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論 

    影星羅賓威廉斯主演的窈窕奶爸有這麼一段劇情，與妻離異又喪失監護權的

丹尼爾為了想與孩子在一起，穿上女裝混進前妻家中當女管家，他自得其樂地打

掃、煮飯，更和孩子們玩耍、談心、說晚間故事……。固然劇中主人翁是為了怕

被認出而偽裝成女管家，然而換個角度想，如果是男管家在打掃、煮飯哄小孩，

觀眾是否仍會覺得畫面和諧溫馨？ 

   男性究竟適不適合育嬰？投入育嬰的男性，又是怎麼看待自己的？在電影畫

面協調，情節溫馨感人的背後，其實我們可以解讀到的是性別分工的訊息，因此

表面上男主角仍不得不化裝為女管家來符合社會形象，避免因突兀被拆穿，然而，

另一方面，他不也勝任愉快、樂在其中嗎？性別主流化，不但是女性運動者高喊、

要求的口號，實務面來看，在現今雙薪家庭為常見現象後，女性投入職場，所遺

留下來的家庭照顧缺口，如果能由男性進入彌補，夫妻雙方互補互助，才是家庭

的真義，而性別工作平等法、公務人員留職停薪辦法都分別在2002年公布或修正

育嬰假制度以因應此社會趨勢。只是究竟有多少男性利用這個制度身體力行家庭

事務，又，除了在私人機關任職的員工的復職疑慮外，機關或公司付出的人力資

源管理成本亦勢必提高，如何因應？如何看待？ 

研究者以為，在公部門較私部門有復職保障，應較有意願申請育嬰留職停薪，

如此說來，公部門申請育嬰留職停薪的男性員工，是否就是兩性平權的實踐者？

了解他們的經歷，也許能讓公務人員育嬰留職停薪制度在性別主流化上得到些許

啟示。因此，研究者欲從探討是類人員申請留職停薪之歷程，其申請背後的影響

因素及面臨的文化、社會、職場系絡，並討論其意涵。本章擬先闡述本研究緣起，

包含研究動機及研究背景，並說明實務上公務人員留職停薪現況如何，再以文獻

檢閱討論育嬰假制度各國實行之概況，影響之因素，及性別角色與育嬰假制度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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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有何關聯，本研究在該領域上應如何定位，復由實務及理論之發展導引出本研

究之研究目的，並形成研究問題。 

     

第一節 研究緣起 

一、研究動機 

自古以來，傳統觀念皆為「男主外，女主內」，社會對女性的性別期待

就是當個家庭主婦，扶養兒女長大成人，而職場則是屬於男性的，男性必

須挑起養家的重擔，光宗耀袓。然而，也許女性才能生育及哺乳，但在生

育後的子女養育部分，男性只要有意願，仍然可以成為稱職的照顧養育者；

男性參與家庭照護，除了可陪伴子女成長，是無可替代的經驗外，也是責

任及義務，是兩性平權的實質表現。聯合國與歐盟會員國在1985年起，即

逐漸推動性別主流化（gender mainstreaming），要求所有的政策活動及法

令，皆須落實性別平等，我國亦於2002年3月公布施行性別工作平等法。然

而，法律規範仍敵不過傳統的分工觀念，女性們在邁入職場的同時仍被賦

予照顧家庭的責任，對於家庭經濟只是輔助者的角色；而男性則仍被視為

家庭經濟的主要支持者，是「出外打拚」的主要對象，不須也不應負擔家

務。換言之，因應女性勞動力進入職場，在男女雙方共同負擔家庭經濟的

情況下，女性無法顧及家務而出現的缺口，本應亦由男女雙方共同負擔，

但現實狀況卻非如此，兩性之間的實質平等，法規與實際面仍有差距。 

網路日前流傳一篇題為「李安與他的妻子林惠嘉」的文章，提到導演

李安在未成名前蟄伏紐約6年，靠妻子的薪水養家活口，他除了大量閱讀、

看片、寫劇本外，也負責包辦所有家務，每天晚上和兒子「興奮地等待『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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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的獵人媽媽帶著獵物回家』」，6年間，親友對李安有所懷疑，就連林惠嘉

也曾自問，真的要和這樣的人過一輩子嗎？而李安為了減輕妻子的重擔，

也曾想放棄理想，學起操作電腦等謀生技能，因此李安成名後，最感謝的

是妻子對他這段期間的支持。該文除了看到李安伉儷互相扶持不離不棄的

情感外，從另一個角度思考我們也可看到，男主外女主內仍是社會認可的

家庭型態，一旦角色互換，男女雙方都會背負極大的壓力，研究者認為，

這些壓力中並非只是因為，由一方負擔家庭經濟所產生的經濟壓力而已，

如果是林惠嘉賦閒在家，由李安挑起經濟重擔，前述的壓力帶來的衝突也

不會那麼大，所謂的支持情感也不會顯得如此重要。從李安未成名前到他

已經變成享譽國際大導演的現在，這樣的性別分工概念究竟有沒有鬆動或

仍然固著，我們能從男性申請育嬰留職停薪者上面看出一些端倪嗎？基於

這些申請者事實上與社會傳統觀念互相悖離，我們不禁好奇，那些男性是

如何看待自己、看待親職照顧等家務，而這段育嬰留職停薪歷程所遭遇的

問題和發現，又可以為我國推動性別主流化帶來什麼樣的啟示和幫助？另

一方面，在人員留職停薪的同時，對於機關的人力資源管理又會帶來什麼

影響？ 

二、研究背景 

  （一）性別主流化的國際趨勢 

1985年在奈洛比舉行的第3屆世界婦女會議，首次出現性別主流化的概

念，而1995年聯合國在北京舉行的第四屆世界婦女會議中，通過「北京行

動宣言」，正式以「性別主流化」作為行動策略，要求各國將性別平等作為

政策的主流。聯合國婦女發展基金會Corner L.女士指出，「性別主流化」

（Gender Mainstreaming）包括婦女主流化(mainstreaming women)與性別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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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主流化(mainstreaming gender)兩方面；其中性別觀點主流化著重提升決策

者及執行者的性別醒覺意識，和把性別觀點帶入主流的有關技術。菲律賓

總統府全國婦女委員會主席Aurora J. D.在2001年APEC婦女領袖網路會議

（Woman Leaders’ Network，WLN）時則指出，「性別主流化」就是將性別

意識融合到原訂的宗旨、工作目標、運作結構、政策與決策、工作程序、

實務運作、提案、活動計畫、資源分配、及各階層之參與人員中。從兩性

平權到性別主流化，前者仍是設法讓女性適應（fit in）一個原本由男性主

導或佔據的結構，而非挑戰該結構本身所意涵的性別關係；而性別主流化

則不只需要看見性別差異，還必須看到「男」「女」內部都有階級、族群、

年齡、性傾向等各種多元屬性的差異（彭渰雯，2007），「瞭解可能的參與

者的多元性之後，重新設計方案和計畫（Rees，1998，轉引自彭渰雯，

2007）」，其主要對象是政府機構公務人員以及國際開發組織的工作人員，

強調預算編列、效益評估等行政技術事宜（林芳玫，2005），也因為必須了

解、接納性別差異，同樣討論兩性實質平等，性別主流化更強調男性也應

該參與及學習從前刻版印象中劃歸於女性的工作，而非只是一味致力於讓

女性適應男性社會結構。 

至於我國，於2002年制定性別工作平等法，其政策目的在保障並促進

兩性工作平等，貫徹憲法消除性別歧視，促進兩性地位實質平等，該法第

四章促進工作平等措施，對於職業懷孕、生產、育兒除有相關條文保護，

更重要的是提供兩性皆可申請的育嬰留職停薪及育嬰津貼法源依據，並於

第21條規定雇主不得拒絕；此外並於中央機關及各縣市設置兩性工作平等

委員會，以審議相關訴願案件，至於育嬰留職停薪津貼部分，目前勞委會

正研擬半年發放六成薪。惟上開法令係適用勞工，在公務人員方面，亦配

合該法執行相關作業，例如設置哺乳室等，並於2002年7月配合性別工作平

等法，雇主必須同意之強制規定，修正公務人員留職停薪辦法，將育嬰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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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停薪機關「考量業務狀況依權責辦理」改為「機關不得拒絕」；94年我國

舉辦2003國際婦女論壇-「性別主流化」之台灣願景，更呼應性別主流化提

出國際接軌行動宣言。 

今日社會，一方面人口替代率不足，另一方面教育普及女性自主意識

抬頭，女性於就業市場之地位日趨重要，分配在家庭勞務的時間將逐漸減

少，而男性如果能共同承擔出現的家務缺口，則可取得雙方分工上的平衡。

育嬰留職停薪制度的制訂，其背後的隱含價值，主要即為上述因應性別主

流化、或為促進兩性平等，讓男、女雙方共同承擔家庭照顧責任。另一方

面，原本劃歸私領域的生育問題，現在也進入當事人的工作領域，由國家

和雇主共同負擔留職停薪所衍生的津貼成本、代理人和訓練成本，這代表

工作與家庭之間不再存在劃分清楚的楚河漢界，二者必須取得平衡、妥協，

工作不再是一切，家庭也不只是員工必須自行解決的個人私事（當然也不

是夫妻任何一方必須獨立解決的事），在這其中固然有基於人口政策的考

量：生育率降低，政府必須創造生育的誘因，因此重現家庭價值，排除生

育的障礙成為首要。總而言之，育嬰留職停薪制度的產生，其實背負了好

幾項的重責大任。 

       （二）育嬰留職停薪制度執行現況 

在勞工方面，性別工作平等法實施已屆6年，育嬰留職停薪因假期較

長，對於企業人力資源管理影響較大，因此一直是該法在執行上較弱的一

環。而就申請的性別比例來看，基於下列兩項因素，育嬰留職停薪不但在

私部門實行的成效不彰，女性申請的比例更遠遠高過男性：其一，企業界

薪資水準較為彈性、不透明，可由雇主自行決定，女性平均薪資據統計，

至今仍約僅有男性八成，因此請假的機會成本較低；其二，在家務分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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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則因男性被定位為經濟支持者，女性被定位為照顧者的傳統概念仍未

轉變，一旦雙方走入婚姻，育兒之責任泰半落在女性身上，成為已婚職業

婦女一種潛在的工作障礙，形成其選擇退出就業市場因素之一，而男性則

因其為家庭經濟支持者之地位未改，多了家庭成員更加重其經濟負擔，更

無法承擔留職停薪失去主要經濟來源的成本。根據行政院勞工委員會統計

顯示，2002年至2007年申請育嬰留職停薪的性別比例，平均每100位申請育

嬰留職者中，僅不到5人為男性。 

而在公務人員方面，早在1990年性別工作平等法尚未實施之前，公部

門就發布「行政院暨所屬各機關女性公務人員育嬰期間申請留職停薪處理

原則」，惟以當時男女平權之觀念尚未盛行，育嬰留職停薪以女性公務人員

為申請對象。嗣後，1997年訂定公務人員留職停薪辦法，育嬰留職停薪限

父母其中一方申請；至2002年性別工作平等法公布施行後，政府機關亦配

合該法執行相關作業，並修正公務人員留職停薪辦法，公務人員養育3足歲

以下子女者，得申請留職停薪，各機關不得拒絕（原為機關「考量業務狀

況依權責辦理」），並以本人或配偶之一方申請為限，除了限定子女必須小

於3足歲外，對於次數及每次申請天數並無限制（如註解3）。除了育嬰留職

停薪假外，亦擬發放育嬰留職停薪津貼，其法源依據，規範在性別工作平

等法第16條第1項及公務人員留職停薪辦法第4條及第15條，銓敘部又依性

別工作平等法第16條第3項擬具公務人員留職停薪津貼草案。 

至於留職停薪人員所遺工作，依各機關職務代理應行注意事項規定，

可由現職人員代理或以契約僱用、聘用職務代理人；主管人員留職停薪6個

月以上者，得由機關視業務需要調任為非主管職務。而當事人當年因非任

職到年終，依公務人員考績法相關規定，僅能辦理另予考績或無考績，留

職停薪期間因無工作事實，故無考績，亦無工作年資。回職復薪後亦不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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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復原職，回職復職人員除了休假年資因前1年工作日數少，因而復職當年

之休假天數變少外，其他權利並無影響。 

然而，到底有多少公務人員申請留職停薪？研究者試以經銓敘部銓敘

審定有案之人員為範圍，自銓敘部電子資料庫擷取2002年7月至2007年12月

底申請育嬰留職停薪並報經銓敘部辦理動態登記人員資料，經統計後結果

如下： 

圖1-1 公務人員申請育嬰留職停薪人數直方圖（2002年7月至2007年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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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統計資料著重於公務人員留職停薪辦法修正施行（2002年7月）後申請人數之變化，因此2002
年統計期間係當年7月至12月，其他年度為1至12月。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自銓敘部電子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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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公務人員申請育嬰留職停薪性別比例直方圖（2002年7月至2007年12月） 

註：本統計資料著重於公務人員留職停薪辦法修正施行（2002年7月）後申請人數之變化，因此2002
年統計期間係當年7月至12月，其他年度為1至12月。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自銓敘部電子資料庫 

圖1-1顯示，申請育嬰留職停薪的公務人員人數，2002年7月至12月有189人，至

2007年業增加到560人，而圖1-2則說明以每年申請人數為100%來看兩性申請之比

例，男性公務人員申請育嬰留職停薪人數皆約佔總申請人數一成左右。亦即，自性

別平等法實行以來，公務人員申請育嬰留職停薪人數雖有逐年上升的趨勢，但在各

年的申請者中，女性仍佔約90%，男性公務人員申請比例並未依年度增加。固然法

令並無不平等或歧視之規定，然而落實在執行上卻仍有落差，暫離職場所衍生的成

本（如專業能力的流失，復職重新適應的時間成本、工作位置無法回復…等），應該

是男女雙方承擔的機會均等。並且，在兩性平等的典範已轉移為性別主流化—不僅

僅是女性去適用男性的框架，而是了解兩性的差異後，重新設計政策—後，藉由了

解男性公務人員育嬰留職停薪的歷程，或者可從另一積極主動之角度，反思男性對

於育嬰等家務及其對自身性別角色之定位，進一步思考如何使該政策更為兩性所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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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除了女性公務人員仍佔申請育嬰留薪停薪人員中極大比例外，雖申請育

嬰留職停薪的公務人員人數呈現緩步上升的趨勢，但是類人員嗣後約有14%的比例

會離職，相較於公務人員永業制之特質，有偏高之虞；如再將離職人員依性別分計，

所得結果如下： 

表1-1 公務人員申請育嬰留職停薪後離職人數統計表（2002年7月至2007年12月） 

 離職人數 申請人數 百分比 

男性 39 225 17.3% 

女性 335 2415 13.9% 

合計 374 2640 14.2%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自銓敘部電子資料庫 

表一顯示，申請育嬰留職停薪的公務人員，平均有14.2%的離職率，其中男性

佔17.3%，女性佔13.9%，我們可以發現，雖然申請育嬰留職停薪的男性公務人員在

人數上與女性有很大的差距，但他們在留職停薪後離職的比例卻明顯高於女性。然

而留職停薪制度，在人力資源管理理論上是一種福利措施，機關付出申請人留職停

薪期間的招募及訓練代理人的成本，換取申請人人力資本價值的提昇（如進修留職

停薪）或對組織的認同感，若申請人留職停薪後離職，對於機關人力資本的積累是

一種損失，而在目前社會觀念上，多數人仍認為男性是家庭經濟的主要支持者，男

性公務人員申請育嬰留職停薪後，其離職率竟大於女性，更是一個值得探討的現象。 

綜合上述，我們可知公務人員的育嬰留職停薪，比私部門多了復職的保障，及

俸給的平等，就邏輯上而言，業已提供男性申請之利基，保障其職涯之永續，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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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比例應大幅提升，然而就實施現況看來仍存在不少問題：其一，女性公務人員申

請人數仍遠大於男性，顯示育嬰留職停薪除了給予公務人員在家庭與工作間取得平

衡的彈性外，對於性別主流化並無實質幫助；其二，申請育嬰留職停薪的公務人員，

嗣後離職率高，尤其男性公務人員的離職率遠高於女性。育嬰留職停薪雖然給予公

務人員一個家庭工作兼顧的方向，然而如果導致組織人力資本的流失，對於組織競

爭力將有負面影響，這樣的政策效果並非政策設計伊始就預期或樂見，亦有損公務

人員育嬰留職停薪政策之美意。因此，本研究將透過訪談男性公務人員育嬰留職停

薪之歷程，期能就上述現象加以深入探討，並對該政策進行回饋，以使公務人員育

嬰留職停薪制度能被更完善地使用，並對個人與組織皆造成良好效果。 

為期釐清本研究之學術定位，並據以發展研究問題，以下將先檢視有關育嬰假

制度之相關文獻，以先行了解育嬰假在各國實施之相關情況，及影響其執行成效之

相關因素。 

 

第二節 文獻檢閱 

本節分為二部分，首先檢閱各類文獻中，討論育嬰留職停薪假之相關問題，包

含是類假期的理論基礎、各國對於其制度面、執行面的研究及可能的影響因素等；

第二部分再針對性別角色，討論男性與女性對於育嬰留職停薪所持看法之差異，其

中瑞典與美國有若干實證研究。 

1 有關育嬰留職停薪制度之相關研究 

（一）價值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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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留職停薪（leave without pay），其背後理論的支撐點在那裡，並沒

有太多文獻著墨於此，張火燦（1998）認為在人力資源管理上，留職停薪應

歸類於福利的一種。相較薪酬，福利只要是組織成員即可享有，不會因績效

的不同而給予不同的待遇，薪酬可能隨績效而有不同，因此有論者認為，雇

主提供福利通常可增加組織成員的承諾，提升其對組織的滿意度以吸引和留

住人才；對應Frederick Herzberg（1959）的雙因子理論，福利措施應屬於外

在因素(又稱保健因子，hygiene factors) ，因此，組織實施育嬰留職停薪與否，

與員工績效並無實質相關，對於工作滿足感的提升幫助亦有限，但若沒有育

嬰留職停薪政策，員工對組織工作環境較可能產生不滿，甚至考慮離職。 

留職停薪假的種類不只育嬰，對於育嬰留職停薪背後價值基礎的討論，

見於”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1997）、劉梅君（2002a）、許婷雯（2005）

等人。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1997）認為育嬰假得法制化是因為隨著

女性加入勞動市場、雙薪或單親家庭等的比例皆逐漸提高，工作安排必須更

有彈性外，員工必須將工作和家庭結合的壓力亦提高，且與傳統的產假

（maternity leave）相較，前者在乎的不僅是母體的健康，還有子女的教育，

這也因應了人們愈來愈注重教育的趨勢；此外，它讓父母雙方皆具申請資格，

因應上述對工作安排更有彈性的需求，及回應女性加入勞動市場後，爭取性

別平等的呼聲。 

劉梅君（2002a）以責任觀點切入，認為當育嬰留職停薪正式列入一項假

別後，即表示其產生的部分機會成本將由雇主、國家及個人3方面共同承擔；

在國家方面，本來由人民負擔，屬於私領域的「家事」成為國家責任的一部

分，由國家集合社會資源及力量，規畫一套福利制度，並在其中扮演監督協

調的角色；而在雇主方面，則係考量到申請人在請假期間所從事的，並非是

僅對自己有利的私事，而是在培育國家未來的勞動力，進行「資本積累」，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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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有上一代的生產力並進行消費性活動，才有企業生存的空間，然而如果沒

有下一代生產力，則企業活動亦將面臨後繼無人的窘境。 

許婷雯（2005）則聚焦在個人責任成本上，雖然國家與雇主分擔了個人

在家務責任上的成本，然而個人也必須擔負對未來的不可預測性（包含工作

位置無法回復、環境的重新適應、專業能力的流失、薪資水準下降），甚至職

場形象惡化，被認為重家庭、輕工作的新烙印，其負擔並未減輕。更進一步

地，在個人責任方面，還可細分為家庭中男方或女方的責任，如劉梅君（2002a）

就認為，雖然在生理機能上的確只有女性才能懷孕及哺乳，然而在生育後的

子女養育部分，男性只要有意願，仍可成為稱職的照顧養育者，子女養育，

是男女雙方共同的責任。 

由此可知，育嬰假係基於社會環境的變化—即女性勞動力的加入而產

生，為適應此變化，原由女性擔任的家務責任即分由國家、雇主及家庭中的

父母雙方共同擔任，事實上父母雙方共同負擔家庭照顧之責，有助於子女性

格之養成，並且如同上段所述，亦可提高工作與家庭間相互配合、取得平衡

之彈性。然而當制度落實執行後，產生的效果是否如同預期？下段將檢視討

論各國育嬰假制度執行情形之相關文獻，以窺究竟。 

     （二）制度設計 

對於各國育嬰假的文獻討論，必須先作說明的是，各國對於育嬰假是否

另發給津貼情形不同，並非一概皆為「留職停薪」，如瑞典及德國皆規劃有津

貼的補助；至於可申請假期的期間亦長短不一，有小孩5歲前享有13週的無給

育兒假（如英國），有的甚至可以延長到小孩就學前，因此，在定義上無法以

我國所稱「育嬰留職停薪」概之，故本節討論皆以較廣義的「育嬰假」統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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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育嬰假制度的文獻，多集中於西方國家，包括歐洲、澳洲及美國，

尤其瑞典，因該國福利制度完善，尤其針對男性育嬰有更為積極的作法，因

此討論瑞典的文獻也相對較多，如Seward，Yeatts，& Zottarelli（2002）、”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1997）及洪文龍（2004）。 

Seward等（2002）人著重在比較瑞典與美國在制度及父親涉入程度之差

異，從中可得知瑞典較之美國，不但制度完善，有專屬父親的育嬰假，也有

津貼，而美國在這方面則起步較晚，在1993年施行的家庭與病假法案（Family 

and Medical Leave Act，FMLA）中才規定，員工人數50人以上的僱主，每1

年必須給予員工12週的無給假，包含懷孕、妊娠、收養孩子、家庭照顧及重

病假。洪文龍則進一步在瑞典的制度上有較為詳細的描述，包括於1974年實

施親職保險，其後進一步實施「準爸爸訓練計劃」、「父親月」，培訓男性義工

擔任「爸爸訓練員」等政策，目前瑞典親職保險包括：孕婦津貼、夫妻育嬰

假、臨時照顧假，以鼓勵男性參與親職照顧，洪文龍認為，我國可效法瑞典

的作法，以政策工具提供男性育嬰的誘因。 

另外，Chapman（2007）提到澳洲在1996年訂定勞工關係法（Workplace 

Relations Act.），在公平薪資和條件標準（the Australian Fair Pay and Conditions 

Standard, AFPCS）中規範了52週的留職停薪育嬰假；且2005年8月勞資關係

委員會的一項裁定中，更將是類育嬰假延伸為夫妻雙方面可以同時請最長8

週的假期，並可要求在小孩就學前只擔任兼職工作。”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1997）則討論歐洲各國實施育嬰假的情形，及影響育嬰假執行的因

素。指出因國情不同，各國分別有不同的家庭照顧制度，對於育嬰假與產假

的定義亦差異甚大，有些國家甚至並非以法律，而是以集體契約訂之，因此，

歐盟為此訂定一指導原則（the European Directive），作為其成員訂定育嬰假

制度的底線。然而這些國家育嬰假的發展，有給予法制化地位的國家數愈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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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多，給假期間愈來愈長，且留職停薪的方式多樣化、彈性化的趨勢。 

有關各國育嬰假制度設計概況，除上述研究外，劉梅君（2004）比較各

國育嬰假制度規畫，了解其實際運作情形，做為檢視我國限制之基礎，藉以

指出未來所應進行之興革事項，並討論我國發放育嬰津貼之可行性， 她整理

各國育嬰假及育嬰津貼施行方式如附錄1，經研究者整理如下表： 

表1-2 各國育嬰假制度比較表 

 育嬰假之申請資格及給假方式 

瑞
典 

1. 合併產假與2. 育嬰假，3. 父母共可申請480天。 
4. 父職假(父親日)：父親可以在孩子誕生後，5. 或開始被養父母照顧的

60天內請10天假，6. 自2001年7月1日起，7. 父職假在某些特殊情況

下可以轉移給父親以外的人。 

加
拿
大 

聯邦： 
在同一雇主已工作超過6個月。小孩出生或合法收養後52週內請假，育嬰假

為37週(父母合計)，若與產假合併申請，最長為52週。 
愛德華王子島(Prince Edward Island)： 
至少工作滿20個月;4週前提出申請;育嬰假為35週(生母之育嬰假與產假合併

則為給52週)。收養假則為52週。 
魁北克省(Quebec)： 
1. 另制訂有父親專門之特別育嬰假。除此之外，2. 該省有給生產及收

養時5日之假期，3. 此5日並非產假，4. 該省另有產假18週，5. 該5日
假期前2天之部分為有薪。 

6. 無年資要件; 3週前書面通知雇主; 父母共有連續52週; 父親特別育嬰假

係於其自己的孩子出生連續5週。 

日
本 

養育1歲以下子女的受雇者，不論男女皆可提出育兒假的申請。在法律上「親

子關係」的認定，係以受雇者的親生子女或養子女，同住1戶且有監護撫養

事實者。原則上1個小孩只能申請1次育兒假，每次最長1年的時間。 

美
國 

1. 受雇於50人以上的機構，2. 前1年至少工作1,250小時以上。 
3. 合格員工得因新生或收養幼兒享有12週無給休假。 

英
國 

1. 父母可享14週育嬰假，2. 且夫妻間不3. 可以互相轉換 
4. 母職假：18週; 父職假：孩子出生前後的假 
5. 育嬰假在孩子5歲前行使，6. 領養的孩童另行規定（領養3歲以下孩童，

7. 5歲前行使；領養3-8歲孩童，8. 領養2年內行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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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國 

1. 育嬰假申請權：享有該子女之監護權、親自照顧並教養該子女，2.
 女性與3. 男性受僱人就於同4. 一家庭中同5. 居之子女，6. 得申請育

嬰假。育嬰假之申請權期間，7. 至該子女滿3歲止。子女為收養與8.
 全時或收養照護者，9. 育嬰假不10. 得逾申請權人收養日起3年，11.
 最多至該子女滿8歲止。 

12. .從事就業勞動工作的母親或父親，13. 均享有申請育嬰假的權利，14.
 期限為最多36個月，15. 亦即至子女滿3歳為止。這是屬於受僱人向

雇主所得行使之「16. 不17. 給付工資之留職停薪請求權」18.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自劉梅君（2004，p.152）  

劉梅君（2004）指出，各國育嬰制度的法源依據互異，有的是單獨立法、

如日本、德國及美國；有的則是納入社會保險法中，如瑞典及加拿大。其次， 

瑞典有一項制度上非常特殊的地方：自1995年開始有所謂父親月及母親月，

制度性強迫男性員工分擔育兒工作。復次，就申請資格而言，年資、子女年

紀、親生或領養的差異，會影響請育嬰假的資格及期限。至於申請程序，申

請者須在育嬰假起始日前一定時日，以書面申請，載明起訖日期，請假的期

間及方式等；同樣在育嬰結束前有通知雇主回返工作的義務。若有提早回復

工作的需要，則也以書面方式，於預定回返工作的一定期間之前告知雇主。

雇主的權利及義務也有相關規範，如在日本，勞方申請育嬰假後，法令規定

雇主需明示勞方育嬰期間及復職後的勞動條件，及相關權益的保障。同時，

雇主也有責任說明員工請假期間之人力計畫、雇用管理措施等。在歐盟國家，

法令提供雇主在具有合理理由的情況下，得以拒絕員工申請相關假期。 

參考以上各國情形，我國在勞工部分係單獨訂定性別工作平等法，公務

人員部分則規範於現職公務人員留職停薪辦法，兩者並不一致；其次，我國

對於子女的定義，並不因婚生、非婚生、或養子女，而在請假的期限上有所

差異；在申請程序上，亦未規範需在多久之前提出申請，如此，可能使公司

或公務機關會有人力調度上的疑慮，在勞工方面，容易提高拒絕之機率，而

公務人員方面也可能因人力調度不便而有其他申請時的阻礙，此將於以後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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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討論。另外，在提出申請後，公務人員方面係規定機關不得拒絕，而勞工

方面則規範「得」申請育嬰留職停薪，亦即保留雇主的最後決策權利，並且，

一旦答應申請後，受雇者在留職停薪屆滿申請復職時，雇主除有特定理由經

主管機關同意，否則不得拒絕，這也可能導致雇主一開始就阻絕受雇者申請，

以免滋生人力調度上的困擾，在這方面公務人員係屬永業制，有復職保障，

相較於勞工穩定得多。最後，瑞典以「父親月」的政策，強制男性投入育嬰

工作，係屬規範更為先進完善；加拿大魁北克 省雖亦有專屬父親的育嬰假，

惟僅限於自己的孩子出生前5週，較之瑞典仍有一些不足。而相較於各國，我

國性別工作平等法及公務人員育嬰留職停薪辦法僅係一般、通則性之規定。 

     （三）影響因素 

討論各國實施育嬰假情形的文獻，多半會分析影響其執行的因素，如

Chapman、Fried、Lent等，我國則散見於各碩士論文。 

Chapman（2007）比較了澳洲現行的育嬰假與傳統的Harvester family有

何不同，提到澳洲制度和立法者及該國家對育嬰假的價值判定有關，他們在

1907年勞資關係委員會（Australian Industrial Relations Commission）主席

Higgins在對家庭的概念的定義中，認定生理母親為嬰兒的主要照顧者（父

親是主要的經濟提供者），此定義影響了澳洲之後的勞動法規及社會價值

中，將女性視為家庭照顧者身分的認知。雖然晚近(2005年)澳洲已規範夫妻

雙方可以同時申請長達8週的育兒假期，然而Anna C.認為，因為社會價值仍

將母職（motherhood）與養育（nurturing）連結；父職（fatherhood）與經濟

養育（economic parenting）連結，且女性在澳洲社會擔任臨時工作的比率亦

高於男性，因此復職的機會較低，無法將上述Higgins將女性定位在母性照

顧轉變為定位經濟市場，母親申請育嬰假的比率仍遠高於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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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1997）則以宏觀面角度來看，介紹影響

歐洲各國育嬰假制度的因素，指出各國如何看待其人口政策及雇傭制度，對

經濟、機會成本及性別平等採取何種觀點，亦影響育嬰制度的設計。例如法

國育嬰假只有在2項條件下給付津貼：父母其中一方在家，並生育第2個孩子

時，或為單親家庭時。此時，津貼便作為使女性暫離職場及提高生育率的誘

因。 

除了宏觀角度上，立法者的價值判定或其他政策因素會影響育嬰留職停

薪度外，也有文獻討論育嬰假與個人工作場域的關係，例如 Fried（1998）

針對美國一家大型私人公司申請育嬰留職停薪的員工進行訪談，試圖發現育

嬰假與組織文化的關係。指出影響育嬰假制度的實施，除了家庭成員的經濟

成本（包括申請者本身的薪水、因育嬰假而發放的政府津貼或復職的難易等）

是重要因素外，在工作場域中，其他同事的經驗、請假期間的長短、對同事

造成的影響（對同事造成的負擔過大也會影響當事人的工作評價）及復職的

承諾都會是申請人考量是否請假的因素。 

另外Lent等人（2000）針對加拿大醫師申請育嬰假進行研究，發現如果

是專業人士，除了歸於生理需求的經濟因素外，與心理需求相關的職涯發

展、升遷等因素，也是影響育嬰假能不能被廣為申請的主因。雖然醫師們在

經濟方面不虞匱乏，他們仍會急於在最短的時間內回到職場，害怕離開職位

會對其在研究領域或職涯上的地位造成負面影響，也害怕對其他同事造成不

便，有趣的是，他們認為如果是他們的同事申請育嬰假，所造成的上述負面

影響將會比較小。由此可以看見申請育嬰假者，其內在對於請假在工作上可

能造成的負面影響仍存在有焦慮感，專業人士更可能如此。  

至於我國的育嬰留職停薪，因勞工方面係規範於性別工作平等法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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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對於該制度的實際狀況討論，在碩士論文方面，除了許婷雯（2005）及楊

蕙蘭（2006）係針對育嬰假制度討論外，多於檢討性別工作平等法的施行情

況中提及，且以雇主的觀點切入，例如孟繁婷（2004）針對公營事業及私人

企業進行統計，林明達（2003）及胡淑賢（2003）則實際訪談企業人事主管

及受雇員工，胡淑賢並將對兩性平權實施情況與受僱者行為表現作相關性分

析，皆發現性別工作平等法各項促進性別平等的政策中，因育嬰留職停薪期

日較長，多數雇主考量人力資源管理等因素，是最難落實執行的一種，甚而

有雇主明白表示不讓員工申請育嬰留職停薪。此外，對於考績評等的影響也

會成為是否考慮申請育嬰留職停薪的因素之一。 

而關於我國2篇專門討論育嬰假制度之碩士論文，許婷雯（2005）係為

了解育嬰假對於母職之意識形態、工作態度及職場發展之影響，以深度訪談

的方式訪談5位女性申請者，1位男性申請者（研究當時還未開始請），公私

部門皆有，發現多位受訪者已然改變的母職意識型態，以及她們將育兒工作

視為己任的態度，符合了父權文化的期待，並與父權下的傳統性別分工意識

型態取得一致，因此許婷雯也質疑，育嬰假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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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強

化原本社會上的母職制度？另一方面，育嬰假也可能被視為是勞工「重家

庭，輕工作」的標記，因而使女性勞動者背負一個新的烙印。其觀點恰好給

予本研究一個思考的角度：如果女性員工申請育嬰假是傳統性別分工意識型

態的再社會化，那麼，由男性員工申請育嬰假，是否代表這樣的傳統性別分

工有鬆動的現象？針對這樣的性別分工，男性受訪者又是如何定位自己的

呢？ 

與許婷雯不同的是，楊蕙蘭（2006）僅針對公務人員的部分探討育嬰留

職停薪制度，由於研究公務人員育嬰留職停薪制度的文獻幾乎闕如，此篇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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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該領域的先驅性研究，其同樣以訪談公務人員（男性與女性皆有）的方式

企圖了解實際使用育嬰留職停薪假的公務人員，他們的考量、經驗、建議及

期待。研究結果指出，公務人員申請留職停薪，回職復薪後其休假年資中斷，

是當事人最介意亦最迫切需要修正及迅速可行的，而所謂小孩滿3歲前皆可

申請留職停薪，這「3年」亦應有彈性空間，不刻意界定是那3年較符合實際

需要。立基於楊蕙蘭的研究，我們對於公務人員育嬰留職停薪制度的執行情

況及申請人對該制度之觀感，已有概括性的理解，得以進一步針對不同性別

的申請者針對性別分工等層面進行研究，該研究結果亦可作為本研究之參照

及相互驗證。 

綜合言之，育嬰假制度落實在政策上，除了會受到當地文化、社會價值

等的影響而產生不同的效果外，制度本身也隱含該國立法者自身看待育嬰假

的價值、考量及目的，因此，育嬰假制度其實並非可單獨存在，其可做為人

口政策、經濟政策的政策工具，且事關勞動力的管理，亦將與一國的生產力

狀況息息相關，遑論性別政策、托育政策、其他社會福利政策與育嬰假制度

間的緊密連結，員工所在組織的人力資源管理政策及員工個人的職涯發展等

成本考量亦是影響因素之一；因此從另一個角度來看，我們也可以說，單單

只有育嬰假制度獨立存在，其執行並不能產生良好效果，需要有其他上述政

策的相互配合及補強，尤以，托育政策與育嬰假之間最為緊密相關。此外，

各國雖依國情不同，在本制度發展各異，但仍然持正面的態度，致力使其與

工作間的關係更為平衡，家庭價值逐漸彰顯，惟在台灣，育嬰假執行情形囿

於人力調度，似乎推行時遭遇較大阻力，甚至雇主配合度甚低，少數的申請

者亦多為女性，有傳統性別分工意識型態再社會化之勢，而在公部門制度執

行方面則少有相關研究。 

二、由兩性觀點探討育嬰留職停薪制度 

 19



上節藉由討論介紹各國育嬰假制度的文獻，大略了解各國制度概況及影響

育嬰假執行成果的因素，我們發現，除了人口政策、雇傭制度等係國家經由制

度設計影響育嬰假政策外，在個人的考量上，是否申請育嬰假與其經濟成本、

工作環境及個人職涯發展亦有關聯，而這些影響因素其實都與「性別角色」有

連帶關係，因為請假意味著暫離職場，帶來的是所得的喪失、職涯的中斷，在

性別角色扮演上著重經濟、工作相關者，對於請假背後的成本就必須加以考量

與計算。緣此，下段即著重於討論各類文獻中，觀察及比較男性與女性對於自

身性別角色的定位，及不同性別的申請者申請育嬰假情形之差異。 

1 男性的性別角色 

由於女性一直是傳統性別分工下較為弱勢的一群，連帶討論性別分工、

性別角色，尤其是針對家庭角色的研究時，以女性為討論對象的文獻亦占絕

大多數。在少數討論男性性別角色的文獻中，王舒芸與余漢儀（1997）觀察

在雙薪、育有六歲以下小孩的家庭裡，男性扮演父職角色上的行動特徵，發

現男性係處於「選擇性育兒」的角色，文化規範對傳統性別分工的定義與制

約透過社會化歷程，不但削弱男性的育兒意願，也使各種傳授育兒知識的管

道充滿性別區隔，再加上資本主義的勞動市場體制在工作結構與制度中予以

強化、社會政策與福利服務亦複製與維繫這樣的分工模式，終於形塑了不利

於父親角色發展的社會脈絡與文化氛圍。 

張晉芬與李奕慧（2007）則利用「社會變遷調查」2期2次（1991年）、3

期2次（1996年）和4期3次（2002年）3個時點的調查結果分析比較這11年間

台灣社會家務分工性別化的變動與解釋，發現性別角色態度的確有開放的趨

勢，但性別分工（如洗衣服成為女人的家事、修繕是男人的家事）仍十分明

顯，因此，關於台灣社會性別平等的說法，不能僅從性別態度的開放推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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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需要對是否有平權行為作實質檢驗。此外，朱蘭慧（2003）採用生命史研

究法，以深度訪談方式探討男性在其生命歷程中，影響其性別角色刻板印象

形成及鬆動的因素，指出父母教養、城鄉差距、老師與學校課程、同儕互動、

電視與電影及職業關係等，會促成性別角色刻板印象的形成及固著；電視電

影、愛情、家務訓練、母親大權在握、親戚生活經驗、學校課程、能幹女老

師之表現及個人特質等因素，會使該性別角色之刻板印象鬆動。 

經由王舒芸、余漢儀及朱蘭慧等人的研究，我們可知男性性別角色的塑

造，其實是在其生命歷程中不斷形塑及強化的，其中社會文化、制度規範、

資本主義勞動市場的體制、學校與家庭對於性別角色定位的灌輸都是影響因

素之一。因此也衍生出張晉芬及李奕慧的研究，男性組成家庭後，縱使在觀

念上因女性運動的努力，對於性別刻板印象有鬆動及開放的趨勢，然而既有

觀念的固著，落實在家庭角色的扮演及家務的分工等實質行為上，仍然有明

顯的性別差異。故而，本研究所欲探究的男性公務人員選擇育嬰留職停薪，

是否亦代表其看待自身的性別角色或對於家務分工的概念，已與傳統刻板印

象不同？亦值得我們注意。而透過下段文獻分析，將使我們更明確了解男性

願意或不願意申請育嬰留職停薪的因素。 

（二）育嬰留職停薪與性別角色 

在實際社會情況上，大部分女性仍是家庭勞務的主要負擔者，為了符合

社會及家庭給予的期待，投入職場的婦女（不管是為了經濟因素不得不投入，

或者是為了實現自主性）除了工作還必須分出心力兼顧家庭，如此就對她們

在職場上的表現及成就產生影響，甚至形成就業阻礙，迫使女性在無法兼顧

的同時放棄職場。根據前述行政院勞工委員會統計數字--2002年至2007年申

請育嬰留職停薪男性僅佔全數5%不到--我們可知雖然隨著時代前進，更多父

 21



母們投入職場而非無業在家，且男性的確比以往更投入與家庭照顧，然而男

性申請育嬰假的比率還是大大低於女性。 

洪惠芬（2003）指出，勞動市場的性別體制，不只在機會上求平等，也

要求進一步的結果平等。雖然政策上並未限制男女申請比例，但卻仍然造成

不平等的結果，因此我們藉由檢視相關進行育嬰假制度實證研究，以求了解

在這些曾經實施育嬰假制度的國家或企業中，真正影響員工申請育嬰假的因

素有那些，政策面與執行面之間的落差，背後究竟是那些因素在影響。而經

由文獻研究者發現，影響員工申請育嬰假最基本而重要的原因，仍是經濟因

素及性別角色交錯作用，與其衍生而來的工作場域、申請期間等，各國文獻

中仍以討論瑞典的最多。 

首先，由於育嬰假多是無給假，夫妻雙方會考量以經濟成本最低的方式

去申請，以瑞典而言，其職業性別區隔仍然嚴重，男性從事的行業（多為科

技業、主管職）薪水多比女性（多為中小學教師、服務業或兼職工作）為高，

因此即使有津貼，男性還是較不願意請育嬰假，為扭轉此種差異，針對家庭

勞務及育嬰責任的負擔上，瑞典的確有採取較積極的政策，以鼓勵男性共同

負擔家庭照顧之責（參考陳貞蘭，2004；雷蓓蓓，2004），如上述的「準爸爸

訓練計劃」、「父親月」等；而在台灣，至今尚未提供的育嬰留職停薪津貼也

使得育嬰留職停薪成為「富人條款」（劉梅君，2002b），因為有的家庭無法承

擔一份薪水的損失，因而放棄申請育嬰留職停薪；此外，美國也有相同情況，

Han & Waldfogel（2003）統計1991-1999年出生的孩子，其父母申請育嬰假者

指出，雖然FMLA提供了無給育嬰假，但對於男性員工並沒有顯著影響，而

女性員工在小孩一出生前仍會先申請有給假（如病假），若有需要才會再持續

申請育兒假，津貼的給予也會提升申請育嬰假的比例或延長育嬰假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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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傳統性別角色所導致的職業性別區隔，男性薪資普遍高於女性，因

此經濟因素也導引並加重兩性申請育嬰假比率懸殊的情況，工作場所及職場

文化對於男性員工申請育嬰假產生的影響因而大於女性。例如，Bygren & 

Duvander（2006）對於瑞典員工申請育嬰假進行量化研究，指出在小型、私

人且以男性主導的工作場域，男性員工較不會申請育嬰假；即使在瑞典，平

均而言，女性申請育嬰假的時間約1年，而男性僅1至2個月； 另一篇Seward

等人在一項比較瑞典與美國育嬰假執行情形的研究發現，男性雖然會因為經

濟因素而傾向申請較短時間、有給的陪產假或育嬰假，但其中潛在的理由，

一部分是希望避免和傳統的性別區隔（gender-based division of labor）挑戰，

意即，他們仍期望女性才是那個兼職工作並承擔親職照顧的一方，而職業性

別區隔的勞動市場和日間照顧中心的缺乏也強化了這個趨勢（Seward等人，

2002）。 

此外，Dermott（2001）依英國男性對於育嬰假的態度，分為不申請者（no 

leavers）、申請陪產假者（paternity leavers，有給）和申請育嬰假者（parental 

leavers，無給）三類進行實證研究，指出英國24%的公司有陪產假提供其男

性員工申請，研究發現，申請陪產假者只是跟著社會規範—建議父親應在母

親生產時給予陪伴—的腳步走，其對未來生活方式要如何因應小孩的來臨而

作改變並沒有更進一步的考量，其決定是奠基於想和小孩擁有親密關係的期

望上；而不申請者認為父親和母親在親職照顧上有明顯的分界，女性在小孩

出生後在親職照顧方面仍具有優先性。因此，雖然英國政府在政策上是鼓勵

父母共同分擔育兒責任，但如果育嬰假都是女方申請，則該制度只會強化男

女性別區隔而已。而台灣情況又是另一種情況：因我國軍公教婦女工作穩定，

復職較為容易，也常被迫成為申請育嬰留職停薪的一方（劉梅君，2006b），

工作性質仍對雙方申請育嬰假的考量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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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影響申請育嬰假的因素，還包括教育程度、申請期間的長短等。

Sundstrom和Duvander對在1994年有小孩出生的家庭進行實證研究，分析出在

相同的薪資水準下，本身教育程度較高或配偶教育程度較高的男性較願意申

請育嬰假—顯示教育程度與分擔家庭照顧觀念的有無具有相關性。然而這仍

是一種雙方之間談判適應的過程，例如，若女方希望盡快回到職場，男性將

會較願意也分擔一些請假的時間，但他們仍會衡量申請育嬰假對其工作帶來

負面效果的大小而作決定，亦即，如果申請育嬰假對於他們的復職的薪水、

職位有較大的負面效果，那麼仍會抗拒請假（Sundstrom & Duvander，2002）。 

針對育嬰留職停薪如何在實質上促進兩性間「結果」上的平等及落實執

行，我國有尤美女（2002）提出應配合教科書及教師去性別刻板化、舉辦女

性領導人才訓練、提造無性別劃分之工作環境等，或「伴隨著包括價值、認

知以及文化等等社會性工程的同步改造」（王順民，2002），總而言之，即係

將平權觀念多方面深入日常生活；而政策制定上，勞委會業於2006年10月26

日通過「育嬰留職停薪」適用全體勞工的規定，如果雇主拒絕發給勞工留職

停薪請假證明，勞工可依《就業保險法》提出申訴或控訴，雇主就有觸法之

虞，至於育嬰津貼部分，現階段將採漸進、附條件的處理模式，第一階段計

畫以育嬰假期間，可領6個月六成薪的方式處理。藍夏瑩（2005）亦提出可朝

研究增加上班時間之彈性、准予公務人員育嬰留職停薪期間得補繳退撫基金

併計退撫年資、研究育嬰留職停薪津貼之發放方式、加強各機關（構）設置

托兒設施或提供適當托兒措施等方向努力。 

  三、小結 

綜觀上開文獻，我們發現各類討論育嬰假制度的研究皆由勞工的觀點出

發，與公部門相關的部分僅有在政策設計上加以討論—當然，勞工包含絕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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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數所有受薪者，其研究有較大的適用性。然而也因為如此，是類文獻其研

究場域與公務人員不同，我國公務人員永業制的特質，相對於勞工須考量復

職的困難程度、復職後的薪資、職位是否依舊，似乎為育嬰假提供一個在公

部門可順利施行的利基，而公部門「依法行政」的特質，也因育嬰留職停薪

業明文規範於「公務人員留職停薪辦法」而降低申請障礙，然而，雖然表面

上公部門對於執行育嬰留職停薪有較多有利因素，其中也許仍有潛在的不利

因素或是值得再進一步深究的現象，例如公部門的組織文化一向被認為較私

部門傳統、保守，這樣的特質會不會也反應在性別文化上，因而使男性公務

人員囿於工作場域的特性而降低申請育嬰留職停薪的意願？或者，既然任職

軍公教的婦女，會因復職容易，而被認為是應該申請育嬰留職停薪的一方，

理論上任職公職的男性是否也應該如此？由檢視公務人員育嬰留職停薪制度

的實施現況，我們懷疑除了申請人數有增加的趨勢外，該政策是否有如預期

達到兩性實質平等的效果；是否對該組織人力資源管理有負面影響，因此，

我們有興趣在這方面加以探討，而從各類研究中分析出來影響申請育嬰假的

主要因素，將可以提供我們在接下來的研究作為訪談材料。 

另一方面，政府部門對於育嬰留職停薪政策不管是針對私部門或公部

門，雖然有少許統計數據，並將之納入性別工作平等法規範內，但卻未針對

統計結果進行更進一步之檢討分析，並擬具具體促進兩性實質平等之改善方

案，僅僅以提高生育率作為考量，著墨於設計津貼發放方式，並擴大適用範

圍，由上述討論亦可得知，育嬰假如果沒有其他相關的配套措施，甚至如同

瑞典以更積極的方式鼓勵男性參與，則表面上夫妻雙方皆可申請的育嬰假將

成為只是提供職業婦女另一種請假名義罷了。以德國為例，他它們一直將育

兒福利政策放在婦女身上，是全歐生育率最低的國家，自2007年起，已推動

「爸爸計畫」，男性亦可申請產假和育兒假，假期長達14個月，且可支領六成

七的薪水。似乎德國這個全歐洲生育率最低的國家，也已經開始了解兩性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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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分擔家庭照顧責任的重要，因此以積極鼓勵男性參與的育兒政策，期望提

高生育率。 

因此，無論是以最近的德國為例，或由上述文獻討論得知；無論出發點

是因應少子化危機，重現家庭價值，或使兩性政策在結果上趨於平等，僅僅

規範出一個兩性皆可申請的育嬰假皆無法達成目的。因此，透過了解男性公

務人員申請育嬰留職停薪的歷程，從他們的經驗也許可以獲知男性在考量申

請時背後的影響因素、社會文化、制度及組織環境與其個人間的互動，據此

討論如何使公務人員育嬰留職停薪制度之施行更符合性別工作平等法中，促

進兩性平等之政策目的。 

 

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文的研究目的有二，在實務的目的上，如同前述，性別工作平等法之立法意

旨，在該法第1條即已明訂，係為保障兩性工作權之平等，貫徹憲法消除性別歧視、

促進兩性地位實質平等，然而，不僅在以營利為目的私部門，育嬰留職停薪窒礙難

行，配合該政策實施的公務人員留職停薪辦法，育嬰留職停薪部分執行情況亦未見

佳，育嬰留職停薪的影響，除了貫徹性別主流化之要旨外，如前述文獻討論，亦與

人口政策息息相關，因此，不管是推動兩性平等，或因應少子化之衝擊，育嬰留職

停薪政策都應成為男女雙方樂意且勇於申請的其中一項留職停薪假。另一方面，在

考量給假同時，留職停薪甚或離職帶給組織之影響亦不容小覷，因此本研究試綜合

文獻發現之各類影響因素，藉由訪談男性公務人員申請育嬰留職停薪之歷程，及復

職或離職後的感受，對公務人員育嬰留職停薪政策所產生的政策問題意涵加以分析

討論，以幫助未來申請者及組織實現雙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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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學術的目的上，由於國外雖有針對男性受訪者的實證研究（如Dermott針對

英國男性員工分不請假、請陪產假及請育嬰假3者進行訪談），惟國情與制度不同，

研究方向亦有別，是類文獻恰好成為本研究對於政策方向上參考之對象。而國內對

於育嬰留職停薪制度之研究，多數僅針對性別工作平等法在私部門執行之情形，利

用訪談或問卷方式蒐集資料予以評估，且在這些研究中，公部門在其中的角色，僅

止於政策設計者；研究公務人員育嬰留職停薪者僅楊蕙蘭一篇，其初探性質的研究

在此領域業為我們建立基礎性的概念，而加入性別的觀點，以求公務人員育嬰留職

停薪政策在達成兩性實質平等上有更為深入的回饋，即為本研究學術上之目的。針

對此目的，許婷雯（2005）訪談申請育嬰留職停薪的女性所得之研究結果—認為育

嬰制度可能成為父權體制下，傳統性別分工的再社會化歷程—將可成為本研究專訪

男性公務員留職停薪時之參照。 

因此，經由上述各類文獻討論，本研究欲探討之問題如下： 

2. 男性公務人員如何決定申請育嬰留職停薪？其留職停薪經過什麼樣的歷程？

其對於性別分工的看法為何？家務分工狀況如何？ 

3. 申請育嬰留職停薪之男性公務人員回職復薪（或離職）後，認為其育嬰留職停

薪的過程對其自身意義為何？影響為何？ 

4. 分析男性公務人員申請育嬰留職停薪之歷程，對於公務人員人力資源管理有何

意義？影響為何？ 

5. 針對離職人員探究離職原因，是否與育嬰留職停薪之歷程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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