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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684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0年4月30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6498 號

案由：本院委員林宜瑾、沈發惠、陳秀寳、吳思瑤、何志偉等 25 人
，有鑑於 2011 年工會法之施行，雖賦予教師自組工會之權利
，惟同時排除教師得組織企業工會之權限，即無法直接適用
攸關工會組織存續及運作之會務公假規範，此顯與勞動基本
權所欲表彰保障工會之團結權、工會會務自主化之立法目的
相違，亦無法完全實現憲法所課予之保護義務。又教師所組
織之職業工會、教育產業工會，長期提供大量之教育政策及
政府相關議題專業論述，就教育主管機關政策制定及執行上
大有所助益。是故，為落實與會務公假之行使具有相當關聯
性之工會活動權，並穩定及促進勞資雙方關係之和諧，凡符
合團體協約法具有協商資格之職業工會或產業工會，應公平
使其工會組織發展，並審酌於不增加雇主公假費用負擔之下
，同時賦予教師組織推動工會活動彈性運用，爰提出「工會
法第三十六條、第三十六條之一及第四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
」。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從勞動基本權客觀功能的第三人效力面以觀，勞動三法係屬保障勞動者基本權利的最低勞
動條件維持，是故，基於落實勞動基本權所賦予教師之權利，並為使各類型工會得以公平
健全發展會務組織，就會務公假行使權利之射程範圍，擴及至會務幹部，以維持工會正常
運作。（修正條文第三十六條第一項）
二、為避免會務公假時數之僵化分配造成工會運作障礙，並審酌在不增加雇主公假費用負擔之
前提下，賦予工會彈性運用之空間。（修正條文第三十六條第三項）
三、2011 年 05 月 01 日工會法正式公告施行，賦予教師自組工會之權利，探其立法目的及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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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其係俾使教師透過籌組工會為團結權之行使，促使完整保障教師之勞動三法所賦予之
權利。又「工會安全制度」應視為攸關整體工會運作及發展之重要制度，且會務公假係「
工會安全制度」之重要環節，蓋會務公假之行使乃基於團結權下位概念之工會活動權的運
用與實踐，且係透過個人行政契約之更動而轉換為集體勞動者利益保護。惟現行工會法教
師工會之組織類型因受限於工會法，明定教師不得組織企業工會，又於第三十六條第二項
立法當時考量企業工會與雇主間較具關聯性，故僅限於企業工會，而不及於勞工參與企業
外其他各種類型的工會，綜上所述，教師工會無法直接適用會務公假之相關條文，僅能透
過團體協約、一般集體協商程序等方式各自取得，由於權利義務無一致性處理原則，雇主
准駁權限似有過度擴張之虞，確實已對教師工會之運作造成困擾。另實務上教師職業工會
、教育產業工會之規模遠超過一般企業工會，似有顯失公平之處。此乃與 2011 年立法時所
表彰欲保障勞工團結權保護、工會會務自主化之立法目的相扞格。是故，為落實與會務公
假利用具有相當關連性之團結權，並穩定及促進勞資雙方關係之和諧，爰增訂本條之規定
。（修正條文第三十六條之一第一項至第五項）
四、為避免公假時數之僵化分配造成工會運作障礙，並審酌在不增加雇主公假費用負擔之前提
下，賦予工會彈性運用之空間。（修正條文第三十六條之一第六項）
五、為促勞資關係正常發展，並配合第三十六條之一，比照同樣規範會務公假時數之第三十六
條第二項，增訂相關罰則。（修正條文第四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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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法第三十六條、第三十六條之一及第四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
對照表
修

正

第三十六條

條

文

工會之理事、監

現

行

第三十六條

條

文

說

明

工會之理事、監

一、從勞動基本權客觀功能的

事及會務幹部於工作時間內
有辦理會務之必要者，工會

事於工作時間內有辦理會務
之必要者，工會得與雇主約

第三人效力面以觀，勞動三
法係屬保障勞動者基本權利

得與雇主約定，由雇主給予
一定時數之公假。

定，由雇主給予一定時數之
公假。

的最低勞動條件維持，是故
，基於落實勞動基本權所賦

企業工會與雇主間無前
項之約定者，其理事長得以

企業工會與雇主間無前
項之約定者，其理事長得以

予教師之權利，並為使各類
型工會得以公平健全發展會

半日或全日，其他理事或監
事得於每月五十小時之範圍

半日或全日，其他理事或監
事得於每月五十小時之範圍

務組織，就會務公假行使權
利之射程範圍，擴及至會務

內，請公假辦理會務。
工會得於公假總時數範

內，請公假辦理會務。
企業工會理事、監事擔

幹部，以維持工會正常運作
，爰修正第一項。

圍內集中分配運用，不受前
二項理事、監事及會務幹部

任全國性工會聯合組織理事
長，其與雇主無第一項之約

二、為避免會務公假時數之僵
化分配造成工會運作障礙，

人數之限制。
企業工會理事、監事擔

定者，得以半日或全日請公
假辦理會務。

並審酌在不增加雇主公假費
用負擔之前提下，賦予工會

任全國性工會聯合組織理事
長，其與雇主無第一項之約

彈性運用之空間，爰增列第
三項之規定。

定者，得以半日或全日請公
假辦理會務。

三、現行第三項移列第四項。

第三十六條之一 教師擔任直
轄市、縣（市）教育（師）
產（職）業工會理事、監事
及會務幹部者，得依前條第

一、本條新增。
二、2011 年 05 月 01 日工會
法正式公告施行，賦予教師
自組工會之權利，探其立法

一項之規定與雇主約定公假
辦理會務。

目的及其意旨，其係俾使教
師透過籌組工會為團結權之

直轄市、縣（市）教育
（師）產（職）業工會與雇

行使，促使完整保障教師之
勞動三法所賦予之權利。又

主間無依前條第一項之規定
為之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工會安全制度」應視為攸
關整體工會運作及發展之重

：
一、理事長、副理事長每週

要制度，且會務公假係「工
會安全制度」之重要環節，

授課二節為限，其餘時間
請公假處理會務。

蓋會務公假之行使乃基於團
結權下位概念之工會活動權

二、會員人數未滿一千五百
人者，另核予一名會務幹

的運用與實踐，且係透過個
人行政契約之更動而轉換為

部每週授課二節為限，其
餘時間請公假處理會務；

集體勞動者利益保護。惟現
行工會法教師工會之組織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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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一千五百人者，每增
加一千人，再增加一名會

型因受限於工會法，明定教
師不得組織企業工會，又於

務幹部每週授課四節，其
餘時間請公假處理會務。

第三十六條第二項立法當時
考量企業工會與雇主間較具

前開減授課之總節數由工
會自行分配運用。

關聯性，故僅限於企業工會
，而不及於勞工參與企業外

三、理事、監事之會務公假
，準用工會法前條第二項

其他各種類型的工會，綜上
所述，教師工會無法直接適

之規定。
適用前項第一款、第二

用會務公假之相關條文，僅
能透過團體協約、一般集體

款情形者，以專任教師會員
人數達該縣市政府編制內專

協商程序等方式各自取得，
由於權利義務無一致性處理

任教師三分之一以上之教育
（師）產（職）業工會為限

原則，雇主准駁權限似有過
度擴張之虞，確實已對教師

。
教師擔任全國教師聯合

工會之運作造成困擾。另實
務上教師職業工會、教育產

組織理事、監事及會務幹部
者，得依前條第一項之規定

業工會之規模遠超過一般企
業工會，似有顯失公平之處

與雇主約定公假辦理會務。
全國教師聯合組織與雇

。此乃與 2011 年立法時所
表彰欲保障勞工團結權保護

主間無依前條第一項之規定
為之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工會會務自主化之立法目
的相扞格。是故，為落實與

：
一、理事長、副理事長每週

會務公假利用具有相當關連
性之團結權，並穩定及促進

應授課二節，其餘時間請
公假處理會務。

勞資雙方關係之和諧，爰增
訂本條之規定。

二、現職專任教師會員數每
滿三千人，增加一名會務

(一)教師工會透過與教育部
之間之協商，彼此已有

幹部，每週授課四節，其
餘時間請公假處理會務。

辦理會務給假處理原則
，似有逐步形成習慣或

前開減授課之總節數由工
會自行分配運用。

默契之可能，又教師的
工作型態特殊，一般以

三、理事、監事因參與會務
而申請公假處理會務者，

授課時數作為工時規範
。是故，為使各類型工

學校應於每週十二點五小
時之範圍內核給公假。

會公平發展會務組織，
以符合工會法保障工會

前款申請公假處理會務
者，得依本法第三十六條以

組織之意旨，爰參照修
正條文第三十六條規定

月為單位辦理。

，賦予直轄市、縣（市
）以及全國層級教師工
會請公假辦理會務之保
障，爰增訂第一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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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項第四項、第五項之
規定。
(二)為使會務公假適用之主
體具有相當程度之代表
性，爰增訂第三項。
(三)另為避免公假時數之僵
化分配造成工會運作障
礙，並審酌在不增加雇
主公假費用負擔之前提
下，賦予工會彈性運用
之空間，爰增訂第六項
之規定。
第四十六條 雇主未依第三十
六條第二項及第三十六條之

第四十六條 雇主未依第三十
六條第二項規定給予公假者

為促勞資關係正常發展，並配
合第三十六條之一，比照同樣

一規定給予公假者，處新臺
幣六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

，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
元以下罰鍰。

規範會務公假時數之第三十六
條第二項，增訂相關罰則，爰

罰鍰。

修正本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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