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法令及權益融入
餐旅概論課程教案示例
科目名稱

餐旅概論

科目屬性

□專業科目□實習科目

單元主題

餐飲業之經營概念-工資與工時(人事成本)
勞權賓果大進擊

年級

一

人數

教材來源

自編講義及教材

設計者

唐明輝

時間

50 人
二節

教材研究

餐旅業經營成本中，人事成本佔了很重要的一環。一般教材內容僅做概略性的描述，
本課程概述法規的內文，帶領學生導讀了解工時工資相關概念，進行簡單計算練習後分
組討論競賽，期許學生透過講義及活動的帶領，具體了解工資與工時相關成本概念。

學生學習
條件分析

學生有勞基法基本工資與工時的基本概念，經導讀後能進行簡易薪資及工時計算。

教學方法

講述法．分組討論．小組競賽

教學資源

教材，自編講義，網路媒體，學習單
單元目標

教學目標

具體目標

【1 認知】
1.能明白基本工資與工時的概念。
2.能瞭解勞基法工時與工資的法令規範。

1-1-1 能瞭解基本工資訂定的目標。
1-1-2 能瞭解基本工時訂定的目標
1-2-1 能說出基本工資的法令規範。

3.能瞭解工資工時對人事成本的影響。
【2 情意】
1.能願意注意勞動權益相關議題。
2.能認同勞動法令修訂的價值。
3.能熱愛餐旅相關工作。
【3 技能】
1.能計算每月基本工資。
2.能排定每月工時班表。

1-2-2 能說出彈性工時的法令規範。
1-3-1 能瞭解基本工資對人事成本的影響。
1-3-2 能瞭解基本工時對人事成本之影響
2-1-1 能關心勞動權益的相關議題。
2-1-2 能關注每年基本工資的修正。
2-2-1 能關注勞動法令的修正。
2-3-2 能熱愛餐旅相關工作。
3-1-1 能進行簡單工資計算。
3-2-1 能進行簡單工時計算

【核心素養具體內涵】
A1 身心 素質 與 自我 精進

U-A1 提升各項身 心健全發展素質，發 展個人潛能，探索自 我
觀，肯定自我價 值，有效規劃生涯， 並透過自我精進與 超
越，追求至善與幸 福人生。

B1 符號 運用 與 溝通 表達

U-B1 具備掌握各類 符號表達的能力以 進行經驗、思想、價 值
與情意之表達，能 以同理心與他人溝 通並解決問題

C1 道德 實踐 與 公民 意識

U-C1 具備對道德 課題與公共議題的思考與對話素養，培養良好
品德、公民意識與社會責任，主動參與環境 保育與社會公共
事務。

教學活動

教學目標

時間

教學方法

2-1-1

第一堂 <工資工時與權益規範>

2-1-2
2-2-1

引起動機：播放基本工資修訂新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ZxohEjgpSQ
＜提問搶答＞：在影片中我們看到什麼內容
教師引導思考與統整後告知本節課授課內容
發放講義
一 基本工資教學，定義及月薪時薪數額導讀。
學生進行每日工資計算
二 四週彈性工時定義，導讀。

5 分鐘

影片教學

3 分鐘
2 分鐘

分組搶答

15 分鐘

講述法

＜提問搶答與增強＞餐旅業每日最高工時為幾小時
三 加班費計算教學，導讀講義，並請學生進行練

５分鐘
15 分鐘

講述法

1-1-1
1-1-2
1-2-1
1-2-2
1-3-1
1-3-2
3-1-1
3-2-2
U-A1 B1 C1

習平日，休假日，及休息日加班費計算。
＜教師統整納說明＞

1-1-1
1-1-2
1-2-1
1-2-2
1-3-1
1-3-2

第二堂＜勞權賓果大進擊＞
引起動機:提問與增強<第一堂課學習心得>
教師引導思考與統整後告知本節課授課內容
分組：班級依人數 5~8 人一組
小組討論-發放賓果學習單
每組賓果單有２５題問題，參考講義，小組討論答

U-A1 B1 C1

案，並先填入賓果數字。

2-3-2

5 分鐘

3 分鐘
2 分鐘
小組討論
25 分鐘

抽籤進行賓果遊戲

20 分鐘

<教師統整歸納說明>
再次強調勞動權益重要性

２分鐘

分組競賽

備註

勞動權益融入餐旅概論講義
課程一~~工資工時權益與規範

班級

座號

姓名

一 何謂基本工資?
基本工資係指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內由法令所規定所得之最低報酬。依勞動基準法第 21 條規
定，工資由勞僱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其規定目的在保障勞工基本生活。
二 基本工資目前規定?
目前工資每月為新台幣 23,100 元，每小時基本工資調整為 150 元。（自 109 年起，每月基本工資調
整為 23,800 元，每小時基本工資調整為 158 元）。
<例 1>大雄每天放學在餐廳打，上班時間是晚上六點到十點，若老闆依基本工資標準給薪，每月工
作 15 日的月薪是多少?

三 四週彈性工時
一般有排班需求之餐旅業來說，可採行四週變形工時制度，勞資雙方可合意約定工作時間，但每日
正常工時最長為 10 小時，加班僅能 2 小時，每四週工時為 160 小時，且二週需有二日作為例假日，
在此範圍內只要勞資雙方合意或勞動契約已明確告知排班規定，則可自由進行班表編訂，但班表不
可隨意更改。
四 加班費計算
(一)平日
(1) 延長工作時間在 2 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 3 分之 1 以上。
(2) 再延長工作時間在 2 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 3 分之 2 以上。
(二)休息日休息日加班費：
(1) 工作時間在 2 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 1 又 1/3 以上。
(2) 工作 2 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 1 又 2/3 以上。
(三 ) 國定假日雙薪
<例 2> 最近大公司尾牙很多，大雄週三加班到晚上十一點，週四加班到晚上十二點，週五是中秋節
老闆請他來餐廳加班幫忙，則他週三週四周五所得日薪分別是多少錢?

課程二~勞權賓果大進擊

組別:

說明:以下 25 題請參閱講義，分組討論後完成，並填妥賓果活動單

1. 目前工資每月為新台幣_____________元，。
2. 大雄每天放學在餐廳打，上班時間是晚上六點到十點，若老闆依基本工資標
準給薪，每月工作 20 日的月薪是多少______________?
3 每小時基本工資調整為_______________元
4. 自 109 年起，每月基本工資調整為___元
5 餐旅業來說，可採行_________制度
6 每日正常工時最長為________小時，加班僅能______小時
7. 二週需有_______日作為例假日
8. __________係指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內由法令所規定所得之最低報酬。
9. 依勞動基準法第 21 條規定，工資由____________議定之
10. 某日曉華加班兩小時可得加班費為＿＿＿＿＿元
11. 再延長工作時間在 3-4 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________
12. 新北市管理勞工事務的是＿＿＿＿＿＿＿局
13. 工作時間在 2 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____________
14. 工作 2 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____________
15. 國定假日薪資計算為__________
16. 基本工資係指勞工在「____________」內由法令所規定所得之最低報酬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自 109 年起，每小時基本工資調整為_____元
中秋節當日加班可得薪資為＿＿＿＿＿＿＿＿＿＿＿＿＿
四週變形工時制度 每四週工時為________小時
有任何問題勞雇問題要提問或申訴可以直撥＿＿＿＿電話
延長工作時間在 2 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_________
某日曉華加班四小時可得加班費為＿＿＿＿＿元
未經勞方同意班表是否可以任意變更___________
依法，勞方可以與資方進行工資協議___________(是，否)
試用期勞工未受勞基法保障_______(是，否)

勞權賓果大進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