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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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於 109年 3月 27日(星期五)上午 11時 10分於行政大樓 3樓第 3會議室召開本校 108學年度國

際頂尖人才遴聘審議委員會第 1次會議。 

 109年春節團拜禮品公開抽獎活動於 109年 3月 11日辦理完竣，有關獲獎名單，請至人事室網頁

-最新消息查閱(109年春節團拜禮品公開抽獎活動得獎名單)。 

 

 考試、任免、敘薪、兼職 

 「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業經教育部於 109 年 2 月 13 日以臺教人（二）字

第 1090010154B 號令修正發布，除第 10 點第 2 項及第 14 點第 2 項自 109 年 5 月 15 日生效

外，其餘規定自即日生效，本次修正情形，重點說明如下：（教育部 109.2.13 臺教人（二）

字第 1090010154C號函） 

一、即日生效之規定： 

（一）教師兼職程序：第 12點第 2項至第 4項規定，教師經營利事業機構選任為獨立董事之

日起三個月內，該機構應與學校完成簽訂產學合作及學術回饋機制契約，屆期未完成

者，該項兼職自三個月期間屆滿之次日起不生效力。 

（二）學校得免與營利事業機構建立產學合作及收取回饋金：第 4 點第 1 項第 4 款第 3 目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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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目、第 4 點第 2 項第 3 款、第 5 點第 5 項至第 7 項規定，學校得免與營利事業機

構建立產學合作關係並收取回饋金之態樣如下： 

1.承接政府機關（構）研究計畫，兼任該研究計畫職務。 

2.公營事業機構之任務編組或臨時性組織，兼任臨時性需要所設置職務。 

3.國內、國外、香港或澳門地區經學校認定具一定學術地位之學術期刊出版組織，兼任

顧問及編輯職務。 

（三）揭露機制及違規處理方式： 

1.第 5點第 4項規定，教師兼任董事、監察人或獨立董事時，學校應主動公開教師姓名、

兼職機構、團體或外國公司名稱及兼任職務等資訊。 

2.第 14點第 1項規定，學校應就教師申請兼職建立校內審核管理機制進行實質審核，違

反本原則規定之案件，應提送教師評審委員會或其他會議進行審議。 

二、109年 5月 15日生效之規定： 

（一）第 10點第 2項規定，教師兼職應事先經學校同意，如須經營利事業機構提名選任之前

置作業程序，教師於應邀提名時，應事先提出申請，並經學校書面核准，有無獲選任

該職務均應通知學校。 

（二）第 14 點第 2 項規定，違規兼職之案件，違反規定期間所支領之兼職費，應納入校務

基金運用或公務預算繳庫，並由學校列入聘約規範予以追繳。 

 教育部函轉銓敘部解釋令，有關各機關機要人員進用辦法第 5條第 6款及第 7款、第 6條第

7款及第 8款、第 7條第 6款所定學歷併同曾任相關職務年資之條件認定：其「年資」與「學

歷」並無先後關係，亦即該等「年資」非以取得「學歷」後之工作經歷為限，惟須為專職專

任年資始可採計。(教育部 109.2.15臺教人(二)字第 1090017723號函) 

 有關教育部函轉勞動部比對該部彙整公告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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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iCAP職能基準」對應關聯性一覽表案，業公告於本校電子公布

欄。（教育部 109.2.21臺教技（一）字第 1090025636號函） 

 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函以，有關學校教師因身心障礙產生工作障礙，學校及教師本人均可

向各縣市勞工相關局處申請職務再設計服務，相關資訊請參考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網站（網

址：https://www.wda.gov.tw/cp.aspx?n=2BA0753CBE348412）（教育部 109.2.25 全教總政

字第 1090000043號函）。 

 教育部函釋，國立大專校院於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6 條之 1 規定不得任用或遷調人員期間，

得否進用受委託研究計畫所需人力，基於合理限制國立大專校院校長卸任前用人權，並與教

育部 102年 10月 30日函及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第

3點之 1規定為衡平規範，如校長對此類人員之進用有裁量餘地，學校於任用法第 26條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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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不得任用或遷調人員期間，仍不得進用。(教育部 109.3.2 臺教人(二)字第 1090004564

號函) 

 教育部書函轉知銓敘部、國防部於 109 年 2 月 24 日修正發布之軍職專長與公務人員職系認

定對照表、修正總說明及對照表。(教育部 109.3.6臺教人(二)字第 1090028626號書函) 

 教育部函以，有關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相關資訊及宣導素材等相關資料已登載於 CRPD 資訊

網(http://crpd.sfaa.gov.tw)，網頁連結並增置於本校人事室網頁專區（教育部 109.3.11

臺教學（四）字第 1090030263號函）。 

 考績考核、訓練進修、差勤管理、保障 

 公務人員在公民投票（下稱公投）程序中應依公務員服務法第 5 條、第 19 條及公務人員行

政中立法（下稱中立法）整體規範意旨，除應遵守中立法第 10 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7 條規

定外，亦不得「動用行政資源」、「利用職務關係」、「影響公務執行」或「使用職銜名器」

支持或反對特定公投案（包含公投之提案、連署及投票）；又參照中立法第 9 條第 2 項規定，

所稱行政資源，係包括行政上可支配運用之公物、公款、場所、房舍及人力等（教育部 109.2.17

臺教人（一）字第 1090020275 號書函）。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即武漢肺炎）疫情，其差勤管理及防疫照顧假因應措施如下，另

同仁亦得至本校差勤系統（點選下載）瀏覽上開宣導事項，惟仍應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即指揮中心）最新公告為主： 

1.差勤管理（教育部 109.3.3 及 109.3.13 臺教人（三）字第 1090030407 號及第 1090038670 號

2 函）： 

（1） 自 109 年 2 月 27 日起調整學校人員差勤管理，如有請假出國前往「國際旅遊疫情建議

等級」第一級及第二級國家、地區（含轉機）者，依指揮中心規定，回國後需實施自

主健康管理 14 天，除因公奉派前往外，若非必要，避免前往，如仍前往者，屬可歸責

當事人情形，不核給不列入年度病假日數及考績計算之病假。如需請假，依各類人員

請假規則規定以休假、事假、病假或加班補休等假別辦理。 

（2） 自 109 年 3 月 13 日起非因公奉派出國者，返國後經衛生主管機關列為自主健康管理對

象，如需請假，回歸各類人員請假規則規定辦理。 

2.防疫照顧假（教育部 109.3.4 臺教人（三）字第 1090031443 號函）： 

（1） 配合校園因應武漢肺炎疫情停課，如有 A.照顧 12 歲以下學童（含私立及部分公立專

http://person.nchu.edu.tw/areaContent.php?areaid=40&id=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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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幼兒園之學童）、B.照顧就讀高級中等學校（含高中、高職、五專一、二、三年級）

或國民中學持有身心障礙證明子女及 C.短期補習班、幼兒園及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

等教育機構，比照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規定停課有照顧子女需求者，家長其中 1 人得請

防疫照顧假。所稱「家長其中 1 人得請防疫照顧假」係包括父母、養父母、監護人、

或其他日常生活實際照顧兒童之人（如爺爺、奶奶）。 

（2） 申請防疫照顧假不支薪，各機關不得拒絕，且不得影響考績或為其他不利處分。另除

得申請防疫照顧假外，亦得依現行各類人員所適用之請假規定以事假（家庭照顧假）、

休假或加班補休辦理。 

（3） 申請防疫照顧假時應填寫書面申請書（防疫照顧假說明表及申請書）（點選下載）並

檢附與子女親屬關係證明、子女身心障礙證明或學校或教育機構停課證明等資料送本

校人事室。 

 待遇、福利、退休、撫卹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已委託廠商製作公教員工福利措施動畫短片，內含「闔家安康團體意外

保險」、「旅遊平安險＆不便險」、「貼心相貸消費性貸款」、「築巢優利貸房屋貸款」、

「優惠商店」、「公教網路購書」、「健康 99特約醫院專業健檢」、「長期照顧保險」等，

(連結：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全球資訊網：http://www.dgpa.gov.tw-公務福利 e化平台-最

新消息區/本校人事室網頁「公務福利 e化平台」)提供同仁參考點閱 (教育部 109.2.21 臺

教人(四)字第 1090019533號書函) 。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國泰人壽規劃延長「108年至 111年全國公教員工及其親屬長期照顧保

險方案」之團險商品續保申請期限，該商品將於 109年 2月 22日屆滿周年，特延長續保受

理期限自 2月 22日起至 3月 22日止，為期一個月，相關內容可至國泰人壽官方網站「公教

人員長照服務專區」查詢。本次續保如欲提高投保等級或增加眷屬人員，須加填「呵護公教

團體長期照顧健康保險投保申請書暨健康告知聲明書」並檢附關係證明等文件，相關續保作

業請逕洽國泰人壽辦理(洽詢電話 0800-036599) ，請同仁參考利用。(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

限公司 109.3.2 國壽字第 1090030048號函)。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承作「闔家安康」-全國公教員工團體意外保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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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 1年度保險期間將於 109

http://140.120.49.139/admin/upload/WebFile%20(21).pdf
http://140.120.49.139/admin/upload/WebFile%20(21).pdf
http://140.120.49.139/admin/upload/1090003418.pdf
http://140.120.49.139/admin/upload/109000341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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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月 31日屆期，第 2年度(109年 4月 1日 0時至 110年 3月 31日 24時)擬加保者，請

填寫加入表逕向該公司辦理，洽詢電話：0900-098-889或臺中市南區專責服務中心電

話:04-23763908，請同仁參考利用(教育部 109.3.2 臺教人(四)字第 1090028627 號書函)。 

 

 聘僱人員相關 

 本校第 15屆績優技工工友及駐衛警察隊隊員選拔作業自即日起開始辦理選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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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 3 月 27日（星期五）前送

人事室彙辦（109年 3月 5日興人字第 1090600212號函）。 

 依 107 年科技部補助經費專案審查之查核建議事項，請各計畫主持人及計畫人員配合辦理下

列事項：計畫人員應於實際出差日前完成出差申請；計畫人員之薪資給付，應按月核發；計

畫主持人應定期檢核兼任助理之聘期與在學期間是否一致(本校 109.2.21 興人字第

1090600169號書函)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函以，為保障領有居留證明文件者參加全民健康保險之權益，於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疫情防治期間，依個案情節從寬認定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

細則第 8條第 2項規定之在臺居留滿 6個月之規定。（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109年 2月

14日健保承字第 1090001461號函） 

 

 

 

姓名 異動類別 原職單位及職務 新職單位及職務 生效日期 

盧敏敏 離職 住宿輔導組行政辦事員  109.02.17 

黃雅芹 新進  
教學資源暨發展中心行

政組員 
109.02.17 

王鈞儀 離職 國際事務處行政辦事員  109.02.29 

林宜亭 離職 國際事務處行政辦事員  109.02.29 

林怡如 離職 註冊組行政辦事員  109.02.29 

林秀芳 平調 秘書室行政議事組組員 副校長室組員 109.03.01 

http://140.120.49.139/admin/upload/WebFile%20(24).pdf
http://person.nchu.edu.tw/admin/upload/%E7%B8%BE%E5%84%AA%E6%8A%80%E5%B7%A5%E5%B7%A5%E5%8F%8B%E5%8F%8A%E9%A7%90%E8%A1%9B%E8%AD%A6%E5%AF%9F%E9%9A%8A%E9%9A%8A%E5%93%A1%E6%8E%A8%E8%96%A6%E8%A1%A8109.doc
http://nchodap21.edoc2.nchu.edu.tw/TB_A/(S(ryvmowznr3rywen1wcl1jdpz))/TB1/TBI130.htm?SAMLart=91a40d04-b95b-4626-a04d-384a349254ad&rtnObj=lbReturnValue&BulletinId=10900636&SeqNo=1&BulletinNum=281
http://nchodap21.edoc2.nchu.edu.tw/TB_A/(S(ryvmowznr3rywen1wcl1jdpz))/TB1/TBI130.htm?SAMLart=91a40d04-b95b-4626-a04d-384a349254ad&rtnObj=lbReturnValue&BulletinId=10900636&SeqNo=1&BulletinNum=281
http://nchodap21.edoc2.nchu.edu.tw/TB_A/(S(ryvmowznr3rywen1wcl1jdpz))/TB1/TBI130.htm?SAMLart=91a40d04-b95b-4626-a04d-384a349254ad&rtnObj=lbReturnValue&BulletinId=10900636&SeqNo=1&BulletinNum=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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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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佩玲 平調 秘書室校友中心書記 秘書室文書組書記 109.03.01 

陳顗名 平調 副校長室行政組員 校友中心行政組員 109.03.01 

陳孟玉 平調 秘書室行政組員 
秘書室行政議事組行政
組員 

109.03.01 

陳翔惠 平調 
秘書室媒體公關組行政辦
事員 

秘書室行政辦事員 109.03.01 

 張嘉薇 平調 秘書室文書組行政組員 
秘書室媒體公關組行政
組員 

109.03.01 

劉湘婷 新進  國際事務處行政辦事員 109.03.01 

黃品慈 新進  國際事務處行政辦事員 109.03.01 

朱芮蓁 新進  國際事務處行政辦事員 109.03.01 

馮浩峻 新進  教務處行政組員 109.03.01 

陳淑麗 新進  
通識教育中心行政辦事

員 
109.03.01 

藍啟峰 新進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技士 
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

技佐 
109.03.02 

鄭怡君 新進  人事室行政辦事員 109.03.02 

許育誠 新進  
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

副技術師 
109.03.02 

張家熏 退伍 學生安全輔導室軍訓教官  109.03.17 

倪芷菁 退休 
創新產業暨國際學院臨時
專任人員 

 109.03.31 

 

 

 

 

 

 

 

序號 徵求校長候選人學校 遞件期限 備註 

1 明道學校財團法人明道大學 109年 3月 31日下午 5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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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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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教人員退休制度 Q&A  

為利同仁瞭解年金改革後退撫制度之變革，自 10903 期人事Ｅ報起，連續六期，推出

重要退休制度 Q&A，如同仁有任何疑義，歡迎逕洽人事室三組，將竭誠為您服務。 

鄭小姐：分機617，E-MAIL：khcheng0410@dragon.nchu.edu.tw(文、農資、理學院及行政單位) 

楊小姐：分機649，E-MAIL：yenyen@dragon.nchu.edu.tw(工、生命、獸醫、管理、法政、電資及其他教學研究單位) 

羅小姐：分機303，E-MAIL：ching646@dragon.nchu.edu.tw 

參考法規： 

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以下簡稱教)   
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施行細則(以上簡稱教細) 

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以下簡稱公) 

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施行細則(公下簡稱公細) 

http://person.nchu.edu.tw/personal.php
mailto:khcheng0410@dragon.nchu.edu.tw
mailto:yenyen@dragon.nchu.edu.tw
mailto:ching646@dragon.nchu.edu.tw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50049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5005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S0080034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S008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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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教員工福利措施動畫短片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全球資訊網：http://www.dgpa.gov.tw-公務福利 e化平台-最新消息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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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興健康講堂 

為帶動健康樂活的校園風氣，本校學生事務處健康及諮商中心於 108學年度第 2學期辦理興

健康講堂活動，有關活動詳細資訊及報名規定，請同仁參閱本校學生事務處/健康及諮商中心

/最新消息網頁(網址：https://www.osa.nchu.edu.tw/osa/hac/)，活動如下： 

 

 

https://www.osa.nchu.edu.tw/osa/ha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