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 107 年 05 月

每月出刊

國立中興大學人事服務 e 報
第 10705 期
人事室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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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座教授申請案收件截止日為107年5月23日；特聘教授暨優聘教師申請案收件截止日為107年6月
4日。
 107年5月25日(星期五)上午11時，於綜合教學大樓101翻轉教室，辦理第2場次「教師多元升等制
度說明會」，請踴躍參加。
 衛生福利部辦理「中華民國第22屆身心障礙楷模金鷹獎選拔」活動，請於107年5月31日前將推薦
名單擲送人事室。
 全國公教員工網路購書優惠方案，相關訊息如下網頁：
1.專屬主題活動「百貨商品主題特展」：女人節 ；台灣國際紀錄片 ；Allocacoc 百搭筆記本 。
2.專屬主題活動「青林全書系書展 」。
3.107 年 5 至 6 月專屬活動 。
 宣導〜「中華民國聯合國反貪腐公約首次國家報告」公布暨舉辦國際審查會議事宜，請逕至法務
部廉政署網站瀏覽或下載。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於107年6月9日(星期六)上午07：30在臺中都會公園舉辦健保23週年
健走活動，請至中央健康保險署全球資訊網\活動園地\走過23聚真情˙珍愛健保萬步行項下報
名。

 考試、任免、敘薪、兼職
 107 年 4 月 17 日本校第 80 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國立中興大學延攬國際頂尖人才遴聘辦
法」，法規內容請逕至 本校人事室網頁/人事法規/人員類別：教研人員/項目：聘任升等改
聘項下查詢 （107.04.30 興人字第 1070600418 號書函）。
 行政院 107 年 3 月 16 日針對「中國大陸對臺 31 項措施」已作成政策指示，我國公私立科研
機構及大學院校現職專任教師及相關人員，未經許可不得參與中國大陸各項國家基金及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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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重點研發計畫（含「千人計畫」
、
「萬人計畫」等）
。我國現職公私立專任教師，不得應聘
赴中國大陸任教（107.05.02 興人字第 1070007604 號書函）。
有關「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法」業經行政院與考試院 107 年 3 月
27 日修正會銜發布，修正重點係為擴大研究人員投入及協助衍生新創事業之效益，配合科
學技術基本法第 17 條第 4 項修正排除公務員服務法第 13 條第 1 項不得經營商業之限制，
及同條第 5 項授權訂定辦法之事項增訂經營商業之資訊公開、利益迴避、監督管理、查核
等事項（教育部 107.04.13 臺教人（二）字第 1070047115 號書函、科技部 107.4.9 科部產
字第 1070020868 號函）。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為應考試院 107 年 3 月 23 日發布警佐警察人員晉升警正官等訓
練辦法第 15 條條文修正案，增列「專題研討」成績評量項目，以及部分成績評量方式已有
調整，爰配合修正「公務人員晉升官等(資位)訓練成績評量要點」(教育部 107.04.18 臺教
人(二)字第 1070055756 號書函)。
考選部修正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不動產估價師考試應試專業科目「民法物權與不動
產法規」、「土地利用法規」等 2 科目命題大綱(考選部 107.05.01 選專一字第 10733007991
號函)。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彙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職缺工作內容常見錯誤態樣
及建議替代文字一覽表」，請各機關提列身障特考職缺時確實審酌職缺工作內容之妥適性
(教育部 107.05.02 臺教人(二)字第 1070063855 號書函)。

 考績考核、訓練進修、差勤管理、保障
 行政院修正「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要點」及各機關員工各項補休規定，並自 107 年 5 月 1 日生
效。本次修正重點為補休期限由原規定 6 個月延長至 1 年、放假日及例假日加班時數上限
不超過 8 小時、因專案加班需報經主管機關核准，爰刪除專案加班 70 小時之規定(教育部
107.04.20 臺教人（三）字第 1070054048 號書函)。
 有關公教人員之配偶於各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機構或軍事單位服務，其經公費留學考
試或取得政府機關公費補助而出國進修或研究者，得依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及教育人員
留職停薪辦法申請留職停薪；至配偶服務機構係輔助上開機關(構)、學校或單位辦理國家
重要任務或政策，並經派赴國外執行政府工作者，亦得從寬同意比照辦理(教育部 107.04.27
臺教人（三）字第 1070020912C 號函)。
 有關教育人員如有親自養育雙（多）胞胎子女之需求，縱其配偶未就業，仍得依教育人員留
職停薪辦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教育部 107.05.03 臺教人（一）字
第 1070053244C 號函)。

 待遇、福利、退休、撫卹
 有關協助教學並實際授課之講座助理，得依「講座鐘點費支給表」規定，覈實支給交通費及
國內住宿費。查「講座鐘點費支給表」適用對象第 2 點規定：
「協助教學並實際授課之講座
助理，其支給數額按同一課程講座鐘點費減半支給。」附則第 5 點規定：
「主辦機關得衡酌
實際情況，參照出差旅費相關規定，覈實支給外聘講座交通費及國內住宿費。」以講座助
理係協助講座教學並實際參與授課，就課程之完成有其必要，考量辦理訓練業務之實需，
外聘講座助理得依「講座鐘點費支給表」附則第 5 點之規定，覈實支給交通費及國內住宿
費(教育部 107.05.09 臺教人(四)字第 1070066797 號書函)。
 「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施行細則 」業經考試院於 107 年 3 月 21 日訂定發布(教育部
107.04.30 臺教人(四)字第 1070054329 號書函)。
 「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施行細則 」業經教育部於 107 年 5 月 14 日以臺教人(四)
字第 1070053003B 號令訂定發布(教育部 107.05.14 臺教人(四)字第 1070053003E 號)。
 「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校長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辦法 」業經教育部於 107 年 5 月 15 日以臺教
人(四)字第 1070064231B 號令訂定發布，並自 107 年 7 月 1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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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聘僱人員相關
 各單位申請新增人力時，單位未達進用身障員工 3%以上者，應優先進用身障人員，以符合
身心障礙權益保障法第 38 條，進用身障員工人數不得低於員工總人數 3%規定(107.04.24
興人字第 1070600383 號書函)。
 臺中市政府 107 年 4 月 23 日府授勞動字第 1070080952 號函同意核備本校「契約進用職員工
最規則」第 22 條條文,配合勞動基準法修法,為兼顧個別勞工之經濟需求及企業人力運用之
彈性，刪除「做一算四」規定，休息日出勤工時回歸實際發生時數計算(107.05.08 興人字
第 1070051154 號書函)。
 臺中市政府 107 年 4 月 23 日府授勞動字第 1070085249 號函同意核備本校「工友工作規則」
部分條文,配合勞動基準法修法，修正工友休假規定，並刪除「做一算四」規定，休息日出
勤工時回歸實際發生時數計算(107.05.02 興人字第 1070051155 號書函)。
 本校「工友改僱技術工友評審要點」第 4 點及附表業經本校 107 年 4 月 25 日第 414 次擴大
行政會議修正通過，增列校長綜合考評程序；另為鼓勵具備農業專業技術之特殊性工友參
與評審，申請人如具備農業特殊專長得不受缺額三倍之人數限制，全數提會審議，附表並
配合增列「業務特殊性」為個別選項考評項目之一(107.05.10 興人字第 1070600453 號書
函)。
 本校「博士後研究員進用及管理實施要點」業經本校 107 年 4 月 25 日第 414 次行政會議審
議通過(107.05.14 興人字第 1070600458 號書函)。

姓名

異動類別

羅一慧

辭職

蔡忠翰

本機關調陞

林瑄虹

新進

董慶祥

新進

李瑞宗

新進

林麗玉

調動

蔡秀惠

新進

沈祈叡

新進

蔡依陵

離職

何明君

離職

原職單位及職務
藝術中心
專案專任助理研究員
總務處資產經營組
組員

圖書館
行政辦事員

人事室
行政辦事員
教務處教學資源暨發展中心

事務助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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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職單位及職務

生效日期
107.04.30

總務處營繕組
技正
外國語文學系
事務助理員
學生事務處教官室
校安老師
學生事務處教官室
校安老師
秘書室文書組
行政辦事員
工學院
行政辦事員
人事室
行政辦事員

107.05.17
107.04.17
107.04.23
107.04.23
107.05.01
107.05.02
107.05.07
107.04.30
107.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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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徵求校長候選人學校

1

崑山科技大學



遞件期限
107 年 6 月 9 日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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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戶政臨櫃e站通之宣導海報(教育部107.05.08臺教人(一)字第1070065061號書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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