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湖縣政府臨時人員工作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第五條 （服務守則）
第五條 （服務守則）
臨時人員於服務期間應遵守
臨時人員於服務期間應遵守
下列各項守則：
下列各項守則：
一、愛護本府榮譽，發揮團隊
一、愛護本府榮譽，發揮團隊
精神，忠誠努力執行任
精神，忠誠努力執行任
務。
務。
二、服從主管人員合理之監督
二、服從主管人員合理之監督
指導，注意工作安全。
指導，注意工作安全。
三、絕對保守本府之業務機
三、絕對保守本府之業務機
密。
密。
四、不得有驕恣貪惰及其他足
四、不得有驕恣貪惰及其他足
以損害個人及本府名譽
以損害個人及本府名譽
之行為。
之行為。
五、不得利用工作上之關係收
五、不得利用工作上之關係收
受他人餽贈及邀宴。
受他人餽贈及邀宴。
六、除經辦本府有關業務外，
六、除經辦本府有關業務外，
對外不得擅用本府名義
對外不得擅用本府名義
行使。
行使。
七、辦理事務應遵守行政院及
七、辦理事務應遵守行政院及
所屬各機關學校工友及
所屬各機關學校工友及
臨時人員辦理事務維持
臨時人員辦理事務維持
中立注意事項，且依據法
中立注意事項，且依據法
令忠實執行職務。
令忠實執行職務。
八、臨時人員有關兼職之規
八、不得有經營商業、投資營
定，比照公務員服務法第
利事業、兼職行為或登記
十三條、第十四條、 第
為公司（行號）負責人。
十四條之二、第十四條之
三及其相關規定辦理，如
有違反，視情節輕 重予
以議處。
第二十四條（特別休假、加班
第二十四條（特別休假、加班
補休）
補休）
臨時人員在本府繼續工作滿
臨時人員在本府繼續工作滿
一定期間者，依下列規定給予
一定期間者，依下列規定給予
特別休假，工資照給：
特別休假，工資照給：
一、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
一、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
三日。
三日。
二、一年以上二年未滿者，七
二、一年以上二年未滿者，七
日。
日。
三、二年以上三年未滿者，十
三、二年以上三年未滿者，十
日。
日。
四、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每
四、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每
年十四日。
年十四日。
五、五年以上十年未滿者，每
五、五年以上十年未滿者，每

說
明
臨時人員於公務機關中所承擔
責任低於公務人員，但本工作規
則所限制之兼職行為規範明顯
較公務員嚴苛，考量臨時人員與
公務人員同為本府員工，及參考
其他縣市兼職作法，修正臨時人
員兼職規定。

一、第十項新增。
二、依據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
二十四之一條規定，新增特
別休假遞延規範。

年十五日。
六、十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給
一日，加至三十日為止。
前項臨時人員之工作年資自
受僱日開始起算。
本府臨時人員之特別休假採
曆年制，年度起訖期間自每年
ㄧ月ㄧ日起至同年十二月三
十ㄧ日止。
本府於每月依據臨時人員工
作年資更動特別休假。
第一項特別休假日期，由臨時
人員排定之，但本府基於業務
需求或因臨時人員個人因
素，得與其協商調整。
服務單位應於臨時人員符合
第一項所訂之特別休假條件
時，於三十日內告知並於年度
終結或契約終止期間內排定
特別休假。
臨時人員之特別休假，依可休
日數排定於年度終結或契約
終止前休畢，其因業務特殊無
法依排定日期休假者，由服務
單位與臨時人員協商調整
之。年度終結未休之日數，經
服務單位與臨時人員協商遞
延至次一年度實施者，於次一
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仍未休
之日數，服務單位應發給工
資。
服務單位應將臨時人員每年
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
數所發給之工資數額，記載於
第十六條所定之臨時人員報
酬印領清冊，並每年定期將其
內容以書面通知臨時人員。
第七項所定服務單位應發給
折算工資，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發給工資之基準：
（一）按臨時人員未休畢之特
別休假日數，乘以其一

年十五日。
六、十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給
一日，加至三十日為止。
前項臨時人員之工作年資自
受僱日開始起算。
本府臨時人員之特別休假採
曆年制，年度起訖期間自每年
ㄧ月ㄧ日起至同年十二月三
十ㄧ日止。
本府於每月依據臨時人員工
作年資更動特別休假。
第一項特別休假日期，由臨時
人員排定之，但本府基於業務
需求或因臨時人員個人因
素，得與其協商調整。
服務單位應於臨時人員符合
第一項所訂之特別休假條件
時，於三十日內告知並於年度
終結或契約終止期間內排定
特別休假。
臨時人員之特別休假，依可休
日數排定於年度終結或契約
終止前休畢，其因業務特殊無
法依排定日期休假者，由服務
單位與臨時人員協商調整
之。年度終結未休之日數，經
服務單位與臨時人員協商遞
延至次一年度實施者，於次一
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仍未休
之日數，服務單位應發給工
資。
服務單位應將臨時人員每年
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
數所發給之工資數額，記載於
第十六條所定之臨時人員報
酬印領清冊，並每年定期將其
內容以書面通知臨時人員。
第七項所定服務單位應發給
折算工資，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發給工資之基準：
（一）按臨時人員未休畢之特
別休假日數，乘以其一

日工資計發。
（二）前目所稱一日工資，為
臨 時人 員之 特 別休假
於 年度 終結 或 契約終
止 前一 日之 正 常工作
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
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
契 約終 止前 最 近一個
月 正常 工作 時 間所得
之 工資 除以 三 十所得
之金額。
二、發給工資之期限：
（一）年度終結：於契約約定
之 工資 給付 日 發給或
於 年度 終結 後 三十日
內發給。
（二）契約終止：依法終止勞
動契約時，本府應即結
清工資給付臨時人員。
臨時人員之特別休假依規定
協商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
者，其遞延之日數，於次一年
度請休特別休假時，優先扣
除。

日工資計發。
（二）前目所稱一日工資，為
臨時人員之 特別休假
於年度終結 或契約終
止前一日之 正常工作
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
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
契約終止前 最近一個
月正常工作 時間所得
之工資除以 三十所得
之金額。
二、發給工資之期限：
（一）年度終結：於契約約定
之工資給付 日發給或
於年度終結 後三十日
內發給。
（二）契約終止：依法終止勞
動契約時，本府應即結
清工資給付臨時人員。

第二十五條（請假規定）
臨時人員因婚、喪、疾病或其
他正當理由請假，假別分為婚
假、事假、家庭照顧假、普通
傷病假、生理假、喪假、公傷
病假、產假、公假、陪產假、
產檢假、安胎休養請假、育嬰
留職停薪等十三種。准假日數
及工資給付如下：
一、婚假：臨時人員結婚者給
予婚假八日，工資照給。
二、事假：臨時人員因事必須
親自處理者，得請事假，
一年內合計不得超過十
四日。事假期間不給工
資。
三、普通傷病假：臨時人員因
普通傷害、疾病或生理原
因必須治療或休養者，得
依下列規定請普通傷病
假，請假連續二日（含）

一、為鼓勵臨時人員參加國家考
第二十五條（請假規定）
試，倘其參加政府舉辦與職
臨時人員因婚、喪、疾病或其
務有關之考試，經機關長官
他正當理由請假，假別分為婚
(單位主管)核准者，得依實
假、事假、家庭照顧假、普通
際需要天數給予公假，爰修
傷病假、生理假、喪假、公傷
正第一項第十一款。
病假、產假、公假、陪產假、
產檢假、安胎休養請假、育嬰 二、依據性別工作平等法規範，
修正臨時人員得申請育嬰
留職停薪等十三種。准假日數
留職停薪資格；另依據育嬰
及工資給付如下：
留職停薪實施辦法，約定育
一、婚假：臨時人員結婚者給
嬰留職停薪期間不計入工
予婚假八日，工資照給。
作年資計算，爰修正第一項
二、事假：臨時人員因事必須
第十三款。
親自處理者，得請事假，
一年內合計不得超過十
四日。事假期間不給工
資。
三、普通傷病假：臨時人員因
普通傷害、疾病或生理原
因必須治療或休養者，得
依下列規定請普通傷病
假，請假連續二日（含）

以上者須附繳醫療證
明。（普通傷病假一年內
合計未超過三十日部
分，工資折半發給）
（一）未住院者，一年內合計
不得超過三十日。
（二）住院者，二年內合計不
得超過一年。
（三）未住院傷病假與住院傷
病 假二 年內 合 計不得
超過一年。
四、生理假：女性臨時人員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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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理假薪資之計算依病假
規定辦理。
五、喪假：工資照給。臨時人
員喪假得依習俗百日內
分次申請。
（一）父母、養父母、繼父母、
配偶喪亡者，給予喪假
八日。
（二）祖父母（含母之父母）、
子女、配偶之父母、配
偶 之養 父母 或 繼父母
喪 亡者 ，給 予 喪假六
日。
（三）曾祖父母、兄弟姊妹、
配偶之祖父母（含母之
父母）喪亡者，給予喪
假三日。
六、公傷病假：臨時人員因職
業災害而致失能、傷害或
疾病者，其治療、休養期
間，給予公傷病假。公傷
病假期間，按其原領工資
數額予以補償。
七、產假：
（一）女性臨時人員分娩前
後，應停止工作，給予
產假八星期。
（二）妊娠三個月以上流產
者，應停止工作，給予
產假四星期。
（三）第一目、第二目規定之

以上者須附繳醫療證
明。（普通傷病假一年內
合計未超過三十日部
分，工資折半發給）
（一）未住院者，一年內合計
不得超過三十日。
（二）住院者，二年內合計不
得超過一年。
（三）未住院傷病假與住院傷
病假二年內 合計不得
超過一年。
四、生理假：女性臨時人員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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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理假薪資之計算依病假
規定辦理。
五、喪假：工資照給。臨時人
員喪假得依習俗百日內
分次申請。
（一）父母、養父母、繼父母、
配偶喪亡者，給予喪假
八日。
（二）祖父母（含母之父母）、
子女、配偶之父母、配
偶之養父母 或繼父母
喪亡者，給 予喪假六
日。
（三）曾祖父母、兄弟姊妹、
配偶之祖父母（含母之
父母）喪亡者，給予喪
假三日。
六、公傷病假：臨時人員因職
業災害而致失能、傷害或
疾病者，其治療、休養期
間，給予公傷病假。公傷
病假期間，按其原領工資
數額予以補償。
七、產假：
（一）女性臨時人員分娩前
後，應停止工作，給予
產假八星期。
（二）妊娠三個月以上流產
者，應停止工作，給予
產假四星期。
（三）第一目、第二目規定之

女 性臨 時人 員 受僱工
作在六個月以上者，停
止工作期間工資照
給，未滿六個月者減半
發給。
（四）妊娠二個月以上未滿三
個月流產者，應停止工
作，給予產假一星期。
（五）妊娠未滿二個月流產
者，應停止工作，給予
產假五日。
（六）第四目、第五目規定停
止工作期間工資，不支
付工資。
（七）女性臨時人員請產假應
提出證明文件申請。
八、陪產假：臨時人員於其配
偶分娩時，給予陪產假五
日。但應於配偶分娩日之
當日及其前後合計十五
日期間內，擇其中之五日
請假。陪產假工資照給。
九、產檢假：臨時人員於妊娠
期間，給予產檢假五日。
產檢假工資照給。
十、家庭照顧假：臨時人員其
家庭成員預防接種、發生
嚴重之疾病或其他重大
事故須親自照顧時，得請
家庭照顧假，其請假日數
併入事假計算，全年以七
日為限。家庭照顧假薪資
之計算，依事假規定辦
理。
十一、公假：臨時人員奉派國
內出差或訓練、兵役召
集、參加政府舉辦與職務
有關之考試及其他法令
規定應給公假等，得依實
際需要天數給予公假，工
資照給。
十二、安胎休養請假：臨時人
員懷孕期間需安胎休養
者，其治療或休養期間，
併入住院傷病假計算。安
胎休養請假薪資之計
算，依病假規定辦理。
十三、育嬰留職停薪：臨時人

女性臨時人 員受僱工
作在六個月以上者，停
止工作期間工資照
給，未滿六個月者減半
發給。
（四）妊娠二個月以上未滿三
個月流產者，應停止工
作，給予產假一星期。
（五）妊娠未滿二個月流產
者，應停止工作，給予
產假五日。
（六）第四目、第五目規定停
止工作期間工資，不支
付工資。
（七）女性臨時人員請產假應
提出證明文件申請。
八、陪產假：臨時人員於其配
偶分娩時，給予陪產假五
日。但應於配偶分娩日之
當日及其前後合計十五
日期間內，擇其中之五日
請假。陪產假工資照給。
九、產檢假：臨時人員於妊娠
期間，給予產檢假五日。
產檢假工資照給。
十、家庭照顧假：臨時人員其
家庭成員預防接種、發生
嚴重之疾病或其他重大
事故須親自照顧時，得請
家庭照顧假，其請假日數
併入事假計算，全年以七
日為限。家庭照顧假薪資
之計算，依事假規定辦
理。
十一、公假：臨時人員奉派國
內出差或訓練、兵役召集
及其他法令規定應給公
假等，依實際需要天數給
予公假，工資照給。
十二、安胎休養請假：臨時人
員懷孕期間需安胎休養
者，其治療或休養期間，
併入住院傷病假計算。安
胎休養請假薪資之計
算，依病假規定辦理。
十三、育嬰留職停薪：臨時人
員任職滿一年後，於每一
子女滿三歲前，得申請育

員任職滿六個月後，於每
一子女滿三歲前，得申請
育嬰留職停薪，期間至該
子女滿三歲止，但不得逾
二年。同時撫育子女二人
以上者，其育嬰留職停薪
期間應合併計算，最長以
最幼子女受撫育二年為
限。育嬰留職停薪期間，
不計入工作年資計算。
臨時人員提出申請生理假、家
庭照顧假、產檢假、陪產假、
產假、安胎休養請假、育嬰留
職停薪、哺（集）乳時間為請
求時，本府不得拒絕，亦不得
視為缺勤而為其他不利之處
分。

嬰留職停薪，期間至該子
女滿三歲止，但不得逾二
年。同時撫育子女二人以
上者，其育嬰留職停薪期
間應合併計算，最長以最
幼子女受撫育二年為限。
臨時人員提出申請生理假、家
庭照顧假、產檢假、陪產假、
產假、安胎休養請假、育嬰留
職停薪、哺（集）乳時間為請
求時，本府不得拒絕，亦不得
視為缺勤而為其他不利之處
分。

第三十九條（強制退休）
臨時人員非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本府不得強制其退休：
一、年滿六十五歲者。
二、身心障礙不堪勝任工作
者。
前項第一款所規定之年齡，對
於擔任具有危險、堅強體力等
特殊性質之工作者，得由相關
單位報請中央主管機關予以
調整。但不得少於五十五歲。
第一項第一款僱用至屆滿六
十五歲之當月末日為止，應即
終止契約。

第三十九條（強制退休）
一、配合勞動基準法第五十四條
臨時人員非有下列情形之一
規定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
者，本府不得強制其退休：
約規範，修正第一項第二
一、年滿六十五歲者。
款。
二、心神喪失或身體失能不堪 二、第三項新增。依據勞動基準
勝任工作者。
法第五十四條第一項，年滿
前項第一款所規定之年齡，對
六十五歲之勞工雇主得強
於擔任具有危險、堅強體力等
制其退休。為期衡平並明確
特殊性質之工作者，得由相關
臨時人員之屆退日，訂定臨
單位報請中央主管機關予以
時人員僱用至屆滿六十五
調整。但不得少於五十五歲。
歲之當月末日之規定。

第四十一條（職業災害補償）
臨時人員因遭遇職業災害而
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
時，本府應依下列規定予以補
償。但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
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
本府支付費用補償者，本府得
予以抵充之：
一、臨時人員受傷或罹患職業
病時，本府應補償其必需
之醫療費用。職業病之種
類及其醫療範圍，依勞工
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
二、臨時人員在醫療中不能工

第四十一條（職業災害補償） 配合勞動基準法第五十九條及
臨時人員因遭遇職業災害而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規範，修正
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 第一項第三款。
時，本府應依下列規定予以補
償。但如同一事故，依勞工保
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
本府支付費用補償者，本府得
予以抵充之：
一、臨時人員受傷或罹患職業
病時，本府應補償其必需
之醫療費用。職業病之種
類及其醫療範圍，依勞工
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
二、臨時人員在醫療中不能工

作時、本府應按其原領工
資數額予以補償。但醫療
期間屆滿二年仍未能痊
癒，經指定之醫院診斷，
審定喪失原有工作能
力，且不合本條第三款之
失能給付標準者，本府得
一次給付四十個月之平
均工資後，免除此項工資
補償責任。
三、臨時人員經治療終止後，
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
其遺存障害者，本府應按
其平均工資及其失能程
度，一次給予失能補償。
失能補償標準，依勞工保
險條例有關失能給付標
準之規定。
四、臨時人員遭遇職業災害或
罹患職業病而死亡時，本
府除給予五個月平均工
資之喪葬費外，並應一次
給與其遺屬四十個月平
均工資之死亡補償。其遺
屬受領死亡補償之順位
如下：
（一）配偶及子女。
（二）父母。
（三）祖父母。
（四）孫子女。
（五）兄弟、姐妹。
給付之補償金額，得抵充就
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金
額。
受領補償權自得受領之日
起，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其受領補償之權利，不因臨時
人員之離職而受影響，且不得
讓與、抵銷、扣押或擔保。

作時、本府應按其原領工
資數額予以補償。但醫療
期間屆滿二年仍未能痊
癒，經指定之醫院診斷，
審定喪失原有工作能
力，且不合本條第三款之
失能給付標準者，本府得
一次給付四十個月之平
均工資後，免除此項工資
補償責任。
三、臨時人員經治療終止後，
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
其身體遺存失能者，本府
應按其平均工資及其失
能程度，一次給予失能補
償。失能補償標準，依勞
工保險條例有關失能給
付標準之規定。
四、臨時人員遭遇職業災害或
罹患職業病而死亡時，本
府除給予五個月平均工
資之喪葬費外，並應一次
給與其遺屬四十個月平
均工資之死亡補償。其遺
屬受領死亡補償之順位
如下：
（一）配偶及子女。
（二）父母。
（三）祖父母。
（四）孫子女。
（五）兄弟、姐妹。
給付之補償金額，得抵充就
同一事故所生損害之賠償金
額。
受領補償權自得受領之日
起，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其受領補償之權利，不因臨時
人員之離職而受影響，且不得
讓與、抵銷、扣押或擔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