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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興大學第 5屆第 7次勞資會議紀錄 

開會時間：106 年 4 月 25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30 分 

開會地點：本校行政大樓 3樓第 3會議室 

會議主席：陳主席德                       記錄：陳宥里 

出列席人員：（略） 

一、 主席報告：（略） 

二、 會議報告：本會議應到 14 人，實到 13 人，人數已達法定開會人數。 

（一）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理情形：  

案號 案  由 執行情形 

列管： 

第5屆第3次

勞資會議第2

案 

建議契約進用職員退休能比照公

務員及教師退休之學校福利。 

 

會議決議： 
一、 請校方向實驗林管理處爭取

本校退休契約進用職員惠蓀
林場門票或住宿之優惠。 

二、 請人事室清查已離職之契約
進用職員是否符合退休條件
，並研議是否列入適用退休權
益。 

三、 爾後契約進用職員退休比照
編制內人員，由本校製發退休
證。 

一、 有關本校退休契約進用職員能
否享有惠蓀林場門票或住宿之
優惠事宜：實驗林管理處回覆，
基於照顧，並鼓勵本校退休契約
進用職員至惠蓀林場旅遊，比照
本校退休教職員工給予優惠，惟
須憑退休證辦理優惠事宜。 

二、 有關已離職之契約進用職員是
否符合退休條件乙節，經清查結
果計 2 名符合本案退休權益事
項。 

 
 

第5屆第4次
勞資會議第1
案 

建議修訂「本校國立中興大學契約
進用職員工作規則」第 29 條及「
國立中興大學契約進用職員勞動
契約書」第 15 點，提請討論。 
 
會議決議：照案通過。 

本案業提本次會議討論。 
 

第5屆第6次

勞資會議第1

案 

為落實一例一休政策，避免違法，

本校適用勞動基準法同仁之工作

時間依勞動基準法第 30 條之 1 及

第 36 條規定，例假以調移方式辦

理，請討論。 

 

會議決議： 

照案通過，並請人事室於近期舉辦

校內說明會（包含專家演講）。 

一、 本校分別於 106年 2月 21日及

3 月 28 日於本校資訊大樓致平

廳辦理「因應勞動基準法一例

一休宣導會」及「計畫主持人

因應勞動基準法一例一休宣導

會」，參加人數分別為 245 人

及 95 人，共計 340 人參加。 

二、 本校另預計於本(106)年4~5月

至各學院辦理 8 場次之「一例

一休計畫主持人宣導會」。 

三、 差勤系統配合修正部分，目前

請計算機及資訊網路中心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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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案  由 執行情形 

中。 

第5屆第6次

勞資會議第2

案 

有關勞動基準法第 24 條勞工於休

息日延長工時之加班方式，請討

論。 

 

會議決議：照案通過。 

差勤系統配合修正部分，目前請計算

機及資訊網路中心建置中。 

第5屆第6次

勞資會議第3

案 

為維護勞動休假權益，並兼顧業務

需要，本校適用勞動基準法同仁，

依勞動基準法第 37 條所定應放假

之日，可於 6 個月內調移完畢，請

討論。 

 

會議決議： 

照案通過，並請人事室發文及以電

子郵件通知適用勞動基準法同仁

勞動節放假調移事宜。 

一、 有關國定假日調移及適用勞動

基準法事宜，本校業於 106 年 3

月 16 日興人字第 1060600251

號書函轉知本校一、二級單位

，另本次會議業置本校首頁及

本室會議紀錄網頁，請至相關

網頁下載查閱。 

二、 本校差勤系統配合修正部分，

目前請計算機及資訊網路中心

建置中。 

第5屆第6次

勞資會議第4

案 

擬修訂「國立中興大學契約進用職

員工作規則」第 15 條及 16 條條文

，請討論。 

 

會議決議：照案通過。 

本案業於 106 年 3 月 21 日興人字第

1060600199 號函報臺中市政府核備

，經臺中市政府 106 年 3 月 21 日府

授勞動字第 1060049111 號函請本校

另修正部分條文，擬併同修正後條文

，報請臺中市政府核備。 

第5屆第6次

勞資會議第6

案 

擬修正本校契約進用職員勞動契

約書第 5點規定案，請討論。 

會議決議：照案通過。 

本案業提 106 年 3 月 22 日第 406 次

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5屆第6次

勞資會議第7

案 

擬修正本校工友工作規則第 24、28

及 30 條部分條文案，請討論。 

 

會議決議：照案通過。 

本校業於 106 年 2 月 9 日興人字第

1060600133 號函報臺中市政府，經該

府 106 年 2 月 24 日府授勞動字第

1060034890 號函請本校另修正部份

條文。本案擬併同修正後條文報臺中

市政府核備。 

第5屆第6次

勞資會議臨

時提案 

有關結清離職儲金事宜，請討論。

 

會議決議： 

請人事室會後儘速邀請契約進用

職員勞方代表討論本案現職同仁

結清離職儲金事宜，並將結論提下

次勞資會議討論。 

本案於 106 年 3月 8日經勞資協商後

，同意契約進用職員結清離職儲金，

相關法令修正業提本次會議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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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其他報告事項： 

1. 本校事務組張組長人文於 106 年 3 月 1 日輪調至採購組，該職務

由賴組長明達接任，自當日起變更資方委員為賴組長明達。 

(二) 勞工動態：略 

 

三、討論提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 一：擬修正本校工友工作規則部分條文案，請討論。 

說    明： 

一、 依據臺中市政府 106 年 2 月 24 日府授勞動字第 1060034890 號函修

正意見，修訂本校工友工作規則第 27、46、59、65、72 及 74 條條

文。 

二、 檢附「本校工友工作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一）及臺中市政

府原函影本(附件六)各乙份。 

辦    法：經臺中市政府核備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 二：擬修正本校契約進用職員工作規則部分條文案，請討論。 

說    明： 

一、 依臺中市政府 106 年 3 月 21 日府授勞動字第 1060049111 號函意見

修正第 10、15、16、17、22、28、30、31 及 40 條條文。 

二、 依據 106 年 3 月 8 日勞資協商討論後共識，同意契約進用職員結清

離職儲金，爰修正第 29 條條文。 

三、 檢附「本校契約進用職員工作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二）臺

中市政府原函影本(附件七)各乙份。 

辦    法：經臺中市政府核備後實施。 

決    議：修正通過。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 三：有關勞動基準法第 37 條所定應放假之日調移或加班約定調整事宜，

請討論。 

說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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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本校第 5 屆第 6 次勞資會議決議，國定假日以不加班為原則，惟

因業務需要時，以調移或申請加班方式二種辦理，合先敘明。  

二、 茲為維護勞動休假權益，並兼顧業務需要，有關勞動基準法第 37 條

所定應放假之日調移或加班擬約定調整如下： 

(一) 五一勞動節：依各單位人力調配或業務需要，於 6 個月內提出

申請。 

(二) 其他國定假日：國定假日以不加班為原則，惟因業務需要加班

時，但刷卡時數＜申請時數時， 

1. 因個人需要事先核准加班申請：於個人差勤系統中勾選因個

人需要，且以實際刷卡時數核給。 

2. 無簽核公文時，因主管指派事先核准加班申請：直屬主管於

系統中確認指派後，依法核給。 

3. 有簽核公文時，且事先核准加班申請：申請時須附本校或一

級主管核准公文，依法核給。 

辦    法：請本校計算機及資訊網路中心協助差勤系統程式修正。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 四：擬修正本校契約進用職員勞動契約書第 15 點契約內容案，請討論。 

說    明： 

一、 依行政院勞工委員會 96 年 11 月 30 日勞動 1 字第 0960130914 號公

告，公務機構之臨時人員於 97 年 1月 1 日適用勞動基準法。故該等

人員自 97 年 1 月 1 日起已為勞退新制強制提繳對象，不再辦理離職

儲金，先予敘明。 

二、 本校辦理之離職儲金之原意係為安定同仁離職後之生活，並於離職

時依「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離職儲金給與辦法」規定發還。依勞工

代表建議，因約用人員自 97 年 1 月 1 日已適用勞退新制，離職儲金

已不再適用，擬提前結清該儲金帳戶，俾利同仁善加利用，經 106

年 3 月 8日勞資協商同意，爰修正第 15 點條文。 

三、 檢附本校「契約進用職員勞動契約書修正條文對照表」乙份（如附件

三）。 

辦    法：經本校行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    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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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委員：甘禮銘、閻菁菁、胡淑慎、阮博謙       

案 由 五：擬修正本校「契約進用職員勞動契約書」第 4 點、第 5 點規定案，

請討論。 

說    明： 

一、 「契約進用職員勞動契約書」第 4點 

(一) 建議避免強迫勞工同意，而只可選擇補休字眼，避免違法。 

(二) 要使勞工選擇補休，需事先通過勞資會議，不可單方決定，

避免違法。如需約定，約定加班補休期限為一年。 

引文：「(前略)勞動部說，如果勞工願意換成補休，卻沒有

在跟雇主約定的時間休完，雇主也不得『吃』假，否則就是

違反『未給付加班費』一項。」查未有勞資會議的約定紀錄

，如依雇主單方面決定恐有違法之虞。 

https://tw.news.yahoo.com/%E6%83%B3%E9%81%9E%E5%BB%B

6%E7%89%B9%E4%BC%91%E5%81%87-%E9%80%99%E6%A8%A3%E5%8

1%9A%E5%8F%AF%E6%8F%9B%E8%A3%9C%E4%BC%91-040334793.h

tml（附件八） 

(三) 公務人員加班補休沒有加乘，是以國民旅遊卡替代。如比照

公務人員，應另外提供旅遊津貼。 

(四) 依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 106 年 1 月 13 日總處綜字第

1060035385 號函（附件九）及教育部 106 年 1 月 17 日臺教

秘(一)字第 1060007138 號（附件十），函示機關為利實務管

理仍維持使用曆年制，而不依勞動基準法使用到職日。如今

，人事室主導僅針對契約進用職員，將以往的曆年制改為到

職日，將與公務人員及同為勞工身分的技工、工友均使用不

同制度。是故，補休制度方面，雇主也應與勞工協商使用期

限，以期符合法律規定。 

(五) 依據 105 年 12 月 21 日新修正勞動基準法第 24 條條文修正，

延長工作時間加給工資。 

(六) 依「國立中興大學加班管制要點」第五點，增加臨時加班及

緊急事故之加班事項。 

(七) 如臨時指派人員加班，又不給打卡及加班費，恐使學校面臨

違法。 

(八) 依據 105 年 12 月 21 日新修正勞動基準法第 32 條條文修正，

新增延長工作時間之給付工資及補休依法加乘加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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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依勞動基準法第 1 條規定，雇主與勞工所訂勞動條件，不得

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是故，如未按加乘給予，則有違

勞動基準法及依法行政原則之虞。 

(十) 多數的單位礙於經費問題，而限制不以加班費方式給與，易

引起勞資糾紛。如能按加乘給予補休，可緩解此問題。 

二、 「契約進用職員勞動契約書」第 5點 

(一) 契約書內並沒有附表一，建議直接刪除。 

(二) 休假日數可與公務人員一致，方便差勤管理，並留下人力資源。 

(三)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七條：「公務人員至年終連續服務滿一年

者，第二年起，每年應給休假七日；服務滿三年者，第四年起

，每年應給休假十四日；滿六年者，第七年起，每年應給休假

二十一日；滿九年者，第十年起，每年應給休假二十八日；滿

十四年者，第十五年起，每年應給休假三十日。初任人員於二

月以後到職者，得按當月至年終之在職月數比例於次年一月起

核給休假；其計算方式依第三條第二項規定。第三年一月起，

依前項規定給假。」 

(四) 比照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 7條條文修正。休假應比照公務人員

之休假日數，提高休假天數。優於勞基法，更能體現政府施政

及校方體恤員工的美意。 

(五) 公務人員與契約進用職員休假日照對照表 

契約進用職員休假日數與公務人員最高一年差假高達 12 天，

而到職 25 年，總相差休假日數高達 101 天，但休假仍比照公

務人員請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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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公務人員 契約進用職員 相差日數

6個月至未

滿1年

初任人員於二月以後到職者
，得按當月至年終之在職月
數比例於次年一月起核給休
假

3

1 7 7 0
2 7 10 -3
3 7 14 -7
4 14 14 0
5 14 15 -1
6 14 15 -1
7 21 15 6
8 21 15 6
9 21 15 6
10 28 16 12
11 28 17 11
12 28 18 10
13 28 19 9
14 28 20 8
15 30 21 9
16 30 22 8
17 30 23 7
18 30 24 6
19 30 25 5
20 30 26 4
21 30 27 3
22 30 28 2
23 30 29 1
24 30 30 0
25 30 30 0

總計差假日數 101

 

 

(六) 企業多以半小時或以小時計假，有知上櫃公司的特別休假以半

小時計。有時遇到突發狀況，僅需數分鐘至半小時處理緊急事

件。如可請半小時，可處理完事情馬上回來處理公務，不致嚴

重影響工作的進度。非必要也不會有人刻意去請半小時，一般

同仁請假多以全日或半日，以免舟車勞頓之苦。請假也需要代

理人與主管同意，可以安心由各單位主管把關。 

(七) 有時要接送小孩或帶去看醫生，只需要 1-2 小時即可，雖可利

用家庭照顧假，但不給工資，對於家庭收入不高的同仁們，也

是一項負擔。因此建議特休的請假計算方式改為以小時計，更

能符合同仁家庭照顧的需求及政府推動友善家庭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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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偶會遇到車禍、機車故障等突發狀況。若能以半小時計，能解

決同仁臨時的突發狀況，也不致影響公事的服務。 

(九) 永然聯合法律事務所：特別休假如何放假，勞基法是規定由勞

雇雙方協商排定。 

http://www.law119.com.tw/newdesign/comptaipei/personv

iew.asp?kname=%C2%B2%A4%E5%A6%A8&ktop=%AFS%A7O%A5%F0%

B0%B2%A5i%A7_%A8C%A6%B8%A5%F0%B4X&idno=2381&keywords= 

(十) 內政部民國 76 年 01 月 15 日（76）台內勞字第 469940 號函：

「(略以)關於建議『公營事業機構勞工特別休假時間准以小時

計算」乙案，得由事業單位依實際需要明訂於工作規則中報准

後公開揭示。」是故上開釋示僅係原則性規定，若經勞資協商

後，以時計算均無不可。 

(十一) 臺灣大學的業務不比中興大學少，但仍保有寒暑假。建議本

校以半小時計更為友善，建議校方恢復寒暑休或以半小時計

假。 

(十二) 國立中興大學契約進用職員工作規則第十八條：「契約進用

職員請假時，應於事前填寫請假單，敘明理由及日數，經服

務單位主管核准後，方可離開工作崗位；但遇有急病或緊急

事故，得委託他人代辦請假手續。辦理請假手續時，並得要

求契約進用職員提出有關證明文件。契約進用職員上班時間

因事、因病或因公外出，均應依規定請假或辦妥公出手續。

非因公外出，請假未滿一小時即返者，以請假一小時計。每

四小時作半日計，每八小時作一日論。」是故，非因公外出

請假，得以小時計。 

(十三) 國立臺灣大學職員差勤管理實施要點第七點：「(前略) （三

）按小時請假：上班時數未達每日應到勤時數，應辦理請假

手續，並以時計算單位，不滿一小時以一小時計算。」由於

國立臺灣大學及多數國立大學仍保有寒暑假，建議本校以半

小時計更為友善。 

(十四) 「國立中興大學實施彈性上班同仁應行注意事項」第六點：

「各單位主管應負直接監督管理屬員之責，對出勤、辦公異

常者，應配合人事室即時處理；對連續且屢勸不聽者，並應

依行政程序簽請懲處。」是故，可以放心由單位主管監督管

理。 

(十五) 依據 105 年 12 月 21 日新修正勞動基準法第 38 條條文修正。 

(十六) 依據 105 年 12 月 21 日新修正勞動基準法第 79 條條文，違及

規定行為之一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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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得依事業規模、違反人數或違反情節，加重其罰鍰

至法定罰鍰最高額二分之一。 

三、 檢附「國立中興大學契約進用職員勞動契約書」修正要點對照表（

附件四）。 

辦  法： 

一、建議修正「契約進用職員勞動契約書」第 4 點：「 (三)甲方如因經

費受限，於請求乙方延長工時服務時，乙方可選擇以補休假方式處

理，不另支給延長工時之酬金。經依規定加班，得選擇在加班後一

年內補休假，並以小時為單位，不另支給加班費。補休逾期仍未補

休假者，依勞工之特別休假，因年度終結或契約終止而未休之日數

，應發給工資。 (四) 加班應依『國立中興大學加班管制要點』之

規定申請。臨時加班及緊急事故得於事後簽報單位主管批准發予加

班費或補休假，事後申請至遲應於加班次日一週內完成線上申請。(
五)甲方延長勞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及補休依下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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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額及補休加給三分之一以上。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

，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及補休加給三分之二以上。三、依勞基法第

三十二條第三項規定，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延長工作時間者

，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及補休加倍發給。甲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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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資額及補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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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補休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以上。休

息日之工作時間及工資及補休之計算，四小時以內者，以四小時計

；逾四小時至八小時以內者，以八小時計；逾八小時至十二小時以

內者，以十二小時計。」 

二、建議修正「契約進用職員勞動契約書」第 5 點：「五、乙方在聘僱

期間，必須請假時，依本校契約進用職員請假規定辦理。請假逾第

一項規定日數者，均按日扣除其報酬。扣除報酬之日數逾聘僱期十

二分之一者，應即終止聘僱。乙方在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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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六個月以上一年未滿者三

日。(二)一年以上二年未滿者七日。(三)二年以上三年未滿者十日。

(四)三年以上五年未滿者，每年十四日。(五)五年以上七年未滿者

，每年十五日。(六)七年以上十年未滿者，每年二十一日。(七)第

十年起，每年應給休假二十八日。(八)滿十四年者，第十五年起，

每年應給休假三十日。前項之特別休假期日由乙方排定之。但甲方

基於業務之需要或乙方因個人因素，得雙方協商調整。甲方應於乙

方符合勞基法所定之特別休假條件時，告知乙方排定特別休假。乙

方之特別休假，得依半小時申請。乙方之特別休假，因年度終結或

契約終止而未休之日數，甲方應發給工資。甲方應將乙方每年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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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數所發給之工資數額，記載於勞基法第二十

三條所定之勞工工資清冊，並每年定期將其內容以書面通知勞工。

乙方因請假有虛偽情事，經查證屬實者，以曠職論。」 

三、經勞資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    議：修正通過。 

 

提案委員：甘禮銘、閻菁菁、胡淑慎、阮博謙       

案 由 六：擬修正本校「國立中興大學契約進用職員工作規則」第 16 條、第 17

條、第 22 條、第 39 條規定案，請討論。 

說    明： 

一、 比照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 7條條文修正。 

二、 依據 105 年 12 月 21 日新修正勞動基準法第 24 及 38 條條文修正。 

三、 依據國立中興大學書函 106 年 1 月 19 日興人字第 1060600031 號，

取消寒暑假，文中指出「考量同仁每日延長工時又無法補休損及權

益、一級單位期間人力需求及提高本校行政效能之需，爰將停止施

行本方案，並修正本注意事項。」可見由於同仁業務繁重而會有無

法順利休假而只能於年度終結時結算工資。且平時的加班，若無事

前申請完成人事室也不核准加班。為顧及員工休假權益，不請特別

休假，亦不得為不利之處分。 

四、 依據民國 99 年 1 月 18 日國立中興大學第三屆第二次勞資會議會議

紀錄之臨時動議由人事室李主任少華提案通過：「為鼓勵勞資會議

代表積極參與會議，建議當學年度全程參與者，將比照考績會及人

審會獎勵全勤委員模式，簽請嘉獎乙次，以茲鼓勵。」決議為：「

通過，比照辦理。」去年度並未依決議辦理。 

五、 依據民國 101 年 10 月 16 日國立中興大學第四屆第一次勞資會議會

議紀錄之臨時動議提案通過，「為利本校適用勞動基準法同仁對相

關法令及權益之了解，請人事室提供相關勞工法律專家諮詢名單，

並以電子郵件寄送各勞方代表參考。」決議為：「照案通過」。如

今已沒施行。 

六、 依「國立中興大學契約進用職員工作規則」第 40 條「為促進本校與

契約進用職員之合作，提高工作效率，本校得不定時召開座談會，

檢討契約進用職員之工作、生活、福利等事項。」是故，勞動基準

法修法應使勞工生活愈來愈好，而非愈來愈差。 

七、 依據 105 年 12 月 21 日新修正勞動基準法第 79 條條文，違及規定行

為之一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並主管機關得依

事業規模、違反人數或違反情節，加重其罰鍰至法定罰鍰最高額二

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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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檢附「國立中興大學契約進用職員工作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

五）。 

辦  法： 

一、修正「國立中興大學契約進用職員工作規則」第 16 條：「第十六條

契約進用職員在本校連續服務滿一定期間者，每年應依下列規定給

予特別休假：一、六個月以上一年未滿者三日。二、一年以上二年

未滿者七日。三、二年以上三年未滿者十日。四、三年以上五年未

滿者，每年十四日。五、五年以上七年未滿者，每年十五日。六、

七年以上十年未滿者，每年二十一日。七、第十年起，每年應給休

假二十八日。八、滿十四年者，第十五年起，每年應給休假三十日。

第一項之特別休假期日，由契約進用職員排定之。但本校基於業務

上之急迫需求或契約進用職員個人因素，得與契約進用職員協商調

整。甲方應於乙方符合勞基法所定之特別休假條件時，告知乙方排

定特別休假。乙方之特別休假，得依半小時申請。乙方之特別休假

，因年度終結或契約終止而未休之日數，甲方應發給工資。甲方應

將乙方每年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數所發給之工資數額，記載

於勞基法第二十三條所定之勞工工資清冊，並每年定期將其內容以

書面通知勞工。」 

二、修正「國立中興大學契約進用職員工作規則」第 17 條第 12 點：「契

約進用職員請或不請特別休假、婚假、喪假、公傷病假、公假、產

假、生理假、家庭照顧假者，不得影響其全勤獎金、考績或為其他

不利之處分。前項所定事假、家庭照顧假、病假、生理假，得以時

計。婚假、陪產假、喪假，每次請假應至少半日。產檢假可依員工

實際需求選擇以小時或半日為單位，擇定後不得變更。」 

三、修正「國立中興大學契約進用職員工作規則」第 22 條：「契約進用

職員延長工作時間之薪資及補休，依下列標準加給：一、延長工作

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薪資額及補休加給三分之一以

上。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薪資額及

補休加給三分之二以上。三、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延長工作

時間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及補休加倍發給。四、甲方使勞工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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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及補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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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補休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

二以上。五、休息日之工作時間及工資及補休之計算，四小時以內

者，以四小時計；逾四小時至八小時以內者，以八小時計；逾八小

時至十二小時以內者，以十二小時計。」 

四、新增「國立中興大學契約進用職員工作規則」第 39 條第七點：「擔

任勞資會議代表積極參與會議，當學年度全程參與者，比照考績會

及人審會獎勵全勤委員模式，簽請嘉獎乙次。並為利本校適用勞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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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法同仁對相關法令及權益之了解，請人事室提供相關勞工法律

專家諮詢名單，並以電子郵件寄送各勞方代表參考。」 

五、去年度並未依決議辦理自 99 年起皆未依決議辦理。建請人事室於今

年 7 月底前補正。 

六、建議列入「國立中興大學契約進用職員工作規則」第 39 條。 

七、經勞資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    議：自 105 年度起，勞資會議代表積極參與會議，當學年度全程參與者
，比照考績會及人審會獎勵全勤委員模式，簽請嘉獎乙次，並列入
約用職員考核委員會審議獎懲案件參考原則；其餘條文不予修正。 

 

提案委員：甘禮銘、閻菁菁、胡淑慎、阮博謙       

案 由 七：建議舉行一例一休之執行說明會 

說    明： 

一、 全校只有一人處理數百人契約進用職員的休假。同仁遇到問題教詢

問一直忙線或剛好主辦人請假，無法即時處理，影響行政效能。 

二、 目前人事室與院有告之將舉辦說明會。相關資訊仍十分不足，尚不

夠透明即時公開。 

辦    法： 

一、 建議校方召開一例一休之執行說明會 

二、 建議相關資訊線上化，建置專區，與各院之時程表及文件均放在網

頁上，提供主辦人及全體員工瀏覽。 

三、 關乎全體契約進用職員之重大權益，建議請人事室應以電子郵件寄

送給全體員工。 

四、 建議應落實代理人制度，至少要有二位以上人員能處理休假制度，

以避免主辦人請假無人可代理回應。經本校行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    議：請人事室研議辦理。 

 

提案委員：甘禮銘、閻菁菁、胡淑慎、阮博謙       

案 由 八：有關國立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附設幼兒園優惠福利

措施，請討論。 

說    明： 

一、 依國立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102 年 9 月 6 日中農實字第

1020004979 號函，指優惠對象非臨時人員。 

二、 依「行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臨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第二點指

出臨時人員為：「臨時人員：指機關非依公務人員法規，以人事費

以外經費自行進用之人員。但不包括下列人員： 1、依聘用人員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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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條例、行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國軍聘用及雇用人

員管理作業要點進用之人員。2、技工、駕駛、工友、清潔隊員、國

防工業訓儲及研發替代役第三階段人員。3、國立大專校院依「國立

大學校務基金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及「國

立大專校院行政人力契僱化實施原則」進用之人員。4、公立幼兒園

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以契約進用之教保員、助理教保員及其他人

員。5、依各機關學校團體駐衛警察設置管理辦法進用之駐衛警察。

」 

三、 依上，契約進用人員非臨時人員，應適用其附設幼兒園之優惠。 

辦    法：擬請人事室行文，建議請臺中高農比照辦理。  

決    議：本校與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附設幼兒園之優惠福利措施業簽訂適
用本校編制內教職員；建議有托育需求之契約進用職員可至人事室
網頁/優惠商店區查詢，與本校或臺中市政府簽約之私立幼兒園。 

 

四、臨時動議：無。 

 

五、散    會：下午 1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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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興大學工友工作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第二十七條 

女性工友子女未滿二歲須親自

哺(集)乳者，除規定之休息時間

外，本校應每日另給哺(集)乳時

間六十分鐘。 

女性工友於每日正常工作時間

以外之延長工作間達一小時以

上者，本校應給予哺(集)乳時間

三十分鐘。 

前二項哺(集)乳時間，視為工作

時間。 

第二十七條 

女性工友其子女未滿一歲

，須親自哺乳者，於休息

時間外，每日得於工作時

間內哺乳二次，每次以三

十分鐘為度。 

依據臺中市政府 106

年 2 月 24 日府授勞

動字第 1060034890

號函意見修正。 

第四十六條 

工友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

列標準加給之： 

一、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

者，每一小時按平日每小時

工資加給三分之一以上。 

二、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上

者，每超過一小時按平日每

小時工資加給三分之二以

上。 

三、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

依本規則第二十九條規定

延長工作時間者，每延長工

作時間一小時按平日每小

時工資二倍計算。 

工友休息日工作之工資發給： 

一、 因業務需要，本校經工友

同意於休息日工作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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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六條 

工友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

，依下列標準加給之： 

一、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

時以內者，每一小時

按平日每小時工資

1.34 倍計算。 

二、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

時以上者，每超過一

小時按平日每小時工

資 1.67 倍計算。 

三、因天災、事變或突發

事件，依本規則第二十九

條規定延長工作時間者，

每延長工作時間一小時按

平日每小時工資二倍計

算。 

 

 

依據臺中市政府 106

年 2 月 24 日府授勞

動字第 1060034890

號函意見修正。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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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

之二以上。 

二、 休息日之工作時間及工資

之計算，四小時以內者，

以四小時計；逾四小時至

八小時以內者，以八小時

計；逾八小時至十二小時

以內者，以十二小時計。 

第五十九條 

工友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本校得

不經預告逕予解僱，終止勞動契

約，不發給資遣費： 

一、於訂立勞動契約時為虛偽意

思表示，使本校誤信而有受

損害之虞者。 

二、對於本校主管人員或其家屬

、主管代理人，實施暴行或

有重大侮辱且有具體事證

，經工友考核委員會審議認

定屬實者；但前項情形已進

入司法程序時，工友考核委

員會審議則應停止。 

三、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

定，而未諭知緩刑或未准易

科罰金者。 

四、違反勞動契約或本規則情節

重大。有下列情事之一，且

有具體事證者，視為情節重

大： 

（一）遺失或塗改或燬損公

文、文件有具體事證

，致損害本校名譽及

秩序。 

（二）有吸毒或偷竊行為者

，有具體事證，影響

第五十九條 

工友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本校得不經預告逕予解僱

，終止勞動契約，不發給

資遣費： 

一、於訂立勞動契約時為

虛偽意思表示，使本

校誤信而有受損害之

虞者。 

二、對於本校主管人員或

其家屬、主管代理人

，實施暴行或有重大

侮辱且有具體事證，

經工友考核委員會審

議認定屬實者；但前

項情形已進入司法程

序時，工友考核委員

會審議則應停止。 

三、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

宣告確定，而未諭知

緩刑或未准易科罰金

者。 

四、違反勞動契約或本規

則情節重大。有下列

情事之一，且有具體

事證者，視為情節重

大： 

依據臺中市政府 106

年 2 月 24 日府授勞

動字第 1060034890

號函意見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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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本校聲譽及利益。 

五、故意損壞本校所有物品，或

故意洩露本校機密，致本校

受有損害者。 

六、無正當理由連續曠職三日或

一個月內曠工達六日者。 

學校依前項第一、二、四、五、

六款規定終止契約者，應自知悉

其情形之日起，三十日內為之。 

（一）故意損壞本校所

有物品，或故意

洩露本校機密

，致本校受有損

害者。 

（二）遺失或塗改或燬

損公文、文件有

具體求證，致損

害本校名譽及

秩序。 

（三）有吸毒或偷竊行

為者，有具體事

證，致本校受有

損害。 

五、無正當理由連續曠職

三日或一個月內曠工

達六日者。 

學校依前項第一、二、四

、五款規定終止契約者，

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

三十日內為之。 

第六十五條 

工友適用勞動基準法退休金規

定者，其請領退休金權利，自退

休之次月起，因五年間不行使而

消滅。請領退休金權利不得讓與

、抵銷、扣押或供擔保。 

前項請領之退休金，工友得檢具

證明文件，於金融機構開立專 

戶，專供存入勞工退休金之用。

專戶內之存款，不得作為抵銷、

扣押、供擔保或強制執行之標

的。 

 

第六十五條 

工友請領退休金之權利，

自退休之次月起，因五年

間不行使而消滅。 

 

依據臺中市政府 106

年 2 月 24 日府授勞

動字第 1060034890

號函意見修正。 

第七十二條 

工友均由本校依法令規定辦理

參加勞工保險、就業保險及全民

第七十二條 

工友均參加勞工保險及全

民健康保險，享有各該保

依據臺中市政府 106

年 2 月 24 日府授勞

動字第 1060034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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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健康保險，並享有相關保險給付

權利。對於同仁發生各該保險之

保險事故時，由本校依法為其辦

理請領保險給付手續。 

 

險之給付權利。 

 

號函意見修正。 

第七十四條 

工友對於涉及本人權益事項，得

向本校勞工申訴評議委員會提

出申訴，本校林管處工友另向該

處勞工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

訴，受申請單位應於三十日內，

將結果或處理情形函覆申訴人。 

工友於工作場所遇有性騷擾之

情事時，可向人事室申訴。申訴

電話：04-22840649、傳真：

04-22870485 、 電 子 信 箱 ：

people@dragon.nchu.edu.tw。 

第七十四條 

工友對於涉及本人權益事

項，得向本校勞工申訴評

議委員會提出申訴，本校

林管處工友另向該處勞工

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受申請單位應於三十日

內，將結果或處理情形函

覆申訴人。 

 

依據臺中市政府 106

年 2 月 24 日府授勞

動字第 1060034890

號函新增性騷擾案

件申訴單位、電話、

傳真及電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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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興大學契約進用職員工作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第十條 

契約進用職員每日正常工作

時間不得超過八小時，每週不

得超過四十小時。 

前項工作時間，得依本校業務

需要，經與勞資會議協商同意

後，得將其四週內正常工作時

數，分配於其他工作日之時

數。其分配於其他工作日之時

數，每日不得超過二小時。 

契約進用職員上下班時間，得

因學校業務需要，經勞資會議

及個別勞工同意後彈性調整。 

第十條 

契約進用職員每日正常工

作時間不得超過八小時，每

週不得超過四十小時。 

前項工作時間，得依本校業

務需要，經與勞資會議協商

同意後，得將其四週內正常

工作時數，分配於其他工作

日之時數。其分配於其他工

作日之時數，每日不得超過

二小時。 

契約進用職員上下班時間

，得因學校業務需要，經勞

資會議同意後彈性調整。 

依臺中市政府 106 年 3
月 21 日府授勞動字第
1060049111 號函意見
修正。 

第十五條 

契約進用職員每七日中至少

應有二日之休息，其中一日為

例假，一日為休息日。 

契約進用職員依本規則第十

條變更工作時間者，每兩周內

至少應有二日之例假，每四周

內之例假及休息日至少應有

八日。不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念日

、節日、勞動節及其他由中央

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之日，均

應休假，工資照給。前開休假

日經勞雇雙方協商同意後,得

酌作調移。 

林管處惠蓀林場契約進用長

服員、廚師團隊，每週工作時

間不得超過四十小時、每七日

中至少應有二日之休息，其中

一日為例假，一日為休息日，

並得視實際需要，依勞動基準

法第三十條之一規定實施彈

第十五條 

契約進用職員每七日中至

少應有一日之休息，作為例

假。 

紀念日、勞動節及其他由中

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

日依勞動基準法施行細則

第二十三條規定辦理。 

 

 

 

 

 

 

 

 

林管處惠蓀林場契約進用

長服員、廚師團隊，每週工

作時間不得超過四十小時

、每七日中至少應有一日之

休息，作為例假，並得視實

際需要，依勞動基準法第三

依臺中市政府 106 年 3
月 21 日府授勞動字第
1060049111 號函意見
修正。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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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性工時，另因應林場業務需求

，經勞資雙方協商同意後，例

假及應放假之日以排定或輪

休方式為之，彈性調整。 

十條之一規定實施彈性工

時，另因應林場業務需求，

經勞資雙方協商同意後，例

假及應放假之日以排定或

輪休方式為之，彈性調整。

第十六條  

契約進用職員在本校連續服

務滿一定期間者，每年應依

下列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一、六個月以上一年未滿者，

三日。 

二、一年以上二年未滿者，七

日。 

三、二年以上三年未滿者，十

日。 

四、三年以上五年未滿者，每

年十四日。 

五、五年以上十年未滿者，每

年十五日。 

六、十年以上者，每一年加給

一日，加至三十日為止。 

前項人員工作年資之計算，自 

受僱當日起算。 

第一項之特別休假期日，由契

約進用職員排定之。但本校基

於業務上之急迫需求或契約

進用職員個人因素，得與契約

進用職員協商調整。 

本校應於契約進用職員符合

前項所定之特別休假條件時

，告知契約進用職員排定特別

休假。契約進用職員之特別休

假，因年度終結或契約終止而

未休之日數，由本校發給工

資。契約進用職員每年特別休

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數所發

給之工資數額，由本校記載於

工資清冊，每年定期將其內容

以書面通知契約進用職員。 

第十六條 

契約進用職員在本校連續

服務滿一定期間者，每年應

依下列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一、 服務滿一年以上未滿

三年者，每年應給特別

休假七日。 

二、 服務滿三年以上未滿

五年者，每年應給特別

休假十日。 

三、 服務滿五年以上未滿

十年者，每年應給特別

休假十四日。 

四、 服務滿十年以上者，每

一年加給一日，加至三

十日為止。 

前項人員工作年資之計算

，自受僱當日起算。 

新進人員於二月以後到職

者，得按當月至年終之在職

月數比例於次年一月起核

給特別休假。比例計算後未

滿半日者，以半日計；超過

半日未滿一日者，以一日

計。 

每年所核給之特別休假應

於次年底前休畢，超過期限

未休畢者，視為放棄。離職

時依勞基法特別休假之規

定核算實際應休天數，如有

超休者，改以其他法定假別

登錄及扣薪；若有給假不足

之情形，應予補足休假天數

，並於離職前休畢。 

一、本條文第一、三項
前經第5屆第6次
勞資會議修正通
過。 

二、依臺中市政府 106
年 3 月 21 日府授
勞 動 字 第
1060049111 號函
意見新增第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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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第十七條 

契約進用職員請假種類及准

假日數規定如下： 

一、 生理假：女性契約進用

職員因生理日致工作有

困難者，每月得請生理

假一日，全年請假日數

未逾三日，不併入病假

計算，其餘日數併入病

假計算。前開併入及不

併入病假之生理假薪資

折半發給。 

二、 喪假：得分次申請，但

應於死亡之日起百日內

請畢。薪資照給。 

(一) 父母、養父母、繼父

母、配偶喪亡者，給

喪假八日。 

(二) 祖父母(含外祖父母)

、曾祖父母(含外曾祖

父母)、子女、配偶之

父母、配偶之養父母

或繼父母喪亡者，給

喪假六日。 

(三) 兄弟姊妹、配偶之祖

父母(含外祖父母)喪

亡者，給喪假三日。  

第十七條 

契約進用職員請假種類及

准假日數規定如下： 

一、生理假：女性契約進用

職員因生理日致工作

有困難者，每月得請生

理假一日，全年請假日

數未逾三日，不併入病

假計算，其餘日數併入

病假計算，其超過者以

事假抵銷。前開併入及

不併入病假之生理假

薪資折半發給。 

二、喪假：得分次申請，但

應於死亡之日起百日

內請畢。薪資照給。 

(一)父母、養父母、繼父

母、配偶喪亡者，給

喪假八日。 

(二)祖父母(含外祖父母

)、曾祖父母、子女

、配偶之父母、配偶

之養父母或繼父母

喪亡者，給喪假六

日。 

(三)兄弟姊妹、配偶之祖

父母(含外祖父母)

喪亡者，給喪假三

日。   

依臺中市政府 106 年 3
月 21 日府授勞動字第
1060049111 號函意見
修正。 

第二十二條 

契約進用職員延長工作時間

之薪資，依下列標準加給之： 

一、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

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

薪資加給三分之一以

上。 

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

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

時薪資加給三分之二以

第二十二條 

契約進用職員延長工作時

間之薪資，依下列標準加給

之： 

一、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

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

薪資加給三分之一以

上。 

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

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

依臺中市政府 106 年 3
月 21 日府授勞動字第
1060049111 號函意見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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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上。 

三、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

應延長工作時間者，按

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倍

發給。 

契約進用職員休息日工作之

工資發給： 

一、 因業務需要，本校經契

約進用職員同意於休息

日工作者，工作時間在

二小時以內者，其工資

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再

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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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工資額另再加一又三

分之二以上。 

二、 休息日之工作時間及工

資之計算，四小時以內

者以四小時計；逾四小

時至八小時以內者，以

八小時計；逾八小時至

十二小時以內者，以十

二小時計。 

時薪資加給三分之二

以上。 

三、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

件應延長工作時間者

，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

加倍發給。 

 

第二十八條  

本校有下列情事之一者，契約

進用職員得不經預告終止契

約： 

一、於訂立契約時為虛偽之意

思表示，使契約進用職員

誤信而有受損害之虞者。 

二、主管、主管家屬、主管代

理人對契約進用職員實

施暴行或有重大侮辱之

行為者。 

三、契約所訂之工作，對契約

進用職員健康有危害之

虞而本校未有妥善之安

全衛生防範措施，經通知

第二十八條 

本校有下列情事之一者，契

約進用職員得不經預告終

止契約： 

一、於訂立契約時為虛偽之

意思表示，使契約進用

職員誤信而有受損害

者。 

二、主管（或主管代理人）

及其家屬對契約進用

職員實施暴行或有重

大侮辱之行為者。 

三、契約所訂之工作，對契

約進用職員健康有危

害之虞而本校未有妥

依臺中市政府 106 年 3
月 21 日府授勞動字第
1060049111 號函意見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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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本校改善而無效果者。 

四、主管、主管代理人或其他

同仁患有法定傳染病，對

共同工作之同仁有傳染

之虞，且重大危害其健康

者。 

五、不依勞動契約給付報酬

時。 

六、本校違反勞動契約或勞工

法令，致有損害契約進用

職員權益之虞者。 

契約進用職員依前項第一款

、第六款規定終止契約者應自

知悉其情形之日起，三十日內

為之。但本校有前項第六款所

定情形者，契約進用職員得於

知悉損害結果之日起，三十日

內為之。 

有本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四

款之情形，本校已將該代理人

間之契約終止或患有法定傳

染病者依衛生法規已接受治

療時，契約進用職員不得終止

契約。 

善之安全衛生防範措

施，經通知本校改善而

無效果者。 

四、主管、主管代理人或其

他同仁患有惡性傳染

病，有傳染之虞者。 

五、不依勞動契約給付報酬

時。 

六、本校違反勞動契約或勞

工法令，致有損害契約

進用職員權益之虞者。

契約進用職員依前項第一

款、第六款規定終止契約者

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三

十日內為之。 

 

 

 

有本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

四款之情形，本校已將該主

管人員解除職務或已將患

有惡性傳染病者送醫或解

僱，契約進用職員不得終止

契約。 

第二十九條 

凡依本規則第五條、第二十六

條及第二十八條規定終止勞

動契約之契約進用職員，依勞

基法第八十四條之二及勞工

退休金條例第十二條有關規

定發給資遣費。 

前項資遣費應於終止勞動契

約後三十日內發給。 

契約進用職員自動離職時，本

校不另發給資遣費。 

本校契約進用職員於九十七

年一月一日以前，在本校辦理

離職儲金者，得申請結清存於

銀行之公、自提儲金(含本息)

第二十九條 

凡依本規則第五條、第二十

六條及第二十八條規定終

止勞動契約之契約進用職

員，依勞基法第八十四條之

二及勞工退休金條例第十

二條有關規定發給資遣費。

前項資遣費應於終止勞動

契約後三十日內發給。 

契約進用職員自動離職時

，本校不另發給資遣費。 

本校契約進用職員於九十

七年一月一日以前，在本校

辦理離職儲金者，如任職滿

二十五年，得申請結清存於

依據 106年 3月 8日勞

資協商討論後共識，同

意契約進用職員結清

離職儲金，爰修正本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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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未申請結清者，該儲金於離

職時依「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

離職儲金給與辦法」規定發

還。 

 

 

第一銀行臺中分行之公、自

提儲金(含本息)；未滿二十

五年申請結清者，僅發給自

提儲金之本息，公提儲金於

任職滿二十五年再申請結

清，或於離職時依「各機關

學校聘僱人員離職儲金給

與辦法」規定發還；未申請

結清者，該儲金於離職時依

「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離

職儲金給與辦法」規定發

還。 

第三十條  

契約進用職員依本規則第二

十八條終止契約者，應以書面

告知本校。 

不定期契約之契約進用職員

自請辭職終止契約時，應以書

面向本校提出申請，並準用本

規則第二十七條第一項之預

告期間規定。 

契約進用職員於勞動契約終

止時應依規定辦妥離職移交

手續。 

第三十條 

契約進用職員依本規則第

二十八條終止契約者，應以

書面告知本校。 

不定期契約之契約進用職

員自請辭職終止契約時，應

以書面向本校提出申請，並

準用本規則第二十七條第

一項之預告期間規定。 

依臺中市政府 106 年 3
月 21 日府授勞動字第
1060049111 號函意見
修正第三十一條條文
，另為符合實際管理需
要，經與勞工局確認，
爰將原規定於三十一
條條文「契約進用職員
於勞動契約終止時應
辦妥離職手續」等文字
移至本條文。 

第三十一條 

契約進用職員於聘僱期間 

得申請發給相關證明書；於 

勞動契約終止時，得請求本 

校發給服務證明書。 

一、契約進用職員離職時應辦

理下列移交手續： 

(一)經管財務。 

(二)經管業務。 

(三)待辦或未了案件。 

二、移交人應親自辦理移交手

續，如有特殊原因不能親

自辦理者，經單位主管核

准，得委託他人代理，但

所有一切責任仍由原經辦

第三十一條 

契約進用職員於聘僱期間

得申請發給相關證明書；於

勞動契約終止時，應依規定

辦妥離職移交手續，並得請

求本校發給服務證明書。 

一、 契約進用職員離職時

應辦理下列移交手續：

(一) 經管財務。 

(二) 經管業務。 

(三) 待辦或未了案件。

二、移交人應親自辦理移交

手續，如有特殊原因不

能親自辦理者，經單位

主管核准，得委託他人

依臺中市政府 106 年 3
月 21 日府授勞動字第
1060049111 號函意見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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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人負責。 

三、契約進用職員因傷病亡故

或有失蹤、潛逃等情事時

，其單位主管應於十日內

指定人員辦理移交手續，

但所有責任，仍應由原經

辦人負責。 

四、移交手續不克於規定期限

辦妥者，應敘明理由，經

權責主管核准展延。 

代理，但所有一切責任

仍由原經辦人負責。 

三、契約進用職員因傷病亡

故或有失蹤、潛逃等情

事時，其單位主管應於

十日內指定人員辦理

移交手續，但所有責任

，仍應由原經辦人負

責。 

四、移交手續不克於規定期

限辦妥者，應敘明理由

，經權責主管核准展

延。 

第四十條 

為促進本校與契約進用職員

之合作，提高工作效率，本校

得不定時召開座談會，檢討契

約進用職員之工作、生活、福

利等事項。 

契約進用職員對於涉及本人

權益事項，得向本校勞工申訴

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受申請

單位應於三十日內，將結果或

處理情形函覆申訴人。 

契約進用職員於工作場所遇

有性騷擾之情事時，可向人事

室 申 訴 。 申 訴 電 話 ：

04-22840649 、 傳 真 ：

04-22870485、電子信箱：

people@dragon.nchu.edu.tw 

第四十條 

為促進本校與契約進用職

員之合作，提高工作效率，

本校得不定時召開座談會

，檢討契約進用職員之工作

、生活、福利等事項。 

依臺中市政府 106 年 3
月 21 日府授勞動字第
1060049111 號函意見
，於工作規則明定申訴
制度及性騷擾申訴制
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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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興大學契約進用職員勞動契約書修正內容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十五、 

本校約用職員於97年1月

1 日以前，在本校辦理之

離職儲金者，得申請結清

存於銀行之公、自提儲金(

含本息)；未申請結清者，

該儲金於離職時依「各機

關學校聘僱人員離職儲金

給與辦法」規定發還。 

十五、 

本校約用職員於 97 年 1 月

1 日以前，在本校辦理之離

職儲金，為符離職儲金之原

意及安定離職後之生活，該

儲金於離職時依「各機關學

校聘僱人員離職儲金給與

辦法」規定發還。 

 

約用人員自97年 1月 1日

已適用勞退新制，離職儲

金已不再適用，經勞工代

表建議及 106 年 3 月 8 日

勞資協商同意提前結清該

儲金帳戶，爰修正本條

文。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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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興大學契約進用職員勞動契約書」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四、工作時間： 
(一)乙方正常工作時間比照
本校職員辦理，每日不超過
八小時，每週不超過四十小
時。 
惟甲方得視業務需要採輪
班制或調整每日上下班時
間，經乙方同意並依下列原
則變更： 

1.四週內正常工作時數
分配於其他工作日之時數
，每日不得超過二小時。 

2.當日正常工時達十小
時者，其延長之工作時間不
得超過二小時。 

3.乙方為女性人員時，甲
方得於徵得其同意後，要求
乙方於夜間十時以後工作。 

 (二)甲方因業務需要，
得要求乙方於非工作時間
內值日（夜）班，每日總上
班時數不得超過十二小時。 

 (三)甲方如因經費受限
，於請求乙方延長工時服務
時，乙方同意以補休假方式
處理，不另支給延長工時之
酬金。加班應依「國立中興
大學加班管制要點」之規定
申請。 

 (四)因天災、事變或突
發事件，必須延長工作時間
，或停止例假、休假、特別
休假必要照常工作時，事後
給予等同時間之補休。 
 

四、工作時間：
(一)乙方正常工作時間比照
本校職員辦理，每日不超過
八小時，每週不超過四十小
時。 
惟甲方得視業務需要採輪
班制或調整每日上下班時
間，並依下列原則變更： 

1.四週內正常工作時數
分配於其他工作日之時數
，每日不得超過二小時。 

2.當日正常工時達十小
時者，其延長之工作時間不
得超過二小時。 

3.乙方為女性人員時，甲
方得於徵得其同意後，要求
乙方於夜間十時以後工作。

 (二)甲方因業務需要，
得要求乙方於非工作時間
內值日（夜）班，每日總上
班時數不得超過十二小時。

 (三)甲方如因經費受限
，於請求乙方延長工時服務
時，乙方同意以補休假方式
處理，不另支給延長工時之
酬金。加班應依「國立中興
大學加班管制要點」之規定
申請。 

 (四)因天災、事變或突
發事件，必須延長工作時間
，或停止例假、休假、特別
休假必要照常工作時，事後
給予等同時間之補休。 

文字修正。 

五、 
乙方在聘僱期間，必須請假
時，依本校契約進用職員請
假規定辦理。 
請假逾第一項規定日數者
，均按日扣除其報酬。扣除
報酬之日數逾聘僱期十二
分之一者，應即終止聘僱。 
乙方在甲方繼續工作滿一
定期間者，每年應依下列規

五、
乙方在聘僱期間，必須請假
時，依本校契約進用職員請
假規定(如附表一)辦理。 
請假逾第一項規定日數者
，均按日扣除其報酬。扣除
報酬之日數逾聘僱期十二
分之一者，應即終止聘僱。
乙方在甲方繼續工作滿一
定期間者，每年應依下列規

文字修正。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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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給予特別休假： 
(一)六個月以上一年未滿者

三日。 
(二)一年以上二年未滿者七

日。 
(三)二年以上三年未滿者十

日。 
(四)三年以上五年未滿者，

每年十四日。 
(五)五年以上十年未滿者，

每年十五日。 
(六)十年以上者，每一年加

給一日，加至三十日為
止。 
前項之特別休假期日由
乙方排定之。但甲方基於
業務之需要或乙方因個
人因素，得雙方協商調
整。 
甲方應於乙方符合勞基
法所定之特別休假條件
時，告知乙方排定特別休
假。 
乙方因請假有虛偽情事
，經查證屬實者，以曠職
論。 

定給予特別休假：
(一)六個月以上一年未滿者

三日。 
(二)一年以上二年未滿者七

日。 
(三)二年以上三年未滿者十

日。 
(四)三年以上五年未滿者，

每年十四日。 
(五)五年以上十年未滿者，

每年十五日。 
(六)十年以上者，每一年加

給一日，加至三十日為
止。 
前項之特別休假期日由
乙方排定之。但甲方基於
業務之需要或乙方因個
人因素，得雙方協商調
整。 
甲方應於乙方符合勞基
法所定之特別休假條件
時，告知乙方排定特別休
假。 
乙方因請假有虛偽情事
，經查證屬實者，以曠職
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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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興大學契約進用職員工作規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第十六條 
契約進用職員在本校連續
服務滿一定期間者，每年應
依下列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一、六個月以上一年未滿者

三日。 
二、一年以上二年未滿者七

日。 
三、二年以上三年未滿者十

日。 
四、三年以上五年未滿者，

每年十四日。 
五、五年以上七年未滿 

者，每年十五日。 
六、七年以上十年未滿 

者，每年二十一日。 
七、第十年起，每年應給休

假二十八日。 
八、滿十四年者，第十五年

起，每年應給休假三十
日。 
第一項之特別休假期日
，由契約進用職員排定
之。但本校基於業務上
之急迫需求或契約進用
職員個人因素，得與契
約進用職員協商調整。 
甲方應於乙方符合勞基
法所定之特別休假條件
時，告知乙方排定特別
休假。 
乙方之特別休假，得依
半小時申請。 
乙方之特別休假，因年
度終結或契約終止而未
休之日數，甲方應發給
工資。 
甲方應將乙方每年特別
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
數所發給之工資數額，
記載於勞基法第二十三
條所定之勞工工資清冊
，並每年定期將其內容
以書面通知勞工。 

第十六條
契約進用職員在本校連續
服務滿一定期間者，每年應
依下列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一、六個月以上一年未滿者

，三日。 
二、一年以上二年未滿者，

七日。 
三、二年以上三年未滿者，

十日。 
四、三年以上五年未滿者，

每年十四日。 
五、五年以上十年未滿者，

每年十五日。 
六、十年以上者，每一年加

給一日，加至三十日為
止。 
前項人員工作年資之計
算，自受僱當日起算。
第一項之特別休假期日
，由契約進用職員排定
之。但本校基於業務上
之急迫需求或契約進用
職員個人因素，得與契
約進用職員協商調整。 

詳如案由二說明，要
點如下： 
1. 比照公務人員請
假規則第 7 條條文
修正。 

2. 依據 105 年 12
月 21 日新修正勞
動基準法第 24 及
38 條條文修正。 

 
 

笫十七條 
十二、契約進用職員請或不
請特別休假、婚假、喪假、
公傷病假、公假、產假、生

笫十七條
十二、契約進用職員請特別
休假、婚假、喪假、公傷病
假、公假、產假、生理假、

1. 依據國立中興大
學書函 106 年 1 月
19 日 興 人 字 第
1060600031 號，可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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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假、家庭照顧假者，不得
影響其全勤獎金、考績或為
其他不利之處分。 
前項所定事假、家庭照顧假
、病假、生理假，得以時計。
婚假、陪產假、喪假，每次
請假應至少半日。產檢假可
依員工實際需求選擇以小
時或半日為單位，擇定後不
得變更。 

家庭照顧假者，不得影響其
全勤獎金、考績或為其他不
利之處分。 
前項所定事假、家庭照顧假
、病假、生理假，得以時計。
婚假、陪產假、喪假，每次
請假應至少半日。產檢假可
依員工實際需求選擇以小
時或半日為單位，擇定後不
得變更。 

見由於同仁業務
繁重而會有無法
順利休假而只能
於年度終結時結
算工資。 

2. 為顧及員工休假
權益，不請特別休
假，亦不得為不利
之處分。 

第二十二條 
契約進用職員延長工作時
間之薪資及補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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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薪資額及補休加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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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薪資額及補休加給
三分之二以上。 

三、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
件，延長工作時間者，
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
及補休加倍發給。 

四、甲方使勞工於第三十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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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工資額及補休另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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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工資額及補休另再
加給一又三分之二以
上。 

五、休息日之工作時間及工
資及補休之計算，四小
時以內者，以四小時計
；逾四小時至八小時以
內者，以八小時計；逾
八小時至十二小時以
內者，以十二小時計。 

 

第二十二條
契約進用職員延長工作時
間之薪資，依下列標準加給
之： 
一、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

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
薪資加給三分之一以
上。 

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
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
時薪資加給三分之二以
上。 

三、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
件應延長工作時間者，
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
倍發給。 

詳如案由二說明，要
點如下： 
1. 依據 105年 12月

21 日新修正勞動
基準法第32條條
文修正，新增延
長工作時間之給
付工資及補休依
法加乘加給。 

2. 依勞動基準法第
1 條規定，雇主與
勞工所訂勞動條
件，不得低於本
法所定之最低標
準。是故，如未
按加乘給予，則
有違勞動基準法
之虞。 

3. 依據 105年 12月
21 日新修正勞動
基準法第79條條
文，違及規定行
為之一者，處新
臺幣二萬元以上
一百萬元以下罰
鍰並主管機關得
依事業規模、違
反人數或違反情
節，加重其罰鍰
至法定罰鍰最高
額二分之一。 

第三十九條 
契約進用職員於聘僱期，得 
依本校有關規定享有下權 
益： 

第三十九條
契約進用職員於聘僱期間 
，得依本校有關規定享有下
列權益：

如案由二說明
1. 民國 99 年 1 月 18
日國立中興大學
第三屆第二次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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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識別證與校內車輛通
行證之請領。 

二、 衛生保健醫療服務。 
三、 參加校內社團、春節團

拜及慶生會活動。 
四、 圖書館、計算機與資訊

網路中心及體育場所
等公共設施，得依各單
位之規定使用之。 

五、 參加勞工保險、就業保
險及全民健康保險，並
由本校依勞工保險條
例、就業保險條例及全
民健康保險法有關規
定繳交保費及辦理請
領給付。 

六、 出差按「中央機關公務
員工國內出差旅費報
支數額表」申領差旅
費。 

七、 擔任勞資會議代表積
極參與會議，當學年度
全程參與者，比照考績
會及人審會獎勵全勤
委員模式，簽請嘉獎乙
次。並為利本校適用勞
動基準法同仁對相關
法令及權益之了解，請
人事室提供相關勞工
法律專家諮詢名單，並
以電子郵件寄送各勞
方代表參考。 

一、 識別證與校內車輛通
行證之請領。 

二、 衛生保健醫療服務。 
三、 參加校內社團、春節團

拜及慶生會活動。 
四、 圖書館、計算機與資訊

網路中心及體育場所
等公共設施，得依各單
位之規定使用之。 

五、 參加勞工保險、就業保
險及全民健康保險，並
由本校依勞工保險條
例、就業保險條例及全
民健康保險法有關規
定繳交保費及辦理請
領給付。 

六、 出差按「中央機關公務
員工國內出差旅費報
支數額表」申領差旅
費。 

 

資會議會議紀錄
之臨時動議提案
通過 

2. 依據民國 101 年
10 月 16 日國立中
興大學第四屆第
一次勞資會議會
議紀錄之臨時動
議提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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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 

https://tw.news.yahoo.com/%E6%83%B3%E9%81%9E%E5%BB%B6%E7%89%B9
%E4%BC%91%E5%81%87-%E9%80%99%E6%A8%A3%E5%81%9A%E5%8F%
AF%E6%8F%9B%E8%A3%9C%E4%BC%91-0403347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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