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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訪談個案呈現 

前言： 

  針對女性就業與創業的背景論之，呂玉瑕（1980）與藍采風（1985）

研究的發現，職業婦女兼具事業與家庭兩種角色，她們會重視事業，卻更

珍惜家庭。而且在家庭內還是扮演相當傳統的角色(戴瑞婷，1978)，依舊

認為料理家務、照顧小孩和家人是婦女的主要家庭角色，所以婦女以妻

子、媳婦、女兒、母親的關係扮演家庭內「主要照顧者」的角色。但是研

究家務分工後，可發現婦女就業並不影響既有家庭內的角色系統，亦即婦

女仍以照顧配偶與子女最重要，外出工作並非首要責任；所以丈夫的家庭

角色並不因妻子就業而加重(Robinson, 1976; Pleck, 1984; 呂玉瑕，

1983)，婦女就業也不影響她們的親子關係（高淑貴、鄭美蓮、高彩雲，

1982）。因此在簡春安（1991）的研究中指出，在工作和家庭的雙重負擔

下，職業婦女較家庭主婦不滿意的她們的休閒生活，對休閒生活也有較高

的需求；對配偶的滿意度也比家庭主婦低（謝秀芬，1998）。 

近幾十年來，台灣經歷有史以來最快速的經濟發展和現代化，婦女的

教育水準和就業機會因此提高了許多。婦女的生活範圍不再侷限於家庭，

而是在經濟上、社會各層面上扮演多元的角色（姜蘭虹，1989）。只是一

般婦女雖然也扮演事業角色，但仍以家庭角色為主；在婦女就業普遍後，

婦女才逐漸認為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兩種角色兼顧（呂玉瑕，1980）。以青

輔會九十二年舉辦的飛雁專案課程觀之，根據活動中發出之「創業意向調

查問卷」（共回收1251份）統計結果，試分析如下，從地區別來看，北部

報名人數近全部人數50％，其次是中部與南部，人數各佔一半，東部則人

數較少。年齡方面仍集中在26-45歲，值得一提的是46歲以上者大幅增加，

從九十一年的7%到九十二年將近20%，推就原由可能與九十二年推出的微

型創業貸款方案，鼓勵45歲以上中高齡創業之政策有關。而在學歷方面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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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兩極化現象，國中以下學歷者從3%躍升到18%，碩士以上者則有5%。 

  而主婦創業的風潮，可由在八十九年到九十一年三年間參加飛雁專案

的學員中，家庭主婦只佔 30％，但以九十二年觀之，僅一年內的參與人數

中，是家庭主婦的學員便提升到 45％，同時從未工作過的家庭主婦學員，

往年幾乎屈指可數，但九十二年卻提升到有 15％。分析此種現象原因有

二：一是不景氣造成家計壓力增加，主婦也得尋求謀生之道；另一個原因

則是受到同是本研究個案的「黑太郎元氣網」，新春與如意家庭主婦創業

成功的激勵效應，而前來報名。  

  在本研究的七組訪談對象中，筱佳在創業的過程中，從聽從父親指示

而行動的女兒，成長為自主獨立的經營者；妮可則是不甘於朝九晚五的乏

味，她不斷進修，充實經驗，更在這個當中發現到，創業其實是她人生的

最佳選擇，而發現到可以運用她原本就十分喜愛的精油為創業的類別，則

是在她自我進修的過程中的收穫；中中則是因為家庭需要，必須照顧病弱

的父親，而結婚後身為長子的丈夫家中狀況亦相同，因此，她便與先生共

同創業，以 SOHO 的方式在家創業。 

  個案中的小安則是因為被原公司資遣，在找不到理想工作的情況下，

她才決定奮力一搏，再加上參加了 SOHO 協會的網路創業研討會，從課程

中她發現自己夫家可運用的資源，即公公多年對鰻魚的經驗，讓她決心利

用鰻魚，利用網路開店的方式，創造自己的「退休金」；以仍是報社記者

的小蘭兒來說，她創業的出發點是因為想省下孩子的治裝費，希望藉由進

口多量的日本童裝，除了降低銷貨成本之外，賣不出去的衣服她也能給孩

子穿。而新春與如意這組共同創業的個案，其實對許多有心創業，並參加

SOHO 協會網路創業相關課程的女性影響最大，因為她們原本都是家庭主

婦，先前在創業此處毫無概念，僅是憑著兩人相互扶持的信念以及積極行

動力，不但成為今日 SOHOMALL 的成功經營者，更進一步擁有實體店面，

擴大經營。小齡則是因為想提供自己與家人更優渥的物質生活，再加上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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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闆經營理念不合，才決心辭去原本穩定的工作，轉而投入創業此途。 

  後文將針對本研究進行的七組個案，將訪談結果依序呈現，並做初步

說明。 

 

 

第一節 蝴蝶破蛹：從女兒、女人到經營者的筱佳 

  本文的研究對象筱佳，因為家庭關係而前往英國留學8年，回國後也

不知要從事何種行業，此時為創業顧問的父親，便希望女兒能在自己投資

的快餐店擔任店長管理，筱佳也在別無選擇下，在沒有考慮太多的情況下

接下這個擔子。然雖說筱佳是快餐店店長，但店內一切事務，包括店內裝

潢、人事招募、貨源倉儲、地點選擇都是父親的意思，但此時卻出現一個

問題，即筱佳父親當初的創業決定，是出於一種興頭上的衝動，因此，不

論是創業類別、地點考量、店內裝潢或是貨源來源，都未經縝密思考與市

場調查，只是剛好父親因為朋友在這有一間店面，然後依既往經驗觀之，

餐飲業的賺頭很大，因此，雖欠缺通盤計劃，但筱佳的父親依著自己多年

經驗，也就毅然決然的投入創業這條路。 

  然夢想與現實，理論與實際，往往是天差地別，截然不同的。當真正

踏入創業這條路後，才發現真是充滿荊棘與挑戰；姑且先把它當作父親給

女兒的挑戰吧！筱佳的父親此時把經營權完全交給她，不再管理店內事

務。向來是父親一個口令她一個動作的筱佳，頓時手足無措，只能向外尋

求奧援；原本就是青輔會飛雁專案學員的她，此時除了邀請各個姐妹將每

月定期聚會地點改至她的店內，以便聽取眾家姐妹親臨後可給予的實際建

議外，也參加許多餐飲相關的實際課程，比方說是她感興趣的法式料理與

品酒課程等。而在這些課程中，她也認識一些新夥伴，而這些夥伴，也成

為筱佳日後將快餐店轉型的得力助手。以下便是與筱佳的訪談內容。 

一．家庭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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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當然支持啊！因為本來就是他自己想創業嘛！我會創

業當然是受我爸的影響啊！因為一開始就是他要我這麼做的

啊。我家是住新店啦，是離這邊有點遠，不過還好啊我覺得，因

為坐捷運很快。那之前的餐廳設計裝潢什麼的，是有參考很多我

爸的意見，不過現在轉型之後就還好，朋友給的意見比較多。 

二．公司營運狀況： 

（1）工作時間： 

  在原本快餐店時期，由於掌控權還在父親手中，筱佳其實是雖著父親

一個口令一個動作，只是負責店內服務生的調動與瑣碎雜務，直到後來

店面經營狀況不理想，父親才將經營管交給筱佳。 

就還好吧，一開始當成是被我爸雇，工作內容也還好，就招

呼客人跟負責工讀生面試這樣。可是後來發現說那個地點不太理

想，跟當初想的不一樣；雖然有很多上班族跟住宅，但是客源不

能集中，阿然後契約是跟人家打五年，也不能說撤就徹，因為裝

潢跟一些器具的錢都灑下去了啊所以只好繼續做，做到因為我們

快餐都是用調理包嘛，所以就想說做到那些調理包的庫存銷完以

後，再看看要改怎樣。 

（2）資金調動： 

  一開始的快餐店是父親用存款開的，所以沒有貸款問題。而到後來

轉型的法式創意料理，由於是筱佳的概念， 因此現在的開支都是筱佳自

己負責。 

   一開始是我爸用他的退休金啦！不過現在要轉型成法式創

意料理啊，要買很 多東西，裝潢什麼的也要重來，所以我現在

在弄貸款的東西，錢是還好啦，因為我還有一個合夥人啊，他是

我調酒班的同學，那他很有經驗，很多支酒都是他挑的。貸款是

還好啦，因為之前有問過流程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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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員工狀況： 

一開始的快餐店時期，一進店裡往往會發現員工比客人還多，冗員

過多是筱佳店裡的一個問題；此外，員工職前訓練不足也是一個待改進

之處。 

喔∼∼對啊，一開始你們來我的店都說我僱太多工讀，他們

都閒閒沒事在櫃檯這樣不好，所以現在我的店裡工讀生不會太多

還好啦！哈哈！妳看應該還好吧！現在因為是法式創意料理

嘛，那之前一定要跟他說啊，不然刀叉怎麼擺之類都不會怎麼

行！ 

三.創業態度的轉變： 

  從文獻中Super的理論可知，早期生活經驗對生涯發的影響相當大，

尤其是重要他人，如父母、師長、親友、同儕之間的互動與交互學習作用，

是自我概念的形成以及生涯發展任務基礎，生涯自我概念清晰的個體，方

能有能力發展合宜的生涯計劃。以筱佳的父親而言，他是Roe在針對父母

對子女的教養方式的三類分析中，第一類過度關注傾向中的「過分要求

型」。雖然筱佳的父親充分滿足子女在物質方面的要求，比方說是讓筱佳

出國留學，以及為解決筱佳回國後不知從事何種工作，而建議筱佳經營自

己所投資的快餐店。但所提供的一切都是附有深切期望的，也就是要求子

女必須要有相對的優異表現，若沒有優秀突出的表現，就會感到自己的期

望被辜負。因此，當快餐店經營情況欠佳時，筱佳極思轉型，父親卻想收

手，因此，筱佳在沒有父親做靠山的情況下，得另找出路。 

由於開店決定是出於父親興頭上的熱情，造成創業動機上的先天不

良。而被父親請來「顧店」的筱佳也發現，有些地方尚未有完善的考量，

因此營運情況非當初所想，便決定由原本的簡餐店轉型為精緻法國料理

店，而筱佳也是在此時才真正脫離父親的羽翼，產生「我想創業」的想法。

經過在原本簡餐店時的磨練與學習，讓筱佳對開店與創業產生了興趣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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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而轉型為法國料理店的想法，也是筱佳與一干好友兼貴人互相激盪出

的點子，而她也從爸爸的小女孩，成長為足以獨當一面的女老闆。此處所

欲討論的重點，便是筱佳個人生涯發展以及創業態度的轉變；從依循爸爸

建議，接下快餐店的女兒，到能有自覺能自主的女人，最後成為可獨當一

面，活得燦爛有光彩的創業者。 

  （1）女兒：爸爸建議，成為快餐店負責人 

一開始就是我被我爸請來「顧店」的吧有點像！因為那時候

在找工作，那我也不知道要做哪方面的，那我爸要開店剛好缺一

個顧店的，所以，既然都是要讓人家雇，我就讓我爸雇算了，哈

哈！ 

  （2）女人：營運不善，意欲轉型 

   在轉型的過程中，遭遇許多挑戰。原本受到父親羽翼妥善保護的筱

佳，現在卻要學習獨立自主，雖然很辛苦，但筱佳也表示非常有成就感。 

會擔心啊！因為我沒有這種經驗。可是在上過那些課程以

後，我比較有自信，而且原本很怕的錢的問題也還好，因為我知

道要怎樣去貸款。還有調酒班的同學也變成我的合夥人，所以不

怕沒有伴，因為飛雁不是都說，創業的路上不要單飛，那我們就

一起飛啦！ 

（3）經營者：真正找到方向與自信──法式創意餐廳 

依據戴文雄（2000）將女性生涯面臨問題的四點歸類中，在第三類心

理因素，即成就感缺乏此項，戴文雄指出，在職場生涯發展的過程中，女

性強烈缺乏自我期許，所受到的鼓勵與支持也比男性所到的少，也因此而

影響到女性的成就動機。而筱佳雖從小受到父親無微不至的照顧，但卻未

真正做過一件出自本意的事，也不曾因特殊的表現獲得父親讚揚，因為父

親總認為她應該可以更好，直到筱佳真正接手快餐店，並將之轉型成法式

創意餐廳後，親力親為的表現，才漸漸被父親認同，自己也敢大聲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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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這間店的老闆！」 

本研究個案筱佳，目前處於 Super「生涯發展五階段論」中的建立期，

從前一階段的嘗試錯誤，到確定職業，開始建立個人事業及定位生涯後，

藉著參與各種活動，持續進行自我檢核、角色試探、職業探索等，藉以找

尋個人目標與方向，經過試探、過渡、嘗試的階段，進而尋求維持的方法。

筱佳的角色，也經過幾次大轉變；從依人的女兒，到自主的女人，最後成

為能獨攬大局，活得燦爛有自信的創業者，在這些過程中，筱佳有挫折有

困難，但她也逐一面對。面對不可知的未來，筱佳認為，只要有心，什麼

困難都能解決！從女兒、女人到經營者，筱佳已是一隻破蛹而出，振翅待

飛的彩蝶了！ 

家裡就沒有人很看好啊！雖然大家都沒說而且還有鼓勵

我，但我就是感覺得到。因為他們好像很怕我會怎樣，說話都特

別親切，很怪你知道嗎！不過我只是想說一定要成功，因為看了

會（指飛雁專案每月的定期聚會）裡面那麼多例子，我覺得創業

不是很難，只是不容易，所以我上了很多課，聽了很多建議，也

做了很多努力，現在的店（指法式創意餐廳），我裡面的一切，

像是帳目、人事、庫存等，都是吸取之前的失敗經驗然後完全盡

力避免，我覺得這麼做，我很高興，也覺得很充實，有成就感。 

四．目前尚需之協助 

錢啊！就是錢嘛！因為現在在轉型需要做很多工程跟買一

些東西，雖然我都盡量用以前就有的像這個椅子啊，我就只是加

了個椅套讓它看起來更有質感，還有一些裝潢在大的地方也是盡

量不太動到，因為之前快餐店在裝潢上花了好多錢，現在就是營

造氣氛，能不動的我都盡量不動。不過還是希望有多一點錢啦！

之前是我爸用退休金，那現在沒他的退休金，我跟我朋友就寫企

劃書要去申請貸款。我是覺得申請貸款還好啦，不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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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對「飛雁月聚」的看法 

很好啊！大家聚在一起可以互相打氣啊，那也可以找說看有

沒有能合作的姐妹，我覺得不錯。 

 

 

第二節 牽著鼻子去旅行的精油仙子：妮可 

  妮可 35 歲這年，她想想年歲已大，是該做些「真正想做的事」的時

候了，因此，回顧自己十年的空服經驗，她想以自己最愛使用的精油作為

創業的方向，在青輔會委由甦活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所設立之「SOHOMALL 集

合式網路創業育成」網路創業平台中，架設起自己的網路精油商店。 

一． 人際支持情況： 

個性獨立的妮可，認為家庭給予她創業方面的最大協助，就是沒有給

予任何協助。她認為，老一輩的支持與關懷，最常伴隨的就是說不停的建

議，她認為這反而是種困擾；此外，再加上至今仍單身的她，也覺得家中

長輩能不管她從事的職業、婚姻狀況問題，其實就是件令人額手稱慶的事

了！ 

 （1）家庭 

沒有家累，媽媽也不管，從以前到現在小時候家裡很少管，

很自由，受到父母影響啊，應該不是啦，就純粹是興趣，興趣啦！

空姐當了十年，家庭完全沒有干涉，這也算是一種影響啦，因為

雖然沒有強力支持，但是不管就是一種影響了，如果他來囉

唆⋯⋯，恩也不能說是囉唆啦，因為長一輩的都是責難多於讚

美，那他們能夠閉嘴不講話，我覺得那對我來講精神上就算是很

大的支持了。 

 （2）貴人： 

  有啊，我一路上貴人一堆欸！就是有這些貴人啊，我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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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都很感謝這些朋友啊！包過我的房東、中華（航空公司）的很

多同事啊，還有我創業路上的律師啊、會計師啊都幫我很多忙，

然後進貨啦，我鋪賣的廠商啦，還有我現在所有的點啦，每一個

都可以算是我的貴人；當然有一些是以前累積的人脈，朋友啊，

人脈經營啊，但是不是說刻意經營啦！就是以前到現在還蠻自然

的不是那種利益關係。那自然而然你要創業就會有很多朋友來幫

你忙，只要講一聲，他們就會來這邊幫忙。 

二． 公司營運情形 

 （1）資金來源： 

沒有貸款，之前都是用自己的積蓄啊！但是錢不多，所以我

們最大的本錢是時間。其實每個月不做什麼，也不會花多少錢，

所以我們就用時間來平衡成本，那我這個地點是朋友的家，他現

在住泰國，他人很好這樣，那這個房子因為空了幾個月，有怪味

他就找我來談，那之前我都在家裡做網站，那時候好像 7、8 月

嘛，談完之後就鬼月嘛，那他說現在不宜搬，也不宜簽約，那鬼

月過了以後我就搬來，還是要租金嘛嘛，那因為之前我要做品

牌，第一個就是做形象，那形象的話就是你當然靠網站的行銷也

是可以啦，但就是沒有一個show room，那既然現在有了這個地

方，可以在image作加強，我也把office從家裡般來，那因為

有租金壓力，所以做事情要更有效率一點。那這邊就是一個show 

room，當然啦，租金都花了我也會對這邊也一些期許啊，像是辦

一些讀書會或是 party 之類的，那以後也會辦一些 tour，看看

一些農場啊，想說無論如何也要試辦一次看看。那因為越來越

忙，再加有辦公室要整理什麼之類的，總要有人擦擦東西洗洗東

西之類的，實在是忙不過來了，現在有請一個part-time的。不

過最近有想要貸款，因為快花完了，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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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員工狀況： 

之前只有我自己一個人在家裡 SOHO，現在因為租了這個地

方，所以請了一個工讀生妹妹。 

三．創業動機： 

    Betz（1994）認為女性與男性一樣需要各種不同的來源，以滿足其自

我實現的心理需求；且個人的潛能應得到充分的發揮。雖然女性可以從家

庭生活中滿足其人際關係的需求，但並不能讓女性發揮其獨特的天賦，還

需從外在的工作世界中得到自我發揮的機會，獲得成就上的滿足。根據

Sears 及Barhie (引自田秀蘭，1994) 於1977年的研究，發現擁有工作的

專業女性，其生活滿意度高於終其一生均為家庭主婦的女性，因此可見生

涯對女性的重要性。隨著教育普及與女性自主意識抬頭，女性在就業市場

的地位日趨重要，雖然女性可以從家庭生活中獲得滿足其人際關係的需

求，但並不能讓女性發揮其獨特的天賦，還需從外在的工作世界中得到自

我發揮的機會，獲得成就上的滿足。 

 （1）不要朝九晚五 

從華航退下來是因為飛很久不想飛有倦怠的感覺。我基本上

就是不喜歡朝九晚五的生活。我從以前學生時代唸書，心理老師

輔導我那心理測驗我就寫不喜歡朝九晚五的工作，個性就不適

合，可是後來離開華航我有去上班，我有去西華飯店當過兩年公

關，那它也不算朝九晚五，我應該是早八晚十，就是賣給他了嘛！

因為我什麼都不會，就從頭學，那工作很繁重，公關室就兩個人，

負責所有飯店的媒體、活動啦、新聞稿啦、文字稿啦還有這個大

大小小的事務啦，那人脈是從華航飛的時候就有累積很多朋友，

還有同學，那西華是學習辦公室的操作，那包括我從開始進去上

班連影印機都不會用，傳真啦電腦 OFFICE 啦就這樣趕快起來，

那辦公室所有處理，就在西華這裡趕快起來了。那我說我不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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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九晚五，那飯店是我的本業，因為我本來是學觀光的。 

 （2）將過三十五歲大關 

  因為已經三十五歲，那因為工作的關係，身體已經到了一個

臨界點，實在太累了想休息。那做完西華飯店，我剛好有一個

partner 就跳到別的地方，工作量就越來越大，沒有辦法

suport，那我那時候就很想休息，就跑去剛好有個機會到台中

去，在EF（English First，全球最大的語言中心，在全球各地

大約有一千個語言學校）那那時候他們台中缺人，我就是負責他

們在台中去 push 學校學生參加遊學團，然後，台中沒去過，那

工作的效率、工作的態度跟台北就差太多了，做了三個月我就把

它辭掉，辭掉之後我就在東海上課，上有關企管的課，上完之後

那時候已經 35 歲，就想說如果現在做一個工作不習慣，兩年以

後再換，工作一直換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你要再找工作就比較

難，那那時候就在想說要幹麽。那因為在EF的工作其實滿閒的，

只有寒暑假前比較累，所以那時候就有在上一些芳香療法的課

程，想讓自己的心清靜一點。 

 （3）暫時放下書本 

  我本來想出國唸書。華航退下來我本來要出國唸書的，要去

荷蘭海牙的一個觀光學校，要去念 master，那它是要唸兩年，

那我是剛好我認識西華的一個協理，他知道我要去國外唸書，那

他們剛好缺人，叫我去試試看，結果我說我什麼都不會要從頭開

始，我現在要出唸書。那他說，那你出國回來還是要從實務開始

啊，那我現在給妳一個機會，這個東西妳可以去run，那公關這

東西它本身就是要去run，他說我不相信你在這邊兩年學習不會

比在去學校學的還少，因為實務的跟你在學校學的本來就不一樣

嘛！後來我覺得滿有道理，後來就放棄出去唸書，留在西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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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其實那對我來說也不算一種朝九晚五，那也算一種怎麼講想

要去學東西學興趣的慾望吧！因為我本身就是學這個的，就這樣

朝八晚不知道的賣給它（指早上八點上班，晚上不知幾點下班）。

連假日喔！三節有三節的活動喔！ 

 （4）與精油的因緣際會 1：空服與西華時期 

  在飛的時候也有用，但是你用只是消費者，並沒有很實際很

深入的去了解它。那之前西華，西華辦公室在地下室，空氣很不

好，我就有習慣點精油，那平常我在家裡就有用，有啦那平常的

時候會去看一些相關的書，但那還是不夠啊！ 

 （5）與精油的因緣際會 2：台中芳療課程時期 

  台中是真的是每次芳香療法真的很深刻，每次你用都要記

錄，像你薰香、你泡澡、你洗頭你幹麻用了多少由多少比例都要

紀錄寫成日記。甚至還要記錄你今天做了什麼夢，就是你用了這

個植物的的精油，第一天的夢境是怎樣，第二天的夢境是怎樣，

你都要記錄。那精油會直接影響你的情緒、飲食，這些都要記錄。

那前前後後就一年都在寫這種東西，你會很了解你自己，透過植

物的特性，看到身體的改點，然後把這些改變寫下來。那真的有

改善，再加上自己有興趣，因緣際會那上課老師就問我說要不要

也從事這個芳香療法。 

 （6）與精油的因緣際會 3：真正以精油創業 

  之前這個芳療學校（指台中）有一個source在澳洲要進口，

但是他們沒有人會說英文，所以那個老師就問我說有沒有做過進

口，我就說沒有啊，那他說沒關係，我只要幫他看ㄧ下報價、進

口、e-mail，找個進口公司報關，那那批貨就進口了。老闆知道

以後，就跟我說要不要share一點精油，那當然可以用到很便宜

的精油why not？然後他就問我說要不要再多訂一些開一家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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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也是可以，但是要開在哪？然後他就介紹朋友自創的家具店

給我，我就在那店裡面有一塊空的地方，我就再那邊開了一家精

油店，那就算他們裡面的一個攤位。 

四．對創業平台的感想 

 （1）以網路為創業方式之因 

  （一開始妮可是在台中一間朋友的家具店內開精油商店）雖

然是沒有什麼成本嘛！因為他也沒收我多少店租，只有精油的進

貨成本而已，還有一些雜支比較花錢而已，那時候我們盡量就是

DIY啦，那那時候就是有時候客戶跟你買了，會和你share他的

臨床，那那時候就累積了很多經驗，然後學起來就會更上手，那

那時候再那邊開了九個月，進的是澳洲的牌子。也都沒有虧錢，

還小賺一點，之後有很多motel要跟我進精油啊，還有一家台中

最大的 motel 要我幫他們設計一系列的沐浴乳、洗髮精、面膜

的，因為他之前都用到化學的嘛，所以之後就一家介紹一家，就

很多家，大概 5、6 家，就很忙啊，就忙不過來，那還要看店，

人也不是很好請，實在太累了，然後真忙不過來，那我覺得開店

真的跑不掉，開公司你還可以，那我就把店收掉，專心做飯店

SPA的供應還有一些原料的提供。那這段期間我決定要去法國上

一個international的課，所以我一定要關門啊，那我就去上課

就認識我現在的同學，我一共去上了三次，都遇到這個同學。她

是德國人，際遇跟我滿像的，都是空服員，飛了十年然後下來，

也是小小的在做精油，年紀大我兩歲。那去上國際芳療課，就會

認識很多農家嘛，就知道貨源在哪裡。再加上我同學有在德國上

過調油課她調油調得很好，去年她就決定自創品牌，我說好啊，

那我就幫你做，就做了這個公司，那你要做品牌就不能只是工作

室啊，要有公司，所以去年才有這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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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為什麼選擇 SOHO Mall 為創業平台 

  因為比較過後，發現它便宜又好用，應該是第***個進去的

吧！因為我的號碼是***。上完SOHO Mall的課之後，之後才去

上青輔會的課，還不錯啊！至少一些基礎的東西它政府有些東

西suport在裡面，還是可以享用啊！ 

 （3）對 SOHO 協會的看法： 

  給很多建議啊，當然我們有繳錢啦，不過，我覺得More than 

that，除了繳錢他還有給我們很多一些「售後服務」，那之前是

因為要做網站，做網路行銷，那我找了四個月，找了很多公司，

有YAHOO啦、網勁公司啊、PC Home啦、還有那個HINET、中華

電信、HIBoss 我都去試過了，我都去看過他們所有東西，甚至

有的還試用過，那他們所有的服務都是線上的，沒有實際上，那

如果你在操作上遇到什麼問題， 一切只有在線上解決。那線上

解決有一個問題，就是講不清楚，反正你就是不會，尤其是後來

建制阿什麼的問題，那不是向他講的那麼簡單，什麼一指神功啊

就會的，那包括網頁設計還有整個配置的流程你要常常問他們，

那很花精神跟時間，那我們又不是學網頁設計的，如果我們是學

網頁設計的話，那我隨便找個eboss上去就好了啊，但問題不是

啊，當初我連 html 語言都不會，所以這對一般來講不是很困難

的嗎？不容易上手！而且像我們這個年紀來講，這種語言程式，

我們那時候根本沒有啊，我們是大專才開始學的啊，像等到

office這種東西，我也是等到華航退下來才開始學的啊。 

五．對「飛雁月聚」的看法 

  不錯啊，因為創業過程就是需要 suport 啊，如果那個組織

可以 suport 我覺得就不錯啊！至少大家是一樣的嘛，可以互相

打氣share，那如果你很忙不能去，沒關係啊，那至少是一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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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在那邊，也有一些經驗可以詢問，比較可以分享。她還是有它

存在的意義啦！當然不花太多時間，大家打打氣是可以的啊！ 

六．目前尚需之協助 

  資金吧！因為現在想要去找創業貸款，因為最近有一些東西

要進，資金有點不夠用，那我們錢小的搏的就是時間成本，所以

現在最需要的就是時間成本的控管，那你就要去控管時間，那控

管時間就會出現很多問題，像你這個 working 的流程、member

的管理等，所以我就問SOHO Mall你們有沒有CRM可以做，因為

我不可能每個客戶每個 member 都給他回信啊！那或者是我要做

電子報，要怎樣在最有效率的情況下作一份電子報，怎樣有效的

發信、整合我的date base，我不能每次都統一寫一封信，那有

那麼多時間。那這整個電子商務要怎樣最有效率的串在一起，我

覺得就是我現在要做的事情。那因為它快，我想這就是我需要

的，那SOHO Mall有叫我去上課，上兩整天的課我覺得還滿有用

的。上完以後我的 base 就要重新整合，那妹妹（工讀生）現在

就在幫我重整啊！那光做這麼就要幾個禮拜的時間，可是你要想

喔，這樣以後就事半功倍了，所以我要用最有效的錢做最多電子

商務。那也知有真正做了，才知道這些。也會想實體化啦，不過

那也是十年後了啦！ 

 

 

第三節 夢想家夫妻的美麗莊園：中中 

  雖然中中創業最大因素之ㄧ，是為了照顧身體狀況不佳的父親。但因

為家中是公務人員世家，「士大夫觀念」根深蒂固，長輩們皆認為中中在

家足不出戶，不事生產是不好的行為。在此壓力下，中中轉投職場，在一

家行銷公司擔任幕後企劃工作。但工作壓力十分大，雖是採責任制，但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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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是 9點要打卡，且所謂的責任制，則是下班時間無限延長且無加班費，

獨厚老闆薄員工的一種制度，中中覺得自己等於是賣命給公司，且在上班

不久後，父親病重住院，中中得在晚上 11 點多下班後，趕到醫院照顧父

親，經過一夜無眠後，再趕早上 9點的打卡時間，這段日子，除了焦頭爛

額外，便是心力交瘁了。此時的中中，覺得如果再不改變現狀，「過勞死」

這個名詞，自己也許會讓它成為一個動詞！再加上病榻上的父親，在幾度

病危時，曾緊握她的手說：「拜託妳不要再上班了好嗎？我好怕我會死！」

的這句話，讓中中毅然決然的辭去工作，重拾 SOHO 的職業。 

一． 家人支持： 

  不支持啊！兩家的都不支持啊！因為我家都是公務員嘛，可

以說是公務員世家，一開始我再家裡接翻譯工作當 SOHO 的時

候，他們都很受不了，覺得我遊手好閒的在家，因為他們已經根

深蒂固了這種士大夫觀念，認為只有當老師或怎樣的只有讀書高

就對了，所以我跟他出來創業時，一直都不被支持，到現在也是

一樣，即使被很多雜誌報紙訪問過，但我家人也只會說，這能代

表什麼嗎？那我丈夫是長子，做SOHO就更不被贊成啦！ 

二．創業動機 

中中的創業動機有兩個，一因為丈夫想脫離原本的助教（在專科學校

負責行政及網管）職務，自行創業，但在一切都十分貧乏的狀況下，中中

便決定協助丈夫，成立此以電子商務規劃為經營主軸的網路工坊，與丈夫

共同創業。另個因素則是因家中兩老身體狀況不甚理想，又不放心交與看

護照顧，因此從 1992 年便投身 SOHO 工作，在家接日文翻譯的工作。 

 （1）照顧父母 

  前文曾提及 Ginzberg（1952）對女性在生涯發展的三種分類，即傳統

型、轉變過渡型、創新型。中中便屬於第三類「創新型」女性。以創新型

女性而言，不同於傳統型女性，對家庭與事業，她不會因為特別偏重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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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顧此失彼。這類型女性希望兼顧家庭與事業，因為她們雖然承認自己事

業心強，但絕非只要事業而不顧家庭。在家庭與事業中找到平衡點，才是

她們努力的方向。中中因為家中父親病弱而從事 SOHO 工作，以方便照料。

婚後先生的父母親身體狀況也不好，因此與丈夫便決定共同從事 SOHO 工

作，在家創業。 

  是因為要照顧父母，我的姐姐是公務人員，因為我爸身體不

好，需要人照顧，但是她（姐姐）公務員不能一直請假啊，那其

實我在差不多８４年就已經在做 SOHO，只是那個時候大家對這

不了解，再加上我家是公務員世家，有那種士大夫情結，認為我

每天在家不出去工作很丟臉之類的，但是拜託喔，我的生活比誰

都規律緊湊好嗎！每天我規定自己幾點要翻譯的進度，幾點要去

做菜，行程排的很滿，那那段時間我爸的身體也比較好，只是後

來受不了大家的批評，心一橫就出去工作，所以才有實際經營電

子商務的經驗，我是擔任幕僚工作，做的是一些形象企劃的工

作，但那時很累啊，每天平均工作１４的鐘頭而且是不加薪的，

簡直就是⋯⋯，我工作沒多久，我爸就住院了，那時更慘，每天

醫院公司兩邊跑，我都覺得自己快住院了，想想實在不行，再加

上那時我爸人躺在病床上緊握我著手說，你不要去上班好不好！

所以我就辭了工作，回家繼續當我的 SOHO，但隔沒多久，我爸

又在唸說我都不去找一份正常的工作時，我就會回他，說當初是

誰拉著我的手教我不要上班的啊！很有趣吧！ 

 （2）協助丈夫 

  Gutek & Larwood（1987）認為，兩性在生涯發展的歷程上有所不同，

並歸納出四點原因（引自高立文，2002）： 

 （a）男、女兩性對工作報酬與就業領域的期望不同； 

 （b）夫妻雙方對生涯協調的意願不同，通常妻子較願配合丈夫的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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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作 調整； 

 （c）男、女兩性對父母角色的詮釋不同，一般而言，母親比父親對家

庭付出更多的時間與心力； 

 （d）女性在工作場所面臨的限制與束縛較男性為多。 

  中中原本最想建立的事業並不是現在與先生共同架構的電子商務；喜

歡旅行的中中是個「背包族」，總是用最平實的旅費四處旅行。因此，足

跡繞了地球一圈，中中每晚的落腳處就是最便宜的 YH（YOUTH HOSTEL）青

年旅館，喜歡旅行喜歡與人分享的她，最大的夢想便是在台灣開一家青年

旅館。但是因為資金嚴重不足、地點難尋等因素，中中除了一面經營目前

電子商務的事業，也利用閒暇時間找尋適合地點，以及企業贊助。因此，

配合丈夫的生涯規劃，中中暫時放下她的 YH 夢，先發揮自己的專長，和

先生在電子商務的市場打下一塊天地；不過中中也強調，現在的事業，也

是為以後的 YH 夢打下基礎。因為找她規劃電子商務的客戶，往往很有可

能成為日後贊助她的企業。 

  其實這並不是我最想做的行業，只是因為我和他都有這方面

相關經驗，我之前在行銷公司當過幕僚，那他之前是在大學資訊

系當助教，也有架過一個ＢＢＳ（詢問丈夫），對啊，那之前做

的人像印章，其實也是因為在網路上搜尋有沒有可以做的行業，

就找到這個，那因為它是日本第4代的產品，所以不論是解析度

與前後景都非常清晰。所以我們開始進行，有在地下街、百貨公

司專櫃。百貨公司是因為有很多雜誌或報導都有寫我們，所以才

找我們去設櫃。 

  （3）選擇以網路為創業平台的原因 

    那那些店面不管開在哪，後來都不成功，因為像地下街的人

潮不夠，而且因為我跟他兩個都不太適應和消費者面對面接觸，

營運非常不順，不但連租金都無法cover，連那邊的警衛都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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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沒事來欺負我們一下，說我們違規還是怎樣的要來開罰單；那

百貨公司就是因為他們規定設櫃的商家都要打卡，可我是老闆

耶！誰跟你打卡啊！所以就不想再百貨公司設櫃。 

  所以我們才會想從網路著手，而且有個重點是因為當初我們

會被記者找上，是因為我在要開始做人像印章前，先對我所有的

朋友發了Ｅ－ＭＡＩＬ，告訴他們我要做這個東西，那他們有人

覺得不錯時，會來找我做，也有人會幫我轉發，就這樣轉轉轉的

轉到中國時報的記者手上。 

三．對 SOHO Mall 的看法 

  青輔會的課程的確對我幫助很大，但是進駐SOHO Mall，卻

是我們錯誤的決定，因為當時 2003 年我們的人像印章的風潮其

實已經過去了，那時候我們也在思考要如何轉型，所以才會參加

青輔會的女性創業研討會課程，那因為他們都是把課程包給SOHO 

Mall，再加上因為以前出去工作接的案子都是100多萬上下，而

進駐SOHO Mall只要不到十萬，我覺得真是太便宜了，所以才想

進駐那裡，但是當我把我們的東西給裡面的講師看時，他們都對

人像印章這個商品讚不絕口，說我們一定會大紅之類的。結果

勒，那時錯過了轉型的時機，還有就是像他們雖然有捧學員上一

些媒體宣傳，但是都是一種「明星式的」，焦點性的捧的就是那

幾個，大家都交一樣的錢，憑什麼有些人曝光度就比較高？所

以，過了一年，在２００４年底我們退出了這個商城結束合約，

與朋友一起經營這個工坊。 

四．對「飛雁月聚」的看法 

我覺得它成立的動機很好，但是像這種不支薪、義務性質的

工作，因為每次月聚都會輪流有姐妹邀請講師，是很好沒錯，不

過因為大家現在都在忙創業，像這種比較「義工」性的工作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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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佔據太多時間又沒有pay，可能就有點危險我想。所以那個組

織章程跟架構最好要快點出來。 

 

 

第四節 柳暗花明又一村：小安 

  因被原本的公司資遣，在家庭經濟壓力，不找工作不行的狀況下，小

安發現自己因為年齡以及許多現實因素，若是想找一份安穩、擁有優渥退

休金的工作，根本是天方夜譚。因此，她想到既然找工作這麼困難，何不

乾脆自己創業？想來想去，總算想到自己所嫁入的「鰻魚世家」雖非豪門，

但由於身為捕鰻人的公公擁有豐富的鰻魚知識，再加上小安從小便與鰻魚

有著不解之緣的關係下，小安決定要以「鰻魚」為自己創業的主題。 

一．家庭支持： 

  家裡都滿支持的啊！像我公公就可以給我ㄧ些意見，因為他

是很資深的捕鰻人。像我老公的理想也不大，他認為最好的工作

就是要離家近，能兼顧家庭的，那創業就是最好的選擇啊！ 

二．創業動機： 

  以Mishler的女性生涯發展心理概況觀之，Mishler（1975）指出，女

性生涯發展受到個人因素、社會因素，及女性對自己心理問題調適的影

響。而社會因素又是女性最難以克服的問題，其將導致女性不能依自己能

力、興趣、態度（個人因素）來選擇自己的生涯。而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及

職業性別角色刻板印象，便是阻礙女性生涯發展的最重要因素，且會引起

女性角色衝突、角色超負荷、害怕成功等心理問題（陳淑菁，1995；引自

盧晴鈺，2003）。Brammer 和 Abrego（1981）發展一因應模式，以幫助成

人處理轉換期的危機，包括：1、對轉換期的認知與回應－自我控制與回

應變遷的型態。2、評估、發展與利用外在支援系統－個人支援系統網絡，

個人能在危機狀態中，獲得朋友與專家的協助。3、評估、發展與利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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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支援系統－個人正面與負面的態度，與個人的優勢，及在必要時發揮這

些優勢。4、藉由休閒運動與言語文字，抒發苦悶，以減輕情緒上與生理

上的負擔。5、規劃與執行變化，努力規劃各種行動方針與策略，人們常

感覺無力回應變化，這些應用技巧能幫助轉換期的人，更能理性的回應生

命中所發生的變化（Zunker，1998）。 

 

 （1）被原公司資遣 

  我原本是保險內勤，就因為被資遣，又這把年紀、已婚、

有小孩，那如果女生的事業心重，工作的量很大，對家庭會比

較沒辦法照顧，我覺得這樣不好。而且我現在找工作的目標是

在以後的退休金，可是現在年紀不小，想找有很高退休金的工

作簡直是不可能，所以我就想算了，既然都這樣，那創業還比

較容易。因為至少沒有年齡限制。 

 （2）丈夫的家庭背景 

    那我想了很久啊，因為創業對我來說是很陌生的，完全沒

有經驗，而且我也不知道要賣麼東西。所以我就參加了 SOHO

的課程及演講，那在這過程裏面，我也是有找了我的目標行業。

因為我先生家是捕鰻世家，我公公補了一輩子的鰻魚，那從小

我就知道鰻魚很營養，我媽媽都會弄給我家小孩吃。但是畢竟

還是會擔心，因為我是用我的資遣費在賭啊，用完就沒了，所

以在參加SOHO的課程前，我很猶豫，常常東西都決定好了，到

最後一刻我又收回不敢作，不過後來看了 SOHO 很多成功的例

子，我就比較有信心，才開始做這樣。 

 （3）為什麼選擇 SOHO Mall 為創業平台 

  因為一開始沒有店面啊！這個比較便宜。一開始沒賺多少

錢就要付很貴的店租，那樣太不划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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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 SOHO 協會的看法 

  我覺得，其實他的幫助沒有很大，沒什麼感覺啦！因為我覺

得它太誇大！而且很理論，那個講師講他的，SOHO做SOHO自己

的，根本沒有什麼幫助啊！還有像他們說的那個什麼＊＊＊女王

靠十萬元起家，不可能！跟你說不可能！因為他們講的那個＊＊

＊女王，不只是她的創業準備的時間太短，那個創業準備的錢那

麼少我也不相信。不過如果他們是用這個例子要告訴一些只是

「想」創業的人，要給他們信心的話，讓他們在那邊講說，喔，

創業根本就不難啊，那我覺得是可以啦！可是像我們這種什麼都

不懂，而且是真的要去「做」創業的人，這根本不夠啊！都沒有

說真實的狀況跟真的發生的事情，也沒說遇到什麼是要怎樣解

決，就只是畫一個很大的餅，很美很好看有麼用？又不能吃！ 

五．對「飛雁月聚」的看法 

  我覺得滿不錯的，因為它裡面有很多經驗分享啊什麼的，可

以告訴你很多事，那對做事業很有用。不過大家時間真的很難配

合，希望真的能找出折衷的方法，不要讓想參加的人失望。 

六．目前尚需之協助 

  就是資金，跟一些經驗這樣。那像那個月聚就不錯啊！有時

候請的講師都很好，幫助滿大的，因為我就是缺乏經驗。 

 

 

第五節 我買故我賣：小蘭兒 

  小蘭兒在生完第一胎後，發現小孩子的成長快速，除了驚人還是驚

人。因此，她不願意錯失孩子成長過程的任何一個鏡頭，更想要和孩子一

起成長；此外，由於孩子成長的速度太快，精打細算的她也不願意花太多

錢在買孩子衣服上，卻又希望自己的寶貝能穿得美美漂漂。小蘭兒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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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處搜尋資料，發現日本的童裝便宜美觀品質又好，便興起批發日本童裝

在網路拍賣的念頭，因為若是賣不掉，自己的小寶貝也可以穿。 

一．家庭支持 

  跟我老公一起啊！他會幫忙我啦！可是我現在這個只是一

種 test 的性質啦！因為我還有報社的工作啊！再加上家裡多了

一個貝比的開銷，雖然想創業，可是還是想先觀望一下。 

二． 營運情形 

像資金是還好，我現在沒有什麼資金的問題耶！因為只是在

yahoo拍賣而已，所以還好沒有什麼關係。那我這邊是有一個四

十幾坪的房子，打算以後成立親子教室，會在裡面開一些像「媽

咪寶貝ＤＩＹ課程」，還有一些能讓媽媽學習一技之長的那類課

程，希望能讓媽咪跟寶貝一起學習， 媽咪能陪著小朋友一起成

長。 

三．定位 

所以像在yahoo拍賣的定位，就是販賣日本進口童裝，是以

媽媽跟寶貝為主，還會進一些其他商品，像是貝比穿的很可愛的

襪子跟外套啦什麼的，那也希望以後在我的親子教室能展示商

品，其實現在就有在展示商品了，也希望以後能讓人在裡面進行

一些新的童裝或是二手童裝的交換、舉辦跳蚤市場的活動，因為

小朋友長得真的很快，往往東西還很新，可是已經用不得，丟掉

的話，心裡也會覺得很浪費，所以我想提供一個這種場所讓大家

交流，互通有無。 

四．創業動機 

 （1）一瞑大一吋的貝比 

  貝比實在長得太快了！可是像台灣的童裝不是太貴，就是質

料太差，太貴的買了有點浪費，因為貝比一下就長大，那衣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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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穿；質料太差的更不能給貝比穿啊！因為小朋友一定要穿純

棉的衣服才好！所以我就到處找，發現日本的童裝便宜又好看，

料子也很好。可是我買的話要家很多運費，很不划算啊！所以，

我想說乾脆跟日本廠商批來賣，一開始我只有批男生的衣服啦，

因為如果賣不掉，我還可以給我的貝比穿！ 

 （2）以網路為創業方式之因 

  會選在YAHOO拍賣賣東西，一方面是因為方便，只要登記一

些資料就好，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它很便宜，還有就是因為我覺得

SOHOMALL 網路開店部份，它的網站功能好少，例如自己有什麼

新的消息發佈，不能自己更改在自己的首頁即時看到，好像都要

透過 SOHOMALL 才能發表，但這樣就不即時了。那加入以後的費

用，第一年8.8萬；第二年6.8萬；我會擔心SOHOMALL真的有

這麼多人力可以照顧到每個加入者的疑難雜症嗎？像我這種只

便於透過信件來問問題的人，真不知會不會不了了之。 

五．對「飛雁月聚」的看法 

  因為看起來平時大家都忙著自己的事業，所以真的蠻難協調

出一個可以相互配合的時間表，所以能聚會滿難得的。也希望聚

會的內容可以更多元，讓內容更豐富。 

 

 

第六節 姐妹牽手來創業：新春與如意 

  新春與如意都是家庭主婦，也是聊得來的好鄰居。新春的父親是有多

年捕撈黑鮪魚經驗的老船長，因此新春對黑鮪魚便有很深的認識，而會發

想創業的原因，則是在於兩人ㄧ個偶發的創意，即希望能讓品嚐黑鮪魚的

時間與地點，延長為一年 365 天地每一個地方，都能品嘗到黑鮪魚的鮮美

滋味再；加上 2001 年開辦的「黑鮪魚文化光觀季」讓知名度不高的黑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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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聲名大噪。新春開始研究以真空包裝方式保鮮鮪魚，之後兩人也大膽地

嘗試大量製作，配合宅配服務，在網路上販售成立網上訂購為訴求，全省

各地 24 小時內快遞送達的「黑太郎元氣網」，也從此開啟兩人的黑鮪事

業之門。 

一．家庭支持 

  由上表可清楚發現，不論是何種家務，以女性為主要負責人的比例遠

遠多於男性，特別是在準備三餐、照顧孩童這兩方面。Gidden（1986）認

為，男性扮演著負責賺錢養家之工具性角色；女性則扮演著照顧家庭之情

感性角色。許多研究指出，女性若與男性一樣外出工作，通常不會因為工

作角色的轉變，而帶來家庭角色的改變，即在性別角色的劃分原則下，女

性仍為負擔家務及照顧孩子的主要責任人，即使先生支持妻子的事業發

展，但分擔家務的丈夫並不多（呂玉瑕，1983；陳金城，1997；謝秀芬，

1998）。 

表4-1 家事分工概況 

按家裏打掃工作分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八月 單位：千戶 

主要參與人員 

家     中  

成     員
項    目    別

總   

計 計 

男性 女性

僱傭 其他

無此項 

家  事 

總  計 5,800 5,800 910 4,739 117 33 － 

按地區別分        

北部地區 2,632 2,632 457 2,086 78 10 － 

中部地區 1,311 1,311 177 1,102 25 7 － 

南部地區 1,698 1,698 244 1,428 11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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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部地區 159 159 32 123 2 2 － 

按準備三餐分 

主要參與人員 

家中成員 項    目    別 總計 
計 

男性 女性
僱傭 其他

無此項 

家  事 

總  計 5,800 5,639 444 5,079 85 32 161 

按地區別分        

北部地區 2,632 2,541 201 2,269 57 14 91 

中部地區 1,311 1,290 92 1,172 19 7 21 

南部地區 1,698 1,653 129 1,507 7 11 45 

東部地區 159 154 22 131 2 0 5 

按照顧孩童分 

主要參與人員 

家中成員 
項    目    別 總計 

計 男   

性 

女   

性 

傭

僱 

其  

他

無此項 

家  事 

總計 5,800 2,715 195 2,471 23 26 3,085 

按地區別分        

北部地區 2,632 1,230 95 1,108 17 9 1,402 

中部地區 1,311 643 44 590 5 4 668 

南部地區 1,698 783 50 721 1 11 915 

東部地區 159 59 6 52 0 1 100 

資料來源：整理自社會發展趨勢調查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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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家庭 

  （如意）其實還好欸！就沒有特別贊不贊成這樣，那像新春

他爸爸是翹船長嘛！有很豐富的漁業相關知識啊，可以對我們有

很多幫助。那一開始也是因為新春她弟弟在漁會工作，告訴我們

說黑鮪魚這塊還沒有人在做宅配的方面，很可以發展。     

  （如意）像之前我的兒子畢業，我就讓他到 SOHO 協會那去

幫忙，讓他磨練磨練，差不多一年吧！那現在他回家都會幫忙我

們架網站、拍攝商品，還有一些產品上架（指將網路商城的產品

上架，供消費者點選）的事情。 

  （新春）嗯，也是因為我爸爸有很多年捕魚經驗，所以他對

漁會的拍賣體系比較了解，因為像我們一般人是很難真正深入了

解他們是怎樣在運作，那就會需要有這方面知識的人去引導，那

我爸爸剛好是最適合的。 

（２）先生方面 

一開始先生跟其他人都只是在旁邊看，反正就想說看我們兩

個女人能搞出什麼花樣嘛！然後到了比較後面，做出一點成績以

後，他們才會幫忙，會在討論的時候給一點意見。（新春） 

二．公司營運狀況： 

（1）工作時間 

  （新春）我們營業時間是早上九點到晚上六點半啦！但是因

為新春的小兒子還很小（目前為小學三年級），所以時間的調配

上，如果是她早來就早走，晚來就晚走。我們時間配合上還算配

合的很好，因為我兒子年紀比較大（目前為大學二年級）。 

 （2）資金來源 

  （新春、如意）都是用私房錢，所以沒有貸款問題，那雖然

現在擴張營業，也沒有想過要貸款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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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員工狀況 

  開始是從身邊的親好友找起，後來有找當地的人，年齡層差

不多在67到72年次之間啦，員工年紀都很輕，那他們也有自己

再YAHOO開一個關於我們翹船長家族討論區，不過裡面比較常討

論的是他們最近玩的線上遊戲啦！反正員工之間相處都很融洽。 

三．創業動機 

（如意、新春）一開始是因為我們兩個因為孩子學校家長會

的關係認識，那新春常常會寄一些東港的黑鮪魚給我吃，但是黑

鮪魚不新鮮就不那麼好吃了，在加上聽新春她弟弟說黑鮪魚宅配

這一塊可以做，我們就想做看看，那因為完全沒有經驗，所以一

開始就想說先買個兩條，如果賣不出去就自己吃或送別人，親朋

好友有很多嘛！  

四．對「飛雁月聚」的看法 

不知道耶！而且地點在台北有點遠！ 

 

 

第七節 新時代貴婦：小齡 

將兒子小名取為「少東」，即是小齡期許自己能賺大錢，讓兒子當少

東，自己則當個美麗有智慧的貴婦。離開原本的公司，小齡自己開了一家

服飾設計公司，除了因有豐富的相關經驗外，家中有創業經驗的長輩，也

是她在創業時的顧問。小齡的雙親經營餐廳有成，叔叔也有成功創業的經

驗。家中排行老大，因此從小也在帶領弟妹玩遊戲的經驗中培養一些對領

導感的喜愛。 

一．家庭支持 

 （1）婆婆支持 

  我家人都還好啊！沒有支持也沒有反對。不過反而是我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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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其實啊，我這間店的資金是她出的耶！當初本來是想說讓我

先生掛經營人的名字，因為畢竟錢是他老媽出的，不過我婆婆說

不要，因為她不放心她兒子啦！哈哈！所以我覺得還滿ｏｋ很幸

運。 

 （2）先生的壓力 

    由 Ginzberg（1952）的觀點而論，即便是再創新的女性、事業心再怎

麼強的女性，都還是希望能兼顧家庭與事業。一般而言，女性在生涯角色

的選擇上，較傾向重視家人和家庭，對工作較不重視。而女性最常在生涯

中面臨傳統角色特性上的壓力，如職業婦女要面臨同時扮演妻子、母親、

上班族的角色，且承受多方壓力（戴文雄，2000）。由於小齡是公司的老

闆，先生是公司業務，但小齡認為，如果是強調「夫妻共同創業」，那先

生心理一定會比較舒服。因為她覺得，雖然先生沒有明說，但太強勢的妻

子依然不是他先生想要的。因此，自詡為新時代女性，六年七班的小齡，

在面對傳統角色的規範所帶來的壓力時，也許她並未自覺到這種情況，但

小齡已選擇作一個丈夫的乖順妻子。 

多多少少會有，但要看自己的心態⋯⋯很明顯，但要看先生

心態，在我們家很明顯。不過像我之前沒工作那段時間，比較現

實一面就像薪水的問題嘛，真的滿明顯的。那現在回到家明明很

累，但也要放下一切身段，不能告訴他今天我賺錢比你利害，也

不能說你什麼都不會，要說唉呀我老公在哪一方面好利害啊，不

能嫌棄他。對對對你千萬不能告訴他，⋯⋯不能用大女人心態

啦！ 

但真的很累時，明明煩得要死，又有個人在那邊火上加油碎

碎唸，對啦，還是會吵，吵一吵啊，反正最多就是吵架，吵一吵

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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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營運狀況： 

（1）工作時間： 

星期一到六，像我目前是上午九點到晚上九點，那加班的

話，我覺得是看情況啦，因為是自己的事業，時數也沒那麼重要

啦，那我也會規劃自己的時間，像我打算說要去拜訪朋友或是出

去走走。我很喜歡這種日子，因為我知道在為誰付出在為誰賣

命⋯⋯，拜託當然不是為我婆婆啦！我知道我是在為我自己！我

現在作的一切都是為了我自己、我的兒子、我的家庭啊！ 

 （2）資金來源 

我的一開始的資金來源的話，雖然我婆婆有贊助，不過那還

是不夠。所以，第一個我都是我先動自己的私房錢，不過嗯，當

然我手邊的資金不是那麼夠，因為你開了一開始還要什麼週轉期

的週轉金啊什麼的，所以，加上婆婆的錢跟我手邊的資金以外，

我是還有跟銀行做信貸，那貸款方面我都有比較過，不過我是直

接對銀行而不是透過仲介貸款，對啊，那貸款方面是一定要比較

的啊！我都有比較過，我就是直接對銀行，不然還要被仲介剝一

層很討厭。對，借信貸回來嘛，幫你規劃幾年內還，那你每個月

固定還嘛，本金加利息嘛。 

 （3）員工狀況 

   就是之前有一個工讀生，超可愛的妹妹，而且我們超合，但

是她爸爸就是有在研究易經跟風水啊，之前請他來幫我們看風水

的時候，有給我很好的建議，但是他也就叫女兒不要再做下去，

因為我們命格不合，好像是說木跟水沖還是怎樣的，所以啦，就

只好這樣。那現在就是慘澹經營啦！哈哈！就是只有我跟我老公

兩個，他負責跑業務跟應酬時幫我擋酒，那我就是要做其他像是

會計、行銷規劃、連絡廠商，那美工是有再請一個工讀生啦！就



 98

這樣！ 

另外就是說我老公之前很愛玩啊，也不工作也不來幫我，

但是最近有比較好一點，會當我跑業務，而且出去應酬的時也也

會幫我擋酒，很好。反正我也沒有什麼所謂的員工教育，我們都

是做溝通，雖然是夫妻，不過在工作上因為扯到錢，所以我們都

很嚴肅，他好的建議我會聽，那如果他做違背公司利益的事情，

我也會阻止他。那如果他很不高興的話，我也只有回家再跟他道

歉補償他，反正，就都是夫妻嘛。 

三．創業動機 

  （1）和原公司老闆理念不合： 

  我那時候出來有想過，對啦，第一個跟公司目前的理念不一

樣，同一行業我想做的方向跟老闆本身不依樣，而且那時候環境

啊老闆啊大家都有差異，而且心理想著，你這麼忙到底是為了什

麼啊！嗯，對啊，而且我出來的時候有考慮過兩種行業，只是說

以我覺得比較有把握的，當然啦中途我也是三心兩意的，還是想

說搞不好想說可以投資東投資西的。後來因為朋友建議，勸我不

要用投機的心態投資，才決定走這行。 

  （2）已有豐富相關經驗： 

  之前也有想要加盟鹽酥雞的攤子⋯⋯啊當然是我花錢讓別

人去炸啊，我怎麼可能去炸啦！那我本來也想開服飾店，每天跟

美麗的東西作伴，而且還可以天天穿店裡面不一樣的衣服。不

過，最後還是決定做這個，這是我比較有把握的（口氣不一樣），

是我可以控制住的，而且第一個是我有經驗，我有經歷過的。所

以我覺得就很有信心囉！ 

四．對「飛雁月聚」的看法 

我不知道耶！有這種東西喔！我是沒有收過青輔會的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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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啦！對啊，感覺很好吧！因為感覺有伴嘛！好啦，如果有機會

我會去參加，因為現在店裡面沒有請工讀生，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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