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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被時間切割的人：工作、家庭與自我 

第一節 我國婦女部分工時工作者的工作經驗 

在此節中，將進一步探討受訪者從事部分工時工作的經驗。瞭解部分工

時工作的勞動條件，以及婦女從事部分工時工作的經驗，是否能夠促進工作-

家庭的平衡。 

一、勞動條件與待遇 

受訪的婦女部分工時工作者中，其工作時間一天約三到七小時。工作時

段則集中於白天，多於早上或下午時段；大多於子女在學校時或準備晚餐的

時間之前從事工作；由於需要照顧子女與從事家務工作，較少婦女於假日從

事工作。婦女所選擇的工作時段與時間仍以配合家庭的需求為主，且工作時

間大多不長。顯示「短時間」的部分工時工作仍較能夠配合婦女的家庭時間

需求。 

我國普遍長工時的就業環境，對於想同時兼顧全時工作與家庭需求的婦

女可能會產生限制。當婦女需負擔主要家庭責任時，其僅能選擇減少工作負

擔來滿足家庭照護需求。但如前所述，我國職場對「部分工時工作」的概念

並非限於「短時間」工作，而是以「兼職∕非正式」為主，因此其工時普遍

較長。在我國特殊的「部分工時」就業環境下，婦女能夠選擇的部分工時工

作機會相對也會受到限制。 

在薪資方面，大部分以時薪計算，亦有以日薪計算者。曾有部分工時工

作經驗的受訪者認為，由於其工作時數較短因此薪資收入較低，但其工作的

收入多少能夠貼補家用，能夠支持家中的經濟需求： 

 

你說要完全（支付家用）當然是沒有，多多少少貼補應該是可以。至少孩子

補習，要買什麼東西我不用跟先生拿。當然有幫助！(筱琪) 

 

在福利方面，大多數的婦女部分工時工作者皆無享有福利待遇。甚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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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受訪者表示公司並未為其投保勞健保；即使公司的員工人數超過五人以

上，仍會要求員工自行到職業工會投保。 

受訪者表示部分工時工作需要加班的情形不多，有需要加班的情形則為

上班時數已達約定工作時間但工作尚未完成時，可能會多停留一至兩小時。

在需要加班時，組織大多未支付加班費。在休息休假方面，部分工時工作的

休假大多為排休制，或是配合組織的營運時間休假，所有的受訪者皆無享有

特別休假。且休假的時間多由雇主決定，勞工較少擁有決定權利。顯示部分

工時工作的時間並不一定能夠配合勞工的彈性時間需求，大多是由勞工配合

組織的營運需求。 

大部分的部分工時工作並無提供相關職業訓練，大多依據受訪者本身已

具有的工作或專業能力僱用；僅有組織在營運上有特別工作需求時才會提供

部分工時勞工接受訓練。婦女在參與部分工時工作的過程中，無法累積與提

升個人的就業能力，對其未來的就業發展可能會造成限制。其中一位曾接受

過職業訓練的受訪者提到： 

 

那時候台灣要換會計軟體，換成跟大陸一模一樣的軟體，那時候美國人的長

官就說，我們通常都不給兼職人員去上課的，然後他就說那你要好好學。(曉

郁) 

 

部分工時工作多無法參與組織的晉升機會與制度，組織大多認為部分工

時勞工是屬於臨時性的勞動力，具有不穩定的特質。婦女認為就年齡及就業

經驗而言，其所具有的競爭力較弱，因此無法參與組織的晉升制度： 

 

都沒有！這些談不上有那個（晉升機會）…。家庭主婦你離職以後再回去社

會的話，根本就跟競爭比較沒什麼緣分，因為人家有晉升機會會考慮到那些

單身的或是比較年輕的，你要有機會的話，你就是不離開（工作）占著那個

位置。(小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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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工作場所中，部分工時與全時勞工通常存有差別待遇的情形。大

多受訪者表示，部分工時勞工與全時勞工主要的差別待遇在於薪資、福利、

工作時間與工作內容。在薪資福利方面，部分工時勞工多未享有勞健保、福

利金、獎金與津貼，且薪資較全時勞工低。在工作內容上，全時勞工大多負

責行政、管理等職務，全時勞工在工作責任上的負擔較大，甚至需配合升遷

需求調動工作地點；相對的部分工時勞工的工作地點固定，不易調動。部分

工時工作雖然可能能夠配合婦女工作-家庭的時間需求，但勞動條件上的差別

待遇，使婦女必須犧牲其生活與工作品質，作為其平衡工作與家庭的代價： 

 

喔！差好多喔！我曾經做過半天工作一個月…只有一萬塊出頭而已，你會發

現兼差工作有個特色就是他沒有給你勞健保。你必須跟他要求，他心不甘情

不願才給你，一個人講沒有用，我會去問其他同事一起向公司爭取，他才會

給你。……勞退他根本就不提撥，薪水中間差了大概三倍的差距，生活馬上

就掉下來了！工作內容上當然是比較輕鬆，最大的感覺就是，你做兼差工作

你回家照顧小孩跟處理家務的時候，你比較不會累。因為時數短，你不會付

出這麼多的時間，差不多時間就會覺得我要回家了，回家的付出就不會覺得

累。（您認為差別待遇是合理的嗎？）…可是沒有辦法啊！沒有辦法，因為

這是你自己的選擇啊！就是…基本開銷是 ok 啦！但是你要做很好的那種享

受…沒有。(曉郁) 

 

婦女傾向讓自己的態度與現有的環境妥協，將部分工時工作中，個人生

活與工作品質的低落，當作是自己選擇的結果而理應由自己來承擔。 

在組織與社會關係方面，有部分工時工作經驗的受訪者，大多沒有參與

公司會議或討論相關事項。主要原因為部分工時工作的內容大多不是組織中

的核心事務，且其工作時間與公司會議的時間亦無法配合。再者，由於部分

工時勞工的工作時間較短，或是與全時勞工的工作性質差異，受訪者認為其

較不容易融入同事與組織文化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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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就是他們全職的會比較熟，比較像一個 team 這樣子。然後兼職的老師

就是時間到去就走這樣，就比較沒有那麼融入那個…文化。(亞琇) 

當然會有差別，因為兼差上面你跟同事相處的時間短，時間短所以同事間的

感情頂多打聲招呼再見啊，全職的話就可以…全職幾乎事情大家都瞭解，彼

此還會互相支援。(曉郁) 

 

雖然我國勞動法令並未排除部分工時勞工的適用，但實際上，我國部分

工時與全時勞工在勞動條件上仍有差別待遇。而受訪者大多認為差別待遇雖

然不合理，但卻傾向將社會結構所造成的負面影響，視為是自己選擇後應承

擔的結果。 

二、部分工時工作的性質 

第三章第一節提到，依據組織運用部分工時工作的目的，可區分為公司

需求與員工個人需求取向。曾有部分工時工作經驗的受訪者中，其中有 2 位

的部分工時工作是原有工作的延續。在與雇主協調後，雇主考量其照顧子女

的需求，願意讓受訪者在此一時期縮短工作時間： 

 

老闆跟老闆娘都蠻好的，他知道小孩剛出生就是很麻煩，有時候到孩子健康

許可的時候我就可以做整天。比較忙的時候我就盡量做整天。那段時間在這

家就是還好能撐過去，我在這家做了 18 年，後來夫妻移民了！我兼職工作

做了大概到他（孩子）兩歲多，就是熬過那段時間啦！(曉郁) 

 

在工作性質與組織運用目的方面，直接由原有工作轉換為部分工時工作

者，其所從事的部分工時工作較具專業性，這類婦女計畫將在子女成長後，

回復至原有的全時工作。在以個人需求取向的部分工時工作中，工作時間的

安排較具彈性，能夠依據員工的家庭需求彈性調整工作時間。且此類工作較

具穩定性，婦女較不易經歷職業階層的向下流動，工作內容也較能夠符合勞

工本身具有的專業能力。 

曾有部分工時工作經驗的婦女認為，工作時間的彈性安排在平衡工作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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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上有很大的幫助，並認為工時彈性應該建立在勞工個人的選擇上： 

 

我會覺得說，在整個社會規範來講，你的工作其實要愈彈性愈好。你必須愈

彈性你才能適應每個家庭的狀況，跟每對夫妻的狀況。然後你讓大家有選擇

的機會，不要呆板的就是一定要從早上九點上到晚上五點。(淑芹) 

 

然而，在公司需求取向的部分工時工作中，工作時間的安排較固定，婦

女則選擇能夠盡量配合家務時間的工作時段，在時間的安排與調整上較不具

彈性。且公司需求取向的組織，雇主大多不偏好僱用已婚婦女： 

 

基本上他們好像都不請已婚的，全部都是在學的比較多。……這樣變成說，

家庭主婦的工作機會真的變很少，因為你可以選擇的不多嘛！(小米) 

 

雇主大多認為負擔家庭責任的婦女，其工作時間必須以配合家庭時間為

主，較不容易配合組織的營運需求。並認為婦女的就業期間會隨著家庭狀況

而變化，具有較不穩定的特質，因此多不願僱用負擔家庭責任的婦女，減少

了婦女的工作機會。 

Hakim 認為已婚婦女就業不穩定的產生，是因為婦女的就業是以家庭需

求為優先考量，因此婦女的就業會隨著家庭狀況而改變。但其並未考量，在

社會普遍將家庭責任附加在女性角色上時，就業市場並不接納負擔家庭責任

的婦女。女性所背負的「家庭責任」，如同罪名一般，使得女性受到就業市場

的歧視與排斥。在不友善的社會與職場環境下，女性也僅能選擇以不穩定的

就業來配合附加在其身上的家庭責任。 

婚育後曾有部分工時工作經驗的受訪者，其婚育前的全時工作經驗包

括：行政助理、會計、教師、政府聘用人員等；其婚育後所從事的部分工時

工作則包括：餐飲業、開娃娃車、補教業教師、國貿與會計助理等。部分婦

女的職業階層呈現向下流動的現象，產生此一現象的原因，可能為符合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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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程度或專業能力的工作，大多並未以部分工時工作的方式僱用。職業階層

未向下流動的婦女，其大多從事補教與教育業或由原有工作轉換。原因為此

一行業較普遍採行部分工時的僱用方式，以鐘點計算教師的薪資；且教育業

的工作地點大多鄰近住宅或學區，使此類婦女的工作較能夠符合其家庭與子

女照顧的需求。 

曾有部分工時工作經驗的婦女中，除了現在仍從事部分工時工作者外，

部分婦女由於在重返就業時遭遇困難，因此轉換至未就業的狀態。而能夠由

部分工時工作轉換至全時工作者，其教育程度較高且就業經歷較多。過去的

就業經驗對婦女未來的就業發展會產生影響，低階的部分工時工作使婦女無

法累積個人的專業能力，造成其再就業時的困難。 

三、婦女部分工時工作者的「工作」需求 

曾有部分工時工作經驗的婦女，認為從事部分工時工作能夠使其達到兼

顧工作與家庭的目的。一方面工作的時間能夠配合其家庭的需求，另一方面

工作的收入也能夠分擔家中的經濟。 

即使部分工時工作能夠滿足婦女的家庭需求，同樣也不能忽略婦女對「工

作品質」的需求。大多數的受訪者認為，部分工時工作的品質、薪資收入，

以及未來的就業發展相當重要。認為從事部分工時工作不僅是為了賺取薪

資，更重要的是希望部分工時工作能夠累積就業經驗與實力，對未來的就業

更有幫助： 

 

兼職工作你還是要讓你的兼職工作者有成長的空間啊！就是品質跟收入能夠

支持家庭，我覺得會比較好。我選擇孩子，所以我覺得這個工作是可以平衡我

在專業上跟孩子上的需求。(淑芹) 

 

婦女認為就業中的專業成長與子女的成長是需要同時兼顧的。選擇從事

部分工時工作的婦女，並非對於就業沒有投入的熱忱，同樣也會希望在個人

的就業過程中獲得專業能力的累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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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詢問婚育後未就業的婦女，其認為部分工時工作是否能協助其在工

作-家庭的平衡。此類受訪者亦認為，在既有環境的限制下，若部分工時工作

能夠有好的工作品質、收入穩定，且時間上能夠配合家庭生活的需求時，其

會願意選擇從事部分工時工作來達到平衡工作與家庭的目的： 

 

其實我有曾經考慮過說，在我的就是所謂的全職家庭主婦的期間，找一些兼

職的工作，減輕我跟老公的壓力。……變成是這種時候，你會在一個比較多

的條件規範之下，去找尋可以配合你生活的工作。可能以前比較沒有負擔的

時候是你去配合工作，可是現在變成是你要找能夠配合你的工作。所以…是

有曾經這樣子想過啦！……其實兼職工作跟全職工作最大的考量還是在於

收入足不足夠支持家用的狀況，如果說我的兼職工作穩定，也可以幫助我的

家庭，就是整個狀況都還蠻 ok 的話，我覺得也許會這樣一段時間。……如

果說這樣子的狀況可以穩定的話啦！(蔓琍) 

 

婦女大多認為若部分工時工作能夠對未來就業有幫助時，才值得去從事部

分工時工作： 

 

如果這個兼職工作對你以後要做的工作沒有幫助的話，三個字：不要做！沒

有意義，只是在浪費時間，只是在打工賺錢。(薇娟) 

 

對於有部分工時工作經驗的婦女而言，一般非專業性的部分工時工作僅具

有臨時性工作的性質，對未來的就業發展幫助並不大： 

 

我覺得它真的就是兼職，沒有發展性。除非說我對這個工作真的有興趣，我

往他的行政方面去做，要不然就真的只能兼職。(婕于) 

 

部分工時工作雖然能夠配合家庭的時間需求，但是缺乏品質的部分工時

工作，並無法滿足婦女在「工作」方面的需求。部分工時就業的提倡不應僅

基於婦女分擔家中經濟的立場，而是在就業品質與待遇上，能夠真正「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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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女的就業發展。 

在政府提昇婦女勞參率的目標下，部分工時工作的就業品質對於吸引婦

女進入勞動市場的誘因仍然不足。低劣的勞動條件與未來就業發展的限制，

可能會使婦女不願意投入部分工時工作。真正的「工作-家庭」平衡，應使勞

工能夠同時滿足家庭照顧與個人就業能力的成長需求。 

第二節 婦女的經濟依賴與家務角色強化 

一、婦女的經濟依賴 

婦女在婚育後離開原有工作，選擇從事部分工時工作後，多成為家中次

要的賺取收入者，並增加了婦女對配偶的經濟依賴。大部分的婦女認為，配

偶在其在從事部分工時工作或未就業期間的經濟支持，對家庭而言是重要的： 

 

（部分工時的薪資）足夠支付我個人跟小孩的費用，但比較大筆的像房租

啊，還是靠老公那邊，哈哈！(淑芹) 

經濟上也是他在…所以，還蠻重要的！其實我老公是覺得如果我去就業，經

濟上有些幫助是還蠻不錯的。可是如果，沒有那麼容易找到工作，或在家裡

帶小孩其實他也是 ok 的。可能因為我們那附近實在太普遍了，太太都在帶

小孩，所以他也比較不會覺得好像有個一米蟲在家（笑）！(亞琇) 

 

婦女認為若從事全時工作，個人在金錢運用上會比較自由；從事部分工

時工作時或未就業時，個人在金錢的運用上會受到限制。部分工時工作較低

的薪資收入，或未就業造成家庭收入的減少，會影響婦女個人的財務安全： 

 

我的感覺是…嗯……女人不管怎麼樣還是真的要有一份屬於自己的工作，不

管你的先生會不會賺錢，那至少你自己在用錢上會比較寬裕，不會擔心很

多。(小米) 

「伸手牌」也是很痛苦的（笑）！…我覺得會有影響啊！我覺得可能現在大

家都習慣說女生也要有工作，…一下子沒有收入的話，其實…對一些未來的

計畫啊，可能會有影響。(蔓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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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婦女傾向降低自己對財務與物質的需求，認為自己大部分的時間都

待在家裡，在家中收入減少的情形下，盡量節制生活上的花費： 

 

（以前）買東西就不用看人家臉色，我現在就沒有買我也不知道耶，呵呵呵！

因為你就會覺得說你就待在家裡啊，你也不會說像以前要上班要打扮。其實

我覺得在家還是要打扮啦，只是你會覺得說…可能也少了一份薪水，就不應

該像之前那樣花費吧！差很多錢耶！(莎莎) 

 

由於職場上女性全時工作的薪資普遍較男性為低，在家庭中機會成本的

考量下，女性選擇離開原有工作照顧子女被視為是「理性的選擇」。但女性選

擇了不就業或從事部分工時工作後，更強化了女性為次級收入者的角色。婦

女從事低階部分工時工作的收入，大多僅具補充性質；且我國專業性的工作

大多不會採取部分工時的僱用方式。婦女在選擇從事部分工時工作或未就業

後，增加了對配偶的經濟依賴，也影響了個人的財務安全。 

二、傳統性別角色分工的強化 

（一）婦女就業對家務分工的影響 

從事部分工時工作與未就業的婦女大多負擔家中主要的家務責任，大多

數的受訪者認為家務工作應該由兩性平等分擔；但若女性為了照顧家庭選擇

從事部分工時工作或未就業，由於其在家的時間較配偶多，女性會認為由自

己承擔家務是應該的： 

 

我覺得如果實際狀況是這樣這是 ok 的，當然我很希望去工作，可是種種外

在因素變得我必須在家的話，我必須負擔所有家務。可是如果雙方都在工

作，我就會覺得那個男人應該也要做事情，那也是他家啊！他憑什麼就賴

著！(亞琇) 

 

進一步探討婦女從事部分工時工作或不就業，家務分工的情形與其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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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時工作是否有差異，所有受訪者皆表示其就業型態對家務分工情形並未產

生影響，大多仍是由女性負擔主要的家務責任： 

 

其實沒有什麼差別，而且我覺得說我工作真的很累，回來還要再洗衣服，還

要趁時間去買菜，…。然後，整理的事情我還要自己做，然後那些水費電費

都還要我去處理，然後都會覺得說，喔！（嘆氣）結婚之後為什麼變的更累！

還要工作還要負責家裡。(小米) 

我覺得如果有工作以後…我覺得也還是我耶！因為他的工時就是比較長

嘛！因為經過這一兩年主要我是照顧者，我女兒就變得比較黏我，就變得都

是我來弄。(亞琇) 

 

家庭中的性別角色分工，受到傳統規範的深度影響，使得即使婦女參與

就業，配偶依然認為家務工作是「女性的」責任。甚至女性為了照顧家庭離

開原有全時工作的期間，強化了配偶或家人認為女性是主要照顧者的角色，

更加深對女性的照護依賴。使得女性即使重返職場從事全時工作，對男性家

務角色參與的影響仍然不大。 

（二）兩性親職角色的差異 

兩性在親職角色的扮演上同樣具有差異，受訪者的配偶大多在下班之後

陪子女玩玩具、看電視或哄小孩，較少會主動參與教導功課、餵奶、換尿布、

洗澡等工作，這些工作大多仍由母親負責： 

 

其實不一樣耶！因為我覺得現在爸爸都比較忙，所以現在爸爸都扮演慈父

吧，媽媽都比較嚴，媽媽都當嚴母，都要教一些生活規範吧。爸爸都比較寬

鬆，爸爸都在寵小孩，他只負責玩，哭了再還我，那我們要教一些東西的話

都還是媽媽在教。(莎莎) 

他就是以工作為主就是了！他覺得如果他沒賺錢，你們哪活的下去啊！那我

就會覺得說：真的有這麼嚴重嗎（笑）？不過他有一個好處就是他忙完了…

不過這種機會很少啦！他還是偶爾會跟小朋友，帶他們出去玩，而且我是覺

得他越來越好。(婕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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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普遍會以工作為主，認為自己負責家中主要經濟來源維持家庭生

活，因此家務事理所當然由女性負責。在親職角色上依然維持著傳統的性別

分工觀念，大多僅利用自己下班的閒餘時間從事育兒工作。 

社會上普遍認為「男性的家庭責任」，即是外出就業負擔家中主要經濟收

入，因此其親職角色的扮演，僅在其下班之後從事間歇性的育兒工作。而「女

性的家庭責任」，則主要是將子女與家務處理好，在家務時間之外從事工作，

分擔配偶的經濟負擔。社會在「家庭責任」定義上的性別差異，使得兩性在

親職角色與家務工作分擔上，受到傳統性別角色觀念的影響而產生差異。若

婦女從事部分工時工作或未就業，可能會使傳統的性別分工型態更加深植在

社會與家庭當中。 

第三節 婦女的個人生活平衡 

一、時間衝突 

在婦女的個人生活中，婦女幾乎須花費一整天的時間在照顧子女與家務

工作上。特別是在子女年紀較小需要花費較多時間照顧時，婦女在個人生活

中，幾乎沒有休閒時間及個人的社會生活。從事部分工時工作的婦女，除了

需在家務時間外從事工作，在同時需照顧子女及處理家務時，會面臨時間衝

突的情形。婦女多僅能趁子女的睡眠或專心於玩樂的空檔，從事家務工作或

擁有自己的休息時間： 

 

現在比較多（休閒時間），小孩小的時候就比較需要時間。（有面臨時間衝突

的情形嗎？）…會啊！也是會！像他小的時候就是趁他睡覺的時候去做，不

然就是他在玩的時候，…你趕快弄你自己的事。(小米) 

 

為了避免家務時間與工作時間衝突，婦女必須在工作時間前後將家務工

作整頓好，才能放心外出工作。若仍面臨家務時間與工作時間相衝突時，婦

女會尋求其他家人在家務工作上的協助： 



 109

 

我去接小朋友的時候，剛好發生什麼問題，我回來的時間就 delay 到了。其實

我要出門之前我都會把菜洗好，把魚煎好，我會先打電話回來說，請婆婆幫我

炒菜；或請先生幫我買便當啊！晚上就吃外面。(筱琪) 

 

從事部分工時工作的婦女，其生活時間在家庭與非家庭間穿梭。照顧子女

與家務等工作多具有時間依賴性，在現今大多部分工時工作的時間較不彈性

下，婦女的工作、家庭與個人時間都將受到壓縮，必須在有限的時間內完成

工作與家務。 

二、角色負擔壓力 

除了面對上述的時間衝突之外，在婦女未就業的期間，仍必須承受家中的

經濟壓力。大多婦女仍認為，為了照顧家庭選擇從事部分工作或未就業，最

大的影響就是家中經濟收入的減少： 

 

我不希望他（老公）因為經濟的壓力，讓他覺得情緒上被影響到。…我當然

相信那是一個過渡期，你可能要忍受一陣子的困難。(蔓琍) 

 

從事部分工時工作時，同時要兼顧工作、家庭的生活，也對婦女的身心

健康造成影響。婦女認為工作與家務時間的壓縮，讓自己每天的生活行程從

不間斷的進行： 

 

我本來小時候有氣喘，我已經很久沒有發作了。…可是那時候真的是太累

了！氣喘就發作了，整個人就是沒有精神，但還是要撐過去。(曉郁) 

工作的那段期間，我先生都說我像一顆陀螺一樣，一直轉，一直轉這樣。(筱

琪) 

 

在社會普遍存在傳統的性別角色觀念下，婦女傾向認為性別角色分工所

產生壓力，理應由自己來承擔。認為些壓力已經成為其生活中的一部份，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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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臨這個不可改變的「事實」時，自己必須要去接受在現實生活下不得已的

「選擇」： 

 

講實話其實照顧家人很累耶！很累！…真的很累！但沒辦法啊！你還是要

去面對去接受啊！他已經成為你生活的一部份了，你還是要去接受他啊！你

真的接受了，你就不會覺得說它是那麼的累！(筱琪) 

如果我要當媽媽我就要好好的當，我就要把它做好！…結婚以後自我的時間

本來就少一半了。…生了小孩時間就更少了，甚至再少一半了，其實有工作…

跟沒有工作…其實你本來所剩的時間就很少了。…我覺得那是認知的問題，

你已經有這層體認你就會覺得說還好。很多人當媽媽是她想生小孩，可是她

沒有體認當媽媽就是很辛苦，不管你有沒有工作都很辛苦。(莎莎) 

 

在決定選擇去實踐社會上所傳達的「母職責任」時，婦女除了在環境限

制下盡力實踐對工作的期望外，並會將個人對工作成就的期待，轉換至家庭

當中，認為自己能夠每天陪伴子女成長或將家庭照顧好也能夠達到成就感。

在社會與環境的限制因素下，婦女傾向將這些結構限制轉換成為自己選擇的

結果： 

 

因為我是想要工作的，沒有工作的時間我會覺得就有點可惜啦！那當然情勢

所逼我也沒有辦法，那就只好盡量的，譬如說我在兼職的時候就盡量學習做

相關的，還是以能夠找到理想的全職工作為目標。……轉個角度想，就覺得，

這一年能夠陪他我覺得很不錯，也不是所有的媽媽都能夠這樣，也算是個福

份吧！就整個人生來講也算是很值得的。(亞琇) 

 

當婦女想就業但無法透過就業達到成就感時，其會透過家庭的勞務價值

來尋求對自我的肯定。但在社會上普遍忽略家庭的勞務價值時，婦女的價值

來源是透過自我肯定，而非社會給予的價值肯定。也由於資本主義社會普遍

僅認同有酬工作所帶來的經濟價值，導致女性無論是在勞動市場或家庭中，

被視為是次級的勞動地位。如同 Friedan（1995:393）所言，男性經由社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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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獲得地位，女人的工作（家務事）是無法賦予其任何的地位；且幾乎

在所有的工作之中，家務事的地位是最卑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