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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服務簡訊 

中華民國 106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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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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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各科（中心）兼任教師續聘案請提科（中心）教評會議審議後，務請依

限送人事室，俾提請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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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編制內職員 106 年度年終考績考評事宜，請各單位主管覈實考評，並於

106 年 12 月 12 日(星期二)前送人事室彙辦，同年月 26 日(星期二)將召開職

員甄審暨考績委員會審核。 

四、為慰勞同仁工作之辛勞，並促進同仁間情感交流，謹訂於 107 年 1 月 25 日

（星期四）中午假本校弘景樓 4 樓舉辦歲末春節聯歡活動，活動內容包含「圓

滿團圓餐會」有葷、素食桌餐、「福樂滿點摸彩」包括校長特別獎、頭獎、

貳獎等多項摸彩獎項、「春節聯歡紀念品」全校現職教職員工每人 1 份及「開

懷歡唱同樂」，歡迎同仁踴躍參加。 

五、為響應政府節能減碳永續發展政策，有關「中華民國 107 年政府行政機關辦

公日曆表」，請至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全球資訊網下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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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有關「基本工資」調整，每月基本工資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調整為新臺幣

22,000 元；每小時基本工資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調整為新臺幣 140 元。 

 

貳、人事法令宣導 

一、教育部函，有關「用以取得教師資格之職前年資，不得採計提敘薪級」(即

教師職前年資一資不二用原則)，尚非僅限於「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而

係屬採計提敘薪級之通案原則；又以專業技術人員之敘薪及職前年資採計，

向係比照大學教師相關規定辦理，參照教師職前年資一資不二用原則，各大

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之職前年資，如經作為取得聘任資格者，則不得再予採

計提敘薪級。(教育部 106.11.10 臺教人(二)字第 1060154792A 號函) 

二、教育部函，公務員如因業務關係，須與有關當事人為程序外之接觸時，為避

免外界誤解，請依規定辦理登錄，以維護機關形象及個人聲譽，有關「受贈

財物、飲宴應酬、請託關說及其他廉政倫理事件登錄表」置於教育部政風處

網頁「廉政倫理規範專區」項下，請自行下載運用，另廉政倫理事件登錄相

關規定請參閱下方說明。(教育部 106.11.21臺教政(一)字第 1060168980號函) 

(一) 教育部與所屬機關學校之公務員及教師廉政倫理規範 

1.第七條及第八條相關規定：「公教人員不得與其職務上有利害關係之相

關人員為不當接觸；參加與職務有利害關係之個人、法人或團體邀宴應

酬，原則上應予拒絕並知會政風處或兼辦政風業務人員予以登錄」 

2.第十二條規定：「各機關、學校之政風單位受理受贈財物、飲宴應酬、

請託關說或其他涉及廉政倫理事件之知會或通知後，應即登錄建檔」。 

(二) 行政程序法第 47 條第 1 項規定：「公務員在行政程序中，除基於職務上

之必要外，不得與當事人或代表其利益之人為行政程序外之接觸。」；第

2 項規定：「公務員與當事人或代表其利益之人為行政程序外之接觸時，

應將所有往來之書面文件附卷，並對其他當事人公開。」；第 3 項規定：

「前項接觸非以書面為之者，應作成書面紀錄，載明接觸對象、時間、地

點及內容。」。 

三、教育部函，軍警及矯正學校依教師法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規定聘任之專任教

師採計職前曾任警察人員年資提敘薪級，其等級相當之認定，應依教師待遇

條例第 8 條所定教師起敘薪級，對照警察人員相當官等官階後，採計已達該

相當官等官階俸額之年資。(教育部 106.11.29 臺教人(二)字第 1060117443A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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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為加強宣導洗錢防制相關正確觀念及認知，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拍攝 3

支宣導影片，相關資訊請至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官網之影音專區

（http://www.amlo.moj.gov.tw/lp.asp?ctNode=45713&CtUnit=18488&BaseDS

D=7&mp=8004），或於教育部政風處官網/電子布告欄下載瀏覽觀看。(教育

部 106.12.6 臺教政(一)字第 1060176407 號函) 

五、教育部函，關於國立大學兼任行政職務教師應邀參與出版社教科用（圖）書

編輯工作受有報酬，是否符合公務員服務法(以下簡稱服務法)相關規定，依

銓敘部 106 年 10 月 31 日部法一字第 1064274951 號書函說明略以，查服務

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公務員除法令所規定外，不得兼任他項公職或業

務。……」揆其立法意旨，係期使公務員一人一職，以專責成，避免影響公

務之遂行及有礙其職權之行使。復參酌本部 101 年 12 月 13 日臺人（一）字

第 1010226852 號、102 年 5 月 20 日臺教人(二)字第 1020070873 號函針對公

立高級中等以下教師得否應邀參與教科用書編輯工作之規定，國立大學兼任

行政職務教師在不影響教學之前提下，經服務學校許可，並遵循不得有商業

行為，不得與職務、職權相抵觸之原則，且僅係應邀參與廠商依本部所訂課

程綱要編輯之教科用書、教師用書及教師手冊之編輯工作，而非兼任編輯人

職務，亦非常態性工作者，尚與服務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無違。(教育部

106.12.7 臺教人(二)字第 1060158563 號書函) 

六、有關教師借調至非行政機關辦理留職停薪期間得否採計服務獎章年資，前經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05 年 12 月 20 日總處培字第 1050061852 號函復略以，

如其借調性質與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4 款至第 6 款規定配

合國策、因公借調或配合國家重點科技等借調情形相近，且由原服務學校辦

理晉薪或年功加俸，得比照獎章施行細則第 5 條第 1 項但書之規定，予以併

計請頒服務獎章。(教育部 106.11.17 臺教人(三)字第 1060137046 號書函) 

七、活動訊息 

(一)嘉義文化創意產業園區於 106 年 11 月 11 日至 107 年 4 月 8 日辦理「觸動

奇積-會動的積木特展」嘉義場，詳情請參閱嘉義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網站。

(教育部 106.11.10 臺教師(一)字第 1060161333 號) 

(二)教育部為提升該部暨部屬機關（構）學校教職員福利，特與台灣大哥大股

份有限公司簽訂特約商店，歡迎同仁多加利用。(教育部 106 年 11 月 16

日臺教人(四)字第 1060164973 號書函) 

(三) 有關全國公教員工網路購書優惠方案專屬主題活動「社企主題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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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書優惠特展」及 12 月專屬活動,優惠活動至 106 年 12 月 20 日止，

相關訊息請詳見以下網頁：(社企主題特展：https://goo.gl/jT4bj6；二手書

優惠特展：https://goo.gl/QLrUuu；12 月專屬活動：https://goo.gl/vTPF9b)，

歡迎同仁參考利用。(教育部 106.11.10 臺教人(一)字第 1060161922 號書

函、教育部 106.11.20 臺教人(一) 字第 1060167732 號書函) 

(四)為落實政府公共運輸連結政策，推廣鐵路旅遊，交通部觀光局業輔導台灣

觀巴協會結合臺灣鐵路管理局推出「Train-Bus 台灣觀巴旅遊護照」，供

同仁參閱另亦可作為國民旅遊卡規劃旅遊之參考，詳情請至台灣觀巴網站

(http://www.taiwantourbus.com.tw)查詢或逕洽台灣觀巴協會及各承辦旅行

社查詢。(教育部 106.11.24 臺教人處字第 1060168572 號書函) 

 

參、人事動態 

人員異動名單 

單位 姓名 職稱 異動原因 期間 備註 

環境安全衛生中心 曾怡菁 校聘組員 復職 106.11.25  

總務處 許成智 技工 到職 106.11.30  

總務處 蕭兆弘 校聘組員 離職 106.12.11  

學生事務處 陳慧津 校聘組員 復職 106.12.16  

學生事務處 洪靖婉 短期校聘組員 離職 106.12.16  

學生事務處 陳虹憓 校聘組員 留職停薪 106.12.24  

 

肆、靜思語 

每天都是一本書，所遇到的每個人，都是一篇文章。 

 

伍、英文大補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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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much simpler to buy books than to read them and easier to read them than 

to absorb their contents.” – William Osler, Physician 

「買書比讀書簡單很多，而讀書比真正吸收書裡的內容還容易。」–威廉．奧斯

勒 (醫生) 

 

陸、員工關懷 

雲嘉南地區空氣品質紅色警示，口罩戴、調、密增加防護力 

   
國民健康署提醒，根據環保署空氣品質監測網站預報，受東北季風增強挾帶境

外污染影響，雲嘉南為紅色警示(對所有敏感族群不健康)，其他為橘色提醒(對敏

感族群不健康)至普通等級(局部時段可能達紅色警示)，指標污染物為細懸浮微

粒；雲嘉南局部地區及花東部分地區有揚塵發生。國民健康署提醒民眾若有不適，

如眼痛、咳嗽或喉嚨痛等，應避免戶外活動及體力消耗；特別是敏感性族群，如孩

童、老年人以及患有心臟、呼吸道及心血管疾病的成人，應避免體力消耗，尤其是

避免戶外活動；有氣喘的人請多留意，可能需增加使用吸入劑的頻率。 

 

國民健康署建議國人選用有通過國家標準有品質的口罩，同時配戴防塵口罩時

必須時時注意是否密合，不正確的佩帶口罩，其防護能力會隨之下降。因此正確的

佩戴口罩才能發揮效果，口罩要戴好的關鍵為儘可能與臉部密合，可參考勞動部勞

研所提供之正確配戴步驟，以一般平面口罩為例： 

一、檢查口罩：打開包裝並檢查口罩是否有破裂或缺陷，一般設計為有顏色為外層，

此面朝外，且鼻樑片應在最外層上方。 

二、戴上口罩：將兩端鬆緊帶掛於雙耳，鼻樑片固定於鼻樑上方，口罩完全攤開拉

至下巴，若必要可打結調整鬆緊帶長度，維持臉部密合度。 

三、調整鼻樑片：雙手食指均勻輕壓鼻樑片，使口罩與鼻樑緊密結合。 

四、自我檢查：可透過鏡子輔助或觸摸確認口罩是否正確配戴，包含內外側、帶子

鬆緊、鼻樑片方向及形狀等。 

 

空氣品質為即時監測的動態資料，民眾可隨時注意行政院環保署空氣品質監測

網訊息(http://opendata.epa.gov.tw)，國民健康署也針對空氣品質不良情形，提

供民眾以下自我保護3策略：「外出戴口罩、減少戶外活動時間、生活作息規律」 

 

一、建議外出可戴口罩，由戶外進入室內時，記得洗手洗臉、清潔鼻腔，並適當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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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門窗，以減少細懸浮微粒(PM2.5)之暴露。 

二、應減少在戶外活動時間，或改變運動型態，尤其是老人及兒童，或慢性呼吸道

疾病患者。 

三、生活作息規律，適當運動，維持身體健康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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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