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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函
地址：10051臺北市中山南路5號
傳　真：(02)3393-7862
聯絡人：賴羿帆
電　話：(02)7736-5722

受文者：遠東科技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3月18日

發文字號：臺教師(三)字第1030040452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實施計畫（0040452A00_ATTCH1.doc，共1個電子檔案）

主旨：請　貴校轉知所屬教師報名參加南區及東區「提升各級私

立學校教師勞動三法說明會」，請依說明事項辦理，請　

查照。

說明：

一、為保障私立學校教師之勞動權益，提升勞動三法知能，本

部委請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分北、中、南、東區辦理旨揭說

明會。該校前於103年2月17日函請本部及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轉知所屬各級私立學校在案。

二、本說明會主要對象為「私立學校教師」，因北區及中區說

明會已辦理完竣，爰請　貴校轉知並鼓勵所屬教師報名參

加南區及東區場次，時間及地點如下：

(一)南區：103年3月22日（星期六）上午9時30分至下午4時

30分，於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文學大樓B1英語系小劇場辦

理（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116號）。

(二)東區：103年3月29日（星期六）上午9時30分至下午4時

30分，於國立東華大學美崙校區五守樓五樓502會議室辦

理（花蓮縣花蓮市華西路123號）。

三、檢附說明會實施計畫，教師可依參與場次上網報名、電話

（或電子郵件）報名及現場報名，報名網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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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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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1.ntue.edu.tw/em，或洽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吳柏馨小

姐（02）6639-6688轉62242；law@tea.ntue.edu.tw。

正本：各私立大專校院、各私立高級中學、各私立高級職業學校、各私立國民小學、

各私立國民中學

副本：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本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電子公文
交 換 章

103/03/18
12: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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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各級私立學校教師勞動三法知能說明會」 

實施計畫 

壹、 計畫目的 

爾來，受到少女子化的影響，許多私立學校面臨經營上的困境，

在因應困境過程中，產生許多勞資糾紛，因而影響私立學校教師工作

權益及私立學校校園安定，因而為了保障私立學校教師勞動權益，有

必要增強私立學校教師有關勞動三法之知能，以確保其權益，並及早

因應可能的私部門教育場域之勞資爭議。 

    團體協約法、勞資爭議處理法及工會法（以下簡稱勞動三法），

分別於民國 97 年 1 月 9 日、98 年 7 月 1 日及 99 年 6 月 1 日修正通

過，並由行政院以命令指定於民國 100年 5月 1日施行。勞動三法施

行其目的是希望透過教師同盟、勞資協商及合法的爭議手段，達到勞

資雙贏及穩定的勞資關係。然由於教師適用勞動三法為教育教育界之

一大變革，在勞動法令及勞動關係上亦屬新興事務，各級私立學校對

於教師適用勞動三法並無經驗，即便勞工行政機關亦覺陌生，同時在

教育現場發生之勞動關係亦有其特殊性，與傳統之勞資關係有別，勞

動三法之適用於私立學校教育場域應加以特別注意。因此有必要由本

部會同勞委會蒐集相關法規及實務案例，編製成手冊，以提供各級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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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學校教師參考，並配合舉行公開說明會，以向相關人員進行深度說

明，以強化其知能。 

 

貳、 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 

二、承辦單位：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三、執行單位：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文教法律碩

士班 

 

參、 說明會日期 

    說明會日期為 2014 年 3 月 8、15、22、29 日。 

 

肆、 說明會地點 

    說明會分北、中、南、東四區，借用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國立中

興大學、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立東華大學辦理。 

地點 活動時間 活動對象 

北區/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科學館一樓 101 室 

2014 年 3 月 8 日 

(星期六) 
北區各級私立學校教師 

中區/國立中興大學圖書

館 6 樓國際會議廳 

2014 年 3 月 15 日 

(星期六) 
中區各級私立學校教師 

南區/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文學大樓 B1 小劇場 

2014 年 3 月 22 日 

(星期六) 
南區各級私立學校教師 

東區/國立東華大學美崙

校區五守樓 502 會議室 

2014 年 3 月 29 日 

(星期六) 
東區各級私立學校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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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參與人員 

    北、東、中、南、東各區各級私立學校教師及其他對私立學校教

師適用勞動三法議題有興趣者，另邀請國內學者專題報告。每場參與

人數約 100-150人。 

 

陸、 會議主題說明 

    「提升各級私立學校教師勞動三法知能說明會」係針對各級私立

學校教師辦理一天之研習課程，並就下列重點內容進行說明與實務案

例分享： 

    1.邀請勞委會勞資關係處人員進行團體協約協商及後續簽訂團  

       體協約之規定與程序之說明。 

    2.邀請勞委會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委員說明不當勞動行為 

      裁決相關程序、已發生於教育現場之實務案例及應注意事項。 

    3.邀請教師工會幹部分享與雇主進行團體協約協商之經驗。 

    4.邀請勞動法學者分析私立學校與教師勞資爭議之處理及教師 

      勞動權益之保障途徑。 

 

柒、 說明會議程 

    本分區說明會議程暫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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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 2014 年 3 月 8 日(星期六) 北區/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科學館一樓 101 室 

時間 分鐘 議程 參加人員 

09：30-10：00  報到 工作人員與參加學員 

10：00-10：10 10 長官致詞 教育部次長或司長 

全體參加學員 

10：10-11：10 60 團體協約協商程序及後續簽

訂團體協約之注意事項 

主持人：教育部長官 

主講人：勞委會勞動關

係處王厚偉司長、黃琦

雅科長 

11：10-12：10 60 不當勞動裁決程序、注意事

項與教育現場相關案例 

主持人：教育部長官 

主講人：黃程貫（政治

大學法律學院教授、勞

委會不當勞動裁決委員

會委員）（暫定） 

12：10-13：00 50 午餐 工作人員與參加學員 

13：00-14：00 60 教師工會進行團體協商經驗

分享 

主持人：教育部長官或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主任

秘書周志宏 

主講人：全國教師工會

總聯合會代表張旭政老

師 

14：00-15：00 60 私立學校與教師勞資爭議之

處理及教師勞動權益之保障 

主持人：教育部長官或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主任

秘書周志宏 

主講人：林佳和教授（政

治大學法律學院助理教

授、勞委會不當勞動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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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委員會委員） 

15：00-15：20 20 茶敘 工作人員與參加學員 

15：20-16：20 60 綜合座談 主持人：國立臺北教育

大學主任秘書周志宏 

參加人：教育部、勞委

會長官、學者專家、教

師工會代表、全體參加

學員 

16：20-16：30 10 閉幕 工作人員與參加學員 

 

第二場 2014 年 3 月 15 日(星期六) 中區/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 6 樓國際會議廳 

 

時間 分鐘 議程 參加人員 

09：30-10：00  報到 工作人員與參加學員 

10：00-10：10 10 長官致詞 教育部次長或司長 

全體參加學員 

10：10-11：10 60 團體協約協商程序及後續簽

訂團體協約之注意事項 

主持人：教育部長官 

主講人：勞委會勞動關

係處王厚偉司長、黃琦

雅科長 

11：10-12：10 60 不當勞動裁決程序、注意事

項與教育現場相關案例 

主持人：教育部長官 

主講人：吳姿慧教授（中

原大學法律系助理教

授、勞委會不當勞動裁

決委員會委員）（暫定） 

12：10-13：00 50 午餐 工作人員與參加學員 

13：00-14：00 60 教師工會進行團體協商經驗

分享 

主持人：教育部長官或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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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周志宏 

主講人：全國教師工會

總聯合會代表張旭政老

師 

14：00-15：00 60 私立學校與教師勞資爭議之

處理及教師勞動權益之保障 

主持人：教育部長官或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主任

秘書周志宏 

主講人：林佳和教授（政

治大學法律學院助理教

授、勞委會不當勞動裁

決委員會委員） 

15：00-15：20 20 茶敘 工作人員與參加學員 

15：20-16：20 60 綜合座談 主持人：國立臺北教育

大學主任秘書周志宏 

參加人：教育部、勞委

會長官、學者專家、教

師工會代表、全體參加

學員 

16：20-16：30 10 閉幕 工作人員與參加學員 

 

第三場 2014 年 3 月 22 日(星期六) 南區/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文學大樓 B1 小劇場 

時間 分鐘 議程 參加人員 

09：30-10：00  報到 工作人員與參加學員 

10：00-10：10 10 長官致詞 教育部次長或司長 

全體參加學員 

10：10-11：10 60 團體協約協商程序及後續簽

訂團體協約之注意事項 

主持人：教育部長官 

主講人：勞委會勞動關

係處黃琦雅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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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12：10 60 教師工會進行團體協商經驗

分享 

主持人：教育部長官或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主任

秘書周志宏 

主講人：全國教師工會

總聯合會代表張旭政老

師 

12：10-13：00 50 午餐 工作人員與參加學員 

13：00-14：00 60 不當勞動裁決程序、注意事

項與教育現場相關案例 

主持人：教育部長官或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主任

秘書周志宏 

主講人：張鑫隆教授（東

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

助理教授，前勞委會不

當勞動裁決委員會委

員） 

14：00-15：00 60 私立學校與教師勞資爭議之

處理及教師勞動權益之保障 

主持人：教育部長官或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主任

秘書周志宏 

張鑫隆教授（東華大學

財經法律研究所助理教

授，前勞委會不當勞動

裁決委員會委員） 

15：00-15：20 20 茶敘 工作人員與參加學員 

15：20-16：20 60 綜合座談 主持人：國立臺北教育

大學主任秘書周志宏 

參加人：教育部、勞委

會長官、學者專家、教



 8 

師工會代表、全體參加

學員 

16：20-16：30 10 閉幕 工作人員與參加學員 

 

第四場 2014 年 3 月 29 日(星期六) 東區/國立東華大學美崙校區五守樓 502 會議

室 

時間 分鐘 議程 參加人員 

09：30-10：00  報到 工作人員與參加學員 

10：00-10：10 10 長官致詞 教育部次長或司長 

全體參加學員 

10：10-11：10 60 團體協約協商程序及後續簽

訂團體協約之注意事項 

主持人：教育部長官 

主講人：勞委會勞動關

係處黃琦雅科長 

11：10-12：10 60 教師工會進行團體協商經驗

分享 

主持人：國立臺北教育

大學主任秘書周志宏 

主講人：全國教師工會

總聯合會代表張旭政老

師 

12：10-13：00 50 午餐 工作人員與參加學員 

13：00-14：00 60 不當勞動裁決程序、注意事

項與教育現場相關案例 

主持人：教育部長官 

主講人：張鑫隆教授（東

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

助理教授，前勞委會不

當勞動裁決委員會委

員） 

14：00-15：00 60 私立學校與教師勞資爭議之

處理及教師勞動權益之保障 

主持人：教育部長官或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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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周志宏 

主講人：張鑫隆教授（東

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

助理教授，前勞委會不

當勞動裁決委員會委

員） 

15：00-15：20 20 茶敘 工作人員與參加學員 

15：20-16：20 60 綜合座談 主持人：國立臺北教育

大學主任秘書周志宏 

參加人：教育部、勞委

會長官、學者專家、教

師工會代表、全體參加

學員 

16：20-16：30 10 閉幕 工作人員與參加學員 

 

捌、預期效益 

    本說明會希望達成的預期效益如下 

一、探討教師適用勞動三法後進行團體協商之相關議題，強化私

立學校教師之相關知能。 

二、提供各級私立學校教師相互間分享經驗、形成共識、共同學

習之機會，減少私立學校轉型對教育現場之衝擊與因此引發

之憂慮。 

三、正確傳達本部對教師適用勞動三法之政策立場與處理團體協

商事務之建議。 

四、提供各級私立學校教師有關教師適用勞動三法之參考手冊，

以便隨時查考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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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說明私立學校教師受到學校侵害勞動權益之措施時可提出之

救濟管道與措施，以便保障工作權益。 

 


	遠東科技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