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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服務簡訊 
中華民國 105 年 07 月 11 日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人事室編製 
 

 
 
 
壹、人事業務報導 

一、104 學年度已接近尾聲，在此特別感謝各位老師對教學及相關行政事務的辛

苦付出，105 年暑假期間請各位老師注意自身安全及健康，除休養生息外，

亦請不忘持續從事相關研究活動，並不時到校關心校務，繼續為學校追求卓

越共同努力。 
二、104 學年度即將結束，有關本校兼行政主管教師 104 學年度休假補助相關事

宜請配合辦理： 
   (一)14 日內之強制休假補助費，請依規定於 105 年 7 月 31 日前完成休假刷卡

消費，並請於 105 年 8 月 31 日前完成核銷請領程序（至「國民旅遊卡檢

核系統」列印補助費申請表後簽章送至人事室）。 
   (二)另 14 日以外未休假之「不休假加班費」及已休假之「國內休假補助費」

請領事宜，請於 105 年 7 月 29 日(星期五)前填具「不休假加班費申請表」

及「國內休假補助費申請表」後送人事室辦理。 
   (三)以上如有疑義，請洽分機 613 約用職員林耿世。 
三、本校 105 年行政人員暑假上班實施方式規定： 
   (一)105 年行政人員暑假自 105 年 7 月 4 日至 9 月 2 日止，暑假彈性放假 17

日，排休以不得連續超過 3 日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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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週三為共同上班日，非共同上班期間各單位應妥適安排每日出勤人力，

管控每日暑休人數。若遇緊急公務，得隨時通知其銷假上班，請單位主

管負起督導之責。 
   (三)為提供良好服務品質，暑休人員請設定電話轉接，確實落實職務代理人

制度，暑假期間之代理人如無法回復民眾或同仁之問題，亦應婉轉告知

可再來電洽詢之時間或代留電話請承辦人回電。（教育部 101.07.20 臺技

（二）字第 1010910628 號函） 
   (四)週五為共同暑休日，共同暑休日各單位需依業務性質，排定至少 1 人輪

值上班，輪值人員需確實在勤，不得有無人員上班之情形，以維單位業

務正常運作。 
四、六月已辦理完竣之專題演講如下： 
   (一)105 年 6 月 24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30 分至 4 時辦理「不公平的代價-破解

階級對立的金權結構」專書導讀會，邀請通識教育中心王宏仁老師主講，

業已辦理完竣，感謝同仁參與。 
   (二)105 年 6 月 29 日(星期三)下午 1 時 30 分至 4 時 30 分與資訊組合辦個資保

護教育訓練，邀請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個人資料保護中心周天主任主講

「個人資料保護執行稽核實務」，業已辦理完竣，感謝同仁參與。 
五、105 年 8 月 3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30 分假第一會議室辦理「105 年度行政人

員行政知能研習」，以增進本校主管行政經驗之交流，並提昇行政人員行政

專業知能成長，及本身權利義務相關事項之瞭解，請兼行政職務教師（含一、

二級主管）、行政人員（含公務人員及約用人員），除因公出差或經事前同意

請假、留守者外，應一律參加研習，104 學年度新進同仁請務必參加。 
 

貳、人事法令宣導 
一、銓敘部令，自106年1月1日以後始任公務人員者，須曾任規定之12大類政府

機關、公立學校之服務年資，始得採計為公務人員休假年資；公務人員於106
年1月1日前已依原規定核定有案之休假年資仍予維持。(教育部105.06.03臺
教人(三)字第1050066027號函) 

二、「公務人員退休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業經考試院於中華民國105年5月4
日修正發布施行。(教育部105.6.4臺教人(四)字第1050070533號書函) 

三、依據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105.5.18公訓字第1052160447號函，有關公

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期間之倫理規範，比照公務員服務法及相關法令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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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辦理。(教育部人事處105.6.7臺教人(三)字第1050069986號函) 
四、有關內政部修正「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赴大陸地區線上申請須

知」第1點、第6點規定，並自105年5月13日生效。(教育部105.06.07臺教人(三)
字第1050069322號函) 

五、有關教師以產學合作案撰擬技術報告送審，該產學合作案之執行期間跨列

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前後之認列疑義，依函文意旨前述產學合作或專利之

技術報告時間認列，應以合約結束日為認列。另就該產學合作案之合約起日

或簽約日如係在教師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之前，其合約屆滿有其成果，則

在送審前，並據以完成技術報告之撰擬一節，仍應以合約結束日為取得前一

等級教師資格後及送審前五年內(代表成果)前七年內(參考成果)之著作認

列。(教育部105.6.14臺教高(五)字第1050030648號) 
六、國立大學專任教師留職停薪服研發替代役年資，得併計辦理年資(功)加薪

(俸)。(教育部105.6.15臺教人(三)字第1050082000號) 
七、查105年3月28日修正發布之「現職公務人員調任辦法」第10條規定：「依

第4條規定調任視為同一職組之其他職組職系職務人員及依第5條至第8條規

定取得現任職務之職系專長人員，於任該職組職系職務滿1年後，始得再調

任視為同一職組之其他職組職系職務。」前開所定之1年期間係對於依職組

暨職系名稱一覽表備註欄規定調任及依調任辦法認定職系專長調任人員再

調任之限制，從而該等人員再調任時，理應任滿再調任之期間限制，前開第

10條再調任之期限既由原6個月延長為1年，並自本年3月30日修正施行，爰

自是日起，依規定調任職系職務者，須任該職組職系職務滿1年後，始得再

調任視為同一職組之其他職組職系職務；至前開條文修正施行前調任者，截

至本年3月29日以前，如尚未任滿前開第10條原定之6個月再調任期限，須依

前開修正施行之調任辦法第10條規定延長至任滿1年，始得再調任視為同一

職組之其他職組職系職務。(教育部105.6.20臺教人(二)字第1050082032號函) 
八、教育人員之配偶倘係公費出國進修，教育人員得以該事由比照教育人員留

職停薪辦法第4條第2項第7款規定申請留職停薪，由服務學校、機構或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考量業務或校務運作狀況依權責辦理；惟其配偶倘因學業尚未

完成而改以自費延長，以自費延長留學期間，非屬公費出國進修，故不得已

該事由比照教育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4條第2項第7款規定申請留職停薪。(教
育部105.6.23臺教人(三)字第1050068793號函) 

九、公立學校退休教育人員如再任地方政府或行政機關全額出資成立之果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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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公司職務，其再任職務按月支給之工作報酬達新台幣32,160元，應停止領

受月退休金及公保優存利息；如若再任政府原始捐助(贈)或捐助(贈)經費累

計達法院登記財產總額20%以上之財團法人、行政法人、公法人或政府暨其

營業、非營業基金轉投資金額累計占該事業資本額20%以上事業職務之支

薪，其再任月薪應即依該職務薪資標準減去其「所支領月退休金加上公保優

存利息合計數額或一次退休金加上公保養老給付優惠儲蓄存款利息合計數

額」後之差額支給。(教育部105.6.24臺教人(四)字第1050079886號函) 
十、「大學及專科學校教師年功加俸辦法」業經教育部105年6月30日以臺教高(五)

字第1050062251B號令廢止，因相關條文業已納入教師待遇條例及其施行細

則中，是以前述辦法已無繼續適用之必要性，爰以廢止。(教育部105.6.30
臺教高(五)字第1050062551E號函) 

十一、教師因配偶依教授休假研究規定申請出國進修1年以上，得比照教育人員

留職停薪辦法第4條第2項第7款規定申請留職停薪，由服務學校、機構或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考量業務或校務運作狀況依權責辦理。(教育部105.7.1
臺教人(三)字第1050071668號函) 

十二、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以，有關105年至108年全國公教員工旅遊平安卡

優惠方案，經公開徵選由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承作；辦理期間自

本(105)年7月1日起至108年6月30日止，為期3年；適用對象：全國各級機

關、公私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員工(含約聘僱人員及駐衛警)、退休人員

及上述人員眷屬；投保項目包含旅遊平安險、旅遊不便險及海外急難救

助服務等項目， 低保險金額為新臺幣200萬元， 高投保年齡為85歲。

公教同仁1人加入方案，每次行前以電話、email或傳真即可完成投保程

序。(教育部105.07.05臺教人(四)字第1050091330號書函) 
 

參、人事動態 

單位 姓名 職稱 異動原因 期間 備註 

學生事務處 姚雅蓁 約用職員 離職 105.06.16  

學生事務處 陳虹憓 約用職員 調動單位 105.06.16  

教務處 黃俊傑 約用職員 新進 105.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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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靜思語 

是非當教育，讚美作警惕，嫌棄當反省，錯誤作經驗。 
 

 

伍、英文大補帖 

“Done is better than perfect.”  

- Sheryl Sandberg, Chief Operating Officer of Facebook 

「完成一件事比期望完美還要好。」– 雪莉‧ 桑德伯格(臉書營運長) 

 

陸、員工關懷 

運動時避免2件事，不讓傷害成憾事 
 

    全民瘋路跑，據統計全臺一年有近430場路跑活動，在瘋路跑時，自以為更健

康的同時，運動傷害門診的求診人數卻增加了10∼15％，到底怎麼跑才能遠離膝

蓋、腿部的痠痛與傷害？ 

    跑步是人類 原始的運動，全球 偉大的長跑名將海勒•蓋博塞拉西（Haile 

Gebrselassie）曾說過「沒有跑步，就沒有生活」，至今被愛跑者視為路跑的圭臬。 

    日本小說家村上春樹是將路跑融入生活的知名實踐者，從33歲那年開始跑步，

持續到現在跑了33年，甚至覺得跑馬拉松比得到諾貝爾獎還重要。平凡的你我，不

見得有機會榮獲諾貝爾獎，但持續路跑有機會為自己完成一場馬拉松賽事。 

    全球路跑賽事幾乎天天有，少則六千人，多則數萬、數十萬人，像倫敦馬拉松

每年吸引3萬以上的人參加，2014年的東京馬拉松更有超過31萬人報名，從中抽出3

萬多名幸運跑者參與。國內的路跑場次一樣不遑多讓，統計2014年全臺有近430場

路跑活動，一到例假日，由北到南，從東到西，各種路跑賽事強強滾，不少趣味路

跑，像泡泡、甜點、彩虹、比基尼等不同主題，增添了不少路跑樂趣，不愧為全民

運動。 

 

遠離運動傷害有撇步  了解致傷2大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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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步很簡單，穿上跑鞋，就可以邁開腳步向前跑，也因為門檻低，蔚為風氣後，

運動傷害的門診案例明顯增加。國家代表隊隊醫、桃園長庚醫院復健科主治醫師林

瀛洲估計，因路跑導致運動傷害的求診患者比起過去增加10∼15％，常見的受傷是

膝蓋痠痛、腳踝韌帶扭傷、腳底筋膜炎。台北醫學大學骨科部教授暨運動醫學科主

任陳志華表示，運動傷害的主要原因與過度使用及使用不當相關。 

 

★運動傷害原因1：過度使用 

    路跑時，會用到心肺系統、骨骼肌肉系統及心理因素，林瀛洲醫師指出，心肺

功能有如車子引擎，一個人能跑多久，和引擎馬力有關。骨骼肌肉系統有如骨架，

一副骨架能承受多少跑步的重量，和個人體重及跑步速度有關。心理因素有如催化

劑，一個人「要」與「不要」跑的決定常取決於意志力，特別是路跑撞牆期階段，

是繼續還是放棄，由意志力決定。無論是哪一種功能，只要超出了身體負荷，譬如

胸悶、氣喘、膝蓋痠痛、腳無力，還繼續硬撐向前跑，關節、韌帶、肌肉、肌腱、

骨骼的傷害就會出現。 

    路跑能帶動久坐室內的現代人到戶外運動、鍛鍊心肺功能，但陳志華醫師提

醒，年齡超過50歲有心血管疾病，膝關節曾受過傷或有退化性關節炎的族群，必須

很注意路跑的量及頻率，或等到病況痊癒、休養生息後再去路跑，以免再度受傷。 

 

★運動傷害原因2：使用不當 

    路跑看似簡單，其實不能草率，像穿錯鞋子跑步，水分補充不夠，大熱天跑步

或反覆用錯誤姿勢跑步，都會提高運動傷害的機率。林瀛洲醫師尤其不贊成周末運

動員參加路跑，這種人平常週一到週五，忙得身心俱疲，到了週末假日卯起來跑，

甚至報名參加42K全馬比賽，結果 容易出現運動傷害。 

    要跑得輕鬆，得心應手，平日就該累積基本體適能，就像練武功，每天都要蹲

馬步，拳腳才能俐落。想要參加路跑比賽，事先一定要規律的訓練，從事距離較長

的路跑時，身體才不會力不從心，使用代償機制硬撐，這樣才能降低運動傷害。 

 
（資料來源：資料來源：大家健康～閱讀電子報，本文摘自《享受跑步，這樣跑才健康》一書，

讓你告別扭傷、膝傷，甩開運動傷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