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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兼任之樣態與工作內容調查

研究助理(RA)：學生在教師指導下，協助相關研
究調查、實驗、搜集與整理資料及報告撰寫。

教學助理(TA)：在授課教師指導下，於課前、課
中、課後從事與教學活動相關之學習與協助。

研究計畫臨時工：在教師督導下進行研究工作相
關協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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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起與爭點

100年台大學生發起組織台大企業工會

102年11月起高教工會訴求各大學應為
兼任助理投勞健保及該等人員應有勞
動基準法之保障。

受理近百件申訴檢舉案件--勞保及勞動
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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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助理是否適用勞保
或勞基法等法令

---前提---
學校與兼任助理應有

僱傭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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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兼任助理係以學生
身分參與，其性質
係屬教育學習之一
環

2.所領取之費用性質
屬獎助性質（附條
件之給付行政）

學校 學生

1.擔任助理之目的非為學
習，係為勞務提供後領
取之對價，過程中屬具
從屬性之勞動關係

2.學校享有研究成果應負
擔保險義務，避免學生
自負研究災害及勞保年
資短少之權益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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勞務提供
與支給有
無對價

勞務成果
是否為學
校所有

指揮監督

36位台大學生之兼任研究助理、研究
計畫臨時工及教學助理組織之台大工
會，因其與學校間具有從屬性，係屬

勞雇關係，工會為合法

勞委會訴願決定兼任助理屬受雇者，依法得組織
工會，台北高等行政法院駁回台大上訴。（102
年4月11日勞訴字第101003636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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勞動部公布「專科以上學校兼
任助理勞動權益保障指導原則」
（2015.6.17）
教育部公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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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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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處理原則中明訂學習分
為「課程學習」及「服務學
習」。
其中將「課程」、「論文研究
之一部分」及「畢業之條件」
做為認定課程學習之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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勞動部研訂指導原則重點如下
1.明確定義「兼任助理」

--指受學校僱用，並受學校或其代理人指揮
監督，從事協助研究、教學或行政等工作，
而獲致工資者。

2.提供認定學校與兼任助理僱傭關係之輔助認
定原則
--人格從屬性及經濟從屬性

3.學校（雇主）、代理人(計畫主持人)及兼任
助理(學生/勞工)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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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傭關係之有無，應以
「人格從屬性」、「經濟從屬性」及
其他法令之規定，綜合判斷之。其中
「人格從屬性」及「經濟從屬性」之
參酌因素，例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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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格從屬性：

1.學校或其代理人對兼任助理提供工作之指揮監
督關係，相較於專任助理之指揮監督關係，並
無顯著不同者。

2.學校或其代理人對兼任助理之提供工作，具有
監督、考核、管理或懲罰處分之權。

3.學校或其代理人對兼任助理之進用、工作內容、
工作酬金支給、出勤管理及終止契約等事項，
具有一定之權限或最終決定權。

4.其他有關學校或其代理人對兼任助理提供工作
之指揮監督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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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濟從屬性：
1.兼任助理領取之報酬與協助學校研究或教
學等工作有勞務對價性；其領取報酬之計
算，依學校訂定標準發給，不因領取報酬
名稱或經費來源而有差異。

2.兼任助理提供勞務所生研究、教學或其他
成果，非為自己之營業勞動，而係歸屬於
學校。

3.其他有關兼任助理領取之報酬具有勞務對
價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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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實務-研究助理(RA)篇

屬「學習型」
計畫成果和論文研究有關。
制定「學習活動實施計畫」，將學習活動
訂為探討新知識、研發新技術、發表論文
、成果作為論文等。

屬「勞僱型」
計畫成果和論文研究無關。
應按時填寫兼任助理簽到退紀錄表，時間
登記至「分鐘」，核實登入工作日誌。

資料來源：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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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從屬性

• 指揮：每周交付工作。
• 監督：需回報進度與工作時間作為
差勤管控。

經濟從屬性

• 勞務對價：助學金額取決於工作量
多寡。

• 助學金*給付性質與專兼任助理相
同，每月或定期發給助學金。

兼任研究助理勞雇關係認定

*本校學習型兼任研究助理 領取 研究津貼。



工作態樣應如何區分是否屬於「學習」之目的或
範疇？

以下工作態樣若未明訂於課程大綱，則視為非「學習」
之目的或範疇：

1. 協助課程準備工作（如翻譯、校稿、打字、影
印、製作簡報、教材準備、資料收集與分析等）

2. 協助教師教學工作（如協助命題、改考卷、執
勤解題、批改作業、學生課業輔導、課程支援
、登錄核定成績、協助實習課程、查堂點名、
教學網頁設計、協助電腦軟體應用教學、教學
設備操作等）



工作態樣應如何區分是否屬於「學習」之目的或
範疇？

以下工作態樣應視為非「學習」之目的或範疇：
1. 協助系所辦公室文書處理工作或接聽電話等辦

公室事務。
2. 協助系所環清潔維護工作。
3. 協助處理教師個人非課程相關事務。



學習型或勞僱型兼任研究助理的判斷
勞僱型 學習型

1. 聘任短，例如5天或1個月的工讀生、臨
時工、按件計酬，難以形成學習之事實。

2. 有勞務形式的工作內容，例如打字、影
印、發傳單等。

3. 有勞務對價的關係，助理領取的工作津
貼(薪水)取決於工作量多寡，例如工作1
小時120元、2小時240元…以此類推
要用「兼任助理簽到退紀錄表」記錄時
間至分鐘為止(例如12:03到班遲到)。

4. 有指揮監督事實，例如要求助理必須回
報工作進度。

5. 勞務成果(例如統計數據)為學校所有。
6. 計畫執行被要求僅能以勞僱型方式聘任

助理。
(以上只要有一個敘述符合即為勞僱型)

1. 聘期較長，例如科技部計畫，任用超過2
個月以上 ，就可與兼任助理/學生 討論
是否屬於學習型？(但若有左列任一事項，
就是勞僱型)

2. 可與助理約定「學習活動實施計畫」，
將學習活動訂為探討新知識、研發新技
術、發表論文、成果作為論文等。

3. 明確與畢業碩士論文、畢業專題校內專
題計畫、科技部計畫、專利、論文發
表…等結合之事實，論文、成果報告與
論文專利共同發表發明人，必須記載 學
生/研究助理 的姓名。

須幫兼任助理加勞健保、簽訂勞動契約，以
簽到退記錄表管制工作時數，依約定期發薪。

不需幫兼任助理加勞健保，以研究學習(活動)
替代簽到退，評量通過後提供研究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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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單元內容為勞動部提供範例與說明，研發處僅為宣達)
(本單元內容為勞動部提供範例與說明，研發處僅為宣達)
(本單元內容為勞動部提供範例與說明，研發處僅為宣達)

因為很重要，所以講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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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列例外情況不得加保全民健康保險：

1. 工作期間未超過3個月者。

2. 因非專任，無須每天上班者，且每週上

班時數未達12小時。

3. 於校外擔任其他工作，並投保健保且薪

資較高者。

4. 外籍人士，未持有居留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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勞僱型兼任助理，可投保健保嗎？有例外規定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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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區分部分工時人員？還是短期工作人員呢？

部份工時人員 短期工作人員

定義

工作時間相較一般全時
工作勞工有相當程度縮
短，受雇主輪派定時到
工，持續維持僱傭關係
者。
（兼任研究助理、工讀生、臨時工）

未全月在職，不定時到工者，
工作屬於短期且臨時者。

（活動或會議所需之工讀生或臨時工）

案例
每週固定輪班5次，每
次4小時，時薪120元。

7月5日到職，7月10日離職，
日薪1,000元，只工作五天。

如何申報
加退保

屬全月在職狀態，應申

報整月加保，並按其

整月薪資所得總和對
應分級表等級投保。

於到職當日申報加保，離職
當日申報退保，並以同一工

作等級員工之月薪資總額
申報勞保投保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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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工時人員 短期工作人員

定義

依整月薪資所得總額申
報。

※如果每個月薪資不同，
以最近三個月薪資平均
後計算。
※如為新進員工，可依
約定的工資及工作時數
估算。

依日薪換算為月薪申報。

※以日薪*30天換算成月
薪。
※如果支領時薪者，以
時薪*8小時換算成日薪。

部分工時及短期工作人員的投保薪資如何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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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工時人員 短期工作人員

案例
每週固定輪班5次，每
次4小時，時薪120元。

7月5日到職，7月10日離
職，日薪1,000元。

如何申報
投保薪資

月薪資計算：
5(次)*4(小時)*120(時
薪)*4(週)=9,600元

以9,600元申報投保薪
資，全月加保。

月薪資計算：
1,000(元)*30(天)=30,000元

以30,000元申報投保薪資，
7月5日加保，7月10日退
保。

部分工時及短期工作人員的投保薪資如何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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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及雇主需要負擔多少保險費用？

月薪資 投保金額 個人負擔 雇主負擔

9,600
勞保 11,100
健保 20,008
勞退 9,900

勞保 222
健保 295
勞退 0~594(0%~6%)

勞保 777
健保 955
勞退 594

30,000
勞保 30,300
健保 30,300
勞退 30,300

勞保 606 / 30 * 5 = 101
健保 446
勞退 0~1,818(0%~6%) /

30 * 5 = 0~303

勞保 2,121 / 30 * 5 
= 354 

健保 1,446
勞退 1,818 / 30 * 5 
= 303

上表計算之保費仍須另外加上 職業災害(以勞保投保金額乘以0.09%計算)



勞僱型保費支出分攤

計畫類別 雇主/學校負擔
研究助理(學生)

負擔

科技部計畫 由業務費勻支。

由研究助理個人負
擔。

產學計畫 由計畫經費支出。

校內專題研究計畫 由計畫經費支出(??)

以 研究助理領取 月
薪資9,600元 為例
(部分工時)

繳交保費：勞保
777元，勞退594元，
雇主/學校合計實繳
1,371元

扣除勞保 222元，
勞退 0~594元
(0%~6%)之後，助
理/學生實得9,378元
~8,78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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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要加勞保。依照規定受僱從事二份以上工

作的勞工，其服務單位如均屬勞保的強制投

保單位，則均應為該勞工辦理參加勞保，不

得選擇僅由其中一單位參加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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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助理在校外另外有打工，已經在該公司參
加勞保，學校還要幫他保勞保嗎？



勞保可以追溯嗎？如因疏忽，未在到職當天申報
加保，可以補繳保費，追溯從到職當天加保嗎？

1. 不可以。因疏忽未在到職當天申報加保，

依勞保局規定，無法追溯加保。

2. 如因延遲送件而導致被保險人權益受損或

學校受罰，應由當事人、計畫主持人、教

師或單位主管負責。



依據「明新科技大學學生兼任助理學習與勞動權益保障處理要點」

30



勞保、健保、勞退應注意事項
單項勞務：

於同一投保單位(學校)內僅能以單一身分納保(本校全

部以明新科技大學為單一投保單位)，所以須提醒

單位於用人前，須告知兼任助理(學生)於同一聘任期間
擔任「勞僱型」職務(例如:計畫兼任助理)

以1個單位1個職務為限，以避免於本校重複加保。
例如：已擔任科技部兼任助理（有勞保），則無法再擔任另一個單位

「勞動型」職務（因須勞保）；若該項兼任助理屬學習型性質

(無勞保)，則無此限制。

另，儘量避免有加班、夜間或例假日工作會產生加班費等問題。



學生兼任助理申訴機制

申訴委員會

勞動型與學習型身份認定

勞動型 學習型

不服措施或處置



計畫類 實施流程

•兼任研究助理約用流程。

•計畫類學習型兼任研究助理學習
活動與津貼請領流程。

•計畫類勞僱型兼任研究助理勞保
加保與津貼請領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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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感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