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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資料分析 

第一節　 生涯發展歷程－故事的開端  

壹、原生家庭的背景 

每個人的成長都是一種劇本模式，由於劇本的塑造，才有今天的自己；原

生家庭（Family-of-Origin）就是個人出生後，父母所給予的那個家庭；個人自

其中開始學習生理、心理與情緒的層面；另外，在我們一生當中，對我們影響

最早、最有力，持續最久的，也就是「原生家庭」的系統；換言之，原生家庭

影響一個人未來的生活歷程，也影響一個人如何生活和思考。 

本研究中，受訪者的父親皆外出工作，而母親則有不同，有五位外出工作，

五位為家管；其中受訪者 A、受訪者 D 與受訪者 G 的父母皆為公務員；受訪者

E 與受訪者 I 的父親原先是公務員後來經商，母親為家管；受訪者 H 的父母從

商；受訪者 J 的父母在私人公司工作；受訪者 C 與受訪者 F 的父親經商，母親

為家管；受訪者 B 的父親自軍中退役後到私人公司當主管，母親為工廠女工。

受訪者的家庭結構如下： 

父母都是公務員，我有一個哥哥，一個姊姊，一個妹妹(受訪者 A) 

我爸很早從軍中退役下來了，然後到美商公司去工作，因為我爸英

文能力很不錯，所以進到美商公司去做管理幹部…那因為我爸當軍

人時期薪水非常非常微薄，不足以養家的，所以我媽那時去當女工

（受訪者 B） 

我爸爸經商，母親是家管（受訪者 C） 

我的父母都是公務人員，家裡有三個小孩，我是老大，有兩個弟弟

（受訪者 D） 

我母親當過國小教師，後來照顧我們太忙了，沒有辦法兼顧，所以

後來就辭掉了，我父親曾經做過公務員，但公務員在那個年代薪水

是比較少的，他想說要撫養四個小孩，要給小孩比較好的教育，薪

水無法負擔，所以轉行去企業界的管理單位工作（受訪者 E） 

我的父親從商，母親是家庭主婦，我的兄弟姊妹很多，一個姐姐，

三個妹妹，最小的是弟弟(受訪者 F) 

我媽媽在當時的師專教書 現在的師院，爸爸是公職(受訪者 G) 

父母親皆是從商的，做雨傘的，一個做貿易，一個開店(受訪者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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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親他有兩個工作，他原來是公務員，嗯，後來他經商，他是那

個那個迪化街布行的批發商，那我母親就是家管，家裡有兩女五

男，我是老大（受訪者 I） 

父母親都屬於勞工階級，政府的後勤單位，媽媽是作業員按件計

酬的，爸爸是管理員，修理機器的，半技術的（受訪者 J） 

貳、順利的求學階段 

和筆者的預期相同，受訪者的求學過程皆十分順遂，念完高中念大學，並無

歷經重考階段。  

其中，受訪者 A、受訪者 E、受訪者 F、受訪者 G 與受訪者 H 皆是在國內念

完大學後緊接出國進修，拿到碩士及博士文憑。這樣順遂的求學過程，也奠定了

她們對自我的肯定與自我期許。以下為受訪者求學的過程： 

高中念台中女中，之後念交大，畢業後到美國念碩士及博士(受

訪者 A) 

高中大學都是念台北的學校 碩士博士才到美國念的 （受訪者 E） 

高中念師大附中，之後考上台大，畢業後出國到美國念碩士，之

後再念博士(受訪者 F) 

我在國內念大學,大學畢業後我做了一年助理,然後再去美國念

碩士和博士（受訪者 G） 

求學過程到大學啦！之後碩士和博士都是到國外念的（受訪者 H） 

受訪者 B 與受訪者 D 則是在國內念完研究所後出國攻讀博士。 

大學畢業那年，我父親鼓勵我考研究所，研究所畢業後，我父親

又看到了公費留考的訊息出來，就鼓勵我去考考看，之後很幸運

的考上了，所以就出國念博士班（受訪者 B） 

國中念私立的，之後考上高雄女中，大學、研究所都在國內念，

之後出國進修，攻讀博士（受訪者 D） 

受訪者 C 則是在國內念研究所與博士班，曾經到德國進修三個月。 

xx 大學部大學部、碩士班和博士班，然後我有過德國進修過三個

月（受訪者 C） 

另外，受訪者 I 與受訪者 J 在國內念國立大學與研究所，受訪者 J 現今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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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博士學位。 

高中考上北一女…然後大學就念 xx 大學，最高學歷就是 xx 大學

碩士班（受訪者 I） 

我念高雄女中…然後大學就念 xx 大學，現在在進修博士，在寫

論文了（受訪者 J） 

參、已婚女性教授的生涯發展類型－兼顧家庭與工作的雙軌生涯型態 

從 Super 所提出的七種女性生涯發展型態而論，十位已婚受訪女性教授皆

為「雙軌生涯型態」，此類型的女性，代表在其一生發展階段中都不斷地兼顧

工作與家庭角色： 

家庭與工作對我而言就像一個天平，今天哪一邊出了事情，我就

會偏向哪一邊（受訪者 D） 

對我而言時間的安排很重要，才能達到家庭與工作上的平衡(受

訪者 F) 

家庭和工作對我而言都重要，兩方對我來說是相對的；加重工作

上的時間，某種程度而言，家庭的時間就會被剝奪，而我盡量做

到均衡，但總是力有未逮（受訪者 G） 

工作和家庭都是我的生活…就是要看我在這裡面怎麼去做調整..

我盡量讓工作和家庭合而為一（受訪者 H） 

家庭和工作對我而言都重要…尤其我追求完美，所以在家庭與工

作上，我盡量都做到最好（受訪者 I） 

此外，比較特別的是受訪者 A，對她而言，家庭、工作與朋友三者都很重

要，且嘗試在這三者間做平衡： 

對我來說，家庭、工作與朋友三者都很重要，且我嘗試在這三者

間做平衡(受訪者 A) 

由此可見，女性生涯發展是一種變化的、動態的與複雜的發展歷程，已婚女

性教授的生涯發展亦是如此；其中較令人關注的是，有些女性往往受到傳統思

維的影響，會因為婚姻或生育等因素而中斷事業生涯，或是將重心移往家庭，

但是對於已婚的女性教授而言，工作與家庭皆是十分重要的，也因此在其生涯

發展階段中都不斷地兼顧工作與家庭角色，並力求達到兩者的平衡。 



 
 

- 49 -

第二節　 影響已婚女性教授生涯發展的因素 

女性在生涯發展的歷程中，會受到許多因素的干擾與影響，所承受的壓力與

面臨的困難都比男性來的複雜。對於已婚女性教授生涯發展上的影響因素，受訪

者一致認為，雖然自己可以大致決定自己的生涯規劃，但發展過程中仍不免會受

到一些因素影響；多位受訪者明確指出，婚後的家庭是她目前生涯發展上最大的

影響因素。本文將影響已婚女性教授生涯發展之因素分為內部因素與社會環境因

素，分述如下： 

壹、 影響已婚女性教授生涯發展的內部因素    

本研究將影響已婚女性教授生涯發展的內部因素分為：個人的心理特質與

個人的社會特質兩大類，分述如下：  

一、個人心理特質      

個人心理特質包括：個性、興趣、專業能力與人格特質等，分述如下： 

（一）個性使然 

從受訪者的談話中可以得知，個體的個性會影響生涯抉擇的形貌；其

中，有五位受訪者提及自己的個性較為主動積極，因此往往會事先規劃自

己的生涯發展。受訪者表示： 

我很積極、樂觀，也很隨緣，都會先規劃(受訪者 A) 

對工作啦！教書啦！都很積極，都會先想好先規劃（受訪者 C） 

我的個性比較好強，所以當我父母要求我時，我會盡力做到（受

訪者 D） 

我想我是比較積極的，當然隨著年齡和生活經驗的成熟會有所修

正，但基本上對自己的生涯規劃上是比較積極的（受訪者 E） 

我個性比較積極，所以像升等的都會規劃(受訪者 F) 

（二）興趣 

本研究發現，受訪者在職業選擇的過程中，會考量教職工作是否與個

人的興趣相符。受訪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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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比較喜歡自由一點的工作，教職這份工作彈性很大，我比較有

興趣這樣的工作（受訪者 B） 

我是先當助教，然後覺得教職這個工作應該符合我的興趣，所以

之後才想說要往上爬的（受訪者 C） 

我當初喜歡教職的挑戰性，與自主性…覺得很符合我的個性，而

且我一直抱持著一種奉獻的觀點（受訪者 I） 

（三）專業能力 

本研究發現，受訪者在選擇職業時，會考量自己所學的專業領域與能

力是否與工作性質相符，而決定職業的選擇。受訪者表示： 

我都念到 PHD 了，當然考量自己的專業能力選擇教職（受訪者 E） 

在我的專業領域上我覺得自己表現的還可以，所以一直念上去，

一直念到博士就知道要當老師（受訪者 G） 

受訪者 F 主要是希望在自己鑽研的領域中有所發展。受訪者表示： 

主要是我還滿想在這個領域有所發展，所以真正要談起來，就是

在大四有當老師這樣的想法(受訪者 F) 

（四）人格特質 

本研究發現，已婚女性教授多具有熱愛學習、認真投入以及自我要求的

人格特質。 

1、 熱愛學習 

本研究發現，受訪者具有熱愛學習的特質，且有良好的學習習慣，喜歡

閱讀獲取新知，對於新的事物都願意去學習與嘗試。受訪者表示： 

對於新的事情我基本上都還滿有興趣的（受訪者 A） 

我每天都一定會閱讀一些新的文章或報紙（受訪者 B） 

即使再忙我還是願意看一些書，可以和孩子分享（受訪者 D） 

一直都在學習，從未間斷過（受訪者 E） 

只要有時間就一定會看一些書或找一些想學的東西（受訪者 F） 

最重要的是每天看書，我每天花非常多的時間在看書（受訪者 I） 

本來老師就不是全能的，本來就是不斷的在學習，那我基本上就是

保持這樣的心態（受訪者 J） 

2、 認真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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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發現，受訪者皆十分認真投入於教職工作，並全力以赴。 

我算是工作狂，只要工作就很認真（受訪者 A） 

我常常準備明天的課程還有寫文章就弄到 1、2點（受訪者 C） 

小孩還小的時候…往往都要等到他睡覺了，才趕快複習明天要上課

的內容，常常弄到 1、2點鐘才睡覺，早上 6點多一點就要爬起來，

非常非常辛苦，但對於我的教學工作我不會隨便帶過（受訪者 E） 

我希望多一點時間在做研究上（受訪者 F） 

我還是希望在我有限的時間與精力下做出一些東西，包括在教學或

研究上，我很認真看待我的工作（受訪者 G） 

作為一個教授，就像是在做三份工作，加上時間上的限制，但我盡

量做到全力以赴（受訪者 H） 

在教職方面，我是盡力而為，在能力範圍內全力以赴（受訪者 I） 

受訪者 J 以開玩笑的方式取笑自己，為了吸引學生，不惜扮演小丑以博

得學生的好感，其實目的是希望學生能專心聽講。受訪者表示： 

還有就是同學可能有自己的事情，所以精神可能無法完全集中，他

們都說我好像小丑一樣，想博得學生的好感啦！目的就是要他們專

心（受訪者 J） 

3、 自我要求 

本研究發現，受訪者自我要求的程度很高，也因此產生不小的壓力。 

我通常都會要求自己要做什麼，要在什麼時間內完成什麼，壓力很

大（受訪者 A） 

我計畫升等，我拖的時間比較長是因為自我要求比較高，我對自我

要求是非常高的標準（受訪者 F） 

我自我要求的程度很高，甚至到追求完美的程度，所以很累（受訪

者 I） 

因為來自學校環境的壓力，加上自我要求高，受訪者 J 目前正在進修博

士，今年邁入第七年；也由於身兼數職而產生相當大的壓力。 

就是整個學校的外在壓力，加上我自我要求比較高，所以繼續進修

博士，今年邁入第七年，加上我還有教職的工作，還有當媽媽的角

色，壓力真的相當大（受訪者 J） 

由上述得知，本研究發現受訪者的個性、興趣、專業能力與人格特質會

影響生涯發展。受訪者的個性較為積極主動，並能夠自我肯定，因而造就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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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生涯發展上，較為順利與成功。其次，研究結果符合 Reddin(1997: 35)

的研究觀點，其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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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研究結果亦符合 Fassinger (1990: 

225-248) 的女性生涯選擇模式中所指出的「能力」與「所屬特質」會直接影

響生涯選擇之論點。 

二、個人的社會特質 

影響已婚女性教授生涯發展上，個人的社會特質包括：原生家庭的背景、

父母的期望與支持、自組家庭的因素以及工作經驗。  

（一） 原生家庭的背景　 

原生家庭塑造人的個性，影響人格成長；因此個體的生涯發展會受到原生

家庭的背景而有所影響；其中，由於受訪者 A、受訪者 F 與受訪者 I 的原生家

庭環境屬於小康或是中上的經濟狀況，使她們可以無後顧之憂的專心追求生涯

發展與目標。受訪者表示： 

家裡面情況還不錯，因此我可以專心發展（受訪者 A） 

我父母親有贊助我一些出國的費用，算是幫了我很多（受訪者 F） 

小時候家裡還不錯，所以對我栽培有加（受訪者 I） 

（二）父母的期望與支持 

父母的教育態度與教養方式會影響一個人的成長與發展型態。其中，受訪

者 B 明確指出，父親是影響她生涯發展上最大的幫手，由於父親對教育的堅持

與對自己的支持與鼓勵，才有今日的成就。 

就我而言，我父親對我的影響相當大， 如果不是我父親，我可

能無法做到這個地步，可能只是個大學畢業，我有今日的成就，

都是爸爸當初的鼓勵與支持（受訪者 B）　 

其次，有六位受訪者談及父母親對自己的教育態度是既要求又給予相當的

空間；父母較為開明的教導與期許，亦是促進並奠基受訪者較為順利的生涯發

展模式。受訪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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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母對我很開明，都很支持我(受訪者 A) 

比較自由，科系都是自己選的，當然對我也有期待（受訪者 C） 

我父母對我有要求，抱持著升學主義，而我自然也對自己有要

求…之後我選擇出國進修，我父母也給予支持（受訪者 D） 

我高二就住校啦！我父母還滿相信我的，就每個月把錢放到戶

頭，要怎麼用就自己規劃，所以我那時就學會獨立了(受訪者 F) 

我父親是個追求完美的人，什麼事情都要做到最好，那我受我父

親影響很大，所以做什麼事情都會盡全力（受訪者 I） 

教育態度較自由，但對你也有期許，中間也給你空間，也要自己

念，也希望你多唸書對於日後找工作比較有利（受訪者 J） 

有三位受訪者認為，由於父母親對自己採取自由的教育態度，造就其日後

的發展。受訪者表示： 

我常常在想或許父母對我這樣的自由，所以我可以自由發展，反

而可以發展的還不錯（受訪者 E） 

我父母對我們都很自由，隨便我們反而可以自由發展（受訪者 G） 

我那時的鄰居念格致，格致升學率之高啊！但我覺得是不是因為

壓抑的太多，反而導致後來高中沒考上…不像我們這種就是家裡

也不管，反而可以自由發展（受訪者 I） 

另外，受訪者 H 的父母原先希望女兒從商，但和父母溝通過後，父母亦支

持她有不同的選擇，朝自己的生涯規劃邁進。受訪者表示： 

大學選科系的時候他們會希望我念商的，因為他們從商，不過我

也沒有朝他們的期望走，那時和他們溝通，之後他們就支持我了

（受訪者 H）　  

（三）自組家庭的因素 

首先，受訪者 I 直指出婚後的家庭是她目前生涯發展上最大的影響因素。 

當然是家庭，家庭對我來說影響我生涯規劃最大（受訪者 I） 

系上第一屆博士班時，我本來要來考試…我考量那時小孩子還

小，所以就真的放棄博士班考試，要不然以我的成績，我那時很

會念書，大學、研究所成績都很好，一定考的上（受訪者 I） 

其次，大部分的受訪者認為，婚後雖可以決定自己的生涯規劃，但由於

自組家庭「生命共同體」的特性，使其在做任何生涯規劃時，仍不免會受到

家庭因素的影響。受訪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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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我都是自己決定，但是像我決定來台北教書，是因為我希

望能多些時間和我女兒相處(受訪者 A) 

有小孩之後壓力更大…工作當然受到影響（受訪者 B） 

當然會有影響，婚前自主性高，婚後就要和先生商量（受訪者 C） 

當一邊的事情發生時，你不得不就要偏重於那一邊，如果今天相

安無事的時後，當然你會想花多點時間做自己的事情，想往事業

的部分發展，那你就要求家庭這邊是風平浪靜的（受訪者 D） 

妳有家庭…所以妳想要做一些事情的時候，妳當然會考量到他們

（受訪者 E） 

我打算明後年提升等，因為我希望小孩還小的時後，趕快先升，

因為越到後面，變數越大(受訪者 F) 

因為有家庭方面的壓力，導致我本來可以花更多時間在工作上

的，而因此無法這樣做（受訪者 G） 

家庭和小孩當然會對自己的生涯規劃造成影響，尤其有了小孩之

後，很多都要考量（受訪者 H） 

再者，有三位受訪者不約而同的表示，婚姻代表著不再是單身，由於「角

色」的不同，自主性受到影響，因此在做任何決定前，必須與家人們商量自

己的想法或是考量到家庭中的其他成員。受訪者表示： 

當然有影響，婚前自主性很高，婚後就要和先生商量啦！做很多

事情至少要取得先生的同意啦！才不會造成阻力啦（受訪者 C） 

妳有家庭，有配偶，有小孩，妳不再是單身，單身你沒有這些顧

慮，所以妳想要做一些事情的時候，妳當然會考量到他們（受訪

者 E） 

婚姻和小孩的影響一定是有的，因為已經結婚，你的角色變得不

一樣（受訪者 G） 

由上述可得知，家庭對於已婚女性教授而言，或多或少成為其在生涯發

展上的阻礙，或稱之甜蜜的負荷；從這裡可以看到的是，已婚女性教授們努

力去尋求工作及家庭的並存點，如何在她們所涉入的系統中，找到一個最好

的立足點，成為所有已婚女性教授們共同努力的目標。 

　（四）工作經驗 

本研究發現求學時期的工作經驗，有助於受訪者對現實生活中的工作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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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有深刻的體驗與瞭解；過往的工作經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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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受訪者 D 與受訪者 I 是之前接

觸過老師的工作，並從中發現自己喜歡教職的工作特性。 

我那時在念 MBA 的第二年，老師就有介紹我到企業界 part-time 兼

差，所以我那時就當大公司董事長的特別助理…但是發現每次都要

喝酒，還有就是晚上會比較晚，就是不喜歡，覺得自己的個性不是

很適合，後來發現教職這個工作好像單純許多，我之前有當過助教

就是有上課過，那我還滿喜歡這樣的感覺的（受訪者 D） 

我之前擔任家教…我滿喜歡他的完整性、挑戰性，之後就知道自己

想當老師（受訪者 I） 

受訪者 C 則是在學校擔任過助教的工作，接觸學校的環境後發現自己喜歡

學校單純的環境特質，因此決定努力向上逐級爬升。受訪者表示： 

我是先在學校當助教，覺得學校的環境真的很好，很單純，因此想

留在學校工作，再逐級往上爬（受訪者 C）　 

本研究發現原生家庭的背景、父母的期望與支持、自組家庭的因素以及工作

經驗均會影響生涯發展。其中，原生家庭的背景、父母的期望與支持與自組家庭

這三項因素符合 Hackett & Betz (1981: 326-339)與 Betz & Fitzgerald (1987: 129-132) 

的研究結果，亦同於 Farmer (1985: 363-390)所提出的「背景因素」與「環境因素」。

另外，工作經驗會影響個體的生涯發展亦與 Betz & Fitzgerald (1987: 129-132)及卓

韋瑩（2004：24）所提出之看法相同。 

貳、影響已婚女性教授生涯發展的社會環境因素 

影響已婚女性教授生涯發展的社會環境因素有：性別角色刻板印象與職業

刻板印象。　 

一、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對生涯發展的影響 

（一）原生家庭的潛移默化作用 

原生家庭中，父母親對子女所教育的性別態度會對其產生潛移默化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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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並進一步影響子女的生涯抉擇與婚後的家庭觀念。 

首先，受訪者 D 的原生家庭中，父親是非常傳統的大男人主義者，母親則

是相當傳統的家庭主婦，因此受訪者 D 的觀念多少受到原生家庭的影響，認為

女性應當就是家務負擔者與家庭照料者的角色，凡事都以「家庭」為優先考量

下的她，亦對自己的生涯規劃造成影響。 

我自己的父親是非常大男人主義的，母親就是傳統的婦女，所以我

一直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多少會認為自己「好像」就應該負擔所

有的家務，但是有時又會質疑…而這也會讓我在做任何事情時以家

庭為優先考量（受訪者 D） 

而受訪者 I 的原生家庭亦是相當傳統的家庭，傳統觀點潛移默化下對其婚

後的家庭觀念也趨於傳統；受訪者坦言，父母親的性別角色觀念對自己造成不

小影響；不過幸運的是，由於受訪者 I 是長女，父母對她的期望很高，對於她

的成就亦給予肯定，因此在原生家庭中，並未因為性別角色刻板印象而有過多

的干擾。受訪者表示： 

我父親雖然受日本教育，他對我們的生活規範，規定的非常的嚴，

我們家是非常傳統男性主外女性主內的傳統家庭…所以我某些思

想也很傳統，應該是受父母的影響…我父母對我期望都很高，因

為我是長女，從小功課也好，都很鼓勵我，不會因為我是女生而

覺得少唸書之類的（受訪者 I） 

受訪者 B 的原生家庭是個保守傳統的家庭，不過受訪者 B 認為原生家庭中

並無重男輕女的性別角色刻板印象。雖然認為自己並未受到性別角色刻板印象

的困擾，不過從她的談話中可以瞭解，其實原生家庭潛移默化下早已灌輸她一

些性別角色分工的觀念，並對她日後的自組家庭造成相當大的影響。 

在家裡也沒有什麼重男輕女的觀念…因此，對我並沒有什麼影響…

現在的家庭雖然我和我先生都是教授，都很忙很忙，不過總覺得家

務和照顧小孩的事情應該是我負責…他太忙了，無法吧（受訪者 B） 

因此，本研究從受訪者 B、受訪者 D 與受訪者 I 的個案中可以發現，父母

親對子女所教育的性別態度，會深深影響其生涯抉擇，此發現符合 Sewe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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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user (1975: 33)的觀點。 

其次，受訪者 C、受訪者 E、受訪者 G 與受訪者 H 的原生家庭雖然是傳統

保守的家庭，但對子女賦予較為正面的性別角色觀點，或是教授們在成長的過

程中接受外在的資訊，意識到時代在變；因此，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對於她們婚

後的自組家庭影響並不大，並未造成干擾。受訪者表示： 

我父母親很傳統沒有錯…不過我父親不會說什麼大男人啊…從小 

女生比較會幫助家裡的一些情形…爸爸和哥哥比較少做啦！因為

我們那個年代男生做的應該比較少…我現在都和我小孩說要分擔

工作，男女生要合作分工…因為後來求學接受外面的資訊，就知道

男女本來就應該分工（受訪者 C） 

基本上來講是滿傳統的，因為我母親後來待在家裡照顧我們…而我

父親基本上都不會做任何家務工作…不過時代在變，這對我並沒有

太大影響（受訪者 E） 

我爸爸是個很傳統的人，他不做任何家事的…對我現有家庭並無影

響（受訪者 G） 

家務媽媽做比較多…在家裡也沒有什麼重男輕女的觀念…但和我

現在家裡的模式不一樣（受訪者 H） 

再者，受訪者 J 的父母皆外出工作，母親為作業員女工，採按件計酬，相

較於父親的管理員工作明顯辛苦許多，父親亦能體諒母親的辛勞，平時的家務

與三餐大部分都是父親負責；受訪者 J 從小耳濡目染下，亦能建立正確的性別

角色觀念，認知到夫妻間相互合作的道理。受訪者表示： 

因為我媽媽是作業員，很辛苦，按件計酬比較累，相對於我爸爸是

管理員，修機器的，我爸的工作壓力相對比我媽媽小，所以平常我

爸爸做的多，三餐都是他處理，六日我媽媽才會幫忙，從小看多了

也知道夫妻間應該互相幫忙的（受訪者 J） 

反觀受訪者 A 與受訪者 F 的原生家庭採取「現代家庭分工」觀點，使她們

未曾因為性別角色刻板印象而有過多的困擾；在受訪者 A 的原生家庭中，父母

對於她的生涯規劃給予高度的支持。受訪者表示： 

家裡面父母親都是分工的，並不是傳統的家庭…我父母對我的決

定都很支持的（受訪者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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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訪者 F 的原生家庭中，雖然父母希望有個兒子，但對於其他孩子的照

料方面亦無偏袒，對於受訪者的生涯規劃亦是高度的支持。 

家務爸媽都會做…父母應該是希望有個兒子啦！所以我印象中他

們好像很早就把弟弟的名字取好了…但是當我們要出國啦！要做

什麼時，我父母都很支持，好像沒有什麼偏袒(受訪者 F) 

由上述可以得知，受到原生家庭所賦予的傳統性別角色刻板觀念影響最大

且最負面的為受訪者 D；相反的，最無影響的則為受訪者 A 與受訪者 F。因此，

本研究發現，僅有少部分受訪者在原生家庭中因性別角色因素而有生涯發展上

的困擾，主要也是因為社會的變遷與進步，進而影響父母較為開明的教導與期

許模式，不至於對女孩子有所限制，也因為父母親賦予子女較為正面的性別角

色觀點以及已婚女性教授們意識到時代在轉變，因而可以有成功的生涯發展；

此發現亦同於 Betz (1994:2-5)的觀點，其指出良好的教育環境有助於女性對自我

以及性別角色觀念有更清楚的認知，因而可以促成良好的生涯發展。 

（二）社會賦予的性別角色刻板印象 

雖然現代女性進入職場已是普遍的現象，然而過去社會所加諸於女性的刻

板印象與傳統角色期待，並未因女性普遍進入職場後完全消除。其中，受訪者

I 的自組家庭中，先生來自非常傳統的家庭，婚後一直希望她辭掉工作，全心

全意為家庭付出，加上先生來自於一個大家族，常需要配合家族活動而影響自

己原有的規劃，因此，從她的個案中可以觀察得知婚後確實受到性別角色社會

化的困擾。受訪者表示： 

我先生是一個非常傳統的人，他希望我把時間都留給家裡，結婚

後我先生一直要我把工作辭掉…還有來自於我先生大家庭的壓

力，需要出席所有的活動，常安排了事情，但又要推掉（受訪者 I） 

在受訪者 D 的個案中，其先生觀念傾向傳統，在家務工作方面，頂多就是

洗碗和送小孩上學，甚至認為先生往往先考量自己，這樣的困擾也對自己的生

涯發展造成了負面的影響。受訪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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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通常會先考慮自己，今天小孩在鬧，他運動完，他想睡了，

就去睡了… 我先生他都到 8.9 點才回來，所以我就說，他最多就

是幫忙洗碗和送小孩子，剩下的就是我來做…而且他可能認為這

是我應該要做的…而我變得無法規劃自己的任何事情（受訪者 D） 

本研究發現，部分受訪者自組家庭中的家務分工方式，仍然是女性擔負較

大部份的家務責任，在子女的教養上也是女性得付出較多的關注與心力，即使

是女性教授擁有高成就，同樣的也免除不了傳統社會價值觀，認為妻子仍應扮

演好家庭主要照顧者的角色；換言之，社會賦予的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對已婚女

性教授的生涯發展產生或多或少的影響。 

（三）逐漸進步的社會 

雖然刻板印象與傳統角色期待深深影響已婚女性教授的生涯規劃，不過仍

然可從本文所訪談的個案中，看出其中的進步。 

首先，受訪者 I 提及，由於先生是傳統觀念下成長的小孩，婚後並不會幫

忙家務工作，但是近幾年先生和兩個孩子會輪流洗碗，對於先生的成長與進

步，她表示十分開心。受訪者表示： 

因為這陣子我手痛，所以回來，我先生和我兩個孩子，會輪流洗

碗，他有進步…所以你也可以看出一個男人的成長，雖然從小不

必做，但他現在會體諒這個太太真的很累，他會幫忙（受訪者 I） 

其次，受訪者 A、受訪者 C、受訪者 E、受訪者 F、受訪者 H 與受訪者 J

的自組家庭中，由於先生的支持與主動協助，使她們較少受到性別角色社會化

的影響。其中，受訪者 A 與受訪者 C 的自組家庭中，由於與先生均是教授，同

質性高，先生很能體諒。 

我們都是教授…現在我和我先生也都會相互支持(受訪者 A) 

受訪者 C 表示，當講師時決定進修博士，由於先生亦是教授，瞭解學校的

升遷環境，縱使當時小孩才五歲，仍然對於受訪者 C 決定進修博士給予高度的

支持與實際上的家務協助。受訪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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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也是教授，所以他瞭解學校的環境趨勢，那時老大才5歲…

他幫了我很多很多，也很支持我（受訪者 C） 

另外，受訪者 J 目前為講師，正在進修博士中，她提及先生並未因為自己

僅是大學畢業而阻止她向上發展，反而給予她高度的支持；關於先生的付出與

鼓勵，受訪者 J 十分的感謝。受訪者表示： 

我當初決定念博士班，我先生相當支持我，家務和照顧小孩的部

分投入很多…他也不會因為只是大學畢業而不讓我念…我對他

真的非常感謝啦！（受訪者 J） 

而受訪者 E 和受訪者 F 的自組家庭中，先生雖然工作忙碌，但都會主動幫

忙家務工作，讓受訪者減輕不少負擔，針對這樣的情形受訪者紛紛表示感到很

滿意與欣慰。受訪者表示： 

我們都是分工，他也會主動幫我，這樣真的很好（受訪者 E） 

他有的時後會比我早一點，他會起來唸書，然後再去買早餐…煮

飯、洗衣、拖地、洗碗他都會幫忙，他都會主動(受訪者 F) 

而受訪者 H 雖然與先生分隔兩地，但只要先生回家時，亦會主動分擔家務

工作，甚至做的比受訪者還要多。受訪者表示： 

我先生其實會做的比較多，我先生對家裡的佈置清潔的要求，其

實比我的還要嚴苛，所以他通常還滿主動去做的（受訪者 H）　  

綜上所述，首先，本研究發現僅有少部分受訪者在原生家庭中因性別角色

因素而有生涯發展上的困擾；其次，本研究發現，過去社會加諸於女性的刻板

印象與傳統角色期待，並未因女性普遍進入職場後完全消除，已婚女性教授不

可避免仍受到影響，此發現符合 Gottfredson (1981: 545) 的論點，認為性別角

色刻板印象可能會限制女性的生涯發展。 

再者，雖然傳統性別角色多少牽制著已婚女性教授的生涯發展，但不可否

認的，隨著時代的推演，兩性關係是逐漸趨向平等，「家務分工」的觀點已漸

趨成熟，相信這對已婚女性教授而言，在其生涯發展上亦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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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職業刻板印象對生涯發展的影響 

女性在就業市場中因性別弱勢所遭受到的不平等待遇，若以已婚女性言之，

其性別歧視主要歸因於家庭角色的扮演及兼顧母親角色的因素，進而影響其工作

投入、考評及升遷。職場上的性別角色刻板印象的阻礙因素使得已婚女性教授生

涯發展之路備極艱辛，從訪談個案中，可將之歸納分析如下： 

（一）家庭角色干擾 

由於已婚婦女需要兼顧工作與家庭，使得社會上對婦女在工作上的刻板印

象是工作能力與投入的不足；受訪者 B 與受訪者 I 指出，就已婚女性教授而言，

同樣也會面臨這些困擾；由於有這樣先天的負面觀感，導致在教師徵選的過程

中存在或多或少的性別歧視與不平等，也因而造成男女教授數量上的差異。 

系上一位博士畢業的女生，當初去應徵教職的時候，那面試的時候

完全沒問專業上的問題，只問一些結婚了嗎？有要好的男朋友嗎？

什麼時候會結婚？之後會生小孩嗎這樣的問題？這些問題問完後

就結束了，完全沒有問她一些專業的問題…之後也沒錄取，可能認

為女生普遍工作無法專心投入（受訪者 B） 

會不會是因為進入大學的時候，在徵選的時候，會不會就存在著性

別歧視的現象，認為女生要結婚要有小孩，到時候要請假，工作投

入上有問題…大學真的大部分還是喜歡用男老師（受訪者 I） 

（二）考評與升遷歧視 

受訪者 C 認為，由於傳統賦予女性的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在過去真的有些

男性教授認為，已婚女性教授只要把家顧好即可，升遷是不必要的負面觀點。 

現在還好，不過以前真的有些男老師會說：女生啊！沒關係，不用

升等了啦！（受訪者 C） 

本研究發現，即使是女性教授，仍然會受到透過社會制約所產生的職業刻

板印象的影響，並進一步影響女性的生涯發展；此發現與田秀蘭（1994：4-7）

的觀點相同，其主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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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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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為低的論點。 

由此可知，雖然社會結構的變遷，經濟發展帶來大量的婦女就業機會，使

得女性的工作角色得以受到認同與肯定；然而即使是女性教授，尚須扮演妻

子、母親等角色，此等因家庭因素的種種限制所造成立足點的不平等，而認為

已婚女性對工作的參與無法全力投入的負面觀感，造成在追求生涯發展的立足

點上無法與男性並駕齊驅。另外，當已婚女性教授在職場上想努力往上爬時，

更證實了 Hotchkiss & Borow (1996, 281-334)所指出的「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

現象。 

伍、小結  

總括來說，影響已婚女性教授生涯發展的因素可分為內部因素與社會環境

因素兩種；內部因素包括個人的心理特質（包括個性、興趣、專業能力與人格

特質）與個人的社會特質（包括原生家庭的背景、父母的期望與支持、自組家

庭的因素以及工作經驗）。社會環境因素則包括性別角色刻板印象與職業刻板

印象。其中，性別角色刻板印象與職業刻板印象均來自於原生家庭、社會形塑、

社會制約等，並進而影響已婚女性教授的生涯發展；換言之，個人的內部因素

與社會環境因素交互影響已婚女性教授的生涯發展。 

其中，「原生家庭」是最早的影響因素，本研究發現少數受訪者受到原生

家庭潛移默化下灌輸較為傳統的性別角色分工的觀點因而影響生涯發展，但隨

著時代變遷與進步，原生家庭的開明教導方式與期許，對於已婚女性教授的生

涯發展有正面的影響。另外，對於已婚女性教授而言，婚後的「家庭」是影響

現在及日後生涯發展上最大的影響因素，也因此已婚女性教授往往因為家庭因

素而改變或是放棄原先的生涯規劃。 

本研究也發現，過去社會加諸於女性的刻板印象與傳統角色期待，並未因

女性普遍進入職場後完全消除，已婚女性教授不可避免仍受到影響，但不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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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的，隨著時代的推演，兩性關係是逐漸趨向平等，相信這對已婚女性教授而

言，在其生涯發展上亦有所助益。  

第三節  蠟燭多頭燒的困境 

壹、多重角色的一天－家庭、教學與研究的考驗與磨練 

本文所訪談的已婚女性教授們在工作與家庭上扮演的角色，主要為母親、妻

子、媳婦與教師，每一個角色的扮演，及角色與角色間的拿捏，都是考驗著女性

教授們的智慧。從她們一天生活的開始到結束，就可以窺知她們忙碌的一天。 

其中，受訪者 A、受訪者 D、受訪者 F、受訪者 G 與受訪者 H 的孩子處於小

學或小學以前的階段，屬於需要人照顧的時期，從訪談中即可窺知忙碌的狀況。 

受訪者 A 的女兒就讀小學階段，由於她的教職工作需要兩地跑，因此忙碌

的情形會因為工作地點的不同而有差異，可從談話中瞭解忙碌的情況。 

6 點多起床，先看 e-mail，人如果在中壢，就送小孩上課，早餐爸

爸會做給女兒吃，我就在外面買，8點到學校看報紙、網路、改論

文、寫研究報告，中午和先生吃飯，如果去中山，就是有課、開會，

都到晚上了，晚餐先生負責(受訪者 A) 

受訪者 D 有三個孩子，其中兩個兒子就讀於小學。從訪談中得知，她一早

起來要準備早餐，下班後要去接子女回家，晚餐亦是由她來負責的忙碌狀況；她

的個人時間只有在孩子吃飯與睡覺後，但她也表示，這是在沒有危機發生時。 

6 點 45 分起床做早餐，幫他們穿制服，平常起來以後，做早餐，

早餐很簡單就是烤土司，他們 7點 10 分出門，我會在躺一下，基

本上沒法怎麼睡啦！就是躺一下而已，9點多來學校，上完課 4點，

就去接姊姊，接弟弟 4點 40 分，回去就叫他們先洗澡，5點叫餓

了，我就在出去買便當，或是帶他們去吃飯，然後就寫功課，那個

時候是平行的，我是可以做一些我的事，找些資料或背課，這樣搞

一搞都到 10 點多，我通常就是在做一下事情後 1點睡（受訪者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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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F 有一個女兒三歲半，早餐是由先生負責買回來，小孩是由她親自接

送，晚餐大部分在外面買，有時候自己在家簡單煮，小孩睡了之後的時間是屬於

自己的時間。受訪者表示： 

我大概 7點起來，早餐的部分是我先生買回來，我 8點 45 分送她

去上課，然後傍晚大概 4點半、5點去接她，晚餐的部分，現在就

是簡單的下個麵啦！煮水餃啦！大部分我就在外面買便當回去，我

們大概 6點會到家，他玩啊！我弄晚餐，吃一吃，我都 7點帶她去

洗澡，8點她看卡通，就換我洗，9點她就睡覺，她睡了後我可以

做一些我自己的事情，我大概都 12 點之前就睡了(受訪者 F) 

受訪者 G 有兩個學齡前的孩子，所以照顧起來特別艱辛，加上教學與研究

工作，常常忙得不可開交。受訪者表示： 

我大概都是六點多起來，因為我家老二比較早起，那個時候我大概

就會先餵他，然後就會陪她玩一玩，那時後老大也會起來，那我這

個時間就會去準備早餐，也會幫老大裝東西，裝水壺的水啊，然後

準備老二的早餐...所以基本上這段時間是很混亂的時間...因為

老二可能又要換尿布啊什麼的...我老大是 8 點半之前要到學校...

然後大家都準備好了之後匆忙的出門了...然後我就在回校工作啦

等等等，然後我會在 5點左右離開...回到家我就會趕快準備晚

餐...我先生會餵老二，我和老大會開始吃飯，等到我吃的差不多

了我們就會交換，那吃完就要收拾啦，我們之中就是有一個人收拾

另一個人顧小孩，那這個過程也不是說固定的，因為老大可能吃一

吃就不吃啦， 就跑著玩啦跳舞啊，或是老二也有一些狀況...然後

吃完再玩一玩，就要幫兩個小孩洗澡...然後老大就要開始講故事

啦...然後 11 點多會起來或 12 點多起來再處理一下家裡的事，或

是收一下信，處理一些家裡瑣事，整個就是很忙碌（受訪者Ｈ） 

受訪者 H 扮演的角色除了母親、妻子、教師與媳婦外，還身兼非營利組織

的負責人，也因此生活更加忙碌。受訪者表示： 

我大概 7點就會出門，我小孩會睡到 9點保母會來，到學校上完課

就會和學生有一大堆的 meeting，沒有工作的話就是背課，寫

paper，早一點離開學校也一定是因為要去開會…，所以基本上很

忙，中間沒有任何喘息的時間（受訪者 H） 

受訪者 B 有兩個孩子，其中一個就讀高中，一個幼稚園。她提及在第一個

孩子小學階段，當時的家庭事務與小孩照料都是她負責，加上教職工作相當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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碌，在無人協助的情形下，是一段相當辛苦的歷程。 

生老大之後，要規劃升等的事情，要有計畫的寫一些東西，還要照

顧在小學階段的小孩子，都是很花時間的，那是一段真的非常辛苦

的歷程…沒有任何人協助，然後我先生自己忙得半死，所以壓力真

的很大（受訪者 B） 

反觀受訪者 C、受訪者 E、受訪者 I 與受訪者 J 的小孩已長大，因此減少受

訪者不小的負擔；其中，受訪者 C 與受訪者 E 認為，由於小孩已長大，讓她擔

憂與需要照顧的情形已經減少許多。 

兩個都 20 多歲了不用我擔心的（受訪者 C） 

現在都大了啦！擔憂與需要照顧的情形已經減少許多（受訪者 E） 

不過即便受訪者 C 的兩個孩子已長大成人，教職方面的教學與研究工作，

仍讓她感到忙碌萬分，即使晚上回到家，仍繼續工作到深夜才就寢。 

忙翻，我每天都到一點多才睡，事情做都做不完，平常星期一和星

期四我通常還必須忙到四點，七點又要爬起來了，好累（受訪者 C） 

受訪者 J 的三個孩子處於求學階段，老大高二，老二國三，老三國二，由於

目前正在進修博士學位，加上教學工作與家庭責任，忙碌的情形亦不可小覷。 

那時要修課還要教課，壓力真的很大，我都待在研究室寫論文待到

10 點才回去，加上小孩的課業還是要督促，家裡還是多少要顧，

有的時候真的忙不過來（受訪者 J） 

受訪者 I 雖然兩個孩子都已上大學階段，但平日生活的早餐與晚餐都是她來

準備。受訪者表示： 

5 點半起床，然後作早飯，早餐就很簡單，溫牛奶，麵包烤一烤，

烤土司啊！等等的，作三明治啊！或到樓下買豆漿，7點出門，在

學校就看書、背課，四點半左右回家，一邊看報紙一邊做飯，先洗

米，洗菜，晚餐時間 7點到 8點，一起吃飯加上看電視新聞，8點

到 9點，我和我先生會出去散步，九點回來，我準備到垃圾，之後

看一下明天上課的教材，12 點前睡覺（受訪者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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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家庭角色的考驗 

已婚女性教授在家庭上所扮演的角色主要為母親、妻子與媳婦，每一個角色

都有著不同的難題與考驗，其中「為人母」的角色最為牽動已婚女性教授們所有

的生活面象。以下分別探討已婚女性教授在家庭角色上的考驗。  

一、稱職的母親角色 

侯世昌（2002：89）指出，母親對子女的教育期望較父親為高，原因可能

是中國傳統家庭夫妻角色定位，母親必須擔任相夫教子的責任，一般人以子女

的表現來評定母親角色是否稱職，母親自然對子女有較高的教育期望，已婚女

性教授亦是如此，孩子的成就如同是她的成就，對於子女往往也有很高的期盼。 

（一）望子成龍的期盼 

受訪者 C 與受訪者 I 的小孩已成年；隨著小孩年齡的增長，兩位受訪者也

開始調整自己對小孩的教育態度，從過去的高度要求，到現在會與他們共同討

論，或是交由他們自己做決定。受訪者 C 表示，過去過於嚴格的督促，是希望

孩子好，但孩子的反彈讓她反思自己的嚴格作法是否錯誤，因而做了必要的調

整，與孩子共同討論與溝通，並支持孩子自己選擇的生涯規劃。 

在他們小的時候還滿嚴格的督促，我先生比我更嚴格，就是因為太

嚴格了，小時候會反彈，那之後就比較好了，我們會討論，…那老

大是他自己要求要出國…他很有自己的想法，那我也很支持他，我

覺得小孩子找到自己的方向就讓他去吧！（受訪者 C） 

受訪者 I 表示，由於自己是學管理心裡學的，對於孩子的教育方式，自己

也是一直在調整，隨著孩子年齡的成長，從過去高要求的態度，採「直接命令」

方式，到後來改與他們「共同討論」或是「自己決定」。受訪者 I 表示： 

我的孩子都是願意念的時候可以念的很好…我現在一直在調整，  

以前要求很嚴，對他們有很高的要求…因為我自己是學管理心理

學，所以我一直在改變，小時候我會告訴他們要怎麼做，隨著他們

年齡越大，變成和他們一起討論或是由他們自己做決定（受訪者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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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D 有三個孩子，最大的女兒今年國一，兩個兒子今年小學二年級，

受訪者 D 指出，因為自己的父母親抱持著升學主義，對其要求很高，讓她覺得

壓力很大，對於考試考不好產生了陰影，並有「以後絕不會這樣對自己小孩」

的想法，但是在「望子成龍，望女成鳳」的期盼下，讓她一度迷失了。 

我爸媽有升學主義，希望我可以考上高雄女中，所以把我送到私立

很嚴格，考試考不好是一分打一下，陰影很大，我一直到都考上了

高雄女中，上了二年級，我才能適應考試考不好不會被打的…所以

我一直有個想法，我不要讓我的小孩子再來一次，我一直希望我自

己絕不讓我小孩走這樣的路，可是，我女兒今年念國中一年級，那

時念政大實小的時候，就一直在想要不要念師大附中…我就會像我

爸媽那樣的升學主義就出來了，就會想說國中念不好，到時高中就

會考不好那種念頭就出來了，有考慮從私立的崇光女中，或是再興，

還去聽過東山（受訪者 D） 

受訪者 D 的及時轉念，讓自己的女兒免受過多的升學壓力。受訪者表示： 

但聽說東山的頭髮都要剪好短，我才驚覺，我怎麼可以讓我的小孩

這樣，所以及時轉一個念，所以後來就算了，他考上哪裡都要自己

負責，所以最終還是念公立的（受訪者 D） 

受訪者 E 的兒子今年高二，對他未來的發展，受訪者 E 抱持相當大的期望；

並不諱言的表示，一般人往往以子女的表現來評定母親角色是否稱職，也因扮

演角色的不同，導致自己比先生更加督促兒子的學業成績；此觀點與侯世昌

（2002：89）所主張的，母親對子女教育期望較父親為高的觀點相同。受訪者

表示： 

對於他的功課，我的督促會比我先生的多，他會覺得應該要讓小孩

自由發展，我覺得做為媽媽和爸爸角色上會有些不太一樣，一般人

往往以小孩的表現來評定母親是否稱職，因此我會比較注意他的功

課，對他的期許也很高（受訪者 E） 

受訪者 B 的大兒子今年高三，從小對孩子有期待，但不願意給過多壓力的

她認為，過多的壓力反而讓孩子排斥接受新資訊。受訪者 B 表示： 

很自由，但當然功課還是不能太離譜啦！還是有期待，可是不會給

太多壓力，壓力太大反而會不想學習…我不會說別人都考第一名你

怎麼沒有，我不會這樣子（受訪者 B） 



 
 

- 68 -

受訪者 J 的三個孩子分別為高二、國三及國二，從小對子女的教育付出相

當大心血的她，認為每個孩子的資質條件不同，應該採取不同的教育方式；雖

認為成績不是重點，但對子女仍有所期待的她，還是對孩子們中等以上的成績

表示滿意。受訪者表示： 

這部分很開明的，在他們小的時候我其實投入滿多時間進去的，他

們小一小二的時候，我都有到他們學校當愛心媽媽..所以他們一路

走來唸書都還 ok，至少成績都在中等以上，還滿開心的 (受訪者 J) 

另外，由於受訪者 D 與受訪者 I 的孩子正處於求學階段，不約而同的都有

對孩子設立所謂的「獎勵制度」。受訪者表示： 

之前女兒成績不好，我們因為暑假要去日本迪士尼玩，我就說你一

科 95 分以上，就可以挑一件禮物，結果成績發下來好幾科 95 分以

上，我就發現這個方法還不錯喔！（受訪者 D） 

大學的時候開始，有設置獎學金，一科 90 分以上，有多少，85 分

以上有多少（受訪者 I） 

受訪者 F 有一個女兒三歲半，上幼稚園小班；她提到因為小孩還小，希望

自己盡量不給孩子壓力，不過「望女成鳳」的心理，她計畫未來將女兒送到私

立國中就讀，但又擔心女兒適應不了。受訪者表示： 

現在還沒有那樣的升學壓力，尤其在台灣這樣的升學環境下，因為

現在還很單純，…我現在想說國中要送再興，尤其離我住的地方比

較近，但我也有想過，要是她念不來怎麼辦(受訪者 F) 

受訪者 A、受訪者 F 與受訪者 J 表示，對於孩子喜歡的才藝，也會讓她去

學。 

她開心對我來說很重要…她對打擊樂有興趣，我就送她去學(受訪者

A) 

現在只要每天天真快樂玩我就很開心了…我現在有教她彈琴，我看

她好像喜歡跳舞如果她喜歡我會送他去(受訪者 F) 

三個孩子陸續都有學鋼琴與繪畫，老大和老三都還在學，老二現在

在學校學直笛，我都很支持（受訪者 J） 

受訪者 H 表示，由於自己的成長經驗讓她覺得愈自由的發展空間，可以讓

孩子成長的愈好。受訪者 H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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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這個是比較開放的，因為我的經驗我不太被別人束縛，所以我

也不覺得我女兒應該要被別人束縛（受訪者 H） 

在對子女的管教方式上，受訪者 A、受訪者 C 與受訪者 I 皆採取「說教策略」；

而受訪者 D 採取「連坐懲處策略」，三個有爭吵，三個都處罰的方式；受訪者 F

的女兒年紀很小，因此採取「嚇阻策略」來管教。受訪者表示： 

我幾乎不處罰的啦！都用說的，我相信她都懂(受訪者 A) 

我都用念的啦！但是不能念太多，要不然都會覺得我煩（受訪者 C） 

我都用說的耶！不過說多了他們都嫌我煩，所以我一直在調整我自

己（受訪者 I） 

我去買了一個愛心拍，然後我會處罰他們，現在就是一視同仁，如

果三個有爭吵，就三個都一起處罰（受訪者 D） 

我不會打他，但我會用罵的，我會說，媽媽要出去嘍！不要和你在

一起嘍！那她就會大哭，我只要走到門口她就哭了，我都是很隨性

的方式教她，並沒有特別的處罰方式(受訪者 F) 

（二）時間的壓縮：力不從心的困境 

大部分的受訪者提及，由於教職工作與家務工作的繁重，所以在孩子的生

活與課業方面的督促上，均感到力不從心的窘境。其中，受訪者 C、受訪者 D

與受訪者 I 三人對於工作佔用的時間過長，因而影響親子間的相處表示十分無

奈。受訪者表示： 

當然會覺得和孩子的相處不夠啊！還是會覺得照顧的不夠，可是工

作實在多，很無奈啊！（受訪者 C） 

像我前一陣子要趕一份 paper 要投稿，趕的要死，小孩、家庭真的

沒法顧，就這樣放牛吃草，就是叫他們去寫功課，也就是說當你一

邊壓力比較大時就要先弄，但是親子之間的互動可能就沒法做得很

好（受訪者 D） 

小孩一個唸小學，一個唸幼稚園的時候我有找家教…聯絡簿我晚上

再簽，因為我要教書還有行政工作，還要做家事，根本沒有時間，

所以我都問他們，你做好了，他說嗯！我就簽，也沒有時間特別問

他什麼（受訪者 I） 

受訪者 B、受訪者 G 與受訪者 H 表示，即使想付出精力與時間給孩子，現

實中的研究、教學壓力，往往讓她們產生力有未逮之感受。受訪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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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並沒有太多時間照顧他，沒有幫他讀故事書啊，規劃週末看個什

麼活動啊，或是去哪裡玩啊，都沒有，真的是太忙了（受訪者 B） 

這是沒有辦法的，研究、教學一大堆事情，小孩的照顧多少一定會

被忽略，很無奈吧！即使想做什麼也都沒有辦法（受訪者 G） 

有很多家庭的事情我是顧不得啦！沒有辦法顧到，所以即使想說煮

菜給小朋友吃也是根本沒有辦法（受訪者 H） 

受訪者 E 認為母親有一個重大的教導與照顧責任，尤其是在孩子的成長階

段，母親扮演一個重要的教育責任；但由於當時政府並未有「育嬰假」的相關

政策協助就業婦女，因此在不得已的情形下將小孩送往托兒所，回憶這段往

事，她表示感到十分無奈。 

我覺得既然生了一個小孩，一個很重要的責任就是要教導他，不能

說生了他而不照顧或不教導，尤其媽媽的角色很重要…可是後來我

發現，父母要達到這種理想，如果沒有很好的政府政策的配合的話，

真的會非常非常累。我會覺得比較內疚的是我應該給他更多的照

顧，但是因為我工作的關係，加上當時政府沒有育嬰假，所以不得

以才送到托兒所去（受訪者 E） 

此外，受訪者 D 提到，由於沒有太多的心思在做飯上，常吃外食，因此常

覺得對不起小孩，所以當兒子要求早餐有變化時，就想要好好表現。 

晚餐會買飯或是到餐廳去吃飯，但覺得很對不起小孩子，有時候自

己煮，小孩子就會說，好喜歡媽媽煮的，內心都在掉淚，覺得好像

很對不起小孩子，他會喜歡吃媽媽煮的，那我至少早餐會準備，但

是我兒子前天和我說早餐都吃土司吃都吃膩了，我就說，好吧！還

要變出新花招，前一天就想要做啥，先準備，早上吃的時後他們都

覺得很新鮮，但就是要動腦筋，費時間（受訪者 D） 

受訪者 A 提及，之前因為在高雄上課，女兒在中壢見不到媽媽，常在電話

的那一頭哭泣，也讓她感到力不從心的困境。受訪者 A 表示： 

我在高雄上課，她小時候會想我，我常用電話和她說話，一說就是

一個小時，她都會哭，讓我很心疼，也很內疚(受訪者 A) 

另外，有三位受訪者對於政府所提供的托兒、育嬰、幼教、安親等設施相

當不滿意，並表示希望政府能提供完善的托育設施，讓她們在無後顧之憂之

下，能在工作上好好發揮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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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社會福利的部分一定要做好，像歐美國家做的比我們好的太多太

多（受訪者 B） 

根據我先生去看這些保母的家裡面的狀況適不適合有很小的小

孩，因為你要考量到小孩子的安全問題，我聽他回來說那種狀況，

我覺得非常糟糕，我覺得政府在這方面做的很不夠，我覺得國家政

府如果要站在一個協助的角色方面做的真的很不夠（受訪者 E） 

育嬰、托兒，至少要做好，才能讓我真的安心地上班，在工作上可

以完全的衝刺（受訪者 H） 

 

（三）對子女與家庭的付出與關懷 

母愛之所以為人歌頌，就是母親對子女的付出。已婚女性教授亦是如此，

盡全力的給子女良好的成長環境，在有限的情形下盡力的提供照顧。 

首先，受訪者提及小孩還小的那段辛苦歷程，身兼多職的受訪者，往往拖

著疲憊的身軀回家，仍堅持要對孩子付出時間給予相當的照顧；想到這段歷

程，受訪者紛紛表示十分願意在有限的時間與精力下盡全力的提供照顧，即使

過程十分辛苦。 

其中，受訪者 B 談及自己面臨教職生涯中壓力最大的時期，大兒子正值小

學階段需要有人照顧，由於先生忙碌自己的工作，在無人協助的情形下，身心

俱疲的她，仍堅持要對孩子有相當的照顧，不論是孩子在學校的突發狀況、課

業的督促或是孩子學校的活動都是她參與。談及那段時期，受訪者 B 表示真的

是十分辛苦，但是對孩子的付出是必要的。受訪者 B 表示： 

前四年壓力大到很辛苦，壓力真的超級大，加上大兒子才上小學，

需要有人照顧…先生自己超級忙，完全沒有人幫我，壓力真的很大

很大…學校的突發狀況、課業的督促、學校的活動啦！都是我去參

加，加上學校的壓力，真的很辛苦，但是對孩子的付出都是必要的

啊！不能不做啊（受訪者 B） 

受訪者 E 亦提及兒子還小的時候，需要人照顧，所以回到家的時間都留給孩

子，常耗到孩子睡覺時已經半夜，才趕緊準備明天的教學課程，即使那段時期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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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辛苦，她仍然表示對孩子的付出相當值得。 

他小的時候需要人照顧的，那個時候我和我先生兩個人輪流…他精

力又很好，每次我都和他耗的很晚，我都睏死了，所以那段時間非

常辛苦，因為他還小，晚上的時間都是給他的，完全無法做其他自

己的事情，往往都要等到他睡覺了才趕快複習明天要上課的內容，

常常弄到 1、2點鐘才睡覺，但這是必要也是值得的（受訪者 E） 

受訪者 C 談及小孩還小，需要有人照顧與教導，自己又面臨升遷壓力的那

段時間，即使自己再忙，晚上大部分都是她騰出時間陪孩子做功課。 

小的時候大部分都是我騰出時間坐在旁邊陪他寫字這樣子，所以在

他小的時候晚上大部分的時間我都是陪著小孩子，那時又忙著要提

升等，真是忙死了，可是小孩還是需要照顧啊（受訪者 C） 

受訪者 G 表示，她和先生一致認為，小孩還小時，必須花足夠的時間在小

孩的照料上，並認為小孩剛出生是最需要父母親的時候；因此，受訪者 G 請了

一個學期的育嬰假，在家裡專心照顧孩子，並認為為了讓孩子有良好的成長，當

時縮短工作是必要的。受訪者 G 表示： 

我生第一個小孩有請育嬰假，因為那時我和我先生有共識，要有足

夠的時間在小孩的照料上，我們一致覺得其實小孩子在父母的時間

不是很多，這個時候是他最需要父母的時候，所以因為這個重要的

需求，工作縮短是必要的（受訪者 G） 

所有受訪者都有同樣的觀點，認為在孩子小的時候最需要母親的照顧，因此

即使受訪者 H 是個工作狂，還是會為了孩子而調整自己的作息步調，將晚上回

家及假日的時間都留給三歲的女兒。受訪者 H 表示： 

所以我現在都要調整工作的步伐，比如說可能我工作起來其實也滿

像工作狂的，可是就是因為有小孩子，所以我強迫自己一定要週休

二日，兩天的時間專門陪小孩，晚上的時間盡量不碰公事，因為三

歲其實很需要父母陪，尤其是媽媽（受訪者 H） 

受訪者 F 的女兒就讀幼稚園，年紀還小需要有人陪她玩耍，既使受訪者 F

覺得好像可以做更多自己的事情，但仍將時間花在陪女兒做她想做的事。另外，

受訪者 A 回想女兒小時候，縱使回到家再累，還是願意陪女兒遊戲，也因此女

兒和她比較親。受訪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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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都陪她畫畫，塗顏色啊！看卡通啊！有時覺得好像很幼稚啦！應

該可以做些別的事情，但是現在她就是需要有人陪，喔！我會和她

說英文啦！她放學回來我們有時會用英文簡單的溝通，我覺得還不

錯(受訪者 F) 

她小的時後我回到家，再累都會陪她玩，她和我比較親(受訪者 A) 

受訪者 I 的小孩都已就讀大學，但回想孩子中學求學階段，縱使自己再忙，

仍堅持每天晚上準備新鮮菜色，幫發育期的小孩帶便當，甚至幫晚上留校就讀國

三的兒子做好便當送到學校給他，很辛苦但也很值得。受訪者 I 表示： 

晚上先裝好便當嘍！就專門做可以帶便當的，我還記得我兒子國三

的時候要留校，我都在家做好，然後拿去給他，我四點鐘回去趕快

弄一弄再送過去，很辛苦，但很值得的（受訪者 I） 

受訪者 D 的大女兒今年念國一，正面臨升學壓力，為了女兒的課業，因此

替女兒請了家教，但是仍有許多突發的問題要她來解決；基於對子女的愛，縱使

再忙，仍會停下來手邊的工作解決女兒的問題。受訪者 D 表示： 

她都會問我課業上的問題，所以我請家教幫我女兒補習，但是英文

問題她還是會問我，基於你是她媽媽，所以還是會放下手邊的工作

幫她（受訪者 D） 

另外，受訪者 J 表示，當年三個孩子陸續出生，將重心全放在家庭上的她，

對自己的生涯並無特別的規劃；孩子學校的活動，只要她有時間都會去參加，也

會陪孩子上學與擔任學校的愛心媽媽，直到孩子都大了才有念頭規劃攻讀博士。 

三個孩子陸續出生，也沒有想過要繼續念，把重心放在教學與家庭，

也沒有太多其他的規劃，以照顧小孩為主…只要我沒課都會陪她們

去上課，我還擔任學校的愛心媽媽，學校的活動只要我有空都會去

（受訪者 J） 

…直到他們大一點了我才在想說要不要念博士（受訪者 J） 

此外，受訪者 I 為了家人的健康，常常一早就去市場買最新鮮的食材，很辛

苦，但是為了小孩和先生的健康一切都值得。受訪者 I 表示： 

一早就去菜市場買最新鮮的魚、肉，真的很辛苦，但為了家人和小

孩的健康（受訪者 I） 

（四）與子女的相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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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G 的兩個小孩都還小，也因為花在陪小孩的時間比先生多，也比先

生更用心在小孩的教育上，因此上幼稚園的女兒比較黏她；受訪者也表示，和

兩個孩子的親子關係非常好。 

我大女兒的幼稚園每個禮拜有一次的閱讀學習單，要借一本書，然

後我們大人要講給他們聽，他們要根據故事內容把他畫出來，然後

我們在下面描述一下小孩子畫了些什麼東西，那這個部分都是我負

責的，我老大比較喜歡我陪她，例如睡前講故事，除非我不行，我

在洗澡不舒服或是什麼的，她才不得不讓爸爸陪她，可能和我們的

風格有關係吧！例如有幾次我沒辦法陪她做閱讀學習單，我生老二

的時候，那就是他爸爸陪她做，那他爸爸就很隨性的，例如小孩子

就講一講，他只寫了兩句就結束了，那我可能就會比要仔細，上面

畫了些什麼東西，所以小孩子變得不喜歡爸爸講故事了（受訪者 G） 

受訪者 I 非常興奮與驕傲的訴說她與孩子的相處情形。受訪者 I 表示： 

我兒子都會和我聊天，都會聊書的內容，聊商業周刊的內容…我們

家裡的氣氛真的很好，都會相互分享事情，很和樂（受訪者 I） 

另外，有四位受訪者談及假日會帶小孩出去，並認為和子女出遊的感覺很棒。 

假日全家都一定會出去，吃飯、逛逛都會，順便就會聊聊天啊！問

問她最近學校的情形啦！很開心啦！（受訪者 A） 

我們假日都會出去，主要是全家一起出去吃飯啦！感覺還不錯，這

個暑假我們全家計畫去日本迪士尼，大家都很興奮（受訪者 D） 

假日還滿常帶她出去玩的，這個出去包含了到外雙溪公婆家或是桃

園外公外婆家，像這個禮拜我們就計畫要去宜蘭(受訪者 F) 

受訪者 H 表示，她通常都帶三歲的女兒去戶外走走，由於自己是學環境的，

她喜歡帶孩子接觸大自然，瞭解生態環境，並認為帶有教育意義的出遊，過程中

更可以增進母女間的感情。 

我通常帶她到戶外…比如騎腳踏車、動物園，因為我是做環境的，

環境現勘會帶我女兒去一些濕地、菜園探勘，而且小孩子至少可以

瞭解自然環境，過程中我會和她說明，關係也可以很親密（受訪者 H） 

受訪者 J 會與兩個女兒聊心事，因此親子間的感情十分融洽；另外常會規劃

家人們的出遊，除了可以放鬆心情與釋放壓力外，亦可增進彼此間的感情。 

我兩個女兒會和我聊心事，所以我們三個感情很好…我們會安排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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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出去玩，前年有去國外玩，那現在就是我回娘家時會帶小朋友回

去，也當度個假這樣（受訪者 J） 

另外，受訪者 B 表示，老大還小的時期，由於先生工作忙碌，無人協助獨

自一人照料下的她，形容那段日子像是母子兩人「相依為命」，也因此造就兩人

的感情非常好，一直到現在，兒子已經高二了，睡前有的時候還跑到母親床邊躺

一躺，聊一聊他交女朋友的心事。受訪者 B 表示： 

以前我和老大兩個人等於是相依為命，所以我和我兒子感情非常非

常好，一直到現在高二了，要睡覺之前還會跑到我旁邊和我躺一躺，

講一講他的苦悶，講一些他交女朋友的心情（受訪者 B） 

然而受訪者 D 與受訪者 J 都有正值叛逆期的孩子，受訪者 D 表示剛上國一

的女兒讓她十分煩惱，因為和兩個弟弟爭寵加上國中課業壓力大，常會欺負弟

弟，三姊弟爭吵的事情不斷發生，親子間的衝突讓她覺得十分困擾。 

現在比較有問題的是姊姊，因為她正好到青春期，以前又只有她一

個，所以我們把她寵壞了…姊姊會欺負弟弟，所以現在問題就是晚

上的爭吵部分，所以你就要去處理就是這樣的親子衝突（受訪者 D） 

而受訪者 J 正值叛逆期的兒子，就讀國中三年級，向來獨立自主、很有想法

的他，不願意接受父母親的意見，也讓受訪者 J 有所困擾，不過受訪者表示，除

了盡量配合兒子的要求外，也會盡力的開導他。受訪者 J 表示： 

兒子基本上滿獨立自主的，現在正值叛逆期，你給他什麼意見他通

常不會接受，他有自己的想法，他要怎樣他會提出他的要求，然後

請你配合…我就是盡量配合，然後盡力開導啦！（受訪者 J） 

受訪者 E 亦談及兒子歷經叛逆期與青春期的時期，當時兩人也有意見不同的

時候，但都是用理性溝通的方式解決；另外，當兒子遇到感情上的問題與困擾，

她也會給兒子意見；對於母子間的相處狀況與親子關係，她微笑表示還不錯。 

一直都滿不錯滿親近的…當然叛逆期我們也有意見不合的時候，當

我覺得我想要給他比較多影響的時候，我會找他聊一聊談一談，我

會問他為什麼你不同意我，那你有什麼想法，我會讓他講，我們會

溝通（受訪者 E） 

讀國中一年級，有次回來說喜歡一個班上女生…我會讓他瞭解我們

的態度是說我們到青春期會對異性有興趣，這是自然的現象…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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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後面就說一大堆需要注意的事情等等…如果有什麼狀況困擾他，

他也會和我們說（受訪者 E） 

受訪者 C 的兩個兒子都已經成年，目前大兒子正在英國進修碩士學位，二

兒子正在國內念大學，對於親子間的相處，她表示孩子都大了有自己的事情要

處理，加上自己也有工作要忙，所以相處的時間一直不是很充分，但至少晚餐

時間家人聚在一起時會聊聊今天發生的事，分享一下彼此的心情。 

我們相處的還可以，但感覺好像一直沒有說很充分，因為他忙著玩，

還要唸書，我有的時候要忙寫東西，我們聊天都是吃晚飯的時候，

我們晚飯都是一起吃的，吃飯的時候就會聊一下（受訪者 C） 

（五）母親的成就感與喜悅 

作為一個母親所擁有成就感的部分，教授們均提及，從母職中所獲得的成

就與喜悅是工作中無法得到的，這種成就感是專屬於當媽媽的驕傲。 

其中，受訪者表示，看著孩子一天天的長大，健康且快樂的成長，是扮演

母親角色中最大的成就感與喜悅，即使因為身兼多職很辛苦，仍相當欣慰。 

看著孩子一天天長大就是我的成就感（受訪者 B） 

看著小孩長大到現在，他個性還算滿開朗的，個性也很溫和，可以

算是一個快樂的小孩，雖然一路上都很辛苦，但這點還滿欣慰的（受

訪者 E） 

另外，受訪者也表示，和小孩子相處有很多愉快的地方，不論是與孩子的

親密關係，還是享受和全家人共處的融洽氣氛，這種和樂融融的溫馨感受，是

無法從其他地方得到的。 

和家人在一起的溫馨感吧！就是那種有福同享有難同當的感覺，有

事情發生全家一起討論商量的感覺，對我來說很重要（受訪者 C） 

成就感就是我們成員之間關係很親密啊！小孩子和你關係很好啊！

就是小孩子和你的親密度，小孩子看到你很高興，這部分我還滿高

興的（受訪者 G） 

帶小朋友其實是很快樂的…因為我們關係都非常好（受訪者 J） 

和小孩子相處有很多愉快的地方，這部分我還滿有成就感的（受訪

者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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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I 的小孩喜歡吃她做的菜，讓她覺得再辛苦都值得。受訪者 I 表示： 

所以現在我的小孩都喜歡在家裡吃，常常和我說，媽媽，你隨便做

都比外面的好吃，那聽到這樣的話你就會覺得很窩心啊！再辛苦也

值得（受訪者 I） 

其中有三位受訪者提及孩子的學業成績與在校表現，是讓她們相當驕傲的

地方。其中，受訪者 I 提到小孩的成績，兒子女兒雖然不是念公立大學，但是

在校成績都有前幾名，兒子之後想轉系，也聽取媽媽的建議，修了幾門相關課

程且修課的成績也都不錯，受訪者 I 開心的訴說最後只有錄取一個，就是他兒

子；另外女兒是學校的啦啦隊的校隊成員，讓她很驕傲，公開表演時，也讓她

想要到處宣揚令她驕傲的女兒。受訪者 I 表示： 

我兒子念私立的，但他念的不錯，成績都有前幾名，但是念了一年

告訴我他想轉系，想考企管系，我說好，要他二年級要修會計、經

濟等企管方面的課，他也修的不錯，成績還不錯，我自己有當過轉

系老師，所以都有給他建議，他也都有聽，乖乖的去修會計、經濟

和管理三門課，後然他筆試被錄取，錄取三個，他是其中之一，他

和我說，媽，我希望妳幫我第二關，我說口試一定要準備，沒有人

不準備的，然後他和我說，你幫我出幾個題目好了，我說好，並要

求他不只用想的，還要寫下來，寫完之後我幫他看一下，那你自己

在思考一下，然後後來只錄取一個，就是他（受訪者 I） 

女兒現在是學校啦啦隊的校隊，很有興趣，很多表演，我也很驕傲，

有次公開表演，我真想和到處和別人說，那是我女兒（受訪者 I） 

受訪者 B 表示，兒子的學校成績表現不錯，各方面的發展也很平均，覺得

身為人母頗有成就感。受訪者 B 表示： 

看到兒子各方面的發展都很平均，學校課業的成績表現也很不錯，

然後一天天長大，覺得當媽媽這個角色還滿有成就感的，沒有白費

的感覺（受訪者 B） 

而受訪者 J 的三個孩子皆在就學階段，由於在求學過程中對孩子付出相當多

心血，當她談及孩子們在學業成績上的不錯表現時，表示相當欣慰。 

在他們小的時候我其實投入滿多時間進去的…所以他們一路走來唸

書都還 ok，至少成績都在中等以上，那我還滿開心的（受訪者 J） 

另外，受訪者 I 提到，就她的觀察，兩個孩子處理事情的能力都很強，讓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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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很驕傲，也很放心。受訪者 I 表示： 

就我從他們大學開始的觀察，我發現他們處理事情的能力很強，我

先生公事的事情，我兒子都能給他建議，而且都是很好的建議，我

先生也很開心，所以我覺得說，兒子女兒將來都有自己的規劃，都

想出國唸書，我就很贊成，很支持（受訪者 I） 

受訪者 E 從小對兒子教育「兩性分工」的觀點，因此對於孩子能主動分擔家

務的情形表示相當滿意與欣慰，覺得這是作為母親的成就感與喜悅。 

我告訴他你從這麼早就會做家務，因為女性和男性基本上都要做這

些事情，尤其是將來有家庭，你妻子一定也有工作，女性工作回來

還要做家務，忙了一天累的半死，我和他說如果妳的妻子在外工作

一天回來其實也很累，既然是這樣 家裡面的事情兩個人都要一起負

擔，所以我要他從小養成這個習慣…我很小就和他這樣講，那他也

很聽話，這也是我一直讚美他的地方，也就是他會幫忙家裡面的事

情，我也很驕傲，也很有成就感（受訪者 E） 

受訪者 D 的兩個兒子像是她的兩個小幫手，且常做一些令她覺得十分貼心

與欣慰的事情；她提及成就感是生活中一點一滴累積的，當自己的付出小孩有所

回饋時，那種成就感是相當大的。 

成就感，就是小孩子對你的愛吧！你可以感覺到他依賴你，就像是

母親節的時後，做了很貼心的卡片，裡面的話超級讓我感動，而且

我兒子會寫紙條給我…就是我兩個兒子從不吝嗇表達他對我的感

謝，讓我覺得我的付出是有回饋的，當小孩有回饋有反應，是還滿

有成就感的，所以所謂的成就感都是一點一滴，像我兒子會幫我到

垃圾，不知不覺多了一個小幫手（受訪者 D） 

受訪者 J 和受訪者 D 有相同的看法，覺得現在的感受像是在「收割」，之前

對三個孩子的全心付出與現在的回收，那種成就感是相當大的。受訪者 J 表示： 

我覺得現在好像有點在收割吧！就是之前的付出現在回收，可能就

是你說的成就感吧（受訪者 J） 

另外，對於受訪者 F 而言，女兒天真的笑容，就是她最大的成就感與喜悅；

而受訪者 A 將女兒視為上天派給她的天使，是她的驕傲。受訪者表示： 

她天真的笑容對我而言就是最大的成就感與喜悅，我小孩滿貼心

的，因為小孩很黏我，不過有時我還滿開心的(受訪者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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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女兒是上天給我的小天使，看著她成長是我的驕傲（受訪者 A） 

二、傳統與現代觀點下拉扯的妻子角色 

傳統上認為婦女應負責照料家庭，然而，近年來觀念的改變，使得人們對女

性角色的定義變得更有彈性，台灣社會對婦女產生了雙重的期待，既希望婦女參

與生產的社會責任，又希望婦女繼續維護家庭的基本功能。 

此外，隨著平等家務分擔觀念的盛行，已有愈來愈多的男性開始分擔家務。

這意味著社會價值觀的普遍支持下，傳統性別角色及態度的轉變，男性得以超越

傳統的性別角色；從以下十位受訪者的例子，可看出已婚女性教授們面臨到傳統

與現代觀點拉扯下的妻子角色： 

（一）受訪者 I：角色期待下的完美妻子 

1. 傳統角色期待下的衝突 

受訪者 I 的先生從商，從小家境很好的他，來自於相當傳統的大家庭，

由於觀念相當傳統，所以婚後一直希望太太辭掉教職工作，但因為受訪者對

教職的熱誠，加上自己工作與家庭方面的平衡一直處理的還不錯，先生對她

的家庭期待也無所挑剔的情形下，才讓她繼續教書。 

先生從商…那婆家的家境在早期來說相當好，我先生從小就有兩

個佣人，就是來自於相當傳統的大家庭（受訪者 I） 

結婚後到現在，他一直希望我辭掉工作，但我實在很熱愛這份工

作…我先生是一個非常傳統的人，他希望我把時間都留給家裡，

那就是需要溝通，一直溝通，後來他發現我好像平衡的還不錯，

所以就沒再提了（受訪者 I） 

2. 家務工作外包與家人共同分擔並行 

受訪者 I 提到，她將家務時間都放在做菜上，維持家人們的健康是她的

首要任務；在時間有限的情況下，因而將家務清潔工作外包出去，至於簡單

的洗碗工作，先生與小孩會輪流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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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歐巴桑，那個歐巴桑也是從我結婚做到現在，一個禮拜來三

次，幫我洗衣、拖地等，所以我都不用做，就把時間放在做菜方

面，對我來說家人的健康很重要…那先生他牛奶的杯子會自己

洗，晚上的碗他和兩個孩子會輪流洗（受訪者 I） 

3. 子女照顧的分配情形 

受訪者 I 提到，子女念小學時期，她與先生兩人因為工作相當忙碌，所

以請家教負責孩子的作業；但晚上時間孩子課業上的問題，大多還是媽媽負

責，然而兩個孩子小學時期學校的活動，夫妻倆一定都會參加；此外，由於

先生的專長在數學，所以上了國中後的數學問題都是爸爸負責。 

因為我們都很忙，所以小學的時後就有請家教，不過像簽聯絡簿

或是他們功課上有問題，大多還是問我，但是國中之後的數學就

是爸爸的事啦！我先生是應數畢業的，所以數學很強（受訪者 I） 

他們小學時候的活動，我們兩個都會參加（受訪者 I） 

4. 甜蜜的相處模式 

受訪者 I 提到，她與先生兩個人幾乎不吵架，由於兩人的相處模式就是

「溝通」，也因此受訪者 I 認為，夫妻倆幽默的溝通方式，也是他們維持感情

的最佳方法；此外，每天的「散步時間」更是增進感情的方式。 

我們幾乎沒吵耶！我們講話的模式很好笑，像有一次他垃圾從口

袋裡掉出來，我不會直接罵，我是和他說：爸爸，你的黃金從口

袋裡掉出來嘍！他回頭看就會撿起來說：唉啊！你怎麼掉了呢？

我們相處的模式都是這樣，就是很幽默的方式（受訪者 I） 

我和我先生每天吃完晚飯，八點到九點都會出去散步，我們也很

喜歡這樣的相處模式（受訪者 I） 

（二）受訪者 B 與受訪者 D：傳統觀點束縛下的忙碌妻子 

1.　永不休止的家務工作 

受訪者 D 的先生在外商公司上班，工作相當忙碌，觀念有點大男人，因

此在家務工作的部分她幾乎全攬；受訪者並表示，先生即使會幫忙也只有假

日，且會先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之後才會幫忙家務工作。 

我先生在外商公司上班，每天都很忙，回到家都很晚，所以也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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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做什麼家事，頂多就是洗碗啦！所以我大部分都靠自己…只有

在我忙不過來時，要求他做時，他才會幫我，要幫的話也是假日

吧，而且也是會先運動，就是會先做自己想做的事（受訪者 D） 

而受訪者 B 與先生雖同為教授，但她表示由於先生一直非常忙碌，因此

兩個小孩的照顧與家務部分都是她來承擔，談及第一個孩子出生時的那段辛

苦歷程，受訪者 B 仍然記憶猶新。 

生老大的時後我學校的壓力也很大，家裡的事情都是我在打點，非

常忙碌…先生很忙，一直都忙（受訪者 B） 

2. 子女照顧的分配情形 

在子女照顧方面，受訪者 D 提到，除了送小孩上學是由先生負責外，大

部分還是由她來負責，尤其是突發事件的處理。 

早上爸爸送他們上學，晚上我負責接回來，至於功課的部分都是

我負責…但一有突發事件，都要自己處理（受訪者 D） 

受訪者 D 提及從幾次由爸爸負責檢查孩子們的作業都不夠嚴格的狀況

下，讓她覺得十分不放心，也因此孩子的作業最後都由她來負責。 

像簽聯絡簿啊！檢查作業啊！大部分都是我，但像我昨天 9點多上

完瑜珈課回來，爸爸就會先簽了，可是幾次下來我會發現，爸爸就

是簽，不會特別去看，隔天老師還會打電話給我說訂正不完整，我

就會和老師保證說，好以後由我來看。（受訪者 D） 

而受訪者 B 談及自己獨力照顧第一個孩子的過程，當時獨立負擔子女照

顧與家務，加上學校給予的研究壓力，無人協助的她，用「相依為命」來形

容她與孩子所經歷的無助感受。 

要規劃升等的事情，要有計畫的寫一些東西，還有要照顧還在小學

階段的孩子，都是很花時間的，那段真的非常辛苦的歷程，那時家

人不在身邊，沒有任何人協助，然後我先生自己忙的半死，所以壓

力真的很大…以前我和老大兩個人等於是相依為命（受訪者 B） 

3. 與先生相處模式 

受訪者 D 提到與先生的興趣大多不相同，兩個人幾乎沒有單獨相處的時

間，主要的相處就是帶小孩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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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我們的興趣也不太一樣，我們都是帶小孩一起出去玩或吃

飯，假日都會去戶外走一走，單獨的時間沒有（受訪者 D） 

另外，談及與先生相處的時間與模式時，受訪者 B 的話語中盡是無奈。 

他太忙了，真的太忙了，管好自己就好了（受訪者 B） 

（三）受訪者 G：漸入佳境的現代妻子 

1. 艱辛的歷程 

受訪者 G 談及第一個孩子出生時，她和先生兩人認為小孩剛出生是最需

要父母親的時候，必須花足夠的時間在小孩的照料上；因此，受訪者 G 請了

一個學期的育嬰假，在家裡專心照顧孩子；受訪者 G 表示，當時無人協助的

情形下，不論是家務工作或是孩子的照料都是自己一個人負責。 

我生第一個小孩有請育嬰假，因為那時我和我先生有共識，要有足

夠的時間在小孩的照料上…我當時請育嬰假是沒有任何人來幫忙

的，包括做家事和帶小孩都是我一個人，很辛苦（受訪者 G） 

也由於受訪者 G 的第一個孩子完全是餵母乳，這對受訪者的生活造成了

很大的限制，無法出門的她覺得自己的自主性不見了，有被社會隔離的感覺；

覺得自己除了餵飽孩子外，沒有其他的角色；當然，餵母乳是自己決定的，

當初的想法也是想為孩子好，不過自我矛盾的她覺得這次是個不好的經驗。 

加上我當時是餵母乳…那這對我生活上造成了很大的限制，那基本

上我沒有辦法去哪裡，那我就是要待在家裡當一頭母牛這樣子，我

自己覺得我主要的角色就是餵母乳，其他就沒有了，那如果我今天

出門去辦一件事情，那我先生就會問那小孩怎麼辦，那我就可能無

法出門，當然我不否認我在這方面的角色是很重要的，但到後來我

就覺得我的自主性就完全不見了…雖然當初餵母乳是我自己決定

的，但到最後讓我感覺很不好，有高度的社會隔離的經驗（受訪者 G） 

 2. 漸入佳境的歷程 

受訪者 G 接著談到，在育嬰假快結束時，她和先生協議請了一個 part-time

的家事管理員，負責家務工作，也因此減輕她不少負擔。 

那我育嬰假快結束時，我們就透過非營利組織找了一位 part-time

的家事管理員，當時是每天來三四個小時幫我們做一些家事，減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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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不少負擔（受訪者 G） 

第二個孩子出生時，她與先生商量的結果是兩個人用輪班的方式照顧孩

子，雖然教職工作依舊繁重，不過家事管理員變成 full-time，讓她到府照顧

孩子與照料家務工作，對她而言多少減輕一些壓力。 

後來我就等於和我先生輪班，第二個學期就是隨時都有一個人待在

家裡，然後那個家管員就變成 full-time，就是早上九點到五點…另

外也做一些簡單的家事，多少減輕一些壓力，可是其實沒課的時候

並不是就是很簡單的在家裡帶小孩，還是有很多教學上的事情要準

備，壓力是很大的（受訪者 G） 

此外，由於家務工作大部分都由家事管理員照料，因此對她而言，家庭

中最重要的就是孩子的照顧；晚上及早上的時間，現在她與先生兩人會以「分

工」的方式照顧年幼的孩子與處理家裡的一些瑣事。 

我們現在就是分工的方式，一個在忙另一個就要顧小孩，小孩的照

顧或是家裡的一些瑣事的話，現在就是誰有空誰就去處理，買菜啊

什麼的，都算是一半一半了（受訪者 G） 

3. 與先生的相處情形 

由於夫妻雙方皆是教職，平時工作十分忙碌的兩人，真正相處的時間並

不多；即便如此，受訪者 G 表示，兩人還是會在孩子睡覺後坐下來好好聊天。 

平常都很忙，而且小孩都小，常常忙到手忙腳亂…小朋友都睡覺之

後，我們天天都會聊天（受訪者 G） 

（四）受訪者 A、受訪者 C、受訪者 E、受訪者 F、與受訪者 J：兩性分工下的　 

　　  現代妻子 

1. 家務的共同承擔 

本文前面提及，受訪者 C 與受訪者 E 雖是在十分傳統的原生家庭下成

長，但在成長的過程中接收外在的資訊，意識到時代在變；因此，傳統性別

角色分工對於她們的自組家庭影響並不大（參見第五十七頁）；受訪者 E 認

為，家庭是由男女雙方共同組成的， 所以家庭的事務應該是家庭成員們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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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的。 

我爸爸會認為女人就是做女人的事情…那對我的影響基本上是，我

認為家庭是男女雙方共同組成的，所以家庭的事務應該是共同來分

擔的，這是之後接受外在的資訊所教育的觀點（受訪者 E） 

另外，受訪者 C 與受訪者 J 談及自己忙於博士論文的那段期間，家務的部

分先生分擔許多，讓兩位受訪者十分感謝先生的支持與付出。 

寫博士論文的那段期間，家務的部分我先生都會主動做，那我也很

感謝他（受訪者 C） 

我曾經到晚上 10 點才回家，忙著找資料寫東西，那家裡都是先生

處理…就是他很支持啦！（受訪者 J） 

兩人接著談及，現在家務部分都是採取兩人分工、互相協助的方式。  

那現在家裡的家務都是全家人一起負責的，我先生還會去買菜喔！

（受訪者 C） 

先生在家務的分配上他付出滿多的，我們都是互相啦！買菜基本上

都是他去買（受訪者 J） 

受訪者 E 與受訪者 F 亦提到，家務的部分先生都會主動幫忙。受訪者表示： 

家務和晚餐我和我先生輪流做，他會幫忙啦！大掃除的時後也會

（受訪者 E） 

煮飯、洗衣、拖地、洗碗他都會幫忙…他都會主動，看到就會弄

一下，看到天氣好，就趕快去洗衣服(受訪者 F) 

此外，受訪者 A 提到，家務的部分先生都會主動做。其中先生的興趣是烹

飪，因此家裡做飯是由先生負責。受訪者 A 表示： 

我們都是誰看到髒了就會用一下，都會主動啦…他喜歡做飯，所

以都是他負責的，我一進廚房就會把菜搞爛啦！（受訪者 A） 

2. 子女照顧的分擔情形 

受訪者 A 提到，由於自己工作的地點較遠，因此有課的時後都是先生負責

照顧女兒，回到家後女兒就換她負責。並提到女兒小時後大部分都是先生照料

的，因此認為先生較為辛苦。受訪者 A 表示： 

我去高雄上課時，都是爸爸照顧，尤其女兒小的時後，我剛做完

月子就回高雄上課，那都是爸爸帶的，那時他很辛苦，現在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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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高雄，就是爸爸帶，我回來就是我負責（受訪者 A） 

此外，受訪者 A 女兒課業的部分也是由兩人分工，簽聯絡簿是由先生負

責，課業上有問題時會問她；小孩臨時有事情時，誰有空閒誰就去處理。 

因為一個禮拜要去高雄教課三天，所以自然爸爸負責簽聯絡簿，

但她有課業上的問題時她習慣問我，那小孩臨時有事情時，如果

我沒去高雄，我會去接她（受訪者 A） 

受訪者 C 談及自己忙於博士論文的那段期間，當時小孩還小需要有人從旁

照顧，於是和先生達成協議，希望先生多負責照料一些，好讓自己可以安心留

在研究室埋頭於論文中。受訪者 C 表示： 

寫博士論文的那段期間就和我先生達成協議，那時真的很辛苦，我

的課盡量集中上，上完了就開始寫我的東西，在學校都寫到 9點半

10 點才回家，小朋友就是先生照顧（受訪者 C） 

同樣的，受訪者 J 與受訪者 C 相同，在忙於攻讀博士學位的同時，先生對

整個家庭付出相當多，那段期間孩子的照顧多半都是先生負責；受訪者 J 表示，

相較於許多家庭，覺得先生對整個家庭的付出其實很多，並表示已相當滿意。 

我曾經到晚上 10 點才回家，忙著找資料寫東西，那家裡都是先生

處理…就是他很支持啦…很滿意了，和很多家庭比較會覺得這是媽

媽的事情，我先生其實投入很多（受訪者 J） 

不過，不同於受訪者 J，受訪者 C 提及除了寫博士論文的那段時間，自己

較為疏於孩子的照顧外，其他時期孩子的課業督促與教育方面都是她在負責，

也因此有些時候會希望先生多和孩子相處。受訪者 C 表示： 

我是覺得他應該和孩子多相處一些，因為相對之下都是我在和小孩

子相處，小孩子還小的時候，課業方面的督促都是我在負責的…因

為他一直都很忙（受訪者 C） 

受訪者 F 提到，由於先生從商，目前又在進修法律研究所，所以在照顧孩

子的部分，她認為自己負擔比較重。 

我帶她上幼稚園，待會也是我去接她，因為我先生從商，現在又

在進修，念法律研究所，那很忙耶！時間上更…更緊一點，所以

我顧小孩的時間應該比他多一點，接送至少都是我(受訪者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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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受訪者 E 表示，在子女的教育上和先生的看法不一致，先生在孩子

的課業上主張「自由發展」，而受訪者認為媽媽和爸爸的角色不同，因而主張

「適度督促」；當兩人意見不同時會以「交換意見」的溝通方式，並以「彼此

妥協」來解決之。受訪者 E 表示： 

對於他的功課 我的督促會比我先生的多，他會覺得應該要讓小孩

自由發展，我覺得作為媽媽和爸爸角色上會有些不太一樣，我會比

較注意他的功課，我們有的時候意見會不一樣，衝突是難免的，但

我們倆會交換意見，我會告訴他我什麼地方不滿意，他會告訴我他

什麼地方不滿意，所以我們倆會談，會彼此妥協（受訪者 E） 

3. 共同興趣是感情維繫的最佳方式 

在與先生的相處模式上，受訪者 E 提及自己和先生單獨相處的時間還滿多

的，加上有共同的興趣，所以感情很不錯。受訪者 F 則提到，雖然和先生兩個

人都忙，並無太多相處的時間，但由於他們擁有共同興趣，並認為這是維持婚

姻，增進感情的方式。受訪者表示： 

我和我先生的獨處時間還滿多的，我們也有共同興趣，我們常常會

一起去運動、爬山，所以感情還不錯（受訪者 E） 

我們相處的模式還不錯啊！而且我們有共同的興趣，會一起看電影

啊！打桌球啊！不過因為他現在也很忙，所以我們相處的時間都是

零零碎碎的吧！(受訪者 F) 

受訪者 A 提到，兩個人因為工作都很忙碌，並無太多兩個人的相處時間，

但是她如果到中壢的學校，那中餐一定和先生一起吃。 

我們真的都超忙，沒有兩個人的時間，但是如果我去 xx 大學，那

中午我們就會一起吃飯（受訪者 A） 

而受訪者 C 談及和先生最大的興趣就是一同去住家附近的大賣場購物，平

時課後的散步與跑步，亦是放鬆心情與增進夫妻感情的絕佳方式。 

我們會去大賣場買買東西，因為就在家附近，還有就是上完課的當

天，我會想輕鬆一下，我們就會去散散步，稍微跑跑步（受訪者 C） 

受訪者 J 表示，隨著孩子都慢慢大了，兩個人單獨相處的時間也慢慢增多，

除了一起吃晚餐外，晚餐後的散步時間亦是兩人增進感情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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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啊！去散步，現在小孩都大了，還有一起吃飯，有時後小朋友大

了不想和我們一起吃…那散步的時後我覺得還不錯（受訪者 J） 

（五）受訪者 H：遠距離相處的獨立妻子 

1. 家務工作外包 

受訪者 H 的先生在美國擔任工程師，兩三個月回來台灣一次，或是寒暑

假的時後受訪者會帶女兒到美國相聚，雖然天天和先生通電話，但平時生活

中的大小事都是自己處理，由於工作忙碌，因此選擇僱用鐘點幫傭負責處理

家務工作。受訪者 H 表示： 

先生是工程師在美國工作，幾個月見一次面…比如說像我先生在美

國，所以有的時候我們也要配合他，例如我們現在寒暑假就過去，

那平常的時候就大概兩三個月回來一次…大小事都是我在處理

啦…我們有請一個家務，一個禮拜來一次（受訪者 H） 

不過，受訪者 H 也提到先生知道她的辛苦，因此當先生回到家時都會主

動幫忙她做家務，甚至做的比受訪者還要多。 

我先生其實會做的比較多，我先生對家裡的佈置清潔的要求，其實

比我的還要嚴苛，所以他通常還滿主動去做的（受訪者 H） 

2. 子女照顧的分擔情形 

由於先生長期在美國工作，教育三歲女兒的重責大任自然落在她的身

上，因此縱使工作再忙碌，晚上及假日的時間一定留給女兒，不論是晚上陪

她講故事還是假日帶女兒到戶外走走，都是受訪者在負責照顧的。 

所以在小孩子的照顧上面大部分都是我負責…晚上的時間都給女

兒了，讓她亂畫，有教她認字，她喜歡聽故事，所以講故事給她聽…

假日我常帶她到戶外走走（受訪者 H）　 

然而，受訪者 H 亦表示，若是先生回家或是她與女兒到美國找他時，家

務工作或是女兒的照顧先生都會主動幫忙，不過由於女兒長期和媽媽相處，

比較依賴母親，對於此情況，受訪者 H 表示也很無奈： 

如果我去美國或是他回來多半都是他做啦！家務或是小孩子的照

顧上，不過女兒很黏我，不喜歡爸爸照顧，我也很頭大（受訪者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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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與先生相處模式 

由於先生長期在美國工作，自己的教職工作相對比較彈性，因此都會配

合先生的時間到美國相聚，自己也當度假。受訪者 H 表示： 

那我們就是配合他寒暑假過去，畢竟我的工作相對之下比較彈性

啦，那我也當度假（受訪者 H） 

受訪者 H 和先生單獨相處的時間很少，不過每天通電話仍是基本的，先

生對於她們母女的生活仍是相當關心；另外，先生回台灣時都會帶她們到外

縣市走走，這也讓受訪者 H 覺得可以促進家庭成員間的感情。 

我們是每天都會通電話啦！他對我們的生活還是很關心，會問問今

天如何啦什麼的，他回台灣時我們都會去外縣市玩，我覺得這還不

錯，可以增進一些感情（受訪者 H） 

三、傳統大家庭與現代家庭的媳婦 

受訪者 J 指出在老大小學六年級之前的那段時期都與公婆同住，當時不論是

小孩的照顧或是家務工作上公婆幫忙很多，也減輕她不少經濟負擔與壓力。 

那還有就是我們家是三代同堂…老大在小學六年級之前我們都住

在一起，公婆都幫我們照顧，要不然保母費其實很重，因為那個時

候小孩還小，一起照顧你會比較放心…我一直覺得有公婆照顧小朋

友，真的可以分擔很多（受訪者 J） 

受訪者 J 接著指出自己在進修博士學位的期間，由於有公婆照顧，自己可以

留在研究室埋頭於論文寫作中；另外，孩子早上去學校前的準備工作，亦是由公

婆幫忙處理。受訪者 J 表示： 

我一直覺得有公婆照顧小朋友，真的可以分擔很多，所以因為這樣

我可以待在學校的時間長一些，像我之前只排早上 8點的課，那我

很早出門，後續都是我公婆幫我處理，小學是 7點 50 分前要進學

校，我可能 7點不到就出門了，可能他們都還沒起來，所以公婆會

幫我處理小朋友，吃早餐啦！穿衣服啦！（受訪者 J）　 

受訪者 J 認為雖然公婆並無明確給她傳宗接代的壓力，不過從婆婆的話語中

仍可窺知希望第三個孩子是男孩的期望。受訪者 J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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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像的到我婆家那邊會希望有兒子，我自己覺得也應該幫他生個

男生，那第三個是不小心的…基本上婆婆沒有給生男生的壓力，但

我婆婆曾經說過一句話：如果第三個也是兒子有多好，可是基本上

不會在你面前說，之前有給我吃過生兒子的妙方啦！（受訪者 J） 

即便大致與公婆相處情形良好，受訪者 J 表示，多少仍然有所謂的婆媳問

題，其中最在乎的就是孩子的管教部分。她指出之前和公婆同住，多少會對於孩

子的教養方式不同而產生一些緊張感受。受訪者 J 描述緊張的情形： 

多少一定有所謂的婆媳問題，因為這是他們的阿公阿嬤，然後又住

在一起，那有的時候和我們的觀感不同，當我要管小孩的時候，他

們有時會溜到阿公阿嬤那裡，小朋友會察言觀色，那這個時候我就

會把他們找回來，就會有一點點的火藥味，一點緊張！（受訪者 J） 

受訪者 E 則是與公婆一起住過一年的時間，當時先生還未完成博士論文，因

此自己先帶著博士學位與六個月大的孩子回到台灣與公婆同住，但相處後發現與

公婆的思想觀念、生活習慣完全不同，許多想法與對小孩的教育方式也有很大的

出入，因而一年後先生回國即搬出來住，並表示現在過年過節會回去看公婆。 

我回來的第一年，我先生還沒寫完論文，所以我先帶小孩回來，那

我第一年的時候住在婆家，但因為思想觀念完全不一樣，很多想法

和教育方式不一致 觀念上差異很大，一年後我先生回來我們就搬

出來了…那現在我們就是過年過節會回去（受訪者 E） 

其他受訪者雖然並無與公婆同住，但身為媳婦多少仍受到傳統觀點的影響，

尤其受訪者 I 的先生來自於十分傳統的大家庭，有自己的事業與許多規矩和禮

節，也讓她感受到不小的壓力。受訪者 I 表示： 

我的情形比較特殊，我要照顧我先生他們家的大家庭與事業…我的壓

力是來自於我先生大家庭的壓力，需要出席所有的活動，有一次我因

為有事情沒有出席家族聚會，結果每個親戚都問我為什麼沒有出席，

壓力超大的，所以我之後都一定會出席（受訪者 I） 

另外，受訪者 G 的夫家來自相當傳統的家庭，她談及剛接教職的那段時間，

教職工作還不熟悉的她，需要花相當多時間去準備教材，然而由於先生是獨子又

十分孝順，每個禮拜都要回去中部夫家，也因此讓她承受著扮演好「教授」與「媳

婦」角色的巨大壓力。受訪者 G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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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我先生家裡是比較傳統的家庭，那我先生很孝順，所以他也很

常回家…在還沒有小孩之前，我們是每個禮拜都回中部，那可是對

於我剛剛開始工作而言，是一種雙重的壓力，剛開始教書，很多事

情都要花時間去準備，所以基本上時間是根本不夠用的…我壓力是

非常大的，但是我周末也沒有辦法工作（受訪者 G） 

受訪者 G 談及當媳婦的壓力，她自覺回中部夫家並不能也不是當作度假，

而必須時時提醒自己是要扮演好媳婦的角色，由於公婆始終無法理解受訪者 G

為何總是聲稱「老師」這個工作如此忙碌，或是沒課的時間仍待在研究室工作，

因此覺得自己與公婆的溝通出現一些問題。受訪者 G 表示： 

而我回夫家要扮演媳婦的角色，所以到中部也不能說是去休息…但

是你對你在那邊的角色是有所提醒的…因為已經結婚，你的角色變

得不一樣，因為夫家的價值觀和對小孩的期望，而且他們對當老師

這個工作一直有個謎失，一直覺得當老師是很輕鬆的，沒課的時候

就應該是沒事的，所以他們無法理解為什麼我們一直聲稱我們的工

作是非常忙碌的，或是沒有課的時候還待在學校，那我也很難和他

們說明這個情形，所以到後來也就不講了，覺得你是在抱怨或是找

理由不回去，所以那段時間不知道怎麼講，很累很辛苦（受訪者 G） 

另外，受訪者 F 表示自己的公婆很體諒她，但剛結婚時，曾經為了是否要與

公婆同住而有一些不諒解。受訪者 F 表示： 

我公公婆婆都很體諒，剛結婚的時後，我婆婆曾經說為什麼不住在一

起，要住到木柵，我就說有的時後課很早，那個時候還沒有小孩，那

個時候有一點不諒解，但現在就還好(受訪者 F) 

受訪者 F 認為婆婆多少抱持著「重男輕女」的觀念，希望他生一個男孩，和

受訪者 K 的情形相同，雖然沒有明說，但仍可從婆婆與受訪者 G 女兒間的對話

看出端倪。 

我婆婆她或許有一點點重男輕女的觀念，但她不會明說，但是會和我

女兒說，這個玩具以後給弟弟玩喔！他不會說妹妹，所以也許她有這

個期待(受訪者 F) 

受訪者 H 談及與公婆相處的情況表示相當好，由於都住在台北，所以常會

帶小孩去看公婆，或是公婆到家裡看孫女，有的時候還會一起去戶外走走，當受

訪者 H 需要協助而求助於公婆時，公婆亦會幫忙。受訪者 H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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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真的需要協助，我會和他們說，那他們一定會幫忙…因為很近，

都在台北，那大概一兩個禮拜他們會來看小孩或是我會帶小孩去給他

們看，或是要去戶外走走時，我會問他們要不要一起去（受訪者 H） 

受訪者 B 則表示，幾乎沒有和公婆相處的時候，由於公婆對自己的生活安

排很有自己的規劃，加上對小孩的照顧沒有興趣，平時很少往來，過年過節也愈

來愈少回去。受訪者 B 表示： 

公婆在苗栗，他們對照顧小孩的完全沒有興趣，他們有自己的生活，

喜歡自己安排自己的計畫啦！那我們現在越來越少回去，過年過節也

越來越少了，所以也沒有什麼相處（受訪者 B） 

另外，受訪者 A、受訪者 C 與受訪者 D 的公婆都已過世，所以並無扮演媳

婦角色的問題。 

四、小結 

首先，在母親的角色上，對於子女的照料與期望方面，台灣女性習慣將母職

視為自己的責任，已婚女性教授也不例外的對子女付出極大的愛與關懷，雖然感

到時間不足的壓力，甚至感到自責，但均盡力而為，並從子女身上得到相當的滿

足感與喜悅。 

再者，在妻子的角色上，雙薪家庭代表著壓力與責任的加重，職責早已同時

落在夫妻的雙肩上，如果男人只是扮演職場英雄，將加重另一半的身心負擔與壓

力。妻子擁有專業自主的工作，對於社會及家庭的貢獻有著一股強大的推力。由

於現代生活型態的改變，男性分擔家務已和整體生活概念合為一體，家務就是「生

活的一部份」，不論是持家或育兒，男性都應從中體悟到生活的原味。另外，在

媳婦的角色上，受訪者大致與公婆相處情況良好，不過仍多少受制於傳統觀點。 

參、工作角色－專業的女性教師 

一、踏上教職旅程－選擇教職的原因 

    在擔任教授之前，有三位受訪者表示之前接觸過老師或是學校的工作；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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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受訪者 C 與受訪者 D 兩人由於擔任過助教並兼過課，從過往的經驗中發現

自己喜歡簡單的工作環境與教職的單純性；而受訪者 I 擔任過家教，從中發現

自己喜歡教職的工作特性，並認為教職具挑戰性、自主性與自我發展的空間。 

先當助教，還有就是兼過課，覺得學校環境很好，工作單純，因此

在逐級往上爬（受訪者 C） 

發現教職這個工作好像單純許多，我之前有當過助教就是有上課

過，那我還滿喜歡這樣的感覺的（受訪者 D） 

教育工作本身，如果我們從工作特徵模型的特性來講，我滿喜歡他

的完整性、挑戰性，自主性非常高，有自我發展的空間，再來它可

以從學生身上得到一些回饋（受訪者 I） 

受訪者 F 表示自己在大學的時後就有當教師的想法，主要是希望在自己鑽

研的領域中有所發展。受訪者 F 表示： 

主要是我還滿想在這個領域有所發展，所以真正要談起來，就是在

大四有當老師這樣的想法(受訪者 F) 

有三位受訪者表示，由於自己已經念到博士學位，因此選擇教職工作。 

就念到博士，誤打誤撞下，並無特別的原因（受訪者 B） 

念到 phd 了，當然是當老師（受訪者 E） 

沒有特別原因，選擇念博士班的時後就知道要當老師（受訪者 G） 

受訪者 J 表示，父母親教育她的觀點是：「女生最好當老師，是一份可以

兼顧家庭又穩定的工作」，並表示父母親灌輸的想法對她造成很大的影響，因

而選擇教職工作。 

最主要的原因還是來自於我父母，因為我父母親覺得女生成家立

業、帶小孩，有工作最好是老師，可以兼顧家庭，又穩定（受訪者 J） 

受訪者 A 原本對企業界抱持憧憬，並未想當老師，是由於先生的因素，所

以選擇教職。受訪者 A 表示： 

我本來並沒有想要當老師，而是想朝企業界發展，因為先生的因素

所以選擇教職(受訪者 A) 

受訪者 H 表示是「緣分」，當初拿到博士學位時，並無設定要往教職或是

研究的方向發展，由於正好有教職機會，因而在因緣際會下選擇教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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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點因緣際會，因為念到博士除了教職之外也可以做研究啦！不

一定是教職，那個時候我都沒有排斥…那時剛好有朋友介紹所以就

來了，所以算是因緣際會（受訪者 H） 

二、性別角色對教職的影響 

（一）女性教授孤立無援？ 

對於多項統計數據顯示，大學教師的人力結構中，隨著職位階層的高低，

男女比例愈懸殊（男多女少）與男性教授多過於女性教授的看法，受訪者有不

同見解，究竟性別角色對於教職工作有什麼影響，將之歸納如下： 

　 1. 傳統觀點的影響 

有三位受訪者認為，傳統社會規範對已婚女性在家庭中的角色要求與期

望並未隨著女性大量進入勞動市場而減少，繁重的家務及子女教養工作，大

部分仍由婦女承擔，加上社會普遍對於「女性教師」有較高的標準，性別角

色社會化期待她們成為「賢妻良母」，因此往往影響其發展；換言之，傳統社

會賦予的壓力與責任，造成已婚女性教授即使有遠大抱負也難有所發展。 

我是覺得說女生要負擔家裡的情形是比較多的…畢竟女生負擔起生

產的整個過程，還有教養的責任，這是社會傳統上的壓力，女生相

對來說負擔的責任大於男生很多（受訪者 C） 

社會價值社會觀念下，普遍認為男性就是要念的比較高，女生念不

念都無所謂，女生念到研究所已經很不錯啦！念那麼多要幹嘛！甚

至有人還會說將來嫁不出去什麼之類的，所以我覺得這種社會的期

待，認為女生就應該扮演家庭的角色（受訪者 G） 

因為性別造成投入的時間會有不一樣，通常我覺得女生的壓力會比

較大，因為她通常被賦予要照顧小孩、分擔家務、照顧家庭的這個

期許，所以我會這樣解讀，社會上還是希望女性放在家庭上要比較

多這樣子，所以造成女性無法完全投入工作而無法往上爬升，尤其

有些工作需要工作時間長，已婚女性比較不可能（受訪者 J） 

受訪者 I 亦從性別角色社會化的角度而言，她認為在社會期望下，已婚

女性教授必須兼顧工作與家庭的雙重負擔；在雙重壓力下，導致已婚女性教

授在工作上所能投入的精力相對比男性教授少，在職場上的企圖心也因此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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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了。 

從傳統的觀念社會規範的角度，女性來講，她在工作上的角色好

像比較屬於消極，比較被動，就覺得我們不需要一直往上爬，那

男性來講不是，事業的成就對男性來說就是一種肯定（受訪者 I）   

此發現符合 Greenhaus & Beutell (1985: 76-78)的研究，其指出無論在傳統

或現代社會，女性一直扮演著兼顧家庭照顧與勞務工作的雙重角色，不管女

性是否就業，社會規範仍以傳統的性別角色來定義女性應有的行為。也因此

性別角色確實對已婚女性教授們造成莫大的影響。 

另外，有五位受訪者從另一個角度論之，認為之所以造成男女教授比例

懸殊與男性教授多於女性教授的情形，應反推十年或二十年之前，傳統觀點

或稱性別角色社會化的制約作用下，還沒有太多的女性繼續進修，因而造成

這樣的數據。受訪者表示： 

那個時候還沒有那麼多女生念到博士，女生都是講師(受訪者 A) 

我覺得因為現在看這樣的統計數字，他一定是累積的，所謂累積

都是十幾年下來的統計數據，那就會出現一個問題，早期拿博士

學位的女生比較少（受訪者 B） 

那現在的情形應該是延續過去 30 年來的狀況，那個時候還沒有那

麼多女生念到博士（受訪者 E） 

我會反推回來看說，現在許多助理教授的缺，是女性教授佔有這

個缺，那副教授與教授相對來說比較資深，maybe 在那個時候並沒

有太多的女生念到博士學位(受訪者 F) 

在早期看來男女兩性的教育程度的落差是比較明顯的，因此女性

要得到教職的機率是比較低的，我們講的就是教授的職位，女性

的比例是比較低的，例如 20、30 年前，博士並不是像現在滿街都

是，所以當時家庭願意投資小孩念到博士的是男性比較多， 所以

男性的教授比較多（受訪者 G） 

2. 家庭的包袱 

受訪者一致指出「家庭」的包袱是造成男女教授比例懸殊的原因之一；

受訪者 B 與受訪者 D 指出大部分的女性以家庭為重，家庭包袱讓許多已婚女

性教授在升遷這條道路上走的十分艱辛。受訪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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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都不覺得男生結婚後會是他一個累贅，但我們幾乎都會認為

女生結婚後婚姻家庭會變得她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重心，因此很難

在學術上很專心，也就會影響她的升遷（受訪者 B） 

大部分的女生都是先以家庭為重，所以升教授的比例就會比較少

（受訪者 D） 

受訪者 H 指出，已婚女性有了孩子以後，習慣性的將「母職」當作個人的

責任，並將自己視為孩子的主要照顧者，已婚女性教授亦是如此。因此，已婚

女性教授常會自願性或非自願性的因為「家庭因素」而調整自己的工作，也因

此影響到自己的生涯發展。 

我覺得男教授與女教授在對家庭方面的不一樣吧！女性常常是小

孩在家最主要的照顧者，那在某個程度上有會考慮在整個過程

中，可能會因為家庭的因素而做一些自我的調整，有個時候就會

影響到升遷或是生涯發展（受訪者 H） 

受訪者 D 指出，當已婚女性教授育有子女時，可能必須花相當的時間與精

力在照顧孩童身上；相較於男性教授，或許花較多的時間在自己的研究上，而

由其配偶承擔較多的照料或家務的責任。 

男老師在升等的過程中，可以待在研究室待到很晚，把小孩子就

丟給太太，他會先追求自己想要的東西，所以他可以毫無顧忌的

把東西就丟給你，認為你一定會承接，並視為理所當然（受訪者 D） 

受訪者 I 指出，女性教授如果工作上十分成功，家庭一定多多少少受到影

響，也因此造成相當多成功的女性教授是沒有結婚的。 

如果她有家庭，真的很難兼顧，可能她在工作上十分成功，但在

家庭上就會受到影響，所以許多的女老師，相當多是沒有結婚的

（受訪者 I） 

而受訪者 F 指出，許多女性可能先選擇婚姻進入家庭，而家庭的包袱讓許

多已婚的女性無法繼續進修。受訪者 A 認為當時還有講師的聘僱，講師要升為

助理教授往往要攻讀博士，但家庭的包袱讓許多已婚的女性無法繼續往前進

修。兩位受訪者表示： 

許多學生考高普考，那如果你沒有往 PHD 念，之後可能結婚或生

小孩，這樣可能就…所以我相信家庭的包袱，讓許多女性沒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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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再往上念(受訪者 F)　 

那個時候還有講師的聘僱，如果要升為助理教授一定要念到博

士，但是會因為家庭可能沒辦法繼續念(受訪者 A) 

因此，本研究發現符合潘淑滿（2005：47）的觀點，其指出台灣女性習慣

性的將「母職」視為女人個人的責任，因此會將時間精力花在家庭的時間大於

工作的時間，往往也影響了自己的生涯發展；如同本研究中的女性教授在進入

婚姻後，一方面依賴家庭所給予情感上的支持，另一方面卻也是在心有懸念的

狀況下，必須做好教學與研究的工作，確實會對工作表現有所影響。換言之，

家庭的包袱讓已婚女性教授在升遷的這條道路上走得十分艱辛，多少限制住已

婚女性教授的生涯發展，也因此造成大學教師的人力結構中，隨著職位階層愈

高，男女比例愈懸殊與男性教授多過於女性教授的現象。 

3. 性別歧視 

在此一部份，受訪者各有見解。其中受訪者 B 與受訪者 I 認為教師徵選的

過程中多少存在著性別歧視。受訪者 I 認為，由於大部分的大專院校比較喜歡

聘僱男性教師，所以造成男女教授數量上的差異。受訪者 I 表示： 

會不會是因為進入大學的時候，在徵選的時候，就存在著性別歧

視的現象，因為大學真的大部分還是喜歡用男老師（受訪者 I） 

受訪者 B 表示，社會普通認為女性進入家庭後即無法專心在工作領域發

展，並因此認為已婚女性教授難在學術上有所成就，或是專心任教，因而導致

教師徵選過程中存在性別上的考量。受訪者 B 表示： 

這是女老師面試時容易碰到的，就是面臨到家庭的問題，男老師則

完全沒有這樣的問題，我們都不覺得男生結婚後會是他一個累贅，

但我們幾乎都會認為女生結婚後，婚姻家庭會變得她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重心，因此很難在學術上很專心，常因為這樣的理由就沒有錄

取已婚女性教授，所以我覺得徵選過程是有性別考量的（受訪者 B） 

有三位受訪者表示，的確有些系所比較偏好男性教師，只是歧視的狀況並

無發生在自己身上或是所任教的系所上。受訪者表示： 

教師徵選性別歧視方面，我們系上比較少，不過別的系有的有（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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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者 E） 

教師徵選性別不平等至少這沒有發生在我身上，當然我知道在有些

系所是比較偏好男性教授的，女性教授是很少的（受訪者 G） 

我覺得要看科系，有的系有，我的系是沒有（受訪者 H） 

而受訪者 C 表示，過去教師徵選的過程中經常發生性別不平等的情形，不

過在現代講求兩性平等的年代，這樣歧視的情形已經很少見。 

那是過去，現在是男女平等的時代，教師徵選中性別不平等的事情

已經很少了（受訪者 C） 

另外，受訪者 A、受訪者 F 與受訪者 J 則認為，在教師徵選或是升等的過

程中，並無存在性別不平等或是歧視的情形，男女教授比例有差別，是由於婚

姻及其他因素的影響。受訪者表示： 

沒有性別不平等的影響（受訪者 A） 

我倒不覺得在升等的過程中有性別因素的干擾(受訪者 F) 

我覺得還好！倒是家庭、小孩因素，我覺得才是重點（受訪者 J） 

本研究發現，部分受訪者的觀點確實與陳薇如（2005：114）的觀點相同，

認為學術界在聘請教授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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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男性有較高的評價，傾向

於錄取男性。而這樣的性別不平等現象亦會導致 Coleman(1996: 33 )的觀點，其

認為由於教育工作環境裡普遍存在明顯的和暗示性的性別歧視與限制，因而導

致女性教授的生涯障礙。 

不過，亦有部分受訪者採不同觀點，認為隨著兩性平等觀念的落實，學術

界的性別歧視現象已經少見，不論是教師徵選或是升等的過程中，男性教授或

是女性教授，皆是站在一個公平的基礎點上做考評。 

（二）對性別角色的態度 

首先，讓我們從「男女天生就是不同」談起。男女兩性先天的（生物學上

的因素）與後天的（社會結構或文化因素）影響所產生的種種差異，所以男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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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性不可能平等，男性教授與女性教授也不可能「變成」一樣。 

由於先天上的不同，受訪者 I 從輔導學生的角度而論，認為比較理想的狀

況為男女教授皆有且比例相當，可以讓學生的性別角色學習有較平衡的發展。  

如果我們從輔導學生的角色來講，我覺得男女教師都有的話，會比

較理想，因為男性有男性文化角色的界定，女性有女性文化角色的

界定，所以讓學生知道男老師女老師有不同的界定，對學生來說是

比較好的（受訪者 I）   

再者，有三位受訪者認為，隨著現今社會的進步，傳統加諸於女性的性別

角色觀點已漸趨減少，女性在自己的生涯發展上，不論是決定繼續進修或是努

力升遷，主導權是在自己手上。而受訪者 H 進一步指出，雖然主導權是在女性

自己手上，但已婚女性在生涯發展的路程上明顯會比較艱辛。 

我覺得這是完全看女性自己，我覺得今天我們台灣社會的風氣再改

變，我覺得多少是個人的選擇，妳說女生自己選擇不去讀 phd 還是

怎麼回事，或是整個社會有性別歧視，或是說家裡面不希望自己的

女兒去念博士，說實在的，我覺得子女願意讀，一般的父母親一定

會想辦法供應妳去讀（受訪者 E） 

我覺得是要看個人，決定權在自己，但若是已婚的女性，不論是要

決定繼續進修或是升遷，一定是比較辛苦的（受訪者 H） 

（三）對未來前景的看法　  

傳統想法與觀點已漸行轉變，在強調兩性平等與追求自我的女性主義思維

下，受訪者 F 指出，在未來的十年至十五年內，男女教授懸殊的比例想要打平

還有相當大的努力空間，但可以預期的是，已有愈來愈多的女性在生涯發展的

歷程中，選擇在國內進修或是出國深造，可預見的是將來在高等教育中女性教

授人數的成長與成就。受訪者 F 表示： 

這個比例到現在都還是這樣，想到打平不太可能，可能還要 10 年、

15 年的努力，可是我相信女生所佔的比例會愈來愈多(受訪者 F) 

就我現在來看的話，我幫許多學生寫推薦函，出國唸書的比例男女

相當，像我們系上博士班的學生正好男女比例一半一半，我十分看

好未來女性教授的前景(受訪者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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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E 和受訪者 G 和受訪者 F 的說法相同，均一致認為隨著社會的改變

與進步，女性教育程度的提升，將會有愈來愈多的女性繼續進修博士，可以預

期的是未來女性教授人數的成長。受訪者表示： 

所以不管是男孩或是女孩，我覺得現在社會中對子女的期望都是差

不多的，尤其妳看到現在大學裡面，大學女生的比例是相當高的，

碩士女生的比例也相當高的，所以照理來講，女生繼續念博士應該

會越來越增加，在我看來是如此（受訪者 E） 

隨著社會的改變，這種情形也會有所改變，可能到後來女性的教育

程度慢慢提升之後，也慢慢有愈來愈多的女性獲得教職（受訪者 G） 

受訪者 H 談及自己所任教的系所，由於三年前聘僱三位女性教授，也稍微

平衡一些系所男女教授不平均的現象。 

比如說我們系上教授本來就是男生多於女生，而且多很多，如果沒

有我們新進的一批新老師，三個女性教授，如果沒有，我們系上男

女教授比例會差更多（受訪者 H） 

受訪者 A 與受訪者 I 進一步指出，隨著兩性平等觀點的落實，加上政府政

策的良善規劃下，渴望未來已婚女性教授在不受到其他因素的牽絆下，更能全

心投入於教職中，並相信未來女性教授的成就是相當可觀的。 

我覺得女性教授若沒有其他事情牽絆的話，像是政府政策做的更

好，我相信未來女性教授的發展會相當不錯的（受訪者 A） 

我一直覺得，新一批的女性職員，如果沒有性別歧視來講，其實將

來的女教授來講會不得了，因為他們會全心投入（受訪者 I） 

（四）小結 

總括來說，性別角色因素對教職產生不小的影響；傳統性別角色社會化對

女性教授的束縛，加上家庭的包袱，往往造成已婚女性教授在升遷的過程中受

限不少。 

其次，在性別歧視的論點上，認為有性別歧視的與無性別歧視的受訪教授

大約各佔一半。另外，兩性平等議題一直是近年來女性運動者所專注的焦點之

一，必須有所認知的是，男女因為永遠有基本差異存在，所以也就永遠不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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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成」平等，平等並非是結果變成一樣，而是發展機會一樣；此外，比較理

想的狀況為，男女教授皆有且比例相當，才可以讓學生的性別角色學習有較平

衡的發展。  

最後，女性教授對於未來皆抱持著相當樂觀的看法，可以預期的是，隨著

社會的開放與進步，未來高等教育的中女性教授人數的成長與其成就。　  

三、令人欣慰的教職生涯 

「老師，你一定要幫我寫推薦函啦！我就和他說不行，因為

我只是助理教授，我不知道我有沒有這樣的影響力，結果他說，

老師，我一定要妳寫啦！」 

當教師所獲得的成就感，莫過於學生的成就與對自己的肯定與回饋，本研

究將受訪者從教職中獲得的成就感與滿足感，分為六部分說明之： 

（一）班班爆滿的課程 

其中，受訪者 I 從通識課程中得到許多迴響，開的課程往往爆滿，與同學

之間互動相當熱絡，且幫許多同學寫推薦信推甄上理想中的學校，談到學生，

臉上滿是喜悅。受訪者 I 表示： 

我在通識課得到好大的迴響喔！都還爆滿，所以我覺得非常有成

就感，學生給我的都是肯定，正面的，然後有時候教師節的時候，

他們就會寫一張卡片，然後全部簽名，很感動（受訪者 I） 

受訪者 G 表示，當感覺到同學喜歡上自己的課，開的課程常常爆滿，同學

覺得有所收穫，那種成就感是很大的。受訪者表示： 

你會感覺到學生修你的課很開心啊！會發現開其他課之前就出現

啦！會發現他們好像喜歡上我的課，開的課又常常爆滿，或是他們

覺得你的課是有收穫的，當然我覺得這些成就感是有的（受訪者 G） 

（二）學生的進步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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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數的受訪者提及，看到學生有所成長與進步，或是受到啟發、有所收

穫，是令她們喜悅的地方。受訪者表示： 

就是看到自己的學生畢業，邁入另一個階段後，過得很好的時後就

會很有成就感（受訪者 A） 

看到學生的進步就是我最大的成就感（受訪者 B） 

我對學生比較嚴格是希望她們有所成長，當看到她們的進步或成就

時，我就覺得很欣慰（受訪者 E） 

看到學生的成長吧！那就很有成就感啊！（受訪者 F） 

就是學生有學到東西啊！同學會告訴你從你課堂上學到很多東西

啊！或是從同學的反應知道他們有進步，或是他們覺得你的課是有

收穫的…學生畢業後的成就吧！都很有成就感（受訪者 G） 

我可以從中看到學生的進步，或是我的教法啟發他們對一些事情產

生興趣，那這個部分就會比較有成就感（受訪者 H） 

學生原先不懂的妳把他教到會，也就是說看到他有所進步時，那就

會有成就感啦！（受訪者 J） 

（三）相互關懷的師生情誼　  

　 受訪者 D 教過的許多學生都變成了朋友，遇到挫折時學生也會回來找

老師，分享學生的成長，相互關心，對此，受訪者表示十分開心。 

就是認識很多學生，很多都變成朋友，然後就是互相關心，覺得

他們的成長裡面我有一個地位，然後他們出了社會，進入職場如

果遇到什麼挫折，有時會回來和我說，我會覺得他們還滿重視我

的，我覺得有時還滿有成就感的，也很開心（受訪者 D） 

受訪者 C 談及在教學的過程中，學生會給她回應，私底下亦會相互關心，

師生間互動良好，對於這樣的雙向交流，受訪者 C 表示相當有成就感。 

學生有回應吧！和學生有互動，等於有雙向交流，然後私下我們也

會相互關心，互動很好，對我來說成就感很大（受訪者 C）　 

而受訪者 A 是系上唯一的女老師，同學失業或是感情上有問題也會回來找

她。受訪者表示： 

可能我是系上唯一的女老師，同學們和我都很好，交女朋友啦！

失業啦！都會回來和我說(受訪者 A) 

（四）教學相長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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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D 談及遇到在職班學生時，也是學術界與實務界相互激盪、相互學

習的絕佳時機。 

我也有教在職班，我的成就感就是我會覺得我也有學到東西，就

是教學相長，因為他們年齡比我大，閱歷是比我大的，而我們學

術界是象牙塔，外面實務是不清楚的，那他們會和你說，他們不

懂的是理論，那我們都會變好朋友，定期會聚餐（受訪者 D） 

受訪者 B 亦認為「教學相長」是她最大的成就感，尤其近幾年常碰到熱衷

參與勞工運動或社會運動的學生；她表示同學的熱情往往也鼓舞了她。 

教學相長，尤其是這幾年，碰到許多勞運或社運的積極份子，給我

許多鼓舞，就是教學相長（受訪者 B） 

而受訪者 J 從另一個角度談及和學生「教學相長」的情形，她表示師生間

同樣在學習，也因為來自於學生那邊的刺激，因此必須不斷的充實自己，當自

己在面對學生所問的問題愈來愈能掌控時，那種成就感是很大的。 

當你上課的時候在台上講一講有的時候會接不下去了，或是學生問

的問題一下就被問倒了，那我會把這樣的挫折當作學習，我回去準

備，那我基本上就是保持這樣的心態我和學生一起互相的學習，也

因為學生這邊的刺激，所以不斷的充實自己，我覺得這五六年，我

覺得在上課時的掌握有更好一些，那種成就感是很大的（受訪者 J） 

（五）不求回饋的教學態度 

受訪者 D 與受訪者 I 發揮犧牲奉獻的精神，她們的無限付出，從未想過從

學生身上得到回饋的無私，也讓學生給予相當正面與肯定的態度，使其在教師

生涯中獲得極大的成就感。受訪者表示： 

看見每位孩子在學習過程中，所流露的專注神情，是我教學上最

大的欣慰！（受訪者 D） 

我不知道是不是因為我從來沒有想過我要從學生身上得到什麼，

我只有想到說，我能幫助他們什麼（受訪者 I） 

（六）教學評比、研究成果令人刮目相看 

學校的評分制度是最直接評斷教師的制度，也是教師獲得最直接獎勵的方

式；其中，有兩位受訪者提及所擁有豐富的研究成果，因而讓她們感受到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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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就感。 

我們學校是五分評比，我教了 7.8 年，平均都在 4分以上，就研

究而言，除了懷孕那一年，國科會的案子都有申請到，另外期刊

論文也寫的不少，服務也好多喔！特別這兩年我擔任政府採購的

評選專家，就審了很多政府的大案子，還滿有成就感的(受訪者 F) 

就是你研究的東西得到認同，有直接的影響力，那就還滿有成就

感的(受訪者 A) 

另外，受訪者 E 提到，雖然自己研究的產量並不多，但在自己所任教的系

所領域中評價不錯，也因而讓她感到無比的榮耀。 

在同行當中我的評價還不錯，做研究能力的表現，我的產量並不

多，但我的研究都非常的紮實，所以在同行裡面我的評價算是滿好

的（受訪者 E） 

第四節　工作與家庭之間的拉扯－多重角色衝突 

工作與家庭乃是人生中無法劃分的兩部分，換言之，工作與家庭為相互牽

動、彼此影響的。工作與家庭對於受訪的女性教授而言亦是十分重要的兩個部

分；因此當這兩個領域中的角色無法相互配合時，工作與家庭的衝突便由此展開。 

另一方面，已婚女性教授必須同時兼顧多重角色，包括：教師、母親、妻子、

媳婦等約四種角色的扮演；當已婚女性教授在扮演其角色時，因時間或資源的有

限而面臨到無法兼顧的狀況時，往往就會產生角色的壓力與衝突感受。從訪談中

可以得知受訪者對於所扮演的角色或多或少產生衝突與壓力，其中又以母親與教

師這兩個角色所產生的衝突性最大。 

壹、工作─家庭的相互影響與衝突 

對於已婚女性教授而言，生活中最重要的兩個面向不外乎是工作和家庭，然

而，工作中發生的事件無可避免的會影響到家庭生活，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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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家庭的雙向關係 

首先，十位受訪者一致認為工作與家庭是相互影響的。受訪者表示：  

工作，家庭一定會影響，就是看多少而已(受訪者 A) 

一定相互影響的啊！（受訪者 B） 

多少一定會受影響的，不管是家庭影響到工作，或是工作影響到

家庭（受訪者 C） 

對我而言，工作和家庭兩個是無法平衡的，當一邊發生事情的時

後，你不得不就要偏重那一邊，可是另一邊就顧不到了（受訪者 D） 

因為他們對我而言是一體的，所以一定會互相影響的（受訪者 E） 

兩個一定相互影響啊！雖然我盡量不想影響到(受訪者 F) 

家庭與工作兩個互相影響，這是一定的（受訪者 G） 

當然會互相影響，尤其我的小孩還小，一定會影響到，不管是誰

影響誰（受訪者 H） 

女性生理上的因素加上家庭上的因素，對於工作上的妨礙，您說

沒有，我說那是騙人的，家庭與工作兩個絕對互相影響（受訪者 I） 

家庭與工作兩個互相影響，絕對互相影響，質跟量都是，你今天

在工作上受到挫折，一定會影響到家裡，反過來也是（受訪者 J） 

再者，受訪者 D 指出，工作與家庭就像一個蹺蹺板一樣，當偏重一個地方

時，另一個地方就會被犧牲，尤其時間是固定的，一邊有事情的時後，就必須

抽時間出來處理，然而另一邊就會相對被忽略。她說： 

但是時間是固定的，只有 24 小時，當你抽時間出來，就會有一邊

做不好，這時就會變成像蹺蹺板一樣，當你偏重一個地方的時後，

另一個地方就要先犧牲（受訪者 D） 

因此本研究印證了 Voydanoff (1988: 761)、White (1999: 163)等多位學者的論

點，其指出工作與家庭是已婚女性們生活中互為牽動、相互影響的兩個面向，

由於無法劃分的特性，也造成了兩個面向間的衝突與干擾情形。 

　二、工作－家庭間的的正向外溢與負向外溢 

工作與家庭間相互影響是不可否認的，然而，已婚女性教授在工作（或

家庭）上獲得滿足感與成就時，究竟是會帶動家庭（或工作）中滿足感的「正

向外溢」或是在工作（家庭）上遭受到困難與沮喪，使得無法有效的參與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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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生活，遂引發「負向外溢」？答案當然是兩者皆是。 

（一）工作與家庭的正向外溢 

受訪者 I 指出，由於她的滿足感是多元的，生活可以更為周延，工作（或

家庭）上受到的挫折，可由家庭（或工作）中獲得滿足。 

滿足源是多元的話，生活比較豐富與平衡，工作在累，我小孩還

小的時候，他完全不懂他媽媽的壓力，他對你笑，那個壓力就解

除了，因為有從家庭得到一些滿足感，所以假如比如說工作上受

到挫折，那可以從家庭中獲得滿足，今天我家庭中有些困惱，我

跑去和助教聊聊或是上個兩小時的課，我自然就忘了（受訪者 I） 

受訪者 J 則表示，在教職工作中獲得許多成就感，不論是經濟上獨立的優

點，或是從教職中接收許多資訊與知識，讓她覺得自己跟的上時代，也由於一

直在學習，也令她與孩子間的相處與互動更為融洽。 

工作裡面都有成就感，經濟獨立我覺得很重要，因為工作啊！所以

接觸到的知識啊！資訊的吸收，一直在學習的，也因為我跟的上時

代，所以和小朋友間的互動也比較好（受訪者 J） 

（二）工作與家庭的負向外溢 

對受訪者 D 而言，當工作（家庭）上遭受到困難時，家庭（工作）生活也

會受到影響。 

像我前一陣子要趕一份 paper 要投稿，小孩家庭真的沒法顧…當

你一邊壓力比較大時就要先弄，這時就會變成像蹺蹺板一樣，當

你偏重一個地方的時後，另一個地方就要先犧牲（受訪者 D） 

受訪者 F 要求自己盡量不把工作上的情緒帶回家裡，但是有的時後還是會

不小心將脾氣發洩在家人身上，這也讓她感到十分內疚。 

有的時後我覺得對女兒和自己的老公很虧欠，可能女兒只是一個

小動作，或是地很髒都不擦，我就會很生氣，都對最親的人，有

時候也會這樣，工作上真的很煩躁的時後，但是很少 (受訪者 F) 

與受訪者 F 相反，受訪者 A 與受訪者 C 較容易讓家庭上的事情影響到工

作；受訪者 A 表示，有的時後會因為小孩或是父母親的事情而被迫停課或是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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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她上課的情緒；而受訪者 C 表示，會因為孩子生病而影響她在教學工作上準

備的不夠充分，不過她也強調，這都是在孩子還小的時後。 

有的時後家裡的事情會影響到我上課的情緒，但很少啦！甚至

父母、小孩有事，有停課的經驗，有過一兩次(受訪者 A) 

不過的確有的時候因為小孩子還小或生病，那多少會影響，自

己會覺得在準備教學的內容上不夠充分，有的時候會有這樣子

的衝突啦！但這個是還好，都是在孩子還小的時候（受訪者 C） 

貳、工作角色與家庭角色之間的拉扯 

已婚女性教授主要角色有「母親」、「妻子」以及「教師」；根據角色理論

的概念，當婦女同時要履行不同角色時，由於不同的角色對象所期望的角色行

為與自己期望的不一致或不相容時，無可避免地將面臨角色壓力、緊張、焦慮

等負面情緒，角色衝突於焉產生，而所有的角色衝突都會帶來困境；對於已婚

女性教授而言，要同時兼顧工作和家庭的雙重角色，將為個人帶來很大的壓

力，不僅面臨到蠟燭多頭燒的窘境，亦造成多重角色的負面衝突感受。 

一、角色間與角色內的衝突 

（一）角色間的衝突 

對於已婚女性教授而言，同時扮演為人妻、為人母、為人媳婦、為人師等

多重角色，當已婚女性教授順從一個角色的要求而難以達成其他角色期望時所

產生的衝突感受即稱之；換言之，無法依從來自於兩個或兩個以上的壓力源所

產生的衝突感受就會產生角色間的衝突。 

其中，受訪者表示，「母親」角色與「教師」角色是最為衝突的兩個角色。 

我所扮演的最主要就是教師和母親的角色，妻子和媳婦幾乎沒有　 

光是這兩個就不得了了（受訪者 B） 

媽媽和老師角色的扮演對我來說最具衝突感（受訪者 C） 

角色衝突嘍！就是當教授與母親之間（受訪者 D） 

母親和教授這兩個角色的衝突最大（受訪者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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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主要扮演的就是媽媽和老師，所以就是這兩個角色最為衝突

（受訪者 F） 

生活中最重要扮演的就是媽媽和老師啦！（受訪者 G） 

另外，受訪者 I 的先生由於觀念很傳統，婚後一直希望太太能辭掉教職工

作，那段期間的她認為先生期待她扮演「賢妻良母」的角色與她所期待扮演的

「教師角色」是有很大的衝突的。受訪者 I 表示： 

先生就是來自於相當傳統的大家庭…結婚後到現在，他一直希望

我辭掉工作，但我實在很熱愛這份工作…他希望我把時間都留給

家裡，那就是需要溝通，一直溝通…那個時候是很衝突（受訪者 I） 

當問及受訪者是否曾為了扮演好家庭角色而干擾到工作角色或是為了扮

演好工作角色而干擾到家庭角色時，有六位受訪者認為工作與家庭角色是互為

影響的，也因為身兼多職而感受到負荷過重的情形。 

工作角色必然與家庭角色互為影響的…很累（受訪者 A） 

工作角色一定會影響到家庭角色，相反也是，那因為扮演那麼多角

色覺得負荷過重（受訪者 D） 

兩個角色一定是相互影響的，但我盡量不影響（受訪者 F） 

互相影響，因為這兩個角色都是我的生活（受訪者 H） 

互相影響，絕對互相影響，質跟量都是，你今天在工作上受到挫折，

一定會影響到家裡…所以壓力很大（受訪者 I） 

我盡量兼顧，但一定多少會影響…壓力很大（受訪者 J） 

其中有三位受訪者表示，因為「教師」角色而影響到「母親」角色的扮演，

並表示了不同程度的愧疚感。其中，受訪者 D 與受訪者 E 指出，因為工作的關

係無法照顧幼小的孩子，在不得以的情形下，提早送小孩到托兒所就讀，而受

訪者 B 認為自己在傳統角度看來是個不及格的母親；對此，三位受訪者均表示

心疼孩子與十分無奈的心情。 

兩個弟弟不到兩歲就送幼稚園，其實我很不贊成太早送，因為抵

抗力不好，但是沒有辦法，因為我弟弟是送公立的，如果發燒，

他多半希望你來接走，怕傳染給別的小朋友（受訪者 D） 

只有小孩比較小的時候，我會覺得比較內疚的是，我應該給他更多

的照顧，但是因為工作的關係，所以不得以才送到托兒所去，對他

來說可能是一件很不好的事情，在那個時候可能很焦慮（受訪者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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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覺得我當媽媽這個角色，我總覺得很愧對小朋友，尤其是我兒

子他小的時候，我並沒有太多時間照顧他，沒有幫他讀故事書啊！ 

規劃週末看個什麼活動啊！或是去哪裡玩啊！都沒有，真的是太忙

了，尤其自己壓力也很大，所以我覺得母親的角色而言，從傳統角

度來看，我是不及格的，我也很愧疚（受訪者 B） 

另有三位受訪者提到的確會因為「母親」角色而影響到教職工作，不過她

們也強調是在孩子還小的時後。其中受訪者 A 與受訪者 C 表示，孩子還小或是

生病時的確會影響她的教學品質；而受訪者 G 認為，孩子還小時，必須花足夠

的時間在孩子的照料上，因此請了一個學期的育嬰假，在家裡專心照顧孩子，

並認為當時縮短工作是必要的。 

有的時後家裡的事情會影響到我上課的情緒，但很少啦！甚至

父母、小孩有事，有停課的經驗，有過一兩次(受訪者 A) 

的確有的時候因為小孩還小，或小孩生病，那多少會影響一些，自

己會覺得在準備教學的內容上不夠充分，有的時候會有這樣子的衝

突啦，但這個是還好，都是在小孩子還小的時候啦（受訪者 C） 

我生第一個小孩有請育嬰假，那時我和我先生有共識，要有足夠的

時間在小孩的照料上，我們覺得這個時候是他最需要父母的時候，

因為這個重要的需求，工作縮短是必要的（受訪者 G） 

而受訪者 D 與受訪者 H 更悲觀的表示，由於身兼多職，加上時間與精力的

有限性，有時覺得自己無法扮演好任何角色，這也讓她們感受到嚴重的衝突與

負荷過重的情形。 

你會覺得兩邊都有罪惡感，工作這邊沒做好，家庭也沒顧好，那種

心理壓力是非常重的（受訪者 D） 

作為一個教授就像是在做三份工作，那作為一個老師，一個組織的

管理者，還加上一個媽媽，常覺得我好像沒有一個做的好…就是扮

演太多角色了…就是很衝突的感受（受訪者 H） 

由此可知，已婚女性教授由於同時承擔工作角色與家庭角色所賦予的職務，

因而常有無法兼顧之情況。不論是為了扮演好家庭角色而無法盡全力付出於教

職工作，或是為了扮演好工作角色而無法盡全力付出於家庭所造成的衝突情

形，都讓受訪者心生愧疚或是產生負荷過重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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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也印證了 Greenhaus & Beutall (1985: 76-88)所指出的時間衝突(time-based 

conflict)、精力衝突(strain based conflict)和行為衝突(behavior-based conflict)的論

點；以已婚女性教授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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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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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角色內的衝突 

對於已婚女性教授而言，同時扮演為人妻、為人母、為人媳婦、為人師等

多重角色，當已婚女性教授擔任某一角色時，與此角色有關的期望彼此不能並

存，而使她們在履行角色行為時發生困難的現象就產生了角色內的衝突。 

其中，受訪者 I 的先生來自非常傳統的家庭，婚後一直希望她辭掉工作，

全心全意為家庭付出，但她十分熱愛自己的教職工作，認為可以從教職工作中

尋求自我實現與發展的機會，在自己期望與先生期望相違背的情形下，產生了

不小的衝突感受。受訪者 I 表示： 

我先生是一個非常傳統的人，他希望我把時間都留給家裡，結婚

後我先生一直要我把工作辭掉…但我實在很熱愛這份工作…那個

時候是很衝突（受訪者 I） 

受訪者 G 提及，雖然自己在工作上有很高的期許，仍必須受制於傳統社會

的期待，努力扮演好媽媽與媳婦的角色，尤其她的夫家來自相當傳統的家庭，

談及剛接教職的那段時間，教職工作還不熟悉的她，需要花相當多時間去準備

教材，然而每個禮拜仍必須放下手邊的工作回去中部夫家，也因此感受到極大

的工作－家庭衝突感受。 

尤其我先生家裡是比較傳統的家庭，那我先生很孝順，所以他也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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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回家…在還沒有小孩之前，我們是每個禮拜都回中部，那可是對

於我剛剛開始工作而言 是一種雙重的壓力，剛開始教書，很多事情

都要花時間去準備，所以基本上時間是根本不夠用的…我壓力是非

常大的，但是我周末也沒有辦法工作（受訪者 G） 

由此可知，由於已婚女性教授同時承擔工作角色與家庭角色所賦予的職

務，在面臨家庭照顧責任的同時，已婚女性教授在工作的動機上還有自我實現

的需求，因而產生了他人期望與自我認知不合的現象，也因此容易引發角色內

的衝突情形。 

二、多重角色對健康的影響 

已婚女性教授常因身兼數職而疲於奔命，打從睜開眼睛開始，就必須和時

間賽跑；又因為需要擔負照顧家庭與教養子女的重任，其身心的壓力可見不

小。由於缺少運動與休息的時間，忽略了自身身心的健康問題，長期下來，已

婚女性教授們除了需面對多重壓力外，身體上多少還會出現一些問題。 

其中大部分的受訪者提到自己睡眠不足的情形。受訪者表示； 

就是睡眠很不足吧！尤其我要跑兩個地方上課（受訪者 A） 

睡眠嚴重不足吧！已經習慣啦！（受訪者 B） 

睡眠太不足了，像我昨天四點才睡七點就起來了，我星期一和四都

是這樣，平常也都忙到一點，早上六七點就起來（受訪者 C） 

太忙了，睡眠很不足夠，很累（受訪者 D） 

睡眠時間不足，但就是習慣了吧，就是因為很多事情都需要付出精

力，所以壓力吧！壓力很大（受訪者 G） 

睡眠比較不夠，那也是因為有太多事情要處理（受訪者 H） 

睡眠不夠的問題啦！不過習慣啦（受訪者 I） 

另外，有部分受訪者因為身兼多種角色，過於忙碌而讓自己的身體亮起紅

燈。 

還有就是健康上出現問題，尤其是來 xx 學校的前幾年壓力超級

大，所以健康狀況非常差（受訪者 B） 

這也和我的職業有關係，之前去做身體檢查，高血脂…然後原因 

就是因為沒時間運動…回到家都是忙家裡的事情，沒有時間做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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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一有自己的時間，趕快做研究，所以健康亮起紅燈，醫生說

我都是因為沒有運動造成的（受訪者 D） 

我之前就這樣得了甲狀腺亢進，那是壓力引起的，結果我慢慢調

養，本來醫生還要我辭掉工作，說一定要我辭掉才行，我說不可

以，我要家庭，要健康，還要工作（受訪者 I） 

手麻，因為一直打電腦的關係（受訪者 J） 

因此，本研究證實了 Ahmad (1996: 664)、何淑禎等人的觀點，其認為扮演多

重角色容易產生工作－家庭的衝突感受，並進而對心理與身體健康產生負面影

響。 

參、工作－家庭的衝突的面面觀 

一、價值觀與工作－家庭衝突之分析 

（一）性別角色期待與工作－家庭衝突之分析 

本文前有提及，部分受訪者的確受到性別角色期待的影響，在自組家庭中

包括家務及子女的教養方面，仍負擔較大部份的責任（參見第五十八頁）；換

言之，即使女性教授擁有高成就，同樣也免除不了傳統社會價值觀，認為女性

應扮演好家庭主要照顧者的角色，加上職場上有其要求，也因此在社會與職場

的雙重期待下，已婚女性教授往往會感受到很大的工作－家庭衝突感受。 

受訪者紛紛表示必須調整工作以配合家裡兒女教養與家務等家庭需求。尤

其當小孩還小的時後，往往因為要照顧年幼的孩子而調整自己的工作步調。 

結婚後有小孩，這中間的生活安排就會緊張一些，多少要調整自己

的工作（受訪者 C） 

有了小孩後自然壓力就大，尤其是媽媽多少要調整自己的步伐（受

訪者 D） 

小孩還小，假日晚上一定都不能工作（受訪者 F） 

一定都要調整的，尤其小孩還小，妳自然而然必須花時間在他身上

（受訪者 I） 

其中，受訪者 H 是個工作狂，但為了年幼的孩子因而必須調整自己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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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調，將晚上回家及假日的時間都留給三歲的女兒。受訪者 H 表示： 

我現在都要調整工作的步伐，我其實也滿像工作狂的，因為有小孩

子，所以強迫自己一定要週休兩天的時間專門陪小孩，晚上的時間

盡量不碰公事，因為三歲其實很需要父母陪，尤其是媽媽（受訪者 H） 

受訪者 G 提及雖然對自己在工作上有很高的期許，仍必須受制於夫家的傳

統觀念，努力扮演好媽媽與媳婦的角色，也因而感受到極大的工作－家庭衝突

感受。受訪者 G 表示： 

尤其我先生家裡是比較傳統的家庭，在還沒有小孩之前，我們是每

個禮拜都回中部，那可是對於我剛開始工作而言是一種雙重的壓

力，很多事情都要花時間去準備，所以基本上時間是根本不夠用的…

我壓力是非常大的，但是我周末也沒有辦法工作（受訪者 G） 

另外，受訪者 J 談及，三個孩子還小時，重心都在他們身上，教職工作只

要做好基本的教學即可，直到孩子都大了才規劃繼續進修博士。 

然後三個孩子陸續出生也沒有想過要繼續念，也沒有太多其他的規

劃，那這個時候家裡的時間小孩的照顧上是會比較緊一些，但是我

還是以照顧小孩為主，在他們小的時候我其實投入滿多時間進去

的，所以那個時候不會想去進修也是在這裡…學校這邊就是基本的

教學做好就 ok 了，那我那時心思都在孩子（受訪者 J） 

此外，有五位受訪教授因為對工作投入過多精力，無法全心照顧小孩而感

到內疚，產生工作－家庭衝突的負面影響；其中，受訪者 A 表示，由於愧疚因

而比較寵女兒；受訪者 B 認為自己在傳統的觀點下是個不及格的母親；受訪者

C 覺得自己與小孩的相處十分不足；受訪者 D 則表示和別的母親相比較下，自

己是個不盡責的母親；而受訪者 E 亦表示曾對小孩的愧疚到令自己很焦慮。五

位受訪者表示： 

有的時後只靠電話和女兒講話，就覺得很內疚，所以相對的比較

寵她（受訪者 A） 

所以我覺得我當媽媽這個角色，我總覺得很愧對小朋友，尤其是

我兒子，他小的時候我並沒有太多時間照顧他，沒有幫他讀故事

書啊！規劃週末看個什麼活動啊！或是去哪裡玩啊都沒有，真的

是太忙了，尤其自己壓力也很大，所以我到覺得母親的角色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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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傳統角度來看我是不及格的，我也很愧疚（受訪者 B） 

當然會覺得和孩子的相處不夠啊！還是會覺得照顧的不夠，的確

這個部分我會覺得對小孩子有點不好意思（受訪者 C） 

你會覺得兩邊都有罪惡感，工作這邊沒做好，家庭也沒顧好，那

種心理壓力是非常重的（受訪者 D） 

尤其當家長聚在一起的時後，我會覺得有點內疚，覺得我這個媽

媽好像不是很盡責（受訪者 D） 

只有小孩比較小的時候，我會覺得比較內疚的是我應該給他更多

的照顧，但是因為我工作的關係所以不得以才送到托兒所去，對

他來說可能是一件很不好的事情，在那個時候可能很焦慮，不過

現在還好，都已經過去了（受訪者 E） 　 

因此，本研究發現與徐宗國（1993：186-187）的觀點相同，其指出傳統社

會價值觀念深植人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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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或多或少工作－家庭衝突的負面影響，甚至會

因為疏於對家庭的照顧而心生愧疚，觀看受訪對象的衝突與愧疚感受即可印證

之。 

此外，本研究也證實 Hsu (1993)的研究，其指出即使從事非傳統屬於女性

職業的婦女（如女性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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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證實 Duxbury & Higgins (1991: 

70-71)的論點，其指出在社會期待之下，女性會感受到很大的工作－家庭衝突

感受。 

（二）個人價值觀與工作－家庭衝突之分析 

從受訪者的談話中可以發現，已婚女性教授在工作上重視自己的「教師」

身份，但同樣也強調需扮演好「家庭」角色，由此可以得知，高教育的專業女

性堅持兩種角色的兼顧。受訪者表示； 

工作固然重要，但家庭對我而言同等重要（受訪者 A） 

我最主要扮演家庭上的媽媽角色和工作上的教師角色（受訪者 B） 

不論是工作上或是家庭上帶給我的是不同的感受，都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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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D） 

我重視我的工作，但也重視我的家庭啊（受訪者 G） 

工作與家庭對我而言是我生活的一部份，都是我的生活，同等重要

（受訪者 H） 

工作重要，但你不會因為工作而犧牲家庭（受訪者 J） 

由於已婚女性教授對於工作與家庭角色的重視與堅持，往往會感受較大的

工作－家庭衝突感受，其中有四位受訪者談及她所面臨的衝突與壓力感受。 

可能就是因為兩個都想兼顧，所以壓力很大，衝突感受也很大（受

訪者 B） 

工作真的很忙，但又想要兼顧家庭和小孩就會產生衝突（受訪者 D） 

小孩比較小的時後很難兼顧，壓力很大，想要做好卻真的沒有辦

法，工作和家庭的衝突感受就很大（受訪者 E） 

想在工作上盡力又想要兼顧好家庭，尤其是孩子的照顧，就很困

難，衝突感受很大（受訪者 G） 

因此本研究發現與路洛、黃茂丁、高旭繁（2005：136-137）提出的觀點相

同，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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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十分

重視，且較為堅持兩種角色之兼顧；另外，由於已婚女性教授比較堅持兩種角

色的兼顧與平衡，亦會明顯感受到工作－家庭的壓力與衝突。 

二、工作－家庭需求、工作－家庭投入與工作－家庭衝突之分析 

（一）工作－家庭需求與工作－家庭衝突之分析 

由於傳統性別角色價值觀的影響，已婚女性教授在家庭角色方面多半仍舊

扮演家務照顧者的角色，其中受訪者D表示，自己扮演家中主要的家務負擔者

與照顧者的角色，也由於自己為了這個家付出的比先生多，因此在孩子心裡具

重要地位；另外，由於自己感受到的家庭需求顯著多於先生，付出的精力與時

間也比先生多，相對的壓力與衝突也比較大。受訪者D表示： 

先生通常會先考慮自己… 我先生他都到 8.9 點才回來，他最多就

是幫忙洗碗和送小孩子，剩下的就是我來做…而且他可能認為這是

我應該要做的…而我變得無法規劃自己的任何事情…小孩也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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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照顧！突發事件也是我去處理，所以我能感受到我在小孩心目

中的重要性，但也由於付出很多，壓力和衝突就會很大（受訪者 D） 

再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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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教職職場上的已婚女性教授們，由於同時兼顧工作與家庭的雙

重角色，所感受到的衝突也比較大。兩位受訪者即表示，工作與家庭各有不同

的要求，在時間有限的情況下，勢必某些部分會被犧牲，當自己想要兩邊都兼

顧時，那種壓力與衝突感受是相當大的。受訪者表示： 

但是時間是固定的，只有 24 小時，當你抽時間出來，就會有一邊

做不好，這時就會變成像蹺蹺板一樣，當你偏重一個地方的時後，

另一個地方就要先犧牲（受訪者 D） 

工作上有它的要求與標準，家庭也有它的要求，可是時間是有限

的情形下，當妳想都要做好的時後，很困難、很累，一定有些部

分無法做的很好（受訪者H） 

受訪者 D 與受訪者 G 同樣認為，許多選擇都是不得已的；受訪者 D 認為，

縱使自己想往事業發展，但是當家庭有問題發生時，還是要花時間去解決；受

訪者 G 對自己的期許很高，希望在所處的領域中有所發展，然而還有家庭方面

要照顧，在時間固定的情形下，那種衝突與壓力是很大的考驗；換言之，工作

與家庭間的衝突對兩位受訪者而言是非常大的。受訪者表示： 

如果今天相安無事的時後，當然你會想花多點時間做自己的事

情，想往事業的部分發展，那你就要求家庭這邊是風平浪靜的，

不要有任何問題…但像是如果學生要口試，有一大多事情的時

後，就真的有很大的壓力（受訪者 D） 

當然我很希望在工作上能夠自我實現，當然我對我自己有某種程

度的期待，包括在研究上，在教學上或是其他方面表現上，可是

就像我剛剛講的，有些時候就是要和現實妥協，妳還有家庭，可

是你就只有那麼多的時間與力氣，所有地方你都要花一些，本來

想在工作上花的時間也因此縮短，衝突和壓力是很大的（受訪者G） 

另外，有五位受訪者提到衝突感受是視情況而定，由於時間、精力都是固

定的特性，若今天扮演的家庭角色需要花費大量的時間與精力，將可能產生家

庭－工作衝突，而當扮演的工作角色需要花費大量的時間與精力，則可能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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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家庭衝突。受訪者表示： 

要看今天的情況是什麼，家裡有事情那就把時間分給家裡，工作上

需要我就把時間分給工作，當然有的時後很難平衡，或是說兩邊都

需要我，那就會壓力很大，衝突感也很大（受訪者A） 

當一邊的事情發生時，你不得不就要偏重於那一邊，如果今天相安

無事的時後，當然你會想往事業的部分發展，那你就要求家庭這邊

是風平浪靜的，不要有任何問題（受訪者 D） 

要看今天哪一邊需要我，工作上的事情是永遠做不完的，當然是希

望多一點時間在做研究上，但也不會想說要忽略家庭，若無法平衡

工作與家庭之需求，也會產生嚴重的衝突感受啦（受訪者E） 

有些時候就是要和現實妥協，當然你會希望如果沒有這些干擾因素

的話，你還是希望多花一些時間在工作上，不論是教學、研究或是

多花一些時間學東西，可是實際上不是這樣子，可是你就只有那麼

多的時間，那麼多的力氣，所以所有地方你都要花一些（受訪者G） 

因此，本研究發現與陸洛、黃茂丁、高旭繁（2005：156）的論點吻合，其

指出由於已婚女性多半依舊扮演家務照顧與負擔者的角色，所感受到的家庭需

求顯著多於男性，但工作上的要求卻不見得比男性少，所以衝突感受亦較為明

顯，觀看訪談的已婚女性教授即可證實。 

另外，本研究發現亦與Voydanoff(2005: 822-836 )的論點相同，其指出家庭

需求顯然會與工作需求間造成資源競爭和排擠，若無法平衡工作與家庭之需

求，往往產生嚴重的衝突感受，觀看國內已婚女性教授在同時兼顧工作與家庭

的雙重角色下，所面臨到的蠟燭兩頭燒之困境，即可證實Voydanoff的觀點。 

（二）工作－家庭投入與工作－家庭衝突 

在工作投入與家庭投入方面，大部分的受訪者提及，工作與家庭是她們生

活中最重要的兩個部分，然而過度的工作投入或家庭投入，皆會產生或多或少

的衝突感受。其中，有六位受訪者談及，由於升等或是研究上的壓力讓她們不

得不多花時間在工作上，並表示此時對於家庭的忽略與犧牲是不得已的，然而

亦有部分受訪者對於過度投入工作，表示壓力過大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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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上的事情真的很多，做都做不完，壓力也會很大…家庭一定會

被犧牲（受訪者A） 

因為學術界上的期許，別人的期許那種壓力真的是很大的，所以母

親的角色在某種程度上會被犧牲掉（受訪者 C） 

像我前一陣子要趕一份paper，小孩家庭真的沒法顧，就這樣放牛

吃草，也就是說當你一邊壓力比較大時就要先弄…那種心理壓力是

非常重的，那我覺得這兩個是沒法平衡的（受訪者D） 

我應該給他更多的照顧，但是因為我工作的關係，所以不得以才送

到托兒所去，對他來說可能是一件很不好的事情，在那個時候可能

很焦慮，衝突感很大（受訪者E） 

因為工作永遠做不完，我一直覺得一個教授的工作好像三份工作，

要做好研究、教學與服務，那我在外面又是一個非營利組織的負責

人，所以我同樣要肩負起一個組織的發展，所以感覺好像特別多事

情…所以有很多家庭的事情我是顧不得啦！（受訪者H） 

那過去就是說孩子的教育要顧，還有我長時間都留在學校準備教

材，其實是有衝突的，一定有衝突的（受訪者I） 

另外，過度的家庭投入亦會產生工作－家庭的衝突感受。從受訪者J的談

話中可窺知一二；她談及小孩還小的時後，自己將重心全放在他們身上，付出

許多心血的她，教職工作上只要求自己做好教學工作即可，沒有計畫升等，但

是當要配合系上辦刊物或是發表文章時，時間的緊縮往往會讓她感受到工作與

家庭間的衝突。受訪者J表示： 

然後三個孩子陸續出生也沒有想過要繼續念，把重心放在教學教好

就可以了，也沒有太多的規劃，只是說學校這邊有的時候要辦刊

物，要發表文章，這個部分還是要去配合，那這個時候家裡我還是

以照顧小孩為主，還有教書的時間，教書你要準備教材，那個時候

就會產生衝突感受，壓力會比較大（受訪者J） 

因此，本研究發現與Hall & Richter (1988: 213-223)提出的觀點相同，其指出

高度的工作投入或是高度的家庭投入，會產生角色疆界滲透的狀況，此種情形

導致一方的角色會干涉到另一方角色的扮演，結果往往產生了工作－家庭的衝

突。換言之，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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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

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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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時間、工作量與工作－家庭衝突之分析 

首先，工作投入愈高，代表工作時間與工作量愈大；受訪者紛紛表示，由

於工作與家庭具有相互影響的特性，當工作負荷愈大時，除了壓力會增高外，

亦會導致工作－家庭衝突感受的提高。 

忙的時後壓力很大，家庭也要顧，那衝突感也會升高（受訪者A） 

事情一多，家裡的事情都顧不了，沒辦法但心情會很煩躁（受訪者B） 

尤其我要求比較高，所以壓力更大，衝突的感受也更大（受訪者C） 

那當然那時你就會很急啊！這裡沒處理好，另一邊又沒做好，就會

很急啊！我曾經就是這樣，接計畫趕的要命，家裡又一大堆事情，

那個時候就真的要穩住（受訪者D） 

對兩邊的期許都很高，壓力就會跟著來，所以會很焦慮（受訪者 E） 

就是因為很多事情都需要付出精力，所以壓力吧！壓力很大，尤其

是兩邊都想顧好時（受訪者 G） 

我說一個教授就好像做三份工作，妳要把這三份工作做好，加上你

還要帶小孩，所以我是說有很多家庭的是情我是顧不得啦！沒有辦

法顧到，有的時後壓力也會很大，衝突感受也很明顯（受訪者H） 

工作影響家裡，家裡也會影響工作，互相影響，絕對互相影響，質

跟量都是，你今天在工作上受到挫折，或是工作量大的時後，一定

會影響到家裡（受訪者 I） 

再者，部分受訪者對於自己的工作時間過長，因而影響到親子間相處的情

形感到無奈之外，對於工作－家庭的衝突感受亦十分明顯。 

當然會覺得和孩子的相處不夠啊！還是會覺得照顧的不夠，可是工

作實在多，很無奈啊！（受訪者 C） 

像我前一陣子要趕一份 paper 要投稿，趕的要死，小孩、家庭真的

沒法顧，就這樣放牛吃草，也就是說當你一邊壓力比較大時就要先

弄，但是親子之間的互動可能就沒法做得很好（受訪者 D） 

小孩一個唸小學，一個唸幼稚園的時候我有找家教…聯絡簿我晚上

再簽，因為我要教書還有行政工作，還要做家事，根本沒有時間，

（受訪者 I） 

另外，所有的受訪者均感受到「時間不足」所造成力有未逮的窘境，並進

一步引發嚴重的衝突與壓力。受訪者們表明「時間因素」是他們感覺到工作－

家庭衝突的主要來源。 

主要是時間不夠啦！我通車的時間就花掉將近一天了，那多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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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張啦！(受訪者 A) 

時間上我覺得的是最大的問題，對孩子對工作都沒辦法好好顧

到，也會很焦慮（受訪者 B） 

時間是真的不夠，睡眠也很不足夠，想做的事情很多，但是心有

餘而力不足，有的時後就會很緊繃（受訪者 C） 

時間就是固定的啊！所以事情一多，自然就是要壓縮另外的事

情，那壓力當然很大（受訪者 D） 

時間嚴重的不足是我覺得我面臨到最大的問題，也因此讓我覺得

壓力很大，力有未逮的感覺啦！（受訪者 E） 

有的時後會覺得時間不夠用啦！那你就會有壓力要把時間規劃好

(受訪者 F) 

我一直感受到時間的不足，但也很無奈，或是挫折感吧！就是你

想做到某個程度但是沒有辦法，不管是家庭或是工作上都是，壓

力很大很大，所以有的時後就會覺得兩邊都做不好（受訪者 G） 

我太忙了，時間永遠都不夠用…所以很多家庭上的事情或是工作

就沒有辦法故的很好（受訪者 H） 

時間不夠是一定的啊！尤其在時間很緊湊的過程中，要做很多事

情，那壓力真的很大（受訪者 I） 

主要就是時間不夠啦！想做的事情很多，但是時間、精力都是有

限的，所以有的時後壓力就會很大（受訪者 J） 

此外，受訪者 C 與受訪者 G 進一步指出，工作上過於忙碌的她們，無法全

心照顧家庭，除了感受到嚴重的工作－家庭衝突外，亦影響到自己的生活品質。 

我和我先生都是工作狂，不太正常的人，好像變得習慣了…這樣的

話生活太沒有品質了，一年四季都這樣忙（受訪者 C） 

兩個小孩都小，工作又很多，做都做不完，生活品質很差（受訪者 G） 

另一方面，有三位受訪者提到先生超時工作對自己產生負面影響。主要是由

於自己必須一肩扛起家中所有家務與照料責任，且先生與孩子的相處時間不多，

對於親子的感情維繫都將產生負面影響。 

其中，受訪者 B 談及先生同樣是教授，但是在工作非常忙碌的情形下，她

獨自承擔家中所有事情，包括孩子的教養與家務工作，然而自己的教職工作也是

相當忙碌；在這樣的狀況下，她表示先生的超時工作讓她曾認為自己和老大是「相

依為命」的窘境；另外，壓力過大的情形亦對自己的情緒產生了負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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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也是教授，但是非常忙碌，忙死了…以前我和老大兩個人等於

是相依為命，所有事情都是我在處理，但工作上也有很多事情，所

以那段時間壓力很大很大，很煩（受訪者 B） 

而受訪者 C 則認為先生的工作一直都過於忙碌，超時工作的他減少了和孩

子的相處，因此希望先生多花些時間在孩子身上。 

我是覺得他應該和孩子多相處一些，因為相對之下都是我在和小孩

子相處，小孩子還小的時候，他都覺得我在霸佔小孩子，可是他一

直都很忙（受訪者 C） 

受訪者 D 亦提到先生超時工作的情形，導致自己必須一肩扛起家中所有家

務與照料責任，加上自己的教職工作也很忙碌，因而導致壓力負荷過大的情形。 

幾乎都是我在用的，他很忙，不管是家事或是小孩的照顧，加上教

職工作的忙碌，覺得很累，壓力很大（受訪者 D） 

因此本研究發現，第一，符合Greenhaus & Beutell(1985: 76-88) 的論點，其

指出高度的工作投入，意謂時間的付出增加，不僅會提高工作與家庭上的衝突，

並造成角色負荷過重的情形。第二，本研究發現當已婚女性教授工作時數過高

時，不僅會減少和孩子的相處，亦會產生工作－家庭的衝突情形，並將負面影響

自己的生活品質，此發現符合Hass(1999: 571-575)、Nock & Kongston(1988：80)

與徐宗國（1993：182）的論點。第三，本研究發現符合許秀琴（1984：99）與余

慧君（2000：38-39）的觀點，兩人指出，「已婚女性的超時工作」減少了與家人

的團聚時間，因此「時間因素」是她們感覺到工作－家庭衝突的主要來源；第四，

本研究發現符合張素怡（2004：123-125）的論點，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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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先生與家人們相處時間不多，對於親子與婚姻的感情維繫都將產生負面影響。 

三、家庭結構型態與工作－家庭衝突之分析 

（一）子女數與子女年齡 

首先，「婚姻」是組織一個「家庭」，代表個體不再是單身，換言之，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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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者代表責任與義務的增加，受訪者E即表示，進入婚姻後，所有的生涯規劃

必須考量到自己的伴侶，因此衝突與壓力的感受相對於婚前來的大。 

妳有家庭，有配偶，有小孩，妳不再是單身，單身你沒有這些顧慮，

所以妳想要做一些事情的時候，妳當然會考量到他們，所以當然會

受到家裡面的影響，相對的壓力與衝突的感受也會增加（受訪者E） 

再者，受訪者們提及，有了小孩之後壓力跟著增加，也愈容易感受到工作

－家庭的衝突；另外，當孩子還小的時後，需要花費的心力比較大，此時在傳

統社會價值期待與教職工作的雙重壓力下，已婚女性教授均一致表示會感受到

比較大的衝突與壓力。 

有了小孩後當然壓力會增加，因為你是媽媽，但是教職這邊的工作

還是很重，衝突的感受就會很重，不過我都當它是個考驗（受訪者A） 

有小孩壓力是增加很多的，尤其是他還小的時後都是我一個人照料

的，那段時期真的很累（受訪者 B） 

有小孩之後對工作當然會造成影響，即使家裡有人支援，但父母的

責任還是不能逃避，所以你要花時在照顧小孩，相對工作的時間就

必須減少，所以那一段有很大的影響，一直到小孩國中其實都很忙， 

國中之後會比較好一點（受訪者 C） 

你有小孩後就有很多顧慮了，工作必然受到影響，你要花時間照顧，

但是還有工作，壓力很大，可能會焦慮（受訪者 E） 

因為我有小朋友，可是我也覺得我生活滿緊張的，覺得永遠有處理

不完的事情…我說一個教授就好像做三份工作，妳要把這三份工作

做好，加上你還要帶小孩，所以我是說有很多家庭的是情我是顧不

得啦！沒有辦法顧到，有的時後壓力也會很大（受訪者 H） 

孩子還小的時後要花時間在他身上，那個時候比較難平衡，壓力也

會比較大（受訪者 I） 

受訪者 F 與受訪者 J 表示，由於自己有年幼的孩子，因此即使工作繁重亦

不希望因為工作而犧牲掉家庭，因而還是會花時間在孩子照顧與家庭照料上，

然而在兩邊都想兼顧之下，工作與家庭的衝突感受與壓力也會增加。 

我小孩還小，要處理的狀況很多，加上工作上的事情，因為你不會

希望自己因為工作犧牲家庭，那壓力就會很大（受訪者 F） 

當然有了小孩後壓力當然是增加的，你也不會想因為工作而犧牲家

裡，你還是要花時間在家庭與孩子身上，那衝突是難免的（受訪者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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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受訪者D與受訪者G皆談及，家庭中有了孩子代表責任與壓力的增加，工

作與家庭的衝突感受是很明顯的，尤其當工作正忙碌，孩子又有問題要處理

時，那種壓力是難以負荷的。受訪者D表示： 

有了小孩就會有很多必須考量的地方，包括工作上要調整，因為你

要花時間去教育、去照顧，尤其是當他們小的時後，壓力最大，尤

其是工作上很忙，家庭上又出問題的時後，那真的要穩住（受訪者D） 

有了小孩你有新的壓力…加上我們還是希望能夠扮演小孩主要照顧

者的角色，所以加添了更多的負擔..工作上很忙碌，壓力很大很大，

如果家裡沒事還好，一發生事情，真的忙不過來，常常手忙腳亂，

衝突的感受很大很大（受訪者G） 

另外，有一個以上孩子的五位受訪者表示，隨著孩子數目的增加，壓力與

衝突感受亦是隨之增加。 

孩子增加，當然壓力也會增加（受訪者 C） 

醫生說我懷雙胞胎，我都快昏倒，因為孩子增加，壓力當然也會因

此增加（受訪者 D） 

當然第二個小孩出生後，就有更多的壓力，時間分配上更是不夠（受

訪者G） 

我兩個孩子差兩歲，所以第二個孩子出生時，老大其實才兩歲，也

需要我照顧，那段時期真的比較辛苦，壓力自然大上很多（受訪者I） 

我有三個孩子，雖然我很愛孩子，但是不可否認的每個孩子的出生，

你都必須分出時間在他身上，那個壓力是一定會增加的（受訪者J） 

然而，受訪者亦提到隨著孩子年齡的增長，需要付出的時間與精神自然也

會縮短，壓力也跟著減少，雖然教職工作依然忙碌，但可以將較多的時間花在

工作上，也因此降低了工作－家庭的衝突感受。受訪者表示： 

現在兩個孩子都大了，輕鬆很多（受訪者B） 

現在因為孩子都大了，一個還出國了，我自然就可以花多些時間在

我的工作上，那壓力和衝突的感受也會降低（受訪者C） 

兒子小的時後比較難平衡，現在大了我自然可以專心在我的工作

上，壓力也會降低一點啦！（受訪者E） 

他們小的時後比較辛苦啦！花很多心思在他們身上，現在他們都大

了，事情都獨立去處理，自然而然我的時間就增加了，可以放在工

作上的時間比較多，壓力也會減少（受訪者I） 

因此，首先，本研究證實了Herman & Gyllstrom (1977: 320)提出的，已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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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未婚者經歷到更多的工作－家庭衝突的觀點。第二，證實了Beutell & 

Greenhaus (1980: 2-6)所提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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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孩子數目愈多，工作與家庭的衝突感愈大的論點。第三，

本研究發現與Beutell & Greenhaus (1980: 2-6)的論點相同，均認為育有年齡較小

幼兒的父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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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雙生涯家庭 

Elloy & Smith(2004: 18)指出，雙生涯的夫妻代表兩個人必須承擔來自於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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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受訪者D談及自己所面臨到的工作－家庭的衝突感受。受訪者D表

示，其實有些時候會希望先生多負擔一些子女照顧與家務部分，然而先生被動

與不耐煩的家務分擔方式，往往讓她覺得很無奈，認為兩人同樣都在工作，但

是自己永遠是主要的家務負擔者，這讓她感受到嚴重的工作－家庭衝突，並認

為這樣負面的感受多少會影響到夫妻之間的感情。受訪者D表示： 

最多就是幫忙洗碗和送小孩子，剩下的就是我來做…而且會一直念

啦！不會主動…我就會想我們同樣都很忙，可是家裡的事情大部分

都是我在處理，家務啦！小孩啦都是，這也讓我覺得壓力很大，很

累，衝突感受很明顯，多少會影響到感情（受訪者D） 

另一方面，有三位受訪者提到，就是因為自己可以從教職中獲得成就感與

滿足，提升自我成長，進而正向影響家庭中的生活；受訪者 C 提及，教職生涯

中與學生的互動良好，讓她感到窩心，也因此認為可以減少一些工作－家庭的

衝突感受。受訪者 C 表示： 

學生有回應吧！和學生有互動，等於有雙向交流，然後私下我們也

會相互關心，互動很好，對我來說成就感很大…這也會讓我很窩心

然後煩惱啊！壓力啊！衝突的感受也會降低（受訪者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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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受訪者 E 提到，由於自己在任教的系所領域中，評價還不錯，這樣

的榮耀也讓受訪者降低不少的壓力與衝突感。 

在同行當中我的評價還不錯，做研究能力的表現，我的產量並不

多，但我的研究都非常的紮實，所以在同行裡面我的評價算是滿好

的…那想到的時後壓力會小一些啦！（受訪者 E） 

受訪者 I 指出工作與家庭互為影響的特質，因而在工作中得到的滿足感亦

會帶動家庭的滿足感。受訪者 I 表示： 

工作和家庭的互為影響的，所以工作中的滿足當然會帶動家裡的滿

足感（受訪者 I） 

另一方面，有兩位受訪者提到，她和先生兩個人都在工作，因此較能瞭解

與體諒彼此的辛苦，兩人並認為，雙生涯家庭中的夫妻較為瞭解對方工作上的

辛苦，若能試著體諒對方，將能減少工作－家庭衝突感受。 

我常在想，尤其我和我先生都是教職，可能就是都瞭解我們的工

作，所以能互相體諒，那有的時後壓力也可以減輕（受訪者 G） 

因為都在工作，然後我們都會聊彼此的工作，所以我們都能體諒，

就是互相啦！那也能減輕一些壓力（受訪者 J） 

因此，對於雙薪家庭與工作－家庭衝突之間的探討，本研究發現，符合

Elloy & Smith (2004: 18)的觀點，其指出雙生涯的夫妻必須承擔來自於工作與家

庭兩方的責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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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衝突的觀點，此可從受訪者 D 的談話中瞭解，由於她是家中主要

的家務負擔者，因而導致壓力過大並引發工作－家庭衝突的負面感受，並進一

步影響到夫妻間的感情；不過，亦有三位受訪者認為她們能從工作中獲得滿足

感，並正向反饋到家庭中，進而降低一些壓力與衝突感；另外，筆者從訪談中

得出，「先生的支持與體諒」是太太得以抒解壓力、降低衝突感的關鍵。 

四、配偶的態度與工作－家庭衝突之分析 

受訪者 C 與受訪者 J 談及自己攻讀博士班的歷程，因為有先生的支持與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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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讓她們能專心在學術路程上發展；談及自己忙於博士論文的那段歷程，家

務部分先生分擔許多，讓受訪者十分感謝先生的支持與付出，也因此讓她們降

低不少工作－家庭衝突的負面感受。受訪者表示： 

寫博士論文的那段期間，家務的部分我先生都會主動做，那我也很

感謝他…壓力也會比較減輕（受訪者 C） 

我曾經到晚上 10 點才回家，忙著找資料寫東西，那家裡都是先生

處理…就是他很支持啦！…衝突感受也會因此降低（受訪者 J） 

另外，受訪者 A 與受訪者 C 的自組家庭中，由於她與先生均是教授，同質

性高，先生很能體諒。受訪者 A 表示： 

我們都是教授…現在我和我先生也都會相互支持(受訪者 A) 

受訪者 C 表示，當講師時決定進修博士，由於先生亦是教授，瞭解學校的

升遷環境，因此即使小孩當時才五歲，仍對於她決定進修博士給予高度的支持

與實際上的家務協助。受訪者表示： 

因為他也是教授，所以他瞭解學校的環境趨勢，那時老大才5歲…

他幫了我很多很多，也很支持我（受訪者 C） 

另外，受訪者 E 和受訪者 F 的自組家庭中，先生雖然工作忙碌，仍會主動

幫忙家務工作，減輕她們不少負擔，針對這樣的情形，受訪者紛紛表示感到很

滿意與欣慰。 

我們都是分工，他也會主動幫我，這樣真的很好（受訪者 E） 

他有的時後會比我早一點，他會起來唸書，然後再去買早餐…煮

飯、洗衣、拖地、洗碗他都會幫忙，他都會主動(受訪者 F) 

因此，本研究發現配偶的支援態度對於已婚女性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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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發現符合Beutell & 

Greenhaus(1983: 43-48)的觀點，其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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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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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小結　  

首先，對於已婚女性教授而言，工作與家庭是互相影響的；過度的工作投

入或是家庭投入，均會導致一方的角色干涉到另一方角色的扮演，結果往往產

生了工作－家庭的衝突；然而，工作與家庭之間的影響，不僅只有負向的外溢

效果，亦可由家庭（或工作）中獲得滿足的正向外溢效果。 

再者，當女性教授選擇進入婚姻，代表責任的增加，隨著孩子的出生與數

量上的增加，亦提高了工作與家庭的衝突感受。另外，已婚女性教授擔當教師、

母親、妻子等不同的社會角色，由於每一個角色都有各自的行為期待，且往往

有所衝突，因此容易造成角色間與角色內的衝突情形，進而影響身體健康。然

而，本研究亦發現，從工作中獲得的滿足與先生的支持可減緩衝突感受；對於

已婚女性教授而言，工作與家庭的兼顧與平衡是她們共同努力的目標。 

第五節　 取得生活平衡的妙方－蹺蹺板平衡原理 

多重角色一定就帶來多重壓力嗎？那可不一定。雖然我們常聽到某人因家

庭、工作無法兼顧，健康亮起紅燈，但是如果能做適當的調適與抒壓，早日揪

出可能潛藏的危險因子，可因此防微杜漸，不致等到身心俱疲的狀況。 

面對家庭與工作，求取雙贏是已婚女性教授們必須完成的共同目標，十位

受訪者皆提出自己在面對工作－家庭衝突的調適方式，以下分別說明之： 

壹、面對衝突的調適方法與因應策略 

一、用「時機」來界定「角色」 

受訪者 I 對於角色衝突的感受，她提出用「時機」來界定「角色」的概念，

將角色衝突的影響降至最低。 



 
 

- 127 -

我用時機與角色來界定，今天我在學校，我的角色是老師，我不

會打電話回家裡，下班後，之前兼行政工作，我的孩子還小，所

有工作以後的活動我都不參加…我會用這樣的時機與角色界定，

考慮什麼時間，扮演什麼角色，所以比較沒有什麼衝突（受訪者 I） 

受訪者 J 亦指出，自己在工作時間以工作為主，全力扮演好「老師」的角

色，其他時間則以家庭為優先，會全力扮演好「家庭」的角色。 

上班時間以上班為主，那這段時間我公婆就要幫我承擔家務和照顧

小孩的事情，那這個之外，我能配合我都以家庭為優先，會全力扮

演好「家庭」的角色（受訪者 J） 

受訪者 E 提出類似觀點，她指出某些角色在某些情境下才會突顯出來，因

此只要清楚掌握所要扮演的角色，排定角色的優先順序，並將它盡量表現完整

就可以大致協調。 

在不同的場合，這些角色才會比較突出，你要問我的話，只要清楚

掌握現在所要扮演的角色，並將它盡量表現完整，不同的場合這些

角色對我而言我大致都能協調的還可以（受訪者 E）　 

二、時間安排 

其中有六位受訪者一致認為「時間的安排」對於因應衝突狀況，是很重要

的解決方式。 

像我那時要升等，就安排兩天單獨做研究、寫著作，三天到高雄

上課，也就是說時間要做有效率的安排很重要（受訪者 A） 

就是要把時間安排好，這個非常重要的（受訪者 D） 

時間的安排，提前的規劃很重要（受訪者 F） 

我相信時間的安排是很重要的（受訪者 G） 

時間安排很重要，就是說要去調整時間的分配（受訪者 H） 

時間安排好很重要（受訪者 I） 

除了表示時間安排很重要外，有三位受訪者由於有年幼的孩子，因此將工

作盡量安排在平常日，假日的時間則留給孩子，若有剩下來的時間才屬於自己。 

就是要把時間安排好，白天的時間就是給工作，回去的話，小孩

子的部分就是功課與晚餐，那都做好之後，如果能夠偷一點時間

做我自己的事情就做一點，就是所謂的偷時間（受訪者 D） 

假日很少會工作，因為平常已經大部分在學校了，和小朋友相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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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本來就很有限，那假日在工作的話小孩就不認識你了，所以我

都盡量假日不工作（受訪者 G） 

六日我盡量不工作，因為我女兒還小，需要陪她，正好可以調適自

己，轉換一下情緒（受訪者 H） 

而受訪者 I 表示，星期三、六與日的時間給家裡，其餘時間都放在工作上。 

我現在基本上，星期三六日都給家裡，其他時間都放在學校，我

覺得這樣很好，調適的很好（受訪者 I） 

另外，受訪者 F 談及，任何事情她都會採取「提前安排與規劃」的方式應

對，並指出這是她能從容面對所有事情的關鍵。受訪者 F 表示： 

我不是那種明天要交的，今天才趕出來的那種人，如果一個東西

要我 7月交，我現在已經開始做了…我都會提前的安排，所以我

覺得我沒有什麼很急迫的事情(受訪者 F) 

受訪者 H 表示，由於工作與家庭是生活中互為影響的兩個部分，因此重點

在於如何安排與調整，而非視兩者為互斥的兩個部分。 

兩個是相互影響耶！就像我剛說的都是我的生活，是要看妳怎麼安

排，所以很難說是誰影響誰，就是說我在這裡面怎麼去做調整，而

非視兩者為互斥的兩個部（受訪者 H） 

然而，受訪者 G 雖認知到時間安排的重要性，不過一直感受到時間不足的

窘境，工作與家庭對她而言是相當重要的兩個部分，重新分配時間意謂是對某

部分的壓縮，也是她不樂見的。換言之，即使認知到時間安排的重要性，身兼

多職的她也實在無法將時間做出最妥善的配置。 

因為如果希望加重工作上的時間，某種程度而言，家庭的時間就會

被剝奪，可是對我來說，家庭也很重要！所以我無法重新分配時

間，時間分配對我來說一直是壓力的來源，所以我一直感受到時間

的不足，所以我想不出有什麼重新分配時間更好的方法（受訪者 G） 

三、「工作與家庭合一」策略 

有兩位受訪者採取「工作與家庭合一」策略，其中受訪者 H 談及，有些開

會行程一定排在假日，無法排除的情況下，她會帶孩子一起去，然而亦會不好

意思的表示，會場只有她一個孩子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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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現在很多會開在禮拜天，那我能推就推，除非很重要的會議，

我後來都帶我女兒去開會，就她唯一的小孩子，因為那時家人都

有事情，所以沒有幫我帶，那她還算滿乖的，但是開到一半她就

坐不住就開始跑來跑去，讓我超不好意思的（受訪者 H） 

受訪者 H 亦提到，她會帶孩子前往一些濕地、菜園探勘，除了工作的目的

外，亦可讓孩子瞭解自然環境，達到「工作與家庭合而為一」的目的。 

因為我是做環境的，環境現勘會帶我女兒去一些濕地、菜園探勘，

其實有一些工作的目的，我盡量讓工作和家庭合而為一，雖然是一

個工作，可是我覺得它是一個健康，可以瞭解自然環境（受訪者 H）  

另外，受訪者 C 提到小孩還小的那段期間，她亦是採取「工作與家庭合一」 

的策略，一邊陪年幼的孩子唸書，一邊工作。受訪者 C 表示： 

小的時候大部分都是我騰出時間坐在旁邊陪他寫字這樣子，所以在

他小的時候，晚上大部分的時間我都是陪著小孩子，那他就是讀他

的，那我讀我的，偶爾需要的話我就教他，就是工作和照顧盡量同

時，要不然做不完，太多事情了（受訪者 C） 

四、「工作與家庭區隔」策略 

有兩位受訪者提及將工作與家庭嚴格區分，有助於調適工作與家庭的衝突

感受。其中受訪者 A 與受訪者 B 提到她們盡量將工作與家庭嚴格劃分，學校的

事情盡量在學校處理，回到家之後就是家庭的時間，兩人並認為真正執行策略

之後可有效解決工作與家庭的衝突感受。受訪者表示： 

我現在就是學校的事情都在學校用，回家之後就不用，我覺得這樣

可以降低我的衝突感受（受訪者 A） 

嚴格劃分，盡量不影響，回家就不處理學校的事，在學校就不處理

家裡的事，盡量啦！我覺得可以解決部分的衝突（受訪者 B） 

五、用金錢換時間 

受訪者 I 將家務工作外包，以爭取多一些時間和家人相處。 

因為真的太忙，沒有時間做家事，所以我有請歐巴桑來幫我，我

就把重心放在做菜和與家人相處上（受訪者 I）   

由於受訪者 H 的先生長期在美國工作，自己又帶一個小孩的情形下，平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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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請一個保母負責照顧小孩與做晚餐，還有請一個鐘點幫傭，一個禮拜到府服

務一次。受訪者 H 表示： 

我小孩會睡到 9點，保母會來…晚上保母會做晚餐，他八點下班…

我們有在請一個家務，一個禮拜來一次（受訪者 H） 

受訪者 G 則是有請個家事管理員，負責照料孩子與做些簡單的家務工作。 

我就是有請一個家事管理員幫我照顧小孩，還有就是做些簡單的

家務工作（受訪者 G） 

受訪者 D 與受訪者 F 大部分都是採「外食主義」，用金錢換時間。 

我會用金錢買時間，所以我就是會買飯或是到餐廳去吃飯，對，

都是外食，這樣可以偷一些些時間做自己的事情（受訪者 D） 

主要是懶啦！所以都吃外面，但是吃外面真的可以省去很多麻

煩，也可以讓自己有多一些時間(受訪者 F) 

六、降低標準 

受訪者 C 與受訪者 F 在教學上原先對自己抱持著高標準，但是時間真的不

夠用時，也會適時的降低標準。 

因為我要求比較高，那後來就還好啦，因為我就會慢慢調整課程

的內容，需要更新、需要改善、需要加強的，我也會慢慢去調整

（受訪者 C） 

如果來不及背課，收集多少資訊就講多少，給自己壓力是要的，

但是就不要給自己太大的壓力(受訪者 F) 

而受訪者 I 原先抱持著完美主義，任何事情都希望做到最好，而現在的她

一直在做調整，適時的降低標準，讓自己有喘息的空間。 

我之前看到碗放在那兒，忙到 12 點都要把它洗乾淨，但是就很累，

後來想想明天也可以洗，或是歐巴桑隔天也會幫我洗（受訪者 I） 

受訪者 J 認為，不要給一個超過自己能力的標準，是個體在調適工作與家

庭兩個部分最好的方式。 

降低標準，就是不要給我自己一個很高，超過我自己能力的標準，

是調適這兩個部分最好的方法（受訪者 J） 

七、留時間給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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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D 認為，傳統上將職業婦女的生活空間劃分為「工作」與「家庭」，

但卻少了一個屬於自己的時間，似乎隱含著職業婦女沒有屬於「自己」的空間；

相較於男性，即使有自己的家庭與事業，還是會安排一個空間給自己。 

應該加上一個就是自己的時間，今天男老師來說的話，即使今天

有自己的家庭，然後他要做研究，但是他一定還會安排一個空間

是留給自己，但是你基本上問的時後，就似乎假定了一個職業婦

女就沒有自己的時間，今天除了工作外，剩下的都是給家裡，好

像明顯社會上都是這樣認為，回到家都是忙家裡的事情（受訪者 D） 

因此，受訪者 D 認為，不論多忙，已婚婦女應該留一些時間給自己，適時

減壓，而她所選擇的方式是去上瑜珈課程。 

所以我現在有在逼自己去做瑜珈，上瑜珈課，我現在上了一個月

了，真的覺得自己的壓力和健康狀況都有改善（受訪者 D） 

與受訪者 D 觀點相似的有受訪者 A、受訪者 E 與受訪者 H，三人均認為做

一些自己有興趣的事情很重要；受訪者 A 選擇的方是就是彈琴、外出走走和運

動；受訪者 E 亦是選擇運動來調適壓力；受訪者 H 則認為留一些時間、空間給

自己，不論是運動或是逛逛書店都是很重要的。 

心情調適主要就是去彈琴、外出走走，還有運動，我的情緒來的

快去的也快（受訪者 A） 

運動，我會做慢跑，還滿常做慢跑的，我會盡量找時間做運動，

做運動可以幫助我精神集中，自我調適（受訪者 E） 

我會希望給自己一些空間，比如說自己去逛逛書店、看電影或是

找朋友，其實我是一個滿喜歡自己有獨處空間的人…抒發的話還

有做運動，健身中心慢跑，做 SPA（受訪者 H）　  

八、與家人和朋友分享 

大部分的受訪者皆談及適時和先生、家人與朋友聊天，是一個解決衝突與

抒壓的好辦法；然而每個人選擇的抒發對象不同，其中受訪者 A 與受訪者 H

的抒發對象主要是父母親、先生與朋友。 

我父母很支持我，我也會和我先生分享，那我朋友在很多面向上

是我交換意見的對象(受訪者 A) 

主要是和父母親聊，先生也會，還有朋友（受訪者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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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F 抒發對象主要是先生與娘家。 

有時候回去會和我先生說，今天學校發生什麼事啦！某某老師怎

麼了啊之類的，我大概會和我先生分享…還有我媽媽(受訪者 F) 

受訪者 E 與受訪者 I 的抒發對象主要是先生、小孩和同事。 

先生、小孩我都會聊，還有我會和系上比較熟識的老師，我們會

談一些個人的或是研究上的一些問題…先生因為和我一樣在大學

教書，瞭解我的工作性質，所以我們會互相勉勵（受訪者 E） 

今天學生發生什麼事情，吃飯時會和我家人分享，在分享的過程

中，壓力已經降低，先生，兒子女兒都會給我意見…那如果今天

我家庭中有些困惱，我跑去和助教聊聊，我自然就忘了（受訪者 I） 

受訪者 C 與受訪者 J 主要的抒發對象就是自己的先生。 

和先生和他去植物園走走，抱怨一下，聊一下（受訪者 C） 

抒壓的話就是和先生聊啦！他瞭解我（受訪者 J） 

受訪者 D 抒發對象最主要的就是以前同學或表姊。 

大部分的時後，我會和我以前的同學或是我表姊說，比較會找相

同背景的朋友一起罵一罵，講一講就沒事了（受訪者 D） 

九、自我調適 

其中有五位受訪者提及，壓力有的時後其實是自己給自己的，因此採取「自

我調適」才能真正有效解決問題。 

其實有的時後是自己給自己壓力的，所以必須自我調適（受訪者 A） 

壓力是自己給的，都是自己的問題，都是自己要承擔的啦！自己 

調適吧（受訪者 D） 

很多狀況下是靠我自己，壓力其實是自己給的，尤其我自我要求

比較高，是要靠自己調整的（受訪者 E） 

壓力有的時候是求好心切，不是不能解決，都自己調適（受訪者 H） 

改變我的認知，自我調適通常是我最常用的方法（受訪者 I） 

十、適時求助於他人 

當個體面臨壓力情境時，自然會主動尋求援助，幫助個體回復到原有的平

衡狀況，對於已婚女性教授而言，爭取「支援系統」是一個重要的策略。此種

主動尋求家庭成員協助的策略，是個體得以刪減部分角色負擔，進而降低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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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所造成的壓力，係為最佳的調適方式之一。 

擁有強大的支持系統，等於是擁有強而有力因應壓力的資源。已婚女性教

授懂得適時尋求支持系統來分擔自己的事情；受訪者們都會適時求助於於他

人，且通常都是自己的先生、娘家或是婆家。 

（一）娘家的無限付出 

原生家庭毫無保留的付出與協助，讓七位受訪者十分感動；受訪者們明確

的表示，自己的父母親或兄弟姊妹是自己最大的支持系統。其中，受訪者 B 與

受訪者 H 現與父母同住，其中受訪者 B 提及自己生了老二之後，父母親北上與

他們一同住，家中的家務、小孩的照顧與早晚餐的準備方面，父母親皆負擔許

多，因而減輕她不少負擔。受訪者 B 表示： 

就是我生了老二之後，我父母親上來和我們一起住，幫我的忙，早

餐我父母都會幫我們用好，都吃現成的…那回到家大概是六點多，

晚餐也是我母親幫我用好…那小的我媽媽會去接，所以我可以不用

那麼早回去…那家務的部分也是爸媽幫忙（受訪者 B） 

而受訪者 H 亦是與父母親同住，平時如果她工作到比較晚或是假日有開會

行程，父母親都會幫忙她照顧小孩，這也讓她放心不少。 

那有的時候我比較晚回去，保母下班了，那都是我爸媽幫我照顧，

還有就是假日有重要的開會行程，我爸媽也會幫我照顧小孩，所以

我很放心（受訪者 H） 

受訪者 C 表示娘家對她來說，像是一個「支持部隊」在後面協助她，由於

和娘家與兄弟姊妹們居住的十分相近，談及他們的大力協助，讓受訪者在攻讀

碩士與博士階段，減輕相當大的負擔。 

我是在國內念研究所，白天我母親和我姊姊幫我，他們幫我很大…

因為我和母親和我姊姊家住的很近，我剛結婚的時候，離我娘家只

有 50 公尺，那我現在是住二樓，我姊姊住三樓，大姊住隔壁，哥

哥住六樓，另一個姊姊每天都來，所以就是非常方便（受訪者 C） 

受訪者 C 談及自己忙於博士論文的期間，母親與姊姊們不論是家務方面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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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照料小孩上的大力協助，讓她覺得很幸運有這樣的親人幫忙，並因此減輕她

不少負擔。 

寫博士論文的那段期間…先生就從媽媽那邊接回家照顧，餵他們吃

飯，那有的時候我媽媽他們會先餵完然後他再帶回家，其實我母親

幫我照顧很多啦，因為她也知道我很辛苦…而我是滿幸運的，因為

有家人幫忙照顧，所以有些負擔已經減輕了（受訪者 C） 

談及支持部隊，受訪者 C 表示由於住的相近，小孩還小的時後母親會幫忙

她做早餐，姊姊會幫忙她家務與晚餐的部分；此外，包括小孩在校的突發狀況，

也都是娘家的人去處理，對於娘家的無限協助，受訪者一再表示幸福。 

我兒子他們高中…那個時候我有的時候會幫我做…我姊姊也會幫

忙她，她會幫我料理一下，因為我和我先生都要上班，包括小孩的

照顧家務，她都會幫我料理好，所以我還滿幸福的，因為都住在附

近啦，有時帶到這一家，有時帶到另外一家，說起來還真要感謝這

些部隊，如果沒有他們，那真的是沒辦法負荷…我姊姊幫忙的比較

多，我姊姊通常會先煮好，那我們回去的時候就可以吃（受訪者 C） 

小學時期的突發狀況，都是媽媽和姊姊去處理的，關於這個部分，

我真的操心的比較少，有媽媽和姊姊真的差很多，你等於是有一個

部隊在後面支持著，那完全不一樣（受訪者 C） 

另外，受訪者 I 也指出，娘家是她最大的支持系統，她也只有求助於娘家。 

我也只有求助於娘家，對我來講，娘家是全力的支持，父母親，

兄弟姐妹非常非常支持我…那我之前有事情，幾乎都是娘家和妹

妹幫我，媽媽幫我帶孩子，妹妹幫我處理很多事情（受訪者 I） 

另外，有兩位受訪者的父母由於不住在北部，無法就近協助，其中受訪者

D 的婆家住三重但要做生意，因此大部分的時後是要靠自己，雖然如此，當有

緊急事件發生時，還是會尋求娘家的協助。受訪者 A 的父母身體不好，比較無

法有太多實體的幫助，但是和父母聊天對她而言，就可以得到完全的抒壓。 

我父母身體不好，而且都住台中，我比較不會找他們幫我，很喜

歡和他們聊聊，這樣我就可以抒壓了(受訪者 A) 

因為我爸媽都住高雄，爺爺奶奶住三重在做生意，都要靠自己…

而且他們年紀都很大了，有一次兒子生病還是送到我媽媽那去她

幫我照顧（受訪者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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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F 提到，雖然公婆對她很好，但還是自己的母親比較親，所以娘家

是自己最大的支持系統，小孩都是父母親幫忙照顧。 

我婆婆人很好，但是在他面前就是有一些話講不出來，自己的媽

媽還是比較自然…還有之後帶小孩都是我爸爸媽媽幫我，所以我

女兒是今年 6月才開始唸書，都住桃園我爸爸媽媽家(受訪者 F) 

（二）先生的適時協助 

受訪者談及，對於雙軌生涯型的家庭而言，先生是最好的支持來源，若能

有效的協調與溝通，並取得體諒與共識，她們將能安心且積極的投入於教職生

涯中；其中，有五位受訪者提到了先生的協助，然而會因先生的工作性質、忙

碌程度與個性的不同而有不同程度的協助；其中，受訪者 I 的先生因為自己開

公司，時間上比較彈性，所以遇到突發事件時，較能做緊急的處理。 

如果我今天有重要的課或會議，我會請我先生幫忙，他都會幫忙，

所以還 ok，主要也是因為公司是自己的，比較方便（受訪者 I） 

另外，有三位受訪者談及先生會主動協助家務工作的情形；其中，受訪者

A 的先生不僅會幫忙家務，煮飯亦是先生負責的項目，小孩照料則是兩人採分

工的方式，讓她省了不少體力；受訪者 E 的先生亦會主動協助；而受訪者 F 假

日有研討會或是學生口試時，先生也會幫忙照顧小孩。 

我先生負責煮飯，也都會主動做家事，我忙的時後他就照顧女兒，

他忙我就照顧，就是分工，那我可以比較輕鬆(受訪者 A) 

家務和晚餐我和我先生輪流做，他會幫忙啦！（受訪者 E） 

煮飯、洗衣、拖地、洗碗他都會主動做啦！看到髒就會弄一下，

看到天氣好就會趕快去洗衣服…那假日的時後，有時我去參加研

討會或是口試，那都是爸爸帶他(受訪者 F) 

而受訪者 D 的先生在外商公司，工作十分忙碌，因此除非十分必要，真的

沒有辦法才會尋求先生的幫忙，要不然都是她自己處理；另一方面，雖然請先

生幫忙時，他可能不是那麼願意，但還是會做；此外，由於她一個禮拜要上一

次瑜珈課，先生也能配合她的時間提早回家照顧小孩。 

他很忙，他最多就是幫忙洗碗和送小孩，其他都是我來做…當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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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他幫我時，他會啦！但是會碎碎念…那現在我上瑜珈課的時後，

爸爸那天也會早一點回來顧小孩（受訪者 D） 

（三）婆家的盡力協助 

十位受訪者中，有三位受訪者談及婆家的協助；受訪者 J 談及過往與婆家

三代同堂的情形，她指出在老大小學六年級之前都與公婆同住，當時不論是照

顧小孩或是家務工作，公婆幫忙很多，也讓她減輕不少經濟負擔與壓力。 

那還有就是我們家是三代同堂…老大在小學六年級之前我們都住

在一起，公婆都幫我們照顧，要不然保母費其實很重，因為那個時

候小孩還小，一起照顧你會比較放心…我一直覺得有公婆照顧小朋

友，真的可以分擔很多（受訪者 J） 

受訪者 J 接著指出自己在進修博士學位的期間，由於有公婆照顧，自己才

可以留在研究室埋頭於論文寫作中；另外，孩子早上去學校前的準備工作，亦

是由公婆幫忙處理。受訪者 J 表示： 

我一直覺得有公婆照顧小朋友，真的可以分擔很多，所以因為這樣

我可以待在學校的時間長一些，像我之前只排早上 8點的課，那我

很早出門，後續都是我公婆幫我處理，小學是 7點 50 分前要進學

校，我可能 7點不到就出門了，可能他們都還沒起來，所以公婆會

幫我處理小朋友，吃早餐啦！穿衣服啦！（受訪者 J）　 

而受訪者 H 談及自己坐月子期間婆家對她的照顧與婆家對於兩個孩子的

關心情形。 

我在坐月子中心做兩個禮拜吧！然後到我婆家，第二次坐月子在台

北的家裡，那我婆婆來幫忙…我先生和我公公婆婆他們很關心小孩

子，幾乎每天都會打電話來，我們回中部他們也會幫忙（受訪者 H） 

另外，受訪者 H 表示，由於自己有請保母和家管員負責孩子的照顧與家務

部分，平時要婆家協助的地方並不多，若真的有事情無人照料小孩時，婆家亦

會伸出援手協助她。 

有的時候真的沒人幫我顧，就會把小孩托給我婆婆（受訪者 H）　 

從以上受訪者提及自己在面對工作－家庭衝突的調適方式中可發現，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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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時求助於他人的策略」符合 Hall(1972: 471-489)的「結構性角色再定義策略」，

其指出主動與角色期望者溝通、協調，取得共識，以爭取協助與支持，以便刪減

部分角色負擔，降低因角色衝突所造成的壓力。第二，「用時機來界定角色的策

略」與「降低標準策略」符合 Hall 的「個人角色再定義策略」，其指出重新衡量、

評估、定義、排列角色的優先順序與降低或忽略個體對角色表現的標準期望等方

式回應，以有效解決工作與家庭的衝突。第三，「時間安排策略」符合 Hall 的「反

應性角色行為策略」，其指出藉由更好的時間安排來達到角色期待的最低要求。 

另一方面，本研究發現工作與家庭間的界線因人而異，部分受訪者傾向嚴格

區分工作與家庭，認為將有助於調適工作與家庭的衝突，部分採取工作－家庭合

一策略；此發現符合 Clark (2000: 747-770)所指出「工作－家庭界線理論」中，每

個人對於工作－家庭界線的看法是因人而異，有人偏好整合工作與家庭，認為有

助於調適工作與家庭的衝突，亦有人偏好區隔的看法。 

貳、天平真的能夠平衡？  

當問及受訪者工作與家庭是否真能平衡時，有五位受訪者認為工作與家庭可

以完全平衡，有四位受訪者認為無法平衡，而有一位受訪者認為要看自己處於哪

一個「階段」。 

其中，受訪者 A 樂觀的表示，她認為教師的職業比其他行業的女性更容易

平衡她的家庭與工作，並認為平衡家庭與工作是她所追求的終極目標。 

我認為當老師比其他的職業更能夠平衡她的家庭與工作，那我的

目標就是平衡我的家庭與工作(受訪者 A) 

另外，受訪者 A 指出，她不把工作－家庭互為影響的情形視為「衝突」，

而是當作「挑戰」。 

我不會把它當作衝突，而是當作挑戰，主要是因為自己兩地跑，

所以時間上很不夠用，如果不是這樣，我不會覺得有角色衝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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狀況(受訪者 A) 

有兩位受訪者認為只要時間規劃好，角色界定好，應該可以做到完全的平衡。 

我認為只要時間規劃好，角色界定好，工作與家庭應該可以平衡，

那這也是我的目標（受訪者 I） 

對我而言，工作與家庭我覺得應該可以平衡，但就是時間要掌握

好（受訪者 F） 

而受訪者 J 認為，她之所以能夠完全的平衡家庭與工作，是建立在「先生支

持」的情形下，並指出有先生的支援與協助是她能夠完全平衡的關鍵。 

我覺得我還 ok，這是建立在先生支持的情況下，我覺得另外一半

的支持很重要，因為他如果支持，相對來說你放在家務的時間可以

減少一些，可以放較多在工作上，那就可以完全的平衡（受訪者 J） 

受訪者 C 認為自己在平衡工作與家庭方面僅有及格而已，由於現在兩個孩

子都大了，也讓她在平衡工作與家庭方面遇到的困境愈來愈少。 

我還可以平衡，不過應該只有 60 分…因為現在孩子都大了，需要

我的時間不多了…在平衡上的困難愈來愈少（受訪者 C） 

持「階段說」的受訪者 E 認為，工作與家庭是否可以平衡要看自己目前處於

哪一個階段；其中，孩子還小的時期是最難平衡的階段，尤其若沒有人協助或支

持下，那幾乎是無法平衡的。 

我覺得要看不同的階段況狀，我覺得對婦女來講，小孩剛出生真的

是很難很難平衡，尤其是我不靠家裡，不靠父母親和公婆，完全靠

自己來做其實是非常非常累的，幾乎是無法平衡（受訪者 E） 

相反的，四位受訪者認為工作與家庭無法達到平衡；其中有兩位受訪者提及

「時間不足」所造成無法平衡的窘境；受訪者 B 認為，教職工作十分忙碌下，

家裡方面也要照顧，分身乏術的她，感受到很大的衝突，也因此覺得工作與家庭

無法達到平衡。而受訪者 G 認為，「時間不足」是她最大的壓力源，由於無法將

有限的時間做出最佳的分配，因而導致嚴重的衝突感受。  

工作真的很忙很忙，一大堆研究案、事情要處理，忙都忙不完，還

有家裡的事情要處理，衝突感很大所以我覺得無法平衡（受訪者 B） 

我無法重新分配時間，時間分配對我來說一直是壓力的來源，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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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到時間的不足，我想不出有什麼重新分配時間更好的方法，工

作與家庭的嚴重衝突，也無法達到平衡（受訪者 G） 

受訪者 H 亦是主張「工作與家庭無法平衡」的觀點，她談及由於小孩還小

需要花費的心力與時間很多，也因此一定會影響到工作，因而造成工作與家庭無

法平衡的情形；雖然如此，她亦表示在適度的抒壓與調適下雖無法平衡但仍算滿

意目前的生活。 

因為我女兒這個年紀，妳真的沒有辦法去做什麼，所以工作與家庭

對我來說很難做到平衡，而且一個人應該是多元化的生活，那我覺

得現階段對我來說， 我所做的調適和安排，對我自己來說算是

ok，現在很滿意現在生活（受訪者 H） 

受訪者 D 也指出，「工作與家庭幾乎無法平衡」。她認為工作與家庭就像是

天平的兩端，難以完全的平衡，只是看天平往哪一邊傾斜；雖然如此，她還是樂

觀的表示，最辛苦的那段日子已經走出來了，並相信皆下來的路會愈來愈順利。 

對我來說，工作與家庭幾乎不可能平衡，只是看天平往哪傾斜，

今天一邊有事情，你自然就要花時間在那一邊…不過小孩漸漸大

了，現在可以做一些我的事情，不過都走過來了，我相信之後會

比較好啦！因為這也是我所追求的(受訪 B) 

參、小結 

由上述可以得知，受訪者在面對工作與家庭衝突時的窘境時，有不同的處

理模式，其中「與家人和朋友分享」是受訪者中最為認同的策略；另外，「時間

的安排與規劃」與「適時求助他人」亦是多位受訪者共同的策略之一；此外，由

於時間的不足，有五位受訪者採取「用金錢換時間」與「自我調適」的策略，四

位採取「降低標準」或是「留時間給自己」的方式來排除困難；最後，「用時機

來界定角色」、「工作家庭區隔」與「工作家庭合一」亦是排解衝突的有效策略。 

另一方面，受訪者們雖然在工作與家庭間是否能夠平衡有著不同的觀點，但

是她們一致同意求取家庭與工作雙贏，是她們努力希望完成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