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性別分工改變了嗎？ 

—從性別角色認知探討男性公務人員育嬰歷程 

 

洪文龍（2004）引述兒童繪本「威廉的洋娃娃」書中的奶奶所言：「從小喜

歡抱洋娃娃，餵它吃飯、跟它說話、愛它，那將來就會學習成為一個好爸爸。」

他認為，一個會愛小孩，與他摟摟抱抱、陪他吃飯的爸爸，同時也就遠離了具有

暴力的傳統男性氣概。的確，在傳統的性別分工價值觀中，男性是家庭中的經濟

支柱，「男主外、女主內」、「嚴父慈母」、甚至早期國小國語課本裡的「爸爸早起

看書報，媽媽早起忙打掃」，在在顯示在性別分工下，男性權威、嚴肅、不與家

庭互動的冷竣形象。然而，在女性主義者積極推動下，兩性平權、性別主流化的

觀念慢慢為國人所熟知，甚至現在，男性也會請育嬰假了。雖然，男性申請的人

數，仍遠低於女性；雖然，在許婷雯（2005）的研究裡，女性申請育嬰留職停薪

者，其母職意識型態的趨向傳統，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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枷鎖—這樣看來，男性與女性其實仍存在性別

分工意識？ 

如果女性申請育嬰留職停薪，有可能回頭強化社會中的母職制度，那麼申請

育嬰留職停薪的男性，是否意味著父職制度開始形成？母職天性論得到鬆動？究

竟男性在什麼情況下會想申請育嬰留職停薪？申請育嬰留職停薪的男性是否表

示在性別意識上與性別主流化所倡導的概念相符？是否代表又向兩性實質平等

更進一步？為了解上述提問，本章試圖找出這 10 位受訪者的共同的人格特質，

他們如何看待自己的性別角色，進而找尋這樣的性別觀點如何影響他們申請的歷

程，並比較相關研究，企圖由分析男性公務人員育嬰的歷程和女性有什麼相異之

處，及為何有這些相異處以獲解答。附帶說明的是在本章及下一章會引用受訪者

回答據以佐證，其中括弧（）內文字係研究者之提問或附註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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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申請育嬰留職停薪的男性公務人員人格特質 

一、 仍具潛在的性別分工意識 

基本上，在研究者的預設中，會申請育嬰留職停薪的男性，兩性平

權的概念應該十分贊同，而在實際訪談的時候，受訪者幾乎異口同聲地

同意這些概念： 

男生也要帶小孩啊，基本上在台灣，一般的知識份子愈來愈能夠認

同說兩個人一起帶小孩（謙平）。 

現在那有小孩子是誰養的問題啊…兩個都要養啊，你看現在就是她

養啊，我是精力的幫助，她是金錢方面的…她賺錢養我們啊…一個

出錢一個出力啊，那有說…觀念不同了啦，那有像以前那樣，真的

是男生去工作，女生照顧小孩，沒有這回事啦（耀華）。 

我個人在很早很早以前就主張兩性的分工…本來就是要男性有女

性的特質，女性有男性的特質，所以我原先就有平等的意識、平權

的觀念，再加上後來因為業務的需要更強化我對這件事情的認同程

度（智文）。 

然而，真的是這樣嗎？其實再深入訪談後，在談話的過程中，我們

發現受訪者仍保有性別分工或母職天職的傳統觀念： 

男尊女卑或男性應該要有成就、要揚眉吐氣光耀門楣，這些價值觀

念意識或潛意識裡面應該都會有啦…（智文）。 

…照顧小孩方面，我是覺得女人還是比男人細心啦，男人照顧小孩

就是有時候…能夠不要來煩他就好了…我是覺得說這是天生的，生

理上或天生的差異，這種有時候是沒辦法去改變的（謙平）。 

或是根本上就同意性別分工的概念： 

男性哦？請之前是覺得…應該是媽媽做的吧、太太做的啊（那怎麼

會想請，因為你是公職嗎？）這是很大的原因啊，如果兩個都是公

務人員或是兩個都在民間機關，就是考慮的條件是一樣的狀況下，

我覺得我一定會叫太太來請（漢森）。 

甚至有些受訪者還會直率的指出，男性申請育嬰留職停薪一定有其

他目的，或婉轉的說男性育嬰「怪怪的」。這些在訪談過程出現的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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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之處，與其說是受訪者不夠坦白，研究者認為是他們原本的認知與

其生命歷程中所接觸到、被灌輸的觀念產生衝突之後的現象，就如同王

舒芸等（1997）、張晉芬等（2007）所點出的，社會文化規範、資本主

義勞動市場的體制等對於性別角色定位的灌輸，不斷型塑及強化男性性

別角色，這些觀念已經固著在男性的基本信念中，只是因女性運動的努

力，在媒體或教育管道上傳播，因而對於這些刻板印象有鬆動與開放的

趨勢，並逐漸採取修正自我觀念或接納的態度，只是這種態度尚未完全

成型，例如謙平雖然認為母職天性，然而他還是願意為了家庭辭職照顧

小朋友，在他的觀念中，母職的天性是可以經由後天的社會化過程改變

的，他藉由這種方式去說服自己接受男性育嬰的觀念： 

你其實觀察一般動物跟觀察人類，在先天上其實是差不多，你看猴

子也都是母親在帶小孩啊，公猴都沒在帶啊，因為小孩是她生的，

當然是她帶啊，所以我說這種先天上的…這是不容改變的，那為什

麼會說現在男性也開始帶了，是因為我們人類自己把它改變的，因

為人類有發展出除了野性之外的東西啊，那他當然能夠改變這個狀

況，就是觀念上改變就好了，我們運用我們的智慧去把自然那些野

性的東西改變掉（謙平）。 

在組織變革理論中，kurt Lewin（1951）提出三階段變革模型：解

凍（unfreezing）-改變（changing）-再凍結（freezing），他將變革看作

是對組織平衡狀態的一種打破。解凍一旦完成，就可以推行本身的變

革，但僅僅引入變革並不能確保它的持久，新的狀態需要加以再凍結，

這樣才能使之保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把這套理論應用在這些受訪者的

心理狀態上，我們可以了解，他們原有的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並沒有

經過這段歷程而被取代，新的觀念只是鬆動原有觀念，而非替代並形成

新的觀念，換言之，平權的意識並沒有內化到這些男性的心中，並轉化

為具體行為，然而與傳統男性相較，他們的確有認知，也有部分受訪者

會說服自己、修正自己接受這些觀念。 

二、 較注重教育及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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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這些男性受訪者仍留有性別角色的刻板印象，然而相較於傳統

的威權父親，他們的確更為重視子女的教養，更願意親自承擔教育之

職，且積極參與家庭，另一方面因為安全考量，不信任托育機構，因此

並不考慮由保姆或外傭擔任小孩的主要看護者： 

請保母或是給自己的親人我們都不考慮啊，因為覺得還是自己的就

自己帶，而且自己帶的話比較能享受這個親子時光啊（家和）。 

保母要找是可以找到，但是信得過的不容易，社會新聞也很多啊，

保母亂七八糟的一大堆，……，我兩個小孩又不是 1 個小孩，怕找

不到合適的保母，我不放心（漢森）。 

教育小孩的話應該是雙方要共同教育，育嬰假除了帶小孩外，我覺

得以往的解釋都太過於偏斷，太偏重於帶小孩，而沒有考慮到教育

的部分（建剛）。 

小孩子的成長一輩子只有那麼 1 次啊，就是…讓他這麼幼小的時候

就缺少父愛，對他將來的心靈會有某一種的影響吧，然後她（老婆）

是很希望我可以陪著他成長啊（樂天）。 

對於教養這件事情我覺得…它的內涵比較精緻，譬如說我可以陪孩

子寫字，教他們識字，或者是說…簽聯絡簿，輔導他們的功課（智

文）。 

育嬰這件事，的確除了扶養之外，還有教育的部分，畢竟假最多也

只能請 3 年，而小孩子生下來就是一輩子的事，在政府為了津貼如何發

放才能提高人民生育意願擬訂各項方案時，我們可以看到，對於育嬰這

件事，為人父母者，並非僅考量經濟因素，如何在孩子 3 歲之前形塑他

們健全的人格、給他們更為精緻的教育內涵，也是很重要的。 

三、 在社會期待下堅持自己的需求  

研究者訪談的這 10 位申請者，在申請的過程甚或是留職停薪期

間，幾乎都承受過機關長官的勸說，如果沒有為了「準備考試」等非常

「正當」的理由，連親友也不會站在支持的那一方，反而加入勸說的行

列。機關勸說所持的立場及理由，其中一部分應與人力調度有關，然而

除了機關人力調度這種兩性工作者都會遭遇到的問題外，男性申請者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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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比女性承受更多來自社會期待的勸說壓力—至少在許婷雯（2005）及

楊蕙蘭（2006）的研究中，並沒有特別論及女性申請者遭受特別大的勸

說壓力，許婷雯(2005)的研究中甚至指出，在家庭經濟考量下，平均薪

資較低的女性成為申請育嬰假的相對較佳人選，所受到的壓力反而來自

父權文化的執行者：婆婆（婆家），因而不得不返回家庭照顧小孩。 

相較於女性申請者獲得婆家、親友的支持（雖然部分申請者也許不

太樂意接受這種支持），對於男性申請者遭遇到的勸退，是將他們的申

請留職停薪視為一項對其自身不利的申請，甚或是一種「犧牲」，因而，

勸說者是站在「為申請者著想」的立場上進行勸說： 

會覺得我這樣留職帶小孩很沒面子，人家會說男人應該怎樣…（建

剛）。 

有人當然會勸你，他們當然會覺得說，以男性的角度，你這樣有一

點犧牲…。就是說因為你留職停薪嘛，還有跟你說……你在家，變

成你在照顧小孩，老婆去工作，這樣好嗎？（謙平） 

老公被老婆養畢竟不是常態啊，就算你再有錢也不是常態啊，你懂

我的意思嗎？有個老長官跟我講過，他說在東西方社會，這個還是

不行的，還是叫我趕快回來復職（笑）（學群）。 

他們是覺得不好啦，他們是一直覺得說…小孩子就先給老一輩的帶

啊，因為我考這個是基層嘛，所以一定要綁 3 年啊，那綁 3 年之後

他們說你再…3 年撐了之後你再調動，你再調到比較近的地方…

（樂天）。 

這裡所謂社會期待的勸說，就像許婷雯(2005)研究裡的女性申請

者，為了順應婆家的壓力及社會觀念而被鼓勵申請育嬰留職停薪。同樣

是育嬰留職停薪的申請者，男性申請者身邊的勸說者也以社會傳統性別

角色觀點，認為男性應該要工作，負擔養家的責任，不適合申請育嬰留

職停薪等理由來勸退，我們不知道有多少男性公務人員在這些「關心」

下打消申請的念頭，但至少申請成功的這 10 位，都必須認清自已申請

的動機及需求何在，不受社會觀感影響，才能成為少數申請成功的案例： 

我覺得自己可以決定，只要我可以對我的人生負責，那我決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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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即便是錯的，我也能承擔。…我的一輩子是我要過的生活，

我不需要去為別人而活，我要為別人而活是對我而言有意義的

人，……我會為了這些人去努力工作或生涯規畫，比如我留職是為

了陪小朋友，那至於其他人他給很多意見，或許是好的，或許是壞

的，你去考慮太多的話，對自己的一些行為會裏足不前不敢下決

定，…，那你想了你不敢做，搞不好 20 年後你的小孩子因為你當

初沒有留下來陪他，可能會說，爸爸都留在台北，反正他都沒有回

來，對我而言爸爸就是一個代名詞而已，他也不理你了，變成一個

遺憾，也沒辦法彌補（建剛）。 

我覺得這個（育嬰留職停薪）也沒什麼不好的，為什麼你知道嗎？

因為在我們的認知，帶小孩是比工作困難啊，所以我們的認知覺得

這沒什麼不妥的啊（謙平）。 

 

第二節 角色認知如何影響男性公務人員育嬰歷程 

因為男性申請者性別角色的認知與女性不同，這些認知概念落實到育嬰留

職停薪的過程，就會和女性申請者產生不同的面貌。以下研究者試圖從各受訪

者申請育嬰留職停薪的歷程中，爬梳出性別角色觀點的不同，如何影響育嬰留

職停薪的歷程。 

一、 申請原因與機會成本意識 

在前一章研究者已經依各該申請者申請原因的不同，試圖歸類並描

繪出男性申請育嬰留職停薪的經過。大體來說，女性是為了與育嬰相關

的因素申請，而男性大多是為了自身需要，少部分是為了配合家庭生活

型態改變而申請，因此，在權衡是否申請時，雖然皆有「機會成本」

（opportunity cost）意識，但對於機會成本為何，卻有不同的解讀。 

機會成本意識指的是：任何一種商品在其他可能使用機會中所得的

最高價值（熊秉元等，2005）。在受訪者請假的決策過程中，由於留職

停薪期間，有形中喪失經濟酬報及休假年資，無形中可能也有社會觀感

的衝擊，另外還有個人生活型態的劇烈轉變，因此可以看到機會成本意

識運作的痕跡。許婷雯（2005）指出，因為女性的平均薪資往往較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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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低，故在家庭經濟的考量之下，衡量請假人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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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協調結果由女性申

請，其考量因素在於，衡量家庭經濟的結果，女性申請的機會成本相對

較低。然而在本研究的 10 位申請者中，僅有 3 位男性薪水比另一方低，

其他與太太的薪水相較，皆是相同或較高，甚至有 3 位是單薪家庭，但

他們還是請假了： 

我們的看法比較實際啦，我覺得兩利相權取其重，如果今天你的配

偶有更好的機會、更高的收入，那你當然要配合她啊，你不配合她…

我覺得一方去配合另外一方是應該的啦。……這個制度是給一個家

庭滿大的幫助，它唯一的壞處是你留職停薪對你的年資什麼的會有

影響，那當然我們兩害相權取其輕嘛，兩利相權取其重嘛，你當然

會以對自己最有利的去做嘛，那我太太回來以後在公事上的確是…

對她來說是一個滿好的機會啦，…，就全家來說是比較好的，那個

人的話我覺得沒什麼…，對整體來說對你的家庭是有益的，你當然

會稍微小犧牲去做啊（謙平）。 

如同前文所述，女性申請者本身及周遭親友的想法，也許不太認為

這是犧牲，甚至認為這是理所當然的，然而對男性申請者而言，請假並

不是一個完全正向的事情，為了符合社會期待，男性是不會輕易去請假

的，因此需要把請假的好處（如家庭的整體利益、孩子心靈的成長、考

試通過後所得增加等）放在天平上，和留職停薪期間喪失的年資薪水和

社會觀感相較，並非僅單純考量經濟酬報。 

二、 父職的正向體驗 

王叢桂（2000）認為，父職（fathering 或 fatherhood）內涵包括「教

育子女」、「提供子女生活照顧」、「規劃子女前途發展」、「提供經濟支持」

及「和諧關愛」等 5 部分；而王大維（2000）認為父職參與（father 

involvement）應該包含情感、認知、行為與關係等 4 個成份，並進一步

發展出這 4 個成分的實質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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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理論性的「父職參與」架構 

成份 向度 內涵 
動機 主動、有意願、有熱誠擔負親職教養 
正向情感 擔負親職時感到正向的情緒（愉快、滿足） 情感 
負向情緒 疏於親職時感到負向的情緒（罪惡感、難過、焦慮）

正向態度 同意、接受父親擔負親職的觀念 
角色認定 認定身為父親就必須包含親職角色 認知 
責任 對於教養孩子願負起責任 
行動 實際執行親職教養任務 
資源提供 提供物質資源（經濟、環境）協助孩子成長 行為 
間接支持 對於母親單份親職教養給予情緒與物質支持 
互動頻率 與子女的互動頻率高 

關係 
關懷與愛 與子女之間的正向情感交流 

資料來源：王大維(2000，p.15) 

然而根據本研究訪談結果，男性申請育嬰留職停薪者，基於性別意

識，並不會只是單純為了照顧小孩，而是為了自己或家庭的其他需要，

因此無法全心全時投入父職，研究者試將上表依受訪者在留職停薪期間

經驗，臚列出各人參與父職的程度： 

表 4-2 受訪者父職參與程度比較表 

成份 向度 建剛 智文 家和 謙平 學群 耀華 彬亞 樂天 聖恩 漢森

動機 ˇ ˇ ˇ 部分 部分 部分 部分 ˇ 部分 部分

正向情感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情感 
負向情緒 部分       ˇ   
正向態度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角色認定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認知 
責任 ˇ ˇ ˇ ˇ ˇ 部分 ˇ ˇ ˇ ˇ

行動 ˇ ˇ ˇ ˇ 部分 部分 部分 ˇ 部分 部分

資源提供 ˇ  ˇ     ˇ  ˇ行為 
間接支持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互動頻率 ˇ ˇ ˇ 部分   部分 ˇ  ˇ
關係 

關懷與愛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註 1：表中「部分」之意表研究者認為受訪者行為與該表陳述內容僅部分相符。 
註 2：在「資源提供」項目中，原本就是單薪家庭，或留職停薪期間仍有收入者才勾選。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由上表可知，受訪者在認知上，幾乎都同意父職參與相關觀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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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實際參與的行為上仍依各人境況有差異，無特殊理由（如準備考

試）申請留職停薪者，相對較投入父職角色，然而上開評量項目若放在

母職經驗中，相信會得到更積極參與的結果。尤其在疏於親職的負面情

緒上，受訪者幾乎未曾提及。相較於在許婷雯(2005)的研究中的部分女

性受訪者，她們會對於在外工作的日子，自己無法長時間陪伴小孩而感

到愧疚，轉而盡量在物質上滿足小孩，而當自己請假在家陪伴小孩時，

便感覺到自己能滿足小孩的情感需求，過去的愧疚感亦隨之消除。研究

者推論，雖然本研究受訪者同意父職參與，然而基於在小孩的教養上，

無論女性或男性仍有「母職天性」論的想法，因此女性在疏於親職時會

愧疚，感覺沒有擔負起應盡的責任與義務，而男性的參與只是享受、體

驗這段過程，心態上比較輕鬆，以下研究者將呈現男性如何在存在性別

角色的態度下，扮演「父親」這個角色。 

(一) 傳遞親子之愛，育嬰苦樂參半 

相較於女性申請者，為了準備考試、上課而留職停薪的男性們無法

全心投入育嬰這件事，但有參與到部分仍然可以感覺到親子間親密的互

動。其中，耀華其實是為了準備考試而留職停薪，在這段期間有媽媽幫

忙，他負責最多的就是帶小孩上下課，陪陪他們： 

帶小孩是一個…很愉快的經驗，你以後就知道了…（有人說帶小孩

很累耶？）累當然是會累啊，小孩活力旺盛啊，像我每天接他下課

啦，你就每天看他在門口等，他看到你就會爸爸爸爸…怎樣怎樣…

感覺不一樣，如果我是上下班，他坐娃娃車回來，大概就看不到

了，…在成長過程你會有參與感，你會覺得滿高興的，育嬰正面價

值就是這個（耀華）。 

智文請假的時候最小的小孩已經兩歲多，平常比較常做的也是陪小

孩子： 

小孩子如果回到家以後，我們沒有送安親班，那就是我當安親班老

師的那個角色，我就陪孩子指導他功課，看他的錯字，看他的注音

符號，陪他看一些…坊間的一些教材啦，像巧連智啦，或者是陪他

玩積木，或者陪他做拼圖，或者是說帶他到外面公園散散步，兩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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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公園散步就聊一聊他今天發生的事情…。我現在幫兩個男生洗

澡，我覺得洗澡很有樂趣啊，第一個動作做什麼…我覺得過程當

中，肌膚之親某種程度也是傳遞一種親子之愛啊（智文）。 

漢森雖然有傳統性別分工的概念，認為女性就應該要帶小孩，但是

自己本來就喜歡和小孩子相處，也很注重這段期間： 

自己就是很喜歡跟小孩子相處，而且我一向都認為，小孩子大了以

後就不想跟你相處了…（笑），所以我從小孩子出生我就很把握…，

可能國中、高中以後你連要拖他出去他都不願意，他寧可在家裡還

是跟同學出去，所以我還蠻注重前面 10 年跟小孩子相處的時間（漢

森。） 

如果是涉入較深的男性，可以感受到的就更多了，不是只有陪小孩

玩、學習等在間歇性、不規律時間下參與的角色，因此開始有一些覺得

辛苦卻值得拿來品味的回憶。像家和，本來就很希望能請育嬰假陪小朋

友，雖然這次請假期間只有 3 個月，但他感受到的卻有很多— 

我蠻喜歡，就是和小孩子在一起，我很羨慕我太太那時候整天都可

以陪小孩子啊，時間都花在刀口上，我覺得那是最值得的，而且你

付出多少它自然會顯現出來，這種就是潛移默化，絕對對孩子是好

的，…帶孩子對我們來講其實是很新鮮，而且是很有樂趣的（可是

也有很辛苦的部分，半夜要起來包尿布啊…）那是心甘情願就還

好，我是蠻享受的啊…。而且後來我的孩子願意跟我，因為從小可

能這一段的關係，後來即使我上班之後他們覺得爸爸本來全天都

在，現在怎麼白天都不在，剛開始本來有點不習慣，後來只要我太

太不在的話，我帶他都 ok，不會像一般不肯跟爸爸或什麼，…小

孩就是這樣，他是全能的，父母親有用心他其實感覺得到（家和）。 

彬亞雖然是因為想準備考試才請假，但小孩剛出生的前 4 個月，因

為早產需要特別照顧，幾乎都是他在處理，苦樂參半，對他來說是段難

忘的日子： 

我學當超級奶爸，學費是 70 萬（指損失的薪水），原本不會換尿布

都會了…。小朋友 11 月 20 號就出生了嘛，晚上前 4 個月他在睡覺，

都是我帶著他顧著他，所以我從以前 12 點多睡覺，後來為了耗那

個晚上 12 點到凌晨 6 點，開始研究有什麼電視可以看，12 點到 2
點看劉伯溫，2 點到 3 點看歌仔戲……哈哈…不然我渡不過那 6 個

小時啊，到 6 點我媽開始起來就會交接，換我開始睡早上…因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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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太要上班嘛，她要睡覺（彬亞）。 

聖恩為了唸神學院搬到外縣市後，大小事都是小家庭自己打理，他

記得那段幫老婆坐月子的日子，是他這段期間最難忘的事… 

…我在那年當中還有生老三嘛，自己小家庭生活…就在老三要出生

的夜晚，帶著太太晚上半夜去醫院，等她自己一個人走進去待產，

因為家裡兩個小孩還在睡覺…所以趕快去…然後放著又趕快回去

照顧家裡兩個，那種人手不足啦，因為父母親都住屏東嘛，就臨時

的啊，…那時候非常辛苦，真的是不知道怎麼過的，我就記得說早

上起來後一定要先去市場買坐月子的料理，因為那個月幫我太太坐

月子…，買魚啊、豬的內臟那些食材，弄好、三餐打理好去上課，

那時候老大老二就送幼稚園啊，那個月老二還滿乖的，小的出生之

後，他還跟老大乖乖去上幼稚園 2 個禮拜（聖恩）。 

申請育嬰留職停薪的男性們，雖然理由不一而足，然而也依他們的

情況，盡力參與育嬰這件事，並獲得和以往迥然不同的體驗。 

(二)提升家庭的緊密參與感 

這個現象其實不管是在男性或女性申請者身上都可以看到的，然而

在男性的部份程度可能更大，因為他們很多平常都是只專注在工作上的

人，沒想過也沒時間參與家庭事務，在這段期間則開始感受到我們是「一

家人」的緊密連結，如家和很高興可以幫到家裡的忙，讓妻子安心進修，

甚至參加她的畢業典禮： 

一天陪孩子我覺得我滿喜歡的，我覺得有幫到家裡面一些忙，有幫

忙帶孩子，然後老婆可以安心的去實習啊、去上課啊，最後還參加

她的畢業典禮，我覺得還蠻好的啊（家和）。 

耀華其實在請假期間親戚有人生病住院，照顧人手不足之際，請假

在家的他剛好可以幫忙： 

家裡發生的事情都可以參與，因為平常如果你還在上班，你根本抽

不出時間去處理這些事情，那如果你現在都沒在上班，除了固定的

時間你不能做之外，絕對有幫忙家裡的作用，就可以去幫忙顧…家

裡就不會那麼慌亂啦（耀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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彬亞之前一邊上班一邊上課，無暇顧及，也沒有想過要參與家庭事

務，為了考試留職停薪的他，在家的時間變多了，會觀察到，也比較融

入並分擔家庭勞務： 

以前事情很多，根本不會去想到這些，家裡的事情對於一個男生來

講…如果真的有用心的話，真的會多學很多啦，以前不做的可能現

在都會去碰…以前從來吃完飯不會去洗碗，現在我都會去洗碗，因

為我發現洗碗比帶小孩輕鬆，所以都會跑過去洗碗（笑）（彬亞）。 

一直很想在離家近的地方工作的樂天，明顯感受到一到五不在家，

對家裡的情形產生隔膜，囿於精力和距離，想關心也力不從心： 

上班是很輕鬆啊，上班是只有來自工作的壓力而已啊，家庭就是…

管不到那麼多了你知道嗎？因為我那時候就是剛進去，然後很多東

西要學要問啊，已經一個頭二個大了，家裡的事情好像就沒有關心

到了，休假的時候回來就是陪小孩啊，跟他們快快樂樂這樣…然後

好像就拍拍屁股就走人了這種感覺…（那現在就跟家庭比較緊密結

合了？）對（樂天）。 

王舒芸等（1997）發現，男性在扮演父親角色的過程中，也會修鍊

其性格，像家庭責任感的培養成形、思考面的寬廣性、性格漸趨穩重等，

也有漸入佳境的喜悅，這個回饋本身就是吸引他們投身照顧的誘因。本

研究的 10 位受訪者們，雖然有些是因為其他理由而請育嬰假，但畢竟

還是選擇了較少男性投入的路，在回顧這段歷程時，也發覺到他們比傳

統男性們體會到更多因為參與家庭事務而擁有的喜悅，如彬亞，原本不

會注意到家裡面工作分配、也不認為這個工作和他有關的人，因為留職

停薪時的參與而意識到家庭成員互動的重要性。 

(三)像是放了個長假 

Fried（1998）發現，請假時間的長短的確會影響男性申請育嬰假的

意願。平均來看，男性申請育嬰留職停薪的期間比女性為短，以本研究

的 10 位受訪者為例，幾乎都是申請幾個月，最長 1 年，其中雖然有例

外—樂天和聖恩請了 3 年，不過樂天有經濟來源，這 3 年內仍然經營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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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店，不算暫離職場，而聖恩本來就想離職的心，3 內並未動搖過，這

3 年是為了轉換跑道而重當學生；相對而言，楊蕙蘭(2006)研究中的 9

位女性受訪者，只有 1 位請假期間低於 1 年。不管其背後的成因是因為

肩負家庭經濟主要重擔，為符社會期待，不敢請長假，或是像 Seward

等（2002）主張的，男性是為了避免和傳統性別區隔挑戰，總而言之，

時間不長的結果，對於他們來說就像放了長假，心情是輕鬆的。例如本

身就很愛小孩的家和，3 個月真的像個假期： 

我真的是非常懷念那一段（那你可以再繼續請啊？）繼續請…一方

面老婆也已經畢業啦，再加上 3 個月的休養其實也差不多了，我只

是想要體會這種感覺，然後那陣子又常下雨，就會想說，啊太好了，

不用這樣下著雨去上班…（家和） 

 漢森其實一直強調時間長了就不好，但是 3 個月多月，讓他可以

陪小孩子，又多了自己的時間，小孩也夠大不用整天抱著看著，因此留

職停薪對他來說也是個小假期： 

我是覺得時間不是很長的話，經濟上沒有這份收入，可是可以跟小

孩多相處，我覺得這也不錯，但是如果太長期的話可能就要另外考

量了（漢森）。 

建剛雖然請了 1 年，但是和太太一起照顧小孩，並沒有負擔全部的

教養重任，因此心態上也覺得是休息： 

我覺得這段期間不管是再充實的好機會，身心也放鬆，一般人都是

工作 25 年、30 年，然後退休不知道要做什麼，吃飽等死（台語），

如果可以把它分成 5 個階段，每工作 5 年休息 1 年不是很好？工作

5 年剛好有一點點積蓄，在 1 年間把它花完（笑）（建剛）。 

相對於許婷雯(2005)研究裡的女性受訪者，她們因為沒有長輩幫

忙，請假時間比較長，另一半幾乎把所有親職工作放手給她們，因此留

職停薪對她們而言，非但不是個假期，還體會出「監禁感」和「限制感」，

無法從與孩子的連帶中逃脫，而使自己與自己產生疏離。不像男性申請

者，妻子和長輩仍然會替手，參與照顧，雖然也有部分受訪者覺得「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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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還累」「真的很辛苦」，但畢竟是短期，並沒有產生像女性一樣較為

深刻的負面情緒。除此之外，在留職停薪期間並不是完全投入在親職的

部分，有準備考試、或看其他書籍充實自己的，有出國去體驗另一種生

活的，有每天帶小孩出去玩的…，尤其藉由這段「長假」，也被用來治

療工作倦怠（此容於第五章詳述），因此與女性申請者的經驗大相逕庭。 

三、 父職的負向體驗—各方壓力來襲… 

(一)獨撐大局的壓力 

鑑於男性至目前為止並未被視為教養小孩的當然人選（雖然已申請

了育嬰留職停薪），責任及義務感並未像女性這麼深切感受到，因此在

許婷雯(2005)的研究中，女性申請者會遇到的負面體驗，包括因緊張而

造成的負面情緒、監禁感，及一切以小孩利益為主等，在男性申請者中

幾乎未見，除了謙平，因妻子在受訓末期要到另一個城市參加會議，在

異邦且語言不通的他想到要獨立照顧兩個小孩，壓力遂襲捲而來： 

我太太她要回來之前的一兩週要去美國南方的一個城市開會，那只

有我照顧小孩，那時候我是在家看老二，老大早上都送到他們那裡

的幼兒園去玩…去上課，晚上我就要去接他嘛，她跟我說了以後，

我就開始心神不寧…可是反而你到了那一天以後，你自己照顧起來

也覺得還好（那這樣為什麼會有憂鬱症？）就心理壓力啊，你知道

說她要離開…因為我英文跟外國人還不能溝通嘛，那你得封閉在…

那種狀況是很可怕…我太太如果出去以後，我都毫無援助耶，連你

把小孩子送到幼稚園你都能默默送過去，所以我那段時間我小孩都

不能出事，出事我就麻煩了。所以我太太那時候要出差，我的壓力

是很大的，尤其那個時候去看醫生，一定要跟醫生能夠描述內容，

能跟他們對話，我…如果萬一出事我什麼都不懂（謙平）。 

在王舒芸、余漢儀（1997）研究發現，男性因文化規範對於母職天

賦的預設，使得各種提供育兒能力的管道或機制潛藏性別區隔現象，因

而造就笨手笨腳、育兒低能的男性。就謙平這個個案來看，他在育嬰留

職停薪前，並未深度涉入育嬰事務，小孩有外傭幫忙帶，晚上也是和媽

媽或外傭睡；而留職停薪在美期間，兩個小孩中老大已上幼稚園，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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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他其實只要負責帶老大上下課並陪伴老二就好，晚上妻子回家之後

是他和妻子共同照顧，較可勝任。故研究者推論，雖然養育小孩不分男

女都會有緊張不安的情況，但謙平的焦慮除了語言不通外，也許有些育

嬰經驗不足，必須反客為主，獨撐大局的恐慌，如果熟悉育嬰相關知識，

焦慮的程度可能就會降低。 

        (二)人際、社會期待的壓力 

除了獨撐大局的壓力外，男性申請者除了在申請時，會遭受同事及

親友的勸退，在留職停薪期間也可能遭遇來自自己認同或鄰居詢問的壓

力，對於已經違反社會期待及男性固有形象的他們來說，不但自己要調

適，也必須抵抗這些異樣的眼光。以智文為例，曾為簡任職主管的他，

年紀較長，也仍保有男性需「光耀門楣」的自我期許，因此他在留職停

薪期間的確有對人際較退縮的情況： 

在人際關係上面會有一點點自卑的現象，就覺得說不好意思出門，

怕人家問，所以很少出門…會覺得有壓力，而且要說明很多次，一

個人問一次…第二個人問一次…這個抉擇是很大的抉擇，特別是我

又是超過半年，那…調適上是還好啦，那人際這部分就是說為了避

免一些困擾，熟識的人遇到了，問一次問一次…也是解釋上也很麻

煩啦，所以確實有一點點自閉的現象（智文）。 

建剛在請假這件事上雖然很有自己的主張，但是回到老家，耳語的

壓力不是衝著他本身，而是對著他父母來，造成困擾，也形成他是否再

繼續請假的考量因素之一： 

我是回去鄉下，很多親友會覺得說你是不是被除職了？反正就是講

一些閒言閒語就是，你為什麼沒有在工作，很多問號，但他們又不

敢來問我，那這些問號其實對我的家裡人其實會比較困擾，我常常

跟他們講說，可能我性格比較強烈，管他們講什麼，隨在他們啦（台

語）…。（為什麼不請兩年？）第一點……第二點，我需要去承受

那些三姑六婆的壓力…他可能會講個兩年（建剛）。 

就算是申請期間要短，僅 3 個月的漢森，也會預期可能必須因為申

請而解釋些什麼，所以選擇不公開以免反遭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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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有跟我媽講一下我的規劃，因為可能有少部分時間還是要麻煩

她來幫我，那其他親友我覺得這不需要跟他們討論啊。…他們（鄰

居）會覺得說…一個大男生留職停薪在家照顧小孩…這個人怎麼怪

怪的…長時間我覺得會，因為我短時間，別人發現的時候我可能已

經回去工作了（笑），或者我根本不想跟他講啊，就是例如朋友或

不是很熟的親戚，他問我現在怎麼樣我也說還好啊，反正我很短時

間又回去啦…那長時間的恐怕…我覺得真的可能會這樣…怕人家

東問西問還要解釋老半天，人家會很好奇啦…因為帶小孩通常…一

般人感覺不是爸爸該做的事…（笑），應該是要去賺更多錢（漢森）。 

漢森很明白的指出社會對於男性育嬰留職停薪的觀感，雖然這也是

他自己的觀感。由此可知，性別觀點和社會期待，不僅僅是男性申請者

本身背負著，而是會透過各種管道向申請者繼續傳遞、灌輸。 

(三)經濟壓力 

            Chapmen（2007）認為，以澳洲社會價值而言，母職（motherhood）

仍與養育（nuturing）連接；父職與經濟養育（economic parenting）連接；

Frind（1998）亦提出，影響育嬰假制度的實施，家庭成員的經濟成本是

重要因素。在本研究的 10 名男性受訪者中，有的薪水比妻子高，有的

比較低，有的是單薪家庭，但的確，幾乎都出現了經濟上的壓力或考量，

在申請留職停薪期間的長短上也會考量到經濟因素；對照楊蕙蘭（2006）

與許婷雯（2005）訪談的女性受訪者們，在經濟方面僅論及會節省花用，

以小孩為主，顯示兩性間不同的思考模式：以小孩為己任的女性會為了

他們節儉，而男性的考量點仍視自己（或實際上）為家庭經濟的主要負

擔者，因此不好意思請假，或不會有像女性這麼長的請假期間。 

例如耀華和彬亞兩位，薪水比妻子少，雖然由他們申請留職停薪，

但他們的出發點卻都是因為要考試，我們推斷他們其實仍有男性角色的

壓力，因此透過短期離開職場準備考試，企求在未來的職涯上重新找回

男性主導權，此在前一章已經有討論過。而彬亞及智文，更明白的指出

身為男性的顧慮： 

其實就是男生請假已經不好意思了啊…所以家裡…尤其是帶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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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我都會盡量去做（你的薪水和你太太的薪水誰比較高？）她

比較高（那為什麼會不好意思？你不是養家的主力啊？）因為我是

男生（笑）（因為男生理論上來講應該是養家的那一個嗎？）對對

對，所以會比較不好意思。…出錢都我自己出啊，我會拿我自己以

前的存款，例如說每個月給家裡的錢，原則上來講我不會跟她拿，

所以我的存款就因此掉了好幾十萬，因為我自己覺得我已經請假，

當然我太太不會這樣覺得啦，可是我個人就比較會覺得不好意思

（彬亞）。 

家庭經濟最主要是靠過去的存款、妻的收入（會不會有些壓力？）

會（是因為覺得男生應該要養家，可是現在都靠老婆嗎？）雖然我

有兩性平等的觀念，基本上我還是成長在民國五十幾年出生，所以

那時候是農業社會過渡到前工業時期的那個階段，男尊女卑或男性

應該要有成就、要揚眉吐氣光耀門楣，這些價值觀念意識或潛意識

裡面應該都會有啦（智文）。 

四、 留職停薪期間的家務分配 

王舒芸、余漢儀（1997）曾針對兩性參與家庭勞務的內涵及特質分

析相關文獻，並整理如下表： 

表 4-3 兩性參與家庭勞務內涵與特質之分野 

作者 女/母職 男/父職 
Winch（1971） 撫育（nurturance）：餵食、

穿衣、洗澡。 
控制（control）：社會化，

學習社會要求的行為規

範。 
Berk（1985） 不間斷（unrelenting）、重

複（repetitive）、千篇一律

（routine） 

罕見（infrequent）、不規

則（irregular）、非千篇一

律（nonroutine） 
高淑貴、黃坤瑛

（1988） 
工具性：洗澡、餵奶、換

尿布 
情感性：陪小孩玩、看電

視 
Coleman（1988） 每天，特定時間、選擇彈

性少、瑣事、厭煩的 
有明確的開始與結束，自

由決定時間，內容明確，

含休閒成份 
余漢儀（1991） 勞務（task）：滿足食衣住

行生理需求 
關係（relationship）情緒

發展，心理需求 
Abbott & 
Wallance（1995） 

必要的、重複的、經常要

做的 
具創造力的，方便時。

            資料來源：王舒芸、余漢儀（1997，p.122） 

然而，也許女性運動的不斷努力，致使男性較上開文獻撰寫時的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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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更參與家務，也或許申請育嬰留職停薪的男性們，雖然仍有性別觀

點，但已比大多數的男性彈性，因此，在本研究的受訪者中，不乏與妻

子共同分擔的情形，且上表劃歸女方的撫育、工具性勞務，亦有受訪者

表示是他們擔任，反而因為小孩跟媽媽較親，由女方擔任陪伴的角色： 

像我家小孩比較黏媽媽對不對，我可以在他黏媽媽的時候做一些後

勤、準備的工作，或是其他家務的分擔，譬如說她在帶小孩的時候，

你就可以準備小孩的果汁啦、水果啦，一些後勤補給的工作啊，或

是洗碗、洗衣、拖地啦…，就是一個平權的分擔（學群）。 

樂天因為白天要看顧雜貨店，因此也沒有很多多餘的時間整理家

務，但照顧小孩的事則是一手包辦： 

看誰有空嘍，沒有特別硬性規定說誰要去做什麼誰要去做什麼，不

過大部分都是我老婆下班之後做啊，我有空的話我就去幫忙，（所

以大部分都是老婆做，那你就負責小孩的部分？）對啊，就整天陪

著他啊，給他換尿布啊、泡奶啊，哄他睡覺（樂天）。 

耀華也是負擔比較多的家庭勞務，由妻子擔任陪伴小孩的角色： 

掃地、拖地、洗衣服嗎？當然是我啊，在家裡不做你要叫老婆回來

做？上班累得要死…（沒有刻意分說誰做什麼？）有啦，只有一個，

洗碗我不會洗，男生，我不太會洗碗，洗不乾淨，其他大概都沒有

差啦，大部分是我啦（因為你在家嗎？）對啊，她回來帶小孩就好

了啊（耀華）。 

雖然上述的受訪者們，妻子都是職業婦女，比起兩個人都在上班的

情況，在家的男性們當然比妻子有更多時間料理家務，然而在性質上我

們也可以看到，已經「願意」並認為也「應該」承擔家庭勞務中比較繁

瑣的部分。在這些受訪者中有 3 位是在留職停薪期間夫妻雙方皆沒有工

作，他們的家務又是怎麼分配呢？ 

建剛和妻子結婚後，一直都是男主外女主內的情況，因此雖然他留

職停薪，和妻子一起照顧小孩，但主要仍是負責教育的部分： 

（留職停薪之前家務事就都是太太做嗎？）嗯，絕大部分是太太做

（那留職停薪期間呢？）還是太太做，我大概就是陪小孩子出去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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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啊…或是唸一些故事給小朋友聽啊…陪他做功課啊…要不然就

是陪他看一些電視啊，可能是一些比較有教育性的影帶啊（建剛）。 

留職停薪前也是男主外女主內的情況，而且家和本來就很羨慕妻子

可以在家陪小孩，因此留職停薪期間就讓他盡情的陪小孩，晚上妻子去

實習時再由他接手： 

家務事白天大概都是她嘛，晚上是我回來幫忙，帶孩子啊，打掃啊、

倒垃圾啊…，全包啊，本來沒有工作的話，全時間就可以做更多啊

（家和）。 

聖恩在留職停薪前是雙薪家庭，留職停薪後因為搬到另一個城市，

妻子也跟著離職了，但因為他是全職學生，時間較零碎，因此負責較機

動性的採買、打掃等部分： 

教育的部分因為時間比較長嘛，大概就是我太太，因為白天時間她

在家嘛，我上課嘛，雜務像料理三餐啦、家務整理這些大概就是由

我，還是跟小孩洗澡這樣，購買飲食、採買、上市場什麼之類的（聖

恩）。 

建剛、家和及聖恩，在分擔家務上各有不同作法，基本上如果之前

就是男主外，女主內的分工模式，在留職停薪期間較無改變其模式。然

而不管如何，這些男性們的確不再只是隨性的負擔家務，或僅選擇可以

和小朋友培養情感或親子關係的活動，而是夫妻商量後互相配合。因

此，由這些申請育嬰留職停薪的男性們表現在家務上的行為，我們似乎

可以推斷，經由這些年女性主義者對於兩性平權，乃至於性別主流化的

推動，其實有鬆動了傳統性別分工的概念，雖然，只是「鬆動」。此外，

根據張晉芬與李奕慧（2007）利用 1991、1996 及 2002 年社會變遷調查

的研究結果，說明性別分工仍十分明顯，我們認為，上開研究所依據之

調查，距離現在又過了一段時期，在性別主流化觀念的持續推動下，這

樣子的觀念一直緩步但逐漸地改變人們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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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結 

   比較男性與女性申請留職停薪的歷程，我們可以很明顯看出心態上兩性就有

很大的不同，傳統文化及社會規範所給予的性別角色刻板印象仍然存在在大部分

的男性申請者的心態上，並未被完全改變，他們雖然申請育嬰留職停薪，但心態

上並不是把育嬰的責任一肩扛起，並願意放棄原有的性別角色，承擔「主內」的

一切事務，除了對兩性平權的觀念較有認知外，基本上多數還是因為他們個人的

需求而申請留職停薪，育嬰，只是比較好申請的理由而已。 

因此，這樣的性別角色觀點影響到他們和女性申請者，雖然同樣是申請育嬰

留職停薪，在原因、申請期間長短及請假期間的心理調適、面對的問題都大相逕

庭：女性須承擔的，多半是來自家庭、婆家的正向壓力—即希望他們留職停薪，

雖然她們本身可能並沒有意願，而職場方面則必須擔憂被污名化、被貼上標籤；

然而男性須承擔的，則大半來自職場、社會人際網絡的負向壓力—除了為了考

試，被視為仍積極進取，因此給予鼓勵外，幾乎都是不太贊同他們留職停薪，或

對他們留職停薪的原因感到好奇，認為其中必有緣故，雖然他們留職停薪的時間

較短，對職場發展較無影響。此外，他們也因為性別角色，比女性申請者承擔更

為龐大的經濟壓力。 

然而從另一個角度來看，比起傳統觀念下的男性們，會申請育嬰留職停薪的

男性的確對兩性平權的觀念較有認知，而在實踐上他們也同樣體會了身為父母養

育小孩的甘苦及將承受的壓力，並且比起以前，雙薪家庭的男性們會更願意承擔

一直以來較常由女性承擔的繁瑣家務，不再只選擇扮演陪伴孩子的關係發展、情

感性角色，只是因為在責任的承擔上，仍認為自己應負擔較大的是經濟責任而非

養育責任，因此在調適上顯然比女性輕鬆，又因期間較短，故而更為享受育嬰的

親子時光。但是，如同王順民（2002）所言，促進兩性的結果平等真的必須伴隨

價值、認知及文化等社會性工程的同步改造，而由上開分析結果，男性們似乎僅

僅認知到兩性平權的觀念而已，也許必須藉由更強而有力的政策工具介入，以更

為積極的方式鼓勵男性參與，才能達到更為顯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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