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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最佳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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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聲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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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傑出公務員得主

❖專業資格及經歷

律師
仲裁人
陽明大學EMBA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法官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局長
台北律師公會勞動法委員會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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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臺灣高等法院勞資糾紛專業調解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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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各位貴賓蒞臨

2018/3/23 3

講座開始前，提醒各位：
1.本專題演講不提供紙本講義，敬請自行下載演講資料
2.演講過程中，如您有任何疑問，請填寫提問單並撕下交給
現場工作人員，講座的最後將會為您解答
3.會後請撥冗填寫本次活動問卷（問卷連結可掃描下列QR
code），我們將定期寄送本所精心編製勞動電子報及活動
通知



107年勞檢「重點」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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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法修正條文
立法院107.1.10三讀通過、3.1施行之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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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條
勞工加班時，
工資加給之計
算方法應據實
計算

2018/3/21 62018/3/23

修正內容 說明

刪除第三項規定：「前項
休息日之工作時間及工資
之計算，四小時以內者，
以四小時計；逾四小時至
八小時以內者，以八小時
計；逾八小時至十二小時
以內者，以十二小時計。」

本條休息日出勤之工作時
間及工資改依勞工實際出
勤之時間計算，刪除第三
項規定；至其工作之時間，
仍計入每月延長工作時間
時數，以兼顧個別勞工之
經濟需求及企業人力運用
之彈性，並利於勞雇雙方
依循遵守。



第32條
每月加班時數
上限彈性放寬

2018/3/21 72018/3/23

修正內容 說明

增訂第二項但書規定：
「但雇主經工會同意，如
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
資會議同意後，延長之工
作時間，一個月不得超過
五十四小時，每三個月不
得超過一百三十八小時。」
增訂第三項規定：
「雇主僱用勞工人數在三
十人以上，依前項但書規
定延長勞工之工作時間者，
應報當地主管機關備查。」

將現行延長工作時數一個
月不得超過四十六小時之
規範略作調整，增加勞資
雙方協議空間。



第32條之1

加班補休明文規定

加班補休明文
規定

2018/3/23 8

修正內容 說明

本條新增。
第1項：「雇主依第32條第1
項及第2項規定使勞工延長
工作時間，或使勞工於第36
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後，依勞
工意願選擇補休並經雇主同
意者，應依勞工工作之時數
計算補休時數。」
第2項：「前項之補休，其
補休期限由勞雇雙方協商；
補休期限屆期或契約終止未
補休之時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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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發
給工資者，依違反第24條規
定論處。」

勞工有權選擇就加班時數補
休。就此勞動部特別強調：
（1）由勞工自主意願發動
（2）若透過同意書、契約
等形式要求勞工未來「加班
一律換補休」，為違法行為



第34條
輪班間隔

2018/3/21 92018/3/23

修正內容 說明

增訂第二項但書規定：
「但雇主經工會同意，如
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
資會議同意後，得變更休
息時間不少於連續八小
時。」
增訂第三項規定：
「雇主僱用勞工人數在三
十人以上，依前項但書規
定變更勞工之休息時間者，
應報當地主管機關備查。」

現行輪班制勞工更換班次
時間至少應有連續11小時
休息時間之規定，如一體
施行，將衝擊三班制輪班
產業，造成排班困難，例
如：本即人力吃緊之中小
型企業或區域醫院，又遇
連續假期致出勤員工減少。
故修正以連續11小時之休
息時間為原則，於第二項
但書規定，經工會或勞資
會議同意後，得另約定給
予適當之休息時間，惟不
得少於連續8小時。



第36條
例假14休2放
寬明文規定

2018/3/21 102018/3/23

修正內容 說明

增加第四項：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同意，且經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之行業，雇主得將
第一項、第二項第一款及
第二款所定之例假，於每
七日之週期內調整之。」
增加第五項：
「前項所定例假之調整，
應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
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
同意後，始得為之。雇主
僱用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
上者，應報當地主管機關
備查。」

週休二日新制實施後，
每七日中有二日之休息。
勞工之例假及休息日增加，
每有調整例假以形成連假
之需求；雇主亦有適度調
整例假之需要，勞雇雙方
均有放寬前開令釋限制，
給予例假安排彈性空間之
建議。
（本次調整：正常工時、
雙週及八週變形工時）



第38條
特別休假准許
遞延

2018/3/21 112018/3/23

修正內容 說明

增加第四項但書：
「但年度終結未休之日數，
經勞雇雙方協商遞延至次
年度實施者，於次年度終
結或契約終止仍未休之日
數，雇主應發給工資。」

使勞工得與雇主協商遞延
休假以累積假期，亦可依
舊法選擇領取工資，增加
運用彈性。然而僅可遞延1
年。



勞動基準法第34條第二項但書適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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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法
第36條第四項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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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勞基法第二四條第三項規定，爾後休息日工
作時間及延長工時工資不再以四小時為單位擬制，
改為核實計算。

惟若勞工在勞基法第三七條所定之休假日及第三
八條規定之特別休假日出勤者，依主管機關函釋
意旨，縱出勤未滿八小時，但因勞工已無法充分
利用假日之故，仍應加發一日工資。而依新法規
定，休息日出勤之延長工時工資核實計算後，二
者就延長工時工資計算邏輯顯有矛盾，施行細則
修正草案就此亦未規範，爾後主管機關就此函釋
內容是否將加以修正或補充，仍有待觀察。

一、休息日工
作時間及延長
工時工資核實
計算

2018/3/23 14



勞基法第32條增訂第2項但書及第3項，明定事業單位
經工會同意、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勞資雙方得
另行約定延長工作時數在每3個月週期內彈性調整，惟
單月得運用之延長工時時數上限不得超過54小時，每3
個月不得超過138個小時。

雇主僱用勞工人數在30人以上者，依前開方式延長工
時者，應報當地主管機關備查。又依施行細則草案第
20條第2款規定，雇主就經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僱用
勞工人數在30人以上者報當地主管機關備查後，尚須
踐行「公告周知」之程序，始為適法。

另縱雇主已經踐行前開各項程序，工會或勞資會議之
同意亦僅為「制度上」為同意，延長工時若涉及個別
勞工勞動契約之變更，仍應徵得個別勞工同意後，始
得為之

二、每月延長
工時時數上限
放寬，及三個
月區間之上限
總量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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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新法第32條之1規定，平常工作日與休息日之
延長工時工作後，勞工取得之延長工時工資即一
般所稱之加班費，均得由勞雇雙方協商以補休方
式代之。

不過此一規定係將過往主管機關就延長工時工資
由勞資雙方協議換補休之函釋明文入法，並進一
步規範若補休期限屆至或契約終止未補休之時數，
仍應依工作日或休息日工作當日之工資計算標準
發給工資。

三、加班換補
休法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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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勞基法第34條第2項及第3項規定，仍以連續11小
時之休息時間為原則，惟於第2項但書規定「經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商請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得變更休
息時間不少於連續八小時」，第三項規定「雇主依前
項但書規定變更休息時間者，應經工會同意，如事業
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始得為之。雇主
僱用勞工人數在30人以上者，應報當地主管機關核
備」。

依立法意旨觀之，此一規定係保障輪班制勞工在每一
班次出勤間隔之休息時間至少有11小時，例外情況不
少於連續8小時，惟立法技術不佳，法條內容竟定為
「更換班次」時始適用此連續休息時間之規定，顯與
立法者本意不符，此部分疑義尚待主管機關釐清

四、輪班制勞工
休息時間修正

2018/3/23 17



政府考量衡平勞資雙方權益，勞雇雙方均有給予例
假安排彈性之建議，乃增訂勞基法第條第四項，規
定不適用四週彈性工時之行業，經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同意及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且雇主再經工會
同意，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例假得由勞雇
雙方在每7日週期內調整，亦即回到內政部民國75年
5月17日（75）台內勞字第398001號函釋狀態，勞工
最長得連續工作12日。

另依同條第5項規定，雇主僱用勞工人數在30人以上
之事業單位調整例假者，應報當地主管機關備查。

五、例假得經
工會或勞資會
議同意於每七
日週期內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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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2016年12月6日修正之勞基法第38條第4項規定，勞工依工
作年資享有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未休畢之日數，不論原
因為何，雇主應一律發給工資，使得希望累積特別休假之勞
工，無法與雇主協商遞延至下一年度休假，有違特別休假以
讓勞工休息達成工時縮短之目的。新法於同條第四項增訂但
書，規定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未休日數，得經勞雇雙
方協商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惟為確保勞工特別休假權益不
因遞延而減損，新法明定於次一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仍未休
之日數，雇主仍應發給工資。

又遞延後特別休假仍未休完，則雇主應以何時之工資標準結
算？依勞基法第38條第4項但書後段規定：「於次一年度終
結或契約終止仍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另依勞基
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第1款第2目規定：「前項所定一
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一日之
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
止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30所得之金
額。」，由上述規定可知，未休完之特別休假日數係以年度
終結前一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作為結算基準，則遞
延後之特別休假之「年度終結」，自應指「次一年度之年
度終結」，如遞延後之特別休假仍有未休完之日數，雇主應
以「次一年度終結」前一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工資作為結
算基準。

六、特別休假
可遞延至次年
度終結前休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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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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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資明細上採用表格，詳細記錄：

員工經遞延的特別休假日數

今年可休特別休假日數

今年已休特休假日數

今年未休特休假日數

至上月止未休補休時數

本月選擇補休時數

本月已補休時數

屆期未休補折發工資時數

一、工資明細

2018/3/23 21



參考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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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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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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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班補休的期限，可以雙方自行約定，但是不得超過
雙方約定的特休期限。

加班補休期限不得與特休期限脫鉤。最長不得超過雙
方約定的補休期限，亦即若是特休採曆年制，加班補
休期限最長就是到12月31日為止。若是特休採到職週
年制，加班補休期限最長就是到職週年。所以不能特
休週年制，補休曆年制。

加班補休的期限不能遞延。

二、加班補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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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休期限規範

特休未休工資給付期日

補休未休工資及特休遞延未休工資之計算基準

補休日出勤規範

休息日出勤工時覈實計算並刪除休息日請假規範

延長工時放寬

三、工作規則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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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基法第32條第2、3項：延長工時上限

勞基法第34條第3項：輪班制班次更換變更休息
時間

勞基法第36條第3項：例假調整致需連續工作超
過六日

四、超過30人
以上之事業單
位之相關備查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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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法
工時休假彈性

調整措施檢查參考指引
暨檢查參考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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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3/212018/3/23 29

一、

「彈性調整措施」
之定義

指本次修正條文所增訂
1.每月加班時數上限彈性放寬：第32條第2項、
第3項

2.輪班間隔：第 34 條第 2 項、第 3 項

3.例假14休2放寬明文規定：第 36 條第 4項、
第 5 項



勞動基準法修法
檢查參考程序
（加班總時數、換
班間隔、14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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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3/212018/3/23 31

二、共通性原則

★須經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實施彈性調整措施均需經工
會同意，無工會者應經勞資會議同意始可適用，勞動檢查
過程須注意同意權有無併附期限。

★特殊情形尚需勞工個人同意：實施彈性調整措施，若涉
及個別勞工勞動契約之變更，仍應徵得個別勞工同意後，
始得為之。

★報經主管機關備查：僱用勞工逾 30 人以上事業單位，經
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實施彈性調整措施，至少應於實施前
一日，報經地方主管機關備查，倘未備查即屬程序違法。
另應注意有無備查並不影響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實施之效
力。

★需公告周知：雇主欲實施彈性調整措施前，應就有關工
作時間調整範圍公告周知。

★需隨時注意主管機關公告：有關本法第 34 條與第 36 條新
修正之彈性調整措施，具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與中央主管
機關把關機制，其中第 34 條部分，目前係針對指定之「工
作者」，第 36 條係針對指定之「行業」進行公告適用，執
行勞檢時應注意公告期間與是否符合適用情形。



三、加班總時數提高
檢查重點
（第32條第2、3項）

2018/3/212018/3/23 32

★勞動檢查時僅發現事業單位有使勞工延長
工作時間單月逾 46 小時以上、54 小時以下時，
始需進一步確認是否適用彈性調整措施。
★舉凡：
（1）單日正常工作時間連同延長工作時間逾

12 小時

（2）單月延長工作時間逾54小時之情形，

均可直接認列違反本法第 32 條第 2 項



三、加班總時數提高
檢查建議程序
（第32條第2、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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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輪班間隔縮短
檢查重點
（第34條第2、3項）

2018/3/212018/3/23 34

★僅於發現事業單位僱有輪班制勞工且輪班
間隔少於 11 小時以下且逾 8 小時以上，始需
進一步確認是否適用彈性調整措施。
★舉凡：
（1）輪班間隔少於 8小時

（2）非指定事業單位之工作者，輪班間隔少
於 11 小時之情形

均可直接認列違反本法第 34 條第 2 項



四、輪班間隔縮短
檢查建議程序
（第34條第2、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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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4休2
檢查重點
（第36條第4、5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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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於發現事業單位勞工連續出勤逾 6 日以
上、12 日以下，且未採用四週彈性工時，始
需進一步確認是否適用彈性調整措施。
★舉凡：
（1）連續出勤逾12 天

（2）非指定行業、特殊情形，使勞工連續出
勤逾 6 日以上

均可直接認列違反本法第 36 條第 1 項



五、14休2
檢查建議程序
（第36條第4、5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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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據實補休及特
休假遞延、折算工
資檢查重點
（第32條之1、第
38條第4項）

2018/3/23 38

★檢視是否據實獲勞工同意：若於勞動檢查過程發
現事業單位有使勞工加班後補休或特別休假遞延之
情形，應先確認如何徵得勞工同意(含方式及過程)，
並透過檢視書面協議、勞動契約、團體協約、工作
規則、相關申請及使用紀錄，配合口頭詢問方式及
與陪檢工會代表進行瞭解確認有無疑義之處。

★抽訪應具秘密性：如欲抽訪勞工以了解事業單位
實際制度，應隨機進行抽選，訪談過程應隔離，對
於內容予以保密，同時抽訪人數應足以達去識別化
之效果。

★事業單位舉證責任：事業單位應說明屆期結清加
班費與特別休假工資之計算方式並提供依據，但對
於違法事實之論列，勞動檢查員仍應詳盡計算差額
並予以舉證。



六之一、
據實補休
檢查建議程序
（第32條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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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之二、
特休假遞延、折算
工資檢查建議程序
（第38條第4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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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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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勞動基準法第23條第1項規定，雇主本應提供
工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勞動部所發布之「工
資各項目計算方式明細」之參考例，各事業單位
均得依實際情形，自行增刪，無須完全比照。

Q1：沒有按照
勞動部發布的
「工資各項目
計算方式明細」
參考例發給勞
工，是否會違
反勞動基準法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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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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2：「工資各
項目計算方式
明細」應記載
哪些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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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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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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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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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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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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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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止。

Q5：加班時數
如採3個月總
量管控，其每
3個月如何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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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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以「4月至6月」、「10月至12月」之區間總量
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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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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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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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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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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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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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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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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7：勞雇雙方
應如何進行加
班補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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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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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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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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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8：勞工的補休會不會被雇主拿去抵
充無薪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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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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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基準法規定之延長工作時間（即前兩小時加給1/3，再延長兩
個小時加給2/3）或休息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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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勤加給工
資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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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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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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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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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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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0：加班補休規定生效後，雇主得否規
定勞工於加班後一律發給加班費，不同意
補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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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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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1：每次加班後換取補休時，都需
要協商補休期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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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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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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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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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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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2：有關勞動基準法第38條特別休
假遞延規定，應如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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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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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應發給之工資基準」，
計發該2日未休日數之工資。

Q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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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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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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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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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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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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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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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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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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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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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6：勞動基準法第34條規範的是什
麼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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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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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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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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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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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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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8：如果勞工請假，請假的時段可
否作為輪班換班的休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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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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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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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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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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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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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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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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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2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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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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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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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22：所謂「30人」人數的計算，是
否包括分公司的勞工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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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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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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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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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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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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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項規定）處罰，並得連續處罰至改善為止。

Q2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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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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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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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實

2018/3/23 67



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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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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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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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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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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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

2018/3/23 73



歡迎加入
勞動達人-
陳業鑫粉絲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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