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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服務簡訊 

中華民國 105 年 04 月 08 日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人事室編製 

 

 

 
 

壹、人事業務報導 

一、本校校教評會本學期開會時間為 5 月 10 日、6 月 22 日，本校教師提聘案應

辦理著作外審，故請各科（中心）把握用人時程，儘早召開科（中心）務會

議辦理初審，並完成著作外審後，提送校教評會審議。如有提案者，應於 4

月 26 日、6 月 4 日前將提案送至人事室，逾期恕不予受理。請各科（中心）

確實掌握提案時效，以免影響教師權益。 

二、105 年度「行政服務績優教師選拔」，預計於 105 年 4 月中旬召開行政服務

績優教師選拔委員會遴選 2 名行政服務績優教師，於校慶慶祝大會中接受表

揚，並頒發獎牌及獎金一萬元。 

三、105 年 4 月 15 日人事室與護理科合辦專題演講，邀請競爭 lead 教育中心執

行長李柏賢主講「成為孩子生命中的貴人」，地點在圖資大樓 B1 第一會議室，

與會同仁將核予終身學習時數 2 小時，歡迎同仁踴躍參加。 

四、中央健康保險署推出便民服務-「健保卡網路服務註冊」，同仁可透過「健保

署健康存褶」網站使用健保卡申辦各項健保業務系統，有意由本室辦理團體

註冊之同仁，請於 4 月 11 日(一)前先填寫「申請健保卡網路服務註冊同意書

(個人版 )」後於右欄簽章以電子郵件寄回人事室（人事室公用帳號 

person@mail.ntin.edu.tw）或是紙本繳回人事室彙整，俾利協助申請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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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關本校教師評鑑相關事宜，說明如下：（本校 105 年 3 月 28 日 1051800075

南護專人字第 1051800075 號函轉知各單位) 

   (一)本校教師評鑑工作訂於 107 學年度辦理，評鑑 104 學年度至 106 年學年

度期間之「教學」、「研究」及「服務及輔導」，請預為準備。 

   (二)通過 103 學年度教師評鑑之教師，請於 105 年 4 月 29 日(星期五)前將評

鑑資料送至貴科（中心）彙整，並請各科(中心）承辦人協助將上開資料

送回人事室備查。 

   (三)請本校教師以 101 學年度至 103 學年度評鑑試辦期間，就本校教師評鑑

辦法之評鑑項目、方式及標準...等提出相關建議及修正意見，俾利本校教

師評鑑制度更臻完備。 

六、本校第一屆第 2 次勞資會議業於 105 年 3 月 30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於第二

會議室召開完竣。 

七、105 年 3 月 24 日(星期四)辦理 105 年度身心靈健康系列訓練「咖啡知多少？」

研習活動，由總務處邵長平主任擔任講師，總計 45 位同仁共同聞香察色品

咖啡。 

八、依「教育部與所屬機關（構）學校模範公務人員選拔作業要點」規定，遴選

本校教務處組長鄭珠里參加教育部 105年度模範公務人員選拔，案經本校 105

年 3 月 28 日 104 學年度第 3 次職員甄審暨考績委員會審議通過，並於 105

年 3月 29日函送教育部。 

 

貳、人事法令宣導 

一、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5年3月7日總處給字第1050034457號書函略以，有關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承作104年至106年「闔家安康-公教員工團體意

外保險」，保險期間辦理期間自104年4月1日至106年3月31日止，為期2年，

其中第1年度保險期間將於本（105）年3月31日屆期。為維護在保者之保險

權益，爰請轉知所屬提醒上開屆期訊息。 (105年3月8日教育部臺教人(四)

第1050031695號函) 

二、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5年2月26日總處培字第1050033833號函，為要求公

務人員勿重複請領強制休假補助費，將於國民旅遊卡「強制休假補助費申請

表」增列備註警語「強制休假補助費申請表」之備註說明將增列「休假人員

之消費已申請休假補助費者，不得重複請領差旅費、辦公費、業務費或其他

公款，以免觸犯貪污治罪條例。」請加強宣導提醒申請人，以避免觸犯刑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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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3月9日教育部臺教人(三)第1050027933號函) 

三、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書函以，有關勞動部函就勞工遭遇職業災害死亡，其

遺屬依勞工保險條例第65條之3規定續領自身之老年年金給付致未領取遺屬

年金給付，雇主得否依勞動基準法第59條規定主張抵充職業災害補償義務事

宜。(教育部105.3.10臺教人(四)字第1050030478號書函) 

四、行政院函以，有關「行政院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施行期間各機關

依組織法規聘任人員權益保障處理辦法」第15條，業經行政院105年3月4日

院授人綜字第10500329715號令修正發布。(教育部105.3.10臺教人(四)字第

1050030868號書函) 

五、教育部函以，為強化服務品質並提升行政效能，請依規定落實職務代理。(教

育部105.3.14臺教人處字第1050034292號函) 

六、行政院函以，「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業經行政院於105年3月16日以

院臺法字第1050156012號令修正發布施行。（教育部105.3.17臺教政(一)字

第1050037149號函） 

七、中華民國104年5月20日修正公布之公務員懲戒法，司法院定自105年5月2日

施行。(教育部105.3.18臺教人(三)字第1050036371號函) 

八、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函以，有關大專院校導師費應否計入全民健康

保險投保金額案，公私立中小學具有公教人員保險資格者，其導師費給與已

依教師待遇條例明列為職務加給，爰應計入健保投保金額計算保險費；公私

立大專院校之導師費給與，現行仍非屬教師待遇條例規範之法定待遇，具有

公教人員保險資格者得不計入健保投保金額計算保險費。（教育部105.3.21

臺教人(四)字第1050035066號函） 

九、有關重申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申請程序準則一案，有關公立學校專

任教師兼職之規定如下，教師應報核之兼職申請案件，各校確實依規定予

以審核准駁： (教育部105.3.21.臺教人 (二 )字第1050038436號函，本校

105.3.25南護專人字第1050002111號函轉知各單位) 

    (一)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308號解釋文略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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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公立學校兼任編制

內行政職務專任教師之兼職範圍及許可程序，應依公務員服務法相關規

定辦理；至未兼任行政職務教師之兼職，則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公立

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以下簡稱教師兼職處理原則)及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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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釋據以規範。 

    (二)查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4條規定：「專任教育人員，除法令另有規定外，

不得在外兼課或兼職。」，次查教師兼職處理原則第8點規定：「教師

兼職不得影響本職工作，且須符合校內基本授課時數及工作要求，並事

先以書面報經學校核准，於期滿續兼或兼職職務異動時，應重行申

請。」，爰公立學校未兼任行政職務專任教師，在不影響本職工作前提

下，其得兼職範圍及職務，係依教師兼職處理原則第3點及第4點規定辦

理，並應事先以書面報經學校核准。 

    (三)考量社會快速變遷，產業型態多元，依據教育部104年6月1日臺教人(二)

字第1040069402B號核釋令，簡化未兼任行政職務教師部分兼職態樣之

報核程序，下列情形得免依「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報

經學校核准： 

        1.非常態性應邀演講或授課，且未具營利目的或商業宣傳行為。 

        2.政府機關（構）、學校、行政法人之任務編組職務、諮詢性職務或會

議專家代表。 

        3.所兼職務依法令規定應予保密者。（如擔任典試法所規定之典試委

員…) 

        4.應政府機關（構）、學校、行政法人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

之邀請兼任職務，僅支領交通費或出席費，且無其他對價回饋。或

應邀擔任非常態性之工作者（如裁判）。 

    (四)綜上，教師（含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如有兼職情事，請確依各相關規定

辦理，且應於事前以書面方式經本校同意後，始得於校外兼職，如有違

法兼職或未經核准即自行在外兼職等情事，將按情節輕重依各該法令予

以懲處。 

    (五)教職員兼職應填寫表格可至人事室網頁/表格下載/A5兼職，下載運用，

相關填表說明如下： 

        1.專任教師(含兼任行政職務教師)： 

          (1)兼任營利事業機關(構)職務，請填寫「專任教師兼任營利事業機構

職務簽辦表」。 

          (2)兼任非營利事業機關(構)，請填寫「專任教師兼任營利事業機構職

務簽辦表」。 

        2.編制內公務人員，請填寫「職員校外兼職簽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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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為響應政府「消費提振措施」，惠請鼓勵所屬同

仁，儘量提前完成請領105年度強制休假補助費。（教育部105.3.21臺教人(三)

字第1050032351號函） 

十一、「入出國及移民法施行細則」業經內政部於105年3月18日以台內移字第

1050961236號令修正發布，修正發布條文請至行政院公報資訊網(網址

http://gazette.nat.gov.tw)下載。(教育部105.3.22臺教文(五)字第1050039197號

函) 

十二、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函，有關薦任第9職等非主管職務人員代理薦

任第9職等主管職務之年資，不得採計為「薦任公務人員晉升簡任官等訓

練遴選評分標準表」所定主管年資之計分。(教育部105.3.22臺教人(二)字

第1050037250號函) 

十三、「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部分規定，業經教育部於中華

民國105年3月24日以臺教人(二)字第1050025076B號令修正發布。 

十四、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有關全國公教員工網路購書優惠方案105年3月

至5月專屬優惠活動「『說不完的故事』東方/臺灣麥克全書系書展」訊息，

全 國 公 教 員 工 網 路 購 書 優 惠 方 案 專 屬 網 站

（http://www.taaze.tw/gov_index.html）。（教育部105.3.24臺教人(一)字第

1050039794號函） 

十五、為配合資訊開放需求及強化使用者登入安全性，國民旅遊卡檢核系統部

分功能修正如下，並訂於本（105）年4月14日（星期四）正式上線：(教

育部105.3.24臺教人(三)字第1050036679號函) 

    (一)國民旅遊卡檢核系統涉及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之登載者，自本年3月2日

起由隱碼身分證編號中間5碼，改為隱碼身分證編號後4碼。 

    (二)自105年4月14日起，國民旅遊卡檢核系統所有使用者類別之密碼須依下

列條件設定：(1) 長度須符合12-16碼。(2) 90天內未變更密碼須強制變

更密碼。(3) 密碼不可與前4次相同。(4) 密碼規則須符合英文大寫、英

文小寫、特殊符號、數字四項規則（至少須包含1碼）。 

十六、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函，委任公務人員晉升薦任官等訓練及警佐

警察人員晉升警正官等訓練等2項訓練辦法修正條文，業經考試院修正發

布。（教育部105.3.25臺教人(二)字第1050038941號函） 

十七、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函，為應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第

36條、第40條之1及第44條第1項第13款規定修正公布及實務作業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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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配合修正旨揭要點「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成績考核要點」。（教

育部105.3.29臺教人(二)字第1050041415號函） 

十八、勞動部105年3月23日以勞職授字第1050200817號令修正「勞工健康保護

規則」部分條文及第2條附表1、第6條附表6。（教育部105.3.29臺教資(六)

字第1050041540號函） 

十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為促進非假日國內旅遊市場的活絡，交通部觀

光局訂於105年3月至6月底舉辦「Fun心玩透全臺灣」活動，請協助加強宣

傳及鼓勵機關所屬同仁踴躍參加本方案推出之各項優惠行程，活動網站

http://easytour.taiwan.net.tw。（教育部105.3.31臺教人(三)字第

1050041327號函） 

二十、為鼓勵終身學習，請各機關學校鼓勵退休教師到國內各大學進修。隨著

數位化時代來臨，政府近年挹注經費建置與購置資料庫，對於資料庫所提

供的資訊，退休教師仍具有相當之研析能力，應鼓勵其進修研究，且不同

年齡層的學生共同進修學習，亦可協助不同世代間之融合與銜接。（教育

部105.3.31臺教人(四)字第1050042431號函） 

二十一、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書函以，有關國外亡故之退休人員遺族得否申請

補發三節慰問金及年終慰問金疑義一案：（教育部105.3.31臺教人(四)

字第1050044057號函） 

（一）有關三節慰問金部分：為落實照護退休（職）人員，退休人員出國者，

如在國內設有戶籍且為現戶者，得予發給三節慰問金。 

（二）有關年終慰問金部分：得依上開發給辦法規定補發給年終慰問金，支

領年終慰問金前病故，其已可支領而尚未支領之年終慰問金，應屬遺

產之一部分，其遺族支領之發給順序及範圍自應依民法繼承編及相關

法律等有關規定辦理。 

 

參、人事動態 

單位 姓名 職稱 異動原因 期間 備註 

圖書資訊中心 莊易叡 技佐 新進 105.03.21  

實習就業輔導處 張莉雯 
約用實習 

指導教師 
新進 105.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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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就業輔導處 任紋靜 
約用實習 

指導教師 
新進 105.03.28  

 

肆、靜思語 

能付出愛心就是福，能消除煩惱就是慧。 

 

伍、英文大補帖 

“ One thing I know,that is I know nothing.” – Socrates Greek 

「我所知道的一件事就是我一無所知。」–蘇格拉底 古希臘 

 

陸、員工關懷 

 

低溫時注意保暖 氣溫回升再出門 
 

    國民健康署呼籲民眾注意「朝5晚8」，一天之中兩個時段最危險，清晨5到6

時以及晚上8到9時，尤其是有心血管疾病的高風險族群，若民眾有糖尿病、高血壓、

高血脂、腎臟病，或是有抽菸、肥胖者，曾有中風、心絞痛等，不適合清早外出運

動，最好等早上8、9點以後；晚餐後不要立即外出或運動，應至少隔1個小時，待

食物消化後再行運動。不論何時，長者外出一定要做好保暖，以多層次穿著（例如

洋蔥式穿法），方便隨著溫度變化來穿脫衣物。最外層可選擇具有防濕與防風功能

之外套，儘可能選擇易於穿脫與合適肢體活動之衣物。記得天雨外出，要穿著防滑

鞋，以避免因地面濕滑而造成跌倒。運動前一定要充分暖身，且儘量攜伴運動，相

互照應。 

 

牢記自身危險警訊爭取黃金搶救期 

 

    依據衛生福利部死因統計資料顯示，103年因心臟病、中風及高血壓疾病死亡

人數高達36,595 人，平均每天就有101.6 人因為心血管疾病（心臟病、 

中風及高血壓疾病）死亡。民眾如果出現下列心臟病及中風徵兆，請立即就醫，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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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黃金搶救期： 

(一)心臟病徵兆： 

    突然發生胸悶、胸痛、手臂疼痛、呼吸困難、噁心、極度疲倦、頭暈等症

狀，很有可能就是心臟病急性發作，應該要立即就醫接受治療；有冠狀動脈疾

病病史者，在送醫前，可先使用醫師開立的舌下含片，做緊急救護。 

(二)中風徵兆： 

    牢記「FAST」口訣，以辨別中風四步驟，把握「急性中風搶救的黃金3小時」： 

1.「F」就是FACE：請患者微笑或是觀察患者面部表情，兩邊的臉是否對稱。 

2.「A」就是ARM：請患者將雙手抬高平舉，觀察其中一隻手是否會無力而垂下來。 

3.「S」就是SPEECH：請患者讀一句話、觀察是否清晰且完整。 

4.「T」就是TIME：當上面三種症狀出現其中一種時，要明確記下發作時間，立刻

送醫，爭取治療的時間。 

 

    注意氣溫驟降對健康可能造成的危害，每當溫差過大時，可能導致血管收縮，

引發血壓的變化，尤其是心血管疾病患者、年長的長輩及肥胖等族群，一定要做好

保暖措施，以免造成血壓升高，誘發心臟病及中風之急性發作。另生活作息也要規

律，情緒不宜起伏太大，且保持愉悅快樂的心情，才能避免低溫對健康的危害。 

 
（資料來源：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健康九九網站

http://health99.hpa.gov.tw/Hot_News/h_NewsDetailN.aspx?TopIcNo=77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