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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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第19條規定，本校第2學期教師之新聘、升等及改聘案，至遲應於11月

底前送達人事室，逾期不予受理。為使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能如期順利召開，各單位教師新聘、

升等及改聘案等申請書暨相關文件，請於107年11月23日(星期五)前送達人事室。但新聘案如因

教學、研究特殊需要，經逐級審議後，請於9月底前事先通知並送達人事室，俾憑辦理加開校教

評會事宜（107.08.28興人字第1070600854號書函）。 

 全國公教員工網路購書方案，自107年8月1日至110年7月31日由學思行數位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承作，歡迎同仁參考利用。107年9月專屬活動訊息及百貨商品主題特展，

請詳見網頁：http://person.nchu.edu.tw/book107/book107.html 。 

 107年10月2日於本校圖書館7樓國際會議廳舉辦107年度行政業務研討會。 

 

 考試、任免、敘薪、兼職 

 修正本校教師送審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107.09.11 興人字第 1070600917B 號書函、

107.09.14興人字第 1070600944號書函)： 

一、為利外審委員明確知悉本校各職級教師通過新聘或升等之標準，107 年 9 月 6 日本校

第 35屆教師評審委員會第 5次會議臨時動議決議，修正本校「新聘教師送審教師資格

審查意見表」、「新聘教學型教師送審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教師以學術著作送審教

師資格審查意見表」、「教師以教學著作送審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及「教師以技術報

告送審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於附註新增各職級教師外審總評結果須符合之標準，以

做為外審委員評分之參據。 

二、請各院於邀請外審委員評分之文件上，提醒本校各職級教師新聘或升等通過之標準。 

三、新修正表件自即日起適用，表件請逕至 人事室網頁/表格下載/教研人員/新聘、升等、

改聘項下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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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第 10 條及「大學研究人員聘任辦法」第 10

條，業經教育部於 107年 9月 17日以臺教人(三)字第 1070148424B號令及臺教人(三)字第

1070148359B號令修正發布，參照教師法第 14條、教育人員任用條例第 31條及性別平等教

育法第 27條規定，明定專業技術人員及研究人員應比照教師辦理通報、資訊蒐集及查詢。

法規電子檔得於 教育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 下載(107.09.19興人字第 1070016992號書函)。 

 依本校各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組織章程、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組織章程及本校教

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規定，委員須為未曾因違反學術倫理受校教評會處分者；另

依本校教授副教授休假研究辦法第 11 條第 2 項規定，原擔任本校各委員會委員，在

教師休假期間不得繼續擔任該職務。為利各單位便於檢視所屬單位教師評審委員會

委員組成適法性，爰修正相關表件，新增「委員是否均未曾因違反學術倫理而受校

教評會處分」及「委員於聘期內無休假研究情形」等檢核欄位，請各單位於組成教

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依新修正之委員符合資格條件一覽表確實查填，並請再行檢視

現行所屬各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如有前述不得擔任之情形，請即辦理委員遞補事

宜(107.09.20興人字第 1070600960號書函)。 

 考績考核、訓練進修、差勤管理、保障 

 行政院修正「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獎懲案件處理要點」，並自 107

年 8月 13日生效。本次本要點係配合公務人員考績法及公務員懲戒法日前修法而酌作部分

修正，以符合現行實務作業需要。修正法規、總說明及對照表詳見本校人事室網站人事法

規區（107.08.16臺教人(三)字第 1070138299號書函）。 

 中央選舉委員會及各地方選舉委員會已公告 107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事項，請本校人員嚴

守行政中立，不宜於上班時間或以公家電腦上網連結臉書等社交網站，從事與執行職務無

關之相關網路行為，亦不得利用職務上權力、機會或方法，要求他人加入公職候選人之社

交網站之會員，或支持特定之政黨、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教育部 107.08.28臺教人(一)

字第 1070141696號書函）。 

 公務人員於上下班途中發生交通事故，應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或覆議（委員）會要求列席說明，

得比照銓敘部 105 年 9 月 5 日部法二字第 10541421651 號令釋意旨，由服務機關覈實認定

核給公假；另前開令釋所載依撫卹法施行細則第 10 條及第 12 條規定認定事項，現應依退

撫法施行細則第 20 條及第 23 條規定辦理（教育部 107.09.06 臺教人(三)字第 1070146004

號書函）。 

 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為落實政府防制洗錢工作，提高國人防制洗錢的意識，特製作「院長

談洗錢防制篇」、「美鳳勸勿當人頭篇」等 2 則語音廣播及「傻傻當人頭當成冤大頭」、

「客戶詳審查金流有保固」、「冒險當車手錢入他人手」等 3 款電子海報，請至本校人事

室網站最新消息區點閱下載（教育部 107.09.12 臺教政(一)字第 1070156941 號及第

1070156954號書函）。 

 轉知「108 年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 」（教育部人事處 107.09.18 臺教人(三)字第

1070148627號書函）。 

 重申公務人員如為撫育未滿 3 歲子女，得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9 條規定每天減少工作時間

1小時。惟減少之工作時間，不得請求報酬，且本校不得視為缺勤而影響其相關獎金、考績

或為其他不利之處分，至扣除俸給計算規定依銓敘部 95年 6月 14日部法一字第 0952643849

號書函辦理（教育部 107.09.18臺教人(三)字第 1070148494號書函）。 

 待遇、福利、退休、撫卹 

 哺集乳室與托兒設施措施設置標準及經費補助辦法 第 4條，業經勞動部 107年 7月 31 日以

勞動福 1 字第 1070135662 號令修正發布，修正重點為托兒設施，新 興建 完成者，最高補

助費用由新臺幣二百萬元提高至三百萬元。(教育部 107.08.17臺教人(一)字第 1070138149

號)。 
中興大學人事室編 - 2 - 

http://edu.law.moe.gov.tw/
https://www.dgpa.gov.tw/information?uid=55&pid=9214
https://law.moj.gov.tw/Law/LawSearchResult.aspx?p=A&k1=%E5%93%BA%E9%9B%86%E4%B9%B3%E5%AE%A4%E8%88%87%E6%89%98%E5%85%92%E8%A8%AD%E6%96%BD%E6%8E%AA%E6%96%BD%E8%A8%AD%E7%BD%AE%E6%A8%99%E6%BA%96%E5%8F%8A%E7%B6%93%E8%B2%BB%E8%A3%9C%E5%8A%A9%E8%BE%A6%E6%B3%95&t=E1F1A1&TPage=1


 有關退休公務人員如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或其法定遺族為未成年子女或如受監護宣告尚未

撤銷者，應由法定監護人代為申領退撫給與，除仍可選擇匯入受監護人本人帳戶外，亦得

選擇匯入監護人帳戶。基於公教人員處理一致原則，退休教育人員或其遺族受監護宣告尚

未撤銷者之請領退撫給與相關事項，比照辦理(教育部 107.08.31 臺教人(四)字第

1070141312號)。 

 行政院於 107 年 8 月 9 日院授人給字第 1070048465 號函修正「中央公教人員急難貸款實施

要點」，修正重點如下： 

一、 適用對象均為「現職」員工，留職停薪人員不得申貸。但育嬰留職停薪者申請育嬰

貸款，不在此限。 

二、 「傷病住院貸款」及「疾病醫護貸款」整併為「傷病醫護貸款」，並增訂「育嬰貸款」

及「長期照護貸款」之貸款項目及金額。 

三、 修正及增訂「傷病醫護貸款」、「育嬰貸款」及「長期照護貸款」之申貸條件。增訂

育嬰留職停薪人員之貸款償還方式；並配合公務員懲戒法之懲戒處分種類，增訂貸

款人離職情形包括「免除職務」。(教育部 107.08.31臺教人(四)字第 1070136552號)。 

 行政院訂定「軍公教人員兼職費支給表」並自 107年 9月 1日生效(教育部 107.09.10臺教

人(四)字第 1070147551號)。 

 聘僱人員相關 

 勞動部 107 年 9 月 5 日以勞動條 2 字第 1070131233 號公告發布「基本工資」調整，每小時

基本工資修正為為新臺幣 150元，每月基本工資為新臺幣 23,100元，自 108年 1月 1日生

效（教育部 107.09.09臺教人二字第 1070151270函)。 

 「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已修正為「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給與辦法」

並修正部分條文，自 107年 7月 1日施行（教育部 107.09.18臺教人二字第 10701513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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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lhelm 

Gruissem 
新進  

生物科技發展中心/玉
山學者-短期交流人員

(半年) 
107.08.01 

杜武青 新進  
電機資訊學院電機工
程學系/玉山學者-專
案專任教授(研究型) 

107.08.01 

董佳昕 他機關調進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南投林區管理處主計室 

課員 

應用數學系 
組員 

107.08.24 

鄧堯銓 他機關調進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

防疫檢疫局台中港檢疫站 

技正兼主任 

植物病理學系 
技正 

107.09.03 

孫燕美 退休 
生物產業管理研究所 

組員 
 107.09.03 

程秀玲 新進 
 國際事務處 

行政辦事員 
107.08.15 

陳閔安 新進 
 理學院 

行政辦事員 
107.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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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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淑華 新進 
 校友中心 

行政書記(職代) 
107.08.23 

林志誠 新進 
 校友中心 

行政辦事員(職代) 
107.08.27 

朱珮慈 新進 
 全球事務研究跨洲碩

士學位學程 
行政辦事員 

107.08.27 

林芸安 新進 
 景觀與遊憩學士學位

學程 
行政辦事員 

107.08.30 

范峻維 新進 
 植物病理學系 

事務助理員 
107.08.31 

余瑀瑄 新進 
 行銷學系 

行政辦事員 
107.09.01 

許弘昌 新進 
 教務處課務組 

行政辦事員 
107.09.10 

陳燕姿 離職 
工學院 

行政辦事員 
 

107.08.15 

林麗玉 離職 
秘書室文書組 
行政辦事員 

 
107.08.30 

蘇筱媛 離職 
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
究所 

行政辦事員 

 
107.08.31 

阮博謙 離職 
法律學系 
行政辦事員 

 
107.08.31 

謝昌志 離職 
學生事務處健康及諮商
中心 

諮商心理師 

 
107.08.31 

楊宗軒 離職 
體育室 

行政辦事員 
 

107.08.31 

陳立峰 離職 
農藝學系 
事務助理員 

 
107.08.31 

李明諺 離職 
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 

技術師 
 

107.08.31 

 

 

 

 依本校教授副教授休假研究辦法第 11 條第 2 項規定，原擔任本校各委員會委員，在

教師休假期間不得繼續擔任該職務。各單位於組成各項委員會(如教師評審委員會)

序號 徵求校長候選人學校 遞件期限 備註 

1 中國文化大學 107年 10月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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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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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請確實依上開規定查明擬任人員是否有休假研究情形，如有不得擔任之情形者，

請即辦理委員遞補事宜，避免影響案件審查效力，造成教師權益受損。 

 興健康講堂：請同仁踴躍參與，詳細資訊請參閱 學生事務處健康及諮商中心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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