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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想瞭解工作媽媽在參與志願服務的這段過程，面對家

庭壓力時的心路歷程，分為以下三個角度探討：1.探討工作媽媽參與志願

服務工作時，可能會面臨到的家庭壓力。2.探討工作媽媽在參與志願服務



時，看待這些家庭壓力的方式，與她們面對家庭壓力所採取的因應策略。

3.從家庭壓力的角度，探討女性志工生命歷程中對家庭壓力感受的變化。 

研究者針對六位二十六歲到四十九歲女性受訪者，她們皆來自北部某一個

助人機構的志工，志工年資涵跨三年至二十一年。研究結果發現工作媽媽

在參與志願服務過程中面臨到的家庭壓力有 1.家庭角色增加 2. 母職壓力 3.

家人期望的落差 4.先生下班後很少外出 5.時間運用的衝突；此外亦發現六

位工作媽媽在參與志願服務過程中，當面臨到家庭壓力時，她們都是以家

庭為最主要考量，在考量家庭過後，整理出工作媽媽們在做志工的歷程

中，因應家庭壓力的方式有 1. 測試家人容忍度 2. 先扮演好家庭角色 3. 尋

求老公支持 4. 協助母職 5.利用上班時間從事志工工作 6. 請假 7. 暫時離開

志願服務工作。最後，在探討女性志工生命歷程中對家庭壓力感受的變化

時，發現轉折點與家庭生命週期所提到家庭建立期與擴展期有很大的關

係。 最後，研究者對於工作媽媽參與志願服務的心路歷程提出四點討

論，另外，在本研究的貢獻與限制，以及未來研究方向，研究者在最後章

節亦有整體的說明與提出建議。 

摘要

(英) 

This research is to understand this psychological process of how these working 

mothers participate in volunteer services, and face the stress from their families at 

the same time. The research will discuss (1.) How these working mothers face stress 

from their families when they participate in volunteer services. (2.) How these 

working mothers see and cope with different patterns of these family stress when 

they participates in volunteer services. (3.)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family stress, 

how these working mothers feel and live with their family stress in daily life. In the 

research I interviewed six females, they are from 26 to 49 years old, and they all 

come from the same public services organization located in Northern Taiwan. 

Moreover, they have at least 3 to 21 years volunteering experience. The result of the 

research presents that these female volunteers who also work as full-time or part-

time workers might face more stress from their families with the following factors 

(1.) The family expands (From Single to Married) (2.) The pressure for the role of 

mothers (3.) The difference of their family expectation (4.) Their husbands hardly 

go out after work (5.) The confliction of their time arrangement. I also found out 

that these six working mothers who also participate in volunteer services would 

mainly consider their families as the first priority when they face their family stress. 

After considering their family factors, the patterns they cope with their family stress 

were (1.) Testing the degree of family tolerance (2.) Playing the ordinary family role 

first (3.) Looking for the husbands’ supports (4.) Helping them playing mothers’ 

roles（5.）Using their break time to work for volunteer services （6.）Having 

day-Off from their volunteer services (7)Temporarily quitting the volunteer services. 

Nevertheless, as inquire into the life stories of these six females to find out how they 

feel when they cope with various family stresses. I found out that the stages of 

family establishment and extension mentioned in the turning point and family life 

cycles are highly related. At the end, researcher brings up four discussions to the life 

stories of the six working mothers who participate in volunteer services. Besides, I 

also draw out explanations and suggestions according to the contribution, limitation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of this research at the last ch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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