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嘉義大學第三屆第八次勞資會議紀錄

會議時問:民函 107 年在月 27 日(星期五)上午 11 日寄 30 分

會議地點:蘭潭校區行政大樓二樓人事室會議室

主席:勞方代表江李昕專案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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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參附件第 1 頁至

第 5 頁)會議紀錄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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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1.23~107. 04.27) 

姓名 異動類別 職稱 原職單位 新職單位 生效日期

呂美麗 四職復薪 專案辦事員 總務處 107.01. 24 

葉雅真 離職 專案組員 管理學院 107.02.02 

黃馨漣 新進 專案辦事員 學術副校長室 107.02.05 

臨時人員

(原專案組

黃裕之 新進
員黃子娟留 微生物免疫與

107.03.05 
職停薪期問 生物藥學系

職務代理

人)

郭清宜 新進 契僱護士
環境保護及安

107.03.16 
全衛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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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李昕
更名:原

專案組員 教務處 107.03.26 
名江素貞

李扶豐 改聘僱 專案組員 資訊工程學萍、 107.04.01 

陳應昇 離職 專案辦事員 教務處 107.04.09 

合計:

回職復薪 1 人、改聘僱 1 人、更名 1 人、新進 3 人、離職 2 人

截至 107.04.27 為止，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共計 133 人。

決定:洽悉。

報告二 報告單位:人事室

索由:為因庭、勞動基準法及其施行細則修正，本校適用勞動基準基法

並以校務基金進用之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其加班未能於

1年內補休完畢致欲請領工資者，請各加班人員於補休期限屆

期30 日內簽請校長核准後，填寫經費流用單，加班費經費來源

則由各單位業務費相關費用流用至人事相關經費予以支應，提

請報告。

說明:

一、依107年 1 月 31 日修正之勞基法第 32條之l規定: í (第 1項)雇

主依第三十二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使勞工延長工作時間，

或使勞工於第三十六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後，依勞工意願選擇

補休並經雇主同意者，應依勞工工作之時數計算補休時數。

(第 2項)前項之補休，其補休期限由勞雇雙方協商;補休期

限屆期或契約終止未補休之時數，應依延長工作時間或休息

日工作當日之工資計算標準發給工資;未發給工資者，依違

反第二十四條規定論處。」

二、復依107年2 月 27 日修正之勞基法施行細則第 22條之2規定略

以: í (第 1項)本法第三十二條之一所定補休，應依勞工延長



工作時間或休息日工作事實發生時問先後順序補休。補休之

期限逾依第二十四條第二項所約定年度之末日者，以該日為

期限之末日。(第 2項、)前項補休期限屆期，發給工資之期限為

補休期限屆期後三十日內發給J 。

-、 為符前開規定，本校中午值勤30分鐘部分靜、利用寒暑假採r 學

年度 J 期間補休完畢，其餘加班於1年內擇期補休完畢。

四、 為創造優質健康及其效率的工作環境，請各主管於審核員工

加班申請單時，務必竅實審視加班是否得當再予以核准加班，

並且敦促其補休時數以全部休辜為原則，因故未能補休完畢

致欲言青領工資者，請加班人員(限校務基金專案及契僱人員)

於補休斯限屆期三十日內簽請校長同意後，填寫經費流用單，

且加班費經費來源由各單位業務費相關費用流周至人事相關

經費予以文應。惟如屬辦理「國立大學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

所定各項收入來源、之業務所需加班，並由該項自籌款經費項

下報支加班費者，貝'1 不受限制。

五、檢附勞動基準法第 32-1條及其施行細則第22-2條供參。(請

參附件第 6 頁至第 7 頁)

決定:

一、洽悉。

二、 有關加班費之請領，請抹「以表代簽」之方式辦理，以簡化

行政流程。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業單位:人事室

案由:配合行政院修正「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要點 J '本校契僱人員及

專案工作人員比照公務人員，自 107年5 月 1 日起加班補休改以

1年為期限，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行政院107年4月 10 日院授人給字第 10700373的號函示以，修

正「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要點 J 並自 107年5 月 1 日生效。當揭要點

主要修正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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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鼓勵補休及加強運用補休之彈性，補体之期限由 6個月延長

至1年。(第 3點)

(二)加班費編列原靜、以「不得超過各該機關九十年度加班費實支

數額、之八成 J 為準則，現將限額規定取消並回歸於預算編列

控管。(第7點刪除規定之補充說明)

二、依上開規定，自本(107)年5 月 1 日起，公務人員加班補休改以 l

年為期限，去本校適用勞基法之校務基金專案及契僱人員亦擬

比照辦理，以利各單位之人事管理。

三、檢的行政院修正「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要點」供參(請參附件第

8 頁至第 17 頁)

討論: (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人:勞方代表蔡依珊專案組員等

案由:建議修正「國立嘉義大學專案員工工作規則」第四十五條 (請

假計算單位) ，由現行的特別休假日以「半日」計，改以「時 J

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按勞動基準法第四章工作日寄悶、休息、休假，第 38條勞工在同

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

予特別休假，略以，前項之特別休假期日，由勞工排定之。

二、基於本校現行專案人員之特休僅能以「半日」計，缺乏彈性且

間接影響其工作效能。為使專案人員得彈性運用休假從事各類

活動或休息，去建議將休假由「半日計」修正為「得以時計 J 。

三、再者，考量少子女化趨勢及家庭結構改變，為因應子女照顧之

多元需求，且本校專案人員女性居多，因家庭因素，需臨時接送

小孩甚至接送雙親看診，若特休改以「時 J 計，方便及彈性專案

人員，進而提高特休休假日寄數。

四、目前公務人員特休也正在以 r 小時 J 計假，預計最快5月上路，

刻正待考試院審查通過。期許屆時通過後，本校專業人員休假

單位亦可同時比照辦理。

五、本案經承辦單位人事室提出說明以，俟公務人員法令修正後，

再比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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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檢附提案單供參(請參附件第 18 頁至第 22 頁)

討論: (本案請石淑燕代表補充說明)

決議:照黨通過，並俟公務人員相關規定修正通過後，配合比照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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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盤盤副校長、

第二次會議推選主席為勞方代表姐丞笠、第三次會議推選主

席為資方代表主主進、第四次會議推選主席為勞方代表藍藍

旦旦、第五次會議推選主席為資方代表之主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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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志平、。

討論: (略)

決議:經出席代表一致推選，由資方代表蓋起主副校長擔任下次會議

主席。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中午12時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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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第三屆第 8 次勞資會議簽到單

會議時問: 107 年 4 月 27 日(星期五)上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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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素貞代表

出席人員: 記錄:謝翠珍

代表姓名 簽名 代表姓名 簽名

黃代表光亮 九仇b 石代表淑燕 品?是_..-J

洪代表混祐 予我翻lrv 江代表索貞 采到
丁代表志權 志主考 蔡代表依珊

胡代表文騏 羅代表英明 寫字。
t 

鄭代表夙珍 悅耳 胡代表采玲 相壁壘

列席人員:



國立嘉義大學第三屆第七次勞資會議紀錄決議暨執行情形

會議時間:民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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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人員: (詳如簽到單)

金、主席致詞: (略)

貳、報告事項:

報告一

勞工動態: (1 06.09.29-107.01. 22) 

姓名 異動類別 職稱 原職單位

李政翰 新進 專案技佐

張靜漩 離職 專案技住
生物資源、學

系

:余息玲 離職 專案技士 圖書館

主妙音 離職 專案書記 研究發展處

黃士豪 新進 專業辦事員

沈枚翎 平調 專案組員 研究發展處

記錄:丁綿霞

報告單位:人事室

新職單位 生敗日期

體育室 106/10/03 

106/12107 

107/01/01 

107/01103 

研究發展處 107/01/03 

生物資源學系 107/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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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新進:一旦人、離職: 3 人 、調整單位: 1 人

截至 107. Ol. 22 為止，專察工作人員共計盟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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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起調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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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ff.J 1妒忌"f4lf至第6

lf) 

決定:洽悉。

參、提案討論:

提察一 提業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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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提款及5次跨行轉帳免收手續費之福利一案，提請審議。

自 106年8 月 1 日起，中華郵政調高公司薪資戶(發放本薪者)

的優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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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定於同一日發放薪資，是能享有薪轉戶之福利。

三、 愛建請總務處出納組每月核發專眾工作人員薪資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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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屆第 7 次勞資會議記錄決議暨執行，情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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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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列提案人除王旗鴻、陳亭好、邱語嫻三人外，其餘

皆為校務基金支應)。若專索人員提供之受款帳戶為

銀行帳戶者，並無郵局提供之優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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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冉一人於同一個月內經學校2次以土薪轉匯款者，該員

將會被取消轉帳兔手續費之福利，而且郵局薪轉匯款

僅限本校提供同日用批匯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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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款單靜、依據主計室開立之傳

票作業，不同日傳票無法令併在同一份匯款清冊當

中，郵局即無法認定為薪轉戶。故本案就人事窒進用

非校務基金文應之專案人員(各單位經費支應者計37

人) ，若有薪轉需求，請於每月 20 目前完成造冊及清

冊核章流程，送主計室開立傳票，由主計室協助彙整

37人核鉤，恣證以開立同一天傳祟，出納組始得依傳票

產生郵局匯款萃，以符郵局作業設定。

五、 檢的勞資會議提案單1份，請卓參 o (誘-1-府于字第 7li至 ~8li)

討論: (請總務處出納但李宜貞組長捕充說明)

決議:照黨通過;每月核發專業工作人員薪資峙，由出納組通知郵

局畫畫等人員為薪轉戶，以享有優息;另非以校務基金支應之

專業工作人員，須於每月 20號前完成其薪資造冊，誰送也納

包辦理。

。執行情形:已，聽會議決議辦理，並以107年2月 1 日嘉太人字第

1079000393號函請各單位轉相關同仁如織在察。

提案二 提案單位:勞方代表石淑燕專業組員等

業由:有關修訂本校「專業員工工作規則 J 第 56條(考評方式)部分條

文一棠，提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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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依本校「專業員工工作規則」第 56條第 3項規定略以，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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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平時考枝獎懲抵銷後仍累積有記過處分，

初言乎不得考列壹等。 J

-、 茲考量本校專業工作人員如當年12月遭逢意外或因身體健康

等自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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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手續聘，嚴重損及員工權益。

-、 去本案建議修訂土問法規內容，將「事、病假合計超過十四

日者(但特殊原因且表現優具有具體事蹟者，不在此限)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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頃， 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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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等文字刪除。

五、檢的勞資會議提案單1份，請卓參。陳其神徉$9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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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情形:己照會議決議辦理，業提經本校107年4月 10 日 106學年

度第6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刻正報請嘉義市政府核備中。

提察三 提業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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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烘烘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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蘿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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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屆第 7 次勞資會議組接決議暨執行情形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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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略)

決議:經出身代表一致推選，由勞方代表江索負擔任下次會議主席。

@執行情形:己照會主義決議辦理。

第三屆第 7 次勞資會議紀諒決議暨執行情形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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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動法令查詢系統﹒勞動基準法 Page 1 of 1 

勞動部勞動法令查詢系統
列印時悶: 107/04/13 14:14 

法規名稱:勞動基禮法(民國 107 年 01 月 31 日修正)

公{費)布日期:民國 73 年 07 月 30 日

第 32-1 條廬主依第三十二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使勞工延長工作時間，或使勞工於

第三十六線所定休息日工作後，依勞工意額選擇補休並值廳主同意者，應

依勞工工作之時獻計算補休時獸。

前項之捕休，其補休期限由勞居雙方協商;補休期限屆期或契約將止未補

休之時擻，應依延長工作時間或休息日工作當目之工資計算標準發給工資

;未曾給工資者，依違反第二十四儼規定論處 e

資料*源:勞動都勞動法令查詢系統

https:lIlaws.mol.gov.twIFLA W IPrintFLA WDA Tω82.凶px?lsid=FL014930&flno=32.1 2018外/13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動法令查詢系統﹒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 Page 1 of 1 

勞動部勞動法令查詢系統
列印時間: 107/0再113 14:25 

法緝名稱: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民闡 107 年 02 月 27 日修正}

公{費)布日期:民間 74 年 02 月 27 日

第 22-2 億本法第三十二悔之一所定捕休，應依勞工延長工作時間或休息日工作事實

發生時摺先後願序捕休﹒摘休之期限遍依第二十四條第二項所的定年度之

末日者，以該自2暑期限之末日﹒

都環補休期限眉期或漠的興止時，會給工資之期限如下:

一、捕休期限屆觀:於契約的定之工賣給付自費蛤勒令補休期限題期後三

十日內發給﹒

二、冀的絡止:依第九陳規~曾給﹒

勞工依本法第三十二悔之一直強權利時，屆主如當晶其槽利不存在，應負

舉贖責任﹒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動法令查詢系統

https://laws.mol.gov.tw/FLA W /PrintFLA WOA T02V2.品px?lsid=FLO14931 &flno=22.2 2018/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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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函

地址:全北市忠孝泉路i段 1 號

傳真; 02-23975565 
承辦人:王智故

電話: 02-23979298的20
E-Mail: dk2233@旬開. gov. tw 

受文者: 如正(全國政府機關電子公布樹等〉、副本

發文 a 期:中等民圓 107年4月 10 日
發文字號:院提人給字第 1070037347說
迫別:普通件

會等2瓦解會條件處峰會期限:

僻件:如說明

撥號:

條4年年限:

主話: 修正「各機關加班費丈給要點 J

月一日生效，請查照轉知。

，並自一百零七年五

說明: 檢i是修正「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要點 J.&.修正對照表各1

份。

正本:全國政府戰關電子公布割、總統府秘書長、立法院秘書長、司怯院秘書長、

考試院秘書長、監察院秘書長、國家安全會當蠱、中央研究院、臨史館、最高

法院、最高行政法院、公務員懲處喬員會、考進郁、銓敘部、公務人員保障

暨繪制委員會、公務人員退休揖押基金監蠶蠱員會、公司，人員退休格均轟金

管護委員會、審計部、困家安合品、行敢說各部會行總處暑(令行政院科書

長)、憂灣省政府、福建省JÌ 祖 輩鹽 tf 1t tl舍、各直轄市政府、各直轄市

是11驛~1唔，會、各縣布政府、各縣市恥胃

副本:行å晚人事行政總處珍視會(令梢件)

AU. 共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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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要點

一、加班費丈夫拾，以各機關員正在規定上班時問以外，經主管嚴

實指派延長工作者為限，且兌刷卡員工加班者，其加旗起進時

間應有尉寺、簽到或其他可資盡量明之紀錄，

二、各機關員工如事實之計算，以每小時為單位，其計算方式如下:

(一) 職員:非主管按月支薪棒、專業加給二項，主管人員及簡任

(派)排主管人員比限主管職務核給職務加給有業者，另加主

管職務加給或比照主管職務核給之戰是海加給三3葉之總和，除

以二四。為每小時文給標車。

〈二)的時僱人員:接月文單一薪酬除以二四O~梅小時文給標車﹒

(五)援工、工友:按月文工飾、專業加給及報說核定有素之每月

固定起曹性工作給與之總和，除以二四OJ每每小時文給標車。

五、各臟鵬對經依規定指派加班之職員真的時僱人員，得鼓勵其選

擇在加班後一年內捕休蝕，並以小時4單位，不另文給加班費.

四、各蠟闢底就b回事費之文給訂定管制要點，益得審酌業發需要、

機關特性及財政狀況等因素訂定。

各4錢關對加班費之文錯，處加強盒穢，不符浮麓，如有虛

報，一經盒明﹒應嚴于議處。

五、各機關職員及釣詩僱人員加班費管制依τ列規定辦理:

〈一)各機踴職員及的特僱人員加班，應由其單位主管視業發需要

事先嚴實指派，每人文給加班費時數上眼如下:

1 、牛車日本超過四小時﹒

2 、放假日Jl例假日本超過入小時-

3 、每月不超過二十小時﹒

(二〉蠟關商業務特性乳工作性質特殊或為處理重大專案業務，或

解決突發揖難問題，或搶救重大提灘，或為A季節性、過期

性工作，當較長時悶在規定土班時時以外超長工作，報握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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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或主管機關授權之所屬機關核准後始得文給專業加班

費。但警察機關外勤警察人員、消防機關外勤漪防人員、海

岸巡防機關外勤人員、通航管制人員、氣象觀測人員、法官、

檢察官、紀錄書記官‘機場(港口)槍技人員、關務人員庭

團琨移民事務人員專黨加班費之先給，得不受土時規定之限

制，傳仍處本轉節原則從嚴辦理﹒

(五)各機關簡倍以土首長及副首長，除牟派進駐中央及地方災害

應變中心或進駐各主管機賜與所屬柚關成立之緊急應變小組

&.前款但書所列各類人員外，不得丈給加班費。但得依加班

事實按規定蛤于捕休假、獎勵或其他相當之捕償。

前項第二款所稱主管機關，指總統府、圈家安全會議、

中央一般、二.經或相當層組之機關、省政府、省言審議會、主

轄市政府、直轄市議會、縣(布)政府及縣(市)犧會﹒

六、借調反丈援人員如有加班事實，其加班事實認定、接准及查核

應由借調且已被文援機關辦理，孟加班費原則應由本早晨機關文給。

但由本職4離開支應加班費虫，有困難，得協調改由借調機關是被

支援機關文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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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城關加班費支給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言昆明

一、加班費之丈給咱L以各 一、文蛤要件:以各機關 酌作文字修正。
機關員工在規定土班 員工在規定土耳終時間

特間以外，雄主管蟲 以外，雄主管嚴實指

實指派延長工作者為 派延長工作者為棍，

撮，且兔刷令員工如 且先刷令員工加班

班者，其加班起追時 者，其加班起進疇悶
間應有刷寺、接到或 應有制寺、接到或其

其他可賢世明之抵 她可實世明之紀錄﹒

錄﹒

二、各擴甜Jl.:L加班堂之 二、文蛤據...:以每小時且每 序文酌作文字修正﹒

計算，以每小時為單 單位，依下列方式計

位，其計算方式提 算:

主: (一)職員:非主管按月

〈戶〉職員:排主管捨月 主嶄棒、專業如蛤

文嶄棒、專業加捨 二頃，主管人員及

.二項﹒主管人員及 筒任〈派〉排主管人

筒任〈派〉非主管人 員比照主管職務核

員比照主管職務掠 蛤職務加給有黨

給職清如持有黨 者，另加主管繪聲務

者，另加主管職務 加給或比離主管戰

加給或此觀主管職 喝拉蛤之職務加給

4審站蛤之職務加給 三項之總恥，給以

三績之總和，除以 二四os.每小時文

二四OJ包每小時文 給棕豈容﹒

給標車﹒ (二)的時礦人員:按月

〈二)的耳，僱人員:接月 丈單F薪酬除以二.

文革-耕酬除以平 四。為每小時主給

四O~每小時i.捨 4草草﹒

標..﹒ (五)投.:L、早晨:接見

(五〉拉.:L、王處:接見 文工鈞、專業加蛤

丈.:L輯、專輩加給 是報院韓定有.之

反報說接定有素之 每月固定姐帶性.:L

每月商定組會性工 作給與之車島和，除

作蛤典之飽和﹒蜍 以二四O~每小略

以二四O~每小時 文蛤輾..﹒

文給揖.﹒

三乙、-6-..關重史提依規定指 玉、~.甜員早起依規定 一、"雄勵捕休並增加;

11 



派加班之戰車及的聘 指派加班，得鼓勵員 職員及的聘僱人員

僱人員，得鼓勵基進 工選擇在加班4晨六個 運周捕体之彈性，將

摔在加班後二全內捕 月內捕休假，並以小 捕休期限宙六個月

休假，並以小時為單 略為軍艦，不另丈給 延長至一年，並的作

位，不另丈給加班 加班費﹒ 修正，

費。 二、盒各級行政機關農

公立學校技工、工農

是駕駛於入十七牟
-t月一日齣入勞動

基準法適用範團

後，依行政院九十牟

六月七日台丸十人

政企字第一入O五
。八說晶修正「各

級行車支機繭，是公主

學校.:L~納入勞動
基牢法適用範困擾

勞動條件過用法規

及主管權貴劃分表J

規定，讓等人員延長
工作時間〈加班時

載)及加班費4也適用
勞動義學法是其相

關法規釋樹，不適用

本點鈍定，是酌作文

字髒jf.﹒

閥、各串起關矗星在加車費之 閩、 4年輯關對加班費之文 本點原巳規定各揖關對加

文蛤訂定管制要點， 蛤斗蟲訂定管制要點 續費之丈蛤應訂定管制要

並帶車酌囊，各需要、 加強查輯，不得浮 點，維A符實麓，增訂喜

4起甜特性&.財政狀乳 遷，女E有虛報，一起 4且關得依靠是費需要、機關

牢固音訂定﹒ 章明，_嚴于犧處﹒ 特性是財政狀班，等國音訂

4年越關對加班 定管制要點，俾臻明草書﹒

量之走錯，應加強章

輯，不得浮麓，壘，有

虛報，一起益明，應

嚴于.. 處﹒
五、各機蹦職員墓的聘僱 五、各檔耐職員(今的.. -、本點你規範請續加

人員加班車管制集主 錯人員之加班管制規 班費之時數限制，及

至1規定盟運: 定:
超過加班費 il章都

(一)~~起輔職員主的時僱 (一〉各楓關職員〈命的特
車略之處單程序，為
科各 4點關適用明

人員加班..由其單 僱人員之加班﹒應由 啼，將第一3萬序文4
位主管視黨轉需要事 其早位主管視，業務禽 r加班管制 J之文字

先是實指派，每人主 要事先..費指瓏，每 學正為 r 加班費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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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加窮盡時數土 F且如 人每 a 加班以不超過 i1j' 各款文字配合

王: 四小時為限，每且以
調整﹒

1 、上講 a 不超過回小 不超過二十小時為 二、章說行每人每日文

蛙二 限﹒
頓加班費以四小時

為限之規定並魯平
2 、放假日及1t1假日本超 (二).-關閉黨務輯推車工

自典假日之區別，為
過八小時﹒ 作性質特殊成為處理 處4起關實話，修正第

3 、每星不超過二十小 重大專案業務，成解 一項第一妝，新增放

且二 法突發困難問題，我 傲自晨-1JtJ假日以不

〈二)機關自業務特性或工 ~救重大提蟬，或為 超過入小時為限之

作性質特據或4處理 處季節性、週期性工
規定﹒

五、審酌現行丈給專黨
重大專黨業務，成解 件，當較長時鷗在規

加班費每月無論超
決突發困難問題，成 定上班時前以外延長 過七十小時典否，均

韓數量大提蟬，成為 工作，得重宮會專黨如 黨報雄主管機關處

廳季節性、週期性工 班，每人每且以不起 主管構蹦授權之所

作，需較長時間在規 過七Od、時品土限， 屬機關核准，是修正

走上班時間以外延長 如4啥不足以自廳業務 第一項算4歉，刪除

工作，報經主管串起關 實際電要時得超過七
有關專業加班七十

小時之規定，誰酌作
成主管機關技雄之所 。小時，土崩專業加

文字修正﹒
屬串起鵬總車接姆符文 班均電報雄主管機闢 四、直行敢說前向車海

給專黛加班費﹒但警 或盤主管串起關授權之 洋退時總局外勤人

察機關外勤警察人 所屬機關結准磕磕得 真不受本點專業加

員、消防機關外勤清 丈給﹒所稱主管機 學限制，像考畫畫畫總

蹄人員、海岸邀前我 繭，盤指中央各部會
品成員舔納編犀內

政部響最著水J::..警
關外勤人員、飛航管 地處署、省市政府或

捧為及財政部關稅
制人員、氣象觀測人 各融會政府﹒但警察

搗局緝私艦人員，像
員、法官、犧集會、 機關外勤警察人員、 以警察人員為主
紀錄書記官、機場(港 清肪串起關外勤清肪人 麓，且行政院海岸逆

口)檢疫人員、關務 員、氣航管制人員、 背著組織法第二十

人員及商境移民事務 鼠身上觀測人員、法 -+.年、第二十三條規

人員專會加班費之丈 官、檢察官、紀錄書
定，在站著A所風機

騙人員任用.!l管理
給﹒得不受上關規定 記官、現場(港口)

法律未制定施行
之限制，椎仍處本轉 搶在人員、關務人員 前，該暑及所屬機關

節原則從嚴辦單單﹒ A國境移民事務人員 新逢人員之4逢周 A

(五〉各串起關筒4是以...t.芷主 3年專.;60班，特不受 管翠，仍4錢其嚴各諾

A副首長﹒除牟推進 主蚓規定盟主之 fl. 扭闢浩令辦理;另蠹

駐士失.&.地方提客廳 制，椎何處本轉節嚴 一百零食年大月十
四日修正1}布，誰自

雙重心亂造點各主管 財從嚴辦理﹒
周年七月一日生故

機關與所越境關成立 (五)各串起關飽告以上文積
之「行政龍海岸進防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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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墅急處變小組及前 主管職務加給.t<.比照 署海岸巡防總局組

款但書所列各顯人員 主管職務組蛤職務加 織條倒」第十倫.&.

外，不~.t.益加班
蛤布靠老如傘，除前 「行政院海岸迦防

費月二但得依加班事實
款但書所列各類人員 著海岸迦防總局在

外，是不另文加班 地區逆時局組織過
按規定金主揖休但， 費，但得假如班事實 爽。 J 第十餘規定，海
獎勵或其他扭脅之捕 按規定擇期補休位成 岸逆時總局已屬單

盤﹒ 與勵﹒ 警文靜用機闕，為期

前項第二教所稱 處理一致﹒又考量行

主管機關，指氫蟲 敢說海岸迫防著辦

島、圖章安全含章巍、
入海洋委員會後，海

中舍一級、二.扭或相
洋主運前總局是海岸

迪防總局將配合組

當層組之機關、省政 織調墊，是於第一項

府、省略議會、直轄 第二款但書增列r海

有7 政府、直轄市墟 岸迦防機關外勤人

會、畢aL 布:政府及 員 J ﹒

點 (可利 ta會﹒ 五、依公游人員保障法

第二十三悔規定，公

請人員起拍攝於土

班時間以外執行職

游者，風轉機關處蛤

于加班費、捕休棍、
與勵或其他相當之

捕嘖﹒司年齣筒4是以J:.

主管人員於...1:.班時

問此外執行職務辛

勞程度與其他人員
自每蟲不間，且行政院

亦考量其丰勢，陸續

土文傾主管職轉加

蛤成比照主管職務

拉給職務加蛤有*

*...~像進駐中央且

地方央書』巨變中心

或於中央央書應變

中也開設時﹒學派遣

駐各主管機關與所

層搗輔成立之實.

應變小組之人員帶

丈續加班費.1f，衛平
對持果響人員卸車

之揖慣，是放寬藥等
-一一一一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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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一一-一

人員得支持加推

費， ~容審酌機關首長

2正副首長肩負棋關

業務推行責任，其身

、 分與一般筒任人員

不悶，是擬穆i忘本點

第一項第三款規

定，攪，範筒任以主首

長及割首長給有土

鬧情形外，不符丈蛤

加班費﹒

六、現行第ι款有關主

管續關定義之文

字﹒修正移列軍二

項﹒又依地方制度法

第五十六蜂第一項
規定: r縣(常)政

層單縣、(;p)長一
人 t •• ....指導監督所

轄鄭(鎮、市)自治。 J

以各鄉(鎮、市〉之自

治須受各縣;PJ.丈蔚

監督，是共專黨加班

站准程序及蜻增加

班費服輯程序參限
各縣苛政層所厲機

鵑辦理， ~祥子It明﹒

索、各施關技工、工友宜 一、本點刪除﹒

轉行彈性止班，調整 二、本點未涉A加班費

其二L件時間(如.上午
文錯事宜，且各磯時

七時至于宇間時) ，值
拉玉、.:x:..~.&.駕駛如

班4車依勞動基..法
量避免加班，張加強 規定丈給延長工作

職員自我服務﹒又駕 時間之工簣，羞于刪
段之加班，亦應從嚴 除﹒

管制﹒

七、加班所需經實在Jff.. 有 一、本點刪除﹒

預算斜昆主廳，益不 二、各機關加班費限額

才粵超過各釀串起闢九十 控管踐的在於縛節

年度加班費賣文數額
政層支出，控制用人

費增長，屬於機關之
之入成﹒除"處重重 預算管理事2頁，與各

大專黨業務、解決突 機關加班費丈蛤要

發毆難問題、韓敘重 點主要你規範員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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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提難等，於適用土 請續加班費事宜有

聞規定有特殊眉難a 所不悶，且實務執行

九十-年度以使新成
土，各機關加班費服

:1L之機闕，經專黨報
賴之管理亦典諸城

翩起費編列、運用主
請行政院搶走或符合

有關聯﹒為賦于機關

下列畸形之一，報經 彈性，各機關加學費

主管續關搶走看外， 限額回歸於預算結

不得增列組費: 到控智，羞于刪除﹒

(一)請增加班費之機關:

各機輯如轅止一年

度末增加員轍，且年

度加班費請增數賴

在其加班費丈周限

輔之百分之一範盟

且不超過新壘瞥戶

百萬元土限範周內

老﹒

(二)九十一年度以後新成

立之搗闖:

1.白鹿輯關〈單位)改

制成立新機關或數

個境闢(單位〉整僻

成立新構闕，不超過

各原有單位或機關

加班費限額之總數

看f ﹒如有員報織少

看，處按其越少之員

績奪比倒減少其如

班費﹒

2. 自數個搗闢之都分

單位或人員合辦或

重組成立之輛轎

闕，不超過按其移植

之員頓等比倒移攝

之加班費合計裁者﹒

3. 由原搗闢〈成數個機

關〉聾4持其他輪關之

部分單位成立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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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闕，不超過其扉有機

臨加班費服頓總數

加土按穆撥之員額

等比倒移撥之加班

費合計裁者﹒

主、 4昔禍及文提人員如有 八、借調&丈拉人員如有 點次變吏，內容朱學jE_.

加班事實，其加班事 iJa班事實，其加班事

實認定、桔准.&.章核 實認定、核准.&.章輯

處也借調是被支援截 應由借調且桂支援攤

關辦理，主加班費原 關辦理'.i，.加班費/Jj..

則處也本戰機關文 則應由本戰機關丈

蛤﹒但由本戰機關文 給﹒但由本職瑰麗丈

應加班費如有困難， 應卸車費如有困難，

得協調改由借調機關 得協調說由借調機輔

及犧丈撮4起輔文給﹒ 及雄主教機關文蛤﹒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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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報會議| 第三屆第八次勞資會議

提案日期 I 107 年 3 月 28 日

建議修正「國立嘉義大學專案員工工作規則 J第四十五條 (請

案 由|假計算單位) ，由現行的特別休假日以「半日」計，改以「時J

說 明

計。

茲分述如下:

1. 按勞動基準法第四章工作日寄閩、休息、休假，第 38 條

勞工在向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

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略以，前項之特別休假期

日，由勞工排定之。

2. 基於本校現行專素人員之特休僅能以「半日 J 計，缺乏

彈性且間接影響其工作效能。為使專案人員得彈性運用

休假從事各類活動或休息，是建議將休假由「半日計 J

修正為「得以時計 J 。

3. 再者，考量少子女化趨勢及家庭結構改變，為囡應子女
照顧之多元需求，且本校專案人員女性居多，國家庭因

素，需臨時接送小孩甚至接送雙親看診，若特体改以「時 J

計，方便及彈性專案人員，進而提高特休休假時數。

4. 目前公務人員特休也正在以「小時」計假，預計最快 5

月土路，目前待考試院審查通過。期許屆時通過後，本

校專案人員休假單位亦可同時比照辦理。

主提案人!蔡依珊

拉法ι令(件重抄 安排泛(蚵錄)
提案人 拉( ï!.\ I~I~/'~' 1~~~{在~l 在呢吵簽署 可 "1" A./" \_ (峙的) V~'l 'f l \1 I 
※請註明 其他 什 T己D 吋i 諸 ~lf (_毛ð4t?;q-J
任職單位 提案人 3ef 啥都) 發哥特叭叭〉

軍IJ 龍崗{哺 心利主航叫做)
t才告茗 、血泊幸) i主itt給 (7首當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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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呵?之(那守 tS" ) 

?要說是彷佛和
互作長 (1臥告銘〉

拼音員 4放政是~ ) 
九圳弟也ν) \5恥之(腳注)
31-- 1~ 6~1_t，評議 k九 五冉學1:- II你~;~'

KZ(總鞠了爭是峙，
侈品隅，務的政部臨
街心柔情特級) 黨改編(函點

三設告:龍: 物最(咐

相關單位

簽章

入事

簽

校長批示

扒
訂
)
〉4

動

一
心
喇
叭
的
心
明

材
耶
路
孔

弘
叭
叭
的
仰
飾

一、本表講於 107 年 4 月 13 日(星期五)下午 5 點前送至人事室，如有附件請載明於本表

「說明」處，並將附件之電子擋傳送至 mien@mail.ncyu.edu.tw 。

-、相關議葉之研提，請至少經 10 名以上專業人員、並至少由 2 個不同任職單位之勞方甫仁

共同書面簽署為原則。

三、本表由人事室彙整陳格。

四、一個提業請使用一張投案單，本單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影印。

五、業務聯絡人:人事室組員丁綿霞(分機 71妞· E-mail: mien@mail.ncyu.edu.t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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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2918ββ1 公務員特休以「小時 J 計假最缺5月上路 ITVBS新聞網

公務員特休以「小時 J 計假最快5月上路

:2) 2018/03/26 14:07 小白大

公務員特休以「小時J 計假最快5月上路

銓敘部拍板讓公務人員的特休假可以用小時來計算﹒只要考試院審查通過﹒

最快5月就能上路，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也全力支持給公務員彈性的作法，

基層公務員也說以後不伯特休假休不完7. 也能更妥善利用時筒。

8 名t.t1L

三Jl/EjEf~~
d緝均

厲 /TVBS

公務人員拚績效一大早就忙不停，但要休假可沒那麼容易，過去公務人員特

休假無法拆開計算﹒要排休得以半天為單位計假，現在銓敘部向意讓公務員

休假更彈性﹒拍板特休假以小時為單位﹒等考試院審產通過﹒最快5月就能

20 
https:llnews.tvbs.∞m.tw/politics/890276 哩 t咒



2018/3/31 公務員特仿、以「小時」計假 畫畫~5月上跆ITVBS新閱網

上路。

北市府公務專員蔡明為. r 對我們來說是比較方便，有時候公務太多或是沒

有時間休﹒那如果硬要休半天，對我們公務上會比較麻煩，如果假沒有休完

也會覺得很可惜。 j

給公務員更多彈性、活{七時間運用﹒方便他們接送小孩、照顧長輩等﹒就連

人事行政總處也舉雙手贊成。但也有公務員認為，特休假拆開計算太麻煩﹒

還說應該先放寬加班補休﹒半年後歸零的上限。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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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3/31 公務員特休以 r 小時」計假殼恢5月上路ITVSS新閻網

民進黨立委許智傑 r所以在我們人事總處的角度原則上是贊成的嗎? J 

行政院人事長施能傑. r 考試院已經正式在討論這個葉子了，我們沒有反

對﹒接小孩還是什麼事﹒他們能在下班前一小時﹒讓他們臨時能去運用。 J

公家機闋的聘僱人員，今年起也比照公務員福利，全面將婚假天數從原來的

8天延長到14天，政府帶頭調整休假規定，也希望民問企業能跟進﹒給員工

多一點彈性!

最HOT話題在這!想跟上時事，缺點我加入TVBS新聞LlNE好友!

更新時間: 2018/03/26 15:00 
特休，小時，計算，位務人員，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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