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8.22
技術扎根 請記得關閉麥克風

請於留言區簽到【系所-姓名】

說明會將於14:00開始，進入會議室後：

技術扎根網址

https://reurl.cc/kEEkDq

相關表單及說明皆可在網站上下載唷！

https://reurl.cc/kEEkDq


PART 1 時程總覽及注意事項

PART 2 教學助理聘僱流程

PART 3 每月執行重點說明

PART 4 請購流程說明

PART 5 離職會辦單

111-1
技術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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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6-P.12

P.13-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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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9/16 9/19-9/30 10/19/28 10/25

教資中心
召開教學單位線
上說明會-請系
所承辦人務必參
加
(說明111-1學期
教學助理聘僱流
程及注意事項)

系所
教學助理申請
資料收件最後
日期(9/16截
止!!!)

教資中心
校內契約流
程簽核審查
(公告前10
個工作天)

教資中心
校內契約開始

系所
系所承辦人預
作請購10月份
工讀金並連同
9月時數表繳
交至教務處(請
依新版工讀金
教學預作)

備註

1.111/1/1起，基本時薪已由新臺幣160元調整為新臺幣168元。
2.請承辦人提醒學生盡早繳交註冊費(台銀為佳)，以免延誤聘用時程。
3.一名同學同一期間只能受僱北科一個單位，故若有同時在校內其他系所/單位打工者，不
得再重覆受僱為課程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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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資中心
召開教學助理
線上說明會-
請擔任111-1
學期的教學助
理務必參加(向
教學助理說明
每月時程及相
關注意事項、
北科I學園操
作…等)



9/14繳交至學院

技術扎根課程補助教學獎助生「教學
單位課程申請表」及「教學單位TA彙
整表」(附件二AB)，9/16前填寫完並
將紙本和電子檔回傳給學院存查。

9/16繳交至教資中心

 申請書(一位同學一頁)附件四-請用單面列印，可用電腦
打字，學生須親簽(遠距教學期間可電子簽)

 ，寫錯請承辦人蓋章
 契約書(一位同學三份)附件五-可用電腦打字，惟最後一

頁學生須親簽(遠距教學期間可電子簽)
 ，未滿20歲加填「法定代理人」欄位資料，契約書切

勿有任何手動塗改處，有錯字請重印!!!
 教學助理切結書(一位同學一份)附件六-學生須親簽(遠

距教學期間可電子簽)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健保卡正、反面影本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最高學歷影本-新生才需要ex:碩一
 存褶影本-以中華郵政為佳
 在學證明-由教務處統一印

3



項目 提供單位 文件 相關內容

申請附件

學生向
系所提供

附件八
勞方(同學)需備資料

◆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 健保卡正、反面影本
◆ 最高學歷影本(新生才需要!EX:碩一)
◆ 存褶影本
◆ 在學證明(由教務處統一印，請學生盡快於開學前完成註冊費繳交)

系所
附件二AB
「教學單位課程申請表」及
「教學單位TA彙整表」

系承辦人填寫完後，最晚於9/14前將紙本和電子檔交至學院並附本
ykuf55@mail.ntut.edu.tw，以免延宕時程。

學院
附件三AB
「學院課程彙整表」及「學
院TA彙整表」

◆學院留存其系所附件二AB。
◆學院彙整其系所附件二AB，完成附件三AB，於9/16前連同紙本和電子檔擲交
教務處陳怡婷小姐。

系所
附件四
申請書(新版)

◆勞僱型兼任助理申請書，一系一份(系、科承辦人填寫，學生親簽)。

◆只要填寫紅字部分，其餘勿動，所有學生寫在同一份(一位學生一頁)，如有塗改
處，系所承辦人需蓋章。

◆為利資料錯誤時能直接修改抽換，請盡量使用單面列印。

系所
附件五
契約書(新版)

◆勞雇型兼任助理契約書，一式三份雙面列印，乙方處需學生親簽。

◆只要填寫紅字部分，其餘勿動，契約書不可有任何塗改，寫錯請重印！

系所
附件六
教學助理切結書

◆「教學助理切結書」，一式一份，需學生親簽。

備註
1.請用111年的格式填寫，舊的格式不收，且會退件重寫。
2.繳交申請附件時，請於公文夾上黏貼標籤寫「to教資中心陳怡婷小姐」，以免公文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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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超過9/16，會影響到所有TA之聘用程序…
&

一位同學一學期只能選擇一單位納保及工讀

5





學院”留存”各系所的附件二AB，並”彙整”其系所附件二AB，完成附件三AB， 於9月16日前連同紙本和電子檔
(ykuf55@mail.ntut.edu.tw)擲交教務處陳怡婷小姐。

系承辦人填寫完後於9/14前將紙本和電子檔交給學院，並副本至ykuf55@mail.ntut.edu.tw

機電學院

車輛系
機械系
能源系
機電學士班
智動科

車輛系

機電學院

教學助理資料
車輛系 技術扎根課程資料

各系技術扎根課程資料

車輛系
機械系
能源系
機電學士班
智動科

機電學院
各系教學助理資料

附件二ＡＢ

附件三ＡＢ

Ａ B

Ａ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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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方(同學)需備資料：
1.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2.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3. 健保卡正、反面影本
4. 最高學歷影本(新生才需要!EX:碩一)
5. 存褶影本
6. 在學證明(由教務處統一印，請學生盡快開學前

完成註冊費繳交)

◆ 用人單位(承辦人)簽約文件:
1. 【勞僱型工讀生申請書】一份，由系、科填寫，

學生親簽(一位學生一頁，單面列印)。
2. 【勞雇型工讀生契約書】一式三份，乙方由學生

親簽，契約書不得有任何塗改，寫錯請重印!
3. 【教學助理切結書】一份，由學生親簽
4. 附件：上述勞方需備資料(1)~(3)

◆ 勞僱前需知:
1. 薪資：採時薪制 $168/時。
2. 資方勞保、勞退、健保計算方式，學生勞保自付額(依

薪資級距每月扣)。
3. 外籍生：陸籍生教育部計畫不可聘，其他外籍生需提

供「工作證」影本(1份)及「居留證」影本(1份)，本
年度於台灣是否有居留大於183 天之證明文件(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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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方(同學)需備資料

請承辦人協助確認學
生是否已繳畢註冊費

身分別請勾選，如有表單上
特殊身份者，請附相關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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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勞僱型兼任助理申請書一份(系、科填寫) 【111.01.01人事室更新版】
◆只要填寫紅字部分，其餘勿動，一位學生一頁，單面列印，勿塗改!!
如有塗改處，系所承辦人需蓋章。蓋章欄位請單面列印附於最後一頁。

契約需14~16人經手，務必提早作業!

1.確認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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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雇型兼任助理契約書，一式三份，乙方處需學生親簽。
◆只要填寫紅字部分，其餘勿動，寫錯請重印!

附件五

未滿20歲的學生，才
需法定代理人親簽

109.08人事室改版，契約
書請確認抬頭為「兼任人員」
為新版。內容條款亦有修改，
請務必使用新版契約。

用印完長相
10

如遇疫情，學生
有疑慮可電子簽，
但疫情結束後須
補親簽。



◆「教學助理切結書」一份，學生親簽或電子簽(教務處留存)。 附件六

【勞退金自提與健保移轉與否申請表】 刪除，
109.09月起以申請書簽名確認學生是否要自
提勞退(1~6%)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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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規定：用人單位需於工讀生【到職日5天前】即完成以
上文件簽核，由人事室完成投保事宜。

◆勞保局法規：投保單位如未於員工到職當日申報加保，經勞保
局查明屬實，除依照規定核處罰鍰外，其保險效力之開始，均
自申報加保之翌日起算，無法以補繳保險費方式追溯加保，員
工如因投保單位未依規定申報加保致有權益受損，應由投保單
位負責賠償!!

敬請系科配合，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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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重點執行事項-學院

9月重點執行事項-系科

 各院於9月16日前須彙整各系、科申請資料，如下。
1. 彙整技術扎根課程補助教學助理「教學單位課程申請表」及「教學單位TA彙整表」(附件二AB，學院留存)
2. 繳交技術扎根課程補助教學獎助生「學院課程彙整表」及「學院TA彙整表」
(附件三AB，繳回教務處，並將電子檔寄至ykuf55@mail.ntut.edu.tw)

 為避免時程延宕，學院可提醒各系、科須在9月14日前繳交資料。

 於9月14日前:
1. 繳交至學院：技術扎根課程補助教學獎助生「教學單位課程申請表」及「教學單位TA彙整表」(附件二AB)

 於9月16日前須彙整申請資料，如下。
1. 繳交至教務處：
 申請書(一位同學一份)附件四，學生親簽，單面列印
 契約書(一位同學三份)附件五，學生親簽，不可塗改
 教學助理切結書(一位同學一份)附件六，學生親簽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健保卡正、反面影本
 最高學歷影本(新生才需要)
 存褶影本(以中華郵政為佳)
 在學證明(由教務處統一印，請提醒同學盡快繳交註冊費)

附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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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重點執行事項-系、科

彙整10月時數表、預作費用
 系、科須在10月25日前請購工讀金，並彙整10月時數表 (附件七)及薪資清冊*2繳交至教務處。
 如遇遠距教學，須另提交佐證資料(遠距連結+螢幕截圖)。

彙整11月時數表、預作費用
 系、科須在11月25日前請購工讀金，並彙整11月時數表 (附件七)及薪資清冊*2繳交至教務處。
 如遇遠距教學，須另提交佐證資料(遠距連結+螢幕截圖)。

11月重點執行事項-系、科

學生工作日誌時數表與預作請購單金額需相符(學生寫多少時數就撥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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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重點執行事項-系、科

2.彙整12月時數表、預作費用
 系、科須在12月12日前請購工讀金，並彙整12月

時數表 (附件七)及印領清冊繳交至教務處。

1.辦理離職
 系、科須在12月20日前彙整兼任人員離職會辦單
(附件八)繳交至教務處。

◆合約到期/離職手續

用人單位於勞方離職(到約)前6日，務必簽出【離
職會辦單】予人事室，由人事室辦理退保等事宜，
逾期恐有校方多支付勞、健保費之問題，由勞僱
需求之用人單位自付。

系承辦
人蓋章

主管
蓋章

***學生須親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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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科執行事項

9/16

教學助理申請資料收件最後日期，相關文件如下
1.9/14繳交至學院：技術扎根課程補助教學獎助生「教學單位課程申請表」及「教學單位TA彙整表」(附件二AB)，填寫完請將紙本和
電子檔回傳給學院存查，並附本至ykuf55@mail.ntut.edu.tw。
2.9/16繳交至教務處：

 申請書(一位同學一份)附件四-學生親簽

 契約書(一位同學三份)附件五-最後一頁須由學生親簽，未滿20歲加填「法定代理人」欄位資料，契約書切勿有任何手動塗
改處，有錯字請重印!!!

 教學助理切結書(一位同學一份)附件六-學生親簽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健保卡正、反面影本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最高學歷影本-新生才需要ex:碩一

 存褶影本-以中華郵政為佳

 在學證明(由教務處統一印，請提醒同學盡快繳交註冊費，繳費以台銀為佳)

10/25
預作請購10月份工讀金並繳交10月時數表至教務處
(學生時數表內工作日期只能從合約開始日10/1-10/31)

11/25 預作請購11月份工讀金並繳交11月時數表至教務處(時數表內工作日期11/1-1/30)

12/12 預作請購12月份工讀金並繳交12月時數表至教務處(時數表內工作日期12/1-12/31)

12/20 辦理學生離職，表單用印之後繳交至教務處。

備註

1.學生時數表與請購單金額是屬於對價關係，亦即學生工作30小時，費用為30*168=5040元
2.學生10-12月每個月必須都要請款
3.每月上限金額為51小時/8,568元(不代表學生每月都可以請到8,568哦~這是每月最高上限)
4.繳交該月時數表時，請於公文夾上貼上標籤寫to教資中心陳怡婷小姐，以免公文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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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執行事項

10/25
繳交10月時數表至系、科
(工作表內日期只能從合約開始日10/1-10/31，每月上限金額為51小時/8,568元)

11/25
繳交11月時數表至系、科
(工作日期11/1-11/30，每月上限金額為51小時/8,568元)

12/12
繳交12月時數表至至系、科
(工作日期12/1-12/31，每月上限金額為51小時/8,568元)

備註

1.時數表與請購單金額是屬於對價關係，亦即學生工作30小時，費用為30*168=5,040元
2.10-12月每個月必須都要繳交時數表，且時數不得低於12小時。
3.時數請為整數，非小數點(如30.5小時)。
4.請用111年的格式填寫，舊的格式不收，且會退件重寫。
5.每月金額上限請聯繫系辦窗口($8,568這是每月最高上限哦~不代表每月可領到這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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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科
 彙整學生時數表
 預作費用(代碼11914)
 將預作單(2份)及時數表(1份)送至教務處陳怡婷小姐

教務處
 進行請購
 製作分攤表
 核章完將資料送至聯合服務中心

What’s 
different ?

以往(past) 108-2(至今)

請購流程 系、科→教務處送至人事室
→研發處→主計室

系、科→教務處直送
聯合服務中心

預作單影印時 選擇工讀金印領清冊 選擇專/兼任助理/臨
時人員印領清冊

預作單份數 只需一份 需要二份(皆須核章-系
承辦人、主任、院長)

結論：差別只在每月列印預作單時，1、需改選擇「專/兼任助理/臨時人員印領清冊」。
2、需列印兩張，皆核章(系承辦人、主任、院長)後，連同時數表送至教資中心給怡婷。 19



 學生的時數表與預作單的金額是對價關係。
 若學生工作35小時，費用為35*168=5,880元
 雇主(學校)負擔勞保894元、勞退522元、職災25元
 個人(學生)負擔勞保255元
 學生每月金額不可超過8,568元(亦即51小時)

雇主負擔
勞退基金

522元

1
2
3
4
5
6
7
8

學生代扣部分
勞保為
255元

學生和雇主健保負擔都是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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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增請購→差旅及計畫人事清冊 →薪資清冊

提示內容與購案說明格式：
XX學院-XX系*工讀助學金*X月份*參與技術扎根課程工讀助學金(OOO等O人)

※時數表金額請確認無誤。 總額 要註明是X月工
讀助學金

固定
894

固定
255

固定
522

煩請各系、科協助填寫格式一定要正確，核章後，請將預作單(2份)+時數表送至教資中心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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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右
鍵

核章

承辦人

系主管

▲本學期預作單需要2份(皆須核章) ▲

院長核章

109.4後使用之新表抬頭

院長核章後再送至教資
22



此為111年1月更新表格，若TA使用
舊式表格，請學生重新檢附。
舊式表格人事室不收

 勞僱工讀生需記錄工作時數，並需符合勞基法每
日不得超過8小時，每4小時應有30分鐘休息，每
週不得超過40小時。

 六、日、國定假日不可工讀
 開始時間至結束時間若超過時數4小時，請註明內

含休息時間半小時。
例: 08:30-13:30、該欄時數最多計4.5小時，並
註明”內含休息半小時”。

 最簡單的方式即學生若工讀超過4小時，依照範例
填寫，即可不用註明含休息半小時。

 日期、時間、時數等欄位可以手寫，也可以用電
腦打字。

 每月時數總計，需請學生確認後於親簽(遠距教學
時期可電子簽名)，經辦及審核欄位由系承辦人、
系主任及教資審核人蓋印 。

◆每月工作日誌紀錄

總時數(整數)務必與出款薪
資之時數吻合 23



系承辦人章

系主任章 教資承辦人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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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會教務處教資中心

為避免公文去流浪
請於公文夾上貼上標籤寫to教資中心陳怡婷小姐或於請購
單上寫加會教務處教資中心

25

TO 教資中心
陳怡婷小姐





離職流程

同一單位可合併一份離
職會辦單，最後一頁留
下蓋章欄位即可。

◆離職手續辦理
1. 簽呈「離職會辦單」，108年起同一單

位可合併一份會辦單即可，自109.08月
起由承辦人打完單後，姓名處學生”親
簽”再送呈。

2. 請於勞方退保/實際任職期間到期「前6
日」，務必簽出【離職會辦單】予人事
室，逾期恐有校方多支付勞、健保費之
問題，由勞僱需求之用人單位自付。

◆何時需要辦理:
1. 合約到期，且不續約

若為合約到期，但會接續續約者，不
需填離職會辦單，而是再填一次申請
書及簽訂與乙方之契約書，同聘雇流
程八簽再跑一次程序至用印、續保

2. 離職
勞方應”提前”告知離職日，聘雇單
位需附註說明離職原因，並應於離職
日前完成會辦單流程。

3. 臨時離職
起聘後因故當日離職，請急件親跑送
件會辦單至人事室，聘雇單位需提出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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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職手續辦理
1. 簽呈「離職會辦單」，108年起同一單

位可合併一份會辦單即可，自109.08月
起由承辦人打完單後，姓名處學生”電
子簽”再送呈。

2. 請於勞方退保/實際任職期間到期「前6
日」，務必簽出【離職會辦單】予人事
室，逾期恐有校方多支付勞、健保費之
問題，由勞僱需求之用人單位自付。

◆何時需要辦理:
1. 合約到期，且不續約

若為合約到期，但會接續續約者，不
需填離職會辦單，而是再填一次申請
書及簽訂與乙方之契約書，同聘雇流
程八簽再跑一次程序至用印、續保

2. 離職
勞方應”提前”告知離職日，聘雇單
位需附註說明離職原因，並應於離職
日前完成會辦單流程。

3. 臨時離職
起聘後因故當日離職，請急件親跑送
件會辦單至人事室，聘雇單位需提出
說明。

27

因疫情影響，案內簽名皆為電子簽



考核與獎勵



抽查

• 教務處於課程授課期間會不定期派員至教室進行查核，若經查核無故

缺席累計2次(含)以上未確實全程協助教學，將不再予以聘任；且從下

學期起按比例縮減各系、科之補助人數與經費(縮減之名額將調配至他

院)。

• 擔任期間，若經教務處評估為不適任人選，得取消其教學助理資格。

獎勵

• 每學年度遴選傑出教學助理，頒發獎狀及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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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僱流程繁瑣
再次感謝大家協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