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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 

 

    2006 年底，我的第三個孩子出生，距離前一次生產的時間已超過六

年。這個不在生育計畫內的新生命既帶來喜悅，也對我歷經多年調適才逐

漸穩定的家庭生活造成莫大衝擊。 

    已經不是新手父母的我，本該更有能力從容地面對再ㄧ次的育兒挑

戰，然而六年間個人角色與環境脈絡的大幅變遷，過去整合良好的育兒資

源和支持系統已不復見，加上多了學業及照顧大齡子女的龐大壓力，因此

一路走來仍如初體驗般滿是焦慮和徬徨不安。於是我體認到無論老手也

好，生手也罷，在迎接每個新生命當下，面對的其實都是一個全新的生態。 

    如同世界上的所有母親，我希望孩子從呱呱墜地的那一刻起就能得到

最好的照顧，然而也和許多核心家庭的職業婦女一樣，憑個人之力並無法

擔負孩子出生後所有的照顧工作，因此尋覓和安排孩子的托育環境便成了

我再次為人母需面臨的首要抉擇和挑戰，相信這也是許多就業母親在嬰兒

照顧上普遍遭遇的困境。 

    雖然個人的際遇不足以成為探究嬰兒照顧議題的充分理由，但從事教

保人員培育和親職教育推廣的工作，讓我長期以來即對家庭、嬰幼兒、托

育服務的連結有著強烈的關注，也肩負傳遞正確訊息予家長及協助提昇托

育服務品質的雙重使命，故此回「身歷其境」的經驗不僅帶來實務的震撼，

也成為催化我將過去所累積對嬰幼兒照顧議題的關懷化為具體研究行動

的主要力量。 

    「家庭」是人類生命早期最主要的生存環境，父母所給予的照顧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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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幼兒主要的生活經驗，因此家庭是形塑個體發展最重要的基礎。不過全

球數十年來在社會和經濟上的快速變遷卻對家庭帶來空前的挑戰，其中的

兩大趨勢─核心家庭成為主流、婦女就業率大幅提升，讓許多家庭如我一

樣，必須提早在子女嬰兒階段即開始使用托嬰服務。 

    個人一路從嬰兒照顧環境(人選)的尋覓、抉擇到關係確立，方才發現

那是一段交織著計畫/變化的動態歷程，而我只能在確定/猶疑的情緒交錯

中繼續前進，如果這也是多數家庭面臨同樣問題時的心境，那麼顯然我們

對父母在嬰兒照顧使用上所遭遇的困境一直不夠瞭解，也不清楚他們為什

麼(why)和如何(how)做出選擇(而這個選擇對孩子的成長十分重要)，那又

該如何提供家庭或嬰兒照顧者有效的支持與建議呢？因此本研究亟欲探

究家庭對嬰兒照顧安排的選擇與實際托育的經驗歷程，期望瞭解家庭在嬰

兒照顧上所面臨的問題及托育選擇的原因，期能在親職教育、專業人員培

育和政策宣導上找到若干可以著力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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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背景與目的 

 

    近年來國內女性的勞動參與率不斷上升，根據行政院勞委會(2008)的

「婦女勞動統計(97 年版)」顯示，我國 25-44 歲女性在 2007 年的勞動力參

與率已達 73.98%，較十年前成長了 11.94%，而行政院主計處(2005)的「國

情統計通報」則指出，家中有未滿 6 歲子女之女性的就業比例高達 54.2%。 

    母親通常是子女未成年階段的主要照顧者，育兒婦女就業所衍生的最

大問題便是家中嬰幼兒的照顧安排，國內女性高比例的就業率也相對促成

了嬰幼兒照顧產業的蓬勃發展。然而當愈來愈多就業母親不得不使用托育

服務時，研究卻較少深入瞭解她們為什麼（why）或如何（how）尋覓和選

擇孩子的照顧環境。事實上，孩子是否有機會得到高品質的照顧服務乃取

決於父母的決定，因此對家庭嬰幼兒照顧選擇的深入探討實有其必要。 

    雖然嬰兒照顧方式的選擇和使用是整個家庭的大事，但 Atkinson

（1991）的研究指出，絕大多數的雙親家庭皆是由母親擔負孩子主要的照

顧安排之責，且黃迺毓（2003）回顧國內近二十年有關家庭托育需求的研

究，發現在以家長為研究對象（但不限任一親方）的研究中，母親受訪的

比例遠高於父親，顯示托育問題不論在國內外的社會文化意念上都傾向被

視為是女性的職責，故本研究乃鎖定母親做為嬰兒照顧安排的主體。 

    根據行政院主計處（2006a）最近的統計資料顯示，我國 15 至 64 歲已

婚女性之最小子女在未滿 3 足歲前的照顧方式，由父母自己照顧幼兒的比

率已呈逐年降低之勢，而委由親屬照顧或保母托育者則漸形普遍。進一步

觀察已婚女性近 3 年（92 年 10 月以後）出生之最小子女在未滿 3 足歲之

照顧方式，由非父母以外人員照顧的比率已超過五成(53.5%)，且使用保母

人員照顧者隨教育程度之升高而呈增加之趨勢。以上的統計數據顯示國內

家庭在嬰幼兒 3 歲前選擇托育的情形日益普遍，家庭做為個體發展基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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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似乎有提早被托育環境取代的意味，研究者十年來擔任托育機構評鑑

委員及保母人員培訓師資，亦觀察到嬰兒照顧市場的發展有日益蓬勃的趨

勢。事實上，嬰兒照顧的使用已是世界性的潮流，因此國外有關家庭嬰兒

照顧選擇的研究發展一向頗受重視(Pungello & Kurtz-Costes, 1999；Sylva, 

Stein, Leach, Barnes,& Malmberg, 2007），相較之下國內這方面的議題則尚

未得到太多的關注。陳姣伶(2009)針對國內托育議題所進行的文獻回顧，

發現探討嬰兒階段托育服務的研究有如鳳毛麟角，且多為選擇特定照顧方

式的個案研究，研究結果雖具啟示性，但難以推論，因此本研究擬針對國

內家庭嬰兒階段的嬰兒照顧問題進行探討，包括了解就業母親的嬰兒照顧

安排情形，以及探究就業母親托育選擇的影響因素及其影響情形。 

    就業母親從嬰兒照顧安排的計畫到實際的托育使用乃是一段歷經尋

覓、選擇、衝突、適應的連續歷程，因此僅從托育選擇的結果來探究各因

素的影響實不足以充分說明或驗證其動態經驗的變化與發展，事實上，就

業母親在托育過程中所經歷的內在情感與心理變化常是影響其托育滿意

的關鍵，故有必要深入了解其經驗脈絡，理解就業母親在嬰兒照顧安排上

最真實的顧慮與感受，以便提供她們最貼近其需求的協助與建議，故本研

究擬進一步解析就業母親在實際的嬰兒照顧及托育經驗中所面臨的問題

與心理變化歷程。 

 

    基於上述說明，本研究擬定之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討就業母親的嬰兒照顧安排及托育情形。 

二、探討就業母親的個人及環境脈絡背景與其嬰兒照顧選擇的關係。 

三、探討就業母親的信念與其嬰兒照顧選擇的關係。 

四、探討就業母親的托育經驗內涵與歷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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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問題 

 

一、依據研究目的一探討如下之問題： 

(一) 就業母親之嬰幼兒照顧安排情形如何？ 

(二) 與就業母親嬰幼兒照顧安排相關的環境特質如何？ 

(三) 就業母親生育後的就業狀態及變動情形如何？ 

(四) 就業母親對嬰兒照顧方式的滿意情形如何？ 

 

二、依據研究目的二探討如下之問題： 

(一) 就業母親是否因不同個人背景(年齡、教育程度、家庭收入)及不同嬰

兒特質(性別、出生序、氣質)而在嬰兒照顧選擇上有顯著差異？ 

(二) 就業母親是否因環境背景(家人參與意見情形、所屬職場特質、居住

環境之托育資源、對社會傳統育兒觀念的感受情形)不同而在嬰兒照

顧選擇上有顯著差異？ 

 

三、依據研究目的三探討如下之問題： 

(一) 就業母親的托育選擇工具信念與其嬰兒照顧選擇之關係如何？ 

(二) 就業母親對托育影響的知覺與其嬰兒照顧選擇之關係如何？ 

(三) 就業母親的母職角色信念與其嬰兒照顧選擇之關係如何？ 

(四) 就業母親的就業態度與其嬰兒照顧選擇之關係如何？ 

(五) 就業母親的托育相關信念是否對其嬰兒照顧選擇有預測力？ 

 

四、依據研究目的四探討如下之問題： 

(一) 就業母親的嬰兒照顧決策及托育經驗歷程如何？ 

(二) 就業母親的托育困境與心理調適情形如何？ 



 6

第四節 名詞釋義 

 

ㄧ、就業母親(working mothers) 

    在婚後至生育前階段持續參與就業市場的嬰幼兒母親。本研究所指的

就業母親為在大台北地區(台北市、台北縣、基隆市)公私立幼兒園就讀之

小班以上的幼兒母親，在婚後至生育該目標子女前仍持續就業者，請其回

溯該幼兒在嬰兒階段(0~2 歲)的照顧選擇及托育經驗。 

 

二、嬰兒照顧選擇(infant care choices) 

    指受試者為目前就讀於幼兒園之子女在 2 歲以前所選擇的主要照顧方

式。本研究依照顧者和照顧環境，將母親的嬰兒照顧選擇區分為母親自己

照顧、親屬托育、家庭保母托育及機構式托育四類。 

 

三、環境脈絡(environmental context) 

    指與受試母親的嬰兒照顧選擇相關的環境脈絡，包括家人參與意見情

形、所屬職場特質、居住環境之托育資源、對社會傳統育兒觀念的知覺情

形等。本研究以自編的「就業母親嬰兒照顧安排之調查問卷」(附錄一)做

為資料蒐集的工具。(量表的編制、修訂及主要內容詳見第三章說明) 

 

四、母親信念(maternal beliefs) 

    指與受試母親的嬰兒照顧選擇相關的個人信念，包括母親的托育選擇

工具信念(instrumental beliefs)、母親對托育影響(正向和負向)的知覺、母

親的母職角色信念，以及母親的就業態度等。本研究以自編之「嬰兒托育

選擇工具信念量表」、「嬰兒托育影響知覺量表」、「母職角色信念量表」、「母

親就業態度量表」(附錄一)來進行資料的收集。(量表的編制、修訂及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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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詳見第三章說明) 

 

五、托育經驗(infant care use) 

    指受試母親從嬰兒照顧安排的計畫到嬰幼兒接受托育的實際經驗和

歷程發展，包括托育安排的計劃與變化、母親就業與育兒的抉擇、配偶及

家人的參與、遭遇的問題與困境、母親的情感與心理調適等。本研究以自

編的「就業母親嬰兒照顧經驗訪談指引」做為訪談資料蒐集的參考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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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根據國內外相關文獻的分析與討論，並依研究者對議題建構的脈

絡發展依序分成四個部分，第一節為我國嬰幼兒照顧型態與發展現況；第

二節為影響就業母親嬰兒照顧選擇的因素；第三節為就業母親的嬰兒照顧

選擇與生態系統理論；第四節為就業母親的托育經驗歷程與心理發展。 

 

第一節 我國嬰幼兒照顧型態與發展現況 

 

    儘管社會變遷造成家庭結構的轉變，傳統的家庭型態逐漸受到侵蝕，

但綜合歷年來內政部(2001；2005)公告「台閩地區兒童及少年生活狀況調

查報告」的分析資料，可發現核心家庭(僅父母+子女)比例雖有逐漸減少的

趨勢，但仍是各時期國內社會主要的家庭型態，超過半數以上的家庭皆屬

之。在核心家庭中，母親通常是子女未成年階段的主要照顧者，若母親投

入就業市場，家中嬰幼兒只能選擇托育ㄧ途。事實上，我國女性勞動力參

與率雖不及美、日及新加坡、韓國等，但已婚女性婚後就業率仍高達

52.55%，且婚前、婚後有工作的比率均隨教育程度之提高而上升(行政院勞

委會，2002)，因此由行政院主計處(2006a）所進行的「婦女婚育與就業調

查」即反映出母親就業與子女托育安排之間緊密的關連，該統計結果指

出，國內 15 至 64 歲已婚女性之最小子女在未滿 3 足歲前的照顧方式以「母

親自己」照顧為主(佔 65.79%)，其次是由「幼兒的(外)祖父母」及「保母」

照顧(分占 24.99%與 7.48%)，然而隨著女性就業情形日益增加，由「母親

自己」照顧幼兒的比率已呈逐年降低之勢，近 20 年間總計降 12.10 百分點；

而委由幼兒的(外)祖父母及其他親屬照顧或保母托育者則漸形普遍，分別

上升 7.20 與 4.38 百分點。至於最小子女在 3 至未滿 6 足歲間之照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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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機構式托育的比例(占 39.05%)更已超過「母親自己」照顧(36.78%)。

且不論子女在 3 歲前或 3-6 歲階段，母親教育程度愈高，使用家庭外托育

的比率也愈高。 

    雖然國內嬰幼兒的主要照顧者仍以「母親」為主，但從勞委會(2008)

的「婦女勞動統計(97 年版)」資料可知，過去十年來我國婦女加入勞動市

場的比例持續成長，這情況不僅改變了父母對幼兒的照顧方式，也加速了

家庭對托育服務的需求。除了由（外）祖父母或親戚協助幼兒的照顧工作

外，愈來愈多由非親屬所提供的兒童照顧服務也因運而生。 

    學齡前幼兒托育服務的類型十分多元，就國內現況而言，主要可依收

托幼兒年齡、收托時間及托育環境等三項標準加以分類。若以年齡區分，

有坐月子中心（收托滿月以前嬰兒）、托嬰中心（收托滿一個月到未滿二

歲的學步兒）及幼兒園（收托滿二歲到未滿六歲的幼兒）。如就收托時間

區分，則包括半日托（每日收托時間在三至六小時）、日間托（每日收托

時間為七至十二小時）、全日托（收托時間連續二十四小時以上，即住宿

式托育，父母週末或假日帶回者）、臨托（方便家長臨時外出或一時無法

看顧幼兒而提供的托育方式，時間較短，通常以鐘點計算）（馮燕，1997；

葉郁菁等，2006）。 

    本研究所探討的嬰兒照顧方式乃依照顧者和照顧環境來區分，故可分

為「母親自己照顧」、「親屬托育」、「家庭保母托育」和「機構式托育」幾

種托育方式。後兩者因屬托育服務性質，且在照顧者、環境空間及設備、

托育內容等方面皆有所差異，故以下分別加以說明： 

 

（一）家庭保母托育 

    家庭保母托育又稱居家式照顧服務，係由保母在一般住家環境中照顧

一至數名非自家兒童。通常家庭保母托育的收托人數較少、幼兒年齡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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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托時間也較有彈性，分布地點多在住宅區內（馮燕，1997）。 

    家庭保母托育是我國婦女在幼兒三歲以前的照顧方式中，普遍性僅次

於自己帶或祖父母帶的托育選擇。其優勢除了提供比機構式托育更彈性便

利的服務內容，以及幼兒熟悉的家庭生活模式外，蘇怡之（2000）分析保

母托育服務的特性也指出，在收托人數少的情形下，嬰兒得以獲得家庭保

母較多的關注與互動機會，有助於建立社會關係與行為系統，並發展安全

的依附關係。 

    家庭保母托育固然有許多優點，然而傳統保母給人的印象常與那些為

了貼補家計而在家中兼職照顧小孩的家庭主婦，或是子女成年後閒來無事

在家幫人帶孩子打發時間的歐巴桑畫上等號，保母本身除了生養子女的經

驗外，並沒有嬰兒照顧的專業形象。事實上，已有許多發展的理論和研究

強調並證實嬰兒階段好的托育經驗對個體發展的重要性(NICHD,2001; 

NICHD,2002; NICHD,2004)，而根據行政院主計處（2006a）的資料顯示，

我國已婚女性近三年出生之子女，三歲前由保母照顧的比例已達 12.7%，

所以對家庭式托育服務品質的要求及家庭保母專業素質的提升已是刻不

容緩的事情。 

    內政部為加強家庭式托嬰服務的安全與品質，自民國 87 年起，結合

地方民間團體辦理保母養成訓練，並與勞委會共同配合辦理保母人員技術

士技能檢定，協助有意從事嬰兒照顧工作者取得保母證照。根據內政部兒

童局（2009a）的統計資料顯示，至 97 年 9 月為止，全國已有 55679 人取

得保母證照。內政部兒童局也自 90 年起推動「社區保母支持系統實施計

畫」，計畫內容除辦理有意擔任保母人員之職前訓練及輔導考取保母人員

技術士證照外，並由專職人員及資深績優之保母人員對參加保母系統者提

供媒合轉介、且針對保母照顧兒童情形進行訪視輔導、在職訓練、問題諮

詢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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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年來，儘管政府與民間已積極推動家庭保母的專業化，但因家庭式

托育服務缺乏相關法令規範，現職保母證照的取得亦無強制性，所以目前

家庭保母托育在本質上仍傾向非完全正式的托育服務。為了確保兒童在各

個發展階段都能得到良好的照顧服務，在行政院新擬定的「兒童教育及照

顧法（草案）」（行政院，2009）中已加入居家式照顧服務之相關條文，並

明確規範收托幼兒年齡、人數、照顧者資格、服務內容及主管機關等。 

    過去家庭式托育服務雖未規範托育對象之年齡，但以國內現階段家庭

使用托育方式的情形來看，家庭托育主要服務的對象還是以 0-3 歲的嬰幼

兒為主，3 歲以後則普遍進入機構式的托育環境（行政院主計處，2006a）。 

 

（二）機構式托育 

    機構式托育係指兒童在托嬰中心、幼兒園、課後照顧中心等機構設施

中接受教保人員集體式的照顧。一般說來，機構式托育收托兒童人數較

多，收托幼兒年齡較大，而設置標準（環境設施、人員資格、收托人數及

服務內容等）因受到法令規範，故托育時間、內容及地點對家庭來說也較

缺乏彈性。 

    雖然機構托育不若家庭托育來得便利，但因屬於集合式的照顧服務，

所以能提供嬰幼兒較多同儕接觸的機會，並擴大其學習經驗，加上主管之

政府機關對服務品質的監督，使得機構式的照顧服務愈來愈受到家長認

同，國內年滿 15-64 歲已婚女性近 6 年在最小子女 3 至未滿 6 足歲間之照

顧方式，選擇機構式托育者高達 51.17%，已經遠超過由「母親自己」照顧

的 29.91%（行政院主計處，2006a）。 

    因應國內幼托機構的整合，新的「兒童教育及照顧法」草案已於 2009

年 2 月 26 日通過行政院院會審查，並函送立法院審議，新法條文規範我

國兒童托育機構的種類，依收托對象年齡區分為三大類，即托嬰中心（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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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未滿二歲幼兒教保服務之教保機構）、幼兒園（提供二歲以上幼兒教保

服務之教保機構）、課後照顧中心（提供國民小學階段兒童教保服務之教

保機構）。 

    機構式的照顧服務是 3-6 歲階段幼兒父母托育選擇的主流，反觀 0-3

歲階段進入托育機構的比例似乎偏低。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近年來托育機

構雖因出生人口大幅下降而造成整體服務規模的萎縮，其中收托未滿二歲

嬰兒的托嬰中心卻仍逆勢成長，研究者以內政部統合之全國性資料為基

礎，持續追蹤各縣市政府社會局所公告的立案托育機構資料，結果發現托

嬰機構增加的趨勢以行政院主計處（2006b）統計「家戶平均可支配所得」

最高的三個都會地區（台北市、新竹市、台中市）最為顯著。另根據內政

部兒童局（2009b）的統計資料顯示，至 97 年底為止，全國合法立案的托

嬰中心已達 121 所（尚不包含立案托兒所附設的托嬰部），收托人數 1760

人。雖然目前使用機構式托嬰的比例並不高，但國內立案的托嬰中心多半

集中於都會地區（內政部兒童局，2009b），是否表示都會家長對機構式托

嬰的需求和接受度較高？陳姣伶與黃迺毓(2008)以台北市立案之托嬰中心

為對象所進行的托育現況調查即發現，半數以上托嬰機構的收托都處於額

滿狀態，且八成以上的受訪機構表示收托情形愈來愈好或是詢問及參觀的

家長人數明顯增多，而多數機構(75%)收托對象來源有半數以上是在機構

附近工作的上班族子女，其餘則是鄰近社區家庭的嬰兒，這現象顯示在托

育需求高而鄰里關係又較不密切的都會地區，機構式的托嬰服務或許將逐

漸成為許多雙薪家庭就業考量上另一種便利的托育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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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影響就業母親嬰兒照顧選擇的因素 

 

    女性勞動參與率的提昇促使愈來愈多就業母親在子女嬰兒階段選擇

由其他照顧者來替代自己的育兒角色，這現象不僅是當今世界主要國家的

發展趨勢，在我國的情形也不例外，根據行政院主計處（2005）的國情統

計通報顯示，我國 15 到 49 歲女性在 2004 年 5 月的平均勞動力參與率為

47.6%，而家中有未滿 6 歲子女之婦女的勞動力參與率更高達 54.2%。 

    育兒婦女就業所衍生的最大問題便是家中嬰幼兒的照顧安排，國內女

性高比例的就業率也相對促成了嬰幼兒照顧產業的蓬勃發展，然而陳姣伶

(2009)的托育文獻回顧卻發現，少有研究深入瞭解就業母親為什麼（why）

或如何（how）尋覓和選擇孩子的照顧環境。事實上，孩子是否有機會得

到高品質的照顧服務乃取決於父母的決定，因此對家庭嬰幼兒照顧選擇的

深入探討實有其必要。 

    雖然嬰兒照顧方式的選擇和使用是整個家庭的大事，但 Atkinson

（1991）的研究指出，絕大多數的雙親家庭皆是由母親擔負孩子主要的照

顧安排之責，且黃迺毓（2003）回顧國內近二十年有關家庭托育需求的研

究，發現在以家長為研究對象（但不限任一親方）的研究中，母親受訪的

比例遠高於父親，顯示托育問題不論在國內外的社會文化意念上都傾向被

視為是女性的職責，故本研究乃鎖定母親做為嬰兒照顧安排的主體。 

    儘管相關研究常缺乏父親的參與，但不代表父親在家庭嬰兒照顧決策

的歷程中毫無貢獻，Atkinson（1994）的研究即顯示，超過半數的母親自

陳家中子女的托育安排是夫妻共同的決定，涂妙如（2003）的研究也發現，

家庭嬰幼兒照顧的決策方式，以夫妻雙方共同決定者佔最高比例

（44.7%）。基於父親在許多家庭的托育選擇過程中仍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故本研究乃將之視為影響母親嬰兒照顧選擇的脈絡因素之ㄧ進行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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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外探討有關母親托育選擇行為的研究已有大量的累積（Pungello & 

Kurtz-Costes, 1999），國內則仍待起步，故以下內容主要依據國外文獻所得

進行歸納分析。 

    探討影響母親嬰兒照顧選擇的研究大致可將影響變項區分為社會學

變項和心理學變項兩類。社會學變項又可區分為家庭因素和環境因素，家

庭因素包括幼兒特質、家庭（含母親個人）特質，例如幼兒年齡、幼兒性

別、出生序、母親教育程度、家庭收入、子女數、家庭種族背景等；環境

因素則包括托育服務本身的特質（如托育地點、照顧模式、托育時數、費

用等）和影響家庭托育選擇的外在環境條件（如國家政策、社會風氣等）。

心理學變項主要是以母親的信念為主，包括對嬰兒照顧重點的認知、對托

育影響的知覺、對母親就業及母親育兒角色的看法等。 

 

一、家庭因素對母親嬰兒照顧選擇的影響 

(一) 幼兒特質：年齡、出生序、性別、氣質 

    幼兒的年齡一直被視為母親為孩子選擇照顧方式時最主要的影響因

素。國外研究指出，學前階段幼兒接受托育的比例隨年齡增長而逐漸增

加，而父母對愈年幼的孩子愈可能採取家庭式的托育安排，對較年長的孩

子則較可能選擇機構托育（Pungello & Kurtz-Costes, 1999 ; Seo, 2003）。國

內的統計資料和研究也有相同的結果，以職業婦女家庭為對象的研究指

出，就業母親對於 3 歲以下嬰幼兒的托育安排乃以家庭式托育為主，對托

育現況大致滿意（高員仙，1987；武素萍，1994），針對ㄧ般家庭所進行

的調查研究則發現，孩子 3 歲前的照顧方式傾向由母親自己帶，3-6 歲則

接受機構式托育的比例較高(游齡玉，1997；馮燕，2000；行政院主計處，

2006）。 

    此外，一項以英國 FCCC（Families, Children and Child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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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familieschildrenchildcare.org）大型縱貫研究計畫資料所進行的分析研

究發現，嬰兒的出生序與母親是否使用家庭外照顧服務有關，老大比其後

出生的手足更可能有接受非親屬托育的經驗，分析主要原因在於後續子女

出生後，母親可能因為多了需要照顧的子女而考慮放棄工作自己育兒

（Sylva, Stein, Leach, Barnes, & Malmberg, 2007）。 

    探討嬰兒氣質對托育選擇影響的文獻極其有限，Galambos 與 Lerner

（1987）早期進行的調查研究曾發現，生育後重返職場的母親較少陳述孩

子有躁動的氣質，然而多數已知的研究都顯示父母的托育選擇和嬰兒氣質

並無顯著關聯（Melhuish, Moss, Mooney, & Martin, 1991 ; Volling & Belsky, 

1993 ; Sylva, Stein, Leach, Barnes, & Malmberg, 2007）。 

    幼兒性別對托育選擇的影響亦不甚明確，提出性別會造成影響的研究

中，有的發現父母較可能為女孩安排非親屬的照顧服務（Hiedemann, Joesch,

＆Rose, 2004），有的研究卻正好得到相反的結果（Fuller, Holloway, & Liang, 

1996），也有研究並未發現性別與父母托育使用有關（Sylva, Stein, Leach, 

Barnes, & Malmberg, 2007）。  

    整體而言，有關幼兒特質對父母托育使用及選擇的影響，文獻上除了

年齡因素有較一致的結論外，其他特質則呈現分歧或不明確的結果。造成

此現象的可能原因或許在於不同研究所定義的照顧形式類別及內涵不甚

一致，且嬰兒照顧選擇是一個各因素間相互影響的複雜歷程，難以就單一

因素來說明一切，故上述因素的影響仍有待更周延的研究設計做進一步的

考驗。 

 

(二) 家庭特質：母親教育程度、家庭收入、家庭結構、種族背景 

    Fuller 等人（1996）的研究結果指出，教育程度較高的母親（大學以

上學歷）較傾向選擇機構托育，而教育程度較低的母親則偏向使用家庭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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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育（包括保母、親戚的在宅或到宅照顧）。而 Johansen 等人（1996）的

研究依照托育地點將托育形式分成在家中接受親屬或到宅保母照顧、在保

母或親屬家中托育、機構托育三種。結果發現教育程度較高的父母，在孩

子三歲前傾向選擇家庭式托育（在保母家）。由 NICHD（2004）所進行的

大型研究則指出，母親教育程度較高者，較可能使用時數較長的機構式托

育，母親教育程度較低者則傾向使用親屬托育。國內由行政院主計處

(2006a）所進行的「婦女婚育與就業調查」結果顯示，不論子女在 3 歲前

或 3-6 歲階段，母親教育程度愈高，使用家庭外托育的比率也愈高。而馮

燕(2000)分析國內三筆大型調查資料也發現，母親教育程度越高(研究所)

者，較會選擇機構式托育。 

    Hofferth 與 Wissoker（1992）分析長期資料庫中，針對 971 育有六歲

以下幼兒母親所做的訪談資料，發現高收入者選擇機構式托育的可能性高

於其他托育方式（保母照顧、親戚照顧、父親照顧），然而也有研究得到

不一樣的結果，Johansen 等人（1996）發現，父母屬於高專業人士（如醫

學和法律領域）和工資較高者較可能在孩子三歲以前選擇家庭式托育，因

為家庭式托育在延時托育上較有彈性。 

家庭結構的變化也可能造成母親在托育使用上的顧慮，Singer 等人

（1996）發現，第一個孩子送托的就業婦女，在育有第二個孩子後，並不

會顯著降低使用托育的可能性，但是在第三個孩子出生時，則使用托育的

可能性明顯下降。其他研究則發現，家庭子女數較多者較傾向選擇由親屬

照顧的非正式托育（Johansen, Leibowitz, & Waite, 1996），子女數較少的家

庭較可能進入機構式托育（Liang, Fuller, & Singer, 2000）。此外，Fuller

（1996）的研究發現，使用機構式托育的家庭，母親傾向較缺乏可用的社

會支持（如配偶、同住父母等），由 NICHD（2004）所進行的大規模縱貫

研究也顯示，單親媽媽較可能使用較長時的兒童照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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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同文化的教養信念和行為也可能使得家庭的子女照顧選擇產生族

群上的差異，例如 Wise（2002）在澳洲進行的一項跨種族托育選擇研究即

發現，少數種族背景的家長在托育安排上傾向選擇教養信念與他們的文化

價值較相近的托育環境。 

 

二、環境因素對母親嬰兒照顧選擇的影響 

（一）托育環境因素 

    許多探討母親嬰兒照顧選擇的研究將焦點放在托育服務本身的特質

對家長的影響，例如托育環境所在的地點、提供的照顧方式、所需費用等。

Johansen 等人（1996）將這些典型的特徵歸納並區分為本質因素（intrinsic 

factors）和非本質因素（extrinsic factors）。本質因素指的是滿足幼兒需求，

或影響幼兒托育經驗的特徵，例如保母專業資格、師生比、幼兒照顧內容；

非本質因素則是滿足家長需求，或影響家長經驗的特質，例如托育時數、

地點及費用。 

 

1.本質因素（intrinsic factors）：師生比、照顧者特質、照顧內容、品質 

    前述有關機構式托育與家庭式托育的介紹，已清楚說明二者在特徵上

的不同，然而這些差異是否成為父母托育選擇的考量因素？就本質因素

（intrinsic factors）來看，Atkinson（1994）的研究發現，嬰幼兒階段父母

選擇家庭式托育高於機構式托育可能基於數個不同的原因，例如家庭保母

比托育機構的保育員更能提供幼兒一天之中從早到晚所需要的照顧。再

者，家庭式托育通常是一位固定的照顧者，提供近似家庭環境的照顧服

務，機構式托育則有多位保育員和較高的師生比，並提供比家庭豐富的玩 

具和學習材料，Wise（2002）的研究發現，選擇家庭托育的父母較強調孩

子每天該由相同的人來照顧，而選擇機構式托育的家長則比較重視托育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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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所提供豐富的玩具和材料。 

    在托育服務系統中，照顧者是父母考量托育安排的重要關鍵，馬祖琳

(2005)的研究顯示，家長習慣以探聽親友鄰居對於保母的熟識度、人格特

質與照護能力的口碑做為衡量托育品質的標準之一。蔡嫦娟等人(2003)的

研究也發現，家庭保母的專業能力會決定家長是否信任他們。傳統認為嬰

幼兒照顧者並不具提供專業照顧的形象，不過隨著幼兒發展理論的演進和

保母專業化的發展，照顧者的專業訓練也逐漸受到托育服務提供者的重視

(陳姣伶、黃迺毓，2008)。 

    然而儘管托育服務日益專業化，研究卻發現父母在找尋照顧者時，往

往不是考慮其專業訓練的程度，而是看照顧者和孩子的關係好壞或他們喜

不喜歡孩子（Galinsky, 1990；Hofferth & Phillips, 1991）。事實上，照顧者

的特質也是大部份母親在嬰兒照顧選擇時所考慮的重要因素，

Hofferth(1992)和 Rassin 等人(1991)的研究即指出，溫暖和關懷的照顧者是

多數母親選擇托育環境所考量的主要因素，Cryer 與 Burchinal(1997)的大樣

本研究也發現「照顧者與幼兒之間的互動」最受到嬰兒和學步兒母親的重

視。 

    托育環境能否提供孩子認知或社會能力的學習也受到許多母親的重

視，研究發現，母親將照顧者與幼兒的關係視為對孩子成長有重要影響者

較可能在孩子襁褓及學步階段選擇家庭式托育（Atkinson,1994；Johansen, 

Leibowitz, & Waite, 1996）或母親自行照顧（涂妙如，2003）。相反的，選

擇機構式托育的家長可能較重視讀寫發展，且在家中提供教育活動並限制

電視觀看的父母，傾向選擇機構式托育（Johansen, Leibowitz, & Waite, 

1996；Fuller, Holloway, & Liang, 1996；Liang, Fuller, & Singer, 2000）。Wise

（2002）的研究指出，使用機構式托育的家長比選擇家庭式托育的家長更

期望托育經驗能促進孩子的發展。Seo（2003）的研究也發現，3 歲以下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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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的母親，使用機構式托育較重視托育環境的組織結構（如師生比）、

教育課程和安全性，使用家庭式托育的母親則較強調孩子與照顧者的親密

互動。 

    Fuqua 與 Labensohn(1986)請受試母親針對各種不同托育特質評量其重

要程度，研究結果發現健康安全的環境在重要性的平均分數最高，Kontos

等人(1995)的研究也得到相同的結果。黃迺毓(2003)曾嘗試探討國內父母對

不同階段兒童照顧重點的認知，初步結果亦顯示多數父母認為嬰兒階段的

照顧重點應以滿足生理的健康安全為主。 

 

2.非本質因素（extrinsic factors）：托育時數、地點和費用 

    在非本質因素方面，Bromer 與 Henly（2004）認為，與機構式托育相

較，家庭式托育能夠提供更大限度及彈性的托育時間，有利於經濟條件不

佳或工作時間不固定的家庭做符合個人需求的選擇，Johansen 等人（1996）

的研究即發現，從事高度專業工作及高工資父母選擇家庭托育的主因即是

因家庭保母在延時托育上較有彈性。 

    除托育時數外，托育地點也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因為機構式托育

的地點通常不若家庭托育來得便利（家庭式托育通常在住家鄰近的地

區），特別是在非都會地區，機構式托育的便利性遠低於家庭式托育

（Johansen, Leibowitz,& Waite, 1996），Kisker（1991）等人的研究結果即指

出，使用家庭式托育的父母選擇該托育方式的理由中，便利性的考量高於

托育服務品質。馮燕(2000)採次集資料分析法，將三筆大型調查資料重新

整理，企圖找出與國內家庭使用學齡前兒童托育模式相關之社會人口因

素，資料分析結果也顯示，具時間彈性和近便性的保母家庭式托育的確最

受就業母親歡迎。 

    此外，托育費用是否影響父母的托育選擇？Bogat 與 Gensheimer(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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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發現，72%的受訪父母認為費用是托育選擇的重要考量之一，但僅

有 9%將它視為最重要的影響因素。馮燕(2000)的研究結果顯示，托育費用

對選擇機構式托育的影響大於家庭式托育，家庭對於機構式托育會因價格

升高而降低選擇。然而 Wise（2002）比較兩群使用不同托育方式（家庭式

托育與機構式托育）的父母，結果卻有所不同，該研究發現使用家庭式托

育者較會考慮托育費用是否負擔得起。 

    Pungello 與 Kurtz-Costes（1999）認為母親在嬰兒照顧安排時所考量與

重視的因素或許也可以反映出她們的嬰兒照顧信念，例如堅信托育環境安

全之重要性的的母親，我們應可預期她會以選擇安全的照顧環境為目標。

研究者據此推測，在這二類因素中，較重視本質因素的家長，應比較重視

非本質因素的家長更關注孩子的發展，以及托育環境可能對嬰幼兒造成的

影響。(有關母親信念的影響討論於後) 

 

(二) 其他家庭外在的環境因素 

    除了托育環境的條件，家庭外還有其他可能影響母親嬰兒照顧選擇的

因素，包括國家的兒童照顧政策以及社會風氣（例如社會對嬰兒照顧普遍

的態度與觀感）等。 

    兒童照顧政策的制定原本就是以提供家庭育兒協助為目的，以育嬰假

為例，許多母親徘徊在工作和照顧孩子的兩難中，因此育嬰假政策顯得格

外重要，它對母親產後重返職場的決策影響甚鉅。Sylva 等人（2007）比

較英美兩國的政策指出，美國的育嬰假政策一向不如英國優厚，因此研究

顯示，50%的美國母親在產後三個月內即重返工作崗位，並選擇使用家庭

外的托育服務，反之，在英國則僅有 8%的母親在產後三個月內即重返職

場。 

    工作時間長短對就業母親在工作與育兒平衡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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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提供友善家庭(family-friendly)的工作環境皆是各國社會政策的發展方

向。依據行政院勞委會(2008)的資料顯示，我國政府自 2002 年 3 月通過「兩

性工作平等法」之後，至 2007 年國內事業單位提供育嬰留職停薪的事業

單位比率已逾 5 成，又其中 6 成以上企業承諾恢復其原來的職位；30.8％

的企業願意減少員工的工時或彈性調整其上下班時間，以利其照顧 3 歲以

下子女。然而在實際利用情形方面，2007 年國內申請育嬰留職停薪者共計

5024 人，較 2002 年增加 59.5％，其中以勞保身分申請者為主（占 66.0％），

惟申請人數僅占申請勞保生育給付件數的 3.1％，使用率頗低。依據勞委

會的調查結果顯示，有意願申請育嬰留職停薪的女性勞工僅 29.5％，無意

願申請者究其原因發現，小孩有他人照顧者占 44.5％，因經濟因素需要工

作者則占 18.9％。我國因保障制度甫起步，育嬰假利用情形不若先進國家

普遍，未來隨著兩性平等、托育及社會保障制度逐步落實，或許就業母親

在家庭與工作的天秤上將日趨平衡。 

    另一個潛在於環境中可能對母親托育選擇造成影響的因素是社會文

化對嬰兒照顧這件事的態度。華人社會的家庭文化價值向來強調「男主

外、女主內」，因此嬰兒照顧似乎必然是女性的職責，賈浩妃（1998）探

討祖父母托育孫子女決策過程的研究即發現，中國傳統「敬老尊賢」的文

化，使得上一代擁有托育決策的優先權，然而女性又被期待是嬰兒照顧的

主要負責人，決策過程裏，這些傳統的價值不斷在角色的權力互動中發

酵，因此母親或婆婆遂成為最後負責照顧嬰幼兒的最佳人選。NICHD

（2004）的大型研究則發現，母親有較傳統教養觀念（重視父母的權威及

子女服從）者較不會選擇機構式托育，而比較可能選擇由親屬來照顧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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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母親的信念對嬰兒照顧選擇的影響 

    家庭除考量托育服務的特質是否符合成人的需要外，父母對嬰兒照顧

的信念也是影響托育選擇的重要因素。Pungello 與 Kurtz-Costes（1999）回

顧有關就業母親嬰兒照顧選擇的文獻，發現影響母親托育選擇行為的相關

信念包括母親對托育的工具信念(instrumental beliefs)(即是有關於母親在嬰

兒照顧選擇時較重視或優先考慮哪些條件特質的想法，例如某些母親可能

較重視托育環境的安全、衛生，而有些可能會優先考量照顧者的經驗和能

力等)、托育對嬰幼兒產生影響(正向和負向)的知覺、母親的母職角色信

念，以及對母親就業的看法和態度等。 

 

(一)母親的托育選擇工具信念 

    所謂的「托育選擇工具信念」是指個體對托育環境條件特質(即前述

所探討影響母親嬰兒照顧選擇的托育環境因素)的重視程度，例如 A 母親

在選擇孩子的托育環境時可能主張要有一個溫暖和關懷的照顧者，然而 B

母親或許比較在乎托育環境中幼兒年齡、性別的平衡問題。 

    由前述(本節第二段)的文獻歸納可知，父母在選擇托育環境時所重視

的功能特質包括非本質因素(托育費用、地點、便利性等)及本質因素(安

全、健康、托育內容、照顧者特質等)。一般而言，大部分的因素都是家

庭尋求理想的照顧安排所重視的條件，然而完全符合條件的托育環境畢竟

不易覓得，因此父母認為最重要(most important)的特質可能就成為影響他

們最終選擇的關鍵。Pungello 與 Kurtz-Costes（1999）的文獻回顧指出，探

討父母重視哪些托育特質的研究結果，往往因提問方式不同而出現差異。

Bogat 與 Gensheimer(1986)調查父母托育選擇工具信念的研究以兩種方式

進行資料的蒐集，首先研究者要求父母依個人經驗列舉他們覺得托育選擇

最重要的特質，接著再詢問哪一個特徵是他們做決定時最重視的，研究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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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顯示在第一個問題上，高達 99.3%的受訪者都將「健康安全」列為重要

特質，然而在第二個問題上，選擇「健康安全」為托育安排決定最重要特

徵的受訪者則只有不到 9%。由此可知，托育選擇工具信念的評量方法可

能對結果產生很大的影響，所以在研究方法上可採多元方式進行資料的蒐

集，以獲取研究對象關於此一信念較完整的面貌。 

 

(二)母親對托育影響(正向和負向)的知覺 

    馮燕(1997)在「托育服務」(p108-109)一書中指出，「托育服務的目的在

補充家庭照顧功能之不足，並補足兒童來自父母的保護及滿足兒童發展需

要，故不論托育型態為何，托育服務都必須提供能開發兒童生理的、情感

的、智力的、社會化等的培育之環境，並且幫助所有家庭成員追求個人的

和整體的目標。」王靜珠(1987)以幼兒正常發展的觀點出發，主張托育服

務有促進幼兒發展及協助家庭教養的功能，高傳正(1986)則認為托育服務

要配合家庭需要，彌補家庭親職功能的不足。 

    上述論點皆強調托育服務對幼兒及家庭的重要性。在對幼兒的影響

上，Lombardi(2005)指出，幼兒的語言與認知會隨著受過訓練的專業人員

與適當規劃的環境而顯著進步，反之，在家庭中由非專業人員照顧的孩

子，需求易被忽略。Kadushin(1980)則強調對父母的影響，認為當親子關

係有困擾時，托育服務可以提供父母暫時性的放鬆，並因壓力的減輕得以

調整精神力量(psychic forces)，讓親子互動變得較為正向。 

    上述的研究結果雖指出托育的正向影響，然而有關親子依戀關係發展

的文獻卻有不同的看法，涂妙如(2005)回顧托育使用與親子依戀的相關研

究指出，多數研究都顯示高時數的托育容易使得親子依戀傾向於不安全依

戀的風險之中。 

    既然托育的使用可能對孩子的發展產生各種(正向或負向)影響，那麼



 24

母親對托育影響的看法或許也是左右其托育選擇的信念之一。Pence 與

Goelman（1987）的研究即發現，擔心托育經驗會對幼兒情緒發展造成負

面影響的母親，較傾向為孩子選擇家庭式托育。Erdwins 與 Buffardi(1994)

的研究也顯示，使用機構式托育的母親比使用家庭式托育和外傭托育的母

親更能認同托育過程中提供團體經驗對幼兒的好處。 

 

(三)母親的母職角色信念 

「母親」在個體成長過程中一向被視為是最重要(甚至是不可取代)的

角色，除了傳統上對於「天賦母職」存有迷思，認為母親天生具有較強、

較佳的照顧能力之外，文化也常賦予母親責任性的母職，將她定義為一個

必須負有照顧、養育、服務與安撫孩童等相關責任的社會角色（張靜文，

1997），母職便是執行上述相關任務而產生的一連串普遍被社會所認可的

行為、規範和意識型態。Elvin-Nowak 與 Thomson(2001)指出，女性會利用

社會中主要的母職結構及主流的母職相關論述來理解及檢視自身日常生

活中的母職經驗，進而建構自身的母職意識型態，而其日常母職的實踐也

往往根據所抱持的母職意識型態而來。 

對就業母親來說，育兒與生涯發展往往不能兩全，而其間的取捨與安

排的確受到母親的母職信念所影響。Melhuish 等人(1991)比較選擇不同嬰

兒照顧方式(母親自己照顧、保母照顧、親戚照顧、機構照顧)的母親在母

職(motherhood)信念上的差異，結果顯示使用非母親照顧之不同托育方式

者，在母職信念上並沒有顯著差異，然而較快重返職場者在母職信念上卻

比停職育兒的母親表現出更強烈的負面情感。早年由 Hock 等人(1980)所做

的研究也發現，孩子出生一年後仍在家育兒的母親對於育兒角色的態度比

返回職場的母親表現得更正向。 

Volling 與 Belsky(1993)以 164 對父母為研究對象，分別在他們第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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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出生前後進行訪談，研究結果發現產前計畫停職育兒且產後落實原先

計畫的母親在育兒承諾量表上的分數不僅高於產前計畫持續就業且產後

即重返職場的母親，也高於產前計畫持續就業但產後卻留在家中育兒的母

親，因此研究建議母親的母職角色信念也是影響嬰兒照顧決定的信念因素

之一。 

雖然視「母職」為女性天職是華人社會自古以來的文化價值與信念，

但隨著社會變遷和女性主義的興起，傳統的母職概念開始受到批判和解構

(藍佩嘉，1991；張娟芬，1991；張靜文，1997；陳惠娟、郭丁熒，1998；

黃怡瑾，2001)。黃怡瑾(2001)指出，女性主義對母職的看法可約略分為兩

大方向：一為揚棄母職、爭取拒絕母職的權力；另一方向則是爭取做為母

職所需的社會尊重與支持。一般而言，否定母職的論述認為母職在父權社

會中變成父權指令的執行工具及父權價值的傳遞管道，將母職界定成女人

的天職也限制了女性在公領域的發展，而視生育、養育為母親責無旁貸的

責任更是文化中壓迫女性的根源(張娟芬，1991)；然而肯定母職的論述則

認為母職的具體實踐激發出母親溫慈、包容等特質，可形成女性的共同經

驗，進而建構女性認同(woman identity)(陳惠娟、郭丁熒，1998)。 

其實不論是否定母職或肯定母職，因著社會的變遷，多數女性已從過

去以家庭為生活重心的賢妻良母角色，逐漸融入有個人生涯發展意涵的職

業角色，但雖然時代不斷改變，當今社會對母職角色的看待卻沒有產生太

多的變化，尤其台灣社會的女性在現代思潮衝擊中仍背負著華人文化傳統

母職的信念，劉慈惠(1999；2001)探討幼兒母親教養信念的研究發現，當

今台灣社會幼兒母親的教養信念交織著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社會思潮的

雙重影響，王叢桂(2004)認為女性在面對家庭育兒責任與生涯成長的關

口，母職信念會影響到她們的生涯規劃與投入，已婚女性工作者可能要同

時面對「受過良好教育的女性應該就業」的現代女性規範、自我成長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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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需求，以及傳統「女性應以照顧子女為優先」的母職信念壓力。 

面臨傳統文化中母職信念的枷鎖和現代思潮對女性角色的解放，母親

如何在信念與行動之間找到平衡點？Duncan 和 Strell (2004)提出「母親/工

作者的整體意象」(mother/worker integral image)，主張就業母親會結合自

己的育兒與工作角色，並發展出對自我的另一種認同，育兒女性視自己的

勞動參與為母職的延伸，將工作角色整合在母職實踐的架構中，而非以互

相衝突或互斥的二分法來區別育兒責任與經濟勞動，例如母親可能認為自

己的就業可提供子女更富足的生活，或是藉由勞動參與建立孩子性別平等

的學習典範。 

Uttal(1996)的研究將就業母親的育兒理念與實際行為歸納為三類，第

一類母親較屬於傳統文化的遵循者，她們會視自己為子女不可取代的照顧

者而盡可能親自育兒，即便因工作而必須將孩子交託他人照顧，她們也會

盡量減低照顧者的影響力；第二類母親較缺乏對天賦母職的認同，她們不

認為母親對子女所提供的身心照顧必然優於其他照顧者，因此這種母親會

將孩子交給她們認為合適的代理人來照顧並充分信任照顧者；第三類母親

相信母職非個人的責任，而是一種與其他家人或照顧者的「協同」工作，

她們可能會花很多時間與嬰幼兒的其他照顧者溝通，以盡可能達成教養的

共識。 

從國外研究的分析可知，就業母親的母職信念已逐漸從傳統文化的遵

循者，逐漸發展為對母職信念的主動建構者，而近代深受西方現代思潮影

響的台灣社會，母親們的母職態度是否也有相同的發展與改變？吳書昀

(2007)以質性訪談和分析的方式探討國內母親母職的信念與實踐之交互作

用，研究發現，雖然遵循文化期待的母職實踐仍是台灣社會普遍存在的現

象，但一種解構的母職信念(相對於傳統的母職社會期待)也正在出現，有

些受訪母親們不再受制於「所有孩子都需要自己母親的照顧」的意識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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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反而以一位經營者的身份來安排子女所需的東西，例如為孩子選擇一

位適合、專業的照顧替代者，而這種情形特別在年輕世代、具有專業性工

作的母親身上發現。此一結果顯示，母親除了接收社會文化既定的意識型

態(母職的延續)，也開始主動調整對母職勞動的認識，把職場參與視為是

母職延伸的一部分，或者重新建構一套母職信念，把自己從照顧者角色抽

離出來，產生另一種新連結(母職的變遷)(吳書昀，2007)。 

 

(四)母親對就業的態度 

    母親的就業態度在研究上被視為與其嬰兒照顧選擇相關，原因在於若

母親產後重返職場則必須立刻面臨嬰兒托育安排的問題，Melhuish 等人

(1991)回顧過去的研究發現，產後未返回職場與重返職場的母親，二者在

就業態度上有明顯的差異，一般而言，產後即回到工作崗位的女性比未返

回職場者有更強的生涯抱負(career orientation)和性別平等信念。 

    除了生涯抱負之外，母親對自己的工作滿意(enjoyment of work)和工作

/家庭承諾(commitment to work/family)也與其返回職場及照顧方式的選擇

有關。Volling 與 Belsky(1993)的研究結果顯示，超過半數的就業母親認為

工作滿意是她們考慮繼續就業重要的因素。而在工作/家庭的承諾方面，

Huston 等人(2002)的研究顯示，對婦女就業有正向看法的母親較可能使用

機構式托育，另一方面，母親對於就業所產生育兒風險的看法會影響其嬰

兒照顧選擇，NICHD（1997）的研究發現，選擇由配偶或祖父母來照顧孩

子的母親比使用家庭保母或機構托育的母親更關心個人就業可能對孩子

帶來的風險。 

    雖然許多研究都發現母親信念對其嬰兒照顧選擇有重要的影響，但信

念的形成是個體與環境持續建構的歷程，因此並非穩固不變，Seo（2003）

指出，母親在托育選擇之前的信念可能會在托育決定後改變，因此建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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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母親信念對托育選擇的影響應獲取回溯性（retrospective）的資料。 

 

    以上所統整的各項因素與母親托育選擇的關係，在不同的研究常出現

分歧的結果（Fuller, Holloway, & Liang, 1996 ; Hiedemann, Joesch, & Rose, 

2004 ; NICHD, 1998 ; NICHD, 2004 ; Sylva, Stein, Leach, Barnes, & 

Malmberg, 2007）。由於「母親信念」以及社會對「幼兒特質」、「家庭特質」

的看法在不同的文化間存有不少差異，「托育機構特質」也因各國的法令

規範不同而呈現不一樣的內涵，因此 Love 等人(2003)認為不同兒童照顧體

系與文化脈絡下的研究發現並不適合用來解釋或推論其他社會的狀況。國

內長期以來對此一議題的探討並不充分，各因素對母親托育選擇的影響是

否如國外研究一樣？或是有所不同？實需透過發展本土的研究以進行進

一步的瞭解。 

 

四、家庭與托育環境特質的共變 

Mcgurk 等人（1993）分析近代有關兒童照顧（child care）的研究後，

發現在托育安排上家庭和托育環境特性有共變的傾向，特定家庭較可能去

選擇或有能力負擔特定形式的嬰兒照顧服務。研究顯示，高品質托兒中心

的幼兒，父母傾向有較高的 IQ、教育程度以及較高的職業地位，高社經的

父母花費在托育服務的金錢較多，他們的孩子對托育經驗有較多調適的準

備，參加的托育機構有比較多的教材、玩具，師資的教育程度也較高，較

能敏感孩子的需要，也比較能投入教學活動（Burchinal, Ramey, Reid, & 

Jaccard, 1995 ; Berghout, Godfrey, Larsen, Knudsen, & Shelley, 1996 ; 

Holloway & Reichhart-Erickson, 1989）。 

    NICHD（1997）有關兒童托育的大規模研究也指出，不同的家庭形態

和父母特質可做為托育選擇的預測因素，經濟因素與托育的質、量有最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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切的關連，較小的家庭、母親的教育程度較低、家庭收入較少、母親工時

較長以及母親認定就業有益者，會傾向使用較多的托育服務。 

    以上的研究發現顯示母親的嬰兒照顧安排非僅受單一因素影響，且各

因素間亦隱含著橫斷面的相互牽扯和縱貫面的連帶影響關係，因此若要深

入瞭解母親的嬰兒照顧決策，則需更全面性地考量所有的脈絡因素，以及

時間歷程所產生的影響。 

 

五、生態觀點的嬰兒照顧選擇研究 

前述與母親直接相關的家庭內部因素中，許多變項（母親教育程度、

家庭結構、家庭收入等）所呈現的研究結果並不一致（Hofferth & Wissoker, 

1992 ; Johansen, Leibowitz, & Waite, 1996），箇中原因或許在於多數研究未

能充分考量嬰幼兒照顧安排的複雜性和多樣性。事實上，母親的托育決定

是一個複雜的過程，有許多不同的因素纏繞其中，因此嬰幼兒的照顧安排

並不是一種隨意的分派或選擇，若只考慮某些假定有因果關係的因素，而

忽略其他諸如家庭社經環境、幼兒手足數或種族背景等亦可能干擾托育選

擇的變項及生態變動因素，則研究結果極可能形成不當的結論或錯誤的臆

測（Sylva, Stein, Leach, Barnes, & Malmberg, 2007）。 

    為了克服上述的研究限制，美國 NICHD（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ld 

Health and Human Development）自 1987 年開始進行一連串兒童照顧議題

的研究。研究團隊從全美不同的社區選取大量的受試樣本，並以縱貫研究

方式，長期蒐集這些研究對象各種托育經驗中量性和質性的資料，也儘可

能將相關的背景變項納入考量，正因為如此大規模且曠日費時的研究設計

讓研究所得更具有意義與價值，所以時至今日，NICHD 的調查報告也可說

是兒童照顧領域最有價值的研究。 

    晚近的研究也開始採用生態系統論（Bronfenbrenner, 1979）的觀點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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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母親的嬰兒照顧選擇行為。Pungello 與 Kurtz-Costes（1999）認為過去

的研究多半僅針對特定的因素進行單獨的考驗，並未考慮它們與其他可能

影響因素的連結，因此 Pungello 與 Kurtz-Costes（1999）參考 Bronfenbrenner

（1986）為描述生態觀點的研究設計所提出的「個人-過程-脈絡模式」

（person-process-context model），並在回顧嬰兒階段就業母親托育選擇的

文獻後，提出一假設的理論模式，用以說明母親托育選擇影響因素的複雜

性（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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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母親嬰兒照顧選擇的脈絡模式（Pungello & Kurtz-Costes, 1999） 

 

    Pungello 與 Kurtz-Costes（1999）的理論模式中將影響母親嬰兒照顧選

擇的因素區分為四類，分別為母親的人口學特徵、幼兒因素、環境脈絡和

母親的信念。研究者根據 Bronfenbrenner 的個人 -過程 -脈絡模式

（person-process-context model），將母親和幼兒特質界定為個體變項

（person variables），環境因素為脈絡變項（context variables），母親信念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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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過程變項（process variables）。並依理論內涵及已知的研究發現提出該模

式中各因素間因果關係的假設。（關於生態系統理論的內涵詳述於第三節） 

    四類因素對母親托育選擇的影響，透過研究結果的分析已清楚呈現，

然而 Pungello 與 Kurtz-Costes（1999）也發現母親的信念受到所有其他因

素的影響，且母親的行為與母親信念及某些母親可掌控的環境條件間存有

互為影響的關係。舉例來說，ㄧ位就業母親若選擇親自在家帶孩子，首先

她必須改變自己的工作狀況，接著這位媽媽或許會開始說服自己相信讓孩

子留在家裡遠比使用托育服務更好，因此並非只有環境和信念因素影響母

親的選擇，相反地，母親的嬰兒照顧選擇也可能導致環境條件和母親信念

的改變。 

    雖然 Pungello 與 Kurtz-Costes（1999）的理論模式相較於過去的研究，

對於解釋母親的嬰兒照顧選擇行為已往前跨了一大步，但其中的許多假設

仍待更多研究加以探索與驗證。此外，儘管該模式已涵括個人、家庭和母

親身處的環境等脈絡因素，卻未提及國家制度與政策的影響，事實上，「兒

童照顧」本身不僅是個人與家庭的議題，也是國家政策與社會文化的議

題，包括 NICHD 在內的諸多研究雖然已提出具體研究成果供全球的政府

及民眾參考，但這些在美國托育制度與文化脈絡下的研究發現並不適合用

來解釋或推論其他國家的狀況。以英國為例，其國家的育嬰假政策較美國

來得寬鬆優厚，致使婦女產後 3 個月內重回職場的比例遠低於美國（Sylva, 

Stein, Leach, Barnes, & Malmberg, 2007），類似這種國家政策或其他文化脈

絡對托育問題可能造成的影響，使得研究結論與建議無法有跨國家及跨文

化的解釋力。因此 Sylva 等人（2007）即進一步修訂 Pungello 與 Kurtz-Costes

（1999）的理論架構，加入較廣大層次的歷史及社會文化脈絡因素)，例如

國家托育政策、婦女就業機會等，使之更符合家庭嬰兒照顧選擇的真實面

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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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ngello 與 Kurtz-Costes（1999）和 Sylva 等人（2007）提出的架構雖

然將焦點集中在襁褓及學步階段嬰幼兒的照顧選擇，與本研究的目的相

符，但該模式看似以母親的特質、信念、行為為主軸，卻未將嬰兒照顧使

用決策者的角色明確點出，也沒有針對特定照顧型式去界定母親的選擇行

為。Seo（2003）認為在調查家庭為何選擇特定托育模式（機構式托育 v.s.

家庭式托育）時，對家庭系統與週遭多層次環境間動態交互作用的探究是

非常重要的，因此他將母親視為托育選擇的主要決策者，也清楚界定托育

選擇的型式（機構式托育、家庭式托育或兩種兼用），提出托育選擇的生

態觀點模式（圖 2-2），期能提供未來研究另一思考方向。 

 

 

    

   

 

 

 

 

 

 

 

 

 

 

 

圖 2-2 影響母親托育選擇的生態觀點模式（Seo,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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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了進一步驗證此一假設模式，Seo（2003）以此模式架構發展父母

調查問卷，調查內容除了家庭人口學資料、環境脈絡變項，也以一連串開

放式的問題探究母親對於選擇特定托育型式的信念或知覺，並以 47 位選

擇不同托育方式的母親為對象，進行模式驗證之初探研究。結果顯示小系

統中幼兒年齡、母親信念、家庭特質，以及其他系統的脈絡因素皆會影響

母親對特定托育方式的選擇（圖 2-3），研究發現大致支持此一概念模式。 

     

 

 

 

 

圖 2-3 影響母親選擇特定托育方式的因素（Seo, 2003） 

 

    無論是研究者本身所進行的統整，或是前述二個模式的歸納，影響母

親托育選擇的因素都一致涵括了母親背景、幼兒特質、母親信念及環境脈

絡四項類別因素，故本研究即嘗試探究此四類因素與母親嬰兒照顧選擇的

相關及影響情形。 

家庭特徵： 

-家庭收入 

-母親教育程度 

母親信念 幼兒年齡 

托育方式 

脈絡因素： 

-托育內容特徵 

-社會網絡 

-就業狀況 

-籍貫/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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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母親的嬰兒照顧選擇與生態系統理論 

 

    前ㄧ節所述及關於母親嬰兒照顧選擇的理論模式（Pungello & 

Kurtz-Costes, 1999；Sylva, Stein, Leach, Barnes, & Malmberg, 2007；Seo, 

2003）皆以 Bronfenbrenner 的「生態系統論」（Ecological System Theory）

做為發展基礎。嬰兒照顧在本質上的確是個與個人、家庭及社會文化生態

密不可分的議題，故本節將探討生態系統理論的主要內涵，以及該理論與

嬰兒照顧安排議題的關連性。 

 

ㄧ、生態系統理論 

Bronfenbrenner 自 1979 年提出「生態系統論」（Ecological System 

Theory），至今已三十年，該理論原是用來說明個人發展與環境間的交互關

係，Bronfenbrenner（1979）認為個體的發展自出生起便受到多層環境系統

交互作用的影響，他將影響個體發展的環境分為四個系統，這四個系統分

別為小系統（microsystem）、中間系統（mesosystem）、外系統（exosystem）、

大系統（macrosystem），而個體的發展就是與這四個系統直接或間接交互

作用後所產生的結果。 

三十年來，此一理論受到社會科學領域廣泛的重視，並且一如其所主

張的觀點，「生態系統論」本身也像是發展中的個體，不斷地歷經生態變

遷的洗禮，因此多年來 Bronfenbrenner 除持續補充及修正該理論的內涵

外 ， 也 進 一 步 提 出 時 間 系 統 （ chronosystem ） 的 概 念 及 PPCT

（person-process-context-time model）模式，以加強其理論論述及在研究上

的應用性(Bronfenbrenner & Morris, 1998)。 

依據 Bronfenbrenner 的解釋，「小系統」指的是個體最直接參與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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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例如母親的家庭、工作職場），其中的人事物對個體的影響也最大。

「中間系統」指的是個體直接參與的小系統之間的互動關係（例如家庭與

工作職場之間的連結），小系統間的關連愈強，愈能互相支持，代表中間

系統的質與量愈豐富，對個體發展也愈有利。「外系統」指的是個體並未

直接參與，卻會影響小系統運作的外圍系統，例如兒童照顧支持系統或國

家托育政策等，這些社會機制雖與個體有距離，但其運作結果會影響個人

的小系統發展。「大系統」是一個廣泛的思想體系，諸如社會趨勢或文化

價值觀等涵蓋整個大環境的系統，皆會影響個人的思想以及思考空間。小

系統的運作、中間系統和外系統的形成往往直接受到各個社會文化中意識

型態與制度模式的影響，換言之，大系統也是型塑外系統、中間系統及小

系統的基模。此外，這樣的系統運作乃是隨時間系統的發展而不斷變化的

動態模式，除了個體因持續成長而改變與系統間的互動關係，各系統的內

涵也會隨時間而變化，並對個體帶來不同的影響。 

生態系統理論提供了一個相當周詳且完整的典範，說明個體受周圍環

境的影響，以及適應、進化的過程中所產生持續的改變。換言之，整個社

會是一個互動且相互依賴的體系，環境中任何一個正向或負向的變化都將

影響整個系統的運作。以下係研究者統整 Bronfenbrenner(1979)在「The 

Ec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一書中對生態系統論的論述，以及

Bronfenbrenner 與 Morris(1998)對生態系統理論的補充與說明，歸納整理出

各種環境系統的內涵特徵及與就業母親嬰兒照顧選擇的關係： 

 

（一）、小系統（microsystem） 

小系統是指個體直接面對面互動或參與的環境（setting），個體在這個

環境裡要有活動（activities）、角色（role）、人際關係（interpersonal 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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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素，再加上個人的覺知（perception），也就是個人要覺察到這個環境

裡發生的人事物對他的意義，那麼小系統才會對他造成影響。對就業母親

而言，她的小系統包括家庭、工作職場、參與社群（教會、社團…），只

要是母親直接、頻繁地接觸的環境皆屬之。 

    對間關係(dyadic relationship)是小系統中人際發展的基本單位，存在於

相同小系統中的兩個人關注彼此或是參與對方的活動，它所形成的關係會

密切地影響個體的行為與發展，而其影響是有相互性的(reciprocal)。例如

母親的嬰兒照顧安排可能受到配偶的影響，同樣地，母親的托育選擇或意

見也會影響對方的態度和想法。然而影響兩者間互動發展的並不只成對

(dyad)的雙方，在相同小系統的其他成員，也會對兩人間的關係產生影響，

例如公婆(或父母)在夫妻關係上常常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公婆提供的育兒

協助及養育經驗的分享可能降低就業母親的嬰兒照顧壓力，增進夫妻間關

係的和諧；然而也可能因公婆介入對孫子女的教養，造成母親的育兒壓力

或夫妻之間的衝突。 

    托育的本質中具有服務輸送的意義，對被照顧的嬰幼兒來說，家庭和

照顧環境皆屬於幼兒發展中小系統的一環，構成受托幼兒每天部分時間的

生活環境，早期成長環境的品質及嬰幼兒期與人互動的經驗，對一個人的

人格、能力，甚至生理發展順利與否有很大的影響，因此家庭這個小系統

中的母親如何為孩子選擇另一個有利他們成長與發展的小系統（托育環

境）就成了格外重要的一件事。然而從就業母親的立場來看，除了家庭這

個和孩子共有的小系統外，還有像工作職場、社團這類的小系統影響著她

的托育安排，本研究以嬰兒母親為調查對象，故將母親視為主要的發展個

體，並針對其所屬的小系統因素進行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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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間系統（mesosystem） 

    個體所參與的生活場域會因發展的需要而不斷增加，當個體同時積極

地參與在兩個以上的環境時，這些環境之間的相互關係（interrelation）就

構成了中間系統。例如就業母親必須在家庭與工作職場間交替活動，那麼

家庭與工作環境這兩個小系統的連結即處於中間系統的層次。中間系統的

發展過程需要個體的小系統間彼此的溝通與互助，例如家庭內的成員支持

母親的工作、工作單位提供母親家庭照顧的協助等即是在母親嬰兒照顧選

擇時一種有利中間系統發展的連結。 

    在嬰幼兒照顧服務的生態中，存在幾個重要的中間系統，以幼兒來說，

家庭與托育環境之間的互動關係是其最主要的中間系統。所謂互動的關

係，包括家庭與托育環境間正式與非正式的溝通、雙方對彼此的認知、接

納與尊重。Bronfenbrenner（1979）相信這種場域(setting)間的連結對嬰幼兒

的發展有相當大的影響，因為孩子年紀尚小，當他進入到新環境時，需要

周遭其他人的支持與協助，為他們在新舊環境間建立正向的連結，以降低

環境變化的衝擊並加速對新環境的適應，例如：嬰幼兒進入托育環境初期，

父母若能陪伴他一起熟悉托育環境內的人、事、物，托育期間亦積極與照

顧者溝通有關嬰幼兒的發展訊息及教養理念，這種家庭與托育環境間積極

正向的連結（linkage），將有促進個體正向發展的作用。若以就業母親為發

展主體來看，則家庭和工作職場之間的連結則是她主要的中間系統，家庭

提供育兒的支持和協助讓就業母親可以專心工作和持續生涯發展，母親的

工作職場提供育嬰福利(育嬰假、彈性工時、托育服務等)也可讓就業母親更

從容地兼顧工作與育兒，因此良好的家庭支持及友善家庭的工作環境是提

供就業母親建立高品質中間系統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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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系統（exosystem） 

    外系統是指雖然個體在某些環境裡並沒有直接、積極地參與，然而這

些環境裡（即外系統）發生的事件會對個體所存在的小系統造成影響，進

而間接影響到個體的發展。Bronfenbrenner 指出，要證明外系統對個體發展

確實造成影響，必須包含兩步驟（two-steps）的因果順序（例如：外系統

裡所發生的事件影響了小系統裡的人事物，進而影響個體的發展）。而且這

種因果順序是可以反方向進行的。 

    托育服務提供的是協助及補充家庭育兒照顧的資源，屬於支持性的外

系統，對有托育需求的母親來說，影響最大的是本身的托育支持系統（例

如非同住家人或親友的協助、鄰里社區的托育協助網路、企業組織為員工

提供的托育服務等）及國家的托育服務政策（例如托育津貼、托育人員培

訓與考核、托育機構設立與管理等），前者提供的大多是直接的嬰幼兒照

顧協助，後者則除了扮演托育服務供給的角色外，還有經濟支援及托育品

質管制的功能。 

    陳姣伶(2009)回顧國內托育相關的文獻發現，有關家庭本身托育支持

系統的研究可分為兩大議題，一是探討家庭對托育支持系統的需求面，二

是家庭對托育支持系統的應用面。需求面的研究以托育需求調查為主，家

庭的托育支持系統是其中的重要變項之一，對這部分的了解有助於提供家

庭更有效的托育協助。然而對支持系統的需求其實還要考量家庭結構、個

人特質、子女特質等小系統的因素，例如不同發展階段的家庭、單親家庭

或特殊兒童家庭，所需要的托育支持都不盡相同。 

    政府在托育服務方面所能扮演的角色範圍非常地廣，可以直接或間接

提供托育服務(例如開辦公立托育機構或建立托育機構評鑑和督導機制)，

也可以透過法令和政策來提供家庭托育的支持。內政部（2008）於 97 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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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 日起開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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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政府第一次針對 0-2 歲嬰兒家庭提供托育費用補助。除了減輕

家庭育兒負擔，該政策也企圖透過對補助對象條件的限制，導引家庭為 2

歲以下的子女選擇合法立案之托嬰中心或加入「社區保母支持系統」的合

格保母進行托育，預期將改變部分家庭的嬰兒照顧選擇。 

 
（四）大系統（macrosystem） 

大系統的定義是指存在於整個社會、文化或次文化裏的價值觀、信念

等，這些共同的社會文化、價值信仰其實無所不在地影響著裡頭其他系統

的運作和發展，讓外系統、中間系統和小系統都呈現出一致的特質和信念。 

大系統對嬰幼兒照顧的影響可以從整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導致勞動

力和家庭結構變化，進而形成龐大的托育需求談起，也可以從文化價值觀

來看兒童照顧這件事的昨世今生。大環境的改變的確是當今兒童照顧需求

殷切最主要的原因，其中牽涉到小系統（家庭結構的變化、婦女角色的改

變）、外系統（鄰里親屬支持關係的變化）和中間系統（家庭與托育服務

系統的連結）的變化和發展。 

大系統因素的影響雖不若小系統來得明顯和直接，不過效應卻是長遠

和全面性的。以嬰幼兒照顧為例，包括傳統觀念對育兒態度的影響和福利

意識型態對擬定托育政策的影響等，都是可能影響母親托育選擇的重要因

素。 

陳姣伶(2009)的托育文獻回顧發現，在文化價值方面，傳統的家庭觀

念強調「男主外、女主內」，因此托育似乎必然是女性的職責，從大部分

托育的研究皆以女性為研究對象便可窺知一二，即便是研究設計也受到這

樣的價值信念所牽動。在福利意識型態方面，從不同的福利哲理出發，其

托育服務定位便會有所不同，在各國托育政策比較的研究上，可以發現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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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家庭和兒童照顧政策與其福利意識型態及社會價值有關，一個社會對

親職、性別角色的價值觀，以及是否鼓勵生育、婦女就業，都會影響到托

育政策的內容，以瑞典為例，該社會肯定家庭價值、鼓勵生育，但同時又

鼓勵婦女就業，因此除了有積極的家庭政策，也會提供較完善的托育服

務。反觀我國，或許是歷經中西文化的衝擊及政經制度的轉型，到目前為

止，許多的社會價值似乎仍不明確，在政策的發展上或師法他國，或頭痛

醫頭、腳痛醫腳，似乎仍缺乏從大系統以降一貫的思考和規劃。 

 
（五）時間系統（chronosystem） 

    時間系統強調的是生命歷程中因時間因素所產生的變與不變，時間可

能帶來的改變包括個體成長和環境的變遷等（例如孩子漸長、母親職業或

婚姻狀態改變、住所搬遷等），這些可預期的發展或不可預期的事件都可

能使家庭的兒童照顧需求產生變化。此外，某些歷史經驗對個體的發展可

能造成長期的影響，例如個體在嬰幼兒階段與照顧者的依附經驗被視為是

影響其日後社會人格發展的重要因素。 

    雖然生態系統的發展不可忽略動態的時間因素，但回顧大部分的托育

研究，卻幾乎都是將嬰幼兒照顧視為靜止的現象，只探討家庭在嬰幼兒某

一特定發展階段的托育問題，或是某一段時間影響托育決策的因素。研究

設計除了在橫斷面沒有考量家庭中其他發展階段幼兒（非研究設定對象）

托育狀況的影響，更缺乏縱貫面在時間變化下動態歷程的探討(陳姣伶，

2009)。 

    其實從日常觀察所見即可發現家庭中的嬰兒照顧問題遠比一般研究

所界定的狀況複雜，且其中的人事物都在互相影響，因此探討家庭的托育

問題應嘗試以系統的概念來思考，也應多加入歷程研究的設計，強調「相

互的」(reciprocal)和「發展的」( developing)概念應該較能幫助我們了解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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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問題的實相。 

 

二、PPCT（person-process-context-time model）模式  

    一個好的理論若不能轉化為具體可行的研究行動，那麼再好的理論也

是空談。因此 Bronfenbrenner 除鉅細靡遺地詳述其理論主張，也長期致力

於分析、整合有關人類發展議題的研究模式，以便協助人們理解人與情境

複雜的交錯關係。 

    Bronfenbrenner 首 先 於 1986 年 提 出 個 體 - 過 程 - 脈 絡 模 式

（person-process-context model），以解釋個體與生態環境的互動歷程。隨

著生態理論的持續發展，Bronfenbrenner 也在增加時間系統（chronosystem）

的概念主張後，將該模式修訂為「個體 - 過程 - 脈絡 - 時間模式」

（person-process-context-time model，PPCT）（Bronfenbrenner & Morris, 

1998），即強調個體的發展是在他所處的環境脈絡（context）和時空（time）

中，結合個人因素（person）及與環境背景間所進行的多元互動歷程

（process）下產生的結果。 

    此一模式內含四個主要成分，即個體特質、環境脈絡、與環境的互動

發展過程和持續進行的時間。個體特質包含會影響個人經驗和對環境認知

方式的特性（例如信念、個性、意向等），以及會影響其他人對個體觀感

和期望的特質（如排行、性別、膚色等）；環境脈絡是生態系統中各個場

域的背景與狀態；過程則是發展個體與環境中的人、事、物、符號彼此的

交互作用。個體的發展歷程必然存在於某一時空狀態下，且經歷一段時間

的持續和改變，因此時間是連結發展的重要關鍵。 

    Bronfenbrenner（1998）認為個體的發展是這四項成分在其所處的各層

級環境間透過「協同作用」（synergism）而產生，故研究設計與方法必須

要涵蓋這些面向，並凸顯其「在脈絡中發展」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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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親對於嬰幼兒的照顧安排正是一個「在脈絡中發展」的動態歷程，

與各因素間的相互糾纏和影響會隨著時間而產生不同的變化。Pungello 與

Kurtz-Costes（1999）回顧就業母親嬰兒托育使用的文獻，發現托育選擇的

結果與部分因素間呈現雙向的影響關係，然而多數研究對影響母親托育選

擇因素的調查都是在實際的托育使用之後，所以無從探究其因果關係。涂

妙如（2003）的研究指出，多數家庭在嬰兒出生前即已決定或開始規畫新

生兒的照顧安排，陳姣伶和黃迺毓(2008)的研究也初步發現，實際的托育

經驗會改變家庭對托育型態的認知、偏好和選擇。為了瞭解母親托育決策

和使用歷程的真實面貌，採取回溯的方式來進行資料的蒐集實有其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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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就業母親的托育經驗歷程與心理發展 

 

    雖然有愈來愈多研究關注就業母親嬰兒照顧選擇的議題，但多數研究

的重點仍以探討托育選擇的影響因素以及母親信念與行動之間的關係為

主，對於母親在嬰兒照顧安排與實際使用過程中所面臨的經驗與心理歷程

卻缺乏理解。事實上，就業母親的嬰兒照顧選擇除受到多重因素影響，其

決策及實際托育的使用也必然經歷許多情感變化與心理調適的歷程。

Pungello 和 Kurtz-Costes(2000)指出，父母在為孩子進行照顧安排時，或許

會傾向選擇符合自己理念的方式，但是假如因某些其他因素導致母親必須

做出較不符合個人意願的選擇，她可能會產生一些情緒的衝擊，或是進行

認知和情感的調整以適應其真實情境的選擇。 

 

一、尋求嬰兒照顧資源 

    國內外研究皆顯示許多家庭在嬰兒出生前即已開始規畫或確定新生

兒的照顧安排(Leach, Barnes, Nichols, Goldin, Stein, Sylva, Malmberg & the 

FCCC team, 2006 ; 涂妙如，2003)。母親獲取托育資訊及資源的方式十分多

元，但多半會先向認識的人打聽意見，Hofferth 等人(1998)分析 1995 年美

國 NHES(National Household Education Survey)的調查資料，結果發現有

59%的父母陳述自己的托育資訊來源主要為熟識的人，包括朋友、鄰居、

親戚和同事。其他研究也顯示，大部分的父母都是透過像朋友、親戚、鄰

居這樣的非正式管道尋找托育資源(Atkinson, 1987 ; Fuqua & Labensohn, 

1986 ; Kontos, Howes, Shinn, & Galinsky, 1995)。除此之外，也有少數母親會

參考報紙、廣告文宣、佈告欄、電話簿等的托育資訊(Atkinson, 1994 ; Kontos 

et al., 1995 ; Hofferth, Shauman, Henke, & West, 1998)。雖然政府機構也提供了

一些托育資訊的服務，但研究結果多半顯示父母實際利用這些服務的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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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不高(Fuqua & Labensohn, 1986 ; Atkinson, 1994 ; Bradbard et al., 1994；

Hofferth et al., 1998)，推論原因可能在於政府的服務通常僅是提供指南或

合法立案的托育(者)機構名單，但缺乏父母所需要的個別性建議。 

 

二、在家育兒與重回職場的抉擇 

    根據行政院勞委會(2008)的「婦女勞動統計(97 年版)」資料顯示，90

年代我國就業女性因生育而離職者約一成，至 2006 年前則增至一成五，

可見嬰幼兒的照顧問題對母親的生涯發展確實會造成影響。Volling 與 

Belsky(1993)探討美國母親在嬰兒出生一年內重返職場的原因，並依其重要

程度歸納為「家庭經濟的需要」、「害怕失掉工作」、「個人生涯發展的期

望」、「個人的工作滿足」四項影響因素。Leach 等研究者及英國 FCCC 研

究團隊(2006)則是訪談了 57位使用嬰兒托育的就業母親決定重回工作崗位

的原因，研究結果則進一步將影響因素區分為「環境脈絡的束縛」

(contextual constraints)、「經濟的因素」(financial factors)、「母親因素」

(maternal factors)、「嬰兒因素」(infant factors)等四類。在環境脈絡的因素

部分，有將近三分之二(61%)的受訪母親都表示想要回去工作的原因乃是

受制於家庭及工作環境的狀況，包括產假結束、對工作的職責和壓力、擔

心工作失去保障、孩子已獲得適當的托育安排等。在經濟因素部分，近半

數(47%)受訪母親提到經濟問題是她們重回職場的主要考量，其中多數是

面臨家庭開支的壓力，也有少數(5%)母親是希望在經濟上能夠獨立自主。

超過半數(58%)的受訪者提到母親因素的影響，其中最普遍一致的原因是

母親個人的生涯抱負(37%)，其次是她們對親子以外人際關係的需求

(32%)，也有部份母親(11%)是因為樂在工作而想要回去上班。在嬰兒因素

方面，只有少數(12%)母親提到嬰兒特質影響她們就業和育兒的抉擇，有

人指出因為孩子好帶，讓她們放心復職，如果嬰兒愛哭又常生病，則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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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放棄工作來照顧小孩，也有人依照嬰兒社會發展的需求來規畫將孩子

送托和自己復職的時間。 

 

三、對托育使用的心理感受 

    家庭的托育決策往往交織著許多複雜的因素，所以並非每位母親都能

如願選擇自己所想要的嬰兒照顧方式，托育服務的品質與內容也未必能完

全讓母親感到滿意。國內外有關家庭托育使用情形的研究，不論托育形式

為何，結果大多顯示父母對子女的托育狀況感到滿意(Galinsky, 1990 ; 

Britner & Phillips, 1995 ; 高員仙，1987；武素萍，1994）。事實上，Cryer

與 Burchina (1997）的研究發現父母對於托育環境的認知十分有限，然而

身為家長，在面對有限的選擇和對托育服務品質認知的缺乏時，仍必須努

力地向別人解釋他們的托育安排是合適的，因此 Clarke-Stewart 等人（1994）

認為父母對托育服務的滿意或許即是一種對次理想托育狀態的包容反

應。Pungello 與 Kurtz-Costes（1999）的文獻回顧曾建議研究應更關心母親

想要的托育方式與實際選擇之間的關係，Riley 與 Glass(2002)的研究即顯

示，大部分的母親在產後六個月內所使用的嬰兒照顧方式並不是自己最想

要的選擇，該研究結果指出，83%的就業母親希望新生兒能留在自己家裡

由配偶(53.4%)、親友(23.6%)或付費保母(9.5%)照顧，然而孩子真正在自己

家中接受照顧的比例只有 38%，且照顧者未必是母親原先期待的對象。 

    Leach 等人(2006)的研究結果顯示，雖然絕大多數的母親都認為自己在

嬰兒的照顧安排上所做的選擇是正確的，但卻有半數以上的(54%)的受訪

者表示對孩子實際的托育狀況和自己的工作狀態有不舒服的心理情緒，其

中五分之一的案例對於自己重回職場及讓孩子接受托育的安排感到罪咎

(guilt)，產生罪咎感的原因多數是因為停止餵母奶，其他因素則包括將孩

子生病歸咎於是自己未親自照顧的關係、對於孩子太小就承受和媽媽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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離焦慮感到自責不捨等。除了罪咎的感受，該研究也發現，近二成的受訪

母親因其他照顧者替代了她和孩子相處的時間，導致母親失去對養育過程

全面掌控的權力，進而產生失落感和焦慮的心情。另一方面，想要在工作

和家庭取得平衡的矛盾心情也是母親在托育使用過程中常出現的心理情

緒，研究結果進一步指出，很多母親認同自己的工作和托育安排，但內心

卻又出現不一致的意向，例如在工作上獲得許多滿足感，卻又希望能在家

陪孩子。事實上，這種矛盾情緒的產生常常也令當事者感到驚訝，有母親

便表示原本熱愛自己的工作，所以希望放完產假能盡快復職，但育兒的過

程卻發現自己樂在其中，出現想要育兒也想要工作的矛盾情結。 

    雖然就業母親可能面臨難以兼顧多重角色職責的心理矛盾與衝擊，但

Himmelweit 和 Sigala(2004)的研究也發現，母親會採取不同的視角來看待

自己的雙重角色，以降低育兒與就業之間的緊張和矛盾，例如就業母親如

果合理化自己的勞動參與及薪資收入是為了提昇孩子的生活福祉，則有助

於降低她們心理上的矛盾衝突。 

 

結語 

    綜合本章所進行的文獻歸納可知，就業母親的嬰兒照顧安排受到個人

及多重環境因素的影響，從生態系統的角度分析，主要影響因素在家庭小

系統中包含母親個人特質、信念、幼兒因素及家人的參與等，職場小系統

則有工作特性、職場政策、同事資源等因素；而就業母親在家庭和職場二

個場域間所面臨的衝突與調適則是中間系統主要的影響因素；外系統因素

包含社區托育資源、媒體資訊、國家托育政策等；大系統因素則以社會傳

統育兒觀念的影響為主，大系統因素雖不像其他系統因素的影響來得明確

直接，卻默默地型塑及牽動著各系統內包括母親信念、職場特性、政策擬

定等因素的運作，而在此一歷程中，就業母親所經驗的內在情感與心理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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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亦是影響其托育滿意的關鍵。故本研究除探討與就業母親嬰兒照顧安排

相關的系統因素及其與托育選擇的關聯情形，也擬針對就業母親進行嬰兒

照顧安排及托育經驗歷程的深入訪談，以探究母親在實際托育經驗中所面

臨的問題、感受與心理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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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設計 

 

    本研究欲探討就業母親的嬰兒照顧安排情形，以及個人及環境脈絡因

素對就業母親嬰兒照顧選擇的影響情形，並進一步探究母親實際的嬰兒照

顧脈絡經驗與心理歷程。研究者依據研究動機、研究目的與文獻探討，設

計本研究所採用之研究方法。本研究結合量化及質性方法分兩部分進行，

第一階段先以大樣本的問卷調查方式蒐集就業母親嬰兒照顧安排情形與

托育選擇相關信念的量化資料，第二階段從中選取部分樣本進行嬰兒照顧

經驗歷程的深入訪談，期能更全面性地理解就業母親在嬰兒照顧上所面臨

的問題與心境。以下針對研究內容及進行方式加以說明。 

一、量化研究設計 

本研究嘗試探討與就業母親嬰兒照顧安排之相關因素及其對母親托

育選擇的影響情形。研究者根據國內外相關文獻的探討整理出本研究的架

構如圖 3-2，為驗證各變項之相關情形，而進行量化的資料蒐集。本研究

以學前幼兒之就業母親為對象，樣本來源乃透過立案之幼托機構尋求願意

參與研究的就業母親，請其回溯孩子在嬰兒階段的照顧安排情形及托育相

關信念問題。資料蒐集採問卷調查、評量表等方式進行。 

 

二、質性研究設計 

為了深入瞭解就業母親的嬰兒照顧經驗歷程，以及實際托育使用的內

涵與心理調適，研究者進一步針對母親的嬰兒照顧問題進行質性的深入訪

談。質性研究的樣本來源取自參與量化研究的受試者，資料蒐集方式採質

性的深入訪談為主，所得資料的分析結果可與量化研究進行聚焦與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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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參考 Bronfenbrenner(1998)的生態運作模式(PPCT)，並整合文獻

所得擬定研究架構(圖 3-2)。 

 

 

 

 

 

 

 

 

 

 

 

 

 

 

 

 

 

 

 

 

 

 

 

 

3-2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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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兒照顧經驗歷程 

․托育計畫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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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育困境與調適 

․托育滿意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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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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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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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序 
․氣質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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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對象 

 

一、量化研究部分 

    本研究是以在大台北地區(台北市、台北縣、基隆市)公私立幼兒園就

讀之小班以上幼兒的母親(有就業者)為研究對象，請其回溯該幼兒在嬰兒

階段(0~2 歲)的照顧或托育狀況，以及探索各因素與受試者嬰兒照顧選擇之

關係。以下分別說明取樣對象條件與取樣方式。 

 

(一) 取樣對象 

    本研究主要對象為就業女性，其就業期間的界定乃以結婚後至生育前

為主，故目前未就業，但孩子出生前後曾就業者亦納入本研究之取樣範圍。 

 

(二) 取樣方式 

    由於本研究問卷內容頗多，需考量幼兒母親的參與意願，且為了提高

問卷填答的精確性及回收率，擬採取訪員親自調查，或針對受試者進行一

對一填答解說的方式蒐集資料，並於問卷回收時再次檢核確認內容的完整

性。為能取得適當的訪員人力及足夠的樣本，乃先以幼兒園所做為取樣單

位，先徵求園所教師協助擔任訪員的意願，再透過園所尋找願意參與的受

試者。研究者先分別從台北市、台北縣及基隆市政府網站(2008 年 11 月)

取得該縣市立案之公私幼稚園與托兒所名冊，接著依行政區域劃分來選取

各類型的學前機構，再以電話聯繫說明，尋求願意配合研究之幼兒園所。

為了儘可能取得各種不同社經背景的樣本參與研究，故取樣園所類型涵蓋

公(私)立幼稚園、公(私)立托兒所、公辦民營托兒所等不同收費標準的機

構，共計獲得 19 所幼兒園同意協助問卷資料的蒐集。 

    徵得園所同意後，研究者先委由教師代發「問卷填寫意願調查表」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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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母親，透過調查結果掌握各園所能獲取的樣本數，研究者備妥問卷及

禮物親赴合作機構，對協助資料蒐集的教師進行施測說明及訪員訓練。本

研究計發出 370 份問卷，於資料蒐集截止日期之實際回收有效問卷共 350

份，回收率為 94.6%。問卷發放與回收情形見表 3-3-1。 

 

表 3-3-1 正式施測樣本來源及問卷發放/回收一覽表 

 

園所編號   所在地區     園所型態    發出份數    回收份數    回收率 

   1   台北市(中正區)   公立幼稚園      30         30         100% 

   2   台北市(信義區)   公立幼稚園      20         20         100% 

   3   台北市(松山區)  公辦民營托兒所   20         19          95% 

   4   台北市(南港區)  公辦民營托兒所   20         18          90% 

   5   台北市(萬華區)   私立托兒所      18         18         100% 

   6   台北市(大安區)   私立托兒所      20         18          90% 

   7   台北市(中山區)   私立托兒所      12         12         100% 

   8   台北市(文山區)   私立托兒所      10          8          80% 

   9   台北市(文山區)   私立幼稚園       5          4          80% 

   10   台北縣(新店)    私立托兒所      30         28          93% 

   11   台北縣(新店)    私立托兒所      20         20         100% 

   12   台北縣(板橋)    私立托兒所      20         20         100% 

   13   台北縣(板橋)    私立托兒所      10         10         100% 

   14   台北縣(汐止)    私立托兒所      20         12          60% 

   15   台北縣(中和)    公立幼稚園      10         10         100% 

   16   台北縣(三重)    公立幼稚園       5          3          60% 

   17   台北市(土城)    私立幼稚園      40         40         100% 

   18   基隆市         公立幼稚園      30         30         100% 

   19   基隆市         私立托兒所      30         30         100% 

  合計                                 370        350        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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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質性研究部分 

    為能進一步探索就業母親實際的托育經驗內涵與托育歷程的內在情

感和心理調適，以便與量化研究所得結果進行聚焦與對話，本研究即以參

與第一階段問卷調查的受試者為對象，延續問卷內容進行深入的訪談，希

望可以更全面性地理解就業母親嬰兒照顧選擇歷程的發展及所面臨的困

境與調適方法。以下分別說明取樣原則及取樣方式。 

 

(一) 取樣原則 

    質性研究的樣本選取以區別不同職業類別、嬰兒照顧型態及照顧者為

取樣原則，希望樣本的異質性能使訪談結果呈現較多元豐富的面貌。 

 

(二) 取樣方式 

    本研究在蒐集量化資料的階段即在問卷說明欄調查受試者接受後續

訪談的意願(請願意接受訪談者在問卷上留下聯絡資料)。回收的有效問卷

中，留下完整資料者共 87 人，礙於人力及時間的限制，僅從中挑選 12 位

受試母親進行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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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包括量化研究部分的問卷調查法與質性研

究部分的訪談法。量化研究所使用的研究工具為「就業母親嬰兒照顧安排

之調查問卷」，質性訪談所使用的研究工具為「母親嬰兒照顧問題訪談指

引」。茲就各項工具的性質與內容進行說明： 

 

一、量化研究部分 

 

    依據研究目的及文獻探討結果，加上訪談二位嬰幼兒母親關於嬰兒照

顧安排問題的所得，研究者自行編擬「就業母親嬰兒照顧安排之調查問

卷」，並請幼保及家庭領域四位學者進行內容效度的審查。初步擬定的問

卷再經預試程序進行刪題作業後始成正式問卷，正式問卷內容包含九個部

分，第一部分探討母親從幼兒出生到二歲前所採取的照顧方式及托育使用

情形；第二部分探討母親身處的環境因素及其對嬰兒照顧安排的影響情

形；第三部份調查母親在幼兒出生前後的就業狀態及變動情形；第四部分

探討母親對嬰兒照顧方式的滿意度及相關政策的看法；第五部分探討母親

對嬰兒托育影響情形的知覺；第六部分探討母親對嬰兒托育安排功能特質

的考量情形；第七部分探討母親的嬰兒照顧角色知覺與承諾；第八部分探

討母親的就業態度；第九部分則是受訪者基本資料。問卷內容請見附錄一。 

    以下分別說明各部分的問卷內容、信效度考驗及記分方式。 

 

(一)嬰幼兒期照顧方式及托育情形 

    此部分針對母親就讀於幼兒園的該名子女，請其回溯孩子嬰幼兒期的

照顧及托育情形，內容包括幼兒的基本資料、出生至二歲前的照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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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各題項內容分述如下： 

1. 幼兒就讀園所、班級： 

園所名稱以文字填寫，班級則分為大班、中班、小班三類。 

2. 幼兒性別： 

分成男生、女生二類。 

3. 幼兒出生序： 

分成老大、老二、老三、老四、其他等五類。 

4. 嬰兒期的氣質狀態： 

   以非常好帶、還算好帶、普通、有點難帶、非常難帶五點量表勾選。 

5. 嬰兒期的特殊照顧需求： 

分成無、特殊飲食製備、特殊官能照顧、其他等四類。 

6. 是否在孩子出生前就決定好照顧方式： 

   以是否勾選。 

7. 孩子嬰幼兒期所採取的主要照顧方式： 

分成母親自己照顧、家庭式托育、機構式托育三類。家庭式托育又分為

同住家人照顧、非同住家人至家中照顧、僱請傭人在家中照顧、僱請保

母至家中照顧、送至親戚家照顧、送至保母家照顧、其他等七類。照顧

者及持續時間以文字說明。 

8. 孩子嬰幼兒期是否曾改變過照顧方式： 

以是否勾選，勾「是」者再以文字註明變更順序。 

9. 承上題，變更托育方式的主要原因： 

分成幼兒適應情形不佳、對照顧方式不滿意、托育費用較高、托育地點

接送不方便、不喜歡照顧者的特質、家人的建議、照顧者無法續帶、其

他等八類。 

10. 使用家庭外托育時，孩子是否天天接回？ 



 56

以是否勾選。 

11. 孩子在嬰兒期平均每日接受家庭外托育的時間： 

分成四小時以內、四至八小時、八至十二小時、十二小時以上等四類。 

12. 使用家庭外托育時，誰負責接送？ 

分成雙親一起接送、父親接送、母親接送、父母輪流接送、其它等五類。 

13. 孩子嬰幼兒期是否曾使用過全日托(24 小時托嬰)： 

   以是否勾選，勾「是」者之主要原因分為托育地點較遠，不方便每天 

   接回、小孩不好帶，自己無法勝任照顧工作、平日工作忙碌或工時較 

   長，無暇照顧孩子、工作型態作息不定，無法配合孩子的生理時鐘、 

   家中有其他孩子要照顧，恐體力不勝負荷、想要維持較好的工作體力 

   和生活品質，怕受孩子干擾、其他等七類。 

14. 托育費用來源： 

分成您個人獨力負擔、配偶獨力負擔、夫妻倆人共同負擔、公婆資助、

娘家資助、其他等六類。 

15. 嬰幼兒期的托育費用佔家庭當時月收入的比例？ 

分成 10%以下、10~20%、20~40%、40~60%、60%以上等五類。 

 

(二)影響就業母親嬰兒照顧安排的環境因素 

    根據文獻探討及訪談所得，將可能影響就業母親嬰兒照顧安排的環境

因素分成家人意見、托育資訊來源、工作型態、居住社區、社會風氣等家

庭內及家庭外因素，各題項內容分述如下： 

 

1. 家中是否同時有其他嬰幼兒需要托育照顧： 

   以是否勾選。 

2. 孩子出生後的照顧安排是否影響家中其他孩子的托育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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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是否勾選，勾「是」者再以文字說明影響情形。 

3. 對孩子的托育安排，家人是否參與意見： 

   以是否勾選。 

4. 主要參與意見的家人： 

分成配偶、公公、婆婆、自己的父親、自己的母親、其他人等六類。 

5. 家人參與意見的方式： 

   分成提供托育安排的相關資訊、表達對孩子的托育安排立場、強勢主 

   導托育安排、分享經驗、其他方式等五類。 

6. 家人意見對托育決策歷程的影響： 

   依不同家人稱謂分別勾選對受試者的影響，影響情形分成無影響、獲 

   得協助與支持、造成壓力和困擾、其他等四類 

7. 是否擁有孩子的照顧安排決策權： 

   以是否勾選，勾「否」者之主要決策方式分為與家人共同協商決定、 

   由家人主導決定、其他等三類，並以文字註明家人稱謂。 

8. 嬰兒照顧安排的資訊來源： 

分成家人、親戚、同事、朋友、鄰居、媒體報導、政府文宣、網路訊息、

其他等九類。 

9. 最有助於受試者嬰兒照顧安排的資訊： 

分成直接介紹保母或托育機構、提供托育選擇的建議、分享經驗或案

例、其他等四類。 

10. 是否曾使用網際網路搜尋托育資訊： 

   以是否勾選，勾「是」者之使用方式分成進入政府網站查詢相關資源 

   和政策、搜尋托育相關網站或文獻、刊登托育廣告或透過廣告尋覓托 

   育資源、上聊天室討論托育問題、其他等五類。 

11. 工作型態是否有不利母親嬰兒照顧安排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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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是否勾選，勾「是」者之不利特性分成工作地點離家遠、平均工時 

   長、需輪班工作、需常到外地出差、其他等五類。 

12.工作職場是否提供受試者嬰兒照顧支持： 

   以是否勾選，勾「是」者之支持方式分成提供托育補助、採彈性工時、 

   有育嬰假、辦理企業托嬰服務、其他等五類。 

13.所居住的社區是否有獲得托育資訊的管道： 

   以是否勾選，勾「是」者之資訊管道分成社區公佈欄、社區發展協會、 

   活動中心或交誼廳、其他等四類，並以文字註明資訊類型。 

14.所居住的社區是否有托育服務資源： 

   以是否勾選，勾「是」者之資源類型分成公立托育機構、社區自組之 

   托兒服務網、私立托育機構、家庭保母、其他等五類。 

15.是否曾因孩子的照顧問題而改變居住地點？ 

   以是否勾選，勾「是」者以文字說明改變情形。 

16.是否感覺所處環境對嬰兒照顧有較傳統的觀念： 

   以是否勾選，勾「是」者之傳統觀念分成母親應在家照顧年幼子女、 

   年幼的孩子不適合接受家庭外托育、女性應承擔主要的嬰兒照顧工 

   作、其他等四類。 

17.從哪些管道感受到對嬰兒照顧安排的傳統觀念和社會風氣： 

   分成家人的態度、親朋好友的意見、媒體的傳播、職場現象、政策的 

   實施、其他等六類。 

 

(三)母親在幼兒出生前後的就業狀態及變動情形 

    母親的就業狀態包含孩子出生前的工作型態、職業類別、工作滿意

度、孩子出生後的工作變動情形、繼續就業或停止就業的原因、產後重返

職場的時間等。各題項內容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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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孩子出生前的工作型態： 

   分成固定時間全職工作、輪班制全職工作、兼職工作、其他等四類。 

2. 孩子出生前所從事的職業類型和職稱： 

   以文字填寫。 

3. 對工作職級的滿意程度： 

   以很滿意、滿意、尚可、不太滿意、很不滿意五點量表勾選。 

4. 對工作收入的滿意程度： 

   以很滿意、滿意、尚可、不太滿意、很不滿意五點量表勾選。 

5. 母親的就業情形是否曾因嬰兒的照顧問題產生變動： 

   以是否勾選，勾「是」者以文字說明變動情形及原因 

6. 母親在孩子二歲前的就業情形： 

   分成持續未就業、持續就業、親自育兒一段時間再就業、先就業一段 

   時間後再停職育兒、其他等五類。 

7. 產後選擇繼續就業的原因： 

   分成經濟上的需要、想要持續生涯發展、不喜歡帶小孩、喜歡當時的 

   工作、家人的意見、其他等六類。 

8. 產後選擇停止就業的原因： 

   分成家人要求、喜歡育兒工作、找不到滿意的照顧者或托育環境、托 

   育費用太高、不滿意原來的工作、家中有其他的幼兒要照顧、其他等 

   七類。 

9. 產後第一次重返職場的時間： 

   分成休完產假即上班、孩子出生 2-6 個月、孩子出生 6-12 個月、孩子 

   出生 12-18 個月、孩子出生 18-24 個月、孩子滿二歲以後、一直未再進 

   入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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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母親對嬰兒照顧方式的滿意度及相關政策的看法 

    母親對自己所使用之嬰兒照顧方式的看法包括是否滿意、目前個人偏

好的嬰兒照顧方式、知道哪些托育相關政策、會考慮使用哪些政策、嬰兒

照顧安排上曾面臨的困境等。各題項內容分述如下： 

 

1. 對曾使用的嬰兒托育方式是否感到滿意？ 

分成是、否、沒意見三個選項進行勾選，勾「是」及「否」者需以文字

說明方式和原因。 

2. 目前個人所偏好的托嬰方式： 

分成家庭保母托育、嬰兒的祖父母照顧、嬰兒的外祖父母照顧、熟識的

親朋好友照顧、托育機構照顧、其他方式等六類，並以文字說明偏好原

因。 

3. 個人所知道的托育相關政策： 

分成辦理家庭保母證照考試、設立托育資訊服務網、建立社區保母支持

系統、提供雙薪家庭嬰幼兒托育補助、推動有薪給育嬰假、其他、完全

不知道等七項。 

4. 未來若有需求，哪些政策會對受試者產生實質幫助： 

分成辦理家庭保母證照考試、設立托育資訊服務網、建立社區保母支持

系統、提供雙薪家庭嬰幼兒托育補助、推動有薪給育嬰假、其他等六項。 

5. 嬰兒照顧安排上曾面臨的困境： 

分成托育費用太高、不易找到滿意的托育環境、缺乏友善家庭的就業環

境、其他、沒有遇到困難等五項。 

 

(五)嬰兒托育選擇工具信念量表 

    本研究根據文獻探討及訪談嬰幼兒母親所得結果編擬之量表，經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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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後，將就業母親在嬰兒托育安排時所重視的功能性因素歸納為「專業

學習取向」(8 題)、「人際取向」(7 題)和「安全便利取向」(5 題)三項因素。

採用自編量表來測量。量表均以四點 Likert type 方式呈現，計分時以「很

不同意」為 1 分、「不太同意」為 2 分、「有點同意」為 3 分、「非常同意」

為 4 分。本研究分別計算各項信念總分，「專業學習取向」因素總分愈高，

代表就業母親在嬰兒托育選擇時愈重視照顧者的專業性及照顧環境學習

內容的規劃；「人際取向」因素總分愈高，代表就業母親在嬰兒托育選擇

時愈重視照顧者的人格特質與可信賴的托育關係；「安全便利取向」因素

總分愈高，代表就業母親在嬰兒托育選擇時愈重視托育使用的安全性及便

利性。 

 

(六)嬰兒托育影響知覺量表 

    本研究根據文獻探討及訪談嬰幼兒母親所得，將母親對於嬰兒接受托

育可能造成何種影響的信念歸納為「有利影響(benefit)」(7 題)與「不利影

響(cost)」(6 題)二項因素，採用自編量表來測量。量表均以四點 Likert type

方式呈現，計分時以「很不同意」為 1 分、「不太同意」為 2 分、「有點同

意」為 3 分、「非常同意」為 4 分。本研究分別計算各項信念總分，「有利

發展」因素總分愈高，代表就業母親對嬰兒接受托育所帶來的影響看法愈

正向，「不利發展」因素總分愈高，代表就業母親對嬰兒接受托育帶來的

影響看法愈負向。 

 

(七)母職角色信念量表 

    本研究根據文獻探討及訪談嬰幼兒母親所得，將受試者對於母親在嬰

兒照顧上的角色信念歸納為「天賦母職」(8 題)與「責任母職」(9 題)二項

因素，採用自編量表來測量。量表均以四點 Likert type 方式呈現，計分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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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很不同意」為 1 分、「不太同意」為 2 分、「有點同意」為 3 分、「非

常同意」為 4 分。本研究分別計算各項因素及全量表總分，分數愈高，表

示受試者對於由母親擔負嬰兒照顧角色的認同和承諾愈高。 

 

(八)母親的就業態度量表 

    本研究根據文獻探討及訪談嬰幼兒母親所得，將受試者的就業態度歸

納為「工作滿意」(7 題)、「生涯抱負」(4 題)、「工作/家庭承諾」(5 題)三

項因素，採用自編量表來測量。量表均以四點 Likert type 方式呈現，計分

時以「很不同意」為 1 分、「不太同意」為 2 分、「有點同意」為 3 分、「非

常同意」為 4 分。本研究分別計算各項信念總分，「工作滿意」因素總分

愈高，代表就業母親對於自己的工作狀態愈有正向感受，「生涯抱負」因

素總分愈高，代表就業母親生涯發展的意向與動機愈強，「工作/家庭承諾」

因素為反向題，故因素總分愈高，代表就業母親愈可能因育兒因素而降低

對工作的投入程度。 

 

(九)受試者基本資料 

    樣本基本資料包括受試者的居住地區、年齡、籍貫、教育程度、宗教

信仰、就業狀態、孩子嬰兒期的婚姻狀態、孩子出生時的家庭型態、孩子

嬰兒期的同住家庭成員及家庭平均月收入。各變項說明如下： 

1. 居住地區： 

   依取樣園所所在行政區域分成台北市、台北縣、基隆市及其他縣市等 

   四類。 

2. 年齡： 

   分成 20-25 歲、26-30 歲、31-35 歲、36-40 歲、40-45 歲、46 歲以上， 

   共六個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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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籍貫： 

分成本省閩南、本省客家、大陸各省市、原住民、外籍、其他等六類。 

4. 教育程度： 

分成小學、國中、高中、專科、大學、研究所(含)以上，共六個等級。 

5. 宗教信仰： 

分成無、道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一貫道、其他等八類。 

6. 目前就業狀態： 

分成未就業及有就業二類，有就業者自行填寫職業名稱。  

7. 孩子嬰兒階段之婚姻狀態： 

分成未婚、已婚(夫妻同住)、已婚(夫妻分隔兩地)、離婚、其他等五類。 

8. 孩子嬰兒階段的家庭型態： 

分成單親家庭、核心家庭、折衷家庭、大家庭、其他等五類。 

9. 孩子嬰兒階段同住之家庭成員： 

分成配偶、公公、婆婆、自己的父親、自己的母親、傭人、其他等七類。 

10. 家庭平均月收入： 

分成三萬以下、三~五萬、五~八萬、八~十萬、十萬以上等五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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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質性研究部分 

    為了深入瞭解就業母親在嬰兒照顧安排上所經歷的困境與實際的心

理感受，採深度訪談方式，請受訪者敘說個人的嬰兒照顧安排情形、托育

決策與使用等歷程經驗，訪談內容與實施方式說明如下： 

 

(一)訪談內容 

    為避免訪談時受訪者因自我敘說而造成資料不完整，研究者先依研究

問題擬定參考的訪談大綱，做為正式訪談時的指引。訪談內容包括想了解

就業母親托育選擇的過程和原因、就業與育兒問題的衝突(或壓力)、配偶

的角色等。(訪談指引請見附錄二) 

 

(二)實施方式 

    研究者從所回收之問卷資料中整理出同意接受訪談的母親名單，資料

填寫完整者共 87 位，因本研究擬進行 10-12 位樣本的訪談，而為顧及托育

型態的多元風貌，乃採立意取樣合併隨機抽樣的方式選取受試樣本。首先

參考 87 位受試者問卷中填寫的內容，先依嬰兒照顧型態、照顧者、母親

職業等資料將樣本進行分類與編號，再從各類樣本隨機挑選受訪者。選好

訪問對象後，研究者先以電話聯繫對方再次確認受訪意願，確定樣本後於

訪談前以郵寄或 email 方式提供對方訪談指引，再於約定時間及地點進行

訪談作業，每位受訪者以訪談一次為限，每次訪談時間約 2~3 小時。 

 

 (三)資料整理 

    訪談過程已事先取得受訪者同意採全程錄音方式進行，訪談結束後，

先將訪談內容轉譯成逐字稿，再請受訪者檢核訪談稿內容的真確性。檢核

完畢的逐字稿經編碼後由研究者進行資料整理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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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程序 

 

    本研究在確認主題與架構之後，即依據研究設計著手進行研究。主要

實施程序說明如下： 

 

一、 研究工具的確認、編製和修訂 

    研究者依據研究目的、文獻探討所得，同時參考就業母親的訪談結

果，著手編製研究工具，包括就業母親嬰兒照顧安排情形的調查問卷，以

及與母親嬰兒照顧選擇相關的信念量表。 

 

二、 問卷修訂與預試 

    問卷初稿編製完成之後，為了讓問卷內容的陳述方式及用字遣詞符合

就業母親的認知與理解，邀請三位子女尚在學前階段的就業母親與研究者

針對問卷內容進行逐題討論，以修正不清楚的語意或不當措辭。文句部份

修潤完成後，於 2008 年 10 月開始進行量表的預試，接著將結果進行統計

的信效度檢驗及項目分析，並刪除量表中不當的題目，使成正式問卷。 

 

三、 正式施測 

    研究工具修訂過程中即同時進行取樣機構的選擇與連繫，待正式問卷

完成之後，先寄發「問卷填寫意願調查表」請同意協助取樣的幼兒園所代

發給幼兒母親，調查表回收後確認各園所可得之樣本數，再親自將問卷及

禮物送達取樣機構，並向機構中同意協助資料蒐集的教師說明問卷內容及

施測流程。正式問卷的施測作業委由取樣機構教師協助進行，回收問卷並

再經教師檢核確認其有效性。整體問卷資料的蒐集從 2008 年 12 月初至

2009 年 1 月底止，計二個月，共完成 350 份有效問卷的資料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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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問卷資料的蒐集後，從已回收問卷中抽取同意接受後續訪談的樣

本進行質性訪談，訪談期間從 2009 年 2 月中至 2009 年 3 月中，計一個月，

共完成 12 位母親的訪談資料蒐集。 

 

四、 資料分析與整理 

    將問卷所蒐集的量化資料以 SPSS14.0 中文版統計套裝軟體完成資料

的登錄、整理與統計分析。質性訪談內容謄寫成逐字稿後，再依訪談大綱

進行資料的編碼和分析。 

 

五、 論文撰寫 

    待完成量化與質性資料的分析之後，即著手撰寫研究結果及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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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預試及項目分析 

 

    本研究針對問卷中與母親托育選擇相關的四項信念量表(第五到第八

部分)進行預試，預試樣本選取台北市及基隆市各一所公辦民營幼兒園之

中、大班幼兒的母親為受試對象，共發出 120 份問卷，回收後實得有效問

卷 104 份，並以 SPSS14.0 統計軟體進行信度分析、共同性檢核及項目分

析。 

    在項目分析部分，先計算各分量表之總分，接著選取各量表最高分及

最低分的 25%做為高分組和低分組以進行項目分析，分別計算每一道題目

的決斷值(CR 值)，決斷值考驗未達顯著的題項最好刪除。CR 值愈高表示

題目的鑑別度愈好，如果量表中的題目檢定後未達顯著或決斷值小於 3.0

的題項將予以刪除。 

    在共同性檢核部分，採取主成分分析抽取共同因素，計算共同性萃取

值。初始的共同性估計值均為 1，根據最後共同性萃取值的大小，可以了

解題項所欲測量共同特值的高低，如果題項的共同性愈大，表示測得之行

為或心理特質的共同因素與題項的關係愈密切，反之，若題項的共同性值

愈小，表示題項與共同因素間的關係愈弱。一般而言，共同性質若低於.20，

此題項應予刪除。 

    在信度分析部分，預試題目的刪題標準是以刪題後信度係數 Alpha 值

會提昇為主要原則。如果題項刪除後的量表整體信度係數比原先的信度係

數(內部一致性α係數)高出許多，則此題項與其餘題項所要測量的屬性或

心理特質可能不相同，代表此題項與其他題項的同質性不高，在項目分析

時可考慮刪除。 

    以下分別針對四個量表的項目分析及題項刪除過程進行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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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嬰兒托育選擇工具信念量表 

    嬰兒托育選擇工具信念的預試量表計有 21 題，經項目分析及信度分

析後，可從表 3-6-1 看出，第 12 題應予刪除。第 1 題雖然刪除後的α值會

提高，但程度不大，且其共同性高，決斷值亦高於 3.0，故予以保留。除

此之外，預試的結果發現少數受試者在各題項同意程度的勾選上有趨同的

現象，為使研究結果能明確區分受試者對各題項的認知差異，在與指導教

授討論後，乃修正部分題目的文句，並於量表下方加註一項作業，請受試

者依個人重視程度選出五個最重要題項，在括弧內依序填入題號。全量表

共保留 20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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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1  嬰兒托育選擇工具信念項目分析與信度分析 

 
題項 決斷值 

(CR 值)

共同性 題項刪除

後的 α值 

備註 

1.托育費用低廉 

2.托育地點方便我探視或接送小孩 

3.能提供彈性的托育時間 

4.托育環境無任何危險因素 

5.托育環境隨時保持清潔衛生 

6.照顧者有照顧嬰幼兒的經驗 

7.照顧者具備溫暖的人格特質 

8.照顧者接受過嬰幼兒照顧的專業訓練 

9.照顧者有保母人員證照 

10.照顧者是我認識且信任的人 

11.照顧者很會哄小孩 

12.照顧者同一時間只托育或照顧一個小孩 

13.照顧者有好的嬰兒照顧口碑 

14.托育內容包含一些嬰幼兒學習的課程 

15.托育環境有很多嬰幼兒玩具或書籍 

16.托育環境有可供孩子肢體活動的寬敞空間 

17.托育環境中有其他幼兒可以互動 

18.托育環境較近似居家的照顧型態 

19.托育環境的空間和設施是專為孩子所設計的 

20.托育環境中有不只一個照顧人員 

21.孩子是由相同的人照顧 

3.433 

4.420 

3.394 

3.000 

3.214 

3.423 

3.800 

4.562 

5.986 

4.174 

6.710 

2.806 

5.683 

5.518 

5.975 

3.576 

6.021 

4.805 

5.927 

5.208 

4.483 

.745 

.599 

.698 

.799 

.848 

.818 

.824 

.760 

.800 

.793 

.884 

.583 

.681 

.719 

.676 

.751 

.822 

.756 

.804 

.835 

.750 

.835 

.825 

.830 

.833 

.830 

.830 

.832 

.824 

.821 

.826 

.816 

.843 

.825 

.826 

.821 

.829 

.819 

.832 

.822 

.824 

.830 

 

 

 

 

 

 

 

 

 

 

 

刪除 

判標準則 ≧3.000 ≧.200 ≦.834  

Ps.題項刪除後之量表內部一致性(α值)為 0.843 

 

    本研究在編製量表時，先依據文獻探討和訪談就業母親所得將嬰兒照

顧之工具性特徵區分為本質因素(intrinsic factors)和非本質因素(extrinsic 

factors)，本質因素指的是直接影響幼兒需求或托育經驗的功能特徵，例如

保母知能、環境狀態、照顧內容等；非本質因素則是滿足家長需求或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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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經驗的特徵，例如托育時數、地點的便利性、費用等。因國內近年來

陸續推動一些與嬰兒托育相關的政策（例如保母證照考試），考量其可能

影響家庭的托嬰選擇，故此量表亦參考我國相關法令政策和社會現況進行

題項的編擬。為了找出量表潛在的結構以進一步縮減研究變項，故進行探

索性的因素分析。研究者採用主成份因素分析法，以最大變異法(varimax)

進行直交轉軸，擷取特徵值(eigenvalue)＞1 的因素，再配合因素陡坡圖考

驗結果，選取出三個因素(表 3-6-2)，共可解釋總變異量的 52.445%。因素

一包含了第 8、9、14、15、16、17、19、20 題，內容屬於特別針對嬰兒

成長規劃的人力、物力及環境資源，命名為「專業學習取向」；因素二包

含第 6、7、10、11、13、18、21 題，內容強調照顧者的態度及人際特質，

命名為「人際取向」；因素三包含了第 1、2、3、4、5 題，內容以考量托

育使用的安全便利為主，命名為「安全便利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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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2  嬰兒托育選擇工具信念之因素分析結果 

 
因素一  專業學習取向                                             α值＝0.886 

題項 因素負荷量 

8.照顧者接受過嬰幼兒照顧的專業訓練 

9.照顧者有保母人員證照 

14.托育內容包含一些嬰幼兒學習的課程 

15.托育環境有很多嬰幼兒玩具或書籍 

16.托育環境有可供孩子肢體活動的寬敞空間 

17.托育環境中有其他幼兒可以互動 

19.托育環境的空間和設施是專為孩子所設計的 

20.托育環境中有不只一個照顧人員 

.756 

.746 

.785 

.689 

.580 

.691 

.775 

.664 

因素二 人際取向                                           α值＝0.759 

題項 因素負荷量 

6.照顧者有照顧嬰幼兒的經驗 

7.照顧者具備溫暖的人格特質 

10.照顧者是我認識且信任的人 

11.照顧者很會哄小孩 

13.照顧者有好的嬰兒照顧口碑 

18.托育環境較近似居家的照顧型態 

21.孩子是由相同的人照顧 

.480 

.398 

.675 

.678 

.698 

.695 

.633 

因素三 安全便利取向                                       α值＝0.601 

題項 因素負荷量 

1.托育費用低廉 

2.托育地點方便我探視或接送小孩 

3.能提供彈性的托育時間 

4.托育環境無任何危險因素 

5.托育環境隨時保持清潔衛生 

.349 

.658 

.624 

.687 

.673 

 

二、嬰兒托育影響的知覺量表 

    托育影響信念量表計有 16 題，項目分析及信度分析的結果如表

3-6-3。由表上可知，項目分析後決斷值未達 3.0 的題目有第 7 題及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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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信度分析的結果亦顯示這兩題的內部一致性較低，故予以刪除。第 13

題因共同性未達.20，亦刪除之。 

 

表 3-6-3  嬰兒托育影響知覺量表之項目分析與信度分析結果 

 
題項 決斷值 

(CR 值)

共同性 題項刪除

後的 α值 

備註 

1.接受嬰兒托育的孩子比較容易缺乏安全感 

2.孩子接受嬰兒托育能較快學習獨立，不會凡事依賴他

  人   

3.接受嬰兒托育比較能夠刺激孩子的語言發展 

4.孩子在托育環境比較容易建立規律的生活作息 

5.孩子接受嬰兒托育可以較快建立常規和自理能力 

6.托嬰讓父母和孩子相處時間減少，親子關係會比較疏

  離 

7.接受嬰兒托育對孩子的身體健康較為不利(較易生病)

8.孩子容易從托育環境學到一些不良習慣或行為 

9.接受嬰兒托育可以豐富孩子的生活經驗，促進智能的

  發展 

10.接受嬰兒托育會讓孩子變得早熟世故，像小大人一樣

11.接受嬰兒托育可以增進孩子與他人相處的社會能力 

12.接受嬰兒托育的孩子較不容易與人建立穩固的親密 

   關係 

13.托嬰可減輕父母的育兒壓力，降低親子互動的衝突 

14.接受嬰兒托育可以增強孩子對環境的適應能力 

15.在托嬰環境，孩子的需求較不容易獲得充分的關注和

   回應 

16.孩子在托嬰環境不如在家裡來得安全 

3.667 

4.860 

 

9.565 

8.781 

9.536 

7.281 

 

1.284 

3.829 

13.549

 

-1.278 

10.264

3.507 

 

4.383 

8.548 

3.269 

 

5.299 

.343 

.480 

 

.664 

.689 

.714 

.426 

 

.390 

.453 

.786 

 

.502 

.600 

.511 

 

.159 

.673 

.318 

 

.395 

.809 

.804 

 

.790 

.790 

.789 

.798 

 

.822 

.812 

.785 

 

.843 

.798 

.817 

 

.812 

.790 

.814 

 

.804 

 

 

 

 

 

 

 

 

刪除 

 

 

 

刪除 

 

 

 

刪除 

 

 

判標準則 ≧3.000 ≧.200 ≦.816  

Ps.刪除第 7、10、13 題後之量表內部一致性(α值)為 0.854 

 

    本研究在編製量表時雖依「有利影響」及「不利影響」二個面向來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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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題項，但為進一步求出量表的建構效度，乃進行因素分析。研究者採用

主成份因素分析法，以最大變異法(varimax)進行直交轉軸，依據因素陡坡

圖選取二個因素(表 3-6-4)，共可解釋總變異量的 55.377%。二個因素構念

與原先研究者編製的構念及題項符合。 

 

表 3-6-4  嬰兒托育影響知覺量表之因素分析結果 

 
因素一  有利影響                                                  α值＝0.885 

題項 因素負荷量 

2.孩子接受嬰兒托育能較快學習獨立，不會凡事依賴他人 

3.接受嬰兒托育比較能夠刺激孩子的語言發展 

4.孩子在托育環境比較容易建立規律的生活作息 

5.孩子接受嬰兒托育可以較快建立常規和自理能力 

9.接受嬰兒托育可以豐富孩子的生活經驗，促進智能的發展 

11.接受嬰兒托育可以增進孩子與他人相處的社會能力 

14.接受嬰兒托育可以增強孩子對環境的適應能力 

.716 

.799 

.752 

.837 

.792 

.763 

.667 

因素二 不利影響                                           α值＝0.791 

題項 因素負荷量 

1.接受嬰兒托育的孩子比較容易缺乏安全感 

6.托嬰讓父母和孩子相處時間減少，親子關係會比較疏離 

8.孩子容易從托育環境學到一些不良習慣或行為 

12.接受嬰兒托育的孩子較不容易與人建立穩固的親密關係 

15.在托嬰環境，孩子的需求較不容易獲得充分的關注和回應 

16.孩子在托嬰環境不如在家裡來得安全 

.700 

.685 

.632 

.654 

.767 

.706 

 

三、母職角色信念量表 

    母職角色知覺的預試量表計有 30 題，項目分析及信度分析的結果如

表 3-6-5。項目分析後決斷值未達 3.0 的題目有第 6、10、15、16、20、24、

25 題，信度分析結果則顯示第 6、8、10、15、20、24 題的內部一致性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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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加上共同性低於.20 的第 3、11、13、14、16、25、30 題，合計共刪除

13 題，保留 17 題。 

表 3-6-5  母職角色信念之項目分析與信度分析結果 

 
題項 決斷值 

(CR 值)

共同性 題項刪除

後的 α值 

備註 

1.照顧小孩是身為母親最重要的任務 

2.若家庭經濟情況許可，母親應放棄工作在家照顧小孩

3.即使做了母親，仍應追求屬於自己的事業 

4.母親是孩子最理想的照顧者 

5.當工作與育兒相衝突時，母親應以照顧孩子為優先 

6.合適的保母足以替代母親對嬰兒的照顧工作 

7.母親比任何人更瞭解孩子真正的需要 

8.自己帶小孩的全職母親通常在家中缺乏地位 

9.我覺得把孩子照顧好比任何事更有意義 

10.我認為照顧孩子不完全是母親的責任 

11.就算育兒技巧不佳，母親還是應該嘗試自己照顧小孩

12.對孩子的愛與付出是母親的天性 

13.我認為母親沒有親自照顧孩子，對孩子的發展較不利

14.我能放心將孩子托給別人照顧 

15.當無法自己照顧孩子時，我會竭盡所能為孩子挑選適

   合的照顧者 

16.若孩子可以得到良好的托育照顧，母親外出工作是沒

   有問題的 

17.不能自己照顧孩子會讓我有罪惡感 

18.我能充分享受照顧孩子的樂趣 

19.我對自己照顧嬰兒的能力充滿信心 

20.母親是生育者，但不一定是孩子最好的照顧者 

21.母親是最能滿足孩子需求的人 

22.孩子和我在一起的時候比和其他照顧者(保母)還要 

   快樂 

23.母親天生擁有安慰孩子的本事 

6.917 

6.839 

3.693 

7.493 

7.298 

- .225 

7.859 

.999 

4.899 

.837 

5.937 

4.125 

4.396 

3.498 

.693 

 

1.523 

 

3.853 

5.261 

3.773 

1.711 

7.369 

5.608 

 

5.592 

.426 

.393 

.107 

.440 

.436 

.244 

.465 

.370 

.450 

.572 

.184 

.255 

.148 

.100 

.328 

 

.191 

 

.240 

.389 

.295 

.347 

.529 

.389 

 

.457 

.812 

.808 

.817 

.810 

.810 

.833 

.810 

.829 

.813 

.826 

.815 

.817 

.818 

.819 

.825 

 

.822 

 

.815 

.813 

.815 

.863 

.810 

.812 

 

.811 

 

 

刪除 

 

 

刪除 

 

刪除 

 

刪除 

刪除 

 

刪除 

刪除 

刪除 

 

刪除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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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我經常懷疑自己是否有能力把孩子照顧好 

25.母親不應該只是被界定為照顧者，她也有權跟父親一

   樣，在工作中力求自我實現 

26.我覺得女性的價值在於當一個好媽媽 

27.為了照顧孩子，我會降低對工作的投入 

28.母親應該犧牲個人時間來照顧小孩 

29.母親應該滿足小孩一切生理與心理需求 

30.週遭的人都期望我能留在家中照顧小孩 

2.376 

2.103 

 

4.801 

6.384 

6.100 

6.953 

3.736 

.216 

.186 

 

.271 

.253 

.406 

.469 

.147 

.825 

.822 

 

.814 

.814 

.810 

.808 

.818 

刪除 

刪除 

 

 

 

 

 

刪除 

判標準則 ≧3.000 ≧.200 ≦.823  

Ps.刪除題項後之量表內部一致性(α值)為 0.904 

 

    本研究在編製量表時乃依「天賦母職」及「責任母職」二個面向來編

製題項，為進一步求出量表的建構效度，乃進行因素分析。研究者採用主

成份因素分析法，以最大變異法(varimax)進行直交轉軸，依據因素陡坡圖

選取二個因素(表 3-6-6)，共可解釋總變異量的 50.261%。二個因素構念與

原先研究者編製的構念及題項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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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6  母職角色信念之因素分析結果 

 
因素一  天賦母職                                                  α值＝0.856 

題項 因素負荷量 

4.母親是孩子最理想的照顧者 

7.母親比任何人更瞭解孩子真正的需要 

12.對孩子的愛與付出是母親的天性 

18.我能充分享受照顧孩子的樂趣 

19.我對自己照顧嬰兒的能力充滿信心 

21.母親是最能滿足孩子需求的人 

22.孩子和我在一起的時候比和其他照顧者(保母)還要快樂 

23.母親天生擁有安慰孩子的本事 

.510 

.703 

.622 

.565 

.673 

.745 

.629 

.753 

因素二 責任母職                                           α值＝0.840 

題項 因素負荷量 

1.照顧小孩是身為母親最重要的任務 

2.若家庭經濟情況許可，母親應放棄工作在家照顧小孩 

5.當工作與育兒相衝突時，母親應以照顧孩子為優先 

9.我覺得把孩子照顧好比任何事更有意義 

17.不能自己照顧孩子會讓我有罪惡感 

26.我覺得女性的價值在於當一個好媽媽 

27.為了照顧孩子，我會降低對工作的投入 

28.母親應該犧牲個人時間來照顧小孩 

29.母親應該滿足小孩一切生理與心理需求 

.501 

.726 

.586 

.527 

.595 

.531 

.679 

.734 

.594 

 

四、母親就業態度量表 

    母親的就業態度預試量表計有 26 題，項目分析及信度分析的結果如

表 3-6-7。項目分析後決斷值未達 3.0 的題目有第 1、4、17、23、24、26

題，信度分析結果則顯示第 1、5、24 題的內部一致性較低，加上共同性

低於.20 的第 1、3、4、5、12、16、23、24、26 題，合計共刪除 10 題，

保留 16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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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7  母親就業態度量表項目分析與信度分析 

 
題項 決斷值 

(CR 值)

共同性 題項刪除

後的 α值 

備註 

1.母親出外工作可以分擔小孩的照顧費用 

2.母親為了親自照顧孩子而放棄好的就業機會是不值得

的 

3.母親就業對孩子的好處比壞處多 

4.母親不應該為了照顧孩子而放棄工作 

5.如果能夠找到令人滿意的托育安排，母親應該繼續工

作 

6.若家中經濟充裕，我並不想出外工作 

7.如果工作影響到我對孩子的照顧，我會感到沮喪和不

安 

8.我覺得沒有事業會是人生的遺憾 

9.不管家務多麼繁忙，我都想外出工作 

10.我對自己的工作能力有信心 

11.我經常都能樂在工作 

12.我覺得育兒婦女在職場上缺乏競爭力 

13.工作是讓我獨立自主的重要方式 

14.我會為了照顧孩子而減少對工作的投入 

15.我覺得工作是人生必要的規劃 

16.有工作的母親在家中較有地位 

17.我會因為工作上的好表現而覺得光榮 

18.工作能讓我獲得自信 

19.當工作繁重或壓力大時，我會想辭職回歸家庭 

20.我喜歡工作帶來的挑戰性與變化性 

21.我會為了照顧孩子而請假或拒絕加班 

22.我覺得女性應該將才能發揮在工作上 

23.工作讓我經濟可以獨立，在金錢支配上的自主性更高

24.母親的身分會讓我在求職時遭遇阻礙 

25.工作可以讓我學到知識和技能 

26.我覺得母親出外工作必須先徵得家人同意 

1.565 

6.624 

 

3.387 

2.765 

4.054 

 

6.142 

3.760 

 

6.376 

9.774 

3.667 

3.255 

3.047 

3.904 

3.951 

7.212 

3.661 

2.821 

3.785 

6.150 

5.525 

3.681 

6.074 

2.833 

 .334 

4.815 

2.885 

.153 

.420 

 

.159 

.123 

.137 

 

.472 

.438 

 

.465 

.530 

.570 

.414 

.168 

.300 

.321 

.644 

.199 

.575 

.642 

.355 

.528 

.380 

.445 

.111. 

.103 

.602 

.176 

.843 

.835 

 

.837 

.841 

.878 

 

.833 

.838 

 

.832 

.830 

.839 

.839 

.842 

.839 

.841 

.830 

.837 

.838 

.838 

.835 

.835 

.842 

.833 

.841 

.850 

.837 

.840 

刪除 

 

 

刪除 

刪除 

刪除 

 

 

 

 

 

 

 

 

刪除 

 

 

 

刪除 

刪除 

 

 

 

 

 

刪除 

刪除 

 

刪除 

判標準則 ≧3.000 ≧.200 ≦.843  

Ps.題項刪除後之量表內部一致性(α值)為 0.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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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在編製量表時，先依據文獻探討和訪談就業母親所得，歸納出

母親與嬰兒照顧安排相關的就業態度包括生涯意向(career orientation)、育

兒/工作承諾(infant care/work commitment)、工作樂趣(work enjoyment)等。

為了找出量表潛在的結構以進一步縮減研究變項，故進行探索性的因素分

析。研究者採用主成份因素分析法，以最大變異法(varimax)進行直交轉軸，

擷取特徵值(eigenvalue)＞1 的因素，再配合因素陡坡圖考驗結果，選取出

三個因素(表 3-6-8)，共可解釋總變異量的 51.916%。因素一包含了第 10、

11、13、15、18、20、25 題，內容屬於個人在工作實務上的價值感受，故

命名為「工作滿意」；因素二包含第 2、8、9、22 題，內容偏向受試者對

生涯發展的看法，故命名為「生涯抱負」；因素三包含了第 6、7、14、19、

21 題，內容多涉及母親面臨家庭及育兒問題時的工作投入意向，故命名為

「工作/家庭承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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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8  母親就業態度量表之因素分析結果 

 
因素一 工作滿意                                                   α值＝0.868 

題項 因素負荷量 

10.我對自己的工作能力有信心 

11.我經常都能樂在工作 

13.工作是讓我獨立自主的重要方式 

15.我覺得工作是人生必要的規劃 

18.工作能讓我獲得自信 

20.我喜歡工作帶來的挑戰性與變化性 

25.工作可以讓我學到知識和技能 

.761 

.778 

.568 

.557 

.680 

.653 

.693 

因素二 生涯抱負                                          α值＝0.703 

題項 因素負荷量 

2.母親為了親自照顧孩子而放棄好的就業機會是不值得的 

8.我覺得沒有事業會是人生的遺憾 

9.不管家務多麼繁忙，我都想外出工作 

22.我覺得女性應該將才能發揮在工作上 

.664 

.703 

.631 

.600 

因素三 工作/家庭承諾                                     α值＝0.706 

題項 因素負荷量 

6.若家中經濟充裕，我並不想出外工作 

7.如果工作影響到我對孩子的照顧，我會感到沮喪和不安 

14.我會為了照顧孩子而減少對工作的投入 

19.當工作繁重或壓力大時，我會想辭職回歸家庭 

21.我會為了照顧孩子而請假或拒絕加班 

.576 

.624 

.652 

.707 

.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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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資料處理 

 

    研究者依據研究目的、待答問題與變項性質設計統計分析的策略，並

以 SPSS for windows14.0 中文版進行統計分析。本研究所使用的統計分析

方法說明如下： 

一、針對「嬰兒托育選擇工具信念」、「嬰兒托育影響的知覺量表」、「母職

角色信念量表」及「母親就業態度量表」四項量表的預試問卷進行信

度檢定、共同性檢核及項目分析，並根據分析的結果篩選個別題項。 

二、以主成分因素分析法進行「嬰兒托育選擇工具信念」、「嬰兒托育影響

的知覺量表」、「母職角色信念量表」及「母親就業態度量表」四項量

表的構念檢測，以建立研究工具的效度並縮減變項資料，採取特徵值

大於一及陡坡檢驗法來決定因素數量。 

三、以百分比描述就業母親個人和家庭背景因素，以及嬰幼兒照顧安排與

托育使用情形。 

四、以卡方檢定的百分比同質性考驗和事後比較來分析不同個人背景(年

齡、教育程度、家庭收入)、幼兒特質(性別、出生序、氣質)在母親

嬰兒照顧選擇的百分比上是否有差異存在。 

五、以卡方檢定的百分比同質性考驗來分析不同環境脈絡因素(家人參與

意見情形、所屬職場環境特質、居住環境托育資源、對社會傳統育兒

觀念的感受情形)在母親嬰兒照顧選擇的百分比上是否有差異存在。 

六、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ANOVA)檢測母親信念與嬰兒照顧選擇的關係，

並以 LSD 法進行事後比較，以瞭解選擇不同嬰兒照顧方式的母親在各

項信念分數的差異情形。 

七、以邏輯斯(Logistic)迴歸分析法考驗母親個人背景及信念對選擇嬰兒照

顧方式的預測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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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論 

 

    本章內容主要針對量化與質性研究結果進行分析與討論。全章共分成

七節：第一節為研究樣本基本資料分析；第二節為就業母親嬰兒照顧安排

之描述統計分析；第三節為母親個人背景、環境脈絡與使用嬰兒照顧選擇

的關係；第四節為母親的信念與嬰兒照顧選擇的關係；第五節為母親信念

對其嬰兒照顧選擇之預測情形；第六節為就業母親的嬰兒照顧經驗敘說；

第七節為就業母親的嬰兒照顧歷程之質性資料分析。 

 

第一節 研究樣本基本資料分析 

 

    本節分別呈現量化研究樣本的人口特性與描述統計分析、質性研究受

訪者的背景資料。 

 

一、量化研究樣本基本資料 

    本研究主要對象為就業女性，研究的內容係針對特定幼兒之托育問題

所進行的調查，故以下分別依母親部分及幼兒部分，將研究對象的背景資

料以次數及百分比說明之，內容詳見表 4-1-1、表 4-1-2。 

 

（1）母親部份 

    量化研究樣本共 350 位，參與本研究的受試者居住地區以台北縣最多

(46.6%)，年齡層以 31-35 歲(40.3%)及 36-40 歲(40.0%)為主，籍貫則以本省

閩南佔大多數(77.7%)。在教育程度方面，受試母親多為大學(36.0%)及專

科(33.1%)學歷，近半數無特殊宗教信仰，有宗教信仰者則以信奉佛教為主

(34.3%)。絕大多數的受試母親目前皆有就業(83.4%)，孩子在嬰兒階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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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型態以核心家庭(54.3%)居多，折衷家庭(40.8%)居次，配偶之外的同

住家人以公婆(33.4%)為主。多數孩子出生時是家中唯一的子女(62.3%)。

大部分家庭平均月收入都在五萬以上，其中以五萬以上，未滿八萬者最多

(37.1%)，十萬以上居次(27.7%)（表 4-1-1）。 

 

表 4-1-1 樣本基本資料(母親) 

 
背景變項 類別 人數 百分比 

居住地區 台北市

台北縣

基隆市

其他縣市

126
163

58
3

36.0%
46.6%
16.6%

0.9%

年齡 20-25 歲

26-30 歲

31-35 歲

36-40 歲

41-45 歲

46 歲以上

1
31

141
140

34
3

0.3%
8.9%

40.3%
40.0%

9.7%
0.9%

籍貫 本省閩南

本省客家

大陸各省市

原住民

外籍

272
32
42

2
2

77.7%
9.1%

12.0%
0.6%
0.6%

教育程度 國中

高中

專科

大學

研究所以上

1
66

116
126

41

0.3%
18.9%
33.1%
36.0%
11.7%

宗教信仰 無

道教

佛教

基督教

天主教

一貫道

158
43

120
23

2
4

45.1%
12.3%
34.3%

6.6%
0.6%
1.1%



 83

職業狀態 目前未就業

目前有就業

58
292

16.6%
83.4%

孩子嬰兒階段 
婚姻狀態 

未婚

已婚(夫妻同住)
已婚(夫妻分隔兩地)

離婚

1
338

7
4

0.3%
96.6%

2.0%
1.1%

孩子嬰兒階段 
家庭型態 

單親家庭

核心家庭

折衷家庭

大家庭

7
190
143

10

2.0%
54.3%
40.8%

2.9%

孩子嬰兒階段 
子女外的同住家人

無

配偶

配偶+公婆

配偶+父母

父母

其他

4
190
117
26

3
10

1.1%
54.3%
33.4%

7.4%
0.9%
2.9%

孩子出生後家中子

女數 
一人

二人

三人(含)以上

218
117
15

62.3%
33.4%

4.3%

家庭平均月收入 三萬以下

三萬以上，未滿五萬

五萬以上，未滿八萬

八萬以上，未滿十萬

十萬以上

10
40

130
73
97

2.9%
11.4%
37.1%
20.9%
27.7%

 

 

（2）幼兒部份 

    本研究中由受試者進行嬰兒階段照顧安排的幼兒共 350 位(188 個男

孩，162 個女孩)，其中排行老大者為最多(63.1%)。多數幼兒在嬰兒期是

父母眼中還算好帶(44.0%)或非常好帶(19.1%)的孩子，且絕大部份(91.1%)

沒有特殊的照顧需求（表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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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幼兒基本資料 
 

背景變項 類別 人數 百分比 

就讀班級 大班

中班

小班

137
144

69

39.2%
41.1%
19.7%

性別 男

女

188
162

53.7%
46.3%

在家排行 老大

老二

老三

老四

221
114
14

1

63.1%
32.6%

4.0%
0.3%

嬰兒期的氣質狀態 非常好帶

還算好帶

普通

有點難帶

非常難帶

67
154

56
57
16

19.1%
44.0%
16.0%
16.3%

4.6%

嬰兒期特殊照顧需求 無

特殊飲食製備

特殊官能照顧

其他

319
16
10

5

91.1%
4.6%
2.9%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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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質性研究受訪者的背景資料 

    參與質性研究的受訪者取自本研究的量化研究樣本，共計 12 位。為

保護受訪者隱私，研究中以代稱來稱呼，受訪者詳細的背景資料如表 4-1-3。 

 

表 4-1-3  受訪母親基本資料 

 

代稱 年齡 教育程度 職業別 孩子二歲前 

照顧方式 

照顧者 照顧地點 備註 

佳 33 大學 公務員 家庭式托育 婆婆 婆婆家 全日托 

芬 42 大學 傳道人 1.家庭式托育 

2.父母自己照顧 

1.婆婆

2.自己

婆婆家 

教會宿舍 

移居國外

彩 36 大學 外商會計 父母自己照顧 配偶 自己家 爸爸全職

育兒 

嫻 40 專科 保險業務 家庭式托育 婆婆 自己家 與公婆同

住 

純 39 高中 保母 父母自己照顧 自己 自己家 資深護理

人員 

鈴 32 專科 電子業 1.家庭式托育 

2.機構式托育 

婆婆 

保育員

婆婆家 

托嬰中心 

婆婆帶時

未接回 

惠 37 大學 國小教師 1.父母自己照顧 

2.家庭式托育 

1.自己 

2.保母 

1.自己家 

2.保母家 

保母無證

照 

琇 38 大學 記者 家庭式托育 媽媽 自己家 配偶常年

在大陸 

美 36 高中 證卷金融 家庭式托育 媽媽 媽媽家 全日托 

潔 33 大學 資訊工程

師 

父母自己照顧 自己 自己家 與公婆同

住 

嵐 35 專科 幼教老師 家庭式托育 1.婆婆 

2.大姑 

自己家 

 

婆婆特地

北上照顧

蓉 29 高中 文書 父母自己照顧 自己 自己家 

 

與公婆同

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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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就業母親嬰兒照顧選擇之描述統計分析 

 

一、就業母親的嬰兒照顧安排情形 

    有關就業母親的嬰兒照顧安排包括決策時間、選擇的照顧方式、使用

托育的時間、托育費用等。研究結果顯示，絕大多數(81.1%)的就業母親在

生產前即已決定好孩子出生後的照顧方式。在孩子二歲前所採取的主要照

顧方式上，選擇家庭式托育的比例最高(68.9%)，其次是由母親自己照顧

(25.1%)，而使用家庭式托育者又以由同住家人照顧的最多(佔所有受訪者

的 22.6%)。在孩子的主要照顧者方面，由婆婆(26.3%)和母親自己(25.1%)

照顧的比例最高，選擇由家庭保母托育的也不少(20.6%)(相關內容詳見表

4-2-1) 

表 4-2-1 嬰兒二歲前的主要照顧方式與照顧者一覽表 

 

照顧方式 個數(百分比) 照顧者 個數(百分比) 

母親自己照顧 88

(25.1%)

嬰兒母親 88

(25.1%)

同住家人照顧 79

(22.6%)

婆婆 

 

92

(26.3%)

無證照 52 (14.9%) 送至親戚家照顧 67

(19.1%)

家庭保母

有證照 20 (5.7%) 

72

(20.6%)

送到保母家照顧 63

(18.0%)

娘家母親 58

(16.6%)

親人至家中照顧 18

(5.1%)

親戚 

 

12

(3.4%)

保母至家中照顧 8

(2.3%)

外傭 6

(1.7%)

家庭式托育 

傭人在家照顧 6

(1.7%)

241

(68.9%)

配偶 

 

1

(0.3%)

機構式托育 21

(6%)

機構保育員 2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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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推行保母人員證照制度已逾十年，但本研究中採用家庭保母托育

的就業母親，大部分選擇的還是沒有專業證照的保母。雖然國內截至 97

年 9 月底已有將近 6 萬人獲取保母人員專業證照(內政部兒童局，2009)，

但以嬰幼兒母親超過 50%的就業率來推估國內家庭實際的托育需求，則專

業保母的數量仍嫌不足，此外也有研究指出，父母在找尋照顧者時，往往

不是考慮其專業訓練的程度，而是看照顧者和孩子的關係好壞或他們喜不

喜歡孩子（Galinsky, 1990 ; Hofferth & Phillips, 1991）。究竟父母選擇沒有

專業證照的保母是因為證照保母供不應求？抑或是家長對照顧者專業性

的重視程度較低？實有待研究進一步的探討。 

    母親的嬰兒照顧安排可能受各種因素的影響而改變(Pungello & 

Kurtz-Costes, 1999），本研究結果顯示，兩成(20.3%)受訪母親在孩子二歲

前曾改變過他們的托育方式，變更的主要原因包括「照顧者無法繼續托帶」

(32.4%)、「對照顧方式不滿意」(21.1%)、「母親必須重返職場」(14.1%)、「托

育地點接送不便」(12.7%)，以及「孩子的適應情形不佳」(11.3%)等。 

    本研究中近六成的受訪者在孩子二歲前平均每日受托時間超過 8 小時

以上，其中以「8-12 小時」(41.7%)者佔最多，「12 小時以上」者也高達

17.7%(每日托育時間超過 12 小時的受訪者中，高達九成五並未天天接回孩

子)。整體而言，多數孩子在二歲前平均每日接受托育的時間頗長。高員仙

(1987)訪問台北市國民中小學已婚女教師的子女托育現況，發現三分之一

的樣本採用全天式托育，武素萍(1994)針對家有 0 - 3 歲子女之職業婦女使

用家庭托育的調查研究則發現受訪樣本中採用全日托的比例為 11.2%，而

彭淑華(1995)彙整國內職業婦女三歲以下子女托育問題的相關研究後也指

出，24 小時托育已是國內常見的托育型態之一，本研究結果亦顯示，近二

成(19.7%)母親曾在孩子出生至二歲階段使用過全日托(24 小時托育)，探究

這些母親採取 24 小時托育的原因主要為「托育地點遠，不方便每天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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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7%)、「平日工作忙碌，無暇照顧孩子」(29%)、「家中有其他孩子要照

顧，體力不勝負荷」(17%)，以及「想要維持好的工作體力和生活品質」(14.5%)

等。 

    多數受訪者(71.1%)表示孩子的托育費用是由「夫妻共同負擔」，其次

是「配偶獨力負擔」(17.1%)，至於托育費用佔家庭平均月收入的比例，以

「10 - 20%」為最多(51.7%)，其次是「20 - 40%」(24.6%)。由此可知，一

個孩子的托育費用對一般家庭來說已算是不小的負擔，若不只生育一名子

女，則嬰幼兒階段的照顧花費更是多數家庭難以承受之重，這或許也是生

育率不斷下降，獨生子女的比例愈來愈高的原因之一。 

 

二、與嬰兒照顧安排相關的環境特質 

    Pungello 與 Kurtz-Costes(1999）的文獻回顧指出，與就業母親嬰兒照

顧安排相關的環境因素包括家人的影響、托育資訊的取得、職場特性、社

區資源及社會傳統觀念等。研究結果顯示，高達 64%的受訪者在進行托育

安排時家人有參與意見，「配偶」參與意見的比例最高(59.7%)，其次是「婆

婆」(34.3%)和「自己的母親」(26%)。而家人參與意見的方式以「表達對

孩子托育安排的立場」(35.7%)和「分享經驗」(31.1%)為主。 

    在家人意見對受訪者托育決策的影響方面，除配偶外，其他家人的意

見大多沒有對受訪者造成影響，至於有影響的部分，「配偶」、「自己的父

親」和「自己的母親」對受訪者的影響主要為「獲得協助與支持」，而「婆

婆」和「公公」部分，則有較高的比例會對受訪者的托育決策「造成壓力

和困擾」(影響情形見表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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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家人意見對母親托育決策的影響情形 

 

         家人 

影響情形 

配偶 公公 婆婆 自己的父親 自己的母親

無影響 46.3% 85.7% 66.0% 89.7% 75.4% 

獲得協助與支持 50.3% 9.1% 19.7% 9.7% 23.4% 

造成壓力和困擾 3.4% 5.1% 14.3% 0.6% 1.1%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配偶 公公 婆婆 自己的父親 自己的母親

無影響 獲得協助與支持 造成壓力和困擾
 

圖 4-2-1 家人意見對母親托育決策的影響情形 

 

    生態系統理論主張個體受小系統中其他角色成員的影響密切，家庭既

是就業母親最重要的小系統，而國內家庭型態又以核心家庭為主，因此配

偶通常是與母親發展密切的對間關係(dyadic relationship)的主要對象，對母

親托育決定的影響力也最大，研究結果即呼應這個理論主張。 

    儘管家人意見可能對母親的嬰兒托育安排產生心理上的影響，然而表

示自己擁有嬰兒照顧安排主要決策權的受訪母親仍高達 71.7%，而「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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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共同協商決定」的佔 25.4%，「由家人主導決定」者僅有 2.9%，顯示多數

就業母親在孩子的托育選擇上具有主導權，此一結果與涂妙如(2003)的研

究發現有所不同，該研究指出家庭的嬰幼兒照顧決策以「夫妻雙方共同決

定」(44.7%)的比例最高，其次才是「由母親自己決定」(28.9%)，因該研

究的取樣來源為台灣省中部地區，本研究的對象則是以北北基地區的就業

母親為主，而 Pungello 與 Kurtz-Costes(1999）的文獻回顧指出，母親所處

環境的育兒傳統觀念會影響其嬰兒照顧的態度，故母親托育安排決策權力

的差異是否因居住地區嬰幼兒照顧觀念的差異而有不同，需要研究進一步

的探討。 

    母親雖能自主進行托育安排，但決策歷程亦需取得相關資訊以供參

考，本研究分析就業母親有關托育安排的主要資訊來源，研究結果顯示，

「家人」(79.7%)是最多受訪者取得托育資訊的主要來源之一，其次是透過

「網路」(53.1%)、「朋友」(44.9%)、「同事」(39.7%)和「親戚」(37.1%)，

至於由「媒體」和「政策文宣」獲得托育安排資訊的比例則十分的低(分別

為 10.6%及 6.6%)。 

    進一步交叉分析不同年齡受訪者的資訊來源可發現，「家人」為母親

主要資訊來源的比例隨母親年齡增加而逐漸降低，由「鄰居」處獲得資訊

來源則是母親年齡愈大，比例愈高。而分析不同教育程度受訪者的資訊來

源則發現，教育程度愈高，透過「網路」取得托育資訊的比例也愈高。 

    超過半數的受訪者(52.3%)認為對自己的托育安排最有幫助的資訊內

容是「分享個人經驗或所知的案例」，認為「直接介紹保母或托育機構」、

「提供托育選擇的策略或原則性建議」對自己較有幫助的則分別佔 25.4%

及 22.0%。 

    以上研究結果大致和國外的研究發現相符(Fuqua & Labensohn, 1986 ; 

Atkinson, 1994 ; Bradbard et al., 1994 ; Hofferth et al., 1998)，比較不同的是



 91

過去的文獻並未將近年來十分普及的網際網路納入探討，而本研究卻發現

受訪者透過網路取得托育資訊的比例很高，甚至超過朋友、同事和親戚等

傳統的資訊管道，可見網路的使用對人類各個層面的生活都已產生不容小

覷的影響力。 

    Pungello 與 Kurtz-Costes(1999）的文獻回顧指出，就業母親的工作特

性、居住的社區型態及社會風氣等環境因素也會影響其托育的安排與使

用，故本研究也想瞭解受訪者所處的環境脈絡，以便能進一步了解這些因

素的影響。在母親的工作特性方面，調查結果顯示，將近四成(39.1%)的受

訪母親工作上都有一些不利於嬰兒照顧的特性，其中最普遍的現象是「平

均工時長」(24.9%)，這項因素可能迫使母親必須安排孩子接受更長時間的

托育。 

    工作或許帶給母親育兒上的壓力和負擔，然而工作職場如能提供友善

的托育政策或措施，也可以成為幫助母親兼顧就業與嬰兒照顧的支持系

統。調查結果顯示，34.6%的受訪母親工作職場上有提供嬰兒照顧支持的

相關政策，其中最普遍的就是「育嬰假」(24.6%)措施，然而進一步分析可

請「育嬰假」的就業母親使用此一政策的情形，卻發現只有 9.3%的母親因

此選擇請假親自育兒，偏低的使用率與行政院勞委會(2008)的統計資料結

果相符，該統計報告指出，就業母親不考慮請育嬰假的原因中，「經濟因

素需要工作者」僅佔 18.9%，顯示母親在面對就業和育兒的抉擇時有不同

角度或多元的考量，這有待後續研究進一步的探索。 

    在人口密集的都會地區，集合式住宅愈來愈普遍，加上政府推動社區

發展，故個別家庭與社區的關係將日益緊密，然而本研究調查結果顯示，

只有 16.9%的受訪者知覺到所居住的社區有獲得托育資訊的管道，其中最

普遍的方式是透過「社區公佈欄」(14.0%)。 

    在對社會育兒觀念的感受和知覺方面，有高達 37.4%的受訪母親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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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遭環境存有對嬰幼兒照顧較傳統的觀念和態度，其中最普遍的觀念是

「女性應承擔主要的嬰幼兒照顧工作」(31.4%)，而這種觀念的感受主要來

自於「家人的態度」(27.1%)。賈浩妃（1998）的研究指出，中國傳統「敬

老尊賢」的文化，使得上一代擁有托育決策的優先權，而女性又被期待是

嬰兒照顧的主要負責人，決策過程裏，這些傳統的價值不斷在角色的權力

互動中發酵，因此母親或婆婆就成為最後負責照顧幼兒的最佳人選。本研

究的受訪對象中，嬰兒主要照顧者為女性的佔 99.7%，其中婆婆和母親自

己照顧的比例最高，結果除呼應賈浩妃（1998）的論點，也反映了社會文

化及傳統價值對家庭托育安排的潛在影響。 

 

三、母親的就業狀態及變動情形 

    孩子出生後的照顧問題可能對就業母親的工作狀態產生影響，研究結

果顯示，有 36.0%的母親在孩子出生到二歲階段因「孩子的照顧問題」而

改變自己的就業情形(包括 30.6%曾為了照顧孩子而停止就業，5.4%在孩子

出生後選擇轉換工作或調整職務)。本研究進一步探討母親選擇繼續就業

或停止就業的原因，分析研究結果發現，母親選擇繼續就業者主要考量的

因素為「經濟上的需要」(87.4%)，其次是「想要持續生涯發展」(67.9%)

和「喜歡當時的工作」(32.4%)。而選擇停止就業的母親所考量的主要原因

以「找不到滿意的照顧者或托育環境」(42.0%)為最多，其次是「喜歡育兒

工作」(34.1%)及「托育費用太高」(26.1%)。 

    Volling 與 Belsky(1993)探討美國母親在嬰兒出生一年內重返職場的原

因，並依其重要程度歸納為「家庭經濟的需要」、「害怕失掉工作」、「個人

生涯發展的期望」、「個人的工作滿足」四項影響因素。本研究大致呼應這

樣的結果，惟考慮「經濟上的需要」之比例高達近九成，比國外文獻約五

成左右的比例高出許多，是否因近年來國內大環境的景氣問題強化就業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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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對經濟壓力的認知？抑或是國內外婦女對女性生涯發展的期望有文化

上的差異，實有待研究進一步探究。 

    Sylva 等人(2007)認為不同國家的育嬰政策會影響母親重返職場的意

願和時間，該研究比較英、美兩國的育嬰假政策指出，英國的育嬰假政策

較美國來得寬鬆優厚，致使婦女產後 3 個月內重回職場的比例遠低於美

國。本研究發現就業母親絕大多數(67.7%)在孩子出生 2 個月(八星期)以內

即開始上班，其次是「孩子滿二歲以後」(10.9%)和「孩子出生 2 - 6 個月」

(7.1%)。依我國勞動基準法第五十條的規定，國內女性勞工生產後可享有

八星期的產假，亦即就業母親重返職場的時間通常以產假的長短為依歸。 

 

四、對嬰兒照顧方式的滿意情形 

    關於母親對孩子嬰兒階段的主要照顧方式之滿意情形，分析研究結果

發現，57.4%的受訪者對所使用的方式感到滿意，「沒意見」的佔 30.6%，

覺得不滿意的只有 12%。有關父母對托育滿意度的研究，不論托育形式為

何，結果大多顯示父母對子女的托育狀況感到滿意(Galinsky, 1990 ; Britner 

& Phillips, 1995），Cryer 與 Burchina (1997）認為父母對於托育環境的認知

其實十分有限，然而身為家長，在面對有限的選擇和對托育服務品質認知

的缺乏時，仍必須努力地向別人解釋他們的托育安排是合適的，因此父母

對托育服務的滿意或許即是一種對此狀態的包容反應。本研究從問卷中受

訪者的文字說明進一步分析採用不同嬰兒照顧方式的受訪母親對其托育

選擇滿意或不滿意的原因，結果歸納如下(表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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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就業母親對所採用之嬰兒照顧方式的滿意情形及原因 

 

嬰兒照顧方式 
(採用人數) 

是否滿意 個數 
(百分比)

原因(個數) 

是 45 
(52.9%) 

1.陪孩子成長，較能瞭解他們的發展狀況(22)
2.和孩子互動多，親子關係較親密(18) 
3.自己照顧比較用心(9) 
4.可以用自己的方式照顧(2) 

否 
 

6(7.1%) 1.太累，影響生活品質(2) 
2.缺乏育兒經驗，小孩帶得不好(2) 
3.時間被綁死，沒有自由(2) 

 
母親自己照顧 
(88) 

沒意見 34 
(40.0%) 

 

是 13 
(65.0%) 

1.照顧得好，令人放心(6) 
2.時間配合度高(3) 
3.專業(3) 
4.保母容易溝通(3) 

否 1(5.0%) 1.保母不易溝通(1) 

有證照保母 
(20) 

沒意見 6(30.0%)  

是 33 
(63.5%) 

1.照顧得好，令人放心(14) 
2.嬰兒照顧經驗豐富(6) 
3.時間配合度高(5) 
4.離家近，接送方便(5) 
5.保母容易溝通(3) 

否 9 
(17.3%) 

1.照顧情形不透明，品質沒保障(3) 
2.沒有把小孩照顧好，讓孩子受傷(2) 
3.保母一次帶太多孩子(2) 
4.保母擅自中止托育(1) 
5.保母讓孩子看太多電視(1) 

 
家 
 
庭 
 
保 
 
母 
 
照 
 
顧 
 
 

無證照保母 
(52) 

沒意見 10 
(19.2%) 

 

 
婆婆照顧 
(92) 

是 42 
(45.7%) 

1.照顧得好，令人放心(24) 
2.環境安全，托育方便(10) 
3.孩子獲得長輩疼愛(4) 
4.節省費用(2) 
5.自己可以天天看到小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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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23 
(25.0%) 

1.婆婆和自己的教養觀念不同，難溝通(15) 
2.公婆溺愛小孩(5) 
3.與孩子相處時間太少(2) 
4.必須和公婆同住(1) 

沒意見 27 
(29.3%) 

 

是 36 
(62.1%) 

1.照顧得好，令人放心(21) 
2.容易溝通(6) 
3.托育方便(5) 
4.祖孫關係親密(2) 
5.孩子的問題能據實以告(2) 

否 
 

2 
(3.4%) 

1.24 小時托育，無法天天看到小孩(2) 

 
自己母親照顧 
(58) 

沒意見 20 
(34.4%) 

 

是 6 
(50.0%) 

1.照顧得好，令人放心(3) 
2.容易溝通(3) 
 

否 0(0%)  

 
親戚照顧 
(12) 

沒意見 6(50.0%)  

是 18 
(85.7%) 

1.專業化的照顧，令人放心(8) 
2.讓孩子融入團體生活，建立規律作息(5) 
3.孩子得到較多的學習(4) 
4.提供父母教養資訊(2) 
5.托育情形透明化(2) 

否 
 

2 
(9.5%) 

1.孩子較容易生病(3) 

 
托嬰機構托育 
(21) 

沒意見 1(4.8%)  

是 3 
(50%) 

1.在家中照顧，自己看得到較放心(2) 
2.自己的時間運用較自由(1) 

否 1 
(16.7%) 

1.孩子依賴成性，失去學習力(1) 

 
外傭照顧 
(6) 

沒意見 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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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 就業母親對嬰兒照顧選擇的滿意情形 

 

    由表 4-2-3 中的研究結果發現，就業母親感到滿意的比例最高的是托

嬰機構由保育員照顧的托育方式，而滿意的主要原因大多以「專業」和「學

習」為考量，有關家庭保母托育的滿意情形方面，對有證照保母和無證照

保母感到滿意的比例差不多，都超過六成，然而對無證照保母感到不滿意

的比例卻高出有證照保母許多，而主要不滿意的原因幾乎都與「照顧品質」

有關，可見保母人員的專業認證的確能有效提昇家庭保母的托育品質。 

    在所有照顧型態和照顧者中，由婆婆照顧是就業母親滿意比例最低的

托育方式，且滿意者有三分之一的原因與托育本質無關，而是基於便利因

素，另一方面對婆婆照顧感到不滿意的比例也居所有嬰兒照顧方式之冠，

不滿意的原因主要是「教養觀念不同，難溝通」，有趣的是溝通問題在自

己母親的照顧時恰恰成了滿意的原因。事實上，就業母親和娘家的父母也

可能會有教養觀念不同的問題，只是溝通較無障礙而已，因此滿不滿意的

關鍵不在觀念不同，而是溝通是否容易。 



 97

    雖然對孩子嬰兒階段照顧方式不滿意的受訪者比例不高，但覺得滿意

並不意味著那些托育方式是母親們最理想的選擇，而過去的托育經驗和時

空環境的變遷也可能影響受訪者對托育安排的想法，故本研究也進一步探

究受訪者現階段對不同托嬰方式的偏好及原因，結果歸納如下(表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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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 就業母親嬰幼兒托育選擇的偏好及原因 

 
嬰兒照顧方式 人數(百分比) 原因(個數) 

嬰兒的外祖父母照顧 96(27.4%) 1.較方便直接溝通或提出要求(55) 
2.較信任其照顧的用心和品質(37) 
3.孩子可獲長輩疼愛，祖孫關係較親近(6) 
4.和照顧者同住，可免於接送較方便(4) 
4.教養理念較相近(3) 
5.可節省托育費用，較經濟(3) 
6.時間配合度高(3) 
7.孩子的狀況會據實以告(2) 

家庭保母照顧 83(23.7%) 1.有專業的方式，較無傳統觀念(20) 
2.育嬰經驗豐富，能應付各種狀況(17) 
3.專職帶孩子，能細心的照顧(14) 
4.較方便溝通或提出要求(14) 
5.托育環境為一般家庭，較單純(8) 
6.離家近，接送方便(5) 
7.托育時間彈性(5) 

嬰兒的祖父母照顧 66(18.9%) 1.較信任其照顧的用心和品質(36) 
2.和照顧者同住，可免於接送較方便(12) 
3.孩子可獲長輩疼愛，祖孫關係較親近(11) 
4.孩子在自己家裡較安全(3) 
5.可節省托育費用，較經濟(2) 
6.時間配合度高，可 24 小時照顧(2) 

托嬰機構托育 57(16.3%) 1.提供專業和科學的照顧(38) 
2.提早培養孩子自理能力和適應團體生活(7) 
3.有立案，能合法保障(8) 
4.孩子可獲得較多的認知學習(7) 
5.環境安全，設備好(4) 
6.托育情形透明化(3) 
7.方便(3) 

親朋好友照顧 42(12.0%) 1.較信任其照顧的用心和品質(31) 
2.和照顧者較容易溝通(9) 
3.教養理念較相近(2) 

其他 6(1.7%) 1.自己照顧，和孩子較親近(4) 
2.外傭照顧，時間不受限(1) 
3.保母到府照顧，方便免接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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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4-2-4 的結果可發現，最多母親偏好由嬰兒的外祖父母來照顧嬰

幼兒，然而實際的情形是由由婆婆照顧的比例最高，可見許多就業母親並

無法真正選擇自己偏好的嬰兒照顧方式，而箇中原因有待研究進一步的探

討。 

    近年來政府推動多項托育相關政策以協助家庭解決其嬰幼兒照顧問

題，然而研究結果顯示，受訪的就業母親對相關政策多半缺乏認識，超過

半數受訪母親表示「知道」的政策只有「家庭保母專業認證」和「推動企

業有薪給育嬰假」二項，甚至還有 6.9%的受訪者「完全不知道」與家庭嬰

幼兒照顧相關的任何政策。前述有關母親托育資訊來源的研究結果指出，

就業母親的資訊來源多以非正式(家人親戚、同事、朋友、網路等)的管道

為主，而透過「媒體」和「政策文宣」獲得相關資訊的比例很低，顯示政

策的宣導需思考以更多元的方式進行。而在就業母親認為較有實質幫助的

政策方面以托育補助和有薪育嬰假比例為最高，可見嬰兒照顧所帶來的經

濟壓力是就業母親最期盼立刻獲得解決的。 

 

表 4-2-5 就業母親對托育政策的知覺 

相關托育政策名稱和內容 知道該托育政策

(人數/百分比) 

認為該政策可產生實質幫助

(人數/百分比) 

家庭保母專業認證 297 

(84.9%) 

144 

(41.1%) 

地方政府設立托育資訊服務網 171 

(48.9%) 

100 

(28.6%) 

建立社區保母支持系統 110 

(31.4%) 

118 

(33.7%) 

提供雙薪家庭二歲以下嬰幼兒

托育補助 

167 

(47.7%) 

235 

(67.1%) 

推動企業有薪給育嬰假 191 

(54.6%) 

184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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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想瞭解就業母親在嬰幼兒照顧上所面臨的困境為何，研究結果

顯示，認為自己在過去的嬰兒照顧安排並沒有遇到困難的受訪者只佔

30.6%，母親們所遭遇的困境主要為「不易找到滿意的托育環境或照顧者」

(52.9%)，其次是「托育費用太高」(35.7%)。對照前述的結果可發現，雖

然相關的托育政策目的正是在協助家庭解決這二項主要的托育困境，但超

過半數的就業母親卻對多數政策內容一無所知，這可能是近年來政策無法

發揮成效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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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就業母親個人背景、環境脈絡與其嬰兒照顧選擇之關係 

 

    為瞭解就業母親之個人背景、環境脈絡因素與她們的嬰兒照顧選擇是

否有特殊的關係存在，本研究依據變項的性質，採卡方考驗及事後比較等

統計方法檢驗之。 

 

一、母親個人及家庭背景與選擇嬰兒照顧方式的關係  

    Bronfenbrenner 所提出的個體生態運作模式「個體-過程-脈絡-時間模

式」（PPCT），強調個體特質會影響個人經驗和對環境的認知方式

（Bronfenbrenner & Morris, 1998）。母親是嬰兒照顧安排的主要決策者，故

其個人特質是否影響她的嬰兒照顧安排？文獻探討的結果顯示，與母親嬰

兒照顧選擇相關的個人因素包括年齡、教育程度和家庭收入等。 

 

(一) 母親年齡與嬰兒照顧方式的關係 

    生態系統理論強調個體的發展必須經歷一段時間的持續和改變，因此

時間是連結發展的重要關鍵。研究者據此推論，母親的年齡增長會使其生

態系統產生變化，處在不同年齡階段的母親也會有不同的生涯發展需求。

因本研究中「25 歲以下」及「46 歲以上」的受訪母親人數極少，故研究

者以重新編碼方式，將母親年齡分成「30 歲以下」、「31-35 歲」、「36-40

歲」、「41 歲以上」四組，再以卡方檢定中的百分比同質性考驗和事後比較

來檢定各年齡組的就業母親在選擇不同嬰兒照顧方式的百分比上是否有

所差異，卡方檢定的事後比較可以採用調整後的標準化殘差值大小來判別

(吳明隆，2007)，因表中有細格的期望次數小於 5，故採用耶茲校正值。

由表 4-3-1 中發現，使用家庭保母托育的情形隨著母親年齡愈高而比例隨

之遞增，不過研究結果雖呈現這樣的趨勢，但不同年齡組的就業母親在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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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照顧方式的選擇上並未達統計上的顯著差異。 

 

表 4-3-1 母親的年齡與嬰兒照顧選擇的卡方考驗摘要表 
 

年齡            設計變項 

反應變項 30歲以下(A)  31-35歲(B)  36-40歲(C)  41歲以上(D) 事後比較

母親自己照顧  個數        14         35        29        10          n.s. 

              百分比%    43.8        24.8       20.7      27.0 

親屬托育      個數        15         70        71        15          n.s. 

              百分比%    46.9        49.6       50.7      40.5 

家庭保母托育  個數        2          27        30        11          n.s. 

              百分比%     6.3        19.1       21.4      29.7 

機構式托育    個數        1           9        10         1          n.s. 

              百分比%     3.1         6.4       7.1        2.7 

χ2
 值= 13.574  

n.s. p > .05 

 

(二) 母親教育程度與嬰兒照顧選擇的關係 

    Gable 與 Cole(2000)的文獻回顧指出，母親的教育程度是影響家庭中嬰

幼兒照顧安排的重要因素之一。Johansen 等人（1996）的研究發現教育程

度較高的父母，在孩子三歲前傾向選擇家庭式托育（在保母家），我國「婦

女婚育與就業調查」(行政院主計處，2006）的結果也顯示，不論子女在 3

歲前或 3-6 歲階段，母親教育程度愈高，使用家庭外托育的比率也愈高。

研究者以重新編碼方式，將母親教育程度分成「高中」、「大專」、「研究所

以上」三組，再以卡方檢定中的百分比同質性考驗和事後比較來檢定各教

育程度組的就業母親在選擇不同嬰兒照顧方式的百分比上是否有所差

異。由表 4-3-2 中發現，母親教育程度愈高，由自己照顧嬰兒的比例愈低，

而「高中」組母親分別與「大專」及「研究所以上」二組母親達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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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選擇家庭保母托育的比例則隨著母親教育程度愈高而增加，其中「高

中」組分別與「大專」及「研究所以上」二組母親有顯著差異存在。此一

結果顯示教育程度愈高的就業母親愈可能選擇非母親及非親屬照顧的嬰

兒托育方式，呼應了上述文獻的發現。 

 

表 4-3-2 母親的教育程度與嬰兒照顧選擇的卡方考驗摘要表 

 

教育程度            設計變項 

反應變項    高中(A)     大專(B)     研究所以上(C)    事後比較

母親自己照顧  個數        28          54            6           A>B 

              百分比%     41.2        22.3          14.6          A>C 

親屬托育      個數        29         120            22           n.s. 

              百分比%     42.6        49.6          53.7 

家庭保母托育  個數        7           53           10           B>A  

              百分比%     10.3        21.9          25.0          C>A 

機構式托育    個數        4           15            2            n.s. 

              百分比%     5.9          6.2           4.9 

χ2 值= 15.461*  

*p＜.05 

 

    在親屬托育部分，母親選擇的比例雖然隨教育程度愈高而有漸增的趨

勢，但未達統計上的顯著差異，不過從母親選擇的比例可知，不論母親教

育程度如何，親屬托育都是其最主要的嬰兒照顧選擇。而在機構式托育部

分，母親選擇的比例並未隨教育程度而呈現增加或減少的趨勢，各組間也

無顯著差異存在。事實上，國內機構式托嬰雖有逐漸獲得家長青睞的趨勢

(陳姣伶、黃迺毓，2008)，但機構的普及性及家庭使用的比例仍然偏低，

故在樣本數少的情況下，難以據此提出推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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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母親的家庭收入與嬰兒照顧方式的關係 

    嬰兒接受托育的花費對家庭來說是一筆不小的支出，Bogat 與

Gensheimer(1986)的研究即指出，托育費用是多數家庭嬰兒照顧安排的重

要考量之一。然而文獻探討的結果也顯示「經濟上的需要」是母親就業的

主要原因，因此家庭收入可能與母親的嬰兒照顧安排有密切的關係。研究

者以重新編碼方式，將母親的家庭收入分成「五萬以下」、「五~十萬」、「十

萬以上」三組，再以卡方檢定中的百分比同質性考驗和事後比較來檢定各

組的就業母親在選擇不同嬰兒照顧方式的百分比上是否有所差異。由表

4-3-3 中發現，母親家庭收入低者，由自己照顧嬰幼兒的比例較高，而母親

家庭收入高者，則有較高的比例選擇親屬或家庭保母托育。母親的嬰兒照

顧選擇雖因家庭收入不同而有顯著的差異存在，但經事後比較可發現，家

庭月收入「五~十萬」及「十萬以上」二組間並未出現顯著差異，意即母

親對特定托育方式的選擇比例並非依家庭收入的高低而遞增或遞減，而是

以家庭收入是否達到某個標準為可能左右母親嬰兒照顧選擇的分水嶺。 

 
表 4-3-3 母親的家庭收入與嬰兒照顧選擇的卡方考驗摘要表 

 
家庭收入            設計變項 

反應變項 五萬以下(A)  五~十萬(B)  十萬以上(C)  事後比較 

母親自己照顧  個數        27          44            17         A>B. 
              百分比%    54.0         21.6          17.7         A>C. 

親屬托育      個數        15         106            50         C>A 

              百分比%    30.0         52.0          52.1         B>A 

家庭保母托育  個數        6           41            23         C>A 

              百分比%    12.0         20.1          24.0          

機構式托育    個數        2           13            6           n.s. 
              百分比%     4.0          6.4           6.3 

χ2 值= 24.725***  
n.s. p > .05  *p < .05  **p < .01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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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式托育的使用部分，研究結果顯示不同收入組別間並無顯著差異

存在。然而在樣本數少的情況下，此一結果難以進行推論。 

 

二、幼兒特質與母親嬰兒照顧選擇的關係 

    Pungello 與 Kurtz-Costes（1999）的文獻回顧指出，幼兒因素是母親的

生態系統中影響其托育決策的一環，包括幼兒年齡、性別、出生序及氣質

等皆為可能的影響因素。因本研究乃針對嬰幼兒二歲前的照顧方式進行探

討，故未進行年齡變項的分析，僅就幼兒性別、出生序及氣質三個變項考

驗其與母親照顧選擇的關聯情形。 

    研究者以重新編碼的方式，將受訪者的嬰兒照顧方式分成母親自己照

顧和非母親照顧兩類，接著分別以卡方檢定的百分比同質性考驗來分析幼

兒性別(男生/女生)、出生序(長子/非長子)、氣質(好帶/普通/難帶)三個

變項在使用嬰兒照顧方式(母親照顧/非母親照顧)的百分比上有無差異存

在。由表 4-3-4 中發現，母親選擇不同嬰兒照顧方式的比例並未因幼兒性

別、出生序、氣質的不同而有顯著差異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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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 幼兒特質 × 嬰兒照顧選擇(母親自己照顧/非母親照顧)交叉表 

 
幼兒特質                   嬰兒照顧方式                        χ2 值 
             母親自己照顧  (人數/百分比)  非母親照顧   

性別 

  男生            44  (23.4%)            144  (76.6%)           .878 
  女生            45  (27.8%)            117  (72.2%)  
 

出生序 
  長子(女)         54  (24.4%)            167  (75.6%)           .313  
非長子(女)         35  (27.1%)             94  (72.9%) 
 

氣質 
  好帶            54  (24.4%)            167  (75.6%)           3.239 
  普通            11  (19.6%)             45  (80.4%) 
  難帶            24  (32.9%)             49  (67.1%) 
 

 

    文獻探討的結果顯示，除了幼兒年齡對父母托育選擇的影響有較一致

的結論之外，其他特質的影響情形常有不明確或呈現分歧的結果。本研究

在「性別」和「氣質」部分的結果和 Sylva 等人(2007)的研究發現一致，然

而在出生序部分，該研究指出老大比其後出生的手足更可能有接受非親屬

托育的經驗(分析主要原因在於後續子女出生後，母親可能因為多了需要

照顧的子女而考慮放棄工作自己育兒)，本研究中，長子(女)接受非母親

照顧的比例雖略高於非長子(女)，但並未達統計上的顯著差異量，故無法

推論幼兒的出生序與母親的托育使用有關。 

 

三、母親的環境脈絡因素與其嬰兒照顧選擇的關係 

    生態系統理論強調個體的行為發展是在他所處的環境脈絡中，結合個

人因素而與環境背景間所進行的多元互動歷程（Bronfenbrenner & Mor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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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環境脈絡指的是生態系統中各個場域的背景與狀態，與就業母親

嬰兒照顧安排相關的環境脈絡包括小系統中的家人參與、職場性質，外系

統的社區資源，以及大系統的嬰兒照顧傳統觀念等。 

 

(一)家人參與意見情形與就業母親嬰兒照顧選擇的關係 

    家人是與就業母親關係最密切的小系統成員，也常是給予母親嬰兒照

顧協助的夥伴或支持者，Atkinson（1994）與涂妙如（2003）的研究都指

出，母親對家中嬰幼兒的照顧安排多半是由夫妻共同商討決定，因此配偶

在母親的托育選擇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在其他家人部分，依據行

政院主計處(2006a）的調查資料顯示，國內 15 至 64 歲已婚女性之最小子

女在未滿 3 足歲前的照顧方式以「母親自己」照顧為主(佔 65.79%)，其次

即為「幼兒的(外)祖父母」照顧(24.99%)，因此公婆(或自己的父母)的意

見對某些家庭的托育安排也有著關鍵的影響。 

    研究者以重新編碼的方式，將受訪者的嬰兒照顧選擇分成母親自己照

顧和非母親照顧兩類，接著以卡方檢定的百分比同質性考驗來分析家人參

與意見情形(對嬰兒照顧安排是/否參與意見)在母親嬰兒照顧選擇(母親

照顧/非母親照顧)的百分比上有無差異存在。由表 4-3-5 中發現，家人是

否參與意見在選擇嬰兒照顧方式的比例上有顯著的差異存在。家人有參與

托育安排意見者，其選擇自己照顧的比例顯著低於家人未參與意見的母

親，反之，採用非母親照顧的比例則顯著高於家人未參與意見者。進一步

分析不同家人參與意見與否在選擇嬰兒照顧方式的百分比之差異情形，發

現配偶、公公和自己的父親有參與托育安排意見者選擇母親自己照顧的比

例顯著低於這些家人未參與意見者，反之，選擇非母親照顧方式的比例則

顯著高於這些家人未參與意見者。婆婆和自己母親參與意見的情形則在嬰

兒照顧方式的百分比上無顯著差異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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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怡瑾(2001)指出，我國社會習慣以男性為中心，家庭中也受限於父

權意識形態的框架，常出現男人支配女人的情況，而賈浩妃（1998）的研

究也發現，中國傳統「敬老尊賢」的文化，使得上一代擁有托育決策的優

先權。而本研究的結果顯示華人社會的這種傳統文化價值似乎仍在發酵，

配偶、公公、父親這些男性家人的意見參與可能比婆婆、母親這些經常是

實際負責嬰兒照顧工作的角色在就業母親的托育決策上更具影響力。 

 

表 4-3-5 家人參與 × 嬰兒照顧選擇(母親自己照顧/非母親照顧)交叉表 

 
家人參與意見情形            嬰兒照顧選擇                     χ2 值 
                母親自己照顧  (人數/百分比)  非母親照顧   

家人是否參與意見 

  是             44  (19.6%)               180  (80.4%)      10.984*** 
  否             45  (35.7%)                81  (64.3%)  

配偶是否參與意見 
  是             40  (19.1%)               169  (80.9%)      10.824*** 
  否             49  (34.8%)                92  (65.2%) 

公公是否參與意見 
  是              5  (11.4%)                39  (88.6%)       5.250* 
  否             84  (27.5%)               222  (72.5%) 

婆婆是否參與意見 
  是             23  (19.2%)                97  (80.8%)       3.776 
  否             66  (28.7%)               164  (71.3%) 

自己父親是否參與意見 
  是              2  (7.7%)                 24  (92.3%)        4.659* 
  否             87  (26.9%)               237  (73.1%) 
自己母親是否參與意見 
  是             21  (23.1%)                70  (76.9%)       .359 
  否             68  (26.3%)               191  (73.7%) 

*p < .05  **p < .01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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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所屬職場環境特質與就業母親嬰兒照顧選擇的關係 

    除家庭外，工作職場是就業母親最主要的小系統，Pungello 與

Kurtz-Costes (1999）的文獻回顧指出，母親花愈多時間在工作上，她能照

顧嬰兒或為孩子尋求理想照顧者的時間就愈有限，因此知覺到工作所帶來

的時間壓力(time constraints)可能影響就業母親的托育決定。雖然工作的壓

力讓許多母親徘徊在就業與照顧孩子的兩難中，但職場也可以扮演支持家

庭嬰兒照顧的角色，例如實施育嬰假或提供托育補助等，Sylva 等人（2007）

的研究即指出，育嬰假政策對母親產後重返職場的決策影響甚鉅。 

    研究者以卡方檢定的百分比同質性考驗來分析母親職場特質(工作地

點是否離家遠、是否平均工時長、是否可請育嬰假)與其嬰兒照顧選擇(母

親照顧/非母親照顧)在百分比上有無差異存在。由表 4-3-6 中發現，職場

有「工作地點離家遠」、「平均工時長」特性的就業母親，採用非母親照顧

嬰兒的比例顯著高於無此職場特質者，反之，選擇自己照顧嬰兒的比例則

顯著低於職場無這些特質的就業母親；而在育嬰假方面，工作單位可請育

嬰假者，選擇自己照顧嬰兒的比例顯著低於無育嬰假可請的就業母親，反

之，嬰兒採用非母親照顧的比例則顯著高於職場未實施育嬰假制度者。 

    此一研究結果似乎顯示，母親工作職場中，不利育兒的因素以及育嬰

假政策並沒有增加母親自己育兒的比例，研究者推論「工作地點離家遠」、

「平均工時長」等不利因素可能伴隨著就業母親在職場上的高位階或高所

得，故不會因此而降低就業的意願。而在育嬰假部分，職場有此政策者通

常為公務員或公司規模及福利制度較為完善的企業員工，代表母親的就業

環境和條件可能較佳，也可能有其他職場升遷的競爭，故即便有育嬰假卻

未必增加其選擇親自育兒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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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6 職場環境特質×嬰兒照顧選擇(母親自己照顧/非母親照顧)交叉表 

 

職場環境特質                 嬰兒照顧選擇                    χ2 值 
                母親自己照顧  (人數/百分比)  非母親照顧   

工作地點離家遠 

  是              7  (13.0%)                47  (87.0%)       5.232* 
  否             82  (27.7%)               214  (72.3%)  
 

平均工時長 
  是             11  (12.6%)                76  (87.4%)       9.980** 
  否             78  (29.7%)               185  (70.3%) 
 

可請育嬰假 
  是              8  (9.3%)                 78  (90.7%)      15.636*** 
  否             81  (30.7%)               183  (69.3%) 
 

*p < .05  **p < .01  *** p < .001 
 

(三)居住環境托育資源與就業母親嬰兒照顧選擇的關係 

    個體所居住的社區環境，對家庭的嬰兒照顧生態來說是一個支持性的

外系統，社區所提供的托育資源可能影響母親的托育選擇，陳姣伶和黃迺

毓(2008)以台北市托嬰機構為對象所進行的初探研究即發現，受訪機構收

托嬰兒的主要來源半數以上為鄰近社區的家庭。 

    研究者以卡方檢定的百分比同質性考驗來分析居住環境托育資源(社

區是否有提供托育資訊的管道、社區是否有托育服務資源)在母親嬰兒照

顧選擇(母親照顧/非母親照顧)的百分比上有無差異存在。由表 4-3-7 中發

現，社區是否提供托育資源在母親嬰兒照顧選擇的比例上並無顯著的差異

存在，意即社區資源或許提供有托育需求的母親托育安排的便利性，但未

必對其嬰兒照顧選擇造成影響，然而前一節提及就業母親的托育困境以

「不易找到滿意的托育環境或照顧者」的比例最高，故此一結果也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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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社區所提供的托育資訊和資源不明確或不符合就業母親的需求所

致，故當他們在選擇照顧方式的時候未將此列入考慮範圍。 

 

表 4-3-7 居住環境托育資源 × 嬰兒照顧選擇交叉表 

居住環境托育資源            嬰兒照顧選擇                     χ2 值 
                母親自己照顧  (人數/百分比)  非母親照顧   

提供托育資訊 

  是             13  (22.0%)               46  (78.0%)         .431 
  否             76  (26.1%)              215  (73.9%)  
 

有托育服務資源 
  是             50  (25.5%)              146  (74.5%)         .002 
  否             39  (25.3%)              115  (74.7%) 
 

 

(四)對社會傳統育兒觀念的知覺情形與就業母親嬰兒照顧選擇的關係 

    大系統下的傳統育兒觀念是否會影響就業母親的嬰兒照顧選擇？黃

怡瑾(2001)指出，我國社會習慣以男性為中心，並秉持著「男主外、女主

內」的角色價值，即便女人進入公領域，擁有工作權或經濟權，在家庭中

仍受限於父權意識型態的框架，無法自主決定其生育，無法分擔出其「照

顧者」的責任，而強迫性母職(forced motherhood)或母職神聖化的形象更使

許多婦女主動或被動的選擇成為全職母親。 

    本研究中有高達 37.4%的受訪母親感覺周遭環境仍存有對嬰兒照顧較

傳統的觀念和態度，而這樣的價值氛圍是否會影響母親的嬰兒照顧選擇？

研究者以卡方檢定的百分比同質性考驗來分析就業母親對社會傳統育兒

觀念的感受情形(是否知覺週遭環境有傳統的育兒觀念)在其嬰兒照顧選

擇(母親照顧/非母親照顧)的百分比上有無差異存在。由表 4-3-8 中發現，

知覺週遭環境存有傳統育兒觀念者，選擇自己育兒的比例略高於無此知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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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惟兩者之間並未達統計上的顯著差異。然而進一步解析對各項傳統觀

念內涵的知覺與否則發現，感受到週遭環境有「母親應留在家裡照顧年幼

子女」這項傳統觀念的母親選擇自己照顧嬰兒的比例顯著高於無此感受

者，而有感受到「讓年幼的孩子接受家庭外托育是不適當的」及「女性應

承擔主要的嬰幼兒照顧工作」兩項觀念的母親選擇自己照顧的比例雖然都

高於無此感受者，但未達統計上的顯著差異。 

 

表 4-3-8 對傳統育兒觀念的知覺情形 × 嬰兒照顧選擇交叉表 

對傳統育兒觀念的知覺情形           嬰兒照顧方式              χ2 值 
                      母親自己照顧 (人數/百分比) 非母親照顧   

知覺社會的傳統育兒觀念 

  是                   40  (30.5%)             91  (69.5%)     2.878 
  否                   49  (22.4%)            170  (77.6%)  
 

「母親應留在家裡照顧年幼的子女」 

  是                   29  (58.0%)             21  (42.0%)   32.636*** 
  否                   60  (20.0%)            240  (80.0%) 
 

「讓年幼的孩子接受家庭外托育是不適當的」 
  是                   16  (34.8%)             30  (65.2%)     2.444 
  否                   73  (24.0%)            231  (76.0%) 
 

「女性應承擔主要的嬰幼兒照顧工作」  
  是                   32  (29.1%)             78  (70.9%)     1.135   
  否                   57  (23.8%)            183  (76.2%) 
 

*p < .05  **p < .01  *** p < .001 

 

    研究結果雖顯示母親對傳統文化價值與觀念的知覺可能對其嬰兒照

顧選擇產生影響，但究竟母親是因信念認同而做出主動的選擇，抑或是面

臨父權意識壓迫而採取被動的配合？實有待研究進一步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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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就業母親的信念與其嬰兒照顧選擇之關係 

 

    母親的信念(beliefs)是影響其嬰兒照顧安排的重要因素，本研究依文獻

探討的結果，歸納就業母親托育選擇相關的信念包括「托育選擇的工具信

念」、「對托育影響的知覺」、「對母職角色的信念」、「母親的就業態度」四

項，以下分別探討各項信念與母親選擇嬰兒照顧方式的關聯情形： 

 

一、就業母親托育選擇的工具信念與其嬰兒照顧選擇之關係 

    本研究以自編的「托育選擇工具信念量表」測量就業母親對托育各項

功能特質的重視情形，並依文獻探討及量表預試的因素分析結果將此一工

具信念分成「專業學習取向」、「人際取向」、「安全便利取向」三個向度。

「專業學習取向」因素總分愈高，代表就業母親在嬰兒托育選擇時愈重視

照顧者的專業性及照顧環境學習內容的規劃；「人際取向」因素總分愈高，

代表就業母親在嬰兒托育選擇時愈重視照顧者的人格特質與可信賴的托

育關係；「安全便利取向」因素總分愈高，代表就業母親在嬰兒托育選擇

時愈重視托育使用的安全性及便利性。 

    研究者將受訪母親所使用的嬰兒照顧方式分成母親自己照顧、親屬托

育、家庭保母托育及機構式托育四組，探討母親托育選擇工具信念與嬰兒

照顧選擇的關係。本研究依據變項性質與研究問題，採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法檢驗之。 

    由表 4-4-1 的變異數分析摘要表中發現，選擇不同嬰兒照顧方式的母

親，在托育選擇工具信念的三個向度中，對「人際取向」及「安全便利取

向」的重視程度並無顯著差異，而在「專業學習取向」部分則呈現統計上

的顯著差異，再經 LSD 法進行事後比較可發現，選擇「母親自己照顧」、「親

屬托育」及「機構式托育」的三組就業母親在「專業學習取向」的分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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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呈現顯著差異，但三組皆顯著高於選擇「家庭保母托育」者，意即選擇

家庭保母托育的母親對照顧者專業性及照顧環境學習內容規劃的重視程

度明顯低於選擇其他照顧方式的就業母親。至於對照顧者特質、托育關

係、托育安全性和便利性等條件的重視程度，則各組間並未呈現顯著差異。 

 
表 4-4-1 就業母親托育選擇工具信念差異比較之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不同嬰兒照顧方式的比較) 

工具信念     變異來源    SS    df    MS    F檢定   顯著性   事後比較 

                                                              LSD 法 

專業學習取向   組間   422.373    3  140.791   9.434    .000    A> C*** 

               組內   5163.482  346  14.923                   B> C*** 

               總和   5585.854  349.                          D> C*** 

人際取向       組間    24.796    3    8.265   1.275    .283      n.s 

               組內   2243.346  346   6.484 

               總和   2268.160  349 

安全便利取向   組間    7.831     3    2.610    .971    .407      n.s 

               組內   930.444   346   2.689 

               總和   2268.160  349 

n.s. p>.05  *** p<.001  A=母親照顧，B=親屬托育，C=家庭保母托育，D=機構式托育 

 

    Wise（2002）的研究指出，選擇機構式托育的家長比較重視托育環境

所提供豐富的玩具和材料，他們也比選擇家庭保母托育的家長更期望托育

經驗能促進孩子的發展。Seo（2003）的研究則發現，3 歲以下嬰幼兒的母

親，使用機構式托育較重視托育環境的組織結構（如師生比）、教育課程，

使用家庭保母托育的母親則較強調孩子與照顧者的親密互動。其他研究亦

指出，母親將照顧者與幼兒的關係視為對孩子成長有重要影響者較可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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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襁褓及學步階段選擇家庭保母托育（Atkinson, 1994; Johansen, 

Leibowitz, & Waite, 1996）或母親自行照顧（涂妙如，2003）。本研究結果

部分呼應了文獻上的發現，然而自己照顧嬰兒及交由親屬照顧的母親亦傾

向較重視照顧者的專業性及照顧環境學習內容的規劃，此一發現則與文獻

結果不甚一致。若依文獻探討的結果推論，選擇親自育兒的母親在托育選

擇工具信念上應與選擇家庭式托育者較一致，然而本研究出現不同的結

果，其原因除了有待後續研究進一步探索，研究者也從前一節的討論中發

現，「找不到滿意的照顧者或托育環境」是親自育兒的母親選擇停止就業

的主要原因，故研究者據此推測，重視照顧者專業性及照顧環境學習內容

規劃的就業母親可能會因找不到符合條件的托育環境，故選擇由自己照顧

來掌控嬰兒照顧的內容和品質，而在第二節的結果討論中也發現，就業母

親偏好採用親屬托育的主要原因為「信任其照顧的用心和品質」及「較方

便直接溝通或提出要求」，所以選擇親屬照顧或許也反映了母親對於托育

品質的重視。 

 

二、就業母親對托育影響的知覺與其嬰兒照顧選擇之關係 

    本研究以自編的「托育影響知覺量表」測量就業母親對嬰兒接受托育

可能產生正負向影響的知覺，並依文獻探討及量表預試的因素分析結果將

知覺情形分成「有利影響」和「不利影響」二個向度，「有利發展」因素

總分愈高，代表就業母親對嬰兒接受托育所帶來的影響看法愈正向，「不

利發展」因素總分愈高，代表就業母親對嬰兒接受托育帶來的影響看法愈

負向。研究者將受訪母親所使用的嬰兒照顧方式分成母親自己照顧、親屬

托育、家庭保母托育及機構式托育四組，探討母親對托育正負影響的知覺

與其嬰兒照顧選擇的關係。本研究依據變項性質與研究問題，採單因子變

異分析法檢驗之。由表 4-4-2 的變異數分析摘要表中發現，選擇不同嬰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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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方式的母親，在托育影響知覺的二個向度皆呈現統計上的顯著差異，

再以 LSD 法進行事後比較的結果顯示，選擇機構式托育的就業母親知覺托

育對嬰幼兒的「有利影響」顯著高於其他所有組別的母親；而在嬰幼兒接

受托育有「不利影響」的知覺方面，母親自己照顧者顯著高於選擇其他照

顧者的母親，而選擇親屬托育者對「不利影響」的知覺程度又顯著高於選

擇「家庭保母」和「機構保育員」者。此一結果顯示，選擇由托育機構保

育員照顧嬰兒的母親較認同托育對孩子的發展有正向影響，而選擇自己照

顧孩子及採用親屬托育的母親則對於托育的負面影響有較強烈的認知，且

前者對於負面影響的知覺程度更顯著高於後者。 

 

表 4-4-2 就業母親的托育影響知覺差異比較之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不同嬰兒照顧方式的比較) 

影響知覺   變異來源    SS    df    MS    F 檢定    顯著性   事後比較 

                                                              LSD 法  

有利影響    組間    301.866   3   100.622   7.014     .000      D>A***  

            組內   4963.349  346   14.345                      D>B*** 

            總和   5265.214  349.                              D>C***  

不利影響    組間    348.300   3   116.100  12.069     .000      A>B** 

            組內   3328.317  346    9.619             A>C***  A>D*** 

            總和   3676.617  349.                     B>C**   B>D** 

**p<.01 *** p<.001      A=母親照顧，B=親屬托育，C=家庭保母托育，D=機構式托育 

 

    Pence 與 Goelman（1987）的研究指出，擔心托育經驗會對幼兒情緒

發展造成負面影響的母親，較傾向為孩子選擇家庭式托育。Erdwins 與

Buffardi(1994)的研究則顯示，使用機構式托育的母親比使用家庭式托育的

母親更能認同托育過程中提供團體經驗對幼兒的好處，表 4-4-2 的結果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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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應了文獻上的發現。然而若從選擇不同照顧者的角度來分析，屬家庭式

托育的保母托育，在就業母親對托育不利影響的認知中似乎視同和機構式

托育一樣，因兩者對家庭而言都屬於正式的托育服務，孩子無論接受其中

哪一種照顧方式，都必須經歷對全新環境和陌生照顧者的適應，對極年幼

的發展個體來說不啻是一種發展的重大挑戰，基於此，可能使得母親對兩

者不利影響的知覺未能呈現出差異。 

 

三、就業母親的母職角色信念與其嬰兒照顧選擇之關係 

    本研究以自編的「母職角色信念量表」測量就業母親對母親育兒角色

的看法，並依文獻探討及量表預試的因素分析結果將母職信念分成「天賦

母職」和「責任母職」二個向度，母職信念分數愈高，表示受試者對於應

由母親擔負嬰兒照顧工作的認同和承諾愈高。研究者將受訪母親所使用的

嬰兒照顧方式分成母親自己照顧、親屬托育、家庭保母托育及機構式托育

四組，探討母親的母職角色信念與其嬰兒照顧選擇的關係。本研究依據變

項性質與研究問題，採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法檢驗之。 

    由表 4-4-3 的變異數分析摘要表中發現，選擇不同嬰兒照顧方式的母

親，在母職角色信念的二個向度皆呈現統計上的顯著差異，再以 LSD 法進

行事後比較的結果顯示，由自己照顧嬰兒的母親在「天賦母職」和「責任

母職」二個向度上的信念得分都顯著高於選擇其他照顧方式的母親，顯示

選擇親自育兒的母親對天賦母職的認同程度較高，責任母職信念較強，此

與相關研究的結果一致(Melhuish et al.,1991 ; Volling & Belsky,1993)。而其

他三組就業母親在母職信念上的得分則無顯著差異。顯示母親的母職信念

與其是否選擇親自育兒較有關聯，和照顧者的選擇較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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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3 就業母親母職角色信念差異比較之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不同嬰兒照顧方式的比較) 

角色知覺   變異來源    SS    df    MS    F檢定    顯著性    事後比較 

                                                               LSD 法  

天賦母職     組間   281.822   3    93.941   6.868     .000      A>B*** 

             組內  4732.433  346   13.678                      A>C*** 

             總和  5014.254  349.                              A>D*   

責任母職     組間   492.896   3   164.299   7.508     .000      A>B*** 

             組內  7549.717  346   21.883                      A>C** 

             總和  8042.613  349.                              A>D***  

*p<.05 **p<.01 *** p<.001  A=母親照顧，B=親屬托育，C=家庭保母托育，D=機構式托育 

 

四、就業母親的就業態度與其嬰兒照顧選擇之關係 

    本研究以自編的「母親就業態度量表」測量受訪者對母親就業的態

度，並依文獻探討及量表預試的因素分析結果將就業態度分成「工作滿

意」、「生涯抱負」和「工作/家庭承諾」三個向度，「工作滿意」因素總分

愈高，代表就業母親對於自己的工作狀態愈有正向感受，「生涯抱負」因

素總分愈高，代表就業母親生涯發展的意向與動機愈強，「工作/家庭承諾」

因素為反向題，故因素總分愈高，代表就業母親愈可能因家庭及育兒因素

而降低對工作的投入程度。研究者將受訪母親所使用的嬰兒照顧方式分成

母親自己照顧、親屬托育、家庭保母托育及機構式托育四組，探討母親的

就業態度與其嬰兒照顧選擇的關係。本研究依據變項性質與研究問題，採

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法檢驗之。 

    由表 4-4-4 的變異數分析摘要表中發現，選擇不同嬰兒照顧方式的母

親，在母親就業態度的三個向度中，「工作滿意」情形並無顯著差異存在，

而在「生涯抱負」和「工作/家庭承諾」部分則呈現統計上的顯著差異，



 119

經 LSD 法進行事後比較後發現，選擇由親屬托育者在「生涯抱負」的得分

顯著高於自己照顧及家庭保母托育的二組母親，而在「工作/家庭承諾」

的得分，自己照顧嬰兒的母親則顯著高於由親屬照顧者，與其他組則無顯

著差異。意即選擇使用托育的母親，其生涯發展的意向與動機明顯高於自

行育兒的母親，反之，選擇自己照顧嬰兒的母親在面臨工作與家庭承諾的

衝突時，則比採用托育者更可能因家庭及育兒因素而降低對工作的投入程

度，此與 Melhuish 等人(1991)的研究發現一致。 

 

表 4-4-4 母親就業態度差異比較之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不同嬰兒照顧方式的比較) 

就業態度    變異來源   SS    df    MS    F檢定    顯著性    事後比較 

                                                               LSD 法 

工作滿意      組間   36.042    3  12.014   1.247      .292        n.s 

              組內  3332.613  346  9.632 

              總和  3368.654  349 

生涯抱負      組間   48.758    3  16.253   4.053      .007       B>A**  

              組內  1387.497  346  4.010                        B>C* 

              總和  1436.254  349 

工作/家庭承諾 組間    40.201    3  13.400   2.266      .081      A>B** 

              組內  2046.316  346  5.914 

              總和  2086.517  349 

n.s. p>.05 *p<.05 **p<.01 A=母親照顧，B=親屬托育，C=家庭保母托育，D=機構式托育 

 

    Volling 與 Belsky(1993)的研究指出，工作滿意是多數母親考慮繼續就

業的最重要因素，然而本研究中使用不同嬰兒照顧方式的母親在「工作滿

意」的向度上並無顯著差異存在，依據本研究的調查結果顯示，「經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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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是母親選擇繼續就業的主要考量因素，在使用非母親照顧的受訪

者中，只有三成左右是因為「喜歡當時的工作」而繼續就業，顯示對個人

工作狀態的感受與就業母親的托育選擇並沒有明顯的關係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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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就業母親的信念對其嬰兒照顧選擇之預測情形 

 

    有關母親嬰兒照顧的文獻回顧(Pungello, & Kurtz-Costes, 1999 ; Gable 

& Cole, 2000)皆指出，母親的個人因素會影響其對嬰幼兒照顧的安排，從

前述的研究結果亦發現，選擇不同嬰兒照顧方式的就業母親的確在個人背

景及托育選擇相關信念上有差異存在。Bronfenbrenner 與 Morris(1998)所提

出的 PPCT 模式，強調個體的發展是其個人特質與環境脈絡互動的歷程，

然而個人特質中包含年齡、性別、社經程度等會影響他人對個體觀感和期

望的特質，以及信念、意向等會影響個人經驗和對環境認知方式的特性，

兩者可能交互影響而形塑個體的行為模式，故從研究結果推論母親的個人

背景(教育程度、家庭收入等)可能影響其信念的形成，進而左右母親嬰兒

照顧方式的選擇。為了進一步瞭解母親的個人信念是否能有效地預測其實

際的嬰兒照顧選擇，以及哪些信念對母親的托育安排較有預測力，故採用

邏輯斯迴歸(Logistic regression)分析來檢驗之。 

    從前述的研究結果發現，選擇機構式托育與家庭式托育的就業母親在

大部分的信念項目上皆未呈現顯著差異，加上本研究中採用機構式托育的

樣本數較少，因此研究者以重新編碼的方式，將受訪者的嬰兒照顧方式分

成母親自己照顧和非母親照顧兩類，再以階層分析的方式，探索母親個人

背景及四項信念量表中的十個因素對就業母親托育選擇的預測情形。 

    在迴歸分析中，自變項(預測變項)與依變項(效標變項)通常是連續變

項，但本研究中之依變項(嬰兒照顧方式)是間斷變項且為二分名義變項，

故研究者採用邏輯斯迴歸分析法來檢視與母親嬰兒照顧選擇相關的個人

背景及信念因素對就業母親選擇自己照顧或非自己照顧嬰兒的預測情

形。而自變項中的母親個人背景變項因屬間斷變項，必須先轉為虛擬變項

方能投入迴歸模式中進行分析。由表 4-5-1 可發現，在區塊一只投入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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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變項時，「家庭收入」的顯著性指標達.05 顯著水準，區塊二除原來的

背景變項，再加入母親信念的十個因素變項進行預測，整體模式顯著性考

驗達到.05 顯著水準，而 Hosmer-Lemeshow 檢定值未達顯著水準，表示所

有自變項所建立的迴歸模式適配度(goodness of fit)非常理想。從個別參數

之顯著性指標來看，包含「家庭收入」、托育選擇工具信念中的「專業學

習取向」和「人際取向」，以及托育影響知覺中的「不利影響」四個自變

項的 Wald 指標值均達.05 顯著水準，「天賦母職」變項則達臨界(.052)的顯

著程度，表示「家庭收入」、「專業學習取向」、「人際取向」、「不利影響」

和「天賦母職」五項個人特質因素對母親是否選擇自己照顧嬰兒有顯著的

預測力。「家庭收入」的 B 係數為-1.577，顯示家庭收入與母親選擇自己照

顧嬰兒呈負向關聯，意即家庭收入愈高，選擇自己照顧嬰兒的可能性愈

低。「專業學習取向」、「不利影響」和「天賦母職」三項因素之 B 係數分

別為.185、.155 和.104，顯示三者與母親選擇自己照顧嬰兒有正向關聯；

代表就業母親愈重視照顧者的專業性及照顧環境學習內容的規劃、對嬰兒

接受托育帶來的影響看法愈負向、對於母親的嬰兒照顧能力愈認同，其選

擇自己照顧嬰兒的機率也愈高；而「人際取向」因素之 B 係數為-.191，表

示該因素與母親選擇自己照顧嬰兒呈現負向關聯，意即就業母親在嬰兒托

育選擇時愈重視照顧者的人格特質與可信賴的托育關係，其選擇自己照顧

嬰兒的機率則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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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1 母親嬰兒照顧選擇之邏輯斯迴歸分析摘要表 

 

投入變項名稱 B S.E Wald 值 顯著性 Exp(B) 關聯強度 

區塊一 

教育程度(高中&研究所) 

教育程度(大專&研究所) 

家庭收入 

常數 

 

.912 

.381 

-1.208 

-.483 

 

.529 

.472 

.336 

.555 

 

2.970 

.652 

14.537***

.758 

 

.085 

.419 

.000 

.384 

 

2.488 

1.464 

.278 

.617 

 

Cox-Snell R2

＝.072 

Nagelkerke R2

＝.106 

區塊二 

教育程度(高中&研究所) 

教育程度(大專&研究所) 

家庭收入 

專業學習取向 

人際取向 

安全便利取向 

有利影響 

不利影響 

天賦母職 

責任母職 

工作滿意 

生涯抱負 

工作/家庭承諾 

常數 

 

-.135 

-.135 

-1.577 

.194 

-.183 

.110 

-.059 

.148 

.104 

.062 

-.081 

-.037 

-.057 

-5.549 

 

.624 

.536 

.385 

.056 

.076 

.104 

.040 

.048 

.058 

.049 

.052 

.088 

.069 

2.322

 

.047 

.064 

16.753***

12.080***

5.882* 

1.115 

2.198 

9.376** 

3.237+ 

1.612 

2.392 

.176 

.697 

5.664 

 

.829 

.801 

.000 

.001 

.015 

.291 

.138 

.002 

.052 

.204 

.122 

.674 

.404 

.017 

 

.874 

.873 

.207 

1.214 

.832 

1.116 

.943 

1.160 

1.109 

1.064 

.922 

.964 

.944 

.004 

 

Cox-Snell R2

＝.201 

Nagelkerke R2

＝.296 

整體模式適配度檢定 χ2
 ＝78.139*** 

Hosmer-Lemeshow 檢定值＝6.988 n.s. 

n.s. p > .05  +p < .07  *p < .05  **p < .01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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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關聯強度係數而言，區塊一雖有「家庭收入」達到有效預測的顯著

水準，但 Cox-Snell 關聯強度值和 Nagelkerke 關聯強度指標值分別為.072

和.106，顯示自變項與依變項間的關聯程度非常微弱，區塊二加入母親信

念進行分析後，Cox-Snell 關聯強度值和 Nagelkerke 關聯強度指標值分別提

高到.201 和.296 的低強度關聯程度，顯示母親的信念因素能有效增加對其

嬰兒照顧選擇的預測力，整體模式的所有自變項可以解釋母親嬰兒照顧選

擇變數總變異的 20.1%、29.6%。 

    再從表 4-5-2 的預測分類正確率交叉表來看，根據邏輯斯迴歸模式所

進行的分類預測，採用非母親照顧方式的就業母親有 241 位被歸類於非母

親照顧組(分類正確)，19 位被歸類於母親自己照顧組(分類錯誤)，預測正

確率高達 92.7%，然而整體的預測正確率雖仍有 78.5%，但自己照顧嬰兒

的母親被正確預測的百分比卻僅有 37.1%。此一結果顯示不少停職育兒的

就業母親，其托育信念與實際的托育決策之間可能存有較大的矛盾與衝

突。本章第三節的研究結果曾論及感受到周遭環境有傳統育兒觀念的就業

母親，選擇自己育兒的比例顯著高於無此感受者，故研究或可推論許多就

業母親傾向與非母親照顧相關聯的內在信念，在遭遇外在環境對母親育兒

期待的傳統價值時可能產生矛盾衝突，進而被迫選擇停職育兒。 

 

表 4-5-2 母親照顧/非母親照顧預測分配正確率交叉表 

預測值  

實際值 非母親照顧 母親自己照顧 正確百分比 

非母親照顧 

母親自己照顧 

241 

56 

19 

33 

92.7 

37.1 

總預測正確率   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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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前述的分析結果，母親個人特質對其嬰兒照顧選擇雖有預測力，

但自變項與依變項間僅屬於低強度關聯，且從預測分配的正確率可知，母

親個人特質對親自育兒者的預測率偏低。事實上從前四節的研究結果即可

發現，母親的嬰兒照顧選擇可能受多元因素所影響，至於這些複雜的因素

如何個別或交互地影響就業母親的托育決策，實需要透過質性的資料蒐集

方式始能進一步探其究竟。下二節即針對就業母親托育經驗的訪談資料進

行分析，並與量化研究的發現相互對話，期能對就業母親的嬰兒照顧有更

完整的瞭解與認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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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就業母親的嬰兒照顧經驗敘說 

 

    依生態系統理論的說法，個體會持續不斷的成長與發展，而其發展又

受到各環境系統間眾多因素交互作用的影響，因此家庭的托育需求和照顧

安排必然是長久且充滿變化的歷程，對肩負嬰幼兒照顧安排重責大任的母

親來說，更是一條需要不斷在理想與現實中抉擇與調適的悠悠長路。 

    本節為呈現就業母親嬰幼兒照顧選擇與使用的完整經驗，故針對 3 位

受訪者的敘說，勾勒其嬰兒托育選擇的發展脈絡，包括嬰兒照顧安排的計

畫與調整、家人與配偶的參與情形、所遭遇的托育困境、托育歷程的心理

調適等。 

 

一、溫柔含蓄的新手媽媽--佳 

 

    身為公務員的佳因為有個從事保母工作的婆婆，讓她一結婚就立刻觸

及嬰幼兒托育的問題，也因著這個現成的嬰兒照顧資源而早早就計畫好將

孩子交由婆婆來帶。 

 

「因為我婆婆啊她是專業的保母，(所謂專業是她有很多經驗還是她有證照？)她有證

照，她以前都幫人家帶小孩，而且她過去照顧很多孩子然後風評都很好，就是那些孩子

家長跟她保持的關係都蠻不錯，就是都對她很肯定，我們也有看到一些，那當然老公是

很推崇她媽媽。所以比如說我們在結婚的時候，我們就想將來我們的孩子就是交給媽媽

帶，(結婚那時候就有想到這個問題？)嗯！」 

 

    或許佳因擁有便利的支持系統而能快速地確定照顧者和照顧方式，但

實際的托育使用可能牽涉更廣泛的層面或衍生其他的問題，例如托育環境

的選擇引發居住地點的改變。佳婚後並未與公婆同住，孩子出生前雖想著

要讓婆婆來帶孩子，但並沒有進一步思考托帶的模式，直到坐月子時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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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家裡幫忙才意識到環境安排的問題。佳的婆婆雖然願意將孫兒帶回去 24

小時照顧，讓夫妻倆安心工作，但卻違背了佳對自我的育兒期待，改變住

居地點成了取得衝突平衡的一種方式。本研究中有 9.4%的受訪母親曾為了

嬰兒的照顧安排而改變居住地點，佳也為了顧及托育需要和個人的親職信

念而選擇調整居住環境和生活模式。 

 

「我公婆他們是主張說你就忙你的工作啊！然後孩子我們幫你照顧就可以啦！週末再

送回去這樣子，可是我自己…比較不希望這樣子，因為…就不想要錯過那段陪她一起成

長的時間這樣，而且我也想餵母奶，那如果都放在我婆婆那邊的話，其實就很困難啦。

那最後我們協議的模式就是孩子還是到我婆婆那邊，那可是我們就大人一起回去給爸爸

媽媽照顧，我沒有天天，我就是一個禮拜在那邊三天，所以孩子他大概是禮拜天的時候

我婆婆接回去，然後我禮拜二三四會住在婆家，然後禮拜五孩子就回來，然後就會是在

我們家這樣。」 

 

    祖父母托帶孫子女是華人社會普遍的家庭價值，在本研究中即有超過

四成(42.9%)的受訪者選擇由婆婆(26.3%)或娘家的母親(16.6%)來照顧嬰

兒。對佳來說，專業的照顧或許不是她對婆婆最主要的要求和期待，但傳

統的觀念加上專業與經驗，讓選擇由婆婆托帶(比其他的托育方式)更具正

當性和適切性。然而這樣的背景卻也或多或少弱化了佳對育兒方式的主導

權，甚至打擊佳這個新手母親育兒的信心。 

 

「因為婆婆她本身是有受過訓練的，(就是說雖然是婆婆的身分，但是她跟一般的婆婆

又不太一樣？)對啊！以前我也曾經跟我先生講說，是不是因為媽媽是專業的保母，所

以有些比如說對孩子的照顧方式和期待，我們反而不敢去溝通不敢去講。」 

 

「因為她帶過的孩子都是喝配方奶的，一開始她並不會覺得說餵母奶有特別的重要，那

時候我覺得我很願意付那個代價，我希望我的小孩可以得到這個這樣，可是我一開始並

不順利，她就常常在旁邊看然後就說小孩是不是沒有喝飽啊，他不是說很負面的話，其

實我覺得他是一個很 nice 的人，他也會說你不要那麼辛苦，不需要那樣，喝配方奶也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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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不好或者是怎麼樣，可是她會一直講，那段時間其實我覺得還蠻難熬的，就是在坐月

子的那個時候，然後就覺得我已經很沒有信心了，你還一直打擊我的信心。」 

 

    佳認為自己的個性是比較退縮的，對自己的育兒能力也比較沒有信

心，因此雖然想要陪伴孩子成長，工作的公家單位也可以請育嬰假，但親

自育兒的念頭卻不曾出現在她嬰兒照顧安排的思緒中。行政院勞委會(2008)

的統計資料及本研究結果皆顯示，國內可請育嬰假的就業母親申請育嬰假

的比例頗低，原因包括「小孩有人可照顧」、「經濟因素需要工作」及「想

要持續生涯發展」等。對佳而言，孩子有適當的人照顧似乎是未考慮請育

嬰假的充分理由，然而婆婆的照顧能力凸顯佳在嬰兒照顧方面的自信不

足，也讓個性退縮的她選擇更依賴婆婆的協助。 

 

「沒有考慮過自己帶ㄟ！(為什麼？)我覺得可能不是那麼有自信，(你覺得和你自己的就

業態度有沒有關係？或是有經濟或其他生涯發展的因素？)不至於那樣，我想信心是比

較關鍵的，因為覺得婆婆是專業的，而覺得自己啊在理家啊在照顧幼兒方面啊，就是我

覺得不是那麼常做也不是那麼有信心，就覺得我如果請育嬰假照顧他也不會比讓阿嬤照

顧更好這樣，因為她就是照顧得很好，所以…不過這個後來也造成我一些就是在照顧孩

子上面有一些地方我不是很能夠突破，因為就是一方面自信不足，然後一方面有點依

賴。(婆婆照顧得很好會帶給你壓力嗎？)會啊！就是像我們照顧孩子一定是書上怎麼寫

人家怎麼說嘛，那婆婆的話她就是她的經驗，可是畢竟有些經驗你會覺得那是比較久以

前或者是怎麼樣，那我在跟她溝通的時候我的聲音就會很小啊！因為人家是專業的。」 

 

    生態系統理論(Bronfenbrenner,1979)強調小系統中的對間關係(dyadic 

relationship)會發展出一種權力的平衡(balance of power)，佳在托育過程中

雖並不完全認同婆婆的照顧方式，但面對婆婆優勢的嬰兒照顧背景，缺乏

育兒自信的佳似乎選擇與婆婆建立一種雖不對等卻平衡的權力關係，故儘

管雙方有育兒理念的不一致之處，但並未造成育兒實務上的衝突，這其中

配偶扮演了關鍵的角色，例如前面提到婆婆和佳對於餵母奶或配方奶有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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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見，就是由佳的先生負責去和長輩溝通。 

    本研究結果顯示約半數(50.3%)的受訪母親認為在托育問題上，配偶的

意見讓她們「獲得支持與幫助」，佳的先生雖然較少分擔家事或育兒實務，

但與太太站在同一陣線卻是給佳最大的精神支持。 

 

「我和先生在結婚的時候就有約好了，不管爸爸媽媽怎麼樣，我們兩個是一國的，所以

有什麼事情要商量或者怎麼樣，我們兩個是有共識的，然後他會負責去溝通他爸爸媽媽

那邊這樣。他雖然在家務方面他不太會去分擔，不過他在言語上是蠻不吝嗇，減輕我不

少壓力。」 

 

    頭一年的托育過程大致平順，但在孩子一歲多的時候，婆婆的托育支

持系統卻出現了變化，無法再提供佳穩固的育兒協助，迫使她必須為孩子

尋覓另一個托育資源。 

 

「因為我公婆他們那個時候還有跟我公公的媽媽一起住，就等於有一個阿祖，那可是阿 

祖大概在孩子差不多一歲多的時候，她身體狀況就不好，那她罹患癌症，所以變成我婆 

婆她要照顧兩個，一個是小的一個是長輩這樣子，那到後期的時候，常常就是半夜要送 

醫院，然後我半夜就會接到電話說你們回來照顧小孩這樣，其實那段時間對我來說就是 

不確定感很高，(所以那段時間還蠻煎熬的？)對，接到電話都會覺得很害怕。我們也是 

在那個時候開始找到幼稚園，就是好像本來一個很穩固的一個照顧者，她現在都不一定 

能夠兼顧，那我必須要找人帶。」 

 

    雖然國內 3 歲以下嬰幼兒的托育安排以家庭式托育為主，接受機構式

托育的比例偏低(陳姣伶、黃迺毓，2008)，但對佳來說，原本就計畫婆婆

帶完就送托育機構，並沒有想過找其他家庭保母，因此送幼稚園只是將原

本的托育規畫提早執行罷了，不過在機構的選擇上，因時間倉促，僅能先

以便利性為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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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之前就是規畫說請媽媽帶，帶到三歲然後帶回來上幼稚園，但是時間還沒到就發

生這個事情了，所以我那時候也是臨時找住家附近的幼稚園。(所以那時候的考量就是

送到托育機構，沒有考慮說再去找一個家庭保母或請娘家幫忙？)對，沒有ㄟ，因為我

媽媽還有上班，沒辦法幫忙，那我們如果要找一個保母的話，還要適應，可能帶不了多

久就還是要上幼稚園，那就直接上學好了。」 

 

    完成新的托育安排後，接下來的歷程雖非一帆風順(需面臨孩子易生病

的衝擊、托育時間較無彈性的不便等)，但工作職場的同事多能給予包容，

公婆也繼續提供必要的協助，讓佳的工作生涯與孩子的托育適應持續保持

穩定的狀態。 

 

「我們的同事跟長官之間，都還蠻能體諒我的一些特殊狀況，所以上司盡量不會讓我加

班，請假上面也比較沒有碰到什麼不准的狀況，那即使真的工作這邊很為難的時候，我

公公婆婆他那邊也會想辦法調度他們能夠調度的人力。(所以感覺你的支持系統還蠻

健全的？)對！」 

 

    佳的托育安排雖大致依循原本的計畫進行，但實際的托育歷程仍需經

歷生活模式的調整及計畫時程的變動，包括改變居住環境(週間搬回公婆

家)、臨時尋覓托育機構(婆婆必須照顧長輩)等，而面對婆婆和自己的照

顧理念不一致時，配偶的支持和自我心理調適則是化解內在衝突的主要力

量。 

 



二、家有主夫的快樂媽媽—彩 

 

    Riley 與 Glass(2002)的研究結果指出，「配偶在家照顧」是就業母親最

期望的嬰兒照顧方式，然而實際的情形是—嬰兒的主要照顧者仍以女性為

主。本研究的 350 位受訪者中，僅一位就業母親是由配偶提供孩子嬰兒階

段的主要照顧工作，彩就是這位百中取一的幸運兒。 

    彩與先生原本都是工作忙碌的上班族，老大出生的時候夫妻倆在新竹

工作，孩子就交由台中娘家的媽媽照顧。懷老二時住台北的公公突然過

世，身為獨子的先生決定舉家遷回台北陪伴婆婆。搬回台北對彩和先生來

說像是回到熟悉的人際網路，在新竹因無法信任保母狀況(不認識又無從

打聽)而不得不將孩子大老遠送到台中給外婆照顧，然而回到台北，選擇

家庭托育的資訊變得較為透明，家庭保母便成了老二托育的優先選擇。 

 

「就公公過世，老公獨子嘛，就回來台北這樣，那台北其實就比較多認識嘛，因為他本

來是台北人這樣，(小孩有沒有考慮請婆婆幫忙帶？)沒有ㄟ，我婆婆退休之後，我老公

比較不想要說給婆婆太大的壓力，就覺得已經退休了，你就是要好好的 relax，不要再幫

我們帶小孩了。然後那時候就考慮給他姊姊小孩的保母帶，因為是遠親啦！那我老公姊

姊四個小孩都給那個保母帶，她是專業保母，就是他家就是裝潢的什麼東西都有考慮小

朋友的安全啊！然後我們就考慮給她。」 

 

    本研究結果顯示，「家人」(79.7%)是最多受訪者取得托育資訊的主要

來源之一，超過半數的受訪者(52.3%)認為對自己的托育安排最有幫助的資

訊內容是「分享個人經驗或所知的案例」，其次是「直接介紹保母或托育

機構」(25.4%)。彩和先生原本對家庭保母托育不太放心，透過家人(先生

姊姊)的經驗分享和介紹似乎降低不少擔心和疑慮，不過好不容易建立的信

任卻在一次嚴重的托育意外後化為無形，並改變了彩和先生的嬰兒照顧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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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小孩就有考慮給那個保母帶的時候，可是這中間就發生一個意外，就有個疏失，

就是姊姊的小孩在她那裡窒息死亡。然後就因為有她的這件事情，那時候我記得好像是

發生在三月份的時候，那我小孩是九月出生，那那個小孩等於是我老公姊姊的老四，然

後他好像是…就是那時候那小孩好像才四五個月，那保母帶蠻多的，那可能是小孩也

多，然後她在忙，那小孩也不會特別去看，那發現小孩這樣的時候，臉就已經有點半黑

了，那送去醫院兩三天後就走了，所以這樣之後就不敢帶去那裏，就完全不考慮這個了。」 

 

    Bogat 與 Gensheimer(1986)的研究發現，高達 99.3%的受訪者在托育選

擇時將「健康安全」列為重要特質，本研究結果亦顯示，超過半數(56.3%)

的受訪母親在托嬰安排上最重視托育環境的安全。事實上，托育環境安全

與否不只是空間設備的問題，照顧者的專業能力、人格特質都是保障嬰兒

安全的相關條件。親人這個傷痛的托育經驗再度成為左右彩與先生托育抉

擇的重要因素，也讓他們慎重考慮親自照顧的問題。 

 

「我先生本來就覺得小孩最好是自己帶比較好，他蠻注重小孩的那種安全，他這方面非

常 care，本來要給之前那個保母帶了，因為他覺得那保母他很信任，結果一信任卻遇到

這種事情，他就覺得還是自己帶。」 

 
    在傳統的父權文化中，男性支配了社會角色與家庭事務的分工，育兒

自然成為「婆婆媽媽」的事。在訪談中，彩提到托育想法時幾乎都是以「我

先生覺得……」來表述，她也坦承托育決策是配偶在主導，不過令人玩味

的是先生一方面強勢主導孩子的照顧安排，另一方面又像「新好男人」般

支持老婆的生涯發展、體恤太太的辛勞，並一肩扛下孩子的主要照顧工

作，成為陪伴孩子成長的超級奶爸。 

 

「那我從新竹回來的時候又剛好回到原來的公司，我自己也還蠻喜歡這個工作的，然後

我老公也蠻支持的，那他就覺得說，那我就繼續上那個班嘛，那因為那時候他也回來，

他可能有考慮要創業之類的，後來又小孩這件事他就決定他要自己帶，這樣其實我也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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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心的啊！然後我老公他是說如果他上班，他的工作是業務性質，會比較忙，下班都很

晚，那我晚上弄小孩會很累，他也不能幫忙，(他以前的工作型態是很忙碌？)對，然後

他有考慮到說反正他剛好是在轉換期，我們家裡也過得去啊！然後大家都 OK 這樣。」 

 

    本研究結果顯示，有高達 37.4%的受訪母親感覺周遭環境存有對嬰幼

兒照顧較傳統的觀念和態度，其中最普遍的觀念是「女性應承擔主要的嬰

幼兒照顧工作」，而這種觀念的感受主要來自於「家人的態度」。彩雖然樂

於接受先生的決定，但仍不免擔心家人或周遭親朋好友的異樣眼光，尤其

同住婆婆的意見，所幸開明的婆婆也支持彩繼續工作，而當事人(彩的先生)

不在意別人的看法，旁觀者也就習以為常了。 

 

「其實我本來有一點壓力啦！不過我婆婆是蠻民主的那種，她可能以前也是職業婦女，

她不是家庭主婦，所以她會覺得女人應該要有自己的事業。我公公可能就比較會有那個

傳統的想法，因為我公公以前也是主管階級有一番事業這樣，現在的話我婆婆都很 OK

啦！(所以婆婆在家裡都很開明？)對，她也不會強迫你要幹嘛要幹嘛，就是順著你們，

她也很高興我先生可以在家陪她。」 

 

「像我公司的聚餐他都會參加，我老闆就講說你們家好有趣喔！他就覺得男人帶小孩非

常有趣，那我老公就覺得這沒怎麼樣啊！小孩本來就是父母在帶啊！只不過是性別不一

樣，帶有什麼不一樣？本身我老公他是當事者，他都不覺得那是怎麼樣，他反而是覺得

別人在 care 他不 care，像我媽一開始也是”喔喔安ㄋㄟㄛ”，可是後來也沒說什麼了。」 

 

    雖然在父權文化中，「女性比較會照顧嬰幼兒」、「母親比較知道孩子

的需求」是一種社會建構下的刻板印象，但畢竟實際的嬰兒照顧仍牽涉許

多層面的知能，彩的先生過去並無照顧嬰幼兒的經驗，也不迷信專家之

言，带孩子的自信憑藉的只是興趣、個人成長經驗和隨興的態度。 

 

「他本來就很喜歡小孩，還說他有小孩緣，這點他還蠻自信的。(他帶孩子有參考什麼

理論或方法？)沒有ㄟ，要是你問他他可能都很不屑，因為本來也會看書上怎麼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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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看然後跟他討論，那我覺得怎樣怎樣，我說你要試一試啊！然後他就會不以為然，

他比較有他的那個想法，他就說…因為以前在海外待過，自己去留學啊！他就說就是從

小很多事情都要自己一個人面對，他都說從小要獨立，他就說阿讓小孩自己去玩，他還

蠻隨興的，跟小孩一整天在家裡也沒有排什麼 schedule，他覺得小孩為什麼要一直陪，

他們會自己玩的話，這樣我們比較輕鬆。我覺得其實是他懶惰在找藉口。」 

 

    彩對配偶的嬰兒照顧大致滿意，唯獨先生有時對孩子過於嚴厲的管教

態度令彩頗為擔心，所幸在彼此溝通之後，情況有逐漸改善。 

 

「先生不太好就是有時候我覺得他太兇，因為說…(連對小嬰兒都這麼兇？)對沒錯，尤

其是安全還是什麼，安全我可以理解，可是有些像小朋友只是那個弄翻水啊！他就可能

非常生氣，說為什麼這麼大還這樣，甚至有時候我覺得他兇起來有點恐怖，這時候我就

覺得比較無力，我說這樣小孩會不會以後有什麼事情都不跟你講。(那你會跟他溝通這

個問題嗎？)會啊！有時候事後跟他講，他也覺得好像真的太兇了，可是他每次都說老

婆妳有沒有覺得我現在有在進步，我就覺得很好笑。(是真的有進步嗎？)有啦！慢慢的。」 

 

    配偶隨興的育兒方式持續了二年多，彩和先生發現孩子開始對姊姊學

校的事情感興趣，會吵著要跟姊姊去上學，抱著姑且一試的想法讓孩子接

受機構式托育一段時間後，發現孩子適應良好，故正式結束在家照顧的生

活。 

    

「可能說在家裡我們也沒有那個 schedule 說排那個課程，剛好他想跟姊姊去上學，那我

們覺得好像也沒有什麼不好，就姊姊在讀的時候讓弟弟一起過去試試看，可能因為那時

候有姊姊，所以他就跟著好像也很開心。(有沒有擔心孩子不適應或生病的問題？)我小

孩是還 OK 啦！他去沒多久就喜歡，回家就說我喜歡黃老師我喜歡什麼老師的…，然後

叮叮咚咚念一堆兒歌啊！那爸爸就覺得嗯蠻開心的，自己也不會教這些，就給老師教。」 

 

    整體而言，彩的托育安排主要是由配偶所主導，而兩人之間似乎也形

成一種權力平衡(balance of power)關係，讓彩樂於扮演配合決策的角色，

因此嬰兒照顧問題除了在孩子出生前經歷較大的計畫轉折外，在配偶主動

積極的投入下，彩的嬰兒托育過程並未出現嚴重的衝突或心理調適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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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放棄高薪的年輕媽媽—潔 

 

    文獻探討指出，就業母親的教育程度愈高、收入愈高，嬰兒使用非母

親照顧的比例也愈高，顯示職場得意的育兒女性較不容易因子女的照顧問

題而捨棄生涯發展，不過潔是個例外。潔原有一份令人稱羨的高薪工作，

職場上的表現也深獲上司肯定，但為了孩子的照顧問題，她選擇辭去工

作，從此成為專職媽媽。 

    潔並非一開始就打算自己帶小孩，而是依循公婆意見和先生手足的托

育模式，計畫將孩子交由家人共同照顧。 

 

「其實我們還沒生之前就已經在想這個問題了，因為我公婆就住樓下，那他們就覺得理

所當然的是一起照顧，因為那時有一個哥哥的小孩，那時候才一歲多，然後家裡有個外

勞，外勞本來是請來照顧九十幾歲的阿祖，那就順便家裡的事情，就是雜事啊！或是有

小 baby 也幫忙看一下這樣，所以我婆婆就覺得的說因為家裡都有人然後又有外勞，你

就小孩生了就放在這裡我們幫你照顧就好了，所以當時是這樣想的，因為看哥哥的那個

小孩也還不錯，就沒有說有另外的想法。」 

 

    大家庭中充足的人力資源的確讓潔在孩子出生前毋需為托育安排耗

費心神，並在重返職場後依原訂計畫將孩子留在家中由公婆及外傭共同照

顧。然而托育初期，孩子經常生病，潔的工時又長，婆婆照顧得累了不免

開始出現一些抱怨。雖然先生對於婆婆的態度不以為意，認為只是老人家

習慣性的嘮叨，潔卻感到莫大的壓力而動了想要辭職帶小孩的念頭。 

 

「婆婆就會一直抱怨啊！就說照顧很累啊！他覺得媽媽天生就是很愛念這些小事情，就

不要放在心上，可是自己聽了一定都會覺得說壓力很大，就很不好意思。其實婆婆也不

是有心說的，只是就會讓我聽覺得好像我比較不盡責，所以就一直在想說要不要把這份

工作放掉，而且我跟我先生都是這麼忙的工作，這樣子小孩蠻可憐的…當時是這樣覺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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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潔的職務雖有高所得，但工作壓力大，加上需要常出差，也

讓自己難以兼顧母親與職業婦女的角色，因此在先生的支持下決定辭職自

己照顧孩子。 

 

「那陣子工作還要出差，就是還有出差一個月這樣子的，真的覺得很累，就自己壓力，

工作壓力也很大。因為公司面臨到轉型，所以很多人員都要調派到大陸去支援一陣子一

陣子，那對我們這種媽媽級的就很難配合。想說要辭掉工作的時候，先生其實蠻贊成的，

因為他就覺得家裡的開銷啊！經濟壓力來源就他一個人其實就很夠了，不需要兩個人都

做到這樣子，壓力真的很大。」 

  

    本研究結果顯示，母親產後選擇繼續就業的主要考量因素以「經濟上 

的需要」為主，其次是「想要持續生涯發展」。潔雖然沒有經濟上的問題， 

但生涯發展與育兒抉擇的過程還是歷經了一番小小的心理掙扎。 

 

「(辭掉那工作是義無反顧還是？)就心裡還是會想很多，一方面總覺得小朋友其實這個 

階段需要你，或許他以後上學了以後，就你根本不用花太多心思，那時候再去找工作。 

可是又會想說就中間有休息一段時間或者是所學已經有一點落後了，就是你可能沒有辦 

法很跟得上人家。(所以也會擔心以後在職場失去競爭力？)對！」 

 

    潔的公司是國內知名的私人企業，也有提供育嬰假的福利，但為期僅 

一年，雖然不符合潔內心的期望，至少可暫時做為生涯抉擇的緩衝，然而 

一年後家中人力資源結構出現了變化，潔也正式放棄了重回原工作的想法 

。 

「當時就是很想說小朋友大概差不多三歲我再回去上班，那我當時是請留職停薪，老闆 

說那你就請留職停薪然後請一年，我也知道大概一年後，小朋友還沒上學我應該也不會 

去工作，只是就給自己一個後面的鋪路說，我以後可能會回去工作這樣。可是後來就遇 

到我公公生病一直在住院，那我婆婆就要去照顧他，然後那時候就變成很多家裡的事情 

都要我去處理，那根本就不可能回去上班，(所以你那時請完一年就沒辦法回去？)對， 

就去辦正式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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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先生和公婆都贊成潔辭職照顧孩子的作法，但是潔自己的父母卻

不支持，畢竟父母對子女的成就表現會有所期望，而「相夫教子」這種家

內的工作向來不是傳統文化中可以光耀門楣的成就，不過時日久了，父母

也逐漸接受並尊重潔的抉擇。 

 

「媽媽是很不贊成我辭職啦！她一直希望我能夠繼續去工作。(媽媽希望你繼續去工作

的原因是什麼？)她就覺得…可能父母就覺得她栽培你到這樣，然後你就這樣放掉，她

覺得好像有點不甘心還是怎樣，因為以前她很高興跟人家說我女兒在哪裡工作啊！什

麼，她覺得很高興，現在就覺得好像突然要跟人家說我女兒在家帶小孩，就覺得…他就

比較沒辦法接受。那我媽媽是公務人員，那時候還沒退休，就沒辦法幫我。不過後來她

有辦法，就叫我回去上班，可是我也不想了，那到現在他們就覺得都可以啦！你自己決

定就好。」 

 

    本研究結果顯示，選擇停職育兒的母親對母職的認同度顯著高於未親

自育兒的母親。潔雖沒有明確談論到自己對母職的看法，但提及了她對孩

子的依戀，這份母親與孩子的情感連帶，或許也是增強她育兒決定的信念

因素。 

 

「我覺得和孩子每天在一起的生活很不錯，如果叫我再回去那種工作，其實我也會有點

抗拒了。因為我很想要看他們呀，在辦公室整天也常常會想到他們現在在做什麼。我以

前的女同事喔！有一個是媽媽在幫忙照顧，可是她是一到五小孩都在媽媽那邊，她只有

六日才帶回來，就她平常其實就跟單身像沒小孩一樣。我沒辦法這樣，我也沒辦法理解

為什麼有些同事下班了卻不想趕快回家看小孩，其實還滿喜歡小孩的，以前就覺得說我

以後一定會這樣子每天陪在他們身邊。」 

 

    成為專職媽媽的確滿足了潔想要和孩子溺在一起渴望，育兒過程也堪

稱平順，然而真正過起鎮日和孩子相處的生活卻非想像的幸福美滿。 

 

「因為整天都和小孩相處呀！有時候真的很悶，或是他們就是很不乖，然後你必須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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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耐一天，可是又沒有宣洩管道，有時候會想規畫好一天的作息，不過常常會沒有照著

規畫來。就是說你現在大概幾點起床、吃完飯…會安排他們一些什麼，像講故事啦！然

後都想好了，可是常常都被打亂掉。我發現自己教好難教，就是小孩大概也看到你是媽

媽，就會常常耍賴呀，那你有時候會覺得你怎麼講他都不聽，其實很生氣，就會覺得很

煩很煩就像去打仗一樣。」 

 

    雖然身兼多重場域角色可能帶給發展個體不同的壓力，然而就業階段

的潔可以藉由工作職場和家庭間的場域轉換來緩衝或宣洩在某一情境中

所累積的負面情緒，少了職場這個小系統之後，家庭成了潔主要的生活場

域，不斷蓄積的壓力必須透過親密家人的協助或其他支持系統的介入來排

解。本研究顯示配偶是小系統中最能提供母親協助與支持的對象，表面

上，潔的先生一肩扛起家庭的主要經濟責任，但隱含在其內心「男主外、

女主內」的傳統信念卻在太太成為專職主婦後悄然浮現，也因為專注於拼

經濟，在育兒方面與潔沒有一致的共識，故未能提供太太嬰兒照顧的支

持，反倒成了麻煩製造者。 

 

「我先生的態度真的是明顯的改變，因為我懷孕的那時候，他都會幫我，就是自己會找

很多事情去做，然後小孩出生以後到我還沒有離職前，他也都會自己去做。就我變成家

庭主婦，他覺得這些就是家庭主婦在做的，就沒有想到要幫忙。然後他對孩子的態度太

溺愛了，就是因為很晚下班，相處的時間少，他就什麼都順著小孩，這點就很難溝通，

一直都是這樣。我有跟他溝通，因為這樣其實我很難教啊！(我覺得這樣子聽起來那先

生的角色還真的是成事不足，敗事有餘？)對呀！有時候就很氣。」 

 

    雖然孩子是自己帶，但是同住的公婆仍不免對嬰兒的照顧多所介入， 

潔的公公是傳統的大男人，個性權威主觀，覺得自己說的話都是對的，其 

他人也不會去反駁他，公婆對孩子的溺愛讓潔倍感困擾，先生卻幫不上任 

何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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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公吃飯前喜歡拿糖果給小孩吃，我說爸這不好，他就其實會很生氣，覺得我不尊

重他，其實阿公阿媽很難溝通，我覺得面臨到的最大問題也是我公婆，然後又沒有我先

生在旁邊可以去幫忙。(你先生是認同公公的立場嗎？)也不是，他知道那是錯的，可是

他沒有辦法去溝通，因為他知道他爸爸的個性就是這樣子，講了也沒用，而且他也很忙，

就不想管這些事。(所以在你們家你很孤軍奮戰這樣？)對呀，就是常常為了這些事情自

己在那邊生氣，可是又想不到有什麼解決的辦法。」 

 

    其實潔也能體會先生工作忙碌的狀態，以及在傳統大家庭成長所建構 

出來的父權觀念，因此她並不期望改變配偶的信念或得到協助，至於育兒 

壓力的調適只能尋求外援，原生家庭的母親便成了潔抒發情緒的主要對象 

。 

「我最會跟我媽媽講，就自己的媽媽啦！因為那個…其他朋友和同事什麼大家也都很

忙，而且沒有說跟你有相同環境的，你跟他們講可能他們沒有辦法體會。那自己的媽媽

就知道…除了我自己的個性很了解，她也知道我在這個環境是怎樣，那媽媽因為她有當

過人家的媳婦，所以她很了解。」 

 

    初期母親所能提供給潔的協助僅是精神上的安慰與支持，但隨著母親 

自己生態系統的轉變(退休、配偶赴大陸經商)，讓她能夠提供潔更多元的 

協助，而自己的退休生活也因逐漸融入潔夫家的小系統而獲得支持。 

 

「我媽媽退休之後，我就請我媽媽幫忙，就是今天我有事情要處理，就請媽媽過來。後

來是因為她覺得這邊環境不錯，然後再加上她覺得可以能夠跟我一起就近，我爸爸也不

在，所以她後來就搬到這邊來，就在我家旁邊，隔幾條街，就變成說她常常能夠跟我一

起這樣。我媽媽現在就變成說和婆婆這大家族的人還滿融入的，因為就是有什麼聚會都

會一起找她，我媽一個人嘛！所以吃飯什麼常常她也會來我公婆家吃，就其實都很熟了

啦！就是兩家人相處得很好，我覺得這樣不錯。」 

 

    整體而言，潔在孩子出生前並沒有歷經托育資源的尋尋覓覓，或是嬰

兒照顧抉擇的兩難，然而實際面臨嬰兒的照顧時，家人態度和工作帶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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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重壓力，加上對孩子強烈的情感依戀，共同醞釀了潔想要辭職帶孩子的

念頭，並在先生的支持下付諸行動。育兒過程有甘有苦，配偶在實務和精

神上卻未提供應有的協助，所幸原生家庭的母親適時扮演支持的角色，潔

也順利地連結婆家與娘家的中間系統，讓自己的育兒歷程更順心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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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就業母親的嬰兒照顧歷程之質性資料分析 

 

    本節依據 12 位就業母親的嬰兒照顧及托育經驗訪談內容，配合量化

研究結果進行分析，期能對母親托育經驗的內涵以及嬰兒照顧歷程中所經

歷的問題、困境和心理情緒有更深入的看見與了解。 

 

一、嬰兒照顧的計畫與變化 

    雖然實際的嬰兒照顧工作是孩子出生後才有的問題，但在家庭發展的

歷程中，生兒育女是可預見、能計畫安排的事。本研究結果顯示，絕大多

數(81.1%)的就業母親在生產前即已決定好孩子出生後的照顧方式，因此母

親對嬰兒照顧安排的思考往往是從懷孕、甚至計畫生育前就開始。然而俗

話說「計畫趕不上變化」，也有兩成(20.3%)受訪者在實際的托育使用後因

「照顧者無法繼續托帶」、「對照顧方式不滿意」等非預期的因素而改變嬰

兒的照顧安排。 

    從質性訪談的資料分析發現，多數的就業母親雖然在生育前即對嬰兒

照顧安排有所規畫，但多半只是單純的確定照顧者或托育環境，對於照顧

內容、時間等執行的細節則鮮少預先計畫。 

 

「其實在一結婚的時候，公婆就說，因為我先生已經四十歲了嘛！所以那時候在結婚後

我婆婆就說早點生，然後他會幫我們帶，所以就很早就沒有說特別會擔心說小孩子出來

後誰帶，反正婆婆會帶，其他就沒有想太多。」(嫻) 

 

「一開始就想第一胎要留職停薪一年，我自己帶小孩，然後找保母的事情就不急，想說

就還有一陣子可以慢慢看，後來鄰居介紹社區一個保母，我就去跟他談，聊聊就覺得還

不錯，所以他也是說就先跟我約定這樣，我是七早八早就把它定下來了，然後是等我放

完育嬰假才送去。」(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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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說來，自己照顧或由家人提供托育協助者通常較早確定安排，但

也容易因為資源的熟悉與便利而疏於思考托育細節或應變計畫。事實上，

公婆或父母等托育資源雖然便利，卻不盡然穩固，一旦出現變動，往往令

就業母親措手不及，或必須面臨更大的壓力與心理調適，前一節描述佳與

潔的托育歷程即有類似經驗，而早早就計劃將孩子給婆婆帶的鈴也碰到同

樣的問題。 

 

「我那個時候一開始懷他的時候，就想說給我婆婆帶(婆婆也是住附近嗎？)婆婆原本住

台北，可是在我生他的時候他們突然就搬到竹東去，(是在還沒有生之前婆婆就搬走？)

就在我生的那個時候搬的，我就想到說婆婆住很遠，所以想找看看有沒有褓姆，但是我

在坐月子根本沒辦法找，所以臨時也沒有機會換，就還是給婆婆帶，(帶到竹東？沒有

帶回來？)對啊！那個時候我覺得很不好，就是禮拜五晚上就要殺下去，然後禮拜天晚

上就要再殺上來，就是很累，而且妳會覺得小孩跟自己不親。」(鈴) 

 

    雖然多數母親在孩子兩歲前並未變更對他的照顧方式，但托育安排涉

及環境中許多人、事、物的因素，因此從計畫階段到實際托育可能經歷大

大小小的變化，幸運一點的可以像前一節提到的彩一樣，變故發生在計畫

階段，因此還有調整計畫的時間，如果像鈴這樣孩子剛出生婆婆卻無預警

的搬家，或是前一節描述的佳，婆婆突然必須往返醫院照顧生病的曾祖

母，那麼可想而知就業母親同時得面臨工作、嬰兒照顧和計畫調整的壓力

會有多大。 

    從質性訪談的資料分析中發現，托育歷程中未預期的變化多半以照顧

者的問題為主，例如保母發生托育意外(彩)、婆婆有他人需照顧(佳、潔) 

等。而就業母親面對這些變化所做的因應則包括調整自己的生活作息

(佳、鈴)或改變嬰兒的照顧方式(彩、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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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業與育兒的抉擇 

    雖然女性參與勞動市場的比率逐年增加，然而傳統對於「照顧孩子是

母親的責任」的母職刻板印象似乎仍廣泛地存在於社會大眾的思維之中，

這是否造成就業女性在婚育階段面臨育兒與就業問題取捨的兩難？孩子

出生後的照顧問題的確可能對就業母親的工作狀態產生影響，本研究量化

資料的調查結果即顯示，有 30.6%的母親曾為了照顧孩子而停止就業。 

    在本研究質性訪談的 12 位受訪者中，有 5 位曾經在孩子的嬰兒階段

選擇停止就業親自育兒，然而從質性訪談的資料中發現，多數的受訪者在

是否停職育兒的問題上並沒有面臨太多抉擇上的顧慮或兩難，或許是女性

大量參與勞動市場的趨勢，導致「男主外、女主內」的傳統觀念式微，許

多母親們不再陷入「女性應捨棄事業，將所有的心力投注在家庭」的迷思

中，而是依個人對生涯發展的態度來因應，有受訪母親即直言自己從不曾

有過停職育兒的念頭。 

 

「其實我從學校還沒畢業的時候我就已經在工作了，我一直沒有離開過職場，而且好像

也沒想過這個問題，就是好像上班是理所當然的事。」(琇) 

 

    從本研究的文獻探討可知，西方社會就業母親的母職信念已逐漸從傳

統文化的遵循者，逐漸發展為對母職信念的主動建構者，而吳書昀(2007)

探討國內女性母職信念變遷的研究也發現，台灣社會雖普遍可見遵循文化

期待的母職實踐，但一種解構的母職信念也正在出現，母親們逐漸走出「所

有孩子都需要自己母親的照顧」的意識型態框架，而以其他自我建構的母

職信念來安排子女所需的東西。琇對母職角色的主張便是強調以槓桿操作

的方式，透過好的育兒品質來讓有限的照顧量產生加乘的效果。 

 

「我覺得那是一個可以折衷的方法，不一定是二擇一，不一定我就要選擇工作，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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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跟孩子相處就是質很重要，妳說我為什麼要去當故事媽媽？我要上班耶，我上班前

的那一段時間我還去當故事媽媽，我覺得那種東西會讓小孩子知道媽媽是很重視我的，

所以說雖然我很忙，我必須想辦法在我可能的範圍之內我去加入她的學習，就是那種施

槓桿，那妳可能從早膩到晚上，可是妳從來沒有做什麼事情，孩子是沒有感覺的，他不

會感覺媽媽很重要，媽媽很辛苦，或是媽媽付出很多，可是妳因為這樣一個用心的動作

或這樣一個行為舉止，你就讓他覺得感受到妳對他的關心，或者是妳很重視他或者怎麼

樣，我覺得這是一種我盡量可以去做到的一種技巧問題。妳總不能從早到晚然後小孩子

就怎麼樣，或者說我一定要選擇孩子，然後我要放棄工作，我覺得那是可以兼顧的，以

我的狀況來講我覺得那是可以兼顧的。」(琇) 

 

    本研究的量化研究結果指出，母親產後選擇繼續就業的原因以「經濟

上的需要」為主。訪談資料亦顯示「經濟問題」常是就業母親所面臨的重

大壓力，尤其是薪水待遇較低者更明顯表露她們因經濟因素而必須“義無

反顧＂地選擇就業的無奈。 

 

「雖然我一個月才不到三萬塊，可是我從來沒有想過我會辭職，從來沒有。那我們的師

母跟我講，他跟我說，孩子是自己照顧的比較好，我就說我不可能啦，不可能我一定要

工作，一定要吃飯的，不工作我怎麼生活，不可能啦！」(純) 

 

    像純這樣經濟條件較弱勢者，繼續就業或許只能單純化約為「經濟上

的需要」，但多數受訪者在是否繼續工作的抉擇上多半沒有所謂壓倒性的

決定因素，而是同時交雜不同層面的諸多因素合併產生的影響，例如經

濟、生涯發展、個人的角色期待或家人意見等。 

 

「老實說那個時候是真的沒有想過自己帶小孩，反正那時候就只是覺得說我不要當家庭

主婦，(你對家庭主婦的印象是…?)每天就煮飯帶小孩整理家裡啊！我就覺得我不要這

樣。再來就是我先生也不會就是說…要求我一定要在家帶小孩，因為我有測試過，我就

說我在家裡帶小孩這樣子？他說你怎麼可以不賺錢，你不賺錢的話我們會很緊這樣子。」

(嫻) 

 

「我不想整天待在家裡帶小孩，那樣我會受不了，同事也勸我不要，而且沒上班的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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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要看先生的臉色，他雖然會給，可是就會唸東唸西，這樣我覺得很沒有安全感。」(嵐) 

 

    本研究的量化資料結果顯示，二成以上(24.6%)的受訪母親職場有提供

育嬰假的政策，然而實際請育嬰假的比例卻不到十分之一。依據行政院勞

委會(2008)的調查結果顯示，女性勞工有意願申請育嬰留職停薪者僅 29.5

％，無意願申請的主要原因為「小孩有他人照顧」，其次是「經濟因素需

要工作」。從質性訪談的資料中發現，雖然育嬰假提供了母親可以兼顧生

涯發展與嬰兒照顧的機會，然而當同時有其他母親所認同的托育安排可供

選擇時，育嬰假往往只是一個備而不用的資源。 

 

「有想過說如果婆婆沒有辦法配合的時候就請育嬰假，不過我沒有把這件事放在一個很

優先考量的選擇。(為什麼？)我覺得可能我不是那麼有自信，因為覺得婆婆是專業的ㄟ，

我覺得自己啊在理家啊在照顧幼兒方面啊，就是我覺得不是那麼常做也不是那麼有信

心，就覺得說當然我可以請育嬰假照顧他，但是他不會比讓阿嬤照顧更好這樣。那時候

只有想說萬一真的不行的時候，我可以請育嬰假，所以它就是一個備案而已。」(佳) 

 

    事實上，請「育嬰假」對就業母親來說並非完全沒有生涯發展上的風

險，不論公家單位或私人企業都有人事升遷或異動的競爭壓力，停職期間

無法累積工作表現和年資，也等於間接削弱了自己的競爭力，因此任職私

人公司的潔和擔任公立小學教職的惠都不約而同地提到她們對請育嬰假

可能妨礙工作發展的顧慮。 

 

「我同事就有人生完是直接請育嬰假然後留職停薪一年這樣子，可是通常請久了你也不

好意思再回去了，因為你原來的職位可能就被人家取代，那你要再安插回去也很困難，

對老闆也不太好，所以通常就辭職，不然就不要請那個假。」(潔) 

 

「(會不會擔心請育嬰假影響工作？)會啊！因為你還是要繼續一直工作，如果說我決定

不工作都只要帶小孩，就不會有這個考慮，那既然工作還是要繼續做下去，就還是…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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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對我來講因為蠻重要的，因為現在學校政策還有那個少子化的關係，那個減班調動每

年都減班，因為請了一次育嬰假，我已經比學校另一個英文老師菜，所以生老二我就不

敢再請一年，免得萬一要調動就調到我，不是調到她。」(惠) 

 

    本研究中有三成的母親曾在孩子嬰兒階段停止就業照顧孩子，而選擇

親自育兒的主要原因主要是「找不到滿意的照顧者或托育環境」，其次為

「喜歡育兒工作」。從質性訪談資料中發現，上述這些因素可能同時存在，

也可能在母親就業與否的決策和後續歷程中交互出現，例如「找不到理想

的嬰兒照顧方式」可能是最初選擇自己帶孩子的原因，但育兒過程所獲得

的樂趣和滿足感讓「喜歡育兒工作」成為持續親自育兒的主要理由，在教

會工作的芬即是經驗了一段不同因素交互影響的歷程。 

 

「在…快生產的時候吧，會想說到底給誰帶，那時候我跟我先生在教會服務，就是我們

的工作是早中晚都有，所以其實也是蠻忙的，所以我就想說這下哩孩子生下哩，就是影

響我的工作啦，到底怎麼辦？我想說給婆婆帶好呢？還是給媽媽帶？還是我們教會有個

師母，專忙幫忙帶孩子的？就是蠻為難的，其實我公婆和娘家都住蠻遠的，並不是很方

便，所以就…一直尋求喔！我就想怎麼辦？那後來我的教會的姊妹來看我，我就問她

說，到底要給誰帶？然後他講一句話，他跟我講說，孩子的童年只有一次，聽了那句話

我就完全就沒有考慮把孩子給別人帶或給自己的婆婆或媽媽帶。….我覺得自己帶當然比

較辛苦，有點手忙腳亂的，但是我覺得很高興就是我參與孩子成長的所有過程，雖然手

忙腳亂，孩子也不是照顧得很好，但是我們會有教會的姊妹會…我有問題會問他怎麼照

顧這樣子，就整個過程都很棒。」(芬) 

 

    芬的美好經驗以及教會姊妹的支持，讓她在第二及第三個孩子出生後

毫不遲疑地繼續選擇親自照顧，不過一開始是因為「喜歡育兒工作」而請

育嬰假的惠卻經歷了兵荒馬亂的育兒歷程，而浮現對其他托育資源的高度

期待，故在「喜歡育兒工作」的理由不再強烈，且又找到滿意的托育環境

後，面對第二個孩子出生的育兒安排反而有了與先前截然不同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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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好累喔！你知道我把小孩交給保母的那一天，說來真的是覺得很心酸，因為自己在

家裡帶喔！然後奶也不夠，所以常常吃東西帶小孩，然後他又很難睡，一直搖他搖到快

瘋掉，精神壓力也很大，老實說因為自己帶也不是多厲害這樣，然後小孩又吵又不是很

好帶，然後交給保母的那一天，我突然覺得我四肢發軟，然後我走出去外面吃飯吃到睡

著，吃到快睡著。突然覺得真的是手軟腳軟，覺得終於可以好好睡覺了。(有沒有後悔

當初自己留職停薪來自己帶？)是不至於後悔，但是體力上蠻累的，我原本覺得我可能

可以應付，但是呢，後來發現耗很多體力，有一點嚇到。(就當時你帶他的那個情況，

會不會影響現在你對第二胎的安排？)一定會啦！因為我現在變成說第二胎我很怕再自

己帶，而且這個保母已經讓我覺得蠻信任了，所以不打算再請育嬰假。」(惠) 

 

    從上述內容的歸納可知，就業母親對於停職育兒或繼續就業的選擇有

時的確會受制於特定的因素，例如經濟考量，然而絕大多數的母親在思考

這個問題時往往不是取決於單一因素，而是融合多重層面或因素的考量，

且會隨時間發展而不斷變動與調整。 

 

三、家人的角色與參與 

    家人是與母親關係最密切的小系統成員，對就業母親的嬰兒照顧安排

也有很大的影響。本研究的量化資料分析結果顯示，參與就業母親嬰兒托

育安排意見的家人主要為「配偶」、「婆婆」和「自己的母親」，而參與意

見的方式以「表達對孩子托育安排的立場」和「分享經驗」為主。至於家

人意見對受訪者的影響方面，「配偶」、「自己父母親」的影響主要為「獲

得協助與支持」，「公婆」的意見則較可能「造成壓力和困擾」。 

    從質性訪談資料中可明顯感受到不同家人在托育問題上所扮演的角

色和影響有極大的差異，以下分別依配偶、公婆和自己的父母三者在就業

母親托育歷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進行描述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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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配偶的角色及參與 

    配偶是就業母親在嬰兒照顧上最重要的夥伴，然而或許是傳統父權信

念的作祟，配偶多半還是處於精神參與的狀態。本研究的量化研究結果顯

示，雖然近六成的就業母親表示配偶對托育安排有參與意見，但卻有七成

以上的受訪者表示自己擁有主要的托育決策權，這結果到底意味著配偶充

分尊重和信任妻子的決定？抑或表示配偶經常只是一種旁觀式的參與？

箇中乾坤著實令人好奇。 

    父親在家帶孩子的案例雖時有所聞，但在本研究中仍只是一個獨特的

個案，其嬰兒照顧的參與情形已於前一節進行描述與分析，此處不再探討。 

而就其他訪談資料的分析大致可將配偶的角色依參與情形與支持程度區

分為三類，第一類的配偶願意參與較多的育兒實務，包括協助嬰兒照顧工

作、提供意見等，在精神層面也較能提供就業母親支持。鈴和先生在孩子

的照顧方面有所分工，彼此也有尋求意見共識的默契，和前一節所討論的

佳一樣，配偶都被視為就業母親在嬰兒照顧問題上重要的支持者。 

 

「在小孩子在生之前，我就斬釘截鐵跟他說不管誰就是誰會有什麼意見，我覺得我需要

你的支持是最重要的，他也知道要朝這方面，像我說我要餵母奶，我知道有些長輩會有

些意見，我說不管那些長輩講什麼你一定要站在我這邊，像我要把孩子帶來送托嬰中

心，他其實是比較想說繼續讓他媽媽帶，可是他尊重我的決定，他會講他的意見，可是

他最後會尊重我的決定。(晚上自己帶的話，先生扮演的角色是什麼方面？)這部分他還

不錯，因為他比我有耐心，他都是負責在跟小朋友玩，那我就是負責小朋友的食衣住行，

我覺得他已經其實跟其他的爸爸比已經算是很好了。」(鈴) 

 

    第二類的配偶在嬰兒照顧上的參與較被動，通常必須在要求之下才可

能配合提供協助或表達意見。純形容先生像宅男一樣，多數時間關在房裡

上網，與孩子互動很少，像是家中的局外人，對要求的配合也是一個口令

一個動作。嫻的先生則是傳統的大男人，認為孩子的照顧都是母親的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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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只有在母親無法承擔時才會勉強出手。 

 

「他是我有開口他就會出現那個角色，(如果你不開口？)他就會躲在房間一直不會出

來，他一直都是這樣，那偶爾出來上個廁所會逗一下小孩。(像你遇到的那些困境或是

什麼，他的角色是什麼或是提供什麼樣的支持？)聽，就是聽。(他不給意見？)對！(有一

些口頭上的安慰或什麼？)都沒有，你跟他說什麼他就是｀喔＇這樣。」(純) 

 

「他蠻大男人的，很多事都不願意，就後來變成說，當然我跟小孩子相處時間多，小孩

當然都會找我，那他唯一的藉口就是小孩子不要找他… (在強褓階段，育兒部分的照顧

他完全都沒有協助嗎？)有，但很少，就是除非我沒有辦法做，我感冒阿或者是說那時

候我正好不在家他可以，但是只要我在家，他就是全部丟給我做，(你會不會直接要求

他就是要幫忙？)會ㄚ，(那要求的時候他的反應是？)我會覺得他是裝做沒聽到，他就覺

得除非那個時候我正在做其他事，或者說他那天心情不錯，但如果他那天心情不好，或

者是他覺得今天很累完全不想動的時候，他就不會動。他會覺得說，你去，反正小孩子

就是要你，你就是去這樣子，他就覺得說他那個時候，這些小孩事情是不應該他要來做

的。」(嫻) 

 

    第三類的配偶在就業母親的育兒歷程中幾乎是屬於完全缺席的狀

態，琇的先生在孩子出生前即赴大陸經商，在台時間甚少，也未提供任何

經濟上的支持，而美的配偶長期酗酒且有暴力傾向，讓她不得不將孩子與

配偶隔絕。事實上，這類配偶在嬰兒照顧上的失職失能不僅讓就業母親必

須獨立扛起育兒重擔，也讓她們同時面臨婚姻維繫的壓力。 

 

「我記得那時候就是只有很單純的保護自己跟保護小孩，不要受到精神跟實質上的就是

說傷害，所以我那時候，我們幾乎都是，ㄟ很晚回家，假日ㄋ我就帶小孩去外面住宿，

就盡量不回家。應該是說，他喝了酒以後，品行不好。(所以會有暴力傾向嗎？)對，所

以變成我們不想去面對那恐懼，所以我們寧願選擇在外面，那妹妹回來以後，我已經跟

他離婚了。」(美) 

 

「我就是說男人真的就是這樣子，反正就是小孩出來然後拍拍屁股走人。(你先生多久

回來一次？)三個月。(三個月一次回來很短嗎？) 一個禮拜吧！其實之前我有想過離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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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我很喜歡帶小孩子出去玩，可是我每次帶小孩子出去玩我就很傷感，因為人

家都是一家四口，都有爸爸的角色，然後我會覺得很傷感為什麼人家是一家四口，爸爸

開車帶小孩大家都很快樂，為什麼每次我們家就只有三個人？只有我帶著他們兩個，反

正過程中有很多的情緒啦跟很多的壓力跟很多的不平衡跟很多的不滿，那這個過程中都

不斷的發生，甚至所有的經濟都是我在負擔，他也沒有寄錢回來，說真的，整個的包括

身心都是很疲憊的。」(琇) 

 

    從質性資料的分析中可發現，多數配偶在嬰兒照顧實務上的參與不

多，通常扮演的也是“緊急支援＂而非“分工＂的角色，而在意見的參與

上也鮮少主動提出看法，而多半只是被動的配合、表態並選擇性的參與。 

然而不論配偶的參與程度如何，多數就業母親皆期待對方能扮演更積極的

角色，包括實際的嬰兒照顧協助、與照顧者溝通、給予就業母親情感的支

持等。 

 

 (二) 公婆的角色及參與 

    從本研究的量化資料結果可知，「婆婆」和「公公」對於托育安排的

意見參與比其他人更容易對受訪者的托育決策「造成壓力和困擾」。事實

上，就業母親的嬰兒照顧安排以婆婆照顧的比例為最高，達 26.3%，然而

理想上偏好由公婆照顧嬰幼兒的比例卻只有 18.9%，在對托育方式的滿意

情形方面，由婆婆照顧的滿意比例最低，不滿意比例卻是最高的。綜合上

述結果似乎顯示公婆的意見或實際的嬰兒照顧對某些就業母親來說是不

滿意又不得不接受的選擇。 

    由祖父母協助照顧嬰幼兒是華人社會普遍的現象，在質性訪談的受訪

者中，也有近半數主要(或曾經)是由婆婆負責嬰兒階段的照顧工作。從訪

談內容發現，婆婆的嬰兒照顧雖往往不是就業母親心儀的托育方式，但卻

經常是最便利和經濟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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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婆帶的話就是你如果說你上班晚回來，或者是說你臨時要代人家的班，他們就還是

願意幫你帶，帶到你下班，最起碼就比較不會有那種要急著下班的時間壓力」(嫻) 

 

「我婆婆她真的是配合度很高，我先生一句話，她就收拾行李從台南上來我們家幫忙帶

小孩，我雖然不習慣跟婆婆一起住，那可是她在這裡我們就省去接送問題，是比較方便

啦！」(嵐) 

 

「其實我們給婆婆的費用跟她付出的是不成比例，我們會給一些那個…不過是意思意思

給。(沒有照他幫人家托育的行情給？)對，沒有照托育的行情，說真的，她幫我們省了

不少錢。」(佳) 

 

    事實上，祖父母的照顧既用心，又比其他托育方式更便利、經濟，為

何不滿意度遠高於其他嬰兒照顧方式？量化研究結果顯示「婆婆和自己的

教養觀念不同，難溝通」是就業母親對於婆婆照顧不滿意的主要原因，然

而外祖父母照顧一樣有教養觀念不同的問題，卻不見母親有不滿意的情

形，究其原因似乎就在“溝通＂上，因為公婆在家庭中相對於媳婦的權威

角色，導致就業母親難以與之溝通，那才是教養觀念衝突背後令母親感到

不滿意的主要原因。 

 

「因為我婆婆吃素嘛！所以那個時候他剛開始只有喝奶的時候是還好，到開始有吃副食

品的時候他就是也沒有特別給他吃有關…就是肉類的東西都沒有，一直到他滿周歲，所

以他都一直很瘦，然後他周歲的時候他…就變成說他後來剛開始吃東西的時候他就是偏

食。(這樣子你在老二的時候，還是不會考慮說要不要換別種方法，比如說給人家帶或

自己帶？)這沒有辦法那個啦！因為她會覺得說我幫你帶，然後你們也可以省，其實我

也有試過說那我生老二就回高雄娘家坐月子，然後就已經說好了，那要到生前一個月，

就大翻盤，就說不行，這樣子小孩會對他們生疏啦！所以本來剛開始都同意了，後來到

最後就說不要。(所以這些事情溝通上沒辦法事先講清楚？)沒辦法，就是沒辦法，因為

其實那時候已經先徵求他們同意了，可是到頭來不行就是不行，沒得商量。」(嫻) 

 

    公婆對就業母親嬰兒照顧的強勢參與並非只在實際托帶孫兒的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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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些並未協助嬰兒照顧的公婆也會強力介入或主導母親的托育安排，

因而帶給受訪母親莫大的壓力和困擾。本章第五節對於母親嬰兒照顧選擇

所進行的預測分配發現，母親信念對於親自育兒者的托育選擇預測正確率

偏低，顯示許多自己照顧嬰兒的母親其實在信念預測上傾向使用非母親照

顧。信念和行動間的落差可能有許多不同的因素，公婆的態度常是一端，

蓉原有極高的就業意願，即是因公婆一聲令下的震撼教育而改變原來的托

育安排，並被迫辭職在家帶孩子。 

 

「我大概一結婚就懷孕，那時候有在上班，因為婆婆身體不好不能幫忙帶，同事就幫我

找了一個家庭保母，那剛好在公司附近，也都跟人家講好了，就突然我要把小孩送去的

那一天，公公婆婆就坐在沙發上啊臉很難看，我也不知道是怎樣，就婆婆說了一句話說

這個家的子孫不能給外人帶，(口氣很兇嗎？)就我也不會講，你聽了會怕就對了，那我

先生也不講話，我就抱小孩回房間一直哭，也不敢去上班，(後來小孩怎麼辦？)就我辭

職自己帶啊！很臨時，老闆也很不高興，可是沒辦法，他們那個態度讓我很怕。」(蓉) 

 

    其實就質性訪談的個案資料來看，祖父母帶孫子通常是一種「就近照

顧」的型態，雖然安全方便，但母親與照顧者也必須長時間近距離的相處，

因此容易滋生較多的育兒衝突和摩擦，反而不易感受公婆照顧的優點，甚

至在就業母親心中累積許多委屈或不滿。反觀某些公婆「鞭長莫及」的個

案，卻對公婆無法協助嬰兒照顧感到遺憾或失望。整體而言，公婆的參與

雖然帶給就業母親或多或少的困擾與壓力，但是相對於他們所提供的協

助，對就業母親的嬰兒照顧仍是重要的正向支持。 

 

(三)自己父母的角色及參與 

    本研究的量化資料結果顯示，近三成的受訪者表示自己的父母親有參

與托育安排的意見。雖然實際將嬰兒交由自己母親照顧者只有 16.6%，卻

有 27.4%的受訪者偏好由自己的母親來照顧孩子，比例居所有托育方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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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可見原生家庭的父母是就業母親在嬰兒照顧上期望依賴的重要支持系

統。 

    歸納本研究中就業母親偏好由自己的父母來帶孩子的主要理由為「較

方便直接溝通或提出要求」及「較信任其照顧的用心和品質」，而這二點

都是琇選擇將孩子送回遙遠的娘家的主要原因。 

 

「生第一胎的時候我在報社上班，每天從桃園到台北通勤這樣，生出來的時候因為小孩

子很小而我又要上班所以沒辦法兼顧，她其實是跟我媽在鄉下住了一段時間，我們住花

蓮瑞穗那邊，我是把她放在花蓮一段時間這樣子，那時候是我媽幫我帶，因為我想說還

在強褓中的小孩一方面我沒有經驗，二方面我很忙，我一直覺得小孩子應該等她大一點

的時候再交給保母會比較好，因為太小的小朋友她可能會有一些狀況發生，你如果照顧

的不是很好怕會有什麼問題，我的小孩其實都不好帶，就是那種很難纏又愛哭的，尤其

是她在四，五個月之前，每天晚上都哭，哭得臉都黑掉，其實我媽那時候帶得也滿辛苦

的，因為晚上都沒有辦法睡覺，小孩子晚上就是吵啊這樣子，還好是自己的媽媽，比較

能體諒，我也比較沒有壓力。」(琇)    

 

    雖然外祖父母的嬰兒照顧只是一種托育方式的選擇，但從訪談資料中

發現，原生家庭的父母比起其他的照顧者，似乎在支持之外還多了一層近

似救援的角色，尤其婚姻或家人關係出現問題的就業母親，往往是靠著原

生家庭父母高度的犧牲奉獻來支撐及維繫就業母親的家庭功能。 

 

「我先生在我懷老二時突然把公司收掉說要去大陸做生意，一直到現在，我想說這樣不

行啊！小孩子住桃園我在台北上班，萬一小孩子發生什麼事情我怎麼辦？沒有辦法，後

來我就把桃園那的房子賣掉到台北租房子，老二出來的時候還好我媽就搬上來跟我一起

住，那其實她這幾年都在幫我帶小孩，(那個時候老二還沒生之前就已經跟媽媽商量好

請媽媽來嗎？還是說？) 因為那時我先生就去大陸啦！我媽來幫我坐月子，他就是看我

一個人不知道該怎麼辦，也不忍心，做完月子之後她就一起住了下來，然後就都…就幫

我一直照顧小孩。」(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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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了直接擔任嬰兒照顧者的角色，娘家的父母通常也是就業母親尋求

精神支持或臨時性協助的對象，佳的父母支持她的托育選擇並對親家母的

照顧表達感謝，潔的母親則是傾聽她的心聲並就近提供隨機的協助。 

 

「我爸媽他們聽到婆婆願意帶都很開心，他們喜歡可是他們不會想要來帶這個孫子，因

為覺得自己不見得有這樣子的那個時間體力啊！所以他們並不會干涉，那他們就很感謝

說親家願意照顧這樣子。」(佳) 

 

「(育兒過程有困擾或壓力的時候….？)我最會跟我媽媽講，就自己的媽媽啦！…那自己

的媽媽就知道…除了我自己的個性很了解，她也知道我在這個環境是怎樣。…我媽媽退

休之後，我就請我媽媽幫忙，就是今天我有事情要處理，就請媽媽過來」(潔) 

 

    大致上，自己的父母親在托育過程的參與雖然並非盡如人意，但多半

能讓就業母親獲得正向的支持。 

 

四、托育歷程的困境 

    本研究的量化研究結果顯示，僅三成的受訪母親在嬰兒照顧上沒有遇

到困難，而就業母親們所遭遇的困境主要為「不易找到滿意的托育環境或

照顧者」、「托育費用太高」、「缺乏友善家庭的工作環境」等。從質性訪談

的資料中發現，上述的問題的確令某些受訪者感到壓力或困擾，鈴為了尋

找滿意的托育資源而費盡心思，除了透過上網、問同事、在社區貼徵人啟

事等方法尋找托育資源，也親自面談保母或參觀托育環境，這段缺乏完整

資訊的摸索歷程讓鈴感到身心俱疲，也對政策資訊的宣導方式提出質疑。 

 

「那段時間覺得很孤立無援ㄟ，每天一下班就忙著上保母銀行網站，已經很累了還要約

去看保母的環境，然後看了很多也沒有看到滿意的。像妳的問卷裡面好像有提到一個什

麼社區褓姆的…(對，支持系統)，可是我根本不曉得這個東西。像這種應該放在醫院的

那種婦產科，宣傳單不是只是放一些什麼嬰兒寶貝雜誌。然後政策的宣導真的管道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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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我們根本都不知道，我們其實最主要的取得來源就是醫院或者報戶口的時候，可是

那些東西也都沒有人來跟我們提倡。(因為醫院是衛生署管，報戶口是民政) 但是我不可

能無緣無故跑去那個政府單位…除非在新聞的播報時段播出來，可是現在新聞大家都腥

羶色，不可能去報那個讓你知道，因為我們也盡量減少看電視，讓小朋友不要太常看電

視，所以就真的沒有這種資訊。」(鈴) 

 

    雖然近年來政府推動多項托育相關政策以協助家庭解決其嬰幼兒照

顧問題，但本研究的調查結果顯示，就業母親對相關政策多半缺乏認識與

瞭解，鈴的處境一方面顯示支持性的托育資訊或資源常常無法有效地傳達

給政策對象，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就業母親必須同時承擔職場與家庭責任時

的壓力與辛勞。我國政府近年來推動友善家庭政策（ family-friendly 

policies），致力協助父母調和工作與家庭生活，然而由行政院經濟建設委

員會(2008)所提出的「OECD 友善家庭政策建議」指出，即使政府實施良

善公共政策，但工作場所不具友善家庭環境，將使公共政策效果大受影

響，如日本與南韓的公共政策，與其他 OECD 國家相似，卻因職場不友善

（如工作時間長、以年資為基礎薪資及福利制度等），難以調和工作與家

庭生活，造成低生育率及低女性就業率。相對於日、韓兩國的企業文化，

台灣的工作職場對家庭不友善的程度應該是不惶多讓的，而這也造成嫻和

琇在育兒過程上的壓力。 

 

「我原本在醫院的工作時間很長，又要輪班，很難兼顧到小孩子的照顧，而且在醫院請

假不是隨便你要請就可以請的，除非你今天真的生病沒有辦法上班，那不得已只好讓你

請，如果跟你同一個時段的同事又一個請假，你是更不可能請假，那時候心情又更糟，

有時候又變成說有時候是兩個人要去 share 三個人的工作，常常很晚回到家還要弄小

孩，就覺得非常受不了，這也是後來我決定轉換跑道的原因。」(嫻) 

 

「我的長官他是個工作狂，他可能小孩也大了，所以他就會很多的心力花在這上面，既

然他是工作狂，他就不希望他下面的人一天到晚為了家裡的事情，像我下面就有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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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是一天到晚不是小孩感冒要去看醫生，就是婆婆怎樣，一天到晚是家裡的事情，結

果我們總編就不高興，他覺得說我們也都這樣過來，他也這樣過，我也這樣過來，為什

麼我們都沒有家裡的事情，就只有你有家裡的事情，他不喜歡別人拿家裡的事情來 delay

到他的工作，或者是拿家裡的事情來當做一個，就是說家裡的事情比工作還重要。那我

是有小孩的，可是在那種情形下就必須盡可能不要讓家裡的事情來那個…，這其實要感

謝我媽媽，可是也很對不起她，要她來擔待。」(琇) 

 

    除了尋覓理想托育的勞心勞力以及肩負職場工作與家庭責任的雙重

壓力之外，托育費用也是常常令就業母親感到壓力沉重的負擔。 

 

「如果你想要把小孩給人家帶的話，你會考慮什麼？當然是錢啊！因為其實現在托嬰不

便宜耶！就是喔可能帶白天就要一萬八，那我薪水大概兩萬三四，再扣掉房租，等於是

說幾乎是零了，還是負的，真的整個經濟都亮紅燈了。」(美) 

 

「托育費用真的蠻貴的，像我現在懷老二，以後兩個人上托嬰中心，加一加真的不少錢。

像我覺得那個綜所稅，為什麼托嬰的費用不能拿來抵扣所得稅？就很奇怪，現在幼稚園

的學費比小學還貴很多，起碼這樣可以減輕小家庭的一些壓力。」(鈴) 

 

    上述這些就業母親所經歷的托育困境本質上較偏向「事」和「物」的

層面，也是透過政策較容易協助解決的問題，然而還有許多母親所面臨的

其實是與「人」的層面有關的困擾，其中最普遍的便是和嬰兒照顧者的教

養觀念不同又不易溝通的問題，例如佳和惠都碰到和照顧者在用藥和就醫

方面的觀念衝突，且難以達成共識。 

 

「她有時候會把看病後那個藥留下來，留著下一次用，我就會覺得有點痛苦這樣子，像

小孩只要發燒，婆婆就一定要給他用退燒藥，讓他退下來，我就覺得那不是很好。那是

他們家的習慣，因為他們家會吃成藥，(所以這件事情先生沒有辦法幫你做溝通？)對，(就

是你個人的壓力？)對，然後我也比較不敢去溝通，後來我就…我覺得我有一點催眠自

己，因為說服自己說好啦！沒關係啦！隨便，吃一點不會怎樣這樣，其實還是會蠻困擾

蠻擔心的。」(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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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跟我先生都主張感冒不需要看醫生，應該自己會好，但是保母可能一來他也怕小

孩傳染給別人，二來是覺得說小朋友，他是覺得小朋友抵抗力沒有那麼強，比方說他開

始覺得他有一點鼻涕或咳嗽的時候，就要求我們趕快帶去看醫生，但是我們有時候會覺

得說再觀察看看，看他是怎麼樣，是不是過敏啊或是說只是流流鼻涕，那也有可能說比

方說後來就開始有點症狀出來，保母她有時候就會念我們。」(惠) 

 

    綜合上述內容可發現，就業母親在托育過程所遭遇的困境與壓力來自

各個系統層面，小系統部分包括與家人育兒信念不一致及不友善的職場因

素，外系統因素則包括與家庭保母的觀念溝通不良、不易獲得完善的托育

資源等，而這些與育兒信念、企業文化、政策推廣有關的問題其實正是和

大系統的傳統價值觀和社會文化密切相關，對當今的就業母親來說，表面

上雖然擺脫了在家「相夫教子」的宿命，但這社會似乎還有一條看不見的

鎖鏈隱隱地束縛著母親的身心，而在拉扯之間往往就因此傷痕累累。 

 

五、母親嬰兒照顧壓力的心理調適 

    Leach 等人(2006)的研究發現，母親大多認為自己做了正確的托育安

排，但卻又對孩子實際的托育狀況和自己的工作狀態有不舒服的心理情

緒。從前述分析可知，就業母親在托育經驗中的確承受許多不同的壓力和

困擾，然而訪談過程也意外的發現，其實托育困境對許多受訪者來說並非

壓力的根源，而是原本就存在的經濟、婚姻或家人關係等問題在面對嬰兒

照顧需求時被凸顯出來而已。或許嬰兒照顧的壓力像是一面照妖鏡，迫使

婚姻中的其它問題現形，然而不論它是壓力的本質或表象，就業母親在承

受這些困頓時若沒有適當的紓壓管道或心理調適方法，則勢必影響個人身

心健康及嬰兒照顧的品質。 

    所謂「為母則強」，從訪談資料的分析中發現，受訪母親們考量自己

對孩子的角色責任，大多會設法調適自己的負面情緒或心理壓力，身為單



 158

親媽媽的美坦承自己罹患憂鬱症，但親人同事總因她開朗的外表而難以相

信，因此她必須靠自己的力量克服，盡量地朝正面思考，想辦法哭和找知

心朋友暢談是她發洩情緒的主要方式。 

 

「比如說當我的情緒進入到一個低潮 down 到不行時，我可能就是，當下我可能也會想

辦法讓我自己哭，我會想辦法找人(所以那種心理調適的力量來自自己？)對，你要把自

己的點爆出來，我可能就是站在我家陽臺，白天喔，晚上我才不要，我就阿阿阿大叫，

然後自己把胸口的氣吐出來，這樣慢慢的就讓自己沉靜下來，然後不然的話，我就會盡

量轉電視，找那種悲劇來看，然後發洩，(讓自己哭)對！就變成我自己養成一個習慣，

如果真的已經滿到胸口了，我會想辦法哭，但打自己不會哭啦，一定要看那種可憐的東

西哭…看一看，ㄟ哭了，起碼眼淚流了，我就會覺得有宣洩。因為我最怕就是第一個我

哭不出來，我心情很苦，很悶，可是你哭不出來，然後再來就是說，我已經發洩完了我

發現我還是負面的時候，我怎麼辦？我會找一個人，那個人是我以前的同事，那我現在

認他做姐姐，他會跟我聊，但他不會給我答案，他只會給我一個點，叫我自己去往下延

伸，那他算是對我助力蠻大的，(你的心靈導師之類的？)嗯！」(美) 

 

    黃迺毓(2001)在「家庭概論」一書中寫道-「家庭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滿

足每個成員的情感和愛的需要。家人之間彼此的愛、接納、關心和支持是

最珍貴的。」從訪談的分析中發現，就業母親與家人之間的確存有強烈的

情感關係，但彼此間也呈現複雜的情感糾葛，有時提供支持，有時帶來壓

力。前面已針對配偶、公婆、父母等家人的參與進行討論，故不再贅述，

而此處想特別提及的是孩子的角色，訪談前研究者的主觀知覺總是將受照

顧的嬰幼兒視為引發就業母親諸多心理壓力的主體，然而訪談過程中卻發

現，對孩子的依戀或責任有時反而是母親調適負面情緒和激發正向情感的

動力。 

 

「其實我們的經濟一直都有問題，可是當我守著他們的時候，完全沒有去外面工作的那

個念頭，這一刻不是我想要的嗎？他們就在我身邊，就像我其實很想不要帶小孩，我只

想陪他們兩個，看他們兩個寫功課我都高興，然後我自己在旁邊畫畫圖，我不覺得我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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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什麼ㄟ，我覺得是他們在滿足我ㄟ，我就是滿足。我的支持就是這兩個孩子啊！這是

甜蜜的負荷吧！」(純) 

 

「我雖然怨他(先生)把孩子丟給我，讓我一個人扛得這麼辛苦，可是其實小孩子對我來

講的話很重要，如果不是這兩個孩子給我力量，我可能也沒辦法撐到今天這樣過，他們

算是我的小天使吧！」(琇) 

 

    除了靠「己」與「人」的力量紓解嬰兒照顧歷程的壓力，多位受訪母

親也靠著信仰得到了力量，佳的信仰讓她明瞭自己的角色並能更喜悅地看

待育兒工作，琇則是透過信仰讓自己在壓力下保持心理的平靜。 

 

「(你覺得在育兒這方面跟工作上是可以做到不衝突嗎？) 我覺得不太可能，因為人的心

力體力都太有限了，所以信仰在這部分帶給我蠻大的力量，在我的信仰當中是非常看重

母職，所以雖然我自己是職業婦女啊！我不一定去選擇當全職媽媽，可是我會覺得這是

一件很棒的事情，就是也是一件很值得的事情。我們身邊有很多…一些教會的弟兄姊

妹，他們就是…有了 baby 之後他們就辭掉工作，然後就是很專心的陪伴這個孩子這樣，

而且他們對於多生幾個孩子阿就是很欣然接受，就是覺得這是一種很大的祝福阿，他們

很願意去。」(佳) 

 

「我老爸他 90 年的時候他得血癌住院，因為醫院都有佛堂嘛！還有就自己去接觸一些

有的沒的，就會去看書什麼的這樣子，然後就是放心經給他聽，最後三個月他走的時候

很安詳。我其實在宗教這條路上我其實獲得很大穩定的力量。(因為爸爸的因緣，妳那

時候開始接觸到這個？) 對，再來就是我一直在想辦法我不要陷在這個漩渦裡面，我要

趕快跳出來，因為我還有小孩還有媽媽，我不希望我的負面情緒都一直去影響到他們，

而且我還四十歲不到你覺得我能一輩子過這種生活嗎，我覺得人生不應該只有這件事

情，反正我現在也有在禪坐，壓力大的時候就念心經，它真的是有神奇的效果，就是我

唸完，我心裡就平靜了。」(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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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以上的內容乃是從 12 位受訪者的訪談稿中萃取出多數就業母親共同

一致的經驗內涵進行分析。若從生態系統的觀點來加以對照，母親的經驗

恰恰反映了發展個體在嬰兒照顧問題上的生態系統運作。每個案例從計畫

開始到實際托育的過程都經歷了或許或少的改變與調整，對先前經驗的知

覺也會內化為一種可能影響後續決策的托育態度，這是時間系統的效應。

而前述提到的家人關係、家人意見、職場壓力都是小系統因素對母親的影

響，有時這些人、事、物能提供就業母親育兒的支持和協助，有時卻是增

添當事人托育安排的壓力和困擾，而母親對這些正負向影響的覺察是左右

其托育滿意的關鍵。 

    面臨就業與育兒的抉擇是母親中間系統運作的挑戰，多數母親嘗試在

家庭與職場兩個小系統間求取平衡，但往往因為欠缺友善家庭的職場環境

或家庭中的其他成員未能提供支持，故不是造成奔波於兩個場域間的就業

母親更大的壓力，就是讓她們必須選擇放棄生涯發展。 

    托育資源本身即是就業母親重要的托育外系統，然而這些資源的可得

性或品質不盡然能滿足母親的托育需求或是解決其托育困境，因此朋友的

傾聽和鼓勵、宗教信仰的心靈慰藉等因素就成了協助母親們調適心理壓力

的外系統力量。 

    事實上，在每位受訪者所經驗的不同托育歷程中，我不斷地感受到某

些共同的價值在其中隱隱地發酵，為什麼理所當然地該由婆婆或母親來照

顧孩子？為什麼下班之後母親還要承擔多數的嬰兒照顧工作？為什麼對

長輩的教養態度不認同卻不敢直接溝通？為什麼國內多數的職場未提供

友善家庭的就業環境？其實前述提及的家人角色、家人關係、職場生態和

支持性的外系統等，樣樣莫不受華人社會父權觀念及傳統性別角色期待的

文化價值所影響，故時至今日，儘管國內育兒女性的勞動參與率已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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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但壟罩著社會的傳統文化壓力仍繼續默默地滲透到許多就業母親的

生活經驗中，成為她們生命中難以承受之重，而本研究所探討的嬰兒階段

托育經驗僅是一端。 

    初始對就業母親托育歷程的訪談，目的是想進一步瞭解量化研究所發

現的現象背後隱含的脈絡經驗和意義，雖知結果可能多元複雜，但還是希

望它像行走在一條既定的渠道，潺潺的流水或快或慢、或清或濁，大致有

相似的源頭和去路，誰知訪談過程卻如探水鑿井般愈掘愈深，卻又愈無法

確定活水源頭之處，而任務完成之後，同為就業母親的我不覺陷入更深的

迷惘，12 位母親有著 12 段截然不同的經驗故事，當我融入他們的喜悅和

哀愁時，總是像迷了路一樣找不到最初那個想要單純理性的自己，只能

說，就業母親實際的托育經驗遠比想像的複雜，我試著將事件、角色、脈

絡情境依時間順序的發展進行分析，卻仍有許多無法道盡之處，而在有限

的時間和能力下，本研究也只能先從弱水三千中取數瓢飲之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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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章依據第四章的研究結果，歸納主要研究發現並提出建議。全章共

分二節：第一節為研究結論；第二節依分析所得提出教育、研究及政策推

廣的建議。 

第一節 結論 

 

一、就業母親的嬰兒照顧安排情形 

(一)就業母親在孩子二歲前所採取的主要照顧方式上，選擇親屬托育的比

例最高，其次是由母親自己照顧，採用家庭保母托育的就業母親，大部分

選擇沒有專業證照的保母托育。 

 

(二)就業母親有關托育安排的主要資訊來源以「家人」為主，其次是透過

「網路」、「朋友」、「同事」和「親戚」，由「媒體」和「政策文宣」獲得

托育安排資訊的比例極低。 

 

(三)近四成就業母親的職場有不利於嬰兒照顧的特性，最普遍的是「平均

工時長」；三成五的就業母親職場有提供嬰兒照顧支持的相關政策，最普

遍的為「育嬰假」措施；不到三成的受訪者知覺到所居住的社區有獲得托

育資訊的管道，其中最普遍的方式是透過「社區公佈欄」；近四成的受訪

母親感覺周遭環境存有對嬰兒照顧較傳統的觀念和態度，其中最普遍的觀

念是「女性應承擔主要的嬰幼兒照顧工作」。 

 

(四)近四成就業母親在孩子出生到二歲階段因「孩子的照顧問題」而改變

自己的就業情形。母親選擇繼續就業者主要考量的因素為「經濟上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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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其次是「想要持續生涯發展」和「喜歡當時的工作」；選擇停止就業

的母親所考量的主要原因以「找不到滿意的照顧者或托育環境」為最多，

其次是「喜歡育兒工作」及「托育費用太高」。 

 

(五)近六成就業母親對所使用的嬰兒照顧方式感到滿意。母親感到滿意的

比例最高的是托嬰機構由保育員照顧的托育方式，滿意的比例最低的則是

由婆婆照顧的方式。 

 

(六)超過半數受訪母親表示「知道」的政策只有「家庭保母專業認證」和

「推動企業有薪給育嬰假」，顯示就業母親對相關政策多半缺乏認識。 

 

二、母親個人背景與選擇嬰兒照顧方式之關係 

(一)不同年齡組的就業母親在嬰兒照顧選擇上並無顯著差異存在。  

 

(二)不同教育程度組的就業母親在嬰兒照顧選擇上有顯著差異存在。母親

教育程度愈高，由自己照顧嬰兒的比例愈低，而「高中」組母親分別與「大

專」及「研究所以上」二組母親達顯著差異；選擇家庭保母托育的比例則

隨著母親教育程度愈高而增加，其中「高中」組分別與「大專」及「研究

所以上」二組母親有顯著差異存在。 

 

(三)不同家庭收入組的就業母親在嬰兒照顧方式的選擇上有顯著差異存

在。母親家庭收入低者，由自己照顧嬰幼兒的比例較高，而母親家庭收入

高者，則有較高的比例選擇親屬或家庭保母托育。 

 

(四)就業母親選擇不同嬰兒照顧方式的比例並未因幼兒性別、出生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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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的不同而有顯著差異存在。 

 

三、母親的環境脈絡因素與選擇嬰兒照顧方式的關係 

(一)家人是否參與意見在選擇嬰兒照顧方式的比例上有顯著的差異存在。

家人有參與托育安排意見者，其選擇自己照顧的比例顯著低於家人未參與

意見的母親，反之，採用非母親照顧的比例則顯著高於家人未參與意見者。 

 

(二)職場有「工作地點離家遠」、「平均工時長」特性的就業母親，選擇非

母親照顧嬰兒的比例顯著高於無此職場特質者，而選擇自己照顧嬰兒的比

例則顯著低於職場無這些特質的就業母親；在育嬰假方面，工作單位可請

育嬰假者，選擇自己照顧嬰兒的比例顯著低於無育嬰假可請的就業母親，

而嬰兒採用非母親照顧的比例則顯著高於職場未實施育嬰假制度者。 

 

(三)社區是否提供托育資源在母親選擇嬰兒照顧方式的比例上並無顯著的

差異存在。 

 

(四)感受到週遭環境有「母親應留在家裡照顧年幼子女」這項傳統觀念 的

母親選擇自己照顧嬰兒的比例顯著高於無此感受者，而有感受到「讓年幼

的孩子接受家庭外托育是不適當的」及「女性應承擔主要的嬰幼兒照顧工

作」兩項觀念的母親選擇自己照顧的比例雖然都高於無此感受者，但未達

統計上的顯著差異。 

 

四、母親的信念與嬰兒照顧安排之關聯情形 

(一)選擇不同嬰兒照顧方式的母親，在托育選擇工具信念的三個向度中，

對「人際取向」及「安全便利取向」的重視程度並無顯著差異，而在「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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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學習取向」部分，採取母親自己照顧、親屬托育與機構式托育的就業母

親對「專業學習取向」的重視程度無差異存在，但三組皆顯著高於選擇家

庭保母托育的母親。 

 

(二)選擇不同嬰兒照顧方式的母親，在托育影響知覺的二個向度有顯著差

異存在，選擇機構式托育的就業母親知覺托育對嬰幼兒的「有利影響」顯

著高於其他組別的母親；而在嬰兒接受托育有「不利影響」的知覺方面，

母親自己照顧者顯著高於選擇其他照顧方式的母親，而選擇親屬托育者對

「不利影響」的知覺程度又顯著高於選擇「家庭保母托育」和「機構式托

育」者。 

 

(三)選擇不同嬰兒照顧方式的母親，在母職角色信念上有顯著差異存在，

由自己照顧嬰兒的母親在「天賦母職」和「責任母職」二者的得分顯著高

於選擇其他照顧方式的母親，而「親屬托育」、「家庭保母托育」、「機構式

托育」的三組就業母親在母職信念上則無顯著差異。 

 

(四)選擇不同嬰兒照顧方式的母親，在母親就業態度的三個向度中，「工作

滿意」情形並無顯著差異，而在「生涯抱負」和「工作/家庭承諾」部分

則有顯著差異存在，選擇由親屬托育者在「生涯抱負」的得分顯著高於自

己照顧及家庭保母托育的二組母親，而在「工作/家庭承諾」的得分，自

己照顧嬰兒的母親則顯著高於由親屬托育者，與其他組則無顯著差異。 

 

五、母親的個人特質對其嬰兒照顧選擇之預測情形 

    經邏輯斯迴歸分析顯示，就業母親的「家庭收入」及「專業學習取向」、

「人際取向」、「不利影響」、「天賦母職」四項信念對母親是否選擇自己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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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嬰兒有顯著的預測力。「家庭收入」及「人際取向」因素與母親選擇自

己照顧嬰兒呈負向關聯，「專業學習取向」、「不利影響」和「天賦母職」

三項因素與母親選擇自己照顧嬰兒有正向關聯。整體的分類預測正確率為

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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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本節依據文獻探討、施測過程及研究結果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對未來研究的建議 

(一)研究取樣範圍 

    本研究因考量時間及人力因素，研究取樣範圍僅限於北台灣的台北縣

(市)及基隆市。根據文獻探討指出，就業母親的家庭結構、就業環境、所

居住的社區型態、社會的傳統育兒觀念等環境脈絡因素皆可能影響其嬰兒

照顧選擇，而就媒體報導及研究者的經驗認知，北台灣與國內其他地區在

家庭結構、社區型態、就業環境和社會風氣等方面皆有所差異，因此可能

使得母親在嬰兒照顧安排上有不同的結果出現。基於此，故建議未來研究

可擴大取樣範圍，或進行不同地區的比較。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便於取得大量且較接近隨機分配的樣本，故透過立案幼兒園

選取幼兒母親為研究對象，並以回溯方式蒐集就業母親嬰兒照顧的相關資

料。訪談過程發現母親對托育經驗的心理感受和情感知覺會隨時間而調

整，Seo（2003）亦指出，母親在托育選擇之前的信念可能會在托育決定

後改變，雖然採回溯方式可獲取歷程資料，但仍存在受訪者因記憶模糊或

混淆而使得資料真實性降低的風險，故建議應發展整合型的長期研究，從

母親孕期開始即進行持續性的追蹤，以確實瞭解就業母親在托育歷程中不

同階段的問題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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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議題 

    從研究結果發現，母親對托育影響的知覺情形會影響其照顧方式的選

擇，意即母親在托育安排上並非單純只是嬰兒照顧替代角色的選擇，她們

也重視托育使用對嬰幼兒發展的影響。然而一般家長通常欠缺對高品質托

育的瞭解，對托育影響的知覺也未必正確，因此需要相關研究提供具體明

確的結果供其參考。不過陳姣伶(2009)的托育文獻回顧顯示，國內有關托

育服務的研究較少以幼兒為研究對象，探討托育品質的研究也十分有限，

更缺乏對兒童發展影響的探討，故不論政府或學界在給予家庭有關兒童照

顧的建議時，都無法提出強有力的證據。反觀國外，由美國 NICHD（1994）

所進行的兒童照顧研究已有很長的歷史，且十分關注托育環境對幼兒長期

發展的影響。國內的托育型態與育兒信念和國外並不相同，其研究結果並

不能用來推論台灣的現況，因此建議未來研究可多針對托育對幼兒的影響

進行探討。 

    另一方面，由於非母親照顧的托育方式逐漸成為社會和文化的常態，

所以母親和照顧者之間的關係也逐漸被視為影響嬰幼兒發展的重要中間

系統。本研究結果顯示，就業母親對不同照顧者的滿意情形差異頗大，從

質性訪談內容則發現，母親與嬰兒照顧者間除常見的育兒觀念不一致外，

彼此的溝通也存有微妙的權力平衡關係，然而本研究僅獲取就業母親的觀

點，故建議研究可以托育雙方為對象，除探索托育關係的實質內涵，也能

讓彼此的想法對焦，達到促進溝通的目的。 

 

二、對教育應用的建議 

    孩子的成長與發展是父母共同的責任，因此對嬰幼兒照顧方式和托育

環境的安排理所當然該由雙親來一起參與。不過文獻探討和研究結果皆顯

示，父親對嬰幼兒照顧的參與程度極低，且多半是「緊急支援」而非「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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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或「支持」的角色。王舒芸和余漢儀(1997)的研究訪談育有六歲以下

幼兒的核心家庭夫婦，研究結果指出文化規範對傳統性別分工的定義與制

約，削弱了父親投入育兒角色的意願，而這套規範又透過社會化的歷程，

從家庭、學校、媒體到社會教育，不斷地灌輸與傳遞，使得育兒能力在各

個傳遞管道上充滿性別區隔，因此也讓男性在嬰幼兒照顧上顯得力有未

逮。在質性訪談中，研究者的確發現父親的低度參與其實是整個社會文化

長期塑造的結果，許多就業母親儘管抱怨或不滿，但仍選擇默許或包容這

種情況，因此父親也毋須被迫學習育兒能力，這種惡性循環導致許多父親

即使想扮演好親職的角色也會無所適從，王叢桂(2000)指出，國內長期以

來欠缺父職的資訊，因此多數父親其實必須一路摸索如何扮演父親角色。 

父職教育是兩性平等教育重要的一環，其推廣需結合各級教育機構的課

程、醫療院所的婦嬰照護計畫和政府機構的政策制定與宣導等，讓父親們

有機會和管道學習如何做個稱職的父親。 

    此外，研究者近年來參與國內「bookstart 嬰幼兒閱讀」的推廣工作，

因講座活動鼓勵父母帶襁褓中的孩子一起參加，故提昇了雙親共同參與的

意願，也發現愈來愈多年輕的爸爸逐漸走出傳統父職的迷思，努力學習成

為妻子在育兒上的夥伴，因此建議應設計便於夫妻及親子共同參加的親職

推廣方案。  

 

三、對政策推廣的建議 

    從研究發現瞭解到許多就業母親在嬰兒照顧問題上亟需獲得來自家

庭外托育資源的協助與支持。事實上，近年來政府已陸續推動多項針對雙

薪家庭父母育兒需求所規劃的福利政策，然而本研究結果卻顯示多數受訪

母親對這些政策毫不知情或不甚瞭解，因此無法多加利用以緩解個人所面

臨的托育壓力。從研究過程發現，嬰幼兒照顧政策的宣導成效不彰部分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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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與政策推廣方式未充分結合就業母親資訊取得管道有關，故出現一方往

東賣力宣傳，另一方在西卻毫無所悉的情形。基於此，研究者提出以下二

點建議以供相關政策推廣的參考： 

 

(一) 採取跨單位整合的政策推廣模式 

    政府近年來實施多樣提昇保母人員專業化的政策，包括開辦保母培訓

課程、實施保母人員技能檢定、成立保母資源中心、建構保母支持系統等，

這些政策的目的無非是為了提供家庭更優質專業的托育服務資源，然而本

研究結果卻發現，採取家庭保母托育的受訪母親，多數並未選擇有專業證

照的保母。透過深入的訪談得知，就業母親們往往缺乏充分和有效的資訊

來源，也沒有足夠的時間尋覓合適並專業的托育服務，因此「認識的人」、

「方便接送」、「有帶孩子的經驗」等非關托育品質的條件便成為母親較能

掌控的托育選擇考量因素，至於家庭保母的專業背景則是「可遇不可求」

的理想了。 

    其實多數就業母親在懷孕階段即開始思考和計畫孩子出生後的托育

問題，意即若該階段正確且符合母親需求的托育資訊能充分到位，應可有

效降低母親托育安排的困擾，並協助其覓得更優質的托育服務。 

    孕期母親正確育兒資訊的主要來源為進行產檢的醫療院所，但資訊內

容以衛生單位的政策宣導為主，經常進出醫院產檢的準媽媽們卻無法在這

個管道上獲取她們也極需要的托育資訊，故建議兒童照顧政策及托育服務

的資訊可結合衛生單位或醫療院所進行宣導。 

 

(二)善用網路的宣導功能 

    本研究發現，超過半數以上的就業母親會從網路搜尋托育的相關資

訊，但曾進入政府網站查詢托育服務資源及相關政策者卻不及四成，這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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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將近二成的差距可透過網站連結、部落格建置、購買搜尋引擎的關鍵

字、發行電子報等方式讓網路使用者更容易接觸的政府的政策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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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就業母親嬰兒照顧安排調查問卷 

編號： 

 

親愛的家長，您好！ 

 

    首先感謝您撥冗填答此份問卷！過去數十年間，國內女性加入勞動市場的比例

大幅成長，雖然婦女就業可平衡兩性的發展並改善家庭經濟，但對育兒家庭來說，

母親就業伴隨而來的便是子女的托育安排問題，尤其是身心皆極需成人照料的嬰兒

階段，母親的照顧安排更形重要。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想瞭解就業母親對於子女嬰

兒階段的托育安排情形，並探究影響母親照顧選擇的相關因素及其影響程度，因此

十分希望能獲得您的寶貴意見，使本研究對於就業母親嬰兒照顧安排的分析能更為

完整與充實。 

 

    問卷中每道題目的答案並沒有對錯或好壞之分，所以填答時您毋需參考他人的

看法或意見，只要依照實際情形勾選符合您個人狀態或想法的選項即可。您所回答

的內容都將是我們的寶貴資料，且僅供本研究分析之用，問卷資料處理過程是以『全

體』而非『個別』對象來進行分析，所有資料也一律採取匿名方式處理，絕不會對

外公佈或洩漏有關您與您家庭的任何資料，因此您可以放心填答。 

 

    填答問卷時間約需 20~30 分鐘，為了感謝您的參與，本研究將致贈薄禮一份，

聊表謝意(禮物將在收到您填寫完畢的問卷後，由貴子弟的教師代為轉交)。此外，

問卷資料蒐集完成之後，研究者擬再從受訪者中抽取部分對象進行嬰兒照顧問題的

深入訪談，若您同意在研究者提出邀請時參與後續訪談，請在下方填寫姓名及連絡

電話（不考慮再接受後續訪談者免填），屆時我們將會依據您所填寫的資料來和您 

約定訪談的地點和時間。 

 

◆母親姓名：           (不便留全名者，可註明一般稱謂，如「張小姐」) 

 

◆連絡電話：               或 e-mail：                                 

     

    再次由衷地感謝您的支持與協助。敬祝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家庭與人類發展學系   博士候選人  陳姣伶 

                                                   指導教授    黃迺毓 

                                敬上 

                                                                 2008/12 
 

填寫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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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以下題目乃是針對您目前就讀於幼兒園的該名子女，請您回溯從他(她)出生到

二歲前，您所採取的照顧方式及托育使用情形，故請針對這個孩子的單一經驗作答即可。

請在最符合您當時實際狀況的“□＂中打ˇ，或在“      ＂上填寫適合的文字說明。 

 

ㄧ、幼兒基本資料 

1.就讀園所：                  ，班級：□1.大班□2.中班□3.小班□4.混齡班 

 

2.性別：□1.男 □2.女 

 

3.在家中排行：□1.老大  □2.老二  □3.老三  □4.老四 □5.其他，請說明    

 

4.嬰兒期的氣質狀態：□1.非常好帶  □2.還算好帶  □3.普通  □4.有點難帶 

                    □5.非常難帶 

 

5.嬰兒期的特殊照顧需求： 

  □1.無 □2.特殊飲食製備 □3.特殊官能照顧(例如肌肉按摩、感統練習等) 

  □4.其他，請說明            

 

二、嬰兒照顧安排情形 

1.您是否在這個孩子出生前即已決定好他出生後的照顧方式？ □1.是 □2.否 

 

2.您在這個孩子二歲以前所採取的主要照顧方式為：(曾變更方式者，可複選) 

  □1.母親自己照顧，持續時間：      月 

  □2.家庭式托育：□1.同住家人照顧，照顧者為您的           

                      ，持續時間：        月 

                  □2.非同住親人至家中照顧，照顧者為您的       

                      ，持續時間：      月 

                  □3.僱請傭人(請圈選：本國籍、外籍)在家中照顧 

                      ，持續時間：      月 

□4.僱請保母(請圈選：有保母證照、無保母證照、不清楚) 

    至家中照顧，持續時間：      月 

                  □5.送至親戚家照顧，持續時間：      月，照顧者：    

                  □6.送至保母家照顧(請圈選：有保母證照、無保母證照、 

                      不清楚)，持續時間：      月 

                  □7.其他           ，持續時間：      月 

  □3.機構式托育：□1送至托嬰機構，持續時間：      月 

                  □2.其他        ，持續時間：      月 

 

3.這個孩子在二歲以前，您是否曾改變過對他的托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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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是，請依時間順序詳列曾使用過的托育方式，如：自己照顧→送托嬰中心 
      1.(           ) →2.(           ) →3.(           ) →4. (          ) 
  □2.否(勾「否」者跳答第 5題，出生後一直由母親自己在家照顧者則跳答第 8 題) 

 

4.您變更這個孩子托育方式的主要原因(可複選)： 

  □1.幼兒的適應情形不佳，說明：                                      

  □2.對照顧方式不滿意，說明：                                        

  □3.托育費用較高，說明：                                            

  □4.托育地點接送不方便，說明：                                      

  □5.不喜歡照顧者的特質，說明：                                      

  □6.家人的建議，說明：                                              

  □7.其他原因，說明：                                                

 

5.若您選擇家庭外托育，孩子是否天天接回？(指一般狀態，非特殊情況) 

  □1.是   □2.否 

 

6.這個孩子在嬰兒階段接受家庭外托育時，平均每日的時間為： 

  □1.四小時以內  □2.四至八小時  □3.八至十二小時  □4.十二小時以上 

 

7.使用家庭外的托育時，主要是由誰負責接送孩子？(指一般情形，非偶發狀況) 

  □1.雙親一起接送  □2.父親接送  □3.母親接送  □4.其他            

 

8.您在這個孩子二歲前是否曾使用過全日托(24 小時托育)？(指常態性安排，非短期臨托) 

  □1.是，您使用 24 小時托育的主要原因是： 

          □1.托育地點較遠，不方便每天接回 

          □2.小孩不好帶，自己無法勝任照顧工作 

          □3.平日工作忙碌或工時較長，無暇照顧孩子 

          □4.工作型態作息不定，無法配合孩子的生理時鐘 

          □5.家中有其他孩子要照顧，恐體力不勝負荷 

          □6.想要維持較好的工作體力和生活品質，怕受孩子干擾 

          □7.其他                         

  □2.否 

 

9.這個孩子的托育費用來源依靠： 

  □1.您個人獨力負擔  □2.配偶獨力負擔  □3.夫妻倆人共同負擔 

  □4.公婆資助  □5.娘家資助  □6.其他        

 

10.這個孩子嬰兒階段的托育費用大約佔您家庭當時每月平均收入的比例？ 

  □1.10%以下□2.10~20%  □3.20~40%  □4.40~60%  □5.6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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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以下題目是想瞭解在貴子弟嬰兒階段，您身處的環境所存在對嬰兒照顧安排可

能造成影響的因素，請在最符合您當時實際狀況的“□＂中打ˇ，或在“      ＂上填寫

適合的文字說明。 

1.這個孩子出生時，家中是否同時有其他幼兒需要托育照顧？  

  □1.是   □2.否(勾「否」者請跳答第 3題) 

 

2.這個孩子出生後的照顧安排是否連帶影響家中其他孩子的托育狀態？ 

  □1.是，請說明影響情形：                              

  □2.否 

 

3.您對這個孩子的托育安排，家人是否參與意見(包含提供資訊與經驗分享)？ 

  □1.是    □2.否(勾「否」者請跳答第 8題) 

 

4.主要參與意見的家人有哪些? (可複選) 

  □1.配偶 □2.公公 □3.婆婆 □4.自己的父親 □5.自己的母親 □4.其他(   ) 

 

5.家人參與意見的方式？(可複選)  

  □1.提供您托育安排的相關資訊(例如協助蒐集資料或尋覓托育環境) 

  □2.表達對孩子托育安排的立場(例如主張幼兒應採用某種托育方式) 

  □3.強勢主導您的托育安排(例如直接幫您找好照顧者或托育環境) 

  □4.分享經驗(例如說明自己所遭遇的問題和解決方式供您參考) 

  □5.其他方式，請說明                                            

 

6.家人的意見對您的托育決策歷程產生何種影響？(請逐項勾選，第 6 項直接填入其他 

  家人稱謂) 

  1.配偶：□1.無影響 □2.獲得協助與支持 □3.造成壓力和困擾 □4.其他      

  2.公公：□1.無影響 □2.獲得協助與支持 □3.造成壓力和困擾 □4.其他      

  3.婆婆：□1.無影響 □2.獲得協助與支持 □3.造成壓力和困擾 □4.其他      

  4.父親：□1.無影響 □2.獲得協助與支持 □3.造成壓力和困擾 □4.其他      

  5.母親：□1.無影響 □2.獲得協助與支持 □3.造成壓力和困擾 □4.其他      

  6.(  )：□1.無影響 □2.獲得協助與支持 □3.造成壓力和困擾 □4.其他       

 

7.您是否擁有對這個孩子照顧安排的主要決策權？ 

  □1.是 

  □2.否，主要決策方式：□1.與家人共同協商決定(註明哪一位家人：        ) 

                        □2.由家人主導決定(註明哪一位家人：        ) 

                        □3.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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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尋求嬰幼兒的照顧安排時，您獲得相關資訊的主要來源是(至多勾選三項，並依 

  您參考及重視的程度標示 1、2、3)： 

  □1.家人  □2.親戚  □3.同事  □4.朋友  □5.鄰居  □6.媒體  

  □7.政府文宣□8.網路訊息  □9.其他        

 

9.哪一類的資訊對您的嬰兒照顧安排最有幫助？ 

  □1.直接介紹保母或托育機構 

  □2.提供托育選擇的策略或原則性建議 

  □3.分享個人經驗或所知的案例 

  □4.其他                      

 

10.您是否曾使用網際網路探尋和托育有關的資訊？ 

   □1.是，方式(可複選)：□1.進入政府網站查詢托育服務資源及相關政策  

                         □2.搜尋與托育有關的網站或文獻 

                         □3.刊登托育廣告或透過廣告尋找保母 

                         □4.上聊天室提問或與網友討論托育問題 

                         □5.其他                                 

   □2.否 

11.您的工作型態是否有一些不利於母親嬰兒照顧的特性？ 

   □1.是，特性(可複選)：□1.工作地點離家遠(兩地距離超過 30 公里) 

                         □2.平均工時長(超過 10 小時/日) 

                         □3.需輪班工作(屬經常性或常態性) 

                         □4.必須常到外地出差(無法當日往返) 

                         □5.其他         

   □2.否 

12.您的工作職場是否提供您對嬰兒照顧的支持？ 

   □1.是，方式(可複選)：□1.提供托育補助 

                         □2.採取彈性工時 

                         □3.可請育嬰假 

                         □4.辦理企業托嬰服務 

                         □5.其他                

   □2.否  

13.您所居住的社區型態是否有獲得托育資訊的管道？ 

   □1.是，方式(可複選)：□1.社區公佈欄，資訊類型：                 

                         □2.社區發展協會，資訊類型：            

                         □3.社區活動中心或交誼廳，資訊類型：            

                         □4.其他                ，資訊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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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否 

14.您所居住的社區是否有托育服務的資源？ 

   □1.是，資源類型(可複選)：□1.公立托育機構 

                             □2.社區自組之托兒服務網 

                             □3.私立托育機構 

                             □4.家庭保母 

                             □5.其他                 

   □2.否 

 

15.您是否曾因這個孩子的照顧問題而改變居住地點？ 

 □1.是，請說明改變情形：                             

 □2.否 

 

16.您是否感覺日常所處的社區(或社群)對於嬰幼兒的照顧有較傳統的觀念和態度？ 

  □1.是，傳統觀念(可複選)：□1.母親應留在家裏照顧年幼的子女 

                            □2.讓年幼的孩子接受家庭外托育是不適當的 

                            □3.女性應承擔主要的嬰幼兒照顧工作 

                            □4.其他                 

  □2.否(勾「否」者跳答第三部分) 

 

17.您從哪些管道感受到上述的社會風氣和價值觀？ 

  □1.家人的態度  □2.親朋好友的意見  □3.媒體的傳播  □4.職場現象   

  □5.政策的實施  □6.其他                     (請文字說明)  

 

第三部分：以下題目是想瞭解您在這個孩子出生時的就業狀態，以及出生後的就業變動情

形，請在最符合您當時實際狀況的“□＂中打ˇ，或在“      ＂上填寫適合的文字說明。

 

1.這個孩子出生時，您的工作狀態： 

  □1.固定時間全職工作 □2.輪班制全職工作 □3.兼職工作□4.其他        

  □5.停職未就業，原因：            

 

2.請填寫您在這個孩子出生時所從事的職業類型及職稱：        (職稱：    ) 

 

3.您對當時工作職級的滿意程度：□1.很滿意□2.滿意□3.尚可□4.不太滿意□5.很不滿意 

 

4.您對當時工作收入的滿意程度：□1.很滿意□2.滿意□3.尚可□4.不太滿意□5.很不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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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這個孩子二歲前，您的就業情形是否曾因“孩子的照顧問題＂而產生變動？ 

  □1.是(請說明變動情形及原因，例如：因無人可幫忙帶孩子而辭掉工作)，  

  說明：                                                              

  □2.否 

6.從這個孩子出生到二歲這段期間，您的就業變動狀態： 

  □1.持續未就業  □2.持續就業  □3.親自育兒一段時間後再就業  

  □4.先就業一段時間後再停職育兒  □5.其他，請說明            

 

7.您在生育這個孩子後選擇繼續就業的原因(可複選)：(停止就業者免答此題) 

  □1.經濟上的需要  □2.想要持續生涯發展  □3.不喜歡帶小孩  

  □4.喜歡當時的工作  □5.家人(     )的意見  □6.其他，請說明         

 

8.您在生育這個孩子後選擇停止就業的原因(可複選)：(繼續就業者，免答此題) 

  □1.家人(  )要求 □2.喜歡育兒工作 □3.找不到滿意的照顧者或托育環境  

  □4.托育費用太高  □5.不滿意原來的工作  □6.家中有其他幼兒要照顧  

  □7.其他，請說明           

 

9.您在這個孩子出生後返回職場從事專職(或非臨時性)工作的時間： 

  □1.休完產假即開始上班  □2.孩子出生 2-6 個月 □3.孩子出生 6-12 個月  

  □4.孩子出生 12-18 個月  □5.孩子出生 18-24 個月  □6.孩子滿二歲以後 

  □7.一直未再進入職場    

 

第四部分：以下題目是想瞭解您對這個孩子嬰兒階段所使用的照顧方式的滿意程度，以及

對目前托育政策的看法。請在最符合您實際狀況的“□＂中打ˇ，或在“      ＂上填寫

適合的文字說明。 

 

1.您對這個孩子二歲前使用的托育方式是否感到滿意？(使用多種方式者，可複選) 

  □是，最滿意的方式是：           ，滿意的原因：                    

  □否，不滿意的方式是：               ，不滿意的原因：              

  □沒意見 

2.若必須將嬰兒委由他人照顧，以您目前的經驗和想法，您會偏好哪一種托嬰方式？ 

  □1.家庭保母托育，原因                                             

  □2.嬰兒的祖父母照顧，原因                                         

  □3.嬰兒的外祖父母照顧，原因                                       

  □4.熟識的親朋好友托育，原因                                       

  □5.托嬰機構照顧，原因                                             

  □6.其他方式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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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目前政府計畫推動的托育相關政策，您知道的有哪些？(可複選) 

  □1.辦理家庭保母證照考試 

  □2.地方政府設立托育資訊服務網，提供托育資源及轉介服務 

  □3.建立社區保母支持系統 

  □4.提供雙薪家庭二歲以下嬰幼兒托育補助 

  □5.推動企業有薪給的育嬰假 

  □6.其他                        

  □7.完全不知道 

 

4.如果您目前或未來有嬰兒照顧的需求，您認為哪些政策會對您的嬰兒照顧產生實 

  質的幫助？(意即哪些政策是您會考慮使用的？)(可複選) 

  □1.家庭保母專業認證，原因：                                        

  □2.地方政府設立托育資訊服務網，提供托育資源及轉介服務，原因：     

  □3.建立社區保母支持系統，原因：                                   

  □4.提供雙薪家庭二歲以下嬰幼兒托育補助，原因：                     

  □5.推動企業有薪給的育嬰假，原因：                                 

  □6.其他                  ，原因：                                 

 

5.您過去在嬰幼兒照顧上所面臨的主要困境是什麼？(可複選) 

  □1.托育費用太高 

  □2.不易找到優質的托育環境或照顧者 

  □3.缺乏友善家庭的就業環境 

  □4.沒有遇到困難 

  □5.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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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對嬰兒托育影響情形的知覺 

   這個部分的題目是想瞭解您對嬰兒托育影響情形的看法。下列有關嬰兒接受托育可能

造成影響的敘述，請依照您的同意程度，在最符合您實際狀況的“□＂中打ˇ，從左邊到

右邊分別是「非常同意」、「有點同意」、「不太同意」、「很不同意」。您勾選的標準說明如下：

1.如果該敘述完全符合您的想法，請勾選「非常同意」 

2.如果該敘述與您的想法接近，但並非完全一致，請勾選「有點同意」 

3.如果該敘述與您的想法不同，但非完全不一致，請勾選「不太同意」 

    4.如果該敘述完全不符合您的想法，請勾選「很不同意」 

 
                                                        非   有   不   很 
                                                        常   點   太   不  
                                                        同   同   同   同 
    請問您同意下列各項說法嗎？普遍來說……              意   意   意   意 
 

1.接受嬰兒托育的孩子比較容易缺乏安全感………………    □   □   □   □ 
2.孩子接受嬰兒托育能較快學習獨立，不會凡事依賴他人    □   □   □   □ 

3.接受嬰兒托育比較能夠刺激孩子的語言發展………..……   □   □   □   □ 

4.孩子在托嬰環境比較容易建立規律的生活作息………..…   □   □   □   □ 

5.孩子接受嬰兒托育可以較快建立常規和自理能力………..   □   □   □   □ 

6.托嬰讓父母和孩子相處時間減少，親子關係會比較疏離    □   □   □   □ 

7.孩子容易從托育環境學到一些不良習慣或行為……….….   □   □   □   □ 

8.接受嬰兒托育可以豐富孩子的生活經驗，促進智能發展    □   □   □   □ 

9.接受嬰兒托育可以增進孩子與他人相處的社會能力………  □   □   □   □ 
10.接受嬰兒托育的孩子較不容易與人建立穩固的親密關係   □   □   □   □ 
11.接受嬰兒托育可以增強孩子對環境的適應能力……………. □   □   □   □ 
12.在托嬰環境，孩子的需求較不易獲得充分的關注和回應… □   □   □   □ 
13.孩子在托嬰環境不如在家裡來得安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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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部分  嬰兒托育安排的考量因素 
   這個部分的題目是想瞭解您在嬰兒托育安排上所認知的重點，以及托嬰選擇時優先考

量的條件。請依照您的同意程度，在最符合您實際狀況的“□＂中打ˇ，從左邊到右邊分

別是「非常同意」、「有點同意」、「不太同意」、「很不同意」。您勾選的標準說明如下： 

1.如果該敘述完全符合您的想法，請勾選「非常同意」 

2.如果該敘述與您的想法接近，但並非完全一致，請勾選「有點同意」 

3.如果該敘述與您的想法不同，但非完全不一致，請勾選「不太同意」 

    4.如果該敘述完全不符合您的想法，請勾選「很不同意」 

                                                    非    有    不    很 
                                                    常    點    太    不  
以下有關嬰兒托育之功能特質的敘述，是否是您為        同    同    同    同 
嬰兒進行托育安排時所考量的重要因素？                意    意    意    意 
 
1. 托育費用低廉……………………………………………   □    □    □    □ 
2. 托育地點方便我探視或接送小孩………………………   □    □    □    □ 
3. 能提供彈性的托育時間…………………………………   □    □    □    □ 
4. 托育環境無任何危險因素………………………………   □    □    □    □ 
5. 托育環境隨時保持清潔衛生……………………………   □    □    □    □ 
6. 照顧者有照顧嬰幼兒的經驗……………………………   □    □    □    □ 
7. 照顧者具備溫暖的人格特質……………………………   □    □    □    □ 
8. 照顧者接受過嬰幼兒照顧的專業訓練…………………   □    □    □    □ 
9. 照顧者有保母人員證照…………………………………   □    □    □    □ 
10. 照顧者是我認識且信任的人……………………………   □    □    □    □ 
11. 照顧者很會哄小孩………………………………………   □    □    □    □ 
12. 照顧者有好的嬰兒照顧口碑……………………………   □    □    □    □ 
13. 托育內容包含一些嬰幼兒學習的課程…………………   □    □    □    □ 
14. 托育環境有很多嬰幼兒玩具或書籍……………………   □    □    □    □ 
15. 托育環境有可供孩子肢體活動的寬敞空間……………   □    □    □    □ 
16. 托育環境中有其他幼兒可以互動………………………   □    □    □    □ 
17. 托育環境較近似居家的照顧型態………………………   □    □    □    □ 
18. 托育環境的空間和設施是專為孩子所設計的…………   □    □    □    □ 
19. 托育環境中有不只一個照顧人員………………………   □    □    □    □ 
20. 孩子是由相同的人照顧…………………………………   □    □    □    □ 
     
    當您填答完畢，請再從以上各項敘述中選出您在托嬰安排上最重視(或最優先考量)
的前五個因素，並依重視程度的順位填入題號： 
    1. (      )    2. (      )    3. (      )    4. (      )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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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母親的嬰兒照顧角色知覺與承諾 

   這個部分的題目是想瞭解您對母親在嬰兒照顧上所扮演的角色與職責的看法。下列各

項有關母親嬰兒照顧角色與母職承諾的敘述，請依照您的同意程度，在最符合您實際狀況

的“□＂中打ˇ，從左邊到右邊分別是「非常同意」、「有點同意」、「不太同意」、「很不同

意」。您勾選的標準說明如下： 

1.如果該敘述完全符合您的想法，請勾選「非常同意」 

2.如果該敘述與您的想法接近，但並非完全一致，請勾選「有點同意」 

3.如果該敘述與您的想法不同，但非完全不一致，請勾選「不太同意」 

    4.如果該敘述完全不符合您的想法，請勾選「很不同意」 

 
                                                        非   有   不   很 
                                                        常   點   太   不  
                                                        同   同   同   同 
                                                        意   意   意   意 
 
1. 照顧小孩是身為母親最重要的任務…….………………..    □   □   □   □ 

2. 若家庭經濟情況許可，母親應放棄工作在家照顧小孩     □   □   □   □ 

3. 母親是孩子最理想的照顧者………………………………… □   □   □   □ 

4. 當工作與育兒相衝突時，母親應以照顧孩子為優先       □   □   □   □ 

5. 母親比任何人更瞭解孩子真正的需要…………………………□   □   □   □ 

6. 我覺得把孩子照顧好比任何事更有意義………………………□   □   □   □ 

7. 對孩子的愛與付出是母親的天性………………………………□   □   □   □ 
8. 不能自己照顧孩子會讓我有罪惡感……………………………□   □   □   □ 

9. 我能充分享受照顧孩子的樂趣…………………………………□   □   □   □ 

10. 我對自己照顧嬰兒的能力充滿信心……………………………□   □   □   □ 

11. 母親是最能滿足孩子需求的人…………………………………□   □   □   □ 

12. 孩子和我在一起的時候比和其他照顧者(保母)還要快樂   □   □   □   □ 

13. 母親天生擁有安慰孩子的本事…………………………………□   □   □   □ 

14. 我覺得女性的價值在於當一個好媽媽…………………………□   □   □   □ 

15. 為了照顧孩子，我會降低對工作的投入………………………□   □   □   □ 

16. 母親應該犧牲個人時間來照顧小孩……………………………□   □   □   □ 

17. 母親應該滿足小孩一切生理與心理需求………………………□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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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  母親的就業態度 
    這個部份的題目是想瞭解您對母親就業的看法。下列有關嬰兒母親生涯發展及個人就

業態度的敘述，請依照您的同意程度，在最符合您實際狀況的“□＂中打ˇ，從左邊到右

邊分別是「非常同意」、「有點同意」、「不太同意」、「很不同意」。 

您勾選的標準說明如下： 

1.如果該敘述完全符合您的想法，請勾選「非常同意」 

2.如果該敘述與您的想法接近，但並非完全一致，請勾選「有點同意」 

3.如果該敘述與您的想法不同，但非完全不一致，請勾選「不太同意」 

    4.如果該敘述完全不符合您的想法，請勾選「很不同意」 

 
                                                        非   有   不   很 
                                                        常   點   太   不  
                                                        同   同   同   同 
                                                        意   意   意   意 
 
1. 母親為了親自照顧孩子而放棄好的就業機會是不值得的   □   □   □   □  
2. 若家中經濟充裕，我並不想出外工作…………………………□   □   □   □ 
3. 如果工作影響到我對孩子的照顧，我會感到沮喪和不安… □   □   □   □ 
4. 我覺得沒有事業會是人生的遺憾………………………………□   □   □   □ 
5. 不管家務多麼繁忙，我都想外出工作…………………………□   □   □   □ 
6. 我對自己的工作能力有信心……………………………………□   □   □   □ 
7. 我經常都能樂在工作…………………………………………. □   □   □   □ 
8. 工作是讓我獨立自主的重要方式………………………… …□   □   □   □ 
9. 我會為了照顧孩子而減少對工作的投入………………………□   □   □   □ 
10. 我覺得工作是人生必要的規劃…………………………………□   □   □   □ 
11. 工作能讓我獲得自信……………………………………………□   □   □   □ 
12. 當工作繁重或壓力大時，我會想辭職回歸家庭…………...…□   □   □   □ 
13. 我喜歡工作帶來的挑戰性與變化性……………………………□   □   □   □ 
14. 我會為了照顧孩子而請假或拒絕加班…………………………□   □   □   □ 
15. 我覺得女性應該將才能發揮在工作上…………………………□   □   □   □ 
16. 工作可以讓我學到知識和技能…………………………………□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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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部分  受訪者基本資料 
    請填寫下列各項基本資料，在符合您實際狀況的“□＂中打ˇ或以文字說明。您的資

料僅供研究分析之用，絕不對外公開，請放心填答。 

 

1.您居住的地區： 

  □1.台北市 □2.台北縣(註明鄉鎮市)     □3.基隆市□4.其他縣市     (請註明) 

 

2.年齡 

  □1.20-25 歲 □2.26-30 歲 □3.31-35 歲 □4.36-40 歲 □5.40-45 歲 □6.46 歲以上 

 

3.籍貫 

  □1.本省閩南 □2.本省客家 □3.大陸各省市 □4原住民，族名：       

  □5.外籍，國家名：        □6.其他        

 

4.您的教育程度 

  □1.不識字 □2.小學 □3.國中 □4.高中 □5.大專 □6.大學 □7.研究所(含)以上 

 

5.您的宗教信仰 

  □1.無 □2.道教 □3.佛教 □4.基督教 □5.天主教 □6.回教 □7.其他         

 

6.您目前的就業狀態 

  □1.未就業 □2.有就業，從事職業（請自行填寫）：             

 

7.您在這個孩子嬰兒階段之婚姻狀態 

  □1.未婚 □2.已婚(夫妻同住) □3.離婚 □4.分居 □5.其他         

 

8.這個孩子出生時，您的家庭型態為： 

  □1.單親家庭 □2.核心家庭(雙親+子女) □3.折衷家庭(祖父母+雙親+子女) 

  □4.其他            

 

9.這個孩子二歲前，與您同住的其他家庭成員有：(可複選) 

  □1.子女(共    人) □2.配偶 □3.公公 □4.婆婆 □5.自己的父親 

  □6.自己的母親 □7.傭人 □8.其他(        )  

 

10.您的家庭每月平均收入：  

  □1.三萬以下  □2.三萬以上，未滿五萬  □3.五萬以上，未滿八萬  

  □4.八萬以上，未滿十萬  □5.十萬以上 

 

∞∞  問卷到此結束，謝謝您的填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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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就業母親嬰兒照顧問題訪談指引 
 
    孩子的誕生對每位辛勤工作的母親來說，或許帶來無限喜悅，卻也可
能增添不少壓力與困擾，尤其襁褓階段的照顧問題更是充滿許多挑戰。身
為職業婦女，相信嬰兒照顧安排的問題必定也曾讓您感到千頭萬緒。 
    本次的訪談延續之前的問卷調查內容，但希望能多深入探索母親在嬰
兒照顧問題或托育歷程中的內在信念與情感的運作。每位母親所面臨的托
育問題不盡相同，所以請就您個人經驗描述即可，以下所草擬的幾個問題
為提供您統整思考的指引，故您毋須按照題目或順序回答，而是參考這些
問題的面向自由敘述您的想法，謝謝！ 
 
    您可以談一談跟這些問題相關的事……… 
 
1. 您從甚麼時候開始思考這個孩子出生後的照顧問題？描述一下當時的

心情，是否感到焦慮？有沒有對象可商量？ 
 
2. 您為何採取這樣的照顧安排？這是您原先最想要的選擇嗎？決策過程

有沒有甚麼壓力？選擇了以後有沒有擔心過哪些事？ 
 
3. 您在選擇就業與親自育兒的問題上是否曾有兩難？為什麼？ 
 
4. 您的配偶在整個過程中扮演何種角色？參與的方式和程度如何？您對

他的期望又是甚麼？ 
 
5. 您的工作性質(就業狀態)是否對您的嬰幼兒照顧帶來壓力？是哪一方

面的壓力？反之，孩子的照顧問題是否也對您的職場生活造成困擾？是
哪一方面的困擾？ 

 
6. 托育過程中是否有哪些關鍵事件(或關鍵人物)對您的托育安排產生影

響或帶來心理壓力？週遭的人事物是否常有育兒相關的意見或氛圍？ 
 
7. 不論您是自己照顧或將孩子托給他人帶，在這段過程中，有哪些讓你感

到安心或煩惱的問題？您較需要得到甚麼樣的協助？ 
 
8. 整體而言，這樣的照顧方式是您認為當時最好(或最期望)的安排嗎？您

的選擇是否違背您的育兒信念？為什麼？有沒有您心中更理想的方
式？是甚麼？為什麼？ 

 
9. 選擇這樣的方式對你來說收穫是甚麼？或犧牲了甚麼？ 
 
10. 其他您覺得和這個訪談主題有關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