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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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 7月至 12月如有符合本校績效獎勵及績效管理實施計畫之具體績效者，請填寫績

效獎勵推薦表，依行政程序於 108年 12月 2日前送人事室彙辦。 

 訂於 108年 11月 26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30分行政大樓 3樓第 3會議室召開本校 108學年度客

座人員聘任審議委員會第 1次會議。 

 本校訂於 108年 11月 29日(星期五)上午 10時至 12時邀請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

系兼任講師洪泰雄講授「從基因談如何吃對食物享瘦健康」，地點為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地下

一樓致平廳，請踴躍報名參加（報名網址：https://psfcost.nchu.edu.tw/registration/）。 

 本校將訂於 108年 12月 17日召開第 6屆第 2次勞資會議，適用勞動基準法同仁如有提案或建議

者可參考開會時程將提案送交人事室提會討論。 

 

 考試、任免、敘薪、兼職 

 教育部修正「教育部公立大學校長遴選小組設置及作業要點」第二點、第六點、第七點，並

自即日起生效。修正條文如下：（教育部108.11.04臺教人(二)字第1080159574號函） 

一、 第二點： 

遴選小組置委員九人至十五人，以單數組成，除本部代表一人至二人由部長指派外，其

餘委員由本部視各學校特性就具有下列條件人員遴聘之： 

（一） 對國家教育政策及教育方針有深刻了解者。 

（二） 對各該大學之創設宗旨及發展方向有深切認識者。 

（三） 曾任大學校院長，對大學之運作或對高等教育行政有豐富經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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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熟諳各該大學學術領域之知名人士。 

（五） 在教育或學術上有傑出成就之校友或社會賢達。 

本部辦理新設合併大學校長遴選時，前項委員應包括合併之大學學校代表各一人，並由

各校校務會議推選之。 

依大學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辦理新設合併之國立大學，遴選小組得置委員十五人至二十

一人，以單數組成，除本部代表三人由部長指派外，其他合併之大學學校代表、校友代

表及社會公正人士之委員產生方式及比例，由合併之大學列入合併計畫，經各校校務會

議通過並報本部核定後執行，不受前二項規定之限制。 

前三項人員於指派、遴聘或推選時，應酌列候補委員。 

遴選小組任一性別委員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二、 第六點： 

遴選小組辦理校長遴選，候選人及遴選小組委員資訊揭露事項、遴選小組委員解除職務

與迴避事由及程序、應解除職務之遴選小組委員參與決議之效力、遴選小組應單獨列案

逐案審查，並以無記名投票方式作成決議之事項，比照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

運作辦法第六條至第九條之規定辦理。 

遴選小組委員因喪失資格或經解除職務所遺職缺，按身分別依第二點第四項及第五項規

定遞補之。 

三、 第七點： 

參與校長遴選之有關人員，在校長遴定前應對遴選小組委員名單及遴選過程嚴守秘密。

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遴選小組依法決議予以公開者，不在此限。 

 教育部函以，「109年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委託、認證或認可證照一覽表」，業於 108

年 10月 18日以臺教技（一）字第 1080147741A號公告（教育部 108.10.28臺教技（一）字

第 1080156038號函）。 

 

 考績考核、訓練進修、差勤管理、保障 

 行政院修正中央各機關學校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要點第 6點，並自 108年 10月 22日生效。原

「各機關辦理戶外性質之活動，須租借交通工具時，應簽訂安全契約及辦理參加人員平安保

險」，修正為「各機關辦理文康活動，得視活動性質為參加人員投保傷害保險；須租借交通

工具時，應簽訂書面契約」(教育部 108.10.29臺教人(三)字第 1080154934號函)。 

 本校 108年度行政人員（不含兼任行政主管之教師），請於 108年 12月 31日前完成國民旅

遊卡消費事宜，俾利維護自身補助費申請之權益(本校 108.11.18興人字第 1080601196號書

函)。 

 

 待遇、福利、退休、撫卹 

 銓敘部 108年 10月 23日修正「公教人員保險準備金管理及運用辦法」第 6條，本次修正重

點係為擴增公教人員保險準備金國外投資限額，以增加操作彈性、提升運用收益及分散國內

單一市場風險，爰修正第 6條第 3項規定，放寬本準備金外匯存款及國外投資比率上限，將

原投資限制中之運用範圍涉及存放外匯存款及國外投資者，必須符合「其比率合計不得超過

投資當時本準備金淨額百分之四十五」，修正為「其比率合計不得超過投資當時本準備金淨

額百分之六十」。(教育部 108.10.25 臺教人(四)字第 1080156092號書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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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銓敘部建置之公務人員年金改革試算器更名為「公務人員退休金試算器」並自 108年

10月 9日上線供試算服務(教育部 108年 10月 18日臺教人(四)字第 1080149966號書函)。 

 聘僱人員相關 

 為維護本校技工工友國民旅遊卡補助費申請之權益，請技工工友同仁於108年12月31日前完成

國民旅遊卡消費事宜，並於109年1月3日前送件至人事室辦理請領作業。 

 轉知適用工友管理要點之工友（技工、駕駛）請領休假補助等相關事宜，自109年1月1日起生

效一案。(教育部108.11.12臺教秘（一）字第1080164837號函) 

 依勞工保險條例第六條規定，人員之到職日須與加保日期一致，本校適用勞基法人員（包括

各類勞動型計畫專、兼任人員）不再辦理聘期追溯。 

一、 計畫案已核定尚未撥款者，可辦理經費透支；計畫案未核定，請先以其他經費勻支，並

俟計畫經費核定後再予轉正，俾落實勞動法令相關規範。 

二、 科技部核定之「博士後研究」或「博士級研究人員」，係依科技部核定之函文內容及相關

規定核定聘期，惟依據勞動法令規定，如人員於到職日前未完成加保作業(至遲應於到職

當日下午3時前辦妥)，勞工保險之投保日期將無法追溯。是以，請計畫主持人依前述說

明辦理經費支用，以符規定。 (本校108.10.18興人字第1080601069號書函) 

 自109年1月1日起，勞保普通事故保險費率仍為10%、就業保險費率1%，職業災害保險本校適

用費率為0.1%；全民健康保險平均眷口數調降為0.58人，機關負擔保險金額調降，個人負擔

健保金額不變。 

 

 

姓名 異動類別 原職單位及職務 新職單位及職務 生效日期 

林明輝 離職 體育室行政辦事員  108.10.18 

黃瓊慧 新進  
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

究所行政辦事員 
108.10.21 

楊欣燕 新進  人事室組員 108.10.24 

何伊婷 離職 生命科學系行政辦事員  108.10.24 

陳冠英 新進  生命科學系技士 108.10.25 

蕭智娟 離職 水土保持學系行政辦事員  108.10.27 

吳庭昀 新進  獸醫教學醫院實習醫師 108.11.01 

林育如 新進  獸醫教學醫院實習醫師 108.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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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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鴻智博 新進  獸醫教學醫院住院醫師 108.11.01 

梁又仁 退休 總務處事務組事務助理員   108.11.11 

吳聲海 病故 生命科學系副教授   108.11.14 

 

 

 

 

 中央選舉委員會已公告第 15任總統、副總統選舉事項，各機關(構)學校人員於選舉期間，應

確依教育基本法及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相關規定嚴守教育及行政中立，不得從事下列活動，

至有關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相關 Q＆A請至人事室網站人事法規區查詢： 

一、邀請候選人至學校演講、座談及其他助選造勢活動。 

二、為候選人在校園內張貼、散發海報、標語或傳單等競選物品。 

三、教職員工生亦不得於上班或勤務時間，從事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之活動；亦不得從事助

選活動。下班後從事上開活動，亦應自我克制。 

四、其他有違校園中立及影響校園學習環境安寧之助選活動。 

（教育部 108.10.24臺教人(一)字第 1080149303號書函） 

 【兼任教師聘任】 

依本校兼任教師聘任原則第 5點第 2項規定:「徵聘公告由各聘任系所(室、中心、學位學程)

研擬徵才內容，各該學院就徵才內容審核所列資格條件、員額屬性、經費來源等，並會知人

事室審核徵才內容文字妥適性，經行政程序簽准後，由人事室公告於本校網站上。各聘任系

所(室、中心、學位學程)如須於其他媒體管道刊登徵才公告者，應以學校網站版本公告。」

請各用人單位確實依上開規定辦理兼任教師聘任程序。 

序號 徵求校長候選人學校 遞件期限 備註 

1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108年 11月 30日前 
請詳閱本校電子公文系統/

電子公布欄，相關推薦書表

請於期限前送達徵求學校。 

2 大同技術學院 108年 12月 20日前 

3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08年 12月 2日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