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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篇 
 

 簡介 

我國與韓國簽署「臺韓打工度假簽證瞭解備忘錄」於 2011 年 1 月 1 日生

效。簽署本備忘錄之目的，主要是為韓國與臺灣之青年體驗彼此不同

文化與生活，增進相互理解，進行交流訪問而訂定，其係以觀光為主

要目的，為籌措旅遊經費而從事之就業活動。 
 

 韓國法定最低工資、相關規定及諮詢管道 
 

1.  最低工資 ： 

韓國基本工資自 2019 年 1 月起為每小時 8,350 韓元。 
 

2.  工時與加班： 

法定工時為每日8 小時，每周40 小時，加班時數上限為每周12 小時， 
加班費應為正常薪酬的 50 。雇主可與員工簽訂書面協議，以補休方 

式代替加班費。即每 1 小時加班可換 1.5 小時補休。 

依韓國政府2015 年之最新規定，持「觀光H1(簽證9 含度假打工簽證)」 
赴韓人士，一年最高工時上限為 1,300 小時(一年 52 週，每週 25 小
時)。 

 

3. 諮詢及救援管道： 

倘遭遇緊急狀況，請向我駐韓館處尋求協助。如發生勞資爭議可向韓 

 國僱用勞動部尋求諮詢或幫助。 

http://www.mofa.gov.tw/Official/Home/File/?opno=823f8809-bd4a-40cc-9a0d-77943eeb736b
http://www.moel.go.kr/english/main.jsp
http://www.moel.go.kr/english/topic/laborlaw_view.jsp?idx=254&amp;tab=Standards
http://www.moel.go.kr/english/main.jsp
http://www.moel.go.kr/english/main.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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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勞動環境及勞動法令簡介 
 

一、勞工素質及結構 

（一） 工作態度： 

韓國實施 9 年義務教育，且國民均極重視教育，勤

奮向學，勞工品質具有一定之水準。2015 年平均工作

時間為 2,163 小時，另韓國民主勞動總聯盟（工會）及

韓國勞動組合總聯盟（工會）勢力強大，經常以罷工手

段要求加薪及爭取各項福利，但近年來因受到產業逐漸

外移，工作機會減少，再加以政府對非理性之罷工採取

強硬手段處理，大型罷工風潮已逐漸減少。 

（二） 勞動統計： 

根據韓國統計廳之統計，2017 年 7 月底韓國之就業

人數為 2,697.6 萬人，失業人口為 96.3 萬人，失業率為

3.5%。 

（三） 薪資： 

韓國政府及企業之薪資結構通常在本俸外，另給予

職務津貼、交通津貼、午餐津貼、子女教育津貼、房屋

津貼等，其給予標準依公司規模及獲利情形略有差別， 

此外，一年另分次發給約6 個月之加給，惟自2006 年韓

國政府開始執行年薪制（包括上述各項津貼及加給）後 

，一般企業亦相繼跟隨實施年薪制，目前年薪制已經為

各企業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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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勞工法令 

（一） 法令名稱： 

勞動基準法及其施行細則、施行令。 

（二） 法定工時： 

目前每週工作時數為 40 至 48 小時（因工廠規模大小不 

一），韓國政府已自 2005 年 7 月 1 日起實施週休二日制 

，民間企業（銀行及郵局已於 2004 年起實施週休二日） 

亦根據勞工法規定相繼跟進。 

（三） 休假： 

服務年資滿一年者，自次年起得休假 10日，其後逐年 

增加1日，最高以28 日為限，如休假未能在年度內行使 

，除非因公或特殊情形者外，不得移至下一年累積使用 

。 

（四） 最低工資： 

韓國政府自 2019 年 1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實施最低工資 

為時薪 8,350 韓元。另依據韓國最低工資委員會於 2018 

年 7 月 14 日召開之第 11 次全員會議決議，韓國最低法 

定時薪自 2018 年起將調升為7,530 韓元，並規劃於 2020 

年前分階段調漲最低法定工資至 1 萬韓元。 

（五） 勞工保險： 

勞工得加入(1)國民年金、(2)醫療保險、(3)僱用保險及

(4)產災保險等 4 大保險，其中(1)、(2)、(3)由雇主及受

僱勞工各自負擔保費的 50%，(4)由雇主全額負擔。 

（六） 退休： 

退休時得支付退休金，惟實施年薪制後，己將退休金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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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在內，另員工需加入國民年金，屆齡退休後由國民年

金管理公團支付其養老年金。 

（七） 勞工保障規定： 

依據當地「勞動基準法」規定，雇主不得任意解僱勞工 

，以保障勞工工作權，並加入勞工、產災與雇用等 3 大

勞工保險及國民年金，其保費由僱主及勞工各負擔一半 

，同時除休假外並可申請事假、病假、公傷假、婚假、

產假、陪產假及喪假等。 

（八） 工會： 

依據韓國勞工法律規定，為維護勞工權益，員工數 2 人 

以上的公司，員工依法可籌組工會，自2011年6 月起允 

許在同ㄧ公司成立 2 個不同工會，個別工會可加入全國

性的勞動（工會）聯盟，爭取各項權益及福利。 

（九） 對女工及童工的規定等： 

為保障女性的就業機會，並消除性別歧視以建構兩性平

等的工作環境，法律規定雇主不得因懷孕、生產及育嬰

等理由解僱女性勞工，同時雇主依法給予產假及育嬰津

貼。為紓解女性勞工哺嬰負擔並利安心工作，應於工作

場所附設育嬰房等設施。另依據「勞動基準法」及「兒

童福利法」等相關規定，企業不得僱用童工。 

三、 度假打工相關規定 

根據臺韓度假打工備忘錄，在韓國或臺灣打工，須符合

當 地 法 令 ； 另 依 韓 國 駐 臺 北 代 表 部 網 站 

（ http://taiwan.mofa.go.kr）資料：「打工旅遊者，可

以進行短暫工作，以下領域除外：在可能危害道德觀感的

地方從事服 

http://taiwan.mofa.g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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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生、舞者、歌手、樂手、雜技人員，或是醫師、律師、教

授、飛行員、語言講師或其他依當地法律必須取得特定證照

的專業工作。如果您想要教授外語，必須取得 E-2 簽證。」

請國人選擇打工類型時，留意相關職業類別。 

打工的目的在支應度假所需花費，亦即在韓國度假為主 

，打工為輔。依韓國政府2015年的最新規定，持「觀光 H1 

簽證（含度假打工簽證）」赴韓人士，一年最高工時上限為

1,300小時(一年 52 週，每週 25 小時)。請前往韓國從事度

假打工的國人，注意此一工作時數上限，申請工作時，請依

前述工時上限妥為規劃，以免受罰。在韓國期間，除參加對

增進當地文化風俗有關的語言課程或研討會外，不得參加其

他正式的訓練或課程。與雇主簽訂工作契約前，務必充分瞭

解工作性質及待遇，並考量個人體力與能力可否勝任。簽約

後應履約工作，避免中途違約，造成勞資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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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 

度假打工勞動糾紛案件申訴、諮詢或救援資訊一覽表 
項目 內容 備註 

主管機關 ⚫ 韓國僱用勞動部 

網址：www.moel.go.kr/english 

電話：1350（境內） 

+82-52-702 5089（境外） 

地址：Ministry of Employment and Labor, 

Building #11, Government 

Complex-Sejong, 422, Hanuridae-ro, 

Sejong Special Self-Governing City, 

Republic of Korea (30117) 

⚫ 釜山地區 

(1) 釜山地方僱傭勞動支廳 

網址：http://www.moel.go.kr/busan/index.jsp 

電話：+82-51- 853 0009 

(2) 釜山東部僱傭勞動支廳

網址： 

http://www.moel.go.kr/busandongbu/index.jsp 

電話：+82-51- 559 6688 

(3) 釜山北部僱傭勞動支廳

網址： 

http://www.moel.go.kr/busanbukbu/index.jsp 

電話：+82-51- 309 1500 

 

提出方式 向各地方僱傭勞動政府機關提出書面申請  

需備文件 填寫「勞動糾紛陳情申告書」（內含當事人與雇主相

關基本資料與通訊方式） 

 

處理流程 ⚫ 勞動糾紛監督官依據陳情申告內容進行調查，1 

至 2 週內簽發勞資雙方出席通知書進行調解。 

⚫ 倘雇主不履行監督官指示，將移送檢察廳處理。 

 

處理時程 約 25 日  

是否提供
免費語言
翻譯及如 

何申請 

請直播電話：1350（中、英文均可溝通）  

 

http://www.moel.go.kr/
http://www.moel.go.kr/busan/index.jsp
http://www.moel.go.kr/busan/index.jsp
http://www.moel.go.kr/busandongbu/index.jsp
http://www.moel.go.kr/busanbukbu/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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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備註 

其他 我國人可參考韓國為赴當地度假打工各國人士設置

的專屬介紹網站： 

http://whic.mofa.go.kr/twa 

度假打工諮詢專線：+82-1899 1995 

 

 

http://whic.mofa.go.kr/tw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