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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第 6屆第 11 次勞資會議紀錄 

時  間：111年 3月 16日(星期三)下午 2時 

地    點：校總區第二行政大樓第四會議室 

主  席：王代表根樹、王代表詩曉              紀錄：羅專員又軒 

資方代表：王代表欣元、王代表鳳鳳、李代表宏森、李代表毓璱、林代表忠

孝、林代表敬哲、陳代表基發、黃代表佩琦、劉代表靜慧 

勞方代表：江代表培文、何代表芊靚、何代表皎葦、李代表孟儒、翁代表小

雯、張代表白雪、黃代表心蓀、黃代表瑜焄、謝代表依均、叢代

表肇廷 

列席人員：王組長瑞琦、吳資深專員思賢、林組長奇郁、林行政組員儀欣、

陳經理政勳、黃組員玉珍、賴組長寶琇、韓資深專員家鳳、魏資

深專員君亦 

請假代表：李代表順仁(事假)、沈代表麗娟(公假)、林代表永勝(公假)、范代

表楊忠(事假)、徐代表炳義(事假)、曾代表詩穎(病假) 、羅代表

舒欣(公假) 

壹、主席報告(略) 

貳、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參、業務單位報告 

一、業務概況 

截至 111年 2月底，本校各類人員在職人數等相關資料如下： 

類別 職別 目前人數 
異動人數 
(本次-上次) 備註 

工友類 技工、工友 137 -7 不含附設單位。 

校聘人

員類 

校聘人員 940 -6 

離職率：2.49%  

[24/(946+18)]*100

% 

研究船人員 29 0 
離職率：3.33% 

[1/(29+1)]*100% 

單位自聘全職專任人員 461 3 

依本校單位自聘

全職人員管理系

統人數及醫學院

提供資料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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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職別 目前人數 
異動人數 
(本次-上次) 備註 

計畫人

員類 計畫專任工作人員 2,207 -155  

兼任人

員類 

單位自聘兼任人員

(含勞僱型學生兼任

助理、各單位兼任工

讀生及臨時人員等) 

2,715 -131 

係依本校勞保加

保人數扣除單位

自聘全職專任人

員估算，其中教務

處列管教學助理

735 人、學務處研

究生獎勵金勞僱

型助理 855 人、研

發處計畫勞僱型

兼任助理 246人。 

總   計 6,489 -296  

註：離職率算法：以上次至本次會議時間為 1期計算，該期間離職率=﹝期間離職總

人數/（期初在職人數+期間新進總人數）﹞*100%。 

二、 本校勞工重大權益、福利或法規變動事項 

(一) 本校校聘人員管理要點（原約用工作人員管理要點）修正案，經

提本校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業於 111年 1

月 20 日以本校校人字第 1110005168 號函發布生效在案（附件

1）。 

(二) 有關本校建教合作計畫處理要點附表 5「國立臺灣大學計畫兼任

助理及研究獎助生每月支給上限標準表」，調整學士班標準至

12,000 元，及研究生調整為碩士班 20,000 元及博士班 42,000 元

至 50,000 元；勞僱型學生兼任助理調高時薪上限至 300 元。業

於 111 年 1 月 5 日校研發字第 1100082614 號書函公告自 111 年

1月 1日起施行（附件 2）。 

(三) 「國立臺灣大學工友工作規則」修正案，經提本校行政會議修正

通過並經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同意核備，業於 111 年 2 月 11 日以

本校校人字第 1110006253號函發布生效在案。(附件 3) 

(四)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於 111 年 1 月 28 日公告修正「全國軍公教

員工待遇支給要點」，總統於 111 年 2 月 18 日公布 111 年度中

央政府總預算案，技工餉給總額調增為 35,770元，工友餉給總額

調增為 33,190元，並溯自 111年 1月 1日生效。 

(五) 為配合軍公教人員辦理薪資調整 4%，本校建教合作計畫專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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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含博士後研究人員及專任研究助理)薪資支給參考表亦配合調

整，申請表件已於 111 年 2 月 14 日發文及上網公告週知，並於

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奉總統公布後，溯自 111年 1月 1日

生效。 

(六) 技工友納入中央機關(構)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基準表適用對象，

相關事項業於 110 年 9 月 9 日以本校校人字第 1100065222 號函

及於 111 年 1 月 3 日本校校人字第 1100075219 號書函公告週知

在案。40歲以上每 2年補助 1次，補助基準上限為 4,500元；40

歲以下每 3年補助 1次，補助基準上限為 3,500元。(附件 4) 

三、 勞方代表及資方代表異動情形 

原勞方代表楊蕙宇行政組員業於 111 年 3 月 1 日因離職卸任，由

勞方候補代表翁小雯行政組員接任，任期自 111 年 3 月 1 日起至

112年 6月 30日止。 

四、 本校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召開情形 

本校第 5 屆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第 11 次會議將於 111 年 3

月間召開，本次因無提案，循例採電子化會議方式辦理，審議本校

勞工退休準備金提撥、存儲及支用數額等查核事項。 

五、 決議事項列入追蹤辦理情形 

編

號 

會議/ 

案別 
案由 會議決議 執行情形 備註 

1 第 6屆第

6 次勞資

會議 

/案由1 

調整加班補休

的申請基準單

位由現行的1小

時改為 0.5 小時

案。(曾詩穎代

表提) 

一、依現行相關法令規定，休

假得以時計，爰維持現有規

定，俟日後法規有修正或有相

關解釋函令後，再就本案內容

進行討論。 

二、計畫專任人員如於補休期

限屆期或契約終止前，仍有未

滿 1小時之加班時數，原則仍

應依勞動基準法 (下稱勞基

法)規定核發加班補休未休時

數之工資。但如經計畫專任人

員、計畫主持人及計畫執行單

位同意後，得將未滿 1小時之

加班時數，以補休 1小時之方

式使計畫專任人員於補休期

限屆期或契約終止前休畢。後

已依決議內容提送系

統需求說明至計資中

心，後續配合計資中心

辦理時程。 

繼續

追蹤 



4 

 

編

號 

會議/ 

案別 
案由 會議決議 執行情形 備註 

續請人事室依本決議辦理。 

2 第 6屆第

10次勞資

會議 

/案由1 

有關修正本校

「工友工作規

則」（以下簡稱

工作規則）部分

條文一案，提請

討論。(人事室

提) 

照案通過。 

 

本案業經 110 年 12 月

21 日第 3109 次行政會

議通過，並經臺北市政

府勞動局 111年 1月 20

日 北 市 勞 資 字 第

1116031537 號函及同

年 2 月 10 日北市勞資

字第 1116034547 號函

同意修正後核備，本校

於同年 2 月 11 日以校

人字第 1110006253 號

函發布，並自即日起生

效。 

結案 

3 第 6屆第

10次勞資

會議 

/案由2 

有關修正本校

「約用工作人

員工作規則」

（以下簡稱工

作規則）及附表

「約用工作人

員給假一覽表」

（以下簡稱給

假一覽表）規定

一案，提請討

論。(人事室提) 

照案通過。 本案提經 110 年 12 月

21 日本校第 3109 次行

政會議通過，並經臺北

市政府勞動局 111 年 1

月 13 日北市勞資字第

1106143358 號函同意

修正後核備，本校業於

111年 1月 20日以校人

字第 1110004895 號函

轉知單位在案。  

結案 

4 第 6屆第

10次勞資

會議 

/案由3 

建請於「研究計

畫申請投標暨

人員聘僱資訊

系統」中的「身

分別」新增「工

讀生」選項。(李

孟儒代表提) 

照案通過，請計資中心依其工

作時程儘速協助辦理。 

業請計資中心協助比

照現行「學習型/獎助

生」型態呈現方式，將

「勞僱型」學生之身份

別，增修其名稱為「勞

僱型/工讀生」；系統業

於 111年 1 月 3 日上版

上開兼任形態類別名

稱。 

結案 

5 第 6屆第

10次勞資

會議 

/案由4 

鑒請校方於留

才攬才政策施

行前辦理說明

會。(王詩曉代

表提) 

一、 照案通過。 

二、 於日後舉辦之新任主管

座談會宣導相關政策措施；並

於本校人事室網站設置「留才

攬才專區」，將本案相關資訊

置於專區，提供全校同仁閱

覽。 

一、已於人事室網站

「各類專區」下設置

「留才攬才專區」。 

二、日後舉辦之新任主

管座談會，人事室將配

合提供相關資料。 

結案 

五、依 107年 6月 20日第 5屆第 13次勞資會議決議，於每次會議提案

截止日後 2個工作日內，由人事室將該季提案以電子郵件方式傳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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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勞資雙方代表表示意見。各代表於人事室傳送提案日後第 2個

工作日下午 5點前以電子郵件回復，逾期視同無意見。本次會議提

案截止日為 111 年 2 月 25 日，人事室於同年 3 月 1 日以電子郵件

傳送本次提案內容請各代表表示意見，於收件截止時間(111年 3月 

3日下午 5點)前，無代表表示意見。 

肆、討論事項 

案由一：有關修正本校「約用工作人員職務輪調要點」規定一案，提請

討論。(人事室提) 

說  明： 

一、 本校「約用工作人員職務輪調要點」修正重點，係依本校 111 年 1

月 20日發布生效之校聘人員管理要點，將「約用工作人員」修正為

「校聘人員」，並酌做文字修正。 

二、 檢附本校約用工作人員職務輪調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現行約用人

員職務輪調要點及相關規定(附件 5)。 

決  議： 照案通過。 

案由二：有關修正本校「校聘人員工作規則」（以下簡稱工作規則）第 29

條、第 34條及「校聘人員給假一覽表」（以下簡稱給假一覽表）

部分規定一案，提請討論。(人事室提) 

說  明： 

一、 查性別工作平等法（以下簡稱性工法）第 15條於 111年 1月 12日

修正公布並自同年 1月 18日施行，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7條於同年

1 月 18 日修正發布，修正「產檢（前）假」日數由 5 日增加為 7

日；「陪產假」修正為「陪產檢及陪產假」，並由 5日增加 2日，共

為 7日。爰配合修正本案相關規定，先予敘明。 

二、 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 工作規則部分：第 29條、第 34條配合上開性工法修正，將「陪

產假」名稱修正為「陪產檢及陪產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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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給假一覽表部分： 

1. 配合上開性工法修正部分： 

(1) 「產前假」由 6日增為 7日。 

(2) 「陪產假」名稱修正為「陪產檢及陪產假」，並由 5日增加 2

日，共為 7日，並明定陪產檢之請假，應於配偶妊娠期間為

之。陪產之請假，應於配偶分娩之當日及其前後合計 15 日

期間（含例假日）內為之。 

2. 其他修正部分：「喪假」酌作文字修正，明定得分次申請，應

自事實發生日起百日之內請畢。 

三、 檢附工作規則及給假一覽表修正草案對照表、相關附件及現行

條文(附件 6)。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計畫人員適用之「國立臺灣大學計畫專任研究助理支給參考表」，

擬請比照校聘人員留才攬才專案增列年資至 15年(補充說明)，

並依科技部規範調整起薪，提請討論。(李孟儒代表提) 

說  明： 

一、 李代表意見如下： 

(一) 「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附件 7)針對專

任行政助理薪資編列基準之說明為：由執行單位考量工作內容、

專業技能、獨立作業能力、相關經驗年資及預期績效表現等條

件，自訂專任行政助理工作酬金標準核實支給。12 月 1 日仍在

職者始得按當年工作月數依比率編列年終獎金。年終獎金 1 年

以 1.5 個月為限。科技部則於 2017 年廢止專任助理人員工作酬

金參考表，要求各學研機構於聘用計畫下專任助理時，敘薪之標

準應著重在專業能力及工作需求。 

(二) 現行臺大之「國立臺灣大學計畫專任研究助理支給參考表」比照

公務員加薪幅度微調甚為重要。然，相對於校內全面針對校聘人

員盤點聘僱條件，將薪級表增列之時，未同樣將計畫人員視為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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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之人力資產同步調升薪級表。對於依賴計畫補充人力之行政

單位，以及教授們長年倚重卻僅能以計畫經費聘僱之資深助理，

校方自訂參考表乃是對外爭取經費之重要依據。若僅仰賴計畫

主持人運用特殊薪酬加給之權限，卻未從參考表調整，恐陷計畫

主持人於看似有權，實則無能之處境。 

(三)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人力約用注意事項(附件 8)明定首

次約用人員月支酬金不得低於下列金額： 

1. 專科級：新臺幣(以下同)二萬八千三百元。 

2. 學士級：三萬三千八百元。 

3. 碩士級：三萬八千六百元。 

現行支給參考表的學士級起薪為 33,765 元，五專(二專)以下學

歷起薪 26,374元，皆低於科技部要求。 

(四) 據上，懇請討論調整與向上增列國立臺灣大學計畫專任研究助

理支給參考表之薪級表，為留任人才營造更友善的制度。 

二、 人事室說明如下： 

(一) 計畫專任研究助理與校聘人員之職種不同： 

計畫主持人為執行建教合作計畫，聘僱專任研究助理訂定執行

特定性工作之定期契約，與不定期契約之校聘人員之性質不同。

故針對其特性所設計之相關權利義務內容亦屬不同。學校考量

各計畫在執行上即各有差異，經費運用方式不一，需由各執行單

位考量工作內容、專業技能、獨立作業能力、相關經驗年資及預

期績效表現等條件，而予以不同之用人彈性，故針對專任助理年

資採計、學歷敘薪、薪酬加給(附件 9)等設計，相較於校聘人員，

均予計畫主持人更大的運用彈性，限制也大幅減少。 

(二) 查本次校聘人員進行調整，係因行政組員薪點到頂之人數較多，

以 109年度為例，學士級幹事(現稱行政組員)人數 521人，薪點

到頂（第 11級）人數 114人，佔比約 22%，故有增列年資之需

求。 

(三) 查目前計畫專任研究人員(不含博士級)，截至 110 年 12 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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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2352人，其中以第 9年以上敘薪之人數共計 242人，僅佔總

人數之 10.4%，且其中有 608人領有特殊薪酬，佔人數之 25%。

故本案所述「若僅仰賴計畫主持人運用薪酬加給之權限，卻未從

參考表調整，恐陷計畫主持人於看似有權，實則無能之處境。」

與實際狀況不符。 

(四) 另有關提案說明三現行支給參考表的學士級起薪為  33,765 

元，五專(二專)以下學歷起薪 26,374 元，皆低於科技部要求

1節，因配合軍公教人員調薪 4%政策，本校已於 110年 12月

23 日完成修正薪級表程序，並於 111 年 1 月 5 日發布周知(附

件 10)，科技部係於 110 年 12 月 28 日函知各專題就各專題研

究計畫(附件 11)，故無法立即配合修正。爰於 111 年 2 月 14

日以書函周知校內各單位應配合該部起薪規定(附件 12)，並將

另案辦理薪級表修正事宜，爰無低於科技部要求情形，併敘。  

(五) 綜上，本案擬維持現有專任研究助理支給參考表之年資。 

 計畫專任人員(不含博後)人數年資統計 

年資(無條件進位) 人數 百分比 年資(無條件進位) 人數 百分比 

1 953 40.5 12 25 1.1 

2 360 15.3 13 35 1.5 

3 257 10.9 14 21 0.9 

4 163 6.9 15 11 0.5 

5 132 5.6 16 13 0.6 

6 88 3.7 17 16 0.7 

7 58 2.5 18 11 0.5 

8 48 2 19 10 0.4 

9 51 2.2 20 19 0.8 

10 42 1.8 21 12 0.5 

11 27 1.1  

總計 2352 100  

大於 9年之年資 242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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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 

一、 本案待透過問卷調查及召開座談會徵詢全校計畫主持人之意見後，

再做討論。屆時請勞方代表彙整問卷及座談會之回饋意見後，據以

擬定新的提案提本會討論。 

二、 請勞方代表提供人事室設計完成之問卷表單，及本案相關提案內

容、說帖、簡報、會議議程等座談會上須使用之資訊等，由人事室

協助發送問卷、邀請計畫主持人參與會議及安排會議室等會議事

宜。 

案由四：有關建議計畫人員補休期限可延用至特休周期之末日 (有續聘

時)，提請討論。(黃心蓀代表提) 

說  明： 

一、 黃代表意見如下： 

(一) 計畫人員目前補休期限為到職日與契約終止日，契約終止前雖

獲續聘但前期的加班補休卻無法延續使用，僅能結清工資。 

(二) 針對補休未休日數，除結清工資外，建議增加「行使於下一計畫

之契約使用」的申請選項，補休最後期限統一以到職日為基準，

期方便同仁排休與減少加班費支出。 

(三) 依據勞基法施行細則第 22-2 條與第 24 條，勞雇雙方可以約定

特別休假行使之期間，補休期限亦為此期間之末日。若補休屆期

或契約終止，三十日內要發給工資。因計畫多無法給付未休假工

資，為避免計畫主持人因沒有其他財源支付此工資而違反勞基

法，懇請調整延長加班補休期限，可比照特休可使用「列印約定

特別休假使用同意書」申請補休延至下一個契約期間使用。 

二、 人事室說明如下： 

(一) 本案涉及相關規定如下： 

1. 勞基法第 32條：「(第 1項) 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

工作之必要者，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

會議同意後，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第 2 項) 前項雇主延長勞

工之工作時間連同正常工作時間，一日不得超過十二小時；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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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工作時間，一個月不得超過四十六小時，……。」 

2. 勞基法第 24條：「(第 1項) 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

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一、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

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二、再延長工

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

上。三、依第三十二條第四項規定，延長工作時間者，按平日每

小時工資額加倍發給。(第 2 項) 雇主使勞工於第三十六條所定

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

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一以上；工作二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

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以上。」 

3. 勞基法第 32條之 1：「(第 1項) 雇主依第三十二條第一項及第

二項規定使勞工延長工作時間，或使勞工於第三十六條所定休

息日工作後，依勞工意願選擇補休並經雇主同意者，應依勞工工

作之時數計算補休時數。(第 2 項) 前項之補休，其補休期限由

勞雇雙方協商；補休期限屆期或契約終止未補休之時數，應依延

長工作時間或休息日工作當日之工資計算標準發給工資；未發

給工資者，依違反第二十四條規定論處。」 

4. 勞基法第 22條之 2：「(第 1項) 本法第三十二條之一所定補休，

應依勞工延長工作時間或休息日工作事實發生時間先後順序補

休。補休之期限逾依第二十四條第二項所約定年度之末日者，以

該日為期限之末日。(第 2項) 前項補休期限屆期或契約終止時，

發給工資之期限如下：一、補休期限屆期：於契約約定之工資給

付日發給或於補休期限屆期後三十日內發給。二、契約終止：依

第九條規定發給。」 

5. 勞基法第 38條：「(第 4項) 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

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 

6. 勞基法施行細則第 24條：「(第 2項) 依本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

規定給予之特別休假日數，勞工得於勞雇雙方協商之下列期間

內，行使特別休假權利：一、以勞工受僱當日起算，每一週年之

期間。但其工作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為取得特別休假權利後

六個月之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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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勞基法施行細則第 24-1：「(第 1 項) 本法第三十八條第四項所

定年度終結，為前條第二項期間屆滿之日。。……。」 

8. 本校「建教合作計畫約聘僱人員服務要點」第 4點：「正常工作

時間以外工作之工資，依約聘僱人員意願選擇補休並經計畫主

持人同意者，應依工作之時數計算補休時數。補休應依加班事實

發生時間先後順序補休。補休之期限逾特別休假年度終結或契

約終止，約聘僱人員之加班補休假宜全部休畢；補休期限屆期或

契約終止未補休之時數，由計畫主持人及計畫執行單位依勞基

法規定核發加班補休未休時數之工資。」 

9. 本校「建教合作計畫約聘僱人員服務要點」第 5點：「約聘僱人

員出勤及給假等，悉依勞基法、勞工請假規則及性別工作平等法

等規定辦理。」 

(二) 據上，勞工補休之期限雖可由勞雇雙方協商，然如「補休期限屆

期」或「契約終止」時，仍有未補休之時數者，依勞基法第 32

條之 1規定，應發給工資；未發給者，將依違反第 24條規定論

處(處 2萬以上，100萬以下罰緩)。按本校計畫人員係屬定期契

約，於原契約屆滿時，即應依「契約終止」規定發給工資；如未

發給工資，顯已違反上開規定。至於特別休假之遞延，乃係勞基

法第 38條之特別規定，該法對於補休並無明定得予遞延，故無

比照之空間。退萬步言，倘可遞延，如提案說明(三)所敘「計畫

無法給付未休假(應係指補休)工資」，如一再積累未補休之時數，

屆時更難尋覓財源支付未補休時數工資，衍生更大爭議，併敘。 

決  議： 

一、 請勞方代表針對專任研究助理在申請補休時，差勤系統所提示文

字不夠清楚的地方(請提供系統畫面截圖)，提出具體修正建議，由

人事室與計中討論後續解決辦法。如有需要，秘書室可協助跨單位

協調事宜。 

二、 專任研究助理在差勤上如遇到問題或有不清楚之處，建議可直接

聯繫人事室，由人事室同仁就具體個案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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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臨時動議 

案由一：希望學校能夠透過雙語教育中心或其他單位，提供校內行政人

員提供更多進修英語的管道。 

說  明： 

一、 本校於去年成立雙語教育中心，朝向雙語標竿學校目標前進，針對

教師、學生提供相當多的英語學習資源及補助；校內行政人員，實

為服務國際學者、國際學生的第一線，目前則未有規劃；希望校內

行政人員也能夠透過該中心或是校方其他政策獲得學校資源，協

助同仁精進英文能力。 

二、 建議校方為行政同仁開設更多不同內容且適合工作業務內容的校

內英文課程，並提高補助同仁參加英語測驗檢定金額(如 TOEIC、

全民英檢)，增加參加測驗動力，以鼓勵同仁精進英文能力。 

決  議：請勞方代表整理相關資訊後，提出更具體的建議，例如建議補

助的金額、希望學校可以開設的英語課程類型或內容等，於下

次會議提會討論。 

陸、散會 (16:32) 



主旨：

一、

二、
三、

四、

說明：

國立臺灣大學 函
地 址：10617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4段1號        
聯 絡 人：吳思賢
聯絡電話：02-33669940
電子郵件：cathywu@ntu.edu.tw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 111年1月20日
發文字號： 校人 字第 1110005168 號
速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國立臺灣大學校聘人員管理要點（修正對照表）、國立臺灣大學校聘人員管理要
點

 修正本校校聘人員管理要點（原約用工作人員管理要
點）規定，並自即日起生效，請查照轉知。

 
本案業經本校110年12月17日、21日第3108、3109次行政
會議及同年月23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110年度第4次會
議修正通過。
檢附旨揭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管理要點各1份。
旨 揭 修 正 案 已 登 載 人 事 室 首 頁 最 新 消 息 公 告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請各單位轉知所屬
校聘人員。
案內修正後職務序列表之職務加給金額及薪級表薪點折
合率，係先依行政院公告之軍公教人員調薪比例4％配合
調整，惟須俟行政院軍公教員工待遇整之正式公函到校
後，溯自111年1月1日起實施。

正本：各一二級單位

副本：秘書室、考訓組、退撫保險組、綜合業務組、行政人力組、醫學院人事組(以上
均含附件)

裝

訂

線

               

第1頁，共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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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校聘人員管理要點 

110.12.7及 110.12.21本校第 3108及 3109次行政會議及 

110.12.23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完整修正歷程詳條文末】 

第一章  總則 

一、國立臺灣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校務發展需要，依大學法第十四條

第五項、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以

下簡稱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實施原則）第六點規定，訂定本校校聘人員

管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校聘人員，指本校依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實施原則，及國立

大專校院行政人力契僱化實施原則規定進用之人員，分為行政類人員及技

術類人員（適用本校各學院）。 

本校以自籌收入支應校聘人員之人事費合計總數上限，依國立大學校院校

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九條規定辦理。 

各單位自行進用之全職人員，依本校單位自聘全職專任人員薪級表給薪，

並得準用本要點規定，由各一級單位或經費權責單位監督控管。一百零六

年四月一日以前，已簽准自訂管理規定及薪資標準之單位，如有調整應循

行政程序，提本校校聘人員審核小組（以下簡稱審核小組）審議通過。 

前項審核小組之設置及作業要點另定之。 

第二章  進用、升遷與終止契約 

三、校聘人員之職稱及資格條件如下： 

（一）行政類人員： 

1.職稱依本校校聘人員職務序列表（以下簡稱職務序列表，如附件一），

依序為佐理員、行政組員、行政專員、資深專員、經理及資深經理。

各職稱所需職責程度及知能條件，依該職務序列表辦理。 

2.各單位因業務特殊需要，得依職務序列表之職責程度，循行政程序提

審核小組審議通過後，另置適當職稱。 

3.各單位擬聘具特殊專業或不易覓得之人才，循行政程序提審核小組審

議通過後，得不受職務序列表知能條件限制。 

（二）技術類人員：職稱依本校技術人員進用要點規定，依序為助理技師、

副技師、技師及資深技師。各職稱所需資格條件，依本校校聘及計畫

技術人員職務序列表規定辦理。 

【111.1.20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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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進用為校聘人員： 

（一）未具或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二）具中華民國國籍兼具外國國籍，但未在國內設籍。 

（三）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曾犯內亂罪、外患罪，或曾服公務有貪污行

為，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四）犯前款以外之罪，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

畢。但受緩刑宣告者，不在此限。 

（五）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六）有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七條之一所定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行

為。 

（七）具擬任單位一、二級主管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身分。 

（八）具學生身分。 

各單位擬聘具專長或特殊技能而在國內不易覓得之人才，且不涉及國家機

密之職務，如符合就業服務法及國籍法等相關法令，循行政程序提審核小

組審議通過，並取得勞動部工作許可及內政部移民署居留證者，得不受前

項第一款及第二款限制。 

各單位擬聘具學生身分者，如已申請休學、利用公餘時間上課，或碩（博）

士班學生已修畢課程，且能以全部時間投入工作，循行政程序提審核小組

審議通過後，得不受第一項第八款限制。 

五、各單位申請新增或遞補職缺時，應循下列程序辦理，並確認已足額進用身

心障礙人數後，始得對外公開徵選（公告至少三日）： 

（一）行政類人員： 

1.檢附工作職務說明書（進用資深專員以上，應訂定關鍵績效指標，以

下簡稱績效指標），循行政程序提審核小組審議（新增職缺應先送請

校長同意，再循行政程序辦理）。 

2.以單位自籌收入、控留編制內職員或助教員額，遞補行政專員以下職

缺，經用人單位召開相關會議確認用人需求後，得免經前目程序，

逕行辦理公開徵選。 

3.甄選經理以上人員，應有外單位一至二名代表擔任甄選委員。 

（二）技術類人員：檢附工作職務說明書，依技術人員進用要點規定辦理。 

擬聘人員循行政程序提審核小組審議通過後，自次日或議定日起進用，並

於到職當日至人事室辦理報到手續。 

校聘人員應與本校訂定契約，並議定試用期以三個月為原則，試用期滿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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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正式進用；試用不合格，依本校校聘人員工作規則（以下簡稱工作規則）

規定，終止契約。 

六、校聘人員經簽准請假或留職停薪，所遺工作由現職人員代理為原則，如有

必要得申請職務代理人。 

前項因請假事由申請職務代理人者，其用人經費應自單位自籌收入支應。 

七、校聘人員之升遷（等）原則如下： 

（一）行政類人員： 

1.升遷每年年初辦理一次，以逐級升遷為原則，所需知能條件依職務序

列表及相關規定辦理。 

2.升遷行政專員以上職務，人選由各一級單位召開相關會議決議後推薦

之。 

3.升遷推薦人選循行政程序提審核小組審議通過後，自次月一日生效。 

（二）技術類人員：依技術人員進用要點規定辦理。 

八、各單位進用校聘人員時，應注意其品德。 

校聘人員進用後應遵守本校一切規定，確保公務機密，有保密期限者，從

其規定。 

九、校聘人員進用後，如有第四點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且未依第四點第二項

及第三項規定，循行政程序提審核小組審議通過者，本校得依工作規則規

定，終止契約。 

十、本校依工作規則規定，有終止契約之情事，應經用人單位相關會議之出席

委員過半數同意後，依規定預告校聘人員，並檢附終止契約預告書，循行

政程序辦理。 

校聘人員如於契約屆滿前自請離職，或有依工作規則規定終止契約之情事，

應依規定辦妥離職手續後離職。 

第三章  工資 

十一、校聘人員之工資，以月計之。服務未滿整月者，按實際在職日數覈實計

支；其每日計發金額，以當月工資除以該月全月之日數計算。 

校聘人員之工資支給標準如下： 

（一）行政類人員： 

1.依本校校聘人員薪級表（以下簡稱薪級表，如附件二）規定，自該

職級第一級起薪；外補資深專員以上，另依薪級表所定薪點起薪。 

2.本校與校聘人員如另有約定支給專案薪資，從其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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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資深專員以上非支領專案薪資者，依職務序列表自各該職稱第一級

支給職務加給。任滿二年且連續二年考核考列甲等以上者，循行

政程序提審核小組審議通過後，得改支較高一級職務加給，並溯

自當年一月一日生效。 

4.各單位因校聘人員辦理之業務具特殊或專業性，得依本校校聘人員

特殊加給表（如附件三），循行政程序提審核小組審議通過後，自

到職日或審核小組通過之次日起發給特殊加給。 

（二）技術類人員： 

1.依本校校聘及計畫技術人員薪級表規定辦理。 

2.各單位因校聘人員具維修貴重儀器，或組裝設計儀器特殊技能，得

依技術人員進用要點規定發給特殊加給。 

前項特殊加給應自單位自籌收入支應，無單位自籌收入者，不在此限。 

校聘人員辦理本校自籌收入業務著有績效者，得依本校辦理自籌收入工

作績效衡量要點酌給額外薪資。 

校聘人員如原係領有月退休金（俸）之退休（職）軍公教人員，應主動

告知本校，其停支月退休金（俸）規定，依相關法令辦理。 

十二、各單位以高中（職）學歷進用之佐理員，利用公餘時間，或經專案簽准

利用部分上班時間進修，取得專科以上學歷，且最近一年年終考核考列

甲等以上，得循行政程序申請改聘為專科級佐理員，並自審核小組審議

通過後之次月一日生效。 

新進校聘人員與擬任工作性質相關且薪資達擬任職級起薪之職前年資，

循行政程序提審核小組審議通過後，每滿一年得提敘一級，且每一職務

應逾六個月之年資始得併計，至多提敘五級。但進用知能條件包含相關

工作資歷者，應扣除進用所需工作資歷後，積餘年資始得辦理提敘採計。 

校聘人員提敘採計以一次為限，進用時未檢附相關工作證明文件者，至

遲應於報到日起六個月內循行政程序申請，逾時不予辦理，並自審核小

組審議通過後之次日生效，不得追溯。 

十三、校聘人員任職期間死亡，當月工資按全月支給。 

第四章  差勤、考核、獎懲及訓練進修 

十四、校聘人員之工作時間、休息、請假及休假規定，由本校依勞動基準法（以

下簡稱勞基法）及相關規定另定之。 

十五、校聘人員服務期間之兼職及兼課，依工作規則第三十七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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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校聘人員之考核分為下列二種： 

（一）試用考核：試用人員試用期間由試用單位主管負責考核，期滿合格

者，始得正式進用。 

（二）年終考核：任職至年終滿一年者，應辦理其當年一月至十二月連續

任職期間之年終考核；在職期間不滿一年者，不辦理考核。 

      技術類人員之年終考核，應併依技術人員進用要點規定，繳交工作評估

報告後，送研究發展處辦理評定審議作業。 

十七、校聘人員之年終考核成績以一百分為滿分，並按其成績優劣評列為優、

甲、乙、丙、丁五等，各等分數如下： 

（一）優等：九十分以上。 

（二）甲等：八十分以上，不滿九十分。 

（三）乙等：七十分以上，不滿八十分。 

（四）丙等：六十分以上，不滿七十分。 

（五）丁等：不滿六十分。 

十八、校聘人員之年終考核結果，作為晉級、升遷、特殊加給、職務加給調整

及年終獎金發給依據，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優等：得晉薪一級。 

（二）甲等：得晉薪一級。 

（三）乙等：得晉薪一級。連續二年考列乙等者，第三年不晉級。 

（四）丙等：不晉級。 

（五）丁等：符合法定終止契約事由者，自次年起終止契約。 

各一級單位前項考列甲等以上人數比率不得超過百分之八十五，其中考

列優等人數比率不得超過百分之十五。 

年終考核考列乙等以上，已敘至該職級最高薪級者，不再晉級。 

在同一考核年度內，已依法換敘較高薪級，且至年終未滿一年者，次年

不再晉級。 

行政組員薪級已敘至第十一級至第十五級，且年終考核考列甲等以上，

經一級單位審核具優良表現，並循行政程序提審核小組審議通過者，各

一級單位之各該薪級人員，得有百分之五十以內人員晉薪一級；僅餘一

人之各級得合併計算。 

技術類人員之工作評估報告如經評定審議未通過，其年終考核考列乙等

以上時，仍不予晉級。 

十九、校聘人員之年終考核應就考核表按項目評分，考核年度內具有下列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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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各目之一或一般條件二目以上之具體事蹟，始得評列甲等以上： 

（一）特殊條件： 

1.曾獲一次記一大功，或累積達記一大功以上之獎勵。 

2.研訂本校政策、計畫、法規，經實施具有優異成效。 

3.執行本校政策、計畫，具有優異成效。 

4.針對本校業務提出興革意見，經採納施行著有成效。 

5.對所交辦重要專案工作，經認定如期圓滿達成任務。 

6.對推動行政革新及辦公室自動化具有績效。 

7.對本職業務或與本職有關學術，研究創新，其成果經依規定受獎有

案，確有助於業務改進及提升行政效率。 

8.奉派代表國家參加與本職有關之國際性比賽，成績列前三名。 

9.代表本校參加國際性會議，表現卓著，為國爭光。 

（二）一般條件： 

1.曾獲一次記功二次以上，或累積達記功二次以上之獎勵。 

2.在工作或行為上有良好表現，經本校、權責機關或聲譽卓著團體，

公開表揚。 

3.對於艱鉅工作，能克服困難，達成任務，有具體事蹟，經本校獎勵。 

4.對主辦業務，提出具體方案或改進辦法，經採行認定確有績效。 

5.負責盡職，承辦業務均能於限期內完成，績效良好，有具體事蹟。 

6.主辦專案工作，規劃周密，經考評有具體績效。 

7.管理維護公物，克盡善良管理職責，減少損害，節省公帑，有具體

重大事蹟，經本校獎勵。 

8.辦理業務，工作績效及服務態度良好，有具體事蹟。 

9.全年無遲到、早退或曠職紀錄，且事、病假合計未超過五日。 

因特殊條件或一般條件各目所列優良事蹟，而獲記功一次以上之獎勵者，

該優良事蹟，與該次記功一次以上之獎勵，於辦理年終考核時應擇一採

認。 

校聘人員於考核年度內，有下列情事之ㄧ，不得考列甲等以上： 

（一）曾受刑事有罪判決確定。 

（二）平時考核獎懲抵銷後，累積達記過以上處分。 

（三）有曠職紀錄。 

（四）事、病假合計超過五日。 

（五）辦理業務，態度惡劣，影響本校聲譽，有具體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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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第二款第九目及第三項第四款有關事、病假合計之日數，應扣除

請家庭照顧假、生理假及因安胎事由所請之事、病假（含延長病假）之

日數。 

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至第九目，及第二款第二目至第八目所定條件評

擬甲等以上者，單位主管應將具體事蹟記載於考核表備註及重大優劣事

實欄內，提校聘人員考核委員會（以下簡稱考核委員會）從嚴審核。 

二十、校聘人員於考核年度內，有下列情事之一並有確實證據，應予考列丁等： 

（一）挑撥離間或誣控濫告，情節重大，經疏導無效。 

（二）不聽指揮或破壞紀律，情節重大，經疏導無效。 

（三）怠忽職守、稽延公務或績效不彰，造成重大不良後果。 

（四）品行不端或違反有關法令禁止事項，嚴重損害校聘人員聲譽。 

（五）處理公務，刁難或苛擾人民，致損害本校或校聘人員聲譽。 

（六）違反紀律或言行不檢或誣陷侮辱同事，致損害本校或校聘人員聲

譽。 

（七）適用法令錯誤，致人民權利遭受重大損害。 

（八）貽誤公務，導致不良後果。 

依前項各款情事評擬丁等者，單位主管應將具體事蹟記載於考核表備註

及重大優劣事實欄內，提考核委員會從嚴審核。 

二十一、校聘人員之年終考核，應由單位主管評擬，提考核委員會初核後，循

行政程序核定。 

考核委員會之組成及運作，準用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規定，但票選委

員限由校聘人員擔任。 

二十二、校聘人員之平時獎懲，應為訓練、進修、績優人員選拔及年終考核評

定分數之重要依據。 

校聘人員之平時獎懲，由單位主管評擬，提考核委員會審議後，循行

政程序核定。於年終考核時，併計成績增減總分，平時獎懲得互相抵

銷。 

二十三、校聘人員之獎懲標準，準用本校職員獎懲要點規定。 

二十四、行政類人員領有專案薪資或擔任資深專員以上職務者，應於每年年初

提出績效指標，年底提出績效報告，循行政程序提審核小組審議通過

後，作為晉薪、評估調整職務加給依據。 

各單位得視業務需要、經費狀況、工作內容調整或年終考核結果，循

行政程序提審核小組審議通過後，調整支領專案薪資人員之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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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校聘人員應參加本校為加強其工作知能所開設之訓練課程。 

校聘人員經單位指派或自行申請並經單位核准，參加與職務相關之訓

練課程，依相關規定給假。 

各單位選派校聘人員參加與其業務相關之訓練課程，得於單位相關經

費項下酌予補助訓練課程費用。 

二十六、校聘人員任職期間自行參加各項學位進修，應利用公餘時間上課；利

用部分上班時間進修者，經專案簽准後，每週以八小時為限，並應以

休假、事假或加班補休前往。經服務單位薦送國內部分上班時間進修

較高學位者，得給予公假，每週以八小時為限。 

前項進修應以自費方式辦理。 

第一項薦送進修者，應於報名前循行政程序提審核小組審議通過。各

一級單位薦送進修總人數（含已核准尚在職進修中），同一年度不得超

過各一級單位在職校聘人員總人數百分之五，未滿一人得以一人計，

最高以五人為限。 

校聘人員進修不得影響業務推動，各單位不得以其進修為由，請求進

用其他校聘人員代理或支援業務。 

二十七、校聘人員參與績優人員選拔獎勵規定，由本校另定之。 

第五章  保險及離職 

二十八、校聘人員服務期間，本校應依相關規定為其辦理勞工保險、全民健康

保險及提繳（存）退休金。 

前項退休金之提繳（存）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九十七年一月一日適用勞基法以前，依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

職給與辦法辦理提存。 

（二）九十七年一月一日適用勞基法以後，依勞工退休金條例及相關

規定提繳。 

二十九、校聘人員自九十七年一月一日適用勞基法以後，依勞基法及相關法令

辦理退休、資遣及職業災害補償。 

三十、校聘人員服務期間之各項福利，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六章  附則 

三十一、校聘人員服務期間在其職務上或與職務有關之著作或工作成果，其權

益歸屬本校。因前開著作或工作成果所生智慧財產權，依相關規定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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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本校研究船人員之管理，依本校研究船人員管理辦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三十三、應校務發展需要，派遣本校校聘人員派駐境外或於境外遴用當地專業

人員，其管理規定由本校另定之。 

三十四、本要點未定事項，依相關規定辦理。 

三十五、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發布施行。 

【完整修正歷程】 
96.11.13本校第 250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6.12.18本校第 250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7.9.23本校第 254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8.1.13本校第 2558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9.10.12本校第 264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1.15本校第 2746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 

102.10.29本校第 278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3.9.16本校第 282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4.5.12本校第 2858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4.12.22本校第 2886次行政會議及 

105.1.13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107.12.18本校第 3024次行政會議及 

108.1.7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108.4.9 本校第 3036次行政會議及 

108.6.13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108.7.23本校第 3047次行政會議及 

108.9.25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110.12.7及 110.12.21本校第 3108及 3109次行政會議及 

110.12.23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國立臺灣大學校聘人員職務序列表 附件一

職稱 職責程度 知能條件 級數

職務加

給金額

（元）

名額

(百分比)
說明

佐理員
應在一般監督下，辦理

一般性行政工作。
外補：高中（職）以上學歷。

行政組員

應在一般監督下，運用

較為專精之學識獨立判

斷，辦理一般、專業或

技術方面事項之規劃、

設計、研究業務。

1.內升：佐理員需具大學學歷或

  任滿3年，且最近1年考核考列

  甲等以上。

2.外補：具大學以上學歷。

行政專員

應在一般監督下，運用

更為專精之學識獨立判

斷，辦理一般、專業或

技術方面事項之規劃、

設計、研究業務；並協

助主管撰擬計畫內容。

1.內升：行政組員任滿3年，且

  最近3年考核2年考列甲等以

  上。

2.外補：具大學學歷後3年以上

  相關工作資歷，或具碩士以上

  學歷，或具與職務相關工作資

  歷6年以上。

各一級單位

至 多 25 ％

(無條件捨

去 至 整

數)。

第一級 2,207

第二級 3,311

第三級 4,414

第四級 5,518

第五級 6,621

第六級 7,725

第七級 8,828

第八級 9,931

第九級 11,034

應在政策或行政指示下

，運用頗為廣泛之學識

暨豐富之專業經驗獨立

判斷，辦理一般、專業

或技術方面較艱鉅之創

造性、發明性規劃、設

計、研究、專案業務；

協助主管制定及決策政

策方向，督促和協調轄

下部門的工作進展，並

擔負管理權責。

資深經理

1.職務加給另視本校

  財務狀況專案調整

  之。

2.行政專員以上職務

  名額計算，依當年

  1月1日全校校聘人

  員扣除留職停薪後

  之在職人數為基準

  (不含台成細胞治

  療中心校聘人員、

  約用研究技術人員

  及研究船人員)。

3.醫學院除醫學資源

  服務組、會計組、

  人事組等3單位之

  校聘人員分別納入

  圖書館、主計室及

  人事室等行政單位

  計算外，餘醫學院

  教務分處、學務分

  處、總務分處、研

  究發展分處、資訊

  組、共同教育及教

  師培訓中心等6單

  位均納入醫學院計

  算。

4.升遷經理名額，按

  當年度審核小組決

  議發放之名額百分

  比，及前一年度實

  際升遷、新進與離

  職人數累計核算升

  遷積分；積分加總

  達0.5以上之單位

  得推薦升遷人選。

  當年度未獲升遷之

  積分，或離職未補

  積分，併入次年升

  遷積分加總計算。

5.本校每年升遷資深

  經理級名額至多2

  名。

6.本校約用醫師及護

  理師為醫事專業人

  員，不適用經理以

  上職稱。

1.內升：行政專員(或111年1月1

  日前進用之幹事)任滿3年，且

  最近3年考核2年考列甲等以

  上。

2.外補：具大學學歷後6年以上

  ，或具碩士學歷後3年以上相

  關工作資歷，或具博士學歷，

  或具與職務相關工作資歷9年

  以上。

3.具良好之溝通協調能力。

4.特殊條件由各用人單位自行訂

  定。

應在重點或一般監督下

，運用頗為專精之學識

獨立判斷，辦理一般、

專業或技術方面稍繁重

事項之規劃、設計、研

究業務；協助主管研議

計畫政策方向、管理事

務。

資深專員

1.內升：資深專員任滿3年，且

  最近3年考核2年考列甲等以

  上。

2.外補：具大學學歷後9年以上

  ，或具碩士學歷後6年以上，

  或具博士學歷後3年以上相關

  工作資歷，或具與職務相關工

  作資歷12年以上。

3.具良好之規劃、溝通及協調能

  力。

4.特殊條件由各用人單位自行訂

  定。

應在重點監督下，運用

極為專精之學識獨立判

斷，辦理一般、專業或

技術方面綜合性甚繁重

事項之規劃、設計、研

究業務；協助主管擬定

與推動策略，督促和協

調轄下部門的工作進展

，並擔負管理權責。

經理

1.內升：經理任滿3年，且最近3

  年考核2年考列甲等以上。

2.外補：具大學學歷後12年以上

  ，或具碩士學歷後9年以上，

  或具博士學歷後6年以上相關

  工作資歷，或具與職務相關工

  作資歷15年以上。

3.具優良之領導、溝通、協調及

  創新能力。

4.特殊條件由各用人單位自行訂

  定。

全校至多20

名，各一級

單位至多 1

名為原則，

並由審核小

組 嚴 加 管

控。

各一級單位

至 多 20 ％

(無條件捨

去 至 整

數 )；如該

單位校聘人

數未逾 5人

時，至多資

深 專 員 1

名。

全 校 至 多

8％(無條件

捨 去 至 整

數)。



國立臺灣大學校聘人員薪級表 附件二

薪點 月支數額 備註
621 68522 23

609 67198 22

597 65873 21

585 64549 20

573 63225 19

561 61901 18

549 60577 23 17

537 59253 22 16

525 57929 21 15

513 56605 20 14

503 55502 21 19 13

493 54398 20 18 12

483 53295 19 17 11

473 52191 18 16 10

463 51088 15 17 15 9

453 49985 14 16 14 8

443 48881 13 15 13 7

433 47778 12 14 12 6

423 46674 16 11 13 11 5

413 45571 15 10 12 10 4

405 44688 14 9 11 9 3

397 43805 13 8 10 8 2

389 42923 12 7 9 7 1

381 42040 11 6 8 6

373 41157 10 5 7 5

365 40275 9 4 6 4

357 39392 8 3 5 3

349 38509 7 2 4 2

342 37737 6 1 3 1

335 36964 5 2

328 36192 11 4 1

321 35420 10 3

314 34647 9 2

307 33875 8 1

300 33102 7

293 32330 11 6

286 31558 10 5

281 31006 9 4

276 30454 8 3

271 29903 7 2

266 29351 6 1

261 28799 5

256 28248 4

251 27696 3

246 27144 2

241 26592 1
高中(職)

以上
專科以上

行政組員 行政專員 資深專員 經理 資深經理

薪      級
1.薪點折合率每點以

  110.34元計算（折合率

  計算後無條件進位至整

  數）。

2.外補資深專員自第9級

  起薪，外補經理自第10

  級起薪，外補資深經理

  自第10級起薪。

3.經審核小組核定支領專

  案薪資者，年終考核時

  不再晉薪。

4.原99年10月19日前進用

  之碩士級幹事(現為行

  政專員)，薪級最高至

  493薪點。

5.本薪級表自99年10月20

  日實施；薪點折合率每

  點以110.34元計算，自

  111年1月1日起生效。

學歷

職稱 佐理員



國立臺灣大學校聘人員特殊加給表 附件三

特殊加給幅度

1. 具對職務有助益之專業技能或證照。

2. 英文精通者(相當於托福100分以上、雅思7分以上、多益

900分以上、全民英檢高級以上)。

3. 除英語以外，限具對職務有助益之外國語言檢定證照，相

當於CEFR語言能力參考指標B2級以上。

4. 工作內容較具挑戰性或複雜性。

5. 參考所具資歷之薪資行情(視公司人數規模)。

1. 具有職務所需之特殊專業。

2. 具有職務所需之稀少專業。

3. 工作內容具挑戰性或複雜性。

4. 參考所具資歷之薪資行情。

5. 具有企業管理階級資歷(視公司人數規模)。

1. 具有極為特殊之專業。

2. 具有極為稀少之專業。

3. 工作內容極具挑戰性或複雜性。

4. 參考所具資歷之薪資行情。

5. 具有企業高階管理階級資歷(視公司人數規模)。

備註：

說明

【限經理級以上】

2.經校長同意或單位經核定自行訂有特殊加給表者，得不受此表限制。

1.依本表說明所列專業知能並參考產業薪資後，得依個人所敘本薪，按幅度支

  給特殊加給。(支領專案薪資者不適用)

【限經理級以上】

15％以內

16％～30％

31％～60％



主旨：

一、

二、

三、

四、

說明：

國立臺灣大學 書函
地 址：10617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4段1號
聯 絡 人：陳廣訓
聯絡電話：02-33666511
電子郵件：kcchen@ntu.edu.tw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 111年1月5日
發文字號： 校研發 字第 1100082614 號
速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旨揭要點修正後全文、旨揭要點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科技部來函

 本校「建教合作計畫處理要點」部分規定業經修正通

過，並自發布日施行，請查照轉知。

本案經提本校110年11月23日第3107次行政會議及110年
12月23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110年度第4次會議討論通

過。

旨揭處理要點修正案之附表1(博士後【級】研究人員薪級

表)及附表3（計畫專任研究助理支給參考表），將配合

111年度軍公教員工待遇調整案實施日期同步生效；附表

5「國立臺灣大學計畫兼任助理及研究獎助生每月支給上

限標準表」自111年1月1日起施行。

另依科技部110年12月28日科部綜字第1100075575號函告

修正「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人力約用注意事

項」第4點，自111年1月1日起，本校科技部計畫項下聘

用之專任人員、大專學生及研究生兼任人員均不得低於

前述規定之最低金額(如附件)；至已完成聘僱或核定但未

符該部最低支給標準者，將另函告相關調整措施。

檢附旨揭要點修正後全文、修正對照表及科技部來函各1

裝

訂

線

               第1頁，共2頁



份。

正本：登載於本校首頁校園公告、各一二級單位

副本：秘書室(惠請更新法規彙編)、產學服務組、研究計畫服務組、人事室(以上均含
附件)

第2頁，共2頁



主旨：

一、

二、

三、

說明：

國立臺灣大學 函
地 址：10617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4段1號
聯 絡 人：蔡敏
聯絡電話：33665418
電子郵件：mintsai106@ntu.edu.tw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 111年2月11日
發文字號： 校人 字第 1110006253 號
速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修正後工作規則全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本校「工友工作規則」部分條文，並自即日起生

效，請查照並轉知所屬。

本案業經臺北市政府勞動局111年1月20日北市勞資字第

1116031537號函及同年2月10日北市勞資字第1116034547
號函復修正後同意核備。

依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38條規定，工作規則經核備

後，應即於工作場所內公告並印發各勞工。旨揭修正案

已登載於人事室首頁(http://www.personnel.ntu.edu.tw)最新

消息公告，請各單位依規定協助轉知所屬技工、工友知

悉。

檢附旨揭修正後條文及修正對照表各1份。

正本：各一二級單位、登載於本校首頁校園公告

副本：秘書室、考訓組、行政人力組(以上均含附件)

裝

訂

線

               

第1頁，共1頁



主旨：

一、

二、

(一)
１、

２、

(二)

(三)
１、

２、

(四)

說明：

國立臺灣大學 書函
地 址：10617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4段1號
聯 絡 人：蔡敏
聯絡電話：33665418
電子郵件：mintsai106@ntu.edu.tw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 111年1月3日
發文字號： 校人 字第 1100075219 號
速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健康檢查追蹤同意書

 為辦理本校技工、工友111年度健康檢查，請轉知所屬踴

躍提出申請，請查照。

依本校「教職員健康檢查辦理原則」及110年9月9日校人

字第1100065222號函辦理。

旨揭健康檢查(下稱健檢)相關重點如下：

適用對象：編制內技工、工友。

40歲以上：每2年得補助1次。

40歲以下：每3年得補助1次。

申請期間：即日起至本校myNTU/教職員申辦區/各項

補助費申請系統提出申請，並於111年12月23日前完成

健檢。

補助費用：

40歲以上：補助基準上限為4,500元。

40歲以下：補助基準上限為3,500元。

補助費申請方式：同仁前往醫院健檢時，請先自行繳

費，再至本校各項補助費申請系統列印補助費申請

表，併同收據於111年12月26日(星期一)前送至人事室

行政人力組辦理請款手續。另依所得稅規定，健檢補

裝

訂

線

               第1頁，共3頁



(五)

三、

四、

五、

(一)

(二)

(三)
六、

助費應納入薪資所得扣繳所得稅，爰如須保留收據正

本報稅者，則可附收據影本請款，惟須於收據影本上

簽章，併敘。

健檢給假方式：得以公假1天登記，請先至差勤系統填

送「體檢公假」，併檢附證明文件。

臺大醫院為簡化流程，提升效率，提供包含所有項目之

統一套餐，請同仁踴躍參加，該院將主動安排同仁健檢

日期，健檢地點為該院家庭醫學科(位於舊大樓院區2
樓)。本校保健中心亦協助健檢諮詢及醫療資訊宣導工

作，由家醫科提供同仁對健檢結果疑義之解說服務，參

加健檢同仁可多加利用。

留職停薪期間不得申請健檢補助，相關函釋內容請逕至

人事室網頁/人事法規/福利保險項下參閱。

因技工友同時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工健康保

護規則」，故請另依環安衛中心下列說明事項辦理：

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規定雇主應對在

職勞工施行一般健康檢查，年滿65歲者每年1次，40-65
歲者每3年1次，未滿40歲者每5年1次，勞工有接受義

務，違反者處3,000元以下罰鍰。

已參加旨揭健檢者，如當年度亦收到環安衛中心通知

勞工一般健康檢查(下稱勞工健檢)書函，為避免同年度

重複健檢，得於收到勞工健檢通知書函時，填寫健康

檢查追蹤同意書(如附件)，並提交法規規定檢驗項目健

康檢查報告影本至該中心職業衛生組（法規項目請見

該中心網頁／健康管理／一般健檢／勞工一般健康檢

查說明）。

環安衛中心聯絡窗口：劉護理師 3366-7994。
有關旨揭健檢資訊，亦可至人事室首頁「各類專區」/
「教職員工健康檢查專區」查閱。

第2頁，共3頁



正本：各一二級單位

副本：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家庭醫學部、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中心、行

政人力組(以上均含附件)

第3頁，共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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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校聘人員工作規則第二十九條、第三十四條修正草案對照表 

                                                                                             111.02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二十九條 校聘人員給假分為公

（差）假、婚假、事

假、家庭照顧假、普

通傷病假、生理假、

公傷病假、喪假、產

假、陪產檢及陪產假、

產前假、寒（暑）假

彈性休假等，詳如本

校校聘人員給假一覽

表。 

第二十九條 校聘人員給假分為公

（差）假、婚假、事

假、家庭照顧假、普通

傷病假、生理假、公傷

病假、喪假、產假、陪

產假、產前假、寒（暑）

假彈性休假等，詳如

本校校聘人員給假一

覽表。 

一、查性別工作平等法

（以下簡稱性工

法）第十五條於本

（一百一十一）年

一月十二日修正公

布並自同年一月十

八日施行。 

二、復查性工法第十五

條第五項規定，受

僱者陪伴其配偶妊

娠產檢或其配偶分

娩時，雇主應給予

「陪產檢及陪產

假」七日。 

三、據上，本條配合修

正「陪產假」名稱為

「陪產檢及陪產

假」。 

第三十四條 校聘人員請假計算方

式如下： 

一、事假、家庭照顧

假、普通傷病假

及生理假全年總

日數的計算，均

自每年一月一日

起至同年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 

二、普通傷病假、公傷

病假等同一假別

之請假期間，在

三十日以上者，

如逢例假、休息

日、休假日（紀念

日）時，併計於請

假期間內。 

三、請寒（暑）假彈性

休假每次至少以

第三十四條 校聘人員請假計算方

式如下： 

一、事假、家庭照顧

假、普通傷病假

及生理假全年總

日數的計算，均

自每年一月一日

起至同年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 

二、普通傷病假、公

傷病假等同一假

別之請假期間，

在三十日以上

者，如逢例假、

休息日、休假日

（紀念日）時，

併計於請假期間

內。 

三、請寒（暑）假彈

同上說明一、二，據以配

合修正第三款「陪產假」

名稱為「陪產檢及陪產

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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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半日計；婚假、喪

假、特別休假、事

假、普通傷病假、

生理假、產前假、

陪產檢及陪產假

得以時計，累計

八小時為一日。 

四、全日請假：按正常

上班時間辦理，

以八時至十七時

計。 

五、半日請假： 

（一）上午請假：以八

時至十二時計，

下午上班時間

為彈性上班時

間十三時至十

三時三十分，下

午下班時間為

彈性下班時間

十七時至十七

時三十分。 

（二）下午請假：以十

三時至十七時

計，上午上班時

間為彈性上班

時間八時至九

時，上午下班時

間為彈性下班

時間十二時至

十三時。 

六、按小時請假：上班

時數未達每日應

到勤時數，應辦

理請假手續，並

以時計算單位，

不滿一小時以一

小時計算。 

（一）未上班即請假，

以八時為請假

性休假每次至少

以半日計；婚假、

喪假、特別休假、

事假、普通傷病

假、生理假、產

前假、陪產假得

以時計，累計八

小時為一日。 

四、全日請假：按正

常上班時間辦

理，以八時至十

七時計。 

五、半日請假： 

（一）上午請假：以八

時 至 十 二 時

計，下午上班

時間為彈性上

班時間十三時

至十三時三十

分，下午下班

時間為彈性下

班時間十七時

至十七時三十

分。 

（二）下午請假：以十

三時至十七時

計，上午上班

時間為彈性上

班時間八時至

九時，上午下

班時間為彈性

下班時間十二

時至十三時。 

六、按小時請假：上

班時數未達每日

應到勤時數，應

辦理請假手續，

並以時計算單

位，不滿一小時

以一小時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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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起始時間，當日

不實施彈性上

班。 

（二）上班中請假：以

實際請假起迄

計算請假時數，

上下班實施彈

性上下班。 

（一）未上班即請假，

以八時為請假

起始時間，當

日不實施彈性

上班。 

（二）上班中請假：以

實際請假起迄

計 算 請 假 時

數，上下班實

施 彈 性 上 下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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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校聘人員給假一覽表部分規定修正草案對照表   111.02 

修 正 規 定 現 行 規 定 說 明

【假別】陪產檢及陪產假 

【給假日數】七日 

【請假原因】陪伴其配偶妊娠產檢

或其配偶分娩時 

【工資】照給 

【應繳證明文件】【相關說明】 

1.得分次申請。 

2.陪產檢之請假，應於配偶妊娠期

間為之。 

3.陪產之請假，應於配偶分娩之當

日及其前後合計十五日期間(含

例假日)內為之。 

4.檢證： 

(1)陪產檢:孕婦健康手冊影本。 

(2)陪產:出生證明。 

【假別】陪產假 

【給假日數】五日 

【請假原因】於其配偶分娩時

【工資】照給 

【應繳證明文件】【相關說明】

1.得分次申請。但應於配偶分

娩日前後十五日含例假日內

請畢。 

2.檢證：出生證明。 

一、查性別工作平等法

（以下簡稱性工

法）第十五條於本

（一百一十一）年

一月十二日修正公

布並自同年一月十

八日施行，及同法

施行細則第七條於

本年一月十八日修

正發布。 

二、上開修正摘述如

下： 

(一)查性工法第十五條

第四項與第五項規

定，受僱者妊娠期

間，雇主應給予產

檢假七日。受僱者

陪伴其配偶妊娠產

檢或其配偶分娩

時，雇主應給予陪

產檢及陪產假七

日。 

(二)復查性工法施行細

則第七條規定，性

工法第十五條第五

項規定之七日陪產

檢及陪產假，除陪

產檢於配偶妊娠期

間請假外，受僱者

陪產之請假，應於

配偶分娩之當日及

其前後合計十五日

期間內為之。 

(三)綜上，本次修正「產

檢(前)假」日數由

五日增加為七日；

「陪產假」修正為

「陪產檢及陪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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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行 規 定 說 明

假」，並由五日增加

二日，共為七日。

三、據上，配合修正本

校校聘人員給假一

覽表如左。 

【假別】產前假 

【給假日數】七日 

【請假原因】於分娩前 

【工資】照給 

【應繳證明文件】【相關說明】 

1.得分次申請，不得保留至分娩後。

2.檢證：孕婦健康手冊影本。 

【假別】產前假 

【給假日數】六日 

【請假原因】於分娩前 

【工資】照給 

【應繳證明文件】【相關說明】

1.得分次申請，不得保留至分

娩後。 

2.檢證：孕婦健康手冊影本。

同上說明一、二，據以

配合修正本校校聘人員

給假一覽表如左。 

【假別】喪假 

【給假日數】【請假原因】 

八日:父母、養父母、繼父母、配偶

喪亡 

六日:祖父母、子女、配偶之父母、

配偶之養父母或繼父母喪亡 

三日:曾祖父母、兄弟姊妹、配偶之

祖父母喪亡 

【工資】照給 

【應繳證明文件】【相關說明】 

1.得分次申請，應自事實發生日起

百日之內請畢。 

2.檢證：喪葬證明文件。 

【假別】喪假 

【給假日數】【請假原因】 

八日:父母、養父母、繼父母、

配偶喪亡 

六日:祖父母、子女、配偶之父

母、配偶之養父母或繼父母喪

亡 

三日:曾祖父母、兄弟姊妹、配

偶之祖父母喪亡 

【工資】照給 

【應繳證明文件】【相關說明】

1.應自事實發生日起百日之內

分次請畢。 

2.檢證：喪葬證明文件。 

酌作文字修正。 

【備註】 

一、本表係依國立臺灣大學校聘人

員工作規則第二十九條 訂定，

並依第三十條將特別休假彙整

併列之。 

二、事假、家庭照顧假、普通傷病假

及生理假全年總日數的計算，

均自每年一月一日起至同年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 

三、請寒暑假彈性休假每次至少以

半日計，婚假、喪假、特別休

假、事假、家庭照顧假、普通傷

病假、生理假、產前假、陪產檢

【備註】 

一、本表係依國立臺灣大學校

聘人員工作規則第二十九

條 訂定，並依第三十條將

特別休假彙整併列之。 

二、事假、家庭照顧假、普通傷

病假及生理假全年總日數

的計算，均自每年一月一

日起至同年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 

三、請寒暑假彈性休假每次至

少以半日計，婚假、喪假、

特別休假、事假、家庭照顧

配合性工法第十五條第

五項新規定，將「陪產

假」名稱修正為「陪產

檢及陪產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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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行 規 定 說 明

及陪產假得以時計，累計八小

時為一日。 

四、普通傷病假、公傷病假等同一

假別之請假期間，在三十日以

上者，如逢例假、休息日、休假

日（紀念日）時，併計於請假期

間內。 

假、普通傷病假、生理假、

產前假、陪產假得以時計，

累計八小時為一日。 

四、普通傷病假、公傷病假等同

一假別之請假期間，在三

十日以上者，如逢例假、休

息日、休假日（紀念日）時，

併計於請假期間內。 

 



















































































            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 

一級用途別項目 二級用途別項目 編列基準 支用說明 

ㄧ、人事費   人事費應併入所得並
請執行單位代扣繳稅
款。 
ㄧ、主持人資格規定：

每一計畫主持人

限一人，協同主持

人限一至二人，須

具博士或副教授

以上資格或具相

當經驗之專家，前

述限制，倘因特殊

需要，經本部同意

者，不在此限。 

二、各計畫人數以不超

過四人為原則，但

應業務需要，經本

部同意，得酌予增

列。 

三、專兼任行政助理之

聘用，應依各單位

人員進用辦法進

用與管理。 

四、人事費所需費用含

薪資、退休金、保

險及其他依法應

給予項目。 

五、支用限制： 

(一)補(捐)助案件除

因特殊需要並經

本部同意者外，以

不補(捐)助人事

費為原則。 

(二)兼任計畫主持人

或兼任協同計畫

主持人除因執行

跨校、跨領域及其

他非屬本職職責

之計畫，經本部同

意者外，原則不予

補(捐)助相關主

持人費。 

(三)本項經費除經本

部同意者或依法

令規定調增相關

 兼任計畫主持人 每人月薪資 5,000元至 8,000元 

 兼任協同計畫主

持人 

每人月薪資 4,000元至 6,000元 

 兼任行政助理 每人月薪資 3,000元至 5,000元 

 專任行政助理 由執行單位考量工作內容、專業

技能、獨立作業能力、相關經驗

年資及預期績效表現等條件，自

訂專任行政助理工作酬金標準

核實支給。12月 1日仍在職者，

始得按當年工作月數依比率編

列年終獎金。年終獎金 1年以1.5

個月為限。 

   



費用致不敷使用

者外，不得流入；

除情況特殊者，所

需經費占總經費

之比率以不超過

50％為原則。 

(四)已按月支領固定

津貼者，除實際擔

任授課人員，得依

規定支領講座鐘

點費外，不得重複

支領本計畫之其

他酬勞。 

(五)加班費：補(捐)助

計畫專任助理如

確有加班事實，加

班 費 不 得 由 補

(捐)助經費支給，

惟仍應依勞動基

準法規定辦理，並

由執行單位年度

經費核實支給加

班費。委辦計畫係

由委辦單位依計

畫需求核實編列

人力經費，爰請依

契約及各執行單

位規定辦理。 

(六)特別休假未休畢

之工資費用：為維

護勞工身心健康

權益，執行計畫時

應依勞動基準法

第三十八條規定

與計畫專任助理

妥為協調安排並

落實休假制度，不

應於編列計畫預

算時，即預設將發

生特別休假未休

畢之情形而編列

是項工資。 

(七)研究生兼職應按

各校訂定之兼職

規定辦理。 

(八)專任行政助理不

得再兼任本部或



其他機關計畫。但

大專校院之專任

行政助理除所擔

任之計畫外，得再

兼任本部或其他

機關二項以內計

畫之助理或臨時

工，所支領兼任報

酬以每月總額一

萬元為限。 

(九)擔任本部不同計

畫項下之專任助

理，如同年十二月

一日仍在職者，不

論其在職月份是

否銜接，均可依實

際在職月數合併

計算後，按比率發

給年終獎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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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須檢附相關文

件)。 

 

 

 

 

 

 

 

 

 

 

 

 

二、業務費    

(ㄧ) 主持費、引言費 每人次 1,000元至 2,500元 凡召開專題研討或與

學術研究有關之主持

費、引言費屬之。 

(二) 諮詢費、輔導

費、指導費 

每人次 1,000元至 2,500元 得比照出席費編列。 

(三) 訪視費 每人次 1,000元至 4,000元。 

半日以 2,500元為編列上限。 

凡至各機關學校等瞭

解現況，對未來發展方

向提出建議，並作成訪

視紀錄者屬之。 



(四) 評鑑費 每人次 2,000元至 6,000元。 

半日以 4,000元為編列上限。 

一、凡至各機關學校等

評估計畫執行情

形、目標達成效能

之良窳，並作成評

鑑記錄者屬之。 

二、如審查委員赴各機

關學校等評鑑已

支領評鑑費，不得

再以審查各校書

面資料為由，重複

支給書面審查費。 

(五) 臨時工作人員/

工讀費  

薪資以現行勞動基準法所訂最低

基本工資 1.2倍為支給上限，然

不得低於勞動基準法所訂之最

低基本工資。但大專校院如訂有

支給規定者，得依其規定支給。 

一、應依工作內容及性

質核實編列。 

二、所列費用應含薪

資、退休金、保險及

其他依法應給予項

目。 

(六) 印刷費 核實編列 一、為撙節印刷費用

支出，各種文件印

刷，應以實用為

主，力避豪華精

美，並儘量先採光

碟版或網路版方

式辦理。 

二、印刷費須依政府

採購法規定程序

辦理招標或比議

價，檢附承印廠商

發票核實報支。 

(七) 資料蒐集費 上限 30,000元。 一、凡辦理計畫所須購

置或影印必需之參

考圖書資料等屬

之。 

二、圖書之購置以具有

專門性且與計畫直

接有關者為限。 

三、擬購圖書應詳列其

名稱、數量、單價及

總價於計畫申請書

中。 

四、檢附廠商發票核實

報支。 

(八) 資料檢索費 核實編列。 辦理計畫所需資料檢

索費，其經費應依需求

核實編列。 

(九) 膳宿費 一、依教育部及所屬機關(構)辦

理各類會議講習訓練與研討

一、所需經費應依預定

議程覈實編列。 



（習）會管理要點規定。 

二、辦理半日者，每人膳費上限

120元。 

二、應本撙節原則辦

理，並得視實際需

要依各基準核算

之總額範圍內互

相調整支應。 

三、如於本項膳宿費以

外再發給外賓其

他酬勞者，其支付

費用總額仍應不

得超出行政院所

訂「各機關聘請國

外顧問、專家及學

者來臺工作期間

支付費用最高標

準表」規定。 

（十） 保險費 核實編列。 凡辦理各類會議、講習訓練
與研討（習）會及其他活動
所需之保險費屬之。 

(十一) 場地使用費 核實編列。 一、 補助案件不補助內部
場地使用費。 

二、 凡辦理研討會、研
習會所需租借場
地使用費屬之。 

(十二) 設備使用費 核實編列。 一、 各執行單位因執行計

畫，所分攤之電腦、儀
器設備或軟體使用費
用。 

二、 如出具領據報支，應
檢附計算標準、實際
使用時數及耗材支用
情形等支出數據資
料。 

(十三) 雜支  凡前項費用未列之辦

公事務費用屬之。如文

具用品、紙張、資訊耗

材、資料夾、郵資等屬

之。 

(十四) 其他(請註明項

目名稱) 

依行政院或計畫各項經費支用

規定。 

依計畫各項支用用途

說明。 

三、行政管理費  一、依業務費之金額級距，分段

乘算下列比率後加總：  

(一)業務費 300萬元(含)以下

者，得按業務費*10%以內

編列。 

(二)業務費超過 300萬元以上

部分，得按超過部分*5%

一、執行單位因辦理計

畫所支付不屬前

述費用之水電費、

電話費及設備維

護費等等屬之。 

二、補(捐)助案件不補

(捐)助本項經費，



 

 

以內編列。 

二、行政管理費上限為 60萬元，

但因特殊需要經本部同意

者，不在此限。 

三、有關行政管理費已涵蓋之經

費項目，除特別需求外，不

得重複編列。 

但因配合本部政

策者，不在此限。 

三、本項經費除經本部

同意者外，不得流

入。 

四、依本部 83年 12月

8 日 台 83 會

066545號函，行政

管理費以計畫執

行單位出具之領

據結報。 

四、設備及投資 其他(請註明項

目名稱) 

一、依行政院或計畫各項經費

支用規定。 

二、資訊設備應依行政院主計

總處公告之共同性費用編

列基準表規定編列。 

應依行政院訂定之「財

物標準分類」及行政院

主計總處訂定之「各類

歲入、歲出預算經常、

資本門劃分標準」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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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人力約用注意事項
第四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四、研究人力所需下列費

用由業務費列支： 

(一)專任人員費用： 

1.由執行機構綜合考

量工作內容、專業

技能、預期績效表

現及學經歷年資等

因素，自行訂定職

銜及工作酬金標

準，並核實支給。

但首次約用人員月

支酬金不得低於下

列金額： 

  (1)專科級：新臺幣

(以下同)二萬八

千三百元。 

  (2)學士級：三萬三

千八百元。 

  (3)碩士級：三萬八

千六百元。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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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執行機構得按專任

人員工作酬金核列

至多一個半月數額

之年終工作獎金準

備金。擔任本部不

同計畫項下專任人

員，同年十二月一

日仍在職者，不論

四、研究人力所需下列費

用由業務費列支： 

(一)專任人員費用： 

1.由執行機構綜合考

量工作內容、專業

技能、預期績效表

現及學經歷年資等

因素，自行訂定職

銜及工作酬金標

準，並核實支給。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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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執行機構得按專任

人員工作酬金核列

至多一個半月數額

之年終工作獎金準

備金。擔任本部不

同計畫項下專任人

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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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為提升專、兼任人員

勞動權益，保障約用

人員薪資有其基準得

依未來生活水平、物

價上揚動態調整，爰

修正第一款第一目及

第二款，增訂月支酬

金最低金額，說明如

下： 

(一) 專任人員： 

1. 參考各學研機構現

行以學歷為分級之

敘薪級距，區分高中

(職)級、專科級、學

士級、碩士級，以利

學研機構於既有之

薪資標準同步調升。 

2. 各級數額係參考本

部舊制工作酬金參

考表第一年費用為

基礎，並以行政院軍

公教員工一百零七

年、一百十一年二次

調薪幅度調升，訂定

各級專任人員首次

約用月支酬金基本

保障數額。 

3. 僅訂定首次約用月

支酬金基本保障，係

考量執行機構仍得

依工作內容、績效表

現、專業技能等因

素，核與優於最低保

障之相應報酬。 

(二) 兼任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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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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人員費用： 

1.依執行機構自行訂

定之標準按計畫性

質核實支給講師、

助教級兼任人員工

作酬金。 

2.學生兼任人員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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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

均應至少支給新臺

幣六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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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定辦理。 

(二)兼任人員費用：依執

行機構自行訂定之

標準按計畫性質核

實支給講師、助教級

兼任人員工作酬金；

學生兼任人員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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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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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考量學生兼任人員

如屬學習型，或執行

計畫行政庶務及初

階之研究工作，與具

專業技能及薪資談

判條件之講師級或

助教級兼任人員相

較處於弱勢，故增訂

學生兼任人員月支

費用最低金額。 

2. 參考現行各學研機

構核與學生兼任人

員之最低月支研究

津貼或工作酬金，並

酌以行政院核定軍

公教員工調薪幅度，

訂定每月應至少支

給六千元，且仍可依

工作內容、績效表

現、專業技能等因

素，核與優於最低保

障之相應報酬。 

二、第一款第二目至第三

目未修正。 

三、第三款至第五款依法

制體例酌增標點符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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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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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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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大學特殊性等專任研究助理薪酬申請書 

姓 名  計畫執行單位  

聘 期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擬 調 整 日 期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次月1日起調整為原則) 

計 畫 名 稱  計 畫 編 號  

薪酬加給申請(詳附表1)： 

(A)薪酬加給 ____________/月      (B)原核定薪資____________/月     (C)合計薪資_____________/月(=A+B) 

(D)增加幅度________% (=A/B) 

薪 酬 加 給 幅 度 

( 詳 附 表 2 ) 

□15%(含)以內              □超過30%，並以60%(含)以內為原則，__________% 

□超過15%，30%(含)以內    □其他(依合約規定) 

本 薪 經 費 來 源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經費來源單位) 

 □ 為捐贈款，募款單位為□財務處□計畫執行
單位(請勾選)，並請主計室覆核 

會計編號  

薪 酬 加 給 經 費 

來 源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經費來源單位) 

 □ 為捐贈款，募款單位為□財務處□計畫執行
單位(請勾選)，並請主計室覆核 

會計編號  

應檢附證明文件 

( 詳 附 表 2 ) 

 一、個人資料表 
 二、相關證明文件(續聘者檢附前一年度計畫

之聘僱契約書影本) 
 三、已核定之經費明細表 
 □  增加幅度超過 15%者，所屬院(中心)審

議會議紀錄 
 □  其他(依合約規定)者，產學合作計畫合

約書影本(應含特殊用人資格及薪酬標
準文件) 

是否為研發

替代役人員 

 □是(請檢附研發替代役
役期資料) 

 □否 

單 位 承 辦 人 

及 聯 絡 電 話 
 計 畫 主 持 人  

單 位 主 管  一 級 主 管  

人事室： 

 

承辦人：             組長：             專門委員：             主任：             

主計室： 

 

承辦人：             組長：             專門委員：             主任：             

增加幅度超過 30%者或特殊個案續送計畫聘任人員專案小組審議 

已提     年度第     次(    年    月    日)計畫聘任人員專案小組審議結果： 

□通過 (如超過60% 須送校長核定，並依校長核定結果支給)： 

  □自    年    月    日調整   □自審議通過次日起調整 

□未通過 

                              

人事室                            秘書室                    校長 

備註：本案奉核可後，如需辦理勞健保投保級距調整者，請檢附本申請書影本及本校勞(健)保及勞退金異動申請書各1份， 
      送人事室綜合業務組辦理。 

11102修正 



附表1：「國立臺灣大學計畫專任研究助理支給與薪酬加給幅度對照表」 

單位：新臺幣元 
  級 
年   別 
  資 

五專(二專)以下 三專 大學 碩士 
本校 
標準 

薪酬加給幅度 本校 
標準 

薪酬加給幅度 本校 
標準 

薪酬加給幅度 本校 
標準 

薪酬加給幅度 
15% 30% 15% 30% 15% 30% 15% 30% 

第九年 34,537 39,718 44,898 36,197 41,627 47,056 41,156 47,329 53,503 46,674 53,675 60,676 

第八年 33,433 38,448 43,463 35,200 40,480 45,760 40,170 46,196 52,221 45,688 52,541 59,394 

第七年 32,447 37,314 42,181 34,204 39,335 44,465 39,175 45,051 50,928 44,584 51,272 57,959 

第六年 31,451 36,169 40,886 33,101 38,066 43,031 38,179 43,906 49,633 43,588 50,126 56,664 

第五年 30,455 35,023 39,592 32,116 36,933 41,751 37,193 42,772 48,351 42,592 48,981 55,370 

第四年 29,351 33,754 38,156 31,119 35,787 40,455 36,304 41,750 47,195 41,607 47,848 54,089 

第三年 28,366 32,621 36,876 30,123 34,641 39,160 35,426 40,740 46,054 40,503 46,578 52,654 

第二年 27,370 31,476 35,581 29,020 33,373 37,726 34,537 39,718 44,898 39,507 45,433 51,359 

第一年 26,374 30,330 34,286 28,474 32,745 37,016 33,765 38,830 43,895 38,618 44,411 50,203 
註： 

1. 上列數額為月支工作酬金標準。 

2. 表內本校標準自111年1月1日起實施(如勞動部公告調整每月基本工資，最低月薪從其標準)。 

附表2：「國立臺灣大學計畫專任研究助理薪酬加給參考表」 

註： 

1.依本校「建教合作計畫處理要點」延攬之特殊性、稀少性或具競爭性專任研究助理，職稱列為計
畫研究專員(Research Associate)。 

2.薪酬加給幅度30%(含)以內者，所屬院(中心)應於每月15日前彙整申請案送相關單位辦理，並以
隔月1日起調薪為原則；薪酬加給幅度超過 30%者，以計畫聘任人員專案小組審議通過之次日起
調薪為原則。但申請之擬調整日期晚於前述規定之調薪日期者，依其擬調整之日期辦理。 

3.多年期計畫(含延長期間)之計畫研究專員如欲申請隔年度(含延長期間)相同薪酬加給之建議薪
資，於次年度(含延長期間)計畫確核後，得於聘任時憑原核定或審議通過文件經計畫主持人同意核
章，會辦人事室及主計室後進用敘薪。 

附錄：申請程序流程圖 

 

 

 

 

 

 

 

 

 

薪酬加給幅度 審議程序 

15%(含)以內 

1. 計畫主持人及計畫執行單位主管同意核章。 

2. 經所屬院(中心）一級主管核定。(院<中心>得自訂審議程序)。 

3. 會辦人事室、主計室後進用敘薪。(會辦單位得視特殊情形，個案送校方計畫聘
任人員專案小組審議通過後進用敘薪)。 

超過15%，
30%(含)以內 

1. 計畫主持人及計畫執行單位主管同意核章。 

2. 送所屬院(中心)會議審議通過後，經所屬院(中心)一級主管核定。 

3. 會辦人事室、主計室後進用敘薪。(會辦單位得視特殊情形，個案送校方計畫聘
任人員專案小組審議通過後進用敘薪)。 

超過30%， 

並以60%(含)以
內為原則 

1. 計畫主持人及計畫執行單位主管同意核章。 

2. 送所屬院(中心)會議審議通過，經所屬院(中心)一級主管核章。 

3. 會辦人事室、主計室後送校方計畫聘任人員專案小組審議，並於審議通過後進
用敘薪。 

特殊
個案 

特殊
個案 

審議
通過 

人
事
單
位
辦
理
進
用
敘
薪 

主
計
室 

 

校方計畫
聘任人員
專案小組 
(專案小組) 

 

審議
通過 

審議
通過 

核
定 

核
定 

計
畫
主
持
人 

 

申
請
人
提
出
申
請 

計
畫
執
行
單
位
單
位
主
管 

薪酬增加幅
度15% (含) 

以內 

薪酬增加幅度
超過15 %， 

30 %               (含)以內 

薪酬增加幅
度超過30 % 

所
屬
院(

中
心)

會
議 

所
屬
院(

中
心)

一
級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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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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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表  

一、基本資料 

中 文 姓 名  英文姓名 

 

(Last Name)  (First Name)  (Middle Name) 

身份證(或

居留證、護

照 ) 號 碼 

 國 籍  
出生 

日期 
  年  月  日 

性

別 
□男 □女 

聯 絡 地 址 □□□□□ 

聯 絡 電 話 (公) (宅) 

傳 真 號 碼  E-MAIL  

二、主要學歷(請填學士級以上之學歷或其他最高學歷均可，若未畢業者，請在學位欄填「肄業」) 

畢／肄業學校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訖年月(西元年/月) 

          /   至      /  

          /   至      / 

          /   至      / 

三、現職及與專長相關之經歷(需與研究相關之專任職務，請依任職時間先後順序由最近者往前追溯) 

服務機關 服務部門／系所 職稱 起訖年月(西元年/月) 

現職：          /    

         /   至      / 

經歷：          /   至      / 

         /   至      / 

         /   至      / 

         /   至      / 

 

本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主旨：

一、

二、

三、

四、

說明：

國立臺灣大學 書函
地 址：10617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4段1號        
聯 絡 人：陳廣訓
聯絡電話：02-33666511
電子郵件：kcchen@ntu.edu.tw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 111年1月5日
發文字號： 校研發 字第 1100082614 號
速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旨揭要點修正後全文、旨揭要點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科技部來函

 本校「建教合作計畫處理要點」部分規定業經修正通

過，並自發布日施行，請查照轉知。

 

本案經提本校110年11月23日第3107次行政會議及110年
12月23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110年度第4次會議討論通

過。

旨揭處理要點修正案之附表1(博士後【級】研究人員薪級

表)及附表3（計畫專任研究助理支給參考表），將配合

111年度軍公教員工待遇調整案實施日期同步生效；附表

5「國立臺灣大學計畫兼任助理及研究獎助生每月支給上

限標準表」自111年1月1日起施行。

另依科技部110年12月28日科部綜字第1100075575號函告

修正「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人力約用注意事

項」第4點，自111年1月1日起，本校科技部計畫項下聘

用之專任人員、大專學生及研究生兼任人員均不得低於

前述規定之最低金額(如附件)；至已完成聘僱或核定但未

符該部最低支給標準者，將另函告相關調整措施。

檢附旨揭要點修正後全文、修正對照表及科技部來函各1

裝

訂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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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正本：登載於本校首頁校園公告、各一二級單位

副本：秘書室(惠請更新法規彙編)、產學服務組、研究計畫服務組、人事室(以上均含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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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

一、

二、

三、

四、

說明：

國立臺灣大學 書函
地 址：10617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4段1號
聯 絡 人：韓家鳳
聯絡電話：33669939
電子郵件：hanchiafong@ntu.edu.tw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 111年2月14日
發文字號： 校人 字第 1110006776 號
速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如說明

 為辦理本校建教合作計畫專任人員111年度調薪作業一

案，請轉知所屬依說明事項辦理，請查照。

依本校111年1月5日校研發字第1100082614號書函（諒

達）及教育部111年2月9日臺教人(四)字第1110012826號
函辧理（附件1）。

配合行政院111年度軍公教員工調薪政策自111年1月1日
生效，修正本校「博士後(級)研究人員薪級表」及「計畫

專任研究助理支給參考表」，並自同日起生效（附件

2）。

另依「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人力約用注意事

項」第4點規定（附件3），自111年1月1日起，該部補助

計畫專任人員月支酬金最低金額  (新臺幣計)：專科級

28,300元、學士級33,800元、碩士級38,600元。爰本校科

技部計畫項下之專任研究人員第1年月支工作酬金標準，

不得低於前開規定。

如非科技部計畫之專任人員，得由計畫主持人審酌計畫

經費，比照科技部規定最低金額辦理敘薪作業。委補助

機關(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裝

訂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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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六、

本案請轉知所屬計畫主持人，如欲配合調整其計畫項下

專任研究人員薪資者，請填具「建教合作計畫人員111年
度因應薪資調整4%申請書」（附件4），經核章後依行政

程序，於111年3月11日(星期五）前送人事室綜合業務組

（醫、公衛學院請送研發分處）辦理後續事宜。如有同

時申請提高「額外（薪酬）加給」金額者，另請併附額

外或薪酬加給申請書，循行政程序提出申請。

本案現職或111年1月2日以後離職之計畫專任研究人員，

如有補發薪資差額者，請用人單位依規定至本校「帳務

系統／所得報帳／各類所得」辦理報帳作業。

正本：各一級單位、各院系所及各學位學程、各校級研究中心、登載於本校首頁校園

公告

副本：綜合業務組、醫學院研究發展分處

第2頁，共2頁



級

別

年

資

五 專(二
專)以 下

級距差

額

差額占

比

三 專 級距差

額

差額占

比

學 士 級距差

額

差額占比 碩 士 級距差

額

差額占

比

15      41,965    42,721    47,729    53,182

14      40,624 0.033    41,557 0.028    46,565 0.025    52,037 0.022

13      39,326 0.033    40,425 0.028    45,429 0.025    50,917 0.022

12      38,070 0.033    39,324 0.028    44,321 0.025    49,821 0.022

11      36,854 0.033    38,253 0.028    43,240 0.025    48,749 0.022

10      35,677 0.033    37,211 0.028    42,185 0.025    47,700 0.022

第九年
34,537 1,140 0.033 36,197 1,014 0.028 41,156 1,029 0.025 46,674 1,026 0.022

第八年
33,433 1,104 0.033 35,200 997 0.028 40,170 986 0.025 45,688 986 0.022

第七年
32,447 986 0.030 34,204 996 0.029 39,175 995 0.025 44,584 1,104 0.025

第六年
31,451 996 0.032 33,101 1,103 0.033 38,179 996 0.026 43,588 996 0.023

第五年
30,455 996 0.033 32,116 985 0.031 37,193 986 0.027 42,592 996 0.023

第四年
29,351 1,104 0.038 31,119 997 0.032 36,304 889 0.024 41,607 985 0.024

第三年
28,366 985 0.035 30,123 996 0.033 35,426 878 0.025 40,503 1,104 0.027

第二年
27,370 996 0.036 29,020 1,103 0.038 34,537 889 0.026 39,507 996 0.025

第一年
26,374 996 0.038 28,474 546 0.019 33,765 772 0.023 38,618 889 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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