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茵立嘉義大學第三屆第十次勞資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民國 108 年 1 月 15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30 分

會議地點:蘭潭校區行政大樓二樓人事室會議室

主席:勞方代表蔡依珊專案組員

出席人員: (詳如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 (略)

記錄:謝翠珍

貳、上次會議紀錄確認暨執行情形:帶9月乎并第 J J!l至第 5 ß[J 會議紀錄確立暨執行情

形同意備查。

參、報告事項

報告一 報告單位:人事室

勞工動態: (107.1 1. 13~108.2.1) 

姓名 異動類別 職稱 原職單位 新職單位 生效日期

黃子娟 回職復薪 專案組員
微生物兔疫與

107.1 l. 28 
生物藥學象

莊富琪 職務輪調 專案組員
產學營運及推 機械與能源

107.12.01 
廣處 學系

羅嘉琪 職務輪調 專案組員
機械與能源、學 產學營運及

107.12.01 
象 推廣處

買勁瑋 職務輪調 專案辦事員
教務處綜合行 教務處註冊

107.12.03 
政組 與課務組

;工{風劫走 職務輪調 專案辦事員
教務處註冊與 教務處綜合

課務組 行正文組
107.12.03 

師資堵育中心
師資垮育中

吳佳慕 職務輪調 契僱辦事員 心地方教育 107.12.04 
課:手呈組-

輔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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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處學 學生事務處

江妮玲 職務輪調 專案組員 生職涯發展中 課外活動拈 107.12.05 
，亡主 導組

學生事務處學 學生事務處

陳蕙敏 職務輪調 專案組員 生職涯發展中 課外活動指 107.12.05 
.、、、三、 導組

曹國樑 職務輪調 專案辦事員
學生事務處課 學生事務處

107.12.05 
外活動指導組 生活輔導組

學生事務處

蕭瑋鎮 職務輪調 專案辦事員 學生事務處 學生職涯發 107.12.05 
展中心

蔣竣梅 離職 專案組員 學生事務處 108.01. 16 

羽希哈魯斯 離職 專案辦事員 人文藝術學院 108.02.01 

張宏旗 離職 專案技佐 體育室 108.02.01 

以下空白

合計:

回職復薪 1 人、職務輪調 9 人、離職 3 人。

截至 108. 2. 1 為止，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共計 132 人。

決定:洽悉。

報告二 報告單位:人事室

案由:教育部轉勞動部函有關總統令公布修正勞動基準法第 54條、第 55條及第 5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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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提請報告。

說明:依據教育部書函轉勞動部 107年 11 月 26 日勞動條2字第 1070082662號函辦理( ~青

參 rN件第 6 頁至第 10 頁)

決定:洽悉。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事室

業由:本校專案員工工作規則部分條文及附表 γ本校專案人員給假一覽表 J 修正案，

提請討論。(請參的件第 11 頁至第 56 頁)

說明:

一、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差勤管理部分

1.相關法令規定:

( 1 ) 107 年 11 月 18 日修正施行之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 3 條規定略以:公務人員

之請假，事假、家庭照顧假、病假、生理假、婚假、產前假、陪產假、喪假，

得以時計。同規則第 10 條並規定，公務人員休假得以時計。

(2) 本校 107 年 11 月 20 日嘉大人字第 1079005193 號函規定，本校適用勞動基

準法之專案員工，事假、家庭照顧假、普通傷病假、生理假、婚假、產前假、

陪產假、喪假及休假，均同時比照公務人員自 107 年 11 月 18 日起改以「小

時 J 計假。

(3) 本校教職員暨校務基金契僱及專案工作人員加班管制要點第 7 點載明，專

案人員加班得於一年內補休或請領加班費。

2. 修正重點:

( 1 )第 32 條:延長工作加班補休期限，由 16 個月內 J 修正為「一年內」。

(2) 第 45 條:婚假、喪假、特別休假、事假、家庭照顧假、普通傷病假、生理

假、產前假、陪產假、加班補休假，均以「小時計假J 。

(3) 本校專案人員給假一覽表:依勞動基準法第 18 條修正特別休假給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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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契約用人通報查詢作業規定部分

1.相關法令規定:

配合教育部頒「學校辦理契約進用人員通報查詢作業注意事項」規定，推動本

校防制契約進用人員發生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之情事，修訂相關條文。

2. 修正重點:

( 1 )第 19 條:依上開注意事項第 3 點、第 4 點及第 6 點規定有關「不得僱用為

契約進用人員」及 r 契約進用人員學校應予終止契約」之相關規範，增訂本

條次第 1 項第 7 款、第 2 項及第 3 項文字。另，為應上開注意事項第 9 點已

訂定?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報到查訪及查閱辦法」申請查閱性侵害犯罪加

害人資料之相關規定，愛刪除原條文第 2 項第 10 款文字，以資簡化。

(2) 第 65 條之 1 :配合上開注意事項規定，修訂本條次標題為「性別平等、專

業倫理及通報查詢作業 J '並於本條次第 2 項增訂相關文字。

(三)取消人事保證規定部分

因應本校實際行政運作，以契約進用之新進人員，已取消人事係證程序，刪除

第 1是條及第 15 條文字。

二、檢附學校辦理契約進用人員通報查詢作業注意事項、本校專案員工工作規則修正

條文對照表、修正草案及修正「本校專案人員給假一覽表 J 各 l 份，請卓參。

討論: (略)

決議:

一、本校專案員工工作規則第 65 條之 1 第 2 項內容修正為: r 為確認員工是否有第

十九條第七款所定情形，本校得依「學校辦理契約進用人員通報查詢作業注意

事項 J' 向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辦理其相關資訊之蒐集、利用及查詢，並同意

法務部、警政機關及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提供相關資訊。員工於契約期悶，

如有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七款及第十九條第三項所定情事，本校比照前項規定辦

理，離職後始經查詮層實者，亦同 J 。

二、本校專案人員給假一覽表內容修正如下:

(一)刪除「家庭照顧假」、「普通病假」及「產前假J 備室主欄之 r 3. 得以時計 j 等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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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於表末備誰增列第 4 點規定，文字內容為: r 4. 依本校專案員工工作規則第 45

條規定，請假之最小申請單位，事假、家庭照顧假、普通傷病假、生理假、婚

假、產前假、陪產假、喪假、特別休假、加班補休假，均以小時計假j 之文字。

三、餘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推選下一次會議主席，提請表決。

說明:

一、依「勞資會議實施辦法 J 第 16條規定，勞資會議之主席，由勞資會議代表輪

流擔任之。但必要時，得由勞資雙方代表各推派一人共同擔任。

二、本會第三屆第一次會議推選主席為資方代表去盤盤副校長、第二次會議推選

主席為勞方代表鼓丞笠、第三次會議推選主席為資方代表主主笠、第四次會

議推選主席為勞方代表蠱蓋盟、第五次會議推選主席為資方代表工主盤、第

六次會議推選主席為勞方代表丕盜墓、第七次會議推選主席為資方代表全志

主、第八次會議推選主席為勞方代表主主笠、第九次會議推選主席為資方代

表室主主、第十次會議推選主席為勞方代表整盒斑。

討論: (略)

決議:經出席代表一致推遷，由資方代表洪混祐總務長擔任下次會議主席。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中午12時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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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第三屆第十次勞資會議簽到早

會議時間:民國 108 年 1 月 15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30 分

會議地點:蘭潭校區行政大樓二樓人事室會議室

主席:勞方代表蔡依珊代表 記錄:謝翠珍

出席人員:

黃光亮副校長

洪j晃祐代表

丁志權代表

李鴻文代表 在~II羅英明代表

鄭夙珍代表 義p )丸V 胡采玲代表

詞來:快





國立嘉義大學第三屆第九次勞資會議

紀錄決議暨執行情形

會議時間:民國 107 年 11 月 12 日(星期一)下午 3 時 30 分

會議地點:藹潭校區行政大樓二樓人事室會議室

主席:資方代表黃光亮副校長 記錄:謝翠珍

出席人員: (詳如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 (略)

貳、報告事項:

報告一 報告單位:人事窒

勞工動態: (1 07.04.28-107.1 1. 12) 

姓名 其動類別 職稱 原職單位 新戰單位 生妓日期

賴俊文 延長病假 專業書記 總務處
107.04.27一

108.0是.25

李文茹 新進 專案辦事員 研究發展處 107.05.07 

黃子娟
育嬰留職

專案組員
微生物免疫典

停薪 生物藥學率 107.1 1. 27 

江明興 新進 專素技佐
電子計算機中

107.06.01 
a、、4、• 

翁慈雀 新進 專案辦事員
農學院動物試

107.06. 11 
驗場

莊意韻 新進 專案辦事員 管理學院 107.06.11 

鄭靜宜 種遵 專案組員
產學營運及

107.06.15 
推廣處

實勁瑋 陸邊 專業辦事員 教務處 107.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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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光雄 改時僱 契僱技士 檻物醫學系 107.06.29 

劉姿女于 離職 專案技佐 國藝技藝中心 107.07.01 

蘇月 1袁 新進 專案技f左 臨藝技藝中心 10.07.02 

林美芝 離職 專黨護士
環境保護及

107.07.16 
安全衛生中心

黨雅玲 回職復嶄 專業辦事員
輔導與諮商

] 07.08.0] 
學系

徐芷葳 新進 專案書記 總務處
107.08.01 

陳雅玲 新進 專案護士
環境保護及安

107.08.15 
全衛生中心

嚴慧負 離職 專案辦事員 教務處 107.08.27 

羅嘉琪 四職復薪 專案組員
機械與能源、工

107.08.30 
程學系

許家綺 離職
專案諮商心

學生事務處 107.09.01 
理師

唐靖愛 調整~所 專黨辦事員 生化科技學系
生物機電工

107.09.04 
程學率

江玉靖 新進
專業諮商心

學生事務處 107.09.25 
主里 t帝

江委瑩 新進 專業辦事員
朱副校長

107.10.15 
辦公室

劉女口患 新進 專案辦事員 教務處 107.10.16 

陳雅玲 離職 專業護士 學生事務處 107.1 1. 01 

L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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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筱君
育嬰留職

專案辦事員 總務處
107.1 1. 12一

停薪 109. 05. 11 

黃負瑜
育嬰留職

專業組員 教育學率
107.1 1. 12一

停薪 108.06.30 I 

合計:

由職復薪 2 人、改聘僱 1 人、育嬰留職停薪 3 人、陸遷 2 人、調整象所 1 人、

新進 10 人、離職 5 人、延長病假 1 人。

截至 107.1 1. 12 為止，契僱人員及專業工作人員共計 138 人。

決定:泠悉。

報告二 報告單位:人事室

案由:勞動部公告之「基本工資 J 調整，並自 108年1 月 1 日起生效，

提請報告。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107年9月 19 日臺教人(二)字第 1070151270號書函轉

勞動部107年9 月 5 日勞動條2字第 1070131236號公告辦理(誘委派f

f牛第 6 頁至第 7 頁)

二、勞動部公告每月基本工資自 108年1 月 1 日起調整為新台幣(以下

同 )2萬 3 ， 100元;每小時基本工資調整為150元。

玉、本案業以107年10 月 2 日嘉大人字第 1070012670號書函轉各單位

知照。

決定:洽悉。

肆、提案討論:

提察一 提案單位:鄭長晉等11位同仁追著

案由:本校專素工作人員當年度未休辜特別休假擬遞延至隔年，以利

排休案，提請審議 f掃多方f佯裝 8 頁互 $ 18 l{) 。

說明:

依本校107年10 月 16 日勞資會議提案單辦理。

4 、 查 107年3 月 1 日修正施行之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是項規定 :f 勞

工之特別休假，四年度終結乳契約終止而未体之日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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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數，雇主處發給工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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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落實建構健康職場，本校106年9 月 28 日第三屆第六次勞資

會議決議:適用勞基法之校務基金員工，其特別休假日建議

於年度終結前休華為原則。另，有關前開規定勞工特別休假

未休畢得遞延1年部分，經校長107年3月 8 日裁示，本校循當

年度休畢之原則辦理，以促員工排定休假。

四、復查本校前於106年 11 月 29 日以嘉大人字第 1069005049號函
通函各單位，專案工作人員因故未能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所

發給之工資數額，由各單位業務費相關費用流周至人事相關

經贅支應。
五、 綜上，有關專案L作人員當年度未休畢特別休假擬遞延至隔

年乙節，提請委員審議。

討論: (略)

決議:

一、為鼓勵本校真正排定休假，專案工作人員之特別休假，仍請依

循「當年度休辜，不予遞延」原則辦理，惟倘遇有間業務需求

而無法於年度內休畢特別休假者，應發給之工資數額，由各單

位業務費相關費用就周至人事相關經費支應。本察經勞雇雙方

協商，專業工作人員當年度未休畢特別休假不予遞延至次一年

度。

二、另查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研擬修正，休假將由「半日計 J 改以「小

時計 J 一事，刻正由行政院簽辦中， ~是符行政院及考試院會銜

發布修正後，專業工作人員之特別休假屆時將可依本會 107 年

4 月 27 日決議，比照改以「小時J 計假，俾利同仁彈性規劃休

假，並兼顧學校業務推動。

。執行情形:己照會議決議辦理，配合修害了本校員工工作規則及本

校專業人員給假一覽表，並提本會討論。

提案二 提案單位:人事室

業由:推選下一次會議主席，提請表決。

說明:

一、依「勞資會議實施辦法J 第 16條規定，勞資會議之主席，由

勞資會議代表輪流擔任之。但必要峙，得由勞資雙方代表各

推派一人共同擔任。

二、本會第三屆第一次會議推選主席為資方代表金邊拉副校長、

第二次會議推遲主席為勞方代表姐丞笠、第三次會議推選主

席為資方代表室主進、第四次會議推選主席為勞方代表邊還

盟、第五次會議推選主席為資方代表工表盤、第六次會議推

選主席為勞方代表丕史是、第七次會議推選主席為資方代表

金主主、第八次會議推選主席為勞方代表汪主盟。
討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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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經出席代表一致推遷，由勞方代表盤盤JIIIt專黨組員擔任下次會

議主席。

。執行情形:己照會議決議辦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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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 函

受文者:教育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11 月 26 日

發文字號:勞動條2字第 1070082662號
連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地址: 10047臺北市中正區館前路77號9樓

聯絡人:施小姐

聯絡電話: 02-85902735 
電子信箱: trÌppen0523@mo l. gov. tw 

附件:如文(A17000000JI07008266200一 1. pdf 、 A1700000011 07008266200-2. pd.f) 

主語:函轉總統107年11 月 21 日華總一義字第 10700125351號令公

布修正勞動基準法第五十四條、第五十五條及第五十九條

條文，請查照轉知。

說明:

一、依據總統府秘書長107年 11 月 21 日華總一義字第 107001253

50號函辦理。

二、檢附首揭修正條文影本1份。

正本:行政院各部會、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科技部新竹科

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困區

管理局

副本:勞動都各單位(令部本部)、勞動部所屬一級機關、勞動都勞動福祉退休司、勞動

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哼矇豆豆

第 l 頁，共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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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檔

保存1f.限;

函總統府秘書長

機關地址: 10048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

段122號
聯絡方式:張瑞雲232061 日

受文者:勞動部

發文 a 期:中華民鷗 107年 11 月 21 日

發文字號:華總一義字第 10700125350號
迫別:最遠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處保密期限:

附件:

主告:立法院各請總統公布修正勞動基準法第五十四條、第五

十五條及第五十九條條文一案，業率總統107年 11 月 21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0700125351號令公布，請查照。

說明:本修正案刊載於總統府公報第 7393號(另見本府網站h句://

www.president.gov.tw公報系統)。

正本: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勞動部

副本:

裝

訂

線

臨
蟬
團
叫
“

個
甜
甜
•• U 

輸
珊
珊
几

m
咽
輯
時

間
圓
圓

都
甜
甜
鵬

動
翩
翩
翩2

發
臨
國
回
你

圖
阻
團
圓
叫

酬
闢
酬
即

制
鷗
鵬
向

酬
勵
w

第1頁，共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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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府公報
第 7393 號

總統令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21 日(星期三)

中華氏國 107 年 1 1 月 2 1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0700125351 號

茲修正勞動基準法第五十四條、第五十五條及第五十九條條文，公布

之。

總 統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賴清德
勞動部部長許銘春

勞動基準法修正第五十四條、第五十五條及第五十九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21 日公布

第五十四條 勞工非有下列情形之一，雇主不得強制其退休:

一、年滿六十五歲者。

二、身心障礙不堪勝任工作者。

前項第一款所規定之年齡，對於擔任具有危險、堅強

體力等特殊性質之工作者，得由事業單位報請中央主管機

關予以調整。但不得少於五十五歲。

第五十五條 勞工退休金之給與標準如下:

一、按其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給與兩個基數。但超過

十五年之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給與一個基數，最

高總數以四十五倍基數為限。未滿半年者以半年

計;滿半年者以一年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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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府公報 第 6667 號

二、依第五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強制退休之勞

工，其身心障礙餘困執行職務所致者，依前款規

定加給百分之二十。

前項第一款退休金基數之標準'像指核准退休時一個

月平均工資。

第一項所定退休金，雇主應於勞工退休之日起三十日

內給付，如無法一次發給時，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定後，分

期給付。本法施行前，事業單位原定退休標準優於本法者，

從其規定。

第五十九條 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

雇主應依下別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

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

予以抵充之:

一、勞工受傷或羅志職業病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

醫療費用。職業病之種類及其醫療範圈，依勞工

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

二、勞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工

資數額予以捕償。但醫療期間屆滿ι年仍未能

痊癒'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為喪失原有工

作能力，且不合第三款之失能給付樣準者，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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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府公報 第 6667 嘴

主得一次給付四十個月之平均工資後，兔除此

項工資補償費任。

三、勞工經治療終止後，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其遺

存F章害者，雇主應按其平均工資及其失能程度，一

次給予失能補償。失能補價標準'依勞工保險條例

有關之規定。

四、勞工遭過職業傷害或權患職業病而死亡時，雇主

除給與五個月平均工資之喪葬費外，並應一次給

與其遺屬四十個月平均工資之死亡補償。其遺屬

受領死亡補償之}I價位如下:

(一)配偶及子女。

(二)父母。

(三)祖父母。

(四)孫子女。

(五)兄弟姐妹。

3 

10 



國立嘉義大學專案員工工作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

對照表

修正條文

第十四條 (刪除)

現行條文 | 說明

第十四條 (人事係證) I 一、本條文刪除。

凡新進員工經管財務或經本校!二、因應本校實際行政運作，以
| 契約進用之新進人員，已取

認定其經辦重要業務者，須於|
;商人事係證程序，是刪除本

到職當日依規定辦妥係證手

績，有關係證事項悉依係證書
條文。

以
取
除已
刪

作
，
是

運
員
政
人
序

行
進
程

一
際
新
任

除
一
實
之
責

刪
一
校
用
人
。

文
一
本
進
證
文

條
一
應
約
保
條

本
一
因
契
清
本

一
-
4一

)
動
保

任
勞
規
由

責
反
校

之
違
本
時

人
人
他
害

一
證
證
其
損

之
一
保
係
或
有

定
一
(
被
則
，
受

約
一
條
於
規
校

谷
一
對
本
本

內
-
1
人
、
致

之
一
.
寸
證
約

土
一
第
係
契
章

第十五條 (刪除)

證人代負賠償責任。

第十九條 (不經預告終止|第十九條(不經預告終止

勞動契約，解僱原因) I 勞動契約，解僱原由)

凡員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凡員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

校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 I 校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

一、於訂立勞動契約時為虛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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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表示，使本校誤信而

有受損害之虞者。

一、依學校辦理契約進用人員通

報查詢作業注意事項第三

點、第四點及第六點規定，

增訂「不得僱用為契約進用

人員」及「契約進用人員學

校應予終止契約」之相關規

範'增訂第一項第七款、第

二、對於本校代表人、主管人|二、對於本校代表人、主管人| 二項及第三項文字。

員或其他共同工作之教職 i 員或其他共同工作之教職|二、因應上開注意事項第九點已

員工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 j 員工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 訂定「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

辱之行為者。 I 辱之行為者。 I 記報到查訪及查閱辦法」申

玉、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 j 玉、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 請查問性侵害犯罪加害人資

確定，而未諭知緩刑或未 i 確定，而未論知緩刑或未 i 料之相關規定，是刪除原條

准易科罰金者。 I 准易科罰金者。 I 文第二項第十款文字，以資

四、故意損耗電腦儀器、工

具、其他本校所有之物

品，或故意洩漏本校教學

四、故意損耗電路儀器、工

具、其他本校所有之物

品，或故意洩漏本校教學

土、研究上、或任何相關 i 土、研究上、或任何相關

業務上之秘密致本校受有 i 業務上之秘密致本校受有

損害者。 I 損害者。

五、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 i 五、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

簡化.。

三、的作項次及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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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三日，或一個月內

曠工(職)達六日者。

(職)三日，或一個丹內

噁工(職)達六日者。

六、違反下列勞動契約或工作|六、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

規則，情節重大者:

i二L聚眾要挾，嚴重妨害

業務或工作之進行，

致本校受有損害者。

4土上有性騷擾、性侵害或﹒

性霸凌之行為，有其

體事證者。

(三)攜帶槍炮、彈藥、刀

械等法定違禁物品，

進入工作場所。

斗里之一營私舞弊，挪用公

款，收受賄路、伺

金，有具體事證者。

斗孟之一仿做他人簽字或益用
印信圖謀不法利益，

使本校受有損害者。

i主之一參加經司法機關認定

之非法組織，使本校

受有損害者。

i主上年度內經功過相抵

後，仍累計滿三大過

者。

斗立L造謠滋事、煽動怠工

或非法罷工，嚴重影

響本校業務有其體事

證者。

J...i1.上偷竊同仁或本校財

物，有具體事證者。

則，情節重大者。

前項第六款靜、拍下列情形

之一，而情節重大者:

一、聚眾要挾，嚴重妨害業務

或工作之進行，致本校受

有損害者。

二、有性騷擾、性侵害或性霸

凌之行為，有具體事證

者。

三、攜帶槍炮、彈藥、刀械等

法定違禁物品，進入工作

場所。

四、營私舞弊，挪用公款，收

受賄路、惆金，有其體事

證者。

五、仿做他人簽字或益用印信

圖謀不法利益，使本校受

有損害者。

六、參加經司法機關認定之非

法組織，使本校受有損害

者。

七、年度內經功過相抵後，仍

累計滿三大過者。

八、造謠滋事、煽動怠工或非

法罷工，嚴重影響本校業

務有具體事證者。

九、偷竊同仁或本校財物，有

其體事證者。

七、員工隱匿以下情事，經本|十、經本校依「性侵害犯罪加

校查證蠱室 害人登記報到查訪及查閱

(一)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二條第一項之性侵害犯

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二)有性侵害、性騷擾或性

矗凌之行為，經認定不

辦法 i 申請查閱性侵害犯

罪加害人資料經警察機關

登記有案，並於本校聘僱

期間應定期前往報到者。

本主交f衣第一項第一款、第

12 



得擔任教育從業人員， 二款、第四款至第六款規定終

且於言主管制期悶。 止契約者，於自知悉其情形之

員工於契約期間如涉有性 日者起，三十日內為之。

侵害、性騷擾或性矗凌行為之

信形，本校得於知悉、之日起一

個月內，經專案人員甄審及考

評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先停止契

約之執行，員工應配合調杏並

靜候結果。經調杏屬實者，本

校得立即以畫面終止契約。

前項停止契約執位期間，本

校應停止支付全部薪資，並應

於調杏確定無前項事實後一個

月內補發停止契約執行期間之

全部薪資。

本校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

款、第四款至第六款規定終止

契約者，於自知悉其情形之日

者起，三十日內為之。

第三十二條 第三十二條 一、本校教職員暨校務基金契僱

本校有使員工在正常工作 本校有使員工在正常工作 及專案工作人員加班管制要

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經員 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經員 點第 7 點規定略以，專案人員

工同意後，得將工作時間延長 工同意後，得將工作時問延長 加班得於一年內補休或請領

之。 之。 加班費，業經 107 年 5 月 8 日

前項延長員工之工作時間 前項延長員工之工作時間 106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通

連同正常工作時間，一日不得 連同正常工作時間，一日不得 過。

超過十二小時，一個月不得超 超過十二小時，一個月不得超 二、依土問規定，配合修正本規

過四十六小時，並徵得勞工用 過四十六小時，並徵得勞工同 定，本校於徵得專業人員同意

意於延長工作時間後二主內補 意於延長工作時間後六個月內 延長工作時間後一年內補休

休完畢或另支給加班費。 補休完畢或另支給加班費。 完畢。

第一項延長員工工作時間 第一項延長員工工作時間

如棒、申請加班費者，其延長工 女口俘、申請加班費者，其延長工

作時問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 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

#合: 要合 : 

一、延長工作時悶在二小時以 一、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

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 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

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 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

13 



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

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 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

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 I 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

三、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 I 三、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

本校各單位拈定員工在正

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

要而延長工作時間者，按

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倍發

給。但應於延長開始後二

十四小時內，詳述理由，報

請嘉義市政府備查，並於

事後補給員工以適當之休

白
，心~

件，本校各單位指定員工

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

之必要而延長工作時間

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

加倍發給。但應於延長開

始後二十四小時內，詳述

理由，報請嘉義市政府備

查，並於事後補給員工以

適當之休息。

四、本校使員工於休息日工|四、本校使員工於休息日工

作，工作時鷗在二小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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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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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各單

位使員工於休息日工作之

時間，計入一個月四十六

小時延長工作時問總數。

但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

件而有於休息日工作之必

要者，不在此限。

有關天災之認定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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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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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各單位使員工於休息日工

作之時間，計入一個月四

十六小時延長工作時間總

數。但因天災、事變或突

發事件而有於休息日工作

之必要者，不在此限。

有闊天災之認定及發布，

依行政院發布「天然災害停止|依行政院發布「天然災害停止

辦公或上課作業辦法」之各項|辦公或土課作業辦法」之各項

規定辦理。有關事變、突發事件|規定辦理。有關事變、突發事

之認定，依主管機關之相關規 i 件之認定，依主管機關之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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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辦理。

第四十五條

請假之最小申請單位，主

假、家庭照顧假、普通傷病假、

生理假、婚假、產前假、 F吾產假、

喪假、特別休假、加另王幸福休假，

均以小時計假。

請事假、普通傷病假、婚

假、喪假期間，除延長假期在一

規定辦理。

第四十五條

請假之最小申請單位，婚

假以日計，喪假、特別休假以半

日計，普通傷病假、事假、加班

補休假均以一小時計。

請事假、普通傷病假、婚

假、喪假期間，除延長假期在一

個月(三十日)以上者，如遇例

個月(三十日)以上者，如遇例 i 假日、紀念日、勞動節日及由中

假日、紀念日、勞動節日及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日，

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日， I 應不計入假期內。

應不計入假期內。

第六十五條之一 (性別平等、

專業倫理及通報查詢作業)

員工於執行任務時應遵守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

第六十五條之一 (性別平

等、專業倫理)

員工於執行任務時應遵守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

防治準則」第七條及第八條規|防治準則」第七條及第八條規

定，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定，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

互動上，不得發展有違專業倫 i 互動上，不得發展有違專業倫

理之關餘，並應尊重他人與自 i 理之關餘，並應尊重他人與自

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避免不|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避免不

受歡迎之追求行為，且不得以|受歡迎之追求行為，且不得以

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 i 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

別有關之衝突。

為確認員工是否有第十九

條第一項第七款所定情形，本

校得依「奎校辦理契約進用人

別有關之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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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 107 年 11 月 18 日修正施行

之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 3 條規

定略以:公務人員之請假，事

假、家庭照顧假、病假、生理

假、婚假、產前假、陪產假、

喪假，得以時計。同規則第 10

條並規定，公務人員休假得以

時計。本校前以 107 年 1 月

20 日嘉大人字第 1079005193
號函知各單位，適用勞動基準

法之專案員工，事假、家庭照

顧假、普通傷病假、生理假、

婚假、產前假、陪產假、喪假

及休假，均同時比照公務人員

自 107 年 11 月 18 日起改以

「小時」計假在案。

二、依上開規定，配合修正本條

文，律定本校專素人員事假、

家庭照顧假、普通傷病假、生

理假、婚假、產前假、陪產假、

喪假、特別休假之請假最小申

請單位，改為得以時計。

配合學校辦理契約進用人員通報

查詢作業注意事項規定，修訂本條

次標題，並增訂第二項、第三項及

第四項文字。



員通報杏詢作業注意事項 L 向

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辦理其

相關資訊之蒐集、利用及杏詢，

並同意法務部、警政機關及各

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提供相關

資訊。

員工於契約期間，如有第

十九條第一項第七款及第十九

條第二項所定嗜事，本校比照

前正頁規定辦理，離職後始經杏

證屬實者，亦同。

本校辦理通報後，員工不

得要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

其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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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立嘉義大學專案員工工作規則(修正革黨)

第一條 (訂立目的)

97年 1 月 15 日 96學年度第 5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97年9月 9 日的學年度第 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嘉義市政府97年 10月 9 日府社資字第 0970095770

號函同意核備第 l條至第 17條、第 20條至第23

條、第 25條至第 3H桑、第 33條至第是l條、第是3

條至第是7條、第 49條至第 68條條文
嘉義市政府97年 10 月 31 日府社資字第

。970063163號函同意核備第 1條、第 18條、第 19
條、第 32條、第是2條、第是8條、刪除第2往前全、

增吉T 第 59條之1條文

99年5月 11 日 98學年度第7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嘉義市政府99年6月 1 日府社資字第 0995311643
號函同意核備第 l條至第 18條、第 20條至第 31

條、第 33條至第 71條條文
99年6月 21 日本校第 l居第 1 次勞資會議通過

嘉義市政府99年6 月 22 日府社資字第 0995026662
號函同意核備第 19條及第32條條文

100年6月 29 日本校第 1屆第 5次勞資會議通過
100年9月 13 日 100學年度第2次行政會議審議通
過

嘉義市政府100 -4'- 11 月 10 日府社資字第
1005328060號函同意核備第7條第 lJ員;在 7款及第

65條之1條文

101 年9 月 11 日 101學年度第2次行政會議審議通
過

嘉義市政府 101 年 10 月 16 日府社資字第
1015047651 號函同意核備第 65條之 1 條文

103年5月 6 日 102學年度第7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嘉義市政府103年5 月 30 日府社資字第

103531540是號函同意核備第 13條、第 19條、第

41條、第42條、第 56條之條文
嘉義市政府104年 12 月 10 日府社資字第

10是5338352號函同意核備第 26條及第 33條之條

文
嘉義市政府 106年2 月 7 日府社資字第 1065302773

號函同意核備第 55條及第 56條之條文

嘉義市政府 106年4月 25 日府中土資字第

1065311725號函同意核備第 24條、第 30條、第

32條、第 33{1朵、第 36條、第 39 {1學、第 40條及第
是1條之條文

嘉義市政府 107年5 月 4 日府社勞字第 1075313900
號函同意核備第 32條及第 56條之條文

第一章總則

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健全專案員工(以下簡稱員

工)管理制度，提昇行政服務品質，促進勞資和諧共識，達成組織

目標，特依據「勞動基準法」第七十條及相關法令訂定本工作規則

(以下簡稱本規則)。

第二條 (適用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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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員工有關僱用、待遇、出勤、給假、服務、獎懲、考評、

遷調、進{參與訓練、福利、保險、職業災害補償、撫帥、離職、退

休及其他等事項之規定，除政府法令、本校規章另有規定外，悉依

本規則辦理。

第三條 (適用對象)

本規則所稱員工，峰、拈非依公務人員法規，以人事費以外經費

自行進用從事行政業務有關工作或執行專案計畫之編制外人員。

前正員所稱非依公務人員法規進用之人員，不包括依「聘用人員

聘用條例」、「行政院暨所屬行政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及經行

政院勞工委員會公告依各教育人員法令進用之人員，及業經行政院

勞工委員會公告指定適用「勞動基準法 J 之技工、駕駛、工友。

第四條 (疑義解釋)

本規則之適用如發生疑義時，應本勞資和諧之精神，提請勞資

會議妥善研商或函請主管機關解釋之。但不得違反法令之強制及禁

止規定。

本規則之主管機關為嘉義市政府。

第五條 (權利義務)

本校有妥善照顧員工之義務，及要求員工切實提供勞務之權利。

員工應遵照本規則之規定，善盡勤慎敬信的義務，方能獲得應享之

權利。

第六條 (職業倫理)

本校勞資雙方均應致力於校園倫理及職業道德之建立，互為對

方設想，以同理心管造和諧之勞資關像。

第 七 4呆 (J:l且手年守則)

員工於服務期問應遵守下列各項守則:

一、愛護本校榮譽，發揮團隊精神，忠誠努力執行任務。

二、服從主管人員合理之監督指導，注意工作安全。

三、絕對保守本校相關業務之機密。

四、不得有驕恣貪惰及其他足以損害個人及本校名譽之

行為。

五、不得利用職務上之關靜、收受他人饒贈及邀宴。

六、除經辦本校有關業務外，對外不得擅用本校名義行使。

七、執行任務時應遵守「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工友及臨時人

員辦理事務維持中立注意事項」及其他辦理事務應維持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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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相關規定。

第二章 受僱與解僱

第八條 (僱用原則)

本校員工之僱用，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悉依本校相關規定，經

審核或甄試合格並簽妥勞動契約後，始得僱用。

本校員工之{雇用，不得以種族、階級、語言、思想、宗教、黨

派、籍貫、出生地、性別、性傾向、年齡、婚細、容貌、五宮、身

心殘障或以往工會會員身分為由，予以歧視;其他法律有明文規定

者，從其規定。

第九條 (僱用限制)

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校一律不予僱用:

一、犯內亂、外患罪經判決確定，尚未執行完辜者。

二、經通緝在案，尚未結案撤銷者。

三、受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尚未執行完辜者。

四、受禁治產之宣告，尚未撤銷者。

五、參加非法幫派組織，結黨營私，聲譽狼籍者。

六、患有精神病、傳染病、其他法定傳染病經醫師診斷不能勝任工

作者或經本校拈定醫院、特約醫院體格檢查不合格者。

七、曾於本校或附屬單位被開除，或離職而未預告本枝，或未辦妥

離職手續者。但有特殊情形經依行政程序簽奉核准進用者，不

在此限。

八、現役軍、警人員，尚未退役或辭職者。

九、外籍員工未取得合法工作權者。

十、未滿十六歲者。但國民中學畢業或經主管機關認定其工作性質

及環境無礙其身心健康者，不在此限。

十一、不願簽署勞動契約者。

十二、員工如因本校違反「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

及運用要點」第十一點第一項有關「各機關長宮對於配偶及

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進用為本機關或所屬機關之臨

時人員。對於本機關各級主管長官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

親、姻親，在其主管單位中應迪避進用」之規定而進用之。

十三、政府法令規定不得聘僱者。

第十條 (報到手續)

應徵之人員經本校僱用時，庭、按指定之日期及地點親自完成

報到程序，經審查合格且簽妥勞動契約後，勞資關像方為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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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完成報到者，視為自動放棄。

員工簽妥勞動契約後，並應繳交下列文件:

一、到職通知單一份。

二、國民身分證正、影本或戶籍跨本(正本核對後發還)。

三、員工履歷表。

四、最近半年內二吋正面半身相片二張。

五、學經歷證件(含退伍令)正、影本(正本核對後發還)。

六、全民健康係險轉出證明單。

七、郵局存摺影本(辦理薪責轉帳作業)。

八、體格檢查表。

九、其他經指定應繳驗之書表。

第十一條(告知人事資料)

員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即告知主管人事單位更正其人事

資料:

一、本人住所變吏。

二、姓名、學歷或眷屬變吏。

三、其他基於人事管理上，本校認為有必要告知之事頃。

第十二條 (勞動契約)

王里 。

本校因業務需要，僱用員工時，應與員工簽訂定期契約或不

定期契約，契約內容以書面訂定之。

前項定期契約與不定期契約依「勞動基準法」有關規定辦

第十三條 (新進試用)

本校新進員工應予試用，試用期間為三個月，合格者依規定

正式聘僱之。試用經考評成績不合格者，即終止勞動契約，並依

第十六條、第十七條、第十八條、第十九條及「勞工退休金條
例」第十二條等相關規定辦理。

試用期間考核項目及其細自如下:
一、本質特性:占百分之四十。

(一)品德:占百分之十五。

(二)才能:占百分之十五。

(三)生活:占百分之十。

二、服務成績:占百分之六十。

(一)學習態度:占百分之二十。

(二)工作績效:占百分之四十。

試用期間成績考核標準如下:

一、成績達八十分者，始正式f雇用之。

二、未達八十分者，則視為不合格並依「勞動基準法」第十一、

十六條暨「勞工退休金條例」第十二條規定辦理終止勞動契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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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考人員於試用期間，自言忍不過職務或志趣不合者，得隨時自

請辭職;試用期間工資發至停止試用日或奉准辭職日為止。

第十六條 (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

自守 。

本校發生下列情事之一者，得經預告員工終止勞動契約:

一、學校裁撤(併)、組織變更或業務緊縮時。

二、補助機關或單位計畫經費來源不足時。

三、不可抗力暫停工作在一個月以上時。

四、業務性質變吏，有減少員工之必要，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

五、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者。

以下視為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者:

一、僱用期間工作不力、工作態度散漫經用人單位主管多次勸告

仍未改正，依行政程序經簽請 校長核可，提本校相關會議

認定情節重大者。

二、僱用後經合格醫師證明患有精神病者。

三、病假逾限經核准辦理留職停薪滿一年仍未能痊癒者。

四、經接受年終考評考列參等者。

五、經接受年終考評連續二年考列貳等者。

六、扣全日工資之日數逾僱用期間十二分之一者。

第十七條 (資遣預告)

本校依第十五條規定終止勞動契約時預告期間如下:

一、繼續工作三倍月以上一年未滿者，於十日前預告之。

二、繼續工作一年以上三年未滿者，於二十日前預告之。

三、繼續工作三年以上，於三十日前預告之。

員工於接到前項預告後，為另謀工作，得於工作時間請假外

出;其請假時數，每星期不得超過二日之工作時間，請假期間之

工資照給。

本校未依第一項規定期間預告而終止契約時，應發給予頁告期

問之工資。

第十八條 (發放資遣費)

凡依第十三條或第十六條規定終止勞動契約時，除給予預告

期間應得工資外，其九十七年一月一日適用「勞動基準法」後之

工作年資，資達費每滿一年發給二分之一個月平均工資，未滿一

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六個月平均工資為限。

依前項規定計算之資遣費，應於終止勞動契約後三十日內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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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

本條資遣費之發給，不適用於第十九條、自請離職核准或定

期勞動與約期滿離職之員工。

第十九條 (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解僱原因)

虞者。

凡員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校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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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對於本校代表人、主管人員或其他共同工作之教職員工實施

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

三、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室告確定，而未諭知緩刑或未准易料罰

金者。

四、故意損耗電腦儀器、工具、其他本校所有之物品，或故意洩

漏本校教學土、研究上、或任何相關業務上之秘密致本校受

有損害者。

五、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職)三日，或一個月內曠工(職)達六

日者。

六、違反下列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節重大者。

(一)聚眾要挾，嚴重妨害業務或工作之進行，致本校受有損害

者。

(二)性騷擾、性侵害或性霸凌之行為，有具體事詮者。

(三)攜帶槍炮、彈藥、刀械等法定違禁物品，進入工作場所。

(四)管私舞弊，挪用公款，收受賄路、何金，有具體事證者。

(五)仿做他人簽字或進用印信圖謀不法利益，使本校受有損害

者。

(六)參加經司法機關認定之非法組織，使本校受有損害者。

(七)年廈內經功過相抵後，仍累計7萬三大過者。

(八)造謠滋事、煽動怠工或非法罷工，嚴重影響本校業務有其

體事證者。

(九)偷竊同仁或本校財物，有具體事證者。

七、員工聽罷以下情箏，經本校查證屬實:

(一)把性使害~e..罪防治法第二三條第一Z竟是立性侵害題星二盤查盞是!

法確定。

(二)有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主笠鑫J 經認定不得擔任教育從

黨人員，且於言主管制期悶。

星主堂皇室約期問如涉有性侵害、性騷擾或性畫室主義位為之情形，

本校得於知位日起一個丹內，拉特人員甄寧主扭過昱鑫鑫主義

通過後先停止其約之執行，員工應配合調查並靜候結果。金璽主蠱

賞者，本校得立即以毒面終止與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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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至第六款規定終止契約

者，於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者起，三十日內為之。

第二十條 (員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

本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員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

一、本校於吉T.ÌL勞動契約時為虛偽之意思表示，使員工誤信而有

受損害之虞者。

二、本校代表人、主管人員、及其他共同工作之教職員工對員工

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

三、契約所訂之工作或業務，對於員工健康有危害之虞'經通知

本校改善而無效果者。

四、本校代表人、主管人員或其他共同工作之教職員工患有惡性

傳染病，有傳染之虞者。

五、本校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資。

六、本校違反勞動與約或員工法令，致有損害員工權益之虞者。

員工依前項第一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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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第一項第二款或第四款之情形，本校已將該代理人解僱或

已將患有惡性傳染病者送醫或解僱'員工不得終止契約。

第十八條發放資遣費之規定，於本{I最終止契約準用之。

第二十一條 (離職預告)

契約:

尺，與本校訂定特定性定期契約期限逾三年之員工，方令屆滿三

年後，可依規定終止契約。但應於三十日前預告本校。

員工自請離職，應依下列預告期間以書面預告本校終止勞動

一、繼續工作三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於十日前預告之。

二、繼續工作一年以上三年未滿者，於二十日前預告之。

三、繼續工作三年以土者，於三十目前預告之。

員工離職如未按規定預告、或未辦妥離職及移交手續，致使

本校遭受重大損害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二十二條 (離職手續)

凡依第十六條、第十九條、第二十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

四條、第四十六條、第四十七條而離職之員工，均應依第二十五

條規定辦妥離職移交手續後，始得離職。

員工於離職時，應於辦理離職手續時將所發給之工作規則交

還本校。

第二十三條 (服務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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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與約終止時，員工得請求本校發給服務證明書。

第二十四條 (留職停薪及停職復職)

本校員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留職停薪，經辦妥移交

手續後始生效:

一、普通傷病假逾限經以事假或特別休假抵充後仍未痊癒者。留

職停薪期悶，最長以一年為限。

二、任職滿六個月後，於每一子女滿三歲前，得申請育嬰留職停

薪，期間至言輩子女滿三歲止。但不得逾二年。同時撫育子女

二人以上者，其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庭、合併計算，最長以最幼

子女受撫育二年為眠。員工於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得繼續參

加原有之社會保險，原由本校負擔之保險費，免予繳納:原

由員工負擔之保險費，得遞延三年繳納。

三、應徵入伍服役者。

四、其他因特殊情形呈請核准者。

留職停薪期間不予計算年資。但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從其

規定。

員工自非兵役原因留職停薪期間屆滿，應自動向本校報到，

未經奉准延長且逾期三日以土者，以離職論。

員工於育嬰留職停薪期滿後，申請復職時，除有下列情形之

一，並經嘉義市政府同意者外，本校不得拒絕:

一、學校裁撤(併)、組織變更或業務緊縮時。

二、補助機關或單位詩畫經費來源不足時。

三、不可抗力暫停工作在一個月以上時。

四、業務性質變吏，有減少員工之必要，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

峙。

本校因前項各款原因未能使員工復職時，應於三十日前通知

之，並庭、依法定標準發給資遣費或退休金。

第二十五條 (移交手續)

員工於調整職務或離職時應就職務範圍內之業務及經管財

物，詳列清冊一式三份辦理移交手續。移交清冊經核對無誤，由

移交人、接交人及監交人簽章後，分別由管理單位、接交人、移

交人保存一份。

移交人應親自辦理移交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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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所有一切責任仍由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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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負責。接交人對於移交事項查有遺漏或手續欠妥者，應即

會向移交人核對(如移交事項中包含有財務事項目守，應會同會計

人員核對) ，於核對後三日內補辦清楚，移交人如有應行補交事

項，應依限補交不得拖延。

員工自傷病亡故或有失蹤、潛逃等情事時，其單位主管應於

五日內指定人員辦理移交手續，惟所有責任，仍應由原經辦人負

責。

移交手續不克於規定期限辦妥者，應敘明理由，經單位主管

核准展延之。

第二十六條 (兼職兼課)

本校員工應比照公務員服務法等相關規定，並經校長同意，

始得在校內外兼職或兼課;另本校執行專案計畫之編制外人員，

如政府法令另有兼職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三章工資

第二十七條 (工資之議定)

本校員工之工資，除其適用之法令另有規定支給標準外，依

本校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報酬標準表規定與員工議定之。但

不得低於當時中央主管機關所核定之基本工資。

第二十八條 (工資定義)

工資棒、拈員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

時、言十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

其他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

第二十九條 (工資發放)

員工工資之發放，經雙方同意按月全額直接發放一次。工資

計算期間為土丹一日起至月底止，於次月五日前發給。工作未滿

一個月者，則按實際工作日數(含休假、例假日在內)發給。

第三十條 (工資清冊及出勤紀錄)

本校應置備員工工資清冊，將發放工資、工資計算項目明

細、每年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額、工資

總額等事項記入。工資清冊應保存五年。

前項每年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額於

每年定期將其內容以書面通知員工。

本校應置備員工出勤紀錄，逐日記載員工出勤情形。此項出

勤紀錄應保存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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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條 (停止假期工作工資加給標準)

四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本校認有繼續工作之必要者，得

停止員工之假期。但停止假期之工資，應加倍發給，並應於事後

補假休息。

前1頁停止假期，應於事後二十四小時內，詳述理由，報請嘉

義市政府核備。

第三十二條 (延長工作時間)

本校有使員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經員工同

意後，得將工作時問延長之。

前項延長員工之工作時間連同正常工作時間，一日不得超過

十二小時，一個月不得超過四十六小時，並徵得勞工同意於延長

工作時問後三至內補休完畢或另支給加班費。

第一項延長員工工作時間如靜、申請加班費者，其延長工作時

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

一、延長工作時悶在二小時以內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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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

三、國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本校各單位拈定員工在正常工

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而延長工作時間者，按平日每小時

工資額加倍發給。但應於延長開始後二十四小時內，詳述

理由，報請嘉義市政府備查，並於事後補給員工以適當之

休息。

四、本校使員工於休息日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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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各單位使員工於休息日工作之時間，計入一個月四十六

小時延長工作時問總數。但由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而有於休息

日工作之必要者，不在此限。

有闊天災之認定及發布，依行政院發布「夭然災害停止辦公

或上課作業辦法」之各項規定辦理。有關事變、突發事件之認

定，依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四章 工作時間、休息、休假、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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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條 (工作時間)

員工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遲不得超過四十

小目幸。

前項員工正常工作時間，本校經勞資會議用意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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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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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每二過內至少應有二日之伺假，每四週內之例假及休息

日至少應有八日。

前二項工作時閑之起花，比照職員差勤之規定辦理;其因工

作需要有提前上班或延後下班之情事者，得依前項規定或延長工

作時問有關規定辦理，如因本枝葉務需要，經員工同意，得配合

需要彈性上班。

第三十四條 (哺乳時間)

本校員工子女未滿二歲須員工親自哺(集)乳者，除規定之休

息時間外，每日另給哺(集)乳時間六十分鐘。

員工於每日正常工作時時以外之延長工作時間達一小時以上

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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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五條 (工作時間之減少及調整時間)

本校員工為撫育未滿三歲子女，得請求為下列二款事項之

一、每天減少工作時間一小時;減少之工作時間，不得請求報

酬。

二、調整工作時間。

第三十六條 (加班申請)

本校員工因工作需要，經單位主管嚴實指派延長工作者，視

為加班。

本校員工經主管指派加班時，應事先填寫加班申請單，並敘

明具體事由及起迄時間，送請一級主管或學院院長完成簽核之手

續。下班後若因緊急公務須立即處理者，得奉主管指派加班，仍

須填寫加班申請單，並於備註欄加註具體原因，但最遲於次一工

作日補陳核准。實際加班時數以刷卡紀錄為憑。

第三十七條 (公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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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若有變更員工正常工作時間或延長工作時間，經員工同

意後，本校應即公告週知。

第三十八條 (休息時間)

員工繼續工作四小時，至少應有三十分鐘之休息，但工作有

連續性或緊急性者，本校得在工作時問內，另行調配其休息時

悶。

第三十九條 (例假、休息日)

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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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條 (休假日)

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目、勞動節及其他中

央主管機關拈

定應放假之日，均應休假。但得與員工協商配合本校辦公時

間調移之。

第四十一條 (特別休假)

務上

員工於本校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每年均依下列規定給予

特肘休假，工資照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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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進人員於二丹以後到職者，得按當月至年終之在職月數比

例於次年一月起給予特別休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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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年一月起依第一項計

算方式給予特別休假。

第一項之特別休假期日，由員工排定之。但本校各單位基於業

之急迫需求或員工因個人因素，得與乙方協商調整。

第一項員工工作年資自受僱當日起算。特別休假得由員

工自行排定

，本校各單位應於員工符合第一項所定之特別休假條件時，告

知其依規

定排定特別休假。員工之特別休假，四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

未休之日

數，本校應發給工資。

第四十二條 (給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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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給假假別分為婚假、事假、家庭照顧假、普通傷病假、

生理假、喪假、公傷病假、產假、公假、陪產假、產前假等 ， i住

假日數及工資給付詳如「本校專案人員給假一覽表」。

員工提出申請生理假、家庭照顧假、陪產假、產假為請求

時，本校不得拒絕，亦不得視為缺勤而為其他不利之處分。

第四十三條 (請假手續)

員工因故必須請假者，除因臨時狀況外，應於請假日前三

日填具請假單，並檢附有關證明文件，報請核准後始可離開工

作禹位或不出勤。

員工如因疾病或緊急事故，無法依前項規定事先請假時，應

於當天上班時間一小時內，親自或委託他人以各種通訊方式向

其主管請假，並於銷假上班後二日內補辦請假手續，否則以礦

工(職)論。如需補述理由或提供證明，當事人應於三日內提

送該用人單位按權貴核定之。但因員工本人發生意外、意識昏

迷不清或其他因素，致使員工顯然無法親自或委託他人向本校

請假者，經本校查明該事實符合請假規定時，同意其請假。

第四十四條 (請假日數計算)

員工事假及普通傷病假全年總日數之計算，均自每年一月一

日起至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四十五條 (請假計算單位)

請假之最小申請單位，事假、家庭照顧假、普通傷痛假、1.

理假、婚假、最前假、陪產假、喪假、特別休假、加班捕休假，

均以小時計假。

請事假、普通傷病假、婚假、喪假期間，除延長假期在一個

月(三十日)以上者，如遇例假日、紀念日、勞動節目及由中央

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日，應不言十八假期內。

第五章退休

第四十六條 (自請退休)

員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自請退休:

一、工作十五年以上年滿五十五歲者。

二、工作二十五年以土者。

玉、工作十年以上年滿六十歲者。

第四十七條 (強制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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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非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校不得強制其退休:

一、年滿六十五歲者。

二、心神喪失或身體殘廢不堪勝任工作者。

前項第一款所規定之年齡，對於擔任其有危險、堅強體力等

特殊性質之工作者，本校得報經中央主管機關予以調整。但不得

夕於五十五歲。

本校強制員工退休時，準用第十六條之期問預告員工。

第四十八條 (退休金給與標準)

員工退休服務年資之採計，適用「勞動基準法」前之工作年

責，其退休金給與標準，依其當時應適用之法令規定計算;適用

「勞動基準法」後之工作年責，其退休金給與標準，依「勞動基

準法」、「勞工退休金條例」及相關規定辦理。

第四十九條 (退休金給付)

本校應給付員工之退休金，自員工退休之日起三十日內給

付之。但當本校依法提撥之退休準備金不敷支付且本校之財物確

有困難時，得報經嘉義市政府核定後分期給付。

第五十條 (年齡計算)

本規則所稱之年齡，應以戶籍記載為主。

第五十一條 (退休金請求時效)

員工請領退休金之權利，自退休之次月起，因五年問不行使

而消滅。

第六章 考勤、考評、獎懲與升遷

第五十二條 (遲到早退)

員工應依本校差勤管理要點準時土、下班，並依規定按時刷

卡。有關遲到、早退、噫工(職)規定如下:

一、員工逾規定上班時間出勤者，視為遲到。但偶發事件經單位

主管核准當日補請假者，視為請假。

二、於規定下班時間以內無故擅離工作場所視為早退。

三、未經辦理請假手續或假滿未經續假，而無故擅不出勤者，以

曠工(職)論。

四、在工作時間內未經准許及辦理請假手續，無故擅離工作場所

或外出者，誡缺勤期間以曠工(職)論。噫工(職)當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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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不發給，惟以扣當日工資為限。

第五十三條 (考勤紀錄)

考勤人員應每日查對員工依本校差勤管理要點規定之上下班

時間紀錄，並反應打卡異常事頃，列入考核紀錄。

第五十四條 (考勤督飾)

各單位主管對員工之考勤，庭、督筋嚴格執行，不得有故意不

照規定辦理或其他隱瞞情事。

第五十五條 (考評對象)

本校為激勵員工士氣及確保工作效率，除實際工作未滿三個

月者外，於年終辦理考評，考評區分如下:

一、年終考評:餘拈每年年終考評員工當年一至十二月任職期間

之成績。

二、另予考評:係拈員工於當年度內，任職不滿一年，而連續任

職已達六個月者辦理之考評。

第五十六條 (考評方式)

各單位主管對前項員工之平時工作表現、專長、特性等應詳

細考評及記錄，以便適時施以訓練輔導，每隔半年定期將考評紀

錄陳核一次，籍以發掘其才能及過任傾向做為訓練培養及職務調

整之依據。

年度考評於每年十二月份辦理，由各用人單位主管綜合衡量

其年度內之平時考核紀錄、獎懲或其他具體事蹟'分別予以初

評，再提送專案人員甄審及考評委員會覆抨後陳校長核定，以作

為晉薪及續聘之參考，年終考評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壹等:八十分以上，續聘一年並予晉薪一紋，至該薪級最高

薪為限。

二、貳等:七十分以上至七十九分，續聘一年，不予晉級。但連

續二年年終考評考列貳等者，不予續聘，並依第十六條終止

勞動契約。

三、參等:不滿七十分，不予續聘，並依第十六條規定終止勞動

契約。

年度考評內曾有曠職紀錄或平時考核獎懲抵銷後仍累積有記

過處分，初評不得考列壹等。

另予考評考列壹等及貳等者得予續聘僱'但不予晉級，考列

金等者不予續聘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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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評初評考列貳等以下者，單位主管應將主要事實記載於年

終考評表「備詰及重大優劣事蹟」欄，並詳填具體事實表(附表

1)，提送專案人員甄審及考評委員會，並應於審議前給予受考人

陳述及申辦之機會。

第五十七條 (獎懲)

本校員工之獎懲，悉依本校教職員工獎懲規定辦理。

第五十八條 (陸遷)

員工擔任本校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職務，得依據本校進

用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規定，參加校內各相關職務

之F主任。

第七章 職業災害補償及撫卸

第五十九條 (職業災害補償)

員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殘廢、傷害或疾病時，本校

應依下列規定予以補償。但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或

其他法令規定，已由本校支付費用補償者，本校得予以抵充之:

一、員工受傷或罹患職業病時，本校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用。

職業病之種類及其醫療範園，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之規

定。

二、員工在醫療中不能工作時，本校應按其原領工資數額予以補

償。但醫療期間屆滿二年仍未能痊癒，經拈定之醫院診斷，

審定喪失原有工作能力，且不合本條第三款之殘廢給付標準

者，本校得一次給付四十個月之平均工資後，免除此項工資

補償責任。

三、員工經治療終止後，經拈定之醫院診斷，審定其身體遺存殘

廢者，本校應按其平均工資及其殘廢程度，一次給予殘廢補

償。殘廢補償標準，依「勞工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

四、員工遭遇職業災害或罹患職業病而死亡時，本校除給予五個

月平均工資之喪葬費外，並應一次給與其遺屬四十個月平均

工資之死亡補償。其遺屬受領死亡補償之JiI頁位如下:

(一)配偶及子女。

(二)父母。

(三)祖父母。

(四)孫子女。

(五)兄弟、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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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九條之一(一般災害撫師)

員工非因職業災害而致死亡時，本校按其死亡時之服務年賣

給與一年一個月平均工資之撫郁金。其遺屬受領撫卸金之}l1頁位，

依「勞動基準法」第五十九條規定辦理。

第六十條 (職業災害補償抵充)

本校依前條規定給付之補償金額得抵充就同一事故所生損害

之賠償金額。

第六十一條 (職業災害補償請求時效)

依第五十九條之受領補償權，自得受領之日起，因二年悶不

行使兩消滅。

受領補償之權利，不因員工離職而受影響且不得讓與、抵

銷、扣押或擔保。

第八章 福利措施與安全衛生

第六十二條 (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

員工應於報到當日依法參加勞工保險與全民健康保險，並依

相關法令享有保險給付權利。對於員工生育、傷病、殘廢、老年、

死亡等之給付，亦由本校依「勞工保險條例 J及「全民健康保險法」

辦理轉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保險局及中央健康保險局給付。

第六十三條 (福利措施)

員工於聘僱期間，得依本校有關規定享有下列權益:

一、服務證與校區車輛通行證之請領。

二、衛生保健醫療服務。

三、參加文康旅遊與各項聯歡等活動，所需經費由各該用人單位相

關經費提撥，惟其每人每年支出總額仍不得高於行政院主計

處訂定之「共同性費用編列標準表」標準。

四、圖書館、電子計算機中心及體育場所等公共設施，依各單位之

規定使用之。

五、其他經本校核定員工享有之權益。

第六十四條 (安全衛生)

本校依勞工安全衛生法令，專設校園環境安全管理中心，訂定適合本

校需要之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規章及工作守則，辦理員工安全衛生工作，防

止職業災害發生，保障員工安全與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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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性騷擾防治與申訴

第六十五條 (性騷擾防治)

本校為維護職場性別平等，營造友善工作環境，依「性別工

作平等法」、「性別平等教育法」及「性騷擾防治法y 訂定本校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援防治規定、本校教職員工性騷擾或性侵害防

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有關職場性騷擾防治、保護及處理事

頃，悉依上述相關規定辦理。

第六十五條之一 (性別平等及專業倫理)

員工於執行任務時應遵守「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

準貝IJ J 第七條及第八條規定，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土，

不得發展有違專業倫理之闖餘，並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

之自主，避免不受歡迎之追求行為，且不得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

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

為確認真工產查三藍藍士生鐘革主費筆生拉盟主盤盤三產挂主要

依「學校辦理槃約進用人員通報查詢作業注意事項止血全藍藍堂

教育行政機關辦主理其相關資訊之蒐失二封閉及查詢二是單韋造整

部、警政機關及各級主管教實笠主主機關提供相關資越三

最主企望約期間，想主革十九條第一一選產主主主及第十九梅豆豆

豆之項所定情寧，金錢些盤前項規定辦理，離職後始經查證屬實

者，亦悶。

本校辦理通報後，員工不得要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其個

在瓷蛙二

第六十六條 (員工保護)

員工於工作場所遇有性騷擾峙，可依本校性騷擾防治與申訴

處理要點向本校性騷擾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申訴專線電話: 05-2717196 

申訴專用電子信箱 :person@mail.ncvu.edu.tw

第六十七條 (員工意見表達及申訴處理制度)

本校設員工意見信箱及員工申訴處理制度，提供員工建言管

道，以加強勞雇合作關棒、。員工意見申訴辦法如下:

一、員工如以口頭申訴，應由本校各人事管理單位作成紀錄，立

即陳報處理。

二、員工如有權益受損，或有其他意見時，得以書面提出申訴事

頃，各用人單位應立即查明處理，或層報處理，並將結果或

處理情形答覆申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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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附則

第六十八條 (教育訓練)

本校為提高人力素質，增進員工工作專業知識及其技能，

得依員工本身條件及工作需要，實施下列有關訓練:

一、安全衛生、性騷擾防制教育及預防災變之訓練。

二、職前訓練。

三、在職訓練。

四、員工教育。

五、建教合作。

六、其它專業性訓練。

本校為推動終身學習，員工得參與經認證之學習機關(構)

所開設課程學習，每人每年最低學習時數依行政院規定辦理，

並依規定給假。

員工無特殊原因未達前項規定時數者，列入年終考評及陸遷之

依據。

第六十九條 (勞資會議)

本校為協調勞資關餘，增進彼此瞭解，促進勞資合作，提高

工作效率，得依「勞資會議實施辦法 J 規定，召時勞資會議，勞

資雙方秉誠信原則，協商解決問題。

第七十條 (補充規定)

本規則若有法令修改、未盡事宜或涉及員工其飽權利義務事

頃，本校得視實際需要，按照有關法令規定辦理之。

第七十一條 (實施)

本規則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報請嘉義市政府

核備後公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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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專案人員給假一覽表(修正前)
中華民風 IG4年 1 月 13 日 l的學年度第 d 次行政會曾對象出包還

假別 給假日數 請1fl.原因 工資 備註

婚假 8 日 辦理結婚登記者 B{J給 檢證:戶籍跨本影本。

事1fl. 14 El 自有事故必須親自處 不給 檢證:視需要檢附相關證胡文件。

連者

家庭照 7 日 家庭成員預防接種、 不給 1.請假日數併入事假計算。

顧假 發生嚴重之疾病或其 2. 檢證:視需要檢附相關詮明文

他重大事故須親自照 件。
顧時 3. 得以時計。

普通傷 1.未住院者， 1 年 因普通傷害、疾病或 1 年內未超過 30 1.檢證:請假 2 日(含)以土，

病假 內合計不得超 生理厚、閻必須治療或 日部分，工資折 應檢附合法醫療機構或醫師證

過 30 日 休養者 丰發給;領有勞 明書。未滿二日者，必要時單

2. 住院者， 2 年內 工保險普通傷搞 位主管得要求提出有關證明文

合計不得超過 l 給付未達工資半 件。

年 數者，由本校補 2. 請傷病假超過規定之期限，經

3. 未住院傷病假 足之 以事假或特別休假抵充後仍未

與住院傷病假 2 痊發者，得手留職停薪，但以

年內合計不得 一年為限。逾期末癒者得于資
超過 1 年 遣，其符合退休要件者，應發

4. 經醫師診斷，罹 給退休金。

患癌症(含原位 3. 得以時計。

癌)採門診方式

治療或懷孕期

問需安胎休養

者，其治療或休

養期間，併入住
院傷病假計算

生理假 每月得請 1 日 女性員工困生理日致 依病假規定辦理 全年請假日數未逾三日，不併入病

工作有困難者 假計算，其餘日數併入病假計算。

喪假 8 日 父母、養父母、繼父 a<< 給 1.得自事實發生日起百日之內分

母、配偶喪亡者 次請辜。

2. 按證:喪葬證明文件影本。
6 日 祖父母、子女、配偶

之父母、配偶之養父

母或繼父母喪亡者

3 日 曾祖父母、兄弟姊

妹、配偶之祖父母喪

亡者
公傷病 治療、休養期問 因職業災害而致殘 按原領工資數額 捨證:職業傷害報告表、醫院診斷

假 廢、傷害或疾病者 補償但同一事故 證明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依勞工保險條例

或其他法令規

定，已由本校文

付費用補償者，

本校得予抵充之

公假 依實際需要 春派出差、考察、訊| 照給 1.國家考試核給公假每年以不超

線，兵役召集、國家 過 5 天為限。

考試、自費健康檢查 2. 在本校服務滿 1 年，年滿 40 炭
及其他法令規定應給 以土，得 2 年 1 次申請企假登

公假 記 1 天自費健康檢章。

3. 撿證:相關證胡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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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告產{段 5 日 於其配偶分稅 照給 1.得分次申請。但應於配偶分媲

當目前後 15 日內(含假日]自

行擇 5 日苦奮假。

2. 檢證:出生證明影本。

產前假 6 日 自懷孕者於分媲前申 日召給

l.得分次申請，不得保留至悅後。
請 2. 捨證:第一次申請檢附孕婦健

康手持影本。

3. 得以時計。

產假 B 星期 分挽前後 工作 6 個月以土 1.請假日數均含例假日計算，且

者照給，未滿 6 應一次請辜。

個月者減半發給 2. 以事實認定為準'不論已婚或
4 星期 任婊 3 個月以土流產 未婚。

者 3. 檢證:出生證明影本或其他證

l 星期 起婊 2 個月以上未滿
明文件。

3 個月流產者

5 日 好撮未滿 2 個月流產

者

特別休 7 日 工作 1 年以主 3 年未 釋、給 新進人員於二月以後到職者，得按

作主 造韋 當月五年終之在職丹數比例於次

10 日 工作 3 年以上 5 年來
年一丹起給予特別休假。比例計算

後未滿半日者，以半日計;超過半
童畫

日未滿一日者，以一日計。

14 日 工作 5 年以土 10年未
造畫

每 1 年加給 1 日， 工作 10 年以上者

加至 30 日

一備註:

l.本表餘依勞動基準法、性別工作平等法、勞工請假規則及本校專案員工工作規則第 41 條、第 42 條訂

定。

2. 事假及普通傷病假全年總 a 數的計算，均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草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3. 一次連續請普通傷病假超過三十日以土之期悶，如過例假日、紀念日、勞動節目及由中央主管機關規

定應放假之日，併計於請假期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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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專案人員給假一覽表(修正後)
中華民風 cco年0月CDs 107 學年庭教)次行放會主宿舍血志通

f民別 給假日數 言青作ifp、因 工資 備挂

婚假一 8 日 辦理結婚登記者 照給 檢證:戶籍跨本影本。

事假 14 日 因有事故必須親自處 不給 檢證:視需要梭的相關證胡文件。

理者

家庭照 7 日 家庭成員預防接種、 不給 1.請假日數僻入事假計算。

顧假ι 發生嚴重之疾病或其 2. 檢證;視需要輸附相關證明文

他重大事故須親自照 件。
顧時 3. 得以時計。

普通傷 1.未住 F記者， 1 年 因普通傷害、疾病或 1 年內未超過 30 1.檢證:請假 2 日(令)以上，

病假 內合計不得超 生理原因必須治療或 日部分，工資折 應按附合法醫療機構或醫師證

過 30 日 休養者 半發給;領有勞 明害。未滿二日者，必要時單

2. 住院者， 2 年內 工保險普通傷病 位主管得要求提出有關證明文

合計不得超過 l 給付未達工資半 件。

年 數者，由本校補 2. 請傷病假超過規定之期肢，經

3. 未住院傷病假 足之 以事假或特別休假抵充後仍未

與住院傷病假 2 痊癒者，得于留職停薪，但以
年內合計不得 一年為限。逾期末癒者得于資
超過 1 年 遣，其符合退休要件者，應發

4. 經醫師診斷，罹 給退休金。

患癌症(含原位 3. 得以時計。

癌)採門診方式

治療或懷孕期

問需安胎休養

者，其治療或休

養期筒，併入住
院傷病假計算

生理假 每月得請 1 日 女性員工因生理日致 依病假規定辦理 全年請假日數未逾三日，不併入病

工作有困難者 假計算，其餘日數併入病假計算。

喪假 8 日 父母、養父母、繼父 照給 1.得自事實發生日起百日之內分

母、配偶喪亡者 次請辜。

2. 檢證:喪葬證明文件影本。
6 日 祖父母、子女、配偶

之父母、配偶之養父

母或繼父母喪亡者

3 a 曾祖父母、兄弟姊

妹、配偶之祖父母喪

亡者
公傷病 治療、休養期問 自職業災害而致殘 按原領工資數賴 檢證:職業傷害報告表、醫院診斷

-Wx 廢、傷害或疾病者 補償但同一事故 證明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依勞工保險條例

或其他法令規

定，已由本校支

付費用補償者，

本校得予抵充之

公假 依實際需要 奉派出差、考察、會11
昭給

1.閻家考試核給公假每年以不超

練，兵役召集、國家 過 5 天為限。

考試、自費健康按查 2. 在本校服務滿 1 年，年滿 40 歲
及其他法令規定應給 以上，得 2 年 1 次申請公假登

乞'、~'ffi曰~ 記 l 天自費健康槍查。

3. 檢證:相關證明文件。

立民



陪產假 5 日 於其配偶分鈍 8g 給 1.得分次申請。但應於配偶分挽

當目前後 15 日內(含假日]自

行擇 5 日請假。

2. 被證:出生證明影本。

產前假 6 日 闊，懷孕者於分挽前申
昭給

1.得分次申請，不得保留至挽後。
請 2. 槍證;第一次申請檢附孕婦健

康手冊影本。
3. 得以時計。

產假 8 星期 分曉前後 工作 6 個月以上 1.請假日數均含例假日計算，且

者照給，未滿 6 應一次請旱。

個月者減半發給 2. 以事實認定為卒，不論已婚或

4 星期 好婊 3 個月以上流產 未婚。

者 3. 檢證:出生證嗎影本或其他證

1 星期 好婊 2 個月以土未滿
明文件。

3 個月流產者

5 日 妞婊未滿 2 個月流產

者

特別休 3 日 工作 6 個月以主 1 年 照給 新進人員於二月以後到職者，得按

1Fl 朱滿者 當月至年終之在戰月數比例於次

年一月起給予特別休假。比例計算
7 日 工作 1 年以上 2 年來

後未滿半日者，以半白宮十， ;超過半
道主

日未滿一日者，以一日計。

10 日 工作 2 年以上 3 年未
道盡

每年 1是自 工作 3 年以上 5 年未
滿清

每年 15 日 工作 5 年以土 10 年未
滿者

每 1 年加給 1 日， 工作 10 年以主者

加至 30 日為止

備白宮主:

1.本表靜、依勞動基準法、性加工作平等法、勞工請假規則及本校專案員工工作規則第封條、第是2 條訂
定。

2. 事假及普通傷病假全年總日數的計算，均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3. 一次連續請普通傷病假超過三十日以上之期筒，如過例假日、紀念白、勞動節目及宙中央主管機關規

定應放假之 a '併計於請假期問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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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

吉了

線

檔號:

保存年 flt : 

國立嘉義大學 函

受文者:如正副本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12 月 12 日

發文字號:嘉大人字第 107001546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五

地址: 6000哇嘉義市鹿寮里學府路300號
承辦人:謝翠珍
電話: 05-2717192 
傳真: 05-2717195 
電子信箱: jenny@mai 1. ncyu. edu. tw 

主音:教育部頒「學校辦理契約進用人員通報查詢作業注意事項

(以下簡稱本注意事項) J '並自l!p 日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7 年 1 1 月 1 2 日臺教人
1 070 141 015 號函辦理。

(三)字第

二、依性別平等教育法(以下簡稱性平法)第 27條規定: I (第
1項)學校或主管機關應建立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

事件及加害人之，檔案資料。.. . ... (第是項)學校任用教育人
員或進用其他專職、兼職人員前，應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之規定，查閱其有無性侵害之犯罪紀錄，或曾經主管機關

或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有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

凌行為屬實並經該管主管機關核准解聘或不續聘者。 J 是
以，學校或主管機關得依土問規定，建立校園性侵害、性

騷擾或性霸凌事件加害人之檔案資料，且學校僱用契約進
用人員峙，應查閱渠等有無土問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

之紀錄。

三、另為避兔學校契約進用人員有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行
為，仍可於學校服務，致生校園安全威脅情事，教育部前

擬其性平法第 27條之 l修正草絮，增訂學校聘任、任用之
教育人員，或進用、運用之其他人員經調查確認有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者，應予解聘、兔職、終止契約關
靜、或終止運用關餘，並辦理通報、資訊之蒐集、查詢、處

理、利用之事頃。在上開性平法第 27條之 l修正草案通過
前，該部訂定這揭注意事項作為契約進用人員奎詢通報依

據。

四、綜上，為利本校推動契約進用人員以契約約定方式，防制
契約進用人員發生性侵害、性騷擾乳性霸凌行為情事，並

第 1頁共2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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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查詢通報依據，避免發生校園吾吾全威脅之情事，請各

單位本於管理權貴，依本校107年 1 1 月 19 日嘉大人字第
1079005176號函規定，隨時將進用人員名單彙整送人事室
辦理性侵害犯罪加害登記及查閑事宜。立主請各單位切實依

當揭注意事項辦理，倘契約進用人員有該注意事項第哇，點

各款所定情事，除應予以終止契約外，並應立即依本注意
事項第 10點第 1款規定，於終止勞動契約終止後3個工作日
內知會本校人事室辦理通報。

五、檢送「學校辦理契約進用人員通報查詢作業注意事項 J 及
「學校辦理契約進罵人員通報查詢作業注意事項Q&A J

各

1份，該資訊已登載於本校人事室絢站 r.最新消息 J 塌下
及「全割不過任教育人員資訊網(網址

: https: / /unf i t i nfo. moe. gov. tw/) J 下載專區，請踴
躍瀏覽下載。

正本:本校各單位

副本:本技人事室

校長

第2頁共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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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辦理契約進用人員通報查詢作業注意事項

一、為維護技園安全，保障學生受教權益，防範契約進用人員有不過任情事，特

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學校以契約進用人員如相關教育法令已定有涉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

之消極資格及通報規定者，依各該相關規定辦理，不適用本注意事項(本注

意事項適用對象如的件一)_:_

三、曾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三雙笠丕雙邊且盡星金護理金是:

(一)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之性侵害犯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二)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性平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

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

(三)經學校性平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壺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

有終止契約及終身不得擔任教育從業人員之必要。

(四)經學校性平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

有梅止與約之必要，且議決一年至四年不得擔任教育從業人員，於該管制

期間。

(五)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定符合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九條第六項第二款之

情事。

(六)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定符合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九條第六項第三款之

情事，且於室主認定一年至四年不得聘用成僱周期間。

四、契約進用人員於契約有致期間有以下情形之一者，學校應予終止契約:

(一)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之性侵害犯罪，經有罪封決確定。

(二)經學校性平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

(三)經學校性平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

有終止契約及終身不得擔任教育從業人員之必要。

(四)經學校性平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

有終止與約及議決一年至四年不得擔任教育從業人員之必要。

五、前點第二款至第四款於契約進用人員具有學生身分時，應以其與被害人互動

時之身分為認定依據。

六、學校應將第三點及第四點各款納入契約(與約文字範例如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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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如有第三點及第四點情形之一，構成勞動基準法第十二

條第一項規定之情事，學校得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

八、學校辦理甄選時，應將第三點各款規定納入甄還簡章，以使應徵者確實知悉，

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請應徵者填寫書面同意學校及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辦理蒐集、處理及利用其個人資料，立主同意法務部、警政機關及各級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提供相關資訊;及切結確實無第￡點各款之情事，道兔衍生爭議。

丸、學校辦理查詢作業:

(一)學校於簽訂契約前:

卜學校應至「全國校園不過任人員通報查詢率統」查詢，擬僱用之與約進

用人員有無不得僱用之情事。

2 、學校應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七條及「性侵害犯罪加客人登記報

到查訪及查閱辦法 J 第十四條及第十五條規定，報請各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核轉所在地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辦理查詢，是否有性侵害犯

罪紀錄。

(二)學校於簽訂契約後:學校應於簽訂契約後之定期月(一月、三月、六月、

七月或九月)之一目前(例如一月二日簽約，請於五月一目前)將奎詢名

冊報送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鶴，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於定期月(一丹、三

月、六月、七月或九月)之十日前報送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 ，由本部

核轉法務部或與法務部~統介接查詢是否犯性使害犯罪防治法第斗條第

一項之性侵害犯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五)契約進用人員於僱用後，學校應每年定期依第一款第一目及前款規定辦

理查詢至少一次。

十、學校及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辦理通報作業:

(一)契約進罵人員於受僱期間如有第四點各款情形之一，學校應於終止與約

書面送達後次話起七倡工作日內，檢遂以下資料函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辦

理通報(作業流程園去口附件三) ;離職後始經盒證屬實者，亦同:

1 、學校對製約進用人員為終止契約之書面通知及該通知道達證BJi文件(例

如中華郵政掛號郵件收件田執聯)。

2 、契約進用人員身分誼胡文件影本。

3 、契約影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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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於收受學校通報資料後，應於三個工作日內完成審核

並至「全國校園不過任人員通報查詢系統」建置通報資料及完成上絮;如

學校通報有不符者，應即退請學校依規定辦理。

(五)各級學校知悉通報資料有應予解除通報之情事，應檢附終止與約之書面

通知、該終止契約經撤銷確定證明文件及與約進用人員身分證胡文件等循

掠過報程序辦理解除通報。

十一、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與各級學校未依本注意事項規定辦理通報、資訊蒐集

及奎詢，或所報資料錯誤不實者，應列為行政缺失，本部主主得作為各類補

助款之參據。

十二、學校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達三十人以上者，應將本注意事項有關受僱及解

僱事項納入工作規則，並應依勞動基準法第七十條規定辦理。

十三、本部各業管司處署分工及配合事項:

(一)公私立專科以土學校及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包括特教學校)通報資料，

由本部各業管司處署於「全國校園不過任人員通報章詢系統」建置通報資

料及完成土擦。

(二)各車轄市、縣(市)政房主管學校通報資料，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於「全

閻校喝不過任人員通報章詢~統」建置通報資料及完成上課，本部各業管

司處署應指定諮詢窗口，協助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

(三)本部各業管司處署使用「全國校園不過任人員通報查詢系統」權限，由本

部人事處肉放使用權限，再由本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設定。

十四、非學校型態之實驗教育機構得準用本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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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學校辦理契約進用人員通報查詢作業注意事項適用對象

序號 人員類別 業管誇詢單位 言書詢窗口分機

(專科以上)
(02)7736-6161 

本部綜合規劃司
公私立學校編制外護理人員

(高中以下)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學安組)
(04)3706-1361 

(專科以土)
(02)7736-6161 

本部綜合規劃司
2 私立學校編制內護理人員

(高中以下)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學安絃)
(04)3706-1361 

(專科以土)
(02)7736個6161

本部綜合規劃司
3 公私立學校編制外營養師

(高中以下)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學安量的
(04)3706輛 1352

(專科以土)
(02)7736-6161 

本部綜合規劃司
4 私立學校編制內營養師

(高中以下)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學安組)
(04)3706-1352 

5 學校游泳池救生員 本部體育署(學校體育制 (02)8771-1528 

6 校園運動防護員 本部體育署(學校鍾育組) (02)8771-1985 

7 專科學校專業及技術教師 本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句 (02)7736-5857 

8 大學專業技術人員 本部人事處 (02)7736-5936 

9 大學研究人員 本部人事處 (02)7736-5936 

10 技工、工友 本部秘書處 (02)7736-6011 

11 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周之教學人員 本部人事處 (02)7736-5936 

12 圈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之研究人員 本部人事處 (02)7736-5936 

13 圈立大學校務基金進周之工作人員 本部人事處 (02)7736-5936 

14 大專校院專業輔導人員 本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 (02)7736-7828 

15 
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創新工作專

本部學生事務及特妹教育司 (02)7736-7811 
業人力

16 高級中等學校學務創新人力
本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04)3706-1334 
(學安組)

17 技專校院護理實習臨床指導教師 本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02)7736-5857 

18 客座教學人員及研究人員 本部高等教育司 (02)7736-671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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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人員類別 業管諮詢單位 諮詢窗口分機

本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 (02)7736-5857 

19 中小學社團指導教師，外聘教師
本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04)3706- l323 
(學務校安組)

20 大專校院社團指導教師﹒外聘教師 本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1"司 (02)7736-7811 

21 補救教學人員﹒外聘教師
本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02)7736-7494 
(筒中小組)

本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高中以下學校契約進用之廚工、警衛、
廚工:學務校安組 (04)3706幽l355

22 
駕駛及隨車人員

駕駛及隨牟人員:學務校安組 (04)3706-1316 。
原民特教皇且 (04)3706-1226 

警，f$j :秘書室 (04)3706-1434 

23 特教學校住宿生管理員
本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04)3706-1208 
(原民特教組)

24 資源、班輔導員
本部國民及學前教育著

(04)3706-1215 
(房、民特教組)

25 
樂齡大學及無齡學習中心外部聘任教

本部終身教育司 (02)7736-6371 
學人員、行政人員
社區大學、社藍多功能學習中心及社區

26 多元學習中心外部聘任教學人員、行政 本部終身教育司 (02)7736-6371 
人員

27 
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外部聘任教學人

本部終身教育司 (02)7736-6371 
員

28 
新住民學習中心外部聘任教學人員、行

本部終身教育司 (02)7736個6371
政人員

29 中小學外籍教師
本部園民及學前教膏署 閩中小姐: (02)7736-7474 

(蜀中小組、高中職員且) 高中戰組: (04)3706-1134 

30 實驗教育機構進用人員
本部圈民及學前教育署 閩中小組: (02)7736-7476 

(函中小.敏、為中軍車組) 高中職組: (04)3706-1140 

31 聘僱專任運動教練 本都體育著(學校體育組) (02)8771-1029 

32 學校以契約進用之其他人員
本部各業管司處署

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附註:1.此表僅適用於學校場城及非學校型態之教育機構進用之人員。

2. 各級學校實際執行疑義應由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協助處理，涉法令適用疑義時再也
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泠本部各業管單位詩詢。

3. 與約進罵人員倘其學生身分，應以其與被害人互動時之身分為認定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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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學校契約進用人員清極資格及查詢通報依據一契約文字範例

壹、適用勞基法人員

契約內容 說明

一、 000學校(下稱甲方) 一、基於維護校盟安全，保障學生受教權益，曾涉有性侵

應業務需要僱用 000君 害、性騷擾成性霸凌行為者不得再於校園任職，以避

(下稱乙方)為甲方00 先發生妝害學生之情事，故於契約明訂，俾使受僱人

人員，乙方確保於受僱前 知悉校園僱用限制。

無下知情事;如有隱還經 二、依勞動基準法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 r 勞工有左到情形

甲方壹證屬實，依勞動基 之一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一、於訂立勞動

準法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 契約時為虛偽意思表示，使雇主誤信而有受損害之

甲方得立即不經預告以書 虞者。二、對於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成其他

面將止契約: 共同工作之勞工 9 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

(一)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三、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而未諭知緩刑或

第 2 條第 1 頃之性侵 未准易料罰金者。四、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情

害犯罪，經有罪判決 節重大者。五、故意損耗機器、工其、原料、產品，

確定。 或其他雇主所有物品，或故意洩漏雇主技術上、營業

(二)有性侵害、性騷擾或 上之秘密，致雇主受有損害者。六、無正當理由繼續

性霸凌之行為，經認 時廣工 3 日，或 1 個月內碟工達 6 日者。 J 美學校除依

定不得擔任教育從業 土問規定外，應經預告終止契約，惟基於公共利益，

人員，且於諒管制期 偽受僱人故意隱瞞曾涉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速行

悶。 為，經學校查證屬實後，學校即應本於雙方約定將止

勞動契約，受僱人不得要求學校依勞動基準法規定

為預告程序，以積極維護校由安全，保障學生受教權

益。

玉、關於性f受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之相關規定如下:

(一)教師法第 1是條第 1 項規定: r教師聘任後除有下列

各款之一者外，不得解聘、停持或不續聘. ......三、

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傍第一項所定之罪，經

有罪判決確定。......八、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童確認有性使害行為屬

實。九、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

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生霸凌行為，且情節

重大。...... 0 J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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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內容 言兌明

(二)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7 條之 1 修正草案規定: r (第 1

1頁)學校聘任、任用之教育人員或進用、運用之其他

人員，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

關委員會調委確認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學校應

予解聘、免職、終止契約關像或終止運用關像:一、

有性侵害行為，或有情節重大之性騷擾或性霸凌行

為。二、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非屬情節重大，而

有必要予以解聘、免職、終止契約關條或終止運用關

餘，並經審酌案件情節，議決一年五四年不得聘任、

任用、進用或運用。(第 2 項)有前項第一款情事者，

各級學校均不得聘任、任用、進用或運用，已聘任、

任舟、進用或運用者，學校應予解聘、免職、終止契

的關像或將止運用關舔;有前項第二款情事者'於該|

議決一年至四年不得聘任、任用、進用或運用期間，

亦同。...... ,.. 0 J 0 

(三)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 9 條第 6 項規定: r短期補習

班之教職員工，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予解聘成解

僱:一、有性侵害、性騷擾、性剝削，經濟j刑確定或

通緝有崇尚未結業。二、有性侵害行為，或有情節重

大之性騷擾、性霸凌、損害兒童及少年權益之行為，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查證屬實。三、

有非屬情節重大之性騷擾、性霸凌、損害兒童及少年

權益之行為，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

定有必要予以解聘或解僱'並審的案件情節，認定一

年五四年不得聘用或僱用。」及同條第 8 項規定: r;有

第 6 項第 1 款、第 2 款情事，與教師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8 款及華 9 款情事者，不得擔任短期補習班之

負責人或教職員工;有第 6 項第 3 款情事及教師法

第 14 條第 2 項後段涉及性騷擾、性霸凌情事者，於

該認定或議決 1 年至 4 年期間，亦同。 J C 

二、甲方為確認乙方是否有前 一、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7 條第 4 項規定: r 學校任用教

條所定情事，乙方同意甲 育人員或進用其他專職、兼職人員前，應依性侵害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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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內容 3兌明

方得依「學校辦理與約進 罪防治法之規定，查閱其有無性侵害之犯罪紀錄，或

用人員通報查詢作業注意 曾經主管機關或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有性

事項 J '向各級主管教育行 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屬實並經諒管主管機關

政機關辦理其相關資訊之 核准解聘或不續聘者。 J 。

蒐集、利用及查詢，並同 斗、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第 6 條規

意法務部、警政機關及各 定: r (第 1 項)有關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

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提供 康槍查及犯罪前料之個人資料，不得蒐集、處理或利

相關資訊。 用。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六、經當

事人書面同意。但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園或其他

法律另有限制不得懂依當事人書面同意蒐集、處理

或利用，或其同意違反其意願者，不在此限。(第 2

項) ......其中前項第 6 款之書面同意，車用第 7 條第

1 ].費、第 2 項及第是項規定，立在以書面為之。」第 71

條第 2 項規定: r ... ...所稱同意，指當事人經蒐集者

明確告知特定目的外之其他利用目的、範囝及同意

與否對其權益之影響後，單獨所為之意思表示。」

三、是以，基於維護校園安全，保障學生受教權益，學校

有瞭解受僱人是否曾涉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行

為之必要，表明定受僱人同意學校蒐集及瓷詢其犯

罪資料等相關資訊。

(僱用勞工在 30 人以上之學校 一、依教師法第 1是條第是項規定: r教師涉有第 1 項第 8

適用) 款或第 9 款情形者，服務學校應於知悉之日起 1 個

三、乙方於受僱期間如涉有性 月內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予以停騁，並靜

使害、性騷擾、性霸凌行 候調查。經調查屬實者，由服務學校報主管教育行政

為之情形，甲方得於知悉 機關核准後，予以解騁。」。

之日起 1 個月內召開會議 二、另依專科以土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第 5 條第 2 項

審議通過後先停止契約之 規定: r 兼任教師在聘約有效期問內，涉有前項第 8

執行，乙方應配合調查並 款或第 9 款情形，學校應於知悉之日起 l 值月內，經

靜候結果。經調查屬實 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停止聘約之軌行，並靜

者，有勞動基準法第 12 條 候調查，經調查屬實者，由學校返于書面終止聘

第 1 項規定情亭，甲方得 的;“'" ••• 0 J 0 

立即不經預告以書面終止 三、是以，參酌J:.聞規定，受僱人如涉有性侵害、性騷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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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內容 ìt明

契約。 或性霸凌之行為，學校應於知悉之日起 1 個月內先

前項停止契約執行期間， 行停止契約之執行，受僱人應配合調瓷並靜候調查

乙方向意甲方得停止支付 結果，俟調查結果確定後依以下程序辦理:

全部薪資，甲方應於調查 (一)如經調查屬實者，學校應依勞動基準法第 12 條第 l

確定無前瑣事實後 1 個月 1頁立即不經預告書面終止契約，受僱人不得要求補

內補發停止契約執行期間 發停止與約執行期間全部嶄資。

之全部薪責。 (二)如經調查無此事實，學校應於確定後 1 個月內一次

第 1 項停止契約執行之要 補發停止契約執行期間之全部薪資。受僱人已離職

件、期間之限制及薪資如 者，亦同。

何給付等，依甲方工作規 四、前項停止契約執行之相關事頃，應於學校相關工作規

則辦理。 則中明定，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未達 30 人者，應將

(僱用勞工未達 30 人之學校適 下列事項納入契約中明定之:

用) (一)要件:須受僱人於受僱期間涉有性侵害、性騷擾或性

三、乙方於受僱期間如涉有性 霸凌行為之情形，且學校應於知悉之日起 1 個月內

侵害、性騷擾、性霸凌行 提經性平會審議，認有先行停止契約執行之必要者。

為之情形，甲方得先停止 (二)期間限制:參照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31 條第 l 項規定，

契約之執行，乙方應配合 學校應於知悉之日起 2 個月內完成調查。，必要時，得

調壹並靜候結果。經調瓷 延長之，延長以 2 次為限，每次不得逾 1 個月，並應

屬實者，有勞動基準法第 通知受僱人。

12 條第 1 項規定情事，甲 (三)薪資給付:例如經調瓷確認受僱人無此事實，學校除

方得立即不經預告以書面 庭、補發受僱人停止契約執行期間之全部薪資外，受

終止契約。 僱人得否請求補償性給與。

前項停止契約執行期間， (四)其他權益事項:例如經調奎無此事實後其先行停止

乙方同意甲方得停止支付 與約執行期間之年資，得否採計為晉輯、升遷等之年

全部薪賢，甲方應於調盒 資。

確定無前頃事實後 1 個月

內補發停止與約執行期間

之全部薪責。

第 1 項停止契約執行之要

件、期間之限制及薪資給

付約定如下:

(一)甲方應於知悉之日起 1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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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內容 說明

月內提經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審議，且認有先行停

止契約執行之必要。

(二)甲方應於知悉之日起 2 個

月內完成調章。必要時，

得延長之，延長以 2 次為

限，每次不得逾 1 個月，

並應通知乙方。

(另乙方得杏請求其他捕償性給

典，也各校自行言了定)

四、乙方如有第 1 錄或前條所 一、為避免涉有性侵害、性騷擾段性霸凌行為者，再度進

定情事，乙方同意甲方向 入校閣任職，學校應於終止契約後，依教育部所定學

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辦 校契約進用人員辦理通報章詢規定辦理通報。如受

理其相瞬資訊之通報、處 僱人離職後始經學校查證屬實者，學校亦應以書面

理及利用，並同意法務 終止原契約關餘立主辦理通報。

部、警政機關及各級主管 二、依個實法第 11 綠算 3 項規定: r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

教育行政機關提供相關資 目的消失成期限屆滿峙，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

訊;離職後始經瓷證屬實 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料。但因執行職務或

者，亦用。 業務所必須或經當事人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J 及

前項甲方辦理通報後，乙 法務部 106 年 3 丹 23 日法律字輩 10603501930 號晶

方不得要求刪除、停止處 釋略以: r 合法蒐集、處理之個人資科，於契約終止

理或利用其個人資料。 後，如蒐集個人資料之特定目的已不存在，除有上開

但實法第 11 ~奪第 3 璃但書規定之情形外，業者應主

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該等個

人資料。」前項對涉有性使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

者進行通報像基於維護校區安全，保障學生受教權

益，以避免再度發生城害學生之情事，愛明定受僱人

同意於離職後不得要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其個

人資料。但倘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

之相關委員會審酌素件情節議法 1 年至 4 年不得聘

任、任周、進用或運用期問業已屆滿者，學校應主動

辦理解除通報，受僱人亦得要求學校辦理解除通報。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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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非適用勞基法人員

修正後契約內容 言兌明

一、 000學校(下稱甲方) 一、基於維護校園安全，保障學生受教權益，曾涉有性侵

應業務需要僱用000君 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者不得再於校園任職，以避

(下稱乙方)為甲方00 免發生賊害學生之情亭，故於契約明訂，俾使受僱人

人員，乙方確保受僱前無 知悉校園僱用限制。

以下情事;如有隱匿經甲 二、關於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之相關規定如下:

方查證屬實，甲方得立即 (一)教師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 r教師聘任後除有下列各

以書面終止契約: 款之一者外，不得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三、曾

(一)犯性使害犯罪防治法 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有罪

第 2 條第 1 項之性侵 判決確定。......八、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

害犯罪，經有罪判決 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

確定。 九、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

(二)有性侵害、性騷擾或 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且情節重

性霸凌之行為，經認 大 o •••••• 0 J 0 

定不得擔任教育從業 (二)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7 條之 l 修正草案規定: r (第 1

人員，且於言盡管制期 項)學校聘任、任用之教育人員或進周、運用之其他

悶。 人員，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

委員會調查確認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學校應予解

聘、免職、終止契約關像或終止運用騙你:一、有性

侵害行為，或有情節重大之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二、

有性騷擾或性霸遠行為，非屬情節重大，而有必要于

以解聘、免職、終止契約關你或終止運用關餘，並經

審酌素件情節，議決一年至四年不得聘任、任用、進

用或運用。(第 2 項)有前項第一款情辜者，各級學校

均不得聘任、任用、進用車運用，已聘任、任用、進

用或運用者，學校應于解聘、免職、終止契約關像或

將止運用關棒、， '有前項第二款情事者，於該議決一年

至四年不得聘倍、任用、進用或運用期間，亦

用。.. .•.• 0 J 

(三)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 9 條第 6 項規定: r短期補習班

之教職員工，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于解聘或解僱:

一、有性侵害、性騷擾、性剝削，經判刑確定或通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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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契約內容 言兌 E月

有黨尚未結案。二、有性侵害行為，或有情節重大之

性騷擾、性霸凌、損害兒童及少年權益之行為，經直

轄市、縣、(常)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盒證屬實。三、有

非屬情節重大之性騷擾、性霸凌、損害兒童及少年權

益之行為，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定

有必要予以解聘或解僱，並審酌案件情節，認定一年

五四年不得聘用或僱用。 J 及向悔第 83頁規定: r 有第

6 項第 1 款、第 2 款情事，與教師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8 款是第 9 款情事者，不得擔任短期補習班之負責人

成教職員工， '有第 5 項第 3 款情事及教師法第 ]4 條

第 2 項後段涉及性騷擾、性霸凌情事者，於該認定或

議決 1 年至 4 年期悶，亦悶。 J 0 

二、甲方為確認乙方是否有前 一、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7 條第 4 頃規定: r學校任周教

條所定情事，乙方同意甲 育人員或進用其他專職、長職人員前，應依性侵害犯

方得依「學校辦理與約進 罪防治法之規定，查閱其有無性侵害之犯罪紀錄，或

用人員通報瓷詢作業注意 曾經主管機關或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有性

事項 J '向各紋主管教育行 侵害、性搔擾或性霸凌行為屬實並經該管主管機關輯

政機關辦理其相關資訊之 准解聘或不續聘者。 J 。

蒐集、利用及盒詢，並同 二、另依個人資料係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第 6 條規定:

意法務蠅、警政機!Hl及各 r( 第 1 項)有關病腫、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

級主管教育行政機蹋提供 童及犯罪前料之個人資料，不得蒐集、處理或利用。

相瞬資訊。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六、經當事人

書品時意。但逾越特定盾的之必要範園或其他法律另

有限制不得僅依當事人書面前意蒐集、處理或利用，

或其同意違反其意願者，不在此限。(第 2 項) ......其

中前項第 6 款之書面同意，準用第 7 條第 1 項、第 2

頃a第 4 項規定，並以書晶為之。 J 第 7 條第 2 項規

定: r ......所稱同意，指當事人經蒐集者明確告知特定

岳的外之其他利用目的、範國及同意與否對其權益之

影響後，單獨所為之意思表示。」。

三、是以，基於維護校園安全，保障學生受教權益，學校

有瞭解受僱人是否曾涉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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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契約內容 說明

之必要，愛明定受僱人同意學校蒐集及蠢詢其犯罪責

料等相關資訊。

三、乙方於受僱期間如涉有性 一、依教師法第 14 條第是項規定: í教師涉有第 1 項第 8

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行 款或第 9 款情形者，服務學校庭、於知悉之日起 1 個月

為之情形，甲方得於知悉 內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予以停騁，並靜候調

之日起 1 個月內召間會議 查。經調章屬實者，由服務學校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審議通過後先停止契約之 報准後，予以解聘。 J 0 

執行，乙方應配合調查並 二、另依專科以土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第 5 條第 2 項規

靜候結呆。經調查屬實 定: í 兼任教師在聘約有效期間內，涉有前項第 8 款或

者，甲方得立即以書面終 第 9 款情形，學校應於知悉之日起 1 個月內，經教師

止契約。 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停止聘約之執行，並靜候調

前項停止契約執行期間， 章，經調查屬實者，由學校逕予書面終止聘

乙方同意甲方得停止支付 約; ...... 0 J 。

全部薪資，甲方應於調查 三、是以，參酌土問規定，受僱人如涉有性侵害、性騷擾

確定無前項事實後 1 個月 或性霸凌之行為，學校應於知悲之日起 1 個月內先行

內補發停止契約執行期間 停止契約之執行，受僱人應配合調查並靜候調查結

之全部薪贅。 果，候調查結果確定後故以下程序辦理:

第 1 項停止與約執行之要 (一)如經請查屬實者，學校應依勞動基準法第 12 條第 1 項;

件、期間之限制及嶄資如 立即不經預告書面終止契約，受僱人不得要求補發停 l

何給付等，依甲方相關規 止契約執行期問全部薪資。

章辦理。 (二)如經調查無此事實，學校應於確定後 1 個月內捕發停

止契約執行期閑之全部薪責。受僱人已離職者，亦悶。

四、前頃停止與約執行應注意以下事頃，並於學校相關規

幸定明:

(一)要件:須受僱人於受僱期問涉有性侵害、性騷擾段性

霸凌行為之情形，且應於學校知悉之日起 1 個月內經

性平會審主義，認有先行停止契約執行之必要者。

(二)期間限制:參照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31 條第 1 項規定，

學校應於知悉之日起 2 個月內完成調查。必要峙，得

延長之，延長以 2 次為限，每次不得逾 1 個月，並庭、

通知受僱人。

(三)薪資給付:例如經調章確認受僱人無此事實，學校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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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契約內容 吉兌明

應補考去受僱人停止契約執行期間之全部嶄資外，受僱

人得否請求捕償性給予。

(四)其他權益事項:例如經調查無此事實後其先行停止契

約執行期間之年資，得否採計為晉薪、升遷等之年資。

四、乙方女曰:有第 1 條或前錄所 一、為避免涉有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者，再度進

定情事，乙方同意甲方向 入校園任職，學校應於終止與約後，依教育部所定學

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辨 校契約進用人員辦理通報查詢規定辦理通報。如受僱

主更其相關資訊之通報、處 人離職後始經學校查證屬實者，學校亦應以書面終止

盟及利用，並同意法務 原契約關餘並辦理通報。

冉、警政機關及各級主管 二、依個資法第 11 條第 3 項規定: f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

教育行政機關提供相關奮 茵的消失或期限屆滿峙，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

訊;離職後始經奎證屬實 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諾個人資料。但固執行職務或

者，亦舟。 業務所必須或經當事人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及

前項甲方辦理通報後，乙 法務部 106 年 3 月 23 日法律字第 10603501930 號函

方不得要求刪除、停止處 釋略以 :f 合法蒐集、處理之個人資料，於勢約終止後，

理處利用其值人資耕。 如蒐集個人資料之特定目的已不存在，除有土開個資

法第 11 條第 3 項但書規定之情形外，業者應主動或

依當事人之請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該等個人資

料。 J 前項對涉有性使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者進

行通報餘基於維護校園安全，保障學生受教權益，以

避免再度發生織害學生之情事，表明定受僱人用意於

離職後不得要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其個人資料。

但倘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

員會審酌案件情節議決 1 年至 4 年不得聘任、任用、

追捕或運用期間業已屆滿者，學校應主動辦理解除通

報，受僱人亦得要求學校辦提解除通報。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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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件三:學校辦理契約進用人員通報作業流程圓

1.契約進用人員涉有不過任
之行為，經學校書面終止契
約後 7 餾工作日內

2. 學校甸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辦理通報

是

4.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應至「全

國校園不過任人員通報查詢象

統」建置通報資料並完成土繫

5. 完成通報

nhu 
的
F
h
d

學校契約進用人員涉有
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
行為之不過任情事經學
校調查屬實，學校應於終
止契約書面送達次日起 7

一一:-個主作日內可-檢送說-y資

1 料函報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辦理通報;離職後始經

……:查證屬實者，亦同:

:1.終止與約之書面通知

及該通知送達證明文
件(例如中華郵政掛號
郵件收件回執聯)。

2. 契約進用人員身分證
明文件。

3. 契約書影本。

------_._--------------~棚"個__.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本
(部各業管司處署)於技受

;學校通報資料後，應於 3
:館工作日內完成審核並至
「全國校園不過任人員通

(報查詢系統」建置通報資
1 料及完成上無;如學技通
;報有不符者，應即退請學

!校依規定辦理。

1 學校於知悉通報資料有應:
i 予解除通報之情事時，應檢
;的終止契約之書面通知、該

一-J 終止契約處分經撤銷確定
:證明文件及受僱人身分證
1 明文件等循原通報程序辦
iJ理解除通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