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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法修法常見問答集 
 

107.10.25

[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案於107年1月31日經總統公布，相關修正條文自107年3月1日實施；另為

配合母法條文之修正及解決常見實務問題，也於2月27日發布「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

案。由於勞動部強調，法令執行沒有空窗期，也會加強勞動檢查；貝茲為增進客戶對於本次修法內

容之瞭解，彙整常見問答集，歡迎多加利用。 

【工資調整及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  

問 答 

1.基本工資調整自何時開始? 調整為多少? 勞動部107年9月5日勞動條2字第1070131233號公告: 

主旨: 修正[基本工資]並自民國108.1.1生效 

依據: 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2項 

公告事項: 1. 修正每小時基本工資為新台幣150元 

          2. 修正每月基本工資為新台幣23100元 

 

2. 「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應記載哪

些項目？ 

依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 14 條之 1 規定，應包括： 

1.勞雇雙方議定之工資總額。 

2.工資各項目之給付金額。 

3.依法令規定或勞雇雙方約定，得扣除項目之金額。 

4.實際發給之金額。 

 

3.「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是否必須每

個月記載加班時數、補休時數或屆期未補休

折發工資？ 

依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 14 條之 1 規定，「工資各項目

計算方式明細」 

應記載加班費，至勞工如有將加班費選擇為加班補休時

數，建議雇主明確記載勞工換取加班補休之時數，勞雇雙

方始能比對加班費金額。 

至於是否每個月均須記載屆期未補休折發工資，仍應視勞

雇雙方約定之補休期限而定（如：1 個月、3 個月、6 個

月等）。又，勞雇雙方約定特別休假期間末日之所屬月

份，如仍有未補休時數時，則應於當月之工資各項目計算

方式明細中，記載屆期未補休折發工資之數額。 

 

4.勞工每年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

發給之工資數額，是否必須記載於「工資各

項目計算方式明細」？ 

依勞動基準法第 38 條第 5 項規定，雇主應將勞工每年特

別休假之期日 

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額，記載於勞工工資清冊，

並每年定期將其內容以書面通知勞工。該書面通知之形

式，依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 

24 條之 2 規定，得以紙本、電子資料傳輸方式或其他勞

工可隨時取得及得列印之資料為之。 

因此，雇主依法應將勞工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假之日數

所發給之工資數額，記載於工資清冊，並每年定期書面通

知勞工。雇主亦得將每年定期書面通知勞工之內容，一併

記載於「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發給勞工。 

 

【休息日出勤及工作時間計算方式】 
問 答 

1. 勞工於休息日出勤加班費如何計算？ 1.本次勞動基準法第 24 條有關休息日出勤工資及工時計

算方式，僅改以依實際出勤時數計算加班費，並未調整休

息日加班費之倍率，仍然維持前 2 小時另再加給 1 又 3 

分之 1 以上，超過 2 小時者，另再加給 1 又 3 分之 2 

以上之規定，且休息日出勤之工時仍計入每月加班時數 46 



2 

 

小時。 

2.核實計算休息日出勤之工資及工時，將有益於雇主之加

班指派回歸實際需求。 

3.例:勞工平日每小時工資為150元,如休息日加班3小時,加

班費計算如下: 

[修法前]:加班3小時以4小時計,加班費合計:900元 

         (150*4/3*2+150*5/3*2=900) 

[修法後]:加班3小時以3小時計,加班費合計:650元 

         (150*4/3*2+150*5/3*1=650) 

 

2.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息日出勤工作，

勞工當日因個人因素未能提供勞務之請假、

工時及工資給付如何辦理? 

1.依勞動基準法第36條所定之休息日，工資應由雇主照

給，爰無論勞工休息日當日出勤狀況為何，均不影響該日

應照給之工資。 

2.勞工於休息日出勤工作，當日應出勤多久，係屬勞雇雙

方約定及事業單位內部管理事宜，勞工如同意出勤工作

後，即有於該日出勤工作之義務，如因個人因素未能於該

日提供勞務者，應告知雇主。至於勞工自始未到工或到工

後未能依約定時數工作之時段，除經勞雇雙方協商解除休

息日之出勤義務者外，勞工可按其原因事實依勞工請假規

則等各該法令規定請假。 

3.為免勞資間產生爭議，勞工同意於休息日出勤工作，如

因勞工個人因素未能提供勞務時之處理方式(包括告知程

序、是否須請假等)，宜於團體協約、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

中規(約)定，以供勞資雙方有所遵循。 

4.至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息日工作，因個人因素自始

未到工或到工後未能依約定時數提供勞務者，除天災、事

變或突發事件外，依勞動基準法第36條第3項計入第32條第

2項所定延長工作時間總數，以勞工實際工作時數計入。另

該日之工資計給方式，除應依勞動基準法第39條工資照給

外，當日出勤已到工時段之工資，應依勞動基準法第24條

第2項規定計算，請假時段再按休息日加成後之工資之標

準，依勞工請假規則等各該法令辦理。 

舉例而言： 

月薪36000元之勞工，其平日工資額為1200元，平日每小時

工資額為150元，雇主經徵得該名勞工同意於休息日出勤工

作，並已約定該日出勤工作8小時，惟勞工於工作5小時

後，因身體不適請病假3小時，除當日工資(1200元)照給

外，該日出勤之延長工作時間及工資計算如下: 

 (150*1又1/3*2+150*1又2/3*3)+(150*1又2/3*3)*1/2 

因勞工僅實際工作5小時，得以5小時計入延長工作時間總

數。未到工之3小時請病假，依法發給半薪。 

 

【加班時數】 
問 答 

1.加班時數如採3個月總量管控，其每3

個月如何計算？ 

1.企業採加班時數總量管控時，以每連續3個月為一週期，依

曆計算，以勞雇雙方約定的起訖日期認定之。例如:勞雇雙方

協商約定自107年4月1日起，依曆連續計算至107年6月30日止

為一週期；下一週期自107年7月1日至9月30止。 

 

2.企業適用加班時數例外規定時，是否

可以連續實施？每3個月的區間是否可以

重覆？ 

1.是否有連續實施加班時數例外規定的需要，得由勞資雙方

協議。例如:勞資雙方於第2季有調整加班時數的需要，可協

商合議以「4月至6月」之區間總量控管；如認為第 3 季也有

調整的需求，亦得協商合議以「4月至6月」、「7月至9月」

之區間總量控管；如僅第 2 季及第 4 季有調整的需要，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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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4月至 6月」、「10月至12月」之區間總量控管。 

2.每連續 3 個月之週期，雖由勞資雙方協議，但實施區間不

得重複。 

【加班補休規定】 
問 答 

1. 勞雇雙方應如何進行加班補休？  1.雇主請勞工於平日或休息日加班後，應該要按照勞動基準

法第 24 條規定給付加班費，如果勞工有意願選擇補休，並

經過雇主同意後，可以將加班的工作時數換成補休的時數。 

2.雇主不可以片面要求勞工只能補休，或是在還沒加班之

前，一次性的向後拋棄加班費的請求權。 

3.補休方式：依勞工延長工作時間或休息日工作事實發生時

間先後順序補休。 

4.補休期限：原則上由勞雇雙方自行協商約定，惟為避免補

休期限無所限制，並利勞雇雙方遵循，已於施行細則明定以

勞雇雙方特別休假約定年度之末日，作為最終補休期限。 

5.勞工如果未能補休完畢，雇主仍然應依延長工作時間或休

息日工作當日之工資計算標準發給工資。所謂「工資計算標

準」，係指以延長工作時間或休息日當日，勞雇雙方原所約

定不低於勞動基準法規定之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及延長工時乘

數計算之。 

例: 平日延長工作時間者，前兩小時加給1/3，再延長兩個小

時加給2/3；休息日出勤者，前2小時另再加給1又1/3，第3至 

8小時另再加給1又2/3，第9至12小時另再加給2又2/3。 

 

2. 勞工的補休會不會被雇主拿去抵充無

薪假？  

1.補休的選擇權在於勞工，雇主不可以片面要求勞工不領加

班費只能選擇補休。 

2.補休日期由勞工提出後，徵得雇主同意排定，並非由雇主

排定。勞工提出之補休日期，如果雇主不同意，即屬協商不

成立，雇主應依勞動基準法第 24 條規定標準給付工資，不

會有被雇主拿去抵充無薪假之情事。 

3.如勞工選擇換取補休，並經雇主同意，勞工可於補休期限

內選擇於「工作日」進行補休，補休當日勞工不必出勤，但

是雇主仍應照給工資。 

 

3.選擇補休後，如果在補休期限或終止

契約時，如有未能補休完畢的時數，如

何再換取加班費？ 

 

勞工如果未能補休完畢，雇主仍然應依延長工作時間或休息

日工作當日之工資計算標準發給工資。 

舉例而言： 

勞工於平日之3月2日加班4小時，該月之平日每小時工資額為 

150元，如於補休期限屆期僅只休畢1小時，則剩餘的3小時

中，其中的1小時須以150元×4/3發給工資，另外的2小時須以 

150元×5/3 發給工資。 

 

4.107年2月28日以前如果有加班補休的

時數，是否適用本次修法的規定呢？ 

自107年3月1日起，雇主請勞工加班或休息日出勤工作後，勞

工如有意願選擇補休，才有勞動基準法第 32 條之 1 規定的

適用，至於107年2月28日以前，勞雇雙方如已約定換取補

休，仍依勞雇雙方之約定辦理。 

 

5.加班補休法制化後，會不會導致勞工

拿不到加班費？ 

勞工休息日出勤或加班後，雇主本應依勞動基準法第 24 條

規定給付加班費，雇主不得片面要求勞工補休，不給付加班

費。如有違反者，依法處新台幣 2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

罰鍰。 

 

6.加班補休規定生效後，雇主得否規定 雇主請勞工於平日或休息日加班後，本應依勞動基準法第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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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於加班後一律發給加班費，不同意

補休？ 

條規定給付加班費，至於勞工於延長工時或休息日出勤工作

後，希望換取補休，依規定仍應經過雇主同意，因此，雇主

使勞工加班後，無法同意勞工換取補休，依法應發給加班

費。 

 

7.每次加班後換取補休時，都需要協商

補休期限嗎？ 

勞工與雇主可以就加班補休的期限予以協商為原則性之約

定，至於個別勞工加班後如欲選擇補休，並經雇主同意者，

自可依已約定之補休期限補休，無須逐次再行協商補休期

限。 

 

8.補休期限由勞雇雙方自行約定，會不

會無所限制？ 

原則上補休期限由勞雇雙方自行協商約定，惟為避免補休期

限無所限制，並利勞雇雙方遵循，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已明

定最終補休期限為勞雇雙方特別休假約定年度之末日（如：

曆年制、週年制、會計年度、學年度之末日等），作為最終

補休期限。 

 

9.補休屆期或契約終止時，應於何時發

給未休畢的補休時數之工資？ 

1.補休屆期未休畢工資：必須於屆期後當月份契約之工資給

付日發給或 30 天內發給。 

2.契約終止的未休畢工資：雇主應於契約終止後，連同應結

清之工資，給付勞工。 

 

【特別休假遞延規定】 
問 答 

1.有關勞動基準法第 38 條特別休假遞

延規定，應如何辦理？ 

1.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

雇主應發給工資。但年度終結未休之日數，得經勞雇雙方協

商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 

2.特別休假遞延與否仍應由個別勞工與雇主雙方協商同意

後，始得為之。倘勞雇雙方未合意遞延，雇主仍應於年度終

結時，給付特別休假未休日數工資。 

3.勞雇雙方如經合意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特別休假，勞工於

次一年度排定特別休假時，應優先由遞延之特別休假日數中

扣除之。 

4.勞工於次一年度之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時，如仍有經遞延

而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雇主應依「原請休年度」之工資

標準，發給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工資。 

 

舉例而言：勞工107年度特別休假3日，經勞資協商遞延至108

年度繼續實施，而勞工108年度特別休假7日，勞工得於108年

請休之特別休假共計10日。 

(1)例一：勞工於108年度排定3日特別休假，則原約定遞延之

特別休假均已休畢。至於108年度未休之7日特別休假，於108 

年度終結時，應發給工資，惟勞雇雙方得合意協商遞延至109 

年度實施。 

(2)例二：勞工於108年度僅排定1日特別休假，剩餘9日特別

休假未休，則雇主必須發給2日經遞延而未休特別休假日數之

工資。至於108年度未休之7日特別休假，於108年度終結時，

應發給工資，惟勞雇雙方得合意協商遞延至109年度實施。 

 

2.勞工於次一年度之年度終結或契約終

止時，如仍有經遞延而未休畢之特別休

假日數，雇主應如何發給未休畢之特別

休假日數工資？ 

 

雇主應依「原請休年度」之工資標準發給。 

舉例而言： 

勞工於107年特別休假有7日，於年度終結時，倘仍剩餘4日特

別休假未休，經勞雇雙方合意遞延該4日之特別休假於108年

實施，於108年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時仍未休畢之經遞延日數

如仍有2日，雇主應依107年年度終結「原應發給之工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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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計發該2日未休日數之工資。 

 

3.勞工特別休假之年度終結日如果是在 

107年3月1日以前，得否經由勞雇協商

後，遞延至次一年度請休？ 

勞工的特別休假在新法施行前業已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者，

雇主應依法結清並折發工資，並無遞延之空間。 

4.勞工特別休假之年度終結日如果是在 

107年3月1日以後，符合遞延至次一年度

的規定，於次一年度年度終結時，經過

遞延的特別休假未休畢時，能否再遞延

到下一個年度？ 

勞工年度終結未休之特別休假日數，得遞延至次一年度請

休，於次一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時，經遞延而未休畢之特別

休假日數，雇主即應結清並折發工資，不得再遞延至下一個

年度。 

5.可以只透過勞資會議，就決定勞工的

特別休假要不要遞延嗎？ 

1.依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 7 條規定，工作開始及終止之時

間、休息時間、休假、例假、工資計算等有關事項，應該由

勞雇雙方於勞動契約中約定。 

2.雇主可以透過工會或勞資會議先就是否遞延或如何遞延等

進行初步討論，惟其結論，以及個案上遞延與否，仍應由個

別勞工與雇主雙方協商同意後，始得為之。倘勞雇雙方未合

意遞延，雇主仍應於年度終結時， 給付特別休假未休日數工

資。 

 

【輪班換班間距】 
問 答 

1.勞動基準法第 34 條規範的是什麼情

形？ 

第 34 條規定所規範的是企業採行『輪班制」之勞工，且限

於工作班次有更換的時候，如上一班次為早班、下一班次更

換為中班，班次之銜接點。 

「非輪班制」（如：固定朝九晚五工作者）或「屬於輪班制

但班次沒有變動者」，並非該條規定的對象。 

 

2.輪班換班應間隔 11 小時之休息時

間，如果勞工有加班，該休息時間從何

時開始計算？ 

1.第 34 條規定之休息時間，係指自勞工實際下班時間起算

至下個班次出勤前，至少應有連續 11 小時之休息。 

2.勞工當日如有加班，於更換工作班次時，應自加班結束後

開始起算，至少應有 11 小時之休息時間。 

 

3.如果勞工請假，請假的時段可否作為

輪班換班的休息時間？ 

輪班班次之變動，當早已排定，班次變動前日之工作時間，

勞工縱有(部分時段)請假，請假之時段，不得納入輪班換班

間距 11 小時休息時間計算。 

 

【例假7休1】 
問 答 

1.凡是指定之勞動基準法第 36 條行

業，是否即可適用例假七休一之例外規

定？ 

 

經指定之行業，仍須於符合公告附表所列之「得調整之條

件」時，始得適用例假七休一之例外規定。 

例如，現行指定之製造業於「勞工於國外、船艦、航空器、

闈場或歲修執行職務」時，得適用例假七休一之例外規定，

並非指製造業業者得與企業內所有勞工協商例假不受七休一

規定之限制，只限製造業勞工「於上開地點工作」（例如到

國外出差），並且有連續工作超過 6 日以上之情形發生時，

為許可的範圍。 

 

2.勞動基準法第 36 條第 4 項所定之

「於每 7 日之週期內調整之」，該週期

如何界定？ 

週期之起訖(例如星期一至星期日或星期日至星期六)，由勞

雇雙方議定之，並依曆日連續計算，不因跨月而重新起算。 

因此，縱使得適用例外規定，於每 7 日之週期內調整例假，

每週期內仍須有 1 日例假、1 日休息日，週休二日權益不改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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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充說明:根據行政院通過的一例一休修法版本主要有： 

【四不變】：正常工時不變、周休二日不變、加班總時數不變、加班費率不變。 

【四彈性】：加班彈性、排班彈性、輪班間隔彈性、特休運用彈性。 

【其他】 
問 答 

1.30 人以上的企業採行變更加班時數、

輪班換班間距、例假 7 休 1 例外規定

等彈性措施時，應於何時向當地主管機

關備查？ 

雇主至遲應於開始實施變更加班時數、輪班換班間距、例假 

7 休 1 例外規定等彈性措施前一日，向當地主管機關報備

查。但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不及報備查者，應於原因消

滅後 24 小時內報備查。 

 

2.所謂「30 人」人數的計算，是否包括

分公司的勞工人數？ 

僱用勞工人數在 30 人以上的企業，如果實施彈性措施，應

報當地主管機關備查。至於所謂「30 人」人數的計算，是以

同一雇主僱用的勞工人數計算，包括分公司的僱用人數在

內。 

 

3.企業如果有成立分公司，應向總公司

或分公司所在地的勞工行政主管機關備

查？ 

1.30 人以上的企業實施彈性措施，應向企業所在地的勞工行

政主管機關備查。企業如果成立有分公司，不論是全公司一

體實施或僅有分公司實施，也是由總公司向所在地的勞工行

政主管機關備查。 

2. 為便於企業完備備查程序，勞動部已建置線上備查系統

（ 網址：https://labcond.mol.gov.tw)，提供企業使用。 

 

4.30人以上的企業採行變更加班時數等

彈性措施，如果未向當地主管機關報備

查，是否會被處罰？ 

30人以上企業採行變更加班時數、輪班換班間距、例假七休

一之彈性措施時，應向當地主管機關報備查。若未報備查，

地方主管機關得依違反各該規定（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3項、

第34條第3項、第36條第5項規定）處罰，並得連續處罰至改

善為止。 

 

 

https://labcond.mol.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