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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本校面臨問題(1/1) 

◆專業知能◆人文素養◆社會關懷◆國際視野 

一. 師生關係轉變（師生關係→僱傭關係）。 

二. 在有限經費及資源下，須調整兼任助理制度(含經
費及名額分配)。 

三. 身障及原住民人力不足，須繳納龐大差額補助費。
（因勞保人數遽增） 

四. 學校財務負擔大增（勞健保、勞退金、資遣費、身
障差額補助費）。 

五. 行政管理及人事作業成本增加(人數多，異動大，
管理不易，加退保頻繁等)。 

壹、本校面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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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知能◆人文素養◆社會關懷◆國際視野 

貳、本校因應及整體規劃(1/10) 

貳、本校因應及整體規劃 
一. 通盤檢視兼任助理制度，並依分工規劃因應配套措施。 

    (一)各類兼任助理制度，由各權責單位（研發處、教務處、學務處、進修推廣部及
總務處） 研擬具體規劃及配套措施。 

     (二)加勞、健保及提繳勞退作業，由研發處負責彙整，送總務處統一加保。 

二. 訂定本校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要點(草案)暨本校學生
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申訴委員會(草案)，作為全校通案性規範
。重點如下： 

  (一)學生兼任助理分「學習關係」、「僱傭關係」兩類分流管理，(如附表1)。 

(二)進用時，應以書面確認雙方關係（學習或僱傭），並充分告知權利義務，  

    (如附表2) 

(三)「學習關係」及「僱傭關係」範疇及原則有所不同。 

(四)考量學校財務、管理及行政作業成本，並兼顧彈性用人需求，明定同     

    期間擔任「僱傭關係」之兼任助理以1個為限，(如附表3)。 

(五)建立學生兼任助理申訴機制，(如附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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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知能◆人文素養◆社會關懷◆國際視野 

(一)「學習關係」及「僱傭關係」分流(附表1) 

 

貳、本校因應及整體規劃(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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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
兼
任
助
理 

1.兼任研究助理 
    計畫臨時工 
 （研發處） 

3.工讀生 
  (學務處) 

 

係關傭僱

  

有提供勞務獲取報酬之
工作事實，具僱傭關係。 

係關習 學 

屬課程學習或服務學習等
以學習為主要目的及範疇。 

2.教學助理 
   卓越計畫工讀生 
  (教務處) 

4.兼任行政助理 
  (進修推廣部) 

？ 



◆專業知能◆人文素養◆社會關懷◆國際視野 

貳、本校因應及整體規劃(3/10) 

(二)「學習關係」及「僱傭關係」認定(附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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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態 □學習關係 □僱傭關係 

依據 
法源 

1.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
原則」 

2.「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要
點」 

1.勞動部「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理與勞動權益保障指導原則」 

2.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
則」 

3.「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要點」  

定義 
課程學習或服務學習等以學習為主要目的及範疇之兼任研究助理
及教學助理，非屬有對價僱傭關係之活動，應有明確對應之課程、
教學實習活動、論文指導、研究或相關學習活動實施計畫。 

學校進用之學生兼任助理，受學校或計畫主持人指揮監督，從事協
助計畫工作，以提供勞務獲致報酬為目的者。 

研究成果 
歸屬 

詳如「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
要點」第五點第五款規定。 

詳如「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要
點」第八點第十一款規定。 

兼任助理 
同意簽名 

同意恪遵「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與學生兼任助理學習關係契約書」

之約定並遵守本校計畫人員之相關規範。 
□本人已詳閱上述事項，並同意擔任「學習關係」之兼任助理。 

 

態樣： 

□研究助理□教學助理□研究計畫臨時工□其他______   
 

兼任助理簽名：                                    年   月   日 

1.同意恪遵勞動契約之約定並遵守本校計畫人員之相關規範。 

  如：應按實際工作時間親自辦理簽到、簽退及中途離職應辦理離
職手續等。 

2.擔任僱傭關係之兼任助理以一個為限，同一僱用期間不得再擔任
其他僱傭關係之兼任助理。外籍學生應依「就業服務法」規定申
請工作許可證。 

□本人已詳閱上述事項，並同意擔任「僱傭關係」之兼任助理。 

態樣：□研究助理□教學助理□研究計畫臨時工□其他____   
兼任助理簽名：                               年    月   日 

計畫主持
人(教師)
或承辦單
位主管 
同意簽名 

1.學習活動，應與課程學習或服務學習範疇有直接相關性為主要目的。 

2.應檢附學習活動相關證明文件(含學習準則、評量方式、學分或畢業
條件採計、獎助方式及學生相關到課或協助研究紀錄等之佐證資料)，
送本校相關承辦單位留存。 

3.教師應有指導學生學習專業知識之行為。 

□本人已詳閱上述事項，並同意學生擔任「學習關係」之兼任助理。 

  

計畫案編號名稱： 

□計畫主持人(教師)或□承辦單位主管簽名：          年   月   日 

1.僱傭關係之兼任助理應於到職日辦理勞、健保，並不得追溯加保。 

2.工資、工時及延長工作時間應符合勞動法令規定，僱傭關係之兼任助理
依本校及「勞動基準法」規定應檢附出勤紀錄繳交本校研發處備查及管
理。 

3.不得任意終止與兼任助理之勞動契約，如有必要，須依「勞動基準法」
辦理，且須依規定預告及計算資遣費者，應於兼任助理離職前40日將相
關資料送達研發處辦理。 

□本人已詳閱上述事項，並同意學生擔任「僱傭關係」之兼任助理。 

計畫案編號名稱： 

 □計畫主持人(教師)或□承辦單位主管簽名：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 
「學習關係」之兼任助理認定書一式二份，由本校承辦單位及研發處
分別留存。 

「僱傭關係」之兼任助理認定書及投保資料繳交本校研發處，辦理後續簽
訂勞動契約及加勞、健保及提繳勞退事宜。 



◆專業知能◆人文素養◆社會關懷◆國際視野 

貳、本校因應及整體規劃(4/10) 

 
  1. 依據法源 

1)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 

2)「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要點」。 

 2.定義 

課程學習或服務學習等以學習為主要目的及範疇之兼任研究助理及教學助理，
非屬有對價僱傭關係之活動，應有明確對應之課程、教學實習活動、論文指導
、研究或相關學習活動實施計畫。 

  3.學習活動 

1)學習活動，應與課程學習或服務學習範疇有直接相關性為主要目的。 

2)應檢附學習活動相關證明文件(含學習準則、評量方式、學分或畢業條件採計
、獎助方式及學生相關到課或協助研究紀錄等之佐證資料)，送本校相關承辦
單位留存。 

3)教師應有指導學生學習專業知識之行為。 

 

 

 (三)「學習關係」兼任助理範疇及原則(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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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知能◆人文素養◆社會關懷◆國際視野 

貳、本校因應及整體規劃(5/10) 

 

 4.研究成果歸屬 

學習期間之相關研究成果之歸屬，兼任助理與指導之教授間，應事
先就相關研究成果著作權之歸屬及事後權利行使方式等事項，簽訂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與學生兼任助理學習關係契約書」。 

 

 

 

(三) 「學習關係」兼任助理範疇及原則(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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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知能◆人文素養◆社會關懷◆國際視野 

貳、本校因應及整體規劃(6/10) 

 
 1.依據法源 

1)勞動部「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理與勞動權益保障指導原則」。 

2)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 

3)「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要點」。 

2.定義 

學校進用之學生兼任助理，受學校或計畫主持人指揮監督，從事協助計
畫工作，以提供勞務獲致報酬為目的者。 

3.研究成果歸屬 

1)著作權暨專利權-歸屬本校。 

2)依「教育部處理原則」、「勞動部指導原則」，及「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研發成果與技術移轉管理要點」規定辦理。 

 

 

(三) 「僱傭關係」兼任助理範疇及原則(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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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知能◆人文素養◆社會關懷◆國際視野 

貳、本校因應及整體規劃(7/10) 

 

     4.  僱傭原則 

1) 與僱傭關係之兼任助理訂定勞動契約，明定任用條件、工作場所、
工作時間、工作時數、定期或不定期之工作期間、內容、工資、工
作準則、終止及相關權利義務。 

2) 擔任僱傭關係之兼任助理以一個為限，同一僱用期間不得再擔任其
他僱傭關係之兼任助理。外籍學生應依「就業服務法」規定申請工
作許可證。 

3) 僱傭關係之兼任助理應於到職日辦理勞、健保，並不得追溯加保。 

4) 工資、工時及延長工作時間應符合勞動法令規定，僱傭關係之兼任
助理依本校及「勞動基準法」規定應檢附出勤紀錄繳交本校研發處
備查及管理。 

5) 不得任意終止與兼任助理之勞動契約，如有必要，須依「勞動基準
法」辦理，且須依規定預告及計算資遣費者，應於兼任助理離職前
40日將相關資料送達研發處辦理。 

 

 (三)  「僱傭關係」兼任助理範疇及原則(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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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知能◆人文素養◆社會關懷◆國際視野 

貳、本校因應及整體規劃(8/10) 

(四)「僱傭關係」職務個數問題分析(1/2) -本校規劃採甲案 (附表3)  

兼職 
個數 

甲案： 
擔任「僱傭關係」兼任助理以1個為限 

(可再兼「學習關係」兼任助理) 

乙案：不限制 
(可擔任多個「僱傭關係」兼任助理) 

優點  

1. 僅限擔任「僱傭關係」兼任助理為1個，但未限
制可再兼「學習關係」兼任助理，學生經濟影
響有限。 

2. 學生僅負擔1個兼職之勞健保費，對實領費用影
響較小。 

3. 用人成本(勞健保、資遣費)相對較低。 
4. 一個兼職須符合勞基法，管理相對單純。 
5. 減省各單位或計畫主持人之人事行政作業。 
6. 降低身障及原住民進用人數控管之複雜性。 

1. 符合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彈性用人之需求。 
2. 學生得有數個兼職，收入增加。 
3. 學生勞保投保金額高，保險給付金額相對提高。 

缺點 
1. 學生勞保投保額度較低，勞保給付金額相對較
少。 

2. 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用人彈性受限。 

1. 學生兼職多，負擔保費增加，實領費用相對減少。 
2. 同時符合多個兼職規定，如未全面了解，易違反。 
3. 學生兼職過多，易影響學習成效。 
4. 增加學校財務負擔(如勞健保、資遣費)，且人員異動頻繁，易造
成帳務收支不平衡。 

5. 多個兼職均須符勞基法(給假、加班、資遣)，增加管理困難度。 
6. 用人成本增加，限縮可分配學生之工作機會。 
7. 人員異動難掌控，未及加保，影響勞動權益。 
8. 人員工時短、異動大，進用離職、加退保，須投入更多行政人
力。 

9. 數個兼職分屬不同單位，不易控管各單位身障及原住民進用人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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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知能◆人文素養◆社會關懷◆國際視野 

貳、本校因應及整體規劃(9/10) 

(四)「僱傭關係」職務個數問題分析（2/2）   

12 

限制1個「僱傭關係」係考量有限經費及資源下，綜合下列因素之決定： 

1.  學生面 

1) 學校以教育為宗旨，與一般企業不同，學生在校以學習為目的，避免影響學習成效。 
2) 僅限制 1 個「傭僱關係」，但未限制可再兼「學習關係」，可兼顧學習與領取津貼 
      補助之目的。 

3) 校內兼職資源及機會有限，可更合理分配給其他同學。 

2.  各單位(計畫主持人)面 

1) 同一人之數個「傭僱關係」兼職，均須符勞基法（差勤、給假、加班、資遣），如分
屬不同單位 或計畫主持人，各單位(或計畫主持人)如何管理？是大問題。 

2) 經費來源及用人規定不同（如：科技部、教育部等），各單位(或計畫主持人)未能全
面了解，易違反規定(如：審計單位查核時，須追繳經費或究責之問題)。 

3) 身障人力之進用控管至各單位，同 1 人之數個兼職分屬不同單位，不易控管。 

3.  財政及行政作業面 
1) 數個兼職之聘期不同、經費來源不同，勞健保及勞退金核算及經費分攤困難，易造 

      成勞健保帳務不平。 

2) 上開經費分攤尚無法透過e系統解決，須投入更多人力以人工作業，人事成本增加。 



貳、本校因應及整體規劃(10/10) 

◆專業知能◆人文素養◆社會關懷◆國際視野 

不服措施或處置 

僱傭關係 
(勞動權益) 

學習與僱傭 
身分認定 

學習關係 
(課程或服務學習) 

向本校學生兼任助理權益保障 
申訴委員會申訴 

向勞動主管機關申請
調解、仲裁或裁決 

10日內 15日內 

向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申訴 

向教育部提 
行政救濟 

校
內 

校
外 

發生日
30日內 

知悉日 
15日內 

(五)學生兼任助理申訴機制(附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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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面臨勞健保相關問題(1/6) 

◆專業知能◆人文素養◆社會關懷◆國際視野 

一.低薪高保 
兼任助理月支酬金遠低於最低投保薪資(勞保11,100元，健保20,008元)，
均按最低投保薪資投保，低薪高保，增加學校及學生勞健保負擔費用。 
(如附表5) (如附表6)。 

二.增加行政成本 
兼任助理人數多，流動性大，除管理困難外，加(退)保繁複，增加作業
負擔及人力。 

三.帳務收支不平衡 
兼任助理聘期短、異動大，加(退)保不易掌握，保費收(催)繳作業困難，
易造成帳務收支不平衡。 

四.身障及原住民進用不足 
勞保人數增加，身障及原住民進用人數相對增加，進用不足，須繳納差
額補助費，衝擊學校財務。 

參、面臨勞健保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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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知能◆人文素養◆社會關懷◆國際視野 

參、面臨勞健保相關問題(2/6) 

平均 
月支薪 

月投保金額(元) 
個人 

負擔保費 
雇主 

負擔保費 
個人 
實領 

雇主 
實支 

甲君 

3,000 

勞保：11,100 

健保：20,008 

勞退：11,100 

勞保：222 

健保：295 

勞退：0~666 (6%) 

合計：517~1,183 

勞保：790 

健保：955 

勞退：666 

合計：2,411 

3,000-1,183(或
517)= 

1,817~2,483 

3,000+ 

2,411= 

5,411 

     

     80％ 

乙君 

6,000 

勞保：11,100 

健保：20,008 

勞退：11,100 

勞保：222 

健保：295 

勞退：0~666(6%) 

合計：517~1,183 

勞保：790 

健保：955 

勞退：666 

合計：2,411 

6,000-1,183(或
517)= 

4,817~5,483 

6,000+ 

2,411= 

8,411 

 

     40％ 

丙君
10,000 

勞保：11,100 

健保：20,008 

勞退：11,100 

勞保：222 

健保：295 

勞退：0~666 (6%) 

合計：517~1,183 

勞保：790 

健保：955 

勞退：666 

合計：2,411 

10,000-

1,183(或517)= 

8,817~9,483 

10,000+ 

2,411= 

12,411 

 

     24％ 

   低薪高保問題舉例(1/2)(附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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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知能◆人文素養◆社會關懷◆國際視野 

參、面臨勞健保相關問題(3/6) 

16 

單位 助理類型 
104年 

預計人數 
總計 
人數 

本校每月 
負擔保費 

本校每月 
實支 

研發處 

兼任研究助理 716 

約1581 

勞保：790*1581 

健保：955*1581 

勞退：666*1581 

合計：2,411*1581 

            =3,811,791 
 

6,000*1581+ 

2,411*1581 

=8,411*1581 

=13,297,791 
      

      40％ 

計畫臨時工 74 

教務處 

教學助理 630 

卓越計畫工讀生 30-53 

學務處 工讀生 100 

備註： 

1.假設均為「僱傭關係」。 

2.以平均月支薪6000元計算。 

進修 

推廣部 
兼任行政助理 8 

 低薪高保問題-以本校104年度為例(2/2)(附表6) 



◆專業知能◆人文素養◆社會關懷◆國際視野 

 

(一)  法規 

         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二)  計算方式 

1.單位進用身心障礙人數須達當月1日投保總人數之3%。                  

    (公式:單位身障人數/單位員工總人數≧ 3%) 

     每增加勞保100人，須增進用3名身障員工。 

2.進用不足，須繳差額補助費(差額人數*每月基本工資20,008元) 。 

 3.以本校104年度學生兼任助理1581人為例，假設均為「僱傭關係」 ，
須進用身障員工為45人(15*3)，目前學務處進用身障員工4.5人 

    故須再進用身障員工40.5人， 

      若無進用， 

    則每月須繳差額補助費810,324元，以1年計，須繳9,723,88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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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面臨勞健保相關問題(4/6) 

待解決-身心障礙人力進用不足問題(1/2) 



◆專業知能◆人文素養◆社會關懷◆國際視野 

                                   員工人數計算方式 
  
  員工待遇 

非身心障礙員工 身心障礙員工 

計入 
員工總人數 

計入 
身心障礙人數 

計入 
員工總人數 

計入 
身心障礙人數  

(重度每1人計2人) 

A 全職（基本工資≧20008） 

1 0 

1  
(輕中度、重度)  

1 (輕中度) 
 或2（重度） 

B 
部分工時員工每月薪資＜20008且
≧10004(基本工資1/2) 

0.5 
(輕中度、重度)  

0.5(輕中度) 
或1（重度） 

C 
部分工時員工每月薪資＜10004 (基
本工資1/2) 

0 0 

 身心障礙人數之計算方式 
 如進用部分工時者，計入該單位員工總人數及身心障礙人數之計算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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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面臨勞健保相關問題(5/6) 

待解決-身心障礙人力進用不足問題(2/2) 



◆專業知能◆人文素養◆社會關懷◆國際視野 

 

(一)  法規 

         依據「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 

(二)  計算方式 

1.單位進用原住民人數須達當月1日投保總人數之1%。 

        (公式:單位原住民人數/單位員工總人數≧ 1%) 

        即每增加勞保100人，須增加進用1名原住民員工。 

2.進用不足，須繳差額補助費(差額人數*每月基本工資20,008元) 。 

3.以本校104年度學生兼任助理1581人為例，假設均為「僱傭關係」， 

   須進用原住民員工為15人，目前學務處進用原住民員工3人 

   故須再進用原住民員工12人， 

 若無進用，        

   則每月須繳差額補助費240,096元，以1年計，須繳2,881,15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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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面臨勞健保相關問題(6/6) 

待解決-原住民人力進用不足問題(1/1) 



◆專業知能◆人文素養◆社會關懷◆國際視野 

肆、本校勞健保相關因應配套(1/3) 

一. 保費扣繳結合e化作業 

增修現有系統功能，結合e化報帳作業，於每月核發薪資時一併扣
繳保費及勞退金 。 

二. 加強與各權責單位流程控管 

兼任助理異動大，加(退)保須與聘僱作業一致，加強與各權責單位
之作業流程控管，(如附表7)。 

三. 加強宣導即時加(退)保 

勞保無法追溯加保，計畫主持人(教師或承辦單位) 於「僱傭關係」
兼任助理到(離)職時，應主動申辦加(退)保作業。 

四. 身障及原住民人力進用控管問題 

-以台灣大學為例-身障人力按各單位進用人員控管，不足額時，差
額補助費由各單位支應，(如附表8)。 

肆、本校勞健保相關因應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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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知能◆人文素養◆社會關懷◆國際視野 

肆、本校勞健保相關因應配套(2/3) 

辦理聘僱申請： 
• 計畫主持人(教師或承辦單位) 辦理聘僱申請 
• 雙方確認為學習關係或僱傭關係 
• 僱傭關係須辦理加保 

權責單位完成審核： 
• 確認符合計畫、經費及用人規定 
• 確認申請案通過 

研發處彙整加保： 

• 彙整勞健保加保及勞退金提繳 

    僱傭關係兼任助理辦理加保流程表(附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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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知能◆人文素養◆社會關懷◆國際視野 

肆、本校勞健保相關因應配套(3/3) 

不足額進用單位之扣款 新進人員控管 

計算單位： 

一級單位。 

計算單位： 

二級單位。 

原則： 

1.第1個月不足額： 

                       扣款金額：不足額人數 x 基本工資(20,008元)。 

2.連續2個月不足額：不足額人數 x 1.5倍基本工資扣款； 

   連續3個月以上不足額：不足額人數 x 2倍基本工資扣款。 

原則： 

身心障礙人數不足單位將
暫緩助教、職員及約用人
員新進人員進用，直到補
足差額。 

扣款項目： 

1. 學院：由主計室協助自不足額進用之學院年度獲配「教
學經常費」分配數或相關費用逕予扣減。 

2. 功能性中心及行政單位：由各單位相關經費支應，至出
納組繳款。 

► 以臺灣大學為例-身障人力進用控管機制(附表8) 

未達標準之控管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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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1/2) 

◆專業知能◆人文素養◆社會關懷◆國際視野 

一、主動並即時為「僱傭關係」兼任助理辦理加(退)保相關
作業，以維護勞動權益。 

 

二、與未滿20歲之兼任助理簽訂契約，須監護人同意簽名。 

 

三、低薪高保、身心障礙者及原住民人力進用不足等問題，
將衝擊學校財務。 

 

四、教育部以104年7月31日臺教高(五)字第1040096092號函
致各大學，對低薪高保、身心障礙者及原住民進用比例
、學習與勞動於實務運作之區分、加退保行政程序與負
擔或法令修正或調整等問題，將與勞動部共同與相關部
會積極研商解決方案。 

伍、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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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2/2) 

◆專業知能◆人文素養◆社會關懷◆國際視野 

五、104年度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
所提決議及附帶決議辦理情形報告表內容： 

  「..，依「勞動部組織法」第2條第1項第4款規定：勞
動基準與就業平等制度之規劃及監督，第7款規定：勞
動法律事務之處理與相關法規之制（訂）定、修正、
廢止及解釋，皆係屬勞動部職掌，顯見有無僱傭關係
之認定乃為勞動部職權，但教育部卻於「大專校院強
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第3點
規定：由各校檢視屬學習或僱傭關係，第4點更直接認
定教學助理與兼任研究助理非為僱傭關係，教育部於
該原則之相關規定，不僅僭越勞動部職權，更明顯違
法。」 

 

伍、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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