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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男子氣概與男性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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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性別工作平等法規未限定育嬰假僅能由夫妻其中一方申請，但男女申請

育嬰留職人數差異極大。過去文獻指出，此根源於父職角色仍受文化和性別機制

形塑。由於「男子氣概」是規範男性在各種場合展現合宜行為的重要準則，如何

協助男性突破傳統男子氣概形塑的父職角色框架，提高其申請育嬰假的意願，為

本研究關注焦點。因此，本研究以男子氣概為視角，分析育嬰留職男性的父職經

驗，瞭解其男子氣概內涵和男子氣概與父職角色的連結關係。

本研究共訪談 10名高雄市政府各單位曾申請育嬰留職、且已回到職場的男

性公務人員，並分析訪談文本。本研究發現有三：一、育嬰留職男性的男子氣

概，是一種「照顧」男子氣概，並可分為「全力照顧型」和「兼顧工作型」兩種

父職角色類型；二、職業保障和男女薪資平等，是實踐「照顧」男子氣概的社會

基礎；三、當男性申請育嬰留職照顧孩子時，有助於減輕女性產後負荷，使其順

利復原。因此，性別平等和父職培養是一體兩面的工作，均有助於落實男性申請

育嬰留職停薪。

本研究建議有三：一、正向探究和倡導「照顧」男子氣概；二、持續改革人

力市場，扭轉職場性別不平等；三、提供男性有薪父職假，鼓勵夫妻共同照顧，

降低女性照顧負荷。

關鍵詞： 育嬰假、照顧男子氣概、父職角色、性別平等、父職培養、
男性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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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台灣於 �00�年通過「兩性工作平等法」，�00�年修正為「性別

工作平等法」，該法第十六條明訂受僱者在家中育有 �歲以下子女

時，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00�年「就業保險法」更增訂育嬰留職

停薪津貼的實施辦法，使育嬰假（parental leave）成為有給照顧假。

相關法規並未限定育嬰假或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僅能由男性或女性受

僱者其中一方申請，只要父母親符合工作和保險年資的規定便可提

出。然而，根據行政院勞動部（�01�）「育嬰留職停薪就業關懷調查

（10�年）」，自 �00�年 �月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納入就業保險給付項

目以來，核付件數及金額均逐年成長，惟申請者仍以女性 �萬 �,���

人為主，占 ��.�%，男性 1萬 �0�人，占 1�.�%，女性為男性的 �.1

倍。 1 

即便是最早有適用於男性申請育嬰留職停薪的規定、且工作福

利相對完善的公教體系，男女申請的比率仍有極大差距。 2 依銓敘部

（�01�）性別統計分析指出，�01�年公教人員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致謝辭：本文為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專題委託研究之部分成果，部分內容已發表於第

六屆「醫學與社會」理論暨實務研討會。感謝參與研究的男性公務人員和研究期間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陳怡蒨社工、林慧萍股長、葉玉如副局長，以及高醫醫社系蔡家

瑜、陳裕閔、蔡家雯與尤博音同學提供的協助。同時，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和編

委會精準的提問與評論。

1 本項調查主要針對已請領就業保險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並於 �01�年 1-1�月期
間留職停薪期滿之勞工。

� 台灣最早關於育嬰留職停薪的規定，見於 1���年的「公立學校、幼稚園女性
教師育嬰期間申請留職停薪處理原則」。1���年頒布「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
法」，其中規定育嬰留職停薪申請者可以是父或母之任一方，為育嬰留職停薪

適用於男性的最早法規（洪雪英，�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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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件數為 ��,0��件，為歷年最高，其中男性 �,��1件，女性 ��,���

件，為男性之 10倍。由此可見，男性公教人員的申請比率，並未因

公教體系較早實施育嬰留職停薪制度、工作權或回復原職時較有保障

而提高。

台灣既已通過性別工作平等法，且育嬰假為有給照顧假，男女申

請情況何以仍有如此大的差距？唐文慧（�01�）認為，此根源於父職

（fatherhood）角色受文化和性別機制的形塑，亦即育嬰假雖成為可能

擁有的選項，但為了在家照顧孩子而不去工作賺錢，依舊不是一個被

稱許或受尊敬的文化抉擇。李庭欣與王舒芸（�01�）也指出，這代表

照顧仍是女性的主要責任，性別平等的理念在此似乎仍消弭不了傳統

性別觀為男女劃下的楚河漢界。由此可知，社會法制或許有助於鼓勵

父親履行育兒責任和照顧工作，但父職的實踐不只是制度和法規下的

產物。當男性身處在仍緊緊鑲嵌著性別刻板印象的社會結構中，個人

行為受到無形箝制，便無法跳脫傳統角色，選擇申請育嬰假在家照顧

孩子。

黃淑玲（�01�）認為，許多男性常以「男子漢大丈夫」和「男子

氣概」的標準來評量自己與其他男性言行舉止是否合宜，是避免自己

被羞辱、排擠的自我防衛機轉。換言之，男性背負社會期待的重擔，

努力扮演具備眾人稱道的「男子氣概」，深怕自己看起來不像男人。

男子氣概涵括範圍很廣，舉凡身體外貌、性、言行舉止、人格、工作

職業、權力、責任等各個面向，都要展現陽剛形象。有些人為了證明

男人本色，甚至特意彰顯粗獷、豪飲、蠻勇或逞兇鬥狠等傳統的陽

剛氣質。如王行（1���）指出，身處父權體制、性別角色扭曲的文化

中，女性受的苦是看得到的外傷，而男性則是內傷，因為男性同樣需

要拋棄原有性格，來適應父權社會的性別框框。就此而言，「男子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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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是規範男人在各種場合展現合宜行為的重要準則。

相對地，少數申請育嬰留職停薪的男性，其對「男子氣概」的

看法，及其如何跳脫或調和留職停薪照顧孩子與男子氣概兩者間可能

衝突的經驗，則有助於突破傳統男子氣概所形塑的性別角色框架，建

立新父職角色和性別認同來源，提高男性申請育嬰假的可能性，成

為法制改革外的另一種途徑。David Morgan（1���）的《發現男人》

（Discovering Men）對於男人和男子氣概研究具有重要貢獻。該書提

到，工作在男人生活中占重要地位，也是男子氣概認同的主要基礎。

因此，當男人失業、從事女性工作，或暫時離開職場回到家中照顧孩

子時，都將對其男子氣概產生重大挑戰。不過，這些情境卻也是探究

男子氣概的好機會。若以育嬰留職停薪男性而言，則可以瞭解其如何

將照顧涵蓋在男子氣概建構中（Brandth and Kvande, 1���）。

據此，本研究針對申請育嬰假的男性公務人員進行訪談，主要考

量是公部門較私部門有復職保障，員工應較有意願申請育嬰假，適合

優先鼓勵成為實踐育嬰留職停薪的先驅者。本研究藉由訪談收集其生

活經驗，以男子氣概為分析視角，瞭解申請育嬰假男性的男子氣概特

性、形成脈絡，以及育嬰假生活與男子氣概之關連性。同時，以正向

立場來貼近並理解育嬰假男性的生活經驗，為鮮少鼓勵男性參與育兒

和照顧工作的傳統父職建立可供參照的角色典範，將有助於未來促使

更多男性申請育嬰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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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探討

（一）育嬰假體制中的性別關係結構：女權進步或圈套？

1.「母性保護」的育嬰假政策：為母親，也為子女

國際社會早已於 �0世紀中期前，陸續頒訂多項平衡家庭與

職場責任的公約及建議書（劉梅君，�00�）。如國際勞工組織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簡稱 ILO）於 1�1�年通過《母性

保護公約》（Maternity Protection Convention，簡稱MPC），並在 1���

及 �000年進行修正。該公約認為政府和社會有共同責任促進參與勞

動的所有婦女享有平等和母子的健康安全，確保她們不會因為懷孕或

生產而失去工作，同時也保護新生兒能在健康、安全的環境中成長。

聯合國於 1���年通過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第十條亦提到，各

國應確保母親於分娩前後相當期間內受特別保護，從事工作的母親在

此期間應享受照給薪資或有適當社會保障福利之休假。因此，各先進

國家均設法建立相關制度和法規來保護並協助女性勞工，使她們得以

兼顧家庭和工作。

育嬰假是國家用以達到母性保護、並調和勞工工作角色與家庭角

色衝突的政策手段之一。 3 Sheila Kamerman（1��1）指出，全世界已

有一百多個國家實施某種型態的育嬰假，歐盟組織也於 1���年通過

會員國必須進行育嬰假立法的強制性指令，以保障父母親有 �個月的

全職時間來照顧子女（Bruning and Plantenga, 1���）。一般而言，育

� 除育嬰假外，生理假、產假、哺乳設施、調整工時、家庭照顧假等均為重要的

調和手段（洪雪英，�010；劉梅君，�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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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假主要透過兩種方式來支持父母：提供工作保護的假期和提供金錢

支持。就前者而言，即是允許父母可以有一段時間（長短因國而異）

照顧新生兒或幼年子女，並確保他們在假期結束後可回到原有或類似

的工作。就後者而言，則是在工作保護假期的部分時間內，直接提供

金錢支持。各國提供金錢支持的時間長短不一，亦有少數國家僅提供

假期，而未提供金錢支持。再者，父母親雙方均可申請育嬰假，有些

國家允許父母請育嬰假的資格可彼此轉移，有些則限定為個人權利而

不可轉移，亦即父母雙方都有資格申請相同的假期，當某一方不提

出申請，其權利即失效（Ray, Gornick, and Schmitt, �00�; Bruning and 

Plantenga, 1���; Moss, �01�）。

目前世界各國並未限定女性才可申請育嬰假，但從政策發展的

歷史脈絡來看，育嬰假確實具母性保護的意涵。Christopher Ruhm

（�000）指出，育嬰假的支持者不僅認為育嬰假保障女性勞工工作

權，亦深信育嬰假對嬰幼兒的成長健康有所裨益。一般而言，嬰幼兒

的健康情形與健康資本儲存（如懷孕期的健康投資和生活習慣）、醫

療技術、醫療照顧價格和可及性、家戶收入，以及父母投入時間等因

素有關。育嬰假因左右父母投入照顧的時間而影響到嬰幼兒健康。例

如哺餵母乳可增強新生兒免疫力、降低疾病發生和嚴重度，並增進認

知發展，但女性卻受制於返回工作而無法持續哺乳，或需降低哺餵頻

率。Ruhm（�000）分析 1�個歐洲國家自 1���至 1���年間有關育嬰

假和兒童健康的資料，證實育嬰假與新生兒和兒童死亡率及意外死亡

有關，是促進兒童健康且符合成本效益的作法，尤其在婦女勞動參與

率不斷提升之際，育嬰假使父母有額外時間照顧孩子。Sakiko Tanaka

（�00�）亦針對 1�個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 OECD）的國家自 1���至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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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間的資料進行分析，同樣證實延長有津貼的育嬰假期，可減少父母

無法盡責照顧孩子和母親急於回到工作的情形，有助於降低產後新生

兒死亡率。上述這兩份兒童健康研究都特別論及育嬰假中母親角色的

重要性。

然而，此種強調母性保護和維護兒童健康的論述取向，亦可能

使婦女在育嬰假體制中再度落入承擔家庭照顧責任的陷阱。如許婷雯

（�00�）發現，部分申請育嬰假的女性，其母職意識型態在育嬰假之

後趨向傳統的性別分工，亦即出現向傳統父權文化靠攏的情形。該研

究認為，育嬰假或許提供了父權文化對於女性實行母職「再社會化」

的場域。同時，因「女性期望成為一個母親」的母職意識型態為母職

再生產的主要關鍵，故可進一步推論，若請假者的母職意識型態向父

權文化靠攏是育嬰假可能的後遺症之一，在未來集體選擇的情形下，

育嬰假將可能回過頭來使社會既存之母職制度更為鞏固，導致女性更

加無法自母職的枷鎖中脫出。因此，如何避免讓女性因申請育嬰假而

陷入母職「再社會化」的風險，並提高男性申請育嬰假以承擔養育和

照顧責任的可能性，性別平等觀點為育嬰假提供了另一種論述。

2.  「性別平等」論述下的育嬰假圖像：新父職角色與共同承擔照顧

工作

黃囇莉（�01�）指出，性別平等的要旨之一就是解構性別刻板

化，亦即讓性別與特質、分工、職業之間的關係不再類型化。換言

之，解構性別的意涵是不再以僵化的男性化或女性化觀點，來限制或

規範任何一個人的行為。如過去「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性別分工

型態，在女性主義鼓吹和婦女運動衝擊下已漸鬆動，當代社會男人只

要負起養家責任而造成「缺乏父親」的現象亦有所改變。除了解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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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脫性別刻板化的作為，學界和女性主義者亦企圖創造一種新的父職

論述，期待社會能產生「好爸爸」的父職文化，並影響父親的角色認

同和參與養育的照顧工作。如Michael Lamb（�000）指出，父親角

色的演進大致分為四階段：道德引導者、養家者、性別角色楷模，以

及養育型父親。當第四階段的養育型父親角色出現時，意味著將「積

極參與兒童生活」納入父職內涵中，社會也愈來愈期待父親投入家

庭，扮演共親職的角色。

然而，台灣社會性別平等意識雖已提升，男性也被要求分擔家務

與兒童照顧工作，但男性投入家庭角色的程度，仍舊無法在公領域達

到真正的平等，如育嬰假申請者明顯以女性居多。事實上，如何提高

男性申請育嬰假的比率，以平衡男女養育和照顧兒女的責任，是不少

國家所面臨的困難。藉由社會福利制度的設計，來支持並鼓勵男性參

與家庭生活、分擔育兒工作或家務，是北歐福利國家的主流論述和實

踐方式，如瑞典的父職假、強制性的父親月等，都是瑞典作為一個女

性主義國家體制，從國家制度積極鼓勵父親履行育兒責任的例證（唐

文慧，�01�）。但 Gwennaële Bruning與 Janneke Plantenga（1���）指

出，歐洲 �個國家的育嬰假申請者仍以女性為主，即便在北歐國家男

女之間亦有極大差距，此結果讓人對於育嬰假政策所欲達到的平等機

會存疑。

為何在不斷鼓吹性別平等、建構新父職角色的社會氛圍中，藉由

制訂社會政策來促使男性申請育嬰假或參與育兒工作的作法，仍沒有

很好的成效？如前述，學者認為性別角色刻板印象仍緊緊鑲嵌在社會

結構中，致使個人行為受到無形箝制，成為男性選擇申請育嬰假在家

照顧孩子的阻礙。研究者認為，此看法亦代表過去強調性別平等和對

新父職文化的期待，無法獲得多數男性認同，而達到超越性別刻板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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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目標。進一步而言，性別平等論述下的父職角色之所以無法獲得

男性認同，原因在於過度強調男女照顧工作量的平等，而非彰顯男性

參與育兒工作的特點並肯定其對男性的價值，同時也未在對男性性別

角色有深遠影響的「男子氣概」文化脈絡下，嘗試理解育嬰假男性的

主觀經驗，探究有助於鼓吹男性參與育兒的新男子氣概論述。

由於女性主義者將照顧工作視為女性所承受的壓迫和負荷來源，

批判照顧工作女性化、全由女性承擔的不平等現象，因此，為了強

調照顧並非女性天職或與生俱來的能力，而鼓吹性別平等且要求男

性共同承擔照顧工作。但如此對照顧工作的負面評價，無法使男性看

見其正面價值，吸引男性投入育兒工作。再者，因女性主義者將照顧

工作視為對女性的壓迫，亦使得男性參與育兒工作的相關研究，將焦

點置於審視照顧工作量是否相同，反而疏於強調男性育兒工作的特殊

性和價值。如王舒芸（�00�）指出，台灣一群中產階級父親的照顧角

色，出現所謂「選擇性育兒父職」的現象，亦即父親雖會參與照顧小

孩，但相對於母親仍是補充性與選擇性的，母親依然承擔主要照顧者

的角色，而父親則比較有選擇照顧時間點的自由。李庭欣與王舒芸

（�01�）針對育嬰假爸爸所做的研究亦點出，即使請了育嬰假，爸爸

仍未能成為主要照顧者，其生活擁有彈性的時間分配，在家務與照顧

工作上也有較大的豁免權與協商權，使照顧像一場接力賽，隨時有人

可接手，一起完成。顯然，先前研究在性別平等意識的指引下，著重

於反省在男性參與育兒工作看似不斷增加的現象中，既有性別結構裡

的男性優勢是否真有所改變。此視角固然提醒我們持續關注性別權力

結構和開展政治行動的重要性，但此對於參與育兒父職經驗或投入育

嬰假爸爸的批判視角，較少重視男性育兒經驗的特殊性，也無法讓男

性看見申請育嬰假的價值，建立重要的角色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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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嘗試從男性觀點─「男子氣概」來探究育嬰假爸

爸的經驗，藉由育嬰假爸爸的現身、探索其自身經驗，使男人對於育

嬰假和男子氣概有重新理解和學習角色典範的機會。

（二）�以男子氣概作為理解男性公務員育嬰留職停薪生活經驗

的視角

1.  霸權型男子氣概作為一種理念型分析工具─男子氣概的變與不變

傳統上，男子氣概和陰柔氣質（femininity）被視為個人的必要

特質，亦反映男、女間本質的不同（Sabo and Gordon, 1���）。但研

究男子氣概的學者認為，不該採取過往的本質主義取向，將男子氣概

視為一種分類、一套氣質；相反地，應該著眼於形構男子氣概的性別

關係或互動演變過程（王大維、郭麗安，�01�）。如 Raewyn Connell

（�00�）和黃淑玲（�01�）主張，男子氣概的內涵與他們的階級、族

群或職業、教育、收入，甚至社會變遷時期都有關係；男子氣概存在

於特定時間與空間，並持續在改變。簡言之，男子氣概不是固定的個

人特質，而具多元樣貌。

Connell（�00�）認為可從過程和關係取向來界定男子氣概；亦

即男人在權力（power）、生產（production）及愛欲（cathexis）等三

種向度的性別關係中實踐，從而在身體經驗、人格與文化等層面產生

作用，發展出具有多元樣貌的男子氣概。Connell將男子氣概分為霸

權型、從屬型、共謀型與邊緣型等四種類型。霸權型為男子氣概的傳

統形式，特徵包括主宰關係、參與競爭、具侵略性、身體優勢、禁欲

主義、異性戀、厭惡女人等。最典型者為受教育、上階層的歐裔美國

男人，但此種類型男性所占比率不高。換言之，較弱勢的男性若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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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體現霸權型男子氣概，則透過其他方式來展現男子氣概。黃淑玲

（�01�）指出，勞工階級和少數族群沒有權勢財力為靠山，若敢挑戰

權威或公權力，則被視為邊緣型的男子氣概。另外，大部分男性也不

會依循霸權型男子氣概的所有標準，但支持父權思想並在父權體制中

享有特權與獲利，則稱為共謀型。如許多男性努力賺錢養家、實踐父

職責任，尊重老婆、不打女人，能接受妥協而非赤裸的支配，但反對

男女平等，只做慣常性分配的家務工作而不是平均分擔。至於從屬型

在歐美社會中最重要的例子，則是男同性戀者從屬於異性戀男性宰制

下的生活經驗，包含因性或婚姻關係背離異性戀原則，或穿著打扮和

舉止違反習以為常的男女形象，讓人無法接受，同時也經常在政治、

法律、經濟、文化或街頭等領域遭受歧視、排除或攻擊（林東龍，

�01�: 1��）。

Connell（�00�）指出，上述四種男子氣概類型，又以霸權型男

子氣概居於主宰和上層位置。此部分採 Antonio Gramsci的霸權概

念，說明男子氣概類型的階層化。霸權型男子氣概是唯一被接受的男

子氣概（institutionalized masculinity）形式，相對於其他類型具文化

上的崇高性，男孩與男人則被鼓勵或要求努力讓自己具有此種形式的

男子氣概。同時，男性為維繫自身在此階層的位置，須表現異性戀偏

見（heterosexism）、恐同（homophobia）、反女（anti-femininity）、

厭女（misogyny）等作為，避免與男同性戀者一樣被邊緣化，落入

男子氣概階層的最底層。此正統（orthodox）男子氣概論述，與學

校、軍隊、兄弟會、運動等系統中觀察到的霸權型男子氣概的再製

現象相呼應（Messner, 1���; Francis and Skelton, �001; Anderson, �00�; 

Tharinger, �00�; Cashmore and Cleland, �01�）。

不過，Eric Anderson（�00�, �00�, �01�）從大學啦啦隊、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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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橄欖球及足球等多種男性場域研究中，提出包容型男子氣概

（inclusive masculinity）的概念，並說明包容型和霸權型這兩種男子氣

概具競爭性，亦受到不同組織和制度文化所支持。 4 Anderson認為不

再有單一居於主導位置的男子氣概，霸權男子氣概失去主宰位置，因

為研究發現有愈來愈多的環境呈現出多元男子氣概並存且具有同等的

文化感染力。身處這些團體的男性，多數為年輕、中產階級且受教育

的白人，選擇遠離正統男子氣概、恐同或異性戀歧視等信條，不在乎

別人將自己視為同性戀或女性化，甚至珍視同性戀隊友、推選為領導

者等。就此而言，男子氣概建構過程非由霸權型男子氣概所壟斷，而

具開放和包容的可能性。

整體而言，Connell的男子氣概論點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指認、分

類、批判或討論男子氣概的基本架構或理念型。但其著重分析文化規

範、生產關係、社會制度或性傾向等各層面上權力結構中的控制或剝

削情形，較少著墨於微視層次的互動過程和個人經驗探究；同時，他

以身處家庭外的男性作為分類基礎，較少討論家庭中的男性形象。再

者，男子氣概具有文化的特殊性，不適合直接套用西方社會的理論概

念，來解釋台灣的男子氣概內涵。因此，本研究以目前仍屬少數、願

意參與育嬰假男性的父職經驗為分析焦點，瞭解其男子氣概的內涵與

社會脈絡，以及育嬰假中的父職角色，釐清並建立男子氣概與育嬰假

父職角色的連結關係。

� Anderson主要採民族誌（ethnography）和質性訪談方式進行。在這些研究場域
中，有些場域的受訪對象包含男同性戀，有些則無；有些男同性戀有公開，有

些則否。



照顧男子氣概與男性公務人員育嬰留職經驗 �1

2. 從男性公務員到育嬰假爸爸─男子氣概與父職角色的稼接

隨著父權體制遭受批判和新男性特質的鼓吹，男性自身在此聲浪

中反省並產生新的性別認同契機。王行（1���）指出，男性的自覺與

成長跟女性相反，需要回到他的家庭。因為長久以來，男人的生命意

義被定義在外在成就和工作上，所以男人回到家庭參與子女成長、婚

姻關係和家務事，才有一種新生命意義的體驗，並從家裡獲得平安、

歸屬。Gregory Slayton（�01�／錢基蓮譯，�01�）亦指出，美國社會

這五十年來並不強調父親和父職的重要性，男人的事業成就、性能

力、擁有車子或財富多寡，往往被認為比當成功的爸爸來得重要，家

庭從未被擺在第一位。但父親不僅是男人一生中真正不可或缺的角

色，勝任父職與否更影響自身未來、家庭和整體社會的發展。因此，

如何成為家庭中的好爸爸與體貼的丈夫，是男人一生中最重要的課

題。

當男性有機會暫時離開職場，進入以照顧子女為主的家庭生活

時，究竟照顧工作對其男子氣概和父職角色的影響為何，是值得探究

的議題。李庭欣與王舒芸（�01�）指出，育嬰留職男性對男子氣概的

詮釋其實是「既變，也不變」。我們一方面看到這些男性對「父親」

角色的詮釋不再侷限於養家者，也可以是照顧者，卻也發現他們有些

心態和行為與過去父權社會的男性養家者相似。對育嬰留職男性來

說，角色認同確實不同於過去，照顧逐漸成為父親角色重要的一環，

但在男子氣概的詮釋上，仍延續傳統性別楷模的行為及與經濟連結的

程度，也就是育嬰留職男性在家庭責任中多加了「照顧」的選項，但

是對自己身為「男性」所應具備的特質，如剛強、堅毅、具有一定

的職業地位，並未因育嬰假而改變。此被視為一種「意識型態的兩

難」，亦即文化中可能同時存在兩種以上相互競爭的論述，而個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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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這些矛盾與衝擊時，往往會導致自我定位的兩難與不一致。

Berit Brandth與 Elin Kvande（1���）研究挪威育嬰留職停薪的男

性，將其育兒型態稱為男子性照顧（masculine care），意指一種整合

男子氣概和照顧工作的作為，霸權性男子氣概並未改變。這群男性同

樣藉由育嬰假與子女建立親密關係，但照顧方式不同於母親。他們提

供照顧，讓自己成為孩子的朋友，與孩子在一起且一同做事，並訓練

孩子獨立。這群男性認為育嬰留職期間，照顧孩子並未對原本工作和

男子氣概造成影響，且與原本工作有很好的連結，甚至帶孩子造訪自

己的工作場所。他們不認為照顧孩子需要很多時間，當孩子睡覺時，

仍然能依自己的時間規劃做自己的事。同時，這群男性喜歡將孩子帶

出家庭認識世界，視自己為活力父親（active father），而不是家庭主

婦（housewife），並認為家務工作具有強烈陰柔氣質。因此，這群挪

威男性在育嬰留職期間亦只照顧孩子，不認為家務是自己的事。

Raewyn Connell與 James Messerschmidt（�00�）亦指出男子

氣概在不同地理區域展現的差異，認為可在全球（global）、區域

（regional）及地區（local）等層級探究霸權男子氣概，並釐清不同層

級之間如何相互影響。Anna-Lena Almqvist（�00�）探究法國與瑞典

男性的男子氣概類型與育嬰留職停薪行為的差異。該研究發現，男性

選擇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與否，與男子氣概類型有關，同時，瑞典較法

國完善的育嬰留職政策，亦影響其男子氣概的展現方式。法國男性展

現出傳統霸權男子氣概，認為照顧孩子屬女性責任，不會與妻子協商

是否申請育嬰留職，也傾向不申請育嬰留職；相對地，瑞典男性展現

出孩子取向（child-oriented）或共謀型的男子氣概，會考慮照顧孩子

的責任，重視與孩子相處，並與妻子協商申請育嬰留職停薪。

另一方面，國家政策的友善程度與任職公／私部門單位，亦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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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照顧工作對男性的衝擊。Paco Abril與 Alfons Romero（�00�）

指出，歐盟國家推行「培養照顧男子氣概」（Fostering Caring 

Masculinities，簡稱 FOCUS）計畫，以期增進男性調和工作與家庭生

活的能力，鼓勵男性參與照顧工作。該研究發現，有些國家對於勞動

市場中性別不平等的法制修正較少，如西班牙男性雖願意花更多時間

照顧孩子，但法規所提供的父職假時間卻不足；同時，公務單位也比

私人單位提供更好的家庭和工作調和措施給男性。同樣地，台灣申請

育嬰留職的公務人員亦比勞工具有較佳的復職保障，公部門提供男性

申請育嬰留職的利基。不過，公務人員申請育嬰留職津貼的性別差異

仍大。

無論是成功整合男子氣概與照顧工作，或是陷於兩難與矛盾中的

育嬰留職男性，都凸顯出當男性離開職場而投入照顧工作時，將衝擊

自身的男子氣概認同，也考驗男性整合男子氣概與父職角色的能力。

近年來已有不少學者主張以正向和優勢取向來理解男子氣概，藉由

促進男子氣概的健康形式，來提升男性的自尊和自我效能。如 Chun 

Bun Lam與 Catherine McBride-Chang（�00�）、Jim O'Neil（�00�）、

Joseph Hammer與 Glenn Good（�010）等研究，都提及男子氣概作為

韌性因子的可能性，也指出健康的男子氣概（healthy masculinity），

如責任感、勇氣、利他、保護他人、社會正義、堅忍不拔、正向父職

等內涵，而不再只探究男子氣概的黑暗面。Connell與Messerschmidt

（�00�）甚至認為，過去霸權型男子氣概一直被視為生產性別關係階

層化的主要根源，但隨著霸權型男子氣概承認性別關係民主化和消除

權力差異化，一種轉型的霸權型男子氣概似乎是可能的，亦即霸權型

男子氣概的男性持守平等對待女性的態度，稱為正向霸權型男子氣

概。換言之，男子氣概可能有助於父親調適育嬰假造成的日常生活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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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

因此，本研究嘗試以男子氣概的視角，尋求男子氣概和父職角色

連結的可能契機。此理論取向所觀照的男性，不再一味強調如何在工

作和人際交往中爭取成就、金錢或刺激，抑或在各種關係中競逐權力

控制或剝削；相反地，這視角使我們看見的男人，是一個可以為家庭

犧牲、並融入家庭生活的丈夫或父親。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高雄市政府各機關單位曾申請過育嬰假、且已重回職

場的男性公務人員為研究對象。一開始透過社會局和各局處人事室協

助，先提供研究說明函並詢問後續接受訪談之意願，再彙整潛在受訪

者的聯絡方式給研究者。之後，由研究者親自電話邀請、說明研究目

的，並約定訪談日期，同時將訪談大綱事先提供給受訪者準備。本研

究共訪談 10名男性公務人員，受訪者個人資料如表一所示。每位受

訪者之暱稱由受訪者自行命名。

（二）資料收集與分析方式

本研究以受訪者的方便為原則，由其選擇於辦公地點、會談室、

或家中等安靜地點進行訪問，在徵得受訪者同意並簽署同意書後進行

錄音。每位研究對象接受一至二次訪談，訪談時間約一小時。



照顧男子氣概與男性公務人員育嬰留職經驗 ��

　表一、受訪者個人資本資料表

受訪者 教育

程度

配偶職業／

夫妻收入比

較

夫妻請領育嬰

假情形

家中孩子

性別與排

序

照顧對象與

開始年齡

家庭型態／

是否有家人

協助育兒

父職角

色類型

阿嘉 碩士 國小行政人

員收入大致

相同

配偶未請，阿

嘉請�個月。
男、女 老大， �歲

快 滿 � 歲
時。

小家庭／週

末有家人協

助

兼顧工

作型

Medici 碩士 民營銀行／

太太較低

配偶未請，

M e d i c i請 1
年。

男、女 老大，出生

�個月時。
小家庭／無

家人協助

全力照

顧型

Ching 大學 公務員／收

入大致相同

配 偶 先 請 1
年，Ching再
請1年半。

男 兒子，1歲�
個月時。

小家庭／無

家人協助

全力照

顧型

誠心 碩士 私人醫院護

理人員／太

太較高

配偶未請，誠

心請�個月。
男 兒子，出生

�個月時。
小家庭／無

家人協助

全力照

顧型

保羅 高職 私人企業文

書工作／太

太較低

保羅先申請�
個月，配偶再

申請1年。

男、女 老大，出生

即開始。

與岳父母同

住／平時有

家人協助

全力照

顧型

小寶 碩士 公立醫院護

理人員／太

太較低

配偶未請，小

寶請�個月。
男、女 老二， 1歲

半時。

小家庭／平

時有家人協

助

兼顧工

作型

Toy 大學 私人公司／

太太較高

配偶未請，

Toy請�次，共
1年。

女、女 各請半年：

老大 1歲時
和老二 �個
月時。

小家庭／平

時有家人協

助

兼顧工

作型

帥爸 大學 民營銀行／

太太較高

配偶未請，帥

爸請�個月。
女、男 老二，�歲�

個月時。

小家庭／平

時有家人協

助

兼顧工

作型

大白 大學 公務員／太

太較低

大白先請半年

照顧老大，目

前配偶申請照

顧老二。

男、男 老大，出生

�個月時。
小家庭／無

家人協助

全力照

顧型

曉魯 碩士 私人企業業

務助理／太

太較高

配偶未請，

曉魯請1年�個
月。

女、男 老 大 ， 出

生1歲�個月
時。

小家庭／ 
平時有家人

協助

兼顧工

作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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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訪談法收集男性公務員育嬰假的生活經驗，除養育和

照顧子女外，亦涵蓋人際網絡、夫妻關係、工作等生活面向的改變情

形。同時，分析其如何面對生活中多面向的變化和對男子氣概的看

法。值得一提的是，男子氣概是個抽象概念，非一般人生活用語。研

究者過去曾針對低社經地位者探究其男子氣概，依此經驗，原預備在

訪談過程輔以相關說明，如「你覺得什麼是『查甫氣概』（台語）」、

「你認為怎麼表現才像男人」、「你擔心申請育嬰假會讓自己看起來不

像男人嗎」⋯⋯等，協助受訪者理解男子氣概的概念。不過，研究者

發現與過去接觸對象不同的是，這群教育程度普遍較高、且被要求接

受性別教育的男性公務員，比較能夠理解並分享有關男子氣概、男人

和性別角色的看法，不需研究者以太多補充說明來引導。 5 訪談中亦

邀請受訪者述說申請育嬰假的考量，長輩和周遭人士對男性請育嬰假

的看法，身為男性如何摸索、適應或克服當中的育兒挑戰，以及走過

這段育兒經歷的成就感或自我省察等。 6 透過這樣的述說歷程，也使

研究者更能貼近地詮釋受訪者之男子氣概與育嬰留職間的關連性。

訪談完畢後，將錄音檔案做文字轉錄、謄寫成逐字稿，再進行分

析。本研究運用主題分析法（thematic analysis）來分析資料，嘗試透

過比較分析文本，並從與理論觀點對話的過程中，辨識出有意義的主

題與類目。 7 本研究不是將男子氣概和育嬰留職經驗從男性公務員的

� 依高雄市政府（�01�）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的內容來看，針對不同職務位
階的公務（教）人員，施以各種性別意識研習課程。

� 本研究亦將每位受訪者的育嬰留職經驗以故事方式呈現，邀請受訪者審訂由研

究者協助撰寫的育嬰故事，並為自己的故事命名，最後集結成冊。此手冊委託

單位將作為鼓勵和宣導之用。

� Douglas Ezzy（�00�）提到，主題分析的編碼程序同樣包含開放編碼（open 
coding）、主軸編碼（axial coding）及選繹編碼（selective coding）。不同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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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脈絡獨立出來做客觀分析，也不是由上而下套用既有的男子

氣概理論，並將受訪者的男子氣概分類。相對地，本研究將男子氣概

和育嬰留職視為男性公務員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與個人所處社會脈絡

息息相關，並由下而上地發展其育嬰留職經驗的重要議題。首先，透

過開放編碼將文本概念化，之後經過裁減，選出重要的類別概念，進

行主軸和選繹編碼的工作，使開放編碼中被分割的資料類聚起來，也

使每個類別的內容更加密實，進而發展出育嬰留職的選擇、男子氣概

的內涵、育嬰留職的父職角色，以及育嬰留職的挑戰等重要類目。特

別是關於男子氣概的命名，研究者並非將受訪者對於何謂男子氣概的

回應，從育嬰留職脈絡中抽離思考，並命名為霸權型、共謀型或包容

型等，而是將受訪者對於男子氣概的信念和作為，放置在育嬰留職脈

絡中，同時思索男子氣概與育嬰留職父職角色之間的關連性，故參酌

國外文獻命名為「照顧」男子氣概。

四、研究結果

（一）育嬰留職的考量

1. 育嬰留職作為滿足家庭需求的方法：單一或多元需求

本研究發現，每個家庭對此政策的看法與運用各有不同，育嬰留

職被視為一種滿足家庭單一或多重需求的可行方式。本研究所有受訪

主題分析並不像扎根理論（grounded theory）利用理論抽樣來引導進一步的資
料分析，編碼發展過程亦有複雜的（sophisticated）方法論，特別是選繹編碼
階段。因此，主題分析如同一部分的扎根理論方法運用，也可用於已完成資料

收集的分析，目的是從資料中辨識出主題（t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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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育嬰留職考量，都以回應家庭照顧需求為出發點，包含照顧孩子

和其他家人。有些受訪者申請育嬰假除了是回應家庭照顧需求外，亦

期望能達成其他附加目的，如準備高考或升等考試。

（1）回應家庭照顧需求

一般而言，家庭照顧需求所指的對象主要是家中 �歲以下的孩

子，而形成此照顧需求的原因，包括對褓姆不信任、無法獲得家人協

助，以及重視親子關係。如誠心原本預定請父母照顧孩子，但因母親

突然罹病且不放心將小朋友交給褓姆，便考慮由夫妻自行照顧。

其實小朋友出生之前原本預計要給我爸爸帶的，結果在小朋友快

出生的前兩三個月才發現我媽媽有肺腺癌，而且馬上就要開始進

行開刀，然後手術後的復健要有人照顧，沒有額外的能量去照顧

接下來要生出來的小朋友。當然原本想說要托褓姆之類的，可是

那時候真的受社會案件的影響太深了，都認為說褓姆我們看不

到，交付給一個人也不知道怎麼處理，所以那時候其實跟我太太

都會擔心。在這狀況下我們最能接受的就是說，不然就我們自己

顧。（誠心）

有些受訪者申請育嬰留職除了照顧孩子外，還包含照顧妻子和家

中長輩。如阿嘉請育嬰假的時間並不長，只有短短兩個月。當時家中

老大白天原由褓姆照顧，而太太懷第二胎即將臨盆，為了讓太太能在

家安胎休息，便由阿嘉申請育嬰假在家照顧太太，也照顧老大，承擔

所有照顧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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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第一胎懷孕的經驗是，到後期的時候我老婆她工作上可能比

較忙，常常會有工作，然後就要安胎啦，所以我們就想說第二胎

用比較保險的作法，就是我們直接先請安胎讓老婆在家裡休息。

然後因為她休息的話，她就沒有辦法去接送我們那個大的去褓姆

家，所以我就請育嬰留職停薪，在家裡照顧老婆，也順便照顧我

們那個大的這樣子。（阿嘉）

（�）育嬰留職的附加價值：準備考試

本研究亦有 �位受訪者提到，申請育嬰留職除了是回應家庭照顧

需求外，還期望能藉此達成其他附加價值，如準備高考或升等考試。

帥爸在家中老二 �歲 �個月大的時候開始請育嬰假。原本孩子交由自

己媽媽全天照顧，只有假日才帶回家。後來媽媽反應照顧太累、想要

休息一下，而自己也正準備公務員升等考試，因此決定提出申請，利

用半年有給薪的育嬰假，一面照顧孩子，一面準備考試。

那個時候我媽身體不太好，糖尿病、又有一點高血壓，她去大醫

院檢查的時候，醫生就建議她要休息，我想說好啊，因為我一定

要在有薪階段把它結束掉，不然我的經濟就會有問題，我算了一

下剛剛好，（半年後）小朋友剛好可以接幼稚園，所以就跟我們

主管商量，說我要回去照顧小孩，也要準備考試，因為我再隔一

年我要考升等考，那時候小孩也 �歲多，可以掌握了，不像小的

還要抱。（帥爸）

對一個有 �歲以下孩子、且符合申請育嬰留職標準的家庭來說，

是否申請的考量，是整個家庭共同面對的問題。育嬰留職除了是讓夫



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0

妻能暫時離開工作崗位、回到家中照顧孩子的方法外，亦具有照顧其

他家庭成員和協助個人準備考試的附加功能。

2. 「是我，還是太太申請」的考量

當家庭考量要以申請育嬰留職來回應照顧需求時，也同時面臨要

由丈夫或妻子申請的考量。本研究 10位受訪者中，有 �位是由丈夫

申請，�位受訪者夫妻前後申請。而夫妻前後申請的受訪者中，�位

是一開始便已規劃夫妻都要申請育嬰留職，只是先後提出；另一位受

訪者與妻子則是在不同時間點進行考量，考量因素亦有不同。

（1）由丈夫申請

由丈夫提出申請的決定，涉及夫妻彼此多重條件的比較，包括薪

資高低、工作保障、個人需求、照顧意願，以及照顧能力等。如曉魯

希望能藉育嬰假一面照顧孩子、一面準備升等考試外，當初也考量太

太「在私人部門當業務助理，怕回去、已請人，會沒位置了。第二是

她薪水也比我高」。Medici同樣考慮太太在私人機關服務，恐怕無法

回到職場，且聽到朋友親子經驗，並基於自身過去經驗，重視與孩子

相處的時光，願意承擔照顧責任。誠心亦提到：「太太兩個月的產假

請完之後，接下來就面臨到誰要照顧小朋友，在這個狀況下就變成是

一定要有人出來，那為什麼是我，而不是我太太？因為我太太她的薪

資其實是比我還優渥。在經濟考量情形下就變成是我請育嬰假來照顧

了。」至於阿嘉請育嬰假是因太太懷第二胎即將臨盆，為了讓太太能

在家安胎休息，便由他申請育嬰假在家照顧太太，也照顧孩子。

Toy說太太懷老二 �個月的時候才想要申請，主要是因為自己母

親已幫忙照顧老大，怕母親體力負荷不了，且考量太太工作性質和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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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她無法妥善照顧孩子，於是決定由他提出申請。

第一是因為我母親體力負荷，再來是我太太她生第二胎的時候覺

得身體好像真的變比較差了，因為我們是連續嘛（指兩胎），我

就說先讓她多休息，一開始她也想哺乳，因為如果休息不夠的

話，母乳量會減少（研究者：當初怎麼沒有想到太太請？）她在

私人公司，請的話老闆搞不好就請她離職。再來是帶小朋友真的

比較辛苦啦，怕她會有產後憂鬱症，怕她會胡思亂想。（Toy）

綜而言之，當妻子薪資比丈夫高、工作性質非屬公務人員、照顧

能力較弱、或是丈夫有個人需求或照顧意願時，較可能由丈夫提出育

嬰留職申請。

（�）夫妻先後申請

本研究受訪者保羅、Ching及大白三人則是夫妻前後提出申請。

其中保羅和 Ching一開始便規劃夫妻都要申請育嬰留職，只是先後提

出，主要原因是考量夫妻照顧能力和照顧意願。

保羅提到，夫妻兩人都有請育嬰假，他先申請四個月，太太之後

申請一年。他說，之所以兩人都申請，主要是第一胎、夫妻都是生手

沒有經驗，且太太個性比較無法獨當一面。保羅很慶幸當初自己的決

定，因為後來才聽太太說，懷疑當時自己有產後憂鬱症，幸好保羅能

提供陪伴。

因為是第一胎，大家都生手，就是怕，老婆她也沒有經驗，想說

我就短期請個留職停薪來幫忙，那時候有一些社會案件啦，就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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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說自己的小孩還是自己嘗試照顧看看，沒有請褓姆，也想說等

孩子大一點，才讓爸爸媽媽（指岳父母）接手，因為是新生兒

new born。⋯⋯我太太她個性比較不能獨當一面，她事後這樣自

己講，她覺得那時候有產後憂鬱症，當下她自己也不敢確定，但

是也好在我有請、去陪伴。（保羅）

Ching與太太都在公部門服務，夫妻倆認為養兒育女本來就是父

母親的責任，剛好法規也給予育嬰假的保障，因此他和太太便輪流提

出申請，實現孩子 �歲前由自己照顧的想法─ 1歲半前由太太照

顧，1歲半後則換 Ching接手。

就算老人家可以且願意負荷，可是我們覺得養兒育女本來就是爸

媽的責任，為什麼要給長輩來擔這個責任，你既然願意生這個小

孩子了，你就花時間、精力去帶他、陪著他，畢竟像我自己也是

從小由父母帶大的啊！⋯⋯至少 �歲前法規已經給你這個保障

了，你就可以 �歲前自己照顧。（Ching）

至於大白夫妻兩人前後申請，是在不同時間點下的考量，考量因

素亦有不同。大白原本希望小孩由自己媽媽照顧，後來因為媽媽出車

禍手不方便，於是考慮申請育嬰假。他說：「就變成我跟老婆協調看

看誰請育嬰假。因為我們那時候剛結婚沒多久，我老婆說她請育嬰假

的話怕會有婆媳之間的問題，她就希望我請，也可以當潤滑一下。」

因此，由大白而非太太申請育嬰留職，與妻子希望避免婆媳問題的需

求有關。至於太太後來第二胎也申請育嬰留職，主要是工作壓力太

大，希望暫時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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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育嬰留職的親職與家務工作：實踐與挑戰

整體而言，每位受訪者在育嬰留職期間不僅扮演爸爸的親職角

色，亦處理一般家務。受訪者的親職工作主要是提供孩子生理照顧、

生活常規教育，以及心靈安撫與陪伴等；家務方面則包含清洗衣物或

相關器具、拖地、整理環境、煮飯等。不過，每位受訪者實踐的程度

和內容不同，面對的挑戰亦有差異。

1. 照顧孩子親力親為：不只是生理的照顧

受訪者大白從第一個孩子 �個月大起開始育嬰留職，持續半年。

他說除了無法親餵之外，其他的事都可以做，沒有性別上的差別。他

也很少使用電子媒體來陪伴孩子，而是由自己親陪。

每天早上孩子七八點起床後，先檢查尿布，如果需要換我就先

換，然後再來就是餵奶。如果他還醒著的話，就陪他玩，他躺著

就會跟他說話啊，然後讓他手去抓握、然後練習翻身，那時候還

不會翻就讓他練習，然後頭頸部的練習，會從網路看一些可以跟

小朋友互動的方式，過一陣子如果他累了就抱著他哄睡，他睡了

之後我就開始洗奶瓶、拖地⋯⋯我是覺得不要太依賴那些媒體的

東西，自己陪他，因為小時候我們長大是沒有依賴媒體的，也是

家人陪伴的。（大白）

誠心也提到，由於太太工作較忙，家事和孩子規矩的養成都由他

負責。社區的鄰居或公托的老師，因為看到都是由爸爸在處理小孩的

事情，很崇拜他，認為很不簡單，甚至連辦公室的女同事生產前還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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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參觀，觀摩他如何照顧小孩。

家裡的家事、整理啊、規矩的訂定之類都是我，因為我太太是護

理人員很忙嘛、早出晚歸，所以她就是腦袋都要放在醫院那邊

啦，回來就沒有帶腦袋了。回來以後像襪子啊她就是丟，我們家

顛倒，反正別人家發生在爸爸身上的事情，我們家會發生在媽媽

身上。然後冰箱沒關好啊，燈沒關好啊，都是我在唸。尤其是照

顧小朋友的設備，我記得至少有兩組人去我們家看過，那我就會

去分享說我是怎麼照顧小孩的⋯⋯（誠心）

Medici說孩子 �個月以前他幾乎足不出戶，每天重複著安撫、

餵奶和洗奶瓶、洗床單棉被和衣服的工作，也沒有任何社交活動，完

全跟著孩子作息。

幾乎就跟著他的作息，因為他幾乎不會一睡到天亮啊！大約兩個

小時可能就醒來。有時家裡面可能有一點聲響，或者是說剛好我

電話響了，小孩就會醒來，就要安撫他睡著，幾乎前面半年就是

足不出戶。有蠻長的一段時間，有空檔就是洗洗他的奶瓶，因為

小時候奶瓶消耗量很大，必須經常清洗再放到殺菌箱，有時候是

因為尿尿到一個程度，孩子不舒服就醒了，醒了之後換完尿布

然後用奶給他喝，安撫一下他又睡著了，他睡著後再去做其他

事情。小孩衣服因為流口水、吐奶，一天洗個四套是起碼的。

（Medici）

保羅身為基督徒，認為引導孩子不走偏路是父親很重要的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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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倚靠神。而父親把屎把尿只是基本的，更要在身心靈幫助孩子成

長。

今天我的角色是一個父親，父親就是要小孩子的身心靈都試著去

幫助他，不是說把屎把尿，這是很基本的，我覺得我們台灣人太

注重於孩子的智育的發展。我只希望引導他不要走偏路，其餘的

是交由天父，有神安排。（保羅）

2. 育嬰留職的挑戰：年紀愈小，愈不穩定，挑戰愈大

本研究發現挑戰主要來自嬰幼兒的情緒安撫、洗澡、準備餐食、

獨自面對孩子的照顧壓力、時間管理，以及生活無聊等。阿嘉很慶幸

育嬰留職時小孩已經 �歲多，可以站著洗澡，不然，幫新生兒洗澡

對自己是很大的挑戰。他說：「可能因為我們家小孩是男生，剛好又

是 �歲多，如果小孩比較小的話啦，比較困難的應該是會在洗澡的部

分，因為如果是小 baby的話我就不敢幫他洗了，我很害怕水跑進他

耳朵啊（笑）。」

誠心從孩子 �個月大開始請育嬰假，因當時孩子還小且每天單獨

與孩子相處，活動空間和時間完全受限，不僅準備餐食不方便，也遭

遇安撫孩子情緒的挑戰，甚至曾因孩子不斷哭鬧而出現情緒失控的情

形，承受著獨自照顧孩子的壓力。

其實上班還比照顧小朋友輕鬆多了，因為我是單獨跟小朋友在

家，不是還有其他家人可以幫你看一下，我要上廁所要顧及小朋

友的狀況，都是把他放在可以看到我上廁所的地方，讓他知道說

爸爸沒有跑掉。一整天生活都是這樣，除非等到比較大一點、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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脖子硬了，才有辦法用背帶背出去，才有所謂的活動空間，不然

完全是被困在家裡的⋯⋯因為你沒有辦法克制他停下來，有一次

就是自己有點情緒失控，就去咬他的手手，咬完才發現∼啊！

糟糕了！因為上面會留下齒痕，等到晚上就坦白地跟老婆報告

啊⋯⋯（誠心）

本研究有 �位受訪者希望育嬰留職期間能一面照顧孩子與家庭，

一面準備考試，因此妥善規劃時間便是極大挑戰。Toy說每天照顧孩

子實在很難有充裕的時間準備考試，特別是新生兒剛回到家時，作息

混亂，只有考前一個禮拜才有完整的時間。

像我真的考前最後一個禮拜才有完整的時間，每天工作這樣做

完，ㄟ怎麼十點多十一、二點了，時間就這樣過了。最早剛從月

子中心回來那段時間是亂七八糟，三小時可能就要顧一次，現在

比較穩定、能睡十二個小時，最開始的時候很累，因為她也在適

應房間，有時候天亮才睡，有時候好像覺得調出一個時間了、覺

得很興奮，可是隔兩天又同樣的情形。⋯⋯她睡的時候就開始想

說奶瓶還沒洗啊，衣服還沒晾啊，還是衣服要洗的，等這些事情

做完之後，大概才有一些時間可以空下來。（Toy）

小寶原本打算將育嬰假請到孩子 �足歲，後來在孩子 �歲多時因

為覺得無聊且失去生活重心，便決定提前回到職場。

我原本是打算請到 �足歲，後來 �歲的時候我就投降了，因為有

時候整天在那邊耗著，閒著也是閒著，我本身不喜歡人多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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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就只有回家吃飯，不然就看電視帶小孩，無聊啊，你頂多也

是跟她玩，後來發現她愈來愈穩定的時候，其實可以讓她去幼幼

班接觸同儕，不一定要跟我玩了，我可以回來工作⋯⋯那時候我

已經工作十年，這十年你每天上班就是情緒緊繃，突然有朝一

日，你眼睛睡醒，奇怪每天都沒事做了，倒不見得是放鬆，你沒

事情做就是少了一個重心。（小寶）

（三）育嬰留職男性公務人員的性別角色與男子氣概

本研究受訪的男性公務人員均不認同傳統性別角色，如「男主

外、女主內」或「男人女人一定要如何」的性別分工或刻板印象，也

不接受傳統男子氣概所建構的男性角色。透過在日常生活中實際參與

家庭照顧和家務工作，受訪者體現對於性別角色的看法，打破傳統性

別角色藩籬，型塑自身的男子氣概標準。

1. 對性別角色的看法：跨越傳統性別角色藩籬

（1）認同國外鼓勵男性申請育嬰假的制度

有受訪者於訪談中主動提及，知道有些歐洲國家亦有鼓勵男性申

請育嬰假的制度，認同男性可以在家照顧孩子。如曉魯認為，現代社

會男女已經不循傳統僵化的分工模式，究竟誰主內、外並不一定，也

提到在德國看到爸爸照顧的經驗。

我老婆她念德文系的，在德國看到都是男生在抱小孩、背小孩、

照顧小孩，我覺得在國外都很正常啊！我覺得時代在變遷，以前

可能爸爸出去工作，然後媽媽在家裡照顧小孩，可是現在變成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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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都出去工作了，誰主、誰次，其實不一定啊。（曉魯）

阿嘉在育嬰假期間，太太因為安胎的緣故，家中大大小小事情都

由他負責。他說，這不會對他造成困擾，因為自己父親也會幫忙做家

事，並提到曾看過北歐國家父親角色的介紹，自己非常認同，甚至可

以接受當家庭主夫。

（�） 照顧孩子與家務分工：依夫妻個人特質、照顧需求或無須明

確分工

受訪者認為夫妻都有責任照顧孩子和做家務。有些受訪者認為所

有照顧或家務男性都可以做，不因性別受限；有些認為可依個人特質

分工；有些則認為某些照顧工作如情緒安撫由女性來做會更容易，不

過，當沒有人幫忙時，仍會承擔起責任自己照顧。

Ching認為無論男女都有男生的一面和女生的一面，只是比例多

寡而已，有時感覺自己反而比較像女生。因此，家務不見得一定要由

誰來做，可依據個人擅長。如孩子從小到大都是自己幫他洗澡，育嬰

假期間也負擔所有家務，包含洗衣服、拖地、洗奶瓶，甚至晚餐有時

也自己煮。相對地，Ching認為太太擅長規劃，如全家到德國和日本

自助旅行，都是由太太一手規劃。

我小孩他不願意給我太太洗，我太太本身洗澡就很快，像男生在

洗戰鬥澡一樣（笑），他（指小孩）站著洗的時候，整個水龍頭

就是直接沖下來，我小孩子就覺得不喜歡讓她洗啊，那我幫小孩

子洗就是自己怎麼洗，我就幫他怎麼洗，我自己洗澡可能也要花

快半個小時，我太太可能花個五分鐘十分鐘，我洗的方式可能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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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覺得比較舒服吧，所以一直到現在他都還是叫我幫他洗澡。

（Ching）

曉魯認為男性本來就應擔負家庭照顧工作，但對於年紀較小、需

要情緒安撫的孩子而言，因男女天生差異，女性照顧會更合適。

我們小孩子很會哭啊！沒辦法完全按捺他的情緒，我們身體缺乏

一些工具，如果 1歲以前你（指男性）要哄他沒這麼容易，但媽

媽一抱，他馬上就睡了，就搞定了，這可能跟天生有關啦！女生

做起來就是比較細心啦！男生比較粗心大意，有時候會被罵，你

怎麼都沒有注意到什麼，大人冤枉啊！有時候你不會想這麼多

啦！（曉魯）

Medici則提到，有些人認為男性因無法親餵、比較無法安撫新

生兒，但他認為孩子也是可以逐漸適應由爸爸照顧的事實，只要度過

適應期，並不會有問題。

我覺得孩子其實他很小就會看人了，他一開始會嘗試要吸到ㄋㄟ

ㄋㄟ，可是他試過找幾次之後，小孩慢慢會分出性別，分得出爸

爸跟媽媽不一樣，就不會出現這個問題了，一開始難免有一個過

渡期啦，可是我覺得過渡期就是考驗一個人去適應環境的能力

嘛，不要去害怕，因為你這個也怕、那個也怕，最後就是每件事

都不敢去做，就會擔心說爸爸怎麼能夠替代媽媽的某些角色，晚

上至少太太會幫忙啊，太太回來小孩就會找她嘛，小孩其實久了

就知道：噢，原來白天媽媽是會出門的。（Medi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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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男人，不是只有出一張嘴，而是要承擔責任！

本研究受訪者都認為，申請育嬰留職與男子氣概無任何關連性。

此想法主要表達的意涵是，爸爸們認為並不會因為申請育嬰留職，就

覺得自己沒有男子氣概或不像男人。如大白提到，當初消防單位裡一

些民間伙伴如義消、志工都說，應該是他老婆請才對，但他清楚表達

請育嬰假是為了整個家庭。

我跟我老婆協調好的共識就是我來請，而且我覺得請這個是為

了整個家庭，我不覺得請育嬰假是一個沒有男子氣概的事情

（笑），現在的男生很多都覺得家庭比較重要。我覺得這是我的

家庭，我可以照顧得來的情況下，我選擇我自己來照顧。（大白）

有些爸爸雖曾擔心過別人的眼光，但藉由自我防衛機轉、家人和

自我肯定，很快就克服心理障礙。如 Toy在這段獨特的經歷裡，偶

爾也會假想別人對自己投以異樣眼光而感覺怪怪的，但他以自我防衛

機制來激勵自己，並從孩子的穩定成長和父親對自己照顧嬰幼兒能力

的肯定，獲得相對的成就感。

我推著嬰兒車帶著女兒去吃飯，行走在道路上時，有時候腦袋會

隱約閃過一些念頭，揣測著他人看到我的觀感、及對我的評價，

「這個男的怎麼都沒在工作養家？每天這個時間都推著嬰兒車出

來，帶著孩子亂晃」，這種念頭通常就只有那麼一下。後來覺得

說，這是我們家的代誌（台語），不關旁人的事，而且我甚至會

自我膨脹說，你們沒這樣全職帶過孩子，真的不知道辛苦，就是

有那個意思跑出來保護自己的心理。像我爸因為親戚來我才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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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講出來，他說「喔，我的兒子帶小孩帶得很好」（台語），直

到那時我才知道原來他有這樣子的想法，給我一些正面的肯定，

讓我覺得其實自己做起來也沒有那麼差啦。（Toy）

被問到對於男子氣概的看法時，爸爸們一致認為就是要負責任、

有擔當、保護家人。曉魯提到，不是有肌肉、說話大聲就是男子氣

概，而是要能對家庭付出。

我覺得所謂的男子氣概就是你要有責任感，你必須要能夠、適當

的對家庭做付出啦！這樣就是有男子氣概了。你就算再有肌肉、

再有雄壯威武、講話很大聲，一天到晚不回家、對家庭不聞不問

的，才有男子氣概嗎？似乎不是這樣子的。（研究者：您覺得要

怎樣才叫負責？）比如說小孩子他有他的需求，他可能需要餵

奶、他可能需要買尿布啦！經濟上的需求、生理上的需求，需要

換，就是要打預防針啦！像這些事情如果沒有人去處理的話，你

要想辦法讓有人去處理它，不管你是找褓姆、不管你是要親自照

顧，或是請家屬照顧，你要把這些事情找到一個很合適的解方，

你不可能不去處理它，它不會不見嘛！（曉魯）

小寶也認為，他不欣賞只會講大話而無法實際解決問題的人，真

正的男子氣概是能夠把事情做好、有擔當。

做你該做的事情，然後把它做好，這個才是有擔當啦，應該是比

較傾向有擔當這種形容詞，不要碎碎唸抱怨一大堆，我比較實事

求是，拋出太多問題但是卻沒有答案那種我比較不欣賞，大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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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子。大部分傳統男子氣概感覺好像只是出一張嘴那種感覺

（台語），有什麼事情就站出來，然後講得很大聲，即便自己做

不到，也要講得很大聲那種，結果實際要做的時候發現自己也做

不到就又縮（台語）回去，那種也沒有用。（小寶）

五、討論

（一）新時代陽剛─「照顧」男子氣概

本研究受訪者表達不認同傳統霸權男子氣概的態度，認為男人就

是要負責任、有擔當、保護家人，且實際投入家庭照顧工作，而非僅

是口頭說說。此男子氣概的看法和作為，若參酌 Brandth and Kvande

（1���）、Almqvist（�00�）、Abril and Romero（�00�），以及陳宜

倩（�01�）等人的主張，可稱為「照顧」男子氣概。事實上，本研

究與上述文獻立場相同，均在探詢一種改變或重塑霸權男子氣概的

可能性。所不同的是，對此男子氣概的變化，不同文獻的發現與解

釋各異。有的認為此「照顧」男子氣概只是霸權男子氣概的修正，

稱之為「男子性照顧」或「孩子取向」的共謀型男子氣概（Brandth 

and Kvande, 1���; Almqvist, �00�）；有的則期待此變化是跳脫固有框

架、重新建構的男子氣概類型（Abril and Romero, �00�；陳宜倩，

�01�）。郭道遠（�01�）指出，男子氣概的變動性，意味著男性在面

對他人對男子氣概的挑戰時，可能會有三種因應策略：修訂、依賴或

拒絕。 8 從本研究受訪者的育嬰留職生活經驗來看，此「照顧」男子

� 修訂是指依實際情形，以自己的方式重新定義男子氣概；依賴是指堅持傳統男

子氣概，嘗試表現得更專業、理性，以維持性別優勢；拒絕是指拋棄固有陽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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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概並非只是修正霸權型、或較接近共謀型而已，而是拋棄固有霸權

男子氣概，並重新定義男子氣概的標準；因為受訪者除履行父職責

任、賺錢養家外，亦打破傳統性別框架，分擔家務與照顧工作，有些

甚至以自己的家務處理和照顧能力自豪。

本研究受訪者都認同「照顧」男子氣概，但父職角色實踐仍有

不同。若以受訪者參與照顧子女的程度而言，父職角色可分為兩種

類型：一是「全力照顧型」，二是「兼顧工作型」。有些受訪者如大

白、誠心、Medici、Ching和保羅，在育嬰留職期間全力投入各項照

顧工作、扮演完全照顧者，且自認沒有哪些照顧工作是自己無法做

的，此稱為「全力照顧型」父職。有些受訪者如帥爸、Toy、小寶、

曉魯和阿嘉，在育嬰留職期間獲得家人幫忙，如煮飯或協助帶小孩，

得以兼顧其他工作，此稱為「兼顧工作型」父職。進一步分析發現，

受訪者的父職角色類型與申請育嬰留職的考量（如是否準備考試）和

是否有家人協助育兒有關。 9 有家人協助育兒是成為「兼顧工作型」

父親的重要條件，也是育嬰留職期間可進行時間管理、挪出時間準備

考試的重要助力。不過，這些父親都仍盡自己最大可能來陪伴孩子，

參與各種育兒工作。若以王舒芸（�00�）的觀點來看，「兼顧工作型」

父職即是一種選擇性育兒父職，但本研究從男性和正向視角來理解男

性育嬰留職經驗，其育兒工作獲得分擔並非受訪者因性別優勢而豁

免，故將此類型稱為「兼顧工作型」父職。

特質，重建自己獨特的男子氣概。

� 研究者原先以為不同部門的公務員，其父職角色與意涵可能有所不同，也在訪

談過程中特別留意幾位在消防隊服務的受訪者。不過，經過訪談與文本分析，

發現這些身處較陽剛的單位、或需戶外值勤的受訪者，其父職角色和男子氣概

並無異於其他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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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此「照顧」男子氣概的形成脈絡，與受訪者原生家庭經

驗、性別平等教育，以及公務機關針對公務人員推動性別主流化課程

等，存在著關連性。首先，原生家庭的父職角色和親子互動方式，影

響受訪者對於男性性別角色的看法和選擇實踐父職的方式。本研究發

現，有些受訪者如保羅、阿嘉和Medici，提到自己成長過程的親子

互動關係和對父親角色的觀察，認為父親不應該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

缺席，也認同父親參與家務和照顧孩子。不過，研究亦發現有些受訪

者的原生家庭仍是男尊女卑、大男人主義、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性

別型態。而生長在傳統家庭的受訪者之所以能認同男性參與家務和性

別平等，其原因與持續倡導性別平等教育有關。特別是各公務機關針

對公務人員推動性別主流化計畫，其中包含性別意識的培力。以高

雄市政府（�01�）公布「高雄市政府第三階段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

畫」來看，其依據性別意識分級、分工方式來進行，針對不同職務位

階的公務（教）人員，施以各種性別意識研習課程。這些教育課程對

所有公務人員的性別平等意識和父職角色觀念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如

Anderson（�00�）指出，男子氣概之所以愈具包容和多元的發展趨

勢，可歸因於文化、制度或組織中恐同的降低，以及男性再社會化等

因素影響。同樣地，本研究亦發現家庭、學校或職場等文化氛圍，是

降低霸權型男子氣概影響及助長多元男子氣概建構的重要因素。換言

之，本研究受訪者的「照顧」男子氣概如 Anderson所言，是在多元

管道影響下形成，具有不以霸權型男子氣概為唯一認同來源的包容特

性。此不同於李庭欣與王舒芸（�01�）主要關注育嬰留職的經驗是否

對男子氣概產生影響，並得出「既變，也不變」的結論，認為育嬰留

職男性對「父親」角色的詮釋不再侷限於養家者，亦可為照顧者，卻

也發現他們有些心態和行為仍與過去父權社會的男性養家者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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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ll（�00�）從鉅視層次分析近一、兩百年來男子氣概轉變

的主要原因，包含女性對性別規範的挑戰、資本主義對技術專業的重

視，以及歐洲帝國權力關係等。不過，此男子氣概的探究取向，主要

著重於權力結構所造成的控制或剝削情形，較少著墨於微視層次的過

程分析，同時也以身處家庭外的男性作為分類基礎，較少討論家庭中

的男性形象，也較少以正向取向來理解男子氣概。陳宜倩（�01�）認

為，台灣需重新思索主流男子氣概意涵的侷限，想像一種對子女友善

的男子氣概（child oriented masculinity），是「養家者」也可是「照

顧者」的可能性，重塑一個定義較開放而鬆動的男子氣概，發掘更多

樣貌的男子圖像。本研究從家庭生活微視互動過程，以正向取向來理

解男子氣概的意涵，藉由分析男性公務人員的育嬰留職經驗，發現這

些男性的男子氣概為一種「照顧」男子氣概。

（二）�實踐「照顧」男子氣概的社會基礎─職業保障和男女

薪資平等

本研究受訪者的育嬰留職考量主要是回應家庭照顧需求，如對

褓姆不信任、無法獲得家人協助，以及重視親子關係等，少數受訪者

亦有準備考試等附加目的，並考量留職停薪對家庭經濟的可能影響。

此發現與方婷玉（�010）、陳姵璇（�011）等針對育嬰留職女性的申

請動機研究發現相似，亦即女性申請育嬰留職，除希望解決小孩無人

照顧的問題外，亦包含其他與家庭照顧無關的附加因素，如準備考試

或想短期休假等。因此，男女申請育嬰留職的考量，未發現有明顯差

異。

本研究亦發現，即便男性認同「照顧」男子氣概，當面臨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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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嬰留職停薪選擇時，不必然就可以順利實踐，而受限於目前職業保

障和薪資結構等因素，亦即夫妻工作是否有保障和彼此薪資高低，是

決定由丈夫或妻子申請的重要關鍵。這些因素明顯與台灣勞動政策落

實工作權保障和性別平等的情形有關。相關文獻指出，國外男性申

請育嬰留職與否，主要與父職角色、男子氣概類型、任職公私部門，

以及育嬰假社會政策友善程度等面向有關（黃淑玲，�01�；Almqvist, 

�00�；Abril and Romero, �00�），亦有提到女性相對男性薪資較低，

致使女性選擇離開工作、承擔照顧責任（Ray, Gornick, and Schmitt, 

�00�）。李庭欣與王舒芸（�01�）指出，先生之所以願意請、或「敢

請」育嬰假，很大一部分是因他們的職業相對妻子而言較穩定，沒有

被迫離職的風險。換言之，這些育嬰留職男性能實踐照顧男子氣概，

是來自「復職」機會的保證。行政院勞動部（�01�）「育嬰留職停薪

就業關懷調查（10�年）」亦發現，勞工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前，主要

考量的因素為「家中小孩無人照料」占 ��.�%，其次為「家中經濟壓

力」占 ��.�%，「育嬰津貼多寡」占 �0.�%居第三。由此可知，無論

是公務人員或勞工，留職停薪對家庭經濟的衝擊，是申請育嬰留職與

否的重要考量因素。

育嬰留職政策規劃雖未限定夫妻任何一方申請，但在留職停薪

造成家庭經濟短缺和限定只有一方可申請津貼的情形下，夫妻薪資減

少的程度和對整體家計的衝擊，便成為考量究竟由夫妻哪一方申請的

因素。依據行政院性別平等會（�01�）公布每人每月薪資來看，�01�

年男性薪資為 �1,���元，女性薪資為 ��,��1元，女性月平均薪資為

男性的 ��.�%。很明顯地，目前人力市場中男女薪資仍存在差距，以

至於往往由家中薪資較低者─即女性提出申請。同時，此人力市場

薪資的不平等結構，在夫妻考量育嬰留職時，無形中滲入家庭且再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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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不平等關係，致使女性在看似「經濟理性」的思維下申請育嬰留

職、在家照顧孩子。陳宜倩（�01�）亦認為，育嬰休假者仍以女性勞

工居多，原因之一在於持續的男女薪資差異；女性在職場遭受的不平

等和家庭中的男女分工息息相關，而且強化了出外養家者／在家照顧

者的性別刻板印象。

因此，若要發展家庭中的男女平等，使更多男性願意申請育嬰留

職停薪，結構上的先決條件是職場工作保障和同工同酬原則。除非先

成就此條件，特別是男女薪資的平等，否則男性參與養育子女將難以

成為普遍的社會現實。換言之，持續改正職場性別不平等，是讓「照

顧」男子氣概得以實踐的重要基礎。

（三）�當育嬰留職不只是育嬰時：男性參與育嬰對女性產後復

原的幫助

本研究男性公務人員育嬰留職的考量並非僅從父職出發，而是涉

及整個家庭照顧需求的滿足。家庭照顧需求除主要來自 �歲以下的孩

子外，亦可能包含妻子或長輩。有多位受訪者提到，因擔心太太產後

身體虛弱、無法獨自承擔照顧孩子或有產後憂鬱症之情形，而決定申

請育嬰留職照顧妻兒。此經驗凸顯家中男性應多重視孩子出生後女性

所承擔的照顧負荷問題。如同多位受訪者在育嬰留職期間有照顧新生

兒的經驗，亦曾面臨新生兒照顧的問題，便能體會妻子獨自照顧小孩

的辛勞。

阮語豔（�00�）和陳芝瑜等學者（�011）表示，產婦歷經姙娠生

產後，面臨身體調適、哺育嬰兒壓力、執行母職工作、夫妻關係改

變等，並學習在多種角色下取得平衡，形成女性一生中最大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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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危機，因此，產後期被視為充滿壓力和危機的關鍵時期。賀殊霞

（�01�）亦指出，生產後的情緒問題包含產後情緒低落、 產後憂鬱、 產

後精神病，盛行率分別為 �0-�0%、1�%、0.1-0.�%。 10 不過，近半數

的產後憂鬱婦女未被診斷，因其症狀與產後的生理變化如體重下降、

疲倦類似，不易被確認。而且很多產後的婦女不願與他人討論憂鬱的

事，因為一般認為生孩子是件喜事，故羞於開口或怕被貼上憂鬱的汙

名。由此可知，女性產後所承受的多方面壓力，大多由自己獨力面

對。再加上目前產後照顧（俗稱坐月子）仍以婆婆或媽媽為主，使用

坐月子中心的比率較低（田聖芳，�00�）；若由婆婆協助產後照顧，

兩代之間可能因孩子照顧、禁忌或飲食等知識落差而產生衝突，引

發婆媳問題。此時，先生如能申請育嬰留職，一同照顧孩子並提供支

持，則可協助太太面對產後情緒低落等情形，也能作為妻子與婆家之

間的潤滑劑。

10 產後情緒低落（postpartum blues）屬於輕度的憂鬱症，發生於產後 10天內，
症狀有悲傷、易怒、不安、焦慮和失眠，一般不需特別服藥或治療，在補充足

夠的營養、休息與心理支持下，大約 �週內會逐漸改善。
 產後憂鬱症（postpartum depression）屬於一種非精神病（non-psychotic）的重
鬱症，產後 1年間皆有可能發病，多數於產後 1�週內發作。產後憂鬱症與其
他時期發作的憂鬱症狀並無不同，因此診斷標準適用美國精神醫學協會所出版

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SM -V）。
 產後精神病（postpartum psychosis）症狀最嚴重，通常於產後 �週內開始出現
躁鬱症、重度鬱症，伴隨有幻想、幻聽或幻覺等偏離現實感的症狀，並有傷害

自己或嬰兒的危險，應立即住院接受治療。



照顧男子氣概與男性公務人員育嬰留職經驗 ��

六、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收集男性公務人員育嬰留職停薪的生活經驗，以男子氣概

為分析視角，探究其男子氣概的特性，並尋求男子氣概和父職角色連

結的可能契機。本研究強調正向取向的男子氣概，主要目的在凸顯男

性育兒經驗的特殊性，也期望研究結果能作為鼓勵男性申請育嬰留職

停薪的角色典範。本研究發現育嬰留職男性的男子氣概為「照顧」男

子氣概，此男子氣概類型與「全力照顧型」和「兼顧工作型」之父職

角色產生連結。即便兩種父職角色投入育兒的程度有別，但其願意承

擔照顧孩子責任的想法和實際作為則值得肯定。不過，此類型男子氣

概的實踐，是立基在職業保障和男女薪資平等上，亦即當就業職場的

復職愈有保障或男女薪資愈平等，則愈有利更多男性申請育嬰留職，

並實踐「照顧」男子氣概。此外，當男性申請育嬰留職照顧孩子時，

也有助於女性減輕產後負荷和順利復原。因此，以正向男子氣概探究

男性育嬰留職經驗，不僅認識父職培養的重要性，更發現性別平等和

父職培養是一體兩面的工作，均有助於落實男性申請育嬰留職停薪。

依據前述研究結果，本研究提出建議如下：

（一）正向探究和倡導「照顧」男子氣概

由於男人被視為父權體制中唯一有權處理男、女兩性性別認同

的群體，同時也是父權體制中占優勢且擁有權力的群體，並將壓迫的

性別論述強加於女性身上，這使得男子氣概成為受批判的概念，亦被

視為男性用以維繫支配關係的重要媒介。過去研究也發現，男子氣概

與攻擊行為、性騷擾、藥物濫用，以及不利健康等負面行為有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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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未來不應只強調男子氣概的黑暗面，可轉而倡導正向的男子氣

概，鼓勵男性勇於承擔育嬰和家庭照顧工作，並於面對照顧挫折時善

用此韌性因子。

（二）持續人力市場改革，扭轉職場性別不平等

人力市場男女薪資不平等的結構，在夫妻考量育嬰留職時，無

形中滲入家庭且再製性別不平等關係，致使申請育嬰留職者仍以女性

居多。因此有必要持續改革薪資性別不平等的狀況，落實男女同工同

酬的合理要求，使家庭在考量育嬰留職申請時，能降低經濟壓力的影

響。男女薪資結構的不平等涉及全國性勞動政策議題和變革，中央勞

動部門可針對申請育嬰留職者的性別、薪資、職業別等資料進行監

測，以作為未來推動勞動市場性別平等政策的具體實證資料，避免弱

勢勞工被迫淪為承擔家庭照顧的犧牲者。同時，各地方勞工局亦應積

極處理薪資違反性別平等案件，逐步朝薪資性別平等的目標邁進。

（三）鼓勵夥伴制育嬰模式，降低女性照顧負荷

育嬰留職不僅有益於照顧孩子，也可協助妻子因應生產後的生

理和多種角色轉變所導致的改變和危機，降低罹患產後情緒低落或憂

鬱症的可能。目前台灣並沒有如瑞典針對產後期間可以照顧家庭及新

生兒或家中較大孩子的父職假（paternity leave），而只能讓每個家庭

依其需要申請育嬰留職。一旦交由家庭各自考量，便又陷入以經濟條

件來決定由先生或太太申請的困境，導致女性產後情緒問題被低估。

陳宜倩（�01�）亦指出，新生兒進入家庭之際，原先平等的兩人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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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會遭遇男女刻板印象的召喚，家務安排是關鍵時期。如果綜合條

件允許，兩人一起休育嬰假較能開創家務安排的新局。因此，本研究

建議未來修法應鼓勵夥伴制的育嬰模式，使夫妻能合力照顧孩子。此

部分可採用瑞典設立父職假方式，鼓勵父親在孩子出生時投入照顧工

作，並給予津貼；亦或參考德國在 �01�年開始推行家長津貼革新方

案，當第二位家長加入育兒時，給予津貼升級或額外夥伴紅利家長津

貼等。

七、研究限制

本研究以男性公務人員為研究對象，主要考量公務人員的工作

相對於勞工較有保障且穩定，理應有利於申請育嬰留職，因此希望先

探究公務人員的育嬰留職經驗，作為後續鼓勵男性申請育嬰留職的典

範。實際上，本研究也發現，育嬰留職對家庭經濟所產生的影響，仍

是申請與否的重要考量，亦是造成公務人員申請育嬰留職男女比率差

異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此而言，工作和薪資相對有保障且穩定的男性

公務人員，都不免面臨重大的經濟考量，遑論一般勞工階級的男性。

究竟一般男性勞工申請育嬰留職的考量為何，有何申請障礙，以及育

嬰留職期間遭遇的困難等問題，本研究尚無法回答，有待未來探究。

再者，本研究受訪男性公務人員的男子氣概，具有不以霸權型男

子氣概為唯一認同來源的包容特性，亦不懼外人眼光，願意投入家庭

照顧工作。但此是否意味著台灣異性戀男性的男子氣概建構過程，已

普遍如 Anderson所研究的英美國家一般，擺脫了霸權男子氣概的宰

制，且遠離異性戀偏見或恐同等信條，仍須投入更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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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ing Masculinity and the Experience of Parental 
Leave for Male Civil Servants in Taiwan

Dong-Long Lin Department of Medical Sociology and Social Work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Hui-Wen Liu Social Affairs Bureau
 Kaohsiung City Government

In Taiwan, the Act of Gender Equality in Employment allows a 

parent of either sex to apply for parental leave; however, the parental leave 

numbers differ significantly between males and females. According to 

the literature, the problem is that fatherhood attributes are still shaped by 

cultural and gender institutions. Because masculinity is the main standard 

proscribing male behaviors in any setting, this study has focused on how to 

assist males in breaking through the fatherhood framework as constricted 

by traditional notions of masculinity. Therefore, this study adopted a 

masculinity perspective to explore the experience of parental leave of male 

civil servants,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masculinity, and to deter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sculinity and fatherhood.

Ten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male civil servants employed by 

Kaohsiung City Government who had applied for parental leave were 

conducted, and data analysis adopted a thematic approach. There were 

three major findings. Firstly, the masculinity of a male who applies for 

parental leave is called “caring masculinity”, and that masculinity is 

connected to “full-time fatherhood” and “balancing family and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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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therhood”. Secondly, both work protection and gender equity in salary 

are the social infrastructure that makes “caring masculinity” practicable. 

Thirdly, any male applying for parental leave contributes to decreasing the 

postnatal burden and facilitating female recovery. In other words, gender 

equity and fostering paternity are two sides to one coin, and both are 

conducive to men applying for parental leave without salary.

This study makes three suggestions: firstly, a positive approach 

to exploring and advocating “caring masculinity” should be adopted. 

Secondly, reform of the labor market and reversal of gender inequity in 

the workplace should be continued. Thirdly, paid paternity leave would be 

effective in encouraging couples to care for children collectively and thus 

decrease the care burden for women.

Keywords:  parental leave, caring masculinity, fatherhood, gender 

equity, fostering paternity, male civil serva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