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我需要，所以我申請— 

10 個男性公務人員育嬰的故事 

 

在許婷雯（2005）的研究裡，她對 6 位申請育嬰留職停薪者進行訪談，其中

有 5 位是勞工，1 位是公務人員，在性別方面有 5 位是女性，1 位是男性；在這

5 位女性受訪者中，有 4 位皆因家中生活型態發生改變，因此需申請育嬰留職停

薪回家照顧小孩，我們所得到的訊息是，其一，勞工有是否能復職的疑慮，所以

不到最後關頭決不輕言請假；其二，如許婷雯所言，因女性的平均薪資通常較低，

且女性勞動者被看待為以家庭及小孩為重的次級勞動力，因此成為申請育嬰留職

停薪的當然角色。而如果把勞工的變數去除，在楊蕙蘭訪談 15 位公務人員申請

育嬰留職停薪者中，10 位女性受訪者亦有 9 位都是純粹為了帶小孩，或再加上

照顧婆家需求而申請。 

因此，在參考上述文獻後設計訪談大綱時，研究者一開始的概念，即以若女

性在傳統概念上為育嬰的當然人選，為何這些家庭是由男性申請育嬰為基礎，而

設計一道訪談題目—夫妻雙方如何決定由誰申請育嬰留職停薪（基於那些因素考

量）。然而在進行訪談的過程卻發現，這個題目不太派得上用場，因為 10 位受訪

者裡面有 7 位表示，是他們個人有此需求，所以一定是他們，而另外有 2 位則是

配合另一方生涯規劃，因應家庭生活型態的短暫改變，所以也沒有選擇那一方留

職停薪的空間，只有 1 位是因為身處公部門，考量由在私部門任職的另一半申

請，復職會沒有保障，所以才由男方申請；且他們於事件結束後即返回工作崗位。

亦即，請育嬰留職停薪的原因其實幾乎都不是「僅僅為了育嬰」，育嬰只是其中、

或附帶的原因之一而已，以下研究者將就各受訪者申請育嬰留職停薪最主要的原

因粗略歸類後，描繪各受訪者申請育嬰留職停薪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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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為了自己的職涯發展 

一、 學群 

學群是中央部會的專員，對於學術有很大的熱情，抱持著想唸完博

士從事教職的理想，雖然也考量到留職停薪會對考績、陞遷造成影響，

但為了專心準備博士班考試，得到另一半的支持後仍申請育嬰留職停

薪，當時同事、長官們知道他的實際目的也尊重他的目的，請單位內其

他同事分攤他的工作。在留職停薪期間，他坦言因準備考試，在育嬰方

面是扮演「從旁參與者」的角色，不管是家庭勞務或育嬰相關的工作，

皆以爸媽（媽媽幫忙帶小孩）或另一半為主，他會輪替讓媽媽休息，或

是在另一半陪伴小孩時負起採買或打掃等工作，這樣的分工模式延續到

復職之後。 

後來學群並未考上博士班，回到單位後，不放棄往學術界發展的心

情雖然讓他在工作陞遷、發展上表現出隨緣、本份的態度，但另一方面

雖然當初是經過縝密思考才決定的請假，卻也自我懷疑當初下的決定是

否完全正確，是否應該繼續堅持考下去？而無法對於請育嬰假所帶來的

陞遷積分之損失完全釋懷，似乎處於公職工作與追求理想的搖擺天平

上。 

二、 耀華 

        原本在地方政府工作的耀華，平時一方面工作忙碌，另一方面還利

用公餘時間進修法律相關課程，因此在申請育嬰留職停薪之前不太參與

家中事務，也理所當然的以為這個政策只有女性才能申請，直到生了第

2 個小孩的時候，經由同事告知才知道男性亦可申請，基於想準備法律

相關的國家考試、證照考試之需求，申請育嬰留職停薪。 

  申請的過程中，雖然因親友同事都知道他的實際需求而免於異樣眼

光（除了他的最上級長官仍必須隱暪），但鑒於機關工作忙碌，無法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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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一個空缺等他回來，因此直屬長官經過近 2 個月的考量，仍把他降調

到所屬機關的一個小單位，而他也覺得可以理解長官的作法，在調到該

單位幾天後即辦理留職停薪。 

  在留職停薪這段期間，雖然主要是為了準備考試，但並沒有因此斷

了與同事、朋友間的人際網絡，仍會出去聚餐等，了解辦公室的動態，

只是聊到現在靠妻子與以前的存款生活這件事，他會用自我解嘲的方式

帶過。也因為待在家裡的時間變多了，相對的介入家庭事務較深，因此

他亦承擔大部分家庭勞務及接送老大上下課（老二仍由外婆帶）等家

務，一方面與孩子相處的時間比以前多，認為是愉快的經驗，另一方面

經由參與家庭事務，如照顧在醫院的親人等，也提昇了參與感，甚至在

假期即將結束的時候他為了家庭事務再次申請延長留職停薪。 

因為到 2008 年 8 月老二就滿 3 歲了，耀華預計在那個時候復職，

對於復職後的工作，他認為基於在原單位打下的人際網絡，應該還是可

以回去原單位，不用留在因留職停薪而被迫調過去的小單位裡，或者因

具備其他考試資格而可以擔任其他職務。這段留職停薪的歷程對他來

說，不僅讓他專心準備考試，使往後的職涯有更寬廣的發展空間，也附

帶地讓他體會了當爸爸的快樂，且更融入家庭生活，然而就他的工作經

驗來說，他仍不認為機關會鼓勵這樣子的政策。 

追溯耀華的歷程，我們可以看到他其實從一開始以為育嬰留職停薪

只有女性能申請；申請期間長官考量許久，最後因此降調他到附屬機關

也無怨言（甚至覺得如果他是長官也會如此作法）；直到留職停薪期間

接受筆者訪談時，認為其他受訪者應該也像他一樣有其他原因（而非單

純為了育嬰）、並且認為機關對於育嬰留職停薪政策應該不會抱持鼓勵

的態度等等看來，他雖然在認知上同意男女平等，育嬰並非女性天職，

但自始至終在內心的性別角色認同上，仍認為男性是屬於工作的，這樣

的心理在留職停薪前後並無改變，而對於接受妻子的經濟支持只好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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嘲自己是「小白臉」的態度獲得心理平衡，然而這段經驗仍或多或少地

讓他有了分擔家庭責任、體驗家庭生活的樂趣。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看

到機關工作性質和組織文化對於當事人申請育嬰留職停薪過程的影

響，這一點在第五章會有較為完整的討論。 

三、 彬亞 

彬亞的情況和耀華類似，進公部門第一天就想退休的他，雖然身為

科長的第一代理人，在單位裡算是能力被認可的一位，卻同樣也是想要

更好的職涯發展，在修習學位後為了參加其他的國家考試而申請育嬰留

職停薪。然而彬亞說得直接，訪談時就一針見血指出男生應該不會純粹

去留職停薪，一定含有其他目的，甚至坦言「如果只是為了帶小孩我可

能就不會請假」，這樣直接的個性也反應在申請時，他在簽陳上就指明

機關不得拒絕的法令規定，因此主管長官雖然也有經過勸說，但倒也沒

多做刁難即准了他的請假。 

在留職停薪期間，一部分因為暫時將支撐經濟的重擔全部交給妻子

而感到不好意思，另一方面小孩早產需要特別細心的照顧，因此雖然是

為了準備考試，然而前 4 個月晚間的小孩照護都是彬亞全權負責，之後

則有同住的父母親幫忙打理。只是相較於耀華的只好當「小白臉」，彬

亞對於沒有負擔經濟一事仍然相當介意，因此留職停薪期間用的都是他

自已之前的存款，這讓研究者覺得對他來說，父親的角色並不是和母親

一樣是平衡、均等、互補的，他仍認為父親應該扮演經濟支柱的角色，  

考完試彬亞就復了職回到原來職位，當天也回復他科長第一代理人

的身份，他覺得在家準備考試時唸的東西使他在工作時效率更高，也讓

他花了 70 萬（期間少領的薪水）嘗試了當「超級奶爸」的滋味，這是

他之前不會也沒時間去學的，除此之外，在那段期間分擔家務的過程也

讓他現在會分擔部分家務、下班後的時間用來陪小孩，為了更好的職涯

發展而必須繼續準備考試，也儘量在白天完成，不佔用到家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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彬亞和耀華有許多共同點，雖然同意兩性平等，但在問及對男性育

嬰的看法時，卻又認為不僅自己，一般男性應該都有除了育嬰外的其他

原因才會請假，同時，都處於另一半薪水比他們高的境況，也同樣為了

考試、為了追求更好的職涯發展而申請留職停薪，似乎，兩性平等的概

念在他們心中只是個「應然」，並非「實然」，其實這樣的現象正符合王

舒芸和余漢儀（1997）的發現：雖然嚴謹的性別分工正在鬆動中—女性

也可以投入工作，男性也可以參與家庭—然而在心裡認知的責任歸屬

上，男性仍以工作角色為優先，女性仍以育兒為主要職責，因此雖然申

請育嬰假，但實際原因仍然是為了能擁有不輸給另一半的職涯發展。 

四、 聖恩 

聖恩在公部門待了 10 年了，雖然在他內心，投身神職才是他一生

要追求的東西，比朝九晚五的公務員更有意義，然而神學研究所的入學

資格使他不能馬上投入，也因為要讓家人知道，他選擇神職並不是沒有

其他的路可以走，因此他在機關內一邊當工友、雇員一邊進修空中行

專、空中大學，直到空大畢業並考上公職考試成為正式公務人員。一取

得公務人員資格，他就開始計劃離職並申請在外縣市的神學研究所，然

而長官持保留的態度，建議他先申請留職停薪，不要馬上就選擇離職，

因此他聽從建議以育嬰為理由申請留職停薪（那時候小孩一個兩歲多，

一個才剛出生不久），機關也配合在他離職前一個月就外補人員跟著他

學習、辦理交接工作。 

留職停薪後他就搬家到學校所處的縣市，老婆也辭掉原本院牧的工

作在家帶小孩，然而帶兩個那麼小的小孩其實並不輕鬆，聖恩一面朝理

想前進，攻讀研究所，一面在太太陪小孩、哄小孩時負責其他採買、清

掃這些家庭勞務，因為教會非常鼓勵他們參與家庭，這些工作對他來說

並沒有適應的必要，只是把在教會所得到的信仰、理念實踐在生活上，

甚至在太太生第 3 個小孩的那個月，也是他送老大老二去幼稚園、幫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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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坐月子、再趕去上課。 

留職停薪請滿 3 年後，他也從研究所畢業了，就毫不留戀地選擇離

職，分發到另一個縣市去傳道，真正成為一個神職人員。對他來說，考

上公務人員只是完成他應該做的事，神職的道路才是必然要走的，因此

外人以為捨棄鐵飯碗應該歷經很困難的抉擇，他卻毫不猶豫，反而那沒

有收入重做學生的 3 年讓他的生活多了和家人相處的時間，沒有在他規

劃內的親友經濟資助更使他感恩，感謝這段奇妙的經歷。 

聖恩是這次訪談中一個奇妙的特例，原本在訪談前預設離職人員之

所以選擇離職是有不得已的原因才走了另一條路，然而他卻是從頭到尾

都是堅持另一條路，公職只是他從事神職前的一種證明方式，證明他的

能力，說服家人祝福他的選擇。 

 

第二節 另一半進修 

一、 家和 

        家和從 84 年就一直在同一個機關，和聖恩有一樣的宗教信仰（很

巧的，這次的受訪者中 10 位就有兩位是虔誠的教徒），在服膺教會的價

值觀下也非常喜愛小孩子、熱愛家庭生活，因妻子在夜間部進修的課程

需要一個多月的全日實習，孩子無人照顧，而他自認工作已遇瓶頸，想

休個長假，也可以趁機享受親子時光，因此就算長官以工作繁忙為由勸

說他，基於請育嬰假機關不得拒絕，還是請了 3 個月的假。 

  在家的那 3 個月，他白天陪小孩，晚上處理家務，生活就是家人和

教會，在教會裡很多家庭都會隔幾年就給自已一段休息的時間，因此對

抱持同樣觀念的家和而言，賦閒在家的日子不僅沒有閒得發慌、適應不

良，反而與小孩相處愉快，假快到了還倒數計時，希望可以再延長一點，

對他而言，和小孩相處的時間是「花在刀口上」，比服侍長官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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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這段假期，他固然覺得回到工作更有衝勁，讓他更可以「被

操」，然而也提及如果升了科長就可能會「比重上比較多在工作」，因為

「人家這樣子賞識的話，就會為他效勞得更好」，令研究者不禁思考，

職涯上的停滯不前和他樂意參與小孩的成長，之間是否有互相作用的關

係？王叢桂（1999）認為，當個人喜歡工作中帶來的內在勝任、成就感

及人際關係時，較傾向於認為有子女會妨礙其發展。由此推論，家和除

了因本身及教會給予的價值觀念，讓他樂於參與子女成長及家庭活動

外，也許職涯的停滯、工作遇到頩頸、沒有新鮮感，進而對工作產生的

疏離，對他在家庭照顧上面的態度，亦有負面相關性。另外他也提及，

妻子一個多月的進修期，原本他也考慮用請假方式而不用留職停薪，但

考量機關業務繁忙，不會准假，且請留職停薪才能找人代理，於是才以

留職停薪的方式（雖然到最後還是沒有人來代理）。然而留職停薪沒有

全年考績、隔年休假日數也會減少1，其實對於申請人是比請假更為不

利的，請假與留職停薪之間的取捨衡量，並非僅依申請人個人需求即

可，機關的力量亦參與其中。 

二、 謙平 

謙平的太太是一家私人公司的主管，薪水比他高得多，然而他卻不

覺得有什麼不妥，甚至本來想辭職在家帶小孩，卻囿於傳統觀念「男生

一定要有一個工作」，因此才繼續他的公職，家務和照顧小孩平常都有

外傭打理。因為太太有個進修機會，需去美國 3 個月，基於不放心把小

孩交給外傭，也擔心他照顧不來，為了家庭的完整性，他申請育嬰留職

停薪隨太太一同赴美，也許他擔任的是委任官等的工作，較無不可替代

性，且申請時間也只有 4 個月，因此在申請的過程也很順利，他的工作

                                                 
1 依公務人員考績法第 11 條規定：「（第 1 項）各機關參加考績人員任本職等年終考績，具有左

列各款情形之一者，取得同官等高一職等之任用資格：一、2 年列甲等者。二、1 年列甲等 2 年

列乙等者。（第 2 項）前項所稱任本職等年終考績，指當年 1 至 12 月任職期間均任同一職等辦理

之年終考績。……。」因此因留職停薪辦理另予考績者，將比不申請者晚 1 年升職等。另休假日

數減少之計算請參考第 7 頁註解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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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由其他同仁分攤。 

在美國的那段期間，沒有外傭，謙平包辦整個家務事，也充分體驗

到母職的辛勞，因為雖然他不排斥，也願意帶小孩，但仍會覺得小孩「很

煩」，並且有「母職天賦」的想法，認為育嬰是母親的天性，她們的溫

柔和耐心比起男性適合帶小孩。最令他記憶深刻的是太太在結訓前要去

另一個城市開會一週，他要獨自在語言不通的異域照顧兩個孩子，讓他

太太出發前一兩個星期就開始睡不著「像得憂鬱症」，還好最後並沒有

發生什麼事。回台灣以後太太果然經過進修而獲得升遷，對於這段歷

程，他認為配合太太，自己的一點小小犧牲換來整個家的利益，很值得。

復職後他們沒有再請外傭，因為小孩大到可以上幼稚園了。他調到離家

裡較近的機關，下班可以去帶小孩下課、吃晚餐，等媽媽回家。 

謙平的例子就經濟能力上來看是典型「男主外女主內」的反例，然

而真的完全相反嗎？其實，除了謙平仍然必須保有一份工作外，就算謙

平願意全日在家照顧小孩，但心裡仍是認為女性在自然天性上就比較適

合這份工作，也不諱言在兩個人都上班的情況上，太太照顧小孩的時間

是比較多的，因此他願意分擔多一點的家事成為後援。王大維（2000）

曾引用系統理論的概念，指出若母子關係過於緊密，父親無法介入其中

或取代母親的地位，可能使他慢慢疏離育兒工作。姑且不論這種說法是

否有落入更深一層「怪罪母親」的疑慮，然而在謙平的身上我們可以看

到，兩個小男生因為「比較黏媽媽」，所以無論是留職停薪期間或前後，

都是跟媽媽或外傭睡，而謙平其實主要負責的或比較勝任的都是屬於家

庭勞務的工作，只有在留職停薪期間，除了接送老大上幼稚園也要帶老

二，是較有親子間互動的部分，他在妻子在離開家一週時覺得焦慮，除

了語言上的障礙，或許也有一部分來自於不熟悉獨立照顧小孩導致的不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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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其他原因 

一、建剛 

        公職原本不在生涯規劃中的建剛，為了有一個穩定的工作，讓準岳

父母更贊同且信任他，因而報考公職與研究所。就研究者的觀察，建剛

只是把公職看成是一份「工作」而已，因為考上的是普考，再加上公家

機關的年功序列制，所以他並沒有那麼在意陞遷或未來的職涯發展2，

孩子的教育在他心裡的排序反而比工作重要，除了想參與小孩基本人格

和價值觀的養成，他更很語重心長的說他非常認同「知識不要被壟斷，

貧窮就不會世襲3」這個理念。因此，在他調到外縣市工作後，太太必

須留在老家帶兩個小孩，覺得忙不過來，剛好遂了他想親自參與小孩的

成長的想法，另一方面工作 5 年了也想休息一下，雖然家裡只有他 1 份

收入，還是請了 1 年的長假回老家專心帶小孩。 

  那段留職停薪期間，家務事仍然是妻子負責，他則專注在孩子的教

育上，陪孩子到處走走看看、上讀經班、學畫線條、說故事…，親戚鄰

居其實對於他的決定其實有些閒言閒語，尤其他是回到老家，因而帶給

建剛的父母困擾，除了沒有收入的經濟壓力，這些輿論壓力也是他沒有

再續請 1 年的另一項原因。另一方面，沒有收入自然支出也必須減少，

當孩子對他說「要留一點錢給爸爸，不要把爸爸的錢全花完」的時候，

他開始正視到想給孩子比較好的物質生活，因此之前對於技師考試不很

投入的他，經過這段歷程後，也更積極想考取相關執照，以謀求更好的

職涯發展。 

  建剛算是在研究者訪談的 10 個人裡面，經歷這段育嬰的歷程，在

想法上有比較明顯轉變的一位。在他重視家庭、子女成長的背後，我們

                                                 
2 公務人員普通考試及格者，自委任第三職等本俸一級起敘，最高僅能升到委任第五職等，如果

參加薦任升官等訓練，最高能升到薦任第八職等。 
3 此語應出自宋楚瑜 2005 年 5 月 11 日於清華大學的演講稿：「知識就是權力，知識不被壟斷，

權力就不會被壟斷，只要維持公平的教育機會，貧窮就不會世襲。」2007/6/7。

http://www.pfp.org.tw/news/news_detail.php?id=929&p=1224&j=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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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他原來工作發展不如己意，研究者認為應該是一種「轉移重

心」。然而對工作的不抱期待，卻因為有了孩子，希望供應孩子有更好

的物質生活，進而對工作有了更正向積極的想法。王叢桂（1999）認為，

男性愈重視家庭與子女的幸福、願投入時間心力於家庭、以及認為家庭

生活需要子女，則在工作上的承諾就愈高。在建剛身上，我們可以看到

這種正相關，他願意在沒有收入的情況下，投入一整年的時間教育及陪

伴小孩，是 7 位未離職的受訪者中留職停薪期間最長的，原本對於職涯

算是一種犧牲，然而到最後卻成為鼓勵他的力量。 

二、 智文 

智文是本研究所有受訪者裡面，職等最高，教育程度也最高的一

位，因為職等較高，又是主管職，在他申請過程中，機關內承受的壓力

就比較大；又，在訪談過程中，他也會對研究者提出的問題就學術研究

的角度提出疑問，在釐清提問真正的定義，自問、思考、剖析自已的想

法後才審慎回答，研究者與受訪者間的互動所得，不僅在採集材料方

面，也藉以使研究者對於提問更有更深一層的反思，進而修正提問或回

頭檢視研究設計，這點是正是質化研究的特點，也是量化研究無法顧及

之處。 

智文原來是中央部會的科長，同時在進修博士班，當時雖然有請育

嬰留職停薪的想法（一方面陪小孩、一方面寫論文），但因業務繁忙，

還沒進入申請程序就被勸退，直到他調到稍微清閒一點的單位，在他發

現身體出現警訊時，真的必須休養時，才毅然申請了半年的留職停薪，

並且自願調到非主管職。 

王叢桂（2000）認為，現代男性有部分會受到媒體強調親子和諧的

訊息，而重塑自我認知中「父職」的角色，不再像傳統子女與父親保持

莊重而疏遠的關係。智文雖然出生於民國 50 年代，是所有受訪者中年

紀最大的，似乎會有傳統「嚴父慈母」的觀念，然而就如王文所言，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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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及學校教育給予的訊息，以及智文業務上接觸到各國對這方面的態度

和政策方向，強化他在父職角色認知上的修正，因此願意擔負父職相關

的責任，只是對父職的認知僅能部分影響他對性別分工的想法，卻無法

真正扭轉，在留職停薪期間，他樂於從事教養方面的工作—幫小孩洗

澡、陪小孩唸故事書、散步，但在性別分工的部分，仍覺得有些是較適

合女性擔任的工作，只要夫妻雙方協調好就行，「這對我來說是問題，

但這個問題不會很大，應該是可以克服的。」「育嬰工作中，也許有一

些細項是適合女性，但是並不是整個育嬰整體是適合女性…」。 

另一方面，智文對於性別分工的想法亦表現在他留職停薪期間的調

適上，由於仍有男性須光耀門楣的傳統觀念，故而，雖然僅是半年的留

職停薪，相較於有「考試」這個冠冕堂皇的理由的學群、耀華和彬亞、

相較於為了另一半著想的家和和謙平，智文仍須承受鄰居好奇詢問的壓

力，而也許是他原本工作上的成就動機、個人的社會地位（原為簡任主

管職）較高，因此這些壓力困擾他的程度大於建剛，甚至因而覺得「不

好意思出門」，有些「自閉」的現象。智文回職復薪後，又回到主管職

務，這段歷程並沒有改變他對工作的投入程度，而是更珍視子女的成

長，體認到母職的艱辛。 

三、 樂天 

出身在單親家庭的樂天，是由父親帶大的，從小就是在爸爸父兼母

職的多重角色環境下長大，因此他並沒有一般性別分工的傳統觀念。樂

天的家是開雜貨店的，在他們鄉下，公職人員的社會地位很高，因為哥

哥是警察、妹妹是護士，太太是小學老師，一家都是公務人員，家裡的

雜貨店也由爸爸掌管，只有樂天沒有很固定的工作，另方面也為了賭一

口氣，證明自已也可以考得上公務人員—於是真的讓他考上特種基層考

試了。他剛考上不久，妻子就生了第一胎，然而他分發服務的單位地點

離家裡很遠，對於一直期待第一胎，希望可以陪孩子成長的他來說，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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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一至五都只能待在為了工作而租來的小房子裡，只有六日才能回家，

實在很難過，再加上初任公職，凡事都要學習，生活型態的劇烈改變讓

他適應不良，剛好那時候父親因中風而住院，雜貨店需要人接手經營，

而妻子和他都感覺到在孩子幼小的時候，就讓他「缺少父愛（雖然他假

日會回去）」會對小孩的心靈有影響，因此樂天不顧親友的建議和勸阻，

在任公職不到 1 年後就申請 2 年的育嬰留職停薪回家接管雜貨店。 

在家照看雜貨店的樂天，另一方面還要照顧兩個小孩（他在 1 年後

又生了第 2 胎），他說，「真的是滿累的，可是小孩真的很重要」，他也

很自豪同鄉的有很多自願役的士兵，和家人聚少離多，小孩都不認識爸

爸了，而他卻和小孩沒有距離。只是，自營的雜貨店收入當然不如公職

穩定，另一方面，被小孩綁住的他偶而也會嚮往只需要擔心工作的輕

鬆，因此，公職的穩定和被家人包圍的溫暖不斷在他心裡拉鋸著，兩年

到了再申請延長 1 年，第 3 年也快過了，終於到了要下決定的時候，他

先徵詢了所有親友的意見，鑒於公職的穩定和社會地位較高，大家都勸

他再撐兩年就好4，只是已經在家裡 3 年的他，雖然在職期間和同事相

處良好，就算在這 3 年，有事經過之前服務的機關也會再回去和同事們

聊天聚餐，工作本身沒有什麼負面的因素，然而他實在害怕要再重新適

應與家人分離的生活，而且在家鄉至少還有雜貨店可以經營，原來想證

明自己實力的目的也已經達到，因此到最後，他仍然選擇了放棄公職，

目前專心經營雜貨店，更希望能擴大雜貨店的經營版圖，讓家人有更好

的物質生活。 

四、漢森 

漢森大學唸的是工程方面的科系，也擁有兩張技師執照，卻成為司

                                                 
4 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規則第 9 條第 1 項規定：「本考試及格人員，訓練期滿成績及

格取得考試及格資格之日起 3 年內不得轉調原分發占缺任用以外之機關，須經原錄取分發區所屬

機關再服務 3 年，始得轉調上述機關以外機關任職。」為解決基層機關人才不易留住的問題，地

方特考及格人員依上開規定需於原服務單位任職滿 3 年，才能調任原錄取分發區的其他機關，再

服務滿 3 年後，始解除轉調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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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員，雖然自己很愛小孩，但卻也很傳統的認為男性不但是個需要負

擔家庭經濟的角色，也必須在職涯上有所精進，也許就像王叢桂（1999）

認為的，對家庭及子女的重視可能是男性工作的動力，因為國人評價成

就是家庭與社會取向的，而不是像西方是個人取向的（余安邦，楊國樞，

1991，轉引自王叢桂，1999）。因此，在意職涯發展的他，一方面因為

在工作期間感到所學不足，又回學校唸了科技法律整合的研究所；另一

方面，因為擔任的不是司法官的職務，他已經看到了日後在升遷上會有

停滯，且之前工程方面的專長在公職的工作上並沒有加分的作用，所以

他一邊在唸書，一邊也一直在思考未來發展的路。 

因此，當請來照顧小孩的外勞因為年限到了必須離開，但小孩卻未

滿可以進幼稚園的年齡，也無長輩可協助照顧時，3 個多月的空窗期需

要有其中一方留職停薪來銜接，考量太太在私人公司工作，請假不易，

所以雖然知道會面臨陞遷、考績上的不利因素，還是決定由他申請留職

停薪，另一方面也可以兼顧科法所沈重的課業負擔和準備司法考試。也

還好雖然機關業務繁重，長官在和他討論之後也尊重他的決定。 

3 個多月的留職停薪，漢森和謙平、家和他們的感覺一樣，像是放

了一個長假，他覺得改變最大的是多了自己的時間，留職停薪前一邊上

班一邊上課，只有星期六日有比較完整的時間和小孩相處，留職停薪讓

他多了很多時間陪小孩和準備考試。3 個月後他考上律師也回職復薪，

雖然在留職停薪前就有想過考績會受到影響，但是他自認在職期間的表

現良好，不出他所料的當年考績乙等仍讓他感到不平，考上律師讓他得

以結合工程與法律的專長，因此本來就要離職，轉換跑道，然而考績事

件讓他覺得寒心，提早離開的時程。 

現在在律師事務所任職的他，告訴我他把家庭放在和工作同等重要

的位置，甚至可能凌駕於工作，雖然他希望自己在事業上有所精進，但

為把握小孩成長的寶貴 10 年，六日本可以用來寫論文然後趕快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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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卻把這些時間拿來陪小孩，預計到修業年限的最後一年，向事務所請

一個月的長假完成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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