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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服務簡訊 

中華民國 107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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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本校翁靜柏組長獲選為 107 年度教育部與所屬機關（構）學校模範公務人

員。 

二、本校校教評會本學期開會時間為 6 月 14 日，新學期專兼任教師提聘案應於

本次會議審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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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送校教評會審議。如有提案者，應於 6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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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辦理 107 年 1 月至 4 月本校編制內公務人員（人事、主計除外）平時考核事

宜，請各單位主管配合考核期程進行屬員之平時考核考評，俾作為年終考績

評核之參考。 

四、本校校聘行政教師及校聘實習指導教師 106 學年度年終考核及 107 學年度續

聘案，業送請所屬單位辦理初核作業，請各單位依規定程序辦理後，依限送

人事室彙辦後續事宜。 

五、為感念在本校服務多年資深同仁為學校公務之付出及辛勞，將於 107 年 5

月 26日校慶慶祝大會中頒獎予以感謝。本(107)年度服務本校屆滿年限之資

深教職員工名單如下：服務 30年者為高慧芳老師；服務 20年者為陳錕城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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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謝淑美小姐；服務 10年者為許建文副校長、周利娜老師、黃慧莉老師、

仇敏老師、詹慧珊老師、曾文峯老師、謝紅桂組長、黃淑櫻小姐、王秀玲小

姐、黃玉賢實習指導教師、高曉華實習指導教師。 

六、本校 107 年 5 月 26 日（星期六）65 週年校慶，本校教職員工全體同仁正常

上下班及簽到退。校慶當日將邀請校外貴賓蒞校參與招生活動及校慶典禮，

爰請同仁當日穿著校慶服裝踴躍參與校慶系列活動，以彰顯本校教職員工活

力及團隊精神。本校校慶之上班日將於 6 月 19 日(週二)補假一日。 

七、107 年 4 月 17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30 分至 12 時 30 分假本校第一會議室辦

理教職員工性別主流化研習，邀請臺灣橋頭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楊富強法官

擔任主講，講題為「從性別平等談性別主流化與 CEDAW 公約在我國之實

踐」，業已辦理完竣，計 41 人參與，感謝同仁參與。 

 

貳、人事法令宣導 

一、為因應 107 年防汛期來臨，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業修正「天然災害停止上班

及上課作業 Q＆A（問答資料）」，並置於該總處網站最新消息項下，請逕

至該網站查閱。(教育部 107.4.11 臺教人(三)字第 1070050731 號函) 

二、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函，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高普考、地方特考、

原民特考)自 106 年度起全面採未占編制職缺訓練，審酌錄取人員訓練及工

作指派實況，渠等人員於實務訓練(含基礎訓練)期間，得比照支給地域加給。

另錄取人員如「服務於地域加給表所列地區之年資」無中斷之情形，無論渠

等是否經銓敘審定，均予比照適用地域加給年資加成之規定。(教育部

107.4.11 臺教人(四)字第 1070051834 號) 

三、教育部函，「中華民國聯合國反貪腐公約首次國家報告」電子檔業公布於法

務部廉政署網站供下載參閱（路徑：首頁／廉政政策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

專區／國家報告／首次國家報告），並訂於 8 月 21 日至 24 日假行政院人事

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學院福華文教會館前瞻廳(審查會議)及法務部(結論

性意見發表記者會)舉辦本報告國際審查會。(教育部 107.4.16 臺教政(一)字

第 1070054186 號、教育部 107.4.26 臺教政(一)字第 1070061861 號函) 

四、教育部及銓敘部令核釋有關「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5

款及「教育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 4 條第 2 項第 7 款有關教育人員之配偶因

公派赴國外工作或進修，其期間在一年以上需隨同前往，申請留職停薪之規

定如下：公務人員及教育人員之配偶於各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機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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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單位服務，其經公費留學考試或取得政府機關公費補助而出國進修或研

究者，得依公務人員或教育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申請留職停薪。至配偶服務機

構係輔助上開機關(構)、學校或單位辦理國家重要任務或政策，並經派赴國

外執行政府工作者，亦得從寬同意比照前開規定辦理。(教育部 107.4.27 臺

教人(三)字第 1070020912C 號函) 

五、教育部令核釋教育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3 款所稱正當理由，涵

蓋教育人員如有親自養育雙(多)胞胎子女之需求，縱其配偶未就業，仍得依

該款規定，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機關並不得予以拒絕。(教育部 107.5.3 臺教

人(一)字第 1070053244C 號函) 

六、行政院於 107 年（以下同）3 月 27 日核定「中華民國聯合國反貪腐公約首

次國家報告」（下稱本報告），並於法務部廉政署網站公布提供各界閱覽下

載（路徑：首頁／廉政政策／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專區／國家報告／首次國家

報告），又為接軌國際，以國際標準檢視我國反貪腐工作狀況，我國定於 8

月 21日至 24日假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學院福華文教會館前瞻

廳（審查會議）及法務部（結論性意見發表記者會）舉辦本報告國際審查會

議。(教育部 107.4.26 臺教政(一)字第 1070061861 號函)。 

七、近期修正法規： 

  (一)「公務人員晉升官等(資位)訓練成績評量要點」業經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

委員會以 107 年 4 月 13 日公評字第 1072260105 號令修正發布。(教育部

107.4.18 臺教人(二)字第 1070055756 號書函) 

  (二)行政院修正「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第 4 點附表 7「各機關學校

公教員工地域加給表」，並自 107 年 4 月 1 日生效。(教育部 107.5.7 臺教

學(一)字第 1070066992 號函) 

  (三)「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法」，行政院與考試院 107

年 3 月 27 日院臺科字第 1070085580D 號及考臺組貳一字第 10700005811

號令修正會銜發布施行。(教育部 107.4.13 臺教人(二)字第 1070047115 號

書函) 

(四)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施行細則業經考試院 107 年 3 月 21 日訂定發布，

全文請逕至銓敘部全球資訊網下載參閱。(教育部 107.4.30 臺教人(四)字第

1070054329 號書函)。 

(五) 教育部書函以，有關行政院修正「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要點」及各機關員工

各項補休規定，加班補休期限由原規定 6 個月延長至 1 年，為利差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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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增加運用補休之彈性，各機關員工各項補休期限，統一規定於 1 年內補

休完畢，並以「時」為計算單位，自 107 年 5 月 1 日生效；又加班事實或

其他項補休之要件事實如發生於 107 年 5 月 1 日前，仍依原相關規定期限

補休。(教育部 107.4.20 臺教人(三)字第 1070054048 號書函) 

(六) 行政院修正「公務人員專業加給表(七)」及「工程獎金支給表」，並自 108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教育部 107.4.11 臺教人(四)字第 1070052595 號函) 

(七) 行政院修正「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學校推動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實施要點」第

5 點、第 6 點，自 107 年 3 月 31 日生效；另「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

站管理要點」、「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數位學習推動方案」及「行

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辦理數位學習成果評量實施原則」等 3 種規定，並自同

日停止適用。(教育部 107.4.11 臺教人(三)字第 1070050352 號書函) 

八、活動訊息： 

(一) 有關全國公教員工網路購書優惠方案專屬主題活動「百貨商品主題特展」

一案，本活動包含「小大人 大小孩」、「環保地球日」、「花東菜市集」，集

結各項精選商品，相關折扣訊息、展期時間請詳閱書展網頁：小大人 大

小孩 https://goo.gl/ZZEJ7J、環保地球日 https://goo.gl/zAM5RJ (教

育部 107.4.24臺教人(一)字第 1070060901號書函) 

(二) 有關全國公教員工網路購書優惠方案 107年 5至 6月專屬活動訊息請詳見

以下網頁 https://goo.gl/KmVQij。（教育部 107.5.9 臺教人(一)字第

1070068510號書函) 

(三) 國家文官學院為推動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及閱讀風氣，規劃辦理 108年「公

務人員專書閱讀推廣活動」，推薦之圖書須為近 5 年內（自 102 年 6 月 1

日起至 107年 6月 1日止）出版，區分「公共政策與管理知能」及「自我

發展與人文關懷」兩大領域範疇。如蒙推薦，敬請於 107年 6月 1日前至

該學院全球資訊網站(https://www.nacs.gov.tw)線上服務專區，點選「圖

書推薦」後輸入圖書資料。（教育部 107.5.2 臺教人(一)字第 1070065166

號書函） 

 

參、靜思語 

人與人相處，都是以聲色互相對待。講話是聲，態度是色，因此與人講話要輕言

細語，態度要微笑寬柔。 

https://goo.gl/KmVQ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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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英文大補帖 

“The secret of change is to focus all of your energy not on fighting the old, but on 

building the new.” –Socrates, Greek Philosopher 

「改變的祕密，是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建造新的東西，而非與過去抗衡。」–蘇格

拉底 (古希臘哲學家) 

 

伍、員工關懷 

國健署首度公布國人「我的餐盤」  

聰明吃 營養跟著來 
 

    為協助民眾落實均衡飲食之健康生活型態，國民健康署首度公布國人「我的餐

盤」圖像，國民健康署署長王英偉指出，「我的餐盤」是依照我國107年最新版「每

日飲食指南」，將每日應攝取的6大類食物：全榖雜糧、豆魚蛋肉、蔬菜、水果、

乳品及堅果種子等，依每日應攝取的份量轉換成體積，並以餐盤之圖像呈現各類別

之比例，同時提出口訣，讓民眾容易落實於每一餐，民眾只要跟著「我的餐盤」聰

明吃，即可餐餐吃好又吃飽，營養跟著來。母親節前夕，國健署推出「我的餐盤」，

鼓勵媽媽們陪同家人一起將「我的餐盤」落實於日常，讓滿滿的營養做為家庭幸福

最穩固的後盾。 

 

國人9成9乳品攝取不足 逾9成堅果攝取不足 近9成蔬果攝取不足 

    依據國民健康署2013- 2016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結果，我國19~64歲成

人每日平均乳品攝取不足1.5杯高達99.8%，堅果種子不足1份的為91%，蔬菜攝取量

不足3份為86%，水果攝取量不足2份亦達86%。其中，女性攝取量亦嚴重不足，19-64

歲女性蔬菜攝取量不足3份達88.1%，水果攝取量不足2份達85.1%，乳品攝取不足1.5

份達99.9%，堅果種子攝取量不足1份達89.7%。 

 

每日飲食指南變身「我的餐盤」 讓民眾迅速掌握均衡要訣 

    為了讓民眾以更簡單的方式，輕鬆達到均衡飲食，國民健康署將每日飲食指南

轉換成「我的餐盤」，同時將類別及份量的概念帶入。「我的餐盤」圖像分成6個

部分，分別為全榖雜糧、豆魚蛋肉、蔬菜、水果、乳品及堅果種子，以提醒民眾每

餐皆應攝取到6大類的食物，其中油脂類已於烹調時添加於各菜色中，因此不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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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中呈現。而各類別的面積大小則是對應民眾應攝取的量，包括蔬菜和水果應佔餐

盤一半的份量，其中蔬菜比水果多，全穀雜糧與蔬菜一樣多，豆魚蛋肉則比全穀雜

糧少，民眾可以藉由將圖像牢牢記住，即可大致拿捏每餐各大類應攝取之份量。另

外，國健署也呼籲業界生產符合「我的餐盤」比例之實體餐盤，以提供民眾更容易

落實均衡飲食之健康生活型態。 

 

牢記六口訣 日常生活中落實「我的餐盤」 

    除了「我的餐盤」之圖像，國健署同時提出口訣，讓民眾不論在家中或是吃自

助餐時，只要依「我的餐盤」比例並結合口訣，即可輕易的使用自助餐盒、玻璃餐

盒、圓鐵盒便當或家中的盤子達到聰明吃，營養跟著來，口訣如下： 

1.每天早晚一杯奶：每天早晚各喝一杯240毫升的乳品，攝取足夠的乳品可以增進

鈣質攝取，保持骨質健康，或於餐中以乳品入菜或食用起士、

無糖優酪乳等方式增加乳品類食物之攝取。 

2.每餐水果拳頭大：1份水果約1個拳頭大，切塊水果約大半碗~1碗，1天應至少攝

取2份水果，並選擇在地、當季、多樣化。 

3.比水果多一點：青菜攝取量應足夠，體積需比水果多，並選擇當季且深色蔬菜需

達1/3以上(包括深綠和黃橙紅色)。 

4.飯跟蔬菜一樣多：全穀雜糧類之份量約與蔬菜量相同，且盡量以「維持原態」之

全穀雜糧為主，或至少應有1/3為未精製全穀雜糧，例如糙米、

全麥製品、燕麥、玉米、甘藷等。 

5.豆魚蛋肉一掌心：蛋白質食物1掌心約可提供豆魚蛋肉類1.5~2份，為避免同時吃

入過量不利健康的飽和脂肪，選擇這類食物之優先順序應為豆

類>魚類與海鮮>蛋類>禽肉、畜肉，且應避免加工肉品。 

6.堅果種子一茶匙：每天應攝取1份堅果種子類，1份堅果種子約1湯匙量(約杏仁果

5粒、花生10粒、腰果5粒)，民眾可於一天內固定時間攝取足1

湯匙量，或分配於3餐，每餐1茶匙量(1湯匙=3茶匙)。 

  

「我的餐盤」連孩子都可以輕鬆上手 

    母親節即將到來，「我的餐盤」是送給媽媽最健康的母親節禮物，想著圖像跟

著口訣，連孩子都可以輕易上手。守護全家的媽媽也可以有更輕鬆方便的備餐依

據，為家人飲食把關，協助全家人餐餐聰明吃，營養跟著來。有關「我的餐盤」之

相關訊息，可於國民健康署肥胖防治網網站/健康主題/聰明吃/聰明吃小撇步/我的

餐盤查詢及下載摺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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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來源：

https://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1405&pid=86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