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人事服務電子（e）報 

107年 12月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人事室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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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賀本校文理學院通識教育中心王文仁老師，自 107年 08月 01日起升等 

為教授。 

  ☆恭賀本校工程學院車輛工程系吳建勳老師，自 107年 02月 01日起升等為 

副教授。 

  ☆賀本校人事室獲教育部 107年人事業務績效考核第 2組第 1名。 
 

貳、 每月新知 

一、 2019第二十九屆大墩陽光冬令營，營隊計有(2.0進化版)樂高電動積木 vs

戰鬥陀螺再進化、小小米其林-魔法烘焙營、熱血閃電-足球運動營、灌籃高

手-籃球運動營、實用防身術-有氧拳擊營，上網報名： 

http://www.sng.idv.tw ，請輸入九折優惠碼:代表人『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代碼『90776』。聯絡資訊：(04)24832426轉 13(中華民國兒童教育推廣協會

107年 11月 29日台內教推字第字第 1088978222號函) 

二、 有關企業誠信治理暨反貪腐、反洗錢 宣導短片案。(教育部 107年 11月 27

日臺教政(一)字第 1070207661號) 

三、 臺北市政府函以，「臺北 e大數位學習網」自 107年 11月 30日起將改由「臺

北卡」系統提供帳密驗證服務事宜。(107 年 11 月 26 日虎科大人字第

1070013647號) 

四、 有關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與第一銀行、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合作

辦理之「參加退撫基金人員指定用途貸款」，延長申請期限至民國 109 年 12

月 31日止。(107年 11月 29日虎科大人字第 1070013802號) 

五、 檢送「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自行迴避通知書」及「利害關係人申請公職

人員迴避申請書」範例（107年 12月 17日虎科大人字第 1070014468號）。 

六、 有關配合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下稱本法）第 14條第 2項修正，法務部

設計「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條第 2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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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表範本」【A.事前揭露】、【B.事後公開】乙案，請查照。(107 年 12 月 14

日虎科大人字第 1070014375號) 

 

參、 法規訂定或修正 

一、 檢送法務部廉政署修正之「法務部廉政署表揚模範廉政人員要點」 (含總說

明及對照表）1 份，並自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生效，請查照。(107 年

11月 29日虎科大人字第 1070013812號) 

二、 行政院修正「公務人員兼任政府投資或轉投資民營事業機構、財團法人及社

團法人董、監事職務規定」第 5點，並自 107 年 12月 11日生效，請查照。

(107年 12月 14日虎科大人字第 1070014382號) 

三、 修正「法務部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十五條處罰鍰額度基準」，名稱並修

正為「法務部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案件處罰鍰額度基準」，業經法務部於一

百零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以法廉字第一○七○五○一二九二○號令修正發布，

並自一百零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生效，檢送行政規則規定 1 份，請查照。(107

年 12月 14日虎科大人字第 1070014488號) 

四、 銓敘部修正「公務人員因公猝發疾病或因戮力職務積勞過度以致死亡審查參

考指引」第 3點規定，並溯自民國 107年 7月 1日生效，相關內容請參酌主

管 機 關 網 頁 。

(http://weblaw.exam.gov.tw/LawContent.aspx?LawID=J030079001) 

五、 本校約用人員陞任準則修訂案經 107年 11月 06日 107學年度第 3次行政

會議審議通過。(本校 107年 11月 28日虎科大人字第 1072300706號書函)。 

六、 本校約用人員管理辦法修訂案經 107年 11月 06日 107學年度第 3次行政

會議及 107 年 11 月 22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第 1 次會議審議通過。(本校

107年 12月 13日虎科大人字第 1072300757號書函)。 

七、 本校研究計畫專任人員管理要點經 107年 12月 04日 107學年度第 4次行政

會議審議通過。(本校 107年 12月 14日虎科大人字第 1072300756號書函) 

 

肆、 人事法令宣導 

一、考試、任（聘）免、敘薪、兼職： 

（一）關於公務人員轉任政務職時，尚無法依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以下簡稱

留職停薪辦法）之規定辦理借調公務機關留職停薪。(銓敘部 107 年 10 月

19日部銓四字第 1074656434號函辦理。)  

 

二、考績考核、訓練進修、差勤管理、國民旅遊卡： 

（一）請加強宣導公務員(含兼行政職教師)赴陸相關規定，以避免因個人疏失而

遭裁處情事發生，請查照。(本校 107 年 11 月 14 日虎科大人字第

1070011493號) 

http://weblaw.exam.gov.tw/LawContent.aspx?LawID=J030079001


  (二)自 108 年 1 月 1 日起，本校適用勞動基準法及勞工請假規則人員，相關假

別計算單位變更及特別休假工作年資併計一案，詳如說明，請查照。(本校

107年 12月 18日虎科大人字第 1072300763號書函) 

 

三、待遇福利、退休撫卹、公保健保、文康活動： 

 (一) 公立學校退休教職員再任私立學校董事會職務，是否須受公立學校教職員

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 77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停止領受月退休金等權利疑義

ㄧ案，相關函釋請參酌本校 107年 12月 19日虎科大人字第 1070014420號

書函。(教育部 107年 12月 14日臺教人(四)字第 1070131190號函辦理) 

 (二) 支(兼)領月退休金教職員於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以下簡稱

退撫條例)於 107年 7月 1日施行後 1年內死亡者，其遺族擇領遺屬年金相

關疑義請參酌本校 107年 12月 20日虎科大人字第 1070014569號書函。(教

育部 107年 12月 19日臺教人(四)字第 1070201954號書函) 

 

伍、 人事動態 

異動情形 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生效日期 備註 

升等 車輛工程系 副教授 吳建勳 107.02.01  

升等 通識教育中心 教授 王文仁 107.08.01  

到職 動力機械工程系 技佐 蔡以諾 107.10.30 考試分發 

到職 總務處營繕組 技士 張茂隆 107.12.05  

到職 研究發展處 專案經理  107.11.27 
教育部創新創業計畫

人員 

到職 多媒體設計系 助理員 黃憶茹 107.12.03  

到職 
智能機械與智慧

製造研究中心 

產業聯絡專

家 
山口幸雄 107.11.30  

到職 
智能機械與智慧

製造研究中心 

研究副工程

師 
陳敬宗 107.12.04  

到職 生物科技系 研究組員 黃鈺婷 107.12.14  

職務變更 
圖書館         

資訊服務組 
助理員 古淳瑜 107.11.23 

原任職秘書室公共事

務組助理員 

職稱變更 
電子計算機中心 

網路組 
工程師 范雅婷 107.11.06 原職稱副工程師 

職稱變更 
環保及安全       

衛生中心 
工程師 蕭逸騏 107.11.06 原職稱副工程師 



留職停薪 
機械與電腦輔助

工程系 
技士 吳忠翰 107.12.03  

留職停薪 
教務處綜合教務

組 
辦事員 康宜君 108.01.01  

離職 主計室 組員 潘蓓貞 107.12.07 調他機關 

離職 
學生事務處     

軍訓室 
助理員 黃慶新 107.12.01  

離職 
智能機械與智慧

製造研究中心 

研究副工程

師 
廖上愷 107.12.01  

離職 休閒遊憩系 研究工程員 詹偉鴻 107.12.15  

離職 動力機械工程系 
研究副工程

師 
林孟秋 107.12.17  

陸、宣導事項： 

    疫區肉品 除了罐頭 禁帶入境 

 

政府全力防堵非洲豬瘟病毒入侵，今起從疫區違規攜帶豬肉製品入境，初犯

就重罰廿萬元，但究竟哪些肉製品能帶、那些不行？民眾霧煞煞。防檢局指

出，不少民眾以為只要不是生鮮、生肉，有經過加工、真空包裝的肉品就可

入境，結果被罰覺得很冤。 

防檢局昨指出，除了經過高溫、高壓滅菌的罐頭可以帶，不會有疫病問題，

其他非生肉、非生鮮，甚至真空包裝肉品都不得攜帶入境，民眾不要再有錯

誤的迷思，就防檢立場，不管是否清楚相關規定，抓到就無例外要罰，今起

首次就罰廿萬元。 

真空包裝肉製品也不行 

防檢局表示，儘管防疫單位在邊境不斷加強宣導，飛機上也播放影片，宣導

勿攜帶肉製品入境，環保署甚至還要求各地垃圾車加入廣播宣導行列，但很

多被裁罰的民眾多表示「不清楚規定」，不少人以為只要不是生鮮、不是生

肉，經過加工為真空包裝的肉製品就能入境。 

    臘肉香腸 不可攜帶入境 

    防檢局檢疫組長彭明興昨特別解釋，真空包裝的肉製品常見像是臘肉、香腸

等，都不可以攜帶入境，抓到一樣重罰。但肉類罐頭只要是人吃的罐頭，全



都可以帶入境；至於犬貓食用的罐頭，只有牛肉類罐頭不行，其他也可攜帶

入境。 

泡麵「軟性罐頭」可以帶 

為什麼罐頭類可以？彭明興解釋說，罐頭是高溫、高壓滅菌的食品，有密閉

包裝，特性是未加防腐劑，可常溫保存，不需冷藏、冷凍，像是鐵罐包裝的

罐頭；還有常見於泡麵中，以殺菌軟袋包裝的「軟性罐頭」調理包，這些都

可以帶，不會有疫病問題。 

彭明興說，真空包裝只是將空氣抽出，並非無菌，還是需冷凍冷藏，但非洲

豬瘟病毒在冷凍環境仍可存活一千天，換言之，真空包裝肉品仍可能帶有非

洲豬瘟病毒，因此禁止攜入。 

彭明興指出，以前查到時，多數是用勸導並要求丟到棄置桶，並沒有針對民

眾開罰，所以可能讓許多民眾以為這些是可攜帶的；裁罰新制上路後，一經

查獲就會開罰，民眾不可再掉以輕心。 

資料來源：

https://tw.news.yahoo.com/%E7%96%AB%E5%8D%80%E8%82%89%E5%93%81-%E

9%99%A4%E4%BA%86%E7%BD%90%E9%A0%AD-%E7%A6%81%E5%B8%B6%E5%85%A5%E5

%A2%83-00002081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