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人事服務電子（e）報 

104 年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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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賀本校光電工程系鄭旭志老師，奉教育部核定自 104 年 02 月 01 日起升

等為教授。 

貳、每月新知 

一、本校與雲川商行(川丸子鍋物)簽訂特約機構，凡本校教職員憑教職員證消費

享 8.5 折優惠，學生憑學生證消費享 9 折。合約期間自 104 年 6 月 1日起至

105 年 5 月 31 日止。 

二、本校為提升員工身心健康，發現及協助同仁解決可能影響工作效能之相關問

題，使其以健康的身心投入工作，提升其工作士氣及服務效能，強化組織向

心力，並藉由多樣化的協助性措施，建立溫馨關懷的工作環境，營造互動良

好之組織文化，提升組織競爭力，設置員工協助專區，請同仁多加利用。(員

工協助專區網頁

http://personnel.nfu.edu.tw/files/15-1008-32525,c5964-1.php)。 

三、雲林縣稅務局為宣導購物消費使用載具索取電子發票及地方稅之現行法令規

定，舉辦「雲林好漾 Kuso 稅月」創意短片比賽，請同仁踴躍送件參加，徵

稿活動時間：自即日至 104 年 8 月 31 日止，詳情請上本活動官網：

www.tfc2015.net 查詢。 

四、教育部於 104 年 6 月 1日以「釐清、簡化、興利、自律」四原則令釋公校教師 
    兼職範圍： 

(一)釐清 
現今社會快速變遷，產業型態愈趨多元，教師經常會單純以文字或影像，利
用媒體、網站等媒介分享訊息、知識及經驗，或是出版個人書籍或作品，這
些大多數教師經常從事的知識活動已於本次令釋「釐清」，只要所從事的知識
活動不具有營利目的或商業宣傳行為，也沒有與任何組織有職務或契約關
係，均自兼職範圍排除。 

(二)簡化 
目前各校列管的教師兼職態樣，以兼任政府機關或學校的任務編組或諮詢性
職務為大宗，約佔兼職案件 8 成以上，所以這次令釋將「教師非常態性應邀
演講或授課，且分享或發表內容未具營利目的或商業宣傳行為」、「教師兼任
政府機關(構)、學校、行政法人之任務編組職務或諮詢性職務，或擔任政府
機關(構)、學校、行政法人會議之專家代表」、「教師所兼職務依法令規定應
予保密者」、「教師應政府機關(構)、學校、行政法人或非以營利為目的之事
業或團體之邀請兼任職務，僅支領交通費或出席費，且無其他對價回饋」、「教

 



師應政府機關(構)、學校、行政法人或非以營利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之邀請
擔任非常態性之工作者」等 5 類列為得免報核態樣，已大幅降低行政管制，
將可避免教師因忙碌或疏忽報核而受議論或究責的可能，讓教師可安心將研
究成果貢獻社會。 

(三)興利 
為了促進學校與產業界的交流與合作，教育部一直都鼓勵大學積極辦理產學
合作，而產學合作的範圍，並沒有特別偏重人文社會或理工領域；各大學可
以依據學校教學及研究特色，配合校務發展做整體規劃，所以對於大學老師
能把學術知識和研究成果導入社會應用，教育部一向樂見其成，只是必須在
符合法令和不影響本職工作的前提下進行。 

(四)自律 
    關於教育部與學校的分工，教育部負責建立良好制度及友善環境，而大學自

主自治一向是大學的權責，透過這次令釋更加確立教育部鼓勵教師以產學合

作方式將知識導入社會，有了自律規範也更能讓外界信服教師在外兼職不會

影響本職工作，同時可凝聚社會各界對於兼職範圍朝向興利方向改革的信賴

基礎，所以未來各校應本於自治自律精神，建立校內管理機制(例如組成審核

小組)，針對教師應報核的兼職申請案件，依照規定進行實質審核；如有違反

規定之案件，應提送教師評審委員會或其他相關會議審議。畢竟公校教師領

的是國家的薪水，把本職工作做好以及符合法律規範都是基本應該做的事，

同時這也是社會各界對教師比一般人有更高期待之處。 

參、法規訂定或修正 

一、檢送性別工作平等法（以下簡稱性工法）第 15 條規定解釋令 1 份。(本校 104

年 6 月 9日虎科大人字第 1040005450 號書函) 

二、「教育人員任用條例施行細則」第 11 條，業經教育部於中華民國 104 年 6 月

5 日以臺教人(二)字第 1040067271B 號令修正發布施行。(本校 104 年 6 月

10 日虎科大人字第 1040005449 號書函) 

三、「各機關職務代理應行注意事項(以下簡稱本注意事項)」部分規定修正，業

經銓敘部104年 5月 29日部銓三字第10439723581號令修正發布。(本校104

年 6 月 15 日虎科大人字第 10400057090 號書函) 

肆、人事法令宣導 

一、考試、任（聘）免、敘薪、兼職： 

（一）有關本校專任教師(含兼任行政職務教師)之兼職，請確實依公務員服務

法、教育人員任用條例及公立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理原則等相關規定辦

理，請各系(室、中心)協助轉知所屬教師並加強宣導。(本校 104 年 5 月 21

日虎科大人字第 10400045190 號書函) 

二、考績考核、訓練進修、差勤管理、國民旅遊卡： 



 (一)本校 104 年度行政人員暑假實施彈性上班期間每週五調整為共同暑休

日，每週三仍維持為固定上班日，不得排定暑休，所餘天數於暑假期間

或 10 月 2 日前自行排休完畢，並請各單位於 104 年 6 月 18 日(星期四)

前將輪值人員名單送至人事室登錄。(本校 104 年 6 月 1 日虎科大人字第

10423003360 號書函)。 
三、待遇福利、退休撫卹、公保健保、文康活動： 

 

(一) 104 年退休（伍）軍公教人員年終慰問金發給對象，按月支（兼）領月退休

金（俸）之基準數額，業經行政院104年 5月 27日院授人給字第10400356461

號公告為新臺幣 2萬 5,000 元以下。(教育部 104 年 6 月 1 日臺教人(四)字

第 1040072797 號書函)。 

(二) 有關發生於 95 年底至 99 年間之教育人員因公涉訟案件，嗣於教師因公涉

訟輔助辦法發布後，始申請因公涉訟輔助之案件，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3

條規定：「法規明定自公布或發布日施行者，自公布或發布之日起算至第 3

日起發生效力。」按前開辦法第 21 條規定：「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並

無溯及適用之規定，爰於前開辦法發布施行前所發生之案件，自無適用之

餘地。教師有涉訟並延聘律師之予以輔助事實發生時點究於 104 年 1 月 20

日以前發生者，其請求權時效應依公務人員輔助辦法第 14 條第 3項規定為

5 年，104 年 1 月 21 日以後發生者，其請求權時效應前開本辦法第 13 條第

3 項規定為 10 年。(教育部 104 年 6 月 3 日臺教人(三)字第 1040053164 號

函)。 

伍、人事動態 

異動情形 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生效日期 備註 

陞任 
教務處教學業務

組 
組員 楊昇財 104.04.28 原任資訊工程系技佐

平調 圖書館 組員 車廷倫 104.05.11 原任進修推廣部組員

職務變更 教學發展中心 助理員 魏鈺錚 104.05.22
原教學發展中心教學

卓越計畫助理 

到職 總務處營繕組 技術員 李政霖 104.06.01 考試分發職代 

到職 研究發展處 專案助理 林蘇珊 104.05.25 典範科大計畫助理 

到職 企業管理系 專案助理 邱鈴驊 104.06.01 典範科大計畫助理 



到職 職涯發展中心 專案助理 楊琇惠 104.06.11 教學卓越計畫助理 

到職 電算中心 DOC 研究組員 李姵蓉 104.06.01   

延長育嬰

留職停薪 
總務處事務組 辦事員 陳洪昇 104.06.02  

退休 進修學院 約僱幹事 張麗玲 104.06.01  

離職 動力機械工程系 技佐 賴涵鐸 104.05.11  

離職 
學務處 

生活輔導組 
專案助理 李宜錚 104.06.10 教學卓越計畫助理 

陸、生活健康常識 

廚房油垢好難清？醋水＋鹽去污力讚 

廚房裡的最強材料──醋 

書中介紹的所有材料裡，沒有任何一項物品能比醋或檸檬酸的用途還多。以下整理出前文的漫

畫中，未曾提及的使用範例。 

 

浴室頑垢的殺手 

用兩倍的水、稀釋醋，成為醋水後裝入噴霧瓶。這瓶淡醋水，可以在各種場合派上用場。 

用醋水打掃各種地方 

1.把衛浴蓮蓬頭浸泡在醋水中，可消除出水孔的阻塞現象。 

2.醋水噴在浴室裡的皂垢上，再用海綿輕刷，皂垢就能輕鬆溶解。水垢，也能輕易去除。 



醋水＋鹽，威力更強大 

先將醋水噴在冰箱內壁，再用撒過鹽巴的布擦拭，光是這麼做就能達到除臭、和防止細菌繁衍

的效果。因為只用了醋和鹽，不必清空冰箱裡的所有食材，也能打掃冰箱內部。 

醋水＋肥皂，清潔紗窗有一套 

用柔軟的刷子沾取肥皂後，刷洗紗窗，之後再噴上醋水就能抗菌。最後再用抹布擦拭，烏漆抹

黑的紗窗一樣變得乾乾淨淨。 

檸檬酸的活用術—1小匙＋水 1杯就完成檸檬酸水了 

1.對付冰箱裡的腥臭味，只要噴上檸檬酸水―― 

2.在家電產品上，噴上檸檬酸水即可去除汙漬。 

直接將 50 克檸檬酸粉末，放入洗碗機，啟動之後就能清潔內部。 

醋和檸檬酸有什麼不同？ 

雖然同樣屬於酸性物質，效果也一樣。但檸檬酸無臭無味，醋則有一種獨特的氣味。此外，檸

檬酸的酸有可能無法完全發揮作用而殘留，因此不適合使用在容易受傷的材質上。清理木製家

具時，建議還是使用醋比較好。 

哪些材質不適合？ 

這兩種材料，比較適合用在塑膠類或鋁製品、玻璃製品。不過，用在鐵製品上都可能造成鏽蝕。 

另外，絕對禁止使用在大理石製品上，因為酸會分解大理石中所含的碳酸鈣。而屬於氯系製品

的清潔劑若遇到酸，可能造成氯氣中毒，相當危險。 

來源出處：華人健康網 https://www.top1health.com/Article/293/25596?page=2 

柒、公務員廉政倫理規範宣導： 

一、鑑於第 14 任總統、副總統選舉與第 9屆立法委員選舉將於明（105）年 1月

16 日舉行投票，依政治獻金法規定，立法委員擬參選人自本（104）年 4 月

1 日起已可收受政治獻金；總統、副總統擬參選人則自本年 5月 20 日起可收

受政治獻金，收受截止日皆為明年 1 月 15 日，」，請同仁務必遵守前開規

定，「個人對同一擬參選人捐贈政治獻金，不能超過 10 萬元；對不同擬參

選人捐贈，不能超過 20 萬元」，相關訊息另可於內政部民政司查詢(內政部

104 年 6 月 3日台內民字第 1041102855 號函)。 

二、端午佳節將屆（104 年 6 月 20 日），請本校同仁遵守廉政倫理規範並落實



登錄作業，相關登錄表格，可至本校人事室網頁下載使用，網址：

http://personnel.nfu.edu.tw/files/11-1008-7074-1.php (法務部廉政署

104 年 06 月 01 日廉預字第 10405007780 號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