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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提案第 25257 號

案由：本院委員吳玉琴、劉建國等 16 人，有鑑於高級中等學校建教
合作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之於建教生例假、女性生理假
規定與權益損害之補償、賠償機制未盡良善，應以修正為宜
。爰提出「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
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三條之一及第二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
。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吳玉琴

劉建國

連署人：陳明文

蔡易餘

湯蕙禎

賴瑞隆

莊競程

吳琪銘

伍麗華 Saidhai Tahovecahe

管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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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天麟

羅致政

郭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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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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條、第
二十三條之一及第二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一、事業單位招收建教合作班之學生，係透過學校將學生送至建教合作機構實習，由於性質與技術
生相類原勞動基準法第六十四條第三項規定，建教生準用同法規定。惟自二○一三年（民國
一○二）年一月二日施行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本法
），該法第三十七條規定：「本法施行後，勞動基準法第八章有關建教合作班之學生準用技
術生之相關規定，於建教生不再適用。」自始建教生權益保障事項由本法辦理。
二、本案起草擬修正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並擬增列第二十三條之一，以冀建教生權益保
障更臻周全，修法理由如下：
1.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建教生向建教合作機構請求生活津貼未獲給付時，由該保
證金支付之。」係具體規定該保證金用以作為建教生之生活津貼遭受建教合作機構積欠時
，尚得領取之權益保障。惟基於勞動事件樣態之複雜性，單就積欠生活津貼之單一樣態恐
未能保障周全，故擬擴大保證金墊償範圍，以至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範之訓練時間、
第二項之休息、第三項之例假、第四項之法定假日、第五項之女性生理假、第七項之夜間
訓練、第八項之超時訓練、第二十五條第一項之職業災害補償、第二十七條第二項之性騷
擾防制，等補償與賠償責任，使為權益保障之周詳。爰修正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以增列
保證金支付範圍。
2.建教合作機構涉犯有未支付生活津貼經建教生請求仍未獲給付；或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
規範之訓練時間超時、第二項之為給予訓練間休息、第三項之要求例假日出勤、第四項之
要求法定假日出勤、第五項之不准許女性施放生理假、第七項之指派夜間訓練、第八項之
指派超時訓練、或第二十五條規定建教生於訓練中發生職業災害、或第二十七條規定建交
生於建教合作機構之訓練場域裡遭受性騷擾，以致建教生權益受損，依據本案本法第二十
三條第一項修正草案規定，建教生向建教合作機構因上述事件請求補償或賠償金仍未獲給
付，應由保證金支付。為同時保障建教生請求補償與賠償之權利。爰引用勞動基準法第六
十條規定體例，增訂本法規定補償金額得以抵充賠償金額之機制，爰增訂第二十三條之一
。
3.我國為推動週休二日，自一九九七年經立法院決議由公務人員率先自一九九八年起採漸進
方式實施每月二次週休二日。以致兩千年修正公務員服務法及附屬法規，明訂公務人員每
日工時八小時，每週工時四十小時。其後我國公務人員自二○○一年一月一日起實施全面
週休二日，同年一月一日勞動基準法經過修正，工時自單週四十八小時，縮短為兩週八十
四小時。其後於二○一六年一月一日勞動基準法再經修正公布為單週四十小時。二○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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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十二月六日勞動基準法第三十六條再經修正以為：「勞工每七日中應有二日之休息，其
中一日為例假，一日為休息日。」，以及同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修正採以擬制工時制以支
付加班費之方式，遏止雇主隨意於休息日指派工作，以達落實週休二日的目的。本精神之
於建教生應以更嚴格之規定為宜，爰修正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三項規定，以為每週應有二日
之休息為例假。
4.性別工作平等法第十四條規定：「女性受僱者因生理日致工作有困難者，每月得請生理假
一日，全年請假日數未逾三日，不併入病假計算，其餘日數併入病假計算……併入及不併
入病假之生理假薪資，減半發給。」異於勞動者之性別保護，對於具學生身分之建教生應
有更積極之規定。建教生出勤管理，除生活津貼發給與否之外，並有出勤成績之考核，應
予以積極性保護規定為宜。爰引用前述法律前半段規定，修正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五項：女
性建教生申請生理假，應發給生活津貼。並未避免女性建教生因擔心出勤成績分數而不敢
申請生理假。故於同款後半段規定：不得剋扣出勤成績。
5.依據本法第二十三條修正草案規定，建教合作機構涉犯有違反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
二項、第三項、第四項、第五項、第七項、第八項規定，皆應補償，未支付者應以保證金
給付，惟補償條件未盡明確，難以實施行政裁量。爰增訂第二十四條第九項以明確規範，
違法者應加給一倍之生活津貼以為補償金，並未滿一小時以一小時計。

委 615

立法院第 10 屆第 2 會期第 6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第二十三條、第
二十三條之一及第二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十三條 建教合作機構與
建教生簽訂建教生訓練契約
前，應繳納一定金額之保證
金予學校，由學校專戶存儲
，於建教生向建教合作機構
請求生活津貼、或事涉違反
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至第五項
、第七項、第八項、第二十

第二十三條 建教合作機構與
建教生簽訂建教生訓練契約
前，應繳納一定金額之保證
金予學校，由學校專戶存儲
，於建教生向建教合作機構
請求生活津貼未獲給付時，
由該保證金支付之。學校應
於建教生訓練契約終止後，

一、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
施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以
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三條
規定保證金之繳納與動支條
件。
二、事業單位招收建教合作班
之學生，係透過學校將學生
送至建教合作機構實習，由

五條第一項、第二十七條第
二項規定，建教生向建教合
作機構請求補償金或賠償金
。未獲給付時，應由該保證
金支付之。學校應於建教生
訓練契約終止後，將賸餘之
保證金發還建教合作機構。
前項保證金之金額，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將賸餘之保證金發還建教合
作機構。
前項保證金之金額，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於性質與技術生相類原勞動
基準法第六十四條第三項規
定，建教生準用同法規定。
惟自民國一○二年一月二日
本法公布施行，本法第三十
七條規定：「本法施行後，
勞動基準法第八章有關建教
合作班之學生準用技術生之
相關規定，於建教生不再適
用。」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
作學生之勞動權益保障事項
自依本法規定辦理。
三、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
定：「建教生向建教合作機
構請求生活津貼未獲給付時
，由該保證金支付之。」係
具體規定該保證金用以作為
建教生之生活津貼遭受建教
合作機構積欠時，尚得領取
之權益保障。惟基於勞動事
件樣態之複雜性，單就積欠
生活津貼之單一樣態恐未能
保障周全，故擬擴大保證金
墊償範圍，以至本法第二十
四條第一項規範之訓練時間
、第二項之休息、第三項之
例假、第四項之法定假日、
第五項之女性生理假、第七
項之夜間訓練、第八項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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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訓練、第二十五條第一項
之職業災害補償、第二十七
條第二項之性騷擾防制，等
補償與賠償責任，使為權益
保障之周詳。爰修正本法第
二十三條第一項以增列保證
金支付範圍。
第二十三條之一 建教合作機
構依前條規定給付之補償金
額，得抵充就同一事件所生
損害之賠償金額。

第二十四條 建教生每日訓練
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每二
星期受訓總時數不得超過八
十小時，且不得於午後八時
至翌晨六時之時間內接受訓

一、增訂本法第二十三條之一
以規定建教合作機構之補償
金得抵充賠償金。
二、建教合作機構涉犯有未支
付生活津貼經建教生請求仍
未獲給付；或本法第二十四
條第一項規範之訓練時間超
時、第二項之為給予訓練間
休息、第三項之要求例假日
出勤、第四項之要求法定假
日出勤、第五項之不准許女
性施放生理假、第七項之指
派夜間訓練、第八項之指派
超時訓練、或第二十五條規
定建教生於訓練中發生職業
災害、或第二十七條規定建
交生於建教合作機構之訓練
場域裡遭受性騷擾，以致建
教生權益受損，依據本案本
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修正草
案規定，建教生向建教合作
機構因上述事件請求補償或
賠償金仍未獲給付，應由保
證金支付。
三、為同時保障建教生請求補
償與賠償之權利。爰引用勞
動基準法第六十條規定體例
，增訂本法規定補償金額得
以抵充賠償金額之機制，爰
增訂第二十三條之一。
第二十四條 建教生每日訓練
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每二
星期受訓總時數不得超過八
十小時，且不得於午後八時
至翌晨六時之時間內接受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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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法第二十四條規定實施
建教合作課程之限制性事項
。
二、我國為推動週休二日，自
一九九七年經立法院決議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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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

練。

公務人員率先自一九九八年

建教生繼續受訓四小時
，至少應有三十分鐘之休息
。
建教生受訓期間，每七

建教生繼續受訓四小時
，至少應有三十分鐘之休息
。
建教生受訓期間，每七

起採漸進方式實施每月二次
週休二日。以致兩千年修正
公務員服務法及附屬法規，
明訂公務人員每日工時八小

日至少應有二日之休息，作
為例假。
建教生受訓期間，遇有
勞動基準法規定應放假之日

日至少應有一日之休息，作
為例假。
建教生受訓期間，遇有
勞動基準法規定應放假之日

時，每週工時四十小時。其
後我國公務人員自二○○一
年一月一日起實施全面週休
二日，同年一月一日勞動基

，均應休息。
女性建教生因生理日致
受訓有困難者，每月得申請
生理假一日，應發給生活津

，均應休息。
女性建教生因生理日致
受訓有困難者，每月得申請
生理假一日。

準法經過修正，工時自單週
四十八小時，縮短為兩週八
十四小時。其後於二○一六
年一月一日勞動基準法再經

貼，並不得剋扣出勤成績。
因建教合作機構經營型
態、工作特性、季節、地域
或行業類別需要，並符合下

因建教合作機構經營型
態、工作特性、季節、地域
或行業類別需要，並符合下
列各款條件者，建教合作機

修正公布為單週四十小時。
二○一六年十二月六日勞動
基準法第三十六條再經修正
以為：「勞工每七日中應有

列各款條件者，建教合作機
構得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於建教生訓練契約中與建教
生另行約定訓練及休息時間

構得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於建教生訓練契約中與建教
生另行約定訓練及休息時間
之起迄點：

二日之休息，其中一日為例
假，一日為休息日。」，以
及同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修
正採以擬制工時制以支付加

之起迄點：
一、建教生年滿十六歲。
二、建教合作機構提供必要
之安全衛生設施。

一、建教生年滿十六歲。
二、建教合作機構提供必要
之安全衛生設施。
三、無大眾運輸工具可資運

班費之方式，遏止雇主隨意
於休息日指派工作，以達落
實週休二日的目的。本精神
之於建教生應以更嚴格之規

三、無大眾運輸工具可資運
用時，建教合作機構提供
交通工具或安排宿舍。
建教合作機構與建教生
依前項規定另行約定訓練時
間者，仍不得於午後十時至
翌晨六時之時間內接受訓練
。
建教生每日訓練時間之
起訖，含訓練及中間休息時
間，合計不得超過十二小時
。
建教合作機構違反第一
項至第五項、第七項、第八
項規定，應加給一倍之生活
津貼為補償金，未滿一小時
應以一小時計。

用時，建教合作機構提供
交通工具或安排宿舍。
建教合作機構與建教生
依前項規定另行約定訓練時
間者，仍不得於午後十時至
翌晨六時之時間內接受訓練
。
建教生每日訓練時間之
起訖，含訓練及中間休息時
間，合計不得超過十二小時
。

定為宜，爰修正本法第二十
四條第三項規定，以為每週
應有二日之休息為例假。
三、性別工作平等法第十四條
規定：「女性受僱者因生理
日致工作有困難者，每月得
請生理假一日，全年請假日
數未逾三日，不併入病假計
算，其餘日數併入病假計算
……併入及不併入病假之生
理假薪資，減半發給。」異
於勞動者之性別保護，對於
具學生身分之建教生應有更
積極之規定。建教生出勤管
理，除生活津貼發給與否之
外，並有出勤成績之考核，
應予以積極性保護規定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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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引用前述法律前半段規
定，修正本法第二十四條第
五項：女性建教生申請生理
假，應發給生活津貼。並未
避免女性建教生因擔心出勤
成績分數而不敢申請生理假
。故於同款後半段規定：不
得剋扣出勤成績。
四、依據本法第二十三條修正
草案規定，建教合作機構涉
犯有違反本法第二十四條第
一項、第二項、第三項、第
四項、第五項、第七項、第
八項規定，皆應補償，未支
付者應以保證金給付，惟補
償條件未盡明確，難以實施
行政裁量。爰增訂第九項以
明確規範，違法者應加給一
倍之生活津貼以為補償金，
並未滿一小時以一小時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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