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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雙職家庭已成本港家庭形態主流，本研究以工作與家庭平衡作為切入點，通過問卷調查和訪

問的方法收集數據，並配合量化（如多層迴歸分析、皮爾遜相關系數）和質性分析方法，以

探討雙職家庭的處境及其對精神健康的影響。 

 

從數據得知，不論與海外國家，或與香港整體社會作比較，本港雙職家庭的精神健康狀況也

不理想。事實上，他們在「一般健康問卷」中的平均總分是 14.8 分，貼近精神困擾的水平。

而且，有 57.1%的受訪者的總分超過 15 分，意味本港有相當高比例的雙職家庭受到不同程度

的精神困擾。至於背後成因，我們發現雙職家庭的精神健康與其所面對的工作與家庭失衡狀

態有直接關係。因此，本研究旨在從社會視角切入，冀透過調查分析了解失衡的工作與家庭

關係，從而就改善雙職家庭的精神健康提出建議。 

 

是什麼原因導致工作與家庭失衡呢？相比雙職家庭的社經背景帶來的影響，長工時、子女數

目、及年齡（即工作和家庭環境）的影響度更高。按照這兩組變項來細分，會有下列特徵的

雙職家庭最傾向出現失衡的情況：中低收入、較年輕（25-44 歲）、女性、每週工時達到 45

小時或以上（尤其是達到 55 小時或以上）、有兩個或以上子女，以及最年幼子女的年齡在

兩歲或以下。針對這些特徵，有助緩解雙職家庭失衡情況的政策應包括幾個目標：靈活工

時、足夠並適合的幼兒照顧服務，以及向中低收入和年齡較輕的雙職家庭提供支援。在應對

工作與家庭失衡上，正向思維和應對策略、家內協助及外部支援均有助舒緩角色失衡，但當

中起到最大作用的是幼兒照顧方面的外部支援。若雙職家庭對幼兒照顧服務感到安心，他們

會顯著地減輕因時間分配而造成的角色失衡，亦會大大減少壓力溢出的情況。 

 

基於以上的數據，我們建議作出多方面支援，而政策支援需結合預防性策略，以幫助雙職家

庭減輕工作與家庭的失衡，同時建立正向思維和更有效的家務分工。因此我們從保障雙職家

長精神健康、平衡工作與家庭，以及經濟支援三個方面著手提出多項建議，包括：    

(1)為了改善雙職家庭成員的心理健康，推廣僱員支援計劃（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 

EAP）的概念； 

(2)在親職/家長教育方面，成立「親職教育基金」，推廣以社區及學校為本的親職教育，以

及將親職教育納入親職假之中； 

(3)有關託兒服務，政府應改善託兒服務的名額、服務時間及服務質量，並且因應未來的服務

需求訂立長期規劃； 

(4)針對親職假，借助親職假期提高男性對家庭的貢獻，如延長及優化男性侍產假，同時完善

法定產假保障措施； 

(5)在工作與家庭方面，參考如瑞典、英國、新加坡等推動靈活工作、工時安排，鼓勵企業推

行家庭友善僱員措施； 

(6)津貼方面，為有需要的家庭發放「育兒津貼」以及幫助本地青年長遠發展而建議的「新生

代嬰兒基金」。 

 

我們相信以上措施能有效及全面地幫助雙職家庭兼顧工作與家庭，且能提升雙職家庭成員的

精神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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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語表 

 
（1） 多層迴歸分析（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用來探討一個因變項（結果）和多個

自變項（因素）的關係。多個自變項可組合成一組或多組的因素（或稱為模型）以幫助

理解因果關係。 

 

（2） 皮爾遜相關系數（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或 r）：用於量度兩個變項之間的線性相

關程度。相關系數 r 是介於－1 和 1 之間的值，1 或－1 代表兩個變項是絕對相關，即兩者

所有變化都是完全重疊。相反，0 則代表兩者完全沒有關係。如 r 值在 0.10-0.29、0.30-

0.49 或 0.50-1.0 之間，那代表兩個變項分別有著低、中或高度的相關性。正負數代表的是

兩個變項的關連方向。負數值代表在兩個表項中，如有一個的值在增加，另一個的值則

會減少。 

 

（3） 方差百份比（percentage of variance)：也是用於探討兩個變項之間的線性關連程度，計算

方法是把 r 值（相關系數）相乘再轉成百分比。 

 

方差百份比 = (r × r) × 100 

 

從中得出的方差百份比顯示的是兩個變項之間有幾多重疊的地方。例如，有兩個變項的方

差百份比是 18%，那代表兩者之間有 18%重疊的地方。 

 

（4） 決定系數（𝐑𝐑𝟐𝟐 𝐜𝐜𝐜𝐜𝐜𝐜𝐜𝐜𝐜𝐜𝐜𝐜,簡稱 𝐑𝐑𝟐𝟐）：R2 是從多層迴歸分析中所得出的數值，它可幫助理解

各組因素（或稱為模型）對一個因變項（結果）有多大的解釋力或影響。做法是先把其

他組別（例如社經背景）的因素固定不變，然後添加另一組別的因素（例如工作和家庭

環境）進去分析，最終看到的R2 代表的是後添加的那組因素所額外增加的解釋力。換言

之，R2 越大則代表該組因素的解釋力或影響力越強。把R2乘 100 會得出一個百份比，如

14%，那代表該組因素能解釋多 14%存在於既定因果關係的變化。 

 

（5） 總決定系數（總 𝐑𝐑𝟐𝟐）：總 R2代表的是所有組別的因素（如社經背景、工作和家庭環境、

正向思維和應對策略、家內協助和外部支援）對特定的結果（如時間分配上的角色失

衡）的影響力或解釋力。 

 

（6） p 值（Significance F）：p 值用來確立所選定的自變項（因素）在統計意義上有獨特的解

釋或影響力，意即由該變項所產生的變化不是由於抽樣誤差所造成。在一般情況下，p 值

會被選定在 0.05 水平，即如果在迴歸分析或皮爾遜相關系數分析中有個別自變項（因

素）所得出的結果的 p 值大於 0.05，那代表與該變項有關的變化只是因抽樣誤差所造成，

而該變項並沒有帶來顯著性差異。 

 

（7） 貝塔系數(Beta 或 𝛃𝛃)：Beta 是用來比較個別（不是組別）的自變項（因素）的解釋力或影

響力的大小。Beta 值越大則代表該變項在同一組因素中的相對解釋力或影響力越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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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雙職家庭研究 
 

引言  

 

  隨著女性的教育程度和勞動參與率上升，本港的家庭結構出現明顯改變，其中一

個顯著的改變在於雙職家庭已成普遍的家庭形態，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分

工模式已非主流，這體現於以下的兩組數據之中。 1 首先，雙職家庭和單職家庭各佔

全港已婚、夫婦同住家庭的 38%和 39%，其餘是單薪家庭。
2 其次，在育有 0-9 歲兒

童的家庭住戶中，雙職家庭的比率由 2001 年的 44%增加至 2011 年的 50%。 3 由於雙

職家庭已成主流，其處境和需要值得社會關注。  

 

  雙職家庭的形成意味家庭收入增加，成員的經濟獨立性亦會有所提高。然而，夫

婦二人皆出外工作，這意味他們較難在工作和家庭之間取得平衡。尤其對雙職家庭的

女性來說，要處理家務又要兼顧工作，所面對的壓力可想而知。可是，現時本港對雙

職家庭所面對的狀況的系統性研究並不多。  

 

  學術研究關心的多是雙職家庭的運作、壓力來源、女性專業人士的情況、由工作

對家庭產生的負面溢出、工作滿意度和生活的幸福感等。 4 不過，這些研究的重點都

不涉及公共政策，或研究的成果不能直接連帶到具體的政策措施。相反，不少非政府

機構也會對雙職家庭的處境和相關政策發表評論和建議，但多以個案形式切入，較少

立足於充份的數據和有系統的分析。  

 

  現時對雙職家庭的了解尚未充份，本研究旨在填補這方面的漏洞，把實證分析和

政策討論兩者有機地結合起來。我們將探討：（1）本港的雙職家庭在多大程度上面

對著失衡的工作與家庭關係，又有多少比例的雙職家庭受到精神方面的困擾？（2）

失衡的工作與家庭關係（又可稱為角色失衡）如何影響他們的精神健康？（3）如何

從社經背景、工作和家庭結構、自身的應對策略、內部和外部支援等自變項來理解雙

職家庭所面對的工作與家庭失衡？從上述的三個問題可以看到，本研究旨在從社會視

角探討雙職家庭的精神健康及其背後成因，並以工作與家庭平衡作為重要的切入點，

冀透過協助他們平衡工作與家庭兩種角色，從而改善他們的精神健康。  

 

                                                 
1 雙職家庭是按經濟狀況來分類的其中一種家庭形態，其特徵是由一對夫婦（可連同或不連同親屬）組成，兩人皆有全職

或兼職工作。 
2 尹寶珊、羅榮健。2015。「過去與現在的家庭形態走向」。載於趙永佳、丁國輝、尹寶珊編，《家在香港》，頁 15-41。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3 梅偉強。2016。「家庭政策須與時並進」。社聯資料庫

http://www.hkcss.org.hk/cont_detail.asp?type_id=2&content_id=3490 
4 可參考的例子有 Ma, L.C., Wong, K.Y., Lau, L.K. & Pun, S.H. 2009. “Perceived Family Functioning and Family Resources of Hong 

Kong Families: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Work Practice.” Journal of Family Social Work 12(3): 244-63; Chiu, K. 1998. “Relationships 

among Role Conflicts, Role Satisfactions, and Life Satisfaction: Evidence from Hong Kong.”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26(4): 409-

14; Lo, S., Wright, P. & Wright, R. 2003. “Job-Family Satisfaction and Work-Family Conflict among Female Married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A Dichotomy of Attitude and Outlook.”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mployment Studies. 11(2): 25-45; Aryee, S. & Luk, V. 1996. 

“Work and Nonwork Influences on the Career Satisfaction of Dual-Earner Couples.”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49(1): 38-52; Lo, S. 

2003. “Perceptions of Work-Family Conflict among Married Femal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Personnel Review 32(3): 376-90; Lo, 

S., Stone, R & Ng, C.W. 2003.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Coping Strategies Adopted by Femal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Women 
in Management Review 18(4): 182-90. 

 

http://www.hkcss.org.hk/cont_detail.asp?type_id=2&content_id=3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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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及問題  

 

  傳統的家庭形態是「男主外，女主內」；從這個角度來看，雙職家庭的形成原因

在於女性在婚後仍然參與勞動市場。事實上，30-39 歲已婚女性的勞動人口參與率在

2001 至 2017 年間有明顯增長，由 2001 年的 63.2%增加至 72.1%，但在同一時段已婚

男性參與勞動市場的比率則維持在同一水平。 5 

 

  由於已婚女性勞動參與率的提高是導致雙職家庭形成的主因，因此要認識雙職家

庭的性質和處境，就必須先了解婦女選擇在婚後工作的成因。以對家庭和事業的投入

比重來分析的話，在職的已婚婦女大致可分成三類模式：以事業為中心的模式

（career-centred model)、以家庭為中心的模式（ family-centred model）以及在事業

和家庭之間力求平衡的模式（dual-role model)。 6 對符合後兩種模式的在職已婚婦女

來說，經濟收入是婦女（其實夫婦二人亦然）持續工作的原因，尤其是以家庭為中心

的雙職家庭，婦女是單純出於家庭的經濟需要才繼續工作。因此，說雙職家庭的處境

必然困難，那是不符現實的，起碼雙職家庭的經濟條件較夫妻二人只有一人工作更加

優勝，而個人的經濟獨立性也會更高。  

 

  可是，雙職家庭的形成意味的是夫妻二人（很多時候主要是後者）需兼顧工作與

家務，兩種角色能否兼容是雙職家庭暢順運作的先決條件。兩者並行不悖在其他已發

展的國家和地方也不容易，而在工時極長的香港或許更加困難。因此，對了解本港雙

職家庭的處境和利益，工作與家庭平衡（或失衡）是一個重要的切入點，本研究亦立

足於此。從這個立足點帶出的研究問題包括：  

 

•  不論在時間分配或壓力處理方面，本港的雙職家庭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有效

兼顧家庭與工作兩種角色？  

•  倘若兩者不能有效平衡，家庭的福祉會如何受損？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工

作與家庭失衡會如何影響雙職家庭的精神健康？  

 

  必須指出的是，雙職家庭的光譜很闊，其社經背景（如年齡和家庭收入）、家庭

組成（如子女數目和年齡）和工作情況（如工時）也不盡相同。而且，雙職家庭會採

取不同方法以應對工作與家庭之間所產生的失衡情況，即學術上的正向思維向應對策

略的概念。由於雙職家庭之間有著顯著的差異性，我們不應假設雙職家庭、工作與家

庭失衡和精神健康問題三者有著必然的因果關係。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掌握更多具體的

情況，包括：  

 

•  在什麼情況下雙職家庭會較易出現失衡的工作與家庭關係？怎樣的社經背

景、家庭結構和工作條件會較易觸發角色失衡？  

•  雙職家庭會採用什麼正向思維和應對策略以應付因工作或家庭責任所帶來

的時間或壓力上的失衡？這些方法或心態調整起到多大的作用？  

                                                 
5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2018。「表 4.6 按年齡組別、婚姻狀況及性別劃分的勞動人口參與率」。載於《香

港的女性及男性 - 主要統計數字》，112 頁。 
6 Esping-Anderson, G. 2002. Why We Need a New Welfare Stat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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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本港並沒有一套完整的家庭政策，但與雙職家庭的需要特別相關的政

策包括託兒服務、幼兒教育、家庭教育，以及對「三文治家庭」（即同時

要照顧年幼子女和年長父母的家庭）有關的長者照護服務。上述服務在多

大程度上能有效舒緩工作與家庭之間的張力？  

 

  只有通過探討上述問題，本研究才能更仔細的理解雙職家庭的處境，辨識那些群

組的雙職家庭較難兼顧工作與家庭，分析單靠心態調整所起到的作用，以及找出那些

政策支援對減輕角色失衡最為有效。有了這些數據和結果，政策討論才有基礎，而我

們也會參考外國有關雙職家庭的政策和經驗，據此提出政策建議以助雙職家庭應對角

色失衡。政策的目的在於幫助雙職家庭應付和預防可能出現的角色失衡。  

 

研究方法及樣本特徵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見附件一）和個人訪問的方法來收集雙職家庭、專家學者

和前線社會工作者對相關議題的看法和建議，由此產生的量化和質性數據可互相補充

和互相引證。在問卷調查方面，本研究採用便利抽樣（convenience sampling）的方

法，主要以十八區街站、民建聯地區辦事處和地區講座的方式來派發和收集問卷。整

個問卷調查過程從 2018 年 11 月 4 日開始到 2019 年 1 月中結束，共收集到 1,227 份

有效問卷。所有填寫問卷的對象均為 18 歲或以上、雙職家庭的男戶主或女戶主。  

 

  在問卷調查的受訪者中，男性和女性的比率是 42%和 57%（見表一）；年齡分佈

主要集中在 25-34 歲和  35-44 歲，但亦有部份受訪者的年齡在這兩個群組以外。  

 
表一：受訪者的性別和年齡  

性別  人數  百份比（%）  

男  518 42.2 

女  702 57.2 

缺失數據  7  0 .6  

總計  1 ,227 100 

年齡 人數 百份比（%） 
18-24 24 2 .0  

25-34 358 29.2 

35-44 368 30.0 

45-54 210 17.1 

55 或以上  197 16.0 

缺失數據  70 5 .7  

總計  1 ,227 100 

 

  在教育程度方面，最大比率的兩批受訪者的最高學歷分別是中學和大學或以上，

但也有少數只有小學或以下程度（見表二）。在職業方面，最大比率的受訪者從事文

書或銷售工作，其次是經理級、專業或輔助專業人員，從事藍領或其他工作的佔整體

約 20%。受訪者的家庭月入橫跨低（月入少於$4,000）至高（月入在$76,000 或以

上）收入，這樣的入息分佈容許我們探討不同經濟資源的雙職家庭會否也有著不同的

抗壓能力（見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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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受訪者的教育程度和職業  

教育程度  人數  百份比

（%）  

職業  人數  百份比

（%）  

小學或以下  130 10.6 經理、專業及輔助專

業  

380 31.0 

中學  432 35.2 文書及銷售  463 37.7 

大專或以上  661 53.9 藍領及其他  241 19.6 

缺失數據  4  0 .3  缺失數據  143 11.7 

總計  1 ,227 100 總計  1 ,227 100 

 

表三：受訪者的家庭月入  

家庭月入（港元）  人數  百份比（%）  

<4,000 27 2 .2  

4 ,000-15,999 244 19.9 

16,000-27,999 290 23.6 

28,000-39,999 269 21.9 

40000-51999 184 15.0 

52000 或以上  195 15.9 

缺失數據  18 1 .5  

總計  1 ,227 100 

 

  根據現有文獻，子女數目及年齡是造成工作與家庭失衡的其中一個成因。在是次

問卷調查中，只有僅超過三成的受訪者有兩個或以上子女，只有一個子女的則比率最

多（見表四）。在最年幼子女的年齡方面，分佈比較平均，從兩歲或以下開始的比率

均在 10%-20%之間。但要指出的是，有約 23%的受訪者並沒有回答關於子女年齡的

問題，但由於這不是敏感問題，我們相信只是隨機缺失，並不影響我們的分析。  
 

表四：受訪者的子女數目和年齡  

子女數目  人數  百份比

（%）  

子女年齡  人數  百份比

（%）  

沒有子女  125 10.2 沒有子女  125 10.2 

1 個子女  533 43.4 2 歲或以下  166 13.5 

2 個子女  367 29.9 3-5 歲  195 15.9 

3 個子女  52 4 .2  6-11 歲  228 18.6 

超過 3 個子女  8  0 .7  12 歲或以上  227 18.5 

缺失數據  142 11.6 缺失數據  286 23.3 

總計  1 ,227 100 總計  1 ,227 100 

 

  在 2019 年 2 月，研究員亦對 8 名雙職家庭成員進行訪談，受訪者中有 5 名女性

和 3 名男性，其家庭組成和社經背景多樣，有自評為中產的家庭，也有來自基層的家

庭，而家中的子女數目則由沒有子女到有三名子女不等，年齡介乎 1 歲到 7 歲。每次

訪問歷時半個小時至 45 分鐘。除此之外，我們亦訪問了 8 位專家學者，當中更有兩

位有著豐富的前線經驗。他們的見解有助我們更立體的分析雙職家庭的處境及所需的

政策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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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雙職家庭的優勢和困境 
 

互相促進的工作與家庭關係  

 

  雖然本報告的焦點在於如何協助雙職家庭平衡工作和家庭，但必須指出的是，雙

職家庭的形成不一定會引發問題。事實上，不少研究均指出由於婦女走出家庭並參與

勞動市場，個人和家庭的處境會因而改善。  

 

  在個人方面，工作意味女性的經濟地位上升，這有助女性在社會和家庭中增加自

主權，工作也會為婦女帶來成就、自信、社會聯繫、人生意義和自我成長的機會。在

家庭層面，婦女的勞動參與固然會為家庭帶來更多的經濟收入，而女性在工作過程中

所獲取的技能、經驗和智慧，也有助她們為家人帶來更多話題、經驗和技巧。 7 在是

次問卷調查中，79%的受訪者覺得當滿意自己的工作時，他們的家庭生活質量也會有

所提高。同時，80%的受訪者也認為如果對自己的家庭生活感到滿意時，他們的工作

表現一樣會有所提高。因此，只要處理得宜，工作與家庭可起到互相促進的作用。  

 

工作與家庭的負面互動  

 

  然而，在工時長和講求效率的香港，工作與家庭之間的張力不容忽視。兩者的負

面互動表現出兩種面向，其一是工作對家庭生活所產生的負面影響，其二是家庭生活

對工作所帶來的損害。前者通常被稱為工作－家庭失衡／衝突，而後者則稱為家庭－

工作失衡／衝突。
8 不論是那一個面向，在本研究中雙職家庭所面對的工作與家庭的

失衡情況也頗為嚴重。  

 

  工作與家庭失衡多體現在時間分配上。從圖一可看到，有 59.9%的受訪者認為工

作所佔用的時間令他們難以履行家庭責任。在家庭－工作衝突方面，差不多比率

（57.3%）的受訪者認為由於家庭責任以及時間要求，他們不得不推遲工作。換言

之，核心問題始終在時間分配上。當然，人的精力有限，當投入某一角色時，可用於

其他角色的精力就會減少。當兩種角色的時間要求均非常高，出現互爭時間資源的情

況，又沒得到適當協調，角色失衡就難以避免，而這種失衡在本港極為普遍。  

 

 

 

 

 

 

 

 

 

 

  

                                                 
7 趙永佳、尹寶珊。2015。「失衡的工作與家庭關係」。載於趙永佳、丁國輝、尹寶珊編，《家在香港》，頁 159-83。香港：香港中文

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8  Lau, Y., Ma, J., Wan, P., & Lai, L. (2014). “The Work–Family Interface in Hong Kong: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Work 
Practice”. Journal of Family Social Work,17(1):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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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工作與家庭失衡的普遍程度  

 
 

  失衡也體現在兩種角色對彼此帶來壓力方面的負面溢出（negative spil lover）之

上。當中的假設是工作與家庭之間應有清晰的界線，最低限度是工作中所產生的壓力

或其他負面情緒不會被帶到家庭生活中，從而影響生活質素，反之亦然。可是，縱使

不如時間衝突那麼普遍，但仍有 47.4%的受訪者覺得工作壓力使其難以履行家庭責

任，也有超過五成（50.7%）感到因家庭壓力使其難以履行工作職責。  

 

  夫婦皆從事有薪工作，家庭應有更充份資源應付日常開支。可是，有 70.6%的受

訪雙職家庭認為家庭經濟使其感到壓力。這可能由於夫婦皆外出工作，家務需找人分

擔，尤其當有年幼子女，他們或需聘用他人幫忙，在本研究中就有 35.5%的被訪者表

示會購買服務以分擔家務。不過，不論是聘請家傭或是使用幼兒照顧服務，費用也不

便宜。而且，有 43.4%的雙職家庭需要供養年長父母，這也對雙職家庭帶來財政壓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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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職家庭的精神健康  

 

  雙職家庭難以平衡工作和家庭，而他們的精神健康也值得社會關注。本研究採用

國際上通用的「一般健康問卷」（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 GHQ-12）來探討雙

職家庭的精神健康狀況。問卷的題目可見於本報告的附件二。全問卷共有 12 條題目，

有一半是正向的表述，另一半是負面的情境。受訪者需就每個情境在過往一個月所發生的頻

率作答，經常發生的有 3 分，沒有發生的得 0 分，總分最高為 36 分。總得分 15 分或以上的

受訪者可被理解為受到精神困擾，得分越高，受到困擾的程度則越大。必須要指出的是，

「一般健康問卷」是社區研究的工具，目的是用來過濾那些在社區中有可能受到精神困擾的

受訪者，但如果真的要確立那些受訪者的精神健康出現問題，就必須經過醫生的診斷。9 

 

  從「一般健康問卷」所得出的結果顯示，本港雙職家庭的精神健康狀況並不理

想。如上文所述，若受訪者的總得分在 15 分或以上，那他可被視為受到不同程度的

精神困擾。如圖二的數據所顯示，有 39.4%的受訪雙職家庭的總分達到 15-20 分以

下，15.5%達到 20-25 分以下，更有 2.3%達到 25 分或以上。如果把三者相加，那代

表本港有 57.1%的雙職家庭的總分在 15 分或以上，即他們均受到不同程度的精神困

擾。那是一個相當高的比率。至於問卷中個別問題的回應比率，可參考本報告的附件

三。  

 

 
圖二：「一般健康問卷」的結果分佈  

 

 

 

 

 

 

 

  

                                                 
9 「一般健康問卷」的學理討論可參考: Pan, P.C. & Goldberg, D.P. 1990. “A Comparison of the Validity of GHQ-12 and CHQ-12 in 

Chinese Primary Care Patients in Manchester.’ Psychological Medicine 20(4): 931-40。關於「一般健康問卷」在中文語境和香港社

會的適用性，也可參考 Shek, Daniel T.L. 1987. “Reliability and Factoral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43(6): 68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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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比較的角度來分析，本港雙職家庭的精神健康也較整體社會和海外國家差。如

圖三的數據所示，本港雙職家庭在「一般健康問卷」中的平均總得分是 14.8 分。而

總分在 15 分或以上者可被界定為受到精神困擾，那麼本港雙職家庭的整體情況是貼

近國際上通用的精神困擾水平。而且，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在 2017 年曾使用「一

般健康問卷」以探討本港整體社會（即不限於雙職家庭）的精神健康狀況，得出的平

均總得分為 12 分。 10 雙職家庭受訪者的平均總得分 14.8 分來比較得話，雙職家庭的

精神健康狀況明顯較本港整體為差。  

 
圖三：外國與香港的精神健康比較  

 

 

 

 

 

 

 

 

 

 

 

 

 

 

 

 

 

  英國、西班牙、德國和南韓也曾使用「一般健康問卷」來探討當地的整體精神健

康狀況，結果是四個國家（但不限於雙職家庭）的平均總得分依次為 10.6 分、8.5

分、8.3 分和 7.3 分（見圖三）。與是次研究的雙職家庭受訪者的平均總得分來作比

較的話，我們可看到香港雙職家庭的精神健康狀況較上述國家的整體情況更差。因

此，不論是從比率分佈、絕對值或是從比較的角度來看，本港雙職家庭的精神健康狀

況也不理想，需要政府和社會關注。  

 

  

                                                 
10 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在 2017 年 7 月至 11 月期間使用與本研究相同的 12 條「一般健康問卷」，透過街頭訪問和網上問

卷的方式向全港 2,100 名市民（但不限於雙職家庭）派發和收集問卷，以此探討香港整體社會的身心健康狀況。問卷調查

的結果是香港整體市民在「一般健康問卷」的總得分為 11.99 分，仍屬健康水平。詳情可參考該機構的網頁

https://www.bokss.org.hk/content/press/51/社區人士身心健康狀況調查.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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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研究中，我們也有使用來源於「情境決策學」的「情緒評估表」（見附件

四），以探討本港雙職家庭的精神健康狀況。結果也同樣指出他們的精神健康並不理

想。從表五可以看到，在受訪者的自評中，有 22.8%覺得精神不佳的情況頻繁出現。

而在各個細項中，14.5%的受訪者覺得自己頻繁出現做什麼事都提不起勁的情況；

9.8%的受訪者頻繁覺得平常有興趣的事情都變得沒趣；13.2%頻繁覺得諸事不順；

13.4%的受訪者會頻繁感覺問題不能解決；11.9%頻繁覺得自己不想外出，亦不想和

人接觸；19.5%的受訪者頻繁出現失眠。有這麼高比率的雙職家庭受訪者經常出現情

精神不佳、失眠和負面情緒的情況，這無疑值得社會關注和討論。至於其他自評問題

的比率分佈，可參考本報告的附件五。  

 
表五：「情緒評估表」的自評比率  

 完全沒有  

 

偶然出現  出現頻繁  缺失  

精神不佳  34 .1% 42.1% 22.8% 0.9% 

做什麼事都提不起勁  39 .8% 44.9% 14.5% 0.8% 

平常有興趣的事情都變得沒趣  47% 42.4% 9.8% 0.8% 

總覺諸事不順  38 .8% 47.2% 13.2% 0.8% 

感覺問題不能解決  46 .5% 39.3% 13.4% 0.8% 

不想外出，不想和人接觸  54 .4% 32.8% 11.9% 0.9% 

失眠  34 .8% 44.7% 19.5% 1.0% 

 

  根據情緒評估表和其評分標準，在是次問卷調查中分別有 55.5%、37.7%和 5.3%

的受訪者的問卷總得分為 0-10 分、11-20 分和 21-30 分（見圖四）。按該評估表的評

分標準，總得分 0-10 分的受訪者可被理解為精神健康，得分在 11-20 分的可被理解

為情緒不佳，而得分在 21-30 分的則可被理解為情緒不穩。換言之，在這次問卷調查

中，有 5.3%的受訪者出現情緒不穩的情況，也有 37.7%的受訪者覺得情緒不佳。  
 

圖四：情緒評估表的自評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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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失衡、經濟壓力與精神健康  

 

  我們希望改善雙職家庭的精神健康狀況。可是，要達至此目標先要了解導致雙職

家庭精神困擾的成因。他們所感受到的精神困擾與他們所面對的角色失衡之間有著怎

樣的關係？在這部份我們運用統計學的 Pearson 關連系數（Pearson Correlation）來分

析角色失衡和家庭經濟壓力這兩個變項與雙職家庭精神健康之間的線性關係。從

Pearson 關連系數分析得出的 r 值，可顯示出角色失衡和家庭經濟壓力與精神健康是

否相關，相關的程度有多大，以及相關呈現正向或是負向。  

 

  在圖五我們可看到不同面向的工作與家庭失衡、家庭經濟壓力和精神健康之間的

r 值。以方向來說，不論是時間分配或壓力溢出上的工作與家庭失衡均與受訪雙職家

庭在「一般健康問卷」中的總得分呈現正相關。換言之，時間分配上或是壓力溢出上

的工作與家庭失衡，均正面影響著雙職家庭的精神健康；失衡的情況越嚴重，雙職家

庭的精神健康則越差。在這裡必須要指出的是，在下圖中的所有相關系數均達到統計

學上的顯著性差異水平（p<0.01)，即不是由於抽樣誤差所造成。  

 
圖五：工作與家庭失衡、經濟壓力和雙職家庭的精神健康  

 

 

 

 

 

 

 

 

 

 

 

 

 

 

 

 

 

 

  以程度來分析，壓力方面的負面溢出（不論是由工作或是由家庭責任所引發）較

時間分配上的工作與家庭失衡對雙職家庭的精神健康帶來更大的影響。如圖五所示，

壓力溢出所產生的 r 值分別是 0.395 和 0.388。相反，時間分配上的角色失衡與精神

健康之間的 r 值分別只有 0.355 和 0.271。如本報告開首的術語表中所述，r×100 所產

生的數值就是變項與變項之間互相關連程度的百份比。換言之，壓力溢出與雙職家庭

精神健康兩者之間有著 38.8%-39.5%互相重疊。時間分配的失衡則與雙職家庭精神健

康有著 27.1%-35.5%的相關性。從統計學的角度，r 值達到 0.3（即有著最少 30%的相

關性）即可被理解為中度相關。換言之，角色失衡、家庭經濟壓力與雙職家庭精神健

康三者有著中等程度的正向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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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相比由家庭責任所產生的負面影響，工作－家庭失衡更易造成精神困擾。

前者的 r 值分別是 0.271（時間分配上）和 0.388（壓力溢出上），而後者的 r 值則為

0.355（時間分配上）和 0.395（壓力溢出上）。並不是說由家庭責任所引發的失衡對

雙職家庭的精神健康沒有顯著影響，但其帶來的影響並沒有如由工作－家庭失衡所引

發的精神困擾般強烈。其中一個合理解釋是香港大部分中小企未有普遍推行家庭友善僱傭

措施，而且普遍存在如經常加班、合約聘用、自僱等，以致他們無法投放更多時間履行家庭

責任，長遠可能會導致出現負面情緒，嚴重者更引發精神困擾。 

 

  在工作與家庭失衡以外，經濟壓力也對雙職家庭帶來顯著的精神困擾。兩個變項

呈現正相關，即代表如果受訪者越同意家庭經濟使其感到壓力，他們在「一般健康問

卷」中的總得分則越高，而總得分越高則代表受訪者的精神健康越差。家庭經濟壓力

與雙職家庭精神健康之間的 r 值為 0.375，即兩個變項中度相關，或者家庭經濟壓力

與雙職家庭精神健康之間有著 37.5%的關連程度。因此，儘管夫婦二人均參與帶薪工

作工作，但雙職家庭所面對的經濟壓力也不容忽視。  

 

雙職家庭的困境  

 

  我們從上述的討論得出三個結論：首先，對雙職家庭來說，工作與家庭失衡的情

況相當普遍。時間分配上的失衡尤為嚴重，但也有近半的雙職家庭受訪者感受到在壓

力方面的負面溢出。其次，基於國際通用的「一般健康問卷」的結果，本港雙職家庭

的精神健康狀況並不理想。如運用「情緒評估表」，得出的結果也帶出相同結論。最

後，工作與家庭失衡對雙職家庭的精神健康帶來顯著的負面影響，例如雙職家庭的工

作與家庭失衡的情況越嚴重，他們的精神健康則越差。由於雙職家庭的精神健康與其

失衡的工作和家庭關係顯著相關，因此本研究的主旨是以工作與家庭平衡為切入點，

冀透過調查分析，並提出建議，以協助雙職家庭在兩種角色之間取得平衡，從而使他

們的精神健康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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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工作與家庭失衡的成因 
 

  在本章中，我們會運用統計學上的多元層次迴歸分析（ hierarchical multiple 

regression）來分析是什麼因素導致形成工作與家庭關係失衡，以及在什麼情況下失

衡的關係會得到舒緩。多元層次迴歸分析有助我們理解不同組別的變項對工作與家庭

失衡有否影響，而影響的程度又有多大。  

 

時間分配上的工作與家庭失衡的成因  

 

  參考現有文獻得出的變項，再根據其與公共政策的相關性而縮窄範圍，最終與雙

職家庭的處境最為相關的因素會被歸類成成以下的五組因變項，而這種組合方法在迴

歸分析中被稱為五組模型(model)。該五組因素包括：  

 

•  社經背景－年齡、性別、教育程度以及家庭月入；  

•  家庭和工作環境－工時、子女數目和年齡，以及每週用於照顧子女或是年

長父母所花的時間；  

•  正向思維和應對策略－有沒有採取方法或心態調整，以應對工作與家庭之

間的張力；  

•  家內協助－平等的家務分工和傭人協助；  

•  外部支援－幼兒服務或長者照護服務的使用，以及對相關服務的評價。  

 

  在我們的分析框架中，雙職家庭的社經背景、工作和家庭環境、正向思維和應對

策略、家內協助以及外部支援均對雙職家庭的精神健康帶來影響。從圖六和圖七可以

看到，對解釋時間分配上的工作－家庭失衡或時間分配上的家庭－工作失衡，五組因

素合計的總 R2 change（以下均簡稱為 R2）分別是 0.649 和 0.592。而如本報告開首的術語表

所述，這代表五組因素能解釋 59.2%-64.9%存在於時間分配上的角色失衡的變化。

 
圖六：構成時間分配上的工作－家庭失衡的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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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構成時間分配上的家庭－工作失衡的變項  

 

 

 

 

 

 

 

 

 

 

                                         
 

 

 

 

 

 
 

 

         在五組因素中，雙職家庭的社經背景和其處身的工作和家庭環境均是構成時間

失衡的原因。如果要把兩者作比較的話，工作和家庭環境較單純的社經因素有更強的

解釋能力。如上面的圖六和圖七所顯示，工作和家庭環境的 R
2 有 0.156（工作－家庭

失衡）和 0.141（家庭－工作失衡），但社經背景的 R2只有 0.054（工作－家庭失衡）

和 0.043（家庭－工作失衡）。因此，如果要理解雙職家庭所面對的時間張力，真正

的問題在於他們是否處身於一個高壓的工作和家庭環境，而不單純是由於他們的年

齡、收入、性別和教育程度。  

 

         在應對時間分配上的工作與家庭失衡，正向思維和應對策略（如嘗試進行更為

有效的時間管理、或保持積極樂觀的態度）能起到一定程度的舒緩作用，但相關作用

只相對輕微。從上面的圖六和圖七可看到，正向思維和應對策略的 R
2 只有 0.082 和

0.066，換成百份比的話，即只能影響角色失衡中的 6.6%-8.2%的變化。事實上，在

我們的訪談中，有學者指出：「在雙職家庭面前的是有血有肉的問題，工時長、超時

工作、家中有子女要照顧，又請不起外傭，結果是時間不斷被擠壓而感到無能為力。

在此前提下，正向思維或靠多做運動來保持積極樂觀心態又會起到多大作用呢？況且

他們又會有多少時間做運動？」  

 

         起更大作用的出路反而在於雙職家庭能否在家內或家外找到支援。家內支援包

括得到配偶或傭人幫忙，這對減輕時間上的失衡有顯著貢獻。如上面的圖六和圖七所

顯示，家內協助的 R
2 分別是 0.127 和 0.131。當然，有經濟能力聘請外傭的雙職家庭

當屬少數，在此情況下，政府資助的服務尤其重要。事實上，相比起所有其他組別的

因素（或自變項），外部支援最能影響與時間分配有關的工作與家庭失衡，解釋能力

均超過兩成（R2 分別是 0.230 和 0.211)。換言之，若果雙職家庭能獲得適足的服務如

幼兒照顧，那便有效減輕其所面對的在時間分配上的工作與家庭失衡。  

 

R2=0.043 

R2=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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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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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與家庭的負面溢出的成因  

 

  如在第二章所述，壓力溢出指的是在工作或家庭領域所產生的壓力滲透到另外一

個領域之中，從而使到兩種角色也沒有得到很好的完成，並因而引發精神困擾。壓力

溢出與源於互爭時間資源從而引發的角色失衡有重疊的地方但不完全相同，兩者的分

別在於時間分配上的衝突不一定就會產生壓力或其他負面情緒。正因如此，上述的五

組因素（包括社經背景、工作和家庭環境、正向思維和應對策略、家內協助和外部支

援）所產生的影響也不盡相同。  

 

  相同的地方在於相比起雙職家庭的社經背景，工作和家庭環境更能導致工作與家

庭之間的壓力溢出。從圖八和圖九可看到，社經背景的 R2 分別只有 0.017（工作－家

庭的壓力溢出）和 0.028（家庭－工作的壓力溢出），但家庭和工作環境的 R2 卻有

0.097 和 0.093。因此，正如上文所討論，如果要以客觀因素來理解雙職家庭所面對的

角色之間的壓力溢出，重點並不在於雙職家庭的年齡、性別、教育程度或每月收入，

而在於他們實際處身的工作和家庭環境，並由此產生的職責和負擔。  

 

  與因互爭時間資源而引發的工作與家庭失衡不同，正向思維和應對策略對舒緩壓

力溢出有著更大的影響力。這當與負面溢出指的是壓力在家庭和工作兩個領域之間互

相滲透有關，而正向思維正是從個人心態轉變以更從容面對來自工作或家庭的壓力。

基於圖八和圖九所顯示的 R2，我們可看到正向思維和應對策略能影響 8.2%存在於工

作－家庭的壓力溢出，以及 8.9%存在於家庭－工作的壓力溢出  

 

  然而，以影響力大小來分類的話，始終家內協助和外部支援較正向思維和應對策

略更能幫助雙職家庭處理由工作或家庭所引發的負面溢出，尤其是外部支援所起的作

用最大。外部支援的 R
2 分別是 0.148（工作－家庭的壓力溢出）和 0.165（家庭－工

作的壓力溢出）。換言之，外部支援本身就能影響 14.8%-16.5%存在於工作與家庭之

間的壓力溢出的變化。因此，如果要幫助雙職家庭應對來自工作或來自家庭的壓力溢

出，為他們提供適當的外部支援是最為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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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構成工作－家庭的壓力溢出的變項  
 

 

 

 

 

 

 

 

 

 

                                         
 

 

 

 

 

 

 

 

圖九：構成家庭－工作的負面溢出的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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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括而言，從上述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結論。首先，工作和家庭責任較個人的社經

背景更能解釋工作與家庭失衡。其次，在家庭內外獲得幫助能有效減輕工作與家庭在

時間分配上的失衡情況；而當雙職家庭面對工作與家庭責任互爭時間資源的時候，透

過減輕時間衝突也有助舒緩壓力方面的負面情緒。最後，對舒緩雙職家庭的時間失衡

和壓力溢出方面，正向思維和應對策略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可是，從數據分析可看

到，相比正向思維和應對策略，外部支援所起的作用更大。  

 

  在本章的下面部份，我們將放大上述的五組因素來作比較，目的是探討在各組因

素中有那些個別變項較能影響雙職家庭的工作與家庭失衡，並由此引伸出並且辨識有

哪些群組最易受到角色失衡的影響（或許可稱為高危群組）。必須指出的是，在下列

各表中所顯示的只是那些在統計學上有顯著差異（p<0.05）的因素。  

 

社經背景與角色失衡  

 

收入、年齡和性別對時間失衡的影響  

 

  如上文所述，個人的社經背景對工作與家庭失衡的影響只屬輕微。然而，在這組

因素中仍然有個別變項會對角色失衡帶有顯著的影響。個別變項的相對影響力可以從

Beta 中看到，Beta 越大則代表該變項在解釋相關面向的角色失衡的能力越大（可參

考報告開首的術語表）。從表六可看到，以在組別中的 Beta 來排序的話，有著影響

力的社經因素依次是家庭月入、年齡和性別。三者均影響著因互爭時間資源而引發的

工作與家庭失衡。而在表六中的 R
2顯示的是這組社經因素對角色失衡所帶來的影響程

度和方和。由於 R
2的作用在上文已有詳細解說，在此不贅。  

 
  表六：社經背景對時間分配上的角色失衡的影響  

我工作所佔用的時間使得我難以履行家庭責任  

 

社經背景  Beta  Sig .  R2 

家庭收入  -0 .260 0 .023 0 .054 

年齡  -0 .191 0 .032 

性別  0 .183 0 .008 

由於我的家庭責任以及時間要求，我不得不推遲工作  

 

社經背景  Beta  Sig .  R2 

家庭收入  -0 .229 0 .009 0 .043 

年齡  -0 .192 0 .005 

性別  0 .129 0 .023 

         

  在上面的表六中我們看到，家庭收入與時間分配的關係呈現負相關，即雙職家庭

的月入越低，其所感受到的時間失衡情況則越嚴重（不論是由工作或由家庭責任引發

的時間衝突）。如果要聚焦於最受影響的收入群組，從表七中我們可看到因工作所佔

用的時間而感到難以履行家庭責任的雙職家庭大概集中在月入 $4,000-15,999 、

$16,000-27,999 和$28,000-39,999 三個組別。換言之，在各個收入群組中，中低收入

的雙職家庭最為感受到因工作所佔用的時間使其難以履行家庭責任。同樣的，也是這

三個收入群組（再加上$4,000 以下）最感受到因家庭責任及時間要求而不得不推遲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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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七：家庭收入對時間張力的影響  
 

          

 

 

 

 

 

 

          

 

 

  年齡對角色失衡的影響呈現負相關，即受訪者的年齡越輕，其所面對因工作或家

庭責任所引發的時間張力則越大。如表八所示，25-34 歲和 35-44 歲這兩個年齡群組

有最高比率（分別是 64.1%和 66.7%）的雙職家庭感受到因工作所佔用的時間而使其

難以履行家庭責任，同時亦有最高比率（分別是 59.8%和 58.1%）感受到因家庭責任

和時間要求而不得不推遲工作。這可能與其生命週期有關，他們剛在事業上起步，但

同時又要兼顧繁重的家務，尤其當有年幼子女要照顧的時候，時間衡突最為明顯。不

過，我們也要注意其他年齡群組也有相當高比率面對著時間衝突的問題，理由或許不

同，但時間失衡在本港是一個普遍的現象。  

 

 
    表八：年齡與在時間分配上的角色失衡  

年齡  工作所佔用的時間使我難以履

行家庭責任  

因家庭責任和時間要求不

得不推遲工作  

 同意 (%) 不同意 (%) 同意 (%) 不同意

(%) 

15-24 46.7 53.3 50.0 50.0 

25-34 64.1 35.9 59.8 40.2 

35-44 66.7 33.3 58.1 41.9 

45-54 55.8 44.2 46.4 53.6 

55-64 40.2 59.8 43.0 57.0 

65 或以上  55 .8  44.2 48.1 51.9 

 

  性別對工作與家庭失衡也帶來影響，而女性尤其感受到不同角色互爭時間資源從

而引發的工作與家庭失衡。例如，從表九可以看到，有 64.1%來自雙職家庭的婦女覺

得工作所佔用的時間使其難以履行家庭責任，也有 60.5%的婦女覺得因家庭責任和時

間要求而不得不推遲工作。女性較易感受到時間衝突的原因在於社會仍未改變對她們

的身份定型。其中原因也包括男性仍會將妻子定型為順從及家務照顧者的角色，如學

者所述  「有些男性對妻子的行為會有些期望，如妻子在他工作回家後要拿拖鞋給他

穿，端水給他喝等，縱使夫婦二人其實都要外出工作」。事實上，在是次問卷調查

中，仍有 55.1%的受訪雙職家庭認為在現有的社會結構下，婦女仍應當承擔照顧家庭

的責任。換言之，女性依然被定性為家庭的主要照顧者，在僅有的時間下，要平衡工

作與家務責任殊不容易。  

  
  

家庭收入 ($ )  工作所佔用的時間使我難

以履行家庭責任  

因家庭責任和時間要求不得不推

遲工作  

 同意（%) 不同意 (%)  同意 (%)  不同意 (%)  

<4 ,000  46 .2  53 .8  65 .4  34 .6  

4 ,000-15 ,999  63 .5  36 .5  64 .2  35 .8  

16 ,000-27 ,999  61 .2  38 .8  59 .0  41 .0  

28 ,000-39 ,999  69 .8  30 .2  61 .3  38 .7  

40 ,000-51 ,999  54 .6  45 .4  52 .2  47 .8  

52 ,000-63 ,999  55 .4  44 .6  53 .3  46 .7  

64 ,000-75 ,999  61 .7  38 .3  48 .9  51 .1  

76 ,000 或以上  53 .5  46 .5  44 .2  5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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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九：性別與時間分配上工作與家庭失衡  

性別  工作所佔用的時間使我難

以履行家庭責任  

因家庭責任和時間要求不

得不推遲工作  

 同意(%) 不同意(%) 同意(%) 不同意(%) 

男  57.6 42.4 54.2         45.8 

女  64.1 35.9 60.5 39.5 

 

 

性別、收入和年齡對壓力溢出的影響  

 

  在理解由工作或家庭而產生的壓力溢出方面，性別變成最重要的社經因素，這從

表十的 Beta 可以看到。但不變的是女性依然是最受影響的群體。而且，從表十一可

以看到，有 59.2%的婦女覺得家庭壓力使其難以履行工作職責，這與女性的社經地位

上升和希望在事業上有所發展的意願並不相符。而且，近年政府提倡釋放婦女勞動

力，但實際情況卻是由於角色定型，不少婦女依然感受到家務責任所產生的壓力使其

難以履行工作職責。為了減輕女性的家務責任，學者認為「在家務上，男性如果幫助

女性分擔家務，女性便會覺得輕鬆很多，這些觀念是需通過教育男性開始的（家長教

育）」。因此，要給予女性真正選擇的話，家務分工與相關的親職／家長教育有必要

加強，同時也要加強對家庭的服務支援。  
 

   表十：社經背景與不同角色的壓力溢出  

我的工作壓力使得我難以履行家庭責任  

 

社經背景  Beta Sig. R2 

性別  0.270 0.008 0.017 

家庭收入  -0.218 0.004 

年齡  -0.180 0.007 

因為家庭的壓力使得我難以履行我的工作職責  

 

社經背景  Beta Sig. R2 

性別  0.247 0.025 0.028 

家庭收入  -0.208 0.009 

年齡  -0.121 0.009 

 

   表十一：性別與壓力溢出  

性別  工作壓力使我難以履行家庭

責任  

因為家庭的壓力使得我難

以履行工作職責  

 同意（%）  不同意

（%）  

同意（%）  不同意

（%）  

男  46.8 53.2 49.5 50.5 

女  50.9 49.1 59.2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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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和家庭環境與角色失衡  

 

工時、照顧子女時數及子女數目和年齡對時間失衡的影響  

 

  表十二所顯示的是工作和家庭環境對時間分配上的工作與家庭失衡的影響。如上

文所述，在各組因素中，工作和家庭環境是造成雙職家庭在時間分配上難以平衡不同

角色的主因；而在工作和家庭環境中，三個變項包括工時、照顧子女時數，以及子女

數目和年齡最易引發時間分配上的角色失衡。在分析時間失衡的成因上，原本的框架

也包括照顧年長父母的責任。可是，經迴歸分析後，結果是照顧年長父母的責任或照

顧時數均並沒構成統計學上的顯著差異，因此也沒有顯示在表十二之內。其中一個合

理解釋是在本研究中極少雙職家庭需兼顧工作、照顧子女和年長父母三種責任。  
 

   表十二：工作和家庭環境對時間分配上的角色失衡的影響  

「我工作所佔用的時間使得我難以履行家庭責任」  

 

工作和家庭環境  Beta Sig. R2 

每週工時  0.298 0.002 0.156 

照顧子女時數  0.171 0.033 

子女數目及年齡  0.154 0.011 

「由於我的家庭責任以及時間要求，我不得不推遲工作」  

 

工作和家庭環境  Beta Sig. R2 

每週工時  0.247 0.007 0.141 

照顧子女時數  0.207 0.043 

子女數目及年齡  0.201 0.012 

 

  工時最易引發時間分配上的角色失衡，但這也不難理解，畢竟要兼顧工作和家庭

需大量的時間資源，但工時達到那個水平的雙職家庭最易感到時間失衡？從表十三可

看到，最感受到時間分配失衡是那些每星期要工作 45 小時或以上的受訪雙職家庭，

在他們當中有 64.9%的人認為工作所佔用的時間使其難以履行家庭責任，同時也有

60%的人覺得因家庭責任和時間要求而不得不推遲工作。如果雙職家庭成員的每星期

工時在 55 小時或以上，出現角色失衡的比例更會推高至七成以上。  

 

    表十三：工時與時間分配上的角色失衡  

每週工時   

（小時）  

工作所佔用的時間使我難

以履行家庭責任  

因家庭責任和時間要求

不得不推遲工作  

 同 意

（%）  

不 同 意

（%）  

同意（%）  不 同 意

（%）  

25 或以下  45.4 54.6 41.4 58.6 

25-34 53.6 46.4 48.2 51.8 

35-44 53.8 46.2 54.8 45.2 

45-54 64.9 35.1 60.0 40.0 

55-64 71.1 28.9 60.6 39.4 

65 或以上  75.6 24.4 70.7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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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每週工時超過 45 小時（尤其是超過 55 小時），雙職家庭便會感到難以平衡工

作和家庭。那麼，有多少比率的雙職家庭工時是在 45 小時或以上？從表十四可以看

到，有 30.6%的受訪者的每週工時在 45-54 小時之間，14.3%的工時在 55-64 小時之

間，更有 11.8%的工時在 65 小時或以上。換言之，每星期工時在 45 小時或以上的雙

職家庭並不屬少數。必須指出的是，以上被訪者所提供的只是在一般情況下的每週工

時，但不包括那些突如其來的額外工作時間。訪談中，有學者指出：「現在工作與生

活界限越來越模糊，在下班後相信有許多僱員都反映說會收到僱主的 WhatsApp 或微

信，以致下班後仍要隨時處於待命的狀態。」根據焦點小組的訪問結果，8 位家庭成

員均表示星期五下班後或星期六、日仍會收到「老闆的命令」  而需要在家「加

班」。這說明下班後仍然受到工作的指令是雙職家庭的普遍經歷亦是常見做法。除加

班外，令雙職家庭更難以平衡工作與家庭的原因還有上下班的交通時間。訪問中有專

家提出：「工時除了是上班的時間，交通時間是否應該被計算在內？」。這也是因為乘車

的往返時間在某種程度上也讓員工喪失使用時間的自由。考慮到各種延長雙職家庭工時

的因素後，我們認為靈活工時安排在最基本的原則上可以幫助雙職家庭劃清工作與家

庭的界限。因此，力求工時少於 55 小時（更理想是少於 45 小時）不但能有效幫助雙

職家庭處理時間失衡的問題，也能讓相當多的雙職家庭受惠。  

 

    表十四：每週工時的比率分佈  

每週工時  （小時）  

 

百份比（%）  

25 或以下  13.4 

25-34 7.0 

35-44 23.0 

45-54 30.6 

55-64 14.3 

65 或以上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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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時、照顧子女時數及子女數目和年齡對壓力溢出的影響         

 

  如上文所述，工作與家庭的壓力溢出不同於時間分配上的角色失衡，兩者有重疊

的地方但不是完全相同。然而，從下面的表十五的 Beta 可看到，工時依然是構成源

於工作或源於家庭責任的壓力溢出的主要成因。而在表十六中的百份比可看到，每週

工時在 55 小時或以上的雙職家庭會有超過六成人覺得工作壓力使其難以履行家庭責

任。因此，工時維持在每星期 55 小時以下也是避免雙職家庭出現不勝負荷的壓力的

有效方法。  

      

   表十五：工作和家庭環境對壓力溢出的影響  

「我的工作壓力使得我難以履行家庭責任」  

 

工作和家庭環境  Beta Sig. R2 

每週工時  0.254 0.005 0.097 

子女數目及年齡  0.179 0.007 

照顧子女時數  0.168 0.019 

因為家庭的壓力使得我難以履行我的工作職責」  

 

工作和家庭環境  Beta Sig. R2 

每週工時  0.239 0.004 0.093 

子女數目及年齡  0.224 0.001 

照顧子女時數  0.173 0.089 

 

    表十六：工時與來自工作或家庭責任的壓力溢出  

每週工時  

（小時）  

工作壓力使我難以履行家

庭責任  

因為家庭的壓力使得我

難以履行工作職責  

 同 意

（%）  

不 同 意

（%）  

同意（%）  不 同 意

（%）  

25 或以下  35.6 64.4 48.7 51.3 

25-34 38.3 61.7 58.0 42.0 

35-44 52.3 47.7 47.8 52.2 

45-54 49.2 50.8 50.7 49.3 

55-64 64.4 35.6 56.8 43.2 

65 或以上  60.9 39.1 59.7 40.3 

 

  從上面的表十五的 Beta 也可看到，對產生工作與家庭之間的壓力溢出，子女數

目和年齡較實際要照顧子女的時數更重要。那麼，實際上有多少個子女或子女在哪個

年齡層更易引發壓力溢出？在表十七的數據可以看到，以六成（或接近六成）受訪者

認為有負面溢出來劃界的話，子女數目在兩個或以上明顯較只有一個子女更易引發他

們覺得工作壓力使其難以履行家庭職責。而子女數目在兩個或以上同樣也較易令他們

產生因家庭壓力所以難以履行工作職責的想法。在各個群組中，沒有子女的雙職家庭

最少感受到負面溢出，而且與有子女的雙職家庭相比差別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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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十七：子女數目與壓力溢出的關係  

子女數目  工作壓力使我難以履行家

庭責任  

因為家庭的壓力使得我

難以履行工作職責  

 同 意

（%）  

不 同 意

（%）  

同意（%）  不 同 意

（%）  

沒有子女  34.4 65.6 37.6 62.4 

1 個子女  40.6 59.4 51.9 48.1 

2 個子女  58.2 41.8 60.5 39.5 

3 個子女  65.0 35.0 62.3 37.7 

多過 3 個子

女  

75.9 24.1 87.5 12.5          

 

  子女的年齡也直接影響雙職家庭所感受到來自工作或家庭的壓力溢出。如表十八

所示，如最年幼子女在兩歲或以下，有最高百份比（50%）的雙職家庭會感受到因工

作壓力使其難以履行家庭責任。在家庭對工作的壓力溢出方面，這種軌跡則更是明

顯。如最年幼子女在兩歲或以下，超過六成（62.7%）的受訪者會認為由於家庭的壓

力，他們對要同時履行工作職責感到吃力。即便是子女的年紀稍長（3-5 歲），依然

有接近六成（57%）的雙職家庭覺得家庭壓力會妨礙其履行工作職責。那為什麼子女

年齡會影響雙職家庭所感受到的壓力溢出？  

 

    表十八：子女年齡與壓力溢出的關係  

最 年 幼 子 女

歲數  

工作壓力使我難以履行家

庭責任  

因為家庭的壓力使得我

難以履行工作職責  

 同 意

（%）  

不 同 意

（%）  

同意（%）  不 同 意

（%）  

沒有子女  41.1 58.9 40.0 60.0 

2 歲或以下  50.2 49.8 62.7 37.3 

3-5 歲  48.5 51.5 56.9 43.1 

6-11 歲  40.6 59.4 47.6 52.4 

12 歲或以上  46.4 53.6 40.6 59.4 

   

  要照顧年幼子女所要求的不止是時間的付出，也要求父母投入心力，不易抽身，

當中引發的壓力很容易外延至工作中。在我們的訪談中，受訪者均表示即使在工作中

也會不時擔心在家的年幼子女，當中有個案是由父母幫忙看管其年幼子女，即使如

此，她仍會擔心：「小朋友會不會跌倒或碰到桌子椅子？始終小孩子會跑跑跳跳，他

的爺爺嫲嫲未必可以時刻跟著他。有時候想到這裡，就會不自覺的放下工作，打電話

回家看看情況。」也有聘請外傭的家長表示：「有時候都擔心小朋友的成長，畢竟外

傭不會教她讀書識字，很難培養出對事物的好奇心。」由於這些原因，她們都希望能

使用到更正規的幼兒照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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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結以上討論，按對角色失衡所起的影響來排序的話，造成失衡的工作與家庭關

係的原因依次為雙職家庭的工作環境、家庭結構，以及成員的社經背景。工作環境與

工時有關，而家庭環境指的是子女數目和年齡，並由此產生的照顧時間或壓力。每週

工時在 45 小時（尤其是 55 小時）或以上、子女年齡在 2 歲或以下，以及子女數目在

2 個或以上最易造成工作與家庭失衡。若聚焦於社經背景，年輕（25-44 歲）或中低

收入（$4,000-39,999）的雙職家庭最易感受到時間分配上的失衡。而相比男性，雙

職家庭中的女性更為感受到時間失衡或壓力溢出。任何能有效舒緩雙職家庭的困況的

政策方案都應該對應這些特徵。  

 

 

正向思維、應對策略與角色失衡  

 

購買服務、尋求幫助和時間管理對舒緩時間失衡的影響  

 

  面對工作與家庭失衡，雙職家庭會採取什麼方法來應對？正向思維和應對策略有

助他們處理失衡，而如表十九所示，在各種應對策略中，購買服務和尋求家人或朋友

幫助的 Beta 最高，即意味兩者在應對策略中是最有效舒緩時間失衡的方法。從中可

看到工作與家庭失衡主要是一個現實的問題，要處理現實的問題當有務實的方法，客

觀的幫助最能起到效用。  

 

   表十九：正向思維和策略對時間分配上的角色失衡的影響  

 

 

  

「我工作所佔用的時間使得我難以履行家庭責任」  

 

正向思維和策略  Beta Sig. R2 

購買服務  -0.260 0.049 0.082 

尋求家人或朋友幫助  -0.254 0.003 

有效的時間管理  -0.202 0.003 

「由於我的家庭責任以及時間要求，我不得不推遲工作」  

 

正向思維和策略  Beta Sig. R2 

尋求家人或朋友幫助  -0.252 0.024 0.066 

購買服務  -0.234 0.005 

有效的時間管理  -0.187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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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積極樂觀和降低職業要求對舒緩壓力溢出的影響  

 

  對舒緩壓力溢出，購買服務或尋求別人協助仍然是有效的方法（見表二十）。不

同的是，而這也與負面溢出指的是壓力問題有關，當雙職家庭面對家庭壓力的時候，

他們會試圖降低職業要求，從而重新找回工作與家庭之間的平衡。而事實上，從表二

十的 Beta 可看到，降低職業要求是在眾多應對策略中最能有效減輕來自家庭的負面

溢出。在我們的訪問中，有雙職家庭婦女指出：「時時刻刻記掛小朋友，碗又未洗，

家務又未做，始終會影響工作，唯有對工作不要這麼嚴格，否則心情會變得躁動」。

可是，降低職業要求雖未至於完全犧牲個人對事業的追求，但始終會影響事業發展，

尤其對女性來說，這違背兩性平等。  

 

   表二十：正向思維和應對策略對角色上的壓力溢出的影響  

「我的工作壓力使得我難以履行家庭責任」  

 

正向思維和策略  Beta Sig. R2 

購買服務  -0.283 0.006 0.082 

尋求家人或朋友幫助  -0.237 0.048 

保持積極樂觀的態度  -0.125 0.022 

「因為家庭的壓力使得我難以履行我的工作職責」  

 

正向思維和策略  Beta Sig. R2 

降低職業要求  -0.315 0.007 0.089 

尋求家人或朋友幫助  -0.282 0.049 

購買服務  -0.264 0.003 

保持積極樂觀的態度  -0.180 0.033 

 

  除了降低職業要求，部份雙職家庭也會以保持積極樂觀的心態去面對工作或家庭

壓力，而這種心態也有助舒緩工作與家庭失衡。可是，本港的雙職家庭似乎習慣採取

降低職業要求的方法，但較少以積極樂觀的心態調整去應對來自工作或家庭的壓力。

在問卷調查的受訪者中，有 61%同意（包括非常同意）當其職業要求開始影響家庭職

責的時候，他們會選擇降低其職業要求。相反，只有 46.7%的受訪者選擇以保持積極

樂觀的心態來面對。因此，本港的雙職家庭的心理質素有需要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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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內協助（聘請家傭或與配偶重新分配家務）與角色失衡  

 

  家內協助有助雙職家庭減輕體現於時間方面或是壓力方面的工作與家庭失衡。家

內協助指的是聘請傭人或與配偶重新分配家務工作，而如下面的表二十一和表二十二

所示，聘請家傭和與配偶重新分配工作兩者均達到統計學上的顯著差異水平

（Sig.<0.05）。儘管如此，現實的問題是在上文的討論中我們提到 70.5%的受訪雙職

家庭同意家庭經濟需要使其感到壓力，在此前提下應只有少數能負擔聘請家傭的開

支。事實上，在我們的數據中，只有不足一成（7.6%）的受訪者指出他們有聘請家

傭以協助處理家務或照顧子女。  

 

   表二十一：家內協助與時間分配上的角色失衡  

「我工作所佔用的時間使得我難以履行家庭責任」  

 

家內協助  Beta Sig. R2 

聘請家傭  -0.334 0.040 0.127 

與配偶重新分配工作  -0.117 0.012 

「由於我的家庭責任以及時間要求，我不得不推遲工作」  

 

家內協助  Beta Sig. R2 

聘請家傭  -0.232 0.037 0.131 

與配偶重新分配工作  -0.178 0.028 

 

   表二十二：家內協助與壓力方面的壓力溢出  

「我的工作壓力使得我難以履行家庭責任」  

 

家內協助  Beta Sig. R2 

聘請家傭  -0.403 0.010 0.079 

與配偶重新分配工作  -0.321 0.004 

「因為家庭的壓力使得我難以履行我的工作職責」  

 

家內協助  Beta Sig. R2 

聘請家傭  -0.323 0.007 0.110 

與配偶重新分配工作  -0.219 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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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更值得社會關注的地方是，儘管與配偶商量重新分配家務是一個看似較為

方便和可行的家內協助方案，但實情是如下面的表二十三所顯示的百份比，只有不足

一半（47.9%）的受訪者會採取這個方式來應付工作與家庭失衡。雖然在問卷調查中

並沒有跟進問題，例如為什麼當他們感到壓力時，他們並沒有尋求與配偶重新分配家

務，可是，會不會作出此選擇明顯與性別有關。在我們的數據中，63.2%的男性會以

此方式來應對壓力溢出，但只有 32.6%的女性會作此選擇。當中可看到有明顯的性別

差異，而這對應上文所提到的不少婦女依然被視為是家庭的主要照顧者。因此，相關

的家庭教育有需要加強。  

 

   表二十三：性別與和配偶重新分配家務的選擇  

當你因家庭與工作之責任而感到壓力時，你會與配偶商量重新分配

家務  

 

性別  會（%）  不會（%）  

男  63.2 36.8 

女  32.6 67.4 

總計  47.9 52.1 

 

 

外部支援與角色失衡  

 

幼兒照顧服務對舒緩時間失衡的影響  

 

  如上文所述，外部支援較正向思維和應對策略以及家內協助更能有效應對失衡的

工作與家庭關係，而外部支援在這裡指的是幼兒照顧服務。在原本的研究框架中，外

部支援在幼兒服務以外還包括長者照護服務。但從表二十四的迴歸分析結果可看到，

如果要舒緩因工作或家庭責任而引發的時間失衡，只有幼兒照顧服務能達到統計學上

的顯著差異（Sig<0.05)。Beta 的負數值說明的是，當雙職家庭會使用幼兒照顧服務

或對該些服務的評價越高，他們所感受到的時間失衡的程度則越低。  

 

    表二十四：外部支援對時間分配上的角色失衡的影響  

「我工作所佔用的時間使得我難以履行家庭責任」  

 

外部支援  Beta Sig. R2 

幼兒照顧服務的使用  －0.359 0.038 0.230 

幼兒照顧服務的質素  －0.343 0.008 

「由於我的家庭責任以及時間要求，我不得不推遲工作」  

 

外部支援  Beta Sig. R2 

幼兒照顧服務的使用  －0.341 0.027 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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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下面的表二十五的百份比也可顯示出幼兒服務對面臨時間失衡的雙職家庭的重

要性。在有年幼子女（2 歲或以下）但沒有使用幼兒照顧服務（政府資助或私家）的

受訪者中，有相當高比率（58.9%）會認為工作所佔用的時間使其難以履行家庭責

任，但在有使用幼兒照顧服務的受訪者中，只有 28.2%有此感覺。同樣的情況也出現

在因家庭責任而引發的時間失衡上。在有年幼子女但沒有使用幼兒服務的受訪者中，

57.3%會因家庭責任和時間要求而不得不推遲工作。相反，在有使用幼兒服務的受訪

者中，只有 29.2%有相同感覺。  

 

    表二十五：幼兒照顧服務的使用與時間分配上的角色失衡  

有 使 用 幼 兒 照

顧服務  

工作所佔用的時間使我

難以履行家庭責任  

因家庭責任和時間要求

不得不推遲工作  

 同 意

（%）  

不 同 意

（%）  

同意（%）  不 同 意

（%）  

有  28.2 71.8 29.2 70.8 

沒有  58.9 41.1 57.3 42.7 

 

  幼兒照顧服務的使用能有效幫助雙職家庭緩和時間失衡。然而，在我們的問卷調

查中，58.2%的受訪者需等候逾半年才輪候到相關服務，更有 27.3%的輪候時間達一

年或以上，一年的輪候時間意味雙職家庭很難作出臨時的安排，以解決子女的照顧問

題，因此對他們帶來極大困擾。  

 

幼兒照顧服務的質素對減輕壓力溢出的影響  

 

  而且，必須注意的是，單靠託兒服務的提供本身並不足以讓雙職家長安心，要讓

他們安心牽涉到服務的提供和質素兩方面。從下面的表二十六中的 Beta 可看到，相

比單純服務的使用，服務的質素（即讓受訪者覺得能安心從事工作）對減輕因工作或

家庭責任從而引發的壓力溢出更為重要，尤其是對前者所起的作用更為明顯。  

 

    表二十六：幼兒照顧服務的質素與壓力的壓力溢出  

「我的工作壓力使得我難以履行家庭責任」  

 

外部支援  Beta Sig. R2 

幼兒照顧服務的質素  －0.380 0.032 0.148 

幼兒照顧服務的使用  －0.314 0.005 

「因為家庭的壓力使得我難以履行我的工作職責」  

 

外部支援  Beta Sig. R2 

幼兒照顧服務的使用  －0.349 0.002 0.165 

幼兒照顧服務的質素  －0.341 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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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表二十七的比率分佈也可看到幼兒服務質素的重要性。當受訪者所使用的幼兒

照顧服務能給予他們安心的時候，他們會較少覺得工作壓力使其難以履行家庭責任，

比率是 28.2%和 58.9%的差異。同樣的，如果他們覺得幼兒照顧服務能叫他們安心的

話，他們也會較少覺得來自家庭的壓力讓其難以履行工作職責，比率分別是 29%和

57%的差異。換言之，幼兒服務的提供有助舒緩工作與家庭之間的時間失衡，但對減

輕工作與家庭之間的壓力溢出，幼兒服務的質素才最為重要。  

 
    表二十七：託兒服務的質素與壓力方面的壓力溢出  

安心的幼兒照

顧服務  

工作壓力使我難以履行家

庭責任  

因為家庭的壓力使得我

難以履行工作職責  

 同意（%）  不 同 意

（%）  

同意（%）  不 同 意

（%）  

同意  28.2 71.8 29.2 70.8 

不同意  58.9 41.1 57.3 42.7 

 

  可惜的是，如上文所述般幼兒照顧服務嚴重供不應求，尤其是政府資助的幼兒服

務更是一位難求。而且，受訪的雙職家庭也對現時服務的質素有所保留。事實上，只

有 18.7%的受訪者認為現時的服務足以讓其安心從事工作。而不論是個案訪問中的雙

職家庭或是專家學者均指出，現時的服務最讓雙職家庭擔心的地方在於其服務時段不

足。日間幼兒中心的常規服務時段是星期一至五上午八時到下午六時，星期六則只開

放到下午一時。可是，正如上文所述，有 56.7%的受訪雙職家庭的每週工時在 45 小

時或以上，更有 26.1%在 55 小時或以上。因此，不少雙職家長均覺得要趕在幼兒中

心關門前接到子女放學實在是一種壓力。  

 

  再者，受訪的雙職家庭也擔心現時的幼兒照顧服務只提供到一個安全的照顧環

境，但缺乏促發子女的認知能力發展的教育環境。有個案指出：「我的兒子去的那個

幼兒中心，一班只有一個幼師，她要看顧成班十二、三個小朋友。可以這樣說，她顧

得了別讓小朋友們吵吵鬧鬧，就管不了陪他們讀故事書或者數數字。」  

 

有待改善的工作與家庭失衡  

 

  雙職家庭所面對的工作與家庭失衡的情況極為普遍，而且，兩種角色均是其生活

的核心部份，一旦失衡，由此而帶來的精神困擾極為明顯。經過上文的分析，我們對

角色失衡的成因有三點重要的觀察。  

 

  首先，雙職家庭的社經背景對會否出現角色失衡有著重要的影響。但相比起來，

工時長以及子女數目和年齡（即工作和家庭環境）的重要性更大。按照這兩組變項來

細分的話，如圖十所示，有著下列特徵的雙職家庭最傾向出現失衡的情況：中低收

入、較年輕（25-44 歲）、女性、每週工時達到 45 小時或以上（尤其是 55 小時）、

有 2 個或以上子女，以及最年幼子女的年齡在 2 歲或以下。針對以上特徵，有助雙職

家庭緩解失衡情況的政策應包括幾個目標：靈活工時安排、適合和足夠的幼兒照顧服

務、性別平等，以及傾斜向中低收入及年紀較輕，與雙職家庭有關的政策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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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較易出現工作與家庭失衡的群組  

 

 

 

 

 

 

 

 

 

 

 

 

 

 

 

 

 

 

 

 

  其次，正向思維和應對策略、家內協助和外部支援這三組因素均有助舒緩失衡的

工作與家庭關係，但當中起到最大作用的是在幼兒照顧方面的外部支援。若果雙職家

庭對幼兒照顧服務感到安心，他們會顯著地較少產生在時間分配上和負面溢出上的角

色失衡情況，尤其對後者的影響最是明顯。而讓他們安心的幼兒照顧服務應包括以下

原素：合理的輪候時間、有著彈性的服務時段，以及並存的教育和照顧環境。  

 

  另外，尋求實質的幫助以外，保持積極樂觀的正向思維和與配偶商量從新分配家

務的家內協助方案也有助減輕失衡的情況。可惜的是，當失衡的情況真的出現的時

候，只有不足五成的雙職家庭會採取上述兩種方法來應對時間不足和壓力的負面溢

出；相反，有更多的雙職家庭會因此降低職業要求以遷就失衡的情況。  

 

  最後，如把政策範疇的重要性與各組因素（社經背景、工作和家庭環境、正向思

維和應對策略、家內協助、外部支援）的相對解釋力來互相對應的話，政策範疇的重

要性當按以下的高低來排序：最重要的是幼兒照顧服務的提供和質素，其次是工時安

排和親職假期，隨後是家長／親職教育，以及家長／子女津貼。  

 

  在下一章中，我們將比較海外國家和地方與雙職家庭有關的政策和具體措施，這

些政策和措施大致可分成五個範疇，包括託兒服務、親職／家庭教育、親職假期、靈

活工時安排和家庭津貼。這五個政策範疇均對應上述有關雙職家庭的處境和失衡關係

的分析。  

 

 

  

中低收入 

每週工時 
55 小時或以上 25-44 歲 

女性 

2 歲或 
以下子女 

靈活工時安排、親職假期 

家長／親職教育 

家長／子女津貼 

幼兒照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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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比較海外國家家庭友善政策概況 
 

  家庭友善政策指的是有助員工平衡其工作與家庭生活的各項措施。根據 OECD 之

定義，「家庭友善政策」是將適合的家庭資源投放於幼兒發展模式，協助其父母平衡

工作與家庭生活，增加父母在工作與照護上的選擇，以及提升就業機會和性別平等。

這說明家庭政策所涵蓋的群組眾多，包括幼兒、長者和夫婦二人，而具體措施的種類

包括津貼、稅務優惠、親職假、靈活工時安排、託管制度等。  

 

  香港推動與家庭有關的政策和措施仍處於起步階段，本文之目的是參考海外國家

的家庭友善政策，包括瑞典、英國、美國、加拿大、日本、韓國及新加坡；它們不論

在其人口狀況，經濟發展水平或者社會文化背景都與香港相若。在人口方面，這些國

家與香港都經歷生育率低和人口老齡化的現象。以經濟發展計算，選定的七個國家與

香港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都較為接近（見表三十一，因資料不足，故未有提供新加坡

相關資料）。家庭政策的模式不僅僅是會受到經濟和人口因素所支配，其政策也同樣

受到文化傳統和規範的影響。故選定的日本、韓國及新加坡因地理處於亞洲，東方文

化及倫理的影響形成家庭關係的傳統和規範，與香港的情況相若。  

 
表三十一：對比香港與幾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  

 
資料來源：經合組織國家的人均生產總值 11 
 

                                                 
11OECD Countries GDP per capital. (2018). 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PDB_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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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各地的福利性質有些是一致的，但是家庭政策似乎結合了不同的想法和目

標。其原因可能是因為家庭政策在概念上不能夠很有系統地融入各個國家及地區的福

利理論。然則，我們必須明確指出這些國家的政策目標雖有部分一致，可是其所採取

的政策工具可以非常多樣化，這應當是因為這些國家的家庭政策制定的歷史背景多

樣，政策進程及成效可能受推動過程中的路徑依賴所決定。考慮到這些因素，本文將

歸納這些政策的具體特徵及目的。通過不同國家家庭政策的比較，我們希望能分析各

地的家庭政策模式及其成效。  

 

各地的家庭政策主要有 6 個目標：  

 

• 減少貧窮和維持收入：通過為低收入家庭分配福利來解決貧窮問題；  

• 直接補償兒童的養育經濟成本：向家庭提供現金福利同稅收優惠實行財政轉移，

旨在縮小有子女的家庭與無子女家庭的生活水平差距。由於這些福利不會只限於

低收入家庭，因此也不會減少整體收入不平等的問題  12；  

• 促進就業：政策包括育兒假，兒童教育服務、照顧服務以及其他福利制度；  

• 改善性別平等：此類政策目的是促進性別之間的平等，讓夫妻共同分擔有償和無

償的工作。此類政策包括與分娩有關的假期以及鼓勵父親也享有育兒假  
13 ；  

• 支持幼兒發展：根據以往的研究有兩種原素對幼兒發展特別有益—父母照顧與教

育孩子（而這與工時緊密相關）和入讀正規學校或學前教育以及入讀正規學校或

學前教育的時間  14 ；  

• 提高生育率：此目標通常被視為家庭政策所起的潛在副作用。  

 

  針對以上的 6 項政策目標以及 5 個政策範圍（包括：津貼，親職假，工時，親職

教育及託兒服務），本文將審視各地之家庭政策內容和成效。  

 

  

                                                 
12 Thévenon, O. (2011). Family policies in OECD countri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37(1), 5    
57-87. 
13 Bettio, F., & Plantenga, J. (2004). Comparing care regimes in Europe. Feminist economics, 10(1), 85-113. 
14 Gornick, J. C., & Meyers, M. K. (2006). Welfare regimes in relation to paid work and care. Revue française des affaires sociales,   
(5), 167-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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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貼及稅務優惠  

 

  家庭福利是專門為家庭和兒童提供財政支持。家庭津貼可大致分為三種類型：

(一 )普遍式的兒童或者家庭的津貼（現金福利）， (二 )針對家庭的組成或者兒童的稅

收優惠和(三)針對有經濟需要的家庭提供津貼（有資產審查）。以下的政策對比將列

出香港以及所選之六個國家有關的津貼內容。  
 

香港  

• 子女扣稅額：2018/19 年度的稅務減免為港幣 120,000 元； 15 

• 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計劃  (KCFRS)：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經濟援助，以減

免家庭因兒童接受學前教育而產生經濟費用及負擔；  

• 免費優質幼兒園教育計劃； 16 

• 在職家庭津貼：以住戶為申請基礎，需要符合資產審查和每月的工作時數要求，

津貼額數將視乎收入而定；  

• 在職家庭津貼下的兒童津貼：申請在職家庭津貼家庭中的合資格兒童可以申請半

額，3/4 和全數津貼。 17 
 

瑞典  

• 家庭津貼：給未滿 16 歲的所有兒童，每位每月可獲得約港幣 1,000 元的家庭津

貼，若家庭中有多於一位子女，可獲額外家庭津貼；  

• 親職津貼：子女出生後，父母雙方可獲 480 天的有薪親職假，其中首 12 個月父母

可支取約 80%的薪金，之後的 3 個月可取每日定額薪酬；  

• 延長兒童津貼：16 歲或以下的兒童，每人每月港幣 1030 元，目的是為父母分擔照

顧子女的開銷；  

• 免費的教育及醫療服務：6 歲至 19 歲的教育及學校午餐皆為免費，而 20 歲前的子

女醫療費用全由政府負擔。
18 

 
  

                                                 
15 HKSAR. (2019). https://www.gov.hk/en/residents/taxes/salaries/allowances/allowances/7years.htm. 
16 HKSAR. (2018, September 11). Pre-Primary Educ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gov.hk/en/residents/education/preprimary/index.htm. 
17 HKSAR Working Family Allowance Office.(2015).https://www.wfsfaa.gov.hk/wfao/tc/amount.htm. 
18 Sweden Government. 10 things that make Sweden family-friendly. (2018, October 22). Retrieved from 
https://sweden.se/society/10-things-that-make-sweden-family-friendly/. 

https://www.gov.hk/en/residents/education/preprimary/index.htm
https://sweden.se/society/10-things-that-make-sweden-family-frien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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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  

• 未滿 16 歲兒童人士均可申請兒童福利津貼(Child Benefit)，即年紀最大的孩子或獨

子可獲每週港幣 207 元津貼，其餘子女每人每週可獲港幣 137 元津貼；  

• 政府為兒童照顧者提供兒童稅收減免(Child Tax Credit)，任何家庭育有 16 歲以下

的兒童均可申請； 19 

• 在職照顧者如有需要，可申請兒童照顧稅收減免（Childcare Tax Credit)  以購買服

務照顧兒童；  

• 在免稅幼兒照顧計畫（Tax-free Childcare Scheme)下，英國政府就在職家長為每名

未滿 12 歲子女支付的幼兒服務開支費，提供 20%的津貼，即每年最多約港幣

22,910 元。  

 

美國  

• 貧困家庭的福利或臨時援助 (TANF)是計畫為孕婦和有一個或以上受撫養子女的家

庭提供臨時經濟援助。其援助只能滿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如現金援助、食品、衣

服和住房；  

• 兒童健康保險計畫  (CHIP)旨在為家庭中的兒童提供低成本醫療保險。兒童可以獲

得資金作為醫療資助。 20 
 

加拿大  

• 產假福利（EI maternity benefits）：每週福利金額是申請人平均每週保險收入的

55%，最多為 15 週；  

• 標準父母福利（Standard parental benefits）：此為現金津貼按每週平均保險收入的

55%，發放最多為 35 週；  

• 延長父母福利（Extended parental benefits）：此為現金津貼以按每週平均保險收

入的 33%，發放最多為 61 週。
21 

• 基本兒童津貼：6 歲或以下的兒童將獲得港幣 37,264 元，而 7 至 17 歲的兒童將獲

得港幣 31,442 元的現金補貼。  

 

韓國   

• 地方政府發放「生產祝賀金」；  

• 育兒津貼：依孩子年齡，每月給付港幣 780 至 1,570 元；  

• 家庭輔助津貼：提供給 6 歲以下的幼兒家庭，每月給付約港幣 3,922 元；  

• 使用託兒服務的費用由政府支付，補助金額按兒童年齡而定。 22 

 

  

                                                 
19 照顧一名未滿 16歲兒童的申請者最高減免額為每週 122.5英鎊； 照顧兩名或以上未滿 16歲兒童的申請者為每週 210英

鎊。申請者須每週工作不少於 16小時才符合申請資格；如有伴侶，則二人基本上須每週工作不少於 16小時； 
20 Government Benefits. (n.d.). Retrieved from: https://www.usa.gov/benefits. 
21 Social Development Canada. (2019, January 18). Employment Insurance maternity and parental benefit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canada.ca/en/employment-social-development/programs/ei/ei-list/reports/maternity-parental.html#h2.1. 
22 Pregnancy and Childcare - Early Childhood Child Care and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n.d.). Retrieved from 
https://www.liveinkorea.kr/portal/USA/page/contents.do?pageSeq=53&menuSeq=3757. 

https://www.usa.gov/benefits
https://www.canada.ca/en/employment-social-development/programs/ei/ei-list/reports/maternity-parental.html%2525252523h2.1
https://www.liveinkorea.kr/portal/USA/page/contents.do?pageSeq=53&menuSeq=3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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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 生育津貼：提供產婦港幣 30,300 元一次性津貼；  

• 兒童津貼：每名子女年齡未滿 15 歲的家庭津貼約為港幣 1000 元； 23 

 

新加坡  

• 寶貝津貼（The Baby Bonus Scheme）：規定在生育第一個和第二個孩子時，政府

獎勵每個孩子約港幣 45,903 元，在生育第三個孩子和第四個孩子時，則每個孩子

獲獎勵港幣約 57,378 元。  

• 兒童發展賬戶（Child Development Account）：政府會為每位出生的孩子成立兒

童發展賬戶，並在一開始注入約港幣 17,205 元。父母在孩子出生後至十二歲前可

在任何時段把儲蓄存入該賬戶之中，而政府會在兩星期內配對相同的金額並存入

相同的金額至該賬戶，最高給予金額上限為約 86,400 港元。 24 

• 幼託補貼(Centre-based Child Care /  Infant Subsidy)：政府會給予每名嬰兒護理補

貼和託兒補貼，若申請者為在職母親，前者的每月金額約為港幣 1,721 元，而後

者則為港幣 3,442 元。若申請者不是在職母親，政府則會給予每名嬰兒護理補貼

和託兒補貼的每月金額約各為港幣 864 元。同時，政府也會給予合資格的在職

（全職或兼職）母親額外的津貼，只要她們每月最少工作滿 56 小時，而家庭的每

月總收入在港幣 43,028 或以下均符合申請資格。  

• 合資格子女免稅額（Qualifying Child Relief）：有 16 歲或以下子女，又或者其子

女是全日制學生的父母都可以申請稅務減免，稅務減免為約港幣 23,000 元，稅務

減免的次數是根據申請者有多少名子女而定。若申請者的子女是殘疾者，稅務減

免為約港幣 43,200 元。 25  

• 在職母親的子女稅務減免(Working Mother 's Child Relief)：家中有 16 歲或以下子

女，或子女仍是全日制學生的在職母親合資格申請該稅務減免。第一個孩子的賦

稅減免率是母親收入的 15%；第二個孩子則是 20%；第三個或更多的孩子的減免

率是母親收入的 25%。
26 

 

 

 

  

                                                 
23  Social Security in Japan 2014: Chapter 7 Family Policy. (n.d.). Retrieved from http://www.ipss.go.jp/s-info/e/ssj2014/007.html. 
24 Ministry of Social and Family Development. (2015). Baby Bonus Schem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msf.gov.sg/policies/Strong-and-Stable-Families/Supporting-Families/Pages/Baby-Bonus-Scheme.aspx. 
25 Inland Revenue Authority of Singapore. (2019). Qualifying Child Relief / Handicapped Child Relief. Retrieved from  
https://www.iras.gov.sg/IRASHome/Individuals/Locals/Working-Out-Your-Taxes/Deductions-for-
Individuals/Qualifying-Child-Relief--QCR--/-Handicapped-Child-Relief--HCR-/. 
26 Inland Revenue Authority of Singapore. （2019）.Working Mother’s Child Relief . Retrieved from 
https://www.iras.gov.sg/IRASHome/Individuals/Locals/Working-Out-Your-Taxes/Deductions-for-Individuals/Working-Mother-s-
Child-Relief--WMCR-/. 

http://www.ipss.go.jp/s-info/e/ssj2014/007.html
https://www.iras.gov.sg/IRASHome/Individuals/Locals/Working-Out-Your-Taxes/Deductions-for-Individuals/Working-Mother-s-Child-Relief--WMCR-/
https://www.iras.gov.sg/IRASHome/Individuals/Locals/Working-Out-Your-Taxes/Deductions-for-Individuals/Working-Mother-s-Child-Relief--WM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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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貼及稅務優惠之政策成效 :  

 

  從以上的資料可以看到，對家庭和兒童的經濟支援可以分為四大類，包括稅收減

免，現金福利，教育補貼和託兒服務津貼。以下將就各國的政策目標來論述津貼及稅

務優惠之政策成效。  

 

  稅收優惠可以有效地減輕雙職家庭的財政負擔。北歐國家中對在職父母的支援政

策被視為“慷慨”。因為稅率較高，減稅對在職的父母來說可以有助於減少家庭的財

政負擔，是協調工作與家庭生活強而有力的支持。相對高稅收國家而言，其他國家的

津貼支援對家庭的影響雖有限，但是作為此類國家的雙薪父母則享有相對大的稅務優

惠。因足夠的免稅額起到有效的再分配作用，家庭有更多資源應付日常開支。而且，

有別於對社會服務的資助，免稅額給予雙職家庭更大的彈性，讓他們可儲起以應付未

來的開支（如生育或照顧年幼子女）。 27 因此，稅收優惠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分擔家庭

的支出。  

 

  有研究針對英國的家庭稅收優惠之政策成效進行檢討並表示，家庭的稅收優惠在

推行後對補貼兒童照護費用極為有效。如前文所述，政府或可因沒有推行家庭稅收優

惠而獲得更多的財政收入，但代價卻是勞動力下降以及對兒童福祉的損害。政策推行

後，英國的兒童照護安排有明顯改善，並且透過更好的幼兒照顧安排而釋放婦女勞動

力，婦女勞動力因此有顯著上升。 28 在各地的家庭政策中，稅務優惠的實施能幫助育

有子女的家庭（尤其是夫婦二人皆要外出工作的雙職家庭）應對因幼兒照顧而帶來的

額外開支，降低貧困率，並提高婦女在生育後的就業率。  

 

  其次，各地家庭津貼的支援形式雖存在差異，如支援對象的分別，但都能使雙職

家庭履行家庭及工作責任。在瑞典，家庭津貼主要是為在職父母提供全面的支持。英

國和美國則相對為幼兒提供更多有針對性的財政支持，譬如幫助收入低和學齡前的兒

童。但不論是針對家庭或兒童，津貼均有利於雙職家庭的福祉。有研究整合 18 個經

合組織國家的數據並進行統一的家庭政策分析（包括：親職假，託兒服務，現金福

利），發現家庭的現金津貼，尤其是針對三歲以下兒童的津貼，能使雙職家庭減低為

了照顧家庭而放棄工作的機會成本。 29 故津貼對象不會影響政策效果，而津貼本身會

對雙職家庭帶來財政支援。  

 

  

                                                 
27  D'Addio, A. C., & d'Ercole, M. M. (2005). Trends and Determinants of Fertility Rates. 
28 Dilnot, A., & McCrae, J. (2000). The family credit system and the working families tax credit in the United Kingdom. OECD 
Economic Studies, 31(2), 69-84. 
29 Thévenon, O., & Luci-Greulich, A. (2013). The impact of family policy packages on fertility trend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29(4), 387-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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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論是現金津貼或稅收優惠的政策，都能夠有效地舒緩家庭因為養育子女而造成

的經濟負擔。同時，此類政策也可被視為是“獎勵型”政策，既補償家庭對兒童的養

育成本，也能增加生育率。相較上述地方的稅額減免，香港的免稅額度相對不足，亦

缺乏毋須經資產審查的家庭津貼。另一方面，香港「在職家庭津貼」的最高月收入限

制門檻高，許多有需要幫助的家庭無法獲得資助。故我們須審視香港目前有關津貼的

政策是否充分，才可達致各地政策的成效。  

 

工時 

 
  正如上文所述，工時對在時間分配上或負面溢出上的工作與家庭失衡帶來顯著影

響。尤其對育有年幼子女的雙職家庭來說，既要完成工作又要照顧幼兒，時間衝突和

壓力可想而知。而在雙職家庭中，婦女通常是家務的主要照顧者，唯有降低職業要求

甚至放棄工作。針對這些問題，許多國家亦制定政策以促進工作與家庭的平衡，鼓勵

婦女繼續就業並減輕性別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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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十二：各地的標準工時規定  

 韓國  日本  英國  美國  加拿大  瑞典  新加坡  

工

時

限

制  

1953 年勞工標

準法  
 
40 小時工作  
 
每日工時不得超

過 8 小時，每週

則不得超過 40
小時，當中不包

括休息時段。  
 
另有特別規定即

規管青年及婦女

的工時。  

1947 年勞動基準法  

勞工每日工作時數不

得超過 8 小時，每週

工作時數則不得超過

40 小時，當中不包括

休息時間。  

1998 年工作時間規例  
 
勞工受《工作時間規

定》的保障，容許每

週最高工時 48 小

時。  

1938 年公平勞動標準

法  
 
16 歲或以上的僱員於

任何工作週之工作時

數並無上限，但每週

標準工時可作 40 小

時計算，因為僱員的

工作時數超過此上限

時，僱主便須支付超

時工作薪酬。  
 

1967 年加拿大勞工法

規  
 
標準工時為每天 8 小

時及每週 40 小時

（每週工作上限為 48
小時）。  

1982 年瑞典勞

動標準法  

 

每週工作 40 小

時，正常工作時

數之外若需要待

命，則待命時間

每四週不得超過

48 小時，或每

個月不超過 50

小時，一年不得

超過 200 小

時。  

1968 年新加坡就業法  

 

若一星期工作 5 天或少

於 5 天，則每日工時為

8 小時，每週工時為 44

小時。  

 

若一星期工作多於 5

天，則每日工時最多為

8 小時，每週工時為 44

小時。  

超

時

工

作

及

超

時

工

作

薪

酬  

勞資雙方達至協

議，則每週工時

可延長至多 12 
小時。從事危險

或有害工作的勞

工不得延長工

時。  
 
 
 
 
 
 
 

日本政府發出《超時

工作上限基準》規限

固定期間的超時工作

時數。僱主須與勞工

訂立書面協議，才能

延長工時，但不得超

過《超時工作上限基

準》訂明的上限。  

 
僱員超出標準工時的

工作時數，必須獲發

多於正常工資額的

25%至 60%，視乎超

時工作種類而定。  
 
 

無條文規管超時工作

或超時工作補薪的安

排。  

保障僱員如在某工作

週工作多於 40 小

時，必須獲發超時工

作薪酬，金額不少於

正常工資額的 1.5
倍。  

僱員的工作時數超出

標準工時、每天或每

週核准工時上限，必

須獲發至少相等於正

常工資 1.5 倍的薪

酬。  

規定最高加班時

間是每年 200

小時。  

工作多於 44 小時，必

須獲發超時工作薪酬，

金額不少於正常工資額

的 1.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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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  日本  英國  美國  加拿大  瑞典  新加坡  

工

時

限

制

之

外

的

限

制  

根據僱傭規則，

勞工在某一週內

的工作時數可以

超過每日及  每
週工時上限，條

件是勞工在不多

於兩週的計算期

內，每週平  均
工時不超過 40
小時，以及任何

一週的工時不超

過  48 小時  

勞工可根據僱傭規則

或同等規則自行決定

上下班時間。僱主可

以預先訂定書面協

議，要求勞工工作超

過法定的每週及每日

工時上限，但在不多

於  1  個月的固定期間

內(稱  為「結算

期」)，勞工每週平均

工時不得超過  45 小

時。  

可在一週工作多於 48 

小時，但在連續 17
週期間，平均每週工

作不超過 48 小時。  

無訂定容許彈性安排

制度  
每週平均標準工時和

每週最高工時仍分別

不得超過 40 小時和

48 小時  

通過勞資協議訂

立彈性工作制度  

 

一般禁止夜班工

作  

 

夜班工作者在一

天二十四小時

內，不得工作多

於 8 小時 

沒有  

休

息

時

間  

多於 4 小時須有

30 分鐘  
 
多於 8 小時須有

1 小時  

多於 6 小時須有多於

45 分鐘休息時段  
 
多於 8 小時須有多於

1 小時休息時段  

多於 6 小時須有 20
分鐘休息時段  

《美國聯邦法規》訂

明，工作天內的短暫

休息時段必須算作工

作時數  

無規管每天休息時段

的條文  
25 天給薪年假  連續工作長達 8 小時，

休息時間應最少 45 分

鐘  

 

參

考

資

料  

Pregnancy and 
Childcare.  
(n .d .) .h t tps : / /w
ww.l iveinkorea
.kr /por ta l /USA/
page/contents .d
o?menuSeq=37
24&pageSeq=5
0. 

Art ic le  11,  1  (a)  -  
(c) ,  ( f )  Promotion of  
Measures to  Ensure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 ty.  
(n .d .) .h t tps : / /www.m
ofa.go. jp /pol icy/hum
an/women_rep4/par t
2_10.html.  

Childcare and 
parent ing.  (n .d .) .  
Retr ieved from 
ht tps : / /www.gov.uk/
browse/chi ldcare-
parent ing 

Wage and Hour 
Divis ion (WHD).  
(n.d .) .  Retr ieved 
from 
ht tps : / /www.dol .gov
/whd/fmla/fmla-
faqs .h tm 

Socia l  Deve lopment  
Canada .  (2019 ,  
January  18) .  
Employment  Insurance  
mate rn i ty  and  paren ta l  
benef i t s .  Re t r ieved 
f rom 
h t tps : / /www.canada .ca
/en /employ ment -
soc ia l -
development /p rograms
/e i /e i -
l i s t / repor t s /mate rn i ty -
pa ren ta l .h tml#h2.1  

10 th ings that  
make Sweden 
family-
fr iendly.  
(2018,  October  
22) .  Retr ieved 
from 
ht tps : / /sweden.
se/society/10-
th ings- that-
make-sweden-
family-
fr iendly/ 

Employment  Ac t  (Par t  
IV –  Rest  Days ,  Hours  
o f  Work and  Other  
Condi t ions  of  Se rv ice ) .  
(n.d.) Ret r ieved f rom:  
h t tp : / / s t a tu tes .agc .gov. s
g /non_vers ion /cgi -
b in /cgi_get toc .p l?ac tno=
1968-REVED-
91&doc t i t le=EMPLOYM
ENT 
ACT&date=la tes t&metho
d=par t  
 

https://www.liveinkorea.kr/portal/USA/page/contents.do?menuSeq=3724&pageSeq=50
https://www.liveinkorea.kr/portal/USA/page/contents.do?menuSeq=3724&pageSeq=50
https://www.liveinkorea.kr/portal/USA/page/contents.do?menuSeq=3724&pageSeq=50
https://www.liveinkorea.kr/portal/USA/page/contents.do?menuSeq=3724&pageSeq=50
https://www.liveinkorea.kr/portal/USA/page/contents.do?menuSeq=3724&pageSeq=50
https://www.liveinkorea.kr/portal/USA/page/contents.do?menuSeq=3724&pageSeq=50
https://www.liveinkorea.kr/portal/USA/page/contents.do?menuSeq=3724&pageSeq=50
https://www.mofa.go.jp/policy/human/women_rep4/part2_10.html
https://www.mofa.go.jp/policy/human/women_rep4/part2_10.html
https://www.mofa.go.jp/policy/human/women_rep4/part2_10.html
https://www.mofa.go.jp/policy/human/women_rep4/part2_10.html
https://www.gov.uk/browse/childcare-parenting
https://www.gov.uk/browse/childcare-parenting
https://www.gov.uk/browse/childcare-parenting
https://www.dol.gov/whd/fmla/fmla-faqs.htm
https://www.dol.gov/whd/fmla/fmla-faqs.htm
https://www.dol.gov/whd/fmla/fmla-faqs.htm
https://www.canada.ca/en/employment-social-development/programs/ei/ei-list/reports/maternity-parental.html%25252523h2.1
https://www.canada.ca/en/employment-social-development/programs/ei/ei-list/reports/maternity-parental.html%25252523h2.1
https://www.canada.ca/en/employment-social-development/programs/ei/ei-list/reports/maternity-parental.html%25252523h2.1
https://www.canada.ca/en/employment-social-development/programs/ei/ei-list/reports/maternity-parental.html%25252523h2.1
https://www.canada.ca/en/employment-social-development/programs/ei/ei-list/reports/maternity-parental.html%25252523h2.1
https://www.canada.ca/en/employment-social-development/programs/ei/ei-list/reports/maternity-parental.html%25252523h2.1
https://www.canada.ca/en/employment-social-development/programs/ei/ei-list/reports/maternity-parental.html%25252523h2.1
https://sweden.se/society/10-things-that-make-sweden-family-friendly/
https://sweden.se/society/10-things-that-make-sweden-family-friendly/
https://sweden.se/society/10-things-that-make-sweden-family-friendly/
https://sweden.se/society/10-things-that-make-sweden-family-friendly/
https://sweden.se/society/10-things-that-make-sweden-family-friendly/
https://sweden.se/society/10-things-that-make-sweden-family-frien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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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活工時安排之政策成效  

 

  各地關於規範工時都不盡一致。然而，靈活工時安排是個廣泛的家庭政策方案，

許多國家都會採用 40 小時的立法工作週，規定員工之每週工作小時不得超過 40 小

時。 30 另外，有些國家如美國會選擇以 40 小時的門檻，要求僱主在超過門檻的工作

時間支付費用。許多研究說明，這些工時安排或者彈性工時的政策能夠調動員工對工

作的積極性，如此便能增加企業的成本效益。 31 

 

  由於時間是固定的資源，不同研究都發現，家庭成員花在工作或者家庭的時間越

多，工作與家庭平衡的程度就越低。 32 這也是因為工時長會令工作與家庭的界限變得

更加模糊，從而導致雙職家庭無法好好安排或規劃時間。因此，靈活工時安排能助雙

職家庭重新規劃時間，在兩種角色之間找到平衡。 33 陪伴及照顧孩子也使得雙職家庭

對時間分配的要求更高。因此當工作與家庭所需之時間無法分配時，女性在分娩後會

選擇犧牲事業，產後再就業也成為難題。有關人力資源管理的研究指出，訂立靈活工

時安排能讓家庭重新劃出工作與家庭的時間邊界。 34 研究將年齡、區域、教育、職業

及工作時數通過模型分析測試上述變項與女性生命週期不同階段（如結婚前後，產子

和孩子年齡等）之間的關係，發現減少工作時數及靈活工時安排能鼓勵婦女在結婚或

生育後繼續工作。 35 因此，我們建議研究靈活工時安排，避免女性因家庭責任而放棄

全職工作或事業，從而達致兩性平等。  

 

  然而，不少企業對推行靈活工時安排仍有隱憂，如成本效益的計算。按實證研究

的結果，靈活工時安排可以讓員工感到獲得額外的福利資源來完成家庭責任，從而產

生僱主與僱員互惠原則。
36 以社會交換 (Social Exchange)的視角來看，允許靈活工時

安 排 的 企 業 可 以 增 加 員 工 對 企 業 的 信 任 ， 並 鼓 勵 工 作 的 集 約 化 (work 

intensification)，員工從而付出額外的努力作為回報。 37 而且如上述之研究證實，對

雙職家庭來說，靈活工時安排有助平衡工作和家庭並且鼓勵婦女在生育後繼續就業。  

 

  

                                                 
30 Gornick, J. C., & Heron, A. (2006). The regulation of working time as work-family reconciliation policy: Comparing Europe,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cy Analysis, 8(2), 149-166. 
31 Inman, G., and Jones, F. (2008). ’Effort-Reward Imbalance, Over-Commitment and Work-Life Conflict: Testing an Expanded 
Model,’ Journal of Managerial Psychology, 23, 3, 236–251.  
32 Balmforth, K. and Gardner, D. (2006).“Conflict and facilitation between work and family: realizing the outcomes for organizations”, 
New Zealand Journal of Psychology, Vol. 35 No. 2, pp. 59-68. ； Edwards, J.R. and Rothbard, N.P. (2000).“Mechanisms linking work 
and family: clarif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 and family construct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 25 No. 1, pp. 178-
199. ；Foley, S., Hang-yue, N. and Loi, R. (2005). “Work role stressors and turnover intentions: a study of professional clergy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Vol. 16 No. 11, pp. 2133-2146.  
33Clark, S.C. (2000). ‘Work-Family Border Theory: A New Theory of Work-Family Balance,’ Human  
Relations, 53, 6, 747–770. 

34Clark, S.C. (2000). ‘Work-Family Border Theory: A New Theory of Work-Family Balance,’ Human  
Relations, 53, 6, 747–770. 

35 Euwals, R. (2001). Female labour supply, flexibility of working hours, and job mobility. The Economic Journal, 111(471), 120-
134. 
36 Voydanoff, P. (2005). “Consequences of boundary-spanning demands and resources for work-to-family conflict and perceived 
stress”,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 Vol. 10 No. 4, pp. 491-503.  
37 Kelliher and Anderson (2010). Kinman, G., and Jones, F. (2008), ‘Effort-Reward Imbalance, Over-Commitment and Work-Life 
Conflict: Testing an Expanded Model,’ Journal of Managerial Psychology, 23, 3, 236–251.  
https://www-tandfonline-com.eproxy.lib.hku.hk/doi/pdf/10.1080/09585192.2013.816862?needAccess=true. 

https://www-tandfonline-com.eproxy.lib.hku.hk/doi/pdf/10.1080/09585192.2013.816862?needAccess=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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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必須要指出的是，一個有利的促發環境對幼童的認知能力發展至為重要。

就如教育局於 2006 年發出的《學前教育課程指引》所強調：「人類腦部研究顯示，

零至八歲是腦部發展的關鍵期，亦是幼兒學習的最佳時候。環境對腦部發展起著重要

的影響。若在幼兒階段為幼兒提供安全、接納和充滿感官刺激的環境，對幼兒腦部發

展有良好的影響，會有利於未來的學習。」更有科學研究指出，父母跟孩子多談天、

閱讀圖畫書或簡單的故事書、給予適時的引導等能有效促發幼童的認知能力發展。正

因如此，我們必須思考在政策上可以如何作出配合。 

 

  當然，政府不能也不應強迫父母陪伴子女閱讀和談天，但從政策層面可孕育一個

環境讓雙職家庭擁有更多的親職時間，而要達到這目標，工時長是一個必須處理的問

題。畢竟如本報告的第二章指出，有六成的雙職家庭認為工作所佔用的時間使其難以

履行家庭責任。讓家長有足夠的時間陪伴幼童以支持幼兒發展是工時限制的主要政策

目標。故從以上不同的政策成效上看來，有關靈活工時安排可以有效地促進女性再就

業、改善性別平等以及支持幼兒發展。  

 

親職假 

 
  親職假的內容包括產假，產檢假，陪產假，育嬰留職停薪及家庭照顧假等等。到

目前為止，上述之國家都會為母親提供產假，而這不僅限於女性，男性也同樣能夠獲

得假期。這項安排不只支援母親也讓父親有機會與新生兒一起生活。故以下之表格三

十四將展示各地強制與非強制性的親職假，形成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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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十三：各地的親職假安排（包括：強制與非強制性）  

 香港  美國  加拿大  英國  瑞典  南韓  日本  新加坡  

母親可放取的產假  70 天，整個

產假期間支

取月薪的

80% 

沒有  15 個星期，並可

支取薪酬的 55%

（每星期最高支

取為$562 加拿大

元）  

52 星期，其中

39 星期有薪；  
首 6 星期支取平

均週薪的 90%，

剩下 33 星期支

取每週約港幣

1,450 元或平均

週薪的 90%，以

較低者為準  

在親職假之下有

產假  
90 天，整個產

假期間可支取

的薪金金額按

公司規模而定  

98 天，整個產

假期間支取月

薪  的三分之二  

112 天，整個產

假期間支取全薪
首八星期由公司

給予全薪；其後

由政府給予補

貼，每 4 星期給

予約港幣 57,000

元。  
第三名子女或其

後子女；整個產

假期間由政府給

予補貼，每 4 星

期給予約港幣

57,000 元。  

 

父親可放取的侍產

假  
5 天，期間

支取日薪的

80% 

沒有  沒有  1  星期至 2 星

期，期間支取平

均週薪的 90% 或

定額薪酬，以較

低者為準  

 

 

 

 

 

 

 

 

 

 

 

10 天，期間支

取日薪的 80% 
5 天，當中只

有 3 天支取全

薪 (需於子女出

生 30 天內使用

假期 )  

沒有  14 天，整個侍

產假期間支取全

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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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  美國  加拿大  英國  瑞典  南韓  日本  新加坡  

父母親可放取的育

兒假  
沒有  新生嬰兒的父

母各有 12 星

期無薪親職假  

 

 

孩子出生後一星

期，父母雙方可

選擇同時申請育

兒假計劃（又稱

分享育兒假）或

分開各自申請

（但需等到已申

請一方的育兒假

完結才可開始另

一方的育兒

假）。  

 
提供的育兒假計

劃如下（下列中

選一）：  

1 .  標準育兒假

（孩子出生

後一星期計

算，12 個月

內可申請此

計劃）：  

最多可達 40 週

並支取薪酬的

55%。若雙方選

擇同一時期內使

用標準育兒假，

其中一方不可獲

得多於 35 週的

福利。  

 

2 .  延長育兒假

（孩子出生後一

星期計算，18 個

有兩種親職假：

有薪的共享親職

假及 18 星期的

無薪親職假  

 

共享親職假是讓

父母在孩子出生

後的首年可放取

的假期。另外，

育有 18 歲或以

下子女的父母可

放取 18 星期的

無薪親職假  
（此類親職假是

按每名子女計

算，而每年只可

取最多 4 星期

假）  

在孩子 8 歲前父

母可放取 480

天的育兒假，其

中 390 天支取

日薪的 80%，

最後 90 天則支

取定額薪酬  

 

 

子女不足 8 歲

的父母，可各

自放取 1 年親

職假，整個親

職假期間支取

月薪的 40% 

子女年齡不足

12 個月的父

母，可放取 1

年親職假，其

中 6 個月支取

月薪的 67%，

另外 6 個月支

取月薪的 50% 

子女年齡不足

12 個月的在職

父親，可藉分享

母親 16 星期的

產假，放取最多

4 星期親職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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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  美國  加拿大  英國  瑞典  南韓  日本  新加坡  

月內可申請此計

劃）：  

最多可達 69 週

並支取薪酬的

33%（每星期最

高支取為$337 加

拿大元）。若雙

方選擇同一時期

內使用延長育兒

假，其中一方不

可獲得多於 61

週的福利。  

其他與育兒相關的

假期  
沒有  沒有  照顧病危子女的

假期  
僱員的受供養家

人如發生緊急事

故，僱員可暫時

離開工作崗位  

每年 120 天的

短期親職假  
沒有  育有學前子女

的僱員，每年

可放取 5 天無

薪育兒假期  

子女不足 7 歲的

僱員，每年可放

取 6 天有薪育兒

假期 

彈性工作安排的法

定權力  
沒有  沒有  沒有  所有合資格僱員

可申請彈性工

作，包括職位共

享以分攤工作，

在家工作，兼職

工作及彈性上班

時間。  

子女不足 8 歲

的在職父母，最

多可要求縮減工

時的 25% 

縮減工時以便

照顧不足 6 歲

的子女  

子女不足 3 歲

的僱員，可豁

免承擔標準工

時以外的工

作，和可以縮

短的工時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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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  美國  加拿大  英國  瑞典  南韓  日本  新加坡  

法例訂明在工作間

提供母乳餵哺小休

時間  

沒有  子女年齡不足

12 個月的僱

員，可享有

「合理」時間

的無薪小休時

段。  

 

強制規定超過

50 名僱員的

工作間，須設

有母乳餵哺設

施  

沒有  沒有  有，但法例並無

清楚訂明小休的

時間及子女的年

齡限制  

子女年齡不足

12 個月的僱

員，每日可有

兩次母乳餵哺

小休時間，每

次 30 分鐘，並

計算為工作時

間  

每日兩次母乳

餵哺小休時

間，每次 30 分

鐘，並計算為

工作時間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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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職假之政策成效  

 

  根據國際勞動組織的《保護生育公約》，各地政府應為職業母親制定不少於 14

週的帶薪產假；此當為最低全球標準。 38 香港政府將會調整帶薪產假，由原本 10 週

提升至 14 週，並為產假薪酬設定上限。  

 

  有研究發現，帶薪的產假及育兒假能夠帶動嬰兒和母親的健康及發展， 39 父母與

剛出生的孩子所建立的關係與孩子的健康及心理發展有關。 40 除此之外，帶薪產假及

育兒假能鼓勵及延長母乳餵養的時期，母乳餵養亦早已在各個文獻及科學研究中被證

實能有效促進嬰兒與母親的健康。 41 加拿大自從延長帶薪產假及育兒假，隨之而來的

是更多的母乳餵養比例。 42 瑞典的研究也指出，當男性也同時支取產假時，嬰兒更可

能在 2、4 或 6 個月得到母乳餵養。 43 世衛更進一步建議推廣 26 周的純母乳餵養。截

止 2016 年，世界有 53%的國家符合世衛標準，其中有 47%為低收入國家，43%為中

等收入國家，在高收入國家中則有 77%符合 26 週純母乳餵養的標準；可見母乳餵養

已經成為兒童的健康指標。事實上，這些國家都因鼓勵母乳餵養而延長產假。反觀香

港因為相對短的產假，難以營造有利於母乳餵養的環境。  

 

  除此之外，實行有薪的親職假也能夠促進性別平等。有大量的研究發現，實行父

親的有薪休假與其對兒童照護的參與率有著強烈的關係。 44 針對美國 4,638 位父親及

2,249 個來自雙職家庭的父親的量化及質性研究發現，在控制了許多父親、母親和孩

子的特徵（包括：社經背景，地區，孩子數量及年齡等）變項之後，帶薪的父親親職

假可以讓父親更多的參與到兒童照顧上，促進了父親作為照顧者和兒童的良好關係及

互動。 45 故父親的親職假是推廣性別平等的重要政策。然而，“帶薪”是為關鍵，帶

薪的工資替代率也要足夠才能確保父母雙方都會選擇休假。在無薪假期的美國，女性

往往在放滿產假前就回到工作崗位，共中有一半表示缺乏經濟保障是自己無法休假的

關鍵原因。
46 同樣，在帶薪侍產假的美國羅德和加利福尼亞島的研究亦發現，由於當

                                                 
38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C183 - Maternity Protection Convention, 2000 (No. 183). 
39 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http://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sustainable- development-goals/. 
40 Heymann, S. J., Gerecke, M., & Chaussard, M. (2010). Paid health and family leave: the Canadian experience in the global 
context. Canadi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01(1), S9-S15. 
41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2007). Breastfeeding and maternal and infant health outcome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AP 
Grand Rounds, 18(2), 15-16. 
42 Heymann SJ, Gerecke M, Chaussard M. Paid health and family leave: the Canadian experience in the global context. Can J Public 
Health. 2010;101(Suppl1):S9–S15. 
43 Lacking R, Dykes F, Ewald U. The influence of fathers’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paternity leave on breastfeeding duration: a 
population-based cohort study. Scand J Soc Med. 2010;38(4):337–43. 
44 有關產假的研究可參考：Haas L, Hwang P. Programs and policies promoting women’s economic equality and men’s sharing of 
child care in Sweden. In: Haas L, Hwang P, Russell G, editors. Organizational change and gender equity: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fathers and mothers at the workplace. Thousand Oaks: Sage; 2000. p. 133–61.  

有關男性侍產假的研究可參考：Nepomnyaschy L, Waldfogel J. Paternity leave and fathers’ involvement with their young 
children: evidence from the American Ecls–B. Community Work Fam. 2007;10(4):427–53. 

有關男性侍產假對幼兒發展的影響可參考：O’Brien M. Fathers, parental leave policies, and infant quality of lif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and policy impact. Ann Am Acad Pol Soc Sci. 2009;624(1):190–213. 
45Nepomnyaschy, L., & Waldfogel, J. (2007). Paternity leave and fathers’ involvement with their young children: Evidence from the 
American Ecls–B. Community, Work and Family, 10(4), 427-453. 
46 Silver B, Mederer H, Djurdjevic E. Launching the Rhode Island Temporary Caregiver Insurance Program (TCI): Employee 
Experiences One Year Later. US Department of Labor 2016. https://www.dol.gov/wb/media/RI_paid_ leave_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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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工資替代率低，不論是產婦還是父親都無法真正的享有假期，因此雙方都無法取

得足夠的假期陪伴新生兒。 47 為給予夫婦二人真正選擇，目前可行的政策有兩種，即

「使用或失掉」 (use-it-or-lose-it)的帶薪假和有額外「獎金」 (bonus)的帶薪假，這兩

種政策也有助鼓勵父親放取育兒假期。「使用或失掉」的帶薪假指的是父親所享有的

休假權利應當被使用，否則在特定的時間內若不使用則會被取消。這種假期有效地將

休侍產假 /育兒假轉換成為個人權利之後，減少了僱員請假前的擔憂，如被僱主視為

不負責任。另外，有「獎金」的帶薪假指的是父母二人同時都請假才可獲得經濟獎

勵，如現金獎勵或者額外的帶薪休假日； 48 例如在韓國，自從推出這兩項育兒假政策

之後，男性休假的人數增加了三倍。 49  從中可看到，親職假可以有效的改善性別平等

以及促進兒童發展。  

 

  其次，親職假除了是關於產假和侍產假之外，勞工假期亦能夠幫助雙職家庭平衡

工作與家庭的政策。訪問中有學者認為：「目前有許多媽媽為了照顧孩子及兼顧工作

都會選擇兼職（工作時間每週少於 18 小時），然而兼職代表著他們並不能享受原有

的員工福利如有薪勞工假期等。」由此說明，為了有更多時間照顧家庭，某些家庭成

員會選擇兼職，然而卻因此喪失了全職員工的福利。故我們認為兼職（工作時間每週

少於 18 小時）員工的勞工福利也值得社會關注。  

 

親職/家長教育   

 
  親職教育是幫助父母或者孩子的照顧者了解孩子不同的發展階段 (developmental 

stage)的身體和心理需求。通過有技巧的親子活動，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可以得到父

母的充分照顧和應有的管教。與香港相比，這些國家從政策、制度和技術方面都有相

關的法規和細則可依（見表三十四）。  
 

                                                 
47 Silver B, Mederer H, Djurdjevic E. Launching the Rhode Island Temporary Caregiver Insurance Program (TCI): Employee 
Experiences One Year Later. US Department of Labor 2016. https://www.dol.gov/wb/media/RI_paid_ leave_report.pdf. 
48Koslowski A, Blum S, Moss P. 12th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eave Policies and Related Research 2016. 2016. http://www.  
leavenetwork.org/fileadmin/Leavenetwork/Annual_reviews/2016_Full_draft_20_July.pdf.  
49 OECD.(2016). “Parental Leave: Where Are the Fathers?,” Policy Brief. Paris: OECD Publishing. 
http://www.oecd.org/employment/parental-leave-where-are-the-father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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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十四：各地的親職教育安排及推廣工作  

香港  美國  英國  瑞典  南韓  

家庭議會：傳單及

YouTube 視頻為準父母提

供有關育兒，兒童健康和正

面管教 (posi t ive  disc ipl ine)

的資訊。  

 

家庭議會：Parent -Chi ld e -

l ink 的電子通訊，當中有互

動式育兒電子學習課程

（Parent ing Made Easy）。  

 

社會福利署：家庭生活教育

資源中心提供與家庭生活教

育有關的視聽資料和書籍。  

 

美國的“教育美國法”(Educate  

America  Act)中包括家長教育的方

案。按照各州的教育計劃實施方

案提供資金，資助父母上親職教

育課程。美國為了加強家長參與

子女教育的權利，頒布了《不讓

一個兒童落後法》 (No Chi ld  Left  

Behind Act  of  2001)。  

 

1999 年開始美國親師會大量增加

親職教育相關媒體  科技、  教養

書、雜誌、研究和網絡資訊等。  

 

為了增加育兒知識，美國的高中

生則必須選讀「計劃做父母課

程」 (Planned-parenthood 

educa t ion c lass)  

 

「父母即教師」 (PAT,  Parent  as  

Teacher)是一個由政府管理的教育

機構。為有 0-5 歲兒童的父母提

供服務，有針對性的教育方案，

家庭支持課程，訓練材料以及服

務措施。該機構對其所在的社區

內會進行家訪或者提供家庭服務 ,

如介紹社區內有關兒童營養、衛

生和醫療保健等項目，各類講座

和培訓。引導父母採取有效措施

預防和克服兒童的學業，心理和

行為問題。  

 

學齡前兒童家庭指導計畫 (Home 

Ins t ruct ion Program for  Preschool  

過萬名母親和父親接受免費

育兒課程  

 

父母週：每年舉辦為期一週

的活動。通過在英國各地的

活動和項目慶祝父母和家庭

生活  

 

成立家庭和兒童保育信託基

金會 (FPI)以鼓勵父母親通

過工作思考改變家庭的生活

質素。  

 

全國家庭週：為鼓勵英國人

民支持和珍惜家庭生活。  

 

2009 年瑞典議會通過了一

項名為“國家發展父母策略

-人人享有福利（The 

Nat ional  St ra tegy for  

Developed Parenta l  

Suppor t  ”，規定所有 0-18

歲兒童的父母都有權參加免

費的育兒課程。  

。  

 

該策略旨在以預防性視角促

進親子關係，期望育兒培訓

能夠有望促進兒童成長。  

 

Connect  育兒計畫 (The 

Connect  parent ing 

program)：對 9 至 17 歲兒

童的父母以手冊的模式介紹

了父母如何實現每個對話，

包括格式、  目標、角色扮

演的例子、背景和閱讀材

料。  

 

ABC 育兒計畫  (The ABC 

Parent ing Program) 是為 3-

12 歲兒童的父母實施普遍

課程。此計畫是為了鼓勵家

長使用自己的知識來提高他

們的養育技能。  

家長教育激活計畫：重點

發展和加強基於生活中的

重大事件的父母教育，從

父母結婚前到子女上學期

間的生命週期。  

 

此計畫建議將家長教育納

入大學，軍隊和婚前的正

規學校課程。當年輕人決

定結婚時，該計畫會向他

們提供有關父母教育的信

息，鼓勵他們在結婚登記

時參加父母生育計畫。  

 

該計劃亦會通過與醫院、

託兒中心、幼兒園等提供

有關育兒的課程及資訊。  

 

此外，學校組織的迎新活

動或家長諮詢週都會提供

家庭教育。  

 

這些監管及推廣工作由教

育部，衛生和福利部，兩

性平等和家庭部以及政府

行政和內政部代表組成的

家長教育激活工作組，以

定期監督父母的實施情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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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ngsters -  HIPPY) 是一項以家

庭為基礎的親職教育計畫。該計

畫每週都會進行一次家訪，父母

每隔一週參加一次父母聚會。

HIPPY 會為幼兒進行針對性極強

的發展方案，讓父母按照所提供

的方法和措施去執行。  

 

PET(Parent  Effect iveness  

Tra ining)課程一般每週安排 3 小

時，一共安排 8 週。PET 會根據

對象分為單親型，雙親型和父母 /

青少年型，各類類型的教材都不

同。  

參考資料：  
 
Resources  f rom Government  
Depar tment .  (n .d . ) .  
Ret r ieved f rom 
h t tps : / /www.fami lycounci l .g
ov.hk/en/edu/ resources_govt
.h tml  
 

參考資料：  
 
Sanchez  Cesa reo  M.  e t  a l .  
(December  2011) .  
h t tps : / /c ie .upr rp .edu/cuaderno /dow
nload/numero_26/vo l26_07sanchez
e ta l .pdf  
  
 
Pa rent s  a s  teachers .  (n .d . ) .  
https://parentsasteachers.org/ 
 
HippyUSA.(n .d . )  
h t tps : / /www.hippyusa  
.org  
 
Pa rent  Ef fec t iveness  
Tra in ing . (n .d . ) .h t tp : / /www.gordont
ra in ing.com/paren t -
programs/parent -e f fec t iveness -
t ra in ing-p-e - t /  

參考資料：  
 
Pa renta  (Sep tember ,2013)  
h t tp : / /www.parenta .com/201
3/09 /02/na t iona l -paren t s-
week-2013-change /  
 
Na t iona l  Fami ly  Week.  
(n .d . ) .  
h t tp : / /www.na t iona l fami lywe
ek.co .uk /about_us /  

參考資料：  
 
L indberg ,  L . ,Ul f sdo t te r ,  M. ,  
Ja l l ing ,  C. ,  Skars t rand,  
E . ,La louni ,  M. ,  Rhondin ,  
K.L . ,&Enebr ink,  P .  
(2013) .The  ef fec t s  and cos t s  
o f  the  un ive rsa l  paren t  g roup 
program-al l  ch i ld ren  in  
focus :  a  s tudy  protocol  for  a  
randomized wa i t - l i s t  
cont ro l led  t ra i l .  BMC publ ic  
heal th , 13(1) ,688.  
 
More t t i ,  M.M. ,& Obsuth ,  I .  
(2009) .  Ef fec t iveness  o f  an  
a t tachment- focused 
manual ized  in te rven t ion  fo r  
pa ren t s  of  teens  a t  r i sk  for  
aggress ive  behavior :  The  
Connec t  Program.  Journal  o f  
Adolescence ,  32  (6) ,  1347-
1357.  

參考資料：  
 
E l sewhere . ,N.F.  (2016,  
March 29) .  South  Korea  
p lans  l i f e long  paren t ing  
educat ion .  Re t r ieved  f rom:  
h t tps : / /www.bbc .com/news/
b logs-news-f rom-
e l sewhere-35919014.  

https://www.familycouncil.go/
https://www.familycouncil.go/
https://parentsasteachers.org/
https://www.hippyusa/
http://www.parenta.com/2013/09/02/national-parents-week-2013-change/
http://www.parenta.com/2013/09/02/national-parents-week-2013-change/
http://www.parenta.com/2013/09/02/national-parents-week-2013-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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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職 /家長教育之政策成效  

 

  許多親職教育計劃的目的都是為了提高父母對子女發展能力的貢獻。親職教育與

兒童發展的關係是顯著的。 50 美國國家研究委員會和醫學研究所發表了一項有關兒童

發展的論文，研究結合了 18 位心理專家，以生物及經驗學之間的互動，證實環境對

兒童的情感和生理需求都能產生重大影響。因此，外國的研究都著力證明親職教育成

效如何，而結論是親職教育已經成為支持父母和促進兒童福祉的重要資源。 51 由於家

庭是兒童發展的重要環境，而親職教育的參與式教育會激發育兒積極性，良好教育及

環境的形成會對兒童的發展產生影響，例如學校的成績，行為發展，心理健康與更積

極的自我看法。 52 此外，親職教育可以使所有家庭受益，特別是低收入的家庭。 53 親

職教育是一項投資，讓來自低收入的家庭有同等的發展機會，有助打破跨代貧窮。有

見及此，各國已經致力推廣親職教育，將技巧教授給父母。但是香港對親職 /家長教

育的推廣略為不足。另外，有學者觀察到願意上親職教育課程的多數為女性，並認為

男性的參與亦同樣重要：「我們通過一些學校活動接觸到小朋友的爸爸，並且推廣親

職教育的功能。我們鼓勵爸爸也同樣學習培育孩子的技巧。」  

 

  除了有關育兒的教育，家長教育也是親職教育的一部分。許多推行親職教育的國

家也同樣有針對雙職家庭的家長教育計劃，為夫妻提供個性化的諮詢服務。在英國，

家長教育的政策是相當普遍，亦有研究發現夫妻教育及其干預具有「潛在的價值」。
54其價值在於接受家長教育的雙職夫妻可以擴大丈夫 /父親對家庭的參與，以及解決家

庭問題的能力，包括家務工作以及親子關係等。瑞典在推行性別平等方面屬世界前

列，而其家長教育的目的也是為了給雙職父母之間創造平等條件，從而讓兩方都能平

衡家庭和工作。因而，推廣親職教育不但能夠加強親子溝通從而促進兒童發展，也能

讓雙職家庭學得相處技能並平衡工作與家庭的壓力。  

 
  

                                                 
50 Shonkoff, J. P., & Phillips, D. A. (2000). From neurons to neighborhoods: The science of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and Institute of Medicine. 
51 Kaminsky, J. W., Valle, L. A., Filene, J. H., & Boyle, C. L. (2008).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components associated with parent 
training program effectiveness.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36, 567–589. ; 
52有關親職教育與兒童發展的研究可參考：Bolger, K. E., Patterson, C. J., Thompson, W. W., & Kupersmidt, J. B. (1995). 
Psychosocial adjustment among children experiencing persistent and intermittent family economic hardship. Child Development, 
66(4), 1107–1129.  
有關親職教育與兒童或青少年行為發展的研究可參考：Brown, B. B., Mounts, N., Lamborn, S. D., & Steinberg, L. (1993). 
Parenting practices and peer group affiliation in adolescence. Child Development, 64(2), 467–482. ; 
有關親職教育與兒童學校成績即行為的研究可參考：Spera, C. (2005). A review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arenting practices, 
parenting styles, and adolescent school achievement.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17(2), 125–146.  
有關親職教育與兒童心理健康的研究可參考：Vanderbilt-Adriance, E., & Shaw, D. S. (2008). Protective factor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esilience in the context of neighborhood disadvantage. Journal of Abnormal Child Psychology, 36(6), 887–901.  
53  Finders, Díaz, Geldhof, Sektnan, & Rennekamp. (2016). The impact of parenting education on parent and child behaviors: 
Moderators by income and ethnicity.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71, 199-209. 
54 Barnes, J., Ball, M., Meadows, P., McLeish, J., Belsky, J. and the FNP Implementation Research Team (2008) Nurse-Family 
Partnership Programme: First Year Pilot Sites. Implementation in England. Pregnancy and the Post-partum Period. Nottingham: 
DCSF.;Barlow, J., Kirkpatrick, S., Wood, D., Ball, M., and Stewart-Brown, S. (2007) Family and Parenting Support in Sure Start Local 
Programmes. Sure Start Research Report NESS/2007/FR/023. London: The Stationery Office. Accessed 2 August 2007: 
http://www.dfes.gov.uk/research/data/uploadfiles/NESS2007FR023.pd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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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兒服務 

 

  兒童照護的主要功能是為尚未到學齡的兒童提供照顧和早期教育服務。此類服務

可主要分為三大類：以中心為主的日託服務、家庭日託服務和學前早期教育。  

 

  以中心為主的託兒服務主要提供全日或半日的服務。由於各個國家的政策不同，

我們不能統一概括育兒服務的種類。在瑞典和日本，政府會提供部分或全部的服務名

額和內容。另一方面，有些國家如美國和英國會依賴市場，即私人中心提供兒童照護

服務。家庭日託是由合格的兒童照顧者在孩子的家中提供服務。為了解各地託兒服務

的安排，我們總結出各地對不同年齡的幼兒的服務安排，其中包括義務與非義務性

（見表三十五）。因各地的託管制度不盡相同，我們須以一些指標如政府開支，人手

比例等劃分各地的託兒服務的現況（見表三十六）。  
 

     表三十五：各地託兒服務的種類以及性質  

 中心或家庭日託  學前教育  學校  

政府   

私家   

年齡  0 1 2 3 4 5 6 7 

香港  幼兒所（資助：6,978 位）  幼兒園  學校  

幼兒所（非資助：23,695 位）  學前教育  

南韓  育兒中心   學校  

 幼兒園  

Hakwon（學前教育）  

日本  全日制託兒所（私人：佔全國的 3/5）  學校  

全日制託兒所（政府：佔全國的 2/5）  

家庭日託  幼兒園（私人：佔全國的 2/3；政

府佔全國 1/3）  

加拿大  中心或家庭日託  少年幼兒園  幼兒園  學校   

英國  託兒所，兒童看護人和遊戲小組  遊戲小組

和託兒所  
接待班  學校  

美國  中心或家庭日託  各類教育課程，如：學前班、私立

幼兒園、Head Star t  
學校  

瑞典  Forskola(學前班 l )全日制，一星期最少 30 小時，郊區則稱之為

Famil iedaghem (FDC) 
Forskole-

klass（學

前班）  

學校  

        資料來源：經合組織教育數據庫 (2016)



 

55 
 

     表三十六：兒童照護和教育的結構和質量分析  

 香港  南韓  日本  加拿大  美國  英國  瑞典  

兒童照護及早

期教育方面的

公共支出（以

佔 GDP 的百分

比計算 )  

0.26%  6.1%  沒有  17.8%  15.7%  21.8%  28.9%  

人手比例  

 
0-2 歲：8:1 

 
≥3 歲：14:1  

0 歲：3:1 
 

1 歲：5:1 
 

2 歲：7:1 
 

3 歲：15:1  
 

4-6 歲：20:1  

0 歲：3:1 
 

1-2 歲：6:1 
 

3 歲：20:1 
 

4 歲：30:1  

1 歲：3:1  至  
8 :1 

 
3 歲：7:1 至

10:1 
 

5 歲：8:1 至

15:1  

0 歲：4-6:1 
 

3 歲：10-20:1  

<2 歲：3:1 
 

2 歲：8:1 
 

3-7 歲：13:1  

所有年齡：5-6:1  

人手質素  須有幼兒教育資

格證書的高級文

憑。  

要求至少在幼兒

課程獲得兩年制

大學文憑。  

 

再高一級的教師

通常擁有四年制

大學學位。  

 

70% 的幼兒園工

作人員是 2 年制

大專畢業生，

30%是 4 年制大

學畢業生。  

學前教師的初級

教師擁有兩年的

培訓時間。  

 

另外，正式入職

之後需要參與強

制性的培訓計

畫。  

有 66% 的早期

兒童教育工作者

擁有 2 年以上歐

洲經委會的證

書，29% 的人

有一年或者更少

的培訓。  

沒有國家規定

幼兒工作人員

的資格，每個

州都可以自己

制定的標準，

以滿足特殊需

要和情況  。  

日託中心的員工

有 50%具有 3

級或以上的資

格，其中 20%

具有大學或者大

專的學歷。  

幾乎所有員工

（98%）都接受過

親身與孩子互動

的培訓。教師則

需要從高等級的

大學學院獲得 3

到 4 年的高等教

育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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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  南韓  日本  加拿大  美國  英國  瑞典  

可負擔能力  

（兒童照護服

務的費用佔雙

薪父母淨收入

的%）  

沒有  0%  21.7%  39.0%  37.8%  45.7%  5.8%  

使用及參與兒

童照護及教育

的服務的百分

比  

沒有  0-3 歲：19.6% 

 

3-6 歲：68.3% 

 

 5-6 歲：78.9%  

0-2 歲：26% 
 

3-5 歲：81%  

0-6 歲：24%  0-3 歲：38% 

 

3-5 歲：56.4%  

0-3 歲：20% 

 

3-5 歲：96% 

 

4-5 歲：100%  

1-2 歲：45% 

 

 2-3 歲：86% 

 

3-4 歲：91% 

 
5-6 歲：96%  

參考資料  The Univers i ty  
o f  Hong  Kong.  
(2018) .  
h t tps : / /www.swd.
gov.hk / s torage /as
se t / sec t ion /219/e
n /Fina l_Repor t_u
pdated_vers ion_e
ng.pdf .  

OECD Korea .  
S tar t ing  S t rong 
I I :  Ear ly  
Chi ldhood  
Educat ion  and  
Care .   
h t tp : / /www.oecd.
org/educa t ion / sc
hool /37423628.p
df .  

OECD Japan.  
S tar t ing  S t rong I I :  
Ear ly  Chi ldhood 
Educat ion  and  
Care .   
h t tp : / /www.oecd.o
rg /educat ion/scho
ol /ECECDCN-
Japan.pdf .  

OECD Canada .  
S tar t ing  S t rong 
I I :  Ear ly  
Chi ldhood  
Educat ion  and  
Care .   
h t tp : / /www.oecd
.org/educa t ion / s
chool /37423348.
pdf .  

OECD Uni ted  
S ta tes .  Sta r t ing  
S t rong I I :  Ear ly  
Chi ldhood  
Educat ion  and  
Care .   
h t tp : / /www.oec
d .org/educat ion
/ school /374238
31.pdf .  

OECD UK.  
S tar t ing  S t rong 
I I :  Ear ly  
Chi ldhood  
Educat ion  and  
Care .   
h t tp : / /www.oecd
.org/educa t ion / s
chool /37423795.
pdf .  

OECD Sweden .  
S tar t ing  S t rong I I :  
Ear ly  Chi ldhood 
Educat ion  and  
Care .   
h t tp : / /www.oecd.o
rg /educat ion/schoo
l /37423778.pdf .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219/en/Final_Report_updated_version_eng.pdf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219/en/Final_Report_updated_version_eng.pdf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219/en/Final_Report_updated_version_eng.pdf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219/en/Final_Report_updated_version_eng.pdf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219/en/Final_Report_updated_version_eng.pdf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219/en/Final_Report_updated_version_eng.pdf
http://www.oecd.org/education/school/37423628.pdf
http://www.oecd.org/education/school/37423628.pdf
http://www.oecd.org/education/school/37423628.pdf
http://www.oecd.org/education/school/37423628.pdf
http://www.oecd.org/education/school/ECECDCN-Japan.pdf
http://www.oecd.org/education/school/ECECDCN-Japan.pdf
http://www.oecd.org/education/school/ECECDCN-Japan.pdf
http://www.oecd.org/education/school/ECECDCN-Japan.pdf
http://www.oecd.org/education/school/37423348.pdf
http://www.oecd.org/education/school/37423348.pdf
http://www.oecd.org/education/school/37423348.pdf
http://www.oecd.org/education/school/37423348.pdf
http://www.oecd.org/education/school/37423831.pdf
http://www.oecd.org/education/school/37423831.pdf
http://www.oecd.org/education/school/37423831.pdf
http://www.oecd.org/education/school/37423831.pdf
http://www.oecd.org/education/school/37423795.pdf
http://www.oecd.org/education/school/37423795.pdf
http://www.oecd.org/education/school/37423795.pdf
http://www.oecd.org/education/school/37423795.pdf
http://www.oecd.org/education/school/37423778.pdf
http://www.oecd.org/education/school/37423778.pdf
http://www.oecd.org/education/school/3742377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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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兒服務之政策成效  

 

  託兒服務與女性就業有顯著的關係。綜合 26 個國家的研究顯示  ，女性的就業率

與需要照顧的年幼子女有負相關的關係。 55 可見母親會因孩子年幼仍須照顧為由而放

棄工作。從育兒假的角度看來，足夠的託兒服務已經被證實可以增加母親的就業機

會，也在一定的程度上促進男女平等。這理當是因母親的照顧責任及時間在一定程度

上被育兒服務所分擔，因此增加了在生產後還繼續工作之可能性。根據是次研究的數

據，有 55%的受訪者同意（包括非常同意）「鑑於現有的家庭會結構，婦女應當承擔

照顧家庭的責任」。換言之，儘管雙職家庭已漸變成主流，但照顧家庭及年幼子女的

責任依然落在女性身上。值得注意的是，女性暫離職場對女性的事業發展帶來顯著的

負面後果，如相關的歐美研究指出生育會導致婦女的受聘機會減少 20%。因此，日間

託兒服務除了有助雙職家庭應付幼兒照顧需要之外，也有助女性避免因生育而要中斷

事業發展，從而達致兩性平等。  

 

  以上的國家均有正規的兒童照顧服務，但都面對需求上升，名額卻不足的問題。

以英國為例，因為託兒服務名額的不足，政府限制唯有弱勢家庭的兩歲以下的幼童才

符合資格得到最多 12.5 小時的免費幼兒教育服務。 56 日本也同樣如此，面對需求的增

加，日本仍是缺乏 0 至 5 歲的日託中心。根據日本勞動署統計，日本的託兒服務輪候

名單每年都有增長的情況，如 2011 年有約 25,556 位兒童在輪候服務，增加至 2013

有 44,188 為兒童。香港的情況更為惡劣，香港大學在 2016 至 2018 年的研究指出，

政府資助 0-2 歲幼兒園名額目前只得 979 個，此資助名額與現時 0-2 歲幼兒比例為

1:114，即每個名額有 114 名幼兒等候。 57 可見香港於幼兒服務的資助名額是相當不足

的。傳統上，家庭是幼兒照顧的主要場所。可是，雙職家庭的形成意味父母親沒有足

夠時間照顧幼兒，尤其當有逾半的雙職家庭的每週工時均超過 45 小時。必須指出的

是，成年子女與父母同住的比率只有 38%，而且在非與父母同住的成年人中，只有約

15%是居住在父母居所的步行距離內（即 15 分鐘或以下的步行路程）。因此，尋求

父母協助以照顧年幼子女的折衷家庭方案對雙職家庭來說有其明顯局限。當家庭形態

轉變導致幼兒照顧的需要得不到充份滿足的時候，市場並未能很好的補充幼兒照顧方

面的需要，原因在於非政府資助的私營獨立幼兒中心或幼稚園暨幼兒中心的收費高，

並不是很多家庭能夠負擔。  

 

  根據香港大學的研究報告指出，私營獨立幼兒中心或幼稚園暨幼兒中心所提供的

2 歲以下託兒服務的每月收費中位數分別佔全港家庭月入中位數的 46%和 28%，而且

在新界及油尖旺、深水埗、黃大仙和官塘等發展較早的內城區，收費佔月收入的比例

則更高。
58 在收費以外，該些服務的名額也嚴重不足，出現 131 名幼兒只有 1 個名額

的情況。由此可見，不論是家庭或市場均不能有效吸收因家庭形態轉變而出現的幼兒

照顧需求。  

 

  

                                                 
55 Mikucka, M. (2008). Variation in Women's Employment Across European Countries: The Impact of Child Care Policy Solu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38(1), 12-37. 
56 London Development Agency. (2011) The London Childcare Market. Available from: 
http://www.uel.ac.uk/infocusarchive/documents/The_London_Childcare_Market_Labour_Market_Research_Serie 
s_5_10835.pdf. 
57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8).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219/en/Final_Report_updated_version_eng.pdf 
5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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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託兒服務的名額，託兒服務的幾項特徵如開放時間、可負擔性、可及性、人

手質素、費用等都是重要的。以上國家早已意識到質量的重要性。有關美國的研究表

示，兒童的教顧問題主要是在其質量而不是數量的問題。 59 雖然，我們並不能由此無

視幼兒服務的需求，但質量依然是各地及香港關注的議題。以日本作為例子，有質量

的託兒中心或育兒園可以令在工作中的父母覺得安心。 60 另一方面，為了解決名額及

質量的問題，瑞典政府進行了對託兒服務的一系列改革。託兒服務的改革包括擴大公

立的日託服務，提高日託服務的教學質量如推廣幼兒教顧的概念。 61 從以上的例子我

們可以看出，託兒服務針對有孩子的雙職父母之支援是有效的。不過其政策成效亦取

決於託兒服務的名額和質量，瑞典在關注託兒服務以及整體家庭友善政策的同時也能

達到頗具規模及成效的政策目的。  

 
小結   

 

  以上的比較，說明政府對雙職家庭的政策支援（如：津貼、親職假、工時、親職

教育和託管服務）能有效地幫助雙職家庭減輕失衡問題。在一向講求「小政府、大市

場」或是「積極不干預」的香港，福利提供的順序多為從家庭到市場，最後才由政府

補漏拾遺。換言之，政府應否介入提供福利取決於市場和家庭這兩個福利支柱的失靈

（pillar failure)。以上的分析說明，現時的家庭支援對雙職家庭來說有明顯的局限，

而市場上不論是在價錢還是在覆蓋率都無法滿足雙職家庭的需求。另一方面，政府介

入能更充份協助雙職家庭面對工作與家庭之間的失衡問題，如靈活工時安排、託兒服

務和家庭教育等，但必牽涉更多的政府開支。當雙職家庭面對各種難題以致角色失衡

和精神困擾，新的政策和新增服務代表的不只是開支增加或對公共財政的額外負擔，

那也是一種政府對社會的投資，得益的不只是個人和家庭，長遠來說社會整體也會受

惠；例如說，增加適切的託兒服務名額不但能減輕雙職家庭負擔，讓家庭成員（尤其

是女性）均能參與勞動市場，這對家庭收入和個人事業發展也有幫助。事實上，在我

們的訪問中有女性因感到難以兼顧工作和照顧年幼子女兩種角色而打算放棄從事了五

年的工作。但同時，女性就業有助提高社會的勞動參與率、善用人力資源、推動經濟

發展，以及改善社會的人口扶養比率。以歐美經驗為例，家庭政策中的託兒服務，課

餘託管、家庭教育、兒童津貼、親職假期，以至勞工政策的靈活工時安排均是政府對

兒童、家庭和社會整體發展的重要投資。  

 

  我們這份報告的目的是為了指出雙職家庭所面對的工作與家庭失衡問題，並針對

以上的問題作出仔細分析，希望社會能夠充分了解雙職家庭的處境。從政策的角度看

來，我們認為適當的政策支援是一種社會投資，能夠充分幫助雙職家庭面對困難。  

 

 

 

 
  

                                                 
59 Love, J. M., Harrison, L., Sagi‐Schwartz, A., Van IJzendoorn, M. H., Ross, C., Ungerer, J. A., ... & Constantine, J. (2003). Child 
care quality matters: How conclusions may vary with context. Child development, 74(4), 1021-1033. 
60 Anme, T. And Segal, U. (2003). “Centre-based evening child care: implications for young children’s development”.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Journal 30(3): 137-43. 
61 Ferrarini, T., & Duv, A. Z. (2009). Swedish Family Policy controversial reform of a success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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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政策建議 
 

為支援雙職家庭應對工作與家庭失衡問題，我們根據調查結果分析，以及參考海外地方推行

家庭政策的相關措施，我們就保障雙職家庭的精神健康、平衡工作與家庭，以及提供經濟支

援三大政策方向，合共提出二十一項建議。 

 

第一、 保障雙職家長精神健康 

 

致力改善雙職家庭成員精神健康 維繫社會和諧家庭 
 

從本報告調查發現，雙職家庭正面對三種不同程度的困境，部分家庭成員已逐漸出現精神健

康失衡現象，為遏止負面情緒持續蔓延，影響家庭各成員的身心健康和發展，我們建議當局

應從「及早識別」、「預防工作」，及「盡早介入處理」三項層面，協助雙職家長獲得健康

的心理發展。 

 

層面一：及早識別 

 

建議 1：設立新生嬰兒家庭探訪計劃 

建議全港十八區推行家庭探訪計劃，經受訓的專業社工定期探訪有潛在問題的家庭，

例如父母曾經患有抑鬱、情緒病、有吸毒或酗酒紀錄、單親、再婚，甚或父母屬於較

為早婚的家庭等等。 

 

我們希望透過恆常探訪，支援準父母或育有新生嬰兒的家長掌握基本育兒常識，舒緩

他們對新生活的憂慮和壓力；當專業社工懷疑受訪家庭出現問題時，可及早作出跟

進，例如轉介至家庭輔導服務中心或接受精神科治療等等，以盡早化解危機家庭的矛

盾。 

 

層面二：預防工作 

 

建議 2：推廣僱員支援計劃（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 EAP）的概念 

建議廣泛推動公私營企業推行僱員支援計劃(EAP，見附件六)，透過多種類的員工支

援服務，包括僱員輔導、職場培訓、危機介入、管理顧問等個人諮詢及輔導服務等，

以支援僱員解決工作、個人及家庭問題上的困擾等，使企業有效地建立愉快、健康、

具生產力和競爭力的團隊。 

 

鑑於企業需要支付額外成本以推行僱員支援計劃，而計劃成效又並非直接有助提升公

司盈利，致使一般中、小企業拒絕推行，令僱員支援計劃一直未有在港廣泛應用，或

只屬於大企業員工福利。因此，我們建議政府應積極研究，除了政府部門及公營機構

廣泛引入僱員支援計劃(EAP)外，可於現行工業貿易署中小企資助計劃下增設新支援

項目，資助一些合資格中、小企業定期推行僱員支援計劃，以助維繫企業與員工之間

良好工作關係，消弭員工工作壓力，相信有助提升員工工作士氣和效率。
62   

                                                 
62 有關美國的研究：Csiernik, R. (2011). The Glass Is Filling: An Examination of 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 
Evaluations in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New Millennium. Journal of Workplace Behavioral Health, 26(4), 334-355.  
 



 

60 
 

加強親職／家長教育

 

親職教育或家長教育(Parent Education)是指以父母為對象的教育，主要功能在於增進父

母對管教子女的知識，以改善親子關係，我們相信雙職父母持續地進修親職教育，可

有助加強他們在培育子女、親子教養方面的能力、知識和技能，使他們便於掌握子女

成長期不同的發展和需要。因此，我們建議： 

 

建議 3：成立「親職教育基金」 

仿效現行英國兒童保育基金會運行模式成立「親職教育基金」，將親職/家長教育計

劃統一由指定基金會統籌，我們相信可簡化現行重叠或不必要的行政手續，也便利於

政府推動指標性政策，方便日後作出成效評估。具體實施詳情建議參考英國相關模式

（如圖）： 

 

 

 

 

 

撥款維持 

 

 

 

 

 

 

 

 

 

 

 

 

 

 

 

 

 

              英國兒童保育基金會運行模式                                  建議香港親職教育基金的運行模式 

  資料來源：英國教育局網站 63 

 

  

                                                 
有關日本的研究：Muto, T., Haruyama, Y., & Higashi, T. (2012). Descriptive study of external 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 providers (EAP) in Japan. Industrial Health, 50(4), 322-325. 
63 The Government of UK. (2011).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parenting-early-intervention-
programme-evaluation. 

兒童保育信託基金會 

英國教育局 

150 個地方政府 

社區組織 

開設課程 

親職教育基金 

香港教育局 

 區議會或學校 

社區組織 

開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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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4：推廣社區為本的親職教育 

於十八區推動以生活為主題的免費家長講座／工作坊，並與關注機構及團體，例如社

會福利署、衞生署及醫管局等合辦家長教育活動，互相分享家長教育的資訊，以便更

有效地推廣家長教育。 

 

為方便家長參與親職教育相關活動，建議政府參考台灣「一區一親子館」的做法，於

十八區設立親子館，館內除了提供大型遊戲設施外，亦提供有趣、輕鬆、好玩的手工

遊戲等，館內同時提供幼兒暫託服務及育兒講座，方便父母交流，以及獲得育兒、學

校以及政府宣傳推廣等資訊。 

 
建議 5：推廣校本親職教育 

學校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平台，因此內地、新加坡、台灣及澳洲，都透過學校為家長

提供親職家長教育。建議政府為學校及家教會增加「家校合作活動津貼」的撥款額，

以便增加舉辦家長教育課程和親子活動，並提升相關課程質素。 

 

層面三：儘早介入 

 

建議 6：加強綜合家庭服務中心角色及服務 

正如本報告調查結果顯示，雙職家庭經常處於繁忙的工作與繁瑣生活的夾縫，令他們

經常疲於奔命，假如出現家庭問題卻處理不善，會易生家庭糾紛，長遠對家庭關係有

負面影響。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設立，是按「兒童為重、家庭為本、社區為基礎」

為市民提供適切的支援服務。 

 

我們建議當局充分使用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作為重要溝通和聯繫平台，為有需要的雙職

家庭提供即時且有效的輔導服務。當局並應加強現有家庭綜合服務中心的角色及專業

服務，例如安排長駐中心的家事調解員，可即時為市民提供專業諮詢或轉介服務。此

外，當局亦應增加前線社工的專業婚姻及家庭關係轉導培訓，提升他們調解婚姻問題

的能力，以及有關法律訴訟等專業輔導服務技巧。 

 

 

  



 

62 
 

第二、平衡工作與家庭 
 

推動家庭友善僱員措施 協助雙職家長平衡工作與家庭責任 

 
  雙職家長需要同時兼顧家庭與工作，可是冗長工時令雙職家長無法好好照顧家庭，更遑

論提供優質家庭生活。從本調查結果發現，工時在每週 55 小時或以上的雙職家庭中，有超

過六成覺得工作壓力使其難以履行家庭責任。因此，我們認為僱主採納以僱員為本的良好人

事管理，不但有助激勵員工士氣，也可提升他們對企業的向心力，提高工作穩定性，長遠有

利於企業發展。我們建議政府鼓勵企業推行家庭友善僱員措施，並以僱員工作與生活平衡作

為原則，從靈活工作安排、配套支援，以及增設假期三方面，協助雙職父母平衡工作與家庭

責任。 

 

靈活工作安排 

 

建議 7：推動靈活工作安排 

靈活的工作安排是指僱主允許僱員在一定時間範圍內，自由調整上下班時間，採用分

段上下班段等等，而工作地點亦可按需要居家或遙距辦公等，具體措施例如推行五天

工作周、彈性工作時間、彈性上班時間、職位共享等。 

 

我們建議政府積極向私營企業推廣靈活工作安排措施，首先為有育兒需要的雙職僱員

協商推行靈活工作安排，例如僱員必須有上下班的核心工作時間，而核心工作時間以

外，可制定彈性上下班的具體規定。於推行措施之先，僱主必須與員工充分協商，在

雙方同意後才作出改動，相關的協定亦應適當地列明於僱傭合約及員工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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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配套支援 

 

擴大社區幼兒照顧及課餘託管服務 

 

建議 8：增加資助託兒服務中心服務名額 

為減輕產婦和在職父母的壓力，同時亦讓更多婦女可投入勞動市場，我們建議政府增

加資助託兒服務中心的服務名額，特別是 0 至 2 歲的託兒服務，當局在規劃重建或新

建屋苑時，須預留合適地方為當區居民提供託兒服務。據了解，政府計劃於 2019 至

2020 年度起優化日間及住宿幼兒中心內合資格幼兒工作員的人手比例，即是 0 至 2 歲

以下幼兒由 8 比 1 改為 6 比 1，而 2 至 3 歲以下由 14 比 1 減到 11 比 1。我們建議當局

參考海外地方的做法，按照顧幼兒的年齡進一步提升幼兒工作人手比例，並且訂立目

標作出長遠培訓規劃。另外，針對一些託兒需求較大區域如元朗，天水圍等，建議利

用區內公屋低層的空置單位，以低廉租金提供予社會企業或其他地區團體開辦託兒服

務，方便居於偏遠地區的雙職父母獲得託兒服務。 

 

 

幼

兒

工

作

人

手

比

例 

南韓 日本 加拿大 美國 英國 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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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9：提升託兒照顧服務質素 

加强支援「鄰里支援幼兒照顧計劃」，包括為社區保姆提供系統性專業訓練，加強有

關育兒技巧等；增加保姆時薪及服務待遇，提高她們服務的誘因，令更多家庭主婦願

意投身家居保姆行列。另外，為支援有急切託兒需要的雙職家長，當局應設立「社區

緊急暫託服務」以及 24 小時服務熱線，協助有緊急需要的家長獲取各區幼兒暫託服

務或緊急寄養服務的服務資訊。 

 

建議 10：增加資助課餘託管服務中心服務名額 

社署應定期檢視各區的課餘託管服務名額是否足夠，並按實際需要增加相關名額及導

師數目；研究於全港所有小學推行課餘託管服務，方便有需要的學童在放學後可以繼

續留校接受課託服務。另外，針對有需要長時間工作的雙職家長，社區中心的課託服

務應適當地延長服務時間，包括於平日晚上、星期六、日及學校假期（特別是悠長假

期）等。 

 

建議 11：提升課餘託管服務中心質素 

課餘託管服務內容除了一般的功課輔導外，亦應增加其他輔導及活動，例如技能學

習，成長發展活動、義工服務、戶外活動及戶外參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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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設假期 

 

  較長的有薪假期能讓雙職家庭享受家庭生活，也讓雙職家庭在工作與家庭失衡的壓力下

有更多時間恢復體力，因此，為增加僱員福利以及進一步推動家庭友善僱員措施，建議政府

應檢討相關假期安排。 

 

建議 12：新增親職/家長假期 

研究設立親職/家長假期，讓家長可於幼稚園和小學開課等孩子重要的日子陪同子女

上課，及出席家長簡介會等，以協助子女適應校園生活，建立和諧家庭的基礎。另

外，在研究增設親職假期的同時，政府應考慮增加僱員支取有關假期的靈活度，例如

設立親職教育課程及時數機制，僱員上堂時數可作為親職假的其中部分，相信此做法

可大大方便雙職家長接受親職教育，增進育兒常識。 

 

建議 13：完善法定產假保障措施 

延長法定產假乃進一步保障在職女性在產後有更充足的休息時間復元身體。最近政府

將法定產假薪酬設定上限，並將額外延長的四周產假薪酬計算方法與現行做法一致

（即僱員每日可獲平均工資的五分之四），我們認為政府應作出更大承擔，因此，建

議把產假薪酬增加至全薪；新措施應適用於一些孕期達 24 周或以上，卻不幸小產或

流產的婦女。另外，針對有不少投訴指孕婦於產假後遭僱主剝削、歧視，甚至不合理

解僱等，建議當局研究於《僱傭條例》中，新增產後婦女復工的相關保障措施。 

 

建議 14：優化法定侍產假安排 

由今年一月起，香港正式落實五天侍產假，合資格僱員可在嬰兒的預產期前 4 星期至

嬰兒出生後 10 星期內的任何日子放取侍產假，期間僱員可以連續或分開逐日放取，

我們建議有關支取假期可更彈性處理，例如嬰兒出生的半年至一年時間，方便父親參

與嬰孩出生後的特別日子，例如到醫院或診所打針，陪同太太覆診等等。另外，按法

例規定，僱員可享有侍產假薪酬，款額為其每日平均工資的五分之四。我們建議當局

為顧主提供津貼，令侍產假薪酬改為全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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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15：研究落實 17 日有薪勞工假 

目前香港僱員分別按《僱傭條例》(第 57 章)享有每年 12 天法定假日，或按《公眾假

期條例》(第 149 章)訂明，除星期日外，每年有 17 天公眾假期。由於公眾假期與法定

假日的日數不同，以致僱員享有不同的假期日數；我們建議政府盡快檢討不合時宜的

假期政策，把法定假日的日數提高，使其與公眾假期日數看齊，令更多在職家長有更

多假期享受家庭生活。 

 

法定假日（俗稱勞工假）12 日 公眾假日（俗稱銀行假）17 日 

1 月 1 日 1 月 1 日 

農曆年初一 農曆年初一 

農曆年初二 農曆年初二 

農曆年初三 農曆年初三 

清明節 清明節 

-- 耶穌受難節 

-- 耶穌受難節翌日 

-- 復活節星期一 

勞動節 勞動節 

-- 佛誕 

端午節 端午節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紀念日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紀念日 

中秋節翌日 中秋節翌日 

國慶日 國慶日 

重陽節 重陽節 

冬節或聖誕節（由僱主選擇） 聖誕節 

-- 聖誕節後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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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經濟支援 

 

提供適切的經濟支援 舒緩雙職家庭財政壓力 
 

  從本報告調查顯示，有 70.6%受訪雙職家庭都不約而同地表示，其壓力都是來自於

家庭的經濟需要，而據分析，家庭經濟壓力與雙職家庭精神健康之間的 r 值達 0.375，反映

兩者之存在密切關係（見本報告 15-16 頁及 21-22 頁），我們認為支援雙職家庭父母減輕財

政負擔刻不容緩，建議從短、中，及長期提供現金津貼或經濟支援措施，舒緩他們的財政壓

力，促進他們健康精神生活。 

 

短期措施 

 

完善「在職家庭津貼」計劃（職津）安排 

 

建議 16：簡化職津申請程序 

簡化現行「在職家庭津貼」計劃繁複的申請手續，包括將申請表格的填寫內容和提交

的資料盡量減少，例如為方便一些從事建造業工人、家務助理或裝修等「散工」的僱

員易於申請，建議當局豁免他們提供公司工資證明，改以其他有效方式取代，使申請

者不會因為未能提交有關證明而無法申請。此外，當局可縮短每宗申請個案的批核時

間，並採取「先審批後核實」，以及跟進和嚴謹的抽查方式，讓申請人可於短時間取

得津貼，舒緩緊絀的經濟生活。 

 

建議 17：適時檢討職津的申請入息及資產門檻 

為支援低收入家庭改善財政問題，建議當局適時檢討職津計劃的申請門檻，包括是否

應改變現行申請關卡，即是入息限額以「從事經濟活動的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

作為依據，而資產限額是否應以綜援計劃的資產限額三倍作為基本門檻等，藉此使更

多低收入家庭符合申請資格。 

 

中期措施 

 

建議 18：新設育兒津貼 

建議為每個育有 3 歲或以下幼兒的合資格家庭每月發放至少 600 元育兒津貼。有關計

劃不設審查機制，一方面可舒緩育有幼兒家庭的財政壓力，同時可達致鼓勵市民生

育。 

 

建議 19：新增兒童醫療券 

參照現行長者醫療券計劃增設兒童醫療券，建議政府每年向每名十二歲或以下，或者

就讀小學的合資格兒童提供每年 2,000 元醫療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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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遠措施 

 

建議 20：優化免稅額制度 

為協助雙職家長減輕家庭財政負擔，建議政府優化多項稅務安排，包括將子女免稅額

由目前 120,000 元提高至 132,000 元，與個人基本免稅額看齊；設立子女教育開支扣

稅額，讓就學子女的學校書薄開支、課外活動及校巴開支都可以申請扣稅。 

 

另外，為舒緩需要照顧長者或兒童的中產，建議設立聘請外傭開支扣稅額；准許兄弟

姊妹攤分「供養父母、祖父母或外祖母的免稅額」，及「長者住宿照顧開支」扣稅。 

 

建議 21：設立「新生代嬰兒基金」(Baby Fund) 

在幫助雙職家長解決眼前的經濟需要外，我們也需為香港新生代的長遠發展提供財政

支援。故此，我們提倡政府成立「新生代嬰兒基金」，在政府促成下為每名新生兒童

設立戶口，以家庭儲蓄和政府配對資助的方式協助兒童累積資本，待兒童年滿十八歲

後方可提取。基金可用於升學、就業或應付危疾，目的是使每個兒童有更公平的發展

機會，減少跨代貧窮。「新生代嬰兒基金」的具體做法可參考民建聯對 2019-2020 年

財政預算案期望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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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雙職家庭精神健康」問卷 
(包括整個問卷調查所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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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一般健康問卷 

(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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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一般健康問卷結果 

(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 12) 
 

你能夠集中精神做事 
集中精神做事 人數 百分比（%） 

經常 477 38.9 

間中 519 42.3 

很少 195 15.9 

完全沒有 15 1.2 

缺失數據  21 1.7 

總共 1227 100.0 

 

 

你因為過分擔心而失眠 
過分擔心而失眠 人數 百分比（%） 

經常 102 8.3 

間中 418 34.1 

很少 563 45.9 

完全沒有 127 10.4 

缺失數據  17 1.4 

總共 1227 100.0 

 

 

你覺得在不同事情中都扮演重要角色 
在不同事情中都

扮演重要角色 

人數 百分比（%） 

經常 291 23.7 

間中 537 43.8 

很少 337 27.5 

完全沒有 41 3.3 

缺失數據  21 1.7 

總共 1227 100.0 

 

你覺得自己有能力作出決定 
自己有能力 

作出決定 

人數 百分比（%） 

經常 423 34.5 

間中 458 37.3 

很少 296 24.1 

完全沒有 26 2.1 

缺失數據  24 2.0 

總共 122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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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覺得自己總是感到壓力 
自己總是 

感到壓力 

人數 百分比（%） 

經常 52 4.2 

間中 350 28.5 

很少 595 48.5 

完全沒有 212 17.3 

缺失數據  18 1.5 

總共 1227 100.0 

 

你覺得自己不能夠解決困難 
自己不能夠 

解決困難 

人數 百分比（%） 

經常 83 6.8 

間中 526 42.9 

很少 496 40.4 

完全沒有 102 8.3 

缺失數據  20 1.6 

總共 1227 100.0 

 

你能夠享受日常活動 
享受日常活動 人數 百分比（%） 

經常 330 26.9 

間中 465 37.9 

很少 332 27.1 

完全沒有 80 6.5 

缺失數據  20 1.6 

總共 1227 100.0 

 

你能夠面對自己的問題 
面對自己的問題 人數 百分比（%） 

經常 381 31.1 

間中 467 38.1 

很少 320 26.1 

完全沒有 36 2.9 

缺失數據  23 1.9 

總共 1227 100.0 

 

你感到心情低落及憂鬱 
心情低落及憂鬱 人數 百分比（%） 

經常 120 9.8 

間中 557 45.4 

很少 443 36.1 

完全沒有 88 7.2 

缺失數據  19 1.5 

總共 122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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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對自己失去自信 
對自己失去自信 人數 百分比（%） 

經常 186 15.2 

間中 543 44.3 

很少 409 33.3 

完全沒有 70 5.7 

缺失數據  19 1.5 

總共 1227 100.0 

 

你覺得自己是一個沒有價值的人 
自己是一個 

沒有價值的人 

人數 百分比（%） 

經常 348 28.4 

間中 472 38.5 

很少 324 26.4 

完全沒有 65 5.3 

缺失數據  18 1.5 

總共 1227 100.0 

 

對於所有事情，你大致感到開心 
大致感到開心 人數 百分比（%） 

經常 361 29.4 

間中 458 37.3 

很少 326 26.6 

完全沒有 67 5.5 

缺失數據  15 1.2 

總共 1227 100.0 

 

一般健康問卷結果 
一般健康 

問卷結果 

人數 百分比（%） 

0-15  482 39.3 

15-20 分以下 484 39.4 

20-25 分以下 190 15.5 

25 分或以上 28 2.3 

缺失數據  43 3.5 

總共 122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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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情緒評估表 
 

 
(評估表由民建聯家庭事務委員會提供，情緒評估表來源於「情境決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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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情緒評估結果 

 

                                 精神不佳 
精神不佳 人數 百分比（%） 

完全沒有 419 34.1 

偶然出現 517 42.1 

出現頻繁 280 22.8 

缺失數據  11 0.9 

總共 1227 100.0 

 

                           做什麼都提不起勁 
做什麼都提不起勁 人數 百分比（%） 

完全沒有 488 39.8 

偶然出現 551 44.9 

出現頻繁 178 14.5 

缺失數據  10 0.8 

總共 1227 100.0 

 

                             總覺諸事不順 
總覺諸事不順 人數 百分比（%） 

完全沒有 476 38.8 

偶然出現 579 47.2 

出現頻繁 162 13.2 

缺失數據  10 0.8 

總共 1227 100.0 

 

      想找辦法宣洩情緒（如大哭，大叫，大罵） 
想找辦法宣洩情緒 人數 百分比（%） 

完全沒有 624 50.9 

偶然出現 474 38.6 

出現頻繁 116 9.5 

缺失數據  13 1.1 

總共 1227 100.0 

 

                平常有興趣的事情都變得沒趣 
平常有興趣的事情都變得沒趣 人數 百分比（%） 

 完全沒有 577 47.0 

偶然出現 520 42.4 

出現頻繁 120 9.8 

缺失數據  10 0.8 

總共 122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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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問題不能解決 
感覺問題不能解決 人數 百分比（%） 

完全沒有 571 46.5 

偶然出現 482 39.3 

出現頻繁 164 13.4 

缺失數據  10 0.8 

總共 1227 100.0 

 

                       不想外出，不想和人接觸 
不想外出，不想和人接觸 人數 百分比（%） 

完全沒有 668 54.4 

偶然出現 402 32.8 

出現頻繁 146 11.9 

缺失數據  11 0.9 

總共 1227 100.0 

 

                              怕別人慰問自己 
怕別人慰問自己 人數 百分比（%） 

完全沒有 698 56.9 

偶然出現 399 32.5 

出現頻繁 120 9.8 

缺失數據  10 0.8 

總共 1227 100.0 

 

                      反問自己為什麼生活迫人 
反問自己為什麼生活迫人 人數 百分比（%） 

完全沒有 589 48.0 

偶然出現 479 39.0 

出現頻繁 149 12.1 

缺失數據  10 0.8 

總共 1227 100.0 

 

                          需要深呼吸或嘆氣 
需要深呼吸或嘆氣 人數 百分比（%） 

完全沒有 486 39.6 

偶然出現 553 45.1 

出現頻繁 177 14.4 

缺失數據  11 0.9 

總共 1227 100.0 

 

          胸前部或兩側有不適感和疼痛但找不出原因 
胸前部或兩側有不適感和疼痛但找不出原因 人數 百分比（%） 

完全沒有 718 58.5 

偶然出現 362 29.5 

出現頻繁 137 11.2 

缺失數據  10 0.8 

總共 122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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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喉部有不適感或疼痛但找不出原因 
喉部有不適感或疼痛但找不出原因 人數 百分比（%） 

完全沒有 735 59.9 

偶然出現 359 29.3 

出現頻繁 123 10.0 

缺失數據  10 0.8 

總共 1227 100.0 

 

                          自覺出現明顯心跳或手震 
自覺出現明顯心跳或手震 人數 百分比（%） 

完全沒有 682 55.6 

偶然出現 410 33.4 

出現頻繁 124 10.1 

缺失數據  11 0.9 

總共 1227 100.0 

 

                                   不想進食 
不想進食 人數 百分比（%） 

完全沒有 725 59.1 

偶然出現 391 31.9 

出現頻繁 101 8.2 

缺失數據  10 0.8 

總共 1227 100.0 

 

                                     失眠 
失眠 人數 百分比（%） 

完全沒有 427 34.8 

偶然出現 549 44.7 

出現頻繁 239 19.5 

缺失數據  12 1.0 

總共 1227 100.0 

 

                           精神健康評估結果 
評分結果 人數 百分比（%） 

情緒穩定 682 55.5 

情緒不佳 461 37.7 

情緒不穩定 65 5.3 

缺失數據  19 1.5 

總共 122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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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僱員支援計劃 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me, EAP 

 

何謂僱員支援計劃？ 

 

「僱員支援計劃」包括僱員輔導、職場培訓、危機介入、管理顧問等個人諮詢及輔導、工

作生活資訊／指導、個人支援及轉職服務、身心健康推廣課程、員工培訓及發展課程、管

理人員諮詢服務，及危機/突發事故支援服務等等。 

 

EAP 如何支援員工？ 

 

現時愈來愈多企業參與一些僱員服務專門機構所提供的僱員輔助計劃（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簡稱 EAP），為員工提供專業的情緒支援服務，一般而言，服務層面如下： 

 

1. 僱員輔導服務—透過熱線或面談協助員工處理工作及生活上所遇到的壓力和情緒困

擾。 

2. 管理顧問服務—當管理人在工作上遇到各種人事管理問題，如處理問題員工時，顧問

可為管理人提供解難建議。 

3. 培訓活動—舉辦培訓工作坊或講座，題目廣泛，包括壓力管理、身心健康、溝通技

巧、顧客服務、管理技巧、家庭關係等，為全體員工提供身心健康貼士。 

4. 身心健康文章—設計及撰寫一些正能量文章，以供公司轉發給員工閱覽，題目涵蓋工

作、家庭、健康、環保等，推廣正向思維。 

5. 危機事故支援—當企業或員工遇到危機事故（如天災人禍、喪親、自殺等）而構成心

理上的負面影響甚至創傷，受過專業訓練的顧問會到公司舉辦心理解說小組及個別面

談，為受影響的員工提供及時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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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是次研究的訪問名單如下，特此鳴謝： 

 

學者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馬麗莊教授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 陳麗雲教授 

葉兆輝教授 

曾潔雯教授 

梁祖斌教授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座教授

及家庭議會主席 
石丹理教授 

 

 

機構代表 

 

社聯（家庭及社區）總主任 梅偉強先生 

 
香港家庭福會社會工作顧問 陳耀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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