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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5段646號8樓

受文者:新北市藥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l06年9月29日

發文字號:新北衛醫字第l06l9l807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勞基新制施行後對駢療照餿影響暨因應公聰會勞勁部回應愈見l份

主旨 函轉勞動部回應立法委員邱泰源辦公室l06年8月22日召開!

勞基法新制施行後對醫療照護影響暨因應公聽會」與會者之

訴求’請參卓並遵守勞動基準法之規定,詳如說明段’請查

日召宮
βbb﹨

說明:

一﹑依據衛生福利部l06年9月26日衛部醫字第1060128752號匪I

轉勞動部106年9月19日勞動條l字第l060l3l869號函辦理。

二﹑檢附勞基新制施行後對醫療照護影響暨因應公聽會勞動部回

應意見l份。

三、副本抄送本市各醫事圍體公會’惠請轉知所屬會員參考。
正本

副本

•

P

:新北市藥師公含

局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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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函

纖﹩韉鱖:……
,樓

受丈者:衛生福利部

發丈日期:中荼民國l06手g月lg日

發丈字號;勞勁條l字第】060】3l869號
述別:普迥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釦丈﹙A2l000000I0000000Al7000000J】060l3】86900﹣ldocx）

主旨:有關貴委員辨公室l06年8月22日召闆「勞基法新制施行後對醫

療照護影響暨因應公聽會」與會者所提訴求,涉本部業務部分

’回應說明如附件,請查照。

說明:依公聽會會議紀錄辦理。

正本:立法委員卵泰源國會辨公宣-

﹠∣I本:術生禍利鄗、勞勁部職鯊安全衛生暑、勞勁邵勞勁關係司、勞勁邵秘簪處﹙國會聯絡

跚童）、勞勁郊勞勁條件及眺紫平箏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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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基新制施行後對醫療照護影響暨因應公聽會勞動部回應意見

項吹 發言內容 回應內容

休息日做l給4’l

5給8,有慫戒資:

的意味’而且員≦j

到依遲到時數鼾

薪’休息日出勤】

分鐘’雇主卻要給

小時力口班費,不符!

例原則。

考量雇主經勞工同意於休息日出勤工作’不綸其出勤時

間長短’均已玻壞勞工休息日之完整性’為使雇主於指

派勞二休息日出勤時更為審慎,爰本次修法採行「以償

制量」﹜提高休息日力口班費之方式’進而落宵週休二日‧

‘q

建議加班費計算,

式應簡化,如採行《

於勞動基準法薪:

規定（優於基本口

資）’以統包方式（〃

指定額加班費）與:

工約定薪資,不失口貞

否可行

l.依勞動基準法第2l條規定:「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崗

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 僩
ll

第則細﹣
丁

•
少
巴
才法同

規定:「本法第2l條所稻基本工資,指勞工在正常J

作時間內所得之報剷∣l。不包括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

休息日﹑休假日及例假工作力o給之工資‧」現行基才

工資為每月新臺幣（以下同﹚2l,009元;每小時l3∣

元（自l07年l月l日起’每月基本工資調整為22,00∣

元’每小時基本工資調整為l40元﹚;前者係指勞扇

雙方約定按「月」計酬’且依法定正常工作時數上卵

（每週40小時﹚履行勞務之最低報酬l後者則係勞

雇雙方約定按「時」計酬者單位時間之最低報剷II‘

2次依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7條規定,工資之議定

調整、計算﹑結算等有關事項,應由勞雇雙方約定‧

3.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應依勞勁基準法第24﹠

規定給付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以下稱「加班費」﹚。

4.綜上’勞雇雙方如約定按月計酬’雇主如典勞工約庾

每月給付之工資總額中已包含力o班費’且勞工當月如

未有延長工作時間出勤’仍照給力口班費,應無不可’

惟該項約定應就勞工每月正常工作時間工資﹑平日每

小時工資額之計算方式﹑加班費之金額,分別明確訂

定,並且其約定之每月正常工作時間之工資,應不得



項次 發官內容 回應內箔

低於2l,009元（自l07年l月l日起’每月基本工

資調整為22’000元﹚。另’勞工當月份延長工作時間

出勤’雇主應加給之加班費’如超過原約定之加班費

數額者,雇主仍應依前間規定給付

小型診所確與大』

醫院遵守同一部滿

今!霄在是不合理

理管級分否能

查勞動基準法係規範「般低」勞動條件標準’凡適用診

法之事業單位或工作者’其勞勤條件自應不得低於該沽

之規範。勞雇雙方得於不違反該法相關規定之前提下!

依照事業單位營運特性及勞工辮求約定最適管理方式‘

勺

在醫療業界有時是

在醫院裡或甚至穿

裡待命’如采都要算

成加班的話’很多寧

情會沒辦法運作’矛

望待命能夠排除工

符
云

I
育守日

勞動基準法所稱之工作時間’係指勞工在雇主指揮監督

之下’於雇主之設施內或雇主指定之場所提供勞務及受

今等待提供勞務之時間;「休息時間」係指勞工得自雇

主之指揮﹑監督脫離’自由利用之時間,符不包括於正

常工作時間內。醫院如使勞工於工作場域內且處於備勤

狀態’無法自由運用’應認定屬工作時間。另在家待命

時間究否鳳工作時間及其工時如何計算’仍應依前閒有

關工作時間定義’就接到雇主通知後多少時間須返回﹑

沒返回是否有慾處﹑慫處程度為何﹑多少人待命輪值﹑

提供勞務與否等因素’綜合判斷並釐清該時段內受雇主

指揮監督程度多寡】依個案事宵釐清確明

』
I

0

受僱醫師納入勞盪

法影響層面太廣’腮

審慎考量‧能否待櫛

生福利部中央健原

保險署調整診療貫

補助之後,再來談述

用勞動基準法俗

題,或改醫療法或另

:丁專法’以為規範。

l‘查健保診療費補助是否綢整與是否考量將醫師納入

勞動基準法之過用,並無直接關聯,不宜作為評估醫

師應否納入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前提或要件

2.囚醫師之二作性質特殊’專業性高’餮成時間長’且

與病患就醫權益息息相關’對於將醫師納入勞動基準

法之適用,確宵必須同步考量工時及相閒醫療制度之

調整等配套措施

3.本部已參與衛生福利部有關法案配套研商小組’將與

各相關機關、圍體持續溝通,以強化受僱醫師之勞勤

權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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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發言內容 回應內容

微型診所,人力本京

不足’排班己有E

雞’尤其在偏鄉地【

情況更嚴重’希望8

條之l能夠在偏鄉j↑

區針對醫療服務割

予以鬆綁

勞動基準法第84條之l規定係因部分工作者確有特殊

工時規範之必要所會丁。事業單位如有長時間營運需求’

除可徵求勞工配今延時工作或休假日出勤外’倘因人力

調度所生之困難’仍盼優先採增僱人力方式因應,以避

兔勞工因過勞影響健康,甚或發生職災或職業病情率,

反造成勞資對立、增加企業成本‧

•

診所假日（六、日﹚僩

診’但勞動部卻要鷺

霄週休二日,兩者化

乎有所牴鐲∣

勞勁基羋法週休二日新制規定’係為落宵週休二日、縮

減勞工工時‧有關各該「例假」及「休息日」’本得由

勞雇雙方於不違反該法相關規定情形下’依照事業單位

營運特性及勞工之需求自行約定,非僅限於星期六﹑日

瓷施。如果事業單位右每日營運之需求,可將輪班之,

式’亦即各勞工之例假或休息日期日’以排休方式’

理.另診所屬於醫療保健服務業’為得適用4週彈性」

時之行業,勞工之例假及休息日得依勞勁基準法第3

條之l規』定彈性安排’可更加具有彈性∣

有關勞基法34條所

定輪班制人員,上班

間隔ll小時規定!

據稱要延至l09年實

施’為保障經常輪三

班的餿理人員權

益!希望能提前豫

施。

有關l05年l2月2l日總統今修正公布之勞動基準法身

34條第2項’輪班制勞工更換班次時’至少應有連瞰

ll小時之休息時間規定,考量雇主需過度緩銜期,以籬

整工時及人力配置’爰該條項規定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

定之。由於各行各業型態迥異,人力配置及缺口不同l

本部已蒐集有關部會意見’提供建議予行政院參考;忖

正式施行日期’仍將由行政院頒訂‘

根據訪查繪呆,一仃

一休造成診所成本

平均增加5﹪,營業赧

失更是迨成l0﹣20!

左右’希望能夠修正

休息日加班費計算

l.本部已於官綢之便民服務專區建置「加班費試算計

統
0 （包含國定假日及例假’綢址

https:∕∕labⅢeb.Ⅲol.gov‘tw∕﹚提供勞雇雙方進行翮

算∣

2勞動基準法新制甫施行一段期日,為齊一勞動基準法

新制’本部採取「宣曾 、 「
輔導 蒼︽

Ⅸ

•「

及」查︽
Ⅸ

•



項次 發官內容 回應內容

方式,依照實際出勤

時數核給加班費才

合理《

後協助改善」4大揩施’並結合各地方政府及目的事

紫主管機關資源,協助各產業調適週休二日新制。可

轉知所屬含員向本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及各縣市政府

申靖輔導’本部將盡力協助事業單位調適及落實法

今∣

3.至於勞動基準法是否調整,仍應衡酌整體經濟﹑社會

情勢’並蒐集勞資雙方意見’審慎綵估∣

l(

勞檢目的應該加;』

勞資禾u諧’應該要洧

更多輔導措施∣

l勞動基準法自l05年l2月2l日修正公布施行後∣

考量各行業需要時間調適,本署規劃採取循序漸進

方式,協助及督促寧業單位遵守勞動遮準法’本署

與各地方玫府於l06年上半年「宣導期」及「輔導
撕
及

•

階段’針對醫療院所完成「臨場輔導」488場次

申請輔導」62場次’另依醫療院所之特性辦理

「集體輔導」l6圍體次（參加事業單位數達8l0家﹚

2.另因應l06年7月l日起進入「檢查撕 ,本署已

:丁定「勞動基準法持續輔導分級檢查賢施計畫」

以「持續強化專業輔導 、「循序漸進分級檢查‧

之策咯’協助事紫單位逐步調適’避兔因法今認知

不足’造成過度銜擊或衍生檢查爭議’下半年迄8

月25日,已針對高工時﹑高違規之事業單位輔導

2,207場次。女。醫療院所於適法上仍有疑籤’亦可直

接透過本署或向各』也方主管機關尋求協助

•III•l

勞基法第38條有雕

特休別假由勞工﹟l

定’確可保障勞工柑

益’惟可能引發勞工
•

集體休假」疑慮l

建議改為得由勞資

協商共同排定,以遛

兔類似長榮航空蟒

為使勞工可依其意願決定特別休假期日’化解外界所:｝
「 看得到吃不至∣I」疑慮’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2項新

增「特別休假之期日由勞工排定」之規定。修法時已併

同考覺企業營運需求’明定雇主基於企業經營上之念迫

肅求或勞工因個人因素’得與另一方協商調整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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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發官內溶 回應內容

體休假情況發生∣

l2

醫師也是勞動者,希

各縣市都能籐組工

會,有關工資、加班

時數、女o何休假等等

議題,都不應該透過

法今予以規範,應該

是強化工會力量’由

勞資雙方透過對等

談判與協商議定《

=-•

l查現行工會法並無限制醫師組織工含,爰醫師如欲:

組工含,自得依工含法第6條及第】I條規定辦理《

另本部為對於勞工藉由結社權之行使,以保障勞勁↑i

益向來支持’並訂有「勞動部補助新成立工會辦理翱

育俞II練宵施要點」及「勞動部補助工會輔導勞工籌蠡

企業工會及產業工含教育匐∣I練膂施要點」兩項補助要

點,以協助勞工成立工會及輔導新成立之工會會務趣

作’各該工會如有蓆求,可向本部提出中請‧

2復查本部改制前行玫院勞工委員會87年l2月3l【

（87）勞動一字第059605號公告’指定醫療保健服務

業之醫師工作者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爰醫療保健服務

業之醫師目前尚無勞勁基準法之適用‧若醫師組職工

會,得就相關勞動條件,依圍體協約法與醫療院所協

商議定圍體協約

l3

緊念醫療行為（女o

官移植）卻被勞檢1

定不符突發事件」

義’希望能夠正面』

列何種情狀符合!

發事件定繳‧請勞』

部針對緊急醫療』

突發事件等名詞;

布解釋,俾利遵循

有關勞動基羋法第32條第3項及第40條所稱之「突駙

事件」,應視事件發生當時狀況判斷是否為事前無法預

知、非屬循環性,及該事件是否須緊急處理而定。惟是

否確屬突發寥件l仍應就具體個案率礎加以認定∣

l4

勞檢員只看出勤:

錄認定工作時間,﹛

有時是勞≦自己』

來上班’這樣的認圾

腎在太過傻化‘

l.出勤紀錄並不是勞動檢查過程認定工作時間之唯﹣

憑藉’但如對於工作時間有所爭議（無諭勞工或／

主）’由於紀載義務在於雇主﹜仍應由雇主盡到說日

之義務典輔以佐證’必要時,亦得主動靖勞動檢j

員現場訪談勞工以了解膂情



項次 發官內容 回應內容

2.另加班原則係基於雇主要求’或經由勞工告知雇主

並微得其同愈始得為之’依摭本部改制前行政院勞

工委員會96年3月2日勞動2字第0960062674號

函咯以,「事業單位實施加班申請制雖無不可’惟

雇主女口明知勞工有提供勞務之事宵’卻未表示拒絕

與採取防止措施,仍應認定為加班」。實務上時有

勞工確因工作而經常性延遲下班之事宵’卻因未有

合理之加班申請制度而衍生爭議。若雇主確實不同

意員工加班,鑑於職場管理為雇主之貴,自需有更

積極的出勤管理措施。

PHU
■
『
八

l{

出勤紀錄要記載至!

分鐘’齋在太細了l

執行上有困雞《

颱風假勞工主動要

來幫忙’卻被勞檢定

說沒有事先開勞資

會讖被罰錢l齋在是

不今理‘

查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6項規定咯以’出勤紀錄’應

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鍍為止。比規定課予雇主記

裁出勤紀錄之籤務’目的為使勞工之正帶工作時間及延

長工作時間記錄明確化,並作為職業災害認定之重要依

據’仍應竅實記載至分鐘為止’始可明確勞資權益.至

其記載方式】依同法施行細則第2I條規定,以簽靈Il簿、

出勤卡、刷卡機、門禁卡﹑生物特徵辨識系統、電腦出

勤紀錄系統或其他可資段實記載出勤時間等工具’均無

不可’惟仍需記載至分鐘為止‘
－╴一﹄

＝﹄╴＝■＝←←＝＝

l‧查勞勁法今並無所調「颱風假」’摭本部發布之「夭

然災害發生事業單位勞工出勤管理及工資給付劉

點 ,事業單位因業務性質需要’需特定勞工於易

然災害發生時（後﹚出勤者’應由勞雇雙方於事育

約定;有工會者’應徵得工會同意’無工會者’廁

經勞資含織同意

2.典含人員所提倘是受檢時’有延長勞工工作時間等

情事發生’但因未曾事先取得勞資會議之同意致划

勞檢人員認定違法’係加班法定程序要件之遼反

與當日延長工作時間是否為颱風天並無關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