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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121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6年9月20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0974 號

案由：本院委員蔡易餘、蘇治芬、蘇震清、莊瑞雄、陳歐珀等 20 人
，鑑於勞動基準法於民國 105 年 12 月立法通過後，已初步落
實週休二日、提高休息日與特別休假日之日數等目的。惟因
各行各業性質有別，造成實務上若要完全一體適用現行法規
，反而缺乏彈性，致當初修法之美意落空。爰擬具「勞動基
準法第二十四條、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
。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按勞動基準法於民國 105 年 12 月立法通過後，已初步落實週休二日、提高休息日與特別休
假日之日數等目的。惟因各行各業性質有別，造成實務上若要完全一體適用現行法規，反
而缺乏彈性，致當初修法之美意落空。
二、舉例而言，休息日加班工時計算係以「做一給四、做五給八」之方式類推，主要目的在於
勞工加班仍須付出相當通勤時間，若加班時數過短，顯不公平，但如此計算方式較無彈性
且實質上造成對雇主之懲罰；又每月加班時數上限原係為避免勞工產生過勞，然而未考慮
到各產業可能有淡、旺季之區別而較缺乏彈性；以及特休假計算無論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
止而未休完，雇主僅能以給予工資方式結算，導致部分希望能累積休假之勞工之訴求無法
達成。
三、為使當初修法之美意不致落空，爰提出「勞動基準法第二十四條、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八
條條文修正草案」，以排除現行規定較缺乏彈性之部分，並提供適切的法源依據，俾能呼
應勞資雙方之實質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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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法第二十四條、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
對照表
修

正

第二十四條

條

文

雇主延長勞工工

現

行

第二十四條

條

文

雇主延長勞工工

說

明

一、本條第三項修正。

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
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

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
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

二、按現行條文第三項規定，
雇主使勞工於第三十六條所

一、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
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

一、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
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

定休息日工作，其工作時間
及工資之計算，係以「做一

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
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

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
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

給四、做五給八」之方式類
推，主要目的在於勞工加班

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
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

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
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

仍須付出相當通勤時間，若
加班時數過短，顯不公平。

。
三、依第三十二條第三項規

。
三、依第三十二條第三項規

但如此計算方式較無彈性且
實質上造成對雇主之懲罰，

定，延長工作時間者，按
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倍發

定，延長工作時間者，按
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倍發

爰於兼顧勞工與雇主權益下
，保留「做一給四」之部分

給。
雇主使勞工於第三十六

給。
雇主使勞工於第三十六

，而超過四小時之部分，則
回歸以實際工作時間計算。

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
間在二小時以內者，其工資

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
間在二小時以內者，其工資

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
給一又三分之一以上；工作

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
給一又三分之一以上；工作

二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
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

二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
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

一又三分之二以上。
前項休息日之工作時間

一又三分之二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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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工資之計算，四小時以內
者，以四小時計；逾四小時

者，以實際工作時間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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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二條

雇主有使勞工在

第三十二條

雇主有使勞工在

一、刪除本條第二項後段並增

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
要者，雇主經工會同意，如

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
要者，雇主經工會同意，如

列第三項。
二、現行規定延長工作時間每

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
會議同意後，得將工作時間

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
會議同意後，得將工作時間

月四十六小時之上限，原係
為避免勞工產生過勞，然而

延長之。
前項雇主延長勞工之工

延長之。
前項雇主延長勞工之工

未考慮到各產業可能有淡、
旺季之區別而較缺乏彈性。

作時間連同正常工作時間，
一日不得超過十二小時。

作時間連同正常工作時間，
一日不得超過十二小時。延

爰於勞資雙方同意以及總加
班工時上限不變之前提下，

委 144

立法院第 9 屆第 4 會期第 1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第一項雇主延長勞工之
工作時間，一個月不得超過

長之工作時間，一個月不得
超過四十六小時。

得以二至六個月為一期總量
勻支使用，但每一個月仍不

四十六小時。但經工會或經
勞資會議同意後，得以二至

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
件，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

得超過五十四小時。
三、原第三項以下項次依序調

六個月為一期總量勻支使用
，期間每一個月仍不得超過

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
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但應

五十四小時。
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

於延長開始後二十四小時內
通知工會；無工會組織者，

件，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
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

應報當地主管機關備查。延
長之工作時間，雇主應於事

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但應
於延長開始後二十四小時內

後補給勞工以適當之休息。
在坑內工作之勞工，其

通知工會；無工會組織者，
應報當地主管機關備查。延

工作時間不得延長。但以監
視為主之工作，或有前項所

長之工作時間，雇主應於事
後補給勞工以適當之休息。

定之情形者，不在此限。

整。

在坑內工作之勞工，其
工作時間不得延長。但以監
視為主之工作，或有前項所
定之情形者，不在此限。
第三十八條 勞工在同一雇主
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

第三十八條 勞工在同一雇主
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

一、本條第四、七項修正。
二、依現行規定，無論因年度

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
予特別休假：

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
予特別休假：

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完之
特休假，雇主僅能以給予工

一、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
，三日。

一、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
，三日。

資方式結算，導致部分希望
能累積休假之勞工之訴求無

二、一年以上二年未滿者，
七日。

二、一年以上二年未滿者，
七日。

法達成，爰增列勞工得請求
累計之依據，使之較有彈性

三、二年以上三年未滿者，
十日。

三、二年以上三年未滿者，
十日。

，惟考量雇主工作與財務安
排，累計期間應以三年為限

四、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
每年十四日。

四、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
每年十四日。

，超過部分仍應直接發給工
資。

五、五年以上十年未滿者，
每年十五日。

五、五年以上十年未滿者，
每年十五日。

三、為避免實務上計算產生困
擾，本條規定應自修正通過

六、十年以上者，每一年加
給一日，加至三十日為止

六、十年以上者，每一年加
給一日，加至三十日為止

。

。
前項之特別休假期日，

前項之特別休假期日，

由勞工排定之。但雇主基於
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或勞

由勞工排定之。但雇主基於
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或勞

工因個人因素，得與他方協
商調整。

工因個人因素，得與他方協
商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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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應於勞工符合第一
項所定之特別休假條件時，

雇主應於勞工符合第一
項所定之特別休假條件時，

告知勞工依前二項規定排定
特別休假。

告知勞工依前二項規定排定
特別休假。

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契
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

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
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

應發給工資；因年度終結而
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

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
雇主應將勞工每年特別

資或經勞工請求後予以累計
，並以三年度為累計之期限

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
發給之工資數額，記載於第

。
雇主應將勞工每年特別

二十三條所定之勞工工資清
冊，並每年定期將其內容以

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
發給之工資數額，記載於第

書面通知勞工。
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

二十三條所定之勞工工資清
冊，並每年定期將其內容以

，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
，應負舉證責任。

書面通知勞工。
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
二月六日修正之本條規定，

，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
，應負舉證責任。

自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施行
。

中華民國○年○月○日
修正之本條規定，自○年一
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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