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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主政深耕計畫經費項下之學生兼任助理/臨時工任用配套方案 

(「教學創新推動計畫 (L3/L6)」) 
110/12/21 

項

次 

兼職 

身分 
支給標準 應檢附文件 備註 

一 

勞僱型 

兼任教

學助理 

依據本校教務處教學助

理獎勵金實施辦法暨施

行細則獎勵金發放標準

辦理： 

1. 博士生每月 6,000 

元至 8,000 元；碩

士生每月  4,500 

元至 6,000 元；學

士生每月 3,000 元

至  5,000 元為原

則。 

2. 每月工作時數以 

40 小時為上限且

每小時平均薪資不

得低於行政院勞動

部公告基本工資。 

3. 同一學期至多擔任 

2 門課程或一門課

程兩個班次，獎勵

金以 2 倍計之。 

1. 教學助理聘僱申請

書 (請用人單位登

入教務處教學助理

管理系統： 
https://if190.aca.ntu.ed

u.tw/msta/Default.aspx

，點選深耕計畫教

學助理，建置教學

助理聘任資料。本

系統於每年 1月、8

月開放建置) 

2. 契約書及其他相關

聘僱資料 (相關表

單附件皆由系統直

接印出) 

1. 須具本校在學

學生身分。 

2. 學生在學期間

從未取得教學

助理資格認證

者，如欲擔任教

學助理，應取得

基 本 認 證 資

格，始可擔任。

教學助理認證

研習會於每學

期 開 學 前 舉

辦，詳參本校行

事曆或教學發

展中心網頁。 

3. 深耕計畫勞僱

型教學助理相

關規定，請依本

校教務處教學

助理獎勵金實

施辦法暨施行

細則辦理。 

二 

勞僱型 

兼任行

政助理 

依據教育部補助及委辦

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

(108.01.01)： 

以 每 月 3,000 元 至 

5,000 元為限 

*本校計畫項下之勞僱

型學生兼任助理時薪

上限標準為 250元，最

低時薪以勞動基準法

所訂最低基本工資為

標準。(依行政團隊第

184次會議決議辦理) 

1. 聘僱申請書 

2. 他校學生應檢附

「他校同意」及在

學證明或學生證影

本 

3. 如為外國學生、僑

生或港澳生，應檢

附有效之工作許可

證影本 

4. 契約書 

請用人單位依其需

求，參考「國立臺

灣大學臨時人員 

1. 須具在學學生身

分。 

2. 聘僱申請書之

「工作內容」欄

位應敘明與本計

畫之相關性。    

https://www.dlc.ntu.edu.tw/wp-content/uploads/TAscholarship_reg.pdf
https://www.dlc.ntu.edu.tw/wp-content/uploads/TAscholarship_reg.pdf
https://www.dlc.ntu.edu.tw/wp-content/uploads/TAscholarship_gui.pdf
https://www.dlc.ntu.edu.tw/wp-content/uploads/TAscholarship_gui.pdf
https://if190.aca.ntu.edu.tw/msta/Default.aspx
https://if190.aca.ntu.edu.tw/msta/Default.aspx
https://www.dlc.ntu.edu.tw/
https://www.dlc.ntu.edu.tw/
https://www.dlc.ntu.edu.tw/wp-content/uploads/TAscholarship_reg.pdf
https://www.dlc.ntu.edu.tw/wp-content/uploads/TAscholarship_reg.pdf
https://www.dlc.ntu.edu.tw/wp-content/uploads/TAscholarship_reg.pdf
https://www.dlc.ntu.edu.tw/wp-content/uploads/TAscholarship_gui.pdf
https://www.dlc.ntu.edu.tw/wp-content/uploads/TAscholarship_gui.pdf
http://shs.ntu.edu.tw/shs/wp-content/uploads/2014/02/%E6%95%99%E8%82%B2%E9%83%A8%E8%A3%9C%E5%8A%A9%E5%A7%94%E8%BE%A6%E8%A8%88%E7%95%AB%E7%B6%93%E8%B2%BB%E7%B7%A8%E5%88%97%E5%9F%BA%E6%BA%96%E8%A1%A8.pdf
http://shs.ntu.edu.tw/shs/wp-content/uploads/2014/02/%E6%95%99%E8%82%B2%E9%83%A8%E8%A3%9C%E5%8A%A9%E5%A7%94%E8%BE%A6%E8%A8%88%E7%95%AB%E7%B6%93%E8%B2%BB%E7%B7%A8%E5%88%97%E5%9F%BA%E6%BA%96%E8%A1%A8.pdf
http://shs.ntu.edu.tw/shs/wp-content/uploads/2014/02/%E6%95%99%E8%82%B2%E9%83%A8%E8%A3%9C%E5%8A%A9%E5%A7%94%E8%BE%A6%E8%A8%88%E7%95%AB%E7%B6%93%E8%B2%BB%E7%B7%A8%E5%88%97%E5%9F%BA%E6%BA%96%E8%A1%A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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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兼職 

身分 
支給標準 應檢附文件 備註 

(或工讀生 ) 契約

書 (範本)」、「國立

臺灣大學研究生獎

勵金勞僱型兼任助

理契約書 (參考範

本)」，自行修正使

用 

三 

勞僱型 

臨時工 

(或工讀

生) 

依據教育部補助及委辦

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 

(108.01.01)： 

以現行勞動基準法所訂

最低基本工資 1.2 倍為

支給上限，然不得低於

勞動基準法所訂之最低

基本工資。 

 

1. 聘僱申請書 

2. 他校學生應檢附

「他校同意書」及

在學證明或學生證

影本 

3. 如為外國學生、僑

生或港澳生，應檢

附有效之工作許可

證影本 

4. 契約書或雙方以其

他形式約定 

請用人單位依其需

求，參考「國立臺

灣大學臨時人員 

(或工讀生 ) 契約

書 (範本)」，自行

修正使用 

聘僱申請書之「工作

內容」欄位應敘明與

本計畫之相關性。 

※常用表單下載：https://www.aca.ntu.edu.tw/w/aca/SecretariatService_21070717324321514 

  本校勞健保專區：http://www.personnel.ntu.edu.tw/cl_n_2773.html 

  

http://shs.ntu.edu.tw/shs/wp-content/uploads/2014/02/%E6%95%99%E8%82%B2%E9%83%A8%E8%A3%9C%E5%8A%A9%E5%A7%94%E8%BE%A6%E8%A8%88%E7%95%AB%E7%B6%93%E8%B2%BB%E7%B7%A8%E5%88%97%E5%9F%BA%E6%BA%96%E8%A1%A8.pdf
http://shs.ntu.edu.tw/shs/wp-content/uploads/2014/02/%E6%95%99%E8%82%B2%E9%83%A8%E8%A3%9C%E5%8A%A9%E5%A7%94%E8%BE%A6%E8%A8%88%E7%95%AB%E7%B6%93%E8%B2%BB%E7%B7%A8%E5%88%97%E5%9F%BA%E6%BA%96%E8%A1%A8.pdf
http://shs.ntu.edu.tw/shs/wp-content/uploads/2014/02/%E6%95%99%E8%82%B2%E9%83%A8%E8%A3%9C%E5%8A%A9%E5%A7%94%E8%BE%A6%E8%A8%88%E7%95%AB%E7%B6%93%E8%B2%BB%E7%B7%A8%E5%88%97%E5%9F%BA%E6%BA%96%E8%A1%A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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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注意事項： 

一、 申請相關規定： 

(一) 用人單位及計畫主持人應確認是否符合申請規定，並確定人員

所執行之事項與本計畫相關，始得申請任用。 

(二) 學生兼任勞僱型行政助理或臨時工 (或工讀生) 之申請，應先

至 myNTU短期經費人員管理系統進行經費檢核。檢核通過後，

填寫聘僱申請書並檢附相關文件，依程序辦理。 

(三) 本計畫除教學助理依本校規定僅限本校在學學生擔任外，餘列

兼職身分如為他校在學學生，應檢附學生證影本及「他校同意

書」，連同申請書一併送教務處審核，並於核銷時檢附予主計

室備查。 

(四) 為確保勞工權益，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須完成聘僱與勞保加

保程序後始得進用，不得追溯聘期。健保則依本校 104 年 10

月 6日校人字 1040076187號函辦理，受僱者每週工作時數未

滿 12小時者，本校不為其辦理健保加保。申請書及相關文件

應於聘期起始日前 3個工作日送達教務處秘書室審核，並於聘

期起始日前 1個工作日下午 4時前送達人事室辦理加保作業。 

(五) 勞僱型兼任教學/行政助理/臨時工 (工讀生) 契約書，甲方應

由學院/獲補助單位 (L3/L6) 存 1份，以供查核。 

(六) 已在教育部補助經費項下 (如深耕計畫) 按月支領固定津貼

者，不得重複支領同計畫 (即同一經費代碼) 之其他酬勞。 

(七) 受僱者如同一期間之各個兼職應經各兼職單位同意，並填具

「保險費經費分攤同意書」。日後兼職如有變動，亦請主動申

辦，以免影響受僱者權益。 

(八) 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如就特定勞務項目，如海報製作設計、

翻譯、打字等工作，得依委託機關規定以勞務承攬方式交付自

然人完成工作，並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採購，無須以聘用臨

時工方式辦理。其辦理流程請參考總務處採購組網頁，如有疑

義得洽總務處採購組 (02-3366-2191~6)。 

二、 任用人員身分規定： 

(一) 勞僱型人員如為外國學生、僑生及港澳生，依規定須先取得工

作許可證，並於許可期間內聘僱，除寒暑假外，每星期最長時

數為 20小時。 

(二) 陸生部分，依大陸地區人民來臺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第 15

條規定，「大陸地區學生在臺就學期間，不得從事專職或兼職

https://ga.ntu.edu.tw/procurement/main_ch/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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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工作。違反前項規定者，應依本條例第十八條規定辦理強制

出境。」，故陸生不得擔任本計畫勞僱型兼任教學/行政助理

或臨時工 (或工讀生)。 

(三) 計畫主持人 (單位主管/教授) 應迴避進用本人、共同主持人及

各級單位主管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為計畫人員 (含

專/兼任人員、臨時工)，如有違反規定，不予核銷相關經費。 

(四) 配合教育部「學校辦理契約進用人員通報查詢作業注意事項」

第 3點所列之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等情事，受僱者應同意

校方及教育部辦理蒐集、處理及利用其個人資料，並同意法務

部、警政機關及教育部提供相關資訊 (如有隱匿經查證屬實，

得依勞基法第 12條第 1款規定，不經預告立即以書面終止契

約)。 

(五) 依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23條規定前略以已退休公務人員領受月

退休金者，再任由政府編列預算支給俸 (薪) 給、待遇或公費 

(以下簡稱薪酬) 之機關 (構) 或團體之職務且每月支領薪酬

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停止支領月退休金之權利，請該等受

僱人員注意相關規定；支領專案精簡加發慰助金人員再任公職

者，應繳還加發之慰助金；支領退休俸之軍職人員再任公 (教) 

職者，應依國防部規定，主動函送該部申請核認。 

三、 任用相關規定： 

(一) 用人單位應控管經費支出、人員任用與差勤管理。 

(二) 為保障學生兼任教學/行政助理及臨時工 (或工讀生) 之權益，

於申請書核定後，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應依規定定期報支給

付工作酬金。報帳時，應檢附申請書影本。聘期、工作酬金或

獎助金均不得任意變更。 

(三) 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應確實管控「勞僱型」人員出勤狀況，

留存出勤紀錄以供相關單位查核，並依本校及勞動基準法規定，

相關出勤紀錄應自勞工離職之日起保存五年。勞工之工作時間、

休息時間、請假、休假及例假等應依勞動基準法之規定辦理 

(四) 各單位、各計畫主持人所進用之「勞僱型」人員如聘僱期間中

途離職或聘僱期限屆滿不再辦理續聘者，應於離職前一週至校

總區人事室綜合業務組辦理退保手續，未依規定辦理退保，致

本校未能即時通知勞保局退保，期間衍生應繳而未繳之保費 

(含個人及雇主負擔)，由被保險人負責償還，並由用人單位 (或

計畫主持人)負連帶償還之責任。如被保人為專題計畫下聘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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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應由計畫主持人負責；非計畫下聘僱人員應由單位負

責。 

(五) 用人單位及計畫主持人應依本校「勞僱型學生兼任助理勞動權

益保障處理要點」保障本計畫學生兼任教學/行政助理及臨時

工 (或工讀生) 相關權益。渠等之管理及爭議案，用人單位應

協助計畫主持人依勞動法令及學生規範辦理，且各單位爭議案

之處理應有書面紀錄可稽。 

(六) 用人單位及計畫主持人於辦理相關人員進用時，應先徵詢身心

障礙學生擔任本計畫學生兼任教學/行政助理及臨時工 (或工

讀生) 之意願，並優先考量進用。如進用身心障礙學生之僱用

單位，可視學生之意願及工作能力，調高其工作時數或職責 

(如同意該生兼任 2班教學助理工作或兼任校內其他兼職工作)，

使其實領薪資至基本工資 1/2以上，始得計入身心障礙人員人

數。另，深耕計畫經費無法用來支應身心障礙名額進用不足衍

生之差額所需經費，請各學院 (單位) 另覓其他經費支應。 

四、 其他相關規定請參本校「勞僱型學生兼任助理勞動權益保障處

理要點」及教務處主政業務學生兼任助理專區。如有相關勞動法

令問題，請參見勞動部網站；如有勞基法疑義得洽勞動條件及就

業平等司 (02) 8590-2729；如有相關智慧財產權問題，請參見經濟

部智慧財產局網站，如有相關疑義得洽 (02) 2738-0007。 

https://my.ntu.edu.tw/assistant/doc/rule106080102.pdf
https://my.ntu.edu.tw/assistant/doc/rule106080102.pdf
https://my.ntu.edu.tw/assistant/doc/rule106080102.pdf
https://my.ntu.edu.tw/assistant/doc/rule106080102.pdf
https://www.aca.ntu.edu.tw/w/aca/SecretariatService_21070717324321514
http://www.mol.gov.tw/
https://www.tipo.gov.tw/
https://www.tipo.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