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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現代女性選擇擔任全職媽媽的母職意義觀點，瞭

解形塑女性母職觀的發展脈絡，影響全職媽媽觀點轉化的重要媒介或

阻礙因素，以及在母職實踐中的轉化學習歷程。研究對象為 BabyHome

（寶貝家庭親子網）的家族成員，居住在大臺北都會區，在懷孕生子

後自願離職擔任全職媽媽，目前沒有任何職場工作或家族事業兼顧者

之中產階級女性。 

本研究結合成人教育學關懷女性發展與賦權的立場，重視讓女性

發出自己的聲音。研究者與這群全職媽媽實際互動長達三年，除實際

參與觀察蒐集田野文本，以掌握其母職實踐中的意義觀點內涵與轉

變，並輔以深度訪談法，採現象學詮釋觀點，應用 Nvivo8.0 質性軟

體工具來整理分析文本資料，描繪出母職轉化的關係圖，並以此建構

全職媽媽母職意義觀點的轉化學習模式。 

這群受過高等教育、曾從事有酬正式工作的中產階級女性，主要

秉持著「母職即母教」的立場「選擇」擔任全職媽媽，包括「教育孩

子前，先教育自己」，以及「重視孩子的健康成長」大於「工作賺錢

的價值」等意義觀點。這群女性伴隨著全職媽媽身份，並非落入社會

結構的傳統性別框架，而是在母職實踐中轉為更具「自主性」的存在，

例如藉由參加網路社群、媽媽讀書會與親職課程等活動來充實自己，

這些母職經驗開啟了轉化學習的可能性，並使得母職成為自我洗滌的

歷程。而在母職實踐中所遭遇的困境，則促使全職媽媽尋找資源解決

問題，並從中批判反思，產生意義觀點的轉化學習歷程。 

本研究發現，原生家庭的成長經驗會形塑女性的母職觀，母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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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轉變與生活危機，也確實會觸發全職媽媽的轉化學習，而質疑假

設與批判反思則是觀點轉化的核心，但情緒卻是阻礙轉化學習的因

素。至於觀點轉化的發展階段則因人而異，可能是來回擺盪、並非直

線性發展；全職媽媽所處情境，與轉化學習息息相關；轉化學習的前

提是「愛」，而「傾聽就是愛，瞭解中有醫治」，成人教育者必須提供

學習者足夠的信任與情緒支持，才得以促進轉化學習，也就是「先處

理好心情，才能解決事情」，本研究提出這些面向，以補足 Mezirow

轉化學習理論中僅重視理性思維的假設。 

面對臺灣離婚率創全亞洲第一高、生育率為全世界最低，以及台

灣社會長期「不婚、不生、不養、不教」的現象，我們或許應賦予母

職多一些正面價值，給予全職父母多一點鼓勵支持，協助建立父母社

群，並提供親職學習的免費資源，將父親也納入課程對象，發揚「親

職即親教」的意義觀點。處在這個強調「兩性平等」的年代，我們更

需要學習的，可能是「彼此相愛」。藉由這篇母職研究，盼望能帶給

成人教育者與自己這樣的提醒，永遠不要忘記幸福家庭的根基，是在

於愛…… 

 

 

關鍵詞：母職、轉化學習、全職媽媽、意義觀點、女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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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taking full-time mother as the subjects, adopts qualitative 

research procedures. By the approach of in-depth interviews and 

collecting related documents, the study is intended to understand the 

reason that women quit job and back to home as full-time Mother after 

giving birth, and to explore their meaning perspective in Motherhood, the 

pressure encountered, difficulties and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ve 

learning.  

It is hoped that this study can achieve the following goals： 

1.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essential changes of full-time Mother after 

giving birth and their meaning perspective in Motherhood. 

2.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full-time Mother’s transformative learning 

process in Motherhood. 

3.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full-time Mother 

transformative learning in Motherhood. 

4.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rocess of the 

full-time Mother’s transformative learning and the one raised by 

Mezirow. 

5.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rocess of the 

full-time Mother’s transformative learning in Motherhood and the 

supplementary statements made by the other scholars to expend 

Mezirow’s theory. 

This research is the character oriented. The participants are three-type 

full-time mother. The material was collected by the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The reorganization material was analyzed by the hermeneutics. 

Then,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is obtained as follows： 

1. The full-time Mother’s meaning perspective of Motherhood is sha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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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their growing experience, especially from their Mother. 

2. The women are willing to give up their nice job as the full-time 

Mother because they view “Mother as the mothering, discipline and 

the intellectual enterprise”. 

3. The self-reflection and social group of full-time Mother will bring 

them into transformative learning, but the negative emotion and 

over-loaded expectation from their family may be the learning 

obstacles. 

4. Mezirow only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rational thinking, but 

This research point out the situated context and emotion of learner 

should be considered. 

5. Love is the premise of transformative learning because “to listen is to 

love, to understand is to heal”. 

Based on the above findings: the research wants to propose some 

suggestion to the adult education association as the below： 

1. Provide more learning resources for parents and encourage Father to 

involve at homework. 

2. Provide the formal mothering course with flexible baby-care service 

for the full-time Mother. 

3. Establish the learning group of the full-time Mother to and support 

each other.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ve learning, adult educator must 

provide the learner sufficient trust and emotional support. This is what we 

say to deal with a good mood first, in order to resolve the matter. 

 

Keywords：Motherhood, meaning perspective, transformative learning, 

full-time Mother, wome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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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 子 

    底下這些轉變，都是我在未成為母親前，從來不曾有過的思維，徹底

顛覆了我的人生…也因此，成就了這篇轉化學習之研究。 

 

一、研究的開始：母職中的自我轉化歷程 

 

（一）第一個轉化：有陪產員的溫柔生產 

2008 年懷孕生子，帶來了一連串的意外，讓我不得不停下腳步放慢速

度與在生活中反思。第一個意外是，我不曉得生小孩有這麼大的學問，在

Babrbara Harper（2006）「溫柔生產」一書中，主張生產應該充滿愛、能

量與人性化，並且回歸自然而非過多的醫療介入。於是，我請了陪產員，

用最自然的方式生產，摒除了醫院所提供的無痛分娩與催生劑、也不灌腸

或剪會陰，儘管因此痛了十六個小時，而最後才幫我接生的醫生也玩味地

說：「妳是靠妳自己生產的，我沒有幫什麼忙」。事實證明，小孩雖然早產

一個月，但卻很健康也不需住在保溫箱，且在出生剪完臍帶後，便趴在我

身上喝母奶。 

 

（二）第二個轉化：從社區大學轉為母職研究 

在生活中落實所閱讀到的理論，是我所執著的一部份。於是，我遇到

了第二個意外，在持續餵母奶的第一年，我沒有辦休學，天真地以為自己

可以邊照顧嬰孩邊寫博士論文，殊不知閱讀最多仍屬教養育兒書籍，理論

書籍早被擺到一旁，每三個小時就要餵一次母奶的作息，也讓我無法專心

下來思考論文。由於先前擔任大同社區大學的講師，一直將論文研究主軸

鎖定於社區大學學員的轉化學習，但在決定親自照顧小孩後，我知道晚上

不可能再到社大開課，而得更換研究題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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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個轉化：從女性主義轉為全職媽媽思維 

第三個意外是，在 2009 年 11 月，我參加了「某某好媽媽俱樂部」（化

名表示）的網路家族，裡頭主要成員都是全職媽媽，大家共同組 Play Group

（簡稱 PG）讓小孩玩在一起，並且也舉辦許多交流活動。這時候我把生活

重心轉到這個網路家族，除了參與各式活動，後來並主辦媽咪讀書會。也

讓我看見這些媽媽們的學習與成長，尤其是箇中的「姊妹情誼」，成為彼

此育兒路上最好的支持。於是，我決定把研究焦點轉到這群全職媽媽身

上，而在這裡頭，也出現許多反身性的對話。 

在大學教育的階段，自身也受到女性主義思潮的影響，曾把全職媽媽

視為是父權體制下的犧牲者，當時甚至還回家鼓吹母親起來反抗父親（但

母親並未有任何改變，只是跟我說：「妳（女人）一定要有自己的經濟能

力」！）。直到自己也走入全職媽媽這個身份，母親持續反對並且叫我趕

快去工作，但我總是回憶起小時候母親所給予的溫暖、全家人一起吃晚

餐、母親陪著我寫功課的情景，讓我覺得很有安全感。於是，在思想與現

實之間，我有所遲疑…終究還是做了全職媽媽，而且，還堅持做全職媽媽

的研究，很想為現代的全職媽媽們發聲！ 

我發現，成人教育的研究領域，極少看重全職媽媽這群對象。但全職

媽媽的學習需求，或許比任何一位職場女性來得大！而且全職媽媽比同時

得兼顧小孩的職場女性多了空間來愛人。因為全職媽媽主要得面對的，並

非工作事務而是「人」！除了教養小孩，還包括帶領自己與配偶一起改變

與學習，只要這群女性能夠轉化自己，也等於轉化了整個家庭，這也是我

認為成人教育必須重視全職媽媽的原因。 

 

（四）第四個轉化：從全職轉為兼職媽媽 

然後，是第四個意外...因為我發現自己要一邊顧小孩，又想要和這

群媽媽們深談簡直是不可能，為能抽出時間研究和訪談，我開始把小孩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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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保母照顧，每個禮拜只托育四天下午，起初會有點捨不得和罪惡感，接

著卻發現給專業保母照顧也不錯，加上保母家中還有其他小孩可以一起當

玩伴。重點是，當我變成是「半職媽媽」後，看事情的角度似乎也不太一

樣，多了「質疑」全職媽媽的思考面向，包括擔任母職如何自我實現、以

及女性是否被母職所綑綁的觀點？畢竟，我們算是新時代女性，受了完備

的教育，期許自己能有所成就，不再是男性的附屬品，能走出自己的一片

天空。而母親的身分，總要以孩子或家庭的福祉為優先考量，但是我們的

成就，是否就該完全投注在孩子身上？家庭、事業、孩子、自我，又要如

何兼顧呢？必須承認，身為母親後，價值觀也有所改變，在孩子還需要我

的時候，親子關係的建立，變成是一個很重要的自我實現。 

 

（五）第五個轉化：從無神論轉為重視靈性信仰 

接著，便是第五個意外的來臨...當我越投入在論文研究中，就越必

須去面對夫妻關係、性別分工與共親職的問題。事實上，早在孩子剛出生、

我仍是新手媽媽的過程中，便不時與外子發生過衝突，因為照料孩子幾乎

是我一手包辦，加上睡眠不足、我又有論文得完成，若是外子不主動分擔

家務或育兒工作，我實在是喘不過氣。在學理上，我們都明白，父職的參

與很重要，但現實中，父職的缺席卻是不得已，包括加班工作或時常出差

的型態，以及專業分工才有效率的價值觀。而這個部分，並非說理或說服

對方所能改善，於是，我開始尋求靈性上的改變，也就是信仰。 

從小到大不斷有人向我傳福音，但對於向來十分理性的我，卻總是婉

拒在外，覺得自己不需要任何宗教，只需要靠自己就好。但在 2010 年，

我遇見了神，過程非常奇妙，因為發生許多神蹟和應允非我所能解釋，所

以我成為基督徒且開始信靠神，神也的確帶領我去經歷更多的功課，包括

到法國號教會上「親親寶貝」和「如何教養孩子品德」的課程，不僅醫治

內心的不安，也改變對外子的態度與家庭氣氛。只能說，真的是神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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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發現，成人教育若想真正幫助人，必須先處理心情，才能解決事情。 

 

（六）第六個轉化：從兼職轉為上班媽媽 

    2011 年 7 月，因緣際會獲得致理技術學院「職涯輔導師」的工作，但

外子和雙親都不支持我去工作，我也希望能先完成博士論文再返回職場，

沒想到因為一直拒絕不掉這份工作，後來只好硬著頭皮答應，就在回覆學

校願意去上班的當天，下午外子就無預警地從總經理一職被資遣，因為事

出突然對我和外子的打擊都很大！當下只有先感謝神的奇妙作為，且瞬間

我的整個思維都改變了，從原先的「不需要」轉為「必須」去工作，以及

「珍惜」這份工作機會。 

    但真正的考驗才剛要開始，上班第四天，主管們希望我能去考「全球

職涯發展師」的證照，由於剛好當週開課，所以必須很快做決定，因得花

費四萬元且又是週六日得參加證照課程，外子同時也在上 EMBA 的課程，

沒人幫忙照顧孩子是不可行的，就在我拒絕考證照的隔天，卻意外發現自

己居然懷了第二胎，養兩個孩子勢必會有不少開銷，因此為能長期保住飯

碗，我趕在最後一刻報名證照班，週六日則請爸媽特地北上照顧孩子，有

幾次則是請以前的學生來家裡看顧孩子，由此可知「孩子由誰負責照顧」

向來是女性的問題（外子說那是因為他沒有相關資源可動用來照顧孩子）。  

    後來證照考過了，但我的第二個孩子卻不保。因為外子雖然沒有工

作，晚上和週六日卻得參加 EMBA 的課程，於是我在整天上班，下班後還

要趕回家照顧孩子的情況下，整個歷程就是太過疲累，精神與體力各方面

狀況都不好而導致流產。當時難過的心情持續很久，心裡一直很愧對未出

生的寶寶。儘管我在最短時間內拿到證照、在工作上獲主管肯定，但我還

是覺得自己是個不成功的母親；加上沒法像從前那樣陪伴我的孩子，也越

來越沒耐心或時間好好教導他，感覺非常受挫，甚至幾度憂鬱。每當我想

到自己是把最精華的時間與精力投入在工作中，卻忽略了家庭時，我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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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掙扎，質疑重心是否擺對了位置。甚至在後期拼寫這篇論文時，必須

擱下孩子的需求置之不理，或是因壓力過大而對家人發脾氣，我常覺得自

己為了「成就」目標，卻失去了「愛」的能力… 

 

（七）最真實的轉化經驗：引發本研究的問題意識 

    這篇論文研究歷時甚久，研究者經歷從全職媽媽到職場媽媽不同身份

的轉換，在箇中的體會與心情轉折，卻是最真實的轉化經驗與收穫。這也

引發本研究的問題意識，Mezirow（1978b）的轉化學習強調理性思維，但

研究者從全職媽媽的生活中，體會到即使認知有所改變，但情緒或當下的

感受若與思維不一致，也無法形成轉化的行動，而此時社群支持便成為重

要力量，且透過持續性、正式課程的學習方式，又比非固定、私底下、非

正式交流的分享效果來得更佳。因此，本研究由自身經驗為出發，透過參

與觀察和深度訪談的方式，來詮釋全職媽媽在母職意義觀點上的轉變，以

全職媽媽社群的轉化學習經驗，重新檢視轉化學習的理論觀點，希冀提供

成人教育者掌握住促進轉化學習的關鍵。 

 

二、論文的完成：社群力量促進彼此轉化學習 

未曾料到，這篇博士論文的研究歷程會花費這麼多時間，在決定提筆

將它完成的此刻，是因為我終於找到了定位… 

我是在當了母親之後，才真正明瞭怎麼樣做一個好大人，以及成人教

育的意義為何。這個孩子來得意外，也影響了原本博士生涯的規劃，在未

辦理休學的情況下，已來到最後的第七年，能夠完成這篇論文，還是要先

感謝我的孩子。但真正重要的是，在做博士研究的過程中，找到自我價值！ 

很多親友勸我，隨便把博士論文寫一寫，趕快畢業才是重點。但我的

個性不是這樣，當我將焦點放在「轉化學習」的理論，我就是想弄清楚到

底轉化學習是如何發生、又如何因人而異？當我看見有些研究對象（全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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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很迅速、很成功的轉化學習，我也必須去確認影響她們的課程或書

籍為何，甚至得要親身參與或實際閱讀過後，才能體會箇中關鍵。而當我

看到有些研究對象的觀點遲遲沒有轉化，或是觀點似乎開始轉化、但一下

子又回到習慣領域與舊有的行動時，我總是納悶，這中間究竟缺乏了什

麼？直到後來，我才發現自己不能老是這麼「袖手旁觀」，老是擔心介入

會干擾「現象」使其不自然，但是如果要透過「非正式的自我學習」來促

使轉化發生，不曉得必須等多久…於是，當我們真的「有意」組成讀書會

社群時，在第二次的聚會後，就看見轉化學習的發生，也因此終於能夠落

筆！ 

而在本篇研究中，就屬「研究者的身份」最為困擾我，因為我是先以

全職媽媽、帶著孩子參加 PG（Play Group）的姿態，進入這個全職媽媽的

活動圈，並且與大家成為好友，漸漸到無話不談，儘管我曾經宣告過自己

是博士研究生的身份，且研究也打算以全職媽媽的轉化學習為命題，但我

卻小心翼翼地衡量彼此關係、不知該如何拿捏「研究者」與「好朋友」之

間的分寸，要進行一對一的深度訪談前，我覺得比較像是大家幫忙我，一

起和我完成這篇博士論文，甚至家族長還幫我發信，將訪談問題寄給家族

成員，而許多我並不怎麼熟識的媽媽，也很熱情地回應我。本研究不僅採

取深度訪談，更兼具參與觀察和行動意義。 

隨著此篇論文的完成，我發現全職媽媽的價值，是來自於「不斷的學

習」而非照顧孩子。對於母親想兼顧「工作」與「家庭」之間的掙扎，似

乎也不是只能二擇一，如果「育兒工作」無法賦予女性自我實現，不論是

想要一邊兼顧家庭、或者想要全職上班的女性，光靠目前的政府方案，是

真的難以解決育兒路上實際遇到的困境與限制，因此路若沒法轉，人只能

選擇心轉，也就是轉化學習。而我們都是在生活事件中，不斷調整自己的

觀點與行動，才可能找尋到定位與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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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台灣的生育率再創新低，2011 年僅有 0.895，成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

國家。隨著臺灣創下全球生育率最低的紀錄，生小孩這件事也越來越受到

政府重視。根據內政部人口政策白皮書的目標，臺灣女性生育率若想在

2015 年回復到ＯＥＣＤ國家平均 1.6 的標準，就表示每年要多生十萬個嬰

兒，也就是說，在未來五年內，總共要新生一百五十萬個嬰兒，才養得起

沉重的未來。於是，政府雖然積極思考鼓勵生小孩的對策，甚至呼籲大眾

增產報國，但對於母職角色的支持或重視，卻少見關注與討論。研究者初

為人母，深深體悟到母親角色影響女性之大，而這個影響包含了身心靈等

層面，從個人身體的轉變到心理意義觀點的轉化，甚至還包含與小孩或家

人之間互動關係的調整。為此，本研究意圖融合各知識領域，來探討現代

母職這個實際的角色轉變與問題。 

在成人教育領域中，有不少關於母職角色或家庭主婦的研究，張瀞文

（2002）與何青蓉（2002）便探討女性（母親）在讀書會中的學習與成長。

不過，關於母職經驗促使女性不得不面對心理-社會文化價值的衝突與挑

戰，加上現代社會變遷中逐漸取代傳統性別分工的現代男女平權觀念，以

及強調解放母職桎梏、鼓勵父職參與的脈絡，許多條件已與過往不同，而

處於其中的現代女性究竟有著怎樣的觀點轉化與歷程，目前卻未見相關研

究。尤其對於選擇擔任「全職媽媽」的女性來說，從職場走回家庭、面對

母職角色與自我發展、經濟問題與教養方式、家務與育兒分工等種種關於

生養小孩的決定，其實不僅牽涉到自身意義觀點的價值信念，也可能因為

這些重要事件的發生，而促使女性轉化學習。 

近十年來，被捲入全球化分工結構裡的台灣，越來越重視經濟發展、

看重競爭力的思維與價值觀，也創造許多另類的「世界第一」。包括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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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的離婚率、還有台灣獨步全球的「台商家庭」、「分偶家庭」、「通勤婚

姻」，以及世界第一工時創造出眾多「爸爸不在家」的假性單親。若拋開

所有少子化、高齡化的討論，聚焦到有十八歲以下子女的家庭，會發現台

灣的家庭，同時發生量變和質變。工作與家庭的衝突，讓一家人住在一起

變成奢望。根據行政院主計處（2011）的統計，有 35％的夫妻不住在一起，

將近三成未滿三歲的幼兒，是在遠離父母的狀況下長大。而台灣家有六歲

以下小孩的婦女，每週工作超過 45 小時的比例高達 31％，是 OECD 國家的

4 倍。當媽媽和爸爸一樣，擁有工作的舞台與壓力，工作家庭兩頭燒，經

濟家務一肩挑時，再加上「爸爸虛擬化」，世界第一的高工時，打造回不

了家的缺席爸爸，這些情境都使職業婦女必須面對比過往更兩難的處境。 

母職對女性來說一直都是個挑戰，面對工作或照顧小孩的兩難抉擇，

母職等同於提供一個機會，讓女性得以重新省視自己、過去的生命史，以

及與親人重建新的關係。正由於生養子女存在著的種種變數，很可能讓為

人父母者產生批判反思。尤其是從事母職的女性，在其所處的社會結構與

家庭（自我）期待下，也可能出現不同的轉化內涵與程度。研究者從「母

職」中深刻體認到自己的觀點轉化，從原本主張只談戀愛不結婚的「新時

代女性」，頓時轉變成在家帶小孩的「全職媽媽」。這個「身份」上的改變，

同時包含著在「心理」層面轉為「一切以孩子為優先」的考量。在價值觀

方面，似乎也因生子而多了「母親」身份的思維方式，或者說是對於母職

選擇的不同詮釋，以及意義觀點的改變。Rokeach（1973）指出「價值概

念比其他概念更應佔有核心的位置」，他認為要理解或預測一個地區人們

的行為，必須先瞭解其價值。在 Rokeach 的價值理論建構中，將價值視為

文化、社會與人格的依變項，以及態度與行為的自變項。依據此看法，母

職的選擇或許也呈顯出臺灣現代女性的價值觀，且受到文化、社會脈絡與

人格特質等影響。 

由於現代社會的多元價值，以及較提倡「個人選擇」的自主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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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也觀察到，身邊一群曾接受高學歷、或是原本擁有高薪工作的女性，紛

紛決定返家當全職媽媽，且普遍擁有一個共同的想法，認為幼年對孩子智

力開發和性格形成很關鍵，而擔任全職媽媽便能親力親為，培養孩子健康

快樂成長，且教育是為了完善自身和實現個人追求，不能單純以職業成功

來衡量教育價值，相夫教子也並不表示浪費所接受的高等教育。另一方

面，「母職」可說是一個極佳面對自我以及學習成長的經驗，尤其對於擁

有學齡前幼童的全職媽媽（幾乎 24 小時得親自照顧寶寶）來說，反而有

機會沈澱自己，也能從教養寶寶的過程中去反思許多事，包括如何教育、

兩性互動與維繫家庭關係等意義。因此，站在成人教育的立場，本研究認

為應該重視全職媽媽的學習需求，尤其她們擁有許多時間給自己和孩子，

如果媽媽能夠有所成長，且充滿正向能量，也能教養出健康快樂的孩子。 

研究者在擔任全職媽媽期間，因緣際會進入 BabyHome 網站，參加「某

某好媽媽」家族而結識一群全職媽媽。本研究也發現，這群全職媽媽（六

年級生）與我們母親那一輩的「家庭主婦」實質生活上已有極大落差，並

具有不同世代母職的社會學意涵，值得探討。相較於傳統（母親）那一輩，

親自帶小孩的價值，似乎是由原先的「理所當然」，轉為現在的「獨具意

義」。與這群全職媽媽們互動長達一年半的時間，研究者不僅體會到網路

連結的驚人力量，以及從中建立的姊妹情誼和社群支持的重要性，如同成

立「某某好媽媽」家族的宗旨：「孩子需要的不是玩具，而是玩伴；媽媽

要的也不是名牌包，而是志同道合的朋友…」。由媽媽社群自行發起與舉

辦的各式活動，如讀書會、親子課程與戶外 PG（Play Group）等，本研究

也發現，影響行為的有意識學習，其實是自我瞭解與自我調節，而對這群

女性來說，母職似乎是比職場工作更具有「內在動機」的自我學習刺激，

且帶來極大的學習成效和影響，甚至觸發這群全職媽媽自我反思，產生轉

化學習。 

本研究並不是「為做而做」，而是研究者的「有感而發」。在研究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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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究者一邊在現實生活中育兒，一邊也在閱讀文獻中反思，包含與本

研究中的全職媽媽們不斷對話交流，透過實際參與觀察和深度訪談，都讓

研究者有所改觀。而本研究採現象學的詮釋觀點，與全職媽媽們在研究中

的互為主體性，也讓彼此的母職意義觀點都有所轉變。於是，在育兒生活

經驗裡，進行此轉化學習研究，本身就是一個經歷不斷轉化的過程…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重要性 

 

台灣家庭現今的面貌，已與過去有很大的不同，不再以傳統核心家庭

為最小單位，「獨居、同居、單親、分住伴侶、隔代家庭」都是新興的家

庭模式，劇烈的家庭變遷也顯示，家庭已不再扮演穩固社會結構中的一環。 

 

一、遲育及少育趨勢 

隨著臺灣的社會發展與自我意識的提升，晚婚及不婚率的增加，也使

得臺灣邁入「少子高齡化」的社會。根據行政院主計處（2011）統計，當

前台灣生育率逐漸下降，婦女的實質生育數已從 1965 年的 3.8 個子女，

驟降到 2011 年的 0.895（全球平均為 2.5 人），也就是平均每位婦女一輩

子只生不到一個小孩。而生育率的下降，代表著未來人口逐漸變少，也意

謂著高齡人口相對變多，對於社會結構、經濟發展等各方面都會產生重大

影響。 

    而少子化的原因，則與臺灣近年來的社會變遷，有著極大關連性。包

括貧富差距擴大、經濟成長趨緩、高失業率，導致育兒成本昂貴（特別是

物價及房價上揚），也造成更多人因為生活壓力導致生育意願低落或不

孕；根據勞委會統計，過去 30 年，臺灣女性勞動參與率增加了 10％，其

中 25 歲至 44 歲適齡生育婦女的勞參率更高達 76.5％，顯示未來女性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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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市場的態勢會愈來愈明顯，當女性在就業市場平均競爭力漸高於男

性，勞動力供給大增的結果，不但讓男性更難獨力賺取足夠資源養育妻

兒，也讓女性無法兼顧生育及工作；加上年輕世代的人生規劃，越來越注

重生活品質而喜歡單身生活、人生目標理念也以享樂為優先。 

 

二、女性從終生家管轉為勞動市場成員 

在就業、婚姻與生育之間，台灣婦女正經歷一場世代間的大變革。根

據內政部統計，目前台灣女性人口有 11,531,548 人，占總人口的 49.78

％（截至 2011 年 2 月底）。而台灣社會的多數女性則是從「終生家管」，

轉變成有半數女性是「勞動市場」成員。根據行政院主計處（2011）「人

力運用調查」統計，女性勞動參與率為 50.25％。然而，婦女的就業比率

雖然逐年提升，但是她們為人妻、為人母的角色和責任並沒有改變，好媽

媽的教育角色並未因此減輕。女性就業者無論是擔任部分工時

（Part-time）、臨時性或人力派遣工作者，其比例均高於男性。而 45 歲

以上群體選擇部分工時或派遣工作的原因，女性中有 28.75％是為了兼顧

家務，相較男性亦高出許多，顯示女性在工作抉擇方面與家庭的高度連結。 

至於已婚育有小孩的雙薪夫妻，由於工時長（臺灣每個人一年的平均

工時是 2千 282 小時，世界排名最高），漸漸變成「假日父母」。行政院主

計處（2006）「婦女婚育與就業狀況調查」顯示，未滿三歲的孩童 3 成 3

是交給（外）祖父母及親屬帶；交給保姆的卻不到 1成（9.37%），其中又

約有 2成是二十四小時托育。換句話說，有將近 4成未滿三歲的幼兒，是

在遠離父母的狀況下長大。 

依據行政院主計處（2011）統計，臺灣 15 歲至 49 歲已婚生育女性，

對 3 歲以下幼兒之養育方式，採「自己照顧」而未假手他人的比例為 54.90

％（在 1979 年為 84.71％，1985 年為 76.96％，2003 年為 69.65％，2006 

年為 65.79％），「全職媽媽」的比例仍然佔了一半以上。隨著臺灣女性勞

動參與率的增加，由女性全職親自照顧幼兒的比例確實逐年下降中，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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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來計降近 30 個百分點。按照教育程度別的觀察，自己照顧子女比

率係隨教育程度之提升而降低，以國中及以下程度者之 75.94％最高，高

中（職）與大專及以上程度者則分別為 59.83％與 36.19％。 

至於這些「全職媽媽」很可能婚前都有工作，卻因為結婚或生育而離

職。依據行政院主計處（2011）調查，15 至 64 歲已婚女性之婚前工作比

率為 83.8％；目前有工作者比率則為 54.5％。曾因生育離職之已婚女性，

又以生育第 1胎離職者所占比率最高，其生育離職率為 22.4％；明確來說，

15 至 64 歲女性婚後至生第 1 胎曾工作者計 308 萬 2 千人，其中於生育第

1胎離職者計 69 萬 1千人或占 22.4％（生育第 1胎離職率）。而未來一年

無工作意願之已婚女性，主要係因「家庭經濟尚可，不需外出工作」與「需

要照顧小孩」，分別占 45.7％與 24.4％。 

在傳統觀念中，女人一旦結婚生子，幾乎將所有時間精力花在家庭

中，致力成為「成功男人背後的偉大女性」，一手包辦廚子、管家、保母

和家庭教師等角色...。研究者從未想過自己會成為全職媽媽，過去在看

待母親一直身為「家庭主婦」的角色時，總是以女性主義角度來質疑母親

在家中「沒有聲音」的處境，也始終記得母親的提醒：「女性一定要有自

己的經濟能力」。然而，從懷孕到生子，研究者便面對一連串學習與轉化

的過程。由於寶寶的到來，迫使研究者去檢視種種社會結構因素，包括資

本主義的社會價值觀、現代母職概念、男女分工的社會規範等。在「追求

自我」的現代信念與「成就家庭」的傳統信念之間，研究者仍然面對兩難

的抉擇困境，或者說試圖尋找其中的平衡點；甚至在最初擱下學業辭去工

作，全心全意親餵母乳照顧寶寶的過程中，也曾經有過失落、掙扎與矛盾

的心情。而研究者目前返回職場工作，卻充滿著更多的「不得已」。發現

雙薪家庭若沒有父母支援獲其他資源支持，那麼尚在學齡前或幼稚園階段

的孩子，不僅其安頓問題煞費周章，還有教養議題更是令人傷腦筋。關於

這一連串母職意義觀點的轉變，其實包含著各種自我調適與轉化學習的歷

程，實具成人教育的研究意義與重要性。 



 13

第二節 研究動機 

 

臺灣雙薪家庭越來越普遍，以及受多元社會文化影響，黃宗堅（1998）

指出，資訊媒體的無遠弗屆，對科技的高度依賴以及資本主義的蓬勃發

展，使社會變得極其物化。而家庭系統原本所建構的穩定性與秩序性已受

到挑戰，不僅傳統家庭結構與功能有所顛覆，其次是家庭價值觀念的多元

與分歧，再者是家庭關係的物化與疏離。由於近代女性運動和進步的社會

趨勢，女性確實開始走出家庭、進入公領域，女性不僅就業、受教育、參

政、甚至可以不必進入婚姻或留在婚姻中。 

相較於傳統社會的女性，現代女性確實擁有更多的「選擇」，可以選

擇就業、不婚、不生小孩、或是將小孩交給保母。而現代母職的定義，也

已跳脫「生物性母職」，漸漸擴展成為「社會母職」。只不過，女性想同時

兼顧工作與照顧孩子的兩難困境卻仍然存在，且隨著少子化反倒更重視孩

子教育的想法，也可能影響女性選擇退出職場，在家擔任「全職媽媽」。

本研究欲探究女性為何「選擇」做「全職媽媽」，瞭解其如何形塑母職意

識，原本的母職意義觀點又是怎樣轉變，且如何形成轉化學習歷程。 

 

一、跳脫「生物性母職」的「社會母職」概念 

不是只有生育孩子的母親才是「母親」，蕭蘋與李佳燕（2002）指出，

在現代社會中，母親面貌是多重的，而那些擔負母職責任的人，如阿公阿

媽、哥哥姊姊、姑姨、保母、外傭、甚至社區鄰裏，都可能是照顧孩子的

母親。也就是說，母職是指養育孩子的職責，雖稱為母職，但不代表一定

是由母親擔任。 

有關母職的再定義，唐文慧與游美惠（2002）便提出「擴展母職」或

「社會母職」，企圖脫離過往「生物性母職」概念的母職觀點。她們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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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職必須建立在充分的社會支持和國家照顧體系下，「當母親」這件事對

女人才可能具有較正面的經驗和意義。而「母職」是對於母親角色和職責

的定位，其中包含著經由生物的、心理的和社會文化的建構；「母愛」則

是一種母親對孩子情感表達的描述。為重新定義與豐富母愛內涵，唐文

慧、游美惠將重點放在母職的文化反省與改善制度面，以達到母愛的普世

價值更被「真實地加值」，而不是被消費文化和父權邏輯所簡化與視為理

所當然。至於卡維波（本名為甯應斌）（1999）所指的母職（家務工作），

則包含生殖工作、照顧工作與性工作在內，她指出，現代社會中「家務工

作的公共化」這個趨勢，不但有利於女人進入公領域，也重新定義傳統父

權對「母職」的觀念。家務工作不再受限於婚姻家庭的框架或私領域的範

圍、也不再受親密關係的管轄或支配。 

    儘管社會母職的概念漸漸成形，但本研究發現，現實生活仍有許多限

制，例如有些原本從事彈性工作（例如保險銷售員）的女性，只希望每週

將寶寶托育三個全天，但保母礙於一對二的名額限制，通常會優先收全日

托的寶寶，所以這些女性因為很難成為「兼職媽媽」，只好選擇擔任「全

職媽媽」或將寶寶全天托育。從這點來看，也反映出為何未滿三歲的孩童

交給保姆的不到 1成，卻有 3成 3是交給（外）祖父母及親屬帶，因為在

職場工作的壓力，造成父母親需要在時間上能有彈性的托育照顧者，若運

用自己的家人資源將是最無後顧之憂，不然就只能將寶寶 24 小時托育。

儘管母職任務不再停留在母親身上，而可能交由祖父母或托嬰中心接收，

但並未代表其完全跳脫「生物母職」的概念，這部分仍需要本研究進一步

的檢視。 

 

二、現代女性陷於工作及家庭的兩難處境 

在學理上，女性主義挑戰父權結構與社會複製現象、質疑性別分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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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且訴求兩性平權與鬆綁性別角色，近年來也確實促進兩性平等就業，

使原本的「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形式開始鬆動，女性進入就業市

場比率也增多。根據勞委會（2011）統計，過去三十年內，臺灣女性勞動

參與率增加 10％（2011 年 7 月，女性勞動參與率首度突破 50％），男性勞

動參與率卻穩定下滑，2009 年更降到 66.4％的歷史新低，顯現女性撐起

就業市場的態勢，甚至成為勞動市場的主力。只不過，工作職場雖然對女

性比較友善，而女性經濟獨立能力也隨之提高，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也可

能反使女性陷於工作及家庭的雙重負擔與衝突兩難處境中。 

根據勞委會職訓局全國就業 e 網「2011 粉領上班族工作幸福感大調

查」，受訪者認為現代女性上班族幸福指數超過 60 分及格分數的比例僅 3

成 8，不到 4成。而現代女性上班族的主要壓力來源分別為：「家庭事業蠟

燭兩頭燒」(18.18%) 、「全心工作卻成大齡剩女」(11.93%)、「工作時間

太長」及「收入不夠扶養家庭」（兩者均為 11.36%），其次是「沒有時間運

動、難以維持健康」(10.23%)、「想要生育卻怕飯碗不保」(7.95%)。調查

資料顯示，如何在家庭和工作之間取得平衡，是女性在職場發展首要克服

的阻礙。 

行政院主計處（2006）的「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也顯示，女性婚後

因故（結婚、生育及其他）而離職的比例是 56.76%，超過婚後一直有工作

卻不曾離職的 33.8％女性。事實上，已婚女性因婚育等離職比例，也逐年

增加中，結婚離職率從 1986 年的 22.13%，提高到 2006 年的 28.95%；生

育離職率從 1986 年的 8.68％增加到 2006 年的 15.39％，顯示婚育在女性

職業生涯發展上，仍是個重要的關卡與變數。 

現行統計將女性離職原因主要分為「婚」與「育」兩種，但追根究底

大都是與「照顧老幼」有關，以 2006 年數據分析，因「結婚」離職者，

有 67.68％是為了「準備生育」。至於因生育離職的女性，高達 75.45%是

為了「照顧老幼」。相較女性，統計資料卻呈現男性婚後的勞參率大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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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婚前。以 2006 年為例，女性有高達 2,432 千人因「料理家務」而成為

非勞動力人口，佔所有非勞動力女性人數的 51.6%，相較於男性僅 0.4%因

「料理家務」而成為非勞動力，顯示「家務」對男女的實質差異與影響不

可小覷。 

儘管如邊裕淵（1989）所述，目前兩性在臺灣社會的工作職場上可憑

藉著個人能力求取發展，但逐年增加的女性生育離職率卻顯示，當女性在

面對家庭育兒責任與生涯成長的關口時，其母職意義觀點仍會影響到她們

的生涯規劃與投入（蔡淑鈴，1989；徐宗國，1995；呂玉瑕，1995）。已

婚女性工作者可能要同時面對「受過良好教育女性應該就業」的現代女性

規範或自我成長的內在需求，以及傳統「女性應以照顧子女為優先」的母

職觀，並且處於這種「傳統信念」與「現代信念」之間的不斷拉扯與壓力

中。王叢桂（2000）研究「華人父母職責信念」時發現，許多年輕父母雖

然不可能做到傳統的角色職責，卻常不自覺地以文化認知建構下的父母職

認知基模（schema）為參考，思考自己是否為「適任」的父母。王叢桂（2004）

調查臺灣大學生的父母親職責信念，結果顯示現代母職的文化腳本其實包

含更多的責任與角色，像是「家庭照顧者」與「經濟提供者」的雙重認同，

顯示出臺灣大學生仍強調母親的育兒責任，同時又肯定母親對家庭收入的

貢獻。 

不過，也有學者認為，臺灣社會母職的集體信念與實踐並未顯出重大

改變。王淑英與孫嫚薇（2003）指出，臺灣社會仍期待母親自己帶小孩，

且認為這是最理想的養育子女方式，而家庭性別分工僵化的情況，也並未

隨快速工業化有所更動。而這種傳統性別分工的文化規範亦限制男性的家

庭角色，因男性的家庭責任被定位為提供經濟收入，使男性實際從事育兒

活動時，在潛意識或意識上覺得不舒服，覺得自己「大材小用」、「作女人

家做的事」，或者懷抱著「母職天賦」的想法，認為父親僅是協助者角色，

選擇性地參與育兒過程。於是，在臺灣男性親自參與育兒比例非常低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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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下，更造成許多女性對生兒育女的裹足不前。 

 

三、臺灣生育率世界最低，全職媽媽比例仍然高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2011）統計，當前台灣生育率逐漸下降，婦女的

實質生育數已從 1965 年的 3.8 個子女，驟降到 2010 年的 0.895，是全世

界最低！亞洲的日本、韓國雖不高，但也達 1.3 人。受經濟低迷及女性對

生育的意願降低，根據內政部（2012）統計資料，2011 年全年臺灣出生嬰

兒數為 19 萬 6,627 人，出生率降至千分之 8.29，再創歷史新低。經建會

原本推估 20 萬以上的出生數會維持到民國 106 年，民國 111 年出生數才

會低於 19.7 萬人，但少子化的問題卻提早十年發生。 

隨著臺灣都會區雙薪家庭的普遍，一般認為照顧孩子的職責從親友擴

及到保母、托兒所等資源，但事實並非如此。根據兒童福利聯盟基金會

（2008）的調查指出，家有 3歲以下幼兒的父母，使用社區托育服務者僅

有五分之一（也就是將孩子送給「有照保母」照顧的比例為 7.8%，送給「無

照保母」照顧的比率則為 7.1%，送至托嬰中心照顧者有 5.8%，三者合計

為 20.7%）。這個數據告訴我們，現代生活中的育兒實作，仍以家庭網絡的

支持系統為主。 

依據行政院主計處（2011）統計，臺灣 15 歲至 49 歲已婚生育女性，

對 3 歲以下幼兒之養育方式，採「自己照顧」而未假手他人的比例為 54.90

％，「全職媽媽」的比例仍然佔了一半以上，另有 26%是由祖父母或其他親

屬照顧，其中僅有 7.5%是由保母照顧，雖然母親全職親自照顧幼兒的比例

是在逐年下降中，但這份資料顯示擔任「全職媽媽」的女性比例仍然相當

高，且有必要瞭解其背後隱含的社會意涵。 

現代具備足夠經濟能力的父母，對於生孩子的觀點似乎轉為「重質而

不重量」，孩子越少，父母卻越看重其發展與教育，甚至是興起親自照顧

的趨勢。研究者觀察身邊的朋友，在為人母後紛紛辭去原本如老師、護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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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員、工程師等不錯的待遇工作，並且「自願選擇」擔任「全職媽媽」。

實際瀏覽臺灣婦幼親子第一大社群網站 BabyHome（寶貝家庭親子網），可

瞭解許多「全職媽媽」的真實心聲。李宜芳（2010）分析網站的這篇討論「大

家當全職媽媽的原因？」，共收到 98 篇回應（截至 2009 年 8 月 25 日），

關於全職媽媽「選擇不上班的原因」，以「信任」因素（自己帶孩子比較

放心）與「教育」因素（想陪孩子成長，家庭教育重要）佔最多數。由此

可知，部分女性之所以選擇擔任「全職媽媽」，主要是想長期接觸孩子、

培養彼此感情與建立關係，讓孩子能感受到媽媽的愛。 

 

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站在學理論述角度或激進女性主義者立場，或許會認為擔任「全職媽

媽」者仍未能跳脫傳統的性別角色觀念，如 Kristen（1987）所述，傳統

認定生兒育女是女性極自然且被期待的宿命，照顧關係則是女人的生活重

心，而「家庭」仍是自我與世俗認定女性最該努力經營的成就場域。即使

是擁有傲人學歷與職業的現代新女性，在面對自我與家庭的角力當中，仍

可能以家庭做為最「理所當然」的選擇。 

研究者深受女性主義意識影響，因此在實際擔任母職時，便產生極大

的衝突，因為當研究者將生活重心放在照顧孩子上，上述這些學理思維與

論述便會跳出來，讓研究者質疑自己擔任全職媽媽的行為，是否落入到父

權結構當中，且不符合性別平等的精神；研究者在現實生活中也發現，當

父親的薪資比母親相對高時，便不可能做出「母親去職場上班，父親在家

當奶爸」的選擇，加上若缺乏父母資源協助，又不放心將孩子交給其他托

育系統，母親自然便很容易承擔育兒任務成為全職媽媽。因此，像研究者

一樣的女性，便可能陷入思維認知與實際行動間的矛盾或兩難情境中，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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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產生批判反思、重新觀看母職意義觀點或調整自身意義架構的機會，也

就是觸發 Mezirow（1978a）所述的「轉化學習」歷程。 

本研究以此為緣起，欲探討因生育離職、轉擔任「全職媽媽」的女性，

在她們看似「自願選擇」退離職場的舉動，究竟隱藏著怎樣的社會意涵或

問題？這群女性如何受到傳統性別角色等社會文化或結構因素等影響？

擔任母職過程有著什麼樣的學習？其母職意義觀點又有著怎樣的轉化？

本研究除描繪現代母職的種種處境，並探討這群擔任全職媽媽的女性之抉

擇關鍵、又是如何建構其母職意義觀點，以及觸發轉化學習的歷程。 

本研究重點在於瞭解現代女性如何定位詮釋她們的母職角色，與選擇

做全職媽媽的價值信念，以及如何建構其母職意義觀點，並探知其特定信

念、感情、態度和價值判斷之轉化，也就是 Mezirow（1978b）所提的「意

義基模」（meaning schemes）以及「意義觀點」（meaning perspectives）

的轉化。轉化可能是某個信念或態度的改變，也可能是整個觀點的改變，

如 Mezirow（1978b）所述，學習是運用先前的詮釋，對個人經驗意義做出

「新的」或「修改過」的詮釋，以導引未來行動的過程，是一種創造意義

的活動，而人性最根本的需求，則是瞭解我們經驗的意義。Mezirow（1978b）

更指出，態度和信念可能造成偏見與限制，我們必須對自身經驗與行動有

所批判反思，才得以轉化既有偏見（參考架構），而驅動力則始於我們對

意義的追尋，也就是如何經由學習，轉化過去接受的觀念，並重新定義事

物的意義。 

母親角色向來被視為是女性發展生命意義的主要目標，更是影響女性

生活與工作的最大挑戰；擔任母職極可能是促成女性批判反思與轉化學習

的重要生活事件，實有成人教育之研究必要。而 BabyHome（寶貝家庭親子

網）社群網站，其 90%會員為 30～40 歲且育有小孩的女性，符合本研究族

群，研究者最初選定加入其中幾個主要由全職媽媽組成的家族，並實際參

與觀察其網站討論版、家族活動與對話，另外也參考家族成員書寫的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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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誌等文本，藉由與成員們的長期互動、甚至是讀書會的議題分享，發掘

其母職意義觀點較有明顯轉變的三位媽媽，本研究深度訪談瞭解其轉化學

習歷程，考量鑲嵌在個體背後的家庭關係與社會結構影響，探究形塑或改

變母職意義觀點的媒介與因素，做為成人教育理論與轉化學習策略參考。 

本研究目的在於描述研究者擔任全職媽媽時所發掘的生活實象，以及

解釋其隱藏問題的各種樣式，並確認型塑該現象的各種可能關係，包括該

現象是由哪些事件、信念、態度或政策等塑造成型？進一步描述在此現象

當中，發生了哪些特殊的行動、事件、信念、態度以及社會結構與歷程。

本研究主要目的有四項： 

一、探討全職媽媽的母職意義觀點及發展脈絡。 

二、分析母職意義觀點的轉變過程及影響因素。 

三、歸納擔任母職後的轉化學習內涵與歷程。 

四、詮釋現代母職的成人學習意涵，以及建構女性母職角色發展之意義觀

點轉化歷程。 

    根據上述目的，本研究待答問題為： 

一、女性在「為人母」後，對於自我定位、母職認知、態度與價值信念，

有著怎樣的轉變？ 

二、女性選擇擔任「全職媽媽」的母職意義觀點為何？其意義觀點的形塑，

又受到哪些社會脈絡或文化因素之影響？ 

三、全職媽媽母職意義觀點的內涵、分析面向與轉化學習模式為何？ 

四、觸發全職媽媽轉化學習的媒介為何？影響全職媽媽母職意義觀點轉變

的相關因素為何？ 

五、現代母職的多元呈現與發展，具有怎樣的成人教育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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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名詞釋義 

 

一、 全職媽媽（full-time mother） 

依據互動百科（http://www.hudong.com）的定義，全職媽媽是指原

來有工作的女性，在懷孕後或孩子出生後辭掉工作專心照顧孩子和家庭，

而全職就是指專職一項工作。本研究參考其定義，視擔任全職「母職」

（domesticated full-time motherhood）的女性為全職媽媽，也就是身

為「直接照顧者」的母親角色，且幾乎是 24 小時全年無休地照顧幼童，

甚至認為自己的「職業」（或專業工作）就是母親。「全職媽媽」有別於「家

庭主婦」的稱謂，在於其重心是在於「育兒」而非「家務」工作上。而本

研究選定的全職媽媽，皆是指退出職場，在家照顧未上幼稚園的幼童至少

兩年以上。選定未上幼稚園的幼童，意謂著母親必須 24 小時無休地照顧；

至少全職照顧兩年以上，是為了看出其轉化的不同階段與歷程，並且撇除

僅打算請兩年育嬰假的母親）。 

 

二、 母職（motherhood） 

本研究採取 Plaza（1982）的定義，將母職視為必須負有照顧、養育、

服務與安撫孩童等相關責任的工作。「職」這個字表示必須負責，對父母

而言，父母必須對自己、對另一半以及對孩子負責；「職」字也表示「主

管」某些事務，當有職務必須執行，相對的也是一種「負擔」，當有虧職

守時自然必須承擔並負起責任（周蔚譯，1995）。本研究中的全職媽媽將

「母職」視為一種工作，認為自己做最為「稱職」，部分媽媽還會向配偶

要求支薪與加薪；不同於職場工作的是，「母職」幾乎是全天候，很難有

所謂的下班時間，於是部分媽媽還會向配偶要求「休假日」。因此，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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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提之「母職」，大都意指「擔任全職媽媽的職務」。 

 

三、 意義觀點（meaning perspective） 

Mezirow（1985：144）將意義觀點（meaning perspective）定義為

文化與心理假設的結構，基於過去的經驗，我們會期待事物以某一種方式

呈現，新經驗也會受到個人過去經驗的同化（assimilate）或轉化。而個

人的生物基礎（包括大腦的結構、感官的構造等）、發展階段、過去成長

與受教的經驗、社會文化的脈絡與期望等都會形塑其意義觀點，這些意義

觀點建構個人內在的「參考架構」，而個人對所處世界的認知、詮釋與行

動，都是透過其內在的參考架構（李瑛，2002）。而本研究中的意義觀點，

意指全職媽媽對於母職角色的認知、態度與價值信念。 

 

四、 轉化學習（transformative learning） 

依據 Mezirow（1978b）的定義，觀點轉化是「一個人觀看自身及其關

係方式的某種結構上的重組」。Mezirow（2000：6）認為，在觀點轉化過

程中，人們對於心理-社會文化假設的結構，如何以及為何限制他們看待

自己與其關係的方式，逐漸產生一個更包容性與區辨性的經驗整合，並根

據這些新的理解來付諸行動。而這種經由對假設的批判反思，導致個人參

考架構的改變，便是有意義的「轉化學習」。本研究參考其定義，凡全職

媽媽對於母職角色認知有所重構、觀看自身意義有新的詮釋，或是對其母

職經驗有所批判反思，並且形成新的母職實踐，都界定為轉化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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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主題起源於研究者擔任全職媽媽的親身經驗與心路歷程，以及

實際參與全職媽媽生活世界的發現，這是本研究最重要的價值，同時也是

最大的研究限制。因本研究範圍僅侷限於研究者所接觸到的 BabyHome 網

路社群全職媽媽，以及「某某好媽媽俱樂部」的家族成員，樣本數可能過

少而無法代表全體，加上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互動長達三年，已經從原本的

陌生變成無話不談的好朋友關係，或許無法保持研究的客觀立場來看待所

有現象。 

    另外，本研究採質性取徑，在蒐集田野資料與訪談過程則需要更多的

反思，儘管研究者原先試圖公開本研究主題與研究目的，但考量這樣的研

究者身分，可能會限制本研究所能獲得的資訊與真實性，因此研究者有點

「半隱藏」身份，有時也分不清自己究竟是在進行研究中的參與觀察，或

儼然已沈浸成為箇中一份子。矛盾的是，雖然感受到這樣的研究限制，但

同時也感受到「關係」所帶來的優勢，因為研究對象可能會在事件第一時

間來傾訴心情或吐苦水（將研究者視為全職媽媽朋友而非研究者）。然而，

這也造成研究倫理上的為難，因為有些事件或心情，可能比研究者訪談所

獲得的資料來得更為寶貴且真誠，但是否可以如此「自然地」地被引用於

本研究？即使事後獲得研究對象的同意而匿名採用，但也必須考量到其他

彼此熟識之研究對象猜測或對應的可能性。 

    因為研究主題的選擇，以及研究者所處的研究位置，讓以上情形將成

為本研究的限制，也是本研究的立足點（standpoint），而研究者究竟能

否利用此立足點，在互為主體的對話過程中，揭開全職媽媽所處的制度環

境與結構因素，回應現有的母職論述與女性主義意識，以及發掘促進母職

意義觀點轉化的關鍵與歷程，則留待本論文的讀者公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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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採質性取徑，應用 Nvivo 質性軟體分析工具處理訪談資料，並

參考紮根理論來分析資料與論述。儘管傳統紮根理論學者如 Glaser（1992）

堅決主張研究分析資料時不需要閱讀任何文獻，但其他紮根理論學者

Strauss 與 Corbin（1998）則提出較中立的觀點，視文獻為資料之一，熟

悉過去文獻亦可用來作為佐引、比較與關聯。建構取向紮根理論學者

Charmaz（2006）則主張不要將理論概念變成分析資料時自動化的編碼結

果，但閱讀搜集來的資料仍是研究的一個起點。 

本研究認為，過去文獻乃研究先前理解的一部分，進行紮根理論研究

並不需要完全放棄理論，也不可能在毫無理論或先前經驗的情形下進入研

究場域。因此，本章探討與本研究相關理論與文獻，以協助形成研究問題，

做為觀察與訪談起點，以及提出本研究所探討的概念領域。本章回顧現有

母職論述、概念與論辯、探討女性發展的特質與轉化學習等相關文獻做為

研究基礎，並評析其學理不足或矛盾處，進一步提出本研究觀點，與研究

資料相互對照。 

 

第一節 女性發展的特質與學習 

 

成人發展是個持續歷程，與孩童不同，成人必須面臨許多不同階段的

角色轉換。Rice（1989）認為，從生命週期來看，女性有其階段性的發展

任務，而典型女性生命週期的最大特色是不連續性、配合性與特殊性。林

美和（1997）指出，「不連續性」是指女性由於結婚生子，影響其在教育

及就業上的連結性；「配合性」是指女性總是被期望去配合別人的需求，

因而經常改變自己的生涯計畫；「特殊性」是指女性需要特別的課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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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不同發展階段的任務與不連續現象，以調整自己的生活問題。 

許多研究指出，女性生涯發展所遭遇的最大困難，就在於婚姻及為人

母之準備（Osipow & Fitzgerald，1996；潘淑滿，2005）。母親角色對女

性來說是必要的，且向來被視為是女性發展生命意義的主要目標。簡文吟

（2002）發現，「母職天生」的想法一直是社會難以撼動的優勢論述，為

了陪孩子一起長大，女性寧可延後自己的生涯發展，而角色的改變，使得

女性生涯發展歷程增加更多的不確定性，在有了小孩之後，女性比男性在

生活與工作上受到更多影響。 

羅寶鳳（1992）認為，女性在發展過程中，和男性最大的不同在於社

會價值、規範及其扮演角色的差異，她從三個面向來看影響女性發展的因

素。一是女性扮演的多重角色，如妻子、母親、工作者等；二是在此多重

角色中，女性的因應模式與支援系統；三是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如生理健

康、家庭週期、工作生涯。而女性所處的生命階段和生活型態，以及所接

受的社會價值觀念，往往影響她們的家庭觀與母職行為；且其人格特質及

對自我的概念，往往影響其角色定位；個人對教育的態度、價值觀與自信

心等，也可能影響其育兒觀；社會中的角色期待和個人的性別意識型態，

則可能會影響其性別分工型態。 

 

一、 女性發展與連結性學習之特質 

黃明月（2002：32）指出，過去有關成人學習模式通常是基於「男性

常模（masculine norm）和成人常模（adult norm）是同一個，且是相同

的假設上做預測。蔡秀美（1999）也提到，過去成人學習活動的安排設計，

多未能整體瞭解女性生命歷程與學習意涵；對於女性的性格想像與學習需

求，建立在男性觀點的詮釋與註解上，只反映出世俗的刻板印象與男性價

值觀，使得女性傾向較情感性、直覺性、個人化的思考方式受忽視和貶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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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現象一直到 1970 年代女性主義對心理學和學習理論的批判，

並回應在相關研究上，才有所改變。而強烈主張應有所謂的女性成人發展

理論的 Gilligan（1982），便採取女性主義發展心理學的觀點，推翻過去

以男性為基礎的獨立自主、自我導向之成熟個體的概念；她認為大部分的

女性重視人際與互惠關係勝過於權利與自主，這樣的特性不但不是缺點，

反倒是一種優良的道德。Gilligan（1993）指出，女性自我意識與道德感，

是以對他人的照顧與責任為基礎，並緊密地嵌入文化脈絡之中；而男性則

傾向以自我為中心，在強調個體的自主性及社會關係的客觀與公正性中逐

漸發展而成。女性的發展目標強調連結，而非像男性的分離需求，因而親

密關係、創造社會分享與能力、照顧他人需求等便成為女性生命的重心。

Hayes（1989）也認為，女性發展特質偏好「連結性學習」（connected 

learning），亦即在學習過程中，女性較重視個人經驗與新的理念，以及

自己和其他參與者之間的連結。相關實證研究也證明，女性比男性更偏好

參與的、合作的、依賴的、社群的學習型態（Brainard & Ommen，1977；

Dorsey & Pierson，1984）。 

女性也常因配偶或重要他人（孩子）而改變自己的生活模式，

Josselson（1987）便指出，女性自我概念較模糊，在職業角色的發展上

更無模範可循，家庭、配偶、子女、事業及朋友對女性認同的形成都非常

重要，任何一方面的關係改變都可能改變生活新方向。Miller（1976）也

認為，女性的自我是建立在與他人關係中，女性常常會為了取得關係和

諧，而疏忽自我需求。這些論述一致指出，女性深層的自我感，是繼續和

他人形成連結關係。 

上述觀點主要建基於女性的生命經驗與特質，並主張男女發展經驗不

同，與 Erikson（1959）等傳統發展理論強調的分離/個別化發展過程的需

要性不同，女性是生活在社會互動和個人關係的運作中；也就是說，女性

編織在關係網裡，其發展核心在於「增能」和「同理心」。從這個角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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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和連結是同時並行進展的，也是女性發展的動力。Jordan（1991）將

同理心界定為和他人當下的心理狀態從事內在經驗的分享和理解；除了彼

此相互的同理心外，相互增能也是滋長與成長關係的核心，意指有很好的

連結，是一種親密與支持的互動，互相幫助和依賴。此與 Belenky（1986）

強調女性的發聲與自我發展關係密切的研究結果相符，認為女性透過與他

人的溝通與連結，述說自己的生命故事或情感表達，透過自己與他人相互

同理，得以抒解內心壓力，且可能促成與社群互動的非正式學習。 

女性需要在家庭和朋友網生存，情緒上則依賴父母親或伴侶；如

Gilligan（1982）所述，男人重視分離而不喜親密，女人重視連結而不喜

分離。有些女性在自我認同前，必須先解決親密關係等問題，也就是在結

婚、養育子女，並在子女長大獨立後，才開始質問自己到底是怎樣的人

（Hodgson & Fischer，1979；Schiedel & Marcia，1985；Whitbourne & 

Tesch，1985）。Gilligan 也發現，女性比男性傾向關注個人的感受和需求，

並強調關係在女性發展過程的正面性，但傳統的成人發展心理學卻忽視依

附與關係對女性發展的重要性。 

 

二、 女性發展與認識觀 

女性發展與其認識觀息息相關，不同的認識觀，也可能決定其是否容

易產生觀點轉化。Belenky（1986）等人根據 Perry（1970）的知識論發展

分析架構，將女性認知觀點歸為五個主要的知識論類型，在「程序式認識

觀」這個類型，Belenky 等人也借用 Gilligan（1982）的用詞，將其分為

「分離式」與「連結式」的認知，較特別的是「連結式」的認知，意即注

重人際間的關係，重視關懷及強調個體生命的體驗。本研究也應用底下這

五種女性認識觀，來分析全職媽媽不同的認識觀，是如何形塑其母職意義

觀點與促成轉化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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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女性認識觀分析表 

認識觀類型 認識觀特徵 社經背景之分析 

沈 默

（silence） 

＊女性是無聲的，只能臣服於外在權威。

＊自我否認，依賴心很重。 

一般而言，婦女的社

會、經濟及教育背景

都不佳。 

接 受 式 認 識

觀—聆聽別人

聲 音

（ received 

knowledge） 

＊女性只能單純地接受知識而不會創造

知識。 

＊通常是專注傾聽，較少給意見。 

＊缺乏信心，一眛地相信他人才是真理。

透過他人引介才得以

工作，一般大多為缺

乏經驗者。 

自 主 式 認 識

觀—追求自我

（ subjective 

knowledge） 

＊女性認為所謂的真理與知識是自己主

觀的認識與直覺。 

＊經歷「人、我」之間的困難抉擇，以「為

自己生活」來對抗自我否定，對抗為別

人、靠別人而活。 

大都成長於家境較不

好、比較隨意的家

庭，或者是雖生出良

好家庭但急於掙脫壓

制的女性。 

程 序 式 認 識

觀—理性之聲

（ procedural 

knowledge） 

＊女性投入學習並運用客觀的觀點去獲

取知識，一種是分離式（separate）知識，

屬學術性，重視邏輯、分析和爭辯，以正

確精準為目標，為了符應統一標準，採用

明 確 的 用 語 。 另 一 種 是 連 結 式

（conneccted）知識，重視移情、合作、

關懷傾聽，以對話為目標，充分理解彼

此。 

＊喜歡知識交流及溝通分享。 

＊保持著對權威的信任。 

＊喜歡做有意識、精細的系統分析。 

大都來自不錯的家庭

環境，既聰明又喜愛

分析及分享。 

建構式認識觀

（ constructe

d knowledge） 

 

＊女性以整體觀點來看待知識，視所有知

識是情境化的，開始經驗到她們自己是知

識的創造者，不但能創造知識，同時注重

自主和客觀的認識策略。 

＊擅長批判性思考，以同理能力快速理解

他人知識」，透過連結式交談，與他人進

行理性並具系統性的交流。 

非常傳統的女性，順

從他人的期待，但仍

打破了傳統女性的陳

舊模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參考 Belenky, Clinchy, Goldberger & Tarule （1986)， 

Women's ways of knowing: The development of self, voice, and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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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女性成為母親的角色轉換 

在成人發展的歷程中，成人面臨許多的角色轉換與極需解決突破的問

題。Davey（1995）指出，發展雖指個體在成長中的改變，但也是個人生

活點滴與事件的累積，代表個人不同生活角色之轉變，意指個人生活角色

中一連串的選擇與轉變，也是一種個人成長的契機。Knowles（1990）也

認為，就業、結婚、生育與配偶的死亡等都會影響成人生命期的發展，而

這種生命經驗被認為是一種學習刺激和資源，引導個體邁向更成熟的發

展。因此，對女性來說，母親角色是必要的且向來被視為是女性發展生命

意義的主要目標。 

至於角色扮演與轉變則是成人生命期的主要重點，一旦個人角色選定

後，將形塑日後的生命經驗。女性常受結婚與養育子女等角色扮演與任務

執行影響，生命期呈現轉變與不連續的多元而非線型發展，在生命期的發

展變化和轉換性往往比男性大。 

 

（一）Sales 成年婦女的生命週期與發展任務 

Sales（1978）以角色變遷為本，提出成年婦女的八大生命週期及其

發展任務，各階段分析如下： 

1.早成年期（18-21 歲）：是女性離開家庭轉而獨立的時期，主要的任務是

選擇配偶。 

2.選擇工作角色（22-24 歲）：主要是選擇婚姻或工作的角色。 

3.角色完成（25-29 歲）：女性選擇生育子女或是繼續追求事業發展，生育

子女的婦女將面對日後生活的危機，職業婦女將面對妻子、工作、母親的

三重壓力。 

由上可知，女性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每個時期都有其需要解決的危

機，若能完成各階段任務，即能促成自我發展及人格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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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Bardwick 女性心理發展理論 

本研究範圍鎖定在女性「角色完成」與「第一個孩子出生」的危機階

段與其轉化學習歷程，可對照底下 Bardwick（1971）所提之女性心理發展

理論。  

1.婚姻的建立：由於女性是從人際關係中來定義自我的位置，因此女性在

建立婚姻後，即從婚姻中定義及認識自我，並且認同女性特質與角色。 

2.第一個孩子出生：此階段女性面臨到最大的危機，因為女性此時的涉入

最深，其心理情緒的滿足自原本配偶轉到孩子身上。 

3.養育孩子的早期：大部分的女性此時已成功適應傳統的角色，也實現了

女性特質。女性可從母親的角色獲得自尊與角色認同，但也可能對其自尊

與角色認同造成威脅。二十幾歲時所做的決定及責任會影響三十幾歲時的

生活。同樣的，此時責任的改變，也可能在四十幾歲時展開不同生活。 

「為人妻」與「為人母」是女人生命經驗中角色扮演的分水嶺，潘淑

滿（2005：41）指出，走進婚姻是女人學習改變角色的開始，成為母親是

女人角色革命性翻轉的關鍵，子女成年後則是女人角色進入解放的階段，

她提到女性角色會經歷的三個轉型階段（見表 2）。潘淑滿發現，在子女未

成年的母職階段，女性幾乎以配合先生與子女的需求為主，因而產生內在

衝突及矛盾。由於女性在婚前大多扮演工作角色，但在日後發展過程如果

選擇婚姻時，婚後可能又要扮演妻子和母親的角色，當小孩在幼稚期，可

能要面臨暫時離職或降低工作角色負擔，但這卻是自己的選擇。當然，也

有可能會有來自外在因素，而非個人選擇的情況。因為新角色期待與前一

個角色期待不盡相符時，也會產生一些壓力問題，而這種角色的轉變，自

然需要經過學習才能調適。 

根據潘淑滿的研究結果，雖然「成為母親」是大多數女性的共同經驗，

但在執行母職角色時，有些母親會犧牲主體性，有些母親則放棄或擁有部

份主體性，有些母親則相當重視主體性。通常母親會欠缺主體性，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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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認為把子女教養成有用的人，才是女人一生中最大的驕傲與成就，因

此為了家庭與子女照顧而放棄工作或選擇二度就業，至於能真正做到重視

主體性，則在於其高教育程度以及非正式社會支持系統的協助。 

 

表 2：婚姻歷程與母職實踐的角色轉換 

 

資料來源：潘淑滿（2005），女學學誌第二十期，頁 73 



 33

由上述可知，隨著時代潮流趨勢，婦女角色已朝多元發展，且因個人

思維認知不同而有所差異。根據林詠慧（2001）的研究，一般可分為傳統

女性角色與處境和現代社會的女性角色（見表 3）。 

表 3：女性的角色與處境 

 傳統女性角色與處境 現代社會的女性角色 

家

庭

角

色

及

處

境 

1.「男主外女主內」之角色

分工原則，女性從事無酬勞

動，被視為依賴者。 

2.以男性為主，女性為次之

附屬角色。 

3.相夫教子、任勞任怨、勤

儉持家克盡妻母職責。 

1.角色朝多元發展，從傳統照顧家人、扶老

育幼、支持丈夫擴展到發展自我的認同及重

視自我的生涯規則。 

2.家庭結構改變，改變婦女家庭權利與地位。

3.資訊科技的進展，有助於婦女家庭角色的

轉化，亦與丈夫同時為家庭經濟主要來源。

社

會

角

色

及

地

位 

1.沒有社會地位，把整個重

心放在家庭中，放棄對社會

責任和參與。 

2.除家事、育兒外，不具任

何技術知識，遭到社會冷漠

與忽視。 

1.擁有社會地位，把重心轉移對社會責任、

建立事業與社會參與。 

2.法律地位的保障，擴展婦女視野，充實婦

女知識。 

3.經濟型態改變，婦女就業人口增加，提昇

婦女社會地位。 

資料來源：林詠慧（2001），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28。 

 

不過，由於現代社會女性承擔多重角色，同時也增加許多壓力，壓力

主要是來自不平衡的狀態，不管是自我與外界的失衡、精神與身體的失衡

或者是期望與現實的失衡，對女性來說，都在在顯示多重角色的錯亂，愈

想面面俱到愈容易失去主軸而蹣跚顛躓。楊淑智（2003：72-89）指出婦

女的六大壓力源： 

（一）子女：母親將照顧兒女視為天職，對孩子期望愈高，壓力則愈大。 

（二）時間：婦女最常埋怨的就是時間不夠用，工作量過多導致疲憊不堪。 

（三）丈夫：當丈夫沒有將妻子排在優先順序前面時，也就是第一位時，

很容易造成她的壓力源，因為女人婚後，總期望被愛受珍惜。當她得不到

尊重和仰慕時，丈夫又將時間花在工作上，婦女就會受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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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錢：婚後的渴望太多，什麼都想要，導致「經常缺錢」而深感壓

力沉重。 

（五）家事：是一件永遠都做不完的事，對婦女來說如影隨形，永無可擺

脫的使命。 

（六）事業：婦女每天都必須做好兩份工作：辦公室和廚房及洗衣間。婦

女投入工作行列，主要是提升自己價值及掌握穩定的經濟來源，可是要付

出極大代價，因為工作家庭經常兩頭燒，疲憊感也席捲而來。 

由上述六大壓力源可知，當母親成為女性責無旁貸的角色，母職卻也

限制了女性的活動與自由，家務料理與子女照顧工作仍歸諸於女性的主要

職責且難以跳脫。儘管隨著女性自我意識抬頭，越來越多女性重視自我實

現，且在職場上有突出表現。不過許多國內研究（呂玉瑕，1982；陳皎眉，

1992）仍一致指出，傳統的性別角色態度依舊繼續維持，謝秀芬（1998）

便發現，面臨家庭與事業自我抉擇時，家庭角色多是會被優先考慮。事實

上，家務育兒工作之所以成為束縛，主要是因為女性本身放不下；不少女

性都認為，唯有等孩子長大，自己才能無牽無掛放心追求工作或進修學

習，否則會產生罪惡感。Eagel（1998）指出，孩子的出生不僅為父母帶

來時間壓力，也增加家庭與工作之間的衝突。尤其是女性在成為母親後，

如果想在孩子與自我之間尋求平衡、追求自我成長，通常更是不容易做

到。女性在生活中所扮演的多元角色，也導致其發展過程與任務充滿了特

殊性與變化性，這是女性發展的現實問題，也是一種必要的轉化學習。 

 

四、 非正式學習成為女性發展的管道 

當人原有的經驗觀點或價值觀無法解釋或消化新經驗時，個人就可能

陷入一種矛盾或兩難的情境中；由此則可能產生「觀看自身及其關係方式

的某種結構上的重組」，也就是 Mezirow（1978a）所述的「觀點轉化」。

Mezirow（1981：6）認為，觀點轉化是一種解放的過程，在這過程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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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對於心理-社會文化假設的結構，如何以及為何限制他們看待自己與其

關係的方式，逐漸產生一個更包容性與區辨性的經驗整合，並根據這些新

的理解來付諸行動。Mezirow（1978a）研究社區學院課程對於接受回流教

育的女性之影響時發現，這群女性不僅變得更具批判意識，關於個人、歷

史、文化脈絡以及自身的假設與參考架構都有所轉變（也就是觀點轉化）；

其轉變意義在於，女性能夠重新理解自己的經驗，獲得賦權且更能以寬廣

完整的觀點，對生命處境有所回應或產生可能的行動。Mezirow 強調觀點

轉化對於女性個人發展的重要性，並積極倡導成人教育應促使成人進行轉

化學習，以多元角度的眼光檢視和理解成人學習內在心理歷程，且化為實

際行動。 

而女性對事件的不同解釋，也會帶來不同結果。Meyers（2001:735-6）

指出，母職選擇不僅扣連著女性的性別角色認同，同時也深深影響女性如

何看待自己，母職經驗更制約了社會的價值觀與判斷。而受資訊傳播媒介

或社群互動影響，例如看電視、閱讀書籍、與社群聊天、上網蒐集訊息等

非正式學習（informal learning）方式便成為女性發展的重要管道。對

育有小孩的女性來說，往往顧及家庭因素而無法接受正規的學習方式，使

得非正式學習成為女性轉化學習的關鍵。 

 

五、 小結 

傳統父系社會習慣以男性觀點詮釋所有現象，未能深刻體認女性特質

與其生命脈絡。而傳統的成人教育也並非以女性經驗與需求為主，往往是

以傳統女性發展的角度來規劃女性教育方案，若從時代背景和發展脈絡看

成人女性教育目的與功能的轉變，是從補償性（識字教育或基本成人教

育）、充實性（益智與藝能休閒教育）轉到增能性（喚醒女性主體意識以

及女性適應社會並參與社會能力之增進發展）的過程，其最終目標在於提

昇女性的自我意識，重視女性本身的主體性，以增能個人和群體，集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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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社會改變。 

根據前述文獻，結婚生子後受到最多影響與改變的仍是女性，因此本

研究焦點關注於現代的母職角色（而非父職或親職），並選定原本在職場

工作、為人母後卻辭職轉為擔任全職媽媽的女性為研究對象，瞭解其受到

什麼樣的心理-社會文化假設背景脈絡之影響，又是如何形塑其母職意義

觀點，依據女性發展的特質，以 Mezirow 的觀點轉化為基礎，探討全職媽

媽的意義觀點或意義基模是如何轉變，促成其轉化學習的媒介因素為何，

以及擔任母職後的轉化學習內涵與歷程。全職媽媽的意義觀點或意義基模

是如何轉變，以及影響轉化學習的媒介因素為何。 

本研究便以傾聽女性真實的聲音為立場，重視女性特殊的生命週期與

發展特質，關注女性在為人母的母職階段，是如何面對退出職場擔任全職

媽媽的角色轉變與內在衝突，又在怎樣的契機與條件下有所批判反思與觀

點轉化。本研究進一步引用 Gilligan（1982）與 Hayes（1989）提出的連

結、關係、關懷與情意等女性發展特質，從全職媽媽形成的社群與互動，

來分析其如何影響與建構彼此的母職意義觀點，以及觸發轉化學習的歷

程。本研究不僅具有時代背景意義，也呈現關於母職論述的多元觀點，瞭

解母職角色對女性所造成的質變，以及箇中觸發轉化學習的因素與歷程，

並進一步與 Mezirow 的轉化學習理論對話，做為成人教育與女性發展研究

之參考。 

 

第二節  母職論述與相關研究 

     

為探討全職媽媽的母職意義觀點與觀點轉化，有必要先瞭解母職角色

與定義的歷史意涵與發展脈絡，故本節探討學理對於母職的論述與分析，

做為對照現代女性如何建構其母職認知、態度與價值信念之背景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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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母職的定義與演變  

19 世紀中期以前，關於母職議題的論述，習慣從私領域的角度出發，

將家庭獨立於其他社會系統之外來討論，母職只是女性在家庭中與小孩互

動的個人經驗而已（Ginsburg & Rayna，1991；Reiger，1999）。當時，

西方社會並沒有明確的條文定義來規範女性的母職角色，反而對父職

（fatherhood）的角色與義務有著較多定義與規範（Lewis，1990）。事實

上，父職與母職概念源自於社會化之性別角色學習，在家庭行為中，父親

做的事叫「父職」，母親做的事叫「母職」，而這些都是社會所建構的概念。

19 世紀後期，關於母職角色的討論主要偏重在生物性母職的層次，例如避

孕、節育與墮胎等議題；直到 20 世紀中期，母親角色與女性在母職實踐

的定義與規範才逐漸浮現。Jaggar（1983）進一步將女性的母職經驗分為

生物性的懷孕及生產，以及社會性的養育經驗。生育是女性的天賦本性，

又稱生物性母職，而養育則是一種後天社會所規範的角色行為，又稱為社

會性母職。 

「母職」一詞蘊含著多重意涵，它可以指社會文化透過社會制度定義

女性的社會關係，也可以是女性在日常生活中所擔負生育與養育的責任。

Plaza（1982：79）將母親定義為必須負有照顧、養育、服務與安撫孩童

等相關責任與工作的社會角色；張晉芬及黃玟娟（1996）則認為，母職是

泛指一切與母親有關的工作，不僅生產，還包括教、養、照顧看護等「再

生產」的工作；邱育芳（1996）也指出，廣義的母職是女性擔任母親的一

切過程，包括懷孕、哺乳等事物以及做為一種社會身份的指標角色。 

母職概念除能被擴展與延伸，它也能被再建構和重新詮釋。Glover

（2002）指出，母親不一定藉由「直接照顧者」的角色來實踐母職，也可

能經由間接管道來擔負育兒責任，包括找一位合適保母，監督保母的照顧

行為等「間接的方式」，而「間接的介入」也被視為一種「直接的母職實

踐」。近年來，「親職」一詞更取代性別分界，並認為男性與女性共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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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兒，對於兒童的身心發展會更好，但「親職」不等於父職加上母職，而

是在各式各樣的家庭型態中，父職與母職以不同形態呈現。 

Parsons（1949）指出，家庭主要功能是孩童社會化（socialization），

為維持家庭功能的有效運作，父母將出現極端的性別分工，母親扮演情緒

性角色（expressive role），父親則扮演工具性角色（instrumental 

role）。不過，隨著社會越來越商品化，家庭的連帶關係也有所改變，家

庭內的工具性連結減弱，家庭成員的情緒價值越來越重，孩子與母親間的

關係尤其親密，母親被要求無私地為孩子奉獻，Hays（1998）稱這兩種公

私領域的文化邏輯矛盾為母職的文化矛盾（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motherhood）。 

Hays 追溯母職文化矛盾的論述發展，提出密集母職（intensive 

mothering）的概念。在美國，最密集的母職論述發生在二戰前，一方面，

母職在工業化國家成為公共政策討論的議題，新的學科與專家紛紛冒出頭

宣稱可以提供國家治理現代民族國家的專業知識，例如優生學、教育學，

國家也開始介入私人生活領域，培養它想要的「公民」（Jamieson，2002）。

另一方面，關於兒童認知發展的心理學理論（如 Freud、 Piaget 與 Erikson

等人的理論發現）也在此時開始發展，導致父母越來越仰賴專家意見。Hays

（1998：58）指出，正因為孩童在不同發展階段有不同的需求與教養方式，

孩子不只越來越重要，而且孩子指引了育兒過程，媽媽日復一日工作中最

重要的，就是回應孩子的需要；為回應孩子需求，母親必須不斷地勞動，

所以母職實踐是屬勞力密集的。 

Hochschild（1990）與 Hays 都發現，女人比男人更常審視自己是否

是一個好的母親，且她們也知道自己在育兒方面比丈夫能幹，但她們不知

道自己為何會如此。Hays（1998：69）研究當時的育兒指導書籍，發現這

種密集母職意識形態是透過以下過程發酵：首先宣稱孩子完全不受市場評

價（market valuation）影響，接著宣稱育兒應該以孩子為中心、專家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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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高度情緒灌注、密集勞務投入、以及花費昂貴的；最後，育兒工作被

認為主要是個別母親的責任。 

透過這個論述生產過程，密集母職的意識型態從中產階級婦女身上開

始擴散到其他階級，二十世紀初，母親應該為子女身心成長負責的想法已

普遍被接受，母愛變成「自然的」，除非父母「證明」自己不愛孩子，當

時的父母並不認為自己需要與孩子做朋友，相反地，父母應該保持某種權

威。但這種親職風格在戰後有所轉變，「家」喚起一種神聖的情緒，性別

分工被重新確立，母職被視為涉入很深的情緒關係，母親必須為孩子的心

理健康負起責任，兒童成為家庭的中心（Jamieson 2002），而「關係」則

開始成為家庭的基礎。 

 

二、母職的發展基礎 

傳統女性除了須分擔必要勞役外，還得生養兒女。Rich（1986：44）

指出，19 世紀時，生養兒女的聲音淩駕於「勞動母親」（working mother），

人們開始歌頌「家庭母親」（the mother at home）的重要性，後來更出

現一種強調相夫教子的賢內助、全職「母職」（domesticated full-time 

motherhood）的觀念；19 世紀後半期，這種全職無旁騖的「母職」觀念已

然生根，而「家庭」（home）亦成了宗教上的迷思（religious obsession）。 

Yeo（2005：4-8）分析，18 世紀中葉以後，具有影響力的公家單位與

知識體系開始重估「母職」的重要性，在此之前的「賢良女性」（the good 

woman）典型是順服、多產的家庭主婦（housewife），但後來逐漸被一種

新型的「母職」概念所取代。Yeo 將此轉變歸諸於西方歷史出現的三個主

敘事（master narratives），包括民族國家的建立（nation-building）、

中產階級的形成（middle-class formation），西方科學及醫學中生物學

典範（biological paradigms）的發展。Yeo 認為，由於民族國家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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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政治（population politics）成為眾所關注的議題，而女性身為母

親的角色也格外受到重視。19 世紀出現所謂的中產階段，其藉著道德的權

威及優越感，創造出屬於自己的社會認同，而中產階級所標榜的德行，多

半與基督教的家庭觀有關，而家庭這個私有領域又屬已婚母親所管轄，故

母職受到相當程度的重視。隨著生物學典範的發展以及優生學（eugenics）

與社會衛生（social hygiene）概念的出現，讓女性身為母親的角色也備

受關注，大部分的西方國家（法國除外）都較喜歡母親扮演在家的角色，

即便是一些女性社會改革家，都試圖說服母親儘量待在家中以撫養自己的

兒女。 

本研究參照 Yeo 的歷史發展觀點，關注臺灣社會的現代女性，如何從

「職場女性」轉為「全職媽媽」的角色，與傳統「家庭主婦」（housewife）

又有何不同，並瞭解其擔任全職媽媽的背景脈絡與觀點轉化歷程。 

 

三、母職意涵的論辯 

關於母職意涵的探討與論辯有很多，包括從教育面（母職即母教）、

文化面（母職即迷思）與社會面（母職即壓迫、母職即體制）三種角度為

出發。其中，「母職即母教」與「母職即體制」都是從較正面的角度來支

持母職，而「母職即迷思」與「母職即壓迫」則是從解放女性的角度來反

對母職。 

 

（一）母職即母教 

從西方社會母職概念的歷史轉變，可看到其涵蓋了「教育專業」這個

觀點，19 世紀中開始倡導母職教育的 Beecher（1829），將母職視為「母

教」（mothering），認為擔任母職不僅教育女性自己，也是教育孩子，女

性應該為自己的畢生工作來教育自己，而這畢生工作指的就是「母教」。



 41

Beecher 強調，家事應該致力成為一項「專業」，除了母職外，女性也特別

適合從事教師、護理、照顧孩童等工作，且應該發展成為「專業」。Beecher

主張母親與教師世界是連結在一起的，因為她們都是女性或母性特質最適

合從事的角色與職業。Sklar（1976：152-153）認為，Beecher 在家務工

作範圍內為女性重新定義了角色。Walkerdine 與 Lucey（1989：20）更指

出，母職工作與專家傳授的教育方法已緊密交織，並產生所謂的「敏感母

親」（sensitive mother）觀念，其特點在於其家庭生活是以孩子為重心，

而非家事。 

提出「母性思考」(Maternal Thinking) 的 Ruddick，則視「母職」

為一門「學科」（discipline）。Ruddick（1995：214）認為，所有母親在

撫養孩子時，都必須對當時的社會有所回應。而母親的工作是對於孩子的

基本需求有所回應，包括孩子的三種基本需求：生存（preservation）、

滋養長大（nurturing growth）與社會接受度的訓練（training for social 

acceptability）。Ruccick（1995：405）指出，母愛（mothering）具豐

富的教育意涵，可以培養某些形而上的態度、認知能力與有關美德的觀念。 

依據 Ruddick 與 Beecher 的看法，「母職」或「母愛」不同於傳統哲

學主流中的「理性」，若以「理性」為單一標準來衡量「母職」，可能會忽

略了「母職」中最重要的教育意涵。母職有自己的規準及內涵，它與一般

人所認定的女性特質（重視與希望和他人建立情感交流的關係）常連結在

一起，像是關懷與養育孩童。Harde（2002）也回應 Ruddick（1980）的母

性思考，指出在所謂的母教書中，母職成為一種智性活動（intellectual 

enterprise）與思考方式，也成為一種對於外界社會需求的回應方式。其

母職論述不僅表述對於自己文化中女性地位的看法，更使得母職不再只是

家事指導（domestic advice）而已。 

不過，Martin（1985：125）指出，「母親即教育者」的觀點鮮少被承

認，而且母親所進行的教育工作，也常被社會科學家與教育研究者視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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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社會化」（socializing）工作，彷彿母親與教師處在兩個分開的世界。

至於 Beccher 強調家事及母職的重要性，也在女性教育主張上被視為過於

保守。Martin（1985）嘗試從不同角度予以評價，指出 Beecher 瞭解到家

庭生活遠比女性在其他任何領域的生活經驗都還要來得重要，因此嚴謹正

視家事工作的內涵及重要性，並且傾力於家事著作的書寫上。雖然 Beccher

的觀念和社會傳統看法類似，一方面認為女性是從屬於男性，但她仍強調

這是自由選擇的結果，因為女性不一定要結婚或生孩子，也可選擇單身。 

 

（二）母職即迷思 

不同於 Beecher 將母職視為「母教」的觀點，Oakley（1974）指出傳

統母職其實受到三個迷思的影響，包括「凡女性都希望成為母親」、「凡母

親都需要子女」以及「凡子女都需要母親」；這些迷思讓人相信當母親是

女性的天職，其他角色都是次要。關於Oakley所指的母職迷思，Tong（1989）

進一步剖析其中的三種信念： 

 

1.凡女性都希望成為母親 

「凡女性都想當母親」這種觀念，是因為女性在社會化過程及通俗心

理學的助力所塑造而成。 

 

2.凡母親都需要子女 

事實上，母愛的天性是經社會制約而成，所謂為人母的本事是學習而

來的，並非天賦。 

 

3.凡子女都需要母親 

Tong 提出研究證明，指出從養子女與非領養子女的社會適應力相較，

二者表現並無差異，由此可見生物性母親的表現並不優於社會性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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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需要的是能與其建立親密關係且能好好照顧者，而這個角色不一定是

由父親或母親來勝任。 

Oakley 認為，生育孩子並非女性的自然需要，而是一種帶有壓迫目的

之社會建制；在此社會壓力下，女性被侷限在家的範圍內，生活被家務及

育兒工作填滿，得不到如男性般的平等地位以及在社會上發展的機會。

Oakley 指出，女性並非天生就會做母親，而是受社會制約而成，「母性」

根本就是學習來的，並非所有女性都想當母親；但整個社會對女性就業環

境的限制，以及「母職天賦」的迷思，皆迫使女性必須以家庭為優先考量。

王舒芸與餘漢儀（1997：130）也認為，兩性共同創造並維護了「母職天

賦論」的正當性，並在各種實際生活的互動裡自然運作，形成男性育兒能

力似乎有「先天不足」的文化迷思。蕭蘋與李佳燕（2002：10）則分析了

臺灣社會中一種源自漢族、中產階級的母職模式假定，認為照顧孩子們是

生母唯一的責任，且孩子最需要的仍是來自於生母持續的關注與照顧。 

「女性迷思」（The feminine mystique）可能是造成女性生活痛苦的

主因，也就是要求女性完成所謂的女性氣質（femininity）、並且從身為

母親和妻子角色中獲得幸福。Friedan（1983）指出，女性是「女性唯有

在傳統妻子、母親角色中才能得到滿足感與成就感」此迷思下的受害者；

女性不敢表達自己對生活不滿足的感受，是因為其他女性似乎都很幸福；

當女性擁有丈夫、孩子和一個幸福的家，應該就是個幸福的女人（儘管失

去了自我）。Friedan 認為，女性長期受制於家庭中的瑣事，就是因為社會

充斥著這樣所謂「幸福家庭」的樣式，女性受其迷思影響，只好受制於妻

子和母親的角色，也因此，女性難以實現自己真正的興趣。 

由於全職媽媽每天的工作都侷限在家務和照顧方面，她們其實並不快

樂，沉重的家務，使得受過教育的現代女性陷入空虛，也使得女性在抽離

妻子與母親的角色之後，竟找不到自我。因此，Friedan 認為女性應該將

自己拓展到母職之外的領域，贊成女性兼顧家庭與事業；雖然她鼓勵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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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棄以家庭主婦的角色為主要的自我認同，但她並未主張女性可以放棄家

庭生活；換句話說，Friedan 要求女性必須在事業與家庭間取得平衡。 

Friedan 主張，女性和男性一樣皆是為了自己而存在，其生存的目的

必須能自我實現，發展自我潛能，而不是為了成為妻子與母親。全職媽媽

對子女其實少有助益，反而易使子女在此濃烈的親情下感到窒息。因此，

Friedan 鼓勵已婚女性就業，透過具競爭性及有酬勞的工作，刺激自我潛

能的發展並從中獲取成就感，而且透過在家中半缺席的狀態，也有利於造

就丈夫、子女成為更完善與更圓滿的人。Friedan（1986）在其所出版的

《第二階段》（The second stage）中，對於女性結合事業與家庭的不易

則有所反思，除鼓勵女性投入職場，同時也主張男性必須共同分擔親職以

達成平衡點。 

 

（三）母職即壓迫 

19 世紀到 20 世紀中，「母職」等同於「女職」或「婦德」（womanhood）

的看法，依然存在於「母職」的核心概念，Apple（1995：166）指出，這

種說法使女性若要認同或發現自己的生命意義，就必須藉由「母職」才能

獲得。然而，這種「母職」（motherhood）與「母性」（maternity）的文

化迷思，自 70 年代起開始解構，如基進女性主義者（radical feminisits）

便倡議，必須斬斷一切女性生殖功能與社會角色的關聯，將母職視為父權

桎梏女性的壓迫。Firestone（1970）更反對所謂的生理母職（biological 

motherhood），主張拒絕母職與拒絕生養小孩，她認為女性的生殖功能是

造成兩性不平等的物質基礎，女性生殖力的母職是女性受壓迫的核心，阻

礙女性追求自我實現，因此女性解放必須擺脫母職的桎梏，訴諸兩性共同

參與的社會育嬰中心（day-care center）。Chodorow（1978：11）也倡導

兩性皆應共同分擔育兒工作，不過她釐清 Firestone 所反對的生理母職，

認為應探討寶寶分娩後的教養與看護工作（其又被視為「親職」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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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份應由兩性共同承擔。 

反對母職者，認為家庭是一個不平等的場域，女人在此受到支配且永

難翻身。Abbott 與 Wallace（1990：108）便分析有兩個緊密互鎖的結構，

造成女人在家庭中受到支配。第一個是女人身為妻子與母親的地位；第二

個則是兒童在家庭的社會化過程中，內化了男性與女性的行為態度，並且

將這些態度傳遞給自己的兒女，因而鞏固了男性支配女性的情況。女性在

成長過程中，不斷地被教育成要去關心以及滿足他人需求，因而當女性進

入婚姻關係後，自然也要求自己去滿足家人需求而放棄自我的追求。呂寶

靜（1999）從經濟角度指出，女性選擇照顧就等於選擇貧窮，為了照顧家

人而放棄工作及收入的許多女性，甚至成為所得豐裕家庭中的貧窮者。 

 

（四）母職即體制 

相較於 Firestone 視女性解放必須擺脫母職桎梏的主張，Rich（1986：

174）則分析了母職如何同時壓迫女性和賦予女性權力的架構，她將母職

概念區分為「為母經驗」（experience of mothering）與「母職體制」

（institution of motherhood），前者指母親角色所帶給女人的經驗，後

者則是指在父權下對於母親的建制。Rich 指出，母職作為父權下的「體制」

（institution）是必須被摧毀的，但要廢除的是父權體制下掌控女性生

殖的制度，而制度並不等同於廢除母職，也就是必須從「體制」切入，著

重於擴大女性的選擇。因此，她批評 Firestone 的母職立場是屬男性觀點、

且複製父權的。Rich 以自身擔任母親的充實感來重新看待母職，視母職為

一種經驗，且是創造力和喜悅的來源。她以體制和經驗兩個層次談母職，

認為母職的「罪惡」不是來自於它本身，而是由於父權操弄的結果。女人

要拒絕的並不是母職本身，而是要將母職自父權思考中解放出來，成為女

人可以自行選擇從事與否的決定。 

然而，相較於西方社會較強調個人「理性」或「自由」的選擇，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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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華人社會最需要考量的卻是「家庭結構」與「家庭支持系統」，這兩者

是影響女性選擇母職實踐策略的關鍵因素。潘淑滿（2005）研究三十七位

臺灣女性的母職實踐策略，並將其歸納為「犧牲主體性，卻否定母職價

值」、「放棄或擁有部分主體性，但肯定母職價值」與「重視主體性，對母

職價值有較多反思」三種類型。潘淑滿也發現，要打破「母親」等同於「母

職」的迷思，是非常艱困的工程，女性總是必須在「肯定母職」的前提下，

調整策略找出維繫母職與女性主體的平衡點；而臺灣女性習慣性地將母職

視為是女性的個人責任，卻忽略「國家」與「社會」的集體責任。 

母職是性別分工的基礎，女性的生育能力將她們和小孩綁在家庭裡，

限制了她們的行動範圍與行動力，因此失去經濟能力，造成她們被壓迫與

兩性不平等。因此，黃淑玲（2000：48）等社會主義者便指出，女性受壓

迫的物質基礎不在於階級，而在於性別分工制度。其討論家務工作的背景

在於，當家庭與工作漸漸分離，也由此開始出現極端的性別分工。Ferre

（1990）強調，生產關係的改變不只很快地把中產階級男性從家庭中拖

出，同時建構出丈夫為養家者，而妻子是持家者的理想形象，這兩種二分

的理念型又分別與陽剛氣概（masculinities）與陰柔氣質（femininities）

畫上等號。現在，私密性的家成為女性無酬勞動的主要場所，被視為生活

的主要領域，私人關係在此運作；公共的僱用場所則為男性主導，工人在

勞動力市場上競爭，參與非私人關係。由於家庭屬私領域，因此屬於家庭

的工作都被視為是母親的工作。 

究竟社會和文化如何建構出一套牢固的母職體制，使得女性成為母親

後的實際經驗如此相似？Smart（1996）與 Nicolson（1993）認為，母職

是一種社會制度，母職包括特定的責任與職責，而這些職責構成女性的社

會位置與角色。Jaggar（1983）更指出，生物性母職原本不等同於社會性

母職，但在父權社會中卻逐漸建構著生物性母職等於社會性母職的意識型

態。在男性建構的社會中，女性往往以男性的價值觀來看待自己，而母職

對女性來說便是「異化」的經驗。就生育而言，女性常無法自主決定生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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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孩子；就養育來說，由於母親無法將自己視為一完整獨立的個體，因而

其養育子女也只依其所需要的意義、愛及社會認同的方式，無法將子女視

為獨立的個體。劉毓秀（1997：6）指出，現行制度和習俗下的照顧工作，

以「愛」的名義束縛著眾多女人，令她們成為做牛做馬的奴工。 

劉毓秀等女性主義者認為公╱私領域的劃分不近情理，也提出了社會

缺乏對女性的關心，一味地認為女性應該擔任照顧工作，歸因於女人天性

的意識型態，不但模糊此屬於社會建構的事實，也合法化男性優勢的地

位，這不僅容易漠視照顧者的體力負荷與精神壓力，更容易陷女性於被要

求付出的弱勢情境中。而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致力於釐清女性成為主要照顧

者之社會建構因素，希望打破父權社會將女性照顧者隱形化於私領域（家

庭）的論述與做法，試圖從整體女性的觀點，重新發掘、分析、詮釋照顧

工作，並思考國家資源、政策、制度解決照顧問題的可能性。近年來，在

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的要求下，臺灣政府也開始考量母親經濟上的安全，

像是賦予女性產假、育嬰假與社區托兒設施等福利政策。 

 

四、各派女性主義者的母職觀點 

母職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現代女性似乎也越來越抗拒當母親，從台

灣生育率創下全世界最低的紀錄，除了不孕等自然因素，也包含了女性恐

懼或不願承擔育兒成本與角色的心理因素，而此心態也可能受到女性主義

思潮的影響。楊蘭儀（1993）指出，不同的學者立論觀點不同，如基進主

義女性主義（Radical Feminism）、存在主義女性主義（Existential 

Feminism）等派別採負面態度，認為母職陷女性於奴役的地位，必須捨棄

母職；而自由主義女性主義（Liberal Feminism）等派別則抱持肯定母職

的態度，認為母職的具體實踐可形成女性共同的經驗。 

捨棄母職的論調在 1970 年代初期非常普遍，贊成此論點的學者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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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傳統的母親角色是一種迷思，限制了女性發展，導致社會對女性的歧

視和壓迫。做為一個覺醒的女性，應該拒絕母職，拒絕生養小孩，以免造

成自我的淪葬與鞏固兩性的不平等。代表基進主義女性主義的 Firestone

（1970）指出，造成男女不平等的物質基礎就是生殖功能，她認為女性雖

具有生殖功能，但這並不表示母愛就是天性，母愛其實是資本主義父權社

會建構下的女性圖像，是男性為了鞏固父權利益而建構的女性集體形象。

因此，女性若要改善其受壓迫的處境，必須擺脫生殖的奴役，母職乃是自

願的，節育與墮胎都必須合法，婚內與婚外的母親及孩子都享有相同權

利，產假由國家支薪，並由國家負責照顧。代表存在主義女性主義的 Simone 

de Beauvoir（1967）則強調女性必須工作，參與經濟生產，突破妻母角色

的限制，才能擁有與男性一樣的主體地位，工作能使女性肯定自身作為主

體的位置，使女性得到許多自我發展的機會。至於肯定母職的自由主義女

性主義，則是打破父權宰制下「女性迷思」的神話，提倡男女應該有相同

機會接受平等教育，也強調女性有進入公領域的權力，鼓勵女性超越家

庭，將其所學應用於公領域中，但卻未能鼓勵男性進入私領域分擔家務。 

陳惠娟，郭丁熒（1998：95）歸納各種女性主義派別對母職的論述與

觀點，大致包含理性/教育、婚姻、家務、事業、生殖、撫育等六個分析

構面。若結合歷史演進與脈絡來綜觀母職理論，可發現女性主義者對於母

職的分析與瞭解，從最初的生物決定論立場，逐步走向社會建構論觀點，

母職的意涵呈現由簡單到複雜，從負向到正向，從單面向轉趨於多面向的

趨勢（見表 4）。 

母職意涵大致包括理性/教育、婚姻、家務、事業、生殖與撫育等層

面，在共同撫育子女上，各種女性主義的看法倒是比較一致，即父親角色

與母親角色是同等重要，並認為母親也應有家庭外的自我發展機會，母職

需要社會輔助，而孩子應由社區集體照顧，社會性母親（撫育者）在照顧

幼兒方面並不比生物性母親為差，且強調做母親並不是女人的終身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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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母親的生物本能（生育子女）也不等同作母親的社會責任（養育子女）。 

表 4：女性主義母職理論的發展與立場 

發展

時期 

母職立場 各學派論述重點 分析

構面 

引發爭議之處 

20

世紀

中期

以前 

母職是女

性的天職 

自由主義女性主義： 

＊Wollstonecraft：女性須遵奉「理性」以克盡

妻、母職；女性應擁有相同於男性的受教權，如

此便能善理家庭、善待子女。 

＊Mill& Taylor：兩性平等除了教育，社會亦須

提供女性等同於男性的公民自由與經濟機會；女

性在走向公領域的同時亦須兼顧家庭。 

 

理性

教育 

＊母職被賦予

的責任與內涵

並未被挑戰。 

＊忽略父親對

於 家 庭 及 親

職，也具有與母

親同樣的責任。

1963

～

1970

年代

中期 

母職是一

種壓迫女

性的社會

建制 

存在主義女性主義：Beauvoir 

＊母職此社會角色阻礙女性尋求自我發展，是男

性藉以用來控制女性的主要機制。 

＊對眾人視為理所當然的兩個偏見提出反駁：1.

母職讓女人獲得生活滿足；2.孩子在母親的懷抱

中必定是快樂的。 

＊透過對孩子的支配，女性獲得男性想從女性身

上得到的東西。 

＊改善女性處境有賴於兩個因素：擺脫生殖的奴

役和參與生產勞動。 

 

事業 

生殖 

婚姻 

仍舊從男性價

值觀來批判母

職這個角色，未

能立基於女性

自身的主體經

驗，深入探討母

職對女性所具

有的實質意義

與價值。 

自由主義女性主義：Friedan 

＊初期：女性應在事業與家庭之間取得平衡點。 

＊後期：除鼓勵女性投入職場，同時也主張男性

必須共同分擔親職。 

 

事業 

撫育 

基進女性主義： 

＊Oakley：生育孩子並非女性的自然需要，而是

一種帶有壓迫目的之社會建制。在此社會壓力

下，女性被侷限在家的範圍內，得不到如男性般

平等的地位以及在社會上發展的機會。 

＊Firestone：生物因素是女性受壓迫的最主要原

因，唯有消除女性生殖的生理及心理責任，才能

達到女性的自由解放。 

 

生殖 

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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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女性主義母職理論的發展與立場（續） 

發展

時期 

母職立場 各學派論述重點 分析

構面 

引發爭議之處 

1970

年代

中期

～

1980

年代 

母職經驗

對女性具

有正面意

義 

基進女性主義：Rich 

＊將母職概念區分為「為母經驗」與「母職體制」。 

＊若除去「母職體制」的介入與壓迫，母職會是

獨特且強而有力的經驗。 

撫育 試圖剖析、檢驗

女性的母職主

觀 經 驗 和 感

覺，分離出母職

中壓迫女性和

賦予女性力量

的面向。然而，

其論述亦顯露

出一種欲以某

種女性經驗來 

精 神 分 析 女 性 主 義 （ Psychoanalytic 

Feminism）： 

＊Chodorow：由於撫育一職由母親獨自承擔，母

愛的表現不易取得平衡，這對男女孩都有不好的

影響。倡言由父母共同撫育下一代。 

＊Gilligan：男女各有不同的道德意識，但同樣

周密、有正當性。 

撫育 

1970

年代

中期

～

1980

年代 

母職經驗

對女性具

有正面意

義 

社會主義女性主義：Jaggar 

＊整合 Marx 主義、基進、精神分析、自由主義等

女性主義思想，以「異化」這個概念來解釋女性

受壓迫的原因。 

＊母職對女性來說便是異化的經驗。當代的育兒

方式是造成母親與子女之間疏離的元兇。 

＊女性受壓迫的物質基礎不在於階級，而在於性

別分工制度。 

撫育 

家務 

代表所有女性

經驗的偏頗。 

1980

年代

以後 

母職呈現

多元樣貌

與意義 

後現代女性主義： 

＊無所謂普適性的母職理論，女性的母職經驗往

往因為社會位置不同而有明顯差異。 

＊母職是社會文化建構的產物，是性別與種族、

民族、階級、地區等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且隨

著時代變遷而改變。 

＊女性的母職角色仍是其自身與所處之大環境共

同建構下的產物。 

 挑戰象徵秩序

的困難：一方面

堅持一切事物

都具有多元、多

重及差異性，一

方面又要不落

入傳統形上學

立場或標準化

真理論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傾向於後現代女性主義強調多元、差異、變動的母職觀點，包

括無普適性的知識、站在反本質主義的社會建構論立場，以及言說

（discourse）即權力的視角，也就是將理論概念的重心從「結構」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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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說」。後現代女性主義挑戰本質主義，認為自然、人性非固定，亦非

普遍相同，而是根據不同社會、文化和歷史背景而有很大的差異，並且反

對性別二分，認為主體不是一致的、有理性意識的，而是由語言建構的。

後現代女性主義者認為，女性地位不僅來自男人壓迫的結果，也是自我遵

從規範的結果。因此，母職乃是女性自身與所處之大環境共同建構下的產

物，其本身是被形塑者，同時也是參與形塑的人。本研究引用理性/教育、

婚姻、家務、事業、生殖與撫育等六個構面來探討全職媽媽的母職意義觀

點，並貼近女性不同的母職經驗，以全職媽媽為主體，從其所處的背景脈

絡，參照各種女性主義的母職論述，多面向地檢視其母職意義觀點的形

成、轉變與影響。 

 

五、母職的相關研究 

累積至今，母職的相關論述往往是站在女性主義的立場，主要在於批

判父權結構，包括好/壞母親形象迷思的反省（Swigart，1991）、無私母

親無怨無悔形象的質疑（Lazarre，1976），母親形象與母職意識形態的探

討（Kaplan，1992），母職與社會福利研究（Sigel，1985；傅立葉，1995）。

而張小虹（1993：153-157）則指出，法國的 Cixous、Irigaray、Kristeva

則在符號學層次思考「母性」，以建立女性的象徵體系。90 年代更興起更

細緻的母女關係研究（Mens-Verhulst，1993）。 

不過，在母職論述中，其實存有許多矛盾，像 Friedan（1963）雖認

為女性應將自己拓展到母職之外的領域，也就是鼓勵女性放棄以家庭主婦

角色作為主要的自我認同，但卻並未主張女性可以放棄家庭生活，而是贊

成女性兼顧家庭與事業。如 Fuller（1994）所述，母職只是女性生活的一

部分，而不是全部，女性若要追求自我成長，必須先超越特定的家庭關係，

而女性追求自我成長的目的，應該是為了自己本身的充實，而不是為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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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個好妻子或好母親。本研究認為，其論述矛盾在於以二元對立方式來

看待「自我成長」與「母職角色」，意味著女性若選擇擔任全職「母職」，

便會失去自我主體性，卻忽略母職也可能包含著自我實現與箇中的轉化學

習經驗。 

事實上，女性主義除提出制度面改革外，也強調文化和個人層面需同

步改變，像是女性的自我培力（self-empowerment），女性和社群關係的

重建，如「姊妹情誼」（sisterhood）以及新母職觀念的倡導，各式不同

女性典範的塑造等。據本研究觀察發現，隨著臺灣社會變遷與全球生育率

最低的少子化現象，父母反倒越發重視孩子的教育，甚至興起擔任「全職

媽媽」的熱潮（仍舊以女性照顧者居多，較少出現所謂的「全職爸爸」）。

因此，本研究欲探討這股熱潮，與以往傳統的母職論述有何不同，其背後

又代表著怎樣的社會意涵，而女性在擔任全職媽媽的過程中，又是如何跳

脫傳統的母職意義觀點。本研究回顧相關文獻，在母職困境、經驗與教養

態度方面，以及體制政策上的檢討，都有些許重要發現，整理如下： 

 

（一）臺灣的母職困境 

女性的母職角色，深深影響其生活、性別分工與重心分配。但母職究

竟是一種家鎖、枷鎖還是佳鎖？曾慶玲（2001：214-229）發現，當女性

選擇成為家庭主婦時，經濟的依賴使其喪失了自我主體性，妻子與母親的

角色優先考量，更使女性不被視為一獨立個體，這樣的處境也讓女性備感

壓力。因為家庭被劃入私領域，而使得在家庭中的女性需求被隱匿，家庭

主婦被孤立在家戶內，主要壓力則來自於養育子女。Elvin-Nowak 與

Thomsson（2001：407-428）更指出，部分女性將父權社會對母職的不合

理要求內化，認為好媽媽就是要經常陪伴子女，自己也應從整個過程中獲

得快樂，否則就會感到罪惡。黃怡瑾（2001：347）則進一步描述家庭主

婦的窘境，除了在經濟上毫無保障，還要面對心理上的困惑與壓力，家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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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不但沒有報酬、不具地位，連其中的辛苦與無奈都未受重視，還要加

上全職家庭主婦難以脫逃、無償的照顧者角色。黃怡謹發現臺灣母職困境

主要在於「生育與男嗣的必要性」、「工作和母職的衝突取捨」、「父職與母

職的義務與權力」三個部分： 

 

1. 生育與男嗣的必要性 

生育孩子的責任已內化為女性的一部份，對已婚女性而言，生養孩子

不是選擇性、而是必要性的，而且還必須生男孩給婆家一個交待，所以女

性對自己身體其實沒有自主權，稱為自主權的淪陷。 

 

2. 工作和母職的衝突取捨 

孩子第一，先生至上，由於有「母職天賦」的觀念，一旦家庭與工作

產生衝突時，女性就會選擇家庭做全職媽媽；但如果家庭有需要時，也會

出外工作，但這些工作都是為了給兒女較好的生活，而不是為了自己的成

就需求。 

 

3. 父職與母職的義務與權力 

母職是強迫性的，父職是選擇性的。父親可選擇何時要幫忙教養小

孩，也可不幫忙，但主要負責仍是母親。然而，因為父親收入較高，父親

決策性的權力很明顯。 

 

本研究實際瞭解臺灣現代母職的處境，也發現黃怡謹尚未論述到的女

性壓力來源，補充整理如下： 

 

4. 「好媽媽」的迷思與要求 

臺灣母職的文化圖像很鮮明，須能愛人的母親（Loving mother）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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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得上是「母親」，當母親無力愛人時就會被嚴厲指責。劉惠琴（2000）

指出，母親的責任包括孩子的課業、丈夫的事業成就、夫家的香火延續等，

倘若不順，就是母親的失職。郭珍妃（2001）也提到，臺灣的母職相較於

西方，在兒童發展、丈夫成就、家族傳承方面皆須盡心力，壓力更是沈重。 

尤其是擁有學齡前子女家庭的婦女，需要更多的時間、精神、體力來

教養孩子。唐先梅、曾敏傑（1995）針對台北市、屏東市全體婦女的調查

研究指出，就業的育兒期婦女在上班時段「孩子該由誰帶才合適？」以及

在下班後「如何於有限的精力與時間內扮演好親職角色以及完成家務？」

成了她們相當傷神的課題。即便托兒安排有了著落，但在嬰兒生命的前二

年，母親與嬰兒的依戀是相互的，每天要將自己的寶寶交給保育機構、褓

母或親人照顧一長時段，致使許多育兒期就業婦女產生緊張、焦慮、罪惡

感、甚或擔憂托育是否會對孩子各領域發展以及親子關係有不利的影響。 

社會透過建構一個脫離現實、不切實際的「模範母親」或「好媽媽」

形象，形塑出不同時代「典型」的母親形象。劉毓秀（1997：42）指出，

「母職」意味了犧牲奉獻、堅忍偉大的情操，整個社會將母親同等於育兒，

母親必須對子女進行養育的工作，父親卻只是陪襯角色，即使事業再忙，

女性也會無怨無悔地實踐母職。儘管社會變遷下已婚女性投入職場的人數

大幅成長，但她們仍然必須在家庭中實行母職活動，養育子女仍是主要的

家庭責任。以本研究對象「某某好媽媽俱樂部」這個網路家族為例，從命

名上便可發現其對於要當個「好媽媽」的自我期待與要求。 

 

5. 臺灣女性肩負的多重角色 

在西方論述中「唯有成為母親才是個完整女性」的說法，其實類似於

臺灣女性所肩負的多重角色負荷，郭珍妃（2001）指出，二者皆是把女性

角色化而使女性失去自我，無法將自我視為一個獨立於角色的完整個體。

蔡文輝（1998）也提到，一個家庭內至少包括八項重要的角色：家務、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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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育兒、教育子女、性角色、親屬、娛樂與慰藉角色等。高淑貴（1991）

則發現，若負荷上述角色過重，將會產生責任上、工作職務上及情緒上的

過度承擔，將可能使個人感受到極大的角色壓力，而導致難以承受的困境。 

邱敏芝（2009）研究高學歷職業婦女的母職圖像，發現母親身分儼然

成為高學歷職業婦女的「家／枷鎖」，但由於她們擁有的資源較多，在母

職實踐上也多了不同的作法和選擇。異於傳統母職養育一肩扛起的做法，

她們尋找人力支援（婆婆、母親、褓母）完成部分「照顧」的責任，但在

「教育」上，卻一致認為自己的教導與陪伴是不容缺席的。其母職實踐歷

程則因子女成長階段、孩子身心狀況、親子互動溝通、工作職場所產生的

變動與壓力而進行調整、尋求新的方法或因應資源，或不斷學習調適找到

均衡點。此外，高學歷職業婦女性別平等觀念的提昇，亦改善其在家庭中

的地位，更因丈夫主動參與家務，使得資源／支援系統、學歷、職業帶來

的助力成為母職圖像的「佳鎖」。高學歷職業婦女認為，在婚姻與家庭關

係中都應該維持個人主體性，追求自主與婚姻的平衡，她們不再視母職為

「無我」的無私奉獻，而是努力保有自我成長的機會，也使母職呈現出多

樣面貌。 

 

6. 夫妻關係與親職參與 

臺灣有關親子關係的研究不少，Weisz (1993)曾對 47 篇研究進行後

設分析發現，親子關係裡與母親的強烈情感連結，遠遠超過與父親的部

分。尤其是華人傳統文化下的家庭，以父權為重，母親通常負擔主要教養

責任，親子情感方面比較有影響力的還是母親，且親子教養責任主要是由

母親承擔，因此子女與母親感情深厚或怨懟較多，與父親則顯得疏離與冷

淡(劉惠琴，2000；陳秉華、游淑瑜，2001)。 

根據劉惠琴（2000）的研究，可歸納出兩個共同點，一是管教子女的

責任較少歸屬於父親，而幾乎落在母親身上；若父親有負擔，多半也是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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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玩伴或仲裁者角色。二是不論在任何處境，母親都得面臨夫妻情感關係

的壓力，夫妻關係若好，父親便可分擔母職壓力且轉為親職。不過，相對

於西方社會較重視夫妻關係，臺灣女性在為人母後則是將重心放在孩子身

上，自然減少與丈夫的獨處時間或關係品質的維持。Hochschild（2003）

舉家事為例來探討夫妻關係，當妻子進入勞動市場後，可能會採取另一套

規則來衡量家事服務，認為自己所提供的家務勞動是「禮物」，但丈夫可

能仍採用傳統觀點看待妻子的家務勞動，視家庭為專屬於女人的私領域，

認定家事是女人的事。 

 

（二）母職者的需求與支援來源 

擔任母職的女性極需要心理與情緒層面的支持，且不分國籍。

Borjesson、Paperin & Lindell（2004）調查家中有一歲以下嬰兒的 120 位

瑞典新手媽媽，問卷結果顯示，在孩子出生後的這一年，新手媽媽們相當

疲勞，非常需要情感上及實質上的幫助，尤其是從個人的社會支持網絡中

獲得支持，並且很希望與他人分享孩子發展的經驗，以減輕她們對餵食、

分離、生病、經濟上與孩子有關的焦慮及擔憂。由此可知，新手媽媽們有

向他人傾訴、分享經驗的強烈需求。 

On-Kang Huyn, Wanjeong Lee & An-Jin Yoo（2002）則調查韓國、

香港、美國的新手媽媽們，雖然三者的文化背景不同，但需求都是一樣，

主要可分為工具性的（instrumental：在家事及安撫幼兒的直接幫助）、

資訊的（informational：提供有用的育兒資訊及建議）與情感的

（emotional：體會育兒的困難，有同理心，言語鼓勵）三個向度。研究

顯示，社會支持的社會網絡資源主要來自於先生、朋友、親戚、工作場域、

鄰居及機構。該研究並提出，女性在扮演母親角色的過程中最需要先生的

支援，對婚姻關係也有影響。值得關注的是，在亞洲社會文化中，家族是

主要的支持資源，尤其是夫家的女性親戚；先生、婆婆與娘家母親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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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所差別，在韓國由娘家母親支援較多，在美國、香港則是由先生支持；

結果更顯現出文化的差異性及社會變遷的不同價值觀（小孩在過去是代表

家庭的經濟力，現在則是消耗品）。 

至於母職經驗與內涵，也受到經濟與社會支持因素的影響，陳靜雁

（2003）研究單親媽媽之母職經驗與內涵，發現其與經濟、就業、社會支

持等因素相互影響，母職主要是由社會文化所建構，而不是天生的。依據

孩子在不同時期（學齡前、學齡期及青春期），單親母親的母職內涵都有

程度不一的變化。學齡前階段子女的照顧，使單親媽媽必須選擇時間彈性

的工作，此時最重要的支援來源是娘家協助子女照顧。而不論單親媽媽在

就業、婚姻、再婚或學習上做了什麼樣的生活選擇，這些選擇都是以「子

女利益」為優先考量。 

 

（三）形塑母職意義觀點的影響因素 

母職意義觀點其實會受到重要他人、教養書籍、宗教信念或社會學習

等影響。林佳薇（2007）以原生家庭、母職觀念、宗教信仰、子女數與特

質五項背景來研究母親教養態度的改變，結果發現「重要他人的反應或提

醒」、「宗教」與「社會學習」是引發母親教養態度改變的主因，並協助喚

起母親情感與意識覺醒，以促使改變發生。莊永佳（1998）訪談九位女性

的真實生活經驗以及書籍文字中的社會建構，來瞭解母職的社會脈絡，結

果發現，教養書籍所傳達出的母職倫理皆為「母親仍是教養孩子最主要的

負責人，若能專職養育孩子，運用密集母職的方式，採行專家意見，對於

孩子的發展學習各方面都會有很大助益，如此一來，就可稱是現代的好媽

媽」。莊永佳指出，母職角色深深影響了女性生活，而這種母職形象，也

使得女性在「工作」與「家庭」間產生極大衝突與矛盾，且在母職倫理的

內化過程，也逐漸喪失自我主體性。雖然女性仍有主動調適建構母職的歷

程，但仍難以跳脫出母職形象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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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美國社會自二十世紀便發展出一套母職論述，告訴女性該如

何養育孩子、有哪些責任，如果沒有做到就該感到愧疚。Griffith 與 Smith

（2008）發現，這套母職論述其實是以中產階級全職媽媽的生活型態為

準，並不考慮不同家庭背景女性生活形態的差異，因此製造了社會的不平

等。於是，她們透過訪談瞭解不同社會階層家庭母親的生活經驗，從具體

細節出發，並點出學校教育對母親工作的深刻依賴性，更指出教育論述的

母職盲點與母職論述的階級盲點。Griffith 與 Smith 也強調，若母職被如

此「盲目」地使用與被使用，將可能不斷強化社會的主流價值和不平等現

狀，更別提影響女性的就業率、家庭性別分工的無從改變等問題，以此進

一步批判母職論述所製造的社會不平等。 

本研究雖認同莊永佳所述，若站在女性自我發展的觀點，母職確實可

能是一種阻礙。但若一昧反對或打破專職養育孩子的母職形象，則可能使

得選擇擔任全職媽媽者無法獲得肯定，並且背上複製父權的罪名。本研究

也留意 Griffith 與 Smith 的提醒，考慮不同家庭背景女性生活形態的差

異，因此在訪談時將會加入家庭脈絡的背景前提，來瞭解全職媽媽的母職

意義觀點的轉變，並分析重要他人、社會學習、網路文本與社群交流等，

對於母職意義觀點轉化的影響為何。 

 

（四）現代母職的體制與政策 

當代社會雖強調女性有自主生育與育兒的選擇機會，但是所謂「自主

的」選擇都不是在真空中發生的，而是因個人背景、社會環境和歷史脈絡

的差異，而產生不同的選擇。唐文慧（2002）強調，長期以來，在育兒議

題上幾乎聽不到母親的聲音，母親的聲音越微弱，越無法實際影響政策的

形成與決定，政策離女性真正的需求也越來越遠。為瞭解女性所謂「自主

的」選擇，唐文慧（2010）訪談十五位中產階級母親，以建制民族誌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檢視她們面臨工作與照顧衝突時，在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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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限制下的認同和行動，研究發現這些母親多數強調離職是她們「自願的

選擇」，但唐文慧分析其面臨的卻是如 Stone（2007）所提結構限制下的「選

擇差距」（choice gap）。唐文慧指出，離職後這群母親會展現自主並操演

認同，採「密集母職」來實踐社會期待的「好媽媽」性別角色，同時也以

兼職工作或參與志工的方式，逃避社會對「傳統家庭主婦」的標籤，建立

自我的正向認同。 

Hays (1998：46)定義，密集母職是以兒童為中心（child-centered）、

信 賴 專 家 指 導 （ expert-guided ）、 高 度 情 緒 投 入 （ emotionally 

absorbing），勞力密集（labor intensive）與高經濟花費（financially 

expensive）的育兒方式。由於現代母親多半生育極少數的子女，她們肩

負主要的養育與引導孩子朝向正常發展的雙重責任，孩子的需要永遠先於

母親的需要，在這樣的意識型態充斥之下，社會遂發展出一套「密集母職

社會期待」（Intensive Mothering Expectations，簡稱 IME)，由於這樣

的期待已成為主流，使得許多母親不自覺地在這樣的期待下，遵循一套特

定的育兒價值觀與照顧模式。因為，整個社會將依照這樣的標準來定義何

謂「好媽媽」或「負責任的媽媽」。「密集母職」的概念甚至形成如 Foucault 

(1978)所述的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當有母親企圖挑戰或不遵

循這套霸權機制者，便可能被標籤或定義為「失敗的」或「不負責任」的

母親。 

更值得注意的是，從制度層面來看，其母職認同與離職的選擇，卻也

間接地鞏固了臺灣性別化與市場化的兒童照顧體制，加深兒童照顧是個人

與家庭責任的社會氛圍。唐文慧（2010）認為，任何的選擇都是結構限制

下的選擇，個人的托兒策略也在結構性條件下而得以運作。由於唐文慧研

究的對象為離職、擁有學齡兒童的中產階級母親，本研究則與其有所區

別，挑選對象為離職、擁有學齡前幼童（幾乎得 24 小時親自照顧）的中

產階級全職媽媽，本研究欲實際訪談這群全職媽媽，藉由她們的實際發



 60

聲，瞭解其選擇的脈絡與體制影響，是否也存在著 Stone 所述的「選擇差

距」（choice gap）。 

雖然在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的要求下，臺灣目前積極推動給產假、育

嬰假與社區托兒設施等政策。不過，許婷雯（2005）研究育嬰假對母職制

度的影響，卻發現部分女性在請育嬰假後，其母職意識型態趨向傳統的性

別分工意識型態，她認為這是向傳統父權文化靠攏。不過，根據勞委會統

計（至 2011 年 8 月底），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制度自 2009 年 5 月至 2011 年

6 月底，約有 7 萬 8 千人申請，而男性申請比例將近 20%，顯示男性申請

育嬰假比例也有增加趨勢，但許婷雯的研究卻未能說明父親（男性）在請

了育嬰假後，是否也與女性一樣趨向傳統的性別分工意識型態。 

本研究認為，許婷雯的研究重點仍在「育嬰假」、「女性」及「重家庭、

輕工作之負面形象」三者間打轉，與莊永佳（1998）所指自我主體性的喪

失、女性在「工作」與「家庭」間的衝突與矛盾，以及母職形象的框架，

兩者的思考邏輯都可能受到「資本主義」或「個人主義」的影響，也就是

工作必須符合所謂的經濟邏輯，且講求自我實現，要有自己的工作，才算

擁有自我主體性，女性必須在職場打拼與男性競爭，才不受父權壓制。本

研究質疑，莊永佳並未處理為何女性總是受傳統的性別分工意識型態影

響，卻較「不接受」或「未接收過」女性（主義）意識？因此，本研究欲

針對這些女性意識型態的形塑與發展，瞭解全職媽媽是否也受這些意義觀

點影響，又產生何種批判反思，以及形成轉化學習的歷程。 

 

（五）現代母職的批判反思 

Stone（2007）深度訪談一群退出職場（opting out）、美國高教育程

度的就業女性，並且描述這群女性如何敘說她們決定離開職場，成為全職

媽媽的心路歷程，與其母職工作的經歷。這群女性多數指出，她們是「自

主地選擇」退出職場，她們認為自己的決定為孩子和家人帶來更美好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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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離職後，她們認知自己成為「專業媽媽」，而不只是「家庭主婦」。因

為她們離職後的生活方式，並不只是待在家裡、從事家庭照顧的工作而

已，相反地，為了維繫自己的個人與社會資本，她們將自己的專業發揮在

孩子相關的環境，甚至社會其他需要的地方，來擴張自己人生的舞臺。例

如，走入孩子的學校擔任志工媽媽，或者在社區擔任義工，自己的才能不

至於被埋沒。只不過，這群女性的「離職返家潮」在美國社會引起廣大討

論，甚至認為這是對女性主義思潮的一個反挫。 

Stone（2007：18）指出，美國媒體以「新傳統主義者」（new 

traditionalist）和「寧靜罷工」（silent strike）來形容一群高教育程

度，且擁有職涯發展潛力的專業女性，紛紛選擇退出職場的現象，指稱她

們是當代一群性別態度保守的「傳統新女性」，也是女性主義與婦運的反

挫。不過，Hochschild（1990)則認為，一些重視就業超過家庭的女性，

其實某種程度可能只是在附和社會主流價值，因為社會賦予職業女性的地

位高過家庭主婦，因此她們並不一定是在挑戰傳統性別角色。本研究則認

為，Stone 將離職返家的母親，打壓為受傳統父權壓迫的無知者，

Hochschild 則汙名化追求職業成就是盲目的女性。這些說法都忽略女性身

為母親時所展現的主體性，沒能看見她們如何在結構的層層限制下，積極

地尋求在母職與自我之間的平衡。 

本研究傾向於後現代主義立場，以打破「二元對立」理解母親身份的

作法，例如：「就業/未就業」的簡單二分法，其實無法完全理解母親真實

的生活與具體的「工作」內容。因為，未在職場工作的母親，並不是「沒

有工作」；而「母親」的類型，也絕非只有「傳統/現代」與「保守/進步」

兩種。本研究所敘述的這群「全職媽媽」，做為行動主體，經歷在母職意

義觀點上的轉化學習，依據其個人在結構限制下所發展出的身份認同來行

動，並且實踐其日常生活中的母職「工作」。這裡所述的母職「工作」，其

實是依據 Kroger (2007) 所提的兩個身份認同（照顧者或工作者）概念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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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亦即所謂「工作的照顧者」 (working carer) 與「照顧的工作者」 

(caring worker)的分類概念。「工作的照顧者」指認同自己的家庭照顧責

任重於工作角色，而「照顧的工作者」則指認同自己是一個有照顧責任的

工作者，工作角色重於照顧角色。其中，又包含三種母職意義觀點： 

 

1.完全退出職場者 

強調做為一個母親，必需是「隨侍在側」的，因為這樣孩子的需求才

能馬上得到滿足，這樣的論述位置並不關切母親自己的需要，而是以孩子

為主要考量，因此，抱持這種意義觀點的母親多半成為全職媽媽。 

 

2.有快樂的媽媽，才有快樂的孩子 

強調母親和孩子之間的關聯性，把母親的快樂放在重要位置，因為母

親的快樂是孩子快樂的前提，這種意義觀點多半來自於一些擁有兼職工作

的媽媽。 

 

3.將工作和家庭分開 

強調工作的時候就以工作為重，孩子則尋求有效的母親代理人來照

顧，讓家庭和工作不相互干擾，職業女性大多抱持著這種意義觀點。 

 

六、小結 

從前述文獻探討可知，反對女性停留在傳統母職角色、打破全職媽媽

所處父權結構的學理派別很多，但卻較缺乏支持全職媽媽選擇或鼓勵其發

揮家庭價值的論述。本研究試圖不以「二元對立」來理解母親身份，因為，

未在職場工作的母親，並不是「沒有工作」；而「母親」的類型，也絕非

只有「傳統/現代」與「保守/進步」兩種。本研究重點在於理解母親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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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與具體的「工作」內容，以及擔任母職後的學習與轉化。 

本研究認同 Rich（1986）所述，也就是必須從「體制」切入，著重於

擴大女性的選擇，以及瞭解承擔母職的「全職媽媽」究竟是否已從父權思

考中解放出來，而母職是否真為一種可自由選擇從事與否的決定，並從其

經驗來分析全職媽媽母職意義觀點的轉化學習歷程。根據 Rich 的論點，

關於「母親們對於母職有何感知」其實是一無所悉。雖然我們擁有專家們

所提出的忠告，而心理學與精神分析理論也從孩童的立場，對母親的身份

做出相關解釋；此外，在宗教與道德面向上，也存在著關於母親們的行為

舉止應該如何展現的慣例與規定。但是，母親們的聲音卻付之闕如…因

此，本研究針對全職媽媽的發聲（書寫與對話），來探討其母職意義觀點

與轉化學習的歷程，也就是讓母親說出自己的想法，而不是成為被訴說的

對象，母親們必須被放入到文化與象徵之中。對女性而言，必須承認母職

有其主體位置；但母親的身份和女性並不是完全等同的。 

在學理上，母職如同一種認同位置，它是被建構與再現出來的事物，

所以研究面向包括生物學的、社會的與象徵的面向。在政治上，母職也是

一種爭議不休的身份，它闡明瞭介於本質主義者，以及非本質主義者對於

認同觀點之間的抗衡。本質主義者的觀點強調必須重視女性（天生的）照

顧孩子的特質，並試圖對母愛加以讚揚，而不是去貶低它的重要性。而母

職與過去有關，也與現在有關，個體透過她們特有的經驗來重新建構母

職，而這些經驗則是透過社會制度與再現系統，被「社會性」與「象徵性」

地生產出來。像是母親的理想典範或故事介入母職角色的實際體驗，這些

體驗在意識與無意識的心靈層次上運作，並且被各種制度的介入所管制。

以上論述皆點明母職是一種社會機制，是一套在特定文化體系下運作的行

為與意識型態。 

而母職也是一種隨著時間改變而有所變動的身份，母職並非固定不變

與「既定」的，而是在不同的時代中，以不同的方式協商而成的，所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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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職本身而論，有其歷史上的特性。長期以來，私領域的家庭生活，與外

在的工作世界便存著由來已久的矛盾，隨著女性就業潮的出現，母職做為

一種歷史文化的產物，尤其體現出兩個世界間的拉扯。不過，本研究認為，

在某些主張中，似乎對家庭主婦（全職媽媽）過於強烈批判，以及過度理

想化職業女性的形象，或是太強化所謂的工作價值。依據 Friedan（1963）

的看法，妻子和母親的角色將讓女性難以實現自我，唯有母職之外的領域

與角色，才適合做為主要的自我認同。本研究認為，在這背後似乎隱含著

「資本主義」邏輯的運作（以經濟報酬來看待價值），以及西方「個人主

義」的理論預設，然而臺灣（華人）社會向來以家庭（或是如黃光國（2005）

所命名的「關係主義」）為重，因此有必要瞭解在現代文化脈絡下，臺灣

的全職媽媽母職意義觀點是如何建構、轉化與實踐。 

本研究中擔任全職媽媽的女性，其想法與 Beecher（1829）、Ruddick

（1995）所述「母職即母教」概念頗為貼近，也就是將母親視為隱含教育

功能的角色，家庭生活也確實是以孩子為重心，而非家務。因此，本研究

重視「母職」觸發女性教育自己與轉化學習的價值，且不以「理性」為單

一標準來衡量「母職」。然而，不論是 Oakley 的「母職天賦」迷思，或 Friedan

提出的「女性迷思」，也確實可能形塑或影響全職媽媽的母職意義觀點，

故本研究瞭解這些「幸福家庭」的女性迷思是否依舊存在，而全職媽媽又

是如何受其脈絡影響、或是跳脫框架甚至觀點轉化。 

本研究也將以這些母職論述（知識論）為基礎，做為後續訪談與觀察

田野現象的參考基準，實際瞭解女性如何看待關於父權壓迫的說法，以及

在生活中如何批判思考、跳脫這些限制或觀點轉化。由於本研究採詮釋觀

點，強調主體性的發聲，因此認為女性是主動的意識建構者，而非被動地

被鑲箝在社會制度中、機械式地接收、複製既定的意識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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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轉化學習理論與相關研究 

 

一、轉化學習的定義  

成人學習的理論或典範，大多建立在行為主義或精神分析學派，著重

成人的學習特徵，如成人教育學（andragogy）和成人的自我導向學習

(self-directed learning)。Merriam & Caffarella（1999）指出，轉化

學習則採用不同於以往的取向，主要探討成人學習與心智成長的關係，分

析成人如何透過學習、反思、再建構新的意義觀點的過程。Mezirow（1991a）

提出轉化學習理論，試圖解釋成人的心智成長是一種觀點轉化的過程，而

不僅只是知識累積的結果，他試圖將這樣複雜深層的學習經驗概念化與系

統化，使成人教育者對於成人學習與心智成長的關連，有更深一層的瞭解。 

簡單來說，轉化學習就是一種改變，是我們對於個體本身所存在的世

界環境產生印象深刻或根本性的改變，它是一種產生批判意識的過程，也

是個體對預先假定看法重新建構的過程，包括重新認識個體存在的世界，

或重塑更多內在的、岐異的且具滲透性的綜合性觀點，進而引導決策或產

生新的行動。Mezirow（1995：42）指出，學習者用以認知外在環境的參

考架構有二，分別是意義基模和意義觀點。所謂意義基模是由價值、信仰、

態度和感覺所組成的體系，被行動者用以解釋外在世界，例如因果關係、

分類體系和事件順序等隱性規則的使用；而意義觀點則是指抽象程度較高

的理論、信仰和假說，不僅是個人認知和解釋外在世界的知識範疇，同時

也會影響和限制個人期望和視野。 

個人要進入觀點轉化的階段，其中很重要的部分，即是反思和批判思

考。Mezirow（1994）指出，意義結構是透過反思產生轉化的，當我們發

現自己的信念不能適用或舊的思考方式無長遠功效時，便會對未反省的假

設有所反思。或者當我們面臨兩難抉擇時，此觸發事件亦能夠引起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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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批判原有的假設，透過批判來檢驗它的原由、性質和結果。Mezirow

（1991a）認為，反思是一個綜合過程，這裡指的反思是「對於我們所努

力詮釋及賦予意義的某經驗之內容、過程或前提予以批判性評估的過

程」。在這個反思過程中，除了瞭解與思考問題內容外，也進一步地檢視

我們用來判斷知識、感覺、信仰和行動的準則是什麼，並且批判性地審視

一向視為理所當然的假設，以及這些假設所造成的影響。 

陳雪雲（2000：63）指出，Mezirow的轉化學習強調經驗是預先存在

的，並且是進行外在世界理解和詮釋的始點。同時，反思是內容和過程的

質問和論述。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不斷地接觸外在環境，不斷地進行理解，

追求意義。因此論述社會現象探究離不開理解，理解更是我們存在的基

礎。外在世界的接觸不只是知覺，而是理解和詮釋，在此先前的經驗和知

識提供了行為的意向和意義，導引主觀經驗與客觀世界交融。因此，理解

依存前理解，前理解又因理解而轉化，而詮釋則是重新認識、意義重新建

構的過程。 

 

（一）三種反思類型 

事實上，反思也是種認知過程，Mezirow（1991a）將反思區分為三種

類型，分別為內容反思（Content Reflection）、過程反思（Process 

Reflection）與前提反思（Premise Reflection）： 

 

1.內容反思 

個人檢驗經驗與問題內容，以判斷論述內容之真實性與合理性。例如

對方告知我們年齡時，我們會從其生理特徵，如頭髮顏色、臉上皺紋等生

理現象來判斷其所述是否為真，也就是反思產生問題的實際經驗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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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過程反思 

涉及個人檢核自身如何解決問題的策略過程，如判斷對方年齡是否正

確時，我們會進一步反問自己用來判斷年齡的方法是否正確，例如頭髮斑

白不一定就代表年老，即檢驗個人所使用的問題解決策略，藉由對使用策

略、理論、感覺或情境等面向進行評估的過程，也就是思考處理問題經驗

的方式以及解決問題的策略，即為過程反思。 

 

3.前提反思 

對問題本身的質疑，如在判斷對方年齡的問題上，我們可能會反問自

己，為什麼要去質疑對方真實的年齡？對問題本質的懷疑、或對問題（經

驗）的信念、價值、社會結構假設等質疑與檢視，也就是對發生的問題提

出基本前提的質疑，意即前提反思。在這種前提反思中，問題本身的價值

信念都會被提出來質疑思考，檢視我們不易察覺的預設、習慣、觀念。 

 

Mezirow (1991a：167) 認為，當學習者從事內容與過程反省時，其

意義基模會被轉化；而當從事前提反省時，則是發生意義觀點的改變。再

者，轉化的意義基模累積到某能量時，也會觸發意義觀點的轉化。意義觀

點的轉化學習，亦可稱之為解放學習，即透過意義觀點的改變，學習者從

過去困囿於自身的信念、態度與假設的心智習慣中解放出來，以一種更具

包容性、區辨性、滲透性與整合性的觀點來理解行事。 

 

（二）三類意義觀點 

在理論架構上，Mezirow（1991b）將個人詮釋生活經驗的參考架構稱

為意義觀點(meaning perspective)，並分為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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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心理的觀點 

個人看待自己的方式、個人的自我概念、偏好、需求、自衛和控制機

制等；且心理觀點常與孩童經驗有極大關連。 

 

2.社會語言的觀點 

個人所認知的文化背景、社會角色、與他人互動方式等，是個人受到

外在社會規範、文化脈絡、語言符碼的潛移默化下所形構出的觀點。 

 

3.認識論的觀點 

個人對於知識是什麼、如何形成知識與如何運用知識的觀點；且此觀

點受個人發展階段、思考模式、學習型態的影響頗大。 

雖然 Mezirow 將人類統整、詮釋日常生活經驗的內在抽象觀點做了系

統性分類，但本研究認為，一個人的心理、社會語言與認識論的觀點，絕

對不可能被專斷清晰地分割歸納，而是相互重疊影響，滲透統整成個人獨

特看待世界的整體性觀點。例如，個人對於自我的概念（心理觀點），將

會受到社會文化背景（社會語言觀點）與所接觸的知識的形式（知識觀點）

所影響。Cranton（2008：36-37）則針對 Mezirow 所述的心智習慣與意義

觀點，由不同面向與角度提出反思問題，包括心理學、社會語言學、認識

論、倫理道德、哲學與美學等面向（見表 5）。 

本研究將依據 Cranton（2008）針對心智習慣的反思性問題來做訪談

設計，應用 Cranton（2008）以甚麼（what）為內容反思的問句開頭，以

如何（how）為過程反思的問句開頭，以為甚麼（why）為前提反思的問句

開題，也就是漸漸加深提問的深度，一一探知全職媽媽對於母職意義觀點

的反思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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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心智習慣的反思性問題 

反思類型 內容反思 過程反思 前提反思 

心理學 我自己相信些什

麼？ 

我如何獲得自我覺察？ 我為什麼會對這樣的

知覺提出問題？ 

社會語言學 社會的規範是什

麼？ 

這些社會規範曾是如何發

生影響？ 

這些社會規範為什麼

重要？ 

認識論 我擁有什麼知識？我是如何獲得這些知識

的？ 

為什麼我需要/不需

要這些知識？ 

倫理道德 我的價值是什麼？我如何產生價值型式？ 我的價值型式為什麼

重要？ 

哲學 我的世界觀是什

麼？ 

我如何產生這些世界觀？這些世界觀為什麼重

要？ 

美學 我發現什麼是美麗

的？ 

我對美麗的看法是如何被

形塑的？ 

這些美學的觀點為何

重要？ 

資料來源：Cranton（2008），Transformative learning theory as a framework 

for acquiring knowledge for social sustainability.，p36-37 

 

Mezirow 所強調的批判思考也就是前提反思，雖然內容反思和過程反

思通常會改變我們的心意，進而導致意義系統的轉化；但唯有當前提反思

發生時，才會促進個人意義觀點的轉化。但值得注意的是，並非所有的前

提反思都會產生轉化學習，只有當個體原有意義觀點的假定是扭曲、不可

靠、不合理時，反思才會導致觀點轉化，不然只是確認原有的意義觀點。

而本研究難題便在於，如何決定個體原有意義觀點的假定是扭曲、不可靠

與不合理，因為這似乎代表在母職意義觀點上存有對錯之分，如果女性在

生子前認定唯有在職場工作才是實現自我價值，卻在生子後轉為選擇擔任

全職媽媽，且認定唯有這份工作才有意義。那麼，站在轉化學習的觀點，

必須先處理的似乎是「價值取向」問題，這也是本研究不得不探討的哲學

辯證層次。為能更深刻掌握轉化學習理論的精髓與內涵，接著探討轉化學

習的理論源起與基礎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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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轉化學習理論的基礎 

觀點轉化理論在於探究個人如何創塑意義與形成意義觀點，如何受到

不同勢力來源的影響造成扭曲的意義觀點，如何經由學習，轉化過去接受

的觀念，並重新定義事物的意義。Mezirow（1978b）的觀點轉化 

(perspective transformation) 概念，著重於成人學習的認知過程、經

驗的意義結構、內在的意義與反省，瞭解成人如何詮釋其生活經驗及如何

形成意義。Mezirow 認為轉化學習是一種改變，是我們對於個體本身所存

在的世界環境產生印象深刻或根本性的改變。其轉化學習理論，主要受到

同時期（70 年代）三個理論的影響，包括 Habermas（1971，1984）的批

判理論與溝通行動論、Glaser 與 Strauss（1967）的紮根理論，以及 Freire

（1970）的受壓迫者教育學（見表 6） 

 

表 6：影響轉化學習理論建構的理論基礎 

轉化學習理論 學者 年份 理論 

知識論 Habermas 1971，1984 批判理論與溝通行動論 

方法論 Glaser & Strauss 1967 紮根理論 

理論假設 Freire 1970 受壓迫者教育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上表可知，Habermas 在人類知識與興趣上的論述，是轉化學習理論

的重要依據。Habermas 透過對 Hegel、Kant 與 Marx 知識論的反省，從哲

學人類學（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的角度指出，人類的興趣有三，

意即技術興趣（technical interest）、實踐興趣（practical interest）

與解放興趣（emancipatory interest），並進而形成三種知識，包括經驗

-分析（empirical-analytic）、歷史-詮釋（historical-hermeneutic）

與批判的（critical）知識，此影響 Mezirow 在學習面向的分類（見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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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Habermas 的知識論與 Mezirow 的學習面向 

人類的認知興

趣（Habermas） 

技術興趣 

（工作） 

實踐興趣 

（語言） 

解放興趣 

（權力） 

人類的知識

（Habermas） 

經驗-分析的 

（因果解釋） 

歷史-詮釋的 

（理解） 

批判的 

（反省） 

學習面向

（Mezirow） 

工具的

（instrumental）

溝通的

（communicative）

解放的

（emancipatory）

成人學習的功

能（Mezirow） 

工具學習

（instrumental 

learning） 

對話學習 

（Dialogue 

learning） 

自我反思學習

（self-reflective 

learning） 

資料來源：Mezirow（1985），Concept and Action in Adult Education，p17 

 

王秋絨（1997：84)指出，Mezirow（1985）將 Habermas（1984) 的溝

通行動理論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應用成為觀點轉化

的成人教育。而觀點轉化的實踐步驟有三：1.對扭曲的社會實在加以覺

察；2.對覺察到的社會實在加以批判；3.形成對社會實在的新觀點，以轉

化社會實在。從觀點轉化的立論，所謂轉化包括了主體認知與批判，以及

社會文化批判工作。 

至於轉化學習理論的基礎發展，則是來自 Mezirow（1978a）針對 83 位

重返校園、參與再學方案（re-entry program）女性所做的研究，透過觀

察法與訪談法收集資料，應用紮根理論建立觀點轉化理論。主要描述這些

女性如何轉化長久以來受到白人男性社會主宰的觀點、進而造成自我意識

覺醒與自我突破的過程。Mezirow（1985）後來融入 Freire（1970）的意

識覺醒（conscientização）概念，認為其擴大透過教育來轉化參考架構

（frame of reference）的可能性，並且能促進個人與社會的改變。而

Freire 所指的意識覺醒，就是覺察態度的深化，覺醒不僅是對於處境的主

觀覺察，更要透過行動；而 Mezirow 認為 Freire 所提「對話」是分享、

交流且產生意識覺醒的方法之一。蔡秀媛（2002：392)指出，Freire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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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zirow 關於「轉化」的觀點，皆認為是個體對原始自然的潛在假設、信

念和價值，產生批判反思的一種過程。 

 

三、轉化學習的核心概念 

Mezirow（1991a）提到轉化學習理論的核心，在於學習者如何藉由學

習改變自身看待事物的觀點（changes in how we know），而不僅是改變

學習者已知的內容（changes in what we know）。這樣的改變比其他類型

的學習更為深刻悠遠，並且造成我們內在根本的改變，如同 Clark（1993：

47）描述轉化學習的經驗，便提到轉化學習會塑造一個人，讓他們後來變

得不一樣了，而且他們自己和別人都看得出來。蔡明昌（1998)強調，我

們在生命過程中扮演許多角色，也有許多意料之外的突發狀況，這些事件

使一個人成為他自己，也改變著他，往往在某個經驗前後判若兩人。 

Mezirow 主張轉化學習的經驗，是建立在建構主義的假設，認為學習

是一種個人創造意義的過程，意義存在於我們之內，而不是書籍之類的外

在形式。個人會根據過去的經驗，內在形塑一套意義參考架構（frame of 

reference），而這套架構就像隱形的脈絡，指引和支配我們詮釋、理解、

判斷和行動所有產生的經驗。當遭遇到的經驗與我們內在參考架構發生衝

突，令我們無法理解或是困惑時，我們有可能選擇拒絕或否定它，也有可

能選擇面對它，檢視自己的過去經驗，並對詮釋過去經驗背後的參考架構

產生質疑、反思，甚至修正，如此便觸發了轉化學習。而修正後的新觀點

藉由生活中的實踐產生新的經驗，新經驗與舊經驗再度融合重整，內在的

意義參考架構也逐漸被擴充、調和、轉化以詮釋這些整合後的新經驗，最

後轉變成更具包容性、開放性與辨別性的視界，也就是所謂的觀點轉化。 

由此可知，學習就是一種轉化，而轉化就是一種改變。轉化學習係指

對學習者發生較深遠改變的過程，而這些改變對學習者的往後經驗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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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與衝擊。轉化學習對個體具有形塑作用，這種過程可能漸進、也可

能突然發生，可能發生在正規的教育環境，也可能發生在日常生活的情境

中，因此它是個體生命中的一部分，與個體發展密不可分。 

Mezirow（1978a）認為，當人原有的經驗觀點或價值觀無法解釋或消

化新經驗時，個人就可能陷入一種矛盾或兩難的情境中。而學習是從刺激

開始，也就是轉化過程中的第一個步驟「令人失去方向的困境」，因為刺

激，所以有困境的產生；因為刺激，讓人固有的意義基模（meaning scheme）

與意義觀點（meaning perspective）產生扭曲，無法對此刺激的意義進

行解釋，於是產生失去方向的困境。而懷孕生子對女性來說，不論在心理

或身理上都是一種刺激，引發本研究關注其母職意義觀點的轉化歷程。 

 

（一） 轉化學習的內涵 

Mezirow（1991a）認為學習剝離到最初的原型與核心，便是創造意義

（learning as making meaning），透過學習、對話與反思，來重建意義

基模與意義觀點，對刺激賦予意義與新的解釋，跳脫失去方向的困境，也

就是轉化學習，其組成概念如下（見表 8）。 

由 Mezirow（2000：16-18）所細分的轉化學習核心概念與定義可知，

要研究轉化學習歷程時，必得抽出其認知思考的「後設」觀點，也就是不

能只停留在內容反思與過程反思的表層訪談，而是進入批判反思的層次探

討。而 Mezirow 的理論重點，便在於成人如何對日常的生活經驗賦予意義，

他定義學習是一種創造意義的活動，而轉化學習就是關於改變，改變的方

式則會因我們如何看待自己與看待我們居住的世界而有所不同，可能是戲

劇性或根本性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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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轉化學習的核心概念與定義 

轉化學習的核

心概念 

定義 

意 義

（meaning） 

由線索（cue）或符號與語言文字所建構，在語言文字未出現前，

則是由線索或符號所組成。在人類社會中，意義是對線索、符號與

語言的一種解釋（interpretation）；賦予意義（making meaning）

則是建構或解釋經驗。 

觀 點

（perspective） 

由意義基模（clusters of meaning scheme）所組成。意指特定的、

即刻的期望、信念、感覺、態度與決斷，對於我們的判斷、意念形

塑與因果關係等，會對意義的解釋有潛移默化或直接影響。 

意 義 結 構

（ meaning 

structure） 

每個人都有一套意義結構，是日常生活經驗詮釋的依據與脈絡。而

意義觀點（meaning perspective）和意義基模（meaning scheme）

則是組成意義結構的兩大要素。 

參 考 架 構

（ frame of 

reference) 

源自於我們的成長方式、生活的文化，以及先前已經習得的事項，

以便詮釋我們所遭逢的、所閱讀的、所看見的，以及他人所談論的

各式事件。參考架構又可分為三個層面（1）個體用來認知與運用

知識方法的觀點（2）社會規範、文化期望、社會化與語言符號為

基礎的觀點（3）個人看待自己的方式，包括個人的自我概念、需

求、偏好等。 

意 義 觀 點

（ meaning 

perspective） 

意義觀點的形成，可由吸收新的經驗或是由舊的經驗轉化而成。而

個人的生物基礎（包括大腦的結構、感官的構造等）、發展階段、

過去成長與受教的經驗、社會文化的脈絡與期望等都會形塑其意義

觀點，這些意義觀點建構個人內在的「參考架構」，而個人對所處

世界的認知、詮釋與行動都是透過其內在的參考架構。 

意 義 基 模

（ meaning 

scheme） 

人的觀點是由很多的意義基模所組成，意義基模是指一組特別的信

念、假設、感覺、態度和價值判斷，個體以此做為生活行動的指引，

也就是掌控我們觀看、感受思考與行動之方式的種種規則、角色與

期待。包含如何去做、如何理解他人的意義、與如何瞭解自己等三

個面向。 

心 智 習 慣

（ habits of 

mind） 

是一套假設（a set of assumptions），又可分成六個面向（1）社

會語言，如文化標準、社會規範、風俗（2）道德，如道德良知、

倫理規範（3）知識，如學習習慣、感官偏好、對整體與部份、抽

象與實體的偏好（4）哲學，如信仰教條、哲學觀或是超越客觀知

識經驗的智慧（5）心理學，如自我觀念、人格特質、情感模式（6）

美學，如價值、品味、態度、美醜的判斷。 

資料來源：Merriam, Caffarella & Baumgartner（2007），Transformational 

learning，p13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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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zirow（2000）認為，每個人都有一套意義結構，做為日常生活事

件中詮釋的主要依據。而意義結構就是參考架構，也是日常生活經驗詮釋

的依據與脈絡。參考架構則是由心智習慣與觀點所組成，心智習慣又可分

成社會語言、道德、知識、哲學、心理學與美學等六個面向，心智習慣是

由意義基模所組成，也可透過觀點來加以表達（見圖 1）。 

 

 

圖 1：意義結構的相關概念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觀點也是由意義基模所組成，而觀點轉化就是一種解放過程

（emancipatory process），讓我們批判地意識到心理文化的假設情況是

如何以及為何限制我們看待自己的方式與關係，變得更批判地察覺

（aware）的過程。在這整個學習過程中，意義基模、意義觀點與意義結

構會影響並操控著學習歷程，因此 Mezirow（1991b）將學習定義成對於一

段經驗的意義給予新的解釋或調整的過程，讓我們得以重新瞭解、解釋與

行動。透過觀點轉化讓我們允許更具包容性、區辯性與整合性的經驗產

生，並依據新的理解來行事。 

Mezirow（2000）將學習剝離到最後的核心是「意義」，而人就是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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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架構所組成的個體。因此，賦予意義（make  meaning）就是讓一個經

驗具有意義（make sense of an experience），也就是去解釋一個經驗，

最後透過這些解釋來進行決策或行動，這樣的過程就是學習過程，也就是

將賦予意義變成了學習。本研究便關注於女性如何賦予母職意義，以及如

何透過這樣的意義觀點來實踐母職，形成轉化學習的歷程。 

 

（二） 意義觀點轉化的構面 

由於 Mezirow（1978b）的轉化學習理論假設，受 Freire（1970）受

壓迫者教育學的影響，而 Freire 也提到受壓迫者在面臨真實環境時要考

量的重點與兩難的悲哀，他稱為雙重人格性（duality）。亦即在未經批判

性反思的雕琢下與傳統社會化過程的束縛下，人的觀點與內心圖像是受到

壓迫與限制的，想要對現況進行反思與反動卻又不敢。Mezirow 從再學方

案的女性身上也看到這樣的壓迫，她們在傳統女性社會化過程中的束縛以

及自己的想法間猶豫不決，但經歷再學方案後重新蛻變，宛如毛毛蟲轉化

成蝴蝶一般。此觀點也提醒本研究，在訪談時必須注意受訪女性的雙重人

格性，以真實反映其兩難困境與內心觀點。 

Mezirow（1978b，1985，1991b）則從兩個面向來建構觀點轉化的假

設，一是文化假設（cultural assumptions），一是心理假設（psychological 

assumptions），尤其心理分析理論（psychoanalytic theory）為觀點轉

化概念提供更具說服力的基礎。也因為文化與心理兩個假設的內部連結性

與互為表裡，Mezirow（1991b）把這兩個假設統稱為文化心理假設

（cultural-psycho），如下說明。 

 

1.文化的假設 

Mezirow（1985）認為，文化的假設通常是建構在幼童時期未經批判

與消化的典範教條系統（paradigmatic belief systems），這些系統會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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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我們對於教條的依賴關係，並限制人與人之間批判性對話的發生，而產

生對性別、種族、宗教、經濟、政治、職業、心理或技術的扭曲意識

（distorted ideology）。這些扭曲意識通常是透過社會組織來推動，並

變成所謂意義基模（meaning scheme）的集合，來管理我們聽到、看到、

感覺、思考與行動的規範、角色扮演、關係與社會期待。 

由於文化假設是從人的外部環境面向切入，探討外部規範或壓迫如何

透過社會組織來管理與塑化個人的意義基模，進而產生扭曲，因此也可把

文化假設視為一種外在的情境因素。 

 

2.心理的假設 

心理假設可分成兩個面向，一是經由內化的文化假設所產生的感覺，

Mezirow（1991b）提到，以性別的刻板印象來判斷一個成功女人所應具備

的標準，這樣由社會化過程而深植於人心的想法與對其角色的意義，長期

下來會形成焦慮、無意義、冷漠與盲目。本研究認為，這或許與 Friedan

（1983）指的「女性迷思」所造成痛苦有相似之處。另一個面向則是從幼

童時期所面臨無法解決的困境來看，也就是小時候聽從父母或師長的命令

與規定，但長大後卻發現事實與小時的說法不符，例如大人總是告訴小孩

說天下無不是的父母、父母總是對的、父母的話一定要聽、女生一定要幫

忙洗碗做家事、要用右手不要用左手等，而這些困境也提高觀點轉化的可

能性。 

從心理假設的論述可瞭解，心理假設是受到文化假設的影響，亦即從

外在情境影響到人內在的心理。因此可以把心理假設視為一種因外在情境

因素影響下之內在情境因素。Mezirow 從時間序列來分析，在文化與心理

的兩個假設前提下，找出成人期與兒童期的差異，主要在於「經驗」與「對

話」。成人經驗隨著時間不斷累積，腦中的資料庫也不斷擴大；隨著年齡

增長，成人對於語言的掌控能力與使用精準度也越好。而批判性反思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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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訓練與反覆練習，成人能以日益豐富的經驗為基礎，透過對話與反思

訓練，來批判反思文化與心理兩個假設，找出扭曲的意義觀點進行轉化學

習，這是 Mezirow 所認為的「解放過程」意即「轉化歷程」，也是 Freire

（1970）所謂的「意識覺醒」。 

Mezirow（1985）強調，這裡所述的假設（assumptions）必須是事實，

且對於目標或策略是可讓人信服的一種條件（condition）。所以從轉化學

習理論的假設來看，與以往理論假設不同，Mezirow 的假設強調事實情況，

所以在文化或心理的假設論述中，陳述的是社會事實，也是轉化學習理論

的前提。本研究也將關注於這種文化心理假設，如何形塑全職媽媽的母職

意義觀點，而透過母職經驗或對話的批判反思，又是如何產生意識覺醒，

進而觀點轉化。 

 

（三） 轉化學習的歷程 

Mezirow (1991b：223) 認為，並非所有學習都會造成意義觀點的轉

化，有些學習經驗會被統整於固有的參考架構（long-established frames 

of reference），有些會增加新知識或經驗，有些則會造成既有習慣、信

念、態度的改變（意義基模轉變），而有些更會徹底改變我們看待世界的

觀點（意義觀點轉化）。Mezirow 將學習分為四個階段： 

 

1.經由意義基模的學習 

學習者以既有的意義基模去區辨、詮釋新的學習經驗，對於所獲得經

驗做出習慣性、刻板的反應。 

 

2.學習新的意義基模 

學習者創造與既有參考架構相容或一致的新意義，舊有觀點被強化而

非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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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意義基模反思的學習 

對於與既有架構互相矛盾的經驗，提出針對問題的內容和過程的反

思，繼而產生新的意義基模。 

 

4.意義觀點轉化的學習 

對於與既有架構矛盾的經驗提出針對問題的前提反思，繼而產生新的

意義觀點。 

 

在 Mezirow（1991a）的定義中，只有第 4階段才可稱為轉化學習。而

上述這些反思階段的最重要關鍵，在於學習者反省思考的介入，也因此造

成相似的學習經驗，可能觸發某人深刻的轉化經驗，也可能會被他人刻意

排斥、忽略，或僅止於既有觀點的確認補強。 

Mezirow（2000）也提出轉化學習的十個步驟，從令人失去方向的困

境開始，到最後的重新整合新觀點到當下生活中，並對未來行動產生引領

作用，不過這十個步驟並非按照一定順序進行： 

1.經驗到失去方向的兩難困境。 

2.罪惡感或羞恥感的自我檢驗。 

3.對認識的、社會文化的或心理的假設進行批判評估。 

4.認知到個人的不滿和轉化過程是可與人共用的，且每個人都可能會經歷

相同的感受。 

5.探索新的角色、關係、和行動的選擇。 

6.規劃行動的計畫。 

7.學習執行計畫所需的知識和技能。 

8.盡力嘗試新的角色。 

9.在新的角色和關係中建立自信和能力。 

10.以新觀點做為重建個人生活方式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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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反思行動的歷程圖 

資料來源：Mezirow（1991a），Transformative Dimensions of Adult Learning，

p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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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步驟 5、8、9 中皆提到「新的角色」，以女性擔任母親這樣的新角

色時，勢必產生許多調整、改變或行動選擇，甚至經驗到不知所措的兩難

困境，本研究認為，在母職實踐中必定包含著轉化學習與反思行動的歷程

（見圖 2）。而意義基模的轉變，仍停留在反思學習的階段，唯有經過前提

反思的過程，才可能導致意義觀點的轉化，也就是達到真正的轉化學習。 

Baumgartner（2000：17）將 Mezirow（2000）的十個步驟濃縮成四個

主要的核心歷程（見圖 3），一樣從「令人失去方向的困境」開始，而步驟

2（自我檢驗）、3（批判評估）與 4（與人共用）則共同被「批判性反思」

涵括。 

 

圖 3：轉化學習的歷程 

資 料 來 源 ： Baumgartner （ 2000 ） , Adult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Multicultural Stories, p17 

 

在批判性反思中，人們開始瞭解一些真相，這些真相與先前認知是有

差異的，反思內容包括對信仰、價值與習慣性或隱含性的經驗解釋規則，

這些也就是 Mezirow 所說的意義觀點、假設架構或意義基模，在經過反思

後，就會產生觀點轉化或世界觀的改變。第三個核心歷程則是「反思性對

話」，對話是與對談人討論，經過批判性反思後的心得與新的觀點，以達

成更有效以及精準的共識及想法。對話總是反應了更寬廣的關係模式與力

量，而反思性對話則包含批判性地評估各項心中假設。最後一個核心歷程

是「新的觀點與行動」，行動是轉化學習中的必要結果，也就是不只看到

新觀點的產生，更要活在新觀點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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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轉化學習的四個核心歷程中，其闡述主軸就是觀點轉化前與觀

點轉化後的歷程。轉化前是令人失去方向的、困惑的、心中不知所措的，

而觀點轉化中的兩個要件，則是批判性思考與反思性的對話，最後是觀點

轉化後的行動，以及活在新的觀點下。 

由此可知，質疑原有觀點是轉化學習的起點，而批判反思則是促進轉

化學習的主要動力，既存觀點在形成過程中，多未經批判反思而來，以致

限制了個人觀看世界的方式，也因此限制了個人的成長與發展，所以轉化

學習即是解放學習。本研究簡化為四個主要歷程來說明，包括發現問題、

反省問題、解決問題、付諸行動： 

 

1.令人兩難的困境（發現問題） 

學習者所遭遇的現象與既有內在的參考架構，例如個人過去的經驗、

習慣、信念價值等，產生衝突、對立或矛盾的情形，因此對現存內在的參

考架構產生質疑，也就是發現原有觀點中的限制。 

 

2.批判反思（反省問題） 

對現存內在的參考架構進行批判反思。Mezirow 認為，唯有對內在參

考架構進行批判反思，才有可能產生觀點轉化，這也解釋為何在相同或類

似的事件或經驗下，有些人引發轉化學習，有些人則漠視以對，主要的關

鍵在於學習者是否能批判反思所遭遇到的不同經驗與自身內在參考架構

的能力，也就是檢視限制觀點的因素為何。 

 

3.反省性的言說（解決問題） 

藉由與別人討論自己遭遇的經驗和轉化觀點，以檢驗新的觀點和增加

認同感，也就是除去限制觀點的因素，並尋找有效資源以進行觀點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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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統整與實踐（付諸行動） 

目的是透過行動，在真實世界再建構個人的新觀點。此步驟包括：根

據新的觀點，探索與選擇新角色和行動、規劃行動計畫、學習執行計畫的

知識與技能，嘗試新的行動與角色、在過程中建立信心，最後的階段就是

以新觀點和建立的自信心重新融入生活實踐中。Mezirow 認為，行動是轉

化學習的另一重要關鍵，沒有行動的反思，也只是反省而已，沒有足夠的

動力全面性地、徹底性地改變舊觀點，因此必須以新的觀點做為詮釋新經

驗與處世行動之依據。 

 

四、轉化學習的相關研究 

轉化學習研究不僅是成人教育領域的熱門議題，也被廣泛應用於心理

治療及輔導諮商，還有企管人資相關研究。轉化學習理論也能檢視許多不

同的學習方式、包括學習者與學習內容的轉化、改變或影響；轉化學習有

助於促使學習者自主性思考、檢視舊有意義觀點與產生新想法等學習目

標；而轉化學習的觸發則受到許多因素影響，包括個體對生活事件的體

認，以及對社會整體環境的反思等層面。 

臺灣有關轉化學習的研究也被廣泛運用，包括學習者突破主流意識型

態的議題，如張瀞文（2002）所提女性自我觀感的改變、候嘉惠（2001）

所指性別刻板印象的轉變、李瑛（2002）提及的原住民意識覺醒等。近年

來，在學習型社會與學習型組織強調內在革新的思潮下，轉化學習理論也

被應用於探討職場中領導級主管的觀點突破，如游明麟（2000）研究主管

培訓班中轉化學習理論之應用，和鄭韻玫（2001）研究中年工作價值觀點

的轉化。而 Mezirow 理論觀點也相繼被運用探索教師專業成長的可能，如

李明芬（2002）將轉化學習的概念運用在教學設計上，研究參與教師如何

突破慣性的教學設計模式，以及如何落實新觀點以創造新的教學內涵；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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恬文（2002）則探究教師網路學習時的觀點轉化與克服障礙的過程；楊深

耕（2003）則以轉化學習理論的概念，建議教師專業成長應以內心深化的

觀點轉變為衡量，而非以累積思維來計算教師的研習時數或增加的知識。 

Talyor (2000）歸納 45 篇有關轉化學習的研究，結論是轉化學習過

程並非絕對依循 Mezirow 理論架構中的線性次序階段發展，而有迴旋反覆

的傾向，且也不全然包含所有的階段。對照 Mezirow（1995:50）觀點，他

也修正此理論架構，轉化過程並非完全按照其理論順序，但基本上包含其

提出的一些關鍵要素。而 Brock（2010）則針對 256 個管理學院大學生進

行量化研究，發現 Mezirow 所提的十個步驟確實可用來預測轉化學習的發

生，尤其是伴隨著兩難困境或嘗試新角色後所產生的批判反思，最是關鍵。 

在應用轉化學習的研究中，Mezirow（1991b）也提到轉化有兩種可能

發生的途徑：一是文化與心理假定形成結構中產生突然的洞察，另一種則

是由一連串的轉折所形成的變遷。周聖心（2005）依據其在社區大學的經

驗，提到從個人到公共的轉化，主要包括兩個面向，也就是在自我認知圖

象上產生的改變（涉及對意義體系的反思、經驗網絡斷層的再連結、增加

賦權與自我實現）；以及與社會連結行動上產生的改變（涉及從孤在到共

在、從個人關懷到共同理念、行動作為一種實踐）。 

Claire（2009）則將轉化學習應用於身處貧困的母親身上，她研究輔

導員（Coach）如何設定轉化目標，透過一對一的互動關係，協助這些貧

窮母親脫離困境，往更好的生活發展。結果發現，Mezirow 的轉化學習理

論確實有助於這些母親進行心理上或文化層面的批判反思，跳脫以往遭扭

曲、有所限制的固定思考模式，且對於自身處境更有意識，在與輔導員的

持續關係互動中，形成新的個人或社會行動。 

 

（一）個人觀點轉化可以導致社會行動 

不過，社會行動（social action）的職責在轉化學習理論中依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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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爭議性。從批判觀點而言，Mezirow（1978a）的轉化學習理論基礎有部

分來自於 Habermas（1971），而 Habermas 批判理論的中心概念是社會變遷，

但 Mezirow（1989）卻認為「個人觀點轉化必須在社會轉化之前才會成功」，

且個人的轉化會導致社會行動與社會變遷。Mezirow（1989）的基本假設

主要包括三點： 

 

1.人之所以為人，乃是因為人是理性、自主的且能賦予責任 

即使本能的需求、制度或是環境勢力可能會限制個體發展理性世界觀

或價值信念，每個人都能經由批判反思的方式，使自己從被經驗所控制的

個體，轉而成為能控制這些經驗的個體。 

 

2.知識是個體經由主觀建構的過程而習得 

只有當個體能時時以理性對話方式，反省自身原有知識體系中的不合

理化信念或扭曲知識時，個體才有可能建構出最合理化的知識。 

 

3.個人是社會的核心，且對社會集體的未來負有責任 

不主張以激烈的革命手段來改造社會，因為當個體嘗試改變其原有的

世界觀或價值信念時，個體所處的社會即會因此發生改變。 

 

究竟觀點轉化是否有可能造成社會行動？根據 Newman（1994）的說

法，Mezirow（1989）和 Habermas（1971）同樣傳奇化了社會變遷過程。

Newman 相信「人們是壓抑，而非被壓制的」，所以成人教師和學習者必須

找出處理壓抑的策略，同時鼓勵學習者檢視自己以增進技能與增加知識，

以及修正其意義觀點才能更佳執行上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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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轉化學習是成人教育的核心 

依據 Mezirow（1991a）的觀點，成人教育除幫助成人履行自己任務、

獲得工作成就以及增進能力等立即目標之外，更重要的任務是幫助學習者

釐清其工作、成就、能力時所依據的假定和前提（包括結構、規則、標準

等），也就是對社會與心理假定提出批判。這種批判性的成人教育理念隱

含著幾種主張： 

 

1.除非學習者能免於虛假意識的扭曲，否則無法發現其真正的需求。在學

習者未辨認當初所描述的興趣是否為真正興趣之前，成人教育者無法滿

足學習者。 

 

2.成人教育往往發展成為一種集體行動的形式。例如：一位女性透過意識

覺醒的過程而造成觀點轉化，將會否定刻板化女性角色的傳統假定結構

及其隱含的價值系統。但除非透過集體力量，否則社會制度或結構的改

變將無法達成。 

 

3.成人教育者的主要角色，是促成「理想溝通情境」的實現，期使學習者

能夠在免於宰製的條件下，進行自主、理性的對話。在對話中可以自由

充分地對現行教育、經濟、政治和社會制度予以質疑和挑戰，達成觀點

轉化，並據以行動。 

 

Mezirow（1994）在回應 Newman（1994）論點時也提到，學習者通常

沒有知覺到他們是被壓制的，人們將被壓制的價值觀內化了，在這種情況

下，致力於先解構既有架構是必須的，以免社會行動被既得利益者所利

用，不然，人們就不算是真正的覺醒了。因此，本研究也將注意全職媽媽

是否意識到自己的處境並做出選擇，不論是壓抑或被壓制，又是如何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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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自己的力量。本研究也延續周聖心提到的兩個面向，瞭解全職媽媽擔

任母職後其自我認知圖象上的改變，以及與社群連結後在母職實踐上的改

變。雖然轉化學習理論並不強調社會行動的必要性，而較傾向關注個人內

在意義觀點的改變，但本研究認為，由於個體無法脫離所處的社會結構，

個人觀點的轉化必然牽動原有社會結構，個人也必然採取某些社會動作做

為回應。 

 

（三）影響轉化學習的媒介因素 

不少研究指出轉化學習的影響媒介，如 Lucas（1994）探究轉化學習

過程中勇氣所扮演的角色，並認定環境因素（脈絡、重要他人、資源）對

轉化學習有顯著影響力。Baumgartner（2000）則是以感染愛滋病者為例，

闡述其如何學習面對事實，以及與其他患者共同討論鼓勵，並進一步反思

直到世界觀轉化的過程；Baumgartner 認為此種學習可稱為「資訊的學

習」，意指擴展已建立的認知能力到新的情境，並逐漸產生轉化學習。鄭

韻玫（2001）則從成人發展與學習觀點，透過中年生涯轉換的經驗，來探

究個人在其間工作價值轉化的學習歷程，結果發現轉化學習起源於對生活

經驗的「知覺」，但不一定面臨到兩難困境或問題情境，也可能緣於愉快

的經驗；除理性外，轉化學習亦含有直覺的、情緒的、感覺的本質在內，

皆以轉化觀點作為生活實踐的基礎。 

學習不只是單依靠理性，還可運用其他的途徑，鄭韻玫發現，像是透

過情感和直覺、靈魂學習、意識層次、自傳反應學習、透過身體學習與潛

意識。過去對於轉化學習理論的概念是直線式發展，但近來研究卻發現此

概念漸趨向個別化、流動或遞迴式。根據 Taylor（2000）的研究發現，沒

有感覺滲入的認知或感情將不會產生批判思考，他還指出，大部份研究結

果均強調轉化學習過程中「關係的重要」，代表可進一步找出「關係」或

「理論講述」知識觀點的脈絡關係。此外，脈絡和文化亦是轉化學習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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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重要的環節，像是研究個體思考脈絡的要素與認知的改變，以及瞭解個

體在不同情境關係中產生轉化學習的經驗。 

換言之，轉化學習是一個包含思考和感覺的複雜過程。而上述研究告

訴我們，轉化學習可能起於「資訊的學習」、愉快的經驗，重點在於對生

活經驗有所「知覺」，而其學習歷程並不一定完全理性，也可能包含直覺、

感情等成分在內，至於環境因素（脈絡、問題情境、重要他人或時期、資

源等）都可能與轉化歷程有關，或影響形塑個體舊有的意義結構，而透過

閱讀、書寫或回顧生命史，則有助於反思。另外，我們不但可深入思考「關

係」或「理論講述」，亦可找出其知識觀點的脈絡關係。 

 

（四）母職與轉化學習的相關研究 

Belenky, Clinchy, Goldberger & Tarule（1986）在研究女性認識

觀的過程中，發現許多女性認為生育是其人生重大的轉捩點，承擔母職經

常引發認識觀上的革命，當研究者問及「妳經驗過最重要的學習經驗是什

麼？」許多母親的答案是「生育」，而非學校或其他教育經驗，因為女性

在成為母親後，才重新評估自己的角色。而 McMahon（1995）歸納過去研

究發現，幾乎所有研究都顯示，女性在成為母親後皆產生顯著的個人變遷。 

Knowles（1990）則以「重要時期」（Critical period）來詮釋成人

生活中的重要變遷，當這些事件對個人原有意義觀點產生威脅與挑戰時，

在意義觀點所構成的自顯生活世界中（self-evident life-world），一旦

發生某些事件挑起某些疑問，使得原先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意義觀點產生動

搖時，生活世界的架構與運作遂面臨威脅，這樣的威脅是痛苦的，經常讓

當事人深刻質疑自我價值，甚至威脅到個人的自我感。根據 Mezirow（1991）

的看法，處於被威脅的生活世界中的個人，可能會因此理解到過去被限制

的知覺，進而探索新的觀點或行動，而產生觀點轉化，或經歷一些心理上

的痛苦或焦慮，而選擇停留在原有的意義觀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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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瀞文（1999）探究成年女性的母職角色認同，以及參與讀書會期間

所呈現的轉換歷程，結果發現重要時期與問題情境、溝通行動的涉入程

度，以及年齡、教育程度與配偶態度，都與轉換歷程有所關聯。鄭潓妏

（2001）則利用觀點轉化的理論概念，分析女性教學者在「女性意識觀點」

的轉化與教學實踐，結果發現舊有的意義結構深受原生家庭的影響；而婚

姻生活的問題情境，則增強其轉化學習的動機；女性意識的發展，則有助

於自我概念朝正向發展。高歆怡（2003）探討女性成長社團學員的女性意

識知覺及轉化歷程，結果發現女性意識知覺的觸發，常與女性在生活中面

臨到的危機有關；而反思層面會從體察自身經驗，擴及到對整體社會結構

的質疑；回顧生命史及閱讀相關書籍，則有助於女性自我檢視及連結自身

經驗。 

儘管這些研究都說明原生家庭、配偶態度、婚姻生活的問題情境等，

都會影響女性的轉化歷程，而女性意識的發展，則有助於自我概念朝正向

發展，但其卻未探討女性意識會如何影響母職認知、實踐與經驗。儘管本

研究著重於母職意識的轉化，但其中也牽涉到女性自我意識的建構，因此

在全職媽媽母職信念的轉化學習歷程中，也必須探討女性自我意識（或自

我概念）扮演著怎樣的角色與影響。 

 

（五）轉化學習理論的討論與分析 

轉化學習理論雖被應用於許多不同層面的研究分析，然其仍有未盡完

備之處。最常被批評的一點，即是轉化學習理論雖然清楚說明個人觀點轉

化的歷程，但是此過程過於強調個人內在思維的轉變，而忽略了情境因素

（contextual factors ）對於個人學習轉化歷程的影響。 

Collard與Law（1989：105）指出，Mezirow（1991b）雖然強調個別

（individual）的觀點轉化，卻沒有承認社會環境的存在，且結構性的不

公平即是在這當中確立的。Clark（1993）也指出，Mezirow的轉化學習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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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具缺乏脈絡可循的困境，從女性重回教育的學習過程，就認定人類的轉

化學習過程也是如此，似乎將人類生活從歷史和社會結構脈絡中分離看

待。況且Mezirow理論的來源，僅能反應出美國當前社會文化強勢的價值

觀（男性意識、白種人和中產階級）。Taylor（2007）更建議，Mezirow的

轉化學習理論應納入更多個人歷史和社會文化因素，如此才可有效解釋為

何有些困境能促進某些人觀點轉化，對其他人卻沒有作用。 

一般而言，學習情境因素可分為個人與社會文化兩大因素。就個人因

素而言，雖然成人學習強調學習者的個別差異，但Mezirow的轉化學習理

論卻未論及個人因素到底在轉化學習過程扮演何種角色。根據Jung

（1976：362）的觀點，儘管思考型學習者較可能批判反思，但卻比較不

可能轉化自身的意義體系，因為他們把自己的假設視為真理甚至是普遍的

法則，而且很不願意修正。Cranton (2008)則採用Jung的心理類型理論，

來審視不同心理類型的人如何進行轉化學習，他分析「思考型」的人會熱

情投入轉化過程中進行批判反思，然而卻不易改變其原則和假設。「感情

型」的人會欣然修正自己的價值，卻不易進行批判反思，而「感知型」的

人其轉化學習可能不會是理性系統的過程，而是類似頓悟的個人啟迪經

驗。在個人因素方面，Taylor也發現個人改變的意願（readiness for 

change）是影響轉化學習的重要因素，而改變意願又與個人設定的目標、

過去的經驗等因素息息相關。 

另一個影響的情境因素，則是學習者身處的社會文化脈絡。Merriam 

與Caffarella (1999）指出，成人學習理論的發展已從強調個人的學習發

展，轉變到關注社會文化脈絡對於成人學習的影響。以Mezirow（1985）

所提的批判反思而言，批判反思絕不只是單純的個人理性思考，其思考內

容會受到學習者背後的社會文化背景所左右。此外，Coffman（2007) 也

發現，如果在遭遇困境後產生的情緒沒有被表達或是與人共用，則學習者

會繼續陷入情緒中，而沒有辦法進展到批判反思的階段，因此強調學習者



 91

與人分享的機會、互動關係也會影響轉化學習。再者，改變後的新觀點需

要別人的理解與支持，沒有這一層正面的社會互動，新觀點很容易枯萎。

最後，真正的、解放性的觀點轉化是要透過新觀點的實踐，並且將新觀點

重新融入生活經驗中，而觀點的實踐必須落實在現實生活的情境脈絡中。 

綜合上述，轉化學習的重要階段，如反思內容、情緒表達、新觀點的

分享與確立、到最後的行動落實，都與學習者的學習情境息息相關。事實

上，Mezirow (2000：5) 後來也將情境因素納入其理論架構中，承認學習

者所處情境，確實會幫助或抑制轉化學習的經驗，因為學習發生在真實世

界錯綜複雜的機構、人際與歷史場域中，因此學習必須要從涵攝於我們內

化結構的社會文化情境脈絡中去理解。Hanson（1996）指出，對於某些文

化或情境的人們而言，順從團體遠比反思自主來得重要，批判性自我反思

並不是永遠有益處，就像自我覺醒和批判常常是對特別沮喪的人們有特殊

效益。自我反思和批判思考也許會被普遍認為是世界性的產物，但我們必

須能有效覺知人們所處文化所擁有的特殊性和力量。 

事實上，Mezirow（1991b）也承認，社會文化因素在某些歷史架構下

是可促進批判反思的，他也對觀點轉化學習下了新註解：轉化理論並不是

提供學習者一個分離的印象，而是透過「對話的聲音」型塑學習的過程。

社會因素是理論中心，而歷史和文化因素亦包含在學習過程中。於是，本

研究認同應納入個人歷史和社會文化因素的建議，並關注於全職媽媽個人

（如過去的信念、受教背景、改變意願）與所處環境的情境因素（例如家

庭結構、社群支持與配合等）在其轉化過程中的影響。 

依據Mezirow（1991a）觀點，若沒有批判反思，等同於不可能出現所

謂的轉化學習，而Taylor（2000）則告訴我們，沒有感覺滲入的認知或感

情將不會產生批判思考。因此，本研究欲探討的，便是促使全職媽媽批判

反思的來源與管道，同時也留意Hanson（1996）所指，瞭解全職媽媽的母

職意義觀點，是否受團體（家庭成員、社會價值）影響比自主反思來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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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結 

綜合上述，轉化學習理論就是描述成人學習「改變」，以及描繪成人

「如何」改變的學習理論。這個理論之所以受到國內外成人教育學的重

視，乃是因為此理論提供了實踐解放學習的可能。在觀點轉化這種解放過

程中，人們對於心理與社會文化假設的結構，如何以及為何限制他們看待

自己與其有關的事物，逐漸產生批判性覺察，並進行此結構重組，以產生

更具包容性、區辨性與整合性的經驗觀點，且根據此新的觀點付諸行動。 

研究者從過去的社大教學經驗中發現，雖然曾遇過一些在其生命觀點

上產生戲劇性變化的學習者，但也曾遇過一些很容易獲取新知識與技能的

學習者，卻沒有因為學習而展現出任何基本的改變。特別地是，在個人生

活中一些比較不具戲劇性的變化，卻可能促成一種批判性的自我檢驗，例

如結交一位新朋友、增添新的工作責任、修習一門課，以及與他人共同討

論的影響力等。Mezirow（1991b）曾提出，溝通學習取決於我們對種種主

張之意義的兩願確認（consensual validation），也就是透過自由地、完

全參與地和其他人共同進行的批判性講述才得以發生，討論也可能會引發

批判性自我反思。 

Mezirow（1991a）一再強調，批判反思的能力是促使個體能有效地進

行意義觀點轉化的關鍵所在，但是像Coffman（1989）與Sveinunggaard

（1993）等人就認為，批判反思並非是促進轉化學習的唯一途徑。在他們

的研究中就發現，學習者本身的直覺、情緒狀態與學習者所擁有的社會支

持系統多少，也都是影響學習者能否成功進行轉化學習的重要因素；若學

習者所擁有的情緒支持系統不足，那麼再多的批判反思能力都無助於轉化

學習歷程的發生。在人類的認知歷程中，理性與情緒不僅是相互影響的兩

個因素，事實上，潛在的情緒因素常是主導理性思維的重要角色。因此，

本研究認為，Mezirow宣稱的批判反思能力，或許並非真的扮演著那樣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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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鍵的角色，真正具有影響力的常是那些無法訴諸於文字、潛藏在意識

層次下的情緒因素。 

Mezirow（1991a：111）將修正意義觀點視為轉化學習過程的關鍵結

果，並描述其為成人教育的一個基本目標。不過，其轉化學習理論卻沒有

把個體知覺這個世界，以及對其所做決定的真正不同方式完備地加以整合

出來。因此，本研究欲以「成為新角色」的全職媽媽為對象，探究她們如

何形塑母職意義觀點，又受到怎樣不同勢力（社會文化脈絡）來源的影響，

以及是否經過怎樣的批判反思，如何形成轉化學習的歷程，並產生新的母

職意義觀點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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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以相對實在論的本體觀，站在現象學與詮釋學角

度，重視主觀經驗的詮釋與現象意義的還原，應用深度訪談法來分析全職

媽媽母職意義觀點的形成歷程，以及影響轉化學習的媒介與因素，並輔以

參與觀察做為三角檢測。 

本研究以多元視野、全面觀照地來看待社會現象，內容與分析在過程

中逐漸成形，而不是在研究前就已規劃完成。有系統地反思研究者本身在

研究當中的角色或位置，敏感地覺察或感知自我生命故事，並體察自我生

命故事對於研究的型塑作用。 

 

第一節 研究視角 

 

攸關母職研究雖然很多，但大多是由女性意識、性別分工或父權壓迫

的角度切入，以「母親」為主體或「母職」為主軸的轉化學習研究卻不多，

僅張瀞文（2002）從參與讀書會的女性來探討其母職與轉化學習。而在正

規教育系統裡，也極少教導兩性如何為人父母，研究者在實際經歷懷孕生

子後，更是深刻體會到新手父母的不知所措，以及知識缺乏與兩難抉擇的

窘境，使得母職角色本身就是一種轉化學習。本研究站在成人教育者的關

懷點，欲瞭解現代選擇擔任全職媽媽的女性，是受到哪些社會文化或心理

因素影響、又是如何形塑其母職意義觀點，而透過哪些方式或管道得以觀

點轉化與實踐，並探討其轉化學習的關鍵因素為何。 

本研究傾向於將女性視為主體，在結構中仍具有「能動性」的觀點，

如同邱育芳（1996）所指，相較於「傳統母職」（家庭整合了女性的事業

和感情，使女性成為家「停」主婦），「現代母職」卻凸顯母職不必然是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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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定義下、與社會隔離的封閉性家庭內角色，它可以是女性與公共社會連

結的催化機制，也可能成為婦運力量的媒介，擁有基層婦運實踐的可能性

（例如家庭主婦參與主婦聯盟所推動的社區活動），且其「反轉（反宰製）

的過程」起點是從母職角色出發。 

為瞭解女性在「成為人母」後意義觀點的轉變與新的反思，以及受哪

些社會文化脈絡的影響或限制，並探究全職媽媽又是如何轉化學習，包括

其歷程與關鍵因素。本研究以質性取向，也就是如陳伯璋（2000）所述，

重視「價值理性」的原則，而非量化研究「工具理性」的傳統，他認為無

法運用工具理性的原則，來瞭解人的自由、解放及理性社會，唯有在價值

理性的引導下，才能夠超越實現。因此，在科學研究的多元典範中，本研

究採取質性研究之建構理論典範，以相對實在論的本體觀，根據互動論與

主觀經驗論的知識觀，站在現象學與詮釋學的角度，重視主觀經驗的詮釋

與現象意義的還原，應用深度訪談法，來分析全職媽媽母職意義觀點的形

成歷程，以及影響轉化學習的媒介與因素。 

本研究主要融合 Husserl 的現象學（phenomenology）、Heideggar 與

Gadmer（1975）的詮釋論（hermeneutics），以及符號互動論等哲學觀點。

根據 Husserl 所提現象學，指出「理性」是人類文明與歷史發展的動力，

但人類的生活世界卻是理性所建構意義的起點；換句話說，人類的生活世

界表面上看來雜亂無章，但卻有其意義脈絡。而陳伯璋（2000：27）也指

出，從現象學觀點而言，人類生活世界的意義，是經由人與人在互動過程

所共同創造出來的意義，所以要掌握其意義就必須透過動態過程來深入瞭

解。Husserl 則批判，目前科學知識的建構已脫離其根源所在的日常社會

經驗，除了重視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動態互動關係之外，現象學也強調對現

象的瞭解應回歸事物本質。因此，為能理解日常生活經驗與行動，研究者

對於平常自以為擁有的知識先「存而不論」（reduction），讓事物本身自

動呈現，再由現象中把握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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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淑清（2001：236）指出，詮釋現象學乃是「本著對現象學方法的

哲學理念與批判，且蘊含著詮釋學觀點，試圖對人類經驗及人類所建構的

意義進行互為主體的瞭解，尋找經驗背後的意義組型，並對此經驗加以解

釋」。Van Manen（1997）也指出，詮釋現象學一方面是描述性（現象學）

的方法論，留意的是現象如何發生，並希望讓現象自顯其貌，一方面是解

釋性（詮釋學）的方法論，沒有任何現象是不能被解釋的。因此，研究者

在訪談進行中，先將閱讀文獻所產生的先前理解放置於括弧中，在自然及

信任的氣氛中，與研究對象進行互為主體的對話，以開放的心去傾聽對象

發出的聲音，藉由互為主體的對話方式，讓經驗世界可以展現原有風貌，

使現象還原並能真確地顯現研究對象真實的轉化學習經驗，再以「整體-

部分-整體」的詮釋循環概念往返於文本間進行詮釋，擷取出鑲嵌於背後

的深層意義。本研究採用詮釋現象學的研究方法論，對研究對象經驗做整

體性的理解，並藉由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互為主體的詮釋，呈現出其母職意

義觀點的轉化歷程。 

根據Schwandt（1998：243-4）所述建構理論研究典範之「建構」特

質，包括嘗試詮釋或理解生活經驗，廣泛分享並達到共識經驗。由於建構

理論研究典範重視日常生活經驗，故本研究欲建立在自然的情境脈絡中，

以完全捕捉行動背後所隱含的意義。在整個研究過程中，研究者本身就是

最好的研究工具，理論概念也是在研究過程中逐漸醞釀而成。研究目的主

要探討女性在擔任全職媽媽前後，其母職意義觀點的轉化學習歷程與影響

因素，重點在於全職媽媽主觀的經驗陳述與意義建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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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取向 

 

本研究採取現象學訪談的研究取徑，包括研究對象的生活經驗，以及

其是以何種理解方式，將該等生活經驗發展成為世界觀。現象學訪談依據

的預設基礎，就是假定研究對象共同分享的經驗中，存在著一種結構與本

質，可以透過敘事呈現。而現象學訪談目的，就是要陳述若干個人共同分

享的概念或現象的意義。 

根據 Seidman（1998）建立的現象學探究，首先聚焦於過往經驗當中

研究興趣所在的現象；其次聚焦於當前經驗；最後結合前兩項訪談敘事，

來陳述該等現象中的個人本質經驗。Patton（1990：408）也指出，在開

始訪談前，現象學研究者先徹底描述自己在該等現象當中的親身經驗，以

便將自身經驗排除到括弧之外，得以讓研究對象的經驗置入括弧之內，這

個階段就是所謂的「放入括弧或懸置」（epoche）階段。Creswell（1998：

150）指出，這種自我檢視的目的，是為了要讓研究者澄清本身先入為主

的各種概念，且這種自我檢視是一種「持續進行的歷程，而不是一次解決

了 事 的 單 一 事 件 」。 第 二 個 階 段 則 是 所 謂 的 「 現 象 學 還 原 」

（phenomenological reduction），在此階段，研究者先確認現象本質，

然後，研究者依照描述「該等經驗材質」（textures of the experience）

的諸多主題，將資料進行群聚分類。最後一個階段，就是結構綜合

（structural synthesis）階段，這個階段涉及想像探索「所有可能的意

義，以及分歧的觀點」，最後總結成為關於該現象本質與其深層結構的陳

述。 

現象學訪談的最主要優點，就是可以讓研究明顯地聚焦於研究者與研

究對象彼此融合的個人經驗。這種方法聚焦於事件對於個人所產生的深度

生命意義，並假定這些意義會引導個人行動以及人際間的互動。而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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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以女性為中心（woman-centered）的女性主義立場認識論（feminist 

standpoint epistemologies），將女性視為科學關注的中心，因為我們所

知道的（what we know）和我們如何知道（how we know)完全依賴於認知

者自身——認知者的歷史軌跡及其在社會父權制中所處的位置。因此，本

研究以現象學做為哲學基礎，強調女性經驗與主觀性，重視讓女性發出自

己的聲音。 

在本研究中，由於全職媽媽才是認識世界的主體，因此必須重視讓她

們發出自己的聲音，允許其以自身語言來描述經驗，並對自身經驗進行概

念化。女性主義學者 Gilligan（1993）便透過訪談方式，考察人們的自我

概念和道德概念，考察其對道德衝突和道德選擇的體驗，讓女性發出自己

的聲音，並尋著這些聲音去描繪女性心理和道德發展的軌跡。 

而女性的認知過程與研究模式也與男性迥然不同，男性研究者強調研

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的距離、對研究對象與環境的控制以及量的分析之應

用，強調客觀性與價值中立；而女性強調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的合作、

自然的情境及質的分析之應用。本研究並不只是關於女性（on women）的

研究，也不只是由女性（by women）來進行的研究，而是為女性說話(for 

women)的研究。這種研究需要的不只是對現存心理學研究和理論的修正和

補充，而是對主流心理學研究範式的整體變革。因為主流心理科學光靠修

補已無濟於事，必須挑戰整個基礎、假定和通則，建構女性主義自己的研

究範式和知識理論，才能真正消除主流心理學中的男性中心主義，使女性

和女性經驗在心理科學的圖景中得以呈現。 

女 性 主 義 學 者 Fee （ 1989 ） 指 出 ， 這 種 以 女 性 為 中 心 的

（woman-centered）、關於女性、由女性自己及為女性說話的「後續科學」

(successor science)具備三個基本特徵，包括批判主流心理學過分關注

男性與男性化話題的研究傳統，將女性視為研究中心；減少或消除研究者

與研究對象之間的距離；運用知識解放女性，而不是統治或控制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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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女性主義學者 Gergen（1988）主張，女性主義方法的中心原則應包

括下列五點： 

（一）必須認識到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的互相依賴性。 

（二）避免研究者或研究對象從社會和歷史背景中的「去情境化」

（decontextualizing）。 

（三）在研究情境中認識與揭示個人價值的本質。 

（四）堅持「事實不能獨立存在於其生產者的言語密碼」的觀念。 

（五）科學家角色的非神秘化，以及建立科學的製造者與科學消費者之間

的平等關係。 

本研究參照上述五點原則，並非簡單地以「女性中心」代替「男性中

心」來研究，而是更準確地為理解女性世界提供一個更為合理的基礎。 

 

第三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依據立意取樣方式選取研究對象，選取標準則是以能提供「深

度」、「廣度」和「具特殊性及代表性」資料為標準，由此彰顯研究意義及

探討價值。本研究從質性研究角度，而非量化研究站在局外人（outsider）

的立場來看待研究對象。研究者從與全職媽媽社群接觸的經驗中，試圖和

她們一同站在局內人（insider）的立場，瞭解其如何詮釋其生活世界，

為她們發聲。 

本研究關注於自願選擇由「職場工作」轉為「全職媽媽」、育有學齡

前幼童的女性，由於現代的全職媽媽與上一代（研究者母親那一輩）最大

的生活差異，在於其普遍使用網路的習慣。根據 MamiHome 媽咪窩（2009）

「育兒知識的來源及管道調查」發現，20 至 45 歲的家長最常使用網站（佔

16%）做為查詢育兒資訊的管道，其次則是透過有寶寶的親朋好友（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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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閱讀書籍則佔 14％，僅有 10%是詢問父母長輩。因此，本研究因應

時代性，鎖定會員屬性集中、網站黏度強大、話題分享度高的 BabyHome

（寶貝家庭親子網）社群網站，先從公開討論版觀看全職媽媽們的發聲，

瞭解其需求與困擾的問題。李宜芳（2010）從其中一篇「全職媽媽的我為

何不快樂」之網路文本討論中發現，彼此的對話與支持造成全職媽媽在情

緒與認知上的轉變，這也是本研究的緣起。 

研究者經歷生涯上的重大改變，懷孕生子後實際擔任全職媽媽並參與

BBH 媽媽家族長達三年，親身進入全職媽媽的活動場域世界，不只是觀看

跟記錄，而是跟裡面的媽媽互動，聽她們說甚麼話，然後問這件事情到底

是怎麼一回事，取得客觀或主觀意見，記錄發生了什麼事情，藉以瞭解社

會事實。研究者的參與方法，是走到這個自然的、非設計的環境裡面去，

且研究者本身是主動的社會角色。當花越多時間在田野中，對參與者所處

的情境脈絡和文化將有更多的體驗、自然會衍生出訪談問題。 

研究者設身處地與這群全職媽媽相處，實際看到她們、感受到她們，

將她們的經驗帶回到書寫，將先前被忽略的聲音，非常細緻地用新的方式

呈現；並且對照在田野中蒐集到的資料，觀看田野所帶來的不同經驗與差

異。比較不同研究對象之間所引發的一些討論，然後把它脈絡化，也就是

跟刻板印象對話，述說背後的權力結構，以及權力結構下的主體與意義。

研究者選擇放棄原本的刻板印象或偏見，讓田野中的震撼來帶領、深入探

索全職媽媽的經驗，把其經驗置於脈絡中來分析理解、並且帶入結構性的

分析。 

本研究主要從女人的角度來理解這個世界，包括全職媽媽怎麼看待這

個世界？對這個世界與自我角色的觀點是什麼？為確實瞭解全職媽媽的

生活經驗與意義觀點，本研究運用深度訪談，強調自然情境、非正式的結

構，讓研究對象受訪時可自由分享，有時甚至會以自己的喜好主導訪談，

研究對象被當成伙伴而非研究客體，彼此之間形成更為流動、互惠、互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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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性的「對話伙伴」關係（conventional partners）。本研究希望讓全

職媽媽的經驗能被看見、女人的角度被呈現、女人所經驗到的社會脈絡可

以被解釋。藉由傾聽那些傳統研究中，較不受到重視的成員聲音，也可發

掘學術論述究竟忽略了什麼？以及普遍認定的「真理」的限制為何？甚至

可以挑戰主流社會對弱勢群體的刻板印象或迷思，或者推翻已被普遍化的

理論模型。 

為保持與研究對象的長期互動性，研究者選定加入 BabyHome（寶貝家

庭親子網）幾個以全職媽媽成員為主的家族（和公開討論版的開放與流動

性不同，必須審核通過成為家族一員，才能觀看參與家族裡的討論內容與

訊息），其中研究者投入最多時間參與互動的家族便是「某某好媽媽俱樂

部」（基於研究倫理考量而化名），研究者好奇何謂「好媽媽」，想瞭解成

員對其定義與想法。此家族成立於 2009 年 11 月 4 日，研究者於成立隔天

（2009 年 11 月 5 日）加入，成員累計至 2010 年 6 月 19 日共有 229 人，

瀏覽數則有 32697 次。由於研究者從家族草創期便開始觀察，發現此家族

成員中的全職媽媽非常活躍，並舉辦許多常態性的實體活動，包括自行發

起與組成各式親子活動，針對寶寶設計的室內室外 PG（PlayGroup）活動，

還有媽咪讀書會、團購與參觀遊覽等各種行程。而參與此家族的全職媽

媽，線上（家族討論區、MSN 社群對話）與線下（家族活動）的互動頻繁，

實際發聲與討論話題也最為廣泛。 

經研究者瞭解、長期與這群全職媽媽互動後，原本已選定家族中幾位

核心成員做為訪談對象，然而在 2010 年 5 月 24 日卻有了大變動，因為某

些理念不合（檯面上說法）或派系鬥爭（檯面下實況）的因素，S（訪談

代號）辭去家族長職務且退出家族。研究者起初「不願」相信這種事也會

發生在無利益關係的全職媽媽社群中，但它就是發生且還影響後續如讀書

會等活動的進行（因為成員分裂而沒法舉辦）。在事情剛發生後的一個月

內，研究者與幾位全職媽媽共同陪伴 S（她覺得自己被誤解，感到很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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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還尋求閱讀書籍、塔羅牌、靈性回應療法（Spiritual Response 

Therapy，簡稱 SRT）等方法來抒解情緒，研究者在其中「看見」了 S的轉

化學習，但這卻是個研究中的「意外」！因為這個「重要事件」，讓研究

者調整了觀看轉化學習的視角，並且重新選擇取樣。 

在取樣選擇上，由於重視研究對象所代表的資訊豐富性，以便深入瞭

解其轉化學習歷程，所以研究對象在群體中的代表性及隨機性並非本研究

的首要考量。本研究採用立意取樣的方式來選取研究對象，其高度的意願

及表達能力，亦是選擇時重要的考慮點，立意標準如下： 

 

一、參加網路家族，且是讀書會成員 

曾為寶貝家庭親子網（BabyHome）「某某好媽媽俱樂部」的家族成員，

且參加過媽媽讀書會的全職媽媽，擁有豐富的育兒經驗與心得，曾在網路

平臺頻繁留言討論、與社群對話，或擁有書寫日誌的習慣。選定家族成員

的理由是為能長期追蹤，且可參照其網路日誌文本以及家族討論版中的文

字回應，做為瞭解其轉化學習歷程的輔助資料，同時也可成為研究的三角

檢證。 

 

二、為人母前有工作，為人母後才辭職 

    選定先前有工作，在懷孕或生子後才辭職（請兩年育嬰假者不算）擔

任全職媽媽者，理由是其在生活、角色與工作上都有所轉變，可對照出從

事母職前後的意義觀點，以及如何形成轉化學習的歷程。 

 

三、照顧未上幼稚園（學齡前）的寶寶 

    本研究所指「全職媽媽」為全職照顧小孩的母親，故限制為小孩必須

未上幼稚園，也就是全天都由母親教養照顧。若小孩已上幼稚園，則可能

會由「全職媽媽」轉為「家庭主婦」，而不符合本研究對象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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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齡層分佈在 30 至 40 歲 

    本研究雖無法全面性地深度訪談所有全職媽媽，但仍鎖定 30 至 40 歲

的全職媽媽為訪談對象，以觀察此一世代女性可能的共同點與其對於現代

母職的意義觀點。 

 

經研究者三年來的長期互動與接觸瞭解，或觀察其文字訊息，發現其

曾在母職抉擇中有所反思、轉變與成長者，都在本研究的立意取樣範圍。

本研究初期選定六位全職媽媽（B、S、T、U、N、Y）做為訪談對象，其中

U的小孩年紀比較大，在 2011 年開始上幼稚園；N則是請兩年育嬰假照顧

小孩，並非一開始就打算當全職媽媽；Y 後來不常參加像媽媽讀書會等共

同活動，減少研究者與其接觸的機會。由於 U與 N較不符合本研究中的全

職媽媽定義，Y 則是研究者較難觀察到其轉化的對象，且隨著研究訪談期

間的資料飽和程度，因此本研究僅選取三位擁有豐富資訊息的全職媽媽

（B、S、T）為研究對象，其基本資料如下（見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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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研究對象基本資料 

研究對象代

號 

B S T 

小孩化名與

年紀 

 

兩男 

哈利 3歲 10 個月 

波特 1歲 4個月 

一女 

妙麗 3歲 8個月 

兩女 

莉娜上幼稚園中班 

維琪 1歲 2個月 

出生年次 1976 1978 1981 

學歷背景 大學 護理學院 專科 

成長環境 雙親教養嚴厲 父母離異，但從小倍受呵護 父母離異且工作忙碌，成長過程不受重

視 

結婚年數 2006 年結婚，至今 6年 2004 年結婚，至今 8年 2004 年結婚，至今 8年 

先前職業 行銷企畫 精神科護士 科技公司業務 

配偶職業 投資顧問 業務主管 電子業主管 

家庭成員 小家庭 小家庭，公婆住附近 小家庭 

BBH 家族角

色 

BBH 家族成員，曾參加 PG 與媽媽讀書

會 

自行開闢 BBH 家族版擔任家族長，參加

PG 與媽媽讀書會 

BBH 家族成員，曾參加 PG 與媽媽讀書會 

選擇原因 自名校畢業，最初擔任全職媽媽那段期

間，突然變得不喜交談、封閉自己，直

到參加網路家族後才有所轉變。懷第二

胎後將老大送到保母家，目前專心照顧

第二胎。選擇讓保母照養老大的經驗，

可作為與其他全職媽媽的對照。 

有書寫日記的習慣，自 2009 年 10 月起

至 2011 年從未間斷，可看出其擔任母職

的心路歷程和思維轉變。 

想生三個孩子，配偶是韓國人，老大目

前上幼稚園，老二自行照顧親餵母乳，

其母職意義觀點清晰，對育兒也很有想

法，可瞭解擔任母職過程中的觀點轉變

因素。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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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工具 

 

質性研究在於藉由掌握生活世界的深層意義及動態過程，以瞭解人們

行為與事物的意義，並把握不同層面的線索，建構「相互主體性」的世界。

事實上，研究者即研究工具，同時兼具研究者（帶有成人教育者的思考，

在家族中觀察、適時引導並提供資源）和參與者的角色（是被領導的成員、

帶著觀摩與學習心態進入家族），如此便可在較自然的情境下獲得直接且

具真實性的資料，同時也可減少被觀察者的反作用效果，以更深入探討全

職媽媽內在觀點的轉變與歷程，並應用對話訪談來瞭解促成全職媽媽轉化

學習的歷程與成因。 

因此，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取向，選擇紮根理論為研究方法，針對三

位全職媽媽進行半結構式深度訪談，並使用質性資料分析軟體NVivo 8協

助管理與分析資料。透過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設計，以開放而互為主體的

尊重，蒐集研究對象的母職意義觀點與釐清轉化學習的脈絡。訪談題目是

依據研究問題與文獻探討的重要概念而形成，此訪談題目僅提供本研究所

欲蒐集資料之方向，而不限制研究對象的自由聯想與發揮，以保持訪談內

容的開放與彈性。實際進行訪談時，也盡量以白話文敘述，並且讓研究對

象自行依據真實情境發聲與回答。為顧及研究倫理，本研究也將事先徵詢

全職媽媽的受訪意願，並呈現最後的訪談結果請她們回應。至於研究者的

參與觀察，以及研究對象的網路文本（討論版回應與日誌等）則將做為輔

助訪談的三角檢測。 

藉由 Patton（1990）所發展的一套連續向度模式，包含參與程度

（participantness）、顯露程度（revealedness）、強度（intensiveness）

與長度（extensiveness），還有研究焦點四個向度，來說明研究者的角

色。首先，研究者採取「全面參與」的角色，就像是當地人一樣，完全融

入研究對象的日常生活當中，且完全公開且揭露本研究目的，甚至在討論

版上直接詢問研究對象的意見。研究者也付出許多時間，建立和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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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互信關係，不僅互動頻率與強度頗高，且經過三年的長期觀察與研

究時間。唯獨在研究焦點方面，研究者從起初的明確問題意識，轉為保持

適度彈性，且偏向探索性質的問題，藉由盡可能接觸更多的事件、人物，

以及有關研究現象的各種觀點，來慢慢聚焦並擬定出本研究範疇。 

本研究的研究工具包含研究者本身、訪談大綱及訪談日誌三部份： 

 

一、研究者自我檢核 

在質性研究中，研究者是最主要的蒐集工具，陳介英（2002）指出，

研究歷程的真確性與研究結果的可信度，絕大程度取決於研究者是否具有

豐富的想像力、敏銳的觀察力、高度的親和力及恆心毅力，能隨機應變引

導研究對象進入主題，答是所問，對其社經背景及言語文化的瞭解，更是

整個研究是否成功的主要關鍵。換言之，研究歷程的真確性與研究結果的

可信度，絕大程度取決於研究者的能力、技巧、經驗及訓練，當然事前準

備亦是重要一環。而研究者以自身擔任全職媽媽的經驗為出發點，參與觀

察研究對象的生活長達三年，並應用「同理心」進行訪談，也由此獲得豐

富的研究資料，以及寶貴的第一手記錄。 

 

二、訪談大綱 

質性研究訪談是一種有目的之談話過程，潘淑滿（2003）指出，研究

者透過談話過程，瞭解研究對象對問題或事件的認知、看法、感受與意見。

胡幼慧（1996）也提到，訪談是一個互動過程，而非在訪談前就已經將存

在的客觀事實挖掘出來，且不斷在互動過程中創造新的意義。本研究採取

半結構性訪談，希望在概略的訪談方向下，仍能發展出研究對象自我的經

驗分享，讓研究對象在訪談過程中受到較少限制，採取較開放的態度來敘

說自己的經驗，如此不但可在欲探討的問題上獲得充分資源，也可在研究

對象的開放訪談中，意外攫取獨特訊息。本研究訪談大綱包括基本背景訪

問表（附錄一）、訪談問題（附錄二）與訪談大綱參照文獻（附錄三）。 



 108

三、訪談備忘錄 

在每次訪談後，紀錄訪談與觀察過程中研究對象的談話態度、次文化

表達涵意、一些非言語舉止、對研究對象的看法、訪談心得與反思，應用

質性分析軟體Nvivo8.0的備忘錄功能來做註記，以便日後進行理論對話與

回溯研究。本研究藉由潘淑滿（2005：73）探討婚姻歷程與母職實踐的角

色轉換（見表2），來檢視全職媽媽擔任母職前後的角色轉變，並訪談全職

媽媽舊有的意義觀點，以及後來產生新的意義觀點（見表10）。 

 
表 10：全職媽媽擔任母職前後的角色轉變 

母職構面 未成為母親前 

（舊有的意義觀點） 

子女未成年的母職階段 

（新的意義觀點） 

性別分工與經濟 經濟獨立，有自己的工作。 變成全職媽媽，負擔大部分

家務與子女照顧工作。 

家庭脈絡與關係 仍可維持自己的社會關係。 與夫家關係較為緊密連

結，且娘家是最大的支持

者；社會關係則轉換為以孩

子為中心。 

社會規範與文化 不需顧慮社會規範約束的

「母親角色」。 

社會規範約束媳婦與母親

的角色。 

生活目標與重心 生活願景以自我或夫妻為中

心；配合先生與家庭需要調

整角色，放棄自己喜歡的活

動配合先生與夫家。 

生活願景以小孩為中心；角

色執行完全以孩子為中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五節  先導性研究與啟示 

 

本研究首先以「全職媽媽」為關鍵字，搜尋在 BabyHome 社群網站「閒

聊專區」熱烈討論的問題，依討論人次多寡排列，整理出 2009 年（共 176

篇）前十大（最多人參與）的討論主題，並將其問題分類，包括關係（人

際、情感）、自我（心理、生理）、價值觀（選擇）與經濟（家用、補助、

兼差），由此可知全職媽媽的現況與困擾，雖然較少提及學理中所著重探

討的性別分工與親職角色等問題，不過也可看出「經濟能力」確實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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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職媽媽極大且必須重視的層面，而這些討論主題或許都可被視為全職媽

媽的「兩難困境」，甚至是轉化學習的起點，並可做為訪談全職媽媽時背

景條件之對照（見附錄四）。 

本研究為使訪談問題與方向更為精確，2010 年先行訪談媽媽社群的家

族長 S做為先導性研究（見附錄五），預訪結果發現 S的「母教」理念（母

親必須把自己的小孩教好，注重身教培養其健全人格）、隱含著對社會長

遠影響的思考與執著。而學理分析向來太重視「政治性」議題，卻忽略探

討所謂的「愛」與「價值」。另外，在母職意義觀點上，S提出「專業媽媽」

（視母職為一種職業發展，在瞭解或教養小孩方面可形成專業）代替「全

職媽媽」的定義與詮釋，並且視母職角色也包含做自己，轉化為融合母職

與自我兩種角色的方法。而 S認為自己為人母後最大的改變，便是擁有很

多時間閱讀書籍，包括育兒教養、勵志或靈修等各類書籍，而書中的知識

與經驗也確實幫助 S改變原先看事情的方法，尤其是在情緒方面的轉化。

而此結果也提供研究者後續進行訪談時，特別注意全職媽媽對母職的定義

與詮釋，尤其是在自我價值、情緒處理、家庭問題上的思考與意義觀點的

轉化。 

 

第六節  資料蒐集與處理 

 

本研究資料蒐集方法有三種，包括應用深度訪談來瞭解研究對象的成

長背景、經歷與母職意義觀點；實際觀察互動並記錄於備忘錄中，以及日

誌蒐集。藉由深度訪談，聚焦於個人生活經驗的研究，加上研究對象個人

的反思日誌，或是其他型態資料作為輔助。主要透過研究對象本身的話語

（或文字），來捕捉她們本身經驗的深層意義。為進一步探索社會和文化

的結構性因素，研究者實際進入研究場域，以兼顧研究者和研究對象的世

界觀。 

本研究以質化研究方法為主，為能有效率地整理龐大繁雜的訪談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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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輔以質性分析軟體工具 Nvivo8.0，處理蒐集到有關研究現場脈絡的相

關文字與聲音。藉由 Nvivo8.0 整理分析研究文本，有助於在編碼概念之

間發展理論性的連結，有效管理與綜合所有概念，協助研究者對資料產生

新的瞭解，並連結理論進而回答研究問題，本研究流程如下（見表 11）。 

 

表 11：研究流程 

步驟 名稱 內容 

1 研究議題的

定向 

A) 專注於特定議題：探討女性擔任全職媽媽後，其母職

意義觀點的轉變。 

2 蒐集資料之

前期準備 

B) 選定訪談範圍：挑選Babyhome網路家族「某某好媽媽

俱樂部」為參與觀察的研究範圍。 

C) 決定訪談形式：半結構式訪談，並擬出訪談大綱。 

D) 訪談抽樣：理論（立意）抽樣。 

3 蒐集資料 E) 觀察家族版上討論區的對話與全職媽媽網誌，蒐集與

本研究相關主題之內容文本。 

F) 初次訪談 S並記錄，做為先導性研究，並修改訪談方

向與大綱。 

G) 接著訪談六位全職媽媽，每次約 50 分鐘；最後挑選

出其中三位全職媽媽成為研究對象，在 2010 至 2012 三

年內，進行多次觀察記錄與深度訪談。 

4 資料分析 H) 開放編碼：轉謄逐字稿，以QSR NVivo 8 軟體輔助，

整理出15個自由節點（free nodes），見表12。 

I) 主軸編碼：將開放性編碼歸納成3大主軸範疇（樹狀

節點，tree nodes），並加以命名，見表13。 

J) 選擇編碼：以母職轉化為核心範疇（central 

category），完整呈現三位研究對象的轉化學習歷程，

見圖6、圖7與圖8。 

5 成果闡述 K) 闡述本研究成果，呈現全職媽媽的母職意義觀點，並

與轉化學習相關文獻對話，進一步提出新的觀點與建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依據 Patton（1990：306）的歸納式分析程序，本研究從資料中找出

逐漸浮現的顯著範疇，並選用「當地人的分類範疇」（indigenous 

typologies），也就是研究對象本身創造與表達的範疇，藉以反映研究對

象所表達的理解；或依據「分析者建構的分類範疇」（analyst-constructed 

typologies），本研究以紮根資料為基礎而創造出來的人為範疇，將這種

範疇的分類方法應用到資料當中，從中展開分析工作。同時運用多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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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的三角交叉對照（triangulation），透過綜合多個不同來源的資料，

來確定一個定位點的作法。本研究開放編碼之成果如下（見表 12）。 

 

表 12：Nvivo 開放編碼之成果 

編號 節點名稱（nodes） 

自由節點→樹狀節點 

節點出處的數量 

總數 B S T 

1 母職困境→（2） 120 10 108 2 

2 母職實踐→（2） 59 3 51 5 

3 批判反思→（3） 59 2 52 5 

4 社群學習→（3） 39 3 35 1 

5 母職定義→（1） 37 4 30 3 

6 家庭限制→（2） 26 0 26 0 

7 價值信念→（1） 25 4 18 3 

8 原生家庭→（2） 20 2 13 5 

9 母職學習→（3） 15 1 13 1 

10 學歷背景→（2） 13 2 10 1 

11 母職轉化→（1） 9 1 3 5 

12 母職抉擇→（1） 5 2 2 1 

13 依賴媒介→（3） 8 1 6 1 

14 選幼稚園→（1） 2 1 0 1 

15 重大事件→（3） 2 1 1 0 

節點出處的數量總合 439 37 368 34 

＊ 自由節點以節點出處（references）的總數來遞減排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13：主軸編碼與開放編碼之對照 

主軸編碼 開放編碼 

母職意義觀點（1） 母職定義、價值信念、母職抉擇、選幼稚園、

母職轉化 

母職意義觀點形成的來源（2） 母職困境、母職實踐、家庭限制、原生家庭、

學歷背景 

產生觀點轉化的媒介因素（3） 批判反思、社群學習、母職學習、依賴媒介、

重大事件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上述開放編碼成果可知，研究文本共編碼 439 處，三位研究對象對

於「母職困境」的著墨最多，其次為「母職實踐」與「批判反思」層面，

其中 S除訪談外還加上網路日誌文本，故編碼數最多。依據研究目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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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參考 Miles 和 Huberman（1994）做法，將代碼分為三大類（見表 13）：

第一大類是母職意義觀點（1）；第二大類是母職意義觀點形成的來源（2）；

第三大類是產生觀點轉化的媒介因素（3）。 

本研究結果預計產生一個綜合體，亦即萃取出複雜現象中的菁華，形

成一個故事，並說明其中什麼是核心與重要的。Richards（2005）指出其

可分為四項： 

 

一、大的圖像 

從研究中產生對於「正在進行的情境與現象」的一致性說明，找到情

境的核心議題或特質，主要研究任務是綜合和釐清，以及為什麼這些是重

要的。 

 

二、路徑 

分析擔任母職的社會歷程，其中的發展階段、影響因素，以及對於研

究對象產生的結果。 

 

三、X 光掃描 

透過資料分析，建構測試出對一個困惑行為或社會現象的解釋。 

 

四、注意到背後看不見的線索 

顯示研究對象為什麼可以運作，並找到運作的歷程，目的在於發現其

中的機制與過程。 

Nvivo 可採用條件編碼的質詢，來進行方法的三角校正，檢視研究對

象在訪稿中所談論的，與其日誌或討論區的文字內容是否有重疊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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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研究信效度 

 

質性研究是一種對情境過程、互動過程、意義和解釋探索的研究，其

所關切的主題並不在於客觀測量、尋找普遍法則或確定因果關係，而在於

社會事實的建構，以及被研究者在其特有脈絡情境下原始經驗與深度詮釋

之呈現。胡幼慧（1996）強調，至於如何取得可靠性資料，則是研究過程

中運用資料蒐集策略的重點，因此，研究者必須說明整個研究過程及決

策，以供判斷資料的可靠性。吳芝儀（2000）指出，質性研究的嚴謹性考

核，除了研究的「結果品質」外，也注重研究的「歷程品質」，即考量研

究的「真確性」（athenticity）。因此，為提高研究信效度，建立研究

歷程分析之可信賴性，本研究多方考量研究信效度問題，在資料蒐集與分

析歷程中，採行三角檢證，反覆驗證資料內容與分析結果的可靠性，採行

多種方法策略，以建立本研究可信度。 

在信度方面，主要考驗研究資料的可靠性（dependability)，本研究

採行研究對象檢證與稽核團隊檢證兩種方法，將編製「訪談回饋函」，請

全職媽媽在閱覽訪談資料分析結果後依附表填答，期能真確瞭解研究個案

對資料分析結果的感想與意見，作為研究修正之參考，以提高資料分析結

果之信度。另外，研究者也請教口試委員意見，期由多元觀點交互檢視更

能顯出資料的正確性。研究者並實際進入研究場域參與觀察（如讀書會、

戶外PG、寶寶讀經班等），持續探索研究內涵，提高研究資料之可信賴性，

並做為三角檢測比對的參照。 

質性研究雖然無法像量化研究以數字建立信度和效度，但是仍可採以

下方法來檢核研究的嚴謹性： 

 

一、多元檢證法 

本研究從研究對象、文本內容、時間脈絡、生活環境，以及研究者本

身等多重角度，來進行資料的檢核工作。研究者參與「某某好媽媽俱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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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動將近三年，彼此認識及建立信任關係，實際觀察研究對象的日常行

為行為表現，並透過研究對象的言談與日誌分享，以及研究者自己的備忘

錄做自我省思，增加研究資料的真實性。 

 

二、研究對象的查核 

文本資料整理後，將逐字稿編碼解釋後送予研究對象進行確認工作，

請研究對象檢視內容是否有誤，以避免研究者個人因偏見而錯誤解讀，來

增加內容的正確度。 

 

三、與指導教授討論 

在分析訪談資料時，研究者請指導教授協助確認概念類別的分類與群

聚概念的命題，以避免研究資料因個人主觀判斷造成疏失。 

 

四、研究備忘錄 

研究者在研究進行中，不斷自我檢討與反省，並隨手做研究備忘錄，

紀錄研究過程中的疑惑與發現，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的互動，研究過程

的瓶頸與頓悟，不斷從備忘錄中反思與推敲，適時修正及補遺，使研究過

程研究者能保持中立與清晰的思惟。 

 

五、長期投入 

研究者持續至今共花三年長期投入參與其活動內容及意義，觀察並紀

錄其過程，並將重要觀點紀錄分享回饋，如此才能更客觀分析其中奧意，

真實誠懇地呈現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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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研究倫理 

 

在質性研究中，對於倫理考量，通常基於保護與尊重研究對象的權

益，研究者本身採適當態度和研究對象接觸，並遵守信實、保密、尊重與

承諾之研究規範。除此之外，在研究過程謄寫逐字稿時，也會隨時反省檢

討其內容。為維持研究倫理，本研究遵守幾點事項如下： 

 

一、守密與匿名 

注意研究對象的資料保密，與個人相關資料都加以編碼或是用化名呈

現，重視研究對象的隱私。 

 

二、承諾與知會 

預先知會研究內容及意義，讓研究對象瞭解所有訪談內容為學術論文

所用，並能發揮其效益，並事先徵求研究對象的同意（見附錄六）。 

 

三、尊重與傾聽 

表現誠懇與尊重的態度，樂於傾聽並專注，因為一個好的研究者也必

須是一個好的溝通者，才能與對方建立友好關係，透過傾聽，才可能真正

將研究對象的價值反應及觀點真實地呈現出來。 

 

四、中立與客觀 

確保中立立場，在訪談過程中不對研究對象的回答進行任何批判，只

針對問題加以說明。在資料整理與分析過程，請研究對象進行資料正確性

的確認，並將研究結果告知研究對象。 

 

五、誠實與忠於原味 

資料分析客觀呈現，僅就所蒐集資料經整理後進行分析與討論，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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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個人主觀的臆測與過度推論。從研究對象的觀點加以詮釋，以其角

度來審視所獲得資料，使研究對象所表達的，透過本研究的詮釋「再度呈

現」。 

 

第九節  研究歷程 

 

身為質性研究者，本研究重視的是事件發展的歷程，而不只是成果或

結果。重點在於探究「how」和「why」，瞭解研究對象是如何對生命世界

賦予意義？這些意義又是如何建構？她們的母職意義觀點是如何發展？

為什麼會這樣發展？而其轉化學習的發展歷程又為何？ 

本研究建構理論的方法，主要經過下列步驟：首先，研究者進入研究

場域進行全面或整體瞭解；其次，尋找研究對象使用的本土概念，以孕育

本研究問題；再者，從初步蒐集的資料當中，慢慢形成初步假設或命題，

再從後續的資料蒐集中，透過檢證或不斷比較，來修正這些假設或命題；

接下來對有關的人和事進行描述與解釋；最後，將研究對象的生活經歷和

意義詮釋、組合成一個完整的故事（見圖 4）。 

 

圖 4：本研究歷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修改自 Titscher（2000），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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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在理論層次的重要概念，包括意義、日常生活的理解、情境的

定義、過程、社會建構、紮根理論等。研究目的則包括發展在地概念、描

述多重實在、發展理解等。探索概念化組型--現象誌：用來描繪出人們經

驗、概念化、知覺、理解其生活世界的不同方式，重點在於「how」，也就

是事情運作的方式。 

現象學是一個哲學派典而非一種研究策略，現象學的研究重點是一般

的生活世界、人們經驗世界的方式，以及對人們而言，世界像什麼、如何

能理解人們，至於找出意義的過程，通常被視為是一種詮釋。本研究欲藉

用學理上所探討的母職意義觀點，引發全職媽媽的反思性對話，並結合

Cranton（2008：36-37）針對心智習慣所提出的反思層面（見表），包括

心理學、社會語言學、認識論與倫理道德之問題，做為本研究對於母職意

義觀點的「後設認知」（見表 14），並參考擬定出後續的訪談設計。 

 

表 14：母職意義觀點的反思性問題 

反思層面 母職內容反思 母職過程反思 母職前提反思 

心理學 我相信哪些母職意義觀

點？（ex.母職天賦） 

我如何從這些母職意義

觀點中自我覺察？ 

我為什麼會質疑或

反思這些母職意義

觀點？ 

社會語言學 我認為社會對於母職的

規範是什麼？（ex.男主

外，女主內） 

這些社會規範如何影響

我實踐母職的方式？ 

這些社會規範對我

而言為什麼重要？

認識論 我擁有什麼樣的母職知

識？（ex.小孩一定要由

母親照顧） 

我是如何獲得這些母職

知識？ 

為什麼我需要或不

需 要 這 些 母 職 知

識？ 

倫理道德 我的母職價值觀是什

麼？（ex.當母親比任何

一份工作都來得重要）

我如何產生母職價值觀

的意義架構？ 

我的母職價值觀為

什麼重要？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研究者最初投入成人教育領域，便一直關注於如何使成人學習與轉變

的轉化學習理論，包括在社區大學的教學設計中，也應用 Freire（1970）

的對話教育，結合真誠、關懷與同理等諮商特質，朝向使成人觀點轉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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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發展。然而，研究者卻始終回答不了兩個問題：（1）究竟用什麼準則

來決定「轉化的方向」？（2）可應用什麼技巧來促使成人調整既有的思

考架構？或者說透過怎樣的對話，可以使其產生「前提」思考、也就是轉

化學習的關鍵能力？ 

由成人教育的目標來看，其轉化學習方向必須存在幾個特徵：是否對

母職有不同的看法與反思？是否更有自信且更能支配自己、變得更像是自

己希望成為（而非社會期待）的母親？知覺是否變得更有彈性且不死板？

是否採取較為實在可執行的目標？行為是否較為成熟、更能接納別人？是

否以建設性的方式改變自己基本的人格特徵、改變原本適應不良的行

為？. 

本研究也將檢視 Mezirow（1991a）的轉化學習理論脈絡與學習步驟，

並反思其轉化學習的根源，是否在一開始的步驟，也就是面對兩難困境必

須「做出選擇」的那一刻，便已透過一連串的自身詮釋與提問，甚至修正

原有的意義架構，產生觀點上的轉化？若是如此，那麼轉化學習的重點其

實在於「選擇」，實應探討「如何選擇」以及「為何做這樣的選擇」。因為

當心中所期望或所想的，與現實不同或者有落差時，勢必會產生極大的不

滿足感。本研究欲瞭解這群女性，是否在「選擇」辭去工作擔任全職媽媽

時，就已有所反思，且帶著全新或未曾有過的意義觀點來行動（擔任母

職）。依據此觀點，本研究認為有必要從新的角度「選擇-行動」來建構轉

化學習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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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發現 

 

本研究結果發現，三位全職媽媽最初的母職意義觀點，都受到原生家

庭成長經驗的影響，三位研究對象分別採用了複製、彌補與不願重蹈覆轍

的做法。另外，在事業這項母職構面，三位全職媽媽的信念也不同，B 與

S 都有過兼差工作的短暫經歷，但最終仍然選擇回到全職媽媽的身份。而

三位全職媽媽的母職轉化，主要是受網路、書籍、社群與親職課程等媒介

影響。而三位全職媽媽的觀點轉化歷程，B 較屬於線性發展、S 則是來回

曲折與變化，T 則是直覺型頓悟。若以 S 的轉化歷程來看，情緒議題可能

觸發其批判反思而觀點轉化，但當下的情緒卻也是阻礙 S轉化學習的重要

因素。本研究站在成人學習的角度，則發覺「先處理心情，再解決問題」

的重要性，也就是必須先給予 S足夠的支持與關懷，才可能促進其朝向轉

化學習的方向發展。 

 

第一節  三位全職媽媽母職意義觀點的轉化學習故事 

 

本節簡述三位女性的家庭背景、選擇擔任全職媽媽的脈絡，以及轉變

前後的母職意義觀點，儘管三位全職媽媽都曾經是「某某好媽媽俱樂部」

的家族成員，也一起參加媽媽讀書會，但發生的轉化學習故事卻有所不同。 

 

一、從否定自我轉化為快樂媽媽的 B 

母親就是家庭主婦的B，因從小被母親照顧得很好，加上配偶也希望B

能夠自己帶小孩，故辭去銀行業務工作擔任全職媽媽。由於B自名校畢業，

先前又在金融業工作，條件不錯，B曾覺得自己較適合上班而非擔任全職

媽媽，幾度產生回職場或自行創業的念頭，徬徨無助到上網尋求親職作家

汪培廷的建議，而汪培廷也鼓勵B返回職場。不過B後來與配偶討論兩人的

分工與報酬，還有育兒的生活品質，仍決定由賺得比較多的配偶去工作，



 120

B則留在家中照顧幼兒。 

然而，B參考汪培廷的建議，認為家中誰當全職照顧者、誰是主要經

濟負擔者，都是夫妻共同溝通、願意接受的「角色分配」，也就是誰賺得

比較多，誰就負責養家的專業分工思維，而非「孩子由母親照顧最好」的

觀點。較特別的是，在這個討論過程中，B與配偶決定懷第二胎，B因此得

以將老大托育給保母。B尋求保母資源的協助，來調適自己被孩子綁住的

不自由狀態，B也發現到，必須先把自己顧好，有快樂的媽媽才會有快樂

健康的孩子。對B與配偶來說，從原本堅持由自己照顧、轉變為將孩子托

育給保母，是一種觀點轉化的過程，其母職意義觀點的轉變見表15。 

 

表 15：B-母職構面的意義觀點 

母職構面 轉變前的意義觀點 轉變後的意義觀點 

理性/教育 擁有與小孩隨時互動的自由。 被孩子綁住，失去個人自由。 

陪伴小孩很重要，媽媽隨侍在側是

幸福。 

有快樂的媽媽才有快樂健康的小孩，全

職媽媽也需要適度休息與空間。 

遭遇育兒挫折，自我否定而離家出

走。 

參加親職課程學習育兒方法，更有信心

當全職媽媽。 

事業 複製母親模式，也想當全職媽媽。 自己不合適當全職媽媽，想回職場工作。

曾回職場上半天班，因無法兼顧家庭而

辭退。 

符合配偶期待，擔任全職照顧者。 角色分配是夫妻雙方共同協調出來。 

生殖 生兩個孩子，多一些安全感。 無轉變。 

婚姻 與配偶個性差異大，不適合結婚。 婚姻需要經營與學習。 

撫育 新手媽媽期間很不快樂，個性轉為

封閉不喜歡與人交談。 

參加媽媽社群才恢復樂觀開朗的個性。

未懷孕前只要把自己顧好；生第一

胎時只要把小孩顧好。 

生第二胎時，覺得必須顧好整個家，因

這是快樂的泉源。 

家務 夫妻需共同分擔家務，為分工不平

衡而吵架。 

尋求專業資源協助家務工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從覺察自我到批判反思，朝向轉化學習的 S 

S 排行老三，上面有兩位哥哥，S 小時候是在家人的期待下出生的，

甚至被當成小公主對待。因媽媽原先在紡織廠工作，所以兩位哥哥都是交

由奶奶照顧，只有 S出生後是由媽媽親自照顧，當時家中自行開店，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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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小學五年級時因生意不好而關門大吉，媽媽才又出外工作，爸爸也到大

陸去工作，後來父母雙方雖未離婚但分居且互不見面。其中大哥當兵後不

學好，吸毒走岔路。因此，S 自小便立定志向要考進醫學院，並組織自己

的家庭，以逃離原生家庭的不完整；S看見大哥滿周歲後就交由奶奶照顧，

認為大哥是因為缺乏愛而導致後來學壞，這也影響 S後來希望能當全職媽

媽自己照顧小孩，且極為重視教養理念。 

 

表 16：S-母職構面的意義觀點 

母 職

構面 

舊有的意義觀點 新的意義觀點 

理性 質疑自己存在的價值。 為小孩而產生積極光明的存在價值觀。

缺乏自我肯定。 轉念保持快樂以求自我認同。 

情緒失控，不斷抱怨。 檢討如何穩定情緒。 

人生做錯許多決定。 學習放下的人生態度。 

教育 

 

教養小孩是父母重要的職責。 學習新知以扮演好母親角色。 

質疑小孩聽話的必要性。 視小孩不聽話等同於有主見。 

全職媽媽就是自己的理想。 全職媽媽是一條不歸路。 

事業 全職媽媽的人身價值很卑微。 全職媽媽是無支薪的工作。 

上班就不會那麼愛小孩，分開也

不會有眷戀。 

上班賺錢很不錯，有收入又有用處。 

 

擔任兼差保母，公婆覺得丟臉。 太累需要休息而辭掉兼差保母。 

生殖 經濟環境不適合生第二胎。 生兒子可鞏固自己在婆家的地位。 

生小孩後的生活影響與變化太

大，不願意生第二胎。 

2012 年懷第二胎，預計八月生下龍子。

婚姻 做白目媳婦，以言語回應反抗公

婆。 

默默承受公婆期待的壓力。 

與配偶溝通不快樂，活得沒有自

信，覺得付出無人在意。 

無法增加家庭收入，覺得自己無用是差

勁的妻子。 

撫育 由自己照顧小孩最好。 

 

遭遇育兒挫折而灰心，想送小孩去上

學，放棄親自教養的工作。 

擁有自己的教養觀，希望獲得家

人尊重。 

認為自己不是好媽媽，不知該如何繼續

教養小孩。 

養不教，母之過。 教養不應都是媽媽的責任。 

夫妻教養不同調，引發衝突。 父母應共同陪伴孩子。 

家務 堅持不煮飯，無法符合配偶對全

部家務的期待。 

無轉變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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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對象中，S是唯一保有書寫日記習慣的全職媽媽，透過S的日

記，讓我們能夠確實瞭解其為母心情與每日的思維轉變。不過，相較於其

他全職媽媽，S 遭遇之母職困境最為明顯，主要來自於婚姻與家庭結構中

的期待與束縛，也導致S的情緒反覆，引發其進一步觀照自己的人生態度，

尋求學習資源如閱讀書籍等，意圖改變現有狀態與處境。從研究文本中也

可發現，S最大的轉化限制在於心理因素與當下情緒，使其在觀點上的調

整較像是自我提醒，若無人給予支持與認同，則不易產生持續性的轉化行

動，至於S原有的意義觀點也較為固著，若僅靠自我導向學習，往往容易

尋找一些原本就認同的觀點來自我強化，或是僅稍微打開一些彈性範圍，

仍不易鬆動固有的思考結構。研究者整理出S在六個母職構面反覆轉變的

意義觀點（見表16）。 

 

三、從缺乏母職典範轉為建構自我母職意義觀點的T  

T自小就被工作忙碌的雙親忽略，缺乏可學習的媽媽典範，導致T不清

楚應該如何當媽媽，在老大兩歲前，T都處於混亂期，並且與孩子的關係

很糟；T想自己建造完整的家庭，所以選擇繼續擔任全職媽媽，也由此產

生自我力量來轉變，尋求各種資源包括閱讀書籍、觀摩他人等方式來學習

怎麼做一個「好媽媽」，其母職構面轉變前後的意義觀點，請見表17。 

表 17：T-母職構面的意義觀點 

母職構面 轉變前的意義觀點 轉變後的意義觀點 

理性/教育 媽媽的教育角色很重要。 在尋找幼稚園中，形塑自我教育觀。 

事業 想回公司當業務。 夢想成為改變世界的企業家。 

生殖 符合配偶期待，努力懷第三

胎。 

為實現自我夢想，不願再生第三胎。 

婚姻 為彌補原生家庭的破碎，想

自己建立完整的家庭。 

瞭解自己的心有所缺失，以及對愛的不

滿足，因此重視母職角色。 

撫育 對母職毫無想像，因缺乏典

範而厭惡媽媽。 

觀摩她人母職樣貌，產生自我母職意識。

母職成為自我洗滌的歷程，重新建立母

女關係。 

家務 因應配偶要求，聘請家事清

潔員打掃。 

家務包含育兒教育，也是一種愛的服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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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全職媽媽母職意義觀點的內涵與發展脈絡 

 

原生家庭中的父母關係與成長經驗，往往影響女性的母職意義觀點，

可能是從小習得上一代的教養方式，或者有所遺憾想彌補自己未曾從父母

身上獲得的愛與陪伴，兩者皆促使女性選擇擔任全職媽媽親自照顧小孩。

而支持女性自願離職擔任全職媽媽的因素，還包括經濟條件與家人的支

持，以及閱讀育兒書籍內容，像是汪培廷（2009）所撰寫的「父母的保存

期限，只有十年」，書中便提及「孩子的童年與成長僅一次，我們會後悔

沒有陪孩子長大，但絕不會後悔沒賺到錢……」等現代母職意義觀點之影

響。現代的母職角色，強調的是「陪伴」和「教育」孩子的重要性。 

本研究對象皆為「自願離職」擔任全職媽媽，三位女性的共通點都是

受到原生家庭經驗影響，B是直接複製母親的模式，S與T則是出自於彌補

（不願重蹈覆轍）的心理。研究者的母親也是家庭主婦，從小接受母親無

微不至的照顧，家庭充滿了溫暖與安全感，研究者和B同樣擁有延續母親

全職照顧家庭的想法，因此希望複製母親照顧子女的模式；但母親是職場

女性的S與T，卻是提及自己從小被忽略的感受，而想彌補在下一代身上。 

至於影響三位女性決定擔任全職媽媽的關鍵要素，則包括不同的母職

意義觀點、經濟環境與家人支持等背景條件，可見母職從來就不只是「個

人的選擇」，尤其在華人社會中，「家庭結構」與「家庭支持系統」更是影

響女性選擇母職實踐策略的關鍵因素。 

 

一、原生家庭經驗形塑母職意義觀點 

 

（一）B與配偶原生家庭的雙重影響 

在 B 的原生家庭中，母親就是擔任家庭主婦，B 從小就被母親照顧得

無微不至，覺得這樣的成長過程很溫暖，因此也想帶給孩子這樣的生活。

B 受家庭脈絡影響極大，包含配偶（彌補心態）與自己（複製）原生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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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驗，經濟充裕和配偶支持更是影響 B成為全職媽媽的關鍵要素。 

家裡並不需要我非得出去賺錢不可，所以自己也願意像母親一樣當個全職媽媽……

老公很支持我當全職媽媽，因為他在大學時就陸續喪失雙親，爾後兄弟姊妹的感情

也變質，正因為這種內心的不安定感，使得他把愛加倍實現在小孩身上（這也是我

們生兩胎的原因）。（B-20110301訪談記錄） 

 

（二）不願重蹈原生家庭教育模式的 S 

由於 S的父母都忙於工作，S回想起自己的成長過程非常孤單。 

我想起我國小，總是一個人自己在樓梯那邊玩，口頭禪就是：媽我好無聊。（S-2010 

diary） 

 

我跟我爸媽其實不熟，他們也不太瞭解我，所以更別提他們會站在我的立場思考，

以及顧慮到我的需求。我媽沒有陪過我長大，她一直在忙碌工作，所以我成長過

程很孤單。（S-20110705 訪談記錄） 

 

原生家庭的孤單成長經驗，讓 S不願重蹈父母覆轍，儘管家人都不支

持 S當全職媽媽，但 S卻覺得自己帶孩子才是最好，加上 S的大哥後來吸

毒走上歹路，讓 S比其他人更重視父母的教育責任，其母職意義觀點如下： 

 

1.並不是用錢就可以養好小孩 

S 希望父母可以傳承人生經驗，而不是只有給錢。 

我曾經跟母親講過一句話讓她很受傷：「並不是用錢就可以養好小孩的！」因為

她只給我錢，一直到現在都是。其實，我最需要的不是父母的錢，而是他們可以

將人生經驗傳承給我。（S-20110705 訪談記錄） 

 

我們為人父母的，能生能養是一回事，能養能教才是最重要的事。（S-2011 diary） 

 

2.教育小孩很重要，要用對方法 

S 認為是父母將大哥交給奶奶照顧而缺乏母愛，加上教育方法不對，

才導致大哥誤入歧途，S堅信孩子要由自己照顧比較好，且非常重視教育。 

我深深覺得，教育很重要，因為大哥真得很糟糕。生到沒用的小孩，還不如不要

活著，只是拖累其他人。長輩的溺愛，還有無效用的管教法，造就這種反社會性

人格的人。（S-2011 diary） 

 

S 選擇擔任全職媽媽的母職意義觀點，主要是基於「母親教育孩子很

重要」，而其觀點源自 S 的原生家庭經驗（失敗的大哥案例與 S 從小對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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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的期待）。S非常注重母職的內涵，包含餵母乳、使用布尿布、每天讀繪

本、讓孩子聽古典樂、讀經等，都是出自於「教育很重要」的立場。 

 

（三）彌補童年遺憾而重視親子關係的 T 

T 選擇擔任全職媽媽的母職意義觀點，主要是基於「想扭轉自己的人

生」，其觀點源自 T的原生家庭經驗（疏離的關係、從小被父母丟來丟去）。

而 T在母職實踐過程中，也漸漸意識覺醒並產生前提反思，因此能夠理解

原生家庭對自己的影響，以及形塑成重視小孩心靈健康的母職意義觀點。 

當了媽媽後才發現，原來母親對她自己的母親（外婆）有怨恨，於是又發洩在我（女

孩子）身上……在原生家庭成長的破碎經驗，讓我瞭解到自己的心是有所缺失的，

所以很希望小孩的心是純正完整的……因為失去原生家庭愛的部分，我才尋找情感

的依附而建立家庭，然後期待小孩的心靈能夠健康成長。（T-20110602訪談記錄） 

 

（四）小結 

由上述探討可知，原生家庭的成長經驗，會影響到女性的家庭觀，本

研究對象之母職意義結構，便深受原生家庭的影響。許多研究都指出，原

生家庭關係會塑造個人價值觀及行為模式，影響夫妻互動關係及家務分

工；而原生家庭的經濟狀態，也會影響女性對婚姻與家庭的圖像（鄭惠汶，

2001；游家和，2011；張筠臻，2011）。 

女性的母職觀主要還是源自母親，可能是順應 Chodorow 所述的「母

職複製」，如本研究對象 B 描述自己從小受擔任家庭主婦的母親照顧，感

到非常幸福，因而也想延續母親的方式來照顧下一代；另外也可能是朝反

方向發展，如本研究對象 T，為了彌補過去童年經驗中未受父母陪伴的遺

憾，而選擇擔任全職媽媽，想為孩子創造一個幸福的家。本研究發現，這

裡頭其實存有著兩種心理觀點，一是「陪伴自己的內在小孩」，也就是將

自己小時候未曾獲得的母愛，實現在自己的小孩身上；二是「想創造屬於

自己的幸福家庭」，在建立完整或幸福家庭概念的背後，似乎存在著唯有

當全職媽媽才能照顧好家庭、創造幸福的信念（像 S看見父母忙碌於工作，

後來卻離異以不好的結果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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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家庭的影響，甚至會一代一代延續下去，像 T的母親對 T的外婆

有所怨恨，而發洩在 T 身上；T 剛開始當媽媽時，也未意識到自己心理的

不滿足，而發洩在老大莉娜身上。於是，S 與 T 都想改變原生家庭的教養

模式，而選擇擔任全職媽媽，想由自己來重新創造、給孩子更美好的「原

生家庭」。若以微觀的心理層面來看，受原生家庭影響，S 與 T 較像是透

過當全職媽媽來找回失落的愛，而 B則是在母職中實踐原有從父母獲得的

愛，本研究認為，兩者皆是一種自我實現的方式。 

 

二、全職媽媽的母職意義觀點之內涵 

現代女性大都強調離職擔任全職媽媽是「自己的選擇」而非「被迫」，

以本研究的三位全職媽媽而言，B 的母職意義觀點主要受教養書籍影響，

包含「母親陪伴小孩、隨侍在旁很重要」等認識論觀點；S 則是存有「擔

任全職媽媽才能培養好親子關係」的文化假設，以及「孩子由母親照顧比

較好」、「將孩子交給別人照顧會遇到刺激或創傷事件」等心理假設的觀點

而放不下孩子。較為不同的是，T 是順理成章（毫無想像地）成為全職媽

媽，但也因為缺乏母職典範而造成自我價值的混亂。 

S 認為給小孩最好的禮物，就是媽媽的陪伴，而擔任全職媽媽原本就

是她的理想。如此看來，女性擔任全職媽媽包含著自我實現的概念，而實

現的方式就是陪伴小孩，然後從中獲得成就感。B 與 S 皆提及當全職媽媽

可以陪伴孩子成長，看見孩子些許改變的快樂心情。S 更不諱言指出，媽

媽照顧孩子的教育目標，若交由保母或其他人是無法達成的，S 認為若將

小孩交給其他人，教養原則會不一致，甚至可能造成孩子的心靈創傷，此

也顯示出 S對其他人的「不信任」。 

在現代全職媽媽的母職任務中，教養是很重要的工作內容，而在教育

孩子前，則必須先教育自己，也就是「母職即母教」的觀點，像 S便要求

自己必須閱讀新書、尊重孩子選擇、相信孩子能力不說負面批評等。另外，

全職媽媽也必須為孩子「謹慎」挑選各式物品，例如網路家族討論區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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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起團購好的繪本或食物、無毒玩具或天然用品（如防蚊液），顯示全職

媽媽非常注重孩子會接觸到的所有品質，包括醫療資源也是，為了孩子就

算再遠或再貴也值得花費。全職媽媽除親自照顧和教養小孩外，還得負責

幫孩子安排各種學習資源。底下分別詮釋三位研究對象的母職意義觀點與

內涵。 

 

（一）想陪伴孩子成長而擔任全職媽媽的 B 

B 選擇擔任全職媽媽的母職意義觀點，除了受到自己與配偶原生家庭

的雙重影響外，還源自 B所閱讀的育兒書籍，主要受汪培廷〈還好，我們

生了兩個孩子〉與〈父母的保存期限，只有十年〉這兩本書影響最大，其

母職意義觀點為「小孩童年與成長僅一次，錯過就不再」，B 為了陪伴孩

子、不願錯過其成長點滴，享有隨時互動的自由，而選擇擔任全職媽媽，

其較偏向 Rich 的「為母經驗」觀點，強調獨特且強而有力的母職經驗。

另外，B也指出全職媽媽的職責是以孩子為中心，且涵括家庭主婦的工作。 

閱讀很多書籍都寫道：「小孩的童年與成長只有一次」，當全職媽媽，可以隨時隨

地看到孩子的笑容及成長，想抱他時就抱。（B-20110301訪談記錄） 

 

全職媽媽是帶小孩，家庭主婦要包辦家事，所以前者常常會兼俱兩種身分，因為媽

媽的角色就是要做好孩子日常生活的照顧。（B-20110301訪談記錄） 

 

 

（二）重視教育理念，想當專業媽媽的 S 

隨著少子化趨勢，現代父母越發重視孩子教育，甚至認為必須親自教

養，女性也在此信念下選擇擔任全職媽媽。面對社會問題與亂象層出不

窮，S 認為重點在於父母，父母責任很重大，必須管教好孩子，也就是不

能只有「養」卻沒有「教」，S期許自己能成為專業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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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母職即母教的意涵 

 

（1）教育小孩很重要，必須用對方法 

S 非常注重每個教育環節，細心挑選孩子所接觸的一切事物，包括看

的醫生與日文家教。S 特別聘請具高學歷的日文家教來幫孩子上課，顯示

「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期待，始終存在於現代父母的身上。 

下午行程很趕呢，要去孩子王看牙啦……我在找尋一家我認為可以的兒童牙醫呢，

看過胡桃鉗，還有一些住家附近的兒童牙醫，我覺得跑那麼遠去看，是值得的……

會去那邊看，不是貪圖她那邊設備，或是玩具，而是她的行為塑造（講白一點就是

讓你小孩不要有恐懼感吧）。（S-2011 diary） 

 

大前天無意中發現 104 家教網……今天就找到一位是台大博士生，我想我可能要來

好好規劃，如何再讓小妙麗日文再進一步……可是媽媽本身不會的語言，小孩就不

會有太多進步……我要的是什麼？不到三歲，可是當媽媽的，總是要想到很遠以後

阿……由藝術培養美感競爭力>>>我想我真的想很多，小妙麗，若妳長大再回頭看

媽咪寫的日記，應該能發現媽咪對妳是多麼用心阿 ^o^。（S-2011 diary） 

 

（2）父母責任重大，必須管教好孩子 

S 認為許多社會問題是因父母而起，其意義觀點存有著「擔任全職媽

媽才能培養好親子關係」的文化假設。S 不僅要求自己，也希望其他父母

能夠扛起應該負的管教責任，  

父母不花時間培養親子關係，難怪有很多問題子女，也難怪社會很亂啦，難怪有人

說：時間花在哪裡，成就就在哪裡。（S-2010 diary） 

 

我不喜歡小孩在亂時，父母不管不處理，我要求比較高，畢竟花了錢來上課，誰希

望自己小孩沒專心上課呢，有幾位小孩亂不乖乖坐好，就會影響到專心上課的小孩

呢，小妙麗當然也被影響了，唉～希望不專心上課的小孩不要來上，不然也是浪費

錢而已。（S-2010 diary） 

 

（3）媽媽教養孩子前，必須先學習新知 

S 提到全職媽媽的教養工作，包括讀繪本給孩子聽、放三字經、唐詩

或古典樂，陪孩子拿筆亂畫，玩各種積木，跟孩子對話說明自己在做什麼，

常常唱歌給孩子聽，還要去戶外接近大自然（陽光、水、沙、植物、動物），

幫孩子安排玩伴，讓孩子參與家事、給予機會讓孩子自己動手（擦地、吃

飯、穿衣、脫衣、丟垃圾）等。S 為了當媽媽而學習到許多新事物，且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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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刻刻閱讀新知，並提醒自己不能當過度介入與焦慮的「直昇機父母」，S

也提及對自己（媽媽身份）的眾多要求，如下敘述。 

讓孩子決定要玩什麼（媽媽在旁邊陪伴，不主導）……尊重她的選擇，但是又不能

溺愛，不打她，盡量不生氣，用美麗的心情陪她<<這個很難……不用電視當臨時保

母，盡量不會威脅她……不對她有超齡的期待與要求，絕對相信她的能力，不說負

面的批評……不只相信一套養育方法，媽媽要常常看新的書，不會聽信長輩的教

法，因為未來的考驗，靠過去的經驗，不足以應付千變萬化的未來。（S-某某好媽

媽版上討論與回應） 

 

媽媽專心的陪伴還是很重要的呢，要專心陪伴，卻不能當直升機父母，我是時時刻

刻提醒自己呢。（S-2010 diary） 

 

小妙麗累計看過的畫展有：梵谷、高更、夏卡爾（幾米應該也算吧），感謝小妙麗，

不然我應該都不會去看這些我不懂的東西。（S-2011 diary） 

 

（4）社群相互學習，朝專業媽媽發展 

S 在母職實踐過程中，上網找尋資訊並閱讀育兒書籍來自我學習，並

成立全職媽媽的網路家族，透過社群彼此相互交流，並發現自己要學習的

部分還有很多，S期許自己能夠成為「專業媽媽」。 

在新手媽媽階段，我主要都上ㄋㄟㄋㄟ共和國和 BBH 兩個網站，看很多媽媽的分

享，也的確給我很多支持與幫助。我自己也讀很多不同的書來讓自己成長，想當個

「專業媽媽」。（S-20100812 訪談記錄） 

 

我無法給我小孩全部的能力，我只能不斷學習新知以便好好教育她。過去的教育

法，是不夠應付瞬息萬變的未來的，但是一些基本的做人處事是不會變的。所以啦

會成立媽咪讀書會、奶娃聽媽咪讀經會，還有希望大家多多相揪一起出去玩，其實

我都有背後的用意啦，知道我的人就知道我的用意……（S-某某好媽媽版上討論） 

 

我下周一到五行程全滿耶，天阿，不過一天只有一個活動啦……如何當個專業的媽

媽，我要學得還很多呢。（S-2010 diary） 

 

2.母職即迷思的意涵 

 

（1）沒有人照顧孩子比自己好，由母親照顧孩子最好 

儘管家人不支持 S當全職媽媽，但 S卻認為其他人不可能照顧得比自

己好，堅持孩子由自己照顧最好，並視為是給孩子最好的禮物，且採取親

密照顧的方式，想孩子滿滿完整的愛。S 存有著「擔心將孩子交給別人照

顧會遇到刺激或創傷事件」的心理假設而放不下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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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帶孩子，真的是對孩子最好的。（S-2009 diary） 

 

我選擇自己照顧孩子，是因為不放心給其他人帶，心裡想說其他人不可能照顧得比

我好（可能跟我是護士背景有關吧）……我的確會捨不得孩子，因為覺得自己照顧

能夠給她滿滿的、很完整的愛，所以我到現在還堅持親自餵奶、而且採用親密照顧

的方式。（S-20100812訪談記錄） 

 

我不放心讓小妙麗離開我視線，尤其是現在這時刻，這時刻她像是海綿一般，我如

何能放心託給別人呢？這應該是我一廂情願的想法吧（S-2011 diary） 

 

擔心把小孩托給別人照顧，會遇到什麼刺激或心靈創傷事件。雖然目前我在教養方

面很挫折時也會想，說不定別人會帶得比我好，但最終我還是覺得孩子給自己帶比

較好，而且婆婆曾經對我老公說過，她覺得我很會教孩子，雖然我不知道她是否真

心這麼說，但多少總是會給自己鼓勵。（S-20110705訪談記錄） 

 

（2）全職媽媽就是自我理想與幸福 

對 S來說，能夠當全職媽媽，就是一種幸福。儘管以前的同事沒人和

S 一樣當全職媽媽，而 S 也沒有事業上的成就，但 S 還是感謝小孩豐富了

自己的生命。 

全職媽媽的生活就是看書、與社群聊天、參加讀書會、自己調適，後來想想，我其

實很幸福，想要的東西一個都不少，也沒餓著，而且當全職媽媽就是我的理想。

（S-20100812 訪談記錄） 

 

小孩一點一點的成長，我都沒缺席，這應該就是當媽媽最大的收穫吧。（S-2010 diary） 

 

每天都覺得小孩有成長呢，當全職媽媽就是這點最幸福了，不會錯過小孩任何一刻

可愛的模樣。（S-2010 diary） 

 

晚上去跟以前同事吃飯，有的已經當副護，有的還在念研究所，有的在當 Leder，

有的改當書記，就是沒人跟我一樣。不過我覺得我是最幸福的呢，雖然我沒有事業

上的成就，但是依然很快樂，感謝小妙麗豐富了我的生命。（S-2010 diary） 

 

（3）孩子的成就，就是媽媽的成就 

因孩子的一點小小成就，全職媽媽就會高興個老半天，主要是將孩子

視為自己的延伸與成就來源。S 便定義媽媽的任務是在照顧國家未來的主

人翁，而此母職意義觀點也強化了 S堅持擔任全職媽媽的信念。 

小妙麗說要去便便，還規定我要念便便的繪本給她聽，我就念「大家來大便」，還

有「我會用小馬桶」，想不到她真的就便便了耶，這是第一次她說要大便且來得及

在便桶裡大便，我好開心覺得有進步，她可能還不知道我在高興什麼吧。（S-2010 

di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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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成就就是媽媽的成就，尤其是我們這群對孩子付出愛的全職媽媽，就是成就

未來社會文化與價值的最先鋒，畢竟我們在培養的就是國家未來的公民，而媽媽從

小就能塑造孩子的品格與道德，因為身教比言教來得重要。就像日本為什麼很強，

就是因為他們很重視孩子的教育，我看的也是比較長遠，照顧孩子不是只要注重身

體上的發展，最重要的是腦袋和心靈的東西，而這個不是保母（或別人）可以給的。

（S-20110812 訪談記錄） 

 

（4）並非所有女性都適合或希望當母親 

儘管 S覺得孩子很需要母親，自己也堅持當全職媽媽，但對他人卻採

取開放態度，接受並非所有女性都適合當母親的觀點。 

並不是所有女性都適合或希望當母親，也不一定需要子女，我覺得有些女性的確有

需要將孩子托給保母照顧。但我認為，凡子女一定都需要母親、也需要父親、甚至

是爺爺奶奶與手足等家人，因為不同的關係與互動可以帶給孩子不同的學習與成

長。（S-20110812訪談記錄） 

 

3.母職即壓迫的意涵 

 

（1）面對公婆期待，堅持自我教養觀 

面對公婆不同的育兒教養觀，S 堅持自己的想法希望能獲得公婆信任。 

對不起！我應該忍耐的，可是我真的認為小孩子，要多多爬行比較好，坐學步車是

不必要的，電視對小孩來說，也是不必要的，我有我自己的教養方式，希望老人家

相信我，畢竟我是學醫的，育兒書也看很多。你們教出來的小孩，都不愛看書，功

課也不好，又不會參與家事。唉～算了，人是不能比較的，公婆是很疼小孩的，對

我這個米蟲媳婦，也算是很容忍了。（S-2009 diary） 

 

（2）全職媽媽沒有收入和下班時間 

儘管 S認為教養孩子很重要，且上班媽媽無法做到像全職媽媽全心照

顧的程度，但在母職實踐中面對每天做不完的家事，以及無收入和下班時

間的現實情境，還是覺得很累。 

當媽媽真的很辛苦，一堆做不完的家事，還有一隻剛進化成暴走族的吸乳獸，隨時

在製造髒亂，何時才能好好休息一下呢，開始累了……（S-2010 diary） 

 

回家又開始忙，煮晚餐、洗澡、哄睡（小妙麗吃晚餐時才睡），收一堆衣服、洗一

堆衣服、洗床單、涼被、洗一堆碗筷，天阿～假日，真的是我最忙碌的時間阿。（S-2010 

diary） 

 
全職媽無法做到像上班媽一樣，因為沒有自己的收入（老公是不定期給錢），且全

職媽沒有下班時間。（S-20110705訪談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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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職媽媽是一條不歸路  

面對公婆家人的育兒期待與自我要求，讓 S在母職實踐的歷程中遭遇

不少挫折，並認為當全職媽媽是充滿敵人少有同伴的不歸路。 

兩歲的小孩真的是叛逆期呢，想要一天不生氣，真的是要修養很好，可惜我修養不

夠好。每次都是兇過小妙麗之後才來獨自懊悔，我想，我是不是太累了？心累，身

體也累。老公說，妳就不要出去，整天在家就好，不是很輕鬆嗎？也對阿，不過，

老公以為我出去都是為了我自己愛出去，其實我是很宅的呢，唉～每天都在省思的

我，當媽媽真的是條不歸路ㄚ（S-2010 diary） 

 

小妙麗ㄚ～小妙麗，妳若長大回頭看媽咪的日記，妳就會知道，媽咪為了妳承受了

很大的壓力呢，只是一件小小的吃飯，就讓媽咪皮繃的緊呢，媽咪不會怪妳啦，吃

飯嘛就是要開心ㄚ，希望媽咪可以替妳擔起這些無形的責難，也希望我能消化掉這

些，而不會轉嫁到妳身上。老天爺，希望你能好好幫忙我呢，唉，又開始傷感起來

了，當媽媽真是一條不歸路，一條充滿敵人少有同伴的路。（S-2010 diary） 

 

像現在我再寫日記，她就在旁邊念書ㄅㄆㄇㄈ（爸爸 葡萄 媽媽 弟弟。。。。）

全部都會了（老公在上網）。不過，我還是希望她可以多吃一點東西，畢竟她現在

會這些沒有比較好，我依然不會受到肯定的。媽咪要當到盡善盡美，真的是條不歸

路，可惜我現在已無退路……（S-2010 diary） 

 

我真的好累，月經來之前，總是這樣惆悵過日子，還要面帶笑容、完美無瑕的當媽

媽，當個不被他人所重視的媽媽，不過小妙麗重視我就好……（S-2010 diary） 

 

（4）全職媽媽不被視為工作，社會價值卑微 

S 認為全職媽媽的人身價值卑微，主要因為這份無支薪的工作未能獲

社會肯定，且大家都不知道自己帶孩子有什麼好。 

今天 07:30 就醒來，好早就出門了，看到好多人是趕著上班，我是帶小孩要去玩沙。

不過也沒什麼好比較的，我也是另外一種上班阿，而且是無支薪的，做好是應該，

做不好就是不應該，當全職媽媽就是這樣，帶小孩的價值永遠比不上去上班。雖然

很多學者說小孩自己帶比較好，可惜傳統社會，大家都不知道自己帶有什麼好，全

職媽媽的人身價值，真的是很卑微。（S-2010 diary） 

 

4.母職即體制的意涵 

 

（1）經濟環境過得去，就繼續當全職媽媽 

在現實生活中，經濟因素很重要，尤其現代都會生活的高生活水準，

若不是雙薪家庭恐怕很難過活。因此若想擔任全職媽媽，也需要有更多家

庭收入來支持，S便指出家庭經濟基礎是成為全職媽媽的必要條件。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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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經濟足夠的情況下，全職媽媽普遍認為，唯有等孩子長大或上學了，自

己才可能有意願回職場上班，安心追求工作或進修學習。不過，現代女性

也比從前更被期待需共同背負養家的經濟責任，只是女性回職場工作的薪

水，若無法多於小孩的保母費或學費，女性也會選擇繼續擔任全職媽媽，

親自照顧小孩來節省開銷。 

能夠當全職媽媽的人，大都是家裡有一定的經濟基礎或支持系統（例如公婆家）。

只要家裡經濟還過得去，我就繼續當全職媽媽，除非孩子上幼稚園了然後家裡又缺

錢，再來考慮要不要回職場工作。我的確會捨不得孩子，因為覺得自己照顧能夠給

她滿滿的、很完整的愛，所以我到現在還堅持親自餵奶、而且採用親密照顧的方式。

（S-20100812訪談記錄） 

 

（2）養不教，母之過 

全職媽媽所承擔的教養壓力很大，因為只要孩子表現不好，通通都算

在全職媽媽的份上。S便說自己是處於「養不教，母之過」的環境。 

小妙麗今天有時候不是很乖，會把食物還有養樂多倒在地上，我就一直在擦地板，

到晚上也是這樣。我忍不住罵她幾句（其實心理不是生氣小妙麗 ，是很疲累了）。

老公在旁邊冷眼觀看，彷彿是路人甲一般，他說，有什麼好兇的，不是妳教的嗎？

果不其然，當全職媽媽的悲哀，莫過於此了，只要小孩做出不在大人的期盼下的行

為，一切都是媽媽的問題ㄚ，做好是他們家基因好，不過算了，何必去計較這些……

（S-2010 diary） 

 

坐公車時，小妙麗無聊都會念三字經，念她會的東西，我在想，或許這些都不比她

平時不要作亂還好阿，還好有時皮、有時乖，不然我真的會無地自容ㄚ，畢竟我是

身處在：養不教母之過的環境。（S-2011 diary） 

 

（三）成為全職媽媽卻缺乏母職典範的 T 

在三位研究對象中，T 最年輕、最早婚、嫁的又是韓國人，更在沒有

準備的情況下懷孕，擔任新手媽媽階段也最混亂與痛苦，初為人母時沒有

屬於自己的母職意義觀點，心裡因此充滿了對母親的怨恨與厭惡。 

我結婚後，跟著配偶到處跑，起先 2006 年是住大陸，後來又去韓國，在完全沒有

想像的情況下懷孕，當時害喜很嚴重，2007 年回臺灣待產生子，對未來存有很多擔

憂……我是對全職媽媽最沒有想像的人，生下小孩後生活過得很痛苦，不曉得為什

麼自己必須帶著一個小孩，心理也很茫然。（T-20110602 訪談記錄） 

 
沒有人告訴我應該怎麼當媽媽，或者如何當好媽媽，身邊缺乏好的典範，因此很厭

惡自己的媽媽。（T-20110602 訪談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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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為了想明瞭別人都是怎麼當媽媽，上網尋找全職媽媽的部落格、閱

讀許多教養書籍，並藉由參加媽媽社群來觀摩學習，也在其中建構出自我

的母職意義觀點，包括母親角色的定位，以及家務工作的教育意義。 

我很認同蔡穎卿底下的這段話：所謂家，是指各種不同美好生活的合體，所謂教養，

是指每日生活實做的累積，而母親的工作是多元的，不管我們願不願意，都得用三

頭六臂挑起這份重擔。母親做得越多，這個家的發展就越穩固，孩子在當中吸收不

同的養分，儲備好面對未來生活的能力，而後脫離家庭，踏穩自己獨立生活的每一

步，這就是母親用工努力以後會得到的成績單。（T-20110602訪談記錄） 

 

家務工作其實也包含在育兒教育裡，媽媽必須親自示範，給孩子觀摩與學習的機

會。我也會帶著孩子一起做菜，類似小小朋友的烹飪班，是有意義的，而不只是勞

動，就像為孩子做便當帶去學校，並不是為了要炫耀，我把它視為是一種愛的服務。

（T-20110602訪談記錄） 

 

（四） 小結 

從本節論述可知，B 與 S 最初選擇擔任全職媽媽的意義觀點，以及 T

後來所建構出的母職意義觀點，都是貼近於 Beecher（1829）所述的「母

職即母教」的意涵。 

 

1.母職即母教的現代意涵 

從 B 與 S 的母職意義觀點中，可發現現代的母職工作如 Walkerdine

與 Lucey（1989）所指，已與專家傳授的教育方法緊密交織，並產生所謂

「以孩子為重心」的「敏感母親」。以成為「專業媽媽」的目標來期許自

己的 S，認為全職媽媽的任務是成就未來社會文化與價值的最先鋒，因為

媽媽們正在照顧培養的就是國家未來的公民，而且「孩子最初的老師就是

媽媽」，媽媽從小就能塑造孩子的品格與道德，照顧孩子不只要注重身體

上的發展，最重要的是腦袋和心靈的東西，而這個不是保母（或別人）可

以給的。在 S 的母職意義觀點中，便包含著 Beecher（1829）所述「母職

即母教」的概念，擔任母職不僅教育孩子，也是教育女性自己，甚至連家

事也應發展成為「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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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母親即教育者的觀點，漸受現代女性重視 

相較於 Martin（1985）所指「母親即教育者」的觀點鮮少被承認，現

代女性卻越發重視「母職即母教」的觀點。從臺灣市場近年來出版的蔡穎

卿（2007）〈媽媽是最初的老師：一位母親的十年教養札記〉、楊雷（2009）

〈媽媽是孩子最好的醫生〉、畢淑敏（2010）〈媽媽是孩子最好的老師〉、

張兵（2011）〈媽媽才是孩子最好的心理醫生〉，以及凱信教養研究連線

（2012）〈媽媽才是孩子最關鍵的夢想推手〉等教養書籍，不難看出現代

社會越來越強調「母親即教育者」的觀點，也使得擔任全職媽媽的女性，

以此來形塑自我價值與認同的依據。 

 

（2）支持母職即母教，鼓勵兩性親職學習 

站在成人教育的立場，本研究覺得需要支持「母職即母教」的觀點，

因其強調媽媽要教育孩子前，必須先教育自己，也就是鼓勵媽媽學習，朝

向「專業媽媽」發展同時也是提昇自我境界。只不過，本研究認為「母職

即母教」的觀點，有必要擴展至父母雙方的「親職」學習，因為儘管研究

者還是遇過所謂的「全職爸爸」，但男性重視「親職角色與學習」的比例

仍然不高（或說是提供給男性的學習資源相對較少），以研究者的配偶為

例，並不會因為現階段必須負責全職照顧孩子或從事家務工作，而去學習

相關知識，但女性卻較會主動獲取育兒資訊，甚至參與親職課程。 

 

2.母職即迷思的現代意涵 

從 S的文本敘述中，可發現與母職迷思有關的四個意義觀點，包括「沒

有人照顧孩子比自己好，由母親照顧孩子最好」、「全職媽媽就是自我理想

與幸福」、「孩子的成就，就是媽媽的成就」與「並非所有女性都適合或

希望當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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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孩子由母親照顧比較好，傳統迷思依然存在 

以本研究的三位全職媽媽而言，其母職意義觀點都不包括唐文慧與游

美惠（2002）所提的「擴展母職」或「社會母職」概念，僅有B曾尋找保

母資源來協助母職工作，但卻並非視保母為社會性母親，B認為保母只是

從事照顧孩子的工作卻無母職身份，顯示選擇擔任全職媽媽的女性，可能

都很重視自己的母職角色，且存有著「媽媽不能被替代」的觀點。 

「孩子由母親照顧比較好」的意義觀點，似乎貼近於 Oakley（1974）

所指的傳統母職迷思，也就是女性普遍認為「凡子女都需要母親」，而傾

向相信當母親是女性的天職。Tong（1989）更剖析「凡子女都需要母親」

的信念，並提出研究證明，指出從養子女與非領養子女的社會適應力相

較，二者表現並無差異，由此可見生物性母親的表現並不優於社會性的母

親。孩子需要的是能與其建立親密關係且能好好照顧者，而這個角色不一

定是由父親或母親來勝任。然而，S 並不認同 Tong 的論點，她認為孩子

若沒有媽媽照顧很可憐，並把很多孩子的「不正常」行為歸因於「一定是

孩子需要媽媽」。此也回應蕭蘋與李佳燕（2002）對於臺灣社會中產階級

母職模式的假定與分析，視照顧孩子為生母唯一的責任，且孩子最需要的

仍是來自於生母持續的關注與照顧。 

本研究雖認同「孩子由母親照顧比較好」的母職迷思確實存在，不過

也不能單以Tong所指的「社會適應力」來看待從養子女與非領養子女的差

異與表現，根據三位研究對象的原生家庭成長經驗，便可發現最受影響的

往往是「孩子的心理狀態」，像T從小就被外婆照顧，對於自己未能從父

母身上獲得的愛非常在意，覺得自己缺了一角，甚至當了媽媽還是對此感

到失落。因此，我們不能忽視父母角色對孩子的重要性，只不過，孩子是

否非得由母親來照顧，則必須視不同情境考量，且因人而異。 

 

（2）全職媽媽多了選擇權，不再欠缺主體性 

S所提到「孩子的成就，就是媽媽的成就」之母職意義觀點，似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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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入傳統的母職迷思，且被視為是母親欠缺主體性的原因。潘淑滿（2005）

指出母親認為把子女教養成有用的人，才是女性一生中最大的驕傲與成

就，而為了家庭與子女照顧放棄工作，因此失去主體性。 

本研究認為，現代女性已比傳統女性擁有「更多選擇」的主體性，儘

管S為了孩子放棄工作，但若將母親角色視為一項工作，或是站在母職即

母教的立場來看，那麼S未必欠缺主體性，而必須將其擔任全職媽媽的「選

擇」，也視為是女性所主張的主體性。 

 

（3）母職即工作，全職媽媽也是一種自我實現 

S 所主張的「全職媽媽就是自我理想與幸福」，以及 T 想要逃離原生

家庭的破碎，由自己創造新的人生與完整家庭等母職意義觀點，似乎都符

應了 Friedan（1983）所指的「女性迷思」，也就是女性唯有在傳統妻子與

母親角色中，才能得到滿足感與成就感。Friedan 認為，女性長期受制於

家庭中的瑣事，就是因為社會充斥著這樣所謂「幸福家庭」的樣式，女性

受其迷思影響，只好受制於妻子和母親的角色，因此女性難以實現自己真

正的興趣。 

本研究認為，現代女性擔任妻母角色，或許仍存在著「幸福家庭」的

幻想與迷思，但這也不足為奇，因為每個人都希望能創造幸福。在這裡欲

探討的重點，應擺在女性是否覺得只有在妻母角色中才能獲得滿足與成就

感。如果女性真正的興趣，就是待在家中把小孩照顧好，甚至把母親視為

是工作，那麼擔任全職媽媽也可以是一種自我實現。像S在這點上便很堅

持。而B除了育兒工作，另外也發展出在家中「製作手工包」與「投資股

票」的興趣，顯示現代女性的行為選擇，已不同於傳統女性迷思。 

 

（4）現代母職意義觀點，更為開放保有彈性 

在研究訪談中，研究者曾進一步以 Oakley 的母職迷思來詢問三位研

究對象，對於「凡女性都希望成為母親」以及「凡母親都需要子女」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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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研究對象皆抱持著開放態度，認為並非所有女性都適合或希望當母

親，而是屬於不同女性的選擇。S則是以「凡子女都需要家人」來包含「凡

子女都需要母親」的觀點，她認為每種關係對子女來說都是重要學習，顯

示現代女性的母職意義觀點，已較傳統母職迷思來得更開放且保有彈性。 

 

3.母職即壓迫的現代意涵 

從三位研究對象的文本中，可發現與母職壓迫有關的意義觀點，主要

來自家庭結構對於女性的制約，包括 B從擔任家庭主婦的母親身上習得關

心與滿足孩子需求的行為模式，T 則是不得不因應配偶的工作需求，而到

異國生活，並且獨自攬下照顧孩子的任務；而 S最大的壓力來源，則是必

須面對公婆與配偶的期待。這些都符應了 Abbott 與 Wallace（1990）的分

析，也就是女性受到家庭此不平等場域的支配，被要求必須滿足家人需求

而放棄自我追求。而母職實踐的特性，包括無收入及下班時間，以及母職

價值未獲社會肯定與重視，也使得全職媽媽選擇照顧就等於選擇貧窮。 

然而，這些母職壓迫並非僅存在於全職媽媽的生活情境中，上班媽媽

所必須承受的壓力可能更大，同時身兼經濟負擔、家務工作與育兒責任的

角色與期待。反倒是全職媽媽的發展趨勢也有著新的轉變，像 B便領有全

職媽媽的每月薪資，甚至在過年時配偶還發給年終獎金，也顯示現代母職

已開始出現計價計酬的新趨勢。另外，T 也並未放棄自我追求，在擔任全

職媽媽期間不斷吸收新知，準備考插大，並且夢想成為企業家。而 S面對

公婆期待的壓力，也還是堅持自我的教養觀。以上皆說明現代女性試圖跳

脫，以及拒絕母職壓迫的行為表徵。 

 

4.母職即體制的現代意涵 

Oakley 指出，女性並非天生就會做母親，而是受社會制約而成，「母

性」根本就是學習來的，加上整個社會對女性就業環境的限制，以及「母

職天賦」的迷思，皆迫使女性必須以家庭為優先考量。潘淑滿也發現，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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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母親」等同於「母職」的迷思，是非常艱困的工程，女性總是必須

在「肯定母職」的前提下，調整策略找出維繫母職與女性主體的平衡點；

而臺灣女性習慣性地將母職視為是女性的個人責任，卻忽略「國家」與「社

會」的集體責任。 

母職是性別分工的基礎，女性的生育能力將她們和小孩綁在家庭裡，

限制了她們的行動範圍與行動力，因此失去經濟能力，造成她們被壓迫與

兩性不平等。黃淑玲（2000：48）等社會主義者便指出，女性受壓迫的物

質基礎不在於階級，而在於性別分工制度。近年來，在社會主義女性主義

者的要求下，臺灣政府則開始考量母親經濟上的安全，像是賦予女性產

假、育嬰假與社區托兒設施等福利政策。 

事實上，在女性主義的訴求下，現代社會對女性就業環境的限制已漸

漸解除，過去女性被迫必須以家庭為優先考量，由現今女性勞動參與率增

高，以及都會區普遍的雙薪家庭，便可看出女性已從家庭走入職場。只不

過，隨著資本主義社會貧富差距拉大的趨勢，充裕的經濟條件也成為支持

女性離職回歸家庭的要素。本研究的三位全職媽媽，皆因為家庭經濟允許

而不需要外出工作，也因此成為女性主義所抨擊、苦限於父權體制下的家

「停」主婦。 

本研究發現，家「停」主婦已轉為「全職媽媽」的命名與意涵，而且

女性離職後的生活方式，並不只是待在家裡從事照顧工作而已，相反地，

為了維繫自己的個人與社會資本，她們將自己的專業發揮在孩子相關的環

境，甚至社會其他需要的地方，來擴張自己人生的舞臺，像是組織網路社

群與媽媽家族等。Stone（2007）指出，這群母親在離職後展現自主並操

演認同，採「密集母職」來實踐社會期待的「好媽媽」性別角色，同時也

以兼職工作或參與志工的方式，逃避社會對「傳統家庭主婦」的標籤，建

立自我的正向認同，Stone 認為此背後鑲嵌著結構限制下的「選擇差距」

（choice gap）。若從制度層面來看，其母職認同與離職的選擇，也間接

鞏固了臺灣性別化與市場化的兒童照顧體制，加深兒童照顧是個人與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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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的社會氛圍。 

從 Rich（1986）的觀點來看，需摧毀的是父權體制下掌控女性生殖的

制度，而制度並不等同於廢除母職，也就是必須從「體制」切入，著重於

擴大女性的選擇。本研究起碼看見了現代女性在離職後，擔任全職媽媽的

「多元樣貌」與「自主選擇」之轉化歷程，以此回應 Stone 的「選擇差距」。  

 

第三節 全職媽媽母職意義觀點的轉變歷程與影響媒介 

 

三位研究對象在擔任全職媽媽的歷程中，各自遇到不同的母職困境與

育兒挫折，且都影響到自我反思與對話，也由此形成母職意義觀點的轉化。 

 

一、全職媽媽母職意義觀點的轉變歷程 

 

（一）從否定自我轉化為快樂媽媽的 B 

B 受原生家庭影響，複製母親全職照顧孩子的模式，而選擇擔任全職

媽媽。不過，在母職實踐的過程中，B 時常質疑自己不適合當全職媽媽，

因此透過上網尋求建議，以及與配偶的充分討論後，從性別分工轉化為角

色分配的思考模式。B也從 Kroger (2007) 所定義的「完全退出職場者」

之母職思維，轉變為「有快樂的媽媽，才有快樂的孩子」，強調母親和孩

子之間的關聯性，因為母親的快樂，才是孩子快樂的前提，轉而把母親的

快樂放在重要位置。 

 

1.質疑自我，上網尋求建議 

B 在擔任全職媽媽的期間，不斷質疑自我，儘管閱讀許多教養書籍來

尋求母職認同，但心裡仍不斷湧出想回職場工作的念頭，並且質疑自己是

否不適合當全職媽媽。 



 141

在老大一歲前，我認為自己並不適合當全職媽媽，當時還曾留言到汪培珽的部落

格，因為我發現自己沒法和她一樣，享受和孩子膩在一起的時光。（B-20110301訪

談記錄） 

 

B 為此上網留言，尋求自己很欣賞的親職作家汪培廷之建議。 

老師您好，我是個全職媽媽，但最近卻想回職場工作了……我的孩子目前一歲，看

過您的前三本書，我也知道陪小孩的重要性。但或許我真的不適合當全職媽媽……

我沒有感受到像老師這樣的樂趣，而且老公希望我可以在家裡好好帶小孩……我知

道這和老師一再鼓勵回家帶小孩完全背道而馳……期待你出版《生養小孩的12種樂

趣》這本書，希望可以從您的書裡得到一些鼓勵。（B留言於汪培廷的個人網站） 

 

而汪培廷的回覆，則是建議B趕快想辦法回到職場，主要理由包括「當

想做的事和正在做的事背道而馳，人生便快樂不起來」、「小孩家庭不是媽

媽一個人的責任」、「在孩子三歲前，照顧工作最辛苦」、「當孩子一歲時，

心裡的認命比樂趣大多了」、「在職場打拼的媽媽，對孩子的愛和關心不比

全職媽媽少」等五個意義觀點。 

這位媽媽呀，趕快想辦法回到職場去啊。當你「想要做的事」和你「正在做的事」

背道而馳的話，你的人生是快樂不起來的……跟先生好好商量：每個爸爸和媽媽都

愛自己的孩子，但是，不是每個爸爸和媽媽，都喜歡做「照顧孩子」的工作耶……

小孩家庭不是媽媽一個人的責任……我愛回家照顧孩子，因為我心甘情願。我不喜

歡洗衣煮飯，我就想辦法找人幫忙。自己不喜歡做的事，沒有人有權力強迫你做。 

 

我不是要你去鬧家庭革命，但是，自己的權力，如果不去爭取，是沒有人會自動給

你的……女兒才12歲，最近已經開口說：「我長大結婚，不生小孩」……她說：「因

為看你帶小孩，太辛苦了。」看吧，辛不辛苦快不快樂，如人飲水，只有自己知道。

連她都弄不清楚，我帶孩子帶的快樂極了…… 

 

期待我寫書來安慰你，如果一本書就可以讓你安心在家帶孩子的話，哪你根本就是

有帶孩子天份的媽媽，不需要我寫書啦。那些樂趣，要靠時間慢慢累積的。但是也

很可能，時間給你的累積不是樂趣，而是疲憊。當孩子只有一歲的時候，您知道嗎？

我心裡的「認命」比「樂趣」大多了。（汪培廷於個人網站回覆B的留言） 

 

2.否定自我，離家出走 

教養小孩的各種難題大小都有，媽媽們若獨自面對這些困難，無法獲

得支持資源，便容易感到挫折，甚至自我否定。B 曾在照顧生病的老大哈

利時，因過於疲憊把自己也累倒了，而覺得自己是個差勁的媽媽，帶著孩

子回娘家住了三個禮拜。 

在老大一歲三個月左右時，我出現所謂的「排斥期」（也就是自我否定），甚至帶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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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大離家出走（回娘家住了三個禮拜）。因為老大當時生了一場大病，又得了腸病

毒，我已經照顧的很累，加上老公都不主動幫忙，後來我自己也累倒了，覺得自己

真是一個差勁的媽媽，連孩子跟自己都照顧不好，簡直就是個「looser」……

（B-20110301 訪談記錄） 

 

3.與配偶協商，引發家庭戰爭 

B 參考汪培廷的回覆，認真與配偶討論想回職場工作的事情，卻因此

引發家庭戰爭。 

自己當了一年多的全職媽之後，發現全職媽也是種職業，也有所謂適不適任的問題

（就像有人適合當業務，有人不適合一樣）。約在半年前我和老公有討論過這個問

題，那時候引起相當大的家庭戰爭，老公說：從沒見過像妳這麼不負責的媽媽、別

人當全職媽媽做得來，為什麼你做不來、難道你不愛你的小孩等等之類的話....要不

然就是說你都不了解外面的世界多險惡、要扛經濟的人壓力有多重....bala bala。（B-

版上討論） 

 

4.角色分配，由夫妻共同協調 

B認為全職媽媽是種職業，也有所謂適不適任的問題，至於由誰負責

當全職照顧者，則是由夫妻兩人共同溝通的「角色分配」結果。 

誰當全職照顧者和主要經濟負擔者，都是兩個人溝通出來、願意接受的「角色分配」

（我曾說過要不你來帶小孩我去賺錢好了這種話，結果老公居然說：你有辦法賺得

比我還多嗎？好吧～我認了～繼續過我的爽日子好了～）。（B-版上討論） 

 

5.觀點轉化，將小孩托育 

儘管 B覺得陪伴小孩很重要，但媽媽自己必須先快樂，小孩也才能快

樂。在老大哈利一歲十個月時，B 和配偶討論決定懷第二胎，因此得以將

哈利送去保母家托育，B 說自己的「排斥期」態度才好轉，此時 B 與配偶

的觀點也有所轉化。 

結論就是～～如大家所見，我家哈利現在去保母家了（當然也是因為我們有生第二

胎的打算），而我這幾個月也暫時過著爽快的日子，身為媽媽的我，當然知道陪伴

小孩的重要性、知道能有媽媽隨侍在側是種幸福，但我一直認為有快樂的媽媽才會

有快樂健康的小孩，我不能說目前現況是最好的解決方法，但至少是我們歷經了好

幾個月的磨合溝通出來的結果，是我們都能接受的狀況。（B-版上討論） 

 

6.從尋求保母資源回到全職媽媽的角色 

B 最初擔任全職媽媽想陪伴孩子成長，卻在母職實踐中否定自我，發

現自己是個不快樂的全職媽媽，因此尋求保母資源來調適自己被孩子綁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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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自由。不過，就在 B將孩子交由保母托育時，卻發生了「坐馬桶」事

件，導致孩子心中產生陰影，故在孩子哈利上幼稚園後，B 又回到全職媽

媽的角色，親自照顧老二波特。 

我家哥哥已經 3y3m 了，之前一歲多送的那個保母每天都強迫他坐在馬桶上半個小

時，沒便便不準下來，可能是因為這樣，所以他很排斥在馬桶上大便……最近幾個

月我都會固定時間帶他去上，但若是我忘了，他還是一樣就直接尿 or 便在褲子上，

我知道他會講，而且他知道自己想尿尿了……但他為什麼都還是一句話都不說？

（也沒有語言障礙）非得等到憋不住了整個尿出來？我覺得好沮喪呀～甚至懷疑他

會不會有戒尿布成功的一天？（B-2011071 已經三歲了還一聲不講地尿/便在褲子上） 

 

7.從家務分工不平衡到尋求專業資源協助 

由於缺乏父母資源，沒人替手照顧小孩，因此 B與配偶共同分擔所有

家務，卻常因分工不平衡而吵架，底下敘述呈現 B對於家務分工不滿的生

氣程度，以及現代夫妻育兒的真實情境，某方面也回應了 Jaggar（1983）

所指，女性受壓迫的物質基礎不在於階級，而在於性別分工制度。 

我覺得很煩！我們有兩個小孩：7M和3Y1M兩個兒子，我已經沒有公婆了，娘家爸

媽又在台中，從第一個小孩出生到現在都是我們夫妻倆人擔起所有事情，我們知道

兩個小孩都小，什麼都得自己來，要辛苦點，所以有家事分工。 

 

最近我們很常為了一些小事吵架，例如：誰買晚餐回來，另一個人就要負責洗碗，

剛剛他居然說我沒有把垃圾桶的袋子裝好？！我反問他為什麼要我裝？我每次倒

垃圾都是我「順便」就把每個垃圾桶裝好新的塑膠袋了，他居然說：因為早上是我

去倒垃圾的呀！本來就應該是你把垃圾袋裝好！是有沒有這麼沒效率？！一件事

要兩個人做才能完成？ 

 

他常常說他早上也都有幫忙啊～垃圾是誰倒的？早餐是誰買的？殊不知早上我六

七點起來要先弄小的喝奶、拍嗝、換尿布，七點半他大爺和哥哥起床後，我還要幫

哥哥刷牙洗臉、換衣服，倒個垃圾有那麼了不起嗎？那我跟你換啊～早上我去倒垃

圾、買早餐，換你弄小孩啊！ 

 

剛剛切完水果，正打算拿個東西邊看電視邊吃時，大爺居然看著我說：ㄟ～你要注

意一下你自己的身材！ＸＤ！老娘我做完一堆家事，正打算休息一下時聽到這句話

整個火氣大起來！還常常要我多多運動、保持身材，請問我平常要帶小孩，假日你

又 不 願 幫 我 帶 小 孩 ， 我 是 哪 來 的 時 間 去 運 動 ？ ？ ？ 越 想 越 生 氣 ！ ！ ！ ！

（B-Babyhome版上討論）    

 

事實上，這裡也顯示出夫妻雙方心理的計較，以及總覺得對方做得比

自己少的心態。B 因為參加正式親職課程與媽媽讀書會，而學會調適自己

不平衡的心態，同時尋求專業家事清潔員的協助，並向配偶徵求到育兒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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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擁有固定做瑜珈的運動時間，學習先照顧好自己，再照顧好家庭。 

 

8.試圖返回職場，夫妻觀點對調 

研究者在 2012 年追蹤發現，B 在 2011 年底曾找了一份市調研究的兼

差工作，只上了半天班就因太累而辭職，此次經驗讓 B確定自己沒法同時

上班又得照顧家庭，所以打消了返回職場的念頭，不僅 B的母職意義觀點

有所轉化，連配偶也跟著轉變。B的配偶在 2011 年向公司請了半年的育嬰

假（事實上是待在家投資股票，主要還是由 B 負責照顧小孩），但當半年

假期滿後，B的配偶必須返回職場工作時，卻很不甘願地表示：「我是犧牲

自己（去上班賺錢）來成全妳（在家照顧孩子）」。可見隨著每個人不同階

段的經驗，意義觀點也時時刻刻在轉變。 

 

（二）從覺察自我到批判反思，朝向轉化學習的 S 

S 最初很有抱負想當個專業的全職媽媽，但 S 也遇到許多現實阻礙，

包括母親、哥哥的不支持與公婆給予的壓力、加上育兒挫折與沈重心情，

皆影響 S不斷自我對話與反思，從自我覺察到觀點轉化。 

 

1.為人母後自我意識的轉變 

 

（1）失去原有樣貌 

許多全職媽媽在帶了小孩後，便失去自己的名字而變成「某某媽」，

例如研究者在網路社群的稱謂是「蝦米媽」（媽媽夥伴都是如此叫我，甚

至不記得我的真實姓名），如 S 所述，全職媽媽的大部分時間都是「以小

孩為中心的媽媽」，甚至忘了自己的樣貌。 

當媽媽想的幾乎都是為小孩呢，已經忘記我了，偶爾看看鏡中的自己，竟是如此陌

生……（S-2010 diary） 

 
只有小孩睡著後，才是我覺得我是我，不然大部分時間，我是媽媽啦，是一位以小

孩為中心的媽媽。（S-2010 di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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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老公跟小孩都睡著，我想這才是我真正自由的時間，可惜我好累喔，連起來上

網都累，老公都說，妳沒作什麼事，累什麼？是阿，我是沒作什麼事，也沒去賺錢，

也沒煮飯，我好像沒有理由喊累…（S-2010 diary） 

 

（2）想做回自己 

S 閱讀許多育兒書籍，試圖以書籍觀點來提醒與勉勵自己，不需要犧

牲自己也不要忘記自己的嗜好與名字。S 也指出，當自己真正能放下小孩

時，才能找回自己。不過，撇開媽媽與妻子兩種角色，S 表示仍然比較想

「做自己」。但 S 在回應本研究訪談時，卻又指出母職身份也包含著「做

自己」，顯示其自我意識相互矛盾也時常變動。 

我會讓自己快樂一些，雖然生活中有太多不如意，這是我看一本書上說的：不必犧

牲自己也可以教出幸福的孩子，加油了。（S-2009 diary） 

 

沒有小孩在身邊，真的是會放心不下，等哪一天我真的能放下小孩去跟著人群倒數

跨年，我想我應該就找回自己了吧。書上說，當了媽媽，不要忘記自己嗜好跟名字，

我想我會努力的，在當媽媽跟當太太之間取得平衡。不過，我比較想當自己，哈哈。

（S-2010 diary） 

 

我考量事情的確都是以孩子利益為優先，但在她睡覺時我還是可以做自己，或者只

是需要一點妥協，像我想看電視新聞，就把聲音關掉，然後讓孩子聽她想聽的兒歌，

這時也是在「做自己」啊！（S-20110812 訪談記錄） 

 

（3）自我形象差勁 

從 S 的敘述中，可發現其非常在意自我形象與家人看法，S 因受育兒

挫折與負面情緒影響，加上無法達成家人期待，便說自己不是個「好媽

媽」。顯示全職媽媽的努力付出，若無法獲得家人肯定，便會出現自我形

象差勁的意義觀點。 

 

回程，小妙麗就在公車上睡著了，現在的催眠曲是三字經還有唐詩，想教她新的唐

詩（登樂遊原），但是她還是喜歡登鸛雀樓。其實，會這些都無法彌補她吃飯吃不

多的問題，我一樣不是好媽媽，至少我認為我不是，當媽媽當 2 年了，越當越心酸，

越當越容易生氣。（S-2010 diary） 

 

不知道是不是老公的不高興影響到我，覺得我把自己的情緒掌控權丟給別人，真是

不智之舉。我真像小孩幼稚，每每我被小妙麗煩到失控，就深深覺得我的修行很差，

老公一定非常的不削我吧。唉～我這個當媽媽的，脾氣不好呢，因為，好脾氣到晚

上就快用光了阿，所以晚上是我最常失控的時候，老公往往都看到了，我沒好形象

了，唉～（S-2010 di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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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終於能理解，為何有人生完小孩，夫妻感情會不好了。因為，太多事都是認為是

老婆該做，要會賺錢，不然也要是娘家有錢，要會作家事，要會煮飯，要會生小孩，

要會......有好多喔……老公都說我過的很好了，不要再不滿足了，我不是不滿足，

我是覺得你心情起伏大，我會有內疚感，好像我是一位很差勁的老婆，比不上你那

些同事的老婆，你懂嗎？（S-2010 diary） 

 

（4）母職價值低落 

家人的評價，會影響到女性的自我意識。尤其是擔任全職媽媽的女

性，特別需要家人的讚美來肯定自我。全職媽媽若無法實踐或轉化自己的

母職意義觀點，將很難自我肯定，甚至可能從心底看不起自己。S 因為帶

小孩不被家人視為一份工作，認為自己的身份是米蟲，當媽媽當得很失

敗，覺得自己沒有用，甚至後悔沒去上班賺錢，而用「自己很累，不知道

要如何教小孩」的敘述，來說明自我的無價值感。  

我每天所做的，除了陪讀陪玩餵吃飯，其他就跟打掃阿姨一樣東擦擦西擦擦，忽然

覺得自己挺沒用的，也是真的很沒用啦。唉～我最近真的是打從心裡看不起自己

了。（S-2010 diary） 

 

我有時的確看不起自己，會覺得自己沒有價值，但就算無法自我肯定，我覺得日子

也是可以照樣過。（S-20110705 訪談記錄） 

 

老公昨晚煮消夜，我在上網，我沒幫忙擺筷子被老公念很久，又再次念不會整理家

裡，其實心裡是很不高興的。不過現在是靠老公養，而且帶小孩在婆家眼裡也不算

是份工作，所以我現在身分是米蟲。其實，每次念都是同樣的事情時，老公說他身

邊盡都是一些白目的人不能幫他任何事，由此可知，我所做的是在老公眼裡都是沒

用的事吧。（S-2011 diary） 

 

爸比說他要幫小妙麗增加新媽媽，呵呵。我真的覺得我當媽媽，當得很失敗呢，唉！

睡前小妙麗說：我要把新媽媽丟到垃圾桶，我回說不會有新媽媽啦，不過我真的很

累，因為我不知道要如何教妳了。（S-2011 diary） 

 

2.質疑舊有的意義觀點 

在上述S的自我意識中，可發現其幾乎都較偏向負面態度，包括自我

形象差勁、母職價值低落等缺乏自我肯定的觀點。而S在母職實踐的過程

中，產生對於自己存在的價值、擔任全職媽媽的選擇、教養孩子的方法、

生第二胎的必要性、為人母後的轉變等質疑。S由未獲他人肯定的失落中，

轉為質問自己是否真正認同自我、願意給自己掌聲，也就是形成「從外求

轉為內求」的思考架構。S在質疑自己是否過於保護小孩時，也意識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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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做的超過自己能力所及之時，就會造成煩惱與無形壓力」。 

 

（1）質疑自己存在的價值 

缺乏自我肯定、較傾向宿命觀的S，常常質疑自己存在的價值，認為

現實充滿許多無奈，且人是為了受苦難而活著。 

當全職媽媽真的是對的嗎？為何活得那麼卑微？難道是我自己想法錯誤？老公一

定也很不快樂，唉～若能忽然死掉該有多好，可是那是不可能的事。人到底是為什

麼而活呢？為了受苦難吧？為了修前世沒修好的因果嗎？（S-2009 diary） 

 
我覺得我很可悲，沒有一樣生活中的事會受到認同、會受到掌聲，那我願意給自己

掌聲嗎？我內心深處，是真的認同自己嗎？我今生的功課，到底有哪些阿？（S-2010 

diary） 

 
我開始認為，人活著，真的就是活在別人的期待中，不在他人期待中，是否就一無

是處呢？可惜人生不能倒帶…（S-2011 diary） 

 

（2）質疑擔任全職媽媽的選擇 

全職媽媽也和職場媽媽一樣，時常面對工作與家庭的抉擇，心中充滿

著不斷的拉扯與掙扎。S 受重要他人影響，也會質疑自己的母職選擇是否

正確，從 S的母職意義觀點中，可發現其思考似乎存有著「上班後就比較

不愛小孩、要分開也不會有眷戀」的心理假設，以及堅持「媽媽自己帶孩

子，對孩子最好」的觀點。儘管 S認為上班很有用處且有自己的收入，但

最後還是因為放不下孩子，而繼續當全職媽媽。 

是不是我去上班，一切會不一樣呢？上班，就不會像現在那麼愛小孩，要分開也不

會有眷戀了。（S-2009 diary） 

 

看到以前同事又在叫我回去上班……其實上班也很不錯呢， 因為會覺得自己有用

處……可是我放心不下小妙麗，唉~很多事都是這樣，很難取捨。（S-2010 diary） 

 

晚上以前同事打來，說葉醫師又在念不忘我了，哈哈，叫我趕快回去上班，都離職

兩年了耶，我以為她們早就不缺人了，果然忙碌的科沒有人待的住，要是小妙麗可

以去上學，其實回去忙碌一下也是不錯啦。（S-2010 diary） 

 

今天還是很熱，中午去找以前同事聊天，她們依舊很忙，新人也是流動率很高，每

個都叫我回去上班，呵呵，很難吧！小孩上學的學雜費都超過我上班的薪水了吧！

還是先觀望吧……（S-2010 diary） 

曾想過要回醫院上班，這樣起碼有自己的收入，但又放不下小孩。（S-20110705訪

談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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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質疑教養孩子的方法 

對照其他媽媽的教養方式，S 較傾向人本主義，認為孩子不必然得聽

話，同時 S也質疑自己是否過於保護孩子、在教導孩子方面有著太多的期

待與焦慮，S發現過高的自我要求已造成煩惱與壓力，而有所反思與調整。 

我每天都要說服自己、提醒自己，不乖不聽話，都是大人主觀的意識，要學習尊重

她是個獨特的個體，真擔心我會不會太人本主義了呢？最近是她人生中的第一個叛

逆期，也是我學習控制自己情緒的好時期ㄚ。（S-2010 diary） 

 

我是很不能容忍，小妙麗用哭來要求東西，還有就是該睡覺時一直吵要吃東西，明

明就累了。不過，我還是得要改改，雖然對她兇，馬上就可以換來安靜，但是這應

該不是好方法，我如何才能有用不完的耐性呢？（S-2010 diary） 

 

太受保護的小孩，是不是長大之後，就容易為了小事而傷心落淚呢？那我是不是太

保護小妙麗了呢？畢竟我自己也是這樣長大的……要給小孩成長空間，又不行剝奪

她們受挫折的機會，又要教導解決問題的能力及訓練獨立自主……唉～我自己都沒

那麼強，媽媽真的不好當阿，我真的太要求自己了，當我想做的超過我能力所及之

時，這應該就會造成我的煩惱與無形壓力吧。（S-2010 diary） 

 

吃飯跟睡覺，往往都會讓我生氣，是我錯了嗎？應該是說我累了，到晚上我真的都

累了，沒人替手，耐心會用完。下次決定要標準放寬，讓小妙麗好受，也讓自己情

緒好一點。（S-2010 diary） 

 

一天天長大，就會一天一天擔心，我能如何教她？要教她什麼呢？應該說是我想教

的太多，要如何教？要何時教？要先教哪一項？算了，還是先讓她有個快樂童年

吧，別急別急，我也才不會太累。（S-2010 diary） 

 

（4）質疑生第二胎的必要性 

儘管 S認為自己的經濟環境不適合生第二胎，但往往因想幫孩子找玩

伴而引發考慮再生第二胎的念頭。而哥哥也建議 S生個兒子來鞏固在婆家

的地位，S卻覺得若必須藉由生兒子才能換取到地位，實在很可憐。 

沒有 PG 了，不知道小妙麗會不會缺少玩伴呢？晚上我在忙，爸比又很累，看她一

個人抱著繪本，找人念給她聽，忽然覺得，是不是該再生一個伴給她呢？不過這念

頭停留在我腦中只有幾秒啦，畢竟養小孩很勞心勞力呢。（S-2010 diary） 

 

哥哥問我要不要再生一個小孩？哥哥說，生個兒子可以鞏固自己在婆家的地位……

若是必須靠生兒子來換取自己所沒有的東西，還真的是頗可憐的。（S-2011 diary） 

 

（5）質疑為人母後的改變 

在苦悶的育兒生活中，S 藉由閱讀小說來填補心靈空虛，似乎也帶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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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避現實、躲入想像世界裡的無奈。S說熬夜看小說是年輕時沒做過的事，

質疑自己是否因為當了媽媽，才轉而閱讀這種無養分的東西。 

我又開始在看網路小說，劇中的情感糾葛甚是吸引著我呢，不知道，是不是我的現

實生活怎麼了？不然怎麼會浪費時間去看那種無養分的東西呢？想想我這一生，就

屬這時最浪費生命了，我以前都不會花時間去看小說，連看過的電視劇都屈指可數

呢，當了媽媽，果真會改變一些東西。（S-2011 diary） 

 

3.自我覺察與批判反思 

在母職實踐的生活中，每日的教養議題與衝突，也促使全職媽媽必須

觀照自己，尤其產生情緒上的自我覺察，為了擁有更好的情緒管理，而觸

使 S 產生內容反思、過程反思與前提反思。S 便覺察到自己生氣的原因，

並意識到自己把情緒轉嫁到小孩身上，從孩子不受控制的行為上，也映照

出 S自己難以妥協的個性，而有所體認與批判反思。 

 

（1）內容反思 

S最初的反思內容，在於發現自己陪伴小孩的品質並不是很穩定，主

要起因為S想要控制好情緒，卻又苦無方法，使得S期待當媽媽能有ISO標

準流程可遵循。 

今天收到全腦的新開課日期的dm，可惜老公說沒有錢去上，要是我有在上班就好

了，但是小妙麗就沒有媽咪的陪伴了。雖然說，我的陪伴的品質不是很穩定（汗顏

阿~~）若是當媽媽，有個ISO也是不錯耶，有個準則。（S-2010 diary） 

 

（2）過程反思 

S發覺自己會把情緒轉嫁到孩子身上，尤其在情緒滿載時喜歡大聲吼

小孩，而開始檢討如何穩定自己的情緒， 

繪本課，媽咪們上的很好，可惜有些大小孩很亂，應該是說我不喜歡這種沒禮貌的

大小孩，不過我竟然把情緒轉嫁到小妙麗身上。唉～後來小妙麗不聽話，就被我罵

了！（S-2010 diary） 

 
我真的希望我可以改掉大聲吼小孩的這個壞行為，該怎麼做呢？（S-2010 diary） 

 

我抱走小妙麗，老公更生氣，覺得他在管小孩，我每次都插手。我是認為，老公跟

小孩相處時間少之又少，可是每次都很容易發飆，不想小孩子又要嚇得半夜哭，老

公每次都要為此生氣（就是生氣我不讓他罵小孩、管小孩），真是奇怪，就不能好



 150

好誘導嗎？就一定要用強硬的？我也有錯啦，因為我也是喜歡罵小孩（當我情緒滿

載時）。（S-2011 diary） 

 

（3）前提反思 

S意識到自己過度的情緒，開始探討自己情緒的來源，找到對孩子生

氣的主因，同時也發現孩子會複製父母生氣的模式，並進而覺察到自己從

小到大自卑的劣根性。 

小妙麗，在朋友家大廳突然大哭，說不要去朋友家玩，我的耐心似乎遺留在夏季了。

唉～真是覺得自己很沒用，那麼容易動怒，是不是越在乎，情緒越不容易跳脫出來

呢？希望可以作到心如止水（S-2010 diary） 

 

我的情緒起伏太大，是壓抑太久嗎？還是我修養不夠呢？要好好檢討自己才行，當

個好媽媽真是難啊～（S-2010 diary） 

 

我覺得，我常常到晚上就容易生氣，對小妙麗大聲，老公則是被她欺負時會對她大

聲，小妙麗生氣時也會大聲。終於深刻體驗到父母身教的重要，一切是我自食惡果，

該努力檢討呢。（S-2010 diary） 

 
回程又發飆，因為小妙麗要坐推車，我堅持要走手扶梯，是我錯吧，唉～媽媽真是

失職……我最討厭她這樣了，哭哭啼啼無法妥協，抑或是我討厭她不受我控制嗎？

其實我自己又何嘗不是這樣呢？也不受老公控制，也很難妥協，說到底，其實我是

討厭我自己吧～想想我好像真的蠻看不起自己的，天阿～自卑的劣根性，從小到

大，無影隨行。（S-2010 diary） 

 

昨晚又對小妙麗不耐煩，連帶老公對我說話，我都不想回，老公為此很生氣。我在

想，我最容易生氣，就是小妙麗一直重複話語，惹得我很心煩……我無法不做任何

家事，只顧她、只陪她玩……我想我應該忘記她只有 2 歲九個月，還是我對她太放

縱了？（S-2011 diary） 

 

（4）意識覺醒，觀點轉化 

經過前述的內容反思、過程反思與前提反思的歷程，S有所意識覺醒，

表達自己需要的支持與應對情緒的方式，朝著轉化學習的方向發展。 

當全職媽媽後，最需要調適的應該就是情緒管理部分，我也覺得情緒失控或對小孩

動怒很不好（說不定我也造成她的創傷）…而我需要的支持，就是給我一些時間，

我需要自己一個人安靜想想，我是一個很會自我要求與反省的人，只要告訴我「理

由」是什麼，我覺得合理就會去做。（S-20100812 訪談記錄） 

 

4.朝向轉化學習發展 

從上述 S 的意識覺醒發展脈絡可知，引發 S 反思的主要議題是「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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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就像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情緒的作用也是一樣，在 S 朝向轉化學習

發展的歷程中，當下的情緒向來是重要關鍵；而孩子則是 S學習動力的來

源，包括為孩子而產生積極光明的存在價值觀，以及必須學習新知以扮演

好母親的角色等。 

 

（1）為孩子而產生積極光明的存在價值觀 

儘管 S在母職實踐中出現許多負面情緒，並且質疑自己存在的價值，

但為了教養好小孩，S 提醒自己要往好處想、多看書，學習積極光明地過

生活。 

唉～從晚上八點到凌晨三點半，老公又被吵到了，明天又要挨罵了，晚餐又被公婆

念，超不爽的，老公也臉色很難看……早知道就閉嘴裝啞巴，反正也沒人挺我。今

天哭了一下下，baby 還會幫我擦眼淚，不過就是因為她不乖乖睡啦，壓縮我上網喘

息的時間。活得好累喔，有時很無力，很孤立無助，可是又要積極點，光明一點，

畢竟有小孩了，身教很重要的……（S-2009 diary） 

 

晚餐小妙麗又不好好吃飯，再加上自己心情不是很好，所以真的餵飯餵得很氣，但

是都是氣在心裡……唉～很多事，多說也無益，只是淪為在抱怨，只能往好處想，

要正面積極一點生活……（S-2009 diary） 

 

自己存在的定義，該由自己定義，很多事情的看法，來自自己內心的投射。還是真

的要多多看書，不然我的心好空好空，活著似乎永遠得不到肯定。（S-2010 diary） 

 

（2）學習新知以扮演好母親角色 

S 認為教養小孩是母親重要的職責，因此努力閱讀書籍學習做個好媽

媽，並且從期望公公有適當要求，轉為調整自己的態度來因應。 

很久沒看書了，我應該要再好好充實自己才行，我覺得我好空洞喔，有種燃燒殆盡

的感覺。（S-2010 diary） 

 

書債越來越多，看都看不完呢，不過能夠看書是種無法言喻的幸福呢。（S-2010 diary） 

 
公公說小妙麗不會亂吵很乖，其實你們都沒看到我努力的一面阿。我努力去看ㄧ堆

書，我努力去學習當個好媽媽。看書很簡單，但是要吸取前人智慧，並且應用在實

際生活才是難啊。又想到那句話，卡夫卡說的，當一個人被了解....就可以釋放出自

我改變的力量。當個稱職的媽媽真的是不容易阿。（S-2010 diary） 
 
小妙麗才兩歲，何時公公才能針對年紀做出適當要求呢？不過，我也不該期望公公

能有多好的教養觀念，這不該是我的想法，如同將來我也無法要求每個人都對小妙

麗和顏悅色，也不可能保證，不會遇到壞老師或是會打人的同學，我該要好好想想，

如何教育小妙麗百毒不侵ㄚ。（S-2010 di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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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辦法，我不會煮飯其實內心更不想學，偶而裝個樣子要煮，但我知道老公一下看

不下去就會自己跑來煮了～嘿嘿。其實我只懂教養的事有時又太執著了～還是很多

事要跟老公多請教這樣才能多方面成長。（S-2010 diary） 

 

（三）從缺乏母職典範轉為建構自我母職意義觀點的T  

 

T是在毫無想像、很自然的情況下擔任全職媽媽，因為從小缺乏母職

典範，而不清楚應該如何當媽媽，造成初任人母時的混亂。於是T藉由社

群媒介和閱讀書籍等管道，來瞭解其他媽媽並映照出自己的母職樣貌。T

更在參加媽媽讀書會、幫孩子找尋幼稚園的歷程中，產生意識覺醒與前提

反思，瞭解到自己沒有被愛（未獲滿足）的成長經驗，原來是當媽媽必須

先處理好的基本根源。T在擔任全職媽媽的過程中，不斷回想自己的成長

歷程並重新整理過往經驗，也使得母職實踐成為T洗滌自我、以及修復自

己與母親關係的重要歷程。 

 

1.觀摩她人母職樣貌，產生自我母職意識 

T 藉由尋求網路資源、閱讀教養書籍，以及參加媽媽社群來映照出自

我意識，調整舊有的思維架構，從中建構出自我的母職意義觀點。 

看到PG的媽媽怎麼樣愛孩子，才意識到自己要做一個什麼樣的媽媽（行為），省思

到自己原來從小沒有被愛，自然也不知道如何去愛孩子。（T-20110602訪談記錄） 

 

之所以進入媽媽社群，是因為我想知道、看看別人的世界，認識別的媽媽都是長什

麼樣貌。另外也透過網路、部落格、教養書籍與參加PG，來瞭解其他媽媽在過什麼

樣的生活，然後在其中找尋建構自己認同的觀點，像蔡穎卿真的是我很欣賞並以為

典範的母親。（T-20110602訪談記錄） 

 

2.在尋找幼稚園中，形塑自我教育觀 

對全職媽媽來說，幫孩子挑選幼稚園，到實際經歷孩子上幼稚園，這

兩者都是必須面對的過程，同時也是反映出自我價值觀。T為了替孩子選

擇幼稚園而做了許多功課，也觸發她形塑出自己的教育理念與價值觀。受

原生家庭影響，T所建構出的母職意義觀點，重點關注於小孩的心靈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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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要有愛，這也是T為何特地送小孩到山上讀「森林體制」幼稚園的緣

故。 

莉娜三歲時，自己說要去上學，一開始我先找媽媽們介紹的幼稚園，但不選連鎖品

牌的幼稚園，因為只可能學到知識卻無其他……剛好E媽媽介紹「通泉草」，頓時

上網把這間幼稚園的所有理念文章看完，當下就決定讓小孩讀這間……與園長對談

後，才發現自己的教育理念其實尚未成形。（T-20110602訪談記錄） 

 

那些幼稚園家長都有很大的理想，也擁有特別的職業，有幾位都頂著台大光

環，且抱持著浪漫主義，與平凡人匱乏枯竭的人生不同，生活過得很自在。

不像我，是因為失去原生家庭愛的部分，才尋找情感的依附建立家庭，然後

期待小孩在幼稚園健康成長（指心靈部分）。（T-20110602訪談記錄） 
 

3.母職成為自我洗滌的歷程，以愛重構母女關係 

對 T 來說，在每個母職實踐的階段，皆有著不同的覺察與學習，T 有

點像是摸著石頭過河，在混沌中洗滌自我，並得以建構自己的母職意義觀

點。而孩子，就像是連結 T與原生父母的一座橋，帶給 T愛與動力來修復

自己與母親的疏離關係。 

結婚之前，個性很奇怪，也會埋怨媽媽，感覺人生好多灰暗和悲觀。當了媽媽之後，

藉由孩子慢慢恢復與自己母親的關係，才發現媽媽可以教會孩子很多態度，包括

「愛」。（T-20110602訪談記錄） 

 

（四）小結 

分析三位全職媽媽的文本，可看出個人對於自我概念（心理觀點），

主要受到家人期待、社群互動等社會文化背景（社會語言觀點），以及所

接觸的知識形式，像是育兒書籍等（知識觀點）的影響。其中，全職媽媽

普遍存有著「母親應該為子女身心成長負責」的思考假設，母職被視為涉

入很深的情緒關係，母親也必須為孩子的心理健康負起責任，使得兒童成

為家庭的中心（Giddens 2005；Jamieson 2002），尤其以 S的母職行為最

為明顯，其意義觀點便存有 Hays（1998）所指的密集母職（intensive 

mothering）概念，也就是認為孩童在不同發展階段有不同的需求與教養

方式，孩子不只越來越重要，而且還指引了育兒過程；而在媽媽日復一日

的工作中，最重要就是回應孩子的需要和欲望；為回應孩子需求，母親必

須不斷勞動，所以母職實踐是屬勞力密集的。S 表示這可能與她擔任護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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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職業背景（專門照顧病人）有關。至於 T則是由「不清楚」到「漸漸釐

清」自己的母職角色與價值信念，此符合 Rich（1986）的看法，「為母經

驗」（experience of mothering）可為女性帶來充實感且是創造力和喜悅

的來源；而 B的母職意義觀點則是隨每個階段轉變，也說明母職經驗確實

帶給女性反思與轉化學習。 

由上述可知，引發三位全職媽媽母職意義觀點轉化的議題皆不同，B

主要關注於「母職角色選擇」的觀點，S則是「母職情緒管理」的議題，T

則是「如何修復愛」的學習課題。其中，B 較重視理性對話，且思考層次

較偏向邏輯概念，會主動尋求資源來「解決問題」，並做出決定與採取行

動。而 S 則是容易發現自我情緒與來源，並認為自己必須檢討改進，S 試

圖轉變的觀點僅停留在心靈層次上，較少出現轉化行動，缺乏「處理情緒

的原則」或「解決的方法」。 

若以Jung（1976）的心理類型來分析，B較偏向「思考型」（thinking 

types），S是「感情型」（sensing types），T則是「直覺型」（intuitive 

types）。本研究發現，「思考型」的B會熱情投入轉化過程中進行批判反

思，卻不易改變其原則和假設；「感情型」的S雖然會欣然修正自己的價

值，但卻容易受情緒主導而意氣用事；而「直覺型」的T，其轉化學習則

類似頓悟的個人啟迪經驗，並非依循著理性系統的過程。 

Jung 的心理類型模式有助於理解個別差異，心理類型理論也整合了兩

種下判斷的偏好，包括邏輯的使用（思考型）和價值觀的使用（感情型），

以及藉由感覺的現實、或藉由直覺的感知方式。而三位全職媽媽的感知方

式，某方面也決定了其對價值和假設的覺察、是否容易接受觸發事件，產

生內容、過程與前提反思，以及修正價值、假設與意義觀點。 

 

二、全職媽媽母職意義觀點轉化的影響媒介 

由上述三位全職媽媽母職意義觀點的轉變可知，網路資訊、閱讀文

本、宗教信仰、社群交流或接觸的人事物等，皆會激發或支持女性的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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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顯示母職意義觀點其實會受到重要他人、教養書籍或社群學習等媒

介影響。 

 

（一）宗教信仰 

    在三位研究對象中，B 在家中設有佛堂；T 是虔誠的基督徒，常憑著

信心禱告；S 常到廟裡拜拜求保庇來獲得心理平安、或藉此安撫小孩，甚

至看農民曆來對應自己的運勢。顯示宗教信仰也是支持與影響女性母職意

義觀點轉化的重要力量。 

昨晚有睡好，有拜有差，晚上老公又不開心，還好我跟他說，我覺得今天氣氛怪，

我們一定會吵架，說出來反而就會彼此冷靜一下，知道很多事心煩意亂，想說又不

能說，只能選擇默默承受，其實很多事，老天爺會做主的。（S-2010 diary） 

 

結果婆婆打來，原來她也相信我說的，也或許是寧願信其有，所以我們相約要去拜

拜……廟裡很多人，香煙渺渺、茫茫人海，我來回穿梭，竟也不知為何有種想哭的

感覺，想到最近的種種，也想到我一生所發生的事，也還好我一路有看不見的貴人

指點，有好書指引，該修的功課也還是要修，此生不修，下輩子也是要再修。有人

懂我嗎？有人挺我嗎？我想都不重要了，重要的是過程。（S-2010 diary） 

 

（二）書寫日記 

對 S來說，書寫日記是一種重要的抒發管道，也是一種自我對話與反

思；藉由寫日記，可以把負面感觸轉為正面。在 S每天的日記中，也清楚

紀錄著心理情緒的變化與真實的感受。 

寫日記真的可以讓我再去好好思考，雖然有時會邊寫邊哭，哭哭就好了，人嘛就是

要有抒壓ㄚ，人生苦短ㄚ；藉由寫日記，可以把負面感觸轉成正面，也是不錯呢。

（S-2010 diary） 

 

果然晚餐時，老公就火山爆發了，把婆婆請過來，我想有個人站在他那一邊，他應

該可以好好吐吐怨氣，不要跟我一樣，只能上網寫日記抒發心情……（S-2010 diary） 

 

小妙麗不午睡，玩掉整瓶乳液，氣死我了，唉～用她的錯誤來懲罰我自己。她乖乖

在浴室站了一下下，等待我來幫她洗澡，所以今天不回婆家了，真的很生氣了，又

無可奈何，一瓶 300 多元耶，還有後續的收拾，可惜不能打小孩出氣，只能在日記

發洩……（S-2010 diary） 

 

我想我需要放假一下，我累了，可是我又放不下她，要是老公知道，他一定不會同

情我，只會說你就不要出門就好啦，所以有些累、有些情緒，寫在日記就好，已經

不期望另一半可以給予支持與關懷。（S-2010 di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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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好可以寫日記，至少有個虛擬空間，讓我寫下我真正的感覺。（S-2010 diary）   

 

（三）網路資源 

女性擔任全職媽媽後，由於照顧小孩以宅在家的時間居多，因此網路

便成為其與世界連結的主要管道，許多育兒資訊也是從網路獲得，像 S在

餵母奶時，也一邊在上網，不僅在網路上書寫日記，交朋友也是仰賴網路。 

i Pod 是我跟世界聯結的工具，不知道其他人餵奶時都在做什麼呢？（S-某某好媽媽

版上討論） 

 

老公看到我在上網會抗議，覺得我都在做對他沒任何意義的事，不如去煮宵夜給他

吃，我也是先哄小孩睡，做完家事才用NB msn一下，他也在上網後來在看書，所以

老公的意思就是他沒睡覺前我要陪他，不要花費時間上網，那麼還是用ipod上好

了……（S-2010 diary） 

 

小妙麗睡了，理當是我自由時間，上上網看看討論，看看簡媜的紅嬰仔，好羨慕文

人的文筆喔，我也好像記錄下來，我生完小孩的心路歷程，可惜沒時間好好整理思

緒……（S-2010 diary） 

 

（四）專業資源 

除了網路資源，全職媽媽也會尋求實體的專業資源來協助母職的發

展，只不過考量到必須帶著孩子的限制，使用專業資源的比例相對不高。 

 

1.聆聽講座 

親子講座也是全職媽媽充實自己與轉換觀點的來源，像 S就是一個很

認真、到處聽演講的媽媽，並從中形塑自己如何當好媽媽的母職意義觀點。 

下午去聽：森林小學校長朱台翔巡迴演講-教出會思考的小孩，所以小妙麗是放在

婆家，我跟老公去聽演講，真的是很棒的演講！收穫很多，期許我會永遠記得，依

照她所說的方式來教孩子。（S-2010 diary） 
 

下午去聽演講：作家與讀者有約－「李家同談教育」新書講座，忽然覺得住在市圖

旁邊真好，有好多資源喔。聽聽演講，增加一些教育學者的理念，教育真的是很重

要呢！（S-2010 diary） 

 
傍晚麻煩婆婆顧睡著的小妙麗，我就去聽演講「以繪本引導孩子進入閱讀世界」親

職教育講座，又學到更多了，感覺真充實呢。（S-2010 diary） 

 
今天是館長上課，真的是很值得的課，給了我們很多省思的地方，以及當父母的盲

點，我知道我還不是個好媽媽，但是我願努力學習當一個好媽媽。（S-2010 di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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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RT心靈回應療法 

在辭退某某好媽媽俱樂部的家族長後，S曾經消沈一陣子且對人不信

任，在U的介紹下，S因緣際會體驗ＳＲＴ（Spiritual Response Therapy )

的專業資源，藉由「心靈回應療法」來學習好好愛自己，S也由此放下沈

重煩惱與負面觀點。 

中午趕去做ＳＲＴ，真的是釐清很多問題，也知道我根本沒有問題，我要學會愛自

己，不要苛責自己，我已經很完美，我無法拯救世界。（S-2010 diary） 

 

昨晚一直在煩惱別人的事，不過也對我該放下，每個生命都有自己的出口，都有自

己要走的路，要克服的難關，我不用去想太多了。（S-2010 diary） 

 

3.優兒評量 

S在遇到育兒教養問題時，會主動閱讀書籍來自我學習，但S卻無法理

解為何一切照書養，孩子還是如此難教養。後來S尋求優兒評量的專業資

源，藉由釐清孩子的個性特質來做為自己的因應方法。 

最近，我實在是被我家小妙麗的情緒給逼到受不了（其實我自己要負大部分責任）。

剛好在捷運車上遇到V媽，V媽給我了一張名片，我就去預約幫我家小妙麗做評量，

我很不解也很不能接受的是，我一切照書養，為何還會養出這種小孩？受挫力低、

忍受度低、對聲音敏感……今天去做了評量， 才知道我家的小孩是觸覺及人際情

緒這一方面不佳，雖然其他都很棒。（S-2011 diary） 

 

（五）閱讀書籍 

全職媽媽藉由閱讀教養書籍來自我學習、反思與轉換情緒，像 T會將

認同的書籍觀點建構成自己人生的價值觀。而 T在老大莉娜兩歲前，與孩

子的互動關係非常混亂與糾結，後來閱讀了「依附關係的修復：喚醒嚴重

創傷兒童的愛」這本書，才明白該如何拿捏教養的準繩；S 則是用書籍內

容來檢視自己是否盡到母職責任。 

 

1.夢想成為改變世界的企業家 

T在為人母後，閱讀許多書籍來學習，也因此點燃自我實現的熱情與

夢想。 

原本只想回去當業務賺28000元的薪資，但在閱讀書籍瞭解許多人的故事後，才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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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自己還有其他更想實踐的事。像是王品集團戴勝益的故事，鼓勵自己夢想成為企

業家，首先是回學校繼續唸書，獲得知識和人脈的幫助，夢想能夠改變這個世界，

幫助更多的人，找到可以讓大家幸福的方法。我相信，很多想法只要內化後，發展

的方向就會轉變，也藉此自我激勵，而不只是當好媽媽。（T-20110602訪談記錄） 

 

2.網路是參考管道，書籍才是學習媒介 

S非常強調閱讀新知，並習慣從教養書中找尋育兒知識，只不過從S所

述「找比較貼近自己想法的來做」這句話中，也可發現其似乎是藉由書籍

來強化自我認同。很愛看書學習的T，則深感閱讀的重要性，因為書本打

開了她的視野！ 

我看最多的就是教養類與育兒類書籍，但我並不是盡信書，比如在網路上會有媽媽

推薦一些書，我會用統計學去算，假設十個媽媽裡有八個都推薦，那我就會找來看

看，但像大家推薦的「百歲醫師教我的育兒寶典」這本書，我就不是很認同其中的

想法（覺得殘忍），所以就會再去找其他書（像親密育兒法）來看，找比較貼近自

己想法的來做……（S-20110705 訪談記錄） 

 

小妙麗一緊張，就會摳手指甲（拇指）真是麻煩，是我給她壓力太大嗎？老公說我

教養不一致，不過我是一直在修正，唉～今天又借了一堆教養書，我覺得我該改進

的空間真的很大……（S-2011 diary） 

 

或許有媽咪覺得，媽咪為何要讀書？不過我覺得懂得越多，越知道自己的不足在哪

裡呢。而且懂得多還不夠，要去實踐才是重點。當媽媽真好，感謝老天爺呢！雖然 

當全職媽媽沒有收入，嗚嗚~（S-20110624 版上留言） 

 

其實我真的很愛買書，總覺得這樣才有安全感(?!)<<<其實因為自己覺得自己不聰

明， 因為書本打開我的視界，陪我度過很長的撞牆歲月....深感，閱讀的重要！

（T-20110702 版上留言） 

 

（六）社群學習 

因為參加網路家族，讓全職媽媽走出家中，育兒生活也變得忙碌，包

括戶外 PG、室內 PG、讀繪本、還有媽咪讀書會等活動。全職媽媽也藉由

社群交流，來釋放心理壓力與轉化情緒。B便提到自己在參加媽媽社群後，

才走出原先封閉與不快樂的心情，S指出媽媽社群帶給她情緒上很大支持。 

在新手媽媽階段，發現到自己的不快樂，包括以前很愛跟人聊天談話的性格，突然

變得很封閉不喜與人交談。後來有所自覺，開始到處尋求資源，參加了媽媽 PG 後

才走出來。（B-20110301 訪談記錄） 

 
能認識妳們大家，真的讓我心情，有改善許多。（S-某某好媽媽版上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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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媽媽讀書會的觀點交流 

媽媽讀書會是研究者在網路家族中的主導活動，同時兼具社群學習與

閱讀書籍兩種媒介。透過媽媽讀書會的非正式學習，則是觸發全職媽媽意

義觀點轉化的重要管道，藉由讀書會的教養主題，以及相互提問與分享，

來檢視彼此的價值預設與意義觀點，進一步自行修正或調整成新的意義觀

點，再產生新的教養行動。 

 

（1）參與踴躍，討論熱烈 

研究者藉由舉辦媽媽讀書會，瞭解每位媽媽成員的意義觀點，並藉由

書籍主題來觸發彼此交流與批判思考，甚至是觀點轉化。最初參與媽媽讀

書會的成員非常踴躍，後來因考量場地環境，也必須限制參與人數，而每

回的討論與回饋都非常熱烈，時間也不夠用。可惜的是，在研究者 2011

年 8 月開始上班後，媽媽讀書會活動隨即停止。 

今天的讀書會真的非常好，非常成功，有位博士媽咪來導讀，再加上大家踴躍發言，

真得是時間都不夠用呢。連午餐時間都延遲，只為了要討論，真是難得呢。今天是

讀兩本書，下次是改讀一本，因為時間不夠呢，大家都有很多心得可以討論呢，我

們已經決定好下次及下下次的書要讀什麼了，真是太有效率了。（S-2010 diary）  

 

今天很熱，連讀書會氣氛也很熱，跟三月那一次讀書會一樣，發言都還要舉手搶發

言……六月要讀的書已經出來了，真開心，我們也決定要加讀一本文學的書，能認

識一群愛看書的媽媽，是我的福氣阿。（S-2010 diary） 

 

半夜拿著手電筒，把明天要讀的書再複習一次，忽然覺得有種挑燈夜戰的感覺，昔

日熬夜看書的感覺又回來了。（S-2010 diary） 

 

難怪我們讀書會，可以討論熱烈，原來除了有博士，還有哲學系的高材生，難怪喔

～（S-版上討論-讀書會議題） 

 

（2）觀點對話，激盪反思 

研究者從原本參與媽媽讀書會的觀察者，到後來轉為有意識的帶領者

身份，包括在挑選討論書籍時，除安排教養育兒類的書籍，還加入攸關生

活哲學或促進反思的書籍，刻意在讀書會導讀中，設計可激發大家批判反

思的提問，藉此釐清全職媽媽現有的意識觀點，透過讀書會交流，映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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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不同的思維與觀點，也多了可參考的意義架構，促使讀書會成員反

思，甚至調整自己的心態、教養方式與意義觀點。從S在日記中的敘述，

也可看出每場讀書會前後的自我反思與對話。 

①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醫生 
沒網路陪睡時實在很無聊呢，只好看看書，看了一本：父母是孩子最好的醫生，看

前半部就很汗顏了，太多我沒做到，尤其是對於小妙麗的飲食，唉～（S-2009 diary） 

 

②天才保母崔西的育兒秘訣 
看了天才保母崔西的育兒秘訣，發現以前小妙麗依戀ㄋㄟㄋㄟ才睡著，似乎作法不

對，根據ＥＡＳＹ理論，我真的顛倒了呢？我是 E A E S Y，還好可以和平戒夜奶，

讓我心中的愧疚感也減少不少，當媽媽壓力真不小呢，要注意好多細節，食衣住行

育樂，每項對我來都是一門學問，感謝小妙麗呢，讓我生活有不同的體驗呢。（S-2010 

diary） 

 

③ 有錢人想的和你不一樣 
媽咪讀書會-有錢人想的和你不一樣，這本書真的很棒，感謝朋友的介紹以及導讀，  

裡面有一些也是作人處事應該有的態度呢，真的是值得買，還好有買，我要隨時來

複習並且要來執行才對。（S-2010 diary） 

 

④ 遇見未知的自己  
快樂是取決於外在因素，希望我可以是內心真正的喜悅以及平靜，雖然還是有很多

負向情緒，但是有時候真的如書上所說：老天爺的事、別人的事、我的事。希望我

能看開想開，無聊的一天，努力看書中，那本書字好小喔，看得我眼睛痠阿，人老

了 ，心也老了。（S-2010 diary） 

 

剛剛看完「遇見未知的自己」第一遍，真的是好書，尤其適合我現在的處境，推薦

給沒參加讀書會的媽咪們喔，人生不如意時，這本有療癒功能。（S-版上討論-讀書

會議題） 

 

⑤ 你值得過更好的生活  
發現一本好書，我愛泥巴，好想照著書上的玩法去玩，可惜要有玩伴才好玩呢，不

過我行程太滿，還是隨興一點就好。看了你值得過更好的生活，到１１章了吧，雖

然不是完全看懂，但是很神奇，真的都會遇到一些不容易遇到的事，要從那些事中

獲取能量，呵呵，真的是修行呢。（S-2010 diary） 

 

早起之後當然又是睡回籠覺，不過我又醒來，只好繼續看書。那本你值得過更好的

生活，真的很棒很棒，也讓我決定要去買一本回來。哇！真的有賣耶，打79折，就

買回來看，終於可以盡情畫重點了，上次看那本遇見未知的自己就沒畫到重點，真

可惜。（S-2010 diary） 

 

⑥ 一念之轉 
一念之轉其實就是轉念，向內觀照、反求諸己的意思。我們無法要求別人的所作所

為，但是卻可以選擇用怎樣的心態做回應……有時我們會有想掌握一切的欲望，然

而如果連自己的情緒都搞不定，又如何要求別人為我們做什麼呢……好想馬上去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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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可惜我有好多書都還沒看完看懂呢，呵呵我真是渴望追求新知呢，深深覺

得自己有好多都不懂。（S-2010 diary） 

 

⑦ 愛和自由 
其實今天很無聊呢，開始動手再畫一本字母書，也翻了翻愛和自由那本書，那本書

真的是好書呢，偶爾看看書給自己充電一下，也才不容易發脾氣呢，唯有真正了解

小孩，才能包容她，在設定好的規範下給她自由。不過，真希望身旁的人都有此觀

念，回去婆家一爬上沙發，就會被公公威脅要打屁股，呵呵（苦笑）。（S-2010 diary） 

 

（3）邀請配偶，一起學習 

在孩子兩歲前，全職媽媽主要關注「如何養」，在孩子兩歲後，讀書

會的主題則轉為「如何教」。研究者認為，不能只有媽媽注重親職教養，

也必須擴展帶入父親的角色。於是，研究者在 2011 年便將讀書會形式轉

變為觀看「如何教養孩子品德」的 DVD，而且是由媽媽們邀請配偶一起在

家先看完後，再到讀書會來分享彼此的心得感想。 

這一課的 dvd，是一定要找老公一起看的喔，感謝蝦米媽有提醒我們。裡面有很多

觀念，都是坊間教養書沒提到的呢，可是卻是最重要呢，也就是為什麼這一騍要叫

做「正確的開始」……以下是兩個相互關聯的惡，會危及孩子的教養，導致家庭崩

解：1 不了解夫妻關係在教養過程中的重要性，2 以孩子為中心的教養。這兩個都

是我犯的錯誤呢！（S-20110614 版上留言） 

 

晚上找老公看DVD（如何教導孩子品德），真的是很棒的觀念（夫妻之間的關係是

優於其他關係的），可惜我之前不是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不過還好有看到這一章

節，希望老公也能懂，也能一起經營屬於我們夫妻之間的沙發時間（S-2011 diary）。 
 

昨晚和老公一起看讀書會的dvd，也幸好是昨晚小妙麗很早就睡，看了這本書第二

課，才知道自己以前的觀念是錯誤的，也可以應證出為何小妙麗沒安全感。（S-2011 
diary） 

 
回家作業：為配偶做以對方愛之語出發的三件事，具體告訴對方你的愛之語出發的

三件具體行動，可於沙發時間討論。預習：第四單元 DVD，談到父親的責任，邀

請拔拔一起看第四課，跟拔拔討論你最想他為家庭做的三件事。重點：在我們不可

愛的時候，都彼此相愛……（T-20110701） 

 

重點：在我們不可愛的時候，都彼此相愛。沒錯～這真的很重點！「在老公不可愛

的時候還能記得要愛他」真的需要修煉！每次參加讀書會都一再提醒我對老公、對

小孩的對待方式，參加這些教養課程，我本來都是抱著教養小孩的心態來的，最近

感受最多的都是和老公的相處之道，就像第二堂課說的，夫妻關係是家庭穩固的基

礎……N 說我們的讀書會層次更高，已經進到心靈層次了～哈哈～（B-20110701） 

研究者發現，這種夫妻共同學習之效果是最好的。B 指出參加媽咪讀

書會的收穫，也就是在生第二胎時，比照顧第一胎更具自我感和家庭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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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不僅是注重當媽媽的角色，也會多重視自己和配偶的感覺與想法。S

也由此反思到自己過去犯的錯誤，並實際參照讀書會夥伴建議的方法來執

行，如果誰沒來參加讀書會，媽媽夥伴們還會在網路上「喊聲」相互鼓勵，

可見社群支持力量對於轉化學習的重要性。 

當了媽媽後，自己每個階段的轉變也都不同：1.未懷孕前，只要把自己顧好。2.生

第一胎時，只要把小孩顧好。3.生第二胎時，必須把自己和小孩顧好，還有也要顧

好老公（顧好整個家，因為這是快樂的泉源）。（B-20110301訪談紀錄） 

 

親子關係的品質，完全視夫妻關係的好壞而定……孩子的安全感，絕大部分來自於

他從父母的關係中所觀察到的，當孩子看到父母彼此相愛、互相愛慕時，他們會比

較有安全感（難怪我家小妙麗沒安全感，還好我有看到這本書）。父母可以給孩子

最大的禮物就是讓孩子確信爸爸媽媽彼此相愛（所以每天晚上爸爸媽媽必須給對方

一些時間>>沙發時間）。（S-20110614 版上留言） 

 
話說我今天才一執行沙發時間，我家小昀蓁馬上去拿相機幫我們拍照說 ^^，我們

去逛賣場時也實行了一下讀書會媽咪說的方法：老公要牽我手，結果就是，我老公

一手牽小孩、一手牽我。哈，真好笑呢……（S-20110624 版上留言） 

 

S 期待妳下次來一起討論喔！發現我們讀書會成員組合很奇妙！我們很多組，都是

彼此配偶的鏡子呢！（T-20110702 版上留言） 

 

高潮迭起的課程內容阿！我也覺得這給我很多的提醒跟糾正了我常常犯卻不自覺

的錯誤，再看一次的確會有不同的感覺，更深刻了！而教養真的是時時刻刻要調整

成長的，大家加油！（T-20110813 版上留言） 

 

（4）對話學習，產生批判反思 

事實上，媽媽社群在讀書會中的相互交流，總會引發媽媽們後續的討

論與批判思考，觀點也有所轉化。只不過，在接受研究者訪談時，全職媽

媽往往僅談到自己轉變的觀點，而無法說明清楚自己是受什麼媒介影響。

研究者則是透過親身接觸與即時互動，觀察到全職媽媽的轉變，其實與每

回讀書會的對話討論、或是回家作業有所連結。例如，S 在參加完讀書會

後，便意識到自己價值觀對小孩的影響，進而產生前提反思。 

忽然覺得，媽咪自己本身的價值觀，對小孩的影響可以很大耶。（S-2011 diary） 

 

我覺得，看書跟實際生活有時落差很大耶，讓我每天都活在自責跟悔恨之中。

（S-20110811 版上留言） 

我失眠。(>_<) 一直在想很多問題，哈，也會想著別人的問題。當媽媽果然是太閒

了！我一直很焦慮或者是説擔憂，我給予小孩的付出不夠，陪玩陪吃都不專業，妳

們說：媽咪先快樂，全家都會快樂！可是很難耶。我希望我能處在發自内心的喜悅

的狀態……這讀書會真的很好，不僅僅是書好，妳們給予的啟發更是無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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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0110813 版上留言） 

 

S 妳不需用那麼高的標準看自己啦~沒有一個媽媽是完美的啊！陪吃陪玩，可以完

全做到專業的人沒幾個啊~要是真的在意就讓她去上學啊！學校裡有很多人分工，

才能把吃和玩做到專業！每個媽媽都很憂慮焦慮啊！因為沒人敎我們怎麼成為好

媽媽，現在的身教言教不知道會造成小孩以後什麼樣的影響，所以想這些都於事無

補，未來的事沒人能掌握！所以找到能讓自己快樂，小孩快樂的育兒方式最重要。

（B-20110814 版上留言） 

 

2.親職課程的學習 

除前述的社群學習活動，全職媽媽也相邀一起參加正式的親職教養課

程，B與研究者便共同參加法國號教會開設的「親親寶貝課程」，也促成彼

此的轉化學習。 

我和老公在一起七年才答應結婚，當時我一直認為彼此個性差異太大，不適合結

婚。後來是去上了課才明白。去上課學習，讓我得以修正自己原本在做的事。因為

課程內容有系統、明確地界定，像是「愛之語」就很實用，讓我們清楚知道和配偶

之間的差異，以及可以怎麼做去改善彼此的關係。而育兒方法與學員之間的交流，

讓我發現原來可以這麼做，把遇到的育兒挫折與問題解決後，也更有信心繼續當全

職媽媽。（B-20110301訪談記錄） 

 

三位全職媽媽與研究者一起報名法國號教會的「如何教養孩子品德」

這門課程，結果在教養孩子方面，B與T都有新的學習與發現，以及產生意

義觀點的轉化。 

正確的鼓勵孩子相對簡單，但是我們很常忘記；但「適當而且正確的方式」糾正孩

子反倒很需要學習。分享聖經中雅各書 1 : 19 「我親愛的弟兄們、這是你們所知

道的，但你們各人要快快的聽、僈僈的說、慢慢的動怒。」教養孩子也是快快的聽、 
慢慢的說、慢慢的動怒...下堂我回韓國，請幫我畫重點。（T-20110421 版上留言） 
 
最近已經上到最重要的核心課程了，講到教養分成鼓勵式和糾正式兩種，前幾天在

預習這週的上課內容時往後翻了一下，接下來的課程會講到如何「打小孩」及「隔

離」，我發現這是我目前最需要的部份，哈利已經越來越大了（三歲），開始會唱反

調，是經過思考後的反對，不是為反對而反對，我發現已經不能呼攏他了，小腦袋

瓜裡邏輯可清楚著！所以我要開始想怎麼定「遊戲規則」了，接下來不能翹課囉～

（B-20110421 版上留言） 

 

參加孩子品德讀書會，才發現不能僅是單方面要求孩子，一切都必須建立在彼此關

係上，就像責打管教孩子，是「為」孩子而做，並非「對」孩子做。（T-20110602

訪談記錄） 

 

原本S也和大家一同報名「如何教養孩子品德」，但在參加了第一次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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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後，S就再也沒出現過。教養觀以小孩為中心的S，非常注重孩子感受，

加上孩子較黏S，也會造成S的情緒變動，因此影響S無法持續參與正式的

親職課程。儘管S在家自行閱讀教材內容，但學習效果則較為有限。 

我們有一群媽咪都有報名今天的課，可惜今天的課一開始，小妙麗就被大聲的音樂

嚇哭了，小妙麗太敏感了不喜愛大聲，害的我也沒什麼心情上課，上課幾乎都是再

看影片， 也引發不了我太多共鳴，還好有買書，可以回來再慢慢看，希望下周小

妙麗可以乖乖陪我上課。（S-2011 diary） 

 

我減少我看小說的時間，來寫我看本書第一課的重點……我覺得裡面有一段話很實

用，就是：光教導孩子道德行為是不夠的，一定還要教導他們合乎道德的思想.，孩

子之所以無法吸收父母所敎給他們的價值觀，是因為大部份父母，在教導孩子時都

沒有告訴他們道德上的理由……孩子小的時候，教養的重點是在孩子的心，而不是

他們外在的行為……若大家有問題歡迎提出來喔，線上一樣可以討論的，媽咪之間

的實際經驗交流，勝過一切教養的書籍……（S-20110624 版上留言） 

 

反倒是B，不僅在參加親職課程時樂於分享、收穫滿滿，甚至還推薦

其他媽媽來上課。 

我自己在課堂上有分享，哈利已經三歲了，這三年來我從沒打過他！反觀我自己小

時候有被爸爸打，但我都知道為什麼我被打……教育方式會受到原生家庭的影響，課堂

上也有提到「責打是要客觀地打，不是主觀地打」，因我們自己的情緒而打小孩就是主

觀的打。我自己對這方面一向都很謹慎處理，因為這會教導孩子以後在面對衝突時該怎

麼處置，是先打了再說？還是和人好好溝通？這是身為媽媽的我們該戒慎警惕的地方～

歡迎來上課呀～（B-20110512 版上留言） 

 

（七）小結 

由上述探討，可發現影響三位全職媽媽母職意義觀點的轉變媒介，包

含宗教信仰、書寫日記、網路資源、社群學習、閱讀書籍、專業資源等。

本研究認為，此六項媒介如同 Mezirow 所述的觸發事件，觸發了全職媽媽

的轉化學習歷程。 

解放的學習是藉由批判性自我反思而展開，根據 Mezirow（1991）的

主張，當反思引發被轉化的意義觀點時，就可稱為解放的學習。而媽媽讀

書會便是透過討論與閱讀，激發全職媽媽的自我反思。相較於停留在個人

層次上的宗教信仰、引發自我反思的書寫日記、主動尋求的網路資源與閱

讀書籍，或是單向傳遞的專業資源與演講，媽媽讀書會的「社群學習」方

式，不僅多了學習同伴的互動與交流，加上讀書主題的引導方式，有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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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可釐清問題、進行母職觀點的討論與對話，激發彼此的批判反思，促

使學習得以持續，加上社群立即性的情緒支持，而足以引發全職媽媽的轉

化學習，顯示「社群學習」比其他五項媒介更為重要。 

本研究結果也呼應 Lucas（1994）與林佳薇（2007）等人的研究，透

過社群學習、重要他人的反應或提醒，可協助喚起母親情感與意識覺醒，

並促使改變發生，而女性所身處的環境因素（脈絡、重要他人、資源）對

轉化學習也確實有顯著的影響力。 

 

三、阻礙全職媽媽母職意義觀點轉化的關鍵要素 

    在三位研究對象中，S 的觀點轉化最不明確也最不明顯，其觀點常常

是反覆來回擺盪且游移不定，而阻礙 S觀點轉化的要素，則包含強烈的負

面情緒、重要他人的期待與家庭結構的限制。 

 

（一）強烈的負面情緒 

面對家庭結構的限制、與配偶的溝通衝突、還有育兒挫折，都會引發

S 的負面感受，像是感到疲累，覺得被無形枷鎖綁住等，而沈重的情緒會

將 S的觀點帶往消極方向，甚至卡在裡面出不來，使得 S不易接受新觀點。 

老公又在冷戰了作無言的抗議，不肯溝通，問題就永遠在那不會解決，面對這種關

係真的是很無力。還好我有小妙麗可以陪我說話，不然也不知道人生是為何而活

了，倘若生孩子之前就這樣的局面，我一定不會生，何苦為了孩子，去保留婚姻。

（S-2009 diary） 

 

唉～明明就沒有的想法，就是會被放大去解讀，被誤會的感覺很令人心傷，被否定

的感覺很難釋懷。沒人了解真正的我，真苦！一種沒人可以訴說的苦。大吼大叫！

也表示，心的距離是真的很遠……（S-2010 diary） 

 

之前組小孩PG時還很有想法，想說就像玉米田理論一樣，不僅教自己的孩子，同時

也把別人的孩子教好，但現在連自己的孩子都顧不了還說些什麼。有時想想，會覺

得當時如果不要加入BBH……或許現在自己會比較開心，雖然可能認識不到現在的

媽媽社群朋友，但起碼自己一個人，日子也是可以照樣過。（S-20110705訪談記錄）    

 

我想，我決定要放棄小妙麗了，還是早早去幼稚園算了，就算我把她教成天才，又

能如何呢？人生，真的是條不停在選擇的路……（S-2011 diary） 

 

是不是當全職媽媽，就不該容易說累呢？或是說我真的太不稱職了？哀～有一種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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累，是一種永遠都滿足他人所要求的疲累，是一種無形的繩索緊緊繫住我。（S-2011 

diary） 

 

（二）重要他人的期待 

現代女性擔任母職的壓力，往往來自於家庭對「為人妻母」的期待，

S 提到自己便處在傳統社會期待媳婦的環境中。公婆家過多的關心，是 S

沈重的壓力來源，而最大的挫折感，則是未受家人重視與不被信任。S 雖

然沒有與公婆同住，卻每天都必須回公婆家一起吃晚餐，因此常引發彼此

的衝突。在 S的日記中，凡描述到與公婆有關的事情，幾乎每篇都會出現

「壓力」二字，儘管 S無時無刻想逃離公婆家的掌控模式，但配偶不僅無

法協助處理箇中衝突，甚至還增添新的期待與壓力。這也使得 S在未獲家

人支持的情境下，很難轉化學習。 

 

（1）配偶對家務的期待 

全職媽媽的家務工作與範圍，往往取決於配偶的性別角色觀。像 S的

配偶就非常希望 S能「做菜」，常以這點來嫌棄不煮飯的 S，兩人常為這件

事吵架。 

晚上，我的行程都一樣，就是打掃家裡，擦地板、洗碗、洗衣服、收衣服、燙衣服。

不過，老公還是有話要說，他還是覺得我沒煮飯＞＞他很難接受，但是我覺得已經

很累了耶，尤其是擦地板，幾乎是每天擦，可是還是每天都會髒，家事永遠都作不

完。而且再怎麼整理，都無法回復到之前窗明几淨ㄚ。（S-2010 diary） 

 
一早就吵架（導火線：小妙麗不吃早餐），其實我也積怨已久，老公對於我不煮菜

也非常不爽，再加上小妙麗有時候會不乖，老公譏諷我：教育法不好，算了，溝通

無交集，看在他努力再賺錢，算了，也只能算了，老公一直說我不好，真可惜，小

孩已生很難放棄。（S-2010 diary） 

 

（2）配偶對分擔家計的期待 

S 的配偶認為 S 不是個稱職的妻子，常要求她去上班，也造成 S 的情

緒低落。甚至，S 的配偶想把小妙麗送去上幼稚園，以此做為懲罰，剝奪

S的自由生活與想照顧小孩的心情。 

老公晚上說他非常非常疲累，說一些他都負責再扛壓力的事，我當然是馬上給他秀

秀啦，那我的疲累能說給誰聽呢？有誰真的相信，全職媽媽也有累的時候呢？當周

遭的人無法體會我的累，說這些也好像是我不知足、愛享受、受不了壓力。（S-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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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ry） 

 

老公還說我很自私，說我都不會去想他喜愛的是什麼，只做自己想做的，叫我可以

把小妙麗給婆婆帶，我立刻去上班。他說本來還覺得我帶的不錯，但事後他非常後

悔，還指責了很多事……老公說他很後悔娶我，真是糟糕，孩子都生了，能怎麼辦

呢？被說成一文不值，自從生了小孩，已經是常常被嫌棄了，是不是沒去上班就是

要全能包辦所有事？可惜我沒做到，老公還是那句話，我太自私了，我若是自私，

我早就去上班了……（S-2011 diary） 

 

之前老公曾說，想要送小妙麗去上學，也是想要懲罰我，我心裡就一直琢磨這兩個

字（懲罰）……（S-2011 diary） 

 

（3）公婆對媳婦的傳統期待 

S 的婆婆本身就是傳統的家庭主婦，加上公公完美的個性與威權式的

要求，讓 S在為人母後承受著很大的期待與壓力，面對公婆在育兒上的不

信任，S只能盡量忍耐不要回嘴。 

當媽媽真的很累，最累就是要學習，不要把別人的話當作一回事，不可以有負面情

緒，不可以回嘴，不可以有太多自己想法。（S-2010 diary） 

 

當媽媽就是這樣，壓力往往都是來至於在乎他們的眼光，尤其是什麼都管時，是我

壓力最大的時候。很不喜歡只出一張嘴的人在旁邊碎念，還以為那樣就是關心、是

愛。（S-2010 diary） 

 

公公婆婆念的事有：衣服穿太少<<<心理 os：可是今天很熱也，我已經幫她穿三件

長袖再加一件鋪棉外套了耶，每次都要念是怎樣；不要爬太高<<心理 os 我當然知

道危險ㄚ，我不是旁邊眼手不離的顧著嗎？小妙麗一唉唉叫，阿公走過來，在叫什

麼????!!!!!<<<她要爬到琴上去拿書架的書，但是太高不讓她爬，所以在哀哀叫；怎

麼會說的話那麼少<<<是怎樣，一下嫌頭髮少，一下嫌不吃稀飯，一下嫌不會走路，

從來都沒一句好話就是了，永遠都比不上別人的小孩。（S-2011 diary） 

 

公公一直嫌棄小妙麗不會說話，又說她怎樣又怎樣。不過，我要忍耐，不然下場很

慘，回到家想跟老公說，但是老公不想討論，他說那是無解題。（S-2011 diary） 

 

晚餐，小妙麗要玩筷子，婆婆又在碎碎念，我是有一直看著，她也是乖乖坐著，老

人家就是愛念，老公也在不高興我，喵的咧，我其實很討厭人家念，我又不是白癡，

玩筷子的危險我會不知道嗎？什麼都要念就對了，一整個對我帶小孩就是不信任

啦，喵的！（S-2011 diary） 

 

（三）婚姻與家庭結構的限制 

身處於婚姻與家庭結構的限制中，S 嘗試順從配偶、不要有自己的想

法、學習別反抗公公與回嘴。S 雖然試圖採取消極做法，但心裡仍充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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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與掙扎。結構的限制與壓迫，使得 S心理的觀點與言行無法一致，也

是阻礙 S落實轉化行動的因素。 

希望不要再激怒老公了，我們還要靠他養呢，還是對他順從點好了。（S-2009 diary） 

 

這年頭，女人沒有權力當弱者，但是男人卻同時希望女人不要有自己的想法。（S-2010 

diary） 

 

公公很愛說負向的話＞忽視+忍耐。整理臥室＞收嬰兒床＞擦拭窗檯。跟老公溝通

我其實活得沒有自信>不快樂。覺得自己對家的付出完全沒有人在意。覺得自己沒

有用。覺得孤單……唉～我不喜歡天天回婆家吃飯＞有壓力……這時候就會很後悔

沒去上班。（S-2010 diary） 

 

長輩都是好意，但是回嘴解釋就不對了，也讓老公難做人……不聽話，為何要聽話

呢？？哈哈！我是全世界唯一敢反抗公公的人，吃了熊心豹子膽。唉～我是白目的

媳婦，注定不得人疼， 我要學老公，學習聽到不想聽的話時，把耳朵關上，把嘴

巴閉上。（S-2011 diary） 

 

有那麼一瞬間，我會懷疑是婆婆故意要她妹妹來給我難堪呢，因為她說我不煮飯日

子應該過很閒，說到我傷心處了呢，但是我還是笑著。最近回婆家，我已經不是很

愛說話了，言多必失，不如安靜。不過，我還是覺得我有錯，我認為媳婦是該談笑

風聲的，可惜那是理想，不是事實。（S-2011 diary） 

 

（四）小結 

Mezirow 的轉化學習理論雖然清楚說明個人觀點轉化的歷程，但是卻

過於強調個人內在思維的轉變，而忽略了情境因素對於個人學習轉化歷程

的影響。由 S的案例探討可知，其身處的環境結構，包含婚姻的限制與家

人的期待，往往是造成 S負面情緒與壓力的來源。由於 S是屬於情感型的

學習者，如果缺乏情感上的支持，便會阻礙轉化學習的發生。 

Mezirow（1991）曾建議，教育者必須協助學習者確認必須解決的特

定問題、該問題的症狀以及它所引起的痛苦；在轉化學習得以發生之前，

也必須先處理會對行動產生阻礙的強烈情感。本研究發現，阻礙成人轉化

學習的情緒或情感，包括痛苦（心理的不舒服）、恐懼焦慮、挫折，以及

敵意（對於被羞辱、被貶低人格、或被降低地位所產生的反應）。這也解

釋了為何同樣參加媽媽讀書會，討論彼此面對的育兒難題，可以啟動 B與

T 的批判反思與觀點轉化，但對 S 則可能無效，因為儘管 S 或許經由一個

新觀點或取向的呈現，在相當不為人知的情況下引發自我反思，但卻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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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到強烈負向情緒的阻隔，而使其反思無法導致真正的轉化。尤其是當

S 感到自我能力被剝奪時，那麼危機也不會帶來批判性自我反思。轉化學

習過程可能會在危機出現後的某個時間點開始進行，但是只有在安全保障

與自信恢復時方為可能。 

本研究發現，如果全職媽媽在遭遇困境後產生的情緒未能被表達或與

人分享，便會繼續陷入情緒中，而無法進展到批判反思的階段，像 S就是

一個明顯的案例。因此，透過舉辦媽媽讀書會，加強 S與人分享的機會，

其互動關係也會觸發轉化學習，從 S的日記中也可看出，讀書會所帶給她

的正面效益是最大的。只不過，改變後的新觀點仍需要家人朋友的理解與

支持，若缺乏這一層正面的社會互動，新觀點很容易就枯萎（研究者去上

班後，媽咪讀書會被擱置，也使得 S的新觀點無法持續發展成為實際行動）。 

站在成人教育的角度，面對像 S這樣的學習者，研究者認為必須「先

處理心情，再解決問題，傾聽就是愛，瞭解中有醫治」，由此也可增進學

習者改變的意願。本研究發現，批判反思絕不只是單純的個人理性思考，

其思考內容會受到學習者背後的社會文化背景所左右，因此有必要從涵攝

於我們內化結構的社會文化情境脈絡中，去理解轉化學習的阻礙因素。 

 

第四節 全職媽媽母職意義觀點的轉化學習模式 

 

角色的改變，使得女性生涯發展歷程增加更多的不確定性，也影響到

其自我概念。Meyers（2001）認為，母職選擇不僅扣連著女性的性別角色

認同，同時也深深影響女性如何看待自己；簡文吟（2002）研究發現，在

有了小孩之後，女性比男性在生活與工作上受到更多影響；潘淑滿（2005）

則指出，走進婚姻是女人學習改變角色的開始，成為母親是女人角色革命

性翻轉的關鍵。顯示女性在生活中所扮演的多元角色，導致其發展過程與

任務充滿了特殊性與變化性，這是女性發展的現實問題，也是一種必要的

轉化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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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否定自我轉化為快樂媽媽的 B 

Mezirow 將生活危機（life crises）視為激發個體批判反思的重要關

鍵，也就是觀點轉化過程中的觸因（trigger），導致個體無助感或喪失自

尊，從而發生自我檢驗，生活危機是朝向轉化學習的起點。而 B在母職實

踐的過程中，便遇到自己無法處理好的育兒挫折與生活危機，導致 B邁向

轉化學習的發展歷程。 

本研究應用 Brookfield（1987：26-28）批判思考的五個階段，來分

析 B 的轉化學習案例（見表 19）。B 曾遭遇老大生重病又得腸病毒，加上

配偶都不主動幫忙、自己也累倒的事件（觸發事件），導致 B心中產生「自

己是差勁媽媽、失敗者」的無助感（評價階段），甚至帶著老大離家出走

回娘家住了三個禮拜，這種「自我否定」的排斥期更持續了一陣子（探索

階段），直到 B與配偶計畫懷第二胎，B才將老大送去保母家（發展替代觀

點的階段），使得「排斥期」的狀況逐漸好轉（整合階段）。 

綜合分析 B 的轉化學習案例，可發現 B 的「母職實踐」，主要是透過

閱讀書籍與自我反思來形成「母職學習」，而參加正式的親職課程、媽媽

讀書會等「社群學習」活動，則觸發其進一步的「批判反思」與「母職轉

化」，也讓 B 走出原先封閉的不快樂狀態，從否定自我轉化為快樂媽媽。

本研究採用 Nvivo 8.0 質性軟體工具分析 B 的訪談文本，依據其 12 個自

由節點，繪製出 B的母職轉化關係圖（見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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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B的批判思考之五個階段與轉化學習歷程 

批判思考之

五個階段 

觸發事件 評價階段（a phase 

of appraisal） 

探索階段（a phase of 

exploration） 

發展替代觀點的階段（a phase of 

alternative perspective） 

整合階段（a phase of 

integration） 

B 的轉化學習

歷程 

哈 利 生 重

病 又 得 腸

病毒，加上

配 偶 不 主

動幫忙，導

致B自己也

累倒 

B 評價自己是個差勁

媽媽與 looser 

否定自我，B認為自己不

適合當全職媽媽，在自

我檢驗的過程中，上網

尋求親職作家汪培廷與

其他媽媽的意見 

B 與配偶有計畫懷第二胎，配偶與

B 都不再堅持必須全職照顧孩子，

而把哈利送去保母家 

學會照顧自己的心，B 認

為全職媽媽必須先快

樂，才會有快樂的孩子 

階段分析與

說明 

導 致 不 舒

服 或 困 惑

的 意 外 事

件 

自我檢驗，或是確認

及釐清所關切的事

項 

試著解釋在評價階段中

所發現的矛盾，或是研

究新的思考及行為方

式；也會因此接納新的

想法，並且尋求新的處

事方式。這個階段等同

於意義觀點的過程反思 

試驗新的思考或行動方式；可能選

擇保留最原始的信念或假設，或是

稍加改變以適合新情境。意義基模

可能在此階段有所轉化 

 

涉及到信念與假設的轉

化，學習會產生某種終結

感，整合後可能會有具體

可見的行動發生，或是完

全屬於內在運作的過

程。若在此階段修正了幾

個意義基模，便可能產生

意義觀點的轉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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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B 的母職轉化關係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原生家庭的教養觀（原生家庭），加上配偶支持與經濟允許（背景條件），讓 B 選擇成為全職媽媽（母職抉擇），由此決

定其親自照顧孩子的方式（母職實踐），其中也包含 B的育兒挫折以及被孩子綁住的不自由（母職困境），因此觸發 B尋求網

路資源（依賴媒介）來解決問題，以及與網路社群的交流（社群學習），而引發 B的轉化學習（母職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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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舊有母職意義觀點難以轉變的 S 

    在 S的母職實踐過程中，主要經歷了幾個重大的生活事件與轉變，包

括短暫擔任兼職保母的經驗、用心組織媽媽社群卻遭誤會中傷而離開、從

主張人本主義到責打小孩等。前面曾探討過 S的自我覺察與批判反思，都

較停留在思維層次，卻極少產生實際行動。因此，本研究試圖挑選以 S轉

變的行動經驗為角度，反過來看其意義觀點是否也有所轉化。 

 

（一）母職即迷思--照顧孩子優先於其他工作 

S 在偶然機緣下看見社區徵求兼職保母的訊息，S 想說能增加外快又

可同時教育小孩，而前往應徵也獲錄用。不過，公公卻不認同 S去當保母，

好像這是件丟臉的事，加上 S顧慮小妙麗吃醋的心情，以及自己太累需要

休息的情況下，只做了四天兼職保母。 

昨天應徵保母的媽媽，有回電話給我了，老公對於我去當保母非常不以為然，不過

只有半天而已，反正閒著也是閒著，我就可以兩個小孩一起教了，不然只教小妙麗

常常都會偷懶。（S-2011 diary） 

 
公公非常不認同我去當保母這件事，一直質問我，是不是我老公沒給我錢花？還是

我花不夠？感覺上，好像是我去做了一件丟他們家臉的事，讓我昨晚上心情不是很

好……老公太天真了以為他爸媽會認同，可以讓小妙麗有玩伴，又可以賺小小外

快，我覺得沒什麼不好，要是我爸媽，早就叫我去上班了。（S-2011 diary） 

 
我照顧的小 BABY，今天開始發燒……小妙麗也因此延遲午睡時間……我也無法哄

睡小妙麗，把小 BABY 洗好澡時，一不注意，小妙麗竟然抓了小 BABY 的臉，留下

兩道紅紅的痕跡，好心疼喔，可是我知道小妙麗是吃醋了，其實我可以讓她不要吃

醋的……只好回來多多安慰小妙麗了。（S-2011 diary） 

 

我好累喔，我知道我真的是需要休息了，晚上回婆家小妙麗又哭鬧，後來才知道是

她沒睡飽，婆婆以為我今天沒去帶小孩，是我辭掉了……（S-2011 diary） 

 

從這段經驗敘述中，可發現 S是以「教育小孩」為前提而擔任兼職保

母，卻也是因考量「無法兼顧小孩」而辭掉這份兼差工作，顯示 S的母職

意義觀點，仍然是將照顧孩子的優先次序，擺在其他工作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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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母職即母教--組織媽媽社群相互學習 

前面曾敘述過社群學習對於全職媽媽觀點轉化的重要影響，而現代的

全職媽媽與傳統不同處，便在於藉由資訊科技等網路媒介組織社群或參加

媽媽活動，將自己帶出家中。如 Stone（2007）所述，這群女性離職後的

生活方式，並不侷限於家庭照顧，而是改將自己的專業發揮在與孩子相關

的環境中，仍然維繫住自己的個人與社會資本。 

 

1.創設媽媽社群，增進親子知能 

至於全職媽媽社群不僅活動於網路上，在實體生活中也集結彼此力量

成立社群，共同教育小孩，T 便提到自己參與「某某好媽媽俱樂部」網路

家族的創始過程。 

S與D一開始是想參加別的媽媽所組織的PG，但大部分都有人數限制，於是S決定

自己組一個區域性的社群，剛開始是以戶外PG為主，而且傾向於孩子知識學習這

塊領域，後來漸漸成為一個媽媽社群聚集的平台。（T-20110602訪談記錄） 

 

而全職媽媽的社群生活，每天都排滿活動，且忙得很有意義。擔任「某

某好媽媽俱樂部」家族長的 S，希望藉由舉辦各種社群交流活動，增進全

職媽媽的母職知能，S覺得能夠找到志同道合的媽咪夥伴非常幸福。 

這周很忙呢，星期三要參加繪本，星期四是媽咪讀書會，連星期五都還要去動物園，

複習一下今天上的動物課。哈哈，全職媽媽真忙呢，而且是忙得有意義。（S-2009 

diary） 

 

最近看一些書，感觸很深，星期一還有媽咪讀書會，下周是很忙碌的一周呢，忙歸

忙，還是要好好陪小妙麗最實在啦，畢竟我的生活，就是為了要好好照顧她。（S-2010 

diary） 

 

現在幾乎每天都有固定活動了，除了星期四真是忙碌阿，希望能有收穫，希望我不

會忘記當初參加PG的初衷。（S-2010 diary） 

 

奶娃讀經班第一次上課，一切順利喔。希望可以一直進行下去，我希望可以讀到我

最愛的莊子，還有老子，有好多希望，能找到志同道合的媽咪，真的是緣份啊。（S-2010 

diary） 

 

老公都笑我說，我很忙，好像事業做很大，哈哈，也是啦，有好多 pg 耶，有室內

pg，有戶外 Pg，有媽咪讀書會，還有四月要開始的英文 pg，還有媽咪下午茶，還

不包括繪本課，真的是有點小忙耶。不過真的很幸福，能夠認識那麼多媽媽。（S-2010 

di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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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媽媽社群身懷絕技，無私付出貢獻所長 

全職媽媽自行設計PG活動，採取每週輪流認領課程的方式，同時也相

互觀摩與學習。S相當看重PG的品質，並將其視為自己（家族長）的職責，

S指出媽媽們願意無私貢獻所長，是一種愛的循環。 

看了其他媽咪的ＰＧ，我覺得我的ＰＧ太少東西了，下次要再說服其他媽咪，讓我

再加入一些東西，哈哈哈，我一定要用的很豐富。（S-2009 diary） 

 

今天是學AB，我剪的紙板字卡，剛好給沒準備的人用，真的很感謝有些媽咪，她

們真的很用心，還幫我準備律動，還有CD，還寫大字報，能有她們加入，真的是

大家的福氣ㄚ。畢竟我們不收費ㄚ，若能持續下去該有多好呢？希望可以持續下

去。小妙麗，以後就有很多學伴了，何時小妙麗才能融入團體中呢？（S-2009 diary） 

 

L媽咪很用心喔，即使自己小孩沒來，仍然很用心準備，還帶來的貴深深的力豆力

豆及光筆，還幫大家準備教材寫大字報，真是很用心耶。我今天講故事也是很用心

喔，哈哈，準備了一些道具，希望小孩們有喜歡才好。可惜沒照到相片，每次PG

我都很忙，也不知道在忙什麼……（S-2010 diary） 

 

還好有這些媽咪，各個都是身懷絕技呢～真是由衷佩服，最重要是大家願意貢獻自

己所會的，更是難能可貴，畢竟在這功利社會中，已經很少看見所謂無私的付出了，

誠如廣告台詞：愛的循環，只需一個起點，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保持呢。（S-2010 diary） 

 

這次出遊，我最感動的是看到媽咪們自動帶手指謠，其實我在一旁看到都想哭了，

或許pg真的是我花很多心力去維繫的事，雖然在小妙麗身上看不到成效，但是至少

在其他人身上有效果啦。其實小孩要的不多，都是媽媽想太多。（S-2010 diary） 

 

3.遠離媽媽家族，從怨懟到感恩 

網路社群不僅給予全職媽媽情緒與生活上的支持，同時也包含著相互

認同、更強化母職信念的功能。而擔任家族長的 S，很希望能獲得大家認

同，卻在舉辦 PG 活動的過程中遭部分媽媽誤會與中傷，當時媽媽讀書會

的閱讀書籍剛好是「遇見未知的自己」，S在看完這本書後有所頓悟，立即

辭去「某某好媽媽俱樂部」的家族長，並離開媽媽家族。 

出門前把家族轉移，雖然很不捨大家，不過也好啦，不要說我戀棧，昨天的書幫助

我很大真開心，是是非非到此為止啦，接下來任務是別的，好好加油了，不過實情

是什麼，唉～別想太多啦。（S-2010 diary） 

 

今天非常忙，累死我了，一堆雜事，當媽媽真是累阿，昨晚根本無法好好睡，真的

是好可怕阿。我的處境是內憂外患，看著鏡中的臉孔竟然有些蒼老，好可怕的長相。

下午差點遲到，又很多第一次的新媽咪，分身乏術了，以前的戰友沒有半個，這個

會場亂七八糟，對上課媽咪，對捧場的媽咪都很抱歉，沒辦法啦，反正都是最後一

次了，無法有好個結尾，也好，也讓有些人開心。（S-2010 di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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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心理上受苦的，不是事件本身，而是我們對事件的想法，和圍繞著這個事件

所編造的故事，一夜無法成眠輾轉反側，心有種被撕裂的感覺，也好，人生不就如

此，對人家好，人家不一定知道，搞不好還對自己有誤解且放大誤解，到頭來都是

我自己不對，社會上的朋友還真的是.......（S-2010 diary） 

 

這個重大事件也讓 S在心境上有很大的轉變，從原先怨懟退縮到一個

人的世界、尋求 SRT 心靈回應療法等專業資源來幫助自己面對，再轉為後

來感謝老天的感恩心情。 

其實很多人誤解我了，以為我很不快樂，我也不想去澄清啦，因為那些都不重要啊，

重要的是：我們都健康快樂，小孩也健康快樂，過去的事就過去了，都是小事。愛

看書的我，沒有那麼愚昧啦，以前可能會在乎誰說什麼，不過現在不在乎了啦，反

而覺得自己應該感恩都來不及了，在乎那些徒增困擾……（S-2010 diary） 

 

以前的 PG，我真的都忽略到小妙麗了，還吃力不討好，還好已經離開，還好老天

爺讓我有離開的緣由，不然我無法想像，當我醒來，我會有多後悔呢。（S-2010 diary） 

 

我剛發現新竹 2266 她們媽咪讀書會也有讀這本書耶……哈哈真開心，畢竟她們是

PG 的始祖ㄚ，可惜我無法堅持繼續辦 PG，感謝之前的家族的媽咪朋友們幫我繼續

圓這個夢……（S-20110624 版上留言） 

 

（三）從人本主義到開始責打小孩 

面對每天教養小孩的難題，全職媽媽的教育觀可能隨不同階段有所轉

變。像 S就從原先秉持的人本主義思想（不打孩子），轉而開始責打孩子，

在轉變歷程中，S 從見不得別人打孩子，到打算打小孩屁股，轉變為開始

打小孩，先質疑聽話的必要性，認為小孩不聽話是大人主觀的想法（內容

反思），並形成「小孩不聽話等同於有主見」的意義觀點，接著質疑真的

要打孩子？這樣打孩子好嗎？（過程反思），再進一步推論到容易引發自

己生氣的事項（前提反思），來檢視自己打小孩的真正用意與必要性（見

表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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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S 的教養觀點轉化與反思層面 

S 的教養觀

點轉化層面 

內容反思 過程反思 前提反思 

 

 

見不得別人

打小孩 

上周很皮的小朋友，這周還是有出現……

看他媽媽也是有管他們，只是他們管不

動，這種年紀不是要他們乖乖坐好就會照

作的，最後就是被他媽拖出去打……他的

小小心靈應該搞不懂為何被打吧。（S-2010 
diary） 

我是很想衝過去說不要打小孩，我寧願上

課受干擾，但是我還沒有這樣做，我想想

還是算了，那種媽媽應該不會理解我的用

意吧。（S-2010 diary） 

打，只是大人情緒的發洩，真的能教導小

孩嗎？我看未必吧，只是當下情緒的出口

而已。（S-2011 diary） 
 

 

打算打小孩

屁股 

對小妙麗的態度，我開始要嚴格了，不然

都不聽話，真是麻煩……（S-2011 diary） 

 

 

其實也是我累了，好好講都不聽，我跟她

說：再亂丟東西，就要打小屁股了，因為

她是慣犯了……（S-2011 diary） 

 

下次我打算，她再亂吐東西，我也要打她

小屁股。可是這樣做好嗎？雖然我可以控

制力道，但是這是最後殺手鐗了？真不想

使用呢……（S-2011 diary） 

 

 

 

 

 

開始打小孩 

小妙麗最近很皮，回到家又吐飯，又將養

樂多打翻，所以打她小屁屁，可是不會痛，

她也不知道怕，睜著眼睛看著我，似乎很

疑惑一樣……（S-2011 diary） 

又要跟小妙麗解釋半天為何要打她，真是

有夠累，虧我今天還去書店看了有關父母

EQ 的書，看再多都沒啥用阿……我覺得我

對小妙麗兇的話，事後都還是需要跟她好

好講一次生氣緣由，不想破壞好不容易建

立的依附感或是信任感……（S-2011 diary）

打罵小孩其實往往是大人在發洩自己怒氣

----就是我自己啦。（S-2011 diary） 

 

小妙麗就寢時間到了，又在吵要吃東西，

還一邊吃一邊玩，先惹火了我，又惹火了

老公，小妙麗不知道爸比已經很生氣，還

在笑嘻嘻，最後就是被打小屁屁，還有玩

具被沒收……（S-2011 diary） 

不聽話的小孩，是老公最不能忍受的，而

聰明的小妙麗就是不愛聽話呢，她太有自

己想法了。（S-2011 diary） 

我知道我最容易生氣的時候是：1.地板被小

妙麗弄髒時2.小妙麗吵要立即抱抱3.不乖

乖刷牙，拖延時4.不好好吃飯時，一下要吃

一下不吃。（S-2011 diary）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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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S的母職轉化與關係歷程 

綜合分析S的轉化學習案例，可發現S的「原生家庭」與擔任護士的「背

景條件」，皆影響到其「價值信念」，曾擔任護士的S堅持採取親密育兒

方式，強調必須立即滿足小孩需求，將小孩照顧得無微不至；因為自己家

庭的破碎經驗，以及看見哥哥未被母親照顧到的成長歷程，S認為必須親

自帶小孩才不會像哥哥一樣誤入岐途，而影響其「母職抉擇」，也就是不

顧家人反對，辭去護士工作擔任全職媽媽；而其「價值信念」又進一步形

塑「母職定義」，也就是偏向Oakley所指的傳統母職觀，認為「凡子女都

需要母親」。研究者常聽到S說：「小孩還是需要媽媽照顧，沒有媽媽照

顧不行」之類的話語；而這樣的「母職定義」也決定了「母職實踐」，在

實踐母職的過程中，又包含了S的「母職學習」與所遭遇的「母職困境」，

這些也都觸發「批判反思」的形成。 

另外，S藉由參加講座、自我閱讀與反思來進行「母職學習」，以及

參加網路家族舉辦的媽媽讀書會等各式活動獲得「社群學習」，儘管S的

批判反思往往前後來回、立場反覆不定，但仍觸發了「母職轉化」。只不

過S往往經歷「內容反思」和「過程反思」，在「前提反思」這個層次上，

自己僅提出質疑卻無定論，或賦予自己的母職實踐一個清楚的詮釋。因此

其轉化僅停留在知識學習的層次，較無產生實際行動的轉變。分析S轉化

學習所遇到的阻力，主要受當下的情緒影響居多，加上家人的期待也造成

S的壓力，並產生較多負向詮釋。本研究採用Nvivo 8.0質性軟體工具分析 

S的訪談文本與網路日誌，依據其13個自由節點，繪製出S的母職轉化關係

圖（見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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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S 的母職轉化關係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原生家庭的教養觀（原生家庭），影響 S擔任全職媽媽（母職抉擇），且不願重蹈父母覆轍而非常重視教養（價值信念），

也形塑 S認為孩子必須親自照顧最好（母職定義），並決定其密集母職觀和親密育兒方式（母職實踐），其中包含 S要求自己

必須不斷學習新知（母職學習），甚至組成媽媽家族一起交流學習（社群學習），經由媽媽讀書會的討論而觸發 S的批判反思，

並觸發 S在母職意義觀點的轉變（母職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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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職媽媽成為自我洗滌與轉化歷程的T  

T 從最初不清楚怎麼當母親、在母職實踐中努力釐清自我、到後來發

現「愛是生命的答案」。T表示當媽媽是讓她變成熟、更瞭解自己的重要歷

程，也讓她從如何帶孩子到反思如何當個好大人（也就是母職即母教的觀

點）。擔任全職媽媽，讓 T必須去檢視與處理自己與母親的關係，以及反

思過往的成長經驗與自我價值信念，母職實踐觸發了 T的批判反思，並形

成自我洗滌與轉化的過程。 

我覺得母親這個角色是要建立在完整人格的基礎上，當媽媽我不覺得是我在教育孩

子，是我被教育，我先接受了自己的不完美，與自己的不完美能和平共處之後，才

有能力讓自己更完整，更成熟…（T--某某好媽媽版上討論） 

 
我覺得當媽媽必須做好充足準備，持續自我成長，這樣當孩子想跳想飛的時候，才

能給她最好的支持。（T-20110602訪談記錄） 

 

今天是我當媽媽滿五年，我為自己這五年來的付出努力與勇氣感到驕傲。祝福我接

下來的人生，更有能力、活力與魅力（T-20120309 網路留言） 
 

綜合分析T的轉化學習案例，可發現「原生家庭」是造成其「母職困

境」的主要來源，因為T自小就被工作忙碌的雙親忽略，缺乏可學習的媽

媽典範，導致T不清楚應該如何當媽媽，在老大兩歲前，T都處於混亂期，

並且與孩子的關係很糟；但T一方面又想自己建造完整的家庭，所以選擇

繼續擔任全職媽媽，也由此觸發T的「母職學習」，使其產生自我力量來

轉變，尋求各種資源包括閱讀書籍、觀摩他人等方式來學習怎麼做一個「好

媽媽」，進一步形塑其「母職定義」，也決定了T的「母職實踐」。而這

樣的「母職學習」則觸發T的「批判反思」（進行「前提反思」，發掘自

己思維與行為的根基，主要是受原生家庭影響），而形成「母職轉化」。

本研究採用Nvivo 8.0質性軟體工具分析T的訪談文本，依據其8個自由節

點，繪製出T的母職轉化關係圖（見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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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T 的母職轉化關係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原生家庭的破碎與成長經驗（原生家庭），造成 T缺乏母親典範的混亂（母職困境），由此觸發 T閱讀書籍與觀摩他人來

瞭解母親樣貌（母職學習），以此形塑自我認同（母職定義），決定 T 參考蔡穎卿等母親職責的實踐方式（母職實踐），並觸

發其觀照內心，意識到自己從小缺乏愛與不滿足感（批判反思），因而母職成為 T自我洗滌的歷程（母職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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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Knowles（1990）以「重要時期」來詮釋成人生活中的重要變遷，本

研究中的三位全職媽媽，在母職實踐中都遇到不同的挫折，這些重大事件

也威脅與挑戰三位女性擔任全職媽媽的舊有意義觀點，在意義觀點所構成

的自顯生活世界中，一旦發生某些事件挑起某些疑問，使得原先被視為理

所當然的意義觀點產生動搖時，生活世界的架構與運作遂面臨痛苦的威

脅，也促使其深刻質疑自我價值，甚至威脅到個人的自我感。三位全職媽

媽因此理解到過去被限制的知覺，進而探索新的觀點或行動，其中 B 與 T

並產生觀點轉化，而 S則是經歷一些心理上的痛苦或焦慮，但仍選擇停留

在原有的意義觀點中。 

生育確實是女性生涯中的重大轉捩點，承擔母職經常引發認識觀上的

革命，McMahon（1995）歸納過去研究發現，女性在成為母親後皆產生顯

著的個人變遷，因為女性在成為母親後，才重新評估自己的角色。依據

Mezirow（1991）的觀點，因為刺激，讓人固有的意義基模（meaning scheme）

與意義觀點（meaning perspective）產生扭曲，無法對此刺激的意義進

行解釋，於是產生失去方向的困境。而懷孕生子對女性來說，不論在心理

或身理上都是一種刺激，如 T所述，擔任全職媽媽是自我洗滌的過程，也

開啟了轉化學習的空間。 

只不過，在轉化學習的過程中，可能經歷許多混亂、挫折與掙扎，如

前面所述，母職困境與家人期待造成全職媽媽負面的自我概念。S 描述生

小孩後常常被家人嫌棄，希望她能去上班分擔家計，裡頭也隱含著「沒有

工作就失去產值」的概念，而 S自己卻認為「去上班=自私」。據研究者瞭

解，S 的意義觀點其實包含著很多層次，像是「去上班=不顧家庭」，以及

「上班比較輕鬆、帶小孩比較累」的想法；但主要的癥結點，還是來自於

S 與配偶之間的不平衡與計較心理（彼此都認為對方比較自私、認定對方

做的事比較輕鬆），也就是較「看重」自己的付出。 

B 也曾因家務分工問題而與配偶有所爭執，顯現在家庭中的工作該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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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分配，向來就是個難以解決的議題。就算在職場中，我們也會遇到同工

不同酬的狀況，或是計較誰做多誰做少的現象，因此真正需要調整的或許

是「心態」，也才可能改變現狀。B後來因參與親職課程而有所發現與轉化，

也打開不同的思考視框，當 B把家庭觀也放進個人觀點時，便從原本「注

重計較」轉為「如何合作」的思維，自己先改變了，配偶也自然有所調整。 

    至於 B受過去就讀哲學系影響，思維屬相對理性，因此只要改變認知

架構，行動就轉化了。但 S則較受情緒影響，認知的內容往往敵不過情緒

感受的變化，因此也不容易產生轉化學習。不過，這也可能與 S承受過大

的壓力範圍有關，蔡文輝（1998）提到在一個家庭中，至少包括家務、養

家、育兒、教育子女、性角色、親屬、娛樂與慰藉角色等八項重要角色。

若負荷上述角色過重，將可能使個人在責任上、工作職務上及情緒上感受

極大的角色壓力，而導致難以承受的困境。從 S的敘述可知，其母職困境

主要來自與公婆的相處、家人的角色期待與要求，以及無法獲得家人肯定

與信任，往往造成 S 的挫折感，認為自己不是夠格的「好媽媽」，可見在

母職角色的學習上，言語肯定與情緒支持的重要性。 

根據 S舊有母職意義觀點難以轉變的現象，也讓本研究更加確認，潛

在的情緒因素常是主導理性思維的重要角色。Mezirow 宣稱的批判反思能

力，或許並非真的扮演著那樣唯一關鍵的角色，真正具有影響力的常是那

些無法訴諸於文字、潛藏在意識層次下的情緒因素。 

 

（一）生活危機觸發全職媽媽的轉化學習 

Mezirow（1991）指出，處於被威脅的生活世界中的個人，可能會因

此理解到過去被限制的知覺，進而探索新的觀點或行動，而產生觀點轉

化，或經歷一些心理上的痛苦或焦慮，而選擇停留在原有的意義觀點中。

以 S為例，其母職轉化僅停留在反思層面，也就是意義基模的些許鬆動，

以及確認原有的意義觀點，但卻仍未觸及前提反思。而 B最常出現「過程

反思」，也就是思考處理問題經驗的方式以及解決問題的策略，並由此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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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轉化學習。至於 T則有顯著的個人變遷、觀點轉化與行動，也就是更理

解自己原有的意義觀點，並發現其原先假定是扭曲、不可靠、不合理時（例

如 T 怪罪與埋怨母親沒有好示範），其反思才會導致觀點轉化（而恢復母

女關係）。 

當新角色期待與前一個角色期待不盡相符時，自然會產生一些壓力問

題，而這種角色的轉變，需要經過學習才能調適。像 T在初為人母時無法

接受生活上的劇烈轉變，心理情緒產生很大的波動，她表示自己對於母職

樣貌沒有任何想像，因此不知該如何實踐母職。如同 Mezirow 所述，當我

們面臨生活重大事件或兩難抉擇時，此觸發事件亦能夠引起反思，包括批

判原有的假設，透過批判來檢驗它的原由、性質和結果。而 T的母職經驗，

則觸發她去重新理解自己的成長經驗，並獲得賦權且更能以寬廣完整的觀

點，對生命處境有所回應或產生可能的行動。 

以三位研究對象的轉化學習歷程來看，S 是在不同階段之間來來回

回，T 則是在同一個時間內經歷一個以上的階段，唯有 B 較偏向完成一個

階段後，才移至另一個階段。當 B發現母職期望與母職經驗之間的矛盾時，

便面臨了第一個階段—否定（disconfirmation）；緊跟在這種認知的後面

是混亂、不舒服與伴隨混淆而來的信心危機；接著是過渡期（a transition 

phase）的問題確認，如此導致了探索階段（an exploration phrase），

產生頓悟及信心的共同協作與開放式活動；再來進入到反思階段，然後重

新定向（reorientation），可能會有重大頓悟或綜合經驗；接著是分享發

現（sharing the discovery），最後是均衡（equilibrium）階段。 

 

（二）質疑假設是觀點轉化的核心 

對 S來說，寫日記是一種自我表達的工具，特別是用來表達 S無處可

訴的思想和感受。觀看 S的日記文本，可發現其自我分析或反思的敘述，

都隱藏著 S的信念與假設，以及背後所呈現的主體性。 

依據研究者在社區大學的教學經驗，發現某些成人學習者總是會頑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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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固守著意見、價值與信念，當面對研究者質疑其假設是否正確時，有些

學習者甚至會出現捍衛機制來保護自己的信念，而無法產生改變的意願。

研究者發現，要成人察覺及質疑其基本假設的困難，在於這些假設潛藏著

他們的主體性（identity），此時與他人互動以及社群支持，便是使成人

持續進行批判反思的重要關鍵。而家庭的角色和朋友也是同等重要，在本

研究中，表態不支持 S的配偶或公婆，便可能會促使 S在心理上，不斷從

批判反思的過程中退回原地。 

社群的支持，協助成人打破自己的詮釋架構。透過媽媽讀書會的交

流，傾聽別人如何看待一項議題，也可為自己提供一個不同的觀看角度，

在此立足點上，全職媽媽便較可能質詢自己的基本假設。當全職媽媽可以

從不同角度考慮自己面臨的問題，就可能對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的看法，當

這些不同的看法整合在一起（ex.反思過程），就可能對這件事創造出新的

觀點。 

事實上，質疑假設是轉化學習理論的核心，Brookfield（1987：30）

把 質 疑 假 設 的 過 程 描 述 為 「 心 理 上 的 爆 炸 （ psychologically 

explosive）」，在三位全職媽媽的觀點轉化歷程中，也存在著這種心理爆

炸，包括底下三個過程： 

 

1.使假設變得清晰 

要慢慢瞭解到自己的根本假設，本身就不是件容易的事。有些人可能

從未弄清楚過自己的假設，但修正的事件仍然會發生；也可能有些人會很

快地意識到有些事是錯的或前後矛盾，在不加思索的情況下予以改正；有

些人或許也會對其他人的價值與情感產生反應，卻沒有在過程中進行有意

識的思考。 

 

2.質疑假設的來源與結果 

此想法出於何處？與朋友共同討論或許能把個體的焦點對準這些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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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堅持一項假設的結果，可能比追究一項假設的來源更易於敘述。 

 

3 質疑假設的有效性 

這個假設正確嗎？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個體就得選擇拒絕或修正該假

設，因而產生觀點轉化。 

 

（三）全職媽媽母職意義觀點的轉化學習歷程模式 

依據 Mezirow（1991a）的反思行動歷程，個人要進入觀點轉化階段，

其中的重要關鍵在於反思和批判思考，而本研究將其反思行動的歷程圖，

整合個人（如成長經驗、教養觀）與社會文化（經濟環境、家人態度）等

情境因素，並加入「母職抉擇」到「繼續當全職媽媽」的歷程，整合成為

全職媽媽母職意義觀點的轉化學習歷程模式（見圖 8）。本研究強調應納

入個人歷史和社會文化因素，並關注於全職媽媽個人（如過去的信念、受

教背景、改變意願）與所處環境的情境因素（例如家庭結構與社群支持）

在其轉化過程中的影響。 

此理論架構強調，當女性面對兩難困境必須「做出選擇」的那一刻，

便已透過一連串的自身詮釋與提問，甚至修正原有的意義架構，產生觀點

上的轉化。因此轉化學習的重點其實在於「選擇」，也就是應該探討「如

何選擇」以及「為何做這樣的選擇」。因為當心中所期望或所想的，與現

實不同或者有落差時，勢必會產生極大的不滿足感。而女性在經歷母職抉

擇時，主要受到個人成長經驗與教養觀、經濟環境與家人態度等情境因素

影響，並且經由反覆的提問與詮釋，以及反思性對話，來形塑或轉化自己

的母職意義觀點，最後確認自己成為全職媽媽的身份與價值（也就是透過

社群支持所強化的自我認同）。認知過程可能同時帶來認同的轉換，並做

出具體行動的選擇。依據女性專長、興趣，經濟條件與家人、社區與社會

的支持狀況，也會產生不同程度的轉化學習。如同 Johnston 與 Swanson

（2007）所形容，這種自我認同的轉換策略如同一種「認同的特技」，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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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透過不斷地思考與自我說服，練習解釋與說明「親手從事」母職的重要

性，不斷地操演認知，才能達到再次自我認同與自我肯定的境地。 

 

 

圖 8：全職媽媽母職意義觀點的轉化學習模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8 主要是從新的角度「選擇-行動」來建構女性轉化學習的歷程，

包括受個人成長經驗與教養觀、經濟環境與家人態度影響而產生的詮釋與

提問，以及透過自我反思或社群學習所促成的反思性對話，其中可能經歷

母職的內容、過程或前提反思，而產生意義基模或意義觀點的轉化。 

全職母職的抉擇— 

繼續上班或回家帶小孩？ 

詮釋與提問 

反思性對話 

母職內容反思 母職過程反思 母職前提反思 

意義基模的轉化 

原生家庭的

成長經驗 

經濟環境與

家人態度 

自我反思 社群學習 

意義觀點的轉化 

繼續當全職媽媽--

母職實踐與行動 
社群支持 自我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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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現代母職的多元樣貌與成人教育意涵 

 

本研究起源於研究者擔任全職媽媽的親身經驗與現象觀察，主要關注

於臺灣社會似乎出現如Stone（2007）所述的「傳統新女性」，意指一群高

教育程度，且擁有職涯發展潛力的專業女性，卻紛紛在生子後選擇退出職

場的現象，美國媒體以「新傳統主義者」和「寧靜罷工」來形容這群現代

的全職媽媽，並指稱她們性別態度保守、是女性主義與婦運的反挫。 

本研究發現，隨著少子化時代的來臨，加上全球競爭激烈的工作環

境，女性選擇離職回家照顧孩子，並不能單純地以父權結構或性別分工角

度來分析。在社會賦予職業女性的地位高過家庭主婦的情況下，即使是一

些重視就業超過家庭的女性，某種程度可能只是在附和社會主流價值，並

不一定是在挑戰傳統性別角色。本研究關注從「工作職場」轉為「全職媽

媽」的女性，如何在家庭結構的限制下，積極尋求在母職與自我之間的平

衡，並創造出新的現代母職意涵。 

事實上，全職媽媽比職場女性更具有空間和時間來學習，也更重視母

職角色與孩子的心靈成長。現代的全職媽媽會把自己在職場擁有的專業，

發揮於家庭或社群中，比傳統家庭主婦更願意走出家中，甚至擁有強烈的

學習動力，值得現代社會關注，並具有實質的成人教育意涵。 

 

一、現代女性比傳統女性多了母職選擇權 

根據李宜芳（2010）針對「寶貝家庭親子網」（Babyhome）的全職媽

媽家族成員之研究發現，越來越多現代女性「自主地選擇」退出職場，她

們認為自己的決定為孩子和家人帶來更美好的生活。離職後，她們認知自

己成為「專業媽媽」，而不只是「家庭主婦」。現代女性選擇以「全職媽媽」

而非「家庭主婦」來命名自己的角色，此轉變呈現了在少子化年代「以孩

子為重心」的社會發展趨勢。如T所述，全職媽媽的重點在於「為了孩子

成長」，而家庭主婦則是「為了家庭」；B則指出，全職媽媽不僅得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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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照顧小孩起居，另外還承擔了教養小孩的職責。S則是期許自己成為「專

業媽媽」，必須親自帶小孩才能達成目標。 

由三位全職媽媽的母職意義觀點可知，現代母職已有別於傳統母職，

現代女性比傳統女性多了「母職選擇權」，也就是在經濟允許的前提下，

可自行選擇要去上班或回家照顧小孩；相對地，多了這個「選擇權」也意

味著現代女性必須同時承受「肩負家計或工作賺錢」的家庭期待。而在家

務分工的部分，儘管B與T都是全職媽媽，但仍舊聘用家事清潔員定期到家

裡打掃，也顯示家庭主婦這個稱謂，已逐漸轉為「以照顧孩子為重心」的

「全職媽媽」，顯示全職媽媽重視育兒勝於家事，家事可以外包，但育兒

卻不行。T表示，雖然配偶希望五天都請打掃阿姨來整理，但T卻不願意且

堅持親自做部份家事，她說配偶只想看到家裡環境乾淨整潔，卻不瞭解做

家事的背後還隱藏著教育孩子的意義。 

 

二、以親職取代母職，男性也需要參與 

隨著少子化趨勢，現代父母越發重視孩子的「教」與「養」的品質，

男性若希望女性擔任全職媽媽，大部分的原因是為了「照顧好」孩子，並

非不想讓女性去工作。加上新聞報導許多保母照顧不當的嚴重案例，讓父

母更不放心也不願使用托育資源。B曾向配偶爭取返回職場工作，B的配偶

當時質疑B這樣做便是不夠愛孩子，直到B的配偶自己也請了半年育嬰假，

在期滿必須返回職場的當下，意義觀點卻轉為是「犧牲自己（必須上班承

受壓力）而成全B在家帶孩子（較自由自在）」。顯示現代母職已較過去多

了許多自主空間，不再受到父權體制的逼迫與桎梏，而男性願意分擔家務

與育兒工作的比例也逐漸提升，顯示社會已朝向兩性平等的方向發展， 

B 提到配偶會幫小孩洗澡、刷牙、洗碗與接送小孩；從 S 關於家庭生

活的描述，可瞭解現代男性擔當的父職任務已比從前多。即使是全職媽媽

的配偶，都還是樂意參與家務育兒工作，甚至有部分表現比女性還要專業。 

老公會幫小孩洗澡、陪她玩、說故事，家務方面就是我老公偶爾會煮（大部分都還

是回婆家吃），但他煮完後如果我們不吃，他會很不高興。（S-20110705訪談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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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比說：週末是爸比 DAY，要買早餐，要陪小孩玩，要陪小孩洗澡，還要開車 ^^ 落

實 HOLIDAY is the Father'S DAY。媽咪奸笑中，嘿嘿嘿，會出現的場景：爸比餵飯、

爸比陪玩、爸比幫忙洗澡，爸比+一切動詞。（S-2011 diary） 

 

又開始咳嗽，老公用很厲害的方式哄小妙麗吃中藥，比我這個當媽的還厲害，真的

是很佩服老公。（S-2011 diary） 

 
下午我在燙衣服，爸比拿出之前被肢解的動物，演行動劇給小妙麗看（演動物愛挖

鼻孔，亂倒食物，還有一隻恐龍一直想要吃小妙麗的肉），爸比還真厲害，應該說

願意放著趕不完的報告而去陪小妙麗玩。很多時候，重點是一顆心，一顆願意陪小

孩的心。（S-2011 diary） 

 

三、提供親職學習管道，兼顧全職媽媽育兒需求 

從全職媽媽的敘述中，也可發現其對於政府社會的期待。S 定義媽媽

的任務是在照顧未來的主人翁，是國家的福氣，但政策卻不夠體貼具備媽

媽身份的女性，她提到社會對婦幼族群的不尊重，只能先從自身做起，教

育好小孩。  

大部分人對小孩子的要求真的是很高，也一概以結果論，社會對小嬰孩的不尊重、

不諒解、不體貼，誰要生小孩？當然不期望社會為了小孩而改變什麼。（S-2010 diary） 

 

下午去婦幼看剛生完的朋友，又看到好小好小的 BABY，真可愛呢，現在的媽媽幾

乎都是餵母奶呢，真好，是國家的福氣呢，因為未來的主人翁健康幸福，就是國家

的國力呢，我想的真遠呢，政府應該對媽媽好一點才對，可惜竟是一些沙豬政客。

（S-2011 diary） 

 

我想這個城市，從很多地方可以看出，真的對婦幼這個族群不是挺友善的，一個社

會、文化的進步，真的不是一蹴可及的，我想台灣人民可以進步的空間還挺大的，

無法影響他人，只能先從自身做起，還有把小妙麗教好。（S-2011 diary） 

 

從上述可知，臺灣社會除了提供育嬰假、育兒津貼、托育設施等福利

政策外，也應重視全職媽媽的學習需求。本研究引用 On-Kang Huyn, 

Wanjeong Lee & An-Jin Yoo（2002）對於新手媽媽的需求調查，分為工

具性、資訊與情感的三個向度來分析。 

 

（一）工具性的需求 

    全職媽媽必須全天候照顧幼兒，若缺乏父母資源、在沒有人可替手的

情況下，育兒情緒難以轉換。像 B便提到「被孩子綁住的不自由」，全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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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偶爾去辦事或看醫生，其實需要可臨時托育的資源，但許多保母卻沒

法接或不願意，使得全職媽媽缺乏彈性的個人空間，也因而無法考慮兼職

工作。如同汪培廷所述，在孩子三歲前，心裡的「認命」比育兒「樂趣」

來得大多了！此時正是全職媽媽最需要安撫幼兒及家事直接幫助的時候。 

 

（二）資訊的需求 

    在新手媽媽階段，面對新生兒的各種需求，全職媽媽常會感到不知所

措。像 B 與 T 都為了餵奶一事，而上網尋求他人解答與幫助，S 則是自行

閱讀各種育兒資訊，來學習照顧孩子的方式，顯示全職媽媽非常需要有用

的育兒資訊及建議，而現代父母尋求育兒資訊的管道，也轉到網路媒介。 

 

（三）情感的需求 

全職媽媽非常需要他人體會育兒的困難，並給予同理心與言語鼓勵的

支持。如T所述，愛是生命的答案，愛與接納能帶來轉變。全職媽媽尤其

需要家人肯定與社群支持，因為全職媽媽的育兒工作並無實質報酬，只要

一點點肯定就是十足的動力。 

 

1.家人肯定 

S在日記中便述說自己需要的是理解和包容，她認為只要有愛，便可

產生自我改變的力量。下面這些話語也呈現出S內心的思考結構，當努力

獲得肯定與支持，心情變好產生動力，意義觀點也因此轉換。 

老公今天突然說，要感謝我教小妙麗教的很好，我真不敢相信我的耳朵，因為老公

不曾說過……（S-2010 diary） 

 

老公說公公昨天念他，都是我怎樣怎樣，小妙麗牙齒才會不好，他們說脫鈣是因為

我吃不好，又沒給她吃鈣片，老公說他有幫我回答了。畢竟，我的努力，他有看見

吧……（S-2011 diary） 

 

回程突然因為一件事（我對小妙麗說話口氣不耐煩），而跟老公抱怨很多事。老公

破天荒沒有跟我大吵一架，算是很包容我了，真開心。老公說，我辛苦一個人賺錢，

就是要讓妳們過的很開心，怎麼還會不快樂，在停車場電梯門前，老公突然很寵溺

的說：早知道生小孩會讓妳那麼累，那我們應該不要生，永遠過兩人生活，雖然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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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是不可能的事，不過聽起來，還是很窩心。（S-2011 diary） 

 

2.社群支持 

如 S所述，媽媽社群是共患難的朋友，在育兒路上不再孤單，大家一

起努力一起成長，透過社群交流與學習，跳脫傳統女性成為家「停」主婦

的形象。 

今天是學松鼠，還有製作沙鈴，唱歌跳舞聽故事，很豐富的學習玩樂，會後還有一

起慶生吃蛋糕，有媽咪朋友，就是可以很快樂呢。（S-2010 diary） 

 

認識這群媽媽，真的是我的榮幸呢，每個媽媽都有很厲害的地方值得我去學習呢。

媽咪朋友跟同事不同，也跟同學不同，是一種共患難的感覺的朋友，可以一起學習，

一起討論，一起訴苦的對象，讓我的生活豐富一點，不再只是顧小孩而已。希望這

群朋友，可以一直保持聯繫呢。（S-2010 diary） 

 

由上述分析可知，政府應將全職媽媽視為重要的成人學習者，提供多

元的親職學習管道，便可兼顧其工具性、資訊與情感的需求。全職媽媽因

受限於必須照顧小孩，現有學習大都停留在家中可使用的網路管道或書籍

資源，即使是舉辦媽媽讀書會，也需要有個能讓孩子們在旁玩耍的空間。

研究者卻發現到借用外面場地舉辦活動的限制，像一般餐廳可能沒有足夠

空間安置小孩，或說是不願意接受小孩的吵鬧，後來都只能輪流到全職媽

媽的家中，討論起書籍與交流心得時，較不需顧慮小孩安危也比較自在。

目前許多親職課程也都無法提供托育的可能服務或場地，使得全職媽媽即

使想要學習，在考量必須帶著幼兒的情況下，往往只能打消念頭。本研究

建議，政府應廣設可臨時托育的環境，應用場地辦理親職課程，讓全職媽

媽一邊帶著孩子，一邊也能學習成長。另外，也可透過電話提供育兒的諮

詢服務，或是經由社區或網路連結，將全職媽媽組織成學習社群。 

 

四、小結 

當現代社會提供眾多托育資源或選擇的同時，女性也漸漸將「育兒」

視為一種專業或工作，也多了一個「可選擇」的程序，選擇由自己來做孩

子的全天候保母（全職媽媽的概念），而不是如傳統社會「自然而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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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在家中照顧小孩（較偏向家庭主婦的概念）。這也符合Walkerdine與

Lucey（1989：20）所指的「敏感母親」（sensitive mother），其特點在

於其家庭生活是以孩子為重心，而非家事。 

過去的研究，總是習慣以「家庭主婦」來稱呼未工作的結婚女性，也

包含在家中照顧小孩的女性，卻極少看見以「全職媽媽」做為命名。本研

究查詢博碩士論文資訊網，發現共有34篇論文標題含「家庭主婦」的研究，

但若改以「全職媽媽」來查詢，卻僅有2篇論文。但隨著時代演進，現代

社會的母職發展概念也與傳統有所不同，本研究發現，大多數的女性都是

為了孩子才留在家中，且以「全職媽媽」來表明自己的身份，甚至表述「我

的工作是母親」，這是現代母職的新詮釋，也顯示女性已可自主選擇「是

否擔任全職母職」且將「母職視為一種工作」的母職意涵。 

然而，在學術論述中，似乎仍一面倒向「女性應該出外工作，才能獲

取與男性平等的社會地位」之觀點（或許是為了打破傳統父權結構對女性

的束縛與綑綁）。簡文吟（2002）便指出，為了陪孩子一起長大，女性寧

可延後自己的生涯發展這種「母職天生」的想法，一直是社會難以撼動的

優勢論述。儘管研究者帶有女性主義意識，但在經歷全職媽媽的生活中，

也產生許多觀點轉化，例如將家庭教育的觀點帶入，融合女性主義意識一

起調整與修正，以此來看待全職媽媽所創造的家庭價值與重要性，以及站

在「母職即母教」的成人學習立場時，本研究認為，在學術論述中應給予

全職媽媽多點鼓勵與肯定。 

而研究者觀察到「某某好媽媽俱樂部」的全職媽媽成員，在離職後確

實會積極展現自主並操演認同，如唐文慧（2008）所述以「密集母職」來

實踐社會期待的「好媽媽」性別角色，唐文慧認為她們以兼職工作或參與

志工的方式，來逃避社會對「傳統家庭主婦」的標籤，建立自我的正向認

同。儘管唐文慧用的是「逃避」這兩個字，但本研究回應，對於不論是擔

任全職媽媽者、或必須全職上班而使用托育資源的女性，建立自我的正向

認同皆非常重要，若無法「認同」自己正在扮演的角色，都是一種痛苦。



 194

因此，站在成人教育的角度，仍然必須支持女性在母職中找尋出路，透過

參與學習等各種管道來建構自我概念。 

當雙薪家庭越來越普遍，也越多人強調自主性不願結婚生子、當全職

媽媽帶小孩的價值比去上班還要卑微、且很少獲家人肯定、甚至被要求或

期待也得共擔家計的此時，我們的社會是否也需要「轉念」，從強調個人

的自由或自主性，多放一些關注在「愛」的價值上，給予願意付出愛給自

己孩子的全職媽媽一點鼓勵與支持、甚至是學習成長的資源？ 

本研究看重的是，如何協助希望擔任全職媽媽的女性，在母職角色中

有所轉化學習，讓為母經驗成為一種自我洗滌的過程。同時，如何在漸漸

冷漠只追求功利的社會中，強化愛與情感的價值，而不再只用理性論述。 

研究者從全職媽媽轉為職場媽媽的經驗中深有所感，自己在擔任全職媽媽

時在家中較有「人性」，但轉為職場媽媽後，當自己有不得不完成的工作

目標（包括必須完成的博士論文）時，確實對小孩失去耐心、也覺得配偶

很煩，研究者意識到，在大量應用理性來處理工作或論文時，自己可能也

失去了溫暖的「情感」，甚至必須拋夫棄子專心投入於研究工作中。如果

可能，研究者還是想回到擔任全職媽媽時候的單純與快樂。因此，為促進

全職媽媽轉化學習，不能只停留在理性思維上，也必須考量情感與情緒的

作用。  

 

 

 

 

 

 

 

 

 



 195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起源於研究者擔任全職媽媽的實際觀察，卻在研究者回到職場

工作、轉由配偶在家照顧孩子的時候完成此篇論文。在孩子從零到三歲這

個歷程當中，研究者可說是經歷各種階段的觀點轉化，因此進行這篇研究

最大的收穫，在於它不僅讓研究者更確立母職價值與意涵，解開自身處在

家庭與職場的難題，同時也釐清了性別平等的真正意義。 

過去的傳統女性幾乎都是家庭主婦，並沒有工作的選項，在家相夫教

子是很自然的，所以只有「認命」的份。但隨著時代演進，加上女性主義

意識的擴張，現代女性幾乎都擁有「工作的選擇權」，使得女性擔任全職

媽媽這件事的意義與以往有所不同。當看見其他女性都在職場工作，再加

上配偶也多了「希望女性也能工作賺錢」的期待時，全職媽媽的心理便會

難以調適，且需要同伴（一群全職媽媽）的支持，可見現代女性需要的不

再是「認命」，而是「認同」（包括自我認同與他人的認同）。 

至於現代全職媽媽要面對的角色轉換與衝突，往往比傳統的家庭主婦

還要來得大，因為女性是從「在職場工作」轉為「回家照顧小孩」的狀態，

由本研究論述可知，女性非常需要學習與調整，觀點也必須有所轉化，才

得以適應全職媽媽這個新角色，這也是全職媽媽的轉化學習之所以成為本

研究焦點的原因。 

 

第一節 研究結論與貢獻 

 

本研究主要描述三位全職媽媽的轉化學習故事，探討其母職意義觀點

的內涵與發展脈絡，瞭解女性為人母後轉變的母職意義觀點與影響媒介，

並分析全職媽媽母職意義觀點的轉化學習歷程，以及說明現代母職的新趨

勢與成人教育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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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分析結果 

綜合分析三位研究對象的文本，可分為母職意義觀點的內涵與發展脈

絡、母職意義觀點的轉變與媒介、母職意義觀點的轉化學習歷程，以及現

代母職的發展與成人教育意涵，結果如下： 

 

（一）全職媽媽母職意義觀點的內涵與發展脈絡 

 

1.原生家庭的成長經驗，會影響到女性的家庭觀，而女性的母職觀主要還

是源自母親，可能是順應 Chodorow 所述的「母職複製」，或是為了「彌

補母親的不足」。女性主義往往批判「母職複製」了性別不平等的模式，

卻較少探討「彌補」的心態。本研究發現，本研究中的 S 與 T 兩位女性，

反而是為了彌補過去童年經驗中未受父母陪伴的遺憾，而選擇擔任全職

媽媽，想為孩子創造一個幸福的家。這裡頭其實存有著兩種心理觀點，

一是「陪伴自己的內在小孩」，也就是將自己小時候未曾獲得的母愛，

實現在自己的小孩身上；二是「想創造屬於自己的幸福家庭」，在建立

完整或幸福家庭概念的背後，似乎仍存在著唯有當全職媽媽才能照顧好

家庭、創造幸福的信念。 

 

2.三位全職媽媽的母職意義觀點，皆認為媽媽的教育角色很重要，不僅教

育孩子同時也是教育自己，貼近「母職即母教」觀點，包括想陪伴孩子

成長而擔任全職媽媽的 B、重視教育理念，想當專業媽媽的 S，以及因

缺乏母職典範而觀摩她人學習的 T。 

 

3.由現代全職媽媽母職意義觀點的發展脈絡，可發現在「母職即母教」、「母

職即迷思」、「母職即壓迫」與「母職即體制」的意涵上皆有所轉變，包

括母親即教育者的觀點，漸受現代女性重視；全職媽媽多了選擇權，不

再欠缺主體性；母職即工作，全職媽媽也是一種自我實現；現代母職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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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觀點，更為開放保有彈性。只不過，「孩子由母親照顧比較好」的傳

統迷思仍舊存在。 

 

(二) 全職媽媽母職意義觀點的轉變與媒介 

 

1.引發三位全職媽媽母職意義觀點轉化的議題皆不同，B 主要關注於「母

職角色選擇」的觀點，而從否定自我轉化為快樂媽媽；S 則是關注「母

職情緒管理」的議題，從覺察自我到批判反思，朝向轉化學習；T 則是

關注「如何修復愛」的學習課題，從缺乏母職典範轉為建構自我母職意

義觀點。 

 

2.影響三位全職媽媽母職意義觀點的轉變媒介，包含宗教信仰、書寫日

記、網路資源、社群學習、閱讀書籍、專業資源等，此六項媒介觸發了

全職媽媽的轉化學習歷程。本研究發現，最重要的關鍵因素為「社群學

習」，經由媽媽社群的反應或提醒，可協助喚起母親情感與意識覺醒，

並促使改變發生，而女性身處的環境因素（脈絡、重要他人、資源）對

轉化學習也確實有顯著的影響力。 

 

3.分析三位全職媽媽的心理類型，B較偏向「思考型」（thinking types），

S是「感情型」（sensing types），T則是「直覺型」（intuitive types）。

本研究發現，「思考型」的 B 會熱情投入轉化過程中進行批判反思，卻

不易改變其原則和假設；「感情型」的 S 雖然會欣然修正自己的價值，

但卻容易受情緒主導而意氣用事；而「直覺型」的 T，其轉化學習則類

似頓悟的個人啟迪經驗，並非依循著理性系統的過程。 

 

4. Mezirow 的轉化學習理論雖然清楚說明個人觀點轉化的歷程，但是卻過

於強調個人內在思維的轉變，而忽略了情境因素對於個人學習轉化歷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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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本研究發現，批判反思絕不只是單純的個人理性思考，其思考內容

會受到學習者背後的社會文化背景所左右，因此有必要從涵攝於我們內化

結構的社會文化情境脈絡中，來理解轉化學習的阻礙因素。以 S的案例探

討可知，阻礙全職媽媽母職意義觀點轉化的關鍵要素，主要來自於所處的

環境結構，包含婚姻的限制與家人的期待，也是造成女性負面情緒與壓力

的來源。因 S是屬於情感型的學習者，若缺乏情感上的支持，便會阻礙轉

化學習的發生。 

 

（三）全職媽媽母職意義觀點的轉化學習歷程 

 

1.由三位全職媽媽的轉化學習歷程可知，育兒挫折等母職困境是觸發全職

媽媽母職意義觀點轉化的來源，而「質疑原有的假設」則是觀點轉化的

核心，「社群學習」則是引發批判思考的管道，由此促使全職媽媽朝向

轉化學習發展。 

 

2.B 的轉化學習歷程，主要包含批判思考的五個階段，也就是觸發事件（育

兒挫折）→評價階段（否定自我）→探索階段（離家出走）→發展替代

觀點的階段（計畫懷第二胎，運用保母托育資源）→整合階段（夫妻觀

點轉化，不再堅持全職照顧孩子）。 

 

3.S 主要透過「母職學習」與「社群學習」產生批判反思，並藉由書寫日

記來自我反思，只不過觀點反覆立場不定，原因在於 S往往經歷「內容

反思」和「過程反思」，但在「前提反思」的層次上，卻僅提出質疑而

無定論，因此其母職轉化大都停留在知識學習的層次，較無實際行動的

轉變。 

 

4.擔任全職媽媽，讓 T有機會檢視反思過往的成長經驗與自我價值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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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職實踐觸發了 T 的批判反思，並形成自我洗滌與轉化的過程。T 從最

初不清楚怎麼當母親，到後來發現「愛是生命的答案」。T經由「母職學

習」觸發其「前提反思」，發覺自己思維與行為的根基，主要是受原生

家庭影響，而形成觀點轉化。 

 

5.本研究建構出全職媽媽母職意義觀點的轉化學習模式，呈現女性在經歷

母職抉擇時，主要受個人成長經驗與教養觀、經濟環境與家人態度等情

境因素影響，經由反覆提問與詮釋，以及反思性對話，來形塑或轉化自

己的母職意義觀點，透過社群支持所強化的自我認同，確認自己成為全

職媽媽的身份與價值。 

 

（四）現代母職的發展與成人教育意涵 

透過三位全職媽媽的轉化學習故事，顯示現代女性比傳統女性多了母

職選擇權，站在成人教育的觀點，建議政府應提供多元的親職學習管道，

並兼顧全職媽媽育兒需求，另外也需提倡以親職取代母職，鼓勵男性參與。 

 

二、研究發現與理論回饋 

對照本研究發現和 Mezirow 的轉化學習理論，共有符合理論的三項發

現以及未提及的四項差異。 

 

(一)相同的發現 

 

1.全職媽媽的母職意義觀點有三類，包含「心理的觀點」（例如女性看待

自己的方式、擔任母職的自我概念、偏好與需求等，且常與原生家庭中

的孩童經驗有極大關連）、「社會語言的觀點」（例如所認知的文化背

景、社會角色、與他人互動方式等，女性主要是受到外在社會規範、文

化脈絡、語言符碼的潛移默化下所形構出的觀點），以及「認識論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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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受女性發展階段、思考模式、學習型態的影響頗大）。而女性對於

自我概念（心理觀點），主要受到社會文化背景（社會語言觀點）與所

接觸的知識形式（知識觀點）之影響。 

 

2.並非所有學習都會造成意義觀點的轉化，有些學習經驗會被統整於固有

的參考架構，有些會增加新知識或經驗，有些則會造成既有習慣、信念、

態度的改變（意義基模轉變），而有些更會徹底改變我們看待世界的觀

點（意義觀點轉化）。如同 S往往只是獲得母職新知，而改變或增加已

知的內容，但卻不一定產生行動。 

 

3.女性會根據過去的成長經驗，形塑一套母職的意義參考架構，當遭遇到

的母職經驗，與其內在參考架構發生衝突而無法理解或是困惑時，有可

能選擇拒絕或否定它，也有可能選擇面對它，檢視自己的過去經驗，並

對詮釋過去經驗背後的參考架構產生質疑、反思，甚至修正，如同 T便

有所覺醒，發現自己當母親的困境，來自於對母親的埋怨，進而調整自

己與原生家庭的關係，如此便觸發了轉化學習。 

 

（二）延伸的發現 

 

1. 心智習慣比觀點還要來得難以改變，心智習慣牽涉到全職媽媽的習慣領

域，每個習慣都是在初始階段，透過不斷的操練而建立定型。所謂「一

個好習慣的建立，勝過於明辨是非後的選擇」，我們往往容易認識是非

對錯的道理，但卻很難去執行。如同本研究對象 S，可能容易接受新的

母職觀點，但卻很難改變原有的心智習慣，導致無法產生轉化行動。因

此，重要的是，需要不斷藉由新的練習、新的經驗、與新的角色，才得

以轉化學習突破固有的心智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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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職媽媽的轉化學習包含思考和感覺，轉化學習歷程並不一定完全理

性，也包含直覺、感情等成分，而潛在的情緒因素常是主導理性思維的

重要角色。對全職媽媽來說，在遭遇母職困境後產生的情緒，若沒有被

表達或與人共享，則會繼續陷入情緒中，而沒有辦法進展到批判反思的

階段。因此藉由讀書會的分享、還有正向的互動關係，都是影響轉化學

習的重要媒介。再者，改變後的新觀點也需要社群理解與支持，若沒有

這一層正面的社會互動，新觀點便很容易枯萎。 

 

3.環境因素（原生家庭脈絡、問題情境、重要他人與育兒資源等）會影響

形塑個體舊有的意義結構，透過閱讀、書寫日記或讀書會分享，則有助

於批判反思。轉化學習的重要階段，如反思內容、情緒表達、新觀點的

分享與確立、到最後的行動落實，都與全職媽媽所處的情境環境息息相

關。 

 

4.三位全職媽媽不同的心理類型，也產生不同的轉化學習歷程，像「直覺

型」的 T，其轉化學習類似頓悟的個人啟迪經驗，並非依循著理性系統

的過程，顯示轉化學習理論的概念不再僅是直線式發展，而是趨向個別

化、流動或遞迴式。 

 

三、研究價值與貢獻 

本研究的價值，主要可分為研究對象、研究方法與研究發現三個層面

來說明： 

（一）本研究選定較被學術界忽略的「全職媽媽」為研究對象（臺灣碩博

士論文至今僅有兩篇研究），說明現代的「全職媽媽」與傳統的「家

庭主婦」命名意涵已有所不同，且探討促成現代女性選擇擔任全職

媽媽的社會背景環境、原生家庭影響與發展脈絡，藉此重新整理現

代母職的新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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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研究除深度訪談外，還引用全職媽媽的網路書寫與日誌為研究文

本，藉此長期觀察研究對象自 2009 年至 2011 年的轉變，並檢視其

母職意義觀點的內涵與轉化學習的歷程。此研究方法有兩個突破，

一是將網路發聲也視為正式的研究文本，與訪談資料相互對照，未

來的研究場域除了實際訪談與接觸外，勢必還得延伸到網路上的討

論與對話；二是透過全職媽媽的網路日誌，可發現觀點轉化的細微

轉變與歷程，並非經過幾次研究訪談便能得知，許多觀點是呈現流

動迂迴的方式，經過不斷擺盪後才有所轉化，甚至在缺乏情緒支持

下，則會停留在舊有的意義觀點。 

 

（三）本研究的貢獻在於提出新的參考架構，藉由女性實際的發聲，指出

母職即母教的正面價值，而全職媽媽非常需要社會肯定與情緒支

持，若能提升其母職價值或給予學習資源，全職媽媽也可以是女性

自我成長的過程，並且促進轉化學習。其中，除了女性的理性思維

與認知方式會影響到觀點轉化，另外也不能忽略「愛」的作用力。

從 S與 T的轉化歷程可知，若自身缺乏愛或愛無法獲得滿足，也沒

有辦法產生轉化與改變的動力。 

 

第二節 研究反思與建議 

 

本研究緣起於研究者擔任全職媽媽的實際經歷，以及研究者觀察到越

來越多的職場女性放棄工作、甘願在家帶孩子的現象。伴隨著社會城市化

進程的發展，很多原本高學歷高收入的職業女性，在生產後面對寶寶無人

帶的情況下，毅然選擇「全職媽媽」這個看上去沒有收入、卻付出巨大的

職業；加上職場壓力太大，讓女性普遍認為，在工作和孩子之間，重心應

放在培養孩子上。 

研究者親身體會到，在競爭日趨激烈的職場，有了孩子後，女性所承



 203

受的壓力遠遠超出男性。由於精力與時間受到限制，無法像單身時在職場

打拼，因此容易出現「不如回歸家庭，把重心放在帶好孩子上」的想法，

與其在職場打拼，不如省下保母費自己帶孩子，不但經濟上能夠持平，還

可以給孩子完全的照顧和教育。另外，研究者也觀察到，這群返家照顧孩

子的女性，其實將原本在職場上的「能力」發揮於家中，而且將母職視為

一種工作，也會朝「專業」路線來發展。現代女性比傳統女性幸福的地方，

在於多了「工作的選擇權」，可以決定自己是要繼續工作，還是回家當全

職媽媽。 

    至於造成高知識女性放棄工作、選擇做全職媽媽的重要因素，還包括

社會形態的改變。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不少家庭的月收入超過十萬元，

因此讓一些女性願意回歸家庭。同時，在高收入家庭中，有 8成以上丈夫

支持妻子全職帶孩子。本研究對象大都表示，丈夫的月收入足夠家庭開

支，自己完全可以把精力放在教育孩子上，而這些全職媽媽認為自己教育

孩子勝過學校模式，且更能滿足孩子的求知需求。由此可知，放棄工作回

家當全職媽媽的先決條件是：家中的經濟能力能夠負荷應有的生活品質。

除此之外，像本研究對象 S不放心將孩子交給長輩或保姆，她認為媽媽是

孩子最主要的管教者，親自照顧便能貫徹自己的教育理念。 

 

一、研究限制與反思 

 

（一）研究者的親身經驗與學習 

研究者在擔任全職媽媽初期，可謂是時下「宅女」，大多數時間因不

方便帶寶寶出門而待在家中，許多事情只好仰賴網路，包括採購東西、與

朋友聯繫、查詢育兒訊息等，生活變得很封閉。在因緣際會下，研究者加

入了 BabyHome（寶貝家庭親子網）社群網站，剛開始僅瀏覽公開討論區的

各種育兒話題，後來加入其中幾個由全職媽媽們組成的家族（必須成為家

族一員，才能看得見家族內的討論訊息），而「某某好媽媽俱樂部」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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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帶著寶寶參與最多 PG（Play Group）活動的家族，且課程活動都是

由媽媽成員自行發想與設計內容，在過程中媽媽們也得以經驗交流、相互

支持。本研究發現，這群全職媽媽因參與網路社群，讓母職的意義觀點從

原先著重於「獨自教養」的方式，轉化為「社群互助」的育兒活動。 

儘管「某某好媽媽俱樂部」後來因內部意見紛歧而分衍出許多不同家

族，但研究者仍持續投入參與其中一個家族，並從中發現，重要他人（關

係）、社群交流以及不同的經驗學習等，都可能影響轉化學習的產生。研

究者從母職角色中實際體會到經驗對於轉化學習的影響（也就是先有行

動，進而反過來形塑或改變意義觀點），並在接觸媽媽社群後發現到網路

發聲與對話交流，可能是開啟意義觀點轉化的媒介。但更能立即見效的仍

然是透過正式的社群學習（如親親寶貝與如何教養孩子品德等親職課程）

來促成全職媽媽的轉化學習。由此擬定本研究主題，希冀能對成人教育理

論的創發與開展有所貢獻。 

 

1.從重視「自我發展」轉化成「寶寶優先」 

研究者過往在社區大學教課，便試圖以理性對話的互動方式，引導學

員跳脫既有視框，轉以 Mezirow 所述多元具有彈性的參考架構，來觀看自

身經驗與思考生活問題。然而，研究者在經歷初為人母角色與母職經驗

時，便發現到自己面對種種抉擇時的無知與焦慮，以及在試圖解決問題過

程中，透過日常生活中的非正式學習所產生的觀點轉化。 

自懷孕開始，生活便出現一連串的自我發展衝突，儘管研究者算是頗

有女性主義意識的女性，但仍然因懷孕生產而必須暫時中止原本的兼職工

作，並同時改變原先在學業與事業上的生涯規劃，這也幾乎是所有女性在

為人母後都得面對的問題。於是，研究者從強烈重視「自我發展」，先是

轉化成關注「寶寶優先」（從懷孕到寶寶一歲間，以照顧胎兒健康、餵母

乳為優先）的意義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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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從追求「男女平等」轉化為「同心合一」 

面對女性主義最常提及的性別分工問題，研究者也曾經忿忿不平，總

覺得從事家務或犧牲自我較多的仍是女性，男性受到婚後生子的影響並不

大，但女性卻必須考量許多，兩性根本不可能平等。在現實生活中，若是

以「男女平等」為衡量基準，必定得斤斤計較、爭個你死我活，存在著想

改變配偶的念頭，生活也不可能真正快樂。於是，研究者將目標調整為「同

心合一」，也就是轉為「愛和包容」的方式，先從自身改變起，減少比較，

不再關注誰做得多誰做得少，而是多一點愛和包容，自然也讓配偶轉為「同

心合一」的態度，共同來參與家務。 

 

3.從提升「職場價值」轉化為「家庭價值」 

研究者在未進入婚姻前，非常強調自我的「職場價值」，並且參與各

式活動與學習課程，包括英語演講會、擔任校園記者、跨科系修課、努力

發表期刊等。在單身生活的階段，從未思考過所謂的「家庭價值」。直到

懷孕生子後，研究者開始將焦點轉為如何當母親、如何教養孩童等學習

上，在為人母這段期間，研究者必須承認，主動閱讀的育兒資訊絕對比理

論書籍來得多、也看得更認真。或許是受育兒書籍的影響、再加上從前擔

任高中教師的經驗，許多訊息都在提醒研究者「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因

此研究者的價值觀，也開始轉為「家庭」比「職場」更重要。儘管後來研

究者回到職場工作，仍然嚴守著家庭價值，下班後一定專心陪伴小孩，非

常注重親子關係的品質（也是本研究為何歷時多年才得以完成的原因）。 

 

4.從關注「母職角色」轉化為「親職參與」 

    研究者在擔任全職媽媽的期間，儘管也期待父職角色的參與，但卻較

為看重母職角色，甚至承攬所有的家務育兒任務，因無法信任配偶，使得

當時的父親角色，永遠是缺席狀態。自從研究者返回職場工作，不得不放

下孩子讓配偶接手照顧，配偶在被公司資遣的情況下，開始學習做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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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務工作，才讓研究者有所轉念，得以看見「親職參與」的重要。 

    研究者因為與配偶在角色上的互換（轉為女主外，男主內），在這個

階段裡的心理不平衡、掙扎與衝突、無法調適等震撼程度，比辭職擔任全

職媽媽時還要來得大！研究者經歷了半年以上的轉化學習，才得以接受現

狀，並以新觀點來因應行動。 

 

（二）研究限制 

 

1.研究者的經驗影響 

研究者必須承認，在研究初期並非完全價值中立，而是帶著想為全職

媽媽發聲的立場。直到研究後期，研究者也從自身經歷（全職媽媽轉為職

場媽媽）中體會到其他批判的觀點，例如研究者可以接受自己（女性）選

擇離職擔任全職媽媽的身份，卻沒辦法接受研究者的配偶（男性）不工作

在家照顧小孩的角色。在這裡頭其實牽涉很多家庭裡不同的情境問題，並

非站在男女平等或性別分工的角度便可說明。 

 

2.研究對象的代表性 

本研究對象皆為中產階級家庭的女性，她們所具有的母職選擇權、面

對的生活情境與轉化學習模式，並無法代表全部的全職媽媽。因為可能有

女性是被迫留在家中擔任全職媽媽（配偶若屬大男人主義，便會覺得女性

外出工作是代表自己能力不夠），也可能有女性是為了家計與生存，不得

不去工作而無法選擇擔任全職媽媽。本研究範圍僅鎖定在自願離職擔任全

職媽媽的這群女性，無法推及擴大至所有女性。 

 

3.研究倫理與資料處理 

研究者選擇親密地投入參與者的生活，並且與其成為好友相互關心，

由此聽到許多「在研究中」不可能觸及的私密與真實心聲，但也因此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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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許多研究倫理的議題，為顧及研究對象的權益，有許多田野筆記並不適

合公開，但箇中卻往往存有重要資訊，可能是促成轉化學習的關鍵。儘管

研究者獲得研究對象的同意，可以使用取得的研究資料，但如何適當地處

理文本與尺度拿捏，一直是考驗研究者最大的研究難題。 

 

4.研究立場與目的 

本研究並非向外注視「他者」，也就是不把研究問題視為是外在或他

者的問題，而是包含明顯的自我內在凝視與反思。在研究歷程中，研究者

始終考量著成人教育的觀點，不斷反思自己究竟是純粹擔任「研究者」的

角色，還是同時帶著「促進者」的角色？研究者認為，自己是帶有「促進

全職媽媽轉化學習」目的之「研究者」，也就是兩種角色是交融在一起的，

而這些都會影響研究文本的呈現與限制。 

 

二、研究者的發現 

 

（一）全職媽媽是現代女性的自發選擇 

「全職媽媽」的出現及漸漸增多的趨勢，是現代家庭生活方式及育兒

模式的新變化，更是社會分工在現代家庭生活中的縮影，它體現了家庭生

活方式否定的嬗變軌跡：即從傳統社會的「男主外、女主內」，轉變為現

代社會男女平權基礎上的「雙薪家庭」，再進而發展成為當代社會的新型

「男主外、女主內」。全職媽媽可能是女性在「傳統」與「現代」的家庭

生活方式中的自發選擇，也可能是女性面對現實生活狀況的自覺或回歸。

而鑲嵌在此選擇背後的現象脈絡，包含底下幾個矛盾的關係： 

 

1.角色多樣性與單一化的矛盾 

就女性自身而言，在現代社會裏，往往身兼有社會、家庭、職業等多

種角色，尤其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然而，「全職媽媽」的選擇，顯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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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種程度上弱化或捨棄其社會角色和職業角色的存在分量，從而使該女

性自覺不自覺地將自我角色萎縮到母親和妻子的相對單一的狀態中。而在

現實的參照中，其他個體尤其是同性身份角色的多樣化，又常會逼使「全

職媽媽」在兩相對比中，感到某種選擇上的徬徨和失落。 

 

2.價值多元性與單一性的矛盾 

女性在考量是否擔任全職媽媽的現實價值時，往往包含社會價值、個

人價值、職業價值、家庭價值、顯性價值與隱性價值等相互參照。儘管「全

職媽媽」憑藉自身努力，亦可在各種價值中游刃有餘，但畢竟精力有限、

難度較大。因此在一定時期裏，特別是在孩子的嬰幼兒階段，必須扮演重

頭戲的母親角色，自然會影響到其他價值的發揮。此一客觀存在的矛盾現

象，要求那些選擇做「全職媽媽」的女性，從一開始就得做好充分的角色

價值權衡，並需有相當良好的心理準備。 

 

3.正面效應與負面效應的矛盾 

「全職媽媽」的出現，無疑是一種因應現實需要而做出的有意義選

擇。從其正面效應看，「全職媽媽」對於家人的生活照顧、孩子教育、親

情培養以及家庭生活協調等方面，顯然發揮正向積極的作用。但是，「全

職媽媽」在家庭生活及孩子教育中也不乏負面現象，例如過分關愛帶給孩

子較強的依賴性、母愛過度造成父愛缺位，以及過多家務投入致使其觀念

滯後、知識落伍和價值缺失等狀況。 

 

（二）現代社會需要重建「親職價值」 

 

1. 誰該回家？ 

在雙薪家庭中，開始出現有一方返家照顧小孩的現象（且通常是女

性），根據臺灣主計處（2011）統計，全職主夫雖有一萬一千人，但全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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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婦則高達兩百六十二萬人。然而，對大多數藍領甚至白領家庭來說，回

家的代價太高，單靠一人薪水其實很難持家，當雙薪家庭一旦面臨有人必

須擔起回家責任，通常「在職場上沒那麼成功的那位」幾乎等同於留在家

中的標準。而這種「留在家中較不具競爭力」的觀點，往往貶抑全職爸爸

或全職媽媽的價值，使其難以獲得社會尊重。不僅是家務育兒價值被貶

抑，毅然決然辭職在家的一方，也因為有「非成功不可」的意志，反而給

自己過度壓力，造成親子關係的緊張。 

    因此，從務實且積極的角度來看，避免家庭功能弱化，重點不該再過

度追究誰該回家，而是強調父母角色同等重要，以及親職的高度參與，其

指的是父母雙方儘可能投注時間，瞭解孩子的生活與需求，提升親子的互

動品質，在孩子需要關心的時候，父母都能即時出現。 

 

2.不再缺席的父親 

在聯合國國際家庭（2004）的公共論壇報告中，特別提到父親角色的

侷限。報告指出，男人在家中的角色，還被限制在「家庭經濟來源的供應

者」，如果男性不能完成這項「任務」就被視為失敗者。相對下，男性對

孩子的照護責任則被視為次要。 

    過去的大家族，分擔了家庭中養育的責任，但這一代的父母，若沒有

家族的資源，加上女性就業率提高，資源薄弱的雙薪家庭必須分擔更多責

任。家中的男性也不能再用傳統方式擔任父親的角色，顯示重建「父職」

（fatherhood）已成為現代家庭教育重要的關鍵成功因素。根據本研究觀

察，現代女性較敢要求父職參與，且男性也開始重視自己的父親角色。 

 

（三）「自由」與「愛」對立的價值體系 

    學術論述普遍認為女性遠離職場就是放棄自我，且高學歷全職媽若增

多便是教育資源的浪費。在學術論述中，似乎很少探討「愛」的價值，因

為它過於抽象且很難分析，甚至女性主義者還會批判，家庭主婦是被「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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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為名」給束縛住而限制在家中，這個說法似乎讓「愛」與「自由」成為

相互對立的價值體系。如果女性的核心價值觀是「愛」（如同本研究對象 T

所述：愛是生命的答案」，那麼她便可能選擇以家庭或家人為重，而成為

全職媽媽，也就是較偏向華人集體主義的觀點；如果女性較偏向西方個人

主義的觀點（如同本研究對象 B），那麼她便會在意「被孩子綁住的不自

由」，可能選擇以個人發展為重，是在專業分工下而成為全職媽媽。 

 

三、研究建議 

本研究除提供資訊給學術社群與政策制訂參考之外，也對研究者本身

或研究對象有所助益、形成重要的學習意義，並期許成人教育界或政府能

更多關注於全職媽媽這群「母職即母教」的學習對象。 

 

（一）提供整合的社群學習資源 

    面對少子化的問題，政府為鼓勵生育率，往往只想到給予父母育兒津

貼補助，殊不知在所謂「養不起」的想法背後，還包括「無力教養」的概

念。過去生孩子是「資產」，現在卻可能轉為「負債」，甚至有許多是指「精

神上的負債」，也難怪許多不想生活品質受到影響的無奈父母，只能選擇

將小孩 24 小時托育。 

    在此背景脈絡下，有一群「重視教養」的女性，願意選擇擔任全職媽

媽，社會不僅應予以鼓勵與肯定，更重要的是，必須提供給這群有意學習

的全職媽媽更多整合的社群學習資源，包括考量全職媽媽的學習阻礙與難

題，像是帶著寶寶必須宅在家、無法跑太遠的情況，建議政府可以電話主

動關懷提供諮詢，提供臨時托育的機制、或是讓孩子同步活動的學習空間。 

以社區或地區為單位，就近協助全職媽媽們組織小型的學習社群，不

僅可形成情緒互助團體，更可進一步訓練媽媽帶領者，透過舉辦讀書會等

分享活動，促成全職媽媽心靈交流與轉化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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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針對全職媽媽設計學習課程 

成人教育者必須看重這群帶有學習動力的全職媽媽（甚至比職場女性

更有時間、且更願意來學習），若能依據「母職即母教」的目標，促使全

職媽媽在母職中學習與教育自己，也等同於提升女性的自我成長與賦權能

力。更重要的是，如何讓女性在擔任全職媽媽的過程中，能朝向正向的自

我概念發展，因為，有健康快樂的媽媽，才會有健康快樂的孩子，進而影

響整個家庭。  

 

1.學習當個有智慧的全職媽媽 

全職媽媽們普遍以當個「好媽媽」來勉勵自己，但如何在女性價值與

家庭需要之間，在母子關係的親與疏、寬與嚴之間尋求一種平衡，需要的

則是生活智慧。在一個和諧的家庭結構中，母愛和父愛缺一不可，切不可

由於「全職媽媽」的存在而過度放大母愛領地，也要給父愛一份應有的空

間。 

 

2.夫妻關係為優先學習 

    家庭的核心，應該還是以夫妻關係為優先，而夫妻相愛更是建立孩子

安全感的重要前提。但現代全職媽媽的心力與重心主要在孩子身上，但卻

忽略了夫妻關係的經營，因此學習夫妻相處之道、如何彼此相愛與溝通，

更是維繫生活的基本課題。 

 

3.愛才是轉化學習的前提 

促進全職媽媽母職意義觀點轉化的關鍵要素，在於女性大多以維繫家

庭的想法為優先，但阻力則是，一心只想改變配偶而非自己，覺得問題在

對方身上而非自己，這個念頭一旦形成，將很難產生自我反思，而且落入

誰輸誰贏的參考架構中。所謂「傾聽就是愛，瞭解中有醫治」，唯有愛才

能改變對方；先改變了自己，對方自然也就改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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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發現，對全職媽媽而言，愛才是轉化學習的前提，因為我們面

對的是在自己體內孕育十個月才誕生、活生生的小孩，凡親自哺餵母奶的

媽媽都能體會，那種親子之間的愛是再真實不過的感覺！無法以學術界常

提到的「母性天生」或「母職迷思」來定義，也並非女性在職場上的亮眼

成績或表現所能比擬。找到的答案，一切就是「愛」！這才是我們人生中

真正該學習的基本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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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基本背景訪問表 

 

全職媽媽基本背景訪問表 
 

訪談代號： 

訪問日期：  年  月  日  午 

 

一、妳出生於民國____年，妳結婚時的實足年齡是_____歲。 

 

二、妳目前生育幾個子女？男____人，女____人。 

第1胎：民國   年  月生。 

第2胎：民國   年  月生。 

第3胎：民國   年  月生。 

 

三、妳當初是有計畫生育的嗎？（意指妳與妳的丈夫都有生育意願）_____。 

 

四、妳與妳的丈夫分別希望再生幾個子女？ 

1.妳希望再生□男女皆可 □男____人，女____人 □不想（再）生育。 

2.妳的丈夫希望再生□男女皆可 □男___人，女___人 □不想（再）生育。 

 

五、如何才能提升妳的生育意願？（請從底下代號，選出三項填寫） 

最主要因素代號：_____ 

次要因素代號：_______ 

再次要因素代號：_____ 

【提升生育意願因素代號】 

1.給予人工生殖補助。 

2.給予6歲及以下托育費用補助。 

3.給予養育2名及以上子女家庭優先承購國宅、申請外傭或購屋貸款利息補貼。

4.發放生育（育兒）津貼或教育津貼。 

5.給予未成年子女教養支出之稅賦減免。 

6.提供鼓勵生育工作環境（工時彈性、在家工作、附設托兒所、延長產假等）。

7.配偶或家人願分擔家務及育兒工作。 

8.不想（再）生育。 

9.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妳每天平均大約須花費多少時間在家務工作上？育兒約＿＿＿小時，家事

約＿＿＿＿小時。 

 

七、妳的丈夫會分擔哪些家事或育兒工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25

八、妳生第1胎前從事什麼工作？_________________，年薪約□20萬元～40萬

元□40萬元～60萬元□60萬元～80萬元□80萬元～100萬元□100萬以上 

 

九、妳何時決定辭去工作？_________，並請說明原因（填寫代號）_________

（ps.若妳是選擇請育嬰假，請回答何時決定不回職場工作______________） 

1.準備生育 2.照顧小孩 3.照顧老人 4.健康不良 5.家庭收入高，不必工作 6.

工作地點不適合 7.工作時間不適合 8.工作收入不高 9.工作環境不良 10.資

遣（含解僱） 11.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妳丈夫從事什麼工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職

位是__________________，年薪約□40萬元～70萬元□70萬元～100萬元□100

萬元～130萬元□130萬元以上 

 

十一、妳目前不打算去工作的原因：（1）□求學及準備升學（2）□想生育或

再生育（3）□需要照顧小孩（4）□需要照顧老人 （5）□家庭經濟尚可，不

需外出工作 （6）□健康不良 （7）□擔心與社會脫節無法勝任工作 （8）□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二、妳覺得全職媽媽與家庭主婦有無不同？ ________ ，原 因 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三、妳自己對於全職媽媽的定義（或想法）為何？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四、妳擔任全職媽媽，面對的最大壓力是什麼？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五、支持妳繼續當全職媽媽的重要信念是什麼？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六、在當全職媽媽的過程中，妳學到什麼？是從哪裡學到的？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七、如果再給妳一次重來的機會，妳還會選擇當全職媽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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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訪談問題 

 

＊背景提問＊ 

1. 成長過程（如年齡、學經歷等）、父母親的職業、教育態度與家務分工情形以

及對研究對象的影響。 

2. 家庭結構（如婚齡、子女數與年齡、配偶職業）。 

3. 對自己的看法（如能力、價值、人生觀）及目前的生涯發展規劃，是否會受

外界影響自己的生涯規劃與發展？如果有，影響因素有哪些？ 

4. 與配偶的分工情形為何（家務、子女教養）？對於配偶在負擔家務及子女教

養上的感受為何？ 

5. 配偶、婆家與娘家及其他支持系統對研究對象家務的協助與態度。 

6. 擔任全職媽媽所得到的成就感。 

7. 在所處的角色中（妻子、母親、媳婦等），有哪些問題讓研究對象覺得困擾？

有哪些角色衝突或問題？如何處理、調適或轉化？ 

8. 研究對象主要的支持系統來源、學習資源從何獲得？ 

 

＊訪談問題＊ 

一、妳選擇在家照顧小孩的原因為何？當初要辭去工作時，內心有掙扎嗎？  

二、初為人母時，妳曾經有過產後憂鬱症嗎？其症狀為何？為期多久？後來又是

如何克服與度過？  

三、妳覺得全職媽媽與家庭主婦有無不同？為什麼？  

四、妳自己對於全職媽媽的定義（或者與上班媽媽的區別）為何？  

五、在擔任全職媽媽的過程中，妳所面對的最大壓力是什麼？  

六、當了全職媽媽後，除了小孩，妳最依賴什麼？  

七、支持妳繼續當全職媽媽的重要信念是什麼？  

八、對照成為母親前後，妳認為自己最大的改變為何？  

九、擔任全職媽媽的過程中，妳學到了什麼？是從哪裡學到的？  

十、如果再給妳一次重來的機會，妳還會選擇當全職媽媽嗎？  

十一、妳的老公會幫忙做哪些育兒工作與家務？妳對老公的期待是什麼？  

十二、妳教養小孩的主要目標與價值觀是什麼（而這是上班媽媽所無法做到的）？  

十三、請寫下妳當了母親之後，發生過最重大的三個事件。  

十四、妳覺得當全職媽媽後，自己最需要調適的部分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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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女性母職意義觀點的問題＊ 

關於母職意義觀點的問題 完全認同 不太認同的原因 

1.妳覺得現代社會是否仍塑造或鼓吹，女人理當

在家提供沒有報酬、撫育照顧服務的形象。 

□  

2.在家庭中，以「愛」的名義束縛牽絆著女性，

使女性扮演著無職無薪的工作者，女性無微不至

的照顧被視為理所當然，甚至自己的休閒時間或

活動安排都會因家務勞動或照顧子女而被迫中

斷。 

□  

3.在妳的家庭中（包括娘家與婆家），是否仍堅持

或習慣於「男人養家、女人持家」的性別分工模

式。 

□  

4.母職為女性的天賦，男人做不來。 □  

5.職業女性不可能兼顧好母親的角色。 □  

6.在與家人（包括公婆）相處時，我會盡量避免

衝突，選擇忍耐，以和為貴。 

□  

7.選擇當全職媽媽後，在生活上都是以配合先生

與寶寶的需求為主。 

□  

8.當了全職媽媽後，就失去自己的生活，無法做

自己。 

□  

9.凡女性都希望成為母親、凡母親都需要子女、

凡子女都需要母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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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訪談大綱與參照文獻 

 

研究問題 文獻探討之重要概念 訪談題目 

一、女性在「為

人母」後，對

於自我定位、

母職認知、態

度與價值觀，

有著怎樣的轉

變？ 

＊在子女未成年的母職階段，女性幾乎以配合先生與子女

的需求為主，因而產生內在衝突及矛盾。 

＊母親角色使女性失去自我，無法將自我視為一個獨立於

角色的完整個體，甚至犧牲主體性。 

＊當家庭與工作產生衝突，女性就會選擇家庭做全職媽

媽；但若家庭有需要，也會出外工作，但這些都是為了

給兒女較好的生活，而不是為自己的成就需求。 

＊當母親後，在生活上都是以配合先生與寶寶的需求為主

嗎？與為人母前，有何不同？ 

＊當了母親後，自己遇到最大的衝突與矛盾為何？ 

＊當了母親，就無法做自己？也很難追求自我成就？且考

量事情都是以孩子利益為優先？ 

＊在擔任母職的過程中，妳曾有過哪些矛盾心情？ 

＊對於生活上的種種改變，妳如何面對？ 

二、女性選擇

擔任「全職媽

媽」的母職意

義觀點為何？

而其意義觀點

的形塑，又是

受到哪些社會

脈絡或文化因

素之影響？ 

＊「母職天賦」的迷思：凡女性都希望成為母親；凡母親

都需要子女；凡子女都需要母親。 

＊家務育兒工作之所以成為束縛，主要是因女性本身放不

下。 

＊母職選擇不僅扣連著女性的性別角色認同，同時也影響

女性如何看待自己，母職經驗更制約了社會價值觀與判

斷。 

＊華人社會中最需考量「家庭結構」與「家庭支持系統」，

而這兩者是影響女性選擇母職實踐策略的關鍵因素。 

＊妳認為，凡女性都希望成為母親、凡母親都需要子女、

凡子女都需要母親嗎？ 

＊家人都支援妳當全職媽媽嗎？他們的態度為何？ 

＊妳打算當全職媽媽到什麼時候？妳會放不下孩子嗎？

為什麼？ 

＊妳覺得當全職媽媽的意義為何？和媽媽或婆婆那一輩

的想法有何不同？ 

三、全職媽媽

母職意義觀點

的內涵、分析

面向與轉化歷

程為何？ 

＊現代女性在離職後，會展現自主並操演認同，採「密集

母職」來實踐社會期待的「好媽媽」性別角色，同時也

以兼職工作或參與志工的方式，逃避社會對「傳統家庭

主婦」的標籤，建立自我的正向認同。 

＊妳如何定義「全職媽媽」與「好媽媽」？而「全職媽媽」

和「家庭主婦」又有何不同？ 

＊妳覺得當全職媽媽的最重要任務為何？ 

＊在母職實踐的過程中，妳發現自己有著哪些轉變？包括

心理、情緒或想法上？又是受到什麼影響？請舉幾個重

要事件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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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問題 文獻探討之重要概念 訪談題目 

四、觸發全職

媽媽轉化學習

的媒介為何？

影響全職媽媽

母職意義觀點

轉變的相關因

素為何？ 

 

＊女性在成為母親後皆產生顯著的個人變遷。 

＊女性的發聲與自我發展關係密切，透過與他人的溝通與

連結，述說自己的生命故事或情感表達，與他人相互同

理得以抒解內心壓力。與社群互動的連結性學習，也得

以形成轉化學習。 

＊女性意識知覺的觸發，常與女性在生活中面臨到的危機

有關；而反思層面會從對自身經驗的體察，擴及到對整

體社會結構的質疑；回顧生命史及閱讀相關書籍，則有

助於女性自我檢視及連結自身經驗。 

＊女性舊有的意義結構深受原生家庭的影響；而婚姻生活

的問題情境，則增強其轉化學習的動機。 

＊妳如何面對擔任「全職媽媽」這份新工作或新角色的挑

戰？妳做了些什麼？ 

＊令自己受惠最多的來源與管道為何？妳有哪些批判反

思？覺得自己比以前成長的部分是什麼？ 

＊與媽媽社群的互動，讓妳學習到什麼？ 

＊覺得自己在想法上最大的改變為何？又是如何將想法

落實到生活中？ 

 

 

五、現代母職

的多元選擇，

具有怎樣的社

會學意涵？女

性母職角色發

展的轉化學習

歷程為何？ 

＊轉化學習的情境可分為個人與社會文化兩大因素。觀點

轉化理論是透過「對話的聲音」型塑學習過程。社會因

素是理論中心，而歷史和文化因素亦包含在學習過程

中。 

＊個人對於自我的概念（心理觀點），將會受到社會文化

背景（社會語言觀點）與所接觸的知識形式（知識觀點）

所影響。 

＊學習者本身的直覺、情緒狀態與學習者所擁有的社會支

持系統多少，也都是影響學習者能否成功進行轉化學習

的重要因素。 

＊後現代女性主義強調多元、差異、變動的母職觀點，以

及言說即權力的視角，也就是將理論概念的重心從「結

構」轉為「言說」。 

＊妳對於母職的想法，是否受到哪些知識觀點、社會價值

觀或家庭背景、個人期望的影響？ 

＊目前支持妳繼續學習或擔任全職媽媽最大的動力來源

為何？ 

＊妳會希望把想法跟別人分享，甚至影響其他人嗎？ 

＊在接受訪談後有何新的發現嗎？出現哪些與訪談前不

一樣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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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BabyHome 社群網站 2009 年前十大全職媽媽討論主題 

 

討論主題 發起人 
討論

人次
發言日期 主題分類 

沒上班後~身為全職媽媽覺

得沒朋友耶~妳們會嗎?  
小妮媽咪 198 2009/1/9 關係（人際）

全職媽媽的我越來越不快樂 幸福均 104 2009/10/4 自我（心理）

大家當全職媽媽的原因？  
蟹爸魚媽牡

羊寶 
98 2009/8/25 

價值觀 

（選擇） 

全職媽媽們妳們會擔心以後

老公不要妳嗎?  
無尾熊 2 79 2009/7/16 關係（情感）

當了全職媽媽以後~老公的

承諾跳票了  

布丁媽~嘉

玲 
74 2009/9/9 經濟（家用）

全職媽媽一天都睡多久呢? N 73 2009/8/19 自我（生理）

有全職媽媽一個月家用只花

8000~9000 元的嗎?  
愛撒嬌ㄉ妞 61 2009/8/30 經濟（家用）

搶救失業率：何不讓全職媽

媽也支領薪水？  

陽光黃金豆

的媽 
50 2009/4/2 經濟（補助）

全職媽媽能做什麼來賺點零

用錢呢?  
小小新手媽 47 2009/10/29 經濟（兼差）

沒上班的全職媽媽怎麼開口

跟老公要錢?  

巨嬰寶寶的

苗條媽咪 
46 2009/8/18 經濟（家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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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先導性研究訪談記錄 

 
 

時間：2010 年 8 月 12 日 14

時 30 分至 16 時 45 分 

訪談地點詳細地址： 

受訪媽媽 S家 

受訪對象：S 

年 齡：31 歲 

訪談場景略圖（現場相關人）：S的寶寶（在睡覺） 

 

訪談使用工具：紙本問題 

受訪者家庭背景： 

S 在家排行老三，上有兩位哥哥，是在家人的期待下出生的，甚至被當成小公

主對待。因媽媽在紡織廠工作，當時兩位哥哥都是交由奶奶照顧，只有 S 從小是

由媽媽親自照顧，當時家中自行開店，直到 S 小學五年級生意不好關門大吉，媽

媽才又出外工作，爸爸也到大陸去工作，後來雙方未離婚但分居且互不見面。其

中大哥當兵後不學好，吸毒走岔路。 

 

對受訪者的影響： 

    S 從小學起便立定志向要考進醫學院，並且未來要組成自己的家庭（逃離原生

家庭的不完整），而且想要自己帶小孩（看到大哥滿周歲後就被奶奶帶，因為缺乏

愛導致後來學壞），不願重蹈媽媽的覆轍（必須自立自強），所以選老公會注重經

濟等條件， 

 

現組成家庭： 

老公在外商公司當業務，是領固定薪水的上班族，S在生產前一個月，便辭去

醫院護士的工作，兩人目前育有一女（兩歲兩個月），公婆住附近，彼此關係很緊

密（幾乎天天回婆家吃飯），主要育兒壓力都來自公婆的期待與要求，公婆其實希

望 S去上班，以減輕兒子的經濟重擔。S認為自己很窮，沒有可自由運用的金錢（帳

簿通通被老公收走統一管理），凡支出都要向老公支領。 

 

本次訪談的感想或感動： 

    S 對於當母親的教育理念、對社會長遠影響的思考與執著。 

    學理分析向來太重視「政治性」議題，卻忽略探討所謂的「愛」與「價值」。

 

本次訪談發現到的重要事項： 

    提出「專業媽媽」的定義與詮釋。 

    瞭解成人教育的新教學領域與意義。 

    全職媽媽也能做自己，同時融合母職與自我兩種角色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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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訪談問題： 

＊當母親後，在生活上都是以配合先生與寶寶的需求為主嗎？與為人母前，有何

不同？ 

→在生活上主要是以配合寶寶的需求為主（先生也是一樣的想法），為人母前（有

工作時）的確想買什麼就買什麼，想看電影就去看，生活很自由。 

 

＊當了母親後，自己遇到最大的衝突與矛盾為何？ 

→就是在BBH組媽媽社群的過程中，遇到原先共同實現理想的好朋友（也是全職媽

媽媽媽），卻在背後中傷我，且說些不誠實的話造成別人誤解我，我後來難過到

只好離開這個家族，再組另外一個家族。 

 

＊當了母親，就無法做自己？也很難追求自我成就？且考量事情都是以孩子利益

為優先？ 

→考量事情的確都是以孩子利益為優先，但在她睡覺時我還是可以做自己，或者

只是需要一點妥協，像我想看電視新聞，就把聲音關掉，然後讓孩子聽她想聽

的兒歌，這時也是在做自己啊！而孩子的成就就是媽媽的成就，尤其是我們這

群對孩子付出愛的全職媽媽，就是成就未來社會文化與價值的最先鋒，畢竟我

們在培養的就是國家未來的公民，而媽媽從小就能塑造孩子的品格與道德，因

為身教比言教來得重要。就像日本為什麼很強，就是因為他們很重視孩子的教

育，我看的也是比較長遠，照顧孩子不是只要注重身體上的發展，最重要的是

腦袋和心靈的東西，而這個不是保母（或別人）可以給的。 

 

＊在擔任母職的過程中，妳曾有過哪些矛盾心情？ 

→就是不能喝咖啡吧～因為我餵母乳，必須有所節制，但我又覺得這是唯一的樂

趣，所以還是照喝，雖然很矛盾啦。 

 

＊ 對於生活上的種種改變，妳如何面對？ 

→就是看書、與社群聊天、參加讀書會、自己調適，後來想想，我其實很幸福，

想要的東西一個都不少，也沒餓著，而且當全職媽媽就是我的理想。 

 

＊妳認為，凡女性都希望成為母親、凡母親都需要子女、凡子女都需要母親嗎？

→我不認同，因為不是所有女性都適合或希望當母親，也不一定需要子女，我覺

得有些女性的確有需要將孩子托給保母照顧。但我認為，凡子女一定都需要母

親、也需要父親、甚至是爺爺奶奶與手足等家人，因為不同的關係與互動可以

帶給孩子不同的學習與成長。 

 

＊是妳「自願離職」擔任全職媽媽的嗎？為什麼？ 

→是啊！當時是我自己做的決定，老公和公婆也沒話說。我選擇自己照顧孩子，

是因為不放心給其他人帶，心裡想說其他人不可能照顧得比我好（可能跟我是

護士背景有關吧），在新手媽媽階段，我主要都上ㄋㄟㄋㄟ共和國和 BBH 兩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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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看很多媽媽的分享，也的確給我很多支持與幫助。我自己也讀很多不同的

書來讓自己成長，想當個「專業媽媽」。 

 

＊家人都支援妳當全職媽媽嗎？他們的態度為何？ 

→其實老公和公婆都希望我去工作，只是也沒反對我繼續當全職媽媽就是。其實

能夠當全職媽媽的人，大都是家裡有一定的經濟基礎或支持系統（例如公婆

家）。不過也有特例，就是三歲以下的幼兒，雖然有 66％由母親自行照顧，但我

懷疑裡頭有很多是社會階級較低的外籍新娘，因為她們找不到工作，但環境可

能又處於經濟弱勢，所以只好邊顧店邊顧孩子， 

 

＊妳打算當全職媽媽到什麼時候？妳會放不下孩子嗎？為什麼？ 

→只要家裡經濟還過得去，就繼續當全職媽媽，除非孩子上幼稚園了然後家裡又

缺錢，再來考慮要不要回職場工作。我的確會捨不得孩子，因為覺得自己照顧

能夠給她滿滿的、很完整的愛，所以我到現在還堅持親自餵奶、而且採用親密

照顧的方式。 

 

下次訪談的重點： 

延續對於「母職」的定義與想法，確認何謂好媽媽。 

以及探討其關於不教育小孩的媽媽，就是不夠專業的想法。 

 

是否後附受談對象照片：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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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訪談同意書 

 

訪談同意書 
 

親愛的______媽媽，您好： 

 

我是台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的博士生，本論文主題為「全職

媽媽母職意義觀點之轉化學習研究」，主要以台北都會區、中產階級、

參加網路社群的全職媽媽（沒有自己的職場工作或任何家族事業兼顧

者）為研究對象，主要目的在於探究原本擁有職場工作，生子後卻轉

為擔任全職媽媽的原因與信念、形塑母職意義觀點的來源與媒介，以

及在母職實踐過程中的觀點轉變。希冀您能提供個人的想法和經驗協

助本研究進行，這將有助於社會瞭解全職媽媽的現實處境、學習需求、

心路歷程與觀點轉變。 

本研究採用深度訪談法，約需 1～2次訪談，每次約一個小時。同

時，為了資料的整理與分析，希望您同意於訪談過程中錄音。錄音內

容僅作為本研究分析資料、編碼及歸類統整之用。基於保護受訪者的

義務，您的姓名及個人資料一律隱匿不公開，改以代號稱之。因此，

希望您能提供真實的意見，以增加研究資料的正確性。 

訪談期間您有權利選擇退出，且沒有義務告知原因。訪談過程中，

您有權利決定回答問題的深度，面對不想回答的問題也能拒絕回答，

亦有權利隨時終止錄音以及訪談。歡迎隨時提供任何意見，也再次感

謝您願意參與本研究。 

 

同意受訪參與本研究

受訪者：__________________(請簽名)

同意本研究使用訪談過程中的內容

受訪者：__________________(請簽名)

     日期：100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