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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第 6屆第 2次勞資會議紀錄 

時  間：108年 12月 26日(星期四)下午 1點 30分 

地    點：校總區第 2行政大樓 5樓第 4會議室 

主  席：孫代表效智、馮代表安華              紀錄：李專員姵瑢 

資方代表：李代表宏森、王代表瑞琦、徐代表炳義、陳代表基發、林代表敬

哲、羅代表舒欣、王代表鳳鳳、李代表明玲、王代表欣元、劉代

表靜慧、張代表慈育 

勞方代表：王代表志文、何代表芊靚、陳代表政勳、王代表詩曉、曾代表詩

穎、林代表永勝、黃代表心蓀、林代表家如、李代表孟儒、江代

表培文 

列席人員：吳副理思賢、楊幹事佳蓉、許幹事增輝 

請假代表：范代表楊忠(事假)、叢代表肇廷(事假) 

壹、主席報告 

資方代表主席(略) 

勞方代表主席(略) 

貳、業務單位報告 

一、業務概況 

截至 108年 11月底，本校各類人員在職人數等相關資料如下： 

類別 職別 目前人數 
異動人數 
(本次-上次) 

備註 

工友類 技工、工友 177 -1 1. 不含附設單位。 
2. 異動原因：亡故。 

約用人
員類 

約用工作人員 928 14 
離職率：2.73% 

{[26/(914+40)]*100%} 

海研一號海員 31 0 
離職率：3.13% 

{[1/(31+1)]*100%} 

單位自聘全職專任人員 365 14 依本校單位自聘全職人
員管理系統人數估算。 

計畫人
員類 

計畫專任工作人員 2,421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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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職別 目前人數 
異動人數 
(本次-上次) 

備註 

兼任人
員類 

單位自聘兼任人員(含
勞僱型學生兼任助
理、各單位兼任工
讀生及臨時人員等) 

3,676 2,217 

係依本校勞保加保人數
扣除單位自聘全職專任
人員估算，其中教務處列
管教學助理 588人、學務
處研究生獎勵金勞僱型
助理 1,558人、研發處計
畫勞僱型兼任助理 280 
人。 

總   計 7,598 2,367  

註：離職率算法：以上次至本次會議時間為 1期計算，該期間離職率=﹝期間離職
總人數/（期初在職人數+期間新進總人數）﹞*100%。 

二、本校勞工重大權益、福利或法規變動事項 

(一)本校「建教合作計畫處理要點」第 10 點第 2 項第 1 款附表 3

「國立臺灣大學專任研究助理支給參考表」修正案，業經 108

年 9 月 17 日第 3051 次行政會議及同年月 25 日校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 108年度第 3次會議討論通過，並自 109年 1月 1日起

施行。本次修正將前開支給參考表高中(職)級併入五專(二專)

級，並修正為五專(二專)以下級，適用五專(二專)學歷(含)以

下人員，除符合勞動法令並增加用人彈性。修正後支給參考表

續於 108 年 10 月 8 日以校研發字第 1080077450 號函告周知

(如附件 1)。 

(二)勞動部為使事業單位依勞資會議實施辦法舉辦勞資會議，特訂

定「事業單位召開勞資會議應行注意事項」，並於 108年 11月

26日發布施行。 

三、資方代表異動情形 

原資方代表黃韻如主任因職務異動，其遺缺刻循程序改派中。 

四、本校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召開情形 

本校第 5 屆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第 2 次會議將於 108 年 12

間召開，本次因無提案，循例採電子化會議方式辦理，審議本校勞

工退休準備金提撥、存儲及支用數額等查核事項。 

五、決議事項列入追蹤辦理情形 

本次無列入追蹤辦理情形。 

六、依 107年 6月 20日第 5屆第 13次勞資會議決議，於每次會議提案

截止日後 2個工作日內，由人事室將該季提案以電子郵件方式傳送

https://laws.mol.gov.tw/FLAW/PrintFLAWDAT0202.aspx?id=FL092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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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勞資雙方代表表示意見。各代表於人事室傳送提案日後第 2個

工作日下午 5點前以電子郵件回復，逾期視同無意見。本次會議提

案截止日為 108 年 11 月 25 日，人事室於同年月 26 日以電子郵件

傳送本次提案內容請各代表表示意見，於收件截止時間(108 年 11

月 28日下午 5點)前，計有 1名代表表示意見。 

參、討論事項 

案  由：請本校檢視本屆第 1次勞資會議開會是否符合電子化會議作業

規範一案，提請討論。(黃心蓀代表提) 

說  明： 

一、 黃代表意見如下： 

(一) 依人事室提供過往勞資會議紀錄：「若無提案，原則上

訂於每年 3月、6月、9月、12月以電子化會議方式辦

理」(以電子郵件傳送業務報告請代表審視，並於開會

月份月初確定會議召開方式。) 

(二) 查電子化會議作業規範(以下簡稱該規範)第 4 點規定

之電子化會議：指以電子方式提供會議資料予所有與會

人員，且會場上未發送書面資料，並運用電子化設備顯

示會議資料者。另依該規範第 5點規定，電子化會議之

召開得採實體會議、非同步線上會議、同步線上會議單

一或混合方式進行，3種方式皆具議題討論及交流之形

式。 

(三) 本屆第 1 次勞資會議僅以電子郵件方式詢問委員有無

提案，若無，即上網刊登會議紀錄，並未召開實體、同

步或非同步會議，亦無討論及交流之形式。會議之進行

除議案討論之外，議事範圍尚包括報告事項及建議事項，

勞資會議代表亦有權提出臨時動議，與各方代表針對報

告事項、臨時動議進行討論及交流。 

(四) 退步言之，儘管無提案，勞資會議代表仍應召開會議聽

取業務單位報告事項，及有權利提出臨時動議。敬請確

認過往決議是否符合電子化會議作業規範，亦請本會議

代表針對日後無提案討論時，是否召開會議討論之。 

二、 本校意見如下： 

(一) 本校勞資會議依勞動部訂定之勞資會議實施辦法及事

業單位召開勞資會議應行注意事項辦理，並另參據本校

https://theme.ndc.gov.tw/lawout/NewsContent.aspx?id=180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AT0202.aspx?id=FL014925
https://laws.mol.gov.tw/FLAW/PrintFLAWDAT0202.aspx?id=FL092375
https://laws.mol.gov.tw/FLAW/PrintFLAWDAT0202.aspx?id=FL092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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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次勞資會議運作相關事項決議及其他相關規定。 

(二) 依本校 99年 12月 7日第 3屆第 2次及 100年 4月 7日

第 3屆第 3次勞資會議決議略以，提案截止日前若無提

案，原則訂於每年 3月、6月、9月、12月以電子化會

議方式辦理。本校勞資會議決議所稱之電子化會議方式，

循例係由幕僚單位擬定議程，簽經勞資雙方主席核准後，

以電子郵件方式寄送議程及相關資料，送請各代表確認

後，再做成會議紀錄。惟代表對議程有意見，均得表示

意見，倘無法達成共識，則擇日召開實體會議討論。 

(三) 經洽國家發展委員會資訊管理處，該規範係為推動會議

資料少紙化之政策，達成提升效率、節能減紙、節省公

帑之行政管理目標而訂定。其會議形式不拘，最終以能

達到節能減紙之目的即可。本校自 107 年 6 月 20 日第

5屆第 13次勞資會議起，比照校內行政會議方式，均採

無紙化方式召開實體會議。目前除開會通知單、檢送紀

錄書函及簽到表，囿於行政作業所需仍維持紙本外，議

程及相關附件均以電子郵件方式傳送至各代表電子郵

件信箱，會議時亦提供平板電腦供使用，紀錄則上傳本

校勞資會議專區，由各代表自行下載電子檔參閱，符合

該規範第 5 點至第 10 點，以實體會議方式召開電子化

會議之相關程序。 

(四) 另洽本校計資中心詢問，該中心提供之雲端會議服務，

需使用配置有網路攝影機、麥克風、耳機或喇叭之(筆

記型)電腦，手機及平板電腦須視廠牌確認是否需另為

配置耳機等相關配備，另建議開會人數盡量不逾 15名，

以維護開會品質。 

(五) 經查本校上(第 5)屆勞資會議共計召開 18 次會議(含 2

次臨時會議)，其中 2次採電子化會議方式辦理(含 1次

臨時會議)，相關統計請詳附件 2。 

(六) 爾後倘於提案截止期限前，無代表及本校業務單位提案，

是否召開實體、採行雲端會議或以通訊軟體(如：Line

或 Messenger 等)進行討論一節，提請討論，後續將依

決議辦理。如與先前會議決議有所扞格，將增列於本校

歷次勞資會議運作相關事項決議中。 

三、 檢附本校歷次勞資會議運作相關事項決議(如附件 3)及林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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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代表意見(如附件 4)供參。 

決  議：倘 109年 3月會議無提案，循例以電子化會議方式辦理，惟 109

年 6 月會議如仍無提案，則召開實體會議。暫以此原則試行，

嗣後再討論後續無提案時之會議運作原則。 

 

肆、臨時動議 

案  由：有關兩名社會系計畫人員於育嬰留職停薪期間之勞健保費雇主

負擔經費來源疑義一案，提請討論。(李孟儒代表提) 

說  明： 

一、 李代表意見如下： 

(一) 社會系有兩名計畫人員目前育嬰留停中，兩人育嬰留停

期間之勞健保費，由雇主支付。因受計畫員額影響，在

聘任職務代理人後，教育部認為人事費中編列的勞健保

費應支付給職代，而育嬰留停人員之勞健保費由學校支

付。 

(二) 經詢問學校，認定計畫主持人為雇主，因此使用計畫主

持人之結餘款支付。試問將雇主認定為計畫主持人，而

非「臺灣大學」之因？依此邏輯，若計畫主持人無結餘

款，是否將影響勞工權益？(補充：教育部認為計畫都

有提供行政管理費，因此由學校支付並不會增加學校負

擔，因為已編列行政管理費讓學校支付未在預算項目中

的經費。) 

二、 本校研發處說明如下： 

(一) 研發處列管計畫項下(如科技部計畫等)聘任之專任計

畫人員，育嬰留職停薪期間之勞健保雇主負擔費用均由

計畫經費（非管理費）支用，勞方代表所敘，社會系教

育部計畫項下人員以結餘款支付育嬰留職停薪期間之

勞健保雇主負擔費用乙節，係其告知本處曾洽教育部承

辦人，因員額限定，於職代進用後無法同時支付留職停

薪人員之雇主負擔勞健保費用，故後續其專簽以計畫主

持人結餘款支付留職停薪人員之勞健保費用時，為保障

勞工權益且依規定亦得以結餘款支付，故本處予以核准，

合先敘明。 

(二) 勞工請育嬰留職停薪假，已停止其勞務給付，且係依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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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工作平等法明定之假別，應不佔其員額，且如科技部、

農委會及衛福部等政府計畫均可支付育嬰留停人員之

雇主負擔勞健保費，並無由學校其他經費或管理費支付

之情事。建議計畫人員向教育部再予說明，並請其同意

比照科技部等政府機關計畫，由計畫經費（非管理費）

支付留職停薪人員之勞健保費用；如獲同意以計畫經費

支用育嬰留停人員之勞健保費用，請專簽現由結餘款支

付之專任計畫育嬰留停人員之勞健保費用改由計畫經

費支付。 

決  議：本案屬教育部個案計畫員額疑義，建請計畫人員再向教育部確

認，如有損及勞工權益情形，可洽研發處協處或再提下次會議

討論。 

伍、散會(下午 2時 4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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