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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自願與非自願的爭論：個人偏好抑或社會結構限制 

部分工時工作多被視為是解決已婚婦女工作與家庭雙重需求的方法

（Tam，1997：239；Fagan，2001；Hein，2005：138；Walsh，2007：157；

Webber & Williams，2008），我國政府在促進婦女就業政策上，為了提高女性

的就業率，亦有意提倡婦女從事部分工時工作（陳湘芬，2008b）。我國相關

文獻在討論已婚婦女選擇部分工時工作的因素時，多未深入探討形成這些因

素的結構背景，是否使婦女「非自願」的選擇部分工時工作？ 

在國外文獻中，Hakim 針對女性勞動力所提出的偏好理論（Hakim，

1991；1995；1996a；1996b；1997：44-47；1998；2003），引發學者間對於

女性選擇部分工時工作的「偏好」與「自願性」的極大爭論（Bruegel，1996； 

Ginn, et al.，1996；Crompton & Harris，1998a；1998b；Procter & Padfield，

1999；Walsh，1999；Fagan，2001；McRae，2003；Walters，2005）。 

第一節 偏好理論（Preference Theory）：偏好＝自願？ 

Hakim8發現女性勞動力存在自相矛盾的特徵，即女性多集中於低技能、

低技術與勞動條件低劣的工作，但其卻相對表達出高度的工作滿足，甚至較

男性勞工的滿足程度為高（Hakim，1991：101）。因此引發 Hakim 討論女性

勞動參與「偏好」的動機，並依據工作偏好來區別女性勞動力。 

其將女性勞動力分為兩類，第一類稱為 Self-made women，占女性勞動力

的少數，以工作為生活重心，主要為無子女的女性。其組織承諾程度與男性

相似，重視職業發展與收入，多從事全時且持續性的工作，工作地位與薪資

較其他多數女性為高。第二類為 Grateful slaves，其偏好家庭角色，將家庭責

任視為首要目標，視有酬工作為次要。這類女性通常偏好不工作或自願選擇

從事低技術、低薪的部分工時工作，且組織承諾較低。並將介於此兩類女性

                                                 
8 該學者主要根據英國、歐洲工業社會與北美的社會現象做探討，認為偏好理論可以作為比較跨

國勞動力差異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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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仍未確定方向的女性稱為 Drifter 與 Unplanned careers（之後改為

Adaptives）（Hakim，1991：112；1998：137）。 

Hakim 於 Key Issue in Women’s Work（1996a）此書中，依據女性的就業歷

程將女性勞動力區分為：持續就業（continuous employment）、中斷就業

（homemaker career）與間斷∕零散就業（discontinuous or intermittent 

employment）9（Hakim，1996a：132-134）。並依據女性勞動力的「組織承諾」

差異，與其所表達出的「工作滿足」，進而推論出女性勞動力的「偏好」。之

後將上述分類進一步發展為女性勞動力的偏好理論，該理論將女性勞動力區

分為：Work-centered、Home-centered 及 Adaptive 三種類型10（Hakim，1998：

138）。 

接著，我們透過瞭解「組織承諾」、「工作滿足」與「偏好」這三項指標

所表達的意涵，來進一步檢驗 Hakim 偏好理論的推論基礎，並探討什麼因素

會影響這三項指標的結果。 

一、組織承諾 

評估從事部分工時與全時工作婦女的組織承諾，會發現大多數部分工時

婦女視家庭及休閒生活的重要性大於有酬工作（Tam，1997：181）。在以家

庭責任為首要任務的考量下，多數的已婚婦女較少投入有酬工作或選擇從事

部分工時工作。因此「家庭主婦」多被視為是這類女性的主要職稱，認為其

非以從事有酬工作為生活重心，組織承諾較從事全時工作的婦女為低

（Hakim，1991：113；1996a：67）。 

探討影響組織承諾的因素，包括：年齡、婚姻狀態、教育程度、對性別

角色分工的態度與勞動條件（Tam，1997：181-182）。年齡對組織承諾呈現負

                                                 
9 Hakim 認為持續就業是典型男性的就業型態，中斷就業則是女性典型的就業型態；在部分工時

工作等能夠使女性配合家務角色的就業型態普遍後，女性間斷∕與零散就業的比例上升，使得持

續就業與中斷就業兩種型態的界限模糊。部分工時工作等「間斷∕與零散就業型態」，是女性在

生命歷程中增加與「勞動力」接觸的形式，使得女性多以部分工時工作來替代全時工作與不就業。 
10 Hakim 認為 Work-centered 與 Home-centered 約各占女性勞動力的 20%（變化在 10-30%間），

Adaptive 則約占 60%（變化在 40-80%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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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關連，通常中高齡勞工由於偏好休閒與健康因素，與年輕勞工相較下組

織承諾較低。與單身女性相較下，已婚婦女受社會傳統規範的性別角色限制，

其會認為有酬工作的重要性小於家庭生活。通常對性別角色分工持有較傳統

態度的女性，其會強化本身的家內角色，對工作的組織承諾亦較低；且擁有

較高教育程度者通常組織承諾較高。勞動條件與工作環境也會影響個人的組

織承諾；一般而言，全時工作與部分工時工作相較下勞動條件較佳，因此全

時工作勞工的組織承諾通常較高。 

林莉莉（2005：60-61）針對我國航空業的研究發現11，部分工時勞工的

組織承諾與工作滿足程度皆較全時勞工高。原因為航空業的薪資福利待遇較

好，工作時間與難易度能夠符合女性的勞動需求；相對的，全時勞工的壓力

較大，認為自我升遷的期望受到限制，甚至有些全時勞工的時薪較部分工時

勞工低，因此其組織承諾與工作滿足程度較低。段裕斌（2005：63-64）的研

究則發現，我國餐飲業的部分工時勞工由於較少受到組織的激勵，且餐飲業

大多將部分工時人員視為臨時性的協助，使其在工作上缺乏安全感，因此其

整體工作表現與組織承諾均較全時勞工低。陳欣宜（2004）探討我國視聽娛

樂業部分工時勞工的組織承諾，普遍呈現正面表現，唯有留職承諾偏低；且

全職與兼職的薪資福利無差異對待時，勞動條件對組織承諾不產生顯著影

響。上述研究的差異顯示，組織所提供的勞動條件以及對部分工時員工的態

度，會影響其工作表現與滿足程度。部分工時勞工的組織承諾，可能會受到

不同工作環境或個人因素影響而產生差異。 

二、工作滿足 

Hakim 的研究認為女性部分工時勞工的工作滿足程度高於全時勞工，透

過檢驗女性部分工時勞工的工作時間、工作與生活滿足（Booth & Ours，2008；

                                                 
11 該研究對象為國際航空公司中，僱用的全職（平均一天工作八小時）與部分工時（時薪人員：

平均一天工作四小時，但遇到旺季時一天工作八小時）勞工，主要為航空公司中的客服人員與機

場運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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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gor & Connolly，2008：F2），的確可以發現，大多女性部分工時勞工呈現

高度的工時與工作滿足。但仔細觀察工作滿足的內容，部分工時勞工主要關

注於家庭生活，使其對工作的期望較低，且育有子女的女性部分工時勞工，

由於可以獲得工作使其生活滿足程度較高。全時勞工較關注於工作成就上，

因此其對於工作的期望較高，導致其工作滿足的程度較低（Tam，1997：196）。 

整體而言，女性部分工時勞工的工作滿足程度大於全時勞工，但於評估

工作滿足時應將工作環境的條件，例如：工作時間、晉升機會、薪資等特質

納入評估。進一步評估會發現，部分工時勞工對於晉升機會與薪資的滿足程

度較低。工作滿足程度同樣與個人的年齡有關，通常中高齡或屆齡退休的勞

工，由於個人的生活重心已不以就業為主，會使其降低對就業的期望，滿足

程度可能較高。若女性部分工時勞工的教育程度，與其選擇的工作層級不契

合，也會降低其工作滿足的程度（Tam，1997：198-199）。 

如同上述，勞工所表達出對現況「滿足∕不滿足」的主觀感受，會受到

外在環境與內在個人因素，及其他替代方案可行性的影響。包括個人的勞動

市場經驗、知識、態度，受到家人或朋友的意見左右；個人也會評估現今環

境的局勢、環境需求及其他替代措施的範圍，在不同的環境下，也會變動個

人的偏好。例如：一位需照顧子女的母親，想要同時擁有工作與家庭生活，

若不選擇部分工時工作則必須面臨不就業的情境下，從事部分工時工作則會

使其感到滿足（Fagan，2001：243-244）。「滿足」即表示該工作條件已達個

人的期望，但是個人的需求與期望的程度皆不相同，受訪者的回答也可能會

順從社會對性別角色的觀感，這使偏好的資料可能僅具有表面的價值與意涵

（Fagan，2001：244,245）。 

三、偏好的意涵與形成 

在爭論女性是「自願」或「非自願」的參與部分工時工作，應先瞭解什

麼是「自願╱非自願」？進一步質疑，個人的「偏好」是否就表示「自願」？ 

「偏好研究」本身就包含了自願與非自願的弔詭。「偏好」與「選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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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的定義中，表示個人基於理性的自我選擇，因此個人的「偏好」或「選

擇」往往被視為是「自願」的。但實際上，「偏好」與「選擇」皆會受到社會

環境、文化、個人等因素的影響。Fagan（2001）對「偏好」的意涵提出質疑，

一般勞動力調查中關於個人偏好的資料，並不會詢問受訪者是被強迫或是依

據自由意願做出選擇（Burchell, et al.，1997：217）。Hakim 僅採用美國的就

業型態統計資料（US 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做為論述依據，令人質疑

該推論的說服力（Crompton & Harris，1998b：145；McRae，2003：317），其

亦未解釋將特定女性歸類為特定類別的原因。偏好研究容易僅表面的評估相

關資料所提供的粗略特徵，忽略了勞動市場與社會福利背景如何型塑個人的

偏好；個人態度、特質、工作經歷、家庭狀況、社會結構與觀感、職場環境

等，皆會產生交互作用，對個人的就業選擇產生不同影響（Fagan，2001：

242-243）。 

對於「自願性」的評估，會受到個人的主觀感受以及其他替代選擇的影

響。有些母親在生育子女之後，若除了留在家中照顧子女之外別無選擇，則

會自願當一位認知中的好母親。若生育或養育子女與女性的就業或學歷取得

產生衝突，則會造成不同感受；不同社會階級、社會網絡及收入的母親對於

母職的觀念皆不相同。個人的特質與處境會影響其能夠克服社會結構限制的

能力，「偏好」本身僅是母親生活特質中的一部份（McRae，2003：334）。 

BOLLÉ（2001）認為，基於本身意願選擇從事部分工時勞工，被視為是

自願選擇的；但由於無法找到全時工作而減少工時，則被視為是非自願的，

並且為低度就業的一種型態。但為了家庭責任而選擇部分工時工作的勞工，

是否係基於個人的自由意願則受到質疑。有學者認為，在托兒設施完備且容

易取得服務的環境下，勞工選擇從事部分工時工作的行為才能被稱為是自願

的（BOLLÉ，2001；Hein，2005：139）。雖然「子女照顧責任」是影響婦女

選擇部分工時工作的重要因素（Burchell, et al.，1997：217），但並非唯一因

素，僅以「完善的托兒設施」作為自願選擇工作的條件並不妥當。除了子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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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素外，前述女性所處的社會、職場、家庭環境及個人資源能力，都會影

響其就業行為與對就業的主觀感受。 

第二節 女性勞動力異質性的爭論 

Hakim 依據女性對工作的偏好，將之區分為前述類別，認為女性的不同

工作偏好造就了其勞動力的異質性。然而，此一觀點受到部分學者的批評。

學者們特別針對 Hakim 偏好理論中的 Work-centered 及 Home-centered 的女性

勞工進行研究，大多發現在 Hakim 所認為「同質性」的女性勞動力中，依然

具有異質性的特徵。 

Crompton 與 Harris（1998a），針對 Hakim 偏好理論中所稱的

「Work-centered」，以 153 位女性醫生與銀行主管為研究對象，發現女性的就

業偏好並非僅限於 Work-centered 或 Home-centered 兩者之一，部分女性的就

業偏好同時兼具兩者，在面對就業、生涯與家庭生活上亦持有不同的態度

（Crompton & Harris，1998a：131）。但 Hakim 認為其所選擇的研究對象太極

端，將其研究對象歸類於 Adaptives，也因此將其原始分類中的將 Drifter 與

Unplanned careers 改為 Adaptives（Hakim，1998：137）。 

Procter 與 Padfield（1999）透過訪談從事全時工作、單身且無子女的女性

勞工（Work-centered）與從事部分工時工作的母親（Home-centered），來質疑

Hakim 的理論。該研究發現，前者無法被清楚的區分為偏好工作或是家庭，

其想要同時擁有工作與家庭，且並不適合將其歸類為 Adaptives；後者有認同

家務角色的傾向，但也希望自己將來不要繼續扮演家務角色。該學者質疑這

些女性並非出於自願選擇工作，而是受到結構因素的影響（Procter & 

Padfield，1999：158）。 

上述研究對象中從事部分工時工作的母親（Home-centered），依據個人特

質的不同對家庭角色的態度也不相同。其中表達自己要繼續從事家務角色

者，具有低教育程度、家庭狀況較差等特質；具有較高教育程度者，則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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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性別角色分工，並與配偶討論自己的未來生活（Procter & Padfield，1999：

158）。前述顯示，個人不同的特質（例如：教育程度、家庭情況與對性別角

色的看法），也會對就業選擇產生影響。表示個別勞動力也具有異質性，不應

忽略環境與個人因素對就業選擇的影響。 

Walsh（1999）探討一千位女性部分工時勞工的個人特質、工作態度與偏

好。研究發現，女性的就業歷程呈現向下流動的狀態。即使大多數的女性滿

足於現有的部分工時工作，但有部分女性希望將來可以轉職或回復成為全時

勞工。此研究中，並非所有女性皆認同家務角色，Walsh 認為不應將家庭責

任的刻板印象加諸於女性部分工時勞工身上。 

McRae（2003）檢驗女性在生完第一胎後的工作歷程、性別角色態度，

以及兩變項間的關係。研究結果顯示，於懷孕及生育第一胎後十年繼續從事

全時工作的婦女占相當少數（僅有 10%），90%的婦女其就業歷程多交錯著部

分工時、全時、與無工作的情形。但維持全時工作的母親其就業條件常與其

他婦女不同，通常有較少的子女數，並遭遇了婚姻分裂的危機。該研究顯示，

婦女對工作與家庭的不同偏好確實存在；但偏好理論中，Work-centerd 與

Adaptives 中選擇全時工作的女性，以及 Home-centerd 與 Adaptive 中選擇部分

工時工作的女性，皆難以區分。更重要的是，個別女性勞動力能夠執行偏好

的能力與條件皆不相同，因此無法依據其偏好截然區分其屬於某一類別

（McRae，2003：333）。 

Walters（2005）針對從事低階層部分工時工作的女性進行訪談，其 50 位

研究對象中，有 8 位符合 Hakim 偏好理論中 Home-centered 的特質，並稱其

為「Involuntary workers」；24 位符合 Adaptives 的特質，稱之為「The stickers」；

18 位符合 Work-centered 的特質，稱之為「The aspirers」（Walters，2005：203）。

該研究結果認為，即使在 Hakim 所稱「Home-centered」的女性部分工時勞工

中，其本身同樣具有異質性。個別勞工選擇部分工時工作的因素與態度具有

差異性，並非所有女性部分工時勞工皆視家庭的重要性大於工作。且有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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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受訪者並不滿足於現在的工作，表示她們的就業選擇受限於家庭責任、低

教育程度及缺乏適合工作，無法改變現在所從事的工作（Walters，2005：206）。

Walters 認為，Hakim 的研究忽略了女性選擇部分工時工作所受到的社會與環

境限制因素，且其將女性部分工時勞工同質化。 

第三節 女性部分工時就業的考量與限制因素 

Hakim 的偏好理論，認為女性的偏好「決定」了選擇（Hakim，1996:214）；

事實上，偏好可能會「塑造」選擇，而非「決定」選擇（Crompton & Harris，

1998a：131）。許多學者認為，偏好理論最大的弱點，是其忽略了社會結構與

環境等限制因素在偏好形成的過程中產生的影響（Bruegel，1996；175；Ginn 

et al.，1996：172；Crompton & Harris，1998a：132；1998b：146；Procter & 

Padfield，1999：160；McRae，2003：333；Walters，2005：195-196）。工作

與家庭兩者間的平衡與衝突，往往與個人、家庭、職場及社會的脈絡產生交

互影響（Googins，1991：18-19）。 

Hakim 認為女性是具有自我行為決定能力的主體，其行為並不受限於社

會結構與家庭特徵，現今女性的行為決定能力與條件已等同於男性，能夠依

據自由意願選擇生活（Hakim，1991：114；1996b：178,186）。但實際上，女

性就業行為的決定能力與條件，是否已等同於男性仍有疑問。有學者批評，

女性所做出的就業選擇是「假性選擇」，現今的社會環境與文化，普遍將性別

意識「自然的」融入女性就業與家庭的選擇當中，使得女性將社會結構的限

制因素轉換為自己的偏好，調和了工作中的不平等待遇（Webber & Williams，

2008：756,773）。王麗容等人（1994：41）認為，婦女個人的工作態度與偏

好，的確是影響婦女就業選擇的因素之一；但這些因素大多是社會結構性因

素塑造出來的結果。以下透過探討影響女性選擇從事部分工時工作的限制因

素，可以讓我們更深入瞭解女性就業選擇的形成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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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動機 

我國部分工時就業者中，大多均以「能選擇工作時段」為從事部分工時

工作的主要原因（男性占 48.5%，女性占 47%）。女性因為「家庭因素無法

擔任全時工作」者占 21.3%，男性則占 5.5%；男性以「工作比較簡單」占 24%，

女性則占 16.8%。其中 52.9%的家庭主婦是由於家庭因素而從事部分工時工

作。由上述統計資料可以發現，女性由於家庭因素而選擇部分工時工作的比

例高出男性許多，且多數家庭主婦為了兼顧家庭而選擇部分工時工作。 

Drew 與 Emerek（1998）針對歐盟國家兩性就業選擇的研究發現，非典

型工作型態的選擇呈現了性別差異，與男性勞工相較下，有較多數的女性從

事部分工時工作。究其原因，在無須負擔家庭照顧責任情形下，大多男性選

擇從事假日與輪班（尤其是晚班與夜班）工作。其主要目的為增加家庭收入

以符合傳統的男性角色（male breadwinner），因此選擇具有薪資或加班費誘因

的工作。女性選擇從事部分工時工作，主要是為了調和工作與家庭的需求，

導致其收入減少及職涯發展受限（Drew & Emerek，1998：94）。通常男性並

非在家庭因素的考量下選擇部分工時工作，而是為了求學、健康或無法從事

全時工作等個人因素（Fagan，2004）。我國兩性選擇部分工時工作時段的差

異，也呈現相同現象。男性以晚班（傍晚至 22 時）時段最多（占 33.6%），

女性則以早班時段為主（占 32.8%）；其中家庭主婦從事部分工時的工作時段

以「早上」為最多，占 41.7%，其次是「下午」占 30.7%。 

Tam（1997：186-190）觀察部分工時工作女性的工作動機，其與從事全

時工作女性相同，皆將工作獲得的薪資報酬視為主要動機，並且樂於享受工

作生活與個人獨立感。甚至女性部分工時勞工的薪資收入動機大於全時勞

工，但女性部分工時勞工多將收入視為補充性質；此與女性部分工時勞工大

多為已婚者有關，其配偶多負擔主要家庭收入。 

二、社會支持 

國家扮演了決定已婚女性的勞動參與，以及家務分工形式的核心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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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政策所透露出的性別意識、部分工時的勞動條件保障12與稅賦制度等社會

支持措施，皆會影響一國女性的就業選擇（王麗容，2001a；2001b；OECD，

2002；Webber & Williams，2008：773-774）。潘淑滿（2006）認為，國家掌

握了社會福利資源分配的權利，透過社會政策機制操作了性別意識，強化了

女性的生物性母職，進而影響女性的就業與生活經驗。 

部分工時工作在女性就業中所扮演的角色因國家背景而異。以法國為

例，法國的家庭與勞動市場政策，鼓勵女性投入工作，並提供完善的托兒設

施，因此法國的女性多以全時工作為基礎。相對的，英國與荷蘭由於缺乏國

家支持的照顧機制，以及給予全時女性的稅額負擔，使得此兩個國家女性從

事部分工時工作的比例偏高（Beechey & Perkins，1987：146-147；OECD，

2008；魯文雯，2000）。 

2006 年荷蘭約有 72%的婦女從事部分工時工作，部分工時工作被視為是

荷蘭女性的主流就業型態（陳湘芬，2008a：133-134；2008b：81）。女性教

育程度的提升、家電產品普及使家務工作時間減少，以及政府立法保障婦女

就業機會，使荷蘭婦女勞動參與率提升。1980 年代，石油危機造成失業率上

升與經濟重創，促使工會、雇主代表與政府協商，以薪資凍結搭配工時縮減

策略來提高就業率，造成荷蘭部分工時工作的盛行（陳湘芬，2008b：134）。

近年來，荷蘭政府檢討其政策對女性部分工時就業現象的影響，發現托兒設

施的缺乏及家戶的稅收負擔13，促使女性選擇部分工時工作。荷蘭政府欲積極

拓展彈性的托兒設施與社會照顧機制，移除以家戶收入為稅收單位，改以個

人工作收入或工時來計算稅收與托兒、健康等相關給付，增加勞工延長工時

                                                 
12 美國雇主會提供全時勞工健康保險保障，但部分工時勞工則無；相對於美國，英國的健康保

險則不因就業型態而有差異。此可能為英國的婦女中，有較大的比例投入部分工時工作的原因之

一。 
13 荷蘭的稅制政策中，若勞工有 12 歲以下子女，能夠獲得 149 歐元的扣抵稅額；但若家戶中有

第二位賺取收入者其薪資是家戶中 低者並擁有 12 歲以下子女，能夠另外增加 700 歐元的扣抵

稅額。家庭中若有 18 歲以下子女，則子女的扣抵稅額 高可達到 939 歐元，但若家戶收入超過

28,978 歐元則扣抵稅額將逐漸降低。這些稅制政策皆可能會促使荷蘭家戶中的第二收入者選擇從

事低薪的部分工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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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誘因，並減少女性因政策影響而選擇從事部分工時工作的情形（OECD，

2008）。 

即使英國與丹麥皆有多數女性投入部分工時工作，此兩國家的女性部分

工時勞工卻面臨不同處境14（Warren，2001）。相對於英國女性多從事低階的

部分工時工作，丹麥的女性部分工時勞工多從事專業與高技能的工作（Fagan 

& Rubery，1996：243）。丹麥的部分工時工作大多具有較好的就業品質，並

有較長的工時與較高的薪資，使得男性或全時工作的收入優勢地位並不突

出。再者，丹麥的女性就業具有持續性，擁有職業層級晉升的機會；男性也

共同分擔了家務工作，性別間的平等互惠，使得女性在就業機會上與男性相

當。雖然丹麥提供完善的托兒照顧設施，使得女性能夠自由選擇從事全時或

部分工時工作，但該國女性仍大多集中於照護等「女性產業」，也是其受到批

評之處（Warren，2001：561-562）。 

瑞典也是標準的 dual-breadwinner model，完善的托兒照顧是瑞典家庭政

策的一大特色，Björnberg（2000：64-66）探討了瑞典育有子女的兩性對家庭

政策的看法，發現其中仍有性別角色態度的差異。瑞典的兩性皆對於國家提

升勞動條件及增加彈性工作安排具有高度的期待，較多男性認為政府稅制應

給予家戶更多的財務支持，大多女性則希望能夠在政府的協助下減少工作時

間，此一性別差異與兩性的社會階層、工作與家庭情況、及個人的性別態度

有關。一般而言，女性與男性相較下，更容易為了家庭需求調整工作時間

（Glezer & Wolcott，2000：47），在瑞典同樣也發現，女性較男性更容易減少

工作與加班時間，或採取家庭友善的措施（Björnberg，2000：67）。即使個別

仍存在性別角色態度的差異，瑞典的社會政策與文化，賦予負擔家庭責任的

雙親較友善的生活環境，瑞典的兩性皆認為完善的托兒設施是一項重要且有

價值的社會支持措施。兩性皆擁有權利自由安排工作時間或休假，共同負擔

                                                 
14 英國是標準的 male breadwinner model，丹麥等北歐國家則是屬於 dual-breadwinner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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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責任。瑞典透過政策激勵男性分擔家務，進而使社會注重「個人」需求，

而非以「性別」界線劃分需求（Crittenden，2001：239-250）。 

現今雙薪家庭的比例逐漸增加，在缺乏公共社會制度的支持下，母親可

能會選擇從事部分工時工作來適應社會現況。即使父母雙方皆從事全時工

作，由於缺乏社會支持，父親可能會因為不安定的就業環境，將時間大量投

注在就業活動，而母親同樣也負擔沈重的家庭責任（Brannen，2000：39-40）。 

國家托兒設施的缺乏及高額的托育費用，可能使女性會選擇在家自行照

顧子女。我國照護相關服務業收費高昂，一般家庭的經濟能力，難以負擔委

託照護老弱殘病的支出（陳正良，2001：27）。即使近代女性勞動參與率大幅

提升，女性為了照顧子女而放棄全時工作的現象依然普遍。若政府提供照護

支出的補助或減稅優惠，能夠增加女性在使用市場或非市場（如：家人、親

戚）性照護服務下，從事全時工作（Folk & Beller，1993；Mahon，1998：

154-155）。 

能夠在生育後迅速回復工作的女性，通常在工作與母職上獲得較多的社

會支持，包括配偶、工作環境及家人等（Granrose & Kaplan，1996：118）。

我國研究顯示，社會支持對於女性親職角色及子女發展有正向影響，並有助

於降低女性的角色衝突（林慈航，1990：113）。我國的托育模式強調以家庭

為中心的照顧責任，政府則選擇性的提供服務，並未針對全面性的托育需求

做出實際行動。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更強化了父權體制下的性別分工，使

得家庭責任理所當然的由女性來承擔（王淑英、賴幸媛，1997：153）。 

三、家庭責任 

「家庭責任」往往是影響女性就業的重要因素，家庭責任不僅屬於個人

或家庭內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的問題（張晉芬、黃玫娟，1997）。Hakim 認

為，偏好理論中各類別的女性皆包括了已婚與未婚的婚姻狀態，婚姻對於就

業僅會產生些微影響；且現代女性已經可以自由掌控生育行為，子女養育並

不會影響女性就業（Hakim，1991：114；1998：140）。勞動市場中的性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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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是因為許多女性選擇了生育與養育子女，從事部分工時工作的女性沒有

投入全時工作的熱忱，而是期待丈夫或國家在其養育子女時的財務協助

（Hakim，1996a：80；1996b：179）。 

Ginn 等人（1996）認為，女性的家庭責任會對其就業產生影響，是已被

證明的事實。子女養育仍對母親的就業產生極大影響，對男性的影響則不大

（Glezer & Wolcott，2000：45），缺乏托兒設施依然是女性長期從事部分工時

工作的原因（Bruegel，1996：176；O’Reilly & Bothfeld，2002：434）。我國

研究也指出，子女照護問題會限制生育後婦女就業與否的決定（徐美、林聖

勛，2001）。 

家務的性別分工限制了女性的就業參與，是解釋女性從事部分工時工作

的重要因素；特別是針對已婚婦女，其通常負擔了養育子女、照顧老年人或

身心障礙家屬等家中依賴人口的責任（Beechey & Perkins，1987：146）。女性

普遍較男性低的薪資，使女性容易選擇部分工時工作或離開勞動市場來照顧

家庭。人力資本累積過程的間斷，成為因婚育離職的婦女重返勞動市場的阻

礙（張晉芬，1995；張嘉淳，2000：38；徐美、林聖勛，2001：318），因此

在女性重返職場時，僅能參與部分工時或其他非典型工作型態（Bolger & 

Kimber，2000：135；Brannen，2000：29）。 

英國大多數的婦女部分工時勞工並未擁有 16 歲以下的子女，因此 Hakim

不認為女性從事部分工時工作是受限於子女照顧問題。實際上，英國有學齡

前子女的女性，其育兒時間較長，選擇不就業的比例較其他女性高。有學齡

階段子女的女性，大多則從事部分工時工作；課後照顧的缺乏與較短的上學

時間與女性從事部分工時工作有相當關連（Tam，1997：218,233）。無子女的

女性從事全時工作的比例仍較高，顯示女性的就業行為仍然受限於子女照顧

責任。 

即使子女已就學或就業，家庭責任對女性而言依然扮演重要的角色

（Bruegel，1996；176）。有成年子女的婦女從事部分工時工作的現象，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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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家務負擔與成年子女的關係，及過去因家庭責任中斷的工作職涯，同樣會

限制女性的就業選擇（Ginn, et al.，1996：169）。現今人口高齡化的趨勢，使

得除了子女托育問題外，老年人的照護問題也會對女性的就業產生影響。 

Perry（1990）探討女性在第一個小孩出生後，選擇從事部分工時工作或

全時工作的情形。並特別提出生命週期階段（家庭形成）、工作經歷（人力資

本）等變數對女性就業型態選擇的影響。其中，子女養育會增加女性放棄全

時工作與從事部分工時工作的機率。女性的雙重角色（家庭中的母親與職場

中的員工）負擔，驅使女性選擇部分工時就業而非全時工作，且女性多在此

過程中，經歷職業的向下流動（downward occupational mobility），及陷入較低

劣的工作環境（Perry，1990：1137）。 

Hakim 提出婚育及子女對於婦女就業影響不大（Hakim，1991：114），但

在其偏好理論中卻認為 Work-centered 的女性，是以沒有生育子女的婦女為

主，也隱含著生育子女仍舊會影響女性的就業選擇。 

在大多數的工業國家中，女性的就業率通常低於男性，即使現今普遍認

同及接受女性參與就業活動，但大多仍認為女性的就業不能干擾她們的主要

任務—「家庭照顧」，否則將會造成婚姻穩定的威脅，並破壞核心家庭的功能。

女性的工作時間被認為需配合家務時間，部分工時工作在此時成為女性結合

兩項任務的「好方法」；即使女性參與就業，仍必須承受「母親」與「勞工」

兩個角色衝突所帶來的壓力（Beechey & Perkins，1987：148）。 

在工作傾向與工時偏好的研究中，兩性的差異出現在家務負擔角色，子

女與家庭責任對女性工作傾向與偏好的影響顯著大於男性（Fagan，2001）。

與女性相較下，男性為了家庭照顧責任而減少工作時間的比例偏低（Fagan，

2004：108）。 

歐洲的部分工時工作有女性化的現象，並且與婚姻狀態及子女養育具有

強大的關連性。歐洲男性部分工時勞工，其年齡多集中於 16-19 歲與 50 歲以

上，身分多為學生或退休者；女性則多在 25 歲左右開始從事部分工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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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齡層最高則集中在 35-49 歲，反映了女性多於婚姻與母職的生活階段從事

部分工時工作（Meulders, et al.，1993：85；Burchell, et al.，1997：216）。 

Paull（2008）觀察子女出生後對英國兩性工作時間的影響，發現大部分

女性在第一位子女出生後，轉換至部分工時工作，並在子女出生後的十年當

中呈現穩定狀態，兩性的工時差異甚至會持續至子女長大成人後。即使組織

提供父母可依家庭需求調整工作時間的安排，子女的出生對父親工時的影響

不大，甚至男性的工時在子女出生後會些微大於子女出生前；但此一工時的

增加來自於工時上升的趨勢，在子女出生前也有可能會發生（Paull，2008：

F26）。 

配偶的職業層級與收入也是決定女性勞動參與的一項預測指標。通常若

配偶從事專業或管理階層工作，女性較不會為了經濟理由而工作。若配偶的

就業具有低收入與低就業安定的特質，女性可能會以補充收入為目的從事有

酬工作（張嘉淳，2000：38；徐美，2004）。英國的情形雖然大致上符合此一

假設，但配偶的就業層級對女性就業型態的影響不大15（Tam，1997：219）。 

一般而言，生育子女後選擇外出就業的母親，通常對個人的職業生涯有

較高的期望，所從事的工作具有較高的財務及成就回饋，並且擁有配偶、雇

主、朋友、家人等社會網絡支持其繼續工作。另一方面，選擇繼續在家照顧

子女的女性，認為子女需由自己親自照顧。周遭缺乏支持其就業的社會觀感，

及工作中的不友善回饋，會影響女性繼續就業的意願（Granrose & Kaplan，

1996：119）。 

我國社會仍普遍遵從「男主外，女主內」的傳統家務分工模式（陳正良，

2001：24）。黃台心（1993a：96；1993b：101）的研究發現，相較於從事全

時工作，我國已婚婦女參與部分工時工作機率較大。其中，學歷較高者選擇

部分工時工作的機率較低。有 17 歲以下子女者，對婦女減少從事全時工作的

                                                 
15 該學者的研究顯示，配偶從事高層級職業的女性中，不就業的比例為 40%，從事全時工作比

例為 34%，部分工時就業比例為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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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較大，並增加其從事部分工時工作的機率。子女數愈多的婦女，其成為

非勞動力，並避免使用付費托兒看護的機率顯著提升，顯示托兒照護問題會

影響生育後婦女就業狀態的選擇（徐美、林聖勛，2001：317）。 

家庭生命週期理論與我國已婚婦女勞動(再)參與有高度相關，子女照顧問

題是阻礙我國婦女從事全時工作的主要原因（吳家聲、常慧娟，1994；王麗

容等，1994；王幸君，1998）。吳博欽（1996：42）分析主計處民國 70 至 82

年的部分工時統計資料，發現我國有偶婦女勞動參與率對部分工時就業具有

強烈的正面效果，有偶婦女勞參率每增加 1%，部分工時受僱者提升 1.070%。

但在缺乏托兒設施與子女全日照護需求下，我國有學齡前子女的有偶婦女，

從事部分工時工作的比例並不高，多因婚育而選擇離開勞動市場（梁家禎，

2002：72；陳仕偉、郭英照，2008）。尹秀麗（2003：60-62）觀察我國量販

店業中部分工時勞工的就業因素，有部分勞工是為了照顧子女而從事部分工

時工作；其中不乏男性選擇部分工時工作來照顧子女，顯見以部分工時工作

作為平衡工作與家庭的勞工，並不僅限於女性。 

四、性別角色態度 

在探討部分工時工作與婚姻狀態及家庭責任的關係時，不能忽略性別角

色在其中扮演的重要意義（Beechey & Perkins，1987：145；王麗容等，1994）。

2002 年國際社會調查計畫（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me）調查 35

個主要國家，對於「男性主要負責賺錢，女性照料家庭」的看法，調查結果

顯示國人同意或完全同意占 50.6％，與主要國家比較，我國認同者比率相對

較高（行政院主計處，2005）。 

社會與文化對性別角色的規範，已內化並深植於兩性及社會普遍的認知

當中，並進而引導女性的就業態度與行為（Crompton & Harris，1998a：132；

1998b：145）。Hakim 認為持有傳統性別角色態度的女性，對工作具有較低的

組織承諾，並對部分工時工作有高度的滿足，顯示其認為性別角色的分工態

度會影響女性的就業偏好（Hakim，1991：109）。Tam（1997：190-196,22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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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全時與部分工時工作女性對性別角色分工的態度，與全時勞工相較下，

有較高比例的女性部分工時勞工持有傳統的性別角色態度，認為男性應該負

擔主要家計，較少比例的女性部分工時勞工認為兩性應平均分擔家庭責任。 

認同傳統性別分工的女性，通常認為家庭責任是女性最重要的工作，在

家照顧家人也是工作的延續，「家」對其而言儼然是另一個工作場所。其與婚

育後持續工作的女性所持有的態度與價值觀具有差異，認為自己樂於享受家

庭生活，並與配偶都傾向持有傳統的性別角色分工態度（Granrose & Kaplan，

1996：51-67）。年幼時家庭的價值觀，以及配偶、雇主、朋友與家人對性別

角色的態度，都會影響婦女的就業行為（Granrose & Kaplan，1996：118-119）。

若配偶對性別的態度持有較傳統的觀念，認為家務與托兒責任應由女性承

擔，則妻子會有較低的機率參與有酬工作。若丈夫的態度為支持妻子就業，

則已婚婦女會更主動參與工作，在態度上會更具工作取向（柯適修，1994）。 

Hakim 在女性勞動力的分類中，將女性選擇部分工時工作及家庭責任，

視為當然存在於女性的偏好選擇中，忽略了男性的家庭責任負擔，及社會對

兩性角色分工的期待所產生的影響，透露出其認為女性負擔主要家務角色的

意識型態。 

即使現今女性的就業態度，已漸不認同傳統賦予的女性應扮演的性別角

色（McRae，2003：333）。部分工時工作常被視為是平衡工作與家庭的一項

就業措施，也常出現在政府或組織的家庭友善政策（Family-Friendly Policy）

中。但也發現這些措施的實行存有性別差異的問題（Harker，1996：60），因

此各國在推行相關措施時，需體認女性負擔不平等的家庭責任，避免將政策

施行的目標對象僅鎖定在婦女族群（Lee, et al.，2007：148）。 

五、個別克服結構限制能力的差異 

已婚婦女的就業歷程中，在不同時期會面臨選擇全時、部分工時或不工

作的情形，特別是為了配合家庭與子女的生命週期需求，而改變本身的就業

型態。但所有的已婚婦女皆面對相同的社會環境限制，為何有些女性能夠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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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全時工作，有些女性則選擇部分工時工作或甚至不就業？若僅將女性就業

選擇的結果認為是個人的偏好，則此推論忽略了個別女性在克服結構限制能

力上的差異。 

從勞動力供給的角度，人力資本論認為個人的就業選擇與其所投入的教

育及訓練有關。擁有較高教育程度的女性，其就業機會較多，且其投入部分

工時工作或不就業的機會成本較高。普遍而言，教育程度較高的女性，其從

事部分工時工作的可能性較低（Tam，1997：227）。若女性勞工其個人條件

較差，例如：教育程度較低、就業能力較弱、離開勞動市場愈久或中高齡者，

則其抵抗社會結構的能力可能較弱，較易傾向選擇從事部分工時工作或不就

業，當一位社會或個人所認同的「好母親」（Perry，1990：1137；Fagan & 

Rubery，1996：233；Procter & Padfield，1999：158；Walters，2005：206）。 

國家托育措施的缺乏與高額的托育費用，使得女性必須在薪資收入與托

兒費用間做出決定。從事全時工作的女性，通常具有較高的學歷及從事專業

或管理職位的特質，因此其可運用本身的財務能力來「購買」應負擔的母職

（並不表示其因此而不用負擔母職責任）。相對的，收入較低與能力較差者，

可能無法負擔全天∕半天的托兒費用，而必須放棄工作（Ginn, et al.，1996：

169）。即使女性身處於相同的社會結構與職場環境下，個別克服結構限制能

力的不同，會促使個別女性做出不同的就業選擇。 

國內大多研究指出，有偶婦女教育程度的提升，顯著提高其參與全時工

作的機率（劉鶯釧，1988：144；張素梅，1988：175；張清溪，1980：195-196；

吳家聲、常慧娟，1994；徐美、林聖勛，2001：317；劉淑瑛，2005：46）。

我國從事部分工時工作女性，教育程度以大專及以上為最多，占 36.1%；其

次為高（中）職占 32%，國中及以下則占 31.3%。具家庭主婦身分的部分工

時勞工中，教育程度在國中以下者占 38.9%，其次為高（中）職，占 20.5%。

透過觀察婦女族群可發現，我國大部分的婦女部分工時勞工其教育程度仍偏

低（吳家聲、常慧娟，1994：154；吳博欽，199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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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觀察英國從事部分工時工作的教育程度比例，較高教育程度與較低教

育程度者的比例相距不大，顯示教育程度與就業型態不盡然呈現直線相關

（Tam，1997：215）。近代婦女教育程度普遍提升，我國婦女因婚育離職的

現象依然存在。可能因年輕世代婦女教育程度水準接近，高層就業並未隨著

教育機會的擴充而增加，使得以教育程度作為人力資本的指標反而不如預期

中顯著（簡文吟，1997：98-99）。 

較高教育程度的女性，應該表示其期待個人的職業發展與就業活動參

與。從事高層級工作的女性，大多較能獲得雇主與組織支持，同意其減少工

作時間或在家工作。由於其所從事的職位與薪資收入較高，因此也較不容易

放棄或中斷就業（Granrose & Kaplan，1996：31-49）。從事高層級工作的女性

認為，她們能夠平衡工作與家庭來自配偶在子女養育、家務工作的分擔，以

及對其職涯發展的支持。從事全時工作增加的收入與自尊感，以及與配偶的

相互尊重，彌補了雙薪家庭角色衝突與工作壓力的缺點（Carlisle，1994）。 

但在教育水準的普遍提升，但社會限制與環境並未改善下，高教育程度

的女性為了家庭責任選擇從事低階部分工時工作的現象亦有所聞（梁家禎，

2002：72）。部分工時工作不再是低人力資本女性的領域，許多從事部分工時

工作的女性同樣有能力獲得高階層的工作，但由於社會限制因素使其選擇從

事低階的部分工時工作（Gergory & Connolly，2008：F1,F6）。在社會限制下

生存的女性，由於無法獲得完整的社會支持與平等待遇，其減少工作時間來

增加工作滿足的矛盾現象也不足為奇了（Booth & Ours，2008：F95）。 

第四節 小結 

在 Hakim 偏好理論的爭論中，引發了學者間對於女性的就業偏好，與影

響女性就業的社會結構限制因素更深入的討論。個人偏好僅影響女性就業選

擇的一部份，社會結構與傳統性別分工認知往往是影響女性就業的關鍵因

素，同樣也會影響偏好的形成。因此在解讀偏好資料時，更需注意偏好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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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後更深層的意涵。 

上述女性勞動力異質性的爭論中，許多學者的研究顯示了個別女性勞動

力皆存在著工作與家庭的角色衝突與矛盾；不應截然以工作或家庭將女性勞

動力劃分為個別屬性，而忽略了女性部分工時勞動力中的異質性。其中值得

質疑的是，男性為何沒有類似女性勞動力般，以工作-家庭作為區別勞動力異

質性的必要？Hakim 認為，男性僅有「就業」一種選擇，女性則有三種就業

選擇。女性主義者認為女性的就業選擇並非完全出於自由意願的論述，是忽

略了女性比男性有更多選擇的事實（Hakim，1996a：134）。由此可看出，Hakim

的觀點受到傳統性別意識的深度影響，認為男性僅能選擇「工作」，女性則需

負擔「家庭」的責任；但男性勞動力可能也會有異質性的現象（Crompton & 

Harris，1998b）。在工作-家庭平衡的議題中，除了關心女性的家庭責任負擔

影響其工作需求外，同樣不能忽略男性的家庭需求。工作與家庭的平衡，是

追求兩性平等的待遇與責任分擔，無論是在工作或家庭任一方面；並非以性

別的界線截然劃分工作與家庭，賦予任一性別擁有特權（Myrdal & Klein，

2000：87-89）。 

Hakim 認為，大多女性主義者主張，子女照顧等家庭責任促使女性非自

願的選擇部分工時工作，但女性主義者忽略了從事部分工時工作的女性具有

高度的工作滿足，且從事全時工作女性亦需面臨子女照顧問題。因此婚姻狀

態、生育子女與教育程度，並不構成女性就業的阻礙。但其忽略了個別女性

勞動力的差異，從事全時工作與部分工時工作的婦女，其抵抗社會限制因素

的能力，以及擁有的周遭環境資源、社會支持等條件的差異性，可能造成婦

女即使面對同樣的環境結構與家庭照顧責任下，會做出不同的就業選擇。 

在對女性勞動力偏好的爭論當中，我們應該關注的是，為什麼女性被「自

然的」賦予家庭責任？為什麼女性的就業選擇必須配合「家庭責任」？勞動

市場是否給予女性平等的待遇來滿足其工作需求？Hakim 將女性的就業行為

視為是由個人偏好所決定，甚至將社會結構限制視為是個人偏好的結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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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性別意識型態下，「家庭責任」反而強化了女性在社會、職場與家庭中的

位置。受到社會文化與制度所建構的「性別（gender）」，使女性成為這一連串

制度與結構下的被動受害者（Beechey & Perkins，1987：123）。 

除了質疑婦女選擇部分工時工作的自願性，與瞭解影響女性選擇部分工

時工作的因素外。在下一章我們需進一步思考，婦女從事部分工時工作，是

否真的能夠平衡工作與家庭（及個人生活）？部分工時工作對女性的家庭與

生活造成什麼樣的影響？什麼條件下的部分工時工作，能夠讓勞工（兩性）

能在工作與家庭間取得平衡的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