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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專兼任助理、臨時工聘用及納保系統操作步驟及其他注意事項 

(一)專案計畫人員工作型態及檢附資料 

 
聘用類別 勞僱型兼任助理(舊名稱勞動型) 研究獎助生(舊名稱學習型) 

納保類型 勞基法納保-勞工保險 
商業加保-大專校院獎助生團體傷害

保險 

定義 

 

 

 

職級 

非屬獎助生，其與本校具僱傭關係，

雙方存有提供勞務獲取報酬之工作

事實，且具從屬關係者。 

參與以學習為主要目的及範疇之研

究活動，或領取學校弱勢助學金參

與服務活動之附服務負擔助學生

等，非屬於有對價之僱傭關係，包括

研究獎助生及附服務負擔助學生。 

專任助理 須納保 X 

兼任

助理 

博士班

研究生 
須納保 須商業加保 

碩士班

研究生 
須納保 須商業加保 

大專 

學生 
須納保 須商業加保 

講師級 須納保 X 

助教級 須納保 X 

臨時工 須納保 X 

聘用檢附資料 

(1)「專案人員約用申請表」1 份 

(系統轉出) 

(2)「學生證正反面影本」1 份 

(自行影印) 

(3)「勞動契約書」一式 2 份 

(系統轉出) 

(1)「專案人員約用申請表」1 份 

(系統轉出) 

(2)「學生證正反面影本」1 份 

(自行影印) 

(3)「學習型佐證資料」1 份 

(例：聘用當學期之課表、專題指

導同意書、論文指導同意書等) 

(研發處網站下載) 

(4)「團體保險申請書」1 份 

(研發處網站下載) 

備註： 

1.新生若尚未產生學生證，請於約用申請書空白處寫上原因並盡速完成補交。 

2.外籍人士請檢附工作許可證明(許可證生效日期與工作期間一致)。 

3.學校專任職員兼職務必檢附畢業證書。 

4.已投保本校、軍保、公保者免加保，其餘均需依勞基法納保或商業加保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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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兼任助理、臨時工「專案人員約用申請表」系統操作步驟及用印程序 
步驟一：進入校務行政 E 系統→點選【A6 預算管理】→點選【A68 專案(N)】→1.點選 2 下
【個人專案計畫申請】→2.下拉式選單【個人所屬計畫】→點選您的計畫編號與名稱 

 

 
步驟二：1.進入【成員】→2.點選【新增】(按鈕要是彩色的才能點選)→3.填寫【基本資料】
(項目紅字的為必填) 

 

 

1、點選【A68 專案(N)】 
【個人專案計畫申請】 

 

2、選單選取個人所屬計畫 
 

1、進入【成員】 
 

2、按下【新增】 
 

3、填寫【基本資料】 
校內教職員生可透過藍
色索引查詢，校外人事
直接登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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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1.進入【住址與聯絡】→2.填寫各項資料(項目紅字的為必填) 

 

 

步驟四：1.進入【任用】→2.填寫【加入日期】和【離開日期】(需與納保日期一致)→3.【任
用狀態】選取在職→4.選取【任別】(選擇之類型請與老師確認)→5.選取【工讀類型】 

 

  

2、填寫各項資料 
 

1、進入【住址與聯絡】 
 

1、進入【任用】 
2、填寫【加入日期】和【離開日期】 

 

3、選取【任用狀態】 
 

4、選取【任別】 
專  任：依人事室聘用 
兼  任：依月薪支薪 
臨時工：依時薪支薪 

5、選取【工讀類型】 
其  他：不須投保者 
學習型(獎助生)：需檢附佐證資料 
勞務型(勞動型)：需投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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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五：6.選取【資格等級】→7.選取【身分別】→8.選取【支薪別】及填寫【支給標準】 

 
 

步驟六：1.按下【確定】後，再按【確認】(按鈕要是彩色的才能點選)→2.進入【列印】→點

選【列印人員約用申請表】(自動轉出 WORD，如圖一、圖二)→完成 

 
 

  

1、按下【確定】後，再按【確認】 
 

2、點選【列印人員約用申請單】 

8、選取【支薪別】及填寫【支給標準】 
時薪：不得低於 160 元/時 
日薪：不得超過 8 小時 
月薪：依雇主約定時數 

6、選取【資格等級】 
在學身分請選： 
「大專學生」或 
「碩士班研究生」 
已畢業或校外人士請選： 
學士、碩士、講師級、助教級 
、 

7、選取【身分別】 
請選「一般身分」或 
「原住民」、「身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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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自動轉出 WORD-約用人員申請表     圖二：自動轉出 WORD-證件黏貼處 

 

 

※新生若尚未產生學生證，請於約用申請書空白處寫上原因並盡速完成補交。 

  

約用人員簽名 

請確認與勞動契約書
聘用日期需一致 
※若有特殊情況，起
日不得超過申請日前
兩週 

 

主持人蓋章→系主任蓋章→院長蓋章→會辦研發處 

黏貼學生証正反面
即可(免附身分證) 

【專案計畫人員工作型態】 
A. 勞動型：請至 A4 納保系統加

保 
B. 獎助生：提供團保資料給研發

處加保 
C. 其他類：附畢業證書 

學校專任職員兼職
務必檢附畢業證書 

外籍人士請檢附工
作許可證明(生效日
期與工作期間一致) 



42 

(三)專兼任助理、臨時工「勞動契約書」系統操作步驟及用印程序 

 

步驟一：進入校務行政 E 系統→點選【A4,人事】→點選【工讀生勞保(加/退保)申請作業】 

 

步驟二：1.取消勾選【個人登錄的】以及【文件已審】→2.點選【日期篩選】裡的日期類型
篩選選取【無】 

 

點選【A4,人事】 
【工讀生勞保(加/退保)申請作業】 

 

2、將【日期篩選】 
勾選【無】 

 

1、取消勾選【個人登錄的】 
以及【文件已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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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1.點選【身分證號】後，輸入身分證號→2.取消勾選【個人登錄的】→3.按下【查

詢】

 
 

步驟四：顯示學生資料(若無加保紀錄的話，則為空白)→點選【新增】(無論有無加保紀錄，

皆需進行投保與用印) 

 

 

  

1、點選【身分證號】 
輸入身分證號 

 

2、將【個人登錄的】 
取消勾選 

3、按下【查詢】 

點選【新增】 

若無加保紀錄，此處為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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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五：1.選取【學號】同步跳出左側學生索引表，點選人名後自動帶入資訊(外校人事請直

接登打姓名、身分證號、生日)→2.選取【敘薪】及填寫【月工作時數】→3.點選【隸屬計畫

與項次編號】找尋老師的科技部計畫編號 

 

 
 

 

步驟六：4.點選工作→5.下拉式選單選取【工作職稱】→6.點選【任用起日】及【任用迄日
(退保依據)】→7.登打工作摘要(例：科技部計畫核銷助理)→8.按下【儲存】 

 

 

 

1、 點選【學號】 
2、 外校人事請直接登打 

姓名、身分證號、生日 

2、選取【敘薪】 
及填寫【月工作時數】 
時薪：不得低於 160 元/時 
日薪：不得超過 8 小時 
月薪：依雇主約定時數 

3、點選【隸屬計畫與項次
編號】找尋老師的科技部
計畫編號 

4、點選工作 
5、下拉式選單選取【工作職稱】 
6、點選【任用起日】及【任用迄日 

(退保依據)】 
7、登打工作摘要(例：科技部計畫 

核銷助理) 

8、按下【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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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七：將投保項目勾選後，點選【申請加保】 

 

 

步驟八：1.點選【異動紀錄/清冊】→2.點選【查詢紀錄】→3.按下【列印清冊】(按鈕須為彩
色的才能點按)(自動轉出 WORD 檔-如圖一、圖二)→完成 

 

 

 

 

將投保項目勾選後，點選【申請加保】 

1、 點選【異動紀錄/清冊】 

3、 點選【查詢紀錄】 

2、 按下【列印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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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自動轉出 WORD-異動清冊 

 

圖二：自動轉出 WORD-勞動契約書 

  

承辦單位請主持人
「簽名」或「蓋章」 
系主任蓋章→ 
院長蓋章 

「專責單位/計畫主持人」主持人「簽
名」或「蓋章」 
系主任蓋章→院長蓋章 

約用人員填寫相關資料及簽名 
注意聘用日期需與約用人員申請表日期 

會辦單位 
校務及研究發展處、
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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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專兼任助理、臨時工「專案人員約用申請表-異動申請」系統操作步驟及用

印程序 

請參閱專兼任助理、臨時工「專案人員約用申請表」系統操作步驟及用印程序 

「步驟三~步驟六」進行修正。 

修正完畢進入【列印】→點選【列印人員約用異動申請表】(自動轉出 WORD，如下

圖)→完成。 

 
 

  

轉出 WORD 檔後，登打異
動原因，如：支給標準由
月薪 5,000 元異動為 6,000
元；執行起訖由 2021 年 5
月 1 日展延至 7 月 31 日。 

務必檢附已用印完成之舊約
用申請表 

約用人員簽名 

勞動型(勞務型)助理已變更
薪資或日期者，務必重跑
勞動契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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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查詢雇主及個人負擔勞保費、勞退費 

 

步驟一：1.點選【A4,人事】→2.點選【工讀生勞保(加/退保)申請作業】→3.在個別查詢內方

式點選身分證號後輸入身份證號→4.將【個人登錄的】取消打勾 

 

 
 

步驟二：在基本篩選內將【個人登錄的】以及【文件已審】取消打勾 

 

 
 

取消【個人登錄】、【文件已審】之選取 
 

取消【個人登錄】之選取 
 

以身份證號方式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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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在日期篩選內日期類型選取的【無】打勾→點選【查詢】 

 

 
 

步驟四：點選【投保內容】 

自行負擔保費請參照【自行負擔保費】欄位 

雇主負擔勞保費請參照【單位負擔勞保費】欄位 

雇主負擔勞退費請參照【單位提撥勞退費】欄位 

 

  

將日期篩選內的類型選取【無】 
 

點選【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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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修習學術倫理規定 

依據「南華大學教師、研究人員及計畫類人員學術倫理案件審議辦法」、「南華大學教

師、研究人員及計畫類人員學術倫理案件審議辦法」及「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

要點」第二十六點：首次申請計畫之計畫主持人及申請書內所列首次執行本部計畫之參

與研究人員應於申請機構函送本部申請研究計畫之日前三年內，完成至少六小時之學術

倫理教育課程訓練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送申請機構備查；計畫開始執行後所聘首次執行

本部計畫之參與研究人員應於起聘日起三個月內檢附修習六小時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訓

練相關證明文件送申請機構備查。 

 

本校教師、研究人員及計畫類人員可選擇修習以下任一課程： 

1. 「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網站（https://ethics.nctu.edu.tw），課程帳密設說明如

下： 

(1) 計畫主持人：至中心網站註冊，修習完畢後，請列印證明至研發處 C310。 

(2) 大學部學生：至中心網站註冊，修習完畢後，請列印證明至研發處 C310。 

(3) 研究所學生：每學年度 9 月中旬由教務處統一建立帳號，修習完畢後，請列印

證明至研發處 C310。 

(4) 校內同仁或校外聘用人員：至中心網站註冊，修習完畢後，請列印證明至研發

處 C310。 

2. 人事室於新進教師研習營辦理學術倫理研習課程。 

3. 各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辦理學術倫理研習課程。 

4. 各學院、系所及通識教育中心辦理學術倫理研習課程。 

5. 校務及研究發展處辦理研習課程（針對違反學術倫理類型及相關規範）。 

6. 校外舉辦學術倫理研習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