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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訊息 

編號 主旨/重點摘錄 

1 
本（110）年度公務人員強制休假補助費（國民旅遊卡補助額度），請及早規劃

並配合本校會計年度，於 110 年 12 月 31 日前消費完畢並儘早完成請領，逾期

未領者視同放棄。 

2 
本校「契約進用工作人員管理要點」及「契約進用工作人員報酬標準表」業經

本校 110 年 11 月 23 日第 60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詳至人事室網頁/相關法

規項下查閱。 

3 
公告 111 年至 113 年「築巢優利貸」全國公教員工房屋貸款經公開徵選由臺灣

銀行及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承作辦理。 
【教育部 110 年 11 月 19 日臺教人(五)字第 1100157979 號書函】 

 

法規及政策宣導 

編號 主旨/重點摘錄 

1 
檢送教育部設置學術獎辦法第 6 條條文及對照表勘誤表各一份。 
【教育部 110 年 11 月 8 日臺教高(五)字第 1100149389A 號函】 

2 

有意推薦與申請財團法人潘文淵文教基金會 2022 年「研究傑出獎」獎勵之電

子、資訊及通訊等相關領域者，請依來函於 111 年 2 月 8 日前經簽准後，備妥

相關資料送人事室彙辦。 
【財團法人潘文淵文教基金會 110 年 10 月 25 日工研潘字第 1100021641 號函】 

3 

有意推薦與申請財團法人潘文淵文教基金會 2022 年「年輕研究創新獎」獎勵之

電子、資訊及通訊等相關領域者，請依來函於 111 年 2 月 8 日前經簽准後，備

妥相關資料送人事室彙辦。 
【財團法人潘文淵文教基金會 110 年 10 月 25 日工研潘字第 1100021650 號函】 

4 
有意推薦與申請財團法人潘文淵文教基金會 2022 年「物聯網創新應用獎」獎勵

者，請依來函於 111 年 1 月 8 日前經簽准後，備妥相關資料送人事室彙辦。 
【財團法人潘文淵文教基金會 110 年 10 月 25 日工研潘字第 1100021651 號函】 

5 
2022 年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成果獎自即日起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受理

線上申請。 
【中央研究院 110 年 11 月 24 日學術字第 1100510326 號書函】 

6 

教育部函以，針對兩岸教育交流活動，請確實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

條例與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等相關法規辦理。並落實教育部107年6月20日及108
年5月14日通函所申事項。 
【教育部 110 年 11 月 9 日臺教文(二)字第 1100154862 號函】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95686,r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95456,r1.php?Lang=zh-tw
https://pan.itri.org.tw/index.aspx
https://pan.itri.org.tw/index.aspx
https://pan.itri.org.tw/index.aspx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95956,r7.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95610,r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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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主旨/重點摘錄 

7 
教育部修正「教師借調處理原則」第1點、第2點，名稱並修正為「公立各級學

校專任教師借調處理原則」。 
【教育部110年10月25日臺教人(二)字第1100131766B號函】 

8 
支領月退休金教師如無合法之遺屬一次金領受遺族，得否由實際辦理其喪葬事

宜之其他親屬，檢據向原服務學校申請核銷喪葬費用一案，復如說明。 
【教育部 110年11月9日臺教人(四)字第1100139537號書函】 

9 
教育部訂於110年12月4日至25日辦理「儲備駐外人員培訓課程計畫」，請具有公

務人員資格或教授人員踴躍報名參加。 
【教育部 110 年 10 月 21 日臺教文(一)字第 1100141497 號函】 

10 
外國特定專業人才申請科技領域就業金卡事宜，請依科技部110年11月1日書函

辦理。 
【科技部110年11月1日科部科字第1100066028號書函】 

11 
轉知行政院函以，各級政府機關（構）學校人員出差、辦理各類會議、活動、

校外教學等，應入住合法旅宿。 
【教育部110年10月27日臺教人(三)字第1100144041號書函】 

12 
轉知交通部觀光局臺灣旅宿網「優宿專區」提供旅宿業優惠住房方案，出差或

旅遊可多加參考利用。 
【教育部110年11月19日臺教人(五)字第1100156461號書函】 

13 

轉知人事行政總處訊息，公務人員如選用國旅卡作為五倍券之數位支付工具，

其刷卡消費金額如同時符合國旅卡休假補助費之給付條件及五倍券之滿額回

饋，得分別請領；另有關觀光旅館提供中央部會及公營事業單位教職員優惠住

宿方案，請參考人事室公告。 

14 
教育部函轉銓敘部令，有關各機關依現職公務人員調任辦法第5條第4款、第6條
第5款及第7條第4款等規定，以經歷認定職系專長案件，其性質相近之認定。 
【教育部 110 年 11 月 5 日臺教人(二)字第 1100151783 號書函】 

15 

有關銓敘部令「自民國111年1月1日起，公務人員考試錄取訓練期間，以及曾服

務於政府機關（構）、公立學校之全時專任人員年資，得採計為公務員人員休假

年資。」相關令釋補充規定。 
【教育部 110 年 11 月 1 日臺教人(三)字第 1100146844 號書函】 

16 
民國99年12月30日訂定發布之「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撥補繳費用辦法」業經

銓敘部於110年11月5日以部退三字第11053981011號令廢止。 
【教育部110年11月10日臺教人(四)字第1100153623號書函】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95550,r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95434,r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94939,r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95251,r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95045,r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95704,r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95421,r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95138,r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955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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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換教學

單位 

王嘉瑜 師資培育中心 
副教授 

110.08.01 
原任數位學習與教育研

究所 

翁楊絲茜 數位學習與教育研究所 
教授 

110.08.01 原任師資培育中心 

調他機關 陳怡文 
主計室 
組員  110.11.15 

調至司法院會計處 

留職停薪 蔡琦姻 秘書室 
行政專員 

110.12.16- 
110.12.31 

育嬰 

 

  

編號 主旨/重點摘錄 

17 

有關銓敘部令「自民國 111 年 1 月 1 日起，公務人員考試錄取訓練期間，以及

曾服務於政府機關（構）、公立學校之全時專任人員年資，得採計為公務員人員

休假年資。」相關令釋補充規定。 

【教育部 110 年 11 月 1 日臺教人(三)字第 1100146844 號書函】 

18 
檢送「110年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表揚大會」海報及得獎者具體事蹟簡介。 

【教育部110年11月11日臺教人(三)字第1100154825號書函】 

19 

有關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學院與大學簽訂英語學習合作備忘錄之

語言進修優惠方案。 

【教育部110年11月16日臺教人(一)字第1100157029號書函】 

20 

考試院通過修正公務人員高考僑務行政類科應試專業科目「外國文（選試科目）」

增列選試越南文及印尼文 

【僑務委員會110年11月3日僑人(一)字第1101001465號函】 

21 

勞動部修正發布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工作

資格及審查標準第42條、第48條等條文。 

【僑務委員會110年11月1日僑生聯字第1100075760號書函】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95138,r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95509,r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95599,r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95250,r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95250,r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p/406-1066-95249,r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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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訊息 

◆110 年 12 月 28-30 日學務處衛保組於二宿舍前舉辦「愛心捐血活動」。 
 
◆110 年 11 月 30 日、12 月 10 日以及 12 月 17 日學務處衛保組舉辦「CPR+AED 急

救訓練」。 

◆110 年 12 月 8 日學務處衛保組舉辦「CPR+AED 急救訓練(英文場次)」。 

 

公務人員專書閱讀每月一書 

  110 年 12 月份  

 
 
 
 
 
 
 
 
 
 
 
 
 
 
 
 
 
 
 
 
 

 

英文佳句 
 

Always remember that you are absolutely unique. Just like everyone else. — 
Margaret Mead 
別忘了你是獨一無二的，其他人也是一樣。— 瑪格麗特‧米德（美國人類學

家） 
 

An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 — Socrates 
未受檢驗的生活不值得過。— 蘇格拉底 

  瑞典，兩百年前歐洲最窮國家，如今

成就舉世驚豔的幸福進步： 2018 年聯合

國永續經營指標 No.1；2017 年富比世「全

球最適合做生意」國家 No.1、US News 全
球最適合女性居住國家 No.1……。 
  瑞典人對自身成果自豪但永不自滿的

態度，使這個社會積極向上，因而在政策

制定、新創能力、綠能技術等方面領先各

國，給世界帶來許多新的刺激與想法。 關
於瑞典人對「幸福人生，全體同享」的共

識，勇於落實諸多前衛概念的獨特思維，

作者集結旅居當地多年的心得，爬梳歷史

脈絡，透過生活與職場的第一手觀察：從

社會制度、價值觀、教育等面向切入，描

繪這個福利國度的性格，為台灣追求理想

社會的進程提供思索空間。  
【本書簡介資料摘自國家文官學院】 

書名 /瑞典模式 
作者 /辜泳秝 
出版社 / 商周 
出版日期 /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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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forms.gle/a2UP8dXoqHf27Y8Y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