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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資訊 
       110 學年度教學優良獎 

單位 姓名 單位 姓名 

機械工程系 丘群副教授 電子工程系 呂政修教授 

機械工程系 石伊蓓教授 電子工程系 周錫熙副教授 

機械工程系 周育任助理教授 電子工程系 邱煌仁教授 

機械工程系 陳羽薰助理教授 電子工程系 陳伯奇教授 

機械工程系 曾修暘助理教授 電子工程系 陳維美教授 

機械工程系 黃安橋教授 電子工程系 曾昭雄教授 

機械工程系 溫琮毅副教授 電機工程系 方劭云教授 

機械工程系 蘇裕軒助理教授 電機工程系 連國龍教授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邱智瑋教授 電機工程系 陳雅淑教授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施劭儒教授 電機工程系 彭盛裕教授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陳志堅教授 電機工程系 劉益華教授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陳詩芸教授 資訊工程系 沈上翔副教授 

營建工程系 邱建國教授 資訊工程系 陳怡伶助理教授 

營建工程系 陳正誠教授 資訊工程系 鄭欣明教授 

營建工程系 陳君弢副教授 資訊工程系 戴碧如副教授 

營建工程系 陳瑞華副教授 資訊工程系 謝仁偉教授 

營建工程系 鄭敏元教授 工業管理系 林希偉教授 

化學工程系 江志強教授 工業管理系 林承哲副教授 

化學工程系 何明樺教授 工業管理系 郭伯勳助理教授 

化學工程系 林昇佃教授 企業管理系 呂志豪助理教授 

化學工程系 陳良益教授 企業管理系 黃美慈專案助理教授 

化學工程系 葉禮賢教授 企業管理系 欒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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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姓名 單位 姓名 

自動化控制研究所 楊振雄教授 資訊管理系 朱宇倩教授 

光電工程研究所 范慶麟教授 資訊管理系 林伯慎副教授 

資訊管理系 洪政煌助理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 黃博聖教授 

財務金融研究所 陳俊男副教授 應用外語系 黃玟君副教授 

科技管理研究所 
朱曉萍教授級 

專業技術人員 
應用外語系 鄧慧君教授 

建築系 邱奕旭副教授 應用科技研究所 何清華教授 

建築系 邱韻祥教授 應用科技研究所 周宏隆助理教授 

設計系 施皇旭專案講師 應用科技研究所 蘇威年教授 

設計系 
鄭司維副教授級 

專業技術人員 

色彩與照明科技

研究所 
林宗翰教授 

設計系 蕭勝文專案講師 專利研究所 管中徽副教授 

人文社會學科 游適宏教授 體育室 陳佳慧專案副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 王淑玲教授  

備註：獲獎人依學院/系所單位、姓氏筆畫之順序排序。 

 

 

重要訊息 

編號 主旨/重點摘錄 

1 

各單位如擬推薦校內教師擔任講座教授或特聘教授，請依本校「講座教授及特聘教授

設置辦法」資格及經各級教評會程序審議並備妥推薦資料，於111年10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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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星期五）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審議。相關規定、作業說明及表件請至人事室網頁下載。 

2 
本校教師年輕學者研究獎助即日起受理申請，請教師於 111 年 9 月 22 日（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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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為辦理 111 學年度教師研究獎之獎勵，請學院及共教會於 111 年 10 月 27 日（星期四）

前完成修法，循行政程序報校核備。校級辦法請至人事室內網/相關法規/三、考核、獎

懲項下查閱。 

https://pa.ntust.edu.tw/Intranet/
https://pa.ntust.edu.tw/Intranet/
https://pa.ntust.edu.tw/Intranet/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var/file/66/1066/img/81/539246003.docx
https://pa.ntust.edu.tw/Intranet/
https://pa.ntust.edu.tw/Intranet/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var/file/66/1066/img/81/258537523.docx
https://pa.ntust.edu.tw/Intranet/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var/file/66/1066/img/81/258537523.docx
https://pa.ntust.edu.tw/Intr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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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主旨/重點摘錄 

4 

本校 111 年 6 月 10 日第 82 次校務會議通過修正下列法規： 
一、本校「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並自 111 年 8 月 1 日起生效，經教育部 111 年 7

月 19 日臺教技（二）字第 1110062067 號函核定。修正重點如下：  
(一)現行人文藝術中心及任務編組通識教育中心整併為通識教育中心，屬教學單

位，並依業務需要分組辦事。（第 10 條之 2）。 
(二)修正校務會議代表之其他代表職員，增列約用人員。（第 36 條） 
(三)為賦予及保障學生參與院、系（所）務層級審議與學生權益相關事項之會議，

落實師生共治之基礎，爰於院、系、所務會議審議所屬學生有關學業、生活及

其他學生權益相關事宜時，應有學生代表出席會議。（第 42、43、47 條） 
請至人事室內網/相關法規/1.組織項下查閱。 
二、本校講座設置辦法更名為講座教授及特聘教授設置辦法，相關規定請至人事室內

網/相關法規/一、教師聘任、升等及資格審查項下查閱。 
三、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及違反學術倫理

案件處理要點」、「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原則」請至人事室內網/相關法規/2.
教師聘任、升等及資格審查項下查閱。 

5 
有關科技部 112 年度「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學者國內訪問研究計畫」補助申請案，申

請者請於 111 年 8 月 15 日（星期一）前簽准送人事室辦理送件事宜。 
【本校 111 年度 7 月 4 日臺科大人字第 1110007529 號書函】 

6 

為配合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強化行政中立觀念，請本校同仁上網學習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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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 111 年 6 月 21 日臺教人(一)字第 1110060790 號書函】 

7 

公務人員每人每年必須完成 20 小時學習時數，其中 10 小時必須完成當前政府重大

政策、法定訓練及民主治理價值等課程，請同仁於 111 年 8 月 31 日前完成學習。同

仁可自行至 e 等公務園首頁/主打課程/公務人員 10 小時課程專區，或至本校人事室網

頁/數位學習專區項下查詢。 

法規及政策宣導 

編號 主旨/重點摘錄 

1 

教育部函釋以，有關國立各級學校兼任行政職務教師之兼職，於該部依公務員服務法（以

下簡稱公服法）第 26 條第 1 項授權另定之辦法訂定發布前，國立各級學校兼任行政職務

教師之兼職規範，比照公服法第 14 條（經營商業）及第 15 條（兼職）規定辦理，復因

其本職仍為教師，爰渠等亦不得違反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所定兼職範圍

及核准程序等規定。 
【教育部 111 年 7 月 4 日臺教人(二)字第 1114202339 號函】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5-1066-89735,c9950.php?Lang=zh-tw
https://pa.ntust.edu.tw/Intranet/IndexPage.aspx?Func=1
https://pa.ntust.edu.tw/Intranet/IndexPage.aspx?Func=1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5-1066-89736,c9950.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5-1066-89736,c9950.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103014,r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102673,r1.php?Lang=zh-tw
https://elearn.hrd.gov.tw/mooc/explorer.php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12-1066-122.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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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主旨/重點摘錄 

2 
教育部修正發布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並自 111
年 8 月 1 日生效。 
【教育部 111 年 7 月 11 日臺教人(五)字第 1114202137B 號函】 

3 
轉知教育部函以，行政院公告「中華民國 112 年（西元 2023 年）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

表」1 份，請參考公告。 
【教育部 111 年 6 月 9 日臺教人(三)字第 1110057004 號書函】 

4 
教育部函以，轉知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 3 條、第 11 條修正條文、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各

1 份，請參考公告。 
【教育部 111 年 7 月 1 日臺教人(三)字第 1110064873 號書函】 

5 

教育部書函以，重申公務員於辦公時間應盡職負責，不得利用上班時 間從事與公務無關

之行為，請加強宣導並對所屬人員嚴加考核。 
【教育部 111 年 6 月 24 日臺教人(三)字第 1110062512 號書函、本校 111 年 6 月 28 日臺

科大人字第 1110007323 號書函】 

6 

為因應已退休（職）公（政）務人員或遺族所領月退休金、月退職酬勞金、月撫卹金（年

撫卹金）或遺屬年金（月撫慰金）給付金額調高 2%，並自民國 111 年 7 月 1 日生效之發

放事宜一案，相關調整方案 Q&A-問答集。 
【教育部 111 年 6 月 22 日臺教人(四)字第 1110057454 號書函】 

7 

教育部提供教學實踐相關學者專家名單請至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網站

(https://tpr.moe.edu.tw/)自行參考使用 
【教育部 111 年 7 月 15 日臺教高(五)1112202831 號函】 

8 
行政院第 42 屆文化獎遴選，即日起至 9 月 16 日前受理推薦，請有意申請教師備妥提名

書等相關資料送文化部彙辦。文化獎辦法及提名書請至文化部網站下載。 

9 
潘文淵文教基金會潘文淵獎即日起至 8 月 10 日前受理申請，請有意申請教師備妥相關資

料送該基金會彙辦，相關辦法及申請表格至基金會網站下載。 

10 
銓敘部令以，公務人員陞遷法施行細則第 3 條第 3 項規定所稱「性質相近」職缺之意涵。 
【教育部 111 年 6 月 20 日臺教人(二)字第 1110060489 號書函】 

11 
銓敘部修正公務人員履歷表格式。 
【教育部 111 年 6 月 22 日臺教人(二)1110614162 號書函】 

12 

考試院為推廣國家考試及格及訓練合格電子證書暨證明書，自 111 年 8 月 1 日起至 112
年 7 月 31 日止免徵電子證書規費。 
【教育部 111 年 7 月 11 日臺教人(二)字第 1110066244 號書函】 

13 
內政部修正發布「香港澳門居民進入臺灣地區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部分條文。 
【教育部 111 年 6 月 20 日臺教人(二)字第 1110058859 號函】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103490,r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102733,r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103144,r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102877,r1.php?Lang=zh-tw
https://tpr.moe.edu.tw/
https://www.moc.gov.tw/downloadfilelist_338_252_1.html
https://www.moc.gov.tw/downloadfilelist_338_252_1.html
https://pan.itri.org.tw/awards/PanWenYuan.aspx?nid=9E51B083B60703F8
https://pan.itri.org.tw/awards/PanWenYuan.aspx?nid=9E51B083B60703F8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102714,r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103382,r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102644,r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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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動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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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人員異動名單 

 

編號 主旨/重點摘錄 

14 
衛生福利部受聘僱外國人健康檢查管理辦法業經修正發布，檢送第四條條文勘誤表、修

正條文對照表、勘誤表及來函各 1 份。 
【教育部 111 年 6 月 15 日臺教人(四)字第 1110058384 號函】 

15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函舉辦「多元升等停看聽工作坊暨經驗分享會」系列活動，敬邀本校

教職員踴躍報名參加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111 年 6 月 14 日華人字第 1110100970 號函】 

16 

「公教人員保險失能給付標準」附表業經銓敘部 111年 6月 29日部退一字第 11154674421
號令修正發布；檢送發布令影本、修正附表、總說明及對照表各 1 份。 
【教育部 111 年 7 月 4 日臺教人(三)字第 1110064665 號書函】 

動態 姓名 單位及職稱 聘期/生效日期 備註 

出國研究

帶職帶薪 
周詩梵 資訊工程系 

助理教授 
111.06.18-111.08.07  

借調期滿

歸建 

返校復職 

李欣運 
營建工程系 
教授 111.08.01 借調至國立宜蘭大學 

鄧惟中 
資訊工程系 
教授 

111.08.01 借調至國立通訊傳播委
員會 

陳玲鈴 
設計系 
教授 111.07.31 借調至 Eindhov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退休 

陳玲鈴 
設計系 
教授 111.08.01  

張大鵬 
營建工程系 
教授 

111.08.01  

留職停薪 

林裕傑 
建築系 
專案講師 

111.06.16-111.08.10 

112.06.14-112.07.31 
服兵役 

鍾國順 
總務處營繕組 
技佐 111.07.01-111.12.31 侍親 

調陞 周盈慧 
工程學院 
專員 111.06.30 

原職為化學工程系組員 

調派代 湯雁鈞 
新竹分部綜合行政組 
組長 111.07.01 

原職為新北市政府新建

工程處股長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102864,r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102564,r1.php?Lang=zh-tw
https://personnel-r.ntust.edu.tw/var/file/66/1066/img/370/2335760007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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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專區 
一、本校教職員工生因應校園防疫，請確診、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自主健康管理或有採檢

情形者務必填報校內通報平台(https://health-care.ntust.edu.tw/Notification/ )，若有任何

問題，上班時間教職員請洽 2737-6226 袁小姐；學生請洽 2737-6137 林小姐；非上班時

間及例假日請洽校安專線 0800-695-995。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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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以居家辦

公為原則，如無法居家辦公，則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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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重申於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解散前，本校教職員工平日、假日出國均應使校方知悉。

未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如遇寒暑假，亦應比照辦理。非因公奉派出國者，回國後防疫

隔離假期間不支薪，如需請假，依各類人員請假規則規定以休假、事假、病假或加班補

休等假別辦理。 

四、教師及職員防疫期間可申請之假別，請詳參【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 

 

 

公務人員專書閱讀每月一書 

111 年 08 份每月一書（沿用 110 年度每月一書） 

 
書名 / 量子領導 非權威影響力 
作者 / 洪銘賜 
出版社 / 采實 
出版日期 / 2019 

   作者洪銘賜，具有豐富的企業轉型、國際化

拓展之實戰經驗，他發現，「領導力」就像每

個人內建的系統，是人人都可學習的！過去，

我們接受的科學教育是壁壘分明、分門別類的

「粒子觀」，以為用權威式的語言、指令、行

為來管理下屬就有效，但往往成效不彰。而最

新的量子力學證明，萬物皆由「意識」決定，

即所謂的「量子觀」。 
  領導人的起心動念會影響企業文化、團隊

士氣、組織動能，也決定了管理成敗。因此，

領導人要改變團隊表現，首先要先領導自己，

改變意識層級，並喚醒他們的天賦，完成個人

和團隊使命。書中亦提出修練「量子領導力」

的五項工具供練習。 
【本書簡介資料摘自國家文官學院】 

 

 

https://health-care.ntust.edu.tw/No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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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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佳句 
 

I didn’t fail the test. I just found 100 ways to do it wrong. — Benjamin Franklin 
我並不是沒考好，只是找到另外一百種答題的方式。— 班傑明．富蘭克林 
 
I disapprove of what you say, but I will defend to the death your right to say it. — Voltaire 
我不同意你說的話，但是我願意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 — 伏爾泰（法國作家） 

 

員工協助方案（EAP）專區 
 
 
 
 
 
 
 
 
 
 
 
 
 

 
 
 

 

 

 

 

 

 

 

 

 

 

 

人事室關心您！ 

本校員工協助方案專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