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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人 
研究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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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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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詞 



•介紹與會單位 

•問與答 
 

三 

•學術組報告 一 

•與會單位報告 
 

二 

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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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發展組、產學合作處 
人事室、會計室、境外生辦公室 
總務處營採組、總務處保管組 

檔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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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與會單位 



學術研究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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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 



◎「山洞口」系統們… 

（一）研究案系統 

（二）人事請假系統 

（三）人事兼職人員管理系統 

（四）行政電子表單系統 

（五）公文線上簽核系統 

 

◎幾個簡單概念 

（一）計畫書→執行計畫的規劃雛型 

（二）實際經費核定狀態→ 

 依經費核定執行，計畫若未提及則循校內行政程序變更 

（三）人員聘任/變更→核銷。 

      經費變更/流用→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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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任 

變更 

核銷 

研究案的執行作業包含聘任、變更及核銷， 
所有與經費相關部份，皆要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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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經費核定清單』 



計畫名稱 

認識『經費核定清單』-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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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費 

業務費 

研究人力費 主持費 

專任助理 

兼任助理 

臨時工資 耗材、物品 
及雜項費用、
國內差旅費和
圖書 

研究設備費 電腦設備 

電腦軟體 

國外差旅費 

（含大陸地區） 

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行政管理費 

（獎勵辦公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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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相關法規 
• 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 經費處理原則 
• 助理人員約用注意事項 
• 工作酬金參考表（兼任） 
• 耗材、物品、圖書及雜項、研究設備費
支出用途範例 

• 彈性額度支用原則 
• 其他相關規定依主管機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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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額度可支用說明 

彈性支用額度是「額度」，不是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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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任表（研究案系統線上登錄） 

全民健康保險調查表 

勞動契約書（研究案系統線上簽署；列印1式3份） 

   計畫助理人員聘用作業說明 

「聘任」-「簽約」-「保險」-「管理」-「核銷」 

 請務必於聘期開始前完成聘用、簽約、保險程序，不得回溯聘用 



一、本校計畫助理人員聘用作業說明： 

※相關資料依勞基法規定保存五年 

   計畫助理人員聘用作業說明 

          檢附資料 
助理類別   

 
聘任表 

健保 
調查表 

契約書 
（1式3份） 

專任助理 人事室  
人事室 

計畫主持人 
助理 

兼任助理 研發處 研發處 
研發處 

計畫主持人 
助理 

臨時人員(固定排班) 研發處 研發處 
研發處 

計畫主持人 
助理 

臨時人員(非固定排班) 研發處 研發處  

助理人員「聘任」與「簽約」應檢送資料 

計畫主持人（或獲授權助理）至【兼職人員管理系統】為符合投保資格者投「勞保」、「健保」。 



 「專任助理費」每月薪酬，由人事室統一造冊核發，每月5日一次發

放前月工資。 

 「主持費」、「兼任助理費」及「臨時人力」(104/10月起)每月薪

酬，由研發處統一造冊核發，每月10日一次發放前月工資。 

 依實際情形至研究案系統填寫工作內容、出勤情形 

「聘任」-「簽約」-「保險」-「管理」-「核銷」 

   計畫助理人員管理及發薪作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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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助理人員約用注意事項修正內容： 

(一) 專任助理可由同一機構數個計畫分攤經費約用。 

(二) 助理人員費用不依助理類別分細項，改以「研究人力費」統籌應

用，得支應人員聘任衍生相關費用。 

(三)計畫助理人員費用 (含勞健保、勞退、職災、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資遣費)請於計畫總經費（含管理費）內勻支，計畫執行期滿經費

不足者得檢據申請追加差額。 

(四) 取消大專學生研究計畫執行同學不得擔任專題計畫助理人員規定。 

金額上限： 

大學部上限6,000元 

碩士級上限10,000元 

博士未獲候選人資格上限30,000元 

博士已獲候選人資格上限3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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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修正前已核定之研究計畫所
需助理人員費用，請於原核定計畫總經
費（含管理費）內勻支，如計畫總經費
不足支應且執行完畢後無結餘款者，得
於計畫執行結束後辦理經費結報時一併
檢具領款收據、專題研究計畫助理人員
追加經費明細表及彙總表申請追加差額。 



1.經費核定清單 
2.郵局存摺正面影本 
3.學生證、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4.有效期間工作證影本（僑外生） 
5.原民生、身障生身份證明 
 

必備 

兼任助理聘任表格 

兼任助理必須具備學生身份 
每學期初繳交印有該學期註冊章之學生證影本 

聘用僑外籍生(不含陸生)須檢附有效期限之工作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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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請於「變更說明」處詳註異動情形， 
  包含聘期、聘任類別、流用情形等。 
2.請聲明計畫主持人與聘任人員無三親等關係 
3.投保「勞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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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人員聘任表格 

1.請於核銷時同時檢附本聘表及工作內容簡要表。 
2.請聲明計畫主持人與聘任人員無三親等關係 
3.投保「勞保」。 



 

2016/9/30 19 

全民健保調查表 

調查內容： 
□符合以下情況之一，故申請不投保全民健康保險 
       □ 已有其他主要工作（於他處工作時間較長或所得較高） 
       □ 工作期間未達3個月，且未喪失原有之投保資格 
       □ 非每個工作日到工，其每週工作時數未滿12小時 
    （不含12小時，每個工作日到工者，無論每日工作時數若干， 
      請依法辦理加保） 
       □ 其他（低收入戶） 
□投保全民健康保險 



助理權限及進入學校系統 
• 助理核銷權限之申請，請主持人於聘任時勾選，
完成聘任程序時同時設定；或以e-mail至研發處
敘明助理姓名、系級及開放權限。 

• 校外助理人員進入研究案系統「填寫工作內容」
、 「簽勞動契約」之連結，網址：
http://ap.shu.edu.tw/RD/RD200/RD210_Job_Content_o
uter.aspx  （輸入身份證號或居留證號） 

• 校內同學則由本校「山洞口」進入（輸入各自帳
密）後，至研究案系統裡的「助理人員專區」填
寫「工作內容」、簽訂「勞動契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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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p.shu.edu.tw/RD/RD200/RD210_Job_Content_outer.aspx
http://ap.shu.edu.tw/RD/RD200/RD210_Job_Content_outer.aspx


計畫主持人
管理介面 

1.核銷權限者管理介面 
2.研究案成員填寫工作內容簡要表、簽勞動契約介面 



工作內容簡要表 

工作簡要表 
歷史紀錄 

請按「新增」填寫 

1.存檔！！ 
2.歷史紀錄可查閱 臨時人員計

薪依據 

依勞檢處認定每次填
寫到離班時間，須幾
點幾分到就如實填寫
， 不可能每次都整點 



選擇「計畫」 
管理人員及經費 

依「職稱」「人員」選擇報表種類， 
列印(製表)「工作內容簡要表」 

計畫案資料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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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內容表列印後，會於此處 
產生一組序號，此序號為臨時 
人力發放薪資的依據，請務必於 
每月月底產製。 

請如實填寫到離班時間， 
不可能每次都整點 

工作內容簡要表-主持人管理介面 



計畫名稱 

經費核定清單-經費變更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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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變更流用相關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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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經費需跨項目流用時使用「流用變更表」 
2.同項目流動時亦須填寫原核定金額及本 
  次變更後金額。 
3.欲超出表定流用比例、新增項目、動支 
  專款或延長執行期限時，須另至科技部 
  網站辦理流用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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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計畫變更申請表 

本表線上繳交送出後，需列印紙本， 
經系主任簽核後， 
送至研發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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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變更彙報表（結案 1式3份） 

結案時…… 
彙整計畫執行期間所有變更（含科技部申請變更）， 

依時間順序（核准文號）依序整理成表， 
於經費結案時一式3份送交科技部辦理結案。 



• 所有表格（流用變更表除外）請以
研究案系統產製為主 

• 請勿任意變更表單樣式及刪除研究
案系統資料 

• 手冊「前言」和「隔頁」 

 可以協助您瞭解執行研究案的小撇
步和找到可以協助您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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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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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業務內容？聯絡方式？ 
隔頁小妙用 



謝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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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處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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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室 

報告 
 ★個資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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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境外生辦公室 

報告 

◆工作證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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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 

報告 
◆專任助理聘任變更 
◆兼職人員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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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營採組 

報告 
◆採購規則及上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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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保管組 

報告 
 ★財產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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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室 

報告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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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業務單位 



◆歡迎提出您的疑問， 
      我們很願意為您解答～ 
 

問與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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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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