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人事服務電子（e）報 

102年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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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el@nfu.edu.tw） 

壹、 教職員喜訊 

一、 恭賀本校文理學院多媒體設計系羅見順老師，奉教育部核定自 102 年 02

月 01 日起升等為副教授。 

二、 恭賀本校體育室蔡協哲老師，奉教育部核定自 102 年 08 月 01 日起升等為

助理教授。 

貳、 每月新知 

一、 時藝多媒體傳播股份有限公司（旺旺中時媒體集團所屬子公司）辦理「國家

地理 125 年經典影像大展活動」教師購票優惠，相關資訊、展出活動及內容

請逕至該公司官方網站：http://www.mediasphere.com.tw/NGM125/查詢。 

二、 全國公教員工網路購書優惠方案承作廠商學思行數位行銷股份有限公司(讀

冊生活網路書店)，規劃本(102)年 9 月份優惠書展活動(展期：9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 ) ， 相 關 活 動 可 參 酌 該 公 司 網 址 ( 網 址 ：

http://140.130.11.28/nfuweb/Feptemp/102/09/24/0024/506674F7_01415

94A00_ATTCH1.html)。 

三、 教育部公務人員協會為關心同仁醫療保障，特洽請保誠人壽提供團體保險優

惠福利專案，本校教職員暨眷屬均可加保。本專案內容請參考教育部退休人

員協會網站(http://www.csa.edu.tw/)首頁右側→250 團險優惠專區。 

參、法規訂定或修正 

一、「退休(伍)軍公教人員年終慰問金發給辦法」業經行政院於 102 年 9 月 5日

以院授人給字第 10200470391 號令訂定發布施行，相關辦法可參酌人事室網

站(網址：

http://personnel.nfu.edu.tw/files/14-1008-32996,r407-1.php)。(本校

102 年 9 月 14 日虎科大人字第 10200071340 號書函) 

 

肆、人事法令宣導 

一、考試、任（聘）免、敘薪、兼職、政風： 

 



（一）釋示大專院校教職人員可否應邀參加校內協（學）會團體舉辦之飲宴應酬活

動案(本校 102 年 10 月 7 日虎科大人字第 1020008000 號書函) 

二、考績考核、訓練進修、差勤管理、國民旅遊卡： 

（一） 行政院主計總處為協助各機關辦理內部控制制度自行評估作業，業於行政

院人事行政總處公務人力發展中心「e 等公務園」學習網開設「內部控制制

度自行評估研習班」數位課程，請同仁踴躍上網選讀。(本校 102 年 9 月 30

日虎科大人字第 10200077250 號函) 

（二）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糧署為打造臺灣在地米食感動人心與勵志鼓舞的優質

臺灣米形象，辦理「2013臺灣米博覽會」之「米力臺灣穀舞人生-微電影徵

件」，活動相關活動訊息請上「2013台灣米博覽會」官網(網址：

http://www.2013taiwanrice.com.tw)查詢，請同仁踴躍參加。(本校102年

9月30日虎科大人字第10200077270號函) 

（三） 國家文官學院「文官ｅ學苑」自即日起提供認證時數上載行政院環境保護

署「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網」之服務，請鼓勵同仁多加利用。(本校 102 年 10

月 16 日虎科大人字第 10200082380 號函) 

（四） 公益信託星雲大師教育基金主辦、佛光大學承辦之「2013 第二屆星雲教育

獎」已開始接受推薦至 11 月 15 日止，歡迎推薦符合本獎項宗旨與資格之

優秀教師參與遴選。(本校 102 年 10 月 9 日虎科大人字第 10200080420 號

函) 

三、待遇福利、退休撫卹、公保健保、文康活動： 

（一）為落實「公僕好體能、行政好效能」，爾後本校各單位召開會議及辦理活

動，請避免供應含糖飲料。(教育部 102 年 10 月 1 日臺教人(一)字第

1020147354 號書函轉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 102 年 9 月 27 日總處培字第

1020050133 號函辦理。)。 

（二）公立學校教職員請領退休金及補繳退休撫卹基金費用、遺族請領撫慰金及

撫卹金之請求權時效，優先適用學校教職員退休條例與其施行細則及學校

教職員撫卹條例規定，請求權經過 5年不行使而當然消滅。(本校 102 年 10

月 8 日虎科大人字第 10200080010 號書函)。 

（三）行政院函，有關發給按月支（兼）領月退休金（俸)人員 102 年年終慰問金，

其月退休金（俸）基準數額定為新臺幣 2 萬元以下。(本校 102 年 10 月 14

日虎科大人字第 10200082320 號書函)。 

 

伍、本校人事異動 

異動情形 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生效日期 備註 

升等 多媒體設計系 副教授 羅見順 102.2.1  



升等 體育室 助理教授 蔡協哲 102.8.1  

離職 主計室 組員 蔡佩靜 102.10.9  

轉任 
研究發展處 

典範科大辦公室 
專案助理 劉又嘉 102.07.05  

到職 
教學發展中心 

教師發展及數位媒體組
專案助理 王雅萍 102.09.18  

到職 
教學發展中心 

教學品質及系所評鑑組
專案助理 陳欽昭 102.09.23  

到職 
秘書室 

綜合業務組 
約用助理員 丁宜雯 102.10.01  

到職 休閒遊憩系 約用助理員 吳家穎 102.10.01  

到職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專案助理 李宜錚 102.10.14  

到職 學生事務處 專任助理 吳欣憲 102.10.18  

 

陸、生活知識 

認識近視、遠視、散光及老花眼 



 



 

 

護眼行動六招  

第１招：眼睛休息不忘記 

1.每天和假日都要有戶外活動時間，每天 2-3 小時以上 

2.看電視要遵守 3010 原則，每 30 分鐘休息 10 分鐘，每天總時數少於 1小時。

3.下課務必走出教室外活動或讓眼睛望遠休息至少 10 分鐘。 

4.早睡早起，充分休息。 

第 2 招：均衡飲食要做到 

5.多攝取維生素 A、B、C群及深綠色蔬菜、水果。 



6.日常飲食種類多樣化、不偏食、不暴飲暴食。 

第 3 招：閱讀習慣要養成 

7.每閱讀 30-40 分鐘應休息 10 分鐘。 

8.看書或執筆寫字，保持 35-40 公分的距離。 

9.不在搖晃的車上閱讀，也不要躺著看書。 

第 4 招：讀書環境要注意 

10.光線要充足，桌面照度至少 350 米燭光以上。 

11.書桌高度要讓手肘自然下垂平放，椅面要讓臀部坐滿，雙腳要踩到地。 

第 5 招：執筆、坐姿要正確 

12.書桌光線不直接照射眼睛，習慣用右手寫字，檯燈放左前方，左撇子則相

反方向。 

13.姿勢端正，兩肩放輕鬆，腰打直，不歪頭、不趴著。 

14.執筆由前三指來挺筆並帶筆運行，後二指要穩定。 

第 6 招：定期檢查要知道 

15.滿四歲前應至眼科進行視力檢查；每年固定一至二次視力檢查。 

16.當接到學校視力篩檢未達合格標準之通知，需至合格眼科醫師接受複檢。

17.遵照醫師指示配合矯治，定期回診追蹤。 

 

 (以上資料取自行政院衛生福利部國民健康署) 

柒、菸害防制宣導 

        102.9.30 

本校為了增進教職員工生的身體健康，學務處團隊為主要推手，無不積極的透過各項

菸害防制方案的活動，來增進校園師生的健康，以期能達到全校拒菸，建構「無菸校園」

的目標。 

 

101 年度榮獲「大專院校校園菸害防制」績優學校並得到全國大專校院銀賞獎。 

102 年第一學期於新生週本組立即積極推動菸害防制衛生宣導活動。 

102.9.9 由本組學務長洪櫻花和葉怡玲組長分別宣導相關內容。 

102.9.23 和軍訓室配合宣導，進行一氧化碳尼古丁檢測活動。 

102.9.24-25 尋夢之夜活動舉辦一氧化碳尼古丁檢測活動。 

102.10.7 於學生活動中心一樓音樂廳幹訓宣導衛保組業務中提及菸害防制。 

102.10.8 於學生活動中心三樓會議室衛生股長會議。 

102.10.17~103.1.16 每週由學務處相關人員配合校園菸害巡檢活動來監測目前吸菸率的情形。 

 



 

自 101 年 3 月起依國民健康局規定支付藥物部分負擔。 

服務對象：18 歲(含)以上，每天抽菸 10 支(含)以上，具健保。 

掛號科別：戒菸門診。 

看診醫師：戒菸治療訓練專科醫師(家醫科)。 

若瑟醫院門診時間：每週 1-6 早上 09:00-12:00。 

諮詢專線：(05)6337333 轉 2372。 

 

＊吸菸評估轉介流程 

1. 全校師生吸菸者。 

2. 請師生們到衛生保健組填寫個案管理記錄單後傳真到若瑟醫院並電話通知戒菸護理

師。 

3. 衛生保健組拿戒菸關懷小卡到醫院戒菸門診找衛教師，並請衛教師在戒菸關懷小卡上

蓋章。 

4. 戒菸衛教師於醫院中安排掛戒菸門診。 

5. 參與門診戒菸治療服務填寫戒菸個案紀錄單。 

6. 醫師診療後開立處方簽及預約下次返診時間，同時聯絡衛生保健組。 

7. 戒菸衛教師給予衛教諮詢輔導.CO 檢測。 

8. 批價繳費。 

9. 吸菸師生們回到學校後持戒菸關懷小卡到衛生保健組蓋章，同時持續關懷、追蹤並填

寫個案管理記錄單。 

10. 重複步驟 5-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