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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媽媽壓力與育兒政策使用情形調查 
 
母親節將至，媽媽們平時為了子女總是不辭辛勞，但到底台灣的媽媽們平時育兒

的辛勞和壓力有多大？哪些事最困擾媽媽們？此外，政府近年為了鼓勵生育而端出了

幾項育兒政策，包括：「保母托育補助」、「父母未就業育兒津貼」和「育嬰留職停薪津

貼」，究竟媽媽們對這些政策的使用經驗和評價如何，以及其是否有達到鼓勵生育的效

果呢？ 
為了暸解這些問題，兒童福利聯盟基金會特在母親節前夕進行本次調查，調查對

象為育有 0-3歲(未滿 4歲)孩子的媽媽，於 2013年 3月 15日至 4月 15日間，透過官
網、臉書、網路論壇等平台宣傳，以線上問卷方式邀請符合資格的媽媽們填答，同時

立意取樣台北市幼兒園的家長，以發放紙本問卷的方式施測，計回收線上問卷 1,236
份、紙本問卷 76份，共計回收 1,312份有效問卷，樣本分布於全台 19個縣市(不含澎
湖、金門、連江縣)。 

█ 酸甜苦辣都來擔，我的媽呀！真辛苦！ 

1. 媽媽的母職壓力： 

  母職自評73.95分 

  六成二媽媽在育兒過程中有感受到壓力，每十位就有一位感受到高度育兒壓力  

    調查中媽媽們因母親角色而帶來的辛勞和壓力情形如何？透過兒盟自製之「母職
壓力量表」1，發現母職壓力平均分數為 12.86分(SD=5.96，N=1309)，壓力為低度，即
表示偶爾會感到疲累、有壓力。但值得留意的是，六成二媽媽在育兒過程中有感受到

壓力(62.3%)，甚至約三成(30.4%)的媽媽壓力分數是達到中度或高度壓力，表示經常感
受到母職的辛苦覺得很吃力，需要多加關心。此外，媽媽們對自己的母職自我評分平

均為 73.95分，意味著媽媽們對自己的表現似乎仍不太滿意。 
母職壓力量表 

37.7% 31.9% 19.8%10.6%

輕微壓力 低度壓力 中度壓力 高度壓力

0-10分 11-15分 16-20分 >20分

輕微壓力: 幾乎從未在母職中感受到什麼壓力

低度壓力: 偶爾感到母職的辛苦,但大致上還應付得過去

中度壓力: 經常感到母職的辛苦,覺得當媽媽很吃力

高度壓力: 總是感到母職的辛苦,甚至覺得難以負荷  
                                                       
1母職壓力量表：兒盟自製量表，由 12個題目組成，分數為 0-36分，分數越高表示壓力越大，量表之
Cronbach's Alpha=0.8566，總解釋變異量 58.884%，顯示量表有不錯之信度及效度。分析母親的主觀壓
力與母職壓力量表分數的關係後，定義量表 10分以下為輕微壓力、11-15分為低度壓力、16-20分為中
度壓力、21分以上為高度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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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身為母親的犧牲： 

六成犧牲興趣、四成犧牲睡眠、社交、二成六犧牲健康、一成六犧牲和配偶的感情 
    除了快樂、成就、勝任等情緒和感受外，媽媽們在母職中也有一些辛勞與犧牲。
有 60.5%的媽媽認為成為母親後，總是或經常沒時間做自己喜歡做的事、42.4%總
是或經常睡不好、42.2%總是或經常難和朋友連絡互動、26.2%總是或經常健康狀況
變差、16.2%總是或經常認為和先生感情變差。此調查顯示，最多媽媽們覺得犧牲
的是自己的興趣與喜好，其次為睡眠、社交活動，再其次為健康，甚至是影響了夫

妻感情。要如何在照顧子女與自己的興趣、休閒、健康、夫妻關係中取得平衡，是

媽媽們的一大挑戰。 

母職壓力量表各項目總是或經常如此比例

15.1%

16.2%

22.3%

26.2%

42.2%

42.4%

60.5%

情緒低

夫感情變差

壓力大

健康變差

難與友互動

睡不好

沒時間做喜歡的事

 
 

3. 身為母親的困難： 

  六成五最大的困難是家庭經濟壓力、五成三表示照顧的疲累和壓力無法紓解 
      進一步調查媽媽們目前照顧孩子所遭遇的最大困難，依序是「家庭經濟壓力」

(65.5%)、「照顧的疲累和壓力無法紓解」(53.3%)、「難以兼顧工作和照顧孩子」
(39.3%)、「和家人照顧觀念不一致」(23.5%)、「缺乏臨托資源」(15.2%)、「小孩的特
質不好照顧」(12.2%)、「缺乏親職照顧/教養/醫療知識」(9.6%)、「缺乏找托育資源
的管道」(7.3%)、「不友善的哺乳環境」(6.0%)，以及「其他」(4.0%)。可見大部份
媽媽最大的困難還是家庭經濟的問題，其次才是在照顧孩子的母職中實際遭遇的疲

累和壓力，以及難以兼顧工作的困境。 



 

 3

照顧孩子最大困難 (N=1305)

4.0%

6.0%

7.3%

9.6%

12.2%

15.2%

23.5%

53.3%

65.5%

其他

不友善的哺乳環境

缺乏找托育資源的管道

缺乏親職照顧/教養/醫療知識

小孩的特質不好照顧

缺乏臨托資源

和家人照顧觀念/意見不一致

照顧的疲累和壓力無法紓解

家庭經濟壓力

 
 

4. 身為母親獲得的支持： 

三成六沒有親友支持、一成七認為先生常未分擔照顧責任 
    進一步分析媽媽們的支持系統發現，36.1%媽媽很少從親友處得到照顧孩子和
處理家務上實質的協助，甚至有媽媽連爸爸方面的支持都很少，17.4%先生很少分
擔照顧孩子和處理家務的責任。調查發現從親友處得到的協助越多，媽媽的母職壓

力越低。同樣的，若先生能多分擔照顧和家務的責任，媽媽的母職壓力就較低，反

之，若先生都不分擔照顧和家務，媽媽的母職壓力就會很高了。 
 

5. 身為母親的收穫： 

超過八成的媽媽常感到快樂，超過九成有成就感 
但有五分之一的媽媽覺得自己無法勝任母職的角色 
    82.3%的媽媽常常覺得自己是一個快樂的母親，但仍有 7.9%的媽媽總是或經常
在母親的角色裡感受不到成就感，此外，近兩成(18.9%)的媽媽總是或經常認為照
顧孩子和處理家務讓其感到難以勝任。整體而言，超過八成的母親在母職中是感到

快樂、可以勝任的，超過九成常有成就感，此結果令人欣慰。但仍有五分之一的媽

媽自認無法勝任母職的工作，值得關注與留意。 
 

█ 八爪章魚多頭燒，全天下的媽媽都是一樣的 

1. 全職媽媽不輕鬆，母職壓力更勝於職業婦女 

全職媽媽的壓力：中高度母職壓力較多，四成二缺支持、近二成情緒低落 
職業婦女的壓力：近兩成覺得難以勝任照顧孩子和處理家務的工作 

    過去許多人都認為職業婦女因身兼照顧與工作的角色，壓力很大，而忽略了全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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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的壓力，但國內許多研究都顯示2，家庭主婦(即全職媽媽)較職業婦女媽媽感受到
更大的親職壓力。本調查發現母職壓力量表分數落在中度或高度壓力的比例，全職媽

媽為 32.4%，較職業婦女媽媽的 27.0%為高，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卡方檢定 **p<.01)。 

中或高度母職壓力比例

27.0%

32.4%

30.4%

職業婦女媽媽

N=661

全職媽媽

N=636

全部

N=1309

 
    為何全職媽媽的壓力比較大？進一步檢視全職媽媽與職業婦女媽媽兩者的差異發
現3：全職媽媽較不會感到難勝任母職，但在母職中較沒成就感(8.8%)、獲得親友照顧
小孩的實質協助較少4(41.6%)。反觀職業婦女媽媽，在母職中較不會感到沒成就感
(6.2%)，較常獲得親友照顧小孩的實質協助(69.4%)，此外較不會出現情緒低落的情況
(12.0%)。 

    此顯示全職媽媽的母職壓力來源，可能主要出現在缺乏成就感和親友的實質協助
上。全職媽媽因為沒有工作，常被理所當然視為要照顧孩子的人，反而很難獲得親友

支持，加上整天埋首於照顧孩子，過程中挫敗、疲憊感遠多於成就感；反觀職業婦女

不僅有親友或保母協助照顧小孩，使其得以兼顧工作與母職，也較容易產生成就感，

但相較能花在孩子身上的時間就比較短，讓她們覺得難以勝任照顧孩子和處理家務的

工作(19.6%)。 
母職壓力量表各項-全職媽媽與職業婦女媽媽比較

16.8%

8.8%

17.1%

41.6%

19.6%

6.2%

12.0%

30.6%

難以勝任

沒成就感

情緒低

少親友協助照顧/家務

職業婦女媽媽

全職媽媽

 

2. 全職媽媽手頭緊？經濟壓力更勝職業婦女 

全職媽媽的困擾：經濟壓力、照顧疲憊、子女難照顧、哺乳環境，比例較高 

                                                       
2 吳佳玲(2008)。台灣親職壓力相關研究之回顧與分析。台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刊，7，頁 63-90。 
3 檢視「全職媽媽」及「職業婦女媽媽」身分，與母職壓力量表各項目之相關性，取其呈現顯著(p<.05)
的項目說明。 
4 本處取「在照顧孩子和處理家務上，我的親友會給我實質的協助」該題填答為「偶爾如此」或「從未
如此」者之比例。圖表中以「少親友協助照顧/家務」一詞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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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婦女的困擾：缺乏臨托資源，比例較高 

    調查媽媽們目前照顧孩子所遭遇的最大困難，並比較全職媽媽與職業婦女遭遇的
相異處5可發現：顯然少了一份收入的全職媽媽有更大的經濟壓力(68.4%)，高於職業婦
女(62.7%)；而沒有人手幫忙的她們在照顧子女的疲累和壓力無法紓解的比例(56.0%)，
也明顯較高；而孩子不好照顧的困擾以及哺乳環境不友善，全職媽媽產生困擾的比例

也較高(15.2%、7.7%)。反觀職業婦女，因為還要上班，時間並不彈性，如果孩子突然
生病或是發生意外，就很需要臨時幫手，也難怪「缺乏臨托資源」(9.8%)的困擾較大。 

照顧孩子最大困難-全職媽媽與職業婦女媽媽比較

4.6%

7.7%

15.2%

56.0%

68.4%

9.8%

4.8%

9.5%

50.8%

62.7%

缺乏臨托資源

不友善的哺乳環境

小孩的特質不好照顧

照顧的疲累和壓力無法紓解

家庭經濟壓力

職業婦女媽媽

全職媽媽

 

█ 政府你嘛幫幫忙—育兒政策三大問題 

1.問題一：錢未花在刀口上，年花七十四億，僅有一成四的催生效果 

使用率低∼45.2%媽媽三項育兒相關補助或津貼均未領取 
托育費用壓力仍大∼實際和理想托育費用平均每月落差最多 7258元，相差 1.77倍 

    目前政府因應少子化推出的鼓勵生育有關的友善育兒政策，包括：父母未就業育
兒津貼、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保母托育費用補助、兒童醫療補助及托育資源中心，五

項全國性措施，其中前三項與托育和照顧的經濟支持有關，也是政府花費最多錢的重

點政策，以 101年預算為例一年高達七十四億（依據勞保局101年預算，育嬰留職停
薪津貼3,881,520,000元；兒童局101年預算父母未就業育兒津貼2,900,000,000元，

保母托育補助 634,580,000 元。其中保母托育補助含保母托育管理費用，非直接補助

家長），但本調查卻發現家有 0-3歲小孩的媽媽受惠者並不多，僅三成取得未就業育兒
津貼(29.8%)，其次為育嬰留停津貼(22.1%)、托育補助(16.1%)最少，整體來看，45.2%
的媽媽前三項和育兒相關的補助或津貼均未領取。 

                                                       
5檢視「全職媽媽」及「職業婦女媽媽」身分，與「照顧孩子最大困難」各選項，取其卡方檢定顯著(p<.05)
之項目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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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即便是有領取「保母托育補助」對媽媽們的幫助也不大。分析實際花費在
最小孩子的托育費用，平均每人每月花費為12839元，若依不同托育方式來看，交由有
照保母照顧為平均每人每月16726元、無照保母為15557元、托嬰中心為15576元、私立
幼兒園為11359元。再比較實際托育的支出，與媽媽們理想中的平價保母或托嬰中心費
用，發現一個月最多相差7258元，高了1.77倍，政府每月2000-3000元的托育補助對一
般家庭來說相當無感，調查也發現負擔托育費用的媽媽64.3%感到很有壓力。 

有負擔托育費用的媽媽實際托育費用、與認為的平價托育費用 

(單位：每人每月、元) 
家長實際

費用 
(平均數)A

家長期待

平價費用

(平均數)B

相差金額 
(A-B) 

相差倍數 
(A/B) 

有照保母 16726 9468 7258 1.77 
無照保母 15557 9468 6089 1.64 
托嬰中心 15576 9468 6108 1.65 
私立幼兒園 11359 6625 4734 1.71 

負擔目前托育費的主觀感受壓力 (N=839)

輕微壓力,

25.6%

沒有壓力,

10.1%

高度壓力,

24.8%

中度壓力,

39.5%

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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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難怪僅有14.3%的家長表示目前政府的催生政策有讓其決定要多生孩子，顯示目
前政策成效有待加強。若依照孩子數來分析，政府政策催生第二胎的效果(19.2%)顯然
較第三胎(10.2%)好，但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的家長仍是沒有要多生孩子的，即使只有
一個小孩的媽媽，也有超過八成目前沒打算再生小孩。 

目前政府的催生政策，是否有讓你決定要多生孩子? 

要多生孩子 
全部 

N=1304 
只有 1小孩

N=594 
超過 1小孩 

N=709 
是(含懷孕中) 14.3% 19.2% 10.2% 

否 85.7% 80.8% 89.8% 

2.問題二：政策失衡，忽略全職媽媽需求 

全職與職業婦女媽媽比例相近，但政策偏托育輕生活補助 
逾六成職業婦女媽媽想當全職媽媽，卻無法如願 
    不論本調查或兒童局、主計處的調查均顯示，在台灣的嬰幼兒大多為父母自己照
顧或由祖父母等親戚照顧，真正將孩子托於收費的保母、托嬰中心或幼兒園者，不到

兩成。就下表可知，全職媽媽與職業婦女媽媽兩者比例相差不多，但分析現有友善育

兒政策發現，只有「父母未就業育兒津貼」是針對全職照顧的父母設計，對全職媽媽

較有效果，其餘如「育嬰留職停薪津貼」、「政府平價托嬰中心」、「親職照顧假」、

「保母托育補助」、「育嬰留職停薪」，都是針對就業中的家長設計，當然獲得較多

職業婦女媽媽們的支持，卻也顯示出政策設計上的失衡。 
     

 全職媽媽 職業婦女媽媽 
現況(所佔比例) 48.6% 50.5% 
想要自己照顧 90.4% 62.5% 
想要去就業 9.6% 37.5% 
特殊需求 生活費補助(69.9%) 

醫療費補助(47.4%) 
可帶幼兒去的活動場所(46.5%)
友善哺乳環境(13.3%) 

托育費補助(44%) 
育嬰/親職假(36.4%) 
平價的托育費用(28.6%) 
產假(5.9%) 

適用政策與措施 父母未就業育兒津貼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政府平價托嬰中心 
親職照顧假 
保母托育補助 

    調查媽媽們認為照顧孩子最需要的協助，依序為：「生活費補助」(59.7%)、「醫療
費補助」(42.5%)、「可以帶幼兒去的活動場所」(40.5%)、「托育費補助」(34.5%)、「育
嬰或親職假」(26.4%)、「平價的托育費用」(21.6%)、「充足的臨托資源」(18.8%)…等，
可見在協助媽媽育兒的政策上，一般性的生活費協助，如：育兒津貼或兒童津貼，應

更優先於托育費用。若分別看全職媽媽和職業婦女媽媽的需求，發現全職媽媽更為看

重生活費、醫療費補助和幼兒活動場所與友善哺乳環境，職業婦女媽媽更為看重托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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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補助和育嬰或親職假、產假。 

    此外，逾六成職業婦女媽媽想親自照顧小孩、近一成全職媽媽想就業，若有適當
的育兒政策協助，理想上可幫助媽媽們更有力量依自己的期待選擇留在職場，或自己

照顧小孩，但實際上仍存在理想和現實不符合的情形，特別是超過六成的職業婦女

(62.5%)無法如願親自照顧。可見催生政策偏托育補助輕生活補助，偏職業婦女輕全職
媽媽的現象已影響媽媽們的選擇甚至造成壓力，政策資源配置顯有失衡之處，應投入

更多資源協助全職媽媽，並且除了經濟上的協助外，應提供全職媽媽紓解母職壓力和

情緒支持的相關服務。 
 
3.問題三：育兒政策未整合，津貼、補助相關規定片斷複雜，又缺乏宣導 

有資格領取卻未取得「父母未就業育兒津貼」者，有 83.2%表示不知有此津貼 
有資格領取卻未取得「保母托育補助」者，有 56.5%表示不知有此補助 
    進一步了解媽媽們未申請政府補助的原因，發現許多是因為「不知道有此補助」。
「保母托育補助」扣除本身不符資格者，發現56.5%不知道有此補助；有資格領取卻未
取得「父母未就業育兒津貼」，則是有83.2%表示不知道；而沒取得「留職停薪津貼」
的媽媽中，有7.8%表示不知道，顯示政策的宣導仍須多加強。 

    除顯示政府需加強政策之宣導外，可能也隱含目前政府對育兒相關的補助是較片

段且零散，導致家長覺得複雜難理解，而降低了政策的可近性和使用率。所以建議政

府通盤考量家庭育兒福利規劃後，能有更為整合的育兒政策。或考慮規劃普及性的育

兒津貼，在每個家庭都有政府育兒生活費的基礎上，再構築不同類型家長需求的相關

補助和服務(如：托育補助)，並依政府的財政能力擴大協助的幼兒年齡上限與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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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樂媽媽三絕招 

    母親節前夕，兒福聯盟除了祝福所有的媽媽們「母親節快樂」之外，更提出快樂
媽媽三絕招：「媽媽放輕鬆」、「家人要支持」、「政府多幫忙」，尤其是政府部分，更應

該成為媽媽們最有力的幫手和支援，才能真正達到「催生」效果，解決少子化問題。

兒盟更具體建議政府三大育兒服務，「每月一天媽媽休息日」、「發展免費社區親子遊戲

據點」、「發放普及式兒童津貼」，這些會幫助媽媽們「天天快樂」的方式，會是母親節

最好的禮物。 

 每月一天媽媽休息日 
    不能忽視的，有三成的媽媽承受著中、高度的母職壓力亟待紓壓，家人們除了平
日就要分擔媽媽的辛勞，給媽媽實質上的支持外，每月應至少要有一天規劃是媽媽休

息日，由家人或政府提供媽媽每月一日的免費臨托服務，讓媽媽們有喘息的機會。 

 發展免費社區親子遊戲據點 
    調查發現媽媽們也有親子活動場所的需求(40.5%)。政府應該責無旁貸地發展近便

的社區親子遊戲據點，諸如：親子館、親子遊戲服務站、玩具圖書館⋯等。讓媽媽能

就近參與免費的親子活動、獲得照顧諮詢與喘息，以及建立爸媽及孩子同儕友誼的場

所。 

 發放普及式兒童津貼 
    目前政策忽略全職媽媽的需求，以育兒津貼(2500 元/月)為例，比托給有照保母

的托育補助(3000元/月)還少了500元。事實上目前依「小孩照顧者」是爸媽、親屬、

有照、無照保母而給不同金額補助的政策，除了有公平性的問題外，也造成補助的片

斷和混亂。而不論全職或職業婦女媽媽，最需要的都是生活費補助。故兒盟在此呼籲，

不論孩子的照顧者是誰，政府應整合現有的育兒津貼和托育補助，發放每位 0-2 歲兒

童相同金額每月至少3000元的兒童津貼(育兒津貼)，並依財政能力逐步擴大補助年齡

上限或金額，讓媽媽們對政府的育兒協助能確實「有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