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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普通员工聘用合同 
 

聘用临时普通员工必须填写本表，本表还须由《人力资源授权政策》规定的受权人员批准和签署。 
 

提交薪酬申领表 

员工须按大学规定在完成一个两周工作周期后立即向督管人员提交薪酬申领表。 

新员工 银行事务授权与税务申明表须与本表一起交上 

<NAME OF UNIVERSITY> 前员工/现员工 是的 不是 请提供工号: 
 

姓: 名:  出生日期: / / 

地址: 

电话号码: (家宅) 

 
 

 
(手机) 

邮编: 

学院/分部:  系: 校区: 

现行《<NAME OF UNIVERSITY> (教研与普通员工)企业协议(EA)》 条款与条件适用于您的聘用。  

请注意，只要符合学历要求，临时普通员工可有资格申请转为固定聘用期或持续聘用的员工。现行《企业协议

》可在<NAME OF UNIVERSITY>网站 “Employment Arrangements”一栏下查阅。这些条款与条件不属本协议部分。 
 

合同条件: 本大学可在下述时期内聘用您。 
 

 

开始日期: / / 结束日期: / / 学生兼职: 
 

 

督管人员: 
 
 

支出账户编号: 

   .   .    .     /  

   .   .    .     /  

 

 

职责 

说明 类别 薪酬额 

(含 25% 附加款额) 
周数 预计小时总数 

     

     

总共   
 

在开始工作之前，本合同原件必须交给人力资源部业务处，副本提供给受聘员工。 
 

 

仅供人力资源部业务服务处使用： 

工号:    

职位编号:    

 
 
 
工资员:    

 
 
 
日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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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普通员工工作时数 

您将按小时受聘进行工作。预计工作时数只是个大约数，有可能因大学的需求而有所变动。超出预计工作时数的工作需事 

先得到经理/督管的批准。 

小时工资率 / 已完成工作时数的报酬 

您的小时工资率将根据《2011 年企业协议》工资标准表 1 加以计算。该工资率已包含年假、病假、公共假日和加班费等附 

加费。您必须按照《工资规定与程序》为前两周所做的工作填写《临时工作时数工资申领表》(HR10 form)。您的申领表必 

须由有关受权人按照《人力资源部授权规定》加以批准。 

新员工培训 / 工作场所迎新介绍 

您须按照《工作场所迎新核查表 – 临时员工》(HR21 form) 参加督管举办的工作场所迎新介绍活动。 

员工行为准则 

您须熟悉并始终遵守《员工行为准则》。 
 

校区工作场所歧视和骚扰 

您须熟悉并始终遵守《员工歧视与骚扰政策》。 

学历证明 / 所需文件 

提供这项工作的前提是您须向督管提交这项工作所需的学历(若适用)及有资格在澳洲工作(必须提供)的合适证明文件。经认 

证的复印件和原件复印件(督管必须注明见到过原件并签名和署上日期)可被接受。学历文件由院/系保存并记录于下表。 

 
学历 

主要 / 基本学历 

例如：学士、证书 

 
 
授予年份 院校 国家 

 

 
 

经理/督管亲眼见过上述学历文件，复印件已提供。 
 

视工作性质而定，您可能需要提供 涉及儿童的工作许可证 警方无犯罪记录核查证明。(按需打勾) 
 

大学法规、规定和政策 

您须遵守不时修订的大学法规、规定和政策。维大要求您熟悉并遵守本合同提到的政策之外的大学所有政策。大学政策不 

形成本合同的一部分。大学法规、规定和政策可在<NAME OF UNIVERSITY>网站上查阅。 
 
知识产权的转让 

对于任何发明、专有技术、保密信息、专利、商标、设计、电路布局、植物种类、版权、域名、电脑程序以及其他所有产 

生于知识活动的权益(“知识产权”)，大学将拥有所有现在和将来的权利、产权和利益，这包括您在本大学受聘期间或使用本 

大学资源而创制的任何材料或其他作品的注册权(若有的话)。您同意在需要时积极合作采取所需任何步骤，包括签署文 

件，以促成这些知识产权转给本大学。 

请注意，作为在自己领域中应当已有或可能会有商业实际应用成果的研究人员，您有责任去发明创造。 
 
模拟工作的责任与期望 

您须遵守《责任与期望》文件中的规定。您在签署了这份文件并认可接受这些责任与期望之后才可开始从事模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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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下面签名即表示同意并接受本合同的条款和条件，并证实(若适用的话)： 

我已向督管提供了适于我的职位的学位或相等高校学历证明认证复印件或原件。 

我声明维多利亚大学持有与我的职位相关的任何必要就业核查结果，比如涉及儿童的工作核查 / 警方无犯罪记录核 

查。 
 

我已向督管提供了我的澳洲出生证/护照的认证复印件或原件；若我不是在澳洲出生的，我已向督管提供了我的永久 

居民证明、工作签证或澳洲公民证明。 

(如果不是澳洲公民或永久居民，有资格在澳洲工作的证明就必须与本合同一起交给人力资源部。) 
 

我在下面签名即表示同意并接受本合同的条款和条件，并证实： 

我阅读并理解了《工作场所歧视与骚扰》的信息。 

我没有可能受即将所做工作影响的、《事故赔偿法令》(Accident Compensation Act) s82 (7)、(8)条款所规定的现有伤情或 

疾病。 

我有可能受即将所做工作影响的、《事故赔偿法令》(Accident Compensation Act) s82 (7)、(8)条款所规定的现有伤情或疾 

病。我附上了说明伤情或疾病的信函。 

我以前没有收到过<NAME OF UNIVERSITY> 的超额员工遣散款。或 

我以前收到过<NAME OF UNIVERSITY>的超额员工遣散款，我从<NAME OF UNIVERSITY> 离职的日期是   /    / 。  

(可能有就业限制。请在开始 工作之前联系人力资源部。) 
 
 
受聘员工:       姓名:    

员工签名 正体书写姓名 
日期: / / 

 
 
推荐人:    姓名:    日期: / / 

经理/督管签名 正体书写姓名 
 
 
批准人:    姓名:    日期: / / 

人力资源授权政策规定的有关受权人 正体书写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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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rWork Ombudsman(公平工作调查专署) - 公平工作说明 
 

自2010年1月1日起，在新员工开始工作后，雇主就须尽早向他们提供这份《公平工作说明》(Fair Work Information 
Statement)。这份说明提供涉及员工就业事项的基本信息。如需详情，您可致电公平工作信息专线 13 13 94 询问或登入网 
站 www.fairwork.gov.au 查阅。 

 
 

全国就业标准 

《2009年公平工作法令》(Fair Work Act 2009)通过《全国就业标准》(National Employment Standards - NES)向雇员提 

供基本条款和条件的安全网。 
 

《全国就业标准》规定了工作场所的10项基本权益： 

1.  全职雇员的标准工作周工时最多为38个小时，加上一些“合理”的额外工作小时。 

2.  要求灵活工作安排的权利，以便照看学龄前孩子或残障孩子(18岁以下)。 

3.  12个月的产假或领养假(无薪)，另有权再要求12个月的假期。 

4.  每年四周的带薪年假(按已工作时间比例)。 

5.  每年10天带薪个人/照料者事假(按已工作时间比例)，经许可的每次2天带薪事假，以及经许可的每次2天无薪 

照料者事假。 

6.  陪审团或处理某些紧急情况或自然灾害的社区服务假。这类假期无薪，除非是参加陪审团。 

7.  长期服务假。 

8.  上述日子的公共假日和普通工作小时薪酬率待遇。 

9.  合同终止提前通知和超额员工遣散款。 

10.新员工获得《公平工作说明》的权利。 
 

 
《公平工作说明》可上网站 www.fairwork.gov.au 查阅。请注意您获得《公平工作说明》的权利有一些条件或限制。比 

如，临时员工就不能获得某些权利。 
 

如果雇主把企业出售或转让给新业主，您的一些《公平工作说明》权利可能转给新雇主。可转带的《公平工作说明》权利 

包括个人/照料者事假、产假、以及要求灵活工作安排的权利。 
 

现代工资待遇标准 

除了《公平工作说明》以外，您还可能享受现代工资待遇标准。不能享受现代工资待遇标准的雇员可享受另一项《其他类 

工资待遇标准》(Miscellaneous Award)。 
 

现代工资待遇可能含有最低工资、加班工资、工种、灵活工作安排、工作小时数、工间休息时间、级别、补贴、假期和假 

期附加款额、养老金、协商程序、代表及纠纷解决等规定。现代工资待遇还可能含有行业特定的超额员工遣散款规定。 
 

如果您是经理或高收入雇员，涵盖您所在行业或职业的现代工资待遇可能不适用于您。比如，如果您的雇主书面保证您的 

年薪超过$108,300(每年按通货膨胀率调整)，您就不能享受现代工资待遇，但仍可享受《公平工作说明》权利。 

引入现代工资待遇的过渡安排可能影响您的现代工资待遇下享受范围或待遇。 
 

协议制订 

您可能参与企业谈判进程，即您的雇主、您或您的代表(比如工会或其他谈判代表)协商企业协定。企业协定得到澳洲公平 

工作专署的批准后即可强制执行，并规定了适用于您所在工作场所的就业条款与条件的变动。 
 

企业谈判进程有特定的规则。这些规则针对谈判、投票及无法包含在企业协定中的事项、以及协定怎样得到澳洲公平工作 

专署的批准。 

http://www.fairwork.gov.au/
http://www.fairwork.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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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和雇主都有权指定谈判代表，并须带着良好的意愿协商企业协定。采取劳资行动也有严格的规则。如果您有制订、修改 

或终止企业协定方面的询问，您就应联系澳洲公平工作专署。 
 

个人灵活安排 

您的现代工资待遇或企业协定必须包括灵活安排的条款。该条款可让您和雇主对个人灵活安排(IFA)达成协议，对您的现代 

工资待遇或企业协定作出修订。个人灵活安排目的是满足您和雇主双方的需求。无人可逼迫您签订个人灵活安排，不过如 

果您选择签订个人灵活安排，这应在整体上给您带来更多的好处。个人灵活安排须书面签订，如果您不满18岁，您的个人 

灵活安排还必须得到父母或监护人的签名。 
 

结社自由和工作场所权利(一般保护条款) 
法律不仅赋予您权力，还确保您能够实施自己的权利。如果雇主因您的工作场所权利而对您采取不利行动，这就属违法行 
为。不利行动可包括开除您，拒绝雇用您，对您不利地改变您的职位，或歧视性区别对待您。您的工作场所权利包括结社 

自由的权利(包括加入工会或不加入工会的权利)，以及免受不合法歧视、不应有影响和压力的权利。 

如果受到了雇主的不利行动，您可向Fair Work Ombudsman(公平工作调查专署)或Fair Work Australia(澳洲公平工作专署) 

寻求帮助(如果您被开除而想申请一般保护，您就必须在60天之内向澳洲公平工作专署提交申请)。 
 

终止就业 

有几种原因可终止就业，包括裁员、辞职和解雇。就业关系结束时，您有权得到未付清的就业待遇，包括未付清的工资、 

代通知金、代年假金、代长期服务假金、以及应领的超额员工遣散款。 
 

雇主不应以“严厉、不公正或不合理的”方式解雇员工。发生这种情况就可能构成不公平解雇，而您就有资格向澳洲公平工 

作专署申请协助。申请须在被解雇的14天之内提出，这点非常重要。小型企业另有特别规定，包括《小型企业公平解雇准 

则》(Small Business Fair Dismissal Code)。如需详情，请登入网站 www.fairwork.gov.au 查阅。 
 

进入权 

进入权是指许可证持有者(通常是工会官员)进入某个工作场所的权利和义务。许可证持有者必须持有澳洲公平工作专署颁发 

的有效和未过期的许可并一般提前24小时把进入工作场所的打算通知对方。进入工作场所的目的可以是开展讨论，或对所怀 

疑的违反劳工法律并影响到许可证持有者所属组织成员的情况或对职业健康与安全问题开展调查。许可证持有者可检查或复印 

某些文件，不过许可证持有者、其所属组织及雇主都须遵守严格的隐私限制规定。 
 

 Fair Work Ombudsman(公平工作调查专署)和Fair Work Australia(澳洲公平工作专署) 

Fair Work Ombudsman(公平工作调查专署)是根据《2009年公平工作法令》设立的独立法定机构，负责促进澳洲工作场 

所的和谐、生产效率和合作。Fair Work Ombudsman对雇主和雇员开展工作场所中权利和义务的教育，以确保他们遵守工 

作场所方面的法律。在需要时，公平工作调查专署将针对违反工作场所法规的雇主、雇员及/或他们的代表采取法律行动。 

如想向公平工作调查专署索取进一步的信息，可拨打公平工作专线电话 13 13 94 或登入网站 www.fairwork.gov.au。 
 

Fair Work Australia(澳洲公平工作专署)是根据《2009年公平工作法令》设立的全国性劳资关系仲裁机构。它是一个独立 

的机构，有权针对最低工资安全网和就业条件、企业协定、劳资纠纷行动、纠纷解决、终止就业及其他工作场所事务实施 

一系列职能。 

如需详情，请拨 Fair Work Australia 电话 1300 799 675 或登入网站 www.fwa.gov.au。 
 

《公平工作说明》由公平工作调查专署根据《2009年公平工作法令》第124款编写和出版。 

http://www.baidu.com/link?url=fbcfd230fc293c5e471ef23de092fddc99fdd688680eb1e222c48588e794537c3643e0f065d2a79e71b65ad12ebb83571aee1b19b037d6e1f752eaef0f
http://www.baidu.com/link?url=fbcfd230fc293c5e471ef23de092fddc99fdd688680eb1e222c48588e794537c3643e0f065d2a79e71b65ad12ebb83571aee1b19b037d6e1f752eaef0f
http://www.fairwork.gov.au/
http://www.fairwork.gov.au/
http://www.fwa.gov.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