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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虎尾科技大學人事服務電子（e）報 

98 年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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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ㄧ、本校機電輔助工程系楊東昇老師升等教授，特此恭賀。 

二、本校資訊工程系許永和老師升等教授，特此恭賀。 

三、本校多媒體設計系沈思岑老師升等副教授，特此恭賀。 

四、動力機械系謝龍昌教授及光電系謝振榆副教授帶領學生研發產品榮獲第 37 屆日內瓦發明

展 2金 2銀，獲獎率百分之百，並獲韓國所頒發的「特別獎」，特此恭賀。獲獎產品及獎

項如下： 

研發人員 產品 獎項 

謝龍昌教授、博士班學生陳子

下、碩士班學生吳宗蔚 

多種組合益智遊戲-＂魯班鎖之六子

聯芳＂ 
金牌 

謝振榆副教授、學生吳書宏、程

威証、張至勛 

數位量角器與圓規 
金牌 

謝龍昌教授帶領學生所研發 高減速比行星齒輪傳動器 銀牌 

謝振榆副教授帶領學生所研發 紫外線警示傘 銀牌 

貳、 每月知新 

一、行政院人事行政局 98 年度人事行政研究發展徵文獎勵活動，自即日起至 98 年 5 月 25
日止接受徵文獎勵申請（郵寄者以郵戳為憑），請 查照轉知並鼓勵踴躍參加。有關「人

事行政研究發展獎勵作業要點」、徵文獎勵活動須知及相關書表（含申請書、比對表、

作品清單、作者資料表）電子檔已登載於人事行政局全球資訊網「企劃處」人事綜合規

劃公告區，請自行參閱或下載利用（網址： http://www.cpa.gov.tw ）。（行政院人事行

政局 98 年 3 月 26 日局企字第 0980061477 號函） 
二、本校訂於 98 年 4 月 21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假行政大樓六樓第二會議室舉

辦「文理學院院長續任投票作業」，請文理學院所屬教師依時參加投票。 
三、教職員公差假申請單業已更新版本，請至本室網頁「表格下載」下載使用 

( http://sparc.nfu.edu.tw/~personel/download/download.htm#差假加班 ) 
四、行政院人事行政局「公務人員個人資料校對網站」(http://ecpa.cpa.gov.tw )，自即日起

正式上線，該網站係提供公務人員校對其個人資料，為考量資料安全性，須使用自然人

憑證登入，請轉知所屬人員多加利用。 
五、教育部訂於 98 年 7 月 4 日(星期六)上午 9 時 30 分至 12 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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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舉辦「傳統多益測驗」，同仁可依個人需求選

擇參加場次。 
(一)測驗地點： 

1.北區：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公館校區教學研究大樓(台北市汀州路四段 88 號)。 
2.中區：國立臺中教育大學綜合教育大樓(台中市民生路 14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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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南區：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文學大樓(高雄市和平一路 116 號)。 
(二)參加對象：教育部所屬機關學校公務人員【可測出初級至優級程度(A2 至 C2)】。 
(三)報名方式：「請至 TOEIC 教育部報名專區」(網址： 

http://service.toeic.com.tw/publicURL/login.jsp?CompanyID=1000015&CheckID=
HZQV8T ) 報名。 

(四)受理報名時間：98 年 5 月 22 日至同年 6 月 12 日。 
(五)費用：1,240 元，請依各機關學校補助規定報支。 
(六)准考證預寄日：98 年 6 月 25 日。 
(七)成績單預寄日：98 年 7 月 23 日。 
(八)參加同仁核予補休半日。 

六、行政院人事行政局公務人員住宅及福利委員會(以下簡稱住福會)「公務福利ｅ化平台」

網站建置有「健康管理專區」，提供線上預約健康檢查服務，請轉知所屬同仁多加利用。 

參、 法規訂定或修正 

 一、本校「教師進修研究講學實施要點」及「教授休假研究實施要點」業經 98 年 3 月 31

日 97 學年度第 4次校教評會審議修正通過，請至本校人事室「人事規章」網址

http://sparc.nfu.edu.tw/~personel/sclaw/sclaw.htm#訓練進修下載參閱。（97 年

4 月 14 日虎科大人字第 0980002494 號函轉） 

肆、 人事法令宣導 

一、考試、任免、敘薪、兼職： 

（一）依「公立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理原則」第 4點規定，「教師至第三點所定兼職機關

（構）兼任之職務，以與教學或研究專長領域相關者為限，且不得兼任下列職務：（一）

非代表官股之營利事業機構或團體董事長、董事、監察人、負責人、經理人等職務。

但擔任國營事業、已上市（櫃）公司或經股東會決議規劃申請上市（櫃）之未上市（櫃）

公開發行公司之外部、獨立董事、監察人，或金融控股公司百分之百持有之銀行、票

券、保險及綜合證券商等子公司之獨立董事，不在此限。...。」，上開所稱「已上市

（櫃）公司」、「經股東會決議規劃申請上市（櫃）之未上市（櫃）公開發行公司」、「金

融控股公司百分之百持有之銀行、票券、保險及綜合證券商等子公司」，須為依我國法

令規定申請設立之公司。（教育部 98.03.25 台人（一）字第 0980039733 號函） 

二、考績考核、訓練進修、差勤管理、國民旅遊卡： 

（一）分配機關占編制職缺實施實務訓練之考試錄取人員，得加入服務機關之公務人員協會。

銓敘部93年5月17日部管二字第0932367057號函即日起停止適用。（教育部98.4.6台人

（二）字第0980050825號函） 

（二）行政院人事行政局 98 年 3 月 12 日局給字第 09800065561 號函以，自 98 年度起有關年

度中因職務異動致專業加給減少者，其當年度未休假加班費得按不同專業加給數額月

數比例計發。(教育部 98.03.17 台人(二)字第 0980041705 號函轉) 

（三）有關編制內同仁自費參加健康檢查者（非受限於 40 歲以上），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給

予每 2年 1次公假登記 1天前往受檢。依教育部 90 年 3 月 26 日台（90）人（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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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0034994 號書函以：「行政院人事行政局函釋：有關自民國 90 年 1 月 1 日起擴大辦

理公務人員健康檢查，其中檢查對象應包括國立各級學校法定編制內依『教育人員任

用條例』聘任之人員在內。」，是以，未滿 40 歲之教育人員自費參加健康檢查者，亦

得以每 2年 1次公假登記 1天前往受檢，並須受檢人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教育部

98.03.24 台人（二）字第 0980042145 號函） 

（四）查教育部聘僱人員年終績效評核作業要點係於 95 年 8 月 11 日依據績效獎金精神訂定，

茲因立法院決議自 96 年起不可發放績效獎金，又「行政院及所屬機關聘僱改進方案」

自 97 年 2 月 29 日起停止適用，爰配合刪除優等及考列優、甲等人員頒贈禮品之相關

規定。另考列甲等人數修正為以當年度受評人數總額 35％為限。另教育部所屬機關聘

僱人員年終評核，如參酌教育部作業要點訂定評核規定者，請配合修正。（教育部

98.03.26 台人（二）字第 0980043201 號函） 

（五）為示褒揚之莊嚴審慎，並能符合褒揚條例之立法意旨，有關褒揚案件之申請及審核等

事宜，應依褒揚條例及其施行細則相關規定確實辦理。該條例第 2條除明列 10 款符合

褒揚之情事，並列有第 11 款「其他對國家社會有特殊貢獻，足堪褒揚者。」之規定，

審其立法意旨，係為補同條前 10 款之不足所作概括性規定。是相關機關學校在提出申

請或審核褒揚案件援引第 11 款規定時，仍應衡酌當事人相關事蹟與上述 10 款規定之

衡平性，以避免流於浮濫。（教育部 98.04.01 台人（二）字第 0980049781 號函） 

（六）行政院為力行儉約並求合宜，各機關之會議仍以不供應餐點為原則，惟如會議時間較

長影響用餐時間或邀請外部專家學者、外賓與會，或性質較為特殊者，則可由各機關

視實際需要於預算額度內提供點心、水果或餐盒。(98.03.20虎科大人字第0980001724

號函) 

三、待遇福利、退休撫卹、公保健保、文康活動： 

（一）教育部 98 年 3 月 30 日台人（三）字第 0980048548 號函示略以，公立學校教職員於受

國防工業訓儲預備軍(士)官基礎教育訓練期間，因體位變更依法核定為免役體位而退

訓者，其免役(退訓)前之基礎教育年資，及經核准折抵役期之軍訓課程、大專集訓年

資，得於期限內(初任學校教職員之日起 5 年內)依學校教職員退休條例施行細則第 16
條第 5 項規定補繳退撫基金費用，併計退休年資。 

（二）教育部 98 年 3 月 19 日台人(三)字第 09800420021 號書函略以，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

金管理委員會業已建置「退撫基金業務問與答」網路查詢功能，提供對於退撫基金業

務作業疑義事項之解答，請至該會網站﹝http://www.fund.gov.tw/﹞問答集項下，點

選「退撫基金業務作業問與答」查詢 

（三）行政院人事行政局 98 年 3 月 16 日局授住字第 09803000965 號函，有關該局公務人員

住宅及福利委員會「公務福利 e化平台」網站建置有「健康管理專區」，提供線上預

約健康檢查服務。（教育部 98.03.23 台人(三)字第 0980044724 號書函轉） 

（四）有關「公立專科以上學校辦理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案件處理要點」第 4點第 2項第 4

款所稱「公開發表」，係指依著作權法第 3條第 1項第 15 款規定，權利人以發行、播

送、上映、口述、演出、展示或其他方法向公眾公開提示著作內容。又所謂「公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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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同項第 4款規定，係指不特定人或特定之多數人，但家庭及其正常社交之多數人，

不在此限。（教育部 98.03.19 台人（三）字第 0980041946 號書函） 

伍、 本校人事異動 

異動情形 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生效日期 備註 

升等 機電輔助工程系 教授 楊東昇 97.8.1  

升等 資訊工程系 教授 許永和 97.8.1  

升等 多媒體設計系 副教授 沈思岑 97.8.1  

到職 人事室 約用助理員 劉靜琪 98.03.16 新增 

到職 營繕組 約用技術員 王賢隆 98.03.23 新增 

到職 環安中心 約用助理員 吳政勳 98.03.23 新增 

到職 電算中心 計畫助理 王新宜 98.03.01 DOC 計畫人員 

到職 電算中心 計畫助理 陳螺珠 98.03.01 DOC 計畫人員 

到職 電算中心 計畫助理 李羿穎 98.03.01 DOC 計畫人員 

離職 營繕組 約用助理員 江建昱 98.03.10 病故 

離職 藝術中心 專案助理 林明憲 98.03.20 教學卓越計畫人員 

離職 電資學院 專案助理 黃思雅 98.03.31 教學卓越計畫人員 

離職 電算中心 計畫助理 邱睿儀 98.03.31 DOC 計畫人員 

離職 生物科技系 專案助理 黃筵嘉 98.03.31 教學卓越計畫人員 

陸、 環保、節能、減碳、樂活： 

何謂溫室效應?  

地球獲得由太陽照射的能量稱為太陽輻射能，這些輻射能主要是可見光譜範圍內的電磁波輻

射，還有小部份的紅外線（IR）和紫外線（UV）輻射。 

太陽輻射能較短的波長照射到地球表面後，部份被吸收，也有部份被以紅外線（IR）的熱能

形式再釋放到大氣層中，甚至回到外太空。 

這些釋放到大氣層中的紅外線，被大氣層中的特定氣體吸收後，會再以熱能形式釋放回地球

表面，這樣的情形可讓地球表面溫度不至於一直下降，也是讓地球適宜生物生存的原因之一，

而這就是溫室效應。可見適當的溫室效應，對地球表面的生態環境是必需的，但嚴重的溫室

效應，會造成地表溫度不斷上升，嚴重影響生態環境的運作。 

柒、 人文素養： 

2009 雲林縣客家桐花祭 

記者會 

（一）時間：98 年 4 月 16 日（四）上午 10 時 

（二）地點：古坑鄉荷苞社區巴登咖啡 

開幕活動 

（一）時間：98 年 4 月 18 日（六）上午 10 時 

（二）地點：古坑鄉荷苞社區童軍露營地 

各項活動（一）漫遊桐花步道—紫斑蝶飛舞之美 （花與蝶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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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期：4月 18、19、25、26、5 月 2、3 日 10：00-17：00 

2.地點：荷苞社區童軍露營地、林內龍過脈步道 

（二）桐花及生態步道健行 

1.日期：4月 18、19、25、26 日、5月 2、3日 9：00-17：00 

2.地點：荷苞社區童軍露營地、荷苞登山步道 

（三）客家劇場開鑼—掌聲響起 

1.日期：4月 18 日（六） 10：00-17：00 

2.地點：荷苞社區童軍露營地 

（四）客家傳統美食品嚐與創新 

1.日期：4月 18 日 10：00-17：00 

2.地點：荷苞社區童軍露營地 

（五）客家庄尋根之旅 

1.日期：4月 19 日（日） 10：00-17：00 

2.地點：林內、二崙、古坑、西螺、崙背 

（六）創意桐花裝置大賞  

1.日期：4月 18、19、25、26 日、5月 2、3日 10：00-17：00    

2.地點：荷苞社區童軍露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