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事服務簡訊 
中華民國 108 年 9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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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 10 月 8 日、109 年 1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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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30 日、12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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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應辦理定期財產申報者，如有需由「法務部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系統」

提供財產資料者，請於 108 年 9 月 5 日至 10 月 5 日線上辦理同意授權作業，

相關授權作業事宜業已函知各申報義務人。另本年度申報期間自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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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申請「法務部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系統」提供財產資料者，

請於 108 年 12 月 5 日下載資料辦理申報作業。 
三、 辦理 108 年 5 月至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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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 108 年資深優良教師獎勵金業已轉致各受獎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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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108 年度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成績優異獲獎名單為：教務處廖崇辰組員、

圖書資訊中心莊易叡、研究發展處張育慈辦事員、總務處翁靜柏組長、總務

處徐瑋誠技佐。 
六、 108 年度專書閱讀心得寫作競賽活動，同仁可至本校人事室網頁/終身學習-

知識分享專區，參閱心得寫作作品。獲獎名單為：金作獎：翁錦德組長、銀

作獎：孫大倫組員、銅作獎：陳美伶小姐。 
七、 本校與臺南市私立小牛頓幼兒園、臺南市私立寶寶幼兒園、人上人文教機

構、劍橋旅館集團所屬(臺南館、教師館及林肯飯店)等單位簽訂特約優惠，

相關訊息請至本校人事室網頁參閱。 
八、 校長為體恤本校同仁為校務努力之辛勞，特於教師節致贈本校教職員工每人

敬師禮一份，禮品業於 108 年 9 月 11 日發放。 
九、 108 年 6 月至 9 月期間已辦理完竣之專題演講及活動如下： 

1. 108 年 6 月 25 日下午 14 時 30 分至 16 時假本校第一會議室辦理「香料漂

流記專書導讀會」邀請本校歐宗明教授擔任導讀人，感謝同仁踴躍參加。 
2. 108年 8月 7日(星期三)上午 9時至 15時 40分假本校第一會議室辦理「108

年度行政人員行政知能研習」，以增進本校主管行政經驗之交流，並提昇

行政人員行政專業知能成長，及本身權利義務相關事項之瞭解，兼行政職

務教師（含一、二級主管）、行政人員（含公務人員及校聘人員）計 71
人參與。 

3. 108 年 8 月 15 日、16 日舉辦 108 年度主管共識營活動，本次參加活動者

計有 33 人，共識營中心議題及行政團隊之互動，對本校新學年之各項業

務推動有積極助益，活動圓滿順利。 
4. 108 年 8 月 28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30 分至 12 時假本校第一會議室辦理

「性騷擾之防治與處理－以醫療院所為探討重心」研習，邀請中央研究院

歐美研究所兼任研究員焦興鎧老師擔任講座，講授有關性騷擾防治，計

72 人參與。 
5. 108 年 9 月 4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至 12 時辦理「退休規劃幸福理財講座」

邀請玉山銀行臺南財富管理中心資深理財主管戴妙娟小姐及南山人壽金

融機構行銷部吳為築副理擔任講座，提供理財知識，感謝同仁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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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人事法令宣導 

一、 教育部函以，有關國立大專校院專任教師（含兼任行政教師）得否兼任代表

學校官股之董事長一案，依函文意旨，應本於權責釐明後依下列規定辦理： 
1. 兼任行政職務教師部分，依公務員服務法第 13 條第 2 項規定：「公務員非

依法不得兼公營事業機關或公司代表官股之董事或監事人。」次查銓敘部

90 年 7 月 23 日 90 法一字第 2050069 號令略以，公務員得依法代表官股

兼任公營事業機關或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除法律另有特別規定者外，不

得被選為董事長或副董事長。 
2. 至未兼行政職務教師部分，國立大專校院未兼行政職務教師，得依公司法

規定兼任代表政府或學校股份之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董事，惟尚不得兼任

董事長或副董事長。 
(教育部 108.7.12 臺教人(二)字第 1080085984 號書函) 

二、 教育部函以，公立學校未兼任行政職務專任教師擬兼任機關（構）、學校、

法人、事業或團體職務，如有經提名選任之需要，仍應於選任前經學校核准；

未獲選任該等職務時，亦應通知學校，以符法制。(教育部 108.7.22 臺教人(二)
字第 1080103232 號書函) 

三、 教育部函以「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規定之生技新藥公司，依經濟部釋示

係指依據我國公司法設立之研發製造生技新藥產品之公司。(教育部 108.7.29
臺教人(二)字第 1080107464 號書函) 

四、 教育部函以，國立大專校院教師兼任教學、研究工作、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

業或團體職務及因相關法令規定隨職務異動或當然兼職者之核准或許可程

序說明如下： 
1. 國立大專校院兼任行政職務專任教師，依服務法第 14 條之 2 及第 14 條之

3 規定略以，兼任教學或研究工作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之職務

應經服務機關許可；機關首長應經上級主管機關許可。案經轉准銓敘部本

（108）年 7 月 3 日部法一字第 1084826985 號書函略以，考量機關實務運

作，併審酌該部 107 年 12 月 27 日函報考試院審議之服務法修正草案第

14 條規定，將現行公務員兼任教學、研究工作或非營利團體職務應經權

責機關事前「許可」之機制，修正為「同意」，亦即事前許可或事後徵得

機關同意皆可。該部嗣以本年 5 月 21 日部法一字第 10848166142 號書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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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明，公務員兼任非營利團體職務，如未經權責機關許可，自與服務法第

14 條之 2 或第 14 條之 3 規定未合，但其如確有事實上之不能，難經權責

機關事前許可，而於事後補行申請核准程序並經權責機關同意者，宜認定

無違上開服務法規定。而就兼任當然兼職一節，當然兼職若謂於法令明定

由某機關之特定職務人員兼任者，公務員本職經權責機關派任時，應認屬

概括同意其因本職而生之兼任之職務；如係指非營利團體章程明定者，仍

應依前開服務法及該部相關函釋辦理。 
2. 至國立大專校院未兼行政職務專任教師，依教師兼職處理原則第 8 點規

定：「教師兼職不得影響本職工作，且須符合校內基本授課時數及工作要

求，並事先以書面報經學校核准，於期滿續兼或兼職職務異動時，應重行

申請。」教師兼任教學、研究工作、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職務及

因相關法令規定隨職務異動或當然兼職者，如經學校就個案情事審認，確

有事實上不能事先以書面報經學校核准之情形，而於事後補行申請核准程

序並經學校同意者，考量與兼任行政職務專任教師相同情形之衡平，宜認

定無違上開教師兼職處理原則規定。(教育部 108.7.30 臺教人(二)字第

1080099474A 號函) 
五、 有關開立退撫給與專戶之領受人，如有冒領或溢領情事者，其退撫給與專戶

開戶銀行得否就冒領或溢領之款項，逕自領受人專戶扣款收回疑義，依銓敘

部 108.7.30 部退三字第 10846592852 號函規定略以，中央與地方主管機關與

所簽約辦理退撫給與專戶之金融機構，就開立退撫給與專戶之領受人有冒領

或溢領者，應依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 69 條、第 70 條暨其施行細則第

105 條規定及所簽訂之書面約定，辦理冒領或溢領款項之收回執行作業。又

基於公教一致處理原則，開立退撫給與專戶之退休教職員或其遺族有冒領或

溢領情事者之處理方式，比照銓敘部 108.7.30 函辦理。(教育部 108.8.6 臺教

人(四)字第 1080112040 號書函) 
六、 教育部書函以，有關支(兼)領月退休金而於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

例施行之日起 1 年內亡故者，其遺族擇領遺屬年金時，得否由遺族按領取比

率分別請領遺屬金疑義，應參照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 46 條

第 2 項、同條例施行細則第 52 條及原學校教員退休條例第 14 條之 1 規定辦

理。(教育部 108.8.28 臺教人(四)字第 1080080052 號函) 
七、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相關釋示： 

1.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施行細則」，業經行政院與考試院、監察院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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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8月1日以院臺法字第1080095192號、考臺組貳一字第10800057421
號及院台申貳字第 1081832173A 號令會銜修正發布施行。(教育部 108.8.6
臺教政(一)字第 1080113980 號函) 

2. 有關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下稱本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3
款所稱「依法令規定」之定義，係指依該行政法人、公營事業、政府捐助

之財團法人已於設置法規、設立或捐助章程所明定；或另訂有關於補助或

交易之規定，該規定並經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或備查者，可認上開

依法令規定所為之本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3 款補助或交易行為尚

無利益衝突，應不受禁止限制；教育部部 108 年 3 月 27 日臺教政（一）

字第 1080043760 號函轉法務部 108 年 3 月 22 日法廉字第 10805002150
號函檢附「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 條規定執行疑義說明」，應予補

充。(教育部 108.7.30 臺教政(一)字第 1080109935 號函) 
3. 有關各級民意機關民意代表，進用二親等以內親屬擔任該機關內之公費助

理，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適用疑義，依教育部釋示，按公職人員利益

衝突迴避法（下稱本法）107 年 12 月 13 日修正施行後，納入各級民意代

表之助理為公職人員之關係人，惟本法第 5 條規定：「本法所稱利益衝突，

指公職人員執行職務時，得因其作為或不作為，直接或間接使本人或其關

係人獲取利益者。」，對於利益衝突之定義未修正。爰法務部 94 年 4 月

13 日法政決字第 0930040451 號函釋，於本法修正後仍有適用，民意代表

僱用其助理，其僱傭關係僅存在於該民意代表與助理間，與機關本身因事

務之需要而為之人事措施性質不同，民意代表自行任免助理之行為，尚非

屬其執行職務之行為，應無本法所稱「利益衝突」之情形。(教育部 108.8.21
臺教政(一)字第 1080122376 號函) 

4. 教育部函以，機關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應依政府採購法令規定公正執行採

購評選職務，亦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4 條第 3 項「其他相類似之

人事措施」之範疇，機關公職人員於涉及其本法第 3 條之關係人獲聘為機

關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過程中，應自行迴避，亦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力、

機會或方法，圖其關係人獲聘為機關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之利益，始符本

法第 6 條及第 12 條規定。另機關幕僚長縱屬機要人員進用，其因執行機

關職務，而由機關首長核定為機關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應屬因職務關係

所衍生之非財產上利益，機關首長尚無自行迴避之必要。(教育部 108.8.26
臺教政(一)字第 1080122382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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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教育部函以，有關公立大學編制內專任教師於學年度中（2 月 1 日）轉任私

立大學編制內專任教師，並於次學年度中（2 月 1 日），再轉任公立大學編

制內專任教師，其繳有教師職前年資採計提敘辦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

定，原服務學校出具之年資（功）加薪（俸）證明、曾任年資已達最高年功

薪，繳有服務成績優良證明或依原服務學校自訂之評鑑規定經核定通過或經

認定表現績優免接受評鑑，繳有證明文件之學年度，得認定該學年度服務成

績優良。至再轉任公立大學當學年度之上學期於私立大學任教年資，因未滿

1 學年，尚不得採計提敘薪級；惟該段任教年資得併現職服務年資，至學年

終了於服務滿 1 學年，由學校按學年度評定其教學、研究、輔導、服務等成

績，並得依評定結果晉本薪(年功薪)1 級，至所聘職務等級最高年功薪為限。

(教育部 108.8.14 臺教人(二)字第 1080119757A 號書函) 
九、 為配合 107 年 6 月 23 日修正施行之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 29 條第

10 項規定，有關軍職人員於 87 年 6 月 5 日後退伍且支領退除給與，並轉任

公務人員者，其所具軍校基礎教育折算役期年資補繳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

費用相關事宜，詳情請至本校人事室網站最新消息項下參閱。(教育部

108.8.26 臺教人(四)字第 1080068861 號函) 
十、 銓敘部令釋，分配至用人機關實施實務訓練之考試錄取人員，得加入服務機

關之公務人員協會。該部 98 年 3 月 25 日部管二字第 0983033710 號令，並

自即日起停止適用。(教育部 108.8.16 臺教人(三)字第 1080114217 號書函) 
十一、 教育部函，依勞動部 108 年 8 月 19 日勞動條 2 字第 1080130913 號函，自

109 年 1 月 1 日起，每月基本工資調整為新臺幣(以下同)23,800 元；每小

時基本工資調整為 158 元。（教育部 108.08.26 臺教人(一)字第 1080121855
號書函） 

十二、 教育部函，為響應政府節能減碳永續發展政策，有關「中華民國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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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辦公日

曆表」專區（https://www.dgpa.gov.tw/）下載使用。（教育部 108.08.26 臺教

人(三)字第 1080119371 號書函） 
十三、 重申各級學校應遵循教育及行政中立相關事項，不得從事有違教育中立及

影響校園學習環境安寧之活動，節錄相關規定如下：(教育部 108.8.28 臺教

人(一)字第 1080125904 號書函) 
1. 教育基本法第 6 條規定：「教育應本中立原則。學校不得為特定政治團

體從事宣傳或活動。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及學校亦不得強迫學校行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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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教師及學生參加任何政治團體或活動。」 
2.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 3 條規定：「公務人員應嚴守行政中立，依據法

令執行職務，忠實推行政府政策，服務人民。」及同法第 9 條規定：「公

務人員不得為支持或反對特定之政黨、其他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從

事下列政治活動或行為：一、動用行政資源編印製、散發、張貼文書、

圖畫、其他宣傳品或辦理相關活動。……五、對職務相關人員或其職務

對象表達指示。……。」 
十四、 查 108 年 8 月 23 日司法院釋字第 783 號及 782 號解釋略以，退撫條例及

公務人員退休資遺撫卹法第 77 條第 1 項第 3 款，有關退休教職員及公務

人員再任私立學校職務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乙節，因與

憲法保障平等權之意旨有違，應自 108 年 8 月 23 日起，失其效力。(教育

部 108.8.28 臺教人(四)字第 1080126172 號函及 1080125172 號函)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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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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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7.18 臺教人(一)字第 1080104227 號書函) 
2. 月眉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所屬麗寶樂園提供教師節優惠活動，詳情請

參閱麗寶樂園網站。(教育部 108.8.21 臺教人(四)字第 1080120768 號書

函) 
十六、 近期公布或修正法規： 

1. 「早期支領一次退休金生活困難退休公教人員發給年節照護金作業要

點」第 3 點、第 6 點經考試院 108 年 5 月 17 日令修正發布，並自同年 7
月 1 日施行。(教育部 108.7.17 臺教人(四)字第 1080096764 號書函) 

2. 考試院 108 年 7 月 15 日考臺組壹一字第 10800038401 號令修正「公務

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規則」第 12 條、第 2 條附表一「公

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應考資格表」、附表二「公務人員普通考試應

考資格表」及第 4 條附表三「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應試科目表」、

附表四「公務人員普通考試應試科目表」。(教育部 108.7.23 臺教人(二)
字第 1080105820 號書函) 

3. 「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業經內政部於 108 年 7 月 30
日以台內移字第 10809324692 號令修正發布。(教育部 108.8.2 臺教文(二)
字第 1080111617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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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職工福利委員會組織準則」第 13 條之 1、第 14 條、第 16 條，業經勞

動部 108 年 7 月 31 日以勞動福 1 字第 1080135745 號令修正發布。(教
育部 108.8.8 臺教人(一)字第 1080112857 號書函) 

5. 「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業經該部於中華民國 108
年 8 月 1 日以臺教人(二)字第 1080109557B 號令修正發布。(教育部

108.8.20 臺教人(二)字第 1080121721 號函) 
6.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施行細則」第 13 條之 1，業經該部於中華民國 108

年 8 月 1 日以臺教人(二)字第 1080109562B 號令修正發布。(教育部

108.8.23 臺教人(二)字第 1080124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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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務處 教務主任 周利娜 新任 曾文峯 

學生事務處 學務主任 王宏仁 新任 李易駿 

通識教育中心 主任 歐宗明 新任 黃美玲 

護理科 副主任 黃美娟 新任  

教務處 
教師發展中心 主任 黃慧莉 新任 程涂媛 

學生事務處 
課外活動指導組 組長 陳玉黛 新任 邱玉坤 

總務處 
環境安全衛生組 組長 許君漢 新任  

研究發展處 
實習就業輔導組 組長 楊雅萍 新任  

實習就業輔導處 主任 蔡秀美 卸任  

實習就業輔導處 
實習組 組長 吳佳珊 卸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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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職稱 姓名 異動原因 備註 
(卸任主管) 

實習就業輔導處 
實習就業輔導組 組長 張雅雯 卸任  

環境安全衛生中心 主任 仇敏 卸任  

 

二、 人員異動名單 

單位 姓名 職稱 異動原因 異動日期 備註 

實習就業輔導處 楊月頴 短期校聘實習指導教師 離職 108.6.29  

護理科 趙安娜 講師 退休 108.6.30  

老人服務事業科 郭銀漢 助理教授 退休 108.6.30  

通識教育中心 陳秀娘 助理教授 退休 108.6.30  

實習就業輔導處 陳國鳳 校聘實習指導教師 到職 108.7.1  

實習就業輔導處 郭家瑗 校聘實習指導教師 到職 108.7.1  

實習就業輔導處 劉芊葳 校聘實習指導教師 到職 108.7.1  

老人服務事業科 張品喻 助理教授 復職 108.7.16  

護理科 邱玉坤 助理教授 留職停薪 108.8.1  

護理科 楊雅萍 助理教授 到職 108.8.1  

護理科 李月萍 助理教授 到職 108.8.1  

通識教育中心 許君漢 助理教授 到職 108.8.1  

老人服務事業科 洪盟惠 短期校聘實習指導教師 到職 108.8.8  

學務處 林義盛 組員 離職 108.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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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靜思語 

要以理來轉事，不是拿事來轉理。 

伍、英文大補帖 

“Motivation will beat mere talent almost every time.” 
– Norman Augustine, Aerospace Executive 
 
「強烈的動機，往往可以戰勝天賦。」- 諾曼‧奧古斯丁 (航太公司執行長) 

陸、員工關懷 

健康不健康 檢查才知道！近40萬人自認沒病 健檢驗出血壓高 
 

慢性病早期常沒有症狀或症狀輕微，導致民眾容易輕忽疾病的發展，且因自覺

健康或忙於工作與家務，而不願安排時間做健康檢查。然而，依據106年成人預防

保健服務資料顯示，40歲以上自述無三高、心臟病及腦中風等病史之民眾，在接受

成人健康檢查後，新發現有高血壓、高血糖、血脂異常者分別有39.2萬人(21.3%)、
16.2萬人(8.8%)、47.5萬人(25.8%)，顯示接受健康檢查能在沒有臨床症狀前，早期

發現慢性病的風險因子，才能及早了解並減少有害健康的生活型態；若經檢查確定

罹病，則可以及早接受治療及追蹤，延緩疾病進展。國民健康署呼籲民眾要及早利

用成人健康檢查，發現問題、及早處理。 
 

不健檢原因「不需要」、「沒空」 
國民健康署提供40歲至64歲民眾每3年1次，55歲以上原住民及65歲以上民眾，

每年1次成人預防保健服務。然而，根據國民健康署106年國民健康訪問調查報告，

受訪民眾扣除有慢性病者(自述有高血壓、糖尿病、高血脂、慢性腎臟病任一項以

上者)，在40-64歲的民眾共有2,304位；過去3年不曾利用成人預防保健服務之前三

大原因為：「覺得自己不需要檢查」(31.8%)、「工作單位已提供」(25.7%)及「沒

空」(21.7%)；65歲以上民眾有503位；過去1年不曾利用成人預防保健服務之前三

大原因則為：「覺得自己不需要檢查」(55.6%)、「已另外做檢查」(14.1%)及「沒

空」(11.3%)。 
國民健康署王英偉署長表示，自我感覺健康狀況良好是不準確的，定期健檢檢

視個人身體狀況，才是正確的健康管理。成人預防保健服務是參考國際醫學實證及

專業組織的建議，選擇造成慢性病(含心血管疾病及肝、腎臟病)最關鍵的風險因

子，為國人量身打造最具有健康效益的檢查項目，包括健康行為(吸菸、喝酒、嚼

檳榔及規律運動習慣)及家族疾病史調查、身體檢查(含血壓、腰圍量測及BMI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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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血液生化及尿蛋白檢查，以及健康諮詢(含衛教戒菸、節酒、戒檳榔、規律運

動及健康飲食等)，可有效針對國人常見六項健康問題(血壓、血糖、血脂、腎功能、

肝功能及健康體重)進行評估。健檢花費時間不多，但及早介入，能減少未來疾病

就醫所耗費的時間與金錢。 
 

全國6千多家院所提供服務 年滿40歲民眾可多加利用 
目前全國有6千多家醫療院所提供成人預防保健服務，醫療院所名單可上國民

健康署網站查詢【連結路徑：首頁＞健康主題＞預防保健項下之公費健檢＞成人預

防保健＞提供服務院所查詢】，國民健康署提醒符合資格民眾多加利用，並請事先

向院所洽詢服務時間及掛號費用。 
 

（資料來源：https://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3804&pid=11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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