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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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3 日召開校長遴選委員會第 3 次會議，

完成候選人資格複審；本校將於同年 10 月 8 日邀請校長候選

人參加校務說明會，10 月 14 日舉辦治校理念說明會，10 月

21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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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校長候選人名

單及其個人資料已於同年 9 月 24 日公告於本校校長遴選專區

網頁。 

Elections for a new NTUST president: At the 3rd meeting of the 
President Search Committee on 23 September 2020, the review of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qualifications was completed. The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will be invited to a briefing on NTUST 
academic affairs on 8 October, and a week later, on 14 October, to a 
session where they will be asked to explain their principles of 
university governance and vision for NTUST. The election will be held 
on 21 October. All NTUST full-time faculty and full-time specialists 
above instructor-level are invited to exercise their voting rights, and 
vote by secret ballot for one of the candidates. The list of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including their personal information announced on the 
NTUST website’s Presidential Selection Area on September 24 2020.  

 

2 

本校謹訂於 109 年 10 月 7 日（星期三）下午 3 時 30 分，於

國際大樓 IB101 會議室舉行 109 年 7 至 12 月份同仁慶生會，

會中備有多項豐富大獎並提供餐盒外帶，為確實防疫，請同仁

配戴口罩參加。 

7 October 109 (Wednesday), 3:30 p.m. Taiwan Tech will hold a 
birthday party for all colleagues, who had their birthdays in the 
months July to December, at IB101, 1st Floor, International Building. 
Attractive awards and meal-boxes are waiting for you! (Please wear 
face masks.) 

 

https://president.ntust.edu.tw/home.php
https://president.ntust.edu.tw/hom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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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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公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提撥費率自民國 110 年 1 月 1 日

起，每年調升 1%，由現行 12%分 3 年調整至 15%一案，業經

考試院會同行政院於 109 年 8 月 28 日釐定公告。 

教育部 109.9.4 臺教

人(四)字 1090127398
號暨 109.9.8 臺教人

(四)字第 1090130462
號書函 

2 

中央研究院「110 年度第 1 梯次獎勵國內學人短期來院訪問研

究」申請受理乙案，即日起受理電腦線上申請，請申請人於 109
年 10 月 15 日（星期四）前檢附相關資料紙本，簽准後送人事

室辦理函送事宜。 

中央研究院 109.8.18
學術字第

10905071361 號書函  
 

3 

有關「基本工資」調整，業經勞動部於中華民國 109 年 9 月 7
日以勞動條 2 字第 1090077231 號公告發布。自 110 年 1 月 1
日起，每月基本工資調整為新臺幣（以下同）24,000 元；每小

時基本工資調整為 160 元。 

教育部 109.9.10 
臺教人(五)字第

1090131526 號書函 

4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郝主任委員培芝及銓敘部周部長

志宏業於 109 年 9 月 1 日到職視事。 

教育部 109.9 .3 
臺教人(二)字第 
1090128853 號暨 
同年月日臺教人(二)
字第 1090128910 號

書函 

5 
檢送行政院修正「行政院選送優秀公務人員國外進修實施計

畫」第 6 點，並自即日生效。 

教育部 109.9.1 
臺教人(一)字第

1090127161 號函 

6 
「公務員懲戒判決執行辦法」業經司法院會同行政院、考試院

於 109 年 8 月 24 日修正發布，檢附發布令影本、修正條文、

修正總說明及修正條文對照表各 1 份，請查照。 

教育部 109.9.3 
臺教人(三)字第

1090127873 號函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9959,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9959,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9959,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9959,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9959,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9806,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9806,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9806,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ezfiles/18/1018/img/370/610397R.pdf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ezfiles/18/1018/img/370/610397R.pdf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ezfiles/18/1018/img/370/610397R.pdf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9849,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9849,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9849,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9849,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9849,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9849,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9844,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9844,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9844,r1-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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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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陽超 
管理研究所 
教授 

借調 1090801-1100731 由工業管理系借調 

葉穎蓉 
管理研究所 
教授 

借調 1090801-1100731 由企業管理系借調 

欒斌 
管理研究所 
教授 

借調 1090801-1100731 由企業管理系借調 

陳正綱 
管理研究所 
教授 

借調 1090801-1100731 由資訊管理系借調 

周子銓 
管理研究所 
教授 

借調 1090801-1100731 由資訊管理系借調 

梁瓊如 
管理研究所 
教授 

借調 1090801-1100731 
由財務金融研究所

借調 

陳俊男 
管理研究所 
副教授 

借調 1090801-1100731 
由財務金融研究所

借調 

王玉珍 
化學工程系 
專案講師 

新聘 1090806-1100731  

KATHARINA 
SCHOLZ 

管理學院 
外籍專案講師 

新聘 1090904-1100731  

KARL AKBARI 
管理學院 
外籍專案講師 

新聘 1090904-1100731  

周麟 
通識教育中心 
專案教授級專家 

新聘 1090903-1100731  

TRAN HUU 
KHOA 

（陳有科） 

研究發展處 
專案助理教授 

離職 1090901 
原派駐工業實作 4.0
中心服務 

江玉蓮 
教務處 
組員 

回職復薪 1090828  

黃敬淳 
教務務研教組 
行政組員 

回職復薪 1090914 育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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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專書閱讀每月一書 

109 年 10 月份 

 
書名 / 地方創生 2.0 
作者 / 神尾文彥、松林一裕 
出版社 / 時報 
出版日期 / 2018 

以「地方經濟樞紐」及「廣域都市圈」重現

地方繁榮 
  面對人口減少、少子化、高齡化等為地

方帶來的負面循環，如何推動「地方創生」

讓城鎮再生？ 
  面對這些攸關未來生存發展的問題，

日本政府以「地方創生」、「城鎮、居民、

工作與創生」為主題，展開一連串長期規劃

及各種的都市再造計畫。希望藉由「地方經

濟樞紐」讓地方成為和世界接軌的城市，以

地方的獨特資源帶出足夠的國際競爭力，

成為能安定賺取外匯的地方據點都市；「廣

域都市圈」則將國內外各種人才集中到特

定城鎮，以提昇生產性為目標，打造出含有

極高附加價值的都市區。 
  

【本書簡介資料摘自國家文官學院】 

 

 

員工協助方案(EAP)專區 

2020 年校內公費流感疫苗接種訊息 

為了您的健康，2020 年衛生局提供了「職場設站施打流感疫苗方案」，本校預計
配合辦理！ 

 
校內職場接種注意事項如下： 

1. 接種對象：50 歲以上之本校教職員及眷屬。（以「接種年」減「出生年」大
於等於 50 即可接種） 

 

2. 持有之證件：健保卡/居留證（外籍人士）。 

 

https://www.nacs.gov.tw/News_RecommendBook.aspx?n=505&sms=9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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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接種禁忌：已知對疫苗的成份有過敏者，不予接種。 
          過去注射曾經發生嚴重不良反應者，不予接種。 

 

4. 接種注意事項： 

(1) 發燒或正患有急性中重疾病者，宜待病情穩定後再接種。 

(2) 先前接種本疫苗六週內曾發生-巴利症候群 Guillain-Barré syndrome(GBS)
者，宜請醫師評估(適合至醫院施打)。 

(3) 已知對「蛋」之蛋白質有嚴重過敏者，可在門/住診由熟悉處理過敏症狀
之醫事人員提供接種。 

(4) 其他經醫師評估不適合接種者，不予接種。 

 

5. 於本校 109 年 1 月完成 108 年度流感疫苗接種者，仍可於本次接種 109 年新
的流感疫苗（因每年流感疫苗組成病毒株有所差異，為能於新來臨之流感流行
期可獲得足夠保護力，建議仍需接種當季流感疫苗。）校內實際施打日期、地
點另行通知。  

 

6. 相關訊息若有疑問，請洽學務處衛保組。 

(1) 備註：此方案施打日期由大安區健康中心排定，自 2020 年 10 月起辦理 

(2) 報名人數未達 50 人則取消辦理。 

 
人事室關心您！ 

本校員工協助方案專區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1-1018-6447.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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