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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016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9年9月23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5038 號

案由：本院委員張廖萬堅、伍麗華 Saidhai Tahovecahe、莊瑞雄等 21
人，鑑於近年建教生勞動事件頻傳，且僑生建教專班人數逐
年提升，現行建教專法對建教生之保障已有不足之處，為強
化建教生於建教合作機構進行訓練時之權益保障，爰提出「
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修正第四條第一項，為能落實掌握建教生權益保障之情況，爰將兩年一次的建教生權益保
障事項調查修正為每年調查。
二、修正第九、十三及二十九條，規範審議會應有具勞動專長之學者專家代表、強化建教專班
進行輔導訪視教師之勞動觀念，並將勞工主管機關納入定期考核之代表，且勞工主管機關
應定期對建教合作機構實施勞動檢查，同時規範中央主管機關應每二年辦理一次建教合作
教育會議。透過事前審議、強化輔導訪視、考核檢查及定期辦理建教合作教育會議，以保
障建教生之權益。
三、僑生建教專班參與人數逐年成長，至 108 學年度僑生人數已超過 4000 人，占整體建教生人
數（18030 人）超過 2 成，惟其語言能力不足經常導致適應不良之情形，爰此，新增第十一
條第四項，規範辦理僑生建教專班之學校，應提供基礎及職前之語文能力訓練，以確保僑
生建教專班之學習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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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
勞工主管機關每年針對本法
所定建教生權益保障事項進
行調查，並公布調查報告。
前項調查，必要時得委
託學術團體或專業機構辦理
。
第一項調查結果應為各

第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
勞工主管機關每二年針對本
法所定建教生權益保障事項
進行調查，並公布調查報告
。
前項調查，必要時得委
託學術團體或專業機構辦理
。

一、修正第一項，建教生權益
保障事項應為每年調查。
二、現今建教生權益保障事項
為二年調查一次，但建教班
分為輪調式、階梯式及實習
式，恐導致部分建教專班無
法被調查到，成為調查之漏
洞。且每二年調查一次之密

級主管機關作為訂定建教合
作政策及選定建教合作機構
行業類別之參考。

第一項調查結果應為各
級主管機關作為訂定建教合
作政策及選定建教合作機構
行業類別之參考。

度也不足，建教生權益保障
不宜有空窗期，爰此修正為
每年皆應進行調查。

第九條 為審議前條申請案，
主管機關應遴聘學者專家、
社會人士、業界代表、工會
團體代表、教師組織代表、
青少年團體代表、學校代表
、家長團體代表及主管機關

第九條 為審議前條申請案，
主管機關應遴聘學者專家、
社會人士、業界代表、工會
團體代表、教師組織代表、
青少年團體代表、學校代表
及家長團體代表十五人至二

一、審議會之組成係為審議建
教合作計畫書、採計學分及
成績考查基準、建教生職業
技能訓練計畫、建教生輔導
計畫、建教合作契約草案、
建教生訓練契約草案、建教

代表十五人至二十五人組成
建教合作審議小組審議之；
並得視業務需要組成專家小
組，至建教合作機構辦理現
場評估。
前項委員應包含至少一
名勞動專長之學者專家，且
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
於三分之一。
第一項建教合作審議小
組、專家小組委員之組成與
運作、審議程序、建教合作

十五人組成建教合作審議小
組審議之；並得視業務需要
組成專家小組，至建教合作
機構辦理現場評估。
前項委員任一性別比例
，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第一項建教合作審議小
組、專家小組委員之組成與
運作、審議程序、建教合作
機構評估之項目與基準、成
果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合作機構評估報告表等攸關
建教專班實施之重要事項，
然現今審議會之組成並未包
含主管機關代表，甚為怪異
，爰此，為強化主管機關角
色，爰此修正第一項，於審
議會中加入主管機關代表。
二、審議會審查之事項包含攸
關建教生執業技能訓練及勞
動保障契約等事項，為確保
建教生之勞動權益，爰於第
二項新增規定，審議會組成

機構評估之項目與基準、成
果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中央主管機關應每二年
辦理建教合作教育會議，並
檢討建教合作機構行業類別
。

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檢
討建教合作機構行業類別。

之專家學者，應包含至少一
名具勞動專長之代表。
三、修正第四項，現今產業變
遷快速，為確保建教生所學
之技能能符合現代及未來之
趨勢，並定期檢討建教專班
實施情況，爰於第四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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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主管機關應每二年辦理
建教合作教育會議，並檢討
建教機構之產業類別，以作
為建教合作政策實施及調整
之依據。
第十一條 學校於建教生進入
建教合作機構接受職業技能

第十一條 學校於建教生進入
建教合作機構接受職業技能

一、僑生建教專班人數逐年成
長，至 108 學年度已超過

訓練前，應完成下列事項：
一、提供建教生基礎或職前
訓練，以取得相關職業科
別之基本技能、安全衛生

訓練前，應完成下列事項：
一、提供建教生基礎或職前
訓練，以取得相關職業科
別之基本技能、安全衛生

4000 人，占整體建教生人
數（18030 人）超過 2 成。
二、然根據調查，僑生於課程
安排較有適應不良的問題，

、職業倫理道德及勞動權
益等相關知能。
二、邀請建教合作機構共同
舉辦說明會，向建教生與
其家長說明受訓之內容及
建教生受訓期間之權利義
務。
前項第一款基礎或職前
訓練之最低時數，由中央主
管機關依建教合作辦理方式
公告之。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中

、職業倫理道德及勞動權
益等相關知能。
二、邀請建教合作機構共同
舉辦說明會，向建教生與
其家長說明受訓之內容及
建教生受訓期間之權利義
務。
前項第一款基礎或職前
訓練之最低時數，由中央主
管機關依建教合作辦理方式
公告之。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中

其中又以語言能力最有待提
升。經查現今《教育部國民
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
學校辦理建教合作作業要點
》規定，基礎訓練應有至少
四小時基本華語文輔導課程
，但僑生除了基礎華語能力
外，於職場訓練所需之專業
華語也有待加強，爰新增第
四項，規範學校應提供僑生
基礎及職前語文輔導課程，
以確保僑生之學習與訓練品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編定勞
動人權及勞動權益手冊，提
供學校實施基礎或職前訓練
。
辦理僑生建教專班之學
校，應提供基礎及職前語文
輔導課程。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編定勞
動人權及勞動權益手冊，提
供學校實施基礎或職前訓練
。

質。

第十三條 學校應指派教師每
二星期至少一次不預告訪視
建教合作機構，瞭解建教生
接受職業技能訓練及建教合
作機構依建教合作契約、建
教生訓練契約執行之情形，
並輔導建教生獲得良好訓練
。
前項教師於訪視及輔導
建教生時，發現建教合作機
構有未依職業技能訓練計畫
實施、違反建教合作契約或

第十三條 學校應指派教師每
二星期至少一次不預告訪視
建教合作機構，瞭解建教生
接受職業技能訓練及建教合
作機構依建教合作契約、建
教生訓練契約執行之情形，
並輔導建教生獲得良好訓練
。
前項教師於訪視及輔導
建教生時，發現建教合作機
構有未依職業技能訓練計畫
實施、違反建教合作契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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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落實教師赴建教合作機構輔
導訪視之效益，爰新增第四項
，規範學校指派前往機構輔導
訪視之教師，應定期接受有關
勞動人權、勞動權益及職業安
全衛生之相關研習或進修課程
，以利輔導訪視之過程中，教
師能及早察覺建教生所遭遇之
問題，並即時給予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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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教生訓練契約等缺失，應

建教生訓練契約等缺失，應

立即向學校提出報告。
學校接獲前項教師之報
告後，應立即要求建教合作
機構改進，並為適當之追蹤

立即向學校提出報告。
學校接獲前項教師之報
告後，應立即要求建教合作
機構改進，並為適當之追蹤

處理及詳予記錄，供主管機
關查核。
第一項學校指派之教師
，應定期接受勞動人權、勞

處理及詳予記錄，供主管機
關查核。

動權益及職業安全衛生之相
關研習或進修課程。
第二十九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
會同地方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及勞工主管機關對學校及建
教合作機構辦理建教合作進
行考核；其考核之項目、方
式、基準、獎懲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勞工主管機關每年應至
少辦理一次建教合作機構勞
動檢查，必要時，得進行專
案檢查。

第二十九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
會同地方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對學校及建教合作機構辦理
建教合作進行考核；其考核
之項目、方式、基準、獎懲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依據《高級中等學校辦理
建教合作考核辦法》之規定
，現行建教合作機構考核項
目包含「勞工安全與衛生法
令及教育訓練之辦理」及「
建教生訓練場所符合勞工安
全衛生相關法令之規定」，
惟此二項目應屬勞工主管機
關管理之項目，爰此於第一
項增加勞工主管機關會同參
與考核，以落實考核機制。
二、為加強建教生勞動權益保
障，爰新增第二項，規範勞
工主管機關每年至少應辦理
一次建教合作機構勞動檢查
，必要時得進行專案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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