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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資訊 

 

108 學年度教學傑出獎 

108 年教育部師鐸獎 數位學習與教育研究所   黃國禎教授 

單位 姓名 單位 姓名 

機械工程系 陳品銓教授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王秋燕副教授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邱智瑋副教授 營建工程系 張燕玲教授 

化學工程系 江偉宏副教授 資訊工程系 戴文凱教授 

電子工程系 阮聖彰教授 電子工程系 鄭瑞光教授 

電機工程系 方劭云副教授 工業管理系 林希偉教授 

企業管理系 呂志豪助理教授 建築系 阮怡凱教授 

應用外語系 楊智琄助理教授 專利研究所 管中徽副教授 

108 學年度教學優良獎 

單位 姓名 單位 姓名 

機械工程系 石伊蓓教授 機械工程系 蘇裕軒助理教授 

營建工程系 許丁友副教授 營建工程系 鄧福宸助理教授 

化學工程系 江志強教授 化學工程系 林析右教授 

資訊工程系 陳冠宇助理教授 電子工程系 廖顯奎教授 

電機工程系 沈哲州教授 電機工程系 林長華教授 

電機工程系 馬自莊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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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維寧教授 

財務金融研究所 陳俊男副教授 設計系 陳建雄教授 

人文社會學科 蘇金輝副教授 數位學習與教育研究所 翁楊絲茜副教授 

醫學工程研究所 白孟宜教授 應用科技研究所 蔡協致教授 

體育室 李永祥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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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訊息  

編號 主旨/重點摘錄 發文機關及字號 

1 

本校公開徵求校長候選人之推薦截止日期為 109年 6月 30日，

業於 109 年 7 月 21 日召開遴委會工作小組第 2 次會議進行候

選人資格初審等事宜，並預定於 109 年 8 月 28 日召開遴委會

第 2 次會議完成資格複審及討論後續遴選作業。 

Election of a new NTUST president:  
The deadline for the public solicitation of recommendations for candidates 
was June 30, 2020. In the 2nd meeting of the Search Committee Working 
Group, held on July 21, 2020, a preliminary review of the candidates' 
qualifications was conducted. The next meeting of the Search Committee 
will be held on August 28, 2020 to complete the review of the candidates’ 
qualifications and to discuss the follow-up selec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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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本校謹訂於 109 年 8 月 4 日（星期二）09:30-16:30 假國際大

樓 IB101 辦理「109 學年度主管共識營」，行政暨教學單位一、

二級主管務請參加。 

 

 

http://www.personnel.ntust.edu.tw/ezfiles/18/1018/img/858/808323862.pdf
http://www.personnel.ntust.edu.tw/ezfiles/18/1018/img/81/584876676.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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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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依衛福部疾管署公告之國際旅遊疫情建議等級表，全球仍列為

第三級警告（避免所有非必要旅遊）。復依疫情指揮中心公告

之「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具國外旅遊史者，須居家

檢疫 14 天。是以，重申本校教職員工出國規定如下： 

一、本校 109 年 3 月 19 日防疫小組第 12 次會議決議，教職

員出國案均從嚴審核。爰出國案件（含因公、非因公）應

事先以簽呈辦理申請，如有未經核准、使校方知悉或有隱

匿、虛偽不實之情事，將視情節輕重予以議處。 

二、出國原因屬可歸責當事人情形，回國後實施居家檢疫期間

不予支薪。 

 
Epidemic Prevention: The Centre of Disease Control, Taiwan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and Department of Disease Control, has issued a world-
wide Level 3 travel warning (avoid all non-essential travel). According to 
current regulations, individuals with a history of foreign travel must be 
quarantined for 14 days when returning to Taiwan. The rules for faculty and 
staff for travel abroad are repeated here: 
 
(1) As decided by NTUST Epidemic Prevention Team on March 19, 2020, 
faculty and staff who plan to go abroad have to apply for permission of their 
travel plans. The itinerary (work-related travel and private travel) has to be 
submitted ?? how many days ? in advance to?? Any cases of unapproved 
travel or any concealment or falsification of information that become known 
to the university will be dealt with according to the seriousness of the 
situation. 
 (2) If the reason for leaving the country is attributable to the person 
concerned, his/her salary will not be paid during the home quarantine 
period.  
 

 

 

法規及政策宣導 

編號 主旨/重點摘錄 發文字號或連結 

1 

科技部 110 年度「第 59 屆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

申請受理乙案，各單位如有推薦案，請經系、所教評會通過，

於 109 年 7 月 31 日前檢附相關資料簽請核准後，送人事室彙

辦。 

科技部 109.6.24 
科部科字第

1090037785 號函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9455,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9455,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9455,r1-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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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校「教師研究獎勵作業要點」、「年輕學者研究獎助作業要

點」修正案及新訂「教師教學傑出暨優良獎勵作業要點」案，

經 109 年 7 月 21 日第 589 次行政會議通過，請至人事室網頁

參閱。 

The NTUST Executive Council approved amendments to "Professor Research 
Awards”, " Research Awards for Young Scholars",  and the new " Teaching 
Excellence and Excellence Incentives " at its 589th meeting on July 21, 2019. 

 

3 
本校「契約進用工作人員管理要點」修正案，經 109 年 7 月 21
日第 589 次行政會議通過，請至人事室網頁參閱。 

 

4 
本校「契約進用工作人員報酬標準表」修正案，經 109 年 7 月

21 日第 589 次行政會議通過，請至人事室網頁參閱。 
 

5 

本校約用人員兼職、兼課，應循行政程序事先簽奉校長同意。

相關規定請詳閱本校「契約進用工作人員工作規則」第 33 條

及「契約進用工作人員管理要點」第 21 條規定，前開規定及

本校修正後之兼職申請表，請至人事室網頁參閱及下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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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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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至人

事室網頁查詢。 

數位學習專區 

7 
為提供同仁更貼近需求之托育服務，特洽簽公教員工子女特約

托育機構，相關資訊暨優惠項目請至人事室網頁參閱。 
托育專區 

8 
「專科以上學校兼任聘任辦法」業經教育部於 109 年 6 月 28
日以臺教人（一）字第 1090079567B 號令修正發布，請至人事

室網頁參閱。 

教育部於 109.6.28 
臺教人(一)字第

1090079567E 號函 

9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業經教育部於中華民

國 109 年 6 月 28 日以臺教法（三）字第 1090084872B 號令修

正發布。 

教育部 109.6.28 
臺教法(三)字第 
1090084872B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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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929145257.pdf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ezfiles/18/1018/img/202/133403148.pdf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ezfiles/18/1018/img/202/139351796.pdf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ezfiles/18/1018/img/202/149488300.pdf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ezfiles/18/1018/img/202/616169075.pdf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ezfiles/18/1018/img/202/13935179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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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s/11-1018-758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9470,r7-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9470,r7-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9470,r7-1.php?Lang=zh-tw
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detail.do?metaid=116461&log=detailLog
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detail.do?metaid=116461&log=detailLog
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detail.do?metaid=116461&log=detail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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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依現職公務人員調任辦法第 4 條規定，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之

現職公務人員，在各職系之職務間得予調任；其餘各職等人員

在銓敘審定有案職系同職組各職系之職務間得予調任，並得單

向調任與銓敘審定有案職系視為同一職組職系之職務。詳參考

試院 108 年 1 月 16 日修正發布之職組暨職系名稱一覽表。 

職組暨職系名稱一覽

表 

11 
公務人員所為犯罪行為是否屬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8 條第 1 項

第 4 款所稱「貪污行為」之認定，請參閱教育部函釋。 

教育部 109.6.22 
臺教人(二)字第

1090088526 號書函 

12 

銓敘部 109 年 7 月 2 日部法一字第 10949502621 號令釋，有

關各機關依公務員服務法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認定公務員是否

得將個人創作之專利、著作、藝術作品、應用程式及通訊軟體

貼圖等創作以自己名義運用或授權他人使用獲取報酬之疑義。 

教育部 109.7.8 
臺教人(二)字第

1090096942 號書函 

13 
公務員服務法第 13 條第 2 項所稱「代表官股之董事、監察人」

之認定標準，請參閱教育部函釋。 

教育部 109.7.8 
臺教人(二)字第

1090092336 號函 

14 
轉知中華民國全國公務人員協會函，該協會與保誠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所簽並委由精聯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負責推

廣及服務之「保誠團險專案」，請同仁參考利用。 

教育部 109.7.17 
臺教人(一)字第

1090103727 號書函 

15 
檢送國民旅遊卡結合振興三倍券之優惠措施及流程說明各 1
份。 

教育部 109.7.1 
臺教人(三)字第

1090093256 號書函 

16 

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以，公教人員子女已申領「原住民族

委員會獎助大專校院原住民學生實施要點」之助學金者，得依

「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附表九「子女教育補助表」

規定請領子女教育補助。 

教育部 109.6.30 
臺教人(一)字第

1090091923 號書函 

 

  

https://weblaw.exam.gov.tw/LawContent.aspx?LawID=E020008012
https://weblaw.exam.gov.tw/LawContent.aspx?LawID=E020008012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9397,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9397,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9397,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9529,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9529,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9529,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ezfiles/18/1018/img/370/602774R.pdf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ezfiles/18/1018/img/370/602774R.pdf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ezfiles/18/1018/img/370/602774R.pdf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ezfiles/18/1018/img/370/602774R.pdf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ezfiles/18/1018/img/370/602774R.pdf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ezfiles/18/1018/img/370/602774R.pdf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9556,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9556,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9556,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ezfiles/18/1018/img/370/599589R.pdf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ezfiles/18/1018/img/370/599589R.pdf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ezfiles/18/1018/img/370/599589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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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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良君 
光電工程研究所 
教授 

留職停薪 109.08.01-110.01.31  

鄧昭瑞 
機械工程系 
教授 

退休 109.08.01  

胡孝光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教授 

退休 109.08.01  

吳瑞南 
電機工程系 
教授 

退休 109.08.01  

吳傳嘉 
電機工程系 
教授 

退休 109.08.01  

葉明義 
企業管理系 
副教授 

退休 109.08.01  

陳昭華 
專利研究所 
教授 

退休 109.08.01  

何珮瑩 
人文社會學科 
助理教授 

退休 109.08.01  

盧希鵬 
資訊管理系 
教授 

借調期滿歸建 
返校復職 109.08.01 

借調至良興股份

有限公司 

雷良琴 
總務處 
工友 

屆齡退休 109.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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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專書閱讀每月一書 
109 年 8 月份 

 
 
 
 
 
 
 
 
 
 

 
書名 / 古代中國文化講義 
作者 / 葛兆光 
出版社 / 三民 
出版日期 / 2018 

古代中國文化的入門書 
 
  本書是理解中國世界觀念的一個基

礎，並介紹古代的家族生活與倫理，孔子和

儒家又是怎樣從這種倫理基礎上，拓展並

形成政治學說。另也介紹佛教的傳入，及如

何影響中國人的思想，並從觀音信仰和禪

宗學說，看到佛教如何逐漸成為中國文化。

還討論中國本土的學說和宗教道家與道

教，討論道家的人生態度與生命觀念外，也

介紹道教追求永生和幸福的知識。 
  本書也關注古代中國民眾的知識、行

為和信仰，討論古代中國兩個不同的信仰

世界，甚至討論風水知識。了解古代中國文

化可以更深入懂得現代中國社會，理解當

下中國的文化世界。 
 

【本書簡介資料摘自國家文官學院】 
 

 

員工協助方案(EAP)專區 

嗨，你今天過得好嗎？讓你的關心，溫暖人心 

【嗨，你今天過得好嗎？】 
 
最近的你，過得好嗎？年初開始，肺炎造成我們生活、工作、經濟，甚至人際關
係裡許多的變化，如果再加上原本就有些一時無法解決的壓力，時間久了，真的
會讓人有點喘不過氣來。 
 
生命中總是有些無法掌控的事，所有的負擔光靠自己一個人撐是很辛苦的。無論
是任何人，都渴望被支持、被關心，特別是當日子過得有些沈重時。一方面不想
讓自己狼狽的樣子被發現，但一方面又期待有人能看到自己的辛苦，能理解自己
的疲累。 
 
就是這種矛盾的心態，有時候別人好意的關心，自己卻沒辦法很坦然的接受。同
樣的，有時候看到身邊的人因為考試、工作、人際，或是健康問題煩惱，想要關
心一下，幫他打打氣，也會擔心變成打擾或管太多。其實，要讓你的關心是暖心
而不是傷心，需要下面三個步驟。 

https://www.nacs.gov.tw/News_RecommendBook.aspx?n=505&sms=9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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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關心更有溫度的 3 個 Steps】 
 
Step 1：送出邀請 
從國中我們就會學問 How are you？當你感覺身邊的家人、朋友、或同事，最近
跟平常不太一樣，在你行有餘力時，可以問問他「你還好嗎？」、「你最近怎麼
樣」。 
 
簡單的一句關心，就像送出一個邀請。如果對方還沒準備好，那也沒關係，每個
人都有自己的步調，也不用去勉強他，但是至少他會知道有人是在乎自己，留意
到自己的狀態；如果他願意開口，就讓自己專心地去聆聽。 
 
Step 2：專心地聽 
當對方願意敞開心說時，其實最好的關心方式，就是聽他說。這個聽，說來簡
單，但其實不然，因為我們很常在學怎麼說話，卻很少在學怎麼聽話。 
 
「聽」這個字裡，有耳朵、有眼睛、也有心，真正的聽是把自己打開來，進到對
方的世界裡，去了解他的心裡到底發生什麼了。所以不急著給他建議，別否定他
的感覺，反駁他說「你怎麼會這樣講呢？」、「你想太多了，你這樣就不對
了！」，這樣就好像打了對方一巴掌。也不要忙著在心裡想「我要怎麼樣說服
他，叫他往我覺得好的那個方向去」，這其實都不是真正地在聽；先安靜下來，
好好地聽對方心裡到底發生什麼事。 
 
被用心地聆聽，本身就會帶來很深的安慰，代表「我的感受是被重視的」、「我
這個人是有價值的」；「如果沒有人願意聽我說，我無論說什麼都會被否定、指
責，那我一定會感覺我不重要、我不好，沒人要理我。」，心裡一定會感覺孤單
又受傷，久了只會更不想說，反正說了也是被打槍。所以，想給別人真正的陪
伴，就坐下來，把手邊的事放下，看著他，好好地聽他說。等他說完，你再說都
不遲。 
 
Step 3：別說加油 
當我們看到別人苦惱時，常常會說「加油！」，希望讓他有被鼓勵到的感覺。然
而，被加油的人，心裡是什麼感覺呢？可能你自己也有過這樣的經驗，面對一件
很困難的工作，不知道怎麼處理？也不知道到底能不能成功？心裏閃過對自己的
懷疑，想說「我真的能做得到嗎？」，鼓起勇氣把心裡這些煩惱和不確定說出
來，然後得到一句「加油！」。 
 
這句加油，好像把自己跟對方畫分開來，他去做他的事，而我還是得回去繼續努
力。可能壓力還更大了些，因為很怕自己會不會辜負這句加油。其實，當別人講
出這些煩心的事，背後都藏著一個小小的求救聲，希能有人能幫忙分擔心裏的重
擔。 
 
我們需要的也許是實際的幫助，也許是情感上的陪伴，或是只是單純地想被聽
到、被了解，我們現在真的面對困難而感到孤立無援。如果，身邊的人說，他眼
前有困難的挑戰要克服，有些事情讓他很擔心。除了說加油！也可以再多給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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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點，讓他感覺到情感上的被支持，或問問看是不是需要我們做些什麼。所以你
可以說「我會一直陪著你」、「如果你需要，我就在這」、「有什麼可以幫忙
的，就告訴我」。因為，每一個人都能體會，當感覺快被困難淹沒時，看到有人
伸出一隻溫暖的手，是什麼樣的感受。 
 
【關心別人，也別忘了關心自己】 
 
其實，這三個步驟，不光是可以用來關心別人，也可以用同樣的方法來關心自
己。定期跟自己連線一下，問問自己好不好，最近感覺怎麼樣。 
 
不急著批評自己的感覺，不管是生氣、傷心、無力、焦慮，先容許這些感覺的存
在，而不是罵自己「怎麼可以那麼弱！」、「怎麼可以這麼廢！」，而是想想自
己可以為自己做什麼，或是可以尋求什麼支持，把自己照顧好。 
 
人生中總會在某些時候，會感覺卡住了，好像累得沒有力氣往前走了，這時有人
陪伴、有人關心，分擔一下彼此的重量，稍微喘口氣，前方的旅程就能走得更輕
鬆，更有滋味一些。 

 

【資料來源為網路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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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1-1018-6447.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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