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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英國法律對生育功能及家庭責任差異所  

為之促進就業措施 

 

第一節 生育對就業的影響及法律的對策 
    對於關心兩性平等議題的人來說，只有女性能夠懷孕、生育子女，而男性卻

欠缺此種功能的事實，在造成兩性職場上地位的不平等有重要影響。懷孕經常是

造成女性被排除於職場外的原因，也是形成離職或暫時停止工作較常發生的狀

況。再者，由於傳統觀念作祟，就業女性必須在工作要求及家庭照顧間疲於奔命、

掙扎，即使兩頭兼顧並非不可能，也勢必弄得心力焦瘁。此種現象實肇因於現代

的工作型態及根深蒂固的兩性角色分工觀念。 

    工業革命後所發展出來的工作型態導致工作與家庭生活涇渭分明的區隔。在

工業革命前工廠制度尚未形成，住、居所可以兼具生產與私人活動空間的功能，

營利謀生的生活需求與家庭照顧也可以同時進行，因此兩性在家庭事務的分工上

相對的不明顯。然而，工業革命後生產機器的改良與複雜化及工廠制度的興起，

導致住家不再兼是生產地點，工作時間與家庭生活時間開始截然劃分，而工作時

間的長短必然會對家庭照顧責任產生衝擊，在此情形下「男主外、女主內」的觀

念逐漸形成，並益形強化。 

    幾乎沒有例外的，中外各個社會都發展出強調兩性各自扮演不同角色，佔據

不同領域的意識型態。男性被賦予在外工作，賺取維持生計所需資源的角色；女

性則被要求負責生育後代、照顧子女，維持家庭生活的正常運作等功能。男性的

活動領域被歸類為外出工作，涉及政治與文化的活動，而法律與經濟制度也賦予

這類「屬於男性的活動」較高的價值，積極促進該類型活動的發展。相對的，女

性的活動領域則侷限於私領域的家庭、住家的照料，為男性提供「後勤服務」，

其重要性及經濟價值被有意、無意的忽略、漠視，也由於女性服務的對象是家人，

其勞務給付通常是無價，以致其工作常被認為是不具經濟價值的活動。 

    有價工作與私領域家庭工作分屬不同世界的概念，助長女性在兩個相關問題

上居於經濟與社會的次要、從屬地位。第一，成功處理、支撐家務所應具備之價

值，諸如教養、養育子女、對家人需求的回應、相互依存等被視為沒有必要，甚

至與工作的本質不相容。因為在外所從事的工作被認定具備經濟上的重要性，傳

統上被視為女性的任務及家庭工作的品質，則普遍被低估其價值。第二，將外出

工作與從事家務分離，並將婦女的角色繫綁在家庭，長期被視為是符合自然法

則，因為女性具有男性所無的繁殖功能，胚胎在女性子宮內由母親護育成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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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女性應負擔起照顧家庭的責任。1 

    女性生育子女、照顧家庭的「天生」功能造成其完全融入職場的主要障礙。

而此種情形更使得雇主在工作廠場，對於員工彼此相依共存，對他人需求的關懷

等價值欠缺回應，進而不僅對婦女參與有價值經濟活動形成永久性障礙，也剝奪

男性積極參與家庭事務的機會。即使有漸多的女性投入職場，職場結構大致上仍

是依照男性經理人的需求而設計，或是建立在標準勞動者為男性，而其後有其妻

子為其處理私人領域需求的假設上。因此即使女性在生育後回到職場，也將發現

職場結構完全不對女性在現實生活中兼負家庭與工作責任的困境有所體認、反

應。正常情況下，幼兒照料的安排被視為女性的私人問題，與雇主無關。因應女

性需求而在工作安排上採取彈性運用的作法，仍不多見。多數工作廠場仍在奉行

每日工作八小時，每週工作五日的作法，即使這種工作上的安排與受僱人購物和

從事其他活動的需求、參與子女學校活動、帶子女就診、於孩童放學後提供生活

照顧等責任明顯的不相容。似乎任何人，尤其是雇主，都接受現有工作上的安排

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唯一能滿足雇主需求的經營方式，然而果真不能有其他具彈

性的作法嗎？恐怕癥結還是在於雇主及整個職場文化的墨守成規，以自我利益為

考量，欠缺對受僱者，尤其是女性勞工的體諒。 

    環繞婦女負責生育後代的生理現實所造成之性別的分工，進一步產生女性在

生理上的結構使其不適合在外工作的結論，此種結論不僅是建立在母親與勞工的

角色本質上的衝突或是婦女的主要責任在於對家庭的照顧上，更以女性懷孕使其

處於脆弱的狀態，為了保障下一代的健康、福祉，必須將其隔絕於艱困、危險的

工作外，作為排除女性於職場的理由。此外，女性懷孕期間生理上的變化亦經常

被認為使其變得不安全，不值得信賴，故為保障其他勞工的安全，懷孕女性應被

排除於特定工作，使其不致危害他人。對於生產後回歸職場的女工，雇主通常也

會因為假設其不會全職工作或因為需要照顧幼兒，而對工作無法完全投入，以致

對女性受僱人具有敵意。 

    再者，男性主宰的職場環境會刻意忽略女性的需求，亦與其他因素有關。社

會對於懷孕婦女的態度具備某種程度的曖昧，男性不瞭解懷孕的滋味，對於究竟

懷孕會如何影響女性的生理、心理狀況，經常會充斥著嫉妒、恐懼、不確定的心

裡；對於懷孕女性的現身亦常會有保護或認為噁心的衝動反應。任何人都不可能

不注意到懷孕女性生理上的變化而對其與一般人同等對待，而雇主亦不可免的會

憂心，與懷孕女工一起工作的男工會因此分心而未能盡心工作。懷孕亦難使人不

對性生活作聯想，其顯示懷孕女性的性生活，一方面也否認女性在性感上的吸引

力，曲線應該出現在腹部外的其他身體部位。懷孕的女性經常被視為臃腫、不性

                                                 
1 L.Finley, “Transcending equality theory : a way out of the maternity and the workplace debate”,86 

Columbia Law Review 1118（1986）,pp.1118-1119. 



 143

感，因此各航空公司會對懷孕的女性空服員予以解雇或使其改從事地勤工作，並

且採取包括體重的嚴格外觀標準，並非偶然，而服務業對於女性受僱人外觀的強

調也是相同的道理。2 

    傳統上，由於懷孕所突顯之男女生理上的差異常被運用來作為歧視女性的正

當理由，因此促進兩性平等的法律不得不正視此種因與生俱來的生理差異所造成

的不同待遇，並試圖加以矯正。如本文前述，促進兩性平等之法律對於歧視存在

與否的認定是將工作、勞動價值、資格相同或相似的男女勞工作比較，然而此種

比較認定方法在懷孕一事上卻面臨相當的難題。 

    首先，平等待遇原則之運用必須考慮比較的對象。在反性別歧視法律的適

用，此一比較對象恆為工作相同、勞動價值相同或資格相同的男工。而在懷孕一

事上，即產生相關的男性比較對象究竟為何者的問題。第二，法律只要求相同的

條件、資格者應相同對待，並未規範對於條件、資格不同者應如何處理，因此對

於找不到男性作為比較對象的婦女予以不利益處分，並不需要給予理由，以致於

在找不到比較對象的情況下，任何不利益對待似乎都是合法的。第三，平等原則

只要求雇主對於男、女受僱人給予一致的對待，而未限制最低的勞動條件。因而

若採取比較之方法，懷孕女性的權利範圍必將取決於與懷孕情況被視為相當的男

性受僱人所得享有的權利為限，法律似乎即不能賦予懷孕女性額外的權利。第

四，採取平等對待原則未能解決究竟誰宜負擔懷孕及分娩的社會成本，因為將平

等原則轉化為義務，則勢必由雇主完全負擔女性受僱人懷孕、分娩時無法正常勞

務給付所造成的損失，此種情形常使得法院質疑由雇主全部擔負的正當性，蓋雇

主對於其女性受僱人的懷孕不能控制，屬於無辜的一方。採取平等原則亦無法說

明，為何有時可由國家介入來負擔部分的損失，以社會福利的手段給予分娩前後

婦女一些補助，來減輕懷孕婦女及其雇主的負擔。第五，平等對待原則主要在剷

除對男、女勞工的不同對待，女性受僱人固然可以主張，男性受僱人亦可要求其

勞動條件不得低於與其工作性質、工作價值相同的女性。如此一來，制定法給予

女性受僱人產假的規定，即可能因為此種利益只有女性可以享有而男性則未能主

張，進而受到挑戰，認為違反兩性工作平等的精神。
3
 

    基於用比較兩性受僱人的作法無法圓滿解釋，為何雇主應對懷孕中的受僱人

給予特別優惠的對待以照顧其生理及心理上的變化，甚至可能使對女性的特別照

顧被判斷為是違反兩性平等的作法，因此亦有學者主張應摒棄「比較」的思考模

式及作法，而以授與權利之特別對待來處理這種與生俱來的不平等，以達成終極

的兩性平等。 

    主張直接賦予懷孕受僱人特別權利者認為，懷孕並非殘障或罹病，懷孕通常

                                                 
2 Ibid., pp.1129-1135. 
3 S.Fredman,” A Difference with distinction : pregnancy and pareathood re-assessed”,110 LQR 106
（1994）,pp.1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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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願的，也是正常、自然的狀態，並沒有長期性的不良影響，將懷孕女性與生

病中或殘障的男性受僱人比較，不僅不適當，亦未能夠體認懷孕是一種獨一無二

的狀況，需要特別擬制的政策來處理。採取比較方式來促進兩性平等的作法未能

夠承認懷孕、分娩子女對社會的特殊貢獻4；要求懷孕婦女亦要遵守未將懷孕所

造成的影響列入考慮的標準，只有造成更大的不平等。換言之，此說認為不同的

對待不會與平等的概念不一致，只要這種對待是用來扶持弱勢者使之與他人能夠

平等的競爭。而懷孕構成男、女間的主要差異，不能要求雇主罔顧這種生理上差

異而就懷孕一事平等對待兩性勞工。5 

    將懷孕於判斷有無歧視的比較方法中抽離，而採直接賦予懷孕女性特殊保護

的法律規定有其優缺點。在優點方面，以此一方式提供被保障者主張制定法所定

之特別權利者即無須尋找比較的男性對象；且對懷孕者所提供之最低限度的保障

既然由法律所明白規定，即無須再考慮比較平等的問題。再者，透過此種方式可

以由制定法明白規定由誰負擔授與懷孕受僱人特別權利所增加的費用或負擔。反

對提供懷孕婦女特別保障者經常會以此類措施反會使女性未蒙其利而先受其

害，蓋增加雇主成本的結果會使其不願意僱用女性勞工。6唯以直接授與法律保

障懷孕受僱人的作法，則可以在設計上容許雇主向國家請求補助，甚至全部由國

家以社會福利來支應。此外，採取授與特別權利予懷孕受僱人具有宣示性作用，

明白承認懷孕及為人父母的社會價值，改變陳舊觀念的意義。 

    在缺點方面，以制定法直接授與懷孕受僱人特別權利至少有三點必須斟酌。

第一，倘若一國的憲法或制定法已明白保障一般的平等待遇原則，要再說服立法

者通過保障懷孕受僱人之法律恐會有困難。第二，如何以法律貫徹保護懷孕受僱

人的措施恐怕會充滿問題。期待權利受侵害者經常性的利用訴訟程序主張權利，

並對其個人事實加以舉證，在實務上未必可行，更何況有限的救濟恐怕更使懷孕

婦女認為不值得一試。第三，法律所賦予的權利常不具絕對性，權利行使的正當

性常需考慮其他因素，因此特定權利之實際效力並非能從制定法觀察其全貌，而

必須注意是否有其他因素會侵蝕、減損制定法所授與之權利的實際效果。
7 

    由於英國為歐盟的一員，英國制定法賦予懷孕婦女的保障亦受到歐盟立法及

判決的影響。制定法賦予之與懷孕有關的權利，一方面可被視為是促進兩性平均

分攤家庭責任的起步；另一方面也使兩性都有機會暫時脫離職場以照顧家庭成

                                                 
4 敵意的職場造成女性不願生育子女，使出生率下降，人口快速老化，這種現象衍生出的問題，

已是一些已開發國家必須面對、解決的問題，在我國這種現象亦趨於嚴重，根據統計我國出生

率在世界排行上與日本並列最後一名。 
5 J.Couaghan ,” Pregnancy and the workplace : a question of strategy”, 20 JLS 71（1993）,pp.75-77. 
6 Ibid., p.86. 
7 S.Fredman , op.cit. ,pp.118-119.例如，勞動基準法第十三條規定產假期間雇主不得終止勞動契
約，但同時又規定天災、事變等情形為例外。例外情形若太多、太普遍，反而會使法律的原則

性規定變得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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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而不會在職場上遭遇重大不利益。而不論是歐盟或是英國，都兼採禁止差別

待遇及直接賦予特定權利的作法，來對懷孕婦女提供保障；而為了使男女勞工都

能共同分擔家庭責任，制定法亦授與兩性相同的提請家庭照顧假的權利。關於以

比較工作、工作價值、資格相同或相似之男女受僱人的方式消弭性別歧視的作

法，本文前章已討論過，以下本文就英國制定法有關懷孕婦女的特別權利及家庭

生活友善（family friendly）措施之規定，分別討論之。 
 

第二節 產假之相關規定與家庭照顧 

一、產前照顧假（Ante-natal） 
英國制定法授權懷孕婦女得請產前照顧假始於一九八○年制定的「僱用

法」8，因為當時英國新生兒在出生前後的死亡率及殘障比例高居西方國家

的首位，迫使政治人物必須承認產前檢查的重要性。9目前產前照顧假則規

定於「勞僱權利法」（Employment Rights Act 1996）。依其規定，懷孕婦女在
已註冊的醫師、助產士及健康訪視者（health visitor）的建議下，掛號接受
產前照顧、檢查者，即有權在工作時間內請假外出接受此等照顧，雇主無正

當理由不得拒絕。10此種權利自受僱人通知雇主其懷孕時起即產生，且與其

平常工作時間的長短、勞動契約究竟屬於定期或不定期契約、雇主事業的營

運規模無關。唯除了第一次請求產前照顧假外，懷孕婦女必須向雇主出示由

已註冊之醫師、助產士、健康訪視者出具之懷孕證明及掛號單或其他足以證

明其與相關照護機關有約的證明。11而得請假 之「工作時間」指依勞動契約

之約定，受僱人應提供勞務之時間。12 

    產前照顧假之請假期間，雇主應依平常每小時的工資額照常給付工資，

在工資的計算上，若每週工作總時數固定者，則以每週之總工資除以每週之

正常工作總時數為準。倘若每週工作總時數有變化，則以開始請產前照顧假

之前一日起，前十二週的總工資除以總工作時數作為每小時工資。若受僱人

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固定且受僱未滿十二週者，則以其週薪除以依據勞動契約

雇主可期待受僱人每週正常工作時間的平均值，或除以與該受僱人從事相似

工作之其他勞工正常工作的平均值，作為計算時薪的方法。13雇主未允許懷

孕受僱人請產前照顧假，或是允其請假但拒絕發給請假期間工資者，則該受

僱人得於事發（原接受產前照顧之日起）三個月內或職業法庭認為合理的時

                                                 
8 Employment Act 1980, s.13. 
9 J.Bowers , Bowers on Employment Law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th ed.1998b）,p.198. 
10 Employment Rights Act 1996 , s.55(1). 
11 Ibid.,s.55(2)(3). 
12 Ibid.,s.55(4). 
13 Ibid.,s.5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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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內，向職業法庭申訴。該法庭認為雇主有違反法定義務者，即應宣示雇主

應給予受僱人產前照顧假或是給付請假期間的工資。14 

    值得注意的是，制定法只要求雇主不可以無正當理由不准受僱人請產前

照顧假，因此雇主仍有可能在特定情形下（例如勞工為部分工時工作者、每

週工作不足五日）要求受僱人於工作時間外安排參與產前照顧之活動。制定

法亦未規定產前照顧活動之內容，因此像參加學習如何放鬆的課程或教導如

何為人母的課程等，只要是醫師、助產士等專業人士建議者，皆得作為請假

的理由。15對於懷孕受僱人請求產前照顧假，雇主不得對其工作時間另為安

排或是要求其補足請假的時數。但是懷孕婦女濫用制定法之權利，從事與產

前照顧無關的活動，則不受法律保障，其雇主對之得加以懲戒。16 

 

二、產假（Maternity） 
        在產假方面，目前英國制定法將其分為普通產假、額外產假及強制產假

三種。普通產假指懷孕婦女在生育前後所得請求之二十六週假期；強制產假

則是生育後兩週內即使徵得受僱人同意，雇主亦絕對不可接受勞務給付，應

強制給予勞工休息的假期；額外產假則是針對受僱於同一雇主達到法定週數

之懷孕婦女，不論其在實際生育前已請假時間的長短，得請產假至生育後第

二十六週之較普通產假多出來的假期。17 

    （一）普通產假（ordinary maternity） 
            依據現行法，全部的懷孕婦女，不論其受僱同一雇主之期間長短及

每週工作時數多寡，皆可以請二十六週的普通產假。18欲請普通產假的

婦女必需於預產週前十五週或是合理情形下，儘早通知雇主其懷孕的事

實、其預產週為何、及其意圖開始請普通產假的日期。
19
懷孕的受僱人

得以口頭或書面的方式通知雇主，唯如雇主要求應以書面為之，受僱人

應依其指示。20倘若雇主有要求，受僱人尚須出示已註冊之醫師、助產

士對其預產週之評估，供雇主檢查。21 

            懷孕婦女可以自行決定何時開始請普通產假，但是不得早於預產週

                                                 
14 Ibid.,s.57. 
15 Gregory v. Tudsbury Ltd. 〔1982〕IRLR 267, IT.    
16 Edgar v. Giorgine Inns Ltd.; Gough v. County Sports (Wales) Ltd. both unreported.參 N.M.Selwyn, 

Selwyn’s Law of Employment （London：LexisNexis Butterworths Tolley , 2002）,p.165. 
17 Employment Rights Act 1996 , ss.71-73. 
18 Employment Rights Act 1996 , s.71 as amended by sch.4 of the Employment Rights Act 1999 ; 

Maternity and Parental Leave Regulation 1999 , reg.7 , as amended in 2002 , reg.8(a). 
19 Maternity and Parental Leave Regulation 1999 , reg.4 (1) (a) , as amended in 2002 , reg.5. 
20 Ibid.,reg.4 (2). 
21 Ibid.,reg.4 (1)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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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十一週，亦不得於嬰兒出生後還繼續工作22，但是若嬰兒提早出生，

則不論活產、死產或懷孕超過二十四週之流產，普通產假自該事實發生

時即立刻生效，此種情形下受僱人不必再通知雇主其欲開始請普通產假

的日期，但仍須要在生育後合理期間內儘早通知雇主其生育的事實，雇

主要求以書面為之者，受僱人應從之。23此外，若受僱人在預產週前六

週之期限內，因懷孕之理由（部分或全部）而無法繼續提供勞務，普通

產假亦自動開始，惟必須即早通知雇主其缺勤之理由，同樣的雇主可以

要求受僱人以書面通知之。 

            受到歐盟指令24的影響，請普通產假的婦女得享有二十六週的產假

期間工資，唯該期間婦女無權要求其平常工作時的全部工資。25制定法

將二十六週普通產假的工資給付標準分兩階段處理：前六週以平時正常

週薪之百分之九十或一百英鎊間取其較高值作為工資給付之金額；後二

十週則取兩者間金額較低者。至於平時正常週薪，則以預產週以前十四

週之前八週期間（亦即預產週前第二十二週至第十五週）的正常週薪平

均數作為計算標準，且不得低於法定生病給付之數額。26受僱人對於有

義務給付產假期間工資者，必須於應為給付前二十八日向其告知。在負

擔的分攤上，雇主得要求由社會保險負擔產假期間所支付工資的百分之

九十二；營業規模較小的雇主，則得要求社會保險負擔全部的產假期間

工資。27換言之，產假期間受僱人的工資絕大部分是由社會保險負擔，

受僱人請產假對雇主的不便多限於在人力運用的安排。產假期間若雇主

對與其類似的勞工加薪，請產假之受僱人亦應享有加薪的權利。28 

            由於產假期間的工資是由社會福利負擔，因此受僱人雖不論服務期

間長短、每週工時的多寡都可以請產假，但是其欲請領產假期間工資必

須符合一定法律要件，其中包括請產假者必須具備受僱人身份；連續受

僱於同一雇主達二十六週，且在預產前十五週仍然受僱；符合資格以前

八週期間的每週平均收入（包括加班費及紅利）在應課徵社會保險金的

下限之上；在預產期前第十一週仍處於懷孕狀態或是嬰兒已早產；預期

停止工作前二十一天或合理期間內通知雇主，並應雇主之要求以書面為

此通知；出具嬰兒預期出生日之醫學證明；確實因懷孕或生育而停止工

                                                 
22 Ibid.,reg.6. 
23 Ibid.,regs.4 (4),6(1)b,6(2). 
24 Pregnancy Workers Directive 92/85/EEC. 
25 Gillespie v. Northern Health and Social Services Board〔1996〕ICR 498, ECJ. 
26 Employment Act 2002, s.18. 
27 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s and Benefits Act 1992 , s.166. 
28 Alabaster v. Woolwich plc〔2002〕IRLR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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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29 

            普通產假期間，受僱人的年資與退休金不受影響，應繼續算入。期

限屆滿後，受僱人只要自行回到工作廠場開始為勞務給付即可。倘若受

僱人有意縮短其普通產假，則必須於有意回職場前二十八日通知雇主，

否則雇主可以將其開始工作日延至通知日後二十一日。除此之外，雇主

不得任意將受僱人回歸職場的日期延後。未為適當通知之受僱人，亦無

權主張被雇主合法延後回到職場期間之工資。30 

            由於普通產假期間，受僱人除了報酬（工資、薪水）31外，仍得繼

續享有其基於勞動契約所生的全部權利32，因此受僱人原勞動契約繼續

存在，並不受產假的影響。該期間雇主仍應依正常比率為請產假之受僱

人提撥退休準備金，產假期滿受僱人亦有權要求回到其懷孕前所從事的

職位。33再者，此類受僱人亦有權回復其年資、退休權利、以及其他勞

動條件至彷彿其未請普通產假的狀態。34 

    （二）強制產假（compulsory maternity ） 
            強制產假指普通產假以外再由法律所增加的兩週產假，只適用於臨

盆過晚的受僱人。強制產假自胎兒出生起開始35，其目的在使產婦至少

在生育後有兩週的休息，即使在胎兒出生前其已修滿普通產假。普通產

假亦可能因勞工安全衛生之有關規定，禁止近日生育的婦女回到具有危

險性的職場而延期。例如服務於工廠場的婦女即禁止在生育後四週內回

到廠場工作。36 

    （三）額外產假（additional maternity） 
            對於預產週前第十四週已受僱於同一雇主達二十六週的懷孕受僱

人，如有必要可以於普通產假屆滿後，繼續請假至生育後第二十六週。
37此段比普通產假增加的期間謂之額外產假。因受僱人可以早在懷孕預

產週前十一週即可開始請普通產假，故而額外產假最長可達十一週。額

外產假於普通產假屆滿之次日起算，至生育週後第二十六週終止。38 

            額外產假期間，受僱人的勞動契約仍然持續，但是其對雇主所得主

張的權利則大幅降低。受僱人不得主張額外產假期間的工資或任何額外

                                                 
29 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s and Benefits Act 1992 , ss.164-168. 
30 Maternity and Parental Leave Regulation 2002 , reg.11 (1)-(4). 
31 Ibid.,reg.9. 
32 Employment Rights Act 1996 , s.71 (4) (5). 
33 Ibid.,s.71 (4) (c). 
34 Ibid.,s.71 (7). 
35 Maternity and Parental Leave etc. Regulations 1999 , reg.8. 
36 Public Health Act 1936 , s.205. 
37 Employment Rights Act 1996 , s.73; Maternity and Parental Leave etc. Regulations 1999 , reg.5. 
38 Maternity and Parental Leave etc.Regulations 1999 , reg.6 (3) , as amended i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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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額外產假期間，受僱人所得享有之制定法上利益僅限於被通知的

權利、被解雇時領取資遣費的權利（資遣仍必須合法，不得以請產假為

理由加以解雇）、得參與懲戒及申訴程序的權利，及基於勞動契約雇主

對其有信賴及保守秘密的義務。相對的，受僱人在額外產假期間對雇主

仍有忠實的義務，如果契約中對於終止契約、機密資訊的揭露、接受餽

贈及商業活動的參與有約定者，仍應遵守。39 

            額外產假期間屆滿，除了雇主要求受僱人確認其回職場的意向外，

受僱人無須另行通知雇主。是否請額外產假為受僱人的選擇權，為求確

定受僱人的意願，制定法規定對於具備請額外產假資格的受僱人，雇主

可於其普通產假終結前二十一日內，要求該受僱人以書面通知雇主其胎

兒出生日及於普通產假終止後回歸職場的意願。40對於雇主的探詢，受

僱人必須於接到後二十一日內回復。上述雇主的探詢必須以書面為之，

並得就受僱人未於二十一日內回復的後果，事先向受僱人警告。41制定

法對於未於收到雇主探詢後二十一日內回復者，雇主可以採取動作加以

限制，因此其法律效果完全由雇主決定。 

            若受僱人有意於額外產假屆滿前提早回歸職場，其必須於有意開始

工作前二十八日通知雇主其意願。未能予雇主二十八日預告期者，雇主

得將其實際回復日延至通知日後二十八日，但此回復日不得晚於原額外

產假屆滿日之次日。受僱人未予雇主足夠預告期，致較原預期的時間晚

回到職場者，不得向雇主請求該延後期間的工資。42額外產假屆滿，受

僱人得要求回復原職位，唯若依個別情形回復原職位對雇主已非合理可

行時，受僱人之新職務必須對其適合（suitable）且在個案情形下由其
從事屬於適當（appropriate for her to do）。制定法並未對於何謂「適合」、
「適當」予以明確定義，唯若受僱人產假後的勞動條件與其若未請產假

所享有的勞動條件相同者，則應屬適當。受僱人請額外產假期間並無年

資，故其回復職場時的年資應與其額外產假開始前的年資相同。不同於

普通產假，額外產假期間不算入勞動契約的年資中，故如契約中有像我

國特別休假採年資累積的計算者，額外產假期間必須於年資中扣除。43 

 

三、父職假、收養假與親職假 

基於工黨政府的家庭友善政策及為促進為人父母者對於兒女照顧之家

                                                 
39 Maternity and Parental Leave Regulation 1999 , reg.17 (1) (2). 
40 Ibid.,reg.12 (1). 
41 Ibid.,reg.12 (3). 
42 Ibid.,reg.11 (1)-(4). 
43 Ibid.,reg.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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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責任分配上的平權，英國於勞僱權利法及僱用法（Employment Act 2002）
分別賦予育有幼兒的受僱人請親職假、父職假及收養假的權利，以使受僱人

得能在工作提供勞務之餘，能夠兼顧其家庭責任。此種措施除了有促進兩性

平權的觀念外，亦有促進家庭生活的正面意義。工作時間與家庭生活時間不

免發生互相排擠的作用，透過制定法的給假規定，當能使為人父母之受僱人

得有時間盡其家庭照顧的義務。再者，出生率降低、人口老化的原因之一可

能是現代人工作太忙，以致不敢生育子女，透過法定得請假的規定或有助於

免於受僱人對生兒育女有後顧之憂。然而，此種作法即使雇主的工資給付義

務是由國家承擔大部分，對雇主的經營及人事管理仍不免產生相當的衝擊與

不便，故而引發不少爭議。以下本文就各種假的規定分別析述。 

（一）父職假（paternity leave） 
            父職假及收養假都源自於勞僱法44，不過該法只是作原則性規定，

而將其詳細內容授權相關部會制定「父職及收養假規定」（Paternity and 
Adoption Leave Regulations 2002），對請此類假的程序及權利義務作詳
細規範，兩種假都自二○○三年四月六日開始實施。 

            依據現行規定，初為人父者得於幼兒出生後至出生後第五十六日之

期間內，每一名新生兒可請假兩週，作為父職假。得請父職假之受僱人

必須在其配偶、同居人預產週前十四週，已有連續二十六週受僱於同一

雇主之資歷，且對於或可期待其對於新生兒的養育負有責任。此類受僱

人可能是新生兒的親生父親，與其母存在婚姻關係者，或是其母的同居

人，其中並包括同性關係的一方（同性關係中懷孕者之伴侶），因此女

性亦可以請父職假。欲請父職假之受僱人必須於預產週前第十五週，將

其請假的意圖通知雇主；倘若胎兒早產者，受僱人的父職假應於預產週

後五十六日內請畢。
45 

            父職假的請假期間，雇主仍應就每週一百英鎊及正常週薪的百分之

九十中取其較小的金額，給付受僱人，唯此項支出可從雇主就原扣繳的

社會保險金中扣除。事業規模較小的雇主不但能夠百分之百扣除，而完

全由國家負擔該項支出，甚至可以再扣除所支出工資的百分之五，作為

該雇主因容許受僱人請父職假所造成不便的補償。請父職假的受僱人其

工作亦受制定法保障，銷假後得要求回到原職務。46 

（二）收養假（adoption leave） 

                                                 
44 父職假是由二○○二年制定的勞僱法（Employment Act 2002）修正一九九六年的勞僱權利法
（Employment Rights Act 1996），加入 ss.80A,80B的新條文；收養假則是於同法中加入新的
Chapter 1A. 

45 Employment Rights Act 1996 , s.80A , Paternity and Adoption Leave Regulations 2002 , regs.4.5. 
46 Paternity and Adoption Leave Regulations 2002 , regs.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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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職假於收養的情形亦有適用，不過僅適用於未請收養假的受僱

人。於收養的情形欲請父職假者，必須在收養對象被確定時已連續受僱

於同一雇主達二十六週，且對於或可期待其對於養子女的養育負有責

任。47於共同收養時，只要未請收養假之收養人即可請父職假；若為單

獨收養，請父職假者必須與收養人有婚姻關係或係收養人的伴侶

（partner），即使與收養人屬同一性別亦有適用。在收養情形下欲請父
職假者，必須於確定配對（match）收養後七日內，通知雇主其請此種
假的意圖，並應於收養後五十六日內請假完畢。48此種父職假的請假期

間，雇主仍應給付與普通父職假相同的工資，但必須於要求雇主為實際

給付前二十八日通知雇主49，雇主並得向稅務機關（Board of Inland 
Revenue）請求扣扺。 
制定法關於收養假的規定與產假類似。在單獨收養的情形，只有收

養人得請收養假，若為共同收養，則配偶或伴侶間只有一人得請收養

假。受僱人欲請收養假必須於確定被收養人時受僱於同一雇主達二十六

週，且應於確定配對收養後七日內通知雇主其請收養假的意圖。與產假

一般，收養假亦分為普通收養假及額外收養假兩種，前者為二十六週，

後者則為前者期滿後再持續二十六週。收養假可以在實際收養發生之日

開始或於該日之前十四日內即可開始請假，於後者的情形若最終並未發

生收養之事實，或是收養假持續期間養子女死亡，則收養假應於發生各

該事實後八週終止。受僱人欲提前收假者，必須給予雇主二十八日的預

告期；雇主則應於收到受僱人請收養假之通知後二十八日內，以書面通

知受僱人其預期應終止收養假的日期。在工資給付方面，收養假與產假

完全相同，前六週以一百英鎊或正常每週工作所得之較高額作為工資，

後二十週則以兩者之較低者為給付標準，雇主之當項支出亦可於社會保

險之繳交時扣除，因此也是由國家負擔受僱人請收養假期間的生活所

需。
50 

（三）親職假（parental leave） 
            英國親職假實際上類似我國的育嬰假，其源自於歐盟指令51，目前

則規定於一九九九年制定的「勞僱權利法」。依其規定幼兒的雙親在其

五歲前或是受收養的前五年，得因為要照顧其幼兒而請無工資的假期。

父母可請親職假的最高額為每個小孩得有十三週的親職假（雙胞胎之父

                                                 
47 Employment Rights Act 1996 , s.80B. 
48 Paternity and Adoption Leave Regulations 2002 , regs.9(2).10(2)(a). 
49 Ibid.,reg.9(4). 
50 Ibid.,regs.8(2)(a).8(3).9(2).15.18.19.20.22. 
51 Parental Leave Directive(96/34/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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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各得請二十六週親職假），且夫妻可以個別請；若幼兒符合得領殘障

津貼的要件者，則其父母可以在其十八歲前各請最高額達十八週的親職

假。對於一般幼兒，其父母每次請親職假的期間不得少於一週，每年不

得超過四週；對於殘障兒的父母，則只限制每次請假的最低額為一日。
52 

            欲請親職假，受僱人必須受僱於同一雇主滿一年，其姓名登載於幼

兒出生證明的父母欄，且該幼兒在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五日仍未滿五歲

者。在收養的情形，凡於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後收養未滿十八歲之

未成年為子女者，亦可請親職假。此種假以收養後五年或被收養人達十

八歲間較早發生者為其請假期限。此外，依兒童法（Children Act 1989 or 
Children(Scotland) Act 1995），對於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五日時未滿五歲
之兒童取得正式親權責任者，亦可請親職假。至於得請假的始期則以胎

兒出生或收養時，及受僱同一雇主滿一年之兩個時間點中，取其較後發

生者為準。53 

            受僱人請親職假期間，除了不得要求工資給付外（若契約有相反之
約定者從其約定），其勞動契約的其他勞動條件仍然具有拘束力。故而

雇主基於勞動契約對於受僱人所負的信賴義務、保守秘密義務、及其他

關於終止勞動契約之通知、資遣的賠償、申訴懲戒程序等勞動條件，不

因受僱人請親職假而受影響。54相同的，受僱人基於勞動契約對雇主負

有之誠信義務、終止契約之通知、揭露機密資訊、不得獲贈禮物及其他

利益、不得從事其他事業等義務，於親職假期間亦持續不變。此外，不

論勞動契約如何約定，請親職假之受僱人，其請假期間仍然得計入年資

中，故仍得享有制定法賦予之得累積四週假期的權利。
55 

            受僱人如未於其請額外產假後立即再請親職假，且其親職假期間未

超過四週者，即有權要求收假後回復到其請假前的原職務。56倘若受僱

人於額外產假後未曾間斷地續請親職假，原則上其仍可在收假後要求回

復原職務，除非對該受僱人而言，其於額外產假期滿時若要求回復原職

務即已非合理可行；或是受僱人請完親職假後不可再合理期待雇主應容

許其回復原職。於此兩種例外情形下，受僱人只能要求其新職務對其適

合，且在個別情形下該職務之事務由其處理屬於適當。再者，新職務有

                                                 
52 Maternity and Parental Leave Regulations 2002 , regs.15, Sch.2 , reg.7 ; Employment Rights Act 

1999 , Sch.4. 
53 Maternity and Parental Leave Regulations 2002 , reg.13. 
54 Ibid.,reg.17(a). 
55 Ibid.,reg.17(b) ; 工作時間規則（Working Time Regulations）並未將請親職假期間排除於以年資
計算假期的時間之外。 

56 Ibid.,reg.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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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報酬的勞動條件不得低於受僱人請親職假前（於未連續請額外產假及

親職假的情形）的勞動條件；若受僱人於額外產假屆滿後直接續請親職

假，則其新職務的勞動條件不得低於其在一般產假開始前之職務的勞動

條件。親職假期間受僱人並不累積其年資、有關退休之權利，及其他權

利，唯其以往累積的年資只是中斷，於銷假後舊有年資與新年資及其他

與年資有關的權利，合併計算。57 

            英國制定法關於親職假的規定亦源於歐盟的指令58，唯指令作成時

英國保守黨政府拒絕加入「馬斯垂克條約」（the Maastricht Treaty）的「社
會憲章」（Social Chapter），直到工黨政府上台後才選擇加入。該歐盟指
令之原意，在於促使歐洲的工會與雇主團體（即「社會伙伴」(the social 
partners)）透過社會對話（social dialogue）就親職假的細節部分訂立團
體協約，以作為共同遵守的標準。唯此制度建立的前提在於必須賦予團

體協約法律上的拘束力，但在英國團體協約原則上非屬契約，只是紳士

協定（gentleman agreement）59，故而欲達到歐盟指令所欲達成的目標實
有困難。基於歐盟指令的精神，英國制定法亦設立使勞雇雙方自願性的

達成協議的機制60，唯其成效仍待觀察。在未有此制定法所規定的條件

更優的團體協約制定前，前述之各項規範乃是勞工請親職假權利的最終

保障。 

 

四、家庭照顧假（dependant care leave） 

家庭照顧假亦源自於歐盟指令61，不過不像親職假的詳細規定見諸於法

律授權之行政命令，而是由制定法直接明文賦予。制定法提供受僱人為特定

家庭事務之處理時，而得請假的權利。得請假從事之家庭事務包括因家屬生

病、生育、受傷、被攻擊而提供之協助；安排生病或受傷之家屬的照料事宜；

家屬死亡；照料家屬之原有安排無預期的被干擾或終止；受僱人之未成年子

女於應上學之時間發生不可預期的意外。上述情形發生時，受僱人得於工作

時間在合理範圍內請假，而為必要之處置。62制定法並未規定受僱人得否請

求家庭照顧假期間之工資，因此受僱人是否能主張此種權利應以契約、習慣

及企業慣例決定之。 

                                                 
57 Ibid.,regs.18(2)-(5). 
58 Parental Leave Directive（96/34/EC）. 
59 Trade Union and Labour Relations（Consolidation）Act 1992 , s.197.團體協約欲具法效力必須以
書面為之，且當事人明白表示受拘束的意思。 

60 Maternity and Parental Leave etc. Regulations 1999 , Sch.1. 
61 Parental Leave Directive（96/34/EC）. 
62 Employment Rights Act 1996 , s.57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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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請家庭照顧假者，僅限於受僱人，因此真正的自僱者無此種權利。制

定法對於得請此種假者並無資格上的限制，因此理論上受僱人於上班的第一

天即可請假。至於受照顧的「家屬」（dependant）則包括受僱人之配偶、子
女、父母及與其同住但不屬於受僱人、房客、寄宿人（生）之人。此外，任

何人於生病、受傷、受攻擊時可以合理的期待受僱人提供照料或協助照料事

宜之安排者亦屬於制定法上的家屬。63此種定義將受僱人之未婚伴侶、共同

生活之親屬、朋友及與其同住之他人未成年之子女亦包括在「家屬」的範圍

內，甚至亦包括鄰居或住附近的親屬。 

制定法授與受僱人得請假的目的，在於使其能夠為「必要」（necessary）
之處置，至於何為「必要」則視具體情形而定。例如家屬有生理或心理疾病
64，雖不需要二十四小時的照顧，唯於病發時需要受僱人之協助。即使從醫

學的觀點上受僱人在場對病情沒有幫助，但是對受僱人及其家屬卻有心理上

的安定作用，這種情形也不能說是非必要。子女罹患重病可能皆需其雙親都

請假照顧，若只是媬母未上工，則應只要父或母一方請家庭照顧假即可。因

此，於個案中受僱人所採取之措施的實際需求，對於決定該行為是否必要有

其決定性。 

對於得請家庭照顧假之期間的長短，制定法未為硬性規範，而只規定其

必須是就各該情形屬於合理的範圍。一般情形下，一、二日內算是合理。對

於罹患有後遺症傳染病者的照料，則應使其有時間陪同患病家屬就醫，並對

長期照料預作安排。在通知雇主方面，制定法對於前述的產假、父職假、收

養假、親職假等，皆要求受僱人應予雇主一定的預告期，而由於得請家庭照

顧假的情形皆屬事出突然，故僅能要求受僱人應於有需要請假時儘早通知雇

主，並告知其請假期間的長短。至於請假期間是否合理的判斷，乃是依受僱

人的需求及其是否依法通知雇主而定，而與造成雇主事業經營受干擾或不便

無關。
65 

 

五、彈性工作 

除了上述各種假的請求有助於家庭事務的分工，並直接、間接促進兩性

工作平等外，制定法亦授與受僱人得要求雇主變更勞動契約的內容，以使其

能夠照顧年幼或殘障兒童的權利。可以要求改變的契約內容包括工時的長

短、工作地點、及實際為勞務給付的時間。請求改變勞動契約內容的受僱人

必須在提出要求時服務滿二十六週，且在所照顧之兒童六歲生日或殘障童十

                                                 
63 Ibid.,s.57A(3)(4)(5). 
64 Ibid.,s.57A(6). 
65 Qua v. John Ford Morrison〔2003〕ICR 482 , 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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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歲生日之兩週前為請求。在身份的限制上，要求變更契約內容的受僱人必

須是其所欲照料者之父母、監護人、收養人或是與各該人等具有婚姻、伴侶

關係者，並對於受照料者之養育負擔責任，而其要求與使其履行此種責任有

關。為避免受僱人經常要求更改契約，制定法限制一年內只能要求修改一

次。66 

受僱人變更契約之要求必須以書面為之，雇主對其請求應認真考慮，不

過制定法亦明列其可拒絕的理由，其中包括：造成額外支出之負擔、不利順

應顧客的要求、就現有職員無法重新安排工作、無能力召募新員工、不利產

品品質及工作的執行、受僱人願意提供勞務之時間無足夠工作可做、涉及計

畫完成的結構性改變等事項。67雇主只要有上述可拒絕變更的情形之一者，

即可否決受僱人變更勞動契約的要求。 

受僱人不服雇主拒絕變更契約內容之決定，可向職業法庭控訴，唯其理

由必須是雇主之拒絕未提供理由，或是雇主的決定是基於不正確的事實。68職

業法庭審理後若發現勞工的主張有理由，只能要求雇主重新考慮受僱人之請

求，而不得逕為勞動契約內容的變更。69若雇主之不當拒絕使受僱人受損者，

職業法庭並得要求雇主為適當、公平（just and equitable）的賠償。此種損害
賠償的最高額度為每週二百六十英鎊，最多可給付八週。對於受僱人行使要

求變更勞動契約內容之權利的行為，雇主不得對其加以迫害或準備採取此類

行動70，以勞工主張法定權利作為解雇之理由者，該解雇亦自動、當然地構

成不公平解雇。71 

 

第三節 我國相關法律的規定 

   我國兩性工作平等法對於促進女性就業措施的規定，著重於具有懷孕、生產
與哺育等母性機能的保護，所以賦予女性勞工有生理假、產假的規定，同時為使

男性勞工也能盡其父職，共同分擔家庭責任，除給予陪產假的權利外，也與女性

同樣享有育嬰假、家庭照顧假與彈性工時的權利。 

 

一、生理假 

對於女性受僱者因生理期所造成身體上的不適，我國兩性工作平等法特

                                                 
66 Employment Rights Act 1996 , s.80F , as amended by the Employment Act 2002. 
67 Ibid.,s.80G. 
68 Ibid.,s.80H(1). 
69 Ibid.,s.80I. 
70 Ibid.,s.47D. 
71 Ibid.,s.10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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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制定有「生理假」，給予女性員工因生理日而致工作困難者有休息的機會，

每月以一日為限，其請假日數併入病假計算。72然而該條文在構成要件上必

須是「因生理日致工作有困難者」，表示非每一位有生理事實均可享有，若

雇主提出質疑時，則誰該負舉証責任，此於實務上恐怕有待勞資雙方取得共

識。73至於工資的計算，因生理假併入病假計算，依勞工請假規則規定，病

假一年內未超過三十日部分，工資折半發給，即生理假的日工資折半發給，

合計病假超過三十日時，超出部分則無工資。 

 

二、產假 

在我國有關女性勞工產假規定，於勞動基準法第五十條即有明文揭示：

女工分娩後，應停止工作，給予產假八星期；妊娠三個月以上流產者，應停

止工作，給予產假四星期。而兩性工作平等法則對勞基法關於產假的規定做

更詳盡的規範，依據母體所需復原時間給予期間不等的產假，包括女性受雇

者分娩後，給予產假八星期；妊娠三個月以上流產，產假四星期；妊娠兩個

月以上未滿三個月流產者，給予產假一星期；妊娠未滿二個月流產者，則給

予產假五日。74兩性工作平等法的規範較為完備，但對於雇主違反該項規定

時，受僱者雖可提出申訴以資救濟75，卻因無相關罰則規範故無法對雇主施

以懲處。且從該條文語意判斷，似乎認為使受僱者停止工作，為雇主的義務，

若該受僱者執意提早銷假，該法似未禁止。相較於勞基法第五十條屬強制規

定76，勞資雙方必須完全遵守，即使受僱者同意提前銷假，則雇主依勞基法

第七十八條規定，必須接受刑事制裁，科處罰金。77至於產假期間的薪資計

算是依勞基法第五十條第二項規定，女工受僱工作在六個月以上者，停止工

作期間工資照給；未滿六個月則減半發給。但因該法第一項只規範三個月以

上的流產與產假，而兩性工作平等法另有三個月以下的流產假，其薪資的給

予並無法律依據，雇主自可拒絕給付，亦不屬違法。而產假乃女工應有之合

法權益，不能視為缺勤，原有之全勤奨金仍應發給。
78考績亦不受影響，雇

主亦不得為其他不利處分。79同時更不得有其他歧視行為，如扣減其特別休

假。至於勞工因該產假而無法休完該年之休假，雇主應折算為工資給付勞

                                                 
72 參兩性工作平等法第十四條。 
73 劉梅君（2002.4），〈「兩性工作平等法」與「母性保護」－立法之意義、釋疑及理論淺談〉，《律
師雜誌》，第二七一期，第十五頁。 

74 參兩性工作平等法第十五條第一項。 
75 參兩性工作平等法第三十三條。 
76 參內政部七十四年四月十日台內勞字第三○七一九四號。 
77 郭玲惠（2002.4），〈兩性工作平等法面面觀－性別歧視之禁止與促進就業措施〉，第三十五頁。 
78 參內政部七十四年五月十四日台內勞字第三一五七七八號。 
79 參兩性工作平等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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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80若勞工提出產假期滿不再續約時，則產假期間的工資仍應照常發給81，

且應為勞工產前最近一個月之平均工資為計算標準。82而產假期間，雇主不

得解雇，此已遵循國際規範的要求，但國際規範已將此禁止解雇的規定延長

到產假復職後的一定期間內，此乃兩性工作平等法所未及之處。83 

 

三、陪產假 

而兩性工作平等法於第十五條第三項對於受僱者因其配偶分娩時，雇主

應給予陪產假二日。該規定是著眼於現代家庭形態是以小家庭為主，妻子於

生產時缺乏照顧與提供情緒上、精神上的支持，同時讓父親也能參與子女的

誕生。但為防止該假期被濫用，故該法施行細則第七條規定，陪產假的請假

日期應是分娩當日與其前後二日之五日期間內，擇其中之二日請假，但若該

期間遇有例假、紀念日及依其他法令規定應放假之日，均包含在內，不另給

假。 

四、育嬰留職停薪 

兩性工作平等法，對於受僱者予以育嬰留職停薪的規定，必須符合三要

件，其一是必須受僱於僱用三十人以上的事業單位，再者須任職滿一年以上
84，其三是受僱者的配偶是就業。85育嬰留職停薪的規定之所以限制於僱用三

十人以上的事業單位，是考量到我國實務上事業單位規模之大小，會影響其

承擔該責任的能力，因為給假能力大小，與企業對員工之人力調度安排上有

關。 

     有關育嬰留職停薪的請求，必須於每一子女滿三歲前為之，其期間的計

算若有兩個子女以上，非以每一個子女單獨計算以後再加總，而是若於前一

個子女兩年的育嬰期間，又生產了另一個，則無論前一個育嬰期已經進行多

長或多短，其所請得之育嬰假也僅止於最幼子女受撫育二年為限。
86該條文

中所稱之「子女」，依據施行細則規定，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與養子

                                                 
80 郭玲惠（2002.4），〈我國婦女勞動法制之探視〉，第五十五頁。 
81 參內政部七十四年十月十八日台內勞字第三五九二七四號。 
82 劉梅君（2002.4），〈「兩性工作平等法」與「母性保護」－立法之意義、釋疑及理論淺談〉，第
十六頁。 

83 參內政部民國七十六年台內勞字第五○○九四二號。 
84 參兩性工作平等法第十六條。 
85 參兩性工作平等法第二十二條。 
86 參兩性工作平等法第十六條第一項後段；郭玲惠（2002.4），〈兩性工作平等法面面觀－性別歧
視之禁止與促進就業措施〉，第三十六頁；劉梅君（2002.4），〈「兩性工作平等法」與「母性保
護」－立法之意義、釋疑及理論淺談〉，第十七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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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87，同時根據育嬰留職停薪實施辦法規定，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必須以書面

向雇主提出外，其期間每次以不少於六個月為原則。88 

在社會保險部分，根據該法規定，原有的社會保險如勞保、健保等得繼

續參加，因為社會保險範圍不僅止於生育、傷病、殘障、死亡等等的給付，

此為受僱者的權利，該權利不得因育嬰留職停薪而遭受有不利益之對待。只

是原由雇主所負擔的保險費免予繳納，但員工部分仍須自行負擔，且得延遲

三年繳納。89 

此外，在留職停薪期間，受僱者依育嬰留職停薪辦法的規定，是不得與

他人另訂勞動契約，以避免受僱者無法確實照顧其嬰兒，但若受僱者除原有

該職務外，尚有兼職工作，則該辦法似乎無法禁止，甚至於照顧自己子女時，

同時照顧他人子女的情形，依現行法規定，並非勞動契約，亦無法可限制之。
90而雇主對於受僱者長達兩年的育嬰假，在人力的配置上可以僱用臨時性的

替代人力，執行原受僱者的工作，而其勞動契約依行政院勞委會的意見，傾

向以定期契約規定之。91但值得注意的是，當原受僱者於留職停薪期滿之後，

申請復職時，不得以原工作已有其他勞工為之，無適當工作可給與安置，而

拒絕其復職，除非因歇業，虧損或業務緊縮，或雇主依法變更組織、解散或

轉讓者，或不可抗力暫停工作在一個月以上者，或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受

僱者之必要，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時，則經主管機關同意後，雇主可拒絕

原受僱者復職，且應於三十日前通知，即三十日前預告終止勞動契約，並依

法定標準給予遣散費。92 

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因無法履行勞動契約，故無薪資可領取，但對中下

階層家庭的勞工而言，雙薪是維持家計的必要，故該法規定育嬰留職停薪的

津貼發放，另以法律定之，以協助育嬰家庭的經濟。而育嬰留職停薪的請求

權人，條文僅規定為「受僱者」，應不限於女性受僱者，男性受僱者亦應可

享有此權利。 

 

五、家庭照顧假 

     有關家庭照顧假的規定，實乃兩性工作平等法首創，台灣社會從農業社

會轉變為工商業社會後，傳統大家庭型態的家庭制度已逐漸式微，取而代之

                                                 
87 參兩性工作平等法施行細則十二條。 
88 參育嬰留職停薪辦法第二條。 
89 參兩性工作平等法第十六條第二項。 
90 郭玲惠（2002.4），〈兩性工作平等法面面觀－性別歧視之禁止與促進就業措施〉，第三十六頁。 
91 劉梅君（2002.4），〈「兩性工作平等法」與「母性保護」－立法之意義、釋疑及理論淺談〉，第
十七頁。 

92 參兩性工作平等法第十七條；相關條文有勞動基準法第十一條與第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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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乃以一對夫妻與其子女組成的小家庭為主。而婦女因女性意識的覺醒也紛

紛走出家庭進入就業市場，因此一旦家中幼兒與老人有醫療照護需求發生

時，人手不足的窘境便發生，故兩性工作平等法第二十條對於受僱於僱用三

十人以上雇主之受僱者，於其家庭成員預防接種、發生嚴重之疾病或其他重

大事故須親自照顧時，得請家庭照顧假，其請假日數併入事假計算，全年以

七日為限。 

     依據勞工請假規則的規定，勞工於一年內可請十四日的事假，事假期間

內不給工資，而今兩性工作平等法之家庭照顧假乃併入事假計算，全年不得

超過七日，無異縮減了其他事假的日數，同時家庭照顧假薪資之計算依事假

規定辦理，所以無法請領薪資。而唯一與事假不同之處，乃在於請事假會影

響全勤獎金或考績，而家庭照顧假則不影響。93 

     家庭照顧假不僅只是女性可以請求，男性亦可以申請，因為該條文所規

定之請求權人是「受僱者」，並未限定性別，故男女皆享有此權利。但若受

僱者的配偶未就業時，則受僱者不可以請家庭照顧假，但有正當理由者，不

在此限。94如配偶本身患重病或出國而無法處理，仍須由受僱者請假親自處

理。95 

 

六、彈性工時 

受雇於傭用三十人以上雇主之受僱者，為撫育未滿三歲子女得向雇主請

求每日減少工作時間一小時，減少的工作時間不得請領報酬，或調整工作時

間。96此即所謂的「工作－家庭友善方案」，提供勞雇雙方成本較小的養兒育

女方式，使勞工可保有工作職場的發展，而雇主可免人力調度與聘僱替代人

力的管理問題。
97
但兩性工作平等法規定若雇主有正當理由時，則可拒絕受

僱者的請求。98 

 

 

 

 

 

                                                 
93 參兩性工作平等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 
94 參兩性工作平等法第二十二條。 
95 俞慧君（2002），《兩性工作平等法》，第一四一頁。 
96 參兩性工作平等法第十九條。 
97 劉梅君（2002.4），〈「兩性工作平等法」與「母性保護」－立法之意義、釋疑及理論淺談〉，第
十九頁。 

98 參兩性工作平等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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