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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
僱用管理就業平等概況調查表
資料時間:中華民國 104 年 9 月

本調查表刊印、個別資料保
密事項均依統計法辦理，如有損
害受訪者權益時，依法應予議
處，敬請安心填寫。

壹、一般概況
一、貴單位(公司) 組織型態： □1.民營

□2.公營

□3.公務行政機關(含公立學校)

二、貴單位(公司) 雇主(負責人) 性別：

□1.男性

□2.女性

三、貴單位(公司)目前員工人數
（依 104 年 8 月底之狀況填寫；公營單位及公務行政機關(含公立學校)請填投勞保人數）

全 體

項 目 別
目前員工人數 (含外勞)

女 性
人

人

貳、性騷擾防治概況
一、請問貴單位(公司)有沒有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
(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3 條第1 項：受僱員工30 人以上者，應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
法，並在工作場所公開揭示。)
□1.有訂定，請問有沒有在公開場所公開揭示(公告)：
□(1)有 □(2)沒有
□2.沒有訂定，請問沒有訂定的主要原因：(單選)
□(1)不知道有此規定
□(2)單位(公司)自行訂定管理辦法
□(3)單位(公司)員工都是同性別(全部女性或男性)
□(4)受僱員工未滿 30 人
□(5)其他（請說明：

）

二、請問最近一年(103 年 10 月至 104 年 9 月)內貴單位(公司)有沒有員工申訴性騷擾事件？
□1.有，A.申訴

件

B.請問提出申訴者之性別？
□(1)僅有男性員工提出
□(2)僅有女性員工提出
□(3)男女性員工都有提出
□2.沒有
三、請問貴單位(公司)有没有下列性騷擾申訴處理機制或管道？
項 目 別
有

没有

不知道

設置處理性騷擾之專線電話、傳真、專用信箱或電子信箱

(2)□

(3)□

(1)□

組成申訴處理委員會

(1)□

(2)□

(3)□

直接向雇主或主管申訴

(1)□

(2)□

(3)□

參、各項假別及照顧措施
一、請問貴單位(公司)在女性員工因生理日致工作有困難時，會不會同意員工申請「生
理假」？(員工只要因生理因素請假，不論請生理假或病假，此題均歸類為會同意)
(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4 條第1 項：女性受僱者因生理日致工作有困難者，每月得請生理假1 日，全
年請假日數未逾3 日，不併入病假計算，其餘日數併入病假計算。)
□1.會，A.請問最近一年(103 年 10 月至 104 年 9 月)內有沒有員工申請？
□(1)有，
人；平均每人一年內約申請
日
□(2)沒有
B.生理假工資怎麼計算？
□(1)工資給全薪
□(2)工資給半薪
□(3)3 日給全薪，逾 3 日給半薪 □(4)不發工資
□(5)其他（請說明：
）
□2.不會，主要原因為：(單選)
□(1)不知道有此規定
□(2)員工可用其他假別替代，是哪些假別？
□①事假

□②特休

□③其他（請說明：

）

□(3)業務繁忙，無法提供
□(4)本公司為家族企業可自行放假休息
□(5)按日或按時計薪員工可調整工作時間休息
□(6)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二、請問貴單位(公司)對懷孕員工有沒有提供友善措施？
□1.有，其方式：(可複選)
□(1)調整至較輕鬆工作
□(2)調整工作時間
□(4)調整至無危險性之工作
□(5)其他（請說明：
□2.沒有

）

三、請問貴單位(公司)若有員工經醫師診斷需安胎休養，會不會同意員工申請「安胎休
養」？(員工經醫師診斷需安胎休養，不論請病假或安胎休養，此題均歸類為會同意)
(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5 條第3 項：受僱者經醫師診斷需安胎休養者，其治療、照護或休養期間之請
假及薪資計算，依相關法令之規定。
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勞工依勞工請假規則第4 條第2 項辦理：經醫師診斷，罹患癌症(含原位癌)採門
診方式治療或懷孕期間需安胎休養者，其治療或休養期間，併入住院傷病假計算。)
□1.會，A 請問最近一年(103 年 10 月至 104 年 9 月)內有沒有員工申請？
□(1)有

□(2)沒有

□2.不會，主要原因為：(單選)
□(1)不知道有此規定
□(2)員工可用其他假別替代，是哪些假別？

□①事假

□②特休

□③其他（請說明：

）

□(3)業務繁忙，無法提供
□(4)本公司為家族企業可自行放假休息
□(5)按日或按時計薪員工可調整工作時間休息
□(6)其他（請說明：

）

四、請問貴單位(公司)在員工懷孕時，會不會同意員工申請「產檢假」？
(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5 條第4 項：受僱者妊娠期間，雇主應給予產檢假5 日，產檢假期間工資照給，
本規定自103 年12 月13 日起施行。)
□1.會，A.「產檢假」可申請______日
B.請問 103 年 12 月 13 日至 104 年 9 月間有沒有員工申請？
□(1)有
□(2)沒有
C.產檢假期間工資怎麼計算？
□(1)工資給全薪
□(2)不發工資
□(3)其他（請說明：
□2.不會，主要原因為：(單選)
□(1)不知道有此規定
□(2)員工可用其他假別替代，是哪些假別？
□①病假 □②事假 □③特休 □④其他（請說明：
□(3)業務繁忙，無法提供
□(4)本公司為家族企業可自行放假休息
□(5)按日或按時計薪員工可調整工作時間休息
□(6)其他（請說明：

）

）

）

五、請問貴單位(公司)在員工流產時，會不會同意員工申請「流產假」？
（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5 條第1 項：妊娠3 個月以上流產者，產假4 星期，妊娠2 個月以上未滿3 個
月流產者，產假1 星期，妊娠未滿2 個月流產者，產假5 日。）
□1.會，A.請問最近一年(103 年 10 月至 104 年 9 月)內有沒有員工申請？
□(1)有
□(2)沒有
□2.不會，主要原因為：(單選)
□(1)不知道有此規定
□(2)員工可用病假替代
□(3)員工可用其他假別替代，是哪些假別？
□①事假
□②特休
□③其他（請說明：
□(4)業務繁忙，無法提供
□(5)本公司為家族企業可自行放假休息
□(6)按日或按時計薪員工可調整工作時間休息
□(7)其他（請說明：

）

）

六、請問貴單位(公司)在女性員工生產時，會不會同意員工申請「產假」(停止工作)？
□1.會，A.產假有_____週(含例假日)(產假以工作天給予者，請依產假天數/每週工作天數換算)
B.產假期間工資怎麼計算？

□(1)工資給全薪(和生產前薪資相同)
□(2)工資給底薪，與生產前薪資項目比較，未支付哪些項目？(可複選)
□全勤獎金
□專業或職務津貼(加給)
□伙食、交通津貼
□績效、業績、生產或工作獎金
□其他(請說明：
）
□(3)不發工資
□(4)其他（請說明：
）
C.產假期間貴單位(公司)人力如何因應？(可複選，最多複選 3 項)
□(1)直接調整同一部門人員
□(2)調用其他部門人員
□(3)使用派遣人員
□(4)僱用約僱或臨時人員
□(5)進用正職之新進人員
□(6)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
D.對於產假後銷假上班員工，請問貴單位(公司)怎麼安排？
□(1)恢復原來的職位
□(2)由單位(公司)考量員工意願後作調整
□(3)由單位(公司)人事管理部門決定
□(4)由部門主管決定
□(5)其他（請說明：
）
E.請問最近一年(103 年 10 月至 104 年 9 月)內有没有員工申請？
□(1)有
□(2)沒有
□2.不會，主要原因為：(單選)
□(1)不知道有此規定
□(2)工作性質不適合孕婦，員工懷孕會自動離職
□(3)不僱用孕婦，孕婦生產完，再來上班
□(4)業務繁忙，無法提供
□(5)單位(公司)無法負擔此項假別
□(6)本公司為家族企業可自行放假休息
□(7)按日或按時計薪員工可調整工作時間休息
□(8)其他（請說明：
）
七、請問貴單位(公司)在員工配偶生產時，會不會同意員工申請「陪產假」？(性別工作平
等法第15 條第5、6 項：受僱者於其配偶分娩時，雇主應給予陪產假5 日，陪產假期間工資照給。)
□1.會，A.「陪產假」可申請______日
B.請問最近一年(103 年 10 月至 104 年 9 月)內有沒有員工申請？
□(1)有
□(2)沒有
C.陪產假期間工資怎麼計算？
□(1)工資給全薪
□(2)不發工資
□(3)其他（請說明：
□2.不會，主要原因為：(單選)
□(1)不知道有此規定
□(2)員工可用其他假別替代，是哪些假別？
□①病假 □②事假 □③特休 □④其他（請說明：
□(3)業務繁忙，無法提供
□(4)本公司為家族企業可自行放假休息
□(5)按日或按時計薪員工可調整工作時間休息

）

）

□(6)其他（請說明：

）

八、請問貴單位(公司)若有員工子女未滿一歲須親自哺乳者申請「哺乳時間」，貴單位
(公司)會不會同意員工申請或使用？
(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8 條：子女未滿一歲須受僱者親自哺乳者，除規定之休息時間外，雇主應每日
另給哺乳時間二次，每次以三十分鐘為度。前項哺乳時間，視為工作時間。)
□1.會，A. □(1)會規定哺乳時間，每日提供「哺乳時間」_____次；每次_____分鐘
□(2)不會規定哺乳時間
B.請問最近一年(103 年 10 月至 104 年 9 月)內有沒有員工申請或使用此措施？
□(1)有

□(2)沒有

□2.不會，主要原因為：(單選)
□(1)不知道有此規定

□(2)員工可用休息時間替代

□(3)業務繁忙，無法提供

□(4)本公司為家族企業可自行調整工作時間哺乳

□(5)其他（請說明：

）

九、請問貴單位(公司)有沒有設置「哺集乳室」(哺乳室或集乳室)？
□1.有，是否為獨立空間(為哺集乳專用)？ □(1)是

□(2)不是

□2.沒有，主要原因為：(單選)
□(1)工作場所無法設置

□(2)員工沒有此項需求

□(3)其他（請說明：

）

十、請問貴單位(公司)若有員工為撫育未滿 3 歲子女，提出減少或調整工作時間，貴單
位(公司)會不會同意員工申請？(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9 條：受僱於僱用30 人以上雇主之受僱
者，為撫育未滿3 歲子女，得向雇主請求每天減少工作時間1 小時或調整工作時間；減少之工作時間，
不得請求報酬。)
□1.會，A.請問最近一年(103 年 10 月至 104 年 9 月)內有沒有員工申請？
□(1)有，請問提出申請者之性別？
□僅有男性員工提出
□僅有女性員工提出
□男女性員工都有提出
□(2)沒有
□2.不會，主要原因：(單選)
□(1)不知道有此規定
□(2)員工可用其他假別替代，是哪些假別？
□①事假 □②特休
□③家庭照顧假 □④其他（請說明：
□(3)業務繁忙，無法提供
□(4)受僱員工未滿 30 人
□(5)本公司為家族企業可自行放假休息
□(6)按日或按時計薪員工可調整工作時間休息
□(7)其他（請說明：

）

）

十一、請問貴單位(公司)若有員工申請「家庭照顧假」
，貴單位(公司)會不會同意員工申
請？(員工只要因家庭因素請假，不論請家庭照顧假或事假，此題均歸類為會同意)
(性別工作平等法第20 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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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日為限。)

□1.會，A.「家庭照顧假」一年可申請_______日
B.請問最近一年(103 年 10 月至 104 年 9 月)內有沒有員工申請？
□(1)有，請問提出申請者之性別？
□僅有男性員工提出 □僅有女性員工提出□男女性員工都有提出
□(2)沒有
C.家庭照顧假工資怎麼計算？
□(1)工資給全薪
□(2)依勞工請假規則，不發工資
□(3)其他（請說明：
）
□2.不會，主要原因為：(單選)
□(1)不知道有此規定
□(2)員工可用其他假別替代，是哪些假別？
□①特休
□②其他（請說明：
）
□(3)業務繁忙，無法提供
□(4)本公司為家族企業可自行放假休息
□(5)按日或按時計薪員工可調整工作時間休息
□(6)其他（請說明：
）
十二、請問貴單位(公司)有沒有為員工子女設立托兒服務機構(如幼兒園、托嬰中心、兒
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性別工作平等法第23 條：員工250 人以上之雇主，應設置托兒設施或
提供適當之托兒措施。)
□1.有，收托費用方式為：
□(1)由單位(公司)全額補助收托費用
□(2)單位(公司)補助部分收托費用
□(3)由員工自行負擔收托費用
□(4)其他（請說明：
）
(請跳填問項「肆、育嬰留職停薪概況」)
□2.沒有，主要原因為：(單選)
□(1)沒有空間設立
□(2)沒有經費預算
□(3)員工無幼小子女
□(4)員工送托住家附近托兒服務機構或保母
□(5)員工將子女交給父母照顧
□(6)法律無強制設立（單位僱用員工未滿 250 人）
□(7)其他（請說明：
）
十三、請問貴單位(公司)有沒有提供員工托兒措施？
□1.有，其方式為：(可複選)
□(1)與托兒服務機構簽約
□(2)單位(公司)提供托兒津貼
□(3)其他托兒照顧措施（請說明：
）
□2.沒有，主要原因為：（單選）
□(1)沒有經費預算
□(2)托兒服務機構沒有簽約意願
□(3)員工無幼小子女
□(4)法律無強制設立（單位僱用員工未滿 250 人）
□(5)其他（請說明：
）

肆、育嬰留職停薪概況
一、請問貴單位(公司)若有員工要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貴單位(公司)會不會同意員工申請？
(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6 條：受僱者任職滿一年後，於每一子女滿3 歲前，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期
間至該子女滿3 歲止，但不得逾2 年。)
□1.會，A.請問貴單位(公司)有沒有符合申請資格的員工？
□(1)有
□(2)沒有

B.請問貴單位(公司)同意員工每次申請「育嬰留職停薪」的連續期間最長多久？
□(1)未滿 3 個月
□(2)3 個月以上~未滿 6 個月
□(3)6 個月以上~未滿 1 年
□(4)1 年以上~2 年
□2.不會，主要原因為：(單選)
□(1)不知道有此規定
□(2)員工可用其他假別替代，是哪些假別？
□①事假
□②特休
□③其他（請說明：
）
□(3)懷孕婦女自行離職
□(4)員工人數少，無法提供
□(5)業務繁忙，無法提供
□(6)本公司為家族企業可自行放假休息
□(7)其他（請說明：
）
（本問項若勾選「會」請續填下列問項；若勾選「不會」請跳填問項「伍、僱用管理概況」
）
二、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後之復職員工，請問貴單位(公司)如何安排復職之職位？
□1.恢復原來的職位
□2.由單位(公司)詢問員工意願後作調整
□3.由單位(公司)人事管理部門決定
□4.由部門主管決定
□5.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員工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期間，請問貴單位(公司)人力如何因應？
(可複選，最多複選 3 項)
□1.直接調整同一部門人員
□3.使用派遣人員
□5.進用正職之新進人員

□2.調用其他部門人員
□4.僱用約僱或臨時人員
□6.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伍、僱用管理概況
一、請問貴單位(公司)對以下各職類之錄用情形：
職類別

僅用女性

僅用男性

男女都會錄用

沒有此職務

1.管理職

(1)□

(2)□

(3)□

(4)□

2.事務職

(1)□

(2)□

(3)□

(4)□

3.銷售職

(1)□

(2)□

(3)□

(4)□

4.專業技術職

(1)□

(2)□

(3)□

(4)□

5.危險及耗體力工作

(1)□

(2)□

(3)□

(4)□

二、（於問項伍、一之任何職類勾選「僅用男性」者才需回答本問項）
請問貴單位(公司)對上列各職類僅錄用男性的主要原因為何？(單選)
□1.無女性應徵
□2.雖有女性應徵，惟考試成績未達任用標準
□3.雖有女性應徵，單位(公司)內部未做成決定前中途退出
□4.雖有女性錄取，但由於事後離退只剩男性
□5.在錄取後，於職務分配時，未獲部門主管同意，結果只錄取男性
□6.部分職務必須處理重物或具有危險性，女性員工不適合擔任
□7.其他（請說明：
三、（於問項伍、一之任何職類勾選「僅用女性」者才需回答本問項）
請問貴單位(公司)對上列各職類僅錄用女性的主要原因為何？(單選)

）

□1.無男性應徵
□2.雖有男性應徵，惟考試成績未達任用標準
□3.雖有男性應徵，單位(公司)內部未做成決定前中途退出
□4.雖有男性錄取，但由於事後離退只剩女性
□5.在錄取後，於職務分配時，未獲部門主管同意，結果只錄取女性
□6.部分職務男性員工不適合擔任
□7.其他（請說明：

）

四、請問貴單位(公司)辦理下列各項業務時，對於同職務者會不會有「性別」的考量？
項目別

會

不會

1. 工作分配

(1)□

(2)□

2. 薪資給付標準

(1)□

(2)□

3. 調薪幅度

(1)□

(2)□

4. 考核（考績或獎金）

(1)□

(2)□

5. 陞遷

(1)□

(2)□

6. 訓練、進修

(1)□

(2)□

7. 資遣、離職或解僱

(1)□

(2)□

8. 員工福利措施之提供

(1)□

(2)□

9. 育嬰留職停薪

(1)□

(2)□

10.退休權利

(1)□

(2)□

11.僱用招募、甄試、進用

(1)□

(2)□

五、請問貴單位(公司)辦理下列各項業務時，對於同職務者會不會有「跨性別」(自我
性別認同與其生理性別不同)的考量？
項目別
1. 工作分配
2. 薪資給付標準
3. 調薪幅度
4. 考核（考績或獎金）
5. 陞遷
6. 訓練、進修
7. 資遣、離職或解僱
8. 員工福利措施之提供
9. 育嬰留職停薪
10.退休權利
11.僱用招募、甄試、進用

會
(1)□
(1)□
(1)□
(1)□
(1)□
(1)□
(1)□
(1)□
(1)□
(1)□
(1)□

不會
(2)□
(2)□
(2)□
(2)□
(2)□
(2)□
(2)□
(2)□
(2)□
(2)□
(2)□

六、請問貴單位(公司)僱用招募、甄試、進用新進人員或對員工辦理配置、考績、陞遷、
提供教育訓練、福利措施、退休、資遣、離職等各項業務時，會不會有下列因素
的考量？
項目別

會

不會

1. 種族

(1)□

(2)□

2. 階級

(1)□

(2)□

3. 語言

(1)□

(2)□

4. 思想

(1)□

(2)□

5. 宗教

(1)□

(2)□

6. 黨派

(1)□

(2)□

7. 籍貫

(1)□

(2)□

8. 出生地

(1)□

(2)□

9. 年齡

(1)□

(2)□

10.婚姻

(1)□

(2)□

11.容貌(含五官、身高及體重)

(1)□

(2)□

12.身心障礙

(1)□

(2)□

13.曾為工會會員身分

(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