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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各國育嬰假制度之比較 

 育嬰假之申請資格及給假方式 

瑞典 1.親職津貼：合併產假與育嬰假，父母共可申請 480 天。 

2.臨時的父母現金津貼：這項津貼是讓父母不用工作而在家中照顧生病的

孩子（通常指 12 歲以下的兒童，某些特殊情況下則可到 16 歲，患有某些

功能障礙小孩的父母可以領這項給付到小孩 16-21 歲之間，甚至更大）。2004
年的規定是父母對每個小孩一年可以有 120 天的額度。 

3.父職假(父親日)：父親可以在孩子誕生後，或開始被養父母照顧的 60 天

內請 10 天假，自 2001 年 7 月 1 日起，父職假在某些特殊情況下可以轉移

給父親以外的人。 

4.探視假：有特殊功能障礙的小孩，在 15 歲以前父母一年有 10 天的探視

假，讓父母可以到學校探視孩子的學習情形。自 2001 年 7 月 1 日起，所有

6-11 歲小孩的父母 1 年都有 1 天的探視假。 

加拿

大 
聯邦： 

在同一雇主已工作超過 6 個月。小孩出生或合法收養後 52 週內請假，育嬰

假為 37 週(父母合計)，若與產假合併申請，最長為 52 週。 

亞伯達省(Alberta)： 

同一雇主連續 52 週的工作年資; 六週前向雇主書面通知; 父母兩人總共合

併可請之假期為 37 週。 

英屬哥倫比亞(British Columbia)： 

1.員工身分，無須年資; 請假 4 週前需向雇主書面通知。 

2.生母有依產假規定請產假者，產假結束後連續 35 週。未依產假規定請產

假婦女勞工，在生產後之 52 週內得連續請 37 週，男性勞工，小孩生產後

之 52 週內得連續請 37 週，收養小孩勞工，在收養後之 52 週內得連續請

37 週。特別情況下，得延展育嬰假五週。 

曼尼托巴省(Manitoba)： 

勞工必須有在同一雇主連續 7 個月的工作年資; 4 週前書面通知雇主; 請假

期間 37 週。 

新布倫瑞克省(New Brunswick)： 

1.雇用基準法規定育嬰假是以小孩照顧 (Child Care)假為名。 

2.沒有年資限制; 請假之前至少 4 星期前通知雇主; 父母合計不得超過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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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紐芬蘭-拉不拉多省(Newfoundland -Labrador)： 

連續工作 20 個月; 2 週前書面通知雇主; 育嬰假為 35 週，不得晚於 35 週才

要開始請育嬰假。收養假為 17 週。 

西北領域(Northwest Territories)： 

已有依行政命令規定服務一定長度期間之年資; 4 週前以書面提出請假; 請
假期間 37 週。 

新斯科舍省(Nova Scotia)： 

與產假合併計算假期，而即使無權請產假之勞工，其育嬰假需在產假結束

後 35 週內結束。已受僱於同一雇主工作有 1 年年資; 4 週前書面通知雇主;
請假期間 35 週。 

努納伏特(Nunavut)： 

已服務依行政命令規定之一定長度期間之年資;4 週前以書面提出請假。請

假期間 37 週。 

安大略省(Ontario)： 

至少工作滿 13 週之年資;2 週之事前書面通知;請假期間 37 週。 

愛德華王子島(Prince Edward Island)： 

至少工作滿 20個月;4週前提出申請;育嬰假為 35週(生母之育嬰假與產假合

併則為給 52 週)。收養假則為 52 週。 

魁北克省(Quebec)： 

1.另制訂有父親專門之特別育嬰假。除此之外，該省有給生產及收養時 5
日之假期，此 5 日並非產假，該省另有產假 18 週，該 5 日假期前 2 天之部

分為有薪。 

2.無年資要件; 3 週前書面通知雇主; 父母共有連續 52 週; 父親特別育嬰假

因為其自己的孩子出生連續 5 週。 

薩克其萬省(Saskatchewan)： 

前 52 週中已受雇至少 20 週; 4 週前以書面通知雇主; 得請產假者：34 週。

不得請產假者：37 週。 

育空領域(Yukon)： 

在同一雇主連續工作 12 個月之年資; 4 週前通知雇主; 請假期間 37 週。 

日本 養育 1 歲以下子女的受雇者，不論男女皆可提出育兒假的申請。在法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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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關係」的認定，係以受雇者的親生子女或養子女，同住 1 戶且有監

護撫養事實者。原則上 1 個小孩只能申請 1 次育兒假，每次最長 1 年的時

間。 

以「有期雇用勞動者」為適用對象。所謂「有期雇用勞動者」為與雇主簽

訂勞動契約有訂有工作期間者，即一般訂有期契約雇用之正式編制正社

員、正職員。 

美國 受雇於 50 人以上的機構，前 1 年至少工作 1,250 小時以上。 

合格員工得因新生或收養幼兒享有 12 週無給休假。 

英國 父母可享 14 週育嬰假，且夫妻間不可以互相轉換 

母職假：18 週; 父職假：孩子出生前後的假 

育嬰假在孩子 5 歲前行使，領養的孩童另行規定（領養 3 歲以下孩童，5
歲前行使；領養 3-8 歲孩童，領養 2 年內行使） 

在同一雇主下工作滿 1 年以上才可申請（若工作滿 3 個月以上，小孩正值

5 歲時，可按比例申請假期，每個月 1 星期） 

德國 育嬰假申請權：享有該子女之監護權、親自照顧並教養該子女，女性與男

性受僱人就於同一家庭中同居之子女，得申請育嬰假。育嬰假之申請權期

間，至該子女滿 3 歲止。子女為收養與全時或收養照護者，育嬰假不得逾

申請權人收養日起 3 年，最多至該子女滿 8 歲止。 

從事就業勞動工作的母親或父親，均享有申請育嬰假的權利，期限為最多

36 個月，亦即至子女滿 3 歳為止。這是屬於受僱人向雇主所得行使之「不

給付工資之留職停薪請求權」 

中國

大陸 
內陸地區(湖北省)： 

經本人申請，單位批准，可在哺乳期請長假，直至嬰兒滿 1 周歲；有條件

的單位可適當延長請假期，但累計時間不得超過 18 個月。經批准在哺乳期

休假的女職工，其工資由所在單位按本人標準工資的 75％左右發給。 

沿海地區(江蘇省)： 

女職工在哺乳期(嬰兒滿一周歲)內，可休半年的哺乳假，工資不低於 80％

都市地區(上海市)： 

女職工生育後，若有困難且工作許可，由本人提出申請，經單位批准，可

請哺乳假 6 個半月。哺乳假的工資按本人原工資的 80%發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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