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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訊息 Important Information  

編號 主旨/重點摘錄 發文機關及字號 

1 

本校公開徵求校長候選人之推薦截止日為 109 年 6 月 30 日，

請各界踴躍推薦適當人選。本校校長遴選相關資訊請至本校校

長遴選專區網頁查閱。 
 

Election of new NTUST president: The deadline for recommending candidates is 
June 30, 2020. For information on the selection process,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in Chinese language only) 

 

2 

教育部辦理國家產學大師獎遴選，請有意申請者於 109 年 6
月 3 日（星期三）下班前備妥相關資料紙本送人事室，俾憑辦

理資料查核及審查事宜；申請注意事項如下：  

(一)來信至 slada27@mail.ntust.edu.tw 提出本獎項系統帳號申

請。 

(二)至系統填妥表件並上傳附件佐證資料並點選送出。 

(三)於系統列印基本資料表、經歷表及成果績效表（不含附

件），簽名後送交人事室。 

詳細作業要點及推薦須知請至教育部國家產學大師獎網站項

下查詢 https://masteraward.moe.edu.tw/。 

National Award for Distinguished Contribution to Industry-Academia 
Cooperation, Ministry of Education 
Applicants should submit the application documents (in paper) to the NTUST 
Personnel Office before Wednesday, June 3, 2020, 6 p.m. Please follow these steps: 
(1) Please send an email to slada27@mail.ntust.edu.tw to apply for an account for 
the application system. 
(2) Log into the application system, fill in the forms, upload the supporting 
documents, and submit. 
(3) Please print out the forms for basic information,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performance information (without attachments), sign them, and take the 
documents to the NTUST Personnel Office. 
For more detailed information, please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website 
https://masteraward.moe.edu.tw/. (in Chinese only) 

 

3 

本校 109 學年度專兼任教師（含專家）聘任作業，請各用人單

位依本校 109 年 3 月 31 日臺科大人字第 1090102343 號函辦

理。務請各單位於教師（含專家）聘期開始前完成聘任程序，

以維護教師權益；有關「專案教師續聘表」與「各類教師續聘

名 冊 」 務 請 至 本 校 教 師 聘 任 系 統 （ 網 址 ：

https://tea.ntust.edu.tw/tengage/login.aspx）產製。 

 

https://president.ntust.edu.tw/home.php
https://president.ntust.edu.tw/home.php
https://president.ntust.edu.tw/home.php
https://masteraward.moe.edu.tw/
https://masteraward.moe.edu.tw/
https://tea.ntust.edu.tw/tengage/login.aspx
https://tea.ntust.edu.tw/tengage/logi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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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專案教師自即日起如因故不克到校教學、研究或參與

服務等情事，應辦理請假手續及調、補課作業。 

(二)專案教師給假規定請依各教師簽訂之本校「專案人員契約

書」之差假規定辦理，請假日數超過者比照專任教師辦理

扣薪。 

(三)本校教職員請假，請登入人事室網頁/資訊系統/差勤電子

表單系統，網址：

http://hreip1.ntust.edu.tw/EIP/Login/LoginNtust.resource.as
px 。 

(四)教師如有差勤系統操作之疑義，請洽人事室曾依婷小姐

（分機 1108）。 
(1)NTUST project faculty (“special contract faculty”) who cannot come to the 
NTUST campus for teaching, research, or service-related duties for any reason, 
have to complete the normal procedures for taking leave of absence, and will have 
to make arrangements for making-up for missed classes. This regulation takes 
immediate effect.  
(2)Leave of absence for project faculty will be handl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gulations defined in the “NTUST Project Faculty Contract”. Exceeding the number 
of holidays granted in the contract will lead to a deduction from pay in lieu of the 
excess holiday.  
(3)For taking leave of absence, please log into the Personnel Office Attendance 
System: http://hreip1.ntust.edu.tw/EIP/Login/LoginNtust.resource.aspx  
(4) For any questions on the Personnel Office Attendance System, please contact 
Ms. Tseng Yi-ting 曾依婷 (ext. 1108) 

 

5 

配合教育部 109 年 2 月 13 日修正發布「教師公立各級學校專

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本校「教師兼職申請表」修正業經 109
年 5 月 15 日第 587 次行政會議通過，教師兼職申請請至人事

室網頁 /表格下載 /八、教職員兼課、兼職項下下載修正後申

請表件。 

The Guidelines for Full-time Faculty Taking up Part-time Positions at Public 
Education Institutions were amend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n 13 February 
2020. NTUST has revised the respective application form for part-time positions 
which can be downloaded from the personnel office website.   

 

6 

本校「職員差勤管理辦法」業經 109 年 5 月 15 日第 587 次行

政會議修正通過，本次修正重點：(一)漏未刷卡申請次數由每

月至多二次改為每季至多三次，一年仍維持十二次。(二)「如

非因公務加班者，應準時簽退。」避免非因公務加班延遲簽退

衍生加班認定之爭議情形。(三) 簽到退必須本人於辦公處所

為之，如有違反情形依本校相關規定議處並列入年終考績(核)
參考，請至人事室網頁/相關法規/九、差勤項下下載參閱。 

 

http://hreip1.ntust.edu.tw/EIP/Login/LoginNtust.resource.aspx
http://hreip1.ntust.edu.tw/EIP/Login/LoginNtust.resourc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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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謹訂於 109 年 6 月 17 日（星期三）下午 3 時 30 分，於

國際大樓一樓展覽會場 B 區舉行 109 年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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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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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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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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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本校謹訂於 109 年 6 月 15 日（星期一）中午 12:00-14:00 假綜

合研究大樓 RB102 邀請新竹生命線員工協助服務中心蘇予昕

諮商心理師辦理職場溝通專題演講，歡迎踴躍參加。 
 

10 
本校謹訂於 109 年 6 月 22 日起假圖書館辦理 109 年度公務人

員專書閱讀每月一書書展，歡迎踴躍參加。 
 

 
法規及政策宣導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編號 主旨/重點摘錄 發文機關及字號 

1 

有關本校約用人員相關規定之修正說明如下：  
(一)本校「契約進用工作人員工作規則」修正案，業經 109 年

5 月 15 日第 587 次行政會議通過，將報請臺北市政府勞

動局核備，並提本校勞資會議報告。 
(二)本校「契約進用工作人員管理要點」業經本校 108 年 10

月 15 日第 580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請至人事室網頁／

相關法規／十三、契約進用工作人員項下下載參閱。 
(三)本校「約用人員陞遷評比作業原則」業經 108 年 8 月 27

日108學年度約用工作人員甄審考評委員會第1次會議修

正通過，並自 109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請至人事室內部資

訊網／約用人員陞遷評比系統／公告事項下載參閱。「約

用人員陞遷評比系統」刻正修正中，預計 109 年 6 月底完

成，待系統修正完成後另以 E-mail 通知。 

 

https://elearn.hrd.gov.tw/mooc/explorer.php?redarg=ouaWtKsexYoY3OZMUpb8tOfBEEgM8GDJgxxADGfUuX4,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1-1018-122.php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ezfiles/18/1018/img/858/418574395.pdf
http://hr.ntust.edu.tw/Intranet/
http://hr.ntust.edu.tw/Intr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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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教育部 109 年 5 月 12 日臺教人（二）字第 1090026333 號

函釋，公立學校專任教師職前曾任文化機構專業人員，其職務

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得按年採計提敘薪級，並受

所聘職務等級最高年功薪之限制。 

教育部 109.5.12 
臺教人(二)字
1090026333 號書函 

3 

勞動部修正發布「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

定準則」第 2 條、第 15 條文，僱用受僱者三十人以上之雇主，

應依本準則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前項辦

法，應明定雇主為性騷擾行為人時，受僱者或求職者除依事業

單位內部管道申訴外，亦得向地方主管機關提出申訴，並自

109 年 11 月 1 日施行。 

教育部 109.4.27 
臺教人(一)字第

1090050544 號書函 

4 
函轉銓敘部 109 年 5 月 5 日部法一字第 10949292981 號令暨

其附表影本及「銓敘部就公務員服務法相關解釋停止適用一覽

表」各 1 份。 

教育部 109.5.11 
臺教人(二)字第

1090066286 號書函 

5 
為因應 109 年防汛期來臨，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業修正「天然

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 Q＆A（問答資料）」，並置於該總處

網站最新消息項下，請查照自行上網查閱。 

教育部 109.4.30 
臺教人(三)字第

1090060437 號書函 

6 
轉知內政部「有關國立大學相當簡任第 11 職等以上公務員進

入大陸地區申請案經內政部許可後，如遇不可抗力等因素，須

變更行程之辦理辦法」，請配合辦理。 

教育部 109.4.23 
臺教人(三)字第

1090044240 號書函 

7 

為適度保障育嬰留職停薪人員回職復薪相關權益，銓敘部函知

各機關公務人員因育嬰留職停薪而自願調整較低職務者，於回

職復薪回復原職務或與原職務同一陞遷序列之職務時，得免經

甄審，且不受公務人員陞遷法第 12 條第 1 項第 8 款規定之限

制 

教育部 109.5.13 
臺教人(二)字第

1090067731 號函 

8 

為辦理 109 年度強化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及專書閱讀推動計畫，專書閱讀心得寫作

競賽至 109 年 6 月 15 日（星期一）截止收件，請同仁踴躍投稿。詳情請參閱本

校人事室網頁/專書閱讀推廣專區項下。指定寫作書目如下：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8969,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8969,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8969,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8902,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8902,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8902,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8971,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8971,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8971,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9031,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9031,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9031,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9032,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9032,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9032,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8984,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8984,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8984,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3-1018-4731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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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動態  Staff News  

 

 
 

姓名 單位及職稱 動態 
聘期/ 

生效日期 
備註 

廖純慧 總務處技士 調派代 109.05.01 原職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林務局技士 

李復榮 總務處技士 調派代 109.05.01 原職宜蘭縣立蘭陽
博物館技佐 

侯諭螢 主計室組員 回職復薪 109.05.07 育嬰 

袁瑞鴻 人事室組長 調升 109.05.11                     原任人事室秘書 

林憶玲 總務處專員 調升 109.05.18 原任總務處技士 

黃敬淳 教務處行政組員 留職停薪 
109.01.01- 
109.09.26 

育嬰 

彭  葦 學務處行政專員 留職停薪 
109.01.01- 
109.11.03 

育嬰 

 

書 名 作者 出版社 
21 世紀的 21 堂課 哈拉瑞 天下文化 
數據．謊言與真相 史蒂芬斯-大衛 商周 
地方創生 2. 0 神尾文彥 時報 
鋼索上的管理課 吳明璋 大寫 
OKR 做最重要的事 杜爾 天下文化 
人性較量 克利斯辛 行路 
關於人生，你可以問問亞里斯多德 霍爾 仲間 
窮查理的普通常識 查理.蒙格 商業周刊 
霍金大見解 霍金 天下文化 
美國的反智傳統 霍夫斯塔特 八旗 
古代中國文化講義 葛兆光 三民 
我們的島 柯金源 衛城 
改變歷史的書 Robert B 聯經 
西遊記與中國古代政治 薩孟武 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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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防疫專區 Epidemic Prevention Measures  

編號 主旨/重點摘錄 

1 

有關學校於新冠肺炎防疫期間，如因防疫需要致無法於百日之期限內核給教師

喪假，而教師卻有延後申請喪假需求，學校得審酌於教師相關親屬死亡之日起

1 年之期限內給假。 
【教育部 109 年 5 月 12 日臺教人(三)字第 1090067175 號函】 

2 

本校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辦公人力規劃及備援措施，有關試行分組異

地辦公措施自本（109）年 4 月 6 日啟動迄今，參與實施單位計有教務處、秘

書室、電算中心、語言中心、人事室及主計室等單位，考量目前疫情趨緩，本

方案試行至 5 月 15 日（星期五）止，後續嗣疫情狀況再予檢討，感謝參與單

位及同仁的配合。 

https://www.cd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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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專書閱讀每月一書 Book recommendation 
109 年 6 月份 

書名 / 美國的反智傳統 
作者 / Richard Hofstadter 
出版社 / 八旗 
出版日期 / 2018 

宗教、民主、商業與教育如何形塑美國人

對知識的態度？ 
  反智，不只是風潮，而是美國深層文

化的一部分！   
  美國，擁有傲視全球的頂尖大學與數

量最多的諾貝爾獎桂冠，又以發達的科技

與商業為世人提供了文明生活。然而，美

國文化卻以訴諸實用與庶民品味的大眾化

商品與娛樂見長，對純粹的學術漠視與敵

視。 
  本書結合了思想史、社會史與政治

史，對「反智」做了有系統與歷史深度的

爬梳。不但是研究美國文化與思想史的巨

著，更可以透過它去思考：「智識」在人

類文明中如何可能？知識分子能在社會上

扮演什麼角色，又該如何與權力共處？ 
 
 

【本書簡介資料摘自國家文官學院】 

 

 

員工協助方案(EAP)專區 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  

有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心理諮詢 

 校內資源 
1. 本校學務處諮商輔導組防疫心理專區網址：

https://student2.ntust.edu.tw/files/11-1021-7536-1.php?Lang=zh-tw。 
2. 本校聘請臨床心理師及諮商心理師提供心理健康、人際溝通、壓力調適等

專業諮商服務。 
連絡電話：(02) 2736-8646  
網路預約：https://stuaffairs2.ntust.edu.tw/Webcounseling/ 

3. 即時線上文字對談：https://www.facebook.com/Talk2meNTUST/ 
       （居家檢疫/居家隔離者使用） 

https://www.nacs.gov.tw/News_RecommendBook.aspx?n=505&sms=9223
https://student2.ntust.edu.tw/files/11-1021-7536-1.php?Lang=zh-tw
https://stuaffairs2.ntust.edu.tw/Webcounseling/
https://www.facebook.com/Talk2meNT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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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外資源 

1. 衛福部「疫情心理健康」專區：本部首頁/心理及口腔健康司/疫情心理健
康；（網址：https://dep.mohw.gov.tw/DOMHAOH/cp-4740-52615-）。 

2. 「心快活」-心理健康學習平台：編製分眾（如專業人士、兒童、老人）
衛教資源，製作 4 種不同語言版本（中/英/印尼/越南文）。「心快活」-心理
健康學習平台/心專欄/時事衛教（網址：
https://wellbeing.mohw.gov.tw/nor/pstunt/3）。 

3. 製播「防疫大作戰」心理健康宣導影片：短片內容包含心理急救之「安、
靜、能、繫、望」及 1925 安心專線，倘民眾覺得有壓力或焦慮，可接受
專業協助。（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0wduyiPwtk#action=share） 

4. 簡式健康量表（BSRS-5）：民眾可利用「心情溫度計」自我篩檢情緒狀態，
注意自身心理健康。 

5. 1925 安心專線：安心專線提供 24 小時免付費心理諮詢服務；倘民眾因疫
情有心理需求，均可撥打本部 1925 安心專線（依舊愛您），由接線人員提
供心理諮詢服務。 

6. 全國 22 縣市均有提供免費（或優惠）心理諮商服務，民眾倘有心理需求，
可洽詢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人事室關心您！ 
本校員工協助方案專區 

https://dep.mohw.gov.tw/DOMHAOH/cp-4740-52615-
https://wellbeing.mohw.gov.tw/nor/pstunt/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0wduyiPwtk#action=share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1-1018-6447.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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