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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第三屆第七次勞資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民國 107年 1月 22日(星期一)下午 4時 30分 

會議地點：蘭潭校區行政大樓 2樓人事室會議室 

主席：徐代表志平                     記錄：丁綿霞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 (略) 

貳、上次會議紀錄確認暨執行情形：會議紀錄決議暨執行

情形同意備查。（請參附件第 1頁至第 3 頁） 

參、報告事項： 

報告一                                  報告單位：人事室 

勞工動態：(106.09.29~107.01.22) 

姓 名 異動類別 職 稱 原職單位 新職單位 生效日期 

李政翰 新進 專案技佐  體育室 106/10/03 

張靜漩 離職 專案技佐 
生物資源學

系 
 106/12/07 

涂惠玲 離職 專案技士 圖書館  107/01/01 

王妙音 離職 專案書記 研究發展處  107/01/03 

黃士豪 新進 專案辦事員 

 

 

 

 

 

研究發展處 107/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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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枚翧 平調 專案組員 研究發展處 生物資源學系 107/01/10 

合計： 

新進： 2人、離職： 3人 、調整單位： 1人  

截至 107.01.22為止，專案工作人員共計 134人 

決定：洽悉。 

 

報告二                                     報告單位:人事室 

案由:行政院勞動部公告發布每月基本工資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調整

為新台幣(以下同)22,000 元，每小時基本工資調整為 140 元，

提請報告。 

說明: 

一、 依據教育部106年9月27日臺教人(一)字第1060128679A號書函

轉行政院勞動部106年9月6日勞動條2字第1060131805號公告

辦理。 

二、 檢附教育部書函、勞動部原函影本，請卓參。(請參附件第4頁至第

6頁) 

決定:洽悉。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勞方代表石淑燕專案組員等 

案由:有關本校專案工作人員於郵局(薪轉戶)得享有每個月10次跨行

提款及5次跨行轉帳免收手續費之福利一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自106年8月1日起，中華郵政調高公司薪資戶(發放本薪者)

的優惠；郵政薪資存款戶(限發放本薪者)由原來每個月的3

次轉帳暨提款免手續費優惠，提高為每個月10次跨行提款及

5次跨行轉帳免收手續費。 

二、 經洽本校郵局承辦人員表示，本校公務人員及教師每月皆固

定於同一日發放薪資，爰能享有薪轉戶之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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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爰建請總務處出納組每月核發專案工作人員薪資時，能備註

專案工作人員為郵局薪轉戶，使郵局得以辨識專案工作人員

為薪轉戶，享有每個月10次跨行提款及5次跨行轉帳免收手

續費之福利。 

四、 總務處出納組說明: 

(一) 目前學校教職員及由校務基金支應之專案人員薪資轉

帳，如透過郵局轉匯至個人郵局帳戶者，皆為薪轉戶

(案列提案人除王瑱鴻、陳亭妤、邱語嫻三人外，其

餘皆為校務基金支應) 。若專案人員提供之受款帳戶

為銀行帳戶者，並無郵局提供之優惠(案列提案人陳

蕙敏即提供其他銀行帳戶)。 

(二) 經向郵局確認每個帳號每月僅能接受1次薪轉匯款，

若同一人於同一個月內經學校2次以上薪轉匯款者，

該員將會被取消轉帳免手續費之福利，而且郵局薪轉

匯款僅限本校提供同日同批匯款單。 

(三) 由於學校員工眾多且各個單位申請薪資之時間不一，

以致撥款時間不一致。匯款單係依據主計室開立之傳

票作業，不同日傳票無法合併在同一份匯款清冊當

中，郵局即無法認定為薪轉戶。故本案就人事室進用

非校務基金支應之專案人員(各單位經費支應者計37

人) ，若有薪轉需求，請於每月20日前完成造冊及清

冊核章流程，送主計室開立傳票，由主計室協助彙整

37人核銷憑證以開立同一天傳票，出納組始得依傳票

產生郵局匯款單，以符郵局作業設定。 

五、 檢附勞資會議提案單1份，請卓參。(請參附件第7頁至第8頁) 

討論: (請總務處出納組李宜貞組長補充說明) 

決議: 照案通過；每月核發專案工作人員薪資時，由出納組通知郵

局該等人員為薪轉戶，以享有優惠；另非以校務基金支應之

專案工作人員，須於每月20號前完成其薪資造冊，並送出納

組辦理。 

 

提案二                  提案單位:勞方代表石淑燕專案組員等 

案由:有關修訂本校「專案員工工作規則」第56條(考評方式)部分條

文一案，提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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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 依本校「專案員工工作規則」第56條第3項規定略以，「年

度考評內曾有曠職紀錄，事、病假合計超過十四日者(但特

殊原因且表現優異有具體事蹟者，不在此限)，或請延長病

假三個月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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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茲考量本校專案工作人員如當年12月遭逢意外或因身體健康

等因素，致須請病假15天，隔年1月又續請15天病假之情形

時，則該員連續二年之年終考評均考列貳等，學校依規定將

不予續聘，嚴重損及員工權益。 

三、 爰本案建議修訂上開法規內容，將「事、病假合計超過十四

日者(但特殊原因且表現優異有具體事蹟者，不在此限)」等

文字刪除，以保障員工權益。 

四、 人事室說明:擬將上開工作規則第56條第3項，「事、病假合

計超過十四日者(但特殊原因且表現優異有具體事蹟者，不

在此限)，或請延長病假三個月以上」等文字刪除。 

五、 檢附勞資會議提案單1份，請卓參。(請參附件第9頁) 

討論: (略) 

決議: 照案通過；擬於修訂相關法規內容後，提本校行政會議審

議。 

 

提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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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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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煥烘副校長、

第二次會議推選主席為勞方代表胡采玲、第三次會議推選主

席為資方代表李安進、第四次會議推選主席為勞方代表羅英

明、第五次會議推選主席為資方代表丁志權、第六次會議推

選主席為勞方代表石淑燕。  

討論：(略) 

決議：經出席代表一致推選，由勞方代表江素貞擔任下次會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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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下午 5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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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第三屆第六次勞資會議紀錄暨執行情形 

會議時間：民國 106年 9月 28日(星期四)下午 4時 

會議地點：蘭潭校區行政大樓 2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石代表淑燕                     記錄：丁綿霞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略) 

參、報告事項： 

報告一                                  報告單位：人事室 

勞工動態：(106.06.21~106.09.28) 

姓 名 異動類別 職 稱 原職單位 新職單位 生效日期 

林雅容 離職 專案辦事員 動物試驗場  106/07/01 

蔡宜蓉 新進 專案辦事員  外國語言學系 106/07/01 

全紀昀 離職 專案技佐 

台灣原住民

族教育及產

業發展中心 

 106/08/01 

沈枚翧 調整單位 專案組員 

台灣原住民

族教育及產

業發展中心 

研究發展處 106/08/01 

林家安 改聘僱 專案組員 
外國語言學

系 
 106/08/15 

林于倩 離職 專案辦事員 研究發展處  106/09/0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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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子岳 陞遷 專案辦事員 研究發展處  106/09/01 

合計： 

新進： 1人、離職： 3人 、調整單位： 1人 、改聘僱： 1人 、陞遷： 

1人  

截至 106.09.28為止，專案工作人員共計 135人 

決定：洽悉。 

 

報告二                                     報告單位:人事室 

案由:為落實本校建構健康職場之推動，請適用勞基法之校務基金員

工多利用特別休假日，從事健康休閒活動，提請報告。 

說明: 

一、 員工的身心健康和工作上的情緒，與組織的競爭力息息相

關，因此，多從事健康休閒體育或者家庭情誼聯繫活動，有

助於個人身心健康、家庭和諧及提昇工作效率。 

二、 另依照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2項規定略以，特別休假期日，由

勞工排定之。但雇主基於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或勞工因個

人因素，得與他方協商調整。 

三、 為利本校員工身心健康，從事正當休閒活動，擬請本校適用

勞基法之校務基金員工於每年上、下半年各預先排定特別休

假日期，藉以舒解身心及調和家庭關係。另本校因平時上班

日有連續性服務之需要，因此平時上班日中午加班30分鐘，

並統一集中於寒暑假及校外活動日補休(合計16日)，此一補

休措施已較多數學校及勞基法優渥，建議同仁多把握特別休

假及寒暑休培養個人興趣，從事健康活動，且特別休假日建

議於年度終結前休畢為原則。 

決定:洽悉。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事室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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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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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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煥烘副校長、

第二次會議推選主席為勞方代表胡采玲、第三次會議推選主

席為資方代表李安進、第四次會議推選主席為勞方代表羅英

明、第五次會議推選主席為資方代表丁志權。  

討論：(略) 

決議：經出席代表一致推選，由資方代表徐志平副校長擔任下次會

議主席。 

◎執行情形:照會議決議辦理。 

伍、臨時動議: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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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裝

訂

線

第1頁，共1頁

勞動部　函

地址：10346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2段83號

9樓

聯絡人：蔡小姐

傳真：85902738

受文者：教育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9月6日

發文字號：勞動條2字第106013180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A17000000J10601318090-1.pdf)

主旨：「基本工資」調整，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106年9月6日以

勞動條2字第1060131805號公告發布。自107年1月1日起，

每月基本工資調整為新臺幣(以下同)22,000元；每小時基

本工資調整為140元，請查照並轉知所屬知照。

正本：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內政部、外交部、國防部、財政部

、教育部、法務部、經濟部、交通部、衛生福利部、文化部、科技部、國家發展

委員會、蒙藏委員會、僑務委員會、中央銀行、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政院人事行

政總處、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國立故宮博物院、行政院大陸

委員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行政院原子能委員

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平交易委員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原住民族委

員會、客家委員會、中央選舉委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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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管理局

副本：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勞動部勞動

基金運用局、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勞動部勞動福祉退休司、勞動

部勞動保險司、勞動部勞動法務司、勞動部秘書處、勞動部人事處、勞動部勞動

條件及就業平等司 2017-09-06
09:26:1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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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勞資會議提案單

第三屆第七次勞資會議

107 年 01 月 04 日

建議本校專案計畫人員於郵局(薪轉戶)得享受每個月 10 次跨

行提款及 5 次跨行轉帳兔收手續費的福利。

一、自 106 年 8 月 1 日起，中華郵政調高公司薪資戶(發放本

薪者)的優惠。郵政薪資存款戶(限發放本薪者)由原來

每個月的 3 次轉帳暨提款兔手續費優患，提高為每個月 10

次跨行提款及 5 次跨行轉帳免收手續費。
二、經洽據本校郵局人員表示，本校公務人員及教師每月皆固

定於同一日發放薪資，去能享受薪轉戶的福利。

三、建請總務處出納組每月核發專案計畫人員薪水時，能備註

專案人員為郵局薪轉戶，使郵局得以辨識專案計畫人員為

薪轉戶，享受每個月 10 次跨行提款及 5 次跨行轉帳免收手

續費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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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第三屆第仁次勞資會議提案單回覆如下:

總務處出納組

1. 目前學校教職員及由校務基金支應之專案人員薪資轉帳，如透過郵局轉匯至

個人郵局帳戶者，皆為薪轉戶(案列提案人除王嗔鴻、陳亭好、邱語嫻三人外，

其餘皆為校務基金支應) 。 若專案人員提供之受款帳戶為銀行帳戶者，並無

郵局提供之優惠(案列提案人陳蕙敏即提供其他銀行帳戶) 。

2. 經向郵局確認每個帳號每月僅能接受 l 次薪轉匯款，若同一人於同一個月內

經學校 2 次以上薪轉匯款者，該員將會被取消轉帳兔手續費之福利，而且郵

局薪轉匯款僅限本校提供同日同批匯款單 。

3. 由於學校員工眾多且各個單位申請薪資之時間不一 ，以致撥款時間不一致 。

匯款單條依據主計室開立之傳票作業，不同日傳票無法合併在同一份匯款清

冊當中，郵局即無法認定為薪轉戶 。 故本案就人事室進用非校務基金支應之

專案人員(各單位經費支應者計 37 人) ，若有薪轉需求，請於每月 20 日前完

成造冊及清冊核章流程，送主計室開立傳票，由主計室協助彙整 37 人核銷憑

證以開立同一天傳票，出名內組始得依傳票產生郵局匯款單，以符郵局作業設

定 。

O( ， σ 

聽著長陳山科 !
的付Tγ"(õT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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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 主計室書面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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