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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資訊 

◆本校化學工程學系黃炳照講座教授榮獲教育部第 24 屆國家講

座主持人，繼 106年第二度獲獎，成為教育部終身榮譽國家講

座主持人！ 
 
◆109學年度教師研究獎 

傑出研究獎（共計 14 人） 

學術研究類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教授 郭東昊 

化學工程系 副教授 葉禮賢 

光電工程研究所 教授 黃柏仁 

電子工程系 教授 曾昭雄 

電子工程系 教授 鄭瑞光 

電機工程系 教授 馬自莊 

電機工程系 教授 陳俊良 

電機工程系 教授 廖文照 

資訊工程系 教授 花凱龍 

資訊工程系 教授 洪西進 

工業管理系 教授 曹譽鐘 

應用科技研究所 教授 侯惠澤 

產學研究類 
機械工程系 教授 鄭正元 

電子工程系 教授 邱煌仁 

 
優良研究獎（共計 25 人） 

科技部吳大猷 
先生紀念獎 

電子工程系 副教授 陳永耀 

電機工程系 副教授 方劭云 

學術研究類 

機械工程系 副教授 林紀穎 

機械工程系 副教授 郭俊良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教授 陳建光 

化學工程系 教授 王孟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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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工程系 教授 林析右 

電機工程系 教授 連國龍 

工業管理系 教授 紀佳芬 

工業管理系 教授 郭財吉 

應用科技研究所 教授 王復民 

應用科技研究所 教授 何清華 

應用科技研究所 副教授 洪維松 

應用科技研究所 教授 胡蒨傑 

產學研究類 

醫學工程研究所 教授 王靖維 

醫學工程研究所 教授 許維君 

自動化控制研究所 教授 郭鴻飛 

機械工程系 教授 林其禹 

電子工程系 副教授 林景源 

電機工程系 教授 吳啟瑞 

電機工程系 教授 楊成發 

電機工程系 專案助理教授 蕭鈞毓 

資訊工程系 教授 姚智原 

建築系 教授 杜功仁 

創作類 建築系 副教授 陳彥廷 

 
 
◆109學年度年輕學者研究獎助 

化學工程系 副教授 胡哲嘉 

建築系 副教授 蔡孟廷 

數位學習與教育研究所 副教授 黃博聖 

營建工程系 專案助理教授 蔡孟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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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訊息 

編號 主旨/重點摘錄 

1 

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遴選顏家鈺教授為新任校長，並奉教育部 109 年 12 月 2 日

臺教人（二）字第 1090167800 號函同意聘任，聘期自 110 年 2 月 1 日至 114 年

1 月 31 日止。 

The  NTUST Presidential Election Committee elected Professor Jia-Yush Yen  (顏家

鈺) as the new Preisdent of NTUST who was appoint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n December 2, 2020 (MoE Letter No. 1090167800). The appointment period is from 
February 1, 2021 to January 31, 2025. 

2 
新修正之本校教師教學傑出與優良獎勵作業要點於 109 學年度起實施，爰請各

單位檢視所屬相關辦法，各學院及行政單位如需配合修正，應經院務或相關會

議通過並於 110 年 1 月 15 日前報校核備。前揭要點請至人事室網頁查詢。 

 
 
法規及政策宣導 

編號 主旨/重點摘錄 

1 
本校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聘期至 110 年 1 月 31 日止）109 學年度國旅卡旅遊

補助，請於 110 年 1 月 31 日前完成刷卡消費，並儘速完成請領作業。 

2 
教育部修正「教育部設置國家講座辦法」並自即日生效。 
【教育部 109 年 12 月 3 日臺教高（五）字第 1090154342B 號令】 

3 
教育部修正「教育部設置學術獎辦法」並自即日生效。 
【教育部 109 年 12 月 3 日臺教高（五）字第 1090154893B 號令】 

4 
兼任相當簡任第 11 職等以上行政職務人員，應依規定向內政部申請許可，始得

進入大陸地區。 
【教育部 109 年 12 月 4 日臺教人(三)字第 1090169324 號書函】 

5 
有關警察官制人員轉任簡薦委制人員，於參加薦任公務人員晉升簡任官等訓練

遴選時，得予採計曾任警正一階職務之年資、考績及獎懲。 
【教育部 109 年 12 月 8 日臺教人(二)字第 1090176087 號書函】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app/index.php?Action=downloadfile&file=WVhSMFlXTm9MelEwTDNCMFlWOHpPRGsxTUY4ME1qY3lOakl6WHpjME16TXdMbkJrWmc9PQ==&fname=OO54RODCRKKKYXHHIGXSNKMORK3030IC20UW40HC41GD00FCYSQOVTA4USSSPKPO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app/index.php?Action=downloadfile&file=WVhSMFlXTm9MelF6TDNCMFlWOHpPRGswT1Y4eU1qRTNOREJmTnpReU5qUXVjR1Jt&fname=OO54RODCRKKKYXHHIGXSTSMOFCDG30LK20UW40HC41GD00FCYSQOVTA4USSSPKPO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86435,r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86432,r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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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主旨/重點摘錄 

6 
檢送銓敘部函令釋有關公務人員於留職停薪期間得否執行「領證職業」或其他

工作等。 
【教育部 109 年 12 月 9 日臺教人(三)字第 1090174278 號函】 

7 
銓敘部修正考績（成）通知書（空白格式）。 
【教育部 109 年 11 月 3 日臺教人(三)字第 1090157818 號書函】 

8 
公務人員因公猝發疾病或因戮力職務積勞過度以致死亡審查參考指引」第 2 點

規定，並自 109 年 11 月 24 日生效。 
【教育部 109 年 12 月 2 日臺教人(四)字第 1090170604 號書函】 

9 

有關退休公教人員併計其他職域年資成就支領月退休金條件其月退休金支領金

額在新臺幣 2 萬 5,000 元以下者，其公教人員任職年資如未滿 15 年以上，不合

依規定發給年終慰問金、三節慰問金及子女教育補助。 

【教育部 109 年 11 月 20 日臺教人(四)字第 1090167848 號書函】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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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00 元；每小時基本工資調整為新臺幣 160 元。 
【教育部 109 年 9 月 10 日臺教人(五)字第 109013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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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瑞生 營建工程系 
教授 講座 1100101  

曹譽鐘 工業管理系 
教授 講座 1100101  

陳素芬 數位學習與教育研究所 
教授 講座 1100101  

劉志成 工程學院 
教授 借調 1100201-1110731 

1. 自化工系借調 
2. 派駐高階科技研發

碩士學位學程 

施劭儒 工程學院 
教授 借調 1100201-1110731 

1. 自材料系借調 
2. 派駐高階科技研發

碩士學位學程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86438,r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86243,r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85869,r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85851,r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86419,r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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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品銓 工程學院 
教授 借調 1100201-1110731 

1. 自機械系借調 
2. 派駐先進科技全英

語學士學位學程 

邱建國 工程學院 
教授 借調 1100201-1110731 

1. 自營建系借調 
2. 派駐先進科技全英

語學士學位學程 

鄭正元 
機械工程系 
教授 

休假研究

帶職帶薪 1100201-1110131  

周賢鎧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教授 

休假研究

帶職帶薪 
1100201-1100731  

陳秀美 
化學工程系 
教授 

休假研究

帶職帶薪 
1100201-1100731  

江志強 
化學工程系 
教授 

休假研究

帶職帶薪 
1100201-1100731  

洪儒生 
化學工程系 
教授 

休假研究

帶職帶薪 
1100201-1100731  

陳伯奇 
電子工程系 
教授 

休假研究

帶職帶薪 
1100201-1100731  

王蒼容 
電子工程系 
教授 

休假研究

帶職帶薪 
1100201-1100731  

楊成發 
電機工程系 
教授 

休假研究

帶職帶薪 
1100201-1100731  

吳啟瑞 
電機工程系 
教授 

休假研究

帶職帶薪 
1100201-1100731  

廖慶榮 
工業管理系 
教授 

休假研究

帶職帶薪 
1100201-1110131  

張譯尹 
企業管理系 
教授 

休假研究

帶職帶薪 
1100201-1100731  

陳淑嬌 
應用外語系 

教授 
休假研究

帶職帶薪 
1100201-1100731  

鄭海蓮 
數位學習與教育研究所

教授 
休假研究

帶職帶薪 
1100201-1100731  

馬桂香 
工業管理系 
組員 

退休 110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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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專區 

編號 主旨/重點摘錄 

1 
教育部 109 年 3 月 30 日臺教人(四)字第 1090045974 號書函，配合嚴重特殊傳

染性肺炎(COVID-19)整體疫情防控，各機關、學校及事業機構人員於 109 年 3
月 19 日(含)以後非因公出國者，防疫隔離假期間不予支薪。 

2 

本校 109 年 3 月 19 日防疫小組第 12 次會議決議，因新冠肺炎疫情嚴峻，依

教育部規定，即日起暫緩學生出國研習及交流活動，教職員出國案件均從嚴審

核。另同年 9 月 10 日第 31 次會議決議，各項出國案件，請先採取替代措施，

於疫情管制過後再行前往，若確屬必要性、急迫性的出國，則應先簽核後，再

行出國。 

3 
同仁如有特殊事由應依規定辦理出國申請，簽准後辦理請假手續，於返國入境

後應檢據相關單位開具之檢疫通知書辦理「防疫隔離假」，除因公出國外，其

他事由依規定予以扣薪 14 日。 



  

 7 

 

公務人員專書閱讀每月一書 

110 年 01 月份 

書名 / 情緒賽局 
作者 / Eyal Winter 
出版社 / 大牌 
出版日期 / 2019 

情緒是一種釋放訊號的機制，讓我們得以協調彼

此行動、達到平衡點，創造最大優勢！本書以人

性的直覺思維模式著手，搭配多項實驗成果與研

究案例，帶領讀者學會： 
1.精準判斷局勢：了解情緒在社會情境下扮演的

角色，更準確判斷局勢，知道該合作互惠，還

是競爭勝出。 
2.高品質決策：情緒跟理智機制實際上是共同運

作、互相支持。許多時候靠情緒或直覺做出的

決定，比嚴謹分析後所做的決定，來得更有效

率、品質更好。 
3.提高勝算：情緒是一項有效、精巧的工具，能

夠與理性面平衡互補。最終擁有優勢的不是僅

靠理性運作的人，而是感性與理性兼具的人。 
【本書簡介資料摘自國家文官學院】 

 

 

 

員工協助方案(EAP)專區 

◆110 年 1 月 21 日下午 2:00-4:00 環安室假國際大樓 IB202 會議室辦理教職員工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與教職員工作業有關之安全衛生知識-健檢心法」。 

 

 

人事室關心您！ 
本校員工協助方案專區 

活動訊息 

https://www.nacs.gov.tw/News_RecommendBook.aspx?n=505&sms=9223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12-1066-6447.php?Lang=zh-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