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自七十四年二月二十七日發布施行，期間歷經
多次修正。茲因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本法）有關工資工作時間等規定
部分修正條文甫於一百零七年一月十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為配合本法
修正並解決常見實務問題，爰擬具「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 配合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三十四條及第三十六條增訂延長工作時間
時數、更換班次休息時間及例假調整相關規定，修正雇主應公告周
知有關工作時間調整範圍。（修正條文第二十條）
二、 配合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增訂之延長工時但書規定，定明每
三個月之計算方式。
（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
三、 配合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三項、第三十四條第三項及第三十六條第五
項規定新增之備查機制，定明雇主僱用勞工滿三十人之計算方法、
當地主管機關定義，及增訂雇主報請當地主管機關備查之期限。
（修
正條文第二十二條之一）
四、 配合本法增訂第三十二條之一規定，定明補休之方式、補休期限及
未補休完時數所折算工資之給付期限。其中補休期限涉及勞雇雙方
權益，經綜整大多數意見，擬具甲、乙二案如下：
【甲案】
參照第二十四條第二項特別休假所約定年度（如：週年制、曆年制、
教學單位之學年度、事業單位之會計年度或勞雇雙方約定年度之期
間）之末日，作為補休期限之末日。（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之二）
【乙案】
明定當年度十二月三十一日為補休期限之末日。（修正條文第二十二
條之二）
五、 配合本法第三十六條增訂第四項及第五項，定明例假安排之細節。
（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之三）
六、 配合本法第三十八條第四項規定之修正，定明勞工應優先請休經遞
延之特別休假。(修正條文第二十四條之一）
七、 定明雇主僱用勞工滿三十人之計算方法，使雇主有所依循。
（修正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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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第三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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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條 雇主有下列情形 第二十條 依本法第三十條 一、 配合本法第三十二條、
之一者，應即公告周知：
第二項、第三項、第三十
第三十四條及第三十六
一、依本法第三十條第二 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第
條增訂延長工作時間時
項、第三項或第三十 二款、第三十二條第一項
數、更換班次休息時間
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 至第三項或第三十六條第
及例假調整相關規定，
規定變更勞工正常工
作時間。
二、依本法第三十條之一
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三

二項規定，變更勞工正常
工作時間、例假、休息日
或延長工作時間者，雇主
應即公告周知。

調整雇主應公告周知之
情形，並作結構調整，
使規範文字易於理解閱
讀。

十二條第一項、第二
項、第四項規定延長

二、 雇主除應公告周知外，
依第七條規定，勞工應

勞工工作時間。
三、依本法第三十四條第
二項但書規定變更勞

從事之工作、工作開始
及終止之時間等事項，
應於勞動契約中約定，

工更換班次時之休息
時間。
四、依本法第三十六條第
二項或第四項規定調
整勞工例假或休息

其變更亦應由勞雇雙方
重行商議決定，雇主不
得逕自為之。當雇主依
本法第三十條第二項、
第三項、第三十條之一

日。

第一項、第三十二條第
一項、第二項、第三十
四條第三項、第三十六
條第五項或第四十九條
第一項所定「經工會同
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
者，經勞資會議同意」
之程序為之，係就「制
度上」為同意，爰雇主
於踐行同意程序後，若
涉及個別勞工勞動契約
之變更，仍應徵得個別
同意後，始得為之。

第二十二條

本法第三十二 第二十二條

條第二項但書所定每三個
月，以連續三個月為一週

本法第三十二 一、 配合本法第三十二條第

條第四項但書所稱坑內監
視為主之工作範圍如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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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項新增但書規定，於
第一項定明每三個月之

期，依曆計算。
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五
項但書所定坑內監視為主

一、從事排水機之監視工
作。
二、從事壓風機、冷卻設

範圍，係以連續三個月
為一週期，依曆計算，
勞雇雙方並應就起迄日

之工作範圍如下：
一、從事排水機之監視工
作。
二、從事壓風機或冷卻設
備之監視工作。

備之監視工作。
三、從事安全警報裝置之
監視工作。
四、從事生產或營建施工
之紀錄及監視工作。

期妥為約定。舉例而
言：雇主依本法第三十
二條第二項但書規定，
經徵得工會同意每三個
月彈性調整延長工作時

三、從事安全警報裝置之
監視工作。
四、從事生產或營建施工
之紀錄及監視工作。

間，約定自一百零七年
四月一日起，依曆連續
計數至同年六月三十日
止為一週期；下一週期
自為七月一日至九月三
十日止。
二、 現 行 條 文 遞 移 為 第 二
項，另配合本法第三十
二條第四項順移至第五
項，修正第二項所列項
次，並酌作文字修正。

第二十二條之一 本法第三
十二條第三項、第三十四
條第三項及第三十六條第

一、 本條新增。
二、 配合本法第三十二條第
三項、第三十四條第三

五項所定雇主僱用勞工人
數，以同一雇主僱用適用
本法之勞工人數計算，包
括分支機構及附屬單位之

項及第三十六條第五項
新增之備查機制，增訂
本條，第一項敘明僱用
勞工人數之計算方法；

僱用人數。
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三
項、第三十四條第三項及
第三十六條第五項所定當
地主管機關，為雇主之主

第二項敘明當地主管機
關定義；第三項定明雇
主報請當地主管機關備
查之期限，以利主管機
關適時掌握事業單位內

事務所、主營業所或公務
所所在地之直轄市政府或
縣（市）政府。
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三
項、第三十四條第三項及

執行之現況，確保勞工
權益。

第三十六條第五項所定備
查，雇主至遲應於開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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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延長工作時間、變更休
息時間或調整例假前一日
為之。
第二十二條之二
【甲案】
本法第三十二條之一
所定補休，應依勞工延長

一、 本條新增。
二、 配合本法增訂第三十二
條之一規定，為讓勞雇
雙方理解補休規定，爰

工作時間或休息日工作事
實發生時間先後順序補
休。補休之期限逾依第二
十四條第二項所約定年度
之末日者，以該日為期限

予新增。
三、 雇主使勞工於延長工作
時間或休息日出勤工作
後，勞工依其意願，並
經雇主同意，得依工作

之末日。
前項補休期限屆期或
契約終止時，發給工資之
期限如下：
一、補休期限屆期：於契

時數換取補休時數。其
補休時數應採取工作事
實之先後順序補休。舉
例而言：一月九日加班
二小時、一月十日加班

約約定之工資給付日
發給或於補休期限屆
期後三十日內發給。
二、契約終止：依第九條
規定發給。

三小時，依勞工意願選
擇補休者，日後補休依
序為一月九日之二小時
加班補休及一月十日三
小時之加班補休。

勞工依本法第三十二
條之一主張權利時，雇主
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
負舉證責任。

四、 考量本法第三十二條之
一規定，補休期限係由
勞雇雙方協商，惟為避
免補休期限無所限制，

【乙案】
本法第三十二條之一
所定補休，應依勞工延長
工作時間或休息日工作事
實發生時間先後順序補

致影響勞工權益，擬明
定最終補休期限。經綜
整大多數意見，擬具
甲、乙二案如下：
【甲案】

休。補休之期限逾當年度
十二月三十一日者，以該
日為期限之末日。
前項補休期限屆期或
契約終止時，發給工資之

參照第二十四條第二項
特別休假所約定年度
（如：週年制、曆年制、
教學單位之學年度、事業
單位之會計年度或勞雇

期限如下：
一、補休期限屆期：於契

雙方約定年度之期間）之
末日，作為補休期限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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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約定之工資給付日
發給或於補休期限屆
期後三十日內發給。

日。
【乙案】
明定當年度十二月三十

二、契約終止：依第九條
規定發給。
勞工依本法第三十二
條之一主張權利時，雇主
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

一日為補休期限之末日。
五、 為明確雇主發給補休期
限屆期或契約終止時未
補休時數工資之期限，
明定如係補休期限屆期

負舉證責任。

者，雇主應於原約定之
工資給付日發給，至遲
應於補休期限屆期後三
十日內發給；如係契約
終止結清工資者，依第
九條規定辦理。
六、 考量勞工舉證不易，新
增第三項規定，當勞工
主張本條權利雇主卻有
異議時，雇主應負舉證
責任。

第二十二條之三 本法第三
十六條第一項、第二項第
一款及第二款所定之例

一、 本條新增。
二、 配合本法第三十六條第
四項及第五項增訂例假

假，以每七日為一週期，
依曆計算。雇主除依同條
第四項及第五項規定調整
者外，不得使勞工連續工

安排之例外規定，為讓
勞雇雙方理解例假安排
原則與例外之差別，爰
新增本條。其中本法第

作逾六日。

三十六條第四項及第五
項有關例假安排之例外
調整，係指有必要使勞
工連續工作逾六日之情
形。其餘依本法第三十
六條第一項、第二項第
一款及第二款所定之例
假，雇主均不得使勞工
連續工作逾六日，經勞
雇雙方協商同意變更
者，亦同。
三、 所稱「雇主不得使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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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工作逾六日」
，係指
勞工之約定工作日不得
連續逾六日，加班補
休、特別休假、公假、
國定假日、因颱風未出
勤上班之時段等，均屬
原約定工作日，惟允免
除原定正常工作時間的
出勤義務，故仍應計入
連續工作之日數中。至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投票
日，應視當日是否為約
定之工作日而定，如
是，同應計入連續工作
之日數中。
第二十四條之一 本法第三 第二十四條之一 本法第三 一、 第 一 項 及 第 二 項 未 修
十八條第四項所定年度終 十八條第四項所定年度終
正。
結，為前條第二項期間屆
滿之日。
本法第三十八條第四
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
依下列規定辦理：

結，為前條第二項期間屆 二、 本法第三十八條第四項
滿之日。
新增年度終結未休之日
本法第三十八條第四
數，得經勞雇雙方協商
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
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
依下列規定辦理：
於次一年度終結或契約

一、發給工資之基準：
(一)按勞工未休畢之
特別休假日數，乘
以其一日工資計

一、發給工資之基準：
終止未休之日數，雇主
(一)按勞工未休畢之
應發給工資。
特別休假日數，乘 三、 考量勞工之特別休假，
以其一日工資計
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

發。
(二)前目所定一日工
資，為勞工之特別
休假於年度終結
或契約終止前一

發。
(二)前目所定一日工
資，為勞工之特別
休假於年度終結
或契約終止前一

而未休之日數，或經勞
雇協商遞延至次一年度
終結或終止契約仍未休
之日數，雇主均應依本
法第三十八條第四項規

日之正常工作時
間所得之工資。其
為計月者，為年度
終結或契約終止
前最近一個月正

日之正常工作時
間所得之工資。其
為計月者，為年度
終結或契約終止
前最近一個月正

定，發給工資。鑑於該
項工資均為特別休假未
休日數而衍生，爰發給
工資之標準及期限，均
依第二十四條之一第二

常工作時間所得
之工資除以三十

常工作時間所得
項規定辦理。
之工資除以三十 四、 為確明雇主於次一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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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之金額。
二、發給工資之期限：
(一)年度終結：於契約

所得之金額。
二、發給工資之期限：
(一)年度終結：於契約

年度終結或終止契約
時，究應發給勞工幾日
未休畢日數之工資，減

約定之工資給付
日發給或於年度
終結後三十日內
發給。
(二)契約終止：依第九

約定之工資給付
日發給或於年度
終結後三十日內
發給。
(二)契約終止：依第九

少無謂紛爭，爰新增第
三項定明勞工應優先請
休經遞延之特別休假。
舉例而言：某工作年資
滿一年勞工應有之七日

條規定發給。
勞雇雙方依本法第三
十八條第四項但書規定協
商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

條規定發給。

者，其遞延之日數，於次
一年度請休特別休假時，
優先扣除。

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
時，倘仍剩餘四日特別
休假未休，經勞雇雙方
依本法第三十八條第四
項但書規定，遞延該四
日之特別休假於次一年
度實施，爰勞工於次一
年度時，共計有十四日
特別休假。勞工於次一
年度時，應依第三項規
定，優先請休經遞延之
四日特別休假。又，經
遞延之特別休假如於年
度終結或契約終止仍未
休之日數，仍應依第二
十四條之一第二項規定
辦理。

第三十七條

雇主於僱用勞 第三十七條

雇主於僱用勞 一、 第一項未修正；第二項

工人數滿三十人時應即訂
立工作規則，並於三十日
內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
備。
本法第七十條所定雇

工人數滿三十人時應即訂
與第三項配合第二項新
立工作規則，並於三十日
增，順移為第三項及第
內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
四項，並酌作文字修
備。
正。
工 作 規 則 應 依 據 法 二、 新增第二項，將雇主僱

主僱用勞工人數之計算，
適用第二十二條之一第一
項規定。
工作規則應依據法
令、勞資協議或管理制度

令、勞資協議或管理制度
變更情形適時修正，修正
後並依前項程序報請核
備。
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

用勞工滿三十人應訂立
工作規則之計算基礎明
確化，爰定明適用第二
十二條之一第一項之規
定，以使雇主有所依

變更情形適時修正，修正
後並依第一項程序報請核

時，得通知雇主修訂前項
工作規則。

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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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
時，得通知雇主修訂前項
工作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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