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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學生兼任助理 
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案 

整體規劃說明 

報 告 人:林達德主任秘書 
 
報告日期：104年7月6日 



大綱 

一、前言 

二、規定重點 

三、本校面臨問題 

四、本校因應及整體規劃 

五、結語 

 



一、前言(1/3) 

教育部 
   學生兼任助理之權益近來受各界關注，為研商解決兼任助理學習

與勞動權益之定位及相關權益保障，因涉層面複雜，自102年起
研議，除邀請專家學者、勞動部等相關部會、學校代表、大專校
院協(進)會、工會、學生會代表開會外（摘要如下表），並廣泛
蒐集學校及學生意見，經溝通整合意見後，104/6/17訂定並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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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度 會議名稱 備註(開會時間) 

102 研商大專校院兼任助理定位及權益事宜會議  102/12/23 

103 大學兼任助理定位及權益案工作小組會議，4
次 

103/1/22、103/2/12
、103/3/6、103/6/18 

103 研商「大學兼任助理定位、權益保障及配套措
施」會議 ，2次 

103/3/19、103/4/25 

104 大專校院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配
套措施工作小組會議，2次 

104/3/27、104/3/31 



一、前言(2/3) 

勞動部 
 學生兼任助理從事協助研究、教學或相關行政工作，具學習與勞動

併存特性，與一般產業受僱者不盡相同。自102年起持續與學生及
工會溝通，並於104年4月至5月間密集召開數次會議(104/4/8、
4/10、5/12)，進入校園蒐集意見，分別與教育部、學校代表、教
師團體、工會、學生代表及學者專家等溝通與說明。 

 為降低雙方認知歧異，並增進學校、師生瞭解彼此權利義務，經共
同研商， 104/6/17訂定並發布「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理勞動權益
保障指導原則」。 



一、前言(3/3) 

 上開2原則訂定後，各校應重新檢視兼任助理類型及內
涵，以及其學習與勞動的分際，調整內部規範，並儘速
建置學習及勞動相關保障措施。 
 

 本校獲邀參與研議過程，提供具體意見。目前已規劃校
內因應配套，並擬訂本校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
保障處理要點（草案），擬透過2場次座談會，說明規
劃重點，並廣徵校內意見。 
 



教育部原則，重點如下： 
 學生兼任助理範圍：包括兼任研究助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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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位學生兼任助理於學習與勞動分際（詳如附表1）； 

    -學習關係：包含「課程學習」或「服務學習」範疇。學校對學習活動範
疇，應有明確對應之課程或實施計畫，並就其相關學習準則等事項明定
公告，學生參與學習活動，權益保障應有規範。 

    -勞動關係：雙方具僱傭關係，有提供勞務獲取報酬之工作事實，並具從
屬關係者。僱傭關係之認定，依勞動部之指導原則。 

 學校應訂校內處理原則，並廣徵各類兼任助理及教師之意見。 

 學校就各類助理之爭議處理，應建立申訴平臺及爭議處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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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規定重點（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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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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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教§4） 
1.課程學習：課程、論文研究之一部分，或為 
            畢業之條件。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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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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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屬承攬關係， 
  另依相關法令辦理。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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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6） 

重點 

1.與學習有直接相關性，有指導行為，經師生 
  雙方同意。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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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明定且公告之。 
3.得支領獎學金或必要之研究、實習津貼或補
助。 
4.提供權益保障或相關保險。 
5.提供申訴及救濟管道。 
6.規範研究成果歸屬。  
(教§5) 

1.訂定勞動契約，明定權利義務。 

2.辦理勞健保、提繳勞退金等。 

3.提供申訴及爭議處理管道。 

4.規範研究成果歸屬。 

（勞動權益事項依勞動部原則辦理）。 

(教§6、§7、§10) 

二、規定重點（2/4） 
學習與勞動關係之區分 

（附表1） 



二、規定重點（3/4） 

勞動部原則，重點如下： 
 兼任助理：指受學校僱用之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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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獲致報酬者。 
 訂定學校與兼任助理間認定僱傭關係之參考指標，提供雙方當事參考。 
 僱傭關係之有無，以人格從屬性、經濟從屬性及其他法令之規定綜合判斷

。例示如下： 
 

 
 
 
 
 
 
 

 兼任助理勞動權益事項依勞基法辦理 
    -宜以書面載明權義事項、依時發給工資、遵守工時規定、記載出勤情    
     形、辦理勞(健)保、就業保險及提繳勞退金等。 

人格 
從屬性 

1.學校對兼任助理有指揮監督、考核、管理或懲罰處分之權。 
2.學校對兼任助理之進用、工作、報酬、管理及終止契約等有一定
之權限或最終決定權。 

經濟 
從屬性 

1.兼任助理之報酬與協助研究或教學等工作有勞務對價性。 
2.報酬依學校訂定標準，不因領取報酬名稱或經費來源而有差異。 
3.兼任助理提供勞務所生成果，非為自己，而係歸屬於學校。 



二、規定重點（4/4） 

小結- 
  學習關係之認定，依教育部原則，由教育單位認定； 
  勞動關係之認定，依勞動部原則，由勞政單位認定。 
 學習關係： 
  符合學習(課程學習或服務學習)範疇及規範，應有對應之課程或實
施計畫，有指導行為，並經師生雙方同意。 

 勞動關係： 
  屬僱傭關係者，依勞動法令辦理，包括：訂勞動契約，明定雙方相
關權利義務（報酬、管理、勞健保及勞退金、終止契約等）。 
  
 



未來面臨問題如下： 

 師生關係轉變（師生關係→→勞動關係） 

 在有限經費及資源下，須調整兼任助理制度(含經費
及名額分配) 

 身障及原住民人力不足，須繳納龐大差額補助費（因
勞保人數遽增） 

 學校財務負擔大增（勞健保、勞退金、資遣費、身障
差額補助費） 

 行政管理及人事作業成本增加(人數多，異動大，管
理不易，加退保頻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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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校面臨問題 



四、本校因應及整體規劃（1/4） 

 本校於103年10月間組成專案小組，不定期開會，通盤檢視兼任助
理制度，並依分工規劃因應配套措施。 

  -各類兼任助理制度，由各權責單位（教務處、研發處及學務處）研擬具體
規劃及配套措施。 

  -涉勞(健)保作業，由人事室負責。 
 

 訂定本校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要點（草案），作
為全校通案性規範。重點如下： 

   -學生兼任助理分「學習型」、「勞僱型」2類分流管理(如附表2) 。 
   -進用時，應以書面或電子文件確認雙方關係（學習型或勞僱型），並充 
     分告知權利義務。 
   -研究成果歸屬依「學習型」及「勞僱型」有所不同。 
   -「勞僱型」到職時，應辦理勞(健)保作業。 
   -考量學校財務、管理及行政作業成本，並兼顧彈性用人需求，明定同     
    一期間擔任「勞僱型」以1個為限（分析如附表3）。 
   -建立學生兼任助理申訴機制（如附表4）。 

 



「學習型」及「勞僱型」分流 
（附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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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
兼
任
助
理 

1.兼任研究助理 
（研發處） 

3.研究生獎勵金 
  (學務處) 勵 獎純單 

獎助優秀、經濟弱勢清寒
或個人論文相關研究等。 

型僱 勞 

有提供勞務獲取報酬之工
作事實，具僱傭關係。 

型習 學 

屬課程學習或服務學習等
以學習為主要目的及範疇 

--本校要點草案 2-3 

四、本校因應及整體規劃（2/4） 

2.教學助理 
 (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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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職
個數 

甲案：以1個「勞僱型」為限 
(但可再兼「學習型」) 

乙案：不限制 
(可有多個「勞僱型」職務) 

優
點  

1. 僅限制「勞僱型」為1個，但未限制可再

兼「學習型」，學生經濟影響有限。 

2. 學生僅負擔1個兼職之勞健保費，對實領

費用影響較小。 

3. 用人成本(勞健保、資遣費)相對較低。 

4. 1個兼職須符合勞基法，管理相對單純。 

5. 減省各單位或計畫主持人之人事行政作

業。 

6. 降低身障及原住民進用人數控管之複雜

性。 

1. 符合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彈性用人之需求。 

2. 學生得有數個兼職，收入增加。 

3. 學生勞保投保金額高，保險給付金額相對提高。 

缺
點 

1. 學生勞保投保額度較低，勞保給付金額

相對較少。 

2. 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用人彈性受限。 

1. 學生兼職多，負擔保費增加，實領費用相對減少。 

2. 同時符合多個兼職規定，如未全面了解，易違反。 

3. 學生兼職過多，易影響學習成效。 

4. 增加學校財務負擔(如勞健保、資遣費)，且人員異動頻繁，

易造成帳務收支不平衡。 

5. 多個兼職均須符勞基法(給假、加班、資遣)，增加管理困難

度。 

6. 用人成本增加，限縮可分配學生之工作機會。 

7. 人員異動難掌控，未及加保，影響勞動權益。 

8. 人員工時短，異動大，進用離職、加退保，須投入更多行政

人力。 

9. 數個兼職分屬不同單位，不易控管各單位身障及原住民進用

人數。 

「勞僱型」職務個數問題分析（採甲案）（附表3） 

四、本校因應及整體規劃（3/4） 
--本校要點草案 6 



學生兼任助理申訴機制 
(附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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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服措施或處置 

勞僱型 
(勞動權益) 

學習與勞動 

身分認定 

學習型 

(課程或服務學習) 

向身分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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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各權責單位 
申        訴 

30日內 

向學生申評會
申        訴 

向教育部提 
行政救濟 

所屬單位協調並
提書面說明 校

內 

校
外 

--本校要點草案 5,17-22 

四、本校因應及整體規劃（4/4） 



15 

 本校要點(草案)版本(通案性規範)，透過本座談會廣徵
意見，後續將儘速完成校內行政作業(提勞資會議及行
政會議)後發布，各權責單位（教務處、研發處、學務
處等）亦將儘速完成各項具體配套措施。 

 
 未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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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要點及相關規範辦理。 

 
 相關部會之配套尚有不足(如：低薪高保不合理、身障

及原住民人力進用不足問題），本校將持續透過不同管
道向主管機關反映。 

五、結語 



謝謝聆聽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