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人事服務電子（e）報 

98 年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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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年 1 至 2 月教育部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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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理系 張淑貞 副教授 980120 970801 

生物科技系 郭賓崇 副教授 980202 970801 

貳、 每月知新 

一、行政院人事行政局 98 年 1 月 17 日局考字第 0980060463 號書函以，為響應政府刺激消

費政策，配合消費券實施期程，惠請鼓勵所屬同仁，儘量提前至本(98)年 9 月 30 日前完

成本年度強制休假補助費。(教育部 98.01.22 台人(二)字第 0980010753 號函轉) 

二、「行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培育原住民專門人才獎勵要點」，請協助宣導並鼓勵原住民朋友

符合申請條件者 98 年 2 月 28 日前踴躍向戶籍所在地區公所提出申請

(http://www.tccg.gov.tw)  
三、行政院人事行政局函轉內政部所送聯合國身心障礙者權利公約作為各機關學校施訓規

劃，可至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參閱。 

四、本校組織規程業奉教育部 98 年 2 月 2 日台技(二)字第 0980015006 號函核定，並自 97 年

8 月 1 日生效，教育部來函及組織規程條文可逕至人事室網頁查詢下载。 

五、本校人事室原訂於 98 年 2 月 27 日（星期五）下午二時於本校國際會議廳舉辦之「性別

平等講座」，講座課程名稱為「性別與 EQ 溝通」，惟為配合講師時間，調整講座時間為

98 年 2 月 24 日（星期二）下午三時原地點舉辦，請同仁於 98 年 2 月 20 日（星期五）前

至公務人員終身學習網站報名。 

六、台北市政府政風處自 98 年 1 月 23 日至 2 月 23 日舉辦「98 年元宵燈謎網」燈謎有獎猜

答活動，請踴躍上網參加 http://w2.doge.taipei.gov.tw/lantern98/index.asp。 

七、國家文官培訓所為辦理 98 年度「公務人員專書閱讀推廣活動」，業以選定 4本書籍作為

心得寫作競賽閱讀專書，相關活動訊息請至國家文官培訓所網站

（http://www.ncsi.gov.tw）查詢，請同仁踴躍參加，並於 98 年 6 月 12 日（星期五）

前將作品送達人事室俾利彙整函送。 

八、即日起至 9月 30 日止，凡公務人員或民眾至彰化縣消費滿 1000 元以上者，即可參加「錢

進彰化，花在彰化」抽獎活動（http://www.chcg.gov.tw），請同仁踴躍共襄盛舉。 

九、公務人員住宅及福利委員會函送「2009 愛戀久久-春季中央機關未婚同仁聯誼活動」實

施計畫、各梯次活動行程表及報名表 1份，詳情請至人事室/最新消息網頁參閱。 

參、 法規訂定或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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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試院 98 年 1 月 15 日考臺組壹一字第 09800003861 號令修正之「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普通考試保險代理人保險經紀人及保險公證人考試規則」第二條條文暨附表「專門

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保險代理人保險經紀人及保險公證人考試應試科目表」。（教育

部 98 年 1 月 20 日台人（一）字第 0980011381 號書函） 

二、考試院 98 年 1 月 14 日考臺組壹一字第 09800003361 號令修正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高等考試驗船師考試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教育部 98 年 1 月 23 日台人(一)字第

0980011785 號書函轉考選部 98 年 1 月 17 日選專字第 0980000443 號函） 

三、「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部分條文，業經教育部於中華民國 98 年 1 月 14 日

以台參字第 0970262456C 號令修正發布施行。凡於 98 年 1 月 14 日起提學校最低一級教

評會審議教師資格者，適用上開修正辦法，電子檔置於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網站之電

子公告欄(網址：http://www.edu.tw/academic/index.aspx) ，如對本法規條文有任何

疑問，請洽教育部學審會吳志偉專員(02-77365904)。（教育部 98 年 1 月 16 日台學審字

第 0980001563 號函） 

四、「國立大學校務基金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第 4 點、第 5 點、第

6 點，業經教育部於中華民國 98 年 2 月 5 日以台人(一)字第 0980013488C 號令修正發

布。（教育部 98 年 2 月 5 日台人（一）字第 09800134880 號函） 

五、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陸地區許可辦法修正條文，業經內政部 97 年 12

月 30 日台內移字第 0970995393 號令修正發布，並自發布日起施行。（教育部 98 年 1 月

10 日台人（二）字第 0980001212 號函）  

六、大陸地區專業人士來臺從事專業活動許可辦法第八條之一修正條文：大陸地區人民在大

陸地區行政、黨務或其他公務機關（構）任職，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直轄市、縣

（市）政府或財團法人海峽交流基金會邀請，得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來臺從事與業務相

關交流活動或會議。（教育部 97 年 12 月 22 日台陸字第 0970007952 號函轉） 

七、「勞工保險被保險人轉投軍人保險公教人員保險年資保留辦法」修正條文，業經行政院

勞工委員會 97 年 12 月 31 日勞保 2字第 0970140659 號令修正公布。（教育部 98 年 1 月

8 日台人(三)字第 0970266106 號書函轉） 

八、大陸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依親居留長期居留及定居數額表修正，業經內政部 97 年 12 月

31 日台內移字第 0971028663 號令修正發布並自中華民國九十八年一月五日生效。（教

育部 98 年 1 月 9 日台陸字第 0980002555 號函轉） 

肆、 人事法令宣導 

一、考試、任（聘）免、敘薪、兼職： 

（一）有關公立大專校院未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兼職費之支給上限規定之疑義一案，依前揭行

政院人事行政局函(97 年 12 月 29 日局給字第 0980060532 號)釋略以，查行政院 93 年

4 月 1 日院授人給字第 0930009875 號函規定，有關未兼學校行政職務教師之兼職費，

同意不受「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支給個數及上限規定之限制，

其支給數額最高不得超過教授最高年功薪及學術研究費二項合計數。上函所稱「不受

支給規定支給個數及上限規定」，係指支給個數不受 2個之限制，兼職費之支給上限每

月不受支領 1個兼職費新台幣(以下同)8 千元、兼任公司常務董事或常駐監察人 1萬 2

千元及每月合計總額 1萬 6千元之限制。（教育部 98 年 2 月 5 日台人（三）字第

0980012621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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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行政院人事行政局 98 年 1 月 9 日局力字第 09800008082 號函送 98 年公務人員特種考

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任用計畫彙總表。經列入任用計畫分配者，在未分配考試錄取人

員遞補前，其所遺業務得依「各機關職務代理應行注意事項」之規定辦理，並自行列

管，毋須再函行政院人事行政局，以避免重複列缺。(本部 98.01.16 台人(一)字第

0980005855 號函轉) 

（三）教育部 98 年 2 月 5 日台人(一)字第 0980013488C 號函修正發布「國立大學校務基金進

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第 4點、第 5點、第 6點規定。 

二、考績考核、訓練進修、差勤管理、國民旅遊卡： 

（一）98 年 1 月修訂之「國民旅遊卡相關事項 Q＆A」資料，說明如下： 

1.依行政院人事行政局 98 年 1 月 9 日局考字第 0980060229 號書函辦理。 

2.Q＆A 資料係配合行政院 97 年 12 月 17 日院授人考字第 0970065172 號函修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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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點、第 7點規定重新

編製，主要增修部分為「熱門問題專區」，並對前開休假改進措施修正後之相關問題增

加題型及案例說明，另亦納入國民旅遊卡相關最新函釋及刪除部分問題。 

3.Q＆A 資料已置於行政院人事行政局網站(網址：http://www.cpa.gov.tw/)最新消息

區，請自行下載並以電子郵件或書面轉知所屬機關同仁詳閱瞭解。（教育部 98.01.13

台人（二）字第 0980004857 號函轉） 

（二）「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陸地區許可辦法」，業經內政部 97 年 

12 月 30 日台內移字第 0970995393 號令修正發布，修正重點： 

1.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簡任第 11 職等以上公務員及警監 3階以上之警察人員，得不限

事由申請許可進入大陸地區。 

2.擔任行政職務之政務人員及直轄市長、縣（市）長，得申請進入大陸地區探視或從事

與業務相關之活動。 

3.規範涉及國家機密人員得申請進入大陸地區事由。 

4.簡化地方機關申請流程，簡任第 11 職等以上公務員及警監 3階以上之警察人員申請進

入大陸地區，經直轄市、縣（市）政府附註意見，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免再經省政

府核轉。 

5.考量各機關業務性質不同，停留大陸地區期限及申請之假別，由服務機關自行審認，

爰刪除現行條文第 18 條及第 19 條。（本部 98.01.10 台人（二）字第 0980001212 號函

轉） 

（三）公務人力發展中心 98 年將於「e等公務園」開設領導管理類線上課程計有「變革管理」

等 18 門課程，共計 42.5 小時，請轉知所屬中高階公務人員自行上線閱讀。另公務人

力發展中心每月發行之「游於藝電子報」，將提供最新線上課程訊息供學員訂閱及查

詢，敬請新加入「e等公務園」會員者自行進入該網站進行訂閱。(教育部 98.01.13

台人(二)字第 0980003120 號函轉公務人力發展中心 98.01.07 人發教字第 0980000037

號函) 

（四）98 年適逢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成立 50 週年，特別向學界公開徵求「50 科學之旅」

計畫。共有 50 條以上路線，全年共有 200 個以上的梯次，包括生態環境、能源科技、

生物技術、光電科技、奈米科技、通訊科技、人文社會等主題，其中許多路線參訪的

是平日不輕易對外開放的研究機構或基地。參加民眾得以透過專家導引、參觀、討論

與實作等多元方式認識我國科學研究基地與研究發展現況、了解各類科學主題的研究

過程與方法，是極為難得的科學饗宴。請轉知貴屬同仁踴躍參加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



 4

會「50 科學之旅」系列活動，體驗我國的科技脈動與研究成果。(教育部 98.01.16 台

人(二)字第 0980007102 號書函轉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98.01.12 臺會教字第

0980003858 號函) 

（五）交通部觀光局日月潭國家風景管理處函以，請宣導所屬同仁勿至日月潭船屋進 

行觀光活動。(本部 98.01.17 台人(二)字第 0980007697 號函轉) 

（六）各機關（構）學校選送或自行申請國內全時進修、部分辦公時間進修或公餘進 

修者，98 年度進修費用補助，仍請依現行規定辦理。(教育部 98.01.22 台人(二) 

字第 0980011057 號函轉行政院人事行政局 98.01.17 日局考字第 0980060470 號 

函) 

（七）台中縣政府舉辦「快樂消費來中縣，百萬獎項大饗宴，消費滿仟元，抽獎一整年」活

動。(本部 98.01.19 台人(二)字第 0980008886 號函轉) 

（八）教育部所屬學校簡任或相當簡任第 11 職等以上之公立各級學校兼任行政職務之教師、

職員（含人事、主計）、專業技術人員、研究人員、無軍籍軍訓教官、社會教育機構聘

任之專業人員赴大陸地區申請許可作業，依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陸

地區許可辦法第 9 條規定，授權學校逕向主管機關（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申請許

可。（本部 98.02.06 台人（二）字第 0980012724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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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年 1 月 10 日起依規定由原年息 1.617％調降為 1.217％。（教育部 98 年 1 月 20 日台總

(一)字第 0980010319 號書函轉） 

（二）公務人員住宅及福利委員會函以，中華郵政公司宣布 98 年 1 月 10 日起調降 2年期定

期儲金機動利率為年息 1.175％，該會辦理之「貼心相『貸』-公教員工低利貸款」及

「『築巢優利貸』-全國公教員工房屋貸款」利息亦配合調降一案。（教育部 98 年 1 月

21 日台人(三)字第 0980006931 號函轉） 

（三）有關「三軍總醫院等 19 所醫院辦理中央各機關學校簡任第十職等或相當職等以上主管

人員全身健康檢查收費標準等相關資料一覽表」，請逕上行政院人事行政局附件下載區

http://serv-out.cpa.gov.tw/od/下載。（教育部 98 年 1 月 17 日台人(三)字第

0970266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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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務處衛生保健組 護士 郭錦暖 97.02.02 
由成功大學醫

學院附設醫院

調入 

到職 電資學院光電系 約用助理員 陳俐樺 97.02.02 遞補林意甄 

離職 學務處衛生保健組 約用助理員 林怡妙 98.01.19   

新進 
工程學院材料科學

與工程系 
助理教授 鍾淑茹 98.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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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 多媒體設計系 助理教授 黎煥勤 98.02.01  

新進 資訊工程系 助理教授 黃世昌 98.02.01  

新進 電機工程系 助理教授 鄭佳炘 98.02.01  

新進 電機工程系 助理教授 蘇暉凱 98.02.01  

新進 自動化工程系 助理教授 李政道 98.02.01  

新進 企業管理系 
助理教授級約

聘教學人員 
蔡智勇 98.02.01  

退休 通識教育中心 講師 王文五 98.02.01 
 

退休 通識教育中心 講師 溫賓鵬 98.02.01 
 

退休 電機工程系 教授 許清茶 98.02.01 
 

退休 電機工程系 講師 張天錫 98.02.01 
 

退休 動力機械工程系 講師 張仁傑 98.02.01 
 

退休 材料科學與工程系 副教授 許振聲 98.02.01 
 

陸、 環保、節能、減碳、樂活： 

無毒殺害蟲 

許多人都有和環境害蟲「勢不兩立」的經驗，為了防治這些天上飛的､地

上爬的､威脅人體健康的害蟲，很多人常常反應過度，無所不用其極，而

顧不得尋找正確､對環境最有利的方式。我們在室內使用殺蟲劑時，經常

沒有考慮到適當的用量､時機、地點，或採取必要的防護性措施。如果確

實遵照殺蟲劑容器上的指示說明，我們可以安全有效地在室內使用多種殺

蟲劑。我們也可以採取無毒的方法來殺蟲。您只需記住幾個簡單的原則，

借重一些老人家的智慧，您便可以「在家也可以做環保」，同時更可以消滅

跳蚤等害蟲。例如先行採取預防措施，通常可以減少使用殺蟲劑，更可以

節省金錢，並維護家中的清潔。然而，當害蟲危害嚴重，必須動用到比較

激烈的方法時，也要記得選擇毒性最低的化學性產品。 家中如果有害蟲問

題，通常是因為我們滿足了它們以下三種需要：食物､水和躲藏棲息的地

方。因此，保持居家環境的清潔､乾燥，並避免過多的雜物，是對付害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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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效方法。 

資料來源：http://ecolife.epa.gov.tw/blog/post.aspx?aid=1001116396 

柒、 辨識詐騙電話： 

近來本校許多同仁接到詐騙集團假冒中華電信名義，利用電腦語音系統隨

機撥打電話通知您的電話費未繳，如有疑義請撥「九」，轉入高額付費電話

系統，行騙事件不斷發生。本校同仁如有接到該電話，請逕行掛掉電話，

不要依其指示轉撥，否則電話費會高的嚇人。為協助同仁識破歹徒詐騙手

法，特將歹徒詐騙手法與中華電信公司正常語音電話做比較，請小心分辨。 

詐騙步驟 歹徒─詐騙電話手法 中華電信─催費語音 差異 

一、接到電

話語音通

知… 

通知逾期未繳電話費，利用「已進入

司法程序」、「財產將被查封」、「24

小時內停機」…等各種不同理由製造

緊張氣氛。 

僅會通知您欠費電話

號碼、欠費月份、欠費

金額請您儘快繳納。 

中華電信公司

語音催費均會

顯示來話號碼

二、重聽請

按 1，按 

123 或 9 

轉接客服人

員… 

利用客戶驚慌、氣憤欲表明清白等情

緒反應，以語音誘騙您按「123」、

「165」、「1」、「9」…製造與假客

服人員或假警員對話的機會。 

如有疑問，請您掛斷電

話後，以市內電話撥打

123 或以手機撥打 

0800080123 中華電信

公司客服專線查詢。 

中華電信公司

絕不會請您按

任何鍵轉客服

人員對談。 

三、當您按 

9、123 或 

165 轉接客

服人員 

冒牌服務人員或警員會套問個人姓名

及身分證資料。用「個人資料遭歹徒

冒用」、「危及存款帳戶安全」或「涉

嫌人頭戶洗錢犯罪」等嚴重事由虛張

聲勢。並指示為保護存款安全，需前

往金融機構臨櫃辦理「約定轉帳、網

路銀行或電話語音銀行」，其目的在

騙取「帳號」、「密碼」。 

 

中華電信公司

已有客戶資

料，不會請客戶

提供姓名、證

號、地址等資

料。 

四、當驚覺

有異時 
存款已遭詐騙集團轉帳騙光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