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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資訊 

110 年教育部師鐸獎 工業管理系 廖慶榮講座教授  

 

重要訊息 

編號 主旨/重點摘錄 

1 

本校「延攬專案及客座教學研究人員作業要點」業經 110 年 7 月 27 日第 600 次

行政會議修正通過，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原「專案專家」修正為「專業技術人員」。 

二、增訂專案人員年齡上限及除外規定。 

三、專案人員聘期修正為一年一聘（為使本校專案人員聘期一致，110 學年度

第 2 學期新、續聘專案人員聘期均至 111 年 7 月 31 日止）。 

四、配合學年學期及明訂專案人員之續聘、不續聘及解聘程序等。 

2 
本校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新、續聘專案人員辦理程序，請依本校 110 年 8 月 20
日臺科大人字第 1100106110 號函辦理。其中延攬專案人員計畫書業已修正，務

請用人單位下載使用最新表件。 

3 
為檢核 110 學年第 1 學期新、續聘專案教師授課情形，請各學院於 110 學年度

第 1 學期加退選後二周內，彙整所屬專案教師授課情形簽送校長。詳請見本校

110 年 8 月 20 日臺科大人字第 1100106110 號函。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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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10 月 7 日（星期四）前送人事室，俾利辦理後續外審作業

及提交同年 12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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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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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即日起受理申請，

請教師於 110 年 9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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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子女教育補助已開始受理申請，為配合行政院人事行政總

處「全國軍公教人員生活津貼申請暨稽核系統」報送時程，請同仁務必於 110 
年 9 月 24 日（星期五）前提出申請。 

https://pa.ntust.edu.tw/Intranet/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var/file/66/1066/img/81/781366353.doc
https://pa.ntust.edu.tw/Intranet/
https://pa.ntust.edu.tw/Intranet/
https://pa.ntust.edu.tw/Intranet/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5-1066-89760,c9951.php?Lang=zh-tw
https://pa.ntust.edu.tw/Intranet/
https://pa.ntust.edu.tw/Intranet/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5-1066-89760,c995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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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轉知中央研究院「111 年度第 1 梯次獎勵國內學人短期來院訪問研究」申請案，

有意願申請者請於 110 年 10 月 8 日（星期五）循經本校行政程序簽准。 
【中央研究院 110 年 8 月 18 日學術字第 11005072071 號書函】 

8 
財團法人中技社辦理 2021 年「補助學研界延攬客座人才」計畫一案，申請期限

自 8 月 1 日至 10 月 15 日止。 
【財團法人中技社 110 年 7 月 26 日技工教字第 1100031 號函】 

法規及政策宣導 

編號 主旨/重點摘錄 

1 
送審教師資格期刊論文網路公開採認標準，依教育部 110 年 7 月 27 日函辦理。 
【教育部 110 年 7 月 27 日臺教高(五)字第 1100094494 號函】 

2 
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轉知教育部函釋教師在職進修學位因受疫情影響，延後

取得較高學歷者申請改敘，請參閱該會函。 
【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 110 年 7 月 29 日全教總法字第 1100000139 號函】 

3 
教師向家長提出告訴，得否適用教師因公涉訟輔助辦法疑義案。 
【教育部 110 年 7 月 22 日臺教人(三)字第 1100092372 號書函】 

4 
「人事專業獎章頒給辦法」業經銓敘部、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10 年 7 月 16 日

令會同修正發布。 
【教育部 110 年 7 月 22 日臺教人處字第 1100096430 號書函】 

5 
有關「全國公教員工網路購書優惠方案」自 110 年 8 月 1 日起停止辦理。 
【教育部 110 年 7 月 23 日臺教人(五)字第 1100096882 號書函】 

6 
受疫情影響，中央選舉委員會通知全國性公民投票日期改定於 110 年 12 月 18
日（星期六）舉行，請依法給假，以保障勞工投票權益。 
【教育部 110 年 7 月 19 日臺教人(五)字第 1100092398 號書函】 

7 
有關因應疫情趨緩，社區式長照機構及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服務逐步恢復營運

並加強防疫管制措施，防疫照顧假申請對象與期間案。 
【教育部 110 年 8 月 12 日臺教人(三)字第 1100107848 號書函】 

8 

外交部為使各界瞭解該部為民領務服務及成效，領事事務局出版新編 109 年度

「為民服務白皮書」（第 21 期）電子檔已置於該局全球資訊網（網址：

https://www.boca.gov.tw）首頁/為民服務專區/為民服務白皮書，並可以 QR Code
下載參考。 
【教育部 110 年 7 月 28 日臺教人(一)字第 1100098935 號書函】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92865,r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92423,r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92498,r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92874,r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92382,r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92495,r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92373,r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92262,r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92800,r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92494,r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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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動態 
 

一、主管名單 
   本校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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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態 姓名 單位及職稱 聘期/生效日期 備註 

借調
留職
停薪 

陳炤彰 機械工程系 
教授 

110.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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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凱龍 資訊工程系 
教授 

110.09.01-
112.07.31 

借調財團法人工業技術

研究院 

新聘 

何羽健 機械工程系 

助理教授 

110.08.01- 
111-07.31 

 

林聰德 機械工程系 

專案副教授 

110.08.01-
111.07.31 

 

李佩君 電子工程系 

教授 

110.08.01- 
111-07.31 

 

陳勇志 電機工程系 

副教授 

110.08.01- 
111-07.31 

 

馬奕葳 電機工程系 

助理教授 

110.08.01- 
111-07.31 

原任電機工程系師資儲

備專案助理教授 

侯元昌 電機工程系 

專案助理教授 

110.08.01-
111.07.31 

 

KARL AKBARI 管理學院 

專案助理教授 

110.08.01-
111.07.31 

派駐管理學院 MBA 

周詩梵 資訊工程系 

助理教授 

110.08.01- 
111-07.31 

 

許聿靈 工業管理系 

助理教授 

110.08.01- 
111-07.31 

 

李嘉林 企業管理系 

助理教授 

110.08.01- 
111-07.31 

原任電機工程系師資儲

備專案助理教授 

黃政嘉 資訊管理系 

助理教授 

110.08.01- 
111-07.31 

原任資訊管理系師資儲

備專案助理教授 

葉峻賓 科技管理研究所 

助理教授 

110.08.01- 
111-07.31 

原任科技管理研究所師

資儲備專案助理教授 

劉顯仲 科技管理研究所 

專案教授 

110.08.01-
111.07.31  

黃健勇 
建築系 

專案講師 
110.08.01-
111.07.31  

曾厚強 數位學習與教育研究所 
助理教授 

110.08.01- 
111-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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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 姓名 單位及職稱 聘期/生效日期 備註 

 

蔡玫馨 應用外語系 
助理教授 

110.08.01- 
111-07.31 

原任語言中心專案助理

教授 

黃丞薇 
體育室 

專案講師 
110.08.01-
111.07.31  

鍾台生 
應用科技研究所 

專案教授 
110.08.01-
111.07.31  

KABELLAR 
LOREN JACK 

語言中心 

專案講師 
110.08.01-
111.07.31  

黃淑怡 
通識教育中心 

專案助理教授 
110.08.01-
111.07.31  

離職 

TURKAN KOPAC 化學工程系 

專案教授 
110.08.01  

ARDILA HAYU   
TIWIKRAMA 

化學工程系 

專案助理教授 
110.08.01  

林士駿 電子工程系 

副教授 
110.08.01  

劉浚宇 電子工程系 

專案講師 
110.08.01  

陳冠宏 電子工程系 

專案講師 
110.08.01  

郭重顯 電機工程系 

教授 
110.08.01  

陳俊仰 資訊工程系 

專案副教授級專家 
110.08.01  

離職 

KATHARINA 
SCHOLZ 

管理學院 

專案講師 
110.08.01  

魏煒圻 
管理學院 

專案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110.08.01 

另聘為兼任教授級專業

技術人員 

陳育成 
建築系 

專案助理教授 
110.08.01  

田曉萍 應用外語系 
助理教授 

110.08.01  

SEAN 
KILMARTIN 

體育室 

專案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 
110.08.01  

AARON 
CALBREATH-

FRASIEUR 

語言中心 

專案助理教授 
110.08.01  

調升 吳雪嬌 
人文社會學科 

助理員 
110.06.07 

原任人文社會學科辦事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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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專區 

一、教育部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書函以，110 年 7 月 20 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第 89 次會議主席提示事項略以，為使 COVID-19 疫
苗資源有效運用，現階段採「COVID-19 公費疫苗預約平台」進行預約接種，

暫不開放外展服務，後續俟疫苗供貨情形，滾動調整。爰請同仁自行至上述

預約平台登記預約接種。至無健保卡外籍人士，亦可至該平台登記預約接種。 

二、自國外抵台之同仁於 14 日居家檢疫期間，依現行規定應於檢疫期滿前 3 日內

完成 PCR 採檢，檢驗為陰性者始得解除檢疫。檢疫期滿後應持續進行 7 日自

主健康管理，避免進入校園，教師依規定申請病假（防疫），職員以居家辦公

為原則。如未執行上述採檢程序者，仍應於居家檢疫期滿後，需檢驗為陰性

後才可進入校園。 

三、有關教師及公務人員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期間申請延長

婚假實施期限，為保障其請假權益，是類人員經服務機關同意後，期限內調

至他機關仍賡續適用原同意期限，無須另為申請。【教育部 110 年 7 月 20 日

臺教人(三)字第 1100095272 號函、教育部 110 年 7 月 15 日臺教人(三)字第

1100094161 號書函】 
四、倘有身心障礙學生畢業後進入庇護性就業工作，期間因疫情影響致無法工作

者，其家長或家屬有親自照顧之需求者，其中 1 人得申請防疫照顧假，雇主

應予准假。【教育部 110 年 8 月 5 日臺教學(四)字第 1100103227A 號函】 
 
 
公務人員專書閱讀每月一書 

  110 年 09 月份  

   愛的相反不是恨，而是冷漠；恨的相

反也不是愛，而是連結。你不必為了停止

恨人而去愛他們、認可他們，但面對與你

意見不同的人，能依舊尊重對方。 
  Sally Kohn 是 CNN 的政治評論員和專

欄作家，她採訪網路酸民，更進一步採訪

極端份子，探討：「恨是不是人性中無可

避免的一環？人怎麼能對陌生人這麼惡

毒？仇恨是如何感染整個社會？而我們又

可以如何反擊？」。她發現，那些所謂「壞

人」多是我們生活中常見的好人；心懷恨

意的人及施行暴力的極端份子，多數也是

會愛、擔心、恐懼和關心的普通人。 
  仇恨造成大大小小的裂縫，但假如你

去找，就能發現亮光。希望我們謹記在心：

面對仇恨，我們永遠有選擇！  
【本書簡介資料摘自國家文官學院】 

書名 / 逆轉恨意 
作者 / Sally Kohn 
出版社 / 時報 
出版日期 / 2019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92282,r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92282,r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92249,r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92249,r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92601,r1.php?Lang=zh-tw
https://www.nacs.gov.tw/News_RecommendBook.aspx?n=505&sms=9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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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協助方案(EAP)專區 
 

一、為因應疫情下的緊急應變調整，本校心理諮商特約機構-心田心理諮商所開

放進行線上諮詢，提供教職員工心理舒壓或調適需求。 

二、依照之前流程申請，經心田心理諮商所初步評估後，開放提供用線上諮詢方

式做服務。 

三、申請 方式：有諮商需 求之同仁請逕自 填寫線上表單申 請服務

( https://forms.gle/a2UP8dXoqHf27Y8Y7 )或電洽 02-7749-5720。 

 

英文佳句 
 

Never, never, never, never give up.           －Winston Churchill 
永遠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放棄。        －英國首相 邱吉爾 
 
The man who has made up his mind to win will never say “impossible “.            
                －Bonaparte Napoleon ,French emperor 
凡是決心取得勝利的人是從來不說“不可能的”。 －法國皇帝 拿破崙. 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