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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訊息  

編號 主旨/重點摘錄 發文機關及字號 

1 

本校業於 109 年 8 月 28 日召開校長遴選委員會第 2 次會議，

完成候選人資格複審。本校將安排於 10 月中旬舉辦校長候選

人治校理念說明會，邀請校長候選人向全校說明其治校理念，

及聽取教職員工生對學校發展及理想校長人選之意見。10 月

下旬再由編制內講師以上之專任教師及專業技術人員，進行無

記名投票，針對個別校長候選人行使同意權。 

Election of the new NTUST President: The 2nd meeting of the 
President Search Committee, held on 28 August 2020, completed 
the review of the candidates’ qualifications. 
In mid-October, the candidates will be invited to explain their 
philosophy of governance to the whole school, and staff and 
students will express their view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chool and their ideal presidential candidate.  
In late October, the elections will be held. All full-time faculty 
and full-time technical staff above lecturer level have the right to 
vote for a new president by secret ballot. 

 

2 

各單位如擬推薦校內教師擔任講座，請依本校「講座設置辦法」

資格及程序辦理完竣，並於 109 年 10 月 7 日（星期三）前送

人事室，俾利辦理後續外審作業及提交同年 12 月 18 日（星期

五）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相關規定及表件請至人事室網頁

下載。 

 

3 

本校教師研究獎及年輕學者研究獎助，自 109 學年度起改由研

發處開立教師各類研發成果績效明細等證明文件，供教師檢附

及審查之用，請教師於 109 年 9 月 25 日（星期五）下班前依

獎項作業說明填妥申請表並檢附各類明細，將申請資料紙本及

電子檔傳送人事室辦理。相關規定、作業說明及表件請至人事

室網頁參閱及下載。 

Applications for University Professor Research Awards and Young 
Scholar Research Awards: Starting from the next academic year, 
the Office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will assist applicants by 
providing required information on the applicant’s research 
achievements. Please complete the application form and submit 
them with other requested documents to the Personnel Office in 
both paper and electronic format by September 25, 109 (Friday). 
Please go to the Personnel Office website to download the 
respective regulations, guidelines and forms.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ezfiles/18/1018/img/202/149421205.pdf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ezfiles/18/1018/img/202/929145257.pdf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ezfiles/18/1018/img/202/695224635.docx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ezfiles/18/1018/img/81/382107841.doc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ezfiles/18/1018/img/202/128569565.docx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ezfiles/18/1018/img/81/101508528.docx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ezfiles/18/1018/img/81/101508528.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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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及政策宣導 

編號 主旨/重點摘錄 發文字號或連結 

1 

本校組織規程第 20 條之 3 及第 28 條之 1 修正案，業經教育

部 109 年 7 月 27 日臺教技（二）字第 1090094343 號函核定

及考試院同年 8 月 14 日考授銓法四字第 1094961209 號函核

備，並自 109 年 8 月 1 日起生效。詳請至人事室網頁下載查

閱。 

 

2 

教師校外兼職注意事項： 
(一)教師兼職依規定應事先以書面報經學校核准後，方得前往

兼職，於期滿續兼或兼職職務異動時，應重行申請。 
(二)教師至未與學校簽訂產學合作關係之營利事業機構兼職，

應俟產學合作契約完成簽訂後且經完成校內兼職程序後，

教師始得前往兼職。 
(三)教師兼任職務不得影響本職工作，且應符合校內基本授課

時數及工作要求；以執行經常性業務為主者，其兼職時數

每週合計不得超過八小時更多訊息可參考人事室/最新消

息/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 

Members of Faculty working part-time for other organizations: 
(1) Members of faculty who wish to up a part-time position in 
another organization, must apply in advance to NTUST for 
approval (in writing). If the part-time contract is renewed or if 
there are changes of the duties, a re-application is required.  
(2) Members of faculty, who wish to work part-time for a profit-
making organization that does not yet have an industry-
academia cooperation agreement with the NTUST, may only take 
up such a position after an industry-academia cooperation 
agreement was signed with NTUST and all procedures are 
completed. 
(3) Part-time work shall not affect faculty members’ duties at 
NTUST. Teaching hours and all other obligations must be 
observed as required by NTUST. As a rule, the total number of 
part-time hours shall not exceed eight hours per week.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current regulations, please contact the Personnel 
Office.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ezfiles/18/1018/img/202/205616713.pdf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8053,r7-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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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申本校專案計畫經費項下臨時專任助理差勤管理與請假相

關規定如下： 
(一)專任助理應確實簽到退，並覈實記載出勤紀錄，以提供相

關機關（勞工局、審計部等）查核。 
(二)如屬非正常出勤班制者，經簽准後得免適用本校電子表單

差勤管理系統人員，該人員出勤由計畫主持人自行控管並

負責，應於每月 5 日將上個月之出勤紀錄送人事室列管備

查。迄今 109 年 7 月份止之『簽到退暨工作紀錄表』，如

有缺漏或尚未送交人事室者，請於 109 年 8 月 31 日前完

成補件。 
(三)線上簽到退人員，如有漏未刷卡，請至人事室填寫『簽到

退簽名表』。 
(四)聘任期間休假資料（請假單、加班申請單等差勤紀錄或相

關資料）請自行存檔，以提供相關機關（勞工局、審計部

等）查核。 

Work-time regulations and leave for project assistants:  
(1) Full-time assistant have to sign in and out for work, check 
their attendance records, and submit them to the relevant 
agencies (Labour Office, Audit Department, etc.) for verification. 
(2) Project assistants, who are not hired under the normal 
attendance shift system, may be exempted from using NTUST’s 
electronic attendance management system after approval. Their 
attendance will be controlled by the responsible project 
manager. On the 5th of each month, the monthly attendance 
record should be sent to the personnel room for inspection. As 
the "Attendance Record Form" was discontinued in July 2020, 
some attendance records might be incomplete or missing. In that 
case, please complete the supplement form before August 31, 
2020. 
(3) For personnel using the online check-in system: If there is any 
omission or problem with swiping cards, please go to the 
personnel room and fill in the "Attendance Record Form". 
(4) All records related to taking leave of absence during the 
employment period (work attendance records, applying for leave 
forms, overtime application forms, etc.) should be filed by the 
project assistant to be submitted for verification by relevant 
agencies (Labour Office, Audit Department,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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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申聘僱在學學生擔任計畫項下聘僱勞僱型臨時工，請依本校

勞僱型工讀生實施辦法，每人每月最高工作時數不得超過 80
小時，惟寒暑假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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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寒暑假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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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行政院修正「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獎

懲案件處理要點」第四點、第七點、第十一點，並自 109 年 7
月 17 日生效一案，請查照。 

教育部 109.7.24 
臺教人(三)字第

1090104676 號書函 

6 

有關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函以，為強化行政中立觀念，

請鼓勵貴屬人員上網學習公務人員行政中立及公務倫理數位

課程，並賡續利用多元管道，宣導公務人員行政中立及公務倫

理與公義社會事宜一案，請查照。 

教育部 109.7.29 
臺教人(一)字第

1090109334 號書函 

7 

自 110 年 1 月 1 日起，個人依據公立學校教師獎金發給辦法、

各級學校資深優良教師獎勵要點及公務人員品德修養及工作

績效激勵辦法，領取之特殊優良教師獎金、資深優良教師獎金、

獲選模範公務人員及獲頒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之獎金，屬所得

稅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10 類之其他所得，應依法課徵所得稅；

給付單位給付上開獎金時免予扣繳稅款，惟應依同法第 89 條

第 3 項規定列單申報主管稽徵機關。 

教育部 109.8.11 
臺教人(四)字第

1090111250 號書函 

8 
檢送考試院 109 年 7 月 31 日修正發布之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

細則第 21 條之 1 條文、修正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各 1 份。 

教育部 109.8.14 
臺教人(二)字第

1090116786 號函 

9 

修正「不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與資訊蒐集及查詢辦法」，名稱

並修正為「不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資訊蒐集及查詢處理利用辦

法」，業經教育部於 109 年 6 月 28 日以臺教人(三)字第

1090083385B 號令修正發布，茲檢送發布令影本（含法規條文）

1 份。 

教育部 109.6.28 
臺教人(三)字第

1090083385E 號函 
 

10 

原「全國不適任教育人員通報查詢系統」修正為「不適任教育

人員資料庫」，並自 109 年 6 月 30 日整合至「各教育場域不

適任人員通報及查詢系統」，請各主管機關及學校確實控管系

統管理權責，落實通報與查詢作業。 

教育部 109.8.5 
臺教人(二)字第

1090112802 號函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9621,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9621,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9621,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9666,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9666,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9666,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9748,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9748,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9748,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9757,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9757,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9757,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9781,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9781,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9781,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9782,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9782,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9782,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9782,r1-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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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有關各級學校向中央社政主管機關及直轄市、縣（市）政府警

察局辦理教育人員之不適任資料查詢作業，自即日起請至「各

教育場域不適任人員通報及查詢系統」之「查詢專區」項下「有

關機關不適任資料查詢」介接功能辦理查詢。 

教育部 109.8.14 
臺教人(三)字第

1090101417 號書函 

   

 

人事動態 

※本校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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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單位及職稱 動態 聘期/生效日期 備註 

劉益宏 機械工程系 
教授 新聘 109.08.01  

蔡秉均 機械工程系 
助理教授 新聘 109.08.01  

蕭育生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副教授 新聘 109.08.01  

盧之偉 營建工程系 
教授 新聘 109.08.01  

胡哲嘉 化學工程系 
副教授 新聘 109.08.01  

洪東敏 企業管理系 
助理教授 新聘 109.08.01  

翁晶晶 科技管理研究所 
助理教授 新聘 109.08.01  

陳衍任 專利研究所 
助理教授 新聘 109.08.01 原任該所師資儲備專

案助理教授 

水谷英二 工業管理系 
助理教授 回職復薪 109.08.01  

陳安頎 應用外語系 
助理教授 留職停薪 109.09.09-110.01.31 育嬰 

林淵翔 電資學院 
教授 借調 109.08.01-110.07.31 

1. 由電子系借調 
2. 派駐電資學士班 

方劭云 電資學院 
副教授 借調 109.08.01-110.07.31 

1. 由電機系借調 
2. 派駐電資學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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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單位及職稱 動態 聘期/生效日期 備註 

陳俊名 工程學院專案助理
教授 

新聘 109.08.01-110.07.31 派駐高速 3D 列印中

心服務 

ERWIN 
(郭程輝) 

工程學院專案助理
教授 

新聘 109.08.01-110.07.31 派駐臺灣建築科技中

心服務 

葉雲鵬 機械工程系專案助
理教授 轉換教學單位 109.08.01-110.01.31 配合臺巴專案授課時

間 

ADHIMOORTHY 
PRASANNAN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外籍專案助理教授 新聘 109.08.01-110.07.31  

游憶君 化學工程系專案講
師 

新聘 109.08.01-110.07.31  

蕭偉文 化學工程系專案助
理教授 

新聘 109.08.01-110.07.31  

張恩欣 管理學院專案助理
教授 

新聘 109.08.01-110.07.31  

莊育娟 管理學院專案助理
教授 

新聘 109.08.01-110.07.31  

何建韋 管理學院專案助理
教授 

新聘 109.08.01-110.07.31  

吳國睿 管理學院專案副教
授 

新聘 109.08.01-110.07.31  

LOKE KAR 
SENG 

工業管理系外籍專
案助理教授 新聘 109.08.04-110.07.31  

江泰槿 
全球發展工程學士
學位學程 
專案助理教授 

轉換教學單位 109.08.01-110.01.31 原任研究發展處專案

助理教授 

TRAN MINH 
QUANG 

研究發展處 
專案助理教授 

新聘 109.08.01-110.07.31  

駱妍汎 化學工程系 
專案講師 離職 109.08.01  

林忠榮 電子工程系 
專案講師 離職 109.08.01  

陳宏仁 工業管理系 
專案助理教授 離職 109.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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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單位及職稱 動態 聘期/生效日期 備註 

林季陽 
專利研究所 
師資儲備專案助理
教授 

離職 109.08.01 調他學校 

TRAN HUU 
KHOA 

(陳有科) 

研究發展處 
專案助理教授 

離職 109.09.01 派駐工業 4.0 實作中

心服務 

黃忠偉 
電子工程系 
教授 

註銷休假研究 註銷期間為 
109.08.01-110.01.31  

鄭明淵 
營建工程系 
教授 

休假研究期滿

返校復職 109.08.01  

呂守陞 
營建工程系 
教授 

休假研究期滿

返校復職 109.08.01  

黃緒哲 
機械工程系 
教授 

休假研究期滿

返校復職 109.08.01  

林原慶 
機械工程系 
教授 

休假研究期滿

返校復職 109.08.01  

林清安 
機械工程系 
教授 

休假研究期滿

返校復職 109.08.01  

黃榮芳 
機械工程系 
教授 

休假研究期滿

返校復職 109.08.01  

王朝正 
機械工程系 
教授 

休假研究期滿

返校復職 109.08.01  

吳瑞南 
電機工程系 
教授 

休假研究提前

返校復職 109.07.31  

郭中豐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教授 

休假研究期滿

返校復職 109.08.01  

陳崇賢 
化學工程系 
教授 

休假研究期滿

返校復職 109.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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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騷擾防治專區 

我被性騷擾了嗎？ 

一、根據《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2 條（性騷擾之定義），本法所稱性騷擾，謂下

列二款情形之一： 

1.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任何人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

為，對其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

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 

2.雇主對受僱者或求職者為明示或暗示之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

詞或行為，作為勞務契約成立、存續、變更或分發、配置、報酬、考績、陞

遷、降調、獎懲等之交換條件。 

姓名 單位及職稱 動態 聘期/生效日期 備註 

陳省隆 
電子工程系 
教授 

休假研究期滿

返校復職 109.08.01  

洪西進 
資訊工程系 

教授 
休假研究期滿

返校復職 109.08.01  

歐陽超 
工業管理系 
教授 

休假研究期滿

返校復職 109.08.01  

鄭政利 
建築系 
教授 

休假研究期滿

返校復職 109.08.01  

王啟琳 
應用外語系 

教授 
休假研究期滿

返校復職 109.08.01  

陳昭華 
專利研究所 

教授 
休假研究提前

返校復職 109.07.31  

蔣咏真 
研發處 
行政專員 

留職停薪 109.08.10-109.12.31 育嬰 

彭  葦 
學務處 
行政專員 

留職停薪 109.11.04-109.12.31 育嬰 

郭沛君 
工業管理系 
行政組員 

調職 109.08.28 
原職為教務處 

行政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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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騷擾的定義和認定： 

性騷擾指所有不受歡迎、帶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的言行舉止。即使只是輕微的

動作或是令人不悅的玩笑，只要是你不歡迎且違反其意願的都是性騷擾。 

例如：主管對下屬說「不跟我過夜，這個案子你就別想接了」、「你長的不男不

女，讓我來驗明正身一下」、「不錯哦，胸部很大嘛」，或是員工群聚開黃色笑

話，無視於旁人的感受。每個人對自己的身體以及性行為有絕對的自主權，你

有權力決定自己的身體界線，如果有人違反你的意願而做出有性意涵的騷擾行

為，就稱為性騷擾。 

因此，騷擾者不一定都是陌生人、男人、壞人。不止是新聞中出現男性對女性

的性騷擾才是性騷擾。只要是這個人做出讓你感到不舒服的性意涵動作，就是

性騷擾。不分男人、女人、老人、歐巴桑、警察、老師、主管等等。 

事實上，有 70%以上的性騷擾都是熟識的人所為，所以不要再因為對方的性別、

身分、地位、職業而懷疑自己的感受。旁人更不應該指責受害者的衣著、回家

時間、品性，因為這些和騷擾者的騷擾行為毫無關係。重點是騷擾者的行為已

經侵犯你的個人尊嚴與身體自主權。 

 

這樣也算性騷擾嗎？ 

性騷擾之認定標準應以當事人之主觀感受為主。這是對個人尊嚴與身體自主最基

本的尊重。因此，我們在和別人互動時，需要先了解到，每個人可以接受的身體碰

觸程度是不一樣的。有人只能接受握手拍肩，有的人則可以勾肩搭背擁抱。 

如果你的言行舉止已經不受歡迎、帶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就已經構成性騷擾。

即使只是輕微的動作或是令人不悅的玩笑，只要是當事人不歡迎且違反其意願的

都是性騷擾。 

如果你發現自己的行為言語已經引起對方不舒服時，請立即停止。換個角度思考，

如果今天你是對方，你會希望怎麼樣被對待？如果今天對方是你的家人，你會希

望他怎麼被對待？避免性騷擾可以很簡單，就從自己開始，就從尊重別人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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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專書閱讀每月一書 
109 年 9 月份 

 
書名 / 21 世紀的 21 堂課 
作者 / Yuval Noah Harari 
出版社 / 天下文化 
出版日期 / 2018 
 

 

聚焦此時此地，思考如何面對世界的挑戰 
  本書是洞悉世局變幻、洞察社會趨向、

洞燭心靈深處，是現代智人的必修課！ 
  在《人類大歷史》，哈拉瑞以「後見之

明」闡述了人類簡史；在《人類大命運》，

哈拉瑞以「先見之明」預示了未來簡史；而

在這本「人類三部曲」的第三部《21 世紀

的 21 堂課》，他則聚焦於此時此地，關注

資訊科技和生物科技攜手之後，科技為社

會帶來的巨大顛覆與重塑，以及川普粉墨

登場、難民湧入歐洲、恐怖攻擊迭起、假新

聞到處流竄……世事紛紛擾擾之際，我們應

該思索、也應該教導孩子的 21 項核心課

題。 
  

【本書簡介資料摘自國家文官學院】 

 

員工協助方案(EAP)專區 

世上沒有無用功，竹籃打水亦不空 

一座山中住著爺孫二人。 

每日清晨，爺爺都會誦讀一本古籍。小孫兒也照樣在一旁模仿。 

一天孫兒禁不住問道：「爺爺，我試著像您一樣誦讀這本古籍，可我無法做到通篇

讀透，就算是暫時讀懂了，一會也就全忘了。您說每日清晨早起誦讀這本古籍有

何用呢？」 

爺爺笑而不語，望著面前一臉茫然的小孫兒，從火爐旁拿來了裝煤炭的籃子，他

會心一笑：「你用這籃子從河中打一籃水來。」 

男孩按吩咐做了，可在他到家之前，水就漏光了。 
爺爺見狀說道：「你下次應該走快點。」說完，稚嫩的小孫兒回到河邊，第二次嘗

試起來。 

https://www.nacs.gov.tw/News_RecommendBook.aspx?n=505&sms=9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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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這次孫兒跑得快了許多，但還沒到家門口籃中水還是漏光了。 
孫兒賭氣說：「竹籃是打不了水的，用桶才行。」 
爺爺說：「我是要一籃水，而不是一桶。你還是沒盡力啊。」這次他爺爺親自監督

男小孫兒再次嘗試。 
竹籃打水一場空，雖然知道是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但是男孩還是想讓爺爺看見

他已經盡了全力。 
小孫兒把籃子深深地浸入河中，提起後拚命往家跑，籃子依然沒水存下來。 
他喘著粗氣對老人說：「爺爺您看，還是一點用也沒有啊！」 
「你若覺得沒用，那就仔細看看這籃子。」爺爺說。 
小孫兒這才疑惑地看著籃子，突然意識到籃子跟他剛拿到手裡的時候不一樣了—
—這已經不是那個盛過煤炭的髒籃子了，它已經變得從裡到外都乾乾淨淨，煥然

一新。 
爺爺這時才對孫兒說：「孩子啊，你也許讀不懂或者記不住古籍中講的道理，但是

在你誦讀它的時候，從內心到外表都潛移默化地發生著改變啊。世上沒有無用功，

竹籃打水亦不空啊。」 

 

【資料來源：https://ibook.idv.tw/enews/enews1531-1560/enews1556.html，若有侵權請通知本室】 
 

人事室關心您！ 
本校員工協助方案專區 

https://ibook.idv.tw/enews/enews1531-1560/enews1556.html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1-1018-6447.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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