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人事服務電子（e）報 

104年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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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本校通識教育中心陳鳳雀老師，奉教育部核定自 104 年 8 月 1 日起升  

等為助理教授。 

二、恭賀本校學務處黃光瑞組員、周怡足組員；總務處陳月淇辦事員參加 104

年度委任公務人員晉升薦任官等訓練成績及格。 

貳、 每月新知 

一、國民健康署為推廣健康促進，已製作多門線上數位學習教材。為使全臺師生

皆能運用此教材作為進修或教學之用，該署已將所有課程上架至「e 等公務

園」、「e學中心」與「文官 e 學苑」；此外，也將課程同步上架至「國民健康

署線上學習專區」（http://e-learning.hpa.gov.tw），可供學員以免註冊的

方式閱讀課程。(教育部 104 年 11 月 11 日臺教綜(五)字第 1040153633 號函) 

二、105 年春節聯歡會僅訂於 105 年 1 月 20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假本校學生活

動中心音樂廳舉行，欲參加表演節目之同仁，請於 104 年 12 月 4 日前，將報

名表逕送或傳真至人事室，表演之同仁將致贈表演禮券，請踴躍報名；另請

各單位當天如須留守，以一人為原則，留守名單亦請於 105 年 1 月 13 日前逕

送或傳真至本室，俾利統計春節聯歡會留守情形。 

三、達芙妮女鞋提供秋冬新品 3.5 折給本校全體同仁，優惠內容如下：取得優 

    惠方式：只要您以學校核發之 e-mail 註冊(xxx@nfu.edu.tw)為『達芙妮企   

業團體購物網(網站網址：http://www.daphneshoes.com/)』之會員，登入後

購物即可享有 3.5 折 優惠！且全館購物免運費配送到府！ 

參、人事法令宣導 

一、考試、任（聘）免、敘薪、兼職： 

(一) 「公務人員兼任政府投資或轉投資民營事業機構、捐（補）助財團法人及

社團法人董、監事職務規定」第五點業經行政院修正公布，並自 104 年 10

月 30 日生效一案。(本校 104 年 11 月 5日虎科大人字第 1040010732 號書函) 

二、考績考核、訓練進修、差勤管理、國民旅遊卡： 

(一) 銓敘部來函，亡故退休公務人員之配偶因過失致該故員死亡，得准其申領撫

 



慰金(銓敘部 104 年 10 月 20 日部退二字第 1044030125 號函)。 

(二)銓敘部函以，現職公務人員曾任鄉長期間涉案遭解除職務者，該段曾任鄉長

年資不得採計為公務人員退休年資(銓敘部 104 年 10 月 26 日部退四字第

1044021336 號函)。 

(三)有關支領月退休金或兼領月退休金之教育人員亡故後，倘無遺族，退休人員

生前所立之合法遺囑指定人，得依學校教職員退休條例規定申請領受撫慰金

一案(教育部 104 年 11 月 6 日臺教人(四)字第 1040153832 號書函)。 

(四)支(兼)領月退休金人員再任「非僅承攬政府機關(構)業務之團體、個人」所

僱用之全職工作，且任職期間所領薪資確實證明全部由政府編列預算支給

者，應依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23 條第 1項第 2款及其施行細則第 9條規定，停

止月退休金並停辦優惠存款(銓敘部104年 11月 3日部退三字第1044033900

號令)。 

(五) 有關考績（成）丙等事件之救濟程序，自民國 104 年 10 月 7 日起改依復審

程序處理，請查照。(本校 104 年 11 月 4 日虎科大人字第 10400106760 號書

函) 

三、待遇福利、退休撫卹、公保健保、文康活動： 

 

(一) 有關支領月退休金或兼領月退休金之教育人員亡故後，倘無遺族，退休人

員生前所立之合法遺囑指定人，得依學校教職員退休條例規定申請領受撫慰

金一案(本校 104 年 11 月 9 日虎科大人字第 1040010883 號書函) 

肆、人事動態 

異動情形 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生效日期 備註 

升等 通識教育中心 助理教授 陳鳳雀 104.08.01  

到職 
產學合作及服務

處 
組員 顏妙真 104.10.30 考試分發 

到職 總務處營繕組 技士 張文智 104.10.30 考試分發 

到職 動力機械工程系 技佐 王凱陽 104.10.30 考試分發 

到職 研發處實習組 辦事員 邵子芳 104.11.02 考試分發 

到職 應用外語系 助理員 葉昭良 104.10.21   

到職 環保及安全衛生 助理員 陳俊綸 104.11.13 考試分發職代 



中心 

到職 動力機械工程系 
產學攜手專

班約用人員
蘇展震 104.11.04  

復職 人事室 雇員 邱佳瑩 104.10.27  

復職 管理學院 助理員 余燕惠 104.11.07   

離職 人事室 雇員 邱佳瑩 104.10.27   

離職 人事室 雇員 林鈺珺 104.10.27 育嬰留職停薪職代 

離職 總務處營繕組 技術員 李政霖 104.10.30 考試分發職代 

離職 動力機械工程系 技術員 蘇展震 104.10.30 考試分發職代 

離職 
產學合作處 

智財技轉組 
助理員 林姿佩 104.10.30 考試分發職代 

離職 
研究發展處 

實習就業組 
助理員 林君妍 104.11.02 考試分發職代 

離職 管理學院 助理員 陳亭穎 104.11.07 育嬰留職停薪職代 

離職 
環保及安全衛生

中心 
技佐 王淑亭 104.10.30  

離職 
教務處綜合教務

組 
辦事員 陳粲中 104.10.30  

伍、生活知識 

賞楓熱 全台楓紅情報 

天氣漸漸轉涼，全台各地都陸續傳出楓葉轉紅的情報，除了火紅一片的景色讓人驚嘆外，部分地方的落羽松、

銀杏也以金黃、橘紅姿態與楓槭們一起迎接遊人的到來，以下就整理全台楓紅情報，趕緊把握這期間限定的

美景出發吧。 



全台賞楓情報。(圖片來源／武陵農場 Wuling Farm） 

 
 

◎桃源仙谷  

佔地約 200 多公頃的桃源仙谷，擁有上萬株的黃金楓，目前已經陸續轉為耀眼的金黃模樣，但由於近日園區

缺乏雨水，也會加速葉子乾枯的速度，想要欣賞黃金楓美景可得把握時間。另外，在黃金楓之後，接著園區

內的落羽松也將接著變色迎客。 

 

桃源仙谷。（圖片來源／桃源仙谷） 
 

 

◎福壽山農場  

福壽山農場最受歡迎的賞楓景點松盧、鴛鴦湖等處自十月下旬就陸續發現部分掌葉楓、紫葉楓漸漸轉紅！11

月中旬正值楓紅期，園區內目前一片火紅燦爛，美不勝收。 



 

福壽山楓紅正盛。（圖片來源／福壽山農場粉絲團） 
 

 

福壽山楓紅艷麗，每年都吸引了不少遊人趕緊前往捕捉最美秋色。（圖片提供／退輔會） 

 
 

◎杉林溪  

自立冬過後，杉林溪內掌葉槭、青楓、楓香、銀杏、水杉等變色植物就陸續傳出了變色的消息，11 月中旬起

到 12 月中下旬都是最佳賞楓時節。另外，杉林溪大片的水杉與落羽松，也以金黃耀眼的模樣挺立於園區內，

別有一番特色。 



杉林溪楓葉正紅。(圖片來源／愛上杉林溪) 
 

奧萬大擁有全國最大的天然楓香純林，擁有「楓葉故鄉」的美稱，從森林公園走過吊橋，就可進入一片約八

公頃的楓林區。每年 12 月至隔年 1 月，都是楓紅的黃金期。據官方粉絲團表示，截自 11 月 17 日止，楓紅

約 2 – 3 成。 

◎阿里山  

深受國內外遊客喜愛的阿里山，楓葉主要有青楓、台灣三角楓、台灣紅榨槭三種，依照其變色的時間軸來看，

自 10 月中下旬至 11 月中旬為青楓，11 月下旬至 12 月上旬為台灣三角楓，12 月上旬至 12 月下旬為台灣紅

榨槭。把握周末時光，可以趁著天氣好時，前往阿里山賞楓。 

 

自 12 說下旬都可以在阿里山見到楓葉景色。(圖片提供／漫步在雲端的阿里山黃源明) 
 

◎大雪山 



大雪山森林遊樂區是台中最美的賞楓景點，楓紅目前已超過 2 成，11 月中下旬至 12 月底是最佳的賞楓時間，

喜愛美景的遊客可得趕緊把握時機，到大雪山追楓去！ 

 

大雪山森林遊樂區目前楓紅超過兩成。(圖片來源／東勢林管處） 
 

◎武陵農場 

每當進入秋冬時節，翠綠的武陵農場，就會漸漸的披上紅色、黃色深淺不一的秋妝，武陵農場官方粉絲專頁，

陸續發布最新楓況，濕冷的天氣已經讓武陵賓館後方廣場的楓槭變色，預計在 11 月下旬至 12 月上旬是欣賞

楓葉最好的時間。而園內落羽松、銀杏，也漸漸由綠轉為橘紅、金黃模樣，不要錯過了。 

 

武陵農場金黃耀眼的秋季風景。(圖片來源／武陵農場 Wuling Farm） 



 

  武陵農場 銀杏林 。(圖片來源／武陵農場 Wuling Farm）

資料來源：2015/11/17 景點家 (旅遊新聞)；文／MOOK 景點家旅遊生活網編輯部整理報導。 

網址連結：全台追楓提案 山林部落賞楓去-MOOK 景點家 - 墨刻出版 華文最大旅遊資訊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