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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虎尾科技大學人事服務電子（e）報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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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知新 

一、 恭賀進修推廣部辦事員陳永信通過 98 年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一般行政職系。 

二、 恭賀管理學院財務金融系李竹芬老師奉教育部99年 1月核定自98年 08月 01

日起升等為副教授。 

貳、 法規訂定或修正 

一、教育部委託國立台灣師範大學辦理建置「臺灣高等教育師生問卷調查資料

庫」，請各系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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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問卷調查於 99 年 1月展開，爰請協助轉知各系

所(中心)所屬專任教師本調查之相關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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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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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配合公務人員撫卹法施行細則第5條之修正，銓敘部指示日後報送公務人員因

執行職務、公差或在辦公場所猝發疾病以致死亡之因公撫卹案件時，由公務人

員遺族檢同亡故公教人員生前就醫紀錄、健康檢查或個人健康管理情形等相關

資料，俾利該部專案小組進行審查。又查學校教職員撫卹條例施行細則第6條

因與公務人員撫卹法施行細則第5條有相同規定，故本校辦理因公死亡撫卹案

件審定時，參考銓敘部函釋規定辦理 (教育部99年1月11日台人(三)字第

0980227177號書函)。 

三、公立大學專業技術人員及研究人員兼職費支給個數及數額上限得比照教師規定

辦理，並溯自99年1月1日起生效(教育部99年1月28日台人(三)字第0990001286

號函轉行政院人事行政局98年12月31日局給字第0990060063號函 )。 

四、銓敘部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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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年 12 月 31 日會同修正發布 (教育部 99 年 1 月 25 日台

人(三)字第 0990008667 號函)。 

公務人員因公傷殘死亡慰問金發給辦法第 7條條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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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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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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文康旅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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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令規定發給或衍生之下列各項給付，應予抵充，僅發給其差額，已達本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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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項第二款所稱執行特殊職務者，指下列各款人員之一： 

一、參與依災害防救法所定災害之救災及災後復原重建工作人員。但以所執

行之工作確具高度危險性者為限。 

二、參與依傳染病防治法所定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指定為傳染病之防治工

作，須直接與感染者、疑似感染者或屍體接觸之相關人員。 

三、實際從事彈藥製作、生產及測試之工作人員。但以所執行之工作確具高

度危險性者為限。 

四、實際從事空中救災、救難、救護、偵巡、飛測、運輸及其他勤務之機組

人員。但以所執行之工作確具高度危險性者為限。 

前項第一款、第三款及第四款所稱工作確具高度危險性者，由行政院認定之。

五、總統 99 年 1月 6 日華總一義字第 09800326941 號令修正「公務人員任用法」

第 28 條不得任用為公務人員是由，將受禁治產尚未撤銷修正為受監護或輔助

宣告尚未撤銷。另修正第 40 條條文生效日期，前揭條文已登載於銓敘部全球

資訊網 http://www.mocs.gov.tw/法規動態項下。(教育部 99 年 21 月 4 日台

人(一)字第 0990020612 號函 )。 

三、 人事法令宣導 

一、考試、任（聘）免、敘薪、兼職： 

（一）監察院為應業務需要，將甄選具公務人員身分之調查員 6名一案，報名日期：

99 年 2 月 1 日起至 2 月 24 日止(以郵戳為憑，逾期不予受理)。有意參加報

名者，請逕至監察院全球資訊網(http://www.cy.gov.tw/)查詢相關資訊及下

載報名表單。 

二、考績考核、訓練進修、差勤管理、國民旅遊卡： 

（一） 本校 99 年度薦送(申請)教師進修研究案，請各單位依規定程序辦理，並請各

學院於 99 年 3 月 15 日(星期一)前，將「學院教評會會議紀錄」、「各系科推

薦進修研究人員優先順序名冊」連同相關表件送至人事室彙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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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校 99 年度薦送(申請)職技人員進修研究案，請各單位將推薦人員資料填具

推薦書，並經各處、室、系(科)務會議通過後，於 99 年 3 月 29 日(星期一)

前送至人事室彙辦。 

（三） 銓敘部委託戰國策國際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辦理「公務人員考績法制改革全國

徵文比賽」活動日期自即日起至 99 年 3 月 21 日止，活動網址：

www.newcs.com.tw 請同仁踴躍參加。 

三、待遇福利、退休撫卹、公保健保、文康活動： 

（一）中華民國區域醫院協會為利各機關(學校)公教人員辦理健康檢查，爰函送旨

揭一覽表，供各機關 (學校 )參考 (上開一覽表可至該協會網站

www.rha.org.tw下載運用)。另該協會將陸續彙整經行政院衛生署評鑑為「新

制醫院評鑑合格以上(含優等及特優)」之醫院辦理公教人員健康檢查項目及

費用等相關資料，各機關(學校)如有需要，請自行至前開網站下載更新，提

供受檢人員自行選擇醫院前往受檢(教育部 99 年 1 月 11 日台人(三)字第

0980228307 號書函 )。詳情請參酌人事室網頁。 

(二)請多加利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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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體發起專區」之功能。住福會公務福利 e 化平台(網址：

http://eserver.hwc.gov.tw/)設有團體發起專區，可發起愛心團購及活動

(例如農、漁會產品之推廣促銷或各類藝文、旅遊活動)，全國公務人員均可

自行上網參加(教育部99年 1月 19日台人(二)字第 0990009191號書函轉公

務人員住宅及福利委員會 99 年 1月 15 日住福企字第 0990300180 號函)。 

(三)行政院人事行政局函以，有關退休教師在職時因公受傷，退休後於公法上請求

權(5 年時效)得比照「公務人員因公傷殘死亡慰問金發給辦法」申請發給因

公受傷慰問金(教育部 99 年 2月 3日台人(三)字第 0990011155 號書函)。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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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理學院財務金融系 副教授 李竹芬 098.08.01  

到職 工程學院動力機械工程系 教授 林振德 099.02.01  

到職 
管理學院企業管理系 

助理教授級專

業技術人員 
吳俊儀 

099.02.01 
 

到職 
文理學院應用外語系 助理教授 

John 

Armstrong 

099.02.01 
 

到職 電資學院光電工程系 助理教授 林蕙琪 099.02.01  
到職 電資學院電機工程系 助理教授 陳厚銘 099.02.01  
到職 電資學院電機工程系 助理教授 陳政宏 099.02.01  
到職 電資學院電機工程系 助理教授 張凱雄 099.02.01  
到職 工程學院材料科學與工程系 助理教授 楊崇煒 099.02.01  
到職 工程學院材料科學與工程系 助理教授 吳明偉 099.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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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職 電資學院電子工程系 約聘助理教授 楊勝州 099.02.01  
到職 軍訓室 教官 黃慶新 099.02.01  

離職 工程學院機械設計系 教授 李安謙 099.02.01 借調期滿

離職 工程學院機械與機電研究所 教授 方得華 099.02.01  

退休 通識教育中心 講師 洪晉頴 099.02.01  

退休 文理學院應用外語系 助理教授 江麗琴 099.02.01  

退休 
工程學學機械與電腦輔助工

程系 
副教授 廖明通 

099.02.01 
 

退休 軍訓室 教官 林竣憑 099.02.01  

到職 秘書室 代理約用臨時 姜明志 099.01.18   

到職 生活輔導組 臨時人員 黃鈴雅 099.01.01 方案 9

到職 飛機工程系 臨時人員 杜承恩 099.01.04 方案 7

到職 工業管理系 臨時人員 莊適榮 099.01.21 方案 7

到職 圖書館 臨時人員 王秋涵 099.01.27 方案 8

到職 研究總中心 計畫專任助理 洪榮煌 099.01.18   

到職 電算中心 
DOC 計畫專案助

理 
許育熏 
 

099.01.01  

到職 電算中心 
DOC 計畫專案助

理 
陳瑩恬 099.01.01  

離職 衛生保建組 約用助理員 林怡妙 099.01.01   

離職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計畫專任助理 陳俞智 099.01.01 方案 7

離職 生物科技系 計畫專任助理 詹雅庭 099.01.01   

離職 生物科技系 計畫專任助理 林政瑋 099.01.01   

離職 電算中心 
DOC 計畫專案助

理 
廖俊童 099.01.01   

離職 電算中心 
DOC 計畫專案助

理 
王新宜 099.01.01   

離職 電算中心 
DOC 計畫專案助

理 
陳螺珠 099.01.01   

離職 電算中心 
DOC 計畫專案助

理 
黃雅慧 099.01.01   

離職 電算中心 
DOC 計畫專案助

理 
蔡佳蓉 099.01.01   

五、 性別意識宣導： 

性別主流化相關名詞解釋 
(一) 婦女公民權利：婦女公民權利指的公民權，包括婦女作為公民擁有的參政權、教育權、

工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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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性別統計：性別統計是透過統計資料呈現社會中不同性別處境者的情形，以便讓大眾可

以更瞭解不同性別者在社會的處境。  
(三) 性別分析：性別分析是針對性別統計資料以及其他相關資訊，從性別意識的觀點來分析

社會中的各種性別處境與現象。 
(四) 性別預算：性別預算是指政府預算編列應該優先考量對於不同性別者及弱勢群體的友善

環境建制。 
(五) 性別影響評估：性別影響評估是落實「性別主流化」的具體操作方式，它是一種測量性

別平等的目標是否能透過性別主流化落實的工具，同時也是落實性別主流化策

略的過程。 
(六)性別意識培力：性別意識培力是透過對「性別主流化」策略的瞭解與不同性別者處境的

反省，提昇個人追求並落實性別平等目標的能力。例如：人事行政局進行公務

人員「性別主流化」的研習及訓練課程。 

(七)組織再教育：組織再教育是透過組織內部開設「性別主流化」相關課程、研習營或執行

「性別主流化施行計畫」，讓組織內部的人員產生「性別主流化」的意識，並在

其工作場域中實踐「性別平等」的目標 

六、 騙術案例，請小心：新年期間請注意 

(小偷)現代版調虎離山計 

陳先生在某家電訊公司上班，和妻子結婚五年多，育有一個 3 歲大的女兒，為了養家活口很

努力工作，終於在前年底買了房子，還花了 10 幾萬裝潢，當時真是心滿意足，覺得努力有了

回報，沒想到過年時卻遭竊賊利用「調虎離山計」大搬家， 辛苦成果都成泡影。 
珠寶家具偷光光 
那年陳先生在除夕前幾天，收到一份大賣場寄出的信封，裡面寫著感謝社區居民平時照顧，

現在抽籤分送中部某家遊樂休閒區門票，而陳先生就是其中幸運的一員。信內附送 4 張門票，

使用期限是年初三，陳先生心中直叫幸運，正好可以趁帶老婆回娘家時順便玩一玩。 
陳先生一家就在年初三到休閒區玩了一天，想不到回到台北打開家門，家中竟一片凌亂，不

但老婆的珠寶、零用金不翼而飛，連新買的沙發、冰箱、音響、電腦也都消失無蹤，最離譜

的是 7~8 尺的大衣櫃也被拆走，全家人癱坐在地上對眼前景象無法置信。算了算，現金珠寶

被偷走近 10 萬元，電腦、音響等家具價值也有 10 多萬元，而門票不過才 2000 元，這下損

失可大了！全家人哭喪著臉過了個悲慘的新年。 
拆招法－先向賣場查證 
警方表示，竊賊先花小錢買遊樂區門票，偽裝大賣場中獎通知寄給民眾，並隨門票的使用期

限鎖定偷竊時間，有些小偷還乾脆左鄰右舍一同發放，來個「大掃街」。 
民眾收到此類獎品，應先打電話或親至賣場查證，若票券來路不明，不妨向警方報案，請警

方甕中捉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