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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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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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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5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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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底前事先通知

並送達人事室，俾憑辦理加開校教評會（108.01.18興人字第1080600083號書函）。 

 教育部為提供各界查詢全國大專校務基本資訊及教師學術專長，建置「大專校院一覽表查詢系統

」，請各單位於辦理教師升等審議事項時善加利用（108.02.11興人字第1080002042號書函）。 

 本校為落實人性關懷，增進員工身心健康，108年業委請「社團法人台中市生命線協會」為本校

員工協助方案（EAP）之委外機構(本校108.03.07興人字第1080600242號書函及海報)。 

 全 國 公 教 員 工 網 路 購 書 優 惠 方 案 108 年 3-4 月 專 屬 活 動 訊 息 ， 歡 迎 同 仁 上 網

https://goo.gl/4JFidS參考利用(教育部108.03.07日臺教人(一)字第1080032804號書函)。 

 本校於108年3月11日起至108年6月28日止於圖書館B1興閱坊舉辦主題書展，展出國家文官學院

108年度「每月1書」、「年度推薦經典」及「推薦延伸閱讀」書籍，歡迎同仁踴躍參觀閱讀(本校

108.01.29興人字第1080001000號書函)。 

 為辦理本校第14屆（107年度）績優技工工友及駐衛警察隊隊員選拔，如有符合選薦條件者，請

填妥績優技工工友及駐衛警察隊隊員推薦表於108年3月29日（星期五）下班前送人事室四組陳小

姐彙辦，校內分機619 (108.03.06興人字第1080600246號書函)。 

 

 考試、任免、敘薪、兼職 

 教育部 108年 3月 7日令，核釋專科以上學校對於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經有罪判決確定者，

依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3 項規定，不得聘任為兼任教

師，已聘任者，應終止聘約。惟如同時諭知緩刑，俟緩刑期滿，而緩刑之宣告未經撤銷者，

專科以上學校始得聘任其為兼任教師 (108.03.13興人字第 1080004031號書函)。 

 考試院 108 年 1 月 16 日修正發布之職系說明書、職組暨職系名稱一覽表，並自 109 年 1 月

16日施行（教育部 108.01.30臺教人(二)字第 1080013304號書函）。 

 考試院 107年 12月 18日發布修正「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規則」（教育部 108.02.11

臺教人(二)字第 1080013597號書函）。 

 教育部書函以，「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董監事報院遴聘派作業規定」自 108 年 2 月 1 日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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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另「行政院遴聘派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董事監察人作業辦法」，業經行政院於 108年

2 月 1 日以院授人培字第 10800266411 號令訂定發布，本校業以 108 年 2 月 19 日興人字第

1080002601號書函轉知本校一、二級單位（教育部 108.02.15臺教人(二)字第 1080019157、

1080019752號書函）。 

 教育部函以，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依「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以下簡稱

教師兼職處理原則）兼職，其兼職數目及兼職費支領等事宜，應建立及遵循之規範說明如

下（教育部 107.12.04臺教人(二)字第 1070206949A號函）：  

一、教師兼職費支領部分：查現行軍公教人員兼職費支給表附則五規定略以，兼職費一律

由兼職人員本職機關（構）學校轉發，但採電連存帳方式支付兼職費者，仍應由兼職

機關函知本職機關（構）學校。惟部分學校就採電連存帳方式支付兼職費之情形，未

能詳實掌握，導致未能全面瞭解教師兼職費支領情形，請本校依規定確實管控，以做

為檢討及建立合理學術回饋金機制之參考。 

二、教師兼職費個數及兼職數目部分：依教師兼職處理原則第7點及第8點規定略以，教師

兼職不得影響本職工作，且須符合校內基本授課時數及工作要求，至教師兼職數目，

除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另有規定外，由各級學校定之。基於大學自治，並考量兼職態

樣之多元性，避免實務運作窒礙，學校於訂定教師(含兼任行政職務)兼職數目時，建

議朝分類管理，衡酌兼職影響本職工作之程度及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規定，對領

有兼職費個數或兼任獨立董事職務等重要兼職數目部分，於文到3個月內完成規範。 

 考績考核、訓練進修、差勤管理、保障 

 「臺中市優良教育人員選拔要點」業經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修正，並自 108年 3月 6日起生效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108.03.06中市教終字臺教人(三)字第 1080017300號函)。 

 為維護政府形象及貫徹政府杜絕酒後駕車(下稱酒駕)之決心，請本校加強宣導公務人員勿酒

駕，如有違者應依公務人員考績法相關規定予以考績及懲處(教育部 108.03.06臺教人(三)

字第 1080030642號書函)。 

 本校 108 學年度教授副教授申請休假研究作業已開始受理，請於 108 年 6 月 28 日前將申請

表件及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紀錄送至本校人事室彙辦，另本校「教授休假研究申請及計畫

表」及「副教授休假研究申請及計畫表」業已修正，爰舊表件恕不受理(108.03.07 興人字

第 1080600252號書函)。 

 待遇、福利、退休、撫卹 

 有關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或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支領定期性給付之領受

人，因擬申請退休(職、伍)人員之遺屬年金，選擇放棄本人原支領之定期性給付相關執行

事項(教育部 108.01.21日臺教人(四)字第 108005209號及第 108005209A號函 )。 

 「公務福利 e 化平台」改版，其功能改版後調整為「政策」、「保險」、「福利」及「其

他」4 大項，下設 12 個專區，請同仁參考利用（教育部 108.02.20 臺教人(四)字第

1080024428 號書函）。 

 有關 108年至 110年「闔家安康」-全國公教員工團體意外保險，經公開徵選由中國人壽保

險股份有限公司獲選承作，辦理期間自 108年 4月 1日 0時起至 110年 3月 31日 24時止，

為期 2年(教育部 108.02.21 臺教人(四)字第 1080023873 號書函 )。 

 自 108 年 7月 1日起退休之公教人員，將不再發給舊制年資補償金，爰符合退休條件，擬於

108 年 6 月 30 日以前退休之職員或擬於 108 年 6 月 30 日退休之教師，請於 108 年 3 月 29

日前依行政程序填送自願退休申請書，擬退教師請另附不影響教學證明併送陳核

(108.03.04興人字第 1080600179號書函，附件：1自願退休申請書、2不影響教學證明)。 

 國人持外國護照出境 2年以上，應依戶籍法規定由本人或戶長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自行向戶籍

地戶政事務所辦理遷出登記 (教育部 108年 03.08日臺教人(一)字第 1080031279號書函 )。 

 有關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及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 77 條及第 78 條所定

http://person.nchu.edu.tw/areaIndex.php?areaid=19&id=47
https://www.dgpa.gov.tw/eserver/index?mid=437
https://www.dgpa.gov.tw/eserver/information?uid=442&pid=9574
http://person.nchu.edu.tw/admin/upload/%E6%95%99%E8%81%B7%E5%93%A1%E8%87%AA%E9%A1%98%E9%80%80%E4%BC%91%E7%94%B3%E8%AB%8B%E6%9B%B81%20(1).doc
http://person.nchu.edu.tw/admin/upload/1080630%E9%80%80%E4%BC%91-%E7%8F%BE%E8%81%B7%E6%95%99%E5%B8%AB%E4%B8%8D%E5%BD%B1%E9%9F%BF%E6%95%99%E5%AD%B8%E8%AD%89%E6%98%8E%E6%9B%B8.odt
http://person.nchu.edu.tw/areaIndex.php?areaid=19&id=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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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捐助（贈）之財團法人或政府及其所屬營業、非營業基金轉投資事業，及政府直接

或間接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之團體或機構」、「私立學校」及「山地、離島或其他偏遠

地區」之範圍，業經銓敘部公告於該部全球資訊網/退休資訊專區/退休再任相關，供各界

查詢 (教育部 108.03.11日臺教人(四)字第 1080019691號及第 1080019691A號書函 )。 

 有關退休公務人員再任「私立幼兒園職務」或「私立學校董事會職務」是否屬公務人員退休

資遣撫卹法(以下簡稱退撫法)第77條第1項第3款所定私立學校職務範圍疑義，查私立幼兒

園係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設立之機構，與退撫法施行細則第113條所稱私立學校有

別，非屬退撫法第77條所稱之私立學校範圍；再任私立學校董事會職務，與退撫法第

77條所定再任私立學校職務有別，惟該職務如係依私立學校法第15條第2項推定納入

私立學校員額編制之董事會辦事人員，則仍屬退撫法第77條所定私立學校職務範圍 (

教育部108.03.13日臺教人(四)字第1080035910號函)。 

 本校 108 年 8 月 1 日(或 108 年 7 月 16 日)屆齡退休人員，將於 108 年 3 月份由人事室主動

通知屆退人員檢證辦理退休相關事宜(108.03.13 興人字第 1080600304 號及 1080600305 號

書函)。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為提供公教員工及其親屬合適的長期照顧保險方案，經辦理「108

年至 111 年全國公教員工及其親屬長期照顧保險方案」徵選，業錄選推介國泰人壽

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所提送之「呵護公教團體長期照顧健康保險」及「呵護公教長期

照顧終身 健康 保險」等 2 方案，上述保險方案，本校之諮詢窗口為國泰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徐榮貞先生，服務電話為 04-22259573，如同仁有相關保險需求，請逕洽

該公司服務人員（教育部 108.02.14 臺教人(四)字第 1080019664 號書函、國泰人壽

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08.03.06 國壽字第 1080030175 號函）。 

 公務人員辦理屆齡或命令 退休 且任職年資未滿 15 年，如依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

(以下稱退撫法)第 86 條第 1 項規定併計未曾領取退離給與之其他職域年資以成就請

領月退休金條件，因其所具退撫新制實施前、後任職年資合計未滿 15 年，自不得依

退撫法第 34 條第 1 項及原退休法第 30 條第 2 項、第 3 項規定核發補償金 (教育部

108.03.14 臺教人(四)字第 1080010399 號書函 )。 

 中華民國全國公務人員協會與臺灣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簽訂「公務人員自費團體保險專

案」、「強制險優惠專案」；另推薦新光人壽「五動鑫富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方案，請同仁

參考利用(教育部 108.03.16 臺教人(四)字第 1080037926 號書函 )。 

 聘僱人員相關 

 有關「事求人機關徵才系統」所載職缺之薪資未達新臺幣 4 萬元，應依法揭示薪資範

圍一案。 

一、依就業服務法第 5 條第 2 項第 6 款規定，雇主招募或僱用員工，不得有提供

職缺之經常性薪資未達新臺幣4 萬元而未公開揭示或告知其薪資範圍之情事，

違者依本法第 67 條第 1 項規定處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教育部

108.02.26臺教人(一)字第1080021260號書函)。 

二、本法第2條第3款規定所稱之「雇主」，係指聘、僱用員工從事工作者；凡非依公

務人員任用法依法進用之人員均在適用範圍內。凡與機關間具僱傭關係，且非

依公務人員任用法進用人員之徵才職缺，均有本法第5條第2項第6款規定之適用

(108.01.09興人字第1080600020號書函)。 

 依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 34-1 條修正條文，有關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或殘

廢時，雇主已依勞工保險條例規定為其投保，並經保險人核定為職業災害保險事故

者，雇主依本法第五十九條規定給予之補償，以勞工之平均工資與平均投保薪資之

差額，依本法第五十九條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標準計算(勞動部 108.02.14.勞動條 2

字第 1080130153 號函)。 

 有關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22 條但書所定「正當理由」疑義乙案(勞動部 108.2.21 勞動

http://person.nchu.edu.tw/areaIndex.php?areaid=19&id=47
http://person.nchu.edu.tw/areaIndex.php?areaid=19&id=47
https://www.dgpa.gov.tw/eserver/information?uid=443&pid=9671
https://www.dgpa.gov.tw/eserver/information?uid=443&pid=9671
http://person.nchu.edu.tw/admin/upload/WebFile%20(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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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4 字第 1080130174 號函)。 

撫育 2 名以上未滿 3 歲子女之受僱者，其配偶縱未就業，惟考量育兒父母恐無法單

獨兼顧 2 名以上未滿 3 歲子女之照顧責任，並為鼓勵父母參與養育幼兒成長之過程，

爰受僱者如有親自照顧 2 名以上未滿 3 歲子女之需求，依規定向雇主申請育嬰留職

停薪時，符合本法第 22 條但書之「正當理由」。 

 

 

 

姓名 異動類別 原職單位及職務 新職單位及職務 生效日期 

黃惠瑜 辭職 
文學院 

全職專案講師 
 108.01.31 

陳鍾琇 辭職 
中國文學系 

全職專案助理教授 
 108.01.31 

陳俊合 辭職 
會計學系 
副教授 

 108.02.01 

李育霖 辭職 
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 

教授 
 108.02.01 

蔡崇煒 辭職 
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 

助理教授 
 108.02.01 

王仁祥 轉任 
歷史學系 
助理教授 

歷史學系 
全職專案助理教授 

108.02.01 

廖瑩芝 轉聘 
教務處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 

副教授 
108.02.01 

賴慶明 新進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副教授 
電機工程學系 

副教授 
108.02.01 

陳信安 新進 
輔仁大學 
副教授 

法律學系 
副教授 

108.02.01 

黃柏源 新進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專案講師 
文學院 

全職專案助理教授 
108.02.01 

劉晉廷 新進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專案助理教授 

文學院 
全職專案助理教授 

108.02.01 

陳慧先 新進 
中央研究院 
博士後研究 

歷史學系 
助理教授 

108.02.01 

乃育昕 新進 
國立宜蘭大學 
博士後研究員 

昆蟲學系 
全職專案助理教授 

108.02.01 

林怡君 新進 
國立臺灣大學 

計畫博士後研究人員 
動物科學系 
助理教授 

108.02.01 

莊雅惠 新進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 

博士後研究 
土壤環境科學系 

助理教授 
108.02.01 

邱雅筑 新進 
國立臺灣大學 

計畫博士後研究人員 
水土保持學系 
助理教授 

108.02.01 

韓政良 新進 
中原大學 
副教授 

化學系 

副教授 
108.02.01 

楊文嘉 新進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
究院專案助理研究員 

土木工程學系 
助理教授 

108.02.01 

李翼安 新進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
究院助理研究員 

土木工程學系 
助理教授 

108.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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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宛卲 新進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副教授 
光電工程研究所 

副教授 
108.02.01 

陳柏文 新進 
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副教授 
獸醫學系 
助理教授 

108.02.01 

英家慶 新進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專案助理教授 

資訊管理學系 
助理教授 

108.02.01 

余駿展 新進 
臺南市永康區三村國小 

會計室主任 
會計學系 
助理教授 

108.02.01 

周至宏 新進(借調)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教授 
機械工程學系 

教授(兼任本校副校長) 
108.02.01 

吳承諭 他機關調進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

育署科員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
指導組 
組員 

108.02.18 

游宜蓁 調他機關 
主計室 
組員 

國立斗六高級家事商
業職業學校 

組員 
108.02.19 

張亞婷 調他機關 
園藝學系 
技佐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

物防疫檢疫局新竹分局 

技士 
108.03.04 

高如栢 辭職 
獸醫教學醫院 

獸醫師 
 108.03.04 

許廸川 辭職 
農業推廣中心 

技正 
 108.03.05 

陳宗禮 退休 
農藝學系 
教授 

 108.02.01 

廖天賜 退休 
森林學系 
副教授 

 108.02.01 

彭錦鐎 退休 
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 

教授 
 108.02.01 

鄭政峯 退休 
化學系 
教授 

 108.02.01 

沈君洋 退休 
機械工程學系 

教授 
 108.02.01 

郭銘彰 退休 
獸醫學系 
助教 

 108.02.01 

張玟 退休 
生命科學系 

技士 
 108.03.04 

李淑女 退休 
管理學院行銷學系 

工友 
 108.03.04 

林明輝 新進 
 體育室 

行政辦事員 
108.01.18 

項俐倫 新進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

指導組 
行政辦事員 

108.01.21 

黃姸菱 新進 
 產學研鏈結中心 

行政辦事員 
108.01.24 

周倩茹 新進 
 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 

行政辦事員 
108.01.28 

張烝譯 新進 
 獸醫學系 

副技術師 
108.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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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智娟 新進 
 水土保持學系 

行政辦事員 
108.02.11 

許晉瑋 新進 
 總務處駐衛警察隊 

行政辦事員 
108.02.11 

廖慧珍 離職 
學生事務處住宿輔導組 

行政辦事員 
 

108.01.19 

賴秀銀 離職 
學生事務處健康及諮商中心 

諮商心理師 
 108.01.25 

張祐華 離職 
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 

行政辦事員 
 108.01.31 

 

 

 

 

 

 本校107學年度第2學期健康講堂系列課程如下，請有意參加者至本校研習暨演講活動報名

系統報名（網址：https://psfcost.nchu.edu.tw/registration/）。 

序號 徵求校長候選人學校 遞件期限 備註 

1 中國科技大學 108年 3月 30日 

請詳閱本校電子公文系統/電子公
佈欄，相關推薦書表請於期限前
送達徵求學校。 

2 和春技術學院 
108年 4月 15日 

下午 5時前 

3 東方設計大學 
108年 4月 22日 

下午 5時前 

4 
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南

應用科技大學 
108年 3月 31日 

https://psfcost.nchu.edu.tw/registration/
https://psfcost.nchu.edu.tw/registration/
https://psfcost.nchu.edu.tw/reg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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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度教職員工社團評鑑業於107年12月18日辦理完竣，前3名分別為羽球俱樂部、桌球社

及太極拳社，擬於108年春節團拜頒發獎牌1座以資獎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