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習關係獎助生要件及分流基本規範研商會議紀錄 

時間：106年10月26日（星期四）上午10時30分及106年11月02日（星期四）下午13時00分 

地點：行政大樓四樓會議室 

主席：研究發展處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記錄：顏泳嫻 

壹、主席致詞：(略) 

貳、工作報告： 

教育部業已於 106年 5月 18日臺教高(五)字第 1060060939號函頒修正「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將學習關係

學生兼任助理名稱變更為「獎助生」，使其與僱傭關係之學生兼任助理有所區隔。另依 106年 6月 9日臺教高(五)字第 1060079913

號函規定，本校需按前開原則邀集執行計畫之教師及學生代表，研擬訂定「獎助生」之要件及分流基本規範。 

本日討論之議案為「獎助生」之要件及分流基本規範，即就「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兼任助理學習關係或僱傭關係認定書」-學

習關係部分修正草案及「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與校方屬學習關係檢核表」修正草案進行討論。 

叁、提案討論： 

案號：提案一 

案由：為「本校學生兼任助理學習關係或僱傭關係認定書」-學習關係部分修正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1.本修正草案內容，依據「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制訂。 

2.檢陳修正草案內容如下，接續逐項審閱討論。 

修正項目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修正說明 

名稱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習關係獎助生與僱

傭關係學生兼任助理認定書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兼任助理學

習關係或僱傭關係認定書 

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

保障指導原則(以下簡稱教育部指導

原則），變更學習關係學生兼任助理名

稱為獎助生，使其與學校聘為僱傭關

係之學生兼任助理有所區隔，修正關

係認定書名稱。 

依據 

法源 

1.「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

障指導原則」 

2.「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獎助生與學生兼

任助理權益保障處理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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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

保障指導原則(以下簡稱教育部指導

原則），修正依據法源名稱。 

定義 

研究獎助生，指獲研究獎助之學生為發

表論文或符合畢業條件，參與與自身研

究相關之研究計畫或修習研究課程，在

接受教師之指導下，協助相關研究執

行，學習並實習研究實務，以提升研究

能力及發展研究成果為目的者。 

教學獎助生，指獲教學獎助之學生參與

屬專業養成範圍且其無選擇權之實習課

程，或為接受專業教學實務能力技巧培

養而參與學校正式學分課程，以提升教

學專業或實務能力為目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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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教育部指導原則第五點、第六點

規定，修正定義內容。 

 

研究成果 

歸屬 

學習期間之相關研究成果之歸屬，獎助

生與指導之教授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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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關係獎助生契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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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獎助生與學

生兼任助理權益保障處理要點」第六

點第五款內容修正。 

獎助生同意

簽名 

同意恪遵「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與學習關

係獎助生契約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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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獎助生。 

 

態樣：□研究獎助生□教學獎助生   

獎助生簽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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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_______   

兼任助理簽名：                                        

年   月   日 

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

保障指導原則(以下簡稱教育部指導

原則），修正依兼任助理同意簽名欄內

容。 

 

 



修正項目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修正說明 

計畫主持人 

(教師) 或 

承辦單位主

管 

同意簽名 

1.學習活動，應與課程學習範疇有直接

相關性為主要目的。 

2.應與學生依據「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

生與校方屬學習關係之檢核表」進行

雙方書面合意為學習範疇獎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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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獎助生。 

計畫案編號： 

計畫案名稱： 

□計畫主持人(教師)或□承辦單位主管

簽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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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相關到

課或協助研究/學習紀錄等之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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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案名稱： 

□計畫主持人(教師)或□承辦單位

主管簽名：            

年   月   日 

依據教育部指導原則第五點、第六點

規定，修正內容計畫主持人 

(教師) 或承辦單位主管同意簽名簽

名欄內容。 

 

注意事項 

「學習關係」之獎助生認定書一式二

份，由本校承辦單位及研發處分別留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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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

保障指導原則(以下簡稱教育部指導

原則），修正注意事項 

名稱。  

 

決議： 

1. 照案通過。 

2. 檢附研商會議修正通過本校「學習關係獎助生與僱傭關係學生兼任助理認定書」，如附件一。 

 

案號：提案二 

案由：為「本校學生與校方屬學習關係檢核表」修正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1.本修正草案內容，依據「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制訂。 

   2.檢陳修正草案內容如下，接續逐項審閱討論。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與校方屬學習關係檢核表 

壹、學生基本資料 

就讀學校 
□本校 

□他校：              
學制 

□學士班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博士班 

年級  

姓 名  電子信箱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貳、學習活動檢核範疇要件： 

範疇 

(擇一成立即可) 

檢核要件 

(擇一成立即可) 

檢核內容 

(詳如各類學習計畫) 

□屬課程學習 

（包括實習課程、田野調查課程、實習

研究或其他校內學習人才培育等活

動。例如：教育實習 TA或研究實習 RA

或學習獎勵方案） 

 因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

保障指導原則」已刪除前開紅字標

示內容，故修正刪除。 

□相對應之課程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課程學習計畫 

□相關之研究學習計畫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研究學習計畫 

□屬論文研究或畢業條件 □論文研究指導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論文研究指導學習計畫 

叁、計畫主持人(教師或承辦單位)與學生認定為「學習關係」，卻仍有偏向以勞務提供為主之事實，後續如發生相關罰鍰等衍生費用，該費用由計畫

主持人(教師或承辦單位)自行負擔。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課程學習計畫 
開課單位  

授課教師  

課程名稱  

開課學期      學年度第    學期   課號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學分數        學分 

學習型態 □講授類  □研討類  □實驗類  □實習類 □音樂類 □體育類   

□演講類  □展演類  □服務學習類□研究類 □田野調查類 

□參訪類  □其他：                

學習準則 

（可複選） □學習課程專業知識 

□學習課程教學方法 
□學習製作專題 

□學習安排校外教學或服務作業 

□學習田野調查 

□學習核心能力(如：合作與領導能力、表達與溝通能力等) 

□其他：                                     

具危險性之學習活動

學生希望之安全保障 

（可複選） 

□無危險性之學習活動 

□規劃行前安全講習      小時。 

□除學生團體保險，為學生增加投保商業保險。   

□實驗研究：訂定儀器操作手冊及安全注意事項。 

□其他：                                         

備註 

（另行約定事項） 

 

 

學生簽署  簽署日期 

年   月  日 

計畫主持人 

(教師或承辦單位主

管)簽署 

 簽署日期 

年   月  日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研究學習計畫 

計畫主持人 

(教師或承辦單位) 
□計畫主持人：                
□計畫共同主持人：            

計畫主持人 

所屬單位 
 

配合執行研究計畫 
□科技部計畫□政府各部門計畫□產學合作計畫□教育部再造技優計畫 

□產業學院計畫□實務增能計畫□典大計畫□卓越計畫□其他：                   

研究學習活動型態 
□實驗研究  □研究調查  □產學合作  □文獻探討   

□其他：                            

學習準則 
（可複選） 

□培養研究倫理素養與邏輯思考能力 

□學習研究資料蒐集、研究工具運用 

□強化研究設計與分析能力 

□學習研究報告撰寫技巧 

□學習研究執行與管理能力 

□其他：                            



具危險性之學習活動

學生希望之安全保障 

（可複選） 

□無危險性之學習活動。 

□規劃行前安全講習      小時。 

□除學生團體保險，為學生增加投保商業保險。   

□實驗研究：訂定儀器操作手冊及安全注意事項。 

□其他：                                         

備註 

（另行約定事項） 

完 

 

 

學生簽署  

簽署日期 

 年  月  日 

計畫主持人 

(教師或承辦單位主管) 

簽署 

計畫主持人 計畫共同主持人 簽署日期 

  

  年  月  日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論文研究指導學習計畫 

系所單位  

指導教授 
 

學習準則 

（可複選） 

□學習論文研究資料蒐集、研究工具運用之正確性 

□培養論文研究倫理素養與邏輯思考能力 

□強化論文研究設計與分析能力 

□學習論文研究報告撰寫技巧 

□其他：                         

畢業條件採計 
本論文研究指導之實施，係為指導學生撰寫並完成學位論文。 

（依學位授予法第 6 條、第 7 條規定，碩、博士班研究生，完成考核規

定，提出論文，經學位考試委員會考試通過者，授予學位） 

具危險性之學習活動

學生希望之安全保障

（可複選） 

□無危險性之學習活動。 

□規劃行前安全講習      小時。 

□除學生團體保險，為學生增加投保商業保險。   

□實驗研究：訂定儀器操作手冊及安全注意事項。 

□其他：                                         

備註 

（另行約定事項） 
完 

 

學生簽署  

簽署日期 

 年  月  日 

計畫主持人(教師或承

辦單位主管) 

簽署 

 簽署日期 

  年  月  日 

 

決議： 

  1.壹、學生基本資料，學制部分加入「副學士班」；另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研究學習計畫之計畫主持人(教師或承辦單位)欄，加入計畫協

同主持人。 

  2.餘照案通過。 
  3.檢附研商會議修正通過本校「學生與校方屬學習關係檢核表」，如附件二。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 106年10月26日（星期四）上午11時30分及106年11月02日（星期四）下午14時30分。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習關係獎助生與僱傭關係學生兼任助理認定書 

 
 
 
 
 

型態 □學習關係 □僱傭關係 

依據 

法源 

1.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 

2.「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獎助生與學生兼任助理權益保障處理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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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 

3.「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獎助生與學生兼任助理權益保障處理要點」 

定義 

研究獎助生，指獲研究獎助之學生為發表論文或符合畢業條件，參與與自身研究相

關之研究計畫或修習研究課程，在接受教師之指導下，協助相關研究執行，學習並

實習研究實務，以提升研究能力及發展研究成果為目的者。 

教學獎助生，指獲教學獎助之學生參與屬專業養成範圍且其無選擇權之實習課程，

或為接受專業教學實務能力技巧培養而參與學校正式學分課程，以提升教學專業或

實務能力為目的者。 

學校進用之學生兼任助理(含臨時工/工讀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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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屬 

學習期間之相關研究成果之歸屬，獎助生與指導之教授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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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關係獎助生契約書」。 
詳如「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獎助生與學生兼任助理權益保障處理要點」第九點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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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關係獎助生契約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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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獎助生。 

態樣：□研究獎助生□教學獎助生   

獎助生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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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僱傭關係之學生兼任助理(含臨時工/工讀生)以一個為限，同一僱用期間

不得再擔任其他僱傭關係之學生兼任助理，惟具身心障礙身分學生不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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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學生兼任助理。 

態樣：□研究助理□教學助理□計畫臨時工/工讀生□其他_______   

學生兼任助理(含臨時工/工讀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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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與課程學習範疇有直接相關性為主要目的。 

2.應與學生依據「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與校方屬學習關係之檢核表」進行雙方書

面合意為學習範疇獎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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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獎助生。 

計畫案編號： 

計畫案名稱： 

□計畫主持人(教師)或□承辦單位主管簽名：               

年   月   日 

1.僱傭關係之學生兼任助理(含臨時工/工讀生)應於到職日辦理勞保，並不得追

溯加保。(健保依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與僱傭關係學生兼任助理契約書辦理) 

2.工資、工時及延長工作時間應符合勞動法令規定，僱傭關係之學生兼任助理(含

臨時工/工讀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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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任意終止與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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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學生兼任助理離職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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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學生兼任助理(含臨時

工/工讀生)。 

計畫案編號：     計畫案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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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獎助生認定書一式二份，由本校承辦單位及研發處分別留存。 「僱傭關係」之學生兼任助理認定書一式二份及投保資料繳交本校研發處，辦理

後續簽訂勞動契約及辦理勞保事宜。 

附件一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與校方屬學習關係檢核表 

壹、學生基本資料 

就讀學校 
□本校 

□他校：              
學制 

□副學士班 

□學士班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博士班 

年級  

姓 名  電子信箱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貳、學習活動檢核範疇要件： 

範疇 

(擇一成立即可) 

檢核要件 

(擇一成立即可) 

檢核內容 

(詳如各類學習計畫) 

□屬課程學習 

 

□相對應之課程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課程學習計畫 

□相關之研究學習計畫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研究學習計畫 

□屬論文研究或畢業條件 □論文研究指導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論文研究指導學習計畫 

叁、計畫主持人(教師或承辦單位)與學生認定為「學習關係」，卻仍有偏向以勞務提供為主之事實，後續如發生相關罰鍰等衍生費用，該費用由計畫

主持人(教師或承辦單位)自行負擔。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課程學習計畫 
開課單位  

授課教師  

課程名稱  

開課學期      學年度第    學期   課號  

必/選修 
□必修  □選修 學分數        學分 

學習型態 □講授類  □研討類  □實驗類  □實習類 □音樂類 □體育類   

□演講類  □展演類  □服務學習類□研究類 □田野調查類 

□參訪類  □其他：                

學習準則 

（可複選） □學習課程專業知識 

□學習課程教學方法 
□學習製作專題 

□學習安排校外教學或服務作業 

□學習田野調查 

□學習核心能力(如：合作與領導能力、表達與溝通能力等) 

□其他：                                     

具危險性之學習活動

學生希望之安全保障 

（可複選） 

□無危險性之學習活動 

□規劃行前安全講習      小時。 

□除學生團體保險，為學生增加投保商業保險。   

□實驗研究：訂定儀器操作手冊及安全注意事項。 

□其他：                                         

備註 

（另行約定事項） 

 

 

學生簽署  簽署日期 

年   月  日 

計畫主持人 

(教師或承辦單位主

管)簽署 

 簽署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二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研究學習計畫 

計畫主持人 
(教師或承辦單位) 

□計畫主持人：                
□計畫共同/協同主持人：            

計畫主持人 

所屬單位 
 

配合執行研究計畫 
□科技部計畫□政府各部門計畫□產學合作計畫□教育部再造技優計畫 

□產業學院計畫□實務增能計畫□典大計畫□卓越計畫□其他：                   

研究學習活動型態 
□實驗研究  □研究調查  □產學合作  □文獻探討   

□其他：                            

學習準則 
（可複選） 

□培養研究倫理素養與邏輯思考能力 

□學習研究資料蒐集、研究工具運用 

□強化研究設計與分析能力 

□學習研究報告撰寫技巧 

□學習研究執行與管理能力 

□其他：                            

具危險性之學習活動

學生希望之安全保障 
（可複選） 

□無危險性之學習活動。 

□規劃行前安全講習      小時。 

□除學生團體保險，為學生增加投保商業保險。   

□實驗研究：訂定儀器操作手冊及安全注意事項。 

□其他：                                         

備註 

（另行約定事項） 

完 

 

 

學生簽署  

簽署日期 

 年  月  日 

計畫主持人 

(教師或承辦單位主管) 

簽署 

計畫主持人 計畫共同/協同主持人 簽署日期 

  

  年  月  日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論文研究指導學習計畫 

系所單位  

指導教授 

 

學習準則 

（可複選） 

□學習論文研究資料蒐集、研究工具運用之正確性 

□培養論文研究倫理素養與邏輯思考能力 

□強化論文研究設計與分析能力 

□學習論文研究報告撰寫技巧 

□其他：                         

畢業條件採計 
本論文研究指導之實施，係為指導學生撰寫並完成學位論文。 

（依學位授予法第 6 條、第 7 條規定，碩、博士班研究生，完成考核規定，

提出論文，經學位考試委員會考試通過者，授予學位） 



具危險性之學習活動

學生希望之安全保障

（可複選） 

□無危險性之學習活動。 

□規劃行前安全講習      小時。 

□除學生團體保險，為學生增加投保商業保險。   

□實驗研究：訂定儀器操作手冊及安全注意事項。 

□其他：                                         

備註 

（另行約定事項） 
完 

 

學生簽署  

簽署日期 

 年  月  日 

計畫主持人(教師或承

辦單位主管) 

簽署 

 簽署日期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