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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虎尾科技大學人事服務電子（e）報 

99 年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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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本校管理學院資訊管理系吳純慧老師，奉教育部核定自 99 年 08 月

01 日起升等為副教授。 

二、恭賀本校保管組黃麗香組員，自 99 年 11 月 1 日陞任課外活動指導組輔導

員。 
三、本校特約機構新增通知: 

1. 奇思企業（體育用品）:即日起，憑教職員證或學生證等證件，可享消

費金額再 95 折優惠；單筆消費滿 3000 元，即升等 VIP 會員；單筆消費

滿 5000 元，即贈 300 元抵用券。 
2. 哈元氣炭火燒肉虎尾旗艦店(原野宴炭火燒肉)：憑證件可享 9 折優惠；

另提前預訂，免費提供專屬聚會貴賓室。 
四、本校 99 學年度下學期兼任教師續聘名冊乙份，另如擬回聘三年內曾聘有案

之兼任教師，亦請併同本續聘名冊提各系（中心、室）、院教評會審議後，

於本（99）年 12 月 14 日（星期二）前擲送人事室，俾據以辦理續聘事宜。

（本校 99 年 10 月 22 日虎科大人字第 09923006160 號函轉知） 

五、本校 99 學年度校級教評會會議時間暫訂一覽表乙份，請各單位屆時如有提

案，經系院二級教評會審議通過後，將會議紀錄准簽及相關文件依限擲送人

事室彙辦。（本校 99 年 11 月 2 日虎科大人字第 09923006340 號函轉知） 

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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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函轉知）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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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函轉知） 

貳、 法規訂定或修正 

一、本校專任教師校內轉聘申請作業要點業經本校 99 年 10 月 12 日 99 學年度第

1 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本校 99 年 10 月 22 日虎科大人字第 09923006080

號函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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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央研究院為協助國際研究生院學生及博士後研究員等菁英之就業，爰設置

菁英就業網站，網址為 http://career.sinica.edu.tw，另在該院 Website

（http://www.sinica.edu.tw）首頁「人才招募」下拉選單設「菁英就業」

網站聯結。本校如有徵才需求，歡迎上網登錄，詳如操作手冊。現階段為宣

傳期，刊登費用全免。 

參、 人事法令宣導 

一、考試、任（聘）免、敘薪、兼職： 

（一） 有關國內學者投稿或與大陸學者共同具名於學術期刊發表論文時，有關作

者之國家名稱，應遵照一般國際規範，使用我正式國名。基於學術自由及

國際學術期刊共識，期刊編輯如未徵得作者同意，不能任意更改論文內容，

包括作者地址，國際期刊均會尊重學者之要求，學者若有發現遭逕自修改

相關資料之情形時，可於校對或線上刊登時發現，應於第一時間主動提出

抗議，要求該期刊更正。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未來於評量學術研究成就

時，學者所列發表論文著作如未依前述要求更正者，該論文篇數將不予計

算，請本校受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之計畫主持人及相關人員特別留

意。(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99 年 11 月 9 日臺會綜一字第 0990081366 號

函) 

（二）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函以，經依法停職之公務人員，於停職事由消

滅後，服務機關或其上級機關即應回復其原職務；如原職務已調派他人擔

任時，則應回復與其原職務職等相當之其他職務；且須確無相當之職等職

務可予復職時，始得依公務人員任用法及公務人員俸給法有關調任之規定

辦理。（教育部 99 年 10 月 29 日台人（一）字第 0990184473 號函） 

（三） 有關各經費核撥機關(如：本部、經濟部、交通部、行政院環境保護署、行

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等)所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進用臨時人員之迴避進用

事項，處理建議如下：１、各機關執行各經費核撥機關所補助各類專題計

畫，該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各機關長官(首長、校長等)及其各級主

管長官(各級單位主管、院長、系所主任等)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

親應迴避進用為該計畫之臨時(或約用)人員(含專任助理、兼任助理及臨時

工等助理人員)。２、計畫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如為臨時人員要點迴避進用

規定之機關長官或各級主管長官(如校長、院長或系所主任等)，應依該規

定迴避進用。另各機關如查有未依「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

第 21 條規定，僱用大陸地區人民來臺設籍未滿 10 年者擔任臨時人員者，

得依規定終止其勞動契約。（教育部台人(一)字第 0990162558 號函） 

（四） 有關教育部函復政治大學詢有關教師兼代行政主管職務，其於服務學校以

外之機關(構)兼職，是否應受教師兼任行政職務之相關規定規範，函以依

公立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理原則第 2點規定：「教師在服務學校以外之

機關(構)兼職，依本原則規定辦理。但兼任行政職務之教師，其兼職範圍

及許可程序，依公務員服務法規定辦理，並不適用第 3點、第 4點及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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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規定。」；復依司法院釋字第 308 號解釋(略)：「公立學校聘任之教師不

屬於公務員服務法第 24 條所稱之公務員。惟兼任學校行政職務之教師，就

其兼任之行政職務，則有公務員服務法之適用。」，以教師兼任行政職務如

係由學校專任教師代理，因代理期間依法負有該代理主管職務之決策職

權，基於權責衡平，爰 渠於服務學校以外之機關(構)兼職，仍應受兼任行

政職務教師相關規定之規範。（本校 99 年 10 月 15 日虎科大人字第

09900063020 號函） 

（五） 「公立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理原則」部分規定，業經教育部 99 年 10

月 22 日以台人(一)字第 0990110907C 號令修正發布，可至本室最新消息

http://personnel.nfu.edu.tw/files/14-1008-20124,r407-1.php 查閱。

（本校 99 年 10 月 27 日虎科大人字第 09900065850 號函） 

（六） 有關教育部函復國立勤益科技大學所詢公立大專院校院教師擔任營利事業

機構或團體之獨立董事，收取學術回饋金是否有牴觸「證券交易法」或「公

開發行公司獨立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規定，依「公立各級學校專

任教師兼職處理原則」第 10 點規定，學校與教師兼職機構約定收取之學術

回饋金，係納入校務基金運用或公務預算繳庫，不致使教師與學校有直接

或間接關係而有違反證券交易法之虞；另學校與兼職機構簽訂產學合作契

約時，其內容是否使兼職教師與公司間有直接或間接之利害關係，影響其

擔任獨立董事之獨立性行使，致違反證券交易法第 14 條之 2 第 2 項規定，

應併予審酌。（本校 99 年 11 月 03 日虎科大人字第 09900068800 號函 

二、考績考核、訓練進修、差勤管理、國民旅遊卡： 

（一） 中央選舉委員會函以，99 年 11 月 27 日(星期六)為 99 年直轄市市長、議員

及里長選舉投票日，依規定是日非屬星期日或休息日者，為便利前往投票，

選舉區內各機關、學校、團體、事業機構員工放假。(99 年 10 月 21 日虎科

大人字第 09900065250 號函轉知)。 

（二） 本校教職員工加班管制要點業經99年 10月 5日 99學年度第4次行政會議審

議通過，並自中華民國 100 年 1 月 1日起施行，本要點請至人事室網頁/人事

規章/差勤管理項下下載使用。(99 年 10 月 21 日虎科大人字第 09923006180

號函) 

（三） 有關公務人員協會辦理公務人員協會法第 8 條規定事項，除依協會法規定請

公假外，得否依其實際需求給予公假疑義一案，尚須由各機關依據公務人員

請假規則第 4 條有關請公假之規定，個案審酌認定。 (99 年 11 月 3 虎科大

人字第 09900068270 號函) 

(四) 為推動無紙化政策，簡化公務作業流程，自 99 年 11 月 15 日(星期一)起正式

啟用教師差勤線上簽核系統，自該日起人事室不再接受紙本假單，請各單位

協助轉知所屬教師配合辦理。(99 年 11 月 11 日虎科大人字第 09923006530

號函) 

三、待遇福利、退休撫卹、公保健保、文康活動： 

(一) 行政院人事行政局函以，有關公教人員及支(兼)領月退休金人員子女就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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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醫藥大學、長庚大學等校中醫學系修讀西醫雙主修第 8 年級者，自 100 學

年度起不得再請領子女教育補助一案（教育部 99 年 11 月 1 日台人（三）字

第 0990186897 號函） 

(二) 本校 11、12 月慶生會將於 11 月 24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於文薈室辦理，歡

迎本校教職員踴躍參加。 

(三) 尚未辦理文康活動的單位及同仁，請趕緊向人事室提出申請，並於活動結束

後盡快核銷，若有問題可洽人事室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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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外活動指導組 輔導員 黃麗香 099.11.01   

到職 動機工程系 約用雇員 李孟珊 099.10.01   

到職 資訊工程系 約用助理員 戴佩怡 099.10.04   

到職 圖書館 代理約用技術員 林淑君 099.10.11   

到職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約用諮商師 劉安容 099.10.12   

到職 資訊工程系 約用助理員 蔡明靜 099.10.12   

離職 資訊工程系 約用助理員 戴佩怡 099.10.12   

離職 秘書室 
代理約用臨時雇

員 
姜明志 099.10.01   

離職 自動化工程系 臨時人員 張玉妮 099.10.01 方案 7 

離職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

程系 
臨時人員 林冠佑 099.10.02 方案 7 

離職 飛機工程系 臨時人員 林至宏 099.10.30 方案 7 

伍、 環保、節能、減碳、樂活： 

英國辦事處 打造零碳辦公室（資料來源：http://ecolife.epa.gov.tw/blog/post/1246159#,A） 
2010 年 11 月 3 日對英國辦事處來說是個意義重大的日子，因為他們正式取得

PAS 2060 碳中和驗證，成為全世界第一個通過這項國際專業規範驗證的政府辦公

室。 

※什麼要取得 PAS 2060 碳中和? 

 過去幾年來，英國貿易文化辦事處(BTCO)一直在台灣為推動低碳經濟而努力。他

們為企業和政府相關單位請來英國的專家，舉辦包括碳足跡管理、再生能源和綠色

科技的多場研討會，希望藉由英國推動減碳、發展綠能的經驗，影響台灣關心環境

的每一個人，共同對抗氣候變遷，為我們的未來而努力。 

老實說，我是從擔任現在的工作才開始關心氣候變遷議題，過去任何時候也沒

有比現在更贊同英國人。英國對於氣候變遷議題的重視，不僅在本國制訂具有法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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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束力的減碳目標(以 1990 年為基準，在 2020 年減少 34%，在 2050 年前減少 80%

碳排放量)，提出低碳轉型計畫，清楚制定各行各業未來減碳的目標。除了積極參

與國際對於氣候協定的討論外，英國也透過在全球各地的大使館、辦事處，尋求當

地政府對氣候變遷議題的支持。英國外交部把氣候變遷議題納為工作重點之一，是

著眼於當環境條件改變、各種資源匱乏、氣候難民增多，氣候變遷將成為涉及國家

安全的外交議題。 

他們在台灣的工作，也是一直朝這個方向努力。取得 PAS 2060 碳中和驗證，

代表 we practice what we preach。對於減碳他們不只是空談，也身體力行。 

※如何取得 PAS 2060 碳中和驗證? 

 PAS 2060 是由英國組織- 英國標準協會(BSI)、英國能源及氣候變遷部和英國知

名企業，所發展出的第一個國際公認的碳中和專業驗證規範。取得碳中和驗證過程

包括兩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將溫室氣體排放盤查定量，第二階段則是碳中和。 

在第一階段裡，他們從今年 8 月中開始接受台灣產業服務基金會輔導，在內部

成立溫室氣體盤查小組，針對 2009 年整年內界定範圍的排放源進行盤查。完成 2009

年溫室氣體盤查報告後，經過 BSI 台灣分公司查驗合格，在 9 月 30 日取得

ISO14064-1 證書。這項驗證也成為我們進行 PAS 2060 碳中和驗證、和持續推動減

少碳排放量的基準。 

在第二階段，為達成碳中和狀態，BTCO 透過碳抵換(offset)來宣告達成 2009

年碳中和，也就是透過 PAS 2060 認可的抵換額度來源- VCS(Voluntary Carbon 

Standard) 來使用碳抵換機制。 

為了完成 PAS 2060 碳中和驗證，他們也依據 PAS 規範，提出了碳中和報告

(carbon neutrality report)，並承諾未來將持續減少辦公室碳排放量。並經由獨

立第三者查驗機構(BSI)驗證，包括進行現場評鑑，並且訪問代表康博偉(David 

Campbell)、部門主管和員工，確定未來減量的具體計畫後，才完成整個 PAS 2060

碳中和驗證程序。 

※BTCO 未來的減碳計畫 

今年 5 月 14 日，英國首相卡麥隆宣佈中央政府在未來 12 個月將減少 10%的碳排放

量，英國外交部必須減少 29%的碳排放量以達成對此整體目標的貢獻。身為英國外

交部在海外的機構，也開始行動，加入全球性的 10:10 計畫。 

所有英國貿易文化辦事處員工都做出個人減碳承諾，採取的具體減碳措施包

括︰ 

 將辦公室冷氣空調溫度設定不低於攝氏 26 度 

 將辦公室燈光重新規劃分區，當同仁外出開會或在家工作時，可以關閉部分區

域電燈 

 在自然光源充足的辦公區域，儘量不開電燈 

 減少使用紙張，如需列印或影印則必須採用雙面使用 

 在廚房和洗手間設置感應裝置以減少電燈使用 

 採購綠色產品，如洗潔劑、以油電混合車作為公務車 

 每天下班前確實關閉所有電腦、家電和所有需要用電的設備 

 減少不必要的國外出差旅行，國內出差儘量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洗手間馬桶和廚房洗手檯設定使用低水量 

 平時會議及辦公室活動減少使用紙杯和免洗筷 

 雖然他們已經達成 2009 年 PAS 2060 碳中和驗證，但減碳的行動還是沒有停止。

很樂意到各機關、企業或學校，把取得碳中和驗證的經驗和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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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 轉寄信件，請同仁須注意查證，避免是詐騙案件： 

資料來源：http://www.165.gov.tw/fraud.aspx?id=129 

標題：以「母親為幫小孩籌手術費」，要民眾轉寄信件 

近日 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人員接獲一位住於台北市的郭姓民眾檢舉，聲稱收到

一封以「財團法人伊甸社會福利基金會」發出的 Mail，其內容為有一名母親因

為小孩發生車禍急需手術費，為幫其小孩籌手術費，希望收到 MAIL 的民眾能將

所收到信件轉寄出去，每轉寄一封會捐款 5元等等。該郭姓民眾在接獲該封

E-Mail 後，來電 165 專線詢求協助查證，本 165 專線張姓執勤人員接獲該諮詢

電話後，隨即向伊旬社會福利基金會資源發展處廖瑞芹小姐聯繫並查證，伊旬

社會福利基金會廖小姐表示民眾所提供之 MAIL 確實為詐騙，該基金會並無發出

要民眾協助轉寄的 MAIL，且 MAIL 上所提到國立花蓮教育大學陳巧玲小姐，經詢

問陳小姐後確認是假的，該陳小姐並已於 95 年在東森新聞澄清，若再有接到類

似的救援信件，可直接把信件轉寄給智邦公益館網址

http://www.17885.com.tw/他們會協助求證。 

目前網路消息傳播訊息快速，很多不明信件皆會利用民眾的愛心來散播急

難救助消息，並要民眾轉發信件，造成以訛傳訛誤以為是真有其事。而且，以

轉發信件的數量多寡來用作捐款金錢，以現在的科技並無法追蹤其信件共轉發

多少出去。因此，165 專線提醒同仁，網路小道消息多，任何傳播的信件消息，

一定要經過查證，千萬不要人云亦云。而此類的信件雖不知主要目的為何，但

網路詐騙何其多，為了自保，應改變上網習慣(不要任意聯結莫名網址、下載莫

名文件、影音圖檔)，因為很有可能在您點了該信件後，中了網路的惡意程式(如

木馬、後門及蠕蟲程式)，使自己的網路資料或帳號、密碼被側錄或竊取而不自

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