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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工資地圖 

一、基本工資（勞基法第 21條） 

依勞動基準法第 21 條規定，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

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上開規定旨在保障勞工基本生活並維

持其購買能力；對於工資在基本工資數額邊緣的弱勢勞工，

尤其重要。自民國 110年 1月 1日起，每月基本工資調整為

24,000 元，每小時基本工資調整為 160 元。前者係指按月計

酬者，且依法定正常工作時數上限（現為每週 40 小時）履行

勞務之最低報酬；後者系為按時計酬者單位時間之最低報酬。 

（一）底薪（本薪）低於基本工資，是否違法？ 
 
案例 

假設民國 1××年每月基本工資調整為 25,200 元，勞工與雇

主約定為按月計酬全時勞工，認為自己的底薪（本薪）僅

22,000 元低於行為時之基本工資 25,200 元，認為雇主有違

法，故致電向主管機關詢問。經查後，每月薪資結構，除了

底薪（本薪）22,000 元外，仍尚有職務津貼 2,500 元、全勤

獎金 1,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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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基法攻略 

 
案例解析 

基本工資不等同於就是底薪（本薪），凡符合勞動基準

法所定「工資」定義之項目（如職務津貼、全勤獎金），均

可納入計算，不可僅以底薪（本薪）此一名目認定，故勞工

除了底薪（本薪）僅 22,000元外，尚有屬於工資性質的職務

津貼 2,500 元、全勤獎金 1,500 元，故所得工資為 26,000

元，未低於行為時之基本工資 25,200元。 

（二）按時計酬者之時薪，雇主採「月基本工資

÷240 小時」計，是否合法？ 
 
案例 

假設民國 1××年每月基本工資調整為 25,200 元，每小時基

本工資調整為 165 元。勞工與雇主約定為按時計酬部分工時

勞工，1××年 4 月正常工作時間為 88 小時，雇主以 9,240

元（＝25,200 元÷240 小時×88 小時）給付，是否違法？或

者應以 14,520元（＝165元/時×88小時），方為正解？    
案例解析 

雇主將行為時按月計酬之「平日每小時工資額 105 元

（＝25,200 元÷240 小時）」混淆為按時計酬之「每小時基

本工資額 165元」。 

因勞工與雇主既約定為按時計酬，則雇主不可逕以行為

時「按月計酬之平日每小時工資 105 元」計給，而應依行為

時「按時計酬之每小時基本工資 165 元」計給，給付 14,520



 

 

 

 

 

 

 

 

 

 

013 

一、基本工資（勞基法第 21條） 
貳、工資地圖 

元（＝165元/時×88小時），方為正解。 

（三）約定工時逾正常工時者，僅給基本工資，

是否合法？ 
 
案例 

假設民國 1××年每月基本工資調整為 25,200元。勞工 A與

雇主約定為按月計酬、每日工時 9 小時，每週工作 5 日；勞

工 B 與雇主約定為按月計酬、每日工時 8 小時，每週工作 6

日。雇主皆各以行為時每月基本工資 25,200元給付二人，試

問是否合法？    
案例解析 

基本工資指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內所得之報酬。不包括

延長工時之工資、休息日工作之工資及國定假日工作之工

資。是以，本案勞工 A每日工時 9小時（已逾法定正常工時

8 小時，超過部分係屬延長工作時間），勞工 B 每週工作 6

日（已逾法定正常工作日 5 日，超過部分係屬休息日工

作），故皆非在正常工作時間內，然雇主僅給付行為時每月

基本工資 25,200元，應涉違法。 

 

 

 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 11 條： 

本法第 21 條所稱基本工資，指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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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基法攻略 

內所得之報酬。不包括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與休息日、休

假日及例假工作加給之工資。 

 

（四）按月計酬但約定工時少於正常工時，雇主

未給足基本工資，是否違法？ 
 
案例 

假設民國 1××年每月基本工資調整為 25,200 元。勞工與雇

主約定為按月計酬部分工時勞工、每日工時 6 小時，每週工

作 5日，每月僅領 18,900元，試問是否違法？    
案例解析 

勞工工作時間每日少於 8 小時者，除工作規則、勞動契

約另有約定或另有法令規定者外，其基本工資得按工作時間

比例計算之。是以，本案勞工每日工時僅 6 小時（少於法定

正常工時 8 小時），每週正常工時為 30 小時（＝6 小時/日

×5 日），工作時間比例為 0.75（＝30 小時÷法定正常工時

40 小時），是以，除上開但書之規定外，其行為時基本工資

按工作時間比例計算為 18,900元（＝25,200元×0.75倍），

尚無違法。 



 

 

 

 

 

 

 

 

 

 

015 

一、基本工資（勞基法第 21條） 
貳、工資地圖 

 

 

 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 13 條： 

勞工工作時間每日少於 8 小時者，除工作規則、勞動

契約另有約定或另有法令規定者外，其基本工資得按工作

時間比例計算之。 

 

（五）約定每月工資僅基本工資者，如勞工上班

遲到，當月工資可否低於基本工資？ 
 
案例 

假設民國 1××年每月基本工資調整為 25,200 元。勞工與雇

主約定為按月計酬全時勞工，每月工資僅基本工資 25,200

元。若 1××年 4 月勞工上班之遲到時間累計為 1 小時，若

雇主少發 1 小時工資 105 元（＝25,200 元÷30 日÷8 小

時），致所得工資僅 25,095 元（＝25,200 元－105 元）低於

行為時每月基本工資，試問是否違法？    
案例解析 

所謂不得低於基本工資，指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內所得

之報酬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倘勞工因上班遲到而未提供勞

務，該遲到時間雇主不發給工資，尚不違法，勞工當月所得

自然會減少。是以，本案勞工該月上班之遲到時間累計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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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基法攻略 

小時，則其當月薪資不得低於 25,095 元（＝25,200 元－105

元），就不違法。 

 

 

 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82 年 6 月 30 日（82）台勞動 2

字第 34335 號函： 

要旨：勞工上班遲到時間，一個月內累計逾 30 分鐘部分

不給工資，是否違法 

內容：查勞工工資如係依工作時間之長短計給者，則雇主

對於勞工上班之遲到時間，一個月內累計逾 30 分

鐘之部分，因未提供勞務，故不發給工資，而依其

實際工作時間發給工資，尚不違反勞動基準法。 

 

（六）勞工請事假被扣全勤獎金，致當月所得低

於基本工資是否違法？ 
 
案例 

假設民國 1××年每月基本工資調整為 25,200 元。勞工與雇

主約定為按月計酬全時勞工，每月薪資結構為底薪＋全勤獎

金，勞工有請「事假」時，雇主可不給付全勤獎金。若 1×

×年 4 月勞工請「事假 1 日」，試問下列狀況，當月工資最

多可各被扣除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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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工資（勞基法第 21條） 
貳、工資地圖 

（1）勞工 A 約定每月工資為底薪 24,200 元＋全勤獎金

1,000元＝25,200元（行為時基本工資）時。 

（2）勞工 B 約定每月工資為底薪 25,200 元（行為時基本工

資）＋全勤獎金 1,000元＝26,200元時。 

（3）勞工 C 約定每月工資為底薪 24,200 元＋全勤獎金

2,000元＝26,200元時。    
案例解析 

所謂不得低於基本工資，指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內所得

之報酬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倘勞工因請假而雇主依法可當日

不給工資時（如事假），勞工當月所得自然會減少。 

次按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77年 7月 26日（77）台

勞動 2字第 14423號函意旨可知： 

（1）因勞工 A 之底薪 24,200 元＋全勤獎金 1,000 元才

「僅達標」行為時基本工資數額 25,200 元，故全勤

獎金之功用完全失效，無法全扣除。勞工請事假 1

日，雇主最多僅能按比例扣除 840 元（＝25,200 元

÷30日×1日事假）。 

（2）因勞工 B 之底薪 25,200 元就「已達標」行為時基本

工資數額 25,200 元，故全勤獎金之發放可按約定完

全不給付。勞工請事假 1 日，雇主最多可扣除全勤

獎金 1,000 元與 1 日底薪 840 元（＝25,200 元÷30

日×1日事假）。 

（3）因勞工 C 之底薪 24,200 元尚「未達」行為時基本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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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基法攻略 

資數額 25,200 元，需再加上從全勤獎金挪移來 1,000

元後，才達行為時基本工資數額 25,200 元，故全勤

獎金只剩 1,000元（＝2,000元－1,000元）可按約定

完全不給付。勞工請事假 1 日，雇主最多可扣除剩

餘的全勤獎金 1,000 元與 1 日底薪 840 元（＝25,200

元÷30日×1日事假）。 
 

 

1. 勞工請假規則第 7 條： 

勞工因有事故必須親自處理者，得請事假，一年內合

計不得超過 14日。事假期間不給工資。 

2. 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77 年 7 月 26 日（77）台勞動 2

字第 14423 號函： 

要旨：勞工請假被扣全勤獎金，致當月所得低於基本工資

疑義 

內容：依勞動基準法第 21 條規定勞工工資不得低於基本

工資，故勞工每月於正常工作時間內所得之工資，

不得低於每月基本工資扣除因請假而未發之每日基

本工資後之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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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工資（勞基法第 21條） 
貳、工資地圖 

（七）按日計酬者亦另有按月給付之全勤獎金、

績效獎金，如何檢視是否低於基本工資？ 
 
案例 

假設民國 1××年每小時基本工資調整為 165 元，勞工與雇

主約定為按日計酬者，每日工時 8 小時，薪資結構包括日薪

1,000 元/日、全勤獎金 1,500 元/月及績效獎金 2,000 元/月，

民國 1××年 1月份全勤（實際工作 21日），當月受領工資

為 24,500元（＝日薪 1,000元×21日＋全勤獎金 1,500元＋

績效獎金 2,000元），試問，如何檢視是否低於基本工資？    
案例解析 

因雙方約定為按日計酬者，核算勞工當月時薪為 145.9

元（＝24,500 元÷21 日÷8 小時），低於行為時每小時法定

基本工資 165 元，是雇主違反勞動基準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

定之事實，足以認定。 

 

（八）按時計酬者之每小時基本工資，「已」折

入例假與休息日的照給工資 
 
案例 

假設民國 1××年每小時基本工資調整為 165 元，勞工與雇

主約定為按時計酬者，時薪 200 元，每日工時 4 小時，每週

工作 5日。民國 1××年 4月份全勤（實際工作 22日），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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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基法攻略 

月受領工資為 17,600 元（＝200 元×4 小時×22 日＝17,600

元）。試問，未出勤的 8 日（一例一休），雇主是否應另外

加給工資？    
案例解析 
勞動部有鑑於部分雇主並非依法另行給付按時計酬者例

假日工資，時生爭議；又於民國 90 年 1 月 1 日法定工時由
一週 48 小時縮短為二週 84 小時後，同樣履行法定工時之工
作者，歷一個月（30 日）之最低工資報酬因按月或按時計酬
而有落差，故於 96 年 7 月 1 日調整基本工資「時薪」時，
除反映調升部分外，一併考量「折入例假日工資」與「反映

工時縮短 6小時之工資落差」二大因素，爰大幅由每小時 66
元調整為每小時 95 元，自此之後之每小時基本工資，均已
折入例假日工資及 105年 12月 23日起之休息日工資，是以
雇主自毋須再行加給。 
本案雙方約定時薪 200 元，高於行為時基本工資 165

元，故允認已給付勞動基準法第 39 條所定例假、休息日照
給之工資，雇主自毋須再行加給。 

 

 

1. 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101 年 11 月 6 日勞動 2 字第

1010132874 號令： 

要旨：依據勞動基準法第 24、39 條規定，按時計酬者勞
資雙方以不低於每小時基本工資之數額約定其工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