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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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為審議107學年度第1學期教師聘任等事宜，各單位擬新聘、升等及改聘教師

（含專案教師…等）申請書暨相關文件，請於本（107）年5月25日前送達人事室(107.02.08興人

字第1070600159號書函)。 

 員工協助方案宣導 

本校為落實人性關懷，增進員工身心健康，107年度業委請宇聯心理諮商所為本校員工協助方案

（EAP）之委外機構。公文、宣傳海報  

 恭賀〜本校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附屬實驗林管理處技正兼組長劉景元榮獲教育部與所屬機關(構)

學校107年度模範公務人員(教育部107.04.18臺教人(三)字第1070055291號函)。 

 興健康講堂活動 

活動主題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講者/場地 

魯蛇逆襲之興

進化 

正念舒壓- 手作の

食 

5月31日(四) 

17:30-20:30 

賴秀銀 諮商心理師 

(中興大學學務處健諮中心) 

惠蓀堂4樓健諮中心 

吾愛無礙 

你"視"我的眼I- 認

識視覺障礙 & 導盲

犬介紹與體驗 

5月23日(三) 

16:30-18:00 

林宛璉 輔導老師 

(中興大學學務處健諮中心) 

台灣導盲犬協會 

惠蓀堂1樓會議室 

你"視"我的眼II- 

如何與視障者相處&

視障按摩體驗 

5月24日(四) 

17:30-19:00 

杞怡貞 輔導老師 

(中興大學學務處健諮中心) 

張輝奕先生 

(信安按摩中心) 

惠蓀堂1樓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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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任免、敘薪、兼職 

 一、教育部 107年 3月 26日函以： 

(一)為達大專校院教師工作職轉銜之目的，建置下列網頁： 

1、全國大專教師人才網：由大專校院刊登相關教學人員職缺訊息，提供教師便利且完整

之就業資訊。 

2、大專校院高等教育人力躍升培訓及媒合平臺：蒐集國立學校、法人研究單位、產企業

高階人力需求工作職缺等，建立適合教師轉職之職缺平臺，並進行轉介服務及後續輔

導，定期更新各項職缺、職能培訓與生涯規劃資訊。 

3、上開媒合平臺，得逕至本校網頁/徵才連結項下或人事室網頁/專區連結項下連結。 

(二)另自 107 年起本校獲得教育部相關補助計畫（如:高教深耕計畫、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

畫、國立學校基本需求補助…等），所需聘任教師或研發人力之職缺訊息，請各單位自

行填列「大專校院增聘教研人力職缺需求」，並回傳媒合平臺委辦單位，以利進行職缺

刊登。另有關教師職缺部分，仍需公告於「全國大專教師人才網」，以利教師運用多元

管道了解職缺資訊。 

(三)如有刊登疑義，可逕洽委辦單位財團法人金屬研究中心劉泱先生(連絡電話：

02-27013181 轉 308；電子郵件：phdmatch@phdmatch.org.tw)（107.04.02 興人字第

1070005286號書函）。 

二、委任公務人員晉升薦任官等訓練等 3項晉升官等(資位)訓練辦法第 15條修正條文，業

經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修正發布（教育部 107.03.30臺教人(二)字第 1070046838

號書函）。 

 考績考核、訓練進修、差勤管理、保障 

 有關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8 條第 2 項規定撤銷任用人員之考績獎金應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8條第 3項規定辦理，除依同條第 1項第 2款情事撤銷任用者應予追還外，均不予追還。(教

育部人事處 107.03.30臺教人處字第 1070042618號書函) 

 行政院為提振花蓮地區觀光，放寬公務人員及學年制之教育人員於 107年 12月 31日前至花

蓮縣之合格國旅卡特約商店消費，且符合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

進措施相關規定者，不限行業別均得列為觀光旅遊額度，並於強制休假補助總額內實施加

倍補助於 107年 12月 31日前之合格交易(教育部 107.04.03臺教人（三）字第 1070047098

號書函)。 

 為因應 107年防汛期來臨，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業修正「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 Q＆

A（問答資料）」，並置於該總處網站最新消息項下(教育部 107.04.11 臺教人(三)字第

1070050791號書函)。 

 待遇、福利、退休、撫卹 

 有關學校教師曾任交通部台南電信局業務員年資，得否併計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年資疑義一

案。查教育部 104年 8 月 4 日臺教人(四)字第 1040171796 號函略以，學校教職員退休年資

之採計係以編制內、專任、合格及有給為原則。交通事業人員無資位年資，因非屬依法律

任用審定之編制內有給專任年資，核與上開退休年資採計規定不符。又依「交通部電信總

局業務服務員管理要點」進用之業務服務員年資如未依交通部所屬郵電事業人員退休規則

核給退休金，前經銓敘部 86年 5月 14日 86台特二字第 1434205號函釋以，從寬比照臨時

人員年資採計規定，採計至 61 年 12 月止。基於公教退休年資採計衡平，教師曾任交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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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機構業務服務員之年資，比照上開銓敘部 86年 5月 14日函辦理(教育部 107.03.21臺教

人(四)字第 1070036242號書函 )。 

 行政院修正「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第 4點附表 7「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給

表」，並自 107 年 4 月 1 日生效。檢送函文 ，供同仁下載(教育部 107.04.03 臺教人(四)

字第 1070050223號書函)。 

 銓敘部訂定「公務人員因公猝發疾病或因戮力職務積勞過度以致死亡審查參考指引」規定，

並自 107年 7月 1日生效(教育部 1070410臺教人(四)字第 1070051529號書函)。 

 教育部書函轉 公務人員 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函，有關應不同年度之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支

領地域加給及年資加成併計適用疑義一案。 

一、地域加給：茲以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自 106年度起已全面採未占編制職缺訓練，公務

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以下簡稱高普考）、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公務人員

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等錄取人員，均已於擬任職務所在之未來用人機關，在輔導員之

輔導下協助辦理或具名辦理所指派之工作。又考試錄取人員於實務訓練期間，由國家文

官學院調受為期 4週之基礎訓練，並以公假參訓。審酌上開高普考等錄取人員訓練及工

作指派實況，渠等人員於實務訓練（含基礎訓練）期間，得依規定支給地域加給。 

二、年資加成併計：係以「服務當地」之年資做為年資加成之計算基準；另年資銜接係指「服

務於地域加給表所列地區之年資」無中斷之情形，未涉銓敘審定與否，且正式派代任用

後採計之年資亦未限於經銓敘審定之年資。爰前揭考試錄取人員如「服務於地域加給表

所列地區之年資」無中斷之情形，無論渠等是否經銓敘審定，均予比照適用地域加給年

資加成之規定。 

三、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105年 1月 27日公訓字第 1050001038號書函釋，有關○員

應未符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第 29 條規定，「未具所占職缺之法定任用資

格」，即於 104 年高考三級實務訓練期間不具現職公務人員身分，爰實務訓練期間得比

照支給地域加給，惟尚無地域加給年資加成規定之比照適用一節，自即日起停止適用(教

育部 107.04.11臺教人(四)字第 1070051834號書函)。 

 教育部轉行政院函，有關一般工程機關(單位)工程專業人員之專業加給，均改按公務人員專

業加給表(七)支給，輔助單位及業務單位內行政人員按表(一)支給。又一般工程機關(單位)

人員之工程獎金應均以績效評核結果發給，不適用工程獎金支給表職務獎金規定，並自 108

年 1月 1日生效(教育部 107.04.11 臺教人(四)字第 1070052595號函)。 

 教育部轉銓敘部函，有關銓敘部配合年金改革法案，制(修)定完成公(政)務人員退休(職)

及遺屬金案件相關書表，自 107年 7月 1日起適用。檢送函文，供同仁下載(教育部 107.04.11

臺教人(四)字第 1070049036號書函)。 

 

 聘僱人員相關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函以,「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自 107 年 2 月 8 日起放寬

受聘僱之外國專業人才之眷屬參加健保資格，領有居留證明文件者，不受全民健康保險法

在臺居留滿 6個月之限制，在施行日前尚未在臺居留滿 6個月等待期者，應自 107年 2月 8

日起參加健保(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107.03.21健保中字第 1074020023號函)。 

 107年 3月 28日勞動保 3字第 1070140138號勞動部令，修正「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

67條條文被保險人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其所屬投保單位向保險人申請核退醫療費用： 

一、於 本條例施行區域外遭遇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必須於當地醫院或診所診療。 

二、於本 條例施行區域遭遇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因緊急傷病至非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

院或診所診療。 

前項申請核退醫療費用應檢具之證明文件、核退期限、核退基準、依循程序及緊急傷病範

圍，準用全民健康保險自墊醫療費用核退辦法之規定。 

 本校適用 勞動基準法同仁（含契約進用職員、技工工友、駕駛；博士後研究員、專任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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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型兼任助理及臨時工），107年 5月 1日勞動節放假相關注意事項 (107.04.18興人字第

1070600370號書函)。 

 

 

姓名 異動類別 原職單位及職務 新職單位及職務 生效日期 

劉銘峯 他機關調進 
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幫工程司 
總務處營繕組 

技士 
107.03.30 

林沛瑩 新進  
理學院 
行政書記 

107.03.28 

李孝華 新進  
學生事務處教官室 

校安老師 
107.03.29 

洪文彬 新進  
學生事務處教官室 

校安老師 
107.03.29 

張美惠 新進  
學生事務處教官室 

校安老師 
107.03.29 

莊玲 新進  
高階經理人碩士在職專班 

行政辦事員 
107.04.01 

伍政鑫 資遣 
秘書處文書組 
行政辦事員 

 107.04.13 

莊玲 離職 
理學院 
行政書記 

 107.03.31 

王淑妹 離職 
學生事務處教官室 

校安老師 
 107.03.31 

 

 

 

 

 

 

 

 

 

 

 

序號 徵求校長候選人學校 遞件期限 備註 

1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107年 4月 25日 
下午 5時前送交教
育部人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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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美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07年 4月 30日 
下午 5時前 

3 國立政治大學 
107年 4月 30日 
下午 5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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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協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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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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