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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一）「自由的」就業選擇？ 

「母職」往往被視為是女性的天職，女性天生被賦予負擔家務、照顧家

中依賴者的任務。女性為了家庭責任所做出的就業選擇，往往被認為是女性

「自願」做出的決定，並未受到任何的壓迫；即使為了家庭離開工作，也是

女性「應該」付出的犧牲。 

「這是她的選擇！」這句話掩蓋了存在於社會、組織、家庭，甚至是個

人當中許多「隱形」的推拉作用，影響了女性工作與家庭角色的扮演

（Crittenden，2001）。究竟這是「個人」的選擇？還是「環境」所引導的選擇？

這是值得我們深究的議題。 

Hakim（1991）在其“Grateful slaves and self-made women”此篇文章中討論

了女性勞動參與情形，主張現今女性已經可以自由選擇工作，不受外在因素

限制。Hakim 以「工作」及「家庭」兩種傾向作為區分女性勞動力的指標，

認為選擇從事部分工時工作的女性，視家庭的重要性大於個人職業生涯的發

展，因此偏好扮演家庭照顧角色。稱這類女性部分工時工作者為“Grateful 

slaves”（之後將分類名稱改為“Home-centered”），認為這類女性因為可以同時

兼顧工作與家庭，即使身處較差的勞動條件中仍具有高度的工作滿足，對工

作缺乏投入的熱忱。 

Hakim 對女性勞動力所提出的偏好理論，之後受到許多學者的回應與批

評。大多學者認為 Hakim 的理論忽略了女性在選擇部分工時工作時，其背後

所受到的社會結構與環境限制。Walters（2005）的研究更指出，女性部分工

時工作者本身具有異質性，個人選擇部分工時工作的因素與態度具有差異

性，並非所有女性部分工時勞工皆視家庭的重要性大於工作。Hakim 對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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勞動力的分類過於簡化，忽略了環境與社會結構是如何「型塑」女性的就業

選擇。特別是負擔家庭責任的婦女，其可能在缺乏社會及環境的支持下，背

負著傳統的性別角色分工，不得不選擇從事部分工時工作甚至是離開職場，

以平衡家庭與工作的需求。 

我國婦女就業型態選擇的相關研究中，多僅區分「參與工作」與「不工

作」兩種勞動參與情形，將部分工時工作與全時工作視為同等參與行為（徐

美、林聖勛，2001；黃台心、林志明，2001）。國內鮮少文獻將我國婦女參與

工作情形，進一步區分為全時及部分工時工作。我國學者劉鶯釧（1988），則

將部分工時勞工的決策行為納入婦女勞動參與的分析中。其研究結果顯示，

有偶婦女參與全時與部分工時工作的決策行為，具有顯著的差異性；也就是

說，婦女參與部分工時工作的選擇背景與行為決定，與參與全時工作者相異。

因此僅將女性勞動「參與」一詞，分為「參與」或「不參與」兩種，不足以

涵蓋婦女的工作型態（劉鶯釧，1988：143-145；吳家聲、常慧娟，1994；Fagan 

& Rubery，1996）。 

在女性選擇部分工時工作的因素方面，目前國內文獻大多未更深入探究

社會、家庭與個人因素如何建構已婚婦女的就業選擇，以及在這過程中婦女

內心的真正感受。針對婦女部分工時工作者，選擇部分工時工作是否真正基

於自由意願，以及在什麼條件下使其自願或非自願選擇部分工時工作，值得

吾人探究。 

（二）我國婦女勞動參與情形 

1.我國婦女就業型態現況 

根據行政院主計處「人力運用調查報告」，近十年來我國女性勞動力人口

與勞動參與率雖逐年增加，但依舊約有 50%的女性未參與工作。以民國 97 年

5 月為例，女性勞動參與率為 49.72%，相較於男性的 67%仍然偏低。其中，

已婚婦女勞動參與率較未婚婦女為低，已婚婦女中有子女者勞動參與率又較

無子女者更低。 



 10

進一步觀察，民國 97 年 5 月我國女性就業者中，有 4.19%從事部分工時

工作。以婚姻狀況觀察，有偶（含同居）婦女中，從事部分工時工作者占 3.38%，

從事全時工作者占 96.62%。以子女狀況區分，其子女均在 6 歲以上的有偶婦

女中，有 3.73%從事部分工時工作；子女未滿 6 歲者，則占 2.48%；尚無子女

者中，則有 2.37%的婦女從事部分工時工作。顯示我國有偶婦女就業者，從

事部分工時工作的比例偏低，以從事全時工作為主。 

由以上數據可知，我國婦女的就業型態以不就業居多，約有半數以上的

有偶婦女並未投入勞動市場。政府亦有意提倡部分工時制度，針對這些為了

家庭而離開職場的婦女，增加其與工作接觸的機會，以提昇婦女的勞動參與

率。且我國有偶婦女就業者中，就業型態以全時工作為主，從事部分工時工

作的婦女比例並不高。顯示我國婦女可能由於家庭責任負擔，以及勞動市場

工時彈性等因素，造成其就業型態產生上述情形。 

2.婦女因婚育離職情形 

依據主計處民國 95 年的「婦女婚育與就業調查」，我國 15~64 歲的已婚

女性中，約有 29%曾因結婚而離職，其中 59.1%未曾恢復工作，平均復職間

隔為 86.81 個月（約 7 年）。約有 15%的已婚女性曾因生育而離職，56.37%曾

恢復工作，平均復職間隔為 80.24 個月。 

觀察近 25 年間婦女就業歷程的趨勢，「持續就業型」女性所占比例為

25%；「中斷就業型」女性則由 4%攀升至 20%；因婚育而就此「退出就業型」

人數比例亦呈現上升趨勢；「從未就業型」則因近年來人力資本提高，比例大

幅降低。「持續就業型」婦女雖未因婚育而離職，但大多仍有面臨變更職位或

轉換至非正式經濟勞動的情形（張聖英，2005：70）。「中斷就業型」為我國

婦女因婚育離職的典型，已婚婦女為照顧家庭，採取二度就業模式已成為普

遍現象（張聖英，2005：71-72；簡文吟，2004：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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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潛在勞動力中1，女性人數遠高於男性（366 萬 5 千人與 190 萬 5 千

人）。其中男性未參與經濟活動的主要原因為「求學與準備升學」，占 61.04%，

女性則因料理家務而未參與經濟活動者最多，占 64.06%。顯示我國兩性在參

與就業與經濟活動上，所受到的限制因素不同；男性多為個人進修學習因素，

女性則主要受到家庭責任的限制。 

我國婦女在就業歷程中常因婚育而離職，且離職後復職間隔期間相當

長，不友善的就業市場與社會環境，是造成婦女離職後難以復職的主要原因

（簡文吟，1997：95）。現今普遍接受教育的年限延長，女性婚前勞動參與的

年齡不斷延後，一旦因婚育離職，由於人力資本累積的時間不長，婦女重新

進入勞動市場時可能需面臨中高齡就業與工作經驗不足的困境。 

（三）以部分工時制度作為「促進」婦女就業政策？ 

部分工時制度在許多國家中被視為是平衡工作-家庭的策略之一，使勞動

者能夠透過調整工作時間，來配合家務時間的需求。部分學者認為，我國女

性參與部分工時工作的人數，相較於其他國家數量仍偏低，若能藉由部分工

時工作開發潛在女性勞動力，不但可提昇我國女性勞動參與率，亦能使女性

達到兼顧家庭的目的。因此政府有意藉由提倡女性從事部分工時工作，使其

可同時兼顧工作與家庭的需求。 

依據行政院勞委會 2007 年「部份工時勞工就業實況調查」與「家庭主婦

從事部分工時概況」的統計資料，我國部分工時就業者人數（由受訪者自行

認定）有 252,327 人，占總就業者比率 2.5%；其中，男性總就業人口中從事

部分工時工作者占 1.8%，女性則為 3.3%。觀察部分工時就業者之男女結構比

率，男性占 41.9%，女性占 58.1%；在女性部分工時勞工中，具有家庭主婦身

份者占 29.9%。由上述可知，我國部分工時就業人數占總就業人數比例不高，

與其他國家相較下可明顯看出差異2。 

                                                 
1 指非勞動力人口扣除高齡與身心障礙者。 
2 2006 年我國為 3.6%，韓國為 8.8%、日本 24.5%、美國 12.6% 、法國 13.3%、英國 23.4%、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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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工時勞工的其他身分別，以「在學或準備升學」所占的比率 49.0%

最高，其次是「家庭主婦」占 18.1%，二者合計占了我國總部分工時勞工的

67.1%。其中，有 52.9%的家庭主婦「因家庭因素無法擔任全時工作」而選擇

部分工時工作，顯示配合家庭需求是我國婦女選擇部分工時工作的主要原

因。即使現今女性勞動力參與普遍提升，女性的工作時間仍多受限於家務責

任（Lee, et al.，2007：84）。 

站在政策制訂者的角度，部分工時就業的推廣可帶來下列益處（OECD，

2008：102）：1.協助勞動者更能夠平衡工作與家庭照顧；2.部分工時就業能鼓

勵更多不同類型的勞動力加入勞動市場；3.部分工時工作可以隨著經濟與組

織狀況彈性調整勞動力；4.同一項工作可以分割為若干個部分工時工作，以

使更多勞動者共同分享工作。在許多先進工業國家中，婦女最主要的就業型

態即為部分工時工作，甚至出現了部分工時工作女性化的現象（Bolger & 

Kimber，2000：135）。此種發展趨勢固然有其經濟結構、技術條件與社會文

化的客觀因素存在，但政府仍扮演關鍵角色（張其恆，2000：38）。近來，在

人力資源的觀點中，亦體認到將員工視為一個「全人」，組織除了重視員工的

工作表現外，也應重視員工的家庭與生活需求（Friedman, et al.，2000）；甚

至員工家庭生活的滿足，更能增進其在工作中的表現。 

但近來有許多學者觀察部分工時制度的實行狀況後，質疑政府及組織將

部分工時作為「促進」女性就業措施的效果及影響（Higgins, et al.，2000；

Hill, et al.，2004；Warren，2004；Kelly & Kalve，2006；Liechty & Anderson，

2007）。也提出部分工時工作低劣的勞動條件與就業品質，可能會促使女性勞

動力走向邊緣化的擔憂（Beechey & Perkins，1987；Tam，1997；劉梅君，1994；

2008）。 

 

                                                                                                                                            
蘭 35.5%。（我國、日本以每週工作 35 小時以下計算，其餘為 30 小時。）參照勞委會（2007a），

《部分工時勞工就業實況調查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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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本文透過探討 Hakim 所提出女性勞動力的偏好理論，以及該理論所引發

的爭論，來瞭解影響女性選擇部分工時工作的因素。除了「個人」的因素外，

本文亦將著重討論「社會」與「家庭」的結構因素，如何型塑女性的就業選

擇。更進一步探討，婦女部分工時工作者在選擇工作時是否基於真正的自由

意願，在什麼條件下使婦女自願∕非自願的選擇部分工時工作。 

除了探討婦女選擇部分工時工作的因素外，也需瞭解婦女從事部分工時

工作的經驗，對於其在社會與工作發展、家庭角色與個人生活等面向上，可

能會產生的影響。瞭解婦女從事部分工時工作，是否能夠平衡其工作、家庭

與個人生活的需求。進一步歸納，我國政府欲透過提倡婦女從事部分工時工

作，來達到提升女性勞動參與率，及協助勞工平衡工作-家庭需求的政策目標

下，應反思及考量的問題。 

綜合上述，本文的研究目的有下列三點： 

（一）瞭解婦女選擇從事部分工時工作的考量與形成決策的過程，探討影響

或限制其選擇部分工時工作的社會、家庭與個人因素。 

（二）瞭解部分工時工作對婦女在工作-家庭平衡與個人生活的影響。 

（三）歸納政策上提倡婦女從事部分工時工作應反思及考量的問題。 

第二節 定義與研究範圍 

一、部分工時工作的定義 

（一）法律規範上的定義 

部分工時工作的定義依據各國國情不同而異，在國際組織的相關規範

上，國際勞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以下簡稱 ILO），於 1994

年公布的第 175 號部份時間工作公約（Part-time Work Convention）與第 182

建議書中，將部分工時工作者定義為：「一受僱者的正常工作時間少於與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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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比的全時工作者」3。 

此一定義中包括兩項重點：「正常工作時間」與「可類比的全時勞工」。

公約中「正常工作時間」是指依據工作的實際內容與性質考量下，一週或一

固定期間內的正常工時。「可類比的全時勞工」則指：1.具有相同類型僱用關

係；2.從事相同或類似的工作或職業；3.在相同部門就業，若該部門無可類比

勞工下，則在相同企業就業；若同企業無可類比者，則以在相同行業就業者

類比。 

部分工時工作在契約成立之初，勞資雙方即已同意採取全時勞工為短的

工作時間；但受到景氣或經營狀況影響的「部份失業」，使勞工正常工時受到

削減，則不視為部分工時工作者（ILO，C175, Article 1；黃越欽，2006：322）。 

另外，歐盟（European Union, EU）於 1997 年與其社會夥伴間簽訂的「歐

洲框架協約」（European Framework Agreement）中，將部分工時定義為：「指

其正常工時，以週或以最長一年的平均工作時數計算，較相當之全時勞工為

短者。」其區別部分工時勞工的核心標準與 ILO 的定義相似。 

我國部分工時工作在法律上的定義，依據行政院勞工委員會 2003 年編印

的《僱用部分時間工作勞工參考手冊》，其將部分工時勞工定義為：「其工作

時間，較該事業單位內之全時勞工工作時間（通常為法定工時或企業所定工

作時間），有相當程度縮短之勞工，其縮短之時數由勞資雙方協商訂定。」上

述定義中，所謂「相當程度縮短之工時」的判斷基準與範圍，該手冊中並未

明確規定是以每日、每週或每月等方式計算；全時勞工的參考對象亦未指出

是否以同類工作或同職業之最長或最短工時為比較基礎（邱駿彥，2005：

301）。 

上述法律規範上的定義，是為了特別將部分工時勞工納入法律適用範圍

而設，以與其他類型勞工作一區別。目前許多國家對於部分工時規範上的定

                                                 
3 C175, Article 1:“the term‘part-time worker’means an employed person whose normal hours of 
work are less then those of comparable full-time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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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皆依據 ILO 公約與歐盟協約的原則修訂（陳玲俐，2004：24），但法律上的

定義主要應用於個人層次，並無法完全顧及各國於經濟統計或各行業的實際

情形（BOLLÉ，2001：217；張天開，1988：2）。 

（二）統計上的定義 

為了統計上的便利性，各國在統計上的定義通常採取下列三種方式

（BOLLÉ，2001：218；行政院主計處，2007a：1-2）： 

1. 由受訪者主觀自行認定：此種方式較能突顯工作的性質及特性，能

兼顧雇主和受僱者之間的協議，但容易受到個人主觀判斷影響。 

2. 以固定工作時數為門檻：依每週實際工時或經常性工時未達一定時

數來判定是否為部分工時工作者，但易忽略各部門間或不同工作之

差異性，各國依據實際情形有不同判斷標準4。 

3. 結合以上兩種方法：保持客觀性及便於國際比較，近年來許多國家

採取此種方式，例如：德國、西班牙、荷蘭與英國等。 

我國行政院主計處人力資源調查中，以「正常工作時數」區別部分工時

與全時工作者。在組織中有規定正常工作時數時，受訪者每週應工作時數若

未達到組織所規定的正常上班時數，則視為部分工時工作者。若組織中未規

定正常工作時數時，則區分三種情形：1.季節性工作者：由於其每週工作時

數不定，以相較於經常性工作明顯減少工時為標準。2.無固定雇主與廠外按

件計酬之受僱者：從事同一工作性質工時應合併計算，原則上以每週 35 小時

為標準。3.自營作業者：平均每週工時未達 35 小時者，以受訪者選擇工作情

形主觀認定。 

在部分工時勞動調查統計上，我國採用由受訪者自行認定是否為部分工

時勞工，以及國際比較上通用每週工時未滿 35 小時為判斷基準（見表一）。 

 

                                                 
4 例如：芬蘭、加拿大與紐西蘭以每週工時 30 小時以下為標準；澳洲、奧地利、冰島、日本、

瑞典與美國為 35 小時；土耳其、匈牙利為 36 小時；挪威為 37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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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我國部分工時就業者人數 

2007年5月 

部分工時就業者 
            人數及比率 
判定標準 人數 

占總就業

者比率 
說明 

受訪者自行認定 252,327 2.50% 
此為目前普遍採用的部分工

時人數統計。 

平均週工時未滿 30小時 236,425 2.30% 

平均週工時未滿 35小時 366,316 3.60% 
可做為國際比較參考。 

資料來源：行政院主計處人力運用調查 

二、研究對象定義與範圍 

經由前述法律與統計上的定義可知，部分工時工作（Part-time Work）的

概念原則上是以「較正常工時為短」為基礎。以統一的週時數標準作為判斷

是否為部分工時勞工，其目的是便於比較並評估縮短工時的影響，以便與全

時勞工作出區分（OECD，1997：6）。 

但在勞動市場的實際運作中，為了配合產業特性或組織工時需求，部分

工時工作的運用可能不再侷限於縮短一日八小時的正常工時；特別是在全年

無休 24 小時營業的服務業中，其可能無所謂一日八小時的正常工時的標準概

念。大多將營業時間區分為幾個時段（如：早班、中班、晚班、大夜班），每

個時段的工作時數依據不同營業需求可能多於或少於八小時。並透過採用「輪

班制」5，使雇主能夠在不同員工的接手輪班下拓展營業時間（Lee, et al.，

2007：96）。然而，全時或部分工時工作皆可能採取「輪班制」，輪班工作相

較於在全時工作，更容易在部分工時工作中出現。由於大多數的部分工時勞

工可能因為家庭或個人因素，無法配合一般朝九晚五的工作時段，因此會選

擇能夠配合家庭或個人時間需求的輪班工作（Beers，2000：40）。 

我國雇主刊登招募訊息時，多採用「兼職」稱呼部分工時勞工，與「全

                                                 
5 輪班制（shift work）指其上下班時間並非如同一般朝九晚五的工作。參照 Beers（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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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正職」勞工作一區別6。一般而言，「兼職」工作多指勞工的工作時段與

工作時數不固定，可配合勞工在正職工作外或空閒時間從事兼差工作，其概

念較接近「非正式」的工作時間；而「全職∕正職」工作則指工作時段與工

作時數固定。 

與日本類似，我國就業市場中的部分工時勞工並非專指「短時間勞工」，

依據組織的不同需求，兼職工作的內容可能屬於非核心事務或與全職勞工類

似，在工作時數上不一定會與全職勞工相異；但在教育訓練或薪資福利待遇

上可能會存有差異。因此區分的標準在於「正式」與「非正式」間，日本廣

義將「正式∕全職」勞工外的「非正式∕兼職」勞工視為部分工時工作者（李

景立，2001：82-83）。 

在統計與法律上較狹義的定義下，若以每週工作 35 小時或 40 小時以下

來判斷是否為部分工時勞工，則有些工時較長的部分工時勞工將不被納入統

計資料當中。以法律規範的定義來看，若組織或產業中普遍習慣聘僱部分工

時（兼職）勞工，則其工作時間可能不會低於同一工作場所或行業的一般勞

工的工作時間，在此情形下將不會被認定屬於部分工時勞工。因此在統計或

是法律上的定義，均無法完整描述我國部分工時勞動市場的實際情形。 

為了平衡工作與家庭所採行的部分工時工作制度，一般是指勞工能夠配

合家庭需求減少或調整正常工作時間或時段；兼職工作的工作時間雖然不一

定較全職工作短，但勞工可能會選擇能夠配合其時間需求的工作時段。依據

行政院勞委會的統計資料，我國婦女部分工時工作者平均週工時為 27.1 小

時，約為單位內全時勞工工時（44.8 小時）的 6 成。每週工作時數在 30 小時

以下者占 58.5％，另有 20.4%每週工作時數在 40 小時以上。我國大部分的婦

女部分工時工作者每週工作時數在 30 小時以下，但亦有約 1/5 的婦女其每週

工作在 40 小時以上。 

                                                 
6 亦有以「時薪人員」來稱呼部分工時勞工，參照林莉莉（200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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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廣泛考量我國部分工時就業的實際情形，本文的研究對象主要以較廣

義的「非正式∕兼職」勞工為範圍，在文中統一採用「部分工時」與「全時」

稱呼，並不特別以每週工作時數門檻來判定部分工時工作，以較貼近我國勞

動市場的實際情形。 

再者，由於我國婦女的勞參率偏低，且多有因婚育離職的情形；政府有

意將部分工時制度做為促進婦女就業的措施，針對有家庭責任而無法就業的

婦女，提供部分工時工作使其能夠兼顧工作與家庭。在部分國家中，部分工

時工作具有女性化的特徵，部分工時工作被視為是女性調和工作與家庭的措

施。因此，本文主要的研究對象，為 Hakim 偏好理論中的 Home-centered 女

性：「婚育後曾有部分工時工作經驗」與「婚育後曾為了照顧家庭而未就業」

的婦女。以已婚婦女為研究對象，是為了瞭解婦女在婚育前後就業型態選擇

的差異，及婚育後就業歷程的轉變，以突顯家庭責任對婦女就業的影響；且

已婚婦女是構成我國潛在勞動力最主要的族群，是學術及政策上值得注意的

對象（張清溪，1980：195）。 

由於從事全時工作、部分工時工作與不就業，三種就業型態均可能會出

現在婦女的生命歷程中，本文透過檢視女性婚育前後完整的就業經歷，避免

僅討論女性單一時期的就業經歷。在工作-家庭平衡的政策目標下，透過探討

婦女部分工時工作者的實際經驗，以瞭解婦女選擇從事部分工時工作的過

程，部分工時工作在其生命歷程中出現的時期，以及部分工時工作對其產生

的影響。由於因婚育後離開勞動市場的婦女，是政府推動部分工時工作制度

主要的目標對象，因此本文亦特別關注「婚育後為了照顧家庭而未就業」的

婦女，瞭解其離開職場的原因，以及其對於部分工時工作的看法。 

第三節 研究對象概述 

14 位受訪者中，曾有部分工時工作經驗者有 6 位（小米、淑芹、筱琪、

鈞秀、曉郁、婕于）。受訪者的部分工時工作經驗中，有 1 位從事餐飲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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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負責安親班開娃娃車的工作，3 位為教師，1 位曾從事會計與國貿業務；其

中有 2 位是經由與雇主協調後，由原有的全時工作轉換為部分工時工作。除

一位受訪者因仍在就學未曾有全時工作經驗外，其餘 13 位受訪者在婚育前皆

有全時工作經驗。 

受訪者的年齡範圍在 29~59 歲。其中，29-40 歲占多數，有 10 位；41-50

歲有 3 位；51-59 歲 1 位。大多受訪者屬於壯年時期，屬於中高齡族群的樣本

較少。其中，曾有部分工時工作經驗的婦女年齡介於 35-45 歲；未就業女性

年齡則呈現分佈於較年輕世代與中高齡世代的兩極現象：29-34歲與 47-59 歲。 

教育程度方面，高職者有 3 位，專科 3 位，大學 4 位，研究所 4 位，受

訪者教育程度普遍偏高。其中曾有部分工時工作經驗者，其教育程度涵蓋高

職、大專與研究所；其中大專與研究所者所從事的部分工時工作的專業性較

高職教育程度者高。然而，未就業的婦女其教育程度亦涵蓋高職至研究所，

顯示教育程度高低並不必然與我國婦女的就業選擇呈直線相關。 

所有受訪者中，除一位在懷孕待產外，其餘受訪者皆育有子女；其中有 6

位受訪者育有未上幼稚園的子女。在婚姻狀態方面，離婚有 2 位，離婚的原

因之一為與配偶在養育子女的觀念上無法契合；分居 1 位，配偶需常至國外

出差者 4 位；表示配偶雖不需常出差，但因工時偏長而在家時間較短者有 2

位，顯示大多數的受訪者須獨自負擔家務及照顧子女的責任。 

受訪者就業經歷的轉折過程中，其中 6 位曾有部分工時工作經驗的受訪

者，從事較低階部分工時工作者有兩位（早餐店與娃娃車司機），其在婚育後

曾有一段未就業的經歷，在配合家庭照護需求與個人期望與職場接觸下選擇

從事部分工時工作。但之後因部分工時勞動條件變更，導致無法符合家庭需

求而轉換至未就業的狀態。即使在職場環境對年齡、教育程度與就業經歷的

限制下，但其仍期望未來能夠擁有與職場接觸的機會，進而從事全時工作。 

其中 2 位受訪者由於其過去就業經歷與專業能力的累積，使其能夠由原

有全時工作縮短工時，從事部分工時工作；並能在未來家庭需求減少時回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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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時工作。另外有 2 位從事教育業的部分工時婦女，其待子女年齡較長，或

教育業環境能夠提供托育資源時從事部分工時工作；並在之後恢復全時工作。 

在曾有未就業經驗的受訪者中，婦女多於子女出生後在缺乏托育資源下

選擇不就業；並待子女年齡較大之後選擇從事全時工作。由於大多受訪者的

子女年齡較低，多位於嬰幼兒或小學時期，因此樣本較無法推估至擁有較能

獨立子女的婦女的就業歷程。 

表二、受訪者背景資料 

代稱 年齡 
婚姻

狀態 
教育

程度 
依賴照顧者 

歷程簡述 
（婚育前→婚育後→未來規劃）

小米 38 已婚 高職 子女：1（小五） FT→NW,FT,PT,PT,NW→FT 
臻妮 47 已婚 三專 子女：3 

（大一、高一、幼

大） 

FT→FT,NW,FT→FT 

蔓琍 29 已婚 大學 懷孕八個月 FT→FT,NW→PT,FT 
淑芹 36 已婚 研究

所 
子女：2（四歲、

七個月） 
FT→PT→FT 

亞琇 
 

29 已婚 碩士 子女：1（兩歲） PT→NW→FT 

薇娟 34 已婚 碩士 子女：1（一歲） FT→FT,NW→FT 
秀翎 
 

59 分居 高職 子女：3（成人） FT→NW,FT,NW→NW 

筱琪 45 已婚 專科 子女：2（高中、

身心障礙） 
老年人：2 

FT→NW,PT,NW→NW 

乃雯 33 已婚 碩士 子女：1（三歲） FT→NW→FT 
鈞秀 35 已婚 大學 子女：1（幼中） FT→FT,NW,PT,FT→FT 
曉郁 45 離婚 專科 子女：1（國小） FT→PT,FT→FT 
莎莎 37 已婚 大學 子女：2（幼中、

四個月） 
FT→FT,NW→NW 

唯馨 29 已婚 大學 子女：1（六個月） FT→NW→NW 
婕于 40 離婚 高職 子女：2（小一、

小五） 
FT→FT,NW,PT→FT 

【註】：歷程簡述中，「FT」表示全時工作；「PT」表示部分工時工作；「NW」表示未就業。底線

表示研究對象在受訪時的就業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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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方法 

本文首先透過蒐集、整理行政院主計處的《部份工時調查》、《人力運用

調查報告》、《婦女婚育與就業調查》，與勞委會針對部分工時勞工進行的《部

分工時勞工就業實況調查統計》、《家庭主婦從事部分工時工作概況》統計資

料，來瞭解我國婦女勞動參與及部分工時勞動市場的背景，並特別針對婦女

參與部分工時工作的情形加以討論。 

以 Hakim 的偏好理論及該理論所引發的爭論為基礎，並蒐集相關國內外

的實證研究，使我們更深入瞭解影響婦女選擇部分工時工作的個人、家庭與

社會環境因素；以及部分工時工作對婦女工作-家庭平衡，及個人生活帶來的

影響。 

在以 Hakim 的偏好理論為基礎下，參考其對女性就業歷程的論述，及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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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驗」與「婚育後曾經為了照顧家庭而未就業」的婦女為研究對象。採取立意

抽樣與滾雪球抽樣方式，透過師長親友的介紹，及透過網路發佈募集符合此

一類型的婦女進行深度訪談。本研究的受訪對象共有 14 位，並在受訪者接受

訪談後，詢問其是否有熟識符合上述條件的婦女；其中，經由滾雪球抽樣獲

得的受訪者有 4 位。 

13 位受訪者皆採取一對一的面訪方式，個別訪談時間大約一至兩個小

時。受訪者所在地點位於北部地區者有 11 位，位於中部地區者有 3 位。多於

速食店、茶飲店、受訪者的工作場所或受訪者家中受訪；其中一位由於地理

距離較遠，且受訪者因哺餵母乳不便外出，經與受訪者討論後，採取電子郵

件來回方式回答題目。可能會由於無法面對面溝通，而無法完整呈現該位受

訪者的真實反應與態度。14 位受訪者中，其中一人的回答較為簡略，且在受

訪過程中繼續追問下，受訪者仍不太願意深入回答，因此透過詢問與其熟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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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人來更深入瞭解該位受訪者的狀況。 

本研究採取半結構式訪談，以個人深度訪談的方式，來瞭解我國婦女從

事部分工時工作的實際經驗，以及家庭責任對婦女就業型態選擇造成的影

響。透過著重婦女的個人經驗，來提供此議題中更深層的意涵，以深入個人

與問題本身的社會事實。歸納研究對象所提供的豐富資訊，來瞭解婦女在工

作-家庭平衡中的態度與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