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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服務簡訊 
中華民國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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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定為 6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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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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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軍訓室門口、老服科門口以及人事室皆設有額溫槍量測點，本校教

職員工（含專任助理）可前往自助量測體溫，歡迎多加善用，並至「教

職員工每日體溫登錄平台」登錄溫度及健康狀況，人事室將定期查看同

仁體溫登錄狀況，漏未登錄體溫之同仁將提供名單予各單位協助關懷。

體溫登錄平台連結：學校首頁 / 防疫專區(COVID-19) / 南護教職員工每

日體溫登錄平台。 
三、 因應本校運動會延期，原預訂辦理之運動服裝採購作業將配合 5 月 30 日

校慶活動續辦採購作業。 
四、 109 年度「行政服務績優教師選拔」，預計於 109 年 4 月 15 日召開行政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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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人事室與通識教育中心訂於 109 年 5 月 5 日（星期二）下午 14 時至 16

時假圖書資訊大樓 B1 第一會議室共同辦理教師升等講座，邀請遠東科技

第 1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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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郵件傳送全體同仁參考，如有任何訊息，歡迎來信提供及指教。  (來信信箱：

person@mail.ntin.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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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謝盛文教授兼教務長講授教學升等，歡迎踴躍參

加。 
六、 109 年度第 1 次勞資會議業於 109 年 3 月 24 日召開完竣。 
七、 為隨時因為疫情需要能及時應變，本校擬訂於 109 年 4 月 17 日(五)進行

分組異地辦公及居家辦公預演，請各單位 4/17 按原單位人力、異地辦公

人力、居家辦公人力三種人力進行演練作業。 

貳、 人事法令宣導 

一、 教育部函以，曾任經政府立案或備查之海外全日制僑（華）校專任教職

員年資，公立學校教職員曾任經政府立案或備查之海外全日制僑（華）

校且未曾領取退離給與之專任教職員年資，其服務證明書之驗印權責機

關，除 95 年 7 月 31 日以前，曾任馬來西亞吉隆坡臺灣學校、檳吉臺灣

學校、印尼雅加達臺灣學校、泗水臺灣學校及越南胡志明市臺灣學校等

海外臺灣學校年資，其服務證明書之驗印權責機關為教育部外，其餘均

為僑委會。(教育部 109.3.31 臺教人(四)字第 1090038851 號書函) 
二、 教育部函以，勞動部重申「重大傳染病」屬勞動基準法所稱「事變」，政

府機關為因應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一級開設進行防疫工作，如有使適

用勞動基準法勞工延長工時或假日出勤之必要，得依同法第 32 條第 4 項

及第 40 條規定辦理。(教育部 109.03.31 臺教人(五)字第 1090043836 號函) 
三、 教育部書函以，轉知外交部領事事務局關於本(109)年 3 月 21 日(含)以前，

以免簽證、落地簽證或持停留簽證入境我國，且停留期限尚未逾期之外

籍人士，其在臺停留期限一律自動延長 30 日，毋需另行申請。另內政部

移民署針對逾期停（居）留外來人士推動「擴大逾期停（居）留外來人

口自行到案專案」，於宣導及專案期間（本年 3 月 20 日至 6 月 30 日）自

行到案者，採不收容、不管制來臺期間及最低罰鍰(新臺幣 2,000 元)等優

惠措施。(教育部 109.03.25 臺教文(五)字第 1090043999 號書函) 
四、 教育部函以，行政院公告委任行政院所屬之私法人主管機關及公法人監

督機關，受理或辦理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六條至第十一條有關行

政院受理公職人員通知自行迴避、利害關係人申請迴避、辦理職權令其

迴避及迴避彙報等事項，並自 109 年 3 月 17 日起實施。(教育部 109.03.24
臺教政(一)字第 1090040652 號函) 

五、 教育部函以，有關各機關（構）學校人員自 109 年 3 月 18 日起至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解散之日止，平日、假日出國均應

明確填報或使機關（構）學校知悉所前往國家、地區（含轉機）。(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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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18 臺教人(三)字第 1090041383 號函) 
六、 教育部函以，因應疫情發展，請各校配合辦理以下事項： 

1. 自 109 年 3 月 18 日起至本學期上課結束日止，應避免教職員工生非必

要或非急迫之出國，對於各類人員之出國案件，請務必審慎評估其必要

性或急迫性，並加強自境外返國教職員工生之清查及健康管理措施。 
2. 各大專校院教職員出國，屬「國際旅遊疫情建議等級」第三級警告者，

應先採取替代措施，於疫情管制期間過後再行前往；屬第二級警示或第

一級注意者，校長應審慎從嚴審核，屬非必要或非急迫之出國案，應不

予同意，已核准之出國案件，亦應重新審核。 
3. 為降低課堂群聚感染風險及維護學生受教權益，學生亦應避免出國，請

各校配合暫緩各類學生出國研習及交流活動，並積極勸導學生停止國外

旅遊；另應提醒自境外返國學生，於入境時應誠實申報其旅遊史，並主

動告知學校，以利安排健康管理措施，如因隱匿而造成校園防疫破口，

將依校內獎懲規定追究其責任。 
(教育部 109.03.19 臺教高通字第 1090041277 號函) 

七、 教育部函以，各機關（構）學校人員自 109 年 3 月 13 日起非因公奉派出

國者，返國後經衛生主管機關列為自主健康管理對象，如需請假，回歸

各類人員請假規則規定辦理。 (教育部 109.03.13 臺教人 (三 )字第

1090038670 號函) 
八、 教育部書函以，配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整體疫情防控，109

年 3 月 19 日(含)以後非因公出國者，防疫隔離假期間不予支薪。非屬前

開情形者，於防疫隔離假期間照常支薪。(教育部 109.03.30 臺教人(四)字
第 1090045974 號書函) 

九、 教育部書函以，公立學校教職員曾任經政府立案或備查之海外全日制僑

（華）校且未曾領取退離給與之專任教職員年資，其服務證明書之驗印

權責機關，除 95 年 7 月 31 日以前，曾任馬來西亞吉隆坡臺灣學校、檳

吉臺灣學校、印尼雅加達臺灣學校、泗水臺灣學校及越南胡志明市臺灣

學校等海外臺灣學校年資，其服務證明書之驗印權責機關為本部外，其

餘均為僑委會。（教育部 109.03.31 臺教人(四)字第 1090038851 號書函） 
十、 教育部書函轉銓敘部函，國內外出版社所發行之期刊(含學術期刊)，除法

令另有規定外，公務員不得兼任出版社編輯人職務（無論該職務職稱名

目為何）；基於兼任行政職務教師仍得依公務員服務法等相關法令規定，

經學校許可從事編輯相關職務(如總編輯、副主編、編輯委員、編輯顧問

等)。（教育部 109.03.06 臺教人(二)字第 1090026242 號書函、109.03.12 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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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人(二)字第 1090038451 號書函) 
十一、 近期公布或修正法規 

1. 「教育部辦理教職員因公命令退休及因公撫卹疑義案件審查小組作業

規定」業經教育部訂定並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七月一日起生效。(教育

部 109.03.30 臺教人(四)字第 1090046427 號函) 
2.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員工防疫隔離假薪資費用加倍減除辦法」，業經

衛生福利部會銜財政部於本(109)年 3 月 10 日發布。(教育部 109.03.17
臺教綜(五)字第 1090036745 號函) 

3. 有關「從事涉及重要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業務之退離職人員應經審查許

可期間屆滿後進入大陸地區申報辦法」，業經內政部於 109 年 2 月 18 日

以台內移字第 10909307032 號令訂定發布，請至行政院公報資訊網（網

址 http://gazette.nat.gov.tw）下載。(教育部 109.03.19 臺教人(三)字第

1090024990 號書函) 
4.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資料審核及查閱辦法」部分條文，業經行政院與考

試院、監察院於中華民國 109 年 3 月 10 日以院臺法字第 1090084011 號、

考臺組貳一字第 10900013741號及院台申伍字第 1091800081A號令會銜

修正發布施行。(教育部 109.03.12 臺教政(一)字第 1090037034 號書函) 

參、人事動態 

單位 職稱 姓名 異動原因 異動日期 備註 

護理科 校聘實習指導教師 張淯晴 到職 109.03.02  

總務處/妝品科 校聘組員 曾怡菁 留職停薪 109.04.06  

總務處/妝品科 短期校聘組員 董家豪 到職 109.04.06  

肆、靜思語 

「貪」不但帶來痛苦，也使人墮落。 



5 
 

伍、英文大補帖 

“There are opportunities even in the most difficult moments.”  
  – Wangari Maathai, Social Activist 
 
「即使最困難的時刻也存在機會。」– 萬加瑞·馬塔伊 (社會活動家) 

陸、員工關懷 

不要讓血壓管理成為防疫的缺口 
高血壓患者及長者做好3C自我管理 防疫才能無缺漏 

 
近期有關武漢肺炎的研究指出(刊登於中國流行病學雜誌)，慢性病增加致命

風險，以心血管疾病位居第一，其次是糖尿病、慢性呼吸道疾病和高血壓。因

此，國民健康署提醒高血壓患者及長者，疫情期間儘量待在家，室內保持通風，

落實勤洗手，出門戴口罩，儘量不去人口密集、空氣不流通的場所，以減少病

毒感染風險。 

此外，目前正值高血壓與心血管疾病的高發季節，高血壓患者及長者對於

武漢肺炎自我防護固然重要，血壓的自我管理更不容忽視。國民健康署王英偉

署長提醒，面對疫情，可保持警覺，但不必過度緊張，掌握下列注意事項，就

能輕鬆做好血壓3C自我管理： 

一、 每日記得量血壓(Check)：民眾平時可利用醫療院所或生活周邊的血壓站來

量測血壓，但在疫情期間，建議改在家測量血壓，並利用紙本或手機下載

相關健康管理軟體紀錄血壓數值，除了可自己監控血壓變化，也可在就診

時提供醫療人員瞭解血壓控制情形，做為治療參考依據。 

二、 健康生活型態不可少(Change)：在日常生活上，更要落實良好生活型態，

例如低油、糖、鹽及高纖飲食，拒菸酒、適度居家身體活動(如做健康操、

散步、做家事等)，以保持良好的身體狀態，有助於血壓控制，減少心血管

疾病急性發作的風險。 

三、 按時吃藥要記牢(Control)：除落實良好生活型態外，更需持續規律服藥，

切勿擅自停藥，讓病情得到妥善的控制。因應疫情，可憑醫院或診所開立

之慢性病連續處方箋，優先至社區健保藥局領藥，減少出入醫院次數，降

低感染風險。若民眾必須至醫院領藥，部分醫院有增設慢性處方箋院外領

藥服務窗口，可先上醫院網站查詢或電話洽詢了解該醫院是否有相關服務

後再前往，以確保個人健康安全。 

由於全球疫情持續嚴峻，國健署呼籲民眾對疫情勿過度恐慌，緩解焦慮情

緒，可減少血壓波動，並請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相關之防疫建議，

如需相關資訊可參閱疾管署網站 (https://www.cdc.gov.tw/)，或撥打免付費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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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線1922(或0800-001922)洽詢。 

 
（資料來源：https://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4141&pid=12275 ）  

https://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4141&pid=122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