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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資訊 

單位 職稱 姓  名 

營建工程系 副教授 鄧福宸 

營建工程系 副教授 蕭博謙 

機械工程系 助理教授 周育任 

機械工程系 助理教授 曾修暘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助理教授 蔡孟霖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助理教授 羅承慈 

資訊工程系 助理教授 陳冠宇 

科技管理研究所 專案助理教授 黃振皓 

管理學士班 專案助理教授 張哲遠 

應用科技學院 專案助理教授 林儀佳 

      110 學年度年輕學者研究獎助獲獎名單 

 

 

 

 

 

 

 

 

重要訊息 

編號 主旨/重點摘錄 

1 

本校「112年新春望年會」活動訂於112年1月10日（星期二）上午10時於RB105演講廳

辦理，摸彩品兌換處為RB101會議室；為防人潮眾多，開放鄰近RB102會議室及AU視聽

館進行實況轉播。 

配合防疫，本活動取消用餐，於報到時發給餐券，活動過程中禁止飲食，並請配戴口

罩。本次活動包括表演、頒獎及摸彩等，歡迎教職員工蒞臨現場一同共襄盛舉!! 

本活動視疫情機動調整，敬請體諒包涵並密切留意人事室網站最新消息與大宗郵件通

知，預祝各位新年快樂!!  

2 

為辦理教育部第67屆學術獎，請有意申請者於111年12月16日（星期五）前備妥推薦表

等資料，經行政程序簽准後，送人事室彙辦，俾提111年12月策推會議審議。教育部函

及推薦書電子檔請至人事室網站最新消息項下下載。 

3 

為辦理教育部第27屆國家講座，請有意申請者於111年12月8日（星期四）前備妥推薦

表等資料，經系所學院教評會審議通過後，送人事室彙辦，俾提111年12月校教評會審

議。教育部函及推薦書電子檔請至人事室網站最新消息項下下載。 

4 
本校「契約進用工作人員管理要點」業經本校 111 年 11 月 15 日第 614 次行政會議修

正通過，請至人事室/相關法規/ 契約進用工作人員項下查閱。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107840,r7.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107841,r7.php?Lang=zh-tw


  

 2 

 

法規及政策宣導 

編號 主旨/重點摘錄 

1 

潘文淵文教基金會 2023 年「研究傑出獎」、「胡定華年輕研究創新獎」及「物聯網創新應

用獎」即日起受理申請。有意申請者，請於下述期限內備妥相關資料送達潘文淵文教基

金會辦理。研究傑出獎、年輕研究創新獎：112 年 2 月 15 日（星期三）前；物聯網創新

應用獎：112 年 1 月 15 日（星期日）前。相關申請資格、辦理方式及申請書格式等資訊

請至潘文淵文教基金會網站項下參閱 https://pan.itri.org.tw/index.aspx。 

2 
行政院修正發布「中央政府機關員額管理辦法」部分條文。 

【教育部 111 年 10 月 25 日臺教人（二）字第 1110103164 號書函】 

3 
考試院修正發布「職務列等表」。 

【教育部 111 年 10 月 18 日臺教人（二）字第 1110100958 號書函】 

4 

轉知憲法法庭 111 年憲裁字第 1686 號之裁定案 1 件。本件係該法庭就判決附件中關於

「科技部」之記載均應更正為「國科會」之裁定通知。 

【教育部 111 年 11 月 8 日臺教高（五）字第 1110105543 號函】 

5 

為兼顧機關首長用人權及公務人員任職權益之保障，如無特殊情形或正當理由，宜尊重

當事人調職意願。 

【教育部 111 年 11 月 3 日臺教人（二）字第 1110107053 號書函】 

6 
考試院修正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 

【教育部 111 年 11 月 10 日臺教人（二）字第 1110109576 號書函】 

7 

內政部為利公務人員得以閩南語及客語之誓詞辦理宣誓就職，業將公職人員宣誓誓詞之

閩南語及客語宣讀參考版上網。 

【教育部 111 年 11 月 9 日臺教人（二）字第 1110109156 號書函】 

8 

勞動部修正「外國人受聘從事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第 1 項第 8 款至第 11 款規定工作之轉

換雇主或工作程序準則」第 36 條及第 13 條附表一、第 29 條附表三。 

【教育部 111 年 10 月 18 日臺教文（四）字第 1110100480 號函】 

9 

勞動部修正「雇主申請聘僱第三類外國人文件效期、申請程序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

定之文件」第 4 點及第 5 點附表 3、附表 4。 

【教育部 111 年 10 月 19 日臺教文（五）字第 1110102459 號書函】 

10 

勞動部修正「外國專業人才從事藝術工作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10 條，申請藝術工作許可

應採網路傳輸方式。 

【教育部 111 年 10 月 27 日臺教師（一）字第 1110106001 號函】 

11 

銓敘部函補充說明關於受理涉案或涉有違失行為之所屬公務人員申請退休或資遣之控管

程序一案，請參考公告。 

【教育部 111 年 10 月 18 日臺教人(四)字第 1110101350 號書函】 

https://pan.itri.org.tw/index.aspx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107080,r7.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106684,r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107631,r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107370,r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107701,r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107630,r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106685,r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106866,r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107079,r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107099,r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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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動態 

主管名單 

   本校 111 學年度行政及教學單位主管請至人事室網頁/主管芳名錄參閱 
 
 
 

英文佳句 
Imagina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knowledge. — Albert Einstein 
想像力比知識更為重要。 — 愛因斯坦 

 
Intelligence plus character – that is the goal of real education. —Martin Luther King 
智慧加上品格才是教育真正的目標。— 馬丁·路德 
 
 

編號 主旨/重點摘錄 

12 

教育部書函以，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配合軍公教人員退撫費用提撥率自 112

年 1 月 1 日起調整為 15%，請參考附件來函。 

【教育部 111 年 11 月 9 日臺教人(四)字第 1110110013 號書函】 

13 
有關公務人員每人每年最低學習時數及業務相關學習時數規定調整案。 

【教育部 111 年 10 月 27 日臺教人(五)字第 1110103137 號書函】 

14 

檢送各機關辦理公務人員考績（成）作業要點第 12 點、第 15 點、第 24 點修正總說明、

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各 1 份。 

【教育部 111 年 11 月 14 日臺教人(三)字第 1110111486 號書函】 

15 

為強化公務人員英語力，國家發展委員會委外製作 CLIL 英語數位學習資源，陸續上架於

e 等公務園+學習平臺。 

【教育部 111 年 11 月 22 日臺教人(五)字第 1110114379 號書函】 

16 
教育部函以，學校同仁如有非因公出國需求，各機關本權責決定，請參考公告。 

【教育部 111 年 11 月 8 日臺教人(三)字第 1114203586B 號書函】 

17 
教育部函以，教師請假規則第 8 條及第 9 條規定之解釋令 1 份，請參考公告。 

【教育部 111 年 11 月 17 臺教人(三)字第 1110089830B 號書函】 

18 

教育部函以，111 年 12 月 18 日(星期日)為嘉義市 11 屆市長重行選舉之投票日，是日以

放假處理，請參考公告。 

【教育部 111 年 11 月 18 臺教人(三)字第 1110113959 號書函】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107994,r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107065,r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107760,r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107943,r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107795,r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107882,r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108005,r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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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專區 

一、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本校職員工自主防疫或自主健康管

理期間以到校辦公為原則，如有症狀者不到校辦公，得請假或申請居家辦公，但無法

居家辦公者，請依各類人員所適用之請假規定以休假（特別休假）、加班補休等假別辦

理。 

二、重申本校教職員工在指揮中心解散之日前，仍應依教育部 109 年 3 月 18 日書函規定，

平日及假日(含寒暑假)出國(含非因公出國)，應於電子表單差勤系統申請出國，並明確

填報所前往國家、地區（含轉機）。 

三、教師及職員防疫期間可申請之假別，請詳參【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防疫訊息公告項

下】。 

 

 

公務人員專書閱讀每月一書 

111 年 12 份每月一書（沿用 110 年度每月一書） 

 

 
 
 
 
 
 
 
 
 
 
 

書名 /瑞典模式 

作者 /辜泳秝 

出版社 / 商周 

出版日期 / 2020 

 
 
 
 

瑞典，兩百年前歐洲最窮國家，如今成就

舉世驚豔的幸福進步： 2018 年聯合國永續經

營指標 No.1；2017 年富比世「全球最適合做生

意」國家 No.1、US News 全球最適合女性居住

國家 No.1……。 

  瑞典人對自身成果自豪但永不自滿的態

度，使這個社會積極向上，因而在政策制定、

新創能力、綠能技術等方面領先各國，給世界

帶來許多新的刺激與想法。 關於瑞典人對「幸

福人生，全體同享」的共識，勇於落實諸多前

衛概念的獨特思維，作者集結旅居當地多年的

心得，爬梳歷史脈絡，透過生活與職場的第一

手觀察：從社會制度、價值觀、教育等面向切

入，描繪這個福利國度的性格，為台灣追求理

想社會的進程提供思索空間。  

【本書簡介資料摘自國家文官學院】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101070,r7.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101070,r7.php?Lang=zh-tw
https://www.nacs.gov.tw/News_RecommendBook.aspx?n=505&sms=9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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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協助方案（EAP）專區 
本校教職員工心理諮商特約機構－心田心理諮商所 111 年度下半年的各項活動，本

校員工均享優先報名權與八折優惠！ 

 

 
 

 

 

 

 

 

 

 

 

 

 

 

 

 

 

 

 

 

 

 

 

 

 

 

人事室關心您！ 

本校員工協助方案專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