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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以下簡稱本校) 為有效管理計畫專任助理人員 (以下簡稱專任助

理)，特訂定本要點。 

二、 專任助理：指約用之專職從事計畫工作人員。但在職行政人員或在學學生，不得擔任專任

助理。 

三、 專任助理之進用，由計畫/子計畫主持人依本校及各經費補助機關之相關規定辦理、簽准。

專任助理應備齊申請表、契約書、專任助理證件影本黏貼表、專任助理約用名冊、畢業證

書影本、年資證明文件、計畫經費預算核定明細表等文件至研究發展處技術合作組辦理報

到。 

四、 計畫/子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進用為助理人員。 

五、 專任助理之工作應接受本校行政主管/計畫主持人之調遣指派，遵守本校之一切規定，並由

計畫主持人負責監督考核，指定其工作時間與場所。計畫/子計畫主持人需於年度終了及續

聘前進行年度工作考核(附表 1)，以做為下年度敘薪之依準。 

考核分數及結果如下： 

(一) 優良（八十至八十九分）：續聘一年並晉薪一級，晉薪以各該等級之最高薪點為限； 

但服務未滿一年度及考核當年度留職停薪者，不予晉級。 

(二) 尚可（七十至七十九分）：續聘一年，但不予晉級。 

(三) 未通過（六十九分以下）：不予續聘。 

六、 專任助理工作時間、休息、請假及休假，由本校依勞動基準法及相關法規訂定。 

七、 專任助理不得兼任其他計畫助理或職務，惟計畫經費補助機關(或單位)未限制，且經校內

行政程序簽准者，不在此限。 

八、 專任助理於不影響本職工作之前提，經計畫/子計畫主持人同意後，得依行政程序簽准後，

利用公餘時間(含個人休假)進修。 

九、專任助理出勤時須按「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專任助理差勤管理原則」辦理。 

十、專任助理工作酬金： 

 (一)請依各經費補助機關所訂薪資標準支薪，經費補助機關無相關規範者，計畫/子計畫主

持人依本校「計畫專任助理薪資標準表」辦理(附表 2)。 

 (二)專任助理原任職務與擬任職務之性質相近，其工作經驗確為現職工作所需者，其工作

年資，得併計提敘工作酬金並以三級為限，工作經歷由執行單位主管認定並依行政程

序簽准。 

 (三)專任助理經行政主管綜合考量工作內容、專業技能、預期績效表現等因素後，確認具

專業資格條件並有相關證照之職務(須檢附佐證文件)，經簽奉核准，得依原薪資標準另

加給 3,000 至 5,000 元(二者兼具者，僅能擇一支領)。 

(四)科技部或產學研究專任助理之計畫主持人可考量工作內容、專業技能、預期績效表現



及學經歷年資等因素，自行訂定標準核實支給工作酬金。 

十一、 本校依勞動基準法、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勞工保險條例、就業保險法、身心障礙者庇護

工場職業災害補償費用補助辦法及相關規定辦理助理人員之職業災害及普通傷病補助。 

十二、專任助理在聘僱期間，計畫主持人每月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之規定，辦理勞工退休金提

繳。 

十三、專任助理人員離職注意事項： 

(一)專任助理於契約期滿離職或因特殊事由於僱用期滿前先行離職者，應於預計離職日前 1

個月提出，並依行政程序簽准，經計畫主持人同意並辦妥離職手續後始得離職。 

(二)業務移交：契約終止時，專任助理應將其經管之事務及物品辦理移交，並不得擅自利

用或公開計畫作業所蒐集之資料及研究所得成果；如未辦妥移交，致計畫/子計畫主持

人受有損害者，計畫主持人得依法請求賠償。 

十四、 本要點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五、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簽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表 1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計畫專任助理人員工作考核表 

1. 計畫編號： 

2. 計畫名稱： 

3. 專任助理姓名： 

4. 工作單位： 

考核項目類別 考核指標 最高分 考核成績 

專業能力 對本職工作所需專業知識、技能和經驗豐富 20  

工作熱誠 積極主動完成業務，適時提出問題，尋求解決方案。 20  

工作績效 掌握時效，達成工作目標，績效卓著。 20  

溝通能力 
主動和其他單位密切協調連繫，並協助業務如期完成
。 

20  

品德 待人接物，敦厚謙和，謹慎懇摯，敬業樂群。 20  

總   分 
 

單位考核結果 

優良(八十至八十九分)：續聘一年並晉薪一級，晉薪以各該等級之最高薪

點為限；但服務未滿一年度及考核當年度留職停薪者，不予晉級。 

尚可(七十至七十九分)：續聘一年，但不予晉級。 

未通過(六十九分以下)：不予續聘。 

  計畫主持人(簽章)：  

考核日期： 

 

(以下研究發展處填寫) 

考核後/工作酬

金級別 
 

工作酬金金額  

 

  承辦人員：                   研究發展處主任：          



附表 2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計畫專任助理薪資標準表 

單位：新臺幣元/月 

級別 

薪級 

A 

博士級助理 

B 

碩士級助理 

C 

學士級助理 

D 

專科級助理 

第十六級  51,872 46,356 43,389 

第十五級  50,832 45,316 42,349 

第十四級  49,792 44,276 41,309 

第十三級  48,752 43,236 40,269 

第十二級  47,712 42,196 39,229 

第十一級 82,753 46,672 41,156 38,189 

第十級 80,548 45,687 40,170 37,192 

第九級 78,333 44,584 39,174 36,196 

第八級 76,128 43,587 38,177 35,200 

第七級 73,923 42,591 37,192 34,204 

第六級 71,718 41,605 36,303 33,100 

第五級 69,514 40,502 35,424 32,114 

第四級 67,298 39,505 34,535 31,119 

第三級 65,094 38,617 33,765 30,123 

第二級 62,889 37,785 32,829 29,019 

第一級 60,684 36,953 31,893 28,472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專任助理契約書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以下簡稱甲方）為因應研究計畫業務需要，執行與計畫業務相關之工

作，茲僱用           君（以下簡稱乙方）為下列計畫專任助理： 

計畫執行單位  

計畫主持人  

計畫名稱  

計畫編號（或核定文號）  

委託機關（構）  

計畫執行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雙方同意訂立契約，共同遵守約定條款如下：  

一、僱用期間 

自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起至中華民國   年   月   日止。 

二、工作內容 

乙方所任工作由甲方行政主管/計畫主持人之調遣指派，並須於規定期限內如期完成工作。 

三、工資 

在僱用期間內由甲方在所屬專題研究計畫經費項下按月支給乙方工作酬金新台幣****0元。

上開工資已包含勞動基準法第39條所定例假日照給之工資。 

四、出勤及請假規定 

乙方於受僱期間內，因故無法到公應向計畫主持人辦理請假事宜。請假規定， 

依勞動基準法、性別工作平等法及勞工請假規則辦理。 

五、保險、退休金提繳 

甲方應為乙方辦理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並應依勞工退休金條例提繳退休

金。 

    乙方於受僱期滿或中途離職，應辦理勞健保及勞工退休金轉出手續。 

六、職業災害 

乙方如發生職業災害，甲方應依勞動基準法、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勞工保險條例等相關規

定辦理。 

七、迴避僱用條款 

甲方首長及計畫主持人確認本契約進用之乙方人員，並非其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 

乙方承諾非屬前項應迴避僱用之人員，如有違反或不實情事，致使甲方誤信而有損害之虞

者，甲方得以違反本契約情節重大撤銷僱用契約。 

八、服務與紀律事項 

乙方應遵守甲方及委託機關（構）有關規定，如有違反，依契約及相關法令辦理。 

九、性平事項：  

(一) 乙方茲聲明於受僱前無下列情事；如有隱匿經甲方查證屬實，依勞動基準法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甲方得立即不經預告以書面終止本契約： 1.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2 條第 1 項

之性侵害犯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2.有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之行為，經認定不得擔

任教育從業人員，且於該管制期間。 



(二) 為確認乙方是否有前款所定情事，乙方同意甲方得依「學校辦理契約進用人員通報查詢作

業注意事項」，向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辦理乙方相關資訊之蒐集、利用、查詢，並同意法

務部、警政機關及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提供相關資訊。 

(三) 乙方於受僱期間如涉有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行為之情事，甲方得於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受理調查之日起 1 個月內召開會議審議通過後先停止本契約之執行，乙方應配合調查

並靜候結果。停止本契約期間，乙方同意甲方得停止支付全部薪資。視調查結果認定有無

前述情事，甲方後續處置程序如下：1.經調查屬實者，甲方得依勞動基準法第 12 條第 1 

項，不經預告而以書面終止契約，且乙方不得要求補發停止契約期間薪資。 2.經調查無此

情事者，甲方應於 1 個月內補發停止契約執行期間之全部薪資，乙方同意不為其他補償

之請求。乙方已離職者，亦同。  

(四) 乙方如有第 1 款或前款所定情事，乙方同意甲方向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辦理其相關資

訊之通報、處理及利用，並同意法務部、警政機關及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提供相關資訊；

乙方離職後始經查證屬實者，亦同。 

(五) 甲方依前款約定辦理通報後，乙方不得要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其個人資料。 

十、離職手續 

乙方如擬於契約屆滿前先行離職，應依勞基法規定之預告期間提出書面申請，經甲方計畫主

持人核准後，於離職生效日前將核准之辭呈送人事室，於辦妥離職手續後，由甲方發給離職

證明書。 

十一、其他權利義務事項 

本契約之未盡事宜，應依勞動基準法及委託機關（構）之相關規定辦理。 

本契約經甲、乙雙方同意，得以書面隨時修訂。 

本契約一式三份，由甲乙雙方及計畫主持人各執一份。 

甲、乙雙方因本契約發生訴訟時，同意以甲方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立契約書人： 

甲  方：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代表人：                    （簽章）         

地  址：臺南市中西區民族路二段 78號 

 

 計畫主持人：                    （簽章） 

 雇用單位主管:                   （簽章） 

      乙      方：                       （簽章） 

 戶籍所在地： 

      身分證字號：                              

    （護照號碼）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