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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起源-校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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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部受理116件以上申訴檢舉案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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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起源-校內

� 104.06.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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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4.06.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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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4.08.19通過104學年度第1學期第1
次行政會議，本校公告「中州科技大
學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
處理要點」



處理原則-對象及定義

適用對象 兼任研究助理、兼任教學助理、兼任研究助理
及其他不限名稱之學生工讀生或臨時人員

學習與勞動
之定位

學習範疇 �「課程學習」範疇依大學法或專
科學校法規範。
�「服務學習」範疇及不以獲取報
酬為目的之各項輔助性服務學習。

勞動範疇 非屬學習範疇，兼任助理僅存提供
勞務獲取報酬之工作事實，並具從
屬關係者，屬勞動契約關係。



處理原則-學習與勞動關係區分

學習關係學習關係學習關係學習關係 勞動關係勞動關係勞動關係勞動關係

定
義

以學習為主要目的及範疇，非有對價之僱傭關係

。
�課程學習：課程學習、論文研究之一部分，或
為畢業之條件。(其中課程包含教學研究實習或
其他學習活動)
�服務學習：參與學校為增進公益，不以獲取報

酬為目的之輔助性服務(如：服務性社團活動或
服務課程或活動)。

�與學校間存有提供勞務獲

取報酬之工作事實且具從
屬關係，屬僱傭關係。
�僱傭關係之認定，依勞動
部原則(以人格從屬性、經
濟從屬性及其他法令之規

定綜合判斷)

重
點

�與學習有直接相關性，有指導行為，經師生雙

方同意。
�有明確對應課程、教學實習、論文研究指導、
研究或學習活動計畫，就學習準則、評量方式、
學分或畢業條件採計

�得支領獎學金或必要之研究、實習津貼或補助
並提供權益保障或相關保險。
�研究成果及運用屬著作人(著作權、專利權)

�訂定勞動契約，明訂權利

義務。
�辦理勞健保、提繳勞退金
。
�規範研究或專利成果歸屬

學校。



配套措施

�依據本校104.08.19通過104學年度第1
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本校公告「中州
科技大學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
益保障處理要點」辦理

�學生兼任助理之學習與勞動權益規範
，各權責單位、用人單位、教師、計
畫主持人，應依教育部及勞動部之原
則、學校要點及相關規範辦理。



配套措施-兼任助理定位與分流



配套措施-分流說明

勞動部勞動部勞動部勞動部研訂指導原則重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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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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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從屬性

� 學校(雇主)、代理人(計畫主持人/執行人)及
兼任助理(勞工)應注意事項



配套措施-僱傭關係之輔助認定

(一)人格從屬性人格從屬性人格從屬性人格從屬性：(學校或其代理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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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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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兼任助理之進用、工作內容、工作報酬支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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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有關對兼任助理提供工作之指揮監督事項。



配套措施-僱傭關係之輔助認定

(二)經濟從屬性經濟從屬性經濟從屬性經濟從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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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套措施-聘任資料



配套措施-核銷檢附資料

� 勞健保加保申請單(影本)

� 核銷各樣保險費之分攤表

� 各式保險費收據(影本)

� 所得資料匯入檔

� 工讀生簽到退及工作內容管制表

� 各項薪資印領清冊

計畫核銷之相關問題計畫核銷之相關問題計畫核銷之相關問題計畫核銷之相關問題，，，，請向計畫執行單請向計畫執行單請向計畫執行單請向計畫執行單

位承辦人詢問位承辦人詢問位承辦人詢問位承辦人詢問。。。。



主要計畫單位措施

� 研發處：於104年7月28日發文字號1041300092
號書函辦理。

� 學務處：依本校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實施作業細
則辦理。



勞保法令及實務-勞保投保資格

� 依勞工保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規定：年
滿15歲以上，65歲以下，依法不得參加公
教人員保險之政府機關及公、私立學校之
員工，應以其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參加
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

� 受僱員工：包括工讀生、臨時工、試用人
員、部份工時員工、合法僱用外籍勞工



勞保法令及實務-加保流程表



勞保法令及實務-勞動契約重點說明

一、管理機制：

� 完成僱用程序及簽訂勞動契約後方能工作。

� 自到職日起加保及提繳勞退金，離職日退保。

� 加保健保者需繳交健保轉出單；身障生身份繳交
身心障礙證明；原住民身份繳交戶籍謄本。

� 外籍生、僑生及港澳生需持有有效之工作證。



二、工資：

� 在正常工作時間內所得之報酬，不得低於基本
工資。(104.07.01起時薪為120元；月薪為
20008元)

� 每月工資之給付日需於勞動契約中載明。



三、工作時間、休息、休假：

� 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8小時。

� 每繼續工作4小時，至少應有30分鐘之休息。

� 逐日詳實記載出勤情形，時間記至分鐘，未能於
預定時間工作者，需向計畫執行人辦理請假。

� 每7天中至少應有1日之休息，作為例假，工資照
給。(例假不一定是星期六或日)

� 紀念日、勞動節日及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
放假之日，均應休假。



開國紀念日

之翌日(1/2)

• 春節(農曆正月初一、

初二、初三)

• 婦女節、兒童節合併假

日(民族掃墓節前一日)

• 民族掃墓節(農曆清明

節為準)

• 端午節(農曆五月五日)

• 中秋節(農曆八月十五

日)

• 農曆除夕

• 台灣光復節(10/25)

•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者



勞保法令及實務-月投保薪資申報

投保身份 含意 案例 投保區間

部份工時人員 指受雇主輪派到工

者。(全月在職，
投保整月)

每週輪派到工5次

，每次4小時，時
薪120元

投保薪資應填為：

120元*5次*4小時
*4週=9,600元

整月投保。

短期工作人員 指未全月在職者。

(依實際上班天數
加退保)

8/11到職-8/15離

職，日薪1,000元

投保薪資應填為：

1000(平均日薪
)*30=30,000元

8/11加保、8/15退
保



勞保法令及實務-月投保薪資申報

薪資 到班
天數

投保方式 月投保薪資
計算

保費
日數

勞保個
人負擔

勞保單
位負擔

勞退單
位負擔

月薪

8000

整月到

班4天

部份工時 8,000元元元元 30天 222 787 522

短期工作 60,000元元元元

(8000元/4天

)*30=60,000元

4天 117 415 486

時薪

120

整月到

班4天，

每次8小
時

部份工時 3,840元元元元

120元*4天*8小

時=3840

30天 222 787 270

短期工作 14,400元元元元

(120元*8小時

)*30=28,800

4天 77 272 230



勞保法令及實務

� 以實際加保天數計算，自加保當日計算至退保
當日。

� 不論大小月份都以30天計算。



問題選集

� Q：學校僱用一名員工已有公保身份，學校是
否還需為其保勞保？

� A：若以參加公保，則不得參加勞保。

� Q學校僱用一名員工，改員工在其他公司另有
工作，也已投保勞保，學校還需要為其投保勞
保嗎？

� A：受僱從事二份以上工作之勞工，應由所屬
雇主分別為其辦理參加勞工保險。



問題選集

� Q：僱用臨時工只來幾天，是否需要申報加保
？

� A：仍需於勞工到職當日為其申報參加勞保(退
)，離職當日申報退保。



問題選集

� Q：在學的工讀生，應如何參加全民健康保險？

� A：(1)如果是利用寒暑假從事未逾三個月之短期
工作，且未喪失原有之投保資格者，未避免時常
移轉投保單位之不變，健保允許仍以原保險身份(
例：是父母之眷屬)繼續投保。

(2)每個工作日到工者，無論每日工作時數若干，均
視為輪派定時到工之勞工，視同專任員工，應由
工讀機構為其投保；非每個工作日到工者，其每
週工作時數滿12小時以上(含)，視同專任員工，
應由工讀機構為其投保。

(3)在學的工讀生，如在二個以上機構工作時，以其
主要工讀機構為投保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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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Q&AQ&AQ&A
((((如有問題請填寫提問單如有問題請填寫提問單如有問題請填寫提問單如有問題請填寫提問單))))

ENDENDEND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