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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服務簡訊 

中華民國 108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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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校教評會本學期開會時間為 3 月 27 日、5 月 21 日及 6 月 19 日，本校

教師提聘案應辦理著作外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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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完成著作外審後，提送校教評會審議。如有

提案者，應於 3 月 18 日、5 月 10 日及 6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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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108 年度「行政服務績優教師選拔」，自即日起至 3 月 15 日(五)前接受各一

級單位主管主動推薦或由本校職員、教師五人以上連署推薦，預計選拔 2 名

行政服務績優教師，於校慶慶祝大會中接受表揚，並頒發獎牌及獎金一萬元。 

三、本校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子女教育補助，自即日起至 108 年 3 月 15 日(五)

止受理申請，凡符合資格之同仁檢具相關申請表及收費單據(如係影本應由

申請人簽名)逕送人事室彙辦(表件下載：人事室網頁/表格下載/福利項下)。 

四、「公文制度與實作研習」業於 108 年 2 月 22 日(五)辦理完竣，感謝同仁參與。 

五、本校刷卡簽到退及彈性上下班制度業於 108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每日

8:00-17:30 正常上班時間內，各單位需指派人力出勤辦公，不得因實施彈性

上下班影響業務之進行，請各單位主管督導相關出勤人力事宜。 

六、有關相當簡任第 11 職等以上公務員(含)進入大陸地區申請事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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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相當簡任第 11 職等以上公務員，應向內政部申請許可，始得進入大陸地

區。 

  (二)本校適用對象：機關首長、副首長及教授兼任處、室主任者。 

  (三)申請進入大陸地區之人員，應填具進入大陸地區申請表及檢附必要佐證資

料，並詳閱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注意事項後簽章後，向本

室提出申請。 

  (四)又赴陸申請案之審查，除針對當事人之身分、法定事由、行程（包含天數

及行程內容）、從事之交流活動進行審查外，亦審查當事人赴陸是否有違

反兩岸條例相關規定之虞（如：從事妨害國家安全或利益之活動，或未經

許可與陸方為政治性內容之合作…等行為）；如當事人預定赴陸之期間、

活動內容、接觸對象等行程，與原申請並經許可之行程不符時，應另為變

更行程之申請，始符合審查之意旨。爰申請案雖經許可，嗣後如有行程變

更之情形，應依規定事先申請行程變更。 

  (五)另旨揭人員申請赴陸，請於預定赴陸當日之 7 個工作日前，向本室提出申

請，以利辦理後續報送內政部事宜。又前揭工作日均不含申請日、出發當

日及國定例假日。 

七、辦理 108 年資深優良教師獎勵案，符合資格之教師計有屆滿 30 年：張愛萍

講師；屆滿 20 年：陳弘斌助理教授、張麗娟助理教授，共計 3 位教師，彙

整後陳報教育部。 

八、本校 108 年運動會教職員工教職員異程接力競賽、趣味競賽及師生大隊接力

競賽等項目，請各單位轉知所屬同仁踴躍報名參加，並請於 3 月 15 日(星期

五)前彙送人事室辦理。 

九、108 年行政人員教育訓練相關事宜： 

  (一)本校行政人員 108 年終身學習時數每人至少須達 30 小時，其中與業務相

關學習時數為 20 小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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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數位學習為優先。 

  (二)必須完成課程及其學習時數包括： 

    1.當前政府重大政策(1 小時)。 

    2.環境教育(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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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請同仁於 108 年 8 月 31 日前以實體、數位或混成課程方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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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以上訓練以數位學習為原則。數位學習網站請參閱人事室網頁→終身學習

-知識分享專區。 

十、配合教育部倡導終身學習，並運用本校圖書館既有圖書資源，本校訂定「108

年度鼓勵教職員工借閱書籍持續閱讀計畫」，在本校圖資中心借閱書籍(不含

期刊、視聽資料)，借閱率最高前 3 名者，於公開會議中表揚，頒贈獎勵狀

及發給禮卷，名單並公布於本校人事服務簡訊以資鼓勵，請本校全體教職員

工(含校聘人員)踴躍參與。 

十一、為提供本校教職員工終身學習機會，引導同仁主動學習並倡導閱讀風氣，

以激勵其品德修養與工作潛能，特訂定「本校 108 年度教職員工專書閱讀

推廣活動實施計畫」，辦理各項閱讀推廣之活動，歡迎同仁踴躍參加。 

十二、鼓勵同仁踴躍報名參加「專書閱讀心得寫作競賽」，參加者由國家文官學

院 108 年度「每月一書」指定專書中自行選擇一書依教育部規定格式撰寫

心得，108 年 3 月 31 日前受理報名、5 月 31 日前截止收件。參加同仁將

可獲贈書二本（擬撰寫心得之專書一本及衍伸閱讀一本），校內前三名再

給予 1000-500 元不等之獎勵及嘉獎，作品符合格式體例並依限完成薦送

教育部參賽者，另登錄終身學習時數 10 小時。 

 

貳、人事法令宣導 

  一、教育部及銓敘部函，因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以下簡稱退撫條例)及

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以下簡稱退撫法)所定各項定期性給付領受權，經

各該權責機關審定核給後，並無賦予領受人得放棄繼續領受給與權利之規

定，亦未有相關放棄作業流程之規範。因此，為利依退撫條例或退撫法支領

定期性給付之領受人，因擬申請退休（職、伍）人員之遺屬年金，選擇放棄

本人原支領之定期性給付作業方式明確，爰訂定相關配套措施如下： 

    (一)適用對象：依退撫條例或退撫法規定所發給月退休金、遺屬年金(含月撫慰

金)、月撫卹金(含年撫卹金)及優惠存款利息之定期性給付領受人。 

    (二)適用條件：必須符合退撫條例第 45 條、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第 26 條、

退撫法第 45 條或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 37 條等相關規定，始得申

請放棄。 

    (三)權益事項： 

      1.自領受人選擇放棄本人所領之退撫條例給與之日起，喪失繼續領受之權

利；其放棄支領月退休金者，退撫條例相關衍生之權利亦失所附麗(其遺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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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請領遺屬一次、年金等)。 

      2.前述選擇經教育部或銓敘部審定生效後不得再選擇恢復發給。 

      3.原發放之給與計算至「放棄之前 1 日」止，已領給與未達依退撫條例第 28

至 30 條、第 45 條及第 62 條規定(或退撫法第 27 至第 29 條、第 45 條及第

62 條規定)計算之一次退休金或一次撫卹金金額，或退撫條例第 75 條(退

撫法第 75 條)規定計算之本人繳付之退撫基金費用本息金額者，亦不補發

差額。 

      4.申請程序：領受人填具選擇書，向退休教職員服務機關提出申請，由服務

機關彙送審定機關審定。 

      (教育部108.1.21臺教人(四)字第1080005209號函、教育部108.1.21臺教人(四)

字第 1080005209 號函) 

  二、有關公務人員請假規則所定生理假之日數核計方式，依銓敘部函，女性公務

人員因生理日致工作有困難者，每月得請生理假 1 日，全年至多得請生理假

12 日，且全年請生理假日數未逾 3 日，不併入病假計算，其餘日數併入病

假計算；病假及併入病假計算之生理假合計超過並假準給日數部分，以事假

抵銷，已無事假抵銷者，應按日扣除俸(薪)給。(教育部 108.1.15 臺教人(三)

字第 1080003482 號書函) 

  三、為提供使用者多元化登入方式，國民旅遊卡檢核系統於 108 年 1 月 4 日(星

期五)起介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人事服務網(以下簡稱 eCPA)， 使用者可

透過 eCPA 使用自然人憑證及帳號密碼登入。(教育部人事處 108.1.9 臺教人

(三)字第 1080000077 號書函) 

  四、考試院修正發布之職系說明書、職組暨職系名稱一覽表及修正總說明、對照

表並自 109 年 1 月 16 日施行，相關資料已登載於銓敘部全球資訊網/銓敘法

規/法規動態項下，請自行下載查閱。(教育部 108.1.30 臺教人(二)字第

1080013304 號函) 

  五、有關原住民族委員會「108 年度原住民族歲時祭儀放假日期」宣導品-日曆卡

之電子檔，業置於該會全球資訊網「歲時祭儀專區」，歡迎下載取用。(教

育部 108.1.9 臺教人(三)字第 1070231167C 號) 

  六、海洋委員會訂定「推動海洋事務績優公務人員獎勵要點」，並自即日生效。

(教育部 108.2.1 臺教人(三)字第 1080013183 號書函) 

  七、為維護政府形象及貫徹政府杜絕酒後駕車之決心，請公務人員勿酒駕，若有

違者應依公務人員考績法相關規定予以考績及懲處。(教育部 108.3.6 臺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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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第 1080030642 號書函) 

  八、近期公布或修正法規 

    (一)「客家委員會客家貢獻獎頒給要點」業經客家委員會於 108 年 1 月 14 日

以客會綜字第 10760008811 號令修正發布。(教育部 108.1.16 臺教社(四)

字第 1080007860 號書函) 

    (二)「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規則」業經考試院 107 年 12 月 18 日修

正發布。(教育部 108.2.11 臺教人(二)字第 1080013597 號函) 

    (三)「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部分條文，業經行政院於中華民國 108 年

2 月 1 日以院臺法字第 1080161285 號令修正發布施行。(教育部 108.2.12

臺教政(一)字第 1080019105 號函) 

(四)「行政院遴聘派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董事監察人作業辦法」自 108 年 2 月

1 日施行，「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董監事報院遴聘派作業規定」同日停止

適用。(教育部 108.2.15 臺教人(二)字第 1080019157 號書函) 

    (五)「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 34條之 1，業經勞動部修正發布。(教育部 108.2.18

臺教秘(一)字第 1080022534 號書函) 

    (六)行政院函送修正「行政院表揚模範公務人員要點」第 8 點，並自即日生效。

(教育部 108.2.19 臺教人(三)字第 1080017955 號函) 

(七)內政部於 108 年 2 月 21 日修正發布「歸化國籍之高級專業人才認定標準」

第 3 條條文。(教育部 108.2.23 臺教文(四)字第 1080026813 號書函) 

  九、優惠活動資訊：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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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108

年 3 月至 4 月專屬活動，活動網址：http://www.taaze.tw/gov_index.html 歡

迎多加利用。(教育部 108.1.22 臺教人(一)1080011175 號函、教育部 108.3.7

臺教人(一)字第 1080032804 號書函) 

    (二) 108 年至 110 年「闔家安康」-全國公教員工團體意外保險，經公開徵選由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獲選承作，相關訊息請詳見下列網頁：行政院

人事行政總處(http://www.dgpa.gov.tw)最新消息/給與福利處「福利文康」

區項下，歡迎同仁參考利用。(教育部 10.2.15 臺教人(四)字第 1080019653

號書函) 

    (三)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經辦理「108 年至 111 年全國公教員工及其親屬長期

照顧保險方案」徵選，業錄選推介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所提送之「呵

護公教團體長期照顧健康保險」及「呵護公教長期照顧終身健康保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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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 案 ， 相 關 訊 息 詳 見 下 列 網 頁 ： 行 政 院 人 事 行 政 總 處

(http://www.dgpa.gov.tw)最新消息/給與福利處「福利文康」區項下，歡迎

同仁參考利用。(教育部 108.2.14 臺教人(四)字第 1080019664 號書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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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事務處 
代理學務主任
兼代軍訓室主

任 
李易駿 新任 陳宇嘉 

研究發展處 研發主任 張素嫺 新任 歐宗明 

研究發展處 
推廣教育組 

組長 趙慧珍 新任 張祐瑄 

研究發展處 
技術合作組 

組長 鄭敬俐 新任 陳岷莘 

 

二、人員異動名單 

單位 姓名 職稱 異動原因 期間 備註 

實習就業輔導處 安雅莉 
校聘實習指導

教師 
到職 108.1.16  

人事室 朱家榮 校聘組員 離職 108.1.19  

實習就業輔導處 洪韻雅 短期校聘組員 離職 108.1.31  

實習就業輔導處 張育慈 辦事員 回職復薪 108.1.31  

老人服務事業科 張品喻 助理教授 留職停薪 108.2.1  

老人服務事業科 李德純 助理教授 到職 108.2.1  

學生事務處 王郁淇 短期校聘組員 到職 108.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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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 朱泳蓉 校聘組員 到職 108.3.1  

研究發展處 吳綾娟 校聘組員 留職停薪 108.3.4  

人事室 陳昱秀 校聘組員 離職 108.3.11  

 

肆、靜思語 

"有所求的愛，是無法永久存在的。能夠永久存在的，是那分無形、無染且無求的

愛。" 

 

伍、英文大補帖 

“Ideas don’t come out fully formed. They only become clear as you work on them. 

You just have to get started.” – Mark Zuckerberg, Facebook Co-Founder 

「好的構想不是一開始就成形，它是在你實現的過程中變得更加清淅，你只需要

開始。」–馬克．祖克柏 (臉書創辦人) 

 

陸、員工關懷 

女人護『心』 健康5招遠離心臟病威脅 
 

 

    心血管疾病並非男性專屬，也是更年期女性的重大疾病之一，根據衛生福利部

106年死因統計，心臟病是女性死因第二位，共奪走8,601條寶貴的性命；如果再加

上腦中風、高血壓、糖尿病及腎臟病等血管相關死因，心血管性疾病共造成每年

24,105名女性死亡。 

 

更年期後女性心血管疾病死亡率增倍 小症狀別輕忽 

 

    女性在更年期前有荷爾蒙保護，因此容易忽略該疾病的預防，由於女性進入更

年期後，女性荷爾蒙濃度降低使血管彈性變差、血壓上升，因此更年期後女性心血

管疾病死亡率每5歲增加近一倍。事實上有許多中年的婦女隨著年齡增長，健康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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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也開始增加，包括高血糖、高血壓、高血脂等慢性疾病問題。依據106年成人預

防保健服務利用者之檢查結果指出，女性在55歲之後，有高血壓者高達37.8%、高

血脂25.6%、高血糖16.2%，有任二種者15.4%，三種皆有者2.5%，這些都是影響更

年期後婦女健康的重要因素，更導致更年期後婦女成為心血管疾病的高風險族群。 

 

    此外，女性發生心臟疾病的症狀相較於男性也有所不同，特別是心肌梗塞，女

性會出現噁心、手麻、呼吸不順及背痛等非典型症狀，不同於男性胸悶的典型症狀，

所以常被誤以為是太過勞累而輕忽心血管疾病的威脅；因此，更年期女性民眾如有

上述症狀時，應該要尋求專科醫師診治。 

 

護「心」5招 擁有好「心」情 

 

    國民健康署署長王英偉提醒更年期後的女性，在照顧家人健康及忙於工作的同

時，別忘了關心自己的健康，要時常檢視自己是否有採取有益健康的生活型態，更

年期前如已有肥胖、三高及心血管疾病等問題，更要做好疾病控制；若更年前期無

三高等心臟危險因子，不論有無家族史，也要採取健康的生活型態，例如健康吃、

勤運動、遠菸害，更別忘了定期健康檢查，早期發現，早期治療，遠離心血管疾病

的威脅。 

 

    國民健康署呼籲更年期女性朋友落實以下保健行動，為健康生活做好準備： 

1.健康飲食：三餐八分飽，想喝含糖飲料時可用白開水取代，以增加身體代謝，且

晚餐過後與睡覺前這段時間少吃宵夜，多吃高鈣深綠色蔬菜及高鈣豆製品、適量水

果及天然未加工食物，可避免骨質疏鬆；平日食用低油、低糖、低鹽及高纖的飲食，

以清蒸、涼拌、燉等取代油炸烹調方式。 

 

2.規律運動：每週達到150分鐘的中等身體活動，例如健走(每周5次、每天30分鐘，

可從每天運動15分鐘開始，再逐漸延長)；也可以就近運用社區公園、運動中心等，

從事各項體能活動，例如伸展操、太極拳、跳韻律舞等運動。 

 

3.向菸說不：不管是直接吸菸或被動吸入二手菸，都會增加罹患中風的風險，可利

用國民健康署提供的免付費戒菸專線0800-636363，或洽各縣市衛生局、所接受戒

菸諮詢服務。 

 

4.定期篩檢：國民健康署提供免費的成人預防保健服務（40歲以上未滿65歲的民

眾，每3年提供1次；65歲以上者每年提供1次），及早發現心臟病相關危險因子（高

血壓、高血糖及高血脂），及早介入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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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正確用藥：已有三高（高血壓、高血糖及高血脂）等慢性疾病患者，定期量血壓

及血糖，遵照醫師處方服藥並定期回診追蹤，切勿自行依症狀調整藥量或停藥。 

 

 

 

（資料來源：

https://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3804&pid=104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