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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有关照顾以及照顾者的议题讨论，西方文献于

最近 10 年在数量以及深度方面均有显著的成长。西
方学者吉莉安·帕斯考（Gillian Pascall）对“照顾”下

了一个简单的定义，就是照料其他人。[1]根据哈里斯

（Horris, Dan R.）的界定，“照顾者”是指那些为其老

年父母、亲戚或朋友提供个人照顾或其他形式支持

服务的人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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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顾工作具有私领域化与高度性别分工的特

征，不论是西方还是华人社会，照顾———不论对象是

儿童、老人或者残疾人———自古以来多半被归类为

家务事，即照顾责任应由“正常功能”的家庭所承担，

而“照顾责任家庭化”几乎又等同于“照顾责任女性

化”，即由家庭中的女性承担起大部分的“家务”与
“照顾”责任。一般的看法总是认为“家庭”应该尽可

能地提供照顾，但是实际上真正负起照顾责任的总

是女人。人们假设这是女人应扮演的角色之一，并认

为女人天生就适合照料他人的工作，应该由女人来

负责照顾他人。[3]

本文第一部分将结合已有研究探讨“照顾责任”
的性别效应，指出“照顾责任女性化”在儿童照顾、老
年人照顾以及残疾人照顾等领域的表现；第二部分

分析“照顾责任女性化”的理论建构，分别考察依附

理论、关怀伦理理论、性别角色理论对此的理论阐

释；第三部分检视“照顾责任女性化”的理论诠释系

统，对照顾责任的性别效应进行反思。
二、“照顾责任”的性别效应

根据已有文献，目前的照顾工作，包括儿童、老
人、残障、病患的照顾，主要由女性家人承担。[4](P256)

“照顾”长久以来一直是女性生命历程中最显著的特

性，从养育子女、照料家人日常生活起居、服侍年老

亲属到晚年照顾配偶，这一连串的行动构成了女性

最重要的实际生活内容。[5](P187)

（一）儿童照顾责任

女性与儿童照顾的关系极为密切，甚至儿童照

顾其实就等同于女性的工作。儿童照顾是女性众多

照顾工作的重点项目之一。
女性怀孕生子哺乳的生理机能，被理所当然地

视为母爱是与生俱来的，母亲是亲子关系中最理想

的扮演者。儿童照顾的工作一直被认为是母性的天

职，传统母性的定义也因为社会传统价值观念而被

标签化。而大部分女性也赞同这样的性别认定，以育

儿为女性天职，将儿童照顾责任独自承担。[6](P125)由于

生理上注定了要做母亲，于是人们假设由于女性与

抚育性有着自然的联系，所以女性愿意抚养孩子，这

使妇女必然地要承担照顾和抚养孩子的责任。[7](P19)

大多数学龄前儿童（尤其是 3 岁以下的婴幼儿）

的照顾工作，都是由母亲或亲人（女性）在家庭中承

担。女性为担负抚育儿童的责任，往往不得不放弃或

暂时放弃在公共领域的工作。1991 年天津市妇联对

1530 名休长假女工的调查表明，为抚养照顾孩子而

休假的占 66%，其中生育后抚育孩子的占 44.3%，有

55.7%的人以病假为由在家抚养照顾孩子。[8](P156)1993
年，台湾劳委会对全岛无工作的近 350 万妇女的调

查显示，有 30.9%的妇女因为需要照顾孩子，在未来

一年不愿意参加工作。[9](P135)另外一份调查报告指出，

台湾地区 15 至 64 岁已婚生育女性的幼儿照顾方式

中，由母亲承担照顾角色的占 75.3%。[9](P139)

照顾子女对女性职业角色的影响甚巨，尽管在

照顾子女过程中会有他人帮忙，但在孩子成长的不

同阶段，女性作为母亲依然是照顾孩子的主角。在子

女照顾的安排上，女性作为母亲，由本人照顾孩子的

始终占较高的比例，她们在孩子养育过程中的主导

地位毋庸置疑。[8](P177)

（二）老年人照顾责任

对于老年人的照顾工作，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

家庭照顾者中女性的比例高达 70%- 80%。[10](P616- 626)

在西方社会中，除了配偶外，女儿通常是家庭照顾的

主要提供者。根据霍洛维茨（Horowitz）针对照顾者性

别的研究报告，女性成年子女成为老年体弱父母的

主要照顾者的人数，远较男性成年子女为多。[11]而鲍

德温（Baldwin）的统计数据则更明确指出，妇女一生

中大概花费 18 年时间来照顾老年父母。[12](P172- 174)

与西方社会相似，华人社群里两性对于家庭事

务的分工，同样促使女性被认定是老年人日常基本

生活以及情感交流的主要照顾者。[13]大部分照顾老

人的责任由女性承担，其中主要是配偶、女儿或媳

妇，女性常自觉对于年老亲属的情绪和身体健康的

照顾有较大责任感。[14](P98)

虽然基于传统儒家孝亲文化的影响，华人社会

中更为强调儿子对老年父母的照顾责任，但是，相关

的研究也指出，这些原为儿子的照顾责任，最终仍是

转嫁到媳妇的身上，儿子在老人日常生活照料方面

并不起多大的作用，他们更大的作用是精神、经济甚

至只是面子上的依靠，儿媳才是日常生活照料方面

的主要承担者。[15](P7)中国老年人口健康调查数据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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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中国老年家庭照料者中的 2/3 或 3/4 为女性照

料者。[16](P2)香港社会服务联合会就香港家庭照顾者

状况的大型抽样调查报告显示，女性成年子女（包括

儿媳）承担照顾家中老人的比例达 62%。[17](P61)台湾地

区多篇量化资料的统计亦显示，目前台湾地区照顾

者的性别结构约有七至八成是女性。[18](P373)

大陆学者则针对女儿照顾者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研究。中国传统父系社会与养儿防老的思想将女儿

视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女儿的身份和归

属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使得女儿成为家庭照顾

者中较为边陲的角色。但女儿在养老责任感上与儿

子保持着高度的一致，甚至在某些方面，女儿表现得

比男性还强。[19](P54)随着生育率不断下降带来的子女

数量不断降低，传统观念影响的不断淡化，以及女性

社会经济地位的逐步提高，女儿在代际关系中的重

要性日益凸显，女儿不但开始参与养老，而且在老年

人家庭照顾的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上升。[20](P38)

虽然儿子在经济方面给予父母的支持不可忽视，但

女儿在日常照料父母和给予父母情感慰藉方面的作

用已经超过了儿子。[21](P166)唐灿等人针对浙东农村家

庭代际关系的考察发现，随着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的

结构性变动，女儿对于父亲家庭的工具性意义不断

提升，女儿开始越来越多地担负起实际的赡养责任

和义务。[22](P29)

（三）残疾人照顾责任

根据“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

报”，2006 年中国各类残疾人总数达 8296 万人。[23]大
多数残疾人居住在家中由亲人照顾，对于残疾人照

顾者的性别问题，西方国家的学者进行了许多有价

值的研究，指出残疾人的主要照顾者大部分是其女

性家人，其中，戴依和阿尔斯通（Day & Alston）的研

究发现，生理障碍者有 94%其主要照顾者是家人，

而其中 95%是女性家人，残障儿童照顾者 94%是其

母亲；库雷希（Qureshi）等人的研究则指出，女性照

顾者是男性的 33 倍。[24](P98)中国目前有关于残疾人群

体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残疾人的需要以及社会保障

等层面，往往忽略针对残疾人照顾者的调查和研究，

至于有关照顾者性别的探讨，则更为少见。总体而

言，中国有关从事残疾人照顾的女性照顾者的研究，

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实务界都十分缺乏，同时也

缺乏官方的资料。1995 年台湾宜兰县针对该县残障

者主要照顾者的性别进行了调查，该项调查被视为

是台湾地区唯一关涉到照顾者性别因素的调查，结

果指出，残疾人的主要照顾者中有 63%是女性家

人。[24](P96)另有杨佩琪曾以立意取样方式针对台湾中

部及北部医院的老年痴呆症患者家属的访问研究发

现，在其 104 个个案中，女性照顾者占 83.7%，包括

其妻子、女儿、媳妇、孙媳妇等。[24](P100)

从上述研究的数字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无论东

西方，残疾人的主要照顾者大部分是其女性家人，即

主要由女性承担了残疾人照顾责任。
如果说儿童照顾、老年人照顾以及残疾人照顾

大多以“家庭照顾”的模式维系，即主要由女性家人

来承担照顾责任，那么，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即使照

顾工作由私人领域转进公共领域，从目前在公共领

域承担照顾工作的人员的性别来看，主要也是由女

性来承担。不论在家庭还是在市场，女性都是主要的

照顾者。
三、“照顾责任女性化”的理论分析

以上已显示出照顾责任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

异，女性与照顾者角色间的关联紧密，“照顾”与“女

性”成了相互可以替换的名词。为何会呈现性别差

异？以下是几种主要的理论观点。
（一）依附理论（attachment theory）
依附理论源自于心理学者针对婴幼儿与母亲关

系的研究，最初由鲍尔比（Bowlby）在 1969 年提出，

用来解释婴幼儿与母亲（或主要照顾者）之间建立的

情感连结（affectional bond）和互动关系。“依附”是指

个体与特定他人之间的情感性连结，个体对特殊他

人存在强烈的情感，希望与他在一起。“依附”存在于

个体的内在状态，成为一种长期稳定的倾向，促使个

体与依附对象亲近、接触。[25](P97- 137)人们透过依附关系

获得基本需求的满足，包括爱与被爱、安全与信任的

感觉。
由于母亲 / 女性本身和小孩子的互动频繁，母

亲与子女在生活上的密切程度远高于父亲，女性家

人特别是母亲成为小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特定他

人”，成为其情感依附的主要对象。因此，这种情感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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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关系被视为女性成为孩童最主要照顾者的根源。
此外，鲍尔比认为，随着个体成长，婴幼儿期接

近、接触其依附对象的依附行为将发展成为关注、维
护、保护依附对象，且力求与依附对象接近。也就是

说，依附父母，不会只在婴幼儿期，而且会延续至人

生全程。西西雷利·维克多（Cicirelli Victor）进而将依

附理论扩展至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的照顾关系，以

依附理论来解释成年子女照顾者的动机，他认为，幼

年期的依附行为仅是力求与依附对象亲近，但成年

期的依附行为则发展成“关注”与“维护”依附对象。
即亲子间的依附关系会持续至整个生命全程，一旦

亲子间的依附联系形成，成年子女日后也会想保护

遭遇病痛与威胁的父母。[26](P195)成年人依附与婴幼儿

依附最大的差别在于“依附的互动性”，即婴幼儿时

期，依附的关系是单向度的，但成年人的依附关系则

是双向的，有相互性，双方均会要求并给予、接受相

互的安全感、照顾与支援。即婴幼儿的依附关系只有

“寻求照顾”系统，而成年人的依附关系上包括“给予

照顾”系统。[27](P16)

依附理论认为，女性照顾动力的主要来源，一方

面在于女性容易发展出亲密人格互动关系的能力与

需求，以及回应他人需求的能力；另一方面则在于女

性比男性有较强烈的情感依附需求，女性本身对受

照顾者具有情感依附，唯有透过照顾他人才能获得

自我实现。[28](P44)

（二）关怀伦理理论（ethic of care theory）
“关怀伦理理论”由美国女性主义的重要人物卡

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提出，卡罗尔·吉利根于

1982 年在其《不同的声音：心理学理论与女性的发

展》中，对道德发展理论大师科尔伯格（Kolhberg）的

三阶段道德发展理论（循规前期、循规期、循规后期）

提出质疑。科尔伯格的相关研究认为大多数女性的

反应无法达到其理论中的最高道德发展阶段，从而

推断出女性的道德发展比男性落后。卡罗尔·吉利根

则指出，科尔伯格的研究结论完全是以男性受访者

的反应及决定所发展出来的，然后再将以男性经验

为主的理论，推论至全体人类（不分种族与性别）。
卡罗尔·吉列根既而提出“关怀的伦理观”

（ethics of care），该理论的主要核心是呈现出女性在

做决定时主要的考虑点环绕在：自己与他人之间如

何取得平衡？如何能够照顾他人？如何负起责任？如

何不伤害他人？[29](P81)因此，卡罗尔·吉利根认为男女

的伦理道德观存在差异：男性侧重个人主义及权利，

这种道德观的建立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分离为基础，

而这种分离容易导致对他人需要反应上的不敏感和

冷淡；女性则是对特定对象负责，强调人与人之间的

相互依赖，女性的生活及自我是环绕着与他人的关

系，以及通过以关怀照顾的方式回应他人而构筑起

来。卡罗尔·吉利根将这种男性的道德称为“公正伦

理”，把女性的道德称为“关怀伦理”。[30](P176- 179)

卡罗尔·吉利根的关怀伦理理论相继被一批女

性学者建构为表达女性道德观点的伦理理论。其中，

劳伦斯·布鲁姆（Lawrence Blum）认定男性与女性在

道德上的发展与期待有所不同，女性被要求成为“同

情、情感、人性关怀、仁慈与情感的支持者”。[31](P174)而

内尔·诺丁斯（Nel Noddings）则十分明确地把女性与

照顾责任关联起来。她指出，女性倾向于基于关怀而

不是原则、推理、判断或证明来解决道德问题，她们

更注重情感、感觉以及他人的需要。女性通常比男性

更多地负责关怀照顾年幼的孩子、病人和老人，她们

希望保持一个愉快的环境，照顾到他人需要，并试图

协调冲突。[32](P46)

关怀伦理理论通过显示两性的道德发展方式不

同，以正向的方式描述女性的照顾角色，认为女性的

道德发展过程强调关怀伦理和责任感，女性经历了

“敏感他人需求”和“提供照顾责任”的道德训练，所

以女性负担照顾责任较为胜任，从而理解和肯定了

女性长久以来所担负起的照顾责任，并以此作为展

示女性道德的途径。
（三）性别角色理论（gender roles theory）
性别角色是由于人们性别不同而产生的符合一

定社会期望的品质特征，包括男女两性所持的不同

的态度、人格特征和社会行为模式。[33](P154)性别角色

理论即是探讨社会中的性别角色规范如何影响个人

的行为，它通常是透过各种社会化的机构，如学校、
家庭来传递，使得男女两性都能依据既有的社会规

范行事，并符合社会的期望。
通常界定性别角色规范时，男性被期待担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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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性”角色，承担着供养家庭的任务；而女性则被期

待执行“情感性”角色，从事家务与照顾工作，担任主

要照顾者的责任。这种性别角色的定位起源于传统

社会形成的以性别为基础的劳动分工，男子以体力

的优势获得食物，供养家庭；女性秉持母性的、关怀

的行为模式，照顾家庭和子女，维持家庭内部的情感

和谐。这种“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角色分工被视为

一种有效的社会安排。[34](P34)无论东西方社会，对儿

童、老年人以及残疾人的照顾议题一直被定位为私

人领域，属于家庭责任，也因为这样的性别角色分

工，当家中出现需要照顾的对象时，通常是由女性来

担负这样的照顾责任，扮演着照顾者、支持性的角

色。
这种性别角色差异的观念不但普遍存在于社会

规范之中，也不断地被灌输在女性本身的观念中。性
别角色理论认为，女性担负照顾者的责任与角色，是

个人被训练或内化的结果，即社会化过程对性别角

色的塑造产生巨大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女性会意识

到存在着符合性别角色的外在压力，这种压力促使

女性不由自主地学习那些社会认可的适合她们性别

身份的态度、动机和行为，并将这些态度、动机和行

为内在化。女性的“照顾”特质是女性性别角色认同

的目标。这样的目标使得女性在家庭等私人领域中

担任无偿的照顾者角色，如女儿、妻子、母亲、媳妇；

而在就业市场等公共领域中从事与照顾相关的行

业，如护士、社会工作人员等。[29](P81)

性别角色规范导致照顾工作具有明显的性别倾

向，照顾责任长期以来被连结到持家以及情感的女

性化。女性有照顾伦理和照顾的责任感，将照顾责任

定义为女性取向的工作，认为当家中有人需要照顾

时，自己是最适合的人选，如果她无法提供照顾工

作，便会觉得有罪恶感。[35](P17)

四、照顾责任性别效应之反思

“照顾”长期以来被归为家庭的责任，并成功地

转化为女性的责任。女人天生擅长照顾人，应该负责

照顾婴儿、儿童、老年父母、家庭和丈夫。无法协调这

些要求的女人被视为是失调的、没有条理的。[36](P583)

因此，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实际的家庭与社会福利

政策规划中，与照顾紧密相联的家庭政策、托育政策

以及照顾体制等等，都曾因被视为公共领域不需介

入的“家务事”而受到忽视。
不过，这种照顾责任“家庭化”、“女性化”的现

象，到了近二、三十年开始有了松动的契机。随着人

口及家庭结构的转变，经济需求的增加及工作权与

妇女人权意识的觉醒，女性的角色开始发生转变，女

性面临的照顾问题逐渐进入社会公众视野，也使得

传统照顾责任女性化的合理性受到极大挑战。
（一）对“照顾责任女性化”理论阐述的反思

学术界开始对照顾责任女性化的理论建构进行

批判性反思，系统地检视女性与照顾的关系在学术

谱系中的阐释方式。
依附理论强调母亲与儿童的情感性连结关系，

并进而推广至女性本身具有对受照顾者心理上的情

感依附需求，以此论证女性“照顾者”角色的合理性。
这种心理学观点的解读受到不少学者的批判和质

疑，认为该理论过度夸大女性个人意愿的情感层面，

过于强调个体行为的心理层面，而忽略了文化、经济

层面对女性选择的制约。[37](P61)

关怀伦理理论从观察女性的道德经验开始，提

出女性是适合养育的、给予的、自我牺牲的，甚至即

使付出很高的代价也愿意维持与受照顾者的关系，

从而验证并肯定了女性长久以来担负的照顾者角

色。尽管有不少的女性伦理学者支持关怀伦理理论

为女性的道德特质，但亦有女性主义者认为关怀伦

理理论依赖且提供了对女性本质论的支持。[31](P175)当

代多数女性主义都拒绝女性的本质观念，将关怀与

照顾定义为女性的道德特质的适当性引起很大的争

议。因为历史上对女性本质的定义，正是导致女性被

压迫的原因所在。伍德（Wood）批判关怀伦理理论是

相当保守的观点，因为这会使女性担负照顾重责的

性别分工模式得以合法化，相对地使男性有逃脱照

顾责任的正当理由。[5](P202)同时，关怀伦理理论更被批

判为不具有政治的效力，女性主义积极关心女性在

公共领域的工作机会与在公共议题上的权利与发

展，而关怀伦理理论的论述却很难为女性能力的发

展与制度的变革提供支持，无法促进政治权力的改

变。[31](P176)

性别角色理论对于“照顾责任女性化”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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