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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法 

民國七十三年七月三十日總統令制定公布全文八六條條文 

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總統令增訂公布第三○條之一、八四條之一及八四條

之二；並修正第三條條文 

民國八十七年五月十三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三○條之一條文 

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二十八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三○條條文 

民國八十九年七月十九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四及七二條條文 

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二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三、二一、三○條之一及五六條條文 

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三○、三○條之一、三二、四九、

七七、七九及八六條條文；本法自公布日施行，但民國八十九年六月二十八日修正

公布之第三○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自民國九十年一月一日施行 

民國九十七年五月十四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五四條條文 

民國九十八年四月二十二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五三條條文 

民國一百年六月二十九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七五～八○條；並增訂第七九條之一條

文 

民國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四五、四七、七七及七九條之一條文 

民國一○四年二月四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一七、二八、五五、五六、七八、七九及

八六條；並增訂第八○條之一條文；除第二八條第一項自公布後八個月施行外，自

公布日施行 

民國一○四年六月三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四、三○、七九及八六條條文；並自一○

五年一月一日施行 

民國一○四年七月一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五八條條文 

民國一○四年十二月十六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四四及四六條；並增訂第九條之一、

一○條之一及一五條之一條文 

民國一○五年十一月十六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一四條條文 

民國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二三、二四、三○條之一、三四、

三六～三九、七四及七九條條文；並自公布日施行；但第三四條第二項規定，施行

日期由行政院定之；第三七條第一項規定及第三八條條文，自一○六年一月一日施

行 

民國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六一條條文 

民國一○七年一月三十一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二四、三二、三四、三六～三八及八

六條；增訂第三二條之一條文；並自同年三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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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五四、五五及五九條條文 

民國一○八年五月十五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二及九條；並增訂第二二條之一條文 

民國一○八年六月十九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六三及七八條；並增訂第一七條之一及

六三條之一條文 

民國一○九年六月十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八○條之一條條文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立法目的及法律之適用) 
Ⅰ為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

進社會與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

律之規定。 
Ⅱ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 
【立法說明】 
揭櫫立法宗旨。並參照其他相關法例闡明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

律之規定，以茲周全。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 勞工：指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 
二 雇主：指僱用勞工之事業主、事業經營之負責人或代表

事業主處理有關勞工事務之人。 
三 工資：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

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

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 
四 平均工資：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六個月內所得工資

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工作未滿六個月

者，指工作期間所得工資總額除以工作期間之總日數所

得之金額。工資按工作日數、時數或論件計算者，其依

上述方式計算之平均工資，如少於該期內工資總額除以

實際工作日數所得金額百分之六十者，以百分之六十

計。 
五 事業單位：指適用本法各業僱用勞工從事工作之機構。 
六 勞動契約：指約定勞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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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派遣事業單位：指從事勞動派遣業務之事業單位。 
八 要派單位：指依據要派契約，實際指揮監督管理派遣勞

工從事工作者。 
九 派遣勞工：指受派遣事業單位僱用，並向要派單位提供
勞務者。 

十 要派契約：指要派單位與派遣事業單位就勞動派遣事項
所訂立之契約。 

【立法說明】 
一、本條序文及第一款至第五款酌作文字修正。 
二、關於勞動契約之認定，依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之實務作法，係

採人格、經濟及組織等從屬性特徵以為判斷，爰修正第六款文

字。 
三、為利於未來行政機關或司法機關得明確前開條文之適用範圍，

允宜於本條名詞定義中增訂派遣事業單位、要派單位、派遣勞

工及要派契約等定義，爰增列第七款至第十款規定。 

第三條 (適用行業之範圍) 
Ⅰ本法於左列各業適用之： 

一 農、林、漁、牧業。 
二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三 製造業。 
四 營造業。 
五 水電、煤氣業。 
六 運輸、倉儲及通信業。 
七 大眾傳播業。 
八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 

Ⅱ依前項第八款指定時，得就事業之部分工作場所或工作者指定

適用。 
Ⅲ本法適用於一切勞雇關係。但因經營型態、管理制度及工作特

性等因素適用本法確有窒礙難行者，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

告之行業或工作者，不適用之。 
Ⅳ前項因窒礙難行而不適用本法者，不得逾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七

款以外勞工總數五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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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說明】 
一、第一項、第二項及第四項未修正。 
二、因窒礙難行而不適用本法之行業及工作者，為便於行政院勞工

委員會繼續評估尚未適用之工作者及行業適用本法之可行性，

並明確規定其應考量之因素，爰參酌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四

條之一第一項規定，酌修第三項規定。 

第四條 (主管機關)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勞動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

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立法說明】 
因應政府組織改造，修正主管機關「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為「勞動

部」。 

第五條 (強制勞動之禁止) 
雇主不得以強暴、脅迫、拘禁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強制勞工從

事勞動。 
【立法說明】 
依我國與於民國四十八年一月二十三日（自由日）批准之國際勞工

組織「廢止強迫勞工公約」規定訂定。本規定旨在防止雇主以非法

手段強迫勞工工作。 

第六條 (抽取不法利益之禁止) 
任何人不得介入他人之勞動契約，抽取不法利益。 

【立法說明】 
禁止中間剝削為我國重要勞工政策，特於本法中明加規定。 

第七條 (勞工名卡登記事項) 
Ⅰ雇主應置備勞工名卡，登記勞工之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

本籍、教育程度、住址、身分證統一號碼、到職年月日、工

資、勞工保險投保日期、獎懲、傷病及其他必要事項。 
Ⅱ前項勞工名卡，應保管至勞工離職後五年。 
【立法說明】 
一、規定雇主應置勞工名卡，俾涉及勞工權益問題時，便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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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檢查或檢查機構之監督考查，同時亦為事業單位管

理上所必須。保管年限係配合民法第一百二十六條債權請

求權時效之規定。 
二、工人異動性大，報備徒增廠方負擔，但工資清冊為勞工據以請

求權利之重要籍冊，亦為主管機關處理勞資爭議或計算平均工

資之依據，工廠應備工人名冊登記關於工人有關事項留備存

查。又依民法債權請求時效之規定五年間不行使始行消滅。經

會商決議勞工名卡，應自其離職之日起保管五年。 

第八條 (雇主提供工作安全設施之義務) 
雇主對於僱用之勞工，應預防職業上災害，建立適當之工作環

境及福利設施。其有關安全衛生及福利事項，依有關法律之規

定。 
【立法說明】 
勞動條件中原包括勞工安全衛生及福利設施事項，現勞工安全衛生

及福利事項已單獨立法，訂有勞工安全衛生法及職工福利金條例公

佈施行，仍當於本法明示其相互關係。 

第二章 勞動契約 

第九條 (勞動契約類型) 
Ⅰ勞動契約，分為定期契約及不定期契約。臨時性、短期性、季

節性及特定性工作得為定期契約；有繼續性工作應為不定期契

約。派遣事業單位與派遣勞工訂定之勞動契約，應為不定期契

約。 
Ⅱ定期契約屆滿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視為不定期契約： 

一 勞工繼續工作而雇主不即表示反對意思者。 
二 雖經另訂新約，惟其前後勞動契約之工作期間超過九十

日，前後契約間斷期間未超過三十日者。 
Ⅲ前項規定於特定性或季節性之定期工作不適用之。 
【立法說明】 
一、對於派遣勞工所從事工作係屬繼續性或非繼續性，於該業適用

勞動基準法（人力供應業自八十七年四月一日起適用勞動基準

法）後，為使派遣業者確實遵守勞動基準法之相關規範，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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