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事服務e 報」內容涵蓋各類活動訊息、教職員工喜訊、人事法令宣導、人事動態、工作

權益、核心議題、生活新知等。各單位如有需要同仁瞭解事項，都可透過本報轉知，本報為溝通

之橋樑，每月透過電子郵件傳送全體同仁參考，如有任何訊息，歡迎來信提供及指教。 

(來信信箱：people@dragon.nchu.edu.tw） 

 

 

 

 本校第 15任校長就職暨一級主管佈達典禮訂於 104年 7月 31日(星期五)下午 2時 30分於圖

書館 7樓國際會議廳辦理，請同仁踴躍參與。 

 本校新卸任學術主管座談會訂於 104年 8月 3日(星期一)下午 2時 30分於圖書館 7樓第一會

議室辦理。 

 104學年度第 1學期公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費擬申請預借者，請於本（104）年 7月 24日前填

妥預借表【請至人事室網頁/表格下載/各項補助下載

(http://www.nchu.edu.tw/~person/table-RR.htm)】送至人事室三組彙辦。辦理預借者，於開學後

仍須填妥「子女教育補助申費請表」並檢附相關繳費通知單據(如以信用卡繳費者，另請檢附

繳費通知單)，送人事室辦理核銷手續；未辦理預借者，請於子女開學註冊繳費後，直接填妥

申請表並檢附相關繳費通知單據(如以信用卡繳費者，另請檢附繳費通知單)，提出申請補助。 

 本校 104年度上半年個人績效獎金申請案，經 104年 6月 29日績效評估委員會審議結果計有

38人獲獎，名單已公告於人事室網頁之榮譽榜

（http://www.nchu.edu.tw/~person/honor/104honor.html）。 

 

 

 考試、任免、敘薪、兼職 

 有關 104年公務人員高考一級暨二級考試，訂於 7月 17日至 27日受理網路報名，有意報

考之民眾，請至考選部全球資訊網查詢。(考選部 104.07.02選資三字第 1043400196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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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績考核、訓練進修、差勤管理 

 修正「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部分條文案(教育部 104.07.01 臺教人（三）字

第 1040088050號函）。 

 請同仁多加運用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中心「e 等公務員」學習網學習萬花筒

之「國際教育學習專區（網址：https://elearning.hrd.gov.tw/index.php?go=c4）資源，

以充實相關知能（教育部 104.07.01臺教人(三)字第 1040087715號函）。 

 財政部國庫署已將 102年「國庫管理及出納內控研習班」錄製數位學習課程置於國家文官

學院網站「文官 e學苑」之國庫學習專區，請同仁善加運用（教育部 104.07.03臺教秘（一）

字第 1040090231號函）。 

 有關「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保障事件查證作業要點」業經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

會 104 年 7 月 2 日公地保字第 1041160212 號令發布，並自即日生效（教育部 104.07.14

臺教人（三）字第 1040091080號函）。 

 有關修正本校「教職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要點」部分規定一案(本校 104.07.09 興人字第

1040600786號書函。 

 

 待遇、福利、退休、撫卹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函以，為讓民眾掌握自己的就醫紀錄、服藥及檢驗（查）情況

等，推動線上申請「全民健保健康存摺」，於全球資訊網（http：//www.nhi.gov.tw）建置

「全民健保健康存摺」專區，提供民眾持自然人憑證或「健保卡＋密碼」登入系統申請，

即可下載申請日前 2日起一年間之特約醫事機構就醫資訊及保險資料，以利全民作自我健

康管理及杜絕健保資源浪費。(教育部 104.06.24臺教人(四)字第 1040084006號書函) 

 教師待遇條例業奉總統 104年 6月 10日華總一義字第 10400067391號令公布(教育部

104.06.29臺教人(四)字第 1040079887號函) 

 公教人員保險法（以下簡稱公保法）第 36條及第 48條修正條文，業經總統分別於 104年

6月 10日及 17日修正公布。(教育部 104.06.30臺教人(四)字第 1040087189號書函) 

 104年至 107年「貼心相貸」-全國公教員工消費性貸款，經公開徵選由臺灣土地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承作(教育部 104.07.01臺教人(四)字第 1040088516號書函) 

 銓敘部函，依勞工保險條例請領之傷病、失能、死亡給付，與依公務人員因公傷殘死亡慰

問金發給辦法發給之受傷、殘廢、死亡慰問金抵充規定，應自 104年 6月 30日起適用。(教

育部 104.07.07臺教人(四)字第 1040089445號書函) 

 轉知銓敘部 104年 6月 24日部銓二字第 1043971188號書函，各機關職務列等為薦任第八

職等至第九職等或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秘書（現職銓審為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

等）請假期間所遺業務依法核定由薦任第九職等科長代理達連續 10個工作日以上者，其代

理人之專業加給得按簡任第十職等支給；如前開職務出缺，依法核派代理達法定期限，得

由機關首長自行衡酌該職務之職責程度，決定代理人究應核給薦任或簡任職務之專業或職

務加給。(教育部 104.07.03臺教人(四)字第 1040086160號書函) 

 

 聘僱人員相關 

 訂定「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請點閱）。(教育

部 104.06.17臺教高（五）字第 1040063697號函)  

中興大學人事室編 - 2 - 

http://law.moj.gov.tw/News/news_detail.aspx?SearchRange=G&id=115316&k1=%E5%A4%A9%E7%84%B6%E7%81%BD%E5%AE%B3
https://elearning.hrd.gov.tw/index.php?go=c4
https://med.nhi.gov.tw/ihke0000/IHKE0100S01.aspx
http://law.moj.gov.tw/Law/LawSearchResult.aspx?p=A&k1=%e6%95%99%e5%b8%ab%e5%be%85%e9%81%87%e6%a2%9d%e4%be%8b&t=E1F1A1&TPage=1
http://law.moj.gov.tw/Law/LawSearchResult.aspx?p=A&k1=%e5%85%ac%e6%95%99%e4%ba%ba%e5%93%a1%e4%bf%9d%e9%9a%aa%e6%b3%95&t=E1F1A1&TPage=1
https://eserver.dgpa.gov.tw/news/news.aspx?id=1984
http://www.tyai.tyc.edu.tw/ezfiles/0/1000/attach/63/pta_455_7144409_68387.pdf
http://www.nchu.edu.tw/%7Eperson/report/RZ/s1040713.doc


 訂定「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理勞動權益保障指導原則」(請點閱)。(勞動部 104.06.17勞

動部勞動關 2字第 1040126620號函) 

 轉知修訂「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助理人員約用注意事項」（請點閱)。(科技部 104.07.9

科部綜字第 1040049101號函) 

 修正公布「勞動基準法」第 58 條條文（請點閱）。(內政部 104.07.01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400077211號令) 

 修正公布「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2、29 條條文（請點閱）。(內政部 104.07.01 總統華總

一義字第 10400077121號令) 

 修正公布「勞工保險條例」第 4條條文；增訂第 17-1 條條文（請點閱）。(內政部 104.07.01

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400077061號令) 

 

 

 

姓名 異動類別 原職單位及職務 新職單位及職務 生效日期 

潘思樺 到職  
圖書館 

行政辦事員 
104.06.15 

洪于涵 到職  
研究發展處 
行政辦事員 

104.06.15 

劉建德 到職  
產學營運總中心 

專案專員 
104.06.23 

許家臻 到職  
畜產試驗場 
副技術師 

104.07.07 

粘惠娟 新進 
教育部人事處 

專員 
人事室組長 104.07.13 

賴富源 新進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人事室主任 
人事室主任 104.07.16 

蔡易辰 離職 
健康及諮商中心 
諮商心理師 

 104.06.30 

鍾明宏 退休 
人事室 
主任 

 104.07.16 

黃燕貞 退休 
保管組 
專員 

 104.07.16 

廖福仁 退休 
營繕組 
技士 

 104.07.16 

鄭金蘭 退休 
文書組 
技工 

 104.07.16 

林巧 退休 
文書組 
工友 

 104.07.16 

黃文松 退休 園藝系 
工友 

 104.07.16 

陳文森 退休 畜場試驗場 
工友 

 104.07.16 

江真元 退休 
教官室 
工友 

 104.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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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異動類別 原職單位及職務 新職單位及職務 生效日期 

廖述枝 退休 
事務組 
駕駛 

104.07.16 

 勞動部「雇主聘僱外國專業人員申請案件網路申辦實施計畫」於 104年 10月 1日起可線上申

辦專門性或技術性工作許可申請案及外僑生工作許可申請案，請詳閱本校首頁/公告事項/電

子公文佈告欄。

 考選部函請協助宣導「104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一級暨二級考試」報名訊息，網路系統報名

時間自 104年 7月 17日開始至 7月 27日下午 5時止（考選部 104年 7月 2日選資三字第

1043400196號函）。

相關資訊網址: http://wwwc.moex.gov.tw/main/exam/wFrmExamDetail.aspx?c=104150
 公務人員赴大陸地區違規違常案件彙整表(請點閱)。（教育部 104 年 6 月 23 日臺教人（三）

字第 1040083030 號書函）。

序號 徵求校長候選人學校 遞件期限 備註 

1 和春技術學院 104年 07月 17日 
請詳閱本校首頁/公告事項/電

子公文佈告欄，相關推薦書表請

於期限前送達徵求學校。 

2 國立臺東大學 104年 07月 23日 

3 國立中正大學 104年 07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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