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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報告

February 2013  工訊四十五

2012年11-12月祕書處工作報告重點摘要

 理事長行程：
11/07至立法院群賢樓801會議室出席「勞工保險基金與勞工退休基金之財務與相關法制問
題公聽會」。

11/08至台大校友會館4樓會議室，出席由財經立法促進院主辦之「自由經濟區本勞與外勞
薪資脫鉤政策可行性 公聽會」。
11/29出席勞委會舉辦之「工會領袖座談會」。
12/08 長出席「經濟整合與勞動市場改革：區域和海峽兩岸高峰論壇」。
12/20 至圓山大飯店出席「101年全國級社會對話會議」。
12/24 至行政院貴賓室出席行政院召開之「年金制度改革跨院座談會」。
12/29 出席勞委會召開之「101年勞動政策座談會」。

 收到勞委會來函聘任本會詹素真理事為跨國勞動力政策協商諮詢小組成員，聘期自即日起
至102年6月30日。

 組訓部組織工作部分，理事會通過台北市教育職業工會入會申請，已行文該會辦理入會手
續。11月份收到台灣銀行企業工會、諾華公司企業工會之入會申請書，提交理事會第四次
會議審查。

 宣傳部工訊第44期於11月中出版寄發，本期主題為「工作貧窮化的危機與對策」。

 政策部11/07至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出席「建構我國安全衛生顧問機構之服務與管理機制
座談會」。

11/16至台大社科院國際會議中心參加台大公共經濟研究中心主辦之「勞保制度的問題與檢
討座談會」。

11/25參加中央健保局主辦之「全國性工會團體二代健保說明會」，主要說明補充保費的扣
取規定及扣取方式。

12/05祕書長至台大集思會議中心出席勞委會舉辦「我國社會對話推動現況與未來方向實務
研討會」。

12/13 林進勇常務理事及政策部張鴻曉主任至勞委會10樓簡報室出席「勞資會議實施辦法修
正條文座談會」。

各項勞動法令研修方面，12/03於本會會議室召開勞保年金因應小組第一次會議。12/05於本
會會議室召開第五屆勞動與社會政策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社運部持續參與「建教生權益促進聯盟」，推動建教生權益促進法之立法工作，聯盟版本
的草案委由林淑芬立法委員提案，已經於12/14三讀通過，聯盟並於立法院中興大樓103貴
賓室召開「建教生權益保障法通過，擺脫賤價生的第一步」三讀通過記者會。

11/25聲援「2012秋鬥人民向左轉大遊行」。
12/10聲援團結工聯及台灣水資源保育聯盟於全國產業發展會議場外之抗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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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1/25新聞稿

以廉價勞力吸引台商回流， 
將引發更嚴重的低薪潮

勞委會近日公告欲修改外勞工作資格

及審查標準，利用「預核」的名義，預先

核配外勞名額給回流的台商。基本上，這

是變相鼓勵企業低薪雇用勞工作為挽救台

灣經濟的藥方。以此方案，我們可以預期

不久的將來，台灣的低薪潮只會不斷蔓

延，不但無法救經濟，只會救到這些回流

台商的荷包。

全國產業總工會一貫主張，反對以擴

大引進外勞降低工資的手段，作為挽救經

濟的藥方，台灣不能走回頭路。相對於

1100萬勞動人口，產業外勞僅約 24萬多

人，今日的台灣不應該只想靠這 2%的廉

價勞動力來挽救經濟，更不能忽略它所帶

來的相對不公平及外部效應。

美、韓等國為吸引本國企業回國投

資，在 2012年分別提出「委外工作轉回

美國計劃」以及「活絡國內投資方案」，

這二個計畫或方案都不是以擴大引進外勞

來作為誘因，為何台灣卻只能想出以外勞

政策鬆綁為主的投資誘因？顯然這是不同

思維下的政策選擇，台灣也注定將繼續輪

迴於低毛利的成本競爭中，不利長期發

展。

勞委會於修法說明中提到，要增加額

外的外勞就業安定費來證明廠商確實是缺

工，而不是不願以合理價錢聘僱本勞。但

對於所謂鮭魚返鄉等之特定企業，卻又給

予提高配額、5年免加徵甚至免查核的特

權。凡台商回台設研發中心或營運總部，

可附加外勞配額比率 15%，發展國際品牌

可附加 20%，且一次預核全部外勞配額，

同時 5年內不必外加就業安定費。明顯針

對「國內新增投資案」及「臺商回臺投資

案」是一套法規、二套標準，對過去和台

灣共同辛苦打拼的企業相當不公平。

何況勞委會是利用修改「外國人從事

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

十一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的方式，以

審查標準來放寬引進外勞，並以「預核」

的方式改變過去核配外勞比例的程序，這

樣的處理方式就更加有問題。

就業服務法第 47條規定雇主聘僱外

國人前之措施，明定雇主聘雇外勞，「應

先以合理勞動條件在國內辦理招募，經招

募無法滿足其需要時，始得就該不足人數

提出申請，並應於招募時，將招募全部內

容通知其事業單位之工會或勞工，並於外

國人預定工作之場所公告之。」如今勞委

會以一個「審查標準」即欲變更法定申請

程序，不但違背母法授權之範圍，預核的

作法也已經使外勞政策的補充性原則完全

喪失，全產總絕對無法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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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商會本月 17日發表「2013商業

景氣調查」，提到台灣在外商眼裡已經成

了「低利潤之島」。外商要的是一個遊戲

規則清楚透明，產品售價能維持國際訂價

水準，又有眾多有消費力的消費者市場。

「改善政府行政程序、簡化法令規範」才

能吸引外商，而不是廉價的勞力、低薪的

員工，以及沒有購買力的人民。政策性的

持續壓低勞工薪資是惡性循環的開始。歐

洲商會也於 22日提出 2013年「台灣薪酬

與就業展望」調查報告，指出台灣加薪不

如亞洲鄰國，薪資過低使人才持續外移到

其他亞洲國家，另外，工作時數較高也是

人才外移主因。

對照政府相關部門吸引台商回流所制

訂的政策，重點擺在迎合台商只想要廉價

勞動力的思維，請政府好好思考：因廉價

勞動力而回流的台商，會為台灣帶來什

麼？恐怕只會帶來更大一波的低薪潮。全

產總呼籲勞委會懸崖勒馬，重新思考外勞

政策，回歸補充性原則，並應輔導要求廠

商逐年降低對外籍勞動力的依賴。

發稿單位：全國產業總工會

 S莊理事長出席公聽會時表達勞工團體反對外勞政策鬆綁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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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馬總統親自率領三院院長公布年

金改革方案，其中行政院提出的勞保年金

改革方案，簡言之就是調高費率、降低所

得替代率。在勞保費率部分，逐步調高至

民國 125年達上限 19.5%。所得替代率則

分甲、乙兩方案調降，全產總對此表示無

法接受這樣不公不義的改革方案。

勞工退休的勞保年金所得替代率已經

偏低，以現行所得替代率 1.55%，最高月

投保薪資 43,900元、投保 30年計算，勞

工退休後每個月只能領 20,413 元，要維

持退休後的正常生活已不容易，更何況絕

大多數的勞工根本達不到 43,900元的最

高月投保薪資，因此我們絕不可能接受調

降目前的所得替代率。

至於費率調高的合理性方面，全產總表

示，勞保基金的財務問題並不是今日才突

然發生，由於勞工保險過去的費率已是嚴

重低估，才會造成龐大的潛藏債務，勞保

費率調高到 19.5％的計算基準，必須在政

府負擔撥補過去潛藏債務的前提下，除了

勞保年金開辦前舊制留下的潛藏債務，甚至

這次修法若通過以前的潛藏債務，都應由政

府負擔，讓勞保的債務歸零，重新計算合理

的費率，不能把龐大歷史債務讓新加入勞保

的年輕人負擔。而且費率的計算方式也必須

公開透明，才有可能說服勞工接受。

其次，勞保制度中許多保險沉痾以及

基金管理亂象等，是造成現在龐大潛藏債

務的禍首，例如高薪低報、假勞工投保、

鑽退休制度的漏洞未核實投保，退休前才

拉高投保薪資等等投機行為，還有基金管

2013/01/30新聞稿

全產總反對不公不義的勞保年金改革方案

 S 20121125 秋鬥大遊行在勞保局前面集結反對勞保年金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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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績效不彰、委外代操遭坑殺等。政府在

調整勞保費率前，應先解決各種導致勞保

虧損的原因，保險的財務壓力也會較小，

否則費率調得再高也不夠填補這些漏洞。

行政院擬訂的二個所得替代率改革方

案中，甲案初期維持 1.55%，待領取年金

數額超過一次給付的次月開始，按原領數

額七折發給；乙案則是投保薪資新台幣 3

萬元以下維持 1.55%，3萬元至 4萬 3900

元則為 1.3%。其中甲案違反社會保險的

常理，勞工剛退休時多半尚可依靠個人儲

蓄維持生活一段時間，反而是長壽者的風

險必須依靠社會保險支撐，越老越需要花

費更多的醫療、看護成本，結果甲案是相

反的設計。

乙案以投保薪資新台幣 3 萬元為切

割，其劃分的理由依據為何？若只是單純

為了降低所得替代率而亂喊價，根本欠缺

合理性。若以維持基本生活條件為標準，

那麼投保薪資 3萬元退休後每個月大約只

能領 13,950 元，已經非常低，為何不是

比照軍公教退休人員年終慰問金，以領取

超過 2萬元以上為標準來劃分？

綜觀行政院改革方案的內容仍然是對

年輕人最不利，要繳交高出 2倍的費率，

但領到的給付卻縮水了近百萬，未來保費

調高雇主必然轉嫁給勞工負擔，年輕人不

但要負擔龐大歷史債務，低薪潮很可能因

為雇主轉嫁保費負擔而持續到 125年。

此外，未來修法後要不要溯及既往適

用？如果不溯及既往必定引起更大一波搶

退潮，使勞保基金的財務雪上加霜，若溯

及的話，已退的勞工權益馬上縮水，反彈

一定很大，政府要如何處理？

對上述不公不義的改革方案，全國產

業總工會針對勞保年金的改革提出以下意

見：

1. 各項退休制度應同時檢討，並確實解

決行業不均的問題。

2. 勞工的所得替代率一年1.55％不能降

低。

3. 政府撥補必須列為優先選項：立法院

當初通過勞保年金改制時，已決議年

金實施前的2兆多潛藏負債應分十年撥

補，這個決議應該確實執行。

4. 開源節流：增加投資績效，防範各項

投機弊端。

5. 重新精算：近二次精算結果遭受各界

質疑，如果政府有誠意撥補，精算的

結果就會變化。所有改革方案必須有

精算之基礎才能說服勞工。

6. 以上各項改善之後，如財務還有不

足，最後才以官方提出的提高保險費

率、檢討平均月投保薪資等方案，評

估對勞工的影響，決定各項工具之優

先順序與幅度。

勞保的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改革的

列車突然暴衝很容易翻車，再好的改革方

向都需要細膩的規劃以及廣泛的溝通。目

前行政院雖初步提出了改革方案的版本，

但應持續聽取各方意見，與勞工溝通，將

方案修改到衝擊最小的程度，不可硬幹到

底、強行通過不公不義的改革方案。

發稿單位：全國產業總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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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後國際標準78年的勞委會
（原刊載於自由時報2013-2-4自由廣場版）

 ▌文：謝創智（全國產業總工會秘書長）

勞委會主委潘世偉上週五在年終記者

會宣布幾項重要政策，包括基本月薪調

整、二十六週變形工時、週休二日等，每

一項都是攸關勞工工時薪資的重要大事，

其中以基本月薪為例，最快在四月調漲有

望，但潘世偉卻說不一定會調；再來就是

勞委會擬把開放二十六週變形工時拿來換

取資方同意週休二日就更荒謬，讓人忍不

住想說「奇怪耶，潘主委！」

去年勞委會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通過

的月薪調幅，已經低到一天多不到一顆茶

葉蛋，當時的行政院長陳？竟然還訂下經

濟成長率連二季破三％、失業率破四％，

勞工才可望加薪。現在好不容易有機會在

今年第一季達成門檻目標，潘主委竟然說

不一定會調，要提至第三季召開的基本工

資審議委員會討論。

難道是陳？要下台，潘主委可以不甩

他做過的決定嗎？而做為勞委會主委，不

讓基本工資儘速調升，是稱職的主委嗎？

再來，把開放二十六週變形工時拿

來換取資方同意週休二日就更荒謬了！

二十六週變形工時對勞工後患無窮，如果

是為了廠商的生產淡旺季需求，既有的二

週、四週、八週變形工時還不夠用嗎？如

果不夠用，不是還有六個月、九個月的定

期契約工可以僱用，甚至派遣或外包工也

可以運用。真要缺人力，現有的制度都足

夠資方使用，何須開放長達半年的變形工

時？有甚麼樣的行業會有半年的生產旺季

和淡季之分呢？難道是賣冰和開薑母鴨店

的嗎？

潘主委一定知道，國際勞工組織早在

一九三五年就通過每週四十工時公約，台

灣已落後國際標準七十八年，馬總統二

○○八年大選政見也承諾要全面實施週休

二日，也有超過五成的企業勞工早就週休

二日，這項政策應該是水到渠成，根本

不須用開放二十六週變形工時來交換。是

潘主委不會算術不會談判，還是因為開放

二十六週變形工時是經建會的主張，潘主

委不敢反對？

身為勞工主管機關勞委會的主委，更

應該站在勞工立場，為勞工著想，況且這

些在年終記者會上提出的重大政策，都是

攸關勞工生計的薪資與工時，如果潘主委

真的覺得這些作為是對的，就更讓人感到

不解與憤怒。潘主委你願意說清楚講明白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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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剖析

February 2013  工訊四十五

「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

生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建教生權益保

障法 )終於在今 (十四日 ) 日三讀立法通

過，為台灣三萬五千名建教生的權益保障

向前邁開一大步。過去建教生身分妾身未

明，遊走於勞動與學習之間的模糊身分，

將因本法的通過，讓學校、建教生與合作

廠商三者之間的權利義務與責任歸屬，獲

得明確的劃分。

建教合作已經辦理四十多年，但由於

產業與社會現況發展，卻逐漸喪失其原有

學習技術的基本價值，而建教生兼具學生

與勞工的雙重身份的曖昧關係，近來更淪

為不肖企業大量進用以替代一般勞工，成

為的廉價勞力的現象。各種建教生被廠商

濫用剝削的申訴個案，屢見不鮮。

「 建 教

生權益保障

法 」 的 通

過，無異是

對當前建教

合作部分亂

象的政策回

應，藉由該

法的通過，

對 於 建 教

生之生活津

貼、訓練時間、申訴權益、機構與學校責

任都有新的規定，將建教合作導回到正

軌。新通過的該法，有下列的重點：

一、 生活津貼不得低於勞動基準法所定基

本工資。目前訓練生活津貼的給付金

額，特別是服務業的建教生，大都低

於基本工資水準，為了保障建教生基

本權益，本法特別規定，不得低於基

本工資，且機構必須提供生活津貼明

細表給建教生，避免津貼被不明項目

所苛扣。

二、 每日訓練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每二

星期受訓總時數不得超過八十小時，

每日訓練起訖時間不得超過十二小

時，且不得於午後八時至翌晨六時之

時間內接受訓練。為了保障建教生

建教生權益保障法通過， 
　　擺脫賤價生的第一步
建教生權益促進聯盟新聞稿2012.12.14

 S 20121214建教生權益促進法三讀通過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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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訓練期間的身

心健康，不被機

構過度侵犯其訓

練學習權益，每

天訓練時間不得

超過八小時，兩

週八十小時。由

於某些訓練機構

為服務業，中間

會有空班時間，

但為了避免廠商

偷渡空班時間作

為訓練時間，因

此，將每日再訓練機構的起迄時間訂

為十二小時的上限，即使中間有空班

時間，每日也必須在十二小時之內完

成訓練。

三、 建教生人數不得超過四分之一，且個

別建教合作機構每期輪調人數不得低

於二人。為了讓建教生能在機構內

學習到技能，因此企業一定要有足夠

的員工來營造學習環境，因此維持現

行建教合作機構招收建教生人數，不

得超過其所僱用勞工總數四分之一，

而且僱用勞工總數之計算不得包含廠

商僱用之外勞。而個別建教合作機構

每期輪調人數不得低於二人，是為了

讓學生在生活與學習上能彼此有所照

應，這項規定比起既有不得低於三人

的規定，有所放寬，但希望前述校方

兩周一次的定期訪視，能夠改善學生

可能在機構孤 立無援的地位。

四、 教育部每二年要公布建教生權益調查

報告。由於建教生權益受損個案不時

發生，為了讓社會大眾了解建教生之

訓練現況，該法第四條要求中央主管

機關應每二年針對本法所訂建教生權

益保障事項進行調查，並公布調查報

告。而調查的結果，也應作為各級主

管機關未來作為選定建教合作機構行

業類別的參考。

五、 「從事派遣業務」、「兩年內裁員超

過十分之一」與「兩年內違反勞動法

令」的機構，不得參加建教合作。為

了管控建教合作機構之素質，避免不

良廠商發生剝削學生情事，原來官方版

對於廠商的商業登記等消級要件之外，

本聯盟要求增列了這三點規定也獲得

朝野立委同意通過，未來期能吸引優

質建教合作機構來參與建教合作。

六、 新設置「建教合作審議小組」，定期

檢討建教合作機構行業類別。未來教

育部將設立獨立公正客觀的「建教合

作審議小組」由廠商、家長、教師、

 S 20121214建教生權益促進法三讀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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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剖析

February 2013  工訊四十五

勞工等社會團體代表與學者專家共同

組成，負責審理建教合作申請案，取

代過去由行政部門主導的作法，並且

定期檢討淘汰不合時宜的實施建教合

作的行業類別，並對於要新增的行業

類別之妥適性，進行審查。

七、 建教合作機構之學分採計不得超過六

分之一。為了讓建教生在學校獲得更

多技能知識上的學習，承擔更多教學

責任，建教生於建教合作機構接受職

業技能訓練，經學校考查合格者，得

採計為職業技能訓練學分；其採計之

學分數，不得超過應修畢業學分數之

六分之一。

八、 學校至少每兩週不預告訪視建教合作

機構一次。該法規定每兩個星期學校

將指派老師以不預告的方式訪視機

構，如有發現機構未依照建教合作計

畫、訓練契約者，應立即通知學校，

學校並應要求機構改善，以維護學

生訓練權益保

障。

九、 各縣市教育局

應 設 立 「 建

教 生 申 訴 審

議會」。本法

規定，學校主

管機關為審議

學生的申訴，

應遴聘具備教

育 、 心 理 輔

導、法律、勞工

等專長之學者專家七人至十五人，組

成建教生申訴審議會來處理學生的申

訴。由於目前許多建教生遭遇不當對

待，權益受損時，常求訴無門，有時

學校也無積極作為，本法規定學校教

育主管機關應設申訴審議會，以處理

學生申訴，並立即進行調查處理。

建教生權益促進聯盟，在 2010 年 8

月成立以來，就不斷為了建構一個更完善

更優質的建教合作學習環境而努力不懈，

也曾透過林淑芬、吳宜臻等立法委員提出

民間版的立法版本，本次立法，本聯盟特

別感謝兩位立法委員的努力不懈，讓民間

團體的呼籲，有部分融入成為該法的精神

與規範。本聯盟認為「建教生權益保障

法」的通過，將可避免發生劣幣驅逐良幣

的反淘汰現象，讓優質的建教合作機構繼

續擴大發展，讓建教生可得到更充實的訓

練機會，對於未來的就業有更好的技能基

礎，這將是建教生權益保障的第一步，也

是建教生避免成為賤價生的開始。

 S 20121214建教生權益促進法三讀通過後聯盟成員召開記者會肯定
對建教生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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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合理不賤價  工時合理不過勞
貧窮子弟有權享有優質多元的建教合作制度

生專法將因教育部之被動作為，使美意淪

為爭議，無異形同綁架了建教生權益！因

此聯盟召開記者會針對部分業者及學校大

肆抨擊新法之意見予以回應。

 �新法對建教生勞動條件保障高標
準，無異逼廠商簽訂不平等條
約？

針對部分學校及業者抨擊新法對建教

是誰綁架了建教生權益？
建教生權益促進聯盟記者會新聞稿2013.02.01

「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

生權益保障法」於今年 1 月 2 日由馬總

統正式公告後，卻立即引來中南部建教合

作學校與特定廠商聯手出面反擊，除大肆

威脅不想辦理或停招建教合作班，並聲稱

不排除聯署罷免馬總統與提案之林淑芬委

員。而身負落實建教生權益重擔之教育

部，只見疲於奔命召開說明會試圖向廠商

與建教合作學校滅火外，卻未見因應新法

有積極之政策落實作為，實讓人憂心建教



12

政策剖析

February 2013  工訊四十五

生訓練工時、休假、薪資甚至比一般勞

工有更嚴格之規定，無異於是逼廠商簽

訂「不平等條約」，且造成兩套管理制度

的混淆，建教生權益促進聯盟表示，現行

勞基法技術生專章即已規定，一般勞工之

勞動條件對技術生自應適用之，其中包括

適用基本工資。而有關工時之規定為每兩

周不得超過 84小時，本就不代表工時一

定要 84小時，且工時可以由勞資雙方藉

由工會等機制進行協商，何來建教生領取

基本工資就需比照一般勞工工時之不平等

疑義？且之所以造成上述爭議，乃過去教

育部長期未強力督責甚至放任建教合作學

校及廠商對於建教生準用勞基法之相關規

定，形成今日建教生工時過長、苛扣生活

津貼、未有勞保保障等申訴無門之亂象。

因此過去廠商如能確實遵守相關規定，新

法並不會造成過多進用成本，自然不會有

對業界太嚴苛的問題。而針對過去建教生

申訴無門之情形，聯盟建議教育部因依法

盡速責成縣市政府成立建教合作申訴審議

會，提供建教生及家長相關權益諮詢與申

訴管道。

 �新法對建教生勞動條件保障高標
準，廠商拒收造成貧窮子弟受
害？

針對部分學校及業者抨擊新法對建教

生勞動條件保障高標準，某立委聲稱有近

七成業者想要退出建教合作制度，將造成

中南部經濟弱勢之貧窮子弟無建教合作機

會而受害。建教生權益促進聯盟表示，建

教合作制度的本義乃在於透過職場學習培

養技術人才，並為業者所留用，並非是為

了解決貧窮子弟經濟收入之社會福利措

施。且大部分中南部建教生來自勞工階級

或經濟困難之家庭，貧窮子弟有就業養家

或自立生活之需求，建教合作制度更應該

提供其優質且具勞動尊嚴的建教合作機

會，而非任由學校與廠商為尋求替代勞力

的牽拖之詞。因此教育部應盡早組成建教

合作審議評估小組，針對新法上路後無法

安置之建教生，積極規畫替代方案，並制

定建教合作友善職場之評估指標，才能對

貧窮子弟建教生有尊嚴的勞動保障！

 �新法對建教生勞動條件保障高標
準，將扼殺傳統產業？

針對部分學校及業者抨擊新法對建教

生勞動條件保障高標準，將扼殺傳統產

業，甚至有業者表示現在傳產業都得仰賴

建教合作的學生及外勞苦撐，他們抱怨明

明已經在缺工了，政府卻仍舊無法通融給

予協助。建教生權益促進聯盟表示，教育

部實施了近 45年的建教合作制度，引進

之行業及產業屬性的確未做好相關配套規

劃，已經失去了育材的本意。日前監察院

對於教育部有關辦理建教合作教育之糾正

文中，明確指出教育部自民國 93年頒布

「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辦法」後，

把關評估建教合作機構審核人力嚴重不

足，且大量開放建教合作業務，導致源頭

管理不善而造成今日建教生於特定職種行

業被賤價使用或濫用的結果，聯盟認為此

無異於形成另一種建教合作制度的壟斷 !

為何現行的建教合作行業大量集中於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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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美髮美容、流通及餐飲服務等特定行

業，且高達九成是由私立高職興辦？此與

教育部過去缺乏一套因應社會發展的建教

合作政策架構有關。聯盟建議教育部應

參照國際經驗，如英國的新學徒制度 (請

見上方相關資料下載 )發展出一套多元且

優質的建教合作制度，才不會讓特定區域

學校與行業壟斷建教資源，造成「南生北

送」、「強制勞動」等怪異現象，而將教育

訓練成本轉嫁至建教生身上。

為免於教育部被特定廠商與學校之立

場綁架而讓專法空轉，讓建教生權益面臨

空窗期，建教生權益促進聯盟除再度強調

新法精神將提供貧窮子弟一個運用合理不

賤價、工時合理不過勞的多元優質建教合

作制度，並對教育部提出三項訴求：

1. 依法盡速成立責成縣市政府成立建教

合作申訴審議會，提供建教生及家長

相關權益諮詢與申訴管道。

2. 依法盡速成立建教合作審議評估小

組，針對新法上路後無法安置之建教

生，積極規畫替代方案，並制定建教

合作友善職場之評估指標。同時強化

建教合作機構審核制度，研議引進多

元化之建教合作制度與行業。

3. 依法盡速針對建教生、家長、學校與

建教合作廠商召開法令說明會，並公

開說明開始適用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

作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之明確日

期， 102學年度第1學期之高級中等學

校建教合作，應完全適用落實新法之

相關規定。

 S 建教生權益促進聯盟各團體出席記者會為建教生權益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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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專題

February 2013  工訊四十五

莊理事長爵安 開幕致詞：

各位與會嘉賓，大家早。今天很高興

能見到這麼多工會幹部，可見各位對於本

次研討會所延伸出來的四大議題：工資、

工時、退休保障及職業安全衛生相當重

視，感謝各位的熱烈參與。本次研討會的

與談人皆為一時之選，主要來自勞動領域

的專家，幾位都是勞動法領域的重量級學

者，能邀請到這幾位專家，全產總真是倍

感榮幸，各位學者對於新時代勞動條件皆

有獨特的看法，希望大家能藉此研討會互

相交流，期盼能為工會帶來新思維。

近年來無薪假、過勞死、責任制及工

資債權的議題，待會陳專門委員會有詳細

的解說。但是我想不管是週休二日、縮短

工時、提高薪資水準、保障退休生活 ...等
等，長期以來勞動條件的改善，都是我們

全產總自成立以來一直積極爭取的目標，

雖然直到今天，台灣的勞動條件卻還無法

跟上先進國家的水準，這是我們要繼續努

力的地方。

尤其是近幾個月政府打著「拼經濟」

的口號推出所謂的「經貿特區」來壓低勞

動條件，環顧全球經貿特區的特色，世界

各國不外乎是以租稅上的優惠、通關的快

速便利、產品的創新研發等等，大概只有

新時代勞動條件研討會

※主辦單位：全國產業總工會

※指導單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活動日期：民國 101年 10月 30日（星期二）、31日（星期三）

※活動地點：台北教師會館（台北市中正區南海路 15號）

我們的政府是降低勞動條件、放寬外勞配

額，為什麼會這樣呢？不外乎是要讓在中

國混不下去的台商回來。過去這些人為了

競逐更低的勞動成本，頭也不回的西進中

國、債留台灣，讓台灣勞工面臨中年失

業，領不到退休金與資遣費。

這些產業有哪些地方符合剛剛我所說

的經貿特區的特色？讓他們回來繼續從事

低附加價值、廉價勞動成本的產業，這並

不是我們所樂意見到的。再這樣下去對我

們下一代的勞動條件並不是好事。

到目前為止我所接觸到的各個工會先

進對勞委會提出的政策都還很不滿意，如

果勞委會受限於法律所能做的只有這樣，

那我們更應該透過集體的力量，針對各項

政策提出我們完整的想法，未來個別勞動

法的修法將是全產總重點工作之一。

也請各位思考看看，從工會的角度應

該如何推動修法，有哪些法案是最具有急

迫性？希望透過這樣研討會的方式讓我們

工會幹部更清楚未來的方向。雖然台灣工

會組織率很低，但工會仍是勞工唯一可以

依靠的靠山，希望我們一起努力集思廣

益，一同為下一代勞動環境打拼。最後祝

福各位工會幹部、先進貴賓，大家身體健

康，萬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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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無薪休假之相關規範與措施

◎無薪休假產生背景

2008 年第四季受全球金融海嘯風暴

影響，事業單位訂單銳減，企業無工可供

勞工工作，為減少人事成本支出，而協商

勞工減少工時並比例減少工資，以共體時

艱。

此種減少工時並比例減少工資作法，

一般企業界稱之為「無薪休假」，亦有企

業直接以公司行政命令貫徹，故稱之為

「行政假」。

表：目前企業實施無薪休假情形 
（截至101.10.15止）

累積期間
累積家數 
（家數）

通報及實施人數 
（人數）

100.10.31 12 2,801（首期）

101.4.30止 23 2,280

101.5.15止 24 2,207

101.5.31止 20 1,365

101.6.15止 19 1,367

101.6.30止 17 1,073

101.10.15止 37 2,040

◎常見「無薪休假」態樣

1. 鼓勵單位同仁排休及輪休。（特別休

假優先使用）。

2. 勞資協商1週作四休三（週休三日）。

3. 每月排n天無薪休假，無薪休假當日雖

無出勤，惟比例補助薪資。

4. 視業務（訂單）狀況，彈性安排。

5. 暫時或連續停工一段時間。

 ◎企業不當實施「無薪休假」態樣
1. 未經協商逕自排定「無薪休假」，要

求員工在家等待通知上工。 

2. 沒有訂單，要求員工無須出勤，卻以

請休假或事假方式抵扣。 

3. 未經協商要求員工無須出勤，原領工

資減半或僅發基本工資。 

4. 要求本國籍勞工放假，但要求外籍勞

工加班。 

5. 未經與勞工協商同意，逕自排定「無

薪休假」。

6. 逕自變更計薪方式（月薪改時薪），

要求員工出勤卻不給薪！

7. 臨時「急單」，要求員工於原協商排

定無薪休假之工作日出勤，卻不給

薪，僅得申請「補休」。

101年全國產業總工會 新時代勞動條件研討會

專題演講： 
新時代勞動條件相關規範與展望

 ▌主講人：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動條件處專門委員陳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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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薪休假」相關規範與措施

 Â何謂「無薪休假」

1. 不是法律名詞，更不是雇主可以恣為

的權利。

2. 因景氣因素所造成的停工，屬可歸責

雇主事由，工資本應依約照付。

3. 事業單位如因受景氣影響，致有停

工、減產或相當虧損情事，為避免大

量解僱勞工，造成更多社會問題，勉允

與勞工協商，採減少工時並比例減少

工資之方式（即坊間所謂之「無薪休

假」）共度難關，惟仍不得逕自為之。

 Â「無薪休假」相關規範措施之法令依據

1. 就業服務法第2 3條：中央主管機關

於經濟不景氣致大量失業時，得鼓勵

雇主協商工會或勞工，循縮減工作時

間、調整薪資、辦理教育訓練等方式

以避免裁減員工；並得視實際需要，

採取創造臨時就業機會、辦理創業貸

款或加強實施職業訓練等輔導措施。

2. 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7條：勞動契

約應依本法有關規定約定左列事項：

二、工作開始及終止之時間、休息時

間、休假、例假、請假及輪班制之換

班有關事項。 

 Â勞委會針對企業實施無薪休假因應措施

1. 正式函釋不得片面實施「無薪休

假」，並重申基本工資保障。

2. 啟動「無薪休假」通報機制，100年10

月18日通函各地方勞政機關，啟動通

報及處理機制。

3. 訂定「因應景氣影響勞雇雙方協商減

少工時應行注意事項」。 

4. 提供協議書（範例），100年提供新版

協議書（範例）。

5. 設立申訴專線0800-08-5151，即時查

處。

6. 實施勞動條件專案檢查。

 Â「無薪休假」薪資不得低於基本工資

－勞委會 9 7年 1 2月 2 2日勞動 2字第

0970130981號令

雇主受景氣因素影響致訂單減少，所

造成之停工或減產，係可歸責於雇主之事

由，雇主仍應依原勞動契約給付工資。如

雇主欲採無薪休假方式，暫時減少勞工工

作時間並減少工資，必須徵得勞工同意，

才可實施。雇主給付勞工之工資，固可按

工作時間比例減少，惟為保障勞工基本生

活，對於原約定按月計酬之全時勞工，每

月給付之工資仍不得低於基本工資數額。

（101年基本工資調整為 18,780元）

 Â無薪休假期間之工資請求及勞資協商

－勞委會 9 8年 2月 1 3日勞動 2字第

0980130085 號函

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 7條規定，勞

工工作開始及終止之時間、休息時間及輪

班制之換班等有關事項應於勞動契約中約

定，雇主如認有變更之必要，應重新協商

合致，不得逕自變更。

雇主未經勞工同意，逕自排定所謂

「無薪休假」，自屬無效之變更，勞工縱未

於所謂「無薪休假」當日出勤，因係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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逕自免除勞工出勤義務，勞工無補服勞務

之義務，雇主仍應依原約定給付報酬。所

生未全額給付勞工工資情事，主管機關可

限期雇主給付工資，並依相關規定裁罰。

另查所謂「無薪休假」，事涉個別勞

工勞動條件之變更，故除勞工委託工會代

為協商並決定者外，尚不得以產業工會理

事、監事會議已同意，即謂業經勞資雙方

之合意。 

 Â無薪休假協商之舉證責任

－ 勞 委 會 9 8 年 3 月 5 日 勞 動 2 字 第

0980130120 號函

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 7條規定，勞

工工作開始及終止之時間、休息時間及輪

班制之換班等有關事項應於勞動契約中約

定，雇主如認有變更之必要，應重新協商

合致，不得逕自變更。

前開協商變更勞動條件雖非以書面為

要件，惟勞工保持沉默未即表示異議，亦

難逕認默示同意；如生爭議，雇主應負舉

證責任，雇主如無法提供相關證明，仍難

認其排定之「無薪休假」業經勞工同意，

雇主仍應依原約定給付報酬。所生未全額

給付勞工工資情事，主管機關可限期雇主

給付工資，並依相關規定裁罰。

 Â無薪休假期間之產假工資請求

－勞委會 9 8年 3月 1 7日勞動 3字第

0980130196 號函

所謂無薪休假係勞雇雙方為因應景

氣因素，所為暫時性停止勞務提供之協

議，縱使勞工前已同意實施所謂「無薪休

假」，惟產假期間，雇主依法本應停止其

工作，該期間自無得實施所謂「無薪休

假」，並應依無薪休假前之原勞動契約所

約定工資數額給付。

 Â無薪休假與平均工資計算

1. 無薪休假期間及工資，不列入平均工

資計算

事業單位因景氣蕭條，縮短工作

日數，且縮短之工作日數為不支薪之

休假，其不支薪之休假期間，如無

涉及勞動契約之變更，且非屬常態之

工作情形，則上開期間應予扣除，不

列入平均工資計算退休金或資遣費。

（勞委會 91 年 1 月 17 日勞動 2 字第
0910002799號函）

2. 司法機關亦同此見解

平均工資之計算，依勞動基準法

第 2條第 4款規定，固應指事由發生

當日即核准退休當日前 6個月所得工

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

額，惟此係指常態之工作情況而言。

（最高法院 75年度台上字第 1822號民

事判決）

 S 陳慧敏專門委員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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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因應事業單位實施勞雇 
雙方協商減少工時通報及處理注意事項

－勞委會98.1.14勞動二字第0980130003號函

一、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為保障勞工權益，避免勞資爭議，建立地方勞工行政主

管機關因應事業單位實施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通報及處理機制，特訂定

本注意事項（以下簡稱本注意事項）。

二、 本注意事項所稱「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指雇主受景氣因素影響致停

工或減產，經勞雇雙方協商同意，暫時縮減工作時間。

三、 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應通告轄區內事業單位，於其受景氣因素影響致停

工或減產，經勞雇雙方協商同意，始得暫時縮減工作時間，並應主動向當

地勞工行政主管機關通報。

四、 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知悉勞雇雙方擬減少工時，應適時輔導勞雇雙方參

考本會所定「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協議書（範例）」(如附件一)，約定實

施期間、方式、薪資給付及相關權利義務等事宜。

五、 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對於轄區內勞工申訴案件，應即進行瞭解，並依法

處理。

六、 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對於轄區內營運異常、輿情反應或團體通報之案

件，應主動查察及處理。必要時，得請經建相關單位提供資料及協助。

七、 為掌握狀況並兼顧時效，各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應就轄區內勞雇雙方協

商減少工時之案件列冊，並自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一月開始，依所附表格

（如附件二）定期彙整轄區內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事業單位之相關資

料，於每月一日（報送前月十六日至月底之統計數額）及十六日（報送當

月一日至十五日之統計數額）報送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八、 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應指定通報專責單位，並將聯繫電話送行政院勞工

委員會。有異動時，應隨時陳報更新。

九、 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

局及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依法辦理勞工事務之機關，適用本注意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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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景氣影響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 
應行注意事項」內容

－勞委會100年12月1日勞動2字第1000133284號函

一、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因應事業單位受景氣因素影響，勞雇雙方協
商減少工時時，保障勞工權益，避免勞資爭議，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 事業單位受景氣因素影響致停工或減產，為避免資遣勞工，經勞雇雙方協商同意，
始得暫時縮減工作時間及減少工資。

三、 事業單位如未經與勞工協商同意，仍應依約給付工資，不得片面減少工資。勞工因
雇主有違反勞動契約致有損害其權益之虞者，可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規定終止勞動
契約，並依法請求資遣費。 

四、 事業單位如確因受景氣因素影響致停工或減產，應優先考量採取減少公司負責人、
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及高階經理人之福利、分紅等措施。如仍有與勞工協商減少

工時及工資之必要時，該事業單位有工會組織者，宜先與該工會協商，並經與個別

勞工協商合意。

五、 事業單位實施勞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及工資者，就對象選擇與實施方式，應注意衡
平原則。

六、 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及工資者，對於按月計酬全時勞工，其每月工資仍不得低於
基本工資。 

七、 勞雇雙方終止勞動契約者，實施減少工時及工資之日數，於計算平均工資時，依法
應予扣除。

八、 事業單位實施減少工時及工資之期間，以不超過3個月為原則。如有延長期間之必
要，應重行徵得勞工同意。事業單位營運如已恢復正常或勞資雙方合意之實施期間

屆滿，應即恢復勞工原有勞動條件。

九、 勞雇雙方如同意實施減少工時及工資，應參考本會「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協議書
（範例）」，本誠信原則，以書面約定之，並應確實依約定辦理。 

十、 事業單位與勞工協商減少工時及工資者，應依「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因應事業單
位實施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通報及處理注意事項」，確實通報事業單位所在地勞

工行政主管機關。

十一、 勞工欲參加勞工行政主管機關推動之短期訓練計畫者，雇主應提供必要之協助。

十二、 事業單位於營業年度終了結算，如有盈餘，除繳納稅捐及提列股息、公積金外，
對於配合事業單位實施減少工時及工資之勞工，於給予獎金或分配紅利時，宜予

特別之考量。

十三、 事業單位或雇主未參照本注意事項辦理，致有違反勞動法令情事者，依各該違反
之法令予以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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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Â其重點包括：

1. 實施時間原則上不得超過三個月，實

施期滿如仍有實施之必要者，應再行

與勞工協商同意後始得繼續實施。

2. 需向勞工揭示前開「因應景氣影響

勞雇雙方協商減少工時應行注意事

項」，使勞工有於簽訂前充分了解始

予簽訂之規定。

3. 實施前應優先考量採取減少負責人、

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及高階經理人

之福利、分紅等措施。如仍有與勞工

協商減少工時及工資之必要時，事業

單位有工會組織者，宜先與該工會協

商，並經與個別勞工協商合意。

4. 明定「衡平原則」，避免有僅針對特

定勞工實施之不公情事。

5. 對於配合實施減少工時之勞工，日後

如有盈餘，應予特別之考量。

◎簽訂「無薪休假」協議書注意事項

1. 確認每月工資不低於基本工資數額

（新台幣18,780元）。 

2. 明確約定實施時間及方式 。

3. 實施期間兼職之約定 。

4. 確認新制勞工退休金及勞工保險提撥

金額。

5. 確認無須出勤日出勤工作之處理原則

及工作給付標準。

◎無薪休假實務爭議問題

一、 不合法無薪休假之效果

雇主未經勞工之同意，片面宣佈休無

薪假，係單方面變更勞動條件，應屬無

效。勞工可以請求雇主照付工資，也可以

終止契約，請求資遣費。

 �  工資請求：無薪休假期間工資之請求權

基礎

* 民法第487條前段，僱用人受領勞務

遲延者，受僱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

仍得請求報酬。

* 勞工可依勞動基準法第27條之規定，

申請地方主管機關(當地縣市政府)限

期令雇主給付工資。

 �終止契約，並請求資遺費

雇主未經勞工同意，片面實施無薪

休假，符合勞動基準法第 14條第 1項

第 5款前段：「雇主不依勞動契約給付

工作報酬」之情形。勞工可依據該規定

終止勞動契約，並請求資遣費。

二、 雇主片面排定「無薪休假」，勞工未

於當日出勤，是否需補服勞務？可否

要求雇主給付薪資？

雇主未經勞工同意，逕自排定所謂

「無薪休假」，自屬無效之變更 。勞工縱

未於所謂「無薪休假」當日出勤，因係雇

主逕自免除勞工出勤義務，勞工無補服勞

務之義務，雇主仍應依原約定給付報酬。

所生未全額給付勞工工資情事，主管機關

可限期雇主給付工資，並依相關規定裁

罰。

三、 勞、資雙方對實施「無薪休假」產生

爭議，誰該負舉證責任？

有關工作開始及終止之時間等有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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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應於勞動契約終約定，雇主如認有變更

之必要，應重新協商合致，不得逕自變

更。

前開協商雖非以書面為要件，惟勞工

保持沉默未即表示異義，亦難逕認默示同

意；如生爭議，雇主應負舉證責任。

四、 雇主可否以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為理

由，逕自實施「無薪休假」？

所謂「無薪休假」，事涉個別勞工勞

動條件之變更，故除勞工委託工會代為協

商並決定者外，尚不得以產業工會理事、

監事會議已同意，即謂業經勞資雙方之合

意。

勞雇雙方雖可透過勞資會議就應否採

行所謂「無薪休假」進行討論，惟此協

議，因涉個別勞工勞動條件之變更，仍應

徵得勞工個人之同意，以求勞資和諧，保

障勞工權益。

五、 雇主要求員工於原協議之「無薪休假

之日」出勤，工資應如何給付？如有

加班時，如何計算加班費？

按勞動基準法第 22條規定，工資應

全額直接給付勞工。勞工如有提供勞務之

事實，雇主自應依法給付工資。

事業單位如受景氣影響必須減產或停

工，為避免大量解僱勞工，可與勞工協商

並經同意後，暫時縮減工作時間及依比例

減少工資，惟仍不得低於基本工資。至雇

主如有使勞工於原約定已排定免出勤之日

出勤，仍應徵得勞工同意，並應依法給付

當日正常工作時間之工資；當日若有延長

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

資，應依勞動基準法第 24條規定辦理。

除前開延時工資得依本會 79年 9月
21 日台勞動二字第 22155 號函，因勞工

事後拋棄請求並協議補休外（按權利不得

於事前拋棄），當日正常工作時間之工資

仍應依法給付，無得拋棄工資請求而選擇

補休。

六、 雇主片面實施無薪假是否具合理之正

當性？ 

－臺灣高等法院99年勞上易字第76號民事

判決

按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勞動基準

法第 21條第 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勞工

係在雇主指揮命令下提供勞務以獲得工資

對價，工作薪資即應視為勞動契約之重要

要素，依據勞動法理，勞動契約內容要素

之變更，除非勞資雙方事先於勞動契約中

已有合意，應從其約定外，否則該項契約

內容要素之變更即應得雇主與勞工雙方面

之同意，始謂合法。

本件上訴人（雇主）公司於 97年 11

月至 98年 2月期間實施無薪假共 34日，

其抗辯係因經濟不景氣，致其營收減少，

為求減少支出，故採取相較裁員影響較小

之無薪假方式度過難關，有其正當性云

云，惟即使於金融海嘯時期，亦有許多企

業經營獲利，並非所有企業均有虧損，虧

損仍屬於企業經營管理之問題，屬雇主經

營所應承擔之風險，故片面實施無薪假尚

不具合理之正當性。 

上訴人又抗辯依就業服務法第 2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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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項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於經濟不景

氣致大量失業時，得鼓勵雇主協商工會或

勞工，循縮減工作時間、調整薪資、辦理

教育訓練等方式，以避免裁減員工；並得

視實際需要，加強實施職業訓練或採取創 

造臨時就業機會、辦理創業貸款利息補貼

等輔導措施；必要時，應發給相關津貼或

補助金，促進其就業。」

顯見「於經濟不景氣致大量失業」

時，中央主管機關亦鼓勵雇主得循「縮減

工時、調整薪資」，以避免裁減員工及促

進就業之方案辦理，上訴人所實施之無薪

休假方案符合上開法令之規定，自具有其

合理性云云。

惟查就業服務法上開規定僅係規定主

管機關於經濟不景氣致大量失業時，得鼓

勵雇主協商工會或勞工採取避免裁減員工

之方式，就涉及勞動條件之變更時， 自仍

應符合勞動基準法之相關規定，非謂雇主

即得單方即得縮減工作時間、調整薪資採

取之方式，故上訴人上開抗辯並無足採。

七、 對員工公告不代表與員工協商或員工

已同意

－最高法院99年台上字第1836號民事判決

上訴人（雇主）雖抗辯經濟不景氣，

員工排休調節，公司實施無薪休假，均

在被上訴人同意，並提出公告暨請假卡

為證。惟公告係民國 97年 10月 26日公

布，僅載：「主旨：為共同渡過景氣寒冬

而實施彈性休假措施。實施：一、現場人

員依生產排程決定。二、一般行政人員，

每月排休四天」，且被上訴人確有被扣除

無薪假薪資之事實，所扣除無薪假之薪資

比例，係逐漸增加，以其比例觀之，顯達

實質減少薪資之效果，且逾每月排休四至

五天所減少之薪資，已與上開公告內容不

符。

再者，公告乃上訴人單方所為，不足

證明被上訴人同意其內容。何況該內容僅

係規範彈性休假制度，就此彈性休假是否

扣減薪資，通觀公告全文，亦無上訴人就

此減薪之意旨，顯係上訴人未經兩造協商

所為片面之彈性休假決定。 

八、 無薪休假未協商最高法院判決

－最高法院99年台上字第1836號民事判決

上訴人（雇主）既未能證明與被上訴

人協商，且經被上訴人同意實施彈性休假

並減少休假時工資，被上訴人放彈性休

假，係上訴人要求所致，即係可歸責於其

事由而仍應照發工資。又上訴人就 97年

薪資既未按兩造勞動契約約定時間發給，

且未經被上訴人同意，實施無薪假，自行

扣減無薪假薪資，被上訴人未於無薪假當

日出勤，係上訴人拒絕受領，自無補服勞

務之義務，上訴人仍應依約補足片面扣減

工資，上訴人既未予補足，其有未依勞動

契約給付被上訴人工作報酬自明，被上訴

人先後於 98 年 1 月 23 日及 2 月 18 日不

經預告向上訴人終止兩造勞動契約，為屬

合法，上訴人嗣後再向被上訴人終止契

約，不生其效力。 

無薪休假之協商根據勞委會及法院見

解，無論事業單位採取任何名義，例如特

休假、無薪休假或任何名義的休假，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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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假期間、休假期間之薪資計算方式、與

勞工協商之方法等，若未於協商時說明清

楚，並經員工同意者，一旦致工資實質減

少的結果發生，皆屬雇主逕自片面變更工

時及工資，而落入不合法無薪假之範疇。

◎ 面對「無薪休假」勞雇雙方應注意
事項

一、勞工方面

1. 勞工『不同意』實施無薪休假，雇主

逕自排定「無薪休假」。

事業單位未經勞工同意逕自實施「無

薪休假」，致勞工所得工資短少，違

反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地方主管機

關可依法限期給付工資並予處罰。

2. 勞工『同意』實施「無薪休假」制

度：

I： 薪資：僅得比例扣除該部分工

資；且雇主給付勞工之工資，固

可按工作時間比例減少，惟為保

障勞工基本生活，對於原約定按

月計酬之全時勞工，每月給付之

工資仍不得低於基本工資數額

（18,780元）。

II： 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勞資雙方

商定「無薪休假」致薪資總額

變動後，如影響勞保投保薪資級

距，應依實際領取工資申報調

整，惟仍不得低於基本工資數額

（18,780元）。

III： 新制勞工退休金，原則上依實際

工資提繳。但勞工為確保權益，

於協商時，亦可要求雇主依原來

約定的工資提繳。

IV：如有被資遣或退休情形，平均工

資計算：該無薪休假期間，於計

算平均工資時，依法均應予以扣

除，往前推計，勞工資遣費及舊

制退休金不會因此受到不利影

響。

雇主如有違法上述情事，勞工可

向當地縣、市政府的勞工或社會局

（處）申訴或請求協處，以維權益。

3. 勞工如何因應雇主不當實施「無薪休

假」

* 明確拒絕！未經確認不任意簽署各

式文件。

* 蒐集相關證據，作為日後舉證之

用。

* 至各地勞工行政主管機關提出勞資

爭議調解！

* 寄發存證信函。

二、雇主方面

1. 須為事業單位因受景氣影響，致有停

工、減產或相當虧損情事。

2. 實施減薪、無薪休假後，採月薪制之

勞工每月應領工資不得低於基本工資

（新台幣18,780元）。

3. 調動或調整工時時，應符合調動五原

則。

4. 無薪休假期間依勞工實際所得薪資調

整勞保；對新制勞工退休金依實際工

資提繳，亦可依原來約定工資提繳。

5. 無薪休假須約定實施期限，實施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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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上不得超過3個月，實施期滿如仍

有實施之必要者，應再行與勞工協商

同意後始得繼續實施。

 �雇主違法之法律責任：

主管機關得依勞動基準法第 79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以雇主違反第 21條第 1

項前段「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第 22

條第 2 項前段「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

工」，對雇主處新台幣 2萬元以上 30萬元

以下罰鍰；並得公布其事業單位或事業主

之名稱、負責人姓名，並限期令其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處罰。

主管機關亦得依同法第 27 條前段

「雇主不按期給付工資者」，命雇主限期給

付，如雇主不給付，主管機關得依第 79

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對雇主處新台幣 2

萬元以上 30萬元以下罰鍰。

◎無薪休假規範之未來展望

 �  無薪休假通報法制化之研議－何時啟

動？啟動要件為何？是否區分一定實

施規模？

 �  為因應全球經濟之不景氣，並使勞雇

雙方能共榮共存，在雇主保障勞工每

月最低基本工資，且取得勞工同意之

情況下，雇主雖得採取「勞工無薪休

假」之方式，以共體時艱；

 �  然此實施之前提係為因應全球經濟風

暴，不得不採取之妥協及過渡措施，

雇主除使事業得以生存之外，仍應兼

顧勞工基本生活，以創造勞雇雙贏之

局面。

 �  勞委會未來仍將視經濟情勢即時啟動

已建構之通報與處理機制，要求地方

政府積極查察。 

貳、基本工資規定及審議機制

◎基本工資規定

1. 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

基本工資。同法施行細則第7條規定，

工資之議定、調整等有關事項，應由

勞雇雙方於勞動契約中約定。又勞雇

雙方於議定工資數額時，勞動市場之

供需及經濟景氣情勢，均係重要影響

因素。

2. 現行基本工資自101年1月1日起實施，

為每月18,780元，每小時103元。前者

係指按月計酬者，且依法定正常工作

時數上限（2週84小時）履行勞務之最

低報酬。後者係為約定按「時」計酬

者單位時間之最低報酬。

3. 僅指正常工作時間內所得之報酬。但

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及休假日、例假

日工作加給之工資均不計入。（細則

§11）

 �基本工資特別規定

1. 部分工時者：（細則§13）

勞工工作時間每日少於 8 小時

者，除工作規則、勞動契約另有約定

或另有法令規定者外，其基本工資得

按工作時間比例計算之。

2. 童工：（細則§14）

不得低於基本工資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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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庇護性就業之身心障礙者：（身心障

礙者權益保障法§40）

得依其產能核薪；其薪資，由進

用單位與庇護 性就業者議定，並報直

轄市、縣（市）勞工主管機關核備。

4. 技術生：（勞基法§69 ）

技術生（建教生）無準用勞基法

第 3章工資規定，所領取者為生活津

貼，非屬工資，無基本工資之適用。

◎現行基本工資規定及審議機制

 �  依勞動基準法第2 1條規定，工資由

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

資。

 �  基本工資旨在保障勞工基本生活。基

本工資之調整，係由基本工資審議委

員會擬定，由勞委會陳報行政院核定

後實施。

 �  勞委會並依該法規定，訂定「基本工

資審議辦法」，據以規範基本工資審

議相關事宜。

 �  為符合各國最低工資由勞、資及公正

人士共同協商趨勢，勞委會於99年修

正基本工資審議辦法第2條、第5條、

第6條。

 �  前開規定適度調整委員會之組成（修

正後之委員會勞方代表7人、資方代表
7人、學者專家及政府代表7人，共21

人組成）、專家學者之遴聘方式、基

本工資審議委員會之開會及審議期程

(固定於每年第三季召開)，俾基本工

資之調整機制更加完善。

 �  復依基本工資審議辦法第4條規定，基

本工資審議委員會為審議基本工資，

應蒐集左列資料並研究之。1.國家經

濟發展狀況。2.躉售物價指數。3.消

費者物價指數。4.國民所得與平均每

人所得。5.各業勞動生產力及就業狀

況。6.各業勞工工資。7.家庭收支調查

統計。

 �  再依該辦法第5條規定，基本工資審議

委員會原則於每年第3季進行審議。故

本會每年將依該辦法規定，蒐集相關

資料，並於每年第3季召開基本工資審

議委員會會議，在兼顧勞資雙方之需

要下，審慎檢討基本工資，以保障勞

工基本生活。

 �  行政院101年核定基本工資調整案：

* 時薪部分同意勞委會所提建議自102

年1月1日起調整為每小時109元。

* 月薪部分可採勞委會建議調整至每

月19047元，惟應俟連續二季GDP

成長超過3％或連續二月失業率低於

4％後施行（其間如經建會已研提經

濟好轉判斷方式，從其意見）。

 �  勞委會101年10月16日公告

主旨：修正「基本工資」，並自中華

民國102年1月1日生效。

依據：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2項。

公告事項：修正每小時基本工資為新

臺幣109元。  

 � 行政院於101年核定基本工資數額時，

要求勞委會應先完成下列研議事項：

1. 應改善勞委會「職類別薪資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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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方法，以確實了解領取基本工資

的人數，以為決策參考。

2. 有關Kaitz index的計算，勞委會宜

採用經常性薪資作為計算基礎，再

與國際主要國家進行比較，以作為

擬訂基本工資之參考。

3. 現行基本工資係一體適用，請參照

日本、英國、德國、澳洲等國狀

況，研議是否考量受僱者年齡、行

業別、地區性而訂定不同基本或最

低工資之可行性。長期而言，並應

檢討基本工資之制度。

4. 現行基本工資審議辦法所訂審議委

員會是否每年召開、成員組成、審

議機制、陳核程序等，應作通盤檢

討，俾利基本工資審議之制度化。

101年基本工資調整案非為「凍漲」，

行政院核定之調整方案係尊重勞委會基本

工資審議委員會決議，並設定條件分階段

調整，目前先行調整每小時基本工資，至

月基本工資部分，俟條件成就，勞委會即

報請行政院進行第 2階段調整。行政院設

定月基本工資調漲之條件，正可作為經建

部門設定之施政目標，並可藉此促請各部

會共同努力促進經濟成長。

制定基本工資的目的在於保障勞工的

基本生活，並維持其購買力。又受基本工

資調整直接影響者多為邊際勞工，爰基本

工資如未能定期檢討，對於邊際勞工而

言，可能無法維持其基本生活。

   基本工資之調整，除考量勞工基本生

活水準之維持，並應衡酌整體經濟、社會

情勢及就業情況審慎評估。

◎本勞外勞基本工資脫鉤問題：

勞動基準法第 21條規定，工資由勞

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所

以凡是受僱於適用勞動基準法事業單位的

勞工，不論其國籍，雇主給付之工資均不

可低於基本工資。

基本工資立法目的係為維持勞工基本

生活水準，外籍勞工在臺灣工作，與我國

勞工承受同樣生活水準及物價，因此其工

資受基本工資保障亦屬合理。

依國際勞工公約規範，任何國家對謀

職移民者（以受僱為目的而移入的他國

人），包括報酬等事項之待遇，不得低於

本國之國民，並且禁止在就業方面之機

會均等和待遇平等有所歧視。凡訂有最

低工資者，例如日本、美國、加拿大、

英國、法國、韓國及香港等，均未允許

對於適用最低工資之外籍勞工另訂較低

工資規定。

外籍勞工薪資若與基本工資脫鉤，雇

主競相使用較廉價之外勞，恐影響整體工

資成長之動能，對臺灣勞工不利；並將影

響國家勞動素質及競爭力，反而不利產業

永續發展。

有關本、外勞基本工資未來是否脫鉤

處理，因涉及國際人權價值及經濟貿易協

定簽訂或涉及不公平貿易之議題，各方意

見不同且涉及法務及經貿單位之業務，政

府仍將審慎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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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勞動基準法第84條之1規定

◎立法目的：

民國 85年為擴大勞動基準法適用範

圍，針對部分工作性質特殊工作者之需要

而增訂。

◎條文重點：

1. 限經勞委會核定公告之下列三類工作

者適用：

* 監督、管理人員或責任制專業人員

* 監視性或間歇性之工作

* 其他性質特殊之工作

2. 需由勞雇雙方就工作時間、例假、休

假及女性夜間工作等事項以書面報請

當地主管機關核備後，始不受第3 0

條、第32條、第36條、第37條及第49

條之限制。

3. 地方主管機關於核備時，應參考本法

所定之基準，並審酌勞工之健康及福

祉。

◎規定意旨：

1. 此條規定尚非可使勞工之工作時間完

全不受限制或無例假與休假 。

2. 勞基法第21條所定之基本工資以法定

正常工時每2週工作總時數84小時之上

限為計算基礎，如約定之正常工作時

間超出法定正常工時時數，則該等工

作者之基本工資應按時數增給。

3. 雇主如使勞工於約定之正常工時外延

時工作，應依勞基法24條規定給付延

時工資。 

◎84條-1工作者月基本工資計算疑義

－勞委會 1 0 1年 5月 2 2日勞動 2字第

1010131405號函

主旨： 重申按月計酬適用勞動基準法第
84條之1之工作者基本工資計算疑

義，請 查照。

說明：

一、 查勞動基準法第21條規定：「工資由

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

資。」現行基本工資，自101年1月1

日起，每月為18,780元，每小時103

元。凡適用勞動基準法之事業單位，

勞雇雙方協定之工資，不得低於上開

規定，合先敘明。

二、 復查，上開每月基本工資係以法定正

常工作時間每2週工作總時數84小時

之上限為計算基礎。雇主與適用勞動

基準法第84條之1之工作者，約定並

經核備之正常工作時間如超出前開法

定正常工時，則該等工作者之基本工

資應按時數比例增計，並非仍以每月

基本工資數額為限，迭前經本會釋示

在案。

三、 次查「按月計酬」且依法定正常工時

提供勞務之全時勞工，其「平日每小

時工資」時，允以每月工資（但不包

括延時工資及假日出勤加給之工資）

除以30再除以8核計；約定每月工資

為基本工資者（現為18,780元），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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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每小時工資依該公式推算為78.25

元。爰適用勞動基準法第84條之1之

工作者，勞雇雙方如約定「按月計

酬」且經核備之每月正常工作時數為

240小時者，於檢視是否符合基本工

資規定時，應以18,780元加上78.25

元乘以（240－182.66）小時之總合

23,267元為其基準。至約定「按時

計酬」者，應以103元乘以經核備之

每月正常工作時數為其基準。嗣基本

工資再有調整時，仍請參前開說明辦

理。

四、 末查，「按月計酬」之前開工作者，

工作時間如超過約定且經核備之正常

工時，仍應從其所約定但不低於前開

基準之每月工資，按前開計算方式推

計「平日每小時工資額」或平日每日

之工資，依同法第24條或第39條計給

延時工資或假日出勤工資。

◎84條-1工作者月基本工資計算公式

勞雇雙方如約定按月計酬且經核備之

每月正常工作時間為 240小時者，於檢視

是否符合基本工資規定時，應以 18,780

元加上 {78.25 元乘以（240 － 182.66）

小時 } 之總和 23,267 元為基準。」（按：
18,780 ÷240＝ 78.25）

上述說明可簡化成如下公式：

設勞雇雙方約定且經核備之每月正常

工作時間為 X小時，則其每月基本工資應

為 18,780＋ 78.25×(X－ 182.66)。

每月之法定正常工時 182.66小時：

 � 勞基法第30條第1項僅規定：「(每日

暨每兩週之工作時數)勞工每日正常工

作時間不得超過8小時，每2週工作總

時數不得超過84小時。」對於每月或

每年之法定正常工時則未規定。

 � 1年為365天（精確本應為365又約4分

之1天，但曆法上『又約4分之1天』

的部分係以約每4年一閏的閏年方式消

化，故一般情況下僅計365天）。

 � 365天相當於52週又1天，計算式：365

＝（7×52＝364）＋1。52週除以2等

於26（個雙週）。 

 � 故每年之法定正常工時為：（26×84

＝2184）＋8（26個雙週外多出來一天

的正常工時）＝2192小時。 

 � 每月之法定正常工時則為：2192/12＝

182.66小時 

96年 7月 1日起調整每個月基本工資

為 17280元除以每月法定正常工時 182.66

得 94.6（17280/182.66=94.6），四捨五入

計為 95元，即是每小時基本工資數額。 

◎勞動基準法第84條之1衍生問題
1. 法令之善意遭到曲解

* 約定工作時間過長

* 未給予例假與休假

* 超過法定正常工時未依比例增給工

資

* 超過核備正常工時未給付延時工資

2. 法令遭濫用

* 非屬核定公告工作者或縱經核定但

未經勞雇雙方書面約定並核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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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卻逕認所僱勞工得適用該條規

定。

* 雇主濫以「責任制」為由，拒給付

延時工資。

* 工作時間過長，發生數起涉「過

勞」憾事。

◎對濫用「責任制」之督處

1. 加強實施勞動條件檢查，依法裁處，

並要求立即改善。

2. 調高處罰額度，增訂按次處罰及公佈

違法雇主（事業單位）姓名（名稱）

之處分。

3. 統一訂定地方機關審核勞基法第84條

之1工作者工時約定之參考標準。

4. 全面檢討已核定之工作者繼續適用之

必要性。

5. 地方機關嚴審格審核，嚴重違法者從

重處罰。

◎現階段檢討與改進

1. 要求地方主管機關嚴審約定書，善盡

把關職責。

2. 邀集勞、資、政、學，就已核定工作

者通盤檢討。

3. 廢止部分工作者繼續適用

* 托兒所保育員：自102.1.1起廢止適

用。 

* 一般旅館業鋪床工：自102.2.1起廢

止適用。

* 醫療保健服務業適用該條規定工作

者：分兩階段廢止適用

自101.3.30起廢止適用者

場 所 （單 位 ） 人 員

手術室 清潔人員

急診室 清潔人員

加護病房 清潔人員

產房 清潔人員

手術麻醉恢復室、燒

傷病房、中重度病

房、精神科病房

清潔人員

血液透析室 醫事及技術人員

高壓氧艙單位 醫事及技術人員

放射線診療部門 醫事及技術人員

檢驗作業部門 醫事檢驗人員

血庫 醫事檢驗人員

呼吸治療室 醫事及技術人員

實驗室、研究室 研究人員、技術員

管理資訊系統部門
系統程式設計師、

維護工程師

救護車
救護車駕駛、救護

技術員

自103.1.1起廢止適用者

場 所 （單 位 ） 人 員

手術室 醫事及技術人員

急診室 醫事及技術人員

加護病房 醫事及技術人員

產房 醫事及技術人員

手術麻醉恢復室、燒

傷病房、中重度病

房、精神科病房

醫事及技術人員

器官移植小組 醫事及技術人員

4. 訂定下列工作者之審核參考指引，供

地方主管機關審核之參考：

 �  保全業之保全人員

 �  醫療保健服務業(含國軍醫院及其附

設民眾診療處)適用勞動基準法第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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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1之場所及人員

 �  社會福利服務機構之輔導員（含保

育員、助理保育員）及監護工

 �  托兒所保育員

 �  一般旅館業鋪床工

5. 審核參考指引一般規範

 �  勞工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10

小時；連同延長工作時間，1日不得

超過12小時。

 �  勞工每7日中至少應有1日之休息，

作為例假。經由彈性約定，得於2週

內安排勞工2日之休息，作為例假。 

 �  各紀念日及節日均應休假，雇主經

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加

倍發給工資；惟不宜全年度均以加

給工資方式實施。 

 �  仍應參考過勞認定相關標準

6. 審核參考指引特別規範

 �  醫療保健服務業適用該條規定之工

作者：

遇有緊急情況者，每日正常工

作時間連同延長工作時間不得超過

14小時，惟下次出勤應間隔至少 12

小時。 

 �  保全業之保全人員：

* 民國101年5月1日以後，每日正常

工作時間不得超過10小時；連同

延長工作時間，1日不得超過12小

時。 

* 遇有緊急情況者，每日正常工作

時間連同延長工作時間不得超過

14小時，惟下次出勤應間隔至少

12小時。 

* 人身保全及運鈔車保全，每4週內

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168小時。 

◎84條-1規定未來展望
1. 加強法令之宣導。

2. 新申請之工作者從嚴審查。

3. 現行指定之工作者如有必要持續檢

討。

4. 有建議勞基法84-1之法定程序，應比

照第30條第2項、第3項、第30條之1及

第32條規定，增訂「經由工會同意，

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

意」。

5. 另亦有認為，勞動三法已修正完備，

為落實集體勞資關係保障勞工權益，

建議增訂「須經由團體協約約定」。

肆、勞基法修正公布加重罰則

為督促雇主確實遵守勞基法令，業於

100年 6月 29日修正公布勞基法罰則章，

對違法雇主加重處罰（如違反第 79條處

新台幣 2萬元以上 30萬元以下罰鍰）。

除提高罰金及罰鍰額度，並增列「公

布事業單位或事業主之名稱、負責人姓

名」處分，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應按次處罰。

◎違反勞動權益之刑事處罰

 �  第75條（刑事罰則）

違反第五條規定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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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  第76條（刑事罰則）

違反第六條規定者，處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四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違反勞動權益之行政罰則

 �  第79條  有下列各款規定行為之一者，

處新臺幣2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

(一 )違反第7條、第9條第1項、第16

條、第19條、第21條第1項、第22

條至第25條、第28條第2項、第30

條、第32條、第34條至第41條、

第46條、第49條第1項、第56條第
1項、第59條、第65條第1項、第
66條至第68條、第70條或第74條

第2項規定。

(二)違反主管機關依第27條限期給付

工資或第33條調整工作時間之命

令。

(三)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43條所定

假期或事假以外期間內工資給付

之最低標準。

 �  違反第49條第5項規定者，處新臺幣9

萬元以上45萬元以下罰鍰。

 �  有前二項規定行為之一者，得公布其

事業單位或事業主之名稱、負責人

姓名，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應按次處罰。

◎公布姓名（名稱）處分之原則格式

勞委會 100年 7月 20日及 9月 27日

召開研商因應勞基法罰則章修正之配套措

施。為求全國各地勞工行政主管機關執法

之一致性及公平性，決議如下：

(一) 有下列情形之ㄧ者，主管機關依勞基

法§79公布違法事業單位名稱：1.損

害勞工權益，情節重大者；2.經限期

令其給付，仍未改善者；3.主管機關

因應社會特殊環境需要實施之勞動條

件專案檢查；4.其他經主管機關認有

必要者。

(二) 各勞政機關之公布格式統一，內容包

括事業單位名稱、違反法令條款、處

分書文號及處分日期。

(三) 各勞政機關無論係採發布新聞稿或刊

登政府公報之形式，皆應將公布資訊

置放於網路上。本會網站所設置之公

布專區，將建立與各勞政機關公布網

頁之連結點。

伍、研議縮短法定工時

◎縮短工時是黃金十年重點項目之

一：

3. 縮短法定工時，檢討勞工休假制度，

推動週休二日制

3.1 縮減法定正常週工時至40小時。

3.2 調整國定紀念假日全國一致

3.3 配合工時縮短，彈性調整工作時

間。

3.4 修定勞基法84條之1，防止責任制

之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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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議縮短法定正常工時

 � 「8 4工時」實施迄今已然1 0年。因

有鑑於工作與家庭生活之衡平已為重

要之國際勞動趨勢，亦為社會發展之

重要進步指標，且隨著生產方式之改

變，生產力大幅提昇，已提供縮減法

定工時的可能空間，當前確已為檢討

縮減我國法定正常工時之適當時機。

 � 法定正常工時之縮減，為政府施政之

目標，亦為未來「黃金十年」之重

點項目之一。惟因法定正常工時之調

整，涉及排班、人力調配、國定假日

等相關配套措施，應併同審慎評估，

並凝聚勞資共識，以避免無謂之社會

成本。

 � 勞委會目前將先鼓勵勞資雙方進行工

時協商，促民間企業自發實施「週休

二日」。未來如有共識，將儘早完成

修法目標。

陸、結語

1. 針對各界重視基本工資、外勞等議

題，勞委會將廣納專家及各界意見，

審慎以對。

2. 落實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檢討相關

法規，積極辦理勞動檢查。

3. 對於濫用「責任制」之事業單位，依

法裁處，並要求立即改善。

4. 檢討已核定公告為勞動基準法第84條

之1之工作者之妥適性。

5. 會同地方勞工行政主管機關，訂定勞

動基準法第84條之1工時審核參考。

6. 落實過勞防制措施，保障勞工權益。 

 S 參與研習之工會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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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基本人權與尊嚴--聯
合國及國際勞工組織

今天要來談工資的保障夠

不夠？基本上我們要談基本工

資的問題，我個人是絕對支持

勞工的基本人權與尊嚴絕對要

受到保障，這是無庸置疑的，

在聯合國及國際勞工組織都一

直在強調他的重要性，保障勞

工的基本人權與尊嚴是一個普

世的價值。所以每一個國家

都會對勞工的生活品質加以保

障，生活的保障就會與基本工資產生連

結，很多國家使用基本工資的政策來保障

邊際勞工。

學經濟的人會去思考說，這樣的問題

並非僅是勞工個人的問題，而是要從國家

甚至產業來看，勞工的雇用還是受到整個

產業的影響，產業會影響到國家的經濟，

國家的經濟又會影響到個人的生活，若從

這樣的角度來看，基本工資如果是針對基

本人權尊嚴的保障，事實上無法發揮保障

基本人員的功用。（我附了一些資料）

基本工資不應是一個經濟政策，如果

是要保障基本生活以及基本人權的話，事

實上應該是一個福利政策，福利政策應有

福利政策的做法，而不是用經濟政策去影

響市場價格，經濟體系的運作非常重要的

就是「價格」，價格被扭曲之後，就會有

101年全國產業總工會 新時代勞動條件研討會

主題一：工資－保障夠不夠

主持人：林進勇理事長（大同公司關係企業工會）

報告人：莊奕琦教授 (政治大學經濟學系 )

報告人：李玉春助理教授（世新大學法律學系）

基本工資與勞工生活保障

 ▌報告人：政治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暨經濟系特聘教授 莊奕琦

 S 工資保障夠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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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社會的代價。

以下將說明到底現在經濟的問題在哪裡？特別是在勞工的工資上面。

◎經濟成長未反應所得的增加

接下來看一些圖表，首先是

實質 GDP 的變動與實質薪資的

成長率，除了 2001年與 2008年

金融風暴造成負成長外，GDP基

本上都是正成長，1980年代則是

成長最多的時候，慢慢隨著 GDP

遲緩，實質薪資的下降比 GDP

來得大，近幾年薪資無法達到經

濟成長的成長率，平均起來接近

於零成長，經濟成長未反應所得的增加，另一方面貧富差距也開始擴大。

◎所得分配惡化

最高 20%所得與最低 20%所得的比例，一路上升到 2002年，之後因為有政府移

轉性支出加以調節，才略為降低，否則貧富差距將更懸殊，所得的分配是惡化的。

◎2000年後薪資跟不上物價上漲

接下來看平均薪資與物價的變化，在早期 80年代、90年代，我們的薪水是高於

物價的上漲，就算物價上漲也沒關係，因為我們的薪資的上漲高於物價，早期勞工還

可以過得不錯。但是到了後期，生活越來越難過，因為物價還是在上漲，但是名目薪



35

資的漲幅已經低於物價，代表我們實質薪資是負成長的，也就表明了生活水準是負成

長的。從物價水準的角度來看，物價水準並沒有比以前惡劣到什麼程度，相對上台灣

的物價還算穩定，但重點是名目的薪資沒有增加，實質的薪資反而是變成負的。

最大的癥結是總體環境的經濟成長已經遲緩，但就算遲緩的成長也有 4%的成長，

但這成長卻還沒有反映到薪資的成長上，所以總體上大家會感覺現在生活比較差了。

◎勞動報酬佔GDP 的比例亦呈現下滑

整個所得扣掉政府稅收之後，就是企業投資資產所賺的錢以及勞動所賺的錢（資

產報酬、勞動報酬），勞動報酬的比例逐漸降下來，甚至比 1980年代還要更少，換句

話說，台灣過去經濟發展的奇蹟會讓大家有感，是因為過去經濟持續快速成長且勞動

報酬佔 GDP的比例持續在增加，超過 50%，現在則不斷下降，早已低於 50%。經濟

發展的成果的確沒有落實在勞工身上，餅雖有變大，但分在勞工身上的卻變少了。所

以現在對年輕人而言是失落的一代、對中低收入者也是失落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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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新一代

1. 工資自1995年起即呈停滯

下圖為實質人均所得的變化，整體人均所得看起來並不差，呈現一直上漲。

2. 中低收入者最為明顯

若從 50分位來看，勞

工的薪資變動，從 1990年

代中期就已經呈現薪資成

長停滯，曲線已經趨平。

若看最底下的 10個百分位

的人，曲線水平比中位數

的勞工低，但同樣從 1990

年代中期就已經呈現薪資

成長停滯（女性則大約是

從 2000年開始沒有成長），明顯可以看出中低收入者的所得沒有增加。

3. 高所得者例外

下圖是第 90 等分，

也就是所得最高的 10%；

以及第 99 等分，所得最

高 1% 的 人。 可 以 看 到
1990 年代中期他們的所

得都還是持續增加，而且

越高所得增加的越快。因

此，整體經濟造成收入沒

有成長受害最大的是中低收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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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一代低技能工資成長區間有限

不同世代的比較，可以看到一些現象。一個世代的人，從年輕開始工作隨著年

齡增加收入開始提高，到中年之後達到高峰，之後會略為下降。過去 1940、1950

每個世代的曲線都比前面的高，代表收入比前一個世代高，但是到 1960、1970世

代，則更早即開始曲線變成平緩，薪資提早在 3、40歲就達到高點並呈現停滯。現

在的世代其工作生涯的生命週期更短，很快就到頂。

5. 新一代高技能、高工資成長

高收入族群，通常是高教育或高技能，他的曲線比較陡，基本上高技能有高的

工資成長，工資成長也拉得比較長，可以有比較長的時間把工資往上推。所以新一

代一定要高技能，若是低技能就會變成邊際勞工，特別在台灣現在的經濟情勢之

下，無法被經濟成長所造福。這也是中低收入勞工對政府不滿的原因，顯然我們的

問題已經持續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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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之道

如何解決？這是結構性問題已經是持續十幾年長期發展的現象，一定要用長期的

方式解決，短期間解決不了他的問題，長期的重病一定要去調整結構，這需要時間，

但從政治的角度來看，人民是等不及的，所以在政治上的做法就地須兼顧長期、短

期，一方面提出長的願景，清楚告訴人民未來的五年、十年要走到哪個方向，這是我

們現在最缺乏的，我們的主政者沒有清楚的告訴我們，台灣面臨什麼樣的世界環境、

出路在哪裡？要往哪個方向走？

短期方案就是配合長期的策略，口號式的是沒有用的，要把願景鋪陳出來讓大家

有信心，以前大家是一起打拼，整個國家是向上的，但現在這種願景沒有出來。

 Â促進社會階級的流動

雖然我不是社會學家，但是顯然促進階級的流動是很重要的，不能讓世代變成

世襲，低工資者的下一代永遠是低工資，那就沒有希望了。

 Â人力資本投資；愈早愈好

促進社會階級流動的重要方法就是人力資本的投資，包括教育、在職訓練、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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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教育，這些都是要維持勞工更高的動能，能夠流動到上層階級，窮沒有窮過三

代，富也沒有富三代的，要讓階級流動能夠出現，大家就有希望，這要靠人力資本

投資，而且是越早投資越好。要知道願景是什麼才能有適當的教育來配合，1968年

提出九年義務教育，當年推動的時候不知道會有多大影響，當時台灣發展高科技產

業，1980年代，除了帶頭的幾位如張忠謀這樣的人外，很重要一點是全體勞工有

沒有那樣的素質可以支撐台灣做這樣的結構轉型。所以九年義務教育開始培養了大

量高素質的人力，當初如果沒有這樣的教育政策，我們是沒辦法做到迅速的經濟轉

型，所以需要有遠見。

 Â創造力與關鍵能力的培養

現在教育必須要養成創造力與關鍵能力的培養，影響未來的發展，我們有製造

業的底子，但是未來台灣不是靠製造業來支撐整個國家的經濟，要有眼光去看到未

來新的一代應該要往哪個方向走。

 Â政府教育政策的意涵－教改的方向

教育政策的方向必須要長遠來規劃，並配合勞動力的變動與國家發展方向，供

給與需求必須配合。國家的發展、產業結構的轉變，創造了勞動的需求，但是勞動

供給必須由教育訓練來配合勞動的需求，很多非洲國家為什麼發展不起來？因為他

們訓練了一大堆沒有用的人才，沒有那種產業需求的大環境來用這些人才，投入再

多、進再好的大學也沒有用。所以這裡有一個產業、教育、人力供給與需求非常重

要的意涵。

 Â創造產業結構轉型：提高服務業生產力

所以我認為我們必須要從整體環境的改變，來提高大家生活的保障，而非要求

基本工資的提高，要創造產業結構的轉型，台灣已經有 70%的 GDP是靠服務業創

造出來，整個經濟的貢獻 70%是來自服務業，而且服務業需雇用高級人力，當然我

所說的不是那種低階的服務業，我要強調的是，我們的服務業要以工業發展的底子

應用高科技，加強服務業在休閒、醫療、觀光、技術諮詢的提供等，這些新型的服

務業是需要靠創造力跟關鍵能力去改變。產業結構的改變應該要積極地往這個方向

走，但看看現在政府的政策，政府的腦袋還在用製造業的思維在思考整個台灣產業

的發展，這是有問題的。台灣產業的發展不能再靠製造業了，因為我們再怎麼做都

是代工，跳脫不了品牌廠商、先進國家的控制，台灣已經發展到這個階段，還在做

這種低毛利的工作，中國、越南等很多國家都可以做這個，我們又跳脫不出去。

所以台灣未來應該發展服務業，把台灣發展成真正的寶島，服務業才能成為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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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製造業會把整個國家破壞光，汙染、開發濫墾等，我們不要再靠產品的出口，

應該賣服務，吸引人進來，把環境做好，吸引發展中國家的中產階級，這有很大的

商機。服務品質要提升起來，做長遠的規劃，不要只想坑殺一個算一個。把國家真

正提升起來，大家才有生活保障，只是吵基本工資是沒有用的。

 Â健全的勞工福利政策

低所得的勞工則是要用福利政策而非經濟政策，因為經濟政策影響薪資、物

價、進而影響整體經濟的運作。保障人權不應該分本勞外勞、男生女生，這是普世

價值，做為文明的國家我們就必須遵守而不該區分。但應該用福利政策去保障他。

因為基本工資掛上了物價、掛上了整個經濟的發展，變成惡性的循環，反而對我們

是不利的。

我們應該全力拚經濟，大家生活提升就不會有人去爭論基本工資夠不夠的問

題，而且經濟的轉變也要讓中低階層的人都能拉上來，要做整體環境的營造，創造

更多的就業，不能只集中在特定的大廠。我們應該發展精緻優質的服務業，台灣已

經有這樣的基礎，只是政府要營造出環境，例如完整的觀光政策，好好的規畫。我

覺得工資的保障當然需要，經濟發展後工資當然就會提高，但是對於邊緣的低收入

勞工應該用福利的方式。

◎試論最低工資的存與廢

我不贊成最低工資政策。基本上，就經濟學的資源效率分配而言，扭曲市場價格

的政策，社會都將付出無謂損失的代價，更何況錯誤的價格訊息可能影響及於其他市

場運作，乃至整體經濟的表現。

我贊成保障勞工基本生活人權與尊嚴。但基本工資政策不但不能保障所謂的邊際

勞工，卻往往得到愛之適足以害之的反效果。因工資若高於市場價格，將造成非自願

性失業增加。尤有甚者，邊際或低技能勞工非常需要的一般技能訓練和養成，本可以

暫時接受較低工資來間接給付訓練成本的方式，變成不可能。嚴重的妨害了邊際勞工

的技能提升和賺取未來更高的工資。更何況一旦基本工資與製造成本掛勾，將造成影

響產業競爭力和一般物價水準，則其經濟成本也未免太高了。保障邊際勞工應是一福

利政策而不應是一經濟政策。

若基本工資政策是一保障基本人權的政治決定，那麼保障勞工應一視同仁，不應

該區別族群、性別或國籍。因此我亦不贊成基本工資與外勞脫鉤。若是為了勞動成本

和競爭力考量，唯一能區分的是工作報酬實分為薪資報酬與非薪資報酬兩部份。外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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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有提供住宿與膳食等非薪資報

酬，本勞則無。所謂的最低生活保

障的最低工資應是指最低工作報

酬，則本、外勞均同。但因僱用外

勞需增加非薪資成本，故給付外勞

的薪資可以低於本勞薪資，此並不

違反最低工作報酬一視同仁的原

則。為了落實保障勞工的基本生活

人權，則政府應該注意和防範的是

外勞遭受仲介層層剝削的事實。

如果基本工資與外勞脫鉤只是

為了讓台商返鄉，繼續從事利用廉價勞工的勞力密集型的低利加工產業的在台復辟，

則不管在何種經濟特區或自由貿易港區均不宜採行。除非此種產業可以保證引進外勞

的同時可以增加一定數量因結構性失業的中高齡本勞的就業搭配，否則該種產業不但

不會創造本勞的就業，更會妨害我國產業的轉型與升級。

總之，假平等式的基本工資可廢，而保障邊際勞工應有認定的標準才給予實質的

直接補助。如此才有效率更可減少不必要的社會成本與損失。若基本工資不可廢，則

最低工資應指的是工作報酬而不只是薪資所得，而一視同仁的國民待遇必須適用，才

符合立法的初衷，也才夠格當一個文明國家。

主持人：

首先，先謝謝莊老師的講解。莊老師是站在經濟學家的考量，至於我們勞工最要

緊的還是基本工資，今天的工資保障夠不夠，站在主持人的看法，覺得以目前來講還

是不夠，至於要存要廢，當然以勞工團體來看整個台灣的趨勢，一定還是要存。我們

還沒走到不需要基本工資的階段，尤其資方團體可用的手段太多，基本工資是保障剛

剛莊老師所談到的基本人權。至於社會福利的部分，一個勞工辛勤工作所得應該要能

足夠其家庭的基本生活所需，這才是符合人權與尊嚴，如果所賺的還不足以過基本生

活，變成要依靠社會福利，那就談不上人權及尊嚴了。我一直說，基本工資最起碼要

能足夠勞工及其家人的基本生活所需，要讓他能夠有所累積可以結婚生子。

基本工資只是保障最基本生活，人權的普世價值剛剛莊老師也有提及。若還要再

更進一步就是政府要去努力，等到了一個階段，只剩下少數邊際勞工領取基本工資

時，才有可能從莊老師的經濟學觀點討論。

 S 莊奕琦教授說明報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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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全國產業總工會

新時代勞動條件研討會

論工資保護
 ▌報告人：世新大學法律學系 助理教授李玉春

壹、前言

工資，乃謂勞工提供勞務

所換取的對價報酬。我國勞動

基準法（以下稱勞基法）將

「工資」定義為：「謂勞工因工

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

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

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

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

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於勞

雇關係中，勞工有義務提供勞

務，為雇主工作，而雇主則必

須給予的對待給付義務為工資給付義務。

勞雇關係中，由於勞工依靠雇主提供的對

價報酬來維繫生活，因此勞工的工資保障

應受到法律之保障，當無疑問。

貳、工資之定義

要討論工資之保護，首先須釐清工資

之定義。依據上述有關勞基法第 2條第 3

款所稱之工資，可歸納出下列判斷標準：

( 一 ) 勞動的對價，( 二 ) 經常性給與 1。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1996 年 2 月 10 日台
(85)勞動二字第 103252號函解釋：「工資

定義重點應在該款前段所敘『勞工因工作

而獲得之報酬』，至於該款後段『包括』

以下文字係例舉屬於工資之各項給與，規

定包括『工資、薪金』、『按計時‥‥獎

金、津貼』或『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

與』均屬之，但非謂『工資、薪金』、『按

計時‥‥獎金、津貼』必須符合『經常性

給與』要件始屬工資，而應視其是否為勞

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而定。又，該款末

句『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一詞，

法令雖無明文解釋，但應指非臨時起意且

非與工作無關之給而言，立法原旨在於防

 S 報告人李玉春老師

1 「經常性」僅為補充的判斷標準。林更盛認為：工資應以該給付是否構成勞務之對價決定之，只有在給
付對價不明時，再以經常性做為判斷依據。林更盛，勞動法案例研究（一），翰蘆圖書，2002年5月，
頁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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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雇主對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不以工

資之名而改用其他名義，故特於該法明定

應屬工資，以資保護。」學者 2及司法實

務 3皆認為，工資為勞工給付勞務所獲得

之報酬，具有其對價性，因此有關雇主恩

惠性或勉勵性之給與，並不屬於工資之範

疇。然，郭玲惠教授將國內勞務對價之學

說分為兩類：一為以給付之性質為準，二

為給付以相關規範之約束為基礎。前者係

指工資是勞工在雇主指揮命令下從事勞動

期間所獲得之報酬；後者係指工資乃雇主

對於勞工所提工之勞務，依據勞動關係中

有效之規範（如：勞動契約、團體協約、

工作規則、勞基法等）所規定之應負擔給

付為基準 4。判斷某項給付是否為勞基法

上之工資時，須先著眼於是否為「勞工因

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僅當判斷有困難時

才利用是否屬於「經常性給與」作進一步

的認定，不可本末倒置。

至於經常性之概念，經常性給與可分

為「時間上經常性」與「制度上經常性」

兩類。前者係指於一個相當的時間範疇

內，勞工所獲得之給與，學者認為有關於

雇主提供之恩惠性給與、身分上之給與、

任意性之給與皆不可稱為經常性給與；後

者係強調雇主之支付義務，認為雇主在

有支付義務之情況下，且給與之時間與

次數皆屬於經常性給付，應合理推定其

為經常性給與 5。我國法院則多以制度上

經常性做為判斷標準。勞基法施行細則

第 10條補充說明將「其他任何名義之經

常性給與」負面表列為：（一）紅利 6。

（二）獎金 7：指年終獎金、競賽獎金、

研究發明獎金、特殊功績獎金、久任獎金
8、節約燃料物料獎金及其他非經常性獎

金。(三 )春節、端午節、中秋節給與之

2 鄭津津，職場與法律，新學林，2010年9月3版，頁100。
3 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2004號判決認定恩給性給付非屬工資之一部分。
4 郭玲惠，勞動契約法，三民出版社，2011年9月，頁130。
5 鄭津津，工資的認定，月旦法學教室，第96期，2010年10月，頁28。
6 最高法院民事93年度台上字第1605號判決認為：「......約定係固定每年發給二次，每次發給一個月之基
本薪資，並無以公司盈虧或勞工表現為前提，而由公司於結算後給付之，自非勞基法第二十九條所定之
獎金或紅利，參諸被上訴人自承業界為給勞工保障，常於勞動契約裡約定十四個月的薪資等情，顯然該
兩個月薪資給付，仍為勞務的對價，屬於經常性之工資給付，亦非勞基法施行細則第十條所稱之年終獎
金，該項給付之本質實際上應屬上訴人因工作所得之報酬，......」。

7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1998年（87）台勞動二字第036795號函：「查勞動基準法第二條第三款規定工資係指
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本案事業單位為激發勞工工
作士氣，獎勵工作績效所發放之「團體獎金」，難謂與勞工工作無關，如係經常性按月而非臨時性之發
給，已符上開工資定義，應屬勞動基準法上工資。」；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7）台勞動二字第035198號
函：「績效獎金如係以勞工工作達成預定目標而發放，具有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之性質，依勞動基準法
第二條第三款暨施行細則第十條規定，應屬工資範疇，於計算退休金時，自應列入平均工資計算。」

8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1997年（86）台勞動二字第025402號函：「事業單位發給勞工之久任獎金，若非一次
發給而係雇主按月發給並構成勞工工作報酬之一部分者，依勞動基準法第二條第三款規定，應屬工資，
於計算平均工資時應列入計算。」；行政院勞工委員會1989年（78）台勞動二字第14941號函：事業單位
發給勞工之「久任津貼」，如係雇主按月計給勞工之工作報酬，依勞動基準法第二條第三款規定，應屬
工資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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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金 9。(四 )醫療補助費、勞工及其子女

教育補助費。(五 )勞工直接受自顧客之

服務費。(六 )婚喪喜慶由雇主致送之賀

禮、慰問金或奠儀等。(七 )職業災害補

償費。(八 )勞工保險及雇主以勞工為被

保險人加入商業保險支付之保險費。(九 )

差旅費、差旅津貼及交際費。(十 )工作

服、作業用品及其代金。(十一 )其他經

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指定者 10。施行細則所列舉之上述項目擁

有「非經常性給與」之特性，本應得以排

除於工資之計算數額內，然而若雇主以上

述名目而實際給與者具勞務對價時，則應

於認定工資時，一併計算入內。

如就客人給與之小費而言，勞委會

1994 年台 83 勞動 2 字第 43729 號函表
示：「勞工直接受自顧客之報酬，非屬工

資範疇，惟雇主以固定比例向顧客收取服

務費再分給勞工，與前開『直接受自顧客

之服務費』性質不同，應屬工資範疇。」

此外，即便係非定額之服務費，若「先

繳庫再分配」（如於收銀櫃台處放置小費

箱，而後視實際數額平均發放與員工），

亦應屬於工資。

此外，交通津貼或伙食、房租津貼等

津貼而言，原則上，凡是雇主之恩給而非

工作對價者，都不是勞基法所稱之工資。

例外則為不問勞工之個人差異而按時固定

支給者，則有可能解釋成為工資。如不分

有無出勤或住宅遠近，一律給予定額之伙

食或交通津貼者，即應解釋為工資。

參、工資之保護

一、 工資之給付原則

工資乃為雇主之主給付義務，工資

之給付方式依據我國勞基法第 21條以下
「工資」之規定，可歸納出 5個基本原則：
定期給付原則、全額給付原則、直接給付

原則、不得低於基本工資以及法定通用貨

9 最高法院民事91年度台上第1818號判決：「查，就『年節獎金』而論：真正意義之年節獎金乃雇主依當
年盈餘、業績、經濟景氣、勞雇關係等因素，而定其給付數額，於年節時發予員工，以資勉勵或賜以恩
惠，具有不確定性及不固定性，與勞工工作之報酬或經常性給與有別，不應將之列入工資計算，至為灼
然。又我國春節、端午、中秋咸屬農曆節慶，上訴人所稱年節獎金之發放方式，則係分別於國曆之一、
五、九月薪資單上記載發放春節、端午、中秋員工一個月之本薪及職務加給，實際上則均攤於四個月，
每個月發放四分之一之三節獎金，勞工縱於年節屆至前，仍得領取部分節金，為兩造不爭之事實。由其
發放方式、金額與目的觀之，均屬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經常性給與，並無勉勵、恩惠之不確定給付性
質。況上訴人亦自承於每年農曆春節仍依盈虧狀況另發給年終獎金，則年節獎金之名稱，與勞基法施行
細則第十條第三款所定純係雇主恩惠性，且非經常性給與之三節獎金名稱固同，性質迥異，自不可比附
援引。又依年節獎金之沿革經過「年終盈餘分配給與已廢止而不再發給，但另創「效率獎金、年終獎金
辦法」，此與上訴人公司之年終盈餘無關。故系爭年節獎金（效率獎金）已非仍屬於公司盈餘而抽取部
分分配予員工，而已變更為非獎勵、恩惠性質之給與甚明，自應計入工資。」顯示，我國法院較著重為
制度性之經常性給與。

10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2005年6月20日勞動2字第0940032710號令：「事業單位發給之夜點費如係雇主為體恤
夜間輪班工作之勞工，給與購買點心之費用，誤餐費如係因耽誤勞工用餐所提供之餐費，則非屬該法所
稱之工資。鑒於事業單位迭有將『輪班津貼』或『夜勤津貼』等具有工資性質之給付，以『夜點費』或
『誤餐費』名義發放，以減輕雇主日後平均工資之給付責任，實有欠妥，爰修正刪除勞動基準法施行細
則第 10 條第9款之『夜點費』或『誤餐費』規定，嗣後有關夜點費及誤餐費是否為工資，應依該法第2
條第 3  款規定及上開原則，個案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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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給付原則。

按勞基法第 23條第 1款規定：「工資
之給付，除當事人有特別約定或按月預付

者外，每月至少定期發給二次，按件計酬

者亦同。」該條文之立法重點在於避免工

資因支付時間間隔過長，或支付時間不確

定，造成勞工生之不安定感。此為工資給

付的第一個原則 --「定期給付原則」。

其次，按勞基法第 22 條第 2 款規
定：「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但法令

另有規定或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者，不在此

限。」原則上除但書所定情形外，工資應

全額給付予勞工，而但書所謂之法規另有

規定者，舉例而言為依勞工保險條例所扣

繳的勞保費或依全民健康保險法所扣繳的

健保費等；而有關勞雇雙方另有約定，諸

如雇主代扣之工會會費等均是。然則上述

之情況並不表示雇主可「預扣工資」。又

勞基法第 26條規定：「雇主不得預扣勞工
工資作為違約金或賠償費用。」亦表示雇

主不得於事件未發生之前，扣留一定數額

之工資作為事件發生後的賠償。由於勞工

有賴於工資維生，倘若雇主預扣勞工之工

資，則勞工實際所領取可使用之工資勢必

更加減少。相較於上述「全額給付原則」

之概念，「直接給付原則」之立法目的在

於避免人力仲介人員或是第三人假借代理

人身分領取工資，從中進行剝削，而造成

勞工的損失。

此外，勞工「作壞產品」而造成公司

之損失時，雇主可否直接自次月以後之工

資中扣抵？行政解釋為就賠償金額及方式

未能達成協議前，雇主不得逕自扣發工

資 11。本文以為，勞基法只禁止「預扣工

資」作為賠償費用，似乎不排除以工資債

權與損害賠償債權相抵銷之作法。勞基法

第 22條第 2項與勞基法第 26條之區別，
在於第 22條第 2項係禁止雇主以既已發
生之事由作為藉口，擅自扣減勞工應得

之工資，而第 26條則是禁止雇主為「預
防」勞工將來之疏失會造成其損害，直接

先扣留勞工應得之工資。

勞基法第 21 條第 1 款規定：「工資
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

資。」由於基本工資為一個國家考量工資

之生活保障機能，設定之基本工資制度有

其必要之因素。且基本工資乃為最低維持

生活之所得，因此，基本工資為依最低限

度，而勞雇雙方應在此標準之上議定薪資

水準，故雇主所給付之薪資不得低於基本

工資之數額。

再者，勞工工資之給付應使用「法定

通用貨幣」，實物給付之方式會造成勞工

無法直接使用金錢，造成勞工不便，而過

多之實物給付亦使勞工無法因應一般生活

所需，因此按勞基法第 21條第 2款規定：
「工資之給付，應以法定通用貨幣為之。

但基於習慣或業務性質，得於勞動契約內

訂明一部以實物給付之。工資之一部以實

物給付時，其實物之作價應公平合理，並

11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2000年7月28日台(89)勞動二字第0031343號函：「依勞動基準法第22條規定，工資應
全額直接給付勞工。同法第26條規定，雇主不得預扣勞工工資作為違約金或賠償費用。所稱『預扣勞工
工資』，係指在違約、賠償等事實未發生或其事實已發生，但責任歸屬、範圍大小、金額多寡等未確定
前，雇主預先扣發勞工工資作為違約金或賠償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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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勞工及其家屬之需要。」我國目前法

定通用貨幣為「新台幣」，其立法目的在

於避免實物給付之價格不明確，造成勞工

兌換貨幣時的困難。外國貨幣不屬於法定

通用貨幣，而支票有跳票之疑慮，亦不符

合此條規定。勞委會 1998年 4月 13日台
(87)勞動二字第 014421號函以為：「雇主
提供勞工之膳宿、水電費用等均得約定為

工資之一部分，連同以法定通用貨幣給付

之部分，若不低於基本工資，應屬合法。」

二、 工資之給付數額

(一)基本工資之規定

訂定基本工資之意義，在於使勞工生

活能夠受到一定程度之保障，與發揮總體

經濟發展以維護及產業界公平競爭之作

用。除上述目的外，亦作為勞工保險投保

額度之下限標準以及外勞工資給付之基準
12。

基本工資之訂定，依「基本工資審議

辦法」為之，該辦法第 4條規定：「基本

工資審議委員會為審議基本工資，應蒐集

左列資料並研究之。一、國家經濟發展狀

況。二、躉售物價指數。三、消費者物價

指數。四、國民所得與平均每人所得。

五、各業勞動生產力及就業狀況。六、各

業勞工工資。七、家庭收支調查統計。」

參照上述之指標套用勞委會之基本工資公

式計算，得出一定數額之結果。而有關基

本工資之審議，原則上為每年為之，若審

議之後需予以調整時，由行政院勞工委員

會報行政院核定後公告實施。

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2011 年 9 月 6

日勞動 2字第 1000132292號函，自 2012

年 1月 1日起每月新臺幣 18780 元，每小

時 103元。我國基本工資之訂定，僅規定

計月及計時之項目，然則於勞基法第 2條

第 3 款中，工資為按按計時、計日、計

月、計件。雖我國有關於基本工資之調整

為以時間計薪之方式，然勞基法施行細則

第 12條規定，對於計件勞工之基本工資

做出以下規定：「採計件工資之勞工所得

基本工資，以每日工作八小時之生產額或

工作量換算之。」

學者指出 13，有關於一般計時勞工之

薪資結構多為固定薪加上浮動薪資，有些

雇主將底薪設計低於基本工資，而勞工依

其每月工作內容得到浮動薪資，此時工資

總額可能會超過基本工資，但若因其他外

在因素（工作量減少、勞工請假等）使得

浮動薪資有所變化，則計時勞工之工資則

恐低於基本工資。又計件勞工若因雇主工

作量減少，每月生活低於基本工資為普遍

之現象。

有關雇主受景氣因素影響致停工或減

產薪資是否得低於基本工資之問題，雇主

若受景氣因素影響致停工或減產經勞資

雙方協議，可暫時縮減工作時間及減少

工資，但每月給付工資不得低於基本工

12 黃程貫，勞動法，空中大學，1997年5月修訂再版，頁410。黃程貫教授同時表示：「勞動生活之現實
中，其實基本工資並未發揮任何保障勞工最低工資之功能，而多只是用來做為勞工保線等投保薪資之最
低基準。若欲真正使基本工資發揮最低工資之功能，則勢必另行強行立法始有可能。」

13 黃程貫，前揭書，頁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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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14。至於企業停工時之工資給付問題，

行政解釋以可否歸責於雇主來決定。可歸

責於雇主者，應給付工資 ;可歸責於勞工

者，免給付工資。屬雇主之經營風險者，

屬可歸責於雇主 15。

(二)團體協約之規定

我國的工資給付規定，除了不得低於

基本工資之外，依據團體協約法第 19條 16

所述之優惠原則，若個別勞工與雇主訂定

低於團體協約之薪資條件，視為無效，以

團體協約直接取代勞動契約之規定，亦不

得低於團體協約之規定。且依據同法第 12

條第 1款：「團體協約得約定下列事項：
一、工資、工時、津貼、獎金、調動、資

遣、退休、職業災害補償、撫卹等勞動條

件。」顯示有關於勞工之勞動條件，為勞

資雙方自行協商。然若勞工與雇主所訂定

之個別勞動契約之勞動條件優於團體協

約，則依個別勞動契約所定之內容辦理。 

(三)延長工時之給付

我國工時已名列世界數一數二，於一

般法定工時與國際相距不遠而總工時卻高

出各國，顯示我國勞工長期處於延長工時

之狀態中，而延長工時之工資計算標準規

範於勞基法第 24條中：「雇主延長勞工工
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左列

標準加給之： 一、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
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

一以上。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

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

以上。三、依第三十二條第三項規定，延

長工作時間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倍

發給之。」又施行細則第 20條之 1 明定，
「本法所定雇主延長勞工工作之時間，係

指每日工作時間超過八小時或每二週工作

總時數超過八十四小時之部分」易言之，

如果是企業自訂每日正常工時間為七小時

的話，勞工工作至第八小時當然要給付工

資，惟此種「法定工時內加班」免依上述

標準計算 17。

由於台灣的產業結構，使得台灣勞工

需要負擔延長工時之工作，然部分雇主為

促使勞工加班，則壓低一般正常工時之工

14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2008年12月22日勞動2字第 0970130987號函。
15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1994年（83）台勞動二字第35290 號函：「一、事業單位停工期間之工資如何發給，
應視停工原因依具體個案認定之：(一) 停工原因如係可歸責於雇主，而非歸責於勞工時，停工期間之工
資應由雇主照給。另停工原因如屬雇主經營之風險者，為可歸責於雇主之事由。(二) 停工原因如係不可
歸責於雇主，而係歸責於勞工，雇主可不發給工資。(三) 停工原因不可歸責於勞雇任何一方者，勞工不
必補服勞務，雇主亦不必發給工資。但勞雇雙方如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二 、準此，歸責於雇主之
停工，工資自不得低於基本工資。歸責於勞工之停工，雇主可不發給工資，自無可否低於基本工資之問
題。不可歸責於勞雇任何一方之停工，勞工不必補服勞務，雇主亦可不發給工資，但勞雇雙方另有約定
者，從其約定，不受基本工資之限制。」

16 團體協約法第19條：「團體協約所約定勞動條件，當然為該團體協約所屬雇主及勞工間勞動契約之內
容。勞動契約異於該團體協約所約定之勞動條件者，其相異部分無效；無效之部分以團體協約之約定代
之。但異於團體協約之約定，為該團體協約所容許或為勞工之利益變更勞動條件，而該團體協約並未禁
止者，仍為有效。」

17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民國1987年10月16日（76）台勞動字第3928 號函：「因天災，必須於正常工作時間以
外工作者，依勞動基準法第二十四條及三十二條規定，工資應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倍發給之，並應於
事後補給勞工適當之休息。上述有關事項，應列入工作規則中，報請主管機關核備，並公開揭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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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使勞工為了賺取工作工資而加班。我

國法院認為延長工時之報酬無論時間長

短，均為雇主對於勞工超時勞動之對價，

由於「經常性給與」為工資之輔助判斷標

準，因此只要勞工因工作所獲得對價則屬

工資，應納入工資之計算範疇內 18。

有別於一般延長工時工資，勞基法

第 39條規定假日出勤工資：「第三十六條
所定之例假、第三十七條所定之休假及第

三十八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

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

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因季節性關係有趕

工必要，經勞工或工會同意照常工作者，

亦同。」所稱「加倍發給」，係指當日工

資照給外，再加發一日工資。並依據行政

院勞工委員會 1994 年 2 月 21 日（台）
八十三勞動一字第 102498 號函示，此乃
因勞工於假日工作，即使未滿八小時，

亦已無法充分運用假日之故，與同法第

三十二條延長每日工資應依第二十四條按

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倍發給工資之規定不

同 19。

另依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1996 年 5

月 6 日（85）台勞動二字第 114672 號
函：「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已排定之特

別休假日工作，工資應依同法第三十九條

加倍發給，此項加給工資並應於事由發生

最近之工資給付日或當月份發給，且如在

退休之日前六個月內時，依法應併入平均

工資計算。」雇主徵得勞工同意於已排定

之特休之日出勤，與一般例假日出勤為相

同之概念，因此內政部 1996 年 09 月 16

日（75）台內勞字第 434652號函說明特
休之補假休息：「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

件，雇主依勞動基準法第四十條規定停止

勞工例假、休假及特別休假時，停止假期

之工作時間，包括延時工作工資皆應加倍

發給，並於事後補假休息。」

除勞基法第 40條規定有關第 36條至
第 38條休假到工之勞工得請求加倍工資
與補假休息之外，於勞基法第 41條亦訂
定有關於公用事業特休之停止：「公用事

業之勞工，當地主管機關認有必要時，得

停止第三十八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假期內

之工資應由雇主加倍發給。」綜觀上述，

特休勞工出勤工作，得依勞基法第 39條
領取加倍薪資，並依據第 40條之規定，
得以於事後補假休息。「加倍工資」與

「補假休息」為並存之概念，勞工得同時

請求。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2001年 3月 23日
台（90）勞動 2 字第 00382 號函：「查勞
動基準法第『三十條規定勞工每日正常工

作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每二週工作總

時數不得超過八十四小時。前項正常工作

時間，雇主經工會或勞工半數以上同意，

得將其二週內一日之正常工作時數，分配

於其他工作日。其分配於其他工作日之時

數，每日不得超過二小時。每二週工作總

時數仍以八十四小時為度。但每週工作總

時數不得超過四十四小時。』事業單位若

依前開規定安排工時，而達到週休二日目

18 郭玲惠，前揭書，頁136。
19 內政部1985年04月27日（74）台內勞字第323096 號函：「勞工受雇主指派參加五月一日勞動節優秀勞工
表揚大會，不需補假，惟當日工資應依勞動基準法第三十九條規定加倍發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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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且未將休假日與其他工作日對調，則

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三條所列之休

假日均應休假。」若前開休假日已經勞雇

雙方協商同意後，與其他工作日對調，則

該休假日已成工作日，當日雇主自可要求

勞工出勤。基上，事業單位實施週休二日

制，勞動節當日是否放假，應視當日是否

仍為假日或已成工作日而定。

三、假日工資及特休出勤

(一)假日工資

勞基法第 39條：「第三十六條所定之
例假、第三十七條所定之休假及第三十八

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

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

資應加倍發給。因季節性關係有趕工必

要，經勞工或工會同意照常工作者，亦

同。」所稱「加倍發給」，係指當日工資照

給外，再加發一日工資。此乃因勞工於假

日工作，即使未滿八小時，亦已無法充分

運用假日之故，與同法第三十二條延長每

日工資應依第二十四條按平日每小時工資

額加或加倍發給工資之規定不同 20。

(二)特休出勤工資計算

若勞工應雇主要求於排定特休日出勤

時，勞基法第 39 條中段，「雇主經徵得
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

給」而本條之休假日同時包括勞基法第 36

條所定之例假、第 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
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因此，雇主如要求
勞工於已排定之特休日出勤工作時，如雙

方未能協商另行安排特休日時，應依第 39

條之規定，加倍發給勞工工資。惟勞工若

有應休未休之特休，能否要求雇主改發工

資？勞基法施行細則第 24條第 3款，「特
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終止契約而未休者，

其應休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

行政解釋，「特別休假未休完之日數，如

係勞工個人原因而自行未休時，雇主可不

發給未休日數之工資。」

依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1996年 5月 6

日（85）台勞動二字第 114672號函：「雇
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已排定之特別休假日

工作，工資應依同法第三十九條加倍發

給，此項加給工資並應於事由發生最近之

工資給付日或當月份發給，且如在退休之

日前六個月內時，依法應併入平均工資計

算。」雇主徵得勞工同意於已排定之特休

之日出勤，與一般例假日出勤為相同之概

念，因此內政部 1986年 9月 16日（75）
台內勞字第 434652號函說明特休之補假
休息：「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雇主

依勞動基準法第四十條規定停止勞工例

假、休假及特別休假時，停止假期之工作

時間，包括延時工作工資皆應加倍發給，

並於事後補假休息。」

除勞基法第 40條規有關第 36條至第
38條休假到工之勞工得請求加倍工資與補
假休息之外，於勞基法第 41條亦訂定有
關於公用事業特休之停止：「公用事業之

勞工，當地主管機關認有必要時，得停止

第三十八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假期內之工

資應由雇主加倍發給。」綜觀上述，特休

勞工出勤工作，得依勞基法第 39條領取

20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1994年02月21日（台）83勞動一字第102498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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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倍薪資，並依據第 40條之規定，得以
於事後補假休息。「加倍工資」與「補假

休息」為並之概念，勞工得同時請求。

四、工資之平等待遇

工資的平等待遇為工資保護很重要之

一環，此一稱為「同工同酬」原則亦有學

者稱為「同值同酬」原則 21，而兩者之概

念與做法不完全相同。以我國勞基法第 25

條後段之規定為，於工作相同、效率相同

時，應給付同等的工資。陳繼盛教授將同

工同酬定義為對於同一工作種類而發揮同

一工作效能之勞動者，應給予同一金額之

報酬。非關於工作的必要原因，不得成為

差別待遇的理由 22。

同工同酬的概念，是國際勞工公約所

秉持的原則之一 23。在國際勞工公約 1974

年第 82號公約中，在第 6章「不應因種族
團體、膚色、性別、信仰、部落結社或工

會會籍之理由歧視任何勞工」裡，明令指

出在同一企業應符合同工同酬的原則。因

為國際勞工組織公約明令規定，各會員國

皆將同工同酬的原則納入了各國的勞工立

法當中，尤其是男女的同工同酬的原則 24。

五、工資之受領

(一)工資優先受償

勞基法第 28條第 1項規定：「雇主因
歇業、清算或宣告破產，本於勞動契約所

積欠之工資未滿六個月部分，有最優先受

清償之權。」並於施行細則第 15條規定：
「本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所定最優先受清

償權之工資，以雇主於歇業、清算或宣告

破產前六個月內所積欠者為限。」然則，

此一規定並無法使勞工得到應有的完整給

付。且工資之請求權除法律有規定之外，

僅次於抵押權，雖優先於一切債權 25，但

在司法與行政程序中共益費用乃為強制執

行，又優先於工資之請求權，造成被積欠

工資之勞工無法領回該有之工資數額。內

政部 1987年（76）台內勞字第 458365號
函表示：「一、事業單位確有積欠工資之

事實，惟雇主於歇業後行蹤不明，致勞工

無法取得雇主積欠工資之金額證明，查證

單位亦無法取得有關資料以供查證積欠工

資之始期、期間及金額時，可不予墊償。

二、嗣後勞工於法定期限內取得雇主積欠

工資之金額證明，重行向勞保局申請墊償

工資時，該局可依有關勞工法令之規定辦

理。」又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1987年（76）

21 郭玲惠，前揭書，頁160-162。
22 陳繼盛，勞動學導論，2010年8月，頁116。
23 國際勞工組織憲章前言：「......目前世界各地勞動情勢仍存在廣大勞工面臨不公平、痛苦與被剝削的現
象，造成不安，使世界和平與和諧正面臨極大危害，儘速改善此種情況已成為當務之急。例如，訂定工
作時間規定，設定每天與每周最高工時，規範勞動供給，防止失業，提供適當生活工資，保護勞工防止
因工作引起的疾病與傷害，保護童工、青少年工與女工，提供老年與傷病生活保障，對於外國移入勞工
給予適當保護，承諾遵守同工同酬及自由結社原則，設立技術與職業教育並採其他相關措施......」。

24 國際勞工公約第100號，1915年。
25 內政部（74）台內勞字第294903號函：「勞動基準法第二十八條規定，雇主因歇業、清算或宣告破產，
本於勞動契約所積欠之工資未滿六個月部分，有最優先受清償之權。其優先順位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僅
次抵押權，優先於其他一切債權受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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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勞動字第 5496號函：「為保障勞工獲得
雇主因歇業、清算或宣告破產所積欠之工

資，因往昔常有雇主行蹤不明，致勞工無

法取得雇主積欠工資之證明以向勞保局申

請墊償，影響勞工權益至鉅。今後事業單

位如有積欠勞工工資情事，勞工應即向雇

主請求發給債權證明，雇主不得拒絕。」

(二)工資扣押之限制

有學者指出，若勞工對於第三人負有

債務，而債權人就勞工之工資請求法院扣

押時，應對於所扣押工資之數額與以限

制。此限制在於使勞工得以維持最低生活

所需，亦為一種勞工工資保護之概念。有

些國家扣押之金額為考量勞工實際工資之

高低以及勞工之家境狀況有不同之調整26。

(三)工資之受領人

工資為勞工提供勞務所得到之對價報

酬，以勞基法第 23條第 1款規定，一般
原則而言，工資應「直接給付」由當事勞

工親自領取。倘若本人無法親自請領時，

得委託他人代為受領。學者指出，若勞工

為未成年人時，勞動契約之締結需有法定

代理人同意，於代理人同意之下，類推

適用民法第 85條規定並參酌勞動契約法
之法理，就關於受僱行為有「部分行為能

力」，表示該未成年人亦有受領工資之能

力 27。

六、「平均工資」與「原領工資」

(一)平均工資

勞基法第 2 條第 4 項規定「平均工

資」為：「謂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六個

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

得之金額。」此法所稱之平均工資為日平

均工資，而非月平均工資，月平均工資之

計算則為日平均工資乘以三十。平均工資

之功能為作為資遣費及舊制退休金之計算

基準。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6）台勞動
二字第 052675 號函對於平均工資之解釋
為：「勞動基準法第二條第四款規定『平

均工資』，係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六個

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

得之金額，即事由發生當日不算入，自當

日前一日依曆往前推算六個月期間，該期

間並不屬於非連續計算之情形，自應依民

法第一百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依曆計算，

而不宜解為算足三十日。故本會八十三年

四月九日台 (83) 勞動二字第二五五六四號
函釋內容與民法第一百二十三條規定，尚

無牴觸。因此，有關平均工資之計算，仍

請依上開函釋規定辦理。」

「夜點費」是否為工資，並列入平均

工資之計算範圍？過去國內於處理某一名

目之給與是否屬於勞基法之工資時，常常

先去考慮它是否為「經常性給與」，而忽

略工資之本質是勞動的對價。所以，某一

給與如果是勞動之對價，則不論是否為經

常性都應列為工資，例如加班費。至於

「經常性」只應扮演輔助性角色，即某一

給與項目難以判斷是否為工資時，再用有

無經常性來檢驗。否則雇主為逃避責任，

同一種性質的給與用不同名稱來給，就能

26 陳繼盛，勞資關係，1976年，頁68-69。
27 劉士豪，勞動契約，勞動基準法釋義－施行二十年之回顧與展望，新學年，2009年9月2版，頁126。



52

本期專題

February 2013  工訊四十五

排除於平均工資的話，並不公平。準此，

「夜點費」如果是當作勞工夜間出勤的鼓

勵，且金額超過「吃消夜」所需的話，就

很難認為不是工資。

(二)原領工資

勞基法第 59 條第 2 款規定之「原領
工資」為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

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因此，原

領工資即為職災補償時之計算基準。勞基

法施行細則第 31條規定：「本法第五十九
條第二款所稱原領工資，係指該勞工遭遇

職業災害前一日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

資。其為計月者，以遭遇職業災害前最近

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三十

所得之金額，為其一日之工資。」有關最

近一個月之工資之定義在行政院勞工委員

會（82）台勞動三字第 38915號函：「其
中所稱『最近一個月工資』，係指領月薪

之勞工於發生職業災害前已領或已屆期可

領之最近一個月工資而言。嗣後該勞工之

工資如有調整，其工資補償應自工資調整

當日起隨之調整。」

七、工資續付義務

工資續付之義務為雇主須負擔勞工沒

有工作之時間工資之義務，其概念無法解

釋為勞工不用工作就可以得到報酬，而為

一勞基法上賦予雇主義務，提供勞工在休

假或是需請假時，仍有報酬。有關工資續

付義務規定於勞基法第 39 條規定：「第
三十六條所定之例假、第三十七條所定之

休假及第三十八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

資應由雇主照給。」以及勞基法第 43條：
「勞工因婚、喪、疾病或其他正當事由得

請假；請假應給之假期及事假以外期間內

工資給付之最低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倘若違反上述工資續付之義務，依

據勞基法第 79條第 3項「違反中央主管
機關依第四十三條所定假期或事假以外期

間內工資給付之最低標準。」得處以 2萬
元以上 30萬元以下之罰鍰。

有關勞基法第 43條所規定之工資續
付事由，規定於「請假規則」中，包括了

婚假、喪假、病假、公假以及規範於勞基

法與性平法之產假、陪產假等。

1. 婚假

請假規則第 2條：「勞工結婚者給
予婚假八日，工資照給。」

2. 喪假

請假規則第 3 條：「勞工喪假依
左列規定：一、父母、養父母、繼父

母、配偶喪亡者，給予喪假八日，工

資照給。二、祖父母、子女、配偶之

父母、配偶之養父母或繼父母喪亡

者，給予喪假六日，工資照給。三、

曾祖父母、兄弟姊妹、配偶之祖父母

喪亡者，給予喪假三日，工資照給。」

值得一提的為於 100年此條文增加了
祖父母之喪假，其立法理由為有鑑於

我國人口漸趨老化及少子化，晚輩奔

喪本屬倫常，亦為孝道之表現，為強

化倫理，爰修正本規則第三條，增列

勞工曾祖父母喪亡者，給予喪假三日

之規定，衡平勞雇雙方權益 28。

28 勞工請假規則第三條修正條文總說明（2011.10.14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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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病假

請假規則第 4條：「勞工因普通傷
害、疾病或生理原因必須治療或休養

者，得在左列規定範圍內請普通傷病

假：一、未住院者，一年內合計不得

超過三十日。二、住院者，二年內合

計不得超過一年。三、未住院傷病假

與住院傷病假二年內合計不得超過一

年。經醫師診斷，罹患癌症（含原位

癌）採門診方式治療或懷孕期間需安

胎休養者，其治療或休養期間，併入

住院傷病假計算。普通傷病假一年內

未超過三十日部分，工資折半發給，

其領有勞工保險普通傷病給付未達工

資半數者，由雇主補足之。」

4. 公假

請假規則第 8條：「勞工依法令規
定應給予公假者，工資照給，其假期

視實際需要定之。」

5. 產假、陪產假

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5條：「雇主
於女性受僱者分娩前後，應使其停

止工作，給予產假八星期；妊娠三個

月以上流產者，應使其停止工作，給

予產假四星期；妊娠二個月以上未滿

三個月流產者，應使其停止工作，給

予產假一星期；妊娠未滿二個月流產

者，應使其停止工作，給予產假五

日。產假期間薪資之計算，依相關法

令之規定。受僱者經醫師診斷需安胎

休養者，其治療、照護或休養期間之

請假及薪資計算，依相關法令之規

定。受僱者於其配偶分娩時，雇主應

給予陪產假三日。陪產假期間工資照

給。」

肆、基本工資調漲問題

一、月薪時薪脫鉤問題

然而此次基本工資調整，最受矚目的

為兩個部分，一為月薪時薪脫鉤之問題，

二為外勞本勞基本工資脫鉤。依據行政院

101 年 9 月 26 日之核定，明年 (102 年 )

基本工資，時薪部分同意勞委會所提建議

自 102年 1月 1日起調整為 109元；月薪
部分可採勞委會建議調整至 19,047 元，
惟應俟連續二季 GDP成長超過 3％或連續
二月失業率低於 4％後施行 29。此一政令

造了月薪與時薪制的基本工資脫鉤。有關

於基本工資之訂定，雖有學者指出，使得

政府多以勞工保護法來保障勞工之勞動條

件，雖此種方式得以使勞工有更多保障，

然則此一做法也使得國家過於介入勞資關

係之間，甚至侵犯到勞資雙方之協商權。

有關於勞動條件最合理之給付數額，並非

為國家所可以明瞭的，應使勞資雙方協商

至雙方可以接受之平衡點，才能消除勞資

雙方之爭議。學者亦認為有關於基本工資

之訂定，應由勞雇雙方自行協商，僅在無

工會或工會無法與雇主協商時，由國家機

關代為制定 30。然則以我國集體協商較為

29 行政院，行政院定調基本工資案 明年元月時薪漲、月薪視GDP及失業率調漲，瀏覽自：http://www.ey.gov.
tw/News_Content2.aspx?n=F8BAEBE9491FC830&sms=99606AC2FCD53A3A&s=A27FD79B4431DFBE，最後瀏
覽日期：2012年10月8日。

30 楊通軒，個別勞工法－理論與實務，2011年8月，頁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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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弱之情況下，政府介入勞資雙方之間，

還是目前不可避免的方式。

學者們提出由於目前我國時薪制勞工

比月薪制勞工付出更高的上下班成本，且

打工族 (時薪制勞工 )較難以取得國定假
日、年假以及年終獎金，是得這群勞工的

權益受到侵害，且雇主在運用此種人力，

亦可以享有額外之利益。因此國家應多關

注計時勞工之工作權益。另一種說法為，

我國目前現實狀況下，雇主為了節省人事

成本，使用計時之勞工。部分工時之工作

型態本為雇主為因應淡、旺季所需，且此

一工作型態，也提供無法從事全職工作之

勞工，另一種工作機會。然我國雇主將部

分時間工作之補充性人力視為正職工作，

以服務業居冠，有上班才有工資，為此，

諸多勞工竭盡所能的排班，以賺取更多薪

資支付生活所需費用，故造成部分工時勞

工之工時與全職工作者相同，甚至總時數

超越全職工作者，但月薪總額與休息天數

低於全職工作者之現象 31。因此，我國將

基本工資之時薪與月薪分成兩制度，來保

障計時勞工之權益。然而此種制度可能造

成的問題在於雇主給付薪制的自由轉換。

學者主張我國的薪至本為兩組不同概念。

正常工時指的是每月工作時數接近 182小
時的全職工作者，這些人儘管多數是領月

薪，但仍有領時薪者。若脫鉤之後，對領

時薪者來說，單獨調漲基本時薪後，他們

很可能只是被雇主換個名目，改回為「全

職月薪工」，不會多受保障 32。然，另有

支持政府脫鉤之論點認為：「現在調漲基

本工資只是讓外勞得利，加薪部分六成五

以上都是外勞受惠，薪水已經超出自己本

國的三到五倍，對照顧台灣本勞效益並不

大。因此主張讓本外勞薪資與基本工資脫

鉤，未來談上調基本工資也才容易。33」

依據主計處之調查，有 30萬勞工受
惠於「時薪制」基本工資調漲，若工時

達每週 46小時左右，月薪則將超過 2萬
元，學者係指出，若時薪制勞工之薪資水

準將逐漸高於月薪制時，月薪制基本工資

是否還有存在必要，是值得討論的 34。

二、本勞外勞薪資脫鉤問題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1993 年 06 月 08

日（82）台勞動二字第 29918號函：「查
外籍勞工來華工作，應遵守我國法令，亦

受我國法令保障。勞動基準法對於外籍勞

工並無另訂基本工資之規定，凡受僱於適

用勞動基準法事業單位之勞工，不論本國

勞工或外籍勞工，其工資均不得低於基本

工資。關於建議對外籍勞工參酌該國當地

工資與生活指數另行訂定最低工資乙節，

其他國家無類似作法，故未便同意。」以

我國目前勞工法之規範，外籍勞工之工資

應一體適用本國勞工工資，僅惟目前「家

庭類看護工」並非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工作

者，其工資依勞雇雙方之約定辦理 35。

31 基本工資時薪與月薪脫勾，短多長空的陷阱，勞動者電子報，瀏覽自：http://labor.ngo.tw/weekly/
c20120310.htm。

32 林柏儀、陳柏謙，時薪月薪脫鉤 保障一場空，中國時報，2012年2月3日。
33 林建甫，基本工資調升是個複雜的問題，理財周刊，第625期，2012年8月。
34 林昭禎、成之約、詹火生，時薪制基本工資之調整及其因應措施探討，國政報告研究，2012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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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勞與外勞薪資脫鉤，最主要之爭議

點在於「人權」之問題，1919 年凡爾賽
條約勞動編第 427規定，「各國依其法令
所定關於勞動條件之標準，應確保對於合

法居住於該國之所有勞工有衡平之經濟上

待遇」；其次是 1925年 ILO第七次大會通
過之「有關勞工職災補償之內外國人勞工

均等待遇之條約」(ILO第 19號條約 )及
同名稱之建議書 (ILO 第 25 號建議書 )；
最後是馬政府最自豪的兩公約中之 1966

年聯合國第 21屆大會所通過之「經濟社
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 2 條規定，
「締約國應不問國民之出身而無差別地保

障本公約所定權利」。所以，因為勞工之

國籍而排除適用規範最低勞動條件之勞動

基準法乃至基本工資，基本上應該通不過

國際人權團之檢驗。

依據國際勞工公約之規範，任何國家

聘僱外國人，包括報酬待遇不可低於本國

國民，也禁止在就業上給予歧視。僱用外

籍勞工之目的是在於補充本國人力之不

足，並非以侵害人權之概念，以低價或是

不利益之待遇來對待外籍勞工。而立委提

出：「勞基法本來是要保障本勞的權益，

但現行勞基法有關基本工資規定，竟然透

過行政解釋擴及外國勞工，使得表面上保

護本國勞工權益的立法宗旨，變相圖利外

國勞工，甚至迫使台灣企業因外勞薪資過

高而出走，使得本勞因企業關廠、出走，

產業空洞化而受害。」乃為一制度性之問

題，外籍勞工之引進與放寬限制為政府所

需要把關的責任，當政府開放外籍勞工來

台工作，又設定了本國勞工與外國勞工不

同的薪資制度，造成同工不同酬的情事發

生。依照國際勞工公約禁止就業歧視原

則，會員國應規範雇主團體與勞工團體極

力避免歧視之情事發生。雖我國目前非為

國際勞工組織之會員國，不受該條約之限

制。然則若做為一個民主且充滿人權的國

家，國家帶頭將本國勞工與外國勞工之薪

資脫鉤，公然挑戰國際勞工法，則會受到

國際間之抨擊。

事實上，為保障本國人民之工作權利

或機會，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會對於外國人

之就勞有所限制，甚至於拒絕開放，就像

日本至今仍然基本上不允許藍領外勞入境

工作，白領外勞亦多有管制。但是，一旦

許可外國人入境工作了，基本上就應該一

視同仁不得有差別待遇，最多是與老年

生活安全有關之法律 (例如退休金 )可例
外除外不予適用，否則均應與本國人民相

同。因此，日本勞基法第 3條即明定禁止
雇主因勞工之「國籍」、信仰或社會身分

為由，給予工資、工時等勞動條件之差別

待遇。易言之，一個國家可以拒絕外勞，

惟一旦允許其入境工作，就應該在法律上

保障其勞動條件不受差別待遇。可惜的是

我國就業服務法第 5條第 1項並未將國籍

列為禁止歧視之事項。

35 受一般個人僱用而從事家庭看護之之外籍家庭看護工，係屬家事類服務勞工，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1998
年12月31日台（87）勞動一字第059604號函，不適用勞動基準法。僅於「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
法」中，明文規定雇主聘僱外籍勞工來臺工作前，應由雇主、外籍勞工、國內仲介、國外仲介簽署切結
工資切結書，登載來臺後工資及相關費用，並經外籍勞工來源國驗證，同時需與外籍勞工簽訂書面勞動
契約（第27條第1項），另規定雇主應直接給付外籍勞工薪資，加以保障其勞動條件（第43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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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各位午安！接下來的時段

是談工時，工時在勞動法裡是

非常核心的勞動條件。今天兩

位與談人，一位是勞動法的資

深前輩，另一位是勞動法的年

輕學者，我自己在工會工作非

常需要學術界的支援及啟蒙。

在工會時，只要有勞動法的問

題或勞教的時候，都會請邱老

師來擔任講師。勞動法學界的

人雖然不多，但都不會藏私，

有什麼想法都會分享，不會學

術界只和學術界交流，工會界孤立無援。

全產總在今天自主工運裡面扮演一個領頭

羊的角色，對於有意義的議題都有很好的

安排。那現在就將時間交給邱駿彥老師。

邱駿彥教授：

各位工會幹部午安！很高興有這樣一

個交流的機會，有時候能夠跟工會幹部來

探討勞動法的問題，大家都不斷的進步，

我也很高興能把我的研究感想分享給各位。

第一點，現在不管是政府單位或民間

單位都認為，只要老闆依照勞基法好像勞

動條件就算不錯了。勞基法是民國 73年
開始施行，到現在已經快三十年的時間，

而勞動基準法所訂的勞動條件水準，是

三十年前的水準，到現在沒有多少的變

動，如果我們只是要求老闆依照勞基法來

做，那勞工是不是已經認為這樣的水準已

經夠了？如果是這樣的話，也難怪我們的

工資會掉到十五年前的水準。我覺得我們

往後所要要求的、努力的不應該只是依照

101年全國產業總工會 新時代勞動條件研討會

主題二：工時－休假、變形與彈性

主持人：韓仕賢祕書長（全國金融業工會聯合總會）

報告人：邱駿彥教授（文化大學法律學系）

報告人：黃鼎佑助理教授（開南大學法律學系）

 S 主持人開場白

工作時間與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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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基法而已，往後的口號應該是要優於勞

基法才是一個好公司、才是一個好雇主，

不只是依照勞基法而已。

我心裡就想那我們的口號應該要是什

麼？第一：工作要有保障。各位都知道最

近景氣不是很好，勞資雙方的爭議就會多

起來。可是各位就不要認為景氣不好就把

爭議送到法院去，法院會比較保障勞工。

剛好是相反的！景氣越差法院越保障雇主

而不是勞工，不是只有台灣是這樣，全世

界都一樣。當景氣好的時候，法院反而對

雇主會比較嚴苛。景氣不好的時候如果到

法院去，我們往往可以看到這段時間法院

判決往往是不利於勞工的，這一點我們必

須要瞭解。所以，景氣不好的時候，我們

要求的是第一個：工作要有保障。

第二：工資要提升；第三：工時要縮

短；第四個福利要確實；第五：職災要消

失；第六：退休要安心。這些標語是我自

己個人的想法，給各位做個參考，希望大

家要優於勞基法，不再只是依照勞基法。

第二點，我研究全世界的勞資關係、

勞工法令，民國 81年回來台灣到現在也
21 年了，我個人覺得台灣的勞工真的是
非常勤勉、認命、逆來順受、可愛，甚至

是非常可憐。各位都知道現在所有的東西

都漲價了，而薪水並沒有跟著調漲，反而

是退縮到 15年前的水準，但是在這樣的
環境裡面，我們有多少的勞工和工會會去

跟雇主說：「什麼都漲價了，是不是薪水

也能夠漲？」反而在這種狀況下台灣勞工

會說：「大家要互相忍耐一下，一起共度

難關。」也許嘴巴沒有講出來，但心裡會

想和雇主一起度過難關，但問題是雇主會

不會相對地站在勞工的立場為你想呢？如

果我們只要求依照勞動基準法，那我們的

水準是三十年前的水準，姑且不論勞動基

準法只是最低的基準而已，當然這這三十

年來也做了若干的修正，譬如說：工時縮

短，每週 48小時改為兩週 84小時，但是
不是真的縮短了，等一下我會再做說明；

第二，馬總統上台四年多前把強制退休年

齡延後到 65歲，我從來沒看到台灣勞工
或工會有反對的聲音，反而看到 65歲退
休可以多做五年，多領五年的薪水，雇主

要 65歲才能強制退休。但同一時期，法
國政府把退休年齡延至 62歲，只是延後
兩年，因為社會福利不夠用、退休金吃

緊，結果引起法國人的大罷工，為什麼？

法國人覺得說，我已經為這個國家社會拼

鬥三、四十年，好不容易盼到 60歲可以
開始領年金，可以開始享受後半生、可以

遊山玩水，延後兩年如果無法領到年金會

享受不到。這樣的對比就可以發現台灣的

勞工很勤奮很勤勉。

而台灣的雇主可說是全世界最幸福的

雇主之一，幸福在哪裡？雇主經營企業最

重要的就是訂單，要拿到訂單必須要如期

出貨、品質好，更不能給付遲延。如果出

貨遲延的話，姑且不論要損害賠償，往後

下訂時也會對方也會多加考量。但台灣的

雇主永遠不用擔心勞工不提供勞務的痛

苦，也就是說台灣的罷工、爭議行為非常

少數，全世界難得一見的。

勞資爭議是不是對經濟就是不好的？

這就牽涉到了勞工主管機關的勞動政策的

想法。我們去看韓國的勞工常常上街頭、

常常抗爭，甚至要丟汽油彈、石頭，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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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警察甚至要使用消防車，

嚴重的話要使用催淚彈，但這

樣的抗爭是不是讓韓國一蹶不

振？韓國的經濟反而好得很。

因為勞工逼得政府、雇主必須

要坐下來好好聽一聽，想一想

為什麼勞工要做這樣的動作，

好好地和勞工協商。即便無

法達到 100% 滿意，至少達到
50%，同樣的，勞工也會認為
至少和雇主有談過，沒有 100%
至少也有 50%的滿意，勞工也
心甘情願地回去工作，努力的

去拚經濟。但台灣的雇主不用擔心這個問

題，這是我們必須要去思考的。

我們常常有調解的機制來解決紛爭，

調解是不錯的，可是我當調解委員的老

師，他們要成為調解委員必須要去上課，

我常常跟他們講一件事情，台灣的勞工在

無形當中被調解委員傷害。我舉個例子來

講，如果勞工遭受職災，依照勞基法最低

基準的職災補償可以拿到 20萬，雇主只
給 15萬還跟勞工講，如果不要，你去打官
司，贏了雇主就付出 20萬，如果要，還
要簽切結書拋棄其他請求權，勞工認為對

公司的付出而受傷，憑什麼只給 15萬，
因此申請調解。調解委員當然知道依照勞

基法勞工能拿 20萬，但是在調解的現場
上，調解委員能夠去跟資方的代表說依照

勞基法能拿 20萬嗎？資方代表聽到一定會
說：「那不用說了，直接上法院。」所以調

解委員一定要請雙方各退一步，跟雇主說

勞工因為工作受傷只給 15萬不好看，再多
加 3萬好不好，回過頭跟勞工說，雖然勞
基法保障你可以拿到 20萬，但如果上法庭

去告，律師費用三審下來可能都不只 20萬
了，我替你向老闆爭取到 18萬，好嗎？最
後雙方合意，調解大成功。

但問題是勞工心裡會怎麼想？當然如

果公司依照勞基法來做就不會有紛爭了，

會有紛爭就是因為不遵守勞基法，結果到

調解現場又逼著雙方各退一步，對勞工情

何以堪。調解很成功，其實累積了很多很

不好的過程，但調解委員也跟我說：「老

師，我也知道，不然你去調解看看。」這個

東西就是需要靠勞方、政府和工會才行。

今天我最主要講的是有關：一、長工

時的台灣是職災的殺手；二、無薪休假的

問題；三、特別休假的權利不見了；四、

變形工時的悲哀；五、責任制的肆虐。

 �長工時的台灣是職災的殺手

首先，我要讓各位看一下世界年總工

時的統計表台灣是 2120小時，看起來台灣
沒有比香港、韓國、新加坡長多少，雖然

我不太相信政府的數據，但也沒有其他的

 S 邱駿彥教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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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資料，也只好用了。他特地把香港、

韓國和新加坡比我們長的排在一起，比我

們好的只列兩個，其他比台灣還要好的還

有很多。括號中的數字表示數據是依據週

法定工時所算出來的年總工時，這不一定是

正確的，別的國家也是一樣。日本是 1772小
時，台灣是 2156小時，美國是 1792小時。

我為什麼要提到年總工時，最主要政

府都告訴我們有縮減工時，從一週 48小
時，減為兩週 84小時，看起來好像真的
有減短工時，但實際上是沒有的，因為這

樣的措施沒有辦法達到縮短工時的效果。

從 48小時變成平均一週 42小時，其實很
多需要工作的時間，跑到加班、國定假日

不休假去了，所以年總工時並沒有真正的

縮短。我特別跟各位報告，日本因為國際

壓力而縮短工時，就是從年總工時開始，

所以台灣只講週法定工時，根本沒辦法達

到效果。由這裡就可以瞭解光看週法定工

時，台灣就不是一個漂亮的數據了。因此

要縮短工時的話，要看是由政府主導還是

勞工自己要求縮短工時，縮短工時不能靠

週法定工時，必須由上而下才是好的辦

法，並且依年限依企業規模大小按部就班

分別實施。

資料來源：勞委會99年國際勞動統計

再來我要請各位思考另一個問題，勞

基法三十條規定勞工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

超過 8小時，兩週總工時不得超過 84小
時，在這裡我要請教各位，勞工早上在 A
公司上班 8 小時後，晚上能不能在 B 公
司上班 8小時，也就是晚上班的老闆能不
能再讓勞工上 8小時，且不用給加班費。
問題在於勞基法到底是在保護勞工一天只

能工作 8小時，還是保障老闆一天能讓勞

工工作 8 小時。如果法令是「雇主不得

使勞工每日工作超過 8 小時。」，但我們

的規定是「勞工每日正常工作不得超過 8
小時。」也就是說一天勞工只能工作 8小
時，我們的法律不是在保障每個雇主可以

讓勞工工作 8小時。

 �變形工時的悲哀

講到變形工時部分，台灣的變形工時

有兩週、四週及八週，日本的話也有三個

月、一年的變形工時，但不代表台灣的變

形工時比較好，比較照顧到勞工。變形工

時完全是為雇主利益量身訂做，使用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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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時是可以降低雇主的人事成本，但是對

勞工來講，根據醫學研究一個人一天只能

工作 8小時，睡眠 8小時，休息 8小時，
全世界都是如此。變形工時一下長一下

短，對勞工來說，超過 8小時的工作，發
生職災的機率就越大，所以變形工時並不

有利於勞工。真正的變形工時，變形下來

必須要比平均週法定工時還要少，因為變

形是勞工配合雇主，如果變形後每週工時

和法定工時是相同的，為何要勞工犧牲健

康來成就雇主的好處？反過來說，雇主從

勞工身上得到好處，是否有想過要回饋給

勞工什麼？至少變形工時要低於週法定工

時，這是我的看法，我也希望大家可以這

樣要求。

台灣彈性工時常常和變形工時混為一

談，彈性工時的定義是勞工的工作時間全

部或一部分，因為他在事業單位外的場所

提供勞務，雇主也不清楚是否照時間提供

勞務，很難以正確精算勞工的工作時間，

可以由勞資雙方議定工作時間，作為勞工

的工時，譬如說業務，因為每日都在外

面，工作時間很難以確定，這樣的狀況

下，加班時間勞資雙方就會有不同意見，

因此如果能訂定彈性工作時間，或是核心

的工作時間，譬如公司規定每天上午十點

到下午兩點全公司員工都必須出席，也是

一種彈性的工作時間。

現在勞基法中加班費的問題，勞基

法第 24條是規定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
者，延長工作時間的工資應該加給，但是

有個問題，如果勞資雙方工作規則、勞動

契約或團體協約規上，每日工時為 7 小
時，如果勞工加班的話，7到 8小時是否
需要給付加班費？勞委會的解釋是超過 8

小時才須依照第 24條給付加班費，但我
個人認為這個解釋是傾向於雇主，有利於

資方的解釋，因為我們從法條裡面根本看

不到是「雇主延長勞工法定工作時間」或

是「雇主延長勞工正常工作時間」這樣字

眼，延長工作時間，依照字面上的解釋就

是勞資雙方約定的工作時間，約定 7個小
時，勞工的契約義務本來就是做 7小時，
多上一小時的班，對勞工來說就是加班，

加班就應該要另外算加班費，法律的目的

是防止糾紛、避免糾紛。所以第 24條做
這樣的規定，加班前兩個小時給 1/3，後
兩個小時給 2/3，即便是法內加班，應該
還是算加班。

工作時間方面，為什麼台灣一直以來

都是長工時，沒辦法做有效的縮短？除了

政策上出了問題以外，法律上也有很大的

問題，為什麼會有很多的過勞死和責任

制？就算去罰最高三十萬的罰款，對企業

主來說根本沒有警惕作用。全世界各國幾

乎只要違反工作時間，一定都是刑罰，不

是罰款。在美國違反每週 40小時的話，
是一萬美元的罰金或是拘禁或是 1.5倍的
加班費；法國也是罰金；德國是一年以下

刑罰；日本是六個月以下拘禁，或三十萬

日圓以下的罰金，各位不要看只有三十萬

日圓，一旦裁罰罰金，對雇主而言就是有

前科了，再次被抓到就要加重其刑，就不

是罰金可以解決了。為什麼國外對違反工

時都會用到刑罰？因為工時的規範不是只

保護勞工個人而已，更是保護國家的勞動

力和戰力，如果台灣的勞工每一個人都是

長工時，將來這個國家的戰力會在哪裡？

這也是為什麼全世界各個國家都是用刑

罰，罰錢老闆會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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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薪休假可以實施嗎？

無薪休假在台灣實施是公然幫助雇主

欺壓勞工。日本的勞基法第 26條規定：
如果可歸責於雇主的事由導致停工，雇主

於休業期間必須要給平均工資的 60%以
上的津貼。韓國勞基法則是規定 70%，也
就是說雇主如果沒有工作可以給勞工做，

是雇主受領遲延，是可以歸責於雇主的事

由。台灣很多人會覺得：是全球的景氣不

好，不是雇主的生意做不好，也不是雇主

不接訂單，誰能保證雇主做生意一定是會

賺錢的？

但問題是雇主在景氣好賺錢的時候，

有沒有相對地把這些錢拿出來和勞工分

享？景氣差就把勞工找來要一起共體時

艱，無薪休假。

日本認為，景氣差是可歸責於雇主的

事由，因為沒訂單沒有工作給勞工做，勞

工付出勞動力來換取工資，勞工準備好勞

動力，雇主沒辦法受領的時候，到底是

雇主的問題還是勞工的問題？當然是雇

主！所以日本的勞基法規定至少要給勞工

60%，無薪休假在韓國和日本根本不可能
存在。但是台灣允許無薪休假的存在，只

要勞資雙方合意就可以了。台灣的思維一

直是從後端控管，就好像調職一樣，把勞

工調職，勞資雙方發生紛爭的時候才用五

大原則才去解決，問題是前端呢？雇主到

底有沒有取得調動勞工的權利？如果雇主

根本沒有權利去調動勞工，而去後段討論

五大原則是不對的。所以重點是勞資雙方

協商就可以無薪休假，也難怪台灣的雇主

現在只要遇到景氣不好的時候，無薪休假

就變成一個很好的利器。

 �特別休假的權利不見了

特別休假也會牽涉到工作時間，台灣

的特別休假坦白說是全世界最高的等級，

日本的特別休假最高是 20天，台灣的特
別休假最高是 30天，但就像一顆漂亮的
蘋果在樹上，你摘不到、吃不到，問題出

在於法律裏沒有明文規定特休應該如何

休？我們只有實體的規定沒有程序的規

定。所以在施行細則裡面去規定特別休假

由勞資雙方協商排定，協商排定的意思是

勞工沒有排休的權利，甚至勞委會認為無

薪休假的時候，先拿特別休假來抵，勞委

會根本就把特別休假的用意給扭曲了。

特別休假是什麼？一個勞工一年 365
天，扣掉例假、國定假日，因為每個人社

交的因素、家庭的因素及個人的身體狀

況，每個人疲倦的時間點都不一樣，在你

很疲倦的時候能夠有兩天、三天去消除疲

勞，回復好的勞動力再提供給雇主。其實

特別休假對雇主也是有利的，也因為這樣

子，所以特別休假沒有上班，雇主也要照

給薪水。特別休假的立法用意是在這個地

方，把它拿來當無薪休假先抵掉，特別休

假在勞委會的眼裡已經失去原意了。

特別休假最重要的是如果勞工要特別

休假還要雇主批准的話，如果雇主不批准

勞工就不能休特別休假，那特別休假乾脆

不用立法了。特別休假是全世界都會有

的。日本的特別休假勞工有期日的指定

權，只有當雇主覺得勞工指定的這個時間

放假，會讓公司整個營運失序，例外的雇

主可以來變更休假，但是勞工也可以不同

意。勞工如果不同意的話，雇主須負舉證

責任，舉證若勞工休假營運會有問題，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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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舉證就要讓勞工休假。施行細則中應

休未休之日雇主應發給工資，以這個規定

去打官司，十個勞工九個敗，一個會贏是

因為法官不懂法律。應休未休日雇主應發

給工資，這叫做課人民義務，課人民義務

的規定不能在施行細則裡規定，除非勞基

法 38 條特別休假最後的條文有寫：「應
休未休之日如何處理，由主管機關另訂

之。」加入授權條款做這樣規定的時候，

才會取得正式的法源，才會有法律效果。

但是 38條沒有這樣的規定，因此，這一
條施行細則的規定都被法院說是無效的規

定，所以勞委會才會另訂解釋令：「雇主

應給的工資是勞工有提出請求，而雇主無

法提供給予的部分，雇主才有給付的義

務。」姑且不論台灣九百多萬的勞工，有

多少人懂得這個，如果大家都懂，到 12
月的時候全公司的勞工一定把今年所有的

特別休假都拿出來申請，不是逼得雇主讓

大家休假一個月，就是雇主把特別休假退

回，退回去的這張要好好保存起來，因為

這張紙就是未來請求工資的證明。問題不

是所有勞工都瞭解。有些勞工可能會為企

業去想，不要給雇主增加麻煩，可能連休

假單都沒有拿出，這樣好的勞工是不是就

吃虧了？所以政府是不是應該要廣泛宣

導，到年底的時候勞工應該要把特別休假

提出來，不然勞工都不知道。

 � 84條之1

為什麼有這麼多人誤解 84條之 1的
規定？ 84條之 1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
核定公告下列工作者」就可以做 84條之
1，有三款：「一、監督、管理人員或責
任制專業人員；二、、監視性或間歇性之

工作；三、其他性質特殊之工作」。所以

很多雇主或企管顧問公司就認為只要這三

款，勞資雙方約定就可以做 84條之 1，這
是錯誤的。

84條之 1除了這三款以外，還要中央
主管機關核定公告的人才可以，譬如監督

管理人員，主管機關公告銀行業經理級以

上人員才適用，必須要政府所公告的人才

可以，但很多人都認為只要和勞工約定就

可以。84條之 1中的「得由勞資雙方另行
約定工作時間」我有一個案例，華航工會

代表勞工要跟雇主針對 84條之 1去做協
商，雇主拒絕。結果法院認為法條並未明

定要跟工會協商，所以雇主拒絕跟工會協

商沒有錯。

勞動基準法裡面有要加班、變形工時

都有明訂有工會和工會協商，沒工會勞資

會議通過，唯獨這一條沒有，所以法院認

為「明示其一，排除其他」，所以當初立

法的時候並未明定雇主要和工會協商，這

是法院的見解。當然法官純粹用一般法律

理解的方式，但是勞資雙方是不一樣的，

可以想像法官一定是沒念過勞工法。也就

是說，勞資雙方，個別勞工和集體勞工的

力量是不一樣的，假如工會要代表勞工去

跟雇主協商，應該要站在鼓勵的立場，所

以應該要去修法。

另外，我們都以為只要雙方針對 30
條、32 條、36 條、38 條及 49 條去做另
外協商，所以很多責任制就沒有加班費，

但這樣是不對的。第二項規定「前項約定

應以書面為之，並應參考本法所定之基準

且不得損及勞工之健康及福祉」換句話

講，所有這些條文的都要有，意思就是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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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是責任制，就算是約定一個月要做 280

小時，也要約定有加班費，但沒有約定加

班費，這樣的責任制應該是違法的。但過

去以來勞委會從來沒有給各縣市政府指導

規則，告訴地方主管機關在審核 84條之 1
的時候，要有什麼樣的標準及依據，直到

最後 84條之 1變成很大的社會問題，勞
委會才做了些解釋。

其實 84條之 1在先進國家沒有那麼
容易核准，在日本直接把 84條之 1區分
成是勞資協議工時制跟適用除外的規定，

適用除外的規定就是管理監督人員、機密

事務處理、監視性、間歇性，其實跟台灣

類似，但是這叫做勞基法的適用除外。另

外，事業場所外勞動跟裁量工時制，一定

要勞資協議的工作時間，事業場所外的

話，分成契約所訂工時為準，或是遂行業

務便是必要工作時間，或是透過雇主或工

會協商，或過半數勞工代表去訂定協議工

時。另外對於裁量工時制，就會很細膩的

區分專門業務和企劃業務的對象勞工是

誰？要件是什麼？效果是什麼？也就是說

一個工作時間為什麼全世界都要刑罰，因

為工作時間對勞工來講、對國家來講都很

重要，因此要把他不適用勞基法的規定，

就會有很多必須要兼顧的細節。

 �產假給予

勞基法規定是八週與四週，但性別工

作平等法裡面多了「一星期」和「五天」

的規定，八週與四週雇主必須照給薪水．

但七天和五天的流產假到底要不要給薪

水，勞委會透過解釋令表示由勞資雙方協

商決定。當時我覺得非常不妥，但勞委

會為何會這樣做？性別工作平等法施行後

多了很多假，資方反彈很大，勞委會為了

安撫資方所以做了這個決定。同樣都是產

假，只是因為日數長短而有不同的措施，

請問這樣公平嗎？各位可以想想。

今天報告就到這裡，謝謝大家。

 S 此一場次由二位法律學者談工時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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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形成

我國的法定工時制度

最早源自民國十八年所公

布的「工廠法」36，依其第

8與第 15條之規定觀之，
係採用每日八小時與每週

六天的 48 小時制。週 48

小時制一直到民國七十三

年制定公布勞動基準法

時，法定正常工時的內容

並無太大的改變，但是到

了民國八十五年立法院主

動通過修法擴大了勞基法

適用之範圍，其幅度由原本接近當時全部

勞動人口 57 ﹪共計約 345萬人，一下子要
求在兩年內希望再增加約 200萬人 37，為

了減輕反彈的壓力與可能的適應與調整上

之困難，我國工時制度首次引進了二週變

形工時與所謂責任制兩種配套措施。

到了民國八十九年 3月第十屆總統大
選前夕，當時的候選人陳水扁應勞工團體

之要求，承諾當選後將修法調降法定工時

至每週 44小時，當選後勞委會果然也提
出調降法定工時修法的草案，未料當時的

反對黨在國會提出反制用途的雙週 84小
時對案 38，此案並於同年 6月 16日三讀
通過，修訂條文自民國九十年 1 月 1 日
起實施，緩衝期則只有約半年 39。由於降

低法定工時由每週 48小時調降為平均每

101年全國產業總工會

新時代勞動條件研討會

當前工時制度之新挑戰： 
建構勞工與雇主互信之彈性工作時間

 ▌報告人：開南大學法律系 助理教授黃鼎佑

 S 黃鼎佑老師說明工時制度

36 民國二十年八月一日起始施行。
37 當時未納入勞基法保障之勞工人數約為260萬人，占當時勞動人口約43﹪，據此推估總勞動  人口數為605
萬。請參考立法院公報第八十五卷第六十五期院會紀錄。

38 沈世國，勞基法修法合法化過程之研究－以工時案為例，台北大學公行所碩士論文，頁45-6， 2002。
39 林豐賓，劉邦棟，勞動基準法，五版一刷，頁165，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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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42小時，等於一下子少掉了近 12.5 ﹪
原工作時間要用加班等方式補足，因成

本上揚 40企業的反彈可以想見勢必十分

劇烈，因此隨後而來的勞基法修正參考

當時經建會之建議引進四週與八週變形

工時即是針對此一需求而來 41。特別是許

多必須二十四小時連續作業的產業，例如

一般傳統產業的四班三輪制，如果改採每

週工時四十二小時，每週會造成二小時零

碎工時，選擇八週彈性工時，可得到完整

工時。另一方面，採取八週彈性工時，則

每週累積的零碎工時，會累積成二天八小

時完整工作天，因此勞工每天上班時間將

可以八小時為主，不會因為僱主將零碎工

時安排在每天的延長工時卻不能支領加班

費。

目前亞洲國家如韓國、日本甚至中國

大陸都已經完成週休二日的法制，我國公

務人員也已經實施週休二日，但勞基法的

法定工時仍為雙週 84小時的隔週週休二

日制度，或許也有許多企業從善如流，提

供週休二日，但並非法定義務。為了提高

我國的勞動參與率，執政黨計畫以五年為

規劃之期程，推動降低法定工時為每週

四十小時引發不少討論，進一步對於目前

我國相關的工時彈性化程度等配套措施是

否得宜產生不少議論。

二、我國工時制度評析

1. 制度面的分析

學者對於我國的工時制度之發展嘗

有提出一針見血之批評者，如揚通軒教

授就指出 42，我國工時法制因係承繼工

廠法而來，故深受其以製造業為基準

而採定點、定時與定料之生產特色影

響，相較於今日行業眾多、形態互異之

勞動市場現狀，適度的放寬其彈性恐是

必須的。另邱俊彥教授亦批評目前所謂

二週、四週或是八週的變形工時，其實

施泰半皆是為了使雇主方便或是降低成

本，打亂勞工的生活規劃並加重其負

擔，勞工很難從中得利 43。學者郭玲惠

教授亦針對我國工時彈性化程度之不足

從比較法的角度予以分析，其認為我國

對於工時的彈性化因透過立法方式來予

以規定並限定其內容，相當程度上壓縮

了勞雇雙方自行約定的可能與其空間，

勞基法中不僅沒有工時彈性化的協商機

制，更無協商之規定，這點也與國際趨

勢相左 44。其他學者所批判的制度上過

於僵化之處尚包括應放寬變形工時之限

制，亦即每日工時上限，平均每週工時

上限雖得限制，但是由於雇主在實施變

形工時之前必須先徵得勞方之同意，且

40 根據推估，全體雇主將因此額外支付將近七百億元。李誠，辛炳隆，成之約，經濟國際化趨勢
  下，我國勞工法制之改進，經建會研究報告，2001，頁198。
41 立法理由略以：為使事業單位能將該等零碎時間集中運用，減少勞工出勤次數，以利休假時間  整體運
用。

42 楊通軒，個別勞動法，台北五南，二版一刷，2011，頁304。
43 邱俊彥，我國工時制度及相關配套措施之研究，勞委會委託研究報告，2009，頁7。
44 郭玲惠，勞動契約法論，台北三民，2011，頁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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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實施後每天總工時仍不得超過十二

個小時，每周最多工作六天，故勞工之

健康應已獲得充足之保障，不必再限制

每週正常工時上限如勞基法第三十條第

二、三項 45。

更有甚者，我國勞工在工時制度的

保障不足，除因法令結構本身之不盡周

延外，尚有其他行政配套上之問題。由

於除二週變形制得適用於所有適用勞動

基準法之行業外 46，舉凡四週或是八週

變形工時制度其適用之範圍皆必須經勞

委會指定之，所以變形工時制得否有

效加以利用實緊密繫於勞委會對於各職

行業別之工時現況與需求之掌握。但是

以勞基法第三十條第三項為 (八週變形

工時 )例，舉凡製造業、營造業、遊覽

車客運業、航空運輸業、港阜業、郵政

業、電信業、建築投資業、批發及零售

業、影印業、汽車美容業、電器及電子

產品修理業、機車修理業、未分類及其

他器物修理業、洗衣業、相片沖洗業、

浴室業、裁縫業、其他專學科學及技術

服務業、顧問服務業、軟體出版業、

農林漁牧業、租賃業與自來水供應業 47

等，其自民國九十二年公告迄今，已經

經過了近十年，期間沒有增減任一行

業。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第一週 休 休 10 10 10 10 10
第二週 10 10 10 10 10 10 10
第三週 10 10 10 10 8 休 休

第四週 休 休 休 休 休 休 休

圖一：四週變形工時排班表之一種情形

而四週變形工時制度於勞基法第

30條之一第二項本身，又限制其適用

範圍將第三條已適用勞基法的行業，除

農林漁牧外，排除適用 48，使得如製造

業者在面對營運的淡旺季時，即無得

運用四週變形工時 49。目前經指定之適

用行業為農林漁牧業、環境衛生及污染

防治服務業、加油站業、銀行業、信託

投資業、資訊服務業、綜合商品零售

業、醫療保健服務業、保全業、建築及

工程技術服務業、法律服務業、信用合

作社業、觀光旅館業、證券業、一般廣

告業、不動產仲介業、公務機構、電影

片映演業、建築經理業、國際貿易業、

期貨業、保險業、會計服務業、存款保

險業、社會福利服務業、管理顧問業、

票券金融業、餐飲業、娛樂業、國防事

業、信用卡處理業、學術研究及服務

業、一般旅館業、理髮及美容業、其他

45 李誠，辛炳隆，成之約，經濟國際化趨勢下，我國勞工法制之改進，經建會研究報告，2001，   頁
2 1 7 ,  2 2 2。但是德國法之變形工時制雖較我國彈性，也有每週工時上限為六十小時之規定。 
魏俊明，台灣與德國工作制度之比較─以工時彈性化為中心，中原財法碩士論文，2003，頁74。

46 中華民國92年3月31日 勞動二字第0920018071號參照。
47 中華民國92年3月31日 勞動二字第0920018071號；中華民國92年5月16日 勞動二字第0920028355號；中華
民國92年10月8日 勞動二字第0920056353號參照。

48 既然四週變形工時制之引進主要是為了減緩那些擴大適用勞基法範圍之行業別可能的窒礙難  行，之前
已經適用勞基法之行業自無此一需求，亦不得適用變形工時制下修?最低」勞動條件。

49 楊通軒，個別勞動法，台北五南，二版一刷，2011，頁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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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訓練服務業、大專院校、影片及錄

影節目帶租賃業、社會教育事業、市

場及展示場管理業與鐘錶、眼鏡零售

業 50。其中眼鏡零售業為民國九十二年

所指定 51，迄今也已經近九年的時間。

學者張鑫隆則指出，四週變形工時的特

色是工時密度之壓縮，如果再加上延長

工時之負擔，其可能對勞工增加身心危

害之風險 52。若以下圖一之極端例子觀

之，勞工可能必須連續工作十七日方得

休假之。令人更為不解之處在於，保全

人員同時被指定適用 84條之 1及 30條

之 1，保全業既已指定適用勞基法 30

條之 1，本已足以彈性調度其工時，後

又指定保全業裡的保全人員適用 84條

之 1，則原先指定其適用勞基法 30條

之 1就失去意義，為何不檢討刪除。

學者張鑫隆 53分析指出，與日本

相較我國在變形工時的利用率上非常懸

殊，根據勞委會在 2005年所公布的資

料 54與近似的日本在 2007年的統計調

查結果相較，我國在 2004年採行變形

工時之事業單位占 5.1％。其中工業部

門採行變形工時者占 6.7％，而製造業

為 6.9％最高；服務業部門採行變形工

時者僅占 4.3％。而日本採用變形工時

制的事業單位比例高達 55.9%，特別是

採用以一年為單位的變形工時制最多。

有鑑於我國目前僅有二週、四週與八週

三種變形工時制度之種類設計，與其他

國家相比限制較多，未來似乎有是否引

進更長時間範圍變形工時制度做通盤檢

討之必要，但是我國關於工時現況之調

查並不甚普及，最近一次的普查為九十

年工作時間狀況調查報告 55，一百年工

作與家庭平衡調查一次 56。未來應要求

比照性別平等調查逐年為之，了解企業

需求、勞工負擔與各項變形工時之實施

情形等方得以清楚掌握工時運用之變化

趨勢。

2. 運作面的評析：法令與實際間落差
嚴重

我國有關延長工時規定依照勞基法

第 32條第二項之規定，必要時雇主得

要求勞工在正常工時以外工作，其事先

須經過工會或是勞資會議同意，而且設

定限制，一日不得超過 12個小時，一

個月不得超過 46個小時。嚴格來講我

國的法規尚稱公允，但是問題在於執行

層面效果不彰。以勞委會於民國 100年

所做的「勞工生活與生活平衡調查統

50 勞委會官網http://www.cla.gov.tw/cgi-bin/siteMaker/SM_theme?page=42392293 (瀏覽時間：   22.10.2012)。
51 勞委會官網http://www.cla.gov.tw/cgi-bin/siteMaker/SM_theme?page=42392293(瀏覽時間：22.10.2012)。九十二
年一月七日勞動二字第○九二○○○○九五四號。

52 張鑫隆，工時制度與團體協約，九十九年度勞動基準法實務爭議學術研討會會議手冊，2000，頁4。
53 張鑫隆，論彈性工時－工作與生活的調和，頁8。
54 勞委會，九十三年工時統計及縮短工時四年來之勞動情勢，（瀏覽時間：11.11.2011） 

http://www.cla.gov.tw/cgi-bin/Message/MM_msg_control?mode=viewnews&ts=423e75b6:5781&theme=
55 勞委會官網http://statdb.cla.gov.tw/html/svy90/9003menu.htm(瀏覽時間：22.10.2012)。
56 勞委會官網http://statdb.cla.gov.tw/html/svy00/0005menu.htm(瀏覽時間：22.1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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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之結果觀之，近一年勞工有超過四

分之一曾經在一日工作超過 12小時，

另有 13.5%曾經在一個月加班超過 46

個小時 57。

我國勞工每日工作不得超過八小

時，每二週工作總數不得超過 84個小

時。在此所謂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

者，依照勞基法第 24條之規定，若是

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個小時以內者，按照

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

若是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上者，

按照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

上；最後若是因天災、事變或是突發事

件而延長工時者，按照平日每小時工資

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因此就制度設計

而言，加班費的相關規定並無太大的缺

漏，但是問題依然是在其落實尚有困

難。同樣以勞委會於民國 100年所做的

「勞工生活與生活平衡調查統計」之結果

觀之，最近一年有近一半的勞工有加班

的情形，但是其中仍有高達 12.29%並沒

有依規定領到加班費或是獲得補休 58。

我國勞動基準法第 38條規定依照

年資之多寡，勞工分別享有七日，十

日，十四日與最高三十日的給薪的特

別休假。就此而論，與平均 20日的國

際間一般水準相較，並無嚴重的缺失。

一份由民間單位 yes123求職網所做的

調查 59顯示，扣除病假或請假照顧親

人，有 72.6％的上班族一次請假天數

最多都在五天以下，一次休假六到十天

者則僅有 19.9％，顯示逾九成台灣上

班族一次休假都不會超過二週。而且多

數的人常常沒有休過特別休假或是還沒

休完，主因不是工作太忙，就是擔心工

作表現不好，甚至認為主管和老闆不喜

歡員工休假。因此特別休假作為消除勞

工因經年累月所累積的疲憊或是降低全

年平均工時而言，在我國其功效可能也

不是很明顯。綜上言之，由於我國事業

單位違反工時規定之情形相當普遍，幾

乎可以說是一種沉苛難癒的文化陋習，

立法院終於在民國一百年六月修正通過

勞基法第七十九條修正案，加重雇主違

反勞工超時加班、休假等規定罰則，罰

鍰金額從原先處雇主 6000元以上 6萬

元以下罰鍰大幅提高，最高可重罰卅萬

元，並公布違法企業名稱及負責人姓

名，若未改善，可按次，連續處罰至改

善為止。不過，原先外界關注，有關保

全人員責任制工作未設工時上限的問

題，院會最後決定不予修正，並沒有過

關，但立法院院會也做成附帶決議，要

求勞委會應於 5個月內，全面檢討納入

勞基法 84之 1條工作類別。

我國工時制度之運作除上述的一般

性情形缺失外，另有特別嚴重之瑕疵，

此點特別就同一時間單位對勞工負擔特

57 勞委會，勞工工作與生活平衡調查統計結果摘要，2010。全文瀏覽：（瀏覽時間︰6.11.2011）。http://
statdb.cla.gov.tw/html/svy00/0005menu.htm

58 勞委會，勞工工作與生活平衡調查統計結果摘要，2010。
59 全文瀏覽：（瀏覽時間︰6.11.2011）。 http://www.yes123.com.tw/admin/career_info/career_info_content.

asp?news_id=20111024093600_53896_45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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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加重之行業別如長途駕駛觀之特別明

顯。蓋自民國九十二年初起迄今，勞委

會每年均規劃辦理國道客運專案檢查，

並將司機超時工作、無休假等情形，列

為加強查察之重點。且各年度對國內

長途客運業實施勞動條件專案檢查，長

久以來就發現公路客運業超時工作之現

象，尤其部分長途路線客運，如臺北至

高雄或臺北至屏東，單趟車程即超過

5、6小時，一天內往返一次，外加上

行車前後之待勤、轉運及整理，每日工

時都超過 12 小時，然主管機關僅就稽

查結果轉送各地勞政單位裁罰，對後續

執行及改善措施未能落實追蹤管考，忽

視公路客運業駕駛超時工作之嚴重性，

竟因此被監察院提起糾正通過 60。

嗣後被糾正的相關權責機關則提出

其所謂的改善計畫，其中包括幾項重點
61：1. 加強辦理勞動條件檢查，特別是

專案檢查；2. 建置勞動條件檢查專屬查

核資訊通報系統，加強中央與地方的聯

繫；3.修改相關法令如汽車運輸業管理

規則與公路法等。其中前二項之改革措

施本文認為仍有些避重就輕，蓋我國目

前的勞動檢查制度之發展完全違背國際

勞工組織所發布的第八十一號公約之重

要原則，也就是檢查機制必須中央集權

的要求。我國的現實卻是不斷將其分權

化與邊陲化 62。在加工出口區勞檢業務

由經濟部負責，礦場授權由礦物局負責

勞檢，科學園區勞動檢查的權責單位是

國科會，北高兩市在升格為直轄市時，

允許其自行設置勞工檢查所，桃園國際

機場之勞動檢查業務則是由交通部自行

辦理，再加上最新五都升格，地方首長

也爭取自辦勞動檢查。令人不禁擔心此

一發展。

交通部於民國九十九年 3月 26日
63所發布實施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

19-2 條條文，規定營業大客車業者派

任駕駛人駕駛車輛營業時，其調派駕駛

勤務應符合：(一 )每日最多駕車時間

不得超過十小時。(二 )連續駕車四小

時，至少應有三十分鐘休息，休息時間

如採分次實施者每次應不得少於十五分

鐘。但因工作具連續性或交通壅塞者，

得另行調配休息時間；其最多連續駕車

時間不得超過六小時，且休息須一次休

滿四十五分鐘。 (三 )連續兩個工作日

之間，應有連續十小時以上休息時間。

但因排班需要，得調整為連續八小時以

上，一週以二次為限，並不得連續為

之。倘業者違反上開條文依公路法第

77條條文，由公路主管機關處新臺幣

九千元以上九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其

情節，吊扣其違規營業車輛牌照一個月

至三個月，或定期停止其營業之一部或

全部，並吊銷其非法營業車輛之牌照，

或廢止其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及吊銷全

部營業車輛牌照。

60 99/01/13監察院099交正0004糾正案。
61 行政院糾正案復文。監察院公報第2742期。
62 鄭雅文，勞動檢查應中央一元化，中國時報3.8.2011。
63 交路字第0990085016號令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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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立法院已經在民國一百年六

月修正通過勞基法第七十九條修正案，

加重雇主違反勞工超時加班、休假等規

定罰則，在民國 100 年 12 月 20 日監

察院又因勞委會於 99年度實施國道客

運、醫療院所、托兒所及幼稚園、工讀

生、電子製造業之勞動條件專案檢查及

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99年度實施事業

單位勞動條件檢查違規情事均偏高；且

部分事業單位逕採「責任制」不予給付

勞工延時工資、雇主要求員工延時工作

或假日出勤等違規情事，均未能提出具

體因應措施，甚且造成過勞猝死個案頻

傳，引發社會關注，認為其影響勞動權

益甚劇，提案予以糾正之，並促成各界

對於責任制之檢討，特別是縮小責任制

適用範圍。在各界的壓力之下，我國工

時制度自民國八十五年施行近十五年來

的所謂「責任制條款」亦有重大變革，

未來醫護人員 (醫療保健服務業約 11.9

萬人 )、托兒所保育員 (約 2.5萬人 )、

旅館鋪床工 ( 約 3000 人 ) 等三大職類

逐年取消適用責任制，回歸法定工時規

定，初估有近十五萬人得以受惠。在新

規定生效前，勞委會也訂工時準則，例

如托兒所保育員和醫護人員每天工時不

能超過十小時；醫事人員每月總工時不

能超過兩百四十小時等。而社福機構輔

導員和監護工此次未排除責任制，但規

定每月總工時不能超過兩百六十小時。

另爭議不斷的科技業本來就不適用責任

制，超時工作即違法 64。

三、其他國家立法例

1. 變形工時制度

(1)日本的三個月以上之變形工時制

日本目前的每週法定工時為 40個

小時。除非主管機關認定某些工作別

如坑道內勞動者，本身因為對於健康

特別有危害之虞，限制其加班時數每

日不得超過兩小時外，日本法令並無

限制每日得加班之時數上限，而是授

權工會或是多數勞工之代表與資方協

議得加班之每日時數上限 65。依照日

本勞動基準法第 37條之規定，授權行

政機關得在 25% 至 50% 間定加班期

間應增加的工資額度。故若是以現行

之所謂「延時工資律令」觀之，延長

法定工時者每小時應給付 1.25倍以上

之工資，若是於例假期間加班者，則

應給付 1.25倍以上之工資 66。

除上述之日本的基本之工時制度

外，其法令亦另外設計有一週、一個

月為單位的變形工時制。因另我國法

令目前尚無超過八週以上之變形工時

制度，故簡介日本的 1年以內之變形

工時制如下︰

64 蘋果日報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11118/33824349
65 日本勞動基準法第36條第一項參照。
66 李玉春，從日韓工時法制之變革展望我國工時法制，世新法學，第四卷第二號，頁81，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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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超過1個月至1 以內之變形工時制 

型態 3個月以內之變形工時制 超過3個月之變形工時制

基本要件 變形期間平均每週40小時內、締結書面 資協定並送主管機關核備

約定工時之確定方法 獲得職場之 工代表或工會同意後得每月以書面確定

約定工作日 之限制 313日(依週休制之休假日 ) 280日(隔週休2日制外加7日休假)

 續工作日之上限 6日(特定之繁忙期間12日) 

1日及1週之約定工作
時間的上限 

1日10小時、1週52小時 

 用此上限時間延長約定工時時，必須增加休假日。

約定時間須於48-58
小時之限  

無  續3週以內
3個月中在3週以內

延長工時的上限相關

特別基準 
無 

(以1 360小時為基礎之通常基準)
有 

(以1 320小時為基礎之特別基準) 

資料來源︰李仁淼，縮短工時論，月旦法學，Nr.84，2002。

67 AZG §§ 4 Abs 1 S1, 4 Abs 1 S.2, 4 Abs 7 Z 1。 
68 Loschnigg, Arbeitsrecht, Auf. 11. S. 415(2011).
69 工時法第3條。

(2)奧國的變形工作制

奧地利根據其「工時法」第 3條

第一項之規定，其每日正常工時不得

超過八小時，其每週正常工時不得超

過 40小時。另外依同法第 9條第一項

之規定，其延長工時之限制以每日 10

小時每月 50 小時為限。另外根據其

「工時法」第 10條之規定，加班時數

可以用 1.5倍的工資或是用 1:1.5的比

例補休之。

根據其「工時法」第 4條之規定，

除了一週 67、二週、四週與八週的變形

工時制度以外，奧國亦允許十三週以

上甚至五十二週的變形工時制度。例

如其允許在 13週的期間內，為了讓勞

工得享有一個與某國定假日連結而較

長的連假休息期間，每日工作達 10個

小時；如果請求以上述同樣的理由而

要超過 13週以上的期間限制時，基本

上該內容必須訂在團體協約之中或是

經團體協約之授權訂在「企業協定」

（Betriebsvereinbarung)之中，而且每日

的工作上限縮減為 9個小時 68。

(3)愛爾蘭的變形工時制

愛爾蘭有關工時的相關規定主

要見於其 1997年公告施行的「組織

工作時間法」（以下簡稱「工時法」

Organisation of Working Time Act）。本

法之主管機關為「就業、企業與創新

部」（The Department of Jobs, Enterprise 

and Innovation），除軍人、警察、實習

醫師、運輸業勞工、海上工作人員、

能自行決定其工作時間者、於農場或

是私人寓所工作者 69 外，其餘的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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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均應適用之 70。基本上在紐西蘭其

每週法定正常工時為 48小時，根據
1936年「工作條件法」（Conditions of 

Employment Act）71 第 41條的規定，

加班時數以每日不超過 2小時；每週

不超過 12小時 ;每年不超過 240小時

或是連續四週內不超過 36小時為限，

但必要時經「就業、企業與創新部」

之同意得延長之。另外愛爾蘭的標準

工時亦可以因應以下之三種情形調整

分配之：一般勞工於 4個月內；季節

性工作勞工於 6個月內或是一年內勞

雇雙方簽訂團體協約並取得法院的核

准。所以只要每週的工時在上述的期

間內，平均低於 48小時即可，算是比

較寬鬆的立法例。

70 十八歲以下之勞工，其工時另有「童工保護法」（The Protection of Young Persons (Employment)    Act）第6
條等之規定。

71 全文可供下載於http://www.irishstatutebook.ie/1936/en/act/pub/0002/print.html#sec28（瀏覽時間：
6.11.2011）。

(4)德國的變形工時制

工時法 基本內容 條文依據 其他變形工時種類

第

三

條

最長六個月

的變形工時

得從每日八

小時延長工

作至十小時

第7條第
1項1a與
第8項

於一團體協約中，或一團體協約所容許之「企業協定」

（B e t r i e b s v e r e i n b a r u n g )中得約定工作時間為經常性且
在極大範圍內均屬備勤狀態者（A r b e i t s b e r e i t s c h a f t  o d e r 
Bereitsschaftsdienst），縱使未有任何調整補償，亦得將工作時間
延長為每日 10 小時以上，但是最遲必須在一年內取得每日八小
時與每週48小時的平均值

第7條
第1項

1b

於一團體協約中，或一團體協約所容許之「企業協定」

（B e t r i e b s v e r e i n b a r u n g )中得約定工作時間為經常性且
在極大範圍內均屬備勤狀態者（A r b e i t s b e r e i t s c h a f t  o d e r 
Bereitsschaftsdienst），縱使未有任何調整補償，亦得將工作時間
延長為每日 10 小時以上，但是最遲必須在約定的補償期間內取
得每日八小時與每週48小時的平均值

第7條
第2項
2,3,4

若勞工之健康保護得以相當之時間補償保障之，則在一團體協約

中，或在一團體協約所容許之「企業協定」中亦得為下列約定
 �基於耕種、收穫時期及天侯之影響農業而予以調整
 �從事患者之治療、看護或照顧等工作者，得基於其工作之特性
及患者福祉之考量，適當調整
 �聯邦政府、邦政府、地方政府與其他公法上團體等得基於工作
特性而適當調整

第7條
第2a項

於一團體協約中，或一團體協約所容許之「企業協定」中得約

定，如工作時間為經常性，在極大之範圍內均屬備勤狀態且勞工

之健康無受損之虞者，亦得在每日工時在無任何調整補償的情況

下得延長超過 8 個小時之。

資料來源︰整理自Martin Henssler & Heinz Josef Willemsen & Heinz-Jurgen Kalb (Hrsg.), Arbeitsrecht Kommentar, 4 
Aufl.S.404(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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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彈性工時制度

(1)日本的彈性工時制

依照日本勞基法第 32條之三 72的

規定，雇主得依照其與工會或是與多

數勞工之代表簽訂「工作規則」（就業

規則）或其他類似的書面協定，約定

以下六點之事項，並依此內容讓得適

用協議之勞工自行選擇上下班時間。

六點事項之內容如下：a. 得適用彈性

工時制度之勞工範圍；b. 一個月以內

之所謂清算時間；c. 清算時間內之工

作時間總數及其他厚生勞動省規定之

事項 73（包括 d. 標準之每日工作時

間；e.若是定有所謂的核心時間，需

明示其起訖時間；f. 核心時間以外的

彈性時間之起訖若有所限制，應明定

之）。日本此制之設計與一般彈性上班

制之實施僅限制在一日之內的上下班

時間之調整不同，而是設有所謂「結

算期」（即上述之一個月內之清算時

間），在此一期間內之總工作時間仍不

得超過每週法定工時，但是在核心時

間以外之所謂彈性時間則是由勞工自

行選擇工作時間，一般認為其對於勞

72 日本法可供檢索與瀏覽如下（瀏覽時間：11.11.2011）http://www.japaneselawtranslation.go.jp/law/detail/?ft=1
&re=02&dn=1&co=01&x=54&y=14&ky=labor+standard+act&page=13

73 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12條之三參照。
74 張鑫隆，論彈性工時－工作與生活的調和，頁9；李玉春，從日韓工時法制之變革展望我國工時法制，
世新法學，第四卷第二號，頁87，2011。

75 新加坡「雇用法」（Employment Act）第38條第一項。
76 香港公會聯合會研究部，勞苦功高，香港中華書局，頁89，2011。
77 新加坡「雇用法」第38條第五項。 
78 新加坡「雇用法」第2條。 
79 前項金額淨額之計算應排除加班費、紅利、年終獎金、績效獎金等其他形式之津貼。

工平衡其生活與工作有相當之幫助 74。

(2)新加坡的彈性工作制度

新加坡法定標準工時目前每日工

時為 8小時，每週工時為 44小時 75。

新加坡雖然允許加班，但是每日工時

上限為 12 個小時 76，每月最多上限

為 72 小時 77。另外特別注意的是，

其「雇用法」有關工時部份的規定，

在適用的範圍對象上應排除：a. 海

員；b.家事勞動者 ; c.受雇擔任管理

或行政職務者 ; d.其他人力部部長得

隨時藉「公報」(Gazette)之公告方式

宣告排除適用者 78。除此之外，依照

「雇用法」第 35條之規定，藍領勞工
(workman)其「每月基本工資」(basic 

monthly salaries) 淨額高於新幣 4500

元者 79或是白領勞工其「每月基本工

資」淨額高於新幣 2000元者。

加班時的彈性工時設計可以分成

以下幾種類型：a. 在團體協約或是

勞 動 契 約（contract of service） 約

定下，以每週總額上限不超過 44 小

時，且不超過五天為前提，每日得超

時工作一小時（即每日工作 9 小時）



74

本期專題

February 2013  工訊四十五

以內 80；b. 在團體協約或是勞動契

約約定下，在隔週（每兩週）工時之

安排少於 44 小時的條件下，當週工

時得以不超過 48 小時或連續兩週不

超過 88 小時的方式為之 81。至於其

加班費的計算標準為下︰正常薪資的

1.5 倍，若是勞工於例假日 82 或是國

定假日 83工作得請求兩倍的工資。

另為因應像金融海嘯一般的經濟

危機，幫助企業與勞工度過景氣循

環，新加坡政府特別修訂其「雇用

法」第 41a條，允許企業在符合條件

的情形之下，申請適用所謂「彈性工

作制度」（Flexible work schedules），

獲准後並得在獲准之時間內暫時豁

免於「雇用法」對於工時、延長工

時工資與例休假等之相關規定之適

用。為了避免「彈性工作制度」真

正有利於勞資雙方而非淪為雇主濫

用之工具，代表勞資政三方的工作

小 組（Tripartite Workgroup） 特 別

制定了所謂「彈性工作制度實施要

領 」（Tripartite Guidelines on the 

Implementa t ion  o f  F lex ib le  Work 

Schedules）84以供參考之用。

其中特別要求提出申請的企業必

須確保以下幾點原則：a. 必要性原

則。企業必須說明其生產與服務之特

徵、所面臨之經濟面困境與所需人力

資源彈性運用的必要關係；b.所得保

障原則（Income Stability）。即便是

在所謂淡季，勞工亦應獲得基本的工

資水準（monthly basic salary）；c. 勞

工安全衛生原則。只有勞工安全衛生

紀錄良好的企業方得提出申請。申

請一旦獲准，「人力部」（Minister of 

Manpower）得隨時派員實施勞動檢

查，確保企業勞工每日不得超過 12小

時每月不得超過 72小時工作；d.利潤

分享原則。企業應分享或回饋因為實

施「彈性工作制度」所獲得之利益；

e. 勞工合意原則。對於「彈性工作制

度」內容之告知與溝通應該暢通，特

別是包括月薪與加班費額度、每日與

每週工時（不必上班的時機）、每月 /

雙月暨季報表、特別休假、最高與最

低工時、緊急通報程序、預告期間、

利潤分享機制等。一旦獲准實施，「人

力部」得隨時實施勞動檢查，訪視受

影響之勞工，以了解該「彈性工作

制度」運作之實況；f. 限期與複檢原

則。一般「彈性工作制度」申請時應

檢附重要的受審資料如加班費所佔人

力成本比重、加班費的清償其等。另

獲准實施之期間最多兩年，每半年或

一年複檢一次。

80 新加坡「雇用法」第38條第一項第b款第3目。
81 新加坡「雇用法」第38條第一項第b款第4目。
82 新加坡「雇用法」第37條第二項。
83 新加坡「雇用法」第88條第四項。
84 新加坡人力部官網http://www.mom.gov.sg/employment-practices/resources/Pages/default.aspx   （瀏覽時間︰

12.11.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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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奧地利的彈性工時制

奧國工時法第 4b 條中明訂，

其 所 謂「 彈 性 工 時 」（Gleitende 

Arbeitszeit）係指勞工得以在一個約

定的時間範圍內，自行決定其上下班

之起訖時間者稱之。要能用適用彈性

工時制度，必須要有「企業協定」

或是其他勞資間書面的協議（事業

單位未成立勞資會議時）。上述的所

謂「彈性工時協議」必須具備以下幾

個要件 85：a. 實施彈性工時制的期間

（Dauer der Gleitzeitperiode）， 工 時

法本身並無規定其最高的上限為何，

所以不以一個月為限； b. 彈性期間

（Gleitzeitrahmen）之規定。在此一期

間之內，勞工亦得自行決定其理想的

每日工作時間的起迄點；c. 工時帳戶

抵免的最高額度（Das Hochstausmass 

allfalliger Ubertragungsmoglichkeit）。

蓋在高度發展的彈性時間制度中，勞

工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其上下班的時

間，更有可能可以自行決定其每日

的工作時數之長度。因此勞工只要

在一定的約定期間（即所謂清算時

期 Ausgleichzeitraum） 內， 至 少 在

核心的工作時間服勞務，其他彈性的

時間選擇不上班（即所謂時間負債

Zeitschulden），事後再由其他的工作

日來補足（時間存款 Zeitguthaben），

在總約定時數不變的情形下即可以，

或甚至有時數超過或不足的情形，

則考慮移轉到下一個「清算時期」。

最後 d. 擬制的標準工時之長度與

分 配（Dauer und Lage der fiktiven 

Normalarbeitszeit）。亦即假設若是勞

工不適用彈性工時制度時，其標準的

每日應上下班時間與正常的每日工時。

特別要求應協議約定所謂的「擬

制的標準工時」，其主要的目的有二：

首先其可以在勞工不能服勞務時，區

別該期間究竟有無雇主工資續付義

務；或是在計算其若是應雇主之要求

來上班時，該時數究竟應列為一般工

時或是延長工時，後者另涉及加班費

之計算。舉例而言，例如約定的「擬

制的標準工時」為週一至周五早上八

點半到下午五點（中間有約一個半小

時的用餐時間）。若是勞工於星期二當

天早上八點開始工作，但是在下午四

點半到六點之間被要求一定要參加某

會議，結果基本上也只有下午五點到

六點之一個小時會被認作加班時間 86。

四、小結

綜合上述之內容分析，我國或許可以

先從以下面向來思考工時制度未來興革之

具體措施，最重要者為改變違反工時規定

為我國「企業文化」的現狀。蓋我國法令

雖已修正加重其罰則，似乎可以期待亂象

獲得改善，但是本文悲觀的以為，這就像

提高酒駕罰則一樣，再多事後的重懲也不

如密集的事前臨檢預防。未來實應立法要

85 Loschnigg, Arbeitsrecht, Auf. 11. S. 449(2011).
86 Loschnigg, Arbeitsrecht, Auf. 11. S. 45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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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雇主每月除薪資發放之證明外亦應提供

勞工每月工時之計算與加班情形之說明，

減輕勞工申訴時之舉證責任。或如德國

之立法例，特別對於故意及屢犯之事業單

位或負責人課與刑責 87，未來勞工對於工

時犯行只需報警，即可發動國家之偵查機

制。其次未來配合勞委會將升格為勞動

部，勞動檢查各行一是的事權不統一及訊

息掌握缺乏效率應及早結束，年度的工時

狀況之調查也應該落實。本文認為，在工

時違法的情形獲得控制，不適用責任制的

行業皆予以排除之後，建立於政府有公信

力、勞資雙方有互信基礎的工時管理機制

才可能形成，第一步當然是合理化目前的

變形工時制度，建立符合國際潮流的以半

年或甚至一年為調整期間的變形工時制。

過渡期間若是為因應大幅度、較長期的景

氣循環而需要較大的工時彈性，新加坡的

國家管制型彈性工時或許可以參考。

87 德國工時法AZG § 23。

 S 與談時間一銀工會宋介馨理事長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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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全國產業總工會 新時代勞動條件研討會

主題三：勞工退休制度－保障你我他

主持人：李昭平理事長（中華航空公司企業工會）

報告人：楊通軒教授（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

報告人：郭玲惠教授（台北大學法律學系）

勞工退休制度－保障你我他
 ▌報告人：國立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 教授楊通軒

大家早安！記得我在民國

97年 7到 8月時去德國作講習

研究，出國之前勞保基金大概有

2500~3000 億，回國後在我 97

年 9月 1日就任監理會主委，

那時候我記得勞保基金存量是

1900多億，很多前輩應該都知

道，這是歷史的最低量，我時常

開玩笑好險我回去接，不然可

能就要倒了。當然，勞保要倒不

容易，勞退基金要倒應該也不容

易。台灣在推動社會保險的政策

有一些指導方針、短中長期的作

法，當然也有緊急的狀況的作法，就保基

金可能也面臨同樣的問題，國家可能會透

過借貸的方式等各種解決辦法。任何辦法

都涉及法律面跟政治面，各位前輩應該會

比較傾向法律面可以先解決就先解決，政

治面太過於複雜了，包括全產總在這議題

上可以有極大的發言權的地位。接下來我

就跟各位分享我的看法。

一、老年照護責任的分配問題

(一)第一層設計
基本上在談這個議題的時候，多數國

家都會採取第一層和第二層保障的方式，

第一層保障的是勞保，當然也會有人認為

第一層保障是雇主要照顧老人退休的責

任，這部分是可以討論的，但在我以往的

寫作裡面，我的想法是比較偏向社會保險

 S 報告人楊通軒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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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是主要照顧老人或退休者的生活。退

休和老人不見得會畫上等號，有些人可能

50歲就可以退休了，像我比較晚進入職

場，仍有社會責任要盡，如果一個人沒有

盡社會責任能不能跟雇主或跟國家主張享

有同樣的權益？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退

休的設計是比較早或晚？會不會有人是沒

有退休的上限的？聽說美國最高齡的法官

是 110歲左右，吊點滴坐輪椅判案。我個

人的看法是如果法制設計上有辦法的話，

不應該太早讓工作者退出職場，在座各

位可能有不一樣的看法，有些人可能 20

歲，或是童工就在工作，50歲不讓他退出

職場好像也沒辦法接受。

退休應該是一個大家比較能接受的年

齡，包括勞工法令跟社會保險法令有關勞

工退出職場或是說加保的年齡都有規定，

但都不一致，或許也不需要採取一致的作

法，但我會比較傾向同一個年齡為一個目

標。在立法上或是修法上做不到的，我們

就逐步來，韓國在五人以下納入勞工保險

也是一步一步來，從五人到四人再到三

人，每隔幾年或一段時間做一段調整，衝

擊力量就不會這麼嚴重。政治的操作上各

位前輩應該會比較清楚，這也是比較緩和

的做法。

另一個問題是，退出職場的工作者所

應該享有老年照顧的費用，應該是他沒有

退出職場之前的百分之多少會是比較符

合？也就是說我們可以以某工作者的歸屬

族群為主，也可以以人民的收入的平均值

為主。如果有人老年生活過得非常不錯，

而有人是沒有錢過老年的生活，這就代表

國家需要做些調整。老年貧窮的這些人，

如果在青年時代的勞動者就面臨到的工作

貧窮的問題，有很高的可能性會老年貧窮

的，歐洲有很多討論工作貧窮所造成的困

擾，表面上看起來每個人都有工作，但有

工作卻很貧窮，工作的貧窮從年輕到老年

退出職場，誰可以來幫這群勞工？社政單

位有義務來補足不足的部分嗎？到老年退

出職場後，年輕時的國家補助是否要納入

老年計算的標準？總該有人要負責他的老

年生活，如果沒有這些做法，對這些已經

退出職場的人的老年生活不夠用，就編附

加年金來給老人用，這是上個月德國執政

黨所提出的方案。

主要的費用應該從何而來是最主要的

差異點，從雇主的保費？稅金？或是雇主

加勞工的保費？我想各位前輩都很關心，

如果哪天我們已經發展到那樣的時代，到

底這個成本要由誰來負擔？台灣合理的退

休所得應該用什麼標準來計算，這大家可

以討論看看。第一層的設計我會比較認為

是國家或是社會的責任，是由保費的方式

來處理，稍後再來談大家非常關心的操作

績效的問題。

(二)第二層設計

在台灣的第二層設計就只有勞退新

制，到底還有多久勞退舊制才會走入歷

史？這一些都會涉及到舊制提撥率高不高

的問題，大家比較關心的是足額提撥的問

題，勞委會的解讀和學者專家不盡一致，

在第一層的保障之下，顯然對老人和退休

者的生活是不夠的，因此才會再加上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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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的部分。

(三)釋字第578號解釋：老年照護責任的分

配/輪（合）用

釋字第 578 號解釋雖然年代有些久

遠，至少提到很多很重要的理念，包含退

休制度的設計要追求落實男女工作者的平

等，因為在舊制裡面，女性勞工退出職場

後，這部分就會斷掉，所以需要新的做

法。當然勞保這方面相對比較好。

另外有一個第 596號解釋，談到勞工

和公務員的退休金請求權能否抵押的問

題，我個人想得比較多，配合最近在談的

議題，勞工跟公務員退休生活的照顧就算

不能畫一個等線，但不能往中間再拉近

嗎？如果看 596號解釋，它說是兩種不同

的制度，設計上也沒有不平等的問題，沒

有違反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等者等之，

不等者不等之。基本上若要拉近勞工和公

務員平等的對待，法制的設計總是有辦法

的，但是一條不容易走的路，設計上不是

不能設計，沒有的話就是各部會各顯神

通。公保自己拉高、勞保自己拉高、農保

自己拉高，說不定哪天國保也自己提高，

或許最幸福的退休保障就是不要工作，最

好的保險是國保，這時候國家就完蛋了。

本來在設計上就需要上位的指導政

策，不是每個部會自己要去解決的，總統

或行政院要有很確定的想法、落實的決

心，且找到有心要去推動的人去推動。仔

細看看 596號解釋勞工和公務員不是只有

退休金抵押的問題，還有保障的問題。執

政者是不是應該要往中間再拉出一條線，

而不是說這兩種身分本來就不一樣。事實

上可能很多人真正到上班的那天才會問自

己：這真的是我想要做的工作嗎？ 

(四)應避免照護不足及過度照護

制度設計上照顧過度是個問題，照顧

得不夠也是個問題，各位可以去想想看哪

一種人是照顧不夠？哪一種人是過度照

顧？這兩種都不對，應該要把這過度照顧

的資源拿來補足照顧不足的。

二、老人年金不足之解決

(一)所得替代率高、給付金額低的現象

老年年金不足的問題，大家擔心所得

替代率的部分，因為卡著上限 43900元的

關係讓給付金額不高，今天談的議題不只

是關乎我們這代，也跟我們下一代、下下

代有很大的關係，所以執政者的眼光要看

到幾十年後的問題，若只想著自己把錢都

花光了，這樣就太不負責了。

老人年金、勞保基金不足的問題是因

為今天這個架構雖然和先進國家比是相對

晚發展了，但這個架構還是以傳統的勞動

關係去建構的，並沒有包含彈性化、非典

型化、老年化的想法，還是認為每個人是全

時勞工，沒想到台灣人口越來越少，老年人

越來越多，非典型勞工增加，因此勞保的原

始設計構想與現在的職場的現況是有落差

的。而這個落差有可能會越來越大，所以

收的錢可能會越來越少，這種情況下若繼

續維持原本的做法，在勞動市場政策上要

做到最好的情況，也就是要高就業率，且

薪資所得也要很高，不然沒有辦法支撐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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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上的落差。如果要講後面生成的問題，

勞保原始的構想就需要去做個調整。

這樣的作法是不是代表要讓民眾都很

快樂呢？因為 1.55％所得替代率還蠻高

的，其他族群像私校教師也想加入勞保。

我就想，如果弄得很好的話，我也離開嘉

義找間私校，在這種情況下呢，這樣的設

計是給勞工交代嗎？但實際上給付金額也

不算高。我不希望人民看到這個制度的時

候很快樂，但領到錢的時候很悲傷。這樣

的設計或許我們可以往另一個地方去想，

所得替代率稍微調降，最高投保薪資稍微

往上調升，也是個解決辦法。但在所得替

代率維持的狀況下，調高最高投保薪資，

若站在勞工的立場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我

不是很贊成，基本上還是要建構在一個可

長可久的社會保險制度的做法。

(二)將退休年齡延長至65歲、甚至67歲？

若退休年齡要像

其他歐洲國家一下要

提高到 67 歲是有點

困難，基本上要先做

實證的調查，目前在

台灣 60到 65歲的勞

工人數到底有多少，

若在這個部份越來越

少，把退休年齡往後

延是沒有意義的。理

論上老年的勞工若自

己想要老年的照顧第

一層和第二層是不夠

的話，可能還要再延

長給付，另一個做法是他退出職場，但是

領老年給付時還在找其他工作在做。若社

會沒有伸出援手，他必須要去找工作做。

(三)由青年工作貧窮到老年退休貧窮？ 

這是很嚴峻的問題，國際勞動組織今

年就是在講青年就業的問題，青年就業的

問題如果沒有好好解決的話，一段時間之

後就會反應到職場上的勞動條件和退休後

的老年照顧，要怎樣讓他們在這個階段比

較順利的進入職場，設計上有沒有辦法讓

青年可以不會太挫折。我記得上禮拜三中

國時報社論裡面有提到青年就業比較理論

性、國外的做法，提到有沒有可能讓剛踏

出校門的青年，先領一種類似失業給付的

所得，讓青年可以度過這段時間。

目前台灣失業給付並沒有這樣的設

計，未來有沒有機會改正？我提到德國

在 2012年 9月談到附加年金的問題，老

 S 勞工退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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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照顧不足的人，到底是由國家編附加年

金，還是由雇主跟勞工以保費的方式再另

外給他老年生活的維持。很多青年人都不

贊成，因為他們很擔心將來沒有人為他們

付保費，現在要照顧老年人的問題，都是

正在工作的人或是即將工作的人，未來誰

替他們負責呢？

(四)一些節流作法的思考

其實很多構想是可以做，但就算我在

擔任勞保監理會主委可以做些節流，要求

勞保局甚至勞委會做些調整，但會面臨很

多的反彈。很多的構想在勞保監理會跟勞

方和資方的委員溝通，取得他們的諒解，

但也不見得就有辦法去推動。雖然這些做

法上當然也有法律面和政治面的困難，但

這個部分我覺得是要做的，不可能再去找

其他的財源，再調高保費也是很困難的。

從法律人的角度來看，這事本來就應該要

做的，不然這個制度是沒辦法可長可久的。

三、現行企業退休金規定不足之處

(一)未足額提撥退休金的問題

(二) 未明定退休金期待權的保障（華隆公

司案）

照顧退休勞工生活是不是應該落實勞

退條例裡提到足額提撥的部分。另外一個

大家比較關心的是退休金期待權的問題。

在我所撰寫的教科書中提到，德國企業是

透過互保的作法，跟台灣的積欠工資墊償

基金做法不一樣。法制要如何去設計，歸

在墊償基金裡面是否跟體例是相符的？我

們不能說只要能做就好，總也要按照一些

法律的道理來制定法規，才有辦法免除爭

議，若在勞工法規或社會保險法規想說只

要能做就好，我認為這樣太危險了。雖然

我是覺得可以考慮參考墊償基金的制度設

計，來解決退休金期待權的問題，但這個

制度可以再做考量，我想這個部分勞工主

管機關有做研究，也有找學者專家諮詢，

各位可以再繼續關心這個議題。

(三)尚未及於所有勞工，例如外籍勞工

企業退休金是不是慢慢擴充到外籍勞

工，甚至是非典工作者，在制度的退推動

時，工讀生、庇護性工作者都納入了，在

這種情況下，這樣的構想盡量把非傳統勞

工的保障納入的問題。

(四) 勞基法請領退休金之權利得扣押、讓

與或供擔保（釋字第596號解釋）

前面我有提到如何拉近公務員與勞工

之間的差距，不要說拉平，基本上我們制

度的設計是參考很多國家的做法，只是外

圍可能是有點往外再拓寬出去。

四、老年照護體系的再思考

(一) 可以寄望勞保局及勞退金監理會操作

基金的績效？尤其是未來勞退金運用

局的功能

勞基法跟勞退條例當初在轉型的時候

有一個機制的設計，當然在五年內很多人

應該做好打算，事實上也有些人並沒有。

這是法制設計上不得不的一個做法。考慮

看看如何讓勞保局和勞退基金監理會的操

作績效得更好，或是勞退金運用平衡，我

想勞工團體可以著力比較深。這也涉及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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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委會改制的問題，基本上勞工代表和資

方代表都沒有問題，是操作的人本身屬性

的問題。我做事比較傾向不要有行政機關

的牽掛，因為你要用業界的人才，你要讓

他到公立機構裡可能會給他比較差的待遇。

目前在操作的人都很優秀，但不要太

相信個人的魅力與能力，而是要相信制度

的設計，所以要把勞保局或是其他單位改

成行政機關，對於基金的操作到底是好是

壞，是應該讓他有自主的空間去運用。我

擔任監理會主委時曾去過韓國三次，發現

到制度上的設計是公法人的設計，或是行

政法人的設計，所以在做事上會有很高的

彈性，也沒有所謂的牽掛，台灣是行政機

關化、中央集權化，沒有團體可以做交

流，甚至要和其中一間機構做簽約合作協

定，外交單位說不可以，因為我們是降格

以求，我們是行政機關。

所謂的運作的績效，在監理會的監督

之下，每個月或一段期間的操作報告，大

家都知道它能用的步數和撇步都用盡了，

要求提高績效我個人認為要改善的機會都

有限。我個人認為不會大好也不會大壞，

因為它的操作其實都很固定，都是一些會

獲利的、中長線的，短線的不多。如果要

求提高績效去賺更多的錢，作為退休的老

年照顧之用，就算會有改善，也不會好太

多，畢竟操作也有相當長段時間。這部分

我反而比較擔心勞委會未來改制之後，它

的績效會不會受到一些影響，如果還是像現

在，可能就不用太擔心，但就是會怕是會有

一些不同的情況出現。各位也知道將來勞保

監理會不再存在，監理會是在監督勞保局

業務的運作，應該也會受到一定的影響，

將來就不會是專業的幕僚固定時間去討論。

(二) 將老年勞工的老年照護提前到避免年

齡歧視

老年人工作的情況會越來越普遍，所

以在老年照護相關法制的設計也要往前去

保護 60到 64歲的老人。台灣的情況我不

清楚，我在上禮拜看過一個德國報導，它

說老年人口 60到 64歲已經佔到 27%了，

我記得很清楚的是一年前的 10%，提升到
27%，也就是說 60到 64歲的老年人越來

越多，裡面當然也包括拿了退休金退出職

場的人，他去賺錢很多是做兼職，德國的

法制設計很清楚，只要有所得就要繳稅，

所以有很多兼職的老年人被查到。台灣要

注意因為老年化的來臨，這樣的族群會越

來越多，不是只有國營事業單位的年齡是

呈現老年化，民營企業也會有這樣的情況。

五、 持續思考的問題

(一) 各種年金體系的轉銜合併計算？例如

勞保加公保年資？

我們應該思考把年金盡量轉型，甚至

是往同個方向去思考，現在的年金每做一

種工作就中斷，應該想想看中斷的做法真

的沒有考慮的空間嗎？長久以來我們在政

治學或社會學的領域，在討論台灣年金系

統的時候有一個看法，他們提到台灣年金

系統的福利是階層化，所以我們今天不能

忽略這個議題，勞工在勞保系統裡面為什

麼跑不出去？跟其他系統之間有一段落

差？這是我們制度的設計有意的把它朝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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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層化的命運。如果這

樣的藩籬可以去打破，

階層化就會受到一定程

度的修正。各位都很清

楚台灣階層流動也不算

很大，所以工人會變

頭家，頭家當然也會變

工人。所以年金系統的

照顧最好不要越往越極

端，越鞏固某個領域，

為自己階層的人著想。

要打破年金系統福利階

層化的宿命，執政者應該要有這樣的眼界。

(二) 逐步退出職場的作法：參考已經廢止

的德國老年部分時間工作法的作法？

德國退休的設計是當初工會團體所提

出的，因為國家要付一筆錢所以目前已經

廢止了。大致上是說 60到 64歲的勞工可

以做原來一半的工作時間，可是不會損失

一半的薪水，而國家會處理 50%薪水中

的薪水，所以少了一半的工時卻可以拿到

75%的收入。後來因為國家要支出的錢真

的蠻多的，所以就算工會去反應，最後還

是沒有延長。各位很清楚，台灣的工會團

體雖然在發展上也是有影響力，但在法律

設計上還有要再加強的地方，包括制度的

出現。德國已經廢止的老年部分時間工作

法就是工會去推出來的。

六、 結語：私人預護的維持與加
強？

長久以來在老年生活照顧，三柱理論

除了第一層和第二層，私人本身的努力也

是不可或缺的。我們每一個人從小到大都

知道要為自己的生活負責，所以在整個工

作過程當中要去儲蓄、投資，這個部分應

該要維持，甚至要加強。

最後一點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看到報導

有些感觸，有些老年人退出工作甚至是退

出職場，在養老院甚至連照顧的錢都不

夠，到底誰應該來負擔費用？事實是我覺

得我們要全面檢討退休的給付，包括公務

員，但要一次做到改革是做不到的。從我

們公立學校來看，其實國家不應該讓公立

大學的退休教授到私立大學再去任教，因

為這些退休給付都隱含著國家很高的成本

在裡面，所以不要做肥貓教授，應該要效

法日本的制度，把這條路阻絕掉，正常作

法是教授在公立大學教到 65歲退休離開

職場，所謂的退休制度就是退而休，而不

是退而不休，退而不休是正面的用語嗎？

還是會帶來越來越負面的評價？這部分就

讓我們一起來努力，謝謝。

 S 楊通軒教授說明退休制度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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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勞動基準法退休金與退休準
備金之爭議

一、勞動基準法上退休金請求權與退

休金之性質

勞基法雖然對於退休之方式有所規

範，但是對於退休金請求權與退休金之性

質，並未作明確解釋 88，僅於同法第 55

條規定，雇主必須按月提撥勞工退休準備

金。姑且不論實務上到底有多少比例之雇

主履行此義務，由法規之文義解釋，退休

金之給付乃雇主之義務。

若嚴格區分認定，關於退休金之性

質，有認為其應為雇主照顧義務（附隨義

務）的範圍，雇主應照顧勞工於其退休後

享有相當品質的生活，因此有主張退休金

為一種工資的延長，其額度必須比照退休

前之工資。然而如從第 55條所規定的退

休金額度而言，是否能達到此目的，又存

有相當疑問。例如勞工退休時平均工資為

每月四萬元，工作年資從勞基法施行前六

年至施行後十四年，如該企業亦有類似勞

101年全國產業總工會

新時代勞動條件研討會

勞工退休制度 
退休金的保障

 ▌報告人：國立台北大學法律學系教授郭玲惠

基法退休金制度之規定，則該勞工大約可

請領一百四十萬元之退休金，以我國國民

平均年齡七十五歲計算，並加乘以年利率

百分之六之利息，則其每個月所獲得之額

度約僅一萬餘元，事實上對於勞工退休後

之生活品質並無保障。另一方面我國之企

業型態大多為中小企業，其生存年限並不

長久，勞工事實上能於同一企業工作逾

十五年甚至二十五年者，比例並不高，因

此雇主遂將退休金之給付視為一種恩惠性

給予，而往往不履行其繳納基金之義務。

又最高法院 89對於退休準備金性質

 S 報告人郭玲惠教授

88 參照郭玲惠、郝鳳鳴，第七章退休金，收錄於勞動基準法釋義：施行二十年之回顧與展望，頁486以
下，新學林出版社，2009年9月二版。

89 參照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73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283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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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解釋，亦不認為係勞工工資之一部分，

勞工對該準備金既無所有權，雇主未提撥

時，雖然可能遭受主管機關之處罰，然勞

工仍無直接請求之權利；雇主提撥之退休

準備金，性質上係為將來勞工退休時，雇

主履行其退休金給付義務而為準備，其提

撥時，非即為履行退休金給付義務；因此

在支用前，自仍由雇主保有其財產上權

利，僅其處分權受限制而已。爰此，我國

勞基法退休金之給付方式，形式上雖為

藉由確定提撥以達到確定給付之目的，

然而如雇主未依法提撥時，除依勞基法

第 79條受到主管機關之罰鍰處罰外，勞

工並無法因雇主違反勞動契約之附隨義務

(Nebenpflicht)，而依勞基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6款終止勞動契約。蓋附隨義務之違

反原則上不得逕自終止勞動契約，但得就

其所受損害，請求損害賠償 90。

惟退休準備金之提撥雖為雇主照顧義

務之一環，如雇主未為提撥，因退休金請

求權為期待權，勞工既無如德國期待權

（Anwartschaft，參照下文）之保障，亦

未產生實質之損害 91（雖無提撥，雇主亦

可能於勞工符合退休之要件時，給付退休

金，同時勞工亦可能離職而喪失退休金之

請求權），雇主因未提撥退休準備金而受

到之行政處罰，並無法影響到勞動契約本

身之效力。

進一步值得探討者，雇主未依勞基

法第 56條第 1項為勞工提撥退休準備金

是否為一種不完全給付，特別是依民法

第 227條規定：「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

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

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

因不完全給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債

權人並得請求賠償。」如承認雇主未提撥

退休準備金為一種不完全給付，則勞工於

雇主未為提撥時，可依給付遲延之規定，

並依強制執行法第 4條之規定，執行請求

權 92。

於此有二個問題必須釐清，其一附隨

義務之違反得否成立民法第 227條之不完

全給付，其二未提撥退休準備金，但未產

生損害，是否已違反附隨義務。

第一個問題，本文採肯定之見解 93，

蓋民國八十八年修正民法第 227條之修正

理由明白地指出，不完全給付包含瑕疵給

付與加害給付二種，將其範圍擴及債務履

行所產生利益以外，而有第 2項之訂定。

90 參照王澤鑑，債法原理第一冊，頁43-44以下，2009年9月，主張附隨義務之違反原則上不得解除契約，
又依民法第263條之規定，終止契約準用解除契約之法理，因此本文以附隨義務之違反，原則上不得逕
自終止契約。

91 參照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3746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99年台上字第178號民事判決，認為老年給付之
請求權，於勞工退休時始發生，消滅時效亦自斯時起算，沿此本文否認退休前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92 參照民國八十八年修正理由，其一為說明不完全給付之內涵與執行，其二將不完全給付區分為瑕疵給付
與加害給付，並給予債務履行以外之賠償請求權。

93 此點自民法修正以後學者多認為民法已有加重雇主責任之趨勢，如林誠二教授主張民法第483條之1為雇
主照顧責任之明文化，王澤鑑教授主張雇主保護義務之加重，本文相當贊成，並援引作為本文之立論基
礎，參照王澤鑑，債法原理第一冊，頁46-48，2009年9月；林誠二，論勞工服勞務受害之賠償請求權，
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15期，頁123以下，200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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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雇主為勞工提撥退休金乃雇主照顧義

務，特別是保護義務 (Schutzpflicht)94 之

一環，雇主應善盡必要之注意，以避免侵

害勞工退休金請求之利益。同樣情形亦發

生於新增訂之民法第 483條之 1，雇主於

受僱人服勞務時，有為必要預防受僱者遭

受生命、身體及健康侵害之保護義務。因

此如雇主不為完全給付時，自得依民法

第 227條之規定，行使權利與請求損害賠

償。

有疑問者為第二個問題，雖然雇主未

提撥退休準備金，然勞工亦尚未符合請領

退休金之要件時，換言之，實質損害仍未

發生，是否能援用有關參加勞工保險之強

制規定，而承認有加害給付，實有相當爭

議 95。惟如回歸附隨義務之本質觀之，其

乃為輔助實現債權人給付利益 96，如雇主

有違反附隨義務而產生損害，固可依民法

第 227 條第 2 項請求損害賠償，然如損

害並未發生，依民法第 227條第 1項之規

定並不排除得依給付遲延之規定執行其權

利。較有疑問者，為分期給付，關於民法

第 254條或第 255條條因給付遲延而解除

契約之規定，是否適用 97，特別是實務上

經常發生雇主拒不提撥退休準備金，而勞

工除向主管機關檢舉以外，似乎亦無法終

止勞動契約。

不可否認地，如僅一次性地未提撥退

休準備金，即認為雇主違反照顧義務並終

止勞動契約，實有違誠信原則之期待可

能性，或可援用勞基法第 12條第 1項第
4款之法理，以情節是否重大作為認定基

準。

退一步而言，如勞工無法依勞基法第

14條之規定，以違反勞動契約，有損害勞

工權益之虞（勞基法第 14條第 1項第 6

款）而終止契約，則是否可考量依民法第

264條同時履行抗辯權之規定，使勞工於雇

主善盡保護義務之前，得拒絕服勞務 98？

此點基於同時履行抗辯權，原則上僅適用

於有相對給付義務之給付行為，依民法第

482條有關於僱傭契約之主要給付為服勞

94 有關保護義務之性質，進一步請參照德國Kollmer, Zivilrechtliche und arbeitsrechtliche Wirkungen des 
Geratesicherheitsgesetzes, NJW 1997, 2015; Reichold, Munchener Handbuch zum Arbeitrecht, §83 Fursorgepflicht 
des Arbeitgebers Rn. 7, 3. Auflage 2009.

95 本文採肯定之見解，蓋參加勞工保險依勞工保險條例第6條既為雇主之法定義務，未參加依勞工保險條
例第72條之規定，雇主雖會受到二倍罰鍰之處分，但勞工仍無法受到保障，同理依勞基法第56條第1項
及第79條之規定，雇主未能提撥準備金時，指定之金融機構亦不支付退休金，基於同為保護義務之一
環，自當有民法第227條之適用。

96 參照王澤鑑，債法原理第一冊，頁45，2009年9月。
97 本文所討論者為實體法上之可能性，程序法上是否得作為單獨之訴訟標的，特別是雇主之提撥對象並
非勞工，是否得強制執行，皆有待討論，礙於作者個人能力，暫不予討論；關於終止契約之可否，進
一步請參考德國Reichold, Munchener Handbuch zum Arbeitrecht, §83 Fursorgepflicht des Arbeitgebers Rn. 9, 3. 
Auflage 2009.

98 參照林誠二，論勞工服勞務受害之賠償請求權，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15期，頁126，2000年10月，將原
僅適用於具有對價關係之同時履行抗辯權，擴及附隨義務；亦請參照德國Hartmut Oetker, Staudinger, BGB, 
BGB §618 Rn. 231-235, Neubearbeitung 2011; Henssler, Munchener Kommentar zum BGB, BGB §618 Rn. 91-93, 
5. Auflage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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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與給付報酬，對於所謂提撥退休金與提

供勞務之相對性似乎很難理解，但如將退

休金視為工資之延長，且相對於雇主之照

顧義務，勞工對於雇主依勞基法第 12條

明文列舉有保密等忠誠義務，實難謂無法

類推適用民法第 264條。

綜此得知，退休金於我國法律上之性

質並不明確，雖然立法原意乃在於保障勞

工退休後之生活，然而由其額度觀之，又

無法達到此目的，致退休金究為一種恩惠

性給予或工資之延長，甚或於我國整體退

休金制度中該扮演之角色，一直無法有統

一之說明，亦造成實務上爭議不斷之緣

由。

然現行勞基法退休金制度仍有諸多缺

失，並未有具體修正，特別是勞基法退休

金制度與已施行之國民年金制度和勞保年

金制度之關係和定位，並未有進一步之考

量，使勞工退休金制度之健全，徒失去一

次契機。爰此，雖然勞退條例將「勞工個

人退休準備金」直接歸屬於勞工，然而仍

無法解決根本上退休金請求權、退休準備

金與退休金性質上之疑慮，特別是債法上

及稅法上之相關規定，對於勞退條例與勞

基法之差異，將僅流於提撥比例之爭，而

無法瞭解其歸屬與執行上之困境。

二、退休與退休金之拋棄

實務上常見雇主於企業經營不善時，

與勞工簽訂同意書中言明勞工退休時，將

拋棄勞基法之退休金之請領，此種同意書

之效力到底如何？於此引出二個具有爭議

的問題，退休金可否拋棄？又何時得拋

棄？

依民法第 16條規定，權利能力及行

為能力不得拋棄，惟權利之拋棄，只須不

違背法律之強制、禁止規定或公序良俗，

則並非法所不許 99。因此退休金之拋棄應

為勞工之權限，然而如勞工於受僱之初，

即經由同意書、切結書或於變更勞動條件

之際，有對於退休金拋棄之承諾，一方面

違反退休金之強行規定而無效 100，另一

方面亦有侵害憲法保障勞工工作權之虞
101。蓋勞資間之經濟地位並不平等，勞工

欲謀得此項工作或繼續受僱時，往往無法

有選擇的自由。雖然雇主並未有脅迫或強

制之手段，然勞工仍承受相當壓力，使其

於此種情形下決定是否拋棄數年後之退休

金請求權，實無期待可能性，故不應承認

其效力。

此外必須考量者，為勞工退休之請

求，無論是勞基法自請退休權之行使或勞

保條例老年給付之行使，其是否須經由雇

主同意？蓋退休請求權為一種終止權，屬

形成權 102之一種，一旦勞工之意思表示

到達雇主，自已產生效力，縱使雇主不同

99 參照最高法院73年度台上字第3620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331號民事判決；司法院第七
期司法業務研究會，民事法律問題研究(三)，頁394-396。

100 參照最高法院77年度台上字第1407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331號民事判決。
101 參照郭玲惠，合意終止勞動契約與附解除條件之勞動契約，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4期，1996年11月；
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331號民事判決。

102 參照司法院民事法律專題研究(六)，頁298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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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亦無法影響其效力。同時如前所提

及，給付退休金如為雇主照顧義務之範

圍，請求履行乃勞工之權利，如雇主拒絕

給付，當可依民法第 227條適用給付遲延

損害賠償之相關規定。

三、勞工退休準備金

為使勞工於退休後能確實獲得退休金

之請領，勞基法第 56條有勞工退休準備

金之規定，使雇主能按月提撥準備金，同

時不得作為讓與扣押抵銷或提供擔保之

用。惟如雇主無提撥時，該退休金已於破

產前產生，則僅為一種普通債權。於此產

生二個問題，如雇主未按月提撥，對其有

何制裁？同時對於勞工有如何的保障？勞

基法第 79條規定，如雇主違反退休金提

撥之義務，將受到二萬元以上，三十萬元

以下之處罰，然而礙於我國現行勞檢人力

不足，退休金之提撥比率並不高，此種限

制，似乎仍無法解決退休金未提撥之情

形。成效不彰之問題是否得藉由勞退條例

解決，本文相當質疑，課以雇主強制提撥

之義務，除有待勞資雙方之法治觀念外，

僅有賴勞動檢查人力與有侵害人權之虞的

公布雇主姓名，似又回到勞基法之盲點，

反觀德國之減稅、薪資抵扣以及多元化提

撥方式，既可減少公權力的介入，又可使

勞資同時獲利，實值得參考。此外當可參

考前文以民法第 227 條或第 264 條之方

式，以債法上權利請求強制執行，或可提

供另一解決之途徑。

此外勞基法第 28條規定，雇主因歇

業、清算或宣告破產，本於勞動契約所積

欠之工資未滿六個月部分，有最優先受清

償之權。然而對於雇主違法未提撥之退休

金，則無類似之保障，僅為一種普通債

權，必須與其他債權人一起參加分配 103。

貳、勞工退休金條例請領人之爭
議

於此值得討論者，遺屬或勞工指定請

領人所請領者究屬勞工之「遺產」或「遺

屬津貼」。蓋依民法第 1147 條、第 1148

條之規定，繼承，因被繼承人死亡而開

始，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原則上承受被

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 104。又依

民法第 140條，屬於繼承財產之權利或對

於繼承財產之權利，自繼承人確定或管理

人選定，或破產宣告時起，六個月內，其

時效不完成。又依勞保條例第 63條及第
30條之規定，勞工遺屬自得請領時起二年

內，得請求遺屬津貼。換言之，遺屬津貼

係基於保險制度中危險共同分擔之社會保

險性質而為給付，其遺屬乃請求權利人，

而非繼承被保險人（勞工）。

爰此，由勞退條例第 26條、第 27條

及第 28條之規定得知，似將遺屬或指定

請領人請領退休金之權利，視為類似勞

保條例之「遺屬津貼」，為具有社會保險

性質之法定給付，限定請領人之資格及順

序，並規範其請求權消滅時效為勞工死亡

時起二年消滅。值得討論者，依條例第 27

103 參照內政部(76)台內勞字第489477號函。
104 參閱戴炎輝、戴東雄、戴瑀如合著，繼承法，頁25以下，2010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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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3項規定，勞工死亡後無遺屬或指定

請領人請領退休金時，其退休金專戶之本

金及累積收益應歸入勞工退休基金，然如

遺屬或指定請領之人因時效消滅而喪失請

求權時，則勞工退休金專戶中之退休金及

累積收益是否比照無權利人之情形處理。

依此應回歸該專戶中退休金及累積收益之

本質重新思考。

蓋勞退條例中退休金之本質如為保障

勞工之基本生活，則其給予之額度應主要

為勞工之所得替代率，並考量是否足以擔

保勞工退休後之基本生活，進而對於勞工

負有撫養義務之人或專受勞工撫養義務之

人，給予遺屬津貼。然依該條例第 14條

規定，雇主所提繳者乃固定百分之六之費

率，勞工所獲得者乃雇主所提繳者加上累

積收益，雖然國家負有擔保累積收益之年

固定利息之義務，然卻無所得替代之性

質，應為一種「儲蓄」，將雇主給予勞工之

「工資」預先儲存。蓋該雇主所提繳退休金

之所有權如前文所述，應屬於勞工，不僅

雇主於稅法（參照所得稅法第 33條）上得

將之列為支出，勞工亦取得該退休金之所

有權，但其使用權受到限制，同時受到保

護，不得讓予、扣押、抵銷或提供擔保。

爰此，勞工之遺屬或指定請領之人所

請求者，乃勞工所遺留之「儲蓄」，性質

上應為民法第 1138條之遺產，原則上除

有拋棄或喪失繼承權外，應由該當繼承人

共同繼承，並不適用消滅時效之規定。因

繼承人未提出申請而喪失請領之權利，應

較類似私人保險中受益人之概念，該條例

第 28條之規定，將退休金之性質包含遺

產與遺屬津貼，不僅未考慮立法目的，亦

未完整規範遺屬津貼之內涵，例如配偶、

受扶養人之需求 105，值得再斟酌。

參、德國立法例

德國的退休金制度相當複雜 106，

主 要 是 由 三 個 系 統 組 成： 即 社 會

福 利 之 國 民 年 金 制 (die gesetzliche 

Sozialversicherung)、 私 人 保 險 (die 

eigene Versicherung)以及企業退休金 (die 

betriebliche Altersversorgung)。前二者受

廠場關閉或雇主倒閉影響較少，勞工仍可

依照其終止勞動契約前之累積年資，請求

國家或私人保險機構支付，特別是所謂的

國民年金制度，是由勞資雙方按月由薪資

中扣繳，繳納之後即歸屬於國民年金之基

金，並不受勞雇之間轉換工作或事業單位

變動之影響。

至於「企業退休金」，類似於我國勞

基法之退休金，為雇主鼓勵勞工長久受

僱於同一企業之方式，但卻往往因廠場

關閉或雇主倒閉而無法保障；尤其德國

原則上是採取「月退休」制，退休金之

支付期間相當長久，雇主之營運狀況，

已退休之勞工更無從得知，因此德國

有一套所謂之「企業退休金保障制度」

(Der Bestandsschutz der betrieblichen 

105 有關於遺屬津貼，進一步遺屬保障之規定，請參閱德國Vogelsang, Schaub Arbeitsrechts Handbuch, §82, IV 
Rn. 24ff.

106 參照德國Kuo, LingHwei, Der Bestandsschutz der betrieblichen Altersversorung, 1992; Vogelsang, Schaub 
Arbeitsrechts Handbuch, §82, Rn. 1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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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svervorgung107)， 以 確 保 雇 主 無

支付能力或關廠時，企業退休金之繼

續給付（請參照企業退休金法，das 

Gesetz zur Verbesserung der betrieblichen 

Altersversorgung，簡稱 BetrAVG）。

德國企業退休金之給付方式相當

多元化 108，雇主於勞工達到請領退休

金之要件時，可直接由企業財產中支

付 (Unmittelbare Versorgungszusage)，

此種方式類似於我國勞基法之退休

金；亦可透過加入個別之私人保險

(Direktversicherung)給付，類似於我國勞

保條例中之老年給付；或經由「退休保險

基金」(Pensionskasse)以及「退休共同基

金」(Unterstutzungskasse) 之方式，來達

到支付退休金之目的。為使勞工於企業經

營困難或關廠時，仍可獲得退休金之請

領，德國建立「退休金墊償保險制度」

(gesetzliche Insolvenzsicherung)，透過墊

償保險機構 (Pensionssicherungsverein auf 

Gegenseitigkeit)，分擔企業經營風險，使

企業退休金之目的，能確實達到 109。

肆、德國與我國退休金制度之比較

我國退休金之提撥委由雇主，無法擺

脫退休金之給予為雇主恩惠性給予之迷思
110，僅能作為雇主支付勞工退休金的方式

之一，如無其他社會福利制度之配合，仍

無法保障勞工退休後之基本生活。反之，

德國之制度則較能落實保障勞工之美意，

並釐清退休金、退休金請求權及提撥「退

休準備金」之性質，將雇主恩惠性給予之

部分與國家之社會福利部分區分，加入私

人保險的風險承擔，使退休制度能更臻完

善。然而如此之制度，需有相當的人力以

及行政配合，近期之內，如能藉由勞工保

險相關機構人員之輔助，或為一可行方

案，亦能避免勞退條例中，以單一提撥方

式強制退休金之給付，卻由勞工承擔退休

後生活保障之風險之弊病。

縱觀德國及我國之現況 111，以一元化

制度給付勞工退休金之方式，已無法滿足

勞工退休後維持基本生活之需要，多元化

之模式，已為各國之調整方向。反觀我國

所施行之二元化制度，無論是依勞基法、

勞退條例或勞保條例，其額度皆無法達到

國際勞工組織 (ILO)所頒布之水準，同時

使得我國退休金之給付徒有雇主履行照顧

義務之形式，再者，強制雇主採取單一提

撥方式，實質上流為一種恩惠性給予而無

法落實，政府不僅忽略其應有之照顧責

任，亦使勞工退休金之議題成為勞、資、

政三方面角力之所在，而導致糾紛不斷。

107 德國於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於就業促進法中加入該條款，參照BGBl. I, S. 1481; Hess/Knuring, Das 
Arbeitsrecht bei Sanierung und Konkurs, Rn. 548ff.; HansJurgen Dorner, Das Arbeitsrecht bei Sanierung und 
Konkurs, NZA 1992, S. 306.

108 參照德國Andresen/Cisch, Munchener Handbuch zum Arbeitrecht, §143, Rn. 1ff., 3. Auflage 2009.
109 參照德國Andresen/Cisch, Munchener Handbuch zum Arbeitrecht, §150, Rn. 2ff., 3. Auflage 2009.
110 既為恩惠性給予，又採強制提撥之方式，實難為本文認同。
111 參照黃琴雀，我國勞動法退休金制度調整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碩士論文，頁38以下，

199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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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背景分析

依九十八年四月  總統簽署批
准「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及國際勞工組織（ILO）第一五五號
職業安全衛生公約（一九八一年）

所揭示「人人享有安全衛生工作環

境」之精神，並參酌美國、芬蘭、

澳洲、加拿大及韓國等國家職業安

全衛生法均適用於各業所有工作者，

不因行業不同而有所差別之規定，檢

視我國現行僅適用於營造業、製造業

等十四業別及僅以受僱勞工為保護對象之

勞工安全衛生法，顯未盡符合國際間保障

工作者安全健康基本人權之共識。

在經濟全球化下，企業為追求國際競

爭力，勞工普遍處於長工時及高工作負荷

之勞動環境，另新材料、新物質及新科技

之發展，勞工亦可能暴露於新的風險，職

業安全衛生因之面臨新的挑戰。近年國際

組織紛紛就工作者身心健康、化學品使用

安全及機械、設備或器具之本質安全設計

等議題展開具體行動，並有實質進展，

例如世界衛生組織（WHO）推動全球工
作者健康行動計畫（二○○八年∼二○

一七年）、聯合國通過國際化學品管理策

略方針（SAICM，二○○六年∼二○二
○年）、國際標準組織（ISO）制定機械
類國際安全標準（一九九二年）以及國

際勞工組織陸續發布職業健康服務公約

（一九八五年）、化學品公約（一九九○

年）、職業安全衛生架構等公約（二○○

六年）等。以歐盟、日、韓等國家為例，

為防止機械、設備、器具或化學品之風險

衍生危害，均已採取源頭管制，立法規定

101年全國產業總工會 新時代勞動條件研討會

主題四：職業安全衛生－現在與未來

主持人：謝創智秘書長（全國產業總工會）

報告人：蘇德勝副教授（中臺科大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報告人：林良榮助理教授（政治大學法律系）

職業安全衛生-現在與未來
 ▌報告人：中臺科大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副教授蘇德勝

 S 主持人開場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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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輸入者等不得製造、輸入不符安全

衛生標準之機械、設備或器具；亦立法規

範化學品之登錄、評估與許可制度，本法

現行對機械安全於雇主使用時之末端管理

及危害化學品之管制，已與國際發展趨勢

不符，不利於勞工安全健康之保障與國際

競爭力之提升。

加強母性健康保護及消除對婦女一切

形式之歧視，同為國家社會之責任，在兼

顧女性勞工母性保護與就業平權之原則

下，提高女性勞工勞動參與率，已成為國

家經濟發展的重要指標。歐盟於一九九二

年公布妊娠、分娩後及哺乳勞工指令，國

際勞工組織亦於二○○○年修正母性保護

公約，考量國內醫學、科技、性別平等及

促進女性就業參與率之發展情況，及「消

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二○

一二年一月一日施行，該法要求不符公約

之法規應限期修正之規定，勞工安全衛生

法禁止一般女性及妊娠或產後未滿一年女

性勞工從事危險或有害工作之規定，允宜

檢討修正，並有其迫切性。

一、國際勞工組織

ILO1947 年 (C.81) 勞動檢查公約、
2006(C.187)促進職業安全與衛生架構公
約，以及 2006(R.197)促進職業安全與衛
生架構建議書。第 81號勞動檢查公約清
楚界定勞動檢查的主要功能為「確保與工

作條件、勞工保護有關之勞動法制規範能

有效落實於職場」，主要任務則為：

1. 落實勞動法制，並為符合國際勞動基
準；

2. 指導雇主及勞動者如何確實遵守勞動
法制；

3. 發現法治漏未規範之問題或缺失。

4. 歐洲某些國家之的勞動檢查後，還具
有調查與研究之功能。

二、2008年首爾第18屆職業安全衛
生會議宣言（Seoul Declaration 
on Safety and Health at work）

2008 年 6 月 29 日至 7 月 2 日在韓國
首爾舉辦，由公法人韓國職業安全衛生機

構 (KOSHA)、國際勞工組織 (ILO) 及國
際社會安全協會 (ISSA)共同辦理。共同
辦理有鑒於世界職業災害占經濟損失 GDP 
4%(安全衛生為基本人權 )應重視預防職
業風險、化學品管理，由勞資政共同合作

與責任，政府強有效勞動檢查，督促發展

自主管理系統，加強推動安全文化。首爾

宣言重點指出 :

1. 全國性安全衛生預防文化必須是：任
何人之工作環境安全衛生都受尊重、

具預防最優先共識以及能透過勞資政

三方之積極參與職責工作，確保工作

環境安全衛生。

2. 應以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之系統方法持
續改善職業安全衛生，國家層級可以

ILO 的155號職業安全衛生公約做為策
略發展依據，企業層級則應建構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落實工作場所安

全衛生改善與勞工訓練。

3. 建議各國優先批准 I L O職業安全衛
生促進架構公約 (C187 Promotional 
Framwork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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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Convention,2006)，並以其績
效指標及系統方法，持續改進國家職

業安全衛生，亦即國家職業安全衛生

政策除降低職業災害死亡率外，尚應

就法規、工安文化、職業安全管理系

統、勞動檢查、職業健康服務以及機

械安全、營造安全、化學品管理、中

小事業協助、勞資夥伴以及與社會安

全保險或保險機構合作等國家方案制

度等追求高水準績效。

 S 蘇德勝教授說明職業安全衛生制度

三、2010年4月28日世界安全衛生
日（World Day for Safety and 
Health）

自 2003年 4月 28日，國際勞工組織
（勞工組織）關注世界和平日的安全與健康

工作以來，強調預防勞工事故和疾病，利用

傳統優勢的三方性和社會對話。2010年世
界安全衛生日討論主題「在全球變遷工作

中新出現的風險和預防的新模式 」將提醒
人們注意當前全球性挑戰和新形勢下的職

業安全及健康的做法。工作場所新出現的

風險和變化規律的就業和勞動力，因此，

在面對這些新的挑戰需要新的預防方法。

國際勞工局（勞工組織）安全工作，

編寫了一本小冊子，主題為「在不斷變遷

的世界工作新的風險和預防的新模式」。

要求的設計和開發創新的國家和區域策略

和方案，強調政府的角色，雇主組織和勞

工組織，安全和健康從業者和其他利益相

關者。承認國際勞工組織的責任在共同的

努力降低死亡、事故和疾病。

世界安全衛生日主要策略重點包括 :

保障勞工安全的承諾與政策宣示、提升預

防性安全與健康文化、減少職業傷害或死

亡、預防全球變遷新浮現風險預防新思維 

、更新法規及勞動檢查系統 、檢查機構跨
國合作，交換風險評估管理資訊。

四、歐盟

歐盟安全衛生局 (European Agency 
for Safety and Health at Work)2009 年 提

出職業安全衛生觀察議題 (European Risk 
Observation Working Paper) 依勞動檢查
策略計畫 (Labour inspectorates' strategic 
planning on safety and health at work)歐盟
職業安全衛生局 (EU-OSHA)提出強化政
府勞動檢查角色其功能包括重點執法、諮

詢服務、收集資料研究及提升企業安全認

知運動，勞動檢查機構執行的重要規範在

於促進安全與衛生及預防新風險的產生，

另勞動檢查員工作執行重點包括，研究、

檢查和提高風險意識。計畫內容針對各國

勞動檢查研究、預算的優先次序、是否承

擔職業安全衛生研究工作之責任、勞動檢

查工作是否包括衛生與安全統計資料的蒐

集、分析提供、國家勞動檢查優先次序與

目標、勞動檢查實施職業安全衛生意識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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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活動等主要議題調查。

貳、職業安全衛生未來

一、 擴大保障工作者安全與健康：為確保
人人享有安全衛生工作環境之權利，

職安法適用於各業受僱勞工、自營作

業者及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

監督從事勞動之人員。

二、 建構機械、設備、器具及化學品源頭
管理制度：

(一) 為於源頭減少機械、設備或器具引起
之危害，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機

械、設備或器具非符合安全標準或未

經驗證合格者，不得產製運出廠場或

輸入；製造者或輸入者對於未經公告

列入型式驗證之機械、設備或器具符

合安全標準者，應以登錄及張貼安全

標示方式宣告。

(二) 建立新化學物質、管制性化學品及優
先管理化學品之評估、許可、備查等

管理機制；增訂危害性化學品製造

者、輸入者、供應者及雇主，提供或

揭示安全資料表、製備清單及採取通

識措施之義務，並依其危害性、散布

情形及使用量等，評估風險程度並採

取分級管理措施。 

三、 健全職業病預防體系，強化勞工身心
健康保護：

(一) 為防止勞工過勞、精神壓力及肌肉骨
骼相關疾病之危害，強化勞工生理及

心理健康之保護，明定雇主就長時間

工作等異常工作負荷促發工作相關疾

病、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遭受身體或

精神不法侵害、重複性作業等促發肌

肉骨骼疾病等事項之預防，應妥為規

劃並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

(二) 對有害健康之作業場所，雇主應實施
作業環境監測；監測計畫及結果應公

開揭示，並通報中央主管機關。

(三) 強化健康管理，雇主應依健康檢查結
果採取健康管理分級措施；醫療機構

應將健康檢查結果通報中央主管機關

備查。

(四) 事業單位應僱用或特約醫護人員辦理
健康管理、職業病預防及健康促進等

勞工健康保護事項。

四、 兼顧母性保護與就業平權，修正女性
勞工之母性保護規定：

刪除一般女性勞工禁止從事危險性或

有害性工作之規定；修正妊娠中或分娩後

未滿一年之女性勞工，禁止從事危險性或

有害性工作之種類、範圍；增訂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之事業，雇主應對有母性健康危

害之虞之工作，採取危害評估、控制及分

級管理措施；對於妊娠中或分娩後未滿一

年之女性勞工，應採取醫師適性評估、工

作調整或更換等健康保護措施。

五、 強化高風險事業之定期製程安全評估
監督機制及提高違法事項罰則：

對從事石油裂解之石化工業等，增訂

應定期實施製程安全評估並報請勞動檢查

機構備查，以強化監督。

六、 促進職場安全衛生文化及相關產業之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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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現行勞工安全衛生體制
之介紹

首先，就我國職場安全健康政策體系

而言，以勞工安全衛生法 (母法 )為參照
對象，蓋可分為：總則、安全衛生設施、

安全衛生管理、監督與檢查、罰則及附則

等內容。

其中，屬於安全衛生設施、安全衛生

管理、監督與檢查等項目，乃主要之核心

規範。

(一)安全衛生設施

其內容主要包括七個項目：

1. 安全衛生必要設施(5條)

2. 機械設備之防護(6條) 

3. 危險性機械設備之管理(8條)

4. 作業環境測定及危險物與有害物之標
示(7條)

5. 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的工作場所 (10

條)

6. 特殊危害作業之管理(11條)

7. 健康管理制度

(二)安全衛生管理

其內容主要包括六個項目：

1. 勞工安全衛生組織(14條1項)

2. 自動檢查(14條3項)

3. 承攬與承攬責任(16、17、18、19條)

4. 童工女工保護(20、21、22條)

5. 教育與宣導(23、24條)

6. 工作守則(25條)

(三)監督與檢查

其內容主要包括三個項目：

1. 行政監督及檢查(27、28條)

2. 職業災害調查處理與報告(28、29條)

3. 職業災害統計

(四)其他相關法規

包括勞動檢查法 (勞動檢查法施行細
則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勞工健康
保護規則、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

檢查辦法、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

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實施要點機械器具

防護標準、危險物及有害物通識規則、高

壓氣體勞工安全規則、特定化學物質危害

預防標準、有機溶劑中毒預防規則、鍋爐

及壓力容器安全規則、機械器具防護標

準、危險性機械或設備代行檢查機構管理

規則、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 (職業災害勞
工保護法施行細則 )

101年全國產業總工會

新時代勞動條件研討會

我國職業安全衛生制度之檢討
 ▌報告人：政治大學法律學系 助理教授林良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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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報制度與職業安全衛生

現行各類通報系統，包括，

(一)急性災害統計
• 勞工保險職業災害現金給付（勞保
局）

• 重大職業災害通報 （勞委會，一死
三傷強制通報）

• 職災統計月報（勞委會）

(二)慢性健康監測
• 職業傷病通報系統（勞委會2007年
新建）

• 預防職業病健檢系統（勞保局＆勞
研所）

• 聽力監視系統資料庫（勞委會）

• 勞工血中鉛通報監測資料庫（勞委
會）

(三)勞動檢查之通報重大「職業災
害」件數與產業類別（2000∼
2008）

各類職業傷病通報系統之案件數比較

(2000∼ 2009)

三、我國勞檢制度問題與安全衛生

近年相關勞檢制度缺失新聞事件頻

傳，例如，

1. 勞委會南檢所未於南亞嘉義二廠大火
前，確實對火災、爆炸危險製程及

場所加強檢查，亦未將該廠發生災害

之類似肇禍製程及設備，納入停工範

圍；又對該廠涉犯公共危險罪之相關

人員，未能迅速依法主動告發，勞委

會難辭監督不周之責。（監察院糾正

文100財正0011，2011年4月11日）

2. 近幾年屢屢傳出勞工過勞死的情況，
勞委會進行「掃A勞動條件專案檢
查」，清查全台8700多個企業，結果
發現違法的企業高達三成，而違法最

嚴重的三大企業，除了肯德基、麥當

勞，第三名竟然是國營企業郵局，被

查出員工單日上班超過16小時，拿不
到任何加班費。（聯合報，2012年2月
28日） 

(一)我國勞檢制度建議

第一，應強化不同部門之間的整合。

勞委會（包括勞檢機構與各縣市勞工

局）應與警政單位（警政署、各縣市警

察局）、衛政單位（衛生署、各縣市衛生

局）之間建立協調與配合機制，以強化勞

檢的執行。警政單位必須能有效且迅速地

協助檢查員入場檢查，而衛生行政單位則

應要能協助職場安全健康相關證據的認定

與保全 。

第二、不論是中央或地方所屬的勞檢

機構，應該大幅增加檢查員的員額，並計

畫性地培養檢查員多元的專業能力。特別

在檢查員的選考制度方面，應該採取更多

元的任用政策。選考科目應包括勞動基準

類與各項勞動權利等相關科目，或者仿照

國外制度（如日本），勞檢人員能就勞動基

準 /勞動權利，與安全衛生項目作選考，
或採取分開辦理的模式 。雖然，台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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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94年頒訂的「勞動檢查員遴用及專業
訓練辦法」中，已將勞動檢查員的遴用資

格擴大至各個學科領域背景，不過實際上

勞檢員的任用仍明顯偏重工程技術人員。

第三、對於勞動檢查事權是否統一的

爭議，中央主管機關應更加深化現代行政

與民主化的政策思維。就勞檢權授權與

否，中央主管機關一方面要考慮勞檢制度

實施的作用與效率，另一方面，也要兼顧

地方政府基於地域勞動行政制度功能發揮

的立場與需求。以鄰近的日本為例，該國

的勞檢體系採取「一條鞭」的運作型態。

不過，日本各地的勞檢機構 (勞動基準監
督署 )並不是脫離其他各地勞動行政體制
而單獨存在，而是隸屬於由中央的厚生勞

動省配置於各地的「都道府縣勞動局」；

一方面，全國 343 個勞動基準監督署受
中央厚生勞動省 (相當於衛生部 )底下的
「勞動基準局」指揮，但實際運作則是透

過「都道府縣勞動局」協調相關監督行政

的作業 (？田朋哉 2007)。因此，以目前
台灣由地方政府負責所屬區域內勞工事務

的政治現實來看，若中央驟然將勞動檢查

權限回歸中央，也有可能阻礙地方政府整

體勞動行政的推展。

(二)日本勞動基準監督(檢查)體制
1. 日本的勞動檢查制度，一般稱之「勞
動基準監督制度」，被認為是「勞動

基準行政」的一環，是為了確保勞工

能免於受到雇主於勞動基準 (最低勞
動)條件以下的剝削而成立的特別行政
制度。同時，這也是基於憲法生存權

保障所必需的手段。

日本的勞動檢查制度並未如我國

設有專法，因為該制度於立法政策上

本認為具有強烈的勞動基準行政性

格，乃規定於勞動基準法，並設專章

(第十一章：監督機關 )規範勞動檢查
相關事項。

2. 日本勞動基準監督(檢查)體制之運作

(1) 日本勞動基準法有關勞動監督(檢
查 )之事項，規定於第97條至105

條，包括監督機關(職員)的設置、
各勞動監督機構 (主管 )的權限範
圍、勞動基準監督官的權限、向監

督機關的(勞工)申告要件、監督檢
查報告的提出，以及勞動基準監督

機關的義務。

(2) 其中，有關監督機關(職員)的設置
(第97條)、各勞動監督機構(主管)

的權限範圍第99條乃規定勞動監督
的行政體制。基本上，日本的勞動

監督(檢查)行政乃屬中央(國家)行
政之一環，於厚生勞動省(相當於我
國的勞委會)的內部局處設有「勞動
基準主管局」(一般稱「勞動基準
局」)、並於地方設置「都道府縣勞
動局」以及「勞動基準監督署」，

而由部署於上述機構內的勞動基準

監督官(類似我國的勞動檢查員)於
全國各地實施勞動檢查。

(3) 但是，必須注意的是，「都道府縣
勞動局」除了勞動基準行政以外，

同時還主管用安定行政、就業(工
作)平等行政、紛爭解決行政，以
及勞災行政等。換言之，勞動檢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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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與其他？？行政乃有相當的行

政聯繫。此與我國現行之？？檢察

行政之運作體系顯有不同。

四、過勞(死)保護與職業安全衛生

(一)「過勞」職災之保護

何謂過勞死？過勞中風？過勞外傷

(失聰 )？過勞憂鬱？ 過勞自殺？

(二)過勞的認定
1. 台灣在90年代以前-----認定仍屬嚴格

2. 90年代以後的發展----

3. 國時報張姓員工之中風案例

4. 1993年，前經濟部長在立法院備詢的
「工作過程」中昏倒

5. 1995年頒布「職業引起急性循環系統
疾病診斷認定基準」，將勞工之工作

業務與過勞發病之間的因果關係於法

律上予以承認，同意以個案認定方式

將過勞死列入勞保補償對象。

6. 2000年以後的發展----

2000年以後

-------過勞職災保護制度發展

2004 年參考日本2001年版基準增訂長
期蓄積疲勞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之

認定內容，

2008年更名為「職業引起急性循環系
統疾病診斷認定參考指引」。

2010年再修正認定基準。

(三)精神性疾病的職災認定

1. 2005年勞保2字第0940021205號函
釋：「被保險人於加保期間罹患精神

疾病、精神官能症門診或住院診療，

於保險效力停止後1年內因自殺死亡，
受益人可否依勞工保險條例第2 0條
規定請領其死亡給付，依下列原則辦

理：自殺行為是否與精神疾病有關，

得經精神專業鑑定，故應以個案方式

處理。個案方式處理之原則，由本局

調閱個案生前就診病歷相關資料，送

請精神專科醫師審查其就診紀錄、罹

患精神疾病種類、病理（症狀）情形

有無自殺傾向或自殺意念，是否導致

自殺死亡，作為核發死亡給付與否之

依據。」

2. 2008年根據勞保3字第0970140298號
函釋：「核釋勞工保險條例第34條第1

項所定勞工保險職業病種類表第8類第
2項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增列之
職業病』，包含經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鑑定為被保險人

因執行職務（工作）所致之疾病，其

中憂鬱症限於重度以上」。

3. 2009年增訂「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因執
行職務而致傷病審查準則」第21條之
1以及「工作相關心理壓力事件引起精
神疾病認定參考指引」

-----2008年，由於板橋陳姓女工自殺
事件

4. 「工作相關心理壓力事件引起精神疾
病認定參考指引」

可視為因工作引起之精神障害之

三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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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屬於對象疾病之精神障礙發病

B. 對象疾病發病前大約六個月之間，
可客觀地認定是因從事可能造成該

精神障礙發病之工作，而造成強烈

的心理壓力

C. 無法認定該案例是因為工作以外的
心理壓力及個人因素，而造成該精

神障礙發病。

5. 2011年3月.....

啟動所謂『疑似過勞調查及認定

機制』，採取較主動的行政作為要求各

檢查機構協助調查勞工之作業環境與

工時概況，並由 9大職業傷病防治中
心職業科醫師就調查結果協助評估其

疾病之促發是否與工作相關；

勞工安全衛生法修正草案

修正草案總說明 (2011)：

「三、為保護勞工身心健康，明定雇

主應有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並就重

複性作業等引起之危害、異常工作負荷促

發疾病、職場暴力等事項之預防，及職業

災害傷病勞工之回復工作等，應妥為規劃

並採取必要措施。（修正條文第六條）」

五、我國職業安衛再檢討：代結論

我國立法怠惰之批判：

「勞工安全衛生法」自民國 80年全文
修正後，至今已超過 20年，期間僅於 91

年間進行小幅的修正，但顯然多數條文內

容未能符合現實勞動社會與產業環境，造

成勞工在職場上的安全衛生保障未能完善。

以下茲就政府責任、企業責任、工會

責任等分別說明：

(一)我國職業安衛再檢討---政府責任
(1)

1. 「勞工安全衛生法」修正為「職業安
全衛生法」：

擴大適用範圍，包括自營作業者

及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

從事勞動之人員。使受保障的人數將

從現行的 670萬人增加到 1067萬人，
更可進一步擴及至派遣人員的保障。

2. 積極改善勞檢制度，加重罰則：包
括---

(1) 充實勞檢人力：我國適用《勞基
法》的僱有勞工事業單位共計68萬
7千家，勞工人數計783萬9千人，
但勞動檢查員僅有3 5 0 - 4 0 0人左
右，政府檢查(代檢)機構人力嚴重
不足；

(2) 檢討檢查機構設置型態、實施檢查
之標準與手段、以及如何落實檢查

效果(例如提高罰鍰額度並採按日
處罰方式)

(3) 修正罰則規定，對重大違法事項加
重處罰，同時增訂公布事業單位負

責人之名稱等罰則。（修正條文第

四十條至第五十條）

(4) 實施石化工業等工作場所之風險評
估；其報告應報請勞動檢查機構審

核。未於期限屆滿前經審核通過

者，不得使工作者在該場所作業。

勞動檢查機構並得派員檢查風險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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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執行情形，以強化監督。（修正

條文第十五條）

3. 明確危險環境之容忍低標，強化通報
制度：

(1) 規範雇主要確保勞工在工作場所化
學物質的容許暴露度標準必須低於

標準值，並將監測結果通報中央主

管機關備查。

(2) 改善職業災害及職業病之通報制
度，應盡速建立職業病通報規範系

統之完整性，以及職業災害調查處

理與報告制度。

(3) 危險性工作場所之危害性化學品發
生火災、爆炸、中毒，或營造工程

發生倒塌、崩塌之災害，雇主亦應

於八小時內通報勞動檢查機構。

（修正條文第三十七條）

4. 修正現行職災救濟相關制度：
(1) 針對過勞死案件頻傳，於職安衛法
增列雇主需針對輪班、夜班、長時

間工作等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提

出相關預防措施，以保護勞工身心

健康（修正條文第六條）；

(2) 修正其他相關法令，尤其是勞保條
例，放寬職災認定與強化職災補償

救濟

5. 源頭管制與輔導企業自主管理：
(1) 明定製造者、輸入者、供應者或雇
主，對於機械、設備、器具之構

造、性能及防護，非符合安全標準

者，不得製造出廠、輸入、租賃、

供應或設置；

(2) 除加強企業宣導、獎勵以外，政府

應於相關法令中積極要求雇主訂定

安全衛生管理規章、釐定職業災害

防止計畫；

(3) 根據現行安衛法第14條規定，中央
主管機關應依不同行業制定有關勞

工安全衛生組織、人員、管理及自

動檢查之辦法；例如，中央應就醫

療保健服務業，盡速制訂「醫療保

健服務業安全衛生規則」。

6. 修正女性勞工保護：
(1) 針對現行條文「禁止」女性從事指
定之危險性或有害性工作之規定，

改為雇主「不得強迫」女性從事該

項工作，避免以「保護」之名，卻

實為「限制」，反造成限制女性就

業機會。

(2) 對於妊娠及哺乳中之女性，雇主不
得使其從事指定之危險性或有害性

工作，另明訂雇主不得強迫妊娠中

及產後未滿一年或哺乳中之女性勞

工從事指定之危險性或有害性工

作，且雇主應實施母性健康保護計

畫與措施，若雇主未依規定辦理相

關計畫與措施，勞工得拒絕工作。

7. 新增勞工健康檢查結果通報機制，建
立僱用或特約醫護人員辦理勞工健康

保護事項制度，落實健康管理，完備

職業病預防體系。（修正條文第二十

條至第二十二條）

(二)我國職業安衛再檢討---企業責任
(1)

1. 職安衛制度之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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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多數企業僱用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
下者，佔全國所有事業單位的80%

以上，中小企業本身經費不足，勞

動流動率偏高，安全教育訓練欠

缺，企業安全設施不完善，大多數

事業單位只採取消極方式，只求應

付政府勞動檢查。

(2) 事業單位如達一定規模以上或有第
十五條第一項所定之工作場所者，

應建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

2. 落實企業自主管理：
(1) 安全衛生設施之雇主義務：雇主對
於第五條第一項之設備及其作業，

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

查。

(2)安全衛生管理之雇主義務：依現行
安衛法第14條規定（事業安全衛生
管理之實施），雇主應依其事業之

規模、性質，實施安全衛生管理；

並應依中央主管

機關之規定，設

置勞工安全衛生

組織、人員。

(3)危險預防之雇主
義務針對重複性

作業引起的危害

預防；勞動場所

暴力的預防；職

業災害傷病勞工

的回復工作，雇

主應該要妥為規

劃，並採取必要

安全衛生措施。

3. 勞工參與之促進：

強化勞工參與之機制、擴大勞工

安全衛生委員會之功能，除了協調、

建議勞工安全衛生有關業務外，並擴

大其參與、審議權限。

4. 專業團體職安衛之成立：

一般顧問公司、勞資團體等有關

安全衛生團體，或因規模太小，或因

技術服務能力不足，只能做代檢和

教育訓練，難以擔任較多安全衛生工

作；檢討由委託中央主管機關捐助成

立之財團法人機構或相關專業團體辦

理。（修正條文第 53條 )

(三)我國職業安衛再檢討---工會責任
1. 企業工會------職場環境之監督與通報

2. 產業工會------產業環境與職業安全衛
生制度落實

3. 全國性總工會-------職業安全衛生政策
制定與立法

 S 林良榮老師報告主題四-職業安全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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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上讀書會

【各方推薦】

本書是從社會正義與關懷勞工的角

度，來看待台灣的職災補償制度，值得推

薦給所有關心此問題的人，包括每位職業

病醫師、職業衛生護理師、安全衛生專業

工作人員與社會大眾，希望大家共同思考

解決之道。

-- 王榮德（教育部國家講座教授、台灣大學
終身特聘教授）

希望本書的出版，可以使我們全國正

視職業傷病的存在，在各個層面協助罹患

職業傷病的勞工，找回健康、保持工作

權。希望本書使我們國人及政府官員，真

正「看」到職業傷病是存在的、是不可避

免的；職業傷病勞工是需要更多的正義與

支持。期望本書使我們醒悟，再也不願作

職業衛生的窮國。

-- 郭育良（台大醫院環境職業醫學部主治醫
師）

今日公共衛生的努力，必須超越職業

傷病的預防、診斷、治療與補償，更要重

視解決社會、工作與健康之間的難題，以

實現人人健康的理想。本書內容雖然偏重

職業傷病防治，但卻更為完整豐富，對於

一些新興的工作與健康議題，如職場健康

促進及過勞問題等亦著墨不少，值得向讀

者鄭重推薦。

-- 江東亮（台灣大學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
教授）

新書推薦：《職業，病了嗎？》

書　　名：職業，病了嗎？：待修補的職業健康保護

機制

出版日期：2013.01.07

出 版 者：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鄭雅文、鄭峰齊／主編

作 者 群：

鄭雅文、鄭峰齊、吳挺鋒、陳怡欣、林良榮、

翁裕峰、尤素芬、孫友聯、蔡雅如、林依瑩、

王嘉琪、王榮德、郭育良、鍾佩樺、范國棟、

吳宣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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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有一本專業書籍，以台灣人的角

度，探討本土職業傷病所暴露出職業安全

健康制度不足與社會不正義問題。書中所

有活生生的案例，不是遠渡重洋而來的國

外資訊，而是正發生在您我左右的真實故

事。我們希望主政者，能以開放的心情來

傾聽並評估作者們的訴求，共同建立更合

理的職業健康保護制度。

-- 蕭淑銖（台灣大學護理學系所副教授）

當政府面對愈來愈多職災案件量卻毫

無頭緒時，本書的出版，正適時的點燃明

燈。這本書不只是從學術領域檢討職業健

康保護的論文合集，出版者更企圖為「知

識」與「行動」之間建立一座橋樑，為體

系的改革提供必須的元素和方向。期待本

書之中諸多學者的研究苦心，能讓具備前

瞻與全面性思維的職業健康保護體系，得

以及早落實，還給台灣千萬名辛勤的勞動

者，一個遲來的安心職場環境。

-- 孫友聯（台灣勞工陣線秘書長）

【內容簡介】

過勞死、職業病、職業傷害是台灣勞

工難逃的宿命？以高昂社會成本及沈痛代

價為前提的「發展」，究竟有何意義？

過去為政者宣揚標榜的「經濟奇蹟」

和當前主流媒體高度鼓吹的「經濟成

長」，其實都是建立在勞動者的斑斑血淚

與土地的哀鳴撕裂之上。以高昂社會成本

及沈痛代價為前提的「發展」究竟有何意

義？難道「發展」非得犧牲工作者的身心

健康才能成就？而誰又在發展過程中真正

受益？這一連串的終極探問，是為了找回

台灣失落已久的勞動尊嚴及人性價值。

《職業，病了嗎？》的出版標誌著一

股由下而上的改變力量，特別是在資本家

傲慢跋扈、政府失位無感、媒體傾頹失能

的黑暗時代，更顯得珍貴而別具意義。作

者群透過紮實的研究與訪談調查，抽絲剝

繭地指出整體制度結構的問題所在；而歷

史縱深的視野及跨國經驗的比較，則豐

富了解決問題的可能性與想像力。本書

除了為職災勞動者發聲、揭櫫社會正義的

價值外，更提醒所有讀者 -- 職業安全健

康與每個人息息相關。唯有全面修補職業

健康保護機制，人們從工作中獲得友誼、

歸屬、尊嚴及成就感的日子，才會真正到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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