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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虎尾科技大學人事服務電子（e）報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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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教師升等通過人員名單，特此恭賀。 

系所 姓名 升等職稱 教育部通知日期 升等生效日期

體育室 廖尹華 助理教授 970806 970417 

機械與機電工程研究所 方得華 教授 970808 960801 

貳、 每月知新 

一、行政院人事行政局建置之「公務人員網路諮商服務網」重新開放使用，其主要功能

及服務項目包含自我心理評估、心靈課程、健康專欄、預約心理諮商、互動留言區、

相關專業園地及電子報等，歡迎同仁上網登錄為會員，俾使用各項服務及相關資源，

其網址為：https://lucky.cpa.gov.tw/。 

二、 本校97年 07月 30日虎科大人字第 0970004240號函以檢送本校 97年 5月至 8月份

職員（含駐衛警）平時考核（成）紀錄表，請各單位主管確實考核後於 9月 5日（星

期五）前逕送人事室彙辦。 

三、為建立本校主管人員業務移交制度，請各單位於辦理業務移交時，依下列一覽表辦

理，相關表件可至「人事室網頁/表格下載/其他表格」下載。(本校 97 年 8 月 8 日

虎科大人字第 0970004468 號書函諒達)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主管人員業務移交監交人員一覽表        97.08 

職稱 監交人員 職稱 監交人員 

副校長 進修推廣部主任 

副校長 
校長 

進修學院校務主任 

教務長 體育室主任 

學生事務長 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 

總務長 

環保暨安全衛生中心主

任 

研究發展長 

創新育成中心主任 

主任秘書 藝術中心主任 

主任秘書 

研究總中心主任 會計室會計主任 
教育部會計

處派員 

校務發展中心主任 

副校長 

人事室主任 教育部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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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派員 

電機資訊學院院長 管理學院院長 

工程學院院長 文理學院院長 

圖書館館長 通識教育中心主任 

語言中心主任 

教務長 

 

教務長 

電機資訊各系所及所

(附)屬單位主管 

電機資訊學

院院長 

工程學院各系所及所(附)屬單位

主管 

工程學院院

長 

管理學院各系所及所

(附)屬單位主管 

管理學院院

長 

文理院各系所、中心及所(附)屬

單位主管 

文理學院院

長 

各單位二級主管 
各單位一級

主管 
 

備註： 

一、依據公務人員交代條例及教育部所屬機關學校辦理交代規則辦理。 
二、本校各單位主管，如因退休或其他因素申請離職經簽准離職後，請主動聯繫監

交人員於交接期限內將經管業務製作移交清冊，包含（一）移交清冊目錄。（二）

印章戳記清冊。（三）單位人員清册。（四）未辦或未了案件移交清冊。（五）

財產移交清冊並應檢附次一級主管人員或經管人員切結書。（六）其他應行移

交事項清冊（格式如附件）辦理移交遞補人員（遞補人員未確定時由代理人員

接交）。 
三、主管人員移交，至遲應於交卸之日起三日內移交完畢。新任主管人員接到各項

移交清冊，應會同監交人員，於前任移交後三日內核對接收完畢，在移交清冊

上分別簽章或蓋印後，檢齊移交清冊三份，簽報校長核定，分送移交人、接交

人及本校人事室保管。 

前項交接期限，如有特殊情形，不能依限辦竣時，應事先詳述理由，簽報校長

核准展限，其展限期間最多不得超過五日。 

 

參、 法規訂定或修正 

一、 教育部 97 年 8 月 6 日以台學審字第 0970112052C 號令修正發布「專科以上學校體育

類科教師以成就證明及技術報告送審教師資格試辦作業要點」，並將名稱修正為「專

科以上學校體育類科教師以成就證明及競賽實務技術報告送審教師資格作業要

點」，已函送各單位知悉。 

二、 本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理要點業經本校97年 7月 23日 96學年度第7次

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已函送各單位知悉，請至人事室網頁/人事法規欄查詢。 

三、 教育部 97 年 7 月 14 日台人（三）字第 0970133132 號書函：有關公務人員因公傷殘

死亡慰問金發給辦法第 7 條條文業經考試院、行政院於民國 97 年 6 月 27 日會同修

正發布 

第七條  本辦法施行後，各機關學校不得再為其人員投保額外保險。但依下列各款

辦理之保險，不在此限：一、依法律或法規命令規定得以辦理保險者。二、執行特

殊職務期間得經行政院同意辦理保險者。三、因公赴國外出差人員得免經核准，由

服務機關學校逕依有關規定辦理保險者。四、派駐有戰爭危險國家之駐外人員得辦

理投保兵災險者。五、辦理文康活動得為參加人員投保旅遊平安保險者。公務人員

或遺族依本辦法發給慰問金時，其因同一事由，依本辦法或其他法令規定發給或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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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下列各項給付，應予抵充，僅發給其差額，已達本法給與標準者，不再發給：

一、慰問金。二、與慰問金同性質之給付。三、前項各款保險之給付。但第一款保

險係依政府強制性規定辦理，且公務人員有負擔保險費者，其給付免予抵充。 

肆、 人事法令宣導 

一、考試、任（聘）免、敘薪、兼職： 

（一） 教育部 97 年 8 月 8 日台人(一)字第 0970148966 號函示：大學專任教師於借調

留職停薪期間如確未實際在校任教、服務，尚無法瞭解校內教師表現並據以執行

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教師聘任、升等、停聘、解聘、不續聘及資遣原因之認定等

事項，爰仍不宜擔任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以杜爭議。 

（二） 教育部 97 年 7 月 30 日台學審字第 0970145690 號函示：教師評審委員會組成成

員是否應有教師會指派之當然代表乙節，係屬學校權責，學校得於教評會設置辦

法明定教師會指派之代表成員。 

（三） 教育部 97 年 7 月 14 日台人(一)字第 0970107896D 號函以「教育部所屬機關學

校新進醫事人員甄選作業規定」第 2點，業經教育部於中華民國 97 年 7 月 14 日

以台人(一)字第 0970107896C 號令修正發布。 

（四） 教育部97年 7月 14日台人(三)字第0970132000號函以所詢學校應否繼續為代

理(課)教師及特教助理員參照勞工退休金條例規定為其提繳勞工退休金疑義一

案，教育部刻正研議中，俟有具體結論後再行通函周知，惟於教育部通函前，學

校仍應依原規定辦理。 

（五） 教育部 97 年 7 月 22 日台人(一)字第 0970140245 號書函轉行政院人事行政局

97 年 7 月 15 日局力字第 0970019738 號函以考試院修正發布之「公務人員特種考

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規則」第 1條條文暨附表二、三、五、六、七(新增類科部分)，

旨揭修正條文相關資料請逕至行政院人事行政局附件下載區

(http://serv-out.cpa.gov.tw)下載參閱。 

（六） 教育部 97 年 7 月 24 日台人(一)字第 0970143790 號書函轉行政院人事行政局

97 年 7 月 21 日局力字第 0970016998 號函以考試院、行政院 97 年 7 月 16 日考臺

組貳一字第 09700048241 號及 97 年 7 月 16 日院授人力字第 09700155912 號令會

銜修正發布「公務人員考試及格人員分發辦法」，旨揭發布令及修正條文請逕至行

政院人事行政局附件下載區(http://serv-out.cpa.gov.tw/od/)下載參閱。 

（七） 教育部97年 7月 30日台高通字第0970146890號函轉行政院人事行政局本(97)

年 7 月 24 日局力字第 0970020332 號函以：行政院人事行政局有關各機關依相關

兵役法規進用之國防工業訓儲人員及研發替代役人員，不適用「行政院及所屬各

機關學校臨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之規定。 

（八） 教育部 97 年 7 月 31 日台人（一）字第 0970147397 號函轉行政院人事行政局本

(97)年 7 月 25 日局力字第 0970062926 號函以：行政院所屬各機關需用高等普通

暨初等考試錄取人員任用計畫作業要點自即日起停止適用。 

（九） 教育部97年 8月 11日台技(三)字第0970151214號為建立消費者正確之用卡常

識，並提高民眾金融知識水準，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製作一系列之「正

確使用信用卡」動畫宣導短片，可於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銀行局網站金

融百寶箱「消費金融債務專區」之「宣導短片」下載（www.banking.gov.tw）。 

（十） 教育部中華民國 97 年 8 月 11 日台人(一)字第 0970155009 號書函以考試院 97

年 7 月 22 日考臺組壹一字第 09700050681 號令修正發布「公務人員初等考試

規則」附表「公務人員初等考試應試科目表」(新增勞工行政科別部分)，請上

考選部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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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績考核、訓練進修、差勤管理、國民旅遊卡： 

（一）行政院勞工委員會函以，公部門各業非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之臨時人員適用勞動

基準法，其適用該法前於同一事業單位之勞動契約如有間斷之情形，是否適用該

法第 10 條規定及前後工作年資應否併計一案，事關勞工特別休假權益及退休要件

之認定事宜，於該會 97 年 4 月 22 日邀集相關部會代表及專家學者與會討論決議：

該會依勞動基準法第 3條規定，公告臨時人員自 97 年 1 月 1 日起適用本法，其適

用本法前之工作年資自無本法第 10 條之適用。但其適用本法前之工作年資未曾間

斷者，得予併計工作年資。(教育部 97.07.11 台人(二)字第 0970123392 號函轉行

政院勞工委員會 97.06.26 勞資 2字第 0970125721 號函) 

（二）教育部訂於本(97)年 9 月 6 日(星期六)上午 9時 30 分至 12 時分別假國立臺灣師

範大學、國立臺中教育大學及國立高雄師範大學舉辦 97 年度第 2次本部所屬機關

學校公務人員北、中、南區計 3場次多益集體測驗，本校同仁可依個人需求選擇

參加集體測驗場次，請踴躍報名參加。(教育部 97.08.05 台人(二)字第

09700151774 號函) 

（三）公務人員於請假期間失蹤，自失蹤之日起其各項權益應依失蹤之相關規定辦理，

銓敘部 75 年 3 月 12 日 75 台華典三字第 09277 號函，自即日起停止適用。（教育

部 97.07.31 台人（二）字第 0970147695 號函轉銓敘部同年月 25 日部法二字第

0972955760 號函） 

三、待遇福利、退休撫卹、公保健保、文康活動： 

（一） 教育部 97 年 7 月 15 日台總（一）字第 0970135414 號函，有關中央公教人員購

置住宅貸款利率自 97 年 7 月 4 日依規定由原年息 2.707%調升為 2.767%。 

（二） 行政院人事行政局 97 年 7 月 31 日局授住字第 0970306751 號函：略，彰化銀行

「築巢優利貨—2007、2008 全國公教員工房屋貨款」自 97 年 8 月 1 日起將本案

貸款利率由 3.085%（按台灣郵政 2年期定期儲金機動利率固定加碼 0.36%計算機

動調整）調降為年息 2.99%。 

（三） 行政院 97 年 6 月 30 日院授人給字第 0970062537 號函，修正「全國軍公教員工

待遇支給要點」附表九「子女教育補助表」，並自 97 學年度第 2學期起實施。（教

育部 97.07.03 台人（三）字第 0970127051 號函轉） 

（四） 教育部 97 年 7 月 15 日台人（三）字第 0970133566 號函，有關公立學校教師曾

任援外技術團隊服務年資，如已核給任何離退給與（含資遣費及具離職金性質之

非借調駐外人員國內生活補助費），於依學校教職員退休條例辦理退休時，不得

採計為退休年資。 

（五） 行政院人事行政局 97 年 7 月 5 日局給字第 0970062769 號函釋，有關公教員工子

女如有轉學、轉系、重考情形，其於同一學制重複就讀之年級及畢業後再考入相

同學制學校就讀者，不得請領子女教育補助。前述「子女教育補助表」修正規定

前，公教員工子女已轉學、轉系、重考及畢業後再考入相同學制學校就讀者，其

子女教育補助如何核給一案，如於前開規定修正前，各機關員工子女已依原規定

請領補助有案者，及依行政院人事行政局民國 69年 7月 18 日 69 局肆字第 16213

號函規定公教員工子女畢業於 4年制大學後，再就讀 7年制醫學院，可從第 5年

起核發子女教育補助費、73 年 6 月 28 日 73 局肆字第 17329 號函及 73 年 11 月

17日 73局肆字第 30426 號函規定公教員工子女畢業後再就讀學士後醫學系及學

士後中醫學系依其修業年限核給子女教育補助費等規定請領子女教育補助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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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依行政院人事行政局本(97)年 6 月 18 日邀集相關機關會商獲致之結論，基

於信賴保護原則，該等人員同意核發補助至其子女應屆畢業為止。如公教員工子

女 4年制大學畢業後再考入 7年制醫學系就讀，並已就讀 5年級請領子女教育補

助有案者，其於 6 年級及 7年級得繼續申請補助至應屆畢業為止，惟如目前僅

就讀醫學系 1年級，因尚未符合得請領子女教育補助資格，非屬補助有案者，爰

其嗣後就讀醫學系 5至 7年級部分不合發給。（教育部 97.07.18 台人（三）字第

0970139215 號函轉） 

伍、 本校人事異動 

一、九十七學年度第一學期一級主管暨系所主管名單 

 兼行政職務單位  兼行政職務職 姓名  

副校長  蔡永利  
 

副校長  李安謙  

工程學院  院長  覺文郁  

電機資訊學院  院長  莊賦祥  

管理學院  院長  張俊郎  

文理學院  院長  游信和  

教務處  教務長  張信良  

學生事務處  學生事務長  張瑞興  

總務處  總務長  顏義和  

研究發展處  研究發展長  朱存權  

圖書館  館長  王威立  

電子計算機中心  中心主任  陳政裕  

體育室  主任  洪櫻花  

秘書室  主任秘書  陳大正  

人事室  主任  鍾明宏  

會計室  會計主任  謝勝文  

進修推廣部  主任  蔡璞  

藝術中心  中心主任  廖敦如  

創新育成中心  中心主任  謝龍昌  

校務發展中心  中心主任  何智廷  

環保暨安全衛生中心  中心主任  總務長兼  

研究總中心  中心主任  洪政豪  

一 

級 

單 

位 

教學發展中心  中心主任  教務長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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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學院  校務主任  許坤明  

光電與材料科技研究

所

所長  光電系系主任兼  

機械與機電工程研究

所

所長  張信良  

工業工程與管理研究

所

所長  工業管理系主任兼  

材料科學與綠色能源

工程研究所

所長  材料科學與工程系主任兼  

創意工程與精密科技

研究所

所長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主任兼 

航空與電子科技研究

所

所長  飛機工程系主任兼  

經營管理研究所  所長  企業管理系主任兼  

資訊工程系  主任  鄭錦聰  

電機工程系  主任  丁振聲  

光電工程系  主任  莊為群  

電子工程系  主任  閔庭輝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

系

主任  呂淮熏  

機械設計工程系  主任  林瑞璋  

動力機械工程系  主任  黃俊德  

自動化工程系  主任  沈金鐘  

材料科學與工程系  主任  方昭訓  

車輛工程系  主任  賴大溪  

飛機工程系  主任  楊世英  

工業管理系  主任  張洝源  

財務金融系  主任  林秋發  

資訊管理系  主任  蕭育如  

企業管理系  主任  張俊郎院長暫代  

應用外語系  主任  施明祥  

生物科技系  主任  羅朝村  

多媒體設計系  主任  朱文浩  

休閒遊憩系  主任  林子平  

教 

學 

單 

位 

語言教學中心  主任  方月秋  

二、人事異動 

異動

情形 
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到離職日期 

備註 

退休 通識教育中心 講師 劉永國 97.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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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 通識教育中心 講師 張素雲 97.08.01  

退休 電機工程系 副教授 史光榮 97.08.01  

退休 電機工程系 講師 劉進華 97.08.01  

退休 電機工程系 講師 張晃耀 97.08.01  

退休 
機械與電腦輔

助工程系 
講師 林文鋒 97.08.01 

 

退休 
動力機械工程

系 
副教授 詹益聚 97.08.01 

 

平調 總務處 辦事員 陳靖玟 97.7.30 原單位為進修

推廣部辦事員

到職 學務處 辦事員 唐賞娟 97.7.28 原任職於雲林

第二監獄所管

理員 

陞任 工程學院材料

科學與工程系 

技士 李建政 97.7.30 原單位為工程

學院飛機工程

系技佐 

陞任 會計室 組長 施瓔芳 97.7.4 原為本校會計

室專員 

到職 學務處學生輔

導諮商中心 

輔導老師 張惠音 97.8.1 教育部專案計

畫人員 

到職 文理學院 

語言中心 

約用助理員 許淳媛 97.8.1 遞補張雅雯 

到職 研究總中心 約用助理員 蘇文君 97.8.1 新增 

到職 電算中心 約用助理員 范雅婷 97.8.1 新增 

離職 研究總中心 約用技術員 張勝凱 97.7.21  

離職 文理學院 

語言中心 

約用助理員 張雅雯 97.8.1  

離職 秘書室 約用助理員 王芳翎 97.8.1  

離職 進修推廣部 約用臨時雇

員 

龔欣怡 97.7.25  

離職 會計室 專案助理 葉香君 97.8.1 教學卓越計畫

專案人員 

陸、 環保、節能、減碳、樂活 

～節能減碳十大無悔措施～ 

一、 冷氣控溫不外洩：少開冷氣，多開窗；非特定場合不穿西裝領帶；冷氣控溫 26-28

℃且不外洩。 

二、 隨手關燈拔插頭：隨手關燈關機、拔插頭；檢討採光需求，提升照明績效，減少多

餘燈管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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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省電燈具更省錢：將傳統鎢絲燈泡逐步改為省電燈泡，一樣亮度更省電、壽命更長、

更省錢。 

四、 節能省水看標章：選購環保標章、省能標章、省水標章及 EER 值高的商品，節能減

碳又環保。 

五、 鐵馬步行兼保健：多走樓梯，少坐電梯，上班外出常騎鐵馬，多走路，增加運動健

身的時間。 

六、 每週一天不開車：多搭乘公共運輸工具；減少一人開車騎機車次數；每週至少一天

不開車。 

七、 選車用車助減碳：選用油氣雙燃料、油電混合或電動車輛或動力機具，養成停車就

熄火習慣。 

八、 多吃蔬食少吃肉：愛用當地食材；每週一天或一日一餐食用素食；減少畜牧業及食

品碳排放量。 

九、 自備杯筷帕與袋：自備隨身杯、環保筷、手帕及購物袋；少喝瓶裝水；少用一次即

丟商品。 

十、 惜用資源顧地球：雙面用紙；選用再生紙、省水龍頭及馬桶；不用過度包裝商品；

回收資源。 

柒、 生活知識 

影印新身分證須知 

身分證號碼(相信很多人都背了下來 )，但身分證背面下方條碼旁有一組號碼(這做啥你

知嗎？)，它是空白身分證流水號，身分證背面右上方有另一組號碼喔(眼睛睜大點看)，

它是雷射膠膜編號，這些號碼有兩個用途，除了用來控管空白證件與膠膜外，這 3組號

碼都是一體的，萬一證件遺失重辦，號碼都會變動，重點來了~~~~~聽過信用卡背面末 3

碼，別隨意告訴別人嗎？同樣道理，如果有人仿造你的證件，是不會有號碼的，若要用

你的身分證號碼辦理....電子帳號、門號，一堆有的沒的 ....沒這 2組號碼也沒用的喔 

所以這 2組號碼別讓人知道喔.. 影印時，記得～把第 2組號碼遮蓋掉！！ 

捌、 各類活動訊息 

一、 教育部 97 年 8 月 1 日赴校訪視教師資格審查機制之運作情形，由蔡副校長主持簡報

及綜合座談，未來期能達到完全授權自審。 

二、 為辦理 97 學年度校務會議教師代表推選，請於 9 月 19 日前公開辦理（採單計法），

推選後將紀錄與當選名單送交秘書室。 

三、 為辦理 97 學年度校務會議主管代表推選，將於 97 年 8 月 27 日（三）上午 10 時 10

分至 11 時 10 分，於行政大樓三樓人事室圈投。 

四、 本校第三期藝術工坊研習課程 
 
 
 
 
 
 
 
 
 
 
 

◎上課時數：共 12 週，合計 18 小時。 

課程名稱 師   資 上課時間 研習期間 

水彩班 張申溥老師 下午 5:30~7:00（一） 9/22-12/8 

兒童陶藝班 吳淑芳老師 下午 5:30~7:00（三） 10/1-12/17 

彩墨班 高惠芬老師 下午 5:30~7:00（四） 9/25-12/11 

成人陶藝班 李明松老師 下午 5:30~7:00（五） 9/26-12/19 

兒童美術造型班 黃孟君老師 早上 10:00~11:30（六） 9/27-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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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費：學費 2500 元。兒童美術造型班、陶藝班，需另酌收材料費 500 元。 
(1) 校內教職員工 5折。（每班名額不超過 2位，依優先繳交社費的順序為主）  
(2) 本校在校生、教職員工、教職員工眷屬、校友，均 8折。 

◎收費優惠：優惠部份僅限學費，材料費恕不優惠，須全額繳交。 
◎報名辦法：請上藝術中心下載表格，或將表格傳真到 05-6330607，開課當日完成報到手續

及繳費。  
◎報名洽詢專線： 05-6315040 藝術中心行政助理 陳小姐 
分機：5040 
傳真：05-6330607 
網頁：http://artcenter.nfu.edu.tw 
信箱：artcenter@nfu.edu.tw 

玖、 笑話學英文（資料來源：http://dgdel.nchu.edu.tw/） 

In Three Parcels 

     分成三包 

    Two little brothers came to buy chicken ｀n＇ chips at a fast-food restaurant.  “Make it in three parcels, 

please,＂ they requested at the counter.  “Three?  Are you sure?  You're only two.＂  The shop-assistant 

thought the two little ones had made a mistake.  But they replied, “Nope, Mom also needs one.＂  This 

reply made all wonder what filial piety the kids had.  But they immediately added, “Mom will munch it 

all if not in three parcels.＂ 

[譯註] 

兩個小兄弟來速食餐廳買「炸雞薯片」。「把它弄成三包吧，拜託」他們在櫃台的地方

要求。「三包？確定嗎？你們只有兩個。」那店員以為那兩個小孩子弄錯了。但他們回說：

「不耶，媽姆也需要一包。」這回答使所有人詑異：小孩兒們多麼懂孝道啊。不過，那兩個

小孩立刻補說：「媽姆會把整個都吃掉，如果沒分成三包的話。」  

註： 

1. 在英國有許多店賣「炸雞加上炸馬鈴薯碎片」，那叫“chicken ｀n＇ chips＂或“chicken'n 

chips＂(= chicken and chips)。在美國則常賣炸雞 (fried chicken) 加上炸薯條 (French fries 或 

French fried potatoes)。 

   2. shop-assistant (商店助理，店員)，Nope = No (不，不耶)，have filial piety (有孝心，懂孝道)，

munch (發出聲音地咀嚼)。 

 [複習填充] 

Two little brothers came to buy chicken ｀n＇ _____ at a ____-food restaurant.  “Make it in three 

p_____, please,＂ they requested at the counter.  “Three?  Are you sure?  You're only two.＂  The 

shop-_______ thought the two little ones had made a mistake.  But they replied, “Nope, Mom also 

needs ____.＂  This reply made all wonder what f____ p____ the kids had.  But they immediately added, 

“Mom will m_____ it all if not in three parce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