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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年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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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職員工喜訊 

ㄧ、恭賀本校資訊管理系教授楊達立喜獲麟兒。 
二、恭賀本校電算中心助理程式設計師蔡慶文喜獲千金。 
三、恭賀本校自動化工程系助理教授李政道於98年12月25日與吳芝穎女士結婚，

特此恭賀。 
四、恭賀文理學院應用外語系楊士賢老師奉教育部 99 年 1 月核定自 98 年 08 月

01 日起升等為副教授。 
五、恭賀工程學院飛機工程系鄭仁杰老師奉教育部 99 年 1 月核定自 98 年 08 月

01 日起升等為副教授。 
六、恭賀電資學院資訊工程系黃建宏老師奉教育部 99 年 1 月核定自 98 年 08 月

01 日起升等為副教授。 
七、恭賀工程學院材料科學與工程系劉偉隆老師奉教育部 99 年 1 月核定自 98 年

08 月 01 日起升等為教授。 

貳、 每月知新 

一、本校教職員工 98 年軍公教人員年終工作獎金發給 1.5 個月俸（薪）給，將於

99 年 2 月 4 日撥入個人帳戶。 
二、本校文康活動經費運用，自 99 年度起調整取銷慶生禮品 100 元及減少文康旅

遊補助 100 元(原 1000 元調整為 900 元)，均調整至生日禮券改為 1000 元(原
為 800 元)，自 99 年 1 月 1 日實施。 

三、為迎接農曆春節，並慰勞本校全體教職員工全年之辛勞，擬訂於 99 年 1 月 2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假本校四期大樓前廣場舉辦 99 年度春節聯歡會，請全體

同仁（含退休同仁）踴躍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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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內政部函請協助宣導「可提前 3 個辦公日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辦理結婚登記」

一案。戶政好服務、提前辦理真幸福，結婚登記可於結婚日前 3 個辦公日內向

戶政事務所申請登記，並指定結婚登記日為生效日。結婚登記真簡單、親自申

請馬上辦自 97 年 5 月 23 日起，兩人親自到其中一方戶籍地戶政事務所辦理結

婚登記，結婚才生效，上班時間隨到隨辦。(教育部 98 年 12 月 21 日台人(三)
字第 0980220704 號書函轉內政部函) 

參、 法規訂定或修正 

一、 專科以上學校體育類科教師以成就證明送審教師資格審查意見表(甲表)及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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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以上學校體育類科教師以成就證明送審教師資格審查意見表(乙表)」，經教

育部 98 年 12 月 29 日台學審字第 0980214075C 號令修正發布。（本校 98 年

12 月 30 日虎科大人字第 09800082590 函轉知） 

二、 本校 98 年 10 月 20 日 98 學年度第 1 次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事項，本校

各系、所（中心、室）已簽准兼任教師聘任員額後，如聘任他校專任教師為

本校兼任教師，可免經公告甄審作業，得逕提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並

應於系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後，先行發函（由系所主管決行）徵詢擬聘教師

服務學校同意，以提升行政效率，維護該師權益。（本校 98 年 10 月 29 日虎

科大人字第 09823004860 號轉知） 

三、教育部委託國立台灣師範大學辦理，為建置「臺灣高等教育師生問卷調查資料

庫」，請貴系所(中心)及所屬專任教師上網填寫「98 學年度大專院校專任教師

工作現況與意見調查表」，鑑於問卷調查即將於 99 年 1 月展開，若有任何問題

請逕洽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與評中心勞賢賢小姐(電話：02-2393-5028
轉分機#39、#24，電子信箱：tiped@deps.ntnu.edu.tw)： 
(一)調查目的：瞭解大專校院專任教師工作現況與相關意見。 
(二)調查對象：全國 164 所大專校院 98 學年度上學期在職之本國籍專任教師。

不包括(榮譽)講座(副、助理)教授、教官及 98 學年度上學期因故未能在主

聘學校任職達 1/2 學期以上者。 
(三)調查時程：99 年 1 月中旬至 99 年 4 月旬，共計 3 個月。 
(四)調查方式：網路調查為主，必要時得以紙本進行調查，填答網址為

https://ques.cher.ntnu.edu.tw/ques/faculty98。（本校 99 年 1 月 5 日虎

科大人字第 09800083150 號轉知 98 年 12 月 31 日台高(二)字第

0980229061 號） 
四、本校 98 年 12 月 22 日 98 學年度第 3 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本校教師

升等審查作業要點第 1 點、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第 5 及 7-1 條，請至本校

人事室網頁http://personnel.nfu.edu.tw/ezfiles/8/1008/img/114/sc3-1-1.doc及
http://personnel.nfu.edu.tw/ezfiles/8/1008/img/114/sc3-2.doc下載參閱。（本校

98 年 12 月 30 日虎科大人字第 09823006300 號函轉知） 
五、「學校教職員撫卹條例施行細則」第6條、第3條、第13條、第21條、第25條

修正條文於98年11月19日施行(教育部99年1月6日台人(三)字第0980220029D
號函 )。 

肆、 人事法令宣導 

一、考試、任（聘）免、敘薪、兼職： 

（一）教育部函以教師法第 14 條及第 39 條條文修正案，業奉 總統 98 年 11 月

25 日華總一義字第 09800292191 號令公布，該函略以：本修正案增列教

師涉校園性侵害學生案件，服務學校應於知悉之日起 1 個月內經教師評審

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審議通過後，不需報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核准先予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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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並靜候調查；如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性平會)查證屬實

者，不需經教評會審議，應立即報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本

校 98 年 12 月 10 日虎科大人字第 09800077790 號函轉知） 
（二）函轉教育部 98 年 12 月 24 日台人(二)字第 0980216714 號函有關教師解聘、

停聘或不續聘案如事證明確，而系(所)、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所作決議確有

違法令或顯然不當時，請依該函規定辦理，該函略以：基於維護學生受教

權益及尊重大專院校自主，有關教師解聘、停聘或不續聘案如事證明確，

而系(所)教評會所作之決議與法令規定顯然不合或顯有不當時，院教評會得

逕依規定審議變更之，校教評會對院教評會有類此情形者亦同，並得納入

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中明確規範。另考量上級教評會審議下級教

評會決議教師解聘、停聘、不續聘之案件，應發揮內部監督機制，有糾正

下級教評會認事用法之功能，如學校未規定，則審酌各級教評會設置之功

能，各大專院校教評會之運作得依前開方式辦理。（本校 98 年 12 月 25 日

虎科大人字第 09800082120 函轉知） 

二、考績考核、訓練進修、差勤管理、國民旅遊卡： 

（一）99 年度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數依「行政院及所屬機關學校推動公務人員學         
習實施要點」暨行政院 96 年 7 月 11 日院授人考字第 960062703 號函規定，

公務人員每人每年最低學習時數為 40 小時，其中數位學習不得低於 5 小時，

業務相關之學習時數不得低於 20 小時。 
（二）為配合春節彈性放假，99 年 2 月 6 日(星期六)本校行政人員均請依規定正常

上下班， 
並依照規定上下班時間刷卡，是日未能到班者，請依規定於事前完成請假手

續，若未請假亦未到班者，以曠職論。 
（三）「中華民國 99 年政府機關辦公日曆表」業經行政院人事行政局公佈於該局

網站(http://www.cpa.gov.tw)，請同仁自行上網下載參考。(教育部 98 年 12
月 23 日台人(二)字第 0980221100 號書函) 

（四）「98 年縣長、縣議員及鎮長選舉」擔任各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請於 99 年 6
月 5 日前完成補休，逾期視同自行放棄。 

（五）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領導學系碩、博士班暨在職進修專班招

生，請同仁踴躍報考。報名截止日期：碩班、碩士在職專班為 99 年 1 月 27
日；博班為99年4月26日，詳細資料請參考http://cve.ntnu.edu.tw/main.php。 

三、待遇福利、退休撫卹、公保健保、文康活動： 

（一）為關心公教人員身體健康，秉預防重於治療之觀念，經邀請專家學者，依照

公教同仁工作屬性，設計適合之健檢項目，辦理「2010～2011 健康 99－全

國公教特惠健檢」 (行政院人事行政局 98 年 12 月 28 日局授住字第

0980304706 號書函 )。詳情請參酌人事室網頁。 
（二）為增進全國公教人員福利，特公開遴選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承作「全

國公教員工旅遊平安卡」優惠方案，請 查照轉知(行政院人事行政局98年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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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9日局授住字第0980304709號書函 )。詳情請參酌人事室網頁。 
（三）行政院人事行政局函以，各機關員工如有急難需資金紓困，請確依中央公教

人員急難貸款實施要點相關規定辦理。查行政院前於98年9月7日修正中央

公教人員急難貸款實施要點(電子檔已置於

http://www.hwc.gov.tw/public/Data/991116491671.doc「急難貸款」專區，

貸款項目分傷病住院、疾病醫護、喪葬及重大災害4類。次查旨揭實施要點

第6點第3款第3目規定：「貸款人離職(包括：退休、資遣、免職、撤職、辭

職等)時，應於離職前向離職時之服務機關、學校一次繳清餘款，再由服務

機關、學校向指定貸款銀行繳付。」(教育部98年12月25日台人(三)字第

0980221505號書函轉行政院人事行政局98年12月16日局授住字第

09803045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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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職 總務處營繕組 技士 許銘辰 98.12.09 考試分發 

離職 動力機械工程系 辦事員 洪雪芳 99.01.04 調職 

新進 電資學院電子工程系 助理教授 劉育松 99.02.01  
新進 工程學院動力機械工程系 副教授 謝傑任 99.02.01  

新進 
工程學院機械與電腦輔助

工程系 
助理教授 林忠志 99.02.01 

 

到職 動力機械工程系 臨時人員 初長軒 98.12.01 方案 7 

到職 動力機械工程系 臨時人員 邱郁真 98.12.01 方案 7 
到職 自動化工程系 臨時人員 蔡岳龍 98.12.16 方案 7 

留職停薪 秘書室 臨時雇員 陳漢麟 98.12.16   

到職 研發處 專案助理 余燕惠 98.12.01   
到職 生物科技系 計畫專任助理 吳慧鈴 98.12.02   
到職 生物科技系 計畫專任助理 謝昇宏 98.12.02   

到職 自動化工程系 計畫專任助理 徐東暉 98.12.14   

到職 創新育成中心 計畫專案經理 詹展昌 98.09.10 更新職稱

離職 語言中心 約用助理員 王宜湘 98.12.14  
離職 飛機工程系 臨時人員 曾榮淙 98.12.12 方案 7 

離職 動力機械工程系 臨時人員 陳韡中 98.12.01 方案 7 

離職 實習就業組 臨時人員 黃瓊瑩 98.12.01  
離職 實習就業組 臨時人員 楊婉君 98.12.01  
離職 實習就業組 臨時人員 邱郁真 98.12.01  
離職 企業管理系 計畫專任助理 劉湘怡 98.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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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等 文理學院應用外語系 副教授 楊士賢 98.08.01  
升等 工程學院飛機工程系 副教授 鄭仁杰 98.08.01  
升等 電資學院資訊工程系 副教授 黃建宏 98.08.01  

升等 
工程學院材料科學與工程

系 
教授 劉偉隆 98.08.01  

陸、本校特約機構 

特約機構：HONDA 嘉田汽車股份有限公司斗南分公司 
合約書內容： 
一、合約時間自 99 年 1 月 1 日起至 99 年 12 月 31 日止。 
二、優惠內容： 

(一) 提供愛車免費檢查服務、維修取車送車免費服務、驗車取車送車免費服務、新車發

表及服務檢修活動訊息。 
(二) 本校員工及其眷屬所有車輛，進廠維修零件及車身鈑金、烤漆 9 折優惠。 
(三) 特惠商品不再優惠範圍。 

三、本校員工去該公司消費結帳時，請出示識別證。 

柒、性別意識宣導 

本校教職員工生對於性別教育推動皆應有基本之認識，尤其應有性別意識之概念，茲引

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副教授游美惠對性別意識之定義，請參考: 

性別意識（gender consciousness） 

性別意識是論及性別教育時常會提到的重要概念，教師的性別意識的覺醒或啟迪也一直

是相關的研究論述關心的重點工作項目之一。 

關於性別意識一詞之理論基礎可說是源自於馬克思主義之思想。女性主義者將「女性意

識」（women’s consciousness）概念化，其實是源自 1960 年代新左派的「階級意識」概念

（Andermahr, Lovell & Wolkwitz, 1997:34）。在馬克思（Karl Marx）的理論之中，階級要能

夠形成，除了客觀的條件如生產工具的擁有與否以外，行動者在主觀層面的意識也是重要的，

否則階級成員不會凝聚成為真正的階級，所以無產階級必須將其偽意識（false 

consciousness）轉變成為真正的階級意識，從「自在階級」（class-in-itself）轉變成為「自

為階級」（class-for-itself），而這中間過程的意識形成與體認，便是無產階級動員與革命的關

鍵。若將此理論運用到女性身上，則「女性」由一個客觀的存在類屬（objectively defined 

category）變成為一群有政治認同與能為共同利益奮鬥的團體成員，將會產生相當具有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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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力量（ibid: 34）。西方女性主義者 Catherine Mackinnon（1982）甚至視意識啟發團體為

第二波女性主義實踐與理論基礎的核心。 

意識啟發團體是指透過小團體的組成，女性可以與其他的女性交換經驗與想法，除了有

情感性的支持作用之外，更重要的是在交談分享的過程之中，可以激發自我檢視與反省的可

能，進而促成性別意識的醒覺（Humm,1992:405）。 Weiler（1994:19-22）指出：意識啟發

團體自發性地開始組成是在 1967 年女性開始參與民權運動和新左派運動之時；這些團體通

常都非很結構化且多為地方性的，並沒有正式的領導方針，而是仰賴於彼此成員的經驗和情

感共享。當今台灣社會也有不少團體是由婦女因為對性別經驗之關注進而組成讀書會或成長

團體，在團體的互動、討論或共同閱讀的過程之中，探索社會上與生活中之性別議題，其性

質與功能均很類似於前所述及的意識啟發團體。 

美國女權運動健將 Gloria Steinem 在她的名著之中「內在革命」之中，曾經摘錄了一句

話「治理我們的並非軍隊與警察，而是觀念」（羅勒譯，民 81），發人深省。我們都生活在父

權社會之中，我們的觀念形成無法免於父權意識型態的影響，批判教育學之先趨 P. Freire 的

意識化（conscientization）概念之所以深具力量，也是因為體悟到「觀念治（制）人」的重

要性。所以，推展性別教育從性別意識著手的確是務實的可行之道。 

資料來源:游美惠（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http://researcher.nsc.gov.tw/public/meinsc/Attachment/7101216134371.doc 

柒、騙術案例，請小心： 

大街上「看到拿手機通話中的，一定要閃邊去」...最新騙術 
某日一位朋友很氣憤地打電話找我，說他"被騙了"。於是敘述他的經歷，過程如下： 
有天下午，經過熙來攘往的台北市館前街，腦筋在想下午的行程如何安排，不知道是自己不

小心或是對方故意撞上來（回想應該是對方來撞的），將對方正在通話的最新型「手機」不小

心撞落在地上。 
朋友向對方致歉，對方也很客氣，將手機檢起來，檢查一下，發現不通，於是自言自語說：

糟糕，這手機剛買，只付了一千塊訂，……。 
朋友當然不好意思不表示意見，就不得不說；我負責。對方更是客氣，回說；那怎麼好意思？

大概檢查一下就好了吧！沒有甚麼了不起的。那好，坐我的車子，到松山的手機店，讓老板

看看。於是一同上了車，到松山一家通訊行。 
在途中，對方依然語氣極為客氣，問朋友從事甚麼職業？有沒有遇到道上兄弟找麻煩？說他

的朋友前幾天為了小事，被黑道兄弟挨揍還要敲幾十萬，幸好他與 XX 幫老大熟，出面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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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二十萬解決，……云云，軟中帶恐嚇，讓洪聽了覺得來者非善，一直想趕快脫身為妙，他

索取名片也藉故未給。 
好不容易到了松山，通訊行老板，檢查了一下，說摔壞了，不能修理，對方假裝要想辦法修，

否則一萬多塊才買的手機要…………，也不說下去。 
一心想趕快脫身的洪，心想認了，口袋正好有一萬多，向老板表示願意照價賠償，問了價錢，

匆匆付了一萬三千五百塊就走。 
一出門，想到既然付了錢，該手機應該歸他所有，壞的也應該要拿，回頭向老板要，老板說；

對方帶走了，而人哪？也不見了。其實，對方躲在裡面，就是不出來。 
唉！這世界怎麼變成這樣？這明明是半威脅性的詐騙呀，說不定通訊行老板也是共犯。我建

議洪趕緊報案，他卻說；萬把塊「了錢消災」。我心想，那你跟我講甚麼？ 
盤算一下；一個人一萬，假使一天碰到十個「走路不小心」者，哇！十萬元。一天賺十萬，

真是一本十萬利！那有這麼「好康」的？ 
想了一下，這是新的騙術，還是得轉告各位，謹記，重新學「走路」，尤其在熙來攘往的大街

上，「看到拿手機通話中的，一定要閃邊去」，祝福你，走路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