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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婦女經濟參與:
提昇婦女經濟參與:平衡職場與家庭政策檢視與建議
第一次交流座談會
主題：
主題：「開創
「開創兩性共同責任
開創兩性共同責任」
兩性共同責任」價值：
價值：國際趨勢的概述
背景說明：
背景說明：
我國女性參與勞動逐年攀升，但在平衡職場與家庭面向上，仍基
於傳統性別角色分工，較男性承受更多的壓力。鑑於國際社會已將男
女共同承擔家務及親職責任，視為落實兩性平權之社會價值，並列為
2009 年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之主題之一;為探討先進國家平衡
職場與家庭政策，開創兩性共同責任之價值之作法，以具體強化我國
兩性平權政策方向，特舉辦該本次座談會，分享國外發展趨勢並進行
議題交流。
壹、時

間：96 年 3 月 27 日（星期二）

貳、地

點：本會會議室（台北市羅斯福路 2 段 75 號 8 樓）

參、主 持 人：本會曾執行長中明（內政部社會司司長）
肆、議 程：
時間

會議內容

10：00-10：20 主席致詞及介紹與會人員
10：20-11：20 議題：開創兩性共同責任之價值：國際趨勢與政策方向探討
與談人：
每人 20 分鐘

1.北歐推動背景及政策方向（中正大學社福所 王教授舒芸）
2.加拿大推動背景及政策方向（育達商業技術學院企管系
謝教授棋楠）
3.日本推動背景及政策方向（本會 林研究委員慧芬）

11：20-12：00 Q＆A
12：00

散會（敬備餐盒）

研究緣起:
研究緣起:
近年來，EU 與 OECD 國家不斷提倡的「平衡職場與家庭」
（work-life balance）議題， 包括打造員工兼顧家庭及工作之「友
善工作環境」(Family-Friendly Workplaces)，或如彈性工時調整、
支持雇員方案、帶薪親職假與家庭照顧家，及協助因母職而離開職
場婦女重返職場的進修等，已彰顯出國家為達到兩性平權之目標，
不僅只保障女性經濟自主及充分社會參與權，也需倡導兩性對於家
庭照顧責任之共同分擔。
EU 與 OECD 倡議兩性共同分擔工作與家務責任，並列為平衡職
場與家庭政策之意義，在於希望改變男性是唯一的家庭經濟來源維
持者、女性是家庭成員照顧者之性別刻板分工，因此，透過多元之
政策誘因及配套措施，達到提昇兩性經濟參與及共同承擔家務照顧
責任，以具體強化兩性平權價值。反觀台灣社會，儘管婦女勞動參
與有所提升，但雙薪家庭模式下，女性面對以家庭為重社會價值
觀，無可避免形成全職職業婦女蠟燭二頭燒之窘況，或不得不選擇
低薪、兼職工作以平衡家庭與職場。因此，EU 與 OECD 國家提倡「平
衡職場與家庭」（work-life balance）的政策方向，可提供我國解
決兩性共同社會參與及解決家庭照顧責任兩難困境上之具體參考
方向。
為檢視先進國家解決婦女經濟參與、平衡職場與家庭發展困境
方案，並做為我國政策之參考方向;本研究將探討 EU 與 OECD 國家
平衡職場與家庭政策，並由法令及政策面向檢視我國協助婦女平衡
職場與家庭以落實兩性平等之具體作法，訂並邀請學者專家及行政
部門，透過理論及實務面，分就國際趨勢與我國政策實施進行深入
研討，嚄研擬具體配套措施及政策建議，期使我國相關法令及政策
更形周延。

北歐推動背景與政策方向

加拿大推動背景及政策方向

開創「
開創「兩性共同責任」
兩性共同責任」價值：
價值：加拿大推動背景及政策方向概述
謝棋楠
育達商業技術學院企管所副教授
chey.nan@msa.hinet.net
一、前言
「兩性共同責任」價值的命題，其內涵遠大於勞資關係下兩性議題之範圍，
例如「男主內，女主外」、「自由處分金」，「離婚時財產分配」議題。以勞資
關係環境之發展背景與趨勢而言，加拿大在七○年代末以來，因新自由主義經濟
思潮影響下，其勞資間之勞動關係實亦係面對著新的各方之經濟競爭環境與壓力
1
。因全球化競爭衝擊，而使其公私部門就業持續惡化，企業外移並大量引入外
包工作之體制，其目的是為提升效率，減少成本與增加信賴度，因而一再地給予
勞工心理上之沉重壓力。在此環境下，工會團體協商能力被嚴重破壞，幾乎沒有
工會能停止這些不利發展。因而，由外部之現實環境下，「兩性共同責任」是無
法閃躲的，因為兩性皆共同受到競爭威脅而受不利影響。而至於加拿大家庭內之
兩性內部之分工與權利義務分配與促進方面，其國之嘉惠家庭政策背景，主要原
因是人口與家庭問題，其新生勞動力不論對雇主與國家都很重要，加拿大出生率
自六○年代以來一直下降，因而亦有新生勞動力再生產不足之危機，其推動有關
政策之背景為（一）加拿大女性勞工參與率數十年來一直增加中2，且認為與其
3
4
引進外籍勞工，不如發揮其本國婦女之潛力 。（二）其國女性意識之抬頭 。為
使女性不因新生勞動力生產而受懲罰，家庭不因幼兒與兒童之照顧養育而受不利
影響，其國有許多制度促進「兩性共同責任」價值之發展，其國新任之人力資源
與社會發展部部長 Monte Solberg 稱：「有強健的家庭方可保證加拿大光明的未
來(Strong families ensure a bright future for Canada)」。
其政策施行主要是以產假、育嬰假與托育政策之規範與執行，由於勞工法立
法權各省分立管轄，因而係各省立法推動。另外，其是以津貼補貼產假育嬰假與
托育之勞工與其家庭，其產假育嬰假津貼與托育津貼之立法與給付，都是全國性
之聯邦制度。
二、產假與育嬰假
產假與育嬰假與其津貼之各種制度，導向有利其國家勞動力再生產與嘉惠其
家庭發展，以解決其國社會新生勞動力再生產危機之政策意義。事實上，加拿大
雇主資本在全球移動自由，不只可在其國各省之間移動，而且在全球移動，其國
雇主亦不會感覺新生勞動力再生產危機與其有關，不認為須由其來負責任5。加
1

Peter Warrian. (1996). Hard Bargain: Transforming Public Sector Labor-Management Relations
Toronto, Ont.: McGilligan Books. P 20.
2
Calder (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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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
其稱以一九九九年為例 歲之女性勞動參與率為 ， 歲之女
性勞動參與率為 ％，該年全部有薪勞動人口中，婦女佔 。
3
參見 Calder (2003: 3-4).
4
參見 Madsen (2002:11-14).
雇主以企業之角度而觀，若出生率低時，其會意識到消費者減少，而使其有產品之市場行銷的
危機。
5

拿大立法保障勞工的產假與育嬰假制度，具有國家介入勞動市場，經由立法而對
加拿大聯邦與各省之經濟與社會相關層面之進行管制之意義，而干涉勞動力自由
提供。產假與育嬰假在性質上，屬於法律對個別勞工，單就其個人之權益之一種
保障，而非是相對於較其他人取得優惠之保障，因而產假與育嬰假是獨立於其他
勞工之絕對性利益（absolute position），而不是一種具相對性地位上之保護
（relative position）之制度，理論上，職場上之其他同事不應排斥請產假之
婦女勞工才對，其實不然，在現實職場裡，尤其對懷孕、分娩或流產之婦女勞工
而言，目前仍並非真實。
(一)其制度主要性質
與我國產假期間工資照給加不同，加拿大婦女勞工請產假期間，僱主不給
薪，屬留職停薪性質，而其國之工資替代制度，是產假津貼。而育嬰假亦屬於留
職停薪性質，育嬰假期間，政府給付育嬰津貼，
1.其適用無僱用人數限制
與美國適用公平勞動基準法與美國醫療與家庭請假法不同，加拿大之產假無
事業單位為僱用人數之限制，其各省之雇用基準法或勞動基準法並無特別排除適
用(exemption)之規定。因而，其中小企業需一律適用。
2.勞工得於請假後請求縮短假期
許多省皆有勞工得請求縮短假期之規定。例如，在曼尼托巴省(Manitoba)，
請產假之受雇勞工得以書面雇主通知，其所要減少產假的天數，而縮短其產假。
(二)產假
加拿大產假多稱為 maternity leave 或 pregnancy leave，係指母親懷孕生產
6
或母親生產後履行親職所需之假期。加拿大聯邦及各省之勞工法規 ，現在都規
7
定有產假(maternity leave)之制度 ，其許多省以往僅是給予勞工分娩假
(maternity leave)，直譯應為產假，其後許多省修改產假之稱呼為懷孕假
(pregnancy leave)。產假期間各省不同，不過一般為十七週或與育嬰假合併為
五十二週。
(三)育嬰假
加拿大育嬰假之規定用語為育嬰假（parental leave）或幼兒照顧假（child
care leave）
，其文義概念與中文育嬰假概念不盡相同，其國育嬰假為父母之履
行親職嬰幼兒照顧所需之假期之意。育嬰假之假期，得請假始日之最早日期與末
日之最晚日期之規定不一定一致，然而算起來使用育嬰假，各省之規定多為應在
小孩出生後一年左右使用完其假期。父或母皆可申請，然而仍以母親申請為多。
(四)加拿大其他與產假育嬰假相關之假別
加拿大與育嬰假相關之假別很多，常會令人混淆，例如，二○○一年之前，
亞伯達僅提供了孕婦產前十八週的假期，但沒有提供育嬰的假期。加拿大新布倫
瑞克省，除育嬰假外，更另外規定家庭照顧假(family responsibility leave)。
魁北克省(Québec)育嬰假，父母親聯合合併可有五十二週育嬰假，更有父親專門

加拿大之十三個地方行政領域，並不皆稱為省，有稱為領域(territory)，惟本文為行文方便，多
將之稱為省，以用以與其聯邦區分。
如以英文原意，parental leave 之原義是父母休假，而加拿大之假別以此一假別為與我國產假最
為相符，但因加拿大之制度多元，仍有其他假別，似亦可用為分娩與照顧幼兒之用。本文因為其
制度與我國產假制度相符，僅以其國之 parental leave 與 child care leave 為其國之產假而探討。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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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特別育嬰假(paternal leave)，而另定有父親專門之育嬰假五週。另外，有些
省有和育嬰假之相關之特別產假，亦有助於勞工照顧嬰幼兒。而其他假期亦有易
混淆者，如
1.因生產或收養小孩特別短期假
魁北克(Quebec)的勞動基準法規範產假與育嬰假，但另規定有在生產後或收
養小孩後的十五天內休的五天的短期假期，其要件為受雇勞工之前需有六十天期
間不中斷的年資，而該五天之假期中，最前兩天為需付薪之兩天有薪假期，以供
勞工生產或收養小孩的需要。但是，同一制度下，若受僱勞工所收養之小孩，是
屬於他的配偶的小孩，那假期只有兩天，且為無薪的假期。
2.家庭照顧假(Family responsibility leave)
而有些省規定給家庭照顧假，其通常為對病重或有死亡危險之家庭成員，提
供照顧或支持之臨時假期。但英屬哥倫比亞(British Columbia)規定有工作滿一
年有五天家庭照顧假，包括小孩之照顧、健康及教育、小孩外之直接家人之照顧
與健康。勞工因而可以增加育嬰之期間。愛德華王子島與新布倫瑞克省規定一年
有三天家庭照顧假，亦可以增加育嬰之期間。
三、產假與育嬰假津貼
產假與育嬰假津貼之性質：
(一)部份工時勞工亦包括於適用範圍內
加拿大產假制度之適用，並不僅適用於全時勞工，其只要符於各省所訂之要
件，其皆適用於部分工時勞工，並無排除適用之規定。各省並未有特別排除之條
文。其年資計算以小時計，不同雇主、全時或部分工時之工作之時間，皆可記錄
累計。聯邦人力資源部發布有關之勞動基準規則，即使是多重雇主之工時情況其
亦視同繼續之工作時間計算8。
(二)是以與就業聯結之給付基礎
聯邦就業保險法規定具申請產假育嬰假津貼之資格者，需有600小時工作年
資。
(三) 全國性就業(失業)保險制度之一環
加拿大之產假津貼與育嬰津貼(benefit of parental leave)制度，乃是依
據其一八六七年憲法第九十一條 2A 之立法權分配規定9，而由聯邦建立之全國性
就業(失業)保險制度之一環10，此就業保險不是一種社會救助制度。

參見 Regulations Respecting Hours Of Work, Wages, Annual Vacations, General Holidays, Reassignment,
Maternity Leave And Parental Leave, Bereavement Leave, Group And Individual Termination Of
Employment And Severance Pay, Work-Related Illness And Injury In Federal Works, Undertakings And
Businesses. C.R.C., c. 986, s.19(6).
The Constitution Act, 1940 (U.K.), 3-4 Geo. VI, c. 36.Sec. 91(2A).
該國之失業保險法是於一九九六年改訂為就業保險法。Employment Insurance Act 1996. S.C.
1996, c.23. 加拿大之失業保險制度建立於一九四○年，原亦係為緩解失業問題而設，有關其發展
變化至一九七○年，納入產假津貼制度，參見 Linda DeRiviere, The historical gendering of Canadian
8

9

10

(un)employment insurance: A feminist-institutional critique of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k and
family/maternity policy.Unplished Master Thesis,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The University Of
Manitoba, Manitoba, Canada at 2-8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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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不參與就業保險，並不會影響其向雇主申請育嬰假之權利，然而不符於
向雇主申請育嬰假之資格要件者，即無權依就業保險法領取育嬰津貼。女性勞工
之產假、育嬰假與病假可以合併使用，婦女勞工可以利用病假以延長其待在家裡
的假期。聯邦就業保險法 2000 年修正以前之規定，若合併產假、分娩假及病假
的津貼可以領取最高 50 週之有給假期。亦即 15 週病假+15 週分娩假＋20 週育嬰
假＝50 週。但二○○二年三月三日以後，除產假與育嬰假五十週假期津貼，假
如申請病假津貼，則最高可為六十五週之合併津貼，而非原來之合併五十週津
貼。整體上可以多加 15 週的津貼。
四、全國性托育制度
每年加拿大約有兩百一十萬學齡前幼童。二○○六年七月加拿大實施之全國
性托育制度(Canada's Universal Child Care Plan)以提供資源以使其勞工能平
衡工作與家庭。其制度是信任父母，而由其選擇如何對小孩有最對之照顧，不論
父母住在哪裡及境況(circumstances)如何11。父母可選擇領取幼兒照顧津貼或送
幼兒到公立托育中心。此一制度是外加於賦稅減免，例如，撫養未成年親屬之寬
減稅額之外之制度。
(一) 幼兒照顧津貼支持
加拿大施行全國普遍性之幼兒津貼(Universal Child Care Benefit)，其津
貼給付是每月每位幼兒一百加幣，直至六歲12。目前領取該津貼者已達兩百萬名
幼兒，嘉惠一百四十萬個家庭13。其是一個直接財務給付給父母之制度，其上限
為每名小孩每年最高給一千兩百元加幣。該一津貼可以用於給付托育機構之費
用，亦可用於購買幼兒之學習資料(learning materials)之用。然而，若是父母
在家自己帶小孩，亦可將之儲存於該小孩之教育儲蓄基金之中14。此部份之津貼，
必須課稅，但以加入於收入較少之一方配偶之所得為課說所得稅額。其津貼申請
是向國稅局之小孩親屬撫養寬減處申請(Canada Child Tax Benefit, CCTB)之。
(二) 政府直接提供托育措施
面對托育措施不足之情況，聯邦政府協調各級政府籌建更多托育中心，例如
二○○七至二○○八進行托育空間行動(Child Care Spaces Initiative)。依法
自二○○七起，每年需產生 25,000 個空間。托育中心之建立不以地區而設限，
城市、郊區或小鄉鎮都考量，而不以朝九晚五之工作型態勞工為其托育中心，提
供服務之模式。其政府開辦托育中心需考量彈性原則，其行動計劃需考量一個同
一規模(size)不足以適用於不同類型工作者與企業員工，尤是中小企業員工。
五、結語
加拿大之婦女勞動參與率遠非我國可以比擬，我國資方團體對勞動條件改善
11

12
13
14

http://www.universalchildcare.ca/en/about.shtml

http://canadaonline.about.com/od/federalparties/a/elichildcare.htm?nl=1
http://www.universalchildcare.ca/en/news/20070202.shtml#dearparents
http://www.universalchildcare.ca/en/support/intro.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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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給予阻力，若以勞動條件改善為推動「兩性共同責任」價值的目的之相關措
施，不易推動。然而，值此我國勞動力之再生產危機已明顯浮現，由於人口減少，
育齡婦女總生育率再度創下新低，甚至比已開發國家都低15。我國勞動力之主要
培養機構之許多私立高職已因招生不足而關閉，而許多大學已被批評，招收許多
程度不足之學生，整體上已有優秀勞動力不足之慮。多多再生產優良新生勞動
力，已是我國上下一致共識。因而，我國兩性工作平等法，亦有產假與育嬰假之
規範，較之勞基法適用範圍為廣，兩性工作平等法之育嬰津貼制度亦已順利實
施，由勞保體系給付半年津貼給育嬰勞工，但即使是學校都不普及，以育達商業
技術學院而言，近年僅兩位教師請該假期，且皆為女性教師。而至於托育部份，
教育部亦有對大班之幼童補助每一學期五千元台幣。惟其對於托育措施不足地區
居民之家庭，或托育時間無法與一般托育中心時間配合之家庭，未予補貼委實不
合理。以兩性共同面對之責任而言，其間爭議實是城鄉不均之資源造成差異。

15

盧智芳，〈

妳可以更快樂〉，《

雜誌》， 民國 年 月 。

Working Mother
CHEERS
(
93
5 ) Retrieved June
2, 2004 from World Wide Web: http://www.cheers.com.tw/newsletter/2004/0405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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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推動背景與政策方向

開創「
開創「兩性共同責任」
兩性共同責任」價值：
價值：日本推動背景及政策方向概述

林慧芬

*

壹、前言
日本歷經九 O 年代泡沫經濟，加上人口高齡與少子化的嚴峻考驗，近十年來
進行一連串的立法及制度改革，期扭轉勞動市場傳統以男性為主體之就業體系，
同時讓女性不必為了生育及家庭照顧，永久離開職場，或選擇不婚、不育來兼顧
生涯發展，因此除在職場透過「增進兩性平衡工作與家庭」及「防止職場性別歧
視」兩大途徑（Takashi Araki 2002:105）
，以促進婦女勞動參與，1990 年並制
訂「男女共同參與基本法」
、1992 年「育兒休業法」
（1995 年擴大該法為「育兒、
介護休業法」
）及 1997 年「男女雇用機會均等法」等，各項法條融入日本長期所
缺乏的「兩性共同責任」之政策意涵，期經由兩性皆可享有的育兒假與家庭照顧
假制度設計，使男女勞動者兼顧職場與家庭責任，以促進社會與經濟的繁榮發
展。為探討日本落實兩性共同責任價值、平衡家庭與職場制度內涵，本文簡要提
出日本推動背景、實施內容，以作為我國推動相關政策之參考。

貳、背景因素探討
Siaroff 曾透過性別敏感觀點將 Esping-Anderson 類型學加上新變項進行福
利國家類型探討後，將日本由 Esping-Anderson 歸為「自由福利國家」日本，納
入勞動參與誘因少及家庭福利取向偏低的「落後的女性動員福利國家」
（Late
female mobilization welfare）
（England,1992,引自張世雄 2000：17）
，但是，
基於日本與台灣，同在儒家思想上的文化相近性、人口結構同樣面臨少子及高齡
化挑戰、在社會安全制度上採職域別體系之發展歷程，相信觀察日本近十餘年
來，促進兩性平等之發展進程，將有助於我們深入瞭解不同國家在實踐「兩性共
同責任價值」的特殊脈絡。以下即就日本受到國際社會、社會與人口結構及經濟
變遷之影響因素簡述之。
國際趨勢是促使日本近年積極朝向兩性共同參與體制改革的重要因素之一;
於日本官方文獻顯示，日本為落實聯合國際勞工組織（ILO） 123 號「有家庭責
任的婦女雇用建議書」指出的，”家庭責任為男女及社會共同責任”建議，而提
出改善女性勞動條件與平衡家庭與工作措施。另外，配合 1980 年年北京召開世
界女性會議多項決議，日本基於會員國義務，簽署了「廢除女性差別待遇條約」，
並於 1985 通過「男女雇用機會均等法」
，亦遵循據聯合國 1995 年聯合國第四次
會議中所釐定之北京宣言與行動綱領，制訂一連串相關的法令制訂（如表一）
。

*

婦權基金會國參組研究委員
實踐大學社會工作系兼任講師

表一 聯合國政策方針與日本相關政策之推動說明

年
聯合國推動方針
日本的推動概況
1975  國際婦女年
 設置婦女問題企畫推進本部（本部
 國際婦女年世界會議召開（第一
長：內閣總理大臣、副部長：總理
次會議）
府總務長官、成員：內閣官房副首
長及十省廳之事務次長）
 設置婦女問題企畫推進會議
1976  籌備「聯合國婦女十年」
（1976-1985）(目標：平等、開
發、和平)
1977 
 策定「國內行動計畫」
1979  「廢除女性差別待遇條約」決議 
（聯合國第三十四次會議）
1980  「聯合國婦女十年」世界大會召  簽署「廢除女性差別待遇條約」
開。
 「聯合國婦女十年後半期行動方
針」決議
1981
 策定「國內行動計畫後期工作重點」
1984
 修訂「國籍法」
1985  「聯合國婦女十年」召開。  制訂「男女雇用機會均等法」
 「公元二千年提昇婦女地位的未  批准「廢除女性差別待遇」
來戰略」決議（目標：平等、開
發、和平）
1987
 策定「公元二千年向上提昇國內行
動計畫略」
1990  「公元二千年提昇婦女地位的未
來戰略」的評估、建議與結論
1992
 制定「育兒休業等相關法律」
1993
 制定「改善短期勞動者雇用管理之
相關法律」（部分工時勞動法）
1995 聯合國女性世界會議（第四次）北京  制定「育兒、介護法」
召開。「行動綱領」及「北京宣言」決
議
1996
 策定「男女共同參與社會截至平成
十二年的國內行動計畫」
1997
 修訂「男女雇用機會均等法」
1999
 制定「兩性共同參與社會基本法」
2003
 「次世代育成支援對策推進法」
 「少子化社會對策基本法」
資料來源：赤 岡功等（2004）男女兩性共同参画と女性労働，日本：京都シネルヴヴ書房

此外，西方女性主義及婦女運動的開展、日本婦女意識抬頭，也引發日本社
會對於兩性不平等現況的討論，八 0 年代後期「男女共同兼顧工作和家庭」的口
號開始出現，追求新夫妻關係的「新家庭主義」價值興起，
（彭澎，2003）
。在
1990 年，日本生育率首次出現 1.57 的歷史新低，引發「低生育率造成勞動力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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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之隱憂，但仍以配偶、子女及家人等非正式資源，作為育兒及老人照顧的支
持來源的日本社會，缺乏社會化照顧體系，如何鼓勵婦女進入勞動市場，又願意
生養小孩，成為重要的政策課題。
另外，在經濟結構方面，隨九 0 年代日本泡沫經濟崩潰，1995 年陷入「超
級冰河時期」
（內閣府，2004）
，1997 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加劇了經濟低迷、企業
大量倒閉及裁員，终身雇用制及年功序列制無以為繼，但是，產業結構中資訊科
技發達與辦公室自動化的發展，網際網路帶動了金融及服務業收納大量女性勞動
人口，不過，隨產業型態轉型、女性教育與性別意識提升，日本勞動市場中十五
歲以上女性參與勞動率已逐年攀升，但在就業市場中，女性雖仍處於「輔助性的
工作」
、
「低薪資」及「短期」與「臨時」的位階，亦即過「充分」及「彈性」運
用婦女人力資源，作為日本改善經濟的緩衝閥（Takashi Araki 2002：110）
。
簡言之，日本政府在 1990 年後的修法行動，未必是追求西方社會兩性共同
參與價值下形成的轉變，但不可諱言，國際社會的影響，改變了深植在日本文化
結構中的兩性關係、親屬責任，而無可迴避的經濟與社會結構變遷衝擊，更促使
日本政府加緊腳步，正視兩性共同承擔責任，及促進婦女社會參與的重要性。

參、相關法令及制度概要
（一）相關立法背景說明
1990 年日本通過的「男女共同參與基本法」
，內容主要包括五大層面：
（一）
男女人權的尊重；
（二）社會價值及制度配套；
（三）政府決策與兩性共同參與的
立法行動；
（四）平衡家庭生活與其他活動及（五）國際間的互動等五個方向，
該法強調，國家應體認兩性為社會共同組成份子，應該確保擁有均等的社會參與
機會，以達成兩性共享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與文化利益之理想。同時，在保
障女性勞動權的施政方針上，並歸納為三個面向：第一、保障女性勞動型態的選
擇自由的權利；第二、強調母性的尊重與健康權維護的權益；第三則是強調職業
生活與家庭生活調和的勞動條件與權利的保障（東京都產業労働局，2004）
。
日本保障勞工育兒休假的專法，最初為昭和十七年（1972）所制定的「勤勞
婦女福祉法」第11條中，不過該法只有提出「雇主」對育兒強制假及其他育兒措
施之「努力義務」，同時也只以「女性勞工」為實施對象，因此並非緣自兩性平
權理念，或兩性共同承擔責任價值的重視，反而更強調婦女育兒責任的社會價
值，而為了反應日本保育所不足的育兒照顧困境，1975年所通過的「特定職種育
兒休業法」，也只針對特定職域如護士、保母、教員等「特定專業」為對象，並
限定申請對象是「女性」的「不支薪休假」（陳忠良，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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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實施的「育兒休業法」到後來合併成為「育兒、介護法」為止，歷經
多次修法後，經由過逐次修訂部分條文方式，才將其中育兒與家庭照顧假制度，
修正成為「兩性為適用對象」，同時，經由「雇用保險法」獲得育兒休假給付、
育兒休業期間減免「社會保險費」
（健康保險及厚生年金保險）等經濟補償，使
請假勞工於請假期間，能獲得部分所得保障，以加強政策誘因。
但該法由於最初適用對象未及「部分工時」的兼職勞工，影響婦女權益至鉅，
因此，2004年12月8日通過的「育、介法」部分條文中，即明訂平成十七年（2005）
年4月1日將開始擴大勞工的適用對象至一定條件的有期雇用勞工，並延長育兒假
到子女一歲六個月，同時各項所得保障的給付額也得配合延長育兒休假期間調
整。
（二）「育兒、
育兒、介護法」
介護法」相關法令制度說明
日本「育、介法」主要制度內容，包括：
1. 養育未滿 1 歲 6 個月子女之男女勞動者（排除按日雇用者）
（2005 年擴及至
有期雇用者之「部分工時」兼職勞工勞工，但需符合契約期滿仍繼續受雇一
年的要件）
。
2.
3.
4.
5.

假期自第一胎子女的出生日自至滿一歲六個月。
賦予員工要求免除跨夜工作之權利
禁止雇主以提出育兒休假申請或曾經有過育兒休假為解雇藉口。
為使休業後的就業更為順利，雇主有加強雇用管理上之必要措施的努力義

6.
7.

務。
勞工得由雇用保險中獲得休假前約月薪的 40﹪之育兒休假給付。
國家為了健全育兒休業制度之環境，需對雇主等應於僱用管理等議題上給與
建言、支付給付金與其它必要的援助。
因此，自 2005 年起日本「育兒、介護法」之制度變革， 圖示如下：

修 訂 事 項
一、擴大育兒及家庭照
顧假的適用對象
二、延長育兒休假期限
三、勞工照顧入小學學
前的子女生病照顧假
四、放寬家庭照顧假的
回數與日期

舊
制
度
「部分工時（Part-time）
勞工」不適用.
育兒假之期限為子女一歲
前止
企業努力義務
照顧家庭成員一人一回為
限、最長三個月

新 修 訂 內 容
擴大至「部分工時勞工」
（需符合繼續雇用一年以
上等要件 ）
育兒假之期限至子女一歲
六個月為止
勞工的權利（每年享有有
五日的照顧假）
申請照顧家庭成員的回數
放寬、可累計到九十三日
為止

圖一 日本育兒、
日本育兒、介護制度之變革
介護制度之變革（
制度之變革（2005.4.開始實施
2005.4.開始實施）
開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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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擴大適用對象至
1.擴大適用對象至「
擴大適用對象至「有期雇用者」
有期雇用者」
有期雇用顧名思義乃「訂有一定期限之雇用」
，但日本相較於其他進國家的
界定,企業得有不同認定與運作，致使有期雇用勞動者工作負擔與工作內容實際
上雖成為企業恆常性勞動力，但雇主得透過反覆簽訂契約方式，將其視其為身份
不定的臨時雇員雇用（大籐齊子，1996:226）
。日本企業主也得以藉有期雇用形
式逃避日本法律對於濫用解雇權之嚴格懲罰，有期雇用員工被不續約、解雇或不
支退職金等也常也無法控告（Araki 2002:34）
。於是「育介法」部分條文經修訂
通過後，終於在平成十七年（2005）年四月一日開始擴大適用對象至部分工時有
期雇用者，但該部分工時勞工需符合在同一事業單位繼續受雇一年以上，且育兒
假的休假截止期限應在繼續雇用契約期限之要件。
2.育
2.育兒假保險給付之經濟補償
育兒、介護休業法中並未規範雇主在員工請育假期間需要支付薪津，不過如
果雇主停止支付薪資期間，原來由勞雇雙方共同承擔的社會保險費，將改由受雇
者單獨支付，可能會阻礙員工申請育兒假意願，為了減少受雇者育兒假期間留職
停薪產生的阻力，政府透過「雇用保險制度」提供受雇者育兒假期間部分所得保
障。
育兒休業期間得減免「社會保險料」
（健保及厚生保險）依據健保法第七十
六條及厚生法八十二條第二款規定，從 2001 年 1 月開始免除繳納健康保險費，
及日本厚生年金保險從 2000 年 4 月開始，育兒休業期間原先由事業主及受雇者
共同分擔的部分皆不用負擔，同時未來也不會影響受雇者的健康保險及厚生年金
之受益資格。
再依據平成十五年（2003 年）修正的「雇用保險法」中，特別針對促進早
期在就業、勞動型態的多樣化及再就職困難的問題，提出確保安定就業的制度改
革，其中即包括育兒、介護休業期間的特例乙項。依該法新修條款，育兒休假期
間可請領「育兒休業基本給付金」
（休假前每月薪資的分之三十）及休假結束繼
續工作六個月的「職場復歸給付金」
（休假前每月薪資的分之十的一次給付）
，兩
者合稱為「育兒休業給付」
。因為，育兒假期間等同於「因傷病或其他法定理由
無法從事勞動期間」
，未來申請失業給付時可不予計算，仍具有依雇用保險法領
取失業給付金受益資格。不過申請給付者需在工作期間內，為失業保險的被保險
人，繳納保險費。工作期間若不連續，可以合併計算。其領取金額，以育兒假前
員工每月薪資為二十萬日圓為例，每個月可領取「育兒休業基本給付金」
（係原
月薪的 30%計為六萬元日圓）
。待休假十個月之後重返職場，則可領取原月薪的
10%計二萬元日圓乘以十個月份（計二十萬日圓）的「職場復歸給付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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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以一位女性勞工而言， 從產假至育兒假期間可獲得的所得補貼如圖
四表示:
生產

產後休假八週

○○
2004/12/9

育兒假開始

○

12/10

2005/2/3

1 歲生日 1 歲六個月

◎
2/4

◎
3/4

生產及育兒假保險給付

健康保險

被保險人

雇用保險

未 加 入 受 雇 公 除日雇、季節勞動
司之地區居民 雇、船員外的全部
勞工
一胎三十萬元 一胎三十萬元 視各市町村之
條例而定
一胎三十萬元 一胎三十萬元

本人
一胎三十萬元
（一次給
付）
家庭成員 一胎三十萬元
（受撫養
者）
本人分娩 生產預定日前 生產預定日前
四十二天（多胞 四十二天（多
胎為九十八天） 胞胎為九十八
開始到產後五 天）開始到產
十六天為止的 後五十六天為
期間，請假缺勤 止的期間，請
一日以每日標 假缺勤一日以
準報酬額的六 每日標準報酬
成支給。
額的六成支
給。

生產補助

配偶分娩 ---

12/8

船員保險 國民健康保險

政府管理
共濟組合
受雇民間企業 受雇民間企業

分娩費

……………….

--

船員

判定妊娠開始
後五十六天為
止的期間，請
假缺勤一日以
每日標準報酬
額的六成支
給。

--

-------

「育兒休假基本
給付金」
」：為支給
給付金

日數×休業開始時
的薪資日額×30%。

「職場歸付給付
金」為基本給付金
支給日數×休業開
始時的薪資日額×
10%。
--

資料來源：
http://www.mhlw.go.jp/general/seido/koyou/jisedai/manual/14.html
但回顧日本的育兒休假制度從1992年首次立法至今，雖不斷因應社會需求逐
步擴大保障範圍；但仍面臨制度實施後男性申請育兒假比率低落的問題，加上日
本法令中絕大部分制度規範採雇主努力義務無相對罰責，因此，以下說明日本就
此兩個關鍵議題的實施檢討。

肆、日本兩性育兒假實施檢討
（一）育兒假執行成效
日本「育介法」推動的育兒假成效，檢視五人以上規模事業單位之兩性育
兒休業假取得率，與政府的政策實施目標值仍有顯著差異（表二）。尤其男性取
得率不到千分之四，與女性取得率相差了百分之六十的落差，足見追求兩性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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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工作與家庭角色，根深蒂固存在女性適任親職角色的社會價值，使女性似乎較
容易取得同僚與上司理解；至於男性除了受「一家之主」角色乃擔負家計的性別
刻板分工影響，二方面長期在「工作導向」驅使下，逢業務繁忙或擔心減少經濟
考量，大大減少男性請親職假的動機；社會潛在壓力增加了提升男性育兒休業假
的困難度（左藤博樹、武石惠美子，2003:26-30）。
表二 育兒休假取得率目標與執行率
項目
目標值 2002 年（平成 14 年）1999 年
（平成 11 年）
男性育兒休業取得率
10%
0.33%
0.42%
女性育兒休業取得率
80%
64.0%
56.4%
資料來源：內閣府（2004）男女兩性共同参画白書，日本：內閣府。

（二）企業實施概況
依據厚生勞働省（2002）
「平成 14 年度女性雇用管理基本調查」
，雇主育兒
假制度執行率平均已達百分之六十以上，其中又以金融、保險業的比率最高，達
到百分之九十四以上，而建築業則半數以上未有育兒休假規定。再如產業規模分
析，規模越大的企業配合狀況越高，規模五百人以上的企業有百分之九十九以上
設有育兒休假制度的規定，但人數五到二十九人之中小企業在執行上則只有半數
配合。至於產業勞工工會組織的存在，對於勞工育兒制度，有工會團體的超過百
分之九十以上享有育兒休假制度。

表三 育兒休假制度執行比率（
育兒休假制度執行比率（以產業別、
以產業別、規模及有無工會組織等區分）
規模及有無工會組織等區分） 單位：﹪
單位：﹪
合計 有育兒休假制度 無育兒休假制度規定 未回答
合
計 100.0
61.4
38.5 0.0
礦
業 100.0
50.8
49.2 建 築 業 100.0
46.2
53.8 製 造 業 100.0
51.9
48.1 水 電 、 瓦 斯 業 100.0
91.5
8.5 運 輸 、 通 訊 業 100.0
69.7
30.3 零 售 、 飲 食 業 100.0
62.6
37.4 0.1
金 融 、 保 險 業 100.0
94.7
5.3 不 動 產 業 100.0
60.2
39.8 服 務 業 100.0
66.9
33.1 500 人以上 100.0
99.2
0.8 100-499 人 100.0
93.6
6.4 30-99 人
100.0
78.0
21.8 0.2
5-29 人
100.0
57.5
42.5 （續前）30 人以上 100.0
81.1
18.8 0.1
有工會
100.0
93.8
6.1 0.1
無工會
100.0
53.0
47.0 未回答
100.0
92.9
7.1 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