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因全球化趨勢，產業競爭激烈，雇主為保護其

營業秘密，與勞工簽訂離職後競業禁止條款之情況日益增

加，亦衍生相關爭議，為利調和勞工權益與企業利益，同

時也減少爭議，104年 12月 16日勞動基準法增修條文

第 9條之 1經總統公布施行，明定競業禁止條款要件及

競業期間最長不得逾 2年之規定，且為更明確競業禁止

內容應符合之要件，勞動部修正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

於本 (105)年 10月 7日修正發布該細則第 7條之 1、第

7條之 2及第 7條之 3，本次修法重點摘要如下表：

雇主對所欲保護之營業秘密或技術資訊，於各行

各業不盡相同，於判斷競業禁止合理期限時，應考量營

業秘密與技術資訊之生命週期，如生命週期為 1年，競

業禁止期間即最多以 1年為限；再者，即使合理期間超

過 2年，考慮離職勞工之工作權，亦應縮短為 2年；競

業禁止之區域，應以勞工離職時，原雇主實際從事營業

活動範圍為限，如該企業具有地域性，即應以該企業實

際從事營業活動之地理區域或行政區域為限；至競業禁

止所限制之職業活動範圍，應具體明確，即勞工離職後

不得從事之工作或業務，應與勞工原所從事之職業活動

勞動基準法施行細
則增訂第7條之1、
第7條之2及第7條
之3競業禁止約定
之補充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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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相同或類似；且競業禁止之就業對

象，以與原雇主本身所從事之主要業務

或營業活動相同或類似，且實際從事之

特定行業或產業有競爭關係者為限。

勞工離職後競業禁止之約定，固

然以保障原雇主之營業秘密或技術資訊

為目的，但勞工因而不能取得符合其個

人技能之勞務對價，影響其技術之提

昇，因此雇主對離職勞工遵守競業禁止

約定，應約定給予合理補償，且補償方

式應約定離職後一次預為給付或按月給

付。補償金額應綜合考量下列事項，包

括：每月補償金額不低於勞工離職時 1

個月平均工資之半數，且補償金額足以

維持勞工離職後競業禁止期間之生活所

需，並與勞工遵守競業禁止之期間、區

域、職業活動範圍及就業對象之範疇所

受損失相當，並綜合考慮其他與判斷補

償基準合理性有關之事項。舉例而言，

若限制期間愈長，或區域、範圍愈廣

泛，對勞工就業權利及生活維持即愈不

利，原雇主的補償金額即應相對提高；

另合理補償得為現金、有價證券或其他

具相當價值之財產。

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修正後，對雇

主與勞工約定離職後競業禁止條款有更

明確之規定，除保障勞工因遵守競業條

款之生活，也保護原雇主之營業秘密與

技術資訊，維持企業競爭力。期許雇主

能確實遵守，使勞工於約定勞動契約時

能受到最基本保障，且得據以衡量必要

性、合理性及可行性之前提下，兼顧勞

雇雙方權益，以促進整體勞動環境正面

積極之發展。

勞動基準法

施行細則條文

競業禁止

規範事項
內容

第 7 條之 1 勞資雙方約定方式
應以書面為之，且應詳細記載競業禁止合理範圍及補償等內容，並

由雇主與勞工簽章，各執一份。

第 7 條之 2 明確合理範圍

不得逾越雇主欲保護之營業秘密或技術資訊之生命週期，且最長不

得逾二年

區域應以原雇主實際營業活動之範圍為限

職業活動範圍，應具體明確，與勞工原職業活動範圍相同或類似

就業對象，應具體明確，與原雇主之營業活動相同或類似，且有競

爭關係者為限

第 7 條之 3 
合理補償應綜合

考量事項

每月補償金額不低於勞工離職時一個月平均工資 50%

足以維持勞工離職後競業禁止期間之生活所需

與勞工遵守競業禁止之期間、區域、職業活動範圍及就業對象之範

疇所受損失相當

其他與判斷補償基準合理性有關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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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部分工時勞工係謂其所定工作時

間，較該事業單位內之全部時間工作勞

工（以下簡稱「全時勞工」）工作時間，

有相當程度縮短之勞工，其縮短之時

數，由勞雇雙方協商議定之。部分工時

勞工多為學生或家庭主婦（夫）兼職，

因能自由選擇工作時段，達到工作兼顧

學業、家庭生活之目的。

勞動基準法及相關法令並未排除部

分工時勞工之適用，為保障部分工時勞

工之勞動權益，勞動部業就工資、休假

及請假、資遣及退休、職工褔利、勞工

保險、安全衛生等相關議題，前於 103

年訂定「僱用部分時間工作勞工應行注

意事項」（以下簡稱應行注意事項）。配

合法令之修正，105 年 8 月 16 日修正

「應行注意事項」，使部分工時勞工之勞

動權益有更細緻化的保障規範，並通函

各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轉知相關單

位參考辦理。事業單位如有違反相關規

定，回歸各該條文處罰。

修正「僱用部分時間工作勞工應行注意

事項」，強化勞動權益保障

貳、 本次「應行注意事

項」主要修正內容

一、配合法定正常工時縮減，調整

婚、喪、事、病假計算方式，

現修正為

按勞工平均每週工作時數除以 40 小

時（原為 42 小時）乘以應給予請假日數

乘以 8 小時。

二、明確謀職假計給方式

勞工接到資遣預告後，為另謀工作得

請假外出（謀職假），請假期間之工資照

給。其請假時數，每星期不得超過 2 日之工

作時間。謀職假之每日時數，得參考下列方

式計給：按勞工平均每週工作時數除以 40

小時乘以應給予請假日數並乘以 8 小時。

三、 明確性別工作平等法所規定之
假別計給方式及相關權益

（一）產假、安胎休養及育嬰留職停薪

基於母性保護之精神，部分工時勞

工請休產假者，其產假期間應依性別工

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視察　陳玫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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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平等法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依曆連續

計算；懷孕期間經醫師診斷需安胎休養

者，雇主應按所需期間，依曆給假。至

於有親自照顧養育幼兒需求而申請育嬰

留職停薪者，其期間依曆計算，不因部

分時間工作而依比例計給。

（二）產檢假、陪產假及家庭照顧假

部分工時勞工相較全時勞工，於

工作與家庭生活之時間運用較富彈性，

且部分工時勞工之每日工作時數型態多

元，爰部分工時勞工於請求產檢假、陪

產假及家庭照顧假時，依均等待遇原

則，按勞工平均每週工作時數依比例計

給（平均每週工作時數除以 40 小時，再

乘以應給予請假日數並乘以 8 小時）。

（三） 生理假

部分工時勞工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4 條規定，每月得請生理假一日，該假

別係基於女性生理特殊性而定，爰每次

以一曆日計給為原則。生理假全年請假

日數未逾 3 日者，不併入病假計算，薪

資減半發給；逾 3 日部分，按規定應併

入病假計算，其有薪病假之給假時數，

按勞工平均每週工作時數除以 40 小時

之比例計給，薪資減半發給。另部分工

時勞工年度內所請應併入未住院普通傷

病假之生理假，連同病假如已屆上開按

比例計給時數上限，仍有請生理假需求

者，雇主仍應給假，但得不給薪資。

（四）哺（集）乳時間

基於部分工時勞工每日工作時段及

時數有不固定之情形，哺（集）乳時間

若按其平均每週工作時數除以 40 小時之

比例計給，於實務執行上恐有無法完整

運用哺（集）乳時間之疑慮，爰部分工

時勞工若有哺（集）乳之需求，雇主仍

應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8 條規定給予哺

（集）乳時間。

參、結論

部分工時勞工之勞動權益與全時勞

工均受勞動基準法及相關法令保障，休

假及相關權益均依照均等待遇原則及比

例原則，給予相當日數。勞動部將持續

宣導部分工時勞工勞動權益，督促雇主

遵守規定。並針對僱用部分工時勞工較

多之行業，列入重點勞動檢查對象，如

有違反將依各該違反之法令予以裁罰。

未來，勞動部將研議部分工時勞工權益

法制化，參酌國際勞工組織「第 175 號

部分時間工作公約」與歐洲聯盟「部分

時間工作指令」，並蒐集各國部分工時立

法資料，凝聚社會共識，以強化部分工

時相關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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