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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資訊 

◆108學年度年輕學者研究獎助 

單位 職稱 姓名 

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副教授 張志宇 

化學工程系 副教授 江佳穎 

化學工程系 副教授 葉禮賢 

化學工程系 助理教授 葉旻鑫 

  
    

人事動態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動態 生效日期 備註 

徐勝均 
自動化及控制研究所 
教授 

升聘 108.08.01  

陳雅淑 
電機工程系 
教授 

升聘 108.08.01  

蘇忠傑 
光電工程研究所 
教授 

升聘 108.08.01  

何秀青 
科技管理研究所 
教授 

升聘 108.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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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動態 生效日期 備註 

杜功仁 
建築系 
教授 

升聘 108.08.01  

白孟宜 
醫學工程研究所 
教授 

升聘 108.08.01  

許丁友 
營建工程系 
副教授 

升聘 108.08.01  

王煥宗 
電子工程系 
副教授 

升聘 108.08.01  

張立中 
電機工程系 
副教授 

升聘 108.08.01  

蔡孟廷 
建築系 
副教授 

升聘 108.08.01  

管中徽 
專利研究所 
副教授 

升聘 108.08.01  

楊正群 
體育室 
專案助理教授 

升聘 108.08.01  

劉志成 
工程學院 
教授 

借調 109.02.01-110.01.31 由化工系借調 

施劭儒 
工程學院 
教授 

借調 109.02.01-110.01.31 由材料系借調 

陳品銓 
工程學院 
教授 

借調 109.02.01-110.01.31 由機械系借調 

邱建國 
工程學院 
教授 

借調 109.02.01-110.01.31 由營建系借調 

許啟彬 
工程學院 
專案助理教授 

新聘 108.12.01-109.07.31 
派駐高速 3D
列印研究中心 

葉峻賓 
科技管理研究所 
師資儲備專案助理教授 

新聘 109.02.01-109.07.31 

108.12.01-
109.01.31 
為科技管理研究

所專案助理教授 

江泰槿 
研究發展處 
專案助理教授 

留職停薪 109.01.01-109.04.12 服兵役 

     



  

 3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動態 生效日期 備註 

陳生金 
營建工程系 

教授 
退休 109.02.01  

楊條和 
機械工程系 

教授 
退休 109.02.01  

李明哲 
化學工程系 

教授 
退休 109.02.01  

徐中琦 
企業管理系 

教授 
退休 109.02.01  

重要訊息  

編號 主旨/重點摘錄 發文機關及字號 

1 

本校職員寒休依本學期中午延長服務時間計算為 5 日，其中 2
日運用於 1 月 30 日及 1 月 31 日調整休假，扣除共同寒休 2
日，其餘 3 日予同仁於寒假期間自由運用，未用完者可留用至

暑假期間；實施期間自 109 年 1 月 13 日寒假開始起至 2 月 7
日寒假結束止，得以小時申請。 

 

2 
本校 109 年春節團拜訂於 109 年 2 月 3 日（一）上午 10 時整

假體育館舉行，以茶會方式辦理，活動內容豐富並有摸彩，敬

請踴躍參加。 
 

3 

依本校 108 年 12 月 18 日第 582 次行政會議決議，109 年度

適逢本校 45 週年校慶擴大辦理，辦理日程為 109 年 3 月 21
日（六）及 22 日（日），原週六運動會暨園遊會移至週日辦

理，調整為全校教職員 109 年 3 月 22 日（日）上班一日（4
月 1 日補假一日）。 

 

4 
本校自 109 年度起取消約用工作人員每年重新簽訂契約之程

序，以簡化行政作業，職務代理人及特定計畫屬定期契約者，

仍需依規定簽訂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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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主旨/重點摘錄 發文機關及字號 

5 
依 108 年 11 月 8 日本校 108 學年度第 2 次常設教評會議決議，

簡化兼任教師再聘、聘期異動及註銷聘任程序，以及短期客座教

學研究人員再聘程序。 

本校 108.11.29 
臺科大人字第

1080108477 號書函 

6 

退休人員經審定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再任有給職務且有下列情

形時，停止領受月退休金權利，至原因消滅時恢復之： 
一、再任由政府編列預算支給俸（薪）給、待遇或公費（以下簡

稱薪酬）之機關（構）、學校或團體之職務且每月支領薪酬

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 
二、再任下列職務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 
 （一）行政法人或公法人之職務。 
 （二）由政府原始捐助（贈）或捐助（贈）經費，累計達財產總

額 20%以上之財團法人之職務。 
 （三）由政府及其所屬營業基金、非營業基金轉投資，且其轉投

資金額累計占該事業資本額 20%事業之職務。 
 （四）受政府直接或間接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之下列團體或

機構之職務： 
      1.財團法人及其所屬團體或機構。 
      2.事業機構及其所屬團體或機構。 

 

7 
轉知 2020～2022「健康 99─全國公教健檢方案」特約醫療機構

及其規劃辦理之健檢方案，歡迎參考利用。 

 

教育部 108 .12 .6 
臺教人(四)字第 
1080178279 號書函 

法規及政策宣導 

編號 主旨/重點摘錄 發文機關及字號 

1 

本校「兼任教師聘約」業經 108 年 11 月 19 日第 581 次行政

會議通過，並自 109 年 2 月 1 日起實施，施行前已製發之聘

書，仍依其原聘約規定，俟續聘時適用本聘約。請至人事室網

頁/相關法規/二、教師聘任、升等及資格審查項下查閱。 

 

2 

本校「專任教師聘約」業經 108 年 11 月 19 日第 581 次行政

會議及 108 年 12 月 13 日第 77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並自

109 年 2 月 1 日起實施，施行前已製發之聘書，仍依其原聘約

規定，俟續聘時適用本聘約。請至人事室網頁/相關法規/二、

教師聘任、升等及資格審查項下查閱。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ezfiles/18/1018/img/370/571425R.pdf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ezfiles/18/1018/img/370/571425R.pdf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ezfiles/18/1018/img/370/571425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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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主旨/重點摘錄 發文機關及字號 

3 

有關「基本工資」調整，業經勞動部 108 年 8 月 19 日以勞動

條 2 字第 1080130910 號公告發布，自中華民國 109 年 1 月 1
日生效：「每月基本工資」調整為新臺幣 23,800 元；「每小

時基本工資」調整為新臺幣 158 元。 

勞動部 108.8.19. 
勞動條 2 字第

1080130910 號公告 

4 
轉知「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施行細則」、「學校教職員撫卹條例

施行細則」，業經教育部於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 9 日以臺教

人(四)字第 1080172346B 號令廢止。 

教育部 108 .12 .9  
臺教人(四)字第 
1080172346E 號函 

5 
國立大專校院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尚不得以專家學者或產業界

人士身分獲聘為地方政府法人董事。 

教育部 108.11.29 
臺教人(二)字第

1080165271 號函 

6 

教育部函以，公立學校退休教職員經重新審定退休所得，嗣因

在職期間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經判刑確定，應自始減少退離

（職）相關給與，須再次重新依前開規定計算月退休所得並按

應扣減比率計算。 

教育部 108. 12 .9 
臺教人(四)字第 
1080172653 號書函 

7 
有關公務員服務法第 14 條所稱法令、公職與業務認定標準及

非屬公務員服務法第 14 條不得兼任（意即得兼職項目），請

參考來函。 

教育部 108.12.2 
臺教人(二)字第

1080172779 號函 

8 
中央選舉委員會函以，為加強宣導「第 15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0 屆立法委員選舉」投票等事宜，該會製作宣導短片 3 支，

請參閱附件。 

教育部 108.12.9 
臺教人(一)字第

1080176760 號書函 

9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學院修正「e 等公務園+學
習平臺課程建置及掛置規範」，自即日起生效。 

教育部 108.12.9 
臺教人(一)字第

1080180211 號書函 

10 

請互相尊重包容不同性別、性別認同或性傾向，師生共同建立

安全之校園空間。 
校園性騷擾防治微學習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V9m2UvO0D4 
本校性騷擾申訴管道- 
本校性騷擾防治專用電話：(02)27301088 
本校性騷擾防治專線傳真：(02)27301000 
本校性騷擾防治專用電子信箱：linjw@mail.ntust.edu.tw  

chrome-extension://oemmndcbldboiebfnladdacbdfmadadm/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ezfiles/18/1018/img/370/554798R.pdf
chrome-extension://oemmndcbldboiebfnladdacbdfmadadm/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ezfiles/18/1018/img/370/554798R.pdf
chrome-extension://oemmndcbldboiebfnladdacbdfmadadm/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ezfiles/18/1018/img/370/554798R.pdf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7151,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7151,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7151,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7152,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7152,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7152,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7296,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7296,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7296,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7308,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7308,r1-1.php?Lang=zh-tw
https://www.personnel.ntust.edu.tw/files/14-1018-77308,r1-1.php?Lang=zh-t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V9m2UvO0D4
mailto:linjw@mail.nt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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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性別平等 Q&A 

職場上可能遇到什麼樣的性傾向歧視？ 

【狀況一】雇主說你的打扮不男不女，不適任該工作而不錄用你或解僱你。 

根據《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雇主不得因性傾向而對受僱者有差別待遇。尤其是性

傾向與工作能力的優劣無關，若雇主因為你的性傾向而拒絕錄用你或將你解雇，即是

造成了性傾向歧視。 
 
實例：在一家補習班擔任美語老師的男性員工，雇主以其穿著打扮不男不女，不適任

文教工作而解僱，申訴人即向台北市兩性工作平等委員會提出就業歧視申訴。委員會

認為雇主容許女性員工打扮，卻對男生打扮有所排斥，明顯對員工穿著打扮的要求有

性別差別待遇。另外，委員會認為雇主以其主觀刻板印象認為申訴人穿著打扮不男不

女，懷疑其性傾向並因此將申訴人解僱，即是性傾向歧視，並強調性傾向歧視就是性

別歧視，在性別多元的時代，不管任何性別傾向的人，都應該在職場上得到同等的就

業機會，雇主不應予以歧視。 
 

★法條來源：性別工作平等法 第 7 條、第 11 條 
 

【狀況二】雇主知道你的同志身分後，對你有不友善、敵意的言行舉止，甚至在實質

上對你有不利的處分，例如減薪、調職、打低考績…等。 

如果雇主對於兩位具有相同或類似工作能力、效率、表現的員工有差別待遇，且差別

待遇是因為你的性傾向而有不平等待遇，即是構成性傾向歧視。 
記住，如果雇主說是因為你工作表現不佳、而非是因為你的性傾向，所以打低你的考

績、減薪，雇主要拿得出證明你的工作表現真的不佳。 
 
★法條來源：性別工作平等法 第 7 條、第 10 條、第 31 條  

【資料來源：婦女新知基金會】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30014&FLNO=7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30014&FLNO=1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30014&FLNO=7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30014&FLNO=10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30014&FLNO=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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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專書閱讀每月一書 

109 年 1 月份 

 

 
在《人類大歷史》，哈拉瑞展現了他「後

見之明」的洞識，深刻闡述了人類簡史；

在《人類大命運》，哈拉瑞則以他「先見

之明」的睿智，為我們預示了未來簡史。

而在這本「人類三部曲」的第三部《21 世

紀的 21 堂課》，哈拉瑞聚焦於此時此地，

關注的是資訊科技和生物科技攜手之

後，科技為社會帶來的巨大顛覆與重塑，

以及川普粉墨登場、難民湧入歐洲、恐怖

攻擊迭起、假新聞到處流竄……世事紛紛

擾擾之際，我們應該思索、也應該教導孩

子的 21 項核心課題。 
《21 世紀的 21 堂課》是現代智人的必修

課，是洞悉世局變幻、洞察社會趨向、洞

燭心靈深處的必修課。 
【本書簡介資料摘自博客來網路書店】 

書名 / 21 世紀的 21 堂課 
作者 /哈拉瑞 
出版社 / 天下文化 
出版日期 / 2018 
 
 
 

心靈小品 

十件會嚇跑快樂的事 

快樂為什麼總是擦身而過？因為有十件事會嚇跑它。今天起，無需追逐，少做這些，

快樂自會降臨！ 

 

1.責備：事情出錯時，與其生氣的責備別人，自討苦吃，不如關注下次如何做得更好。 

2.做作：沒有人會因為你的衣服、車、頭銜而真正喜歡你，這些只不過都是身外物。

做真實的自己，真朋友才會走到身邊，帶來無限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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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執著：當害怕和缺乏安全感時，才會僅僅抓住一樣東西不放，才會過分執著於你所

知道的一切，而這樣並不會帶給你真正的安全感。試著放手，向著你心所往的方向

前進，即使不成功，嘗試的過程，也會讓你自我感覺更好，更快樂。 

4.打斷：打斷別人沒有禮貌，而且會讓人不喜歡你。做一個傾聽者，關注別人說的話，

多問問題理解別人，和諧交流會讓你更快樂。 

5.抱怨：不停的抱怨各種問題，會讓你感覺更糟糕。與其浪費時間抱怨，不如想辦法

改善。不論是和自己對話，還是和朋友或同事，少說做錯了什麼，多想想如何做的

更好。 

6.控制：不管你是老闆，還是小角色，你唯一能真正控制的其實只有你自己。與其拼

命控制別人，讓壓力、恐懼和權威縈繞，不如尋找和你方向一致的人，或者給別人

以引導，讓他們主動前進，這樣才會更努力，更有樂趣，更融洽的關系也會讓你更

快樂。 

7.批評：受過更好的教育、經驗更豐富、爬過更多的山，吃過更多的鹽，這些並不會

讓你更聰明、更優秀、更深刻，只不過讓你更加獨特而已。每個人都不同，有缺點

也有優點，懂得欣賞這些不同，而不是抓住缺點不放，你所看到的自己和別人才會

更好，更快樂。 

8.說教：其實批評還有一個兄弟，就是說教。他們的共同特點就是肆意評論人。當你

對人說教時，別人只是在聽，並沒有聽進去。這種悲哀的交流，不會帶你給一絲快

樂。 

9.徘徊：過去的經歷，可以讓我們從中汲取經驗教訓，但不要徘徊不前，消磨了當下

的快樂和未來的憧憬。 

10.恐懼：對於未知、變化、無能為力、別人的看法，我們多少都有恐懼，因此停滯不

前。但時間會流逝，夢想也會。因此千萬別讓恐懼擋住了前進的道路，今天是你所

擁有最寶貴的財富，一切從今天開始吧！ 

  【資料來源：https://shitishien1970.pixnet.net/blog/post/28623073，若有侵權請通知本室】 

https://shitishien1970.pixnet.net/blog/post/28623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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