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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服務簡訊 
中華民國 109 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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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校聘行政校師及校聘實習指導教師 108 學年度年終考核及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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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年 6 月 1 日(一)前送人事室彙辦後續事宜。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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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配合勞動部「安心即時上工計畫」，本校業經勞動部勞動力發展署雲嘉南

分署臺南就業中心核定補助給予 5 名臨時人力，業於 109 年 5 月 4 日起

陸續到職。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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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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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0 日校慶慶祝大會中頒獎予以感謝。本(109)年度服務本校屆滿年限之

資深教職員工名單如下：服務 40 年者為何雪珍老師；服務 20 年者為呂

淑雯小姐；服務 10 年者為莊庭軒實習指導教師、林怡君實習指導教師、

林耿世先生。 

六、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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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遴選出江明翰主任及黃美荏主任等 2 員為本學年度行政服務績優教

師，業訂於 109 年 5 月 30 日校慶慶祝大會中接受表揚，並頒發獎牌及獎

金一萬元。 

七、 本校 109 年 5 月 30 日（六）67 週年校慶，本校教職員工全體同仁請著校

慶衣服正常上下班及簽到退，並踴躍參與校慶系列活動，校慶之上班日

將於 6 月 29 日(一)補假一日。另 109 年 6 月 20 日補班將於同年 6 月 26

日補假一日。 

貳、 人事法令宣導 

一、 教育部書函以，配合修正生效之簡任(或相當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

下未涉及國家安全利益或機密之公務人員及警察人員赴大陸地區作業要

點，內政部修正「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利益或

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大陸地區作業要點」部分規定、「簡任(或相當

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利益或機密之公務員及

警察人員赴大陸申請表」。(教育部 109.04.28 臺教人(三)字第 1090027553

號書函) 

二、 教育部書函以，有關內政部修正之「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

入大陸地區作業規定」部分規定、「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赴大

陸地區線上申請須知」，修正規定及附件，可至行政院公報資訊網（網址

http://gazette.nat.gov.tw）下載。 (教育部 109.04.27 臺教人 (三 )字第

1090025547 號書函) 

三、 教育部書函以，有關轉知內政部修正「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

進入大陸地區許可辦法」及有關具多重通報身分之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

員(含退離職)進入大陸地區返臺後通報事宜。對於具多重通報身分之公務

員及特定身分人員（含退離職）進入大陸地區返臺後，渠等通報處理原

則如下： 

1. 現職人員具多重通報身分者，赴陸返臺後通報表送交現職服務機關；若

其原退離職列管服務機關有暸解通報之需要時，得進行必要之查報，或

由機關間相互進行通報資訊分享等行政協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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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退離職人員（無現職）具多重通報身分者，應向退離職最後一個列管機

關送交通報表，倘遇有送交通報機關管制期屆滿之情形，則依次向前一

個列管且仍保有管制期間之機關送交。 

(教育部 109.04.27 臺教人(三)字第 1090024986 號書函) 

四、 教育部書函以，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辦理「填問卷，顧權益」活

動，歡迎公務人員踴躍上網填寫。(教育部 109.04.24 臺教人(三)字第

1090058918 號書函) 

五、 教育部書函以，有關國立大學相當簡任第 11 職等以上公務員進入大陸地

區申請案經該部許可後，如遇不可抗力等因素，須變更行程之辦理方式，

依內政部 109 年 3 月 23 日內授移字第 1090931199 號函辦理。 

1. 申請案經許可後，如須行程變更，申請機關可於申請人行程變更前於線

上系統申請行程變更。 

2. 如遇有不可抗力因素，申請人須延後返臺，無法事先申請行程變更者，

可於事後向教育部申請備查。 

3. 申請案經許可後，如在原經許可赴陸期間範圍內，延後赴陸或提前返

臺，且邀請單位、探訪對象、行程內容及停留地點均未變更，鑑於變更

之行程，未逾原許可之範圍，有未及於事先申請行程變更之情形，亦可

於申請人返臺後向教育部申請備查。 

(教育部 109.04.23 臺教人(三)字第 1090044240 號書函) 

六、 教育部書函以，為協助身心障礙教師克服工作障礙，勞動部勞動力發展

署業訂有「推動職務再設計服務計畫」，學校及教師可向當地直轄市、縣

市政府勞工行政主管機關申請職務再設計服務。(教育部 109.04.22 臺教人

(二)字第 1090052786 號書函)  

七、 教育部書函以，為配合中央防疫作業，我國新創企業─新芽網路有限公

司(SurveyCake)願免費提供公部門 SurveyCake 專業版帳號以協助防疫，如

有使用需求，可逕洽該公司或至以下綱址申請 https://pse. is/QEJ7J。(教育

部 109.04.16 臺教人(三)字第 1090050477 號書函) 

八、 教育部人事處轉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書函以，為提升使用者操作便利性

並兼顧個人隱私權保護，國民旅遊卡檢核系統新增使用者「註記/取消註

記不核發交易」相關功能，並於 109 年 4 月 9 日（星期四）正式上線。(教

育部人事處 109.04.14 臺教人(三)字第 1090048566 號書函) 

九、 教育部書函以，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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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年 4 月 1 日院授

人給字第1090029846號公告為新臺幣2萬5,000元以下。(教育部109.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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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教人(四)字第 1090049806 號書函) 

十、 教育部書函以，有關勞動部重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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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號書函)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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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教育部書函以，為因應 109 年防汛期來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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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查照自行上網查閱。（教育部 109 年 4 月 30 日臺教人(三)

字第 1090060437 號書函） 

十三、 教育部書函以，衛生福利部為協助民眾穩定心情，正向面對疫情，特建

立「疫情心理健康」專區，提供防疫相關資訊及心理健康資源，相關資

訊業已公告於本校防疫專區，歡迎同仁多加利用。（教育部 109 年 4 月 29

日臺教人(一)字第 1090060261 號書函） 

十四、 教育部書函以，為因應 109 年防汛期來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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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自行上網查閱。(教育部 109.04.30 臺教人(三)字第

1090060437 號書函) 

十五、 教育部書函以，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業經行政院同意任務期間延長至 110

年 5 月 30 日。(教育部 109.04.30 臺教人(二)字第 1090059699 號書函) 

十六、 為推動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及閱讀風氣，國家文官學院辦理 110 年公務人員

「每月一書」遴選活動，敬請推薦適合公務人員閱讀之圖書。推薦之圖

書須為近 5 年內（自 104 年 6 月 1 日起至 109 年 6 月 1 日止）出版，區

分「公共政策與管理知能」及「自我發展與人文關懷」兩大領域範疇。

如蒙推薦，敬請於 109 年 6 月 5 日前至該學院全球資訊網站

(https://www.nacs.gov.tw)線上服務專區，點選「圖書推薦」後輸入圖書資

料。((教育部 109.05.01 臺教人(一)字第 1090061885 號書函) 

十七、 優惠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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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育部公務人員協會與晨陽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簽訂「新專案公務

人員自費團體保險」及汽機車「強制險專案」。另推薦新光人壽「五動

鑫富利率變動型終身壽險」方案和公務人員 APP「中央福利社」專屬福

利網。中央福利社網址: https://www.zhongyangtw.com.tw/login.php 福利

社專用申請碼:「072099」。 

十八、 近期公布或修正法規 

1. 「公立學校教師獎金發給辦法」，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 109 年 4 月 29 日

以臺教人（四）字第 1090048465B 號令修正發布。(教育部 109.04.29 臺

教人(四)字第 1090048465E 號函) 

2. 「安心即時上工計畫」第 6 點，業經勞動部修正發布。(教育部 109.04.27

臺教秘(一)字第 1090061355 號函) 

3. 因應「職組暨職系名稱一覽表」於本（109）年 1 月 16 日開始施行，考

試院業於本年 3 月 20 日修正發布考試院修正發布「公務人員高等考試

一級考試規則」第二條附表一、第四條附表二及「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二

級考試規則」第二條附表一、第四條附表二。(教育部 109.04.16臺教人(二)

字第 1090049199 號書函)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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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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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教育部人事處書函以，檢送「教育部及所屬機關（構）學校 109 年度

強化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及專書閱讀推動計畫」。（教育部人事處 109 年 4

月 29 日臺教人處字第 1090059158 號書函。 

6. 勞動部修正發布「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

第 2 條、第 15 條及「僱用員工三十人以上未滿五百人中型事業單位工

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範本」及「僱用員工五百人以上

大型事業單位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範本」。（教育部

109 年 4 月 27 日臺教人(一)字第 1090050544 號書函） 

7. 勞動部修正「工作規則審核要點」第 9 點附表，並自即日生效。(教育部

109.05.06 臺教人(五)字第 1090062422 號書函) 

8. 本校教師兼職處理要點業經 109 年 4 月 14 日本校 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

第 1(083)次校務會議審議訂定，相關條文業公告於人事室網頁/人事法規

/兼職項下，請自行上網參閱。 

9. 本校特聘教授設置要點業經 109 年 4 月 14 日本校 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

第 1(083)次校務會議修正，相關條文業公告於人事室網頁/人事法規/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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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聘任項下，請自行上網參閱。 

10. 本校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支應原則業經教育部同意備查，相關條文業

公告於人事室網頁/人事法規/獎懲項下，請自行上網參閱。 

參、人事動態 

單位 職稱 姓名 異動原因 異動日期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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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把握做好事的因緣，一旦因緣消逝，想做就來不及了！ 

伍、英文大補帖 

“Life always offers you a second chance. It’s called tomorrow.”  

– Nicholas Sparks, Novelist 
 
「人生總有第二機會，它叫明天。」– 尼可拉斯·史派克 (小說家) 

陸、員工關懷 

氣喘「藥」控制 才是降低疫病感染的關鍵 
 

根據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指出新型冠狀病毒會影響整個呼吸道，引起氣喘急性發作，並

可能導致肺炎和急性呼吸道疾病，因此中、重度氣喘患者比一般人有更高的病

情惡化風險。彰化基督教醫院 林慶雄副院長表示，武漢肺炎疫情之後，醫院的

氣喘門診人次下降了近2成，而拿慢性處方箋的人次也下降了近1成，為了擔心

民眾因疫期而中斷服藥，國民健康署王英偉署長提醒氣喘患者，在疫情期間仍

需要定期回診及服藥治療，勿擅自停藥，避免引起氣喘急性發作風險。如因疫

情影響而害怕至醫院回診及領藥的患者，也應該與主治醫師討論，可先在住家

附近診所就醫或透過連續處方箋於社區藥局領藥，以維持良好的氣喘控制。 

今年5月5日為世界氣喘日，全球氣喘倡議組織(Global Initiative for Asthma, 
GINA) 呼籲在2019新型冠狀病毒流行期間，為降低氣喘患者感染風險，氣喘患

者應配合醫師指示，按時使用藥物(特別是吸入性藥物)控制氣喘。今年碰到閏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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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氣溫變化大，也會引發氣喘所以更顯得服藥的重要性。 

擅自停藥很危險  避免接觸誘發危險因子 

疫情期間更需維持規律、按時使用藥物的好習慣，以穩定呼吸道發炎狀態，

降低感染及急診就醫風險。國民健康署呼籲氣喘患者配合以下三項照護重點： 

1.正確用藥及不擅自停藥：氣喘患者及家屬不應擅自停藥，應配合醫師指導，正

確使用藥物(特別是吸入性藥物)，以確保藥物能進入呼吸道，而不是在口腔中，

才能有效達到治療目的。 

2.避免接觸誘發氣喘的危險因子，如：塵蟎、灰塵、二手菸、花粉、汽機車廢氣

及冷空氣等，並透過居家環境清掃降低呼吸道感染。 

3.疫情期間要勤洗手(肥皂和水洗手至少 20 秒)，外出戴口罩並隨身攜帶藥物，

與他人保持社交距離(室外1公尺、室內1.5公尺)。 

 

（資料來源：https://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4141&pid=123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