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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前 言 

    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案已於民國 105年 12月 6日經立法院

三讀通過，並於同年 12月 21日經總統公布。本次修正除落實週休二

日、並使國定假日全國一致外，對於勞工特休假、加班費計算、輪班

休息時間及勞工工資計算方式等，均有進一步之規範。 

    為降低新法適用之困難，協助同業因應新法修正調整其人事管理

制度，本會邀集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保險經紀

人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保險代理人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保險

經紀人公會、臺北市公證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公證同業公會，以及

有限責任臺灣區漁船產物保險合作社等，共同研議符合保險業特性之

勞動基準法週休二日新制調適指引，並彙整各公會因新法修正所面臨

適用上之問題，俾同業面對法規變動時，除配合政府新法政策之落實，

更能兼顧保戶之權益及產業之永續經營。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1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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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勞動基準法部分修正條文 

(一) 修正條文 

發布單位：臺北市政府勞動局(2017/3/17 ) 

http://bola.gov.taipei/public/Attachment/61223

125726.pdf 

點擊圖示檢視全文↓ 

 

  

http://bola.gov.taipei/public/Attachment/61223125726.pdf
http://bola.gov.taipei/public/Attachment/61223125726.pdf


５ 

 

(二) 修正條文對照表 

發布單位：勞動部 

http://www.mol.gov.tw/media/3810098/ 

點擊圖示檢視全文↓ 

 

 

  

http://www.mol.gov.tw/media/3810098/1051206%E7%AB%8B%E6%B3%95%E9%99%A2%E4%B8%89%E8%AE%80%E9%80%9A%E9%81%8E%E5%8B%9E%E5%9F%BA%E6%B3%95%E9%83%A8%E5%88%86%E6%A2%9D%E6%96%87%E4%BF%AE%E6%AD%A3%E6%A1%88_%E6%96%B0%E8%88%8A%E6%A2%9D%E6%96%87%E5%B0%8D%E7%85%A7%E8%A1%A8.pdf


６ 

 

二、 勞動部「勞動基準法修正案重點說明」 

資料來源：勞動部  

點擊圖示檢視全文↓ 

 

  



７ 

 

三、 勞動基準法修法常見問答集 

(一) 勞動部「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常見問答」 

發布單位：勞動部(2017/4/10 ) 

http://www.mol.gov.tw/service/19851/19852/19861/30631/ 

點擊圖示檢視全文↓ 

 

 

http://www.mol.gov.tw/service/19851/19852/19861/30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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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因應新修正勞動基準法相關

常見問答集」 

發布單位：臺北市政府勞動局(2017/3/17) 

http://bola.gov.taipei/public/Attachment/721316474471.p

df 

點擊圖示檢視全文↓ 

 

http://bola.gov.taipei/public/Attachment/721316474471.pdf
http://bola.gov.taipei/public/Attachment/72131647447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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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參考格式範例 

發布單位：臺北市政府勞動局(2017/3/17) 

http://bola.gov.taipei/ct.asp?xItem=249119988&ctNode=628

46&mp=116003 

(一) 工資清冊參考格式 

點擊圖示檢視全文↓ 

 

http://bola.gov.taipei/ct.asp?xItem=249119988&ctNode=62846&mp=116003
http://bola.gov.taipei/ct.asp?xItem=249119988&ctNode=62846&mp=116003


１０ 

 

(二) 出勤紀錄參考格式 

點擊圖示檢視全文↓ 

 

 



１１ 

 

(三) 「勞動基準法」適法自主檢核表 

(事業單位名稱) 

「勞動基準法」適法自主檢核表 

1051206 

三讀通過條文 
自行檢視具備項目或情形 

實際情形說

明 

第 23 條 薪資明細 

工資之給付，除當事人有特別約定或按

月預付者外，每月至少定期發給二次，

並應提供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按

件計酬者亦同。 

雇主應置備勞工工資清冊，將發放工資

、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工資總額

等事項記入。工資清冊應保存五年。 

 

1. 提供每月薪資單予勞工 

2. 修訂薪資系統：薪資單計算

明細應包含工資總額、平日

每小時工資額、加班時數之

金額 （平日加班、休息日加

班）、休假、特別休假及其

他假別（出勤）之金額，及

其他法律規定之項目（例如

：勞保費、健保費、職工福

利金等） 

是□  否□ 

是□  否□ 

第 24 條 加班費 

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延長工作時

間之工資計算規定 

1. 差勤管理系統之加班費計算

方式是否配合調整並區分正

常工作日、休息日、休假日

。 

2. 是否有勞工每月加班逾 46 小

時之情形 

3. 勞工加班是否需事先申請 

4. 勞工延長工作是否為主管指

派 

5. 是否限制勞工加班時數 

6. 是否限制勞工加班僅能補休 

7. 是否限制勞工請領加班費時

數或金額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第 34 條 輪班間隔規定 

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1. 輪班班次間隔是否給予至

少連續 11 小時休息時間 

2. 是否以週為單位更換勞工

輪班班次 

是□  否□ 

 

是□  否□ 

第 36 條 一例一休 

勞工每七日中應有二日之休息，其中一

1. 是否已於每月份開始前，排

定例假日與休息日之日期

是□  否□ 

 



１２ 

 

1051206 

三讀通過條文 
自行檢視具備項目或情形 

實際情形說

明 

日為例假，一日為休息日。 ，並通知勞工；或指定每週

固定之例假及休息日為星

期幾？ 

2. 排定勞工 6 個工作日後，隔

日是否給予勞工休息，不得

使勞工出勤？ 

 

 

 

是□  否□ 

第 37 條  國定假日刪減 

 自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施行。 

1. 國定假日依內政部規定 

2. 國定假日調移是否有經勞

工同意 

3. 勞動節予以放假 1 日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第 38 條  特別休假 

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

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

休假 

自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施行。 

1. 特別休假日期由勞工自行

排定 

2. 以勞工到職日期計算特別

休假天數 

3. 差勤系統增設滿 6 個月以上

未滿一年的設定 

4. 於 106 年 1 月 1 日起，告知

勞工應有的特別休假天數

，並讓勞工可隨時查詢 

5. 契約終止或年度終了時依

法折算應休未休工資 

6. 將特休未休而發給之工資

，記載於工資清冊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第 39 條   

第三十六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三

十七條所定之休假及第三十八條所定之

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 

1. 休息日工資應照給 

2. 國定假日及排定特別休假

日出勤，予以補休或加發一

日工資 

是□  否□ 

是□  否□ 

 

  



１３ 

 

五、 勞動部相關函釋、法規命令及行政規則異動： 

發布單位：臺北市政府勞動局(2017/3/17) 

http://bola.gov.taipei/ct.asp?xItem=249119988&ctNode=628

46&mp=116003↓ 

(一) 勞動部 105年 12月 23日廢止 105年 1月 11日勞動

條 2字第 1040132862號函等 7函釋 

點擊圖示檢視全文 

 

  

http://bola.gov.taipei/ct.asp?xItem=249119988&ctNode=62846&mp=116003
http://bola.gov.taipei/ct.asp?xItem=249119988&ctNode=62846&mp=116003


１４ 

 

 

  



１５ 

 

(二) 勞動部 105年 12月 30日公告廢止勞動基準法施行細

則部分條文規定，並自 106年 1月 1日起生效 

點擊圖示檢視全文↓ 

 

 



１６ 

 

(三) 勞動部 106年 1月 6 日修正「僱用部分時間工作勞

工應行注意事項」 

點擊圖示檢視全文↓ 

 

  



１７ 

 

 

 

  



１８ 

 

(四) 勞動部廢止「內政部主管勞工事務時期之中華民國

75年 5月 29日台(75)內勞字第 410302號函」等 15

則 

點擊圖示檢視全文↓ 

 



１９ 

 

 

 

  



２０ 

 

 

 



２１ 

 

(五) 勞動部中華民國 106 年 2 月 7 日勞動條 2 字第

1050133150 號函釋：有關勞工同意於休息日工作，

但當日因故未能依約定時數出勤相關疑義 

點擊圖示檢視全文↓ 

 



２２ 

 

六、 勞動部 106年 1月 5 日發布「勞動基準法修正之監督

及檢查處理原則」、自主檢核表 

發布單位：臺北市政府勞動局(2017/3/17) 

http://bola.gov.taipei/ct.asp?xItem=249119988&ctNode=628

46&mp=116003 

點擊圖示檢視全文↓ 

 

http://bola.gov.taipei/ct.asp?xItem=249119988&ctNode=62846&mp=116003
http://bola.gov.taipei/ct.asp?xItem=249119988&ctNode=62846&mp=116003


２３ 

 

 

 

 

 

 

  



２４ 

 

七、 勞動部對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所屬會員有關勞動基

準法相關執行疑義與建議案回應 

發布單位：勞動部(2017/3/28) 

點擊圖示檢視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