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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新

人

事

動

態 

◆主管異動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動態 原服務單位及職稱 生效日期 

鄧福宸 
國際事務處 

國際學生組組長 
聘兼 

營建工程系 

助理教授 
108.02.01-108.07.31 

郭啟賢 副學務長 免兼 企業管理系副教授 108.03.01 

◆教師異動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動態 生效日期 

邱炳樟 電子工程系教授 休假研究期滿返校復職 108.01.31 

陳炤彰 機械工程系教授 休假研究期滿返校復職 108.02.01 

林顯群 機械工程系教授 休假研究期滿返校復職 108.02.01 

陳生金 營建工程系教授 休假研究期滿返校復職 108.02.01 

黃震興 營建工程系教授 休假研究期滿返校復職 108.02.01 

陳秀美 化學工程系教授 休假研究期滿返校復職 108.02.01 

黃柏仁 光電工程系教授 休假研究期滿返校復職 108.02.01 

盧希鵬 資訊管理系教授 休假研究期滿返校復職 108.02.01 

黃世禎 資訊管理系教授 休假研究期滿返校復職 108.02.01 

李思穎 應用外語系教授 休假研究期滿返校復職 108.02.01 

耿筠 專利研究所教授 休假研究期滿返校復職 108.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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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動態 生效日期 備註 

Marat Z. 
Dosaev 

機械工程系 

外籍專案教授 
新聘 108.02.19-108.08.11 

 

Goudarzi 
Khouygani 
Mohammad 
Hossein 

工程學院 

外籍專案助理教授 
新聘 108.02.20-109.01.31 

派駐高速 3D 列印

研究中心服務 

王瑞堂 

電子工程系 

師資儲備專案助理

教授 

新聘 108.02.21-108.07.31  

Kristine 
Velasquez 
Tuliao 

管理學院 

外籍專案助理教授 
新聘 108.02.11-109.01.31  

Tran Huu 
Khoa 

研究發展處 
專案助理教授 

新聘 108.02.12-108.07.31 派駐工業 4.0 中
心服務 

◆職員及約用人員異動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動態 生效日期 備註 

溫郁文 電子系行政組員 調職 108.03.01 原職為研發處行
政組員 

周致瑋 人事室專員 調派代 108.03.05 原職國家圖書館
組員 

張燕惠 主計室專員 退休 108.03.04  

周秀芳 主計室組員 退休 108.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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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訊

息 

茲訂於 108 年 3 月 20 日（三）下

午 3 時 30 分，於本校國際大樓 1
樓展覽會場 B 區舉行 108 年 1、2、
3、4 月慶生會，會場備有豐盛的各

式茶點，且摸彩品豐富實用，歡迎

壽星及其他同仁踴躍參與同樂。 

本校約用工作人員自109年度起，

寒暑休日數參酌前一年度休假狀

況核給之。【本校108年3月4日臺科

大人字第1080101472號函】 

單位如擬聘任校內教師擔任講座，

請依本校「講座設置辦法」第3條規

定程序辦理完竣，於108年3月29日
（星期五）前送人事室，俾利辦理

後續外審作業及提交同年5月24日
（星期五）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

議。相關規定及表件請至本校人事

室網站相關法規及表單下載區項

下下載。 

清明連續假期調整：本校職員（含

約用工作人員、技工工友）自 4 月

2 日（二）起至 4 月 7 日（日）為

放假日，其中 4 月 2 日（二）扣除

寒休日數 1 日、4 月 3 日(三)係校

慶補假 1 日。 

108學年度第1學期教授休假研究

案，即日起至108年5月24日止受理

申請。【本校108年3月3日臺科大人

字第1080101582號書函】 

本校訂於 108 年 3 月 20 日（星期

三）於 IB401 教室辦理政策性訓練，

第一場「性別主流化」研習：「關鍵

少數」影片賞析(13:20-15:20)及第

二場「政府重要政策」研習：當前

政府重大政策 - 社會安定計畫

(16:30-17:30)，歡迎踴躍參加。 
有關108年教育部玉山（青年）學者

計畫申請案，本校各單位請於108
年3月25日（週一）下午5時前備妥

申請書中、英文版各10份及電子檔

送人事室彙整報部，各單位推薦之

玉山（青年）學者候選人，除應符

合「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延攬國際

頂尖人才作業要點」所訂之資格條

件外，仍應符合教育部審查標準：

玉山學者之學術能量應至少達到

教育部「學術獎」學術標準、玉山

青年學者應達到或具有獲科技部

「吳大猷先生紀念獎」學術標準或

潛力。 

108 年至 110 年「闔家安康」─全國

公教員工團體意外保險，經行政院

人事行政總處公開徵選由中國人

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獲選承作，請

同仁參考運用。【教育部 108 年 2
月 1 日總處給字 10800261972 號

函】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ezfiles/18/1018/img/1181/SKM_C30819031117510.pdf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ezfiles/18/1018/img/1181/SKM_C30819031117510.pdf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ezfiles/18/1018/img/1181/SKM_C3081903111751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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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宣

導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以，支（兼）

領月退休金在  2 萬  5,000 元以

下之退休公教人員，除選擇支（兼）

領「展期月退休金」者，於展期期 
間並未實際支（兼）領月退休金，

不得發給三節慰問金外；支（兼） 
領展期月退休人員開始支（兼）領

月退休金後及支（兼）領減額月退 
休金人員，均照機關原發給數額發

給。【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8年1
月2日總處給字第1080024142號】 

為維護政府形象及貫徹政府杜絕

酒後駕車之決心，請加強宣導公務

人員勿酒駕，若有違者應依公務人

員考績法相關規定予以考績及懲

處。【教育部 108 年 3 月 6 日台教

人(三)字 1080030642 號書函】 

勞動部函以，有關性別工作平等法

第22條但書所定「正當理由」疑義

乙案，請參閱附件。【教育部108年
2月25日臺教人(一)字1080026862
號】 

重申本校專任教師（含兼任行政職

務專任教師）之校外兼職應確實依

相關規定辦理。【107年11月1日臺

科大人字第1070107945號書函】 

學生擔任勞僱型兼任助理或臨時

工聘僱作業，由於勞工保險不得追

溯投保，應於到職日參加勞保及提

撥勞退，請聘僱前儘速將簽聘表送

交人事室辦理加保事宜，未依規定

辦理而衍生之費用或違反規定而

受罰，應由計畫主持人負責。 

學生擔任勞僱型兼任助理及臨時

工，不適用彈性工時，約定工作日

時，請以一日不得超過 8 小時且每

週六日避免工作為原則安排工作

日，以符合勞基法規定。 

依本校勞僱型工讀生實施辦法，學

生擔任勞僱型職務每人每月最高

工作時數不得超過 80 小時，寒暑

假期間、身心障礙及原住民學生不

在此限；依就業服務法，外籍學生

（含港澳）擔任勞僱型職務需持有

工作許可證，且每週工作時數不得

超過 20 小時；依大陸地區人民來

台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大陸地

區學生不得擔任勞僱型職務。 

於學期期間完成兼任教師聘任作

業，請系所儘速協助新聘或在聘教

師提出加保申請並送交人事室，俾

利辦理後續加保事宜；惟因勞工保

險不得追溯投保，爰前揭人員之加

保日以資料送達人事室之日為準。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2194,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2194,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0766,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0766,r1-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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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靈小品文章皆摘自網路文章，若有侵權請通知本室。 

 

心

靈

小

品 

心態影響行為，性格決定命運 

父親有兩個兒子，雖說是一對孿生兄弟，性格卻大相逕庭。 
 
老大過分悲觀，老二卻特別樂觀。 
 
父親一直都想做點什麼改變他們。 
 
有一天午餐後，他買了許多新玩具給老大，卻給了老二好多破舊的玩具，

有的還是壞的。讓他們各自回自己房間玩。 
 
幾個小時後，父親先到老大的房間，卻看到老大正在哭，便問老大：「給

你買了這麼多新的玩具，你為什麼不玩呢？」 
 
老大泣不成聲地說，「如果我玩了，它們就會變成舊玩具，也許還會壞掉

的。」 
 
父親搖了搖頭，很失望。 
 
等他來到老二的房間，卻意外地發現老二正在興奮地敲敲打打。「爸爸，

我跟你講哦，我馬上就能把這個玩具修好啦，我很厲害吧？」 
 
樂觀的人在困難中看到希望，悲觀的人在希望中看到困難。 
 
心態影響行為，行為形成習慣，習慣塑造性格，性格決定命運。 
 
人生一場，比的就是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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