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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1121 號 委員 提案第 20238 號   
 
案由：本院委員蔣萬安等 18 人，鑑於勞工延長工時，除得依照勞動

基準法第二十四條向雇主請求延長工時工資外，勞資雙方若

合意以補休替代延長工時工資之給付者，固為法所不禁，惟

補休時數如何計算等事宜，現行實務均委由勞雇雙方協商定

之。現行實務運作上，常發生問題例如：勞工之補休時數未

能如同延長工時工資享有加成計算、雇主強迫勞工僅能選擇

事後補休、勞工補休時數未於一定期間休畢時，視為放棄且

無法向雇主領取延長工時工資等情事，造成勞工延長工時已

付出相當之勞力，無法領取加班費，亦無法獲得補休休息，

勞工受有雙重剝削之困境。民國 105 年 12 月 6 日勞動基準法

部分條文修正通過後，新增休息日出勤應依第二十四條第二

項規定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一或一又三分之二延長工時工資

之規定，惟仍未針對補休有所規範。此外，勞動基準法第三

十八條規定勞工之特別休假，若因年度終結前而未能休畢者

，倘勞工願意遞延至次年度再行使特別休假權利者，對勞工

並無不利，且符合特別休假係讓勞工充分休養生息之立法目

的，不應限制勞工僅能受領應休未休特別休假工資卻無法選

擇遞延補休。爰提案增訂勞動基準法「第三十二條之一」及

修訂「第三十八條」條文規定，勞工於延長工時後，得自由

選擇領取延長工時工資或事後補休，及補休時數之計算標準

等規定；勞工因年度終結未能休畢之特別休假，得經勞工同

意遞延至次年度行使。遞延後之特別休假倘未能於年度終結

前休畢者，雇主仍應發給工資，以保障勞工權益。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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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按勞動基準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雇主延長工時在二小時以內者，按

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

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然勞資雙方若合意以補休替代延長工時工資之給付，固為法所不

禁，惟關於補休時數計算標準等事宜，係委由勞雇雙方協商定之。現行實務運作上，常見

問題例如：勞工之補休時數未能如同延長工時工資享有加成計算、雇主強迫勞工僅能選擇

事後補休或勞工補休時數未能於一定期間休畢時，視為放棄亦無法向雇主領取延長工時工

資等情事，造成勞工延長工時已付出相當之勞力，卻無法領取加班費，亦無法獲得補休休

息，受有雙重剝削之困境。民國 105 年 12 月 6 日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通過後，新增休

息日出勤應依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一或一又三分之二延長工時工資

之規定，惟仍未針對補休有所規範，容易造成雇主濫用補休制度，規避延長工時工資之給

付義務。 

二、再查勞工延長工時後，究係選擇領取延長工時工資或事後補休，核屬勞工之權利，應由勞

工本於其意願自由選擇，雇主不得有任何限制。另基於衡平之法理，補休時數之計算標準

應依照勞動基準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辦理，洵屬公允。勞工行使補休權益時

，何時補休則應由勞雇雙方另行協商排定之，未能協商議定者依第三十八條第二項規定之

法理，應回歸由勞方排定，自不待言。 

三、有鑑於實務運作上常發生勞工補休未能於時限內休完，視同放棄亦無法領取延長工時工資

之情事，對勞工權益保障未能周延。爰規範年度終結前或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之補休時

數未能全數休畢者，雇主即應回復到依加班時之延長工時工資計算標準，發給勞工延長工

時工資，保障勞工權益。 

四、勞動基準法第三十八條規定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未能休畢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

資。惟若經勞工同意者，得遞延至次年度行使特別休假，此舉對勞工並無不利，且符合特

別休假係讓勞工充分休養生息之立法目的，尤其年資較淺勞工之特別休假日數較少，其更

有遞延特別休假日數到次一年度以利「積假」累積較多特休日數作更彈性利用（例如安排

較長天數的國外旅遊等）之需求，不應限制勞工僅能受領應休未休特別休假工資卻無法選

擇遞延補休。遞延後之特別休假未能於年度終結前休畢者，雇主仍應發給工資，以保障勞

工權益。 

五、另勞動基準法第三十九條中段所規範之勞工於休假日（含國定假日、特別休假日）出勤，

雇主應加倍發給工資者，實務上亦多有勞工事後選擇換補休之情形，爰規定在勞工選擇補

休情形時亦準用新增訂第三十二條之一之規定，俾利保護勞工補休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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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蔣萬安   

連署人：許淑華  顏寬恒  鄭天財  呂玉玲  徐志榮  

李彥秀  柯志恩  曾銘宗  簡東明  蔣乃辛  

孔文吉  盧秀燕  王惠美  吳志揚  林為洲  

賴士葆  陳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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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法第三十二條之一及第三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十二條之一 雇主依第三

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

三十六條第三項規定使勞工

延長工作時間者，勞工得選

擇領取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

或事後補休。 
勞工如選擇事後補休，

雇主應依第二十四條第一項

第一款、第二款及第二十四

條第二項規定之標準計算補

休時數。補休之日期應由勞

雇雙方協商排定之，未能協

商議定者，由勞工排定之。 
前項之補休，勞工未能

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時休

畢者，雇主應依第二十四條

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或第

二項之規定，發給勞工延長

工作時間之工資。 
本條規定於第三十九條

所定雇主應加倍發給休假日

工資之情形準用之。 

 一、本條新增。 
二、有鑑於補休制度法未明文

禁止而為實務常見型態。然

因勞動基準法無相關規定，

委由勞雇雙方協商之結果，

迭生爭議。為確保勞工權益

，爰明文規範補休制度杜絕

爭議。 
三、延長工作時間後是否補休

，核屬勞工之權利，爰於第

一項明訂延長工時後，是否

領取延長工時工資或補休，

勞工得自由選擇，雇主不得

為任何限制。又補休應限於

「事後」，以避免雇主要求

勞工先補休，事後再延長工

時，即「變相工時帳戶制」

，造成勞工權益受損。 
四、基於衡平之考量，補休時

數計算之標準應依延長工時

工資依照勞動基準法第二十

四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

或第二項規定辦理。 
五、補休之行使應由勞雇雙方

協商排定之，自不待言。另

實務上常發生補休未能休完

，無論原因為何，勞工均無

法領取延長工時工資之不合

理現象。為避免勞工付出勞

務卻無法領取延長工時工資

亦無法補休之不合理情形，

爰規範勞工於年度終結或契

約終止時未能休畢者，雇主

應回復到依勞動基準法第二

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

款或第二項之規定，發給勞

工延長工作時間工資，以保

障勞工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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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另第三十九條中段所規範

之勞工於休假日（含國定假

日、特別休假日）出勤，雇

主應加倍發給工資者，實務

上亦多有勞工事後選擇換補

休之情形，爰規定在勞工選

擇補休時亦準用本條規定，

俾利保護勞工補休權益。 

第三十八條 勞工在同一雇主

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

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

予特別休假： 
一、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

，三日。 
二、一年以上二年未滿者，

七日。 
三、二年以上三年未滿者，

十日。 
四、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

每年十四日。 
五、五年以上十年未滿者，

每年十五日。 
六、十年以上者，每一年加

給一日，加至三十日為止

。 
前項之特別休假期日，

由勞工排定之。但雇主基於

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或勞

工因個人因素，得與他方協

商調整。 
雇主應於勞工符合第一

項所定之特別休假條件時，

告知勞工依前二項規定排定

特別休假。 
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

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

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

工於年度終結時未能休畢之

特別休假日數，得經勞工同

意遞延至次年行使。遞延後

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前仍

未休畢之日數，雇主應發給

第三十八條 勞工在同一雇主

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

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

予特別休假： 
一、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

，三日。 
二、一年以上二年未滿者，

七日。 
三、二年以上三年未滿者，

十日。 
四、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

每年十四日。 
五、五年以上十年未滿者，

每年十五日。 
六、十年以上者，每一年加

給一日，加至三十日為止

。 
前項之特別休假期日，

由勞工排定之。但雇主基於

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或勞

工因個人因素，得與他方協

商調整。 
雇主應於勞工符合第一

項所定之特別休假條件時，

告知勞工依前二項規定排定

特別休假。 
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

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

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 
雇主應將勞工每年特別

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

發給之工資數額，記載於第

二十三條所定之勞工工資清

冊，並每年定期將其內容以

勞工之特別休假，若年度終結

前而未能休畢者，若勞工取得

雇主同意，得遞延至次年度行

使特別休假權利，對勞工並無

不利，且符合特別休假係讓勞

工充分休養生息之立法目的，

不應強制雇主僅能發給勞工工

資。遞延後之特別休假未能於

年度終結前休畢者，雇主仍應

發給工資，以保障勞工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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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資。 
雇主應將勞工每年特別

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

發給之工資數額，記載於第

二十三條所定之勞工工資清

冊，並每年定期將其內容以

書面通知勞工。 
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

，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

，應負舉證責任。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

二月六日修正之本條規定，

自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施行

。 

書面通知勞工。 
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

，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

，應負舉證責任。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

二月六日修正之本條規定，

自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施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