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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服務簡訊 

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12 日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人事室編製 

 

 

 
 

壹、人事業務報導 

一、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教評會預定開會日期為 108 年 1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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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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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定期申報期間自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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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度年終考績考評事宜，請各單位主管覈實考評，並於

107 年 12 月 14 日(星期五)前送人事室彙辦。 

四、為慰勞同仁工作之辛勞，並促進同仁間情感交流，謹訂於 108 年 1 月 18 日

（星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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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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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本校卸任新任校長交接典禮業於 107 年 11 月 16 日(五)於本校晨晞樓 11 樓國

際會議廳舉行完竣，典禮圓滿順利完成，感謝各單位共同協助相關事宜。 

第 1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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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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人事法令宣導 

  一、教育部函以，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以下簡稱退撫條例)自 107

年 7 月 1 日施行後，「原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以下簡稱原退休條例)之月撫

慰金」、「原學校教職員撫卹條例(以下簡稱撫卹條例)之年撫卹金」及「退

撫條例之退撫給與」領受人，因相關法定事由喪失及停止領受權利時之發放

原則及相關事宜仍採相同規範，說明如下：(教育部 107.11.21 臺教人(四)字

第 1070198129 號) 

    (一)月退休金： 

      1.退休人員如因「喪失中華民國國籍」及「褫奪公權終身」等事由喪失領受

權，其月退休金之發放均計算至「事由發生之前 1 日」止；「事由發生之

當日」起，如有續領，即屬溢領，應自溢領之日起追繳。 

      2.退休人員如因「死亡」喪失領受權，其月退休金之發放，計算至「死亡當

月」止；「死亡之次月」起，如有續領，即屬溢領，應自溢領之日起追繳。 

    (二)原退休條例之月撫慰金或退撫條例之遺屬年金： 

      1.遺族如因「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褫奪公權終身」、「再婚」及「成年」

等事由喪失領受權，其月撫慰金或遺屬年金之發放，均計算至「事由發生

之前 1 日」止；「事由發生之當日」起，如有續領，即屬溢領，應自溢領

之日起追繳。 

      2.遺族如因「死亡」喪失領受權，其月撫慰金或遺屬年金之發放，計算至「死

亡當月」止；「死亡之次月」起，如有續領，即屬溢領，應自溢領之日起

追繳。 

    (三)原撫卹條例之年撫卹金或退撫條例之月撫卹金： 

      1.遺族如因「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褫奪公權終身」、「再婚」、「成年」

及「大學畢業」等事由喪失領受權，其撫卹金之發放，均計算至「事由發

生之前 1 日」止；「事由發生之當日」起，如有續領，即屬溢領，應自溢

領之日起追繳。 

      2.遺族如因「死亡」喪失領受權，其撫卹金之發放，計算至「死亡當日」止；

「死亡之次日」起，如有續領，即屬溢領，應自溢領之日起追繳。 

    (四)至於前開各項給與領受人如於領受期間因相關法定「停止」事由，致應停

領各項給與者，其各項給與之發放，均計算至「事由發生之前 1 日」止；

「事由發生之當日」起，如有續領，即屬溢領，應自溢領之日起追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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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育部函以，公立大專校院專任教師尚不得兼任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全資大陸子行「彰化商業銀行有限公司」之獨立董事。(教育部 107.11.26 臺

教人(二)字第 1070192774 號) 

  三、教育部書函以，有關 107 年 6 月 23 日修正施行之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

例第 33 條第 3 項至第 6 項，增訂軍官、士官退伍後任公職而辦理二次以上

退休(職、伍)者，其每月退休(職)所得上限金額計算方式之規定，適用對象為

107 年 6 月 23 日以後轉任公務人員或教育人員者。(教育部 107.11.29 臺教人

(四)字第 1070203877 號) 

  四、勞動部訂定有關非屬就業服務法第 43 條規定，無須申請工作許可之行為表，

請至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參閱。(教育部 107.11.30 臺教文(五)字第

1070210327 號) 

  五、政府洗錢防制： 

    (一)為推動防制洗錢宣導工作，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製作「院長談洗錢防制

篇」宣導影片，歡迎踴躍至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影音專區參閱。(教育

部 107.11.12 臺教政(一)字第 1070198985 號) 

    (二)為彰顯我國公、私部門齊心協力反貪腐、反洗錢之決心，結合法務部、財

政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調查局、廉政署及臺灣銀行等首長，共同拍

攝「企業誠信治理暨反貪腐、反洗錢」宣導短片，歡迎同仁踴躍至法務部

廉政署官網之下載專區/宣導資料/影音下載參閱。(教育部 107.11.27 臺教

政(一)字第 1070207661 號) 

  六、有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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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 11 月修訂版）」（已上載於該總處全球資訊網及國民旅遊卡

網站最新消息）一案，歡迎同仁參考利用。(教育部 107.11.26 臺教人(三)字

第 1070204813 號書函) 

  七、自 108 年 1 月 1 日起，各機關（構）公務人員每人每年學習時數規定仍聚焦

於業務相關之學習活動，又業務相關學習時數仍維持 20 小時，其內涵如下：

(教育部 107.11.14 臺教人(三)字第 1070195311 號書函)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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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當前政府重大政策（1 小時）。 

      2.環境教育（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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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民主治理價值課程（5 小時）：性別主流化、廉政與服務倫理、人權教育、

行政中立、多元族群文化、公民參與等。 

    (二)其餘 10 小時由公務人員自行選讀與業務相關之課程，各機關並得依施政

重點、業務需要或同仁職能發展自行規劃辦理相關課程。 

  八、教育部訂定「學校辦理契約進用人員通報查詢作業注意事項」，並自即日起

生效。請學校相關單位僱用契約進用人員時，應查閱渠等有無性侵害、性騷

擾或性霸凌之紀錄。本注意事項及Ｑ＆Ａ之電子檔業同時登載於「全國不適

任教育人員資訊網（網址：https://unfitinfo.moe.gov.tw/）」下載專區，請依

需求自行下載運用。(教育部 107.11.12 臺教人(三)字第 1070141015 號函) 

  九、公務員應依相關規定申請赴陸，以免因個人疏失而遭裁處情事發生。(教育

部 107.11.12 臺教政(一)字第 1070200185 號函) 

十、優惠資訊： 

  (一)108 年至 110 年「築巢優利貸」─全國公教員工房屋貸款，經公開徵選由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獲選承作，相關訊息請詳見人事室網頁/最新消

息，歡迎同仁參考利用。(教育部 107 年 11 月 8 日臺教人(三)字第

1070199028 號書函) 

  (二)中華民國全國公務人員協會與新光人壽保險公司簽訂「公務人員團體保險

自費投保專案」，詳請參見人事室網站最新消息。(教育部 107.12.07 臺教

人(一)字第 1070215110 號) 

  (三)有關全國公教員工網路購書優惠方案 107 年 11 月專屬活動訊息詳請參見

人事室網站最新消息公告。(教育部 107.11.08 臺教人(一)字第 1070198988

號書函) 

十一、近期公布或修正法規： 

  (一)「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機關精簡人員優惠退離辦法」部分條文業經行政院 107

年 11 月 19 日院授人給字第 10700563121 號令修正發布。(教育部 107.11.22

臺教人(四)字第 1070205255 號) 

  (二)「教育部補助選送華語教學人員赴國外學校任教要點」第 3 點、第 6 點，

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26 日以臺教文(六)字第 1070188351B 號

令修正發布。(教育部 107.11.26 臺教文(六)字第 1070188351C 號) 

  (三)法務部廉政署修正「法務部廉政署表揚模範廉政人員要點」，並自一百零

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生效。(教育部 107.11.29 臺教政(一)字第 107020960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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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行政院修正「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第

5 點及附表，並自 107 年 11 月 18 日生效，相關訊息請詳見人事室網頁/

最新消息，歡迎同仁參考利用。(教育部 107 年 11 月 26 日臺教人(三)字第

1070204816 號書函) 

  (五)「勞動基準法」第 54 條、第 55 條及第 59 條業經總統 107 年 11 月 21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0700125351 號令公布修正。(教育部 107.12.4 臺教人(一)字

第 1070209303 號書函) 

  (六)「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 3 條、第 10 條、第 19 條業經考試院會同行政院

107 年 11 月 16 日以考臺組貳一字第 10700099931 號令修正發布。(教育部

107.11.22 臺教人(三)字第 1070206172 號書函) 

  (七)銓敘部修正「各機關辦理公務人員考績(成)作業要點」第 13 點及第 14 點

規定，並自 107 年 11 月 12 日生效。(教育部人事處 107.11.19 臺教人處字

第 1070203108 號書函) 

  (八)「教師請假規則」第 3 條、第 11 條，業經教育部於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16 日以臺教人(三)字第 1070196675B 號令修正發布。(教育部 107.11.16 臺

教人(三)字第 1070196675E 號函) 

 (九)修正「公務人員因公猝發疾病或因戮力職務積勞過度以致死亡審查參考指

引」第 3 點規定，並溯自民國 107 年 7 月 1 日生效。(教育部 107.12.06 臺

教人(四)字第 1070211996 號書函) 

  (十)「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辦理教學助理納保作業要點」，業經教育部於中華

民國 107 年 12 月 3 日以臺教高(五)字第 1070199230B 號令訂定發布。(教

育部 107.12.03 臺教高(五)字第 1070199230 號函) 

(十一)公務人員退休法及公務人員撫卹法業經總統於 107 年 11 月 21 日公布廢

止。(教育部 107.12.6 臺教人(四)字第 1070213633 號函) 

 

 

參、人事動態 

一、新、卸任主管名單 

單位 職稱 姓名 異動原因 
備註 

(卸任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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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室 校長 黃美智 新任 陳文貴 

 

二、人員異動名單 

單位 姓名 職稱 異動原因 期間 備註 

秘書室 陳俐君 組員 復職 107.11.5  

 

肆、靜思語 

"人生幾十年的成就，都是由每一天的言行累積而成。所以，要照顧好每一天的言

行。" 

 

伍、英文大補帖 

“A healthy attitude is contagious, but don’t wait to catch it from others. Be a 

carrier.” – Tom Stoppard, Playwright 

「健康的態度是有感染力的，但不要等待被人感染，而是成為帶原者。」–湯姆·

史塔佩 (劇作家) 

 

陸、員工關懷 

健康署教您健康吃火鍋 
 

    天氣逐漸轉涼，與親朋好友一同圍爐享用火鍋暖胃又暖心，但相較於一般飯菜

搭配的傳統飲食，吃火鍋容易在歡愉的聚餐氛圍下，不自覺的攝取過多熱量。而火

鍋經常使用的食材、配料及飲料亦處處隱含著陷阱，例如：五花肉片、加工火鍋料

及沙茶醬，且吃火鍋時也常搭配含糖飲料及各式甜點，整體來看，以去吃到飽可能

吃到的份量估算來說，一餐可能會攝取到近2800大卡，約相當於10碗白飯的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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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建議熱量攝取約為1800大卡），吃一頓約需

跑83圈操場，才能將1餐多餘的熱量消耗。為了不要經歷一個冬天就讓身材走樣，

民眾可善用「我的餐盤」口訣，透過控制飲食份量及選擇食材，讓自己吃得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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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飲食有訣竅 活用「我的餐盤」口訣吃火鍋 

 

    為了讓民眾更容易了解均衡飲食的意涵，國民健康署已於今年公布我的餐盤的

圖像及口訣，建議民眾運用「我的餐盤」圖像比例及口訣：「每天早晚一杯奶、每

餐水果拳頭大、菜比水果多一點、飯跟蔬菜一樣多、豆魚蛋肉一掌心、堅果種子一

茶匙」，均衡攝取6大類食物。像是吃火鍋時，可以依據口訣中所提到的比例及份

量換算概念，並運用「拳頭」及「掌心」來估計食物攝取量，國民健康署署長王英

偉提供6原則教民眾活用「我的餐盤」口訣，讓您安心吃鍋也可以少負擔： 

 

原則1、蔬菜要多吃： 

    依照我的餐盤口訣，每餐的蔬菜量建議比您的1個拳頭再多一點，由於蔬菜類

相較於其他火鍋食材具有低熱量、高營養價值的特性，建議吃火鍋時可以比平常吃

更多蔬菜以增加飽足感。多攝取當季新鮮蔬菜及各式菇類，其富含的纖維素亦可幫

助排便及維持腸道的健康。 

 

原則2、全穀雜糧吃適量： 

    我的餐盤口訣中提到－「飯跟蔬菜一樣多」，每餐的飯量建議比您的1個拳頭

再多一點，但吃火鍋時不一定會搭配白飯，而是經常搭配各式各樣的全穀雜糧類食

物，像是：南瓜、芋頭等根莖類及雜糧類食物，以及麵、冬粉及米粉等。相較於飯

類，這些常用的食材因具有體積較大或煮熟後吸水體積膨脹程度較高之特性，故建

議每餐總計可以吃到約為您的2個拳頭大。 

 

原則3、肉類選低脂不過量： 

    建議所吃的豆魚蛋肉類食物份量之總和，其大小及厚度大約為您的一個掌心

大，並且選擇的優先順序以豆類及其製品為先，其次為魚類、海鮮類及蛋類，最後

才選擇肉類。若選擇肉類時，建議以白肉（例如雞肉、鴨肉）取代紅肉（例如牛肉、

豬肉），並且選擇脂肪含量較低的部位（例如以里肌肉片取代五花肉片）。 

 

原則4、以水果取代甜點： 

    吃火鍋時經常選擇冰淇淋作為飯後的甜點，使得已過量攝取的熱量雪上加霜，

建議依照我的餐盤口訣－「每餐水果拳頭大」，以1個拳頭大小的水果取代甜點。 

 

原則5、少油調味選天然： 

    選擇火鍋湯頭時，建議以昆布湯取代高熱量、高脂肪及高鈉含量的麻辣湯；選

擇配料時，建議減少使用高熱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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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多選擇選擇蔥、薑、蒜及香菜等新鮮食材提味，並可以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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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餐盤口訣，搭配1茶匙的堅果種子，如：花生粉或芝麻粉。 

 

原則6、少糖飲選乳品： 

    含糖飲料中含大量添加糖及熱量，過量攝取可能造成肥胖及代謝症候群等疾病

發生，建議飲用白開水或無糖茶水取代含糖飲料，若欲進一步增添風味建議可以搭

配乳品。 

 

    若用餐時不小心吃過量，建議您其他餐次須減量攝取或是增加運動量。除了以

上的原則外，用餐後多花點時間與親朋好友逛街散步，搭乘交通工具回家時可以提

早幾站下車多走路，增加身體活動的機會，平時更是要保有多運動的好習慣，讓您

在享用大餐的同時仍保有好身材。 

 

 

（資料來源：

https://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1405&pid=98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