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人事服務簡訊 

中華民國 106 年 11 月 10 日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人事室編製 

 

 

 
 

壹、人事業務報導 

一、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教評會預定開會日期為 107 年 1 月 11 日，各科(中心)

若有相關提案，請確實掌握提案時效，以免影響教師權益。 

二、106 年度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定期申報期間自 106 年 11 月 1 日起至同年 12 月

31 日止，請申報人於定期申報截止日前依法完成申報，以免受罰。 

三、本校校聘職員 106 年度年終考核表業送請所屬單位辦理評核，刻正辦理後續

相關事宜。 

四、106 年 10 月 13 日(星期五)下午 1 時 30 分至 5 時 30 分辦理資安管理制度轉

版說明及資安宣導研習，邀請王吉祥講師擔任主講者，共計 64 位同仁參與，

活動圓滿完成。 

五、106 年度編制內職員不休假加班費及 14 日以外之休假補助費、公務人員強

制休假補助費之請領，配合 106 年度會計核銷作業時限，請尚未完成請領之

同仁儘速規劃休假，並依限於 106 年 12 月 12 日將申請表件逕送本室彙辦。 

 

貳、人事法令宣導 

一、有關性別平等工作法第 16 條第 3 項規定「先行共同生活」之疑義，依勞動

部函釋，其證明文件除法院之裁定(含記載於聲請書或筆錄者)外，如因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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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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養媒合、近親或繼親收養，已與收養人共同生活者，法院亦可能未再特別准

其先行共同生活；爰該等案件如出具法院之公函文書(如家事法庭通知)或

村、里長之證明，依個案事實足堪認定受僱與者與被收養人已共同生活，亦

屬可行。(教育部 106.10.26 臺教人(一)字第 1060154679 號書函) 

二、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修正「三節慰問金常見問答集」並置於該總處全球資訊

網之「政策與業務/業務 Q＆A/退撫保險」項下。(教育部 106 年 10 月 27 日

臺教人(四)字第 1060154474 號書函) 

三、洗錢防制法宣導： 

(一)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為賡續落實洗錢防制工作，建立人民正確的觀念，

已錄製語音廣播「代言人-支持洗錢防制措施篇」、「新南向境外公司篇」

及「台灣買房購金置產篇」等 3 則，並置於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官網（網

址：http://www.amlo.moj.gov.tw）。(教育部 106.11.1 臺教政(一)字第

1060157739 號函) 

(二)為使全民了解有關旅客攜帶超額現鈔、有價證券、黃金及有被利用進行洗

錢之虞之物品入出境之規定，財政部關務署製作「出入境旅客通關注意事

項短片」及「關務署出境入境誠實申報海報」並至於關務署官網

(http://web.customs.gov.tw)。(教育部 106.10.25 臺教政(一)字第 1060153373

號函) 

四、高雄市政府「港都 e 學苑」數位學習網站為配合移轉至「公部門數位學習資

源整合平臺」，將於 106年 12月 26日起關閉平臺停止服務。(教育部 106.11.09

臺教人(三)字第 1060160861 號書函) 

五、近期修正法規： 

  (一)行政院與考試院於 106 年 9 月 29 日會銜修正發布之「生技新藥相關政府

研究機構及研究人員認定原則」第 2 點附表。(教育部 106.10.13 臺教人(二)

字第 1060142227 號書函) 

(二)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修正「公務人員再申訴事件調處實施要點」名

稱為「公務人員保障事件調處實施要點」，並修正全文。(教育部 106.10.19

臺教人(三)字第 1060147259 號書函) 

  (三)「行政院限制所屬公務人員借調及兼職要點」第 14 點，業經行政院 106

年 10 月 20 日院授人培字第 1060059474 號函修正，並自同日起生效。(教

育部 106.10.25 臺教人(二)字第 1060152703 號函) 

(四)「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業經教育部部於中華民國 106 年 11 月 6



3 

 

日以臺教人(二)字第 1060152222B 號令修正發布，請至教育部主管法規查

詢系統(http://edu.law.moe.gov.tw)下載參閱 (教育部 106.11.6 臺教人(二)字

第 1060152222E 號函) 

(五)行政院修正「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第二

點、第五點。(教育部 106.10.31 臺教人(二)字第 1060157163 號書函) 

(六)「勞動部公布重大職業災害案件作業要點」業經勞動部於本(106)年 10 月

16 日以勞職授字第 10602041632 號令訂定發布，並自本年 12 月 1 日施行。

(教育部 106.10.20 臺教人(一)字第 1060149217 號書函) 

(七)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修正「公務人員再申訴事件調處實施要點」名

稱為「公務人員保障事件調處實施要點」，並修正全文。(教育部 106.10.19

臺教人(三)字第 1060147259 號書函) 

六、活動訊息 

(一) 全國公教員工網路購書優惠方案活動 

1.專屬活動：「磊泰 Leatai 經典筆記本：走出你的無限可能展」，本活動至

106年 11月 30日止，詳情請參閱(https://goo.gl/kb7C5Q)。(教育部 106.10.18

臺教人(一)字第 1060148475 號書函) 

2. 106 年 10 至 12 月主題活動「青林童書優惠書展」，本活動至 106 年 12

月 12 日止，詳情請參閱(https://goo.gl/MmgSgu)。 

(二)中央研究院院 106 年 11 月份「知識饗宴」訂 28 日（星期二）晚間於該院

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浦大邦講堂舉辦，邀請該院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心

徐麗芬研究員主講「當傳統與現代相遇—臺灣草藥”癌”究」，報名請洽

該院網站(https://goo.gl/EsS8Sd) (中央研究院 106.11.1 秘書字第 106008652

號書函) 

(三)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舉辦洗錢防制金句大募集及知識家大挑戰有獎活

動，相關訊息資訊已刊登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網站（網址：

http://www.amlo.moj.gov.tw），歡迎同仁踴躍參加。(教育部 106.11.3 臺教

政(一)字第 1060159670 號函) 

 

參、靜思語 

轉一個角度來看世界，世界無限寬大；換一種立場待人處事，人事無不輕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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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英文大補帖 

“The key to abundance is meeting limited circumstances with unlimited 

thoughts.” – Marianne Williamson, Spiritual Activist 

「得到豐盛的關鍵是，以無限的思維面對有限的環境。」–瑪麗安娜‧威廉森 (心

靈導師) 

 

伍、員工關懷 

吃鍋健康選材7秘訣 暖身暖心又暖胃 

   
天氣轉涼，除了換上長袖衣物，來一碗熱騰騰的火鍋湯更是暖身暖心又暖胃，

然而風味濃厚的火鍋湯可能隱含高鈉，過度加工的火鍋料容易無意間讓人吃進過多

的熱量，一頓吃到飽火鍋的鈉攝取量可高達5895毫克（約相當於14公克的食鹽），

是衛生福利部建議的每日鈉建議攝取量上限2400毫克（約等於6公克的食鹽）2.5

倍；吃鍋的同時容易被餐廳提供的飲料及冰淇淋誘惑，因而吃下更多的食物，一頓

下來熱量可能將近3000大卡，約相當於11碗白飯的熱量，已遠遠超過成年人中餐或

晚餐的建議熱量600～800大卡，甚至超過一整天的熱量需求（60公斤的正常體重靜

態工作者，每天建議熱量攝取為1800大卡），吃一頓需爬7座101大樓，才能將1餐

多餘的熱量消耗，因此如何慎選食材是重要的課題，以免享受美味火鍋的同時，體

重也跟著節節上升。 

 

國民健康署建議「吃鍋健康選材7秘訣，暖身暖心又暖胃」 

民眾於吃到飽的火鍋店用餐，容易無意間吃進過多熱量（卡路里）、脂肪（油

脂）、鈉（鹽分）及糖，若經常食用，可能會導致肥胖、心血管疾病及相關併發症，

如高血壓、動脈硬化、腦中風、狹心症及心肌梗塞等，即使偶爾食用，也需慎選火

鍋食材及沾醬，並注意食用的份量。另外，更應避免食用火鍋店所提供的含糖飲料、

冰淇淋、甜食點心等，除容易引起蛀牙之外，還可能增加罹患糖尿病、血脂異常等

代謝性疾病。國民健康署王英偉署長提供民眾「吃鍋選材7秘訣」，讓您在享用火

鍋時，也能顧及身體的健康。 

 

秘訣1、先選清湯底： 

建議選擇由昆布或蔬菜熬製的清湯底，拒絕高熱量及高鈉含量之湯底，如麻辣

鍋底、韓式鍋底等，若選擇非清湯底，建議減少喝湯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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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訣2、少點加工品： 

選擇新鮮食材取代加工火鍋料，加工火鍋料多為高熱量、高脂肪含量及高鈉含

量食品，建議於購買前詳閱包裝上的營養標示，並且避免食用過多。常見加工火鍋

料熱量前3名為百頁豆腐（每個40公克，86大卡）、油條1/3根（15公克，84大卡）、

米血糕（每個35公克，67大卡）；脂肪含量前3名為百頁豆腐（每個40公克，脂肪

含量約7公克）、油條1/3根（15公克，脂肪含量約6公克）、日式炸豆皮（每個12

公克，脂肪含量約4公克）；另外，鈉含量前3名則為甜不辣（每個35公克，鈉含量

239毫克，約等於0.6公克的食鹽）、百頁豆腐（每個40公克，鈉含量170毫克，約

等於0.4公克的食鹽）、米血糕（每個35公克，鈉含量145毫克，約等於0.4公克的

食鹽）。 

 

秘訣3、多加蔬菜量： 

選擇當季新鮮蔬菜類及菇類等高纖食材，不僅可增加飽足感，同時還能攝取到

豐富的纖維質及營養素，促進腸道蠕動、改變細菌叢生態。 

 

秘訣4、肉類挑低脂： 

選擇脂肪含量較低的白肉取代高脂的紅肉，例如魚肉、雞肉或海鮮類等，且肉

類應去皮以減少脂肪攝取。 

 

秘訣5、調味選天然： 

選擇蔥、薑、蒜及香菜等新鮮食材提味，減少使用高熱量、高脂肪含量及高鈉

含量的調味料，如沙茶醬、豆瓣醬、胡麻醬等。 

 

秘訣6、降低含糖飲： 

選擇天然水果取代甜點，並飲用白開水或無糖茶水取代含糖飲料，甜點中含大

量糖分及熱量，過量攝取可能造成肥胖及代謝症候群等疾病發生。 

 

秘訣7、飯後揪運動： 

用餐後可和親朋好友到附近公園散步，或以步行方式取代乘坐交通工具回家，

增加身體運動的機會，也可促進飯後消化。 

 

（資料來源：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網站 

https://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1137&pid=79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