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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服務簡訊 

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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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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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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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於 108 年 4 月中旬召開行政服務

績優教師選拔委員會遴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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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3 月 26 日假本校第二會議室召開 108 年第 1 次勞資會議。 

四、加班係指員工在規定上班時間以外，經主管覈實指派延長工作者，爰加班申

請單務必在加班前讓主管審核完成，或至少先以口頭向主管報告加班之需

求，以符合覈實指派之規定。 

 

貳、人事法令宣導 

  一、教育部函以，有關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 77 條及第 78 條所定

「政府捐助（贈）之財團法人或政府及所屬營業、非營業基金轉投資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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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政府直接或間接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之團體或機構」、「私立學校」

及「山地、離島或其他偏遠地區」之範圍，說明如下： 

(一)「政府捐助（贈）之財團法人或政府及所屬營業、非營業基金轉投資事業，

及政府直接或間接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之團體或機構」比照銓敘部認

定退休公務人員再任範圍辦理。 

(二)「私立學校」係指依私立學校法規定經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之國內各級、各

類私立學校。 

(三)「山地、離島或其他偏遠地區」以衛生主管機關「推動醫療促進相關方案

或計畫之山地、離島或其他偏遠地區」之範圍為準，並比照銓敘部公告之

範圍為準。 

前開資料業經彙整並公告於銓敘部全球資訊網 http://www.mocs.gov.tw/退休資

訊專區/退休再任相關/政府捐助(贈)之財團法人或政府暨所屬營業、非營業基

金轉投資事業、私立學校彙整表及山地、離島或偏遠地區公立醫療機關(構)彙

整表項下。(教育部 108.3.11 臺教人(四)字第 1080019691A 號書函) 

 二、教育部轉銓敘部書函以，有關退休公務人員再任私立幼兒園職務或私立學

校董事會職務是否屬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 77條第 1項第 3款所定私

立學校職務範圍疑義，說明如下： 

(一)「私立幼兒園職務」係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設立之機構，非屬公務人員退

休資遣撫卹法第 77條所稱之私立學校範圍。 

(二)「私立學校董事會職務」與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 77條所定「再任

私立學校職務」有別。惟該職務如係依私立學校法第 15條第 2項規定納

入私立學校員額編制之董事會辦事人員，則仍屬退撫法 77條所定私立學

校範圍。 

(教育部 108.03.13臺教人(四)第 1080035910號函) 

 三、教育部函轉銓敘部函以，公務人員辦理屆齡或命令退休且任職年資未滿 15

年，因併計未曾領取退離給與之其他職域年資以成就請領月退休金條件者

(即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 86條第 1項規定併計年資者)，不得依公務

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 34條第 1項及原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30條第 2項及第

3項規定核發補償金。(教育部 108.3.14臺教人(四)字第 1080010399號書

函) 

 四、教育部函轉銓敘部令釋略以，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以下簡稱退撫法)

第 79 條第 3 項第 1 款所定退休金、資遣給與，包含依原公務人員退休法(以

下簡稱原退休法)支領之退休金或資遣給與。同法第 79 條第 5 項及第 80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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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於公務人員依原退休法退休或資遣者，亦適用之。另公務人員曾依原

退休法第 24 條之 1 規定受剝奪或減少退(離)職相關給與之任職年資，於依

退撫法重行退休、資遣、離職或再任公務人員期間亡故時，不再核給退撫給

與，且是項任職年資連同再任後之年資併計後，依退撫法第 15 條規定辦理。

(教育部 108.3.27 臺教人(四)字第 1080043042 號書函) 

五、教育部釋令，專科以上學校對於曾服公務，因貪汙瀆職經有罪判決確定者，

依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3 項規定，不得

聘為兼任教師，已聘任者，應終止聘約。惟如同時諭知緩刑，俟緩刑期滿，

而緩刑之宣告未經撤銷者，專科以上學校始得聘任其為兼任教師。(教育部

108.3.7 臺教人(一)字第 1080013217C 號函) 

六、有關教師請假規則第 3條第 1項所定生理假之日數核計方式，女性教師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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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假准給日數（28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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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3.26臺教

人(三)字第 1080009667號函) 

七、法務部提供「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經公職人員進用之機要人員迴避事項

執行疑義說明」、「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條規定執行疑義說明」

各一份，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站/行政中立、公務倫理專區服務項下下載參

閱。(教育部 108.3.26臺教政(一)字第 1080041674號函、教育部 108.3.27

臺教政(一)字第 1080043760號函) 

八、108 年退休(伍)軍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發給對象，按月支（兼）領月退休金

（俸）之基準數額，業經行政院 108 年 3 月 27 日院授人給字第 10800300861

號公告為新臺幣 2 萬 5,000 元以下。(教育部 108.3.28 臺教人(四)字第

1080046094 號書函) 

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學院「107 年度訓練成果總報告」業已登

載於該學院全球資訊網（https://www.hrd.gov.tw/）之下載專區，歡迎下載參

閱。(教育部 108.4.2 臺教人(三)字第 1080043473 號書函) 

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學院「e 等公務園+學習平臺」設有「磨

課師(MOOCs)」學習專區乙案，歡迎踴躍參與學習。(教育部 108.4.3 臺教人

(三)字第 1080045259 號書函) 

十一、修正指定律師、會計師、記帳士、記帳及報稅代理人為洗錢防制法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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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3 項第 5 款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及不適用第 9 條第 1 項申報規定。又前

開指定非金融事業或人員適用之交易型態：為客戶準備或進行下列交易時： 

(一)關於法人之籌備或設立事項。 

(二)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公司董事或秘書、合夥之合夥人或在其他法人組織之

類似職位 

(三)提供公司、合夥、信託、其他法人或協議註冊之辦公室、營業地址、居住

所、通訊或管理地址。 

(四)擔任或安拍他人擔任信託或其他類似契約性質之受託人或其他相同角色。 

(五)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實質持股股東。 

上開規定業經行政院於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9 日以院臺法字第 1080085454 號

令修正發布，並自即日生效。 (教育部 108.4.11 臺教政(一)字第 1080052027

號函) 

十二、有關公教人員保險眷屬喪葬津貼同時有數名被保險人符合請領資格時，應

協商後推由一人請領，自即日起，該等被保險人並應共同出具「公教人員保

險被保險人請領眷屬喪葬津貼協商切結書」，交由具領人據以請領。新修正

之書表請至 www.bot.com.tw 之公保服務/表格資料/現金給付類中下載使用。 

(臺灣銀行公教保險部 108.4.11 公保現字第 10800017355 號函) 

十三、近期公布或修正法規 

(一)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從業人員薪資處理原則」自 108 年 2 月 1 日起停

止適用。(教育部 108.3.14 臺教人(四)字第 1080036749 號函) 

(二)「事業單位實施勞工值日(夜)應行注意事項」業經勞動部修正發布。(教育

部 108.3.21 臺教人(三)字第 1080037465 號函) 

(三) 公務人員退休法施行細則及公務人員撫卹法施行細則業經考試院於 108

年 3 月 19 日發布廢止。(教育部 108.4.2 臺教人(四)字第 1080047365 號書函) 

(四) 考試院會同行政院於 108 年 3 月 19 日修正發布「公務人員領有勳章獎章

榮譽紀念章發給獎勵金實施要點」。 (教育部 108.4.3 臺教人(四)字第

1080045999 號函) 

(五) 「大陸地區人民來臺從事觀光活動許可辦法」部分條文業經內政部會銜

交通部於 108 年 4 月 9 日以台內移字第 10809313262 號、交路字第

10800092031 號令修正發布。(教育部 108.4.12 臺教文(二)字第 1080052809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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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人事動態 

單位 姓名 職稱 異動原因 期間 備註 

圖書資訊中心 黃偉文 校聘組員 到職 108.3.18  

學生事務處 陳虹憓 校聘組員 留職停薪 108.3.25  

實習就業輔導處 安雅莉 
校聘實習指導

教師 
離職 108.3.26  

實習就業輔導處 陳彥霖 
校聘實習指導

教師 
到職 108.4.1  

秘書室 謝羽青 校聘組員 離職 108.4.1  

實習就業輔導處 楊月穎 
臨時校聘實習

指導教師 
到職 108.4.15  

 

肆、靜思語 

"理與事之間需要的是人，理圓、事圓則人圓。" 

 

伍、英文大補帖 

“He who fixes his mistakes and constantly moves forward will reach his 

goals.” – Ernst Thalmann, Political Leader 

「能改正自己的錯誤並持續前進的人，將可以達到他的目標。」– 恩斯特·台爾

曼 (政治家) 

 

陸、員工關懷 

篩檢「腸」勝軍！一管『便』分曉！ 

 

腸篩效果佳，大腸癌發生率連續2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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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腸癌發生人數連續第11年盤踞10大癌症之首，根據國民健康署最新的癌症登

記統計資料顯示，大腸癌發生人數從民國95年開始攀升，從每10萬人有37.4人；到

民國105年每10萬人有41.3人，每年約1萬5千人罹患大腸癌；死亡人數約5千700多

人。 

    國民健康署自民國99年全面推動大腸癌篩檢，近10年來標準化發生率自104年

起已連續兩年下降！比較105年與104年的數據，發生率下降1.7 /105人，降幅約

4%，透過篩檢發現的早期癌(0期及1期)可高達9成4；而及時接受治療，早期癌5年

存活率高達8成5。國民健康署呼籲：「偵測大腸癌，一管『便』知有沒有！」 

  

50-69歲靠這一管，降低7%死亡風險！ 

    許多民眾誤以為只要腸胃道沒有不適，也沒有血便等症狀，就不需做大腸癌篩

檢。但大腸癌初期通常無症狀，等到症狀出現時，病況往往相對複雜，也會影響生

活品質。由於大腸癌多發生在50歲以後，國民健康署提供50-74歲的民眾每2年1次

免費的「定量免疫法」糞便潛血檢查，民眾只需要將採便管帶回家，使用採便棒在

糞便上來回沾幾次放入專屬的套管後，再送至符合健保特約的醫療院所，就可進行

糞便潛血檢查，採便前不須限制飲食或使用灌腸。 

 

    國民健康署王英偉署長指出：「實證證明糞便潛血檢查可以有效預防大腸癌，

經由篩檢早期發現癌前病變（大腸瘜肉），並經切除後可以降低死亡率。」；台灣

大學團隊分析335萬人年的癌症相關資料庫，顯示50-69歲符合大腸癌篩檢的民眾已

降低大腸癌死亡率達7%，可見推動糞便潛血檢查成效顯著。現階段國人的篩檢率為

4成，而男性大腸癌的篩檢率比女性低。王署長呼籲，國人50-74歲符合篩檢的民眾

應善加應用國家提供之糞便潛血檢查，別小看這小小一管，定期篩檢可遠離腸。 

 

顧「腸」三招，「腸」保健康！  

    大腸癌的發生人數每年高達1萬5千人，想要遠離大腸癌，基本之道就是養成良

好的飲食習慣，國人愛吃的燒烤肉品，因高溫（溫度超過100度以上）烹調的過程

中易有多環芳香烴類（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PAHs)致癌物質附著

於食物表面。因此，想要遠離大腸癌，國民健康署教你防腸癌三招-早預防、早發

現、早治療: 

一、 早預防：養成良好生活習慣，均衡飲食（六口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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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衛生組織建議成年人每次運動至少維持10分鐘、每週至少5天、每週累積達150

分鐘的中等費力身體活動或75分鐘的費力身體活動，並控制體重。 

二、早發現：政府補助50至74歲民眾每2年1次免費糞便潛血檢查，請民眾定期篩檢。

採便前不須限制飲食或使用灌腸。如有腹瀉、生理期、痔瘡流血、肛門傷口流血，

請擇日採檢；採檢後，請即刻送回醫療院所，若暫時無法送醫療院所，請將檢體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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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在冰箱。 

三、早治療：如果篩檢為陽性個案，請至醫療院所接受大腸鏡確認診斷，並定期追

蹤，配合醫師治療。 

    

 

（資料來源：

https://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3804&pid=105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