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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製 
 

工讀寶典 



    

    當你還在為學校成績煩惱,還在為女朋友今天心情不好而鬱卒時，你有

沒有擔心過將來自己遠離校園要做什麼樣的工作？其實提前為將來準備職

場經歷是先修學分的第一要項喔!! 

  首先，做個小小的測驗，看看自已是屬於哪一類工讀類型喔～ 

請依指示將所有分數相加總： 

 

 

 

    0-10分~~天生沉靜、細膩，喜歡做自己一個人可做的事，有自已夢想的 

    小天地，不喜歡別人打擾、吵吵鬧鬧，不過卻比一般人多些耐心和毅力。 

代表人物-花澤類，可考慮做個人就可以獨立完成的工作， 如:文書處理、

手工作品、繪圖勞作…等。 

 

    10-30分~~處世積極、樂觀，喜歡有條有理，偶爾搞點惡作劇式的幽默， 

    親切隨和也喜歡關心別人，是個不折不扣的點子王，宜動宜靜。代表人物: 

    蔡康永，適合做創作型及突破性高的工作，如:宴會主持串場、表演節目 

    創作、活動造勢、電視節目製作…等。 

 

    30-50分~~好動活潑、完全靜不下來，個性急躁、敢說敢做，是個天生的 

    冒險家，需要同伴和團體一起勇往向前，喜歡被眾人包圍，享受成就，愛 

    好面子又愛出鋒頭。代表人物:道明寺，適合業務型或爆發性創意型的工 

    作，如:戶外導覽、節目執行製作，運動行銷業務…等。 

你喜歡一個
人在家看書
或躲在安靜

的地方 
 
 

是<0分> 
否<1分> 

你喜歡動手
拆東西或小
玩意，做再

久也不會膩 
 
 

是<0分> 
否<2分> 

你喜歡陪小
朋友玩遊
戲、寫作

業，關心他
們快不快樂 
 

是<1分> 
否<2分> 

你希望有人
教你一步一
步做，才不

會做錯或不
會做 
 

是<3分> 
否<1分> 

你喜歡人家
告訴你做什
麼，還要遵

守所有規定 
 
 

是<0分> 
否<5分> 

你喜歡三不
五時捉弄人
家，看到大

家都開心你
就快樂 
 

是<6分> 
否<0分> 

你喜歡人家
給你一個出
奇不意的驚

喜，越與眾
不同的東西
越喜歡 

是<5分> 
否<2分> 

你喜歡跟人
家做一樣的
事，穿同一

件衣服，你
喜歡跟大家
一樣 

是<3分> 
否<5分> 

你喜歡跟朋
友哈拉打
屁，哪裡有

好康你絕對
一清二楚還
帶頭去買 

是<9分> 
否<0分> 

死黨做什麼
都要問你，
你是學校裡

的風雲人物 
 
 

是<10分> 
否<0分> 

路邊攤的小
販叫的漫天
響，你認為

自己絕對可
以賣的比他
更好 

是<11分> 
否<0分> 

你喜歡每天
趴趴走，上
山下海完全

不嫌累，精
力充沛體力
過人 

是<12分> 
否<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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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好工作，不是一句口號，而是真的有撇步! 

求職四部曲，讓你輕輕鬆鬆，享受工讀快樂通! 

 

首部曲：挑對好公司  

五大步驟停看聽，馬上讓公司[原形畢露]! 

公司產業興衰和財務狀況要穩定：產業好，你在這家公司賺錢的機

會當然就大。 

企業文化成敗看辦公室內的細節：當你進入一家公司，可以先觀察

公司的廁所、員工辦公桌或工廠乾淨與否？因為這些細節多少都可

以反映出這家公司有沒有紀律和規矩 

老闆要正派 主管要能帶：盡量避免到一家老闆私德風評欠佳或是

有強烈政治傾向的公司去，才不會［羊入虎口］，一不小心，得罪

老闆變成冤大頭！ 

情報蒐集 三管齊下：要蒐集上述情報，不外乎網路、人脈與面試

三大管道。 

面試切忌傻傻地都不問清楚：建議打工仔在面試時千萬不要『不好

意思』傻傻地都不問清楚對方的背景、公司的來歷以及工作的內容

就進去上班囉! 

 

二部曲：選擇求職管道  

校園徵才活動：每年到了畢業季，不少龍頭企業參加校園徵才活

動，主要是為了建立企業形象「給學生們多一點認識企業的機會。」 

學校教授推薦：跟學校的教授多多聯絡，請他們來推薦你，當然，

自己也得好好把握機會盡力表現!才不會讓老師漏氣啦! 

網路人力銀行：網路人力銀行已經成為各家企業尋找人才一個重要

的管道。不過，在你應徵前，還是要先調查清楚這家公司的詳細內

幕以確保自身安全喔! 

企業官方網站：目前各大企業的官方網站中，通常都有徵才或工讀

機會的訊息，如果你看到「心有所屬」的好機會，便可以主動出擊。 

學長姐及親朋好友熱情推薦：「內部推薦」就是讓內部原有的員工

擔任「獵人」，主動為企業推薦人才。 



 

三部曲：履歷自傳 Don  ’ t worry! 

主動投履歷：給心儀的公司，而非被動由人力銀行媒合。  

動手設計展現創意：格式不見得要花俏，但一定要清楚交待學歷

專業學習方向、論文主題、證照、社團與實習經驗、應徵職務等基

本資料，能掌握企業想知道的重點，就是合格的履歷。  

引起別人閱讀的興趣：關於社團經驗，不要只寫社團名稱，最好寫

出所扮演的角色，甚至分享社團活動的故事。  

分析個人專長與優勢：重點放在分析個人專長與競爭優勢、人格特

質，切忌寫一堆跟這份工作沒關係的事。  

 

四部曲：面試 !好緊張 ! 
先想清楚個人特質及生涯規劃：面試前先仔細想想個人特質及未來

發展方向，如此才能在面試時，充分凸顯自己與該公司吻合的特質。 

充分蒐集該公司資訊：對於企業來說，能夠用心做準備的求職者，無

論你是工讀生或是正職員工，你的用心皆表示對於這份工作非常重

視，具有強烈的企圖心，這才是企業所要的人才。 

準備自身小故事：想要在短短的 30～60 分鐘面試過程中，印證自己

的能力並不容易，最好先準備小故事，長度大約 3 分鐘左右，用生

動的實例來加深主考官對你的印象。 

 

 
 
 
 

工讀安全教戰守則 
 

常見受騙情形，主要有下列幾項： 
1. 實際的工作內容與面談所言不符 

2. 公司營業項目不實 

3. 個人資料被公司不法盜用 

4. 假藉徵才名義行推銷之實  



求職防騙守則報你知: 

求職前停、看、聽 

1.停：切勿心急、等資訊充足再面談。 

2.看：上網蒐尋公司紀錄，查看廣告內容:是否待優、無經驗、工作內容不

明;廣告上聯絡電話、地址是否不明。 

3.聽：多方探聽、探聽口碑，是否為求才數月。 

應徵前做好“三大準備” 

1.請朋友、家人陪同面試，或事先打電話告知親欲前往面試地點 

2.檢視應徵公司如有連續數月刊登徵人廣告、廣告內容記載不實…等， 

 請提高警覺、小心受騙 

3.確定自己是要找工作而不是找事業 

應徵當天堅守“七不原則” 

1.不繳錢：不繳交任何不知用途之費用 

2.不購買：不購買公司以任何名目要求購買之有形、無形之產品 

3.不辦卡：不應求職公司之要求而當場辦理信用卡 

4.不簽約：不簽署任何文件、契約 

5.不離身：證件及信用卡隨身攜帶，不給求職公司保管 

6.不飲用：不飲用酒類及他人提供之不明飲料、食物 

7.不非法工作：不從事非法工作或於非法公司工作 

求職防騙口訣 

1.口訣一: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把身份證、駕照、印鑑交給未就職的公司 

2.口訣二:一定要 

 瞪大眼睛看合約、勞保健保不可少 

3.口訣三:防失身 

 地址詭異、面試地點偏僻、臨時更換面試地點要小心，不要隨便喝飲料

或搭便車 

4.口訣四:防色情行業 

 對於「以入數十萬」、「免經驗」要多留意 

5.口訣五:防騙術 

不敢公開公司名稱和地址的要特別小心 

6.口訣六:防非法工作及老鼠會 

對於工作性質交代不清，或講得頭頭是道、天花亂墜的公司要小心。 



工讀生權利 

勞動條件方面的權利： 
 

工資：指工讀生因工作所獲得的報酬，包括薪金、獎金、津貼及其他名義之

經常性給與，其金額由勞雇雙方議定，但雇主給付的工資不得低於基本工資。

對依規定延長工時(加班）在二小時以內者，應照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

之一以上，超過兩個小時部分要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 

工作時間：工讀生的工作時間依勞基法規定，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

小時，每二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八十四小時。並規定勞工因健康或其他正

常理由不能接受正常工作時間以外之工作者，雇主不得強制其工作。 

休息、休假、請假：工讀生依勞動基準法規定，繼續工作四小時，至少應有

三十分鐘之休息，每七日中至少應有一日之休息作為例假。國定假日、勞動

節及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日，均應休假。於工作期間有請公假、

婚假、喪假、病假、事假的權利，可依「勞工請假規則」辦理。 

職業災害補償：工讀生在工作期間如遭遇職業災害，有關職災補償事宜，仍

應依勞動基準法第五十九條規定辦理。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

規定，已由雇主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 

童工、女工：如工讀生係童工（年滿十五歲以上未滿十六歲者），規定不得

從事繁重、危險或有害性工作；每日工作時間以八小時為限，不得超過八小

時，並不得於午後八時至翌晨六時之時間工作。如工讀生係年滿十六歲以上

之女性，除經主管機關核准，或服務於依勞動基準法第三十條之一由中央主

管機關指定之行業者，得於深夜工作者外，原則上不得於午後十時至翌晨六

時之時間工作。至其他有關女性之特別保護規定，亦有其適用。 

 
 
職工福利方面的權利： 

凡公、民營之工廠或僱用職工在五十人以上之銀行、公司、行號、 農、漁、

牧場等，依職工福利金條例組成之職工福利委員會，工讀生應依該職工福利

金條例繳交職工福利金，依職工福利委員會章程享受各項福利措施。若機關

尚未成立職工福利組織者，得從其福利辦法於簽約中明定之。 

 

 



勞工保險方面的權利： 

依據勞工保險條例第六條第一項規定，年滿十五歲以上，六十歲以下受僱於

五人以上廠、場、公司、行號及交通、公用、新聞、文化、公益、合作等事

業單位暨政府機關、公私立學校之工讀生，投保單位應依同條例第十一條規

定於工讀生到職當日辦理加保。工讀生於到職當日亦應主動請求投保單位辦

理加保，工讀生請領保險給付之權利，悉依同條例有關規定辦理。 

 

安全衛生方面的權利： 

工讀生與一般勞工一樣在工作場所工作，雇主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法規定，提

供必要的安全健康保障，雇主除工作場所的設備環境應符合規定外，僱用工

讀生，亦應施予安全衛生及預防災變的教育訓練，包括工作安全步驟，可能

遭遇的危害，工作應注意事項，避難、急救、消防等，此外雇主應事前考慮

體能，予以適當配置工作。 

 

工讀法律方面的權利： 

工讀學生進入適用「勞動基準法」的公民營事業單位工讀，其各項勞動條件，

如工資、工作時間、休息、休假、請假及職業災害補償，悉依勞動基準法辦

理，其他未適用勞動基準法之事業單位，建請參照辦理。勞基法等相關資訊，

建議可至勞動部查詢： 

http://www.mol.gov.tw/ 

 

 

 

 
工讀求職防詐騙實務案例 

<案例一>上捷運賣愛心筆 學生觸法 

捷運站、車廂中賣愛心筆最高可罰款七千五百元，打工學生當心別觸法！一

名男學生日前在捷運車廂向女乘客推銷愛心筆，三隻普通原子筆要價一百元，過

程全遭網友錄影 po上網，引起網友群起撻伐。捷運警察隊表示將加強巡邏，也

提醒捷運站內禁止任何商業行為，若遇不法可向站務人員反應。 



一名網友在 Youtube網站，張貼「台北捷運上販賣愛心筆的年輕人」影片，

畫面中一名男學生向女乘客推銷愛心筆，聲稱買筆就是做好事，黏著女乘客不斷

展示愛心筆，拍攝網友怒罵：「（男學生）逐一車廂向每個乘客推銷，如果這樣就

能賺錢，那每天工作十二小時或更多的人算啥？」網友也留言痛斥：「以愛心之

名，這幕後黑手該查查，不知道政府在幹什麼！星星之火擾亂社會，怪不得台灣

會亂！看了就不舒服！」 

    捷運警察隊指出，在捷運車站、車廂內不允許任何的銷售行為，如賣愛心筆、

彩券、愛心面紙等，均已觸犯《大眾捷運法》第五十條規範，「未經許可在車上

或站區內募捐、散發或張貼宣傳品、銷售物品或為其他商業行為」，得處一千五

百元以上、七千五百元以下罰鍰，提醒打工學生族不要觸法。警方也說，捷運站

內及列車上都有巡邏警員，若乘客發現有上述不法情形，都可立即向列車長、站

務人員反應。 

 

<案例二>資優生打工搶劫 判囚 7年大學夢碎 

去年 8月宜蘭警方偵破一個強盜集團，逮捕 8名嫌犯，主嫌利用打工的名義，

吸收青少年從事不法勾當，其中一名蘇姓少年，去年才從宜蘭一所高中語文資優

班畢業，考上北部的一所大學，法官考量嫌犯年紀輕，加上只是負責把風工作，

從原本 10年 6個月改判 7年刑期，本來應該享受大學生活的他，現在恐怕得要

入監服刑了。 

    穿著雨衣、頭戴安全帽，這 2個人衝進銀樓，拿著鐵槌對玻璃猛敲，這是去

年 8月發生在新竹的竊盜案，其中一名蘇姓嫌犯才剛從宜蘭高中語文資優班畢

業，為了賺取學費，暑假的時候到人力派遣公司打工，卻誤入歧途，成為非法集

團成員，幫忙勘查路線和把風工作，雖然沒有動手行搶，還是被警方被列為強盜

共犯。 

    女子坐在警局泣不成聲，怎麼也想不到，自己的寶貝兒子居然會成了強盜，

行犯 2次，一次分款 3千，一次未得逞，當時法官考量嫌犯年紀輕，加上只是擔

任把風工作，裁定 7萬元交保，讓他可以順利註冊上大學，但如今刑期確定，從

原本 10年 6個月改判 7年。原本應該是開開心心的大學生，卻因為一時迷惘走

錯路，接下來的日子，只能在牢獄中度過。 

 



實務案例~Q&A 

 

 

      小明受僱於 PIZZA店做外送 PIZZA的工作來領取工資，就是勞工， 

      雖然不是全職而是計時工讀生，但仍然算豆<勞動基準法>所謂的員 

  工，因為<勞動基準法>並有限定全職人員才能適用。而雇用他的 PIZZA 

  店符合「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中餐館的定義-「從事調理餐食供現場 

  立即食用」，即屬於<勞動基準法>所適用的行業。 
 

 

 

      只要是符合<勞工保險條例>規定的員工，他的雇主或所屬團體、 

      機構都應該為「年滿十五歲以上，六十歲以下」的勞工投保「勞 

  工保險」，雇主如未依規定為小明投保，依規定將被課與保險費金額二 

  倍罰鍰，小明如因此受到損失，他的老闆還得賠償小明。另外老闆未替 

  小明投保「健保」，依<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除會被追繳保險費外， 

  並會被處保險費二倍的罰鍰。 
 

 

 

      小明的時薪只有新台幣 65元，而依行政院院會最新通過基本工資 

      調整的規定，基本工資自民國 96年 7月 1日起調整為每月新台幣 

   17,280元、每小時新台幣 95元。小明的老闆因違反最低基本工資規 

   定，依<勞動基準法>規定，將被處以二千元以上二萬元以下罰鍰。 

 

<案例三>小明當初至 PIZZA店應徵時，老闆並沒有告訴他薪資如

何計算，等到領薪日小明才發現他所領取之薪資僅每小時新台幣 65

元，小明不太滿意老闆給的薪資，想了解老闆是否違法？ 

<案例二>小明所受僱的 PIZZA店員工有三十人以上，老闆因面臨

同業強力競爭壓力，為節省經營成本，不打算為小明投保勞保及健

保，老闆這懂省錢的行為合法嗎？ 

<案例一>由於近年來大學學費不斷調漲，小明打算利用課餘時間
至 PIZZA店擔任計時工讀生外送 PIZZA，像小明這種計時的工讀生

算不算是<勞動基準法>裡所保護的勞工？會不會有行業的分別？ 

解 

解 

解 



 

 

      小明在上下班必經途中發生意外事故，並不是因為另外的私人行 

      為例如繞去別的地方所致，也沒有違反法令，這類事故仍然是「 

   職業災害」，可以請求「職災補償」。但小明的老闆因為沒有為小套投 

   保勞保，就應該負擔全額的職業災害補償費。 

 

 

 

工讀糾紛處理 
誤入求職陷阱處理方式： 

如被詐欺或誤入色情行業，應立即報警處理。 
  

如買到生前契約、氣血循環機等產品或服務，可依消費者保護法第十九條規

定，在七天內退還商品，解除買賣契約。 

根據勞資爭議處理法，若與雇主發生勞資爭議，應蒐集人事時地物等證據資

料，向所屬勞工行政主管機關尋求協助。 

依據就業服務法規定，雇主招募或僱用員工，不得有不實廣告或揭示、收取

保證金、扣留證件等情事，若經檢舉查證屬實，將依違反就業服務法，視情

況處新台幣六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不等罰鍰。 

 

協助單位聯絡方式： 

勞工主管機關  

 單位 單位服務電話 

勞委會職訓局 0800-085-051 

台北縣政府勞工局 (02)29603456 轉 5236 

台北市政府勞工局 (02)27208889  轉 7015-7019 

桃園縣政府勞動及人力資源局 (03)3322101  轉 6804或 6805 

<案例四>有一天小明騎機車上班途中，不幸遭酒醉駕駛人迎面撞
傷而住院，小明出院後申請勞工保險時，才赫然發現老闆並未為

他投保勞工保險，小明頗懊腦，此時又聽說有人於上下班的路途

發生意外可請求「職災補償」，那他能不能請求？沒有加入勞工保

險的情況下，他要向誰請求？ 

解 

https://www.wda.gov.tw/
http://www.labor.tpc.gov.tw/
http://www.bola.taipei.gov.tw/
http://ctrl.tycg.gov.tw/cgi-bin/list_organ.cgi?toselect=3e4b3258/3e4b52f0


新竹縣政府勞工局 (03)5518101  轉 3051或 3052 

新竹市政府勞工局 (03)5324900   轉 19 

苗栗縣政府社會局 (037)357040   轉 301或 302 

台中縣政府勞工局 (04)25263100  轉 2821 

台中市政府勞工局 (04)22291731   

彰化縣政府勞工局 (04)7264150   轉 1062   0800-529191 

南投縣政府社會局 (049)2222106 轉 557 

雲林縣政府勞工局 (05)5341741 

嘉義縣政府社會處 (05)3620900  轉 107 

嘉義市政府社會局 (05)2254321  轉 154  

台南縣政府勞工局 (06)6320310  轉 112 

台南市政府勞工局 (06)2982331 

高雄縣政府勞工局 (07)7330823  轉 316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 (07)8124613   轉 335 

基隆市政府社會局 (02)2420112   轉 2209或 2210 

宜蘭縣政府社會局 (03)9251000  轉 1481-1484 

花蓮縣政府社會局 (03)8227171   轉 390  391  396 

台東縣政府社會局 (089)351834  

屏東縣政府勞工處 (08)7558048   轉 31-37 

金門縣政府社會局 (082) 371450 

澎湖縣政府社會局 (06)9270907 

連江縣政府民政局 (0836)25717   轉 26    
 

其他申訴管道 

單位 單位服務電話 

刑事警察局檢舉專線 (02)27661919 (02)27668989  

免費報案電話：0800-211-511～512 

台北市政府消費者服務中心 (02)27256169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投訴專線 (02)23510022 

財團法人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02)27001234 

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專線 (02）33437855 、33437856 

※以上資料源自行政院青輔導會—大專學生 RICH  

https://rich.yda.gov.tw/richCandidate/ 

 

http://www1.hchg.gov.tw/hchg/default0.htm
http://www.hccg.gov.tw/hc2500/index.html
http://www.miaoli.gov.tw/depart0d/index.htm
http://takejob.taichung.gov.tw/
http://www.tccg.gov.tw/intro/institution/homepage/index1.htm
http://www.chhg.gov.tw/
http://www.nantou.gov.tw/nthgpoint/social/index.htm
http://www.yunlin.gov.tw/chinese/department/work/index.asp?item=work
http://www.cyhg.gov.tw/16/society/index.htm
http://www.chiayi.gov.tw/society/index.htm
http://lab.tainan.gov.tw/
http://www.tncg.gov.tw/
http://www.kscg.gov.tw/intranet/working/index.htm
http://labor.kcg.gov.tw/
http://soc.klcg.gov.tw/
http://sntroot.e-land.gov.tw/
http://www.hl.gov.tw/dept/sc/main.htm
http://www.taitung.gov.tw/
http://www.pthg.gov.tw/pt33now/g000/
http://www.kinmen.gov.tw/
http://www.phhg.gov.tw/chinese/depart/society/index.htm
http://www.matsu.gov.tw/
https://rich.yda.gov.tw/richCandidate/


 
慈濟科技大學學生工讀獎助金實施辦法 

 
為協助家境清寒優秀學生順利完成學業，並培養學生勤勞之美德，體認服務

之精神，特定本辦法。 

 

辦法內容： 

申請資格：本校學生學業成績七十分(含)以上，操行成績八十分(含)以上，未

享有公費者，得提出申請，(暑修一科，學分四學分(含)內，可提

出暑期工讀申請)，但以家境清寒者為優先任用。 

工讀內容：文書處理、整理環境、管理書報、其他指定工作等(視各申請單位

需求)等，以無礙學生身心為原則。 

工讀時間：分暑期、寒假工讀及學期中工讀，以不妨礙學生課業為原則。 
 

名  額：依各處室實際需要於學期結束前向學生事務處提出所需工讀名

額，經工讀生審核委員會於學期結束前二週核定。 

   申請時間：1.暑期工讀：於學期結束前二週向學生事務處辦理手續。 

       2.寒假工讀：於學期結束前二週向學生事務處辦理手續。 

        3.學期中工讀：於學期結束前二週申請下學期工讀，新生於開      

學一週，向學生事務處辦理手續。 

參加工讀學生仍具申請其他獎學金之資格，取得公費後，即取消工讀資格。 
 

申請獎助金時應填寫「學生工讀獎助金申請書」。 

 

校內工讀關愛(申訴)電話： 

 
學務處生輔組    (03)8572158轉 2341、2317、2489、2490、2491 

宿舍服務股      (03)8572158轉 2385 

學諮中心        (03)8572158轉 2338 

實習生諮商專線  (03)8572158轉 2338 

教官值勤專線   （03）8571463 

危機處理中心   （03）8577959 （03）8572158轉 2336 

 

慈濟科技大學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關心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