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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服務簡訊 

中華民國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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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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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 108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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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本校校聘行政校師及校聘實習指導教師 107學年度年終考核及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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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08

年 5 月 24 日(五)前送人事室彙辦後續事宜。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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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 6 月

1 日校慶慶祝大會中頒獎予以感謝。本(108)年度服務本校屆滿年限之資深教

職員工名單如下：服務 10 年者為張素嫺主任、謝佩容實習指導教師、胡又

文實習指導教師、張薰文實習指導教師、蔡育驊小姐、郭詩伶小姐、曾怡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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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姐、路宜菁小姐。 

五、 107 學年度「行政服務績優教師選拔」，業經行政服務績優教師選拔委員會

遴選出曾文峯主任及蔡秀美主任等 2 員為本學年度行政服務績優教師，訂

於 108 年 6 月 1 日校慶慶祝大會中接受表揚，並頒發獎牌及獎金一萬元。 

六、 本校 108 年 6 月 1 日（六）66 週年校慶，本校教職員工全體同仁正常上下

班及簽到退，並請踴躍參與校慶系列活動。本校校慶之上班日將於 6 月 6

日(四)補假一日。 

七、 108 年第 2 次勞資會議業於 108 年 5 月 8 日召開完竣。 

八、 本室預計於 108 年 6 月 11 日(二)13:30 假本校第一會議室辦理退休歡送茶

會，歡迎各位同仁踴躍參加。 

貳、人事法令宣導 

一、 教育部函以，有關修正指定律師、會計師、記帳士、記帳及報稅代理人為洗

錢防制法第 5條第 3項第 5款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且不適用第 9條第 1項申

報規定，至其適用之交易型態如下，為客戶準備或進行下列交易時： 

1. 關於法人之籌備或設立事項。 

2. 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公司董事或秘書、合夥之合夥人或其他法人組織之

類似職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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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擔任或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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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擔任或安排他人任實質持股股東。 

上開釋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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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教育部函以，有關修正「香港專科以上學校認可名冊」及「香港頒發復學位

學校認可名冊」一案，請逕至教育部網站首/訊息公告/資料下載項下下載參

閱。(教育部 108.4.16 臺教高(五)字第 1080049374 號函) 

三、 為因應 108 年汛期來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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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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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98年 10月 30日局考字第 0980065345號函說明二

之（二）規定。(教育部 108.4.23 臺教人(三)字第 1080055477 號書函) 

四、 教育部函轉銓敘部函以，如公務人員出勤前發布全日停止上班，以該日並無

工作事實，自不宜計入代理職務期間之工作日。惟如於上班日出勤，於服勤

期間適逢權責機關因天災發布停止上班，當日均得以 1 日併入代理職務之工

作日計算，如權責機關因天災於出勤前發布隔日或當日之全日或上午半日停

止上班，職務代理人於停止上班期間出勤辦理屬於「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

課作業辦法」第 2 條但書規定之被代理人業務者，得按停止上班期間係全日

或上午半日，分別以 1 日或 0.5 日併入代理職務之工作日計算。(教育部

108.4.26 臺教人(四)字第 1080061483 號書函)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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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銀行

公教保險部 108.4.11 公保現字第 10800017355 號函) 

六、 教育部函轉銓敘部函以，如職務代理人於上班日經奉准給假，復為執行被代

理人職務上之業務而加班，於同日出勤總時數合計已達 4 小時者，得併計為

0.5 個工作日；合計已達 8 小時以上者，得併計為 1 個工作日。惟不同上班

日之加班時數，不得相互併計或合併其他上班日之上班時數計算工作日。(教

育部 108.4.26 臺教人(四)字第 1080060656 號書函) 

七、 教育部轉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為建構健康友善之職場環境及避免同仁於

執行職務時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提供「員工職場霸凌防治與處理建議

作為」及「員工職場霸凌處理標準作業流程（範例）」，作為防治與處理之參

考。(教育部 108.05.03 臺教人(一)字第 1080063928 號書函) 

八、 教育部函，所詢國立大學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得否兼任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發展及人才培育委員會」委員疑義一案，查公務員服務法(以下簡稱

服務法)第 14 條第 1 項及銓敘部 86 年 1 月 7 日 86 台法二字第 1402290 號書

函, 公務員兼任政府機關臨時任務編組之職務，因非屬服務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所稱之「公職或業務」，尚不受該條文之限制。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

司為國營事業機構，且旨揭委員會屬臨時任務編組。是以，公務員兼任該等

職務，自不受服務法第 14 條規定之限制。(教育部 108.05.08 臺教人(二)字第

1080067277 號書函) 

九、 教育部書函以，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業已建置公務人員保障事件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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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辦平臺，敬請配合使用。(教育部 108.5.8 臺教人(三)字第 1080066501 號書

函)。 

十、 優惠資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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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訊息，相關專屬優惠活動訊息，詳見本校網頁：人事室/最新消息項下，

歡迎同仁參考利用。(教育部 108.04.19 臺教人(一)字第 1080057402 號書

函) 

2. 中華民國全國公務人員協會與國內產、壽險公司協商推出「公務人員自

費團體保險專案即日起多增加五至六類專案別」、「強制險優惠專案」及

其他「各項福利優惠」方案，歡迎同仁參考利用。(教育部 108.05.03 臺

教人(四)字第 1080064544 號書函) 

3. 有關全國公教員工網路購書優惠方案 108 年 5-6 月專屬活動訊息，詳見

本校網頁：人事室/最新消息項下，歡迎同仁參考利用。(教育部 108.05.08

臺教人(一)字第 1080066309 號書函) 

十一、近期公布或修正法規： 

1. 教育部修正「教育部與所屬機關（構）學校模範公務人員選拔作業要點」

第 9 點，自 108 年 5 月 1 日生效，修正重點為行政院模範公務人員公假

於一年內請畢之規定，而獲選模範公務人員給予公假之請畢期限，自六

個月延長為一年。(教育部 108.05.01 臺教人(三)字第 1080047696 號函) 

2. 行政院核定修正「公立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並自 108

年 8 月 1 日起生效乙案。(教育部 108.05.01 臺教人(四)字第 1080059506

號函) 

3. 行政院修正「行政院限制所屬公務人員借調及兼職要點」第 2 點、第 4

點及第 5 點，並自 108 年 5 月 2 日生效。(教育部 108.05.07 臺教人(二)

字第 1080065950 號書函) 

4. 教育部書函，檢送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5 條、第 26 條之 1、第 28 條及第

35 條修正條文 1 份案。(教育部 108.05.03 臺教人(二)字第 1080064052 號

書函) 

5. 教育部書函，「公共場所母乳哺育條例」部分條文修正案，業奉總統 108

年 4月 24日華總一義字第 10800039351號令公布乙案。（教育部 108.05.01

臺教人(一)字第 1080062797 號書函） 

6. 教育部書函，行政院修正「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第 1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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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條、第 17 條及第 4 條附表，修正條文置於人事行政總處網站最新

消息項下。(教育部 108.5.8 臺教人(三)字第 1080063207 號書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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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人事動態 

單位 姓名 職稱 異動原因 期間 備註 

人事室 郭宜潾 校聘組員 到職 108.4.29  

實習就業輔導處 薛妃谷 校聘實習指導教師 離職 108.4.30  

研究發展處 歐羊 短期校聘組員 離職 108.5.1  

研究發展處 吳綾娟 校聘組員 復職 108.5.1  

秘書室 黃韻錚 校聘組員 到職 108.5.1  

實習就業輔導處 許瑩萍 校聘實習指導教師 復職 108.5.12  

 

肆、靜思語 

每天無所事事，是人生的消費者；積極付出，才是人生的創造者。 

伍、英文大補帖 

“It is during our darkest moments that we must focus to see the light.”–Aristotle 

Onassis, Shipping Magnate 

 

「正是在最黑暗的時候，我們必須聚焦在光亮之處。」– 亞里斯多德·歐納西斯  

陸、員工關懷 

隱形殺手別輕忽！女性疼惜自己 從定期子宮頸抹片篩檢做起 

 
國民健康署自84年起提供30歲以上女性子宮頸抹片檢查服務，推動近25年以

來，子宮頸癌每年發生人數從84年的2,136人，降至105年的1,432人；死亡人數從84

年的1,010人，降至106年的651人。子宮頸癌從84年女性癌症發生率的第1位，降到

105年的第8位，女性癌症死亡率從84年的第4位，降到106年第7位。但是，每天仍

有近4人新診斷罹患子宮頸癌、近2人死於子宮頸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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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未做抹片侵襲癌風險為3.4倍 

國民健康署分析36歲到69歲、未曾罹患子宮頸癌的524多萬名婦女的抹片篩檢

情形，3年內至少檢查1次者約293萬人(56%)、3~6年內至少檢查1次者約68.5萬人

(13%)、超過6年前至少檢查1次者約64萬人(12.2%)，而從未做過抹片者則約98.5萬

人(18.8%)。 

再就前述婦女資料比對癌症登記資料後，以3年內曾做抹片檢查者為比較基

準，3~6年曾做抹片檢查者的罹癌風險增約為2倍、6年以上曾做抹片檢查者的風險

再增為3倍，而從未做過抹片檢查者，其罹癌風險則增為3.4倍。因此，越久沒有做

子宮頸抹片檢查，罹患子宮頸侵襲癌的風險越高。 

 

定期子宮頸抹片檢查有助早期發現 

依據國民健康署分析105年子宮頸抹片篩檢及癌症登記資料顯示，子宮頸抹片

篩檢可發現97.3%的子宮頸癌前病變及早期(0-1期)子宮頸癌個案，若未篩檢者，其

發現子宮頸癌早期的比例降為50.5%，證實篩檢有助於發現早期子宮頸癌。而且子

宮頸癌早期的5年存活率高達9成以上，到第4期則驟降至僅2成。 

    子宮頸抹片檢查是經國際實證最佳的子宮頸癌篩檢工具，有助於早期發現

子宮頸癌前病變或子宮頸癌。如果抹片檢查結果疑似有細胞的異常變化，建議依醫

師囑咐定期追蹤或接受子宮頸(陰道)切片確診。如果診斷結果為癌前病變，大部分

只需要簡單的門診手術，即可治癒；若經切片證實為癌症時，只要發現得早，治癒

率也很高（原位癌接近100﹪），所以只要及時接受治療，都會有相當樂觀的結果。 

 

早期大多無症狀 定期檢查超重要 

依據國民健康署106年的國民健康訪問調查顯示(完訪樣本數為2,875人)，台灣

婦女從來沒做過或3年沒有做子宮頸抹片的原因，主要為自覺健康沒有需要

(43.6%)，其次為太忙沒有時間(20.4%)、覺得年紀大了不用做(16.7%)。研究證實，

子宮頸癌大多是因為持續感染人類乳突病毒所致，早期大多沒有症狀，因此容易讓

人輕忽它的威脅。 

國民健康署呼籲，為預防子宮頸癌發生，已無性生活或停經的婦女，也要定期

做抹片檢查；有性經驗的婦女至少每3年接受1次子宮頸抹片檢查，如發現有異常，

應依循醫師建議接受進一步檢查及確診。 

 

（資料來源：https://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3804&pid=106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