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研究题目：港、台、内地有关生育权法律规定，社会现状，社会支持。 

二，研究目的：了解和对比三地法律和现状，学习经验，助于内地倡导工作，提供新思路和视角。 

三，研究结果（中期）： 

对比角度 内地 台湾 香港 

宪法 

关于“生育

权”的描述 

“国家推行计划生育”， 

“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第 二 章 人民之權利義務  

第    7     條   (平等權) 

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

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第   22     條   (基本人權保障) 

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

公共利益者，均受憲法之保障。 

 

《基本法》 

第三十七条 香港居民的婚姻自由和自愿生

育的权利受法律保护。 

第三十八條 香港居民享有香港特別行政區

法律保障的其他權利和自由。 

第三十九条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力国际公

约》、《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

和国际劳工公约适用于香港的有关规定继

续有效，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予以实

施。 

  香港居民享有的权利和自由，除依法规

定外不得限制，此种限制不得与本条第一款

规定抵触。 

法律 

法规 

条例 

等相关规范

性文件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2002 年 9月 1日） 

《妇女权益保障法》1992年 10月 1日 

《婚姻法》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８日 

《收养法》1992年 4 月 1日 

《社会保险法》2011年 7月 1日 

《劳动法》19950101 

《劳动合同法》2008年 1月 1日 

《民法亲属编》：婚姻、收养（法律不禁止单

身收养） 

《性别工作平等法》 

《劳动基准法》民國 107 年 01 月 31 日 

《工厂法》民國 64 年 12 月 19 日 

《就业服务法》 民國 105 年 11 月 03 日 

《育嬰留職停薪办法》民國 97 年 07 月 

《性别歧视条例》 

《婚姻条例》 

《領養條例》：不禁止单身领养 

《家庭岗位歧视条例》 

《雇佣条例》及其附属法例《妇女与青年（工

业）规例》 

《生死登记条例》 



《就业促进法》（2008 年 1月 1日）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

（19990101） 

《社会抚养费管理办法》2002年 9月 1日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二○一二年四月

二十八日 

《刑事诉讼法》2012年 3月 14日 

07 日 

《勞工保險條例》中華民國 104 年 7 月 1 日

《公共場所母乳哺育條例》 

《勞工請假規則》 

《公务人员请假规则》 

 

人工辅助 

生殖技术 

直接相关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2001 年 8 月 1

日 

《卫生部关于修订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

子库相关技术规范、基本标准和伦理原则的通

知》2003年 10月 1日： 

1.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 

2.人类精子库基本标准和技术规范 

3，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伦理原则 

 

特例：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实践中：

不允许 

“分娩说”符合传统民法中“分娩者为母”的

认定原则。 上海判例 ，二审法院，

http://news.ifeng.com/a/20170220/5071367

1_0.shtml 

《人工生殖法》 

只保障不孕夫妻 

主管機關許可得施行人工生殖相關業務之醫

療機構及公益法人。 

可以非医疗原因冻卵，不能在台湾购买或使

用精子。排除了單身者、非婚者、同性伴侶，

第 11 條則規定夫妻至少要有一方的精子或

卵子可用，排除雙方皆不孕的夫妻。限制只

能施用無償捐贈的精卵，不得指定也不得以

商業捐贈的方式，除了膚色、種族、血型之

外，捐贈者的其餘資訊均不得告知。醫療機

關也必須注意有無違反身分法的禁婚規定，

同時也禁止死後生殖，一方死亡即應銷毀。

未有代理孕母相關規範。 

《人类生殖科技条例》 

《生殖科技及胚胎研究實務守則》  

只可由持有牌照的医院、诊所及医生进行

相关程序，生殖科技程序只可提供给不育

夫妇，而性别选择、商业代母、涉及精子、

卵子及胚胎的商业交易都是禁止的。不论

生殖科技程序是否在香港进行，法例都一

律禁止性别选择及商业代母的任何宣传推

广，连公佈或分发含广告的超连结亦都违

法。 

 

实际操作：医生不为非医疗原因单身女性冻

卵，使用时，要已婚。 

http://www.66law.cn/tiaoli/19.aspx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N0030006


社会现状 

（媒体报道、

数据） 

民政部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2018年第一季

度全国的结婚人数 301.7万对，同比下降

5.7%，其中结婚率最低的 5个省市分别是上

海、浙江、天津、江西和山东，其结婚率分

别为：0.45%、0.61%、0.61%、0.62%、

0.63%。婚龄推迟和高速发展的城市化是自

2013年以来我国结婚人数不断下降的主要原

因。 

虽然二胎放开，但生育意愿低，2017年，我

国新生婴儿数比 2016年少了 63万。全国劳

动年龄人口占比也从 2016年的 65.6%下降到

64.9%。《2017年陕西蓝皮书》妇女总和生育

率由 5.1下降到 1.6。各省市开始出现鼓励生

育政策，很多省市部门呼喊全面放开计划生

育。 

卫健委回应单身生育：将完善相关法律。 

非婚生育无保障：无法享受生育服务（包括

冻卵、人工授精），怀孕生产也不享受生育保

险，反而还会被罚款，许多地方甚至不给孩

子上户口。 

异性恋婚姻中女性：就业歧视，照顾者工作

女人承担为主，不被重视，精神压力（产后

产前抑郁，家暴），公共设施不完善，婚姻法

女性处于弱势。就业歧视严重，维权困难。

《2016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报告》显示，女

出生人口连续三年下滑； 

托育服务贵，能否送托育（母职）是阶级问题 

调查显示：確實有四成家長想要自己帶小孩，

但仍有六成的家長希望有不同選擇，卻無法

真的取得選擇權。 

育婴假：女性有 80%請，男性只有 15%，媽媽

平均請 8.65個月，爸爸平均只請 5.43個月。

而請育嬰假之后是否可以留在职场：七成爸

爸會留下，媽媽只有五成。 

 

2017年同家会已经接触到的：超过 100对同

志伴侣透过人工生殖诞下下一代、养育超过

200个孩子（实际更多）。 

拉拉伴侣生育孩子的选择：委托监护与遗嘱

监护（都有限制和弊端）。 

2018 年调查显示港人生育意愿创新低：女

性的生育意願首度低於男性，只有 47.1%，

而男性則有 52.9%。 

在职妇女遭遇怀孕歧视，產假後便要面臨在

工作與育兒之間作出抉擇。行政院主计总处 

2017 年“妇女婚育与就业调查统计”，有 

25% 的女性生育后离职，再重返职场的复职

率仅 55%。 

 

母乳喂养：公共场所母乳喂养社会存在偏

见与歧视，在职妈妈母乳喂养资源缺乏。 

托育资源极度缺乏：3歲以下幼兒等同全

日入托率為 13%，其中 2歲以下更低至

1%。 

同志：對生育需求不大，更热衷婚姻平

权。男同志有需求且愿意实行的，更愿意

去美国、泰国等寻求代孕。  

 

 



性劳动参与率与工资水平均低于男性，女性

在就业和晋升过程中都受到限制，女性管理

者中高层管理者的占比只有 13.67%，女性管

理者的收入为男性的 93.4%。 

托育服务严重不足：中国 0~3岁婴幼儿在各

类托育机构中的入托率仅为 4%，远低于发达

国家高达 50%的比例。我国有 32.9%的 3岁以

下婴幼儿全职母亲因孩子无人照料而被迫中

断就业，平均中断就业时间达两年以上。在

未中断就业的母亲中，超过 47.8%的女性因照

料孩子每月平均请假 1.7天。 

政府支持： 

部门，项目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卫健委 

妇联 

例：《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

年）》：建立完善的包括生育支持、幼儿养育

等全面二孩配套政策。完善生育家庭税收、

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政策，探索对生育

二孩的家庭给予更多奖励政策，减轻生养子

女负担；完善计划生育奖励假制度和配偶陪

产假制度。对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独生子女

家庭和农村计划生育双女家庭，符合条件的

继续实行现行各项奖励扶助政策。鼓励和引

导社会力量举办月子中心、非营利性妇女儿

童医院、普惠性托儿所和幼儿园等服务机

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社会及家庭署 

未成年怀孕求助站 

劳动部：生育福利站，劳动保险局，劳动

力发展署，职业安全卫生署 

行政院性别平等会 

 

平等機會委員會 

食物及衞生局：2014年初成立了「促進母乳

餵哺委員會」 

劳务及福利局 

社会福利署 

家庭議會 

 



构，鼓励和推广社区或邻里开展幼儿照顾志

愿服务，加快培养月嫂和育儿嫂。在大型公

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旅游景区等设置母

婴室或婴儿护理台，保障母婴权益。向孕产

妇提供覆盖生育全过程的基本医疗保健服

务，继续实施扩大国家免疫规划，按规定提

供孕产期保健和儿童保健服务。支持省、

市、县（市、区）妇幼健康机构能力建设。

2020年前力争新增产床 2000张，增加产科医

生和助产士 3000名。 

社会支持：

NGO 

性别平等工作组 

妇女传媒检测网络 

尖椒 

彩虹律师团／彩虹法律热线 

多元家庭网络 

同语 

…… 

妇女新知 

伴侣盟 

同志咨询热线 

同志家庭权益促进会 

伴侣权益推动联盟 

下一代幸福联盟 

性别平等教育协会 

 

母親的抉擇 

单亲协会 

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妇女会） 

亲子情永在 

香港彩虹家庭 

女角平權協作組 

新婦女協進會 

香港职工联盟 

现今／未来倡

导方向 

 

男、女同放产假／生育假 

单身女性生育权／废除计划生育 

反就业歧视立法 

母婴室完善 

婚姻自由案的释宪文的影响：同性伴侣生育

（女）、亲权 

托育政策 

修改勞基法將產假期限延長至 14周，公共政

策網路參與平台」已有提案 

開放單身女可以合法使用人工受孕及試管嬰

兒來懷有自己的孩子，至今已有超過 5,000

立法訂明產假後復工的婦女有權返回原有

崗位 

公共托育增加， 

家庭主妇／照顾者津贴， 

14週全薪產假 

月经假 

母乳喂养属性别歧视立法 



人附議，衛福部必須正視做出回應。 

 

三地生育相关国家法律规定的假期对比 

  内地 台湾 香港 

假别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产检假 
✔ 

  

✔，一般勞工共 5 天／

公務人員-叫做「產前

假」共 8 天，全薪   

病假，五 分 之 

四 的 疾 病 津 

貼 。   

生理假 
国家法律层面无，部分

省份有 1-2天   
✔，1天，半薪 

      

安胎假 

病假   

✔，一般勞工共 30天／

公務人員病假共 2 8 

天，半薪       

带薪产假 ✔，不少于 98 天，全

薪   

✔，一般勞工共 8 週

（含假日）／ 公務員共 

42 天（不含假日），任   

✔，1 0 星 期，

必须已 按 連 續 

性 合 約 受 僱   



职必须满 6个月，否则

半薪 

滿 4 0 星 期，

80%薪酬 

流产假 
✔，怀孕未满 4个月流

产的，享受 15天产假;

怀孕满 4个月流产的，

享受 42天产假，全薪   

✔，3 個月以上流產： 

全薪假 4 週 

2-3 個月內流產： 無薪

假 1 週 

1 個月內流產 ：   無

薪假 5 天   

病假，五 分 之 

四 的 疾 病 津 

貼 。   

陪产假 

  

国家法律层

面无，各省

7-30天不等   

✔，一般勞工、

公務員共 5 天 

／ 約聘公務員

共 3 天，全薪   
✔，3天 

育兒留職

停薪（3

岁前） 
    

✔，单方最长 2 年（可轮

流） 

✔，月投保薪資 

60%，每 1 名

子女最長發給 

6 個月（父母

輪流請領可達 

12 個月）     



彈性工時

（集、哺

乳） 
哺乳不满 1岁 1个孩

子，共计 1小时，全薪   

✔，每天需有 60 分(視

為工作時間)；加班每 

60 分需有 30 分(視為

工作時間)，其他說明 

政府規定僱員超過 100 

人之公司須設置集哺乳

室與托嬰室。       

职业保障

规定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

别规定，第五条   

✔，性别工作平等法 / 

第二章性别歧视之禁止 

/ 第 11 条   

✔，《僱傭條例》

第三部生育保障   

特殊说明 

1989年 1月 20日，劳动部关于印发

《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问题解答》的

通知 ，17．如何理解女职工违反了国

家有关计划生育规定，应当按照国家

有关计划生育规定办理？答：女职工

违反了国家有关计划生育规定，生育

待遇应按照计划生育规定处理。（未

婚生育女职工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

所以不能享受产假期间相关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