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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助理人員約用注意事項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科技部（以下簡稱本部） 

為使專題研究計畫助理人

員之約用有所依循，特訂

定本注意事項。 

一、專題研究計畫助理人員之

約用，依本注意事項辦理。 

配合法制體例，酌作文字修正。 

 

二、執行機構約用助理人員

時，應確實審核其資格並

載明約用之類(級)別，依

執行機構規定之程序簽報

核准後約用之。辦理經費

結報時，應檢附核准約用

之相關資料。 

二、專題研究計畫助理人員之

約用，應依執行機構規定

之程序簽報核准後約用

之；辦理經費核銷時，應

檢附核准約用之相關資

料。 

現行規定第十點第二款移列至

本點合併規定，並酌作文字修

正。 

 

三、助理人員分下列三類： 

 

(一)專任助理：指執行機

構約用之編制外專職

從事專題研究計畫工

作人員，分為高中

(職)畢業、五專(二

專)畢業、三專畢業、

學士及碩士等五級。

但在職人員或在學學

生，除碩士在職專班

或進修學士班學生專

職於專題研究計畫

外，不得擔任專任助

理。 

(二)兼任助理：指執行機

構約用之以部分時間

從事專題研究計畫人

員，分為下列三級： 

    1.講師、助教級助理 

(或相當級職者)：

執行機構或執行機

構以外之機構編制

內人員，確為計畫

所需者。 

    2.研究生助理：與計

畫性質相關之博士

班或碩士班研究

生。 

    3.大專學生助理：與

三、專題研究計畫助理人員分

下列三類： 

(一)專任助理人員： 

指執行機構約用之編

制外專職從事專題研

究計畫工作人員，分

為高中(職)畢業、五

專(二專)畢業、三專

畢業、學士及碩士等

五級。但在職人員或

在學學生，除碩士在

職專班或進修學士班

學生專職於專題研究

計畫外，不得擔任專

任助理人員。 

(二)兼任助理人員： 

指執行機構約用之以

部分時間從事專題研

究計畫工作人員，分

為下列三級： 

    1.講師、助教級助理

人員(或相當級職

者)：執行機構或執

行機構以外之機構

編制內人員，確為

計畫所需者。 

    2.研究生助理人員：

與計畫性質相關之

博士班或碩士班研

究生。 

一、現行規定第一項第一款及

第二款酌作文字修正；第

三款未修正。  

二、為兼顧大專校院培育人才

之目的並保障學生兼任助

理之學習及勞動權益，配

合教育部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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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大專校院應依

上開處理原則界定學生兼

任助理係參與學習活動或

提供勞務獲取報酬之工

作，爰增訂第二項。 

三、考量學生有至就讀之大專

校院以外之執行機構擔任

助理參與研究之需求，研

究機構因非屬大專校院未

訂定學則規範學生兼任助

理參與研究是否與課程相

關，或學生可能跨校擔任

助理，究應依學生就讀學

校或擔任助理之學校所定

章則認定與課程相關，爰

統一規定由「學生就讀之

大專校院」依其所定章則

認定，經認定屬課程學習

範疇者，則其他執行機構

可以約用為學習範疇之助

理，爰增訂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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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性質相關之大

學部或專科部之學

生。  

(三)臨時工：指臨時僱用

且無專職工作之人

員。 

 

大專校院執行機構約用學

生擔任兼任助理，應依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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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

屬學習範疇或僱傭關係，

並依相應之規定辦理。 

 

學生至所就讀大專校院以

外之執行機構擔任兼任助

理，經學生就讀之大專校

院認定屬學習範疇者，該

執行機構得比照大專校院

之規定約用其為學習範疇

之兼任助理。 

 

研究生或大專學生如辦理

休學，自學校開立休學證

明書所載之日期起，不得

擔任兼任助理。  

 

 

 

 

 

 

於專題研究計畫中已擔任

第一項任一類助理人員

者，不得再擔任同一計畫

之其他類助理人員。 

 

 

專任助理不得擔任其他專

題研究計畫之助理人員。

但同一執行機構如因計畫

執行需要，得循執行機構

行政程序簽報核准，由二

    3.大專學生：與計畫

性質相關之大學部

或專科部之學生。 

(三)臨時工： 

指臨時僱用且無專職工

作之人員。 

 

 

 

 

 

 

 

 

 

 

 

 

 

 

 

 

 

研究生或大專學生如辦理休

學，自學校開立休學證明書

所載之日期起，不得擔任兼

任助理人員。  

 

研究生或大專學生兼任助理

人員為應屆畢業生者，得視

計畫需要繼續約用至完成畢

業離校手續後二個月止。 

 

於專題研究計畫中已擔任任

一類助理人員者，不得再擔

任同一計畫之其他類之助理

人員。專任助理人員不得擔

任其他專題研究計畫之助理

人員。 

四、現行規定第二項酌作文字

修正移列至第四項。 

五、現行規定第三項，研究生

或大專學生於畢業後已無

學生身份，難以配合界定

學生兼任助理係參與學習

活動或提供勞務獲取報酬

之前提，爰本項刪除。 

六、現行規定第四項前段配合

引用項次修正文字並移列

為新增第五項。 

七、現行規定第四項後段移列

為新增第六項並增列但

書，放寬專任助理不限僅

能由單一計畫約用，可由

本部補助同一機構數個計

畫分攤經費之，除可減省

人事費用支出，避免人員

頻繁異動，減少訓練成

本，同時增加計畫執行熟

稔度，從而降低因不諳法

規或行政作業所造成的內

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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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以上計畫經費分攤專任

助理所需費用。 

四、助理人員所需下列費用由

業務費列支： 

(一)專任助理費用 

1.依執行機構自行訂

定之標準核實支給

工作酬金。 

    2.專任助理參與本計

畫前已取得之相關

工作經歷年資得併

計提敍工作酬金。

工作經歷由執行機

構認定。 

    3.專任助理為研發替

代役第二階段服役

期間者，執行機構

依替代役實施條例

規定應繳納之研究

發展費得於業務費

支應。 

4.執行機構得按專任

助理工作酬金核列

至多一個半月數額

之年終工作獎金準

備金。擔任本部不

同計畫項下專任助

理，同年十二月一

日仍在職者，不論

其在職月份是否銜

接，得依當年實際

在職月數合併計算

後，按比例發給（其

任職前之政府機構

相關工作經驗年資

可合併計算發給年

終工作獎金）。其他

有關年終工作獎金

之發放，依行政院

規定辦理。 

(二)兼任助理費用 

    1.依本部補助專題研

究計畫兼任助理費

用支給標準表核實

四、工作酬金： 

 

(一)專任助理人員： 

    1.依執行機構自行訂

定之標準核實支

給，所需經費得於

業務費支應。 

    2.專任助理人員參與

本計畫前已取得之

相關工作經歷年資

得併計提敍酬金。

工作經歷由執行機

構認定。 

    3.專任助理人員為研

發替代役第二階段

服役期間者，執行

機構依替代役實施

條例規定應繳納之

研究發展費得於業

務費支應。 

    4.專任助理人員之人

事費得按工作酬金

核列至多一個半月

數額之年終工作獎

金準備金。有關年

終工作獎金之發

放，依行政院規定

辦理。 

  

 

 

 

 

 

 

 

 

 

(二)兼任助理人員： 

    1.兼任助理人員依本

部補助專題研究計

畫兼任助理人員工

一、現行規定第四點至六點助

理人員所需經費合併於本

點規範，並參酌 104 年度

「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

議」提案，原依法由雇主

負擔之勞工退休金、離職

儲金、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支出，屬人事相關費用，

調整由業務費支應，爰新

增第四款、第五款。 

二、現行第四點第一款酌作文

字修正，並於第四目明定

擔任本部不同計畫項下專

任助理之在職期間得合併

計算年終工作獎金。 

三、現行第四點第二款，因研

究生新生未註冊無法取得

學籍，於註冊前難以確認

其參與計畫為學習或工

作，爰刪除第三目規定，

其如欲參與計畫仍得以臨

時工約用之；另本部除鼓

勵大專學生執行以個人自

發性研究構想之大專學生

研究計畫外，如大專學生

再擔任研究計畫助理參與

研究，得再領取兼任助理

費用，兩者性質有別，爰

取消不得再支領兼任助理

費用之限制，刪除第四目。 

四、現行規定第五點修正移列

為第四款，依據勞工保險

條例及全民健康保險法之

規定屬雇主應負擔之勞健

保費用均屬保險費，費用

編列基準由執行機構自行

參照主管機關勞動部勞工

保險局及衛生福利部中央

健康保險署公告辦理。另

依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之

投保單位(雇主)因執行本

部補助計畫，所衍生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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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給講師、助教級

兼任助理工作酬

金；學生兼任助理

認定屬學習範疇

者，支給研究津

貼；認定屬僱傭關

係者，支給工作酬

金。 

    2.同一人每月於本部

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支領兼任助理費

用，不得超過本部

規定之最高標準。 

     

 

 

 

 

 

  

     

 

(三)臨時工資 

依執行機構自行訂定

之標準按工作性質，

按日或按時核實支

給。 

(四)保險費 

    依勞工保險條例及全

民健康保險法之規定

辦理勞工保險及全民

健康保險之雇主應負

擔部分，費用編列基

準依勞動部勞工保險

局及衛生福利部中央

健康保險署規定辦

理。 

(五)勞工退休金或離職儲

金 

1.適用勞動基準法

者，應依勞工退休

金條例相關規定，

由執行機構辦理按

月提繳退休金，儲

作酬金支給標準表

核實支給。 

    2.同一人每月於本部

補助各專題研究計

畫支領工作酬金之

總額，不得超過本

部規定之最高標

準。 

    3.研究生助理人員為

新生，於計畫執行

期間始註冊入學

者，其於尚未註冊

前之工作酬金，得

以同級研究生名義

按月給付獎助金或

研究助學金。 

    4.大專學生助理人員

已執行大專學生研

究計畫支領研究助

學金者，不得再支

領兼任助理人員工

作酬金。 

(三)臨時工： 

按日或按時支給臨時

工資，依執行機構自行

訂定之標準按工作性

質核實支給。 

應負擔之補充保費，亦於

保險費項下編列。 

五、現行規定第六點修正移列

為第五款，依執行機構是

否適用勞動基準法，擇一

編列勞工退休金或公提離

職儲金，以每月助理費用

投保級距 6%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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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於勞保局設立之

勞工退休金個人專

戶之雇主應按月提

繳部分。 

2.不適用勞動基準法

者，應比照各機關

學校聘僱人員離職

儲金給與辦法之規

定，由執行機構辦

理按月提存離職儲

金之公提儲金部

分。 

五、前點以外依其他法令應支

出之助理人員費用，於管

理費列支。 

七、專任助理人員經執行機構

確認具有勞雇關係而適用

勞動基準法者，除依前二點

辦理外，其他依該法令應支

出之費用，於管理費列支。 

兼任助理或臨時工因適用

勞動基準法所衍生應支出

之所有費用，於管理費列

支。 

現行規定第七點規定移列至第

五點並修正文字，前點未規定

之其他依法令應支出之費用

(如：資遣費)，因非屬經常性

人事支出費用，維持於管理費

列支。 

 五、約用之專任助理人員，應

由執行機構依勞工保險條

例及全民健康保險法之規

定辦理勞工保險及全民健

康保險。其雇主應負擔部

分，由業務費提撥。 

執行機構如依勞工保險條

例及全民健康保險法之規

定，須為兼任助理人員及臨

時工辦理勞工保險及全民

健康保險，得依本部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

之規定，於業務費調整勻

支。 

現行規定修正後移列為修正規

定第四點第一項第四款。 

 六、不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執行

機構，應比照各機關學校聘

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

之規定，於專任助理人員約

用期間，每月按月支工作酬

金提存離職儲金，其中自提

儲金部分由專任助理人員

每月工作酬金中扣繳；另公

提儲金部分由本部補助專

現行規定修正後移列為修正規

定第四點第一項第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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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研究計畫之管理費提

撥。自提及公提儲金應由執

行機構於代理國庫銀行或

郵局開立專戶儲存，並按人

分戶列帳管理。 

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執行機

構，約用本國籍助理人員

時，應依有關規定按月提繳

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

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所

需經費由本部補助專題研

究計畫之管理費提撥；約用

非本國籍專任助理人員

時，依前項規定辦理。 

六、專題研究計畫執行完成或

停止時應即終止約用關

係，各執行機構於約用助理

人員時應預為說明。 

八、專任助理人員屬臨時人

員，不適用聘用人員聘用條

例及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

僱人員僱用辦法，其任職證

明由執行機構核發，專題研

究計畫執行完成或停止時

應即終止約用關係，各執行

機構於約用時應預為說明。 

點次變更，聘用人員聘用條例

及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

僱用辦法分別訂有其適用對

象，無須特別明定助理人員不

適用，爰修正僅保留終止約用

關係於約用助理人員時應預為

說明之規定；至有關任職證明

核發之規定，移列至修正規定

第七點。 

七、助理人員如與執行機構間

屬僱傭關係而適用勞動基

準法者，應依勞動相關法

規辦理，並於契約內載明

約用期間有關工作時間、

內容、酬金、差假、兼職

限制等各項權利義務，其

任職證明由執行機構核

發。執行機構並應考量助

理類別、領域、工作環境

之特性，為適當之差勤管

理。 

 

九、助理人員約用期間有關工

作時間、內容、酬金、差假、

兼職限制等各項權利義

務，執行機構應以契約明定

之。 

一、點次變更。 

二、助理人員如與執行機構間

屬僱傭關係，依相關勞動

法令應明定契約內容。 

三、另現行規定第十點第三款

助理人員出勤管控移列至

修正規定第七點後段，僅

針對具僱傭關係之助理人

員規範差勤管理。 

八、其他應注意事項： 

(一)專題研究計畫應迴避

進用計畫主持人及共

同主持人之配偶或四

親等以內血親、三親

等以內姻親為助理人

員。 

(二)執行機構約用助理人

十、其他應注意事項： 

(一)專題研究計畫應迴避

進用計畫主持人及共

同主持人之配偶或三

親等以內血親、姻親

為助理人員。 

(二)執行機構於約用助理

人員時，應確實審核

一、點次變更。 

二、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

規定，第一款修正應迴避

進用血親、姻親之親等，

以齊一規定。 

三、現行規定第二款與第二點

助理人員約用程序有關，

移列至第二點前段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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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如發現有虛報、

浮報情事，依本部補

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

要點規定辦理。 

其資格並載明約用之

類(級)別。因研究計

畫需要，擬變更助理

人員之類別時，得循

執行機構規定之程序

辦理。 

(三)執行機構應考量不同

助理類別、領域、工

作環境之特性，為適

當之出勤管控。 

(四)執行機構約用助理人

員應切實依本注意事

項規定辦理，如發現

有虛報、浮報情事，

依本部補助專題研究

計畫作業要點規定辦

理。 

並配合修正作業為核給一

筆助理人員費用，增加執

行機構實際用人之彈性，

執行機構亦無須再依經費

核定清單核列細項變更，

得簡化行政程序，爰刪除

後段文字。 

四、現行規定第四款移列至第

二款，酌作文字修正。 

五、現行規定第十點第三款助

理人員出勤管控之規定，

移列至修正規定第七點後

段，僅針對具僱傭關係之

助理人員規範差勤管理。 

 

 

九、本注意事項未盡事宜，依

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一、本注意事項未盡事宜，

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點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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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兼任助理費用支給標準表 

單位：新臺幣元                                          

博士班研究生 
碩士班 

研究生 

大 專 

學 生 
講師級 助教級 

未獲博士候 

選人資格者 

已獲博士候 

選人資格者 

最高以不超過

30,000元為限 

最高以不超過

34,000元為限 

最高以不超

過 10,000 元

為限 

最高以不超

過 6,000 元

為限 

6,000元 5,000元 

 註：1.表列數額為每人每月支給兼任助理費用標準。 

註：2.其他機關(構)提供之配合款不受本標準表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