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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背景說明 1 

  相關配套作法 2 



• 教育部頒佈「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
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 

• 勞動部頒佈「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理勞動
權益保障指導原則」 

壹、背景說明(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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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8.12本校行政會議通過本校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
動權益保障處理要點暨本校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
益保障申訴委員會設置要點，作為全校通案性規範。 

 

• 適用對象：兼任研究助理、兼任教學助理、兼任研究計
畫臨時工及其他不限名稱之學生兼任助理。 

 

• 「學習關係」與「僱傭關係」兼任助理分流管理： 

學習關係：「課程學習」或「服務學習」等以學習為主
要目的及範疇者。 

僱傭關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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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背景說明(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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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關係」及「僱傭關係」分析 

壹、背景說明(3/3) 

型態 學習關係 僱傭關係 

助理態樣 教學助理、兼任研究助理 兼任研究助理、臨時工、工讀生 

關係 師生關係 勞動關係 

著作權 

學生同意因受政府機關補助、出資、
委託或以本校校務基金編列預算執
行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或產學合作產
出之成果，學校享有著作財產權 

學生為著作人， 
學校享有著作財產權 

專利權 同上 學校享有專利權 

兼任職務數目 數個 一個 

給付 獎助金、研究津貼 報酬 

差勤 學習紀錄 出勤紀錄 

保費 
月支數額超過基本工資繳二代健保
如學習需要，得辦理額外保險 

繳納勞保、健保，提撥勞退金 
(學生須扣繳自提金額，實領工資
會減少) 

申訴 
1.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2.本校學生兼任助理權益保障申訴
委員會 (身分認定) 

本校學生兼任助理權益保障申訴委
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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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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定學生兼任助理關係認定書 (1/3) 
貳、研發處相關配套作法(1/8) 

 



型態 □學習關係 □僱傭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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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係認定書_兼任助理必須同意簽名 (2/3) 

貳、研發處相關配套作法(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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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態 □學習關係 □僱傭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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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係認定書_計畫主持人必須同意簽名 (3/3) 

貳、研發處相關配套作法(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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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任流程-學生兼任助理關係認定與申請(1/2) 

僱傭關係 

學習關係 

關
係 
認
定 

貳、研發處相關配套作法(4/8) 

 

學習關係檢核 

•學生兼任助理
學習關係與僱
傭關係認定書 

•學生與校方屬學習關
係之檢核表 

•學習活動相關證明文件 

學習關係申請 

•學習關係兼任助理申請表 

僱傭關係申請 

•僱傭關係兼任助理申請表 

•僱傭關係臨時工/工讀生
申請書 

•計畫工讀生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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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表冊 

相關表冊 相關表冊 

相關表冊 

聘任限制 

•無限制 

聘任限制 

•以1個為限 



聘任流程-簽訂相對應契約書及辦理加保(2/2) 

僱傭關係 

學習關係 

•學習關係學生兼
任助理契約書 

貳、研發處相關配套作法(5/8) 

 

學習關係簽約 

僱傭關係簽約 

•僱傭關係學生兼任
助理勞動契約書 

加勞、健保
及提繳勞退 

•勞保、勞退 2合1加保資料 

 
 
 
 
 
 
 
 
勞保加保方式說明： 
兼任助理及長期臨時工/工讀生-按月加保 
短期(連續5日內)臨時工/工讀生-按日加保 
相關投保紙本資料於投保日7日前 
送達研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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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表冊 

相關表冊 

相關表冊 

按月加保 

按日加保 
•勞保、勞退 2合1加保資料 

•勞保、健保、勞退 或3合1加保資料 



僱傭關係 

學習關係 •到課或協助研究紀錄表  (需按月辦理) 

貳、研發處相關配套作法(6/8) 

 

學習紀錄 

差勤紀錄 •出勤考核表 (需按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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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表冊 

相關表冊 

管理學習/差勤紀錄 

•出差申請表 

•請假卡 

•出差申請表 

•加班申請表 (可領加班費或補休) 



離職流程-辦理資遣、離職及退保 

僱傭關係 

貳、研發處相關配套作法(7/8) 

 

離職 

•預告及計算資
遣費相關資料 

退勞、健保 

勞保退保方式說明： 
兼任助理及長期臨時工/工讀生 
-按月退保 
短期(連續5日內)臨時工/工讀生 
-按日退保 
相關退保紙本資料於退保日 
7日前送達研發處 
按日退保請於加保時即送件 

•離職申請書 

•離職日前1個月
提出離職申請 

非自願
離職 

•離職前40日
辦理資遣 

自願 
離職 

•離職每月15日
或月底為原則 

•離職申請書 

資遣 

相關表冊 執行時間 

相關表冊 執行時間 相關表冊 

按月加保 

僱傭關係 

按日加保 

自動 
離職 

按月加保 
•勞保、勞退 2合1退保資料 
•勞保、健保、勞退 或3合1退保資料 

按日加保 
•勞保、勞退 2合1退保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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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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兼任助理申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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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發處相關配套作法(8/8) 

 



學務處依『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
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 』 。 

第四點：大專校院學生擔任屬課程學習或服務學
習等以學習為主要目的及範疇之兼任研究助理及
教學助理等，非屬於有對價之僱傭關係之活動者
，依服務學習規定辦理，其餘依僱傭關係辦理。 

• 本校自104學年度起配合教育部修正大專校院
弱勢學生助學計畫辦 理 ( 臺 教 高 通 字 第
1040096833號)。 

 

貳、學務處相關配套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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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助理 
• 定義：以課程學習為目的之「學習關係」兼任
助理。 

• 開設0學分「教學實務課程」（辦法草擬中） 

• TA必須於當學期選修，並於規定時程內完成加
選。 

• 制定學習活動實施計畫、學習準則、評量方式
。 

• 助學金：經費額度比照一師一TA辦理。 

• 學習關係兼任助理不辦理勞健保及勞退事宜。 

 

貳、教務處相關配套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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