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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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健保相關業務說明 

報告單位：人事室 
報告日期：104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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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一、規定重點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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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凡學生與學校間存有提供勞務獲取報酬之工作事實，且具從屬關係者，均屬僱傭關係，其兼
任樣態，包括研究助理、教學助理、研究計畫臨時工及其他不限名稱之學生兼任助理工作者等，應
依勞動相關法規規定辦理；…。學校與學生之僱傭關係認定原則，依勞動部訂定之專科以上學校兼
任助理勞動權益保障指導原則辦理。  

七、屬前點具僱傭關係者，學校於僱用學生擔任兼任助理時，應依下列原則辦理：.. (二)依相關
規定辦理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提繳勞工退休金等。 

勞動部 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理勞動權益保障指導原則 

三、學校僱用兼任助理，應注意下列事項:…（一）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兼任助理，學校或其代理人
應依下列各目辦理勞動權益事項：..2.學校應依勞動基準法及勞工退休金條例辦理兼任助理勞工退
休金提繳事項。 (三)學校應為投保單位，為兼任助理辦理參加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及全民健康保
險，並依規定覈實申報投保薪資（金額）。 

教育部及勞動部規定 

   學生兼任助理受學校僱用，與學校具僱傭關係者，學校須為其辦理勞保 

   就保、健保及提繳勞退金。 

未來，本校僱用「勞僱型」兼任助理，須依規定辦理勞(健)保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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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面臨勞健保相關問題(1/2) 

 低薪高保 
兼任助理月支酬金遠低於最低投保薪資(勞保11,100元，健保20,008元)，均
按最低投保薪資投保，低薪高保，增加學校及學生勞健保負擔費用(舉例如下
表)。 

 增加行政成本 
兼任助理人數多，流動性大，除管理困難外，加(退)保繁複，增加作業負擔
及人力。 

 帳務收支不平衡 
兼任助理聘期短、異動大，加(退)保不易掌握，保費收(催)繳作業困難，易
造成帳務收支不平衡。 

 身障及原住民進用不足 
勞保人數增加，身障及原住民進用人數相對增加，進用不足，須繳納差額補
助費，衝擊學校財務。 

身障人力 
-公勞保人數 (以每月1日計)* 3 % 
-進用不足，須繳差額補助費(差額人數*每月基本工資20,008元) 
即每增加勞保100人，須進用3名身障; 
如無，則每月須繳差額補助費60,024元，以1年計，須繳720,288元。 



低薪高保問題舉例 
平均 

月支薪 
月投保金額(元) 

個人 

負擔保費 

雇主 

負擔保費 

個人 

實領 

雇主 

實支 

甲君 

3,000 

勞保：11,100 

健保：20,008 

勞退：3,000 

勞保：222 

健保：295 

勞退：0~180 (6%) 

合計：517~697 

勞保：790 

健保：955 

勞退：180 

合計：1,925  

3,000-

697(或
517)= 

2,303~

2,483 

3,000+ 

1,925= 

4,925 

乙君 

6,000 

勞保：11,100 

健保：20,008 

勞退：6,000 

勞保：222 

健保：295 

勞退：0~360 (6%) 

合計：517~877 

勞保：790 

健保：955 

勞退：360 

合計：2,105  

6,000-

877(或
517)= 

5,123~

5,483 

6,000+ 

2,105= 

8,105 

丙君
10,000 

勞保：11,100 

健保：20,008 

勞退：11,100 

勞保：222 

健保：295 

勞退：0~666 (6%) 

合計：517~1,183 

勞保：790 

健保：955 

勞退：666 

合計：2,411 

10,000-

1,183(或
517)= 

8,817~

9,483 

10,000+2,4

11= 

12,411 

二、面臨勞健保相關問題(2/2) 

備註.1.勞保已含就保費用。 
     2.勞退-個人可選擇自提0~6%，學校提繳6%。 
     3.列入所得，另須依所得稅法扣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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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校勞健保相關因應配套(1/4) 

 保費扣繳結合e化作業 

增修現有系統功能，結合e化報帳作業，於每月核發薪資時一併

扣繳保費及勞退金 。 

 加強與各單位流程控管 

兼任助理異動大，加(退)保須與聘僱作業一致，加強與各權責

(用人)單位之作業流程控管(如表1)。 

 加強宣導即時加(退)保 

勞保無法追溯加保，用人單位(或計畫持人)於「勞僱型」兼任

助理到(離)職時，應主動申辦加(退)保作業。 

 加強並增訂身障及原住民人力之控管機制 

-身障人力仍依本校「進用身心障礙人員執行方案」，按各單位

進用人員控管，不足額時，差額補助費由各單位支應(如表2)。 

      -原住民人力控管機制，將比照身障作法另訂之。 



三、本校勞健保相關因應配套(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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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單位辦理聘僱申請： 

•用人單位辦理聘僱申請 

•雙方確認為 學習型 或 勞僱型 

•勞僱型須辦理加保 

權責單位完成審核： 

•確認符合計畫、經費及用人規定 

•確認申請案通過 

人事室辦理加保： 

•辦理勞健保加保及勞退金提繳 

勞僱型兼任助理辦理加保流程表 



身障人力進用控管機制 
(表2)  法規：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本校進用身心障礙人員執行方案。 
 計算方式： 
1. 各一級單位進用身心障礙人數須達當月1日投保總人數之3%。 
      (公式:單位身障人數/單位員工總人數≧ 3%) 

2. 如進用部分工時者，計入該單位員工總人數及身心障礙人數之計算方式如下: 

        
               員工人數計算方式 

  
  員工待遇 

非身心障礙員工 身心障礙員工 

計入員工
總人數 

計入身心
障礙人數 

計入員工總
人數 

計入身心障
礙人數 (重度
每1人計2人) 

A 全職（基本工資≧20008） 

1 0 

1 (輕中度 
、重度)  

1 (輕中度 ) 
或2（重度） 

B 
部分工時員工每月薪資＜
20008且≧10004(基本工資
1/2) 

0.5(輕中度 
、重度)  

0.5(輕中度) 
或1（重度） 

C 
部分工時員工每月薪資＜
10004 (基本工資1/2)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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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校勞健保因應配套(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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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達標準之控管機制 

不足額進用單位之扣款 新進人員控管 

計算單位： 
一級單位。(學院另有規定者經簽准後從其規定，現僅有電
機資訊學院及生命科學院以二級為計算單位) 

計算單位： 
二級單位。 
  
  

原則： 
1.扣款金額：不足額人數 x 基本工資(20,008元)。 
2.連續2個月不足額-不足額人數 x 1.5倍基本工資扣款； 
  連續3個月以上不足額-不足額人數 x 2倍基本工資扣款。 

原則： 
身心障礙人數不足單位將
暫緩助教、職員及約用人
員新進人員進用，直到補
足差額。 

扣款項目： 
1.學院：由主計室協助自不足額進用之學院年度獲配「教
學經常費」分配數或相關費用逕予扣減。 
2.功能性中心及行政單位：由各單位相關經費支應，至出
納組繳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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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校勞健保因應配套(4/4) 

身障人力進用控管機制 
(表2)-續 



四、結語 

 主動並即時為「勞僱型」兼任助理辦理加(退)保相
關作業，以維護勞動權益。 
 
 

 低薪高保、身障及原住民人力進用不足等問題，衝
擊學校財務，將持續透過不同管道向主管機關反映
。 
 
 



謝謝聆聽 
敬請指教 



勞健保相關提問 

 Q.1：助理的薪資如何對照投保金額？自行負擔
的保費如何計算？ 

 A： 

  本校人事室網頁建置「保險及退休金提繳專區
」(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 ，
按薪資不同，提供個人及雇主應負擔費用(分勞
保、健保及勞退金) ，歡迎多加利用，如有問
題，請洽人事室綜合業務組。 



勞健保相關提問 

 Q2：助理的薪資是否有低薪高保？ 

 A: 

   每月平均薪資如未達勞健保等最低投保金額，
仍須按最低金額投保投保，確有低薪高報情形
。已多次向勞動部反映，在規定未修改前，僅
能依現行規定辦理。 

 (勞保-最低11,100元、健保-最低20,008元、勞
退-最低1,500元) 

 



勞健保相關提問 

Q3：同時在不同計畫擔任兼任助理，不只一個經
費來源，雇主負擔保費如何分攤？ 

A： 

1.本校要點草案，勞僱型以1個為限，無經費來源
分攤的問題。 

2.如兼任2個以上「勞僱型」 

  -須將所有薪資加總，依對應之勞健保及勞退金
投保(或提繳)金額計算，非只以1份薪資計算。 

  -經費來源不同，聘期程不同，須依各經費支薪
比例分攤 。 

 



勞健保相關提問 

 Q4：校方將加保責任推到用人單位，違法受罰成
本也由用人單位自行吸收，是否合理？ 

 A: 
1.因勞保無法追溯加保，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
掌握兼任助理到職及聘僱情形，應主動提供相關
資料，人事室始得據以辦理加保。對於未依規定
辦理，始有究責問題。 

2.本校要點草案第12點規定，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
人)僱用兼任助理，未依規定辦理加退保，有衍生
費用或違反規定而受罰，須予負責。現行專任人
員亦採此作法，並無二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