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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本院委員林靜儀、黃秀芳等 18 人，鑑於台灣社會正面臨少子
化及高齡化之現象，受僱者之家庭照顧需求及責任日漸提高
。然查現行性別工作平等法針對受僱者育嬰及失能、身心障
礙或重大傷病照顧之規範性保障仍顯不足，為保障受僱者之
工作與生活衡平，爰擬具「性別工作平等法部分條文」修正
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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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工作平等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據衛福部推估約有 230 萬工作人口因照顧失能家人而影響工作，其中 13 萬人離職、18 萬人減
少工時。查現行條文第二十條之規範雖允受僱者於其家庭成員預防接種、發生嚴重之疾病或其他重
大事故須親自照顧等事由，申請家庭照顧假。然若遇家庭成員遇重大傷病需由受僱者親自照顧時，
其所需照顧時間遠超過前開假別得申請之七日。為因應前述情形，爰增訂第十六條之一，受僱者於
任職滿六個月後，遇家庭成員具重大傷病之照顧事由得申請留職停薪，並以二年為限。
據 OECD 於 2011 年之研究，初遇照顧問題之受僱者，易做出匆促離職之決定，增其永久離開
職場之可能，而提高貧困及心理健康問題之風險。因此，受僱者若無照顧留職停薪之需求，惟仍需
藉由減少工時或調整工作時間以照顧家庭成員，應予以規範性保障，爰修正第十九條之文字，納入
第十六條及第十六條之一事由。原條文之適用對象僅限於「受僱於僱用三十人以上雇主之受僱者」
，對於受僱於三十人以下雇主之受僱者乃差別待遇，且根據 100 年度工商及服務業普查之統計，可
發現 30 人以上的是業單位僅佔全國事業單位之 2%，未滿 30 人之事業單位達 98%。為使受僱者普
遍不致因照顧事由，而影響生活及工作衡平，爰刪除該限制。
復查現行性別工作平等法第二十二條對於家庭照顧假及育嬰留職停薪之規範，其立法理由略
以：「受僱者之配偶如未就業，應可照顧其家屬，受僱者無須請假。但有正當理由，雇主仍得准其
申請，爰為但書規定。」，該條文預設配偶之一方即可勝任照顧之工作，然若受僱者衡量其工作情
形及照顧需求，仍需配偶雙方共同照顧，亦應可申請前開假別，實無限制之必要，爰刪除該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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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工作平等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現

行

第二條

雇主與受僱者之約定

第二條

雇主與受僱者之約定

因應新增第十六條之一，爰按

優於本法者，從其約定。
本法於公務人員、教育

優於本法者，從其約定。
本法於公務人員、教育

原第十六條之立法意旨，修正
本條文第四項文字。

人員及軍職人員，亦適用之
。但第三十三條、第三十四

人員及軍職人員，亦適用之
。但第三十三條、第三十四

條、第三十八條及第三十八
條之一之規定，不在此限。

條、第三十八條及第三十八
條之一之規定，不在此限。

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及
軍職人員之申訴、救濟及處

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及
軍職人員之申訴、救濟及處

理程序，依各該人事法令之
規定。

理程序，依各該人事法令之
規定。

本法於雇主依勞動基準
法規定招收之技術生及準用

本法於雇主依勞動基準
法規定招收之技術生及準用

技術生規定者，除適用高級
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

技術生規定者，除適用高級
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

教生權益保障法規定之建教
生外，亦適用之。但第十六

教生權益保障法規定之建教
生外，亦適用之。但第十六

條、第十六條之一及第十七
條之規定，不在此限。

條及第十七條之規定，不在
此限。

實習生於實習期間遭受
性騷擾時，適用本法之規定

實習生於實習期間遭受
性騷擾時，適用本法之規定

。

。

第十六之條之一

條

文

條

受僱者任職

文

說

明

一、本條新增

滿六個月後，其家庭成員因
失能、身心障礙或重大傷病

二、據衛福部推估約有 230 萬
工作人口因照顧失能家人而

需要照顧，得申請留職停薪
，最長照顧時間不得超過二

影響工作，其中 13 萬人離
職、18 萬人減少工時。

受僱者於前項留職停薪

三、現行條文第二十條之規範
雖允受僱者於其家庭成員預

期間，得繼續參加原有之社
會保險，原由雇主負擔之保

防接種、發生嚴重之疾病或
其他重大事故須親自照顧等

險費，免予繳納；原由受僱
者負擔之保險費，得遞延三

事由，請家庭照顧假。然若
遇家庭成員遇重大傷病需由

年繳納。
第一項留職停薪實施辦

受僱者親自照顧時，其所需
照顧時間遠超過前開假別得

法，比照育嬰留職停薪方式
辦理。

申請之七日。
四、據上，爰增訂第十六條之

年。

一，受僱者於任職滿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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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遇家庭成員具相關照顧
事由得申請留職停薪，並以
二年為限。
五、本條文相關事由之定義或
範圍，按現行相關規範：「
失能」之定義準用長期照顧
服務法第三條；「身心障礙
」定義於身心障礙者權益保
障法第五條；「重大傷病」
之範圍則按行政院衛生福利
部公告。
六、第二項及第三項則比照原
同法育嬰留職停薪之規定。
第十七條

前二條受僱者於留

前條受僱者於育嬰

修正第十七條留職停薪事由消

職停薪期滿後，申請復職時
，除有下列情形之一，並經

留職停薪期滿後，申請復職
時，除有下列情形之一，並

滅後之復職規範，納入第十六
條之一留職停薪之事由。

主管機關同意者外，雇主不
得拒絕：

經主管機關同意者外，雇主
不得拒絕：

一、歇業、虧損或業務緊縮
者。

一、歇業、虧損或業務緊縮
者。

二、雇主依法變更組織、解
散或轉讓者。

二、雇主依法變更組織、解
散或轉讓者。

三、不可抗力暫停工作在一
個月以上者。

三、不可抗力暫停工作在一
個月以上者。

四、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
受僱者之必要，又無適當

四、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
受僱者之必要，又無適當

工作可供安置者。
雇主因前項各款原因未

工作可供安置者。
雇主因前項各款原因未

能使受僱者復職時，應於三
十日前通知之，並應依法定

能使受僱者復職時，應於三
十日前通知之，並應依法定

標準發給資遣費或退休金。

標準發給資遣費或退休金。

第十七條

三歲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員因
遭受嚴重疾病或其他重大事

以上雇主之受僱者，為撫育
未滿三歲子女，得向雇主請

一、據 OECD 於 2011 年之研
究，初遇照顧問題之受僱者
，易做出匆促離職之決定，

由需照顧，得向雇主請求為
下列二款事項之一：

求為下列二款事項之一：
一、每天減少工作時間一小

增加其永久離開職場之可能
，而提高貧困及心理健康問

一、每天減少工作時間一小
時；減少之工作時間，不

時；減少之工作時間，不
得請求報酬。

題之風險。因此，受僱者若
無留職停薪之需求，惟仍需

第十九條

受僱者為撫育未滿

得請求報酬。
二、調整工作時間。

第十九條

受僱於僱用三十人

二、調整工作時間。

藉由減少工時或調整工作時
間以照顧家庭成員，應予以
規範性保障，爰修正第十九
條之文字，增加其他家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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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遭受嚴重疾病或其他重
大事由需照顧者。
二、原條文之適用對象僅限於
「受僱於僱用三十人以上雇
主之受僱者」，對於受僱於
三十人以下雇主之受僱者乃
差別待遇，且根據 100 年度
工商及服務業普查之統計，
可發現 30 人以上的是業單
位僅佔全國事業單位之 2%
，未滿 30 人之事業單位達
98%。為使受僱者普遍不致
因照顧事由，而影響生活及
工作衡平，爰刪除該限制。
第二十一條 受僱者依第十四
條至第二十條之規定為請求

第二十一條 受僱者依前七條
之規定為請求時，雇主不得

時，雇主不得拒絕。
受僱者為前項之請求時

拒絕。
受僱者為前項之請求時

，雇主不得視為缺勤而影響
其全勤獎金、考績或為其他

，雇主不得視為缺勤而影響
其全勤獎金、考績或為其他

不利之處分。

不利之處分。

第二十二條

（刪除）

第二十二條

受僱者之配偶未

就業者，不適用第十六條及
第二十條之規定。但有正當
理由者，不在此限。

因新增第十六之一條，爰修正
文字。

一、本條刪除
二、查原條文立法意旨為：「
受僱者之配偶如未就業，應
可照顧其家屬，受僱者無須
請假。但有正當理由，雇主
仍得准其申請，爰為但書規
定。」
三、該條文預設配偶之一方即
可勝任照顧之工作，然若受
僱者衡量其工作情形及照顧
需求，仍需配偶雙方共同照
顧，亦應可申請前開假別，
實無限制之必要，爰刪除該
條文。

委 137

立法院第 9 屆第 3 會期第 12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1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