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序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 

長久以來，傳統性別角色規範著「男主外，女主內」的兩性分工模式，在這

樣傳統父權社會的性別分工意識型態下，「性別分工」清楚劃分公領域∕私領域、

工作∕家庭、男性∕女性為區隔對立的兩造（王淑英、賴幸媛，1996）。工作被

界定成是男性化的場域，家庭則是女性化的表徵（Okalay，1992）。男性在外工

作獲取薪資報酬，對於家庭來說是養家活口者，但是女性在家中從事的家務及再

生產活動，卻被視為一個「經濟依賴者」所應該且必須做的無償勞動，而並非是

一種真正的「工作」，女性必須以這些勞動來換取男性對其經濟上的資助，以及

安全庇護的提供。當女性被賦予天生是從事家務及家中照顧者的角色時，這其實

就是一種「女性化」的建構，這樣的註記在女性就算走出家庭步入勞動市場時，

依然深深烙印在女性身上，致使女性在工作場域中依然扮演著照顧者或從屬者的

角色。就傳統性別分工的議題而言，女性主義者認為「男主外，女主內」的觀念

絕非天生自然的，而是一種歷史與社會的建構（Ehrenreich，1992）。 

在傳統性別分工的意識型態中，女性被建構成一個天生適合待在家裡從事家

務以及生養子女的角色，而在這樣一個被建構的「女性化」的角色中，影響女性

最甚的莫過於是「母職」的觀念。傳統意識型態認為，女人因為在生理上能夠生

育，所以自然地在生下小孩之後也成了照顧小孩的最佳角色。這樣一個「母職天

生」的意識型態，致使女性不但身負延續下一代生命的沈重責任，更在下一代出

生後必須完全扛起照顧養育之責，如此的責任使得女性被囚禁在家庭的囹圄中無

法超脫，更進而促使女性長久被劃入私領域中，難以跨越至公領域的範疇。 

這樣傳統性別角色的建構及運作，與女性相連結的是必須以家庭及小孩為重

的、不能全心於工作上的、無須負擔家庭經濟的等等概念，在上述種種概念作用

及延伸下，儘管女性逐漸走出家庭進入勞動市場，卻依然被視為背負著家庭與育

兒的責任與壓力，而無法放置全心於工作上，亦對工作無積極企圖心的勞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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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觀念影響，再加上女性實質上婚後生產及育兒時難以兼顧工作的困境，使

得女性在勞動市場中被邊緣化為次級勞動力。換句話說，無論在任用、升遷或是

培訓時，雇主或組織往往會因為認為女性無法全心全意於工作並且無法擔任重

任，而選擇男性摒棄女性，而女性在勞動市場中邊緣化的角色，更使其可替代或

遭受淘汰的機會增加，在面臨規模縮減或人事流動時，被迫離職的可能性遠高於

男性（Roots et al.，1984）。在這樣的觀念運作下，女性是否真的必須負擔家務的

責任或有再生產的行為並不重要，只要是女人就會被賦予同樣的想像，而遭遇一

致性的差別待遇（張晉芬，2002）。 

婦女工作權的爭取，及改善女性在勞動市場上的劣勢，一直以來都是女性主

義者及婦運團體的關注焦點，從自由主義女性主義者的提倡男女工作權平等，到

社會主義女性主義者的主張國家介入育兒責任來解除婦女就業困境，女性主義者

費盡心力一步步將女性引領至兩性平權的勞動市場中，從國際勞工組織的行動及

世界各國的立法概況來看，可發現早從二十世紀初期，國勞組織及部分國家便已

積極推動兩性工作權的平等，並且亦已有顯著成效。回過頭來檢視我國之兩性工

作平等之推動情形，我國之兩性工作平權亦終於在「兩性工作平等法」實施後向

前邁進一大步，此法在民國 90 年 12 月完成立法程序，並自民國 91 年 3 月 8 日

開始實施。兩性工作平等法中明令規定「雇主對求職者或受僱者之招募、甄試、

進用、分發、配置、考績或陞遷等，不得因性別而有差別待遇。」，並且規定各

主管機關辦理各種相關設施，以促進兩性工作權之平等。此外，法中除了規定受

雇者之任用、訓練、晉升種種相關制度，不得因性別而有所相差別待遇外，更明

令規定防制職場性騷擾的發生及處理相關辦法，以及增定母性保護之相關法令。 

在兩性工作平等法中，第十六條關於育嬰假的規定引發極多關注及爭議，此

法明訂：「受僱於僱用三十人以上雇主之受僱者，任職滿一年後，於每一子女滿

三歲前，得申請育嬰留職停薪，期間至該子女滿三歲止，但不得逾二年。同時撫

育子女二人以上者，其育嬰留職停薪期間應合併計算，最長以最幼子女受撫育二

年為限。」。根據立法者之動機，育嬰假的實施旨在解決婦女難以兼顧工作及育

兒的困境，以改善女性在就業市場上的就業處境，但是研究者質疑育嬰假的設

計，是否將為女性減輕傳統母職的壓迫，進而消除同時負擔家庭及工作責任的艱

難情況，改善女性在就業職場上的地位及競爭力，使其自「次級勞動力」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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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脫出？又或者，育嬰假是否將可能強化請假者及其周遭環境之傳統母職意識型

態，再一次深陷請假者於母職的枷鎖，進而強化社會中既存之母職制度？是故，

本研究之研究動機於焉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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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架構 

    兩性工作平等法中之育嬰假制度的設立，旨在維護女性之勞動權益，及解除

女性在婚育後難以兼顧家庭及工作的困境（劉梅君，2002b）。我國育嬰假制度對

於孩童之父母親均為適用，即男女兩性均可申請育嬰留職停薪，縱然育嬰假設計

似乎已達到了性別中立，然而因社會中既存的母職制度及母職意識型態影響，一

般認為育兒是女性的天職；並且因社會現狀中因性別職業區隔及薪資差距等等因

素影響，致使家庭容易因經濟因素及離開職場的難易度等考量，而決定由孩童母

親申請育嬰假（Singley & Hynes，2005）。換句話說，在性別分工及就業及經濟

結構種種影響因素之下，孩子的母親往往在育嬰假申請決策中成為較為理想的申

請者。 

    然而，育嬰假原旨在提供就業婦女一個暫時離開職場因應初期母職所需的機

會，藉由育嬰假女性可以暫時離開工作回到家庭照顧初生的幼兒；在育嬰假結束

後，婦女可以再藉由育嬰假制度回到原先工作崗位。由此可以知道育嬰假預期單

純地成為一個幫助有育兒需要的職業婦女暫時離開職場的工具，請假者離開職場

及返回職場均十分容易自然。然而當事者在請假期間將生活舞台完全轉移至家庭

及小孩身上，在這段期間內當事者之對於育兒的想法、家庭狀況、工作態度及工

作環境等狀況，都將可能因當事者請假後不同於以往的生活而有所改變，但這是

在育嬰假的設立之初所不曾預期的。 

呈上所述，本研究期望能夠深入瞭解請假者之育嬰假經驗對於其本身的母職

意識型態將造成什麼樣的影響？以及育嬰假經驗又將對於請假者的工作態度及

職場發展造成何種作用？以進一步從微觀的角度窺看育嬰假的設立將可能如何

形塑我國社會既存之母職制度及女性未來之就業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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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故，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將分為兩個軸線進行，研究架構圖如下： 

 
育嬰假 

 

全新 
母職體驗 

家人對請假的

正向回應 

未來之 
不可預測性 

職場形象惡化 

育嬰假是一個

新的烙印 

母職意識型態

改變 

女性就業處境

的惡化 

對母職制度

之影響 

工作 
機會成本 
父權文化 
托育體系 
……… 

【圖 1-1】：研究架構圖 

承上列研究架構圖，可看出本研究分為兩個脈絡進行： 

第一： 育嬰假經驗對於本研究受訪者之母職意識型態有何影響？又若育嬰假將

對於請假者母職意識型態的改變形成作用，那麼這樣母職意識型態改變

的結果又將對於社會中既存之母職制度有何影響？ 

在此部份，由於在傳統性別分工意識型態下，「女性角色」往往與「家庭」

概念緊密連結，女性所從事的家務工作及再生產活動亦是在家庭中進行，並且家

務工作及再生產活動的從事，往往扣緊著家庭中的性別及權力之角力，故如欲檢

視育嬰假過程中母職意識型態的變化，與其在家庭中的實際落實及運作情形，則

必須進入家庭的脈絡中，以利於對母職意識型態的觀察與分析。在這個部分研究

將從兩個因素來探討育嬰假經驗對於受訪者假後的母職意識型態之影響：一、受

訪者在育嬰假期間的全新母職體驗；二、家人對於受訪者請假專司母職的正向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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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因為此兩因素的作用，致使部分受訪者在假後母職意識型態改變，研究者進

而希望探究如此母職意識型態轉變的作用在集體選擇之後，將可能對於社會既存

之母職制度造成什麼樣的影響？ 

第二： 育嬰假經驗將對於本研究受訪者之職場發展情況造成什麼樣的影響？而

從本研究之受訪者的相關經驗中是否能夠自微觀經驗中窺得育嬰假制度

將如何形塑我國女性的就業處境？ 

在研究之第二部分，我將深入受訪者之工作情境脈絡，探究受訪者之育嬰假

經驗將對其工作發展及未來處境的影響。因工作者的職場發展受多方面因素形

塑，故我將自請假者育嬰假後將面對的問題、職場形象及本身工作態度等進行分

析，希望呈現育嬰假經驗對於當事者本身職場發展之作用。在這部分的研究脈絡

下，研究分述「未來之不可預測性」、「職場形象的惡化」及「育嬰假是一個新的

烙印」這三點來探討育嬰假對於女性就業處境之影響，用以耙梳目前育嬰假將可

能如何影響女性未來之就業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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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設計 

一、    質性研究 

    研究的方法論，代表著資料與理論的連結方式（藍佩嘉，1995），故在進入

具體的研究方法之前，有必要對本研究的方法論做一簡要的說明。 

    在女性主義的研究中，婦女的生活空間、主觀經驗感受，以及她們之間的差

異所反映的社會文化脈絡問題，一直是女性主義各派所共同關注的焦點，而這種

「生活」、「主觀經驗」、「主觀經驗之社會反映」正也是「質性研究」所關注的層

面（胡幼慧，1996）。本研究欲探討兩性工作平等法中的育嬰假對於女性勞動者

在就業市場中之處境有何影響，以及在家庭當中「母職」的意識型態因為育嬰假

的設立而產生了什麼樣的變化。而研究者以為，研究中的女性就業處境及「母職」

意識型態的變化，並非以調查研究方式可以得知，必須藉以貼近受訪者的主觀感

受及日常經驗始能一窺其中堂奧，故本研究捨棄調查研究方式，採取質性研究方

法，期望能夠藉由質性研究方法對於「父權」及「建構」的知識體系的破除能量，

貼近受訪者的「個人經驗」，並由這些看似微不足道的小眾經驗出發，以達到對

於女性勞動者之真實處境的逼近，檢視育嬰假背後的性別意識型態脈絡，以及其

對於女性勞動者真正的利弊。  

 

二、    研究方法 

    如上段所述，由於研究內容的特性所致，本研究擬採取的研究方法為「半結

構式的訪談法」，所謂半結構式的訪談法即為採用擬好的訪談問題大綱及主要方

向，以作為訪談進行間主要參考依據的訪談方式。在訪談過程中與被研究者進行

交談，以從中獲得語言資料並加以分析。本研究採取訪談法的原因在於，希望藉

由與受訪者訪談的方式，逼近受訪者的日常生活經驗與主觀感受，以瞭解育嬰假

的訂立對於請假者之母職意識型態與工作上的處境有何影響，以期窺看育嬰假的

施行將如何影響社會既存之母職制度，以及育嬰假對於女性勞動者之就業處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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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又是如何。 

 

三、    受訪對象及訪談時間 

    因本研究進行訪談之時，我國育嬰假甫實施兩年餘，全國請假人數仍為少

數，故本研究受訪對象以滾雪球方式取得。本研究於 2004 年 7 月至 11 月間對八

位受訪者完成訪談，訪談時間約一個小時至兩個半小時不等，訪談地點以咖啡店

及受訪者工作處休息區為主。八位受訪者訪談全程以錄音機加以錄音，事後均製

作成訪談逐字稿，並加以分析。 

    八位受訪者在本研究中均以化名稱呼，化名與其本名或相關稱謂毫無關連。

受訪者中只有偉生為男性，其餘受訪者均為女性。八位受訪者工作及居住地點均

位於台北縣市；年齡分佈於 30 至 40 歲間。教育程度除小青外，其餘均為大專以

上。其中除了娃娃為小型企業雇主、書萱為大型企業人資部門最高主管外，其餘

受訪者均為育嬰假申請者。受訪者相關基本資料詳見【表 1-1】。 

【表 1-1】：受訪者基本資料表（2004 年 11 月） 

受訪者 

化名 

性別 教  育 

程  度 

職   業 居住地 小孩 

個數 

請假時間 請假 

長短 

備註 

安琪 

 

女 大專 空姐 北縣 2 2002 年 半年  

偉生 男 碩士 大型企業

中階主管

北縣 1 2004 年 

9 月將開始

未開始 

(預一年) 

 

小青 女 高中職 大型企業

秘書 

北市 2 2004 年 

3 到 6 月 

四個月 來自婆家

壓力 

淑方 女 大學 大型企業

工程師 

北市 2 2002 年 

10 月開始 

一年 來自先生

壓力 

莉美 女 大專 北市 

公務員 

北縣 1 2004 年 

5 月開始 

四個月 

(預一年) 

來自婆婆

壓力 

可若 女 大學 大型企業

人資部門

職員 

北市 2 

 

2002 年 

9 月開始 

兩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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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萱 女 大學 大型企業

人資主管

北縣市 未婚 非請假者   

娃娃 女 大學 小型企業

雇主 

北市 2 非請假者   

在以下段落研究者將簡單描述本研究中六位請假者的家庭背景及請假原

因，以期能夠簡略呈現這六位受訪者請假行為背後的影響因素及決策脈絡。 

1、安琪 

安琪為一名空姐，與先生育有兩名子女。安琪是於老大出生時申請育嬰假半

年，主要目的是因已工作超過十年，非常渴望能有一段休息與充電的時間，恰巧

藉由申請育嬰假，以達到離開職場暫時休息的目的。訪談時安琪已回到工作兩

年，並剛生下老二。 

2、偉生 

   偉生是國內大型資訊相關企業中階主管，其表示請假的主要原因是太太欲前

往美國完成博士學位，因為擔心在這兩年間小孩沒人帶，以及希望能夠一家人一

起到美國支持太太。在請假原因的部分，除了上述因素外，偉生亦曾於訪談中表

示『小孩需要媽媽嘛，小孩子不太需要爸爸，應該是這樣講……』。由於上述等

因素，故偉生決定申請育嬰假與太太一同前往美國。偉生預計 2004 年 9 月開始

請假，他表示自己是希望申請兩年，但還必須與公司協議，當時已確定能夠申請

一年假期。訪談時偉生尚未開始育嬰假。 

3、小青 

    小青是國內大型企業的主管秘書，已在同公司工作逾十年。小青與先生育有

兩名子女。兩名子女原本由住在附近的婆婆及先生的奶奶代為照顧，但因先生奶

奶跌倒受傷無法繼續照顧小孩，故先生與婆家長輩希望小青請假回家照顧小孩。

小青在訪談中表示，自己先前的生活重心完全放置在工作上，小孩全由婆家負責

照顧，在先生奶奶受傷後，原本自己希望將小孩送交保母照顧，但先生及婆家長

輩不肯，故只能被迫請假回家照顧小孩。訪談當時，小青甫回到工作不滿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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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淑方 

    淑方在請假前為一名大型營造企業工程師，請假主要原因是因先生因工作需

要將到中部暫時定居，因考慮到小孩照顧問題及希望一家人能夠住在一起等因

素，淑方決定申請一年育嬰假隨先生前往中部定居。淑方於 2002 年 10 開始請假，

於一年後返回工作，在請假後工作職位更動為主管秘書。進行訪談時淑方已回到

工作滿一年。 

5、莉美 

    莉美為北市公務員，小孩出生後一兩個月因腹瀉住院，卻在住院其間遭受病

毒感染，經過兩個月的治療時間後，小孩確定手臂骨頭遭受細菌侵蝕。在確定小

孩情況後，因考量到小孩健康情況不適合交由外在托育系統照顧，故與先生協商

後決定申請育嬰假回家照顧小孩。預計請假一年，將再視小孩的恢復情況有所調

整。訪談時莉美已請假四個月，當時尚無法確定是否會縮短或延長假期。 

6、可若 

   可若為一大型企業人資部門職員，與先生育有兩名子女。過去只有老大時，

白天交由住附近的婆婆代為照顧，但在有了老二之後，婆婆表示已無法再繼續照

顧小孩，而可若表示因無法信任外面的保母，且老二年紀太小不適合托育中心，

為了小孩的照顧品質及安全，故決定申請育嬰假暫時返家照顧小孩。可若於 2002

年 9 月開始請假，為期兩年。訪談時可若剛回到公司兩個月。 

 

四、    訪談方向及大綱 

    因研究需要，本研究之訪談分以「育嬰假經驗對於受訪者之母職意識型態之

影響」及「育嬰假經驗對於受訪者之職場發展之影響」兩方面進行，詳細訪談大

綱內容請見【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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