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院醫師與醫療機構之聘僱契約範本
立契約人○○○ （以下簡稱甲方）
○○○ （以下簡稱乙方）
雙方同意訂立契約條款如下，以資共同遵守履行：
一、契約期間及受僱者職稱：
甲方自
年
月
日至
為
。

年

月

日，僱用乙方

二、聘任規定：
（一）乙方於接到甲方通知後，應依規定之到職日辦理報到手續並
簽署書面聘僱契約，逾期視為自動放棄，該通知因逾期失
其效力。
（二）簽約到職後，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執業登記。
三、訓練及工作項目：
（一）乙方應接受甲方之指導監督及考核，從事下列訓練及工
作：
。
（二）乙方同意接受甲方基於業務需要，安排工作(工作內容及時
間)，並接受甲方之督導管理，但不得逾前款之約定。變更
前款約定，應以書面方式為之。
（三）未經甲方書面同意，乙方不得為第三人提供勞務。
四、訓練及工作地點：
（一）乙方訓練及工作地點為
。
（二）甲方如需調動乙方之訓練及工作地點，應徵求乙方意見，且
符合下列原則：
1.為醫療運作上所必需，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目的。但法律另
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2.對乙方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
3. 調動後工作為乙方體能及技術可勝任。
4.調動工作地點過遠，甲方應予以必要之協助。
5.考量乙方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
五、訓練及工作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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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輪班制）乙方訓練及工作時間如下：
1.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 10 小時，連同值班時之工作時間
不得超過 28 小時，但期間應有短暫休息；兩次值勤之間至少
應隔 10 小時。
2.每 4 週總工作時間為
(上限為 320 小時)。
3.非值班日符合下列情況且經乙方同意者，每日正常工作時間得
不受第 1 目約定時間限制：
(1)病人病情危急需持續照護。
(2)遇有重要學術價值之事件。
(3)病人本人或家屬請求由原住院醫師持續照護。
（二）（輪班制）乙方訓練及工作時間如下：
每 4 週為
小時(上限為 320 小時)，每日連同延長工作
時間不超過 13 小時。符合下列情況且經乙方同意者，每日
工作時間得不受前揭約定時間限制，但連續工作時間不得
超過 16 小時：
1.病人病情危急需持續照護。
2.遇有重要學術價值之事件。
3.病人本人或家屬請求由原住院醫師持續照護。
（三）前兩款約定工作時間以外之事項，工作時間採計原則如下：
1.值班：夜間或假日在機構內提供病人照護服務，計入工作時
間計算。
2.待命：於指定地點、時段待命，並要求於一定時間內到達機
構服務者，計入工作時間計算。
3.候傳：列於班表，未強制要求需本人到達機構服務，其工作
時間以實際到達服務機構之時數列入計算。
4.隨同轉診：自出發至回機構之時數列入計算。
5.臨時召回：未列於班表，以實際到機構服務之時數列入計
算。
6.會議活動：奉派參加會議者，應計入工作時間計算；如未出
席不致影響考績、學習評量成績或受懲戒處罰之自主性參加
之繼續教育或會議活動，不計入工作時間計算。
（四）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確有延長工作時間之必要者，不
受第 1 款及第 2 款之限制，甲方應按實際延長之工作時間
另計給 2 倍之平日每小時工資額。但經乙方書面同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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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得隨時約定以補休或其他方式補償，惟不得於延長工
作時間事實發生前概括約定。
（五）甲方得視業務需要並經乙方同意，採輪班制或非輪班制。
（六）乙方於妊娠或哺乳期間，甲方不得安排其於午後 10 時至翌
晨 6 時之時間內工作。
（七）甲方基於業務需要而有安排乙方於本條約定工作時間以外另
為工作時，除病人危急需持續照護或遇有重要學術價值之
事件外，應於
以前通知乙方。
六、例假、休假、休息：
（一）甲方應給予乙方每 7 日中至少有 1 日之休息，作為例假。如
經由彈性約定，得於 2 週內安排 2 日之休息，作為例假，
但不得連續工作超過 12 日。
（二）休息日約定如下:
。
（三）乙方於甲方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
休假：
1.6 個月以上 1 年未滿者，3 日。
2.1 年以上 2 年未滿者，7 日。
3.2 年以上 3 年未滿者，10 日。
4.3 年以上 5 年未滿者，每年 14 日。
5.5 年以上 10 年未滿者，每年 15 日。
6.10 年以上者，每 1 年加給 1 日，加至 30 日為止。
（四）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應放假日，均予休假。為配合醫院醫療業務及照
顧病患需要，甲方得採行排班輪值，將部分休假日與其他
工作日對調。
（五）因天災、事變或重大突發事件，致乙方無法於前 4 款例假、
休假日或特別休假完整休息者，甲方應加倍發給停止假期
之工資，並於事後給予補假休息。
七、工資：
（一）工資項目、金額或標準、調整方式：
（二）發放工資日期與方法：＿＿＿ ＿ ＿＿。
（三）其他津貼、獎金：
。
（四）甲方不得單方決定調降或不利變更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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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甲方不得預扣乙方工資作為違約金或賠償費用。
八、請假：
□ 依性別工作平等法及勞工請假規則辦理。
□ 依公務人員請假規則辦理。
□ 其他
。
九、終止契約：
（一）甲方預告終止契約之情事及資遣費發給方式：
。
（二）乙方終止契約規定：
1.預告期間：準用勞基法第 16 條規定之期間。
2.離職手續：
。
（三）雙方得另行約定乙方於服務達一定年限時，若因不可歸責於
乙方之事由離職，甲方不得請求違約金及損害賠償；若因
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甲方得請求乙方償還訓練費用及其
他損害甲方之費用；前揭費用應有合理之具體計算方式及
金額，不得顯失公平。
十、職業災害權益：
（一）甲方應依勞動基準法、勞工保險條例及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
辦理。
（二）其他保險給付：
（例如甲方為乙方投保意外
險、責任險等）。
十一、社會保險及福利：
（一）甲方應依勞工保險條例、就業保險法及全民健康保險法等相
關法令規定，為乙方辦理參加社會保險。對於乙方發生各
該保險之保險事故時，由甲方依法為其辦理請領保險給付
手續。
（二）乙方在本契約有效期間，享受甲方事業單位內之各項福利設
施及規定。
（三）乙方同意甲方得於工資中扣除所得稅、勞健保等代扣服務。
（四） 其他相關之福利、職災補償、傷病補助、保險事項，乙方
同意均依甲方之員工工作規則或相關管理規定辦理。
（五）其他：
。
十二、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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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甲方同意擬具符合本契約所需之住院醫師訓練計畫，並善用
醫院資源，指導乙方依計畫完成訓練。
（二）乙方同意遵守甲方之前款訓練計畫，接受甲方之業務輔導，
務實執行醫院之醫療、教學及研究工作。
十三、考核及獎懲：
乙方之考核及獎懲依甲方所訂工作規則或人事規章規定辦
理。
十四、膳宿及工作用具費：
（一）乙方於聘約期間之膳宿，應自理之。但基於教學訓練（含病
患照護）需要，甲方得提供宿舍供乙方使用，並由乙方支
付必要費用。乙方於完成前揭訓練後，應於
日內將宿
舍回復原狀並無條件遷出，歸還甲方。
（二）乙方於聘約期間，為執行住院醫師業務所需之醫材及工具，
甲方應無償提供，但雙方就特殊項目另有約定者，從其約
定。
十五、服務與紀律：
（一）乙方應遵守甲方訂定之工作規則或人事規章。
（二）乙方在聘約期間取得、知悉甲方之業務上秘密，未經甲方同
意，不得洩漏或交付第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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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聘約期間應使用甲方提供之合法軟體，並克盡維護資料
安全之責。
（五）乙方應接受甲方指定參加之各種勞工教育、訓練及集會，並
計入工作時間計算。
（六） 乙方同意在聘約期間，於職務上所完成之
（如著
作、智慧財產權、專利商標等），除雙方另有書面約定
外，其著作權、商標權、專利權歸屬甲方。
（七）其他：
。
十六、安全衛生：
（一）甲方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及相關法規規定，辦理職業安全衛
生事項，維護醫師之安全健康。
（二）乙方應接受甲方安排關於工作及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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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權利義務之其他依據：
甲、乙雙方於聘僱契約存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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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工作規則、人事規
章及政府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八、契約修訂：
本契約之修訂，非經雙方同意，並以書面為之，不生效
力。
十九、契約之存執：
本契約 1 式 2 份，雙方各執 1 份為憑。
雙方因本契約發生爭議，同意以甲方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
第一審管轄法院。
立契約書人：
甲方：
代表人：
乙方：
地址：
身分證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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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