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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照顧分工的重組

兩個女性世代生命歷程的比較

		劉香蘭（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古允文（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照顧成為概念在西方發展已久，最早源自女性在家庭的無酬照顧，到當代發

展出多元性和制度分化的照顧提供概念，照顧成為市場商品和福利商品，顯示提

供照顧的責任與角色已在國家、市場、社區和家庭間重組。雖有相當多與照顧相

關的文獻，但缺乏從世代觀點探索女性生命歷程樣態和照顧分工轉型的鑲嵌性。

為此，本文以質性研究為典範，依女性主義理論和生命歷程觀點的研究精神，深

入訪談 1��0年代、1��0年代兩個世代共 1�位女性的生命經驗，輔以官方檔案

分析為脈絡，建構不同世代的女性生命歷程樣態，探討照顧分工轉型與國家行動

產生結構性壓力和機會的關係。

本文發現女性面對的壓迫，不僅是性別的，更具世代性。國家行動運用兩面

手法，促使 1��0世代女性中老年後進入照顧工作，在家庭同時提供無限期的無

酬與有酬照顧，進行照顧勞動的跨代移轉；1��0世代女性因工作與照顧的多重

壓力，無論自行在家照顧或購買照顧、使用育嬰留停津貼和喘息服務，皆面臨照

顧與工作都要做的處境，女性角色擴大遂為事實。兩代女性生命歷程樣態鑲嵌於

照顧分工轉型過程，造成女性勞動力在世代與階級重組，為父權國家所用。惟

有透視性別角色未全面轉型的假平等，及存在性別內的不平等，才能真正解放女

性，跳脫照顧陷阱。

關鍵詞：照顧、世代差異化、女性主義、生命歷程觀點、社會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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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台灣少子女化、人口老化、長壽化與女性角色工作化的連動，伴

隨新自由主義盛行和競爭性國家的趨勢，產生了照顧危機，已成為國

家發展的隱憂。近年照顧成為國家介入的主要領域，以達願生樂養

（照顧）和成人有酬工作之國家發展目標。福利國家形塑了女性工作

與照顧之制度脈絡，隨著社會發展階段而產生不同的壓力與機會、權

利與責任；然而，這些因素如何形塑不同世代女性生命歷程的軌跡與

樣態，一直是台灣照顧文獻尚未探究之處。

因此，本文從不同世代女性的照顧與工作經驗，建構世代女性差

異化之生命歷程樣態，發現國家行動介入照顧分工轉型和女性勞動力

的重組，以緩解照顧危機和失業現象。惟有將不同世代女性的生命歷

程樣態放在更大的政治經濟架構，才能揭露國家對女性的剝削型態因

世代而異，並透視國家政策和措施中的照顧陷阱，達到真正解放女性

的目的。

二、理論視角

照顧是頗具女性主義味道的概念之一（Daly,	�00�），更受到

第二波女性主義者高度關注，發展出具女性主義內涵的照顧概念

（Fisher	and	Tronto,	1��0:	��-��）。本文除依據女性主義理論外，更從

生命歷程理論（life	course	theory）發現照顧勞動對於不同世代女性的

意義，為照顧概念加入生命歷程的幅度與內涵。其理論發展與主要內

致謝辭：本文感謝匿名審查者與編委會提供寶貴的意見，文中如有任何謬誤，責任

由作者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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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如下：

生命歷程社會學興起於 �0世紀初，以發展理論和心理學的生

命週期理論為主。Leonard	Cain較有系統地將生命歷程理論化，在

1���年 Life	Course	and	Social	Structure文中，指出社會存在著按年齡

建構的層級關係（Marshall	and	Mueller,	�00�:	�-�），透過研究世代掌

握社會變遷，遂出現年齡分化（age	differentiation）的概念（Mayer,	

�00�）。1��0年代中，該理論主要掌握生命歷程在脈絡中的變異性，

發展出生命歷程的體制概念。1��0年間，因人口老化和家庭型態轉

變，讓生命歷程理論備受關注，著重個人生命經驗和社會變遷的連結

（Kok,	�00�），近年更深究歷史和國家制度如何形塑個體與群體的生

命歷程架構（Mayer,	�00�）。

生命歷程觀點的發展有兩個主要脈絡：一是北美傳統，受符號

互動論與現象學影響，關注個人行動者在壓力結構下的生涯選擇與轉

變；一是歐洲傳統，強調國家政策與制度如何形塑生命歷程架構，使

生命歷程制度化、「常態化」，或再建構群體生命歷程，以面對群體

生命歷程與國家建構制度間的落差（施世駿，�00�）。兩股傳統的結

合促進微視與巨視研究的連結（Marshall	and	Mueller,	�00�:	��-��）。

簡言之，生命歷程理論關注行動者和社會結構的鑲嵌性（Kruger,	

�00�:	��），從個人生命史建構日常生活與社會制度的互動（Hunt,	

�00�:	��）。

這兩個研究傳統各有特定的分析概念：北美以軌跡、	  1 階段變遷

1	 軌跡是一系列的階段變遷與事件標示（施世駿，�00�），也是經過年齡結構而
產生的特定路徑。分析軌跡的方式是多重的，可以作整體和全觀的長期分析，

也可以著眼於與群體相關的時間歷程與趨勢，到個人層次的穩定與變化。階段

變遷鑲嵌於軌跡，指生命歷程在不同階段間的變化期，常因事件發生而造成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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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itions）、轉變結構（transitions	structure）、暫時性（temporality）

與持久性（duration）為主要概念，旨在判析生命歷程是否存在關鍵

期（critical	 periods）、是否與特定發展任務有關，並探討轉折點的

界定與影響（George,	�00�:	1��-1�0）。歐陸則以序列（sequencs）形

容生命歷程狀態因事件而產生轉型， 2 描述階段變遷中事件的連鎖鏈

（施世駿，�00�）。其中序列是橋樑概念，作用在連結軌徑和階段變

遷，共有六種序列： 3 斷裂（rapture）、中斷（interruption）、改變

（change）、連結（bridge）、回復（return）、融合（fusion）；後三種

是聯合狀態，象徵個體在特定階段涵括各種角色、身處多種狀態（或

參與多個領域），以掌握後現代生活的複雜性。聯合狀態亦是國家介

入之處，從而產生更多的選擇與可能性。簡言之，此觀點視生命歷程

由一連串的階段變遷組成，轉變鑲嵌於軌徑，並賦予特定的意義與形

式，來描述生命歷程的發展與變化。

歐陸傳統強調國家如何建制生命歷程架構，使其制度化或「常

態化」。制度化反映群體有共同依循的結構，呈現相似的行動邏輯與

次序，經由外在社會規範與個人內化社會價值，形成「常態生命歷

程」。社會秩序和規則促使個體在「對」的時間、「對」的年齡抉擇

態的改變或中斷，通常用於個人層次。轉變結構指兩狀態的社會性連結，尤其

關注制度連結的程度，給予軌徑特定的形式與意義。

�	 序列為某種秩序，或事件產生特定結果的次序；它連結單一的轉變和整體

複雜的軌跡，是在（多）狀態中至少有兩種轉變的生命運動（Sackmann	 and	
Wingens,	�00�:	��-��）。

�	 斷裂只有一個階段變遷，如從全職工作到完全退休；中斷是因某事件而停止之

前的活動，之後又維持下去；改變是因某事件而停止之前的活動；連結是透

過一個連合狀態進入與之前狀態的分離；回復是透過一個連合狀態回到之前

的狀態；融合指特定的連合狀態，發生於後面的階段（Sackmann	 and	Wingens,	
�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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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事件，當集體生命歷程與國家政策預設的常態架構有所落差，造

成對國家發展的挑戰時，國家便透過政策再規範新的生命歷程架構，

形塑新的選擇結構，影響個人和群體的生命歷程。因此，生命歷程觀

點可以解釋個人生命和福利制度間的關連，作為政策發展的參考（施

世駿，�00�）。

生命歷程是社會建構，世代便成為研究策略，藉以掌握時空脈

絡之變異性（Elder,	 �00�:	��）。相較於 cohorts一詞，世代不僅具有

多重的社會學意義，更可描述多代關係，連結到社會變遷（Allan	and	

Jones,	�00�:	1�-1�），如福利世代（welfare	generation）便是形容福利

國家形成後，將人的發展形塑成三個主要階段：教育、工作與退休；

各制度領域存在線性關係的假定雖已受到挑戰，但仍能說明世代的生

命經驗鑲嵌於不同的福利政策脈絡。因此，世代成為研究策略，以掌

握群體生命歷程和制度脈絡的關係。

除了世代分析，本文更重視性別化的生命歷程概念。女性生

命歷程建立於生物基礎，即再生產的功能與性吸引力（Abbott	 and	

Wallace,	�00�:	11�），並以男性生命歷程為中心（徐宗國，1���）；在

此前提下，少子女化與照顧危機，是否意謂著女性集體生命歷程樣態

與國家所預設的常態架構之間出現落差？透過研究世代女性的生命歷

程樣態，便能發現社會變遷中，國家建構照顧與工作相關的制度和措

施，提供了什麼樣的機會、資格、權利與責任，形塑不同世代女性的

生命歷程樣態，及其存在的意義；期望藉此研究，為未來世代女性的

權益與福祉提供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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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獻檢閱與提問：	
缺少世代化女性生命歷程與照顧分工轉型之探究？

（一）國外照顧概念的發展：照顧概念鑲嵌於特定領域

照顧作為分析概念並納入福利國家的分析，一直有選擇性，最

早出現於女性主義相關文獻，且以英國和北歐為主（Daly	and	Lewis,	

�000）。英國使用照顧者（carer）一詞已有兩百多年，1��0年

代，論者用它來描述因照顧家庭而被排除於公領域之外的女性群體

（Rummery	and	Fine,	�01�），之後偏重於非正式照顧的概念，1��0年

後，則轉而關注女性投入職場時，由兒童照顧衍生工作與家庭平衡的

爭議（Lewis,	 �00�:	11）。北歐因照顧社會化程度較高、福利國家發

展較成熟，對照顧的分析傾向以公私界限為切入點（Leira,	1���）。

表一呈現國外照顧概念的發展軌徑，從微視照顧關係，發展到

社會照顧之比較研究（Daly	and	Lewis,	 �000）；從環繞於女性地位、

照顧價值與倫理，發展到生命歷程與社會控制（Daly,	�00�）。照

顧文獻的發展有三種軌跡：一是強調照顧工作與公民身分（普同化

典範），二是從身心障礙者運動引發對照顧的特定挑戰（特別化典

範），最後是關於種族與移民的跨國連結（Williams,	�001）。照顧作

為分析概念，其發展有兩種取向：朝向社會學以涵蓋所有內涵，或是

凸顯脈絡化與差異化（Hobson,	Lewis	 and	Siim,	�00�），無論兩者間

的張力如何，此概念已累積相當豐厚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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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照顧概念發展的軌徑

研究者
Daly	and	Lewis
（�000）

Daly
（�00�）

Williams
（�001）

Hobson,	Lewis	
and	Siim
（�00�）

面向 主軸 趨勢 軌徑 運動

分類 （a）	照顧關係
（特性與
殊性）

（b）	提供與服
務的比較
（社會關
係）

（a）	女性特定
處境與地
位	

（b）	道德與價
值

（c）	生命歷程
與社會關
係的控制

（a）	照顧工作
與公民身
分（普同
化）

（b）	身心障礙
者 運 動
對 照 顧
的特定挑
戰（特別
化）

（c）	關於種族
與移民的
跨國連結

（a）	朝向社會
學以涵蓋
所有內涵

（b）	凸顯脈絡
化與差異
化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本文依據 Daly（�00�）的架構，輔以時間序列，整理國外具代

表性的照顧概念（表二），發現國外照顧概念是依附特定領域的發展

脈絡。對於照顧本質的討論，在 Finch與 Groves合編的 A Labour of 

Love: Women, Work and Caring書中，Graham（1���）將照顧界定為

「愛的勞動」（a	labour	of	love），兼具愛（情感）和活動（勞動）雙元

性，之後照顧概念多以此為基礎，發展出不同的論述，如北歐女性主

義者強調照顧是工作，挑戰愛的勞動中和諧與無酬的假定，認為照顧

存在著衝突、責任和義務，並將權力納入分析（Leira,	1���）。

照顧成為工作或商品後，女性主義經濟社會學者開始界定照顧工

作，並論述照顧的勞動特性，強調照顧有別於其他勞動之特質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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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人的基礎；�.	存在於關係中；�.	有的有酬、有的無酬、或共享別

人的薪資，多由家庭成員負擔；�.	夾雜情感成份，直接關係到情感福

祉（emotional	well-being），提供者被期待不僅有技術，還要有愛；�.	

品質難標準化且難測量（購買者與接受者不同）；�.	照顧、報酬與價

格間存在複雜的關係（England	and	Folbre,	 1���）。總之，照顧是特

別與重要的工作，具有人際性、長期性與個人性的特質，以及愛與勞

動同時進行的殊性，在本質上難以完全商品化和契約化。

�000年後，隨著國家介入照顧領域，照顧的政治經濟性成為

分析焦點，衍生出諸多概念，如社會照顧、照顧的多面性（Leira	

and	Saraceno,	�00�）、多介面的照顧提供概念（Rummery	and	Fine,	

�01�）。比較研究發展出照顧體制（care	 regime）（Daly	and	Lewis,	

�000;	Bettio	 and	Plantenga,	�00�）、照顧安排（care	 arrangement）

（Pfau-Effinger,	 �00�）、照顧鑽石（care	diamond）（Ochiai,	 �00�）等

概念；照顧成為社會管制後，轉為一種制度化的服務，�010年以後，

照顧成為制度或產業的現象更為明顯（Folbre,	�01�）。

表二　照顧概念與其內涵的發展

婦女地位與照顧勞動
本質

道德與價值 生命歷程與社會關係
的控制

1��0s 愛的勞動（Graham,	
1���）
非 正 式 照 顧
（Graham,	1��1）

1��0s 照顧方程式（ c a r e	
formula）	（James,	
1���）
照顧工作定義與本質
（England	and	Folbre,	
1���）

照 顧 倫 理 與 要 素
（Tronto,	1���）
以人為中心的工作
（Thomas,	1���）

制度分化（L e i r a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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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s 社會照顧（Daly	 and	
Lewis,	�000）
多面向的照顧難題
（Leira	 and	Saraceno,	
�00�）
照顧本質（F o l b r e	
and	Nelson,	�00�）

照顧理念（Kremer,	
�00�）

照顧體制（ D a l y	
a n d 	 L e w i s , 	 �000 ;	
Bettio	 and	Plantenga,	
� 0 0 �）、照顧安
排（Pfau-Eff inger,	
� 0 0 �）、照顧鑽石
（Ochiai,	�00�）	

�010s 照顧介面（Rummery	
and	Fine,	�01�）
照顧種類（F o l b r e,	
�01�）

照顧制度多元性與
照顧產業（F o l b r e,	
�01�）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照顧概念的發展一方面反映國家、市場與家庭的部門關係，一

方面持續捍衛照顧倫理與價值，來面對照顧商品化所引發的倫理危

機。頗具代表性的是 Tronto（1���:	10�,	10�），其將照顧視為人類

必要活動，發展出照顧倫理與要素，包括意識承擔照顧的必要性

（caring	 about），接受特定的照顧責任，並決定承擔照顧的決策（take	

care	of），滿足照顧需要（care	giving），以及被照顧者的接受與回應

（care	receiving），而主張照顧是公共財，企圖將照顧定位於公領域。

綜觀國外照顧文獻，可見照顧概念依附於特定領域，從家庭照顧

的無酬性、照顧工作的市場性，發展到照顧成為福利商品的政治經濟

性，照顧本質與內涵隨領域而有所不同。

（二）檢閱國內照顧文獻：照顧依附於特定對象與措施  

台灣照顧文獻的趨勢與國外軌跡相似，但亦有差異。相似點是照

顧相關文獻亦由女性主義者發起，差異處是文獻發展方向依附於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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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特定政策措施，較缺乏對照顧勞動本質的探索和反省。

無論從家庭社會學角度討論家務分工的照顧分配和女性在家庭

的地位（伊慶春、呂玉瑕，1���:	1�0-1�1），或討論不同照顧者的處

境與需要（女學會，1���:	���；呂寶靜、陳景寧，1���；謝美娥，

�000；吳書昀，�000；劉雅文、莊秀美，�00�；邱啟潤、陳武宗，

1���；陳正芬，�01�），多採借國外論述照顧勞動的內涵，肯定照顧

雙元性，其中對照顧者的關注，存在著唯有照顧者的問題獲得妥善

解決，被照顧者才能得到優質照顧的信念（劉梅君，1���:	1��），照

顧者被視為一種資源或工具。近年開始討論照顧者正義（洪惠芬，

�00�）並倡導照顧者權益（王增勇，�011），企圖將照顧者位置從義

務論轉到權益論，但仍以家庭領域的無酬照顧為主。	

此外，對於照顧提供的領域，本土文獻出現跳躍式的發展，從

家庭無酬照顧進而討論照顧之公私界限	（劉毓秀，1���）和公共化議

題，近年更出現針對特定對象之政策分析，企圖將照顧責任由私領域

轉移到國家，以北歐國家照顧體制為台灣照顧轉型的典範。關於兒

童照顧，無論討論政策定位（王舒芸，�00�；傅立葉，�01�）或政策

整合，如兒童友善照顧政策、早期兒童教育與照顧政策的整合（Chiu	

and	Wei,	 �011；王淑英、孫嫚薇，�00�），均強調走出高度市場化；

黃志隆（�00�）則分析親職假的政策成效。

老人照顧政策方面，文獻內容偏重於居家服務與照顧服務的

發展，如居服發展歷程與轉折（吳玉琴，�00�；陳淑君、莊秀美，

�00�）、社區照顧的歷程與檢討（黃協源，�001）、居服混合經濟模

式的議題與挑戰（Huang	and	Chen,	�00�），也有評估既有服務措施的

成效，如檢視國家給付金錢之成效（劉雅文、莊秀美，�00�；曾薔

霓，�00�）；在時間給付上，除呂寶靜、陳景寧（1���）略微討論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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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照顧的工作與家庭平衡措施外，較無其他文獻討論。整體而言，近

年的論述聚焦於照顧公共化的議題（傅立葉、王兆慶，�011）。

此外，也有文獻針對特定的服務措施，分析政府對老人照顧與兒

童照顧的差別對待，如鄭清霞、洪惠芬（�00�）從財稅福利的觀點，

指出國家對老人、兒童照顧責任的分攤有差別對待：兒童照顧與福利

是以教育經費、就學貸款與醫療保障為主，未發展出普及式兒童津

貼，對老人則是建立普及式的經濟保障制度；在租稅減免上，老人照

顧的免稅額較高。

關於照顧倫理與價值，文獻強調傳統價值的力量。在兒童照顧

上，討論母職圖像與政策意涵（潘淑滿，�00�,	�00�）。在老人照顧

方面，則肯定孝道是影響照顧社會化的機制（劉梅君，1���），也是

形塑三代同堂政策的價值所在（胡幼慧，�00�:	1�-��）；劉碧素、黃

惠璣（�00�）分析近十年的孝道研究，肯定孝道的影響力持續存在，

只是盡孝的方式更有彈性。	

綜合上述，照顧概念在本土文獻呈現幾個發展方向：一是從無酬

照顧的家庭領域開始，發展到照顧公共化的領域；二是對照顧者的關

注，超越以往工具性的價值，發展到保障照顧者權益；三是聚焦於特

定政策或措施的分析與評估，呈現高度的「特定性」；四是重視傳統

道德與倫理價值的影響，但缺乏對照顧勞動本質和生命歷程觀點的探

究。

（三）台灣近年對於女性世代的研究

針對台灣不同世代女性的研究，偏重於勞動市場的參與和家務分

工的主題。李大正、楊靜利（�00�）從次級資料分析，發現各世代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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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勞動參與模式雖有所改變，但「家庭因素」仍是影響其參與工作

的關鍵條件；林津如（�00�）以深入訪談的方式，討論中產階級職業

婦女之家務分工是否存在世代差異。這些研究認為女性勞動力是性別

化的組織，且肯定世代作為研究女性勞動參與和社會變遷的策略，但

對於不同世代女性工作與照顧的關連與轉變，則缺乏細膩的論述。

雖然也有研究著重於女性整體生命歷程之變遷與制度的關係，如馬

慧君、張世雄（�00�）使用次級資料勾勒不同世代女性參與不同領域

的趨勢，但未說明政策與女性經驗的關連。總之，有關女性世代的文

獻，焦點多集中於單一領域、單一議題，未將女性生命歷程鑲嵌於理

論和制度性脈絡。

	檢閱本土照顧和女性世代的文獻，發現缺乏從生命歷程的角度

去連結世代、女性和照顧分工轉型的關係，誠如 Pavalko（�011）所

言，需要從世代角度了解照顧決策和結果的差距，並從制度脈絡了解

政策對照顧分配模式的影響。本研究主要提問：不同世代女性的工作

與照顧經驗為何？國家行動為回應照顧壓力，如何介入照顧分工的轉

型，建構世代女性差異化的生命歷程樣態？

四、研究設計與過程

為能建構本土女性生命歷程和照顧分工轉型的故事，本研究依

循質性研究的建構主義典範，秉持女性主義和生命歷程理論的研究

精神，以及紮根於情境（context-bound）的研究原則（Archer,	 �00�;	

Marshall	 and	Mueller,	 �00�:	�-11），以深入訪談為主，官方檔案分析

為輔，研究設計、資料蒐集與分析過程簡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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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入訪談的選樣架構

在建構世代方面，參考上述台灣女性世代研究的分類原則，有

從政治與社會變遷脈絡，將女性世代分為 1��0-1���、1��0-1���、

1��0-1���三代，比較其勞動參與模式（李大正、楊靜利，�00�），

也有強調工業化發展脈絡，分析 1��0、1���年兩代女性群體家務分

工的差異（林津如，�00�）。本研究認為世代架構應納入福利發展

脈絡，尤其是社區照顧和性別平等政策的發展階段，故建構 1��0、

1��0世代兩個群體，前者是國民黨政府遷台後，在台出生的第一代

女性，後者是工業化開展後出生的女性。兩代女性生長於不同的政

治、教育和工作制度脈絡，經驗到的照顧分工與性別平等政策也不

同，因此，建構 1��0年代與 1��0年代出生的女性，是依據生命歷程

理論，呈現兩代女性群體因為身處制度脈絡、國家福利政策的差異，

而反映出的生命歷程樣態。

此外，按研究目的，選樣指標包括照顧歷程之豐富性（交替、重

疊、跨多代的有酬與無酬照顧勞動）與工作歷程之多樣性（兼職、全

職、非典型工作型態）；研究者在各代依兩個選樣指標進行配額抽樣

（1��0世代照顧歷程豐富性 �-�位、工作歷程多樣性 �-�位），各代

也至少找一位婚後長期任家庭主婦的樣本（如 1��0E、1��0G），以

蒐集變異性大的資料。樣本來源是透過非營利組織媒介、親友網絡、

臉書、部落格、滾雪球等方式，藉由修改台灣大學「行為與社會科學

倫理研究委員會」擬定的「研究參與者知情同意規範」和「研究參與

者知情同意書（簡版）」，正式向參與者說明研究目的、過程、分析、

撰寫和報告事項，解說倫理保障的措施，雙方簽訂並各執乙份後開始

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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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人數依資料蒐集之飽合度而定，最後共有 �位 1��0世代女

性、�位 1��0世代女性參與研究，1��0世代女性平均年齡為 �1歲，

1��0世代女性平均年齡 ��歲。基於隱私，每位參與者以英文字母代

稱，其基本資料、照顧與工作資料整理如附錄。

1��0世代的女性參與者，從小多扮演照顧者並分擔家務，成年

婚育後，維持受雇者有 1位（B1），因雙重照顧的長期壓力危及健

康，中高齡退出勞動市場休養。其他 �位呈現變異性的工作與照顧樣

態，婚育前多有工作，婚育後 E開始十多年的無酬照顧，中高齡開

始各種兼職工作，�位在幼年就擔任照顧者，並外出工作，經歷多種

非典型工作，中年後轉為照顧工作，擔任職業保母、看護工，�0世

代女性一生進行跨代有酬照顧與多代無酬照顧，中老年是雙重照顧者

有 �位。

1��0世代的女性生命歷程也存在相當差異性，除了 I因母親過

世，中輟學業，D因家庭失和，兩位較早開始工作，其餘 �位皆完成

專科或大學學位。婚前工作時間較長，婚育後一直維持受雇工作與照

顧者有 �位（其中 E申請育嬰留停，另一位為單親），G在婚育後漸

離職場、未再返回，A則因多重壓力離職，最後又回到職場。�位婚

育後離職，中年開始做家庭保母，其工作與照顧歷程也富多變性。

（二）資料蒐集與分析

深入訪談於 �01�年 �-�月進行，�01�年 �月補訪，訪談次數

1-�次，每次約 �小時，地點以家庭和餐廳為主，全程錄音。�01�年

�月後開始循訪談資料搜尋官方檔案，分析範圍主要是與女性權益相

關的政策與白皮書、國家政策綱領與白皮書、老人與兒童福利及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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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令與國家計畫。

資料分析與蒐集是並進的過程，從開放性編碼、主軸譯碼（axial	

coding），到選擇性譯碼（selective	 coding），是從個人的生命史開

始，再進行同世代分析與跨世代比較。從資料中發現不同的主題，接

著建立主題間的關係（如形成主要與次要主題等、後設主題），將主

題連結到理論層次（Bernard	 and	Ryaw,	�010:	��-��），在來來回回的

分析過程形成主軸，作為發展論述的依據，而此便是選擇性譯碼階段

（潘淑滿，�00�:	���）。檔案分析則聚焦於國家、家庭與市場的關係，

及其在女性主義和生命歷程角度下的意義，成為女性主體經驗的脈絡

性資料，結合訪談資料，發現個體與政策間的關係。 4 

五、研究發現

為呈現特定時間下，不同世代女性之生命歷程樣態及相關性，

本文參考不同學者對於台灣歷史的分段原則，如政治發展（蕭全

政，1���）、經濟發展（吳聰敏，1���）的階段，並結合社會福利

發展（李易駿，�00�）、社區工作發展（賴兩陽，�00�:	�1-��）、社

區照顧發展	（黃協源，�000:	���）等脈絡，將 1��0年後的台灣發

展分為四階段：1.	農業轉工業化的時期（1��0-1���）；�.	工業化跟

進與民主化時期（1���-1���）；�.	後工業社會和福利黃金十年時期

（1���-�00�）；�.	�00�年之後的照顧產業發展時期；對應到兩代研究

參與者的生命階段（如表三），以呈現兩代女性身處之制度性脈絡。	

�	 本文之研究資料出自劉香蘭（�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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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台灣政經發展下，不同世代女性之生命階段

階段

世代

農工轉換時期
（1��0-1���）	

工業化跟進與
民 主 化 時 期
（1���-1���）	

後工業社會和
福利黃金時期
（1���-�00�）

照顧產業發展
（�00�-�01�）

1��0
世代

0-1�歲
出生到青少年

1�-��歲
青春期和生育

��-��歲 ��-��歲

1��0
世代

未出世 0-1�歲
出生到青少年

1�-��歲 ��-��歲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一） 農工轉換時期（1950-1965 年）：少年遷移與打拼的 50 世

代女性

	 �0年代的台灣，政治歷經改朝換代，國民黨政府遷台後，以軍

事反攻為目標，馬上取代日本殖民政府的統治結構，將大部分日營企

業收歸國有，重組為省營事業，建構出「統制經濟」（許介鱗，�00�:	

�0-�1）。當時產業結構仍以農業為主，農業生產總值從 1��0年之

��.��億元（含農產、林產與畜產等），增至 1��0年的 ���.01億元

（農業產值在 GDP中所佔比例較 1��0年代高出 �0%）。 5 �0年代發

展工業化，透過農產品出口，換取工業所需原料和設備，透過保護國

內市場，獎勵投資達到自給自足（許介鱗，�00�:	11�）。

1��0年代也是台灣人口過剩的年代，人口自然增加率在 ��%左

右，總生育率 �.0�0%，扶老比為 �.��%，老化指數是 �.��%，扶幼比

為 �1.��%，整體扶養比是 ��.��%（國家發展委員會，�01�）。當時

教育是根據中華民國憲法第 �1條規定，接受國民教育（簡稱國教）

�	 請參考行政院農委會，農業統計資料查詢 http://agrstat.coa.gov.tw/sdweb/public/
common/CommonStatistics.aspx（最後瀏覽：�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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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國民的權利與義務，第 1�0條規定 �-1�歲之學齡兒童一律受基本

教育，免納學費，仍以六年國教為主。1���年時義務教育普及率為

�1%，	  6 多數學生中途輟學，實際完成六年義務教育的比例仍低於五

成。

生活方式隨著農業社會轉型到工業社會，人口從鄉村流動到城

市，工廠林立，工作與家庭領域開始分離。1��0年代出生的 �位女

性經歷人生第一次社會變遷，尤其是農村出生的女性，幼年便開始離

家打工賺錢，支持家計：

我國小畢業就到台北工廠，幫忙賺錢，我姐姐學手藝沒有回家，

我自己找工廠半工半讀。那時候住深山，坐車到台北，心裡想

要讀書，我就半工半讀，我到中和與板橋，自己摸索，我很獨

立不靠人。我第一次到台北，做兩個月才回來，我哭得唏哩嘩

啦，我想家。我還偷偷讀書，我爸不知道我讀書，我讀完國中。

（1��0F）

在國民黨犧牲農業、發展工業之政策下，1��0世代的女性在幼

年、少年階段搭上工業化發展的列車，離鄉背景出外工作，支持家

計，經歷生活方式、勞動型態與地理遷移的多重改變，除了中斷學業

外，還要自行吸收壓力與孤獨。不僅如此，農村留下老弱婦孺，產生

家庭照顧的需要，也是由在外打拼的少女返家擔任照顧者：

為了要幫忙家庭，我舅舅阿姨就把我帶上去，我弟弟跟表舅、我

�	 資料來自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zh-tw/%E�%��%BA%	E�%�1%A�%E
�%��%��%E�%��%B�（最後瀏覽：�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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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弟在基隆那裡、我大弟跟二舅三舅學，我上去當學徒，⋯⋯我

媽媽有眼睛問題、心臟又換血、胃又割掉。小時候我跟我外婆顧

她，後來我離家是 1�歲，我媽又長子宮葡萄瘤，在中壢婦產科

看，醫生說要開刀，我跟我外婆去照顧她，那時我在台北三天上

班、三天請假，我跟我外婆照顧我媽。	（1��0G）	

城市親友成為支持的社會網絡，分別安置從農村來城市打拼的下

一代，家庭成員分散各處，一旦農村家人有健康問題，在外工作的女

兒也是主要的照顧者之一，為工作與照顧兩地奔波（如 G），呈現在

青少年階段兼負雙責的處境。

�0年代國民基礎教育尚未成為強制性的教育制度，除了赴外地

工作，女性也因家庭事故而中斷學業，影響個人人力資本之累積。

高二外婆生病，我就沒有辦法繼續念，還有小舅舅有氣喘，我媽

一個人撐不下來，我媽用錄音機錄給我爸爸聽，講家裡的狀況，

從那時候我就不能讀書，要上班。（1��0H）

從 H的經驗得知，能否繼續讀書是按家庭需要，由家長來決

定。1��0世代的女性少時即被指派為賺錢養家及照顧者，被迫放棄

學業，呈現照顧與工作一肩擔的幼年生命樣態；由於教育未形成強制

性的主要制度，工作制度尚待發展，家庭為主要制度，其早年生命的

軌跡充滿了不確定與非預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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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業化跟進與民主化時期（1966-1987 年）：1950 世代女

性「晚」婚育、1970 世代女性「常態化」成長

國民黨政府在此時期進行第二階段工業化，實施 �個「四年經

濟計畫」，扶植中油石化等特定產業，引導經濟發展（Wade,	1��0），

清除不滿施政的私人企業，控制特定行業，形塑以政府為核心、黨

團利益優先之政經結構（Amsden,	1���）。中小企業在國內市場被排

擠，只好以出口為生存路徑，以社會網絡和家庭工廠化之生產方式，

吸納婦女勞動力（Yu,	�00�），形塑出「二分化市場結構」（周添城，

1���），創造了 1��0-1��0年的台灣經濟奇蹟。1��0年代中，社會長

期積累的不公開始爆發，本土性社會運動蓬勃發展，危及國民黨政府

統治的合法性，1���年解除戒嚴、1��1年廢除勘亂法，加速民主化

過程（蕭全政，1���）。

教育與工作在本階段成為獨立與宰制性的制度，1���年實施九

年國民教育，是強迫、義務和免費的教育，規範了 �-1�歲國民的生

活結構。1���年工廠法、1���年工會法修正，1���年勞基法建置工

作制度，教育成為幼年主要領域，工作成為成人主要的領域，國家建

構以年齡為分野的制度性脈絡。

隨著工業化產生的社會問題，本階段發展體現現代思潮的福利系

統：「民生主義現階段社會政策」加強社會福利措施，透過社區發展

促進民生建設；兒童福利法也在國際壓力下誕生，政府推出具安撫作

用的福利三法和農、工、少年弱勢人口群的社會立法等，以達社會控

制與穩定之效（林萬億，�00�:	��）。

在此結構性脈絡下，�0世代的女性經歷動盪不安的幼年生活，

到成年階段仍接續其在原生家庭扮演的角色與責任，進入婚育的軌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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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家庭經濟與照顧需要而受影響：

我放棄年終獎金，遞辭呈，主任說下個護理長就是妳，我說我要

照顧我爸爸，我爸在台中，其他人都結婚了。可以顧爸爸，而且

我的工作是人的工作，評估以後就回到台中了。我從小就這樣，

不忍心嘛，這個時候就談愛心，兄弟姊妹都是有家、有孩子，我

還是單身，又是學護理，駕輕就熟，也沒有願意不願意，我連男

朋友也沒有交。（1��0B）	

��歲嫁給我先生，我姑姑當媒人啊，頭一次是他堂弟，我嫌他

太矮。我姑姑住在新屋，那時我還要賺錢給我爸爸媽媽，我不想

結婚。第二年介紹我先生。後來我媽媽生病很嚴重，那時為了家

境貧窮，我沒有想要結婚。（1��0G）

�0世代女性的「晚婚」受到原生家庭（照顧與經濟）責任影響，

根據統計，1��1年女性初婚平均年齡為 ��歲，平均生育年齡是 ��.�

歲（國家發展委員會，�01�），參與研究的 1��0世代女性中，有 �

位婚育年齡高於均數，皆為了持續進行家庭無酬照顧與金錢的代間移

轉。特別是 B，因為父親中風需要長期照顧，在沒有安養院的年代，

成為雙重照顧者，白天護理、晚上照顧家庭，影響升遷與婚姻，其他

幾位也被納入家庭經濟架構而「延後」婚育。

即使結婚，也因與公婆同住，放棄工作，成為全職家庭照顧者，

以個人無酬照顧勞動滿足三代和親友的需求，中斷人力資本和工作經

驗（F和 E），產生階段變遷。因為無法繼續承受公婆的壓力，F和

E進行家庭革命，離家後開始進入養家和照顧兼顧的生活（如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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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公說我是長媳，就是要照顧叔叔姑姑，剛嫁過去，還蠻乖

的，後來就不理他了。我 ��年結婚，��年就搬出來，出來住娘

家 �年，帶兩個孩子，做手工，我拼命做，白天打毛線，晚上車

鞋子。小孩讀小學，我就開始做小吃生意，跟婆家沒緣，叫她幫

我帶小孩，我上班，她們不肯。（1��0F）

E搬離公婆家後小家庭自住，照顧型態改為週末幫忙料理飲食；

F展開「非典型」工作的人生軌跡，照顧子女與工作必須結合，女性

角色與責任隨之擴大。

婚後不與公婆同住，持續受雇工作型態的 �0世代女性，除了運

用親友（如 D）、鄰里保母（如 B）托育外，也因私人小公司可帶子

女上班，得以克服托育問題：

當時生完有在外面工作，公司就在家附近，我可以帶兩個孩子去

上班，把兩個小孩就放在我位置旁邊，可以看顧，老闆也很好，

他出去送貨時開著車，就將兩個孩子帶走，放在他旁邊，我就可

以專心工作，做了六年。（1��0C）

受雇女性的托育需求，在國家尚未發展友善家庭之福利政策時，

只能依賴職場和社區網絡中的「小確幸」，兼顧照顧與工作。社會期

待女性以照顧為主，女性要負責解決「自己選擇」工作後所產生的托

育問題。其他幾位女性幫忙先生的家庭事業，女頭家角色更要全攬家

庭事業與照顧。

相較於 1��0世代女性出生於顛沛流離的大時代，1��0世代的女

性生長於國民教育法制化、工作制度獨立和兒童權益受重視的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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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幼年生命的制度化特徵：	

我覺得原生家庭對我們影響蠻大的，我是老四，家裡不會對我們

有什麼要求，我不是很會理家，因為家務事從來不會輪到我，我

老公是老么，也輪不到他，而且他是家裡書念得最好的，他自己

分享過，他只要把書念好，為國爭光就好了。（1��0A）	

我爸跟我媽是一般家庭，我爸是貼磁磚，我媽是接線頭，去紡織

工廠做，是 part	 time的。我家有三兄弟姊妹，我是老么，我們

家從小物質環境沒有很好。我爸是老二，早期沒有分家，賺的錢

都給我爺爺，他們是一條龍的平房，三戶連在一起，老二就住中

間。所以我們就是很普通，經濟沒有很好，從小到大我都沒有補

習，一路念，念完大學。（1��0F）

從 1��0A分享得知，讀書是童年生活的主要責任，即使父母都

是勞工階級，也可以念完大學。國民教育分割家庭教養責任，成為人

生早年的主要制度，也建構出子女的學業表現比家務分攤還重要的社

會價值。

國家所建構的常態化生命歷程結構，教育成為國家培養所需的

勞動力制度之一，也促成教育與勞動制度的接軌，但有時因為父母

失和、離異或有重大疾病、死亡等事件，迫使青少女離開「常軌」，

「提早」轉向工作：

我媽生病後，我去作祕書小姐，白天我顧我媽，晚上我爸顧我

媽。那時我弟剛好在當兵，以前沒有辦法回來的，那時不會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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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樣，只希望家裡好。我們無憂無慮長大，家計要分擔，又要

擔心爸爸，是很辛苦的。（1��0I）

我是老二，我媽媽在我爸過世後改嫁，我在家沒有地位，我姊姊

（後爸的女兒）會欺負我，我媽媽會幫姊姊罵我，所以我國中畢

業就獨立了。（1��0D）

因父母生病被迫承擔照顧責任（1��0I）、因父母再婚產生的生

活遽變被迫離家（1��0D），成為 1��0世代女性中斷學業的理由。在

升學主義掛帥下，她們至少承受三重損失：一是人力資本累積的中

斷，難返回教育軌徑；二是為兼顧照顧，僅能從事低技能與低薪的工

作，不利勞動資本的累積；三是承受工作與照顧的多重壓力。多種損

失在市場經濟和升學主義宰制下，其實是多重的處罰。

這個階段，因為主要制度的發展與獨立，建構出常態化生命歷程

結構，促使 1��0世代女性循「常軌」在制度性脈絡下成長；相形之

下，1��0世代女性除了早年顛沛流離，成年後又因缺乏安養護機構

和友善職場政策而影響個人的婚育、職涯發展，即使婚育，如要維持

工作，就得自行處理托育問題，或集照顧與工作於一身，女性角色隨

之擴大。1��0世代女性因居住方式有別、照顧責任不同，其生命歷

程有不同的樣態和階段變遷。兩代女性生命歷程樣態的早年階段所呈

現的差異化，乃與主要制度發展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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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後工業社會和福利黃金時期（1988-2003 年）：1950 世代

女性與後工業社會的照顧工作相遇，1970 世代女性面臨

工作與照顧的擠壓

1���年對台灣是一個重要轉折點，威權統治瓦解，後工業社

會以低技術和勞動密集產業為主，受雇為主要勞動型態（林宗弘，

�00�）。此外，社會權意識萌芽與發展，致使這個階段通過的社會福

利法案不僅量多，更有質的改變，除了基本三法（社會救助法、老人

福利法、身心障礙者福利法）修法外，「家庭政策」、「跨世紀婦女政

策藍圖」、「兩性工作平等法」（後更名為「性別工作平等法」）和其

他保護家庭與兒童的法案，也在此階段頒定與執行，國家正式介入家

庭與性別關係。

如同其他先進國家，台灣在此階段也面臨人口老化、長壽化、女

性角色轉變和雙薪家庭成為主流，其所產生的照顧危機，成為國家必

須介入之地。1���年「社會福利政策綱領」建構以家庭為中心的照

顧社區網絡和居家、托育網絡，社區成為提供照顧的部門。�001年

推動「照顧服務產業發展方案」，同年也建立社區保母系統。�00�年

「照顧服務福利及產業發展方案」跟進，需要大量第一線照顧人力，

除就業服務法規範引進移工外，該方案也將原民、中高齡和婦女納入

照顧服務人力，重組特定的女性勞動力，一方面緩解失業問題，同時

支持其他女性外出工作，形塑女性在世代與階級的社會關係。			

對於 1��0世代女性而言，因幼年工作影響學業、婚育後勞動中

斷而累積的劣勢，隨著子女長大、先生退休或生意停滯，產生外出工

作的推力，遂與後工業社會的特定工作機會相遇，進入照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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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0幾年，中華商場拆掉了，大家搶周邊的房子買，房價變

得很貴，我們原本在中華商場做小生意就關了。搬回家去做，只

做老主顧的生意，我們兩個沒有事，我說我乾脆找工作，我有找

衣服的，萬華有很多衣服的製衣的，還有給人家煮飯：中晚餐

的，可是那很辛苦，還要買菜啊，給人家員工五六個，很辛苦，

後來想想就去當看護好了，就看到報紙，那時我才 �0幾歲。

（1��0G）

之前也不想當保母，後來想說多少可以幫助家裡，不然我要做什

麼，小孩都長大了，也是要去工作啊，可是年紀大了，你又不能

到⋯⋯就是一些雜工而已，⋯⋯（1��0A）

除了引文中 G、A兩位的經驗，其他 1��0世代女性 C、D也在

此時期產生階段變遷，進入各種非典型工作，如清潔、煮飯等，最後

擔任看護工或保母，持續工作和家庭照顧角色兼顧的生命樣態。這些

女性身處巨視產業結構轉型與微視家庭生命歷程的雙重轉換，與後工

業社會的「機會」相遇。

1��0世代女性隨著高等教育制度成熟，生命歷程的發展在職場

時間拉長，進入婚育後，處於四高狀態：高工時、高競爭、高失業

率、高家庭勞動。據統計，有 �歲以下子女的母親，每週工時超過

�0	小時者達 ��.��%，其中工時高於 ��小時者佔 �0%（行政院主計

處，�00�），女性平均每日料理家務時數是 �.��小時（行政院主計

處，�01�），每天至少花 1�小時在工作與家庭勞動，女性角色的擴

張也是前所未有。

女性新型態的弱勢是需要透過個人「努力」，才能促使男性分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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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務與照顧，家務分工與照顧的分配常是衝突點，是女性除了承受工

作與照顧雙重勞動外的另一種壓力：

因為剛好我轉換一個工作，我沒有辦法接送小孩，他才把這個球

接起來，不然在這之前，子女接送不在他責任範圍內，他覺得是

在幫我。我們最近爭吵就是為了這個，因為我月底非常忙，忙薪

水，我就很晚回家，回到家大概 10點半，人太累就不想講話，

小孩就在吵，平常都是我在簽聯絡簿，我就說你把你兒子的聯絡

簿簽一下，他就非常生氣，說妳以後叫我做事能不能在 11點以

前，我就真的很火大，因為他在玩他的 smart	phone。我就跟他

說為什麼要我說，你不能自己做嗎，可是他覺得那不是他該做的

事，他就再講一句「好，算了，反正跟妳講，妳也不會懂」，我

就更火大	⋯⋯之後就是冷戰。（1��0A）

雖然女性在外工作有收入，對家內權力地位有正面影響，但不代

表權力本質有根本的改變。社會規範認為女性在外工作是自找的，下

班後家務勞動是應該的，女性被期待做得更多，反而被視為家庭衝突

製造者，形成另一種男權為大的圖像。先生經商收入足夠養家，三代

同堂下要履行侍奉公婆和教養子女的責任，隨著教育制度複雜化，母

職專職和延長也反映了一種結構性需要：

最近比較忙，孩子上國中，有不適應的地方，國中幾乎都在考

試，他還有補習，要比較早起床，以前都可以睡八九個小時，現

在不行，而且感覺壓力變大，所以他不覺得上國中是好玩的事

情，他覺得增加那麼多壓力，損失那麼多東西。要學習自己調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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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處理自己的負向情緒，適應階段情緒比較有起伏，所以常

要跟孩子談心，這也是照顧的一環。（1��0G）

為子女的最大利益考量，減少子女在教育制度轉折時承受的壓

力，照顧內涵隨子女成長而改變，情緒勞動的重要性日增。隨著各制

度獨立運作，加強制度間的協調，往往是 1��0世代女性在家相夫教

子的制度性壓力，也因制度間協調出現缺口，讓女性被迫離職：

後來長輩輪流生病了，婆婆先到我們這邊來跟我們住，整個照顧

以及錢財都是我們出，我們申請一個外勞在家顧我婆婆，順便顧

我的小孩，後來婆婆不在了，隔年換我公公來住，他有老人失智

症，第一個外勞因為我公公有被害妄想，對外勞動粗一下，第一

個就跑掉。台灣的制度是一比一，妳要有一個進一個出，我們報

案外勞跑掉了，後來有找第二個，第二個因為照顧沒有辦法承受

又跑掉，在這情況下真的很難，就由我辭職回家顧小孩與長輩，

女人最弱勢就是這，避免公公出去回不來。（1��0B）

1��0世代的 B原本在私人公司上班，家裡雇用外勞照顧公婆，

因外勞接連逃逸，加上照顧不能等，迫使她離職回家，制度間不協調

是一種結構性壓力，並不能藉由單一措施或服務來有效回應，必須從

生命歷程的角度，進一步發現照顧相關制度間存在的缺口與摩擦型

態，不然女性仍會成為制度摩擦下的犧牲者，被迫突然改變人生路

徑。

�00�年兩性工作平等法實施後，開始有法定的工作與家庭連結

措施（如第 1�條育嬰留職停薪津貼、�0與 �1條家庭照顧假），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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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和工作之兼顧。對 1��0世代女性而言，這也是一種無福享受的

福利：

可以名正言順請育嬰留停，就想對經濟有什麼影響、對工作影

響、對小孩的影響，光經濟有省三萬，外勞兩萬一就划算，只是

我少了一份收入五萬多，還有奶粉尿布的補助一年半，可是當我

身心靈不平衡不會想那麼多。（1��0F）	

相較於 1��0世代女性與政策無緣，1��0世代女性至少有選擇

空間，如 1��0A的心聲：「我生第一胎時，沒有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有的話，也許好一點」（1��0A）。當時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條規範

育嬰留職停薪之申請資格，適用範圍僅限於雇用 �0人以上之事業單

位，排除中小企業員工，即使機構規模符合規定，也如 F所言，必

有連帶的損失與犧牲。國家所建構的照顧與工作連結，其實仍是一種

單選的結構。

在這個階段，1��0世代女性與後工業社會中的照顧工作相遇，

成為在家的雙重勞動者，女性勞動力在家庭條件的推力和國家政策的

拉力下，被納入照顧產業化之發展架構，也是國家推行中老年工作化

政策使然。1��0世代女性中，有 �位職業媽媽面臨工作與家庭的高

壓，�位因制度摩擦被迫回家庭照顧，一直處於照顧或工作二選一的

掙扎者有 1位，雖然有育嬰留職停薪措施，並無福消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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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照顧產業發展（2004-2014 年）：1950 世代女性雙重勞動

無限期、1970 世代工作與家庭兩頭燒的壓力結構

政府以「深耕台灣、連結全球」為前提，在這階段正式與各國

簽定各種經貿協定，融入全球經濟體系。 7 社會同時面臨結構性失業

與照顧危機的雙重挑戰，對於前者，政府透過成人工作化政策，從

�00�年陸續推動「��-��年短期促進就業措施」、「��-101年促進就

業方案」、「加強地方建設擴大內需方案」、「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

（�年 �,000億）、「中高齡就業服務措施」等，以緩解失業問題。對

於照顧危機，本階段正式將照顧工作當成解決失業和女性再度就業

的策略，以照顧工作化解決就業問題（許雅惠，�011）。尤其是 �00�

年「婦女政策綱領與白皮書」第四篇「婦女福利與脫貧篇」，呼應將

女性照顧長才化為女性經濟自立的利器，透過普及性照顧福利服務制

度及服務社區化，達到方便婦女使用和吸引婦女投入照顧工作的雙

重目的。 8 而勞動政策，勞動部官方網頁公告之「婦女勞動政策白皮

�	 行政院全球資訊網 http://www.ey.gov.tw/News_Content.aspx?n=�D0�E���B0D
��1�Candsms=�ACFA��B���F1��Fands=1�A0��E�DD�DD�1�（最後瀏覽：
�01�/11/1�）

�	 �00�年「婦女政策白皮書」第四篇「婦女福利與脫貧政策」基本理念：一、
「福利」和「脫貧」等同並置的政策規劃視野，追求最大化「協助婦女自立」

與因之而來的最小化「濟貧」;	二、解開「女性的照顧天職」與「女性貧窮化
／貧窮女性化」的連結，將女性的照顧長才轉化為協助女性經濟自立的利器。

政策內涵第二點在於推動照顧福利服務，將普及照顧福利服務制度與女性充分

就業連結，發揮促進女性就業的三重作用：1.	為女性提供從事照顧福利服務之
大量工作機會；�.	為有職女性提供平價、可靠、具延續性之照顧服務，使她們
能夠長期從事勞動參與；�.	提高前述兩種女性勞動參與所產生之薪資購買力，
可為更多女性及男性創造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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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與「高齡化社會勞動政策白皮書」也有相似的主張， 9 凸顯國家

的策略是多管齊下，透過照顧產業政策、婦女政策及勞動政策打造照

顧工作，以提升女性就業力和中老年生產力，再建構女性群體的生命

歷程架構。

民國百年之後的幾個重大政策綱領，�011年「百年社會福利政

策綱領」、「中華民國人口政策綱領」、�01�年「性別平等政策綱

領」、�01�年「人口政策白皮書」，一致建立婦女工作化、照顧工作

化的價值，加速女性勞動力重組和女性生命歷程結構的改造。為能便

利女性投入照顧工作，照顧走向在家庭生產與提供的方式，家庭托育

或家庭托顧成為政府主要計畫，1���年推動社區保母系統，�00�年

透過「居家托育管理與費用補助實施計畫」，將托育補助和社區保母

系統掛勾，成為具本土色彩的「政府與民間合作管理保母托育 +低

度補助家長 +促進就業措施」模式（劉毓秀，�011），達到女性工作

與福利並存的政策目的。

在此政策脈絡下，1��0世代的 C離開職場後，從鄰里保母開

始，接受專業訓練成為專業保母，並擔任保母協會領導者十多年，親

身參與托育工作專業化歷程，深深感受到國家政策的用意：	

國家政策就是鼓勵所有人力投入勞動市場，然後孩子交給專業保

母來看，因為要衝就業率，所以要公司職場女性保障，給津貼

啊、給假，就是鼓勵女性生產，生產完就是鼓勵給專業保母帶，

讓職業婦女繼續生產她的勞動力，保母也算進入勞動力市場，對

�	 參考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網址 http://www.gec.ey.gov.tw/Upload/RelFile/��1�/�0���1/
婦女勞動政策白皮書 .pdf	及勞動部網頁 http://www.mol.gov.tw/upload/cht/
attachment/��df���e����ad�c��d���1��0�d��0d.pdf（最後瀏覽：�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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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來講是良性的，⋯⋯就是要讓大家進入勞動市場，不然國家

幹嘛拿錢出來讓你去上課，國家失業率降低，才有在外面競爭的

能力，⋯⋯然後你說親屬保母，我覺得應該是老有所用，總有價

值，她的價值是協助子女，讓子女投入勞動市場，她是肯定老人

家可以協助子女。（1��0C）

C擔任保母身分的轉變，其實代表著社會對於什麼是「好」、

「適當」的代理母職，有不同的看法。婦運團體主張照顧是專業工

作，強調並長期努力爭取托育工作者的合理報酬和專業地位；親屬保

母的觀念無疑含有傳統父權思想，認為照顧是不需專業訓練的廉價或

無酬勞動。兩種保母受政府規範（要求的課程時數、控管度）不同，

政府透過不同的托育津貼企圖建構專業保母地位，足以證明婦運的成

效。

照顧工作化與專業化的努力值得肯定，它提供了更多工作機會，

也提升了照顧的品質。若從國家建置女性生命歷程的角度來看，照顧

工作化造成女性群體因世代和階級而分化，就平等而言值得深省：	

後來我帶別人，晚上他們就可以回家啊，帶別人的晚上他們就回

家了，可以休息啊，帶自己的孫子女就被綁住了⋯⋯。（1��0A）	

	 1��0世代的女性 A、C是專業保母，目前照顧孫子女，A因為

三代同堂，同時照顧一家六口，從傳統鄰里保母開始，配合政府推動

專業化與證照化，進入保母系統，當自己的成年子女有托育需求且符

合申請資格時，便「順理成章」地擔任「專業親屬保母」，既照顧孫

子女，也讓下一代領到政府補助；這形成另一種難以說不的處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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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老年女性的一種壓迫。此外，因為保母工作沒有正式的退休年齡，

1��0世代女性透過保母工作進行跨代無酬、有酬照顧，尤其需要支

持先生退休後的家庭經濟，開始無限期的（infinite）雙重勞動，也是

難以拒絕和逃避的責任（Glenn,	�010:	�;	Bulmer,	1���:	1��）。

對 1��0世代的女性來說，保母工作具有替下一代著想和為自己

老年家庭打拼的意義，對 1��0世代的女性來說，保母工作則是一種

減輕母職與工作壓力的方法：

第一個小孩帶到 �歲，要回去工作前才開始想，很難回歸職場，

就開始繼續帶小孩，就近照顧我自己的小孩，等於是多一份薪

水，幫助先生，⋯⋯有時從鄰居那聽到，某某父母從警察局接小

孩，然後妳會非常害怕，我就想說夫妻商量結果，如果我們出去

工作賺了錢，賠了小孩也很糟糕。（1��0B）	

我當初也是認為既然選擇要當居家保母，就是希望小孩放學後可

以安心回家，回到家可看到媽媽迎接他們回來，晚上也有熱食可

吃，不至於餐餐都要外食，放學回到家也感受不到家的溫暖。

（1��0H）

保母工作平衡家庭無酬照顧所需的成本，抵消外出就業後產生的

照顧成本，又規避母親就業對子女有負面影響的社會壓力（如子女行

為問題），因此，保母不僅是女性照顧自家和賺錢的途徑，也讓女性

結合工作與家庭責任，促使女性擴大照顧角色，留在家裡提供雙重勞

動。

更重要的是專業保母制度影響了女性生命歷程，產生階級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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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身是職業婦女，生小孩後，第一個擔心的問題就是將來小孩

要找誰照顧？我選擇了保母。選擇時，我考量了保母專業性、家

庭安全性、交通便利性⋯⋯。	其實，雖然找到了保母，但是，

還是會擔心保母會不會疏忽？會不會沒耐心？不過，需要工作的

我，當然還是得試試！幸好，我找到了很負責任且很溫馨的家

庭，我覺得在這樣的家庭裡，我的小孩可以感受到家庭的溫暖，

保母耐心的照顧及教導，讓我能放心地工作！（1��0C）

專業保母提供職業婦女職涯發展的機會，減輕無法親身照顧的自

責和內疚。曾經因照顧離職的 1��0A，就透過專業保母重回職場，不

再犧牲，返回個人期待的軌跡。專業保母系統既讓一群女性得以超越

傳統角色，透過購買照顧在職場上發揮自我，也讓另一群女性因為擔

任保母而留在家庭：

我們家很少全家外出遊玩，除了做生意擺攤就是在家，就算是過

年也都待在家裡很少出去，我們家小孩也都很習慣了，⋯⋯我都

跟我的小孩講，讀書是其次，除了家長會以外，最好不要讓老師

找我去學校，因為一定是你們做了什麼事，老師才會要我們家長

到校了解。子女上高中後家長會幾乎都是爸爸參加，我比較沒有

空，因為家長日安排的都是平常日（我要當保母），國中家長日

就安排禮拜六，我就可以去參加。（1��0H）

選擇當保母重複育兒時期的母職角色，影響了對於自己子女學校

活動的參與，更因政府提供的職業意外保險以執業地（家庭）為主，

為避免發生意外，保母盡量減少外出，呈現足不出戶的新型態。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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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主計處（�01�）的統計，未滿 �歲子女的照顧安排中，保母佔

�.0�%，以大專及以上的已婚女性使用較高（佔 1�.��%），顯示照顧

在家庭化生產上，不僅分化了世代女性的勞動力，也按階級區分了不

同的女性次群體。	

為了打造生養環境並促進女性工作化，國家透過實施育嬰留職

停薪津貼，規範未滿 �歲兒童的家長先照顧、後工作的生命結構。

�00�年性別工作平等法刪除 1�條中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的機構規模門

檻，放寬工作一年的條件，提供較慷慨的福利，就業保險法自 �00�

年 �月跟進實施， 10 同年公教人員保險法修定育嬰留職停薪假與津貼

的規定（1�-1條）， 11 �010年「軍人保險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也隨之

實施。然而 1��0世代的職業媽媽，對政策卻是百感交集：

對一般企業來說，這很難做到，妳是公司算薪水的，申請育嬰留

停兩年，公司找一個來幫忙算薪水，兩年中公司經歷變革，換了

作業系統，妳回來，怎麼可能同職同薪，企業變化太大，它只是

10	 11條、1�-�條，規定一年保險基礎外，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以被保險人育嬰
留職停薪之當月起前六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百分之六十計算，於被保險人育嬰

留職停薪期間，按月發給津貼，每一子女合計最長發給六個月。前項津貼，於

同時撫育子女二人以上之情形，以發給一人為限。

11	 1�條，育嬰留職停薪津貼：按被保險人育嬰留職停薪當月起，往前推算六個
月保險俸（薪）額之平均數百分之六十計算。��條，被保險人加保年資滿一
年以上，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辦理育嬰留職停薪並選擇繼續加保者，得請領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前項津貼，自留職停薪之日起，按月發給；最長發給六個

月。但留職停薪期間未滿六個月者，以實際留職停薪月數發給；未滿一個月之

畸零日數，按實際留職停薪日數計算。同時撫育子女二人以上者，以請領一人

之津貼為限。夫妻同為本保險被保險人者，在不同時間分別辦理同一子女之育

嬰留職停薪並選擇繼續加保時，得分別請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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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政策，真正請到兩年的人，都有抱不回職場的想法，只是可

以領到 �個月的津貼。在民間企業，兩年之後董事長是誰，都不

知道，怎麼可能為這個人留職留薪，企業礙於法令不能不配合，

實際上業界有多種做法，讓你不得不接受，讓你回不去或調職，

妳是一個勞工，怎麼鬥都鬥不過，妳不過是要一份工作，不太可

能為這個大動干戈，講難聽一點，妳拿回你的工作權，你怎麼生

存。（1��0A）

由於私人企業處於技術、人力和系統快速變遷的高度競爭脈絡，

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不利個人維持職場的優勢，企業為阻止員工申

請，可能用直接或間接方式懲罰申請者，福利成為一種懲罰，選擇其

實是不歸路。相對地，在國家單位選擇申請育嬰留停，也必須付出另

一種代價：

我拼少校是想拼終生俸，因為要做滿 �0年，其他的只能做 1�年

就要下來。我現在請育嬰假，就是升不上去，即使你學經歷多好

看，也是升不上去了。我生老大，請育嬰假 �年後回去上班，又

懷老二，我又繼續請。雖然我有資格可以升少校，但還要評考，

評考時就把我那兩年請育嬰假的績效算進去，那兩年績效就是

零，這對我們非常不公平，因為公務人員不會這樣，公務人員拿

你申請育嬰留停前兩年的績效來評考，可是軍中就是拿你育嬰假

兩年的績效來評考。（1��0E）

對 E來說，選擇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可得到心理滿足感和子女發

展的成就感，但必須犧牲升遷，無法取得終生俸，得失是心理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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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機會和金錢的換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的影響因素，其組織

性質雖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但會直接影響女性生命歷程在家庭與工作

的連結性。黃志隆（�00�）發現蒙受其惠者是公立、雙薪中產階級女

性，可見政策僅促進部分女性工作與照顧的平衡。從 �010年育嬰留

職停薪津貼使用率僅 �1.0%、女性申請佔 �1.�%（梁嘉莉，�011），

便知大部分女性仍無福消受，遑論身兼多職的單親婦女（1��0C）。

此階段的國家行動主要在促進女性工作化，透過將照顧工作與福

利結合，介入照顧分工，重組世代女性的集體生命歷程樣態。�0世

代的女性於中老年期擔任專業保母，在家庭提供無酬照顧的跨代移

轉及有酬照顧工作，以支撐老年家庭經濟，呈現無盡期的中老年雙重

勞動，生命歷程改為工作導向。1��0年代出生的女性透過托育制度，

建構了工作與照顧都要做的型態，只是結合方式各異：擔任保母須同

時照顧與工作，職業婦女則是白天工作、晚上照顧，即使申請育嬰留

職停薪津貼，也是先照顧、後工作的樣態。照顧工作不僅重組女性的

世代勞動力，更依階級分化了女性群體。

因此，無論是 1��0世代或 1��0世代，女性的生命歷程樣態雖有

差異，其剝削本質卻相同。1��0世代的女性一生累積各種劣勢，中

高齡因照顧工作繼續成為福利邊緣的群體；1��0世代的女性雖有政

策提供選擇，但仍承受工作與照顧兼負的結構壓力。照顧工作主要

是非典型的工作型態，看護或保母因具臨時性與不穩定性，職業福利

有限，低薪，生涯展望不佳，工作環境較差，尤其是在家工作，被

界定為弱勢者的工作模式（Edgell,	 �00�／郭寶蓮、袁千雯譯，�00�:	

1��）。照顧工作的發展讓一群女性得以持續實現自我，也讓另一群

女性淪為弱勢工作者，置身於職業福利與保障相對低的處境。由此可

知，國家政策再建構女性生命歷程，創造女性群體在照顧系統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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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位置，產生性別內的差異。

六、討論與政策意涵

（一）主要結論

研究發現「世代女性差異化生命歷程樣態」與照顧分工的關係

（如圖一），�0世代女性從出生至今經歷三次社會轉型，呈現「非常

態性的生命歷程樣態」，在各個生命階段均處於照顧與工作都要做的

境況，只是型態不同，尤其因國家推動照顧工作和成人工作的政策，

使其在老年擔任雙重照顧者，一生提供多代無酬照顧和跨代有酬照

顧，卻因教育資本、勞動資本中斷及非典型工作型態，而處於福利的

弱勢。國家對 1��0世代女性的剝削，是讓她們做得多但保障少。

相對地，1��0世代的女性呈現出「常態性的生命歷程樣態」，不

僅家庭、教育和工作制度按年齡有先後安排，更受到升學主義和工作

競爭影響，投入教育和勞動市場的時間較多，「延後」婚育；婚育後

處於工作與照顧擠壓的狀態，國家雖提供托育津貼和工作與家庭平衡

等措施，仍形成迫使婦女犧牲職涯發展、承受經濟損失的結構。1��0

世代女性也呈現照顧與工作兼負的多元化樣貌，背後有國家介入「再

建構」女性生命歷程結構的動力。從生命歷程的觀點來看，1��0世

代女性的被剝削，是享有片斷的福利，卻要承受一生無盡的多重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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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世代女性差異化之生命歷程與照顧分工的轉型

兩代女性因制度脈絡有別，形塑出「世代女性差異化生命歷程

樣態」：1��0世代女性無緣享受托育、育嬰留職停薪等措施，中老年

時成為國家推動就業的目標，「工作與照顧都要做」成為貫穿其生命

歷程的處境；1��0世代女性成長於教育和工作制度的獨立與成熟期，

伴隨工作與家庭平衡制度、性別平等政策的發展，承受必須兼顧照顧

與工作的結構性壓力，選擇福利則必須付出代價。兩代女性經驗著不

同制度脈絡下的機會、權利、責任、義務、成本和代價，世代女性差

異化生命歷程樣態反映出制度脈絡和照顧分工轉型交會的過程與結

果。

兩代女性生命歷程樣態的相似處是女性角色的擴大，她們都置身

於工作與照顧並重的結構性脈絡，只是組合型態不同，需放在國家的

政治經濟脈絡檢視，才能揭露女性被剝削的處境。亦即，女性生命歷

程的再建構是國家因應特定時代、特定社會問題的策略，照顧危機是

近年影響國家發展的內憂；政府透過照顧工作化、工作與家庭平衡、

女性工作化等政策與措施，牽動女性勞動力的重組和照顧分工的轉

1��0世代：非常態性的生命歷程樣態

1��0世代：常態性生命歷程樣態

幼年照顧	少年工作 婚前工作	婚後多元化的照顧與工作型態 中年轉照顧工作　雙重照顧勞動者

照顧工作、女性工作化

隔代照顧隔代孝親

多代無酬照顧移轉

家庭與教育領域 婚前工作	，婚育後工作與家庭掙扎 ?

需要與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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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達到國家救失業、拼經濟、降低整體照顧成本、緩解照顧人力短

缺的目標，不同世代女性角色的擴張實為父權國家所用。

在此，兩代女性的交會（如圖一）也受到國家政策影響，照顧

工作化和照顧產業化的政策與諸多措施連動，如近年重視女性工作權

益的性別平等政策、女性工作化的勞動政策、中高齡就業政策，以及

關注工作與家庭平衡的人口政策，促進女性勞動力在世代、階級的重

組。因此，台灣照顧分工的轉型持續分化女性群體，擴大性別內的差

異與不平等，女性被剝削的處境因階級和世代而有別。

（二）討論與政策意涵

本文肯定性別工作平等和照顧專業化政策提供了較多的選擇結

構，改變女性生命的發展軌跡，但研究發現這樣的選擇必然連帶著處

罰與成本，進而提出討論與建議。

	性別不平等是世代化的：國家對各世代女性的剝削有不同的型

態，也產生不同的結果。1��0世代的女性經歷學業中斷、有酬工作

中斷，以非典型工作為主，處於勞動市場之劣勢，更成為無盡期雙重

（照顧）勞動者，其生產性勞動和無酬照顧之貢獻在國家社會福利體

制中缺位。1��0世代女性的生命歷程樣貌以制度領域化為常軌，在

工作與家庭兼顧的價值下，女性角色隨之擴大，是新型的剝削樣態。

社會政策要如何回應研究所發現的世代不平等？

兩個世代女性生命歷程的交會，是國家在拼經濟和發展照顧產業

之際，透過照顧工作化重組女性世代和階級的勞動力，達到照顧在家

庭、市場與國家間分工的轉型。從結構性角度來看，照顧仍被建構成

女性的工作，且是弱勢者的工作型態，對社會政策有何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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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呼籲要發展性別內具世代和階級敏感度的平等政策，

以回應 1��0世代女性一生做得多、保障少的處境，防止以剝削弱勢

者工作來服務受雇女性群體。最後，本文發現女性角色擴大，期待性

別平等政策開始朝向男性角色的矯正，以達到性別結構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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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研究合作者基本資料與生命經驗整理

1��0 代稱 家庭脈絡 教育 工作與照顧

A 原生家庭：南
部，務農，大家
庭

高職 自幼照顧弟妹，高職後北上學裁
縫，婚前從事家庭裁縫，生子後
在家當家庭主婦，照顧兒女、公
婆，子女長大後開始當保母（鄰
里、專業、親屬），同時照顧家
庭三代加收托兒，是跨代照顧
者。

配偶：公司員
工，子女數：�

B 原生家庭：中
部，父親來自大
陸，公務員

護專 自幼照顧弟妹，高中開始照顧中
風的爸爸，護專畢業後，從事公
衛護士（1年）、醫院護士和護
理長（�.�年）、安養院護理長
（1年）、居家護理師（1年）、
公會護士（1年）和居服督導
（�.�年），子女白天給鄰里保
母帶，多年來工作與照顧（雙親
與子女）都要做。

婚育後北上，配
偶：公，子女
數：�

C 原生家庭：南
部，公

高中 青少年幫忙看店，婚前從事美
髮，生產後在小公司當祕書，帶
子女上班（�.�年），離職後擔
任全職媽媽，子女較大時開始當
保母，進入保母協會擔任領導者
（約11年），同時照顧子女並收
托兒，訪談時帶自己的孫子女。

台北，配偶：
公，子女數：�

D 原生家庭：南
部，商家，手足
�人，經商失敗
遷北

高中
肄、幼
保（�011
年）

高中父親生意失敗休學，開始幫
忙父親事業，婚後持續協助父親
生意，直到先生車禍去世，開始
擔任保母。婚後與公婆同住，白
天工作，晚上照顧全家親友，長
女由婆婆照顧，其餘由保母帶，
擔任保母後照顧收托兒和�名子
女。

北部，配偶：
商，子女數：
�，先生死於車
禍，單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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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原生家庭：中
部，父：軍人，
手足�人

高中 婚前當祕書，婚後與公婆同住1�
年後搬離，一直無工作，子女長
大後開始兼職。婚後無酬照顧三
代；尤其當公婆無法自理生活，
在家照顧婆婆�年，公公接受機
構式照顧。

北部，配偶：
商，子女數：
�，與公婆同住
1�年後搬離

F 原生家庭：中
部，農家

國中 1�歲到台北工廠當女工，婚後離
職照顧婆家兩年，與婆婆衝突後
離家，分家後除了非典型工作
外，兼照顧子女，開始做手工、
開麵店，先生去世，�0歲開始擔
任照顧服務員。

中部，配偶：小
店，與公婆同住
�年搬離，育有�
子，現為單親狀
態

G 原生家庭：中
部，農，手足11
人

國中 1�歲到台北洗衣店做助理，學縫
紉，母親身體不好，也常奔波兩
地照顧，婚後在台北幫助先生開
皮店，小孩自己照顧，兼顧兄弟
的子女，先生生意不穩，從洗碗
煮飯工，轉任照顧服務員，中老
年後父親生病，回家照顧兩年，
因病毒感染在家休養半月。

北部，配偶：皮
店，子女數：�

H 原生家庭：南
部，魚、農，手
足�人

高中 從小務農，照顧弟妹，國中舅舅
過世休學，開始工作養家，從診
所到醫院，從助產士到照顧服務
員，婚後仍有工作，子女由媽媽
照顧，配合先生木工搬到台北，
失業或從事資源回收的工作，目
前在社區日托中心擔任兼職照顧
服務員並協助帶孫子。

配偶：木工，子
女數：�，配合
先生工作北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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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A 原生家庭：北

部，父：雇員，
手足�人

大學 生育時因先生就學和工作都在外
地，身兼多職，長子讀小一時壓
力太大離職，�年後生完老二回
到職場，對工作與照顧間的衝突
有很多感觸，提倡不受歧視的彈
性工時政策。

北部，配偶：科
技業，子女數：
�（差10歲）

B 原生家庭：南部 高中 從小由祖父母帶大，婚前全職，
婚育後先後照顧婆婆與公公，照
顧三代，照顧公公時已開始擔任
鄰里保母，已通過保母證照考
試，尚未加入系統。

北部，配偶：民
間公司雇員，子
女數：�

C 原生家庭：北
部，父離家多
年，母為會計
師，手足�人

專科、大
學營養
（婚後）

父親在國小離家，專科時父母離
婚，護專畢業開始賺錢，婚前開
始幫未婚夫還貸款（五個），育
有�名子女，初由母親和配偶輪
流照顧，後因衝突給保母托育，
直到離婚，獨自養育兩子女，配
偶探視時兼差，經歷輪三班有酬
照顧與無酬照顧，並兼多種臨
工。

北部，配偶：
商，自己是護理
師，子女數：
�，離婚

D 原生家庭：南台
灣，幼年父親過
世，母親改嫁

高中 10歲父親過世，母親再嫁，家庭
失和獨自離家生活，�0歲結婚生
子，擔任家庭主婦10年，與先生
生活價值觀不合，分居時從事保
險業，為求復合離職，帶女去大
陸生活�年，復合不成，回台開
始從事照服員，已離婚，獨自扶
養一女。

北部，配偶：
商，育有1女，
離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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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原生家庭：南
部，父：餐飲
業、房地產，
母：保母，手足
�人

專 從小媽媽是保母，商科畢業後為
求穩定，考職業軍官，��歲結婚
生子，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共
�年半，影響升遷（少校），犧
牲終身俸。

北部，配偶：
軍，育有�女

F 原生家庭：北
部，父：工，手
足�人

大學 父親做工，母親做手工，��歲結
婚，已是主管職，�年後生雙胞
胎，承受工作與照顧的壓力，因
爸爸與公公先後中風，雇用外
勞、送安養院，處於三明治世代
的壓力。

北部，配偶：
公，育有 �子
（雙胞胎）

G 原生家庭：南
部，父：商，手
足�人

大學 因父親生意流動性高，�歲前由
祖母帶大，小學前常搬家，�0歲
結婚生子，從主管職轉為兼職，
之後為全職家庭主婦，照顧三
代，先生工作先在投資公司上
班，後轉為在家自行投資，整個
家庭生活結合在一起。

北部，配偶：
商，與婆婆同
住，育有1子1女

H 原生家庭：北台
灣，母：保母，
手足�人

專 幼保科畢，婚後原本在幼稚園
工作，因照顧女兒離職，生�個
子女，在家10年中，前�年做手
工，�年前因為臨托開始從事保
母，後考照成為專業保母。

北部，配偶：經
銷商，育有�女1
子

I 原生家庭：北台
灣，父：榮民，
計程車，母：珠
寶鑑定，手足�
人

高中肄

幼保進修
中

在眷村長大，高中母親生病，休
學開始工作，照顧母親近�年，
母親過世後從事幼教�年，後轉
到�-11工作1年多，��歲結婚，
離職與夫家同住，照顧多胞胎，
後與公婆失和搬離，先生收入有
限，幫忙拉保險，小孩讀小一後
回到托兒所，後轉為專業保母。

北部，配偶：
美髮，育有�子
女（其中多胞
胎），中低收入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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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organization of Caregiving in Taiwan: A Comparison 
between Two Generations over the Female Life Course

Hsiang-Lan Liu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Yeun-Wen Ku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Care	as	a	concept	has	been	developing	for	many	years,	from	putting	

women	into	an	unpaid	care	context,	to	diversity	of	care	provision.	Care	as	

commodity	or	welfare	goods	 implies	 the	 re-organization	of	 responsibility	

between	 state,	market,	 community,	 and	 family.	This	 study	 reviews	many	

existing	papers	 relating	 to	 care	 and	 finds	 an	 important	 research	gap:	 the	

different	 female	 experiences	 across	generations	 and	 their	 interaction	

with	 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s	 are	missing.	Thus,	 this	paper	 integrates	 a	

feminist	 approach	and	 life	 course	 theory,	 to	 explore	 the	nature	of	 female	

caregiving	 in	Taiwan	over	 two	generations	 (those	born	 in	 the	1��0s	 and	

1��0s).	To	achieve	 this	goal,	 the	 research	design	 is	primarily	based	o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cluding	in-depth	interviews	and	document	analysis.	

The	finding	is	that	the	oppressive	situation	faced	by	the	female	caregivers	

is	 both	gendered	 and	generationalized.	The	1��0s	 females	 are	 embedded	

into	family	care	within	 their	 life	course	as	unpaid	and	paid	care	workers,	

while	the	1��0s	females	face	multiple	pressures	from	work	and	caregiving,	

though	with	 assistance	 from	care	 allowances	 and	 respite	 services	 that	

actually	do	not	change	the	female	role	as	caregiver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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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nsformation	of	care	contributes	to	the	reorganization	of	female	labor	

and	 to	differentiating	women’s	 experience	by	generation	 and	class.	The	

reorganization	of	care	division	 in	 the	past	decade	 is	still	deeply	rooted	 in	

the	patriarchal	nature	of	 the	state	and	does	not	really	help	women	escape	

from	the	trap	of	caregiving.

Keywords:  care	allowance,	respite	services,	Feminism,	Taiwan,	1��0s,	

1��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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