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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專職聖工人員退職、資遣、退休、撫恤簡則 

 
95.05.18 修訂第 5條第 2款第 2目、第 14條第 1款 

97.02.29 修訂第 3條第 3款 

98.01.01 修訂第 14條第 1款 

98.09.01修訂第 4條第 1.2 款、第 14條第 1款 

2016.8.25 修訂第 9條 

第 一 條 目的 

為樹立真耶穌教會台灣總會（下稱本會）專職聖工人員健全

之退職、資遣、退休、撫恤等管理制度，訂定本簡則。本簡

則未盡事宜，悉依本會規章細則、辦法、簡則或信徒代表大

會議決為準。 

與本簡則相關之辦法，亦為本簡則之一部份。 

本簡則於勞動基準法暨相關法令修訂而有其適用時，應即終

止適用。 

前項情形應由本會信徒代表大會依法重新訂定符合法律規定

之相關辦法，送主管機關核備後公告施行。 

第 二 條 定義  

本簡則用詞定義如下： 

一、專職聖工人員：係指本會所屬非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各單

位人員，其不因支薪單位不同而異。但下列情形不在此

限： 

(一)經依本簡則規定退休人員，再經任用為專職聖工人員

時，不適用本簡則規定。 

(二)各地方教會或其他本會所屬單位有準用本簡則人員，

應依其原任單位契約或本會規章細則而定。 

二、月平均基本薪點：係指計算事由發生日起（含當月）前

六個月所得總基本薪點除以六。任職未滿六個月者，以

該期間所得總基本薪點除以該期間總日數、再乘以三十

計之。但因病假半薪或留職停薪期間均不予計入。 

三、年齡：年齡之認定，以戶籍記載為準，自出生之日起足

數計算之。 

四、年資：年資之計算方式自任用日起算； 

(一)本簡則適用前後之年資均予併計。 

(二)斷續年資均予併計，但依本簡則請領自提部分基金、

退職金、資遣費者或中斷期間在三個月以上者，重新

起算。 

(三)調任本會所屬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單位者，重新適用於

本簡則時，年資重新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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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留職停薪期間年資應予扣除。但留職停薪係因病所致

者，不在此限。 

五、在職：係指受任於本會，支領生活費期間。但留職停薪

係因病而致者亦視同在職。 

六、因公：本簡則所稱之因公傷病、因公殉職，準用勞工保

險被保險人因執行職務致傷病審查準則審定標準。 

七、心神喪失：準用勞工保險殘廢給付標準表第 1、2、3 項

規定者。 

八、身體殘廢：指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而言： 

(一)毀敗視能：準用勞工保險殘廢給付標準表第三級以上

規定者。 

(二)毀敗聽能：準用勞工保險殘廢給付標準表第五級以上

規定者。 

(三)毀敗語能：準用勞工保險殘廢給付標準表第七級以上

規定者。 

(四)毀敗一肢以上機能：準用勞工保險殘廢給付標準表第

三級以上規定者。 

(五)毀敗其他重要機能：準用勞工保險殘廢給付標準表第

三級以上規定者。 

九、退撫基金之凍結：係指構成要件該當時，即不得再為動

支，亦暫停撥繳。 

十、本簡則議決門檻：應有應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以上出席，

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以上或三分之二以上通過。 

第 三 條 退撫基金與提撥 

本會為保障專職聖工人員之退撫事宜，設立退撫基金，專職

聖工人員應一律參加，其經費來源由本會與專職聖工人員共

同撥繳費用建立之，其撥繳辦法如下： 

一、共同撥繳費用：按專職聖工人員基本薪額加一倍之百分

之八至百分之十二之費率，本會撥繳百分之六十五，專

職聖工人員繳付百分之三十五。 

二、本會每年度應編列預算撥付之。但地方教會或本會所屬

其他單位任用人員準用本簡則規定者，應由原任用單位

撥付之。 

三、第一款規定，惟專職聖工人員服務滿三十五年者得免再

繳付。 

前項退撫基金應訂「退撫基金監督管理辦法」並設「退撫基

金監督管理委員會」，其管理辦法及監督管理委員會之組織

準則另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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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第一條第三項情事時，退撫基金除支付已執行中之退休

金、撫恤金外，應即行凍結，經信徒代表大會議決處理之。 

本會因重大事故致行政無法運作或解散時，退撫基金應即行

凍結，並得由退撫基金監督管理委員會為緊急處分。但自提

部分基金應優先返還，總額不足返還全體在職聖工人員自提

部份基金時，應依比例執行之。 

第三條之一 月退人員之退撫金，由本會經常部撥款補助支付之。 

第 四 條 退職（離職、除名免職） 

專職聖工人員因故請辭獲准離職； 

一、任職未滿五年者，得申請無息一次返還自提部分基金並

以台灣銀行之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加計利息，申請退職

金。 

二、任職五年以上者，得按每年一個月平均基本薪點計算，

其零餘月數部份不計，申請退職金。 

專職聖工人員因離道除名或因故免職者，其自提部分基金，

得申請無息一次返還之。 

原領有每月退休金之人員，如有前項情形者，應立即停止支

給。 

本條自提部分基金之返還或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申請之退職

金之權利，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本條自提部分基金之返還或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申請之退職

金，應於申請返還或核定後三十日內給予之。 

第 五 條 資遣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會得預告終止任用： 

一、本會經費短絀時。 

二、業務緊縮或業務性質變更，有減少原屬單位任用人員之

必要，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時。 

三、專職聖工人員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包

含但不限於下列諸目： 

(一)專職聖工人員之服侍精神、態度、體能、本職能力不

能勝任者。 

(二)違反專職聖工人員服務要點第三條專職聖工人員不得

兼差之規定者。 

(三)因傷病逾延長期假或准予留職停薪期滿，仍未能治癒

者。 

前項第三款規定，於因公傷病假期間、姙娠期間、產假期間

不得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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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條 構成要件競合 

符合第十一條自請退休要件而有前條規定之情事者，應立即

命令退休，不適用前條規定。 

前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一目、第二目規定情形，情節重大者，

應予免職，依第四條第二項規定處理之，不得為資遣。 

因公傷病所致之工作能力減損，本會應以原職級原待遇，差

派其他輕便工作，不適用前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但該專職

聖工人員不願任差派工作者，不在此限。 

第 七 條 資遣程序 

依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事由資遣時，應依下列規定為之； 

一、資遣當事人不得低於五人。 

二、應依本會信徒代表大會提案程序，經信徒代表大會三分

之二以上通過，由總會負責人會執行之。 

三、因經費短絀，本會得以分期給付之，但以五年為限。 

依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事由資遣時，應依下列規定為之： 

一、得由處、院負責提案，經總會負責人會三分之二以上通

過執行之。 

二、得依本會信徒代表大會提案程序，經信徒代表大會二分

之一以上通過，由總會負責人會執行之。 

三、如因情勢特殊，本會得以分期給付之，但以三年為限。 

依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事由資遣時，應依下列規定為之： 

一、專職傳道人員： 

(一)得由駐牧之地方教會職務會三分之二以上通過，經區

負責人會三分之二以上通過，送總會負責人會三分之

二以上通過執行之。 

(二)得由區負責人會三分之二通過，經總會負責人會三分

之二以上通過執行之。 

(三)得由教牧處處負責提請總會負責人會三分之二以上通

過執行之。 

(四)專職傳道人員擔任科、處、院、區負責或行政職時，

得由上一級主管提案，經總會負責人會三分之二以上

通過執行之。 

二、非專職傳道人員之資遣： 

(一)在區；為地方教會職務會三分之二以上通過提案或區

負責人會提案，經區代表會議決通過執行之。 

(二)在總會；為各科負責或主管提案，經處、院負責複審

同意後執行之。但主管職人員（含科、處、院負責）

應由上一級主管提案，經總會負責人會三分之二以上

通過執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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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支機構人員（包含但不限於學生中心等），準用前

目規定處理之。 

依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三目事由資遣時，準用前項規定，

但亦得由人事單位依事實逕為執行。 

第 八 條 預告期間 

本會依第五條終止任用時，預告期間依下列規定： 

一、繼續任職三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於十日前預告之。 

二、繼續任職一年以上三年未滿者，於二十日前預告之。 

三、繼續任職三年以上者，於三十日前預告之。 

專職聖工人員於接到前項預告後，得請二日謀職假，請假期

間不扣薪給。 

本會得直接發給預告期間之薪給，而為終止任用。 

第 九 條 資遣費 

本會依第五條終止任用時，除前條規定外，適用 98 年 12 月

31日前之工作年資，應依下列規定發給資遣費。 

一、任職年資每滿一年，給予相當於一個月平均基本薪點之

資遣費。 

二、依前款計算之零餘月數，或工作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

算之；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 

前項資遣費之給予，除第七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二項第

三款外，應於專職聖工人員被資遣離職日起三十日內給

予之。 

自 99 年 1 月 1 日後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之員工，

每滿一年發給平均基本薪點、各項加給及津貼之二分之

一個月為資遣費；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

給六個月之平均基本薪點、各項加給及津貼為限。 

依前項規定計算之資遣費，應於專職聖工人員被資遣離

職日起三十日內發給。 

第 十 條 經費（退職金、資遣費） 

依本簡則第四條規定之退職金、第九條規定之資遣費，退撫

基金先行墊付後，原任權責單位應於次年度以不計利息編列

等額經費（扣除當事人自提部分），撥入退撫基金。 

第 十一 條 自請退休 

本會專職聖工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自請退休，但本會

得依事工需要暨經費情形，而為核駁之決定。 

一、任職年資滿十五年，年滿六十歲者。 

二、任職年資滿二十五年者。 

三、任職年資滿十年，年滿五十歲，因身體衰弱不堪任職，

經區域醫院或醫學中心證明屬實者。 



4-8 專職聖工人員退職、資遣、退休、撫恤簡則 

 - 6 - 

專職聖工人員自請退休，應於前年度九月底以前填具退休申

請書，報行政處人事單位審核。 

第 十二 條 命令退休 

專職聖工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命令退休： 

一、年滿六十五歲者。 

二、因公傷病致身體殘廢或心神喪失，不堪勝任職務者。 

第 十三 條 退休生效日 

自請退休經審核通過或命令退休之退休生效日，為每年一月

一日或七月一日。但特殊情形者不在此限。 

第 十四 條 退休金 

依本簡則第十一條、第十二條規定退休者，按下列規定核給

一次退休金： 

一、任職年資每滿一年給予一點五個月平均基本薪點，最高

三十五年給與五十三個月平均基本薪點。 

二、依第十二條第一款之規定命令退休，但其任職年資未滿

五年者，其零餘月數不計，每滿一年給予一個月平均基

本薪點。 

三、依第十二條第二款之規定命令退休，其任職年資未滿五

年者，以滿五年計。退休金之給予，應於核准退休或強

制退休並辦妥離職移交手續後三十日內一次給付之。但

因退撫基金不敷當年度支付，無法一次發給時，不在此

限。 

第 十五 條 撫恤 

專職聖工人員在職離世時，得由受益人依下列標準，一次請

領撫恤金： 

一、專職聖工人員任職年資未滿五年者，給予相當於十個月

平均基本薪點之撫恤金。 

二、專職聖工人員任職年資五年以上者，每滿一年增加一個

月平均基本薪點撫恤金，超過十五年者，每滿一年增加

二個月平均基本薪點撫恤金，總計以四十二個月平均基

本薪點為限。 

三、因公殉職者，加給五個月平均基本薪點之撫恤金。 

專職聖工人員離世而其子女不能自謀生活且未成年時，受益

人得申請以年撫恤金方式給付，但本會得依事實核駁之，規

定如下： 

一、每年給予六個月平均基本薪點，至其子女能自立時，但

不得逾十年。 

二、前款情形，如其所遺最年幼子女已成年時，應以其依前

項標準計算之一次撫恤金扣除已發給之年撫恤金總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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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額，一次給付之，如無餘額不再發給。 

專職聖工人員離世如無受益人或受益人有第十六條第三項情

事時，得由代為殮葬之人申請殮葬費用等額之撫恤金，但不

得超過依第一項標準計算之一次撫恤金總額，且最高以新台

幣壹拾萬元為限。 

前三項所稱受益人之規定如下： 

一、依專職聖工人員書面指定順位為之；但受益人之變更，

應以專職聖工人員親至本會填妥書面變更之意思表示，

方得生效。 

二、專職聖工人員未指定受益人時，依民法有關遺產繼承之

順位為之，同序位繼承人有數人時，應同時具領。 

受益人申請撫恤金，本會得要求檢附相關正本書件暨身分證

明文件。 

受益人請領撫恤金之權利，自專職聖工人員離世日起，二年

間不行使而消滅。 

撫恤金之給予，應於核准後三十日內給付之。但因退撫基金

不敷當年度支付，無法一次發給時，不在此限。 

第 十六 條 撫恤金除外條款 

專職聖工人員離世係因服用毒品、麻醉藥品、酒類或其他相

類之物而致事故者、或自殺、犯罪行為致死者，不適用前條

規定。 

專職聖工人員離世係由前條得受領撫恤金之受益人故意所致

者，該受益人喪失撫恤金受領權，但其他順位受益人或繼承

人仍得受領。 

專職聖工人員離世受益人因故不能殮葬時，喪失其撫恤金受

領權。 

第 十七 條 失格 

撫恤金之受領人，若事後發現其構成要件不符致受領權消滅

或喪失，或發現係冒領情事，本會除依法追回外，並移送司

法機關審理。 

第 十八 條 請領競合 

專職聖工人員如已具第十二條命令退休要件或已依第十一條

提出退休申請之書面意思表示後離世，其受益人僅得擇優領

取退休金或撫恤金。 

第 十九 條 受領權專屬性 

當事人或受益人領取自提基金返還、退職金、資遣費、退休

金、撫恤金之權利，不得讓與、抵銷、扣押、供擔保或預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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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十 條 責任抵充 

依本簡則支領之現金給付，除其個人自提部分基金外，均得

為本會依國家法定責任之抵充。 

第二十一條 強制暫緩執行 

本簡則執行有重大爭議或退撫基金不足支應當年度一次退休

金時，應暫緩執行，由總會負責人會提案，交付當次信徒代

表大會議決處理之。 

第二十二條 簡則立法、修訂程序 

本簡則經常務負責人會、總會負責人會通過，送信徒代表大

會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第二十二條之一 

為配合勞工退休金條例（自 94.7.1 起），實施於五年內

99.6.30 時限前，專職聖工人員得自由選擇參加新制勞退制度

（個人退休專戶）或留在總會原有退撫制度中，總會得另訂

「台灣總會專職聖工人員轉換新制勞工退休制度辦法」，供

專職聖工人員採決之。 

第二十三條 施行日期 

本簡則於民國八十四年七月一日公告施行，民國九十三年二

月八日經第六十七屆信徒代表大會修訂通過，自民國九十三

年四月一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