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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服務簡訊 
中華民國 108 年 12 月 9 日 

國立臺南護理專科學校人事室編製 

 
 
 
 

壹、人事業務報導 

一、 108 學年度第 1 學期校教評會預定開會日期為 109 年 1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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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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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年度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定期申報期間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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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辦理編制內職員 108 年度年終考績考評事宜，請各單位主管覈實考評，

並於 108 年 12 月 18 日(星期三)前送人事室彙辦。 

四、 有關本年度編制內職員「不休假加班費」及「公務人員強制休假補助費」

請領及配合事項如下： 

1. 不休假加班費及 14 日以外之休假補助費：請覈實填寫「(教)職員不休

假加班費申請表」及「國內休假補助費申請表(14 日以外部份)」(表件

下載：人事室網頁「表格下載/B2 差假、出國/」項下)。 

2. 公務人員強制休假補助費：尚未完成請領之同仁，請儘速規劃休假，

並請避免集中於年底時休假刷卡消費，造成國民旅遊卡檢核網站系統

作業負荷過大。 

3. 配合 108 年度會計核銷作業時限，上開申請表請依限於 108 年 12 月

16 日前填覆並逕送人事室彙辦。 

第 1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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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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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為慰勞同仁工作之辛勞，並促進同仁間情感交流，謹訂於 109 年 1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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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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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使用。 

七、 有關「基本工資」調整，每月基本工資自 109 年 1 月 1 日起調整為新臺

幣 23,800 元；每小時基本工資調整為新臺幣 158 元。 

八、 108 年度第 3 次勞資會議業於 108 年 12 月 2 日召開完竣。 

貳、人事法令宣導 

一、 公職人員利益衝突迴避法相關釋示： 

(一) 有關公職人員利益衝突迴避法第 14 條第 1 項但書第 3 款所稱「對公

職人員之關係人依法令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理之補助」意涵釋示如

下： 

1. 按公職人員利益衝突迴避法（下稱本法）施行細則第 25 條第 2 項規

定：「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但書第三款所稱依法令規定以公開公平方

式辦理之補助，指以電信網路或其他足以使公眾得知之方式，使符合

資格之不特定對象得以提出申請之補助。」本項例外允許公職人員之

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行為要件，除須

有補助法令依據外，並須於辦理補助前將相關資訊充分公開，亦即機

關團體於開始受理補助案申請前，個案應將補助之項目、申請期間、

資格條件、審查方式、個別受補助者之補助金額上限、全案預算金額

概估等，以電信網路或其他足以使公眾得知之方式公開，以符合本法

第 14 條第 1 項但書第 3 款「公平公開方式」之要求。 

2. 衡酌公職人員之關係人與一般人就機關團體補助資訊之取得容非對

等，故立法者特於本法修正時增列「以公開公平方式辦理」之要件。

如機關團體僅於網站公告補助法令規定，未於開始受理補助前將相關

資訊以電信網路或其他足以使公眾得知之方式充分公開，即由公職人

員之關係人自行提出申請，尚難謂與本法第 14 條第 1 項但書第 3 款

及本法施行細則第 25 條第 2 項所稱「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依法令規

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理之補助」要件相符。(教育部 108.11.18 臺教政

一字第 1080167068 號函) 

(二) 有關公職人員利益衝突迴避法（下稱本法）第 2 條之公職人員於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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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考績及獎懲案時應自行迴避相關規定如下： 

1. 按本法第 4 條第 3 項規定「非財產上利益，指有利公職人員或其關係

人在第二條第一項所列之機關（構）團體、學校、法人、事業機構、

部隊（以下簡稱機關團體）之任用、聘任、聘用、約僱、臨時人員之

進用、勞動派遣、陞遷、調動、考績及其他相類似之人事措施」、本

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公職人員知有利益衝突之情事者，應即自行迴

避」，是以本法第 2 條所定公職人員於涉及本人或關係人考績及獎懲

案等人事措施之簽辦、審核及准駁或參與相關會議，均應自行迴避，

始符合本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並應依本法第 6 條第 2 項規定，以書

面通知相關機關。 

2. 公職人員依本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迴避者，民意代表以外之公職人員

應停止執行該項職務，並由該職務之代理人執行，本法第 10 條第 2

款定有明文。查公職人員就具體個案完全迴避由職務代理人代理執

行，固充分符合本法迴避義務要求，惟實務運作上容有個案較為複

雜，或陳核及會簽人員眾多，不易操作之情事，如個別公職人員已於

相關公文上具體敘明就其本人或關係人部分迴避之意思表示，並踐行

通知義務，亦尚難謂與本法迴避規定意旨有違。然相關公文之最後核

定者（通常即為首長），就涉及其本人或關係人利益部分既已迴避未

予核定，此時仍應由其職務代理人就其迴避部分代為核定。(教育部

108.11.22 臺教政(一)字第 1080166524 號函) 

(三) 有關各級政府機關（構）以「任務編組」成立惟實際辦理公職人員利

益衝突迴避法（下稱本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11 款工務、建築管理、

城鄉計畫、政風、會計、審計、採購業務之主管人員，以及兼任本法

第 2 條第 1 項職務之人員，是否屬本法第 2 條之公職人員乙案： 

1. 查各級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機構、各級公立學校、軍警院校、

矯正學校及附屬機構辦理工務、建築管理、城鄉計畫之主管人員，為

本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11 款規定之公職人員。本法於 107 年 6 月 13 日

修正公布，究其立法目的在於防止利益衝突，與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

在於揭露公職人員之財產狀況不同，故本法適用對象與財產申報義務

人應無一致規定之必要，合先敘明。 

2. 查本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11 款辦理工務、建築管理、城鄉計畫、政風、

會計、審計、採購業務之主管人員，係以較有利益輸送之虞之職務為

規範對象，故該款所稱主管人員應指依機關編制所置並執行主管職務

之主管；惟若係依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 28 條所定「機關得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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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需要設任務編組，所需人員，應由相關機關人員派充或兼任。」，

為落實本法防止公職人員執行職務之利益衝突，雖屬任務編組仍實際

執行工務、建築管理、城鄉計畫、政風、會計、審計、採購業務之主

管人員，亦應有本法之適用。 

3. 次查本法第 2 條第 2 項明定依法代理執行公職人員職務之人員，於執

行該職務期間亦屬本法之公職人員。另所謂「兼任」，係指公務員於

其本職之外，復於政府機關內另擔任其他職務，且其所另擔任之職務

本有固定之專任人員擔任者，公職人員職務係兼任者實務上亦屬常

見，且其權限職掌與正式職司或代理該職務者亦無二致，故兼任本法

第 2 條公職人員職務之人員，於執行該職務期間亦屬本法之公職人員。 

4. 末查本法施行細則第 13 條規定「本法第二條第一項第十一款所稱辦

理政風業務，指於法務部廉政署辦理廉政政策規劃，執行反貪、防貪

與肅貪之廉政業務，及於各級政風機構辦理政風業務」，按政風機構

人員設置管理條例第 3 條第 1 項「本條例所稱政風機構，指中央與地

方機關（構）及公營事業機構（以下簡稱各機關）掌理政風業務之機

構」、第 5 條第 2 項「各機關未達設置政風機構之標準者，政風業務

得置專責政風人員辦理，其職稱為政風員，視同政風機構。」、第 5

條第 3 項「前項未置專責政風人員者，政風業務由上級機關政風機構

委託各該機關就本機關內遴薦適當人員，循政風系統指派兼任或兼

辦」，故上開依政風機構人員設置管理條例第 5 條第 3 項規定於未設

置政風機構兼任或兼辦政風業務之人員，尚難謂屬本法施行細則第 13

條規定之範疇。(教育部 108.11.28 臺教政(一)字第 108017251 號函) 

二、 教育部函以，國立大專校院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尚不得以「專家學者」

或「產業界人士」身分，兼任地方行政法人董事職務。 

(一) 查公務員服務法(以下簡稱服務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公務員除法

令所規定外，不得兼任他項公職或業務。……」次查銓敘部 101 年 8

月 21 日部法一字第 1013634408 號書函以，依技術士技能檢定作業及

試場規則第 25 條規定，術科測試辦理單位應遴聘具監評人員資格者

擔任監評工作，茲以該規則並未明文規定公務員得兼任該術科測試辦

理單位所擬聘請之監評人員，是該規則尚不得據以作為公務員得兼任

監評人員之法令依據。準此，公務員兼職之法令依據，除法令位階因

素外，該等法令規範內容尚須載明特定職務得由具公務員身分者兼任

之依據，始合於服務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 

(二) 按該部 107 年 10 月 25 日部法一字第 1074658869 號函規定略以，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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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法第 14 條第 1 項所稱「法令」，得包括直轄市、縣(市)依行政法人

法第 41 條規定，準用該法規定制定之行政法人自治條例，該等自治

條例如增列「遴聘政府機關代表兼任董、監事」及「置專任一條鞭機

構或由主管機關派員兼任」等相關規定，得作為公務員兼職之法令依

據。茲以上開函釋業釋明地方行政法人自治條例倘明定其董、監事得

由政府機關代表兼任等規定之要件，即得作為公務員兼任之法令依

據，是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如以「專家學者」或「產業界人士」身分獲

聘為地方政府行政法人董事，因其係以個人名義（非機關代表）兼任

該職務，自與務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未合。 

(教育部 108.11.29 臺教人(二)字第 1080165271 號函) 

三、 銓敘部函關於公務員服務法第 14 條所稱「法令」、「公職」與「業務」之

認定標準如下： 

(一) 查服務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公務員除法令所規定外，不得兼任他

項公職或業務。其依法令兼職者，不得兼薪及兼領公費。」 

(二) 前開服務法第 14 條規定要件及適用情形之認定標準如下： 

1. 法令部分： 
(1) 指法律（法、律、條例、通則）、法規命令(規程、規則、細則、

辦法、綱要、標準或準則)、組織法規(組織法、組織條例、組織通

則、組織規程、組織準則、組織自治條例、編制表及依中央行政

機關組織基準法訂定發布之處務規程、辦事細則)、地方自治團體

所定自治條例及與上開法規處於同等位階者。 
(2) 前開法令所規範之內容，須明確規定該等職務或業務得由公務(人)

員兼任、由政府機關(構)指派兼任，或公務員為政府機關代表等，

足資認定該等職務或業務係由具公務員身分者兼任時，始得作為

公務員兼職依據。 

2. 公職部分： 
(1) 依司法院釋字第 42 號解釋，指各級民意代表、中央與地方機關之

公務員及其他依法令從事於公務者。 
(2) 前開所稱「依法令從事公務者」，應由各該職務設置依據法令之權

責機關(構)認定之。 

3. 業務部分：經綜整司法院以往就業務之個案所為解釋、公務員懲戒委

員會及法院等相關判決，包括醫師、律師、會計師等領證職業，以及

其他反覆從事同種類行為之事務。 

4. 其他： 
(1) 依司法院釋字第 71 號解釋意旨，無論是否為通常或習慣上所稱之

業務，祇須與本職之性質或尊嚴有妨礙之事務，公務員均不得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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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2) 非屬服務法第 14 條所定公務員不得兼任他項公職或業務之情形，

包括： 
A.經權責機關(構)認定為任務編組或臨時性需要所設置之職務。 
B.反覆從事同種類行為之事務，係屬具社會公益性質者。 
C.從事同種類行為之事務，係不具「經常」及「持續」性者。 
D.公務員於公餘時間因從事或參與社會公益性質之事務而依各該

專業法規辦理相關事宜(如執業登錄、加入公會等)者。 
(教育部 108.12.2 臺教人(二)字第 1080172779 號函) 

四、 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函以，有關退休人員依公教人員退休法律、公務員

懲戒法或其他法律規定，受剝奪或減少退離給與之行政處分或懲戒判決

者，茲以三節慰問金業參酌退休(伍)軍公教人員年終慰問金發給辦法之原

則修正發給對象，其發給條件宜有一致性之規範，爰參照年慰發給辦法

第 5 條規定，旨揭人員自當年度當節起不發給三節慰問金。（教育部

108.11.25 臺教人(四)字第 1080170812 號書函） 

五、 有關 2020~2022「健康 99-全國公教健檢方案」特約醫療機構及其規劃辦

理之健檢方案，業公告於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歡迎同仁參考

利用。(教育部 108 年 12 月 06 日臺教人(四)字第 1080009292 號書函) 

六、 近期公布或修正法規： 

(一) 「108 年軍公教人員年終工作獎金發給注意事項」業經行政院訂定，

並自 108 年 12 月 4 生效。(教育部 108.12.5 臺教人(四)字第 1080178425

號書函) 

(二) 行政院修正「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第 4 點附表 7「各機關

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給表」及「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給合理化

調整方案」，並自 109 年 1 月 1 日生效。(教育部 108.12.04 臺教人(四)

字第 1080166841 號書函) 

(三) 行政院修正「行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臨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

並自即日生效，及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配合前揭要點修正之「各機關

學校應辦及注意事項」及修正「臨時人員工作規則範本」。(教育部

108.11.19 臺教人(一)字第 1080173087 號函) 

(四) 教育部函以，行政院配合「職組暨職系名稱一覽表」修正、該院部分

機關組織調整及「社會工作人員執業安全方案」，修正相關待遇表別

一案，相關表別可至本校人事室網站最新消息項下查詢。(教育部

108.11.19 臺教人(四)字第 1080166913 號函) 

(五) 行政院修正「公務人員酒後駕車相關行政責任建議處理原則」，並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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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年 11 月 4 日生效。(教育部 108.11.20 臺教人(三)字第 1080161937

號函) 

參、人事動態 

單位 職稱 姓名 異動原因 異動日期 備註 

學務處 組員 楊青宜 職務調整 108.10.21  

護理科 校聘實習指導教師 郭乃菁 到職 108.11.01  

 

肆、靜思語 

難行能行，難捨能捨，難為能為，才能昇華自我的人格。 

伍、英文大補帖 

“Will, work and wait are the pyramidal cornerstones for success.”  

— Louis Pasteur, Microbiologist 
 
「意志、努力與等待是成功金字塔的基石。」– 路易斯‧巴斯德 (微生物學家) 

陸、員工關懷 

「三高」及長者等高危險族群 天冷運動前暖身、保暖才能護心 
 

時序入冬，根據中央氣象局預報資料顯示，未來一週受東北季風影響，北

部及東北部天氣較涼，其他地區早晚亦涼。每年這個季節馬拉松路跑紛紛登場，

許多民眾更利用路跑活動來檢視自己一年以來運動的成果。國民健康署王英偉

署長提醒，因為路跑時間多半在清晨，參加者除充足睡眠、要吃早餐外，活動

前的「熱身準備」更是不能輕忽，並且在路跑過程適當補充水份，若有不適應

立即停止，尋求醫療協助。另外由於低溫與早晚溫差大均會造成血管收縮，使

血壓上升，進而增加心臟病和中風急性發作的機會，呼籲民眾面對氣溫下降，

一定要加強保暖。尤其是三高及心血管疾病患者，在冬天從起床到外出，保暖

是最基本的自我保護行為。 
 

冬天運動暖心護心四措施 
鑒於運動風氣漸漸成形，慢性病病人運動也不需要因噎廢食，國民健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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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減少誘發心臟病4措施，來協助有慢性病患及長輩預防心臟病猝發： 
 
1.隨手添衣暖身心 

天氣漸冷，日夜溫差較大，由於長輩對於環境溫度變化反應較不敏銳，國

民健康署特別提醒65歲以上長輩，晚上睡覺時，要先備妥保暖衣物在床邊隨手

可拿到的地方，不管是半夜起床上廁所或是早上起床，都要記得先添加衣物保

暖後再進行活動。剛起床後的活動勿過於急促，先補充溫開水；身體活動以溫

和漸進方式慢慢增加。 
 
2.早起運動曬太陽 

冬季早晚溫度偏低，提醒習慣早起運動的民眾，不要急著太早出門運動，

建議等太陽出來氣溫回升，天氣暖了再出門，或建議也可改在室內運動。對於

高危險群，最好避免單獨去爬山或從事離開人群的運動，亦不宜單獨泡湯。出

門需穿著保暖衣物，採多層次穿著（例如洋蔥式穿法），方便隨著溫度變化來

穿脫衣物，儘可能選擇易於穿脫與合適肢體活動之衣物，運動前一定要充分暖

身，且儘量攜伴運動，相互照應。 
 
3.規律服藥量血壓 

面臨氣溫變化起伏，提醒三高患者、心血管疾病患者及長者，除規律服藥、

定期回診和飲食控制之外，最重要的是要定期量血壓，並做好血壓監測。 
 
4.注意徵兆搶時間 

時間是最重要的關鍵!心血管疾病之急性發作，如心肌梗塞及腦中風是危及

生命之緊急狀況，儘早就醫可減少死亡及病後殘留失能之嚴重度。如果出現心

臟病徵兆（胸悶、左前胸或上腹部有壓迫感、胸痛、呼吸困難或感覺消化不良、

心悸、冒冷汗，合併暈眩、疲倦無力、噁心、嘔吐等症狀）。男女症狀不同，

女性則常會出現噁心、手麻、背痛、呼吸不順等，可能立即危及生命，建議立

即就醫接受治療。對於有心臟病史的民眾，在任何時間都要隨身病歷卡與緊急

用藥以備不時之需。冬天也是中風發作的高風險期，若發現有小中風的情形，

切勿因症狀緩解而輕忽嚴重性，一定要打119迅速就醫，避免錯失黃金治療期而

造成遺憾。 
（資料來源：https://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3804&pid=118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