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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C 

誠正中學 107 年臨時專業輔導人員進用契約書(範例) 

 

誠正中學（以下簡稱甲方）為應業務需要，進用                     

先生/小姐（以下簡稱乙方）為甲方臨時專業輔導人員，雙方訂條款如次： 

一、進用期間：107 年    月    日(實際到職日起)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 

二、職稱：臨時專業輔導人員。 

三、薪資或報酬： 

（一）薪資按月給付，月支薪資新台幣 0000000 元。(依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及各該主管機關專業輔導人員設置辦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7 款規

定，專業輔導人員年資得併計敘薪；乙方須於應聘時，提出服務證

明，經甲方審查通過方能依其學經歷核支，詳如附表) 

（二）甲方給付乙方之薪資，依法扣除勞健保等應自付費用後，於次月

10 日前發放（如遇例假日或休假日則順延）。除法律另有約定外，

甲方不得預扣乙方薪資作為賠償之用。 

四、工作地點：誠正中學 

五、臨時專業輔導人員工作項目(內容)及應負責任： 

（一）維護學生學習權益及促進學生學業適應。 

（二）提供學生與其家庭、社會環境之評估、協助及諮詢等服務。 

（三）提供學生之心理評估、輔導諮商及資源轉介服務。 

（四）提供學校、職員、家長相關輔導專業諮詢及協助等服務。 

（五）接受本校統籌調派與督導人員之專業督導，協助學生輔導工作。 

（六）其他由本校臨時交辦之學生輔導相關行政工作。 

（七）在進用期間，乙方願受甲方工作上之指派調遣，遵守甲方之一切規

定（如：不得以專業證照違法兼職或租借他人使用)；如因工作不

力或違背有關規定，甲方得隨時解聘，並得請求因此所受之損害。 

六、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解聘： 

（一）曾犯內亂、外患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二）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判決確定，未獲宣告緩刑。 

（三）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四）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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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或因案停止職務，其原

因尚未消滅。 

（六）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七）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八）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尚未痊癒。 

（九）經學校主管機關或學校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

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 

（十）經學校主管機關或學校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

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且情節重大。 

（十一）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性侵害事件，未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

通報，致再度發生性侵害事件；或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

犯性侵害事件之證據，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十二）偽造、變造或湮滅他人所犯校園毒品危害事件之證據，經有關

機關查證屬實。 

（十三）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 

（十四）行為違反相關法令，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且情節重大。 

（十五）行為違反相關法令，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非屬情節重大，而

有必要予以解聘，並經審酌案件情節，議決一年至四年不得進用。 

（十六）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 

    專業輔導人員有前項第一款至第十四款情事者，各級學校及各該主

管機關均不得進用，已進用者，學校及各該主管機關應予解聘；有前項

第十五款情事者，於該議決一年至四年不得進用期間，亦同。 

    學校及各該主管機關為避免進用之專業輔導人員有第一項第一款

至第十五款規定情事，除依前二項規定辦理外，並應準用不適任教育人

員之通報與資訊蒐集及查詢辦法相關規定辦理通報、資訊蒐集及查詢。 

七、甲方得經預告終止契約之事由：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甲方得預告乙方終止本契約 

（一）甲方因不可抗力，暫停工作在 1 個月以上時。 

（二）工作計畫變更，有減少進用人員之必要，且無適當工作可安置時。 

（三）乙方對於所擔任之工作不能勝任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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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因經費預算凍結或中止。 

前項之終止應於 10日前預告之，惟第 4款不受此限。 

八、輔導、教學及人際互動注意事項： 

（一）乙方應遵循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防治準則規定，於執行業

務及人際互動上，應尊重性別多元及個別差異。如與學生關係有違

反上開專業倫理者，應主動迴避或陳報學校處理。 

（二）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避免不受歡迎之追求行為，

並不得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乙方於執行

職務時，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不得發展有違專業倫理

之關係，倘發現與學生間之關係有違反前項專業倫理之虞，應主動

迴避或陳報進用機關處理。 

九、必要之行政協助：由甲方提供乙方專業諮商、家庭訪問、巡迴服務、

安全保障等所需之相關資源及費用，包含差旅費。 

十、甲、乙雙方應遵守「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迴避任用之

規定(各機關長官對於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在本機關任

用，或任用為直接隸屬機關之長官。對於本機關各級主管長官之配偶

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在其主管單位中應迴避任用)。 

乙方承諾非屬前項應迴避進用之人員，如有違反，或有不實情事，致

使甲方誤信而有損害之虞者，甲方得以違反本契約情節重大撤銷進用

契約。 

十一、乙方如因特別事故須於約聘期滿前先行離職時，應於一個月前提出

申請，經甲方同意後始得離職。 

十二、本契約之臨時專業輔導人員適用勞動基準法進用之，其相關規定準用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及各該主管機關專業輔導人員設置辦法，視學校或學校

主管機關需求得修改其相關薪資規定與工作內容。 

十三、服務與紀律： 

（一）乙方應遵守甲方訂定相關章則規定，並應重視倫理與主動積極參與

工作。 

（二）乙方所獲悉甲方關於業務、技術、服務對象個人資料上之秘密，不

得洩漏，離職後亦同。 

（三）乙方於工作上應接受甲方各級主管之指揮監督。 

（四）乙方在工作時間內非經其主管同意，不得擅離職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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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乙方應接受甲方所舉辦之相關勞工教育、訓練及集會。 

（六） 乙方於契約期間所從事甲方所辦理之相關研究所得之智慧財產權，

除非另有約定，則應屬甲方所有。 

（七）乙方不得有兼職行為。 

十四、乙方離職手續：乙方自願離職時，應提前預告甲方，並於離職當日

前，將保管之事物完成移交及辦妥離職手續。進用期間屆滿後，除

雙方同意簽約續聘外，乙方應依規定辦妥離職手續。 

十五、依據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甲方每月負擔乙方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

為乙方每月工資百分之六，乙方得依其每月工資總額百分之六範圍

內，自願另行提繳退休金；甲方並應依勞工保險條例、全民健康保

險法及相關法規，為乙方辦理保險。 

十六、給假及請假：  

（一） 乙方每日正常工作時間為 8小時，每週五天為原則。甲方如因業

務需要請求乙方延長服務時間，乙方同意以補休假方式處理，不

另支給延長工時之工資。 

（二） 甲方依勞動基準法、勞工請假規則及性別工作平等法之相關規定

辦理，乙方並依相關事實且有請假之必要時，得依甲方所要求之

請假程序（辦法），辦理請假手續，摘述如下： 

1.乙方請假時應填具假單，經甲方同意後，始得離開工作場所。但

有急病或緊急事故，得補辦請假手續。 

2.請公傷病假時，應於受傷之翌日起 10 日內，檢具全民健康保險

特約地區醫院以上之醫事服務機構所開具之證明書。 

3.前項公傷病假逾 30 日以上者，應每 30 日重新檢具全民健康保險

特約地區醫院以上之醫事服務機構所開具之證明書，辦理請

假。 

4.請產假或陪產假，應檢具醫事服務機構證明書。 

5.休假依據勞基法規定，且採歷年制(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請務必於年度結束前休畢特休假。 

十七、甲、乙雙方進用期間之權利義務關係，悉依本契約規定辦理，本契

約未規定事項，依甲方相關校務章則或政府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八、本契約 1 式 4 份，雙方各執 1 份，餘由甲方分別存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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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契約書人： 

 

甲 方：誠正中學 

校方代表人：校長顏弘洺 

地址：新竹縣新豐鄉德昌街 231號 

乙  方：               （簽名蓋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月  日 
 

備註： 

1、本契約書請填寫 1 式 4 份，檢附資料只需檢附 1 份即可。 

2、三親等之血親、姻親關係，如下列所示： 

【一等親】血親：父母、子女。姻親：公婆、岳父母、媳婦、女婿。 

【二等親】血親：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弟姊妹、孫子女、外孫子女。姻親：弟媳、嫂、姊夫、妹夫、

妯娌、連襟。 

【三等親】血親：曾祖父母、外曾祖父母、舅、叔、伯、姑、姨、曾孫子女、外曾孫子女、姪子女、外

甥子女。姻親：舅母、嬸、姑父、姨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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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7 年度增聘臨時專業輔導人員薪資參考表 

職等俸階 報酬薪點 月支酬金 年支酬金 職等俸階 報酬薪點 月支酬金 年支酬金 

六等一階 280 33,908 元 457,758 元 七等一階 328 39,720 元 536,220 元 

六等二階 296 35,845 元 483,907 元 七等二階 344 41,658 元 562,383 元 

六等三階 312 37,783 元 510,070 元 七等三階 360 43,596 元 588,546 元 

六等四階 328 39,720 元 536,220 元 七等四階 376 45,533 元 614,695 元 

六等五階 344 41,658 元 562,383 元 七等五階 392 47,471 元 640,858 元 

六等六階 360 43,596 元 588,546 元 七等六階 408 49,408 元 667,008 元 

六等七階 376 45,533 元 614,695 元 七等七階 424 51,346 元 693,171 元 

一、參照行政院訂「進用人員比照分類職位公務人員俸點支給報酬標準表」訂定。 

二、臨時專業輔導人員核支薪點等情形如下﹕ 

（一）本(107)年度行政院訂薪點折合率為 121.1，如薪點 328，則月支報酬為 328×121.1＝39,720 元。 

(依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96.4.27 局力字第 0960061682 號函規定，所敘薪點及折合率計算後，如未達整數者，一律將小數位數捨去) 

（二）薪資核定標準如下： 

1. 具學士學位之臨時專業輔導人員：以相當六等三階支薪基準起用之，並以晉級至七等七階為限。 

2. 具碩士學位之臨時專業輔導人員：以相當六等四階支薪基準起用之，並以晉級至七等七階為限。 

3. 準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各該主管機關專業輔導人員設置辦法」第五條第一項資格之人員，以相當六等

二階支薪基準進用之。前項人員經年度績效評核為乙等以上者，得留原薪點續聘一年；其續聘期滿次年度，

應重新辦理公開甄選作業。 

4. 離島及偏遠地區專業輔導人員，得依前三款支薪基準晉薪點一階至二階進用之。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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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採計本案到職前年資，服務年資每滿一年，且經任用機關考核成績優良者，得晉俸階一階。如：之前服務

滿三年，且考核成績優良，則具碩士學位者，由六等四階起計，至多晉階七等七階為止，薪點 424，月支酬

金為 424×121.1=51,346（元）。 

6. 其他相關福利：準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各該主管機關專業輔導人員設置辦法」規定於進用契約中明定

之。 

（三）臨時專業輔導人員之月支報酬必須自行支付勞、健保自付保險費及自提薪資 6%以下勞工退休金；雇主(政府

或學校)負擔及公提薪資 6%勞工退休金，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經費支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