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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契約】 

備註：本契約係藥師全聯會依據勞動基準法研訂，僅供會員參考運用，非得強制雇

主簽訂。惟雇主如有違反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勞方自得逕向所在地勞工局

申訴。 

立契約人 

                                                 （以下簡稱甲方） 

                                                 （以下簡稱乙方） 

雙方同意訂立契約條款如下，以資共同遵守履行： 

一、契約期間、類型： 

□不定期契約(從事有繼續性之工作)： 

  甲方自   年   月   日起，僱用乙方為事業單位之藥師。 

□臨時性工作（無法預期之非繼續性工作，其工作期間在六個月以內者。） 

□短期性工作（可預期於六個月內完成之非繼續性工作。） 

 

 

二、工作項目： 

(一) 乙方接受甲方聘雇：僅專責執行藥品調劑等相關業務，且甲方提供乙方之

工作內容及場所，須符合藥事相關法規之規定。 

(二) 甲方不得要求乙方從事：違反藥學倫理規範或相關法規之工作項目。 

 

   三、工作地點： 

   乙方勞務提供之工作地址：                                         ， 

   如因經營需要而為工作地點之調動，需依勞動基準法第 10條之 1及藥師法第 

   11條相關之規定辦理。 

 

四、工作時間：  

（一）工作時間： 

1.工作時間由甲、乙雙方協商排定，如有超出約定之工作時間即算延長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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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前項工作時間不得違反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且上、下班須依員工出勤，確實

刷卡或紀錄。 

 

3.如因甲方業務需求而有調整為變形工時（即 2周、4周彈性工時）之必要，須

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須經勞資會議同意）且明確告知變形工時

之起迄時間始得為之，並應依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辦理。調整後之工作時間，

非經雙方同意不得變更。 

 

（二）延長工作時間： 

1. 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  

   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再持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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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若於勞工之休息日延長工作，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

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一以上；工作二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

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以上。 

3.延長之工作時間連同正常工作時間，一日不得超過十二小時。延長之工作時

間，一個月不得超過四十六小時。但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

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延長之工作時間，一個月不得超過五十四小時，每三個月

不得超過一百三十八小時。 

4.雇主依第三十二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使勞工延長工作時間，或使勞工於所定

休息日工作後，依勞工意願選擇補休並經雇主同意者，應依勞工工作之時數計

算補休時數。其補休期限由勞雇雙方協商；補休期限屆期或契約終止未補休之

時數，應依延長工作時間或休息日工作當日之工資計算標準發給工資。 

5.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有使乙方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或停

止例假、休息日、休假、特別休假必須工作時，工資應加倍發給，且應於事後

給予乙方適當之休息或補假休息。 

6.勞工因健康或其他正當理由，不能接受正常工作時間以外之工作者，雇主不得

強制其工作。 

五、工資： 

（一） □工資採「按月計酬」，甲方每月給付乙方工資                 元。 

□工資採「按時計酬」，甲方每時給付乙方工資                 元。 

（二）經乙方同意發放工資時間如下，如發放日遇例假日、國定假日或休息日

則提前至前一個工作日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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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一次：於每月       日發放（□前月□當月□次月）之工資。 

□其他：                                                   。 

 （三）甲方不得預扣乙方工資作為違約金或賠償費用。本契約之「工資」係依

據勞動基準法、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及相關法令定之。 

（四）甲方應確實每月為乙方投保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投保金額應依乙

方每月工資總和按主管機關訂之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及全民健康保

險投保金額分級表規定為乙方投保。 

甲方應每月為乙方提繳退休金，按勞工退休金提繳工資分級表提繳至乙

方勞工退休金專戶，且不得低於乙方每月工資總和百分之六。  

 

六、例假、（特別）休假、勞動基準法及相關規定的給假： 

  （一）休息：勞工每七日中應有二日之休息，其中一日為例假，一日為休息日。 

（二）休假：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

應放假日，均應休假。 

  （三）特別休假：乙方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每年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1.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三日 

       2.一年以上二年未滿者，七日。 

       3.二年以上三年未滿者，十日。 

       4.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每年十四日。 

       5.五年以上十年未滿者，每年十五日。 

       6.十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給一日，加至三十日為止。 

（四）勞動基準法所定之例假、休息日、休假及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

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依勞動基準法相關規範工資應加倍發給。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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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年度終結未休之日數，經勞雇雙方協商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者，於次一年

度終結或契約終止仍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 

 

七、請假： 

乙方之請假依勞動基準法、性別工作平等法、職業安全衛生法、職業災害勞工

保護法、就業服務法、勞工請假規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八、終止契約： 

甲、乙雙方終止勞動契約，應以書面為之且依照勞動基準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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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退休： 

 （一）乙方符合勞動基準法第 53條各款規定情形之一者，得自請退休。 

 （二） 乙方有勞動基準法第 54條各款規定情形之一者，甲方得強制乙方退休。 

 （三）退休金依乙方適用勞動基準法或勞工退休金條例之制度分別辦理。 

 

十、職業災害及普通傷病補助：  

甲方應依勞動基準法、勞工保險條例、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及相關法令規定

辦理。 

 

十一、福利： 

（一） 乙方在本契約有效期間，享受甲方事業單位內之各項福利設施及規定。 

（二） 甲方同意給付乙方工資以外之獎金，項目如下： 

（1） 端午：                                   元。 

（2） 中秋：                                      元。 

（3） 春節(年終)：                                元。 

（4） 其他：                                   元。 

 

十二、乙方之服務與紀律：  

（一） 乙方應遵守甲方書面規則或規章(如員工守則)，並應謙和、誠實、謹慎、

主動、積極從事藥事服務等相關工作。 

（二） 乙方應遵守藥師相關法令及藥學倫理規範。 

（三） 乙方於在職期間，獲悉關於甲方營業上、技術上之秘密，不得無故洩漏。 

（四） 乙方除正當理由外，在工作時間內，非經甲方允許，不得擅離工作崗位。  

 

十三、安全衛生； 

甲、乙雙方應遵守職業安全衛生法相關法令規定。  

 

十四、權利義務之其他依據： 

甲、乙雙方於勞動契約存續期間之權利義務關係，悉依本契約、團體協約、工

作規則、人事規章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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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契約修訂： 

本契約經雙方同意，得以書面隨時修訂，且不得違反相關法令規定。 

 

十六、契約之存執： 

本契約書正本乙式兩份，經雙方合意簽署後，由勞、雇雙方各執一份。 

 

十七、合意訴訟管轄法院： 

因本契約所生糾紛，若有訴訟之必要，雙方合意以            地方法院，為

第一審管轄法院。 

 

十八、其他協議： 

(一)  

(二)  

(三)  

 

立契約書人：  

 

甲 方：                      （蓋事業單位印章）  

代 表 人：                   （簽名蓋章） 

統一編號：  

 

乙 方：                      （簽名蓋章）  

地 址：  

身分證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1 
 

【全國診所藥師常見工時模組暨勞基法規範】 
 

壹、 勞基法相關法條： 

一、 第 24條：「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

標準加給：一、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

給三分之一以上。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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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第三十二條第四項規定，延長工作時

間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倍發給。(第 1項)。雇主使勞工於第三十

六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

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一以上；工作二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

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以上。(第 2項)。 

二、 第 30條：「勞工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不得超過四

十小時(第 1項)。前項正常工作時間，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

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其二週內二日之正常工作時數，分配

於其他工作日。其分配於其他工作日之時數，每日不得超過二小時。但

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第 2 項)。第一項正常工作時間，

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八週

內之正常工作時數加以分配。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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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項)。前二項規定，僅適用於經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行業(第 4項)。雇主應置備勞工出勤紀錄，並保存

五年(第 5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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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項)。雇

主不得以第一項正常工作時間之修正，作為減少勞工工資之事由(第 7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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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項)。【凡適用勞動基準

法之行業，均為適用同法第 30 條第 2 項規定之行業（中華民國 92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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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1日 勞動二字第 0920018071號）】 

三、 第 30 條之 1：「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行業，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

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其工作時間得依下列原則變更：一、

四週內正常工作時數分配於其他工作日之時數，每日不得超過二小時，

不受前條第二項至第四項規定之限制。二、當日正常工作時間達十小時

者，其延長之工作時間不得超過二小時。三、女性勞工，除妊娠或哺乳

期間者外，於夜間工作，不受第四十九條第一項之限制。但雇主應提供

必要之安全衛生設施。」【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八十六年十二月八日台 86

勞動二字第 053059 號函指定醫療保健服務業為勞動基準法第 30 條之 1

之行業。】 

四、 第 36條：「勞工每七日中應有二日之休息，其中一日為例假，一日為休

息日(第 1項)。雇主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一、依第

三十條第二項規定變更正常工作時間者，勞工每七日中至少應有一日之

例假，每二週內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應有四日。二、依第三十條第三項

規定變更正常工作時間者，勞工每七日中至少應有一日之例假，每八週

內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應有十六日。三、依第三十條之一規定變更正常

工作時間者，勞工每二週內至少應有二日之例假，每四週內之例假及休

息日至少應有八日。(第 2項)。雇主使勞工於休息日工作之時間，計入

第三十二條第二項所定延長工作時間總數。但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

雇主有使勞工於休息日工作之必要者，其工作時數不受第三十二條第二

項規定之限制。(第 3項)。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且經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之行業，雇主得將第一項、第二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所定之例

假，於每七日之週期內調整之。(第 4項)。前項所定例假之調整，應經

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始得為之。雇主

僱用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上者，應報當地主管機關備查。」(第 5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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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全國診所藥師常見幾種工作時間模組及應注意事項： 

一、 全包班：每日至少 9小時、每週至少 54小時。一例一休後勞基法如何規

範？  

A：勞資雙方得依上揭第 30條第 2項「2週彈性工時」及第 30條之 1「4

週彈性工時」訂定勞動契約。 

「2週彈性工時」如下表： 

 1 2 3 4 5 6 7 

第 1週 例假 休息 10H 休息 10H 10H 10H 

第 2週 例假 休息 10H 休息 10H 10H 10H 

「4週彈性工時」如下表： 

 1 2 3 4 5 6 7 

第 1週 休息 休息 休息 10H 10H 10H 10H 

第 2週 例假 例假 休息 休息 休息 10H 10H 

第 3週 10H 10H 10H 10H 例假 10H 10H 

第 4週 休息 休息 10H 10H 10H 例假 10H 

     ※變形工時應注意事項，如下表： 

型態 二週 四週 

法條依據 第 30條第 2項 第 30條之 1 

分配至其他工作日 每日不得超過 2小時 每日不得超過 2小時 

每日正常工時上限 10小時 10小時 

每週正常工作上限 48小時 無明文規定 

實施原則 將 2週內 2日之正常工

時，分配於其他工作日 

四週內正常工作時數

分配於其他工作日 

例假、休息日 每 7 日至少 1 例，每 2

週至少 2例 2休 

每 2 週至少 2 例，每 4

週內至少 4例 4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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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行業 適用勞基法者 農林漁牧、環境衛生、

銀行、信託、醫療(行

政院勞工委員會八十

六年十二月八日台 86

勞動二字第 053059 號

函)、娛樂業等 

 

二、 週一到週六的早、午班或早晚兩頭班：每日約 5-7小時，每週約上 30-42

小時，一例一休後勞動新制應注意事項為何？ 

A：可比照第一題辦理。惟如未能約定依彈性工時訂定勞動契約，則應回

歸第 36條「勞工每七日中應有二日之休息，其中一日為例假，一日為休

息日」之規定，如約定週六為休息日、週日為例假，則於週六上班須以

勞基法第 24條規定計算加班費。 

三、 非月薪，以節次計薪者，亦有可能每天都上班。一例一休後勞動新制該

注意何事項？ 

A：依據勞動部 103.11.5勞動條 3字第 1030028069號函，部分工時勞工

之工作時間，相較於全時工作勞工已有相當程度縮減，依勞動基準法第

30 條第 1 項規定，已足使雇主彈性安排勞工之出勤模式，爰部分工時勞

工無得適用彈性工時規定。故，適用時薪制(或節次計薪)之藥師，應回

歸勞基法第 30 條第 1 項及第 36 條規定，若一天超過 8 小時就應以延長

工時方式給予加班費；連續上班超過 5天，第 6天則應以勞基法第 24條

規定計算加班費。 

四、 兩位藥師輪班：做一休一（每日當班時間可能超過 9小時）。一例一休後

勞動新制該注意何事項？ 

五、 兩位每週各一天全天班，其餘四天交叉排班，即交叉班別為每日大約 6-8

小時；全日班為每日大於 9小時。一例一休後勞動新制該注意何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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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只上晩班與假日班的藥師，可能每週上班 6-7 天。一例一休後勞動新制

該注意何事項？ 

A：上列三題，如為月薪制，均可比照第一題辦理；如為時薪制，則參考

第三題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