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弘光科技大學
106學年度職員工座談會

107/5/21(一)  14:00

報告人：人事室楊國隆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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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議題
時間 內容說明 與會主管/報告人員

14:00-
14:35

一、人事室報告/宣達事項。
 修訂本校職員工教育訓練補助要點
 重申-有關請假休假以「簽呈」

提出申請之注意事項

二、勞資會議協商事項報告。
三、107年度暑假節能減碳實施計畫。
四、107學年度彈性休假實施計畫。

報告人員：
人事室
楊國隆主任

14:35-
14:45

五、簽到退系統說明
報告人員：
圖資中心
段翰文主任

14:45-
15:00

Q&A
與會主管：
各行政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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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工教育訓練經費補助
要點
【107年5月8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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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工教育訓練經費補助要點

• 本要點適用全校職員工（含約聘人員及專案人
員）、技工工友及兼任行政職務教師。

• 本要點所稱教育訓練及補助原則如下：
• 奉派參加校外舉辦與職務相關或政府規定之研習(研
討)會者，補助所需報名費及差旅費（含交通費及住
宿費）。

• 修習本校推廣教育中心所開設與本職學能有關之課程
報名費。

• 以上補助皆須經單位主管同意每人每一年度以
10,000元為原則，補助金額需視當年度預算額度而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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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工教育訓練經費補助要點

• 經費申請程序及相關規定：
申請人於參加研習(研討)會或課程前，填具「職員工
教育訓練經費補助申請表」，提出申請。

臨時奉派參加校外舉辦與職務相關或政府規定之研
習(研討)會，須獲單位主管同意，申請人必須填具
「職員工教育訓練經費補助申請表」，提出申請。

參訓結束後得依據「弘光科技大學教職員工出差旅
費報支準則」申請差旅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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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工教育訓練經費補助要點

• 經費申請程序及相關規定：
補助款應依規定支用，受補助職員工應於參訓結束
後30日內填寫「教職員工參加校內外研討(習)會心得
報告」，並檢附「職員工教育訓練經費補助申請表影
本」及其他相關核銷單據及文件資料（研習證書影本
或其他可茲證明出席之文件）辦理核銷手續，逾期核
銷者，視同放棄補助。

補助經費之核銷截止日為當年度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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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有關請假休假以
「簽呈」提出申請之
注意事項
107年3月30日人事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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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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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專任教職員工申請請假各項作業，悉依本校教職員工
請假規則辦理，有關請假程序請依本辦法第10條辦理；教
職員工出國觀光、探親依本辦法第13條辦理。

遇辦理各項請假作業，擬提出「簽呈」申請時，簽呈應載明：

序 項目說明

1 應敘明請假人員姓名

2 請假事由及對應請假假別

3 請假實際起迄日期(包含例假日)及天數

4
公假、公差假或事假，其經費來源皆應詳列(如自費或公費)，若為
公費應列出單位預算項目或計畫編號及計畫名稱

5
請假期間之職務代理，應分列教學、行政及導師職務代理人，並確

認請假期間所遺課程安排狀況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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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兼職行政職務教師
完成簽呈電子檔或紙本，繳交給各教學單位助理，作為
本次簽呈之附件。再由系助理依簽呈所載內容，協助辦
理後續電子簽核流程。

 教師請假期間如有課程，
需檢附「教師授課調課、補課、代課單」；
若有課程而未檢附，退回簽呈至教師所屬教學單位補正。

 簽呈需明確敘明，並檢附相關資料。
未依本公告事項辦理時，除退回補正外，並作為請假休
假准駁之依據。若查各單位承辦人員未依上述相關規定
辦理，將依本校「職員工考核辦法」及「職員工業務逾
期/疏失提報表」辦理。



勞資會議協商事項
【依據107年05月08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員工工作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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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事項
• 依勞基法第83條規定：「為協調勞資關係，促
進勞資合作，提高工作效率，事業單位應舉辦勞
資會議。」及本校勞資會議設置要點本校於107
年04月16日成立第一屆勞資會議。

• 本校勞資會議第一屆第一次會議於107年04月
24日召開，內容如下：
本校員工工作規則依照勞動部給予工作規則參考範
本制定之，亦通過107年05月08日行政會議，以下
內容為與參考範本不相符之處如下表所示(紅字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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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內容

第二十一條

員工在正常時間之外延長工作者，其延長工時工資得依勞動基準法
相關規定，核算其每小時支給數額或依其意願選擇補休。
依前項選擇補休者，經主管同意以工作時數1：1換取補休時數；補
休期限應於一學年內休畢。

第二十三條
員工因「天然災害發生事業單位勞工出勤管理及工資給付要點」所
定之情形無法出勤工作，本校不予扣發工資。應本校之要求而出勤
之員工，就該段出勤時間加倍發給工資。

第三十條

員工於本校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每年應依下列規定給予特別休
假，休假年資以學年度(每年八月一日起至次年七月三十一日止)作
為計算基準日。依據服務年資得休假天數如勞動基準法第三十八條
規定實施特別休假。……年度終結未休之日數，經勞雇雙方協商遞
延至次一年實施者，於次一年度終結或契約仍未休之日數，依第二
十條所定期限發給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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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內容

第三十一條

本校經徵得員工同意於第二十九條及第三十條之休假日工作者，工資
加倍發給。
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本校認為有繼續工作之必要時，得停止第
二十九、三十條所定員工之例假、休假及特別休假，但應於事後二十
四小時內，詳述理由，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停止假期之工資，加
倍發給，並應於事後補假休息。

第四十二條

員工應依規定按時服勤，不得遲到、早退或曠職，並應依規定按時簽
到、退；未簽到、退該缺勤期間以曠職論。有關遲到、早退、曠職規
定如下：
一、員工逾規定上班時間30分鐘出勤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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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規定下班時間前10分鐘以內無正當理由擅離工作場所者，

視為早退。
三、未經辦理請假手續或假滿未經續假，而無正當理由擅不出勤者，

該缺勤期間以曠職論。
四、在工作時間內未經准許或辦理請假手續，無正當理由擅離工作

場所或外出者，該缺勤期間以曠職論。
員工如因工作性質特殊，經單位主管核准免簽到退，不在此限。
委託他人簽到者，經查證屬實，該缺勤期間以曠職論，並與代人

簽到者，依本校相關懲處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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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延長工作時間、例假日及休息日
之約定如下：
1. 每日、每週工作時間及延長工作時間約定：平日上班

時間依照本校教職員工出勤管理辦法之規定；延長工
時平日最高一日為4時。

2. 延長工作時間限制：延長工時一個月不得超過54小時，
每三個月不得超過138小時。

3. 工時制度休息日及例假指定：原則上約定週六為休息
日、週日為例假，但相關單位因業務需要，須於週六
或週日工作者，可另外指定休息日及例假，抑或採 2
週、4 週或 8週等彈性變形工時制度因應，但須彈性
變形工時班表需給予人事室備查。

宣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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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延長工作之補休期限之約定如下：
與本校編制內專任職員相同，以一學年內休畢。

• 本校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特別休假相關事宜之約定如下：
因年度終結未休之日數，得以延遞至次一年度實施。

宣導事項



107年度
節能減碳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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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期間實施節能減碳計畫，
【採志願報名，敬邀本校職員工踴躍參加】

17

實施期間： 107/07/02-107/09/07

計畫說明：

因應『節能減碳』，上班時間調整為

每週一至週五 · 上午9：00至下午4：00。
節能減碳實施期間，週五採彈性輪班方式上班，
各單位為因應實際業務需求，於彈性上班時間，
應依需求配置適當人力維持業務推行。

適用對象：
職員工、約聘人員、專案人員(不含校外專案人員)、
助教(不含校外帶實習人員)。

重點內容：

本校鼓勵職員工特別以休假方式彈性安排假期，
凡參加節能減碳計畫者，輪休日均以休假登記處
理，如休假已休畢者，輪休日則免登記。
如未參加者，仍依正常上班時間(每週一至週五
上午8：00至下午4：30)出勤，週五需集中上班。



暑假期間實施節能減碳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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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期間： 107/07/02-107/09/07

登記說明： 原則以「實施之學年度結束日」為結算日。

1. 106學年度節能減碳期間(107/07/02-107/07/31)，
如學年度休假及特別休假已休畢者，輪休日則免
登記。

2. 107學年度節能減碳期間(107/08/01-107/09/07)，
輪休日以107學年度休假及特別休假登記者，將於
學年結算日登記，適用勞保身份者，輪休日優先
以106學年度未休畢之特別休假登記。

107/07/02-107/07/31 107/08/01-107/09/07

【106學年度】

【107學年度】

108/07/31107/07/31

以學年度休假及特別休假登記

107/09/07



暑假期間實施節能減碳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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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期間 107/07/02-107/09/07

補充說明

1. 節能減碳期間，因業務無法完成，不列計加班。

2.為使節能減碳效果不打折，請各單位儘量將大型活

動安排在週一至週四辦理，並請提高工作效率，儘
量在上班時間內完成活動。

3.每週五各單位需安排人員輪班(未參加計畫者為
優先排定輪班) ，排定後請於6月25日(星期一)
中午前繳回人事室。

4.每週五輪班人員需統一集中上班，惟教務處招生組、
教 學 組 、 學 務 處 校 安 人 員 及 推 廣 教 育 中 心
除外。



107學年度
彈性休假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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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實施彈性休假計畫，
【採志願報名，敬邀本校職員工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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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期間： 107/08/01-108/07/31

計畫說明：

本校為鼓勵職員工以休假方式彈性安排假期，擬

實施彈性休假計畫，彈性休假日包括
非屬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告全年放假日之
額外放假日(例：年度歲修、自主學習日、辦理
國家考試及春節彈性給假等)。

重點內容：

凡參加本計畫者均以年度休假(編制內職員)及特
別休假(適用勞動基準法者)、加班補休假登記處
理，且登記以實施之學年度結束日為結算日。
無論是否參加本計畫，皆需填寫切結書。

如未參加本計畫者，須依正常上班時間出勤(每
週一至週五8：00至16：30) ，彈性休假日上班

地點將採統一集中地點為原則並另行公告。

補充說明： 各單位依責任制精神須如期完成業務，於彈性休假計
畫期間因業務無法完成，不列計加班。



107學年度實施彈性休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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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期間： 107/08/01-108/07/31

登記說明： 原則以「實施之學年度結束日」為結算日。

彈性休假日以107學年度休假及特別休假、加班補休
假登記，適用勞動基準法者，輪休日優先以106學年
度未休畢之特別休假登記。

107/08/01-108/07/31【107學年度】

108/07/31
107/08/01

以107學年度休假、加班補休假登記。編制內職員：

適用勞動基準法者：以106、107學年度特別休假、加班補休假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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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
懇請指導



簽到退系統說明
報告人：
圖書資訊中心 段翰文主任

24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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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提問問題
• Q：有關本校職員工各項福利因身分別不同而有
所差異，希望專案人員享有子女就讀本校獎助金
及二節福利金（端午節及中秋節）

• Ans：依據員工福利辦法第二條規定：本辦法所
稱員工為本校編制內之專任人員、教官及一般約
聘人員。

26



員工福利辦法適用對象

福利項目 編制內職員
約聘人員

(含技工、工友、
司機)

專案人員

喪葬奠儀 V V X

結婚禮金 V V X

實物代金

限已婚者申請，
若夫妻同校皆屬
公保者，則發放
予妻方

V X

生育禮金 V V X

子女教育補助 V V X

二節福利金 V V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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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福利辦法適用對象

福利項目 編制內職員
約聘人員

(含技工、工友、
司機)

專案人員

旅遊補助 V V X

資深員工服務獎 V V X

團體保險 V V V

光田醫院
就醫優待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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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編制內職員：包含書記、辦事員、組員、專員、
技士、技佐



其他員工福利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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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員工福利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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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學年度本校為獎勵全校教職員工工作之辛勞
及增進同仁聯誼交流活動，安排至【墾丁、奇美
博物館/義大遊樂世界3日行】共計三梯次員工旅
遊，教職員工計有255人次報名參加。

• 適用對象：本校專任教師、編制內職員、約聘人
員、技工、工友、司機、年資滿2年之專案人員。

項目
編制內
職員

約聘人員、技工、
工友、司機

專案人員
合計
（人）

人數 79 58 29 166



感謝各位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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