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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國女性勞動參與率逐年上升，雙薪家庭比例逐年升高，然而在家庭中幼兒

的照顧工作仍以女性為主力，透過完備的公共托育政策將有助於平等性別分工。

我國自 2001年起推動社區保母系統服務，自 2008年起開辦保母托育管理與托育

費用補助計畫，旨在於使雙薪家庭父母親能夠安心使用保母托育服務。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幼兒父親與母親決定使用保母服務及選擇保母的動機及

考量因素，以及使用保母服務托育後父親與母親自覺對自己的父職角色及母職角

色的認知有何影響。並透過研究結果以提供保母與保母托育服務管理者參考及協

助媒合。 

本研究屬質化研究，透過位於台北的彭婉如基金會提供 9對父母親受訪者，

為避免夫妻權力干擾，訪談方式為研究者與父母親分開之單獨訪談。研究結論歸

納九點：一、因家庭經濟考量與無法由家裡長輩照顧而尋求保母托育，且「人際

管道」為主要的找保母管道；二、父母親普遍重視保母證照；三、選擇保母時，

父母親重視托育持續性，意即可固定保母長期托育；四、父母親期待保母能有其

他托育幼兒，使幼兒可學習人際互動；五、父母親選擇保母時重視幼兒感受；六、

家長使用有系統管理的保母較安心；七、家庭對於選擇保母是以「母親」意見為

主導，且母親考量較細緻；八、母親對於使用保母服務有愧疚感且感受深切，父

親則無；九、使用保母服務有助於親職角色的發揮。最後，提出幾點關於承辦社

區保母系統基金會的角色、保母訓練課程，以及托育政策等的相關建議。 

 

關鍵字：母職、父職、社區保母系統、家庭保母、托育服務 

 



 
 

An Exploratory Study on Double-Income Families Fathers 

and Mothers Use Communal Nurse System Service and 

Its Impact on Parenting Role 

 

Abstract 

Taiwan's femal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increased year by year, the 
proportion of double-income family is gradually increased, however, still 
women in the care of the children in the family as the main force,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public childcare policy will contribute to equal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Taiwan since 2001 to promote Communal Nurse the System service, 
Child care management and child care fee allowance program offered since 
2008, aims to double income families, parents can feel at ease to use the 
Family child care providers nursery servic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fathers and mothers decided to 
use the family child care providers nursery service and the motives and 
considerations of selecting the family child care providers, as well as after the 
use of the family child care providers nursery service, the father and the 
mother is conscious awareness of fatherhood and Motherhood what impact. 
And through research results to provide Family child care providers and the 
Family child care providers nursery service managers Reference and assist in 
matching. 
  This study is a qualitative research, nine pairs of parents of respondents 

through the Peng Wan-Ru Foundation located at Taipei. The way of interview 

in this study to separate researcher and the parents is for avoiding the 
interference from parents by marital power. Conclusion this study of nine 
points:1.Due to the family economy and at home elder cannot take care of 
children, seeking for a child care, and seeking for a child care “interpersonal 
channels” is the main way; 2. Parents generally value the Family child care 
providers’ license; 3.Select a family child care provider parents attach 
importance to child care sustained, meaning family child care providers can be 
long-term childcare; 4.Parents look forward to the family child care providers 
can take care other children so that children can learn social interaction; 
5.Parents choose family child care providers focus on children feeling; 
6.Parents use family child care providers of systems management service feel 
trust; 7.Family select the family child care providers leading on the views of 
"mother", and mother considerations is in greater detail; 8. Mother feeling guilt 
and deep feelings for the family child care provider service, but no father; 
9.The family child care providers nursery service contribute to the parenting 
role to play. Finally, offer some points of the foundation’s role to host the 
Communal Nurse System service, family child care providers training courses 
and childcar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Key words: motherhood, fatherhood, Communal Nurse System, family child 

care providers, nursery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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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 

由於傳統女性在經濟層面需依附於男性，而此經濟依賴性使得女性必須承擔

家庭的照顧者角色，即形成「男主外、女主內」之性別意識型態，然而，女性的

照顧者角色在近年的討論大幅增加，因女性亦有工作權、公民權，且應如同男性

能於社會中追求自我實現等基本價值觀轉變，使得女性的教育程度提升，進而增

加女性的就業率。而社會對女性走出家庭、進入勞動市場的態度亦為鼓勵、支持，

從目前社會政策立法顯見政府愈來愈著重協助女性緩和家庭照顧者角色，並鼓勵

女性參加勞動市場，諸如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居家托育費用補助實施計畫等，尤

其是政府托育制度近年來的發展，彰顯政府照顧幼兒的責任，並鼓勵、支持女性

由家庭照顧者角色走入勞動市場就業。 

隨著工業時代發展、農業邊緣化後，我國家庭型態逐漸由三代同堂轉變為核

心家庭的型態，且我國女性教育程度提升，女性就業比例逐年增加，使得兒童托

育問題倍受重視。從主計處關於就業統計可知，台灣女性的勞動參與率於 2001

年為 40.45%、2006年為 42.45%、2007年為 42.91%、2008年為 43.12%、2009

年為 43.39%，至 2010時已提升至 43.61%（行政院主計處，2011）。根據內政部

兒童局 2001年的臺閩地區兒童生活狀況調查報告指出，兒童家庭組成以核心家

庭占最多，為 51.77%；而兒童的主要照顧者有從事工作者占 75.44%。也就是說，

核心家庭乃以父母二人與子女同住的家庭型態，多以母親為兒童的主要照顧者，

而主要照顧者中有 75.44%是有在勞動市場從事工作者，可見職業婦女面對家庭

與工作的雙重角色與壓力（內政部兒童局，2001）。隨著社會、經濟、家庭型態

轉變，雙薪家庭（亦稱為雙生涯家庭）亦隨之增加，育有三歲以下子女的有偶婦

女勞動參與率亦隨之上升，於 1994年時為 45.18%，2004年時已增為 51.42%，

2009年時為 57.43%，至 2011年時更提升至 61.34%（行政院主計處，2012）。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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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職業婦女的比例增加，家庭式托育服務(family child care)需求愈來愈多，

顯示社會對於家庭保母的需求也逐漸增加（蔡嫦娟、張碧如，2003）。 

在兒童照顧方面，針對國人對 3歲以下幼兒之主要照顧方式觀察，由母親自

己照顧的比例，2006年占 65.8％，雖較 2000年 72.3%減少 6.5個百分點，惟女

性仍承擔主要育兒責任，使職業婦女對家庭及生育面臨雙重壓力；由保母照顧方

面，2000年時占 6.5%，2003年為 7.4%，2006年些微提升至 7.5%，可見我國使

用保母服務托育照顧的比例尚低（行政院主計處，2007b）。惟綜觀目前社會、經

濟、家庭型態，使用家庭保母的托育為必然的趨勢。 

由上述各數據可看出，即使女性的就業率提升，但照顧幼兒的重擔仍是落在

女性身上，為何即使女性進入勞動市場與男性一樣從事工作（職場平等又為另一

議題），但仍需負擔照顧幼兒的工作？或許這可從「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價

值及母職角色來理解。首先，從「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價值觀之，2002年

國際社會調查計畫（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me）調查 35個主要

國家，其中問項對於「男性主職責賺錢，女性照料家庭」之看法，調查結果顯示

我國國人同意或完全同意占 50.6％；此外，觀察 2008年國內女性非勞動力未參

與勞動之原因，以料理家務占 30.35％為大宗，2009年以及 2010年統計資料顯

示，料理家務皆占 30.19%（行政院主計處，2010）。據此，國人對於男主外女主

內的傳統性別分工仍影響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甚至還影響著女性在勞動市場的

去留。接著，再從母職角色來看，女性因生理結構在懷孕、生產後成了母親，此

為「生物性」母職，而照顧子女、社會化子女，使其行為符合社會規範則屬「社

會性」母職。據此理解，生物性母職中用子宮孕育子嗣的部份，以目前的醫學科

技只有女性可勝任，社會性的母職則不一定必然由生物性的母親來擔任（張瀞

文，1997）。那麼，將女性等同母親、將生物性母職等同社會性母職是如何形成

的？從各女性主義對母職的探討可知，這是社會建構下的產物。雖然各女性主義

流派主張不盡相同（第二章第一節有更多討論），例如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認為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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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男人一樣具有理性，但女性須透過妻子與母親的身分來實踐理性；基進主義

女性主義則認為應摧毀使女性淪為母親的生物性體制，而主張體外的人工生育，

而同為基進主義女性主義的 Rich則較緩和地主張應是摧毀母親的社會制度。 

那麼，父職在幼兒照顧方面的展現為何？一些研究呈現父職為「間歇性育兒

角色」、「選擇性育兒角色」，因此在育兒表現上，父親相較於母親，父親對育兒

投入的時間是少數、部分、而有限（王舒芸，1996；王舒芸、余漢儀，1997），

以及扮演的角色為「次要性的照顧者」、「主要的經濟供養者」、「親切的父親」（李

旻陽，2005）。然而，近年來由於女性教育程度高漲、就業率亦隨之增高，使得

父親的親職實踐倍受關切，更有興起「新父親」的討論，新父親是指父親從嬰兒

早期就開始參與，無論是陪伴母親生產、照護嬰兒或家務工作，男性都較過去不

希望因為專注工作而忽略家庭，並從女性懷孕時就開始一起參與分娩過程，但這

些「新父親」對家務的參與仍遠遠落後母親，即使父親們試著去超越自己，成為

母親的幫手，當他們試著去分擔照護孩子，他們仍然缺乏他們對自己身分認知及

一個父職的典範男性亦較以機械方式陪伴子女（王郁琇，2005）。 

由於社會型態轉變，核心家庭、雙薪家庭為多數家庭型態，而雙薪父母為使

工作時段內家中 0-2歲幼兒能獲得妥適的照顧，普遍選擇、使用居家式托育服務

─保母所提供之托育服務與照護（內政部兒童局，2010）。當父親與母親都身兼

經濟來源及親職角色，尤其當幼兒照顧者（主要為女性）進入勞動市場後，家長

最為關注的是兒童托育的品質，因使用家庭保母資源代表家長必須將部分的照顧

責任假手於他人，於選擇將幼兒交由保母照顧的兒童托育形式時，選擇保母的時

有哪些考量因素？文獻提到，包含保母的托育經驗、教保內容、離家遠近、保母

子女表現（蔡嫦娟、張碧如，2003；張美娟、段慧瑩，2005），另包含彈性托育

時間、環境設備（洪敏中，2002）等。而引發研究者興趣的是，受社會建構、性

別角色分化的影響下，父職角色與母職角色是有差異的，因此，父親與母親於選

擇保母時的考量因素有怎樣的差異是值得探討的。另外，由社會建構的母職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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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幼兒照顧被界定為母親的工作，那麼，在決策幼兒保母托育方面（例如是否

使用保母服務、找保母的過程、與保母聯繫等）的父親與母親角色為何？是否會

成為母親專責的工作呢？父親與母親在使用保母服務托育上是如何取得意見共

識？最後，使用保母服務托育後，父親與母親自覺對自己親職角色認知產生怎樣

的影響？以母親為例，使用保母服務托育後，母親會不會覺得自己的母職角色跟

父職角色沒有差異，或仍是存在差異等；這些都是研究者有意探討的方向。 

幼兒托育議題在少子化之今日備受重視，自1998年3月，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職業訓練局舉辦第一屆「丙級技術士保母人員技能檢定」，通過者核發丙級技術

士證照，也才使保母的工作進入專業證照化的階段。我國兒童局於2000年制定「社

區保母支持系統實施計畫」，2001年全面政策性推動「社區保母支持系統」，2005

年更名為「社區保母系統」，行政院於2005年的「台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以及

2006年的「大溫暖社會福利套案」對於保母納入管理系統、普及嬰幼兒照顧有所

重視，2008年內政部核定「保母托育管理與托育費用補助實施計畫」，針對使用

社區保母系統的一般家庭及弱勢家庭有托育費用補助，至2011年11月甫三讀通過

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原兒童及少年福利法），建立新的保母管理

制度，規定提供居家托育服務者必須向主管機關辦理登記，也就是說，目前的無

照保母，只要通過訓練並領有結業證書，向主管機關登記後，就能取得保母資格，

此一新法規定的「保母登記制」即為避免無照保母托育品質堪慮之情況，可見政

府落實普及嬰幼兒照顧的用心，此外亦是為了減輕家庭（其實就是女性）照顧幼

兒的壓力、提升女性就業率。 

可知，在保母專業化方面，我國自1998年開始實施保母證照核發制度，自2001

年起輔導地方政府推動社區保母系統實施計畫，政府為推動國家與社會分擔家庭

照顧嬰幼兒之責任，建構保母托育管理制度，期以落實保母證照制度，提昇保母

人員照顧嬰幼兒專業知能，目前全國有22個直轄市、縣(市)政府共計輔導62個社

區保母系統（詳見附錄一），2009年底計有14,313名保母加入接受訓練及訪視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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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2010），截至2011年底輔導加入社區保母系統之保母

人數計1萬6,419人，受託照顧兒童之保母數為1萬4,174人（婦女權益促進委員

會，2012），而我國社區保母系統的建置目的即為期能透過社區保母系統加強對

於保母的管理，現以專業保母證照方式強化托育安全，於2011修法通過改為保母

登記制（有三年過渡期），透過全面的保母登記制達成保母服務專業化使父母們

得以放心。然而，從文獻中可知，家長選擇保母時對於保母是否擁有專業證照的

考量方面，證照保母的專業形象尚未出現，且家長對證照保母的信賴感並不強烈

（蔡嫦娟、張碧如，2003；張美娟、段慧瑩，2005；馬祖琳，2005；中華民國兒

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2008）。那麼，使用社區保母系統的父親與母親，對於

保母是否有證照、是否納入管理系統的考量因素為何？使用社區保母系統的父親

與母親是考量何種因素而選擇此系統？由於目前研究結果指向家長選擇保母的

因素中，對於保母是否擁有專業證照非為優先考量，那麼在使用社區保母系統中

的家長中，優先考量證照保母因素的情形為何？又或者，家長是為了托育補助1而

使用社區保母系統？此皆為研究者有意探討的面向。 

 

 

 

 

 

                                                      
1
 依「保母托育管理與托育費用補助實施計畫」規定，自 2008 年 4 月 1 日起，一對夫妻皆為受

雇者，家裡有 2 歲以下幼兒並為社區保母系統內合格保母托育，家庭年總所得在 150 萬元以下的

「一般家庭」，補助每位幼兒每月三千元；另針對低收入戶家庭、家有未滿 2 歲之發展遲緩或身

心障礙幼兒之「弱勢家庭」，補助每位幼兒每月 5,000 元。（附註：此為訪談當時之規定，現已修

改新制如下述。） 

101 年 1 月 1 日保母托育費用補助新制：依「建構友善托育環境～保母托育管理與托育費用補助

實施計畫」規定，開辦就業者家庭部分托育費用補助，1.一般家庭：申請人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

之最近 1 年綜合所得總額合計未達申報標準或綜合所得稅稅率未達 20％者，補助每位幼兒每月

最高 3,000 元。2.弱勢家庭：中低收入戶補助每位幼兒每月最高 4,000 元。低收入戶、家有未滿 2

歲之發展遲緩或身心障礙幼兒之家庭、特殊境遇家庭、高風險家庭，補助每位幼兒每月 5,000 元。

3.三位子女以上家庭不受雙就業及綜所稅稅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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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綜上所述，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幼兒父親與母親決定使用保母服務及選擇保母

的動機及考量因素，以及使用保母服務托育後父親與母親自覺對自己的父職角色

及母職角色的認知有何影響。並透過研究結果以提供保母與保母托育服務管理者

參考及協助媒合。因此，本研究問題如下所列： 

1. 父親與母親對於選擇使用保母服務的動機與考量因素為何？兩人如何達成共

識？ 

2. 當初如何接觸到社區保母系統？為何選擇社區保母系統？ 

3. 使用保母服務托育後，父親與母親自覺對自己的父職角色及母職角色有何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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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父職與母職的性別角色分化 

本節的探討面向有三：一是從性別角色分化論述，透過性別角色分化而形成

母職及父職角色現象；二是母職的內涵及社會建構過程，並探討女性主義對母職

的觀點為何；三是對於針對父職內涵及影響父職參與的因素為何進行探討。 

一、性別角色分化 

在西方社會，性別（sex）與性別角色（gender）指涉不同意義；性別（sex）

指的是男性或女性的生理狀態、生物性狀態，性別角色（gender）則是社會用來

區別男女有所不同的非生物性特徵，如穿著、體態、言行、興趣、嗜好、工作、

人格特質及家庭中角色等（李美枝、鍾秋玉，1996）。社會性別的意念是獨立於

生理事實，是社會加給的個人的期許、屬性、行為等的集合（王瑞香，2000）。

性別角色分化即起因於性別角色刻板印象，此係主觀的認為男女的角色、性格屬

性不同。探究性別分工之起源，男女工作的分化在漁獵社會確有其功能，當時人

類的生存與肉食的獲得皆有賴於體能，而男人的體型、力量以及免於懷孕、生育、

哺乳等生理特性，使其適合於從事禦敵、捕獵動物等工作，因此男性取得了優勢

的社會地位。由「男主外，女主內」的工作角色分化而衍生出來的觀念即為性別

角色的刻板印象，認為男女具備不同的特質，此種觀念融進風俗習慣、子女教養

模式中，代代相傳而成為根深蒂固的觀念。換言之，男女生理上的差異產生初民

社會男女分工，分工的結果導致男女性格發展的分歧，而後來男女性格的模式差

異，卻被用來辯正（justify）男女有分工的必要（李美枝，1981）。蘇芊玲（1998）

也指出相似的概念，在她的書中說明了在早期農牧維生的時代，性別分工不明

確，生小孩雖是女人的事，但養育小孩卻是家庭內所有男女老少成員共同承擔

的，然而隨著私有財產制的建立以及工業革命的興起，生活型態與家庭結構也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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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改變，工廠的生活型態使得遷移到都是形成小家庭的兩個成年人無法同時離家

進入生產線，必須留守一人在家照顧幼小，因此「生」與「育」的職責遂開始結

合，而形成刻版的性別分工及「母職」的概念。 

男女分工的體制、「母職」的觀念並非天生，社會建構才是主要的原因（張

晉芬、黃玟娟，1997）。Ann Oakley認為性別分工是由社會所建構的，而非源自

於天生的性別差異。此外，勞動的性別分工是有利於父權制度與資本主義，父權

社會認為當男人負擔家庭生活所需外出工作時，女人就要照料子女與家務－這種

家庭意識型態普遍被認知為一種天生的制度，以便於更合乎資本主義的需要（引

自方美玲，2005）。母職的角色為資本家所鼓勵，因為他們得以支持男性勞工使

其可全力為資本家工作，並在家庭中生養新生代勞工者以供資本家永續利用（張

瀞文，1997）。Chodorow認為，母職的概念不僅複製了性別架構，同時亦再製了

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與男性宰制的意識形態（引自張晉芬、黃玟娟，1997）。 

此男女有別的觀點深植人心，然而，男女除了生理差異外為何會被界定有不

同的分工？為何於今社會中，母親除了因生理特質需負責懷胎、生下子女，還被

認定需負責照顧、教養等育兒工作的主要角色，而父親則是負責經濟來源的「養

家者」（breadwinner）角色？究竟母職與父職角色是如何形塑而成的？以下茲針

對母職與父職探討。 

 

二、母職是從何而來？母職是社會建構下的產物 

Tong 對母職的解釋為：「論及母職（mothering ,motherhood），首應釐清的

是母職的定義。母職分生物性母職（biological motherhood，即血緣關係的母

職）和社會性母職（social motherhood，即社會關係的母職）兩種，儘管論者

評家們並不一定總是會在此二者間作出明確區分，但這兩種母職間確有差異，必

須要加以辨別。」（刁筱華譯，1996） 

因此檢視母職時需區分兩種不同卻相關聯的社會行動－其一是生物性的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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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包括用子宮孕育其子女並滿足其生物上的需求，如營養、溫暖等等基本需求；

二是社會性的母職，包括一切社會化的行為，使子女行為、意識型態等能符合社

會的規範與期待（張瀞文，1997；蔡素琴，2009）。生物性母職中用子宮孕育子

嗣的部份，以目前的醫學科技似乎只有女性可勝任，社會性的母職則不一定必然

由生物性的母親來擔任（張瀞文，1997）。既然「母職」不必然要由女性/母親來

擔任，為何社會價值仍將女性等同母職？張晉芬、黃玟娟（1997）指出，大多數

人認為因為女人能夠生小孩，就會照顧小孩；女人天生細心、有耐心，自然較會

處理家事，不論是管理家務或照顧小孩於是都成為女性的職務。更進一步指出，

母職泛指一切與母親有關的工作，不僅是生，還包括教、養、看護等再生產

（reproduction）的工作。 

論及女性，必將生育子女視為女性的天生職責，女性成為母親後，又因生下

子女後需承擔照顧責任的母職，因此，女性是個母親，母親需承擔母職，在此邏

輯之下，「女性」與「母職」成為相連的概念，然而女性是否真等同母職？然而，

不論中西社會，皆對於女性「成為母親」持以高度肯定，也認為「母親」是母職

實踐過程中不可替代的角色（潘淑滿，2005）。母親角色被定義為一個必須負有

照顧、養育、服務、安撫孩童等責任的社會角色。（Plaza，1982：79，引自張瀞

文，1997；Barnard，2002）。因此，女性在社會中不僅生育子女，而且比男性花

更多時間在養育照顧子女之上；親職的分工中，社會普遍認同的父職是提供母子

經濟支持，而非實際的照顧工作，母職誠然是外在於所謂的父職之外，而獨立存

在（張瀞文，1997）。換言之，母職代表的不僅是與父職不同的親職工作，更是

獨立於父職之外的社會概念，甚至意涵著母親需「獨立」承擔生、教、養、照顧

子女的責任，而父親則是負責賺錢養家的唯一工作。 

那麼，女性除了因生理因素需承擔生產責任、擔任母親外，社會又是如何看

待母職呢？母職的概念又是如何強加於女性的？從現存的教育體制以及出版的

刊物可見一斑。上學校受教育，對男孩而言受教育是一個開拓自我豐富經驗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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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對於女孩，卻往往是母職更被體制強化的過程（蘇芊玲，1998）。學校的教

育功能未能促使女性獲得解放，反而是「父權秩序的再製」（謝小芩，1995）。莊

永佳（1998）針對九位女性深入訪談之研究結果，發現經由教養書籍所傳達出之

母職倫理為：在由爸爸、媽媽和孩子所組成的快樂家庭中，母親仍然是教養孩子

最主要的負責人，並且若能專職的養育孩子，運用密集性母職的方式，採行專家

的意見，對於孩子的發展、學習各方面都會有很大的助益，如此一來，就可稱的

上是現代的好媽媽了。從文學作品中也可看出將女性、母親、母職劃上等號的建

構過程，蘇芊玲（1998）以文學作品為例，認為人們常以聖潔與苦難描繪母親，

一方面同情憐憫母親的苦難，另一方面卻又以她受苦難的程度來給予他不同程度

的稱頌，而許多母親就在這樣的無形力量拉扯下，更加無法自母職的神話中脫身。  

據此，母職乃是社會建構而成的文化規範，那麼究竟是何種力量在形塑此種

社會規範，而成為社會中牢不可破的集體意識？張瀞文（1997）指出母職是一種

非個人性的社會行動，也非只從屬於家庭與婚姻制度之下，而必須視母職為集體

意識的結果，此集體意識已是社會中的成員所有的信仰而成為的社會制度。

Firestone於 1970年撰寫 《The dialectics of sex》一書，指出造成男、女

兩性不平等的物質基礎根本就是生殖功能，她認為女性雖具有生殖的功能，但這

並不表示母愛就是天性，母愛其實是資本主義父權社會建構下的女性圖像，是男

性為了鞏固父權利益而建構的女性集體形象（潘淑滿，2005）。因此，在原始的

採集、漁獵、農業社會之後，進入工商業時代時，母職已跳脫生物因素的制約，

成為社會與文化的產物。 

 

三、女性主義的母職觀點 

母職議題向來是各女性主義討論的重心，而各女性主義對母職也有各種不同

的看法，不同的流派所提出的觀點及解決策略亦有很大的差異，以下茲針對自由

主義女性主義、基進主義女性主義、存在主義女性主義、精神分析女性主義、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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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主義女性主義說明女性主義如何看待「母職」。 

（一）自由主義女性主義 

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是最早發展的女性主義理論。Mary Wollstonecraft名著

為《為女權辯護》（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她認為女人和男

人一樣具有理性，因此也同樣具有追求平等自主的權力，可以爭取教育權、投票

權、工作權，然而她主張女性若能接受良好的教育並發揮其理性，就可與丈夫平

起平坐，成為丈夫精神上與智識上的精神伴侶，因此她認為女性存在的首要目標

是做一個理性的人，且是透過妻子與母親的身分來實踐（林芳玫，2000）。另一

位學者，Betty Friedan的名著《女性迷思》（The Feminine Mystique）對女性

的家庭角色有銳利的解析及批評。Friedan指出父權社會的文化機制竭盡所能地

塑造一個快樂的、滿足的、幸福的家庭主婦形象，並且使女性把自己的一生寄託

於家庭與婚姻關係；然而此理想形象卻只是個迷思。由於家庭結構本質上缺乏有

形的結構及酬賞制度，受過教育的現代婦女無法從家庭主婦的角色上得到成就感

與自我實現。但是，Friedan並未提倡女性放棄家庭生活，而是在事業與家庭間

取得平衡，兼顧家庭與事業（林芳玫，2000：13）。Friedan於 1981出版《第二

階段》(The Second Stage)，同時亦主張男性也必須共同分擔親職，以達成一平

衡點（蔡素琴，2009）。因此可知，自由主義女性主義，仍以力促女性以男性為

師、倣效男性，即使鼓勵男性參與家務與女性工作分擔相輔相成，企求達成一個

平衡點，仍未脫「男性中心」的理念（刁筱華譯，1996：43）。 

（二）基進主義女性主義 

Shulamith Firestone於《性的辯證論》（The Dialectic of Sex）一書中

指出，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在於生殖功能的不同，人類的生殖生理決定了一個社會

組織形式，她稱之為「生物家庭」，這個生物家庭又決定了男女間的權力差異。

她強烈反對生理母親身分，並提出解決方法，即體外的人工生育（王瑞香，2000：

138）。她深信成人是由於社會化的結果才會視血緣延續為人生的頭等大事，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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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沒有這種因使命感及運命感而帶來的光榮、崇高感受的話，生之痛苦及養之負

擔怕都難免會成為「生命中難以承受之重」（刁筱華譯，1996：148）。然而，她

的主張亦招致許多批評，而從未被草根女性主義者所接受，例如科技通常掌握在

男性手中，科技的依賴只會加深男性對女性的控制，而她卻未主張男性應為父權

體制負責，卻反而將女性生理視為錯誤所在（王瑞香，2000：140）。Firestone

亦指出，生養小孩與其說是出於真心喜愛，不如說是來自於擴展自我的需要。對

男人來說，子女能使其姓氏、財產、階級及族裔身分皆得以不朽；而對女人而言，

子女則保障其在家中的地位（蔡素琴，2009）。另一位學者，Adrienne Rich在

她的《女人所生》（Of Woman Born）一書中將母親角色區分為兩個部分：「為母

經驗」與「母職體制」，前者是指女性與其生殖力量及其子女間所可能形成的任

何一種相應關係；而後者乃是指將母職壓抑到父權之下的社會體制。父權體制下

的男人已成功地讓女人相信：女人，除非當上母親，否則再怎麼也不能算是一個

真正的女人（刁筱華譯，1996：149）。所以，只要將父權中養育子女的權力還給

母親，則母職經驗仍將是快樂而具創造力的；女性之所以被奴役的原因，並不是

生殖本身，而是父權對母職的控制。因此 Rich說：應該要摧毀母親角色的制度，

而不是要廢除母親角色（王瑞香，2000：139）。 

另一位基進派的學者，Ann Oakley認為母親身分是建立在三個看法上的迷

思：「凡女性都想當母親」、「凡母親都需要子女」、「凡子女都需要母親」，Oakley

認為母職並非生成的，而是被造成的，這是文化及社會制約的產物（王瑞香，

2000：140）。她認為所謂母愛「天性」根本是「社會制約」而成的，為人母的本

事更非天賦，而是從學習得來的。所以女人並非天生就會做母親，而是由社會塑

造去做母親的（刁筱華譯，1996：146）。 

（三）存在主義女性主義 

存在主義女性主義以 Simone de Beauvoir的名著《第二性》（The Second Sex）

為代表作，在書中她指出女性被男性視為「他者」，而因此位於男性世界中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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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舉例來說，婚姻並未建立在平等互惠的原則：男人在婚後，可以是一個

獨立的個體，在做「人」和做「男人」之間沒有衝突；但女人則必須為男子生育，

照顧家務，但做「人」和做「女人」之間卻充滿了衝突。然而，選擇婚姻是女子

唯一與社會融合的途徑，女子無法找尋屬於自己的存在意義，她必須要依附她的

婚姻，她的男人而存在，必須透過妻母角色找到自己的定位（黃儀娟，2000）。 

她提出「女人不是生成的，而是形成的（One is not born, but rather becomes, 

a woman）」，主張沒有永恆固定的女性氣質或女人宿命。在她看來，自古以來，

生育陷女人於奴役，且妨礙女人參與塑造世界，她認為女人處境的改善有賴於兩

個因素：一為擺脫生殖的奴役，將生育權操之在我；另一則是參與生產勞動，不

受父權基地－家庭的禁錮（鄭至慧，2000）。因此，就生殖角色而言，Beauvoir

和基進學派的觀點相同，也否定了女性生育的功能，她認為「女人天生具有母性」

的觀念必須廢除，女性才有可能找回失去的自我（黃儀娟，2000）。 

    然而，Beauvoir的觀點亦受到些許批判，蔡素琴（2009）提出 Beauvoir的

觀點受到兩點主要的批判：(1)母職讓女人獲得生活滿足－Beauvoir以為，只有

心智平衡、健康、且意識到自己責任的女人（亦即一個獨立自主的個人），才足

以勝任做一個好母親。(2)孩子在母親的懷抱中必定是快樂的－Beauvoir認為好

母親是一個透過自己的工作、透過自己與社會的關係去實現自我的女人。但事實

上，女性從小就被剝奪了做自由人的權利，所以在成為母親時，往往濫用母親權

利，有專橫掌控孩子的傾向。 

（四）精神分析女性主義 

精神分析大師佛洛伊德，所提出幼年性活動、伊底帕斯情結、閹割情結等，

皆與性（sexuality）和性別（gender）的問題密切相關。對佛洛依德的精神分

析重新詮釋與運用的代表學者為 Dorothy Dinnerstein和 Nancy Chdorow，

Chodorow提出「母職再製」的概念：她認為，女性想作母親的慾望，來自潛意

識，這是由社會建構推演至心理建構的過程，是一個不斷循環的過程（黃儀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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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因此，Dinnerstein和 Chdorow皆提出「雙重育兒」之說，由父母共同

育兒，藉由讓男人參與育兒，承受幼兒的愛恨投射，以改變幼兒與成人的主客關

係，包括性/性別關係、人與自然的關係，以及男人和女人本身的心性（劉毓秀，

2000）。換言之，男女兩性不應再相互區隔性別角色，應同時讓嬰兒感受到父職

和母職相等的權力（黃儀娟，2000）。 

（五）社會主義女性主義 

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將母職視為「異化」的過程，所有的女性皆被隔離在成為

一個完整的人之外，在為母的經驗中，懷孕、生產的過程都由專業醫師來處理，

她與自己生殖勞力的過程是疏離的。此外，育兒方式也造成夫妻、子女之間的疏

離：由於母親無法將自己視為一個完整的人，而在男性建構的社會中，女性將自

己物化，教養子女也無法視其為獨立的個體，只能複製社會建構的價值。女性在

被物化之後的地位，被視為生殖工具、勞務工具、教養子女工具，甚至是滿足男

性情慾的工具，這是父權社會對女性進行壓迫的極致。Foreman指出，「異化」

這個元凶，使男人在工作中退化成勞務工具，使女人在家中成為讓男人歡愉的工

具。（范情，2000；黃儀娟，2000）。 

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認為單一的反資本主義或反性別壓迫運動都無法達到經

濟正義和兩性平等，必須兩者並進。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發展理論策略時，因而產

生兩種取向－「雙系統理論」和「統合系統理論」。雙系統理論代表學者為 Juliet 

Mitchell、Heidi Hartmann，主張父權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是兩套社會關係，代

表兩組不同的利益，當他們交錯時，使婦女受到特別形式的壓迫，因此需分別分

析父權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再分析兩者的關係，才能了解婦女受壓迫的原因。

統合系統理論代表學者為 Iris Young、Alison Jaggar，主張用一個觀念來分析

資本主義父權社會，認為資本主義無法和父權社會分離（范情，2000）。 

對於緩和母職的建議，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著重於擴大婦女的選擇，要求母

親經濟的安全，例如：有給產假、育嬰假、社區托兒設施等。另外，她們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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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職傳遞資本主義意識型態、以及再生產資本主義勞工的問題（蔡麗玲，1998）。

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的目標不是讓女性能應付家庭內及家庭外的兩個工作，而是要

推翻資本主義父權社會中使女性異化的各個層面，可透過獨立的婦女組織來達成

這樣的目標，因婦女組織的目的為保障聽到女性個別或集體的聲音（范情，

2000）。 

綜合上述各女性主義對於母職的論述，內涵雖有不同，但大抵相信母職是由

社會建構而成的，以下研究者將上述各女性主義流派觀點整理成表 2-1，以利於

讀者理解： 

 

表 2-1-1 女性主義對母職的觀點 

學派 母職理念 解決策略 代表學者 

自由主義

女性主義 

 認為女人和男人一樣具有

理性，而女性存在的首要

目標是做一個理性的人，

且是透過妻子與母親的身

分來實踐 

 未提倡女性放

棄家庭生活，而

是在事業與家

庭間取得平

衡，兼顧家庭與

事業 

Mary 

Wollstonecraft、 

Betty Friedan 

 

基進主義

女性主義 

 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在於生

殖功能的不同，人類的生

殖生理決定了一個社會組

織形式－「生物家庭」，這

個生物家庭又決定了男女

間的權力差異 

 母親角色區分為兩個部

分：「為母經驗」與「母職

體制」 

 反對生理母親

身分，並提出解

決方法，即體外

的人工生育 

 應該要摧毀母

親角色的制度，

而不是要廢除母

親角色 

Shulamith 

Firestone、 

Adrienne Rich、 

Ann Oakley 

 

存在主義

女性主義 

 選擇婚姻是女子唯一與社

會融合的途徑，女子無法

找尋屬於自己的存在意

義，她必須要依附她的婚

姻，她的男人而存在，必

須透過妻母角色找到自己

的定位 

 「女人不是生成的，而是

形成的」 

 擺脫生殖的奴

役，將生育權操

之在我 

 參與生產勞

動，不受父權基

地－家庭的禁

錮 

Simone de Beauvoir 

精神分析

女性主義 

 「母職再製」的概念：她

認為，女性想作母親的慾

 透過「雙重育

兒」方式，使兩

Dorothy 

Dinners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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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來自潛意識，這是由

社會建構推演至心理建構

的過程，是一個不斷循環

的過程 

性不應再相互

區隔性別角

色，應同時讓嬰

兒感受到父職

和母職相等的

權力 

、Nancy Chdorow 

社會主義

女性主義 

 視母職為異化的過程，這

是父權社會對女性進行壓

迫的手段 

 提出雙系統理論和統合系

統理論的觀點 

 著重於擴大婦

女的選擇，要求

母親經濟的安

全 

 推翻資本主義

父權社會中使

女性異化的各

個層面，可透過

獨立的婦女組

織來達成 

Juliet Mitchell、

Heidi Hartmann 

Iris Young、 

Alison Jaggar 

 

表格來源：研究者整理自刁筱華譯（1996）、蔡麗玲（1998）、王瑞香（2000）、

林芳玫（2000）、范情（2000）、黃儀娟（2000）、劉毓秀（2000）、陳靜雁（2003）、

蔡素琴（2009）。 

 

四、父職角色 

長久以來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家庭觀念，導致父親在子女養育的過程

中處於「次要」的家庭角色，即便西方工業革命和女性意識鬆動僵化的性別角色，

但是男性在家庭中的角色仍然尚未有突破性的改變（王舒芸，1996；林莉菁，

2000）。由於婦女就業率逐漸增加，男性的父職角色亦趨明顯及重要。 

父職是指父親對子女的責任（林莉菁，2000），是身為父親對子女應有的職

責（吳黛宜，2003）。文獻中提到，父職角色可依子女年齡、父職扮演角色等分

類。Stoop 以孩童年齡為劃分界線，分為孩子出生至五歲間的「養護者」、孩子

六歲至十二歲間的「規範者」、孩子十二至十八歲間的「戰士兼保護人」，以及孩

子即將成人時的「精神導師」（柯里斯、林為正譯，2001）。王叢桂（2000）將父

母職分為和諧關愛、教育子女、生活照顧、子女發展、經濟支持，其研究結果呈

現：父親在家庭經濟、生活照顧、子女管教、社會適應、生活技能及未來發展上

負較多責任；母親則在生活照顧及情感關懷負較多責任。其他研究結果呈現父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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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間歇性育兒角色」、「選擇性育兒角色」，表示在育兒表現上，父親相較於母

親，父親對育兒投入的時間是少數、部分、而有限（王舒芸，1996；王舒芸、余

漢儀，1997），以及「次要性的照顧者」、「主要的經濟供養者」、「親切的父親」

（李旻陽，2005）。 

據此，父職相較於母職總是扮演較次要、協助的角色，且父親除了為主要經

濟提供者外，對於參與子女照顧、養育工作似有較多的選擇及彈性，為何形成此

種父職樣貌？是哪些因素影響父職實踐？ 

影響父職實踐的因素應是多重、多面向的，Lamb,  Pleck,  Charnov 與 

Levin（1985；引自杜宜展、吳青蓉，2009）提出影響父職參與的「四因素模式」

（four  factor  model），認為以下四個因素可以預測父職參與傾向，分別為：

1.動機；2.技巧與自信；3.配偶的社會支持；4.工作情境的機構因素。Parke

（1996；引自杜宜展，2003）提出四個層面的父職參與決定因素，包括：個人的、

家庭的、家庭外的、文化的，每一層面各自包含多重成分，如表 2-2所示。 

 

 

表 2-1-2 父職參與的決定因素表 

個人的影響 

1. 父親的態度、信念與動機 

2. 與原生家庭的關係 

3. 兒童性別 

家庭的影響 

1. 母子關係、父子關係 

2. 夫妻關係 

3. 父親、母親、孩子關係 

家庭外之影響 

非正式支持系統 

1. 親戚關係 

2. 鄰居關係 

3. 朋友關係 

機構或正式的影響 
1. 工作與家庭關係 

2. 醫院與健康照顧生產系統 

文化的影響 

1. 男孩與女孩的童年文化 

2. 父親/ 母親的性別角色態度 

3. 與種族有關的家庭價值與信念 

資料來源：Parke, R. D.(1996).Fatherhood(p.77).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引自杜宜展，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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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 Parke的分類近似於生態系統觀點的微視系統、居中系統、外部系統、

鉅視系統，因此研究者依此邏輯比照 Parke的分類，以下文獻將循此分類進行探

討。 

（一）個人因素 

    由於母親是子女們主要的親職角色模範（Chodorow,1978；引自

Daly,1993），因此男性面臨當父親時常遇到缺乏父職角色模範可學習的困境。

Daly（1993）因有感父職的變遷緩慢是由於父親缺乏適當的父職角色模範，因此

訪談 32位有六歲以下幼兒的雙親家庭父親，以了解他們是如何在他們生活中形

塑父職模範。他的研究結果歸納出建構父職模範的三點特性：（1）父親們缺乏可

認同及有意義的角色模範，他們自己的父親不是好的角色模範；（2）這些父親因

為自己缺乏父職學習模範，而透過學習其他許多父親的作為來建構自己的父職架

構，學習對象是特定的「行為」（behavior）而非針對特定的「個人」（individual）；

（3）在沒有模範可認同的成長經驗下，父親們會為自己的下一代樹立角色模範。 

    雖然男性仍持有較傳統之性別角色信念（王叢桂，1995），但不負責任的父

母親也可以成為追求父職的動力，刻意避免成為失職的父親，並期望建立與上一

代不同的父子關係（王叢桂，2000）。 

 

（二）家庭因素 

母親對於配偶的支持度，會影響父職參與程度，且父親常以母親為親職楷模

（杜宜展、吳青蓉，2009）。王叢桂（2000）訪談九個雙親家庭的父親與母親，

發現與配偶的溝通及支持會影響參與父職，透過溝通協調，父親開始注重參與子

女養育及家務；該研究結果亦發現「孩子的成長」及「愉悅的家庭生活」對於父

親參與父職都有正向積極的影響。Pleck & Hofferth（2008）也有相似的研究發

現，在其研究中調查 10到 14歲兒少的父親（包含生父或繼父），結果發現父職

參與和「母親的母職參與」、「婚姻衝突」有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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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礙父職參與的另一因素為：「母職守門」（maternal gatekeeping）。杜宜

展、吳青蓉（2009）在其文中說明母職守門是指，女性抗拒男性增加參與家事的

其中一種方式是藉由「看守」（gatekeeping）家庭與家事領域，簡單地說，母職

守門是一種累積的信念與行為，藉由限制男性照顧家庭及子女以獲得學習與成長

機會，最終抑制了男性與女性在家事工作的合作努力。母職守門會影響父職參與

程度，尤其是具有傳統母職信念且以性別來區分家事工作的母親，更易將育兒事

務視為獨佔領域，而不願釋放機會給配偶或夫妻一起共同參與。 

 

（三）家庭外因素 

家庭外因素指發生於家庭以外的各種因素，如社會支持、工作機構的影響、

政府的相關政策等，皆對於父職參與有產生影響。 

因為以男性為中心的職場觀，透過勞動市場機制的強化，使得男性為了經濟

性因素，必須投入更多心力與時間在工作上，削弱了男性投入育兒角色的機會（王

舒芸、余漢儀，1997）。林莉菁（2000）訪談七位單親父親的結果發現，親職托

育的協助、職場善意回應、彈性工作性質有助於平衡父職與工作的要求。 

 

（四）文化因素 

由上述文獻已知，親職角色是由社會建構形成，而父親的性別角色態度會影

響父親的父職實踐，王叢桂（2000）針對台灣北部四所大學的學生進行父母職的

問卷調查，研究結果顯示台灣大學生在父母職責信念上仍受傳統性別角色分工的

影響，期盼父親多扮演經濟供應者與為子女規劃生涯前途的工具性角色，期盼母

親多扮演子女照顧與教育的情感性角色。 

性別角色態度的文化規範何以在社會中不斷傳遞、持續影響父職實踐，王舒

芸（1996）對此提出進一步的見解：（1）文化規範對傳統工的定義與制約，削弱

父親投入育兒角色的意願；（2）這套文化規範又透過家庭、學校、到媒體、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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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不斷灌輸、傳遞，使得男性的父職發揮力有未逮；（3）資本主義的勞動市場

體制也加以吸納這套分工邏輯，並在工作結構與制度中加以強化，使得父親投入

育兒時間減少。 

有關我國對於父職的相關研究，亦呈現出與上述文獻相似的研究結果。王叢

桂（2000）訪談了九位高度參與育兒的父親及其配偶，研究結果發現促進參與父

職的因素為：（1）對家庭的承諾；（2）觀察到負面家庭對子女的影響；（3）由於

本身的疏忽父質導致的家庭危機；（4）配偶的支持；（5）育兒的正向回饋；（6）

父親本身經驗過缺乏父職的幼年；（7）夫妻本身成長學習經驗。 

吳黛宜（2003）針對臺北市國中生雙親家庭的父親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顯

示「子女就讀年級」、「婚姻滿意度」、「家庭社經地位」是影響父職態度及實踐的

重要因素。子女就讀國一比子女就讀國三之已婚男性，對子女的日常照顧較多；

婚姻滿意度高的父親，父職實踐程度會較高，因此該研究發現夫妻系統會影響父

子系統的互動；家庭社經地位低，父親之父職態度及實踐較低。 

杜宜展（2003、2006）針對就讀幼稚園或托兒所幼兒的父親進行問卷調查，

研究結果發現「父親個人因素」的「幼年經驗」、「性別態度」、「角色態度」、

「父職技巧」與父職參與意願之間有顯著相關，而「家庭類型」與父職參與意願

的關係極微弱。 

王郁琇（2005）指出，近年來，「新父親」（New father）被不斷關注，新

父親標榜在嬰兒早期就開始參與，無論是陪伴母親生產、照護嬰兒或家務工作，

男性都較過去不希望因為專注工作而忽略家庭，並從女性懷孕時就開始一起參與

分娩過程，但這些「新父親」對家務的參與仍遠遠落後母親，即使父親們試著去

超越自己，成為母親的幫手，當他們試著去分擔照護孩子，他們仍然缺乏他們對

自己身分認知及一個父職的典範男性亦較以機械方式陪伴子女，而缺乏互動的情

感溝通，以玩伴之姿態或有求必應的供應來拉近親子距離，即便男性參與子女生

活的意願逐漸增加，仍未如女性有等同程度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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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王叢桂（2000）以台灣大學生為對象的探索性的「華人父母職責信念」研

究來看，認為即使現代許多年輕的父母雖然不可能完全做到傳統的角色職責，卻

常不自覺地以文化認知建構下的父母職責認知基模(schema)作為參考。 

 

五、幼兒照顧的父職、母職角色 

接著再進一步討論幼兒照顧的父職、母職角色，以及援引相關的研究，最後

研究者茲針對本節提出結論。 

在 Barnard和 Solchany (2002)有關母職（motherhood）的文獻中提到，0~3

歲的幼兒需求為基本的飲食照顧、庇護所、刺激、互動，規律的睡眠及餵食模式，

行為表現需求為部分的獨立決定機會，例如決定要在父母膝上或在父母旁自己飲

食、選擇自己喜愛的衣物。而此時母職的責任為：提供食物、安全、刺激、保護

措施、情感支持、回應幼兒的情緒低落、發展規律生活（例如：規律的就寢時間）、

以具有敏銳性及同理心來回應幼兒。然而，研究者卻認為這並非只是母職，而是

父母共同的親職認知。 

從上述對父職與母職的文獻探討已了解，父職在子女教養上通常是扮演工具

性角色，而母職則為情感性角色，隨著社會、經濟型態轉變、女性就業增加等，

形成新父親（new father）的討論，然新父親的父職展現仍未及於女性。令人感

興趣的是，文獻上有許多有關父職參與子女教養的相關研究，但在嬰幼兒照顧

上，卻僅多見母親與幼兒照顧的研究，究竟在嬰幼兒照顧方面父職與母職角色的

差異是否如同一般的子女教養？研究者試圖從相關文獻及研究上了解此一議題。 

首先，從育兒知識的建構來了解社會對於育兒照顧此事的態度為何。除了個

人幼年經驗學習而來的性別角色分工模式外，從我國目前主要的兩大育兒雜誌可

探知社會對於幼兒照顧事情的觀點，我國兩大育兒雜誌為 1976年創刊的《嬰兒

與母親》以及 1987年創刊的《媽媽寶寶》，劉亞蘭（2009）針對這兩本雜誌的分

析發現，這兩本雜誌封面照共五種類型：孕婦的獨照、孕婦與小孩的合照、孕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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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小孩及父親的全家福合照、準爸爸與準媽媽的合照、小孩的獨照；唯獨少了父

親和小孩的合照，僅有一期為男藝人和他的小孩。這些圖片傳達的意涵為：在照

顧小孩的過程中，母親是小孩的第一順位照顧者，而父親只是配角。然而，照顧

嬰幼兒的許多技巧，包含餵奶、換尿布、和嬰兒玩耍等，父親在這方面的「天分」

與母親並無二致，但父親卻常只是被當作同遊的伴侶，父親的職責被視為負擔家

用以及負責大一點的孩子的責罰（祝康彥譯，1979）。其實樂意照顧小孩的父親

就和母親一樣，只是他們缺乏被鼓勵或缺乏正面的新父親典範讓他們學習（劉亞

蘭，2009）。 

其次，從相關研究了解幼兒照顧的父職、母職角色為何。文獻中提到，在雙

工作家庭中，父母在育兒分工上的差異狀況包含時間及分工內容上的差異。時間

的差異為：母親每天的育兒時間 2小時以上者為 26.6%，相較於父親的 16.5%高

出許多；分工內容的部分，不論是工具性育兒工作或情感性育兒工作都是以母親

為主（胡幼慧、李宜靜、陳怡冰，1992）。黃坤瑛（1988）對於影響父職扮演因

素的研究中，將父職角色分為各階段、不同層面個別探討，以了解家庭生命週期

對父職角色扮演的影響，研究發現幼兒期的父親在父職角色上，情感性的角色較

工具性角色高。王舒芸、余漢儀（1997）對父職角色認知的研究，發現父親在時

間、心態、責任感及關係上均具有「選擇性」，父親育兒時間總是少數、部分、

有限；相對於母親的持續性、固定性，父親則較扮演間歇性的角色，偶而在有空

時分擔母親的育兒工作。陳富美、利翠珊（2004）針對 309對家有 3到 6歲幼兒

夫妻的研究結果發現，在親職分工部份，無論在育兒勞務或親子教養上，母親皆

比父親參與程度高。 

似乎父親是將育兒照顧、陪伴幼兒視為選擇性的工作，多數父親認為照顧孩

子是增強親子感情與為妻子分憂解勞，視之為表達愛的一種方式，而母親則視照

顧孩子為一種工作、責任，當工作與家庭（由其是育兒問題）衝突時，母親傾向

以家庭角色為優先，而父親則以擔任「麵包賺取者」（breadwinner）為主要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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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chschild,1989；引自吳明燁，1997）。然而，父親對育兒照顧工作的消極性，

如同父職、母職角色是透過社會建構而成，王舒芸、余漢儀（1997）在其文中指

出，性別區隔的就業環境，不但阻礙女性擴展工作角色、發展事業生涯的機會，

也同時透過「養家薪資」的強化，使得男性為了經濟性因素，必須投入更多新力

與時間在工作上，進一步削弱男性投入育兒角色的可能性與機會資源。 

游美惠、柯伯昇（2004）在其文中指出，相較於瑞典，我國的父親通常是以

「兼職」居多，也就是偶而有空才會帶小孩，而此為社會的「常態」，父親不會

因此而被責難，尤其在單工作家庭中，父親下班回家或休假時是「應該」休息的。

瑞典的男女分工不若我國，可能瑞典這樣的人力配置是最有效率的，因為市場機

制決定有些母親去工作，而有些父親帶小孩；反觀我國，育兒的觀念與分工幾乎

是由性別意識型態在影響著，無關乎公平性的考量或經濟正確的思考。洪文龍

（2004）進一步的說明，瑞典的育嬰假至少有 30日必須由父親請領，稱為「父

親月」，即使父親不請領，母親也不能使用，以強制的方式讓父親必須親自參與

育兒工作。瑞典人認為透過父親積極分擔育兒工作，家庭中才有真正的「民主」，

因為女性不再是育兒的為一承擔者，而且可以提升女性的家庭地位，讓女性有更

多職業選擇的可能。 

 

本節主要從性別角色的分工談起，主要目的在於了解為何社會有父職、母職

的概念。性別與性別角色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前者指稱生物性的性別、後者則是

社會性的性別，雖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卻被社會冠上相同的價值，例如認為女性

即為母親，應擔負母職，母職即為性別角色的表現。 

耐人尋味的是，整體社會為何有此價值觀？以母職為例，女性成為母親的過

程中，包含兩個角色：「生物性母職」以及「社會性母職」，前者為懷孕、生產的

角色，後者為教、養、照顧的角色。為何無論母親、父親皆可擔任的社會性母職

最後仍就落於母親身上呢？為何父親要擔任「賺錢養家者」的角色？此為社會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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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下的文化產物，無論是母職或父職，皆透過社會建構所形塑而成，而影響著社

會上的母親及父親們，這樣的價值理念又再次循著父母的性別角色學習、學校教

育、媒體等訊息傳遞而不斷循環、複製性別角色態度，總歸一句來說，父職與母

職角色是社會學習與社會建構的循環。 

女性主義對母職的概念有諸多批判的觀點，最早的女性主義為自由主義女性

主義，其主張女人和男人一樣具有理性，然其未提倡女性放棄家庭生活，而是要

女性在事業與家庭間取得平衡，兼顧家庭與事業。基進主義女性主義認為男女不

平等的根源在於生殖功能的不同，也主張「母職體制」對女性的壓迫，Firestone

反對生理母親身分，並提出解決方法，即體外的人工生育、避孕等，而同為基進

主義的 Rich則未否定母親的角色，而是認為應該要摧毀母親角色的制度，而不

是要廢除母親角色。存在主義女性主義本質上是贊成婚姻的，主張女性必須要依

附她的婚姻而存在，且必須透過妻母角色找到自己的定位，然存在主義女性主義

如同其他女性主義一般皆認為「女人不是生成的，而是形成的」，而女性既然必

須依附婚姻才可找到自我的定位，那麼對於母職的解救之道為何？存在主義主張

女性擺脫生殖的奴役，將生育權操之在我，且要參與生產勞動，以不受父權基地

－家庭的禁錮。精神分析女性主義提出「母職再製」的概念：女性想作母親的慾

望，來自潛意識，這是由社會建構推演至心理建構的過程，是一個不斷循環的過

程。應透過父親、母親「雙重育兒」方式，以解構區隔的性別角色。社會主義女

性主義受到上述各女性主義的影響，其觀點乃視母職為異化的過程，因此主張要

推翻資本主義父權社會中使女性異化的各個層面，認為解構母職角色應透過擴大

婦女的選擇來達成，而成立獨立的婦女組織即有助於達成此目標。 

隨著社會、經濟的形態轉變，女性就業率上升形成了許多的雙薪家庭，提倡

性別平權使得新世代的父親們也愈來愈注重父職角色的實踐，雖然他們上一代可

能未有父職角色模範可學習，但鑒於自身的成長經驗，認為父親亦是子女成長過

程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也願意與母親一同扮演親職，因此父職角色的討論在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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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權的社會中有其重要性。 

綜觀目前針對父職角色的研究可發現，在育兒照顧上，父職相較母職仍處於

次要性、選擇性的角色，不論是育兒的照顧內容或照顧時間也有較多的彈性，而

不似母親「不得不」的母職角色。在了解母職、父職角色乃透過社會建構而成後，

在加上晚近提倡性別平權，因此有必要了解父親在實踐父職時可能會遭遇何種困

境？研究者歸整相關文獻後了解，父職實踐主要困難在於幼年成長經驗缺乏父職

模範的學習，而促進父職實踐的因素主要是配偶的支持與肯定。如同劉亞蘭

（2009）文中所說：其實樂意照顧小孩的父親就和母親一樣，只是他們缺乏被鼓

勵或缺乏正面的新父親典範讓他們學習。 

對於育兒照顧、育兒態度的現有研究，多著重於父母的育兒分工、教養子女

分工、家務分工，也有不少研究是著重於母親對幼兒照顧的選擇，而與研究育兒

照顧的母職角色相較，單一關注於父職角色在照顧嬰幼兒方面的研究甚少，僅有

從研究幼兒照顧上比較父母職角色的差異得知。對於雙親家庭的父親角色、父職

實踐的文獻多是關注在於子女教養的父職參與，甚少針對嬰幼兒照顧方面探討父

職實踐。 

研究者以為，不同於探討父親、母親的參與對子女性別角色學習、型塑人格、

學業成就等方面的影響，從嬰幼兒照顧更能顯現社會建構的「母職天生」意涵，

因將嬰幼兒照顧的職責自然而然視為母職，使得嬰幼兒照顧的父職角色、父職參

與未受重視，但研究者認為，若要解構「母職天生」的社會壓迫，除了從的鉅視

層面進行社會教育，更應從微視層面的家庭著手，從孩子呱呱墜地那刻起，即應

有父職角色的參與，如同瑞典的育嬰假政策是透過強制的方式讓父親參與育兒工

作，符合洪文龍（2004）在《推嬰兒車的男人很可愛》一文中所說的「要強調父

親育兒的男性氣概，而不是讓父親遠離育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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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我國目前托育體系及社區保母系統發展 

一、幼兒照顧概況 

我國幼兒照顧概況可從政府的統計資料了解，根據內政部兒童局（2001） 

2001年的臺閩地區兒童生活狀況調查報告分析指出，學齡前兒童實際的托育方

式，以送到幼稚園占 41.21%最高，在家由母親帶占 24.81%次之；其中，0歲以

上未滿 3歲兒童以在家由母親帶占 52.31%最高，3歲以上未滿 6歲兒童則以送到

幼稚園占 51.25%最高，送到托兒所占 24.46%次之。 

根據我國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表 2-3），針對國人對 3歲以下幼兒之主要

照顧方式觀察，由「母親照顧」的比例，2006年占 65.8％，雖較 2000年 72.3%

減少 6.5個百分點，惟女性仍承擔主要育兒責任，使職業婦女對家庭及生育面臨

雙重壓力；由「保母照顧」方面，2000年時占 6.53%，2003年為 7.41%，2006

年些微提升至 7.48%，可見我國使用保母服務托育照顧的比例尚低（行政院主計

處，2007a）。由於受社會型態轉變影響，由母親自己照顧的比例是逐年降低，但

仍占最大比例，由「保母照顧」比例則呈現逐年增加，綜觀目前社會、經濟、家

庭型態，使用家庭保母的托育為必然的趨勢。 

 

表 2-2-1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十五至六十四歲已婚生育女性對子女之養育方式 

年別 總計 母親照顧 親屬照顧 
保母 

(來家或送托) 
外籍傭工 育嬰所及其他 

2000 100.00 72.33 20.65 6.53 0.16 0.33 

2003 100.00 69.65 22.35 7.41 0.13 0.46 

2006 100.00 65.79 26.05 7.48 0.34 0.34 

表格來源：整理自行政院主計處（2007）。（單位：%） 

如同邱方晞（2003）文中所言「婦女仍是養兒育女的最佳人選」，我們的社

會還沒找到婦女就業與幼兒照顧能兩全的方法；也沒有發展出既能兼顧幼兒托育

需求又能使孩子享受幼兒教育的樂趣，且許多專家學者的研究仍證實父母是照顧

孩子的最佳人選，家庭則是孩子成長的最佳處所。然而，從統計數據仍可看出，



27 
 

兒童托育需求除了在家由母親帶及送到幼稚園以外，其他多元的照顧需求仍顯重

要。 

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2008）以問卷調查方式研究家中有 3

歲以下子女的母親，調查結果顯示，由（外）祖父母照顧者占最多，達 37.3％；

其次為父母照顧，占 34.9％；由其他親戚照顧者為 2.4％；可見近 4成（38.1

％）的 3歲以下幼兒是由親屬照顧；由外傭照顧者為 0.7%；選擇其他者共計 4%。

再者，將孩子由「有照保母」照顧的比例為 7.8％，由「無照保母」照顧的比例

則為 7.1％，送至托嬰中心照顧者有 5.8％，因此使用社區托育服務者合計為 20.7

％。雖然調查結果與主計處有所差異，但仍知幼兒由自己、親屬照顧者占大宗，

而使用保母托育者仍在少數。 

由於家庭型態轉變、離婚率升高、經濟不景氣等原因，隔代教養家庭有增多

趨勢，行政院主計處（2007b）女性生育概況調查指出 3歲以下幼兒主要照顧方

式為由祖父母照顧者，2000年占了 20.7%，2003年提升至 22.4%，2006年持續

增加為 26.1%。根據內政部兒童局（2006）2005年臺閩地區兒童及少年生活狀況

調查報告中，受訪之 3,000 名 12歲以下兒童之中，有 2.20%之兒童其家庭型態

為祖孫兩代〔僅（外）祖父母跟其孫子女〕，顯示隔代教養已逐漸成為應予以重

視的問題。探究形成隔代教養的原因為父母離異或工作、喪親、母失職，或無他

人擔任親職工作等，隔代教養模式雖然大多數是不得已的安排，以「家庭保存」

(family preservation)的觀點來看，隔代教養者要是為了孩子的福祉、避免孩

童因為父母特殊因素（即不能履行親職）而必須安排到其他社會福利機構，所做

的最好安置（邱珍琬，2005；引自蘇嘉芸，2006）。依洪筱涵（2008）研究歸整

指出，祖父母之所以承擔教養孫子女的責任，有三種原因：（1）為了極小化家庭

整體照顧成本、換取自身所需酬賞而表現出之代間交換行為；（2）基於對其子女

與孫子女的情感而承擔照顧之責；（3）因社會規範與文化價值所囿而將「照顧」

視為家人或女性的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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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張美娟、段慧瑩（2005）針對花蓮地區 68名家育有四歲以下幼兒接受

他人托育的母親進行資料收集，研究結果顯示父母親與長輩、幼兒同住者多委請

長輩代為照顧幼兒，因為由長輩帶的托育費用多在一萬元以下，低於保母的費

用，根據該研究結果顯示，經濟考量是選擇托育服務方式的重要理由之一。 

 

二、托育服務類型 

托育服務是指一種由兒童父母委託，在一天中父母不在的時間，給予兒童適

當安置與照顧的服務。方式上大致有保母照顧、家庭式托兒（day  care  home）、

托兒所（day care center）、幼稚園（kindergarten）、課後托育中心等。托育

服務的功能是多方面的，除了是在父母就業或其他因素不能親自照顧子女的時

候，提供補充親職的角色外，托育服務也有支持正向親職角色扮演的功能。另外，

托育服務還有促進兒童發展、保護兒童免於暴露在不適當環境中受傷害的功效

（馮燕，2002）。 

學齡前兒童托育服務的類型頗多，在台灣一般有三種分類標準：收托兒童的

年齡、收托的時間、提供服務的環境及地點等三種不同的分類（馮燕，2002；李

宏文，2009）。 

（一）以收托兒童的年齡分（整理自馮燕，2002；李宏文，2009） 

1. 坐月子中心：收托滿月以前嬰兒。 

2. 托嬰中心：收托滿一月到未滿二歲的嬰幼兒。 

3. 托兒所：收托二歲以上至國小學齡前的兒童。 

4. 幼稚園：收托 4歲以上至國小學齡前的兒童。 

5. 兒童托育中心、課後托育（俗稱安親班）：收托國小學齡兒童、六歲以上進入

小學的孩子。 

（二）以收托兒童性質分（整理自黃于瑄，2008） 

1. 一般兒童：無特殊身心障礙之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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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特殊兒童：以收托各類型之身心障礙兒童為服務對象，例如特殊教育法中所

列之身心障礙者。 

3. 融合教育：收托對象包括一般兒童與特殊兒童，並將其置於一般兒童的環境

之中，此類型之托育機構尚未普遍，數量也極為稀少。 

（三）以收托的時間分（整理自馮燕，2002；李宏文，2009） 

1. 全日托：即為住宿式托育，收托時間連續在二十四小時以上者，父母週末或

假日將孩子帶回。 

2. 半日托：每日收托時間在三至六小時。 

3. 日間托育：每日收托時間在七至十二小時。另外，全日托、半日托及日間托

育通常都採長期契約形式，如以四個月（一學期）為一期，或以一個月為一

期計算托育費用。 

4. 臨時托育：在平常的托育時間之外，父母或主要照顧者因臨時需要，須將子

女送托保母或托育機構暫為照顧。是為協助一般家庭應付意外情形發生，而

導致缺乏照顧兒童人力的問題，通常以鐘點計費。 

5. 夜間托育：此為新興之托育服務類型，由於就業型態日趨多元，越來越多的

家長必須在夜間外出工作（如：值晚班的服務業／製造業／醫護人員、貨車

或計程車司機、夜市攤販…等），這些家長通常在傍晚或吃過晚餐後，將子女

送至保母或托育機構代為照顧，下班後再將子女接回家。 

（四）以提供托育服務的環境分 

王淑英、賴幸媛（1997）引用國外學者對兒童福利的系統的分類，將台灣的

兒童福利服務系統分為支持性服務、補充性服務、替代性服務，其中補充性服務

包含托育服務，而托育服務又可分為兩類：家庭托育、托育中心。而相較於家庭

托育，托育中心即為機構式托育。以下針對「家庭式托育」、「機構式托育」（或

稱作集合式托育）兩大主要類型進行文獻探討。 

1. 家庭式托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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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燕（2002）指出家庭式托育是指在一位收托人自己家裡，受托一至三名非

自家的兒童，（含收托本人之幼兒）以四人為限，亦即一般所謂的保母家庭托育，

或是收托人賃屋佈置成住家環境，收托少數兒童，仍保持家庭生活模式的設施。

通常家庭托育收托人數少，年齡較低，而收托時間較有彈性，分布地點亦在住宅

區內。 

Costin等（1984；引自馮燕，2002）認為兒童在家庭式托育可獲得較多的注

意。將孩子安置到另一個家庭接受托育服務，幾乎已佔所有接受托育兒童的一

半，且由於年輕女性的勞動參與率上升，預期家庭托育的需求將會增加，對有三

歲以下幼兒的母親尤然。Molgaard（1993）指出，家庭保母服務乃是結合家庭與

商業、經濟的工作，在保母自家的環境中照顧他人托育幼兒，使用保母自家的資

源，如空間設備、人力（包含保母的子女、配偶）從是具有經濟價值的兒童照顧

工作。換言之，家庭保母（通常是婦女）利用家的現有環境來提供嬰幼兒照顧需

求的一種行業（蔡嫦娟、張碧如，2003）。 

保母是家庭式托育的服務提供者，以送托場域來分，可再細分為「在宅保母」

與「到宅保母」兩類。「在宅保母」以保母自家或保母自行提供的合格居家式場

所，進行托育服務；「到宅保母」則由保母至幼兒家中提供托育服務（馮燕，2002）。 

涂妙如（2003）也有相似的分類方式，將家庭式托育分為「自家家庭內托育」

及「家庭外托育」，自家家庭內托育只在自己家中由非父母的成人來照顧幼兒，

例如祖父母、外藉幫傭或工讀生等；家庭外托育指送到保母家托育，亦即將孩子

安置到另一個家庭接受托育服務。 

依我國「保母托育管理與托育費用補助實施計畫」中針對居家托育管理實施

原則規定，每名保母至多照顧兒童(含保母本人之幼兒)4人，其中未滿 2歲者最

多 2人，即使 2名以上保母人員聯合收托者，收托人數仍不得超過 4人；同一場

所收托達 5人應即申請托育機構設立許可。 

李宏文（2009）根據保母領有證照與否，將保母區分為「有照保母」和「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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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保母」兩種： 

(1) 有照保母：又稱「證照保母」，是指通過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的考試，取得

「保母人員丙級技術士」證照的保母。 

(2) 無照保母：又可分為「認證保母」與「未納管保母」兩種。 

A. 認證保母：指完成各縣市社區保母系統或相關團體辦理的保母人員核心課

程訓練（共 7學分，計 126小時），並通過認證，但尚未考取證照的保母。 

B. 未納管保母：指未取得保母證照，或未參加保母人員核心課程訓練，且未

加入各縣市政府轄內的社區保母系統，但仍實際收托幼兒的保母。 

馬祖琳（2005）也指出相似概念：未經訓練及考試，而以本身育兒經驗從事

保母工作者，被定位為傳統保母，其所提供之托育服務有照護品質不佳的疑慮；

參與受訓即通過證照考試的專職保母，被定位為專業保母，其訓練及證照的價

值，則被視為等同於可提供正向照護品質知服務承諾與保證。 

根據我國目前法令，保母從業人員即使沒有保母證照、不參加保母人員核心

課程訓練，甚至不加入執業所在地的社區保母系統，都不算違法收托。於是在缺

乏資格把關、保母支持與管理機制未能全面普及的情形下，家庭式托育服務發生

消費糾紛、受托幼兒遭保母不當對待、家長事後悔不當初等案例屢見不鮮。而無

照保母如具資深之保母從業經驗，但考照有困難（如因中高齡或學歷較低，不利

準備筆試等），這些是家庭式托育體系的弊病（李宏文，2009）。 

 

2. 機構式托育（集合式托育） 

馮燕（2002）指出機構式托育是指採用團體方式，在類似幼稚園或學前教育

中心的機構設施中，收托較多數的兒童，通常以二歲以上到六歲的兒童為服務對

象。機構式托育最早是為職業婦女照顧小孩的一種公益措施，主要是針對貧窮婦

女的孩子，或是為需要工作的母親而提供的服務。周震歐（1992）用社區訪談的

方式，歸納托育設施可略分為 11種類型：坐月子中心、托育中心、托兒所、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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稚園、兒童學園、蒙特梭利學園、兒童發展中心、寒暑假營隊、短期假期托育、

臨時托育場所、課後輔導中心，其中寒暑假營隊多半為基金會或公司型態季節性

辦理，其他均為常態性收托機構。由於本研究焦點乃針對保母托育，因此對於機

構式托育討論篇幅不多。 

 

三、社區保母系統發展及現況 

由於傳統三代同堂家庭式微，現代核心家庭結構的普及，致家庭支持系統不

足，雙薪父母為使工作時段內家中幼兒能獲得妥適的照顧，普遍選擇、使用居家

式托育服務─保母所提供之托育服務與照護，有鑒於此，兒童局於 90年頒布「社

區保母系統實施計畫」，整體規劃居家式托育服務保母之專業基礎訓練、媒合轉

介、在職研習、訪視督導，藉以提昇並促進居家式托育服務之專業品質，使家長

能夠安心、放心的將孩子委託給接受系統督導的有照保母來照護（內政部兒童

局，2012），而我國政府也針對保母托育提供許多的相關政策。 

自 1998年 3月，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舉辦第一屆「丙級技術士保

母人員技能檢定」，通過者核發丙級技術士證照，也才使保母的工作進入證照化

的階段。我國至 2010年底總計取得保母技術士證照人數為 82,460人（內政部兒

童局，2011）。下表為取得保母技術士證照人數的統計表： 

 

表 2-2-2 取得保母技術士證照人數統計 

年度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人數(人) 32,172 37,610 40,553 43,473 47,843 

年度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人數(人) 55,679 67,608 82,460   

資料來源：內政部兒童局（2011），兒少福利數據。 

而加入社區保母的積極資格之一為「高中（職）以上幼保相關科系畢業者、

以及已經取得保母人員丙級技術士證或地方政府核發之保母職前訓練結業證

書」，可見此項規定中的三個條件只需符合一項要求即可加入社區保母系統，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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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母托育管理與托育費用補助實施計畫」規定自 2009年起僅限已經取得保母

人員丙級技術士證者才可加入社區保母系統，因此可推知未來將有更多的人選擇

考取保母人員丙級技術士證照。 

我國內政部兒童局於 2000頒布「社區保母支持系統實施計畫」，並指示各

縣市政府社會局委託民間機構成立「社區保母支持系統」，以整體規劃居家式托

育服務保母之專業基礎訓練、媒合轉介、在職研習、訪視督導，除提供保母職前

基礎訓練課程的費用外，並有針對保母及家長所提供的服務，藉以提昇並促進居

家式托育服務之專業品質，使家長能夠安心、放心的將孩子委託給接受系統督導

的有照保母來照護。保母托育管理實施原則規定，居家式保母人員每人至多照顧

兒童(含保母本人之幼兒)4人，其中未滿 2歲者最多 2人，目前，全國有 22個

縣市共計輔 62個社區保母系統（附錄一），共同建構社區化托育服務網絡，讓

家長為幼兒選擇最安全、適合的托育與照護服務（內政部兒童局，2012）。 

「社區保母支持系統」是行政院「健康社區六星計畫」中，「托育照顧服務

社區化計畫」的子計畫，計畫目標在於建立在地社區兒童托育照護網絡；而於

2005年改名為「社區保母系統」，刪除「支持」二字以免窄化系統的功能，表達

系統是對社區保母及家長都重要的意義（王青萍，2009）。社區保母系統除了可

以協助有托育需求之職業婦女解決子女照顧問題外，亦可提供二度就業女性另一

個易於進入的工作。透過保母的證照化，以及納入政府的管制，以提供高品質且

有制度的社區保母系統，不但可以讓有托育需求的家長放心，也可減少女性因婚

育而離職的人數，且社區保母系統也可提供二度就業婦女一個工作的管道，如此

雙管齊下進而提升女性勞動參與率（王哲源，2006）。社區保母支持系統主要目

標為增進婦女就業率以及提升 0到 2歲幼兒的托育照顧品質。 

以下歸整洪敏中（2002）、李美玲（2008）、王青萍（2009）以及內政部兒

童局網站資料，將有關我國近年來保母政策發展整理如表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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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3 我國近年來保母政策發展 

年代 大事記 

1987年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當時原名

中華兒童福利基金會）臺北市家庭扶助中心開始試行辦理「鄰里托

兒保母訓練」後，才逐漸開始體會到往後為維持婦女勞動力的高參

與率所必須的配套措施，但事關職業訓練及就業媒合的勞工局、衛

生保健的衛生局等，故自 1987 年表面上社會局是保母的主管機關

但並未負完全責任。 

1989年 高雄市自 1989 年起，即持續推動改進由高雄家扶中心負責類似「社

區保母支持與督導體系」（2000年使有此名稱）的方案，高雄市一

直至今仍屬全國「社區保母支持系統」最具經驗的縣市。 

1993年 2 月 5 日台灣修正公佈兒童福利法將全文增加至 54 條，其中第 8 

條（2000 年 6 月 14 日修為第 11 條）：政府應培養兒童福利專業

人員，並應定期舉辦職前訓練及在職訓練。兒童福利專業人員之資

格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1995年 7 月 5 日內政部台（84）內社字第八四七七五一九號函頒布「兒童

福利專業人員資格要點」，第 2 條指出（一）保育人員，助理保育

人員（二）社工人員（三）保母人員（四）主管人員，為兒童福利

專業人員之資格；又第 6 條規定保母人員應經技術士技能核定及格

取得技術士，此使保母獲得了法定地位。 

1997年 1. 保母訓練結訓者初由縣市政府發給結業證書後改由訓練單位發

給結業證書，但均由社會局轉發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所製作之「保

母人員技術士技能檢定托育訓練時數累計卡」。 

2. 7 月 19 日由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公告，規範保母報檢資格以及施

行保母人員技術士技能檢定，且於該年度正式施行。凡年滿二

十歲受過國民義務教育，具中華民國國籍之男女，如接受訓練

80 小時以上訓練通過者取得保母訓練結業證書或幼保相關科

系 17 畢業者才能報考丙級技術士。此規範的目標是以保障嬰幼

兒的福祉，故特別注重應試者之個人條件是否適任保母人員。 

1998年 3 月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開始第一屆丙級技術士保母人

員技能檢定，通過者核發丙級技術士證。丙級技術士考證業務由行

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統籌辦理，實際考試作業委託各縣市職

業訓練中心，如臺北市委託臺北市職業訓練中心接受報名；而臺北

縣委託中和、三重、板橋就業服務站接受報名。在目前台灣舉辦的

「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中，保母是在全部職類中唯一要求於報名

時，要檢附 3 個月內由指定醫院或公立醫院出具之合格健康身體檢

查表。 

1998年 12 月 23 日內政部召開「家庭托兒保母人員督導管理事宜」，以建

立家庭托兒保母人員督導管理制度，落實保母技術士技能檢定，內

政部做成決議且於 1999 年 1 月函文各縣、市政府及相關民間單

位，查照配合辦理在案。 

1999年 1. 11月 20日國際兒童人權日內政部在台中市成立兒童局，設有四

大組 綜合規劃組、福利服務組、保護重建組與托育服務組，



35 
 

由托育服務組職掌保母訓練業務。 

2.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試辦「保母督導系統」。 

2000年 1.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試辦「社區保母支持與督導體系」。 

2. 8 月 5 日兒童局以（89）童托字第 89004720 號函頒「社區保

母支持系統實施計畫」，作為建立保母人員督導管理制度推行之

依據。明訂主辦單位為直轄市政府社會局、縣（市）政府，內

容包括保母的職前訓練、媒合轉介與支持輔導（含諮詢、家訪

輔導與在職訓練）三大部分，而對承辦單位資格、權責與工作

項目都有詳細的規範。此計畫另有兩點重要修改： 

(1) 將自 1987 年至 2000 年 8 月以前統稱為「保母基礎訓練」

的名稱，改為「保母職前訓練」，將接受此訓練降格為只是

取得合格保母資格的先決條件，不似先前，接受「保母基礎

訓練」即成為合格保母。 

(2) 此計畫將最主要的管理機制，原先習慣稱為督導的名詞改為

輔導，亦意味著鼓勵性質高於規訓性質。但臺北市社會局截

至 2002 年仍沿用「基礎」及「督導」兩名稱。 

2001年 1. 3月 6日以（90）內童字第 9090001號函各縣、市政府，全面政

策性推動「社區保母支持系統」。 

2. 7 月台灣省各大都市及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將全市中 9 個行政區

分 3 區塊實施「社區保母支持與督導體系」訓練結訓者，訓練

單位發給結業證書，後仍均由社會局轉發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所

製作之「托育時數累計卡」。 

2002年 1. 兒童局有鑒於高雄市家扶中心對辦理社區保母支持系統深具經

驗，故於 4月 11日高雄市家扶中心承辦由內政部兒童局主辦的

「全國社區保母支持系統觀摩研習會」。 

2. 臺北市於 7月將全市 12行政區分為 4區塊實施「社區保母支持

與督導體系」。 

3. 內政部提出中程施政計畫（九十一至九十四年度），將建構社區

保母支持網絡，列為優先發展課題，建立保母訓練與輔導制度

以提昇社區保母服務的品質。 

4. 截至 2002年 8月止於 21縣市建立 35系統，加入系統之保母計

有 5,690 名。 

2005年 1. 行政院提出「台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以推動全面性的社區改

造運動，透過產業發展、社福醫療、社區治安、人文教育、環

保生態、環境景觀等六大面向的全面提升，並將「托育照顧服

務社區化計畫－社區保母系統」納入社福醫療的推動策略中的

一環。 

2. 將社區保母支持系統改名為「社區保母系統」，刪除「支持」二

字以免窄化系統的功能，表達系統是對社區保母及家長都重要

的意義。 

2006年 1. 7月 27-28日召開之台灣經濟永續發展會議社會安全組結論：

「將保母納入管理系統，逐步落實保母證照制度，保障家庭托

育的品質」、「政府應推動非營利、普及化之托教照顧制度，提

供平價優質的服務」、「政府應針對受僱者規劃育嬰留職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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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部分負擔托育費用。針對非受僱者但有托育需求之弱勢家

庭，亦應建立機制給予補助。」 

2. 年 9月 20日行政院第 3007次會議通過「2015年經濟發展願景

第一階段三年衝刺計畫（2007-2009）大溫暖社會福利套案」之

「普及嬰幼兒照顧體系計畫」。 

2008年 1. 1月 8日由內政部核定「保母托育管理與托育費用補助實施計

畫」。 

2. 自 4月 1日起，一對夫妻皆為受雇者，家裡有 2歲以下幼兒並

為社區保母系統內合格保母托育，家庭年總所得在 150萬元以

下的「一般家庭」，補助每位幼兒每月三千元；另針對低收入戶

家庭、家有未滿 2歲之發展遲緩或身心障礙幼兒之「弱勢家庭」，

補助每位幼兒每月 5,000元。 

3. 《2008 年人口政策白皮書》針對少子化的社會對策，在健全兒

童照顧體系方面的重點措施（2008-2009 年）之一為：持續增

加「社區保母系統」之服務能量與可得性，建立居家托育管理

與托育費用部分負擔制度。 

2009年 依據「保母托育管理與托育費用補助實施計畫」之規定辦理「社區

保母系統評鑑計畫」。 2009年社區保母系統經評鑑為優、甲等單位

計 23個團體，依評鑑計畫規定將核發獎牌並依規模發給獎勵金，

凡優等且輔導在職保母數 300人以上者，各核予 5萬元，未達 300

人者各核予 4萬元；甲等且輔導在職保母數 300人以上者，各核予

3萬元，未達 300人者各核予 2萬元。 

2011年 11月三讀通過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原名為兒童及

少年福利法）規定目前的無照保母，只要通過訓練並領有結業證

書，就能取得保母資格，並需向主管機關辦理登記，對目前已實際

執業之保母給予三年過渡期限。 

資料來源：洪敏中（2002）、吳青萍（2009）、李美玲（2008）、內政部兒童局

網站2。 

 

在社區保母支持系統媒合轉介與諮詢流程上，家長除了由社區保母支持系統

的承辦單位協助媒合外，還可經由各縣市政府的社區保母支持系統網站、兒童局

的社區保母支持系統網站進行媒合；承辦單位或各縣市政府的社工員再經由自己

的保母資料庫選取適合的社區保母後，再請家長與保母自行聯繫討論托育（契約）

內容。一般來說，社區保母支持系統承辦單位與地方政府，除了提供媒合與諮詢

外，並不介入家長與社區保母對托育內容的討論（王哲源，2006）。內政部統計

目前加入社區保母系統之保母人數計 1萬 6,419人，受託照顧兒童之保母數為 1

                                                      
2
建構友善托育環境～「保母托育管理與托育費用補助實施計畫」、社區保母系統評鑑計畫。

http://www.cbi.gov.tw/CBI_2/internet/main/index.aspx 檢索取得日期：2012/2/9 

http://www.cbi.gov.tw/CBI_2/internet/main/index.aspx


37 
 

萬 4,174人，受托兒童數為 2萬 5,446名（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2012）。表 2-2-4

呈現社區保母系統歷年辦理成果。 

 

表 2-2-4 社區保母系統歷年辦理成果 

年度 
接受補助縣

市政府數量 
補助經費（元） 系統數量 

累計加入系統

之保母人數 
媒合人數 

2001 16 11,402,000 26 3,736 2,503 

2002 21 35,853,000 35 5,690 3,814 

2003 23 41,639,000 41 6,839 4,598 

2004 23 43,482,000 41 7,474 6,341 

2005 23 44,590,000 40 7,221 7,440 

2006 24 41,671,700 40 7,486 - 

2007 24 71,674,000 46 8,664 - 

2008 24 135,722,000 52 11,000 - 

2009 25 157,438,400 55 14,313 19,714 

2011 22 - 62 16,419 25,446 

資料來源：王青萍（2009）、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2012）重點分工表。「-」表

示查無資料。 

 

從表 2-2-2之數據可知 2010年取得勞委會專業保母證照者有 8萬 2千餘人，

然而累計至 2011年進入社區保母系統者僅 1萬 6千餘人，加入者在於少數，其

中原因為何亦是值得探討的議題。於 2008年開辦社區保母系統托育費用補助，

可見該年度累計加入社區系統之保母人數有暴增現象，此後成長幅度較往年增

加，應持續鼓勵已取得專業保母證照者加入社區保母系統，以確保維持幼兒保母

托育品質。 

綜觀我國目前幼兒照顧方式有自己照顧、委由親屬、保母、外籍傭工、育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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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照顧等多樣方式，從現有統計資料（臺閩地區兒童生活狀況調查報告、我國婦

女婚育與就業調查、生育概況調查）皆可了解 0到 3歲幼兒的照顧方式主要是由

母親自己帶，然而相較於由母親自己帶的比例，保母的使用率雖較低，但卻有逐

年增加的趨勢，因此可知，隨著核心家庭為主要的家庭型態、女性教育程度提升、

婦女就業率增加，使得幼兒托育日異顯得重要，而家庭式的保母托育方式，由於

收托人數少、收托時間彈性，是嬰幼兒家長最為放心的托育方式選擇。 

托育服務的類型依收托兒童的年齡、收托的時間、提供服務的環境等有不同

的分類，由於本研究是針對保母托育，因此依托育環境分為家庭式托育及機構式

托育進一步進行文獻探討。 

由於社會型態轉變，核心家庭、雙薪家庭為多數家庭型態，而雙薪父母為使

工作時段內家中 0-2歲幼兒能獲得妥適的照顧，普遍選擇、使用居家式托育服務

─保母所提供之托育服務與照護，從 1998年 3月，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

局舉辦第一屆「丙級技術士保母人員技能檢定」，通過者核發丙級技術士證照，

也才使保母的工作進入專業證照化的階段。我國兒童局於 2000年制定「社區保

母支持系統實施計畫」，2001年全面政策性推動「社區保母支持系統」，2005年

更名為「社區保母系統」，行政院於 2005年的「台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以及

2006年的「大溫暖社會福利套案」對於保母納入管理系統、普及嬰幼兒照顧有

所重視，至 2008年內政部核定「保母托育管理與托育費用補助實施計畫」，針對

使用社區保母系統的一般家庭及弱勢家庭有托育費用補助，可見落實普及嬰幼兒

照顧的用心。「保母托育管理與托育費用補助實施計畫」規定自 2009年起，僅限

已經取得保母人員丙級技術士證者才可加入社區保母系統，因此可推知未來將有

更多的人選擇考取保母人員丙級技術士證照，而能提升保母專業素質。然而，於

2011年 11月甫三讀通過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原名為兒童及少

年福利法）規定目前的無照保母，只要通過訓練並領有結業證書，就能取得保母

資格，並需向主管機關辦理登記，對目前已實際執業之保母給予三年過渡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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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立法具備彈性且符合現況，無照保母如具資深之保母從業經驗，但考照有

困難，如因中高齡或學歷較低而不利準備筆試等，將是家庭式托育體系的弊病，

然而保母全面證照化是有困難的，改為登記制是為務實做法。 

由於本研究乃針對幼兒的保母托育為主，因此下節針對家長選擇保母的考量

因素進行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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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家長選擇保母的管道與考量因素之相關研究 

一、尋找保母的管道 

保母工作是情感勞力的工作，保母與幼兒間維持著強烈且緊密的情緒關係，

保母認為自己對孩子的愛護與照顧，家長應該非常讚許，但許多家長都在感慨找

不到好保母，換句話說，保母與家長對好保母的認知或要求是有差異的（蔡嫦娟、

張碧如，2003）。根據 Fuqua和 Labensohn（1986）的研究指出，多數家長表示

不知道該去哪裡找保母，因此在尋找保母時，最常使用的管道是透過朋友及鄰居

的介紹，其次則是透過報紙或電話簿的廣告，也有少部分家長會自行刊登廣告，

或釋放找保母的訊息（包含偏好的教保內容、理念等）。 

李宜靜（2008）以有托育需求的職業婦女為對象進行深入訪談及網路資料內

容分析研究，有關職業婦女獲取保母托育的資訊方式來自開車經過、個人觀察、

經人介紹（人際管道）、書本，或自行到學校詢問、聽他人閒聊無意中聽到（資

訊偶遇）、上網（網路資源）、大眾傳播媒體（電視、廣播、報章雜誌、DM、廣告

看板）、專業托育機構；最常利用的資訊管道以「人際管道」為主，探聽親友鄰

居對於保母之熟識度、人格特質與照顧能力口碑、風評等保證服務過程的間接資

訊，再由觀察保母的子女、收托的幼兒成長狀況等代表服務產出及成效的直接訊

息，並主動瞭解保母家人職業與子女年齡，家庭互動等周邊效應的預測與推論，

作為衡量保母照顧品質與建立信任感的基礎。因此，在其研究結果歸納出職業婦

女找保母的獲取管道來自於家人、朋友、同學、同事及相同處境媽媽的協助，當

選擇保母時，對於保母的瞭解，通常是請教鄰居或親自拜訪，或由托育過的媽媽

獲取相關經驗。其他的相關研究（蔡嫦娟、張碧如，2003；張美娟、段慧瑩，2005；

馬祖琳，2005）也都呈現相似的研究結果，可知在家長在選擇保母時的資訊管道

方面，普遍是透過朋友或鄰居介紹，這是最安心的找保母管道，而由政府體系提

供的保母資訊、社區保母系統卻非廣為家長所選用。 



41 
 

然而，黃于瑄（2008）的研究結果有些微不同，其研究發現，家長在搜尋保

母的管道是很多元的，其受訪對象會運用有系統的單位諮詢網站查詢，例如像社

區保母系統的資訊管道，也有經親友鄰居口碑推薦的，雖然仍有家長對專業證照

保母未具信心，但可發現目前家長漸漸能接受更多元的尋找保母的管道。本研究

選取使用社區保母系統的父親與母親進行研究，即是為了瞭解使用社區保母系統

的父親與母親，在找保母的資訊管道上，社區保母系統是否會成為找保母的優先

管道。 

 

二、家長選擇保母的考量因素 

當家長為了工作、沒有親屬可托付照顧幼兒時，為何選擇將幼兒托付給保母

照顧，而不是選擇托嬰中心等其他托育方式，此部分是對於家長選擇保母時的考

量因素進行文獻探討，並引國內、國外相關研究加以了解。 

 

（一）國內部分 

武素萍（1993）以問卷方式調查臺北市家有 0-3 歲的嬰幼兒且使用家庭式嬰

幼兒照顧的 365位職業婦女，研究結果歸納為她們心目中理想的保母需具備的要

素為：保母具有托育經驗、具有照顧者特質、高中職以上學歷、教保內容需滿足

幼發展的需求、要提供健康與安全的托育環境及設備、期望保母只照顧一個嬰幼

兒。 

彭淑華（1995）針對二十位使用 24小時托育型態的母親，以深度訪談法了解

家長選擇保母之相關因素，研究結果顯示通勤時間或通勤時間或交通距離、保母

的育兒經驗、托育費用、居家環境都是考量的因素。 

洪敏中（2002）針對 12位台北市及台北縣的家長進行深度訪談，研究結果發

現近便性、保母居家環境整潔、收托時間能彈性配合為家長選擇保母時主要的考

量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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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嫦娟、張碧如（2003）以訪談法進行研究，訪問有使用家庭保母且負責接

送小孩的四位家長。研究發現，家長考慮及選擇家庭保母的因素，大多是年紀不

可太大、感覺和善、喜歡小孩、愛乾淨、好溝通、具清潔衛生與營養的基本知識

與觀念、從事保母工作的動機、距離、是否會規範孩子、保母的家庭環境、保母

家庭是否單純、保母自己的小孩是否帶得很好等。此外，在選擇家庭保母時，家

長非常在乎家庭保母收托的人數，但保母的經驗、學歷及是否有證照並非主要考

慮因素，而保母的態度，常是家長選擇保母的原因。根據該研究的訪談結果顯示，

證照保母的專業形象尚未出現，且受訪家長對證照保母的信賴感並不強烈。 

張美娟、段慧瑩（2005）針對花蓮地區 68名家育有四歲以下幼兒接受他人托

育的母親進行問卷調查，研究結果顯示母親選擇保母最重視的五個因素為：照顧

者的衛生習慣、人格特質、身體狀況、經驗。而保母是否具有專業證照，則是重

要程度最低的考量因素，顯示目前專業保母形象尚未建立。 

馬祖琳（2005）針對高雄市不同家庭的八位家長採用焦點團體法，研究結果

發現家長選擇保母的考量因素為：保母的人格特質、保母個人態度、照護能力口

碑、保母子女的表現、收托幼兒成長狀況、保母的是否具有彈性收托時間。由於

家長偏好保母類似母親的支持者角色，因此期盼保母對其子女有「視如己出」的

照護態度。就受訪家長的經驗而言，傳統保母、經親友介紹的保母較能提供此類

具彈性與人性化的家庭支持功能，而對於具有專業證照的保母則未見持有信心的

態度。 

葉麗貞（2005）針對四名育有三歲以下的嬰幼兒母親，以實地訪談法進行研

究，結果發現離家近、安全且有足夠活動空間的環境設備、有專業能力、有愛心、

專心照顧幼兒（只收托一位幼兒）為母親選擇保母時的主要考量因素。 

施志煒（2006）利用自行設計的問卷調查使用家庭保母的家長，有效問卷共

295份，研究結果呈現，家長選擇家庭保母時的考量因素可分為三面向：（1）主

要托育照顧服務內容：費用低、離家近、托育經驗豐富；（2）他人資訊提供：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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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子女在家表現佳、之前幼童托育後表現好、會上網資訊調查；（3）家長個人喜

好：重視送托感受、會受過去經驗影響、價值信念；（4）幼兒本位考量：有提供

同儕與師生的互動機會。 

    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2008）整理兒盟過去的調查研究及其實

務經驗，彙整了 18項家長選擇保母時會考慮的因素，共分為四個面向：（1）保

母個人經歷背景：包括有政府核發的保母證照、幼保相關科系畢業（如幼保科、

幼教系）、有受過專業的訓練課程、有收托經驗；（2）保母個人特質：包括瞭解

各年齡階段孩子的需要與行為發展、健康狀況良好、沒有不良嗜好、沒有同時兼

差其他工作、有愛心/耐心且喜歡孩子；（3）托育環境：包括住家環境整潔及安

全、重視食物的衛生與變化、保母的家人也喜歡孩子、家中活動空間足夠；（4）

與保母間的互動彈性：包括接送方便、價格合理、托育時間彈性能配合家長的需

求、不要同時帶三個以上小孩（包括保母自己的孩子）、溝通良好。進一步地，

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2008）依上述彙整的各因素進行研究調查，

針對參與調查的 1081位家有三歲以下幼兒的母親，調查結果顯示「與保母間的

互動彈性」與「保母個人特質」是母親請保母帶孩子時最重要的考量因素，各占

了約三成（29.8%、28.6%），而優先考慮「保母個人經歷背景」的母親，則不到

兩成（18.1%）。進一步探討，最多母親在意的前三因素為：「有愛心、耐心且喜

歡孩子」、「住家環境整潔及安全」、「瞭解各年齡階段孩子的需要與行為發展」。 

自 1998年勞委會舉行保母技術證照考試以來，究竟家長在選擇家庭保母時，

保母證照的重要性為何？據上述文獻整理，蔡嫦娟、張碧如（2003）；張美娟、

段慧瑩（2005）；馬祖琳（2005）以及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2008）

的研究結果皆發現，「專業證照」、「社區保母系統」的保母並非家長選擇保母托

育的優先考量因素，可推知目前我國專業保母形象尚未建立。 

黃于瑄（2008）針對台北縣市以及桃園縣市之學齡前幼兒的父母，以訪談法

進行研究，共訪問十對父母，研究結果發現「保母的專業與經驗」是父母選擇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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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的主要考量因素。另外，該研究有針對父親與母親重視的因素進行分析，研究

結果發現父親跟母親選擇的考量有異同，總體來說父親選擇時會比較偏「客觀、

實際層面」（如：環境、距離）；母親除了注意客觀因素之外，更在意「主觀、情

感因素」（如：能否與孩子的主要照顧者溝通）。然而，有關分別討論父親與母親

在選擇家庭保母托育幼兒時的考量因素僅此一篇，故研究者以此為基礎，期望在

研究中能對此有更多的深入討論。 

 

（二）國外部分 

Kontos （1992）針對家長在決定保母人選時的考慮因素進行研究，研究結果

顯示家長首重保母的能力及人格特質，包含：保母是否有足夠能力對幼兒做認知

及語言等方面的刺激、保母受過的訓練、照顧的品質、以及是否喜愛孩子等。其

次才考慮後勤的支援因素，例如：時間的配合、地點、費用、及可靠性

（reliability）等（引自蔡嫦娟、張碧如，2003）。 

Krauss（1998）針對 30位雙薪家庭的家長，以訪談方法進行研究，了解他們

使用家庭保母的考量因素，研究結果顯示依家長們重視的因素，重視程度由高至

低依序為：對保母的信任感（包含安全）、一對一的照顧、連貫性的穩定照顧、

提供如同父母般的照顧、對環境有高度的掌控性、孩子抗拒其他的托育形式、托

育機構花費高、覺得家庭保母脫誒方式對年幼孩子較好。 

Grimm（2000）針對 85位保母，以電話訪談方式來了解他們照顧幼兒的理念

與想法，保母們對於照顧幼兒的重視因素依序如下：提供有趣的非結構化環境、

實施教育刺激、提供安全有保障的環境、給予愛和養育、提供家庭式的照顧、教

導價值與道德觀、滿足被照顧者的個人需求、充權及建立自尊。 

Peyton等（2001）針對 633位母親透過電話訪談，以她們自陳的方式選擇托

育服務的原因，且連續 36個月觀察她們小孩的托育情況。研究發現母親考量托

育服務的三個主要考量因素為，品質（照顧提供者、環境、設備、提供的照顧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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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實用性（費用、時間、地點的可近性）、母親個人的偏好。收入高的以及工

作時數少的母親在托育服務過程中會著重在托育服務的品質。自陳親職壓力較大

的母親，則較重視托育的實用性。 

Ceglowsk 和 Bacigalupa（2002）以文獻分析方式歸納整理出家長判定保母

托育品質的四個主要因素為，保母符合健康及環境安全的標準、保母的個人特質

（例如具有溫暖及敏感性的特質）、家長與保母可良好溝通、彈性時間。 

Seo（2003）針對 47位使用托育服務且子女年齡皆在三歲以下的母親進行研

究，其中 18 位使用托嬰中心 20位使用家庭保母及 9 位使用兩種托嬰方式，以

問卷調查並結合開放式問答來得知母親對托育的信念與選擇考量因素。研究結果

發現母親選擇家庭保母的因素中，最重要的是保母的個人特質（溫暖、關懷、可

信賴的），而孩子年齡愈小則愈傾向選擇家庭保母托育，因為可提供連貫性的照

顧，另外，選擇與自己相同種族（race/ethnicity）的保母也是母親選擇保母的

考量因素之一。 

雖然家長在選擇時有其本身的考量及偏好，但真正在做選擇時，卻常常無法

真正選擇他們喜歡的形式；也就是說，嬰兒在送托時，只有少數是符合父母的理

想狀況（Kisker & Maynard, 1991；轉引自蔡嫦娟、張碧如，2003）。 

 

研究者依上述文獻整理，大致可將家長選擇保母的因素歸納為六個面向：保

母個人特質、托育環境、照顧內容、保母的專業性或經驗、與家長的互動、保母

托育幼兒的表現及人數。為利於讀者閱讀及理解，研究者將依此六面向將相關研

究進行分類，且歸納為表 2-3-1及表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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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家長選擇保母的考量因素－國內相關研究 

作者（年代）、篇名 研究方法 考量因素 

武素萍（1993） 

台北市職業婦女對家庭

式嬰幼兒照顧品質期望

與評價之研究 

以問卷方式調查臺北

市家有0-3 歲的嬰幼

兒且使用家庭式嬰幼

兒照顧的 365位職業

婦女 

1. 保母個人特質：具有照顧

者特質 

2. 托育環境：要提供健康與

安全的托育環境及設備 

3. 照顧內容：教保內容需滿

足幼兒發展的需求 

4. 保母的專業性或經驗：保

母具有托育經驗、高中職

以上學歷 

5. 保母托育幼兒的表現及

人數：期望保母只照顧一

個嬰幼兒 

彭淑華（1995） 

影響父母 24小時兒童

托育決策相關因素之探

討 

針對二十位使用 24 

小時托育型態的母

親，以深度訪談法了

解家長選擇保母之相

關因素 

1. 托育環境：保母居家環境 

2. 保母的專業性或經驗：保

母的育兒經驗 

3. 與家長的互動：通勤時間

或通勤時間或交通距

離、托育費用 

洪敏中（2002） 

台灣保母專業化之研究 

針對 12位台北市及

台北縣的家長進行深

度訪談 

1. 托育環境：保母居家環境

整潔 

2. 與家長的互動：近便性、

收托時間能彈性配合 

蔡嫦娟、張碧如（2003） 

家長對家庭保母之選擇

及關係之建立—兼談證

照與非證照保母之比較 

以訪談法進行研究，

訪問有使用家庭保母

且負責接送小孩的四

位家長 

1. 保母個人特質：年紀不可

太大、感覺和善、喜歡小

孩、愛乾淨、從事保母工

作的動機 

2. 托育環境：保母的家庭環

境、保母家庭是否單純 

3. 照顧內容：具清潔衛生與

營養的基本知識與觀

念、是否會規範孩子 

4. 與家長的互動：好溝通、

距離 

5. 保母托育幼兒的表現及

人數：保母自己的小孩是

否帶得很好、收托的人數 

張美娟、段慧瑩（2005） 

花蓮地區母親對幼兒托

育服務選擇理由、重要

程度及托育滿意度之探

討 

針對花蓮地區 68名

家育有四歲以下幼兒

接受他人托育的母親

進行問卷調查 

1. 保母個人特質：保母人格

特質、身體狀況、照顧者

的衛生習慣 

2. 保母的專業性或經驗：是

否具有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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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祖琳（2005） 

家長視域之家庭托育經

驗實相探討 

針對高雄市不同家庭

的八位家長採用焦點

團體法 

1. 保母個人特質：保母的人

格特質、保母個人態度、

期盼保母對其子女有「視

如己出」的照護態度 

2. 保母的專業性或經驗：照

護能力口碑 

3. 與家長的互動：保母的是

否具有彈性收托時間 

4. 保母托育幼兒的表現及

人數：保母子女的表現、

收托幼兒成長狀況 

葉麗貞（2005） 

嬰幼兒母親的育兒處境

之詮釋 

針對四名育有三歲以

下的嬰幼兒母親，以

實地訪談法進行研究 

1. 保母個人特質：有愛心 

2. 托育環境：安全且有足夠

活動空間的環境設備 

3. 保母的專業性或經驗：有

專業能力 

4. 與家長的互動：離家近 

5. 保母托育幼兒的表現及

人數：只收托一位幼兒 

施志煒（2006） 

高屏地區家長選擇嬰幼

兒托育模式之行為探究 

利用自行設計的問卷

調查使用家庭保母的

家長共 295份 

1. 與家長的互動：費用低、

離家近、重視送托感受 

2. 照顧內容：是否有提供同

儕與的互動機會 

3. 保母的專業性或經驗：托

育經驗豐富 

4. 保母托育幼兒的表現及

人數：保母子女在家表現

佳、之前幼童托育後表現

好 

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

文教基金會（2008） 

媽啊！真辛苦！臺灣地

區幼兒媽媽托育現況調

查報告 

針對參與調查的1081

位家有三歲以下幼兒

的母親 

 

1. 與家長的互動：離家近、

接送方便、費用合理 

2. 保母個人特質：「有愛

心、耐心且喜歡孩子」 

3. 托育環境：住家環境整潔

及安全 

4. 照顧內容：瞭解各年齡階

段孩子的需要與行為發

展 

黃于瑄（2008） 

夫妻決策與托育樣貌之

初探 

針對台北縣市以及桃

園縣市之學齡前幼兒

的父母，以訪談法進

行研究，共訪問十對

父母 

保母的專業性或經驗是父母

選擇保母的主要考量因素。另

外，父親選擇時會比較偏「客

觀、實際層面」；母親除了注

意客觀因素之外，更在意「主

觀、情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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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 家長選擇保母的考量因素－國外相關研究 

作者（年代）、篇名 研究方法 考量因素 

Kontos, S.（1992） 

Family Day Care:  

Out of the shadows 

and Into the 

Limelight. 

（轉引自蔡嫦娟、張

碧如，2003） 

針對家長在決定保母

人選時的考慮因素進

行研究 

1. 保母個人特質：是否喜愛孩

子 

2. 照顧內容：照顧的品質、保

母是否有足夠能力對幼兒做

認知及語言等方面的刺激 

3. 保母的專業性或經驗：保母

受過的訓練 

4. 與家長的互動：時間的配

合、地點、費用、及可靠性 

Krauss, J.（1998） 

Brief Report: Safe 

at Home Base: 

Working Parents' 

Reasons for Choice 

of Home-Based Child 

Care. 

針對 30位雙薪家庭

的家長，以訪談方法

進行研究，了解他們

使用家庭保母的考量

因素 

1. 托育環境：對環境有高度的

掌控性 

2. 照顧內容：連貫性的穩定照

顧、提供如同父母般的照

顧、孩子抗拒其他的托育形

式、覺得家庭保母托育方式

對年幼孩子較好 

3. 與家長的互動：對保母的信

任感、費用較有彈性 

4. 保母托育幼兒的表現及人

數：一對一的照顧 

Grimm, S.（2000） 

Who Is Watching Our 

Kids? 

針對 85位保母，以電

話訪談方式來了解他

們照顧幼兒的理念與

想法 

1. 保母個人特質：願意給予愛

和養育 

2. 托育環境：提供有趣的非結

構化環境、提供安全有保障

的環境 

3. 照顧內容：實施教育刺激、

提供家庭式的照顧、滿足被

照顧者的個人需求、充權及

建立自尊、教導價值與道德

觀 

Peyton,V. etc.

（2001） 

Reasons for 

choosing child 

care : Associations 

with family 

factors, quality, 

and satisfaction. 

針對 633位母親透過

電話訪談，以她們自

陳的方式選擇托育服

務的原因，且連續 36

個月觀察她們小孩的

托育情況。 

1. 保母個人特質：保母的人格 

2. 托育環境：環境、設備品質 

3. 照顧內容：提供的照顧內容

的品質 

4. 與家長的互動：費用、時間、

地點的可近性、母親個人的

偏好 

Ceglowski, D., & 

Bacigalupa, C. 

(2002) 

Four Perspectives 

以文獻分析方式歸納

整理出家長判定保母

托育品質的主要因素 

1. 保母個人特質：具有溫暖及

敏感性的特質、保母符合健

康的標準 

2. 托育環境：符合環境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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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hild Care 

Quality. 

標準 

3. 與家長的互動：家長與保母

可良好溝通、彈性時間 

Seo, S.（2003） 

Early Child Care 

Choices: a 

theoretical model 

and research 

implications. 

針對 47位使用托育

服務且子女年齡皆在

三歲以下的母親進行

研究（18 位使用托嬰

中心 、20位使用家

庭保母、 9 位使用兩

種托嬰方式） 

以問卷調查並結合開

放式問答來得知母親

對托育的信念與選擇

考量因素。 

1. 保母個人特質：溫暖、關懷、

可信賴的 

2. 照顧內容：提供連貫性的照

顧 

3. 與家長的互動：與母親相同

種族 

表 2-3-1與表 2-3-2之表格來源：研究者自行歸整。 

 

本節主要針對家長找保母時的管道及選擇保母的考量因素進行文獻探討，從

相關研究上可知目前家長尋找保母的管道是非常多元的，例如再開車途中注意張

貼的廣告、上網搜尋、透過報紙廣告等資訊管道，而透過朋友或鄰居介紹，則是

最常見的找保母管道，社區保母系統則並非是家長找保母時的主要管道。探究為

何有此現象，可從家長選擇保母時考量因素得知保母的專業證照並非優先的考量

因素，可推知為何社區保母系統並非是家長普遍的尋找管道。 

從本章第一節探討父職角色與母職角色的文獻已知，受性別角色分化的影響

下，父親與母親所擔負的親職角色是有差異的，因此，父親於選擇保母時的考量

因素與母親有怎樣的差異是值得探討的。在家長選擇保母時的考量因素方面，從

文獻得知，主要可歸納為六個面向：保母個人特質（例如：有愛心、喜歡小孩…）、

托育環境（例如：安全、像家一樣…）、照顧內容（例如：提供符合小孩發展階

段的刺激、規範孩子…）、保母的專業性或經驗（例如：托育經驗、是否受過訓

練…）、與家長的互動（例如：好溝通、價格、接送方便…）、保母托育幼兒的表

現及人數（例如：之前幼兒表現如何、只收托一個小孩…）。保母的專業證照則

非是家長選擇保母時優先的考量因素。 

然而，現有選擇保母的考量因素文獻乃多數針對「家長」、「母親」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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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見針對父親進行探討，研究者於閱讀文獻過程中僅見黃于瑄（2008）一篇對於

父親跟母親選擇保母的考量差異進行研究，其研究結果歸納出：父親選擇時會比

較偏「客觀、實際層面」（如：環境、距離）；母親除了注意客觀因素之外，更在

意「主觀、情感因素」（如：能否與孩子的主要照顧者溝通）。然而，有關分別討

論父親與母親在選擇家庭保母托育幼兒時的考量因素僅此一篇，故研究者以此為

基礎，期望在研究中能有更多、更深入的討論。本研究除了對於父親與母親選擇

保母時考量因素進行研究之外，另包含兩點該研究未詳盡探討之處，一是父親與

母親對於使用保母服務托育的意見取得共識的過程；二是使用保母服務托育後，

父親與母親自覺對自己親職角色的認知與實踐的影響為何。 

另外，本研究選取使用社區保母系統的父親與母親進行研究，即是為了瞭解

選擇社區保母系統的父親與母親，在找保母的資訊管道及考量因素上，社區保母

系統的優先重要性為何，可進而與文獻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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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本研究的焦點了解父親與母親對於選擇保母托育的理由、考量因素的異同，

以及了解父親與母親自覺使用保母服務托育對於他們自己的親職角色產生的影

響為何。以下各節針對研究方法、研究對象、資料收集與分析、研究者的角色、

研究倫理進行說明。 

 

第一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取「質的研究方法」，根據陳向明（2009）的定義：「質的研究是以

研究者本人做為工具，在自然情境下採用多種資料搜集方法對社會現象進行整體

性探究，使用歸納法分析資料和形成理論，通過與研究對象互動對其行為和意義

建構獲得解釋性理解的一種活動。」 

而本研究焦點在於了解父親與母親對於選擇保母托育的理由、考量因素的異

同，以及父親與母親自覺使用保母服務托育對他們自己的親職角色認知產生的影

響為何，由於目前研究少有對此的探討，本研究屬於初探性質故採質性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面對面的深度訪談方式進行，透過研究對象的話語來建構其中的社

會現象，故採取建構主義的研究取向作為主要論述依據，在建構主義者主張「事

實」是多元的，因歷史、地域、情境、個人經驗等因素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因此，

「事實」不存在「真實」與否，而只存在「合適」與否的問題，也就是說，研究

者是透過反思、客觀地審視互為主體的主觀，而研究結果即是由不同主體通過互

動而達成的共識（陳向明，2009）。研究者對資料的詮釋是站在研究對象的立場，

了解研究對象如何看待社會世界、如何界定現象與情境，或是情境、事件對研究

對象的意義為何；藉由研究對象主觀的意識、價值，賦予研究資料意義（潘淑滿，

2003）。因此，質性研究是以研究者做為研究工具，研究結果是與研究對象之間

透過對話、互為主體的互動，並透過研究者對所獲資料的詮釋而建構出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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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一、研究對象的範疇 

本研究以訪談方式進行研究，訪談對象是使用社區保母系統且領有托育費用

補助的父親與母親，即研究對象乃是家中育有 2歲以下幼兒的雙薪家庭，目前幼

兒的保母托育是使用社區保母系統且領有托育補助的父親與母親。 

 

二、研究對象選取管道與聯繫 

（一）研究對象選取管道 

由於財團法人彭婉如文教基金會（以下稱彭婉如基金會）在 1998年便與台

北市的社區會合作培訓保母，成立社區保母系統（國家成立社區保母支持系統制

度前），並在 2000年催生出保母管理的國家制度「社區保母支持系統」（自 2005

年已更名為社區保母系統），自 2001年開始承辦社區保母系統，至今仍持續，

考量彭婉如基金會累積經驗足夠、個案數量較豐富，故選擇承辦台北市北、中區

（研究訪談為 2010年中進行，當時未縣市合併）社區保母系統的彭婉如基金會

為訪談對象來源，為增進樣本可推論之地域性故選擇台北市及新北市（訪談當時

仍為舊稱台北縣）受訪者各半，且由該彭婉如基金會篩選願意接受訪談的 10對

夫妻為研究對象，即本研究共有 20位訪談對象。然而，研究者進行研究訪談之

初步聯繫時，新北市有 1對夫妻表示不願受訪，故本研究願意接受訪談的為 9

對夫妻為研究對象，即本研究共有 18位訪談對象。 

 

（二）研究對象聯繫 

本研究受訪者係由彭婉如基金會所提供，先由彭婉如基金會初步詢問使用社

區保母系統托育的父母是否有意願受訪，再由其提供名單上之聯絡電話，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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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一一打電話聯繫簡要說明研究者身分、訪談內容、訪談所需時間等，由受訪者

同意後再行約受訪時間。 

 

三、受訪者基本資料 

本研究共有 18位受訪者，共 9對父母親。有關本研究受訪者代號使用，以

M代表「母親」、F代表「父親」，共 9對父母親受訪，以數字 1~9代表各對受訪

者，個別受訪者則以數字加上 M或 F代表，例如 1M代表是第一對受訪者當中的

母親。 

受訪者年紀為 30歲至 40歲，學歷多為大專以上，且家庭多育有 1名子女數，

幼兒受托年齡範圍是出生至 5個月大。因取得樣本便利性，本研究受訪者受托幼

兒年齡皆為 2歲以下嬰幼兒，且家庭均領有每月 3000元托育補助的「一般家庭」。

詳細受訪者資料請見下表 3-2-1整理。另外，從整理受訪者基本資料表得知，受

訪者有高學歷、低薪化（訪談當時領取托育補助之資格為家庭年總所得在 150

萬元以下）以及晚婚、晚生育的現象，與現今社會雙薪家庭概況相符，反映出公

共托育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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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受訪者基本資料表 

受訪者代號 年齡 教育 職業 結婚年數 子女數 幼兒

性別 

受託幼兒年齡 何時受託 其他同住家人 

1M 37 高中 人事(內勤) 1年 1 女 11個月 5個月大 無 

1F 37 高職 攝影記者 

2M 30 大學 幼教 1年半 1 女 7個月 2個月大 無 

2F 31 大學 製造業(自營) 

3M 33 大學 會計 4年 1 男 1歲 4個月 滿月 無 

3F 34 碩士 資訊業工程師 

4M 30 大學 貿易業 2年 1 女 1歲 4個月 1歲 無 

4F 34 大學 服務業 

5M 35 大學 學校行政人員 5年 2 皆女 3歲半、1歲半 皆為滿月 無 

5F 35 大學 引擎維修技工 

6M 36 大學 出版社經理 5年 1 男 1歲 出生 父(6F)之弟 

6F 39 大專 資訊業企劃部 

7M 33 大專 行政業 

(請育嬰假半年中) 

1年半 1 男 8個月 2個月大(母產

假完後) 

父(7F)之母親 

7F 32 大學 工程師 

8M 33 大專 金融保險業 1年 1 女 1歲 2個月大 母(8M)之朋友 

8F 40 二技 科技業工程師 

9M 31 大學 護士 1年 1 女 10個月 3個月大 父(9F)之姐妹 2

人、父(9F)之父

母 

9F 31 碩士 攻讀博士中(兼任

課堂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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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料收集與分析 

一、資料收集 

本研究採用深度訪談法來收集研究對象對特定事件或生活經驗的主觀理

解。深度訪談法是研究者運用口語敘述的形式，針對特定對像收集與研究有關的

資料，以便對研究的現象或行動有全面式的了解；在訪談過程中，研究者須讓研

究對象在一種被尊重與平等的互動關係中，進行雙向式的溝通與對話，且研究者

須本著開放的態度與彈性的原則，讓研究對象能夠針對研究議題充分表達自己的

看法、意見與感受（潘淑滿，2003）。 

為消除與受訪者間的陌生感與距離感，每次的訪談皆以面對面的方式進行。

每次訪談時間約為一個小時，在訪談之前會向受訪者提出全程錄音的要求並經受

訪者的同意，也會向受訪者說明隱私保密原則，以消除受訪者之疑慮，及確保所

得資料的真實性。 

在訪談之前，研究者根據研究目的與問題設計半結構式訪談大綱（詳見附件

三），作為訪談的指引工具，以了解受訪者真實的情況。訪談大綱是使訪談者在

訪談過程中易於提問且兼顧獲得資訊的邏輯性，使訪談者集中焦點，而提問順序

則視與訪談時實際互動狀況而變動，並適時針對問題進行追問，一步步對問題進

行聚焦，以深入了解問題、獲得資訊。 

另外，研究者在每次訪談結束後會立即地記錄訪談筆記，記錄的訪談筆記主

要內容為：（1）訪談內容的重點資訊摘要；（2）非語言資訊：記錄觀察受訪者於

訪談過程的語調、表情、情緒與肢體語言等；（3）對之後訪談的提醒與建議：記

錄訪談內容引發研究者於訪談前未盡考量之處，並可於之後訪談加以修改、增列

新的問題；（4）訪談者自我覺察與省思。透過訪談筆記以利於研究者歸納整理、

事後回想及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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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料分析 

訪談結束後，將錄音檔文字轉化為逐字稿，進行資料分析的具體步驟為：（1）

閱讀原始資料；（2）登錄：登錄式資料分析中最基本的一項工作，是將收集的資

料打散、賦予概念和意義，再以新的方式重新組合在一起的操作化過程；（3）尋

找「本土概念」：為保留資料的「原汁原味」，登錄時應盡量使用研究對象的語言

作為編碼，以更真切地表現研究對象的思想和情感感受；（4）建立編碼和歸檔系

統：登錄後將編法案照分類標準組合起來的系統，呈現資料濃縮以後的意義和相

互關係（陳向明，2009）。 

編碼是一種把資料分解、概念化，然後再以一個嶄新方式把概念重新組合的

操作過程，藉此，理論得由龐雜資料中被建立起來（徐宗國譯，1997），潘淑滿

（2003）說明在進行資料分析時首先進行開放編碼，即在閱讀文本資料時，必須

在文本中找出關鍵字、關鍵事件或主題，並在旁加以標記。關於編碼的程序，劉

惠純（2010）於《解開空服員的黑盒子：轉話提問、深入訪問與分析編碼》一文

中，謝國雄老師給予之評論即解釋編碼程序：開放性編碼(open coding)是在還

沒有什麼概念的時候，看他浮現了什麼範疇，然後找資料來確認有這樣的概念跟

範疇存在；主軸編碼(axial coding)是針對資料以建立許多概念範疇，要試著找

出這些範疇之間的關係；選擇性編碼(selective coding)是指有一個核心範疇

(core category)把其他的範疇通通聯結起來成一個故事。徐宗國（1997）所譯

一書中，對於編碼程序解釋為：開放性編碼(open coding)指將資料分解、檢視、

比較、概念化和範疇化的過程；主軸編碼(axial coding)指做完開放性編碼後，

藉所分析現象的條件、脈絡、互動的結果，把各範疇間連繫起來，於是資料又被

組合到一起的過程；選擇性編碼(selective coding)是指選擇核心範疇，有系統

地將範疇予以聯繫，驗證其間的關係，並把概念化尚未發展全備的範疇補充整齊的過程。 

典型的資料分析程序可區分為六個階段：(1)將資料予以組織；(2)從資料組

織當中，找出範疇、主題與樣式或模式：從資料當中，尋覓重要的主題、反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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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的理念或用語，以及各種連結人與場地關係之信念或模式；(3)針對資料的範

疇、主題與樣式或模式，加以編碼；(4)檢視逐漸浮現而出的理解；(5)尋求其他

可能的解釋；(6)撰寫報告（李政賢譯，2006）。然而，需注意的是由分析者建構

的分析範疇，可能遭受「合理的指控，那就是將某一種意義的世界，強施於研究

參與者身上，而該等意義世界反映的很可能是觀察者本身的世界，而不是該研究

希望揭顯的研究參與者之世界」（Patton, 1990；引自李政賢譯，2006） 

因此，研究者於閱讀整理文本時，會針對重要資訊加以標記及做筆記，寫下

自己的看法，對曖昧不理解之處也會在反覆閱讀文本後釐出整體關聯性，並在閱

讀過程中不時提醒自己拋卻先前的理解，以確切理解研究對象的真意。在資料分

析時，研究者會在認真閱讀原始資料的基礎上持續不斷的整理及分析資料，將反

覆出現的詞彙、語句、段落進行登錄，透過歸類、建立類屬的方式，進行有意義

概念的連結與分析。 

 

 

第四節 研究者的角色 

在質性研究中，研究者做為一個研究工具，因此必須仔細省視哪些研究者因

素可能會對研究過程中產生影響。由於本研究受訪者為父親及母親，因此提出兩

點可能因研究者角色產生影響者為：性別及年齡。 

在性別方面，研究者身為女性的有利之處為容易讓對方感到親切、自如和安

全。女研究人員通常使受訪者感到比較輕鬆，不必擔心自己的地位或臉面受到威

脅。而男受訪者則可能對女研究員表示出某種輕視，認為女研究員沒有足夠的能

力或資格追根究柢。再者，在年齡方面，受訪者有時不太願意接受年輕研究者的

採訪，因為他們覺得年輕人閱歷太淺、乳臭未乾，不可能理解自己所受的人生磨

難（陳向明，2009）。身為研究者應了解並接受這些已存在的不客觀因素，並時

時提醒自己以減低研究過程中可能受到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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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倫理 

在進行研究的時候，「告知後同意」（informed consent）為最基本的研究倫

理。必須讓研究對象自願加入研究，且經過研究對象之同意後，必須讓研究對象

了解整個研究目的及用途。潘淑滿（2003）指出「告知後同意」所重視的是，研

究對象必須被充分告知與其權力有關的訊息，以便能讓研究對象做出最有利、最

適當的選擇，而研究對象被告知的內容應包含：研究內容與目的、被研究者將會

被要求什麼、可能會發生的風險和收穫、資料處理過程的保密措施、中途撤銷同

意權、讓研究對象了解研究者的身分。 

再者，保護研究對象隱私的方法就是保密，通常研究者在進行資料蒐集前，

就應主動向研究對象說明如何處理研究對象姓名或可辨識身分訊息的處理方

式，任何有關人名、地名或是其餘可以辨識的訊息都應加以刪除或以其餘替代方

式呈現，此即為匿名（anonymity）原則（潘淑滿，2003）。因此，本研究於告知

後同意書（詳見附件二）即會告知受訪者有關受訪者可辨別的個人資訊皆予以代

號表示，且於訪談前會再次強調本研究為顧及受訪者權益，研究者會謹遵匿名原

則，將可辨別的個人資訊完全以代號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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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分析 

第一節 使用保母服務的動機 

在本節中針對九對父母受訪者了解其使用保母的動機、對於其他托育方式的

考量、父母對於使用保母服務意見衝突及解決方式之意見整理如下。 

一、使用保母服務意見提出者及其提出原因 

關於當初使用保母服務照顧幼兒的想法是由誰提出，在 9對受訪者中有 8

對受訪者都表示使用保母服務照顧幼兒是父母親「共識」。 

只有一對父母（8F、8M）表示是由「母親」提出使用保母服務想法，當初父

親為了不要額外負擔保母費用，所以傾向由母親辭去工作，全職在家照顧幼兒，

但因母親不願意失去工作，且家裡長輩住太遠也無法由家裡長輩照顧幼兒，而最

後是採用「母親」意見使用保母服務照顧幼兒。 

「我老婆是比較傾向用保母，因為她不願意因為小孩子失去工作嘛。其實我會比較

傾向讓老婆帶小孩。全職的帶小孩，那既然她不願意，那其實我不願意太勉強，那

其實找保母也 ok啦，只是說多一筆保母的負擔這樣子。」（8F） 

「他（8F）是說他覺得保母要花錢，所以我先生本來一開始他是想要說給那個阿公

帶。因為他們住高雄，我說不行，我覺得我沒有辦法接受小孩離我這麼遠。」（8M） 

 

有關父母使用保母服務照顧幼兒的動機為何，整理分析為兩項，一是家庭經

濟考量，二是無法由家裡長輩照顧、自己帶或其他方式托育，詳細說明如下： 

（一）家庭經濟考量 

家庭經濟必須父母兩人皆工作才得以支應家中支出，2F及 7F陳述會找保母

是由於家中需要父母親兩人皆有工作收入，若沒有經濟壓力，願意自己帶就好。

2F提及有關使用社區保母系統之「托育津貼」是納入當初選擇考慮使用保母服

務的考量因素中。 

「我跟我老婆我們兩個都覺得要請保母就對了，因為我們的時間沒有這麼多，畢竟

我們都要上班。對啊！我們衡量過後，我們覺得我們請保母是比較符合我們經濟價

值的，因為畢竟我們兩個的薪水有沒有，至少在 cover保母這一塊是 ok的，所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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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那我們就請保母，而且加上政府有補助那個三千塊。所以我們算算……覺得我

們請保母，會比我們自己帶還好。」（2F） 

「找保母就一方面其實也是有經濟壓力，我當然希望我有能力的話，當然是我老婆

可以在家帶小孩，當然我有這能力的話，我會這麼做…」（7F） 

「那既然要上班的話，托育就會是一個問題，所以就是開始積極找保母」（5M） 

 

（二）無法由家裡長輩照顧、自己帶或其他方式托育 

1. 無法由家裡長輩照顧 

由於許多受訪者（1M、1F、2M、3M、3F、4F、5F、6F、6M、7F、7M、8F）表

示是由於家裡長輩無法照顧幼兒才會去尋求保母托育，因此在對於其他托育方式

考量中，多數受訪者陳述由家裡長輩照顧幼兒是他們會想到的第一個照顧幼兒的

方式。可知在家庭有了新生兒時，普遍第一個想到的照料幼兒方式是由家裡長輩

照顧小孩，在無法由親友支援情形下（溝通協調不成、家裡長輩健康不佳、距離

太遠等原因），才會轉而尋求保母照顧。受訪者（1F）認為幼兒由家裡長輩照顧

是最佳的情形，因為這樣可以節省家庭開支。 

「能夠給雙方家長帶是最好啊，因為省一筆開銷啊，給保母帶又多一筆開銷。」（1F） 

「本來生小孩之前，會希望是兩邊的家長…就是我婆婆跟我爸爸那邊，可能期望他們

是不是要帶小朋友。那可是後來協調兩邊都不行，所以那時候才會（找保母）…」（1M） 

「…因為我婆婆可能是身體比較不好，所以說就是沒有給她帶。」（2M） 

「…因為原本有考量由我媽媽來帶，但畢竟我媽媽年紀也大，他的筋骨也不好…」（7F） 

「那因為我家裡沒有其他人可以幫我帶小孩…我要工作之外，其他人沒有時間幫我，

沒有人可以幫我帶小孩。所以我就是只有想到說，啊，我就是只能找保母。」（7M） 

「我們在沒有家庭的支援之下，就直接、就非常快速的決定要找保母…」（8F） 

 

3F及 4F認為無法由家裡長輩照顧是由於目前住處與長輩距離太遠，以他們

自身經驗表示擔心會造成與幼兒的疏離感： 

「然後如果是岳父岳母（照顧幼兒）的話，我們又很久才有辦法回去一趟，就是可

能比較勤勞一點的話，每個禮拜回去一次，…就覺得說小孩子可能跟我們會慢慢會

有疏離感，會有陌生的感覺。」（3F） 

「因為一開始妹妹(受託幼兒)是我媽媽在照顧，我本來是想說就讓我媽媽照顧，沒

有辦法，因為我們從內湖要搬出來。…我當然是希望我媽媽來帶，因為這樣就可以，

不用再付保母那錢，…我媽媽也可以跟我們小朋友多互動啊。」（4F） 

 

然而，在本研究中受訪者 9M及 9F所使用的社區保母即為家裡長輩（婆婆），

這想法當初係由婆婆提出，在他們的自身經驗陳述中了解到為何會想由家裡長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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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 

「覺得有些保母或什麼，即使他們有證照，也不一定，就是可能看過很多什麼，可

能餵小朋友吃安眠藥啊，或是什麼偷偷打小朋友不曉得，或是其即使，有些東西不

見得是表面上看起來那麼的專業。…可能是畢竟不見得是自己的小朋友，所以可能

有些東西會得過且過，會覺得 OK這樣就好。但是，給自己媽媽帶，自己的孫子嘛，

會有，當然付出的情誼、付出的心力，可能會跟有些保母不一樣…還是給自己家人

照顧會比較…比較好啦。即使溝通上，我也覺得會比較好，就是這樣子會比較好，

當然跟爸媽講或是怎樣，或是爸媽有知道什麼東西，可以跟我們講，這樣對妹妹、

對妹妹是好的話，其實我覺得溝通上是比較好的。」（9F） 

「讓婆婆（當）保母，…帶小孩會，也會比較知道說什麼要注意。…是她說她要照

顧，所以，因為自己婆婆應該也是一定幾乎會讓她顧，妳不可能說還去找保母，她

會覺得浪費錢。」（9M） 

 

可知由家裡長輩照顧幼兒的優點在於節省開銷、幼兒與長輩多互動、相信會

照顧比保母周全、易溝通等，而由於家裡長輩協調不成、健康不佳、擔心因長輩

住處距離遠造成父母親自己與幼兒有疏離感等原因，而無法由家裡長輩照顧，故

尋求保母托幼的方式。 

 

2.由母親自己帶 

在受訪者中即有由母親（7M及 1M）請育嬰假在家帶小孩的經驗，受訪期間

正好為 7M請半年育嬰假期間，7M一開始是由保母托幼，後來因工作瓶頸選擇請

育嬰假自己帶。而 1M則是在小孩出生後至 5個月大時是請育嬰假自己帶，之後

才回職場工作。 

以 7M的經歷來看，婦女會由於工作遭遇瓶頸而決定請育嬰假，而得以育嬰

假的方式讓自己在職場上做個「緩衝」，是個讓自己休息、沉澱、重新思考目前

工作對自己的意義的時機。 

「（問：可以談談說當初怎麼會想要請育嬰假嗎？）其實那時候也算是一個工作的瓶

頸吧…，然後那時候就有想要…那時候其實是有想要離職啦…然後那時候我就有跟

朋友聊天，就有聊到這方面的東西，然後他就是建議我說，欸，那剛好就是我小朋

友還這麼小，他就說那你…要不你就先跟公司請育嬰假看看，反正不管有沒有過，

你本來都是打算要離職嘛，如果有過的話，一來你可以先在家帶小孩嘛，然後，這

段時間你也可以再想一下是不是說真的要離職，或是…還是去做別的工作什麼之類

的。」（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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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的經驗則與 7M截然不同，1M對於幼兒甫出生就由保母照顧感到有「愧疚

感」，所以因不忍心小孩那麼小就由保母照顧，所以就請育嬰假由自己先在家裡

照顧，待小孩成長情況穩定時再由保母照顧。 

「本來沒有打算要育嬰留職停薪的，但是因為那時候兩邊的家長都沒有辦法帶小孩，

又不忍心小孩一下子就去保母家，…就會想說要不然找保母好了，可是因為想說這麼

小就去保母家，所以才會我自己一個去帶小孩，那想說等小孩大一點、穩定一點才去

找保母。」（1M） 

「因為出生後前五個月都是我老婆在帶啊。對啊！我就是叫我老婆先辦留職停薪，先

讓小孩子在家裡適應一陣子，保母再來帶，因為這樣子比較有時間去找保母。」（1F） 

 

7F及 8F在訪談中表示希望可以由母親自己在家帶小孩，但在考量家庭經濟

壓力、母親不願意離開職場等原因下，最後選擇由保母照顧幼兒。 

「我有能力的話，我有這個能力的話，我當然會希望老婆不要工作在家顧小孩這樣

子。」（7F） 

「我老婆是比較傾向用保母，因為她不願意因為小孩子失去工作嘛…其實我會比較傾

向讓老婆帶小孩…因為你總不能硬要她辭工作嘛，這不可能…不過還是重點還是說，

因為如果全職的帶小孩，她…在她的角度的轉換可能太大，她工作很久了嘛，那如果

說馬上讓她全職帶小孩，可能對她心情上啊，角色的轉換，壓力會太大一點…」（8F） 

 

與上述希望由母親自己帶小孩情況呼應者，是父親（1F）陳述是他提議要母

親（1M）請育嬰假，上述也是由父親（7F、8F）表示希望母親可以在家帶小孩。

這樣「女主內」的父系社會性別分工思考方式顯然存在於雙薪家庭中。 

 

3. 其他方式托育：到府保母、托嬰中心 

5M曾想過找到府保母3來照顧幼兒，但覺得家裡只留保母與小孩感到不妥而

做罷： 

「曾經也會說要不要就是如果有人住在家裡的話，那就是再請一個…就是到府的保

母，就直接在家裡帶小孩，我覺得那個是很好的…可是沒有辦法，因為家裡去上班

了就都沒有人，不可能只放一個保母跟一個小孩在這個家裡…」（5M） 

 

                                                      
3
http://www.pwrbaby.org.tw/index.asp 彭婉如找保母網站-到府保母(尚未開始) 檢索日期:2012/2/9 

 2011 年下半年度起，台北地區為雙薪家庭、家有兩名幼兒的家庭全新的托育服

務。根據基金會的第一線服務經驗，生育第二胎時是婦女面臨是否要放棄工作

的抉擇點，為了要幫兩個孩子找同一個托育地已經傷透腦筋了，想到雙倍的托

育費幾乎將一個月的薪水都賠進去了，更讓人產生不如離職衝動。「到府育兒

員」就是對雙薪家庭，家有兩名幼兒的家庭所設計的托育服務。  

http://www.pwrbaby.org.tw/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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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1F陳述當初有想過找托嬰中心，但考量住家附近沒有托嬰中心，在

交通便利考量上找保母會比較方便。 

「…去托育中心的話，第一點這附近也沒有什麼托育中心；第二點這裡的保母比托

育中心還要多。」（1F） 

 

二、父母親對於使用保母服務的意見衝突、解決方式 

有關父母對於使用保母服務的意見上，9對受訪者中有 8對父母親表示無意

見衝突，究其原因發現是由於父母在使用、選擇保母意見上由父親或母親一方主

導，其中有 7對為「母親」意見為主，僅 1對為「父親」意見為主。另外，9對

受訪者中僅有 1對父母親在於托育類型要使用全日托或半日托有意見衝突，而最

後是以「母親」意見為主。 

（一）無意見衝突－由父親或母親一方主導（僅一組受訪者為父親意見主導） 

有關父母對於使用保母服務的意見上，多數受訪者（代號 1、2、3、4、5、

7、8、9）表示無意見衝突，究其原因發現是由於父母在使用、選擇保母意見上

由一方主導。除了 5F、5M是由「父親」主導外，其餘受訪父母都是由「母親」

主導。 

「其實不會（有意見衝突），因為我老婆她其實是蠻尊重我的意見…」（5F） 

「選保母這件事情她(4M)花的心思比較多…選保母的一些條件上面其實她花的心思

是比我多，這方面其實我就讓她作主，我沒有什麼太大的限制或說一定要怎麼樣…」

（4F） 

「他（8F）應該是說（找保母）你決定好就好，他最常跟我講得就是這句話，你決

定好就好。」（8M） 

「（找保母）我都以她意見為主，可能她想會比較想的比我還多啦…因為可能至少不

是說什麼婆婆媽媽，是他周遭有帶小孩經驗都會分享這種，會比我還多，對啊，沒

錯，因為你看一個大男人周遭都是男孩子，不會講到比較深層的東西，所以她們的

分享經驗會比我還多。」（7F）   

 

7F陳述男性在照顧幼兒的事情上，思考不會像女性那麼周全，認為在女性

與男性的在自己社交圈中所分享帶小孩的經驗是有程度差異的，流露出男性對於

照顧幼兒此事所知不多是「常態」的想法，女性彼此之間所談論的「媽媽經」會

比男性彼此之間談論的「爸爸經」更深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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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意見衝突－托育類型：全日托 VS.半日托 

雖然在使用保母服務上父母沒有意見衝突，然而在父母對於保母托育類型則

有意見不同。6F陳述父母對於是要保母托育白天或是全天有意見不同，父親傾

向托育白天，晚上把小孩帶回家自己照顧，母親則傾向托育全天，後來是受到周

遭同事及朋友的意見影響而決定使用保母服務全天托育。 

「其實我個人..我那時候是想說只帶白天，晚上帶回家，那時候其實我在這一方面

我還蠻想這樣做的，有一點點堅持，可是我老婆他同事…我朋友也有，她就想說…

我們那時候聽得到的意見是說，如果是雙薪家庭的話，先帶 24小時，先帶帶看，然

後再來是慢慢帶，所以後來就選擇讓保母帶 24小時…（問：你們在要取得共識的過

程中，你是參考什麼樣的資訊呢？）就是同事或朋友的資訊，那因為剛好我幾個比

較好的朋友大概也都是在這三四年中生小朋友…大家既然都這樣說的話，那就這樣

帶 24小時看看，所以那時候應該是周遭朋友的影響力。」（6F） 

 

巧妙的是，即使父親表示「我還蠻想這樣做的，有一點點堅持（6F）」，然而最後

的決定仍是採取母親的意見，以及上述除了 5F表示由父親主導意見外接是由母

親主導，可看出在使用托育的意見上「母親」為主要的決定者，表示在照顧幼兒

方式的決策上是以母親意見為主，雖然受訪者為雙薪家庭，父母親皆有自己的工

作，也可謂各自經濟獨立自主，但照顧幼兒工作仍是以母親為主要負責人、決策

者，顯示出女性即使有自己的工作，但在家庭中仍無法擺脫傳統父權的性別分工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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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找保母服務的決策過程 

決定使用保母服務後的第一步即為找保母的決策過程，本節針對此決策過程

進行研究結果分析，找保母的決策過程包含從尋找保母的資訊管道，以及與保母

進行面談與簽約。 

一、尋找保母的資訊管道及與保母面談簽約者 

首先，找保母的資訊管道包含透過網路資訊、以及透過朋友介紹；接著，即

為與保母面談簽約階段，此部分共分為三種情形，包含「父、母一起去」、「父、

母、攜子一起去」、以及「婆媳、攜子一起去」而「父親」未參與。詳細整理如

下。 

（一）找保母的資訊管道 

    七對父母是透過「網路資訊」找保母，由於受訪者為社區保母系統使用

者，需透過上網登錄找保母需求資料，再由彭婉如基金會與其電話連繫告知

符合條件的保母資訊，因此使用社區保母系統者多是透過網路尋求保母資

訊；有一對父母是透過「朋友介紹」該保母，保母並非是受訪者自己上網登

入需求找到的；另外，有一對父母（代號 9）則是保母為婆婆，當初是為了要

領取托育津貼而鼓勵婆婆考取保母證照加入社區保母系統，因此沒有透過網

路或朋友介紹的方式找保母。 

1. 透過網路資訊 

    由於受訪者為使用社區保母系統，所以都經歷過上網登錄找保母需求資

料，再由彭婉如基金會與其電話連繫告知符合條件的保母資訊，因此使用社

區保母系統者多是透過網路尋求保母資訊。 

    受訪者中有七對父母是透過這樣的網路資訊管道去找保母：其中六對都

是由「親友介紹」而得知這樣的管道，一對是由於「受訪者本身從事幼教相

關工作」，在學校服務過程即了解社區保母系統之相關資訊。 



 

66 
 

「先問同事之後才知道有這個管道，之後才上網。上網找過彭婉如也有找過其他的

像什麼…保母協會之類的。」（1F） 

「我先生的姊姊，她自己也是家扶中心的義工嘛。所以她也有透過家扶那邊幫我們

找。然後朋友有跟我建議說彭婉如基金會，那我就上網去找…」（7M） 

     

而 5F的經驗是由於坐月子時使用彭婉如基金會的坐月子保母，而獲得找

保母資訊是由於該名坐月子保母告知： 

「先知道那個基金會，其實我們是先請坐月子保母，那坐月子保母她有跟我們說（社

區保母資訊）。」（5F） 

     

由於受訪者本身為幼教老師，在學校服務過程即了解社區保母系統之相關

資訊，故在找保母的第一時間就直接從社區保母系統去找保母。 

「就上網直接找。因為我知道我們之前學校有，告訴我們有這一個（社區保母系統），

就直接上網找，然後直接填寫我的需求。」（2M） 
 

 

2. 透過朋友介紹：非自己上網登入需求尋找 

    由於 8M剛好是親友介紹的保母有加入社區保母系統，當初是朋友介紹了

該名保母給受訪者，受訪者要使用保母服務時才得知原來保母是屬於社區保

母系統，因此 8M並沒有透過網路方式尋求保母。 

「（問：你是透過哪些方式去找保母？）沒有啊，我就都打電話亂問（親友）而已。…

我就是都（找親友）聊一聊，有沒有認識的（保母）啊。」（8M） 

 

 

（二）與保母面談簽約者 

    在獲得保母資訊後，即進行與保母的面談，面談後若雙方契合即簽約，以

規範父母、保母雙方的權責。家庭在參與進行簽約、面談保母狀況，分為三種

情況：有六對父母是由「父、母一起去」，且在面談後父親與母親會互相討論對

於面談保母的意見如何；有二對父母是由「父、母、攜子一起去」，主要是會觀

察幼兒與保母投不投緣；一對父母由「婆媳、攜子一起去」，「父親」未參與面

談保母、簽約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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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父、母一起去 

    父母在參與進行簽約、面談保母狀況是由父、母一起去（3M、3F、4F、

4M、5F、5M、6F、6M、7F、7M、8F、8M），且在面談後父親與母親會互相討論

對於面談保母的意見如何。顯示雙薪家庭中父母雙方溝通為主要的決策模

式，有男女性別愈趨平權的現象。 

 

「我們都一起去看啊！…讓彼此去瞭解啊！她問我意見；我也有問她意見。她會覺

得說『你覺得這保母怎麼樣？』那我也會反問『那你覺得這保母怎麼樣？』。」（1F） 

「我會跟那個保母約好時間（面談），可是我們兩個一起去，不會我自己去，都我

們兩個一起去，然後回來我們就會討論說今天你覺得這個保母怎樣，就是互相講說

感覺是什麼。」（3M） 

 

 

2. 父、母、攜子一起去 

   1M、2M強調父母會帶著受托幼兒三人一起去，主要會帶著幼兒一起去是要

觀察幼兒是否喜歡保母家的環境、保母抱幼兒的動作手勢與照顧，以及幼兒

與保母是否投緣等。顯示父母對於照顧幼兒上，會顧及「幼兒的感受」，希望

找到的保母是幼兒會喜歡的也適應環境，不僅僅是去挑選「父母自己」認為

適合的保母。 

「我跟我老公，一起去的。而且我們那時候去…我們都有帶小孩去。因為我們最主

要是要希望小孩也會喜歡那個環境，再加上說，保母抱過來，抱的那個（動作手勢）…

我們會順便看一下她對小孩的一些照顧，或者是說她的一些…會稍微觀察一下，也

會看一下環境適不適合等等，我們都是幾乎去看保母的時候，是三個人一起去…」

（1M） 

「（與保母面談時）有把我的女兒抱去，然後看看我女兒到底喜不喜歡、跟他(保母)

有沒有投緣。」（2M） 

 

3. 父親未參與－由婆媳攜幼兒一起去 

    由於 2M與婆婆家是住公寓中的樓上、樓下，而婆婆也肩負照顧幼兒的工

作，平時是由婆婆去保母家接幼兒回來，且幼兒是先待在婆婆家由婆婆照顧，

直到母親下班回家後再去婆婆家接幼兒回來。2F及 2M則陳述與保母面談、簽

約過程中是由母親、婆婆以及帶著受托幼兒一起去，過程中父親未參與： 

「（與保母面談及簽約）從頭到尾就是我跟我婆婆…」（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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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她剛好坐完月子的時候…所以她那時候比我有空，她就在她產假…快結束

的時候去保母家看。那時候我要上班，我就說那我就全權交給妳負責，因為妳的時

間比我多。對！然後她就跟…我媽，就是她和婆婆兩個一起去看保母的環境，還有

保母的家，還有去跟她會談這樣子。（問：那你就完全同意，就沒有自己再去看？）

因為我覺得…既然她跟我媽媽兩個人都已經同意了，那基本上大概就沒什麼問題

了。那就是你們 ok就好了，對啊！我就沒有多大意見。」（2F） 

 

    從上述三種情況中，在面談簽約保母時，未見是由父親去而母親未一同

去的，不論是母親或婆婆，都是家中的女性，可知照顧幼兒工作屬於「女性」

的工作。 

 

 

二、使用社區保母系統考量因素 

由於本研究受訪者係針對使用社區保母系統的父母，因此對於父母選擇社區

保母系統的原因進行了解，歸結有以下幾種原因：使用有系統管理的保母較安

心、信任彭婉如基金會組織管理專業能力、有契約保障，以及可領取托育津貼。 

 

（一）使用有系統管理的保母較安心 

    當研究者詢問道為何會選擇使用社區保母系統服務時，多數受訪者（1M、

1F、2M、3F、4M、5M、5F、6M、6F）表示係由於使用有系統管理的保母會感

到安心。父母使用有系統管理的保母，並且是透過專業單位的考核認證，這

樣的制度如同是「背書」，因父母不認識保母，而要將自己小孩交託給陌生的

保母照顧時，這樣的背書會讓父母安心。 

「因為你沒有人介紹，你要去網路上找，或是怎麼樣，那我覺得有點恐怖，…那如

果這樣子，我不如找個是政府有立案的」（6M） 

「有個單位幫我們當背書，所以我們會去相信說他是通過那個單位的考核認證…如

果在陌生的環境之下應該會（擔心），因為你根本不認識他，…至少有一個憑證或什

麼讓你安心。…至少有點訓練，或是說什麼單位在後面做運作，會比較有保障，可

能會保母…至少有個認證我們會比較安心。」（6F） 

「彭婉如基金會可能會比較有系統一點，…然後…就是還會有督導幫忙去看一下。…

如果有這樣子的第三方監督的角色去幫我們、去協助看保母到底合不合適，我們會

覺得這樣會比較放心。」（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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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F陳述既然是透過基金會來管理社區保母系統，那麼，基金會對於保母

家庭成員、家庭背景及保母過往托育狀況都應有篩選、把關機制： 

「彭婉如基金會也應該去監視（保母家庭成員背景），因為畢竟是彭婉如基金會介紹

這保母給我們的，而且必須要介紹有執照的。如果萬一發生什麼事情，彭婉如基金

會也應該負連帶的一些責任。」（1F） 

 

（二）信任彭婉如基金會組織管理專業能力 

    受訪者認為彭婉如基金會在社區保母系統運作上擁有完整的組織管理制

度，1M提及原本有意選擇的保母並非社區保母系統的保母，但在經過與彭婉

如基金會接觸了解後，在該基金會完整制度下（例如：分區督導、督導陪同

家長簽約、扮演協調的角色等），且保母有訓練課程、分組保母會互相幫忙，

甚至在第二胎要再次找保母時，會覺得督導知道她的需求為何而再次選擇該

基金會做為保母的選擇。 

「她們簽約的時候其實是跟著你，她們是分每一區嘛！那每一區有一個督導，督導

就是跟著家長來簽約…就是扮演父母還有保母協調的…角色，…又加上她們對保母

的訪談，就定期，會跟保母做溝通，保母也要去上課。她們也有分一組一組，可能

會有一些保母會有互相的，幫忙或者有臨時狀況需要協調，她們有一個比較完整的

組織。…然後她(原保母)現在懷孕…找第二次保母…還是透過基金會來找，因為我

覺得比較信任吧！…而且督導也蠻…就是認真的幫我們看一些適合我的保母…知道

我有一些要求的東西，或需求的方向，來幫我轉介我需要的保母這樣子。」（1M） 

     

    關於如此的完整管理制度，1F以「人性化」形容之，且陳述保母在訓練

課程所得知識會與家長分享，讓家長有所學習、成長： 

「還蠻人性化的，因為他社區保母彼此都會照應啦！每一組都有每一組的組長…基

金會都會給她們一些觀念，那保母得到一些什麼樣的觀念，通常都會跟我們家長分

享，又學到一個東西。」（1F） 

 

（三）有契約保障 

    受訪者提及使用社區保母系統，面談保母後與保母有簽契約，以規範父

母、保母雙方的權責，這樣的制度對父母以及保母而言都保障，且由保母這

樣原本不認識的人來照顧自己的幼兒，父母心中都是會感到不安的，契約中

若是詳列可能發生的糾紛、處理狀況等，會讓父母感到放心且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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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她（指彭婉如基金會督導）會把每個細項的東西，會有糾紛的東西，就會很

清楚的列，而且會解釋給我們聽。…這樣比較有一種信任感」（1M） 

「…然後有簽約嘛！對我們來講也是一個保障、對保母來講也是一個保障。」（2M） 

「社區保母他是三方…就是政府、保母三方這樣子有合約有什麼的，那我當初是沒

有考量到會發生狀況或什麼的，我只是覺得這樣會比較有保障。」（6M） 

 

（四）可領取托育津貼 

在 1M、3M、9M的陳述中了解到可領取托育津貼是讓他們選擇使用社區保母

系統服務的原因之一： 

「…我就覺得真的要領那三千塊。」（3M） 

「另外他好像也可以就是說…好像有那個育嬰津貼可以補助…」（1M） 

「我就是知道說，如果是請保母會補助三千塊，對啊。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那

個我婆婆都去考的話，就想說一個月至少有三千塊可以補一點那個尿布錢，對啊，

或是那個奶粉錢，對。所以後來是，那時候懷孕就是跟我婆婆提，然後我婆婆說，

好啊，不然她去考那樣子。」（9M） 

 

而 9M則表示原本小孩就打算是讓婆婆照顧，是由於使用社區保母系統服務

可每月領取托育津貼，因此她提議、鼓勵婆婆去考保母證照加入社區保母系統，

認為每月領取的托育津貼可貼補家用是選擇使用社區保母系統服務的主要原因。 

 

三、選擇保母的考量因素 

歸整受訪者在選擇保母時的考量因素，依照本文第二章文獻探討第三節家長

選擇保母的考量因素所歸整的六個面向，來進行此部分研究結果的撰寫，共分

為：保母個人特質、托育環境、照顧內容、保母的專業性或經驗、與家長的互動，

以及保母收托幼兒人數等六個面向。 

（一）保母個人特質  

保母個人特質分為工作態度、受託幼兒喜歡、年紀不可太大、避免鄉土口音、

重視第一印象等，各項說明如後述。 

 

1. 避免鄉土口音 

    6M陳述自己不喜歡有鄉土口音的保母，她表示自己並非省籍情結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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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擔心保母在觀念上可能與自己有差異： 

「我真的很不喜歡那種台灣國語的口音，因為我會覺得太台灣、太鄉土的，我個人

會覺得（觀念）可能就比較跟我們不太一樣，我會這樣覺得啦。…但我沒有省籍情

結。」（6M） 

 

2. 重視第一印象 

    7F及 8M則陳述對於選擇保母首重「第一印象」，而這並非具體可觀察、

可描述的事情： 

「 我最主要先看感覺…就是說我人第一次出去見面，他給我的感覺是如何…我不知

道，這就是一種感覺，因為可能我自己我一個感覺。」（7F） 

「就感覺，就那個很奇怪，就是感覺嘛，有時候感覺你自己…那個是莫名的，我覺

得沒有辦法去講說一定特別好、一定特別不好。」（8M） 

 

3. 受託幼兒喜歡 

    幼兒是否能適應托育環境、對於保母是否喜歡等都是父母考量保母的重

要條件，如前所述，有些受訪者表示面談保母時會帶著受托幼兒一同去： 

「小孩子他不是到每個環境他都適應，像其中我們有去一個保母家…她一進去就

哭，出來就好了…她應該是不喜歡…我們也會很重視這個東西，會覺得我們小孩不

喜歡這個環境的感覺…我們就不想勉強她。」（1M） 

「…小朋友去那邊，適不適合這個保母啊！讓這種保母帶覺得好不好帶啊…看小孩

子的狀況啊…。」（1F） 

「…其實最重要是他能不能適應的問題，其實那時候最擔心的是這個，是怕他不能

適應而已…。」（4M） 

 

4. 年紀不可太大 

    受訪者表示若保母年紀太大，擔心會有教養小孩觀念差異存在，表示父

母認為年紀大的保母觀念較老舊，或許不合時宜，故而傾向選擇年紀不會太

大的保母： 

「…希望是她不要年紀太大。」（3F） 

「就是說她或許知道怎麼去帶小孩，但是或許那一些所謂帶小孩的那種經驗都是一

些她所以前用過的，聽說過的…就是比較老式的那種帶小孩方法…不要是那種阿嬤

型中那一種，我比較不喜歡。」（8F） 

「（親友介紹的某保母）她也是 50幾歲的媽媽了，那我覺得教養上還是會有一些差

異性，跟我們一定會有些落差…。」（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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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作態度：用心帶小孩、視如己出的態度 

    受訪者（1F、3M及 5M）提及選擇保母的考量因素中，希望保母的工作

態度會用心帶小孩，4F提及希望保母有將受托幼兒視如己出的態度，認為若

保母無法將受托幼兒視為自己的小孩將會無法勝任保母工作： 

「跟保母之間的對談…彼此的互動啊、講話之間的互動。對啊！去觀察這個保母有

沒有用心在帶小孩…。」（1F） 

「對小孩子的關心的感覺、還有照顧小孩子的態度…關照的一些態度，態度比空間

還要重要！。」（1F） 

「 …我覺得他是把保母工作當作一種工作，而不是當成一種打發時間，因為後來發

現我們有的時候去找，他就說沒啊就沒事啊，那我就會覺得這種…我心裡就會想說，

因為你只是你可有可無，你就不會很認真的去做這份工作…他應該是全職的…。」

（3M） 

「…既然有要做保母這個工作，你就第一個你就要有那個本事把別人的小孩當自己

的小孩看待，因為你如果你沒有這樣做，那這件工作你一定做不好…。」（4F） 

 

 

（二）托育環境 

將幼兒托由保母照顧時，托育環境即成為幼兒平日常時間生活的地方，此部

分父母親考量因素包含：考量保母家庭成員（無其他需被照顧者、成員單純、人

數不要過多、保母家庭子女表現）、環境安全性以及整潔性，以及交通便利性。 

 

1. 考量保母家庭成員：無其他需被照顧者、成員單純、人數不要過多、保母家

庭子女表現 

    受訪者陳述在選擇保母時會將保母家庭中，是否有其他需要由保母照顧

的家庭成員列入考慮，例如保母家有幼兒或老人，父母在選擇保此時希望保

母家庭成員無其他需由保母照顧的家庭成員，認為這樣保母才不至於陷入

「分身乏術」、「顧此失彼」的困境。 

「（假設）保母小孩也才兩三（歲）幼稚園大班小班，跟我們小孩子其實差不多，

假設回來也是鬧的話，那是不是相對的我寶寶，那他會顧那一個？對不對？他會顧

自己的還是顧他所帶的？對啊，那我們現在這一個（保母的小孩）是高中國中，至

少都已經有自主，都已經跳脫到有同儕那種觀念，就已經是那種不會說太小要顧哪

一個分身乏術的感覺。」（7F） 

「 比如說家裡有一些老人或幹嘛的，保母會分一些心去照顧，我就覺得說那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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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能有時候難免顧此失彼…。」（6F） 

「 保母家裡的…成員也是考量的因素之一，因為如果她家裡有那種太小的小孩，

我覺得她可能會變成會分散一些她的心力。」（7M） 

 

    關於保母家庭的其他成員則是要單純，不要有不良嗜好、不良習慣等，

6F提及希望保母家庭成員不要過多： 

「…她家中成員不能有抽煙或是吃檳榔的那種親人…就是她家裡面的成員…有沒有

不良習慣。」（3F） 

「…家庭出入的那個家人部份，背景或者是那種出入的不要太複雜，因為怕有些家

庭本身就很複雜，那個出入什麼人，平常根本看不見。」（6M） 

「不要家裡人太多，就感覺亂哄哄的感覺…。」（6F） 

 

    6F陳述保母子女表現是選擇保母時的考量條件，透過觀察保母子女表現

來判斷保母是否有能力來照顧與教育小孩。 

「比如說有那種叛逆的高中生、叛逆的國中生，那如果一去覺得那保母小朋友都照

顧不好，那怎麼可能會顧好我的小朋友。」（6F） 

 

2. 環境安全性以及整潔性 

    受訪者（1F、6F、6M、7F、8M）陳述保母家的環境整潔程度可看出保母

個人的衛生觀念： 

「衛生觀念，對！衛生觀念其實很重要，不然小孩子生病其實也是一件很麻煩的事

情。」（1F） 

「找一個比較愛衛生的，然後家裡環境就是要乾淨。」（6M） 

 

    受訪者（1F、1M、 2M、3M、3F、6F、8M）表示環境的安全性及整潔是

重要的考量因素： 

「環境的安全是我第一個考量。對！」（2M） 

「 第一個就是整齊乾淨，然後再來就是他…小朋友的那個活動的動線，因為像我們

之前有去看，然後(保母)就說等他大了我們再怎麼樣，我覺得我不要這樣子…。」

（3M） 

 

3. 交通便利性：離公司近、離家近 

    多數受訪者（1M 、3F、5M、6F、6M、7F、8F）在提及選擇保母考量因

素中，認為「交通」因素－離家近或離公司近，是重要的考量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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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上班的路線、交通環境 O不 OK，這也會是我的考量之一。」（1M） 

 

（三）照顧內容 

父母親對於保母考量因素包含照顧內容，此部份歸整為二面向進行分析：一

是指具有其它教具，包含看書、畫圖或聽音樂等，但此部分家長意見不一；二是

照顧理念與方式，這要透過溝通以及觀察保母與其它受托幼兒互動情形來了解。 

1. 具有其它教具－看書、畫圖或聽音樂等：但家長意見不一 

    受訪者陳述保母對幼兒的照顧上能夠包含其他兒童教具，多給予肯定的

評價，從 1M、4M、5M、7M的陳述發現，「母親」對於保母若可另外準備教具，

可以讓幼兒有更多刺激學習的機會。1M表示對於保母的選擇需視自己找保母

的時間急迫性而定，若找保時間較急迫，則有無準備教具則顯得不重要，反

之，時間不急迫，則會將保母是否有教具可刺激幼兒學習也會納入考量。從

受訪者陳述可知，保母準備教具雖不是最基本需要的，但若可以則是加分。 

「比如說可能教她聽音樂、看書那些，有附加的當然是最好，但是如果說真的萬一

可能找的保母，沒有我理想中這樣子…減一些我要求的東西…，以及我需求保母的

一些時間性有沒有這麼急迫之類的，這個也都會是我的考量。」（1M） 

「因為我們都不希望他看電視，然後就是希望他多看書，…就會希望說就是可以透

過保母那邊他可以幫我們去做這樣子的一些動作，比如說帶著他看書，…甚至他那

邊可能有沒有一些教具…就會覺得說是不是希望說他那邊可以幫我們做到這個部

份，可是其實自己知道那是很難啦，因為只是說如果他可以，那就更好。」（4M） 

「那時候我們在談的時候，我有問過她這方面的東西（教具），她說她會她會準備，

就是如果說按年齡長大，她會準備這方面的東西，可是後來我發現，她真的有就是

有在準備這些東西。」（7M） 

「…她（保母）也會訂一些專業的書籍，就是給小朋友看、給小朋友玩，你就會覺

得他不是那麼匱乏，不是說我只是把你餵飽，讓你去睡覺，就只是僅此而已…我的

保母也會帶小朋友畫畫圖、寫寫字什麼的，就看故事書，我覺得那個給他的刺激是

足夠的。」（5M） 

 

    雖然多數受訪者認為教具對於幼兒成長有助益，會希望保母能夠帶著幼

兒看書、聽音樂等，但有受訪者持不同意見，認為教具會造成幼兒負擔，認

為小孩應快樂成長，陪伴幼兒玩樂才重要，教具反而會形成負擔： 

「教材對小孩子來說是一件很大的負擔…嗯，小孩子應該是很快樂的這樣玩、長大，

那你給他教材倒不如你陪他玩，所以我會覺得在玩的這個環境上要安全，我覺得這

個才是重點啦。」（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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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的是，受訪者中認為教具重要的皆為「母親」，而無父親主張認為

教具重要，且有一位「父親」受訪者認為教具會造成幼兒負擔。顯示在對於

幼兒的教育上，母親想得是比父親多且細緻，母親希望幼兒從小就可以培養

讀書習慣、奠定教育基礎，而父親卻是認為幼兒的玩樂比較重要。 

 

2. 照顧理念與方式：透過溝通以及觀察保母與其它受托幼兒互動情形 

    受訪者（1F、2M、4M、6F）表示在與保母面談時即會溝通雙方對於幼兒

的照顧理念，父母與保母的照顧理念相近者，會較易溝通。父母從面談時保

母的談吐可知保母的照顧理念，認為雙方的照顧理念一致時，父母才能放心

將幼兒托由保母照顧。 

「…教小孩子一些教育觀念…，這些其實都是要溝通。」（1F） 

「保母的談吐我也覺得他…感覺上還蠻會照顧小孩的。」（2M） 

「跟他談他的那時候他想要怎麼帶小孩寶寶，因為帶寶寶的想法我覺得還蠻 ok的，

就錄取了，因為他的想法是一樣的…。」（7F） 

    另外，有受訪者說只要保母能夠做到幼兒的基本照顧就好，認為這是最

基本的需求。 

「 最基本、最基本的需求就是能夠幫我們把小孩子的基本生活照顧好就 ok的。」

（4M） 

 

    3M陳述自己當初在面談保母時，會透過觀察保母與其它受托幼兒互動情

形來了解保母對待與照顧幼兒的方式： 

「就是去看保母的時候，其實有時候就是會故意看他有沒有帶其他小朋友，那就看

他跟其他小朋友怎麼互動。」（3M） 

 

（四）保母的專業性或托育經驗 

保母的專業性或相關托育經驗在父母親選擇保母時的考量因素中亦為重要

考量，歸整分為兩點論述，一是保母是否持有保母專業證照，但對於持有專業證

照是否代表具有專業，此點家長意見不一，二是保母具有托育相關「教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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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托育「經驗」，多數父母親傾向選擇有托育經驗的保母，認為有經驗表示在

托育工作上是專業的。 

 

1. 持有保母專業證照：但家長意見不一 

    有 10位受訪者（1M、1F、2M、3F、5M、5F、6M、6F、7M、8F）在訪談中

表示保母是否持有專業證照是選擇保母時重要的考量條件。5M陳述證照代表

了專業，6F認為證照是讓父母可安心的基礎。另有受訪者表示是由於要選擇

有證照的保母，因此使用社區保母系統服務，在 2M的自身經驗中，本身是從

事幼教工作，而自己也有考取保母證照，參考自己所學而相信有證照的保母

代表擁有托育方面的專業性。 

「因為我學幼教，我就知道社區保母這一塊，那因為我本身也是有保母執照…我覺

得說要給專業的、然後有證照，至少我比較信得過…」（2M） 

「（問：所以你在意保母有沒有執照嗎？）會！會在意。我會希望她有…我們去看的

保母都會問一下有沒有執照。」（1M） 

「我覺得（考量保母因素）第一個是要證照，…我覺得那是一個專業性的代表。」

（5M） 

「其實很多地方我們看不到，那所以我們只好從…比如說有執照，有口碑，或是有

某些單位的認證，我們要有這個做基礎…。」（6F） 

「要有執照，我一定要找有執照的。」（1F） 

「我覺得說要給專業的，然後有證照，至少我比較信得過。」（2M） 

「 其實（考量保母因素）排名的話，證照一定是第一個。」（3F） 

 

    6M及 4M說明是受無照保母照顧幼兒發生意外的新聞事件影響所致，表

示父母原本對於保母是否持有專業證照覺得不重要，但在新聞事件後，會改

變父母的看法，而主張選擇有證照、有機構管理的保母來托育才放心。 

「那剛好前一陣子我們在找保母的時候，那時候剛好就有發生那個無照保母（照顧

幼兒發生意外）的時候，就是去年的時候，就是不是接二連三發生無照保母的（照

顧幼兒意外事件）」（6M） 

「那只是說因為我們都看過很多社會新聞，大家都很怕，那就只能說…藉由一個比

較…比較透明化的，或者是比較有一些規範約束的一個機構來找保母可能我們才會

比較放心，所以那時候才會有想說再去找彭婉如基金會等等，這種方向去找保母」

（4M） 

 

    雖然過半數的受訪者認同保母專業證照的專業性與重要性，但有受訪者

持不同意見，認為保母有無證照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保母本身人格是否適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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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母。8M以自身經歷做說明，其所使用之保母是由親友所介紹，並非是透過

社區保母系統尋得，而是由於親友介紹該保母而 8M使用之，爾後才了解社

區保母系統，從 8M的陳述中得知其主張有無證照並不重要： 

「因為重點是在這個人好不好，那如果今天不是朋友介紹…我覺得其實有沒有證照

對我來說沒有差，因為當時如果他這個（保母）是沒有證照的，他就算不能申請補

助，我只能鼻子摸摸算了，我的想法會是這樣子。」（8M） 

 

2. 保母具有托育相關「教育背景」或有托育「經驗」 

    1M陳述保母教育背景為幼保相關科系，且有在幼稚園服務經驗，可知受

訪者重視保母有受過專業教育訓練且有相關經驗： 

「因為督導跟我講她剛好是幼保科的，而且她之前好像也在幼稚園有服務過一陣子

這樣，我覺得還不錯。」（1M） 

    多數受訪者（3F、5F、6F、6M、7M、8F）表示傾向選擇具有托育「經驗」

的保母： 

「聽聽他以前帶小朋友的經驗…訪談之中我們會稍微會提一下，他也會講，比如說

遇到小朋友發燒或是什麼狀況，他以前遇到的案例處理好了，這些都會聊到。」（6F） 

 

（五）與家長的互動 

選擇保母時，父母親重視與保母的互動性為何，此部分包含四點，首先是托

育持續性，即為保母穩定性，指父母親期待保母可固定保母長期托育；二是彈性

配合家長時間；三是費用；最後一點是易溝通。 

 

1. 托育持續性、保母穩定性：可固定保母長期托育 

    受訪者（1F、2M、3M）於訪談時提及會期待保母是可以長期托育的，即

幼兒在所需托育期間是固定保母，無需再重新找保母。1F表示原本的保母因

懷孕而必須重新找保母，且於面談時 1F即表明希望可以長期托育，保母懷孕

讓 1F有「被打一巴掌的感覺」，且再另找保母讓父母感到困擾。 

「本來原本帶的那個保母，她要生小孩，對！可是之前她跟我講說…我問她說『會

不會再生第二胎？』她跟我們講說不會，可是事後又再生一個小孩，這樣感覺好像

被打一巴掌的感覺。我們這個小朋友在你這邊已經待了一陣子了，你還要讓我們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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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再製造我們的困擾，還要再另外找時間去找其他保母。對啊！那小孩子的環境就

換來換去，覺得（小孩）剛開始（托育）這樣也不太好。」（1F） 
「他住一樓，然後外面還有一個陽台，蠻大的，至少小朋友長大可以在那邊騎腳踏

車、玩啊。」（2M） 

 

2. 彈性配合家長時間 

    8M提及保母是否可彈性配合家長的接送時間是重要的考量因素，尤其針

對家長工作性質屬於下班時間不定、需出差的家庭，這點是重要的考量因素。 

「我覺得他時間可不可以配合我很重要。」（8M） 

 

3. 費用 

    6F、8F、8M表示會希望選擇收取費用低的保母，畢竟這仍是家庭開支需

納入考量之處。 

「價格也是一個很大的考量啦。」（8F） 

    而 1M則說明若有遇到覺得不錯的保母若是收取的費用較高仍願意。 
「…如果說我覺得這個保母不錯，如果說費用稍微高一點點我搞不好也會考慮…。」

（1M） 

     

 

4. 易溝通 

    受訪者（7M、1M、6F）陳述自己會選擇易溝通的保母，尤其是關於照顧、

教育有兒的觀念要易溝通與可協調： 

「雖然她是我的保母，但是我覺得嗯，我的小孩請妳帶，但是我有我自己想要的，

比如說教育他的方式，可能是一些觀念，然後，那時後跟這位保母談的時候，我發

現我就覺得其實我們還滿還，就是我跟她講的，她都可以接受，或者是她跟我說的

一些想法，因為我也可以接受。」（7M） 

「第一個當然就是，我覺得蠻重要的一點就是保母的一些觀念、跟我的觀念、跟教

小朋友的觀念，是不是我們以後在溝通上或者是說…在其他方面會不會有什麼落差

太大，萬一沒有辦法協調或是…，這樣可能會很辛苦。」（1M） 

 

 

（六）保母收托幼兒人數 

    有關研究者詢問到對於保母的考量因素時，有 5位受訪者提及保母收托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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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是考量因素之一，此部分有兩種情形：一是父母希望保母要有其他收托幼兒

（5M、6F、8M、2M），原因是考量到現今家庭少子化，家中小孩多只能與父母互

動，透過保母有其他收托幼兒可以學習同儕互動；二是希望保母僅托育一個幼兒

（6M），認為這樣保母才能全心全意的周全照顧幼兒。 

1. 要有其他收托幼兒：學習同儕互動 

    受訪者希望保母收托超過一個幼兒（當然前提是收托幼兒不得超過法定

人數），因考量現今社會少子化，家中小孩數少，父母認為小孩之間的互動

與小孩和大人的互動式有很大差異的，希望小孩能有與其他幼兒互動的機

會，學習人際互動、減少孤單感，且同儕互動可促進學習。 

 
「我的條件是設定兩個小朋友…帶兩個小朋友…因為我希望有別的小朋友跟他互

動，不然他也很可憐，而且我覺得小朋友跟小朋友之間互動他們學得比較快。」（3M） 

「因為他們現在有時候也會需要同儕，如果只是單純就只有他們的話，也太孤單，

所以其實多一點其他的人，保母也應付的了，他們相處的狀況也都很 ok的話，基本

上我是可以接受的…。」（5M） 

「 其實現在家裡小朋友大家都不多，我還是會希望小朋友和其他小朋友能有相處的

這個機會，這個時候他們的溝通跟父母是不太一樣。」（6F） 

「 我覺得我喜歡他要跟小孩要相處，而不是跟大人相處，因為大人的世界跟小孩的

世界一定是不一樣的…我就是不喜歡一個帶一個，因為他沒有跟其他小孩相處過，

我不喜歡這樣。」（8M） 

「（問：「選擇保母時的考量條件為何？」）收托的大概有幾個小孩，那如果他超收的

話，沒有辦法兼顧到這麼多小孩。（那你會很要求要一對一嗎？）不會。因為我希望

我孩子可以跟其他人有互動的機會，就人際關係這塊。」（2M） 

 

2. 只收托一個幼兒：周全照顧 

6M陳述自身經驗，最初設定選擇條件是要「一對一」，她表示一對依讓

保母可以專心照顧一個幼兒，若保母照顧兩個幼兒，則需是「保母家裡固定

有另一個家人能夠一起照顧幼兒」才能夠有周全的照顧。然而，6m陳述當初

在找保母時住家附近已沒有符合條件的保母可選擇，於面談時保母有表示自

己只想帶一個幼兒且允諾不會再增加收托幼兒，才讓 6M安心。 

「我當初在寫給彭婉如基金會的條件上我有寫說希望能以只帶一個優先…我覺得帶

一個也還蠻重要的啦，因為保母本身會比較專心，比較專心顧到這個小孩子，然後

我是覺得如果保母能夠帶到兩個的情況下，最多兩個，但是他能夠帶到兩個的情況

下，必須他家裡固定有一個家人是要跟著他，像據我所知有些保母他可能是他自己

做，然後他婆婆或是他媽媽跟著他一起，都在家裡然後會照顧，等於同時一定有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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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一到兩個人，這種的情況下我覺得才適合讓他多帶，如果今天這個保母他可

能大部分白天的時間或大部分時間都是一個人，只是到晚上老公兒子女兒才回來，

我覺得他這種還帶很多個的話，我就覺得我不會放心，對，我就覺得我不放心。…

那時候彭婉如才說這附近都沒有了，是因為當初他說如果要求真的只帶一個，就都

沒有了，後來我就說沒關係。…當初保母他跟我們聊的時候，她就說她只想帶一個，

所以她就說，所以他說她不會就是帶了我們之後，他不會帶另外的小孩，那時候他

有跟我們保證，所以我就覺得安心。」（6M） 

 

 

四、家庭對於選擇保母考量因素之意見衝突及解決方式 

選擇保母考量因素之意見衝突分為兩種不同的情形，「父親、母親」以及「婆

婆、媳婦」對於選擇保母考量因素之意見衝突，歸整說明如下。 

（一）「父親、母親」對於選擇保母考量因素之意見衝突 

研究者問及家庭是否曾發生有關選擇保母考量因素之意見衝突，受訪對象中

有 8對父母（受訪者代號 2~9）表示沒有衝突，究其原因係為「由父親或母親一

方為意見主導」，其中代號 5為「由父親為意見主導」，其餘皆為「由母親為意見

主導」，可見在選擇保母的考量因素決策中，是以「母親」意見為主。 

受訪者中僅一對父母（受訪者代號 1）在選擇保母之考量因素有衝突，其衝

突論述如下。 

一開始父親傾向選擇的保母並非是社區保母系統，而母親想選擇的保母則是

社區保母系統。母親說自己重視的是保母家的環境及重視教具，認為保母家有書

可以讓小孩閱讀很重要。而父親則不認為書的準備是重要的條件，主張教育小孩

不要給太多壓力，快樂成長最重要。 

「她還有一個矮一點的書櫃，裡面放很多書…我就覺得她的這個環境我比較喜歡。」

（1M） 

「因為我老婆比較重視她家裡的書多不多啦。…我教小孩是這樣子，不會給她太多

壓力。…我只要希望她快快樂樂的長大、平平安安、做自己，就這樣就好了。我不

會去要求她一定要幹麻。」（1F） 
 

再來，對於保母年紀父母看法不同，父親傾向選擇的保母年紀較大，而母親

認為那樣「舊一代型的保母」她不喜歡，母親會希望保母年紀相仿以易溝通、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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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相近，但母親想選擇的保母價格較貴。 

「（父傾向選擇的保母）她就是比較像舊一代型的保母，就是年紀比較大一點的那

種，可是我會希望，保母跟我們年紀很相仿。…我老公想要選的那個保母比較便宜，

那這個保母價錢稍微高一點點。」（1M） 

 

對於保母收托幼兒人數方面，父母看法不同，父親認為不想給有收托其他小

孩的保母照顧，會擔心保母用心程度、小孩之間相處如何等。然而，母親認為保

母有在照顧自己的幼兒，對於幼兒使用的環境上會更用心，例如保母家中有專門

的遊戲室、書櫃等，且因保母同時在照顧自己的幼兒，認為保母對於環境安全的

考量會更加慎重。 

「保母有帶兩個小孩嘛！那適不適合給這個保母帶？那，通常帶了之後就覺得這個

保母不適合，因為對方，也要看對方的小孩子跟我們小孩子之間有沒有（相處不好）。」

（1F） 

「因為她就是帶她女兒跟我女兒，她女兒兩歲，我想說可能她有一個小孩，所以她

有一個遊戲室是專門給她小孩遊戲的地方，…因為她有可以提供給小朋友一些看書

的地方啊、遊戲的區塊，而且還蠻安全的。因為可能是她家裡有小孩，我會比較喜

歡這樣的保母。」（1M） 

 

最後，父母意見衝突以「母親」之意見為最後決定。而母親進行溝通方式為

以「使用有系統管理的保母有保障」為由與父親溝通。 

「我想要給小朋友的一個環境這部分會比較堅持，所以我就會跟他稍微協調一下，

就是說，而且我後來跟他講說『人家這個是基金會介紹的，而且我覺得這樣子對我

們來講比較有保障。』就是，跟他溝通。」（1M） 

 

另外，代號 2~9之受訪者表示父母之間對於選擇保母之考量因素意見無差

異，究其原因係為「由父或母一方為意見主導」，其中代號 5為「由父為意見主

導」，其餘皆為「由母為意見主導」。顯示出父親認為，自己對於照顧幼兒的事情

所知不多是「常態」的想法，而認為母親彼此之間所談論的「媽媽經」會比男性

彼此之間談論的「爸爸經」更深層。 

「（找保母）我都以她意見為主，可能她想會比較想的比我還多啦…因為可能至少不

是說什麼婆婆媽媽，是他周遭有帶小孩經驗都會分享這種，會比我還多，對啊，沒

錯，因為你看一個大男人周遭都是男孩子，不會講到比較深層的東西，所以她們的

分享經驗會比我還多。」（7F） 

「選保母這件事情她(4M)花的心思比較多…選保母的一些條件上面其實她花的心思

是比我多，這方面其實我就讓她作主，我沒有什麼太大的限制或說一定要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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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F） 

「他（8F）應該是說（找保母）你決定好就好，他最常跟我講得就是這句話，你決

定好就好…」（8M） 

「她平安就好了，平安快樂就好了，所以我的要求就很簡單啦，最基本的，反正她

只要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樂樂長大，其他都是小事情，我老婆或是我媽媽…

只要他們高興就好了，反正我就沒什麼意見了。」（2F） 

 

（二）「婆婆、媳婦」對於選擇保母考量因素之意見衝突：保母有無證

照 

有受訪者（2M）當初找保母是與婆婆一起去找，而非與父親一起找，為何婆

婆會一起找保母呢？原因是，婆婆與父母住在樓上樓下，平時幼兒照顧的部分，

除了母親為主要照顧者外，婆婆為次要照顧者。 

2M陳述與婆婆有意見不同，婆婆原傾向選擇的保母是無照保母，但 2M堅持

使用社區保母，認為要有證照保母較專業。 

「我覺得說要給專業的，然後有證照，至少我比較信得過。所以我就很堅持跟我婆

婆啊、跟我先生溝通說，你一定要找一個社區保母這一塊。…剛好那陣子一直在傳

出說，沒有合格的證照保母，孩子受傷啊什麼，那我婆婆就很擔心說，那還是找一

個(有證照的)。那如果，因為當下如果沒有那個新聞發生，我婆婆是很堅持（用她

找的無照保母）。因為我們樓上，我婆婆住我們家樓上，四樓好像也有一個已經帶了

很久的一個，沒有證照的一個老婆婆，可是我還是很堅持。對！因為畢竟那個有證

照，他知道怎麼樣給孩子一些東西，然後發展。」（2M） 

 

最後，婆媳意見衝突以「母親（媳）」（2M）之意見為最後決定。由於當時頻

傳無照保母照顧幼兒發生意外的新聞事件，婆婆會擔心幼兒安全，轉而認為找有

證照保母較安心。 

「所以我就很堅持跟我婆婆啊、跟我先生溝通說，你一定要找一個社區保母這一

塊。…剛好那陣子一直在傳出說，沒有合格的證照保母，孩子受傷啊什麼，那我婆

婆就很擔心說，那還是找一個（有證照的保母）。」（2M） 

 

特別的是，不論是「父、母」或「婆、媳」之間的意見衝突，最後都是以幼

兒「母親」的意見為決定。且從「婆、媳」之間有意見衝突，可看出不論是母親

或婆婆皆為女性，表示照顧幼兒責任仍是屬於女性的工作。可知在雙薪家庭中女

性仍擔負了幼兒的照顧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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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使用保母服務對父職、母職角色影響及對保母滿意

情形 

本節針對使用保母服務對父職、母職角色影響及對保母滿意情形進行分析，

首先針對受訪者如何定義理想父職、理想母職進行了解，再分析使用保母服務對

父職、母職角色產生哪些影響，最後一部分是分析父母親使用保母服務的滿意情

形。 

一、何謂理想母職、理想父職 

此部分是針對父母親都進行理想母職與理想父職的訪談，以了解父親與母親

對於理想母職以及理想父職的詮釋。首先，在理想母職部分，受訪者提出的想法

包含：全職媽媽、小孩的心理需求重於生理需求、注重教育要贏在起跑點，以及

兼具「工具性照顧」與「情感性照顧」。接著，在理想父職部分，受訪者提出的

想法包含二點：一是新好爸爸形象，即為與小孩是好朋友、不權威、不嚴肅，但

此部分父親受訪者意見不一；二是重視「情感性照顧」、「教育」，此部分則父親

與母親看法不一。 

（一）受訪者所謂的理想母職 

1. 全職媽媽 

    多數母親受訪者（3M、4M、5M、6M、9M）陳述作為「全職媽媽」是自己

心中的理想母職，包含可以整天陪伴、每天變換菜色等，然而當全職媽媽是

有困難的，最主要的即為目前家庭需要母親這份工作收入，因此母親無法放

棄工作（6M、9M）。另外，母親（4M）對於無法作全職媽媽將小孩帶在身邊

需托由他人照顧感到「不放心」，會認為自己帶是最好的。從 7F的陳述可發

現父親眼中的理想母職是能夠一手包辦小孩的所有照顧－「吃喝拉撒睡一手

拉拔」。 

「就是他的教育和他的成長生活全都參與到，我覺得這很理想的、很棒的，可是我



 

84 
 

覺得我自己做不到，一方面就是我剛剛講到的錢，我一定要賺錢，我沒有辦法兼顧

到說，我為了全職帶他，我可以放棄我的（工作收入）。」（6M） 

「作全職媽媽我也是有考慮，如果他（父）以後畢業，然後工作找得薪水也還不錯，

對啊，我可能就會考慮作全職媽媽。」（9M） 

「我很想要做到，就是一整天陪陪他啊，對，然後所有東西就是，可以每天都變化

不一樣的菜色啊。」（3M） 

「就是覺得說不管小孩子再吵再累，那就是你當媽媽的責任跟義務，所以其實自己

心裡就會覺得說，不管給誰，就是只要是不是自己帶，其實心裡都多少來還不放心，

都還是會覺得說夠自己帶在身邊會覺得比較好。」（4M） 

「可能我這方面比較傳統吧，好媽媽就是，吃喝拉撒睡一手拉拔。」（7F） 

     

    然而，受訪者中卻沒有人表示理想父職是全職爸爸，可見現今家庭中對

於照顧小孩的性別分工仍存有「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刻板印象。 

 

2. 小孩的心理需求重於生理需求 

    3M陳述理想母職是，必須先滿足小孩的「心理需求」，再來才是「生理

需求」，受訪者所謂「心理需求」係指對於小孩的「教育」，認為用心教育小

孩比滿足其基本生理需求更重要。 

「第一個滿足小朋友的心理，心理，不是生理喔，是心理！然後再來才是生理。」

（3M） 

 

3. 注重教育：贏在起跑點 

    2M陳述理想母職是做到注重小孩每時期發展－讓小孩贏在起跑點，而

3M同樣也認為「教育」是理想母職重要一環。 

「我只要讓他贏在起點就好，母親的角色應該，幫他安排，每一個時期的發展，這

是我覺得我做幼教我覺得說要安排他們的發展，然後為之後做一個基礎。」（2M） 

「對，然後我覺得就是應該要就是等於是你生了他就是要養他教他，我覺得很重要，

對，所以我會覺得就是教育他。」（3M） 

 

4. 兼具「工具性照顧」與「情感性照顧」 

    從 1M陳述可知理想母職是兼具「工具性照顧」（生活起居、有禮貌）與

「情感照顧」（夠多的愛、安全感、盡量滿足）。9M陳述理想母職是透過「在

小孩身上花越多時間越好」的方式來善盡對小孩的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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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她的生活起居都很 ok，有禮貌，還要給小朋友夠多的愛啦！因為這個還蠻重

要，安全感，可以盡量滿足小朋友的一些，不管是身體或是心理的一些狀況，因為

我覺得這樣會影響這個小孩的一生。」（1M） 

「好母親應該是，我覺得花越多時間越好，在他身上越好，對啊。然後就是教他一

些，我覺得是花多一點時間，妳才有辦法去教他一些什麼東西啊，或者是比如說會

讓他得到一個比較好的照顧。」（9M） 

 

    從 1M陳述可知她認為理想母職盡量滿足小孩的需求、小孩成長黃金期

要盡量陪伴、給予母愛，究其原因係因為自己早年經驗沒得到足夠的母愛，

為了彌補自己小時候不足的母愛，因此希望自己的小孩能夠得到足夠的母愛

以滿足需求。 

「盡量滿足小孩的需求，…小孩成長黃金期要盡量陪伴。…我可能我小時候我的母

愛比較沒有這麼多，所以我會希望扮演好母親的角色去滿足小孩，…有點彌補像我

小時候的不足的那種感覺。」（1M） 

 

    受訪者表示（6F、7M、8F、8M、9M、9F）理想母職應是可以讓小孩「依

賴」，透過「陪伴」的方式讓小孩得到「安全感」，且必然的是要犧牲父母自

身的時間甚至興趣，其中 6F及 8M詮釋「願意將所有事情告訴母親」是理想

母職的最佳體現。 

「我也希望小朋友至少他可以，他願意把所有的事情給母親分享，告訴他媽媽。」

（6F） 

「我希望我的小孩子下課回來的時候，不管什麼事情他都會告訴我，就這樣子，其

他我覺得不重要，因為我覺得那個就是相處的問題，但是如果他會願意跟你講這麼

樣的事情的話，我覺得這個很重要。」（8M） 

「在他小的時候啊，我覺得那個就是父母的陪伴對他成長很重要，因為小朋友還小

的時候，他比較需要的是安全感，在他小時候需要我的時候，我會就是，犧牲自己

的，犧牲自己的時間，不管是時間或者是興趣，或是其他的方面的考量，我覺得就

是陪伴他吧，陪伴，不管是陪他玩、陪他唸書之類的。就是給他，給他很多安全感。」

（7M） 

 

（二）受訪者所謂的理想父職 

1. 新好爸爸形象－與小孩是好朋友、不權威、不嚴肅：但受訪者意見不一 

    受訪者父親（3F、5F、7F）陳述自己認為的理想爸爸是新好爸爸形象－

與小孩是好朋友、不權威、不嚴肅。 

｢該嚴肅的時候會嚴肅，該陪小孩的時候他會很，就是很花時間，很肯花時間陪小孩。

然後再來就是，不會是那種，大家看到爸爸就會很害怕或什麼的，他是那種，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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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是可以跟小朋友或是跟爸爸媽媽、跟太太之間可以互相討論或溝通的，對！不

再是那種爸爸說了算什麼的。」（3F） 

｢小孩需要爸爸的時候，就是說能夠馬上能夠出現，就是說馬上能夠在身邊，譬如說，

就是說需要他的時候，他就能夠在身邊，不用說一定要等下班或等一下要幹嘛，能

夠陪伴他們在身邊，就是當他們的好朋友這樣子，不是希望說可能就像，爸爸可能

在他們印象是很兇、很有威嚴這樣，那我是希望說，看就是能夠當朋友。」（5F） 

｢我是希望看我能不能跟他成為一個朋友的方式啦，朋友方式相處。」（7F） 

 

    然而，3F、5F與 7F陳述自己會希望自己是新好父親形象皆是由於受到

「早年成長經驗」影響所致。3F係「學習早年家庭經驗」，他說自己父親即

為新好父親形象，故而學習之。反之，5F與 7F係「警惕早年家庭經驗」，自

己小時候與父親有距離感、隔閡感，希望自己小孩不要有這種感受。 

「我爸媽的那個…他們相處模式就是類似這樣，因為其實我爸會幫忙做很多家事，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其實男生的角色不應該是說…就是什麼事情都是交給女生，對

啊！我們是可以分擔很多事情的，所以我會希望說我能夠幫忙的我就盡量幫忙」（3F） 

「因為你自己就說自己跟父母的感覺沒那麼親，但是你也..所以你自然而然也不希

望說你的小朋友跟你以後也是那種感覺」（5F） 

「上一輩的爸爸就比較…會比較靜吧，就是不怎麼說話，所以會有種隔閡感覺。」

（7F） 

 

    雖然有三位受訪者表示理想父職是為新好父親形象，但有受訪者認為理

想父職是要「扮黑臉」，主張傳統的「權威父親」是理想父職的體現，6F以

「雄獅教育幼獅」的比喻說明認為父親應是扮演「黑臉」角色，讓小孩學習

獨立、不依賴，認為父親應有這般權威來教育小孩。 

「那時候我和我老婆在溝通管教小朋友的時候，我們其實有討論過就是說，我來扮

黑臉，他來扮白臉。…那我會希望他獨立一點，不是那麼依賴，所以有時候我常跟

我老婆講個比喻，就是說雄獅把小獅子踢下山去，讓他活個一個月，其實我覺得這

方法還不錯，我很希望他有時候去經歷一些就是比較辛苦或比較不那麼順遂的事

情。」（6F） 

 

2. 重視「情感性照顧」、「教育」：父親與母親看法不一 

    受訪者父親（2F、4F、6F、7F、8F、9F）認為理想父職應是做到陪伴、

滿足小孩基本需求，並讓小孩有充足的安全感，且需有不斷的溝通、對話。 

｢只要她醒著就陪她玩。然後讓她感覺說有安全感吧！只要我在的時候她就覺得，有

安全感這樣子。」（2F） 

｢ 就是說我是希望他的成長的每個階段可能，如果我們能參與的話都能參與。」（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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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爸爸應該是說可以有比較多的時間陪小孩玩，陪他一起不管做什麼，吃飯、睡

覺、洗澡、遊戲…爸爸的角色應該是可能比較多時間去帶小孩。」（8F） 

｢好爸爸的定義就是要花時間去陪小朋友，我覺得能做到這點就、就很、很重要，就

很棒，對啊，多花點時間陪小朋友，在他的成長過程之中，要多花時間陪他，對。

還有溝通，就是要、要有持續的跟他對話，就是要跟他溝通，對話要一直不斷的跟

他，我覺得要跟他不斷的對話。」（9F） 

 

    然而，父親受訪者中僅一位受訪者（1F）陳述理想父職角色是為「教育」

角色，認為理想父職最重要的是教育小孩行為不偏差。 

｢好好看好自己的小孩。我覺得，小孩子沒有什麼行為上的一些，偏差那些都要注意

啊，就去矯正啊。」（1F） 

 

    而受訪者母親（6M、7M、8M、9M）也有類似的看法，認為理想父職應是

願意花時間陪伴小孩，而 7M受訪者認為理想父職要兼具「工具性照顧」，她

覺得照顧小孩不是只有媽媽有責任，父親也應要付出心力照顧。另外，有兩

位母親受訪者（9M、6M）認為除了陪伴之外，理想父親應需扮演正確、良好

的教育角色。 

｢…我覺得小孩不是只有媽媽有責任，他也是爸爸必須要一起陪小孩成長的，…你要

好好陪小孩，…其實不管是陪他玩啊、陪他吃飯啊、陪他唸書啊、或者是幫他洗澡

啊、幫他換尿布啊，之類的，我覺得一個好爸爸應該是這樣吧。」（7M） 

｢好爸爸喔，其實我覺得也是要多花時間，然後陪小孩子玩耍，比如說，他以後大了，

然後他可以有時間可以去陪他玩，然後有教育他說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就是

要正確的教育他這樣子。」（9M） 

｢能夠陪小孩子，然後能夠說是很有心的去教育小孩子，他不見得說一定要 24小時

都要帶著小孩幹嘛的，但是我覺得你至少要，你至少要讓小孩子信任你，然後覺得

會依賴你，就是依賴不是黏，就是說我跟你在一起會很有安全感，或是我覺得我很

喜歡跟你在一起，而且你就是要對他要有良好的教育和示範。」（6M） 

 

    在母親受訪者的看法中，認為理想父職是要兼具「工具性照顧」與「情

感性照顧」，且強調理想父親應需扮演正確、良好的「教育」角色。可知，

多數父親受訪者認為理想父職是做到陪伴、讓小孩有安全感等的「情感性照

顧」，然而母親受訪者期待的理想父職卻是多面向的－兼具「工具性照顧」、

「情感性照顧」，以及「教育」。 

    在上述理想母職的研究發現中，可知母親受訪者對於理想母職的詮釋是

兼具「工具性照顧」、「情感性照顧」，以及「教育」，然而父親受訪者對於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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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父職的詮釋卻是僅包含「情感性照顧」單一面向。顯示，母親與父親對於

親職角色的詮釋，兩者有很大的不同，不論是母親對理想母職的詮釋、或母

親對理想父職的詮釋，包含的面向都比父親對理想父職的詮釋來得廣泛與深

切，這樣的結果可看出對於照顧幼兒的工作上仍是以母親為主力。 

 

二、使用保母服務對母職、父職角色的影響 

有關使用保母服務後對於母職與父職角色產生的影響，一受訪者意見分析為

五點。一是，母親產生愧疚感，而此愧疚感有助於母職角色的扮演；二是認為保

母有取代母職的現象，但次部分受訪者意見不一；三是認為保母有助於父職角

色，意即透過保母的建議，促使父親分擔幼兒照顧工作；四是使用保母服務後，

幼兒有良好生活習慣，保母分擔照顧工作使得父母親輕鬆許多；最後一點即為增

進育兒知識。 

 

（一）母親產生愧疚感：愧疚感有助於母職角色的扮演 

    1M、2M及 8M陳述幼兒給保母托育自己會有「愧疚感」，而會願意花更多

時間陪伴小孩玩、看書等，而 1M表示由於當初不忍心幼兒還小就由保母照

顧，曾請育嬰假照顧幼兒至五個月大。 

    8M陳述若自己是全職母親會沒耐心，而由於有工作請保母托育對母職角

色有幫助，因為不是全職媽媽而感到愧疚感，依著此愧疚感而對幼兒有更多

的耐心，可支，有工作的母親請保母托育，對於母親來說是保母可協助母親

分擔照顧幼兒工作，且母親會因為並非全日、全心全意的照顧幼兒，而對幼

兒更有耐心、更用心。2M也認為讓保母照顧幼兒，使得有自己獨處時間，對

小孩更有耐心，可知使用保母服務有助於增進親子關係和諧。 

「回家的時候就會長一點時間去陪她，陪她玩遊戲啊、看書啊什麼之類的。然後就

是去彌補說她白天不在我身邊，她可能會想媽媽啊什麼的狀況這樣子。對！就是，

會花多一點的時間做這方面的動作這樣子。…我的小朋友五個月以前都是我一個人

帶的，因為那時候我就生完小孩之後我就辦留職停薪，…那麼小就要去找保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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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她去適應外面的環境，會覺得有點於心不忍，所以那時候我還想說那我就自己（請

育嬰假）帶她。」（1M） 

「我覺得如果我當全職媽媽，我可能會比較沒有耐心，可是我現在因為不是全職的，

所以對他會有一些愧疚感，所以有些東西我就會退一點，我就會覺的我不能要求他

這麼多。…有時候不見得跟你感覺很親的時候，你就會覺得那應該是給人家帶的關

係，會有那種稍微一點點的感覺，我的愧疚感是在這邊，因為我沒有辦法全心帶你…

回到家就是睡覺，睡完覺早上起來我們就帶他去上班，所以跟我們相處就變得更少，

所以他會不會就不是很認識我們，他覺得他就是回來睡覺而已的那種感覺，所以這

愧疚感是從這邊來的，那你就會覺得說他如果真的在皮的時候，那就算了，就不要

太在意他這樣子，我覺得那個差別性會這邊，工作對我來說會是加分的，因為我會

變成是說可以有人可以幫我分擔掉某一部份的東西。」（8M） 

「有自己的獨處的空間。那回來看到他，就算他吵了，那也不會一下子就發脾氣，

你會知道說要留意，然後好好的去跟他講。所以我覺得保母這塊會適時的，對我加

分」（2M） 

    然而，卻沒有父親受訪者表示使用保母服務讓他覺得有愧疚感，顯示出

父親對於照顧幼兒的工作並不認為這是屬於父親的工作，而母親卻會因覺得

照顧幼兒的工作就是屬於母親的工作因而感到有愧疚感。在這樣的結果呈現

中，可推知對於照顧幼兒的工作仍是普遍認為這是「女人」的工作。 

 

（二）取代母職：受訪者意見不同 

    幼兒由保母照顧造成有取代母職的現象，5M表示小孩在家裡可能受責備

感到不開心時，會想找保母、對保母依賴，這對母職角色而言有負向影響，

因此 5M會告訴小孩這部分的角色區隔。 

「（保母家）他們太用心了，所以我會吃醋，就是小孩子有時候就會相對就是有時候

他們在這邊可能受到一些什麼他們覺得不開心或是什麼的時候，他門可能就會轉向

保母那邊，他們就會去依賴保母，那這也是讓人覺得不開心的地方，我就會還蠻去

爭取就那個角色的區隔，就是這個是爸爸，這是你的家，這是爸爸媽媽，然後那個

是照顧你的保母媽媽。」（5M） 

 

    雖然有受訪者覺得保母有取代母職角色的狀況發生，但有其他母親受訪

者（1M、2M）表示認為保母為協助、輔助的角色，使得自己可於上班工作時

無憂，保母只是在自己無法照顧幼兒時的協助角色，保母未有取代母職現象。 

「不會覺得說媽媽的角色被取代或什麼，只是覺得她只是來協助我，幫我照顧我的

小孩，讓我在上班的時候可以無憂的感覺，只是一個協助的工作，不會說，比如說

我女兒太依賴她，不想找媽媽或什麼，其實都沒有這個困擾。」（1M） 

「因為他幫我照顧白天的，然後晚上我自己再回來陪他一起玩，所以這一塊我覺得

並不會對我母親（角色）造成衝突。」（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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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助於父職角色：透過保母的建議，促使父親分擔幼兒照顧工作 

    有受訪者（6F）覺得幼兒由保母照顧後造成有取代父職的現象，因感受到

幼兒將自己的重要性排行在保母之後，父親有「忌妒」的感受，他說透過與幼兒

多相處的方式，希望能提高自己在幼兒心中的重要性。 

然而，為何會有這種狀況發生呢？母親（6M）說明她自己為幼兒主要照顧者，

因為父親（6F）有自己的社團聚會，時常假日會父親白天不在家，而僅由母親陪

伴、照顧幼兒，母親覺得很累、分工失序，曾與父親溝通彼此照顧幼兒分工卻不

見效果，母親有向保母提起家裡這樣的照顧幼兒分工狀況，後來是由「保母」向

父親建議，6M形容父親是在保母建議後「覺悟」，而聽取保母意見漸漸有分擔幼

兒照顧工作。 

｢…我有點忌妒，他現在的順位大概是媽媽第一，保母第二，我第三。…回到家的時

候就是找機會，不只是帶他出去玩，多陪陪他，看他是不是可以稍微心回來一點。」

（6F） 

｢因為我都跟保母說，他都黏我好累喔…然後我就會跟保母抱怨說，怎麼沒有辦法解

決什麼的，然後保母和保母爸爸就說這個就是代表你們兩個的照顧小孩分工失序，…

本來之前我是很不高興，為什麼小孩子都是我照顧，…然後他自己心裡也會不舒服，

因為（幼兒）不要爸爸，爸爸當然心裡他也會覺得不是滋味，然後他把這個情況跟

保母聊天啊，因為有時候去跟保母帶小孩都會這樣聊一些狀況或一些那個，然後保

母就說因為怎麼樣怎麼樣，然後他才覺悟。」（6M） 

 

 

（四）幼兒有良好生活習慣：輕鬆許多、分擔原有照顧工作 

    多數受訪者（2F、3M、3F、4M、5F、6F、6M）陳述對保母托育感到滿意

之處在於幼兒生活具規律性，父母於假日無保母照顧時僅需照表操課，對於

照顧幼兒感到輕鬆許多。 

「滿意應該就是說他們就是還把小孩子保持得都很乾乾淨淨啊，然後真的就是在誘

導小孩子一些、啟發小孩子一些那個樣式方式都還算正確，就覺得還不錯，把小孩

子顧得還蠻健健康康的」（6M） 

｢把我女兒帶的很有規律性…只要六日回來，我只要按照她給的規律性，…這一點我

就覺得很好啊！…我覺得真的是輕鬆很多，至少我女兒哭鬧的時間減短了。」（2F） 

｢最滿意應該是說，她會教他們一些東西，對！她會念書給他們聽，然後會去教他們

一些事情，什麼可以、什麼不能，對！然後會去教他一些生活作息的習慣，對！其

實我覺得這個是我覺得非常好的地方。」（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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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增進育兒知識 

    受訪者（2F、3M、3F）陳述使用保母服務滿意處，係為保母會教導家長育兒

知識、學習育兒知識，3M陳述當自己遇到育兒問題時，想到的是請教保母而不

是自己的母親，3M陳述保母會定期上課，且保母會將上課所學與家長分享是很

好的學習。 

「保母他也會告訴我說你要怎麼去教他，像有問題我就會打電話問保母說，那現在

怎樣，那我要怎麼處理，有時候遇到有問題我第一個想到的不是我媽媽。」（3M） 

｢她也會告訴我們說她是怎麼樣教他，我們也可以用那種相同的方式去…去引導他，

因為有她的協助，我們可能有些事情不瞭解、不懂，我們就會請教保母，那保母也

是會告訴我們說，他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反應跟狀況，她的經驗，跟她有在彭婉如基

金會，她們是每周都會上課，對！所以她可能上課一些心得會告訴我們。」（3F） 

 

三、父母親對於使用保母服務的滿意情形 

最後這部分是針對父母親使用保母服務的滿意情形進行分析，歸整發現滿意

處包含與保母互動良好、易溝通、視如己出的照顧、彈性配合家長時間，而有一

位受訪者表示不滿意處為幼兒受傷未告知。另外，有二位「父親」受訪者表示沒

有意見。 

 

（一）滿意處 

1. 與保母互動良好：朋友關係 

    1M及 3M形容自己與保母關係像朋友，1M陳述自身經驗與保母的互動良

好，會互相照顧，還會送保母小孩生日禮物等，與保母的良好互動，是讓受

訪者感到滿意之處。 

｢因為我覺得她都還蠻照顧我。其實我們已經有點像朋友了！就是我們有點互相當朋

友，相對我的對她女兒也就是還蠻，就是互相啦！因為她對我女兒也是很照顧，大

家都會彼此這樣認定。（保母小孩）喜歡那條（受托幼兒的）被子，我就想說她生日

要到了，我就去買一條一模一樣的被子給她…」（1M） 

｢滿意的我覺得是我遇到這個好朋友。」（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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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易溝通 

    3M陳述保母易溝通，對於自己有些錯誤的照顧幼兒想法，保母不會就直

接糾正她，而是會尊重父母的想法，告訴父母有怎樣的方式，但仍會尊重父

母可以去試試、增進經驗。 

｢我就覺得其實因為跟他溝通的還蠻好的，而且有時候就像我們一些想法不太對，他

就會說沒關係你先試試看，他會叫我先去試，他會跟我講說其實有什麼方法，然後

他就說沒關係，先用我的講法去試試看，然後試了不行然後他就說，沒關係，反正

你有試過，以後就會有經驗。」（3M） 

 

 

3. 視如己出的照顧 

    5M及 7F表示對於保母照顧感到滿意處在於保母用心的態度，保母對於幼

兒抱持視如己出的照顧態度，讓父母感到放心。 

｢最滿意應該是我覺得，他對小朋友是很用心的，對，就不輸給就是像是自己爸爸媽

媽，就是他們對小孩子的疼愛就是，覺得其實就像自己的爸爸媽媽那樣的疼愛一樣，

跟小孩子關心跟照顧的程度，我覺得這是讓我很放心也很滿意的地方。」（5M） 

｢我覺得他真的是用一種用心關懷的態度在帶我的寶寶」。（7F） 

 

4. 彈性配合家長時間 

    8M說明保母可以彈性配合家長接送時間是讓她感到最滿意之處。 

｢我覺得最滿意的地方是他真的可以配合我的時間，我們晚下班他不會怎麼樣，因為

他都可以配合我。」（8M） 

 

 

（二）不滿意處：幼兒受傷而未告知 

    2F陳述她不滿意處在於幼兒受傷保母未告知、甚至不知道，這會讓家長

覺得保母不用心。 

｢（不滿意的部份）就是受傷吧！就是因為小孩子有時候會去抓，就會受傷，那她可

能沒有看到或是沒有告知…照理說你至少要知會我一聲，說我女兒可能今天在睡覺

的時候手抓傷哪裡哪裡，…像我有一次問她說為什麼腳會受傷，她就跟我講說她沒

有注意到。…而不是每次都是我看到以後，我早上再去問。」（2F） 

 

（三）沒有意見者：僅有「父親」為沒有意見者（1F、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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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使用保母服務的滿意處及不滿意處，父親受訪者（1F、8F）無法具體說

出其感受，僅以「還好」、「沒有那麼大感覺」陳述，而沒有受訪者母親無法具體

描述其感受者。 

｢沒有說很滿意也沒有說很不滿意。就還好。」（1F） 

｢（問：請你說說現在對這個保母你覺得最滿意的地方，和最不滿意的地方是什麼？）

其實我很少想這個問題耶，就是其實她，因為我們沒有養過小孩啦，我不曉得她，

小孩子給她，給這個保母帶的優缺點，我並沒有那麼大感覺啦。」（8F） 

 

    然而，研究者問到對於使用保母服務滿意情形時，受訪者中卻沒有母親表示

沒意見、沒什麼感受等（有些母親受訪者意見未呈現於此段落者，是歸整在上述

使用保母服務對親職角色影響處），顯示父親對於使用保母服務情形的感受不

深，而母親對於使用保母服務情形皆是有用心在感受，可以說是有父親對幼兒的

照顧不用心，卻沒有一個母親會對幼兒照顧不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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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針對雙薪家庭父親與母親使用社區保母系統服務情形進行初探

研究，了解父親與母親選擇保母的考量條件，以及使用保母服務後對其親職角色

的影響進行探討。針對第四章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於本章列出本研究結論。並

針對承辦社區保母系統的彭婉如基金會以及相關托育政策提出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一、 因家庭經濟考量與無法由家裡長輩照顧而尋求保母托育，且「人

際管道」為主要的找保母管道 

    雙薪家庭尋求保母托育主要原因是由於家庭經濟壓力導致夫妻雙方皆

需工作，且無法由家裡長輩照顧所致，父母雙方皆需工作而家裡長輩因各

種原因（溝通不成、健康不佳、距離太遠）無法照顧幼兒時，就會尋求保

母托育。在對於其他托育方式的考量上，由母親自己帶、家裡長輩照顧、

托嬰中心、到府保母等，都是受訪者表示有考慮過的托育方式。 

    使用保母服務的受訪者皆是透過親友告知的「人際管道」得知社區保

母系統，由於受訪者為社區保母系統使用者，需透過上網登錄找保母需求

資料，再由彭婉如基金會與其電話連繫告知符合條件的保母資訊，因此使

用社區保母系統者多是透過「網路」尋求保母資訊；僅有一對父母是直接

透過「朋友介紹」該保母，保母並非是受訪者自己上網登入需求找到的。 

    顯示父母在找保母過程中，會由周遭親友的介紹、建議著手，以做為

衡量選擇保母的基礎，透過人際管道找保母是父母感到有信任感的方式，

這部分研究結果與文獻探討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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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父母親普遍重視保母證照 

    本研究中，有 10位受訪者在訪談中表示保母是否持有專業證照是選擇

保母時重要的考量條件。父母認為證照代表了專業，是讓父母可安心的基

礎，更有受訪者表示是由於要選擇有證照的保母，因此使用社區保母系統

服務，相信有證照的保母代表擁有托育方面的專業性。但家長對此意見不

一，雖然有一位受訪者認為保母有無證照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保母本身人

格是否適任，但有過半數的受訪者認同保母專業證照的專業性與重要性。 

    有受訪者說明對保母證照的重視乃是受無照保母照顧幼兒發生意外的

新聞事件影響所致，表示父母原本對於保母是否持有專業證照覺得不重

要，但在新聞事件後，改變了父母的看法，而主張選擇有證照、有機構管

理的保母來托育才放心。 

    這部分與文獻探討有很大差異，蔡嫦娟、張碧如（2003）；張美娟、段

慧瑩（2005）；馬祖琳（2005）以及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2008）

的研究結果皆呈現，「專業證照」、「社區保母系統」的保母並非家長選擇保

母托育的優先考量因素，但在本研究中，父母對於保母專業證照以及使用

有系統管理的保母給予高度肯定，推知目前我國專業保母形象已漸漸建

立。但這種現象的原因，可能是由於本次受訪者皆為使用社區保母系統且

普遍教育程度高（多數為大專以上），所以多數受訪者對於保母持有證照給

予高度肯定。 

 

三、 選擇保母時，父母親重視托育持續性，意即可固定保母長期托育 

    在選擇保母的考量因素中，有關與家長的互動的部分，包含彈性配合

家長時間、費用、易溝通、托育持續性（指可固定保母長期托育）。其中，

托育持續性是指可使用固定保母，父母認為更換保母與環境，會擔心幼兒

適應上問題，且重找保母會造成父母負擔，因此，從與受訪者訪談中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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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會默認、期待所使用的保母將是可固定長期使用的。有趣的是，「托

育持續性」為本研究所發現，於其它文獻則未見該發現，可知雙薪家庭父

母會特別重視幼兒能否一直讓同一保母照顧，由於父母雙方都有工作，若

更換保母等於是要再另外挪出時間去找保母，這對於雙薪家庭父母而言是

個沉重負擔。 

 

四、 父母親期待保母能有其他托育幼兒，使幼兒可學習人際互動 

    在選擇保母的考量因素中，有關保母收托幼兒人數部分，研究者詢問

到對於保母的考量因素時，有 5位受訪者提及保母收托幼兒人數是考量因

素之一，此部分有兩種情形：大部分父母希望保母要有其他收托幼兒，原

因是考量到現今家庭少子化，家中小孩多只能與父母互動，且父母相信「小

孩與小孩」之間的互動與「小孩與大人」之間的互動大相逕庭，透過保母

有其他收托幼兒可以學習同儕互動。另外，有一位受訪者表示希望保母僅

托育一個幼兒，認為這樣保母才能全心全意的周全照顧幼兒。這樣的研究

結果與文獻探討有很大的差異，在武素萍（1993）、Krauss(1998)、葉麗貞

（2005）研究中發現家長選擇保母時會希望是一對一照顧，然而本研究發

現卻是多數受訪者希望保母有其他收托幼兒，主要目的是希望幼兒能夠學

習人際互動，僅一位受訪者認為一對一照顧是重要的。從這樣的研究結果

可推知在現今少子化社會中的父母親已體認到小孩是需要透過與同齡小孩

互動以學習人際互動，且相信保母只要不收托超過「法定人數」是能夠兼

顧照顧的，這部分看出父母對於政府托育政策的制定是有信心且信任的。 

 

五、 父母親選擇保母時重視幼兒感受 

    本研究中共有三組受訪者家庭於面談保母時有攜子一起去（「父、母、

攜子一起去」以及「婆、媳、攜子一起去」），主要是要觀察幼兒與保母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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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投緣、幼兒喜不喜歡保母，認為最重要的是幼兒能夠適應保母家的環境。

顯示在幼兒照顧上，雙薪家庭父母會重視幼兒感受，而不只是大人決定就

算數，幼兒的感受更重要。 

 

 

六、 家長使用有系統管理的保母較安心 

    由於本研究受訪者係針對使用社區保母系統的父母，因此對於父母選

擇社區保母系統的原因進行了解，歸結有以下幾種原因：使用有系統管理

的保母較安心、信任彭婉如基金會組織管理專業能力、有契約保障，以及

可領取托育津貼。 

    父母使用有系統管理的保母，並有透過專業單位的考核認證，這樣的

制度如同是「背書」，因父母原先不認識保母，而要將自己小孩交託給陌生

的保母照顧時，這樣的背書會讓父母安心。父母認為既然是透過基金會來

管理社區保母系統，那麼，基金會對於保母家庭成員、家庭背景及保母過

往托育狀況都應有篩選、把關機制，基於這些種種因素，讓雙薪家庭父母

能夠更安心的將幼兒交由保母托育，且透過雙方簽訂契約規範雙方權責，

這樣有契約保障更讓父母感到安心與保障。 

    另外，可領取托育津貼是讓雙薪家庭父母選擇使用社區保母系統服務

的原因之一，畢竟可以多少補貼家用。然而，受訪者中有一位母親受訪者

表示可領取托育津貼是選擇使用社區保母系統服務的主要原因，其家庭原

本就打算小孩是由婆婆照顧，是由於使用社區保母系統服務可每月領取托

育津貼，因此她提議、鼓勵婆婆去考保母證照加入社區保母系統，可知，

有母親認為每月領取的托育津貼可貼補家用是選擇使用社區保母系統服務

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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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家庭對於選擇保母是以「母親」意見為主導，且母親考量較細緻 

    此部分分為二部分來看，第一部分為選擇保母過程，從面談保母、選擇

保母到簽約階段，是以母親為意見決定者；第二部分為有關選擇保母考量因

素之意見衝突，是以母親為意見決定者。 

第一部分，有關家庭在參與進行簽約、面談保母狀況，本研究結果分為

三種情況：一是，多數受訪者表示由「父、母一起去」，第二種情形是由「父、

母、攜子一起去」，在此二種情形中，在面談後父親與母親會互相討論對於

面談保母的意見如何。由於現今為核心家庭居多，顯示雙薪家庭中父母雙方

溝通為主要的決策模式，這樣的結果似乎是透過父母雙方溝通、討論來取得

共識，然而，本研究多數父母親對於選擇保母的決定都是以母親意見為主，

可見父親在簽約、面談保母時的參與，是一種「形式參與」、「表面參與」，

而非有能夠做決定的實質意義參與。 

    然而，另一種情形是受訪者中有一對父母由「婆媳、攜子一起去」，而

「父親」未參與面談保母、簽約的過程。雖然多數受訪者是屬於父母共識來

選擇保母，但仍有受訪者是屬於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性別分工意識，

由於受訪者家庭與婆婆家是住公寓中的樓上、樓下，而婆婆也肩負平時「母

親不在家」以及「接送幼兒去保母家」的照顧幼兒工作，而即使父親在家但

只要母親不在家，幼兒就是由婆婆照顧，不論是母親或婆婆，都是家中的女

性，可知照顧幼兒仍屬於「女人」的工作。 

    第二部分，研究者問及家庭是否曾發生有關選擇保母考量因素之意見衝

突，受訪對象中有 8對父母（受訪者代號 2~9）表示沒有衝突，究其原因係

為「由父親或母親一方為意見主導」，其中代號 5為「由父親為意見主導」，

其餘皆為「由母親為意見主導」，可見在選擇保母的考量因素決策中，是以

「母親」意見為主。顯示出父親認為，自己對於照顧幼兒的事情所知不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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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態」的想法，而認為母親彼此之間所談論的「媽媽經」會比男性彼此之

間談論的「爸爸經」更深層。 

    受訪者中僅一對父母在選擇保母之考量因素有衝突，起初父親欲選擇的

保母不是社區保母系統的，父母兩人關於保母家是否有教具、保母年紀等方

面有意見衝突，最後，母親進行溝通方式為以「使用有系統管理的保母有保

障」為由與父親溝通，而父母意見衝突以「母親」之意見為最後決定。 

    另外一組受訪者是曾發生「婆、媳」對於選擇保母考量因素之意見衝突，

主要衝突因素是婆婆欲選擇的保母無證照，而母親要選擇的是有證照的保

母。由於當時頻傳無照保母照顧幼兒發生意外的新聞事件，婆婆會擔心幼兒

安全，轉而認為找有證照保母較安心，最後，婆媳意見衝突以「母親（媳）」

之意見為最後決定。 

不論是「父、母」或「婆、媳」之間的意見衝突，最後都是以幼兒「母

親」的意見為決定。且從「婆、媳」之間有意見衝突，可看出不論是母親

或婆婆皆為女性，表示照顧幼兒責任仍是屬於女性的工作，可知在家庭中

「女性」仍擔負了幼兒的照顧責任。 

另外，有趣的是，父親與母親對於理想親職角色的定義不同，在受訪者

對於親職角色詮釋中，母親受訪者對於理想母職的詮釋是兼具「工具性照

顧」、「情感性照顧」，以及「教育」，然而父親受訪者對於理想父職的詮釋

卻是僅包含「情感性照顧」單一面向。在母親受訪者的看法中，認為理想

父職是要兼具「工具性照顧」與「情感性照顧」，且強調理想父親應需扮演

正確、良好的「教育」角色。 

    可知，多數父親受訪者認為理想父職是做到陪伴、讓小孩有安全感等

的「情感性照顧」，然而母親受訪者期待的理想父職卻是多面向的－兼具「工

具性照顧」、「情感性照顧」，以及「教育」。 

    顯示，母親與父親對於親職角色的詮釋，兩者有很大的不同，不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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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對理想母職的詮釋、或母親對理想父職的詮釋，包含的面向都比父親

對理想父職的詮釋來得廣泛、深切與細緻。依認知行為理論，思想、信念

決定個體行為，因為母親對於親職角色的想法、認知較父親為廣泛且細緻，

造成了母親的行為會比父親更致力於照顧幼兒，這樣的結果可看出對於照

顧幼兒的工作上仍是以母親為主力。 

 從另一方面也可看出母親思考較父親細緻處為，在選擇保母的考量因素

方面，有關父母重視保母提供的照顧內容家長意見不一，特別的是，受訪

者中認為教具重要的皆為「母親」，而無父親主張認為教具重要，且有一位

「父親」受訪者認為教具會造成幼兒負擔。顯示在對於幼兒的教育上，母

親想得是比父親多且細緻，母親希望幼兒從小就可以培養讀書習慣、奠定

教育基礎，而父親卻是認為幼兒的玩樂、快樂成長比較重要。 

然而，有趣的是，不論父親或母親都認為全職媽媽是理想母職的體現，

多數母親受訪者陳述作為「全職媽媽」是自己心中的理想母職，希望自己

可以整天陪伴小孩、每天變換菜色等，然而當全職媽媽最主要的困難即為

目前家庭需要母親這份工作收入，因此母親無法放棄工作。也有母親（4M）

對於無法作全職媽媽將小孩帶在身邊需托由他人照顧感到「不放心」，會認

為自己帶是最好的。有父親表示理想母職是能夠一手包辦小孩的所有照顧

－「吃喝拉撒睡一手拉拔」。但是，卻沒有任何受訪者提及全職父親是理想

父職體現。 

 

八、 母親對於使用保母服務有愧疚感且感受深切，父親則無 

    過半的母親受訪者表示全職媽媽為理想母職，且有 3位母親受訪者表

示對於幼兒托由保母照顧有愧疚感，然而，並沒有父親受訪者表示理想父職

是全職父親，也沒有父親受訪者陳述對於使用保母服務會有愧疚感，且即使

父親與母親在法令政策中都是可以請育嬰留職停薪假，但卻沒有任何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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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要由父親請育嬰假來照顧幼兒，顯示幼兒照顧在父親、母親受訪者感受

中是屬於「母親」的工作，即使雙薪家庭中父親與母親都在職場工作，各自

有工作收入，但「男主外、女主內」的刻板性別分工意識仍存在於雙薪家庭

中。 

2位母親受訪者則有請育嬰假在家帶小孩的經驗，但原因則有所不同。

一是因為不忍心小孩太小就由保母照顧，這是因母親自身「愧疚感」而選擇

請育嬰假在家照顧小孩；另一則是因工作遭遇瓶頸，選擇以育嬰假方式讓自

己在職場上有個「緩衝」的機會，主要目的是要讓自己休息、思考目前工作

對自己的意義為何，並非以為了在家自己照顧幼兒為由，顯示目前育嬰假制

度對於育有子女的女性而言，當在職場上遇瓶頸而想暫緩休息時是個另外的

選擇方式。 

有母親認為使用保母服務的愧疚感有助於母職角色的扮演，幼兒給保母

托育自己會有「愧疚感」，而會願意花更多時間陪伴小孩玩、看書等，8M陳

述若自己是全職母親會沒耐心，而由於有工作請保母托育對母職角色有幫

助，因為不是全職媽媽而感到愧疚感，依著此愧疚感而對幼兒有更多的耐

心，可支，有工作的母親請保母托育，對於母親來說是保母可協助母親分擔

照顧幼兒工作，且母親會因為並非全日、全心全意的照顧幼兒，而對幼兒更

有耐心、更用心。2M也認為讓保母照顧幼兒，使得有自己獨處時間，對小孩

更有耐心，可知使用保母服務有助於增進親子關係和諧。 

然而，卻沒有父親受訪者表示使用保母服務讓他覺得有愧疚感，顯示出

父親對於照顧幼兒的工作並不認為這是屬於父親的工作，而母親卻會因覺得

照顧幼兒的工作就是屬於母親的工作因而感到有愧疚感。在這樣的結果呈現

中，可推知對於照顧幼兒的工作仍是普遍認為這是「女人」的工作。 

    另外，「母親」對於使用保母服務狀況感受較深切，於使用保母服務的

滿意處及不滿意處，有父親受訪者無法具體說出其感受，僅以「還好」、「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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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那麼大感覺」陳述，而沒有受訪者母親無法具體描述其感受者。研究者問

到關於使用保母服務滿意情形時，受訪者中卻沒有母親表示沒意見、沒什麼

感受等（有些母親受訪者意見未呈現於此段落者，是歸整在上述使用保母服

務對親職角色影響處），顯示父親對於使用保母服務情形的感受不深，而母

親對於使用保母服務情形皆是有用心在感受，可以說是有父親對幼兒的照顧

不用心，卻沒有一個母親會對幼兒照顧不用心。 

 

九、 使用保母服務有助於親職角色的發揮 

    多數受訪者表示使用保母服務後，保母分擔照顧工作，且建立幼兒的良

好生活習慣，讓父母輕鬆許多，同時也增進育兒知識，更甚至母親使用保母

服務產生之愧疚感有助於母職角色之扮演。 

    特別的是，在一個母親受訪者經驗中，她說明自己為幼兒主要照顧者，

因為父親有自己的社團聚會，時常假日會父親白天不在家，而僅由母親陪

伴、照顧幼兒，母親覺得很累、分工失序，曾與父親溝通彼此照顧幼兒分工

卻不見效果，母親有向保母提起家裡這樣的照顧幼兒分工狀況，後來是由「保

母」向父親建議，而父親是在保母建議後，聽取保母意見漸漸有分擔幼兒照

顧工作，也就是說，透過保母的鼓勵而增進父職參與。綜上可知，使用保母

服務有助於親職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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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針對上述研究發現，以下提出幾點關於承辦社區保母系統基金會的角色、保

母訓練課程，以及托育政策等的相關建議。 

 

一、 將「保母穩定性」納入媒合考量，確保照顧的延續性 

研究結果發現父母親對於保母托育會期待可固定保母長期托育（重視托育持

續性），例如嬰兒時即開始托育，但在面談保母時即會注意保母居家環境是否有

中庭可讓小孩在長大點時騎腳踏車，且父母親對於更換保母感到不妥，原因有

二，一是認為更換保母造成幼兒需重新適應的問題，二是雙薪家庭的父母親需利

用工作之餘的時間來找保母，對雙薪家庭而言在時間和心力上都是額外的負擔。

所以，建議基金會於媒合之初即先了解保母是否可長期托育（例如保母本身有生

子計畫等無法長期托育），以及家長期待保母托育期間為多久，符合使用者需求

可避免使用者觀感不佳。 

 

二、 社區保母系統各承辦單位於保母在職訓練可更加強實務課程 

保母的專業育兒知識有助於父母親職角色，尤其訪談到保母滿意部分時，在

有助於父母親育兒知識方面受到高度肯定，認為保母的育兒知識專業且可為父母

親的育兒問題得到解答，例如幼兒不斷舔下嘴唇是由於要發牙齒、吃副食品時機

與製作等，且保母受訓後與父母親分享所學，此種能夠增進育兒知識的部分，都

是父母親表示對於保母感到滿意之處，另外，邱華慧（2010）指出實務性課程可

符合保母所學立即可用的需要，有提高保母學習興趣與成就感的效果。從他人研

究與本研究可知，不論是保母或父母親，對於實務課程都給予高度肯定。 

目前全國 54個社區保母系統的研習課程，除了部分課程如：兒童保護、衛

生保健、發展遲緩兒童篩檢與保育、嬰幼兒發展與學習、保母情緒管理、托育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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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意外事故預防與處理等，是由主管機關規定開設外，其他多數課程幾乎都由

各系統依自己想法開設（邱華慧，2010），因此建議承辦社區保母系統的單位開

辦研習課程多著重實務課程以增進保母育兒知識及提升托育品質。 

 

三、 加強社區保母系統服務使用過程督導人員或機構的支持者、協調者

等角色 

由於多數受訪者表示使用社區保母系統服務是由於使用有系統管理的保母

較安心，讓使用者感到安心的是，督導在使用者初期找保母時給予資訊並溝通了

解家長需求，且保母透過有系統的管理形同「背書」得以讓使用者感到安心。然

而，在與保母面談、簽約階段時，督導扮演媒合者、陪同者、支持者的「主動」

角色，說明彼此權益的規範、向家長解釋可能發生的糾紛、陪同家長一同去簽約

等等，但於簽約開始使用保母服務後，卻沒有受訪者提及督導（或基金會）扮演

怎樣的角色，都是由保母與家長雙方進行協調、溝通，在溝通不成時才會找督導

問，例如颱風夜是否可多留幼兒在保母家的認定，當保母與家長意見不一時才會

尋求督導解答，可知在使用服務後，督導即為「被動」角色。另外，在全國社區

保母系統評鑑分析（段慧瑩、馬祖琳、張斯寧，2010）也有相似的發現：督導人

員與家長、保母的互動多半在初期的媒合轉介期間，且家長與保母使用意見回饋

機制尚待建置。 

綜上，建議加強基金會督導人員或機構在社區保母系統使用者的使用過程中

的「主動」角色，尤其是支持者與協調者角色，例如主動的關切家長最近使用保

母服務的情況，除可在問題初期即獲得解決之外，相信使用者的滿意度也會提

升，有助於社區保母系統得到高度肯定。 

 

四、 透過保母的力量達成托育政策的家庭性別角色平等的目標 

我國托育政策應是致力於支持婦女就業，更長遠目標為消弭刻板的性別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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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他負責賺錢養家，她負責家務育兒」的家庭模型，應該要轉變為「成年

公民參與勞動，國家於工作時間支援育兒」。照顧工作，必須由社會跟政府給予

更多支持（劉毓秀、王兆慶，2010）。 

然而，在雙薪家庭中即使女性與男性一樣背負著工作壓力、肩負著家庭經濟

壓力，但是在與照顧幼兒有關的所有事情上，諸如從找保母、下班照顧幼兒等，

卻是以女性為主導者，且不論父親與母親，多數期待的理想母職是「全職母親」，

這是很弔詭的現象，健全的托育政策應是能夠達到讓婦女能夠安心就業，甚至是

支持婦女就業，而不是讓婦女就業後，再想著（甚至期待）自己何時能夠成為全

職母親，而父親對母親也發生這種期待，形成了就業婦女在職場工作與家庭育兒

的兩難，甚至因保母托育幼兒產生愧疚感，這樣的結果與托育政策立意是完全相

反。 

本研究發現保母有力量可以「說服」父親參與照顧幼兒工作，透過保母能夠

增強父親的父職角色，增強父職角色才能夠平等化刻板的性別角色分工，因此，

建議在保母訓練中納入家庭性別平等教育課程，期能透過保母力量達成雙薪家庭

中性別分工平等的目標，更有助於健全我國托育政策。 

 

五、 積極落實保母登記制 

於 2011年 11月甫三讀通過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原名為兒

童及少年福利法）規定目前的無照保母，只要通過訓練並領有結業證書，就能取

得保母資格，並需向主管機關辦理登記，對目前已實際執業之保母給予三年過渡

期限，這樣的立法具備彈性且符合現況，無照保母如具資深之保母從業經驗，但

考照有困難，如因中高齡或學歷較低而不利準備筆試等，將是家庭式托育體系的

弊病，然而保母全面證照化是有困難的，改為登記制是為務實做法。在本研究訪

談中可發現，父母親選擇保母時，對於「傳統型保母」具有刻板印象，例如：年

紀大、觀念老舊不合時宜、不易溝通等，而對於持有保母證照且納入社區保母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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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的保母給予高度肯定，理由諸如：認為保母具有專業知識、了解幼兒發展理論、

在職訓練課程讓保母有新觀念、易溝通等。 

因此，積極落實保母登記制，透過專業訓練有助於讓對於考取證照有困難的

保母（例如年紀較大等）擺脫刻板印象，這樣的「全面專業訓練」得以全面性提

升托育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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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由於本研究屬質性研究，於推論上故有限制，此處說明研究限制，並針對研

究進行時認為未來相關研究可進行之方向提供建議。 

一、 研究限制 

由於考量彭婉如基金會取得訪談對象的意願及便利性，而僅針對申請且領有

托育補助的雙薪家庭，且皆為「一般家庭」4。因此研究結果對於未領有托育補

助的雙薪家庭（即家庭年總所得超過 150萬者），以及領有托育補助的「弱勢家

庭」則無法推論。 

位於臺北地區的彭婉如基金會係承辦（訪談當時未縣市合併）臺北市北、中

區社區保母系統及臺北縣第一區保母系統（涵蓋中和、汐止、新店地區），

故訪談對象來源為人口比較密集的都會區，因此本研究結論則無法推論

至鄉村地區及中南部區域。 

另外，由於研究者本身並無婚姻及生育子女的經驗，在訪談時將可能無法深

刻體會父親與母親所面臨的親職壓力及辛苦。但研究者將秉持隨時自我提醒及保

持反思的態度，並透過與指導教授討論，盡可能釐清並呈現自己未盡之處。 

 

二、 未來研究建議 

（一） 使用保母服務托育者，其中非使用社區保母系統者的考量因素為何 

研究訪談過程中，多數受訪者表示會使用社區保母系統是由於使用有系統管

理的保母較安心、有契約保障、確保保母有考取證照等，那麼另一方面讓人感興

趣的是，使用保母服務托育但非使用社區保母系統者的考量因素為何？或許這些

                                                      
4
101 年 1 月 1 日保母托育費用補助新制：依「建構友善托育環境～保母托育管理與托育費用補助

實施計畫」規定，開辦就業者家庭部分托育費用補助，1.一般家庭：申請人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

之最近 1 年綜合所得總額合計未達申報標準或綜合所得稅稅率未達 20％者，補助每位幼兒每月

最高 3,000 元。2.弱勢家庭：中低收入戶補助每位幼兒每月最高 4,000 元。低收入戶、家有未滿 2

歲之發展遲緩或身心障礙幼兒之家庭、特殊境遇家庭、高風險家庭，補助每位幼兒每月 5,000

元。3.三位子女以上家庭不受雙就業及綜所稅稅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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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社區保母系統不足之處，透過相關研究探討，可了解非使用社區保母系統者

的考量，並截長補短以補足社區保母系統不足之處，使我國社區保母系統更臻完

備。 

（二） 使用保母服務對於父母親在「幼兒照顧分工比重」的改變為何 

本研究是探討父母親自覺在使用保母服務後對「親職角色認知」的影響為

何，從本研究結果可知，使用保母服務照顧幼兒後，父母親對於自身的親職角色

認知有正增強效果，尤其可透過保母力量增強父職角色的扮演，依照認知行為理

論推論，父母親實際上分工應會趨於性別平等分工狀況，建議可另從實際上父母

親在照顧幼兒工作上的分工比重進行探討，探討在使用保母服務後，父母親對於

幼兒照顧工作是否會有不同的分工比重改變。 

（三） 有無使用保母服務對於幼兒發展的影響 

本研究發現多數父母親認為使用保母服務托幼，有助於增進育兒知識，有育

兒相關疑問時第一時間想到的是請教保母，且社區保母系統的保母受訓課程獲得

父母親讚賞，認為保母新收育兒新知後能夠與父母親分享，增進育兒知識對父母

親在照顧幼兒方面能夠更得心應手。依此，令人感興趣的是，同年齡的幼兒，有

保母托育與無保母托育照顧，對於幼兒發展是否會有不同的結果，可分為實驗組

與對照組探討使用保母服務對於幼兒發展的影響，其研究結果對於保母課程的制

定應有甚大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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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各地方政府及社區保母系統連絡表 

縣市別 系統名稱 承辦單位 

新北市政府

社會局 

新北市第一區社區保母系統 財團法人彭婉如文教基金會 

新北市第二區社區保母系統 社團法人臺北縣保母協會 

新北市第三區社區保母系統 新北市幼兒托育職業工會 

新北市第四區社區保母系統 
社團法人中華熊媽媽保母公益

協進會 

新北市第五區社區保母系統 社團法人臺北縣婦幼發展協會 

新北市第六區社區保母系統 
社團法人新北市新店區大愛關

懷協會 

新北市第七區社區保母系統 
社團法人新北市八里區快樂家

庭生活促進協會 

臺北市政府

社會局 

臺北市第一社區保母系統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

基金會台北市南區分事務所 

臺北市第二社區保母系統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保母策進會 

臺北市第三社區保母系統 
社團法人中華熊媽媽保母公益

協進會 

臺北市第四社區保母系統 社團法人臺北市保母協會 

臺北市第五社區保母系統 財團法人彭婉如文教基金會 

臺北市第六社區保母系統 
社團法人臺北市保母成長促進

會 

臺北市第七社區保母系統 
財團法人兒童福利聯盟基金會

臺北市兒童托育資源中心 

臺北市第八社區保母系統 財團法人陳重光文教基金會 

臺北市第九社區保母系統 
財團法人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

金會 

臺北市第十社區保母系統 社團法人臺北市教保人員協會 

臺中市政府

社會局 

臺中市第一區社區保母系統 財團法人彭婉如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第二區社區保母系統 朝陽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 

臺中市第三區社區保母系統 社團法人台中市保母協會 

臺中市第四區社區保母系統 弘光科技大學 

臺中市第五區社區保母系統 
社團法人台中縣社會福利服務

發展協會 

臺中市第六區社區保母系統 財團法人彭婉如文教基金會 

臺南市政府 臺南市第一區社區保母系統 財團法人彭婉如文教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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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局 臺南市第二區社區保母系統 崑山科技大學 

臺南市南瀛區社區保母系統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高雄市政府

社會局 

高雄市第一區社區保母系統 社團法人高雄市第一褓姆協會 

高雄市第二區社區保母系統 輔英科技大學 

高雄市第三區社區保母系統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高雄市第四區社區保母系統 樹德科技大學 

高雄市第五區社區保母系統 樹德科技大學 

高雄市第六區社區保母系統 正修科技大學 

宜蘭縣政府 宜蘭縣社區保母系統 
財團法人宜蘭縣私立蘭馨婦幼

中心 

桃園縣政府

社會局 

桃園縣第一區社區保母系統 財團法人彭婉如文教基金會 

桃園縣第二區社區保母系統 臺北市幼托協會(桃園分會) 

桃園縣第三區社區保母系統 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桃園縣第四區社區保母系統 
南亞技術學院〈推廣教育暨職

業訓練中心〉 

新竹縣政府 
新竹縣北區社區保母系統 明新科技大學 

新竹縣南區社區保母系統 私立東泰高級中學 

苗栗縣政府 
苗栗縣北區社區保母系統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苗栗縣南區社區保母系統 財團法人生命之愛文教基金會 

彰化縣政府 
彰化縣北區社區保母系統 社團法人彰化縣保母協會 

彰化縣南區社區保母系統 中州科技大學 

南投縣政府 
南投縣第一社區保母系統 社團法人南投縣褓姆學會 

南投縣第二社區保母系統 南投縣幼兒托育職業工會 

雲林縣政府 

雲林縣斗六區社區保母系統 社團法人雲林縣保母協會                          

雲林縣虎尾區社區保母系統 社團法人雲林縣全人關懷協會                             

雲林縣北港區社區保母系統 雲林縣幼兒托育職業工會            

嘉義縣政府 嘉義縣社區保母系統 
社團法人台灣幼教學術發展學

會 

屏東縣政府 屏東縣社區保母系統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臺東縣政府 臺東縣社區保母系統 國立臺東大學兒童發展中心 

花蓮縣政府 花蓮縣社區保母系統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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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花蓮分事務所 

澎湖縣政府 澎湖縣社區保母系統 社團法人澎湖縣保母服務協會 

基隆市政府 
基隆市第一區社區保母系統 基隆市褓姆業職業工會 

基隆市第二區社區保母系統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新竹市政府 

新竹市東區社區保母系統 新竹市私立光復中學 

新竹市北區社區保母系統 
社團法人新竹市嬰幼兒保育學

會 

新竹市南/香山區社區保母系統 社團法人新竹市教保人員協會 

嘉義市政府 嘉義市社區保母系統 
社團法人嘉義市希望種子兒童

暨青少年成長協會 

金門縣政府 金門縣社區保母系統 金門縣政府社會局 

連江縣政府 連江縣社區保母系統 私立小天使托兒所 

 

資料來源：內政部兒童局全球資訊網。網站資料取得日期：2012/2/23 

網址：http://www.cbi.gov.tw/CBI_2/internet/main/index.aspx 

 

 



 

119 
 

附錄二：告知後同意書 
親愛的家長您好： 

 

我是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二學生－林慧菁，目前正在進行論文研究，

論文題目為「雙薪家庭父親與母親使用社區保母系統服務及其對親職角色影響之

初探研究」，本研究主要目的為了解父親與母親選擇保母的考量有何差異，以及

使用保母服務托育後對自身親職角色認知的影響為何。希望您能提供個人的想法

以及相關自身經驗協助本研究進行，以期盼本研究完成之餘，能對後續相關研究

以及保母實務有所助益。 

 

本研究的受訪對象，係針對育有 2歲以下幼兒的雙薪家庭，目前幼兒的保母

托育是使用社區保母系統且領有托育補助的父親與母親。研究者使用深度訪談法

進行資料收集，每位家長單獨受訪，訪談時間約為 2小時。同時，為了能讓訪談

中的資料能確實被建構與分析，希望您能在訪談過程中同意研究者進行錄音。而

錄音之內容僅供研究者分析、登入以及編碼之用，除研究外絕無其他用途。 

 

我會謹遵研究倫理的隱私保密原則，不向任何人公開訪談中所有交談內容，

包含介紹您我相識的中間人，我也有義務保障您的隱私權，不會透露任何非經您

授權同意的談話內容。在訪談結束後，我會將訪談對話轉為文字稿，您提供的寶

貴經驗將在保密原則下，呈現在我的論文當中，所有足以辨識個人身份的資料將

被隱匿，不讓他人認出您的身分。希望能經由彼此保密的共識下，進行信任的對

談過程。此外，您將有權利中途退出研究，且沒有義務告知研究者原因。 

 

  最後，由於此為我首次進行學術性的訪談，過程中恐會有許多經驗不足之處，

因此，訪談過程中若有任何不周或叨擾之處，敬請多加見諒。另外，若您有任何

對本研究相關之寶貴意見，也歡迎您隨時提供給研究者，並誠摯邀請您參與本研

究。在此向您致上十二萬分的感謝！ 

 

敬祝 萬事如意 

 

研究生：林慧菁 

聯絡電話：09******** 

電子信箱：97******@nccu.edu.tw 

同意參與本研究，請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99年____月____日 

 

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研究生 林慧菁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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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訪談大綱 

 

一、基本資料 

（一）受訪父親與母親：年齡、教育程度、職業、結婚年數、子女數 

（二）家庭成員：除受訪夫妻及受托幼兒之外，還有哪些其他同住家人？ 

（三）受托幼兒 

1. 年齡、性別、出生序 

2. 何時開始使用保母服務托育？ 

3. 使用哪個社區保母系統？（臺北市北、中區社區保母系統或臺北縣第一區保

母系統？） 

4. 使用的保母托育類型（ex: 全日托、日間托育…） 

 

 

二、有關使用保母服務托育 

（一）使用保母服務的動機 

1. 當初由誰先提出要使用保母服務的想法？ 

2. 您當初為什麼想找保母？（ex:考量就業、他人的良好經驗、沒有其他適合照

顧幼兒的人選…） 

3. 您有考慮過其他的托育方式嗎？【若曾有使用過其他的托育方式，再進一步

追問：那以前的托育模式跟現在的類型相比較，你/妳覺得優點在哪裡？缺點

在哪裡？】 

4. 另一方的反應是怎樣？是否先生與太太兩人都同意使用保母服務？太太/先

生對此有怎樣的意見？最後如何達成共識？（ex:誰是最後的決定者？）有哪

一方改變意見或看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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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找保母的決策過程 

5. 決定使用保母服務後，是由先生或太太誰去找保母？ 

6. 您是透過怎樣的方式尋找保母？（ex:親友介紹、他人良好經驗、網路資訊…） 

7. 由誰先提出使用社區保母系統？ 

8. 您當初如何得知社區保母系統的資訊？（包含誰先得知此資訊？可能是先

生、太太一方得知再告知另一方，詢問得知方式為何，ex:媒體傳播、其他親

友有使用經驗…） 

9. 另一方的反應是怎樣？是否先生與太太兩人都同意使用社區保母系統？太太

/先生對此有怎樣的意見？最後如何達成共識？（ex:誰是最後的決定者？）

有哪一方改變意見或看法嗎？ 

 

 

（三）選擇保母與社區保母系統的考量因素 

10. 您對於選擇使用社區保母系統的考量因素有哪些（ex:使用有管理系統的保

母較安心、信賴彭婉如基金會、托育津貼…）？這些因素中，你/妳認為最重

要的因素為何？ 

11. 您選擇保母的考量因素為何？（ex:離家近、保母照顧的幼兒數、保母態度、

保母居家環境、保母照顧幼兒的經驗、保母是否持有專業證照…）你/妳認為

這些因素中，何者為最重要的因素？ 

12. 先生與太太兩人對於選擇保母的考量因素相同嗎？太太/先生的不同意見為

何？最後如何達成共識？（ex:誰是最後的決定者？）有哪一方改變意見或看

法嗎？ 

 

 

（四）使用保母服務後的幼兒照顧情形 

13. 決定使用社區保母系統後（經婉如基金會媒合後），是由先生或太太誰負責

與保母連繫、面談、家訪了解保母家的環境？ 

14. 使用保母服務照顧幼兒後，先生或太太誰是主要至保母家的接送者？ 

15. 誰負責與保母連繫、交代小孩的照顧事宜？（ex:當天的喝奶、吃藥、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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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 

16. 在保母請假、週末、晚間等沒有使用保母服務的情況時，是由誰負責照顧幼

兒？ 

17. 目前您使用保母服務的滿意度為何？哪些讓您感到滿意？反之，哪些讓您感

到不滿意？ 

 

 

（五）使用保母服務對父職、母職角色認知的影響 

18. 受訪母親：您做為一個母親，您認為理想的母親角色為何？（ex:照顧、經

濟來源…）另外，您認為理想的父親角色為何？使用保母後，您覺得對您的

母親角色產生怎樣的影響？（ex:覺得較輕鬆、更關懷幼兒…） 

19. 受訪父親：您做為一個父親，您認為理想的父親角色為何？（ex:照顧、經

濟來源…）另外，您認為理想的母親角色為何？使用保母後，你覺得對您的

父親角色產生怎樣的影響？（ex:覺得較輕鬆、更關懷幼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