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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家庭結構改變與都市化等社會因素的影

響下，臺灣新生兒人數持續下降。相較於上一

代的父母，新世代的父母投注更多時間、情

感、與財物於子女身上，使得養育子女的資訊

需求隨之增多。本研究旨在探究資訊科技發

達、資訊量增多、獲取管道多元亦取得容易的

當下，學齡前兒童父母如何運用周遭資訊管道

去解決其育兒的資訊需求，並探討這些豐富的

資訊或多元的管道是滿足了育兒者的需求，或

反而導致育兒者陷入「選擇的困境」，因而造

成育兒者的資訊焦慮。本研究採用質性訪談方

法，以立意取樣邀訪九位受訪者。訪談結果指

出，在育兒問題解決的管道選擇上，育兒者會

因其個人經驗、社會網絡、與資訊環境，針對

不同的問題採用不同的管道，並選擇性或工具

性地採用偏好的管道來降低其他管道的眾說

紛紜。而現代臺灣育兒者的資訊焦慮來源較少

來自資訊缺乏、過量而無法消化、理解落差

等，而是被迫在不同性質的管道中選擇。當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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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焦慮獲得解決經常是育兒者己身獲得情緒

上的舒緩，而不盡然能解決該育兒問題。 

【Abstract】 

The number of newborns in Taiwan 

continued to decline, possibly due to the 

changing family structure and urbanization. 

The phenomenon of low birth rate reminds us 

of the fact that the new generation of parents 

will dedicate more time, effort, and resource to 

their children, thus increasing the needs of 

parenting information.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how parents of preschool children made use 

of various and easily-accessed information 

channels to solve their parenting problems, 

and discussed whether such information and 

channels meet the needs of parents, or 

oppositely, lead them to the circumstance of 

“the paradox of choice” and information anxiety. 

The study also discussed the properties and 

meanings of information from different channels 

(e.g., friends, Internet, books, or doctors). Nine 

participants were selected for a qualitative 

interview based on the purposive sampling 

approach. Our results indicated that parents 

use different information channels according 

to their personal experiences, social contact, 

and information environments to solve different 

types of information problems. Moreover, 

experienced parents, especially those who 

have more than one child, tend to ease their 

information anxiety by seeking information 

through different channels with instrumental 

purposes. However, it was also found that the 

information anxiety of current Taiwanese 

parents seldom derived from information 

deficiency or overload, but from the difficult 

decision to make among multiple channels 

embedded with informational, structural, and 

professonal priorities. Moreover, the decisions, 

not absolutely the most correct ones, are 

mainly made to ease the parents’ information 

anxiety. In other words, it is the parents’ 

anxiety that is solved rather than the parenting 

problem itself. 

緒論 

臺灣社會目前的就業、晚婚、家庭結構改變、高

生育年齡、低生育率、托育方式改變等均可能引起

育兒者高度投注心思在解決育兒問題上。檢視戶政

資料可發現，臺灣新生兒人數持續自 2006 年的

204,459 人下降至 2010 年的 166,886 人（行政院主

計處，2011a），而臺灣婦女第一胎生育年齡也自 2008

年的 28.9 歲攀升到 2011 年的 29.6 歲（內政部戶政

司，2011），育齡婦女平均生育率亦自 1966 年的 4.81

人降至 2010 年的 0.89 人，目前為全球最低（List of 

sovereign states and dependent territories by fertility 

rate, 2012）。這樣的情形難免引發各界對少子化現象

的關切，憂心人口老化甚至未來勞動力不足等問

題。然而，造成生育率降低、育兒年齡延緩的原因

眾多，諸如社會變遷、家庭結構改變（例如舊有的

大家庭轉變成小家庭）、國人受教育與就業機會增多

等因素，都是延後婦女生育年齡的間接或直接因素

之一（于宗先，2011）。針對少子化的現象，政府則

積極透過減稅、育兒津貼與低收入戶托育費補助等

措施，嘗試提高大眾生育意願（黃智聰、何怡澄、

羅光達、潘俊男，2009）。根據「婦女婚育與就業調

查」（行政院主計處，2011b），三歲以下嬰幼兒目前

以父母自行照顧居多（54.90%），但與二十年前相較

之下，由「其他親屬照顧」或採「保母托育」的比

例則漸普遍，尤其父母教育程度在大專以上者（分

別為 41.81%與 18.43%）則遠高於國中及以下程度者

（21.42%、1.94%）。由其他親屬（主要為祖父母）

照顧的比例趨勢則由民國 90 年的 8.73%增加到 99

年的 26.4%（內政部兒童局，2011）。 

育兒問題繁多，當缺乏育兒經驗時，往往需要向

親友或醫護人員求教，或自行上網、找書解決問題。

育兒問題包含幼兒無端哭鬧、睡眠與進食時間調

整、食物種類調整、嬰兒用品選購、疾病判斷與處

理等。在上一代社會中，因為家庭結構以擴展家庭

或主幹（折衷）家庭為主，這些問題的解決方法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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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以口耳相傳的方式在家庭內部或親友間流傳。而

在資訊科技發達的今日，除了諮詢醫護人員或求教

於親友外，大量的育兒書籍出版、豐富的電視廣告、

便利的育兒網路討論區等，均可幫助育兒者解決問

題。網際網路除了供育兒者查找資訊外，討論區、

部落格、Facebook 等社交媒介的興起，亦讓許多育

兒者彼此討論、抒發育兒甘苦，並可藉由這種自我

展現與社會互動來自我肯定。以臺灣為例，育兒者

會經常由 Babyhome 育兒討論區、Kimy 親子網、

KingNet國家網路醫院、PTT（臺灣最大的 BBS 站台）

的 BabyMother 看板等網路管道詢問或交換育兒資

訊。另外，即使網路科技發達便利了育兒資訊的獲

取，育兒與教養類書籍的出版仍未減少。研究者仿

曾凡慈（2008）於 2011 年 3 月份自網路書店博客來

收集相關教養類書籍一千多筆，發行時間涵蓋 1900

至 2011 年。其中 1900-2005 年間共 500 多本，平均

每年出版約 33 本；而 2006-2011 年間共出版 630 本，

平均每年出版約 126 本。以上統計資料一方面顯示

育兒知識相關書籍因應資訊時代加快出版流程而大

量產出，育兒者可更容易自書籍獲取育兒資訊，另

一方面也間接暗示了育兒者對書籍這個訊息管道有

所需求與依賴。 

雖然在網路上或書籍中育兒資訊量提高也容易獲

取，但曾凡慈（2009）曾述及臺灣的育兒者育兒知

識獲取管道仍是以社會支持網絡（如有育兒經驗的

朋友或親人）為主，而不是依賴育兒書籍。而自內

政部兒童局（2011）於 99 年所委託調查的「臺閩地

區兒童及少年生活狀況調查報告」亦證明，教養知

識的主要來源仍為「長輩親友傳授（64.6%）」；「自

己帶孩子的經驗累積（48.8%）」次之；最後才是「自

己閱讀育兒相關書籍（48.3%）」。在這樣的情形下，

自然無法簡單地以書籍出版或網路普及來推測育兒

者如何透過自主資訊尋求來解決育兒問題。但就近

年家庭結構發展來看，亦不見得利於育兒經驗流

傳。我們不難發現在第一胎生育年齡攀升、生育率

低的今日，育兒者的父母通常年事高，且不見得有

足夠豐富的育兒經驗。因為目前五十至六十歲祖父

母輩的育兒時期，正值一九六○年代政府提倡「一

個小孩不嫌少，兩個孩子恰恰好」的生育政策口號，

因此育兒數也自當時逐漸減少。在這樣的情況下，

育兒經驗顯然不容易在家庭內部傳承，亦會造成年

長者的育兒經驗較不受肯定。 

政府的介入使得醫療與健兒資訊獲取便利，幼兒

身心發展的評估不再只是依靠過去親朋好友間口

耳相傳的知識。在政府推動下，每個新生兒父母

均會獲得由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所編印的「兒

童健康手冊」，內容包含了幼兒的母乳哺育、生長發

展曲線、發展指標、疾病觀察、預防接種等經統計

量化與專家驗證的權威醫學建議。這樣的措施看似

提供了一明確的發展藍圖給育兒者做參考，然而曾

凡慈（2009）指出這樣的政策反倒會帶給育兒者更

多焦慮。例如生長發展曲線可指出目前該歲幼兒的

體重或身高相較於全國幼兒的百分比，而受健保補

助的七次發展診察則提示了例如幼兒在二至四個月

應會「抬頭、手掌張開、對人微笑」。結果是當幼兒

因體重略低於平均值、或無法於俯臥姿勢抬頭時，

經常會造成育兒者的焦慮。 

以上例子顯示了雖然資訊獲取便利，但育兒者的

育兒問題、資訊需求與焦慮不見得會較容易獲得解

答。因此欲探究育兒資訊尋求與資訊焦慮，需要考

慮整體文化建構的過程（Goodnow，1988）、育兒者

的親友網絡、以及醫療健兒政策（曾凡慈，2008）

等來自廣域的文化、社會、制度，以及個人網絡的

多方影響。除此之外，當獲取資訊的管道變多，所

查訪到的結果也較容易眾說紛紜，可能造成育兒者

手握多方資訊卻處於難以選擇的不確定狀態。以「奶

瓶材質」為例，新手父母可能從親朋好友獲知一般

PC 塑膠奶瓶輕且不易摔破，但又在網路獲知玻璃奶

瓶易清洗且不易殘留，在育兒書籍又歸納了 PES、

PPSU 奶瓶雖然價格較高，但加熱、消毒皆不易產生

有毒化學物質。當育兒者好不容易決定購買某種奶

瓶後，卻又無意間由電視節目中得知，PC 奶瓶會因

加熱消毒產生有毒物質，玻璃奶瓶則容易摔破，

PES、PPSU 奶瓶則容易刮傷。以上買奶瓶的例子顯

示了來自不同管道的多樣解決方法可能會使得育兒

者難以選擇，再加上育兒方式與幼兒發展結果的因

果性通常不明確，會使得這類育兒問題的解決方式

取捨更為困難（曾凡慈，2009）。Schwartz（2004）

針對問題的多樣性解答，發展了「選擇的困境（The 

paradox of choice）」的論述。他以自由消費市場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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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指出人們獲得了更多自主性、控制力，及解放

感。但當可供選擇的項目持續暴增，負面效果也愈

大，直到有一天人們再也無法承受這麼多的選擇，

選擇帶來的不再是自由，反而是剝奪了人們的自

由，亦可說帶來壓榨式自由。當類似的情況發生時，

育兒者在短時間內接受大量資訊，會引發選擇上的

困難，因而產生資訊焦慮。 

除了過多的選擇會引起資訊焦慮外，不同的訊息

管道亦承載著訊息提供者相對於育兒者在結構上

或專業上的優位所形成的「知識權威」（曾凡慈，

2009），甚至使得育兒者寧可選擇一個能夠降低其

本身焦慮但卻可能不見得是最能解決問題的方

法。以教養態度為例，育兒資訊分享網站中最常被

爭論的是「百歲派」與「親密派」兩種截然不同的

教養方式，興起的原因源自對「訓練嬰兒睡眠」一

事看法上的差異。「百歲派」強調嬰兒應有規律的

睡眠作息，希望藉由延遲回應幼兒的哭鬧來訓練幼

兒作息規律，而「親密派」則希望隨時回應幼兒的

需求並給予安撫，以增強幼兒的安全感與信任感。

這兩種教養態度看似對立但最終目的都是希望能

讓幼兒及早適應規律的生活作息，再加上教養方式

與孩童日後發展的影響因果關係不明確，因此育兒

者更容易因個人想法與其他不同專業或結構相異

的資訊來源發生衝突。例如婆媳即是一種就育兒方

式常引起爭端的社會關係，具有結構優位；而醫生

通常具有專業優位。當大量不同的教養態度通過社

交網路媒介被匯集至育兒者，這些以親朋好友或者

網友的信任為基礎的教養態度或方法亦可能挑戰

過去專業知識的權威，例如 DeLuca、Margaret、Sally

與 Georgianne（2012）發現育兒者會運用網際網路

上的討論替代部分幼兒疾病治療的步驟，而曾凡慈

（2009）在探討母職實踐時亦提及，是否接受醫學

與健康的建議，不只是要考慮育兒者與醫學專家兩

者，而必須考慮母親所置身的親友網絡也可能對育

兒者的選擇造成影響。上述的例子亦同時指出即使

育兒者都了解來自醫方的資訊應具有專業優位，亦

即最能夠正確地解決該問題，但可能醫方資訊或處

理方法不見得最符合育兒者情感需求的方法，因而

不見得他們會選擇一個對的答案，而是情感上感到

安全的答案。在這樣的情形下，「何謂資訊」會高

度的個人化，需考慮資訊尋求者的個人經驗、情

感、所處的社會網絡、和個人對不同管道（資訊、

結構或專業）優位的偏好。 

因此，雖然育兒問題的相關資訊獲取容易，尋求

管道變多，但卻可能因為過多的選擇、資訊理解的

落差、以及資訊來源本身的結構或專業優位而需要

再檢視、回顧或補充 Wurman（2001）所提出的資

訊焦慮。Wurman（2001）認為引發資訊焦慮的情況

有幾種：（1）不瞭解資訊、（2）覺得要瞭解的資訊

量多至無法負荷、（3）不知道某項資訊是否存在、（4）

不知道哪裡可以找到資訊、與（5）確切知道哪裡可

以找到資訊卻不得其門而入等。然而，Lenz（2011）

亦分享了另一種資訊焦慮經驗。文中描述了她發現

女兒幾乎沒有笑容，於是她不斷地上網搜尋，發現

也有不少父母面臨類似的問題，但大部分父母所獲

得的解讀或提供的資訊均與幼兒孤僻症相關，即使

她周遭的親朋好友和醫師均一再告訴她這是正常的

現象，她仍無法停止不斷上網搜尋相關資訊，直到

有一天，她女兒突然開始有笑容。這樣的案例是大

多數具有上網能力的育兒者均可能或曾經遇到的一

個資訊焦慮情境，由於 Wurman（2001）所述及的

資訊焦慮發生原因著重在資訊量以及資訊的理解、

搜尋與獲得，卻無法解釋上述案例因線上社群資訊

唾手可得，反而造成育兒者無法放心地接受周遭親

友或專業性醫療專家的建議。因此，本研究認為在

資訊獲取管道較十多年前便利的環境下，值得再檢

視育兒者的問題：資訊焦慮與需求類型、獲取管道

偏好、與資訊焦慮的發生。 

文獻探討 

資訊與資訊焦慮 

根據 Wellish（1972）所回顧的諸多資訊定義，可

發現過去主要是以型態、本體、或者用途來定義資

訊，其中與本研究最相關的應為 Wersig 與 Meyer- 

Uhlenried（1970）針對用途所下的定義，即「資訊

為可降低不確定性的訊息」。除此之外，Wurman

（2001）則認為資訊必須被付諸實用，亦即可延伸

上述定義為「資訊為可減少使用者不確定性的資料

或訊息」。因此，本研究將訊息定義為透過管道所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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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的資料，訊息可能是人或任何媒介所給予的，當

該訊息有效刺激接受者或產生意義時（無論是提高

或降低不確定性），該訊息對該接受者而言即為資

訊。在個體渴望求知的情況下，資訊若無法降低個

體的不確定感，或無法從眾多資訊與資料中得到我

們所需的解答，焦慮感因應而生，即為資訊焦慮。

由於本文涉及育兒問題或相應產生的焦慮，為避免

用詞混淆，再次強調「資訊焦慮」專指因為資訊需

求、尋求過程、資訊管道與獲取資訊後的期望落差

所產生的焦慮。 

Wurman（2001）在資訊焦慮一書中，對資訊量或

品質所造成的焦慮進行了完整的定義與架構，他認

為，形成資訊焦慮的可能原因有覺得要瞭解的資訊

量多至無法負荷、不瞭解資訊、不知道某項資訊是

否存在、不知道哪裡可以找到資訊與確切知道哪裡

可以找到資訊卻不得其門而入等。其主要在探討資

訊時代，個人於日常生活中所接受的訊息自短缺轉

變為過多，而於認知上無法負荷的情形。著重在訊

息量過大而無法消化的問題。而資訊焦慮亦可能肇

因於對於資訊的解讀與理解的落差（亦即「真正了

解的」與「我們以為應該了解的」之間的落差）。

Wurman（2001）認為不同資訊來源管道、媒介所承

載的資訊正確性與品質，也可能使個體對某些管道

失去信心。像以往的資訊來源多以紙本為主，但現

在常以各式媒體、網路、會議討論方式呈現，人們

無法逐一對這些資訊源作有效的管理及控制。一方

面這些資訊易於取得，另一方面卻使得個體擔憂是

否有其他更正確的資訊，因而陷入「選擇」的比較，

或窮於追求更多選擇，而產生更多的焦慮。蔡慧美

（2003）自前人研究歸納出最後一項資訊焦慮是來

自學習、工作及人際溝通等過程所產生的壓力，當

個體不斷在區別「該不該做」與「有沒有遺漏資訊」

時，經常產生一種愧疚感，這種愧疚感來自個體期

望與掌握的資訊之間有數量上或理解上的落差，因

而促使個體產生「應該去吸收」某類資訊的感覺。

綜合以上所述，要探究育兒者的資訊焦慮，需要釐

清其育兒問題、資訊需求類型、相對應的資訊尋求

／蒐集，以及訊息來源管道的資訊、結構與專業優

位特性，與育兒者的個人偏好，並考慮獲取資訊後

的期望與實際落差。 

育兒問題與資訊需求 

在育兒所遭遇的問題中，疾病預防與處置、生活

教養方式等最常令育兒者感到困擾。Alexander、

Groen 與 Dolyniuk（2000）指出現在許多年輕育兒

者缺乏育兒資訊與技巧，譬如不知如何預防幼兒相

關疾病，不熟悉且無法讀取藥品上的說明書；袁影

與杜柯凝（2010）則指出新生兒母親經常對某些新

生兒發展階段的非正常病理變化感到恐懼；其他尚

有語言學習遲緩、感覺統合不全、急性疾病的照料

方法、特殊醫療器材的使用（Jackson et al., 2008; Kai, 

1996; Alexander et al., 2000）等兒童醫療與健康相關

的問題。林淑瑜（2001）指出當育兒者遇到上述問

題時，自身易引發憂鬱或焦慮。實際的例子如幼兒

急症、先天性缺陷、與注意力缺失可能會導致母親

罹患焦慮症；而懷孕時承受幼兒健康的壓力將伴隨

幼兒出生後照顧的壓力，易使母親罹患憂鬱症；但

若父母皆能擁有照顧幼兒的健全醫療知識與足夠的

自信心，則憂鬱症產生的可能性將大為減少。而曾

凡慈（2009）則指出，當代臺灣育兒具有眾說紛紜

的特質，而育兒者也意識到醫學專家的說法亦缺乏

共識，就如同前述「奶瓶的選擇」與「百歲派與親

密派的教養態度」的例子，均會讓育兒者感到無從

選擇的焦慮。曾凡慈（2009）進一步提及由於臺灣

育兒環境對早期兒童發展的強調與監管，使得我們

對判斷孩子是否「正常」的標準提高，對「落後」

的容忍度降低，使得當代育兒者陷入一種「完美育

兒」的焦慮。若針對其中資訊所扮演的角色來探討

的話，當兒童發展資訊大量地被放置在網路上，或

者當親友網絡認為相關資訊俯拾即是時，一方面可

能會降低醫學專家的專業性，使得「專家說了算」

的說法不再管用；另一方面則造成對育兒者是否能

完美蒐集資訊，找到最佳解答的苛求，亦是其中一

類的資訊焦慮。 

隨著新生兒逐漸成長，尚需面對安排保母、就學、

遊戲、社交等育兒問題。家長對於學前準備教育場

所最在乎安全性與優先照顧自己的小孩這部份，其

他關於家長的喜好、信仰、價值觀、學前教育的知

識、滿意度與經驗也會影響家長選擇幼稚園的決定

（Foot, Howe, Cheyne, Terras, & Rattray, 2000）。李芳

森（2006）則提及遊戲是兒童的生活重心，且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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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亦指出遊戲能夠幫助兒童建立自我、自信心、

人際關係、與社會經驗等，對兒童自我成長到社會

生活影響很大。然而，另一派說法則是提早學習，

認為童年對於日後發展十分重要，不應錯失任何學

習的機會，三歲之前著重在禮節與習慣的養成，而

提早學習的概念已經涉及三至六歲的學齡前兒童

（李芳森，2006）。這樣對立且因果不明確的教育與

心理層面的問題，在周遭的育兒網絡（包含祖父母、

親友、醫護人員）以及網友的推波助瀾下，更容易

讓育兒者感到焦慮。 

研究者試從國內幾個知名的學齡前親子網站及學

齡前兒童專屬雜誌（媽媽寶寶親子雜誌、Babylife、

媽咪寶貝）及教育部出版的「解開孩子成長的密碼

－0-6 歲嬰幼兒發展手冊」中，就家長較關注的討論

區、專題報導、爸媽 Q＆A 及重點內容整理如下，

分為幼兒生理（身體）需求與教養需求二類： 

● 生理（身體）需求：通常包含衣、食、住、行

等問題在內，例如母乳哺育、營養問題、疾病

與健康、副食品製作與選擇、衣物購買、食材

購買、用餐器具購買。 

● 心理（教養）需求：教養觀、常見發展問題（動

作發展、語言發展、認知能力）、情緒問題、問

題行為處理、社會情緒的發展、親子互動、自

理能力培養、幼稚園選擇、才藝與外語學習、

潛能開發、親子共讀、居家教育（教具 DIY）。 

上述方法乃根據育兒問題的情境進行分類，Wilson

（1981）剖析資訊需求乃源自於個人動機與所處之

情境，因而就人類的認知、情感與生理等三種基本

需求衍生相對的三種資訊需求類型，同時指出資訊

需求是在資訊使用者的生活或工作角色要求的背景

下所產生的。就育兒問題而言，育兒者相當於「代

為處理」了其子女的這三項需求，比如學習與各項

感官發展（認知）、獨立與親子互動所帶來的安全感

（情感）、子女的飲食、睡眠習慣、與成長指標（生

理）等。除此之外，育兒者本身可能也會因育兒，

間接影響自己的生活而產生己身的需求，如工作與

育兒時間的安排、睡眠時間調配更為複雜的需求。

而這兩類需求中，我們可以發現生理需求大多需要

即時解決，而心理類需求大多則可自平日蒐集資訊

開始，正可用 Krikelas（1983）的模型進行解釋，他

以需求是一種個體所認知到的不確定感的定義為基

礎，進一步指出資訊需求有立即性（immediate）和

延遲性（deferred）兩類，相較於立即性需求有明確

的立即性尋求行為，延遲性需求通常是指藉著長期

資訊蒐集（gathering）以建構對某件事情的了解，

來降低個體的不確定感（Henefer & Fulton, 2005）。 

但立即性與延遲性兩類需求亦可能重疊或重複出

現在同一種需求中，例如幼兒的生病處置等問題雖

看似立即性的需求，但事實上在任何一段育兒過

程，育兒者即不斷在接受來自其社會網絡或大眾媒

介的育兒態度與方法，並影響育兒者日後解決問題。

而這種依照立即性來分類的方法，可延伸至 Voigt

（1961）的資訊需求模型，其主要以三種不同求解規

模做分類，分為蒐集監管（monitoring）、需要特定

資料（finding specific data）與需要所有相關資料

（search exhaustively）等三種。綜合 Voigt（1961）

與 Krikelas（1983）的模型，蒐集監管類型類似上述

延遲性需求，僅會引發日常生活資訊蒐集；而其他

兩種類型則較容易引起立即性的搜尋。以育兒問題

做比方，育兒者有時可能僅需要一個解決方案（例

如身上起紅疹），或需要同時考量各種不同的解決方

法再擇其一（例如前述的奶瓶選擇案例），或者需要

類似生長發展過程等屬於發展藍圖的全面性資訊。 

資訊尋求行為 

資訊尋求行為是個人為滿足資訊需求而採取的解

決途徑。Fisher 與 Julien（2011）認為資訊尋求行為

的焦點在於人們有哪些資訊需求及人們如何尋求、

管理、提供、使用資訊。資訊尋求行為的區分主要

包含尋求資訊的目的、資訊來源的選擇、查詢資訊

的途徑等（曾淑賢，2001）。Kuhlthau（1991）認

為使用者的資訊尋求知識建構過程，包含了生理上

實際行為的發生、情感內的感覺經驗、及認知上關

注過程與內容兩方面的思想。因此需透過消化新知

識，整合既有的知識經驗來建構他們對事件的觀

點；所以資訊尋求是包括個人思想與行動的所有經

驗、情感的一個建構過程。Kuhlthau（1991）也認

為影響資訊尋求的因素有環境上的限制，如先前經

驗、知識、興趣及資訊的取得性、問題的要求、時

間的要求等，以及資訊檢索結果的相關性等。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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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尋求的過程中，可能會因為資訊使用者本身的

背景、扮演的角色及所處的環境、社會文化等情境

因素，對資訊尋求產生影響。譬如以都會區、鄉鎮

區父母為例，兩者處身的環境，擁有的社會資源

都可能對育兒資訊尋求行為產生不同的需求；譬

如都會區父母可能會較常使用書店、圖書館、網

路來尋找資訊問題，而鄉鎮區父母則可能較倚賴

親友管道，兩者所處的環境間接影響父母資訊尋求

的途徑。 

前節曾述及 Krikelas（1983）認為需求是一種個人

所感知到的不確定感，而透過資訊尋求與獲取可將

之降低。Krikelas 認為要定義資訊尋求行為可以用迫

切性（urgency）向度作為考量，對於個體意識到問題

的迫切性可自「我知道就好了（It would be nice to 

know）」至「無疑地我必須知道（I absolutely must 

know）」，而針對具有不同急切性的需求，個體會產

生非特意的「資訊收集」（Information-gathering）與

急切性的「資訊搜尋」（Information-seeking）兩種行

為，分別對應至其所提出的延遲性與立即性需求，

且明示只有少部分需求會引發立即性的搜尋，才稱

為資訊搜尋行為。當產生立即性的資訊需求時，需

求者會優先尋求自身內在資訊，當內在資源不足以

滿足其資訊需求時，則轉向尋求外界資訊來源，並

首先選擇與人直接接觸來獲取資訊。在本研究中，

育兒者於照顧學齡前兒童時產生資訊需求，正好符

合 Krikelas（1983）強調內在資訊來源的重要性，在

資訊收集的論點中，育兒者優先尋求自身對需求的

記憶、經驗，譬如兒時父母的照顧方法、教養方式，

曾經體驗過的知識經驗，當其資源不足時，進而轉

向外界尋求幫助。 

育兒資訊尋求管道與管道優位 

一個人在察覺自己的資訊需求後，如何尋求資訊會

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常見的研究議題如資訊尋求管

道與影響資訊尋求因素。由於資訊科技進步，現代父

母獲得育兒資訊與諮詢管道遠比從前來的多元，袁

影與杜柯凝（2010）針對 150 個新生兒母親進行育

兒知識的需求調查，發現年輕父母對科學育兒知識

極度缺乏，他們經常以觀看宣傳廣告、書籍、電話

資訊管道獲取更多的育兒知識。目前臺灣育兒資訊

管道來源很多，包括兒童圖書館/圖書室，如國立中

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親子資料中心、信誼基金會幼兒

圖書館、兒童育樂中心等官方資源管道；網路上也

有 Babyhome、Kimy 奇蜜親子網、KingNet、PTT 媽

寶板等管道可供諮詢或提供訊息交流。另外，行政

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自 2004 年印製的兒童健康手

冊，除了提供保健知識、生長發展曲線、發展指標、

疾病觀察外，亦登載寶寶預防接種與健康檢查之重

要紀錄。Radey 與 Randolph（2009）在探求父母親

尋求養育子女的資訊來源及使用網際網路的人口特

徵研究時，曾歸納學齡前兒童父母獲取育兒資訊來

源有社會網絡途徑（具結構優位如親朋好友）、專業

途徑（醫護人員具專業優位）、大眾與網路媒體三類。

除了曾凡慈（2009）所著重探討的結構與專業優位管

道外，大眾或網路媒體為資訊獲取相對快速、量大且

多樣性高的管道，相較於其他管道應具有資訊優位。 

訊息管道的可信度為育兒者採用時的重要考量，

且可信程度可能因為不同的養育方式（托育、祖父

母、自行照料）或者父母職業而有所不同。Radey

與 Randolph（2009）認為書籍與家庭成員雖然是育

兒者最常用的資訊管道，但不同社經地位的父母會

對不同的資訊管道有所偏好，他指出了年輕一代的

父母較常使用網際網路中的個人部落格、專業醫師

網站以及育兒網站。Jackson 等人（2008）研究育兒

者對兒童護理的資訊需求時，指出傳遞育兒資訊的

最佳管道是口頭告知，其他的專業人士、網路蒐集

雖可以獲得訊息，但資訊的可靠性較易受質疑。家

庭結構的改變使父母角色中出現一種「週末父母」，

即雙薪白領家庭將嬰幼兒在平日二十四小時託予已

退休的祖父母或保母照顧，僅在週末將子女接回看

顧。這種現象讓父母面對育兒資訊需求時會先以此

管道作為諮詢的對象，因為主要照顧者就是這群退

休的祖父母或保母，因而不難解釋前述幼兒父母向

祖父母尋求教養知識協助的情形仍高於其他管道

（內政部兒童局，2011）。曾凡慈（2009）則認為現

實生活中的育兒實作並非單純地育兒者與幼兒間的

互動，而是需要考慮其是否接受具有專業性質的專

家資訊，更要考慮育兒過程通常是牽連親友網絡，

特別是與公婆或父母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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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 

為了深入瞭解育兒者意識到上述問題時，採取何

種尋求方式（搜尋或蒐集）、選用何種資訊管道，並

探究其個人經驗與其所認知到的不同資訊管道優

位，與資訊焦慮的發生始末，因收集資料或者問卷

等方法不易獲取育兒者的自述經驗，因而本研究採

用訪談法。本研究對象選取指標為：子女六歲以下

之父母。受限於育兒經驗通常需要建立互信的前

提，研究者以立意取樣的方式挑選過去曾與研究者

交換育兒經驗的育兒者，於 2011 年 7 月至 8 月間共

訪談 9 位受訪者（如表 1）。本研究的訪談方式依據

一份初擬的半結構性訪談題綱，以面對面的方式與

受訪者進行訪談，每次訪談約 40 至 80 分鐘，訪談

內容在每次訪問後進行調整。未來希望能夠增加臺

灣中南部與東部甚至偏鄉的受訪者，以探究更多元

的社經背景或家庭組成對育兒資訊解題的影響。 

 

表 1 受訪者清單與簡要育兒情形（育兒數後為幼兒年紀，m 代表月數、y 代表年數） 

編號 居住地 年齡 教育 職業 育兒數 日間育兒 

T01 臺北市 33 博士 研究員 1(4m) 母親 

T02 臺北市 33 專科 業務員 1(4.4y) 姑婆 

T03 桃園市 40 碩士 秘書 2(3y,7m) 公婆 

T04 臺北市 38 碩士 上班族 1(4y) 外勞 

T05 臺北縣 38 碩士 上班族 2(5y,1y) 托育中心 

T06 臺北市 36 大學 工程師 2(4y,2y) 保母 

T07 臺北市 32 專科 上班族 2(6y,4y) 婆婆 

T08 上海－臺北 33 碩士 打工族 1(1.4y) 母親 

T09 桃園縣 38 碩士 館員 2(6y,3y) 幼稚園 

 

研究結果分析 

根據訪談結果，確實有部分受訪者表示由於自身

屬於高齡產子（例如九位訪談者僅有二名第一胎年

齡為 30 歲以下，而在樣本中母親第一胎年齡平均為

32 歲），加上孩子數少（平均 1.5 人），所以傾向投

注更多資源在孩子身上，因此對於幼兒的各種需求

只要能達成的，莫不盡力完成，顯示少子化所間接

引致的育兒需求相較於過去父母是有增無減的。 

育兒者的資訊需求與問題 

受訪者們於受訪過程中談及不少幼兒的生理問

題，諸如厭奶、挑食、哭鬧、生病發燒、排便問題、

或生活作息不正常等。相較於過去，這些與幼兒生

長相關的資訊受健兒資訊政策影響而獲取容易、管

道多、且具有醫學實證基礎。例如前述由國民健康

局所提供的兒童健康手冊，讓育兒者可就孩童歲數

推估其身高體重於同年齡兒童中的百分比。健保局

更提供未滿七歲兒童的預防保健服務，在大型教學

醫院除了一般小兒內科外，通常設有健兒門診，其

內容包括生長發展評估、身體檢查、預防注射、健

康諮詢及健康教育等。這些資訊不僅方便索取，健

康主管機構更主動地告知或提醒父母這些資訊的存

在，並提供檢閱表格協助父母監管幼兒成長。雖然

兒童生長曲線提供 0 至 5 歲的發展百分比，但是多

數第一胎幼兒年齡超過四歲以上的父母，通常會如

受訪者 T07 的回應：「我兒子他吃很多呀，也有給他

一直吃，但他就是很瘦又不長高，但現在還是比一

般年紀的小孩矮一個頭，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顯示其所認知到的生長發展，主要是透過與親朋好

友的同年齡幼兒的比較，顯示了當幼兒超過四歲，

父母會逐漸從相信標準化的評量轉為一種相對性的

比較。然而，上述健兒資訊看似便利也可能會有反

效果，例如受訪者 T06 即對她的小孩總是在生長發

展曲線 3%以下感到焦慮。育兒者們自述經常對這些

身體發展的問題疲於奔命，即使是一些需要長期調

整的問題如生長發展曲線、作息不正常等，受訪者

多表達其會再三地反覆尋求這些問題的解決方法。 

她身體比較不好，他常常生病，譬如她 1

歲人家要打水痘疫苗，可是她還沒有打水痘

疫苗他就長水痘，然後水痘長完換玫瑰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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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玫瑰疹長完之後換腸病毒，她全部都得

過了，所以她身體的狀況比較讓我擔心，因

為她就是那種，譬如她只要腸胃不適她一定

要去醫院吊點滴，不然她絕對沒有辦法好，

那好大概要一個禮拜以上的時間。（引自受訪

者 T05） 

隨著幼兒年紀漸長，當需求轉變為言行舉止或態度

上的教育或心理問題，育兒者的焦慮、緊張程度普遍

舒緩，育兒者顯然有較多時間去尋求這類問題的解

答。這些問題包含有社交訓練（如受訪者 T03 的小孩

比較怕生、受訪者 T05認為其具有領導特質不會受到

霸凌）、或個性（受訪者 T05 認為其小孩比較神經

質）。本研究發現這些問題經常來自於育兒者對「正

常」小孩的想像，而這些想像的起因很多，可能是

育兒者的個人經驗，在日常生活中的資訊偶遇例如

電視新聞報導，或者來自於親友網絡中小孩子個性的

比較，又或是親友偶發的「見解」與「比較」，例如

「我覺得你的小孩好像比較……」。受訪 T04 認為其

婆婆經常質疑其教育小孩的方式，因此會透過比較

的方式來陳述其育兒意見，進而產生育兒者的資訊

問題（受訪者 T04 陳述其婆婆說道「要教啦！人家

某某幼稚園大班就會了，你們這個要七歲了還不

會」）。而 T07 則因為有兩個小孩子，因此經常因與前

次的教養經驗比較而產生資訊需求：「他不愛看書，

要不就是頂多看一下下就不要了，可是老大不會。」 

就上述的生理與心理兩種類型的育兒問題，可以

看到與幼兒生理相關的問題多半是育兒者的立即性

需求，即便是長期的生理發展，育兒者亦會不斷地

尋求解答；相較於生理上的問題，心理相關的問題

則較無立即性解決的需求且形成原因複雜，育兒者

的個人認知或來自社會網絡與媒體的訊息均是形成

這些需求的因素之一。而幼兒生理與心理發展上的

問題，亦會轉而影響育兒者的身體或生活。此次受

訪的九位家長多數白天上班，夜間仍需自行照顧幼

兒，不易充分休息，工作壓力與體力負荷無從舒展，

往往會令育兒者產生不同程度的精神壓力（受訪者

T09）。大多數的受訪者（母親）也表示因生理或家

庭分工的關係成為幼兒主要照顧者（如受訪者 T08

因哺乳而感到焦慮厭煩），所以其壓力或焦慮均更甚

於丈夫。這些需求多半仍為子女的哺乳、睡眠等問

題，當間接影響育兒者的日常或者社會生活，經常

被育兒者視為自身問題來陳述。 

我覺得好煩喔，我已經厭煩餵母奶這件事

了，餵母奶寶寶很健康，但為了餵母奶我根

本沒法正常作息，所有的生活作息都是圍繞

著餵母奶這件事，我什麼時候可以停止？（引

自受訪者 T08） 

我覺得白天上班晚上帶小孩真的很累，最

累的部分一定是睡眠不足，從老大出生到現

在完全沒有好好睡過一覺過；我昨天還作夢

夢到臺灣空氣污染很嚴重大家都不能出去上

班，所以只好待在家裡，然後就很開心終於

可以好好去睡一覺。（引自受訪者 T05） 

我覺得我在生完第二胎後產後憂鬱症好嚴

重，我認為寶寶根本就是來整我的，他日夜

顛倒的好嚴重，在做月子期間我得不到基本

的睡眠跟休息，有時候我真的很想打他耶。

（引自受訪者 T09） 

父母的資訊尋求管道 

對於受訪者採取哪些資訊尋求管道來解決其育兒

問題，與過去 Radey 與 Randolph（2009）及文獻探

討所整理的管道大致無異，包含親友網絡（受訪者

T02、T08）、醫護人員、書籍（引自受訪者 T04）、

報章雜誌、電視節目（引自受訪者 T03）、和網際網

路（引自受訪者 T01）等。不同的育兒資訊尋求管

道均可提供立即性的解答或者延遲性的資訊，但經

訪談後發現多半生理問題經常藉由書籍、醫護人

員、或網際網路尋獲解答；心理層面如夜半哭鬧或

者態度等需長期性觀察或培養的問題，受訪者較常

詢問或依賴有經驗的長者與親友網絡（受訪者

T02、T08）。例如受訪者 T02 表示，當她無法解決

小孩晚上哭鬧時，會參考婆婆的作法，尋求宗教信

仰（收驚）來解決；受訪者 T08 就表示自己遇到哺

育問題時會直接找同住的小姑諮詢。 

根據受訪著的答覆，綜合來說不同的資訊尋求管

道普遍能提供育兒者不同問題的「較佳解」，亦即育

兒者對不同管道的偏好。歸納起來資訊尋求管道與

資訊需求的配對可有以下幾種類別：（1）遇上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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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或連續性育兒需求時，育兒者傾向尋求書籍雜誌

以獲得全面性的知識；（2）對於部分無法獲得立即

效果或容易一再出現的問題，例如半夜哭鬧不止、

高燒不退、厭奶等，雖然大多數的受訪者表示這些

問題都可查閱書籍或網路，但部分育兒者會轉向有

育兒經驗的親友網絡或醫療人員「求證」；（3）大眾

媒體上提供育兒者在平日蒐集育兒相關資訊的習

慣；（4）對於嘗試過卻無法解決的問題，育兒者們常

傾向採用親友網絡口耳相傳的經驗，例如求助於宗教

信仰等，或者採取不理睬的應對方式；（5）幾乎以上

的問題都有受訪者會試著從網際網路上去找尋答

案，但前提是這些被關注的討論區、部落格必須是受

訪者長期觀察，具有信任感的網站才會受到受訪者的

青睞，否則受訪者仍會自其他管道進行二次查詢，來

檢驗問題答案的正確性。歸納以上結果可發現，選擇

性或偏好使用某些資訊管道的緣由多半來自受訪者

個人經驗（例如家庭背景）或社會網絡（婚後家庭關

係與朋友網絡）影響。 

晚上有時候會哭鬧或是什麼的，這時候可

能會跟婆婆講一下，然後婆婆可能會帶他去

廟裡面收驚一下。或是特別不乖時，可能白

天有玩的比較瘋還是什麼的，才會想說要不

要帶他去那個廟收驚一下。（引自受訪者 T02） 

遇到小孩不乖或是我有問題，我都是先問我

小姑，因為他已經養過 2個小孩，且我們住在

一起，問他很快也很方便，很多事情他都經歷

過了，我也不用再去找資料。（引自受訪者 T08） 

我有買一本書要怎麼樣讓小孩子乖乖吃飯，

但我到現在還沒有時間看那本書，我買那些育

兒書籍，其實我根本沒有一本是看完過的，大

概都是需要的時候翻一下。（引自受訪者T04） 

同事告訴我，他們家小朋友在家都看巧

虎，我大概是在他一歲的時候才開始讓他看

巧虎……（引自受訪者 T03） 

因為我平常就有在上 PTT，就從還沒有懷孕

之前，……，然後懷孕之後我就開始固定看他

那個 BabyMother 板，……我看板的時間很

久，……，所以我大概會知道那些固定會發言

的人他基本的背景。（引自受訪者 T01） 

除了對管道的選擇性或偏好外，部分受訪者在選

擇管道時更展現了強烈的目的性與工具性。例如受

訪者 T04 表示因為自身吃素，餵食方法不易得到長

輩的認同，所以遇到孩子挑食問題他會求助書籍，

他表示自己為了挑食的兒子特地買了一本「如何讓

小孩乖乖吃飯」的書。回顧 Goodnow（1988）曾提

出育兒者的教養信念可分為文化與個人兩個不同層

次的建構模式。文化建構模式主要認為育兒者的教

養信念會受社會文化所影響，因此跨文化之間的教

養信念差異會遠大於同一文化之內的差異；而自我

建構模式則主張教養信念由育兒者的個人經驗直接

形成，即便在同一個文化族群中，教養信念也會因

人而異。在本研究中，有超過五成的受訪者表示，

儘管資訊管道多元、資訊量不斷增加，但處理幼兒

教養時常常主觀地依據其自身成長經驗，不見得會

與其他人討論商量。例如以下受訪者 T09 一方面表

示其參考了非常多線上的資訊，但在進行決策時，

其經常認為新聞媒體、網路、書籍上的說法意義多

半是片段或過度主觀，因而排斥這些管道而習慣以

其自身的主觀經驗來解決問題。 

懷孕前我會看媽媽與寶貝，小孩漸漸長大

我就改看親子天下雜誌，裡頭有很多教養、

育兒的資訊可以參考，但大部分時間我還是

上網去看親子討論區啦。……我以我自己的

主觀經驗來處理小孩的問題，我覺得（新聞）

媒體常常擷取片段的意義，將小事件無限放

大，所以我會用我自己的方法來解決，我不

會受到（新聞）媒體、網路、書籍上專家說

的影響。（引自受訪者 T09） 

父母的資訊焦慮與排解方式 

根據訪談，受訪者在面對訊息量大增或被迫選擇

有對立立場的問題（例如前述的「百歲派」與「親

密派」兩種截然不同的教養模式）時，容易產生資

訊焦慮感，此點符合文獻探討中資訊焦慮的起因之

一為選擇的困境或巨量資訊。但本研究發現，隨著

育兒者經驗的累積或者與育兒者的社會生活需求

（不屬於育兒生活的那部分），他們會自我發展出屬

於自己的獨特說詞來解除心中的焦慮，這套說詞多

擷取自任何一個他信任的尋求管道中，且一樣受親

友網絡、育兒者自身經驗的建構等所影響。而最值



 

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 38（2）：39 – 51（民一○一年十月）  49 

得注意的是，這套說詞或育兒者本身的行動多半與

解決育兒問題本身無關，亦即育兒問題在整個資訊

尋求過程無法被解答，被解決的僅是育兒者本身的

資訊焦慮。譬如有育兒者表示會在熟悉的部落格中

尋找擁有類似背景或問題的育兒者，藉由尋求他們

的失敗經驗來平撫自身的焦慮。例如受訪者 T06 不

斷地在追求其幼兒生長曲線比例過低的解決方式，

但在多次尋求的過程中，問題仍然無法被解決，直

到其在親友網絡中發現有類似的情形時，被解決的

反而是育兒者本身的焦慮，而並非問題本身，亦即，

資訊焦慮的解除不一定需要解決資訊問題本身。除

了資訊焦慮發生對象轉變外，受訪者似乎十分善於

轉換各種不同的資訊管道來解決其問題，例如由網

路討論區到親友網絡（如受訪者 T06），或相反地由

親友網絡的建議轉而向專業權威或資訊豐富的網路

討論區求證。受訪者 T01 亦表示當其哺乳情形不如

預期時，情緒受挫而產生對幼兒的愧疚感，雖反覆

嘗試不同管道尋求增加泌乳方法，但問題仍無法被

解決。最後在醫師告訴她這就是體質的問題，網路

上網友也告訴她，不是她不夠認真，受訪者 T01 最

後表示獲得醫師、網友的情緒支持後，自己對無法

哺乳也就不再在意了。 

雖然他的生長發展曲線一直都在 3%以

下，我也嘗試很多方法，但他就是不長肉，

不長高，醫生也告訴我小孩子不會餓死自己

的。我在部落格看到跟我妹妹相同的小孩，

他也是這樣有吃但就是不長高、不長肉。（引

自受訪者 T06） 

應該說所有能試的我都試過了，就是任何

人說吃什麼會補奶的東西我都吃過了，然後

他開的中藥我也都喝了，然後還沒有起

色，……，好，那這就是體質問題。（引自受

訪者 T01） 

結論與建議 

在本研究中，受訪者關注的育兒問題可被分類為

如 Krikelas（1983）的立即性與延遲性兩類資訊需

求。從訪談結果發現多數身體相關的問題通常被認

為需要立即解決，即使是長遠的身體發展，育兒者

當下意識到問題時亦會急切尋求解答；而心理或教

育方面的問題則大多被認為可以延遲解決，並且這

些問題的發生需要考慮到育兒者的自身經驗與育兒

網絡（例如與親友的小孩比較而發現這些問題），但

亦有育兒者不會注意到這些問題。然而，只要是與

小孩子相關的訊息，無論是在什麼時候偶遇，育兒

者總是會不斷地蒐集、修正自己的育兒資訊與養育

方法。除此之外，本研究尚發現育兒者在闡述部分

的育兒問題時，其會以自身的日常生活問題來陳

述，但多半仍源自於幼兒的生理需求，且經常無從

解決，進而使育兒者感到焦慮與困擾。 

雖然資訊需求繁多，但普遍受訪者均意識到隨著

資訊科技進步，有諸多資訊管道可以解決這些育兒

需求問題。多半生理方面需被立即解答的問題，育

兒者較常查閱書籍、醫護人員、網路討論區等，而

與心理相關如前述的哭鬧問題，則通常會求助於有

育兒經驗的親友網絡。本研究認為這是因為心理問

題的解答大多無最佳解，不但因幼兒個人養成過程

而異，也與整個家庭環境、教育方式息息相關。受

訪過程中有過半的受訪者曾明確表示網際網路是他

們最常使用的育兒資訊管道，其使用的最主要原因

是資訊的便利性與資訊透明性等理由；這一點呼應

Radey 與 Randolph（2009）在探求育兒者尋求教養

資訊來源及其使用網際網路的人口特徵研究中所歸

納的結果相符。也有受訪者（如 T01、T03）表示他

們都是在懷孕時便長期關注 BBS 上的討論板，基於

對板內發言者的長期觀察，讓他們熟悉發言者的背

景，觀察發言情況，可判斷文章與訊息正確性。受

訪者表示「信賴、信任感」是他們對資訊品質、資

訊正確性的判斷準則。在受訪的過程中研究者亦發

現「宗教信仰」此一管道仍有部分受訪者採用；這

顯示部分育兒者在無法解決問題時，會選擇以情感

寄託的方式尋求心靈上的慰藉。 

育兒者在敘述其利用何種管道獲取某方面的資訊

時，展現一種從容的自信，可見資訊缺乏不再是育

兒者感到資訊焦慮的主因。但從訪談亦可得知，育

兒者個人因社會、文化、教育背景與個人經驗所形

成的教養信念，會使得育兒者對部分管道有所選

擇、偏好或排斥，甚至產生工具性目的來選用管道

的情形，亦即答案本身對不對不是重點，重點是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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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兒者解除其資訊焦慮，獲得其選擇問題解決方法

的正當立場。因此，對育兒者而言，在便利的資訊

管道支援下，父母通常不是對理解資訊感到困擾，

反而當育兒者要「順從」、「認可」或「策略性的選

用」某個資訊來源時，他必須不斷地轉換管道去收

集大量的資訊以證明自己選擇的合理性，亦即如何

挑戰過往的個體經驗或者他人的對立資訊，亦是另

一種類型資訊焦慮的起源。因而就資訊管道的選用

而言，根據不同的問題類型或性質與適用的資訊管

道間的關係是非決定性的，主要還是看育兒者的情

感需求及其所面對的育兒知識網絡。 

因此，可歸納造成臺灣現代育兒者資訊焦慮的主

因應為資訊的水平傳播容易，而水平傳播的原因檢

討起來主要有：（1）因為網路普及，獲取資訊的成

本低，使得人人握有資訊，降低其他來源管道的資

訊優位；（2）因為少子化與社會變遷的結果，育兒

者上一代親人的結構優位容易受到質疑；（3）健兒

資訊獲取容易的今日，民眾獲取相關資訊的門檻

低，降低了醫護人員的專業優位；甚至因為出版便

利，立場不同的健兒資訊造成醫護人員專業性受質

疑。這樣的情形正吻合曾凡慈（2009）的一項研究

成果：「在育兒發展知識水平散佈的情況下，使孩子

受到比過去更嚴密的發展凝視。……只要媽媽持續

被認為得為孩子負責，每個母親就都有可能不夠稱

職。」且資訊焦慮的主因不再是理解、缺乏或過量，

而是育兒者被迫在承載著各種不同優位、眾說紛紜

的管道中進行選擇；結果多半是選擇一個讓自己情

感上最紓緩，而不是正確性最高的作法。 

本文屬初探研究，具以下限制。由於此次受訪對

象皆為女性（媽媽），因為研究者認為學齡前幼兒仍

以依賴媽媽為主，父親多半以協助的方式參與照

顧，因此以針對主要育兒者的母親角色進行訪談。

然而，較無法對家庭結構（如父親、長輩）等作更

近一步的解釋，因此未來或許可以用家庭內集體訪

談的方式進行。而研究過程中或許困於受訪者身為

母親的限制，無法探求出家長們更深的需求；未來

若以育兒者團體訪談的方式來訪談，或許可激發育

兒者們的共鳴，進而發現更深入的研究結果。除此

之外，本研究訪談對象多以台北市、新北市之父母

為主，且多半為白天需要在公家或私人機構上班的

父母；因此樣本偏差所造成的問題可能會有高估對

網際網路或書籍的依賴而低估親友網絡對此議題的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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