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07年度新修勞動基準法 

加班時數總量管制、輪班換班間距及例假調整之備查 

相關說明 

修正日期：111年 10月 1日 

一、加班時數總量管制 

(一)依據 

依勞動基準法第 32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規定:「前項雇主延長勞工之工作時間連同

正常工作時間，1日不得超過 12小時；延長之工作時間，1個月不得超過 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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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個月不得超過 54小時，每 3個月不得超過 138小時。雇主僱用勞工人數在 30人

以上，依前項但書規定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應報當地主管機關備查。」 

(二)適用行業 

適用勞動基準法之行業。 

(三)加班時數總量管制區間 

同法施行細則第 22條規定:「本法第 32條第 2項但書所定每 3個月，以每連續    

3個月為一週期，依曆計算，以勞雇雙方約定之起迄日期認定之。…」 

二、輪班換班間距 

(一)依據 

依勞動基準法第 34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規定:「依前項(輪班制)更換班次時，至少

應有連續 11小時之休息時間。但因工作特性或特殊原因，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商請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得變更休息時間不少於連續 8 小時。雇主依前項但

書規定變更休息時間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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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人以上者，應報當地主管機關備查。」 

(二)適用行業: 

按勞動部 107年 2月 27日勞動條 3字第 1070130305號、108年 4月 10日勞動條

3字第 1080130349號、108年 10月 7日勞動條 3字第 1080131034號、108年 12

月 2日勞動條 3字第 1080131293號、109年 1月 17日勞動條 3字第 1090130044

號、110年 2月 9日勞動條 3字第 1100130079號、110年 5月 20日勞動條 3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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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00130346號、110年 6月 4日勞動條 3字第 1100130446 號、110年 11月 2

日勞動條 3字第 1100131411號、111年 6月 13日勞動條 3字第 1110140584號及

111年 9月 30日勞動條 3字第 1110140924號公告。 

適用範圍 適用期間 

1.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之下列乘務人員： 

（1） 機車助理 

（2） 司機員 

（3） 機車長 

（4） 整備員 

（5） 技術助理 

（6） 助理工務員 

（7） 工務員 

（8） 技術員 

（9） 技術工 

（10） 幫工程司 

（11） 副工程司 

（12） 列車長 

（13） 車長 

（14） 擔任列車行包押運工作之站務或營運人員 

勞雇雙方協商調整班次

期間(109.1.17適用) 

2. 經濟部所屬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之輪班人員 勞雇雙方協商調整班次

期間(108.10.7適用) 

3. 經濟部所屬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及台灣自來水股

份有限公司 

（1） 設備管線搶修人員 

（2） 原料與產品生產、輸送、配送及供銷人員 

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之

處理期間(107.3.1適用) 

4. 經濟部所屬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之輪班人員 勞雇雙方協商調整班次

期間（108.12.2適用) 

5. 經濟部所屬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砂糖事業部小港

廠之輪班人員 

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之

處理期間（110.2.9適用) 

6. 下列公司之輪班人員： 

（1）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108.4.10 適用) 

（2） 海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10.2.9適用) 

（3） 有益鋼鐵股份有限公司（110.2.9適用) 

（4） 盛餘股份有限公司（110.2.9適用) 

（5） 美亞鋼管廠股份有限公司（110.2.9適用) 

（6） 東盟開發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10.2.9適用) 

（7） 榮剛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10.2.9適用) 

（8） 中鋼焊材廠股份有限公司（110.2.9適用) 

（9） 統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10.2.9適用) 

（10） 燁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10.2.9適用) 

1. 天災、事變或突發事

件之處理期間 

2. 勞雇雙方協商調整班

次期間 



3 
 

適用範圍 適用期間 

（11） 燁聯鋼鐵股份有限公司（110.2.9適用) 

（12） 鑫陽鋼鐵股份有限公司（110.2.9適用) 

（13） 春源鋼鐵工業股份有限公司（110.2.9適用) 

（14） 官田鋼鐵股份有限公司（110.2.9適用) 

（15） 中鴻鋼鐵股份有限公司（110.2.9適用) 

（16） 高興昌鋼鐵股份有限公司（110.2.9適用) 

（17） 永豐餘工業用紙股份有限公司（110.5.20適用) 

（18） 正隆股份有限公司（110.5.20適用) 

（19） 榮成紙業股份有限公司（110.5.20 適用) 

（20） 上評科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10.5.20適用) 

（21） 東隆紙業股份有限公司（110.5.20 適用) 

（22） 大昌紙業股份有限公司（110.5.20 適用) 

（23） 廣源造紙股份有限公司（110.5.20 適用) 

（24） 李長榮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110.11.2 適用) 

（25） 台橡股份有限公司（110.11.2適用) 

（26） 台灣氯乙烯工業股份有限公司（110.11.2 適用) 

（27） 亞洲聚合股份有限公司（110.11.2 適用) 

（28） 台達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110.11.2適用) 

（29） 華夏聚合股份有限公司（110.11.2 適用) 

（30） 台灣聚合化學品股份有限公司（110.11.2 適用) 

（31） 台灣石化合成股份有限公司（110.11.2適用) 

（32） 春雨工廠股份有限公司（111.6.13 適用) 

（33） 豐興鋼鐵股份有限公司（111.6.13 適用) 

（34） 建順煉鋼股份有限公司（111.6.13 適用) 

（35） 廣泰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111.6.13適用) 

（36） 慶欣欣鋼鐵股份有限公司（111.6.13適用) 

（37） 燁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11.6.13 適用) 

（38） 中鋼鋁業股份有限公司（111.10.1適用) 

（39） 芳泉工業股份有限公司（111.10.1 適用) 

（40） 名佳利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111.10.1適用) 

（41） 協勝發鋼鐵廠股份有限公司（111.10.1 適用) 

（42） 漢泰鋼鐵廠股份有限公司（111.10.1適用) 

（43） 中鋼碳素化學股份有限公司（111.10.1 適用) 

（44） 中國石油化學工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111.10.1 

適用) 

（45） 環球橡膠股份有限公司（111.10.1 適用) 

（46） 高雄塑酯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111.10.1適用) 

7.  財團法人中央廣播電臺工程部之輪班人員 勞雇雙方協商調整班次

期間（110.2.9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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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範圍 適用期間 

8.  下列行業之輪班人員： 

(1) 製造業（111.6.13適用)、（111.10.1適用) 

(2) 批發業（111.6.13適用)、（111.10.1適用) 

(3) 綜合商品零售業（111.6.13適用) 、  

                  （111.10.1適用) 

(4) 倉儲業（111.6.13適用) 、（111.10.1適用) 

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

例施行期間，且自 111

年 6月 13日至 111年 9

月 30日止、自 111年 10

月 1日至 111年 12月 31

日止 

9.  下列行業之輪班人員： 

(1) 製造業（110.6.4適用) 

(2) 批發業（110.6.4適用) 

(3) 綜合商品零售業（110.6.4適用) 

(4) 倉儲業（110.6.4適用)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

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

施行期間，且經中央流行

疫情指揮中心宣布提升

疫情警戒標準至第三級

以上之日起，至解除該疫

情警戒標準之次日起 30

日之期間 

10. 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之林園廠及高雄碼槽廠  

第四工廠之輪班人員 
1.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

之處理期間 

2.勞雇雙方協商調整班

次期間 

(111.10.1 適用)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之乘務人員（機車助理、司機員、

機車長、整備員、技術助理、助理工務員及工務員；列車

長、車長及站務佐理） 

自 107.3.1 至 108.12.31

止 

經濟部所屬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

司及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之輪班人員 

自 107.3.1 至 108.7.31

止 

三、例假調整 

(一)依據 

依勞動基準法第 36 條第 4 項及第 5 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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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項(一般單週規定)、第 2 項第 1 款(2

週彈性工時)及第 2 款(8 週彈性工時)所定之例假，於每 7 日之週期內調整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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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人以上者，應報當地主管機關備查。」 

(二)適用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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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勞動部 107年 2月 27日勞動條 3字第 1070130320號、107年 8月 6日勞動條

3字第 1070131130號、108年 1月 23日勞動條 3字第 1080130098號、108年 12

月 2日勞動條 3字第 1080131299號、109年 3月 6日勞動條 3字第 1090130149

號及 110年 5月 20日勞動條 3字第 1100130339號公告。 

特殊型態 得調整之條件 行業(適用時間) 

1. 時間

特殊 

配合年節、紀念日、勞動節日及

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

假之日，為因應公眾之生活便利

所需 

1.食品及飲料製造業(107.3.1適用) 

2.燃料批發業及其他燃料零售業 

(107.3.1適用) 

3.石油煉製業(107.3.1適用) 

配合交通部執行疏運計畫，於年

節、紀念日、勞動節日及其他由

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日，

為因應公眾之生活便利所需，並

符合下列規定： 

1.勞工連續工作不得逾 9日。 

2.勞工單日工作時間逾 11 小時

之日數，不得連續逾 3日。 

3.每日最多駕車時間不得逾 10

小時。 

4.連續 2個工作日之間，應有連

續 10小時以上休息時間。 

汽車客運業(108.1.23 適用) 

2. 地點

特殊 

工作之地點具特殊性(如海上、

高山、隧道或偏遠地區等)，其交

通相當耗時 

1.水電燃氣業(107.3.1適用) 

2.石油煉製業(107.3.1適用) 

3. 性質

特殊 

勞工於國外、船艦、航空器、闈

場或歲修執行職務 

1.製造業(107.3.1 適用) 

2.水電燃氣業(107.3.1適用) 

3.藥類、化妝品零售業(107.3.1適

用) 

4.旅行業(107.3.1 適用) 

5.海運承攬運送業(107.8.6適用) 

6.海洋水運業(107.8.6適用) 

勞工於國外執行採訪職務 1.新聞出版業(107.8.6適用) 

2.雜誌（含期刊）出版業(107.8.6適

用) 

3.廣播電視業(107.8.6適用) 

為因應天候、施工工序或作業期

程 

1.石油煉製業(107.3.1適用) 

2.預拌混擬土製造業(107.3.1適用) 

3.鋼鐵基本工業(107.3.1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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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型態 得調整之條件 行業(適用時間) 

為因應天候、海象或船舶貨運作

業 

1.水電燃氣業(107.3.1適用) 

2.石油煉製業(107.3.1適用) 

3.冷凍食品製造業(107.3.1適用) 

4.製冰業(107.3.1 適用) 

5.海洋水運業(107.8.6適用) 

6.船務代理業(107.8.6適用) 

7.陸上運輸設施經營業之貨櫃集散站

經營(107.8.6適用) 

8.水上運輸輔助業（船舶理貨除外) 

(107.8.6適用) 

為因應船舶或航空貨運作業 冷凍冷藏倉儲業（108.12.2適用） 

4. 狀況

特殊 

為辦理非經常性之活動或會議 1.製造業(107.3.1 適用) 

2.設計業(107.3.1 適用) 

因應動物防疫措施及畜禽產銷

調節 

屠宰業(107.8.6 適用) 

因非可預期性或緊急性所需，其

調整次數，每年不得逾 6次 

鋼線鋼纜製造業（109.3.6適用） 

因非可預期性或緊急性所需，其

調整次數，每年不得逾 10次 

金屬加工用機械製造修配業

（109.3.6適用） 

因非可預期性或緊急性所需，其

調整次數，每年不得逾 12次 

1.紡織業（109.3.6適用） 

2.成衣、服飾品及其他紡織製品製造

業（109.3.6適用） 

3.人造纖維製造業（109.3.6適用） 

4.食品及飲料製造業(限「食用油脂

製造業」、「罐頭、冷凍、脫水及醃

漬食品製造業」、「糖果及烘焙食品

製造業」、「麵條、粉條類食品製造

業」) （109.3.6適用） 

5.電子零組件製造業（109.3.6適

用） 

6.電線及電纜製造業（109.3.6適

用） 

7.塑膠製品製造業（109.3.6適用） 

8.印刷及有關事業（109.3.6適用） 

9.金屬製品製造業（限「螺釘、螺

帽、螺絲釘及鉚釘製造業」、「金屬

製成品表面處理業」、「金屬模具製

造業」、「鋁銅製品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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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型態 得調整之條件 行業(適用時間) 

（109.3.6適用） 

10.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耐火材料

製造業及石材製品製造業除外) 

（109.3.6適用） 

11.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業

（110.5.20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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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備查相關事項（依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 22條之 1規定） 

(一) 勞工人數 30人之計算: 

係以同一雇主僱用適用勞基法之勞工人數計算，包括分支機構之僱用人數；

若未達 30人，則不須送備查。 

(二) 應進行備查之當地主管機關如何認定: 

1. 報送之當地主管機關，係為雇主之主事務所、主營業所或公務所所在地之直

轄市政府或縣(市)政府。 

2. 例如: 

（1） 私人企業: 

金賺錢銀行的臺中分行報送備查時，其主營業所登記地在臺北市，則

應向臺北市之當地主管機關備查；若是某金融控股公司旗下之 OO人

壽，則應向 OO人壽所在地之主管機關申請備查。 

（2） 公部門: 

若教育部組織下的中興大學報送備查時，應向臺中市之當地主管機關

備查。 

(三) 報送備查時間: 

1. 雇主至遲應於開始實施延長工作時間、輪班換班間距或調整例假之前 1日為

之。 

2. 但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不及報備查者，應於原因消滅後 24小時內敘明理

由為之。 

(四) 所屬行業未在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範圍內: 

若未在可實施輪班換班間距及例假調整適用之行業內，可向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反映，再由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並公告後，

才可實施及申請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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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備查申請方式: 

(一)申請管道: 

透過勞動部網頁-加班輪班間隔及例假線上備查系統(https://labcond.mol.gov.tw)

申請備查。(首次填報時，需插入事業單位憑證進行登入，其系統相關操作問

題，可洽諮詢專線:02-87922972，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09:00-12:00/13:30-

17:00) 

(二)填報內容及所需準備之文件: 

應就調整原因、調整起訖期間、事業單位基本資料依序登打，並檢附經調整之

勞工名冊及經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之會議紀錄及其他相關文件，若係申請調整

例假備查者，則須另附上公司變更登記表。 

(三)備查流程: 

事業單位線上填報→上傳文件→填報完成→系統發送電子郵件通知填報人及主

管機關→主管機關後續作業。 

(四)勞工局諮詢專線: 

1. 勞動法令及加班時數總量管制、輪班換班間距及例假調整之備查，請洽本局

勞動基準科，電話:04-22289111#35200。 

2. 有關勞資會議(含勞資會議代表名冊備查)及工會相關規定，請洽本局勞資關

係科，電話:04-22289111#35100。 

https://labcond.mol.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