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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服務簡訊 

中華民國 106 年 2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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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22 日、5 月 9 日、6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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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評會議辦理初審，並完成著作外審後，提送校教評會審議。如有提案

者，應於 3 月 10 日、4 月 28 日、6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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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慰勞同仁工作之辛勞，並促進同仁間情感交流，特於 106 年 1 月 18 日（三）

中午假弘景樓 4 樓舉辦歲末春節聯歡活動，活動內容含圓滿團圓餐會、福樂

滿點摸彩及開懷歡唱同樂，同仁反應熱烈，活動照片請參閱人事室網頁。 

三、106 年度「行政服務績優教師選拔」，自即日起至 3 月 13 日(一)前接受各一

級單位主管主動推薦或由本校職員、教師五人以上連署推薦，預計選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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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子女教育補助自即日起至 3 月 10 日(五)下班前受理同仁

申請。 

五、106 年度公務人員專書閱讀心得寫作競賽業已開始收件，詳情請參閱本室網

站《最新消息》，歡迎同仁踴躍參加。 

六、因公教人員年金改革在即，為使校師長同仁及退休人員了解年金改革內容，

第 10602 期 

「人事服務簡訊」內容涵蓋人事法令宣導、人事動態、工作權益、各類活動訊息、生活新知等。

各單位如有需要同仁瞭解事項，都可透過本電子報轉知，本電子報為溝通之橋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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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son@mail.ntin.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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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相關意見俾提供主管機關制定政策之參加，本室訂於106年2月15日(三)

上午 10:00-11:00 在本校圖書資訊大樓 B1 第一會議室召開年金改革說明會，

由本室簡要說明有關年金改革原則及方向，歡迎各位師長同仁及退休人員參

加。同仁對於年金改革之意見，可隨時提供本室彙整，本室將於 106 年 2 月

17 日提供本校所彙整之意見供教育部參考。 

 

貳、人事法令宣導 

一、公立學校教職員曾任各機關(構)、學校、公營事業及軍事單位純勞工身分之

工等(級、員)、評價職位或其他與技工、工友性質相當等職務，已依相關法

令規定領取退離給與者，於再任或轉任公立學校教職員並於 105 年 6 月 10

日以後依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或其他法令重行退休、資遣時，其已領退離給

與之年資，無須受該條例第 14 條第 2 項所定退休年資最高採計上限之限制。

(教育部 106.1.11 臺教人(四)字第 1050181715 號函) 

二、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曾任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認可名冊所列港澳

地區大專校院等級相當之服務年資，為教師待遇條例第九條第一項第四款所

定經教育部認定等級相當之服務年資。(教育部 106.1.16 臺教人(二)字第

1050183154C 號函) 

三、兼任行政職務教師不得受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派擔任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

有限公司之非股東董事職務。(教育部 106.1.16 臺教人(二)字第 1050186347

號函) 

四、依科技部 105.12.26 科部產字第 1050095768 號函解釋，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

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法第 4 條第 2 項規定，「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未兼任

行政職務之專任教師及專任研究人員，除得兼任前項職務外，其為新創公司

主要研發技術提供者，經其任職學校同意，並得兼任新創公司董事；兼任期

間合計不得超過八年。」有關條文所稱新創公司、主要研發技術提供者、以

及兼任期間認定及計算方式，審酌認定如下：(教育部 106.1.17 臺教人(二)字

第 1050183912 號函) 

   (一)新創公司：指依我國公司法設立未滿 8 年之公司。但設立達 8 年以上之

公司因產品、服務或其技術致開發或上市期程較長等特殊情況，且經任

職機構同意者，不在此限。 

   (二)主要研發技術提供者：指公司現有產品或服務之技術發明人或創作人，

且該技術衍生之產品或服務為公司重要營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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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兼職期間計算方式：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未兼任行政職務之專任教師及專

任研究人員於在職期間，同時兼任多家新創公司董事職務之期間，不重

複計入。 

五、勞動部為使各界了解勞動基準法修正重點，加強宣導修法內容，帶動企業推

動工作時間彈性化措施，爰編印「勞動基準法修法說明：落實週休二日、

促進工作與家庭生活平衡」摺頁，相關宣導文宣請逕至本室網站《最新

消息》下載參閱。(教育部 106.1.17 臺教人(三)字第 1060000707 號書函) 

六、有關專任教師得否擔任與校務發展業務無涉之財團法人基金會無給職董事兼

執行長職務疑義，依教育部函釋意旨，專任教師如兼任行政職務，則依公務

員服務法第 14 條之 2、第 14 條之 3 辦理，如為未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則逕

依教師兼職處理原則規定辦理。另教育部 83.6.27 台(83)人字第 033478 號函

併予停止適用。(教育部 106.1.19 臺教人(二)字第 1050180472 號函) 

七、有關教師職前於同一國立大學擔任不同建教合作機構及執行計畫之博士後研

究人員，如連續未中斷之服務年資，得按年採計提敘薪級；另，各類專案計

畫項下聘用研究人員未辦理年終(度)考績(成、核)且其進用方式非以曆年制、

學年制或會計年度制為準，其服務年資之採認，以任職期間為準。(教育部

106.1.23 臺教人(二)字第 1060003251 號函) 

八、依行政院規定，各機關公務人員如為辦理重大專案業務、解決突發困難問題、

搶救重大災難等特殊事由，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准放寬其專案加班補休期限於

1 年內補休完畢，並副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如未能於期限內休畢者，不

得再申請延長或改請領加班費。(教育部 106.2.2 臺教人(三)字第 1060007486

號函) 

九、有關教師懲處權之行使期間，參照公務人員類推適用公務員懲戒法相關規

定，自違失行為終了之日起逾 10 年者，不予追究。(教育部 106.2.6 臺教人(三)

字第 1050181207 號函) 

十、銓敘部建置之「已退休公務人員年金改革試算器」已上線，提供各界試算服

務(http://www.mocs.gov.tw/)。(教育部 106.02.08 臺教人(四)字第 1060015603

號函) 

十一、為因應總統府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前於 106 年 1 月 19 日公布之教育人員

退休制度改革方案（草案），並使各界瞭解改革方案(草案)對於「改革方

案實施前已退休生效且支領月退休金人員」影響情形，教育部已設計「教

育人員年金改革試算器」，並於本年 1 月 25 日刊載於教育部網站，以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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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試算參考。試算工具已置於教育部人事處網頁之「年金改革專區」。

(教育部 106.02.08 臺教人(四)字第 1060015603 號函) 

十二、國家文官學院（以下簡稱文官學院）業已遴選 106 年度「每月一書」12

本（專書閱讀心得寫作競賽指定書目），另選出 12 本圖書作為延伸閱讀

書目，爰請各機關（構）學校推廣閱讀活動，以培養同仁閱讀好書習慣。

另為鼓勵各機關（構）學校推廣相關活動，文官學院業與出版社洽詢，提

供公務人員優惠購書方案（71 折），期間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止。參加

本優惠方案計有三民、五南、全國、政大、遠流、龍圖騰等出版社，請至

文官學院全球資訊網站（http://www.nacs.gov.tw）左側之線上服務專區，

點選「下載專區」選擇任一出版社之訂購單，逕與該出版社聯絡及付款，

購買冊數不限，惟購買總金額未達新臺幣（以下同）600 元時，須另行支

付運費 60 元。（教育部 106.01.12 臺教人(一)字第 1060002602 號函） 

十三、為配合自 106 年度起，公務人員每年每人應聚焦於業務相關學習之政策，

國家文官學院業於旨揭網站建置學習專區，提供多元數位課程計 110 門，

並推出「十上 e 學苑，百禮送滿滿」活動，自即日起至 106 年 8 月 31 日

截止，凡於專區完成 10 小時課程即可參加抽獎，獎項共計 100 名。(教育

部 106.02.08 臺教人(三)字第 1060015824 號函) 

十四、依行政院規定，自 106 年 1 月 1 日起，各機關（構）公務人員每人每年學

習時數規定將聚焦於業務相關之學習活動，業務相關學習時數仍維持 20

小時，其中 10 小時必須完成當前政府重大政策、法定訓練及民主治理價

值等課程，並以數位學習為優先。為利公務人員快速選讀相關數位課程，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業請數位學習平臺主管機關於各該平臺建置「公務人

員 10 小時課程專區」，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配合訂定「數位學習平臺所

掛置之公務人員每年必須完成課程項目相對應之數位課程一覽表」1 份，

請逕至本室網站《終身學習知識分享專區》下載參閱並上網選讀。(教育

部 106.1.23 臺教人(三)字第 1060001024 號函) 

十五、為提供學習者優質之數位學習資源，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中

心「e 等公務園」學習網持續開發製作各類數位課程，主題涵蓋「領導力

發展」、「政策能力訓練」、「機關業務知能」及「自我成長」等，內容

多元豐富，請鼓勵所屬同仁踴躍選讀。(教育部 106.02.02 臺教人(三)字第

1060013549 號函) 

十六、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地方行政研習中心「e 學中心」數位學習平台提供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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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數位課程，內容多元豐富，請同仁上網選讀。（教育部 106.02.02 臺教

人(三)字第 1060011935 號函） 

十七、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地方行政研習中心函以，「e 學中心」數位學習平台

設 有 「 公 務 人 員 磨 課 師 (MOOCs) 學 習 專 區 」 ，

(https://elearning.rad.gov.tw/fet/system/application/userfiles/files/MOOCs201

7/index.html），該專區結合「Taiwan LIFE 台灣全民學習平台」、「中華

開放教育平台」、「ewant 育網平台」、「ShareCourse 學聯網」等四大

MOOCs 平台，提供多元且雙向互動之數位學習模式。公務人員參與該專

區推薦之 MOOCs 課程，完成各課程修課條件，並經各機關人事機構認定

與業務相關者，得採計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教育部 106.02.09 臺教人

(三)字第 1060016584 號函) 

十八、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檢送「國民旅遊卡相關事項 Q＆A（行政院人事行政

總處 105 年 12 月修訂版）」業置於人事室網站最新消息，請同仁自行參

閱。（教育部 106.01.13 臺教人(三)字第 1060000338 號函） 

十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以，「國民旅遊卡」制度修正，經行政院核定，先

行試辦 1 年一案。（教育部 106.01.13 臺教人(三)字第 1060000169 號函） 

二十、近期法規修正： 

      (一)「大專校院講師以上教師採計曾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提敘薪級原

則」，業經教育部於 106.1.16 以臺教人(二)字第 1050175287B 號令廢

止。(教育部 106.1.16 臺教人(二)字第 1050175287C 號函) 

      (二)勞動部修正「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重點

如下：(僑務委員會 106.1.19 僑生聯字第 1060070633 號書函) 

          1.配合 104.6.17 修正發布之就業服務法第 50 條規定，修正僑外生每

星期工讀時數最長為 20 小時。 

          2.明定僑務委員會開設之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學生為就業服務法第

50 條規定之華裔學生，在臺就學期間得工讀。 

      (三)「公務人員因公傷殘死亡慰問金發給辦法」業經考試院會同行政院於

106 年 1 月 10 日修正發布，名稱並修正為「公務人員因公傷亡慰問金

發給辦法」。(教育部 106.01.20 臺教人(四)字第 1060009909 號函) 

      (四)「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基礎訓練生活管理要點」部分規定業經公務

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106.1.25 公訓字第 1062160091 號令修正發

布。(教育部 106.2.6 臺教人(二)字第 1060014331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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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第 3 條，業經

行政院於 105 年 12 月 30 日以院授人培字第 10500635641 號令修正發

布施行。(教育部 106.1.11 臺教人(三)字第 1050186509 號函) 

      (六)行政院修正「選送公務人員出國專題研究實施計畫」，名稱並修正為

「行政院選送公務人員出國專題研究實施計畫」，並自 105.12.20 生

效。(教育部 106.1.13 臺教人(三)字第 1050180631 號函) 

      (七)「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案件處罰鍰額度基準」第 3、6、7 點規定，業經

法務部於 106.1.23 以法廉字第 10605000930 號令修正發布，並自

106.1.23 生效，修正內容請至法務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查詢參閱。(教

育部 106.1.25 臺教政(一)字第 1060011750 號書函) 

 

參、人事動態 

  一、新卸任主管名單 

單位 姓名 職稱 異動原因 期間 
備註 

(卸任主管) 

教務處 郭憲偉 課務組組長 新任 106.02.01 黃品璇 

  二、人員異動名單 

單位 姓名 職稱 異動原因 期間 備註 

老人服務事業科 張品喻 講師 復職 106.02.01  

教務處 王晟瀚 校聘組員 離職 106.02.01  

實習輔導處 沈琬晶 
臨時實習 

指導老師 
新任 106.02.13  

 

肆、靜思語 

有接受別人想法的心胸，才能和人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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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英文大補帖 

“If you really want something, you have to be prepared to work very hard, take 

advantage of opportunity, and above all never give up.” –Jane Goodall, Ethologist 

「若你真的很想要一件事，你得準備好非常努力、善用機會，而最重要的是絕不

放棄。」– 珍·古德 (動物行為學家) 

 

陸、員工關懷 

要健康就要動─規律運動的11個小秘訣 
 

    要健康就要動，要能享受生活更要有足夠的健康體能，良好的健康體能則來自

於規律的運動習慣。 

 

    美國心臟學會根據運動與健康的相關研究，制定運動指引提供民眾的參考，以

預防心血管疾病的發生。這個運動指引建議：一般人應從學校初期就養成固定運動

的習慣，並力行到終身；每個人能夠從事中等強度的運動(如：快走、騎單車、做

家事、健身操、太極、社交舞、桌球…等)，每天至少30分鐘，每週宜有5-7天，對

於不能勝任上述建議者，可以選擇較低強度的運動，並縮短時間，因為這樣還是會

比多處在靜態活動的生活型態來得好。 

 

    對一般人來說，偶而運動一下還容易，但要規律每週多次運動則有些困難。如

果要長期維持運動習慣，則需要一些小秘訣來協助，這些小秘訣可以幫助我們繼續

去從事你所選擇的運動項目。歸納這些被建議的小秘訣，介紹如下： 

 

一、選擇自己喜歡的運動，而且至少兩種以上： 

    習慣的養成不是靠勉強，必須是自己喜愛的運動才有可能成為生活習慣，所以

一定得挑選自己喜愛的運動來從事，才容易愛上它。運動的執行會受很多因素的影

響，天氣是很重要的一項，如果自己設定有多種可以從事的運動選項，會讓自己更

有彈性去因應阻礙運動執行的生活事件，順利達到規律運動的習慣。 

 

二、要有運動夥伴一起從事活動： 

    同伴的存在對養成運動習慣是一種很好的助因，除了運動時間可以當做一種社

交活動外，同儕之間的良性互動或監督，更可以促成運動習慣的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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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將運動擺在生活中重要的順位： 

    由於運動的益處並不是那麼物質化，也不是很急切需要，所以生活中遇有重要

事件發生，時間排擠效應的關係，運動習慣常就是最先被犧牲掉者。習慣養成不易，

中斷後要再繼續則又更困難。所以將規律運動視為生活中的重要事項，將它擺在很

重要的順位，就像刷牙洗臉每天非做不可，如此就比較容易保持運動習慣。 

 

四、每天固定時間去運動，融入生活習慣： 

    最不容易丟掉的習慣就是融入生活中，而要融入生活中就要有固定時段，因此

依照自己的狀況，將運動時間規劃到生活中，無論是安排在早晨、晚上或是下班後

回家前，只要符合方便做到，又不容易忘記，就一定是個人的最佳選擇。 

 

五、即使很累還是要例行運動： 

    工作很累常是今天不運動的藉口，今天累、明天累，後天可能更累，即使已經

養成的運動習慣也不堪這樣斷斷續續的拖延，最後終有中斷的一天。因此，體認到

運動對健康的重要後，要給自己堅定的信念，如果只是平常的工作疲累，運動不至

於加重疲累的程度，反而會有放鬆心情、減緩疲勞與提升精神的作用，因此去運動

是可以勝任的。 

 

六、善用可以協助運動的小工具來紀錄運動的過程： 

    現在科技進步，即使不加入運動俱樂部，還是有很多的小工具可以協助我們去

記錄運動過程的一些指標。最簡單的就是計步器，可以回饋給我們每天走了多少

步，有沒有超過預設的一萬步，讓我們知道今天有沒有達標，沒有達標時才知道去

補足缺少的運動份額。智慧型手機普遍使用後，已有不少實用的應用程式可供利

用，慢跑者常會利用這些小程式協助自己訂定運動目標，並提供督促自己持續運動

下去的動力。筆者也曾下載其中一個被廣為使用的程式 mySports，除了協助自己

了解跑步的總距離、跑步花費時間與跑步速度外，我也將之應用在測量距離，以前

無法知道自己常走的路段到底有多遠，現在拿這個程式來測量就清楚了，對自己上

下班固定行走路段的距離就有很好的掌握，也可以知道自己的行走速度，非常好用。 

 

七、注意運動後所帶來的正面改變： 

    別人怎麼講運動對健康益處有多大，都不如自己實際體驗的真實。運動對心血

管疾病的好處，需要長時間的累積才能呈現，但運動仍然有一些短期可以讓運動者

體會到的好處，如：運動後情緒更安穩寧靜、運動後心跳緩和平順、運動後對自己

努力投入的良好感覺，還有運動一段時間後生理指標的改善(如：血糖變好、血脂

變好、心肺功能改善、耐力變好等)。 

    如果沒有體會到別人所講的好處，那要繼續運動的信念大概很難維持；相反

的，如果有體驗到這些正面的效益，順勢就有激勵自己繼續運動的動力。因此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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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這些運動所帶來的正面效應，也是協助維持運動習慣的妙方。 

 

八、訂定獎勵自己的措施，犒賞自己： 

    秘訣是「自己給自己獎勵」，自我設定當達成目標之後要給自己的獎品，例如

去旅行或買一套衣服。有了合理的目標，練習有動力，也有方向。在達到目標後別

忘了給自己獎勵一下，再設定下一個目標去練習，幾次之後，運動習慣就會自然養

成了。 

 

 

九、逐漸增加運動強度、時間與難度： 

    要養成運動習慣，一定不能有負擔(包括心理的或生理的)，因此採取「舒適無

負擔」的養成方式應該是最好的方法，可以讓運動成為一種生活享受而不是忍受，

會比較容易做到。 

    對於一個沒有時間，但又想要成功維持運動習慣的人，一個聰明的方法是從走

路開始。從每次走15分鐘，每週走3次，然後慢慢增加運動的時間與頻率。剛開始

走的最初5分鐘，應採取比較溫和的速度，之後要慢慢加快速度，讓心跳達到你的

目標心跳率，最後的5分鐘要逐漸緩和下來。接下來的一週，中間快步走的時間可

以稍微延長2～5分鐘，之後每週可以繼續加長快步走的時間，直到可以每次走30

～60分鐘。 

 

十、利用累積片段的運動時間來達成，例如： 

    以爬樓梯代替坐電梯、把車子停在較遠的地方、提早一站下公車、走路去上班、

走到較遠的地方吃午餐、工作或開會累時做五分鐘伸展運動等。 

 

十一、利用比賽或公共活動來當作練習目標： 

    選定一個比賽（或活動）當成目標來練習，例如：如果喜歡慢跑，可以選擇慢

跑比賽做為自己的練習目標，如參加明年度的台北馬拉松9公里組的比賽，不但增

加趣味性，也可以激勵企圖心。 

 

    以上只是一些協助養成運動習慣的小祕訣之舉例，相信應該還有更多的小方法

可以應用。每個人只要在生活中用心體驗，會更容易發掘適合自己的小技巧。為了

讓運動成自然、變習慣，大家加油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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