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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虎尾科技大學人事服務電子（e）報 

99 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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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特約機構新增通知: 

（一）丹尼爾幼稚園:即日起，本校所屬員工子女至丹尼爾幼稚園就讀，於註冊時

出示教職員識別證可享註冊費９折優惠。 

（二）帕瑪森麵包花園：即日起，憑本校教職員識別證或學生證至帕瑪森麵包花園

消費，可享生日蛋糕８５折、麵包和長溫蛋糕９折優惠。 

二、本校欲申請 100 年 2 月 1 日退休之教師，請於本（10）月底前至人事室網頁「下

載專區－退休撫恤保險-自願退休申請表」填妥申請，如蒙 核可後，請準備相

關退休證件送人事室彙整後，俾利送教育部審查。 

貳、 法規訂定或修正 

一、本校修正通過之客座教師聘任辦法業經本校 99 年 8月 11 日 99 學年度第 1次

行政會議決議事項通過修正第 1及 11 條條文。（本校 99 年 9月 10 日虎科大

人字第 09923005410 號函） 

二、教育部第 15 屆國家講座申請案，本校各教學單位如擬推薦所屬教授，請經系

（中心）、院二級教評會審議通過推薦後於 11 月 30 日（星期二）前備文並填

具推薦書及檢送相關著作擲送人事室彙提校教評會審議，逾期不予受理，敬

請惠予辦理相關公告及推薦事宜。（本校 99 年 10 月 8 日虎科大人字第

0990006127 號函） 

三、教育部第 55 屆學術獎申請案，各教學單位如擬推薦所屬教授，請於 11 月 30

日前經系（中心）、院二級教評會審議通過後，備文並填具推薦書及檢送相關

著作擲送人事室彙提校教評會審議，逾期不予受理，敬請惠予辦理公告及推

薦事宜。（本校 99 年 10 月 8 日虎科大人字第 0990006169 號函） 

參、 人事法令宣導 

一、考試、任（聘）免、敘薪、兼職： 

（一）應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二等考試刑事警察人員犯罪分析組考試及

格人員得適用資訊處理職系（教育部 99 年 9 月 13 日台人（一）字第

0990156924 號函） 

（二）有關公務人員參加陞遷考核時，其曾任研究助理之年資及評估，可否採計為

公務人員陞任評分標準之年資及考績項目評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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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查「行政院及所屬各級政府機關公立學校公務人員陞任評分標準表」規定略

以，服務年資之計分以現職及「同職務列等」之職務期間為限；「同職務列

等」包括本機關同一陞遷序列之職務。 

2.另查行政院人事行政局 86 年 12 月 12 日局力字第 052452 號書函略以，聘任

人員非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等有關法律任用之人員，該項年資尚難以「同職務

列等」併入升遷考核採計評分。 

3.本案研究助理係依大學研究人員聘任辦法規定聘任，依上開規定，曾任研究

助理之年資等，不得納入採計陞任評分。（教育部 99 年 10 月 5 日台人（一）

字第 0990167768 號函） 

（三）有關教育部函復高雄市政府所詢教師法第 14 條第 4項相關執行疑義一案。

查 98 年 11 月 25 日修正公布之教師法第 14 條第 1項第 9 款規定略以，教師

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性平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行為屬實

者，得解聘、停聘或不續聘。同條第 4 項復規定，教師涉有第 1項第 9款情

形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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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通過後予以停聘，並靜候調查。經調查屬實者，由服務學校報主管

教育行政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揆其意旨，係於學校性平會調查中，為避

免涉性侵害教師持續於校園中接觸相關人員，及影響學生受教權，爰規範其

得經教評會審議通過後，核予暫時停聘靜候調查之處置，且明定教評會處理

期限，以即時處理校園教師性侵害案件，教育部並以98年 12月 4日台人(二)

字第 0980205883 號函釋示說明略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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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內經教評會審議通過後，不需報主管

教育行政機關核准先予停聘，並靜候調查；如經學校性平會查證屬實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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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復查修正後

之教師法第 14 條第 3項已明定：教師有第 1項第 1款至第 7款及第 9款情

形者，不得聘任為教師。其已聘任者，除有第 7 款情形者，依規定辦理退休

或資遣，及第 9款情形者，依第 4項規定辦理外，應報請主管教育行政機關

核准後，予以解聘、停聘或不續聘。本次修正本條第 4項業就第 1 項第 9款

情形之處理予以特別規定，爰其不適用第 14 條之 1規定，即教師涉校園性

侵害學生案件，服務學校於知悉之日起 1個月內經教評會審議通過後，無需

報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核准，得予停聘處分。（本校 99 年 9月 15 日虎科大人

字第 09900055320 號函） 

（四）函轉外交部函告我國駐外館處自 99 年 6月 10 日起，使用彩色防偽驗證貼

紙辦理文件證明業務。（本校 99 年 9月 15 日虎科大人字第 09900056390 號

函） 

（五）教育部修正 83 年 3月 5 日台（83）審字第 11582 號函有關「申請補發教師

證書之作業規定」，為簡政便民之考量，自即日起，專科以上學校教師因故

遺失教師證書，毋需登報聲明作廢。（本校 99 年 9月 23 日虎科大人字第

09900057160 號函） 

二、考績考核、訓練進修、差勤管理、國民旅遊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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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感謝公務同仁參與公務福利 e 化平台，公務人員住宅及福利委員會自 99

年 9月 15 日至 11 月 30 日於該平台辦理「花現福利，大集大利」網路活動，

推出各項精美好禮，請本校同仁踴躍上網參加活動。公務人員住宅及福利委

員會花現福利，大集大利網址 http://eserver.hwc.gov.tw/bonusActivity/mp.asp 
(99 年 9 月 15 日虎科大人字第 09900055560 號函轉知)。 

（二） 內政部修正「直轄市、縣(市)長、政務及涉密人員(含退離職)、簡任第十一

職等以上公務員進入大陸地區申請表」、「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

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大陸地區申請表」、「公務員及特

定身分人員進入大陸地區注意事項」、「赴大陸地區返臺意見反映表」，及

增訂「直轄市長、縣(市)長赴大陸地區返臺意見反映表」各 1 份，請至人事

室網站-下載專區-差假加班項下下載使用。(99 年 9 月 27 虎科大人字第

09900056570 號函) 

（三） 為推廣教師參與欣賞表演藝術活動，國立中正文化中心辦理「兩廳院生日感

恩慶」─教師節敬師專案，至 99 年 10 月 31 日止，教師加入該中心表演藝術

會員(兩廳院之友)，享有年費全面優惠等權益，歡迎教師踴躍參加。(99 年

10 月 7 日虎科大人字第 09900060950 號函) 

(四) 為推動無紙化政策，簡化同仁公務作業流程，已於本(99)年 10 月 1 日起正式

啟用線上差勤簽核系統，行政人員差假申請均在該系統作業，人事室不再接

受紙本假單；教師現階段仍以紙本假單方式申請差假，俟該系統與教務處調

補課系統測試完成後再行採用線上申請，請同仁配合辦理。 

三、待遇福利、退休撫卹、公保健保、文康活動： 

(一)有關教職員曾任補充兵役軍事訓練及大專集訓之退休年資採計相關規定一

案，依教育部 99 年 9 月 28 日台人(三)字第 0990145478C 號令，為配合國防

部認定補充兵役軍事訓練期間仍屬義務役之範疇，爰教職員曾任補充兵役軍

事訓練及大專集訓之相關退休年資採計規定，重行規定如下： 

1.因補充兵役軍事訓練已視同現役，公立學校教職員 89 年 2 月 2 日以後服補

充兵役者，得依其補充兵證書所載曾受軍事訓練日期，申請補繳退撫基金，

再據以併計教職員退休年資。又服補充兵役前曾參加大專集訓年資者，亦得

檢具大專集訓證書所載折合役期天數，申請補繳退撫基金，再據以併計教職

員退休年資。爰本部 94 年 4 月 7 日台人（三）字第 0940032160C 號令、同

年 3 月 17 日台人（三）字第 0940032159 號書函，及歷次函釋與上開規定未

合部分，自即日起停止適用。 

2.至於曾於高級中等（含高職）以上學校修習且成績合格之軍訓課程，因兵役

法施行法第 52 條規定得折算役期之學校軍訓課程，並未包含補充兵，且軍

訓課程不得折抵補充兵，爰仍維持本部 92 年 6 月 23 日台人（三）字第

0920085979 號函，不得補繳該軍訓課程期間退撫基金費用之規定。 

3.為保障曾服補充兵役教職員之權益，請各機關學校應確實清查所屬教職員自

94 年 4 月 7 日至發布新令釋前，已轉任為教職員，具有補充兵役軍事訓練

年資且尚未能繳納退撫基金之人數，並通知相關人員自令釋發布之日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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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內檢具相關證明文件，由服務機關函送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

會申請補繳基金費用事宜（以機關、學校申請函發文日期為準）。如逾前述

所定 3 個月期限始提出申請者，依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 88 年

4 月 29 日 88 台管業一字第 0115540 號函規定，另加計利息；如逾 5年者，

即不得再行申請補繳。(教育部 99 年 9月 28 日台人(三)字第 0990145478C 號

令)。 

(二)因凡那比颱風豪雨成災，中央公教員工如有受災，可依「中央公教人員急難貸

款實施要點」規定，依程序向公務人員住宅及福利委員會申請急難貸款(公務

人員住宅及福利委員會 99 年 9月 21 日住福利字第 0990302874 號函)。 

(三)行政院函，為配合縣市改制直轄市，修正「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給表」，

並自99年 12月 25日生效。(教育部99年 10月 12日台人(三)字第0990173510

號函)。 

(四)行政院人事行政局函，有關公教人員子女依「澎湖縣二三級離島未設高中職學

校學生就學費用補助辦法」申請補助者，不得再申領子女教育補助一案(教育

部 99 年 10 月 13 日台人(三)字第 0990171193 號書函)。 

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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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室 約用雇員 蘇冠杰 099.09.01   

到職 教學業務組 代理約用助理員 郭秋儀 099.09.13   

到職 軍訓室 約用助理員 吳演塘 099.09.17   

到職 自動化工程系 計畫專任助理 鄧雲峰 099.09.01   

到職 光電工程系 計畫專任助理 呂美萱 099.09.01   

到職 自動化工程系 博士後研究員 黃學良 099.09.01   

到職 實習就業組 臨時人員 陳怡杏 099.09.02 方案 1-1 

到職 實習就業組 臨時人員 劉怡君 099.09.14 方案 1-1 

到職 實習就業組 臨時人員 張玲瑜 099.09.02 方案 1-1 

到職 實習就業組 臨時人員 王俊峰 099.09.01 方案 1-1 

離職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約用諮商師 林怡君 099.09.01   

離職 休閒遊憩系 計畫專任助理 吳雅淳 099.09.01   

離職 實習就業組 臨時人員 張玲瑜 099.09.10 方案 1-1 

離職 實習就業組 臨時人員 王俊峰 099.09.02 方案 1-1 

離職 生活輔導組 臨時人員 黃鈴雅 099.09.02 方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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離職 電機工程系 臨時人員 陳昱璉 099.09.01 方案 7 

離職 材料科學與工程系 臨時人員 蔡惠琴 099.09.01 方案 7 

離職 電機工程系 臨時人員 呂思瑢 099.09.01 方案 7 

離職 自動化工程系 臨時人員 鄧雲峰 099.09.01 方案 7 

離職 材料科學與工程系 臨時人員 陳玉玲 099.09.01 方案 7 

離職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

程系 
臨時人員 簡嘉宏 099.09.01 方案 7 

伍、 環保、節能、減碳、樂活： 

本校同仁電腦尚未辦理節省電腦電費設定者，請儘速設定： 

電腦在開機狀態可以耗費150 瓦到300 瓦以上，其實非常耗電電腦不用的閒置

的時間很多，以下設定，可以讓你多多省電。 

首先，進入電腦系統裡的「控制台」 

→再進入裡面的「電源選項」 

→進入裡面的「休眠」，勾選「啟用休眠」 

→最後進入「電源配置」 

將「關閉監視器的時間」設定成5 分鐘，將「關閉硬碟」的時間設定成15 分鐘， 

將「系統待命」的時間設定成10 分鐘，將「系統休眠」的時間設定成20 分鐘， 

最後按「套用」和「確定」後即大功告成。 

電腦閒置20 分鐘，自動進入休眠狀態，省電97.5％，平均1月可省下420元電費。 

交大顯示科技所學生陳柏廷等人推廣電腦省電，只需簡單設定就能達到良好效

果，一舉打敗28 組團隊，獲得「俠客CEO 爭霸賽」第1 名。 

有經常性運算或工作的人倒不用做此設定。 

電腦和螢幕只要插著電，就算不開機，也有待機電源，也會耗電如果不用時，

就把插頭拔掉，或是用有開關的延長線來控制電源。 

另外家有裝adsl 數據機(一台黑色的小機器)，很多人是不關的，但如果沒有整

天一直上網的話，不用時請拔掉，那一台一年下來的電費是六、七百塊。 

陸、 綠色新主張： 

綠色新主張（資料來源 http://naturelife.m-ht.com/WebMaster/?section=14）

我們只有一個地球，請為子孫留下一片淨土 

為整救地球，世界各組織已意識環保之重要性，漸行推展環境保護相關活動。

主要素求以低消耗、低污染、低破害、低廢、天然、利用再生、提昇效率，如

綠色消費、綠色建築、綠色能源、自然農法....等等，所以「綠色」已成為地

球環保的重要新指標 

◎綠色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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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指為了維持人類的生存，必須從事消費行為的時候，要儘 量購買對環境

破壞少，污染程度低     的 產品，並且要盡可能的減少必要的消費 

◎綠色建築 

綠色建築並不是在建築環境上從事植栽綠化而已，綠色建築（GB）（聯合國全球

永續發展宣言），其定義為：「在經濟與環境兩個問題中有效率的利用僅有的資

源並提出解決的方法，進一步改善生活的環境就是所謂的綠建築。……綠建築

最明顯的影響，就是使環境和經濟方面的關係達到一個平衡的狀態，這也就是

永續經營的特點」 

◎綠色能源 

綠色能源也稱清潔能源，它可分為狹義和廣義兩種概念。 

狹義的綠色能源是指可再生能源，如水能、生物能、太陽能、風能、地熱能和

海洋能。這些能源消耗之後可以恢復補充，很少產生污染。廣義的綠色能源則

包括在能源的生產、及其消費過程中，選用對生態環境低污染或無污染的能源，

如天然氣、清潔煤（將煤通過化學反應轉變成煤氣或「煤」油，通過高新技術

嚴密控制的燃燒轉變成電力）和核能等。 

◎自然農法 

有人叫它做自然農耕，根據中華民國有機農業產銷經營協會( C.O.A.A.)的定義:

依有機實施準則，完全不使用化學肥料和農藥且必須完全使用未受污染之有機

肥料，並採行自然方式防治病蟲害。簡言之，就是跟著大自然的法則來生產作

物的農業生產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