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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請假 

勞工之請假事宜，分散於各相關法令中，本篇係以全部

時間工作勞工（簡稱全時勞工）之「勞工請假規則」、「性

別工作平等法」及「勞動基準法」為主軸而論述。 

勞動基準法第 43 條授權訂定之勞工請假規則，係針對

勞工請假應給之假期及期間內工資給付之最低標準。 

性別工作平等法之制定，係為保障性別工作權之平等，

消除性別歧視，以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兼顧性別平等

及勞雇雙方權益之衡平。 

 

 

1. 勞動基準法第 43 條： 

勞工因婚、喪、疾病或其他正當事由得請假；請假應給之

假期及事假以外期間內工資給付之最低標準，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2. 勞工請假規則第 1 條： 

本規則依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43 條規定訂定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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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 條： 

為保障性別工作權之平等，貫徹憲法消除性別歧視、促進

性別地位實質平等之精神，爰制定本法。 

 

一、請假通則 

（一）遇「例假、休息日、國定假日及選舉罷免

投票日」，是否計入請假期內？ 

1. 勞工婚假、喪假、普通傷病假（含安胎休養）（未一次連

續超過 30 日以上）、事假、生理假、產檢假、陪產檢及

陪產假、家庭照顧假、謀職假、特別休假、防疫照顧假、

防疫隔離假之期間：如遇例假、休息日、國定假日及選舉

罷免投票日，應「不計入」請假期內。 

2. 勞工普通傷病假（含安胎休養）一次連續超過 30 日以

上、留職停薪、公傷病假、產假之期間：如遇例假、休息

日、國定假日及選舉罷免投票日，可「計入」請假期內。 

3. 事業單位優於法令規定所給予之請假期間：如遇例假、休

息日、國定假日及選舉罷免投票日，是否計入請假期間，

則「法無明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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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請假通則 

壹、請假 

 

 

1. 前勞工行政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 74 年 5 月 13 日（74）台

內勞字第 315045 號函： 

要旨：勞工請假期間遇法定放假日不計入請假期內 

內容： 

一、勞工事假、婚假、喪假期間，如遇例假、紀念日、

勞動節日及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日，

應不計入請假期內。 

二、勞工事假、普通傷病假、婚假、喪假期間，除延長

假期在一個月以上者，如遇例假、紀念日、勞動節

日及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日，應不計

入請假期內。 

2. 前勞工行政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 74 年 11 月 9 日（74）台

內勞字第 361967 號函： 

要旨：普通傷病超過 30 日如遇例假日、休假日均可併計

於請假期內 

內容：本部 74.05.13（74）台內勞字第 315045 號函所稱

「延長假期在一個月以上者」，係指勞工依勞工請

假規則第 4 條規定請普通傷病假超過 30 日以上之

期間。如該期間遇例假日、紀念日、勞動節日等均

可併計於請假期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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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性別工作平等法施行細則第 6 條： 

本法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產假期間之計算，應依曆連續計

算。 

4. 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99 年 8 月 17 日勞動 2 字第

0990131309 號函：（略以） 

內容：四、另按勞工請假規則定有勞工可請假之日數，至

事業單位優於法令規定所給予之請假期間，如遇例

假、紀念日、勞動節日及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定

應放假之日，是否計入請假期內，法無明定，併予

指明。 

 

（二）假歸假、錢歸錢 

1. 勞工婚假、喪假、公傷病假、公假、產假、產檢假、陪產

檢及陪產假、謀職假、特別休假等，「給假日數」與「給

錢日數」一致。 

2. 惟普通傷病假、安胎休養、生理假等，「給假日數」與

「給錢日數」不一致（容後說明），故在計給「給假日

數」與「給錢日數」時，需分別思考以判。 

3. 另外，勞工請事假、留職停薪、家庭照顧假、防疫照顧

假、防疫隔離假、疫苗接種假等，雇主可不給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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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請假通則 

壹、請假 

（三）無中途到職比例遞減之問題 

勞工請假規則及性別工作平等法所定各類假別，勞工在

事業單位該年度內，不論採曆年或會計年度，有法定事由時

即可請假，其日數之多寡已有明定，並無勞工於年度中途到

職即按比例遞減核給請假日數之規定。 

比如勞工 110年 7月 1日到職，倘有法定事由，即可在

年度內請婚假 8 日、喪假 3～8 日、未住院傷病假與住院傷

病假 2年內合計不得超過 1年（未住院傷病假 1年內合計不

得超過 30日）、事假 14日、生理假每月 1日、產假 8星期

（或 4 星期、1 星期、5 天）、產檢假 7 日、陪產檢及陪產

假 7 日、育嬰留停 2 年、哺（集）乳時間每日 60 分鐘、工

作時間之減少及調整、家庭照顧假 7 日等日數或時間，不因

為 7月 1日中途到職而比例遞減。 

 

 

 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76 年 9 月 8 日（76）台勞動字

第 0962 號函：（略以） 

要旨：第一則：普通傷病事假無中途到職比例遞減規定 

內容：勞工請假規則第 4 條及第 7 條規定勞工因普通傷病

或因有事故必須親自處理者，全年得請普通傷病假

或事假，係指勞工在事業單位該年度內，不論採曆

年或會計年度，因有上述情形時即可請假，其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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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多寡各該條文已有明定，並無勞工於年度中途到

職即按比例遞減核給請假日數之規定。 

 

（四）請假單位 

請假之最小單位，原則上依勞動契約之約定或工作規則

之規定，得以「日、半日、時」計請假單位；然生理假、產

假應以「一曆日」為請假單位（彈性（變形）工時者亦

同）。 

惟部分工時者於請求陪產檢及陪產假時，依均等待遇原

則，可按勞工平均每週工作時數依比例計給（平均每週工作

時數除以 40 小時，再乘以應給予請假日數並乘以 8 小

時），而不以一曆日為單位。 

 

 

1. 勞動部工作規則參考手冊第 33 條第 1 項（請假計算單

位）： 

請假之最小單位，  假以  （日、半日、時）計。

（111 年 6 月版本） 

2. 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82 年 4 月 26 日（82）台勞動 2

字第 22319 號函：（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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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請假通則 

壹、請假 

內容： 

二、惟產假無論勞工每日之工作時數多寡，均應以曆日

之一日為計算單位。 

3. 勞動部 104 年 10 月 26 日勞動條 4 字第 1040130819 號

函： 

主旨：有關事業單位採四班二輪制，夜班受僱者之工作時

間跨二曆日，其請休產假、陪產假及生理假應如何

計給疑義，請查照。 

說明：（略以） 

二、…綜上，為確實維護母體健康，產假應以一曆日為

請假單位。 

三、…究其立法意旨，係因婦女分娩時，身心面臨甚大

壓力，配偶之陪伴照顧實屬必要，爰無論受僱者每

日之工作時數多寡，應以一曆日為請假單位。 

四、…係基於女性生理上之特殊性，明定女性受僱者之

生理假，爰每次以一曆日為原則。 

4. 勞動部 105 年 6 月 27 日勞動條 4 字第 1050131141 號函： 

說明：（略以） 

三、為確明上開注意事項……，有關部分工時勞工依性

別工作平等法規定提出相關假別及權益之請求時，

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產假…基於母性保護之精神，部分工時勞工

請休產假者，其產假期間應依性別工作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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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依曆連續計算；…，

不因部分時間工作而依比例計給。 

（二）…陪產假…部分工時勞工相較全時勞工，於

工作與家庭生活之時間運用較富彈性，且部

分工時勞工之每日工作時數型態多元，爰部

分工時勞工於請求…陪產假…時，依均等待

遇原則，按勞工平均每週工作時數依比例計

給（平均每週工作時數除以 40 小時，再乘以

應給予請假日數並乘以 8 小時）。 

（三）生理假：部分工時勞工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4 條規定，每月得請生理假一日，該假別係

基於女性生理特殊性而定，爰每次以一曆日

計給為原則。 

 

（五）依曆計算者 

產假期間之計算，應依曆連續計算。留職停薪者，其期

間依曆計算。公傷病假之期間，應依曆計算。 

 

 

1. 性別工作平等法施行細則第 6 條： 

本法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產假期間之計算，應依曆連續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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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請假通則 

壹、請假 

2. 僱用部分時間工作勞工應行注意事項第 6 點第 3 款第 6

目： 

1.…育嬰留職停薪：基於母性保護之精神，部分工時勞

工…。至於有親自照顧養育幼兒需求而申請育嬰留職停薪

者，其期間依曆計算，不因部分時間工作而依比例計給。 

3. 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97 年 9 月 30 日勞動 3 字第

0970079284 號函：  

主旨：有關按日（時）計酬勞工，其工資補償應依曆計給

或以原勞動契約所訂之工作日核給疑義乙案，復如

說明，請查照。 

內容：（略以） 

二、查勞動基準法第 59 條工資補償規定旨在維持勞工

於職災醫療期間之正常生活。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

作時，其勞動力業已喪失，惟其醫療期間之正常生

活，仍應予以維持。基此，按日（時）計酬勞工之

工資補償應依曆計算。 

 

（六）工作時間跨二曆日 

工時跨二曆日者（如夜班勞工），查勞動基準法施行細

則第 17 條規定：「本法第 30 條所稱正常工作時間跨越二曆

日者，其工作時間應合併計算」，應將其跨二曆日工作時間

合併計算為一日給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