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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自願的 Home-centered？—我國婦女就業選擇形成過程之探討 

第二章提到，Hakim 認為以就業歷程而言，中斷就業（homemaker career）

是女性典型的就業型態；在女性以家庭為優先的考量下，由於部分工時工作

能夠使女性的就業配合其家務角色，使得許多女性選擇從事部分工時工作來

取代繼續從事全時工作與不就業的決定。女性間斷∕零散就業（discontinuous 

or intermittent employment）的比例上升，增加了女性成為「勞動力」的機會；

也使女性的就業歷程呈現「不連續」的比例增加（Hakim，1996a：132-134）。

以此為基礎，Hakim 進一步依據女性的工作投入與滿足程度，推論出女性勞

動力的工作與家庭偏好（Work-centered、Home-centered、Adaptive）。 

本章以 Hakim 的偏好理論為基礎，參考其對女性就業歷程的論述，及偏

好理論中 Home-centered 女性的特質，以我國「婚育後曾經有部分工時工作經

驗」及「婚育後曾經為了照顧家庭而未就業」的婦女為研究對象。透過觀察

這兩類女性就業經歷的轉變過程，深入瞭解影響其選擇從事部分工時工作或

不就業的原因，驗證其對工作-家庭的偏好，及對就業選擇的態度是否符合

Hakim 的推論。 

第一節 理想與現實的差距：婦女婚育前後的工作-家庭態度 

Hakim 在偏好理論中提及，結婚及生育子女對於婦女就業的影響不大

（Hakim，1991：114），婚姻狀態與生育子女並不構成女性就業的阻礙。然而

諸多研究顯示，在女性就業偏好形成的過程中，「結婚與生育子女」往往是影

響女性就業偏好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在本研究的受訪者中，大多數的婦女在

婚育前皆有全時工作的經驗，且許多婦女在背負家庭照顧的責任下，其就業

偏好在婚育前後產生了變化。 

一、婚育前對工作-家庭的規劃 

14 位受訪者中，婦女在結婚及生育子女之前對工作-家庭的態度，可區分

為：沒有特別規劃、偏好家庭與偏好工作三種；曾有部分工時工作經驗與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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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的婦女，在婚育前對工作-家庭的規劃上並無太大差異，皆存有此三種類

型的態度。 

婚育前沒有特別規劃的婦女，大多在畢業後即投入工作，當初對於未來

家庭的規劃並沒有特別構想： 

 
我覺得我沒有特別規劃說我一定要帶小孩或在家，我覺得就是看看實際上的

狀況是怎樣。因為我沒有特別說要為了小孩去期待啊，或怎麼樣。(鈞秀) 

 

進一步詢問其當初是否計畫在婚育後繼續工作時，大多婦女沒有想到在

婚育後會離開原有工作，仍在考量養育子女的需求下改變當初打算繼續就業

的規劃： 

 
有耶！我是覺得說…並沒有想到說結婚之後就不上班這樣。那我是覺得說，

好像很多事情不是說當初想的就可以照著（做）…。因為很多事情都是家庭

的因素，…因為也許說後來你有小孩了，或者是你嫁的地方很遠，跟你原來

的工作地點沒辦法配合的話，那你就…可能就要重新選擇…。（後來）工作

上也不是很如意啦，…又要帶小孩，小孩又沒有人帶，那只好你就乾脆離職，

然後就自己照顧這樣。(小米) 

 

在婚育前計畫照顧家庭的婦女，較重視家人相聚的價值及抱持對家庭幸

福的憧憬。其中，影響婦女形成此一態度的因素，除了其較重視家庭價值外，

亦有些人表示對於工作較無企圖心，認為工作上的發展性與成就感不足；且

多抱持著傳統以先生為主要家庭經濟收入來源的觀念： 

 
我會希望我能夠好好的帶小孩，我覺得家庭要先顧好，因為有些就是這個東

西（家庭）的價值，不是純經濟的問題可以解決的。…雖然我曾經有夢想當

過 OL 之類的，可是…就是…因為可能現在覺得那種感覺還沒有那麼明顯，…

如果你的工作是比較上軌道的，你又覺得這個工作的發展性很高的話，那…

你可能就會覺得說我放棄就會很可惜。……我覺得如果我的那個工作，是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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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就是…能夠…讓我覺得很有成就感的，我可能要放棄它的機會可能不

太大！…如果是一份很普通的工作的話，那我可能會覺得那倒不如在家裡。

就是…比較可以滿足我的成就感。(蔓琍) 

當然就是說可以成立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這樣，那時候是想說先生有工作這

樣就 ok 了。就先生在經濟上可以供應全家的話，我就不用出去上班了。(婕

于) 

 

家庭價值與就業的發展性，在婦女的工作-家庭規劃中形成「推拉作用」。

「家庭價值」雖然是 Home-centered 婦女選擇傾向家庭的拉力，但在機會成本

的考量下，「工作上的發展性不足」亦成為其工作-家庭選擇過程中的推力。

顯示「家庭」並非影響 Home-centered 婦女就業選擇的唯一因素，社會與職場

環境的限制，很可能會成為婦女偏好家庭的“推力＂。 

婚育前規劃偏好家庭的這類婦女中，在進一步詢問其對婚育後就業的規

劃時，則存有規劃要繼續工作與偏好家庭兩種態度。當初規劃要工作的原因

主要為經濟需求；偏好家庭者則認為照顧孩子僅是一個階段，認為能夠在子

女長大後再繼續工作，在家中經濟許可下，自己的工作收入是可有可無： 

 
其實我一畢業就工作啦！只是說，我就覺得說結婚了如果是配合男方我 ok，

不用再工作也蠻好的，可是有些人可能會覺得這樣沒有自我。（那您會這樣

覺得嗎？）…自我…跟帶小孩是兩件事耶，我覺得。我覺得帶小孩就只有一

個階段，因為這個階段是需要的，長大以後就不需要了，所以其實就只有這

個階段。那工作我也覺得是這樣吧…因為你每段工作其實你都會有一個瓶頸

嘛，他們都會覺得說：「啊！你辭掉好可惜！」可是以後如果經濟許可，你

可以做那種兼差的工作或者是那種義工的性質，我覺得也還蠻好的。(莎莎) 

等他們大了就會（工作）！嗯…其實那時候沒想那麼多啦！…會覺得說先生

就是主要的經濟來源嘛，那我賺的就是自己的，所以我有工作沒工作就是可

有可無。(婕于) 

 

婚育前規劃繼續就業的婦女，具有較強烈的工作意願與興趣，也計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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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育後要繼續從事全時工作，甚至從來沒有想過不就業或從事部分工時工

作，但後來大多由於家庭因素而改變原有計畫： 

 
有！我有想！我非常想！還沒有結婚生小孩之前其實我就很想工作，所以我

才會（就學時）就一直去找那些兼職的。…當初是希望說唸完碩士可以就業

或再繼續唸博士，然後後來就是先結婚了，因為先生工作的關係所以我們會

搬到國外去，那可能就短期內沒有辦法繼續唸博士，那可能就是要就業這

樣。可是…因為…我們生小孩也就是在這幾年之內，所以原本沒有預計這麼

快要生的，那突然就生小孩，所以就變得…就變得現在剛好畢業，就不知道

要幹嘛這樣，就不知道將來怎樣子會比較好。(亞琇) 

有啊！當然有啊！當然就是對我的工作有興趣啊！但是到後來先生的家人

不希望我工作，我就把工作辭掉了啊！(筱琪) 

 

婚育前具有工作傾向的婦女，大多教育程度較高，期望自己所累積的人

力資本能夠在職場上有所發揮。但在婚育後受到家庭狀況的改變，使其必須

重新審視自己在工作與家庭間的選擇。 

二、婚育後工作-家庭態度的變化 

婚育前未有特別規劃的婦女，在婚育後多由於家庭因素而改變原有對工

作-家庭的態度： 

 
我覺得有改變，就是你會變成小孩的需要擺在第一（笑）！就是任何考量必

須要以小孩為主，就變成自己不知道放到哪裡去了，哈哈哈！(淑芹) 

 

生育子女後，婦女在就業與個人生活上的考量大多會以配合家庭需求為

主。婦女認為造成其婚育後難以回到工作的主要原因，是家庭責任的負擔，

特別是社會對於兩性角色的觀感，仍認為家務與子女的照顧領域是由女性負

責： 

 
一般社會大眾都會認為說，媽媽要負責的就比較多，然後不會說你這個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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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幹嘛幹嘛，因為我回來你要整理家裡，你要照顧小孩，你要準備飯菜，然

後什麼家裡大大小小的事情你都要處理。那先生，因為他是男人，所以 簡

單的就是負責賺錢這樣就好了，人家就會覺得說，男人要是有賺錢就是已經

照顧到家庭了，那我是覺得說女人的責任就是比較大，壓力會比較大。(小

米) 

 

而婚育前具有工作傾向的婦女，大多在婚育後仍持續原有想工作的念

頭，但內心也出現工作與家庭的掙扎： 

 
我還是覺得女生應該要有工作，就是在事業上這幾年沒有辦法像以前全心全

意投入嘛！(薇娟) 

結完婚之後，我有想要再去工作，也會想要再去讀書。我曾經跟先生提議過

說我還要再去讀書，然後…先生不贊成，先生覺得說如果我去讀書的話，會

把小孩子跟家人照顧的工作都是要他，這樣他會忙不過來。其實我一直沒有

打消我還要再讀書的那個念頭，我到現在都還有那個念頭。那時候當然也會

想要賺錢啊！貼補家用嘛！…我要照顧家人，因為我有一個重殘的孩子。(筱

琪) 

 

具有工作傾向的婦女認為，雖然覺得工作很重要，但是仍無法忽略子女

及家人的照護需求。認為工作可以再找，但子女的成長階段只有一次的機會，

使婦女將個人的就業規劃與家庭需求間做出妥協： 

 
因為真的沒辦法照顧到小孩，因為你小孩子還小的時候他沒有每天看到你他

還可以接受，可是當他越來越大，他對父母親的需求越來越高。除非你是那

種真的覺得家庭親子關係不重要，不然你一定會有掙扎。像我覺得小孩子的

教育還蠻重要的，我想說算了…反正…也還好啦！我剛好對這個工作產生倦

怠，想要換跑道，想說換一下無所謂啦！決定因素是我們兩個做了財務上的

規劃之後發現說，我先生一個人的薪水可以支持我們家裡的運作，所以覺得

說好啊！如果是這樣那我就下來，短時間我沒找到工作應該還好，不會造成

太大負擔，省著點用的話還好。(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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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婦女將其離開原有工作當作是暫時的犧牲時，會由家庭照顧工作中取

得個人的認同，來撫平個人內心工作與家庭的掙扎。而婚育前具有偏好家庭

傾向的婦女，其在當初規劃與後來的現實狀況相同下，所面臨的心理衝突，

雖不似婚育前無特別規劃與具工作傾向的婦女強烈，但也表達出，其偏好家

庭是基於機會成本與個人就業能力的考量下達成： 

 
嗯…我覺得就是比較現實的幾個條件評估起來，…就等於說我繼續工作跟帶

小孩的好處之間，去抉擇的話，我會覺得說我放棄現在工作的機會成本其實

並沒有那麼高啦！那我寧可把我這個成本去投資在我的家庭身上。(蔓琍) 

（當初計畫與現實狀況）是一樣，是沒錯，我先生是可以這樣子，…他工作

能力就是比較強。(婕于) 

 

進一步觀察婚育前具家庭傾向的婦女，在曾經經歷全時工作的經驗下，

在婚育後仍持續家庭傾向的原因。發現有部分婦女在從事全時工作時，因配

偶工作繁忙，常需獨立負擔照顧子女與家務工作。在經歷同時承受工作與家

庭的雙重壓力，是造成其選擇離開原有全時工作的主要原因： 

 
（我辭職）很多人都覺得很可惜啊！但我覺得很快樂！我覺得不是工作本身

的問題，是人的問題，我覺得是我做事情太要求完美，所以我沒有辦法把兩

件事情（工作跟家庭）都做好的時候，我就覺得說我只要做好一件事就好了。

因為我先生出國的時候我要帶小孩啊！老大那時候我就是那樣子過生活，我

覺得那個整個感覺是緊繃的。(莎莎) 

後來我的小朋友，就是第二個出生後我有嘗試出去過，那去到幼稚園的狀況

不是很理想，因為又要照顧自己的小朋友，七點就要去然後又晚下班。那…

我又自己要帶兩個小朋友，那時候先生在大陸。所以那時候小朋友又因為這

樣生病，得了肺炎，那時候就覺得說那還是不行。那時候也會覺得很累，嗯…

就一個人覺得太累了！(婕于) 

 

觀察婦女婚育前後對工作-家庭態度的轉變過程，則可證實結婚與生育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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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的確會對婦女的就業選擇產生影響。亦有受訪者認為，若其並未生育子女，

則會選擇繼續從事全時工作。結婚與生育子女往往會對女性的就業型態產生

影響，但對男性的就業型態幾乎不會產生影響。 

現代婦女雖然如同 Hakim 所言大多能夠自我控制婚育狀態，但並不代表

當婦女選擇養育子女後，即缺乏投入工作的熱忱而改變就業型態。婦女過去

的工作經歷與家庭狀況的改變，同樣會對婦女的就業選擇產生影響；這也是

偏好理論中所忽略的。 

第二節 自由選擇的假象：女性就業選擇的結構限制 

本節探討影響婦女就業選擇形成的過程，瞭解社會、家庭與個人因素如

何型塑已婚婦女的就業偏好。偏好理論以婦女個人所展現出的工作-家庭偏

好，來判斷其對就業的態度；忽略了社會與家庭等環境限制因素對婦女就業

偏好的形成過程。當女性無法突破環境對其就業所造成的限制時，難以確信

女性離開原有全時工作的決策，是基於個人的自由意願所做出的選擇。 

並進一步探討，婚育後能夠從事部分工時工作與婚育後選擇未就業的婦

女，兩者所受到的社會、家庭與個人限制因素的差異。 

一、社會支持 

（一）托育/照護機制 

1.托育/照護費用 

本研究的受訪者中，包括曾有部分工時工作經驗與未就業的婦女，皆認

為托育及照護機制是影響其是否繼續就業的重要因素。大多數的婦女認為在

社會缺乏價格合理且普及的托育機制下，若其親友無法提供非市場性的照顧

資源；在與自己原有全時工作的薪資相較後，仍無法負擔普遍高昂的托育費

用，是其選擇離開職場自己照顧子女的主要原因： 

 
我能不能出去工作一方面你要看我有沒有找保母或是長輩幫忙帶，可是問題

是，我如果不找保母，那也不會靠在這兩個有長輩的地方。你上班剩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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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給小孩其實就不算很多了，然後你這樣子去上班然後還為了小孩你的薪

水，可能有一半又不在了，這樣去上班然後把小孩丟著，搞不好你的薪水只

剩下一萬多塊，那何必呢！(蔓琍) 

 

特別是當家庭中有兩位以上的子女需要受到照顧時，保母費用的支出一

個月可能必須花費兩、三萬元以上。部分受訪者曾在僅有一位子女時使用保

母機制，但在生育第二個子女之後，由於無法負擔高額的保母費用而選擇離

開職場自己照顧子女。使得子女數越多的婦女，更無法將子女交由托育機構： 

 

保母的支出其實是很可觀的，自己帶可以省掉保母的錢啊！（兩個小孩的）

保母費一個月兩三萬跑不掉啊！(淑芹) 

不划算啊！賺得給保母剛剛好呢！怎麼會划算呢？我不會考慮小孩給別人

帶，哪有那個便宜的。(秀翎) 

 

在受訪者中，相較於婚育後能夠從事部分工時的婦女；未就業的婦女中，

多具有子女年幼及子女數較多的特徵，家庭與社會缺乏價格合理與普及的托

育資源，使其托育費用的負擔較高。能夠從事部分工時工作的婦女中，除了

子女年齡的因素外，有部分婦女由於家中親友能夠支持其部分時間的托兒需

求，使其較其他未就業的婦女擁有較多的家庭資源支持其參與就業。 

2.托育/照護機制的品質 

有多數的婦女認為我國托育品質不穩定，認為要找到一位真正好的保母

很困難。在我國尚未建立統一且專業的保母機制下，市場上的保母機構品質

參差不齊，使得家長在尋找保母機構時，在機構品質的篩選上多面臨較大的

困難。大多數的家長找尋保母是透過親友或鄰居非正式的介紹，或是透過保

母協會等相關團體機構搜尋。且在育兒觀念上大多存有圈內人與圈外人的看

法，相較於交給托育機構，普遍仍較信任家中親戚非市場性的照顧資源： 

 

目前我沒有想要找保母，我覺得要找到一個好保母那是非常難的！說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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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輩跟保母比起來，我還是比較信任長輩。因為至少怎麼樣他還是自己家裡

的人。(蔓琍) 

 

我從以前有個觀念就是，小孩子生下來我就是要自己帶，我不會請保母，所

以我兩個小孩都是我自己帶。老實講，我沒有辦法信任，當然他很專業啦！

但我不知道我把我的小 baby 交給他，他是不是真的有那個愛心。(筱琪) 

 

許多婦女在考量子女的身心發展下，認為托育機制是在父母雙方都需工

作，且家中無親友的照護支持下不得已的解決辦法。顯現出多數婦女認為我

國托育機制在孩童身心發展上的專業程度仍不足，無法使其具有信任感而將

子女交付給托育機構： 

 

保母就是現在父母親上班啊，不得已才去做這個選擇這樣。就是說有家人，

不只是公公婆婆啊，有時候是親友這些的。因為畢竟一些生活習性啊，還有

一些會比較瞭解。保母或許在生活照顧上是很容易照顧，可是對小孩的發展

上啊還有生活習慣培養等等，我覺得不是能夠很瞭解保母這一塊。(鈞秀) 

 

在考量托育品質及子女個人需求時，有些家長希望找到一對一的保母；

但以「保母」作為一項職業時，若僅照顧一位小孩，則保母的每月收入可能

無法支持其家庭經濟所需，因此大多數的保母皆需照顧兩位以上的小孩。在

家長的托育需求與保母的經濟需求無法媒合下，使得婦女必須選擇從事部分

工時工作或離開職場來照顧子女： 

 
我那時候有去找合格證照的保母，就去上網找，他們都帶一個或兩個小孩，

我說：那妳就帶我一個小孩。那當然是沒有辦法啊，再加上你晚上要帶回家

的話，她只有一萬多塊，她覺得不符她的需要，她覺得她帶兩個、三個她才

夠她的開銷。所以那我覺得不太放心，保母也許可能很專業，但我小孩很容

易生病。我說那我一個月加五千塊給妳，帶我一個小朋友就好，但大部分還

是不太願意。(曉郁) 

 



 75

3.育兒觀念 

（1）環境對哺餵母乳的限制 

在現今哺餵母乳的普遍觀念下，子女較難適應保母的照護，同樣也使得

保母較不願意接受親餵母乳的小孩。並且在未普遍設立集哺乳室的社會與職

場環境下，母乳媽媽認為集乳儲存是一件很辛苦也很不方便的事。社會所提

倡哺餵母乳的育兒觀念，在保母機構與社會環境的限制下，使得母親必須透

過親自餵養來達到哺餵母乳的目的： 

 
對一個餵母奶的媽媽來講，你要把小孩放給保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因

為保母基本上不收這種親餵的孩子。因為親餵的孩子他們很難接受奶瓶，所

以保母在餵養他會非常的困難。…之前我老大到六個月的時候，我有想過（找

保母），但根本沒有辦法把他交給別人，因為他會大哭大鬧。(淑芹) 

 

（2）子女養育觀念的性別盲 

部分受訪者除了對托育∕照護機制品質的不信任外，多數稟持子女年幼

時需由父母親自陪伴、養育的觀念，甚至會特別強調「母親」全時的照顧。

此類育兒觀念的建立可能來自於原生家庭、育兒書籍或相關社會團體等。且

若子女在照顧與養育方面產生問題，社會觀感大多會認為是「母親」的疏忽，

認為家庭的價值應該由「母親」來建立；相對的母親也應該對家庭價值負責： 

 
主要是為了小孩，就覺得小朋友生出來應該還是要媽媽自己照顧會比較好，

因為我們沒有公公婆婆住在一起，所以…就是…給保母照顧的話，等於跟我

去上班賺的錢其實是差不多。那我就覺得說就是要自己照顧，那…那時候也

有去參加一個團體，他們是建議說媽媽自己照顧自己的小孩會比較好。（團

體）他們就是覺得說，現在媽媽都是雙薪嘛，所以就自己的小朋友都是托保

母或阿公阿媽照顧，所以可能在一些品格上啊，就是跟媽媽的關係就會比較

弱，反而跟保母和阿公阿媽比較親。那還有可能我們本身是基督徒吧，可能

有一些…就是對神真理的傳授，就保母或阿公阿媽沒辦法代替的。(婕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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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團體的價值觀可能受到社會問題與傳統觀念影響，在鼓勵社會重視

家庭價值時，忽略了在家庭照顧角色上的性別問題。使其在鼓勵雙親親自養

育與陪伴子女成長時，忽略了在這過程中多由女性承擔此一照顧角色的現

象；甚至此類價值建立團體是由母親所組成。由於社會視母親親自照顧子女

為「天職」，讓母親在集體參與組織的過程中，更加強化自己應該親自照顧子

女的觀念，而忽略了「父親」親自參與養育子女的角色需求。 

而造成社會倡導「母親」親自養育子女的原因，是社會的性別分工強化

女性的生物性母職，將女性生育的生理因素納入其社會性母職當中。亦有婦

女認為在懷孕、生產及哺餵母乳的過程，雖然是父親無法替代的；但在子女

成長之後，養育子女的責任即可由父母雙方共同分擔。但在傳統的性別角色

分工觀念，與普遍女性薪資較男性為低的情形下，使得傳統的性別角色分工

情形難以改變： 

 

因為小孩小時候也在媽媽的肚子裡，其實他 熟悉的還是母親的心跳、母親的

身體，所以我覺得小小孩的確是需要母親照顧的，他不見得要父親，在兩歲以

前。可是大一點的時候呢，我倒認為這個是可以重新去思考跟比較公平去選擇

的。台灣我看很難，很難可以達到比較平等這樣子。經濟面考量的話，我覺得

誰比較賺的錢多，而且他是比較能夠勝任職場的工作的，他就會比較選擇…。

以經濟考量的話，如果說這一代的媽媽比較會賺錢，爸爸可能會想說我帶小孩

也還蠻不錯的。(鈞秀) 

 

實證研究中，已證實母親的就業對子女的身心發展並不會造成傷害，甚

至雙薪家庭的結構對於子女的成長具有益處。大多研究者認為，相較於母親

的就業狀態；母親在工作上所獲得的成就與滿足，以及其他照顧者（尤其是

父親）在托育上的支持是更重要的。甚至參與全時工作的母親，其在陪伴子

女的時間與品質上，並不會低於每日忙於家事而未就業的母親（Damaske & 

Gerson，2008：242-243）。並認為社會提倡母親需親自照顧子女的觀念，是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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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於傳統的社會性別角色分工態度的影響。 

我國社會缺乏普及與價格合理的托育機制，且女性薪資普遍較男性低，

無法抵充高額的托兒費用支出。若無法依賴家庭中親友的照顧資源，則婦女

除了選擇離開原有工作親自照顧子女外，並無其他的替代選擇。在這樣的環

境限制下，婦女選擇離開原有全時工作從事部分工時工作或未就業，成為一

個「不得不」順從的單選題。 

（二）職場環境限制 

1.兩性薪資差距 

Hakim 認為，女性對男性的經濟依賴與性別職業隔離，是女性選擇了養

育子女的結果，因而使女性的就業較不穩定。現今的職場環境中，兩性的薪

資多存有差距，可能為性別歧視所造成的同工不同酬；或是玻璃天花板現象

使得女性的就業發展機會受到限制。家庭中，兩性多基於機會成本的考量，

認為薪資較低的一方離開工作較為適合；在女性薪資低於男性的普遍現象

下，離開職場的人選往往是可以預期的。在這樣社會結構限制下，女性「選

擇」離開原有工作來照顧子女，這種情形能夠稱之為女性「自願」的選擇嗎？ 

 

因為是比較護全先生工作的關係，所以…我覺得這也是女生工作有時候比較

不穩定的原因。只要是你剛結婚，雇主就會擔心妳：妳有沒有要生產的打算

啊！會不會怎樣怎樣的。……就是他放棄他的工作，跟我放棄我的工作比起

來，那當然是我放棄比較簡單的話，那可能就是我會去配合這樣。(蔓琍) 

 

除了前述的薪資結構限制外，由於社會上普遍認為，女性的就業應該配

合家庭與先生的工作需求，在子女出生後或配偶的工作地點調動時，女性的

就業亦需同樣配合變動，進而造成女性就業較不穩定的情形。使得雇主對於

面臨婚姻或生育狀態的女性，會認為其就業較不穩定，並擔心負擔家庭責任

的女性會對組織的運作產生影響，甚至會有較不友善的對待。而 Hakim 的論

述將女性受到的結構限制視為是女性就業行為產生的結果，忽略了型塑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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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就業行為的原因。 

2.中高齡就業障礙 

由於子女出生到就學前，大多需要全日的照護，因此大多數的婦女在此

一時期並無法參與就業。隨著子女數的增加，婦女中斷其人力資本累積的期

間也會增加。此一人力資本累積的中斷，以及勞動市場存在的中高齡婦女二

度就業的障礙，使其持續停留在未就業的狀態，或僅能選擇從事部分工時工

作來達到就業的目的： 

 

我覺得喔！好像結完婚之後沒有工作，譬如說五年十年，你要再回到職場沒

有辦法像婚前一樣。這五年你會老啊！年輕人會一直上來。其實我也曾經想

過啊！我有能力為什麼要做兼職的工作，可是…現實就是這樣，你就是要委

屈於現實啊！人家就是比你年輕啊！我覺得老闆可能會認為說，請已婚的婦

女比較麻煩，因為她可能會常請假。(筱琪) 

 

婚育後未就業的婦女中，部分婦女由於離開職場太久，面臨中高齡婦女

就業的障礙，因此並未從事部分工時工作。由於現今部分工時就業大多僱用

具學生身份的青年勞動力，中高齡婦女認為雇主在體力與學歷上的考量，大

多能較不願意僱用中高齡婦女；且認為婦女可能會因家庭因素而影響組織的

營運。 

3.不友善的職場環境 

大多數的受訪者其配偶的工作時間偏長，甚至一週只有一天的休假；或

是配偶需常至國外出差，使得家務的負擔大多由婦女一人承擔。當配偶處於

普遍長工時的職場環境，以及無其他照護機制的支持下，婦女則需獨自承擔

家庭責任，選擇從事部分工時工作或不就業來照顧家庭： 

 

我們家老公工作很忙，因為我們公婆主要都不在身邊嘛，我會覺得是說，我

這樣子我比較能夠說…照顧的到小孩，然後可以照顧到家庭。(鈞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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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的職場環境，普遍忽視員工的家庭需求，在組織生產力的要求下增

長工時，使得男性無法滿足其親職的需求。甚至男性若偏重家庭而未採取長

工時的作為時，「家庭責任」則成為對男性職涯發展的限制： 

 

他們老闆都認為說要工作到很晚。他們都覺得就是要在公司待很久、耗很

久，就算你…演戲給長官看，就算你都沒事，你還是要裝忙這樣，都不能回

家，都待到十點才回家。然後我先生就先回家吃飯啊，再回去演戲。對啊！

他就是比較重家庭，但比較重家庭的缺點就是，他的升官就沒有他的份。因

為他們就會看，誰演戲演的比較好的。剛開始他會不平衡，因為他覺得他很

優秀，他覺得他可以把工作跟家庭兼顧的很好，那我就會勸他那沒有關係，

你從家庭這邊所得到的東西，是你同事所得不到的。其實…升官這種事情也

不是你能決定的，想開一點，錢夠用就好。(莎莎) 

 

在職場環境普遍不重視家庭價值下，「工作」與「家庭」的調合不但遙遙

無期；反而使得「工作」與「家庭」成為互相限制的因素，更可能加深傳統

的性別角色分工。受訪者中，部分婦女能夠在子女年幼時從事部分工時工作，

主要原因為雇主同意其將子女帶至工作場所中。此類受訪者大多從事教育相

關產業，但不同行業性質對於員工的家庭需求可能會有不同態度。 

Hakim 以「工作」及「家庭」來區別女性勞動力，同樣隱含其認為家庭

責任需由女性獨自承擔；且「工作」與「家庭」成為相互牽制的要素。但其

並未考量不友善的職場環境對兩性的「工作-家庭」需求所造成的限制，且忽

略了男性的「家庭」需求。 

二、家務責任 

（一）工作與家庭需求的配合 

1.配合家務時間 

在「男主外，女主內」的社會文化下，已婚婦女的就業選擇往往需配合

家務責任的需求。婦女的就業發展，被認為不能影響其養育子女與家務工作

等「主要職責」。本研究的受訪者中，在婚育後選擇從事部分工作的原因，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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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為部分工時工作的時間能夠配合其照顧子女與從事家務的時間： 

 

我那時候想要找一個時間上能夠配合，讓我能工作又能夠照顧家人的工作。

後來孩子稍微大了一點，我有去找開娃娃車的工作。我覺得還不錯啊！那個

上班時間剛好又可以挪開我煮飯啊…接送我自己的小孩，剛好都可以挪開，

所以那份工作我很喜歡，我做了大概六、七年。(筱琪) 

 

2.配合子女照顧需求 

觀察受訪者婚育後能夠從事全時與部分工時工作的原因，主要為婦女多

待子女年齡較大，不需要長時間照顧時參與就業。但婦女即使在子女就學後，

仍須負擔子女的照顧責任；子女的照顧需求仍然為婦女考量就業型態與地點

的重要因素。部分工時工作則成為婦女配合家庭或子女臨時性需求的就業選

擇： 

 

就現在才開始又出來上班，因為覺得小朋友夠大了！因為已經小一了，就覺

得應該可以去找一些兼差性的工作。（找部分工時工作的原因？）我們是小

家庭沒有長輩在家，萬一小朋友在小的時候比較會有一些狀況，像生病、戶

外教學一些需要配合的事情啊，那就是都是我要做，那你去上班就不能請假

了啊！也不好請假，也不好意思請假。(婕于) 

 

亦有婦女在子女就學後希望重返全時工作，但我國的全時工作時間普遍

太長，且上下班時間不固定，無法配合家庭照顧子女的時間。因此婦女選擇

從事部分工時工作來配合子女上下課的時間： 

 

也就是小孩子，那時候小孩已經步入學校了。…因為我後來發覺我出去找全

職工作，台灣就是時間都很長，然後都要求妳做到六點、六點多，我覺得小

孩好可憐，所以就沒有。(曉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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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個人時間與體力負擔 

對婦女而言，由於必須要兼顧就業、子女照顧及家務工作，若從事全時

工作在體力上的負荷太大，使婦女選擇從事較短時間的工作： 

 

沒有辦法（從事全時工作）！很累！體力上的負擔！因為你就是被他（小孩）

黏住了，我覺得對自己也好啦！因為如果我做職業婦女的話，晚上還不是處

理他們。那我寧可稍微讓自己比較輕鬆一點，做兼職在體力上的考量上會比

較好。(淑芹) 

 

4.家庭經濟壓力 

已婚婦女除了為了配合家庭需求而選擇從事部分工時工作之外，大多認

為從事部分工時工作能夠減輕配偶的經濟負擔，希望自己的工作收入能夠貼

補家用： 

 

我有工作，小孩又可以照顧的到，先生又比較沒壓力。之前沒有工作的時候，

跟先生也是處於那種…比較緊張的，因為他每天都會壓力很大。……譬如說

我的先生他的觀念是這樣子，我有了這份工作至少他也比較沒壓力，我覺得

這樣真的是可以幫助。如果我們本身沒有那個（經濟壓力）問題，兼職工作

對我來說就沒有那麼重要了！可是對一般經濟上比較缺乏的家庭來說，還是

很需要的。(婕于) 

 

婚育後未就業的婦女未考慮從事部分工時工作的原因，主要認為部分工

時工作的薪資收入較低且工作性質較不穩定，且擔心工作時間無法與配合家

庭需求： 

 

沒有想到，因為我衡量之下主要是因為我還有家庭，還有這麼小的孩子，所

以就是…一定要以能夠照顧到家庭為主。如果今天我去做兼職的工作，第一

個，薪資收入比較少；還有就是，時間上我要往返奔波，不見得那個時間可

以跟家庭配合。(臻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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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減輕家庭經濟壓力的考量下，未就業的婦女認為部分工時工作的確能

夠成為一項配合經濟與家庭需求的工作，但主要的考量仍是工作時間是否能

夠配合個人生活，且薪資收入是否能夠支持家用所需。 

（二）家務分工 

在家務分工方面，相較於其他年齡層，年齡層較高的受訪者大多負擔家

中主要家務工作，配偶對家務工作的態度上則較被動，此可能與原生家庭及

持有傳統性別分工觀念有關： 

 

我先生是比較大男人主義，基本上他就是負責賺錢而已，然後其他的大小

事就是我負責，……那我會覺得說，以我們家來看好像比較傳統，早期的

那種大男人主義的那種家庭。(小米) 

 

在較年輕的世代中，兩性較具有互相分擔家務工作的觀念，配偶大多會

在下班或休假時間從事家務工作；但由於配偶的工作時間仍偏長，因此平常

家務工作依然多由婦女負擔。且大多數的婦女認為，若配偶能夠共同分擔家

務，則會增加其參與就業的機率，也能減輕其家務負擔的壓力： 

 

其實你也知道家庭主婦也是一個不輕鬆的工作，現在台灣真的是職業婦女回

來之後，就像我婆婆一樣，她就是白天上班，回到家之後還要負擔所有的家

事。以公不公平來講，我覺得當然是不太好，但我婆婆她就是可以接受，那

是她覺得她能夠負荷。那如果是我又要上班，我對家庭的責任又還是很重的

話，那其實我會覺得很累。...老公能夠分擔的話，我會覺得比較輕鬆一點，

因為其實照顧小孩不只是照顧問題，也是培養感情的問題。我是覺得如果現

在我沒有在上班的話，那一定就是我一個人（負擔家務）。(蔓琍) 

 

 受到傳統性別角色觀念的內化與深植，家務責任的負擔依然深深的影響

婦女的就業選擇。無論是考量配合家務工作的時間、配合子女臨時性照護需

求的時間與地點便利性、家中經濟壓力的分擔等，使婦女必須在個人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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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力與時間上盡量配合所謂「女性的」職責。 

三、性別角色態度 

Hakim 在偏好理論中認為，女性的性別角色態度會影響其就業偏好，

Home-centered 的女性被視為持有較傳統的性別角色分工態度。雖然女性的性

別角色態度會引導其就業行為，但在討論女性對傳統性別角色的認同時，應

考量型塑其性別角色態度的來源，通常會受到社會傳統觀念、原生家庭、配

偶與親友的性別角色態度的影響。 

相異於偏好理論，在所有的受訪者中，不認同傳統性別角色分工者占大

多數，並認為「男主外，女主內」的性別分工是不合理的。且曾有部分工時

工作與未就業經驗的婦女，在性別角色態度上並未顯現差異： 

 

不認同。我認為應是互相合作，如果 2 人之中女生較擅長於工作或男生擅長

處理家務，那麼女主外，男主內也是可行的。(唯馨) 

 

造成 Home-centered 婦女不認同傳統性別角色態度的原因，可能為現今女

性外出就業的情形普遍，因此女性認為過去以男性外出工作，女性照顧家庭

的傳統型態已經改變。大多婦女認為性別角色分工的形成是基於經濟面的考

量，若女性在工作上的成就大於男性，其亦能夠接受「男主內，女主外」的

性別分工。在傳統觀念的改變下，使得在較年輕的世代中，婦女外出工作，

男性分擔家務的情形已逐漸普遍；但薪資結構差異與職場環境的限制下，婦

女仍難以脫離傳統性別角色分工的束縛。顯示女性的性別角色分工態度，並

非完全依據其個人意願形成，環境限制因素與父權觀念通常是促成實際性別

分工的主要原因。 

不認同傳統性別分工的受訪者，其性別角色分工的態度也受到原生家庭的

經驗與態度的影響。在婦女的原生家庭經驗中，若母親在其年幼時並未離開

職場，婦女會傾向贊同母親同時能夠兼顧工作與家庭的行為，使婦女也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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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自己能夠像母親一樣同時兼顧工作與家庭： 

 

基本上我小時候都是我阿媽在顧，當然我媽給我 大的影響就是她把兩邊

（工作、家庭）都顧的還不錯啦！都覺得她這樣的方式是 ok 的。(淑芹) 

 

若原生家庭的背景中，男性有共同分擔家務的情形，也會影響個人對傳

統性別分工態度的認同，認為兩性應該共同分擔家務： 

 

我們家男生都要幫忙做家事，我們整個家族都這樣，我哥哥、我爸爸、我姊

夫、妹婿，男生都要幫忙做家事啊。那是我們覺得帶小孩跟做家事本來就是

兩個人應該共同分擔的。(莎莎) 

 

在認同傳統性別角色分工的受訪者中，型塑其性別角色認同的來源，同

樣包括經濟因素考量、社會傳統觀念、原生家庭、配偶與親友的性別角色態

度。其原生家庭與親友大多受到傳統性別角色分工的觀念影響，也使得社會

觀感成為型塑兩性性別角色態度的因素之一；且在機會成本的考量下，兩性

薪資的差距依然是強化女性家務角色的重要因素： 

 

我覺得…照理說是這樣。因為其實我覺得家務工作也是很重要的呀！我覺得

是 ok，可能是因為我自己的家族這邊大部分都是這樣。我一直覺得機會成

本是一個很好解釋的東西，台灣的觀念還是蠻傳統的，就是嫁雞隨雞。無論

是工作還是居住地，如果說是男生去配合女生，有些身邊比較毒一點的朋友

可能就會說：你入贅喔（笑）！之類的。當然我身邊也有跟著老婆一起住在

娘家，因為娘家的關係。…今天為什麼是我放棄（工作），是因為我老公的

薪水比較高；那如果今天換成是我薪水比較高，有可能就是我老公放棄。人

也是互相體諒啦！像他（先生）就會覺得說，比較不喜歡變動啊！個性上我

覺得女生是會比較願意屈就的一方。會比較願意去配合男生。如果說我今天

月入十萬的話，他今天月入五萬的話，那今天可能辭職的就是（笑）…。(蔓

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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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的性別角色分工態度通常會影響婦女的就業行為。若配偶對性別角

色分工持有較傳統的態度，也會影響婦女的性別角色態度與就業偏好，進而

引導婦女的就業： 

 

先生他很不支持我（工作），他希望我專心把家庭、小孩顧好。…以他的觀

念，他還是覺得說媽媽就還是以家庭為重。…工作賺錢、經濟問題就是他去

擔負。…我先生是持正面的啊！是他叫我回家，叫我回歸家庭。…就是他考

量整個的情況…小孩子慢慢大了要跟我們在一起才不會疏遠，…他還蠻重視

孩子，就決定我辭掉工作。(臻妮) 

 

然而，配偶性別角色態度的形成，同樣會受到其家庭生長背景的影響。

有研究指出，若男性是由從事全時工作的母親所養育，則其較不易持有傳統

的性別角色態度；並且較不認同妻子或母親的就業會影響子女身心發展的看

法（Kawaguchi & Miyazaki，2009）。 

再者，繼續深入探討曾有全時工作經驗的婦女仍持有傳統性別角色分工

態度的原因時，發現由於過去必須同時負擔全時工作與家庭照護責任，使其

認為那樣的生活對女性而言太辛苦。若能夠維持傳統的性別角色分工，則夫

妻任一方僅需負擔工作或家庭，能夠減輕生活上的壓力：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男主外，女主內）。其實我覺得光工作就工作，然後回

來看看小孩。我覺得女生就是把小孩照顧好 重要，如果女生兩個都做，很

辛苦！……我覺得…你如果是只照顧小孩，你就照顧小孩。像我媽媽那個年

代，一方就是負責家裡的經濟狀況，一方就是負責把家裡顧好，我覺得這樣

是比較好。可是…但是…有時候我也很矛盾，如果說我沒有兩邊這樣跑的

話，兩邊一個工作一個帶小孩，我現在我也不會電腦，所以我會變的很矛盾。

那時候就有點矛盾…所以我剛持那個觀點，然後 後又…看到我就覺得…到

底是要怎麼做？(曉郁) 

 

 



 86

婦女過去的工作-家庭經驗，使得負擔雙重壓力的婦女認為，反而傳統單

一性別只需負責單一責任的情形所承受的壓力較小。當婦女同時承擔工作-家

庭的雙重壓力，使其在想要減輕壓力的考量下，偏向持有傳統的性別分工觀

念。但當其在考量自我就業能力的累積與家庭照顧責任時，則會呈現矛盾且

兩難的態度。 

現代雙薪家庭的情形普遍，社會觀念除了將家務責任交由女性負責外，

亦普遍認為女性也應該要從事有酬工作。在父權體制與資本主義的環境作用

下，使得配偶與親友會認為，妻子除了要負擔身為「母親」的主要職責外，

也需參與就業分擔家中的經濟壓力： 

 

我覺得我們以前都是過這種生活，男主人都是這樣，像我爸爸也是這樣，他

們都覺得他們只要賺錢，教育小朋友就是都推給女生。…他（先生）不這麼

認為，他認為我又要外又要內，他就是認為我要幫忙，他不是認為說我就是

在家裡就好，如果這樣就剛好符合我的期望啦！因為我以前爸爸就是負責賺

錢，媽媽就是負責家裡。可是他不是，他認為就是要雙薪。他的朋友也都是

這種觀念。(婕于) 

 

在資本主義體制下，要維持生活品質需要仰賴金錢，使得部分受訪者認

為其配偶對於金錢的安全感不足，因此會希望女性除了照顧家庭之外，也需

要分擔家中經濟。但父權體制下的女性家務角色並未改變，認為女性在分擔

家中經濟時，同樣必須負擔主要的家庭照顧責任。然而，社會對兩性所負擔

的「家庭責任」定義並不相同，大多認為男性負責賺錢，負擔家中主要經濟

則已盡到家庭責任；女性主要的責任仍在於，要把家裡打掃乾淨、準備餐點、

養育子女等家務角色。所以即使女性外出就業，其仍然要完成其「主要的」

職責。因此，大多受訪者的配偶與親友，在此一社會觀念的驅使下，並未關

注女性未來的就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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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在目前都還算是支持（我離職）的，然後還有個但書就是經濟狀況 ok

之下，如果說經濟不 ok 的話，我也要負一點責任這樣。……我的考量我會

覺得多一份收入，然後不要影響到我的家庭前提之下，我覺得他們會是這樣

希望。不會希望說我去做什麼大事業啊！…我老公是覺得說就算是有工作，

還是要兼顧到家庭。(蔓琍) 

 

在社會認為女性主要的職責屬於家庭時，會認為女性的發展僅限於家庭

範圍當中，並不會期待或賦予女性在就業市場上發展的機會。但在女性普遍

教育程度提升的趨勢下，可能會使婦女婆家與娘家的親友，對於其離開原有

工作的態度上產生差異： 

 

我會自己帶的原因是，我公婆非常支持我自己帶孩子，對！他（先生）比較

期待我自己帶孩子。我自己就像我說的啊！我認為孩子是父母親的責任啊！

他很支持啊！我娘家不支持（笑），但是我老公他們還蠻支持的。…老公是

支持，然後婆家不用說，因為他們都覺得小孩生涯只有一次。而且其實他們

覺得當母親錯過那個時間我也會覺得可惜，我像我母親就會去考慮女性職涯

的考量，她覺得女孩子還是要有一片自己的天空這樣子。(鈞秀) 

 

在婦女教育程度提升的趨勢下，大多原生家庭的父母會認為其投入心力

栽培子女，而希望子女未來的就業發展能夠與其教育程度相符，因此較不希

望子女為了家庭犧牲工作。 

家人與親友對於婦女離開原有工作的態度與支持程度，會影響婦女婚育

後的就業偏好與就業型態選擇，以及婦女在思考選擇工作與家庭兩者間的心

理衝突： 

 

我覺得家人的支持還蠻重要的！也許有人的狀況是他們會希望妳去上班，可

是妳覺得帶小孩比較好，這樣就會有衝突。我一開始的時候我有想過我要去

職場，那時候會覺得心理要調適，那後來就發現反而我公婆的支持可以讓我

沒有後顧之憂的帶小孩，這點影響還蠻大的。慢慢的轉變，不是那麼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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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們都很支持。(乃雯) 

 

女性就業偏好的形成，會受到個人性別角色態度的影響。然而，女性的

性別角色態度也同樣會受到配偶、原生家庭與親友的影響，進而引導其就業

行為；而個人的性別角色態度則可能由社會所建構。但並非所有

Home-centered 女性皆認同家務角色，顯示女性所選擇的就業型態並不一定符

合其所持有的性別角色態度。若女性個人的性別角色態度與配偶、親友或原

生家庭經驗相異時，則女性會傾向選擇配合社會觀感的行為。並逐漸將配偶

與親友等大多數人的態度，視為是對本身行為的支持來源，進而改變自己的

就業行為與態度。 

四、個人克服結構限制能力 

通常教育程度較高的婦女，其所擁有的人力資本較高；在就業上，相較

於教育程度較低的婦女，其較具有克服社會結構限制的能力。本研究的受訪

者中，曾有部分工時工作或未就業經驗的婦女，其教育程度皆涵蓋高中職、

大學及研究所，兩者在教育程度上並無顯著差異。也顯示在教育水準普遍提

升時，但社會環境並未改善下，高教育程度的女性，仍然必須選擇從事部分

工時工作或離開原有工作來達到照顧家庭的目的。 

進一步觀察年齡分佈，曾有未就業經驗受訪者的年齡分佈，呈現集中於

年輕世代與中高齡世代的兩極現象：29-34 歲與 47-59 歲。顯示部分工時低劣

的勞動條件，可能會使年輕世代高教育程度的婦女不願成為邊緣化勞動力，

而寧願選擇成為非勞動力。而中高齡婦女則仍須面臨重返職場的就業限制，

使其僅能選擇成為非勞動力。顯見我國現有部分工時工作的就業環境，仍會

對青壯年高教育程度與中高齡婦女造成限制，與達到促進婦女就業的目標仍

有一段差距。 

曾有未就業經驗的婦女，其選擇離開原有工作考量的因素之一，是其過

去的全時工作經驗並不順利。在原有工作發展性的限制下，婦女認為自己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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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從工作中獲得成就感。工作中缺乏激勵因子，降低了婦女的就業意願；加

上社會托育機制的缺乏及家務工作的要求，使婦女寧願選擇離開原有工作。

甚至女性會因此產生自我貶抑的情形，認為自己的就業能力不足： 

 

我自己也不是說能力很好的女強人，也不是很值得繼續在那個職場，就也覺

得說小孩子很重要。(臻妮) 

 

進一步觀察婦女產生自我貶抑的原因，可能是由於原有全時工作的內容

與教育程度不符或與專業領域不同；或是在組織中的晉升機會受到限制，使

得婦女認為在職場中並未獲得原先期待的成就感與發展。再者，由於婦女離

開職場的時間很長，使其認為個人就業能力與學經歷，已不符合現今就業市

場的需求。 

承前述，個人所擁有的教育程度、就業能力與社會、職場與家庭支持資

源的差異，使得婦女即使在相同的環境限制與家庭責任下，仍會引導出不同

的就業選擇。一般而言，教育程度與就業能力較低者，其克服結構限制的能

力較差。婦女婚育前後就業型態的轉變過程，使婦女的角色認同，在環境的

限制與家務責任的負擔下，產生自我貶抑的情形。 

然而，在 Hakim 的偏好理論中認為，偏好家庭的婦女選擇透過部分工時

工作來配合家庭生活，此類婦女不重視職業發展，視有酬工作為次要。但本

研究的受訪者中，其選擇從事部分工時工作的原因除了配合家庭需求外，同

樣透過從事部分工時工作來提升個人的就業能力： 

 

我覺得只是純粹一個體驗性質的工作，其實那是因為我的生涯除了孩子之

外，我想要一些專業生涯的成長。(鈞秀) 

 

在曾有部分工時工作經驗的受訪者中，由於婦女認為其為了照顧子女而

離開職場的時間太長，希望透過從事部分工時工作逐漸增加與職場接觸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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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並且逐漸摸索自己未來就業的方向： 

 

就是想我小孩也大了，我可以慢慢再回到工作。…還可以再…對阿！因為自

己會覺得說好像有很長一段時間沒做（工作），可能會覺得比較不熟或是陌

生，那就是先短時間的這樣做做看，再來看有沒有更適合的。(小米) 

 

其中，從事較專業的部分工時工作的受訪者認為，專業能力的養成對於

婚育後必須配合家庭調整工作相當重要。若能夠在婚育前擁有個人的專業能

力，離開職場的時間並不容易被其他勞動力所替代，使得婚育後想要從事部

分工時工作或再就業時較不困難： 

 

我們整個社會的氛圍，就會覺得小孩是媽媽的責任。當小孩有問題媽媽還是

必須退下來，我很少看到爸爸為了小孩的問題離開工作。…所以我覺得你要

回家帶小孩，你在（與職場）接軌其實 重要的是你的專業，你有能夠不被

人家取代的特殊地位在那裡。…完全取決於你在結婚有小孩之前，你有沒有

取得你所謂專業的地位，還有你對工作的尊重跟想法。…如果你沒有專業的

累積你會害怕，如果有專業的累積，你在放棄工作的時候必較不會那麼擔心

你的未來。(淑芹) 

 

女性在面對家庭責任所帶來對就業的限制時，必須在婚育之前花費更多

的努力來克服環境的障礙，提早為自己婚育後的就業變動做出妥善準備，來

避免重返職場時的障礙。並且，在現有職場環境下，個人專業能力的累積是

使婦女能夠從事專業部分工時工作的重要因素。 

在教育程度普遍提升下，若部分工時工作的就業品質與內容並未隨著教

育程度而提升，則會降低勞工參與部分工時工作的意願。且較差的就業品質，

不但會浪費勞工所擁有的人力資本，也會造成其職業階層的向下流動，使婦

女的人力資本無法透過運用專業能力來累積。 

由上述可知，婦女選擇部分工時工作的目的及態度具有差異性，與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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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論的推論不同。婦女除了在子女養育與家庭經濟需求下選擇從事部分工時

工作，同樣也期待能夠透過工作提升自我的就業能力。婦女並非因為偏好家

庭，不重視有酬工作，而「自願」選擇從事部分工時工作。 

第三節 Home-centered 婦女的異質性 

一、工作與生活滿足 

Hakim 認為，勞動市場中的性別分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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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沒有投入全時工作的意願，而是期待配

偶或國家在其此時期的財務協助（Hakim，1996a：80；Hakim，1996b：179）。

因此從事部分工時工作的婦女，由於能夠兼顧工作與家庭而具有高度的工作

滿足。 

本研究中曾有部分工時工作經驗的婦女，其對工作與生活的滿足程度具

有差異。其中，表示自己滿足於工作與生活的婦女，是由於照顧家人等家庭

因素使其無法從事全時工作。而部分工時工作能夠滿足自己想要工作與照顧

家庭的期望，使其在無其他替代方案下，對於能夠達到兼顧工作與家庭的生

活感到相當滿意。 

表示自己尚為滿意的婦女，是因為其所從事的部分工時工作雖然能夠符

合工作與家庭的需求，但仍期望自己未來能夠從事全時工作。認為部分工時

工作僅是暫時的過渡期： 

 

現在 ok！現在就還好剛好有這一份缺，這份工作讓我先生壓力沒有那麼大。

雖然現在賺得也不多，但至少他不會那麼有壓力。又可以照顧小朋友！(婕

于) 

 

表示自己不滿足於現有工作與生活的婦女，則認為生活的壓力與負擔很

大，並想要改變現狀。除了將部分工時工作視為暫時性的工作外，其對自己

未來的就業也抱持較高的期望；並會將其所投入的部分工時工作，當作將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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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職業生涯發展的準備： 

 

當然不滿足啊！…就是不滿足才要改變（笑），因為覺得說好像…還是不要

結婚可能會比較好，因為結婚以後就會有一堆擔子。……那如果說結婚了先

生那邊就一堆問題都丟給你，…像公婆的照顧啊！他們的一些生活問題啊！

如果說有什麼事情你就要負責，…反正你就要去承擔就對了！(小米) 

 

若進一步觀察婦女部分工時工作者的工作滿足內容，會發現由於部分工

時工作能夠使婦女配合其家務時間，因此大多在工作時間方面會呈現「工時

滿足」。但在部分工時的就業品質方面，例如薪資與晉升機會等，婦女部分工

時工作者的滿足程度則較低。因此在評估「工作滿足」時，應將工作環境的

條件與內容一併納入評估，而非僅觀察指標的表面意涵。 

在婚育後有未就業經驗的婦女中，部分的婦女認為照顧子女使其生活變

得較以往單純，讓其能夠重新體驗另一種生活方式，獲得在家中照顧子女的

成就感，使其對於生活感到滿足： 

 

還…還蠻開心的啊！我覺得帶小孩…其實很簡單啦，就是…你的生活環境變

的很單純，就不用再去想說同事開不開心什麼的。(莎莎) 

 

對生活感到滿足的婦女，大多認為自己對就業並不具企圖心，因此對自

我的就業期望較低。或是部分教育程度較高的婦女，由於其在專業能力上較

不擔心自己未來再就業的問題，認為自己已能夠達到自我期望，因此會滿足

於現有生活。 

另外，對現有生活感到不滿足的婦女，主要是因為家中的經濟壓力負擔，

以及對自己就業發展的期望較高： 

不太滿意，對，呃…有沈重的壓力。…主要是經濟的壓力。(臻妮) 

不會耶！不滿足，因為我覺得工作狀況沒有穩定下來所以覺得沒有很滿足。

(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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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可知，Home-centered 婦女在工作與生活的滿足程度，並非如同

Hakim 的推論皆顯現高度的滿足。個人對於工作與生活的滿足程度，會與個

人的期望高低有關；然而，個人期望的形成同樣會受到環境與個人因素的影

響。當婦女受到職場環境限制或個人能力因素，對就業較無企圖心；或是其

除了選擇部分工時工作或不就業之外，沒有其他替代選擇時，會使其對自我

就業的期望較低，因而其滿足程度會較高。若婦女對自己的就業期望較高，

想要努力改變現狀時，相對的其滿足程度也會偏低。 

二、婦女的就業傾向與工作投入 

本研究的受訪者中，大多皆表示未來想要繼續就業，並認為全時就業對

其而言具有重要性；且曾有部分工時工作經驗與未就業經驗的婦女，在就業

傾向上並無顯現差異。此與 Hakim 認為 Home-centered 女性對於工作並無投

入熱忱的推論相異。 

大多數的婦女表示，在子女就學後或是子女能夠交給信任的托育對象

時；或是先生的工作可以不用再常常出差，能夠一起分擔家務時，會想繼續

從事全時工作。婦女的就業選擇，仍然需配合家庭責任做出考量，並與社會

及家庭的支持資源息息相關。當子女與家庭需要婦女投入全時心力照顧時，

婦女會將家庭視為是自我成就與價值肯定的來源；待子女逐漸成長獨立後，

婦女才會再將個人對成就與發展的期望投注在職場中： 

 

其實如果可以的話，我也很想就去上班。因為說真的帶小孩子其實是蠻累

的！那我如果可以的話，那我覺得我去上班會比較好。那那時候也會擔心

啊…說以後沒工作怎麼辦，其實都會啦！其實也會很擔心！…就是想說要創

業，那但是創業後來也是覺得說小孩子還小，也是沒辦法。我們人都會想追

求成就感跟價值，有些人可能會認為有成就就是事業發展得很好；對我來

說，我覺得小朋友照顧的很好，把家照顧的很好，那就是我的成就感。只是

說現在小孩子大了就要提升了，換在工作上，我所做的被老闆肯定。(婕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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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就業的重要性方面，大多婦女認為參與就業對其而言是重要。認為就

業能夠讓自己擁有獨立的經濟能力，且在教育程度提升下，婦女會期待能夠

在職場發揮其所擁有的專業能力： 

 

我覺得我會先去找工作，如果我找到工作可能生小孩就會緩一緩，就是先不

要生。我現在想像中，如果我有工作的話我會變得比較快樂，我生活品質會

變好，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亞琇) 

 

但婦女認為參與全時就業的「夢想」，在與現實生活條件的評估下，是一

個難以實現的理想。婦女必須與環境達成妥協，在現有的環境條件下做出「最

適當」的選擇，因此必須選擇從事部分工時工作或不就業，並盡量在有限的

生活條件下充實自己： 

 

（就業）會讓你認為說你被這個社會需求，你是有用的。其實現實跟理想是

完全不一樣的，我沒有辦法去做我想要做的事，就像我沒有辦法在外面就業

一樣啊。我覺得…你在外面工作可以拓展自己的視野，畢竟你當一個專職媽

媽你的環境就是只有廚房，如果你到外面工作你的視野會更不一樣。不過…

當我沒有辦法去外面就業的時候，我就要想另一種方法來充實自己，不要讓

自己說只侷限於在這裡。(筱琪) 

 

在缺乏社會與家庭的支持資源下，部分工時工作是婦女在肩負工作與家

庭經濟的雙重負擔下，所做出「不得不」的選擇。 

當婦女想要再度就業時，則需面對職場中對中高齡婦女再就業的現實困

境。大多數的婦女認為，若其當初沒有離開職場，想要重返全時工作時會比

較順利；但也因為離開職場太久，造成人力資本累積中斷，使婦女成為怯志

工作者，認為其難以再度進入職場： 

 

如果是為我自己，其實我也會想要工作。呃……，以現在來講，就是說我們

離開職場那麼多年了，然後我們想要重新回到職場，就會覺得說，喔！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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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遇到好像是一個很大的阻礙沒錯，...真的不是那麼容易。我們現在

的年紀喔！如果要再投入職場，不可能再…又涉及到能力的問題，…我又離

開職場那麼多年了，說真的，應該要面對現實。(臻妮) 

 

大多婦女傾向認為當家庭主婦也是一項重要的「工作」，將家庭視為是工

作場所。由於照顧子女與從事家務需要花費全日的時間，婦女認為家庭主婦

的工作甚至比之前的全時工作還要辛苦。在資本主義社會重視經濟價值的觀

念下，婦女從事家務的無酬勞動價值並不會受到社會的肯定： 

 

其實我…我不會覺得說我在家就是沒工作耶！說真的我覺得我在家也是在

上班，我覺得把它當作也是一份工作，只是沒有給薪水而已（笑）！…我覺

得這是我們社會的關係，對媽媽在家這件事情不看重，如果政府有一些資

助，可能先生也不會那麼 care。如果大家都很重視說媽媽就是要親自去照顧

自己的小朋友，就不會有人覺得說媽媽在家就是黃臉婆，媽媽在家就是沒有

幫忙賺錢這樣子。(婕于) 

 

婦女在家庭的考量下離開原有工作，選擇從事部分工時工作或不就業的

經驗中，部分較具工作傾向的婦女認為如果可以重新選擇，或沒有環境上的

限制，會希望自己不要中斷就業： 

 

我在想我不會離開。因為…因為後來遭遇的一些問題，才會讓你知道說，其

實有時候你的現實跟你自己的理想，還是會有一些衝突的地方。譬如說我們

以前就是太重視小孩，太重視家庭了，就會覺得說理所當然做媽媽就是應該

照顧自己的小孩，以他們為重。……這樣走一遭之後，有時候還是很羨慕現

在還在職場的那些人…。(臻妮) 

 

許多母親會透過自己的經驗來教導子女，原生家庭的價值觀會因此深植

在每個家庭當中。但令人驚訝的是，在每位母親都希望自己的子女能夠健康

快樂長大的同時，母親本身的就業與家庭體驗帶給子女的影響卻是希望子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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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要像媽媽一樣辛苦： 

 

我會傾向於她（小孩）當職業婦女，因為我這樣一路走過來，我希望我的小

孩是有能力，自己能夠經濟獨立。…我會希望她自己很有能力，不要像她媽

媽一樣。……如果選擇回歸家庭或繼續在職場裡的話，我會希望她的思維是

自己經濟獨立。(臻妮) 

 

透過部分工時工作來兼顧工作與家庭的經驗，使得婦女認為這是婚育之

後所帶來的辛苦過程。而部分較具有家庭傾向的婦女，則認為在實踐母職之

後，能夠從子女身上獲得的高度成就感，並堅定「母親」親自養育子女的育

兒觀念，因此即使有重新選擇就業型態的機會，其仍會選擇離開職場照顧子

女。這類婦女認為，若未來子女選擇離開職場照顧家庭，其會支持子女的選

擇；但仍會希望子女能夠獲得專業能力或是能夠與配偶有共通的觀念，以降

低其在選擇過程中所可能遭遇到的障礙。顯示具有家庭傾向的婦女，依然希

望自己的子女能夠依據個人的自由意願做出選擇，並且能夠獲得家人的支持： 

 

我也希望他（小孩）能夠認為自己的選擇是快樂的，他如果覺得說做個抉擇，

譬如說為了家庭辭去工作，他如果覺得是值得、快樂，也被支持的話，那我

就覺得可以。(蔓琍) 

我當然會支持啊！因為我就是這樣子做的，可是我自己有了經驗之後，我一

定叫她要跟先生溝通好（笑）。就是她的先生也要有這樣的理念，不然就會

跟媽媽一樣的辛苦。(婕于) 

 

由上述可知，並非所有 Home-centered 婦女皆視家庭的重要性大於工作，

大多想要同時擁有兩者。且大多數的婦女即使選擇離開原有工作照顧家庭，

仍具有投入工作的熱忱，期望自己能夠回復至全時工作。視家庭的重要性大

於工作者，其雖然認為就業在人生中是重要的，但家庭生活的維持是就業的

基礎；因此在家庭基礎尚未穩固之際，其會選擇先投入家庭。在個人能力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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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改變現實環境時，婦女不得不在家庭需求較大的時期先選擇家庭，並在家

庭需求減少時重拾當初想就業的夢想。使得婦女成為父權體制下呼之即來揮

之即去的無酬勞動力，甚至必須以其個人的就業發展及生活品質作為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