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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近年來我國勞動基準法歷經多次修法，然而台灣的長工時現象卻持續引發許

多社會問題，勞工的過勞事件仍舊層出不窮，因此有必要檢討現行的勞動基準法

工時制度是否對勞工的保障仍有不周。 

 

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下，勞動基準法逐步導入各種彈性化的工作時間制度。

而在先進各國中日本在地緣關係與社經文化上與我國較為接近，對於我國勞動法

制有深刻的影響，且其勞動法規中設有許多彈性的工作時間制度並作有大量的研

究檢討報告，應可作為我國之借鏡。因此本文欲探究日本與我國各種工時制度與

長時間勞動間的關聯，分析其原由，檢視我國現有規範及行政措施的成效，並提

出改善建議，作為未來工時制度設計上的參考。 

 

就結論而言，本文認為我國勞動基準法應導入移動工時制度，同時第 84 條

之 1 的適用範圍與法律效果應予調整。最後，尚應根據過勞的認定基準，設定工

作時間的絕對上限，以防堵極端情形發生，保障勞工所應有的權益。 

 

 

關鍵字：工作時間、變形工時、彈力工時(移動工時)、擬制工時、輪班制、勞動

基準法第 84 條之 1 

 

 

 

 

 

 



 

 

Abstract 

Labor Standards Act has revised several times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the phenomenon 

of long working hours in Taiwan is causing lots of social issues, and tragedies of Karoshi 

never end. Hence, it is necessary to review the legal regulations of working hours. 

 

As the influenc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special working time systems such as 

variable working hours system, de facto working hours system are introduced into Labor 

Standards Act. Across developed countries, Japan has similar geopolitical position and 

culture to Taiwan. Furthermore, Japan is not only influencing Taiwan on Labor Law, but 

also has made a lot of researches on special working time systems. Therefore, the author 

examined the legal regulations of working hours and effects between Labor Standards Laws 

of Taiwan and Japan for the purpose of improving the rights of labors. 

 

In conclusion, it is necessary to introdece flexible working hours system into Labor 

Standards Laws of Taiwan and adjust the range and effect of article 84-1. In addition, 

absolute limit of working hours based on the guideline of Karoshi should be set to avoid 

extreme cases of long working hours. 

 

Keyword：Working Hours, Variable Working Hours System, Flexible Working Hours 

System, De Facto Working Hours System, Shift Work, Labor Standards Act Article 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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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我國勞工長工作時間的現象，為全世界所知。根據勞動部 2016 年版的國際勞

動統計，台灣勞工歷年來的年平均工時僅略低於新加坡、香港及南韓，卻遠高於

同屬亞洲的日本及英美德法等歐美先進國家。 

 

  台灣的長工時現象，觀自 1980 年以降三十五年來的主要各國工時變化比較

圖，即可知其異常之處。主要各國的年平均工時在 2000 年代時即已縮減至一千八

百小時以下，唯我國、新加坡及南韓仍高於此標準三百小時以上，其中南韓近期

的年平均工時急速下降，2014 年時更一度較我國為低。與亞洲鄰國日本相比，日

本花費三十年的時間已縮短年平均工時三百小時，其成效顯而易見，已到達國際

水準的一千八百小時以下；台灣雖然三十年來亦減少了約四百小時的年平均工

時，但仍較三十年前的日本為高。若與全世界最低工時水準的德國比較，則台灣

工時竟高出德國達 50%以上。以上比較顯現出台灣勞工的工作時間太過漫長之現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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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 主要各國就業者每年平均工時表圖
1
 

 

圖表 2) 主要各國自 1980 年以來的就業者每年平均工時變化圖
2 

                                                                 

1
勞動部，國際勞動統計 2016 年工時章，網址：

http://statdb.mol.gov.tw/html/nat/105006%E5%88%86%E6%9E%90.pdf，最終檢索日期 2017 年 10 月 18

日。 

2 筆者以労働政策研究・研修機構，データブック国際労働比較 2017，頁 201 的圖表為基底，再

參照勞動部各年之國際勞動統計所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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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尊嚴勞動(Decent Work)｣已成為為國際社會的趨勢，勞動部即曾謂｢1999

年國際勞工組織局長 Juan Somavia 提出尊嚴勞動的概念中指出，一份具生產性的

尊嚴勞動工作，必須具備權利受到保障、獲取足夠收入同時又得到充分社會保障

等要件。目前，尊嚴勞動已成為一項國際共識，各國並認同建立尊嚴勞動的指

標，是有效降低貧窮的關鍵因素。 尊嚴勞動是 ILO 敦促全球提供高品質工作的一

個簡化概念，並結合四大目標，包括『促進勞動權益』、『促進就業』、『促進

社會安全保障』、『促進社會對話』。而尊嚴勞動除了是 ILO 現行四項策略性目

標之核心精神所在以外，更代表著就業機會的增加與就業品質的提升。 再者，尊

嚴勞動也代表著政府、雇主及勞工必須協調各自立場，以回應個人、家庭及社區

對於尊嚴勞動、尊嚴生活的需求。鑒於尊嚴勞動越來越受各國政府、社會夥伴所

關注，ILO 提出一個綜合性的指標以實現尊嚴勞動概念的多樣性及社會公平正

義。 目前本部正推動『尊嚴勞動』相關勞動政策及措施，藉由秉持自主、公平、

發展的政策方向，以提升自主的勞動關係、創造公平正義的勞動環境，以及建立

具有發展性的勞動市場，實際上與 ILO 尊嚴勞動概念可謂不謀而合。｣3。而長時

間勞動不僅有害勞工的身心健康，更會剝奪勞工與家人相處的時光，顯然與上述

｢尊嚴勞動｣的意旨有違。 

   

        觀台灣近期的勞動發展，長工時現象確實引起不少社會問題，例如護理人員

                                                                 

3勞動部，網址：http://www.mol.gov.tw/cht/index.php?code=list&flag=detail&ids=632&article_id=8197，

最終檢索日期 2016 年 2 月 22 日 (該頁面已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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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畸形班表4、2015 年台鐵司機員減速怠工事件5及工程師過勞死6等案件再再受到

社會大眾的關注，也是一段段不忍睹的勞工悲歌。不過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下，

世界各國皆互相高度影響，勞工與企業面臨更大規模的競爭和挑戰，故企業在其

生產過程中必須要保持一定的彈性始能應對逐漸加速且變化大的市場需求，而於

人力調度的層面上，勞工的工作時間便是彈性化的一大標的，因此各國遂發展出

許多不同樣態的工作時間制度，例如以我國法制而言即有變形工時制與勞基法第

84 條之 1 的得另行約定特殊工時制(俗稱的責任制即屬之)等。然而如同前述，台

灣勞工的工時始終在全球名列前茅，總工時雖有逐步改善，但距離國際水準的一

年一千八百小時仍遙遙無期，再加上屢見不鮮的過勞事件，不免令人懷疑彈性化

的工時制度在我國是否僅以彈性為名，實際上卻只是增加了勞工的負擔？究竟怎

麼樣的工時制度才能既保有相當程度彈性，又能避免將勞工拖入長時間勞動的深

淵？ 

 

  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本研究欲參考外國實施彈性化工時制度的經驗，而

由於在先進各國中日本在地緣關係與社經文化上與我國較為接近，對於我國勞動

法制有深刻的影響，且其勞動法規中設有許多彈性的工作時間制度並作有大量的

研究檢討報告，應可作為我國之借鏡。因此，為實現｢尊嚴勞動｣的理想，在維持

一定彈性的前提下，亦避免損及勞工健康與符合尊嚴的社會生活，本文欲探究日

                                                                 

4
蘋果日報網路新聞：「抗議畸形班表 護士罵：沒人性」，2012 年 5 月 13 日，網址：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20513/34225254/，最終檢索日期 2017 年 10

月 18 日。 

5
自由時報網路新聞：「台鐵駕駛減速抗爭 毛治國致歉」，2015 年 2 月 15 日，網址：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234743，最終檢索日期 2017 年 10 月 18 日。 

6
蘋果日報網路新聞：「月加班百小時 29 歲工程師過勞死」，2010 年 9 月 27 日，網址：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00927/32843024/，最終檢索日期 2017 年 10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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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與我國各工時制度與長時間勞動間的關聯，分析其原由，檢視我國現有規範及

行政措施的成效，並提出改善建議，作為未來工時制度設計上的參考。 

 

第二章 特殊工時制度之背景及意義 

  特殊工時制度產生之背景可約略歸類為縮短工時之世界趨勢與工時彈性化的

需求這兩個要因，為保障勞工的身心健康等權益，勞工之工時數應限縮在合理的

範圍之內，然而同時現代人的生活型態與企業的經營型態亦發生重大改變，單一

的工時制度已無法因應社會的需求，特殊工時制度便因應而生。 

 

第一節 縮短工時之趨勢 

  逐步縮短工作時間已是各先進國家的共同趨勢，綜觀各文獻可整理出其目的

為(1)確保勞工身心的健康、 (2)平衡工作與家庭生活、 (3)令勞工有充分的時間休

養並自我啟發、(4)增進雇用機會與防止失業 、(5)擴大市民消費，增進內需、 (6)

促使勞動條件符合國際水準i7等，以下將逐一分析介紹其內容。 

 

(1)確保勞工身心的健康 

  這是縮短工時最基礎也是最重要的一項理由，工作時間的長度與勞工身心所

                                                                 

7青木宗也，労働時間法の研究，日本評論社，1971，頁 10 至 15、蓼沼謙一，蓼沼謙一著作集第

IV 卷労働時間法論(1)，信山社，2008，頁 88 至 94、菅野和夫，労働法[第 11 版]，弘文堂，

2016，頁 461 至 462、鴨田哲郎，残業，中央経済社，2012，頁 1 至 9、浜村彰，労働時間規制の

目的と手段，收錄於日本労働法学会編之『講座 21 世紀の労働法第 5 卷~賃金と労働時間』，有

斐閣，2000，第 164 至 172 頁、笹島芳雄，労働の経済学～少子高齢社会の労働政策を探る，中

央経済社，2009，頁 161 至 165、邱駿彥，工作時間，收錄於『勞動基準法釋義──施行二十年之

回顧與展望』，新學林，2011，頁 389 至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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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受的負擔程度甚至是造成過勞傷害的機率呈現正向關係，現今已毫無疑問89，

日本幾個重要研究的結果皆顯示長時間勞動對勞工所造成的危害非常嚴重10，例

如一天受拘束時間超過十一小時之勞工的腦血管與心臟疾病的發病率乃一天受拘

束時間為七至十小時之勞工的 2.7 倍(內山研究，1992)；一天工作時間超過十一小

時之勞工的急性心肌梗塞的發病率乃一天工作時間為七至九小時之勞工的 2.9 倍

(Sokejima 研究，1998)；一週工作時間六十一小時以上之勞工的急性心肌梗塞的發

病率乃一週工作時間四十小時以下之勞工的 1.9 倍(Liu 研究，2008)等都再再驗證

此項事實。 

 

  勞工雖是出售自身的勞動力，從屬於雇主而為雇主之利益勞動(經濟上從屬

性)，但不代表勞工本身即成為雇主可自由處分的商品，在現今對於人性尊嚴的要

求下，吾人已不能忍受像過去工業革命時代一樣將勞工視為工廠主之生產工具的

作法，不應因雇主之利益而犧牲勞工的身體及心理健康，因此工作時間原則上即

應限制在不會損及勞工身心健康的範圍之內。 

 

                                                                 

8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公告之「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外傷導致者除外)之認定參考指引

(2016 年修正版)」的導論部分，網址： 

https://www.osha.gov.tw/media/2952/%e9%99%84%e4%bb%b6_%e8%81%b7%e6%a5%ad%e4%bf%83%e7

%99%bc%e8%85%a6%e8%a1%80%e7%ae%a1%e5%8f%8a%e5%bf%83%e8%87%9f%e7%96%be%e7%97%

85-%e5%a4%96%e5%82%b7%e5%b0%8e%e8%87%b4%e8%80%85%e9%99%a4%e5%a4%96-

%e4%b9%8b%e8%aa%8d%e5%ae%9a%e5%8f%83%e8%80%83%e6%8c%87%e5%bc%95.pdf，最終檢索

日期 2017 年 10 月 18 日。 

9長時間勞動與過勞之關係的案例可參考：林政諭，「過勞死」何時方成廢語--日本的過勞死與 36

協定，臺灣勞工季刊第 26 期，2011 年，頁 96 至 103。 

10請參考岩崎健二，長時間労働と健康問題─研究の到達点と今後の課題，日本労働研究雑誌

(575)，2008，頁 41 至 43 中所提及之內山研究、Sokejima 研究及 Liu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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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解決此一問題，國際勞工組織(ILO)最初先於 1921 年第 14 號公約(工業)和

1957 年第 106 號公約(商業)確立每週需有一假日的原則，1962 年更進一步通過要

求各國縮短工作時間的第 116 號勸告，呈現出縮短工時的國際趨勢。比較法上，

日本最高裁判所曾多次肯認雇主應注意勞工之工作時間，不得傷害勞工的身心健

康，否則雇主即係違反對勞工的安全配慮義務，對於勞工因此所生之損害應負損

害賠償責任11，之後日本國會更於勞動契約法第 5 條將此判例法理明文化，可見

有效控制工作時間並非僅只是國家的義務，雇主亦責無旁貸。我國亦有與日本勞

動契約法第 5 條相似之條文，即民法第 483 條之 1 的保護照顧義務，兩者文字十

分雷同，但是實務上似仍尚未有援用民法該條文以控制工作時間的發想，針對該

條文在我國能否有更深層的運用空間，似有研究的必要。 

 

(2)平衡工作與家庭生活 

  長時間的勞動會影響家庭生活，其理由顯而易見，因為一天只有二十四小

時，分配在工作的時間越多，則能夠用在經營家庭生活的時間就越少。勞工若無

法擁有充分的自由時間以經營家庭生活，除不符合人性尊嚴、對勞工身心(特別是

心理上)健康有不良影響之外，對於國家社會亦有重大的不利益，例如生育率低下

及小孩學習成長過程中家庭功能的萎縮等等。日本亦有一項調查指出，公司之新

進員工在下班後已規畫有約會的狀況下，若突然被要求加班，其中有 84.2%的受

訪者會放棄約會而選擇加班，進入到平成年代之後選擇約會的比例更呈現逐年下

降的趨勢
12
，顯見工作時間過長確實對於勞工的私生活會產生不良影響。因此日

                                                                 

11參考案例如システムコンサルタント事件，最二小判平 12.10.13 労判 791 号 6 頁、電通過労自殺

事件，最二小判平 12.3.24 民集 54 巻 3 号 1155 頁。 

12内閣府認定公益財団法人日本生産性本部，平成 25 年度「新入社員働くことの意識」調査，網

址：http://activity.jpc-net.jp/detail/lrw/activity001381.html，最終檢索日期 2017 年 10 月 18 日。 



8 

 

本政府推動工作與生活之調和，企圖扭轉少子化的趨勢13，可供台灣作為借鏡。

台灣亦面臨嚴重的少子化問題，作為因應少子化現象的對策之一，勞委會在 2010

年修改勞工請假規則增訂安胎休養假，性別工作平等法 2011 年修正時擴大家庭照

顧假的適用範圍，加上原有的育嬰留職停薪制度，企圖緩解勞工的工作上與經濟

上壓力，挽救生育率並使勞工能兼顧工作和家庭責任，但目前政府各項措施僅能

集中在子女生產之前後，此時段以外的勞工家庭生活在法規上應如何保障，應有

探討的必要。 

 

  另外，若以我國極為普遍的責任制(勞基法第 84 條之 1 所稱之)為例，過長的

工作時間似乎已嚴重傷害勞工對日常生活的經營。1111 人力銀行在 2013 年的一

項調查顯示14，高達 8 成 8 的受訪者覺得責任制加班已對生活造成影響，以「被迫

放棄興趣/嗜好」(67.09%)最多，其次是「三餐無法定時」(66.46%)與「工作倦怠/

效率不彰」(62.03%)。而「身體健康指數異常」(57.59%)、「親子關係疏離」(50%)

也是負面影響之一，更有 34.18%受訪者「被迫離職/轉職」、31.01%受訪者「經診

斷患有憂鬱/焦慮/強迫等精神症」。再再顯示出我國勞工極需被保障工作與家庭

生活之平衡的現狀。 

 

(3)令勞工有充分的時間休養並自我啟發 

  現今勞動型態已有改變，隨著技術的革新及情報的快速流通，越來越多工作

                                                                 

13日本内閣府，仕事と生活の調和（ワーク・ライフ・バランス）憲章，網址：

http://wwwa.cao.go.jp/wlb/government/20barrier_html/20html/charter.html，最終檢索日期 2017 年 10 月 18

日。 

14人力銀行通訊社網路新聞：「你今天加班了沒?!-職場加班文化調查」，2013 年 10 月 22 日，網

址：http://www.1111.com.tw/news/surveyns_con.asp?ano=57513，最終檢索日期 2017 年 10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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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要求卓越的能力、優越的知識之外，更加重視彈性的思考及獨特的創意(例如文

創產業)，因此針對這類型的勞工即不應以傳統的長時間勞動束縛之，必須確保其

自主時間以讓其身心休養(特別是頭腦)，並得學習新知識、培養感性、孕育靈

感。故為使該類勞工充分發揮專長，促進社會及企業的活力與競爭力，即有縮短

工時或採取特殊工時制度(如日本採行的彈力工時制度等15)的必要，但如何避免特

殊工時制度遭到濫用，乃另一深刻的問題有待研究。 

 

(4)增進雇用機會與防止失業  

  此即所謂職務分享(Job Sharing)概念的一環，根據日本內閣府的研究16，職務

分擔主要可分為兩種類型，一是在一時性景氣不佳的情況以縮短工時作為迴避解

雇之手段的僱用維持型；另一則是藉由縮短工時而令雇主必須雇用更多勞工以完

成原有工作，達成增加就業機會的雇用創造型。前述日本內閣府的研究認為職務

分享在荷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5)擴大市民消費，增進內需 

  一般勞工皆是在扣除掉工作時間與基本睡眠休息時間後，仍有空閒時間始會

出門購物，因此若工作時間過長就會減低其消費意願，影響國家的內需市場與經

濟發展，現在雖然有網路購物這種新興的消費型態，但實體店面的交易量仍然不

容小覷。日本經濟產業省即為了刺激勞工消費的意願，與企業合作推動「白金星

                                                                 

15菅野和夫，同註 7，頁 511。 

16内閣府，世界経済の潮流－2002 年春 世界に学ぶ－日本経済が直面する課題への教訓 （税制改

革、ワークシェアリング），網址：http://www5.cao.go.jp/j-j/sekai_chouryuu/sh02-01/index.html，最終

檢索日期 2017 年 10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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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五」政策，減少勞工的工時以促進消費17。因此我國若欲刺激民間消費，除須

解決薪資水準裹足不前的問題之外，亦應檢討是否有工時過長導致民間消費不振

的情形存在。 

 

(6)促使勞動條件符合國際水準 

  ILO 有大量公約及勸告要求縮短工作時間，亞洲國家年平均工時遠較世界其

他先進國家為多，在國際上時有被批評為血汗工廠之聞，在貿易外交上備感壓

力，因此若能有效縮減工時，對於我國的國際形象亦有幫助。 

 

第二節  工時彈性化的需求 

  惟隨著全球化的進行，人類的生活型態與企業的經營型態已發生巨大的改

變，對於德國等曾大幅縮減過工時的先進國家而言，純粹的縮短工時自 2000 年起

似已到達極限(請參考前述表 2)，取而代之的乃工作時間的彈力化。 

 

  工作時間的彈性化主要係基於以下幾種的需求18： 

(1)即時應對客戶的需求 

由於科技與生活型態的改變，白天與夜晚對於人類生活作息的影響逐漸縮小，例

如不少一般民眾會在深夜利用網路購物、證券交易公司須全天候緊盯世界各國股

市的交易狀況等，為滿足這些客戶的需求，網路商城即使是在深夜仍須備有客服

                                                                 

17経済産業省，プレミアムフライデー ～月末金曜、豊かに過ごそう～，網址：

http://www.meti.go.jp/policy/mono_info_service/service/premium-friday/index.html，最終檢索日期 2017 年

10 月 18 日。 

18面地豊，労働時間をめぐる歴史と現在―経営社会学と労働時間，千倉書房，2005，頁 72 以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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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證券交易公司亦是相同的情況。因此，傳統的工作時間制度已難以應對，

須利用更彈性的彈整方法。 

(2)應對季節性與景氣的變動 

部分產業在一定時期，其業務繁忙與閒暇的落差程度非常巨大，例如糕餅店在特

定節日前夕會接到大量訂單、文具工廠必須在學校開學前後生產大量文具等，此

時若利用彈性的工時制度，雇主可削減在繁忙期間本應產生的大量加班費等人事

成本，同時省下反覆僱用又解僱短期契約勞工所生之成本；勞工亦可於閒暇期間

獲得休假並自由地規劃私人行程。不過短期間內密集勞動對勞工身心所造成的負

擔不容小覷，應做好防止過勞的配套措施。 

(3)迅速組織與動員 

當面對難以預料的突發事件，例如製造業突然接到巨大金額的急單、船舶公司發

生沉船意外等，因為其突發性，雇主不容易即時補充勞動力，必須以現有人力來

作應對，即有利用彈性化工時制度的必要。又如化學工業，有時其產品在生產過

程中具高度危險性且難以保存，故一旦接單就必須立刻投入大量勞動力在最短時

間內完成工作，此時雇主便必須利用彈性的工時制度來維持其組織動員力。 

 

  總的而言，我國勞工的工作時數與世界各國相比仍屬偏高，有必要再予縮

減，但參考各國經驗，年平均工時一千八百小時左右的標準是一個瓶頸，要再降

低並不容易；又同時我國亦受到全球化的影響，對於彈性的工時制度確實有其需

求。因此本文認為，我國當務之急是一方面以縮減勞工年平均工時至一千八百小

時為目標，另一面應全面檢討彈性的工時制度，尋求既能維持企業競爭力亦能保

障勞工權益的方案。 

 

第三節  新型態之雇主義務：工作時間掌握管理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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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基法的工作時間規範在應用至現實生活時，最先遭遇到的難題就是勞工的

實際工作時數及性質(正常工作時間、延長工作時間或假日出勤等)經常處於混沌

不明的狀況，此種情形在工時制度逐漸彈性化，特別是雇主賦予勞工裁量權限而

減少直接對勞工為指揮監督的狀況下更為加劇，因此為因應彈性化的新型態工時

制度以保障勞工權益，雇主的工作時間掌握管理義務逐漸受到重視。 

 

在我國，行政機關雖會在勞動檢查時透過勞基法第 30 條第 5 項規定處罰未設

置簽到簿或出勤卡之雇主，但我國學說似尚未對雇主之勞工工作時間掌握管理義

務的法律關係與內容建立起完整的理論架構。本文認為雇主的工作時間掌握管理

義務即便是在特殊工作制度中依然具有重大意義，為防止雇主利用特殊工作時間

制度而迴避其自身之義務或侵害勞工權益，針對雇主的工作時間掌握管理義務應

有研究之必要。 

 

       反觀鄰國日本，在法院實務上為落實勞基法有關工作時間之強行規範並保障

勞工之權益，逐漸建構出雇主應負有工作時間掌握管理義務的判例法理；而日本

行政機關亦多次發布行政函釋要求雇主應妥善掌握管理勞工的工作時間19，故雇

主負有工作時間掌握管理之義務在日本法上已逐漸成形。而關於雇主的勞工工作

時間管理義務之法律依據及目的，醫療法人大生會事件的大阪地裁判決20著有詳

盡的論述足供參考： 

｢日本勞基法對於工作時間訂有嚴格的規定並設有罰則(日本勞基法第 32 條21以

                                                                 

19例如日本厚生労働省所發布的｢労働時間の適正な把握のために使用者が講ずべき措置に関する

基準について｣(平 13.4.6 基発 339 号)、「労働時間の適正な把握のために使用者が講ずべき措置

に関するガイドライン」(平 29.1.20 基発 0120 第 3 号)。 

20医療法人大生会事件，大阪地裁平 22.7.15 労判 1014 号 35 頁。 

21日本勞基法第 32 條：除去休息時間，雇主不得使勞工在一週內勞動超過四十小時。雇主在一週

內的各天，除去休息時間，不得使勞工單日勞動超過八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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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罰則為第 119 條22)，且除要求雇主應自行掌握勞工的工作時間(日本勞基法第

108 條23，同法施行細則第 54 條第 1 項24參照)外，更進一步課予雇主保存與工資及

其他勞動關係有關之重要文書的義務(日本勞基法第 109 條25)。日本勞基法之所以

課予雇主該等義務，係從保護勞工的觀點出發，使工作時間之限制具有實效性，

同時若契約當事人間就工作時間產生紛爭，則可透過由雇主做成並保管的勞動關

係相關文書予以明確化，消弭勞工與雇主間就勞動條件或加班費等事項而生之紛

爭於未然，又或著是快速解決已產生之紛爭。 

 

  基於以上勞基法的意旨，再審酌一般而言，勞工在無法正確掌握工作時間的

狀況下將無法請求給付加班費而會蒙受重大不利益；相對地雇主若利用打卡等機

械性手段來管理工作時間，有關此等資料之累積、保存或開示皆屬容易，對於雇

主並不會產生特別的負擔之情事，應認作為受到勞基法管制之勞動契約的附隨義

務，雇主不僅應負有使勞工妥適地執行打卡的義務，根據誠信原則，當勞工請求

開示工作時間紀錄卡時，除非有該等開示請求屬於權利濫用等特殊事由，否則尚

負有開示工作時間紀錄卡的義務。｣ 

 

       我國勞基法在第 30 條第 5 項及第 6 項規定｢雇主應置備勞工出勤紀錄，並保

                                                                 

22日本勞基法第 119 條：違反本法第 32 條等之規定者，處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三十萬日圓以下

罰金。 

23日本勞基法第 108 條：雇主應在各工作場所製作工資帳冊，須於每次給付工資時，無遲延地記

錄工資計算基礎之事項、工資金額及其他厚生勞動省所定之事項。 

24日本勞基法施行細則第 54 條第 1 項：雇主根據日本勞基法第 108 條之規定，應就各勞工個別記

錄以下所列之事項：(1)姓名 (2)性別 (3)工資計算期間 (4)工作日數 (5)工作時數 (6)依本法第 33 條或

第 36 條第 1 項之規定延長工作時間，或假日出勤，又或於晚上十點至凌晨五點工作者，該延長工

作時數、假日工作時數及深夜工作時數 (7)本薪、津貼與其他工資的種類及其個別數額 (8)依本法

第 24 條第 1 項之規定扣除工資之一部份者，該扣除之數額。 

25日本勞基法第 109 條：雇主須保存勞工名簿、工資帳冊以及與雇用、解雇、災害補償、工資等

其他勞動關係相關之重要文書至少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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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五年。前項出勤紀錄，應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勞工向雇主申請

其出勤紀錄副本或影本時，雇主不得拒絕｣，就工時管理的意義而言，此等規定

本質上與日本勞基法第 108 條及第 109 條並無差異。又參酌我國勞動實態，雇主

在勞動條件方面的違規歷年來皆以延長工作時間未依規定加給工資(未給付加班

費)、延長工作時間超過法令規定(加班超時)及假日工資未給或於休假日工作未依

規定加給工資(假日出勤未給付加班費)為最大宗26，為此勞動部甚至成立勞動條件

檢查大軍來向血汗企業宣戰，顯見我國勞工對於加班費等相關權益的保障有迫切

需求；且減輕訟累同樣為我國勞動保障上必須面對的課題，此從 2015 年勞基法修

正時把出勤紀錄的保存期間從一年延長至五年，且將原本勞基法施行細則第 21

條的內容增訂進母法中並明定雇主不得拒絕提供出勤紀錄之副本或影本的修法意

旨甚明。綜上所述，應可認我國勞基法同樣課予雇主掌握管理勞工工作時間之義

務。 

 

  另外須注意的是，在日本法上雇主尚負有與工作時間掌握管理義務息息相關

的勞工安全配慮義務。日本最高裁曾多次肯認雇主應注意管理勞工之工作時間，

不得傷害勞工的身心健康，否則雇主即係違反對勞工的安全配慮義務，對於勞工

因此所生之損害應負損害賠償責任27，之後日本國會更於日本勞動契約法第 5 條

將此判例法理明文化，可見有效控管工作時間並非僅只是國家的義務，雇主亦責

無旁貸。 

 

  我國法上於此相對應的概念則為民法第 483 條之 1 的保護照顧義務，雖然該

等義務究屬雇主的主給付義務、從給付義務抑或是附隨義務學說上仍有爭論，但

                                                                 

26勞動部所公告之勞檢結果新聞稿：「預防春節勞工過勞並強化作業安全，勞動部實施春安聯合

檢查」，2016 年 1 月 29 日，網址：https://www.osha.gov.tw/1106/1113/1114/11823/，最終查閱日期：

2017 年 10 月 18 日、「成立勞動條件檢查大軍，向血汗企業宣戰」，2014 年 9 月 16 日，網址：

https://www.mol.gov.tw/announcement/27179/16869/，最終查閱日期：2017 年 10 月 18 日。 

27參考案例如 システムコンサルタント事件，最二小判平 12.10.13 労判 791 号 6 頁、電通過労自

殺事件，最二小判平 12.3.24 民集 54 巻 3 号 115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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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見解皆主張當雇主違反此義務時，勞工得拒絕提供勞務28。由於民法第 483 條

之 1 是以抽象文字為規範，關於此義務的內容即須透過解釋或其他相關法規範的

補充始能具體化，目前我國法院實務的作法是多將之與職業安全衛生相關規範結

合成為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所謂保護他人之法律而可適用侵權行為法體系29，少有

案例直接以民法第 483 條之 1 的保護照顧義務為請求權基礎。而在 2013 年立法通

過職業安全衛生法後，該法第 6 條第 2 項第 2 款已明確規定雇主應規劃及採取必

要之安全衛生措施以預防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

病，立法理由乃謂｢依勞工保險職業病給付統計，近年職業病以重複性作業等姿

勢引起之肌肉骨骼疾病及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作負荷致因疲勞

或工作壓力促發之腦心血管疾病、精神疾病居多（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爰增

訂第一款及第二款課予雇主採取必要措施之責任，如作業方法、工時管理、人力

配置等，須依勞工身心健康需要合理調整並納入經營管理策略實施之｣，由於工

時、職業安全衛生與勞工的身心健康三者互有密切關聯，應認雇主掌握管理勞工

的工時以防止勞工遭遇職災或職業病亦屬雇主保護照顧義務的範疇。 

 

  事實上勞工的過勞風險的確與工作時間的長短間具有高度關聯性，故勞委

會(現勞動部)在 2010 年修正｢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外傷導致者除外)之認

定參考指引｣，參考日本厚生勞動省的認定基準，納入工作時間作為判斷因素之

一，具體而言，｢發病日至發病前 1 個月之加班時數超過 92 小時，或發病日至發

病前 2 至 6 個月內，月平均超過 72 小時的加班時數者｣，其加班產生之工作負荷

與發病之相關性極強；｢發病日前 1 至 6 個月，加班時數月平均超過 37 小時者

｣，其工作與發病間之關連性，會隨著加班時數之增加而增強，應視個案情況進

                                                                 

28有關各學說之整理係參考徐婉寧，2014，民法第四八三條之一之研究--以我國實務見解及日本法

為素材，政大法學評論第 138 期，頁 243 至 245。 

29如最高法院 95 年台上第 2692 號判決謂：基於社會政策之理由，為使受僱人受有週全之保障，民

法增訂第四百八十三條之一，明定受僱人服勞務，其生命、身體、健康有受危害之虞者，僱用人

應按其情形為必要之預防。此即屬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二項所指保護他人之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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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評估；因此為有效防止勞工過勞，上述職業安全衛生法課予雇主須採取工時

管理、人力配置等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以預防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

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的義務，本文贊同之。 

 

  本文基於此立法理念，主張勞基法第 30 條第 5 項與民法第 483 條之 1 及職業

安全衛生法第 6 條應互相結合，蓋保障勞工的身心健康當屬民法第 483 條之 1 保

護照顧義務及職業安全衛生規範的核心目的，而過勞既會損害勞工的身心健康甚

至是生命，雇主自有義務預防之；又因過勞與工作時間的長短具有密切關聯，則

工作時間掌握管理義務便成為雇主履行該義務的必要前提，否則雇主若不知曉勞

工的實際工作時間時數及時段(特別是夜間工作)，如何能管理及預防職災發生？

故當雇主違反勞基法第 30 條第 5 項的工作時間掌握管理義務時，同時亦屬違反民

法第 483 條之 1 的保護照顧義務及職業安全衛生法，若勞工實際的工作時數已有

誘發過勞職災之虞而雇主卻未能掌握與紀錄者，應認勞工得拒絕提供勞務；勞工

因而受有過勞職災等損害時，除可依侵權行為法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外，有鑑於

債務不履行的損害賠償請求權相較於侵權行為有時效十五年的利益，亦應許其透

過債務不履行的規範請求救濟。 

 

第四節  我國與日本的長時間勞動之分析與比較 

  在進入到勞基法特殊工作時間制度的檢討之前，本文擬先於此篇章將試圖整

理分析我國及日本的長時間勞動現象，透過長時間勞動之理由、相關形成因素及

對策等不同角度來剖析長時間勞動現象的結構，並以此作為勞基法特殊工作時間

制度之修正方向的基礎。 

 

(一)長時間勞動現象的分布 

1.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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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主計總處 2016 年的人力運用調查報告，我國的長時間勞動有集中在特定

行業的現象。分析各行業中，週平均經常工時超過六十小時之勞工所佔比例，即

單月的加班時數已到達過勞認定指引中之第二危險等級的 80 小時(須二至六個月

的平均)之長時間勞動勞工所佔的比例，其結果如下： 

  

 

行業 

 

總人數 

平均單週經常工時六

十小時以上之長時間

勞動人數 

長時間勞動人 

數所佔比例 

長工時比 

例之名次 

農、林、漁、牧業 559,000 3,000 0.52% 11 

製造業 3023,000 9,000 0.29% 12 

營造業 899,000 1,000 0.09% 15 

批發及零售業 1846,000 59,000 3.17% 6 

運輸及倉儲業 440,000 12,000 2.8% 7 

住宿及餐飲業 824,000 31,000 3.81% 4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245,000 1,000 0.22% 13 

金融及保險業 422,000 400 0.08% 16 

不動產業 99,000 1,000 1.22% 8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

務業 

365,000 2,000 0.58% 10 

支援服務業 285,000 21,000 7.52% 1 

公共行政及國防 374,000 14,000 3.76% 5 

教育服務業 656,000 1,000 0.16% 14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 444,000 4,000 0.9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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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業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

務業 

103,000 5,000 4.46% 3 

其他服務業 546,000 26,000 4.78% 2 

比例在 2%以上之行業分別為支援服務業(7.52%)、其他服務業(4.78%)、藝術娛樂

及休閒服務業(4.46%)、住宿及餐飲業(3.81%)、公共行政與國防業(3.76%)、批發零

售業(3.17%)及運輸倉儲業(2.8%)。其中支援服務業勞工的長工時比例遠遠超越其

他行業，足以說明為何近年來支援服務業勞工的過勞案件層出不窮。 

 

2.日本 

(1)工時制度 

  日本勞動政策研修・研究機構曾多次針對適用不同工時制度之勞工的工作時

數所做的研究(參照後述第 85 頁的表 16 與第 162 頁的表 24)皆顯示，適用「裁量

勞動(擬制工時)制」與「無時間管理」這兩類工時制度的勞工，不管是總工作時

數或加班時數皆顯然較其他勞工超出甚多，代表日本勞基法較為寬鬆的管制內容

在實務上恐已淪為促成長時間勞動的溫床。 

 

(2)行業 

  從數據上觀察日本各行業勞工的工作時數30，有明顯長時間勞動傾向的行業

主要為「批發零售．住宿餐飲業」(非管理職月間平均工時 221 小時以上之勞工比

例 20.8%，管理職勞工 20.2%)及「建設業」(非管理職月間平均工時 221 小時以上

之勞工比例 16%，管理職勞工 21.1%)這兩種行業；另外就非管理階級之勞工而

                                                                 

30労働政策研究・研修機構，仕事特性・個人特性と労働時間，2011，頁 18。 



19 

 

言，「通信．運輸業」(非管理職月間平均工時 221 小時以上之勞工比例 16.9%，

管理職勞工 11.2%)與「其他服務業」(非管理職月間平均工時 221 小時以上之勞工

比例 16.5%，管理職勞工 15.5%)的工作時數亦屬偏高。 

 

(二)長時間勞動(加班)的理由 

1.我國 

  根據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的委託研究31，向雇主問卷調查令勞工加班

之原因的結果，科技業的回答依序為「工作特性」(53%)、「來自客戶端的時間壓

力」(46%)與「趕訂單」(36%)；醫療照護業則依序為「醫療需求增加，工作量增

加」(73%)、「醫療能力緊縮」(22%)與「輪班制度造成」(11%)：運輸業的原因依

序為「工作量大」(54%)、「工作特性」(52%)與「產業運輸特性」(38%)；保全業

的回答則依序為「工作特性」(60%)、「人力緊縮」(40%)與「輪班制度」(32%)。 

 

  該研究的分析認為受調廠商傾向將長時間勞動現象歸因於工作特性或業務需

求，同時人手不足或人力緊縮雖非最主要原因，但亦佔有相當之比重(科技業

30%，醫療照護業 22%，運輸業 30%，保全業 40%)。相對地，企業內部因素及勞

工個人因素則不被認為是重要原因，其中僅「主管、同事壓力」在科技業佔 28%

較為突出而已。 

 

  同時，該研究亦認為雇主採用變動薪資(績效獎金、全勤獎金等)和責任制為

導致勞工加班的原因32，其中責任制工作與勞工的工作疲勞之間更具有千分之一

                                                                 

31辛炳隆、林良榮、葉婉榆，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委託研究--防範職場過勞並促進產業競爭

力之研究，2013，頁 55 至 57。 

32同前註，頁 60 與頁 78 至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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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準的正向顯著性差異，與職場過勞有高度關聯33。 

 

2.日本 

  根據日本勞動政策研修・研究機構的調查34，日本勞工之所以加班的理由如下

所示： 

(1)非管理階級之勞工 

第一名：回答「工作量太多」者，佔 63.9%。 

第二名：回答「突然插進預定之外的工作」者，佔 31.2%。 

第三名：回答「人手不足」者，佔 30.2%。 

相對地，回答是為了賺取加班費的勞工僅有 3.9%。 

 

(2)管理階級之勞工 

第一名：回答「工作量太多」者，佔 62.5%。 

第二名：回答「突然插進預定之外的工作」者，佔 36%。 

第三名：回答「想確實做好自己的工作」者，佔 30.9%。 

相對地，回答是為了賺取加班費的勞工僅有 0.1%。 

 

  接著換成從另外一個角度切入，管理階級究竟是如何看待自己的部下之所以

要加班的理由35，其結果如下： 

第一名：回答「工作量太多」者，佔 53.3%。 

                                                                 

33辛炳隆、林良榮、葉婉榆，同註 31，頁 119 至 124。 

34労働政策研修・研究機構，同註 30，頁 5。 

35労働政策研修・研究機構，同註 30，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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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名：回答「突然插進預定之外的工作」者，佔 34.6%。 

第三名：回答「人手不足」者，佔 24.7%。 

相對地，回答部下是為了賺取加班費的管理階級僅有 3.3%。 

 

  藉由上述的調查結果，可觀察出不論是非管理階級之勞工或管理階級之勞

工，就之所以要加班的理由呈現一致的結果，最主要理由乃「工作量太多」，另

一個重要理由則是「突然插進預定之外的工作」，且勞工自身的認知與管理階級

在指揮監督上的認知於此部分是相同的，故應可認為此乃一客觀之事實。 

 

  又根據根據日本勞動政策研修・研究機構的調查分析36，在統計上被認為與工

作時數具有顯著性差異(百分之十或百分之五水準)的因素如下所示： 

 

(1)工作性質 

(a)與工作時數呈現正相關的因素：「須頻繁應付客戶或民眾」、「大量需要計畫

或判斷的業務」、「大量的會議或協商」。 

(b)與工作時數呈現負相關的因素：「可自行變換業務的步調及順序」。 

(c)啟示：需要計畫判斷或與人應對的業務相較於一般性事務工作，通常即使建立

起 SOP 其複雜度及難度仍較高，故勞工處理越多這種類型的業務，其工作時數自

然會增加。因此雇主在分配前述業務時應特別注意其份量，避免給予勞工過大負

擔，並給予勞工一定程度的裁量權限，讓勞工得以隨時因應業務的狀況採取最合

適的方法；另外，會議的召開應限於確實有必要之情形，避免讓會議成為僅報

告、確認已知之事實卻無實際成效的場所。 

                                                                 

36労働政策研修・研究機構，同註 30，頁 51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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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司性格 

(a)與工作時數呈現正相關的因素：「以加班為前提來下達業務的指示」、「未試

圖平準化各部下間的工作」。 

(b)啟示：雇主或上司若直接要求勞工必須常態性的加班，勞工的工作時數自然會

居高不下，而雇主通常會這麼做的原因都是基於節省人事成本的考量，故政府應

嚴格執行勞動法規，避免雇主以令勞工超時加班或不給付加班費的手段來迴避填

補充足人力所需的必要人事成本。其中比較特別的是「未試圖平準化各部下間的

工作」這個項目，未將勞工的工作平準化代表著勞工的業務內容會有較多的突發

變化而難以預測，不僅容易破壞勞工的工作節奏而使勞工處理業務所需的時間及

其他成本增加，更會增加「突然插進預定之外的工作」這個第二主要加班事由發

生的機率，因此平準化確實有其必要性。 

 

(3)勞工個人特色 

(a)與工作時數呈現正相關的因素：「想出人頭地」、「在上司離開公司前不回

家」、「截至目前為止在人事上獲得較高的評價」。 

(b)與工作時數呈現負相關的因素：「沒有工作將感到不安」、「協調性較佳」。 

(c)啟示：此部分牽涉到勞工個人的價值選擇，想多工作以創造更多績效者其工作

時數自然會偏高，故除要求雇主應針對工時較長之勞工提供必要之健康檢查和心

理諮詢外，在勞基法所允許的限度內只能予以尊重。其中令人意外的是「沒有工

作將感到不安」竟然會與工作時數呈現負相關，推測可能是因果關係發生逆轉，

實際上並非「沒有工作將感到不安」會導致工作時數減少，而是工作時數的減少

讓勞工感受到危機感，擔心自己是否即將被裁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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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因素 

(a)與工作時數呈現正相關的因素：「裁量勞動(擬制工時)制」、「無時間管理的

工時制度」、「男性」。 

(b)與工作時數呈現負相關的因素：「年收入」、「年齡」、「工會的存在」。 

(c)啟示： 適用「裁量勞動(擬制工時)制」與「無時間管理」這兩類工時制度的勞

工有長時間勞動現象，經由眾多研究調查已為眾人所知；關於此些特殊工時制度

的修改方向，本文將於結論的部分詳述之。工會的存在對於非管理階級之勞工的

工作時數具有抑制的作用，不過對於管理階級之勞工則效果大為弱化，顯示工會

在團結爭取中下階層勞工權益的方面上仍舊有其意義。至於年收入和工作時數間

的負相關現象則是同時及於非管理階級之勞工與管理階級之勞工，由此推斷，若

要遏止長時間勞動現象，在法律上明定雇主須給予適用特殊工時制度之勞工符合

其勞動付出的工資待遇並維持加班費給付義務應屬必要。 

 

(三)長時間勞動的對策與成效 

1.我國 

  根據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的委託研究所做之問卷調查，關於受調廠商

曾採行防範過勞的相關措施(如下圖所示)37，最普遍的是「定期實施員工健康檢

查，或提供健檢補助」，其次則為「提供員工運動場所」和「廣宣健康及保健資

訊」。就此而言，受調廠商的防範過勞措施仍注重在維護勞工的健康狀況，但直

接面對過長時間勞動問題的減低勞工工作負擔或限制勞工加班等相關措施則鮮有

廠商執行，因此可推測該等防範過勞措施縱使能及早發現過勞之前兆而減少過勞

職災的發生，亦恐難以根絕現行體制下的過長時間勞動問題本身。 

                                                                 

37辛炳隆、林良榮、葉婉榆，同註 31，頁 167 至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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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3) 我國受調廠商所採行之過勞預防措施比例圖 

 

  另外，從勞工的角度觀之，四種行業的勞工全部皆有七成以上的比例認為雇

主所採行之過勞預防措施的效果為普通，換言之，目前我國的雇主在這方面應仍

有相當大的進步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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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4) 受調勞工對於雇主所施行之過勞防範措施的滿意度圖
38 

 

2.日本 

  労働政策研修・研究機構 的調查39 顯示，在「無加班之日(全公司勞工當天皆

不加班)」、「在下班時刻呼籲結束工作或強制關燈」、「利用 ID 卡等來掌握管

理工作時間」、「可簡單瞭解自己的工作時間之體制」、「向長時間勞動者及其

上司發出提醒或注意」和「備有除定期健康檢查以外，有關長時間勞動和壓力的

諮詢」等六種較多日本雇主實施的長時間勞動對策中，確實有縮短工作時間效果

(具有顯著性差異)的是「無加班之日」、「在下班時刻呼籲結束工作或強制關

燈」和「向長時間勞動者及其上司發出提醒或注意」這三種直接正面面對長時間

勞動現象的方法(惟「在下班時刻呼籲結束工作或強制關燈」對於管理階級之勞工

較無效果)，其他三種間接手段則無幫助，由此可知若要確實抑制長時間勞動現

象，有必要採取直接或具有強制性的手段。 

 

  另外，關於消滅長時間勞動與無薪加班現象所應採行的對策(如下圖所示)40，

所有行業的非管理階級勞工皆認為最重要者乃「雇主應如實給付加班費」，其次

則為「勞工應各自留意不要加班」、「減少業務量」、「雇用新人力」、「實施

無加班之日或在下班時刻呼籲結束工作」等，其順序依行業不同而有差異。相對

地，所有行業的管理階級勞工則咸認最重要的是「勞工應各自留意不要加班」，

其次則為「雇主應如實給付加班費」、「減少業務量」、「雇用新人力」、「實

                                                                 

38辛炳隆、林良榮、葉婉榆，同註 31，頁 169。 

39労働政策研修・研究機構，同註 30，頁 103。 

40労働政策研修・研究機構，同註 30，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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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無加班之日或在下班時刻呼籲結束工作」等，其順序依行業不同而有差異，惟

對於金融．不動產業、製造業及通訊．運輸業的勞工而言「確立加班不會獲得上

司較高評價的體制」亦相當重要。 

圖表 5) 受調勞工認為應推行之過長勞動對策措施的比例圖 

 

  透過此圖表，可發現不管是非管理階級勞工或管理階級勞工，亦不論是從事

何種行業，其回答皆集中在特定項目上。再輔以顯著性差異的判斷，結論為在遏

止長時間勞動現象與無薪加班的議題上，應優先從「雇主應如實給付加班費或加

班津貼」、「勞工應各自留意不要加班」、「減少業務量」、「雇用新人力」、

「實施無加班之日或在下班時刻呼籲結束工作」等方面著手。 

 

(四)小結 

  基於上述各種從長時間勞動之理由、相關形成因素及對策等不同角度分析的

結果，本文認為勞基法工作時間制度的修正應注意以下幾個重點： 

(1)業務量過多與人手不足是造成長時間勞動的重要原因，因此在法政策面上應要

求雇主積極解決此問題，而非一味要求延長勞工的工作時數或鬆綁勞基法的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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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特別是在雇主於營運上有所盈餘的狀況。換言之，在令工時制度彈性化的同

時，應避免加劇長時間勞動的現象。 

(2)實務上雇主的指揮監督似存有相當大的改善空間，政府應透過勞檢等方式督促

雇主減少不必要的加班並給予勞工一定程度的裁量權限。另外，可考慮令雇主提

交「已善盡指揮監督及人力調度之能事，但基於業務之性質仍有令勞工突破現行

勞基法工時規制之必要」的相關事證供行政主管機關審核為適用責任制的要件之

一，並允許勞工向行政主管機關提出反證以廢止適用責任制的許可。 

(3)加班費的工時抑制效果在現實中確實存在，再加上補償勞工額外勞動的意義，

故勞工不論適用何種工時制度，皆應維持雇主的加班費給付義務。 

(4)工會的存在對於非管理階級之勞工，即通常情況下權限較少，薪資報酬亦較低

的勞工，在勞動條件的保障仍舊具有意義，因此可考慮以法律明定雇主在令勞工

適用特殊工時制度前須與勞工所屬工會誠實協商的義務，並作為行政機關是否許

可適用特殊工時制度的判斷因素之一。 

 

第三章 工作時間之法理發展與檢討 

  在探討工時制度的議題時，必須先處理工作時間如何定義的先決問題，否則

整套工作時間制度的架構無從論起。在我國勞動實務上工作時間如何認定的爭議

頗多，故本文以下將試圖分析並建構出一套可操作的工作時間認定標準。 

 

第一節  我國法之法理 

  我國勞動基準法雖對於工作時間有眾多規定，但是對於工作時間的定義則付

之闕如，實務上即產生紛爭，尤其是在待命時間、值班時間、職能訓練等情形應

如何認定其性質，爭議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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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解釋上，早期內政部函釋曾認為職業汽車駕駛人的待命時間應計入工作

時間中41：而後勞委會認為「事業單位開早會，如要求勞工參加，此項時間應列

入工作時間計算」42，關於訓練部分則認定「事業單位於正常工作時間外辦理訓

練或集會，如該訓練係屬勞工教育訓練，或該訓練、集會係屬自願性參加，則該

時段不屬工作時間」43及「雇主強制勞工參加與業務頗具關連性之教育訓練，其

訓練時間應計入工作時間」44，但以上函釋皆是針對個案解釋且未進行說理，尚

未對工作時間做出概括性的定義。後來勞委會終於參考日本主流見解，在 98 年

12 月 30 日勞動 2 字第 0980036521 號函表示「工作時間係指勞工在雇主指揮監督

之下，於雇主之設施內或指定之場所，提供勞務或等待提供勞務之時間，但不包

括不受雇主支配之休息時間」，提出可操作的抽象性基準。 

 

  在學說上則尚無定見，有認為「只要勞工依約提出其勞動力，處於雇主得支

配之狀態下，即屬工作時間」45，亦有認為工作時間係指「勞工實際從事工作的

時間，且德國通說認為備勤、待命、候傳時間非屬工作時間」46，另有認為「勞

工於雇主指揮命令下受拘束時間」乃工作時間47。 

 

                                                                 

41內政部 74 年台內勞字第 310835 號函。 

42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76 年 11 月 5 日台(76)勞動字第 5658 號函。 

43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80 年 6 月 8 日台(80)勞動二字第 14217 號函。 

44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81 年 1 月 6 日台(81)勞動二字第 33866 號函。 

45黃程貫，勞動法，國立空中大學，1997，頁 412。 

46黃越欽，勞動法新論，翰蘆，2012，頁 324。 

47邱駿彥，同註 7，頁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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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最高法院對於工作時間的認定見解亦十分歧異，如最高法院 86 年台上

字 1330 號判決謂：「原審依審理之結果，以：被上訴人主張伊等受上訴人僱用擔

任警衛工作，每月有十二日，每日除正常工作八小時外，尚須在警衛隊部待命備

勤八小時，待命時間須留駐廠內，不得任意外出，僅支領備勤津貼等事實，均為

上訴人所不爭執。唯被上訴人之待命備勤時間，除支領約定之津貼外，是否得依

勞基法第二十四條規定請領超時工作工資而已。依兩造簽訂之『聘僱合約』與被

上訴人受上訴人僱用時立具之『切結書』，以及上訴人所訂之警防工作手冊之備

勤規則，警衛人員四四制值勤要點之規定，被上訴人無論於勤務時間，或於待命

備勤時間，均屬其警衛勤務之工作時間，而非休息時間…待命人員於待命時間不

到，上訴人均以違反出勤規定予以懲處，亦有上訴人獎懲通報在卷可憑，是待命

備勤時間應屬工作時間，上訴人辯稱待命備勤屬待命休息，不能視同工作時間云

云，委無足取」，肯認原審見解，以契約內容與懲戒之有無做為判斷是否為工作

時間的標準。但最高法院 96 年台上字 1135 號判決則謂「上訴人值日（夜）時，

既不得擅離崗位，其顯已受被上訴人之監督拘束，自應認上訴人值班確係為被上

訴人之營運目的，提供勞務給付，尚不得以被上訴人是否備有休息場所，作為論

斷上訴人是否超時加班之依據」，乃以勞工為雇主之利益提供勞務及時間空間上

的拘束性做為判斷標準。由此可見，工作時間的定義乃一重要的課題。 

 

第二節  日本法之法理 

  日本勞動基準法同樣未對工作時間直接作出定義，行政解釋認為勞基法所稱

的工作時間為實際勞動時間，實際勞動時間係指「勞工置於雇主指揮命令之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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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48。法院實務上對此最有影響力的見解乃三菱重工業長崎造船廠事件的最

高裁判所判決49，最高裁遵循通說及行政解釋的見解，指出勞動基準法上的工作

時間係指「勞工置於雇主指揮命令之下的時間」，但是與行政解釋不同的是，最

高裁對於何謂「指揮命令之下」提出判斷標準為：「勞工在事業場所內從事受有

命令而應為之業務的準備行為等，係因被雇主課予義務又或是不得不為之者，即

使以上行為是在約定工作時間以外所為之，在無特殊情事的前提下，即足以評價

為勞工被置於雇主的指揮命令之下，從事以上行為所需的時間在社會通念上被認

為是必要的程度內，該當勞動基準法上的工作時間」，因此實際上最高裁已考量

到業務相關性、拘束性、義務性等要件50。 

 

  關於工作時間的認定，日本學界雖亦曾有所爭論，但後來出現了極具前瞻性

的有力見解。荒木尚志指出工作時間的概念具有多義性51，過去的議論就是未釐

清此點才會造成混亂。實際上工作時間可區分下列三種類型： 

(1)勞動基準法上的工作時間 

重視的是實際勞動的時間，勞基法為保障勞工的身心健康等權益而設有法定工作

時數上限，雇主違反者會有刑事及行政責任。此類工作時間原則上不會受當事人

之約定影響(本文認為僅存在附有懲戒的約定可令原本非屬勞動的時間變成勞基法

                                                                 

48厚生労働省労働基準局編，労働基準法<上>，2011，頁 399、菅野和夫，同註 7，頁 477 至

478。 

49三菱重工業長崎造船所（一次訴訟・会社側上告）事件，最一小判平 12‧10‧13 民集第 54 巻 3

号 801 頁。 

50菅野和夫，同註 7，頁 478、石橋洋，労基法上の労働時間の概念と判断基準，收錄於『日本労

働法学会編之講座 21 世紀の労働法第 5 卷~賃金と労働時間』，有斐閣，2000，頁 222 至 225。 

51荒木尚志，労働時間の法的構造，有斐閣，1991，頁 2 至 10。 



31 

 

上的工作時間之例外，詳細後述於第 38 頁之「工作時間的類型化」)。又該當勞

基法上的工作時間並不當然產生「通常約定工作時段之工資」的請求權，此時仍

應依勞動契約的具體內容定之，例如雇主已給予值班之勞工適當的勤務補貼(值班

費等) 之情形，勞工便不得再請求給付「通常約定工作時段之工資」52。 

(2)工資時間 

此係作為計算工資的工作時間，通常會與勞基法上的工作時間重疊，但即使不該

當勞基法上的工作時間，只要當事人合意亦能成為計算工資的工作時間。 

(3)存有勞動契約上義務的時間 

係指確認勞動契約義務存在的時間範圍，範圍包含勞務給付之外的其他契約義

務，例如工作場所秩序保持義務、上下班打卡義務等等。 

 

  以上三種時間雖有重合之部分，但非完全一致，在此試舉幾例說明： 

(I)因可歸責於雇主之原因導致上午工廠關閉四小時，勞工等到下午事故排除後才

到工廠上班四小時： 

此時按照日本民法第 536 條第 2 項(同我國民法第 267 條)，雇主對於上午約定工作

時間之四小時工資仍有給付義務，因此該時間算入工資時間；但因為勞工實際上

沒有從事勞動，亦非處於雇主的指揮命令之下，所以不算入勞基法上的工作時

間。此時勞雇雙方若合意該日延長工作時間兩小時，因為勞基法意義上的單日工

作時間僅延伸至六小時，未超過法定工時上限的八小時，不構成勞基法上的加

班，不須踐行三六協定等程序。 

(II)勞工因可歸責於自己的事由遲到一小時： 

遲到的該一個小時雖是存有勞動契約上義務的時間，但因勞工沒有從事勞動而不

                                                                 

52菅野和夫，同註 7，頁 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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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當勞基法上的工作時間53；不過如果當事人間有約定遲到仍予給薪的話，依舊

算入工資時間。當日的約定工作時間結束後，儘管勞工有遲到一小時之事實，但

除非契約、工作規則或團體協約另有規定，勞工並無補服勞務一小時的義務，意

即此時並非存有勞動契約義務的時間。 

 

  鑒於上述三種時間不論理論上或社會生活上，其性質確有不同，於個案的處

理上亦有實益，為求論理之細緻妥當並有效處理現實爭議，本文原則上贊同荒木

的見解。基於行文之方便，以下討論若未特別註明，皆係指勞基法上的工作時

間。 

 

  釐清上述概念後，本文接下來更進一步深入探討工作時間的判斷標準。日本

學說上有三種工作時間判斷方法54： 

(1)約定基準說：基於私法自治契約自由，工作時間盡依當事人契約內容而定。 

(2)客觀說：工作時間應從勞基法的觀點客觀判斷之，當事人間的約定既不能縮減

亦不能擴張工作時間的範圍。 

                                                                 

53昭和 29 年 12 月 1 日基収第 6143 号。但於我國勞動部民國 104 年 11 月 17 日勞動條 3 字第

1040132417 號函則表示「勞工遲到之時段，不論係採遲到扣薪或以請事假方式辦理，於計算該日

延長工時時數，遲到或請事假之時段仍應與是日工作時間合併計算。雙方對於勞工遲到之事實，

於是日原定正常工作時間不變之前提下，協商合議調整工作開始及終止時間者，得以超過變更後

之正常工作時間計算延長工時」，似將勞工遲到之時段在勞工被扣薪或請假的前提下亦視為工作

時間而要求雇主須給付加班費。本文則認為勞基法上的工作時間尚牽涉到過勞的判斷因素，仍應

以勞工實際勞動的時間為準，若勞動部欲保障勞工的時間自主權，則以純粹的工資效果為宜，即

令雇主負有對超越約定工作時間(仍於法定工時上限內)工作的勞工給付加成工資的義務，但勞基

法上的工作時間計算仍不受影響，此案例再次顯示區分各種意義之工作時間的實益。因本議題已

屬加班費的功能與如何計算之深度問題，故本文不再深究。 

54荒木尚志，同註 51，頁 210 至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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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二分說：將工作時間區分為核心的工作時間與周邊的工作時間，前者依客觀說

之基準，後者則可以藉由契約、工作規則、團體協約等判斷之。 

 

  約定基準說因為顯然違背勞基法強行規定的性質，並不足採。二分說則是主

張周邊工作時間委由當事人間的契約判斷可免去判斷的困難，且當事人若達成合

意則日後亦較不會產生爭議，此說曾在日野自動車事件中獲得最高裁肯認55。然

而二分說的理論實有缺陷，首先，勞基法具有保護勞工最基本權益的強行法性

質，判斷上的行政方便並不構成行政機關或法院退守讓步的理由；次者，我國與

日本在社會現實上，勞動條件多由雇主單方訂定(特別是工作規則)，勞基法本應

予以介入管控以保障勞工權益，況實務上勞雇雙方針對勞動契約和工作規則之內

容的有效性或解釋方法發生爭執亦不在少數，二分說所謂減少糾紛的優點恐怕只

有在行政機關及法院對於勞動契約和工作規則照單全收之情形始存在；再次者，

違反勞基法上工作時間之限制者會連接至刑罰效果(日本)和行政罰，關於刑罰和

行政罰之構成要件不應委由當事人的契約決定；最後，即使當事人約定將非實際

勞動的時間視為工作時間而對勞工有利，但契約效力的對象乃工資時間，與勞基

法上的工作時間之判斷無涉，縱使採用客觀說亦不會對勞工產生不良影響。故實

務上最高裁後來即於三菱重工業長崎造船廠事件中表示「是否為工作時間應客觀

地判斷勞工的行為是否可評價為被置於雇主的指揮命令來定之，不應由勞動契

約、工作規則、團體協約等規則來決定」，駁斥前述日野自動車事件的前例，明

確採客觀說，因此現在日本通說為客觀說應無疑義。 

 

                                                                 

55日野自動車事件，最一小判昭 59‧10‧18 労判第 458 号 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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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單要素與兩因素說 

  在客觀說的脈絡下，參考各文獻及案例，本文試定義工作時間為「為雇主所

用而勞動的時間」，勞動係指提供勞動力為生產活動或與之密切相關的其他活

動；是否為雇主所用而從事勞動則以下列三個客觀要素判斷之： 

(1)雇主的參與介入程度 

此係指勞工「從屬於」雇主，受雇主指揮並由雇主受領勞動生產之成果。依雇主

參與介入程度之高低依序可分為(I)雇主明確地下達指揮命令，且會對違反指示之

的勞工施以懲戒等不利益待遇；(II)雇主明確地下達指揮命令，但未附有懲戒或不

利益待遇，又或著是勞工有拒絕之可能；(III)雇主雖未明確地下達指揮命令，但

默認勞工的勞動，等三種情形。在(I)的情形，即使命令的內容不是生產活動或與

之密切相關的其他活動，因為帶有不利益待遇的強制性，迫使勞工提供勞動力，

嚴重影響勞工的身心健康與時間自主權，仍應例外地將執行此命令所需的時間評

價為勞動時間。在(II)的情形，原則上執行此指示所需的時間均應評價為勞動時

間；惟指示內容不是生產活動或與之密切相關的其他活動時，依其具體情狀有可

能被認定為雇主私自的請求，並非勞動而不該當工作時間。在(III)的情形，應特

別重視雇主如何受領勞工生產成果之過程，且原則上須經由業務關聯性及時間空

間上之拘束性的補充始能認定為工作時間。 

(2)業務關聯性 

主要判斷的標準為勞工所從事者，是否為其通常業務或與之有密切不可分關係的

準備、後續或相關工作。 

(3)時間空間上的拘束性 

如果勞工受到來自雇主的拘束，雖然未實際提供勞務，但是在特定時段內不得離

開工作場所或特定地點，未從勞動狀態中獲得解放者，仍有可能該當工作時間，

待命時間為其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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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判斷是否為工作時間時，應綜合以上三個要素判斷之，該三個要素之間有

互相補充之可能。就此觀之，本文見解似與日本學界的有力說「相補的兩要件

說」雷同，但事實上並非如此。相補的兩要件說認為雇主的參與介入和業務關聯

性兩要素缺一不可，且兩者綜合判斷後須達一定之基準始可認定為工作時間，概

念簡如下表： 

 

圖表 6) 相補性兩要件說示意圖
56

 

  在此示意圖中，判斷某時段是否該當工作時間時，A 代表雇主之參與介入的

強度，B 則代表業務關聯性與時間空間上之拘束性的強度，A 與 B 合計的數值至

少須大於一百，且 A、B 各自的數值皆不得為零(零即代表該要素完全不存在)，該

時段始足以被認定為工作時間。 

 

但本文認為，在雇主的參與介入程度尚不夠充分時，固然得利用業務關聯性

及時間空間上的拘束性補充之；不過若雇主的參與介入程度已達到一定程度時，

即無須考量業務關聯性及時間空間上的拘束性，逕可認定為工作時間，理由如

                                                                 

56此圖是筆者依荒木尚志，同註 51，頁 260 至 261 所敘述的內容所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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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1)一般勞動契約對於具體的勞務給付內容通常不會予以明確限定，而是委由雇主

基於業務、組織上的需要予以調整，因此若雇主已明確指示命令勞工為一定之行

為，除該行為係違法行為等特殊情形以外，自應認為雇主的指示命令已轉化為契

約內容，該行為即成為所謂之業務，故無須再判斷業務關聯性。 

(2)退萬步言，即使認為雇主指示命令勞工為一定行為，因該行為欠缺業務關連

性，勞工從事該行為之時間不被認為是工作時間，但法律上仍應對該時段做出評

價。勞工基於雇主的指示命令而提供勞務的情形，考量社會通念並探求當事人真

意，通常恐難認為勞工係無償給付勞動力，且勞工依舊具有從屬性，又必須承受

勞動所產生之疲勞與喪失時間自主權等不利益，故本質上仍是勞動契約。然而因

為該勞動不被認為是原勞動契約中的勞務給付，解釋上就必須認為雇主的指示命

令為要約，勞工承諾(可能是默示)而給付勞務，成立一新的勞動契約，不僅複雜

無實益，與當事人的真意(一般勞工會認為自己與同一雇主成立兩個勞動契約？)

恐亦有違背，因此應認雇主所指示命令的勞務即屬原勞動契約的業務。 

(3)若勞動契約已明確限定勞務給付的範圍，但雇主仍指示命令勞工為範圍外之行

為，此時勞工如果同意並遵循該指示命令，基於同前一項的理由，不妨認為此種

情形係當事人合意暫時變更勞動契約內容，勞工所提供之勞務該當契約暫時變更

後的業務。 

(4)勞基法上的工作時間規範之核心目的在於保障勞工身心健康及確保勞工的家庭

社會生活，因此只要勞工為雇主所用，受其指示命令而實際提供勞務，則提供勞

務之時段即為勞基法上的工作時間，至於是否為業務相關之行為、勞動契約是否

有效、契約的數量等，皆所非問，亦不得以契約予以變動(客觀說)。業務相關性

的判斷雖可能受到契約內容與本旨的影響，但是在客觀說的脈絡下，業務相關性

只能用以補充雇主參與介入程度的要件，如果雇主參與介入程度已甚為明確，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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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以業務相關性之欠缺為理由否定勞工提供勞務之時段為勞基法上工作時間的餘

地，否則無異於宣示出「勞工受雇主命令去從事業務以外之勞動就不會對身心造

成負擔，亦不會妨礙勞工家庭社會生活的經營，因此不需要受到勞基法工時規定

的保障」的訊息，顯與勞基法的意旨不符。國內亦有學者認為「(勞基法關於加班

之規定)此等規定之本意乃是在保護勞工，且應注意者，係基於保護勞工不使其工

作時間過長之立法意旨，可知只要勞工經雇主要求而同意延長工作時間，即屬加

班；至於勞工在加班時間內是否擔任與其正常工作時間內所擔任之工作相同之工

作，則所非問，均應認定為加班」57，大致上與本文見解相同。實務上最高法院

81 年台上 2881 號判決「按勞基法為保護勞工免受雇主剝削，故關於工作時間於

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勞工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工作總時

數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至同法第三十二條係就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之事

由，時數、及程序為規定，旨在限制雇主任意延長勞工之工作時間，貫徹保護勞

工之本意，非謂勞工於正常工作時間以外為雇主從事與正常工作時間內之工作性

質不同之工作，即非加班，不得依勞基法之規定請求給付延長工作時間之工

資。」亦同見解。綜上所述，本文的見解或可稱為「單要素與兩因素說」，簡如

下表： 

                                                                 

57黃程貫，同註 45，頁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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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7) 單要素與兩因素說示意圖 

  在此示意圖中，判斷某時段是否該當工作時間時，A 代表雇主之參與介入的

強度，B 則代表業務關聯性與時間空間上之拘束性的強度，A 與 B 合計的數值至

少須大於一百，且 A 的數值不得為零(零即代表該要素完全不存在)，該時段始足

以被認定為工作時間。惟縱使 B 的數值為零，若 A 獨自的數值即已超過一百，仍

然會被認定為工作時間。 

 

第四節  工作時間的類型化 

  藉由上述的模型，本文認為在判斷是否為勞基法的工作時間時，針對勞工有

實際從事勞務的情形，可就勞動之性質與雇主參與介入的強弱程度先類型化為四

個種類，詳如下圖： 



39 

 

 

圖表 8) 工作時間的類型化之一示意圖 

A：「勞工因雇主之指揮命令而為職務上之勞動(包含與生產活動密切相關之其他

活動)」，此為最典型也是最普遍的勞基法上之工作時間，已具備雇主的參與介

入、業務關聯性以及時間空間上的拘束等三要件，實務上應較無爭議。 

典型案例：清潔工在受僱場所掃地。 

B：「勞工因雇主之指揮命令而為職務外勞動」，意即從事非勞動契約所定之其

他生產活動或密切相關之其他活動的情形，是否該當勞基法上的工作時間？如同

本文前述，勞基法上的工作時間規範重點在於保障勞工的身心健康，避免勞工因

過度勞動而蒙受傷害。縱使勞工所從事者乃職務以外之勞動，依舊會對其身心造

成負擔，故基於勞基法的立法目的，當認此種時間亦屬勞基法上的工作時間。不

過因為勞工所提供之勞務與原勞動契約之內容有異，在工資的給付上容有調整的

空間，未必須符合原勞動契約所定之工資標準。 

典型案例：電子製造業主管命令專職程式設計師打掃地下室的倉庫。 

C：「雇主命令勞工所從事之行為本質上雖非勞動，但因為附有勞動條件上的不

利益待遇而令勞工不得不為且受有時間空間上的拘束」，在此種情形，雖然勞工

不是提供勞務在進行生產活動，但因為有勞動條件上的不利益待遇，其被置於雇

主強大的指揮命令的影響之下，從事非其自由意志所欲為的活動，時間空間上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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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有拘束，又會對勞工的身心健康產生負擔，並嚴重侵害勞工的時間自主權。因

此參酌勞基法的工作時間規範之立法目的，本文以為此種時間仍舊是勞基法上的

工作時間。 

典型案例：公司規劃員工旅遊，並規定不克參加者須請假並扣發全勤獎金。 

D：若勞工所從事者並非勞動且無前項之情形，或者所從事之活動毫無雇主的參

與介入，自然非屬勞基法上的工作時間。 

典型案例：不附不利益待遇的單純員工旅遊、勞工自行在職進修。又如果是雇主

請正要出外用餐的勞工「順便」買便當回來給雇主，若勞工不方便的話拒絕也無

妨的情形，雖然存在來自於雇主的指示，但由於雇主僅是請求勞工協助，並非令

勞工提供勞動力為生產活動或與之密切相關的其他活動，且勞工有拒絕請求的可

能，故勞工不是在勞動，該段時間不該當工作時間。 

 

最後，在確認勞工所從事者是上述 A、B、C 三種勞基法意義上的勞動後，可

再依勞動提出的過程，類型化以下三個種類： 

圖表 9) 工作時間的類型化之一示意圖
58 

                                                                 

58此圖係參考林良榮，論待命之「工作時間性」及其類型-以日本法為中心之初探，97 年度勞動基

準法工資與工時實務研討會議論文集，頁 32，再加上筆者自身想法後修正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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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實際勞動時間：勞工實際從事上述 A、B、C 三種勞基法意義上之勞動所耗費的

時間，當屬勞基法意義的工作時間無疑。 

(II)待命時間：勞工實際上雖未從事勞動，但被雇主命令須處於可隨時提供勞務的

待命狀態，與休息時間不同，勞工仍受有時間空間上的拘束，故此待命的時間仍

屬勞基法上的工作時間。未實際從事勞動之時間，如不該當休息時間，即應認係

待命時間。 

(III)休息時間：勞工不僅未實際從事勞動，客觀上更須完全自勞動中解放，擺脫

時間空間上的拘束，可自由地利用此段時間者，始為休息時間59，此該當我國勞

基法第 35 條，非屬勞基法上的工作時間。 

 

  關於上述工時判斷基準的實際操作，本文在此試以實務上頗有爭議的值班時

間作為實例進行說明。首先，我國法院對於值班時間的性質見解十分分歧： 

(1)肯定值班時間為勞基法上工作時間的延長 

  最高法院 97 年台上第 1358 號判決：「在雇主指揮監督下等待提供勞務之待

命時間，亦屬工作時間，是縱令被上訴人在值班時間未發生報修情事，亦不因而

變更該值班時間仍係工作時間之性質。…勞基法第三十二條就延長勞工工作時間

所為之規定，並無所謂加班或值班之分，應認被上訴人在正常工作時間即勞基法

第三十條第一項所定以外之工作時間，均屬勞基法上開規定所謂之延長工作時

間。至內政部於七十四年十二月五日所頒系爭值日注意事項，固就勞工值日

（夜）工作之津貼、補休及週期等事項予以規範，惟該注意事項既非法律，自不

得與勞基法之相關規定牴觸，況依上開注意事項第一項規定所適用之對象，限於

                                                                 

59日本勞基法第 34 條第 3 項；昭 22.9.13 発基 17 号、昭 23.5.14 基発 769 号、昭 39.10.6 基收 6051

号；住友化学工業事件，最三小判昭 54‧11‧13 労働経済判例速報 1032 号 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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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從事『非勞動契約所約定工作』之情形，與勞基法之上開規定並無扞格。…

按勞基法第二十四條規定，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應依各款標準加給延長工

作時間之工資；同法第三十九條所定，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例假、休假及特別

休假等日工作者，應加倍發給工資，乃屬法律強制規定。又勞基法為保護勞工免

受雇主剝削，故於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勞工正常工作之最高時間；而同法第三十

二條係就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之事由、時數及程序為規定，旨在限制雇主任意

延長勞工之工作時間，貫徹保護勞工之本意，非謂勞工於正常工作時間以外為雇

主從事與正常工作時間內之工作性質不同之工作，即非加班，不得依勞基法之規

定請求給付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內政部所頒系爭值日注意事項『附註』二

所載：『勞工值日（值夜）工作，本部認定非正常工作之延伸，基此，就法理而

言，勞工並無擔任值日（夜）之義務』，係著重在工作內容之說明，非謂勞工於

正常工作時間外，於夜間或例假日輪值加班，非屬正常工作時間之延長，而不得

依勞基法第二十四條規定請求給付工資」。 

 

    此判決認為縱使勞工於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從事與正常工作時間內之工作性質不

同的工作，仍舊是在為雇主勞動，且勞基法僅規定正常工時與延長工時，並無第

三種所謂值班時間的存在，故於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從事值班即屬延長工時，雇主

應給付加班費。 

 

(2)否定值班時間為勞基法上工作時間的延長 

  最高法院 103 年台上第 1064 號判決謂「原審以：上訴人主張其擔任被上訴人

之調度室司機，楊繼武、董武明自九十五年間起、餘自九十三年間起，除每日上

班八小時外，皆曾值班等事實，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審酌上訴人按月於前一個

月月底自行協商排定值班表，次月照表實施且已按月領取值班費（係以平日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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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例假日二十四小時、成功嶺Ｂ班十小時，每小時四十五元計付）及補休，

各該值班費之申請表及支出憑證均立具書面，足認上訴人已同意依排定之值班表

提供勞務可得之對價，仍繼續為被上訴人提供勞務，多年以來未為任何異議。…

至上訴人值班時間之勤務與正常工作所提供之勞務並不相同，平常上班工作為接

送榮民、病患、駕駛公務車出勤等，值班工作僅係擔任救護車駕駛及病患急救等

勤務，值班期間如無急救勤務即處於休息狀態，備有值班室，供值班睡覺休息，

有值班室相片足憑，則上訴人值班時尚無持續密集提出勞務之必要，亦不致使精

神及體力長期處於緊繃狀態，無違勞基法為保護勞工所設八小時工時之規定，合

於同法第八十四條之一立法意旨，上訴人值班時間既非正常上班工作之延伸，僅

係『待命戒備留意』、『非必要持續密集提出勞務』，純為監視性、斷續性之值

班，此與加班情形有別。上訴人每月領取之工資，又未低於基本工資加計延長工

時及例假日工資之總額，自不得請求包括延長工時及例假日工資之加班費。」 

 

  又最高法院 101 年台上第 319 號判決謂「上訴人當時月薪分別為二萬四千元

至三萬三千六百元不等，該期間其輪流值班，平時、假日之值班總日數各為一千

二百六十一日、五百五十九日，每人每月平均值班日數平日至少三天，假日至少

一日，值班費至少九百元（200x3+300x1= 900），該值班亦有補休，有值勤補休表

足稽。上訴人所得之工資顯高於九十六年七月一日前、後之法定基本工資一萬五

千八百四十元及一萬七千二百八十元，可證其工資所得並不低於基本工資、延長

工時及例假日工資之總合。…按勞工法上之勞動契約，雖以勞工生存權作為其基

礎理念，然並非完全摒除契約自由原則之適用（諸如勞基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之

類），勞雇雙方仍得藉由私法自治以達符合其共同之利益。因此，勞雇雙方對正

常工作以外之時間，約定由勞工於該時間從事與其正常工作不同，且屬勞基法第

八十四條之一第一項第二款所稱監視性、間歇性，或其他非屬該條項所定而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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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類之工作時，就勞工於該段時間（值班時間）工資之議定，如已依正義公平之

方法，確定並實現權利之內容，以勞雇之利益衡平為依歸，斟酌各該勞動契約之

種類、內容及性質，盱衡經濟社會狀況、時空背景及其他主、客觀等因素，兼顧

避免勞雇間犧牲他方利益以圖利自己，並考量該約定工資是否合乎一般社會之通

念並具合理性，而與民法第一百四十八條所揭『權利濫用禁止原則』『誠實信用

原則』無悖者，即非法所不許，勞雇雙方自應同受其拘束。本件被上訴人為醫療

機構，正常工作以外之夜間或例假日值班乃屬必要，系爭工作規則及進用契約等

書面，亦有所約定，上訴人任職時應已知悉，該規則修訂多次，有周清標等勞方

代表參與定期勞資會議，復經主管機關公告、核備及於勞資會議轉達，上訴人並

無異議，值班期間所從事救護車駕駛之斷續性工作，為屬勞基法第八十四條之一

第一項第二款所稱之工作，與平日駕駛工作內容、勞力密集度並非等同，非正常

工作之延伸，對排班輪值、支領值班費及補休作為值班之對價，行之多年而未異

議，應認其已同意而受拘束，既為原審所確定之事實，且有系爭工作規則第三十

七條、系爭進用契約第六條、第十二條關於值班申請加班費或補休、加班、輪班

申請之約定，以及進用契約第十五條定有該契約所未約定事項，依勞基法規定及

被上訴人工作規則辦理等內容即報經核備之系爭工作規則（書面），亦為系爭進

用契約之補充約定足憑，原審因而認上訴人於上開值班時間所任之工作為勞基法

第八十四條之一第一項第二款所定之工作，於法洵無違背。上訴人指兩造欠缺書

面約定及未經主管機關核備，尚有未合。又原審另依據上開事證，並本於取捨證

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合法認定上訴人每人每月平均值班日數平日至少三

天，假日至少一日，值班費至少九百元，復有補休，堪認兩造已約定上訴人依排

定之勤務輪流表提供勞務後可得之對價，顯依正義公平之方法，確定並實現權利

之內容，並斟酌勞動契約所約定之內容及性質，顧及勞雇間之利益衡平，避免勞

雇間犧牲他方利益以圖利自己，就一般社會之通念及合理性而言，核與民法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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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四十八條規定無違，兩造就系爭正常工作以外值班時間所為之工資約定，依上

說明，自非法所不許。原審本於上述理由，因而論斷上訴人不得依勞基法第二十

四條、第三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及第八十三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補足延長工

時之加班費本息，雖非全以此為據，但於判決結果並無二致，亦仍應維持。」 

 

    此等判決則認為值班時間之勤務與勞工於正常工作所提供之勞務並不相同，因

此並非加班，且可直接適用勞基法第 84 條之 1，法律效果包含排除同法第 24 條

的適用；關於其工資，排除勞基法第 24 條的結果，只要勞工每月領取之工資未

低於基本工資加計延長工時及例假日工資之總額即不違法，勞工不得請求加班

費。依此等判決之見解，最高法院形同創設出勞基法中原本並不存在的第三種工

作時間：值班時間，關於值班時間之工資計算，毋庸按照勞基法第 24 條所規定

的方式計算。 

 

(3)日本判例 

  日本法上，最高裁亦曾在大星ビル管理事件判決中，針對與值班時間性質非

常類似之｢仮眠時間60｣是否屬於勞基法上之工作時間的爭議做出判斷61，其論旨如

下：｢關於不活動仮眠時間，不能僅謂勞工實際上未從事勞動就認為勞工已脫離

雇主的指揮命令；須勞工於該時段獲得可脫離勞動的保障後，始可評價為勞工並

未被置於雇主的指揮命令之下。因此，縱使是不活動仮眠時間，若未被保障可從

勞動中解放者，仍舊該當日本勞基法上的工作時間。又，足認勞工在該時段有被

課予須提供勞動契約上之勞務的義務者，其難謂已獲得從勞動中解放的保障，應

                                                                 

60一般係指於該時段若無電話或警報聲響等情事發生，勞工即使睡覺亦無不可的時間。 

61大星ビル管理事件，最一小判平 14.2.28 民集 56 巻 2 号 36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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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係被置於雇主的指揮命令之下。 

 

  本案勞工在仮眠時間中，作為勞動契約上的義務，應在仮眠室中待機且必須

立即應對警報或電話等事務。雖然勞工僅限於必要時才須實際從事勞動，但並無

事證足以認定存在此類必要情形幾乎不存在等實際上勞工並未被課予義務之情

事，因此本案仮眠時間整體而言難謂已獲得從勞動中解放的保障，可認定勞工仍

負有提供勞動契約上之勞務的義務，係被置於雇主的指揮命令之下，該當勞基法

上的工作時間。｣ 

 

  於此最高裁援用三菱重工長崎造船所事件先例的雇主指揮命令、業務關聯性

及時間空間拘束性三要素的判斷方法，認為本案勞工在仮眠時間中仍被課予依勞

動契約提供勞務的義務，且被拘束在仮眠室內，未能從勞動中解放，故即使是仮

眠時間這類監視間歇性工作的時間，仍舊該當勞基法上的工作時間。 

 

  至於仮眠時間的工資如何計算，最高裁另為判示：「本案仮眠時間雖該當勞

基法上的工作時間，但並非當然產生勞動契約所定之工資請求權，而應視當事人

的勞動契約對仮眠時間的工資應如何給付有無合意而定。(…中略…)觀本案雇主

與勞工間之勞動契約有關工資的規定，對於有實際作業的仮眠時間應給付加班津

貼及深夜工作津貼；另外一方面，對於未實際作業的仮眠時間並非完全沒有工資

的給付規定，對於如同本件之仮眠時間般伴有連續仮眠時間的值班工作，另有給

付值班津貼的規定。考量到本案勞工的工資為月薪制、未實際作業的仮眠時間之

勞動密度並不高等事項，應解釋成在勞動契約上，對於本案仮眠時間須給付值班

津貼作為對價，如在仮眠時間中有實際作業之情形，就必須加付加班津貼；對於

未實際作業的仮眠時間則毋庸給付值班津貼以外的工資。(…中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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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本案勞工就未實際作業的仮眠時間，不能請求根據勞動契約已為給付之值

班津貼以上的工資。惟勞動契約中定有未達日本勞基法所定基準之勞動條件者，

該部分勞動契約無效，無效之部分替換成日本勞基法所定之基準，日本勞基法第

13 條定有明文；而日本勞基法第 37 條規定雇主對於加班及深夜工作應給付同條

所定的加班費及深夜加成工資。因此，在勞動契約上，就本案未實際作業的仮眠

時間雖未規定須給付加班津貼或深夜工作津貼，但既然本案仮眠時間該當勞基法

上的工作時間，雇主就本案仮眠時間即負有根據日本勞基法第 13 條和第 37 條給

付加班費與深夜加成工資的義務。」 

 

  最高裁於此明確表示因為仮眠時間該當日本勞基法上的工作時間，所以有日

本勞基法關於加班費之規定的適用。基於同一論理，仮眠時間既然該當日本勞基

法的工作時間，除非符合日本最低賃金法第 7 條的減額特別規定，否則作為其對

價的工資，不論名稱上是值班費、誤餐費、值班津貼或其他名稱，皆須不低於法

定基本工資之數額。 

 

  最高裁接著再判示：｢即使以勞工適用變形工時制為前提，亦無法肯認原審

的計算方法。變形工時制的法律效果只不過是雇主在單位期間內的一部分週或

日，即便令勞工工作超過法定工時上限，只要是在約定工時的範圍內，亦視為未

超出法定工時上限而已，並非只要單位期間內的實際工作時間平均起來在法定工

時上限的範疇內就不構成加班。換言之，於特定的週或日定有較法定工時上限為

高之約定工時者，超過法定工時上限而仍在約定工時以內的工作時間雖然不構成

加班，但一旦超出約定工時的範籌依舊會變成加班。(…中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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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勞基法第 37 條所謂作為加班費及深夜加成工資之計算基礎的基礎工資

係指通常工作時間或通常工作日的工資，意即通常工資。此通常工資在延長工時

或深夜工作的情形，係指該加班工作或深夜工作若是在非深夜的約定工作時段中

執行時所應該給付的工資，本案應以勞工的基準工資(註：依本案的勞動契約，為

本薪、職能加給、久任加給、幹部加給、生活津貼、特別津貼等)為基礎計算之。

本案勞工的基礎工資中若含有同條第 2 項及日本勞基法施行細則第 21 條所列之家

族津貼、通勤津貼等不算入通常工資中的除外工資時，應排除之。故原審就此部

分並未為判斷，逕以勞工的基準工資除以約定工作時間所得之數值作為通常工

資，難以肯認其正當性。｣ 

 

  於本判例中，最高裁雖謂：｢作為加班費及深夜加成工資之計算基礎的通常

工資係指該加班工作或深夜工作若是在非深夜的約定工作時段中執行時所應該給

付的工資｣，但觀其實際計算時是以｢扣除掉家族津貼等後之基準工資｣而非｢值班

津貼｣為基礎的論述，便可知應分為兩種情形來探討。其一，在加班業務與勞工

正常工作時間內所須處理之業務相同的情形，則加班費應以該業務於非深夜的約

定工作時段中執行時所應該給付的工資為基礎計算之。其二，若加班業務並非勞

工在正常工作時間內所應處理的業務，而係僅在加班時段中才從事者，則不以針

對加班業務所特別約定的工資為基礎，仍舊以正常工作時間中的通常工資為基礎

計算加班費。以本案而言，雖然最高裁並未言明，但既然承認值班津貼可作為仮

眠時間的特別約定工資，卻又同時認為應以｢扣除掉家族津貼等後之基準工資｣為

計算加班費之基礎，在解釋上即應認為值班津貼可充作仮眠時間工資的 100%本

薪部分；而仮眠時間該當加班或深夜工作而有日本勞基法第 37 條之適用時，25%

部分的加班費或深夜加成工資仍須以正常工作時間的通常工資(即本案扣除掉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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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貼等後之基準工資)為基礎計算之62。 

 

(4)小結 

  經過比較，本文以為日本最高裁判例的見解較為可採。國內實務上之值班多

參考內政部 74 年 12 月 5 日（74）台內勞字第 357972 號函事業單位實施勞工值日

（夜）應行注意事項，係由雇主指揮命令勞工從事值班，內政部該函雖謂雇主要

求值班須經勞工同意，但仍要求勞工應盡量配合，現實上勞工恐亦鮮少拒絕此一

指揮命令，因此雇主的參與介入程度應已足夠，若按私見的單要素與兩因素說，

此即「勞工接受雇主的指揮命令而從事職務外勞動」的Ｂ類型，又值班時間性質

上為間歇性工作，這段時間部分是實際勞動時間，部分是待命時間，但勞工皆仍

受有時間空間上的拘束，故不妨礙認定值班時間為勞基法上的工作時間，就此而

言前述最高法院否定說的見解實有誤解。 

 

  首先，工作時間的認定與是否適用勞基法工作時間規範乃兩個層次的問題。

勞基法作為強行法規，對於工作時間的認定結果不容存有灰色地帶，只有「是工

作時間」與「非工作時間」兩種結果63，絕不容許如最高法院否定說般雖肯認勞

工在值班時有提出勞務卻因勞務之間歇性便逕行排除勞基法第 24 條、第 32 條等

規範的適用。縱使符合我國勞基法第 84 條之 1 的要件，尚有行政程序須履行，且

僅生不受勞基法工作時間相關規範拘束的效力而已，非謂此段時間即非勞基法意

義上的工作時間，如果發生勞雇書面約定未報請主管機關核備等欠缺勞基法第 84

條之 1 的要件之情事時，自應回歸勞基法依相關規定處理，勞委會 89 年 6 月 13

                                                                 

62盛誠吾，変形労働時間制と時間外労働・割増賃金--大星ビル管理事件・最高裁第一小法廷判決

の研究，労働法律旬報(1529)，2002，頁 25 至 27。 

63菅野和夫，同註 7，頁 480 至 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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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台八十九勞動二字第 0022298 號函「查勞動基準法第八十四條之一係分別就同

法第三十條、第三十二條、第三十六條、第三十七條及第四十九條所為之特別規

定。勞工縱屬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工作者，雇主如未依該法第八十四條之

一規定將其書面約定報請主管機關核備，自不得依該法第八十四條之一規定，排

除第三十條、第三十二條、第三十六條、第三十七條及第四十九條規定之限制」

同此見解64。此部分在司法院釋字第 726 號解釋明確表示「系爭規定既稱：『……

得由勞雇雙方另行約定……，並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不受……規定之限

制』，亦即如另行約定未經當地主管機關核備，尚不得排除本法第三十條等規定

之限制」後，應已無疑義。因此，即便是間歇性的值班工作，若未符合勞基法第

84 條之 1 的程序，仍應受到勞基法第 32 條之工作時間上限等規定的限制。 

 

  次者，若值班之工作內容的密度及難度皆不如正常工時內之一般工作者，雖

非不得就值班時間之薪資令為不同之約定，但關於勞基法第 24 條的延長工作時

間加班費，非謂值班工作為間歇性工作，與勞工的平常工作性質不同就完全不予

適用。關於加班費與深夜工資的計算，日本學說上有所謂 125%說和 25%說的爭

論，在上述判例中最高裁似乎是採取了 25%說，換言之，仮眠時間的工資即 100%

的本薪部分可依其勞務給付的性質由勞雇雙方自行約定，例如發放值班津貼等，

                                                                 

64反對見解如最高法院 101 年台上第 258 號判決：「惟查勞動基準法第八十四條之一第一項規定，

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監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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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質特殊之工作者，得由勞雇雙方另行約定工作時間、例假、休假、女性夜間工作，並報請當地主

管機關核備，不受第三十條、第三十二條、第三十六條、第三十七條、第四十九條規定之限制，

其立法目的無非係就特殊工作者，因具自由裁量自身工作時間之性質，允許勞雇雙方得調整工作

時間，不受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之限制。則勞雇雙方既得自行約定該勞動條件，並非須經主管機

關許可始生效力，故即令勞雇雙方於約定後未依上開規定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亦僅屬行政管

理上之問題，究不得指該約定為無效。原審就此持相反見解，遽依前揭理由為上訴人敗訴之判

決，不無可議」。 



51 

 

未必須與勞工的正常工作時間之工資一致；但當仮眠時間該當加班或深夜工作

時，25%的加班費或深夜工資應以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的工資為基礎計算之，不

得僅以值班津貼為基礎來計算。最高裁會採取這樣的見解其實是建立在其對勞基

法加班費制度的功能有深刻的體認，蓋加班費的主要功能有三：(1)作為勞工額外

勞動，包含對身心之不良影響的補償、(2)增加雇主經濟上的負擔以遏止雇主令勞

工加班和(3)作為勞工喪失時間主權所生之損失如與家庭團聚的時間、兼職之機會

成本、自我進修之可能性等的補償，故在計算加班費時應考量到勞工的機會成

本，以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的工資為基礎計算之。 

 

  雖然監視間歇性工作的勞務密度較低，但觀我國大量的保全過勞職災案例，

難謂監視間歇性工作者就無須受到加班費前述(1)和(2)功能的保障。更何況我國雇

主多要求勞工值班時必須待在特定的場所內待機，勞工的時間主權受到剝奪無庸

置疑，換句話說對於值班的勞工而言，加班費的三項功能皆極具意義。我國對於

加班費的功能以往總是僅注重在前述的(1)與(2)上，但在｢尊嚴勞動｣的世界浪潮之

下，不容再繼續忽視(3)的重要性。 

 

  按照勞基法第 24 條防止勞工身心受創、保障勞工社會家庭生活等之意旨，

在值班工作與勞工平常之工作性質不同的情形，當勞工的值班時間連同正常工作

時間超出勞基法第 30 條第 1 項的限制時，由於值班時間內的勞動密度較低，故關

於值班期間的工資(100%本薪部分)，可由勞雇雙方自行約定，低於勞工的通常工

資亦無不可。但同時值班工作亦會嚴重損害勞工的私生活時間，且對勞工的身心

健康亦非無不良影響，參酌加班費制度的目的與功能，應認值班時間亦可該當加

班而須給付加班費，為補償勞工的機會成本，值班時間的加班費應以勞工正常工

作時間的通常工資為基礎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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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勞基法的最低標準性質，有關值班費之勞資約定，其結果若低於上述計

算的結果，其約定無效。最高法院否定說顯然藐視值班工作亦屬勞基法上的勞動

之事實，竟以勞工單月工資總額超越月基本工資之標準，即謂值班時間的時薪四

十五元或假日日薪三百元與基本工資之規定無違，此種與特殊工作者的定額加班

費理論(詳細後述於第 237 頁的「責任制與定額加班費」)有異曲同工之妙的見解

難以認同。蓋勞工在正常工時內的一般業務及值班工作皆屬勞動，且勞基法第 84

條之 1 並未規定監視間歇性工作即得排除基本工資規定的適用，既然最高法院認

為同一勞工為同一雇主從事不同勞動者可分別就其性質約定不同數額之工資，則

「一般業務」及「值班工作」兩者的工資皆必須各自通過基本工資的檢驗始為事

理之平，並符合勞基法規定基本工資以保障勞務最低限度之對價的意旨，絕非兩

者加總平均起來數額未低於基本工資標準即未違法。 

 

第四章  特殊工時制度之規範與類型： 

我國與日本法制之分析與比較 

  我國及日本的勞基法為保障勞工的身心健康及其他權益，皆特別就勞工在一

定期間內的工作時數做出上限規制。不過考量現實生活中雇主經常會有一些臨時

性的業務需求，無法及時備妥或調度足夠的勞動力，於是勞基法便對工時上限設

定例外規定，在滿足一定要件及程序的前提下，雇主可令勞工為超出工時上限規

定的額外勞動。在此必須強調的是，勞工的身心健康因涉及勞工最基本的人性尊

嚴所以是不可退讓的，故工時上限規定應為原則，額外勞動乃例外，由此可推論

得出「加班應是基於臨時性業務需求，且應限縮在對勞工影響程度最小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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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的結論65。如果業務需求是雇主可預期的，即使此業務需求是季節性的，如

能透過變形工時制等特殊工時制度來解決，即不宜作為令勞工加班的事由。秉持

著這樣的基本立場，本文將就我國及日本各種工時制度下的加班及相關議題分別

探討，其中針對我國學說較少論及的事業場所外之工時制度與輪班制會有較多之

著墨以利整體之分析。 

 

第一節  正常工時制 

(一)我國法 

  我國勞基法第 30 條規定每日的工作時間上限為八小時，依同法第 32 條至多

可延長至十二小時；單次延長兩小時以內者根據同法第 24 條應按平日時薪加給

三分之一以上，延長第三至第四小時者應按平日時薪加給三分之二以上。原本每

兩週的工作時間上限是八十四小時，但 2015 年 5 月 15 日勞基法修正改為一週的

工作時間上限是四十小時。關於延長工時部分，每個月的延長工作時間不得超過

四十六小時，我國法並未針對週加班時數或月加班時數設定特別的加班費計算基

準。雇主令勞工在休假日工作者，依同法第 39 條應加倍發給工資。 

 

    勞基法在 2016 年 12 月 6 日修正時增設休息日之規定，第 36 條規定勞工每七天

應有一天例假與一天休息日，勞工於休息日工作的時數應一併計入單月的延長工

作時間內，且單月的延長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四十六小時。又第 24 條規定休息日

的工作時間計算，在四小時以內者視為四小時；逾四小時至八小時以內者視為八

小時；逾八小時至十二小時以內者視為十二小時。休息日的工資則係前兩小時按

                                                                 

65昭和 57.8.30 基発第 569 号、高木紘一，残業命令と法外・法内残業，季刊労働法(103)，1977，

頁 139 至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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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一以上，第三小時開始按平日每小時工資

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以上。 

 

(二)日本法 

  日本勞基法第 32 條規定每週工作時間上限為四十小時，每日工作時間上限

為八小時；同法第 35 條規定每一週至少應有一例假日，但可以用四週內有四天

以上例假日的方式代替之。惟日本勞基法並未規定加班總時數的上限，僅有行政

機關所制定的「三六協定所定之延長工作時間之限度的基準」66 ，而此基準被認

為無法律上的拘束力，僅可供行政機關為行政指導67。關於日本平成 10.12.28 労働

省告示 154 号「三六協定所定之延長工作時間之限度的基準」，其對於加班時數

上限的基準如下所示： 

期間 延長工時之上限 

一週 15 小時 

兩週 27 小時 

四週 43 小時 

一個月 45 小時 

兩個月 81 小時 

三個月 120 小時 

一年 360 小時 

 

        依據日本勞基法第 37 條及法律授權命令68，延長工作時間的加班費率為平日

工資的百分二十五以上，例假日工作的加班費率為平日工資的百分三十五以上。

                                                                 

66平 10.12.18 労告 154 号。 

67菅野和夫，同註 7，頁 489 至 490。 

68平 12.6.7 政令 30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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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日本勞基法第 37 條第 1 項但書特別規定，單月延長工時超過六十小時的部分，

其加班費率為平日工資的百分之六十以上。應注意的是，日本應給付加班費的假

日僅限於例假日，不包含國定假日，但不排除勞資間為更有利於勞工之約定，行

政機關並要求雇主應在勞資協定或工作規則中特定須給付百分三十五以上的加班

費的例假日為何日69。 

 

第二節  變形工時制 

  我國勞基法所規定的變形工時制共有兩週變形工時制、四週變形工時制與八

週變形工時制等三種，其變形之範圍與限制皆有所不同，故本文將個別分析之。

又為避免與 2016 年 12 月 6 日勞基法修正後的休息日概念發生混淆，對於變形後

正常工時降至零之日，本文統一稱為空班日，合先敘明。 

 

(一)我國法 

1.兩週變形工時 

  勞基法第 30 條第 2 項規定受行政主管機關指定之行業，雇主若經工會同意或

事業單位無工會而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可將二週內的二日之正常工作時數，分配

於其他工作日。分配後的其他工作日之正常工作時數最多增加兩小時，且每週工

作總時數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惟關於例假日，在內政部民國 75 年 5 月 17 日(75)

台內勞字第 398001 號函遭廢止之前，按其「(一)安排例假日以每七日為一週期，

每一週期內應有一日例假，原則上前後兩個例假日應間隔六個工作日；如遇有必

要，於徵得工會或勞工同意後，於各該週期內酌情更動。(二)例假日經更動後，

如連續工作逾七日以上時，對於從事具有危險性工作之勞工，雇主須考慮其體能

                                                                 

69平 6.1.4 基発 1 号。 



56 

 

之適應及安全」之內容，經工會或勞工同意後，將兩週變形工時制中的例假日配

置在頭尾兩天以技術性產生連續十二天之工作日的作法並不違法。 

 

  關於兩週變形工時制度下的變形案例，簡列圖如下： 

(1) 2015 年 5 月 15 日勞基法修正前之法制： 

變形前 

第一週 例假 2 8 8 8 8 8 共 42 

第二週 8 8 8 8 8 2 例假 共 42 

兩週共 84 小時 

 

變形後 

第一週 例假 空(2->0) 8 10(8->10) 10(8->10) 10(8->10) 10(8->10) 共 48 

第二週 10(8->10) 10(8->10) 10(8->10) 6(8->6) 空(8->0) 空(2>0) 例假 共 36 

兩週共 84 小時 

受到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的限制，第一週的第三天因而維持正常

工時八小時不動，不過仍可令勞工連續七天的正常工時由八小時提升至十小時，

達成短期內密集提供勞動力的目的。另外，於工常工時已降至零之日，仍可利用

延長工時的方式令勞工提供勞動力。 

 

(2) 2015 年 5 月 15 日勞基法修正後至 2016 年 6 月 29 日內政部 (75)台內勞字第

398001 號函遭廢止間之法制： 

變形前 

第一週 例假 約假 8 8 8 8 8 共 40 

第二週 8 8 8 8 8 約假 例假 共 40 

兩週共 8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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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形後 

第一週 例假 約假 空(8->0) 10(8->10) 10(8->10) 10(8->10) 10(8->10) 共 40 

第二週 10(8->10) 10(8->10) 10(8->10) 10(8->10) 空(8->0) 約假 例假 共 40 

兩週共 80 小時 

在將一週內的一個工作日時數全部分配給同週的其他工作日後，可令勞工連續八

天的正常工時由八小時提升至十小時，達成短期內密集提供勞動力的目的。另

外，於約定假日或工常工時已降至零之日，仍可利用延長工時的方式令勞工提供

勞動力。 

 

(3) 2016 年 6 月 29 日內政部 (75)台內勞字第 398001 號函遭廢止後至 2016 年 12 月

6 日勞基法修正前之法制(非勞動部 105 年 9 月 10 日勞動條 3 字第 1050132134 號

函所列之可挪動例假的特殊行業)： 

變形前 

第一週 例假 8 8 8 8 8 約假 共 40 

第二週 例假 8 8 8 8 8 約假 共 40 

兩週共 80 小時 

 

變形後 

第一週 例假 空(8->0) 10(8->10) 10(8->10) 10(8->10) 10(8->10) 約假 共 40 

第二週 例假 10(8->10) 10(8->10) 10(8->10) 10(8->10) 空(8->0) 約假 共 40 

兩週共 80 小時 

由於工作日不得連續超過六日的限制，雇主無法再令勞工連續八天的正常工時由

八小時提升至十小時，不過於約定假日或工常工時已降至零之日，仍可利用延長

工時的方式令勞工提供勞動力。 

 

(4) 2016 年 12 月 6 日勞基法修正後之法制(非勞動部 105 年 9 月 10 日勞動條 3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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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50132134 號函所列之可挪動例假的特殊行業)： 

變形前 

第一週 例假 8 8 8 8 8 休息日 共 40 

第二週 例假 8 8 8 8 8 休息日 共 40 

兩週共 80 小時 

 

變形後 

第一週 例假 空(8->0) 10(8->10) 10(8->10) 10(8->10) 10(8->10) 休息日 共 40 

第二週 例假 10(8->10) 10(8->10) 10(8->10) 10(8->10) 空(8->0) 休息日 共 40 

兩週共 80 小時 

原本的約定假日被設定為休息日，雖然雇主仍然可利用延長工時的方式令勞工在

休息日提供勞動力，但必須支付較為昂貴的加班費。不過於工常工時已降至零之

日，仍可利用延長工時的方式令勞工提供勞動力，此時雇主僅須給付一般的延長

工時加班費而非休息日的加班費。另外，休息日在兩週內可自由調度，只要有兩

天即可。 

 

2.四週變形工時 

  勞基法第 30 條之 1 規定受行政主管機關指定之行業，雇主若經工會同意或事

業單位無工會而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在兩週內至少應有兩天例假日的前提下可將

四週內的正常工作時數，分配於其他工作日。分配後的其他工作日之正常工作時

數最多增加兩小時。勞基法第 30 條之 1 第 1 項第 2 款雖稱「正常工作時數變為十

小時之日，該日的延長工作時間上限為兩小時」，但在未排除適用同法第 32 條

第 2 項「延長工作時間連同正常工作時間，一日不得超過十二小時」的狀況下，

此乃當然之結果，算不上特別限制。與兩週變形工時制度相較，四週變形工時制

度取消每週總工時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的限制，並賦予雇主調整例假日之日期的

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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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四週變形工時制度下的變形案例，簡列圖如下： 

(1) 2015 年 5 月 15 日勞基法修正前之法制： 

變形前 

第一週 例假 約假 4 8 8 8 8 共 36 

第二週 8 8 8 8 8 8 例假 共 48 

第三週 例假 8 8 8 8 8 8 共 48 

第四週 8 8 8 8 4 約假 例假 共 36 

四週共 168 小時 

 

變形後 

第一週 例假 例假 空(4->0) 約假 10(8->10) 10(8->10) 10(8->10) 共 30 

第二週 10(8->10) 10(8->10) 10(8->10) 10(8->10) 10(8->10) 10(8->10) 10(8->10) 共 70 

第三週 10(8->10) 10(8->10) 10(8->10) 10(8->10) 10(8->10) 10(8->10) 8 共 68 

第四週 空(8->0) 空(8->0) 空(8->0) 約假 空(4->0) 例假 例假 共 0 

四週共 168 小時 

依勞基法第 31 條之 1 的規定，在兩週內至少應有兩天例假日的前提下，將例假日

挪移至四週期間的前兩天與最後兩天即可，不受內政部函釋有無廢止的影響。然

後再將兩個半天工作日與三個全天工作日的工時分配予其他工作日，便可達成令

勞工連續出勤十七天，其中連續十六天的正常工時為十小時的班表。另外，於約

定假日或工常工時已降至零之日，仍可利用延長工時的方式令勞工提供勞動力。 

 

(2) 2015 年 5 月 15 日勞基法修正後至 2016 年 12 月 6 日勞基法修正間之法制：  

變形前 

第一週 例假 8 8 8 8 8 休息日 共 40 

第二週 例假 8 8 8 8 8 休息日 共 40 

第三週 例假 8 8 8 8 8 休息日 共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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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 例假 8 8 8 8 8 休息日 共 40 

四週共 160 小時 

 

變形後 

第一週 例假 例假 約假 約假 10(8->10) 10(8->10) 10(8->10) 共 30 

第二週 10(8->10) 10(8->10) 10(8->10) 10(8->10) 10(8->10) 10(8->10) 10(8->10) 共 70 

第三週 10(8->10) 10(8->10) 10(8->10) 10(8->10) 10(8->10) 10(8->10) 空(8->0) 共 60 

第四週 空(8->0) 空(8->0) 空(8->0) 約假 約假 例假 例假 共 0 

四週共 160 小時 

由於正常工時由雙週八十四小時降至單週四十小時的緣故，四週期間內的總工時

亦隨之縮短。若將四個工作日的工時分配予其他工作日，便可達成令勞工連續出

勤十六天，十六天的正常工時皆為十小時的班表。另外，於約定假日或工常工時

已降至零之日，仍可利用延長工時的方式令勞工提供勞動力。 

 

(3) 2016 年 12 月 6 日勞基法修正後之法制： 

變形前 

第一週 例假 8 8 8 8 8 休息日 共 40 

第二週 例假 8 8 8 8 8 休息日 共 40 

第三週 例假 8 8 8 8 8 休息日 共 40 

第四週 例假 8 8 8 8 8 休息日 共 40 

四週共 160 小時 

 

變形後 

第一週 例假 例假 休息日 休息日 10(8->10) 10(8->10) 10(8->10) 共 30 

第二週 10(8->10) 10(8->10) 10(8->10) 10(8->10) 10(8->10) 10(8->10) 10(8->10) 共 70 

第三週 10(8->10) 10(8->10) 10(8->10) 10(8->10) 10(8->10) 10(8->10) 空(8->0) 共 60 

第四週 空(8->0) 空(8->0) 空(8->0) 休息日 休息日 例假 例假 共 0 

四週共 16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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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2016 年 12 月 6 日勞基法修正前之法制相較，差異僅為須設定休息日，且於休

息日以延長工時之方式令勞工提供勞動力時，必須支付較為昂貴的加班費而已。

又第二週與第三週並無例假存在，解釋上可能不符合勞基法第 36 條第 2 項第 3 款

「每二週內至少應有二日之例假」的限制，惟勞動部表示四週變形工時制度下的

連續出勤日數最高可達二十四天，雖然極端但並不違法70。 

 

3.八週變形工時 

  勞基法第 30 條第 3 項規定受行政主管機關指定之行業，雇主若經工會同意或

事業單位無工會而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可將八週內的正常工作時數，分配於其他

工作日。分配後的其他工作日之正常工作時數上限為八小時，且每週工作總時數

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在此範圍內可任意分配，並無如兩週和四週變形工時制度

般每日正常工作時數最多只能增加兩小時的限制。 

 

  關於八週變形工時制度下的變形案例，簡列圖如下： 

(1) 2015 年 5 月 15 日勞基法修正前之法制： 

變形前 

第一週 例假 約假 4 8 8 8 8 共 36 

第二週 8 8 8 8 8 8 例假 共 48 

第三週 例假 約假 4 8 8 8 8 共 36 

第四週 8 8 8 8 8 8 例假 共 48 

第五週 例假 約假 4 8 8 8 8 共 36 

第六週 8 8 8 8 8 8 例假 共 48 

第七週 例假 約假 4 8 8 8 8 共 36 

第八週 8 8 8 8 8 8 例假 共 48 

                                                                 

70聯合報網路新聞：「四周彈性工時傳漏洞 連上 24 天班也合法？」，2017 年 3 月 22 日，網址：

https://udn.com/news/story/10277/2356989，最終檢索日期 2017 年 10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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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週共 336 小時 

 

變形後 

第一週 例假 8 8(4->8) 8 8 8 8 共 48 

第二週 8 8 8 8 8 8 例假 共 48 

第三週 例假 8 8(4->8) 8 8 8 8 共 48 

第四週 8 8 8 8 8 8 例假 共 48 

第五週 例假 8 8(4->8) 8 8 8 8 共 48 

第六週 8 8 8 8 8 8 例假 共 48 

第七週 例假 8 8(4->8) 8 8 8 8 共 48 

第八週 空(8->0) 空(8->0) 約假 約假 約假 約假 例假 共 0 

八週共 336 小時 

將約定假日全部挪移至第八週，再將第八週的兩個工作日時數挪移予四個半天工

作日，如此一來便能解決雙週八十四小時工時上限的畸零數問題，使得變形後的

每個工作日正常工時皆是八小時。另外，於約定假日或工常工時已降至零之日，

仍可利用延長工時的方式令勞工提供勞動力。又，於約定假日或工常工時已降至

零之日，仍可利用延長工時的方式令勞工提供勞動力。 

 

(2) 2015 年 5 月 15 日勞基法修正後至 2016 年 6 月 29 日內政部 (75)台內勞字第

398001 號函遭廢止間之法制： 

變形前 

第一週 例假 約假 8 8 8 8 8 共 40 

第二週 8 8 8 8 8 約假 例假 共 40 

第三週 例假 約假 8 8 8 8 8 共 40 

第四週 8 8 8 8 8 約假 例假 共 40 

第五週 例假 約假 8 8 8 8 8 共 40 

第六週 8 8 8 8 8 約假 例假 共 40 

第七週 例假 約假 8 8 8 8 8 共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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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週 8 8 8 8 8 約假 例假 共 40 

八週共 320 小時 

 

變形後 

第一週 例假 8 8 8 8 8 8 共 48 

第二週 8 8 8 8 8 8 例假 共 48 

第三週 例假 8 8 8 8 8 8 共 48 

第四週 8 8 8 8 8 8 例假 共 48 

第五週 例假 8 8 8 8 8 8 共 48 

第六週 8 8 8 8 8 8 例假 共 48 

第七週 例假 8 8 8 8 約假 約假 共 32 

第八週 約假 約假 約假 約假 約假 約假 例假 共 0 

八週共 320 小時 

將約定假日全部配置於八週期間的最尾端，即可連續六週令勞工一週工作六天，

每天工時八小時，其中有三次連續十二天的工作日；第七週則因正常工時已用

盡，僅能令勞工出勤四天。另外，於約定假日，仍可利用延長工時的方式令勞工

提供勞動力。 

 

(3) 2016 年 6 月 29 日內政部 (75)台內勞字第 398001 號函遭廢止後至 2016 年 12 月

6 日勞基法修正前之法制(非勞動部 105 年 9 月 10 日勞動條 3 字第 1050132134 號

函所列之可挪動例假的特殊行業)： 

變形前 

第一週 例假 約假 8 8 8 8 8 共 40 

第二週 例假 約假 8 8 8 8 8 共 40 

第三週 例假 約假 8 8 8 8 8 共 40 

第四週 例假 約假 8 8 8 8 8 共 40 

第五週 例假 約假 8 8 8 8 8 共 40 

第六週 例假 約假 8 8 8 8 8 共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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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週 例假 約假 8 8 8 8 8 共 40 

第八週 例假 約假 8 8 8 8 8 共 40 

八週共 320 小時 

 

變形後 

第一週 例假 8 8 8 8 8 8 共 48 

第二週 例假 8 8 8 8 8 8 共 48 

第三週 例假 8 8 8 8 8 8 共 48 

第四週 例假 8 8 8 8 8 8 共 48 

第五週 例假 8 8 8 8 8 8 共 48 

第六週 例假 8 8 8 8 8 8 共 48 

第七週 例假 8 8 8 8 約假 約假 共 32 

第八週 例假 約假 約假 約假 約假 約假 約假 共 0 

八週共 320 小時 

由於工作日最多僅能連續六天，故八週變形工時制度的功用僅剩將特定週的正常

工時提升至最多四十八小時而已。另外，於約定假日，仍可利用延長工時的方式

令勞工提供勞動力。 

 

(4) 2016 年 12 月 6 日勞基法修正後之法制(非勞動部 105 年 9 月 10 日勞動條 3 字

第 1050132134 號函所列之可挪動例假的特殊行業)： 

變形前 

第一週 例假 休息日 8 8 8 8 8 共 40 

第二週 例假 休息日 8 8 8 8 8 共 40 

第三週 例假 休息日 8 8 8 8 8 共 40 

第四週 例假 休息日 8 8 8 8 8 共 40 

第五週 例假 休息日 8 8 8 8 8 共 40 

第六週 例假 休息日 8 8 8 8 8 共 40 

第七週 例假 休息日 8 8 8 8 8 共 40 

第八週 例假 休息日 8 8 8 8 8 共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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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週共 320 小時 

 

變形後 

第一週 例假 8 8 8 8 8 8 共 48 

第二週 例假 8 8 8 8 8 8 共 48 

第三週 例假 8 8 8 8 8 8 共 48 

第四週 例假 8 8 8 8 8 8 共 48 

第五週 例假 8 8 8 8 8 8 共 48 

第六週 例假 8 8 8 8 8 8 共 48 

第七週 例假 8 8 8 8 休息日 休息日 共 32 

第八週 例假 休息日 休息日 休息日 休息日 休息日 休息日 共 0 

八週共 320 小時 

與 2016 年 12 月 6 日勞基法修正前之法制相較，差異僅為須設定休息日，且於休

息日以延長工時之方式令勞工提供勞動力時，必須支付較為昂貴的加班費而已。 

 

 (4)變形工時制度的加班 

  根據勞基法施行細則第 20 條之 1 的規定，凡是超出「變形後」之正常工作時

數的部分，皆屬於延長工作時間，雇主應依勞基法第 24 條給付加班費。另外，

參照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86 年 4 月 17 日台八十六勞動二字第 014175 函：「查事業

單位實施五天工作制，勞工於勞雇雙方協定之休息日工作，該日工時以延時工作

計算，其工資之發給應依勞動基準法第二十四條規定辦理，至於該日工時逾四小

時以上部分，……勞雇雙方之約定應不得低於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

以上」之意旨，在雇主令勞工於「變形後」之約定假日與空班日(即上述圖表中紅

色「空」字之日)工作者，係延長工作時間，應依勞基法第 24 條之標準給付加班

費，而非勞基法第 39 條。其餘有關加班之事項，皆與正常工時制度相同。 

 

(二)日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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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勞基法所規定的變形工時制共有一週變形工時制、一個月單位的變形工

時制與一年單位的變形工時制等三種，其變形之範圍與限制皆有所不同，故本文

將個別分析之。 

 

(1)一週變形工時 

  日本勞基法第 32 條之 5 規定經厚生勞動省令認定可預測到其每日間的業務繁

忙閒暇程度經常有重大差異，難以用工作規則等來特定各日之工作時間的行業，

若其常時僱用勞工人數未達厚生勞動省令所定之標準，雇主經事業單位過半數勞

工所屬之工會書面同意或事業單位無此工會而經代表過半數勞工之勞資會議的書

面同意後，可將各日的正常工作時數最多提升至十小時，但仍須遵守每週四十小

時的限制。根據日本勞基法施行細則第 12 條之 5，可適用一週變形工時之行業為

零售業、旅館及餐飲店，且經常僱用勞工人數須小於三十人。雇主在被變形的該

週開始前，應預先以書面通知勞工該週各日的正常工作時數。若有緊急不得已之

事由必須變更已通知之正常工作時間者，雇主應在欲變更之日的前一日之前書面

通知勞工後始得變更之。 

 

  關於一週變形工時制度下的變形案例，簡列圖如下： 

變形前 

第一週 例假 8 8 8 8 8 約假 共 40 

 

變形後 

第一週 例假 10 10 10 空(8->0) 10 約假 共 40 

因為單週的正常工時上限並未變更，因此單週內的總正常工時仍必須維持在四十

小時以內。另外，於約定假日或工常工時已降至零之日，仍可利用延長工時的方

式令勞工提供勞動力；且可利用假日出勤的方式令勞工於例假日提供勞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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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個月單位的變形工時 

  日本勞基法第 32 條之 2 規定雇主經工會書面同意或事業單位無工會而經勞資

會議書面同意，且將書面提交行政主管機關；又或是以工作規則等定之者，得在

短於一個月的一定期間中，將期間內的正常工作時數分配予其他日，但平均每週

正常工時不得超過四十小時。 

 

  關於一個月單位的變形工時制度下的變形案例，簡列圖如下： 

變形前 

第一週 例假 8 8 8 8 8 約假 共 40 

第二週 例假 8 8 8 8 8 約假 共 40 

第三週 例假 8 8 8 8 8 約假 共 40 

第四週 例假 8 8 8 8 8 約假 共 40 

四週共 160 小時 

 

變形前 

第一週 13(8->13) 13(8->13) 13(8->13) 13(8->13) 13(8->13) 13(8->13) 13(8->13) 共 91 

第二週 13(8->13) 13(8->13) 13(8->13) 13(8->13) 17(8->17) 空(8->0) 空(8->0) 共 69 

第三週 空(8->0) 空(8->0) 空(8->0) 空(8->0) 空(8->0) 空(8->0) 約假 共 0 

第四週 約假 約假 約假 例假 例假 例假 例假 共 0 

四週共 160 小時 

首先透過日本勞基法第 35 條第 2 項的變形例假制，將例假日配置於變形期間的最

尾端。然後由於一個月單位的變形工時制並未規定單日的正常工時上限，因此可

令勞工連續出勤十二天，前十一天的正常工時皆變形為十三小時，第十二天則為

十七小時。另外，於約定假日或工常工時已降至零之日，仍可利用延長工時的方

式令勞工提供勞動力；且可利用假日出勤的方式令勞工於例假日提供勞動力。此

變形結果雖然有些極端，但就變形工時的規定而言並不違法。 



68 

 

 

(3)一年單位的變形工時 

  日本勞基法第 32 條之 4 規定雇主經事業單位過半數勞工所屬之工會書面同意

或事業單位無此工會而經代表過半數勞工之勞資會議的書面同意後，得在一個月

以上一年以下的一定期間中，將期間內的正常工作時數分配予其他日，但平均每

週正常工時不得超過四十小時。勞資書面協定應記載(I)適用此變形工時制度的勞

工範圍、(II)變形期間，長度應在一個月至一年之間、(III)變形期間中的特別繁忙

期間、(IV)變形期間中的工作日期及各工作日的正常工作時間。如果變形期間分

成數個區段，每個區段的期間為一個月以上者，只須記載第一個區段的工作日及

各工作日的正常工作時間即可；其餘區段的工作日期及各工作日的正常工作時間

則應在各區段之初日的三十日前，經事業單位過半數勞工所屬之工會書面同意或

事業單位無此工會而經代表過半數勞工之勞資會議的書面同意後予以確定。另外

根據日本勞基法施行細則第 12 條之 4，變形後的單日正常工作時數不得超過十小

時，且單週正常工作時數不得超過五十二小時。又變形期間中的連續工作日最多

只能六天；但特別繁忙期間中則只須確保每週有一例假日即可，意即可以技術性

地調整例假日，讓最大連續工作日達到十二天。 

 

  日本的一年單位變形工時制度依據日本勞基法施行細則又被區分為三個月以

內變形制度和三個月以上變形制度兩種類型，三個月以上變形制度因為變形期間

較長，密集勞動對於勞工的負擔亦因而較重，故設有特別限制。三個月以上變形

制度應適用的特別限制如下： 

(I)日本勞基法施行細則第 12 條之 4 第 3 項規定變形期間內的工作日比率不得超過

平均一年兩百八十天。舉例來說，變形期間若為六個月，則工作日數不得超過一

百四十天。 



69 

 

(II)日本勞基法施行細則第 12 條之 4 第 4 項規定，變形期間中單週正常工作時數

在四十八至五十二小時之間的週最多只可連續三週。 

(III)日本勞基法施行細則第 12 條之 4 第 4 項規定，變形期間從第一天起每三個月

為一區段，每一區段中單週正常工作時數在四十八至五十二小時之間的週數不得

超過三週。 

(IV) 「三六協定所定之延長工作時間之限度的基準」內容變更如下： 

期間 延長工時之上限 

一週 15 小時->14 小時 

兩週 27 小時->25 小時 

四週 43 小時->40 小時 

一個月 45 小時->42 小時 

兩個月 81 小時->75 小時 

三個月 120 小時->110 小時 

一年 360 小時->320 小時 

 

(4)變形工時制度的加班 

  日本行政函釋認為變形工時制度的總工時上限之計算公式為[(40 小時 X 變形

期間之日數) ÷7] 71，但因為是以「日數」而非「工作日」作為標準，實務上便衍

生出「各工作日的平均正常工時未超過八小時卻出現延長工時」的問題，這一部

份將在接下來的「(三)彈力工時制」段落中一併為檢討。又該行政函釋認定變形

工時的延長工作時間為以下三種情形： 

(I)變形後之正常工作時數超過單日八小時者，以該日的實際工作時數超過變形後

所定正常工作時數的部分為延長工作時間。例如變形後的 8 月 8 日之正常工作時

間為十小時，該日的實際工作時數是十一小時，則延長工時時數乃一小時。變形

                                                                 

71昭 63.1.1 基発 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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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之正常工作時數未達單日八小時者，以該日的實際工作時數超過八小時之部分

為延長工作時間。例如變形後的 8 月 9 日之正常工作時間為六小時，該日的實際

工作時數是十一小時，則延長工時時數乃三小時。 

(II)變形後之正常工作時數超過單週四十小時者，以該週的實際工作時數超過變形

後所定正常工作時數的部分，為避免重複計算，扣除掉(I)的部分後為延長工作時

間。變形後之正常工作時數未達單週四十小時者，以該週的實際工作時數超過四

十小時之部分，為避免重複計算，扣除掉(I)的部分後為延長工作時間。 

(III)變形期間的總實際工作時數超過總正常工作時間之部分，為避免重複計算，

扣除掉(I)和(II)的部分後亦為延長工作時間。 

 

  又為保障因受僱或離職的日期與變形期間有落差而只在繁忙期間工作之勞工

的權益，日本勞基法第 34 條之 4 之 2 特別規定勞工工作期間較變形期間為短者，

則工作期間的平均工時超過一週四十小時之部分，雇主仍應給付加班費，但本條

規定僅適用於一年單位的變形工時制度。 

 

  本文認為在變形後之正常工作時數未達單日八小時或單週四十小時的情形，

其加班的計算方式存有非常大的問題。變形後之正常工作時數未達單日八小時或

單週四十小時者，仍以單日八小時或單週四十小時者作為是否為延長工作時間之

標準的理由似為因為該日或週的實際工作時數若未達勞基法之一般原則，則對於

勞工的身心影響較小，不需要以加班的方式處理；且即使是以單日或單週觀之不

成立勞基法上加班的「法定時間內加班」，亦有前述(III)之標準來做變形期間總

工作時數的控管，故對於勞工的權益應無侵害。但本文基於以下四個理由反對這

種見解： 

第一，由於工作所造成的身心疲勞是會累積的，如果變形後之正常工作時數未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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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日八小時或單週四十小時的日或週，前後連接著變形後之正常工作時數超過單

日八小時或單週四十小時的日或週，難謂對於勞工的身心健康必然無虞。 

第二，縱使假定不會影響勞工的身心健康，但此種計算方式等同於完全無視勞工

的時間自由處分權。勞工一度經由勞資協定或工作規則所確保的私生活時間，再

次受到職業生活時間的侵蝕，勞工為此犧牲了其休息、陪伴家人或從事其他活動

的時間，在法律上卻未能立即獲得任何補償，有害勞工的人性尊嚴。 

第三，變形工時制將正常工作時數提升時會連帶提升加班的判斷基準，將正常工

作時數調降時卻不會影響加班的判斷基準，導致低於單日八小時或單週四十小時

的變形後正常工作時間在法律上變成毫無意義。 

最後，雖然能利用(III)的變形期間內的總正常工作時數標準作為補救，但勞工在

變形期間內因離職等事由，導致變形期間內的實際總工作時數不足總正常工作時

數時，僅管曾經有單日或單週的實際工作時數超越了低於單日八小時或單週四十

小時之變形後正常工作時數的事實，仍可能領不到加班費，便會讓(III)的補救網

出現漏洞，對於勞工的權益仍會有所侵害。 

 

  故比較的結果，我國勞基法施行細則對於變形工時制度之加班的判斷基準，

較為可採。惟為保障工作期間較變形期間為短之勞工的權益，應仿效日本勞基法

第 34 條之 4 之 2 導入清算加班費的規定，並適用於所有類型的變形工時制度。 

 

(5)變形工時的實證分析 

1.工時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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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労働政策研究・研修機構針對各種工作時間制度之工作時數的調查72指

出，其總工作時數不論是否為管理階級皆高居六種工時制度的第三名，顯然高於

正常工時制的勞工。特別須注意的是非管理階級勞工中單月工時數 221 小時以上

者佔 22.6%，已位居第二名。 

圖表 10) 各工時制度勞工的平均工時統計圖 

 

  由於變形工時制度的設計是允許雇主在一定期間內挪動勞工的工作時數，總

正常工時不會發生變化，因此理論上變形工時制勞工的總工作時數應與正常工時

制勞工相近，然而實際調查的結果卻是變形工時制勞工的單月總工作時數較正常

工時制勞工高出十五小時。此結果讓人懷疑是否日本的雇主是否透過變形工時制

讓勞工在繁忙期密集工作，卻未使勞工在閒暇期獲得充分的休息；或著是雇主未

聘請足夠的勞動力，令勞工在工時挪動調整之外尚須持續加班所致。 

 

2.工作時段 

  除總工作時數之外，變形工時制勞工的工作時段亦應特別留意，有關深夜時

                                                                 

72労働政策研究・研修機構，同註 30，2011，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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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工作頻率及假日出勤頻率的調查結果如下73： 

圖表 11) 各工時制度勞工的深夜工作頻率統計圖 

圖表 12) 各工時制度勞工的假日出勤頻率統計圖 

  從以上統計圖可知變形工時制勞工在深夜及假日工作的頻率顯較其他工作時

間制度的勞工為高(惟一年變形工時制的情況較不顯著)，蓋變形工時制度旨在挪

動勞工的工作時間以應付業務繁忙的時期，則於繁忙期勞工的工作時段會及於深

夜與假日乃理所當然。不過，有鑑於要求勞工在短期內密集提供勞務會對勞工的

身心影響甚鉅，本文認為日本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66 條之 8 與第 66 條之 9 所定的

                                                                 

73労働政策研究・研修機構，裁量労働制等の労働時間制度に関する調査結果(労働者)，2014，頁

13 至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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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會面指導」實施要件應予放寬，除「工作時數超越每週四十小時之部分於

一個月內達到一百小時以上」之標準可參考過勞判定基準下修至第二級的八十小

時以外，尚應針對單月深夜工作時數設定一標準(例如單月三十小時以上者)，對

於到達此標準之勞工亦應實施「醫生會面指導」。 

 

第三節  彈力工時制 

  彈力工時制(於我國又稱彈性工時制或移動工時制)係指勞工與雇主合意由勞

工自行決定上下班時間的工時制度。我國勞基法實質上並未創設彈力工時制，唯

一與彈力工時制有所關聯的第 30 條第 8 項，其規範方式卻又無法充分發揮彈力工

時制的功能，故關於日本法上彈力工時制的檢討應有助於我國決定未來是否要實

質導入彈力工時制。 

 

 (一)我國法 

  勞基法第 30 條第 8 項規定「第一項至第三項及第三十條之一之正常工作時

間，雇主得視勞工照顧家庭成員需要，允許勞工於不變更每日正常工作時數下，

在一小時範圍內，彈性調整工作開始及終止之時間」，本文認為此種規範方式相

當不妥適，既然規範方式並非是勞工得自行主張的權利而是須經勞雇合意，為何

要設下「照顧家庭成員需要」與「一小時範圍內」的限制？勞雇雙方若達成在三

小時範圍內彈性調整工作開始及終止之時間的合意，有何不許之的理由？換言

之，本項規定不但未增進勞工的權益，反而有限縮之嫌。另外本項規定太過於簡

陋，有關彈力工時的要件、法律效果等皆未處理，加上一小時的限制，恐難充分

發揮彈力工時制的效用。  

 

另外，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9 條尚規定「受僱於僱用三十人以上雇主之受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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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為撫育未滿三歲子女，得向雇主請求為下列二款事項之一：一、每天減少工

作時間一小時；減少之工作時間，不得請求報酬。二、調整工作時間」，惟法律

所明定的彈力空間僅一小時，且未明確賦予勞工自行決定上下班時間的權限，因

此該規定並非完整的彈力工時制，雖可減少須撫育子女之勞工一小時的工作負

擔，但若欲擴大落實工作與生活平衡之目標，此規定似仍有調整的空間。 

 

(二)日本法 

(1)法律規定 

  日本勞基法第 32 條之 3 規定雇主在工作規則等中規定將上下班之時刻委由勞

工自行決定，並經事業單位過半數勞工所屬之工會書面同意或事業單位無此工會

而經代表過半數勞工之勞資會議的書面同意後，在清算期間內的平均一週工作時

數未超過四十小時的前提下，勞工於個別日及個別週的工作時數將不受限制。若

清算期間內的總工作時數平均下來的單週平均工作時數超過四十小時，則雇主仍

應給付加班費。又勞資書面協定的內容應包含(a)適用彈力工時制度的勞工之範

圍、(b)期間短於一個月的清算期間、(c)清算期間內的總正常工作時間、(d)作為計

算基準的單日正常工作時間(將用於計算特休)、(e)若設定有必須出勤之核心期間

者，該核心期間的開始與終了時刻、(f)勞工可自由選擇是否出勤之彈性期間的開

始與終了時刻。 

 

  由於曆法上的一個月所含日數通常不會昰七的倍數，則彈力工時制的單月法

定工作時間上限應如何計算才不違反單週上限四十小時的法律規定，遂生疑問。

對此日本行政解釋74認為彈力工時制的單月法定工作時間上限計算公式為[(40 小時

                                                                 

74昭 63.1.1 基発 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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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該月之日數) ÷7]，以大月三十一天為例，即為[(40 X 31) ÷7]=177.1 小時。 

 

  然而此解釋在適用上產生不少問題。若以實務上最常見的單一工作日標準工

作時數八小時、週休二日為基礎，則大月(共三十一天)的應工作日數共有二十一

天、二十二天或二十三天等三種可能。在二十三天的這種情況，彈力工時制勞工

若每一個工作日皆工作八小時的情形，總時數為 184 小時，儘管符合勞基法的單

日工時上限但雇主卻必須給付加班費。反之在二十一天的情形，勞工若每一工作

日皆工作八小時的總時數為 168 小時，即使額外再工作九小時亦未超過一個月法

定工時上限，針對這九小時雇主就無加班費給付義務，以結果而言與勞基法的計

算原則間產生極大的落差，非常不合理75 。 

 

  會發生這種落差的原因在於，單週工時上限四十小時的法律規定應以具體的

一週為適用對象，但前述的行政解釋忽略一個月中二十九號以降的餘日(以下不能

湊足一星期之日數皆簡稱餘日)有時會包含到例假日有時則無的現象，逕以平均數

處理，致與社會現實產生落差。在此再以前述大月工作天二十一日，工作時數

177 小時的情形說明該行政解釋的謬誤：大月工作日二十一天代表餘日包含兩天

假日，而總工作時數 177 小時則代表這個月的單日平均工時已超過八小時。此時

若將下個月的前四天與這個月合併為五個整數週觀之，由於下個月的前四天都會

昰工作日，五週的總工作時數變為 209 小時，單週平均工時則為 41.8 小時，雇主

卻不需要給付加班費，顯然不符法律意旨。 

 

                                                                 

75菅野和夫，同註 7，第 5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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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行政解釋查覺到此不合理現象，遂修正見解76，採用單日工時上限八小

時的概念，認為勞雇雙方若約定另一套計算方法：將清算期間內的單週平均工時

計算為{[前四週的總工時數 + (餘日的總工時數)] ÷5}，再以該結果來判斷雇主是

否應給付加班費，亦不違法。但行政解釋規定適用此種計算方式的前提要件乃清

算期間為一個月、週休二日等，並不能通案地解決問題。且此種計算方式實際上

只是把四週以上五週未滿的清算期間視為五週來計算，藉此降低單週平均工時的

數值，對勞工而言並不公平。又昭和 63 年的行政解釋並未廢止，勞雇雙方若未

約定採行新計算方式，則問題依舊存在。 

 

  鑑於彈力工時制並無使「總正常工作時數」可以超越勞基法標準之效果，故

本文以為彈力工時制的法定工時上限應回歸單日工時不得超過八小時的原則，並

為適當之調整以同時符合單週工時上限規定之意旨。換言之，[彈力工時制的法定

工時上限 = 清算期間內的約定工作日數 X 8 小時 (但因單週工時上限之規定，單

週工作日數超過五天者以五天計)]。如此一來，不論是清算期間多長、是否採行

週休二日，皆不影響此公式之適用。惟應注意者，清算之法律效果應擴及至清算

期間結束後的第一週，若勞工在清算期間內之實際工時到達法定工時上限，且清

算期間有餘日者，則清算期間終了後的第一週(即 7 天－餘日數)，因其與餘日本

來應是完整的一週，故其法定工時上限亦應隨之調整為(40 小時－餘日所含工作

日數 X 8 小時)，俾符合單週法定工時上限。但清算期間終了後立即接續著一個新

的清算期間者，因為進入一個新的彈力計算周期，則應在新清算期間的總正常工

時上為扣除。 

 

                                                                 

76平 9.3.31 基発 22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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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3) 彈力工時制之班表示意圖 

  以此圖為例，清算期間為二十天，完整週數兩週，週休一日(星期日)，工作

日共十七天，餘日為六天，餘日所含工作日為五天，清算期間後的第一週日數為

一天。此時法定工時上限之計算基準日數為( 5 X 2 + 5 = 15 天)，蓋前兩週為完整

的週，其計算基準日數視為一週五天方符合法定工時上限單週四十小時之意旨。

故此清算期間的法定工時上限為( 8 X 15 = 120 小時)。若此清算期間內的勞工實際

工作總時數超過 120 小時，則就超過之部分雇主應給付加班費，且清算期間後第

一週的法定工時上限為[ 40－(8 X 5) = 0 小時]，亦即 15 號至 21 號這一週的「額

度」已被彈力工時制使用殆盡，雇主必須讓勞工在 21 號這一天放假，否則 21 號

的工時將成為一般工時制下的延長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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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關於勞工在清算期間內的實際總工作時數與總正常工作時數有落差時，

可否不在該清算期間的清償期立即為工資的調整，而是以此落差為標準調整下一

個清算期間(次清算期間)之總工作實數的爭議，日本行政函釋認為應分為兩種情

形分別處理之77： 

(1)在勞工的實際總工作時數超過總正常工作時數的情形，雇主若不立即給付加班

費，而是在次清算期間中依超過之時數調降次清算期間之總正常工作時數者，應

認違反日本勞基法第 24 條的工資全額給付原則，為法所不許。 

(2)在勞工的實際總工作時數未達到總正常工作時數的情形，雇主可不在當期立即

扣除工資，而選擇在次清算期間中依不足之時數調升次清算期間之總正常工作時

數，惟須以調整後的次清算期間之總正常工作時數未超過法定上限為前提。 

 

(2)日本彈力工時制的成效 

  在日本，彈力工時制經常被當作是因應勞工有撫養幼兒之需求的對策，且在

工作與生活平衡上確實有一些成果78。另外，根據日本的實證調查結果，對於自

身之工作與生活平衡狀況越滿意的勞工，則越傾向於積極地應對其工作(如下圖所

示79)，因此利用彈力工時制滿足勞工在生活上的需求，對於雇主而言應亦屬有

利。 

                                                                 

77昭 63.1.1 基発 1 号。 

78労働政策研究・研修機構，両立支援勤務措置の併用に関する事例ヒアリング調査―在宅勤務

との組み合せの視点から―，2006，頁 22 以下。 

79労働政策研究・研修機構，ワーク・ライフ・バランス比較法研究，2012，頁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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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4) 工作生活平衡與積極工作之關係圖 

  又同一份調查亦指出，企業若同時施行「有效的縮短工作時數」及「彈力工

時制」，其經營利潤的成長狀況明顯較其他企業為佳(如下圖所示80)，可以創造雇

主與勞工雙贏的局面。同樣面臨少子化問題的我國，彈力工時的擴大實施或許會

是記良方。 

 

                                                                 

80同前註，頁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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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5) 彈力工時制與有效縮短工時對企業利潤之關係圖 

 

(3)日本彈力工時制的問題 

  依日本厚生勞動省 2016 年度的就勞條件總合調查，勞工適用彈力工時制的比

率僅百分之七點八，處於仍未普及的狀態。就其原因，應與日本法之規範仍欠缺

彈性有關。例如日本厚生勞動省所屬的勞動條件分科會在 2015 年 2 月 13 日所提

出的「關於今後工作時間法制等的理想型 (今後の労働時間法制等の在り方につ

いて) 」報告書即認為現行彈力工時制的清算期間被限定在一個月之內，彈性仍

有不足，應鬆綁至三個月以內。另外，既然彈力工時制的宗旨在於交由勞工自行

決定上下班時間，為何法律卻規定勞資書面協定的內容須包含彈性期間的開始與

終了時刻，此舉等同於限制勞工的裁量空間，致使彈力工時制的效果大打折扣。 

 

第四節  裁量勞動制 

  為因應實務上有部分業務必須仰賴勞工自身的專業判斷，雇主難以對勞工下

達具體的指揮命令，日本勞基法便創設裁量勞動制度，並分為專門業務型裁量勞

動制及企畫業務型裁量勞動制兩種；在我國法上並無相對應之工作時間制度。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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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勞動制的核心價值為不論勞工的實際工作時數為何，一律擬制為勞資所協定的

一定時數，依此協定時數作為給薪等的標準。由於是擬定工作時數而非排除適用

日本勞基法的工作時間規範，因此勞基法有關休息、例假日、加班等規定對於裁

量勞動制仍有適用。 

 

(1)專門業務型裁量勞動制 

  日本勞基法第 38 條之 3 規定雇主經事業單位過半數勞工所屬之工會書面同意

或事業單位無此工會而經代表過半數勞工之勞資會議的書面同意，並送交行政主

管機關核備後，雇主可令從事一定業務的勞工適用專門業務型裁量勞動制。該書

面協定應記載： 

1.在厚生勞動省所公告的業務種類之中，因該業務的性質使然，其執行方法必須

大量委由勞工自行裁量，雇主難以針對執行方法與時間分配等事項下達具體指示

的特定業務(以下稱對象業務)。厚生勞動省所公告的業務依據日本勞基法施行細

則第 24 條之 2 再之 2 和平成 9 年勞動省告示第 7 号，為新商品或新技術的研究開

發、人文科學或自然科學的研究、以電腦進行情報處理之系統的分析或設計、新

聞的採訪與編輯、衣服或室內裝潢等的設計、電視節目與電影的製作人與監督指

導人、會計師、律師等等。 

2.從事對象業務之勞工的擬制時間。 

3.針對對象業務的執行方法與時間分配等事項，雇主不會對勞工下達具體指示。 

4.雇主會因應勞工的工作時間狀況，採取措施保障勞工的健康與福利。 

5.雇主會採取措施處理勞工的申訴。 

6.協定的有效期間。(日本勞基法施行細則第 24 條之 2 再之 2 第 3 項第 1 款) 

7.雇主在協定有效期間及效力終止後的三年之內，應保存有關勞工之工時情形、

健康福利措施及申訴措施的個別勞工記錄。(日本勞基法施行細則第 24 條之 2 再



83 

 

之 2 第 3 項第 2 款) 

 

(2)企畫業務型裁量勞動制 

  日本勞基法第 38 條之 4 規定，事業單位必須先設置勞資委員會81，經委員會

五分之四以上多數決議同意下列之事項，且雇主將該決議送交行政主管機關之首

長核備(日本勞基法施行細則第 24 條之 2 再之 3 第 1 項)後，可於該決議範圍內令

勞工適用企畫業務型裁量勞動制。該決議應包含： 

1.企業經營有關事項的計畫、調查及分析之業務，基於該等業務之性質，為妥適

執行該等業務，其執行方法有必要大量委由勞工自行裁量，故雇主不會針對執行

方法與時間分配等事項下達具體指示之特定業務(以下稱對象業務)。 

2.擁有妥適執行對象業務之知識和經驗，適用企畫業務型裁量勞動制的勞工範

圍。 

3.從事對象業務之勞工的擬制時間。 

4.雇主會因應勞工的工作時間狀況，採取措施保障勞工的健康與福利。 

5.雇主會採取措施處理勞工的申訴。 

6.雇主欲使勞工適用企畫業務型裁量勞動制時，須取得個別勞工的同意，且不得

對不同意之勞工給予解僱或其他不利益待遇。 

7.決議的有效期間。(日本勞基法施行細則第 24 條之 2 再之 3 第 3 項第 1 款) 

8.雇主在決議有效期間及效力終止後的三年之內，應保存有關勞工適用企畫業務

型裁量勞動制時的同意、勞工之工時情形、健康福利措施及申訴措施的個別勞工

記錄。(日本勞基法施行細則第 24 條之 2 再之 3 第 3 項第 2 款) 

 

                                                                 

81關於此委員會的成員構成及功能，請參照日本勞基法第 38 條之 4 第 2 項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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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裁量勞動制的加班 

  裁量勞動制的延長工時係以擬制工作時數為基準，擬制工作時數若超越單日

八小時或單週四十小時，則雇主仍應給付加班費。根據獨立行政法人労働政策研

究・研修機構的調查顯示82，實務上最多用來決定擬制工作時數的標準是「通常

的約定工作時間」(專門業務型占 47.6%，企畫業務型占 31.7%)，換言之，裁量勞

動制的擬制工作時數通常不會超越單日八小時或單週四十小時。不過，有 57.5%

的事業單位設置有只給付予裁量勞動制勞工的津貼，又此類津貼中有 75.7%是以

「相當於超過約定工作時間部分的加班費」為給付基準，應足認這類津貼具有加

班費的性質。另外，因為裁量勞動制僅是擬定工作時數，不涉及工作時間的性

質，因此勞工若在例假日或深夜時段工作，雇主仍應依日本勞基法給付假日出勤

加班費或深夜加成工資。 

 

(4)裁量勞動制的實證分析 

1.總工作時間長 

  日本労働政策研究・研修機構針對各種工時制度適用者的單月工作時數進行

統計83，其結果如下圖所示： 

                                                                 

82労働政策研究・研修機構，裁量労働制等の労働時間制度に関する調査結果(事業場調査結果)，

2014，頁 4 至 6。 

83労働政策研究・研修機構，裁量労働制等の労働時間制度に関する調査結果(労働者調査結果)，

2014，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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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6) 日本各工作時間制度之勞工的平均工時圖 

很明顯的可以觀察出裁量勞動制(包含專門型與企劃型)、事業場所外的擬制工時

制和不適用勞基法工時規範者的工作時數遠高於其他工時類型的適用者，這三類

勞工單月總工時超過 200 小時者竞達全體之半數甚至以上。 

 

2.擬制時數的失真 

  裁量勞動制的最大特色在於不管實際上勞工工作時數的長短，一律擬制為一

定之時數，並以此擬制時數為基準給付加班費。然而，早在 2006 年的研究即已顯

示裁量勞動制的擬制時數較勞工的實際工作時數為少者並非少數84，擬制時數與

實際工作時數大致相當者占 42.7%，擬制時數較實際工作時數為少者占 31.7%，擬

制時數較實際工作時數為多者僅有 15.9%，對於勞工而言並不公平。 

 

                                                                 

84労働政策研究・研修機構，日本人の働き方総合調査結果―多様な働き方に関するデータ―，

2006，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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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問題經過八年之後仍舊未有改善，2014 年有關裁量勞動制的擬制時數與實

際工作時數之比較呈現以下的結果85： 

圖表 17) 專門業務裁量型勞工的擬制工時數與平均實際工時數圖 

 

 

                                                                 

85労働政策研究・研修機構，同註 82，頁 12 至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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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8) 企劃業務裁量型勞工的擬制工時數與平均實際工時數圖 

由此結果觀之，顯然有大量適用裁量勞動制的勞工，其工作時數顯然被低估，並

未獲得妥適的評價，有關加班費等權益自然會受到影響。 

 

  雖然調查指出有 57.5%的雇主會給予裁量勞動制勞工特別津貼，而此類津貼

高達 75.7%係以「相當於加班費之數額」來計算86，故此種有獲得特別津貼之勞工

的權益受損較為輕微，但仍有近半數的勞工未獲補償；又如果雇主並未實際統計

                                                                 

86労働政策研究・研修機構，同註 82，頁 19 至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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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裁量勞動制勞工的實際工作時數，則此擬制時數的失真在勞工安全衛生的保

障上亦會產生風險，特別是在雇主普遍未對裁量勞動制勞工設有較嚴謹之健康福

祉保障措施的現狀下(企劃業務裁量型勞工的健康福祉保障措施甚至較一般勞工為

差)87，此問題值得吾人重視。 

 

3.工作時段 

  適用裁量勞動制的勞工，除實際總工時較一般勞工長且未獲妥善評價之外，

其工作時段的特性亦必須注意，下圖為勞工在深夜或假日等時段工作之比例的調

查結果88： 

                                                                 

87労働政策研究・研修機構，同註 82，頁 21 至 23。 

88労働政策研究・研修機構，同註 83，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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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19) 不同工時制度的工時特性之比較圖 

專門業務裁量型的勞工不僅總工時長，且相當程度集中在深夜與假日等時段，其

個人時間遭到工作侵蝕的情形非常嚴重；企劃業務裁量型的勞工，其受侵蝕程度

雖不若專門業務裁量型，但仍特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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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所當然地，勞工的個人時間遭到工作侵蝕之情形越嚴重，則對於勞工的身

心健康及家庭生活等的傷害也會越嚴重，此點可藉由下圖獲得證實89： 

圖表 20) 不同工時制度的身心負擔之比較圖 

  儘管裁量勞動制勞工的身心健康和家庭生活等皆已受到不良影響，但實際上

雇主並未採取任何特別的防護措施，與「尊嚴勞動」的理念大相逕庭，有必要從

                                                                 

89労働政策研究・研修機構，同註 83，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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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檢討此制度。 

 

4.裁量權限與裁量勞動制的成效 

  日本勞基法第 38 條之 3 第 1 項第 3 款規定雇主不得就業務的執行方法與時間

的分配等事項向裁量勞動制勞工下達具體指示，因此作為適用裁量勞動制的要

件，雇主必須賦予裁量勞動制勞工相當程度的自由裁量權限。實際上，調查顯示

裁量勞動制勞工確實在「如何決定工作的目標、期限與內容」、「如何決定業務

的執行方法」和「上下班時間」等事項上擁有較多的裁量權限90。此較寬的權限

同時也反映在勞工對於裁量勞動制的評價上，如下圖所示，約八成的裁量勞動制

勞工偏向肯認裁量勞動制有助於有效發揮自己的能力及方便業務的進行；相對

地，關於工資待遇及工作生活平衡的評價則較為遜色，特別是對於縮短工作時數

的效果已降低至幾乎是正反意見僵持不下91。 

                                                                 

90労働政策研究・研修機構，同註 83，頁 25 至 29。 

91労働政策研究・研修機構，同註 83，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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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21) 勞工對於裁量勞動制之效果是否符合期待的評價圖 

由此結果可推知，裁量勞動制的成效主要來自於賦予勞工相當程度的裁量權限，

但關於擬制工作時數所帶來的所謂「抑制勞工為取得加班費而拖延工作進度」之

縮減工時效果則存有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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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從另外一個角度觀察勞工對於對於裁量勞動制的感想，勞工的不滿理由如

下所示92： 

圖表 22) 勞工對於裁量勞動制之缺點的意見圖 

可看出勞工的不滿主要集中在因過重業務所生的長時間勞動現象以及工資待遇

上，必須比一般勞工付出更多的勞力，因而有損及身心健康與家庭生活的風險，

卻未有與之相符之對價，甚至是連原本應得的加班費都無法取得，其憤慨之情自

不難想像。 

 

  綜合以上各種層面的實證分析，裁量勞動制賦予勞工裁量權限，讓特定職種

                                                                 

92労働政策研究・研修機構，同註 83，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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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勞工得以更為順暢地執行其業務，這部分應值肯定。但擬制工作時數的作法衍

生出不少問題，是否確有擬制工作時數的必要，有必要重新省思。 

 

第五節  事業場所外勞動的擬制工時制93 

  事業場所外工作者在法制上關於其工時計算須設立一套特殊機制的理由在於

該等勞工在提供勞務時並不直接受到雇主的指揮監督，因此其工作時間不易掌握

與計算，故我國法與日本法皆設有擬制或推定的規定，然而這種特殊性是否會免

除雇主的工作時間掌握管理義務，本文採否定見解。 

 

  首先，在現代通訊科技發達的狀況下，並非雇主對於所有事業場所外工作

者皆無法為指揮監督或掌握管理工作時間，於此種情形即無特殊處理之必要，

先予澄清。而於雇主確實無法對勞工直接為指揮監督或掌握管理工作時間的情

形，特別是勞工對於工作的時段、方法、地點等事項擁有高度自主裁量權限

者，則傳統上以勞工受雇主指揮監督並在事業場所內或雇主指定之場所提供勞

務為要件的工作時間判斷標準在適用上即會產生困難，因此必須進行修正。 

 

  其實雇主對於此等事業場所外工作者或高度自主裁量權勞工並非沒有指揮

監督，只是其指揮監督隨著勞工的勞動型態而有所變化而已，換言之，雇主是

在交付工作時透過指定工作的量、成果的質、期限、與成本限制，在勞工執行

的途中要求勞工報告進度並給予修正指示或建議，在受領成果時檢視之並給予

評價的方式，間接為指揮監督並影響勞工為提出合乎雇主要求之成果所須耗費

                                                                 

93本章節內容引用自林良榮、王漢威，輪班制工作之「班次更換」與例假日之「一日」問題探

討：國際規範比較、實務爭議與政策檢討，台灣法學雜誌第 322 期，台灣本土法學雜誌有限公

司，2017，頁 11 至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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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間長短94。因此荒木教授在前述工作時間的定義時，揚棄了傳統的｢指揮監督

｣用語而以｢雇主的參與介入｣取代之，而最高裁亦於電通過勞自殺事件中表示｢

在業務的執行上，過勞自殺的勞工對於時間的分配雖似非無一定程度的裁量

權，但觀上司強調必須遵守期限之情事，故過勞自殺的勞工是在必須於規定期

限內完成工作的概括性指揮或命令下從事工作，足認係處於不得不持續性地進

行長時間加班的狀態｣，在肯認雇主對於勞工長期的加班亦存有指揮監督的前提

下，命雇主應負損害賠償責任95。 

 

  於此脈絡下，雇主對於事業場所外工作者的工作時間掌握管理義務即有其

特殊意義。於事業場所外工作且不受雇主直接指揮監督的勞工，其工時的計算

迫於現實必須採用擬制或推定的方式，此擬制或推定的時數除由勞雇雙方自行

約定外，尚須考量執行該業務所需的｢通常必要時數｣，否則將容易因雇主的優

勢立場而使勞工的工時成為黑數，已有我國濫用責任制及日本不受｢通常必要時

數｣之調整的裁量勞動制96等前例可資為證， 

 

  因此，雇主對於事業場所外工作者的工作時間掌握管理義務，其內容並非

是勞工在提供勞務時當下就掌控管理勞工的工時(雇主如能做到即無適用特殊制

度的必要)，而是在受領勞務成果時須透過必要的調查、詢問並搭配勞工的協

力，掌握勞工執行業務實際上所須耗費的時間｢通常必要時數｣，再以此為基礎

                                                                 

94池田直樹，自宅残業の業務遂行性--現代的労働時間の曖昧さと裁量的労働者の保護，労働法律

旬報(1583)，旬報社，2004，頁 12。 

95電通過労自殺事件，最二小判平 12.3.24 民集 54 巻 3 号 1155 頁。 

96日本勞基法的事業場所外工作的擬制工時制可依第 38 條之 2 將勞工的工時調整為執行該業務通

常所必要的時間，但裁量勞動制則無此調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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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通常必要時數｣或擬制推定的時數，並修正之後交付業務時所設下的工作

的量、成果的質、期限、與成本限制等條件以防止勞工過勞。雖然在事業場所

外工作的勞工有其特殊性，但同樣擁有免於過勞之恐懼且符合｢尊嚴勞動｣(Decent 

Work)之水準的權利，雇主對於此類勞工仍舊負有工作時間掌握管理義務與保護

照顧義務，只是工作時間容有估算的空間及計算上需要勞工的協力而已。 

 

  有關在事業場所外作之勞工的工作時間不易計算之問題，日本早在近三十

年前的 1988 年便已於日本勞基法有所特別規定(事業場所外擬制工作時間制

度)，並針對該擬制工作時間制度之適用範圍及應注意事項做有行政通達。因

此，分析研究日本法制與這三十年來的實務經驗，比較與我國法制之差異，應

能對我國的相關法制及解釋方法有所啟發。 

 

(一)我國法 

  對於在事業場所外工作，其實際工作時間不易掌握計算之勞工，勞基法施

行細則第 18 條本已規定｢勞工因出差或其他原因於事業場所外從事工作致不易計

算工作時間者，以平時之工作時間為其工作時間。但其實際工作時間經證明

者，不在此限｣，而後針對新聞媒體工作、電傳勞動工作、外勤業務及汽車駕駛

等勞工，勞動部為解決該等勞工工作時間過長、工作時間認定不易及出勤情形

記載等問題，促使雇主遵守勞動法令，並增進在外工作者瞭解自身勞動權益，

遂於於 2015 年 5 月 6 日公告｢勞工在事業場所外工作時間指導原則｣(勞動部 104

年 5 月 6 日勞動條三字第 1040130706 號函)，該指導原則之內容如下所示： 

｢(一)原則 

事業場所外從事工作之勞工，其工作時間認定及出勤紀錄記載應注意下列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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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關正常工作開始及終止之時間、延長工作時間(加班)之認定、休息時間及輪

班制之換班等有關事項，勞資雙方應以書面勞動契約約定，並訂入工作規則。 

(2)工作時間(正常工作時間、延長工作時間)，指勞工在雇主指揮監督下提供勞務

或受指示等待提供勞務之時間。但勞工因出差或其他原因於事業場所外從事工

作致不易計算工作時間 

者，其一日之正常工作時間以約定之起迄時間為準；延長工作時間(加班)，應以

實際勞務提供之起迄時間計算。 

(3)休息時間，指勞工自雇主指揮、監督狀態下脫離，得自由利用之時間。勞工

依約在事業場所外工作，雇主仍應依勞動基準法第三十五條規定給予勞工休息

時間。除雇主要求勞工於休息時間繼續工作，或勞工舉證有依雇主要求在休息

時間工作者外，該休息時間不視為工作時間。 

(4)在事業場所外從事工作之勞工，應於約定正常工作時間內履行勞務，雇主應

逐日記載勞工之正常工作時間。但發生需使勞工延長工作時間之情形者，雇主

應記載交付工作之起始時間。勞工執行交付工作於正常工作時間將結束時，如

認為應繼續工作始能完成者，經雇主使勞工延長工作時間，勞工於完成工作

後，以勞資雙方約定之方式回報雇主，並留存紀錄，雇主應記載勞工回報延長

工作時間之終止時間。 

(5)勞工因工作性質特殊，在外工作有經常延長工作時間之必要，勞雇雙方得事

先約定一定時數內免回報及徵得雇主同意，於工作完成後，雇主應記載勞工回

報實際延長工作時間之時數。 

(6)在外工作勞工之工作時間紀錄方式，非僅以事業單位之簽到簿或出勤卡為

限，可輔以電腦資訊或電子通信設備協助記載，例如：行車紀錄器、GPS 紀錄

器、電話、手機打卡、網路回報、客戶簽單、通訊軟體或其他可供稽核出勤紀

錄之工具，於接受勞動檢查時，並應提出書面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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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勞工正常工作時間結束後，雇主以通訊軟體、電話或其他方式使勞工工作，

勞工可自行記錄工作之起迄時間，並輔以對話、通訊紀錄或完成文件交付紀錄

等送交雇主，雇主應即補登工作時間紀錄。 

 

(二)個別行業 

(1)新聞媒體工作者： 

1.因媒體工作性質特殊，常在事業場所外從事工作，或無須返回事業場所簽到

退，致雇主不易認定工作時間及不易記載其出勤情形，有關一日正常工作時間

之起迄、延長工作時間(加班)之處理及認定方式，應以書面勞動契約約定，並訂

入工作規則。 

2.新聞媒體工作者常因突發之新聞事件，於正常工作時間結束後接獲雇主要求延

長工作時間進行新聞處理，勞工延長工作之起迄時間，以各種形式記錄，如發

稿紀錄、行車紀錄或勞工自行製作之紀錄，並輔以通訊軟體、電話、對話或其

他方式告知雇主，雇主應記載之。 

3.勞資雙方得約定勞工延長工作時間免經雇主事前同意，於完成工作後，勞工應

將工作起迄時間紀錄交付雇主，雇主應記載勞工回報之實際延長工作時間之時

數。 

 

(2)電傳勞動工作者： 

1.本指導原則所稱之電傳勞動，指勞工於雇主指揮監督下，於事業場所外，藉由

電腦資訊科技或電子通信設備履行勞動契約之型態。 

2.電傳勞動工作者工作時間之分配，應由勞雇雙方約定並依約履行。又電傳勞動

工作者自主性高，較易自由調配工作時間及休息時間，有關實際出勤情形及確

切休息時間，應由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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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記載(如工作日誌等)，並透過電子設備 (如線上登錄系統等)記錄後電傳雇主

記載。 

3.因電傳勞動工作者工作場所多半非在雇主之事業場所，雇主對於勞工之延長工

作時間難以管控或為反對之意思表示，有關延長工作時間，應採事前申請或約

定等方式為之。 

 

(3)外勤業務員： 

1.外勤業務員可能僅有部分時間在固定之事業場所，或經常性在外工作，其主要

工作時間常須配合客戶時間，例如保險業務員、不動產仲介經紀人員等。實務

上，致雇主不易認定工 

作時間及不易記載其出勤情形。有關一日正常工作時間之起迄、延長工作時間

（加班）之處理及認定方式，應以書面勞動契約約定，並訂入工作規則。 

2.出勤情形之記載方式，非僅以事業單位之簽到簿或出勤卡為限，可輔以其他可

資證明勞工出勤時間之紀錄文件或資訊檔案。勞工延長工作時間後，得以電

腦、電話、對話、通訊軟體或其他方式記錄起迄時間，交付或告知雇主，雇主

應記載之。 

3.外勤業務員於正常工作時間結束後，因工作需要接獲雇主要求延長工作時間

時，於完成工作後，應將結束時間回報雇主，雇主應記載交付工作之起迄時

間。外勤業務員於正常工作時間結束後接獲客戶要求提供服務，應回報並徵得

雇主同意，於工作完成後再將起迄時間回報雇主記載之。 

 

(4)汽車駕駛： 

1.汽車駕駛，包括客車、貨車及主管之駕駛，其工作時間以實際工作時間為準，

包含熱車時間、駕駛時間、驗票時間、等班時間、洗車時間、加油時間、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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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待命時間、上下貨時間或其他在雇主指揮監督下從事相關工作之時間。 

2.駕駛得不受雇主之指揮、監督，並得自由利用之時間，為休息時間。 

3.客戶如要求增加行程，駕駛應回報並徵得雇主同意，於完成工作後，以勞資雙

方約定之方式回報雇主，雇主應記載勞工延長工作時間紀錄。 

4.駕駛因行駛路線長短不一，交通離尖峰狀況差異甚大，其工作時間及休息時間

與一般固定工時之勞工有別。依勞動基準法第三十五條但書所定「連續性」工

作，因具有一旦執行工 

作即無法中斷之特性，事業單位如有符合前開但書規定之情形，得於勞工工作

時間內另行調配休息時間，該休息時間仍應至少一次給足三十分鐘。雇主是否

確依勞動基準法第三十 

五條規定給予勞工休息時間，得由勞動契約、工作規則、工作日誌等資料或訪

談勞工以為判定。 

5.至於未行車之等候時間，是否屬工作時間及其工作時間如何計算，應先釐清該

時段內是否受雇主指揮監督，並得否自由利用，例如遊覽車駕駛載運遊客至某

景點後，遊客下車至景 

點遊憩二小時，該二小時期間，駕駛得自行利用者，得不認為是工作時間。至

於有些許遊客停留於遊覽車上，該期間駕駛實際上無法自行利用，應屬工作時

間。 

6.汽車駕駛工作時間之紀錄，除輔以行車紀錄器、GPS 紀錄、駛車憑單(派車單)

外，亦可輔以客戶簽收紀錄以為佐證。主管座車之主管，亦應負有記錄駕駛工

作時間或簽認工作時間 

紀錄之義務。 

 

(5)其他經常在外之工作者，得經主管機關檢討後，納入適用本指導原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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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部本次指導原則的主要意義有二，其一乃就正常工作時間部分引進日

本法的｢擬制工作時間制度｣，將勞工的工作時數擬制為依勞雇雙方約定之工作

起訖時間所得之時數(惟依本次指導原則之內容，汽車駕駛不適用擬制工作時間

制度，其工作時數仍以實際工作時間為準)；例如勞雇雙方約定正常工作時間為

從每日早上九點開始至下午六點為止，中午十二點至下午一點為休息時間，則

原則上不論勞工的工作過程為何，工作時數皆擬制為每日八小時；但此擬制之

效果不及於延長工作時數(加班)的計算，延長工作時數仍以實際的工作時間為

準。另一則是在維持雇主之工作時間管理義務的前提下，同時確立勞工藉由電

腦資訊或電子通信設備來記錄實際工作時間的｢協力義務｣及向雇主請求依實際

延長工作時數為登載記錄之權利。 

 

(二)日本法 

  日本勞基法第 38 條之 2 規定當勞工的全部或部分勞動是在事業場所外執行

業務，而該部分勞動難以計算工作時間時，得予以擬制為約定的工作時數。但

為了執行該業務而有超越通常約定工作時數為勞動之必要者，應擬制為執行該

業務所需的｢通常必要時數｣；於此情形，如經事業單位過半數勞工所屬之工會

書面同意或事業單位無此工會而經代表過半數勞工之勞資會議的書面同意並送

交行政主管機關核備者，將｢通常必要時數｣擬制為該書面協定所定之時數。由

此規範模式可知立法者希望擬制的工作時數能盡可能貼近勞工的實際工作時數

97，雇主應適時調查勞工的工作實態，確保實際工作時數不會與擬制工作時數間

產生過大之落差。 

                                                                 

97菅野和夫，同註 7，頁 516、土田道夫，労働契約法，有斐閣，2008，32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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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業場所外工作的擬制工時制，其延長工時之計算係以擬制工作時數為基

準，擬制的工作時數若超越單日八小時或單週四十小時，則雇主仍應遂行有關加

班之法定程序(三六協定等)並依法給付加班費。又事業場所外工作的擬制工時制

僅是擬定工作時數，不涉及工作時段的性質，故勞工若在例假日或深夜時段工

作，雇主仍應依日本勞基法給付加成工資。應注意的是，本制度的法律效果為｢

擬制｣而非｢推定｣，因此縱使勞工能夠證明特定期日的實際工作時數超過擬制的

工作時數，勞工亦無法請求超過部分的工資98；惟勞工若能成功證明執行業務客

觀上的｢通常必要時數｣超越擬制工作時數者，因有日本勞基法勞基法第 38 條之 2

但書的適用而另當別論。 

 

  此制度的目的在於解決事業場所外勞動的工作時數計算困難問題，在日本勞

基法第 38 條之 2 制定以前的舊日本勞基法施行規則第 22 條規定適用此制度必須

符合三項要件：(1)勞工的全部或部分勞動是在事業場所外執行業務、(2)該部分勞

動的工作時間難以計算、(3)雇主未為特別之指示。前兩項要件現已於日本勞基法

本文中明定，但第三項要件則否。不過日本的行政通達則認為雇主無法具體行使

指揮監督權限以至於難以計算工作時間為適用本制度的前提，因此在(1)雇主有指

派監督管理者在現場、(2)透過無線電等器材下達指示予勞工或(3)勞工係遵從雇主

事前下達的具體指示為事業場所外勞動等情形，工作時間之計算即無困難，故不

適用擬制工時制度
99
。 

 

                                                                 

98西谷敏，労働法 [第 2 版]，日本評論社，2013，頁 310。 

99昭 63.1.1 基発 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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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難以計算工作時間｣係指何種情況，日本下級審曾產生不少爭議，而最

高裁終於在 2014 年的阪急トラベルサポート(派遣添乗員・第 2)事件100中針對具

體個案做出判斷，其判決要旨為：｢本案的派遣導遊業務，係遵從旅遊行程，提

供旅遊參加者導覽或代為處理必要之手續等服務，而旅遊行程作為本案公司與

旅遊參加者間的契約內容，其時間及目的地皆已明定，關於此旅遊行程，導遊

被要求在行程的管理上，必須避免出現可能會產生變更賠償金支付責任等契約

問題的行程變更，就算是未達該等程度的變更亦須將變更限縮在必要最小限度

內。因此，本案的導遊業務，經由上述明定時間及目的地的方式，其業務內容

已預先且具體地確定，導遊可自行決定之事項和相關選項的範圍已被限縮。 

 

  又，在旅遊開始前，本案公司會透過記載著公司與旅遊參加者間之契約內

容等的小冊子、最終日程表和表示相關準備狀況的行程表，向導遊表明具體的

目的地及於該等場所應進行之觀光的內容與順序等，並且透過導遊專用工作守

則告知具體的業務內容，要求導遊須遵從此類文書來執行業務。然後，即使是

在旅遊途中，本案公司亦要求導遊須攜帶手機並隨時保持開機狀態，如果有必

要採取可能會產生與旅遊參加者間之契約問題或投訴的旅遊行程變更時，必須

向公司報告並接受指示。而且，在旅遊結束後，本案公司要求導遊須提出能具

體把握旅遊管理狀況的導遊日誌，正確且詳細地報告業務執行的狀況；關於該

報告，可透過比對旅遊參加者的問卷和詢問相關人士的方式來確認其正確性。

如此一來，本案公司已具體指示導遊應執行事先預定好的旅遊行程之管理等業

務，預定行程若在途中發生須為變更的狀況時公司會下達個別指示，旅遊結束

後可經由其內容正確性得為確認之導遊日誌受領關於業務執行情況等的詳細報

                                                                 

100阪急トラベルサポート(派遣添乗員・第 2)事件，最二小判平 26.1.24 労判 1088 号 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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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考量以上所述之業務的性質、內容與其執行的態樣、狀況等，以及本案公

司與導遊間的業務相關指示與報告的方法、內容與其施行的態樣、狀況等，則

本案導遊業務，難認在具體把握導遊的勤務狀況上有何困難，應認不該當日本

勞基法第 38 條之 2 第 1 項所謂『難以計算工作時間者』。｣ 

 

  最高裁原則上與行政通達採取相同標準，等同於追認行政通達內容的正當

性。本案公司既未賦予導遊實質的裁量權限，且隨時可連絡並下達個別指示給導

遊，事後又會受有詳細的報告書，可見雇主對於掌控勞工的工作狀況以及工作時

數並無困難，自然沒有適用事業場所外擬制工作時間制度的空間，雇主應如實給

付勞工加班費。由於現代通訊科技的發達，勞雇雙方對於實際工作時間的舉證可

能性已大幅提升，是否仍須保留事業場所外擬制工作時間制度值得討論，至少可

以確定的是其適用範圍勢必會大幅縮減，蓋若技術上並無困難，自不許雇主以擬

制工作時數的方式迴避其應負的工作時間掌握管理義務。 

 

(三)差異比較與評析 

  觀察我國與日本的事業場所外工作之工時法制，可發現存有不小的差異，

本文整理其主要之差異並評析如下： 

1.行業別限制 

  我國的指導原則目前僅先適用於新聞媒體工作、電傳勞動工作、外勤業務

及汽車駕駛四種行業，其中汽車駕駛與工作時間的擬制效果並無關連；不過行

政主管機關擁有日後增加其他適用行業的權限。日本法則未對行業作有限制，

能否適用事業場所外擬制工作時間制度完全視個案是否有｢難以計算工作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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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事而定。由於我國是首次針對事業場所外工作者作出詳細規範，先限縮適

用範圍以觀察成效乃情有可原。 

 

2.一般適用要件 

  我國的指導原則除了行業別的限制外，在適用要件上並無其他特別之限

制。日本法則特別注重｢難以計算工作時間｣現實，其行政通達明文規定因為雇

主實際上仍有掌握管理工作時間之能力而不適用事業場所外擬制工作時間制度

的三種類型，可供勞工雙方較為明確的參考，值得我國借鏡。 

 

3.電傳勞動的適用要件 

  我國的指導原則鑒於電傳勞動者對於工作方式及工作時間的調配有較多自

主裁量權的事實而肯認電傳勞動者為該指導原則的適用對象，未設有特別之要

件限制，並要求勞工應自行記錄實際出勤情形及確切休息時間再送交給雇主。

但日本法的規定則較為細膩，行政通達要求在自家工作的電傳勞動者須先符合

(1)係在進行睡眠吃飯等私生活起居的自家執行業務、(2)情報通訊器材並未基於

雇主的指示而處於隨時可聯絡的狀態101、(3)並非基於雇主隨時的具體指示來執行

業務等三項要件後，始能適用擬制工作時間制度102；而根據勞動政策研究・研修

機構的調查，現實中電傳勞工者高達六成以上(複數回答)係適用一般工時制度，

而適用事業場所外擬制工時制的僅約兩成而已103。本文於此須再次強調，妥適掌

                                                                 

101 ｢基於雇主的指示而處於隨時｣係指勞工不被允許自行切斷可被聯絡的狀態；｢可聯絡的狀態｣則

指雇主得隨時以電子郵件等方式為具體指示且勞工須即時對具體指示為回應的狀態。 

102平 16.3.5 基発 0305001 号、平 20.7.28 基発 0728001 号。 

103労働政策研究・研修機構，情報通信機器を利用した多様な働き方の実態に関する調査結果(企

業調査結果・従業員調査結果)，2015，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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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管理勞工的工作時間乃雇主之義務，吾人僅係基於事業場所外工作有時候雇

主會有難以掌握工作時間之性質，才例外地建立特殊的工作時間計算方式和勞

工的協力義務；因此凡是雇主實際上仍有掌握管理勞工工作時間之能力者，皆

不得適用事業場外工作的例外規定，我國應參考日本法制為更細緻的規範。 

 

4.汽車駕駛的適用效果 

  我國的指導原則雖然將汽車駕駛納入適用範圍，不過實際上僅是建立勞工

的工作時間掌握管理的協力義務並確認汽車駕駛的休息時間有勞基法第 35 條但

書的適用而已，在工作時間的計算上與一般勞工間未有差異。衡諸汽車駕駛的

工作型態，駕駛車輛及相關維護工作的內容皆相當固定，汽車駕駛少有自由裁

量權，且其工作時間若配合行車紀錄器並不難以掌控，性質上與日本行政通達

所例示的｢勞工係遵從雇主事前下達的具體指示為事業場所外勞動｣之排除適用

類型相似，我國指導原則未令其適用特殊工作時間計算方法的作法值得贊同。 

 

5.加班時數之計算 

  我國的指導原則採行將正常工作時間與延長工作時間分別適用不同計算方

式的制度，正常工作時間部分有擬制的效果，延長工作時間部分須以實際工作

時間為準；日本法則一律予以擬制。然而就延長工作時間的部分而言，我國指

導原則只建立起勞工的工作時間掌握管理協力義務，對於勞工權益的保障卻不

夠充分。蓋即使事業場所外工作者適用了該指導原則，延長工時部分的計算實

際上仍待勞工自行記錄舉證，意即該指導原則所欲解決的事業場所外工作者之

過長時間勞動及未依法獲得加班費等問題依舊會繼續存在。為徹底解決上述問

題，本文認為事業場所外工作者經常有加班之需求者，其延長工作時數亦應受

到｢推定｣ (推定部分詳細後述於第 169 頁之「擬制工作時間制度的必要性」)，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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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若擁有行車紀錄器或通訊軟體的紀錄等證據，自得為較有利之反證，且可透

過多次之反證以修正推定時數或｢通常必要時數｣；如果無法確實證明實際的延

長工作時數(不論係經常無法證明之情形抑或是平常得為反證而僅偶一不能之情

形)，則以事先約定的推定時數或｢通常必要時數｣計算之，如此一來至少可給予

勞工一定程度之保障，避免勞工因舉證困難而使其延長工作時數全數變成黑

數。 

 

6.強制力 

  勞動部這次所公布的｢勞工在事業場所外工作時間指導原則｣，既然名為｢指

導原則｣，應非基於勞基法授權而具有強制力的法規命令，且其內容亦表明係供

勞雇雙方參考之用，故此指導原則對於勞雇雙方不具有拘束力。而日本係將事

業場所外擬制工作時間制度規定在日本勞基法之中，透過日本勞基法第 13 條的

最低基準效果104，自然會對勞動契約的當事人產生拘束力。為徹底解決事業場所

外工作者的過長時間勞動及未依法獲給付全額加班費等問題，未來仍以修改勞

基法納入事業場所外工作者的特別工作時間規範為宜。 

 

第六節  輪班制105 

  究竟何謂「輪班制」？就我國現行勞基法第 34 條並未有明確定義，惟從法

條文字觀之，輪班制自應具有勞工須更換工作班次之性質而無疑義。勞動部根據

                                                                 

104日本勞基法第 13 條：勞動契約所定之勞動條件未達本法所定之基準者，該部分無效。於此情

形，無效的部分以本法所定之基準替代之。 

105本章節有關輪班制之內容係引用自業已發表之論文：林良榮、王漢威，輪班制工作之「班次更

換」與例假日之「一日」問題探討：國際規範比較、實務爭議與政策檢討，台灣法學雜誌第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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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所頒佈之「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指引(第一版)」，乃將輪

班工作定義為「指該工作時間不定時輪替可能影響其睡眠之工作，如工作者輪換

不同班別，包括早班、晚班或夜班工作」，依此而從中可知輪班制應包含勞工之

工作班次具有發生輪替的性質。此外，在比較法上，日本亦將輪班制定義為「同

一位勞工每隔一定期間將輪替從事於日間工作與夜間工作的工作樣態」106。承上

相關之定義解釋，本文所欲檢討之輪班制自不包含固定從事夜班工作之勞工，乃

合先敘明。 

 

(一)輪班制的危害 

  輪班制工作對於勞工有高度危害已為吾人所知，其不良影響可從身心健康與

社會生活兩方面加以進行檢討。首先，就有關於對勞工身心健康的不良影響，日

本勞動省勞動基準法研究會曾在 1985 年提出「關於深夜輪班制的問題點與對策的

方向」之報告，其中專家會議指出深夜勤務會擾亂勞工的生理時鐘，影響自律神

經、內分泌等機能；且日間睡眠因為受到體溫、心跳數、噪音、光線等因素影

響，其質與量比起夜間睡眠呈現有所不足的傾向，妨害勞工的體能回復，對於勞

工的負擔較大，因此對於深夜輪班制應有所政策上之對應107，且根據晚近之研

                                                                 

期，台灣本土法學雜誌有限公司，2017，頁 11 至 34，經過共同作者林良榮老師同意後由筆者修改

部分內容而成。 

106昭 23.7.5 基発 971 号。 

107労働基準法研究会，深夜交替制労働に関する問題点と対策の方向について，労働法律旬報

(1135・1136)，1986，頁 104 至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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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深夜勤務與心血管疾病、腸胃疾病、乳癌等疾病間亦有關聯性108。此外，就

我國的研究調查方面，工作環境安全衛生狀況認知調查(2013 年版)的調查亦呈現

含深夜作業之不固定班別對勞工所生之工作負荷最重，含深夜作業之輪班次之的

結果109，由於不固定班別亦為輪班工作的型態之一，可見含有夜間勤務之輪班工

作確實對勞工的健康影響甚大。 

 

  其次，就有關於對勞工社會生活的不良影響方面，根據前述日本勞動省勞動

基準法研究會報告的專家會議指出，深夜輪班制對勞工會造成減少與家族與小孩

享受天倫之樂的機會、加深家人的負擔、用餐時段不規則、減少參與社會生活的

機會等影響，雖然同時亦存在勞工於平日處理各種手續與利用各種設施較為方便

之優點110，但整體而言大部分勞工還是被迫只能經營消極的生活111。 

 

                                                                 

108吉田美喜夫，深夜業の実態の変化と法規制の重要課題，労働法律旬報(1741)，2011，頁 9 以

下。中文文獻可參考：王建楠、李璧伊，輪班工作之健康效應：系統性回顧與統合分析，中華職

業醫學雜誌第 22 卷第 3 期，2015，頁 155 至 165。 

109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工作環境安全衛生狀況認知調查(2013 年版)，2014，頁 117

至 119。 

110例如輪班制勞工輪到值勤夜班而平日白天無班時，至外交部處理護照申辦等程序時即無庸請

假；又平日至餐廳用餐通常不須事先訂位且價格較低廉等。 

111労働基準法研究会，同註 107，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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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上，就有關輪班制對於勞工身心健康與社會生活的兩方面不良影響，國際

勞工組織(ILO)所亦有類似之見解112；依現階段之醫學等研究，應可認定輪班制工

作較一般的勞動型態(例如單日八小時的日班)會造成勞工更多的負擔，故在法制

上應有給予較周全之保障的必要。 

 

(二)輪班制工作的存在理由 

  輪班制工作對於勞工的身心健康與健全的社會生活所生之不良影響皆較一般

朝九晚五的典型日班勞動為嚴重已如前述，然為何此種不利於勞工的工作型態會

長期存在於人類的勞動社會呢？其理由大致可分為以下三種113： 

(1)基於公共利益(公益性)：警察、消防、醫療、電力、通信、運輸等行業，其營

運基於公共利益而無法中斷或有持續至深夜之必要，故必須採用輪班制以令勞工

持續提供勞動力。 

(2)基於技術性理由(技術性)：受到生產技術的限制，鋼鐵、化學等產業在生產過

程中若停止將對鍋爐或其他生產設備造成重大損害，故必須採用輪班制以持續運

轉。 

                                                                 

112 ILO 駐日事務所，ILO 駐日事務所メールマガジン・トピック解説第 112 号--夜業(Night 

Work)，2011，頁 1，網址:http://www.ilo.org/tokyo/information/featured-articles/WCMS_247168/lang--

ja/index.htm，最後閱覽日期:2017 年 10 月 18 日。 

113山本吉人，交替制と労使の紛争--労働基準法との関係について，季刊労働法 15(3)，1965，頁

31、松岡三郎，交替制と労働基準法--その序説，労働法律旬報(844・845)，1973，頁 74、高木紘

一，深夜交替制労働，法律時報 58(7)，1986，頁 65、酒井一博，交替制勤務パターンについて考

える--主要 23 ケース，労政時報(3679)，2006，頁 71 至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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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於企業利益最大(經濟性)：企業為追求利益最大化，其營運透過輪班制達成

不間斷運轉，力圖於最短期間內回收投資成本並提升競爭力。 

 

  誠然，公益性和技術性這兩種類型的輪班制確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可謂是必

要之惡，但經濟性的輪班制在性質上似乎是以犧牲勞工的權益而追求企業的利

潤，故有學者主張應立法禁止經濟性的輪班制114；然而，如果未於國際社會的層

級設置相關規範並落實之，而是只禁止國內的雇主以經濟性為由採行輪班制的

話，將會擴大國內雇主與外國企業的競爭力差距，改革的成效恐難以期待115，故

加強對輪班制勞工的保障而非直接禁止輪班制應是較為可行的對策方向。 

 

(三)輪班制工作的類型 

  本文為方便後續檢討各種類型的輪班制，故擬先簡要介紹幾種典型的輪班制

類型。首先，就輪班制的班表安排上，通常會考慮勞工的組數、一天的班數、是

否二十四小時不間斷營運、換班的週期、順時針換班或逆時針換班、例假如何安

排、各班次所需的勞動力是否相同等因素，惟本文因篇幅有限，此處所舉例者僅

限於以二十四小時為單位不間斷營運的輪班制116。此外，就有關於各輪班制的名

稱，本文以下所稱之「組」係指參與輪班制的勞工被分派之各組別團體，而同一

組內的勞工除特休假等事項之外為同一班表；「班」則係指一天二十四小時內的

班別數。 

                                                                 

114浜村彰，深夜交替制労働をめぐる立法論の課題，労働法律旬報(1148)，1986，頁 53。 

115松岡三郎，同註 113，頁 78。 

116其他類型的輪班制可參考：酒井一博，同註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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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組 2 班制(以一日夜換班制為例) 

 星期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班 甲組 乙 甲 乙 甲 乙 

夜班 乙組 甲 乙 甲 乙 甲 

  由於每天交換日夜班的結果，勞工會重複連續工作二十四小時(包含休憩)117，

休息時間連續二十四小時的工作型態，兩天為一循環。必須注意的是，在法規上

設有出勤間隔或換班間隔最低時數限制(如我國勞基法第 34 條第 2 項)的國家，無

法實施此種輪班制；另外受限於七天中應有一天例假的規定，欲全年無休營運的

企業亦無法採用此種只有兩組勞工的輪班制。 

 

(2)3 組 2 班制(以每日換班為例) 

 星期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班 甲組 丙 乙 甲 丙 乙 

夜班 乙組 甲 丙 乙 甲 丙 

輪休 丙組 乙 甲 丙 乙 甲 

  相較於前者，3 組 2 班制因為多了一組勞工，所以每天有一組勞工可以輪

休，但勞工會重複連續工作十二小時(包含中間之休憩時間)，而休息時間為連續

二十四小時的工作型態，三天為一循環。此種輪班制通常可以符合出勤間隔或換

                                                                 

117為避免與下班後之休息時間混淆，我國勞基法第 35 條所稱之休息時間，本章節以「休憩」稱之

以資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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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間隔最低時數的法規限制，但對於並非於午夜十二點整交班的情形而言，除非

以個別勞工為單位調整例假並備有預備人力，或者法規上對於例假的定義有所鬆

綁(不限定例假須為一個曆日)，否則受限於例假的規定，欲全年無休營運的企業

則必須將換班週期提升為兩日，變成六天為一循環始能採用此種輪班制。 

 

(3)4 組 2 班制(以每日換班為例，又稱 12/24/12/48 制=上 12 休 24 上 12 休 48) 

 星期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班 甲組 丙 丁 乙 甲 丙 

夜班 乙組 甲 丙 丁 乙 甲 

輪休 丙丁組 乙丁 甲乙 甲丙 丙丁 乙丁 

  比起 3 組 2 班制因為又多了一組勞工，所以每天會有兩組勞工可以輪休，勞

工會重複以下之輪班形態：第一天為白班，休息時間連續二十四小時，接著隔天

為晚班，然後休息時間為連續四十八小時的工作型態，四天為一循環。因為每四

天即會有一次連續四十八小時的休息時間，符合出勤間隔或換班間隔最低時數以

及例假的規定，企業可達成全年無休的營運。 

 

(4)3 組 3 班制(以公休日順時針換班制為例) 

 星期一至六 日 一至六 日 一至六 日 

早班 甲組 停工 丙 停工 乙 停工 

午班 乙組 停工 甲 停工 丙 停工 

夜班 丙組 停工 乙 停工 甲 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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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 3 組 3 班制將一天之內的班數分為三班，毋庸實施變形工時即可滿足單

日八小時的工時上限規定。於換班時，若未設定公休日，則就順時針換班制而

言，夜班勞工將無法休息而必須繼續接著上早班；就逆時針換班制而言，夜班勞

工在休息八小時之後就必須接著上午班，此等情形亦恐難以符合出勤間隔或換班

間隔最低時數的法規限制；如果未備有預備人力，無公休日的三組三班制亦難以

符合例假的規定。 

 

(5)4 組 3 班制(以 3①型順時針換班118為例)  

 第一日 二 三 四 五 六 

早班 甲組 甲 甲 丙 丙 丙 

午班 乙組 丁 丁 丁 甲 甲 

夜班 丙組 丙 乙 乙 乙 丁 

輪休 丁組 乙 丙 甲 丁 乙 

 

 七 八 九 十 十一 第十二日 

早班 乙組 乙 乙 丁 丁 丁 

午班 甲組 丙 丙 丙 乙 乙 

夜班 丁組 丁 甲 甲 甲 丙 

輪休 丙組 甲 丁 乙 丙 甲 

                                                                 

118 3①表示連續出勤三天後輪休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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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較於 3 組 3 班制，因為多了一組勞工，所以每天有一組勞工可以輪休，勞

工會重複連上三天班，輪休一天，換班後再連上三天班，然後輪休一天的工作型

態，十二天為一循環。惟應注意的是，在順時針換班之情形，換班時的出勤間隔

分別為 48 小時、48 小時和 24 小時，意即若非於午夜十二點整交班(即夜班橫跨兩

曆日)，此等連續 24 小時的間隔將會造成勞工連續七個曆日出勤的結果(因休息時

間被分散到兩個曆日計算)，可能會違反例假的法律規定；若改成逆時針換班之情

形，換班時的出勤間隔將變成分別為 56 小時、32 小時和 32 小時，仍存在勞工連

續七個曆日出勤的問題。 

 

(6) 4 組 3 班制(以 5①型順時針換班為例) 

 第一日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早班 甲組 甲 甲 甲 甲 丙 丙 

午班 乙組 丁 丁 丁 丁 丁 甲 

夜班 丙組 丙 乙 乙 乙 乙 乙 

輪休 丁組 乙 丙 丙 丙 甲 丁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早班 丙 丙 丙 乙 乙 乙 乙 

午班 甲 甲 甲 甲 丙 丙 丙 

夜班 丁 丁 丁 丁 丁 甲 甲 

輪休 乙 乙 乙 丙 甲 丁 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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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第二十日 

早班 乙 丁 丁 丁 丁 丁 

午班 丙 丙 乙 乙 乙 乙 

夜班 甲 甲 甲 丙 丙 丙 

輪休 丁 乙 丙 甲 甲 甲 

  與上述 3①型順時針換班相比，5①型順時針換班的休息時間較為集中，比較

容易符合曆日例假的要求，雖然兩者平均一年都會有 91.25 次的輪休，但 5①型順

時針換班的曆日輪休有 73 日，3①型順時針換班的曆日輪休則僅有約 61 日；相對

的，工作日亦較為集中，連續夜班達到五天則為其缺點。 

 

(四)我國輪班制工作之法制規範與適用爭議 

  我國勞動基準法的「一例一休」修正案於 2016 年 12 月 6 日經立法院三讀通

過，修法後使雇主如令勞工於休息日工作時須給付高額的加班費；該項規定雖然

對於已採用週休二日的企業或許影響有限，但修法完成後隔日即有媒體報導對於

有不停工或持續營運之需求而採用輪班制的企業或有一定程度的衝擊，且此一報

導亦受到勞資團體相當的關注119。事實上，在勞基法「一例一休」修法之前，輪

班制工作即存在不少爭議，例如台鐵員工因例假班表的爭議而發動 2017 年春節

                                                                 

119自由時報網路新聞，1 例 1 休 輪班制行業影響大，2016 年 12 月 7 日，網址: 

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1059235，最後閱覽日期:2017 年 10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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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休假」抗爭120、護理人員長期不滿醫院的畸形班表121等，使得原本隱身於

「一例一休」之修法討論幕後之輪班工作爭議逐漸浮出檯面。當然，此亦意味在

修法後的輪班制應如何適用「一例一休」的新制實有檢討的必要。  

 

(1)我國輪班制工作之法律規範與「一例一休」 

  我國現行勞基法有關輪班制勞動規範主要在於第 34 條與 35 條。前者(第 34

條)規範工作班次應予輪換的期間與次數(原則每週一次)與不同班次之間於更換時

的最少休息時間之間隔 (應有連續至少十一小時)；後者(第 35 條)則是對於「繼續

工作四小時至少應有三十分鐘休息」的例外規範，得使雇主於工作時間內另行調

配勞工之休息時間。對此，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例一休」修法後現行第 34

條第 2 項後段之規範，其條文內容從雇主應給予勞工「適當之休息時間」修正為

「連續十一小時」，將更換班次時的間隔時間予以明確化。 

 

  從「一例一休」修法之勞動立法的政治與社會意義觀之，其立法核心目的在

於落實週休二日，並體現在勞基法第 36 條修正為「每七日中應有二日之休息」

以及第 24 條修正休息日工作的加班費給付之加額計算上，特別是後者，具有藉

由以價制量來達成立法目的之意義。 

                                                                 

120蘋果日報網路新聞，台鐵員工班表曝光！難怪他們要罷工，2017 年 2 月 3 日，網址: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70203/1048093，最後閱覽日期:2017 年 10 月

18 日。 

121蘋果日報網路新聞，「我要命 不要錢」 護士控畸形輪班害命，2012 年 4 月 28 日，網

址: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20428/34192181，最後閱覽日期:2017 年

10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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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本質而言，本次「一例一休」修法有關輪班制工作規範的修正雖不直接與

「週休二日」之勞動政策目的具有直接關聯，但其中有關於一例一休之「休息

日」的安排與挪移，乃至於休息日工作的加班費計算等，卻令相關輪班制工作之

勞資雙方產生對新法規適用的諸多疑義。但是，本文也必須同時指出的是，事實

上在一例一休制度實施之前，我國勞資關係之間就已長期存在對於「每七日中至

少應有一日之休息(例假)」規定應如何適用之疑問，以及班次如何更換之相關衍

生勞資爭議，不過確實因為「一例一休」而使上述爭議更形嚴峻與難解。再者，

有關輪班制工作所產生之勞資爭議，也因為事業單位得採行各種變形工時制度，

或者使勞工適用勞基法第 84 條之 1 規定(俗稱責任工作制)，而使輪班制工作於法

律上之勞資權義與政治上之勞資關係更為紛雜。 

 

(2)輪班制之更換班次與「連續十一小時」之修法 

   在本次「一例一休」修法新增有關輪班制之更換班次的間隔至少應有「連續

十一小時」規定之前，過去舊法上所定雇主應負「應給予適當之休息時間」之規

定為不確定法律概念，行政院勞委會 77 年 10 月 18 日台 77 勞動 2 字第 23416 號

函即謂「『適當之休息時間』係指可使勞工獲得足以恢復原有體力所需之時間而

言，其時間之長短，應視實際情形由勞資雙方自行協商約定」，該不確定性之規

範於法院實務上亦甚少有相關爭議之判決。簡言之，所謂「適當之休息時間」難

於勞資之間構成權利義務的規範性關係；對於勞工既難以發揮工時保護之作用，

亦無法對雇主產生工時安排上的拘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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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就輪班制工作之工時管理實務上，一直以來就有不少屬於輪班性質工

作的勞工經常抗議雇主的班次安排方式未能使勞工有充分的休息，特別是班次更

換的間隔過於短促的情形，因為雇主通常於班次更換時安排勞工的休假，但若有

臨時加班或調班之必要時，則自然發生勞工於體力顯不勝負荷的情況下從事工作

的結果。再者，亦有不少輪班性之工作行業，其雇主完全無視「適當之休息時

間」之規範，而使勞工輪班的班次安排過於不規律性，長期性地嚴重影響勞工正

常的休息時間，此即於我國職場上常受一般勞工所批評之畸形班表（從事護理工

作之勞工又俗稱「花花班」），而使勞工在一週內被更換或調動 2 種甚至 3 種輪

值班表。而後勞動部在 101 年 4 月 11 日勞動 2 字第 1010007825 號函謂：「工作

時間縱經確明得分認屬 2 日之工作時間，以其前一日為夜間工作，次日甫逾甚或

未達 8 小時復又出勤，仍難認符勞動基準法第 34 條應予適當休息之規定」，增添

夜班工作結束後至少應休息八小時之限制，但既然是以夜班工作為對象，便未達

ILO 的 1990 年第 178 號夜間工作建議書所定之至少休息十一小時的水準，仍有待

改善。 

 

  本次「一例一休」的勞基法第 34 條之修正，其立法理由說明主要係基於原

條文規定「適當」之休息時間屬不確定之法律概念，故為明確相關規定使勞資雙

方可資遵循，乃修正為「至少應有連續十一小時」之休息時間。是以，待該條文

由正式實施後，以往頗有爭議的更換班次時之間隔時間問題應可期待有一定之改

善。 

     

(3)輪班制工作與一例一休之「一日」計算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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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對於輪班制工作者而言，其實更有一個在本次勞基法有關「一例一

休」之立法修正前即存在而有待解決的爭議問題：即一例一休日之「一日」的起

迄應如何計算之爭議。而此一爭議，也是近日我國台鐵產業工會於春節發起所謂

「依法休假活動」之抗議行動的主要原因；根據 2016 年 9 月 22 日的立法院第 9

屆第 2 會期交通委員會第 3 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台鐵產業工會指出，「臺鐵的

薪資水準，同一級的員工與其他經濟部國營企業相差一、二萬元，尤其又沒有核

實補足加班費及夜間津貼，也沒有完整一天的例假供員工休息，所以人力流失情

況很嚴重。」 

 

  就上述爭議問題之產生，其原因乃在於台鐵實施三組二班制的班表，但其例

假日之計算卻以「一日」乃連續 24 小時的方式為之，而非以「曆日」為計算方

式，因而導致台鐵輪班之勞工於例假時亦無法享有一完整曆日之休息。進一步

言，就我國現行勞動基準法之相關規定，對於輪班制之例假與休息日的計算方式

並未加以規範，惟至 2016 年 8 月 1 日以前，則有內政部 75 年 5 月 17 日台內勞字

第 398001 號之解釋謂「勞動基準法第三十六條規定：『勞工每七日中至少應有一

日之休息，作為例假。』所謂『一日』係指連續二十四小時而言。」為法源依

據。換言之，就我國輪班制工作之例假日實施，整整有三十年的期間是以上述所

謂「連續二十四小時」為一日的方式計算之。 

 

  然而，在 2016 年 5 月所發生的一個非常偶然的勞資爭議事件中，由於便利商

店員工告發其雇主違法使其連續工作八天，爾後經媒體報導而引發社會進一步關

注勞基法上所謂「每七日中至少應有一日之休息」的規定如何解釋，以及上述內

政部解釋是否合理之爭議。對此，行政機關於不到三個月的時間，以「立法原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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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希望勞工連續工作六日就能休息，但 75 年函釋卻允許勞資雙方協商約定週期

內休一日例假，導致勞工可能連續工 12 日出勤」為由而於同年 6 月 29 日以勞動

條 3 字第 1050131443 號令廢止該函釋之適用，並自同年 8 月 1 日生效，而使勞基

法上有關「例假」之安排，應以每 1 週的期間內至少應有 1 日例假，且不得連續

工作逾 6 日為原則。然而，就該解釋經廢止生效後一個月，由於部分行業於例假

之安排上有窒礙難行之事實，因此勞動部再以 105 年 9 月 10 日勞動條 3 字第

1050132134 號函表示「例假」之安排，原則上雖不得使勞工連續工作逾六日，但

如雇主有該當一定情形時，得經一定程序而於二週期內適當調整原定之例假，惟

其間隔至多十二日122。 

 

  至此，雖然上述有關「每七日中至少應有一日之休息」的解釋爭議經 105 年

6 月 29 日勞動條 3 字第 1050131443 號，以及 105 年 9 月 10 日勞動條 3 字第

1050132134 號函而獲有相對之明確定義，但必須注意的是，原內政部「所謂『一

日』係指連續二十四小時而言。」之解釋令內容縱使暫不論其合法性或正當性，

至少已因 105 年 6 月 29 日勞動條 3 字第 1050131443 號使之廢止而不復存在，就

                                                                 

122勞動部 105 年 9 月 10 日勞動條 3 字第 1050132134 號函：「 

一、核釋勞動基準法第三十六條規定：「勞工每七日中至少應有一日之休息，作為例假。」該例

假之安排，以每七日為一週期，每一週期內至少應有一日例假，原則上勞工不得連續工作逾六日

二、雇主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事前徵得勞工同意後（同意書範例如附件），限於二週期內適當

調整原定之例假，其間隔至多十二日：(一)年節、紀念日、勞動節日及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定

應放假之日， 屠宰業或承載旅客之運輸業，為因應公眾之生活便利，致有使勞工連續工作逾六日

之必要。(二)因勞工從事工作之地點具特殊性(如海上、高山或偏遠地區等)， 其交通相當耗時，致

有連續工作逾六日之必要。(三)因勞工於國外、船艦、航空器、闈場或電廠歲修執行職務，致有

連續工作逾六日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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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而言，勞基法上之例假「一日」對於輪班制勞工是否當然即為「連續二十四小

時」，顯有疑問123。 

 

(4)「一曆日」例假與休息日之權利保障與雇主調班權力之限制 

  就法體系上之解釋，有關勞工依法行使「例假日與休息日」之權利，除輪班

制工作以外，其他一般屬於非跨曆日之常態性工作，包括固定日班或固定性夜班

工作，就所謂例假日與休息日之「一日」的計算概以「曆日」為標準，亦即為從

0 時到翌日 0 時為止之兩個時間點的期間，而非以時間的多寡(量)為計算。然而，

就輪班性工作(特別是含有夜班者)，一般而言，其工作性質往往較非跨曆日之常

態性工作更為耗費精神與體力124，按理更應需要較長時間之休息以期回復平常之

體力125。但實務上，竟反而以「連續 24 小時」為一日之計算標準，導致從事輪班

                                                                 

123勞動部於其官網所載之「勞動基準法修法常見問答集」，乃就「例假日及休息日是否為完整 1

日？」有如下之答覆：「1.勞工應從事之工作、工作開始及終止之時間、休息時間、例假、休息

日等有關事項，應於勞動契約中約定，其約定之內容仍不得違反勞動基準法相關規範。勞工之例

假及休息日，仍應由勞資雙方於契約訂定時或契約履行中，進一步詳細約定。2.勞動基準法第 36

條所稱之『一日』，原則係指午前零時至午後 12 時之連續 24 小時。但因雇主經營方式並不一

致，爰雇主如配合業務特性，實施『輪班制』之出勤方式，而各班輪替具有規律，雖非不得採取

『連續 24 小時』為一日，但為顧及勞工之身心健康，雇主仍應盡量安排完整之一日使勞工獲得足

夠休息。」，網址：http://www.mol.gov.tw/service/19851/19852/19861/30631/ ，最後異動日期：2017

年 2 月 9 日，最後閱覽日期:2017 年 3 月 29 日。 

124 含夜班之輪班制工作與固定性夜班工作，何者對於勞工的負擔較大尚無定論，請參考 ILO 駐日

事務所，同前註 113，頁 12。 

125此一認識，亦向來為我國法院之實務所採之見解；例如台灣彰化地方法院 92 年度勞訴字第 40

號判決判示：「勞工工作採晝夜輪班制，固為合法之工作型態，法律亦未規定，……於夜間工

作，工作時間為一般人休息時段，其生活方式與日間工作者相反，不利於勞工之生活及健康，就

夜間工作之勞工與日間工作之勞工，即使其工作內容相同，因工作條件有異而給予不同之工資待

遇，既合法，又合情、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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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工作之勞工即使於例假日亦難以擁有不受雇主拘束之完整一曆日的休息，同時

因為曆日的時數不可能低於二十四小時，代表現行法制在例假日與休息日層面給

予輪班制勞工的保障次於其他勞工。例假與休息日以「連續 24 小時」為一日之

計算標準的最大缺陷在於，除所涵蓋時數必然不高於曆日之計算方式外，若該例

假與休息日被設定在兩個晚班的中間時段，則該例假與休息日將因位於白天的睡

眠時間而被分斷，造成從事家庭社會活動如與家人一同出遊等變得極為困難的結

果，嚴重影響輪班制勞工的正常家庭社會生活。 

 

  簡言之，例假與休息日以「連續 24 小時」為一日之計算標準忽略或漠視勞

基法對於工作時間與假日之所以要予以規範保護的核心意義，而無視於時間序列

上有其不同社會空間的意義，以至於勞工逐漸「工具人」化並因而可能喪失與他

人分享共同生活世界的基礎與機會，乃至失去與社會的連繫甚至被孤立化。 

 

  因此，有鑑於輪班制工作在過去將近三十年的期間，雖然經過勞基法上有關

工時保護規範的不同階段，但無論是哪一個階段，輪班制勞工的例假日與休息日

都未曾是正常完整的曆日；非但內政部的解釋令違背母法勞基法之工時保護規範

的意旨，甚至在實施三十年後勞動部使「七休一」回歸母法之解釋而廢止該解釋

令之後，連帶使該解釋後段附加之「連續二十四小時」亦當然不具任何拘束效力

的狀況下，勞動部卻仍認為輪班制工作的例假與休息日以「連續 24 小時」為一

日，本文認為，就內政部之行政解釋而言，無論是「七休一」或者是「連續二十

四小時」，都是與母法之相關規定的意旨有所牴觸之違法解釋；前者，是指例假

日於外觀上，本例假日與次例假日之間的間隔日數不得超過六日，後者，則是指

例假日之實質內涵，輪班工作之例假日不得低於與同法之其他工時規範所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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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內涵之基準；在內政部之行政解釋遭廢止後，將輪班制勞工與其他勞工

差別待之的作法不但欠缺法理基礎，更是削減原本即較為弱勢之輪班制勞工的勞

動保障。 

 

  本文前述已言，我國實務上輪班制工作經常有因雇主任意調動班表而產生所

謂「花花班」之爭議，就其原因，除了雇主濫用班表之調動權(勞務給付之指揮支

配的濫用)之外，有相當的原因是來自於例假日與休息日之「一日」時數的不當縮

水。倘若再加上「變形工時制度」、「延長工時」及「休息時間的安排(例如餐飲

業常見的兩頭班)」之混合運用，非但勞工的家庭社會活動難以顧及，恐怕連生命

健康都無法保障，且有造成延長工時只有「工時的實際延長」而無「工資的實質

增加」之虞，蓋實務上延長工時的加班費被以補休的方式替代，但勞工卻沒有機

會運用補休導致補休因期限屆至而自動失效的情形屢見不鮮。 

 

  反之，值得注意的是，若能有效規範雇主調動班表的權限，例如晚近重要的

工時修法：每周法定正常工時 40 小時、周休二日(一例一休)、提高(部分勞工)特

休日數，以及「應有連續十一小時」之出勤間隔時間等，對於輪班制勞工的保障

應可發揮一定之效果，是以，若能再更進一步明確例假日與休息日之一日為曆日

之時間計算，則所謂花花班等班表或有逐漸消弭之可能。 

 

 

(五)輪班制之國際公約與日本法制之規範 

  為解決我國法制所面臨的困境，本文擬透過分析國際公約、日本的輪班制相

關法制及學說意見，作為我國未來改革時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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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際勞工組織公約與建議書 

  國際勞工組織有許多公約與建議書皆特別提及輪班制勞工的工作時間應如何

規定，本文簡要介紹重要之內容如下： 

1.ILO1919 年第 1 號公約 

  國際勞工組織(ILO)的 1919 年第 1 號工作時間(工業)公約在確立單日八小時、

單週四十八小時的工時上限原則的同時，亦於第 2 條(C)容許輪班制採用三週變形

工時；另外第 4 條復規定生產過程依其性質有仰賴輪班制以持續作業之必要者，

得不受第 2 條的工時上限規定限制，但平均一週工時不得超過五十六小時，且此

條規定無論於何種情形皆不得影響作為對從事前述生產工作之勞工因此所損失的

週休例假之補償而以各國法律所保障的例假。從第 4 條的規範方式可窺知五十六

小時這個數字是從假設一天工作八小時且一週無休連續工作七天而來，隱藏著推

動將輪班制從十二小時兩班制轉換為八小時三班制的意涵126。 

 

2.ILO1934 年第 43 號公約與 1935 年第 49 號公約 

  ILO1934 年第 43 號平板玻璃工廠公約與 1935 年第 49 號縮短工時(玻璃瓶工

廠)公約針對因受限於生產技術，作業無法中斷而須採用輪班制的玻璃產業，在第

2 條皆規定至少應備有四組勞工、每一班次的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勞工平

均一週工時不得超過四十二小時、同一組勞工的出勤班次間隔不得低於十六小時

等，顯然是以達成 4 組 3 班制為目標。 

                                                                 

126 松岡三郎，同註 113，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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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ILO1962 年第 116 號建議書 

  ILO1962 年第 116 號縮短工時建議書第 13 條規定國家對於生產過程依其性質

必須利用輪班制以持續作業之事業的工時得設立特別規定，但應致力於保障輪班

制勞工的平均正常工時不論於何種情形皆不會超過該經濟活動所定的正常工時，

意即應保障輪班制勞工的平均正常工時不得超過同一經濟活動之固定日班勞工的

正常工時127。 

 

4.ILO1990 年第 178 號建議書 

  ILO1991 年第 178 號夜間工作建議書第 4 條規定從事夜間工作的勞工在任何

一個二十四小時的區間內其正常工時不應超過八小時；又從事夜間工作之勞工的

平均正常工時通常應少於且無論何種情形皆不得超過有關行業或事業場所內於日

間以相同條件從事相同工作之勞工的正常工時。第 5 條復規定應盡可能避免令從

事夜間工作的勞工在其包含夜間工作之勤務的前後為加班；第 6 條(a)要求含有夜

間勤務的輪班制，除非遭逢不可抗力或緊急事故，否則不應讓勞工連續工作兩個

班次；第 6 條(b)則明定應保障勞工在兩次出勤之間至少有十一小時的休息；第 7

條則要求包含夜間工作的勤務應定有可供勞工休息與吃飯的休憩時間。 

 

5.ILO1921 年第 14 號公約與 1957 年第 106 號公約 

                                                                 

127 松岡三郎，同註 113，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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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O1921 年第 14 號週休(工業)公約第 2 條和 1957 年第 106 號週休(商業與事務

所)公約第 6 條規定在每一個七天的區間內勞工應享有連續二十四小時以上的週

休。惟 1957 年第 103 號週休(商業與事務所)建議書第 1 條則要求應盡可能確保勞

工的週休達連續三十六小時以上；第 2 條並規定若為可能，應令勞工的週休包含

從午夜至午夜的時段，且該時段前後的其他休息時間不應被包含在內。 

 

(2)日本現行輪班制工作之法制規範 

  日本勞基法及相關法令針對輪班制勞工的勞動條件幾乎未給予任何的特別保

障，反而是有大量鬆綁原有工時規範的條文與解釋函令。 

 

  首先，日本勞基法給予輪班制勞工的保障，僅限於輪班制的換班事項為勞動

契約的必要明示事項與工作規則的必要記載事項而已(日本勞基法第 15 條、第 89

條和日本勞基法施行規則第 5 條) ，關於實質勞動條件則沒有任何優於非輪班制

勞工的特別保障。 

 

  次者，日本勞基法不但未給予輪班制勞工優於非輪班制勞工的實質勞動條件

特別保障，反而在童工的深夜勤務相關限制規範中，以輪班制為由鬆綁部分的規

定(日本勞基法第 61 條)。 

 

  最後，日本勞動主管機關針對輪班制發有大量解釋函令鬆綁日本勞基法原有

的工時規範，例如日本勞基法第 34 條第 2 項規定雇主在給予勞工休憩時，應對全

體勞工一齊為之，但在 1998 年日本勞基法第 34 條第 2 項但書修正之前解釋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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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認為輪班制為該項規定的例外，雇主在取得主管機關的許可後即可分批給予休

憩(昭 22.9.13 発基 17 号)；又關於輪班制中的一日夜換班制，雖然外觀上勞工似乎

是連續出勤二十四小時(包含休憩)，但由於勞工是在執行兩天份的勤務，因此當

勞工請特休免除一次二十四小時的出勤義務時，勘認勞工已使用兩天的特休(昭

26.9.26 基収 3964 号)，惟在計算日本勞基法第 34 條第 1 項的休憩時，解釋函令卻

又將勞工的整個出勤視為一個整體，雇主只要給予一天份的一小時休憩即屬合法

(昭 23.5.10 基収 1582 号)。 

 

  簡言之，在諸多鬆綁日本勞基法原有工時規範的解釋函令中，對輪班制勞工

影響最深遠的莫過於例假的定義。日本勞基法第 35 條所謂例假，解釋函令認為

並非單單只是連續二十四小時的休息，而必須是自上午零時至下午零時的一個曆

日(昭 23.4.5 基発 535 号)，不過此原則有幾個例外，例如針對旅館業的勞工，考量

到其業務繁忙時段的特性，若為包含自正午至隔日正午間二十四小時之時段且達

連續三十小時以上者，亦堪認已給予勞工例假(昭 57.6.30 基発 446 号、平 11.3.31

基発 168 号)；針對貨車司機與客運司機，由於其過勞情形嚴重，厚生勞動省定有

「改善汽車司機的工作時間等之基準」，其例假以勤務結束後的休息時間八小時

加上二十四小時合計連續三十二小時以上為原則，且不論任何情形皆不得低於連

續三十小時(平 1.2.9 労告 7 号、平 1.3.1 基発 93 号、平 11.3.31 基発 168 号)。 

 

  輪班制亦為上述例假原則的例外之一，雖然主管機關對於一日夜換班制仍舊

要求例假必須是自上午零時起的連續二十四小時(昭 23.11.9 基収 2968 号)，但主管

機關卻首先在八小時三班制中以礦業勞動為例，認為當連續二十四小時的休息橫

跨兩個曆日時，若要求例假必須為一個曆日將會形成勞工一個星期可以免除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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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次的勞務的結果，形同一週有兩例假，顯與日本勞基法例假的立法意旨有違，

故例假只須連續二十四小時即屬合法(昭 23.10.14 基発 1507 号)。而後在八小時二

班制(一天僅營運十六小時)和變形三班制(各班次的工作時間不相等)中，主管機關

認為即使未符合三班制連續營運、一個班次的工作時間在八小時以下這兩個條

件，亦可以連續二十四小時的休息作為例假(昭 26.2.26 基収 3757 号)。最後，主管

機關明示輪班制若符合以下兩要件，即得以連續二十四小時的休息作為例假：一

為已於工作規則等中為記載，乃制度性地運用輪班制；另一則為各班次的換班事

項有明定之規範，並非透過填寫班表等方式來臨時地或逐次地決定(昭 63.3.14 基

発 150 号)。 

 

  透過上述行政函釋的鬆綁，加上日本勞基法無延長工時的上限且允許雇主令

勞工於例假加班(日本勞基法第 36 條)，如下圖所示的全年無休 3 組 3 班制便應運

而生： 

星期 一至六 日(換班) 一至六 日(換班) 一至六 日(換班) 一至六 日(換班) 

早班 甲 甲 ◎丙 丙 ☆乙 乙 ※甲 甲 

午班 乙 乙 甲 甲 丙 丙 乙 乙 

夜班 丙 ◎丙 乙 ☆乙 甲 ※甲 丙 丙 

  丙出勤 

連 16 

小時 

甲乙 

連休 24

小時 

乙出勤

連 16 

小時 

甲丙 

連休 24 

小時 

甲出勤

連 16 

小時 

乙丙 

連休 2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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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種全年無休 3 組 3 班制的運作下，勞工每三週會有兩次連續二十四小時

的休息作為例假，另外每三週會有一次須在上完長達七天的夜班之後立刻無縫接

軌上早班，勞工卻只能每三週獲給付一次假日出勤的加班費(另外因每週工時五十

八小時超過法定單週工時上限，尚可獲得延長工時的加班費)，這種無視人性尊嚴

的班表當然招致日本學說的強烈批評。 

 

(3)日本 3 組 3 班制轉換為 4 組 3 班制的問題點 

  日本所採用的 3 組 3 班制對勞工造成極大的負擔，勞工不僅無法享受完整的

曆日例假，且在換班時必須連續出勤十六小時，又連續的夜班長達七天，夜班結

束後無法獲得充分的休息，尚因為預備人力不足，除特休難以行使之外，當有勞

工請假時就必須讓其他勞工加班連續出勤兩個班次以填補空缺128。 

 

  相對地，4 組 3 班制則因為多一組勞工參與輪班，在總工作日數減少的同

時，勞工亦能享有曆日例假，且在換班時不再需要連續出勤，連續夜班則從七天

縮短至五天或三天，夜班結束後也有較長的休息時間，可大幅減少 3 組 3 班制的

負擔129。因此，從 1960 年代起日本工會開始展開運動促使雇主導入 4 組 3 班制。 

 

                                                                 

128青木宗也，四組三交替制の採用をめぐる労基法上の問題点，季刊労働法 20(4)，1970，頁

28、平野浩一，鉄鋼産業の四直三交替制の実状と問題点--技術革新・合理化下の労働強化と職

場からの組合活動のしめだし，労働法律旬報(754)，1970，頁 12。 

129青木宗也，同前註，頁 29、平野浩一，同前註，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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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從 3 組 3 班制轉換為 4 組 3 班制的過程中卻發生許多問題，導致 4 組

3 班制未能發揮預期的功效。許多企業在導入 4 組 3 班制時並未擴充人力，只是

把原本 3 組 3 班制的預備人力調整為第四組人力，並將休憩減少至法定最低水準

以增加勞工的單日工時，且休憩被分割至一次二十分鐘左右的程度，用來吃飯非

常倉促。另外將勞工的部分輪休日設定為預備出勤日，對勞工施予教育訓練等，

當有正班勞工請假時即讓預備出勤的勞工出勤以填補空缺；若在預備出勤日無特

殊情事，則透過團體協約迫使勞工使用特休。這樣的 4 組 3 班制反而導致勞動密

度上升，對於勞工的負擔並未減輕，甚至造成職災數量的增加130。由此經驗可

知，在法規未修正的狀況下，單單變更輪班制的種類尚不足以保障勞工的權益，

雇主是否備有充足的人力才是攸關勞工能否享有健康且文化之最基本生活水平(日

本憲法第 25 條)的關鍵。 

 

(4)日本學說對於現行規範制度之檢討與批判 

  日本學說對於前述勞動法規與解釋函令大量鬆綁對於輪班制勞工之保障的現

狀有大量批判，其中例假的例外解釋更是受到學說的集中砲火抨擊，其嚴重性較

其他議題為高，因此本文將日本學說分為例假之例外解釋的批判與其他建議事項

分別介紹。 

 

1.例假之例外解釋的批判 

                                                                 

130青木宗也，同註 128，頁 31 至 33、平野浩一，同註 128，頁 14 至 17、松岡三郎，交替制の各

種パターンと法的諸問題--各論的解明，労働法律旬報(846)，1973，頁 16 至 17、高木紘一，同註

113，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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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學者山本吉人認為例假的宗旨不僅僅在於讓勞工回復體力而已，更是

為了讓勞工作為一個市民(階級)擁有自由的時間以保障其人性尊嚴，若將連續二

十四小時的休息視為一個例假，則對於一個在上午下班的輪班制勞工而言，在睡

眠休息後已是下午或晚上，難以從事娛樂或享受天倫之樂，導致勞工的家庭生活

亦遭到破壞，因此主管機管的解釋函令是有問題的131。 

 

  其次，學者松岡三郎則批判縱使發生解釋函令所謂「當連續二十四小時的休

息橫跨兩個曆日時，若要求例假必須為一個曆日將會形成勞工一個星期可以免除

兩個班次的勞務的結果，形同一週有兩例假」之情形，但這種結果是雇主在採用

輪班制之前即可預知，雇主既然是基於營運上的考量而決定採用輪班制，自然同

時應忍受輪班制所帶來之後果，因此承認此種情形的週休二日比起鬆綁例假規定

應更具備人道性與合理性132。 

 

  又，學者浜村彰進一步指摘從事含有深夜勤務之輪班制的勞工，其勞動條件

與社會、家庭生活已較一般勞工為惡劣，在此之上還鬆綁例假規定的作法難謂妥

適。雇主在採用輪班制時，應安排勞工能享有曆日例假的班表，並聘僱足以實施

此種班表的充分人力。浜村並建議應禁止讓從事含有深夜勤務之輪班制的勞工在

例假日加班133。 

 

                                                                 

131山本吉人，同註 113，頁 41。 

132松岡三郎，交替制労働の労基法上の問題点，季刊労働法 19(2)，1969，頁 26。 

133浜村彰，同註 114，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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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學者渡邊章則是實際舉例出一個即使採取曆日例假說亦能二十四小時

連續營運，不會發生「形成勞工一個星期可以免除兩個班次的勞務的結果，形同

一週有兩例假」之情形的 3 組 3 班制班表，因此例假之例外解釋已失其理論依

據。渡邊更認為該函釋係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經濟混亂期，在法律的論理

之外將例假的例外導入礦業，之後才又擴大適用至其他行業134。 

 

 星期一 二至六 日 一 二至六 

早班 

(6:00~14:00) 

停工 甲 停工 停工 丙 

午班 

(14:00~22:00) 

停工 乙 停工 停工 甲 

夜班 

(22:00~6:00) 

停工 丙 停工 停工 乙 

     

  具體而言，日本行政主管機關想像的班表如上所示，由於丙組勞工在星期六

的勞動延續至星期日清晨，因此若要求例假必須是一個曆日，則丙組勞工最快必

須等到星期二的早班才可以再次出勤，於是變成周休二日的班表。而渡邊所編排

的班表則如下所示，沒有任何法令規定輪班制必須從早班開始輪，因此星期一若

從午班開始輪，一個禮拜的停工時間僅為三十二小時。由於在不令勞工於例假加

班的前提下，3 組 3 班制若無替補人力不可能達成全年無休的班表，即使將交班

                                                                 

134渡辺章、菅野和夫等，セミナー 労働時間法の焦点-11 完-交替制の労働時間編成，ジュリスト

(853)，1986，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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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設為午夜十二點而讓夜班不會橫跨兩個曆日，一星期仍須停工一天(二十四小

時) ，因此相較之下渡邊所設計的班表適用於夜班會橫跨兩個曆日的輪班制時，

雇主一星期只須多停工八小時就可讓勞工享有曆日的例假。 

 星期一 二至六 日 一 二至六 

早班 

(6:00~14:00) 

停工 甲 停工 停工 丙 

午班 

(14:00~22:00) 

乙 乙 停工 甲 甲 

夜班 

(22:00~6:00) 

丙 丙 停工 乙 乙 

 

  ILO(駐日事務所)亦有對輪班制的例假提出建議，雖非直接批判日本主管機關

的函釋，但 ILO(駐日事務所)指出若要避免勞工的注意力與業務執行能力下降，

則僅僅一天的休息是不夠的，應將連續出勤日數限縮在六天以內，且最低應有連

續兩天的休息135。 

 

2.其他批判與建議 

(a)休憩 

  為達成休憩的立法目的，保障勞工得以自由利用休憩時間例如用餐等，藉此

暫緩疲勞的累積，渡邊章、菅野和夫等學者認為輪班制勞工的休憩一次不得低於

                                                                 

135 ILO 駐日事務所，同註 112，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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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至三十分鐘，應立法限制之或採取行政指導改善之136。勞動基準法研究會專

家會議報告亦指出在執行夜間勤務時，若給予勞工小睡片刻的時間，縱使只有三

十分鐘亦能一定程度調節勞工的生理時鐘，有助於體能的回復137。 

 

(b)禁止深夜輪班制勞工加班 

  浜村彰主張深夜輪班制會對勞工的健康產生重大危害，除有不可抗力或緊急

災害外，不應容許雇主再令勞工加班來繼續增加健康上的風險，特別是連續出勤

兩個班次(十六小時)這種情形應給予限制138；勞動基準法研究會專家會議報告亦認

為應盡可能避免令勞工在夜班的前後加班139。 

 

(c)夜班次數的限制 

  有鑑於夜間勤務對於勞工的健康與社會生活皆有重大不利影響，浜村彰呼籲

應限制一位勞工的月間夜班次數在八次以下，雇主只要聘僱四組勞工進行輪班，

縱使是二十四小時不間斷營運亦能符合此標準140。 

 

(d)夜班後的休息 

                                                                 

136渡辺章、菅野和夫等，同註 134，頁 97 至 98。 

137労働基準法研究会，同註 107，頁 106。 

138浜村彰，同註 114，頁 54。 

139労働基準法研究会，同註 107，頁 106。 

140浜村彰，同註 114，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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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夜班對於勞工生理機能的擾亂最為嚴重，勞工需要較長的休息時間以為

調適，因此勞動基準法研究會專家會議報告建議在夜班結束後，應讓勞工至少享

有包含一次夜間睡眠的二十四小時休息，若能兩次夜間睡眠則會有更巨大的效果

141。 

 

(e)輪班制的工時上限 

  ILO(駐日事務所)表示因為有研究顯示一班十二小時的輪班制，在最後三小時

其發生事故的風險會大幅提高，故建議輪班制的一班工作時數勿超過十二小時；

另外，一週工時亦宜限縮在四十八小時以內142。 

 

(f)順時針換班 

  勞動基準法研究會專家會議報告和 ILO 駐日事務所皆認為關於輪班制的換班

方式，順時針換班優於逆時針換班，順時針換班較符合人體的生理時鐘，對於勞

工的負擔較小143。 

 

(g)其他應注意事項 

  除前述各種有關勞動條件的建言之外，勞動基準法研究會專家會議報告尚建

議雇主應對輪班制勞工實施專門之健康檢查，且平時即須密切觀察輪班制勞工的

                                                                 

141労働基準法研究会，同註 107，頁 106。 

142 ILO 駐日事務所，同註 112，頁 11。 

143労働基準法研究会，同註 107，頁 106、ILO 駐日事務所，同註 112，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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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狀態並實施健康衛生教育，另外應於職場內備有睡眠場所及設施供輪班制勞

工使用，亦有必要確保安全的通勤手段如提供交通車等144。 

 

(六)我國未來輪班制工作之法政策建議 

  從勞動法的發展歷史與目的觀之，保障與雇主相比較為弱勢之勞工的權益乃

勞動法之所以存在的最基礎且最重要目的之一145，因此為達成勞動法的此項最基

本目的，越弱勢的勞工理論上越應給予高度的保障，勞基法中有關童工與女工的

特別保障規定即為顯例。而基於前述之研究與經驗，可知相較於正常日班工作，

輪班制工作會帶給勞工較大之負擔，對於勞工的身心健康與家庭社會生活皆有不

良影響，則基於相同論理，輪班制勞工應獲得較充足之保障，惟現行法制有部分

規定或解釋函令卻反其道而行鬆綁輪班制勞工的勞動條件規範，誠難謂妥適，故

本文就輪班制工作的未來法政策方向提出以下之建議，以期改善輪班制勞工的勞

動條件。 

  

(1)例假與休息日的定義 

  勞動部目前公布的問答集認為勞基法第 36 條所稱之例假與休息日並非單指

連續二十四小時而已，而必須是午前零時至午後十二時之連續二十四小時，此種

例假與休息日的定義旨在保障勞工能充分經營其家庭社會生活。惟勞動部獨將輪

班制視為此定義的例外，容許以連續二十四小時作為輪班制勞工的例假與休息

日，於是如同台鐵員工 3 組 2 班制般全年無休的班表在法律上竟然合法，造成輪

                                                                 

144労働基準法研究会，同註 107，頁 106 至 107。 

145菅野和夫，同註 7，頁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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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制員工除身心承受極大的負擔之外，尚須面臨難以經營家庭與社會生活的困

境，甚至還可能產生雇主免除休息日加班費給付義務的結果，對於輪班制勞工而

言難謂公平，因此勞動部鬆綁輪班制勞工之例假與休息日規範的做法值得商榷。 

 

  從另外一個角度觀察，輪班制行業若不採用此種特殊解釋，其營運就會發生

無法因應的困難嗎？其實倒也未必如此。在 3 組 2 班制的班表中，若改成兩天換

一次班，即可符合每七日內有一天曆日例假的法律要求(休息日則無法達成，必須

給付加班費)；3 組 3 班制若一週設有一次 32 小時的停工時間亦可在符合曆日例

假的條件上達成二十四小時不間斷營運；除此之外，雇主只要增聘人力採用 4 組

2 班制或 4 組 3 班制原則上都可以達成七日內有一天曆日例假的班表。換言之，

即使不對輪班制的例假與休息日做特別解釋，雇主亦可透過調整班表型態(例如於

每七日內安排一次停工日)或增聘人力等方式因應之；相反的，輪班制係因特定行

業的特殊營運需求而生，若容許例假的例外解釋，形同替雇主創設迴避採取前述

兩種因應措施的空間，而將採用輪班制的代價轉嫁予勞工承擔，令輪班制勞工陷

於遠劣於一般日班勞工的勞動環境中(身心健康與家庭社會生活的不良影響)，顯

然違反勞基法保障勞工權益的意旨。綜上所述，本文認為縱使是輪班制的勞動型

態，例假與休息日的定義亦無庸為調整，蓋保障勞工經營其家庭社會生活之權利

的必要性於輪班制的勞動型態中依然存在。雇主如欲採用輪班制，應先做好必要

之因應措施始得為之。 

 

  惟有一種特殊情形本文認為確實有調整例假規範之必要，即 4 組 3 班制中的

3(1)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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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日 二 三 四 五 六 

早班 

(5:00~13:00) 

甲 甲 甲 丙 丙 丙 

午班 

(13:00~21:00) 

乙 丁 丁 丁 甲 甲 

夜班 

(21:00~5:00) 

丙 丙 乙 乙 乙 丁 

輪休 丁 乙 丙 甲 丁 乙 

 

 七 八 九 十 十一 第十二日 

早班 

(5:00~13:00) 

乙 乙 乙 丁 丁 丁 

午班 

(13:00~21:00) 

甲 丙 丙 丙 乙 乙 

夜班 

(21:00~5:00) 

丁 丁 甲 甲 甲 丙 

輪休 丙 甲 丁 乙 丙 甲 

在上方的輪班制班表中，勞工每工作三天即可獲得一次輪休，該輪休原則上會是

曆日的休息，然而由於換班上的技術限制，每十二天會發生一次換班時的出勤間

隔僅有二十四小時的情形，造成勞工連續七個曆日出勤的結果(例如第三至九天的

乙組勞工)。但仔細觀察便會發現，乙組勞工在第六天的工作時間其實只是一個畸

零數(五小時)，在至少確保有連續二十四小時之休息的前提下，應尚不至於對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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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身心健康造成過重的影響。此種問題雖然採用 5(1)型即可解決，但 3(1)型比

起 5(1)有著連續夜班次數較少的優點，不宜在法律上容許 5(1)型卻禁止 3(1)型，

因此本文主張例假的規範可針對 4 組 3 班制中的 3(1)型為特別例外規定。本文主

張若輪班制符合以下三個條件時，可例外容許一個七天的區間內無例假： 

(a)七天區間的前後日皆不得為工作日。 

(b)前項七天期間內有一個連續二十四小時的休息。 

(c)在十二天的循環週期中，有兩天曆日例假。 

 

  由於 3(1)型的循環週期為十二天，若確保勞工在十二天的循環週期中有兩天

曆日例假，則一年內至少有六十天例假，比起七天一例假的情形多出約八天的例

假，這八天即是作為勞工須連續出勤七個曆日的補償。應注意的是，適用此例外

規定的結果，因為 3(1)型一個循環週期中的兩個曆日輪休已被定義為例假，故不

得再當作休息日計算。簡言之，本文所主張的例假特別例外規定仍舊以維持曆日

例假為前提，只是允許例假進行挪動而已，尚不得以連續二十四小時之休息作為

例假。惟依勞動部 105 年 9 月 10 日勞動條 3 字第 1050132134 號函可不適用「七

休一」的特殊行業，因本可令勞工連續工作七日以上，自無適用本文建議之例外

措施的必要。 

 

(2)夜班的次數 

  目前已有許多研究指出夜班工作會對勞工的健康造成極負面之影響，因此本

文認為有於勞基法中限制勞工從事夜班之次數的必要。本文以為勞工從事夜班次

數的上限，現時點以一個月十二次為宜，這個數字代表 2 組輪班制若無替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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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則平均一週須停止夜間營運兩次；3 組以上的輪班制即使採用全年無休的班

表，只要遵守例假等其他勞動條件的規範，應不會受到影響。未來則以推動 4 組

以上的輪班制為目標，逐步將勞工從事夜班次數的上限降為一個月十次。至於夜

班(深夜工作)的定義，現行勞基法第 48 條對於童工定義為午後八時至翌日六時，

同法第 49 條則對於女工定義為午後十時至翌日午前六時，至於對於一般勞工的

深夜工作的定義，或可參照 ILO 第 171 號公約與日本勞基法第 37 條第 4 項之規

定，深夜至少應包含午前零時至翌日午前五時的時段，確切之時段則應由主管機

關定之。 

 

(3)換班間隔時間與夜班出勤間隔時間 

  同樣是為了減少夜班工作對勞工所造成的危害，ILO1991 年第 178 號夜間工

作建議書定有出勤間隔時間之限制，而日本政府亦準備立法增設出勤間隔時間的

規定146，故本文主張我國勞基法亦應確保勞工在上完夜班後有最低限度的休息時

間。目前勞基法第 34 條第 2 項雖然定有換班時的最低出勤間隔時間，但在沒有換

班的情形即無適用，對於輪班制勞工的保障仍有不足，於此試舉一例： 

 星期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早班 

(9:00~19:00) 

甲 甲 丙 丙 丁 丁 

晚班 

(19:00~9:00) 

乙 乙 甲 甲 丙 丙 

                                                                 

146働き方改革実現会議，働き方改革実行計画(平成 29 年 3 月 28 日決定)，頁 12，網址：

http://www.kantei.go.jp/jp/headline/pdf/20170328/01.pdf，最後閱覽日期:2017 年 10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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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2:00

停工) 

      

在上方的班表中，由於雇主於午後十時至翌日午前二時的時段沒有營運的需求，

但受限於交通因素難以期待勞工於午前二時出勤，故雇主將午後七時至隔日午前

九時的時段設定為夜班，其中午後十時至翌日午前二時的四小時為休息時間供勞

工睡眠或用餐之用。於此情形，夜班勞工的實際工時只有十小時，如果雇主基於

臨時之業務需求，令於第一天午後七時出勤的夜班勞工延長工時兩小時至第二天

的午前十一時，接著再延長工時兩小時要求夜班勞工於第三天的午後五時提早出

勤，就會造成夜班勞工在從事兩個夜班工作之間只有六個小時間隔的結果，在現

行法制下並不違法。 

 

  因此，本文建議勞基法應規定輪班制勞工在從事完夜班後，距離下次出勤除

非有不可抗力或天災等事故，否則至少應有十一小時之間隔以符合 ILO1991 年第

178 號夜間工作建議書的要求。至於輪班制中非夜班的班次結束後，則應有至少

八小時之間隔，八小時之內涵為六小時之睡眠，工作結束後之用餐時間與再次出

勤前之用餐時間各三十分種，以及一小時供交通或其他事前準備之用。 

 

  另外，在採取 4 組 3 班制的情形，雇主只要用點巧思在安排班表上，就可以

讓夜班勞工下班後擁有較多的休息時間。下述類型一的班表，早班換午班的間隔

時間為四十八小時，午班換夜班的間隔時間為四十八小時，夜班換早班的時間為

二十四小時；而類型二的班表則變成早班換午班的間隔時間為四十八小時，午班

換夜班的間隔時間減少為二十四小時，夜班換早班的時間增加為四十八小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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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上雖不宜一律要求雇主在安排班表時，須將夜班換班後的出勤間隔時間設計

成所有換班中最長，但主管機關可運用行政指導等措施鼓勵雇主為之。 

1.類型一 

 第一日 二 三 四 五 六 

早班 甲 甲 甲 丙 丙 丙 

午班 乙 丁 丁 丁 甲 甲 

夜班 丙 丙 乙 乙 乙 丁 

輪休 丁 乙 丙 甲 丁 乙 

 

 七 八 九 十 十一 第十二日 

早班 乙 乙 乙 丁 丁 丁 

午班 甲 丙 丙 丙 乙 乙 

夜班 丁 丁 甲 甲 甲 丙 

輪休 丙 甲 丁 乙 丙 甲 

 

2.類型二 

 第一日 二 三 四 五 六 

早班 甲 甲 甲 丙 丙 丙 

午班 乙 丁 丁 丁 甲 甲 

夜班 丙 乙 乙 乙 丁 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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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休 丁 丙 丙 甲 乙 乙 

 

 七 八 九 十 十一 第十二日 

早班 乙 乙 乙 丁 丁 丁 

午班 甲 丙 丙 丙 乙 乙 

夜班 丁 甲 甲 甲 丙 丙 

輪休 丙 丁 丁 乙 甲 甲 

 

(3)休息時間 

  基於日本勞動基準法研究會專家會議報告的建議，勞工若於從事夜班的途中

享有至少三十分鐘的睡眠，則對於調節勞工生理時鐘有相當程度的效果，因此可

考慮規定勞工於從事夜班的途中，至少應有一次連續三十分鐘以上的休憩供勞工

用餐，另有一次連續三十分鐘以上的休憩供勞工睡眠之用。 

 

(七)實例班表分析 

  最後，本文擬舉例實際分析輪班制班表適用現行法制與本文的法政策建議究

竟會產生何種差異。 

 

(1)台鐵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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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鐵員工的其中一種班表為下圖的 3 組 2 班制147。由於是不間斷營運的 3 組 2

班制班表，輪班(三天一周期)與星期曆日(七天一周期)的關係為二十一天(三週)一

循環，因此為避免畸零數的產生，應以三週為單位進行分析。 

 

 

 

 

                                                                 

147本班表由台灣鐵路產業工會提供，雖然第三週之班表並非無法推導而知，但本文基於忠實於原

圖之意旨，並未自行增加第三週的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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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23) 台鐵員工的輪班班表示意圖 

 

1.現法行制之適用結果： 

首先，在勞基法「一例一休」修法通過後，雇主讓勞工於休息日(圖表中所稱

之週六)出勤者，依勞基法第 24 條第 2 項與第 3 項必須另外給付一又三分之一或

一又三分之二的高額加班費，因此台鐵班表將例假前一天設為休息日，卻僅對於

休息日出勤之勞工加發一日工資是不合法的。次者，雇主為迴避高額的休息日加

班費，應活用勞動部的例外解釋，將一週內的兩次連續二十四小時休息設為例假

(表中第 2、8 天)與休息日(表中第 5、11 天)對雇主而言最能節省人事成本。再次

之，本班表採用兩週變形工時，設定每個工作日會變形分配到 1.2 個小時，單日

正常工時變為 9.2 小時，而三週內有十四天工作日，合計總正常工時為 128.8 小

時，超出三週期間原本的總正常工時 120 小時，代表有 8.8 小時的正常工時是憑

空產生，並不合法；在合法範圍內，事實上每個工作日平均只能分配到 0.5 小

時。以下將詳細分析台鐵班表應如何適用勞基法相關規定： 

 

第一次兩周變形區間 

夜 休 日 夜 休 日 夜 

正常： 

8->9 

加班： 

(2, 0) 

 正常： 

8->9 

加班： 

(2, 0) 

正常： 

8->9 

加班： 

(2, 0) 

 正常： 

8->9 

加班： 

(2, 0) 

正常： 

8->8.8 

加班： 

(2, 0.2) 

 

休 日 夜 休 日 夜 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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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 

8->8.8 

加班： 

(2, 0.2) 

正常： 

8->8.8 

加班： 

(2, 0.2) 

 正常： 

8->8.8 

加班： 

(2, 0.2) 

正常： 

8->8.8 

加班： 

(2, 0.2) 

正常： 

8->0 

 

第二次兩週變形區間 

日 夜 休 日 夜 休 日 

正常： 

8 

加班： 

(2, 1) 

正常： 

8 

加班： 

(2, 1) 

 正常： 

8 

加班： 

(2, 1) 

正常： 

8 

加班： 

(2, 1) 

 正常： 

8 

加班： 

(2, 1) 

 

夜 休 日 夜 休 日 夜 

正常： 

8 

加班： 

(2, 1) 

 正常： 

8 

加班： 

(2, 1) 

正常： 

8 

加班： 

(2, 1) 

 正常： 

8 

加班： 

(2, 1) 

正常： 

8 

加班： 

(2, 1) 

 

第三次兩週變形區間 

休 日 夜 休 日 夜 休 

 正常： 

8->9 

加班： 

(2,0) 

正常： 

8->9 

加班： 

(2,0) 

 正常： 

8->9 

加班： 

(2, 0) 

正常： 

8->9 

加班： 

(2, 0) 

正常：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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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夜 休 日 夜 休 日 

正常： 

8->8.8 

加班： 

(2, 0.2) 

正常： 

8->8.8 

加班： 

(2, 0.2) 

 正常： 

8->8.8 

加班： 

(2, 0.2) 

正常： 

8->8.8 

加班： 

(2, 0.2) 

 正常： 

8->8.8 

加班： 

(2, 0.2) 

  如上述變形班表所示，如果要使之為合法之排班並兼顧雇主最低人事成本，

得為以下之調整：關於工時的分配，解釋上應認為，就如表中第 14 天與第 35 天

之輪休日將其本來的正常工時 8 小時分配至其他工作日中，第二次兩週變形區間

的兩週則因原本的正常工時已達單週四十小時，故無法再分配時數給其他工作

日。然後六週內（三星期為一周期，適用兩週變形）的延長工時內容為：56 小時

須給付三分之四倍的工資，12 小時須給付三分之五倍的工資148，如此一來除單月

延長工時上限部分可能仍存有問題外，即合乎現行法令且得使雇主的利益最大

化。 

 

最後，在扣除掉休憩後，三週內的總工時為 154 小時，換言之三週內的總延

長工時數為 34 小時，如果不增加休憩時數或運用替補人力，有違反勞基法第 32

條第 2 項一個月延長工時不得超過 46 小時之規定的可能。 

 

2.本文法政策建議之適用結果 

                                                                 

148因為台鐵可適用之變形工時為「兩週變形」工時，但台鐵之班表為三週一循環，所以台鐵班表

與變形工時之關係為六週一個大循環。假設六週內須給付三分之四倍工資的延長工時數為 x，須

給付三分之五倍工資的延長工時數為 y，因六週內的總延長工時為 68 小時（11*28 - 40*6 = 68），

故得方程式 x + y = 68。又假設雇主在六週內須向勞工給付之延長工時工資總額為 w，其方程式為

w = (4/3*x + 5/3*y )*時薪，在 x 為最大值時，w 會有最小值；而 x 的最大值發生於每一個工作天

（共 28 天）皆延長工時 2 小時以上的情形，此時 x 為 56 小時 （2*28 = 56），故 y 為 12 小時，

此種分配方法最能為雇主節省延長工時的工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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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白斑 

(8:00~20:00) 

甲 甲 丙 丙 乙 乙 甲 

晚班 

(20:00~8:00) 

乙 乙 甲 甲 丙 丙 乙 

輪休 丙 丙 乙 乙 甲 甲 丙 

  因為欠缺曆日的例假，現行台鐵班表不合法，至少須將班表調整為兩天換班

一次，始能確保曆日例假。以甲組勞工為例，第六天為一個曆日例假；至於休息

日則設為第三天最合乎雇主的利益，雇主只須給付四小時的休息日加班費(午後八

時至午夜十二時)即合法。不過此班表只是調整換班的周期而已，因此總工作時數

不會改變，前述現行法制下會發生的超額變形與單月延長工時超標等違法問題依

然會存在。就結論而言，還是增聘人力改採 4 組 2 班制或 4 組 3 班制最無違法疑

慮。 

 

(2) 4 組 3 班制(3①型順時針換班) 

 第一日 二 三 四 五 六 

早班 

(7:00~15:00) 

甲 甲 甲 丙 丙 丙 

午班 

(15:00~23:00) 

乙 丁 丁 丁 甲 甲 

夜班 丙 乙 乙 乙 丁 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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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0~7:00) 

輪休 丁 丙 丙 甲 乙 乙 

 

 七 八 九 十 十一 第十二日 

早班 

(7:00~15:00) 

乙 乙 乙 丁 丁 丁 

午班 

(15:00~23:00) 

甲 丙 丙 丙 乙 乙 

夜班 

(23:00~7:00) 

丁 甲 甲 甲 丙 丙 

輪休 丙 丁 丁 乙 甲 甲 

 

1.現法行制之適用結果 

若將勞動部的解釋最大擴張化，連續二十四小時的休息可作為一日例假或休

息日，則連續四十八小時的休息亦應可作為兩日例假或休息日，因此甲組勞工的

例假為第三天的午後三時至第四天的午後三時及第十一天的午前七時至第十二天

的午前七時，在十二天的周期中共兩天例假；休息日則為第四天的午後三時至第

五天的午後三時及第十二天的午前七時至第十三天的午前七時，在十二天的周期

中共兩天休息日，故雇主無庸給付任何休息日加班費。又若每個班次皆含有一小

時的休憩，則每個工作日的工時為七小時，十二天周期內的總工時為五十六小

時，並無延長工時存在，自無庸給付延長工時加班費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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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由於本班表在十二天的周期內即安排出例假和休息日各兩天，平均一年會

有例假和休息日各約 60 天，比勞基法所要求的一年各約 52 天為高，因此雇主可

做細部調整，將例假和休息日各八天抽出來設定為特殊出勤日，於特殊出勤日勞

工仍有出勤的義務，雇主於必要時例如有其他勞工請病假等情形，即可藉此特殊

出勤日產出備用人力；若無缺工情形，經勞工同意後則以勞工的特休消化之，這

種作法在現行法制下並不違法。 

 

2.本文法政策建議之適用結果 

  甲組勞工的例假為第四天和第十二天兩個曆日，雖然自第五天起須連續七個

曆日出勤，違反勞動部 105 年 9 月 10 日勞動條 3 字第 1050132134 號函，但因為

適用本文法政策建議中的例假挪移特別例外，故並不違法。休息日則按照勞基法

第 36 條第 2 項第 1 款規定利用二週變形工時來挪移，設定第十天和第十一天這兩

個曆日為休息日對雇主最為有利，因為第十天午後十一時至第十一天午前七時為

一個連續勤務，類推適用勞基法施行細則第 17 條其工時合併計算，扣除掉一小

時之休憩後工時為七小時，依勞基法第 24 條第 2 項和第 3 項規定，雇主應加給三

分之四倍的休息日工資四小時和三分之五倍的休息日工資四小時

(4/3*4+5/3*4=36/3)；反之，若設定第八天和第十一天這兩個曆日為休息日，第八

天的工時一小時被視為四小時，應加給三分之四倍工資四小時，而第十一天的工

時扣除掉休憩為六小時，被視為八小時，應加給三分之四倍工資四小時和三分之

五倍工資四小時，合計起來並不划算(4/3*4+4/3*4+5/3*4=52/3>36/3) 。 

 

又相較於適用現行法制的情形，因為在適用本文法政策建議中的例假挪移特

別例外時，十二天周期中的兩天曆日例假已被確定下來作為對勞工連續七個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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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勤的補償，故不得再設定為特殊出勤日。惟適用勞動部 105 年 9 月 10 日勞動條

3 字第 1050132134 號函中所允許調整例假的三種例外之行業，因為已無適用本文

法政策建議中的例假挪移特別例外之必要，故仍有設定特別出勤日的空間。 

 

(3)小結 

經過以上兩個案例的比較可知，只要輪班制中的勞工組數大於一天內之班數

(例如 3 組 2 班制或 4 組 3 班制)，即使適用本文的法政策建議，雇主亦只要多給

付些加班費即能合法，不至於產生「適用現行法制為合法，但若適用本文的法政

策建議，不大幅增聘人力來改變班表類型就無法合法」的情形。如果要求雇主多

給付些加班費，便能減少輪班制工作對勞工所造成的危害，則在法政策上應是值

得努力的方向。 

 

  本文以上建議的主要目的在於盡可能減少輪班制工作對於勞工所生的不良影

響，確保輪班制勞工享有尊嚴勞動的權利。因此，未來若有關輪班制勞工之醫學

等研究有新的發現或與本文建議不同的結論，則本文之建議與勞動法規亦應隨之

調整，方能真正保障輪班制勞工的權益。 

 

第七節  特定高度専門業務・成果型勞動制度(White Exemption 制度) 

  日本厚生勞動省所屬的勞動條件分科會會在 2015 年 2 月 13 日提出｢關於今後

工作時間法制等的理想型(今後の労働時間法制等の在り方について)｣的報告，其

中建議應修法引進｢特定高度専門業務・成果型勞動制度｣，即社會上俗稱｢零加

班費方案｣的 白領排除適用(White collar exemption)制度，以此為基礎做成的法案已

送交日本國會審議。由於此項制度可能會成為日本工作時間法制近幾年來最大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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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的改革，故有分析其內容的必要。 

 

(一) 特定高度専門業務・成果型勞動制度｣的內容 

  關於｢特定高度専門業務・成果型勞動制度｣的主要內容，如下所示： 

1.目的 

  為因應以工作成果而非工作時間來做評價之勞動型態的勞動者需求，以促使

勞工充分發揮其意願與能力，並增進企業的生產力，故以年收入達到一定條件以

上、職務範圍明確且具有高度職務能力的勞工為對象，在採取防止長時間勞動之

配套措施的同時，創設新的工作時間制度---特定高度専門業務・成果型勞動制

度，排除日本勞基法有關加班之勞資協定、加班費及深夜工作加成工資之規定的

適用。 

 

2.適用業務 

  以法律明定｢需要高度的專門知識、技術或經驗｣、｢從事業務的時間與成果

之間的關聯性不強｣等本制度所適用之業務的性質，具體內容則授權行政主管機

關定之。具體申之，以金融商品之開發業務、金融商品之交易(有價證券等)業

務、分析業務(企業及市場等的高度分析業務) 、顧問諮詢業務(對於事業及業務之

企劃營運，須高度思索或提供建議的業務) 、研究開發業務等為構想，修法完成

後再由審議會進行檢討並由行政主管機關為適當之規定。 

 

3.適用勞工 

  雇主與勞工以書面明確約定適用本制度之職務的範圍，以從事該等職務的勞

工為適用本制度的勞工。另外，適用勞工的年收入，以法律明定｢在一年內預計

可確實支領的工資額，須相當程度上大於厚生勞動省所統計之平均工資額的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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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具體的年收入數額則可參考根據日本勞基法第 14 條授權之行政命令所規

定的 1075 萬日圓，修法完成後再由審議會進行檢討並由行政主管機關為適當之規

定。又應在法定指引中明定，勞資委員會在決議適用本制度之勞工的範圍時，須

規定不得因適用本制度而導致工資減少的結果。 

 

4.健康福祉保障措施等 

  基於確保勞工健康的立場，雇主應掌握勞工的健康管理時間(在「工作場所內

的時間」加上「在工作場所外從事業務的時間」)，以此為基礎籌畫健康福祉保障

措施。具體言之，在引進特定高度専門業務・成果型勞動制時，作為適用之要

件，應經勞資委員會的五分之四以上多數決議為下列必要的防止長時間勞動措施

至少其一： 

(1)應給予勞工在二十四小時內，一定時間以上的連續休息時間，且一個月內的深

夜工作應限制在一定次數以下。 

(2)勞工的健康管理時數在一個月或三個月內不得超過一定之上限。 

(3)應給予勞工每四週有四天以上，且一年間應有一百零四天以上的假日。 

上述第一點、第二點所謂的「一定時間」及「一定次數」，應在修法完成後再由

審議會進行檢討並由行政主管機關為適當之規定，且在審議時應根據健康保障措

施的實際施行狀況，特別留意如何確保勞工的健康。 

 

  又勞動安全衛生相關法令應規定，凡勞工的健康管理時間之平均時數超過一

週四十小時之部分，以一個月為單位換算而該時數高於一百小時以上者，一律有

與醫生會面並接受其指導的義務(會面指導)，針對違反者應設有罰則。對於適用

本制度的勞工，尚應增設法律上的義務：即雇主必須根據「會面指導」的結果來

實施保障勞工身心健康的必要事後措施。至於健康管理時間之平均時數超越一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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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小時之部分，以一個月為單位換算而該時數未達一百小時未達者，若勞工提

出申請，雇主應盡力實施「會面指導」。另外，採用特定高度専門業務・成果型

勞動制度的雇主，應在向行政主管機關核備後的六個月後，就健康福祉保障措施

的實施狀況提出報告，並負有保存相關文書的義務。 

 

5.適用勞工的同意 

  法律上應規定作為引進本制度的要件，須向屬於適用勞工之範圍的個別勞

工，就職務的內容及適用本制度一事，以在職務記述書等文書上簽名等方式取得

其同意；使不欲適用本制度的勞工不會適用本制度。 

 

6.勞資委員會決議 

  作為引進本制度的要件，應設置勞資委員會，就以下事項為五分之四以上多

數決議，並送交行政主管機關核備： 

(1)適用業務的範圍。 

(2)適用勞工的範圍。 

(3)雇主應掌握適用本制度之勞工的健康管理時間及掌握方法。 

(4)實施以健康管理時間為基礎的健康福祉保障措施。 

(5)申訴處理措施。 

(6)禁止對不同意的勞工為不利益待遇。 

 

7.法律效果 

  在滿足以上要件的情況下，適用本制度的勞工將不適用日本勞基法第四章有

關工作時間、休息、加班費及深夜加成工資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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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特定高度専門業務・成果型勞動制度｣的分析 

  針對本法案新導入的特定高度専門業務・成果型勞動制度，可分為以下幾個

面向來進行探討： 

 

1.工作成果主義 

  若真如該報告所言，此次修法的宗旨在於｢在防止過勞的前提下，為因應以

工作成果而非工作時間來做評價之勞動型態的勞動者需求，以促使勞工充分發揮

其意願與能力，並增進企業的生產力，故創設新的工作時間制度｣的話，則要求

雇主建立起完善的工作成果評價制度乃最優先之事項。然而本法案對此部分竟完

全付之闕如，未課予雇主任何的義務，實際上有許多細節是處於法律真空狀態，

例如： 

第一，勞工的工作成果應如何量化或評價，以數量評價？以難易度評價？抑或是

其他方法？評價方法是否客觀妥適？ 

第二，評價的過程中有無勞方代表或工會的參與？ 

第三，工作成果與工資間的對應方式為何？是否妥適？ 

第四，勞工對於工作成果的評價，有無申訴或救濟程序？ 

第五，工作時間的長短與工作成果間是否毫無關聯？ 

第六，為何單單排除勞基法有關工作時間的保障及免除雇主的加班費給付義務就

能促使勞工充分發揮其意願與能力？ 

 

  其中根據勞動政策研究・研修機構的調查149，工作成果主義最大的問題正是

有些業務的成果難以測定(勞工方 83.2%，雇主方 64.2%)及成果評價會因評價人員

                                                                 

149労働政策研究・研修機構，現代日本企業の人材マネジメント，2006，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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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而呈現不一的情形(勞工方 77.4%，雇主方 69.9%)，顯見勞雇雙方咸認為如

何準確評價量化工作成果乃工作成果主義的關鍵所在，但本法案卻對此隻字未

提。 

 

  又即使不修法，日本勞基法已有變形工時制、彈力工時制、裁量勞動制及監

督管理者之例外規定等特殊工作時間制度可供本法案所謂｢需要高度專門知識、

技術或經驗的勞工｣使用，且在上述特殊工時制度中亦可導入成果主義式的工資

制度，蓋厚生勞動省的調查150即指出 2012 年時日本已有 36.3%的企業引進業績評

價制度。本法案對於以上種種疑問不僅皆未解明，甚至未明言要求行政主管機關

應針對上述議題進行研討之後發布行政命令，此種態度不禁讓人產生本法案只是

想免除雇主的加班費給付義務，跟｢工作成果重視主義｣間其實毫無關聯的疑慮。 

 

2.加班費的意義 

  日本勞基法第 37 條規定雇主令勞工加班須給付較高費率之加班費，通說認

為其目的在於補償勞工額外的身心負擔，並藉由經濟上的不利益抑制雇主使勞工

加班的動機151。惟本文以為通說的見解固然正確，但在現代加班費應尚有一目

的：即對於勞工喪失時間自主權的補償152。由於日本實務上肯認雇主若已在工作

規則中訂定「本公司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得令勞工延長

                                                                 

150厚生労働省，平成 24 年就労条件総合調査結果の概況(賃金制度)，2012，頁 6。 

151菅野和夫，同註 7，頁 356 至 359、青木宗也，同註 7，頁 177 至 185、水野勝，時間外労働・

休日労働，收錄於日本労働法学会編之『現代労働法講座第 11 卷~賃金・労働時間』，総合労働

研究所，1983，頁 240。 

152類似概念可參考林佳和，待命時間應否為工作時間之認定—最高法院九七台上二五九一，台灣

法學雜誌第 122 期，2009，頁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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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工作時間」等語者，當雇主具體指示勞工於特定時段加班時，勞工即負有加班

的義務153。雇主雖是依據勞動契約(包含工作規則在內)以令勞工加班，但確切的加

班事由、業務種類、加班的起訖時間與時數等事項通常無法於契約訂定時即予以

明定，必須待雇主有令勞工加班之需要時始能具體化之，實具有不確定性及突襲

性。因此實務上雇主的加班指令對於勞工有非常強大的強制力，縱使勞工原已有

活動計畫亦必須放棄之，對勞工的私生活時間自由處分權影響極大，而加班費則

是具有作為勞工喪失時間自由處分權之補償的性質。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日本勞基法要求雇主給付加班費，其本意並非作為勞工

「一般勞動或是其成果」的對價，蓋此部分已由本薪的部分 100%工資給付義務

來因應，與 25%以上加成倍率的加班費給付義務之目的截然不同。而加班費的給

付攸關防止勞工過勞、保障勞工工作與生活平衡等價值能否順利達成，且這些價

值關係到勞工的人性尊嚴(究竟是人，還是牲畜？)甚鉅，豈能用｢促使勞工充分發

揮其意願與能力，並增進企業的生產力」等空泛的三言兩語就予以放棄，更何況

是在｢免除雇主的加班費給付義務｣與｢促使勞工充分發揮其意願與能力，並增進

企業的生產力」間的關聯性並未被充分論證的狀況下，更應謹慎為之。 

 

  雖有論者認為本制度可抑止勞工拖延時間的無意義加班，促使勞工有效率地

在短時間內完成工作，對於雇主及勞工皆有利益154，但本文並不贊成。如果雇主

是希望減少所謂的無意義加班，例如勞工因不認真工作或效率不佳而用加班的方

式處理本來可在正常工作時間內完成的業務量、明明已無工作卻因其他同事尚未

                                                                 

153日立製作所武蔵工場事件，最一小判平 3.11.28  民集第 45 巻 8 号 1270 頁。 

154八代尚宏，「残業代ゼロ」法案＝過労死法案の誤解を解く，ダイヤモンド，網址：

http://diamond.jp/articles/-/66867，最終檢索日期 2017 年 10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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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班而留下來加班等情形，則可先從平時的監督管理方面下手，督促勞工認真工

作並施以教育訓練來提升工作能力；次者，雇主擁有准否勞工加班的權限，雇主

應瞭解勞工的工作實態，據以禁止勞工為無效的加班；最後，雇主可採用工資之

一部份係取決於績效評價的制度(例如發放績效獎金或按件計酬獎金等)，由於該

部分的工資會成為加班費的計算基礎之一，績效的好壞便會影響到加班費數額的

高低，如此一來在相當程度上亦能反映工作成果主義的價值，既可降低勞工為無

效加班的誘因，又不會背離加班費的法律宗旨。又若是真正需要高度專門知識、

技術或經驗的工作，雇主實際上難以對勞工為指揮監督者，則可考慮以補休代替

加班費，即擴大日本勞基法第 37 條第 3 項的適用範圍，蓋補休可確實使勞工休

息，更有助於達成加班費的功能，且如此一來勞工就算增加工作時間(加班)亦只

能換回時間(補休)而非金錢，應可抑制勞工為無意義加班的誘因。 

 

  惟應注意的是，雖然無意義加班應盡可能避免，但是欲獲得加班費在實證上

並非勞工之所以要加班的主因。根據勞動政策研修・研究機構的調查結果155，因

想取得加班費而加班的勞工僅有約 5%，勞工之所以要加班的主因乃業務量過多

在正常工作時間內處理不完(約 60%) 。又除了裁量勞動制及不適用勞基法工作時

間相關規定之勞工的過長時間勞動情形已透過許多實證調查而為吾人所知之外，

尚有一事例可證明免除雇主的給付加班費義務，其實無助於縮減勞工的工作時

數。日本的公立學校教師依據｢關於公立義務教育各學校等之教育職員的工資特

例法」第 3 條規定無法領取加班費，則是否公立學校教師的工作時間就因此減少

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調查報告中，日本是唯一教師單

                                                                 

155労働政策研修・研究機構，働く場所と時間の多様性に関する調査研究，2009，頁 48。 



160 

 

週平均工時超過五十個小時的國家156，換言之日本教師的工時是世界最長，所謂

免除加班費給付義務能促使勞工有效率地在短時間內完成工作云云皆為空談，若

不調整勞工所負擔的業務量，僅會增添過勞的風險而已。由此可知，若欲找尋免

除雇主給付加班費之義務的正當基礎，僅從遏止無效加班的觀點來論述是不夠充

分的。又在裁量勞動制等勞工可自由決定上下班時間等的狀況下，則補休必須使

勞工所負擔的業務量有所縮減，否則如果業務量不變，勞工今日的休息就只會造

成明日的加班，毫無意義可言 

 

3.過勞的危險性 

  本法案「自認為」在防止適用特定高度専門業務・成果型勞動制的勞工過勞

上，有以下兩大項目的預防措施，一為適用該制度的前提要件，另一則為健康福

祉保障措施。 

 

  在適用該制度的前提條件方面，即雇主在施行特定高度専門業務・成果型勞

動制時，作為生效要件，應為下列三種措施「之一」： 

(1)應給予勞工在二十四小時內，一定時間以上的連續休息時間，且一個月內的深

夜工作應限制在一定次數以下。 

(2)勞工的健康管理時數(在「工作場所內的時間」加上「在工作場所外從事業務的

時間」)在一個月或三個月內不得超過一定之上限。 

(3)應給予勞工每四週有四天以上，且一年間應有一百零四天以上的假日。 

第一點前段是關於出勤間隔時間的內容，日本早有學者長期呼籲應參考歐盟的工

                                                                 

156 OECD，A Teachers' Guide To TALIs 2013，頁 10，網址：http://www.oecd.org/edu/school/TALIS-

Teachers-Guide.pdf，最終檢索日期 2017 年 10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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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時間指令(Working Time Directive, 2003/88/EC)導入出勤間隔時間(連續的休息時

間)的下限規定，以確保勞工的睡眠與其他自由活動時間157。由於日本法至今仍未

對連續休息時間或出勤間隔時間有所規範，引進此制度值得贊同，至於確切的時

數雖有待行政主管機關再為規定，但參照歐盟之標準，應以連續休息十一小時為

宜。而第一點後段和第二點對於深夜工作的次數及健康管理時數設定一個上限，

亦有助於避免勞工過勞，惟具體的上限數值仍有待後續行政主管機關再為規定，

對於勞工的保障存有風險；以立法程序而言，似由行政主管機關先行研究並草擬

相關之具體數值，送交國會參考後再立法較為妥適。最後的第三點則存有重大問

題，根據日本勞基法每日正常工時上限八小時，每週上限四十小時之規定，雇主

只須訂定勞工每週的工作日為五日即符合一年間有一百零四天假日的要件，對於

勞工的保障太過薄弱，實難贊同。 

 

  具體言之，由於本法案只要求雇主應「三選一」，其防止過勞的功效便甚為

可疑158。在此舉個稍微極端的例子，由於日本法並未強制規定勞工加班時數的上

限，所以按照本法案的內容，縱使雇主選擇「應給予勞工每四週有四天以上，且

一年間應有一百零四天以上的假日」的第三方案，規定勞工每週的工作日為五

天，每個工作日的約定工作時間為八小時，另外每個工作日皆對勞工下達十六小

時的延長工時命令(即勞工單日總工作時數為二十四小時)且不給付加班費，亦不

違法，由此可見其危險性。 

 

                                                                 

157 例如水町勇一郎，労働時間法制の課題と改革の方向性，收錄於鶴光太郎、樋口美雄、水町勇

一郎編之『労働時間改革--日本の働き方をいかに変えるか』，日本評論社，2010，頁 137。 

158日本労働弁護団，「今後の労働時間法制等の在り方について（報告）」に断固反対する意見

書，網址：http://roudou-bengodan.org/proposal/post_79/，最終閱覽日期 2017 年 10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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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依照日本勞基法每日正常工時上限八小時，每週上限四十小時之規

定，則勞工若不加班，其一個月的總工作時數應會在一百七十小時上下。但根據

勞動政策研修・研究機構所做的調查159，日本各種工作時間制度實際的運作情形

如下圖所示： 

 

圖表 24) 各工作時間制度勞工的一個月總工作時數圖 

 

  由此圖可知，若沿用上述單月正常工時一百七十小時上下之標準，適用「擬

制工時制度(包含裁量勞動制與事業場所外擬制工時制)」與「無工時之管理」這

兩類法規制較少的工時制度之勞工，其必須加班的比例(即一個月總工作時數在一

百八十個小時以上者)高達 82.3%與 79.9%，遠高於其他類別皆 70%以下的水準；

特別是總工作時數在兩百八十一個小時以上的過勞極高度危險群(已超過日本厚生

労働省所訂定的單月加班一百小時以上之強烈過勞關聯性判斷基準160)，更是達到

除變形工時制以外之勞工的兩倍甚至三倍以上！對於勞工身心健康的威脅可說是

                                                                 

159労働政策研修・研究機構， 同註 155，頁 5 以下。 

160平 13.12.12 基発 106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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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嚴重。 

 

  從以上內容可知勞工所受到的工作時間管理越鬆緩，其總工作時數有越長的

趨勢161；接著再就工作時間管理之密度與加班之原因間的關連性162來進行探討。工

作時間管理較鬆緩的勞工之所以加班的理由，比起不鬆緩之勞工更偏向於「工作

量無法在正常工作時間內處理完畢」(工作時間管理較鬆緩之勞工 62.7%，不鬆緩

之勞工 58.5%)和「工作的性質不得不加班」(工作時間管理較較鬆緩之勞工

37.8%，不鬆緩之勞工 30.8%)；相對地，在「人手不足」(工作時間管理較鬆緩之

勞工 24.7%，不鬆緩之勞工 29.4%)及「為了取得加班費」(工作時間管理較鬆緩之

勞工 0.3%，不鬆緩之勞工 5.1%)這兩項理由上則略低於不鬆緩之勞工。雖然整體

而言差距都不算大，但可觀察出工作時間管理較鬆緩之勞工更容易被賦予較多較

沉重的業務。然後若考量到工作時間的管理之所以會鬆緩係因為適用裁量勞動制

或監督管理者之例外規定時的法令要件，再整合前述單月總工作時數之圖表一同

觀察，應可得到「越鬆綁勞基法上有關工作時間的規制，則雇主越傾向讓勞工長

時間勞動」的結論。 

 

  裁量勞動制雖可解除勞基法有關工作時間的規制，惟雇主仍負有給付加班費

及深夜工作加成工資的義務；而完全解除工作時間及加班費等相關勞基法之規制

的監督管理者例外規定，亦於麥當勞事件東京地裁判決後在社會上引起軒然大

波。本法案所欲引進的特定高度専門業務・成果型勞動制度，其鬆綁規制的效果

比起裁量勞動制與監督管理者之例外規定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在這兩種工作時

                                                                 

161 2007 年的另外一項實證調查亦得出相同的結論，參照労働政策研修・研究機構，長時間労働と

ワークスタイル，2007，頁 35 以下。 

162労働政策研修・研究機構，同註 155，頁 48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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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特別規定所引起的過勞等負面影響仍未能有效解決的狀況下，可以想見特定高

度専門業務・成果型勞動制度亦會產生讓勞工過勞的風險。遺憾的是，面對現實

中如何保障勞工身心健康等權益的急迫需求，本法案僅提出實效性異常可疑的

「三選一要件」方案以及內容相當空泛且與現行法制相比未有多少改進的健康福

祉保障措施，故本文實難贊同。退萬步言之，縱使要引進新的工作時間制度，亦

應優先解決眼前因勞工長時間勞動所產生的問題，而非專注在效果及理由皆不明

確的雇主加班費給付義務之免除上。 

 

  關於另一措施的健康福祉保障措施，本法案所提出的最主要的內容乃強化

「會面指導」，規定凡勞工的健康管理時間之平均時數超過一週四十小時之部

分，以一個月為單位換算而該時數高於一百小時以上者，一律有與醫生會面並接

受指導的義務，針對違反者應設有罰則。對於適用本制度的勞工，尚應增設法律

上的義務：即雇主必須根據「會面指導」的結果來實施保障勞工身心健康的必要

事後措施。至於平均時數超過一週四十小時之部分，以一個月為單位換算而未達

一個月一百小時者，若勞工提出申請，雇主應盡力實施「會面指導」。 

 

  關於「會面指導」，日本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66 條之 8、第 66 條之 9 及勞工

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 52 條之 2 至第 52 條之 8 已有規定，本法案只是將原本

「工作時數之平均時數超過一週四十小時之部分，以一個月為單位換算而該時數

高於一百小時以上者須待勞工提出申請」始實施「會面指導」之規定修正為不待

勞工提出申請一律實施「會面指導」，並將「工作時間」放寬為「健康管理時

間」而已。然而參照前述裁量勞動制與監督管理者的嚴重超時工作狀況，原有的

「會面指導」顯然未發揮多少作用，勞工依然暴露在勞災的高度風險之下，這樣

的修法幅度能帶來多少的改變，本文持懷疑的態度。當然，強化「會面指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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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密度此一突破是值得肯定的，惟這樣的幅度恐不足以消去勞工過勞的風險。

本文認為首先修正日本勞工安全衛生法時無須侷限在適用特定高度専門業務・成

果型勞動制度的勞工，而是讓所有勞工皆有所適用，蓋適用其他工作時間制度的

勞工同樣會有過勞的危險。接著應令醫生的指導對雇主有拘束性，換句話說即應

修正現行日本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66 條之 9 的規定，針對未實施保障勞工身心健康

之必要事後措施的雇主須設有明確的罰則，不能再僅是訓示規定。 

 

(三)小結 

  綜上所述，目前似乎並無增設排除日本勞基法有關工作時間之規定的新工作

時間制度的必要，縱使要引進新制度，其內容似乎亦有「打擊錯誤」、未能有效

針對實務問題對症下藥之嫌，因此本文無法贊同日本此次的修法草案。 

 

第八節  特殊工時法制之法政策建議 

  經過以上我國與日本各種特殊工時法制的分析與比較後，本文將就各特殊工

時制分別提出修法建議： 

 

(一)變形工時制 

  根據日本的實證經驗，我國亦應立即著手調查變形工時制勞工的總工時、深

夜工作時數及假日出勤次數等資訊，並考慮在勞基法和職業安全衛生法中為以下

之修正： 

(1)導入深夜加成工資制度以抑制深夜工作的次數。 

(2)基於預防甚於治療的理念，以加班工時數為基準導入醫生會面指導，其基準可

參考過勞認定的單月 80 或 60 小時以上。 

(3)在確保我國勞工在變形後的休息日或約定假日(單日正常工時已降至零之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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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獲得休息，而不會繼續被雇主要求加班之前，不宜貿然擴大適用範圍或導入

工作時間帳戶。 

 

(二)彈力工時制 

  彈力工時制允許勞工依其自身與家庭的需要而調整上下班的時間，有助於勞

工達成工作與生活之平衡，故我國勞基法亦應引進彈力工時制。惟考量我國目前

長時間勞動與雇主違法未給付加班費的情形十分嚴重，雖然前述勞動條件分科會

的「關於今後工作時間法制等的理想型」報告書認為清算期間應放寬至三個月以

內，為求謹慎本文仍主張我國於導入之初應先將清算期間限定在一個月以內，觀

察實際運作成效再研討是否須鬆綁。關於彈性的部分，應首重確保勞工可自由決

定上下班時間的權利，雇主雖可基於開會或檢視工作成果等需求而設定勞工必須

出勤的核心期間，但應明文規定核心期間所涵蓋的時數不得逾清算期間內總正常

工作時數的百分之五十。蓋核心期間過長代表工作時間的主要決定權仍掌握在雇

主手中，縱使勞工有些許調整上下班時間的需求，亦可在一般工時制度下以勞資

合意的方式解決，並無為此解除單日與單週法定工時上限的必要。又對於雇主在

核心期間之外強迫勞工出勤或加班等違背彈力工時制之意旨的行為，勞基法應設

有罰則。另外參酌日本法的經驗，在加班費的計算上應有更細緻的規範；為免除

計算上的困擾，或可參考變形工時制的規範方式，規定清算期間應以整數週為原

則。 

 

(三)裁量勞動制 

  日本裁量勞動制的問題其實與我國的責任制工時(勞基法第 84 條之 1 與勞基

法施行細則第 50 條之 1 第 2 款)所遭遇的困境相當接近，過長的工時已影響到勞

工的身心健康及家庭生活等權益，但勞工卻未獲得與其付出相應的工資待遇，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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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是連法定權利的加班費都未能全額取得，自難擺脫「血汗黑心」(日本則稱為

「ブラック」)之汙名。 

 

  雖有論者提議為確實達到令勞工擁有自主裁量權限以充分發揮其最大能力，

同時保障勞工身心健康與工作品質的目標，我國勞基法應限縮責任制的範圍並引

進裁量勞動制163，但本文認為，不論是日本的裁量勞動制勞工或是我國的責任制

(專業性工作)勞工，其業務上真正需要的是裁量權限而非任意放寬工作時數的上

限或強制擬定時數。該等勞工的業務特殊性來自於必須倚靠勞工個人的專業技

能、創意、分析及組織規劃能力等，就業務的執行方法與時間的分配，雇主實際

上沒有能力也不應該向勞工下達具體的指揮命令；惟賦予勞工裁量權限與鬆綁工

作時數上限或採用擬制工作時數制度間並無必然關係。 

 

  具有他人難以取代之特殊專業的勞工終究與監督管理者不同，並未立於與雇

主(經營階層)同一的立場，通常對於公司的營運決策亦不擁有決策或調度命令部

下的權限，僅僅是處理特定專業事務的專家(專業業務裁量型)或是企業營運的幕

僚(企劃業務裁量制)而已，本質上仍是完完全全的勞工，故為因應業務的特殊

性，其工作時間雖有彈性化的必要，但不應該容忍長時間勞動現象的發生。 

 

  綜上所述，最適合特殊專業勞工的工作時間制度應是彈力工作時間制，在總

約定工作時數一定的狀況下，原則上勞工可在清算期間內自由調配其工作時間，

得以藉此因應勞工須擁有自主裁量權限的需求；若雇主有開會、檢視工作成果或

                                                                 

163 例如李思怡，日本勞動基準法裁量勞動制度暨工作時間除外規定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法律學

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17，頁 116 至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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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合作之必要者，只要設定核心工作時段即可；又如果有經常在事業場所外執

行業務之需求者，則宜同時採取「推定」工作時間制度而非擬制工作時數。 

 

  為令雇主妥善評估交給勞工處理的業務量多寡是否適當，雇主的加班費給付

義務仍應保留，如此一來雇主若任意課予勞工過重的業務量，就必須在加班費上

付出代價，這也正是加班費制度的目的之所在。由於特殊專業勞工擁有相當程度

的管理權限，雇主如果想避免「勞工拖延工作進度以便取得加班費」之情事的發

生，除在工資的計算上應加入績效評價(例如按件計酬等)外，尚可向勞工下達

「單月加班最多四十小時」或是「不得在深夜時段(晚上十點至隔日清晨五點)工

作」等指示，且事前告知勞工若因業務量過多而無法及時完成工作將不會受到不

利益待遇，如此一來即可消除勞工濫領加班費的風險，對於勞工安全衛生的保障

亦較為充分，此種方案在日本已有類似之實例164，值得我國參考。 

 

  縱使我國將來要引進裁量勞動制，亦應特別注意日本適用裁量勞動制的勞

工，超過 45%不滿工作時間過長、超過 40%不滿業務量過大、超過 25%不滿擬制

工作時數不妥適、超過 20%不滿難以取得假日之經驗，行政機關必須適時介入調

查勞工的實際工作時數是否和擬制工作時數有過大的落差，避免裁量勞動制淪為

雇主令勞工無償加班的工具。 

 

(四)事業場所外勞動的擬制工時制 

  針對勞動部所公布的｢勞工在事業場所外工作時間指導原則｣，基於我國與

                                                                 

164關於此實例，可參考労働政策研究・研修機構，労働時間に関する企業等ヒアリング調査~裁量

労働制、勤務間インターバル制を中心に~，2013，頁 9 至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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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法制比較探討，本文認為仍有改進的空間，具體的修正建議內容如下： 

(1)擬制工作時間制度的必要性 

  本文認為指導原則區分正常工作時間與延長工作時間，僅令前者適用擬制

工作時間制度的作法存有相當大的疑問。基於勞工安全衛生方面的考量，為正

確評估勞工的健康狀況，記錄上的工作時間應盡可能不要與勞工的實際工作時

間有所落差，如果勞工有能力正確記錄延長工作的時數，理論上關於正常工時

的記錄亦應無困難，則為何要讓正常工作時間部分適用擬制工作時間制度？況

且此種處理方式將約定的正常工作時段全部視為工作時間，剝奪雇主的反證機

會，亦非公允。本文主張應該應捨棄｢擬制｣而採行｢推定｣工作時間制度，透過

課予勞工協助雇主掌握管理工作時間之義務的方式(協力義務部分詳細後述於第

171 頁之「勞工的工作時間掌握管理協力義務」)，勞雇雙方皆可尋求以行車紀錄

器、GPS 紀錄、通訊軟體記錄等資訊來還原勞工的實際工作時數，僅無可靠之資

訊可供還原的部分始計算為事先約定好的時數或如同日本勞基法所謂的｢通常必

要時數｣，於此種情形自然是不論是正常工作時間或延長工作時間皆以相同方式

處理。 

 

(2)應增訂不適用｢推定｣工作時間制度的消極要件 

  以上述論述為基礎，加上現代通訊科技的發達，如同在阪急トラベルサポ

ート(派遣添乗員・第 2)事件中所呈現出的事實，即使勞工的工作地點已遠在國

外，雇主仍舊有可能充分掌握勞工的具體工作情形及工作時數。既然｢推定｣工

作時間制度的目的在於解決事業場所外工作者的實際工作時間難以掌握計算之

問題，則若雇主實際上仍有掌握勞工工作時數的能力者，縱使勞工是在事業場

所外工作，當然亦無適用｢推定｣工作時間制度之理，雇主仍舊須負擔完全的工

作時間掌握管理義務，未確實記錄者將受到行政裁罰，且勞工將不再負有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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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所規定的協力義務，惟勞工如果欲保障自己的加班費等權益，考量到舉證

責任等問題，還是自行為相關之記錄較為安全。 

 

  因此，本文建議為明確化｢推定｣工作時間制度的適用範圍，減少勞雇雙方

在採行｢推定｣工作時間制度時產生爭議，應比照日本的行政通達，將事業場所

外工作者中不適用｢推定｣工作時間制度的情形類型化如下： 

1.雇主有指派監督管理者在現場者。 

2.雇主可透過各種通訊器材隨時向勞工下達指示者。 

3.關於業務的行程和執行方法等，勞工係遵從雇主事前下達的具體指示為事業場

所外勞動者。 

另外，電傳勞動者適用｢推定｣工作時間制度時的消極要件亦宜予明定。 

 

(3)延長工時(加班)的申請要件不宜過度僵化 

  ｢勞工在事業場所外工作時間指導原則｣非常重視當在事業場所外工作者遇

有加班之需求時應如何取得雇主同意的程序，惟雖然原則上勞工並無請求加班

的權利，但不應僵化地要求事業場所外工作者皆須履行申請加班程序並經雇主

同意，其加班時數始能列入工時，因為雇主在交付工作時所設下的條件及指示

會大幅影響勞工的工時長短，且適用事業場所外的特殊工時計算制度係以雇主

難以直接行使指揮監督權為前提，當勞工遇有須加班處理業務之需求時，不易

立即取得雇主之同意。因此，｢勞工在事業場所外工作時間指導原則｣在新聞媒

體工作者項目中所提及的｢勞雇雙方事前約定在一定條件下勞工加班無須雇主同

意｣不失為一有效的方案；而於無此類約定的情形，本文認為若勞工確實是在處

理業務且未違背雇主當初所下達的指示，則縱使勞工的加班未經雇主同意，此

等程序上的瑕疵亦應認不違反雇主的本意，勞工的加班時數應列入工時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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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雇主不欲勞工加班，則不但在交付工作時的指示須慎重，避免下達勞工於正

常工時內無法達成的指示，且在勞工從事工作時應向勞工明確表示不得加班，

事後不得因勞工未加班以致工作未完成而對勞工懲處或給予不利益待遇，符合

以上要件後始足認勞工自行為之的加班有違雇主的本意而不列入工時計算。 

 

(4)勞工的工作時間掌握管理協力義務 

  原則上因為即使勞工是在事業場所外工作，雇主仍舊擁有指揮監督的權

限，僅是強弱程度的差別，所以雇主依舊負有掌握管理事業場所外工作者之工

作時間的義務。不過，此時勞工屬於較為接近證據的一方，記錄自身之工作情

形及工作時數的難度及成本皆較低，令勞工須負起協助雇主妥適掌握管理工作

時間的義務實乃事理之平。因此，勞工不僅擁有向雇主請求依實際工作時數為

登載記錄之權利；若雇主要求勞工記錄並如實回報工作時數，勞工亦有協力之

義務。惟應特別注意的是，勞工所負擔的僅止於協力義務而已，雇主方為勞基

法工作時間掌握管理義務的主義務人，雇主向勞工取得資料後尚應依勞基法第

30 條第 5 項及勞基法施行細則第 21 條之規定為記載，否則仍難逃遭行政裁罰之

命運；且行車記錄器、GPS 記錄器等記錄工作時間的器具應由主義務人之雇主提

供或補貼，記錄工作時間所生之相關成本亦須由雇主承擔。行車記錄器、GPS 記

錄器等器具在現代已相當普及，要求雇主提供應尚非難以承受之重，故此成本

分擔原則應於指導原則中明定方為上策。 

 

(5)勞工應製作工作紀錄 

  有鑑於實務上對於何種時段屬於工作時間，何種時段屬於休息時間屢生爭

議，而判斷勞工是否已完全脫離雇主的指揮監督又須依個案事實判斷，參照工

作時間掌握管理義務欲避免爭議與訟累的目的，作為勞工協力義務的一環，指



172 

 

導原則應明定勞工於工作結束後須製作工作紀錄，不僅須記錄工作時數，尚應

記載業務之內容，附上相關證據送交雇主確認，雇主確認後若無異議即應依勞

基法第 30 條第 5 項第 6 項為記錄與保存。將來針對工作時間如有爭議，行政機

關與法院即得依據此工作紀錄為判斷；雇主未為記錄與保存或收受勞工提交的

紀錄卻未於一定期間內為異議者，因為雇主已違反工作時間掌握管理義務，法

院應依民事訴訟法第 277 條但書減輕勞工的舉證責任。至於製作此紀錄所耗費之

時間亦屬工作時間，蓋工作時間掌握管理義務的主義務人為雇主，相關成本應

由雇主承擔，已如前述。 

 

(6)雇主應定期為實態調查 

  針對勞雇雙方皆難以確實證明實際工作時數的特殊行業，基於｢推定｣工作

時數應盡可能與勞工實際工作時數相符的理念，指導原則應要求雇主須定期透

過訪查勞工、指派監督管理者伴隨勞工作業或比較各勞工處理類似業務所須耗

費之時間等方式調查勞工的工作實態，再以此為基礎計算妥適的｢通常必要時數

｣或和勞工協商雙方皆滿意的｢推定｣工作時數，並在交付工作予勞工時注意其所

設定之工作的量、成果的質、期限、與成本限制等條件無導致勞工過勞之虞。 

 

  這次行政主管機關終於正視事業場所外工作者長久以來的｢被隱藏起來的工

作時間｣及因而衍生出的過長時間勞動與未依法獲得加班費等問題，針對事業場

所外工作者的需求訂定指導原則，在我國勞動發展史上邁出重要的一步，值得

肯定；而司法實務上與｢勞工在事業場所外工作時間指導原則｣有關的判決仍十

分稀少，將來法院將如何運用此指導原則仍有待觀察。然而，借鏡日本的經

驗，｢擬制｣工作時間在現代似乎已非最妥適的選擇，擬制的工作時數經常與勞

工實際的工作時數有非常大的落差，既然透過各種通訊科技，勞雇雙方紀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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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實際工作時數的能力已大幅提升，且在可預期科技仍會持續進步的情況

下，應採用｢推定｣的方式，開放勞雇雙方以反證推翻推定的空間。另外，勞動

部所公布的指導原則並無強制效力，僅供勞雇雙方參考而已，無法根本性解決

現實的問題。因此，在以雇主的工作時間管理義務之觀點檢討修正｢勞工在事業

場所外工作時間指導原則｣後，應比照當年勞基法修法引進變形工時制度般，將

指導原則的內容作為一種新的特殊工作時間規範，明定於勞基法及勞基法施行

細則中，令其具有拘束力，始為長治久安之道。 

 

第五章  責任制規範之再建構：以日本經驗做借鏡 

  以上分析完各種工作時間的法制度，不過實際上尚存在一種特殊的工時制

度，即不受勞基法工時相關規定拘束的特別例外類型，在我國通稱為責任制，在

日本法上則稱為工時規定的適用除外。不論是在我國或是日本，雇主濫用此制度

的情形都不勝枚舉，因此應全盤檢視現有制度的問題點。 

 

第一節  我國法的責任制法制 

  我國勞基法第 84 條之 1 規定工作性質特殊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並由勞雇雙

方書面約定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者，可解除勞基法關於法定工作時間之上限、

延長工作時間之上限及應踐行之程序、休假日等的限制(社會上一般稱其為責任

制，本文基於行文方便亦從之)，在勞資談判能力普遍不對等的情況下，此等制度

是否會遭到濫用在實務上即顯重要。 

 

  我國勞動實務上責任制非常普遍，甚至是遭到濫用。根據行政院研究發展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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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委員會的委託研究165，受訪的科技業與運輸業勞工竟分別有 72%與 93%的比例

是採用責任制。然而依照勞動主管機關所公告可適用勞基法第 84 條之 1 的工作類

別，科技業應只有極少數勞工可適用責任制，運輸業勞工更是完全不能適用責任

制。另外，1111 人力銀行調查結果166顯示，受訪者中高達 7 成 7 表示，公司制定

的職務工作型態，是加班無加班費或補休的「責任制」職務，其中更包含了 6 成

無論平日或假日，皆無補休與加班費的勞工，另有 1 成 7 僅假日加班有加班費或

補休假。只有 2 成 3 的受訪者表示屬加班有給薪或給假的非責任制加班。受訪者

也表示，每月平均無薪亦無假的責任加班達 27.62 小時。詢問有加班的受訪者

「責任制」加班是否為自願。有 3 成 5 是公司強制要求加班，4 成 2 的受訪者雖

然公司未強制但事情做不完。然而亦有 1 成 3 的自願留下來加班，1 成是因主管

沒離開不敢先走。進一步詢問有責任制加班者，是否屬於勞基法第 84 條之 1 允許

勞雇雙方另行約定工時的勞工，以 26.26%為「責任制專業人員」最多，其次依序

為「監督、管理人員」(20.11%)，「間歇性工作」(20.67%)、「監視性工作」

(3.35%)。但亦有高達 27%表示自己非勞基法規範條件的職務，但現職工作卻也有

責任制加班義務。至於現職的責任制是否有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之問題，竟有

高達 7 成的受訪者表示並不知道、不清楚，也有 2 成 3 的人表示沒有報請當地主

管機關核備，明顯違反勞基法規範。 

 

  觀以上資料可知勞基法第 84 條之 1 的責任制工作在現實中遭到違法濫用的情

形十分嚴重，為解決此亂象，本文欲全面檢討勞基法第 84 條之 1 的制度是否有繼

續存在的必要，若應繼續存在則應如何規範之議題。 

                                                                 

165 辛炳隆、林良榮、葉婉榆，同註 31，頁 73。 

166 1111 人力銀行調查，同註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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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勞基法第 84 條之 1 特殊工作者之類型 

  我國主管機關所公告之適用勞基法第 84 條之 1 的特殊工作，主要可分為以下

幾種類型(詳細工作種類請參考文末之附錄 1)： 

(1)監督管理者：即勞基法施行細則第 50 條之 1 第 1 款所稱之受雇主僱用，負責

事業之經營及管理工作，並對一般勞工之受僱、解僱或勞動條件等事項具有決定

權力之主管級人員。 

(2)專業性工作人員：即勞基法施行細則第 50 條之 1 第 2 款所稱之以專門知識或

技術完成一定任務並負責其成敗之工作者。 

(3)監視間歇性工作：即勞基法施行細則第 50 條之 1 第 3 款與同條第 4 款所稱之

以監視為主或以間歇性之方式進行的工作。 

(4)涉及機密、信任性之工作：法無明文之其他性質特殊之工作，本文將之定義為

可能會接觸到國家或商業機密；又或是須時常伴隨在特定高階人員身邊，應取得

該等人物之信任始能勝任的工作，如秘書、駕駛等。 

(5)公益國防工作：法無明文之其他性質特殊之工作，本文將之定義為涉及民生、

國防安全等公益性之工作。 

 

  惟本文認為解除勞基法有關工作時間之所有限制的責任制應屬萬不得已的非

常措施，並非上述所有類型皆有適用責任制並交由勞雇雙方自行約定之必要167。

首先，保全業等監視間歇性工作普遍被認為工作密度與負荷較一般勞動為低，故

                                                                 

167 方文伶，我國工作時間除外規定之研究---以勞基法第八十四條之一為中心，中國文化大學法學

院法律學系碩士論文，2014，頁 129 亦主張勞基法第 84 條之 1 應依不同之工作型態類型而異其法

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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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時間的相關規定可稍微鬆綁，然近年來保全業勞工的過勞案例總是居高不

下，代表此等認知並不符合現實，為保障從事監視間歇性工作之勞工的身心健

康，縱使不立即將監視間歇性工作從勞基法第 84 條之 1 中移除，亦應重新審定不

致危害勞工生命健康的工時上限。次者，本文認為勞工擁有專業技能不是足以正

當化過長時間勞動的理由。縱使是擁有專業技能的勞工，仍然有受勞基法保障其

生命健康與私生活等權益的必要，若欲解決雇主難以對具有專業性與獨立性之勞

工為具體指揮監督的問題，應優先採用彈力工時制，令勞工得依自身之專業判斷

來決定上下班時間，但若雇主交付過多之業務量，仍無法免除依清算結果給付加

班費的義務；若欲解決專業性勞工的替代人力不足的問題，則應採取輪班制、變

形工時制等工時彈性化措施或縮減營業時間等方案而非責任制，蓋雇主的經營不

應以犧牲勞工的身心健康為前提。本文以為專業性工作人員，唯有在難以尋得替

代人力且其業務直接攸關他人生命安全的情形，始有開放責任制的可能。基於相

同理由，本文亦認為衛生檢查人員或水站操作人員等行業雖然與大眾的生命健康

有關，但除非有難以從勞動市場上尋得替代人力的特殊情形(政府人力預算的問題

不包含在內)，否則不應適用最後手段的責任制。 

 

  至於監督管理者的類型，本文認同在該等勞工已具有經營者一方之色彩，必

須做出攸關企業經營的決策，且權限與待遇皆獲得高度保障的前提下，因為已非

純粹的勞工，故得適用責任制，但仍應有防範過勞的相關配套措施。機密、信任

性之工作人員因為必須取得監督管理者的信任並與之一同行動，故若其服務之監

督管理者得適用責任制，機密、信任性之工作人員亦得以適用責任制。此部分將

在介紹日本法有關工時規定除外適用者的法制沿革後再進一步作分析比較，以下

擬先論述勞基法第 84 條之 1 的法律效果之爭論。 

 



177 

 

二、勞基法第 84 條之 1 的｢核備｣法律效果 

  我國勞基法第 84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下列工作

者，得由勞雇雙方另行約定，工作時間、例假、休假、女性夜間工作，並報請當

地主管機關核備，不受第三十條、第三十二條、第三十六條、第三十七條、第四

十九條規定之限制｣，關於其中｢核備｣的法律效果，實務處理上屢生爭議，癥結

之所在為｢另行約定之勞動契約若要有效是否以行政機關的核備為前提要件｣及｢

行政機關的核備對於另行約定之勞動契約有何法律效果｣兩項，本文以降便就這

兩項議題為探討。 

 

(一)核備是否為另行約定之勞動契約的生效要件 

1.否定說 

  最高法院 102 年台上字第 1866 號判決肯認原審所謂：｢保全業之保全人員經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於民國八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核定公告得適用勞基法第八十四

條之一規定，被上訴人自得與上訴人另訂定勞動條件。又勞基法上開規定之立法

目的，無非係就特殊工作者，因其自由裁量自身工作時間之性質，允許勞雇雙方

得調整工作時間，不受勞基法相關規定之限制，縱未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僅

屬行政管理上問題，故兩造約定每日正常工作時間為八至十二小時，每月基本服

勤時數為二百零八至三百十二小時，超過之時數為加班，其費率依『各職務薪資

結構表』，並非無效｣，並稱｢原審認定兩造間有關每日正常工作時間、每月基本

服勤時數、加班時數及加班費費率計算方式之約定，依勞基法第八十四條之一規

定，並非無效｣。 

 

  最高法院在此議題上明確地採取否定說，認為勞基法第 84 條之 1 所要求的核

備僅是行政管理上的程序，與私法上的勞動契約效力完全無涉，縱使另行約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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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契約未經當地主管機關核備亦不會對其效力產生任何影響。 

 

2.肯定說 

  最高行政法院 100 年判字第 226 號判決則謂：｢按勞基法就勞工各項工作條件

所為規定，乃勞動條件之最低標準，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該法所

定之最低標準，為勞基法第 1 條所明定。而經勞委會核定公告之工作者，依勞基

法第 84 條之 1 規定，勞雇雙方得就工作時間、例假、休假、女性夜間工作等事項

另行約定，不受同法第 30 條、第 32 條、第 36 條、第 37 條、第 49 條關於上開工

作條件所定最低標準之限制，足見勞雇雙方依勞基法第 84 條之 1 所為約定對勞工

個別權益影響至巨，使其工作條件甚至低於同法第 30 條、第 32 條及第 49 條所定

『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可以放寬的標

準，除抽象規定『不得損及勞工之健康及福祉』外，幾乎沒有限制。因此法律明

定須在『勞雇雙方另行約定』並『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2 項要件具備下，始

不受同法第 30 條等規定之限制｣ 。 

 

  於此最高行政法院認為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為另行約定之勞動契約的生效

要件，呈現與最高法院見解完全相反的情形。雖然最高行政法院的見解有提出說

理，且符合勞雇雙方議約能力不平等的現實，較值贊同，但有關另行約定之勞動

契約未經當地主管機關核備者是否有效一事，係由普通法院管轄，因此僵局始終

難解，最後只能仰賴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為定奪。 

 

3.學說見解 

  我國學說對於此議題的見解頗為一致，多數學者咸認為勞基法第 84 條之 1 的

法律效果乃排除勞基法有關工作時間之規定的適用，改由勞雇雙方自行約定，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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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勞工權益甚鉅，必須透過行政機關的把關始足以保障勞工，故行政機關的核

備為生效要件168。 

 

4.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針對上述最高法院與最高行政法院見解歧異的爭議，大法官於 2014 年作成釋

字第 726 號解釋。解釋理由書表示：｢憲法第十五條規定：『人民之生存權、工作

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第一百五十三條規定：『國家為改良勞工及農民之生

活，增進其生產技能，應制定保護勞工及農民之法律，實施保護勞工及農民之政

策。(第一項)婦女兒童從事勞動者，應按其年齡及身體狀態，予以特別之保護。

(第二項)』基於上開意旨，本法乃以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

經濟發展為目的，規定關於工資、工作時間、休息、休假、退休、職業災害補償

等勞工勞動條件之最低標準。雇主固得依事業性質及勞動態樣與勞工另行約定勞

動條件，但仍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本院釋字第四九四號、第五七八號解

釋參照)。衡酌本法之立法目的並考量其規範體例，除就勞動關係所涉及之相關事

項規定外，尚課予雇主一定作為及不作為義務，於違反特定義務時亦有相關罰

則，賦予一定之公法效果，其規範具有強制之性質，以實現保護勞工之目的(本法

第一條規定參照)。而工作時間、例假、休假、女性夜間工作(下稱工作時間等事

項)乃勞動關係之核心問題，影響勞工之健康及福祉甚鉅，故透過本法第三十條等

                                                                 

168 例如吳姿慧，勞動基準法第 84 條之 1 適用現況之檢討--以保全服務業為例，東海大學法學研究

第 38 期，2012，頁 227、侯岳宏，日本管理監督者與工作時間除外適用之規定：兼論我國勞基法

第 84 條之 1，收錄於黃越欽教授紀念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之『社會公義：黃越欽教授紀念論文

集』，元照，2011，頁 213 至 214、劉志鵬，論工作時間等規制之除外適用──台北地方法院七十

九年度勞訴字第○一六號判決評釋，收錄於勞動法學會編之『勞動法裁判選輯（三）』，元照，

2000，頁 44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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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予以規範，並以此標準作為法律保障之最低限度，除本法有特別規定外，自

不容勞雇雙方以契約自由為由規避之。 

 

  惟社會不斷變遷，經濟活動愈趨複雜多樣，各種工作之性質、內容與提供方

式差異甚大，此所以立法者特就相關最低條件為相應之不同規範。為因應特殊工

作類別之需要，系爭規定乃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特殊工作者，容許勞雇

雙方就其工作時間等事項另行約定，經當地主管機關核備，排除本法第三十條等

規定之限制。中央主管機關之公告與地方主管機關之核備等要件，係為落實勞工

權益之保障，避免特殊工作之範圍及勞雇雙方之約定恣意浮濫。故對於業經核定

公告之特殊工作，如勞雇雙方之約定未依法完成核備程序即開始履行，除可發生

公法上不利於雇主之效果外，其約定之民事效力是否亦受影響，自應基於前述憲

法保護勞工之意旨、系爭規定避免恣意浮濫及落實保護勞工權益之目的而為判

斷。 

 

  民法第七十一條規定：『法律行為，違反強制或禁止之規定者，無效。但其

規定並不以之為無效者，不在此限。』係在平衡國家管制與私法自治之原則。在

探究法規範是否屬本條之強制規定及違反該強制規定之效力時，自須考量國家管

制之目的與內容。勞雇雙方就其另行約定依系爭規定報請核備，雖屬行政上之程

序，然因工時之延長影響勞工之健康及福祉甚鉅，且因相同性質之工作，在不同

地區，仍可能存在實質重大之差異，而有由當地主管機關審慎逐案核實之必要。

又勞方在談判中通常居於弱勢之地位，可能受到不當影響之情形，亦可藉此防

杜。系爭規定要求就勞雇雙方之另行約定報請核備，其管制既係直接規制勞動關

係內涵，且其管制之內容又非僅單純要求提供勞雇雙方約定之內容備查，自應認

其規定有直接干預勞動關係之民事效力。否則，如認為其核備僅發生公法上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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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雇主之效果，系爭規定之前揭目的將無法落實｣ 。 

 

  大法官在理由書中直接點出勞方在談判中通常居於弱勢之地位的事實，基於

此事實導出勞基法第 84 條之 1 要求勞雇雙方之另行約定須報請核備的規定具有直

接干預勞動關係之民事效力，而此項事實正是勞動法規之所以存在的理由。一般

勞動契約的成立，代表雇主依約獲取生產力，勞工依約取得工資，看似依照市場

機制各取所需的公平交易，實際上卻處處隱含著不平等。由於以下因素，勞工顯

然處在較為不利的談判地位169： 

(1)勞力不可分割性：勞工提供勞務時必須親自提供勞務，必然地造成勞工一併將

其時間、身體健康、移動自由等人格事項一並投入勞務之中，對於勞工的人格權

益影響重大，但是雇主給付工資時則無上述負擔。 

(2)資源不對稱性：個別勞工只能憑藉其知識、體能和經驗作為談判籌碼，雇主則

能聯合企業力量或是運用其政治影響力更動談判環境並壟斷資訊。又經驗法則顯

示除非歷經戰亂或大規模流行病，否則人類社會鮮少出現勞動力缺乏的情形，依

供需法則勞工多只能任由雇主出價，因此雇主便可運用市場力量(market strength)

在談判中取得優勢。 

(3)勞力不可儲存性：勞工的勞動力本質上無法儲存，一天不工作所節省下來的勞

動力不可能累積至第二天而提升為兩倍，故勞工必須立即出售勞動力，但對雇主

而言金錢貨幣的儲存則毫無此困擾。 

(4)勞工生活急迫性：多數勞工須仰賴工資過活，必須儘早出售勞動力；雇主雖可

能有商業上的急迫性，但終究未達攸關生死的程度。 

                                                                 

169王松柏，勞動契約，收錄於『勞動基準法釋義──施行二十年之回顧與展望』，新學林，

2011，第 49 至 54 頁、Brentano, Lujo：Das Arbeitsverhaltniss, Dunker & Humblot 1877, S.194f.，轉引自

面地豊，同註 18，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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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以上因素，勞工的勞務價值在自由市場機制下通常未能被完全評價，而

且在近來的全球化與科技化潮流下，勞工對於自身工作的尊嚴和滿足感更形低

落，故需要勞動法規以保障勞工的基本權益。同樣地，適用勞基法第 84 條之 1 時

亦必須注意此一現象，工作時間向來與工資一同列為勞動契約的兩大關鍵議題，

如果依勞基法第 84 條之 1 即完全將工作時間之問題交由勞雇雙方自行約定，形成

一勞動法律真空地帶，其後果可想而知。縱使某些特殊行業有另行約定工作時間

的必要，亦須由國家行政機關予以介入來防堵雇主濫用其談判上的優越地位；否

則若任由勞雇雙方完全地自由約定而可突破勞基法所定之最低勞動條件水準(工作

時間事項)，所謂保障勞工權益之法律目的即屬空中樓閣 。 

 

(二)核備的法律效果 

  行政機關的核備有介入勞動關係之民事效力，大法官已於釋字第 726 號解釋

中明確表示其立場；惟關於未經核備之法律效果為何以及事後的核備能否使另行

約定之勞動契約溯及既往至勞雇雙方合意時生效等爭議，解釋理由書僅謂：｢ 由

於勞雇雙方有關工作時間等事項之另行約定可能甚為複雜，並兼含有利及不利於

勞方之內涵，依民法第七十一條及本法第一條規定之整體意旨，實無從僅以勞雇

雙方之另行約定未經核備為由，逕認該另行約定為無效。系爭規定既稱：『……

得由勞雇雙方另行約定……，並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不受……規定之限

制』，亦即如另行約定未經當地主管機關核備，尚不得排除本法第三十條等規定

之限制。故如發生民事爭議，法院自應於具體個案，就工作時間等事項另行約定

而未經核備者，本於落實保護勞工權益之立法目的，依本法第三十條等規定予以

調整，並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三十九條規定計付工資｣，交由各法院為個案認

定，遂留下相當大的解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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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大法官對於事後核備之效力有著非常分歧的見解，本文分析後認為大致可

分為以下三種類型： 

 

1.溯及既往 

(1)陳新民大法官   

  ｢此外系爭規定仍然設有核備形式要件—必須書面約定，地方主管機關應實

質審查內容。就此又衍生出究竟核備後的效果是嗣後生效或溯及生效？以契約效

力未定而論，應採溯及說；但以私法行為需獲主管機關核准者，顯然又應採嗣後

說，本號解釋雖未對此有所著墨，本席則認為應是溯及說，以保護私法自治及契

約自由。｣ 

 

(2)蘇永欽大法官   

  ｢其次是效力的具體認定，會不會因核備而又使約定溯及適用？如前所述，

在把程序管制當成特別生效要件的時候，會和一般生效要件一樣，等到完成程序

補正，又溯及於契約之始回復適用。民法第七十一條但書的操作，同樣可以選擇

效力未定的中間決定。以本件有關延長工時的爭議而言，系爭條文中由中央主管

機關主動核定公告工作種類部分，是第一道的防濫管制，在中央主管機關已經核

定公告之後，第二道的核備管制本來就只有補充的防弊功能，從一般正常人的經

濟理性來思考，勞雇雙方作成不當約定而無法被當地主管機關核備的情況，應該

不常發生(在引起歧見的該案，雇方已送核備的兩件約定就都被新北市勞工局接受

核備，只是正確的審查機關應該是高雄市勞工局)，因此在認定違反強制規定而不

適用該約定，改依勞基法相關規定調整工時及計付工資時，一旦該約定完成核

備，仍應回到約定之始重新適用雙方的約定，既不違反勞基法實質的工時及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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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也完全符合契約雙方的合意，這才是管制和自治的最適調和，不溯及反而

造成二者的扭曲。但解釋理由對這一點也考量尊重民事法院未來的決定空間，沒

有說清楚講明白：『系爭規定既稱｢……得由勞雇雙方另行約定……，並報請當

地主管機關核備，不受……規定之限制｣，亦即如另行約定未經當地主管機關核

備，尚不得排除本法第三十條等規定之限制。』但果經核備，邏輯上即可排除勞

基法相關規定的限制，才真正符合勞基法的精神，避免無謂的爭議，應該是顯而

易見的。若從交易成本最小化的觀點來看，本席甚至認為這裡其實還有朝立即生

效的效力未定模式(類似附「解除條件」而非「停止條件」)去解決問題的可能，

也就是考量此時既仍以實際上核備與否為決定工時事項如何適用的最終依據，則

因不予核備的機率甚低，為避免工資計算的反覆，不如以暫依約定計算，惟一旦

嗣後未予核備，即應溯及的改依勞基法相關規定重新計算工時與工資，只是這時

候法院應定申請核備的期限。｣ 

 

2.不溯及既往 

(1)陳碧玉大法官   

  ｢按『送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為使約定工作時間事項不受法定最低工時條

件限制之要件，立法者為強制此強行規定之執行，而課予違反之雇主負刑事、行

政罰責任。又法律事實發生時，其應有之法律關係及其應有之法律效果即告確

定。除法律明文規定事後之補正有溯及效力外，已發生之法律關係即告確定。未

送請核備或報請核備未經准許，而勞工已開始履行其勞務之給付，其工作時間事

項書面約定未經核備之法律事實成立。違反強行法之法律關係已告確定，現行法

又未規定事後之核備有溯及契約成立日之效力，雇主不得以事後之核備而免除其

應負之公法上責任及私法上應給付加班費責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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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雖謂主管機關之核備為另行約定的生效要件，但未明言事後之核備的效力為何 

(1)黃茂榮大法官 

  「系爭規定為強制規定，未符合上開要件之特約，其特約所涉人員或工作不

屬於系爭規定各款所定情形者，其特約無效；其特約未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

者，約定部分不生效力。其特約之效力，最終視當地主管機關後來對該特約，為

核備或拒絕核備而定。(…中略…) 

 

如果其特約，較勞基法之規定不利，且勞工在該特約經核備前已開始工作

者，其工作時間、例假、休假、女性夜間工作仍應受第三十條、第三十二條、第

三十六條、第三十七條、第四十九條規定之限制。」 

 

(2)陳敏大法官、林錫堯大法官   

  ｢勞雇雙方就工作時間、例假、休假、女性夜間工作等事項，所為不及勞基

法第三十條等規定之另行約定，如未經核備即開始履行，其整體勞動契約固已成

立，但因違反性質上為強制規定之勞基法第三十條等規定，除雇主應依同法第七

十九條規定裁處罰鍰外，基於保護勞工之立法目的，自不宜以其勞動契約違反強

制規定，依民法第七十一條本文規定為無效，再依不當得利尋求補償之方式處

理，使勞工陷於更不利之地位，而應依民法第七十一條及勞基法第一條規定之整

體意旨，依勞基法第三十條等規定，調整延長工時、例、休假工作時數，並依同

法第二十四條、第三十九條規定計付工資。例如，另行約定之每日工作時數逾八

小時者，雇主除應依勞基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裁處罰鍰外，其逾八小時部分仍屬

勞基法第三十二條之延長工作時數，應依同法第二十四條規定計付加班工資。雇

主不得以勞工未依約定在逾八小時部分工作而予以懲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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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黃璽君大法官   

  ｢勞基法第一條第二項規定：『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

定之最低標準。』勞基法第三十條等規定係規定工作時間、例假、休假、女性夜

間工作等最低標準，應屬強制規定，否則無法達成勞基法為保障勞工而規定最低

標準之立法目的。約定工作時間等低於勞基法第三十條等規定之最低標準，基於

勞基法保障勞工之精神，不應解為勞動契約全部因違反強行規定而無效，否則原

為保障勞工之規定，反導致勞工喪失工作。是宜認僅違反最低標準部分無效，而

調整為符合第三十條等規定。亦即，尚未履行者，低於標準部分無庸履行；已履

行部分則按第三十條等規定調整計算正常工作時間、延長工作時間及例假、休假

等工作時間以憑計算應付工資。未依系爭規定核備者，既仍受第三十條等規定之

限制，該另行約定低於最低標準部分即應依第三十條等規定調整。｣ 

 

  針對行政機關之事後核備是否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之爭論，本文認為首先必

須對於｢突破勞基法所定工作時數上限為勞動｣這種情形的以下兩個基礎原則有所

認識： 

 

①只要工作時數超出勞基法的一般上限即屬對勞工不利： 

  因為工作時間的增加，特別是加班，會對勞工的身心健康、家庭生活、自我

啟發等皆產生不良影響，而且上述不良影響通常具有不可回復性(蓋健康及時間一

旦損失即難以回復)，在無法完全消除勞工所受之損害的狀況下，法律只能退而求

其次地尋求給予勞工補償，也就是建立加班費制度來給予勞工金錢補償。另外，

超時工作所生之不良影響通常不僅止於勞工本身，而是會擴及到其他人，例如勞

工若因超時工作而發生過勞職災，則除了勞工本身蒙受重大不利益之外，其家屬

亦必須耗費心力照料之，甚至被迫辭去工作；又過勞職災會對健保及勞保等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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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造成負擔，等同致生損害於全體社會，這些不良影響豈是雇主給予勞工較優

渥之工資即可解決？ 

 

綜上所述，勞雇雙方依勞基法第 84 條之 1 另為約定時，縱使合意給予勞工較

優渥之工資作為突破勞基法工作時數上限的補償，仍不可單就此補償部分即謂對

勞工有利，而必須結合超時工作之事實，認定此類另行約定整體而言係對勞工不

利，只是勞基法基於特定行業的特殊需求，例外地准許此類不利於勞工的另行約

定而已。 

 

②對於已提供額外勞務的勞工，必須給予補償： 

  根據前項原則，即使勞雇雙方依勞基法第 84 條之 1 合意給予勞工較優渥之工

資，亦無法將超時工作此一不利於勞工之事實扭轉為有利；惟對於勞工而言金錢

補償至少有補償的功用，且此補償亦具有壓抑雇主令勞工超時工作之誘因的功

能。因此於適用勞基法 84 條之 1 的情形，不論另行約定是否有經過當地行政主管

機關核備，只要勞工有突破法定工作時數上限(總工時上限)為勞動的事實，雇主

即應給予勞工較優渥之工資作為補償，亦即勞基法第 84 條之 1 的效力在解釋上應

認為雖然鬆綁了總工時數的上限，但正常工時的上限並未發生變化，超出正常工

時上限的工時仍然為加班，應適用勞基法第 24 條及第 39 條有關加班費之規定。 

 

  釐清以上兩個原則後，接下來開始檢討核備之法律效果(例如事後之核備是否

會溯及既往)究竟為何。 

①事後之核備能否溯及既往實質上不妨礙雇主的補償義務 

  只要勞工有額外勞動的事實，不論勞雇間的另行約定有效或無效，雇主皆須



188 

 

予以補償170，因此如同大法官解釋理由書所言，雇主的補償範圍最低至少須為依

勞基法第 24 條及第 39 條計算之加班費的水準。若勞雇雙方約定的工資補償內容

優於依勞基法第 24 條及第 39 條計算加班費之水準，且勞工已依另行之約定而提

供額外的勞務，但當地行政主管機關事後始為核備之情形，採取核備具有溯及既

往效力之見解者自無問題，該等關於工資之約定將會因溯及既往而有效。不過即

使採不溯及既往之見解實際上亦能保障勞工的權益，蓋在當地行政主管機關准予

核備之前的期間，勞雇間的另行約定因違背勞基法第 84 條之 1 所定程序而無效，

此時會有民法第 113 條171之適用，由於違反的是法令即勞基法之內容，難謂雇主

並非可得而知，雇主負有回復原狀或損害賠償之責任，但已給付之勞務現實上無

法回復原狀，故雇主應負損害賠償之責任。此時勞工所受之損害按照民法第 216

條第 1 項172包含所失利益在內，在勞雇雙方已達成合意，僅待地方行政主管機關

核備之情形，該另行約定中有關工資之部分符合民法第 216 條第 2 項所謂｢依通常

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益

｣，雇主仍須依另行約定之內容給付勞工報酬。在勞工已依另行之約定而提供額

外的勞務，但未向當地行政主管機關報請核備或當地行政主管機關不予核備的情

形，透過上述民法條文的操作，仍會是相同的結果。 

 

  以上內容簡言之，只要確立｢有額外勞動，即有額外補償｣的原則，不論有無

                                                                 

170例如日本法上的小島撚糸事件(最一小判昭 35.7.14 刑集 14 巻 9 号 1139 頁)中，最高裁即表示縱

使加班因不符日本勞基法所定之程序而違法，雇主仍當然負有給付勞工加班費的義務。 

171民法第 113 條：｢無效法律行為之當事人，於行為當時知其無效，或可得而知者，應負回復原狀

或損害賠償之責任。｣ 

172民法第 216 條：｢I.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

所失利益為限。 II.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

所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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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備或事後核備有無溯及既往的效力皆會殊途同歸，意即核備的法律效果實質上

並不妨礙雇主的補償義務。 

 

  不過若勞雇雙方約定的工資補償內容並未優於依勞基法第 24 條及第 39 條計

算加班費之水準，則我國現行規定實有缺陷。依照我國現行法規，當勞工的額外

勞動即加班停留在勞基法的一般原則限度內(單日總工時數 12 小時內與單月總加

班時數 46 小時內等)時，依法可獲得較高倍率之加班費作為補償；但於勞工依照

勞基法第 84 條之 1 同時突破勞基法總工時上限與加班工時上限而提供勞務之情

形，對於勞工之危害更勝於一般之加班，在工資補償部分勞基法卻竟然未有任何

規範，完全交由勞雇雙方自行約定，如果勞雇雙方約定的工資補償內容並未優於

依勞基法第 24 條及第 39 條計算加班費之水準，依照大法官解釋理由書之意旨勞

工就只能領取依勞基法第 24 條及第 39 條計算之加班費。這代表著勞工雖然付出｢

超出勞基法一般加班限度的額外勞動(例外的再例外)｣，卻只能領取｢勞基法一般

基準的加班費(僅為對單次例外的補償)｣，對價顯不相當，對於勞工權益的保障顯

有不足。 

 

  因此，本文認為參酌勞基法第 84 條之 1 第 2 項｢不得損及勞工之健康及福祉｣

之意旨以及加班費所具有的補償勞工之額外付出與遏止雇主令勞工額外勞動之動

機等功能，勞基法應修法增訂第 84 條之 1 第 3 項，針對突破勞基法加班時數上限

的部分(即單日總工時十二小時以上、單月加班時數四十六小時以上以及於勞基法

第 36 條例假日出勤的部分)設定一個較現行法更高倍率的加班費計算基準，例如

屬於延長工時的部分須加給三分之三、屬於例假出勤的部分須加發一點五倍之工

資等等，蓋對於勞工所付出的｢超出勞基法一般加班限度的額外勞動｣，至少給予

｢超越勞基法一般水準的加班費｣始為事理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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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核備在法律上的真正意義是課予勞工依約提供勞務的義務 

  既然針對勞工已經提供的額外勞動，當地行政主管機關的核備與雇主的補償

義務之有無在結果上並無影響，那麼核備在法律上的意義究竟為何呢？本文認為

核備在法律上的真正意義是自當地行政主管機關准予核備的時點起，勞工始負有

依另行約定之內容提供勞務的義務。有鑑於勞雇雙方議約能力不平等的事實，為

免雇主濫用勞基法第 84 條之 1 令勞工承擔難以負荷的勞務(例如大法官釋字第 726

號解釋的案件事實中勞工的單月工作時數竟高達三百小時)，勞基法遂以核備的方

式讓行政機關得以介入管制勞雇雙方間的另行約定，確保另行約定內容的合理

性，俾保障勞工的健康與福祉。因此，如認勞工在當地行政主管機關准予核備之

前即負有依另行約定之內容提供勞務的義務或處於約定之效力未定的渾沌狀態，

則上述行政機關以核備管制勞雇雙方間另行約定之合理性的目的即難以達成，勞

工將陷於任由雇主宰割的危險之中，顯然不符法律之意旨。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在獲得當地行政主管機關的核備之前，勞工並無依另行

約定之內容提供勞務的義務；即便日後獲得核備亦無溯及既往的效力，雇主不得

以勞工在核備之前未依另行約定之內容提供勞務為由而有任何不利益待遇，就此

而言陳敏大法官、林錫堯大法官及黃璽君大法官的意見書值得贊同。 

 

三、特殊工作者的個別類型檢討 

  本文查詢勞保局近五年（2012 年 7 月至 2017 年 6 月）的職業病死亡之給付

病因與行業別資料，與過勞最有關連性的腦心血管疾病一項共有 130 件，其中支

援服務業佔 28%(36 件) 、製造業佔 23%(30 件)、運輸及倉儲業佔 14%(18 件)。若

再參照各行業就業人口的母數，即製造業就業人口約 300 萬人、運輸及倉儲業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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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人口約 44 萬人、支援服務業就業人口約 28 萬人之數據後，便可推算出支援服

務業勞工的因腦心血管職業病而死亡的比率係製造業勞工的約 13 倍，相較於運

輸及倉儲業勞工則係約 3 倍。由此可知包含保全業在內的支援服務業勞工，其過

勞情形極為嚴峻，故本文擬針對監視間歇性工作之勞工與監督管理者檢討現行之

法制；運輸及倉儲業勞工的過勞情形雖亦相當嚴重，但因其不適用責任制，故擬

待日後之機會再予探討。 

 

(一)保全人員(監視間歇性工作) 

  保全人員經勞委會公告為勞基法第 84 條之 1 所列之特殊行業173，只要踐行該

條所定之程序，勞雇雙方即可自行約定工作時間而不受勞基法的相關限制，本文

將把保全人員作為監視間歇性工作的代表來論述。 

 

  我國保全業勞工的過勞問題其實已為主管機關所週知，例如 2011 年的勞委會

新聞稿表示：「迄 7 月止勞委會共主動調查 30 件疑似過勞案，共計已完成調查

22 件，並完成 12 件評估報告書，其中共計 7 件認定為過勞，並轉送勞保局成功

獲得職災補償。經分析勞委會調查之過勞案件多數為心因性休克死亡，行業分佈

以保全業及客運駕駛為多數，至被認定為過勞之案件多數為超時工作，且工時多

符合過勞認定參考指引之長期負荷過重之要件」174；2013 年的新聞稿復表示：

「根據近 3 年來勞保局核定職業病過勞（腦心血管疾病）死亡給付資料顯示，99

年至 102 年 6 月底止，職業病過勞死亡人數合計 111 人，統計前五大行業依序為

                                                                 

173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87 年 7 月 27 日台八十七勞動二字第 032743 號公告。 

174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委會新聞稿，2011 年 8 月 5 日，「保障疑似過勞勞工權益，主動調查機制

奏效」，網址：https://www.mol.gov.tw/announcement/27179/14339，最終檢索日期 2017 年 10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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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 33 人（占 29%）、運輸及倉儲業 20 人（占 17%）、支援服務業 18 人（包

括保全服務業等，占 16%）、批發及零售業 12 人（占 11%）及營造業 11 人（占

10%，請參附件 1），另支援服務業、醫療保健服務業及不動產業之職業病過勞

死亡人數與職災死亡人數相較，亦占有較高比率，顯然不容輕忽」175；2014 年改

制後的勞動部新聞稿則重申：「近年來，我國『過勞』案件已引起社會各界普遍

的關注，勞動部也針對職業過勞的議題陸續推動各項政策預防過勞案件的發生；

依勞保局統計，103 年截至 8 月底止給付 40 件，與 102 年同期相當，與前 2 年同

期相較（100 年 58 件，101 年 65 件），減少逾 3 成，其中，保全業及運輸業仍居

過勞首位」176，再再顯示主管機關已知悉問題的嚴重性。 

 

  勞委會在 2011 年體認到保全業勞工之工作時間過長的問題，為導正誤用、濫

用勞動基準法第 84 條之 1 規定之情事而訂定「保全業之保全人員工作時間審核參

考指引」，節錄其重點如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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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有緊急情況者，每日正常工作時間連同延長工時不得超過 14 小時，惟下次出

勤應間隔至少 12 小時。 

(3)人身保全及運鈔車保全，每四週內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 168 小時。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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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勞委會新聞稿，2013 年 9 月 13 日，「職災過勞死亡給付前五大行業，勞委會呼籲事業單位及

勞工提高警覺」，網址：https://www.mol.gov.tw/announcement/27179/16307，最終檢索日期

2017 年 10 月 18 日。 

176勞動部新聞稿，2014 年 10 月 21 日，「職業安全衛生法「過勞預防」條款已施行，過勞案件有

減少趨勢。」，網址：https://www.mol.gov.tw/announcement/27179/16897，最終檢索日期 2017

年 10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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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勞工 2 日之休息，作為例假。 

(5)紀念日、勞動節日及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日，均應休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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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不宜年

度休假全部改採工作，加發工資。 

(6)工作負荷重、勞動密度大之工作應參考「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外傷導

致者除外）之認定參考指引」，預防過勞，對於長時間勞動造成明顯疲勞累積之

評估標準，應列為勞雇約定之重要參考。 

 

  然而，訂定「保全業之保全人員工作時間審核參考指引」後保全業勞工的過

勞問題依舊未能獲得解決，勞動部遂於 2015 年修正「保全業之保全人員工作時間

審核參考指引」，其主要修正內容如下： 

(1)明定 2 出勤日之間隔至少應有 11 小時。 

(2)明定一般保全人員之工時上限：每月正常工時上限為 240 小時，每月延長工時

上限為 48 小時，每月總工時上限為 288 小時。 

(3)明定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雇主有使勞工延長工作時間之必要者，仍須依

勞基法第 32 條第 3 項規定辦理，以避免雇主濫以緊急情況為由，使勞工超時工

作。 

(4)明定雇主不得使勞工連續工作超過 12 日，確保例假休息之落實。 

(5)要求雇主配合職業安全衛生法之規定，就經常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之

保全人員，參酌「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指引」，與勞工為合理之約定。 

 

  勞委會在訂定「保全業之保全人員工作時間審核參考指引」之後，又陸續公

告「社會福利服務機構輔導員（含保育員、助理保育員）及監護工工作時間審核

參考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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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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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法第八十四條之一之場所及人員工作時間審核參考指引」、「托兒所保育員工

作時間審核參考指引」及「一般旅館業鋪床工工作時間審核參考指引」等指引。

有鑑於不適用責任制之行業卻要求勞工適用責任制或雖可適用責任制但勞雇雙方

之約定不當犧牲勞工權益等濫用責任制之情事層出不窮，本文認為基於相同的原

因，原則上所有適用勞基法第 84 條之 1 的特殊行業皆應考量其特殊性與過勞之風

險，另外制定一套最基本限制，不宜僅交由各地方行政主管機關於審核備查時自

行訂定其標準。 

 

  關於保全人員之加班，因為勞動部所公布之指引已分別就正常工作時間之上

限與延長工作時間之上限為規定，此指引又被各地方政府所訂之審查基準所沿

用，雇主為履行勞基法第 84 條之 1 的程序而將書面約定報請地方主管機關核定

時，其約定內容必須符合指引之標準始能通過地方政府的審查，因此解釋上保全

業勞工即便適用責任制仍有加班（延長工作時間和假日出勤）的問題，勞基法第

24 條與第 39 調並未被排除適用。 

 

(二)監督管理者 

  有關監督管理者的特別規定，可追溯自 ILO 的 1919 年第 1 號｢工作時間(工

業)｣公約，該公約第 2 條本文規定從事工業之勞工的工作時間每天不得超過八小

時，每週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不過同條但書將監督管理者(persons holding 

positions of supervision or management)排除適用，此種規範模式後來亦為我國及日

本所援用。但 ILO 在 1962 年的第 116 號｢縮短工作時間｣建議書中，雖規定對於特

定行業基於特殊情形或技術上所必要等正常理由者可採用平均工時的計算方式，

並對間歇性、基於公益上必要的特定情形、因技術上之理由必須採用輪班制、因

應年度性文書的製作或特定季節性業務等特殊性質的工作設有例外規定，但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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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之中已不包含監督管理者，因此對於監督管理者的工作時間規範方式，即有

重新省思的必要。 

 

  我國勞基法第 84 條之 1 規定監督管理者可適用責任制，關於監督管理者的定

義，勞基法施行細則謂監督管理者係「受雇主僱用，負責事業之經營及管理工

作，並對一般勞工之受僱、解僱或勞動條件具有決定權力之主管級人員」；另

外，主管機關在公告得適用責任制之行業時，經常使用「經理級以上」之用語來

指稱監督管理者，因此可推測主管機關在判斷是否為監督管理者時，經理級的職

階是一個重要的要素。又法院實務上，最高法院在 101 年台上第 258 號判決及

101 年台上第 1075 號判決中皆提及「查勞動基準法第八十四條之一第一項規定，

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監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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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得由勞雇雙方另行約定工作時間、例假、休

假、女性夜間工作，並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不受第三十條、第三十二條、第

三十六條、第三十七條、第四十九條規定之限制，其立法目的無非係就特殊工作

者，因具自由裁量自身工作時間之性質，乃允許勞雇雙方得調整工作時間，不受

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之限制」，可認為勞工應尚具有自由裁量自身工作時間之權

限始為監督管理者。 

 

  惟勞基法施行細則與最高法院的判決僅提及勞工的權限，而責任制行業公告

的職階標準又似有流於形式之嫌，且對於勞工的保障仍有改善的餘地，故本文認

為應參考日本近年對於監督管理者的檢討，訂定更為周延的要件限制。 

 

 第二節  日本法的工作時間規定除外適用法制 

  日本勞基法第 41 條規定農漁牧等與自然環境息息相關之行業的勞工、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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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或管理機密之人、從事監視間歇性工作的勞工，該法有關工作時間、休息

時間以及假日的規定不適用於監督管理者，僅關於深夜工作之規定仍有適用177，

因此日本的監督管理者在工作時間的議題上，除有關深夜工作與勞工健康安全之

事項，幾乎完全不受法律保障。以下將分別介紹這三種工時規定除外適用類型的

法制。 

 

一、農漁牧業 

  農漁牧等與自然環境息息相關之行業，因為其業務大幅受天候、季節等自然

條件所影響，難以事前並齊一地規範勞工的工作時間，故排除日本勞基法有關工

時規定的適用178。惟本文認為現代的科技突飛猛進，縱使是農漁牧業，人類可控

制的範圍亦逐漸擴大中，因此必須確實是受到無法控制的自然因素影響以致於難

以規範工作時間的工作類型始可排除工時相關規定的適用。 

 

二、監視間歇性工作 

  監視性工作係指以監視為主要業務，就常態而言對於身心的負擔屬於較些微

的工作179。間歇性工作則係指雖然休息時間較少，但是待命時間較多的工作180。由

於兩者在勞動法上總是相提並論且適用相同的規範，故無嚴密區分兩者的實益。

監視間歇性工作與其他兩種類型的最大差異在於日本勞基法第 41 條特別規定須

先取得主管機關的許可始可排除工時相關規定的適用，此乃是否該當監視間歇性

                                                                 

177昭 63.3.14 基発 150 号。 

178東京大学労働法研究会，注釈 労働時間法，有斐閣，1990，頁 725。 

179昭 22.9.13 発基 17 号。 

180同前註。 



197 

 

工作有時難以判斷，為避免雇主恣意判斷而損及勞工權益，有必要由主管機關介

入調控之故181。 

 

  關於行政機關在許可時的判斷標準，首先，監視交通狀況、駕駛計程車或在

高處檢查高壓電線等高緊繃性工作不應發予許可182。次者，間歇性工作與通常工

作混雜在一起的情形，因已非常態性地從事間歇性工作，亦不應許可183。另外對

坑道工作184、麵包製造業185、拖船工作186等工作是否該當監視間歇性工作皆訂有判

斷標準。又監視間歇性工作是少數最高裁有作過實質判斷的工時規定除外適用類

型，在靜岡市教職員事件187中，最高裁肯認原審認定帶領學生去校外教學、遠足

的公立中小學教師，因其肩負教學之成敗與學生之安全，伴有高度緊繃性與疲勞

的見解，故不該當日本勞基法第 41 條的監視間歇性工作。 

 

  又日本勞基法施行細則第 23 條規定屬於間歇性工作之值班在經地方勞動基

準監督署長許可後可排除日本勞基法第 32 條的法定工時上限規定之適用。此規

定在文面頗易被誤解，第一點是作為行政命令卻未明示母法之授權依據，且條文

編號亦與常規不符，對此主管機關宣稱是根據日本勞基法第 41 條第 3 款之監視間

                                                                 

181東京大学労働法研究会，同註 178，頁 739。 

182昭 22.9.13 発基 17 号、昭 23.4.5 基収 1372 号、昭 23.11.25 基収 3998 号、昭 63.3.14 基発 150 号。 

183昭 63.3.14 基発 150 号。 

184昭 25.9.28 基発 890 号。 

185昭 29.5.21 基収 1976 号。 

186昭 34.9.1 基発 599 号。 

187最三小判昭 47.12.26 民集 26 巻 10 号 209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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歇性工作所為的解釋，並未違法違憲188；第二點則是雖然條文文字僅排除日本勞

基法第 32 條之適用，但主管機關認為例假、休息時間等規定亦一併排除適用189。 

 

  由於日本勞基法施行細則第 23 條的射程範圍包含勞工結束通常工作後接著

從事值班與結束值班後接著從事通常工作的情形，可以想見對於勞工之負擔遠較

純粹監視間歇性工作為大，故主管機關對於是否發予許可時訂有較嚴格之基準

190，其重要內容如下： 

(1)工作內容必須是幾乎沒有勞動的必要，僅限於從事定期巡邏、接收緊急信件或

電話、待命應對緊急狀況等工作。 

(2)原則上不得接續執行通常工作。 

(3)值班一次的薪資不得低於同事業場所執行值班工作之相同類型勞工的平均日薪

的三分之一。 

(4)原則上值夜一週至多一次，值日一個月至多一次。 

(5)對於值夜之勞工應備有適當之睡眠設備。 

 

  應特別注意的是，監視間歇性工作要排除工時相關規定的適用必須先取得主

管機關的許可，若未遂行此程序，即便是值班工作仍如同大星ビル管理事件的最

高裁判決所述，回歸一般的工時法制作判斷，亦不得免除加班費的給付義務。 

 

三、監督管理者與管理機密之人 

                                                                 

188昭 35.8.25 基収 6438 号。 

189昭 23.1.13 基発 33 号。 

190昭 22.9.13 発基 17 号、昭 63.3.14 基発 15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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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近年引起最多爭議的工時規定除外適用類型非監督管理者莫屬，故本文

擬針對日本勞基法上的監督管理者為深入的檢討以供我國作借鏡。首先必須釐清

的是，管理機密之人係沿用 ILO 條約日文翻譯的用語，指稱的是秘書等與經營者

或監督管理者有密不可分之關係而難以適用工時規範的勞工191，而非真的職掌機

密事項。 

 

  又關於監督管理者是否仍有日本勞基法第 37 條第 4 項深夜工作加成工資之規

定適用的爭議，雖然主管機關曾作過行政解釋，但最高裁在 2009 年終於為長久以

來的爭論畫下句點，ことぶき事件的判決192意旨謂：｢日本勞基法關於工作時間的

眾多規定皆是在規範其長度，例如同法第 37 條第 1 項即規定雇主延長勞工的工作

時間時，對於延長之工作時間必須給付加班費等。然而，同條第 3 項則規定原則

上雇主若令勞工在晚上十點至凌晨五點這段期間內工作者，對於該時段的勞動必

須給付深夜勞動加成工資，此規定係著眼在勞工於一天中的何種時段為勞動，對

於深夜工作為一定之限制，由此觀之，其立法目的便與其他有關工作時間之規定

不同。 

 

  日本勞基法第 41 條規定農漁畜牧業、監督管理者等勞工，不適用同法有關

工作時間、休息及假日之規定。再觀同法規範童工深夜工作相關事項的第 61 條

規定，該條第 4 項規定從事農漁畜牧業之童工不受同條第 1 至第 3 項所定之深夜

勞動限制。如此規範方式，應認係以同法第 41 條所謂『有關工作時間、休息及

假日之規定』不包含深夜工作限制規定在內為前提。綜上所述，日本勞基法第 41

                                                                 

191昭 22.9.13 発基 17 号。 

192ことぶき事件，最二小判平 21.12.28 労判 1000 号 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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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2 項之規定並未排除同法第 37 條第 3 項之適用，應認該當監督管理者之勞工

仍可請求深夜加成工資｣。因此雇主仍負有向監督管理者給付深夜加成工資的義

務，應特別注意。 

 

(一)行政主管機關的解釋 

  既然一旦被定義為日本勞基法上之監督管理者，毋庸經過主管機關的許可其

法律效果便如此強大，則如何定義監督管理者一事便茲事體大，日本行政機關曾

多次訂定行政命令以解釋之，其演變過程簡述如下： 

 

1.昭和 22.9.13 発基 17 号---労働基準法の施行に関する件： 

｢所謂具有監督或管理地位之人，雖然一般而言係指局長、部長、工廠長等在勞

動條件的決定或其他勞務管理事項上具有與經營者一體的立場，但不應受名稱所

拘束，應從其是否為上下班未受到嚴格限制之人來做實質判斷。｣ 

 

  此號解釋所提及之監督管理者判斷標準有二，一為是否在勞動條件的決定或

其他勞務管理事項上具有與經營者一體的立場，二則係其上下班是否受到嚴格的

限制；雖然此解釋要求應為實質判斷，但上述兩標準仍然相當抽象，實際上並不

容易操作。其中，關於｢上下班是否受到嚴格的限制｣之要素，昭和五零年代時擔

任勞動省勞動基準局監督課長一職的倉橋義定曾觀察當時的日本社會現實情況並

指出：｢雖然昭和 22.9.13 発基 17 号將上下班是否受到嚴格的限制一事列為監督管

理者與否之判斷上的重要要素，但在現代，擁有可較約定工作時間延後上班﹅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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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定工作時間提早下班，即如過去所謂『重役出勤193』般優雅地工作之立場的勞

工幾已不復存在；反而是越與經營者利於一體之立場的勞工，其工作時間就越有

較一般勞工為長的傾向｣。因此，倉橋認為：｢觀現代企業的管理職實態，所謂上

下班未受到嚴格限制之人應係指可根據自己的裁量執行工作，關於上下班擁有自

己管理權限者。作為其結果，縱使因應業務的進行狀況而延後上班或提早下班，

此類遲到早退等出勤狀況亦不會一一被細數評價，既不會成為升遷﹅或獎金等事

項的考核因素，亦不會適用工作規則的懲處規定而受到不利益待遇194。｣由於倉橋

所擔任者乃日本勞動中央主管機關的要職，其意見相當程度上應可反映當時日本

行政實務上的看法。 

 

2.昭和 52.2.28 基発 104 号の 2---都市銀行等の管理監督者の範囲： 

｢根據昭和 51 年 4 月的調查結果，都市銀行等(都市銀行 13 家、長期信用銀行 3

家、信託銀行 7 家)的監督管理者範圍如下： 

(1)兼任董事等經營幹部者。 

(2)分行長、事務所長等事業場所等事業場所之長官。 

(3)直屬於經營者之組織的長官，如總行的部長等。 

(4)總行的課或與其同等級之組織的長官(此處所謂的總行之課，係指部長-->次長--

>課長這種一般的組織制度下的課，縱使使用課的名稱，若適用本標準有所不當

者，即應依其實態而為判斷) 。 

(5)大規模的分行、事務所之部或課等組織的長官，且其在銀行內的地位與前述第

                                                                 

193日文中的｢重役｣係指肩負重大權責之人的意思，例如公司的董事或監察人等。傳統上重役被認

為可於任意時間上下班而不受限制，故｢重役出勤｣一語便是用於嘲諷他人遲到的行為；惟本文此

處的｢重役出勤｣並無嘲諷之意，僅表示其出勤狀況的實態。 

194倉橋義定，金融機関における管理監督者の範囲，季刊労働法 104 号，1977，頁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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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至四項之人同等以上者。 

(6)在銀行內的地位與前述第一至四項之人同等以上，輔佐之對象為前述第一至三

項之人或第五項中其地位與第一至三項之人同等以上者，且除輔佐之外，對於輔

佐對象之職務擁有全部或相當部分的代行或代決權限者，如次長或副部長等。 

(7)在銀行內的地位與前述第一至四項之人同等以上，負責有關經營上重要事項的

計畫、籌備等業務者(即所謂的 Staff 職位) 。｣ 

 

  昭和四零年代後半以降日本金融界對於監督管理者的界定有趨於浮濫之嫌，

遂開始產生爭議；而可謂是日本法院實務在監督管理者領域打響第一槍的靜岡銀

行事件靜岡地裁判決就是在此時期作出(昭和五十三年) 。因此，為解決此類紛

爭，當時的勞動省便進行實態調查並發布解釋作為判斷的標準。本號解釋係針對

都市銀行此一型態的金融機構為解釋，因其組織體制與大規模企業相似，各種職

位的地位較無爭議，故直接以職位作為判斷基準。反觀都市銀行以外之金融機

構，其規模落差甚大，組織體制亦不盡相同，所以下述的另一號解釋內容就會顯

得較為複雜。 

 

3.昭和 52.2.28 基発 105 号---都市銀行等以外の金融機関の管理監督者の範囲： 

｢一、基本思考方向 

1.原則 

法律所規定之工作時間、休息時間、假日等勞動條件為最低標準，凡是超越此限

度令勞工為勞動者皆應給付加班費，此乃所有勞工皆共通的基本原則；非謂企業

基於人事管理上或營業政策上的必要性等而任命的所有職級制度上之幹部皆屬監

督管理者而可為例外之對待。 

2.例外規定的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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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職級制度上的幹部限於其不得不超越工作時間、休息時間、假日等規制的範

圍為勞動，肩負重要的職務與責任，且實際的工作態樣與工作時間等規制難以切

合者始可適用監督管理者的例外。 

3.根據實態為判斷 

一般在金融機關係以相對應於職務內容與權限的地位(以下稱『 職位 』｣)和根據

經驗及能力來排序的級別(以下簡稱『資格』)兩者進行人事管理。在判斷監督管

理者的範圍時不可拘泥於資格與職位的名稱，應將重點置於其職務內容、責任與

權限及工作態樣上。 

4.應留意待遇問題 

在判斷是否為監督管理者時，除上述要素外，亦不可無視工資等待遇的問題。應

留意其固定薪資如本薪、幹部津貼等是否與其地位相應；獎金等一次性工資的給

付率、作為計算基礎之工資等與幹部以外之一般勞工相比是否較為優渥。 

5.STAFF 職的對待 

於總行的企畫、調查部門任職的『STAFF 職』，根據其在企業內的待遇程度，若

受到與監督管理者同等的對待，即使排除法律規制的適用對於其保障亦無欠缺

者，基於法律在監督者之外尚設有管理者之意旨，可認定一定範圍之此類勞工亦

屬監督管理者。 

 

二、監督管理者範圍的具體例示 

金融機關的資格及職位名稱雖因企業而異，但在兼任董事、理事等職務者之外，

大致上擔任下列所示之職位者應皆屬監督管理者的範圍內。 

1.在統轄各派出機關之中央機構(以下稱『總行』195)擔任下列所示職位的組織長官

                                                                 

195此處係指總行的非營業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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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1)直屬於經營者之部等組織的長官(部長等) 。 

(2)為統轄相當數量之派出機關而有分配權限必要，因之設立的課或與其同等之組

織的長官   (課長等) 。惟其必須實質掌有權限分配下的課長等職權，單單只是人

事待遇上準同課長而未實際掌權者並非監督管理者。 

(3)在企業內的地位為前述(1)及(2)之人的同等以上，輔佐(1)之長官，正常情況下統

轄該組織的業務，在(1)之長官遇有事故時擁有全部或相當部分代行或是代決其職

務的權限者(副部長、部次長) 。 

因此，其地位在(2)以下之人，如副課長、課長輔佐、課長代理等職位非屬監督管

理者。 

2.在分行、事務所等派出機關擔任下列所示職位的長官者： 

(4)分行、事務所等派出機關的長官(分行長、事務所長等) 。但在法律適用上不被

視為一個獨立事業場所的小規模派出機關之長官不在此列。 

(5)在大規模的分行或事務所擔任部、課等組織的長官，其在企業內的地位為前述

(1) 、(2)及(4)之人的同等以上者(總行營業部或地區旗艦店的部長、課長等) 。 

因此，非屬(5)而負責輔佐(4)之人者(次長、分行長代理等)，原則上並非監督管理

者；但直屬於(4)之人，負責指揮監督分行長代理與不該當(5)之分行課長等下級幹

部，正常情況下統轄分行等的業務，在(4)之長官遇有事故時擁有全部或相當部分

代行或是代決其職務的權限，且在企業的地位為前述(1) 、(2)及(4)之人的同等以

上者為監督管理者(副分行長、分行次長等) 。惟此類分行次長等必須實際上顯然

掌有代行或代決的權限，若是在本來依其規模無須設置次長的分行，僅是表面上

設為次長而無實質可言者並非監督管理者。 

3.在企業的地位為前述(1)至(4)之人的同等以上，負責有關經營上重要事項的計

畫、籌備、調查等業務者(即所謂的 Staff 職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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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號乃針對都市銀行等以外之金融機關所為的解釋，因都市銀行以外之金融

機構，其規模落差甚大，組織體制亦不盡相同，無法一概而論，故在體例上是先

闡述日本勞基法設有監督管理者例外的宗旨及應有的思考方向，再提出幾項重要

的判斷因素，最後以職位的方式例示監督管理者的範圍。雖然在實際運用上本解

釋較前號解釋為複雜，但正因為其體系完整、價值清晰，在學理上深富價值，足

以供吾人檢視日本行政機關係基於何種價值取向來規範監督管理者的範圍，且更

是深刻影響到後續的日本行政解釋方向。以下將本解釋內容簡化為表格，以方便

理解196： 

 總行 大規模分行 一般分行 

資格 部長 部次長 課長 分行長 
副分 

行長 

融資 

部長 

會計 

部長 
分行長 

分行 

次長 A 

分行 

次長 B 

參事 1 級 ☆   ☆       

參事 2 級  ☆  ☆ ☆   ☆   

參事 3 級  ☆ ☆  ☆ ☆ ☆ ☆ ☆  

主事 1 級   ☆   ☆ ☆  ☆ ☆ 

主事 2 級       ☆   ☆ 

主事 3 級          ☆ 

(☆代表就任該職位之勞工應具備的資格) 

1.總行部長：符合本號解釋(1)之敘述，為監督管理者。 

2.總行部次長：所需資格不亞於總行課長，符合本號解釋(3)之敘述，為監督管理

者。 

3.總行課長：符合本號解釋(2)之敘述，為監督管理者。 

4.大規模分行分行長：符合本號解釋(4)之敘述，為監督管理者。 

                                                                 

196本表參考自中川恆彦，残業手当のいらない管理職，労働法令協会，2009，頁 100 製作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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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規模分行副分行長：所需資格不亞於總行課長，符合本號解釋(5)之但書的敘

述，為監督管理者。 

6.大規模分行融資部長：所需資格不亞於總行課長，符合本號解釋(5)之敘述，為

監督管理者。 

7.大規模分行會計部長：所需的最低資格為主事 2 級，而總行課長的最低資格則

為主事 1 級，代表大規模分行會計部長的權限與職責較總行課長低一個階級，因

此即便實際上兩個職位的在位者資格現在皆是參事 3 級，仍稱不上是本號解釋所

謂的｢同等以上｣，並非是監督管理者。 

8.一般分行分行長：符合本號解釋(4)之敘述，為監督管理者。 

9.一般分行分行次長 A：所需資格不亞於總行課長，符合本號解釋(5)之但書的敘

述，為監督管理者。 

10.一般分行分行次長 B： 所需資格低於總行課長，不符合本號解釋(5)之但書的敘

述，並非監督管理者。 

 

4.昭和 63.3.14 基発 150 号---改正労働基準法の施行について： 

｢日本勞基法第 42 條第 2 款所定之『具有監督或管理地位之人』，一般係指部

長、工廠長等在勞動條件的決定或其他勞務管理事項上具有與經營者一體之立場

者，但不應受名稱所拘束，而應從實際狀況來做判斷。關於具體的判斷，應參酌

下列原則： 

1.原則 

法律所規定之工作時間、休息時間、假日等勞動條件為最低標準，凡是超越此限

度令勞工為勞動者皆應給付加班費，此乃所有勞工皆共通的基本原則；非謂企業

基於人事管理上或營業政策上的必要性等而任命的所有職級制度上之幹部皆屬監

督管理者而可為例外之對待。 



207 

 

2.例外規定的意旨 

這些職級制度上的幹部限於其不得不超越工作時間、休息時間、假日等規制的範

圍為勞動，肩負重要的職務與責任，且實際的工作態樣與工作時間等規制難以切

合者，始可適用監督管理者的例外。 

3.根據實態為判斷 

一般在企業中係以相對應於職務內容與權限的地位(以下稱『 職位 』｣)和根據經

驗及能力來排序的級別(以下簡稱『資格』)兩者進行人事管理。在判斷監督管理

者的範圍時不可拘泥於資格與職位的名稱，應將重點置於其職務內容、責任與權

限及工作態樣上。 

4.應留意待遇問題 

在判斷是否為監督管理者時，除上述要素外，亦不可無視工資等待遇的問題。應

留意其固定薪資如本薪、幹部津貼等是否與其地位相應；獎金等一次性工資的給

付率、作為計算基礎之工資等與幹部以外之一般勞工相比是否較為優渥。 

5.STAFF 職的對待 

於總行的企畫、調查部門任職的『STAFF 職』，根據其在企業內的待遇程度，若

受到與監督管理者同等的對待，即使排除法律規制的適用對於其保障亦無欠缺

者，基於法律在監督者之外尚設有管理者之意旨，可認定一定範圍之此類勞工亦

屬監督管理者。｣ 

 

  本號解釋係為配合昭和 62 年的日本勞基法大修正而生，因此與前述兩號解

釋將適用範圍限定在金融機關之情形不同，本號解釋的適用範圍乃適用勞基法的

全體職業，可謂是日本行政機關將監督管理者予以定性的一號解釋。前文部分顯

然是引用自昭和 22.9.13 発基 17 号，但必須特別注意的是｢是否為上下班未受到嚴

格限制之人｣這一段話在本號解釋中頓然消失，這是否代表行政機關的立場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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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變？或著是｢是否為上下班未受到嚴格限制之人｣此一要件在監督管理者與否的

判斷上已不再具有重要性？單從本號解釋的內容難以判斷。不過，若參酌前述的

倉橋論文以及後述的平成 20.9.9 基発 0909001 号解釋之內容，便可推知此時期乃

日本行政機關見解的過渡期，從傳統的企業高層可任意上下班之形象轉為監督管

理者應擁有工作時間之裁量權限的方向，故絕非意味工作時間的管理情形已不再

重要。 

 

  至於前文以外的部分，則完全是承襲昭和 52.2.28 基発 105 号的內容，表示本

號解釋與該號解釋的基本思考方向並無不同，因此關於昭和 52.2.28 基発 105 号的

具體例示部分，雖然未被本號解釋直接引用，但其科層的概念在金融機關以外之

行業的判斷上似仍可作為參考之用。 

 

5.平成 20.9.9 基発 0909001 号---他店舗展開する小売業、飲食業等の店舗における

管理監督者の範囲の適正化について： 

｢在零售業、餐飲業等行業，以所謂連鎖店的型態開設相當數量之店鋪來進行其

事業活動的企業，其較為小規模的店舖常見以店長等少數正社員加上多數打工人

員的方式來營運。但此類店鋪的店長，儘管未被授有充分的權限，亦未獲得與其

地位相稱的待遇，卻被當作監督管理者對待的不適當案例時有所聞。 

 

店鋪的店長是否該當監督管理者，依照昭和 22.9.13 発基 17 号及昭和 63.3.14 基発

150 号之意旨，應從勞工是否在勞動條件的決定或其他勞務管理事項上具有與經

營者一體之立場，肩負不得不超越工作時間、休息時間、假日等規制之範圍為勞

動的重要職務與責任，且實際的工作態樣與工作時間等規制有難以切合之情形，

根據其職務內容、責任、權限、工作態樣以及工資的待遇來綜合判斷。另外，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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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本通達根據店鋪的實際情形，並參考近期法院的判決，把在判斷店鋪之店長

的監督管理者性質時的特徵性要素整理如下。又下述內容中的每一項要素皆是否

定監督管理者性的要素，縱使不該當任何一項要素，亦不當然意味著勞工的監督

管理者性受到肯定，這一點應特別留意。 

 

1.關於『職務內容、責任、權限』的判斷要素 

對於隸屬於該店鋪之勞工的錄用、解僱、人事考核以及勞動時間的管理乃店鋪勞

務管理的重要職務，關於『職務內容、責任、權限』這一項目，應以下列基準為

判斷： 

(1)僱用 

對於隸屬於店鋪之打工人員等的僱用(包含僅從事人才選擇部分者197)等事項若無實

質的責任與權限，將會是否定監督管理者性格的重要要素。 

(2)解僱 

對於隸屬於店鋪之打工人員等的解僱相關事項若未包含在業務內容之內，且實質

上亦未介入此類事項者，將會是否定監督管理者性格的重要要素。 

(3)人事考核 

在有人事考核(此處係謂為決定加薪、升遷、獎金等事項而對勞工之業務處理能

力、業務成績等所為的評價)制度的企業內，若對於部下的人事考核相關事項並未

包含在業務內容之內，且實質上亦未參與此類事項者，將會是否定監督管理者性

格的重要要素。 

(4)工作時間的管理 

                                                                 

197此處所謂｢包含僅從事人才選擇部分者｣，係指店長決定僱用人選後向上級單位報備或等待核准

之情形；又或是店長只決定人選，勞動條件等其他契約內容則交由他人處理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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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未實質擁有決定店鋪內的工作時間表或發布加班命令之責任與權限者，將會是

否定監督管理者性格的重要要素。 

 

2.關於『工作態樣』的判斷要素 

因監督管理者必須是『具有其實際工作態樣與工作時間等規制有難以切合之立場

者』，因此在『工作態樣』方面，根據遲到早退的處置、工作時間的裁量以及其

工作態樣與部下間的差異等事項為以下之判斷： 

(1)關於遲到早退等的處置 

若會因遲到早退而受到減薪的制裁、人事考核上的負面評價等不利益待遇者，將

會是否定監督管理者性格的重要要素。但受到雇主基於防止過重勞動對健康所帶

來的不良影響及計算給付深夜加成工資之理由所為的工作時間管控者，並不會成

為否定監督管理者性格的要素。 

(2)對於工作時間的裁量 

若營業時間必須常駐在店內，或是因打工人員不足而必須親自從事該等人員之業

務，導致必須長時間勞動，實際上幾乎沒辦法裁量工作時間者，將會是否定監督

管理者性格的補強要素。 

(3)工作態樣與部下間的差異 

縱使亦有從事作為監督管理者的職務，但若從事與受有工作時間規制之部下相同

型態之業務的時間佔去其工作時間的大部分者，將會是否定監督管理者性格的補

強要素。 

 

3.關於『工資等之待遇』的判斷要素 

在判斷是否為監督管理者時，應留意其在工資等方面是否『受有較一般勞工更優

渥之待遇』。關於『工資等之待遇』，應從本薪和幹部津貼等的優待措施、受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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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工資的總額以及換算成時薪之數值等為以下之判斷： 

(1)本薪和幹部津貼等的優待措施 

在本薪和幹部津貼等上的優待措施，於考量其實際的工作時數以及排除適用法律

有關加班費之規定的狀況後，若認定該等勞工的保障有欠缺之虞者，將會是否定

監督管理者性格的補強要素。 

(2)受給付工資的總額 

其一整年間所支領的工資總額，若無工作年資、業績或專門職種等特別因素，相

比於於該企業(包含其他店鋪)之一般勞工的工資總額，僅有相同程度以下者，將

會是否定監督管理者性格的補強要素。 

(3)換算為時薪之數值 

因實際上被迫要長時間勞動，其工資換算為時薪的數值若不及於店鋪所屬打工人

員等的工資者，將會是否定監督管理者性格的重要要素。特別是其工資換算為時

薪的數值甚至低於法定基本工資的情形，將會是否定監督管理者性格的極度重要

要素。｣ 

 

  為方便理解，本解釋之判斷標準可簡化為表格如下： 

重要程度 判斷項目 判斷內容 

極度重要 工資待遇 時薪數值(特別) 工資換算為時薪的數值低於法定基本工資。 

重要 

   

 職務內容、  

 責任與權限 

僱用 無僱用店鋪內打工人員等之責任與權限。 

解雇 
職務內容未含有解僱店鋪內打工人員之權限

且未實際參與其過程。 

人事考核 
職務內容未含有對部下為人事考核之權限且

未實際參與其過程。 

工作時間管理 未實質擁有決定店鋪內的工作時間表或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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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班命令之權限。 

工作態樣 遲到早退處置 
會因遲到早退而受到減薪的制裁或人事考核

上的負面評價等不利益待遇。 

工資待遇 時薪數值 
工資換算為時薪的數值低於店鋪所屬打工人

員等之工資水準。 

補強 

工作 

態樣 

工作時間的裁量 

因必須常駐在店內，或是因打工人員不足而

必須長時間勞動，實際上幾乎沒辦法裁量自

己的工作時間。 

與部下間的差異 
從事與部下相同型態之業務的時間佔去其工

作時間的大部分。 

工資 

待遇 

本薪等優待措施 

在本薪和幹部津貼等上的優待措施，於考量

其實際的工作時數以及排除適用法律有關加

班費之規定的狀況後仍有不足。 

工資總額 
工資總額與一般勞工的工資總額水準相同或

更低。 

 

  本號解釋的適用範圍係針對零售業、餐飲業等以小規模連鎖店舖的形式營運

之企業，顯然就是受到麥當勞事件的東京地裁判決198以及隨之而來的輿論影響。

其判斷基準較昭和 63.3.14 基発 150 号又更為具體，原則上尚屬合情合理，且可看

出與日本法院實務見解融合的跡象，因此在實際的判斷操作上頗具參考性。細究

其內容，除僱用及解僱兩個項目是因小規模連鎖店鋪之特性而生的判斷要素外，

其他項目即使運用於其他行業的監督管理者性格判斷中似亦無不妥，關於各項目

                                                                 

198 日本マクドナルド事件，東京地判平 20.1.28 労判 953 号 1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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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分析如下： 

 

1.僱用與解雇之權限 

(本文認為僅適用於餐飲業等以小規模連鎖店舖形式營運之企業) 

  如同本號解釋前言所述，以小規模連鎖店舖方式營運的零售業或餐飲業，其

店鋪內的人員組成通常都是店長等少數正社員加上多數的打工人員。此類打工人

員一般而言不須具備高度專業技術，其本身又多是基於學業、家庭等因素而選擇

打工這種工作型態，通常不會想要被調職到該企業的其他店鋪，因此企業的本部

或上級單位保留對於此類打工人員之僱用與解僱權限的必要性極低，授權店長根

據實際現場狀況來做決定即可199。應注意的是，本解釋對於僱用與解僱，兩者的

判斷基準在文面上有些微不同，似認為解僱的影響較為深遠，針對解僱不要求直

接擁有決定權限，只要有參與解僱的決定過程就不至於被否定監督管理者性格。

綜上所述，若店長未擁有僱用或解僱店鋪內打工人員之權限，亦未實際參與其過

程者，其監督管理者性格將會受到嚴重質疑。又根據平成 20.10.3 基監発 1003001

号通達中的 Q&A 第 6 問，此項判斷要素不僅適用於店長，副店長或其他幹部若

無僱用或解僱店鋪內打工人員之權限，亦未實際參與其過程者，其監督管理者性

格同樣會遭到嚴重質疑。 

 

2.人事考核與工作時間管理 

(本文認為可適用至各種行業) 

  本文認為人事考核與工作時間管理這兩項權限乃監督管理者的核心內容，蓋

監督管理者顧名思義為監督管理其他勞工之人，而監督管理的最重要內容正是對

                                                                 

199中川恆彦，残業手当のいらない管理職，労働法令協会，2009，頁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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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下進行勞務管理；若無此兩項權限，則如何領導指揮部下？如何能對部下為勞

務管理？又如何能稱作監督管理者？此部分無論是何種行業應皆無差別。因此若

人事考核與工作時間管理這兩項權限皆未擁有且實際上亦未參與其過程者，應直

接否定其監督管理者性格；而且對於零售業和餐飲業以外的行業仍可類推適用。

至於不介入勞務管理事項，僅從事其他高度專業職務之勞工，即所謂的 Staff 職，

雖然在工資等待遇方面與監督管理者有共通之處，惟在職務權限與責任上卻大相

逕庭，故本文以為其可適用彈力工時制或裁量勞動制等其他的工作時間特別規

定，但尚難謂是監督管理者。 

 

  因為監督管理者的主要工作為勞務管理，所以必須確切掌握勞工的實際工作

情形，導致其工作時數難以低於一般勞工；若其職務尚包含根據勞工的工作情形

而為經營方針等的決策（或參與決策過程）者，就更是如此。而 STAFF 職的業務

內容不包含管理勞工，故不需要時常伴隨在一般勞工身邊。又按照日本行政通達

中所列舉的 STAFF 職業務，要妥適執行企劃分析等業務所需的應是低替代性的個

人專業才識，例如創意、分析及組織規劃能力等，故上司實際上無法對 STAFF 職

為具體的指揮監督，而 STAFF 職亦無全天待在公司內的必要性，這正是日本設計

彈力工時制與裁量勞動制，讓此等勞工可自由決定上下班時間並自行調整業務執

行方法的理由。因此，STAFF 職所需要的是在業務執行上的裁量自由，而不是長

時間勞動，此觀日本裁量勞動制的法律效果乃｢擬制工作時數｣而非排除｢日本勞

基法有關工作時間之規定｣，且仍可支領加班費一事自明。 

 

3.遲到早退的處置與對於工作時間的裁量 

(本文認為可適用至各種行業) 

  監督管理者不適用日本勞基法有關工作時間之規定，縱使加班也無法領取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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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費，因此擁有工作時間裁量權為監督管理者的要件之一。換言之，既然一旦業

務上有需要，監督管理者即有延長工作時間以為應對之義務，且工資不會隨之增

加；則監督管理者自應亦可依照業務進行狀況，在不會對業務產生不良影響的前

提下，擁有裁量自身工作時間的權限，而工資當然也不應該因裁量所致的工作時

間縮短(遲到早退等)而減少，始稱公允。否則，若勞工延長工時無相對應之報

酬，遲到早退未對業務產生不良影響，卻受到扣薪等不利益待遇，即代表勞工僅

負有義務卻未享有權利，對於勞工的權益保障有所欠缺，將成為否定監督管理者

性格的要素。 

 

  而本號解釋所謂｢因必須常駐在店內，或是因打工人員不足而必須長時間勞

動，實際上幾乎沒辦法裁量自己的工作時間｣之情形，正是在凸顯若雇主未盡到

人力調度責任(例如駐守店內可採輪班制、補足打工人員數量等)卻給予勞工過重

之業務，導致勞工在工作時間方面事實上僅負擔監督管理者的長時間加班義務，

卻未同時享有裁量工作時間之權限者，理所當然為法所不許。另外，由於監督管

理者依然適用日本勞基法有關深夜加成工資之規定以及日本勞工安全衛生法，故

即使受到雇主基於勞工安全衛生法及計算給付深夜加成工資之理由所為的工作時

間管控，亦不會影響監督管理者性格的判斷。 

 

4.工作型態與部下間的差異 

(本文認為可適用至各種行業) 

  如果大部分的工作時間都是在處理與一般勞工相同型態的業務，則監督管理

者性格會受到稀釋自不在話下，且既然是處理同類型之業務，就應同樣受到勞基

法工作時間相關規定的規範，此類勞工是否確有突破勞基法有關工作時間之規定

而為勞動的必要，即有疑問，蓋一般而言，於這種情形應是雇主必須擴增僱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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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而不是要求勞工長時間勞動以消化過多的一般性事務工作，否則勞基法有關

工作時間之規定就將會形骸化。 

 

5.工資待遇 

(本文認為可適用至各種行業) 

  由於監督管理者承擔較沉重的業務與責任，且通常其總工作時數會遠多於一

般勞工(所以才有排除勞基法有關工作時間之規定的必要)，因此必須在工資待遇

上給予補償。補償是否妥適主要有兩項判斷基準：其一是其工資總額應顯然高於

一般勞工的工資水準，此處所謂｢一般勞工的工資水準｣係指一般勞工除正常工資

外，在通常情況下尚可取得的加班費(即通常加班時數乘以加班費倍率後所得之數

值)及獎金，蓋監督管理者的總工作時數通常不會少於一般勞工，則若一般勞工用

正常加班的方式就可超越或逼近監督管理者的工資總額，即難謂有何補償可言。

其二是｢換算時薪｣，即工資總額除以總工作時數所得之數值，不得低於店鋪內打

工人員等的時薪水準，若發生此種情形，表示該等勞工的勞動價值(每小時勞動之

對價)甚至不如打工人員，未獲應有之尊重，自然稱不上是監督管理者；更枉論換

算時薪低於基本工資的情形。不過如果按照公司的制度，工資的多寡會受到年

資、績效等因素影響者，則須將該等因素的合理影響範圍排除後，再為判斷始為

公允。 

 

  至於本號解釋對於各判斷要素，將其重要程度分別列為｢極度重要｣、｢重要｣

及｢補強｣，究竟代表著何種意義。平成 20.10.3 基監発 1003001 号通達中的 Q&A

第 3 問及第 4 問對此表示，每一項判斷要素皆須重視，只要該當任一項就有很高

機率其監督管理者性格會被否定；其中｢重要｣要素係強調根據行政主管機關監督

指導所掌握到的實際情形，該當者有特別高的機率會是被否認監督管理者性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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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差案例。此回答似乎意指雖然每一項判斷要素皆十分重要，但該當｢重要｣要素

之情形還是會比該當｢補強｣要素更嚴重一些，惟這樣的解釋方法在具體案例中非

常難以操作，因此本文認為在實際為判斷時，除一該當｢極度重要｣要素即應立刻

否定其監督管理者性格外，應無須過度拘泥於各要素的重要程度，仍應視具體個

案的情節嚴重程度來做判斷。 

 

(二)日本法院的見解 

  由於日本最高裁判所尚未就監督管理者議題做出任何判決，因此若想瞭解日

本法院實務對於此議題採用何種標準，除仔細研讀各下級法院所累積的判決，從

中尋求判斷基準之外別無他法。本文挑選約二十則較具影響力或啟發性的判決，

分析其判斷監督管理者與否的標準如下： 

 

1.肯認為監督管理者之類型 

(1) パルシングオー事件 東京地判平 9.1.28 労働判例 725 号 89 頁 

勞工(原告)：Management Decision Support Staff (MDSS)、Manager 

雇主(被告)：印刷、圖畫繪製公司 

判決結果：肯認勞工的監督管理者性格 

判斷因素： 

Ⅰ. MDSS 

正向因素--- 

1.在公司的地位高於 Manager。 

2.審議公司的重要事項如年度行程、晉升、加薪、獎金等，並有發表意見的權

限。 

3.領有「經營工資」和固定加班津貼等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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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向因素--- 

1.有打卡義務，其上下班受到管理。 

2.會因請假、遲到而被扣薪。 

 

Ⅱ . Manager 

正向因素--- 

1.相當於其他中小企業的部長階級。 

2.領有「管理工資」和固定加班津貼等津貼。 

負向因素--- 

1.有打卡義務，其上下班受到管理。 

2.會因請假、遲到而被扣薪。 

簡評：本案的勞工兼具監督管理者性格的正負向因素，但法院較注重勞工確實負

有重大權責之事實，故在工資待遇並無不周的狀況下，縱使勞工未擁有上下班的

自由裁量權限，仍肯認勞工為監督管理者。 

 

(2) センチュリー．オート事件 東京地判平 19.3.22 労働判例 938 号 85 頁 

勞工(原告)：營業部長 

雇主(被告)：檢查維修汽車、代辦汽車保險之公司 

判決結果：肯認勞工的監督管理者性格 

判斷因素： 

正向因素--- 

1.管理部下 (8 人) 的上下班。 

2.出席僅有雇主代表及各部門負責人(約 5~6 人)可參加的經營會議，且參與營業

部新進人員進用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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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資待遇僅次於公司代表、工廠長及創業時期之元老社員，為公司內第四

高。 

4.雖有打卡義務，但不會因遲到等事由而被扣薪。 

簡評：本案勞工在業務權責、工資待遇和上下班自由裁量權限的三大判斷基準上

皆無負面向因素，堪稱監督管理者的模範，故被法院認定為監督管理者。 

 

(3) 姪浜タクシー事件 福岡地判平 19.4.26 労働判例 948 号 41 頁 

勞工(原告)：營業次長 

雇主(被告)：計程車公司 

判決結果：肯認勞工的監督管理者性格 

判斷因素： 

正向因素--- 

1.透過點名、檢查部下有無攜帶駕照等證件、有無喝酒等過程直接監督指導其

部下。 

2.有參與新進人員的面試，且對錄取與否有重大影響力。 

3.雖然其上下班因業務繁忙而少有自由時間，但只須向公司聯絡即可直接返

家，並未受有特別之限制。 

4.工資待遇上為所有從業員中最高(年薪逾七百萬日圓) 。 

5.為經營協議會的成員。 

簡評：本案勞工雖然在上下班的自由裁量權限項目上稍有不足，但因其他項目皆

高度符合監督管理者的標準，故法院仍認定其為監督管理者。 

 

2.否認認為監督管理者之類型 

(1) 静岡銀行事件 静岡地判昭 53.3.28 労働判例 297 号 3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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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原告)：分行長代理 

雇主(被告)：銀行 

判決結果：否定勞工的監督管理者性格 

判斷因素： 

負向因素--- 

1.有請假、遲到、早退之情形時須向上司提出書面說明，若遲到、早退無正當

理由，將反映在人事考核上，且視情形會受到懲處，並無上下班的自由裁量權

限。 

2.並未參與部下的人事調度及考核，且一次也未參與銀行機密事項。 

3.在擔保管理的業務上，僅係遵從上司的意思來指導培育部下，完全未以與經

營者為一體之地位來參與會影響銀行之經營的工作。 

4.若肯認原告為監督管理者，則全銀行男性勞工的 40%都會是監督管理者。 

簡評：本案勞工並未肩負任何重大之職責，卻被雇主界定為監督管理者而無法領

取到加班費等工資，其權益受到嚴重侵害。即使謂此判決係向日本銀行界浮濫的

監督管理者現象敲下制裁的鐵鎚亦不為過，銀行內部的男性勞工竟高達 40%會是

監督管理者，顯然脫離日本勞基法的立法意旨，當然為法所不許。 

 

(2) サンド事件 大阪地判 58.7.12 労働判例 414 号 63 頁  

勞工(原告)：課長 

雇主(被告)：40 人規模之工廠 

判決結果：否定勞工的監督管理者性格 

判斷因素： 

負向因素--- 

1.與晉升為課長之前相比，勞工的工作內容、工資及工作時間幾無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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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並未被賦予「可代表公司之利益來處理事務」的工作內容、裁量權限及待

遇。 

簡評：既然本案勞工的工作內容及工作時間與成為幹部之前並無不同，則繼續適

用原本之工作時間規範即可，自然沒有排除日本勞基法有關工作時間之規範的必

要。 

 

(3) 国民金融公庫事件 東京地判平 7.9.25 労働判例 683 号 30 頁 

勞工(原告)：業務役 

雇主(被告)：金融特殊法人 

判決結果：否定勞工的監督管理者性格 

判斷因素： 

負向因素--- 

1.職務內容僅止於輔助性功能，在勞務管理上僅擁有和總務課長一同向「契約

係」所屬職員下達加班命令以及向分行長提出意見之權限而已，除此之外無其

他決定經營方針或勞務管理上的權限。 

2.在上下班的管理上與其他職員相同。 

簡評：本案法院主要著眼於勞工並未肩負重大之權責，顯難謂其立於與經營者為

一體之立場，自不該當日本勞基法上的監督管理者。 

 

(4) インターパシフィック事件 大阪地判平 8.9.6 労働判例 712 号 94 頁 

勞工(原告)：喫茶部門的店長 

雇主(被告)：食品、雜貨等的運輸批發公司 

判決結果：否定勞工的監督管理者性格 

判斷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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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向因素--- 

1.定有工作時間，上下班須打卡並送交給公司。 

2.並無管理營業所得之現金和錄取打工人員的權限。 

3.除作為一個一般從業員皆可獲得之工資外，未領有任何津貼。 

簡評：本案勞工不論是在業務權責、工資待遇還是上下班的自由裁量權限，全部

都不符合作為監督管理者所應具備的水準，自然不該當日本勞基法上的監督管理

者。 

 

(5) キャスコ事件 大阪地判平 12.4.28 労働判例 787 号 30 頁 

勞工(原告)：主任 

雇主(被告)：消費者金融業 

判決結果：否定勞工的監督管理者性格 

判斷因素： 

負向因素--- 

1.無一般職位的部下。 

2.工作業務受到室長、班長的指揮監督。 

3.其上下班至平成 8 年 10 月為止，透過打卡；以降透過上下班紀錄受到管理。 

簡評：本案勞工既然沒有一般職位的部下，便無法行使勞務管理的權限 ；且其工

作受到上司的指揮監督，在經營管理層面上亦難以想像擁有監督管理權限，故遭

到法院否定監督管理者性格。 

 

(6) マハラジャ事件 東京地判平 12.12.22 労働判例 809 号 89 頁 

勞工(原告)：餐廳的印度人店長 

雇主(被告)：經營印度料理餐廳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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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結果：否定勞工的監督管理者性格 

判斷因素： 

負向因素--- 

1.餐廳內除印度人店長(原告)之外，尚有日本人店長。 

2.上下班須打卡，受有管理。 

3.接待客人、打掃等一般店員等級的業務佔其工作內容的大部分。 

4.並未領有幹部津貼等對應於管理幹部之地位的津貼。 

5.並無錄取店員的權限。 

簡評：本案勞工在業務權責、工資待遇和上下班的自由裁量權限三項判斷標準上

皆不符合監督管理者的標準，其監督管理者性格會被法院否定乃理所當然。惟須

特別注意的是，縱使假設本案勞工在業務權責、工資待遇和上下班的自由裁量權

限三項判斷標準上皆無問題，但若其工作樣態之所以無法切合於日本勞基法有關

工作時間之規範的理由竟然是因為必須從事大量由一般店員或打工人員即可應付

的雜務，而與監督管理業務沒有直接關聯者，亦與日本勞基法的監督管理者例外

規定之意旨有違。由於監督管理者例外規定具有造成過長時間勞動的高度風險，

為妥善保障勞工之權益，勢必是基於勞工業務及地位上的特殊性質，縱使雇主已

讓勞工專注於監督管理業務仍舊無法切合於法定工作時間規範者，始有監督管理

者例外規定的適用。 

 

(7) 風月荘事件 大阪地判平 13.3.26 労働判例 810 号 41 頁 

勞工(原告)：卡啦 OK 店店長 

雇主(被告)：經營卡啦 OK 店、喫茶店、小鋼珠店等之公司 

判決結果：否定勞工的監督管理者性格 

判斷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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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因素--- 

1.作為店鋪的經營責任者，其權限及於店鋪營運上的所有事項，除管理店內員

工的的班表之外，尚須廣範圍地指揮監督接待、廚房、會計等業務。 

負向因素--- 

1.未能參加社長會議、重役會議、部長會議，關於營業方針亦是由總店的營業

促進部來決定，故原告未能參與公司的營業方針或其他重要事項的決定過程。 

2.有打卡及事前提出勤務預定表的義務。 

3.到一定時期為止仍領有加班津貼。 

4.平常的工作狀況會被考核。 

5.對上下班及工作時間無自由裁量權限。 

6.未擁有店鋪內的新進人員僱用權限。 

簡評：本案勞工雖然有從事監督管理業務的事實，但其權責不夠重大，尚未達到

立於與經營者為一體之立場而難以適用法定工作時間之規範的程度，故仍被法院

否定監督管理者性格。 

 

(8) 東建ジオテック事件 東京地判平 14.3.28 労働判例 827 号 74 頁  

勞工(原告)：分店的係長、課長輔佐、課長、次長等 

雇主(被告)：地質調查公司 

判決結果：否定勞工的監督管理者性格 

判斷因素： 

負向因素--- 

1.雖能出席分店的管理職會議並有陳述對分店營運方針之意見的機會，但基本

上皆是由公司營運方在下達分店的營運方針，尚難認原告對於經營方針的決定

有何直接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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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告所執行的人事考核亦尚有其他上司為之，最後透過分店長的評分做成總

合評價，故雖有參與勞務管理的一部份，但不足以認定是立於與經營者為一體

的立場。 

3.雖然上下班毋須打卡，但工作規則規定應避免遲到早退，且受到分店長的目

視管理，難謂具有自由裁量權限。 

簡評：本案勞工儘管有參與經營管理過程的一部份，但裁量及決策權限太過狹

隘，依此種工作型態，並無排除適用法定工作時間規範的必要。 

 

(9) 育英舎事件 札幌地判平 14.4.18 労働判例 839 号 58 頁 

勞工(原告)：營業第三課長 

雇主(被告)：補習班 

判決結果：否定勞工的監督管理者性格 

判斷因素： 

正向因素--- 

1.領有課長津貼每月四萬日圓 

負向因素--- 

1.就第三課所屬的五個教室，對於包含兼任講師之進用及人事管理在內的各種

管理事務，雖能表達意見且多被社長所尊重，但無決定權限。 

2.雖有出席首腦會議，但此會議僅是社長的諮詢機構，故出席並不意味著有參

與何等決定過程或經營事項。 

3.上下班與其他員工一樣須打卡，且參照其業務型態，並無自由裁量權限。 

4.獎金的給付率與部分的一般員工相同，尚難謂與監督管理者的地位相符；且

對照原告的加班時數，亦有未足。 

簡評：本案勞工雖然實際上具有部分的監督管理權限，但不僅其權責不夠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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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工資待遇和上下班的自由裁量權限亦有欠缺，故不該當日本勞基法上的監督管

理者。 

 

(10) ジャパンネットワークサービス事件 東京地判平 14.11.11 労働判例 843 号

27 頁 

勞工(原告)：新規事業開發部長 

雇主(被告)：印刷機械的製造公司 

判決結果：否定勞工的監督管理者性格 

判斷因素： 

正向因素--- 

1.即使遲到雇主亦予以默認。 

2.對於負責的數位印刷業務擁有裁量權限。 

負向因素--- 

1.與其他幹部不同，其上下班須打卡受到管理。 

2.未參與其他員工的勞動條件決定過程或是其他勞務管理。 

3.其薪資雖然較當時的業務部長優渥，但這應是當初為了挖角原告，避免原告

跳槽後薪資反而減少所採取的措施，且未領有部長津貼。 

簡評：本案勞工因為其權責不如公司內的其他幹部，又未參與勞務管理事項，因

此儘管雇主在工資待遇及上下班的管理上有給予些便宜措施，但仍舊被法院否定

監督管理者性格。 

 

(11) 神代学園ミューズ音楽院事件 東京高判平 17.3.30 労判 905 号 72 頁 

勞工(原告)：課長、部長 

雇主(被告)：音樂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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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結果：否定勞工的監督管理者性格 

判斷因素： 

負向因素--- 

1.上下班須打卡，受有管理。 

2.部長雖然有參與人員進用的過程，但若無上司的指示或承諾則無裁量權限，

難謂具有與經營者為一體之立場而有突破法定工作時間之規範的必要。 

3.在工資待遇方面，雇主並未給予即使排除日本勞基法的工作時間規範，對於

勞工的權益保障亦無欠缺的優惠待遇。 

簡評：本案法院在業務權責、工資待遇以及上下班的自由裁量權限三個項目上皆

給予否定的評價，認為勞工並無適用監督管理者例外規定的必要。 

 

(12) 岡部製作所事件 東京地判平 18.5.26 労働判例 918 号 5 頁 

勞工(原告)：營業開發部長 

雇主(被告)：工廠 

判決結果：否定勞工的監督管理者性格 

判斷因素： 

正向因素--- 

1.領有管理職津貼每月十一萬日圓。 

負向因素--- 

1.對於公司經營事項的參與範圍極為限定。 

2.並非常態性地配置有部下，且未掌有對部下的人事管理權。 

3.其業務具有獨立作業的專門性色彩。 

4.工作時間與一般員工相近，沒有自由裁量權。 

簡評：本案勞工的業務型態比起監督管理者，反而較接近獨立作業的專門技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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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雖然日本行政通達認為監督管理者包含 Staff 職，但本文認為 Staff 職這種專

業技術人員因為其業務需要高度的知識與技術，雇主難以為具體的指揮監督，故

此類勞工需要的是對工作內容的廣泛自由裁量權限，包含工作進度的調配、工作

場所的選擇、工作時間的長度及起訖時點等，而這種特性並不必然也不應該造成

長時間勞動。因此此類勞工如果業務上有適用特殊工作時間制度的必要，應選擇

日本勞基法的彈力工時制或裁量勞動制而不是監督管理者例外規定。 

 

(13) アクト事件 東京地判平 18.8.7 労働判例 924 号 50 頁 

勞工(原告)：分店的 Manager 

雇主(被告)：餐飲店 

判決結果：否定勞工的監督管理者性格 

判斷因素： 

負向因素--- 

1.雖在經過與店長的協議後，可決定打工人員的錄取與否，但依公司規定人事

費須壓在店鋪銷售額的 28%以下，且未擁有對正社員的錄取權限。 

2.對於部下的人事考核及公司的經營事項，其權限僅止於發表意見而已。 

3.有關菜單及銷售量目標等對於分店而言最重要的事項，雖能發表一定程度的

意見且有時擁有決定的權限，但最終仍是公司代表的意見較會受到尊重。 

4.在營業時間內，店長及 Manager 之中須有一人留在店內，且在早班或晚班(輪

班制)中至少須出勤其一，故難認有工作時間的自由裁量權限。 

5.須處理打掃等與打工人員相同之業務。 

6.領取的各種津貼並不足以彌補沒有加班費所生之損失，故其工資待遇難認符

合監督管理者之地位。 

簡評：縱使肯認本案勞工在經營管理上具有一定之權限，但其所領取的各種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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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不如用實際加班時數所換算出的加班費，代表適用監督管理者例外規定會損害

到勞工的權益，顯然違背日本勞基法的意旨。 

 

(14) PE&HR 事件  東京地判平 18.11.10 労働判例 931 号 65 頁 

勞工(原告)：Partner 

雇主(被告)：10 人的小公司 

判決結果：否定勞工的監督管理者性格 

判斷因素： 

負向因素--- 

1.雖上下班未受到嚴密管理，但實際上可自由決定工作時間的範圍相當狹小。 

2.未領有管理職津貼等特別津貼，且月薪二十八萬日圓與平成 18 年的新進人員

二十五萬日圓相比，難謂符合監督管理者之地位。 

3.公司內沒有除了 Partner 以外的一般員工。 

簡評：本案與靜岡銀行事件類似，公司內部對於監督管理者的認定太過浮濫，且

縱使以 Staff 職的標準來檢驗，其工資待遇亦顯然不夠充分，故不該當監督管理

者。 

 

(15) 丸栄西野事件 大阪地判平 20.1.11 労働判例 957 号 5 頁 

勞工(原告)：設計師 

雇主(被告)：開發設定品牌等的公司 

判決結果：否定勞工的監督管理者性格 

判斷因素： 

正向因素--- 

1.有參與新進人員的面試過程。 



230 

 

負向因素--- 

1.工資待遇上雖比其他員工優渥，但若對照原告的加班時數則並不充分，且其

工資大部分係年資調薪的結果，與就任監督管理者一事無關。 

2.沒有證據證明原告對於其他員工的晉升有何影響力。 

3.雖有整合設計團隊之情事，但無涉決定設計之雛形、分配工作、判斷設計之

好壞等權限，可能僅是因為原告的經驗與資歷較多所致，尚難據以認定為監督

管理者。 

簡評：本案勞工在職務上的確具有些許監督管理者的性質，但並不充分，再加上

工資待遇無法對應其加班時數的負面事實，最終仍被法院否定為監督管理者。 

 

(16) 播州信用金庫事件 神戸地姫路支判平 20.2.8 労働判例 958 号 12 頁 

勞工(原告)：分行代理職 

雇主(被告)：信用合作社 

判決結果：否定勞工的監督管理者性格 

判斷因素： 

負向因素--- 

1.上下班無自由裁量權限。 

2.關於對部下之人事評價方面，其向分行長所傳達之意見未留下書面紀錄或足

夠之證據，顯見原告的意見在人事評價上並無重要性。 

3.不能對「調查役」職員下達指揮命令。 

4.工資與領有加班津貼的「調查役」職員相比，僅有月薪七千日圓的差距，難

謂符合監督管理者的地位。 

5.在分行長不在的狀況下，原告所代行的兩次加班命令皆未在打卡紀錄或出勤

紀錄簿上有何記載，顯見其業務已形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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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評：本案勞工的工作內容與其地位完全不符合昭和 52.2.28 基発 105 号(都市銀

行等以外の金融機関の管理監督者の範囲)對於分行之監督管理者所定的標準，其

監督管理者性格遭到否定乃理所當然之事。 

 

(17) エイテイズ事件 神戸地尼崎支判平 20.3.27 労働判例 968 号 94 頁 

勞工(原告)：技術課課長 

雇主(被告)：衣服及體育用品的設計製造加工公司 

判決結果：否定勞工的監督管理者性格 

判斷因素： 

負向因素--- 

1.觀原告的業務內容、權限及責任，原告只不過是作業現場的統籌人員，尚難

謂係監督管理者。 

2.原告的加班幾乎皆導因於業務課交付過多的工作量給技術課，並無證據證明

原告係因監督管理者業務而加班。 

3.雖有參加經營會議，但此會議僅在設定每月營業目標及確認銷售績效的達成

情形，原告於此會議中並未就經營的重大事項有何積極貢獻。 

4.無證據證明工資待遇符合其監督管理者地位，亦無法證明上下班有自由裁量

權限。 

簡評：本案勞工加班的主要原因是過量的雜務而非處理監督管理者業務，憑此即

已不應適用監督管理者的例外規定，其他因素便無須再深究。 

 

(18) バズ（美容室副店長）事件 東京地判平 20.4.22  労働判例 963 号 88 頁 

勞工(原告)：副店長兼首席設計師 

雇主(被告)：美容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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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結果：否定勞工的監督管理者性格 

判斷因素： 

正向因素--- 

1.就美容業務具有裁量權限，且作為副店長在店鋪的經營上與公司代表同為核

心人物。 

負向因素--- 

1.在公司的經營、人事及勞務管理上的參與極為有限。 

2.與其他幹部相比，工資待遇不符合副店長之地位。 

3.上下班受到公司的管理。 

簡評：本案勞工作為設計師確實擁有對於美容業務的裁量權限；但作為副店長，

在設施管理、會計、人事考核及管理部下之工作時間等層面皆欠缺相當之權責，

加上其工資待遇與上下班自由裁量權並不符合監督管理者的地位，故最終仍遭到

法院否定監督管理者性格。 

 

(19) ゲートウェイ２１事件 東京地判平 20.9.30 労働判例 977 号 74 頁 

勞工(原告)：分店長 

雇主(被告)：以留學及海外生活體驗為商品之公司 

判決結果：否定勞工的監督管理者性格 

判斷因素： 

正向因素--- 

1.勉強具有統籌 8~11 人之部門的地位。 

負向因素--- 

1.公司權限盡歸屬於社長，在分店內僅有參與新進人員之面試及製作早晚班表

之權限，其權限極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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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對於部下無人事考核、加薪、處罰或解雇之權限。 

3.工資待遇不足以彌補未領取加班津貼所生之不利益。 

4.無足夠的上下班自由裁量權限，受到社長等的管理。 

簡評：本案勞工僅具有部分的監督管理權限，而工資待遇及上下班自由裁量權限

部分則顯然不符合監督管理者水準，法院自然難以肯認其監督管理者性格。 

 

(20) エス・エー・ディー情報システムズ事件 東京地判平 23.3.9 労働判例 1030 号

27 頁 

勞工(原告)：上級 Project Manager 

雇主(被告)：開發程式軟體等之公司 

判決結果：否定勞工的監督管理者性格 

判斷因素： 

負向因素--- 

1.原告係為解決被告因人才出走所生之品質低落、進度落後之困境，基於被告

之請求而來到被告公司就職，並無久留之意思。因此雖基於品質及進度管理的

立場，原告被期待能肩負起調整統籌的任務，但尚難據以認定原告為監督管理

者。 

2.除檢查確認員工的業績報告書之外，無證據足以證明原告對勞務管理及人事

考核有何權限。 

3.原告與其他員工的上下班時間皆非常不固定，且參照被告之客戶 A 公司要求

被告盡量不要讓勞工加班之情事，尚難認原告有上下班的自由裁量權限。依照

本案所呈現之證據，原告及其他員工應是因應業務進度狀況，在可能的範圍內

適當調整工作時間。 

4.工資待遇上足認有受到優待，但參照原告的前一工作之工資水準，尚難以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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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原告為監督管理者。 

簡評：本文認為在監督管理者性格的判斷上，勞工受僱於雇主的期間長短並不具

有重要性。日本勞基法之所以設有監督管理者例外規定的目的在於讓肩負公司重

大權責而難以切合法定工作時間規範的勞工可以有另行調整的空間，以符合其業

務性質上的需求；因此判斷勞工是否為監督管理者時，主要應視其業務內容及權

責是否有突破法定工作時間規範的需要，再輔以工資待遇和上下班自由裁量權限

來檢視勞工的權益保障是否充分，就業期間的長短與是否契合法定工作時間規範

可謂是毫無關聯。本案勞工的業務內容，雖較偏向經營管理層面，但確實屬於監

督管理業務；又基於緊急救援的立場亦被賦予相當重要之權限，且該地位難以為

他人所取代；再參照於十個月的受僱期間內即有加班 409 小時(內含深夜加班 98

小時)的工作實態，足堪認定其業務性質與法定工作時間規範難以契合。又本案法

院對於上下班自由裁量權限的意義似有誤解，所謂的自由裁量權限並非指監督管

理者可恣意決定上下班時間，而是根據業務進行狀況來做裁量，否則如果監督管

理者可不顧業務進行狀況而任意遲到早退，豈有排除法定工作時間規範之必要？

故本案勞工若在工資待遇上亦符合監督管理者之地位，應已足以認定係日本勞基

法所稱之監督管理者。 

 

  經由以上的判決分析，本文認為可觀察出幾個共通點。第一，若勞工的總工

資未相當程度優於原有薪資加計加班費後的數額，幾乎就會被法院否定為監督管

理者。第二，在許多勞工有參與部分之公司決策的案例中，法院仍認為不足以該

當監督管理者。就法院的判斷標準而言，勞工所擁有之權限與參與之決策似須達

到足以認定勞工係「立於與雇主、企業經營者相同之立場」的程度，始該當監督

管理者。第三，法院相當重視勞工有無自行決定上下班時間的權限與上下班是否

受到雇主的管理，惟應注意的是，若雇主是基於給付深夜工作之加成工資與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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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配慮義務的目的而記錄勞工之工時者，應無礙勞工的上下班時間裁量權限。

就此而言，僅僅是要求勞工打卡，尚不足以直接認定勞工欠缺上下班時間的裁量

權限。 

 

(三)監督管理者例外制度在日本社會現實中的問題 

  監督管理者例外制度於日本，近年來被濫用的情形非常嚴重，甚至淪為雇主

用來壓榨勞工的工具，引起不少民怨；而在東京地裁作出否認麥當勞店長為監督

管理者的判決後，透過新聞媒體的大量報導，所謂｢徒有其名的管理職｣200：即未

肩負重大權限和責任，亦未享有合理的待遇，空有管理職之名，卻必須忍受長時

間勞動而無加班費可支領的勞動問題瞬間爆發成為社會議題。在此種社會氛圍

下，厚生勞動省被迫發布平成 20.4.1 基監発 0401001 号｢ 管理監督者の範囲の適正

化について ｣通令各都道府縣労働局長必須就監督管理者的範圍問題加強宣導，

此種社會氛圍從其內容提及｢近年來在對於昭和 22.9.13 発基 17 号及昭和 63.3.14

基発 150 号之意旨未充分理解的狀況下，企業內部所謂的『管理者』儘管未被賦

予足夠的權限和相當的待遇，卻被當作日本勞基法上的監督管理者對待的案例在

所多有；其中亦見並未妥適管理工作時間，關於加班費的給付或防止過重勞動對

身心的造成傷害等事項參照日本勞基法之標準顯有不當的案例，引起社會的高度

關注｣便可窺知一二。 

 

  根據平成 20.9.9 基発 0909001 号的參考資料三，全國勞動基準署在平成 20 年

針對監督管理者範圍有疑慮的 66 家連鎖店鋪進行稽查，其中 11 家店鋪內已無設

置監督管理者；剩餘的 55 家店鋪，55 位店長中僅有 10 人被認定符合監督管理者

                                                                 

200日文原文是｢名ばかり管理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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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件，而店長以外(如副店長或主任等)的 33 人更是全數被否定監督管理者性格，

可見監督管理者例外制度在日本實務被濫用的情形非常嚴重。 

 

  在監督管理者的身心健康保障上，有日本勞工安全衛生法第 66 條之 8、第 66

條之 9 及勞工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 52 條之 2 至第 52 條之 8 所定之 「醫生會面

指導」制度的適用。勞工的工作時間超越每週四十小時之部分在一個月內達到一

百小時以上，經勞工提出申請者，雇主必須立刻安排勞工與醫生會面並接受指

導。會面指導結束後雇主必須聽取醫生的意見，於必要時須採取變更勞工的工作

場所、變更業務、縮短工作時間或減少深夜工作次數等措施。惟此制度以勞工主

動請求為前提，且未設有罰則，故實效性頗值堪憂，再參照前述監督管理者的實

際工作時數調查(請參照表 16 與表 24)，難謂此制度有何明顯的成效。 

 

  日本勞基法施行細則第 54 條第 5 項對於監督管理者設有特例，雇主無須紀錄

此類勞工的工作時間、延長工作時數、假日出勤時數及深夜工作時數，惟本文認

為此種例外規定應予廢除。如同日本行政通達多次提及的，雖然監督管理者就自

己的工作時間應擁有一定的裁量權限，但此不妨礙雇主基於給付深夜加成工資及

防止勞工過勞的目的而掌握監督管理者的工作時數，且上述日本勞安衛法的醫生

會面指導係以單月延長工時超過一百小時為要件，若不掌握監督管理者的工作時

數將難以執行；又萬一之後勞雇雙方對於監督管理者性格有所爭執產生訴訟，而

法院否定勞工的監督管理者性格時，此工作時間紀錄對於加班費等工資的計算即

有實益。監督管理者並不當然具有工作時間難以掌握的性質，特別是在眾多監督

管理者皆長時間鎮守在工作場所內的社會現實下，要求監督管理者以打卡等方式

記錄其工作時間並不困難，亦無礙監督管理者的工作時間裁量權限，因此日本勞

基法施行細則第 54 條第 5 項的規定應予刪除，就算是監督管理者，除非確實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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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時間難以掌握的性質而須特別處理的情形(類似於事業場所外擬制工作時間制

之情況者)，雇主仍舊負有確實掌握勞工工作時間的義務。 

 

(四)監督管理者性格被否定後之後續處理 

  當法院判定勞工不具監督管理者性格後，雇主就負有給付加班費的義務，此

時雇主所給付的｢幹部津貼｣等工資能否用以抵充加班費，即有疑問，法院判例似

亦傾向個案判斷。本文認為，所謂的幹部津貼是作為勞工升遷成幹部後其職務的

重要程度與責任皆大幅加重的對價，並非純粹作為勞工加班的對價。縱使認為幹

部津貼中有一部份是作為勞工加班的對價，但根據最高裁歷年來對於定額加班費

的見解，若相當於加班費部分的數額難以確定或無法與其他工資區隔者，仍舊無

法用以抵充加班費。故雇主如果想避免這種狀況，即使是監督管理者，仍應明確

規定其工資(包含各種津貼)中作為加班之對價的數額與對應之加班時數，如果將

來勞工的監督管理者性格遭到法院否定時，才能主張抵充應給付之加班費。 

 

第三節 責任制與定額加班費 

  我國適用責任制的勞工，特別是從事監視間歇性工作的勞工，在加班費的計

算上經常發生定額加班費的問題。在日本法上，定額加班費雖非屬工時規定除外

適用勞工的議題(因為此等勞工不適用加班費之規定)，但最高裁關於定額加班費

的判斷與說理應仍可作我國之參考。 

 

一、我國法 

  我國法院實務針對特殊工作者，經常忽視勞基法第 24 條的意旨，將「平日

每小時工資額」與「基本工資」混為一談，並進而認定定額或內包於總工資之內

的加班費給付方式為合法。例如關於監視間歇性工作之勞工的加班費基準，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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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的見解便現分歧。首先，司法院司法業務座談會認為具有監視性工作性質之

「守衛」的月薪若未低於依勞基法第 21 條、第 24 條及第 39 條等規定計算之總額

時，勞工即不得再請求給付加班費之差額201。而後最高法院 85 年台上第 1973 號

判決認為「次按從事監視性、斷續性工作之工廠守衛，與必須持績密集付出勞力

之生產線上勞工，二者工作性質有別，為顧及勞雇雙方整體利益及契約自由原

則，並落實勞動基準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三十二條第四項但書之規定，職司

守衛之勞工，如已同意例休假日及平時之工作時間逾八小時所約定之工資，又未

低於基本工資加計延時工資、假日工資之總額時，並不違反勞動基準法之規定，

勞雇雙方自應受其拘束。勞方事後即不得任意翻異，更行請求例休日及逾時之加

班工資」，雇主給付的總工資只要不低於以基本工資加計加班費的數額即與勞基

法相關規定無違；在勞基法第 84 條之 1 施行後，最高法院 91 年台上字第 2271 號

判決「上訴人之工作性質究與必須持續密集付出勞力之生產線上勞工有異，既同

意加班，且約定薪資高於各年度基本工資加計延時工資、假日工資之總額，即不

得再請求逾時之加班費等情，指摘原判決對其不利部分為不當，聲明廢棄，非有

理由」，仍持相同見解（此類見解以下簡稱基本工資說）。 

 

  下級法院亦有類似見解。台灣高等法院 95 年勞上易字第 1 號判決表示：「復

按勞基法就工作時間、休息、休假之規定，其所以於第四章規定勞工每日、每二

週工時等，係因勞工無法長期處於精神或體力之緊張狀態，故有此保護規定。然

如工作之性質僅具監視性、間歇性，不致使勞工之精神或體力持續處於緊張狀

態，縱有耗費精神、勞力，其時間實際上遠低於一般持續工作之人者，如其所耗

費之時間與所得之報酬與一般持續處於緊張狀態之工作者相當，自非事理之平。

                                                                 

201司法院，民事法律專題研究(六），1989，頁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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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查，本件上訴人受雇於被上訴人公司發射台擔任機務員，從事發射台頻率之監

視工作，其工作之輪班並無具體工作內容，故就其輪值時間應得之工資標準，當

得由勞雇雙方合意而決定之，並無強制適用勞基法上有關工作時間及延長工時等

規定之必要」。本判決認為監視性、間歇性工作對於勞工的身心健康影響較小，

因此此類工作之工資(包含加班費)容有勞雇雙方自行約定的空間，可不受勞基法

的限制。 

 

此種基本工資說之後更擴及至不適用責任制的工作，例如最高法院 102 年台

上字第 1660 號判決稱：「兩造約定之正常工作時間為每日七小時，工資採按月給

付，兩造未約定例假日、國定假日及特別休假日不給薪，計算勞基法第二十四條

所稱平日每小時工資額，應以上訴人月薪總數除以當月日數再除以每日七小時計

算。而公車（客運）業僱用之駕駛員，其薪資結構除底薪為固定數額外，另有里

程津貼、載客津貼等變動金額項目，各該項目常因狀況不同而變動，駕駛員每日

正常工作時間內所得之報酬隨之變動。因此，為免計算假日工作及平日延長工作

時間加班費之煩雜，並顧及上揭客運業司機所憑以計算加班費之平日工資，難以

計算其確定數額，倘客運業與其所屬駕駛員另行議定假日工作及平日延長工作時

間工資加給之計算方式，且其金額不低於法定基本工資，即與勞基法第二十一條

第一項規定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之立法意旨無違。」此判

決以計算繁雜為由，再次混淆「平日每小時工資額」與「基本工資」的意涵，排

除掉各種津貼後又未以勞基法第 24 條的標準重新檢驗勞資間之加班費約定，等

同於無視勞基法第 21 條和第 24 條各自的立法目的。 

 

  不過最高法院亦存在反對基本工資說的見解。最高法院 96 年台上第 1135 號

判決則稱：「惟就是否屬於間歇性或其他性質特殊之工作者，應依勞基法第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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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條之一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雇主依同條規定與勞工所訂立之勞動

條件，關於工作時間等事項，必須以書面為之，並應參考該法所定之基準，且不

得損及勞工之健康及福祉，更應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並非雇主單方或勞雇雙

方所得任意決定(…中略…)雇主要求勞工延長工作時間，應依勞基法第二十四條

規定給付工資；其於休假日工作者，雇主應依同法第三十九條規定，加倍給付工

資。查上訴人平時正常工作時間外之輪班工作，係加班而非值班，為原審所認定

之事實，則能否以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之工資總額，不低於勞基法所規定之基本

工資及以基本工資為基準計算出例假日工資及延時工資之總和，即認上訴人不得

依勞基法第二十四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補足其應給付之加班延時工資，亦有可

議。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非無理由」，則對此計算方式又有

不同意見。另外，最高法院 97 年台上第 1358 號判決謂：「在雇主指揮監督下等

待提供勞務之待命時間，亦屬工作時間，是縱令被上訴人在值班時間未發生報修

情事，亦不因而變更該值班時間仍係工作時間之性質。(…中略…)勞基法第三十

二條就延長勞工工作時間所為之規定，並無所謂加班或值班之分，應認被上訴人

在正常工作時間即勞基法第三十條第一項所定以外之工作時間，均屬勞基法上開

規定所謂之延長工作時間。又勞基法為保護勞工免受雇主剝削，故於第三十條第

一項規定勞工正常工作之最高時間；而同法第三十二條係就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

間之事由、時數及程序為規定，旨在限制雇主任意延長勞工之工作時間，貫徹保

護勞工之本意，非謂勞工於正常工作時間以外為雇主從事與正常工作時間內之工

作性質不同之工作，即非加班，不得依勞基法之規定請求給付延長工作時間之工

資。」此判決明言值班時間亦屬工作時間，關於超出勞基法工作時間上限的值班

時間應依勞基法第 24 條的標準給付加班費，並肯認「雇主僅給付時薪四十五元

之值班費的行為違反勞基法第 24 條」的原審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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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針對勞工在底薪之外通常尚可取得多種津貼和獎金的行業，我國法院似乎

對於「平日每小時工資額」的範圍採取較嚴格的認定。例如最高法院 93 年台上

字第 1605 號判決謂：「原審以：(…中略…)又事業單位依其事業性質以及勞動態

樣，固得與勞工另訂定勞動條件，但不得低於勞基法所定之最低標準(…中略…)

兩造契約關於加班費給付方式顯然低於勞基法規定標準，上訴人仍得請求被上訴

人給付如附表可得之加班費欄所示金額，被上訴人不得援引契約條款拒絕給付。

(…中略…)查航空公司空勤組員，包括前艙及後艙工作人員，經行政院勞工委員

會八十七年七月三日台勞動二字第０二八六０八號函核定為勞基法第八十四條之

一之工作者，故不論本件勞資爭議發生在該函釋之前，但足以證明航空公司空勤

組員應屬特殊性質之工作，且其服勤情形亦與勞基法第三十二條第三項所列因天

災、事變或突發事件，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情形有別，而就雇主

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超過四小時以上部分，工資應如何計算，勞基法既未明文規

定，而計算加班費之優劣，應以加班時數之計算方法及其費率，合併加以考量，

不得割裂，原審因認應類推適用勞基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規定，就超過四小時以

上部分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計算其延時加班工資，難謂有何

違背法令。又計算勞基法第二十四條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之工資，應按勞工平

日每小時之工資計算，而非以勞工每年所領十二個月之工資加計其於十二月及農

曆新年二次發給『bonus』，再除以十二個月，以計算其每月之平均工資，此與計

算其資遣費或退休金不同」。本判決首先承認關於適用勞基法第 84 條的特殊工

作者之加班費計算可由勞雇雙方自行約定，但不得低於勞基法之基準；次者，關

於單日延長工時超過四小時之部分，法院認為應比照基法第 24 條第 2 款的標準計

算之；最後，在計算作為加班費計算基礎的平均時薪時，應不包括定期發給的

『bonus』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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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法 

  日本法同樣發生過定額加班費的爭議，最高裁首次對此議題表示意見是在

1987 年的小里機材事件中維持第一審法院的判斷202，該一審判決203謂：｢縱使假定

勞雇雙方就每個月十五小時延長工時部分的加班費已包含在本薪內一事達成合

意，亦應認僅在勞雇雙方已合意該本薪中加班費所占部分被明確區分出來，並且

若依勞基法所定計算方法所得之加班費數額超越該預定數額時，雇主須在工資清

償期時給付差額之情形下，該預定加班費始可作為當月份加班費的一部或全部

｣。六年後，最高裁在高知縣觀光事件就同一議題親自做出相同的判斷204：｢本案

雇主所給付之績效工資的數額，即使勞工加班或從事深夜勞動亦不會隨之增加，

且通常工資部分與加班費、深夜加成工資各自所占部分無法區分，故這種績效工

資的給付方式難謂已依照日本勞基法第 37 條給付加班費與深夜加成工資，雇主

仍負有給付依日本勞基法第 37 條及日本勞基法施行細則第 19 條第 1 項第 6 款計

算之加班費與深夜加成工資的義務｣。然後是 2012 年的テックジャパン事件205，

最高裁仍維持相同的見解，認為雇主所給付之工資中，加班費所占部分無法與其

他工資區別，故雇主仍負有另行依法給付加班費的義務。時至 2017 年的医療法人

康心会事件206，最高裁不但沿襲歷年來的見解認為加班費所占部分無法與其他工

資區別的定額加班費不合法，還進一步指出日本勞基法第 37 條的加班費目的在

於抑制加班以促使雇主遵守勞基法的工時規範，並作為對勞工的補償。因此縱使

                                                                 

202小里機材事件，最一小判昭 62.7.14 労判 523 号 6 頁。 

203東京地判昭 62.1.30 労判 523 号 10 頁。 

204高知県観光事件，最二小判平 6.6.13 労判 653 号 12 頁。 

205 テックジャパン事件，最一小判平 24.3.8 労判 1060 号 5 頁。 

206医療法人康心会事件，最二小判平 29.7.7 労働判例ジャーナル 6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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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是年薪高達一千七百萬日圓的醫師，因為雇主所給付的年薪無從區分通常工

資與加班費，故難認雇主已給付加班費。在最高裁的医療法人康心会事件判決之

後，厚生勞動省立刻頒布「關於延長工時之加班費的解釋方法」之函釋207，宣導

對於加班費的正確認知。 

 

  觀察最高裁歷年來的判例，其見解非常固定，勞雇雙方事先約定定額加班費

並非當然為法所不許，惟該定額加班費必須與其他工資明確區隔出來，且若該數

額低於依照日本勞基法所定標準計算的加班費數額，則雇主仍有補足差額之義

務。另外在行政解釋上，針對年薪制的情形，參考最高裁判例之意旨，行政主管

機關認為必須勞雇雙方對於加班費已被包含在年薪中一事達成合意，又該加班費

部分可與其他工資區隔，且其數額不低於依照日本勞基法所定計算方法所得之數

額者，始為合法208。 

 

  另外，日本法在特定領域已有實定法在規範定額加班費。依青少年雇用促進

法第 4 條與第 6 條之授權所頒布之告示209，雇主在招募勞工時，若採用定額加班

費制度且招募的對象範圍包含青少年，則雇主必須明示以下之事項： 

1.扣除定額加班費後的底薪數額。 

2.定額加班費之計算方法與定額加班費所對應之加班時數。 

3.對於超出定額加班費所對應之加班時數的延長工時、假日出勤及深夜工作將會

進行清算並補足差額。 

                                                                 

207平 29.7.31 基発 00731 第 27 号。 

208平 12.3.8 基収第 78 号。 

209平 27.9.30 厚労省告示 40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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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日本法對於定額加班法的法制與法院實務見解，應可作為我國之借鏡。 

  

三、對於定額加班費之建議 

  本文以為總工資只要不低於以基本工資加計加班費即與勞基法相關規定無違

的法院見解（基本工資說）並不可採210，理由如下： 

 

1.勞基法第 24 條、第 30 條、第 32 條和第 36 條等規定皆屬強制規定，在增訂 

同法第 84 條之 1 之後，勞雇雙方勢必要履行第 84 條之 1 的程序始能解除勞基法

關於工作時間的限制，但是同法第 84 條之 1 並未將同法第 24 條列入解除範圍

中，此時即應回歸同法第 1 條第 2 項規定，勞雇雙方所約定之加班費不得低於同

法第 24 條的標準。又保全業等適用勞基法第 84 條之 1 之行業的勞工，其在正常

工作時間與加班時所從事之勤務性質相同，自不能另行約定較正常工時之工資為

低或不符勞基法第 24 條計算方式的加班費，此與值班(正常工時之勤務與值班時

之業務的性質及價值不同)可另行約定值班費(100%本薪部分)之情形有別。 

 

2.勞基法第 24 條關於加班費的計算方式係先以正常工作時間的平均時薪為基礎

(並非以基本工資為基礎！)211，再乘以一定倍率後得出應給付之加班費數額，目的

在於正確評價勞工的實際勞動價值，含有機會成本之概念，再以此為基礎補償勞

                                                                 

210楊通軒，個別勞工法-理論與實務，五南，2010，頁 313，對此種「事先約定總／定額工資」的

計算方法亦有所質疑，但未深入探討。 

211相同見解如最高法院 97 年台上第 929 號判決：「次查勞基法第二十四條、第三十九條規定之平

日每小時工資及工資應加倍給付，其所謂之工資，均指勞工因工作而經常獲得之報酬而言。故憑

以計算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及加倍發給例休假日之工資，係以勞工因工作而經常獲得之報酬為基

礎，而非以基本工資為憑算基礎。原審以基本工資為基礎計算延長工時工資及假日工作加給，並

有可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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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額外勞動，由此可知在計算加班費之前必須先確定正常工作時間的時薪。若

雇主僅給付予勞工一筆一定數額之工資而未區辨正常工時之工資和加班費，則是

否已確實給付加班費、加班費的數額、加班費所對應之加班時數為多少皆混沌不

明，此種加班費計算方式便已違反勞基法第 24 條的規定212。日本學者指出雇主事

先就與勞工約定給付一定額之加班津貼或將加班費混入底薪而一同給付的預定加

班費給付制度，在實務上的運作結果是造成勞工不論加班多少小時都只能領取定

額加班費，此定額加班費變成雇主支付加班費的實質上限，助長無薪加班與過長

勞動的橫行213。對此，日本最高裁一貫的見解強調預定加班費的數額不可比依照

勞基法計算所得的加班費數額低(但勞雇雙方有約定加班費不足之部分在工資清償

期屆至時將一併清算補正者不在此限)，且必須要能清楚區分界定正常工時之工資

與預定加班費各自的範圍，預定加班費之約定始為有效，否則雇主仍應按照勞基

法之計算方法給付加班費。論理而言，我國法亦有類似之問題，故應為相同之解

釋始能保障勞工之權益。針對加班費部分進行爭訟時，若無法區辨正常工時之工

資與預定加班費各自的範圍，則此預定加班費之約定即因為違反勞基法第 24

條，依勞基法第 1 條第 2 項的效果而無效，法院仍舊必須先確定正常工作時間的

平均時薪再依法計算出應給付的加班費數額。最高法院的基本工資說並未按此程

序區分正常工資與加班費這兩種性質截然不同的勞務對待給付，僅以總工資數額

未低於以基本工資加計加班費後所得之數額即認為與勞基法相關規定無違，實乃

貪圖行政方便的和稀泥見解。 

 

                                                                 

212相同見解，林良榮，待命時間之認定與加班費請求－台灣高等法院 94 年勞上易字第 36 號判

決，台北大學法律學院勞動法研究中心編勞動法精選判決評釋，元照，2013，頁 60 至 64。 

213淺野高宏，定額手当による割増賃金支給制度をめぐる諸問題，労働法律旬報(1793)，2013，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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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按照最高法院基本工資說的見解，在既不去確定加班費之數額又不去確定加班

費所對應之加班時數的情況下，直到加班時數增加至總額薪資已較用基本工資計

算得出之數額還低時為止，不論勞工加班多少時間，所領取的總工資數額皆為一

定額，會發生勞工工作時間越長，平均時薪越低的不合理現象，顯然違背勞基法

上加班費的立法目的。 

 

4.法院在判斷加班費之給付是否合法時，若雇主主張已與勞工事前針對加班費為

概括約定並計入總工資，勞工不得事後再另行請求加班費云云，則應分為兩種情

形分別處理： 

(1)如果雇主已舉證預先約定之加班費的數額，只要用總工資扣除該加班費便可

逆算出正常工時的工資數額，再依勞基法第 24 條計算方式檢驗約定加班費之

數額是否合法即可。 

(2)如果雇主不能舉證加班費之數額與範圍，鑒於實務上工資事項多由雇主主導

或直接訂定在工作規則與勞動契約中，實質上屬於定型化契約條款，勞工欠缺

實質議約能力，應參考消保法第 11 條第 2 項的法理，有疑義時做有利於勞工

之解釋，凡是不能確定為加班費(或其他非屬正常工時之工資的津貼、給付)的

工資，皆應視為正常工時之工資，再以之依勞基法第 24 條檢驗約定加班費之

數額是否合法。 

 

5.雇主若只想給予勞工等同於基本工資的勞動對價，即應在簽約時清楚告知勞

工，基本工資說這種混水摸魚的方式將令勞工陷於錯誤；且因為加班費數額、加

班費所涵蓋之加班時數為多少皆不明，加班費成分多少變成全由雇主單方決定，

則雇主就可運用此彈性空間迴避給付加班費的不利益，在總工資不變的限度內，

有動機要求勞工超過約定工時繼續加班，加班費功能將會喪失殆盡，鄰國之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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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實例。   

 

  綜上所述，最高法院基本工資說並不可採。本文建議為免除以上爭議，應修

改勞基法施行細則第 7 條第 3 款，規定勞動契約中須明定「正常工作時間之工資

數額或其計算方法」；因工作型態會經常性加班，為免行政上的繁複而有預先約

定加班費之需求者，則須事前確定定額加班費的數額與其所對應的加班時數，並

訂有清算機制，當勞工實際加班的時數超過預定加班費所對應的時數時應補發加

班費，始可謂合法214，在勞動部逐漸針對勞基法第 84 條之 1 的特殊行業確立正常

工時與延長工時間之界線的趨勢下更應如此。 

 

第四節  責任制法制的再建構 

  經由以上我國法與日本法的檢討，再參照 ILO 的第 166 號建議書不再提及監

督管理者例外所代表的意涵及「尊嚴勞動」(Decent Work) 的價值，本文主張即使

是監督管理者當然亦應享有符合人性尊嚴的勞動權利，惟因其業務的特殊性質而

或有調整勞基法有關工作時間之規定的必要，僅此而已。基於以上之論點，本文

針對我國現行之責任制提出以下之建議： 

 

一、監督管理者的要件 

  為避免監督管理者的例外制度遭到濫用，本文認為具有迫使本以保障勞工最

低勞動條件為宗旨的勞基法鬆綁工時保障基準之必要的監督管理者，應符合下列

要件： 

 

                                                                 

214 テックジャパン事件，最一小判平 24‧3‧8 労判第 1060 号 5 頁，桜井龍子裁判官補足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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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與雇主或經營階層立於同一地位之重要權責 

  監督管理者的職務內容(權責)必須具有將左右雇主或公司營運方向與盈虧的

重大影響力，其典型乃有隨時應對最新情勢及情報並做出決策，立即命令部下展

開行動的核心管理決策人員。此種類型的勞工因其權責的重要性，實質上已「部

分地」脫離勞工的範疇而處於與雇主或經營階層同一之立場，而產生調整勞基法

規範的必要性，故若亦符合後述的「勞力低度替代性」、「工資待遇」和「自由

裁量權限」等要件，對於勞工權益的保障無虞，且其工作型態確實與勞基法現行

工時規範不相契合者，始有監督管理者例外規定之適用。日本麥當勞事件的東京

地裁判決所謂「與公司全體經營有關之事項」，應解為上述之意涵。 

 

2.勞力低度替代性 

  監督管理者的工時例外規定係基於負有重大的管理決策權責且其工作型態本

質上與勞基法現行工時規範不相契合之特殊性而設置的例外規定，考量到過長工

時對勞工所產生的種種負面影響，此規定在適用上應從嚴解釋。換言之必須是勞

動市場上難以尋得替代之人才，且勞基法上的其他制度如加班、變形工時、輪班

制等皆不足以應付時始有適用的空間。從此角度而言，現實中大部分的連鎖企業

分店店長應不符合此要件，蓋一般分店內的監督管理及人事考核等事項並非不能

採用與副店長輪班的方式來執行，又分店長通常不會肩負將影響公司營運方向的

重大權限，其工作型態實際上並無與現行勞基法不甚契合之事實，自無適用監督

管理者工時例外的必要。 

 

3.工資待遇 

  監督管理者既然是因肩負將影響公司營運方向與盈虧的重大權責而有突破勞

基法現行工時規範的必要，長時間勞動勢必在所難免，則作為對勞工的補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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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資待遇上即必須有所優待，至少必須是一般勞工或是該勞工升上監督管理者職

位前的薪資加上合理之加班費後仍遠遠不及的程度；在判斷工資等待遇是否充分

時，除勞工所得之工資總額外，工資總額除以總工作時間所換算出的「平均時

薪」亦是重要的判斷依據。 

 

4.自由裁量權限 

  監督管理者是因為業務之性質且負有重大之權責而有突破勞基法工時上限的

需求，因此在業務的執行上應賦予其相當之裁量權限，蓋勞工若僅係遵從上級之

具體指示而對自身業務少有自由裁量權限者，恐難謂負有重大之權責。又裁量權

限應包含視業務狀況自行決定上下班時間的權限在內，既然 監督管理者是因為業

務需求而突破勞基法工時之上限為勞動，則當此需求消失時即無繼續勞動的必

要；換句話說，應讓監督管理者得以在業務告一段落的狀況下即返家休息，縱使

是正常工作時段(例如下午兩點)亦無庸強留在公司內，藉以盡可能降低長時間勞

動所可能帶來的危害。 

 

  本文認為我國現行法制對於監督管理者僅指定適用之行業的作法仍有不足，

勞動部應如同制定「保全業之保全人員工作時間審核參考指引」一般，將上述監

督管理者的要件亦規定在參考指引或行政函釋中，並通告各地方勞動主管機關，

以供各地方勞動主管機關作為審查是否予以核備時的判斷標準。 

 

二、第 84 條之 1 的法律效果應侷限在必要範圍內 

  本文肯認部分職業如醫師和飛機空服員等的工作型態特殊，與勞基法所設定

的八小時工作時間制度無法完全契合，有予以調整的必要。然而縱使其工作形態

特殊，該等勞工的人性尊嚴、身心健康、家庭生活與自我啟發等需求與其他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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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二致，因此即使工作時間制度必須做出調整，仍不應犧牲勞工這方面的權

益，故第 84 條之 1 的法律效果應侷限在必要範圍內。具體言之，為因應特殊的工

作型態，勞基法有關單日或單週等短期的工作時間上限規定可予以鬆綁，但原則

上一個月的總工作時間上限仍應等同於一般勞工，不宜所有工時規定皆予以鬆

綁。蓋此等勞工的特殊性在於其單次或短期間的勞動無法任意中斷，但該特殊性

則不會影響長期的工時規範。 

 

三、專業性人員應不能適用勞基法第 84 條之 1 

  與我國勞基法第 84 條之 1 性質相類似的日本勞基法第 41 條規定(1)農漁牧

業、(2)監督管理者或管理機密事務之勞工及(3)從事監視性或間歇性工作且經行政

主管機關許可者，這三類勞工不適用日本勞基法的工作時間規範。兩相比較可以

發現日本法上並未像我國勞基法第 84 條之 1 一樣將「責任制專業人員」或「其他

性質特殊之工作」的勞工排除於勞基法的工作時間規範之外。以此為契機，再參

照前述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的委託研究等結果，吾人應當省思我國勞基法

現時點的規範方式是否造成責任制大量遭到濫用、勞基法工作時間規範被掏空的

結果。 

 

  有鑑於專業性人員擁有高度專業技能，不適合受到雇主嚴密的指揮監督，本

文主張應將專業性人員自勞基法第 84 條之 1 中刪除。取代而之地，我國法應導入

彈力工時制度，透過「在一定期間內符合勞基法總工作時數上限規定的前提下，

讓雇主和勞工可更自由的分配運用工作時間」的方式，放寬短期的工作時間限

制，但仍堅守長期的總工作時間上限制度，令勞工得以依其需要自行裁量其工作

時間。本文須再次強調，即便是專業性人員亦享有尊嚴勞動的權利，勞工擁有專

業技能不代表就必須忍受長時間勞動，雇主在交代業務時即須審慎評估， 避免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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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勞工無法承擔之重。但專業性人員性質特殊，在勞動市場上難以尋得替代人力

且其業務直接攸關他人生命健康者，則有透過「其他性質特殊之工作」之條款而

適用責任制之可能。 

 

四、法律應明定責任制勞工仍有領取加班費之權利 

  勞基法第 84 條之 1 係考量工作性質的特殊性而鬆綁工時的上限規定，但是加

班費作為勞工額外付出勞動力與損失私生活時間的補償，仍有存在之意義。因此

本文建議勞基法第 84 條之 1 應明定法定效果為解除勞工的總工時上限(包含例假

日與休息日的安排等)，至於正常工時的上限與加班費規定皆不受影響。簡言之，

雇主透過勞基法第 84 條之 1 令勞工突破現行法規範而額外付出的勞動，全部以加

班論之，並應依勞基法第 24 條與第 39 條之規定給付加班費。蓋有勞動即應有對

應之報酬，此乃勞動法不可撼動的最基本原則。當然，雇主亦可選擇給付符合勞

工之特殊地位的定額加班費(或津貼)，只要事前確定定額加班費的數額與其所對

應的加班時數，且其數額不低於依勞基法第 24 條與第 39 條計算所得之數額，因

優於勞基法之規定，亦為有效。 

 

結論  特殊工時制度的未來方向 

  綜合以上我國及日本的法制檢討與實證研究結果，針對我國勞基法的特殊工

作時間制度，本文以下之建議： 

 

一、適用勞基法第 84 條之 1 的要件 

(一)業務本質上有突破勞基法工時上限之必要 

  勞基法有關工時之規範是為了確保勞工的身心健康、家庭生活及其他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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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之利益，以符合尊嚴勞動的理想，不論何種勞工皆應享有此項無法被取代的

權利。因此，要建立工作時間上限的例外規定，必定係以某些特殊勞動的業務在

本質上未能和勞基法一般工時規範契合，勞基法若不為一定之調整則該勞動將難

以遂行為先決要件。在此以我國銀行業的分行經理為例，傳統上被認為其屬於監

督管理者而受勞委會公告有勞基法第 84 條之 1 的適用，然而其雖有監督管理分行

部下與決策分行營運方針的權限，實際上卻少有在分行營業時間結束後繼續工作

之必要，自無須突破勞基法現有的工時規範，勞動部公告其自 2015 年起不再適用

勞基法第 84 條之 1 的作法值得贊同。 

 

  在判斷業務本質上是否有突破勞基法工時上限之必要時，應視該等勞動的具

體特殊情形而定，尚難一概而論；不過基本前提是「雇主已善盡指揮監督及人力

調度之能事，但基於業務之性質仍有令勞工突破現行勞基法工時規制之必要」，

如果長時間勞動需求係導因於雇主指揮監督失當或讓勞工從事過多不必要的雜

務，自然不應鬆綁勞基法的工時規制來讓勞工承受不利益。另外，除了業務本質

上有突破勞基法工時上限之必要外，尚應檢驗此特殊必要是否因為難以在勞動市

場尋得替代人力(勞力低度替代性)且無法利用輪班制或安排副手接替等方式來克

服。例如連鎖餐飲業的分店店長，雖有監督管理店鋪的權責，但營運方針多由上

級總部決定，而有關店內工作人員(多為打工人員)之僱用、勤務管理及人事考核

等工作又不具高度技術性，只要與副店長輪班即可在符合勞基法現行規範的狀況

下充分對應，因此應認無適用勞基法第 84 條之 1 的必要。 

 

 (二)工資待遇 

  基於該類特殊勞工在勞動市場上的稀少性以及工作時數上限規定鬆綁後勢必

產生的長時間勞動或工作時間不規則之現象，作為對價關係其工資等待遇應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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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之優惠，至少須為一般勞工的薪資加上正常加班費後仍遠遠不及的程度；在判

斷工資等待遇是否充分時，除勞工所得之工資總額外，工資總額除以總工作時間

所換算出的「平均時薪」亦是重要的判斷依據。 

 

(三)自由裁量權限 

  自由裁量權限的主要意義可分為下述兩種： 

1.勞工若僅係遵從上級之具體指示而對自身業務少有自由裁量權限者，其是否具

備難以在勞動市場尋得替代人力之「勞力低度替代性」即有可疑，應予嚴格檢

驗。 

2.勞工既然是因業務之性質而有突破勞基法工時上限的需求，則應同時賦予勞工

視業務狀況自行決定上下班時間的裁量權限，俾以盡可能降低長時間勞動所可能

帶來的危害。 

 

(四)與勞工所屬工會的協商 

  在適用勞基法工作時數上限的例外規定之前，勞工若有所屬工會，雇主應與

工會就該勞工適用例外規定時之勞動條件為誠實協商；無工會者則應基於勞工之

請求而召開勞資會議，蓋通常狀況下勞工的議約能力遠不如雇主，不宜完全任由

勞雇雙方自行約定，應透過勞工的集體力量予以調整。 

 

(五)行政機關的核可與稽查 

  如同司法院釋字第 726 號解釋針對勞基法第 84 條之 1 的核備程序所言：｢勞

雇雙方就其另行約定依系爭規定報請核備，雖屬行政上之程序，然因工時之延長

影響勞工之健康及福祉甚鉅，且因相同性質之工作，在不同地區，仍可能存在實

質重大之差異，而有由當地主管機關審慎逐案核實之必要。又勞方在談判中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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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於弱勢之地位，可能受到不當影響之情形，亦可藉此防杜。系爭規定要求就勞

雇雙方之另行約定報請核備，其管制既係直接規制勞動關係內涵，且其管制之內

容又非僅單純要求提供勞雇雙方約定之內容備查，自應認其規定有直接干預勞動

關係之民事效力。否則，如認為其核備僅發生公法上不利於雇主之效果，系爭規

定之前揭目的將無法落實；且將與民法第七十一條平衡國家管制與私法自治之原

則不符。故系爭規定中『並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之要件，應為民法第七十一

條所稱之強制規定｣，適用勞基法第 84 條之 1 形同於破壞勞基法所建立的最低勞

動條件基準，因此儘管是基於部分行業的特殊性而設置的例外，但在適用上應力

求謹慎，必定是屬於中央行政主管機關審酌業界之現實而公告之行業類別，再經

過地方主管機關檢視具體個案確實符合前述「業務本質上有突破勞基法工作時數

上限之必要」、「勞力低度替代性」、「工資待遇」和「自由裁量權限」之基準

並核發許可者始可適用之。在核發許可後，行政主管機關尚須定期為勞動檢查，

凡有違規而未於限期內改善或已不再符合前述之基準者，即應廢止其許可，令勞

工回歸勞基法一般工時規定的適用；且勞基法應明文賦予勞工在行政主管機關不

同意廢止責任制許可的情形，勞工得向法院起訴請求廢止責任制許可的救濟管

道。 

 

二、適用勞基法第 84 條之 1 的法律效果 

  符合以上要件者可鬆綁勞基法的工作時數上限等規定，並依各業務之性質類

型化期應適用之例外規範。惟需特別強調的是，雖然因業務的特殊需求而鬆綁了

勞基法的工作時數上限等規定，但這不代表勞工的身心健康及私人時間利益(包含

家庭生活與自我進修等)即可置之不管，考量到加班費的補償勞工額外勞動與抑制

雇主令勞工過長勞動之功能，加班費規定仍有保留的必要；不過加班費給付義務

並不妨礙勞雇雙方約定以年薪制、按件計酬或其他成果主義方式給薪，於此種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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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只須參考日本勞基法施行細則第 19 條215所定之方式計算加班費即可。 

 

類型一：一次性工作 

典型代表---客機飛行員、開刀醫師、隨訪記者 

變化範圍：單日的總工作時數上限、例假日的調整 

說明：客機飛行員及執行開刀之醫師216等的工作有時會出現一旦開始執行便無法

中途停止，否則將產生巨大損害之情形，因此此類勞工可不受單日工作時數上限

之限制，但此種特殊性待該次業務終了後即不存在，故單週及單月的工作時數上

限仍應維持現行規定，雇主在令勞工開始執行業務前應注意勞工的工作時數是否

已逼近單週或單月的工作時數上限，並為適當之調整。又如隨訪記者，其工作具

有連續性，特別是於出國採訪之情形，受限於採訪證之數量等限制，可能會發生

無法交接工作的情形，故可將勞基法第 36 條之規定調整為四週內須有四天例假

                                                                 

215日本勞基法施行細則第 19 條：計算本法第 37 條之加成工資時，應以下列所列之方式認定平均

工資之數額。 

(1)以小時計算之工資，即該工資之數額。 

(2)以日計算之工資，為該工資除以單日約定工作時數的數額。每日的約定工作時數不一致者，以

一週內的平均單日約定工作時數計算之。 

(3)以週計算之工資，為該工資除以單週約定工作時數的數額。每週的約定工作時數不一致者，以

四週內的平均單週約定工作時數計算之。 

(4)以月計算之工資，為該工資除以單月約定工作時數的數額。每月的約定工作時數不一致者，以

一年內的平均單月約定工作時數計算之。 

(5)以月、週以外之期間計算工資者，準用前述之標準計算之。 

(6)以按件計酬或其他承攬制度計算工資者，為在工資計算期間內，以按件記酬或其他承攬制度計

算得出之工資總額除以總工作時數的數額。 

(7)工資之計算混有上述兩種以上標準者，就各部分分別計算之。 

(8)假日津貼等不屬於前述標準所規定之工資者，以月計算之。 

216 惟目前醫師尚不適用勞基法，故暫無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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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類型二：監督管理者 

典型代表---企業核心管理決策人員 

變化範圍：單日、單月的總工作時數上限 

說明：監督管理者因肩負重大之權責，其業務難以交由他人代為處理，實質上已

「部分的」脫離勞工的範疇而立於雇主或經營階層同一之地位，故工作時間必須

視實際的業務進行狀況而定，不受現行勞基法有關單日及單月的工作時數上限(包

含加班時數在內)的限制。惟在「尊嚴勞動」的原則之下，不論是性質再怎麼特殊

的勞工，確保其身心健康是最基本也是絕對不能退讓的底線；換言之，監督管理

者在適用工作時數上限例外規定後，雖然其工作時間交由勞工視業務的執行狀況

自行裁量之，但應以避免勞工過勞為大前提。因此，監督管理者即便適用勞基法

第 84 條之 1，仍應參考過勞的判斷基準設定一個工時上限。 

 

  又雖然考量到監督管理者的特殊性質而訂定特別工作時數上限，但勞工額外

提供勞務的事實並未改變，故雇主的加班費給付義務依舊存在。為確保加班費補

償勞工的功能可有效發揮，並督促雇主應妥善調整監督管理者的業務量，監督管

理者適用工作時數上限例外規定的法律效果只是調升總工作時數的上限(即加班時

數的上限)，正常工作時數的上限則並未改變，凡監督管理者超出正常工作時數上

限為勞動者，雇主皆應給付加班費。 

 

類型三：監視間歇性工作 

典型代表---保全 

變化範圍：單日、單週的正常工作時數上限與單日、單月的總工作時數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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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勞基法讓監視間歇性工作者可突破一般工作時數上限的原意是考量此類工

作的負擔較輕微，對於勞工的健康影響較小，故其單日、單週及單月的正常工作

時數上限與總工作時數上限可較一般勞工為高。然而現實卻是雇主經常設定過高

的工作時數，導致保全人員等的過勞職災事件頻傳，因此關於監視間歇性工作者

的工作時數上限必須參考醫學方面的研究，目前勞動部於 2015 年檢討的結果是一

般保全人員的單月正常工作時數上限為 240 小時，單月總工作時數上限則為 288

小時，原則上於其他監視間歇性工作者亦可準用此標準，且應隨時根據最新之調

查研究來檢討更新之。 

 

不適用之類型：高度知識、技術或創造性工作 

典型代表---專業性勞工、藝術創作者 

應對方案：引進彈力工時制度與創設事業場所外推定工作時間制度 

說明：此等工作極度仰賴勞工個人的專業才識，例如創意、分析及知識等，故上

司或雇主實際難以對此類勞工為具體的指揮監督，關於其業務之執行應交由勞工

自行裁量，且此類勞工的工作場所未必須限定在事業場所內，於事業場所外提供

勞務者實際上亦非少數。因此，高度知識、技術或創造性工作勞工需要的是自由

裁量權限，其與監督管理者不同並無長時間勞動的必要性，應適用彈力工時制度

加上事業場所外之推定工時制度最為合適，正常工作時數上限及總工作時數上限

則無鬆綁之必要。詳言之，利用彈力工時制度，在約定總工時一定的前提下原則

上交由勞工自行依業務狀況裁量分配實際的工作時間，雇主若有開會或成果檢視

等需要亦可設定核心工作時段以因應之。若有在事業場所外工作之情事者，基於

現代科技的發達，採用推定工作時間制度即可解決工作時數計算的問題，對於勞

工的保障亦應已足夠。 

 



258 

 

三、適用勞基法第 84 條之 1 的配套措施 

(一)違法加班之特別加班費倍率 

  為防止現實中有許多雇主明知不能適用勞基法第 84 條之 1 卻仍令勞工違法超

時工作，或是尚未取得當地行政主管機關的核可便偷跑而嚴重損及勞工之權益，

故應該引進針對違法加班的特別加班費倍率，於此可考慮將特別加班費倍率設定

為一般加班費倍率的兩至三倍；或著是參酌日本勞基法第 114 條的付加金制度，

規定法院可基於勞工之請求，視個案的違法程度命令雇主給付一至三倍的懲罰性

加班費。 

 

(二)核可的效力 

  為避免雇主濫用勞基法第 84 條之 1 令勞工陷於任由雇主宰割的危險之中，應

立法明文規定勞工自當地行政主管機關准予核可的時點起始負有突破勞基法工作

時數上限提供勞務的義務， 雇主不得以勞工在核可之前未提供勞務為由而有任何

不利益待遇。 

 

四、明定輪班制勞工亦適用曆日例假與休息日 

  由於輪班制工作相較於正常日班工作，會帶給勞工較大之負擔，對於勞工的

身心健康與家庭社會生活皆有不良影響，因此輪班制勞工應獲得較充足之保障。 

故縱使是輪班制的勞動型態，例假與休息日的定義亦不應使輪班制勞工的勞動條

件劣於其他勞工，蓋保障勞工經營其家庭社會生活之權利的必要性於輪班制的勞

動型態中依然存在，法律應明定輪班制勞工亦適用曆日例假與休息日。雇主如欲

採用輪班制，應先做好必要之因應措施始得為之。 

 

五、工時上限的最終防衛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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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雖認同工作時間法制為因應社會變化與市場需求而有彈性化的必要，但

無論如何皆不應損及勞工之身心健康。因此，為避免有害勞工身心健康的極端情

形發生，有必要參考過勞的判斷標準，設立一個絕對不可侵犯的工時上限。具體

言之，不論是適用何種工作時間制度(包含勞基法第 84 條之 1)，亦不論適用多少

例外，勞工在任意的連續三十日內(例如可橫跨兩個以上的變形工時期間)，其工

時皆不應超過 276 小時。蓋於現行法制下，連續三十日的正常工時之標準值最高

為 176 小時，加上過勞認定指引中的第一危險等級之單月加班時數 100 小時，合

計 276 小時為極限數值，勞工已陷於過勞的高度風險之中，不應承認高於此數值

的工作時數。惟發生勞基法第 40 條之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情況緊急將損及

勞工自身或他人之生命健康而確實不得不令勞工繼續工作者，可突破任意之連續

三十日內的 276 小時上限，此乃唯一的例外。就此而言，現行的「保全業之保全

人員工作時間審核參考指引」規定單月總工時上限為 288 小時，應予修正。由於

違反此最終防衛線將嚴重威脅勞工的生命健康，此乃勞基法絕對不可退讓的底

線，故應考慮以有期徒刑以上的刑事罰作為罰則，藉此確保其實效性。 

 

  近年來有許多雇主極端「活用」勞基法所給予的彈性而不當延長勞工工時的

狀況發生，甚至為追求經營上的利益而刻意違法，壓榨勞工也在所不惜的案例亦

不少見。本文希冀透過以上之措施，在避免勞工過勞的大前提下，雖令雇主在工

時的運用上擁有彈性以因應經營需求，同時亦防堵極端情形發生，保障勞工所應

有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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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受公告適用勞基法第 84 條之 1 的工作列表 

關於我國主管機關歷年來所公告之適用勞基法第 84 條之 1 的特殊工作，本文整理

列表如下217： 

順序 工作者名稱 核定文號 廢止文號 類型 

(1) 
事業單位之首長、主管以

及獲有配車人員之駕駛。 

86.7.11 勞動二字第 

029625 號公告 
 

涉及機密、

信任性之工

作。 

(2) 

銀行業僱用之經理職以上

人員符合勞動基準法施行

細則第五十條之一第一款

規定者。 

87.1.22 勞動二字第 

003290 號公告 

103.12.18 勞動條 3 

字第 1030132588 

號公告 

(自 104 年 1 月 1 

日起廢止適用) 

監督管理

者。 

(3) 

資訊服務業僱用之負責事

業經營管理工作符合勞動

基準法施行細則第五十條

之一第一款規定之主管人

員，以及系統研發工程師

與維護工程師符合同條第

二款規定者。 

87.3.4 勞動二字第 

004365 號公告 
 

(1)主管人

員：監督管

理者。 

(2)系統研發

工程師與維

護工程師：

專業性工

作。 

(4) 

法律服務業僱用之負責事

業經營管理工作符合勞動

基準法施行細則第五十條

之一第一款規定之主管人

員，以及法務人員符合同

條第二款規定者。 

87.3.4 勞動二字第 

008724 號公告 
 

(1)主管人

員：監督管

理者。 

(2)法務人

員：專業性

工作。 

(5) 
個人服務業之家庭幫傭及

監護工為勞動基準法第八

87.3.31 勞動二字第 

012975 號公告 

87.12.31 勞動一字

第 059604 號公告 
性質不明。 

                                                                 

217
 參考自勞動部，勞動基準法第 84 條之 1 工作者，網址：

http://www.mol.gov.tw/topic/3067/14530/19536/，最終閱覽日期：2017 年 10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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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條之一之工作者。 (個人服務業中家

事服務業之工作者 

自 88 年 1 月 1 日 

起廢止適用) 

(6) 

廣告業僱用之經理級以上

人員符合勞動基準法施行

細則第五十條之一第一款

規定者，以及創作人員符

合同條第二款規定者。 

87.4.4 勞動二字第 

013661 號公告 

 

103.12.18 勞動條 3 

字第 1030132588 

號公告 

(廣告業僱用之創

作人員符合勞動基

準法施行細則第五

十條之一第二款規

定者自 104 年 1 月 

1 日起廢止適用) 

(1)經理級以

上人員：監

督管理者。 

(2)創作人

員：專業性

工作。 

(7) 

會計服務業僱用之會計助

理人員具會計師法規定之

資格，且符合勞動基準法

施行細則第五十條之一第

二款規定者。 

 

87.4.8 勞動二字第 

013928 號公告「會

計服務業僱用之會

計助理人員具會計

師法第十二條規定

之資格，且符合勞

動基準法施行細則

第五十條之一第二

款規定者」 

(98.1.8 勞動二字第

0970131007 號公告

修正工作者名稱) 

 
專業性工

作。 

(8) 
航空公司空勤組員(前艙與

後艙工作人員) 。 

87.7.3 勞動二字第 

028608 號公告 
 

無法中斷之

工作性質。 

(9) 

保全業之保全人員、電腦

管制中心監控人員、經理

級以上人員符合勞動基準

法施行細則第五十條之一

87.7.27 勞動二字第 

032743 號公告 
 

監視間歇性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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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規定者。 

(10) 

保險業之外勤人身保險業

務員依保險業務員管理規

則領有登錄證者。 

87.8.6 勞動二字第 

034590 號公告 
 

專業性工

作？ 

事業場所外

工作？ 

(11) 

房屋仲介業之不動產經紀

人員（含業務主管人

員）。 

87.8.6 勞動二字第 

034593 號公告 
 

專業性工

作。 

(12) 

醫療保健服務業（含國軍

醫院及其民眾診療處）之

部分場所及人員。 

87.9.15 勞動二字第 

040777 號公告 

101.3.30 勞動二字

第 1010130829 號

公告 

(廢止適用日期依

勞工所屬單位與工

作性質而異) 

公益國防工

作。 

(13) 

托兒所保育員以及社會福

利服務機構之輔導員（含

保育員、助理保育員）、

監護工。 

87.10.7 勞動二字第 

044756 號公告 

101.3.21 勞動 2 字

第 1010130711 號

公告 

(托兒所保育員自 

102 年 1 月 1 日起

廢止適用) 

公益國防工

作？ 

專業性工

作？ 

(14) 

中央銀行首長隨扈。立法

院院長、副院長辦公室之

技工、工友。外交部協助

接待外賓之技工、工友。

考選部闈內工作之技工、

工友。法務部相驗車駕

駛。 

87.11.7 勞動二字第 

050333 號公告 

 

 

 

涉及機密、

信任性之工

作。 

(15) 

廣告業客務企劃人員。建

築師事務所之個案經理人

員、建築規劃設計人員、

工地監造人員。 

88.2.9 勞動二字第 

006043 號公告 

103.12.18 勞動條 3 

字第 1030132588 

號公告 

(廣告業客務企劃

人員自 104 年 1 月 

1 日起廢止適

(1)專業性工

作。 

(2)工地監造

人員：監督

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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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 

103.12.18 勞動條 3 

字第 1030132588 

號公告 

(建築師事務所之

個案經理人員及建

築規劃設計人員 

自 104 年 1 月 1 日

起廢止適用) 

(16) 

信用合作社業僱用之經理

職以上人員符合勞動基準

法施行細則第五十條之一

第一款規定者。台北市政

府新聞處隨同市長行程之

專業攝影技工及採訪車駕

駛。台北市政府工務局養

護工程處抽水站操作人

員。國防部非軍職之保 

防員。 

88.3.1 勞動二字第 

008832 號函 

 

 

(1)經理級以

上人員：監

督管理者。 

(2)隨同市長

行程之專業

攝影技工及

採訪車駕

駛：涉及機

密、信任性

之工作。 

(3)國防部非

軍職之保 

防員：公益

國防工作。 

(4)抽水站操

作人員：公

益國防工

作？監視間

歇性工作？ 

(17) 

電影片映演業之主管人員

符合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

第五十條之一第一款規定

者。證券商之外勤高級業

務員、業務員依「證券商

88.5.19 勞動二字第 

022653 號公告 

103.12.18 勞動條 3 

字第 1030132588 

號公告 

(自 104 年 1 月 1 

日起廢止適用) 

(1)主管人

員：監督管

理者。 

(2)外勤高級

業務員、業



271 

 

負責人及業務人員管理規

則」領有證照者。海軍所

屬各造船廠指泊工。管理

顧問業之管理顧問符合勞

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五十

條之一第二款規定者。 

務員：專業

性工作。 

(3)海軍所屬

各造船廠指

泊工：公益

國防工作。 

(4)管理顧

問：專業性

工作。 

(18) 

電視業之發射站、中繼站

及轉播站等外站台之工作

人員。公營事業單位於立

法院列冊之國會聯絡工作

人員。一般旅館業鋪床

工。 

88.10.13 勞動二字

第 0045448 號公告 

101.6.28 勞動二字

第 1010131678 號

公告 

(一般旅館業鋪床

工自 102 年 2 月 1 

日廢止適用) 

(1)外站台之

工作人員：

公益國防工

作。 

(2)國會聯絡

工作人員：

涉及機密、

信任性之工

作？公益國

防工作？ 

(3)一般旅館

業鋪床工：

性質不明。 

(19) 

室內設計裝修業之個案經

理人、專業規劃設計人

員、工地監造人員。 

89.1.5 勞動二字第 

0000379 號公告 

103.12.18 勞動條 3 

字第 1030132588 

號公告 

(室內設計裝修業

之個案經理人及專

業規劃設計人員自 

104 年 1 月 1 日起

廢止適用) 

(1)專業性工

作。 

(2)工地監造

人員：監督

管理者。 

(20) 總統辦公室工友。 
89.12.2 勞動二字第 

0053217 號公告 
 

涉及機密、

信任性之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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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立法院秘書長辦公室工

友。 

90.2.22 勞動二字第 

0007432 號公告 
 

涉及機密、

信任性之工

作。 

(22) 
營造業專業規劃設計人

員、工地監造人員。 

90.5.15 勞動二字第 

0022157 號函 

103.12.18 勞動條 3 

字第 1030132588 

號公告 

(營造業專業規劃

設計人員自 104 年 

1 月 1 日起廢止適

用) 

(1)專業規劃

設計人員：

專業性工

作。 

(2)工地監造

人員：監督

管理者。 

(23) 

建築及工程技術服務業之

計畫主辦人員、工程規劃

設計人員、監造人員。 

90.8.16 勞動二字第

0039746 號函 

103.12.18 勞動條 3 

字第 1030132588 

號公告 

(建築及工程技術

服務業之計畫主辦

人員及工程規劃設

計人員自 104 年 1 

月 1 日起廢止適

用) 

(1)專業性工

作。 

(2)工地監造

人員：監督

管理者。 

(24) 
各縣、市抽水站操作人

員。 

91.4.26 勞動二字第 

0910020733 號函 
 

公益國防工

作？ 

監視間歇性

工作？ 

(25) 
總統府秘書長辦公室工

友。 

92.5.22 勞動二字第 

0920029984 號公告 
 

涉及機密、

信任性之工

作。 

(26) 
立法院立法委員公務座車

駕駛。 

92.11.26.勞動二字

第 

0920065942 號公告 

 

涉及機密、

信任性之工

作。 

(27) 

交通部所屬各港務局港勤

工作船舶之拖船、起重船

船員。 

93.2.12.勞動二字第 

0930006739 號令 

103.12.18 勞動條 3 

字第 1030132588 

號公告 

(交通部所屬各港

公益國防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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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局港勤工作船舶

之起重船船員自 

104 年 1 月 1 日起

廢止適用) 

(28) 

廣播業之發射台、轉播台

等擔任輪值班務之工務人

員。 

94.1.6.勞動二字第 

0940000613 號公告 
 

公益國防工

作。 

(29) 

於經濟部商業司公司登記

歸屬於生物技術服務業

（營業項目代碼為 IG）之

事業單位所屬實驗室及研

究室之研發人員。 

94.2.16.勞動二字第 

0940007171 號公告 
 

專業性工

作。 

(30) 

凡領有經中央主管機關核

發之「美容乙級」、「男

子理髮乙級」及「女子美

髮乙級」等職類之技術士

證照之工作者。 

94.2.23.勞動二字第 

0940008494 號公告 

103.12.18 勞動條 3 

字第 1030132588 

號公告 

(自 104 年 1 月 1 

日起廢止適用) 

專業性工

作。 

(31) 
總統府副總統辦公室工

友。 

98.1.9.勞動二字第

0980130011 號令 
 

涉及機密、

信任性之工

作。 

(32) 
事業單位自行僱用之警衛

人員。 

98.6.26.勞動二字第 

0980130491 號公告 
 

監視間歇性

工作。 

(33) 

學術研究及服務業之研究

人員中符合勞動基準法施

行細則第五十條之一第二

款或第四款規定者。 

98.8.20 勞動二字第

0980130632 號公告 
 

專業性工

作。 

(34) 
依畜牧法規定執行家畜禽

屠宰衛生檢查之人員。 

99.2.24 勞動 2 字第 

0990130255 號公告 
 

公益國防工

作？ 

(35) 
會計服務業僱用之會計

師。 

99.2.25 勞動 2 字第 

0990130217 號公告 
 

專業性工

作。 

(36) 

電影片製作業之燈光師、

燈光助理、攝影師、攝影

助理、電工人員與專責拍

99.5.7 勞動 2 字第

0990130743 號公告 
 

專業性工

作。 



274 

 

攝現場升降機操作及軌道

架設之工作者。 

(37) 

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

建推動委員會公務車駕駛

人員。 

100.4.1 勞動 2 字第 

1000130591 號公告 

103.12.18 勞動條 3 

字第 1030132588 

號公告 

(自 104 年 1 月 1 

日起廢止適用) 

涉及機密、

信任性之工

作。 

(38)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

金會駐外技術團從事農林

漁牧業之工作者。 

101.6.29 勞動 2 字

第 

1010131703 號公告 

 

農林漁牧等

自然性產

業。 

(39) 法律服務業僱用之律師 

103.3.25 勞動條 3 

字第 1030130641 

號公告 

 
專業性工

作。 

(40) 
依教育法規辦理考試之闈

內人員 

106.5.3 勞動條 3 字

第 1060130954 號

公告 

 

涉及機密、

信任性之工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