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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女性生涯發展 

壹、女性生涯發展理論之意義 

張添洲（1993：12-14）認為生涯發展是一個人終其一生所扮演各種角色的過

程，其中包括自我認識、自我肯定、自我成長以及促進自我實現目標的達成。換

言之，生涯發展是一動態且連續的人生歷程，並深受各種環境因素所影響。 

然而，傳統的生涯發展理論，多是以男性為中心而建立，並假定男性和女性

有相同的生命階段以及相同的發展結果，忽略了女性因為家庭、婚姻與社會文化

價值等影響因素而有其獨特之生涯發展經驗（陳佳雲，2004：33）；對女性的生

涯發展而言，「婚姻」是最重要的變數。 

Caplow (1954)最早主張應將女性生涯從一般生涯發展中獨立出來（盧晴鈺，

2003：12）。Richardson (1974：50-53)提及，隨年齡漸增，兩性職業選擇的歧異愈

大，女性若要踏入職場，必然要面對兼顧工作與家庭的問題，因此相較於男性，

女性的生涯類型可能是較為變動的。Betz (1994:35)認為，女性生涯發展之所以有

專門探討的必要性，是由於職業上的性別區隔與女性的潛能未充分發揮。 

Ginzberg (1996)並指出，女性生涯發展觀點異於男性之處在於，即使再創新、

事業心再強的女性，都還是希望能兼顧工作與家庭（引自吳敏綺，2000：46-47）；

女性在尋求工作與家庭平衡時，會面臨到比男性更多來自於角色與環境的壓力

（吳敏綺，2000：46）；反觀男性較無後顧之憂，可以專心衝刺事業發展，這也

是女性生涯發展不同於男性型態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傳統生涯發展理論並不

足以探討女性的生涯發展，而後有許多學者進行更多女性生涯發展的相關研究來

補齊不足之所在(Lucas, Skokowksi & Ancis, 2000: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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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女性生涯發展理論 

隨著女性大量投入於就業市場，學者開始注意並開始研究關於女性生涯發展

的議題，並發展出相當多的女性生涯發展理論，以下分述之： 

一、 Zytowski 女性生涯發展的九大命題 

Zytowski 為研究女性生涯問題的先驅之一（鐘珠蓮，2003：28）。Zytowski 

(1969: 660-664)綜合 Ginzberg、Super 等人的生涯發展理論，提出了九大命題，

期以組成女性生涯發展的大概輪廓，較為重要的摘述如下：女性的生涯發展，

除了主要受到內在動機因素所決定外，亦會受到家庭及其他文化因素影響，使

得現代女性角色的本質並非是靜態的，而是會隨著不同的發展階段，而有其個

別差異。此外，Zytowski (1969: 660-664)指出，已婚女性的工作與家庭角色有其

衝突性，因此造成就業後就無法全心持家。 

另一方面，女性的工作生涯型態依年齡、時間、程度的不同區分為三類： 

（一）輕度事業型 (the mild vocational pattern)：年資淺但參與度低。 

（二）中度事業型 (the moderate vocational pattern)：資歷深但參與度低。  

（三）高度事業型 (the unusual vocational pattern)：資歷深且參與度高。 

由此可以得知已婚女性教授的生涯發展，除了主要受到內在動機因素所決

定外，亦會受到家庭及其他文化因素影響，並隨著不同的發展階段，而有其個

別差異。 

二、Super 的七種女性生涯發展型態 

Super (1957: 30-45) 突顯出女性原本以家庭為生活中心的生涯型態。女性生

涯選擇的考量中，婚姻與家庭的因素顯然是個重要的關鍵；Super 了解女性以

家務為其生活核心，也注意到女性參與勞動市場的趨勢，將女性生涯發展的路

徑分為以下七種型態： 

  （一）穩定家庭主婦型態 (the stable homemaking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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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類型女性自學校畢業後很快就結婚，婚後以家庭為生活重心，在其生

涯發展過程中並無重要之工作經驗，或者亦有可能完全沒有工作經驗。 

（二）傳統生涯型態 (the conventional pattern)： 

婚前有工作，但是結婚後即放棄工作而以家庭為重心。 

（三）穩定工作型態 (the stable working pattern)： 

此類型女性在其一生中都不斷有工作，事業為其生涯發展過程中的重

點，結婚前後均以事業發展為重心。 

（四）雙軌生涯型態 (the double-track career pattern)： 

       此類型女性在其一生發展過程中都不斷地兼顧工作與家庭角色。 

（五）間斷生涯型態 (the interrupted career pattern)： 

此類型女性多為婚前有工作經驗，但婚後即辭職料理家務，待子女長大

就學之後，再二度就業。 

（六）不穩定生涯型態 (the unstable career pattern)： 

此類型女性在不同時期有不同之重心，可能原先是全職的家庭主婦，但

因為家庭經濟之緣故，必須不定期地外出工作以貼補家用；因此，在其生涯

發展過程中，有時對家庭的投入較多，有時又以對工作的投入較多。 

（七）多軌生涯型態 (the multiple trial career pattern)： 

此類型女性在其一生中，可能從事數個不同性質的工作，但這些工作均

非所欲追求之真正理想，因此從未建立起自己的事業生涯。 

將近五十年前 Super 所提出的七種女性生涯發展型態，可能和現代女性的

生涯發展已有很大的不同，由於現今社會的進步與變遷，讓女性在生涯規劃上

有了更多發揮的空間；但可從 Super 的七種女性生涯發展型態中可以得知，婚

姻、小孩、家庭，一直是在女性生涯發展中複雜而多變的因子，也是已婚女性

教授生涯抉擇考量中重要的影響因素。 

此外，由於已婚女性教授必須兼顧家庭與工作，在 Super 的七種女性生涯



 
 

- 10 -

發展型態中的「穩定工作型態」、「雙軌生涯型態」、「間斷生涯型態」與本論文

研究對象「已婚女性教授」要兼顧家庭與工作上的論點較為吻合。 

三、Farmer 的女性生涯動機理論 

Farmer 於 1976、1980、1985 與 1989 年間做一連續的縱貫性研究，提出女

性生涯動機模式（卓韋瑩，2004：21）。其中有關生涯動機的概念，可從三方面

來探討：(一)生涯期望，即個人對自我表現的抱負；(二)精熟動機，即個人選擇

接受挑戰的意願；(三)生涯投入，則為個人以工作為生活重心的態度(Farmer, 

1985: 363-390)。此理論是以背景、環境、心理三項因素來預測生涯動機，三項

因素分述如下：  

(一) 背景因素：性別、年齡、種族、個人數學與語文能力等。  

(二) 環境因素：父母及教師支持態度、女性從業支持、經濟支持等。 

(三) 心理因素（Farmer 亦稱為自我觀念因素）：學術自尊、獨立及表達能力、

合作與競爭態度、成就歸因、價值觀念與個人對外在的在乎態度。 

四、Hackett & Betz 的女性生涯發展的自我效能理論 (self-efficacy theory to the 

career development of women) 

Hackett & Betz(1981: 326-339) 強調原生家庭對個人生涯發展的影響性，並

指出社會化與學習經歷會限制女性的生涯機會，使得女性被侷限在傳統的角色

與職業中。Hackett & Betz 將自我效能論 (self-efficacy theory)的觀念應用在生

涯相關的研究上，其中「自我效能」是個人對自己生涯能力的評估，關乎個人

生涯之自我與對環境的察覺能力。 

Hackett & Betz (1981)指出，在社會化過程中，性別角色期望會影響女性的

自我概念與生涯動機，甚至有恐懼成功 (fear of success)的情況發生（張佳晏，

2004：18）。Horner (1978: 41)認為女性害怕成功的態度，明顯的較男性為高；

女性常常會害怕在事業上過於成功反而會帶來一些負面效果，如不被社會接納

或找不到伴侶等。Hackett & Betz 進一步指出，女性在性別角色社會化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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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像男性被鼓勵參與各種提升自我效能的活動，使得女性潛能無法充分發揮，

女性的自我效能感較低因而限制其生涯抉擇。在本研究中，令研究者關切的

是，性別角色社會化過程對於已婚女性教授的生涯發展產生了什麼作用？她們

又是如何詮釋的呢？有待本研究去探索。 

五、Gottfredson 的職業抱負發展論 (development theory of occupational aspiration) 

Gottfredson (1983)的職業抱負發展論目的在探討女性的生涯抉擇範圍與抱

負水準交互影響之關係(卓韋瑩，2004:20)。Gottfredson (1983: 40-45)指出，對女

性而言，在職業抱負順序之妥協過程中，「性別」常是選擇的主要依據。大多

數女性因自我預設立場，自認能力差而從事位階較低的工作，此是性別角色社

會化下所造成的結果。 

六、Astin 的女性生涯選擇－社會心理模式 

Astin (1984, 117-126)認為，除了內在的心裡變項外，社會環境的變化亦會

影響個人的生涯選擇方式，因此其根據實證研究與生涯發展理論，提出以人類

需求為基礎的生涯選擇及社會心理模式 (sociopsychological model)，用以解釋

一般女性的生涯選擇行為與兩性間生涯發展選擇上的差異。 

Astin (1984, 117-126) 接著指出，女性生涯選擇－社會心理模式包含社會因

素與心理因素，其中社會因素（環境上的工作機會結構、性別角色社會化）與

心理因素（個人的工作動機、對生涯的期望）均交互影響個人的生涯選擇，並

強調生涯期望會經由社會化的過程中逐步修正進而影響個人的生涯選擇行為。 

七、Fassinger 的女性生涯選擇模式 

Fassinger (1985: 123-153)以 Betz and Fitzgerald 的女性生涯選擇模式為基

礎；結果發現能力、成就導向及女性導向會影響家庭導向與生涯導向，而這兩

個變項又會影響生涯選擇，其中能力和成就導向有相關存在，而家庭導向與生

涯導向互為因果，請見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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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Fassinger 的女性生涯選擇模式 

資料來源：Ruth E Fassinger, 1985: pp.123-153. 

 

之後，Fassinger 於 1990 年修正其模式，將生涯選擇行為分為生涯導向(career 

orientation)與生涯選擇(career choice)兩個部分，見圖 2 所示。Fassinger (1990: 

225-248)的研究結果發現，能力(ability)和所屬特質(agentic characteristics)，能預

測生涯選擇，而所屬特質和性別角色態度，則能預測生涯導向。

 

圖 2   修正後 Fassinger 的女性生涯選擇模式 

資料來源：Ruth E Fassinger, 1990: pp. 225-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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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Betz 與 Fitzgerald 的女性生涯選擇模式 

Betz 與 Fitzgerald (1987: 129-147 )綜合影響女性生涯選擇的相關因素，提出

女性生涯選擇模式(model of women’s career choices)，說明為何女性的生涯選擇

多低於能表現的潛能。此一模式包含四個自變項與五個依變項，變項間的關係

如圖 3 所示；其中四個自變項（包括過去的工作經驗、學術成就、角色楷模的

影響及他人鼓勵）會直接影響三個依變項（對工作的態度、對自我的態度及性

別角色態度），並間接影響兩個依變項（生活形態偏好與計畫及生涯選擇的現

實性）。所謂現實性，是指所選擇的生涯工作符合能力與興趣的情形。 

 

 

圖 3 　 女性生涯選擇模式 

資料來源：Nancy E Betz & Louise F Fitzgerald, 1987: 144.　  

    由上述各種女性的生涯發展理論可得知，女性生涯發展是一種變化的、動態

的與複雜的發展歷程。雖然有些理論隨著年代的進步而受到考驗，但仍可從中窺

探得知，已婚女性教授在生涯發展歷程中，會受到許多因素的干擾與影響，所承

工作

經驗 

角色

楷模 

他人

鼓勵 

學術

成就 
生涯選

擇現實

性 

對自我

的態度 

性別角

色態度 

對工作

的態度 

生活形

態偏好

與計畫 



 
 

- 14 -

受的壓力與面臨的困難都比男性來的複雜。 

第二節 女性生涯發展上的影響因素 

女性生涯發展歷程中，會面臨到許多障礙與抉擇，從正面角度來看，可促進

其生涯發展，但從負面來看，可能會阻礙追求自我實現的機會。茲就相關理論及

研究，將影響女性生涯發展的因素就個體有直接相關的歸納為「內部因素」，而

將超出個體及家庭之外的影響因素歸納為「社會環境因素」，以下分別討論之： 

壹、內部因素 

與個體有直接相關的歸納為「內部因素」，其中包括個人心裡理特質與社會

特質兩大類： 

一、個人心理特質 

個人的心理特質包括興趣、性向、人格特質、自尊心、價值觀、表達能力、

專業能力等（陳佳雲，2004：44）。其中，Fassinger (1990: 225-248)指出，對自

我概念有正面看法的個人較能自我評估去選擇適合的生涯發展型態。盧晴鈺

（2003：33-35）也發現自我概念佳與生涯抱負有直接的關連性。而陳斐娟與徐

鳳翎（2007：14）指出，愈傾向內控人格特質的女性，其生涯發展的愈成功，

主要是因為內控性愈高的人，愈敢於接受挑戰也勇於負起責任，因此其生涯發

展的愈成功。Reddin (1997)的研究發現，高成就的女性大多擁有較高的獨立性

與求知慾，對工作價值抱持高度評價，且較為主動積極（吳敏綺，2000：58）。 

Farmer (1985:363-390)與 Betzs & Fitzgerald (1987: 129-132)均指出，高度的自

尊心與強烈的學術自我觀感皆有助於女性生涯發展。另一方面，社會對女性職

業的期待影響著女性職業選擇的傾向。由於性別角色刻板印象的困擾，使得女

性對於生涯的認知與選擇容易自我設限（卓韋瑩，2004：23、陳斐娟與徐鳳翎，

20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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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特質 

個人的社會特質包括原生家庭的社經地位、父母的教育程度、受教機會、

生活型態、子女個數、家人期望與支持等（陳佳雲，2004：44）。 

其中，原生家庭中父母親的教育程度、教養方式、對子女的期望與家庭社

經地位和女性的生涯發展有直接的關係（黃有麗，2000：125；Betz & Fitzgerald, 

1987: 129-131）。一般而言，家庭社經地位愈高，父母受教育的程度愈高，對子

女的教養也會有愈開明的態度，愈會讓子女自主地決定自己的生涯發展（卓韋

瑩，2004：23-24）。 

Sewell & Hauser (1975: 33)認為，父母親的支持態度與子女的生涯發展有

關；父母親對子女所教育的性別態度，會深深影響其生涯抉擇。而 Russo & 

O’Connell (1980: 65-70)指出，母親外出就業可以預測女兒的職業成就，此是因

為有外出就業的母親，其女兒的性別角色刻板印象較低，對自我期許較高，因

而有較好的生涯發展。 

另一方面，Betz (1994:2-5)認為良好的教育環境將正確的生涯發展理念融入

課程，以滿足現在女性多元需求與適性發展，並讓女性對自我以及性別角色觀

念有更清楚的認知；因此，良好的教育是促進女性生涯發展的重要因素。 

而過往的工作經驗，也提供了在不同領域中有關生涯發展的自覺，亦會影

響將來的生涯抉擇（卓韋瑩，2004：24）。 

此外，婚姻與子女是已婚婦女生涯抉擇時最關鍵的因素。已婚婦女往往受

限於傳統價值觀下必須扮演好照顧子女與家務重擔的角色(黃有麗，2000：125；

Betz & Fitzgerald, 1987: 129-131)；相信已婚女性教授亦是如此，因此家庭責任

往往也會影響已婚女性教授的生涯發展。陳斐娟與徐鳳翎（2007：14）指出，

對於已婚女性而言，身兼數個角色（如工作者、母親、妻子）的扮演，常因為

無法平衡而發生角色衝突，使得女性在面臨生涯抉擇時，難以面面俱到。鐘珠



 
 

- 16 -

蓮（2003：33）甚至指出，部分女性為了顧及家庭與子女，因而降低自我期許，

阻礙生涯發展的機會。此外，已婚職業婦女若能得到配偶的支持，對女性的工

作生涯有其正面的助益(Beutell & Greenhaus, 1983: 43-48; Burley, 1995: 495; 

Parasuraman, Greenhaus & Granrose, 1992: 340-341)。 

由此可知，已婚女性教授面臨工作與家庭多重角色扮演的問題，不可忽視

婚姻與子女對其生涯發展的影響力。 

貳、社會環境因素 

一、性別角色刻板印象(sex role stereotypes ) 

黃有麗（2000：24）指出，「性別角色刻板印象」是來自於人們在社會化的

過程中，對於男女兩性所具備的人格特質有不同的語文標記時，性別角色刻板

印象就產生了；Gilligan (1982: 52-54)認為，女性從小的社會化過程中強調家庭

角色，多數人認為女性為細心、溫柔，男性多是堅強、獨立，顯然社會賦予男

性的特質，正是有利於發展事業的特質，而期望女性的特質則是在家裡做個家

庭主婦。Gottfredson (1981: 545)認為個人的職業期望水準，受到性別角色的制

約；因此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可能會限制女性的生涯發展。 

潘淑滿（2005：47）指出，性別角色刻板印象經過傳統社會化之影響，照

顧下一代的任務被標籤化為女性的工作，社會價值觀普遍認為女性應該把自己

的需求放在他人之後，特別是以先生的需求為優先；Keith & Schafer (1980: 

483-488)認為已婚婦女的生涯發展會深受配偶的改變而有所變動，社會期待女

性犧牲自己的事業以成就配偶的事業。這種性別角色社會化作用，不僅源自於

外在的社會規範及社會期許對女性所帶來的壓力，同時也會讓女性內化為她的

自我概念而形成自我設限，或是造成有「恐懼成功」的負面心理作用，擔心自

己追求事業可能帶給自己多方面的困擾（陳薇如，2005：34-36）；Horner (1978: 

41-42 )將這種不表現成就的行為稱為「恐懼成功」或「逃避成功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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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高淑娟、陸偉明（2002：488-489）的研究發現，女性大學教師的工

作投入與性別角色態度有關。即使具有高學歷且從事專業工作的女性，仍然百

脫不了社會文化對於女性角色期待的影響。另外，陳斐娟與徐鳳翎（2007：13）

指出，女性工作者受傳統價值觀影響愈小，愈有較高的成就動機，生涯發展的

愈成功。由此得知，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對女性的生涯發展產生不小的影響力，

對於專業自主性高的女性教授而言，是否產生限制或是影響，為本研究所要探

討的。 

二、職業刻板印象 

「職業刻板印象」是性別角色刻板印象的延伸（卓韋瑩，2004：26；陳薇

如，2005：36；劉修靜，2000：287；Hopkins, 1999: 4-5）；Shinar (1975: 99-111)

與 Levinson (1996: 10-15)均指出，職業刻板印象是透過社會制約作用而形成，

以性別劃分職業，認為男女兩性各有適合的職業群，有些工作（如醫生、工程

師）以男性為主，而有些工作（如護士、秘書）則以女性為主；此一現象窄化

了女性在做生涯選擇時的選擇範圍（卓韋瑩，2004：26；鐘珠蓮，2003：32-33）。 

黃婉君（1998：125-127）的研究中發現，男性從事的職業較女性多元化。 

另一方面，由於已婚婦女需要兼顧家庭與工作，使得社會上對婦女之刻板

印象是工作能力與投入不足，造成已婚婦女的升遷機會與薪資水準均較男性為

低（田秀蘭，1994：4-7）。 

陳薇如（2005：114）更指出，學術界在聘請教授時，會預設立場的認為女

性會因為家庭的緣故而無法全力投入於工作上，因而在候選人條件相同的情形

下，對男性會有較高的評價，傾向於錄取男性。 

此外，當女性在職場上想努力往上爬時，更有所謂的「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 現象，工作的職位階級愈高，性別的比例愈成偏態（田秀蘭，1994：

4-7；Hotchkiss & Borow, 1996: 281-334）；Coleman (1996)亦認為教育工作環境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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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存在明顯的和暗示性的性別歧視與限制，而成為女性教育人員的生涯障礙

（陳薇如，2005：115）。觀看台灣的高等教育職場中，男女性教授比例就有此

現象。 

三、其他不可預知的因素 

例如偶發的事件、天災以及預料之外的其他事件等。 

綜上所述，影響女性生涯發展的因素整理如表 1： 

 
表 1 　 影響女性生涯發展的因素 

1. 個人心理特質 
興趣、個性、性向、人格特質、自尊心、價值

觀、表達能力、專業能力等。 

內部因素 

2. 社會特質 

原生家庭的社經地位、父母的教育程度、受教

機會、生活型態、子女個數、家人期望與支持、

工作經驗等。 

社會環境

因素 

　 　  1. 性別角色刻板印象    3. 其他不可預知的因素 

2. 職業刻板印象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綜上所述，女性在生涯發展的過程中，會因為性別、家庭、社會等因素的影

響，而有不同於男性的考量與規劃，也因此女性生涯發展的型態實不完全等同於

一般的生涯發展理論；而已婚女性教授生涯發展過程中，勢必要面臨到工作與家

庭之間的兩難問題，關於工作與家庭的衝突與平衡的相關面向，為本研究下一節

所要探討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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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工作與家庭之間的衝突與平衡 

就成年人來說，生活中最重要的兩個面向不外乎就是工作與家庭。有關工作

與家庭兩個領域的討論，Rapoport & Ra (1965)的研究中，首先系統性地對工作與

家庭為兩個個別封閉實體的看法提出質疑，到了Nieva (1985)的研究，學術界已

形成共識，認為工作與家庭乃是在一個相互影響之系統內的兩個單位 (徐宗國，

1993：175) 。 

壹、工作－家庭的雙向關係 

現今已有許多研究指出工作與家庭乃是人生中無法劃分、相互牽動、彼此

影響的兩部分（何淑禎，2002：28-29；徐宗國，1993：196；張國書，1998：15-18；

陸洛、黃茂丁與高旭繁，2005：134；鄭忍嬌、陳皎眉，1994：59-60；Delgado, 

Canabal & Serrano, 2004：26; Elloy & Smith, 2004: 18; Voydanoff, 1988: 761; White, 

1999: 163）。 

Voydanoff (1988: 749-761)指出，工作與家庭衝突是相互影響的雙向概念；

當個體在工作（家庭）上獲得滿足感與成就時，將會帶動他在家庭（工作）領

域中的滿足感和成就，此謂「正向外溢」；而當個體在工作（家庭）上遭受到

困境而產生的困難與沮喪，使得個體無法有效的參與家庭（工作）生活，遂引

發「負向外溢」。此外，Boyar et al. (2003: 175-176)指出，當工作壓力的水準大

到足以影響家庭角色而產生工作－家庭衝突時，家庭上的衝突也可能衝擊工作

活動而造成更多的工作衝突，產生一個惡性循環。 

對於工作與家庭的雙向關係，學者分為兩個介面：工作干擾家庭

(work-family interface)與家庭干擾工作(family-work interface)(Frone, Russell & 

Cooper, 1992: 723-729; Greenhaus & Beutell, 1985: 79-88; Gutek, Searle & Klepa, 

1991: 560-568)。雖然工作與家庭是相互影響的，但有研究發現兩個介面的影響

程度是不相稱的，結果顯示工作影響家庭的程度大於家庭影響工作的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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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ne, Russell & Cooper, 1992: 723-729; Greenhaus & Beutell, 1985: 79-88; Hall 

& Richter, 1988: 213-223; Wiley, 1987: 467)。 

另一方面，許多研究顯示，工作－家庭衝突對個人在「工作方面」造成的

影響有：工作滿意、職業倦怠、離職率。其中大部分的研究發現，工作－家庭

衝突提高，工作滿意減少，離職率增加（何淑禎，2002：83-84；陸洛、黃茂丁

與高旭繁，2005：158；Elloy & Smith, 2004：17-27; Frone et al., 1992: 729 ; Major, 

Klein & Ehrhart, 2002: 427-436; Parasuraman, Greenhaus & Granrose, 1992: 

339-356; Reachel, Rich & Westman , 2007: 250-261）。 

而工作－家庭衝突在「非工作相關的影響」包括家庭滿意、生活滿意及婚

姻滿意，其中大部分的研究發現，工作－家庭衝突與家庭滿意、生活滿意及婚

姻滿意呈現反向關係（何淑禎，2002：83-84；陸洛、高旭繁、周雲與蕭愛玲，

2001：55-87；陸洛、黃茂丁、高旭繁，2005：158；Ahmad, 1996: 664; Anonymous , 

2001: 3-6; Fu & Shaffer , 2001: 502; Koustelios, Theodorakis & Goulimaris, 2004: 

51-60; Lambert, kass, Piotrowski & Vodanovieh, 2006: 66-71; Lenaghan, Buda & 

Eisner , 2007: 77; Major, Klein & Ehrhart, 2002: 427-436; Parasuraman, Greenhaus 

& Granrose, 1992: 339-356; Reachel, Rich & Westman , 2007: 250-261）。 

此外，工作－家庭衝突亦會對心理及身體健康，產生重大影響；研究顯示

工作－家庭衝突容易導致焦慮、易怒、緊張、疲憊等負面影響（何淑禎，2002：

83-84；陸洛、高旭繁、周雲與蕭愛玲，2001：55-87；陸洛、黃茂丁、高旭繁，

2005：158；Ahmad, 1996: 664; Fu & Shaffer , 2001: 502; Lambert, kass, Piotrowski 

& Vodanovieh, 2006: 66-71; Lenaghan, Buda & Eisner , 2007: 77; Reachel, Rich & 

Westman , 2007: 250-261）。 

貳、工作－家庭衝突之類型 

Greenhaus & Beutall(1985: 76-88)將工作與家庭衝突的類型歸納為：（1）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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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衝突(time-based conflict)、（2）精力衝突(strain based conflict)和（3）行為衝

突(behavior-based conflict)三種；Greenhaus & Beutall 指出，「時間衝突」是發生

在當時間貢獻於扮演一個角色時，可能產生難以貢獻到另一個角色的情形。而

「精力衝突」是發生在扮演一個角色所需花費的精力可能使其無法花其他精力

到其他角色上。而「行為衝突」是指，發生在一個角色的行為期望與另一個角

色的行為期望不相容時，所產生的衝突行為。以已婚女性教授為例，由於教授

需投入教學與研究，以致於無法在同一時間內扮演兩種角色（例如工作角色與

妻子或母親的角色同時並存），在時間有限的情況下必須從工作與家庭兩領域

中擇其一，因此便引發了「時間衝突」；加上工作的忙碌常會透支個人精力，

造成個人無法扮演好家庭角色，影響與家人相處的品質，於是產生「精力衝

突」；此外，由於工作領域與家庭領域中所期待的角色行為是不同的，若個人

無法在這兩個領域間調適得當，便容易產生「行為衝突」。 

而 Carlson & Kacmar (2000: 1030-1054)結合工作－家庭衝突的三種類型與

雙向特性，組成的工作－家庭衝突的六種維度結果：（1）時間導向的工作家庭

衝突；（2）壓力導向的工作家庭衝突；（3）行為導向的工作家庭衝突；（4）時

間導向的家庭工作衝突；（5）壓力導向的家庭工作衝突；（6）行為導向的家庭

工作衝突，如表 2 所示，作為未來相關研究與測量工具發展的參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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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工作－家庭的六種維度　　 　 　 　  

 

　 　 　 　 　 　 　 　 　 　 工作－家庭衝突的方向 

 

　 　 　 　 　 　 　 工作－家庭衝突　 　 　 　 家庭-工作衝突 

工作-　     時間                            

家庭　 　   壓力 

衝突　 　   行為 

類型 　 

　 　 　 

資料來源：Dawn S Carlson & Michele K Kacmar, 2000: pp.1030-1054. 

　 　 　 　 　　　 　 　 　 　 　 　  

參、工作角色與家庭角色之間的拉扯 

工作與家庭間的衝突其實也可視為是一種「角色衝突」(role confliction)，

其是在家庭與工作兩個領域間的角色無法有效地配合時，所衍生出來的一種衝

突壓力（崔來意，2000：13）。換言之，角色衝突是個人在工作與家庭兩個不同

領域中感受到不同的角色期望，且無法調和來自眾多角色壓力時，所形成的一

種角色衝突(Hall & Gordon, 1974: 243)。 

另一方面，當角色需求超過角色扮演者的時間與精力所能負荷的限度時，

就會產生角色負荷過重的情形(Greenhaus & Beutall, 1985: 76-88)。Reachel, Rich 

&Westman(2007: 249-272)更說明，隨著職業的不同，工作與家庭衝突的模式也

會有所不同，老師要面對的壓力有來自於學生、家長、學校與自己的家庭，負

荷過重的情形更為明顯。 

Kahn、Wolfe、Quinn、Snoeck 與 Rosenthaly(1964: 90-101)將職業婦女工作

與家庭之間的衝突，分為下列兩點說明： 

時間導向的工作家庭衝突 時間導向的家庭工作衝突 

壓力導向的工作家庭衝突 壓力導向的家庭工作衝突 

行為導向的工作家庭衝突 行為導向的家庭工作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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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角色間的衝突(inter-role confliction)： 

　 Kahn、Wolfe、Quinn、Snoeck 與 Rosenthaly(1964: 90-101)將角色間的

衝突定義為「個人無法依從來自於兩個或兩個以上的壓力源，如果順從一

個角色的要求就很難達成其他角色的期望時所產生的衝突感」；換言之，個

人身兼數個角色而形成顧此失彼無法兩全的情形。女性教授同時扮演為

人妻、為人母、為人媳婦、為人師等多重角色，因角色間的要求不同，容

易產生多重角色的衝突而造成負荷過重。 

二、角色內的衝突(intra-role confliction)： 

Kahn、Wolfe、Quinn、Snoeck 與 Rosenthaly(1964: 90-101)將角色內的

衝突定義為「擔任某一特定角色時，與此角色的有關期望彼此不能並存，

而使他們在履行角色行為時發生困難的現象」。例如多數男性不希望妻子過

於投入工作而疏忽家庭，但已婚女性教授在工作的動機上還有自我實現的

需求，因此產生了他人期望與自我認知不合的現象。 

肆、工作－家庭衝突的相關面向 

關於工作－家庭衝突相關文獻的探討，本研究將國內外學者之相關研究分

為一、價值觀與工作－家庭衝突之關係，二、工作－家庭需求、工作－家庭投

入與工作－家庭衝突之關係，三、家庭結構型態與工作－家庭衝突之關係，四、

配偶的態度與工作－家庭衝突之關係四個部分進行探究： 

一、價值觀與工作－家庭衝突之關係： 

（一）性別角色期待與工作－家庭衝突之關係 

雖然目前女性婚後就業的比例增加，男性與女性縱使在工作角色上是勢均

力敵，但可以發現在性別角色期待下，女性仍然承擔大部分的家務工作與責

任，並不因為女性就業而減少家務勞動；劉瓊美（2004：

http://www.nhu.edu.tw/~society/e-j/42/42-33-1.htm）並指出，依九十三年底台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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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家庭之家事分工情形而言，七成九以上的家事仍由女性負責，女性花在家事

及育兒時間為男性的 2.8 倍，由此得知，女性在家事及育兒的負擔仍相對偏重。

另一方面，Hsu (1993)的研究中發現，即使從事非傳統屬於女性職業的婦女（如

醫生）也要調整自己的工作情況，以配合家裡兒女教養、做家事等家庭需要（楊

瑞珠,2004：http://www.coolfamily.com.tw/yang/paper02.htm）。因此在社會期待之

下，女性會感受到很大的工作－家庭衝突感受(Duxbury & Higgins, 1991: 70-71; 

Broman, 1991: 509-520; Fu & Shaffer, 2001: 507-517)。 

相似的研究還有Lai(1995：31)的研究，其運用美國人工作與家庭角色和心

理幸福感相互作用的理論架構，藉以探討中國都會地區對於工作－家庭衝突的

相關影響；其中發現，由於中國婦女受到傳統性別角色期待的深遠影響，因此

比男性更容易遭遇到家庭需求的壓力；由於必須承受來自於工作與家庭兩種角

色的衝突性，因此其心理健康狀態比男性更顯疲憊。 

另一方面，國內研究中亦發現，傳統社會價值觀念深植人心，女性仍需負

擔大部分的家務及教養責任，導致即使在職場上取得一席地位的現代新女性，

仍不免因為對工作投入過多精力，產生或多或少家庭-工作衝突的負面影響，甚

至會因為疏於對家庭的照顧而心生愧疚（吳佩蒨，2006：33-34；徐宗國，1993：

186-187；賴碧蘭，2002：124-132）。高淑貴（1987：7-8）即清楚點出社會對女

性家庭角色的期望是造成已婚職業婦女工作－家庭衝突的主要原因。 

陳薇如（2005：146-155）探討台灣與美國的女性教授，結果發現兩地的女

性教授均會受到社會價值觀的影響，將女性的形象塑造偏向為溫柔、順應他人

期望等，進而影響其工作表現，或是為了要平衡工作與家庭而產生衝突。究竟

台灣已婚的女性教授面臨工作與傳統角色期待的雙重壓力下，是否會導致嚴重

的工作－家庭衝突，為本研究所要探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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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人價值觀與工作－家庭衝突之關係 

Lai (1995：29-31)的研究發現，由於中國人將「工作角色」視為中心，比

起家庭壓力而言，不論男性或是女性，工作壓力對於心裡的幸福感影響較為

深遠。亦有研究指出，愈注重家庭與傳統價值的職業婦女，所感受到工作－

家庭兩個領域所產生的角色衝突感愈嚴重（陳滿樺，1982：75；陳俐伶，1987：

65）。 

此外，高玉瑕（1982）指出，高教育的女性雖然同樣強調家庭角色，但

對事業角色之認同更強，且較為堅持兩種角色之兼顧；而吳美蓮（1994）指

出，專業女性的職業明顯的會影響其工作－家庭壓力的感受，即女性教授比

一般勞工所感受到的衝突感更高；而專業及女性主管在職場上面臨的工作衝

突，則會顯著地增強其工作與家庭間衝突的感受（改寫自路洛、黃茂丁、高

旭繁，2005：136-137）。 

路洛、黃茂丁、高旭繁（2005：142-159）進一步指出，「獨立我」1觀念

愈高，會將工作成就界定為個人成就，因此對「獨立我」高的人而言，當「工

作需求」愈高時，代表能產生更多工作成就的機會，其工作－家庭衝突愈低；

但另一方面，獨立我觀念愈高的人，愈可能因為照顧年幼子女的家庭責任，

而產生嚴重的工作－家庭衝突。而「互依我2」觀念愈高，愈將工作視為服務

家庭的工具，換言之，工作是為了讓家庭過的更好，因此對「互依我」高的

人而言，當「工作需求」愈高時，代表能產生更多的機會讓家庭生活更美滿，

其工作－家庭衝突愈低。另一方面，對「互依我」高的人而言，「家庭需求」

本來就是要負擔的責任，所以為家庭付出不會產生太多的衝突。 

                                                 
1 「獨立我」強調個人的分離性與獨立性，相信每個人都是獨特且完整的，故而強調表達個人獨

特的需求、權力和能力，發展個人獨特的潛能並追求自我實現；西方的「個人主義」價值所建構

的正是這套自我觀（路洛、黃茂丁、高旭繁，2005：143）。 
2 「互依我」強調個人與他人的關連性與互依性，個人是由社會關係來界定，故強調個人的角色、

承諾、義務與責任；華人文化中的「集體主義」價值所建構的正是這套自我觀（路洛、黃茂丁、

高旭繁，2005：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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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陳薇如（2005：146-155）探討台灣與美國的女性教授，結果發現

兩地的女性教授在面對競爭激烈的工作環境時，態度較為消極，自我期望偏

低；另一方面，由於要兼顧工作與家庭，對其工作表現有很大的阻礙。究竟

台灣已婚的女性教授面臨到學術環境與家庭環境的衝突時，對自我期許與面

臨衝突的感受如何，為本研究所要探討的重點之一。 

綜合言之，工作者對家庭與工作兩者的價值觀會影響其工作－家庭衝突

之程度。以工作為重者，對家庭方面需求較難達成，反之亦然。  

二、工作－家庭需求、工作－家庭投入與工作－家庭衝突之關連 

Greenhaus & Kopelman(1981: 1-10)針對男性所作的研究，結果發現愈具工

作角色顯著性3越高，其工作家庭的衝突性也越高。以下就三個部分來探討之： 

（一）工作－家庭需求與工作－家庭衝突之關連 

Yang, Chen & Zou (2000：113-123)與 Lu, Gilmour, Kao & Huang (2006: 

9-27)均以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來探討東西方在工作與家庭衝突的領域上有何

相同與不同處。其中Yang,Chen & Zou (2000: 113-123)指出，由於美國文化上

的個人主義與中國的集體主義不同，因此美國員工比中國員工經歷更多的家

庭需求，而中國員工比美國員工經歷更多的工作需求。然而陸洛、黃茂丁、

高旭繁（2005：133-159）的研究中發現，家庭需求對華人的工作－家庭衝突

亦有顯著影響，或許是現今的台灣人已經不再像傳統集體主義社會中的個

人，只將工作視為一個支撐和照顧家庭的手段，而是同時視工作為彰顯自我

的途徑，故亦會覺得家庭的需求可能會妨礙其在工作上的發展。 

另一方面，Lu, Gilmour, Kao&Huang (2006:9-27)是以Yang, Chen & Zou 

(2000：113-123)的結論作為理論基礎，並進一步探討工作－家庭需求、工作

                                                 
3 角色顯著性可以說是給定角色（工作或家庭）對個體自我形象的重要性程度（Lodahl & 
Kejner,1965: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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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衝突(Work-Family Conflict, WFC)、家庭－工作衝突(Family-Work 

Conflict, FWC)與幸福感對於個人主義的英國社會與集體主義的台灣社會間

有何差異；研究結果發現，兩國員工的幸福感均受到WFC與FWC產生了負面

的影響；不同之處在於，相較於集體主義的台灣社會，在個人主義的英國社

會中，當工作需求高時，會感受較高的WFC，而當家庭需求高時，則會感受

較高的FWC。換言之，相較於台灣社會，英國社會在工作需求與WFC之間和

家庭需求與FWC之間，有更強烈的關連性。 

此外，Voydanoff (2005：822-836)是將工作、家庭、工作領域的跨界需求

與資源與家庭角色的品質四者作一結合，建構出一個工作－家庭平衡的模

式，研究發現當工作需求無法與家庭能力（如時間）或期望融合時，或是家

庭需求或目標無法與工作供給（如薪水）相融合時，就會產生衝突。而家庭

需求顯然會與工作需求間造成資源競爭和排擠，因而容易導致衝突產生。 

國內研究中，陸洛、黃茂丁、高旭繁（2005：156）的研究中發現，女性

感受到的家庭需求顯著多於男性，顯示女性依舊扮演家務照顧與負擔者的角

色。另一方面，台灣女性的家庭要求比男性要多，但工作要求卻不見得比男

性少，換言之，在台灣職場上的女性，必需要同時兼顧工作與家庭的雙重角

色，究竟已婚女性教授如何看待自己蠟燭兩頭燒的困境，為本研究要深入探

討的重點。 

綜合言之，個人所扮演的家庭角色如需要花費大量的時間與精力，常會

產生家庭-工作衝突，而當個人所扮演的工作角色如需要花費大量的時間與精

力，常會產生工作－家庭衝突；若無法平衡工作與家庭之需求，或是當一方

的需求大於另一方的供給時將產生衝突。 

（二）工作－家庭投入與工作－家庭衝突之關連 

　 1.工作投入與工作－家庭衝突之關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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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tz & Jewell(1979: 72)指出，工作投入(job involvement)是個人生活中

工作所佔的重要性，同時會影響其工作表現及其他工作行為。 

許多研究均指出，工作投入會對工作－家庭衝突造成影響(Adams, King 

& King, 1996: 411-420; Carlson, Kacmar & Stepina, 1995: 17-25; Higgins & 

Duxbury, 1991: 51-75; Pleck, 1982: 89-92; Wiley, 1987: 467-472)；Hall & 

Richter(1988: 213-223)指出，高度的工作投入，會產生角色疆界滲透的狀

況，此種情形導致工作角色會干涉到家庭角色的扮演，當個人愈投入工作

角色時，愈會將工作上的問題帶回家，結果往往產生了工作－家庭的衝突。

換言之，個人的工作投入程度愈高，所需要花費的心力與時間也跟著增加，

對家庭的關心程度也會有所影響，因此容易導致工作－家庭的衝突。  

另一方面，工作投入與工作－家庭衝突的關係上有性別的差異。有研

究發現，女性的工作投入愈高，其工作－家庭衝突的感受程度較男性為強

(Greenhaus, Parasuraman, Granrose, Rabinowitz & Beutell, 1989: 135-153; 

Higgins & Duxbury, 1991: 70)；其主要原因為傳統性別角色期待下導致過度

投入工作的女性，容易引起工作－家庭衝突，並產生焦慮與罪惡感。 

高瑞堂（1997：92-105）探討警察人員的工作－家庭衝突問題，研究結

果顯示，工作投入、工作衝突、家庭衝突、工作生活品質以及家庭生活品

質均與工作－家庭衝突有顯著的相關。 

2.家庭投入與工作－家庭衝突之關連 

家庭投入(family involvement)是指，個人對於家庭角色之心裡認同程度

和家庭在個人自我形象、自我觀念及個人承諾中的重要性(Yang, &Brett, 

1985: 754-755)；換言之，家庭投入代表個人關心、重視自己家庭的程度（高

瑞堂，1998：102）。 

有許多研究均指出，家庭投入會對工作－家庭衝突造成影響(Ad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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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 & King, 1996: 411-420; Carlsin, Kacmar & Stepina, 1995: 17-25; 

Greenhaus & Beutell, 1985: 76-88; Holahan & Gilbert, 1979: 86-90; Pleck, 

1979: 56-89; Williams & Alliger, 1994: 837-868)；主要的原因在於，當個人

的家庭投入程度愈高，代表花在家庭的時間與精力就愈多，可能造成角色

的負荷過重，反而無法扮演好家庭角色；或是當個人的家庭投入程度過高

時，則容易造成忽略工作角色的扮演，因而導致工作－家庭的衝突(Pleck, 

1979：56-89；Greenhaus&Beutell, 1985：76-88)。  

Hall & Richter(1988: 213-223)指出，高度的家庭投入，會產生角色疆界

滲透的狀況，此種情形導致家庭角色會干涉到工作角色的扮演，當個人愈

投入家庭角色時，愈會將家庭上的問題帶到職場上，結果往往產生了工作

－家庭的衝突。換言之，個人的家庭投入程度越高，所需要花費的心力與

時間也跟著增加，對工作的關心程度也因此會有所影響；當個人要承擔來

自兩個領域不相容的要求時，結果往往導致工作－家庭的衝突。 

（三）工作時間、工作量與工作－家庭衝突之關連 

許多研究指出，工作時間與工作量均是導致工作－家庭衝突的重要因

素，換言之，工作時間、工作量愈多，工作負荷愈大，工作－家庭衝突亦會

增高(Bruck, Allan & Spector, 2002: 336-353, Burke & Bradshaw, 1981: 329-375; 

Burke, Weir & Duwors, 1980: 253-278; Jones & Fletcher, 1993：88-93; Keith & 

Schafer,1980: 483-488; Nieva, 1985: 162-190; Pleck, Staines & Lang, 1980: 

29-32; Pleck, 1982: 89-92; Voydanoff, 1988: 749-761; Voydanoff & Kelly, 1985: 

367-374)。 

Voydanoff(1988: 749-761)探討工作角色特性、家庭結構需求與工作－家

庭衝突間的關係；其研究發現不論男性或女性，皆會因為工作時間、工作需

求與幼童在家而產生工作－家庭衝突。此外，Greenhaus & Beutell(1985: 7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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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指出，高度的工作投入與家庭投入與個人在工作和家庭上時間的付出

有正相關，意謂時間的付出會增加工作或家庭上的衝突，造成角色負荷過重。 

徐宗國（1993：196）研究女性工作者的時間投入，研究發現工作的時間

特性，不論質（是指工作之間有不同的需要心思集中的狀況）或量（工作時

間的長短），對女性的影響均大於男性，甚至有些女性因為不想自己的工作

過份干擾到家庭及婚姻品質，因而選擇放棄工作。 

另一方面，雙薪家庭中太太的工作時數過高，不僅會減少與孩子相處的

親子時間，亦會產生工作與家庭間的衝突情形，並將導致因夫妻減少相處進

而影響婚姻滿意度與家庭生活品質(Hass, 1999: 571-575, Nock & Kongston, 

1988：80，徐宗國，1993：182)。以工作時間作為研究的還有許秀琴、張素怡

與余慧君，其中許秀琴（1984：99）與余慧君（2000：38-39）均指出，「女

性超時工作」因而減少了與家人的團聚時間，無法兼顧家庭，因此「時間因

素」是她們感覺到工作－家庭衝突的主要來源；而張素怡（2004：123-125）

指出，先生超時工作對於家庭產生很大的負面影響，主要是由於妻子必須一

肩扛起家中所有家務與照料責任，且先生與孩子和妻子的相處時間不多，對

於親子與婚姻的感情維繫都將產生負面影響。 

綜合言之，工作、家庭與婚姻其實是相互影響的，過長的工作時間除了

容易造成工作者角色負荷過重、工作滿意度低之外，也影響到工作者與家庭

成員相處時間的多寡，若相聚時間過少，容易導致工作與家庭間的衝突情形，

進而影響家庭生活滿意度、婚姻滿意度、家庭生活品質與幸福感。 

對於已婚女性教授而言，因為教職的角色而產生學術研究上的時間需

求，是否造成家庭責任的減少，又或是容易因為需要花時間在研究與教學上

而忽略家庭，都是本研究所要探討的。 

三、家庭結構型態對工作－家庭衝突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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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子女數與子女年齡 

許多研究均指出，已婚者比起未婚者經歷到更多的工作－家庭衝突，主

要是由於已婚者代表責任與義務的增加，衝突與壓力的感受因此比未婚者來

的大(何淑禎，2002：23；Fu & Shaffer, 2001: 517-519 ; Herman & Gyllstrom, 

1977: 320; Lu , Gilmour, Kao & Huang, 2006: 16)。 

許多研究指出有小孩的父母比沒有小孩的父母更容易產生工作－家庭的

衝突感，且孩子數目越多，工作與家庭的衝突感越大。(何淑禎，2002：80-82；

陸洛、黃茂丁、高旭繁，2005: 157；Beutell & Greenhaus, 1980: 2-6 ; Enilda, Maria 

& Elena, 2004: 28; Fu & Shaffer, 2001:517-519; Greehaus & Kopelman,1981: 

1-10 ; Herman & Gyllstrom, 1977: 320; Higgins, Duxbury & Lee, 1994: 145-146; 

Lu , Gilmour, Kao & Huang, 2006: 16; Pleck, Staines & Lang, 1980: 29-32 ; 

Quesenberry, Trauth & Morgan, 2006: 42 )。 

另一方面，育有年齡較小幼兒的父母也比子女已長大的父母而言，較容

易經驗到衝突與壓力；換言之，父母的壓力會隨著子女年齡的增長而減輕（陸

洛、黃茂丁、高旭繁，2005：157；Beutell & Greenhaus, 1980: 2-6 ; Enilda, Maria 

& Elena, 2004: 28; Herman & Gyllstrom, 1977: 320, Higgins, Duxbury & Lee, 

1994: 145-146; Lu , Gilmour, Kao & Huang, 2006: 16 ; Quesenberry, Trauth & 

Morgan, 2006: 42）。伊慶春與簡文吟（2001：149-182）並指出，育有子女的

職業婦女在婚後到最小子女上學前是家庭角色需求最高的時機，也是最容易

產生工作－家庭衝突的時候。 

由此可以得知，子女數與子女年齡是造成父母雙方工作－家庭衝突增加

的原因之一；對於已婚的女性教授而言，子女數與子女年齡是否同樣會造成

其在工作與家庭衝突發生的原因，有待本研究進一步探究。 

（二）雙薪與單薪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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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loy & Smith (2004: 18)指出，雙生涯的夫妻代表著必須承擔來自於工作

與家庭兩方的責任，此往往容易因為壓力過大而影響組織運作、夫妻間感情，

最終導致工作－家庭的衝突。 

國內研究中，高淑貴、賴爾柔、莊雅萌（1988：89-93）研究發現，雙生

涯家庭中的的夫妻均希望其配偶能花更多時間在照顧子女上，容易因為觀念

不同而引發衝突。而唐先梅（1998：75-112）比較雙薪家庭中已婚兩性在工作、

家事以及休閒時間安排上的差異，結果發現已婚夫妻的時間分配以「家事時

間」差異最大；之後唐先梅（1999：16-30）的研究中指出，雙薪家庭中的太

太仍是主要的家務負擔者，此造成已婚職業婦女較容易面臨到工作－家庭衝

突的窘境。 

Keith & Schafer (1980: 483-488)指出，已婚婦女的工作－家庭衝突程度，

會隨著先生每週投入工作的時間的增加而升高；此主要是由於當先生致力於

個人生涯事業的發展時，對於家庭的照料與關心程度會因此降低，此時女性

勢必多少要犧牲個人的生涯發展以挪出時間照料家庭，也因此容易引發工作

與家庭的衝突感。 

另一方面，針對單薪家庭的研究較少，其中高瑞堂（1998：109-159）的

研究結果發現，單薪家庭感受到工作－家庭衝突的程度明顯高於雙薪家庭，

因為雙薪家庭較能夠從工作中獲得滿足感，享受工作生活。而胡嘉鴻（1995：

80-90）的研究中指出，傳統生涯男性比雙生涯男性經驗到較多的工作衝突，

此主要是由於單薪家庭裡的男性所背負的責任較多，經濟壓力較大，因而面

臨到較多的衝突感受，也較容易將衝突反應在工作與家庭領域中。 

四、配偶的態度與工作－家庭衝突之關係： 

Beutell & Greenhaus (1983: 43-48)的研究中發現，先生支持性的態度與行

為，可以緩和妻子投入家庭外角色的衝突感。之後Parasuraman, Greenhau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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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rose (1992: 340-341)的研究發現，當遭受到工作－家庭衝突時，若配偶能提

供支持時，有助於家庭滿意度的提升。而在Burley (1995: 495)的研究中，更清

楚的表示，雙薪家庭中面對工作－家庭衝突性時，配偶支持的態度為一個重要

的變數，對婚姻調適與工作－家庭衝突有直接的影響。 

國內研究中，亦有相關結果發現，外出工作女性的配偶若能對工作者在工

作投入上，持較多正面且支援的態度時，其主動參與工作以及工作取向程度較

高，同時由於配偶的支持，工作－家庭衝突的程度較低；換言之，配偶的支援

性態度對於工作者在工作方面有正面的影響，並能減緩工作－家庭衝突的負面

程度（余慧君，1999：116-117；吳佩蒨，2006：35；何淑禎，2002：14-17；李

妙虹，2003：91；許秀琴，1984：101；葉爾雯，1990：90；蔡啟源與柯適修，

1995：177-203；崔來意，2000：92-93；張素怡，2004：136）。 

此外，許秀琴（1984：100-101）的研究發現工作時數並非是影響婚姻生活

滿意的關鍵，配偶對工作者的工作性質理解與支援的態度，才是夫妻對於婚姻

滿意與否的關鍵。因此，究竟女性教授在投入學術生涯的同時，配偶的支持態

度是否會影響其工作與家庭衝突的感受，將有待本研究去瞭解。 

第四節  工作與家庭衝突的因應策略 

    職業婦女在面對工作與家庭的責任負荷時，通常無法將兩者做截然的劃分。

在多重角色的扮演下，角色所承受的期待愈多，所面臨的衝突感愈大。尤其職場

上要求員工應對工作全力以赴，女性教授則被要求全力投身於教職；但社會普遍

觀點認為家務工作的操持屬於婦女的責任，這樣內外在均要求女性教授全心投入

的結果，自然讓已婚女性教授倍感壓力。當家庭壓力產生時，家庭整個系統皆會

受到影響，而這樣的影響也許是個危機，但若有適當的調適也是個「轉機」，能

使家庭系統更加穩固連結。對此，許多學者提出面臨工作－家庭衝突的因應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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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方式。 

Levinson (1959: 170-180)指出，個體在組織中減緩角色衝突的因應方式如下： 

壹、改變自己對所扮演角色的看法，以符合組織要求。  

貳、離開組織。  

參、只達到組織中角色期望的最低要求。  

肆、爭取外界力量來改變組織結構。 

而 Kahn (1964: 118-125)等人指出，個體面對角色衝突時可採取兩種調適機制

來因應衝突：一、客觀層面：有效運用資源以解決問題。二、情感層面：以情感

的方式（如退出、逃避）來反應。 

Hall (1972: 471-489)贊同 Kahn 等人所建立的調適衝突機制，並採 Levinson

的觀點來建立調適角色衝突之三項策略，說明如下： 

壹、結構性角色再定義 (structural role redefinition) 

直接與壓力給予者溝通，並協調出新的期望或是減少部分負擔；重新分配

個人的角色任務來減緩衝突。例如，要求先生一起分擔家務工作。 

貳、個人角色再定義 (personal role redefinition) 

並非與給予壓力者溝通，而是重新詮釋個體對角色的態度與認知；在角色

之間排定優先順序，並將角色衝突視為生活中無可避免的事實。 

參、反應性的角色行為 (reactive role behavior) 

努力迎合所有壓力給予者的期望，並藉由更好的時間安排或更努力於工作

及家務上，達到角色期待的最低要求。 

McCubbin et al. (1979: 85-96)認為，個體面對壓力時的因應方式有四點： 

一、降低需求；二、利用社會支援；三、降低壓力；四、改變認知使其容易接受

與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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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內研究中，王以仁（1993）與馮觀富（1992）均指出，職業婦女的壓力

源除了來自於個人家庭外，工作環境亦是來源之一，當面臨衝突感受時，可從個

人覺知的改變、生活環境的改善以及運用社會支持系統去因應壓力（何淑貞，

2002：26-27）。 

另一方面，Ashforth, Kreiner & Fugate (2000: 472-491)提出「工作－家庭界線

理論」(Work-Family Boundary Theory)，主要是探討人們如何處理工作與家庭或

工作與其他行為之間的角色轉換(role transition)；角色轉換是一種跨界的活動，

也就是離開一個角色之後進入另一個角色；Clark亦在同年發表了工作家庭疆界

理論(Work-Family Border Theory)，指出工作與家庭是相互影響的兩個領域，並

藉由解釋人們如何處理及協商這兩個領域的範圍與疆界，進而達到個人在工作與

家庭的平衡(Clark, 2000: 747-770)。 

依據工作家庭界線理論，當工作領域與家庭領域的界線是模糊時，個體可能

把工作上的問題帶到家庭或是將家庭的問題帶到職場上，此時會導致角色的緊張

與焦慮(Ashforth, Kreiner & Fugate, 2000: 472-491)；然而Clark (2000: 747-770)認

為，每個人對於工作與家庭界線的看法是因人而異，工作家庭界線的模糊不一定

權是負面或是正面的，假使個人偏好高度整合，則會覺得非常的泰然，不會有工

作家庭衝突產生；也有一些人則是明顯地將二者加以區隔；因此還是得視個人對

於工作家庭界線的偏好而定，當偏好與實際不符時，才會產生工作家庭衝突（黃

詩萍，2004：21-22）。 

這兩個理論都建議，每個人都能依據自己需求維持適當的工作家庭界線，方

法是經由反覆試驗，知覺自己、上司、配偶與子女的需求，漸漸學會在工作和家

庭間拉一條適當的界線，並做好角色間的轉換。例如女性教授可以在家裡隔出一

個獨立空間來做研究，以避免家人的打擾；或是回家前先去公園坐坐以轉換心

情。因此可從界線理論與疆界理論的因應策略，找出適合的工作－家庭界線與轉

換角色的方式，亦可達到個人在工作與家庭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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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綜合何淑貞（2002：26-29）、吳珮蒨（2006：36-38）、高淑清（2000：

153-154）、張佳晏（2004：51）、張素怡（2004：132-137）、鄭忍嬌、陳皎眉（1994：

50-56）、Bardoel, Tharenau & Moss (1998: 31-32)、Higgins, Duxbury& Lee (1994: 

149-150)、Haddock, Ziemba, Zimmerman & Current (2001：454-455)、Riba et al. (2007: 

136)眾多學者的論述，提出下列因應之道： 

一、個人對自身壓力的認知與調適 

二、家務的妥善分工 

三、建立並妥善用運用支持系統 

四、學習相互溝通、表達自身感受 

五、有效的時間管理 

六、留時間給自己 

七、適當運動 

八、政府與社會以及工作場所應重視與員工相關的家庭福利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