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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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 8月 6日下午 2時於本校圖書館 6樓會議廳辦理本校 109年員工協助方案專題講座第 1場

次-「有情緒不勒索-談華人情緒管理與溝通」，參加人數共計 69人。 

 109年 8月 11日下午 2時於本校圖書館 7樓國際會議廳舉辦 109年度行政業務研討會，參加人數

共 194人。 

 109年 8月 19日上午 8時 50分於圖書館 6樓會議廳辦理新進教師行政服務座談會。 

 訂於 109年 8月 31日上午 10時於行政大樓二樓第 2會議室召開「關懷身心障礙員工座談會」，

相關報名表及建議表請於 109年 8月 26日前送人事室彙辦。 

 第 6屆第 5次勞資會議暨第 7屆第 5次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會議預訂於 109年 9月中旬召

開，如有建議請逕送勞工代表協助提案。 

 

 考試、任免、敘薪、兼職 

 教育部書函轉內政部函，為配合《公務員懲戒法》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組織法》之修正，

將「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修正用字為「懲戒法院法官」，以符合法條用語之一致性，有關

宣誓條例第 2條條文，業奉總統 109年 6月 10日華總一義字第 10900064871號令修正公布。

(教育部 109.06.29臺教人(一)字第 1090093142號函) 

 教師法施行細則業經教育部於 109 年 6 月 28 日以臺教師（三）字第 1090084128B 號令修正

發布。(教育部 109.06.28臺教師(三)字第 1090084128E號函) 

 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業經教育部於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28 日以臺教人（一）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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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90079567B號令修正發布。(教育部 109.06.28臺教人(一)字第 1090079567E號函) 

 銓敘部、考選部於 109年 8月 3日會銜發布「應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二等考

試刑事警察人員數位鑑識組考試及格人員，經依依法考試及格人員考試類科適用職系對照表

附則 6規定，認定其考試類科適用資訊處理職系」。(教育部 109.08.07臺教人(二)字第

1090113438號書函) 

 本校組織規程第 3 條修正案業經教育部核定，並自 109 年 8 月 1 日生效。(本校 109.08.13

興人字第 1090014105號書函) 

 考績考核、訓練進修、差勤管理、保障 

 有關行政院於109年7月15日修正發布「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

第2條、第3條、第6條一案，本次修正重點如下(教育部109.07.21臺教人（三）字第1090102954

號書函)： 

(一) 第2條：配合修正引述法規之名稱。 

(二) 第3條：刪除有關不予續聘僱及終止聘僱之規定。 

(三) 第6條：配合現行省政府已虛級化及行政院組織調整，修正聘僱人員給假另作特別規定

之核定機關。 

 有關行政院修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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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點、

第7點、第11點，並自109年7月17日生效一案，查本次修正要點係依109年6月10日修正公布，

並自109年7月17日施行之懲戒法院組織法及公務員懲戒法，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更名為懲戒法

院，爰酌作修正。(教育部109.07.24臺教人（三）字第1090104676號書函) 

 教育部書函以，重申公務人員於留職停薪期間仍具公務人員身分，不得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相

關規定一案。(教育部109.07.24臺教人（三）字第1090105603號書函) 

 教育部轉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下稱保訓會)函以，為強化行政中立觀念，請本校同仁

踴躍上網學習公務人員行政中立及公務倫理數位課程，且為鼓勵上網學習公務人員行政中立

及公務倫理相關課程，自即日起至109年內，凡至「e等公務園+學習平臺」文官e學苑加盟專

區完成「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與實務」課程，經線上成績評量達90分以上者，即可參加個人

獎抽獎；另各機關有15人以上完成上開數位課程，且評量成績均及格者，即可參加團體獎抽

獎，保訓會將於110年1月間辦理抽獎，並致贈行政中立宣導品。(教育部109.07.29臺教人（一）

字第1090109334號函) 

 查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於107年12月13日修正施行，監察院為達積極多元宣導說明新制

內容，並考量109年囿於新冠肺炎防疫避免大型集會，爰錄製相關宣導影片共6部，請本校協

助宣導一案。(教育部109.07.31臺教政（一）字第1090109552號函) 

https://sunshine.cy.gov.tw/News.aspx?n=29&sms=8865&_CS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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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本校教師兼任行政職務者，109學年起國民旅遊卡（下稱國旅卡）新制宣導一案，重點

說明如下(本校109.8.3興人字第1090600816號書函)： 

(一) 刷卡日不限休假日，放寬週休2日或下班時間可刷卡，但仍應注意遵守辦公紀律，不得

於執行職務期間刷卡消費。 

(二) 可購買儲值性商品（如餐券、住宿券等）及珠寶。 

(三) 如有不符合補助規定之商品（如已請領差旅費、辦公費、業務費或其他公款者），則不

得重複請領國旅卡補助費，請自行運用國旅卡檢核系統「註記不核發交易」之功能，刪

減不符合規定（或不申請補助）之刷卡項目後，再行辦理後續補助費申請事宜，以免觸

犯貪汙治罪條例。 

(四) 本人、配偶或直系血親因身心障礙、懷孕或重大傷病，於學年確實無法參加觀光旅遊，

依程序經本校簽准認定者，得變更為均屬自行運用額度。 

(五) 按其行業別分別核實併入觀光旅遊額度或自行運用額度之補助範圍，惟觀光旅遊額度超

過新臺幣（下同）8,000元，自行運用額度未滿8,000元時，觀光旅遊額度超過之金額可

作為請領自行運用額度之金額。 

(六) 經查獲「真刷卡、假消費」，將追究刑事及行政責任，並追繳國民旅遊卡補助費。 

(七) 本校常見刷卡錯誤態樣： 

1. 在網上透過第3方（如Booking、agoda等）支付刷卡消費。 

2. 在有住宿的飯店（旅店、酒店）用餐，誤以為一定屬於旅宿業消費。業者有營業成本考

量，可能採外包給他人經營，消費前請務必向業者確認清楚。 

3. 誤以為加油屬於觀光旅遊額度。交通部觀光局考量「加油站業」與觀光旅遊較無直接相

關，如納入恐有排擠效應，爰規劃為自行運用額度。 

4. 到非國旅卡特約商店刷卡消費。 

5. 非持永豐商業銀行之國旅卡（本校特約銀行）刷卡消費。 

6. 誤以為國外旅遊可以補助。 

7. 漏注意行業別，誤以為刷滿16,000元即可。 

 待遇、福利、退休、撫卹 

 108年至 111年全國公教員工旅遊平安卡優惠方案修正之要保書及宣傳 DM，請同仁多加參考

利用。(教育部 109.07.15臺教人(一)字第 1090102818號書函) 

 中華民國全國公務人員協會與保誠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所簽並委由精聯保險經紀人股份

有限公司負責推廣及服務之「保誠團險專案」，專案保障內容包含意外傷害險、定期壽險、

防癌險、住院醫療、手術醫療及重大疾病健康保險等，請同仁參考利用。(教育部 109.07.17 

http://140.120.49.139/admin/upload/WebFile%20(32).pdf
http://140.120.49.139/admin/upload/WebFile%20(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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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教人(一)字第 1090103727號書函) 

 教育部公務人員協會與晨陽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簽訂「新專案公務人員自費團體保險」

及汽機車「強制險專案」;另推薦新光人壽「五動富貴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方案和公務人

員 APP「中央福利社」專屬福利網，請同仁參考利用。(教育部公務人員協會 109.08.05教

協字第 1090000060號函) 

 聘僱人員相關 

 教育部書函轉勞動部之「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一款工作資

格及審查標準」(教育部 109.08.07臺教人(四)字第 1090112447號函) 

 為落實勞動基準法第 23條按月核發薪資作業，本校自即日起於「計畫助理聘任管理系統」新

增未報薪資紀錄查詢功能，預計於 109年 10月 1日起正式實施。 

 

 

姓名 異動類別 原職單位及職務 新職單位及職務 生效日期 

勞芝瑜 離職 健康及諮商中心社工師  109.07.17 

曾銘景 離職 農藝學系事務助理員  109.07.19 

鄭群蓉 到職  校友中心行政辦事員 109.07.30 

杞怡貞 離職 健康及諮商中心輔導老師  109.07.31 

陳彥龍 離職 獸醫教學醫院住院醫師  109.07.31 

蔡宛芸 離職 獸醫教學醫院住院醫師  109.07.31 

李聞笙 離職 獸醫教學醫院住院醫師  109.07.31 

劉品辰 離職 獸醫教學醫院總醫師  109.07.31 

蔡珮珊 離職 獸醫教學醫院助理技術師  109.07.31 

林序昕 離職 獸醫教學醫院實習醫師  109.07.31 

http://140.120.49.139/admin/upload/WebFile%20(21).pdf
http://140.120.49.139/admin/upload/WebFile%20(30).pdf
http://140.120.49.139/admin/upload/WebFile%20(30).pdf
http://nchodap21.edoc2.nchu.edu.tw/TB_A/(S(zbnh2erdbxb22dxf5tj1cwyk))/TB1/TBI130.htm?SAMLart=444f748a-8aa8-484b-aeff-a340119ddcaf&rtnObj=lbReturnValue&BulletinId=10902990&SeqNo=6&BulletinNum=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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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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昱謙 離職 獸醫教學醫院實習醫師  109.07.31 

賴彥翔 離職 獸醫教學醫院實習醫師  109.07.31 

盧貞學 離職 獸醫教學醫院實習醫師  109.07.31 

柯喬偵 離職 獸醫教學醫院實習醫師  109.07.31 

林育如 離職 獸醫教學醫院實習醫師  109.07.31 

江舒璠 離職 獸醫教學醫院實習醫師  109.07.31 

楊謦瑜 新進  
文學院外國語文學系專任助

理教授 
109.08.01 

陳櫻珊 新進  文學院全職專案助理教授 109.08.01 

邱琬貽 新進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農藝學

系專任助理教授 
109.08.01 

呂冠儒 新進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生物科

技學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 
109.08.01 

王世明 新進  
工學院機械工程學系專任教

授 
109.08.01 

石武融 新進  
工學院土木工程學系專任助

理教授 
109.08.01 

黃盟元 新進 
文化大學園藝暨生物技術
學系專任副教授 

生命科學院生命科學系專任

副教授 
109.08.01 

林玉儒 新進  
生命科學院生命科學系專任

助理教授 
109.08.01 

莊銘豐 新進  
生命科學院生命科學系專任

助理教授 
109.08.01 

葉顓銘 新進  
生命科學院分子生物學研究

所專任助理教授 
109.08.01 

林琦然 新進  
生命科學院分子生物學研究

所專任助理教授 
109.08.01 

劉俊宏 新進  
生命科學院基因體暨生物資

訊學研究所專任副教授 
109.08.01 

陳喬恩 新進 
國立中正大學電機工程系
教授 

電機資訊學院電機工程學系

專任教授 
109.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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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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智傑 新進 
淡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專任助理教授 

管理學院資訊管理學系專任

助理教授 
109.08.01 

林義挺 新進  
管理學院企業管理學系專任

助理教授 
109.08.01 

紀和均 新進  
法政學院國家政策與公共事

務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 
109.08.01 

劉品辰 新進  
獸醫學院獸醫學系全職專案

助理教授 
109.08.01 

古山吉 新進  
通識教育中心全職專案助理

教授 
109.08.01 

胡偉帆 辭職 
理學院應用數學系專任副
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數學系專任副

教授 
109.08.01 

李慶鴻 辭職 
工學院機械工程學系專任
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專任教授 109.08.01 

蘇義淵 轉任 
法政學院法律學系專任助
理教授 

法政學院法律學系專案助理
教授 

109.08.01 

蔡曉萍 轉任 
電機資訊學院通訊工程研
究所專任助理教授 

電機資訊學院通訊工程研究
所專案助理教授 

109.08.01 

林寶源 到職  健康及諮商中心輔導老師 109.08.01 

鄭婉清 到職  獸醫教學醫院住院醫師 109.08.01 

陳姿安 到職  獸醫教學醫院實習醫師 109.08.01 

劉又寧 到職  獸醫教學醫院實習醫師 109.08.01 

曾紹芸 到職  獸醫教學醫院實習醫師 109.08.01 

陳宣佑 到職  獸醫教學醫院實習醫師 109.08.01 

施冠瑜 到職  獸醫教學醫院實習醫師 109.08.01 

林庭君 到職  獸醫教學醫院實習醫師 109.08.01 

張哲鈞 到職  獸醫教學醫院實習醫師 109.08.01 

洪 靜 到職  獸醫教學醫院實習醫師 109.08.01 

施麗玉 退休 應用經濟學系副教授  109.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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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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圖信 退休 化學系教授  109.08.01 

呂東苗 退休 土木工程學系教授  109.08.01 

張明添 退休 土木工程學系副教授  109.08.01 

黃慈玲 退休 環境工程學系助教  109.08.01 

薛顯宗 退休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109.08.01 

陳建華 退休 分子與生物學研究所  109.08.01 

沈玄池 退休 
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
所 

 109.08.01 

黃螢螢 新進 臺中市中區區公所助理員 總務處資產經營組辦事員 109.08.03 

廖淑芳 退伍 學務處學生安全輔導室  109.08.12 

盧婉萱 退伍 學務處學生安全輔導室  109.08.12 

林政憲 到職  人事室行政辦事員 109.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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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 8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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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109年 9月 4日下午 5時前 

3 明道學校財團法人明道大學 109年 9月 25日下午 5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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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專任教師兼職兼課處理要點修正重點 
自10908期人事Ｅ報起，連續三期，推出教師兼職處理要點修正重點說明，如同仁有任何疑義，

歡迎逕洽人事室一組，將竭誠為您服務。  

盧先生：分機648，E-MAIL：iben1208@dragon.nchu.edu.tw  

粘小姐：分機302，E-MAIL：nien2015@dragon.nchu.edu.tw  

參考法規：  

公立各級學校教師兼職處理原則 

國立中興大學專任教師校外兼職、兼課處理要點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30281&KeyWord=%e6%95%99%e5%b8%ab%e5%85%bc%e8%81%b7
http://person.nchu.edu.tw/admin/upload/(1090605%E7%AC%AC89%E6%AC%A1%E6%A0%A1%E5%8B%99%E6%9C%83%E8%AD%B0%E9%80%9A%E9%81%8E)%E5%9C%8B%E7%AB%8B%E4%B8%AD%E8%88%88%E5%A4%A7%E5%AD%B8%E5%B0%88%E4%BB%BB%E6%95%99%E5%B8%AB%E6%A0%A1%E5%A4%96%E5%85%BC%E8%81%B7%E5%85%BC%E8%AA%B2%E8%99%95%E7%90%86%E8%A6%81%E9%BB%9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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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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校長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辦法、國立中興大學校長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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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1762
http://person.nchu.edu.tw/admin/upload/%E5%9C%8B%E7%AB%8B%E4%B8%AD%E8%88%88%E5%A4%A7%E5%AD%B8%E6%A0%A1%E9%95%B7%E6%95%99%E6%8E%88%E5%89%AF%E6%95%99%E6%8E%88%E5%BB%B6%E9%95%B7%E6%9C%8D%E5%8B%99%E8%A6%81%E9%BB%9E(1070615).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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