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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人事服務電子（e）報 

100年 08月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人事室編印 
「人事服務電子報」（簡稱人事 e報），內容涵蓋、教職員喜訊、每月知新、法令宣導、

人事動態、環保節能、生活知識、各類活動訊息等。各單位如有須同仁瞭解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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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h@nfu.edu.tw） 

壹、 教職員喜訊 

恭賀校工程學院材料科學與工程系黃和悅老師，奉教育部核定自 100年 02月 01

日起升等為副教授。 

貳、 每月知新 

一、教師校外兼課須徵得原校同意係依教育部規定辦理，請各聘任單位務必在最低

一級教評會審議通過後並於擬聘兼任教師任職學校開學日前，免會本室逕自發

文徵詢，以保障兼任教師之權益（本學期開學再在即，請各系所聘任公立機關

及公私立學校人員來校擔任兼任教師且未發函同意者，儘速辦理徵求同意）。 

二、新增本校特約機構-格蘭英語短期補習班(雲林縣虎尾鎮和平路一號二樓) 

特約項目： 

（一）成人部課程之報名(含)一期以上者，學費享有學費九折。 

    ◎成人正音會話班 ◎進階會話班 ◎高階全外師會話班 

◎(初、中、中高級)英檢班 ◎多益證照班 

（二）兒童部課程之報名(含)一期以上者，學費享有學費九折。 
◎ 幼兒全外師口說班 ◎小一小二半日美語全美班 

◎ 大兒童發音 ABC班 ◎大兒童進階班 
◎ 國中文法、寫作班 ◎高階全外師口說班 
◎ (初、中、中高級)英檢班 

三、新增本校特約機構-弋果美語(雲林縣虎尾鎮林森路 2段 369號 5樓) 

特約項目：特約項目：課程 95折優待 

四、100學年度來臨前，請系上轉知兼任教師填寫「兼任教師勞工退休金提繳暨納

保調查表」，並請於 100年 09月 05日前經系上用印後擲回人事室辦理。本案

因攸關兼任教師納保權益，請務必於 100學年度上學期開課日前將相關資料擲

回人事室辦理，謝謝！如有任何問題可洽本室劉靜琪小姐，分機 5269 

五、單位聘請計畫專任助理時，請注意須先簽陳校長核准後再行通知人員到職辦理

報到，以確保報到人員權益，請勿在未經完成簽核程序即自行通知人員到職。 

參、 人事法令宣導 

一、考試、任（聘）免、敘薪、兼職： 

（一）函轉教育部函釋國立大學得否聘任系所主管之配偶擔任該學系兼任教師一

案。（本校 100年 8月 2日虎科大人字第 10000047230號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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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校修正通過之教師升等提送各級教評會資料檢核表，請至本室網站

http://personnel.nfu.edu.tw/ezfiles/8/1008/img/114/sc3-1-3.doc查

閱。（本校 100年 8月 2日虎科大人字第 1000004590號函） 

（三）本校專任教師提敘薪級作業流程表，請至本室網站

http:///ezfiles/8/1008/img/114/down5-22.doc查閱。（本校 100年 8月 2

日虎科大人字第 1000004600號函） 

（四）行政院修正「進用身心障礙人員作業要點」，並自100年7月18日生效。 

(本校100年7月18日院受人力字第1000043919號函) 

二、考績考核、訓練進修、差勤管理、國民旅遊卡： 

（一） 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實施要點第 4點所稱與業務相關之學習時數，係指不包含

休閒、娛樂、體適能等與業務無相關之課程時數。(教育部人事處 100 年 7

月 28日臺人處字第 1000126325號書函) 

（二） 財團法人愛盲基金會所屬 4家「愛盲護康按摩會館」共有臺北市內湖店、復

興店、民權店與文山店業經交通部觀光局遴選為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請鼓

勵同仁多加利用，以協助視障人士持續就業及收入穩定。(100 年 7月 28日

虎科大人字第 10000047070號函) 

（三） 中華民國全國公務人員協會業於民國 98年 10月 2日成立，會址設於臺北市

信義區永吉路 120巷 81弄 1號 4樓。該協會為增進公務人員福祉，已開辦公

務人員福利相關事項，如有需要，請逕洽該協會了解（聯絡電話：

02-27673936、網址：http://www.ncsa.org.tw）。(100年 8 月 2日虎科大

人字第 10000047870號函) 

（四） 100年 8月 3日(星期二)下午 2時至 4時假行政大樓 6樓第一會議室辦理「多

益測驗 225分初階級拿分要點」專題演講，特別邀請 ETS台灣區代表邱愉湘

經理擔任講座，教導同仁多益測驗基本拿分要點，同仁參與情形踴躍，活動

圓滿達成。 

（五） 100年 8月 11日(星期四)、8月 17日(星期三)、8月 18日(星期四)及 8月

24日(星期三)共 4天下午 2時至 4時假行政大樓 6樓簡報室辦理國外洽公旅

行英語研習，邀影本校應用外語系吳偉西助理教授擔任講座，教導同仁旅遊

洽公常用英語，培養同仁出國基本語言能力，請同仁踴躍前往參加。 

三、待遇福利、退休撫卹、公保健保、文康活動： 

(一) 「青年安心成家作業規定」第 18、第 19點附表 3規定，業經內政部於 100年

6月 24日以台內營字第 1000111354號令修正發布，請 查照並轉知。(100年

7月 12日虎科大人字第 10000043650號函)。 

(二) 公務人員住宅及福利委員會自即日起至 100年 9月 30日辦理「百年送好禮，

福利真便利」活動，請 查照並鼓勵同仁參與活動：依據教育部 100 年 7 月

21日臺人(二)字第 1000123515號書函轉公務人員住宅及福利委員會 100年 7

月 12 日住福企字第 1000301880 號函辦理。(100 年 7 月 25 日虎科大人字第

1000004577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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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銓敘部令釋，有關公務人員退休法施行細則第 9條所稱承攬政府業務之團體、

個人之適用範圍一案，公務人員退休法施行細則第 9條所稱承攬政府業務之團

體、個人，指該團體或個人僅以承攬政府機關（構）業務為業務範圍；至若該

團體或個人之業務範圍包含承攬其他非政府機關（構）業務，則非屬上開所稱

承攬政府業務之團體、個人。各退撫給與發放機關對於擇(兼)領月退休金之退

休公務人員再任上開所稱承攬政府業務之團體、個人所僱用之職務者，應依前

開規定覈實查核該團體或個人所承攬之業務情形，並據以辦理所屬退休人員再

任之停發月退休金及停止優惠存款利息等事宜。(100年 7月 26日虎科大人字

第 10000046590號函) 

(四)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書函，有關總統勉勵全國軍公教員工謹記「公僕加薪，加倍

用心」，努力提升為民服務品質一案。(100 年 7 月 12 日虎科大人字第

10023004220號函)。 

(五)為配合「全國軍公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申請暨稽核系統」100學年度第 1學期

申請資料報送時程，請本校同仁自 100年 8月 31日上午 9:00起至 100年 9月

21 日下午 17:00 於本校子女教育補助系統線上申請並將子女教育補助費申請

表依限送至人事室辦理。(100年 7月 26日虎科大人字第 10023004400號函)。 

肆、 本校人事異動 

異動情形 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生效日期 備註 

離職 資訊工程系 計畫專任助理 鄭雅文 100.7.15  

離職 自動化工程系 博士後研究員 鄧雲峰 100.7.15  

離職 自動化工程系 計畫專任助理 吳家鴻 100.7.15  

到職 生物科技系 計畫專任助理 張慧君 100.7.15  

到職 資訊工程系 計畫專任助理 彭華玉 100.7.18  

到職 資訊管理系 計畫專任助理 鄭皓瀚 100.7.27  

升等 
工程學院材料科學與

工程系 
副教授 黃和悅 100.2.1  

兼任 
工程學院機械與電腦

輔助工程系 
系主任兼所長 楊東昇 100.8.1  

免兼 
工程學院機械與電腦

輔助工程系 
系主任兼所長 呂淮熏 100.8.1  

兼任 

工程學院動力機械工

程系兼機械與機電工

程研究所 

系主任兼所長 謝宜宸 100.8.1  

免兼 

工程學院動力機械工

程系兼機械與機電工

程研究所 

系主任兼所長 黃俊德 1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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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 
電資學院電子工程系

兼所長 

系主任兼所長 
沈自 100.8.1  

免兼 
電資學院電子工程系

兼所長 

系主任兼所長 
閔庭輝 100.8.1  

免兼 

工程學院飛機工程系

兼航空電子科技研究

所 

系主任兼所長 楊世英 100.9.1  

兼任 

工程學院飛機工程系

兼航空電子科技研究

所 

系主任兼所長 鄭仁杰 100.9.1  

新進 
工程學院機械與電腦

輔助工程系 

助理 

教授 
張銀祐 100.8.1  

新進 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級約聘

教學人員 
張喨筑 100.8.1  

離職 管理學院企業管理系 助理教授 陳宜伶 100.8.1  

離職 文理學院休閒遊憩系 教授 林子平 100.8.1  

離職 電資學院光電工程系 教授 劉建宏 100.8.1  

退休 電資學院電子工程系 副教授 鄭瑩慧 100.8.1  

退休 電資學院電機工程系 副教授 林國煌 100.8.1  

退休 
工程學院機械與電腦

輔助工程系 
副教授 呂淮熏 100.8.1  

退休 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劉慧華 100.8.1  

到職 體育室 約用雇員 黃伊萱 100.7.1  

到職 電算中心 專案資訊人員 王姵婷 100.7.1  

到職 教學業務組 約用雇員 謝坤霖 100.7.4  

到職 語言中心 約用助理員 林佩姿 100.7.15  

離職 體育室 約用雇員 蔡仁祥 100.7.1  

離職 語言中心 約用助理員 洪珮凌 100.7.7  

離職 會計室 約用雇員 曾士碩 100.7.16  

伍、 生活知識 

炎炎夏日來臨了，夏天除了戲水之外，還要特別注意不要中暑囉，相信每

個人都知道戲水就該到墾丁、童玩節及游泳池，但是，中暑該如何預防大家知

道嗎，不知道也沒關係，本室特地蒐集了預防中暑之相關資訊如下，希望幫助

大家在炙熱的暑假裡也能玩的開心、安心與放心喔！ 

預防中暑有 4招!「躲太陽、補水分、勤防曬、要通風」(發佈日期 2011/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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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端午節過後，時序進入炎熱夏天！近年夏天氣溫屢創新高，中暑急診就

醫人次亦逐年增加，國民健康局提醒民眾，應減少暴露於高溫，確實做好預防

中暑方法：「躲太陽」、「補水分」、「勤防曬」、「要通風」。 

依據衛生署「即時疫情監視及預警系統」，匯集全國 177家醫院急診即時資料顯

示：歷年來每年七、八月是中暑高峰期（圖一），且中暑就診人次逐年遞增，99

年高達 1510人次。今年 1月 1日至 6月 26日為 514人次，去年同期為 342人

次，增加 172人次。今年自 6月上旬起迄今，每天中暑人數開始逐漸增加，隨

著氣溫持續攀升，接下來的 7月與 8月，預期將會有更多人中暑，更需要加強

防範中暑。 

易中暑高危險群，包括：老人、嬰兒及幼童、病患（包括心臟病、高血壓患者

及正在使用藥物治療者）、工作過勞者或運動者、體重過重者，需小心避免中暑。

國民健康局提供 4個預防中暑的方法供民眾參考： 

一、躲太陽： 

選擇早晨和傍晚時間，進行戶外活動，並適時選擇陰涼處休息；注意氣象報告，

避免於大太陽底下運動，尤其在上午 10時至下午 2時。 

二、補水份： 

隨身攜帶白開水，隨時補充水分，不管身體是靜態或在運動，室內或戶外，都

要注意補充水分，而且不要等到覺得渴了才喝水，最好每小時就喝 2杯到 4杯

（1杯等於 240cc）的涼水。為減少體液流失，避免喝含有酒精或含糖飲料。為

避免胃痛，避免喝太冰的飲料或水。 

三、勤防曬： 

穿著輕便、淺色、寬鬆、透氣的衣服，在戶外應撐陽傘、戴寬邊或通風的遮陽

帽子及太陽眼鏡，外出前 30分鐘應先擦防曬乳液。 

四、要通風： 

選擇通風或有風扇、空調地方（例如:公共圖書館、購物商場）；勿將嬰兒、兒

童、寵物單獨留置於汽車內。 

中暑初期，會身體感覺很熱、皮膚乾且發紅、體溫升高、心跳加快、呼吸加快，

嚴重者會出現無法流汗、頭昏、頭痛、噁心、嘔吐，甚至神智混亂、抽筋、昏

迷等症狀。民眾如果發生疑似中暑症狀，應儘速移離高熱環境，設法降低體溫。 

國民健康局提供五個步驟供民眾參考：  

一、蔭涼：儘快移至蔭涼地方 

二、脫衣：鬆脫身上衣物 

三、散熱：用水擦拭身體及搧風 

四、喝水：提供加少許鹽的冷開水或稀釋之電解質飲料。 

五、送醫：儘快送醫處理（可撥打 119）。 
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網站> 

網址：http://www.doh.gov.tw/CHT2006/index_populace.aspx  

路徑位置：首頁>新聞公告>焦點新聞>100年衛生署新聞>100年 07月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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