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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訊息  

編號 主旨/重點摘錄 發文機關及字號 

1 

本校校長候選人經編制內講師以上專任教師及專業技術人員

於 109 年 10 月 21 日行使同意權投票結果，鄭正元教授、顏家

鈺教授（依姓名筆劃排序）等 2 位候選人達領票人二分之一同

意票數，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將於 11 月中旬前，邀請 2 位校

長候選人到會進行治校理念說明及接受詢答，並接續召開第 4
次會議，由遴委會委員參考各項資料審查與詢答結果，進行投

票選定校長人選，並陳報教育部聘任之。若本校校長遴選委員

會遴選過程順利，新任校長可望於明（110）年 2 月上任。本

校校長遴選相關資訊公告於本校「校長遴選專區」網頁，歡迎

參閱。 
On 21 October 2020, Taiwan Tech full-time faculty (professors and specialists) 
voted for the next NTUST president. The result was that two candidates, 
Professor Jeng Jeng-Ywan and Professor Yen Jia-Yush, obtained one half of 
the ballots each.  
The presidential selection committee will now invite the two candidates to a 
meeting in mid-November where they will have to explain their vision for 
NTUST and principles of university governance, followed by a Q&A session. 
Successively, a 4th meeting will be held where the members of the 
presidential selection committee will review all documents, discuss the 
candidates’ performance, and finally vote for one of the candidates.   
The result will have to be reported and confirm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which will then appoint the new NTUST president. If the selection 
process goes smoothly, the new president is expected to take office in 
February 2021.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on the presidential selection, please 
refer to the NTUST webpage「校長遴選專區」(in Chinese only). 

 

2 

重申本校教師、職員兼職（課）相關規定，如有兼職（課）情

形請依本校規定辦理（網址：人事室網頁/表單下載/八、教職

員兼課、兼職），說明如下： 

一、教師：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

理原則及公務員服務法等規定，教師校外兼職應事先經本校

書面同意，始得於校外兼職，且不得影響本職工作，且需符

合校內基本授課時數及工作要求。又教師兼任職務以執行經

常性業務為主者，其兼職時數每週合計不得超過 8小時，惟

寒暑假期間之兼職時數不受前項規定限制。教師兼任行政職

務者之兼職範圍及許可程序，依公務員服務法規定辦理。 

二、公務人員：依公務員服務法等規定，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或

投機事業，除法令所規定外，不得兼任他項公職或業務。上

班時間兼課每週以 4 小時為限。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4B.asp?FullDoc=%E6%89%80%E6%9C%89%E6%A2%9D%E6%96%87&Lcode=H0150017
http://info.ntu.edu.tw/sec/All_Law/5/5-83.html
http://info.ntu.edu.tw/sec/All_Law/5/5-83.html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4A.asp?FullDoc=all&Fcode=S0020051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4A.asp?FullDoc=all&Fcode=S00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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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約用人員：依本校契約進用工作人員管理要點規定，約用人

員於工作時間內，不得在校內、外兼職、兼課；惟年終考核

甲等以上且經單位主管同意者，得於公餘時間兼任其他專案

計畫之職務，最多兼任二個職務。非工作時間內之兼職、兼

課，應循行政程序事先簽奉校長同意。 

 

3 

為辦理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授休假研究案，凡符合申請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授休假研究者，請填具履歷表、研究計畫及

相關資料，提各系、所教評會審查並簽請核准後，於 109 年 11
月 30 日前送人事室彙辦。 

 

4 

本校約用工作人員彈性工時調移排班之申請，請確實依勞動基

準法規定辦理，說明如下： 

一、為應本校同仁確實檢核 4 週之彈性工時調移工作日於各週

期內每 2 週內應有 2 日例假日，每 4 週內之例假日及休息

日至少應有 8 日之規定，爰自 109 年 9 月起，配合政府行

政機關辦公日曆表及本校行事曆，按月提供「四週彈性工時

調移排班申請表」及假日出勤調移工作日範例說明置於本

校人事室網頁「表單下載」項下及電子表單差勤系統公布欄

供參。 

二、各單位同仁因業務需要於假日出勤者應遵守勞基法相關規

定並事先提出申請，鑑於維護同仁權益及落實勞動基準法

規定，請配合以下事項： 

   (一)請各單位主管及同仁依規定確實審核並依調移排班表

實施。 
   (二)人事室每月檢視同仁異常出勤情形，建立預警機制。 
   (三)嗣後如有涉及違反規定衍生罰鍰情事，由各單位相關

經費項下支付。 

本校 109.10.16 
臺科大人字第 
1090108003 號函 

5 

為倡導閱讀風氣及廣納多員意見，自即日起至 11 月 10 日止開

放遴選明（110）年度公務人員「每月一書」網路票選機制，投

票網址：https://reg.nacs.tw/books 或至國家文官學院全球資訊

網站（https://www.nacs.gov.tw），點選 110 年度「每月一書票

選」連結，即可進行投票。 

教育部 109.10.28 
臺教人(一)字第 
1090154700 號書函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80178,r7-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80178,r7-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80178,r7-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80223,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80223,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80223,r1-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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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及政策宣導 

編號 主旨/重點摘錄 發文字號或連結 

1 

為全面防堵不適任教育及學校人員進入校園，保障學生受教權

益，本校各單位請確實配合辦理各教育場域不適任人員通報及

查詢作業。 
一、各單位辦理甄選時應依各類人員不得進用之規定納入甄選

簡章及契約。 

二、學校辦理查詢作業方式： 

   (一)教育人員（含準用人員）：參酌「不適任教育人員通報

及查詢作業」作業程序說明表。 

  (二)學校人員:參酌「學校不適任人員查詢作業流程」。 

本校 109.10.15 
臺科大人字第 
1090009724 號函 

 

2 

依教育部 109 年 10 月 14 日臺教人（二）字第 1090120317 號

書函示，重申教師聘任程序應依大學法第 18 條、第 20 條及教

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26 條第 1 項踐行正當程序，以杜絕爭議。

謹摘述如下： 

一、辦理專任教師之聘任，應確實依大學法規定踐行公告徵聘資

訊等「公開程序」。 

二、教評會審議新進教師聘任案，除前一級教評會所作之決議與

法令規定顯然不合或顯有不當，應尊重各級教評會審議結

果，並依校內教評會分級及運作事項相關章則辦理。上級教

評會如依規定審議變更前一級教評會所作之決議，應將具體

事實及理由載明於會議紀錄，始合於上級教評會糾正下級認

事用法功能及教評會分級設置目的。 

 

3 
有關公務員及公立學校教師（含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加入各類

合作社成為社員並經選任為理（監）事，及其持股比例相關規

範，詳見教育部 109 年 9 月 17 日書函。 

教育部 109.9.17 
臺教人(二)字第 
1090121577 號書函 

4 

教育部 109 年 10 月 15 日臺教人（三）字第 1090145770 號書

函轉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會同年月 5 日公保字第 1091060302
號函有關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依司法院釋字第 785 號

解釋意旨，調整公務人員保障法所定復審及申訴、再申訴救濟

範圍，自即日起實施。 

教育部 109.10.15 
臺教人(三)字第

1090145770 號書函  
 

5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以下簡稱人事總處）「公務人員個人資

料服務網(MyData)」，增加現職公務人員「可退休日」及「陞

遷資績分數（共同選項）」之查詢服務。 

教育部 109.9.28 
臺教人(一)字第

1090139812 號函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80185,r7-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80185,r7-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80185,r7-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80057,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80057,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80057,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80208,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80208,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80208,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80057,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80057,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80057,r1-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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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公教人員退休金其他現金給與補償金發給辦法修正案，業經考

試院會同行政院於 109 年 8 月 31 日修正發布。 

教育部 109.9.14 
臺教人(四)字第

1090132446 號書函 

7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配合軍公教人員退撫基金

提撥費率自 110 年 1 月 1 日起調整為 13%，業修正退撫基金

費用繳費標準。 

教育部 109.9.17 
臺教人(四)字第

1090134912 號書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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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俊仰 資訊工程系 
專案副教授級專家 新聘 1091001-1100731  

郭育丞 研究發展處 
專案助理研究員 新聘 1091001-1100731 

派駐工業 4.0 實作

中心服務 

DANIEL 
MANAYE 

KABTAMU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外籍專案助理教授 新聘 1091019-1100731  

何欣穎 人事室 
秘書 調派代 1091005 

原職衛生福利部

人事處視察 

陳世平 學生事務處 
生活輔導組組長 退伍 1091110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80055,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80055,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80055,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80056,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80056,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80056,r1-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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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專書閱讀每月一書 

109 年 11 月份 

書名 / 霍金大見解 
作者 / 霍金 
出版社 / 天下文化 
出版日期 / 2019 
 
 

留給世人的十個大哉問與解答 
  霍金與漸凍人症搏鬥數十年，腦袋中除了

進行最尖端的物理學思考，也關注人類如何繼

續蓬勃發展、如何保護最脆弱的地方及應該如

何教育孩子以面對未來等問題。 
  霍金提出了關於人類文明如何延續的十

個大哉問，並且清晰說出自己的見解：上帝存

在嗎？宇宙是怎麼開始的？宇宙中還有其他

智慧生命嗎？我們能預測未來嗎？黑洞裡面

是什麼？時間旅行有可能嗎？我們能在地球

上存活下來嗎？我們應該殖民太空嗎？人工

智慧將會比我們聰明嗎？我們如何形塑未

來？他一生幽默、樂觀奮鬥、永不放棄的精神，

也洋溢在這本遺作裡。 
【本書簡介資料摘自國家文官學院】 

員工協助方案(EAP)專區 

活動訊息 

父母必修學分(二)搭一座新橋：談親子關係修復與情感連結  
主辦單位：學務處諮輔組 
活動時間：109 年 11 月 19 日（星期四）中午 12:00－14:00 
活動地點：學生活動中心二樓學務處會議室(一) 
主講人：新竹生命線員工協助服務中心  許淑瑛諮商心理師 
 
2020 環境教育活動：文化與生態教育－芝山綠園賞鳥、考古趣 
主辦單位：環安室 
活動時間：109 年 11 月 14 日 9:00-16:00  （原 9/26 延後） 
集合地點：臺科大圖書館門口 
活動地點：芝山綠園 （本次活動解說以中文為主） 
活動人數：43 人 
活動對象：全校教職員生、臺灣大學系統教職員生 
報名網址：http://140.118.70.185/Front/Login.aspx（至 10/31 或額滿截止） 
 

人事室關心您！ 
本校員工協助方案專區 

https://www.nacs.gov.tw/News_RecommendBook.aspx?n=505&sms=9223
http://140.118.70.185/Front/Login.aspx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1-1018-6447.php?Lang=zh-tw

	活動訊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