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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虎尾科技大學人事服務電子（e）報 

98 年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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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校車輛系林政仁老師與會計室組員沈素旨於 98 年 1 月 15 日結婚，特此恭賀。 
二、本校 97 年 12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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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識教育中心 周玉珠 副教授 971223 970801 

機械設計工程系 黃運琳 教授 980108 970801 

光電工程系 邱銘宏 教授 980108 970801 

生物科技系 周文敏 副教授 980108 970801 

電子工程系 毛偉龍 副教授 980108 970801 

光電工程系    雷伯薰  副教授 980108  970801 

三、本校公務人員殷世朋、林怡君、車廷倫及劉麗慧等四人參加 97 年度委任公務人員晉升

薦任官等訓練成績及格，其中殷世朋及林怡君等二人自 97 年 10 月 3 日升任為薦任第

六職等組員。 

貳、 每月知新 

一、98 年元月 30 日（星期五）上班日調整放假，並於元月 17 日（星期六）先行補

行上班。 

二、為貫徹隱私保護，公務機關之個人資料檔案須依「電腦處理個人資料保護法」及比例

原則始得為個人資料之蒐集、處理或利用，以落實釋字第 603 號解釋所揭示之資訊隱

私權保障。 

三、考選部為擴大國家考試之公開性，協助有志於從事公務人員或專技人員職業之青年學

子及社會人士進一步認識國家考試，擴展職業生涯之選擇，經規劃國家考試講座，提

供學校及文化中心邀請實施。98 年國家考試講座計畫分 2梯次實施，第 1梯次實施期

間為 1至 6月，第 2梯次為 7至 12 月。國家考試講座內容將依單位之需求，以演講或

演講與座談併行方式進行為原則，並配合播放簡報及提供國家考試相關資料。98 年上

半年如有此項需求，請於 98 年 1 月 31 日以前填妥申請表傳真回復，俾利排定講座日

程。 

四、請持續配合推動反詐騙宣導，並提醒機關同仁接獲可疑詐騙電話，可透過刑事警察局

「165 反詐騙專線」詢問或向金融機構查詢，或電「110」報案。 

五、為推動廉能政風，提升政府優良形象，請各單位加強宣導所屬同仁於年節期間遵守「受

贈財物」、「飲宴應酬」、「請託關說」之規定，共創廉能政府之目標。 

六、「公務福利ｅ化平台」之網址為：http://eserver.hwc.gov.tw，平台內設有優惠商店、

團體發起、員工協助方案、未婚聯誼、電子報、健康管理、二手物品交換、旅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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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調查、RSS 專區等共計 10 個專區，歡迎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學校公教同仁踴躍上

網參與。為鼓勵全國公務同仁登入公務福利 e化平台，以利推廣各類公務福利活動，

發揮 e化平台建置之功能，自民國 98 年 3 月至 98 年 12 月止，每月辦理抽獎活動，獎

品有折疊腳踏車、MP3 播放器、隨身碟、泡湯券、7-11 禮券等。 

參、 法規訂定或修正 

一、勞動基準法施行細則第三十四條之一修正條文：勞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或殘廢時，雇

主已依勞工保險條例規定為其投保，並經保險人核定為職業災害保險事故者，雇主依本

法第五十九條規定給予之補償，以勞工之平均工資與平均投保薪資之差額，依本法第五

十九條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標準計算之。 

二、行政院 97 年 12 月 3 日院授人住字第 0970305471 號函送「行政院所屬各機關學 

校辦理員工子女托育服務實施方案」。（教育部 97.12.16 台人（二）字第 0970247952

號函） 

肆、 人事法令宣導 

一、考試、任（聘）免、敘薪、兼職： 

(一)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97年 12月 1日公授國訓教字第09700109672號函送97年度

委任公務人員晉升薦任官等訓練成績及格與不及格人員名冊，旨揭訓練人員成績及格

者，經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核定以 97 年 10 月 3 日為訓練合格生效日，訓練合格

人員自該日起，即取得升任薦任第六職等任用資格。（教育部 97.12.09 台人（一）字第

0970246893 號書函轉）。 

(二)有關公務人員取得調任職系資格所修習學分，是否列入「行政院及所屬各級機關公立學

校公務人員陞任評分標準表」（以下簡稱評分標準表）之評分採計一案，經行政院人事行

政局 97 年 12 月 22 日局力字第 0970031888 號函釋以一、與擬陞任職務性質相關之訓練

進修活動，並登載於「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站」之終身學習時數，其配分由各機關

自行訂定。二、公務人員取得調任職系資格所修習之學分，如未據以取得學位，且未列

入學歷項目評分，並符合上開規定者，得納入評分標準表之「訓練及進修」項目評分採

計。（教育部 97 年 12 月 26 日台人（一）字第 0970260333 號書函轉）。 

二、考績考核、訓練進修、差勤管理、國民旅遊卡： 

（一）修正「行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第 5 點、第 5 點之 1、
第 6 點，並增訂附表明定國民旅遊卡特約商店業別，又於該表增列「藝文圖書業」，包

括於旨揭藝文展演之刷卡消費，均得請領補助。（行政院 97 年 12 月 17 日院授人考字

第 0970065172 號函） 
（二）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為落實「防範公務員以專業證照違法兼職或租借他人實施計畫」，

業已完成建置「輻射防護人員認可證書及操作人員輻射安全證書登錄資料查詢」系統, 

請由該會網站(http://www.aec.gov.tw)/線上服務/進出口簽審及輻射防護管制線上

申請及查詢項下，點選「輻防及輻安證書登錄資料查詢」。（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97 年

12 月 25 日會人字第 0970023008 號函） 

（三）行政院修正「菁英領導班實施計畫」第 3點規定，修正重點為擴大培訓對象，將原菁

英領導班學員推薦資格，由 45 歲以下之薦任第 9職等主管職務以上人員，放寬為 47

歲以下之薦任第8職等以上主管職務人員（含簡任第10職等以上非主管職務人員）。(教

育部 97.12.15 台人(二)字第 0970248314 號函轉行政院人事行政局 97.12.4 院授人考

字第 09700649222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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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藝文圖書業已納入國民旅遊卡特約商店業別，適用的對象包括書局、博物館、美術館、

畫廊、藝廊、音樂會、戲劇、舞蹈等藝文展演單位，凡合於交通部觀光局所定條件者，

可向交通部觀光局申請加入為國民旅遊卡特約商店。(教育部 98.01.05 台人(二)字第

0970263247 號函轉) 

（五）行政院人事行政局函以，行政院為維持為民服務品質，各機關於 98 年農曆春節連續假

期前、後1日上班日，請各單位確依公務人員請假規定有效控留人力。(教育部98.01.06

台人(二)字第 0970263479 號函轉)。 

三、待遇福利、退休撫卹、公保健保、文康活動： 

（一）國軍官兵購置住宅貸款及 94 年度(含)以前之中央公教人員購置住宅貸款利率，自 97

年12月15日起貸款利率由原年息2.267％調降為1.617％。（教育部97.12.18台總(一)

字第 0970257302 號函） 

（二）「貼心相『貸』─公教員工低利貸款」貸款利率調降為年息 1.94％；「『築巢優利貸』

─全國公教員工房屋貸款」，貸款利率調降為 1.84％。（教育部 97.12.19 台總(一)字

第 0970257663 號函） 

（三）大陸地區人民申請來台領居公法給付事宜：依大陸地區人民「台灣區與大陸地區人民

關條例」第 26 條之 1規定，請來台領居公法給付者，依「大陸地區人民進入台灣地區

許可辦法」第 16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申請人現居大陸地區者，由其在台灣地區親

屬代為提出申請（不受理郵寄申請），倘申請人在台無親屬，可委託旅行社代為向本署

提出申請並擔任保證人。（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97 年 12 月 19 日移署出停堯字第

09720337900 號函） 

（四）行政院人事行政局 97 年 12 月 3 日局給字第 0970029950 號函，有關公教人員請領結婚

補助，證明文件得僅繳驗戶口名簿，以簡化當事人申請手續一案。（教育部 97.12.10

台人（三）字第 0970247546 號函轉） 

（五）銓敘部 97 年 12 月 5 日部退一字第 0972954736 號令，為免公教人員保險（以下簡稱公

保）被保險人重複請領眷屬喪葬津貼，並踐行公保法施行細則第 59 條第 1項所定之自

行協商程序，被保險人請領眷屬喪葬津貼時，應填妥公保被保險人請領眷屬喪葬津貼

切結書，據以請領；如有填載不實，應繳回原領之眷屬喪葬津貼，並重新協商後，推

由一人請領。（教育部 97.12.10 台人（三）字第 0970249673 號書函轉） 

伍、 本校人事異動 

 異動情形 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到離職日期 備註 

到職 進修推廣部 組員 王淑珍 97.12.16 
由虎尾鎮公所

調入 

到職 人事室 組員 莊捷涵 97.12.18 高考分發 

到職 動力機械系 辦事員 洪雪芳 98.01.01 
由台東女中調

入 

到職 進修推廣部 辦事員 陳永信 98.01.05 
由嘉義行政執

行處調入 

到職 會計室 
專案 

助理 
林淑婉 97.12.31  

到職 會計室 助理員 林意甄 98.01.05 
教學卓越計畫

專案人員 

到職 總務處出納組 約用助 黃琇甯 98.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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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員 

陸、 環保、節能、減碳、樂活：  

ㄧ、為何要「節能」：人們靠著一些礦物燃料產生我們日常生活所需的能源，但因為地球

上的天然資源有限，終究會有被人類消耗殆盡的一天，所以若我們每天少消耗一些能

源，則留給未來的能源也就愈多。反之，若每天消耗的能源愈多，則未來可使用的能

源就會愈少！ 

二、節能小撇步實例： 

自己種植蔬果，健

康安全又環保  

利用自家陽台、屋頂或社區附近的荒地，自己種植蔬果，能夠減少

對外來食物的依賴，也可確保蔬果不使用農藥、化肥。農藥、化肥

都需由石化原料製成，對健康、環境有害，也相當耗能。 

多蔬食 少吃肉  

每天食用新鮮蔬果，不但有益身體健康，從能量的觀點，直接食用

蔬果，可以減低能量轉換時的浪費，更是有效使用自然能量的最好

方式。平常飲食或喜慶宴客，都可以盡量遵循這個原則喔！ 

少開冰箱  
每開一次冰箱門，壓縮機需要運轉 10~20 分，才能回冷，減少開

門次數與時間，保冷又省電。 

先泡米再煮飯  
煮飯前將米洗好泡過再煮，省時省電飯好吃（白米約泡 20 分鐘，

五穀雜糧、糙薏仁約 1 小時）。  

善用自然風乾  

隨著生活的西化，台灣有愈來愈多家庭會使用乾衣機來烘乾衣物。

根據英國劍橋大學研究指出，一件衣物終其一生有 60%的能源消耗

與清洗及烘乾有關。台灣夏季酷熱衣料薄，應多利用自然晾乾，不

用烘衣機！  

舊衣新穿或重新

使用  

每一件新衣的背後都代表著能量和資源的消耗，有些是合成材料，

更是石油製品。另外，棉花田雖佔全球耕地的 3%，卻消耗了全球

將近 25%的農藥。因此，與鄰居、友人交換衣服，或將穿不下的衣

物送給其他孩童，淘汰衣物的布料也可重新使用，製作抹布、環保

袋等，省錢更省資源。  

柒、 本校推動環保、節能、減碳、樂活活動 

本校為推動節能減碳活動，擬從教職員工做起，98 年度為本校推動節能減碳行動年，

全體同仁動起來，以下活動請配合推動: 

（一） 參考本校 97 年 7 月電子報或電算中心通知，完成個人電腦之省電設定。 

（二） 98 年 1 月配合春節聯歡會校長贈送紀念品，今年發放不銹鋼杯一份，未來本校

開會或各項活動，請全體同仁儘量攜帶不銹鋼杯參加，活動單位泡茶招待，未準

備不銹鋼杯者，由活動單位提供瓷杯裝水，儘量不提供杯（罐）裝水。 

（三） 98 年教職員工慶生紀念品，訂於本（98）年春節前製作完成一次發放，今年配

合節能減碳發放不銹鋼筷一份，未來本校校內各項會議或活動訂製便當，會請提

供便當單位不提供竹筷，開會前時可先詢問與會人員有無攜帶不銹鋼筷後，再斟

酌訂製便當。 

（四） 本校同仁如有其他節能減碳創新思維，請提供人事室作為規劃教職員工推動之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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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