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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資訊 

◆本校營建工程學系陳生金講座教授榮獲教育部第 2 屆國家產學大師獎 
◆108學年度研究獎獲獎名單 

類別 學術研究類 

傑出 

機械工程系 副教授 李維禎 

機械工程系 教授 郭俞麟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教授 朱  瑾 

營建工程系 教授 邱建國 

營建工程系 教授 周瑞生 

化學工程系 副教授 江偉宏 

電子工程系 教授 魏榮宗 

電機工程系 教授 郭景明 

電機工程系 教授 黃志良 

工業管理系 教授 王孔政 

工業管理系 教授 林久翔 

工業管理系 教授 郭人介 

工業管理系 教授 喻奉天 

應用科技研究所 教授 陳瑞山 

應用科技研究所 教授 蔡協致 

     
 

類別 產學研究類 

傑出 

營建工程系 教授 楊錦懷 

電子工程系 教授 廖顯奎 

電機工程系 教授 郭政謙 

 
 

類別 科技部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優良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副教授 張志宇 

化學工程系 副教授 葉禮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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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學術研究類 

優良 

機械工程系 助理教授 陳士勛 

機械工程系 教授 陳品銓 

機械工程系 教授 黃緒哲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教授 施劭儒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教授 郭中豐 

化學工程系 副教授 江佳穎 

電子工程系 教授 阮聖彰 

電子工程系 教授 張勝良 

電子工程系 教授 曾昭雄 

電機工程系 教授 沈哲州 

電機工程系 教授 廖文照 

資訊工程系 教授 花凱龍 

工業管理系 教授 王福琨 

工業管理系 教授 周碩彥 

資訊管理系 教授 賴源正 

建築系 教授 阮怡凱 

應用外語系 教授 洪紹挺 

醫學工程研究所 教授 廖愛禾 

 
 

類別 產學研究類 

優良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教授 吳昌謀 

營建工程系 教授 廖洪鈞 

化學工程系 副教授 李豪業 

色彩與照明科技研究所 副教授 林宗翰 

 
 

類別 創作類 

優良 人文社會學科 教授 張瀛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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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動態 

◆教師異動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動態 生效日期 備註 

張國龍 
機械工程系 
專案教授 

離職 109.01.01 
臺巴專案契約

提前結束 

陳育成 設計學院 
專案助理教授 新聘 109.01.01-110.01.31 派駐臺灣建築

科技中心服務 

許維君 
醫學工程研究所 
教授 

出國研究 
帶職帶薪 

109.01.27-109.07.29  

陳炤彰 
機械工程系 
教授 

借調 
留職停薪 

109.02.01-111.01.31 
借調財團法人
工業技術研究
院量測技術發
展中心技術長 

陳希舜 
營建工程系 
教授 

退休 109.02.01  

黃兆龍 
營建工程系 
教授 

退休 109.02.01  

楊英魁 
電機工程系 
教授 

退休 109.02.01  

林原慶 
機械工程系 
教授 

休假研究 
帶職帶薪 109.02.01-109.07.31  

林清安 
機械工程系 
教授 

休假研究 
帶職帶薪 

109.02.01-109.07.31 
 

黃榮芳 
機械工程系 
教授 

休假研究 
帶職帶薪 

109.02.01-109.07.31 
 

王朝正 
機械工程系 
教授 

休假研究 
帶職帶薪 

109.02.01-109.07.31 
 

郭中豐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教授 

休假研究 
帶職帶薪 

109.02.01-109.07.31 
 

陳崇賢 
化學工程系 
教授 

休假研究 
帶職帶薪 

109.02.01-109.07.31 
 

陳省隆 
電子工程系 
教授 

休假研究 
帶職帶薪 

109.02.01-109.07.31 
 



  

 4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動態 生效日期 備註 

洪西進 
資訊工程系 

教授 
休假研究 
帶職帶薪 

109.02.01-109.07.31 
 

歐陽超 
工業管理系 

教授 

休假研究 
帶職帶薪 

109.02.01-109.07.31 
 

鄭政利 
建築系 

教授 
休假研究 
帶職帶薪 

109.02.01-109.07.31 
 

王敏東 
應用外語系 
教授 

休假研究 
帶職帶薪 

109.02.01-110.01.31 
 

王啟琳 
應用外語系 
教授 

休假研究 
帶職帶薪 

109.02.01-109.07.31 
 

陳昭華 
專利研究所 
教授 

休假研究 
帶職帶薪 109.02.01-109.07.30  

 
 

◆職員異動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動態 生效日期 備註 

侯滿興 
總務處 
工友 

屆齡退休 109.01.16  

談家珍 
電子計算機中心 
三等技術師 
（比照助理教授） 

調升 108.12.26  

林珮淳 
學務處 

行政組員 
回職復薪 109.01.01 育嬰 

李佳穎 
推廣教育中心 

行政組員 
回職復薪 109.01.01 育嬰 

李亭融 
學務處 

行政組員 
留職停薪 109.02.13-109.12.28 育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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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訊息  

編號 主旨/重點摘錄 發文機關及字號 

1 

單位如擬聘任校內教師擔任講座，請依本校「講座設置辦法」

資格及程序辦理完竣，於 109 年 3 月 23 日（星期一）前送人

事室，俾利辦理後續外審作業及提交同年 5 月 22 日（星期五）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相關規定及表件請至本校人事室網

站/相關法規及表單下載區項下下載。 

 

2 
為辦理教育部 109 年師鐸獎評選及表揚活動，請有意申請者

於 109 年 3 月 6 日（星期五）前備妥推薦表等資料送人事室

彙辦。相關規定及表件請至人事室網站/最新消息項下下載。 

教育部 109.1 .9 
臺教技(三)字第 
1090003769 號函 

3 

公務人員健康檢查注意事項： 

一、申請健檢對象為本校年滿 40 足歲以上編制內正式公務人

員為限。 
二、核定於年度內退休人員，仍得列為受檢對象，惟應於退休

生效日前完成受檢。 
三、應至衛福部評鑑合格之醫院或教學醫院、經醫策會健康檢

查品質認證之診所，或經勞動部認可辦理勞工一般體格與

健康檢查之醫療機構辦理健康檢查。健康檢查費用以每 2
年補助 1 次為限。 

四、符合申請補助者應於完成健康檢查後 1 個月內（至遲並應

於當年度 12 月 10 日前送人事室辦理），檢附合格之公私

立醫療院所健檢繳費收據正本（收據上須載明健康檢查之

字樣）申請補助，並於每人 3,500 元之額度內覈實給予補

助，超出 3,500 元部分應由受檢人自行負擔，不足 3,500
元者覈實報銷（請領補助費以 1 次為限，不得分次請領）。 

五、參加健康檢查人員得以公假登記，並以 1 天（1 次）為限，

公務人員以不影響公務為限，並依請假程序另填寫請假單

送核。 

 

4 
為配合衛生福利部「第四期國家癌症防治計畫（108-112 年）」，

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實施要點業將四癌篩檢列為檢查項

目，請同仁多加利用。 

教育部 109.1.7 
臺教人(四)字第

1080192529 號書函 

5 
有關本校 109 年度「行政人員訓練實施計畫」、「行政人員訓

練計畫一覽表」各乙份，詳參人事室網頁/行政人員訓練專區

項下。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7690,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7690,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7690,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ezfiles/18/1018/img/370/575478R.pdf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ezfiles/18/1018/img/370/575478R.pdf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ezfiles/18/1018/img/370/575478R.pdf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1-1018-728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1-1018-728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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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及政策宣導 

編號 主旨/重點摘錄 發文機關及字號 

1 

轉知 100 年 2 月 1 日訂定之「公立學校退休教職員一次退休

金及養老給付優惠存款辦法」，業經教育部發布令廢止，公立

學校退休教職員一次退休金及養老給付優惠存款辦法

（107.06.29 訂定） 業已發布，故 100 年 2 月 1 日訂定之原法

規已無存在之必要，爰予以廢止。 

教育部 108.12 .30 
臺教人(四)字第 
1080181714E 號函 

2 
轉知教育部函送「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第 12 條規定

之解釋令 1 份。 

教育部 109 .1 .8 
臺教人(四)字第 
1080187352 C 號函 

   

6 
有關本校 109 年度「專書閱讀推廣活動計畫」乙份，詳參人事

室網頁/專書閱讀推廣專區項下。  

7 
有關本校 109 年度「員工協助方案實施計畫」乙份，詳參人事

室網頁/員工協助方案專區項下。  

8 

本校「職員敘獎建議表」業經 108 年 12 月 19 日 108 學年度

第 3 次職員甄審考績委員會及第 5 次約用工作人員甄審考評

委員會修正通過，請至人事室網頁/表單下載/九、 考核獎懲

項下下載參閱。 

 

9 
本校「職員獎懲案件審議原則」業經本(109)年 1 月 7 日 108
學年度第 58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請至人事室網頁/相關法

規/八、考核獎懲項下下載參閱。 
 

10 
轉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修正之「國民旅遊卡相關事項 Q&A」
及相關資訊，請參考人事室公告。 

教育部 109.1.15 
臺教人(三)字第

1080192605 號書函 

11 

教育部為提供各界查詢全國大專校務基本資訊及教師學術專

長，特建置「大專校院一覽表查詢系統」（網址：

https://ulist.moe.gov.tw/），學校於辦理教師升等審議事項時，

可善加利用。 

教育部 109.1.16 
臺教高(二)字第

1090008795A 號函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7538,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7538,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7538,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7645,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7645,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7645,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3-1018-473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3-1018-473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1-1018-6447.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1-1018-6447.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1-1018-116.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1-1018-116.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1-1018-2.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1-1018-2.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7741,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7741,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7741,r1-1.php?Lang=zh-tw
https://ulist.moe.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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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旅遊卡新制使用說明（自 109年 1月 1日起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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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職大哉問 

未兼任行政職務教師赴營利事業常見兼職樣態（上） 

◆依據法規： 

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 

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 

本校教師兼職處理要點 

本校專任教師兼職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收取學術回饋金及分配要點   

 

依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第三點，教師赴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的範圍

包括下列四種樣態： 
一、與學校建立產學合作關係者。（第三點第五項） 
二、政府或學校持有其股份者。（第三點第五項）  
三、新創生技新藥公司（第三點第六項）  
四、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法所定企業、機構、團體或新創

公司 （第三點第七項）   
意即如非以上四種樣態，教師不得至營利事業兼職。 
 
【樣態一】 與學校建立產學合作關係者  

一、「與學校建立產學合作關係者」係指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三條：

與政府機關、事業機構、民間團體及學術研究機構（以下簡稱合作機構）合作辦

理各類研發及其應用事項、各類人才培育事項或其他有關學校智慧財產權益之

運用事項。實務應用常見簽訂產學合作計畫及學生校外實習合約。 
二、教師兼職應與教學或研究專長領域相關，擔任董事、監察人、或獨立董事需符合

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第四點各規定： 
（一）獨立董事： 

1.國營事業、已上市（櫃）公司或經董事會、股東會決議規劃申請上市（櫃）

之未上市（櫃）公開發行公司之獨立董事。 
2.金融控股公司百分之百持有之銀行、票券、保險及綜合證券商等子公司之獨

立董事。   
3.已於我國第一上市（櫃）之外國公司或經董事會、股東會決議規劃於我國申

請第一上市（櫃）之外國公司之獨立董事。   
（二）董事：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3028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40025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ezfiles/18/1018/img/858/66426068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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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證券交易法或期貨交易法規定，由主管機關指派，或由董事會遴選，經主

管機關核定之非股東董事或非股東監察人。  
2.政府或學校持有股份並指派法人董事代表，或依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作

價投資事業管理辦法規定擔任董事，非本樣態討論範圍。 
（三）顧問等其他職務：參酌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法等其

他法規辦理。 
三、本樣態依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第十點規定，教師兼職期間超過半

年者，學校應與教師兼職機構訂定契約，並依兼職態樣及實際情況訂定回饋機制，

其實質回饋每年以不低於兼職教師一個月在學校支領之薪給總額為原則，敬請

參酌本校專任教師兼職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收取學術回饋金及分配要點辦理。 
四、依本校教師兼職處理要點第七點，本校教師在外兼職須事先以書面報經學校核准。

未經核准赴營利事業兼職者，經查證屬實，依規定應由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

主動審議，並建議適當懲處方式，提院、校教評會審議。 
 
【樣態二】 政府或學校持有其股份者 

一、教師赴營利事業擔任董事，係指依下列兩項規定： 
（一）公司法第 27 條，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得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但須指定

自然人代表行使職務。 
（二）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第四點，依公司法規定，指派教師代

表政府或學校股份兼任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之董事或監察人。  
二、本樣態需出具政府或學校相關證明，並應與經濟部登記股東及法人代表一致。 

 

 

職場性別平等停看聽 

保障工作權，從消除職場的性別／性傾向歧視做起 

過去，由於台灣有著「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思想，導致女性在職場上的參與率偏

低，隨著時代的變遷，女性投入職場的趨勢漸漲，越來越多女性加入職業婦女的行列。

然而，這些同樣帶著一己之長投身於職場、奉獻於社會的女性，卻往往因為性別角色

所伴隨的任務或刻板印象，造成了在職場上因性別不同而產生的差別待遇。例如：女

性被賦予傳宗接代的重大任務，懷孕、生兒育女在家庭、國家都被視為重要的大事，

但是，一旦懷孕或已婚的女性進入職場，卻遭到排擠或禁用。這種矛盾暗示著女性僅

能留在私領域（家庭），不得干涉公領域（職場）的傳統價值觀，這樣不僅抹煞了女

性參與勞動市場的能力以及對社會的具體貢獻，甚至可能因剝奪其進入職場的機會，

而違背了憲法所保障的工作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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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動職場性別平等文化 男女都能適性適才發展 

憲法保障所有人無論性別、種族、宗教…等差異，一律平等。正因為過去社會價值觀

對女性和男性的角色期待、認知有所不同，於是造成了在職場上因性別不同而產生的

種種差別待遇，無論是同值（工）不同酬、懷孕歧視或婚育歧視…等現象。 

性別歧視不僅僅發生在女性身上，同時也可能發生在男性謀職的過程中。由於傳統性

別分工深深地影響了職場上的職務分工，例如，女性被認定為較適合文書工作、男性

較適合粗重或使用科技產品的工作，這樣的觀念往往使得人們無法真正從事自己拿

手或專長的職務，男人就不能當秘書、女人就不能當機器作業員。在這樣性別分工根

深蒂固的社會裡，有些人只能被迫做著自己不喜歡的工作。 

為了顛覆過去因性別角色而形成的固有職場文化、為了確保無論何種性別都能夠在

職場上享有同等的權益，故特別制定了「性別工作平等法」，用法律來落實職場性別

上的相互尊重與平等，排除因傳統觀念而形成的就業障礙，確保其工作權益，避免因

其性別而遭受到不平等待遇。 

二、多元性別 工作權就是人權 

在越來越多元化的社會裡，性別的分野不再只是生理上的男性或女性，「多元性別」

的概念已逐漸受到全球的重視，且具有不同於異性戀的性傾向也越趨公開透明化，例

如：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等。這也意味著，無論是先天確定或後天選擇的性別

認同、性傾向，每個人都有其自由且應該被尊重，不能因此而有差別待遇。 

過去由於民風保守，擁有不同性別認同或性傾向的人，往往遭受到許多不公平的待遇

和處境，因此只能將自己的秘密藏在衣櫃中，以避免異樣的眼光和歧視的行為。而且，

當歧視發生時，也沒有相關的法律能夠保護這些人，協助他們捍衛自己的性別認同或

性傾向，只能眼睜睜的看著不公平的事情發生在自己或他人身上。台灣是個主張著人

人平等、性別也應平等的人權國家，不應該因為一個人的性別認同或性傾向不同於現

下的主流價值觀─異性戀，就剝奪其身為人應有的權利，包含工作權。因此，在《性

別工作平等法》中，也同樣保障了不同性傾向的人，能夠確實擁有身為台灣公民所應

享有的工作權利，它保障了相對於異性戀而言更為弱勢的同性戀者、跨性別及其他不

同性傾向的人們，不會因為表現出與主流不同的性傾向而遭受到不平等的對待。 

三、雇主有打造性別平等職場的法律責任 

職場的性別意識與性別正義，從法律的制定、倡導與落實開始。因此，透過《性別工

作平等法》的保障，經由法律來保障弱勢族群的權益，讓職場上的性別平等文化能夠

被建構起來，打破女性能力必然低於男性的刻板印象，讓女性能夠擁有同等的機會進

入職場，將女性從家庭的束縛中解放，不用為家庭放棄經濟自主的選擇，不必犧牲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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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中的福利和晉升；讓職務的分工不再陷入傳統性別角色分工的窠臼中，人人都可以

選擇喜歡的工作，並發揮其專長，無性別顧忌地自由追求其個人價值和目標；讓多元

的性傾向不再是異性戀文化下的被犧牲者，而是共存共榮、相互尊重。透過職場性別

平等法制的建立，所有人共同打造性別友善的職場文化，將帶領台灣社會朝著性別平

等的目標邁進。 

【資料來源：婦女新知基金會】 

 

 

公務人員專書閱讀每月一書 

109 年 2 月份 

 

 
Google 資料分析師用大數據揭露

人們的真面目 
  大數據是數位版的「誠實豆沙

包」，讓人類最真實的想法無所遁

形！回答問卷、民意調查、接受採

訪、臉書貼文──我們都有可能說

謊；但是你的搜尋行為可不會說

謊！ 
  網路上的數據，也就是數十億

人在 Google、社群媒體等網站留

下的數位足跡，最後會揭穿事實真

相。在匿名機制下，人們才會吐露

最真實的想法及真正想問的尷尬

問題，透過分析這座數字金礦，我

們可以了解人們真正在想什麼、要

什麼及做了什麼。本書以極具啟發

性的觀點解讀大數據，並以有趣的

案例呈現網路世界與當代社會的

現況，讓我們得以重新認識自己與

世界。 
【本書簡介資料摘自國家文官學院】 

書名 / 數據.謊言與真相 
作者 /Seth Stephens-Davidowitz 
出版社 / 商周 
出版日期 /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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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小品 

真正富裕的人 

有人問世界上最有錢的人比爾蓋茲：「世間有沒有人比你有錢？」 
 
蓋茲回答：「有啊，有一個人比我有錢。」 
 
然後他說了個故事。 
 
「當時我還沒有錢，也沒有名。我在紐約機場碰到一個賣報紙的小販。我想買份報紙，

但口袋裡零錢不夠，所以決定不買了，就把報紙還他。我告訴他零錢不夠。小販說：

『這份報紙免費送你。』。在他的堅持下，我拿了那份報紙。很巧的，兩三個月後，

我抵達同一座機場，發現自己又零錢不夠買份報紙。那個小販又送我份報紙。我拒絕

了，告訴他我零錢不夠。他說：『拿去吧，我從我的利潤裡拿出來和你分享的，沒有

賠錢。』19 年後，我出名了，大家都認識我。突然間我想起那個小販。我開始去找

他，一個半月後，我找到他了。我問他：『你記得我嗎？』他說：『記得啊，你是比爾

蓋茲。』『你還記得你免費送我報紙嗎？』『記得啊。我送你兩次。』我說：『我要回

報你當時給我的幫助。你要什麼，只要告訴我，我就實現它。』小販回答：『先生，

你不覺得這樣做不能和我給你的幫助相比嗎？』我問他：『怎麼說？』他說：『當我只

是個窮小販時，我幫助了你。現在，你成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而試著幫助我，你的幫

忙怎能和我的相比？』那時，我才體會到，那個小販比我富裕，因為他沒有等到自己

有錢再來幫助別人。」 
 
人們必須了解，真正富裕的人擁有富裕的心而不是許多錢。 
 
金錢的富裕決定你物質生活的好壞，心的富裕決定你過的快不快樂、幸福不福。 
 
追求物質享樂的人，以財富論貧富。 
 
追求心靈解脫的人，以知不知足論貧富。 
 
站在山腳下的人，看見山的巍峨聳立。 
 
站在山頂上的人，看見山河壯麗。 
 
每個人追求的富有模式各不相同。 

  【資料來源：http://ibook.idv.tw/enews/enews1471-1500/enews1479.html，若有侵權請通知本室】 

http://ibook.idv.tw/enews/enews1471-1500/enews1479.html

	未兼任行政職務教師赴營利事業常見兼職樣態（上）
	保障工作權，從消除職場的性別／性傾向歧視做起
	真正富裕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