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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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 1月 26日將召開本校 111年教職員工社團評鑑小組第 1次會議。 

 111年 2月 10日將舉辦本校 110年度第 2學期「新進教師座談會」。 

 因應疫情，本校春節團拜訂於 111年 2月 8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20分舉行，改採線上直

播方式舉行，直播網址: https://video.nchu.edu.tw/cpage/Spring_Festival/。屆時得

獎名單將公告於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http://person.nchu.edu.tw/)。活動程序表及摸彩

獎項逕洽附件一。 

 

 考試、任免、敘薪、兼職 

 教育部函復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有關學校校長得否擔任專任運動教練評審委員會召集

人，依該部 102 年 7 月 23 日臺教授體部字第 1020019704 號函說明四，已敘明校長不

宜擔任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評審委員會委員。(教育部 110 年 12 月 15 日臺教授體字第

1100045425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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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組織規程第 3 條、第 6 條之 2、第 11 條、第 17 條、第 28 條及第 38 條修正案，

業經教育部核定自 110 年 12 月 21 日生效及考試院核備。(教育部 110 年 12 月 21 日

臺教高(一)字第 1100150510號函及 111年 1月 14日臺教人(二)字第 1110004469號書函) 

 內政部修正國籍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7 款:刪除蒙藏委員會副委員長、委員文字。（教

育部 110 年 12 月 21 日臺教人(二)字第 1100174864 號書函） 

 教育部函以，為因應歐洲藝術教育配合歐盟學制整合已有所變動及配合大學辦理教師

持國外學歷申請審定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須依「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及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簡稱審定辦法）」等規定辦理所需，依審定辦法

第 27 條第 2 項修正「境外學位或文憑認定原則」，並自 110 年 12 月 20 日起適用。(教

育部 110 年 12 月 23 日臺教高(五)字第 1100176394 號函) 

 銓敘部重行檢討 108 年 9 月 18 日令，有關 109 年 1 月 16 日職系說明書及職組暨職系

名稱一覽表(以下簡稱一覽表)修正施行後相關職系之適用，修正補充規定第 2點為「銓

敘審定有案之職系經修正調整者，適用調整後新職系所在職組各職系，並得依一覽表

有關該新職系備註欄規定調任」。(教育部 110年12月28日臺教人(二)字第1100177720

號書函） 

 為鬆綁對於公營事業人事機構之規範、放寬人事機構與人事人員員額設置標準及調整

部分人事人員派免遷調與退休撫卹之作業程序，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修正「行政院所

屬各級人事機構人員設置管理要點」部分規定及第 4 點附表 2 及附表 3，並自 110 年

12 月 15 日生效；嗣勘誤同要點第 4 點附表 3、第 9 點附表 5 規定。（教育部人事處

111 年 1 月 3 日臺教人處字第 1100173626 號書函及 111 年 1 月 10 日臺教人處字

1110001851 號書函） 

 為配合組織規程，110年 6月 24日第 38屆校教評會第 4次會議及 110年 10月 29日

研商本校員額管理制度調整規劃會議決議，修正本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說明如下：

(本校 111年 1月 7日興人字第 1110600022A號書函)  

一、 第3條第2項：配合組織規程，原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永續能源與奈米科

技研究中心更名，分別修正為「人文社會科學前瞻研究中心」、「前瞻理工科技

研究中心」。 

二、 第3條第6項及第21條：依刑法第10條第1項規定，稱以上、以下、以內者，俱連

本數計算，茲因「以上」已包括本數，為免規定重複，爰刪除條文內之「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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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6條： 

(一) 第1項：為延攬優秀人才及對於錄取者之學術能力發展有觀察之必要，增列

本校教師聘任以專任為原則，但得以專案教師聘任。 

(二) 第2項：有鑑於新聘教師於校教評會通過聘任後常有放棄應聘情形發生，為

節省行政作業流程並使聘任單位能及時聘任合適人選，增訂於教師新聘流

程中，各單位得排序1名備取人選至校教評會審議之機制。 

四、 第19條之1：考量聘任兼任臨床醫學教師之需要，同時參酌其他學校對兼任醫學

教師送審教師資格規定，新增第2項臨床醫學兼任教師送審教師資格為於本校兼

任一學期，任教一學分以上。 

 修正本校進用專案計畫教學人員及研究人員聘任辦法，說明如下：(本校 111年 1月

7日興人字第 1110600022B號書函)  

一、 第5條第1項第1款：配合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第6條修正條文教師之新聘以

專任為原則，但得以專案教師聘任之規定，考量現行教師相關聘任法規中並無

「試聘」用語，爰刪除「擬先試聘」等文字。 

二、 第13條第1項：有關專案教師續聘規定已移至第12條，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因未

通過限期升等轉任專案教師，其續聘程序亦應依照第12條規定辦理，爰修正適

用條次。 

 修正「國立中興大學教師員額配置準則」全條文，名稱修正為「國立中興大學教師員

額管理辦法」，說明如下：(本校 111年 1月 7日興人字第 1110600030號函) 

一、 考量本規定係規範辦理本校教師員額管理的權責單位、程序等執行事項，爰將

名稱修正為「教師員額管理辦法」。 

二、 第2條： 

(一) 第1項：依目前學校員額屬性分類，增列後段規定，教師依員額屬性，區分

各學院員額或學校競爭型員額。 

(二) 第2項：原第5條第2項移列，為延攬優秀人才，新聘教師之聘任以專任教師

為原則，若對於錄取者之學術能力發展有觀察之必要時，新增但得以專案

教師聘任之規定，以提升學校競爭力。 

三、 第3條：原會計主任配合修正為主計主任，各院院長修正為各學院院長，並刪除

若干人等文字。 

四、 第5條：原第6條移列，並配合現行政府機關組織名稱，將國科會修正為科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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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增列第2項「聘任學校競爭型員額教師之單位應每年提出服務成果報告送員

額管理小組審議，成果審議不通過者，應轉為學院員額」。 

五、 第6條：原第5條移列並修正項次。 

 考績考核、訓練進修、差勤管理、保障 

 銓敘部 110年 12月 15日部法二字第 1105404525號函略以，改制為公務機關前之農

田水利會，及行政法人均係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執行特定公共事務，依據公法

所設立而具有公法上權利能力之公法人，其所屬人員從事之工作內容，與服務於政

府機關（構）、公立學校之人員同為執行公共事務，爰公務人員曾服務於改制為公

務機關前之農田水利會，及行政法人之年資，如屬全時專任性質者，自 111年 1月 1

日起，得於服務機關核計其休假日數時，採計為公務人員休假年資。(教育部 110年

12月 21日臺教人(三)字第 1100173689號書函) 

 111年 1月 12日興人字第 1100600058號書函轉致本校一、二級單位，本校為落實人

性關懷，增進員工身心健康，自 111年至 112年 7月 31日賡續委請「社團法人台中

市生命線協會」為本校員工協助方案（EAP）委外機構。 

 待遇、福利、退休、撫卹 

 行政院修正「中央機關(構)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基準表」，自 111年 1月 1日生效，

請逕至人事室最新消息(http://person.nchu.edu.tw/index.php?page=2&item=0)下載。 

(教育部 110年 9月 3日臺教人(五)字第 1100119655號函) 

 聘僱人員相關 

 教育部書函轉勞動部「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工作

資格及審查標準第 5 條之 1」解釋令(教育部 110 年 12 月 13 日臺教人(五)字第

1100171038號函)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修正「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專案計畫專任助理人員工作

酬金參考表」，並溯自 111年 1月 1日起實施。（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1年 1

月 5日臺教國署高字第 1110001709號函） 

 《性別工作平等法》修正發布第十五條、第十九條、第四十條；刪除第二十二條條文，

自公布日施行。修正重點如下： 

一、 第 15條：為促進受僱者於其配偶妊娠產檢時可參與陪伴，將現行「陪產假」修

http://person.nchu.edu.tw/index.php?page=2&item=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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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為「陪產檢及陪產假」，並由原給予 5 日增加 2 日，共為 7 日，以促進親職

責任。 

二、 刪除第 22條：不論配偶是否就業，也不再限定需有正當理由，親職雙方可自行

考量整體經濟狀況及家務分工，選擇是否同時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或家庭照顧假。 

(總統府 111年 1月 12日華總一義字第 11100001911號文) 

 

姓名 異動類別 原職單位及職務 新職單位及職務 生效日期 

林癸妙 
本機關 

調升 

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專員 

植物病理學系技正 110.12.27 

楊長春 回職復薪  總務處事務組組員 111.01.11 

畢燕萍 新進  
農藝學系 

事務助理員 
110.12.16 

廖唯能 新進  
教務處註冊組 

行政辦事員 
110.12.17 

孫明德 新進  
學務處住宿輔導組 

行政辦事員 
111.01.01 

陳佳伶 新進  
總務處事務組 

行政辦事員 
111.01.01 

劉富涵 新進  
土木工程學系 

事務助理員 
111.01.10 

周怡君 調他機關 人事室專員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人事室秘書 
111.01.12 

閻菁菁 退休 
土木工程學系 

行政組員 
 110.12.31 

翁碧玲 退休 文學院組員  111.01.16 

吳采陵 離職 
人事室 

行政辦事員 
 110.12.31 

蔡亞倫 離職 
學務處住宿輔導組 

行政辦事員 
 110.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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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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樂均 離職 

高階經理人 

碩士在職專班 

行政辦事員 

 110.12.31 

曾詠琳 離職 
物理學系 

行政辦事員 
 110.12.31 

林佳苹 離職 
研究發展處 

行政辦事員 
 110.12.31 

盧怡任 離職 
總務處事務組 

行政辦事員 
 110.12.31 

黃冠欣 離職 
化學系 

事務助理員 
 110.12.31 

賴靜宜 離職 
國際事務處 

行政辦事員 
 111.01.03 

陳俞任 離職 
總務處事務組 

行政辦事員 
 111.01.10 

 

 

 

 

 

 

序號 徵求校長候選人學校 遞件期限 備註 

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111年 1月 24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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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

設計大學 
111年 1月 24日前 

3 大同技術學院 111年 2月 25日前 

4 
法鼓學校財團法人法鼓

文理學院 
111年 3月 31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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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衛生局宣導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111年 1月 6日中市衛保字第 1110002405號函）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為提升尚未接種疫苗民眾之接種意願，完成 2

劑疫苗接種，自 111 年 1 月 5 日起至同年月 31 日前，18 歲以上民眾接種完第 1、2 劑

COVID-19疫苗，可獲得 200元(含)以下衛教品。 

 
 



 

 

 

國立中興大學 111年春節團拜線上直播 

時間:111 年 2 月 8 日(二)上午 10時 20 分 

一、 拜年 

二、 校長致詞 

三、 摸彩 

四、 禮成 

獎項 摸彩品 

校長獎 捷元筆記型電腦 1 台 

頭獎 Philips 50吋 4K 電視 1 台 

貳獎 Philips奈米級空氣清淨機 3台 

參獎 
禾聯超薄型智能掃地機 3台 

Haier 海爾藍芽無線劇院音箱 3台 

肆獎 
惠蓀林場小木屋平日住宿券 6張 

惠蓀林場能高山莊平日住宿券 6張 

伍獎 迷你筋膜槍/按摩槍 8 台 

陸獎 全家商品卡 1000元 15 份 

柒獎 7-11 商品卡 500元 30 份 

 

(直播連結請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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