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育嬰假對於母職制度之影響 

 

    性別是一種重要的社會結構，且與其他的社會結構緊密連結且相互作用。為

了鞏固自身的存在，性別結構發展出了多種制度及論述，其中最重要的一種即是

「母職制度」。Rich（1987）曾將母職區分為經驗及制度兩個層次，並指出母職

是一種男性用來控制女性及女性生殖力的壓迫性制度。Chodorrow（1978）則表

示，母職得以再生產是立基於「女性期待成為母親」的心理狀態，而本研究認為

這種心理狀態即是女性的母職意識型態。 

    隨著經濟結構的改變，因勞動市場所需，女性開始走入就業市場，並在政治

及經濟結構中逐漸取得地位及權力，但儘管女性已在公領域中佔得一席之地，「母

職」這個制度卻仍然不斷地運作著，女性依然需要負擔絕大部分的育兒工作，並

因擔負了母職責任，使得女性在就業市場中往往被視為是以家庭為重，且不能承

擔職場重任的次級勞動力。這樣的傳統女性角色烙印非但使得女性需要負擔工作

與家庭雙方面的重責，並造成女性在就業市場上無法與男性擁有同等待遇。 

    我國兩性工作平等法於民國 91 年 3 月 8 日開始實施，其中此法試圖利用育

嬰假制度提供給女性一個更為友善及平等的就業環境，並解決女性育兒及工作難

以兼顧的困境。育嬰假已實施近四年，我們對育嬰假的申請者進行深度訪談，期

望藉由受訪者的請假經驗一窺育嬰假對於其母職意識型態與母職經驗之影響，並

藉此進一步分析育嬰假制度的設立，將對社會中既存的母職制度產生什麼樣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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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請假動機與決策影響因素之探討 

一、    請育嬰假之原因 

根據我國行政院勞工委員會統計資料所示，民國 91 年年終『育嬰留職停薪

期間繼續加保者』全國共 979 人，而民國 92 年年終則達到 1462 人，可見得縱然

育嬰假已實施近四年，國內申請育嬰假者依然為少數1。據此，本段落將進一步

分析受訪者之經驗，以期瞭解本文受訪對象的請假原因，以及當他們在面對請假

與否的抉擇之時，什麼又是使其退卻甚至不願選擇育嬰假的因素。 

在本次受訪者中，因家庭發生重大變化而請假者有四位；另一男性受訪者則

因妻子欲出國進修，小孩無人照顧，故欲申請育嬰假隨妻子出國，以利照顧小孩；

僅有一位受訪者是因想利用請育嬰假期間休息；故在六名申請育嬰假的受訪者

中，有五名為家中原有生活發生重大改變，不得不請假因應。 

美國學者Ruhm（1997）曾在關於FMLA2的研究中提出，因FMLA的不支薪，

造成部分適用此法的勞工因經濟因素而無法使用這項福利。本研究的訪談過程中

亦可以發現相同現象，因國內目前育嬰假制度為不給薪設計，請假之後家庭往往

要面對少了一份薪水可用的窘境，於是在可以選擇的情況之下，經濟的考量可能

將成為一般勞動者不願申請育嬰留職停薪的因素之一。 

通常你會請到育嬰假逼不得已啦…講實在話，因為你現在大家都是……以台北市

來講，第一個除非你是無後顧之憂的，家庭生活沒什麼負擔，你想好好照顧小孩，

其實請育嬰假最大目的是好好照顧小孩，那這前提是說你三餐無後顧之憂，那如

果說現在你家庭剛進社會，坦白講兩個夫妻賺得錢都很少，大學畢業了不起三萬

塊、研究所了不起三萬五，那兩個夫妻一個月加起來六萬，還要付房租，一般會

請到育嬰假兩種狀況，一種是可能後面有一些人在 support，他是為了好好照顧

小孩子，一種是家裡遇到什麼變故，比如說我本來小孩子是給我父母帶，後來發

生什麼事情小孩子沒有人可以托了，所以我要臨時請，才會去請育嬰假。（偉生） 

                                                 
1 根據行政院勞委會網站之統計數據顯示，我國於民國 91 年之勞動總人口數為 9454（千人），

民國 92 年之勞動力總人口為 9573（千人），故育嬰假的申請人口約僅佔所有勞動人口之千分之

一及千分之一點五。 
2 美國Family and Medical Leave Act於 1993 年 8 月 5 日開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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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部分受訪者經驗中可看出，若非是家庭的情況不允許或遭逢變故，並不會

申請育嬰假，甚至有受訪者表示『連想都沒想過』，夾雜其中的因素甚多，但其

中一個重要因素即為經濟因素，其中兩名女性受訪者曾在訪談中表示，在變故發

生前，自己的想法是趁著年輕的時候多賺點錢，累積經濟資源；甚至當初依照自

己意願請假的安琪亦表示，請了假之後最讓自己感到後悔的原因是『因為錢少了

很多』，但是受訪者希望能夠專心工作累積資產的想法，卻在家庭遭逢變故時遭

受到了現實環境的壓力與挑戰。 

其實那時候（小孩）拉肚子住院的時候都還沒有想過請育嬰假，我也不知道，那

個情況就覺得年輕的時候就可以把時間投注在經濟跟工作上面，小孩子晚上自己

帶回來應該就可以，找一個好一點的保母，然後晚上自己照顧……。後來決定請

假也是因為覺得兩邊都沒辦法兼顧，因為我回去上班我也都只上半天班，然後小

孩子在住院我也……，然後其實又那麼嚴重，我就覺得我可能沒有辦法這樣子繼

續一直常態性的請假。（莉美） 

    根據本次受訪者的經驗，六名受訪者中有五名均是因家中生活形態改變而決

定申請育嬰假，僅安琪是在無特殊狀況下依照自己意願申請。從受訪者經驗可發

現，縱然每個受訪者請假的原因及考量因素不盡相同，但可以發現的共同點是每

個受訪者在請假的決定過程中，都曾將經濟條件列為必要的考慮因素。根據受訪

者的經驗及訪談內容我們可以瞭解，由於育嬰假的設計為無給薪設計，故一般人

將可能因為經濟方面的考量而無法或不願申請育嬰假。 

 

二、 請假決策的影響因素及人選決定 

在受訪者申請育嬰假的決定過程中，除了上段所述的經濟考量外，其中尚有

許多因素作用著，我們接下來將檢視其他因素，以期能進一步探究育嬰假申請者

（大多為女性）3在決定過程中所面臨的壓力及衝突。紐西蘭學者 Singley及Hynes

（2005）於研究中發現，雙薪家庭在親職初期，夫妻雙方將會試圖採取某些策略

以因應初期親職及職場工作的需要。本研究亦發現在受訪者策略決定的過程中，

                                                 
3 自勞委會《中華民國九十一年育嬰留職停薪期間繼續加保者承保業務概況》可得知，民國 91
年年終育嬰留停繼續加保者中，男性為 45 人，女性為 93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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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因素涉入其中運作並對其決策造成影響。研究者試圖耙梳受訪者在育嬰假決

策過程中產生作用的各種因素及權力運作，以期進一步釐清哪些因素在受訪者請

假決策及人選決定的過程中扮演了關鍵角色。 

本研究發現，在受訪者請假決策及人選決定的過程之中，受到了「機會成本

意識」、「婆婆的壓力」及「外在替代照顧系統不足」等三個重要因素的影響，以

下部分即對此三個影響因素提出說明。 

1、機會成本意識 

    在經濟學中，機會成本（opportunity cost）指涉的是：任何一種商品在其他

可能使用機會中所可得的最高價值（巫和懋等，2000）；而在本研究受訪者請假

決策的過程中亦可以清楚看見機會成本意識運作的痕跡。 

過去研究證實，長期以來公私領域的區隔，造成了職場中的性別職業區隔及

兩性間的薪資不平等（Blau，1988）。另根據國內《九十三年台灣地區婦女勞動

政策滿意度及需求調查報告》可發現，我國女性平均薪資約為男性之百分之八十

4。而因為育嬰假的無給薪設計，致使夫妻在決定誰為請假者時，兩人的薪資高

低則成為了重要的決定因素，因為申請育嬰假時，家庭中便僅剩下一份薪水，故

根據機會成本的考量，此時薪資低者便往往成了申請育嬰假的絕對人選；換言

之，在這一個決定誰為請假者的時刻，因女性的平均薪資通常較低，故將理所當

然地成為申請育嬰假的最佳角色，而上述現象亦可以在本研究受訪者的經驗中被

發現。 

公務員莉美是因女兒遭受嚴重細菌感染，在女兒健康狀況不適合另尋替代照

顧的情況下，自己與先生不得不決定請假在家照顧女兒。莉美表示，在決定請假

的過程中，她和先生自認為並不服贋於傳統性別分工的意識型態，亦不認為孩子

的母親就必定是照顧的唯一人選，但因為自己的薪資僅為先生的一半，故在現實

的考量之下，只能選擇由自己申請育嬰假返回家庭照顧小孩。 

                                                 
4 根據行政院勞委會《中華民國九十三年台灣地區婦女勞動政策滿意度及需求調查報告》，民國

92 年女性平均經常性薪資佔男性之 79.56％；民國 93 年女性平均經常性薪資佔男性之 7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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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那是很現實的問題，因為我先生的待遇是我的將近一倍。[所以是經濟上的

考量？]如果他請，我負擔不起我們家的開支……[所以主要考慮還是經濟？]決定

是因為妹妹的健康啦，然後那時候會有點擔心的就是經濟，最少經濟要可以

cover 的過來這樣。（莉美） 

秘書小青，原本兩個小孩分別由婆婆及先生的奶奶照顧，但先生的奶奶因跌

倒受傷無法繼續照顧小孩，先生與婆家不願意讓小青將孩子送給保母帶，故在這

段過渡時期中，小青只好請假照顧小孩。小青表示，雖然其請假最主要的推力來

自於婆家及先生的壓力，但其亦坦承兩人薪資的高低亦是影響請假人選的決定因

素之一。因先生的薪資較高，除了家中經濟因素的考量外，亦間接強化了先生及

婆家認為『他們家人都覺得男生就是主外，那女孩子賺少一點錢沒關係，可是男

生是一個經濟的來源』，而這樣「男主外，女主內」的想法則又更進一步促使了

小青成為犧牲工作請假照顧小孩的絕對人選。 

第一個可能是我先生賺的錢比較多，就算我們兩個在討論誰要請，那絕對是我，

因為我賺的沒有他多。（小青） 

    可若是大型企業人資部門的職員，原本第一個小孩白天由婆婆代為照顧，但

是在第二個小孩出生後，因婆婆表示無法再繼續照顧小孩，因考慮到老二年紀太

小不適合托育，故與先生協商後便決定請假照顧小孩。縱然可若所持有的性別意

識型態較傾向傳統，但在其請假決策中兩人的薪資情形亦是考量的另一個要點。

可若表示，因為先生的薪水比自己來的高，故自己請假照顧小孩相較之下應是較

『划算』的決定。 

[那為什麼當初你請育嬰假時不是你先生請而是你請？]因為評估經濟效益阿，我

老公賺的錢比我多，他覺得如果我賺的錢比他多的話他也不介意回家帶小孩，經

濟上面的考量，因為他如果不上班的話，對我們的損失會比較大，那如果我不上

班，相較之下我請比較划算（笑）。（可若） 

由上述的段落可瞭解，機會成本意識為影響本研究受訪者請假決策的重要因

素之一。因為女性的平均薪資往往較男性來的低，故在家庭經濟的考量之下，在

衡量請假人選所需付出的機會成本後，往往會由薪資較低的女性請假照顧小孩。

就如 Lamanna（1984）曾指出，就算夫妻欲跳脫傳統性別分工意識型態，交換男

女性別的傳統角色，亦會十分困難，因為在大部分的情形下，妻子薪資低於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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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兩人欲交換角色，妻子亦難以負擔起家庭經濟（王舒芸、余漢儀，1997）。 

    再者，我們可進一步檢視，一直以來女性被視為勞動市場上的次級勞動力，

女性勞動者被看待為以家庭及小孩為重的、不能全心於工作上的、無須負擔家庭

經濟的次級勞動力，這樣的污名亦直接且深刻地影響了女性的就業處境，包括任

用、升遷及薪資等就業條件。今天，女性背負污名且低劣薪資的勞動地位卻又回

過頭來影響家庭中育嬰假申請的決策，在家庭以經濟因素為考量的現實狀況下，

女性往往理所當然成為育嬰假的申請者。而在本文後續的篇幅中我們將繼續探

究，請假者的請假經驗將對傳統性別意識型態造成何種影響，並又將如何回過頭

來影響請假者（大多是女性）後續的職場生涯。 

2、婆婆為父權文化的執行者 

    中國社會文化與家庭結構中，呈現一種父權高度集中的情形，而在傳統中國

家庭結構中，婆婆此一角色往往是維護及行使父權意識型態的代理人。胡幼慧

（1995）在《三代同堂—迷思與陷阱》中指出，媳婦—婆婆角色間的轉換，其間

壓迫—被壓迫的關係，即是女性成為此一父權體系再製之主要力量的證明。在本

研究受訪者之經驗中，亦可以發現婆婆為父權意識型態執行者的情形；部分的受

訪者原先並不願意暫時放棄工作回家照顧小孩，卻在婆婆的壓力之下，不得不申

請育嬰假。 

在下段的訪談中，可自莉美的請假經驗中發現，儘管莉美與先生本身並不服

膺於傳統的性別分工概念，但卻無法全然避免來自婆婆所施加的壓力，縱然在決

定請假的過程中還有其他更重要的因素運作著，然而不可諱言的是這份來自婆婆

的壓力，亦成為了促使莉美請假的推進力量。 

應該說是我婆婆……因為她希望我把小孩帶回婆家，可是我不願意……她覺得這

邊的保母不好。……因為後來這樣子的緣故也我是覺得說一方面不放心小孩的狀

況，另外一方面也會有壓力，我婆婆會一直覺得說把小孩子給別人帶帶到變成這

個樣子，後來我就請育嬰假。（莉美） 

    婆婆施壓的影響在小青的經驗中顯得更加清晰，小青原本並不願意請假回家

帶小孩，卻因為婆婆（及先生的奶奶）根深蒂固的傳統性別分工觀念，促使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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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女人根本不需要工作，把孩子帶好才是最主要的工作及責任。  

[他們（婆家）是覺得男生就不能帶小孩？]是沒那麼嚴重，不過請假的事情絕對

是找我，如果今天不是奶奶帶就是媽媽帶。她不會叫去她先生帶，我先生是可以

帶，可是請假絕對不會是叫他請。 

我覺得送保母才不會去影響到我的工作，可是他們會覺得我的工作沒那麼重要，

我是說我婆婆他們啦！他們說你才當一個秘書，去哪裡都可以當秘書阿! 

[……沒辦法抗拒？]可是怎麼抗拒，這個事情就已經發生了，我就是默默的接

受，根本不想，可是你知道孩子是你自己的。其實我小孩子如果送保母，他們家

的人不願意，他們寧可讓我休息帶，他們也不要送保母。說真的其實我不是很意

願啦，可是沒有辦法。（小青） 

    由小青的經驗可看出，在決定請假的過程中小青本身原本毫無意願請假照顧

小孩，卻因為婆婆（婆家）及先生的傳統性別分工概念深刻，致使他們認為女人

根本不需要工作，就算有工作則她的工作也不具任何重要性，女人的主要責任就

是照顧好小孩與家庭，當家庭與工作產生衝突時，毫無疑問的必須放棄工作選擇

家庭。就是在小青婆婆（婆家）這樣的意識型態下，小青被迫暫時放棄自己的工

作，申請育嬰假返回家庭照顧小孩。 

3、外在替代照顧系統的不足 

    根據內政部統計資料顯示，民國 93 年時全國 0 到 7 歲兒童共約有 2118 千人

5，然同年全國公私立及社區托兒所收托總人數僅達約 291 千人6，全國托兒所收

托人數僅為所有 0 到 7 歲兒童總人數之十分之一強；再根據內政部 93 年問卷調

查結果顯示7，有將近五成的民眾擔心孩子的托育問題，由此可看出國內的托育

系統相對於民眾的需求而言明顯不足。而在本研究受訪者之請假決策中，筆者發

現我國外在替代照顧系統質與量上的不足亦是促成部分受訪者申請育嬰假以利

親自育兒的因素之一。 
                                                 
5 根據內政部戶政司統計資料顯示，民國 93 年，全國 0 到 7 歲兒童共有 2117942 人。 
6 根據內政部兒童局統計資料顯示，民國 93 年，全國公私立及社區托兒所收拖人數僅達 291786
人。 
7 民國 93 年 8 至 9 月，內政部與嬰兒與母親雜誌合辦台灣女性「生育意願」問卷調查，共回收

有效問卷 3159 份。調查結果顯示，關於養兒育女議題方面，擔心孩子的托育問題者占總人數的

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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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若在訪談過程中表示，自己是一個家庭傾向較重的人，亦認為小孩生了就

是應該要照顧，對於自己來說能夠自己照顧小孩是最重要的事，其餘的都是其

次，自己也會想辦法克服。可若亦表示，在老二出生之前老大都是交由婆婆代為

照顧，老二出生之後因婆婆表示無法繼續照顧小孩，而又不放心把小孩送交保母

照顧，且老二年紀太小不適合到托育中心，故在權衡之下只好自己請假照顧小孩。 

就是小孩吧，小孩的安全哪，對我來講能夠自己照顧小孩是最安全的，那其他的

都是其次啦，我覺得小孩比較重要，那個時間，因為之前是我婆婆可以幫我帶，

那是 ok 可以放心的，交給自己的人。可是說如果我婆婆沒有幫我帶，其實我們

最大的原因是不想把小孩給保母帶，那讓她去托育中心的話，那時候小孩還太

小，那剛好也有這樣子的法令吧，就覺得那就請育嬰假。（可若） 

另外，在莉美的經驗中亦發現了外在替代照顧系統不受信任所帶來的影響。

莉美的婆婆一直以來便對保母存在不信任感，在孩子生病之後更對於莉美將小孩

托給保母帶抱持否定態度。婆婆認為是因為莉美將小孩托給保母帶小孩才會生

病，由此可以看出莉美的婆婆對於外在托育系統的不信任，是其希望莉美請假照

顧小孩的重要因素。 

應該說是我婆婆，因為我覺得我有壓力……，因為她一直覺得我這樣給保母帶她

覺得不好，她覺得這邊的保母不好。……她其實一直叫我把小孩帶回去，那我不

願意嘛，那我就跟她講說我其實可以考慮請假帶小孩，那她就跟我講說那你就請

假帶小孩……。（莉美） 

    小青表示，在先生的奶奶受傷之後，因沒有足夠人力照顧小孩，故原本自己

是希望將小孩送交保母照顧，但先生與婆家不願意，先生與婆家寧可小青犧牲工

作請假親自照顧小孩，亦不願將小孩送給保母照顧。由此可以看出，在小青先生

及婆家家人的眼中，外在的替代照顧系統的可信任度是值得質疑的，致使在小青

的育嬰假決策過程中，其家人對於外在的托育體系的不信任，亦成為了影響請假

決策的因素之一。 

其實我小孩子如果送保母，他們家的人不願意，他們寧可讓我休息帶，他們也不

要送保母。說真的其實我不是很意願啦，可是沒有辦法。（小青） 

    在以上段落可以瞭解，本研究受訪者在請假決定及請假人選選擇上，深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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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成本意識」、「婆婆的壓力」及「外在替代照顧系統不足」三個因素的影響。縱

然部分受訪者本身並不受傳統性別分工意識型態所限制，但卻因她們的薪資較先

生來的少，在機會成本的考量之下，只能決定由自己請假照顧小孩。再者，在部

分受訪者經驗中亦可證實「婆婆為父權文化執行者」此一論點，這些受訪者原初

或許並不願意犧牲工作請假照顧小孩，但在婆婆的壓力之下，只能順從地申請育

嬰假返家育兒。最後，筆者發現了我國外在替代照顧系統質與量的不足，亦是促

使受訪者請假的因素之一。因為我國托育機構品質的參差不齊，致使部分受訪者

及其家人無法信任其他的托育機構，只好請假親自照顧小孩，以利小孩的成長及

安全。根據以上的影響因素，或許我們能夠將此現象視為母職制度本身的自我鞏

固，雖當事者本身已擺脫傳統兩性分工概念，但母職制度及性別結構卻藉由其他

的社會結構及制度來桎梏當事人的決定，使其無法自母職中脫困。  

Chodorow（1978）曾提出女人專司母職形塑了兩性性別特質的差異以及性

別分工，而社會結構中的性別差異及兩性分工又會回過頭來促成母職的再生產。

根據本研究受訪者之經驗，令人不禁懷疑育嬰假設計在母職制度不斷再製的過程

中將形成何種力量？曾有受訪者表示，在請假前原本計畫要離職，因為育嬰假的

實施，為其在工作及親職的兩難之間提供了另一個選擇；但我們亦可以看見，在

某些情況下，因為育嬰假的存在，使得欲逼迫女性回歸家庭的力量得以行使地更

加堂而皇之。故本研究之後續章節期望進一步呈現育嬰假制度對於傳統性別意識

型態及母職制度將有何影響，並且設法耙梳育嬰假及傳統母職制度下暗中運作的

各種力量及其中之細微脈絡。 

最後，本節需特別提出來的是，縱然在受訪者請假決策中多有左右其決定的

關鍵因素，但不可諱言的是每一個受訪者請假決策底下均有許多因素及力量暗中

角力，本節僅試圖釐清影響受訪者決定之因素並提出最關鍵者加以分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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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母職的實踐及體驗 

兩性工作平等法中第十六條育嬰假制度的設立，原旨在解決勞動者親職初期

育兒與工作的兩難困境，就業中的男女在初期親職時期，能夠藉由申請育嬰留職

停薪暫停自己的職場生涯，回到家庭照顧初生孩童，並在適當的時機時重返職

場。縱然育嬰假制度規定適用於男女兩性勞動者，但受限於傳統兩性分工的意識

型態，及其他結構性因素的影響，育嬰假申請者必定以女性居多；故法令原本期

望使女性工作者能夠兼顧家庭及工作，在申請育嬰假後，個人能暫時免除於工作

與親職的兩難困境，在初期親職的需求消失後，依然得以回歸原來的工作崗位。

由此我們可約略看出，育嬰假的設計建立在一個十分工具性的思考邏輯上，勞動

者有需要，於是藉由育嬰假走入家庭，而後，再藉由育嬰假回到原來工作崗位。

然而，或許當初所不曾思考的是，當職業婦女停止工作走入家庭，背負起照顧及

教養孩子的責任後，在這段看似短暫的工作暫停時間裡，原來的職場環境及一切

周遭的人、事、物，甚至當事者本身，將會發生什麼樣的變化，而這些變化將會

如何回過頭來影響請假者的態度及行為，甚至又將如何影響請假者對於工作及母

職的態度。 

Rich（1987）曾描寫她在早年初擔任母職時的景況，陳述自己沈浸在身為母

親的喜悅，對於自己與孩子之間的緊密關係迷戀不已；但更多時候，母職帶來的

忙碌紛亂的生活，致使她與自己之間的嚴重疏離，令她憤怒及痛苦不堪。於是，

在從事母職的過程中 Rich 便不斷地徘徊在對母職喜悅與憤恨的情緒之中。Rich

表示，母職經驗的本身是值得喜悅與歡愉的，壓迫與控制女人的是母職這個「制

度」。  

育嬰假申請者暫時離開工作回到家庭照顧初生幼兒，有別於過去的工作佔據

生活中大部分時間，受訪者在請假期間大多整日待在家中照顧小孩，生活的重心

亦完全集中至小孩身上。可以想見的是，請假期間請假者的生活型態與過去已截

然不同，小孩在生活中所佔比例亦已提高許多，在這段與過去生活型態全然迥異

的時日裡，是否有不同於以往的體驗，而這些嶄新體驗又將對請假者造成什麼樣

的影響？本篇研究將其中一個重點擺放在受訪者請假期間母職經驗的觀察，以

下，本文將試圖進一步挖掘受訪者在請假的過程中的母職經驗，並探求在請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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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擔任母職的各種體驗或是母職於此間所產生的細微變化；並且將同時挖掘受

訪者之家人擔任親職之經驗，與對於母職看法的轉變，以期進一步瞭解育嬰假經

驗對於當事者與其周遭親友之母職意識型態的影響，並進而分析育嬰假經驗在微

觀層次上對於母職制度所產生的衝擊。 

 

一、   全新的母職體驗 

1、甜蜜的負荷—母職的正向體驗 

    Oberman 及 Josselson（1996）曾指出，成為母親後，一個女人將會面臨到自

我認同的兩極化，一方面獲得成為母親之新的認同-給予與創造；另一方面卻必

須為了小孩將自己的需求置於一旁，如睡眠及飲食的需求。而申請育嬰假者，往

往是在短時間內將生活舞台自職場轉移至家庭，日常生活中所需面對的人事物亦

從工作與同事，轉變為家人、小孩與家務工作，自我認同兩極化的情形應將在其

身上體現。大多數的受訪者在訪談的過程中表示，在請育嬰假期間因為鎮日與孩

子相處，生活焦點幾乎完全轉移至小孩身上，故可以體驗到與過去全然不同的母

職經驗及生活。以下段落將試圖詳實記錄本研究受訪者們在育嬰假期間所經歷的

全新母職體驗與感受，並呈現請假前後受訪者母職工作及周遭親人負擔親職狀況

的改變。 

（1）、親自參與小孩的成長 

在英國學者 Windebank（1999）針對英法婦女之育兒研究中亦曾發現，在其

能夠申請育嬰假卻未申請的十名法國女性研究對象中，她們遺憾地表示自己沒有

請假在家照顧小孩，原因並非是沒有請假對於小孩產生了任何損失或傷害，而是

自己未能親自參與小孩成長的過程。回過頭來看，在本研究多位受訪者的訪談內

容中可發現，在請假照顧小孩的經驗之中，最深刻的體驗之一即是可以親自看著

小孩長大，並且挖掘小孩成長的過程中的細微變化及樂趣。 

    莉美在有小孩前是一個以工作為生活重心的公務員，在女兒出生後，原本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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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白天是交由保母照顧，但女兒卻在自己產後回到工作兩星期時因腹瀉住院後遭

到細菌感染，莉美不得已只好請育嬰假專心照顧女兒。但在請假與女兒長時間相

處後，莉美卻有了過去所沒有的母職經驗與感受。她表示因為每天整日與小孩相

處，故可以看到女兒每日的細微變化，若是將小孩交給保母帶，就無法發現這些

小孩成長過程中的細微之處，而這些伴隨女兒成長的經驗是非常珍貴而有趣的。 

其實有時候會覺得很有意思啦，你會覺得小孩子很好玩，就像剛剛說的你可以看

到一些比較細的，平常你如果你是給保母帶你可能不會去看到那些生活上的小細

節，但是因為我現在這樣每天看著她…… 

另外就是小孩子自己帶其實有時候蠻有意思的，小孩真的很可愛……她真的很奇

怪她本來不會坐，可是有一天突然就會坐了，她的整個成長你都看的到，可是如

果是保母帶的你可能就看不到這些，然後可以教她一些事情，你就發現她真的還

有反應，這些東西是一種享受。（莉美） 

    因為請假時每天長時間照顧小孩，故有機會能夠觀察小孩成長中的細微變

化，這樣的新體驗亦在可若及淑方的訪談中被提出。 

因為小孩長大其實有時候很快，有時候你會來不及發現他就已經長大了，就是他

有一些很細微的變化，比如說我女兒她不喜歡講話，就是不是很愛講話的那種小

孩，比較安靜的。那哥哥比較喜歡講話，感覺上比較活潑一點，可是你看妹妹這

樣子很安靜不太講話，我們當初會覺得她講話的速度比不上哥哥、很慢，可是後

來有時候她開口之後，哥哥可能是兩個字，然後變成是片語，然後才會句子，那

妹妹可能是單字疊字之後，她可能就直接講句子了，所以這是很細微的，會很多

驚奇，然後小孩的發展就是很不一樣，那你就是能夠跟他們一起。（可若） 

其實小朋友她每天都在長大，然後她的發展是很細微的，你如果說你沒有每天看

著她，她有些發展是你一下子沒有辦法……，你可能一個禮拜發現她為什麼突然

會走路、會怎麼樣，但是如果你每天看著她其實她的變化跟成長是一天一天都不

一樣的，會有很多……比較……也算樂趣吧！我覺得。（淑方） 

    由上面幾段訪談可以觀察到，在受訪者請假期間的母職過程中，親眼看著小

孩長大的體驗及樂趣是多位受訪者請假過程中感受深刻的經驗。她們提及因為請

假專司母職的緣故，使自己有機會能夠鎮日與小孩相處，親自參與小孩成長過程

中的點點滴滴，而這個經驗對她們來說是珍貴且無可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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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新擁有的滿足 

育嬰假期間，除了親自參與小孩成長過程所發現的樂趣之外，部分受訪者亦

在這段專司母職的過程之中得到了過去所不曾擁有的滿足感。小青表示，因為過

去從來不曾長時間的與小孩朝夕相處，所以不知道小孩其實需要自己，而當請假

時因每天在家照顧小孩，發現小孩還是很需要自己的，對此小青表示有被肯定的

感覺。 

我以前我都沒有那麼長的時間跟他們在一起，所以我根本不曉得其實孩子是需要

你的，就是那種感覺沒有那麼強烈，可是後來我那四個月在家裡就每天跟他們在

一起，動不動媽媽動不動媽媽……，所以那種也是被肯定啦！覺得自己還是被需

要的（笑）。（小青） 

除了小青外，淑方亦在請假專司母職的過程中，自小孩處得到了過去從不曾

擁有的感受及體驗。淑方表示，因為自己是女兒的主要照顧者，朝夕與她們相處，

所以女兒對自己的態度與其他家人並不相同，縱然其他家人亦很疼愛她們，但是

淑方發現孩子最信任最需要的人還是自己，淑方認為這是一種孩子給自己的回

報。 

就算所有人都很疼她們，但是她們還是只聽我的話，就是說我跟她講什麼是對

的、什麼是錯的，她就會覺得對那就是這樣，但是如果是外面的人，比如說是阿

公阿媽跟她講或是爸爸跟她講，她並不會很相信他。雖然說我對她是最兇的，但

是她最需要的還是我。所以那種感覺是……我就跟她爸爸說因為你有付出她們知

道，所以她會回報你，就是說她會給你相對的回應，她知道你是在照顧她的人，

所以她對你的感覺會跟對其他人不一樣。（淑方） 

2、母職的負向體驗 

    Rich（1987）指出，為了確保女性以生育及專司母職作為人生第一要務，母

職化為一個壓迫每個女性都必須成為母親的制度，是故，母職所帶給一個母親的

往往不只是滿足與喜悅，夾雜於其中的焦慮及疲累等負面情緒有時卻更顯深刻。

另外，本文先前已提到，Oberman 及 Josseloson（1996）曾經指出，一個女人在

成為母親後，將面臨一方面獲得成為母親的新的認同-給予與創造，另一方面卻

必須為了小孩將自己的需求置於一旁的自我認同的兩極化。是故，在以上段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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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我們已挖掘出了受訪者在育嬰假期間不同於以往的母職經驗與感受，窺見受

訪者在請假期間的全新母職經驗中所獲得的滿足及成就感；以下部分，本文將接

續呈現受訪者請假期間母職工作為她們所帶來的負面情緒與其對於母職之負面

觀感，以及母職工作與受訪者的自我之間的矛盾與衝突。 

    （1）、母職過程中的負面情緒 

    在可若請假時的母職經驗中，縱然能夠從照顧小孩的過程裡得到許多滿足與

樂趣，她亦表示照顧小孩是一件很辛苦的事，除了體力上的勞動外，在情緒上也

常需要克制自己。因為照顧小孩是持續處於緊張的氣氛及忙碌下，會讓自己很容

易產生負面情緒，轉而對小孩有較嚴厲的要求。 

我覺得在家帶小孩比上班還要累，因為我有兩個小孩。……以前我不是二十四小

時帶自己的小孩的時候不會對他們這麼嚴格，起碼對我老大不是這個樣子，後來

在家自己帶之後有，我覺得會有改變。[那你覺得為什麼會改變？]我覺得因為你

已經沒有那種補償心裡，因為你就是一直都在照顧他，可能也有一個是情緒的因

素，就是你也會很煩，那你會比較嚴厲的對待他，有時候是因為你情緒也比較不

好，因為你常常就是在這樣的氣氛之下。（可若） 

    除卻了可若所提到母職過程中的緊張情緒的部分外，在受訪者的母職經驗中

亦發現她們在母職過程中所存在的監禁感，及母職制度中以小孩為中心的現象。 

（2）、母職過程中的監禁感 

    Rich（1987）在著作中更進一步提到，母職制度對一個母親的壓迫，使她除

了肢體與情緒的勞動外，從無間斷的母職工作讓一個母親無法從與孩子的連帶中

逃脫，無法從事自己希望從事的任何活動，最後終使自己與自己產生疏離。Leifer

（1980）亦曾指出，母職的執行，往往伴隨著限制感與監禁感，並使其失去過去

的自由生活（引自張瀞文，1999）。而這樣的現象亦可在本文的多個受訪者身上

發現。可若，因為每日幾乎從未間斷的母職工作，讓自己無法脫身去做其他事，

加上自己的朋友多為上班族，故可若陳述自己專任母職時很難自母職工作中抽

離，在這一段時間裡，聊天或傾吐對象幾乎僅限於家人或先生。 

因為你在家帶小孩……比如說我的朋友會相對的減少聯絡的次數，因為他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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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去的時間你都沒辦法出去，你可以出去的時間他們可能在上班或怎麼樣，那你

要出去又有兩個小孩牽絆住，所以你也比較少自己的時間，所以相對的朋友會比

較少，所以你可以傾訴的對象或是可以聊天的對象就是自己的家人或是先生。（可

若） 

莉美及淑方則是深深覺得全職照顧小孩時，自己的行動將會完全受制於小

孩，必須將所有的時間與精力都投注在小孩身上，而全然無法依照自己的意願行

動，兩人甚至皆認為全職照顧小孩比上班還累，因為上班時還能夠自由調配時

間，或是在空閒時還能夠與同事或朋友吃飯聊天，但請育嬰假專司母職時往往只

能待在家中，就算需要出門亦必須與先生協調或帶著小孩出門。 

我覺得帶小孩是很辛苦，真的很辛苦，我常說比上班還累（笑），因為你上班還

是會有工作緊跟鬆的時候，就是說你可以安排，可是我覺得帶小孩的困難在……

他是屬於那種作息不規律的小孩，所以其實很累，他吃大小餐你搞不清楚他總共

要吃多少，睡眠時間不固定……我覺得那就是變成說不是像你所安排的，不是說

你要出門就可以出門辦事情，一定要跟先生協調好說哪一天要做什麼。（莉美） 

你要一直盯著她，時間都綁住了，因為你不管到哪裡都要帶著她，你要配合她的

作息，小朋友她睡覺的時間很長她要睡午覺，那她醒來她就要你陪她玩，她需要

你全部的精神都要灌注到她身上，所以其實原則上帶小孩好像很輕鬆，其實我覺

得比上班還累。（淑方） 

同樣的情形亦能夠在小青身上看見，她表示雖然自己並不與公婆住在一起，

但因婆家家人的要求，請假時每天都必須將孩子帶到公公婆婆家照顧，故除了對

於需要照顧小孩無法自由外出工作感到很痛苦外，更因為不是在自己家中，照顧

小孩的空檔不但覺得很無聊，更覺得自己的生活深受侷限。 

叫我不上班很痛苦，我在家裡那四個月真的很痛苦，因為我真的沒有在家裡習

慣，因為從以前十幾歲我就出來上班了，到結婚我都上班，從來沒有在家裡過，

在家裡真的很痛苦，因為每天都是在弄小孩的事阿！ 

就是被綁在他們家[為什麼不帶回家？]不曉得，他們老人家就是要看到小孩在那

邊玩，怕他們無聊，可能我先生也很能體諒，所以他都是叫我孩子就是帶去他們

家，我也很想帶回家。（小青） 

（3）、小孩利益為母職制度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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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lva（1996）曾論述在父權社會中，所建構的母職制度並非以母親為中心，

而是以小孩為母職的中心。此一觀點在上述小青的經驗中便可獲得例證，因為長

輩對於孩子的看重，故小青非但被強迫暫時請假在家照顧小孩，並且受長輩要求

必須將小孩帶至婆婆家照顧。然而，在這個過程中，小青的需求及情緒卻是不受

重視及認同的，儘管她覺得痛苦、無聊，卻還是必須照著先生及長輩的期望去做。

同樣的情形亦發生在莉美身上，在小孩生病之後，婆婆一直希望將小孩帶回鄉下

照顧，且表示莉美『把小孩給別人帶帶成這個樣子』，甚至在得知育嬰假制度後，

並向莉美表示『那你就請假帶小孩』。在這個過程中，可以發現莉美婆婆將事件

焦點完全擺放在小孩身上，一切以小孩為優先，在婆婆眼中莉美的其他考量及猶

疑都是不被看見的。 

其實中間那個過程我婆婆也一直叫我帶回去給鄉下的人帶比較好，很多鄉下我阿

姨什麼的他們可能都比較疼小孩，我就跟我婆婆說太遠了，因為後來這樣子的緣

故也我是覺得說一方面不放心小孩的狀況，另外一方面也會有壓力，我婆婆會一

直覺得說把小孩子給別人帶帶到變成這個樣子。 

因為我覺得我有壓力，因為她希望我把小孩帶回婆家，可是我不願意，因為她一

直覺得我這樣給保母帶她覺得不好，她覺得這邊的保母不好。[所以婆婆沒有直

接叫你請假，但是是有釋放出壓力？]對，她其實一直叫我把小孩帶回去，那我

不願意嘛，那我就跟她講說我其實可以考慮請假帶小孩，那她就跟我講說那你就

請假帶小孩。（莉美） 

以上段落主要著重於本研究受訪者育嬰假期間母職體驗與感受之正反兩面

的呈現，希望藉由對她們這段時間內母職經驗的耙梳，能更清楚看見育嬰假對於

請假者及其周遭環境之母職工作及意識型態的影響，而這些請假者在育嬰假中的

母職經驗及感觸，都將在暗中逐漸積累，成為育嬰假對這個社會的母職意識型態

與制度所造成的真實且深刻的影響。 

 

二、    母職工作的轉變 

接下來，以下段落將進一步描寫本研究受訪者於育嬰假期間及請假前後的母

職工作的轉變，這個部分陳述的母職工作包含工作的內容、時間比例以及受訪者

 38



自身對於照顧小孩的責任感受，並將同時比較受訪者丈夫及周遭家人的父職及親

職工作的負擔狀況，期望深入分析育嬰假對於請假者所擔負的母職工作本身是否

造成實質上的影響。 

根據受訪者的經驗，除了安琪之外，幾乎所有受訪者均表示請假期間自己負

擔了絕大部分的母職工作，因為原先請假的動機就是為了照顧小孩，故當事者與

家人往往均認為這樣的情形是理所當然；而在承擔大部分母職工作的同時，幾乎

所有受訪者亦認定了在照顧小孩的責任歸屬上自己應負大部分責任。 

    在莉美的經驗裡，請假期間自己照顧小孩的時間大幅上升，幾乎已到了二十

四小時照顧的程度，只有週末或在先生下班之後先生會幫忙負擔部分的照顧工

作，但因先生下班時間通常很晚，故自己平時幾乎負擔了所有的育兒工作。據莉

美表示，請假期間的親職工作自己與先生的比例約為 7：18，而照顧的內容方面

兩人則無明顯區隔。莉美表示，因自己已請了假，故負擔絕大部分的育兒工作是

合理的，且先生是非常願意分攤照顧工作的，只是因為其下班時間太晚，所以無

法分擔太多的照顧工作。另外在親職的責任歸屬上，莉美表示其認為請假期間照

顧小孩的責任歸屬自己與先生為 2：1。 

小青則表示在請假期間照顧兩個小孩的工作幾乎全落在自己身上，只有在自

己忙不過來時家人才會幫忙，且因為先生八九點才下班，故能幫忙的機會有限，

故針對請假期間對於照顧小孩的責任歸屬，小青認為自己與先生的比例大約是

9:1。此外，小青表示與先生在親職的分工上也有很大差異，『小孩如果有需求，

比如要喝牛奶、尿布濕，就找媽媽；可是如果今天要買玩具、要裝組合車就去找

爸爸』。而在小青請假結束回到原先工作後，因為自己對照顧小孩的感受已與請

假前不同，故在請假後便希望能夠早一點下班回家帶小孩，在照顧小孩的責任感

上有相當大的改變，而工作內容則和請假前差不多。 

[那你覺得你在請育嬰假的時候你跟你先生責任的比例大概是多少？]我一定比

較重的啦，重很多，九比一（笑） 

                                                 
8 本節中所提及之母職工作的內容分配或母職責任感兩者之比例，是在訪談過程中研究者要求受

訪者將此兩者試著以比例方式呈現，所有數字及比例均是由受訪者根據其自身主觀感受所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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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小孩的時間）還是都差不多啦……現在比較早下班一點，以前可能比較晚

回去，我會想要提早下班也是想早一點回去陪小孩，然後早一點把那些事情做完

趕快把小孩帶回去[以前下班回到家都幾點？]七點半，現在差不多是六點，多了

一個多鐘頭。（小青） 

可若的情形則與小青相似，可若在請假前僅有一個小孩，平時小孩由婆婆代

為照顧，故在請假前其並不認為育兒的主要責任在自己身上，然在請假期間平日

所有照顧兩個小孩的工作均轉移到自己身上，才開始認為照顧小孩是自己的責

任。請假時白天自己需要負責所有的親職工作，僅在先生下班後會幫忙帶小孩，

可若表示這段時間自己與先生所負擔的親職比例約為 8：2。而可若表示在育嬰

假結束返回工作後，將小孩送到了幼稚園，自己照顧小孩的時間並無太大改變，

但因照顧小孩主要變成自己與先生的責任，故在照顧小孩的責任感受上，比請假

前重了許多，並且為了準時接小孩下課，稍微更動了上下班的時間。除上述的工

作時間與責任感外，值得一提的是，可若表示在請假之後，因婆婆已不再幫忙照

顧小孩，故自己下班後照顧小孩的工作變的十分沈重，可若甚至以『上另一個班』

來形容。 

現在當然比較不一樣，因為以前我還沒請之前我們只有一個小孩，請之後是兩個

小孩，所以相對的會要花比較多時間去那種小朋友的事情。所以其實下班之後就

是又再上另外一個班，就是照顧小朋友的班。因為回家你要弄東西給他們吃、幫

他們洗澡、洗完澡還要作自己的家事阿、洗衣服什麼的，其實回家就是忙到快十

點，然後把他們送上床，然後自己也差不多快累死了……其實我要回家之前我才

開始頭痛，我那時候剛回來上班的時候每天回家的時候都胃痛，因為我想到就覺

得……就是心情會很緊張這樣子。（可若） 

    而在淑方的經驗中，因先生的性別意識型態較為傳統，故在請假前先生就已

很少分擔親職工作僅限於分攤部分家務，在淑方請假時這樣的情況變得更加嚴

重，因為其先生認為家庭主婦就該負起所有的家內責任。並且，在請假之後因為

淑方獨自帶著兩個小孩回到台北工作，故照顧小孩的工作依然全落在自己身上，

而其先生亦依然認為照顧小孩完全是女生的責任。 

請假時候更慘，因為你沒上班了，反正就都該你做，其他的事他也不太會做了，

他就認為說反正你就在家，家庭主婦就全部都是你的責任阿，所以我就覺得天阿

好可怕，還是來上班好了（笑）。（淑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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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受訪者的經驗可以發現，在申請了育嬰假之後，請假者的生活及母職經驗

均已受到相當程度的撼動，並且請假者周遭親人的生活及其對於母職觀念的看法

亦已有所改變。對於這樣的結果，我們必須審慎看待，因為我們不能去忽視育嬰

假經驗對於一個請假者所可能造成的影響，在下一節中，我將進一步深入分析育

嬰假經驗對於受訪者及周遭親人的母職意識型態是否造成影響，抑或對受訪者的

工作態度又將造成什麼樣的作用，而這樣的影響又將如何改變原本存在於我們社

會中的母職意識型態與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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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母職意識型態的轉變 

本文在前述篇幅已提及，根據 Chodorow（1978）的母職再生產理論，在母職

制度的運作與再製過程中，女性的母職意識型態將是影響母職制度運作與存續的

關鍵因素。故在本節以下篇幅中，將進一步分析育嬰假經驗對於本研究受訪者之

母職意識型態所形成的影響，透過檢視當事者之母職意識型態在育嬰假期間的改

變，本文期待深入探究育嬰假經驗對於當事者自身的母職產生了何種作用，希望

藉此得以進一步窺見育嬰假制度的設立，對於原本存在於這個社會中的母職制度

將可能引發什麼樣的變化。 

此外，因母職制度的運作除了當事者本身之母職相關意識型態之外，亦受到

其他社會結構及社會關係的影響，故本節將把受訪者周遭環境之影響因素一併納

入觀察，而環境中所存在的可能影響因素甚多，本節將針對周遭親友的影響加以

討論。接下來將檢視周遭親友在受訪者請假的過程中是否對受訪者之母職意識型

態的改變形成推力，同時，本節亦將探究受訪者之請假經驗是否亦影響了周遭親

友的母職意識型態，而他們的母職概念變化，又是否回過頭來左右受訪者的相關

意識型態。是故，以下篇幅的呈現，是為了釐清育嬰假經驗對於受訪者及周遭環

境的母職意識型態的影響，藉此推敲育嬰假政策對於社會中既存之母職制度可能

產生的作用力。 

 

一、    周遭親友對於請假者專事母職的正面回應 

    Elvin-Nowak 及 Thomsson 曾指出，女性會利用社會中主要的母職結構及主

流的母職相關論述來理解及檢視自身日常生活中的母職經驗，並進而建構自身的

母職意識型態（Elvin-Nowak & Thomsson，2001）。根據 Elvin-Nowak 及 Thomsson

所提出的理論，我們將能夠質疑，在育嬰假期間除了當事者自身的母職經驗外，

是否另有其他因素在重塑當事者之母職意識型態的過程中扮演了重要角色；而在

育嬰假過程中，當事者周遭環境或家人的母職意識型態及其與周遭環境的權力關

係又將產生什麼樣的變化。在以下段落，本研究認為育嬰假的過程涉及了家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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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意識型態的作用，以及家庭成員間的權力角力的運作，故在以下段落將進一

步討論家庭中其餘成員對當事者於育嬰假期間專任母職的看法，及此對於當事者

及家庭內的母職意識型態是否產生影響，且此間的兩性權力關係運作又將發生什

麼樣的化學作用。 

    在小青的經驗中，她發現在自己請假的期間裡，先生能夠較放心地工作，不

需要擔心小孩在家中的狀況，在請假前先生就希望小青在家照顧小孩，這個情形

在其請了育嬰假之後更加明顯，因為小青請假在家照顧小孩的期間小孩變的比較

乖，這個情形促使先生更加地希望小青放棄工作，先生常會要小青不要回去工作

留在家中照顧小孩。此外，除了先生的部分外，小青表示在請假期間，因為分攤

了原先的育兒工作，故婆婆及其他家人都變的輕鬆很多。 

……（先生）很放心，我每天在家裡，他可以不用每天想說今天小孩有沒有鬧，

因為其實他還蠻孝順的，他蠻心疼他奶奶，因為他奶奶年紀蠻大的，那我老大這

麼牛，每天在那邊哭，他奶奶可能會受不了。就變成我每天待在家裡他就很放心，

因為他知道老大不會去煩他奶奶，他只會煩我，所以他就可以很放心的去工作，

不會去擔那種心。所以他常開玩笑就叫我不要回去上班，在家裡帶小孩。 

他有感覺到我的孩子因為我在家裡照顧他們變的比較聽話，因為說不動我就打，

對阿，他是覺得有影響啦！我在家裡面孩子變的比較乖。[所以他會希望你在家

帶小孩嗎？]變的更希望，因為我在家裡小孩就變的比較乖，所以他就更希望我

在家裡帶小孩。[那你覺得對你婆婆他們？]一定有，我幫他們分攤掉了，我在家

他們就不用帶，很輕鬆。 

[那你覺得你請育嬰假度於整個家庭什麼影響？]可能比較和諧（笑），以前有時

候都會（？），沒什麼影響啦，就是感覺比較像一個家。（小青） 

基進女性主義者 Oakley 曾提出，為了順應各種社會壓力及期待，就算不想

當母親的女性，也可能會在各方的壓力及期待下親自擔負起母職工作（刁曉華，

1996）。在小青的訪談中即可以觀察到此情形，在育嬰假期間因為確實感受到了

小青在家照顧小孩所帶來的益處，致使小青的先生及家人更堅定了她放棄工作回

家育兒的希望。在這個過程中，先生與家人不斷散發出的期望小青返家專任母職

的訊息，以及小青在請假期間擔任母職之經驗中，所接收到家人及先生極為正面

的回應，使我們得以合理懷疑，小青家人的期待與壓力是否是促使其母職意識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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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改變，並將生活重心轉移至小孩身上的重要推力之一。 

在莉美的經驗中，其表示在請假前因自己與先生均需要上班，故必須要互相

協調時間以因應小孩的特殊狀況，但在自己請假之後，因專職母職能夠全天候配

合小孩的需要行動與作息，故幾乎所有關於小孩的事情自己都能獨力完成，先生

便不需要擔心小孩的狀況能夠專心上班。同樣的說詞亦在可若的訪談中出現，可

若亦認為在請育嬰假期間，因為自己全職照顧小孩，如果遇到小孩有任何狀況自

己就可以處理，先生也可以較專心的工作；可若進而表示，若未來經濟條件許可，

先生希望自己能夠回家專任照顧小孩的工作，而自己亦會樂於這樣的安排。 

因為我可以想像說如果我們兩個都在上班的時候，可能要處理小孩子打預防針什

麼什麼的時候，可能要兩個人協調時間或者是說怎麼商量，可是像現在這些事情

我就通通可以處理，就是有關小孩子的事情幾乎就都可以處理，那他就可以比較

不需要那麼擔心這些事情。（莉美） 

[那你覺得對你先生有什麼樣的影響？]就他比較能專心工作，比較不會……像我

們現在兩個人的話，我也不能常常請假，那如果小朋友有什麼問題的話他也要請

假，然後以前就不用阿。（可若） 

自淑方的訪談中則可發現，淑方的先生認為在請假期間所有的育兒工作均是

淑方的責任，因為已經請假在家了，作為一個家庭主婦，理所當然所有的育兒工

作及家務就應該全由淑方負責。在請假之後，淑方的先生依然不願共同負擔起育

兒責任，他以『因為小孩就是要找媽媽，不找爸爸』作為免於父職的說詞，然就

如同淑方所說『你如果去照顧她她就會找你』，是因先生平時不願親近小孩或照

顧小孩，所以造成小孩有需求時必定是找淑方。經由先前段落我們可以瞭解，淑

方經過育嬰假之後，她與小孩間的連結更加密切，而行文至此本文提出合理懷

疑，在淑方與先生育兒工作分配的邏輯中，育嬰假可能進一步強化了原先就已十

分不均等的親職分配，致使淑方無論在實質上或心理上都將擔負更為沈重的母職

工作。 

 [現在請假之後你回到工作了，那現在照顧小孩這個責任的比例？]還是我比較

重耶，很慘的是這樣，更重，[比你請假前更重？]就變回到跟以前一樣，因為大

部分比例還是我在照顧，他都會說唉呀！反正小孩就是要找媽媽，你是小孩的主

要照顧者他當然找你呀，因為小朋友就是你對他付出越多關心的人她當她不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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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有什麼需求的時候他一定是找你，那他就有藉口啦，他就說你看她就是要找

你。他會覺得生病的時候就是需要媽媽去照顧，因為她不舒服她還是找媽媽[可

是這是因為一開始……]你沒有去照顧她，我就跟我先生講說你如果去照顧她她

就會找你，他就說那沒有阿我沒有照顧她。（淑方） 

    自上述段落可瞭解，請假者母職意識型態的轉變有時並不僅是個人經驗所

致，往往還受到配偶或家人之期望或壓力的影響，母職意識型態或實質母職工作

轉變的過程，常是一個各方意識型態與權力的角力競賽。除了上述周遭環境的影

響外，在下個段落我們將呈現，受訪者本身在育嬰假期間的母職經驗對其母職意

識型態產生了什麼樣的影響。 

 

二、    全新母職體驗對母職意識型態的影響 

上一節曾提到，請假者在育嬰假期間因為長時間的與小孩相處，並且擔負大

部分照顧小孩的工作及責任，這給予了請假者一個體驗嶄新母職經驗的機會；然

而，縱然受訪者在請假期間體驗了前所未有的母職，但是全新的母職經驗將帶給

當事者何種觀感，以及對當事者產生什麼樣影響則是因人而異。在以下的段落

中，將進一步呈現受訪者假中母職體驗對於其原有母職意識型態的影響，以及在

母職意識型態改變之後母職實際內容之變化，而當事者又是如何調整自己的生活

與時間調配以因應不同的母職型態，並且在相關意識型態及生活均已發生變動之

後，受訪者又是以什麼樣的角度看待這樣子的改變。在本段落我試圖藉由呈現育

嬰假在微觀經驗上對於受訪者之母職意識型態及生活中的母職實踐的影響，以期

進一步洞悉育嬰假將如何再次形塑現今社會的母職制度。 

1、母職責任感的增強 

多位受訪者經過專司母職的請假期間後，對於孩子發展出不同於以往的責任

感受。在以下段落的訪談中，我們將可以發現，受訪者們對於小孩的責任感已逐

漸被增強，而這份被增強的責任感主要則是聚焦於對於小孩的教養及教育層面

上。根據 de Singly 及 Maunaye（1995）過去研究可得知，這是因現代社會的

教育及物質競爭已愈趨激烈，故對於給予孩子於社會中生存的必備技能的期望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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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隨之上升（Windebank，1999）。Gardiner（1997）表示，現在女性最主要的家

庭責任即是建構她們的小孩的『人力資本』（human capital）（引自 Windebank，

1999）。故縱然女性已不再被期待將所有的時間花在小孩身上，但是母職責任卻

沒有減輕，因為現代母親被期許需滿足小孩更多情緒及心理需要及提供更多教育

上的幫助（Windebank，1999）。 

（1）、現代母職的內涵—教育及教養 

    可若在請假過程中對於小孩的教養有了新的想法，因為過去自己是職業婦女

小孩主要不是自己照顧，故以前會認為小孩的教養責任不在自己身上。但在育嬰

假時因每天與小孩長時間相處，發現自己對小孩有原先意想不到的影響力，於是

對小孩的教養發展出了較以往更大的責任感。 

因為以前就是職業婦女嘛，其實最主要的照顧責任反而不在自己，覺得回家帶小

孩自己的責任比較重，因為小孩變成什麼樣子自己的影響很大……因為你真的實

際上去帶了小孩子，你會知道說在小孩身邊的人其實影響小孩很多……因為小孩

其實是非善惡他還小也不是很清楚，那你把它放到一個地方去他就會變成那個樣

子。我覺得啦！（可若） 

    關於小孩教養責任想法的改變，亦在小青的請假經驗中發生。小青原本是一

個將工作視為生活重心的職業婦女，在請假前原本認為照顧小孩並不是自己的責

任，而是婆家其他家人的責任，小青表示請假前認為自己根本沒辦法不工作，因

為唯有工作才能夠提供自己成就感及自由的生活，而兩個孩子大部分時間都是婆

家代為照顧。但是在丈夫奶奶發生意外無法幫忙照顧小孩後，自己不得已請了育

嬰假，才體驗到了在過去母職經驗中從未體驗過的滿足，亦發現了自己原來對小

孩可以有這麼大的影響力。小青表示在過去的生活中，因為自己總是將生活中心

擺在工作上，故從未感到自己對小孩有教養責任，亦不曾發現小孩對自己的需

要；直到請假照顧小孩後，因每天與小孩相處，意識到了小孩已漸漸長大一直在

學習，應該要好好教育他們；同時亦發現自己教給小孩的小孩都能學會，所以也

開始想教小孩更多。 

像以前會覺得只要生就好了，然後會有人幫我養，可是後來跟小孩相處過就會覺

得其實還是要教，要教育，其實在很多方面我會覺得其實孩子真的要顧吧，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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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可能真的覺得只要生，反正你們就是要我生，我就生，你就會覺得你的養

育、教育責任沒有那麼重，可是等到他們慢慢長大就一直在學東西，就覺得孩子

真的要教。……就是培養出來，就是我教他都懂阿，所以我就想要給他更多的東

西，所以我現在提早回去就是跟他們玩、教他們做很多事……（小青） 

    同時，在訪談中小青提出一個觀念，她表示教養小孩是母親的責任而非其他

共同照顧者的責任，如果今天小孩教的不好，別人不會去怪其他家人，而僅會責

怪小孩的媽媽。由小青這部分的談話可以看出現代社會對於母職要求的部分面

貌，現代社會將教導小孩的責任歸諸於母職，需完全擔負起小孩教養責任的不是

別人，而是孩子的母親。 

我說我會寵小孩，可是我會寵在對的地方，他要矯正我絕對不心軟，你孩子帶不

好人家會去怪你奶奶嗎？絕對是怪你阿，我就說扮黑臉我也要扮，因為孩子教的

不好人家不會怪奶奶都會怪媽媽。（小青） 

    淑方原為建築公司的工程師，因先生調職到中部，為了方便照顧小孩以及全

家人能夠共同生活，便申請育嬰假隨先生到中部居住。在育嬰假中因每天照顧小

孩，便發現親自照顧小孩對小孩的成長較為有利，因自己有兩個小孩，老二就是

請假期間自己照顧，老大當初則是母親幫忙帶，後來則發現老二的學習力及安全

感都較老大好。淑方亦表示若未來有機會，會建議身邊的朋友在孩子小的時候盡

量自己照顧。 

兩個小孩在你對他的感受、你可以看小孩子的成長你會發現還是母親帶小孩那個

小孩的表現會比較好……我請育嬰假我就整天自己帶在身邊，那會感覺到說因為

我們看著她成長，知道怎麼樣去幫助她發展她一些東西，那會覺得說她的發展會

比較好，感覺上她的學習能力跟一些專注力方面都會比我第一個女兒來的好，因

為第一個大的會比較沒有安全感，因為覺得不是自己帶的還是有差。（淑方） 

    另外，莉美亦表示自己會努力教女兒一些不同的事物、盡力讓女兒度過充實

的每一天，希望每天都給女兒新的不一樣的東西，因為如果女兒是給保母帶，可

能就無法過這樣的日子，自己故十分珍惜能親自照顧小孩的時光，亦很盡心地陪

伴女兒度過這一年。 

我常在想說如果我的小孩給保母帶，他可能不會這樣照顧她，就是我可能會想辦

法讓她去爬或是去接觸新的東西，或是讓她去看一些不一樣的東西……反正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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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能作其他的事情，所以當她醒著我就不斷的跟她講話，買很多東西給她。……

我覺得至少她不會覺得很無聊的在那邊過她的一天，因為每天可能給她一些不一

樣的，或者會不斷的講東西給她聽，就算給她聽錄音帶、給她聽音樂什麼的，可

是那在保母家他不見得會這麼做，所以我覺得還不錯，就是說其實這樣子至少我

很盡心的陪她度過這一年，可能她在保母家不會這樣子被照顧，那我是覺得這樣

子蠻好的。（莉美） 

    從上面各段可以看見，因現代母職的主要內涵在於著重小孩的情感、社會及

教育上的需要，並培育小孩能夠在現代社會生存的能力，故本研究之受訪者在育

嬰假之後對於母職責任感的增強主要都集中在孩子的教育及教養層面上，而非著

重於小孩的物質或日常生活供養。換言之，許多受訪者在請假之後所發展出『小

孩自己帶比較好』的想法，其實也就是『小孩自己帶會教的比較好』。 

（2）、現代母職的內涵—情感支持 

    de Singly 及 Maunaye（1995）研究指出除了教養小孩上的責任感外，現代

母職內涵中另一個部分則是著重於母親應該盡力提供孩子情感及情緒上的支持

（Windebank，1999）。de Singly 及 Maunaye 所提出的研究結果，在本研究中

亦可以得到應證。部分的受訪者對於在過去外出工作的日子中，自己無法長時間

陪伴小孩感到愧疚，轉而會盡量在物質上滿足小孩；而當自己請假在家陪伴小孩

時，便感覺到自己已能夠滿足孩子這部分的需求，過去的愧疚感亦已隨之消除。 

以前就是照顧的時間比較少，你對小孩會有點補償心理，因為你覺得白天都沒有

照顧他，所以你對他會相對不是這麼嚴格，所以他希望得到什麼你都會盡量給

他。可是你自己在家帶小孩的時候你就不會有這樣的心態，我覺得對他們比較嚴

格一點，可能我本身對小孩也比較嚴格，可能也有影響，因為他就算自己在家帶

小孩，他也不會這麼嚴格，可是我覺得我對小孩蠻嚴格的。（可若） 

因為以前我們上班沒辦法陪小孩，我們就會覺得好像虧欠她，然後在放假的時候

不管她要求什麼我們都會盡量去滿足她，但是其實這樣對小孩子並不是很理想

的，因為你沒有時間嘛！你反過來你會用物質去彌補她，那會造成小孩子有一種

理所當然覺得我跟你要什麼你就要給我什麼，但是實際上她要的並不是物質上，

要的是你真正的關愛跟你的時間……那後來我發現說後來我自己帶，就發現說其

實我不用給她東西我只要陪她，對她來講她就覺得這樣夠了，她不需要很多玩

具，只要你有陪她，她就夠了。（淑方） 

 48



    此外，另對照於 Windebank（1999）曾在針對英法婦女之母職研究中發現，

婦女在為孩子選擇托育對象時，所注重的不僅僅是有人可以照顧小孩，更重要的

是這個托育對象是否能夠滿足孩子的情感、社會或是教育上的需求，這樣的狀況

即是現代母職的內涵所形成之影響。回過頭來看本文的受訪者，莉美、淑方及可

若都曾在訪談中表示孩子還是自己帶對於小孩的教養最好，這樣的情形充分展現

了現今社會母職意識型態對於孩子的「人力資本」的注重，另外亦展現了「小孩

最需要的人是母親」的母職天賦概念。 

2、生活重心從工作轉移至小孩 

    在訪談過程中有一部分受訪者表示經過育嬰假之後，其對於母職、家庭或工

作的看法有相當大的改變，而這些事物在其生命中所佔據的地位亦已發生了劇烈

的變化。以淑方為例，她陳述自己在請育嬰假前，工作曾經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

因為從事營造業，同事幾乎皆為男性，為了工作需要，當初老大出生後交由母親

代為照顧，只有週末才帶回來自己照顧，這都是為了希望自己能投入更多時間在

工作上，以獲取出色的工作表現與男性一較長短。淑方在過去曾認為『因為在營

造業嘛，我會認為說我們女生在傳統營造業到底能做出什麼樣，我會想說我如果

認真努力我可能會有很好的成就之類的』，但是經過育嬰假之後，因為在請假的

期間內發現了照顧小孩有趣的地方，以及感受到親子關係間美好的地方，於是淑

方逐漸將生命的焦點轉移到了小孩身上。 

我覺得是我請假之後想法才改變的……為什麼我第一個小孩沒有自己帶，就是認

為說我小孩給別人帶我一樣可以工作，是跟一般的人站在同等的，都可以一起去

努力。……我後來也嘗試說服我自己說工作跟家庭到底是以哪一個為重，當你決

定說現階段我就是先做好我盡職，我把我現在的工作做好、把小孩帶好，那變成

說我就不會想說我要再往上、往主管方面升遷。（淑方） 

    請假後的淑方揚棄請假前以工作為生活重心的價值，轉而認為維繫家庭及親

子關係才是目前生命中的首要目的，她表示自己認為這個轉變只是一個人生規劃

上的改變，自己只是不再那麼以工作為重轉而選擇家庭生活罷了；選擇將重心放

在孩子及家庭上，淑方並不認為在這個過程中自己失去了什麼，僅僅只是『把自

己人生的腳步再調整一下而已，你可能原本以為是要走這個路，那因為中間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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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塊石頭那我們就繞道，我們就改走另外一條路』。 

你看到別人在升官或是說別人有更好的表現的時候，你會反過來問說今天如果說

我沒有結婚我沒有生小孩，那以我的能力我是不是可以做到跟他一樣？可是但是

你反過來想說今天你已經選擇了這條路，……所以還是會對自己的整個生涯規劃

去調節。（淑方） 

而淑方生命重心的改變則與育嬰假經驗有極大的相關，因為育嬰假期間的母

職經驗讓淑方感受到能夠陪伴小孩的美好，希望能用心陪小孩走過這一段時間，

於是開始認為工作並不是那麼重要，只要在經濟上足夠生活就好了。 

甜蜜而沈重的負擔啦！我覺得就是這樣……你經過了這個過程你會發現說其實

工作並不是全部，小孩子也是很可愛的，雖然他只能陪伴你人生的一個部分，可

能長大了、甚至可能十幾歲就不喜歡你了，她就要去找朋友玩，但是就覺得她陪

你走過這一段是還不錯的，那工作……有錢賺就好！（淑方） 

同樣的，小青在育嬰假期間的母職經驗亦影響了她之後對於母職與工作的態

度。小青在請假前總認為照顧小孩並不是自己的責任，只要小孩不出狀況，不論

家人用什麼方法照顧小孩自己都不在意，但在請假之後對於照顧小孩的想法及責

任感有了相當大的變化，而因為母職意識型態改變，亦進一步左右了小青對於工

作的想法與態度。在請假之前，小青將生活重心擺放在工作上，甚至認為自己完

全沒辦法不工作；但在請假之後，卻逐漸將生活重心轉移至小孩身上，甚至覺得

就算失去工作也沒關係。 

我覺得我休息了以後變的好像沒有那麼積極，就會有惰性。因為我以前做事都

會……也不是要求完美，可是後來休息之後就覺得我都懶懶的，像現在家裡因為

小孩子要我請假我都不會考慮，像以前都會考慮很多，（現在）工作沒什麼心，

就覺得我怎麼變成這樣。 

我以前是覺得我怎麼可能不工作，可是現在不知道為什麼，就是會覺得很懶，我

以前是那種什麼事情都會很積極的那種人喔！可是現在不知道為什麼就提不起

勁……甚至我現在會覺得就算沒工作也沒關係，回家帶小孩也很好，我也不知道

為什麼會這樣。（小青） 

這一切的轉變小青認為是因自己在請假期間對母職的全新體驗所致，請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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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因為與小孩長時間地相處，驚訝地發現原來自己對於小孩的影響原來是如此巨

大，於是對於小孩衍生出了深刻的責任感；並且，小青亦在照顧小孩的過程中獲

取了極大的樂趣及滿足感，這樣的全新母職體驗引發了小青生命中價值重心的轉

換。 

我覺得最大的原因可能是這四個月我都跟孩子在一起，我發現他們其實是需要我

啦！現在一下班我就是要回家，回去陪他們，因為我以前我都沒有那麼長的時間

跟他們在一起，所以我根本不曉得其實孩子是需要你的，就是那種感覺沒有那麼

強烈，可是後來我那四個月在家裡就每天跟他們在一起，動不動媽媽動不動媽

媽……，所以那種也是被肯定啦！覺得自己還是被需要的（笑）。現在就變的下

班以後就想趕快回去帶孩子。（小青） 

除了淑方及小青之外，在可若身上亦可以看見育嬰假經驗對於其母職及工作

想法的影響，但與前面兩者不同的是可若在請假前就已認為照顧家庭及小孩是一

件重要的事，但這樣的想法在請假的過程中再度獲得強化。可若在育嬰假之後，

發現自己花費在工作上的心力較請假前減低了一些，她表示工作原先在生命中的

重要性就不是太高，在請假之後，更感覺到工作對自己而言的重要性愈趨下降。

請假之前工作與家庭的比重約為 5：5，請假之後則約是 6：4。 

我覺得（工作的比重）以前比較高現在比較低。我覺得我好像……我覺得我對家

裡的比重比較高吧[其實你請假前比重就已經算高了嘛？對不對]我覺得比其他

同事，我覺得我比較高一點，可是我覺得現在更明顯。……工作跟家庭（的比重）

就大概是一半一半，這是之前，現在大概是六四。（可若） 

3、母職意識型態的改變對生活上時間分配之影響 

    一個女性日常母職的實踐往往是根據其抱持的母職意識型態而來

（Elvin-Nowak & Thomsson，2001），本研究的多位受訪者在育嬰假之後母職意

識型態已產生變化，同時我也發現她們的生活及時間調配亦隨之更動，以應付與

請假前不同的母職型態。以下將分述受訪者之母職意識型態改變對其生活各層面

的影響，以清楚呈現其母職意識型態轉變對受訪者自身及生活所生成之意義。 

淑方請假結束回到工作後，因為一方面對於工作及家庭的想法已經改變，且

在請假後更換工作部門，故在工作時間、內容及工作壓力上已與請假前不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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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型態從工程師轉換為以秘書為主，在工作時間上也與主管溝通過表示自己無法

加班，亦不在意工作是否能有很大的發展性，故請假之後在工作壓力上較請假前

減輕不少，工作時間亦不像請假前因需要加班而拖的很長，導致無法親自帶小

孩，現在則是下班後就能夠回家照顧小孩。 

因為我回來的時候他也有問過我，我就很擺明的跟他講說我就是要一個很穩定的

工作，那我也不想升官，我也不想有什麼很大的那個，我就說我還是可以照顧的

到小孩。……回來以後並不會很大的困擾，有啦大家在加班我就溜走了，因為我

們工作性質不一樣，回來以後就是你跟主管要談好，回來的時候我可能時間上沒

辦法配合到很晚，那其實他們也就算了。（淑方） 

 

從訪談之中可以發現，經歷過育嬰假的經驗後，淑方明顯將生活及生命的重

心自工作移轉到小孩身上，淑方表示這是因為在請假的時間裡，因長時間與小孩

相處，發現了小孩及家人間的感情對自己而言是無可取代的，故開始轉而認為工

作僅只是收入的來源，並在回到工作後進而改變工作型態、降低工作時間，亦直

接向主管表示自己希望能夠多照顧小孩而降低工作企圖的立場。 

而小青對於母職及工作想法的改變亦實際影響了其平日生活的時間調配，請

假之後因為生活重心轉移到小孩身上，所以在下班之後已不像請假前總是考慮到

主管的需要加班到很晚，而是一下班就希望儘快趕回家照顧小孩；並且在育嬰假

之後，對於平常請假已不像過去會再三考慮，現在則是小孩有需要就會請假。此

外，小青表示自己育嬰假後對於工作的態度亦不如往常積極，而變得在工作上對

什麼事都覺得『懶懶的』。 

現在比較早下班一點，以前可能比較晚回去，我會想要提早下班也是想早一點回

去陪小孩，然後早一點把那些事情做完趕快把小孩帶回去。[以前下班回到家都

幾點？]七點半，現在差不多是六點，多了一個多鐘頭。 

我以前都蠻晚走都六七點，因為我看他（主管）走我才會走，因為他晚上有時候

會忽然想到有什麼東西還沒弄，那如果我太早走根本沒辦法協助到他。我是有跟

他講，我現在要帶小孩不能太晚回去，那他也瞭解。 

休息之後就覺得我都懶懶的，像以前家裡因為小孩子要我請假我都不會考慮，像

以前都會考慮很多，工作沒什麼心，就覺得我怎麼變成這樣，不知道是休太久的

原因還怎樣……（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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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想法上的改變之外，可若的生活時間調配亦有了些許的更動。為了來得

及接小孩放學，她將自己的上下班時間往前調整了半小時，若在下班後工作上還

有需要配合的部分則會請同事幫忙。並且因為婆婆不再幫忙帶小孩，故可若下班

後必須親自打理小孩的晚餐、洗澡、送小朋友上床等各種生活瑣事，在時間調配

上亦較過去忙碌緊湊了許多。 

因為我們有一個彈性的時間，八點半上班就是六點下班，那如果我八點上班的話

就是五點半下班。那因為我還要去接小朋友，所以我就選擇八點上班，然後五點

半就要趕快去接小朋友。 

我覺得從上班時間……因為我必須提早，其實我也不是提早，但是其實我們大部

分下班時間差不多都六點多了[所以他們大部分人都會留到晚一點？]對！那以

前我也是沒有這麼早走嘛！那其實會壓，那這樣子你對你家庭的比重會稍微多一

點，他會覺得……有可能啦，這我就不曉得了，我猜測他會覺得你在工作上面的

心力會撥一些去家裡。 

因為像我是負責招募，有時候面談時間會是晚上，那我另外一個同事會幫我，就

是說我既使約了人家晚上來面談，但是我下班時間就沒有辦法，那我另外一個同

事，她未婚嘛！那她就會幫我 cover 這個工作。（可若） 

4、對生活現狀感到滿足 

    在育嬰假之後，許多受訪者因為本身的母職意識型態已經改變，並且在生活

重心及時間分配上亦與請假前不同，研究者另外發現到部分受訪者會試圖利用一

些說詞來說服自己接受這樣的變化，及增強自己育嬰假後的改變的合理性。 

    如淑方，在請假前對工作抱持非常強盛的企圖心，但在請假之後，逐漸將生

活重心轉移至小孩身上，縱然其表示是因為感受到親子關係間的美好，以及發覺

照顧小孩是一件有趣的事，但在訪談內容中還是可以發現淑方試圖說服自己的痕

跡，並合理化自己對於工作發展的暫時放棄。而淑方在這個地方所用的策略是告

訴自己『我有可愛的小孩他沒有』以及『把自己人生的腳步再調整一下而已』，

試圖讓自己對於工作上的競爭力減退釋懷，以及規避外界對於其減低工作上心力

的苛責。 

你看到別人在升官或是說別人有更好的表現的時候，……就不要去跟人家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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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好吧反過頭來想說我有可愛的小孩他沒有，就只能這樣反過來想……（淑方） 

   此外，可若則是在請假後認為就算沒有工作，收入變的較少一些，但是這樣

全家人在一起的生活也可以很快樂，而可若用『比較知足』來定義自己這樣的感

受。可若表示人在物質上的慾望是無止盡的，但是物質只能滿足自己一時的慾

望，若為了滿足自己物質上的需求外出工作，卻會因為工作太累沒辦法陪伴小

孩、或是將情緒發洩在小孩身上，而對小孩心懷愧疚。所以可若表示就算自己沒

工作，經濟上拮据一點，但是可以全家人在一起，可以常常陪伴小孩，這樣的生

活也可以很開心。 

我覺得對我自己最大的影響就是應該是說……對以後的事情會覺得要求沒有這

麼多。……我會覺得其實我就算沒有工作，我們活的其實也還蠻開心的，就算我

們的收入比較少，可是我們全家可以一起吃飯、一起做什麼做什麼，我覺得還蠻

開心的。我是覺得啦，如果你很享受這樣子的感覺的話，你就可以不去想其他的

事情，因為我覺得人的需求是無止盡的，你當然會希望說比現在更好，可是如果

你要比現在更好，就像我現在……我放棄原來的嘛，那我出來工作，可是有時候

想一想我這樣工作這麼累，有時候回家就覺得很對不起小孩。 

所以我就覺得比較知足，你可以過得很高興很快樂，你也不見得一定要有房子車

子或是很多衣服很多包包，可是人偶而還是會這樣子，但是你只要想我如果有那

個額外的東西我就快樂一下下，可是之後我又想要別的了，我覺得是無止盡的。

（可若） 

Friedan（1983）認為傳統父權社會藉由大眾媒體傳播了「女性迷思」，以確

保女性都能將所有心力投注於家庭及婚姻。其塑造一個快樂的、幸福的家庭主婦

形象，使女性以為，唯有成為妻子與母親才能獲得真正的快樂及滿足感。是故，

針對可若的自述，研究者想提問的是為何因工作及親職無法兼顧而對小孩心懷愧

疚的是可若，而不是孩子的父親？我想這是因「女性迷思」形塑了可若的母職意

識型態所致。社會中既存的「家庭意識型態」及「女性迷思」不斷催眠女性，唯

有進入異性戀婚姻、操持家務、養兒育女，才能成為一個真正完整且幸福快樂的

女人。可若的訪談中便隱隱透露著這樣的訊息：就算是失去工作或是物質生活無

法滿足，但只要能跟家人在一起，能常常陪伴著小孩，對於這樣的生活就該感到

喜悅與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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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的研究文獻亦可回過頭來分析淑方的情形，淑方在面對自己放棄了工作

上的發展時，亦是使用了相似的論述來說服自己：『我有可愛的小孩，我該感到

滿足』，讓自己能夠對於放棄工作上的發展機會釋懷，並試圖用這個論述來說服

其他人以避免自己遭受質疑的壓力。 

從本節上述段落可以發現，育嬰假並非僅是一個全然工具性的制度，請假者

亦並非只是單純地離開工作進入家庭→育嬰假→離開家庭再回到工作，或許育嬰

假的經驗及經歷將帶給請假者事先無法預知的發展，如同上述多位受訪者所呈現

的母職意識型態的改變，及生命重心自工作轉移到家庭與小孩上等。這些因為育

嬰假所帶來的變化，不但影響了請假者本身的生命歷程，及其家庭中兩性角色及

權力的分配，更可能成為社會中母職制度及性別意識型態的轉化器。 

 

三、    家庭中性別分工意識型態之影響 

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發現除了上述之周遭環境親人對於受訪者在請假中專

司母職的回應將影響受訪者對於自己專司母職的看法外，受訪者之既有的性別意

識型態以及其家庭環境是否對受訪者釋出傳統性別分工意識型態的壓力，亦與受

訪者在育嬰假期間母職意識型態之轉變形成關連。本段落聚焦於對於受訪者與其

配偶的性別意識型態，以及周遭親人持傳統性別意識型態對受訪者形成壓力之觀

察，發現受訪者自身的性別意識型態以及其所處家庭環境的性別意識型態的狀

況，將影響其後續在育嬰假期間母職意識型態的轉變。 

    在下列【表 3-1】中，我依據受訪者在訪談中所呈現的經驗及態度，將受訪

者請假前自身之傳統性別意識型態強弱、家庭環境所釋出傳統性別分工意識型態

壓力的強弱，以及受訪者在育嬰假期間母職意識型態改變（趨向傳統）程度的大

小整理成表列9，試圖呈現在受訪者育嬰假過程中，前兩者對於其母職意識型態

改變所造成之影響。 

                                                 
9 表列所呈現之強、中、弱三種變化等級，僅是研究者依據受訪者於訪談中所呈現之態度及主觀

感受所分列而成，並未經過嚴謹量化方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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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受訪者之傳統性別意識型態強弱」、「家庭環境中性別分工意識型態

之壓力」及「母職意識型態轉變」之關連 

 請 假 前 自 身 之

傳 統 性 別 意 識

型態強弱 

家 庭 環 境 傳 統 性

別 分 工 意 識 型 態

形成的壓力強弱 

育 嬰 假 期 間 母 職

意識型態變化（趨

向傳統）之程度 

安琪 中等 無 無 

偉生 強 無 （訪談時請假尚

未開始） 

小青 弱 強 大 

莉美 弱 中等 小 

淑方 中等 強 大 

可若 強 弱 中等 

    在研究過程中發現，受訪者本身的性別意識型態之影響並不比家庭中兩性分

工的意識型態之影響來的大。在【表 3-1】中可以看出，在受訪者育嬰假過程中，

受訪者家庭環境的性別分工意識型態所形成之壓力將對於其母職意識型態的改

變造成影響。 

在秘書小青的的例子中，其家庭環境的傳統性別分工意識型態為其所帶來的

壓力非常巨大，小青在請假之前自認為並不受傳統性別意識型態所限制，不覺得

照顧小孩是自己的責任，亦將工作視為生活重心，但卻因為先生奶奶受傷無法照

顧小孩後，遭受到來自婆家與先生的強大壓力，迫使小青藉由育嬰假回家照顧小

孩。 

淑方則是因先生深受傳統性別分工概念影響，堅持照顧小孩及操持家務是淑

方的責任，而不得不擔負起近乎所有的家務及育兒工作。而在這樣家庭環境中強

大的性別分工意識型態的壓力之下，淑方只好妥協地接受所有的育兒及家務工

作，家務及育兒責任於性別上差異，在育嬰假之後變得更為嚴重，這是因淑方的

母職意識型態已然轉變，較請假前更重視母職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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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訪談中可以發現，這兩名受訪者經歷過育嬰假後，其母職意識型態均有

了相當劇烈的變化，她們在育嬰假後將生活重心自工作轉移到小孩身上，並隨之

改變了工作態度及對於日常生活時間的分配。 

    可若亦是在請假後母職意識型態有所改變者，縱然其原初之傳統性別意識型

態較小青及淑方程度較強，但其自述並未受到來自於周遭親人的強大壓力，可以

發現的是其母職意識型態的變化不如前述後兩者來的劇烈。 

    於是，根據【表 3-1】我們可以看出受訪者家庭環境對於其形成的傳統性別

意識型態的壓力，將可能造成其在育嬰假之後母職意識型態的趨於傳統。在本章

前面篇幅已曾提及，女性會根據社會中之母職制度及主流之母職意識型態來檢視

及理解自己的母職經驗，並進一步建構或重塑自己的母職意識型態（Elvin-Nowak 

& Thomsson，2001）。在育嬰假期間，受訪者脫離原有工作返回家庭照顧小孩，

因受訪者這段期間的生活是完全沒入家庭，故可以推測家庭中之性別意識型態的

狀況，將可能對受訪者之母職意識型態造成相當程度之影響。在這樣的情形下，

研究者不禁質疑，育嬰假是否可以視為是傳統性別意識型態對女性進行再社會化

的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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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育嬰假對於母職制度的影響 

一、    母職作為一種制度 

    在父權文化中，母親形象美化成聖潔、慈愛的聖母化身，身為母親是女人神

聖的天職。然而，在美化了的母親形象背後，卻隱含著父權利用強制性的母職去

壓迫、剝削女性的罪惡（引自藍佩嘉，1991）。 

    在性別這種社會結構之下，母職是用以鞏固性別結構的最重要制度。而

Chodorow（1978）認為母職之所以能夠不斷再製最主要的關鍵在於女性期望成

為一個母親的心理狀態，而這種心理狀態即是母職意識型態。是故，在母職制度

中，女性的母職意識型態扮演了決定母職存廢的關鍵角色，若欲顛覆父權所建構

的母職制度，除了強化女性於公領域之參與及權利外，更重要的是徹底破除父權

社會下傳統之母職意識型態，尤其是女性自身之母職意識型態。 

按此邏輯，欲探究育嬰假制度是否對社會現存之母職制度產生任何影響，最

先便應從育嬰假制度對於母職意識型態之影響著手，尤其育嬰假經驗往往是對請

假當事人影響最劇。故承接著前面兩節具體呈現當事者母職意識型態及實際內容

在經過育嬰假的改變後，本節將進一步分析請假者之母職意識型態的變化及其周

遭環境的母職意識型態及內容的變遷將對既存之母職制度將產生何種影響，以求

進一步釐清育嬰假將可能如何再次形塑社會中既存之母職制度。 

 

二、    育嬰假影響了母職意識型態 

1、母職意識型態與傳統性別分工意識型態趨於一致 

自本章第二及第三節可以得知，有多位受訪者在經歷過育嬰假之後，母職意

識態產生劇烈的變化，並表示自己的生命重心已從工作轉移到小孩身上。她們認

為這是因為在育嬰假的期間裡專司母職的生活，使得她們體驗到了過去從未有過

的母職經驗，並且在這個全新的母職體驗中獲得了相當多的滿足感及樂趣，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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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好經驗令她們願意放棄工作上更好的機會，同時亦消減了自己在工作上所投

注的心力，將自己的生活重心轉移到小孩及家庭之中，為小孩及家庭付出更多的

時間及精力。如淑方、小青及可若，她們均表示在育嬰假之後因為體驗到了帶小

孩的美好，以及自己對於小孩的責任感，轉而更重視小孩及家庭，故減低了自己

在工作上所花費的時間及心思，甚至願意放棄在職場上的發展機會，將大部分的

心力放在小孩身上。其中的淑方及可若並且表示，請了育嬰假之後，自己對於照

顧家庭及小孩的生活感到更為滿足，甚至覺得就算放棄工作或是工作上的發展機

會都不可惜，因為能夠與家人及小孩在一起做很多事就能夠很快樂。 

然而，雖然上述這部分的受訪者表示自己是在育嬰假經驗後自發性地改變自

己對於母職的看法，並出於自願地改變自己的生活形態或時間分配以因應母職工

作的更動，但依照呂寶靜、陳景寧（1997）之研究：社會成員的行為深受傳統文

化規範的制約，尤其是性別角色分工的意識型態已根深蒂固，並內化為社會成員

生活習慣的一部份，導致社會結構對個人行為的限制性不易察覺（引自姜漢儀，

2004）。而研究者亦發現了受訪者家庭環境的性別意識型態壓力將對於她本身的

母職意識型態改變造成影響。於是，對於本研究受訪者所自述『因體驗了母職的

美好，故願意放棄職場上的發展機會，以專心照顧家庭與小孩』之立場，本文抱

持尊重但保留的態度。這是因為我們無法忽視的是，文化規範對社會成員的形塑

力量無處不在，家庭的性別角色分工時常是受到「家庭意識型態」（family ideology）

及「女性迷思」所箝制，致使女性往往將父權社會對於母職的不合理要求內化，

認為好媽媽就是要經常陪伴子女，自己也應該從整個過程中獲得快樂，否則，就

應該感到罪惡（Elvin-Nowak & Thomsson，2001；引自姜漢儀，2004），並且也同

時承認了自己是一個失敗的母親（Tong，1989）。 

然而，無論這部分受訪者之母職型態是否受到傳統性別分工意識型態的侵

蝕，我們都必須承認，這些受訪者已然改變的母職意識型態，以及她們轉而更將

育兒工作視為己任的行為，確實已逐漸符合父權文化的期待，並已逐漸與父權下

的傳統性別分工意識型態成為一致。故本文所無法不提出質疑的是多位受訪者在

育嬰假之後的母職意識型態轉化，是否又是父權社會所佈下的「女性迷思」之再

一次勝利？ 

 59



2、育嬰假提供父權一個女性之母職再社會化的場域？ 

    先前已提及，女性在檢視自己日常生活中的母職經驗時，往往是根據社會母

職制度及主流之母職意識型態作為標準，並且將回過頭來重新建構自身的母職意

識型態。而 Guerrina（2001）亦指出母職的意識型態是不可能出現在社會經濟政

治的真空狀態中，母職意識型態一定是鑲嵌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之中。本研究的部

分受訪者在經過育嬰假經驗之後，母職意識型態產生了重大的變化，我試著將這

些母職意識型態的改變視為一個流動的過程：當請假者藉由育嬰假離開職場回到

家中從事育兒工作，如同進入一個情境，而這個情境提供給請假者更多接觸社會

中的主流母職意識型態及相關論述的可能性，有時當事者甚至是被迫接受這些主

流相關意識型態及論述，而這些論述往往也就是父權的代表者（先生或家人）所

希望當事者達到的境界，而當事者便進而以這些主流的母職意識型態及相關論述

檢視自己的母職經驗，並重新改變自己的母職實踐及重新建構自己的母職意識型

態。 

針對育嬰假之後多位受訪者之母職意識型態已逐漸與傳統性別分工的意識

型態靠攏的情形，研究者必須質疑的是，育嬰假是否可能為父權文化提供了一個

情境或場域，對請假女性重新實行傳統性別分工意識型態的「再社會化」？致使

原本有些女性可能是不需要直接面對「家庭意識型態」及「女性迷思」的壓力的，

卻因為育嬰假，使其必須置身於傳統母職概念、性別角色及家庭權力的角力場

中，直接受到傳統性別意識型態壓力之衝擊。 

 

三、    育嬰假對於母職制度及兩性平權可能之影響 

隨著經濟及社會變遷，越來越多婦女走出家庭進入勞動市場，使得「男主外

女主內」的傳統觀念有了鬆動的可能，然而因母職天賦的觀念影響，致使縱然女

性已走出家庭從事有酬工作，卻依然難逃家務工作及養兒育女的重責大任，於是

工作及家庭的難以兼顧便成為了現代職業婦女蠟燭兩頭燒的困境，而育嬰假即是

在為了解決婦女此一困境的目的之下所設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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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嬰假的原初立意是為了使女性得以兼顧家庭與工作，並為女性建構一個更

為友善的就業環境，但出乎意料地在社會原有父權文化的土壤下，育嬰假制度的

種子竟長出了可能毒害兩性平權的葉脈。 

縱然育嬰假的所有規定看似已全然的性別中立，相關制度在男女規定上全無

不同，但這卻也表示育嬰假的設立並沒有通盤考量到社會中既存的父權文化及性

別分工意識型態。在本章第一節可以知道，影響請假者的請假決策深受社會中各

種結構性因素的影響，如外在托育系統、兩性機會成本的差異、社會文化等因素

的作用，導致最後請假者往往是女性。因為這些既存因素的影響，使得我國育嬰

假的申請者目前以女性為絕大多數，而在本研究的受訪者中，六位請假者中亦僅

有一位男性。而這樣的請假決策結果，又將造成女性在請完育嬰假之後，薪資調

升及升遷的不易，更強化職場中性別不平等的現象。 

    最後，本研究質疑的是縱然育嬰假僅是「暫時」使女性回歸家庭照顧小孩，

但卻可能造成請假者之母職意識型態與傳統性別意識型態趨於一致的後果。縱然

本研究的受訪者僅是少數，但自研究中窺得的如此結果卻令我不禁擔憂，若母職

意識型態向傳統父權靠攏為育嬰假可能的後遺症之一，那麼在未來若申請育嬰假

成為普遍現象時，這樣集體選擇的結果，請假者的母職意識型態的傳統化將可能

回過頭強化社會中原本的母職制度，使母職制度成為女性更加牢不可破的緊箍。

社會中母職制度的固化，理所當然將使社會中傳統性別分工的氛圍更為濃厚，而

這又將回過頭阻礙就業市場中兩性工作平等的發展，造成就業市場對於女性勞動

力的不友善態度。屆時，儘管自身不選擇育嬰假，然育嬰假卻已化身為女性—這

個次級勞動力的另一個污名，強化女性於就業市場的低劣地位，而這樣的地位又

將在下一個申請育嬰假的決策時刻導致女性成為返回家庭專司育兒責任的最佳

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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