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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的本質

實習的本質是什麼？

勞務提供？學習？

實習的意義與目的？

付費實習是否可行？



技術生

工讀生

建教生

實習生



相關法律規定
一、職業訓練法
二、勞動基準法
三、僱傭契約（民法第482條）
四、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
五、專科以上學校校外實習教育法（草
案）

六、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
七、其他：定型化契約。



民法

民法第482條：「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
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
之契約。」

民法第247條之1：「依照當事人一方預定用於同類
契約之條款而訂定之契約，為左列各款之約定，按
其情形顯失公平者，該部分約定無效：
一、免除或減輕預定契約條款之當事人之責任者。
二、加重他方當事人之責任者。
三、使他方當事人拋棄權利或限制其行使權利者。
四、其他於他方當事人有重大不利益者。」



職業訓練法

職業訓練法第11條第1項：「技術生訓練，係事業機
構為培養其基層技術人力，招收十五歲以上或國民
中學畢業之國民，所實施之訓練。」

職業訓練法第11條第2項：「技術生訓練之職類及標
準，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公告之。」。



勞動基準法

 勞動基準法第64條第1項：

「雇主不得招收未滿十五歲之人為技術生。但國民中學畢業者，不
在此限。」

 勞動基準法第64條第2項：

「稱技術生者，指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技術生訓練職類中以學習
技能為目的，依本章之規定而接受雇主訓練之人。」

 勞動基準法第65條第1項：

「雇主招收技術生時，須與技術生簽訂書面訓練契約一式三份，訂
明訓練項目、訓練期限、膳宿負擔、生活津貼、相關教學、勞工保
險、結業證明、契約生效與解除之條件及其他有關雙方權利、義務
事項，由當事人分執，並送主管機關備案。」

 勞動基準法第66條：

「雇主不得向技術生收取有關訓練費用。」

 勞動基準法第69條：

「I 本法第四章工作時間、休息、休假，第五章童工、女工，第 七
章災害補償及其他勞工保險等有關規定，於技術生準用之。
II 技術生災害補償所採薪資計算之標準，不得低於基本工資。」



僱用部分時間工作勞工應行注意事項第8點：

 勞工保險與就業保險

一、年滿15歲以上，65歲以下，受僱於僱用勞工5人以上工廠、
公司及行號等之部分工時勞工，應依勞工保險條例第6條規定由
雇主辦理加保。至於僱用勞工未滿5人及第6條第1項各款規定
各業以外事業單位之部分工時勞工，依勞工保險條例第8條規定，
得自願加保。惟雇主如已為所屬勞工申報加保者，其僱用之部
分工時勞工，亦應辦理加保。
二、依就業保險法第5條規定，年滿15歲以上，65歲以下，受
僱之本國籍勞工、外籍配偶、大陸地區或香港、澳門配偶，除
同條第2項所列各款不得加保之情事外，應以其雇主為投保單位
參加就業保險，無僱用人數規模之限制。故雇主僱用部分工時
勞工並符合上開加保規定者，應為其辦理參加就業保險。
三、部分工時勞工之勞工保險、就業保險月投保薪資，依勞工
保險條例第14條及就業保險法第40條規定應由雇主依其月薪資
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規定覈實申報。如其薪資報酬未達基
本工資者，依現行分級表備註欄規定，其月投保薪資分為新臺
幣11,100元、12,540元、13,500元、15,840元、16,500元、
17,280元、17,880元、19,047元、20,008元及21,009元等級
（該分級表如有修正時，依修正後規定辦理）。」



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

第2條：「專科以上學校（以下簡稱學校）辦理產學
合作，應以促進知識之累積及擴散為目標，發揮教
育、訓練、研發、服務之功能，並裨益國家教育及
經濟發展。」

第3條：「本辦法所稱產學合作，指學校為達成前條
所定目標及功能，與政府機關、事業機構、民間團
體及學術研究機構（以下簡稱合作機構）合作辦理
下列事項之一者：一、各類研發及其應用事項：包
括專題研究、物質交換、檢測檢驗、技術服務、諮
詢顧問、專利申請、技術移轉、創新育成等。
二、各類人才培育事項：包括學生及合作機構人員
各類教育、培訓、研習、研討、實習或訓練等。
三、其他有關學校智慧財產權益之運用事項。」



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

 第6條之1：
「I 前條校外實習，學校應與合作機構就下列事項，納入第五條
第一項之產學合作書面契約後，始得辦理：
一、合作機構依學生個別實習計畫提供學生相關實務訓練，並
與學校指派之專責輔導教師共同輔導學生。
二、合作機構負責學生實習前之安全講習、實習場所安全防護
設備之配置及相關安全措施之規劃。
三、為實習學生投保相關保險。
四、明定實習時間（每日學習時間、請假或例假規定）、合約
期限、實習內容、實習獎學金或薪資之給付、膳宿及交通、成
績評核基準等項目。
五、合作機構與實習學生發生爭議時之協調及處理方式。
六、學生實習期滿前終止或解除之條件及程序。
II 學生實習期間於合作機構有從事學習訓練以外之勞務提供或
工作事實者，所定產學合作書面契約應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辦
理。」



專科以上學校校外實習教育法（草案）

第3條第5款、第6款：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五、校外實習一般型：指實習生於實習機構實習期間，
以學習為主要目的，無從事學習訓練課程 以外之勞
務提供或工作事實；實習生於實習機構之身分認定，
僅具學生身分。
六、校外實習工作型：指實習生於實習機構實習期
間，除從事學習訓練外，並有勞務提供或工作事實；
實習生於實習機構之身分認定，兼具學生及勞工身
分。」



專科以上學校校外實習教育法（草案）

 該法區分「一般型」及「工作型」兩種實習

 但以校外實習餐飲科系學生到飯店實習為例，事實上與其他
員工提供一樣的勞務，就勞動部解釋當然算是勞工，適用勞
基法保障。

 如企業自行開實習缺，如知名科技公司微軟，每年提供約一
百個實習名額，但微軟仍有指揮監督學生做事，是從做中學，
雖然係以實習為名，但實際上就如同工讀生，有提供勞務，
所以也是勞工。

 如果只是到企業純粹「見習」，參觀產製作業流程、聽座談、
旁觀會議等，完全無提供勞務，就符合「學習型」(一般型)
校外實習，學生跟企業間並無僱傭關係。

 勞動部職安署表示，針對建教、產學合作的實習生，就算不
適用勞基法，但仍受到職業安全衛生法之保障，合作機構也
應善盡責任防止職災，教育部要篩選合作的建教單位前，也
都會參考過往勞檢資料，職安署也會根據教育部提供的名冊，
定期針對職安衛相關的檢查。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修法重點包括：

 一、擴大納保範圍：

現行規定，5人以上事業單位，才採強制納保，4人以下事業單位，採自願加保。根
據新法，未來不論受僱人數多少，都將強制納保。

 二、擴大納保對象：

只要提供勞務事實並受有報酬，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都符合納保條件，包含工作
類實習生、家庭幫傭及外國籍人員。此外，特別加保對象如工地工頭臨時僱工、童
星等，得由雇主、本人或受領勞務者辦理參與保險。

 三、投保薪資下限及上限：

薪資下限從新台幣1萬1100元提高到基本工資（目前為25,250元），並隨基本工資
調整。投保薪資上限從4萬5800元提高到7萬2800元。取消打工族等部分工時的投保
薪資級距，若低於基本工資者，一律提高到以基本工資投保。

 四、給付率提高：

現行規定，職業傷病第1年按投保薪資70%發給，第2年減為50%；職災保險法規定，
職業傷病給付前2個月100％給付；第3個月皆發給投保薪資70%，以2年為限。完全
失能給付為投保薪資70%；嚴重失能是投保薪資50%；部分失能是投保薪資20%；
失能年金若相關資格條件，加發眷屬補助10%，最多加發20%。

 五、雇主罰則：

若雇主未替勞工加保，可處2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並令限期改善，屆期未改
善應按次處罰。投保單位、雇主、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診所若違法經且處以罰
鍰，主管機關應公布事業單位名稱、負責人姓名及處分金額等



實務案例



台中知名烘焙坊要求離職員工和實習生高額賠償

 店家以實習生、員工未提前預告離職為由，向實習生、離
職員工4人求償59萬元

 勞工局指出，永采烘培坊最近所涉及實習生勞資糾紛案，
1月6日受理後派員稽查，確認業者有讓勞工延長工時超
過一個月46小時，並讓勞工連續工作超過13天等情形，
違反勞動基準法第32條及第36條規定。

勞工局2月24日再度稽查業者提供的全部資料，確認違反
勞動基準法第22條的「溢扣工資」、第24條「未給付加
班費」、第39條「未給付國定假日加倍工資」規定。

勞工局表示，永采烘焙坊被檢舉的案件非常多，101年起
共6件調解案，烘焙坊5年來對勞工未善盡照顧，以及有
多次違法紀錄，加上業者到目前為止並無改善之意，受害
勞工多達4人，決定這次實習生申訴案將依法重罰業者
100萬元。



武陵富野渡假村

實習生被主管以成績要脅，幾乎每天打卡下班後繼
續留下來工作，而且完全不給薪，有些學生甚至做
到晚上11點，才能下班回宿舍。採連坐處分，只要
有人沒完成工作，所有人都不能回宿舍。

台中市勞工局到該旅館稽查，公司表示勞工、建教
生及實習生約定正常工作時間依排班表出勤，加班
可選擇加班費或補休，因此難斷定有違反勞基法情
事。

富野集團表示，經調查了解，是主管未妥善處理學
生對排班不公的抱怨，並要求學生做完工作才能離
開，也未如實呈報加班費，明顯管理不當，決定記
兩次大過處分，另一主管則請辭獲准。

事後，4名學生分別獲得4,000至12,000元的加班費，
另3名學生只要求改善管理，公司也承諾檢討。



阿滴英文

實習生爆出種種問題，包括工作根本是打雜、責任
制也沒加班費、無預警解雇的理由有：「包貨包太
慢」、「未回報影片字幕進度」、「 回覆 FB 粉專
私訊太慢」等

阿滴教育股份有限公司因違反勞基法「出勤紀錄未
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未使勞工
每7日中有2日為休息，其中1日為例假，1日為休息
日」等兩項條例，共計被開罰4萬元。

針對第二項「未使勞工每7日中有2日為休息，其中1
日為例假，1日為休息日」阿滴工作室則回應由於舉
辦展覽，公司有以為可以讓員工在例假日出勤，事
後再給予補休、加班費 仍舊違法！



暑期工讀生上、下班途中發生意外事故，可否請領
職災醫療給付？

實習生上、下班途中發生意外事故，可否請領職災
醫療給付？

實習後轉正職，嗣後遭不法終止勞動契約，資遣費
之起算時點，為開始實習之日或轉正職之日？

資遣費之計算：

新制資遣費算法

每滿1年：發1/2個月的工資

未滿1年：以比例計算

以6個月平均工資為上限



何時可領資遣費？

 （一）非自願離職資遣費可領

 勞基法第16、17條規定，雇主開除員工的時候原則上都要付資遣費，例外像是
重大違約的情形才可以不付資遣費。但自願離職則無資遣費。

 根據勞基法第14條：「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

 一、雇主於訂立勞動契約時為虛偽之意思表示，使勞工誤信而有受損害之虞者。

 二、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人對於勞工，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

 三、契約所訂之工作，對於勞工健康有危害之虞，經通知雇主改善而無效果者。

 四、雇主、雇主代理人或其他勞工患有法定傳染病，對共同工作之勞工有傳染
之虞，且重大危害其健康者。

 五、雇主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工作報酬，或對於按件計酬之勞工不供給充分之工
作者。

 六、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

 勞工依前項第一款、第六款規定終止契約者，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三十日
內為之。但雇主有前項第六款所定情形者，勞工得於知悉損害結果之日起，三
十日內為之。

 有第一項第二款或第四款情形，雇主已將該代理人間之契約終止，或患有法定
傳染病者依衛生法規已接受治療時，勞工不得終止契約。

 第十七條規定於本條終止契約準用之。



 （二）試用期資遣費可領

 試用期契約屬於不定期契約，如試用期期間被公司以不適任為
由開除，工作如未滿3個月資遣費仍可以依法要求雇主給付。

 （三）計時人員資遣費可領

 計時人員包含全時時薪制勞工以及部分工時時薪制勞工（工讀
生），兩者均為不定期契約，都可以領資遣費。

 （四）公司倒閉資遣費可領

 勞基法第28條定有「積欠工資墊償基金」制度，當遇到公司倒
閉、宣告破產而有積欠工資、退休金或資遣費情況時，可先向
勞保局申請由該基金先行墊付，再由勞保局向雇主追償。

 （五）強制退休資遣費

 勞動基準法第54條規定：

 「勞工非有下列情形之一，雇主不得強制其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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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由事業單位報請中央主管機關予以調整。
但不得少於五十五歲。」



謝 謝 聆 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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