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育嬰假對於女性就業處境之影響 

 

因為傳統性別分工意識型態之影響，女性長期以來被區隔於私領域中，獨力

負擔家務工作及母職，就算資本主義興起，工業化時代來臨，為因應勞動市場對

於勞動力之需求，女性逐漸走出家庭成為勞動市場的一份子，但是傳統以來的女

性化角色卻依舊緊縛著女性，女性依然被視為一個以家庭為重、無法配合工作，

亦對工作無旺盛企圖心的次級勞動力。造成了無論在任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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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重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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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社會意識型態的運作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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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同樣的想像，而遭遇

一致性的差別待遇。 

而今天，我國期望能藉由育嬰假的施行，用以減輕女性育兒的重責，平衡女

性家庭及工作難以兼顧的困境，並提供給女性一個更為平等的就業環境。在這樣

的前提之下，國內於 2002 年 3 月 8 日開始實施育嬰留職停薪制度。然而育嬰假

是否如同設立之初所預期的，能夠解決女性勞動者在生產後之育兒問題，並進一

步提升女性之就業處境，讓女性擺脫「次級勞動力」的污名；再者，受訪者的育

嬰假經驗是否將對其工作心態、專業能力及職場形象等面向造成影響，而這些影

響又將如何左右請假者之後的職場生涯。關於上述種種疑問，我將在本章根據受

訪者的訪談，呈現其請假經驗與其職場發展的關連性之實際樣貌，以檢視育嬰假

經驗對於本研究受訪者職場發展的影響，並進一步挖掘育嬰假制度對於我國女性

之就業處境所可能造成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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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未來之不可預期性 

如同本文先前所述，育嬰假制度被視為一種全然工具性的設計，請假者極單

純地藉由育嬰假進入家庭，一段時間後，再藉由育嬰假回到原有工作位置，看似

十分單純，但是或許在育嬰假設立之初，所沒有詳細考慮的是一切的外在環境都

不斷地處於變動中，並且請假者的外在條件及內在心理狀態亦不斷地在改變，甚

至環境及周遭人事物，與當事者間亦可能交互作用，形成另一種影響力來源。這

些當初育嬰假在設立時所無法一一預見的問題，卻都在請假者請假後回歸工作崗

位時一一浮現。 

美 國 學 者 Waldfogel （ 1998 ） 曾 在 其 對 於 英 國 及 美 國 母 職 照 顧 假

（Maternity-leave）的研究中提及，母職照顧假對於重返職場的婦女的益處並不

明確，卻造成了某些的負面影響。第一，因為母職照顧假的成立，使得育有幼兒

的婦女花費許多時間離開職場回到家中托育幼兒，這將致使婦女工作經驗資本的

流失，而對婦女的往後的就業生涯帶來負面的影響。第二，作者認為沒有職業保

障之母職照顧假的申請婦女，可視同遭到免職的員工，縱然這些婦女在育兒階段

結束後能夠返回原先工作，但其將可能面臨到原有的工作適應中斷、原本建立的

工作經驗的流失及可能需要重新適應面對新上司的種種壓力，而這些最後亦極可

能造成請假婦女薪資下降的結果。 

縱然 Waldfogel 的研究是針對英國及美國的母職照顧假所做的相關研究，在

社會環境及文化規範上與我國環境可能有所不同，但依然可以透過 Waldfogel 對

母職照顧假的研究結果作為視角，用以檢視我國育嬰假對於請假女性的職場發展

可能形成之利弊得失。據此，本節將參考 Waldfogel 在研究中所呈現之研究結論，

另針對研究者在本研究的訪談過程中所觀察到的現象，進一步分從工作位置的回

復、工作環境的重新適應、專業能力的流失三個面向來討論育嬰假對於請假者可

能形成之影響。 

 

一、工作職務的回復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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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嬰假制度明文規定育嬰假之申請者為暫時的留職停薪，故在請假完畢後，

企業應使請假者能夠回到原先之工作職位1，但在本文受訪者的訪談過程中可以

發現，許多受訪者實際上仍對這部分的規定感到十分強烈地不確定感。多數受訪

者對於請假之後的工作狀況感到相當猶疑及不確定，或認為工作環境上的變動是

必然的，甚至有受訪者表示，雖然育嬰假保障了原有的工作位置，但是並不代表

之後一定還能夠回到原有的工作職位上，因為公司的運作是極具變動性的，一年

或兩年後的事情是沒有人可以保證的。 

偉生為一大型資訊公司的中階主管，請假原因是為了陪伴太太到美國完成博

士學位。偉生的假期尚未開始，但其對於請假後的工作狀況已抱持相當大的不確

定感。 

因為往後的事情沒有人知道，那起碼你回來之後有工作做，有什麼職位不知道

啦！因為現在你離開這個職位，公司不可能因為你不在這個職位就保留，那一定

會有人 take 你這個 position，因為公司要營運嘛！公司要基於勞基法的規定，

他不能把你 fire，那這個牽扯到的就又更複雜了，就是公司怎麼跟員工互動，

公司不能 promise……礙於規定，他沒辦法 fire 你，那我這個位置還是有人要

來做阿，那兩年後、一年後我回來，他不可能把代我的那個人 fire 掉阿，那至

於我怎麼處理，坦白講我也不知道，那兩年後公司會不會倒沒有人知道阿，所以

你現在去說兩年後會怎麼樣，其實都是一個賭注啦！ 

我沒有聽他們討論過，可是也只能照政府規定辦吧，其實站在企業角度企業是比

較不喜歡看到這種東西，因為你人不在，這個人又不能 fire 他，他回來還要幫

他安排職務，對企業來講是一個損失……你請育嬰假公司是要付出代價的，公司

的代價是什麼，你兩年後回來公司要幫你安排職務，那你安排職務你就有風險，

我剛講兩年後回來你能變到什麼職務你不知道，你如果不是一個人才他隨便給你

放一個位置，比如說叫你去收信件哪……一個隨便的位子，那你要不要接受？ 

其實育嬰假這種東西很複雜啦……有的人就是不願意阿，他覺得我這樣兩年後再

回來、失去競爭力，他會怕。其實我也會怕阿，如果兩年後沒有位置給我，我怎

麼辦？對不對？但是我沒有想那麼仔細啦！（偉生） 

從偉生之訪談能夠看出，雖然育嬰假的規定在法令中保障了請假者的工作職

                                                 
1 根據兩性工作平等法第十六條部分條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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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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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但是顯然育嬰假並沒有考慮到在當事人請假期間所可能會面臨的環境變動或

人事變動之問題。偉生表示，企業或公司為了營運，在請假者請假期間，必定會

尋求其他勞動力來替代請假者原有職務，到了請假者回到職場時，這些原有的勞

動力便可能成為企業的另一個問題，故當請假者回到職場時，將可能面臨了無法

回到原有職位的窘境；而這些可以預見的困難便進而成了請假者對未來的不確定

感及壓力來源。 

淑方即是一個育嬰假後沒有返回原工作職位的例子，她表示是自己在假後向

主管表示希望能夠更換部門及工作內容，故假後的職位及工作均已請假前有所不

同。縱然淑方在育嬰假之後順利地回到公司，並調職到自己期待中的部門，但淑

方對於申請育嬰假及假後的復職仍持十分保留的態度。其中一部份的原因與偉生

所提出的相同，即是原先工作可能已有人力取代，故當自己回到公司時，已沒有

相同工作位置；其二，淑方認為則是牽涉到了有沒有主管願意接納你到其部門的

問題。故對於這個議題，淑方表示對於想申請育嬰假的同事會勸他們（她們）需

要好好評估自己工作的可取代性及在公司的人際關係再作決定。 

那時候還會害怕說你回來還會不會有那個工作，你等於是說要去面對那些…… 

可是回來的時候其實會有一個問題是說，你原本的工作已經被別人取代了，在原

本的職位已經沒有你的工作了，那就是說我比較幸運，那我之前的長官他就到另

一個部門，那我回來之後就去問他我還想回來…… 

其實說企業的話其實我是會跟他們要請假的，我會勸他說你要評估你自己在公司

的人際關係，和你的工作能力，因為第一個你工作能力如果你是很容易被取代的

工作的話，我們會建議你在再撐一下下，看產業景氣，如果景氣好你可能去外面

可以找到相同工作的時候，你請當然沒關係，你回來頂多就沒有工作，那再一個

就是你回來如果你的人際關係不夠好，長官沒有盡力幫你安排，或者是說長官都

不喜歡你，人家也不要你阿，你就回不到你原本公司的單位，那你可能會被派到

你不想的位置上去，那你回來以後你會蠻辛苦的。（淑方） 

除了偉生及淑方之外，可若亦在訪談中提到此一面向。縱然在育嬰假後可若

回到了與原先工作極為相似的工作位置，但可若在訪談中表示在自己請假及復職

的過程中，確實為公司帶來些許的不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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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回來的時候是有點困擾，因為那個位置已經有人做了，所以我不能夠回到

原來的地方[那你當初回來的時候你會希望你回到原來的位置嗎？]我覺得 ok

阿，我覺得並不是特別希望一定要怎麼樣。我其實還好阿，我是覺得能回來就回

來，如果不能回來我覺得也沒什麼，不會覺得說我一定要怎麼樣。只是時間到了

我覺得我應該要通知他們，那我可以回來嗎？那如果可以回來我回來，不能回來

嗎？那我就不回來。 

[那當初在你要回來的時候他們會覺得麻煩嗎？]有點麻煩，不過我也跟他們講，

你可以讓我回來或是不回來，看你們是怎麼處理，我就配合你們。（可若） 

自上面的訪談可以發現，縱然育嬰假已明文規定企業必須保障請假者在請假

後得以回到原工作職位，但在企業實際的運作之下，要達成這樣的保障是有一定

困難度的。因原先的人力離開工作位置後，為了企業體本身運作的可能，公司必

定將重新安插人力到請假者的職位，而這職位上的新人力的任用，便造成了請假

者假期完畢後欲回到原工作位置的障礙。 

書萱為國內大型企業之人力資源部門最高主管，亦在訪談中對於此議題提出

了看法。她認為站在企業的角度來看，員工申請育嬰假必定對公司本身造成影

響，尤其是人力調動的部分對企業影響最劇。書萱表示若有員工申請育嬰假，公

司將面臨到暫時的人力短缺、替代人員缺乏經驗、新進人員訓練成本等問題，而

公司相關主管亦會因為人力調度上的問題而致使工作壓力增加，故書萱表示，站

在企業的角度當然是不太希望員工請育嬰假，但因育嬰假是國家法律規定，也是

員工權益的一部份，故公司並不會拒絕員工申請育嬰假。 

我覺得最直接的應該是那個人的直接主管，他的直屬主管會面臨到他少了一個

人，因為我們公司目前……你等於少了一個人就等於少了一個半人，你可能就要

超過本身一個人的工作，所以少了一個半人，其實工作壓力蠻大的。[那沒有辦

法再找人進來嗎？]所以那時候直屬主管當然會……如果這個人很熟練他原來的

工作，你再找一個人進來也不可能馬上跟他工作一樣的績效，所以他會覺得唉可

不可以不要，當然直屬主管心裡會有矛盾啦，希望不要，但是這是員工的權利，

在我們公司請育嬰假是員工的權利，因為法律規定。那這是他的權利你也不能說

不，那當然你還是得讓他去休，那原來的工作必須要找其他人來替代，那替代的

時候又不可能馬上上手，所以其他的同仁也會覺得少了一個人，那個工作壓力會

變大。那你要找另外一個人的時候，你可能要花時間去找，即使像我們同事這樣

的情形，要在同一個職務上有一樣的經驗是不可能的，所以要花一點時間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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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可能馬上上手，我想這是在工作上第一個會面臨的問題。（書萱） 

而針對請假員工在請假後是否一定能夠回到原工作位置的問題，書萱則表示

因公司組織變動非常快，故只能盡量做到讓請假者回到原來的工作位置，若真的

沒有辦法，亦會為其安排其他的工作職位。縱然法律規定申請育嬰假為留職停

薪，請假者原有的工作位置及權利應受到保障，但從書萱的訪談中可以發現，育

嬰假後的復職並非如同法律所規定的單純容易。 

盡量啦，其實也不太能保證，因為組織常常在變動的時候，其實很難跟他說他原

來這個部門以後還會繼續在，或者是這裡的一些主管都會變動，我覺得這很難保

證。尤其像我們公司部門那麼多，其實還有其他更好的選擇。（書萱） 

上述四名受訪者均屬於大型企業之員工或主管，故雖然在其請假後回到公司

的過程中，或是公司在尋找替代人力時，可能會遭遇些許困難，但因其所屬公司

人員及部門眾多，故很容易就可以為其重新找到安插職位，但假若今天這樣的情

形發生於小型企業，則請假者假後復職的過程可能將會困難的多。娃娃，為一名

小型企業雇主，以下是她對此議題的看法。 

大公司他可能流動性大，他可以調其他的部門，那其實中小企業很難，他的位置

卡在那邊，除非他離職，那離職這個人（其他人員）有沒有辦法去接他的職位其

實很難，因為中小企業一個部門大概一個兩個……那或者是我另外找人，那這個

人表現的比你請育嬰假的這個人還來的好的話，那怎麼處理？（娃娃） 

以身為中小企業雇主的立場而言，娃娃認為員工申請育嬰假對公司來說其實

是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因中小企業本身公司員工並不是太多，當面臨了員工留

職停薪的狀況時，在尋找替代人力、及原請假者回到工作時都將會遇到人力難以

調度的窘境。而針對此一部分的困難及麻煩，娃娃表示在面對員工欲申請育嬰假

時會向員工表明公司將難以承擔其請育嬰假的人力成本，希望其可以放棄申請，

除非是該名員工的不可取代性非常高，那麼可能才會考慮准許其申請。 

站在公司的立場其實比較不贊成去請育嬰假這個……因為你變成說看他的生產

能力，如果說他真的沒有人可以替代的話，公司可能會去做考量，可是基本上現

在的人力資源很多，所以你說會讓他去請育嬰假的話，對公司來講會比較……[所
以你的意思是說除非今天這個人是很沒有辦法取代的你才會讓他去請育嬰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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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那如果今天這個人其實他是一般人都可以取代他的，那他今天如果提出說他

想請育嬰假的話，那你會怎麼樣跟他說？]就是說就公司來講的話可能沒有辦

法。（娃娃） 

針對娃娃的訪談可以發現，因台灣的企業體多為中小企業，育嬰假的實施確

實可能為中小企業在人力的調度上帶來困難；縱然育嬰假已規定員工三十人以上

之企業始為適用，但在其餘的相關配套措施上卻付之闕如，這致使育嬰假的實施

將無法收到原先立法之意的功效，讓請假者能夠藉由育嬰假在短暫離開職場後順

利回到原先的工作職務。 

 

二、    工作環境的重新適應 

除了人力調度的困難，致使可能無法回到原有的職位之外，就如同偉生所

說，或許在結束育嬰假回到公司時，彼時整個工作環境生態已有了巨大改變，而

這可能又將使請假者陷入另一個適應的困境。Waldfogel（1998）曾針對英美申

請母職照顧假的女性進行研究，研究結果指出結束照顧假返回職場的女性大多必

須面臨重新適應工作環境的問題2，Waldfogel認為這個情境下的當事者，與遭受

免職的員工相去不遠，因為結束照顧假返回職場的員工須面對著工作經驗的流

失、工作資深地位中斷、過去工作適應的消失等問題，這使得重新回到工作位置

的育嬰假請假者，必須重新適應工作環境及主管，亦須重新積累工作專業上的經

驗。 

在偉生的訪談中，除了清楚呈現了他對於育嬰假之後工作位置回復的不確定

感之外，偉生並且表示無論是工作環境生態、公司主管或是工作職務等面向，都

是在請假回到公司後都必須重新適應的，並且在返回工作之後可能面臨的將是很

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 

以後回來我剛說我也不知道阿，以後回來我不曉得我上司還在不在第一個，這是

我頂頭上司的部分。第二個我以後回來公司對我的看法，這又是另一個方面…… 

                                                 
2 Waldfogel於本研究中即直接以就業女性為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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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有可能我兩年後回來，我原來是第二號人物，我走了之後有人會取代我嘛，我

回來變成我不是跟我老闆的關係了，變成是我跟第二號人物的關係了，這個關係

是多重的。這個就是在職場上自己要去面對的啦！（偉生） 

對於工作環境適應的問題亦可回過頭來與上一節「工作職務的回復困難」相

連結，因育嬰假往往歷時半年至兩年之久，假後回到原有工作位置形成一定程度

的困難，故當事者在請假結束後便極有可能需面對全新工作內容或職務適應的問

題。淑方在請假之後轉任到另一個部門，負責的工作亦與過去大不相同，縱然工

作職務的調換是出於自願，但難以避免的還是需要重新適應新的工作內容。而可

若，縱然回到了與原先工作相差不大的職務，但因主管已更新，故縱然在適應上

沒有太多問題，但可若仍表示，對於新主管來說自己還是像一個全新員工一般。 

 

三、    專業能力的流失 

除卻了上述兩點之外，育嬰假的申請者在返回工作時需要面對的第三個問題

即是工作專業及工作經驗的流失。Waldfogel（1998）認為因請照顧假返家照顧

小孩，將導致請假女性的人力資本流失，而對當事者的職場生涯產生負面影響。

而在本研究多位受訪者的訪談中可以發現，這種情形確實亦發生在本文研究對象

的請假經驗中。莉美，請假前為台北市之公務員，她表示因為整個大環境及工作

內容的變動很快，故對於自己返回工作後專業能力的脫節已有心理準備，並表示

回到工作後可能需要一段時間才能重新適應工作內容。 

其實會有點擔心說會脫節，我同事開玩笑說好像帶小孩之後會有點變笨笨的……

就是因為你每天對小孩就像我說它其實就是一直重複、很 routine 的，就是你一

直重複做這些事情。 

因為我在想說因為台北市的福利變動是蠻快的，可能說離開一陣子回去…，因為

我回到台北市工作我也是剛回去一年多，只不過一年多現在又離開，所以我會有

預期這一年內可能市政府還是會變動，因為台北市的福利變化蠻快的，那個整個

工作內容可能都會有改變，所以可能會有心理準備說回去可能要再一段時間再熟

悉。（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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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琪目前為一名空姐，訪談時剛結束育嬰假回到工作約兩個月，她亦在請假

之後發現自己對於工作感到較為生疏，但表示在一小段時間之後工作就能重新上

手。 

剛開始的時候會比較陌生，但是很短的時間內就會馬上上手……他們（同事）只

會覺得你生過小孩以後好像變笨了，他覺得你記憶力好像變差了，生完小孩之後

好像變笨一點（笑）。（安琪） 

除卻了前述的請假者本身的經驗外，娃娃及書萱則是站在雇主及企業主管的

角度來談論這個問題。在娃娃及書萱的立場看來，因現代社會的資訊及工作內容

日新月異，而請育嬰假則是長時間地離開職場，故育嬰假申請者不可避免地將遇

到與工作資訊及工作專業脫節的狀況，而這樣的狀況必定會對請假者的工作狀況

造成相當程度的影響。 

可是他如果離開職場再回來的話……因為現在的資訊，或是現在的工作內容實在

變化很快。（娃娃） 

假設他請了兩年，這兩年他沒有工作，這兩年他沒有在吸收一些社會上的資訊，

因為沒有工作跟有工作他收到的資訊不同，你可能會跟大家脫節兩年，這是我覺

得可能對那個請育嬰假來講，他會脫節兩年，像我們的工作是需要接收到很多新

的資訊，那你忙於家裡的事情，你這脫節兩年其實會差很多。（書萱） 

 

四、    薪資水準下降 

進一步來說，Waldfogel（1998）在研究中另指出，英美女性在請了母職照

顧假後再次回到工作時，在已控制其他條件的情況下，薪資明顯下降。這是因為

當這些女性再度回到職場時，因其長時間脫離工作內容及環境，她們的工作經驗

及專業能力等人力資本均已降低之故。而女性在請完育嬰假之後，薪資調升將更

加不易，這樣一來將可能回過頭強化職場性別不平等的現象。在偉生的訪談中，

他亦曾針對薪資的部分提出看法，即其認為在未來的工作生涯中請過育嬰假的員

工的調薪幅度可能會較其他員工來的少。偉生甚至表示，若自己是老闆，則對於

請過假育嬰假的員工將會給予較低的調薪幅度。 

 71



我跟你講，育嬰假的目的……我想對公司會有影響是它……你剛講一個重點是

說，因為現在大部分是女生在請，他就會想這個人來要給他育嬰假，那他如果又

生……又要給他育嬰假，這可能有個問題是說…她可能以後要調薪，他給她回來

了，他可能調薪會調的比較少。[會變的比較少喔？]我覺得會啦，我個人覺得會，

如果我是老闆（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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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職場形象的惡化 

在傳統性別分工的意識型態中，「工作」往往被界定為男性的場域，而「家

庭」則是屬於女性的世界，男女兩性長期區隔於公領域及私領域的對立之中。女

性長久被排除在公領域之外，在意識型態上，被教化以愛和情感去建構自己存在

的價值，以支撐資本主義的生產與再生產，依賴男人提供經濟上和安全上的支

持，於是「男主外，女主內」的分工意識型態於焉確立。女性自此被視為私領域

生活的最適任者，而她們的丈夫則是家中經濟的主要來源，故就算是女性開始進

入就業市場從事給薪工作，還是往往會被認為應該負起照顧小孩及家庭的責任，

以及為資本主義勞動市場供給她們的父親或丈夫勞動力的再生產（Bowen & 

Orthner，1991；Martin，1992）。此一傳統女性角色的印記，致使女性在就業市

場中仍舊被看待為一個以家庭為重的勞動者，因為擔負著家務勞動及生育責任，

而無法放置全心於工作上，對工作亦無任何的企圖心，在其面對家庭與工作的抉

擇之時，必定會捨工作而就家庭。 

但是在另一個層面，工業化社會中「工作」被假定與某些概念相連結：理性

思考與決策、非私人性的、非情感的等等，在工業社會中，工作者被期待不能將

私人性及情緒性因素帶入工作場域，故理當在工作場域中家庭生活的涉入是不被

允許的（Haas & Hwang，1995）。是故，若一個工作者能花費較多的時間在工作

上、而非家庭上者，往往會較容易獲得升遷的機會；若是花費在家庭的時間多過

於在工作上者，則不易獲得被授與重要工作的機會，職場上的發展亦會因此受限

（Acker，1990）。 

據此，在傳統女性角色與工業社會對「工作」的定義的相互衝突下，女性長

期以來被視為公領域工作的不適任者，縱然隨著社會及經濟結構變遷，越來越多

女性走入就業市場從事有酬工作，但女性依舊被視為必須以家庭及育兒為重的次

級勞動力。 

有鑑於傳統性別意識型態中女性角色與現代社會對工作者定義的分歧，而育

嬰假的作用又旨在方便勞動者暫時回歸家庭從事育兒工作，故研究者欲進一步探

究請假者在經歷過育嬰假之後是否將引發其職場形象的變化，而職場形象上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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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又將對其未來的職場生涯造成什麼樣的影響？ 

在本節中，將分為兩個面向探討受訪者在育嬰假之後職場形象的變化，一是

受訪者在請假之後本身工作態度或對工作看法的改變；二則是在請假之後受訪者

工作環境中的主管或同事對其專業能力或工作態度看法的改變。本節分於此兩個

部分對請假者育嬰假後的職場形象進行探討，希望能進一步釐清育嬰假經驗對於

請假者的職場發展是否帶來任何影響，以達成檢視育嬰假對於我國女性就業處境

的影響之目的。 

 

一、    工作已不再重要？ 

在上一章本文已針對育嬰假經驗對於受訪者之母職意識型態之影響進行探

討，並在分析過程中發現，部分受訪者在育嬰假之後生活重心已逐漸由工作轉移

至家庭及小孩身上。承接上一章的此一發現，以下段落將繼續針對受訪者在育嬰

假過後工作態度轉變的情形進行分析，以期瞭解受訪者工作態度的改變，對於其

本身的職場形象將有何影響，並且對於其在職場上的發展將產生什麼樣的作用。 

筆者在第三章曾陳述，淑方在育嬰假之後因母職意識型態的改變，生命重心

自工作轉移到小孩身上，並且其在請假結束回到工作後，便直接向主管表示因自

己需要照顧小孩所以無法常配合加班，甚至直接向主管表示，自己就是需要一個

穩定的工作，亦不求有很好的工作上的發展，只希望可以照顧好小孩。而淑方認

為，這樣子的要求使自己成為主管眼中較重視家庭的人，並且在請假後主管會交

付給自己較穩定、也就是比較沒有發展性的工作。 

另外，可若坦承在其請假返回工作後，自己放在工作上的心力已較請假前減

低一些，而將比較多的精神及重心放在照顧小孩上。因自己下班後需要接小孩放

學，故在下班後便不會在辦公室停留，而會直接到學校接小孩下課；並且因為下

班後即需要回家照顧小孩，故若工作上需要晚上加班時，自己便無法親自處理，

而需要其他同事的幫忙。對於自己育嬰假後的表現，可若認為，自己應已被主管

歸類為「較重視家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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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沒回來之前我就有跟他（主管）提過，我下班時間我會有困難，那他是說另

外一個同事可以變更這個部分。（可若） 

小青在育嬰假之後生活重心亦從工作轉移到了小孩及家庭，小青表示，以往

自己都會考量到主管的需要，主動留到七八點才下班；但自從育嬰假結束返回工

作之後，則向主管表示自己已無法配合加班，故現在大約六點就會下班回家。另

外，小青表示在請假前，自己非常不願意請假，但是在育嬰假過後，自己則是小

孩有需要就會請假處理，不會像過去那麼在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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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青） 

在傳統性別分工意識型態的影響下，女性因必須擔負母職及家務責任，故長

期以來被隔離在公領域工作及權力之外，縱然隨著社會經濟演變，女性因勞動市

場需要逐漸走入公領域擔任有酬工作，但因性別分工意識型態作祟，女性依然被

視為一個以家庭及育兒責任為生命重心之個體，有酬工作往往在與私領域責任相

抵觸時淪為被女性放棄的部分。 

在受訪者的經驗中，研究者發現了育嬰假經驗影響了部分受訪者之母職意識

型態，並且進而促使了其工作態度的改變。如此工作態度的改變將可能造成兩個

層面的影響：第一，就個人層次而言，部分受訪者「重家庭，輕工作」心態的產

生，將可能致使其本身的職場發展受到限制。第二，就社會群體的層次來說，育

嬰假所帶來的請假者工作態度轉變之影響，將可能回過頭來使得「女性為次級勞

動力」的一般想像成為事實，進一步強化女性勞動力整體在勞動市場上的低劣地

位。 

除卻了育嬰假之後工作態度的轉變，因而造成部分受訪者職場形象及職場發

展受到影響之外，受訪者的請假回家照顧小孩的行為本身，與工業社會對於工作

者應全然投入工作的嚴格期待已相互背離，請假者暫時的離開職場可能將被貼上

「重家庭，輕工作」的標籤，而這樣的標籤又將為請假者的職場形象及職場發展

帶來什麼樣的作用，將在下一個段落中進行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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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重家庭，輕工作」 

根據上述工業社會對「工作」的嚴格定義，勞動市場對於工作者的要求往往

是對於工作全然的投入，對工作付出的時間與心力越多，就越是個好的工作者；

若需要分散時間與精力在家庭與小孩上的勞動者，便不會是個以工作為重、適合

擔負重責的好勞工，而女性勞動者則往往被如此看待。 

在這樣的概念運作下，可以想見育嬰假不會是一個受雇主及企業主歡迎的制

度，除了造成企業成本的增加外，育嬰假亦代表著員工暫時放下工作返回家庭照

顧小孩，既然能夠暫時拋棄工作而就家庭，是否也就代表這個工作者重視家庭勝

於工作？根據上述的質疑，本文將在這一個段落進一步探討育嬰假對於請假者職

場形象之影響，以期瞭解育嬰假對於請假者就業處境是否產生了任何作用。 

在淑方及可若育嬰假後的職場形象部分，在上個段落已呈現過因其工作態度

改變而造成其職場形象及工作發展的變化；除了上述的部分外，我在訪談過程中

發現受訪者申請育嬰假的行為本身，對於其職場形象亦造成了不小的負面影響，

縱然受其職場形象及工作發展的惡化難以將影響因素單純化以進行分析，但在本

段落我仍試圖釐清並進一步分析請假的行為本身對於受訪者之職場形象的影響。 

淑方在提出育嬰假後便明顯發覺到自己在主管面前的形象有相當大的改

變，在申請時部分主管甚至對淑方表示『你就不要做了嘛，你要走你就走嘛！你

為什麼還要用這種育嬰假在那裡要走不走』，對於淑方請假的行為相當不以為

然，認為她請育嬰假只是為公司及同事帶來更多麻煩，希望她直接離職。而在結

束育嬰假返回工作後，淑方表示自己在主管眼中已經成為了『屬於比較重視家庭

那一邊的人』，在回來之前甚至有主管對她表示『你這麼愛小孩！』，質疑她返回

工作後是否能對工作盡心負責。 

因為我有分很多個主管，每個主管講的都不一樣，有的主管就會講你就乾脆辭職

就好了，也不要增加我們大家的困擾。……然後我們那個主管是說，他會覺得說

你就不要做了嘛，你要走你就走嘛！你為什麼還要用這種育嬰假在那裡要走不

走。 

同事大概沒有，因為大家都還是會想說你是有需求的，並不是因為你對你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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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敬業或什麼的，可能主管會覺得說你是屬於比較重視家庭那一邊的人……我覺

得應該會有影響阿升遷方面，他會覺得說你還是真的以家庭為重的，那在他要幫

你做什麼樣更進一步的時候，他會考慮說你自己願不願意…… 

甚至我回來的時候在找現在的主管談的時候，他還會問說你這麼愛小孩，你回來

以後工作會不會……如果說我們要你加班你會不會覺得困擾？（淑方） 

淑方在工作形象上的變化，亦造成了主管在分配工作時會盡量交付『比較穩

定、比較有彈性的工作』給她，而淑方自己認為所謂較穩定的工作，換言之其實

也就是較不重要的工作，這是因為在主管眼中，她已經被歸類為重視家庭勝於工

作的一類人。先前篇幅曾提及，在職場上若能夠花費較多時間於工作勝於家庭

者，往往能獲得較多的升遷機會；但如果是花費較多時間於家庭上者，則相反

（Acker，1990）。是故，因淑方在育嬰假後已被定位在較重視家庭者，這對於其

往後的升遷機會可能已產生負面影響。淑方進一步表示，除非是再付出更多的努

力、鞭策自己更為進步，才有可能破除自己在主管心中已經固化的形象。 

他（主管）會讓你做一些比較穩定的工作啦！其實他也會替你想，他會想說你也

是有小孩要顧，因為他也知道你有小孩。[那所謂比較穩定的工作是不是也代表

說比較不會有升遷的機會？]我覺得應該是吧[那你覺得在長官的眼裡，那些所謂

穩定的工作，是不是代表說比較沒有那麼重要的工作？]應該是吧，他會選擇一

些比較、比較有彈性的工作給你做。 

我覺得（對於職場上的發展）會有影響，可能……除非是自己再鞭策自己說去做

更進一步的你……要付出更多、你要再去進修讓你長官對你的想法改變，他才會

幫你升上去。（淑方） 

除了淑方外，可若亦發現自己在育嬰假之後，工作形象上發生了改變。可若

表示在育嬰假結束返回工作後，因為自己會提早一點下班接小孩放學，且自己的

工作份量有些許下降，故可若推測自己在主管或同事面前的形象應已有些微改

變。可若認為所謂的改變應是在於主管及同事認為自己對工作比較沒有企圖心，

並且是將生活重心放置在家庭上而非在工作上。 

我覺得他們可能會覺得我比較在工作上面……感覺上面比較沒有那麼有企圖心

吧，因為他會覺得你的重心是在家庭。[那所謂比較沒有企圖心是跟你請假前比

起來嗎？]或許，我覺得從上班時間……因為我必須提早，其實我也不是提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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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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啦，有一點，升遷……因為我剛回來，我覺得……升遷或許會啦。可是目前我

是不曉得也不確定，不過我覺得工作量上面有。[那大概是什麼樣子的改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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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偉生，已向公司提出育嬰假的申請，尚未開始假期。他認為請過育嬰假對於

自己的職場形象是一定會有影響的，因為請育嬰假其實是為公司帶來麻煩，公司

需要因為你請假而付出成本，在請假之後自己亦有可能被認為是較不重視工作的

員工，對於這樣形象上的惡化，必須要自己更加努力才能改變公司對自己的看

法，偉生甚至以『你一定要更加努力去證明說不是一個廢物』來表示。另外，偉

生認為請了育嬰假後回到公司，升遷是很有可能受到影響的，因為年資的中斷、

形象的改變等，都會是造成升遷機會降低的因素。 

所以育嬰假對於請的人一定會有影響，因為你對公司造成……我不要說困擾啦，

你對整個國家來講是好事，但是對那個企業來講是一件不好的事情，因為企業是

看公司的營運，那你個人的家庭是你個人的事情，你個人家庭問題企業可能不太

願意幫你承擔，那你離開這兩年，你以後回來公司不知道麼辦，對不對？ 

因為兩年內你不在，兩年後你回來升遷的機會就比較少，這是一定的……升遷的

東西是很綜合性的，你的形象一定會影響，但是這個形象搞不好是正面的阿？我

不知道（偉生） 

再者，偉生在訪談中不止一次地提到育嬰假不是可以隨便請的，他所提出的

理由是因為在請了育嬰假之後與公司的關係可能會生變，在公司的形象亦會受到

影響，尤其是在私人企業，如果請一次還好，『第二次再請，大概你也不用回去

了』。從偉生這個部分的訪談中可以發現，縱然他認為請育嬰假是國家賦予勞工

的權利，但身為育嬰假的申請者，卻仍不免對自己暫時的「輕工作，重家庭」感

到些許擔憂。藉由這樣的現象，可以看出工業社會對於工作者在工作上全然付出

的要求，更可以明顯發現家庭與工作概念上的扞挌不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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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就是在職場上自己要去面對的啦，公司當然對你……你有一個 racker 嘛，

你請過育嬰假人家會特別……也不是說特別啦，萬一你如果再生一個小孩是不是

還要再請？你如果不生那就算了，你如果再生一個，人家會覺得你是不是又要請。 

不是，那回到一個問題，請育嬰假不能請太多次，請太多次其實以私人公司來講

我想也沒有人請很多次啦，講實在話啦，這種東西不是開玩笑的。就是你這個人

回到公司以後，未來怎麼表現，你一定要更加努力去證明說不是一個廢物。 

那我相信大概請育嬰假頂多請一次，最多給你請兩次，在私人單位我想請太多次

是不可能的。你如果第一次，第二次再請，大概你也不用回去了，我覺得啦，除

非你自己是老闆，或者你跟老闆關係很好，那另當別論，通常你在私人單位請一

次就很危險，因為你跟公司的關係就比較……，因為公司是要付出的，你請育嬰

假公司是要付出代價的。（偉生） 

在本節關於受訪者在育嬰假之後職場形象的分析中可以發現，某些受訪者的

經驗中，育嬰假的申請確實為其職場形象帶來了些許負面影響，這是因為在這些

案例中，除了育嬰假對企業所可能帶來的實質上的成本耗費及麻煩外，當事者之

育嬰假申請的行為與「重家庭，不重工作」之負面形象已形成連結，請假者在雇

主或主管的眼中已成了「重視家庭」那一類的勞工，這樣的形象造成請假者在假

期結束返回工作後必須面對升遷機會或薪資水準下降之隱憂，工作發展上受到了

一定程度的負面影響。 

除卻了育嬰假對於請假當事者所帶來的負面影響外，我不免擔憂，未來育嬰

假本身是否可能將與「重家庭勝於工作」的象徵意義劃上等號，成為就業市場上

一個新的污名。而這樣一個可能形成的污名又將如何形塑未來的就業市場，對於

兩性勞動者又將發揮什麼樣的影響力，這些問題筆者將在下一節中佐以受訪者的

經驗及意見加以探討，希望能夠進一步分析育嬰假制度對於我國就業市場所可能

形成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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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育嬰假是一個新的烙印？ 

自本文上一節可以得知，現今工業社會對於有酬工作的要求是理性、不涉入

私領域事務及情感等特質，而對於一個好的工作者除了專業能力外，往往更要求

其對於工作盡心盡力、把工作視為生活的重心等態度，在這樣的價值標準下，一

個重視家庭或是花費過多時間在家庭上的員工，往往會被主管或雇主視為「重家

庭勝於工作」的勞動者，而這樣的形象則會進一步化成貼在當事者身上的標籤，

影響其未來的升遷或職場生涯的發展。育嬰假提供了育有幼兒的勞工得以暫時離

開工作返回家庭照顧小孩的機會，但在上述的邏輯下，育嬰假的請假者在假期結

束返回工作後，往往要被掛上「不重視工作」的職場形象，面對資本主義勞動市

場對其「工作不力」的指責，承擔職場上發展機會受損的結果。 

從第三章育嬰假的申請人選之部分可以發現，縱然我國育嬰假對於申請者的

性別並無規定，但是就社會上一般兩性分工觀念而言，育兒依然是一件極為「女

性化」的工作，另外，再加上薪資、文化規範等結構性因素的影響下，導致申請

育嬰假者絕大部分是孩子的母親，而非父親。故由此可以看出，由於傳統性別分

工觀念的影響，一般大眾依舊將生育及照顧下一代視為女性的必然責任。 

本文在前面部分已提及，在現代工業社會對於工作的定義之中，能夠花費越

多時間在工作上者，就是越好越認真的勞工；而若花費過多心力在家庭上的工作

者，則將可能會被視為不重視工作的工作者，而遭受到職場發展受限的境遇。是

故，職場上對於為家庭付出時間及心力太多的情形，並無法給予正面肯定，反而

認為是一種對工作的損害，而「育嬰假」便被貼上這樣的標籤，被認定是一種在

某個程度上對於家庭及育兒付出過多時間心力，損害了工作及組織利益的行為；

而育嬰假的概念又因為傳統性別分工意識型態的影響，被緊密地與女性此一性別

相連。是故，在這一節中研究者所欲探求的是，是否可能因為「女性」、「育嬰假」

與「重家庭、輕工作」的負面形象三者間形成緊密連結，致使「育嬰假」成為女

性的另一個烙印？進而造成「次級勞動力」之污名的強化，導致女性未來之就業

處境更加艱難？ 

書萱在訪談中，以身為大型企業人力資源部門最高主管的立場，陳述了她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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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育嬰假的看法。書萱表示，面對企業內員工申請育嬰假，因那是屬於員工權利

的一部份，故公司不會拒絕或刁難。但因為員工申請育嬰假對於公司而言所需要

耗費的成本不小，故未來在招募員工時會特別注意前來應徵者是不是請過育嬰

假。因為書萱認為，若曾經請過育嬰假就表示在其家庭環境中有這樣的特殊之處

及需求，需要當事者請假在家照顧小孩，那麼既然其家庭環境曾有這樣的需求，

若再有小孩出生時，很有可能又需要當事者請假照顧小孩，如果用了這樣的員

工，可能會為公司帶來不便，故書萱表示如果發現應徵者請過育嬰假，將會審慎

地詢問其關於生育計畫的問題，或是更謹慎地考慮是否錄用。而這樣的情形並不

只限於女性，如果是男性曾請過育嬰假，書萱表示她一樣會有相同的擔憂，但因

為受到社會文化的影響，請假照顧小孩者目前仍以女性為大多數，故書萱認為這

樣的情形較容易發生在女性身上。是故，書萱認為，因為育嬰假的實施將會影響

公司在招募員工上，對婚育年齡女性的任用特別地注意，因為這是『剛好是會產

生這個問題的年齡』。 

因為你可能真的你的家庭需要你做這樣的事情，才能讓你的家庭……家裡才會兼

顧的到，一定是你的家庭有這樣特殊的地方，讓你一定要請假[所以就會擔心說

未來會不會又再度有這樣的事情？]對，會，一定會，而且我會擔心說假設說他

在生了第一個 baby 之後請了兩年，那接下來會不會再生了第二個 baby 的時候又

請了兩年，當然會……反正他還沒有進來嘛！我會先假設這樣的問題問他，我覺

得如果你可能剛進來又生了一個小孩又請了兩年，其實等於好像沒有進來一樣

嘛！對壓，如果說是現在員工你沒有辦法去控制，你還是得讓他們去請假，但是

如果他是新的員工，我就會考慮這個。 

有可能男生請育嬰假阿，但是如果是男生請育嬰假，我們當然也會考量一下相對

的問題，是不是下一次你們家又一個新生兒出來的時候……就是說因為這是不可

控制的嘛，我不知道哪一天誰生了小孩又要請育嬰假。 

[雖然現在育嬰假的規定是男女都可以請，但次因為傳統性別分工通常都是女生

在照顧小孩，那所以會不會到後來導致說育嬰假這個東西就變成女生的另外一個

烙印……]會，我覺得會耶[就是後來變成說大家可能會考慮到說我不是那麼想用

女生，因為她有可能會請育嬰假]可能年齡吧，剛好是會產生這個問題的年齡[我
一開始會想說是不是育嬰假的這個設計會使得女性的就業處境會走回頭路？]會
有一點，我覺得會有一點這樣的影響。（書萱） 

書萱亦承認，在招募新人時若面臨條件相仿的招募對象，會希望錄用一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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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重視工作的人』，其實也就是一個能花比較多時間在工作上的人，而站在公司

的立場來看，請育嬰假畢竟是花了許多時間在家庭上，故則相對的是「比較重視

家庭的人」；換言之，在條件相仿的情形之下，可能請育嬰假或是請過育嬰假的

應徵者受到任用的機會比較小。 

[那如果今天有兩個人，或是甚至有幾個人她們條件都相仿的時候，你是不是當

然就比較不會考慮說……]我覺得可能要看他工作態度，他如果是一個比較重視

工作的人，我們當然站在企業的立場會希望用一個比較重視工作的人[就是勝於

重視家庭的？]對，相對的啦！（書萱） 

除了書萱之外，身為小型企業雇主的娃娃，則與書萱提出了相似的看法。在

育嬰假的討論過程中，娃娃特別提到她並不是對於懷孕的婦女抱持歧視態度，亦

不會因為員工懷孕就予以資遣，而是因育嬰假對於中小型企業來說是一個耗費成

本大的制度，亦會為公司帶來人事運用上的困難，故在有了育嬰假制度後，在未

來的員工雇用上將會對於女性的任用有較多的考量，而這也是因為在目前一般社

會情況下，通常育嬰假的申請者都會是女性之故。娃娃表示，未來將可能會儘量

避免雇用婚育年齡的女性，或是在面試時即對這類應徵者的生育計畫加以詢問及

評估，若其表示在兩三年內有生育計畫時，除非其能力十分特出，否則應不會予

以任用。 

像我現在剛生產的員工，她剛懷孕我就知道了，那她本來想離職，那我就說請她

留下來做，我不會因為她如果懷孕我就去資遣她或什麼，那我是覺得說看工作態

度。……那像育嬰假來講其實會比較麻煩，因為它的期限比較長，那像產假的話

是比較……資方會比較可以接受。 

[會不會現在政府有了育嬰假之後，讓你們在要雇用女生的時候有比較多的考

量？]會！會！[那你們會有怎麼樣的預設嗎？對於……]當然像現在很多中小企

業就是說他可能用應屆畢業生，那或者是說……因為我們公司很年輕，大概平均

都 25 歲、65 年次，所以大概都是二十幾歲，比較不會有這樣子的問題，因為我

不會去請一個年紀比較大的人，或者我會請一個已經生過小孩的人[會請已經生

過小孩的人？]對[所以你們要雇人的人後會避開差不多那個年齡？]我會直接

講，就是說你會不會再生另外一個小朋友，那你現在小朋友多大了，就是在

interview 的時候其實我就會事先問，就是說你有沒有小孩？你小孩多大了？如

果沒有小孩，有沒有預計哪時候要生小孩？再去評量我要不要用她。[那她如果

今天還沒生小孩，她跟你說她有可能在兩三年內生小孩的話，你是不是就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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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那就要看她的能力，她如果是一般性工作的話可能就不會去用她。（娃

娃） 

除了這上述兩位受訪者外，在訪談對象中另有兩名受訪者縱然是育嬰假的申

請者，但因偉生為大型公司中階主管，可若則任職於大型公司人力資源部門，有

時會負責公司人力招募，故他們對於育嬰假之想法亦可能實際影響企業的員工任

用。故接下來將呈現這兩位受訪者對於育嬰假的看法，希望能為育嬰假對於未來

女性就業處境之影響描繪出更為清晰的輪廓。 

在上一節中，我曾在論及育嬰假對於請假者職場形象之影響的部分指出，偉

生在訪談過程裡曾多次提及『請育嬰假不能請太多次』，甚至表示『你如果第一

次（請），第二次再請，大概你也不用回去了』。從偉生對於請育嬰假之戒慎恐懼

的態度可以推測，育嬰假相關於工作而言，在一般人眼中並非是一個正向的指

涉，而是一個「重視家庭勝於重視工作」的負面指稱。 

此外，偉生亦曾在訪談中提及，若今天一個員工請過育嬰假，雇主或主管可

能會擔心這個員工之後若又有了小孩可能又會再請育嬰假；故如果自己是老闆，

在這個員工返回工作之後，所給其的調薪幅度將會比較低。而因為在目前社會中

育嬰假的申請者還是以女性居多，故可以想見，在偉生對於育嬰假的負面看法之

下，如此薪資水準的下降將對於女性形成較大的影響。 

我跟你講，育嬰假的目的……我想對公司會有影響是它……你剛講一個重點是

說，因為現在大部分是女生在請，就會想這個人來要給她育嬰假，那她如果又

生……又要給她育嬰假，這可能有個問題是說…她可能以後要調薪，他（她）給

她回來了，他（她）可能調薪會調的比較少。……我個人覺得會，如果我是老闆。

（偉生） 

可若則認為請了育嬰假之後，將很容易在老闆或主管心中留下『你不是很在

意這個工作』的刻板印象，因為請了育嬰假即是代表了在工作與家庭之間，你放

棄了你的工作去處理家庭的事務，故很容易就會讓主管或雇主覺得你並沒有完全

將心思放置在工作上。可若甚至表示如果自己是老闆，自己也會有這樣的想法，

更表示這樣的刻板印象是很難以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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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會啦，因為他可能會覺得……就是直接會有刻板印象，你會請育嬰假就是

你不是很在意這個工作，然後就覺得……工作跟你的家庭來講，你放棄了你的工

作，然後去做你的家庭，所以他會覺得你的心並不是完全在你的工作上。我覺得

如果我是老闆，也許我也會有這樣的想法啦，不過我覺得是很難避免耶！（可若） 

由上述各段落可以發現，因育嬰假在雇主及主管眼中象徵著花費過多時間於

家庭勝於工作，而請育嬰假者亦被視為「重家庭，輕工作」的勞工，而在現代社

會對於工作的嚴格標準之下，這樣不重視工作的標籤，往往會為此一工作者招來

工作發展受阻的後果。然而在現今社會既存的性別分工意識型態的影響下，「育

兒」與「女性」兩個概念依然形成一緊密的連結。根據上述受訪者的訪談內容可

以發現，在雇主及主管眼中，育嬰假的設立將會致使未來在婚育年齡女性的任用

上更為謹慎，這是因為對於企業而言，育嬰假所耗費的成本及所帶來的麻煩不

小，為了避免育嬰假的在企業中的過度使用，本研究中身為雇主及企業主管的受

訪者均坦承，未來在任用人才時將可能傾向選擇男性勞動者。而這部分的受訪者

亦表示，育嬰假成為一個女性勞動者的新的烙印是有其可能的，因目前社會依然

傾向認為照顧小孩是女性的天職，且育嬰假又被指涉為「重家庭，輕工作」的行

為，故在為了免於育嬰假所帶來的成本耗費及困擾的情形下，企業將有可能避免

任用女性。由此可以看出育嬰假確實將可能成為女性勞動者的另一個烙印，更加

強化女性次級勞動力的污名，致使女性未來的就業處境更為不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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