，大致的捕捉台北地區台籍家務勞工的簡史及工作概況。根據林津如

（2000）的研究顯示，隨著時代的改變，勞動市場上從事有酬家務勞動的人10在

不同的年齡，省籍、國籍的女性間不斷的移轉，不變的只有性別，主要仍是由女

性在從事這份工作。1992 年就業服務法通過，外籍女傭合法化後，而目前市場

上的有酬家務勞動工作外籍的家務勞工成了主力，台籍家務勞工則仍以非正是就

業的地下經濟方式殘存在市場邊緣。此部分同時探討現在市場上存在的外籍與本

籍有酬家務勞工的狀況與關係，拼湊出有酬家務工作目前在市場上的圖像。接下

來先從「政府法令制度」、「工作條件」與「僱傭關係」三個面向檢視「外籍」與

「台籍」有酬家務勞動者的工作狀況，其次再來分析兩者間的關係。 

 

 
                                                 
10五、六０年代主要是分擔家計的南部外省眷村中年婦女；到六０年代為城鄉移民潮中國小畢業
的年輕女孩；七０年代則以本省籍的想貼補家用的家庭主婦為主；八０年代為印尼、馬來西亞、
菲律賓華僑；九０年代為外籍幫傭（林津如,2000,） 

 



 16

（二）家務勞動者工作狀況 

1.法令制度 

首先在「政府法令制度」上，外籍家務勞工受就業服務法第五章「外國人之

聘僱與管理」的管轄，而「防止外勞逃跑」及「有效管理外勞」為外勞政策設計

中的主要目的，外籍勞工沒有選擇雇主的權力，也不能任意變更其雇主，而雇主

卻被賦予管理與控制家務勞工的的任務，僱傭雙方在法令規定中出現極端不平等

的權利義務關係，使得外籍家務勞工為保有工作，需受制於雇主的指揮，活動的

自由與工作條件的爭取都受到限制，作為「勞工」或「人」該擁有的基本權利與

尊嚴蕩然無存。而相較之下台籍家務勞動者的處境則有所不同，台灣社會在引進

外籍家務勞工前，有酬家務勞動工作（俗稱幫傭）一直是非正式部門工作，因此

與政府之間的連結微弱，也沒有進入任何政府的政策與法令規定管制當中。因此

台籍家務勞工在勞動市場中自立更生，缺乏任何工時、薪資以及勞健保的相關保

障。（林津如,2000） 

 

2.工作條件 

雖然「外籍」與「台籍」的家務勞工一個有法令的規定，另一個是屬於非正

式勞動部門，但因為如同上述分析政府法令的規定並非保障外籍勞工，反倒是使

其陷入被剝削的情境，因此兩者在工作條件上都同樣的面臨到：在工時、工作量

及薪水、工作方式11上缺乏商討的空間；雇主不合理的增加工作份量；需忍受雇

主態度不佳挑剔，以及缺乏醫療、勞動保障的狀況。 

 

3.僱傭關係 

文獻上對於台籍家務勞工的僱傭關係的描述甚少，但大體上台籍家務勞工與

雇主間的僱傭關係較具人情味是屬於「長期互惠式」（林津如,2000,p.138）的關
                                                 
11
文獻上顯示，外籍家務勞工甚至受到需手洗衣服，以及跪擦地板的要求，而無反抗的餘地（林
津如,2000,p.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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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受到的限制也較少，但仍有頤指氣使的現象出現，由於文獻中的訪談個案過

少，因此僅做為參考。有關外籍家務勞動者的僱傭關係則有較多的文獻資料，

Judith Rollins(1985)在其對於家務勞工的經典研究中曾指出，家務勞工與其雇主

間的關係主要可分為「母性主義」與「服從」兩種類型，先前所描述的台籍家務

勞工的雇傭關係，比較傾向「母性主義」，而外籍家務勞動者受到雇主更多的限

制與控制，僱傭關係屬於林津如（2000）形容為「短期剝削式」，比較屬於「服

從」式。服從的形式包括語言、穿著、動作、空間、溝通型態等。 

 

(三)、「台籍」與「外籍」家務勞工之關係---競爭關係，勞動力商品化之典型 

     自 1950 年代至今四十年來，台籍家務勞工出現工作自主性不斷提升的現

象，其逐漸無法接受雇主過份挑剔的態度，以及不合理的勞動條件，使得僱傭關

係之間出現衝突。然而缺乏爭取自主權之資源與能力的外籍家務勞工的出現，使

得雇主有其他選擇，因此外籍家務勞工排擠了台籍家務勞工的工作機會，兩者之

間呈現競爭的關係，同時也使家務勞動工作繼續呈現低薪與不合理勞動條件的狀

態，其市場價值被壓低，且加深雇主對於家務勞動者的控制（林津如,2000）。「勞

動力商品化」的現象正在台灣的有酬家務勞動市場中上演，因此台籍與外籍家務

勞工競爭關係的背後隱藏的是其共同的弱勢位置。 

 

(四)、有酬家務勞動工作的職業形象與位階 

有關勞動市場上家務勞動的職業形象，在與此相關研究中有相當清楚的呈

現，以下節錄藍佩嘉（2002）有關菲籍家務移工的研究中有關對於有酬家務勞動

形象的敘述： 

 

 「中產階級背景的菲籍海外勞工，面對從事低技術、污名化的海外家務工作」

（p.170） 

 「這些菲律賓女人為什麼選擇出國工作，即使從事的是一般社會認為缺乏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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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聲望的家務工作職業」（p.180） 

 「雖然海外工作大幅地提高了勞工的經濟所得，但從事的家務工作普遍被視為

只要低技術及低教育程度的職業。」（190） 

「雖然出國工作帶來薪資收入上的增加，從事低技術、污名化的家務工作卻同

時帶來社會地位的向下滑動。」（p.190） 

 「Mary Romero(1992)與 Leslie Salzinger 分別研究在美國的拉丁移民家務勞

工，兩人同樣發現，這些家務勞工大部分在母國持有中產階級的職業，為了

擺脫『骯髒工作』（dirty work）的標籤，他們試圖透過非正式契約的建立來

理性化勞動過程與工作條件。（pp.190）」 

  

             因此由於家務勞動力的商品化壓低了其市場價值與勞動條件，因此有酬家

務勞動工作始終呈現「卑微」的形象，在七０到八０年代的美國社會 Evelyn 

Nakano Glenn(1981)更以職業貧民窟（occupational ghetto）來形容這個職業類別。 

若直接從職業位階來看，參考Dale 於 1987年所編制的女性與就業調查的

職業分類表（Dale,1997），其由高至低將職業類別從最高的「professional」工作

到最低階的「unskilled manual」工作共分為十種12。依照家務勞工的工作內容，

其是位於最底層的「unskilled manual」以及倒數第三層的「child care and domestic」

這兩種職業位階。因此無論從職業形象或實質的職業位階來看，各個學者的研

究中家務工作都呈現出負面、低位階的形象。 

  

 

四、無酬與有酬家務勞動之關係---再生產勞動的分工 

 

                                                 
12 十個工作位階由高而低為：Professional、Teachers、Nurses、Intermediate、Clerical、shop worker、
Skilled manual、Semi-skilled factory、Child care and domestic、Other semi-skilled、Unskilled manual 
(Dale,199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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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上有關家務勞動的研究，習慣將家務勞動簡單的二分為有酬與無酬，並

認為兩者之間在族群、階級上存在著僵化的界線，藍佩嘉（2003）的研究中則認

為家務勞動工作不應簡單的被二分成「有酬」與「無酬」，她提出一個另一個流

動的、動態的家務勞動概念，認為家務勞動出現跨越公/私領域二分的結構連續

性特性，因為社會認定是婦女應負擔的家務勞動工作，其實是婦女在不同的公私

領域中以一種多重、流動的形式完成的，在她的研究中可看到有酬與無酬家務勞

動間層層分工的關係特性，此在外籍家務移工身上看的更明顯，在台灣的菲籍家

務移工，其原本在家鄉是家庭主婦，來到海外為其他家庭從事有酬家務勞動工

作，她自己的家庭則由其在家鄉雇用當地的家務勞工來照顧。因此菲籍的家務勞

動者其處於一個多重、流動的位置，而其與海外的雇主及家鄉聘請的家務勞工之

間則出現 Rhacel Parrenas所說的「再生產勞動的（國際）分工」（藍佩

嘉,2002:203）。 

 

從此種再生產勞動的分工中，可觀察到掌握愈少經濟資源的女性在分工中就

處於愈低的位置，在愈低的勞動條件下為分工關係中位置較高的女性進行服務，

而位最低位置的女性則可能由母親或女性親屬替她照顧家庭與小孩，這是一種跨

越公私領域的層層剝削關係。關鍵點在於，家務勞動進入有酬市場後仍是一個低

薪、低階、受剝削的工作，因此形成此種女人剝削女人的現象。本研究要探討的

是，在此種家務勞動的生態環境下，彭婉如基金會所創造的家事服務就業支持系

統，其扮演什麼樣的角色？其是否能打破舊有的相互剝削結構，為家務勞動分工

創造出一個新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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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婦女運動與婦女 

 
一、台灣婦女運動發展與模式變遷 

社會運動是「一群人」企圖經由「集體行為」以改變社會的持久性工作（謝

高橋,1994），婦女運動爭取的是女性權益與社會地位的提升，然而相較於一般的

勞工運動及環保運動採取的大量群眾組織動員策略，回顧台灣婦運的發展可發現

其是朝著不同的軌跡前進，以下以婦女運動者的組成背景為分界，將台灣婦運的

發展史分為三個階段，以進一步探究台灣婦運與婦女之間的關係。 

 

（一）為黨國服務的婦女組織（戒嚴時期） 

一九八七年以前的戒嚴時期，婦女組織與機構主要有兩類，其一為與政府關

係密切的官方或半官方團體，如婦女聯合會和各地婦女會，此類婦女組織為國家

統合機制的一環，以維護當局政權穩定以及社會服務為主；另一類則是宗教性團

體以及國際婦女組織在台灣的分支機構，如基督教女青年會、女青商會、國際職

業婦女協會，主要以慈善救助及聯誼為主要目的。這兩類的婦女對於傳統性別分

工，婦女在家庭及社會的地位皆持肯定的態度，對於女性意識覺醒及改革運動未

發揮作用（何笑梅,1999）。 

 

（二）女性菁英主導由上而下的婦運（七０年代～九０年代之間） 

1970 年代中期，台灣出現新女性主義的聲浪，由呂秀蓮提倡的新女性主義，

一改以往婦女團體為男性主導的黨國社會服務的傳統，轉而挑戰傳統性別意識型

態，要求建立男女平等的社會，強調女性思想能力及經濟上的自覺與自主。之後

婦女新知雜誌社成立，承接新女性主義的理念，成為當時唯一的民間婦運機構，

為兩性平等的推廣紮根。解嚴後，許多單一性議題及專業的婦運團體成立，從事

服務、救助工作，並提倡男女平等爭取女性權益提高女性社會地位而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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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雲（2003）曾分析此階段婦女運動者人口特質，發現由優勢階級、高教育

程度、低度政治化、集中北部都會區，各種領域如律師、學院教授、經理、文化

媒體界的女性菁英所組成，認為運動者的組成特質，會決定其所選擇的組織運動

策略，因此此階段的婦運選擇雜誌社、社會服務組織、基金會作為運動策略，而

非協會或會員制的草根組織運動模式，並運用本身的文化資源與專業知識從事女

性相關權益法案的立法與遊說運動，以及教育宣導實踐女性意識喚醒及體制改造

的兩大目標。此種策略的運用自八０年代起成功的發起至少八個法案13，與其他

的社運相比婦運運動者在立法遊說上有相當大的成就。 

然而採用雜誌社、基金會此種會員有限缺乏群眾動員的模式，使此階段的婦

運遭遇另一種問題與限制：婦運團體動員力量十分薄弱。此可在其推動立法的過

程中遭遇的挫折窺見一二，婦女新知與晚晴協會在推動民法親屬編的初期，除了

耕耘許久的台北市之外，在各縣市舉辦的公聽會婦女的反應皆十分冷淡，之後法

案受社會大眾反對，冷凍於立法院，婦運幹部曾經直接指出，「婦運積極推動民

法親屬編修改、婚姻暴力、男女工作平等法等議題，修法對家庭主婦受益最大，

但每次動員都看不見家庭主婦站出來」（李宛澍,1996:102），顯示出一般婦女與婦

運間的距離。此問題成了刺激婦運將草根動員策略納入的契機，婦運運動者開始

積極教育社會大眾，採取的行動方案包括設置民法諮詢熱線、演講及研討會、巡

迴全島的民法課程、三萬個連署的蒐集、組織婆婆媽媽立法院觀察團監督立法過

程，台灣婦女運動第一次邁向草根動員。 

 
 

（三）、草根組織由下而上的婦運（九零年代以後） 

由前面的分析中可發現一般婦女大眾看待婦女運動的態度並不友善，此為國

內外普遍性的現象，早在 1980 年代 Ann Oakley（1985）曾經訪問過家庭主婦對

                                                 
13 包括 1984 年通過優生保健法，1995 年通過兒童及少年交易防治條例、兒童福利法、少年福利

法，1990 兩性平等工作法一讀通過，1999 年民法親屬編修正案通過，1996通過性侵害犯罪防
制法，1998 年通過家庭暴力防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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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婦女運動的態度，在她的訪問中發現，當時的家庭主婦對女性在社會中的角色

多持保守的態度，想維持婚姻中的現狀，並對性別差異持保留的態度，並不覺得

應去除女性的傳統家庭責任，她們雖然在婚姻中感到不滿足，但並不認為自己受

壓迫的人，因此對婦女解放運動有很明顯的負面態度。婦運運動者對於婦運團體

與家庭主婦間的關係提出的看法是，除非婦女自身知覺到改變的需要，否則壓迫

婦女的結構無法被改變，因此有關意識覺醒的策略是婦女大眾現在最需要的。然

而台灣在九０年代興起的一波都市社區運動卻形成了另一種自發性的草根婦女

運動打破了這樣的原則，成為一個特殊的現象。 

1990 年代台灣的都市社區運動，長期以來都市缺乏規劃所造成的社區環境

及生活品質低落危機，因此促成了新興社會運動與社區抗爭行動的興起14
，這些

新興的都市社會運動有異於早期社會運動的男性性格，其女性化特質非常明顯，

許多運動都是由女性居民所主導、參與的，在抗爭行動中有了與社區權力結構衝

撞的經驗後，這些女性行動者開展了各種應對策略，有的是直接向政府部門抗

議，或進入社區發展協會落實社區發展的理想，有的則直接走上參政之路參與里

長選舉以掌握社區決策權。將此時期女性的社區參與經驗羅列如下： 

 社區運動中的女性抗爭經驗（都市社區運動） 

 進入社區發展協會的女性經驗 

 參與里長選舉的女性經驗 

 女性自組的媽媽讀書會經驗（袋鼠媽媽讀書會） 

 參與愛心媽媽經驗 

 競選家長會會長的女性經驗 

 

在當時此波社區運動風起雲湧的時期，曾有一群研究生涉入其中進行參與觀

                                                 
14從 1989年慶城社區、1992年芝山岩社區、文山萬方社區、1994年南港萬福、合成、鴻福三個

里的居民，都紛紛因為社區危機議題，而組成自救會展開抗爭運動，最後進而要求參與都市發展

計畫，試圖打破既有的權力與資源分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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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並出產一系列以此為主題的論文研究（邱育芳,1995；李宛澍,1996；李清

如,1996；林佩玲,1997；彭渰雯，1998），對此現象所代表的意義有以下的分析「也

有少數婦女隨著參與的深入，逐漸瞭解到位置的重要，而不排除擔任組織幹部，

甚至因權力意識的覺醒，而願意進一步競選里長、組織社區發展協會或參選家長

會長」（彭渰雯，1998，p.23）。因此婦運運動者稱此為有別於前一階段的另一種

由下而上的婦運。 

 

觀察此階段的台灣草根基層婦運有其特殊性可發現，首先，台灣的社區婦女

運動跳過了意識覺醒的過程，而是在社區環境、生活品質出現危機或是攸關孩童

母職的特殊議題出現時，挺身而出以求化解危機，這樣的動機與性別歧視之女性

意識無關，而是以「母職」動員婦女參與社區。公私融合的作法反而破除既有的

公/私領域二分，並避免女性經驗的斷裂。其次，在這過程中，婦女在社區參與

的社會化與公共化過程中改變了自己，找到自我發揮空間且提升了自信，林佩玲

（1996）認為此是一種母職「反轉的過程」，社區參與運動作為傳統母職與現代

母職之間的一個轉化，婦女們從一個私領域的女性轉變成一位公共的女性。因此

在台灣的經驗顯示直接以女性主義觀點去觸動一般主婦，不但分割了家庭主婦的

經驗，且會造成反效果。然而此形式的婦運模式仍有其限制性在，如同彭渰雯

（1998）所觀察到的，目前會真正深入參與的其實只是其中的少數人而已，大多

數的婦女仍受到母職及妻職角色的限制，或受到父權家庭的直接干擾，即使是碰

觸到權力核心的那些婦女，也是基於對社區環境的危機感，以及一種保護家園的

捍衛之心，若對於與國家、父權立場對立的社會議題，或批判男性的說法仍不太

能接受，離婦運挑戰性別權力體制的目標還有一段距離，因此許多研究紛紛提

出，「母職」可作為現階段的動員議題，但之後將面臨如何跨過性別分工體制的

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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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上而下婦運與由下而上婦運的結合：社區是婦女運動的新戰場 
 

儘管草根婦運有其面臨結構上的限制，自主性的草根性基層婦運的崛起，仍

帶給傳統婦運運動者一個新的契機，將社區視為是婦運的一個新戰場，其對喚醒

基層女性的權利意識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彭婉如基金會是此基層婦運的路線

的轉型與延續，基金會的發起者許多都走過七０年代起婦運，而九０年代婦女社

區運動培養出來的女性，也被網羅為彭婉如基金會的一員，為兩種模式婦女運動

者的結合，而這兩個階段女性主導的運動經驗，也將成為往後彭婉如基金會的資

源。 

 

而本研究的研究主體為以「二度就業」為號召動員的婦女，其在基金會的號

召下走出家庭，或者走出非正式就業體系，接受訓練進入基金會的社區照顧服務

的系統，形成一種新型態的婦女社區/社會參與行動，其與之前的社區運動最大

的不同點在於，此並非社區婦女自發性的參與，而是婦女團體站在主動的位置組

織號召婦女，因此是婦女團體進入社區，接觸婦女的一個開始，不同於以往任何

一個階段的婦運模式，此種模式有何什麼樣的新面貌及特殊性，過程中將面臨何

種困難與挑戰，面臨何種困難皆值得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