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研究設計 

本章說明以何種研究方式達到研究目的，首先說明研究取向，並討論基

於研究者身份可能產生的限制，本研究係希望從男性公務人員申請育嬰留職

停薪之歷程，發現每個當事人獨立無二的經驗，加以推敲、詮釋後，找出其

留職停薪背後，在性別角色及人力資源管理上代表之意義，因此採取質的研

究方法。其次說明本研究之研究方法，包含資料蒐集之方式、如何抽取對象

及如何進行分析；最後說明研究者進入田野之過程，如何與受訪者產生接觸、

交代受訪者的基本資料，並說明訪談問題如何擬定。 

 

第一節 研究取向 

       實證主義論者依靠對事物可量化的部分及其相關關係進行測量、計算和

分析，以達到對事物「本質」的一定把握，然而其對於人類的動態性與複雜

性恐無法顧及；相對而言，採用質的研究則可透過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間的

互動，對事物進行深入、細緻、長期的體驗，然後對事物的「質」得到一個

比較全面的解釋性理解，因為質的研究方法擅長對特殊現象進行探討，以求

發現問題或提出新的看問題的視角（陳向明，2006），惟因質的研究樣本通常

不大，且幾乎不用統計、不作統計推論，甚至不用統計上代表性的樣本，常

被傳統實證主義者認為不夠精確（劉仲冬，2003）。 

究竟面對一個研究主題，如何判斷應採用量或質的研究方法？Punch

（2005）認為應該注重研究問題和研究方法間的適配性，亦即，研究方法應

依循研究問題走；陳向明（2006）則認為，質的研究較適合描述性和解釋性

的問題。本研究之目的，係為透過描繪、了解及分析男性公務人員育嬰留職

停薪之經驗及歷程，進而歸納出影響男性願意申請育嬰留職停薪之相關因

素，最後針對研究發現之問題討論其意涵，以質的研究方法進行，較能夠不

設限地、以開放的角度發現各面向影響的成因，用訪談而非問卷的方式也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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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從受訪者的口語敘述及非語言性的反應，對整個育嬰留職停薪歷程如何影

響受訪者作較為全面性的理解，因此選擇以質的研究方法進行本研究。  

另外，在信、效度方面的驗證，陳向明（2006）認為因質的研究關注的

是社會事實的建構過程和人們在特定社會文化情境中的經驗和解釋，這種過

程性的、發生在人際互動中的對意義的探索很難用「效度」以進行判斷，而

「信度」指的是研究結果的可重複性，因質的研究強調的是研究者個人的獨

特及唯一性，即使是同一時、地、問題對同一群人所作的研究，仍會因研究

者的不同而產生不同的結果，因此信度對質的研究而言並無意義。但陳向明

仍認為研究者可以以反問的方式、並探討可能出現的「效度威脅」（validity 

threat）以避免在效度方面可能發生的錯誤。以本研究而言，研究者身為留職

停薪辦法主管機關員工之身份，雖然在訪談過程中闡明訪談資料係作為學術

研究之用，然而受訪者也許仍會有疑慮，畢竟同在公務機關，且是該制度之

主管機關，因而對於所面臨之體驗無法暢所欲言，對此，研究者將儘量以同

理心之角度，對於相關議題適時自我揭露（self-disclosure），以建立與受訪者

之間的信任關係，俾利取得更為深入、真實之資料。 

 

第二節  研究方法 

一、資料蒐集的方法—訪談法 

在質的研究方法中，訪談法（interview）是經常被採用的研究方法

之一，透過訪談，我們可以掌握受訪者主觀意識、透過非語文行為觀察

得到其自發性的反應（周文欽，2002），也有充分的時間將受訪者所為

的前因後果及相關連的事物，進行較完整的資料收集（陳介英，轉引自

郭家平，2007），除此之外，訪談也可使研究者安排甚或控制訪談的情

境。至於訪談進行的方式，可依問題的開放性程度分為結構性訪談、低

結構性訪談。低結構性訪談中的半結構性訪談又稱為焦點訪談（focused 

interview ），係依「事先構想」的主題與假設提出問題，惟事先並不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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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陳述「真實問題」的具體內容，使受訪者曾身處特殊情境中或經驗過

特殊事件，以蒐集受訪者對特殊情境或事件的主觀想法或看法。 

本研究為了解男性公務人員申請育嬰留職停薪者（包含仍在留職停

薪期間、已復職、及離職者），自決定申請、留職停薪至復職的生活經

驗，及心態、行為之調適歷程，並探求該政策對申請者之價值觀念如何

的產生影響，與一般刻板印象中的男性有何不同，以訪談為為資料蒐集

的方法將較分析問卷更為深入，具有彈性，也能依不同的訪談對象發掘

出不同的問題或思考點，從而跳脫量化問卷制式問題之限制。因此，本

研究擬採半結構式訪談，亦即，訪談大綱將事先擬定，以了解申請人決

定申請育嬰留職停薪過程、適用時所遭遇的問題及調適歷程、該政策對

其自身的意義及對家庭性別分工、職場生涯等的影響為重點，然而此訪

談大綱僅為參考之用，在問題的形式與順序上皆有變更空間。之後，將

所採集之資料加以詮釋、分析，重新建構並賦與意義後，彙整成問題及

發現，並討論研究發現之政策意涵。 

二、選擇對象的方法—分層目的性抽樣、立意抽樣 

Yin（2001）認為，在提出「如何」和「為什麼」的問題，研究者

對於事件只有少數的操控權、或研究的重點是當時在真實生活背景中所

發生的現象時，個案研究是較常採用的策略。對於如何選擇個案，依研

究目的可分為單一個案或多重個案，其中使用單一個案研究設計之時機

為個案具關鍵性、極端或獨特的個案，或揭露性個案。在所有育嬰留職

停薪人員中，本研究基於公部門的永業制理論上應使員工較私部門更有

意願申請，而由上述研究背景、文獻檢閱可知，男性申請育嬰留職停薪

較為少見，且有別於社會既有性別分工之刻板印象，故較具獨特性，因

此推斷男性公務人員申請留職停薪者，應為了解性別分工觀念是否鬆

動，性別主流化觀念是否建立之最佳對象，而了解是類人員留職停薪歷

程，則有助於達成兩性實質平等，亦具關鍵性，爰僅選擇男性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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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訪談對象。 

決定個案選取的範圍後，就必須根據研究的需要，對有關的人、時

間、地點、事件、行為、意義等再加以選擇，進行抽樣（陳向明，2006），

在質的研究方法中，抽樣方式可分為概率和非概率抽樣，陳向明認為，

由於質的研究注重對研究對象（特別是他們的內在經驗）獲得較細微深

入的解釋性理解，因此研究對象的數量一般都比較小，不可能也不必要

採取概率抽樣。至於非概率抽樣方式即「目的性抽樣」，著重資訊的豐

富內涵（information-richness）（胡幼慧、姚美華，2003），按照研究目的

抽取能夠為研究問題提供最大資訊量的研究對象。目的性抽樣之策略有

很多種，在 Patton 的分類中主要有 14 種方法（陳向明，2006），其中有

數種抽樣策略係依樣本特性-即根據所選擇的樣本，其本身是否具有完成

研究任務的特性及功能作為標準-選擇抽樣對象，分層目的性抽樣亦即

是。 

分層目的性抽樣係研究者將研究現象按照標準進行分層，在各層面

上進行目的性抽樣，以了解每一層同質性較強的層次內部狀況，並進行

層次間之比較，進而達到對總體異質性的了解。本研究係以申請育嬰留

職停薪之男性公務人員作為訪談對象，惟縱使皆為公部門，因申請人家

庭背景之不同，在適用上所遭遇的阻礙仍有差異，經由文獻檢閱結果，

歸納出先前各項研究發現，經濟及性別角色為影響夫妻雙方中，那一方

申請留職停薪的主要因素，其中衍生的工作相關因素，如期間長短、工

作內容等也將構成影響，因此，擬依上述分析結果選定 2 項變數：收入、

申請期間，就各類受訪者進行區分，以分層目的性抽樣方式選擇抽樣對

象。另外，為了解離職人員離開公部門之原因，故輔以立意抽樣，亦選

取男性公務人員申請育嬰留職停薪後離職之人員作為訪談對象。 

本研究已選定以男性（性別角色）的公務人員為研究對象，收入部

分參考行政院主計處統計資料，民國 95 年我國家庭平均收支為 109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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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1，爰擬以家庭收入 100 萬元為區分，另以申請期間長短亦左右男性

申請意願，依許婷雯（2005）及楊蕙蘭（2006）研究，女性申請者之申

請期間多超過 1 年，故再以 1 年為界限區分，如此可畫分出 4 類人員如

下表： 

 一年以下 一年（含）以上 

家庭年

收入 100
萬（含）

以上 
第一類 第二類 

家庭年

收入 100
萬以下 

第三類 第四類 

又因取公部門工作穩定為主要特性，故訪談對家以機關內正式職員

為限，排除機要、約聘、約僱等非屬永業制之人員。另外，找尋訪談對

象的方式，係由商請銓敘部資訊室篩選出 91 年 7 月(修正公務人員留職

停薪辦法)至 96 年 12 月 31 日申請育嬰留職停薪之公務人員後，再透過

各機關人事人員協助徵詢是類人員受訪意願，經同意後由研究者約訪。 

三、資料分析的方法—情境分析與類屬分析 

資料分析是按照一定的標準將原始資料進行濃縮，通過各種分析手

段，將資料整理為一個有一定架構、條理和內在聯繫的意義系統（陳

向明，2006）。經過訪談所得的原始資料，仍可透過類似量化分析過程，

經由反覆閱讀訪談內容文本尋找概念及意義，予以登錄、編碼及歸檔，

進行初步資料整理及分析，「挖掘出對受訪者來說重要的主題，提煉出

反映他們生活經歷的故事（陳向明，2006）」，再找到資料內容的主題

和故事線，在它們之間建立起必要的關係，作出初步的研究結論，至

                                                 
1 依行政院主計處統計平均每戶家庭收支(按經濟戶長行業別分)。2008/6/16。

http://win.dgbas.gov.tw/fies/doc/result/95/a12/135-146.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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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分析歸類的方式，一般有情境及類屬分析法 2 種。 

情境分析是指將資料放置於研究現象所屬的自然情境中，按照故事

發生的時序對有關事件及人物進行描述性的分析。強調對事物作整體

和動態的呈現，注意尋找將資料連接成一個敘事結構的關鍵線索；類

屬分析則是指在資料中尋找反覆出現的現象以及可以解釋這些現象的

重要概念的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具有相同屬性的資料被歸入同

一類別，並以一定的概念命名（陳向明，2006）。 

就本研究而言，每個受訪者育嬰留職停薪的過程都是一個故事，其

表現出來的行為及與家人、同事之間的互動模式都有其特定的情境特

徵和意義，反映出他們建構之生活策略及自我定位，並作為其下一個

行動反應之基礎，因此這些情境和環境本身亦應作為分析之內容；類

屬分析的基礎則是「比較」，將一部分資料從其所處情境中抽離，透過

比較手法對資料進行有系統的組織，並可強調資料反應的有關主題。

經由類屬分析，可歸納出本研究所欲探求的，影響各該受訪者在每個

情境作出決定的因素，將每個受訪者經歷的獨特事件，找出其中的異

同，以回答研究問題。Viney 和 Bousfield 認為，將情境分析和類屬分

析結合起來，可以達到共時性與歷時性的統一，情境則可為類屬分析

補充血肉，類屬分析可幫助情境分析理清意義層次與結構，並可較完

整地保存受訪者實際生活經歷的原貌，而非人為地將其進行概念上的

切割或情節上的拼湊（陳向明，2006）。 

由於本研究著重在各受訪者申請留職停薪之歷程，其經歷會依受訪

者生活歷史、價值偏好、信念、性格特徵等而不同，每個受訪者之經

驗將是獨特且唯一，惟研究者仍希望從中爬梳出各受訪者同樣經歷到

的問題脈絡，爰本研究將先以情境分析法描繪出每位受訪者在不同教

育、經濟及生活背景下，申請育嬰留職停薪的過程，討論這些背景如

何影響受訪者；再由受訪者之回答中，以類屬分析法歸納不同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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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的相同概念，從中歸結出完整之思考脈絡。 

 

第三節 研究步驟 

一、 篩選對象 

        在尋找訪談對象上，很幸運地得到銓敘部資訊室的協助，因為留職

停薪人員皆會由其服務機關人事人員報送銓敘部辦理卸職登記，經由該

部電子資料庫篩選出留職停薪人員名單後，由研究者尋找適合訪談之當

事人。在檢視名單內人員任公職的各項資料過程中發現，男性公務人員

申請育嬰留職停薪者，相較於女性公務人員，除了人數上少了很多（就

第一章的統計資料可發現僅佔申請留職停薪者總數約一成）之外，其一

是期間較短，因此在找尋申請 1 年以上的受訪者時頗費了一些功夫；其

二是此類人員除了申請留職停薪，有些前前後後還搭配了其他原因的留

職停薪，如侍親、出國進修或研究…等等，少數在其任公職的過程中，

除了留職停薪外還有多次離職的紀錄，這些都是在申請育嬰留職停薪的

女性公務人員資料中較少發現的，推論是類有多次留職停薪或離職紀錄

者，申請育嬰留職停薪可能除了育嬰外另有更為「主要」的原因，只是

法規規定各種留職停薪原因皆有年限限制2，因此達到年限，當初需求

仍未消滅時，只好換一個原因繼續申請，果真如此，也許有悖於本研究

尋找有「育嬰」事實之男性公務人員本意，故此類人員亦被剔除，只是

後來訪談所得結果，仍與預設有落差，此容於以下數章再詳述。 

 

                                                 
2 公務人員留職停薪辦法第 4條規定：「（第 1項）公務人員具有下列情事之一者，應予留職停

薪：……。（第 2項）公務人員具有下列情事之一者，得申請留職停薪，除第一款各機關不得拒

絕外，其餘各款由各機關考量業務狀況依權責辦理：一、養育 3足歲以下子女者，並以本人或配

偶之一方申請為限。二、本人或配偶之直系血親尊親屬老邁或重大傷病須侍奉者。三、配偶或子

女重大傷病須照護者。四、配偶因公派赴國外工作或進修，其期間在一年以上須隨同前往者。五、

其他經考試院會同行政院認定之情事者。」第 5條規定：「前條留職停薪期間，除下列各款情形

外，均以 2年為限，必要時得延長 1年：……。」 

 35



二、訪談過程與訪談時間 

        考量上述原因，再加上為了避免申請期間與進入田野時間相差過

久，許多感受及經歷早已忘記，故受訪者以在 95 至 96 年間申請育嬰留

職停薪之人員為主，選定受訪者後，先以電話詢問受訪者服務機關人事

人員，請其協助詢問受訪者是否願意接受訪問，再約定訪談時間，有些

受訪者要求寄送訪談大網及保密協定書過目後再是否受訪，訪談地點多

半是在受訪者服務機關的會議室、接待室或咖啡館等處，訪談時間約 1

小時，另外，其中有 1 位受訪者因居住地址較為偏遠，希望以電話受訪

即可，故該名受訪者是以電話訪問，並同步進行錄音。 

復以，本研究採半結構式訪談，研究分析與採集資料自 97 年 2 月

中旬至 97 年 5 月初交叉進行，隨著受訪者對問題的反應或闡述個人經

驗中找尋可再繼續深入了解的角度，本研究在進行資料採集的中期也發

現組織環境、人力資源方面可補充追訪的提問，因此以電話進行部分受

訪者的第 2 次訪談。由此可發現質性研究的確可隨著研究的進行，隨時

增補修正研究設計，較量的研究更為彈性。 

三、受訪者基本資料與訪談大綱 

  （一）受訪者基本資料 

        本研究共訪談 10 位受訪者，均以化名稱呼，化名與其本名或相關

稱謂毫無關連，任職機關有中央部會及地方政府所屬；職務方面有 1 位

簡任官等、5 位薦任官等及 4 位委位官等；工作內容技術職系亦有行政

類工作，其中有 2 位司法人員，當時任職機關所在地點有 1 位在南部，

1 位在東部，其他 8 位為中北部縣市，年齡均在 30-40 歲間。詳細基本

資料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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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受訪者基本資料表 

序
號 

姓名 服務 
機關 

職 務 
性 質 

教育

程度

請
假
年
齡 

子
女
數 

配偶 
職業 

家庭年收

入 
請假 
期間 

在職 
情形 類別 

1 建剛 地方政府

所屬 
委任 
技術職 碩士 29 2 家管 50-60 萬 1 年 已復職 第四類

2 智文 中央部會

所屬 
簡任 
行政職 碩士 43 3 教師 180-190 萬 6 個月 已復職 第一類

3 家和 中央 
部會 

薦任 
行政職 碩士 42 1 

兼職 
教師 90 萬 3 個月 已復職 第三類

4 謙平 中央 
部會 

委任 
技術職 大學 38 2 

公司 
主管 100 萬以上 4 個月 已復職 第一類

5 學群 中央 
部會 

薦任 
行政職 碩士 35 2 公務員 100 萬以上 8 個月 已復職 第一類

6 耀華 地方政府

所屬 
薦任 
行政職 大學 33 2 公務員 100 萬以上

1 年 
5 個月 

留職 
停薪中

第二類

7 彬亞 地方政府

所屬 
薦任 
技術職 大學 31 1 公務員 100 萬以上 11 個月 已復職 第一類

8 樂天 地方政府

所屬 
委任行

政職 大學 30 2 教師 100 萬以下 3 年 已離職 第四類

9 聖恩 中央部會

所屬 
委任行

政職 碩士 31 3 家管 100 萬以下 3 年 已離職 第四類

10 漢森 中央部會

所屬 
薦任行

政職 碩士 37 2 金融業 250 萬 3 個月 已離職 第一類

 
註 1：因本訪談係於 97 年 2 月至 5 月完成，故所列之教育程度、子女數、配偶職業、家庭年收

入及在職情形以該段期間為主，而服務機關及職務性質則是當事人申請育嬰留職停薪時之任

職機關與職務。 
註 2：本表各該受訪者排列順序係依訪談時間順序，早者在前，晚者在後。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二）訪談大綱 

      本研究除基本訪談問題外，依照受訪者現職狀況不同，各設計若干

不同之提問，又訪談實際進行過程基本上係依大綱問題順序，惟仍會依

受訪者回答情況之不同而有跳答或追問其他問題之情形。所設計之訪談

問題，基本上係依研究問題分為三類，其一是男性公務人員決定申請的

因素及週遭人際網絡的反應，其二是在留職停薪期間的調適及經歷，其

三是分別針對離職或復職人員，探討經過留職停薪歷程對他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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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問受訪者家庭背景：夫妻雙方的工作、年薪、教育程度……】 
1. 請您描述一下申請育嬰留職停薪的過程（how&why） 
2. 夫妻雙方如何決定由誰申請（基於那些因素考量）？ 
3. 在有小孩之前，您對於男性參與育嬰工作有什麼看法？ 
4. 在申請過程中，親友和同事的態度如何？ 
5. 您本身的工作性質或職位會不會對申請育嬰留職停薪造成阻礙？為什麼？ 
6. 在您留職停薪期間，組織如何處理原本屬於您的工作（代理人？分派他

人？…）？ 
7. 在您留職停薪期間，家庭經濟及家務分配如何配合調整？ 
8. 在您留職停薪期間，您的生活上有什麼改變？感受如何（對家庭關係、工作、

人際）？ 
9. 留職停薪期間，有什麼很難忘的事情？可以分享一下嗎？ 
10. 您覺得這個制度帶給您的正面及負面影響為何？有無值得鼓勵或加強的地

方？ 
11. 經過這段歷程，您覺得對於父親這個性別角色認知有什麼改變嗎？ 
12. 您覺得因應少子化，除了育嬰假之外，還可以用什麼方式提高生育意願？ 
13. 您覺得政府可加強那方面的措施，幫助您家庭和工作兼顧，或讓其他人願意

申請育嬰假？ 
14. 您的組織有其他人申請過嗎？ 
 
（針對已復職受訪者） 
15.您復職後的工作和申請留職停薪前的工作在內容上有什麼不同嗎？ 
16.復職之後，對工作的態度和價值觀與申請留職停薪前有什麼不同嗎？ 
17.復職之後，對家庭照顧的態度和價值觀與申請留職停薪前有什麼不同嗎？ 
 
（針對已離職受訪者） 
15.請問您離職的考量因素為何？現在的就業狀況是？ 
16.請問您現在對工作的態度和價值觀與申請留職停薪前有什麼不同嗎？ 
17.請問您現在對家庭照顧的態度和價值觀與申請留職停薪前有什麼不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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