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令廣播站 

一、有關各單位辦理教師資格審查作業，應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下稱審

定辦法)第39條規定，如評定為不及格之審查意見，除涉審定辦法第43條或專科以

上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教師資格審查注意事項第7點有關教評會審查過程中認

有疑義者，需請送審人答辯者外，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定結果確定後，再行提供

予送審人。詳情請參閱人事室網站／法規宣導。(國立中央大學106年7月28日中大

人字第1061810360號函及教育部106年6月28日臺教高(五)字第1060088896號

函) 

二、105年度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決算業於本（106）年5月31日公告於公務人員退休

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網站(http://www.fund.gov.tw)之「政府公開資訊」、「基金

管理委員會預算決算書」項下。 

三、106年退休（伍）軍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發給對象，按月支（兼）領月退休金（俸）

之基準數額，業經行政院106年6月16日院授人給字第1060048723號公告為新臺幣

2萬5,000元以下。(教育部106年6月29日臺教人(四)字第1060087199號書函) 

四、行政院核定「公立大專校院人員兼任(辦)進修學校、夜間部或推廣教育業務工作費

支給表」，並自106年8月1日生效，詳情請參閱人事室網站／法規宣導。(教育部106

年6月22日臺教人(四)字第1060088056號函) 

五、本校為配合教育部發布修正之「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有關學

習型兼任助理更名及統一投保團體保險作業事宜，詳情請參閱人事室網站／專區連

結－學生兼任助理。(國立中央大學106年7月21日中大人字第1061820279號函) 

業務 e點靈 

教師升等篇 

新的一年到來，隨著學期開始，系辦的業務也跟著忙碌了起來，對於剛到職的新人

小晴而言，眼看著辦公桌上堆疊滿滿的文件及卷宗正煩惱著，此時又被主管交辦未來需

處理教師升等案，面對完全不熟悉的業務，頓時陷入一片愁雲慘霧之中…… 

 「哇~原來升等有這麼多法規及表格呀！」正在努力瀏覽人事室網頁的小晴心中不

禁嘀咕著。想了想乾脆還是拿起電話打給人事室詢問比較快。 

「嗯…我是新來的助理小晴，想請問有關教師升等的問題。」 

「您好，請問您是對於”申請條件”還是”著作送審年限”有疑問呢？」電話那頭，小

蓁立刻接起正在響著的分機回答。 

「請問老師如果想要申請升等的話，有什麼限制條件嗎?」小晴說。 

「您可以參考本校『專任教師升等審查辦法』規定，教師提請升等，教學年資應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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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規定，還有，最近一次教師評鑑不得有未達標準之情事，且研究、教學、輔導與服務

三項成果至少應達辦法第 5 條所訂之申請基本門檻。但如果系(所)、院有更嚴格之標準

則從其規定，並應經系(所)教評會、院教評會進行初審，初審通過依行政程序簽核完成

後，再由院教評會辦理著作外審。」 

「小蓁姊，那再請問一下，有關專門著作有 5 年、7 年的限制又是什麼呀？」 

「依學校教師升等辦法的第 6 條規定，著作外審的專門著作包含代表著作及參考著

作。又代表著作、參考著作應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送審前 5 年、前 7 年內之著

作。但曾於期限內懷孕或生產，得申請延長其年限 2 年。其中所謂的送審前 5 年、7 年

的時點計算，是以”升等生效日往前逆算”喔！這些非常重要一定要記得喔！」小蓁一邊

翻閱手邊的法規資料，一邊回答著。 

「原來如此，不好意思真的很謝謝妳幫我解答唷！」小晴一邊忙碌地抄寫筆記，一

邊再次問到「那我還有什麼地方需要注意的呢？」 

「另外再提醒一下，升等教師辦理著作外審時，應該將專門著作一覽表列為著作外

審之附件，與代表著作、參考著作及相關證明文件併送外審。所以一定要再三確認表格

內容資料的正確性。因為教師通過升等後，報教育部請頒教師證書時，所填教師資格審

查履歷表之代表著作與參考著作應與該表內容一致。」小蓁再次耐心的說。 

「好的，我瞭解了，真的很謝謝您耐心的解說。」小晴說。 

「不客氣，對於教師升等業務，有很多繁複的法規及行政流程，未來如果有不清楚的地

方，都歡迎隨時與我聯繫。」 

活動情報讚 

★講座、課程、訓練活動快訊 

項次 主             題 日     期 地          點 

3 電腦技能(一)影片剪輯與製作 
106.8.10、 

106.8.17 
志希館 I-002 電腦教室 

4 電腦技能(二)Excel 初階應用 
106.8.10、 

106.8.17 
志希館 I-002 電腦教室 

5 電腦技能(三)PhotoCap影像處理 
106.8.14、 

106.8.21 
志希館 I-002 電腦教室 

6 電腦技能(四)Excel 進階應用 
106.8.25、 

106.9.1 
志希館 I-002 電腦教室 

7 電腦技能(五)海報製作 
106.8.25、 

106.9.1 
志希館 I-002 電腦教室 

 
 
 



 

★講座活動花絮 

活動名稱：中高階人員管理核心訓練－「問題分析與問題解決」 

活動日期：106 年 7 月 6 日、7 月 17 日，共 2 場次 

活動地點：總圖 2 樓會議室 

 

 

 

 

 

 

 

 

 

 

 

 

 

 

 

 

 

 



 

人事看版  

（一）主管 

單             位 職    稱 卸任主管 新任主管 生效日期 

學生事務處 

服務學習辦公室 
主 任 孫中運 吳穎沺 106.8.1 

研究發展處 

智權技轉組 
組 長 李朱育 孫亞賢 106.8.1 

學生事務處 

課外活動組 
組 長 李岱洲 吳穎沺 106.8.1 

法國語文學系 系主任 許綺玲 林德祐 106.8.1 

藝術學研究所 所 長 曾少千 巫佩蓉 106.8.1 

學習與教學研究所 所 長 辜玉旻 陳斐卿 106.8.1 

師資培育中心 主 任 張立杰 陳斐卿 106.8.1 

物理學系 副系主任 温偉源 余欣珊 106.8.1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系主任 梁肇文代理 陳彥宏 106.8.1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系主任 徐敬衡 李 度 106.8.1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副系主任 李岱洲 － 106.8.1 

管理學院 院 長 沈國基 劉振榮代理 106.8.1 

管理學院 副院長 黃麗璇 － 106.8.1 

企業管理學系 系主任 洪秀婉 呂俊德 106.8.1 

資訊管理學系 系主任 林熙禎代理 林熙禎 106.8.1 

資訊管理學系 副系主任 范懿文 － 106.8.1 

經濟學系 系主任 鄭保志 曹真睿 106.8.1 

工業管理研究所 所 長 王啟泰 陳振明 106.8.1 

資訊工程學系 系主任 張嘉惠 許富皓 106.8.1 

資訊工程學系 副系主任 孫敏德 － 106.8.1 

通訊工程學系 系主任 吳中實 陳永芳 106.8.1 

網路學習科技研究所 所 長 劉晨鐘 黃武元 106.8.1 

太空空學研究所 所 長 許志浤 趙吉光 106.8.1 

水文與海洋科學研究所 所 長 吳祚任 錢 樺 106.8.1 

語言中心 主 任 單維彰 李振亞 106.8.1 

體育室 組 長 鄭貴中 吳文郁 106.8.1 



 

教學組 

光電科學研究中心 中心主任 綦振瀛代理 劉正毓 106.8.1 

臺灣經濟發展研究中心 中心主任 吳大任 劉振榮代理 106.8.1 

數據分析方法研究中心 中心主任 徐 沺代理 范國清 106.8.1 

軟體研究中心 中心主任 蘇木春 范國清 106.8.1 

（二）教師 

單         位 姓    名 職     稱 日    期 動        態 

生命科學系 孫維欣 教 授 105.8.1 升等 

物理學系 瞿怡仁 

Yi-Zen Chu 
副教授 106.8.1 新聘 

土木工程學系 王瑞斌 副教授 106.8.1 新聘 

生醫科學與工程學系 黃俊仁 副教授 106.8.1 原專案副教授轉任 

土木工程學系 陳沛清 助理教授 106.8.1 新聘 

機械工程學系 周鼎贏 助理教授 106.8.1 新聘 

機械工程學系 崔海平 助理教授 106.8.1 新聘 

資訊管理學系 陳以錚 助理教授 106.8.1 新聘 

經濟學系 鄭子長 助理教授 106.8.1 新聘 

地球科學學系 陳致同 助理教授 106.8.1 新聘 

應用地質研究所 王士榮 助理教授 106.8.1 新聘 

水文與海洋科學研

究所 
潘任飛 助理教授 106.8.1 新聘 

客家語文暨社會科

學學系 
王保鍵 助理教授 106.8.1 新聘 

生醫科學與工程學系 黃貞翰 助理教授 106.8.1 新聘 

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 姜壽浩 助理教授 106.8.1 原專案助理教授轉任 

天文研究所 葉永烜 專案教授 106.8.1 原專任教授轉任 

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 洪  蘭 專案教授 106.8.1 原專任教授轉任 

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 陳繼藩 專案教授 106.8.1 原專任教授轉任 

營建管理研究所 邱垂德 專案研究員 106.8.1 新聘 

資訊工程學系 楊鎮華 教 授 106.8.1 借調亞洲大學 



 

大氣科學學系 黃清勇 教  授 106.8.1 借調財團法人國家

實驗研究院 

法國語文學系 蔡淑玲 教 授 106.8.1 辭職 

數學系 沈俊嚴 副教授 106.8.1 辭職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李 誠 專案教授 106.8.1 辭職 

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 陳良健 專案研究員 106.8.1 辭職 

學習科技研究中心 李良一 專案助理研究員 106.8.1 辭職 

中國文學系 岑溢成 教 授 106.8.1 退休 

資訊管理學系 范懿文 教 授 106.8.1 退休 

大氣科學學系 王作臺 教 授 106.8.1 退休 

財務金融學系 李惠瑤 助 教 106.8.1 退休 

資訊管理學系 許文錦 助理教授 106.8.1 留職停薪

(106.8.1-107.7.31) 

經濟學系 陳致怡 助理教授 106.8.1 留職停薪

(106.8.1-107.1.31) 

（三）職員、契僱人員  

單    位 姓   名 職   稱 日   期 動                  態 

研究發展處 謝慧萍 助  教 106.7.10 調任 

(原任通識教育中心助教) 

統計研究所 劉佩娟 組 員 106.7.14 他機關調進 

(原任出納組組長，國立楊梅

高級中學新進) 

秘書室 溫立安 行政專員 106.7.12 原任本校秘書室專任助理 

秘書室 陳薏安 行政專員 106.8.1 新進 

地球科學學院 傅家琦 行政專員 106.8.1 原任本校太空所調任行政專員 

總務處 林信佑 約僱人員 106.8.1 辭職 

(轉任本校總務處專任助理) 

工學院 黃英霈 行政專員 106.8.1 新進 

總務處 黃振綸 高級專員 106.8.1 退休 

學生事務處 黃景珩 諮商輔導老師 106.8.1 留職停薪(106.8.1-107.1.31) 

 



 

榮耀共享 

本室以「學校及學生雙贏思維建置多功能兼任助理整合系統」為題，參加第 6 屆行政院

所屬及地方人事機構人力資源管理創新獎勵活動，經教育部內部評審後獲提報至行政院

人事行政總處，並通過該處初審、複審及決審程序後獲評選為特優獎。(人事室提供) 

每月一書香  

 

為什麼分工反而造成個人失去競爭力，企業崩壞，政府無

能，經濟失控? 

政府、企業、團隊、個人，都是一座座穀倉，雖然穀倉讓

世界井然有序，但當大家活在自己的小圈圈，就會造成不

知變通，看不見危機，犯下嚴重錯誤。 

像金融風暴、911 恐攻事件、SONY 衰退、Facebook 崛

起…… 這些看似無關，卻都有一個被嚴重忽視的共通點，

說明穀倉效應無所不在。 

作者提出 3 個深受穀倉所害和 5 個因穀倉而獲益的真實案

例，告訴我們只要學會六大原則，就能避免風險，掌握良

機，站在不同的角度思考，還能不斷創新。 

本書籍簡介資料摘自國家文官學院 

書名／穀倉效應 

作者／吉蓮．邰蒂著 

出版社／三采 

出版日期／2016.2.3 

線上學習資訊  

網站平台：地方行政研習 e 學中心(網址：https://elearning.rad.gov.tw/fet/home/ch) 

課程名稱：執行力與人際互動 

學習認證：2 小時 

課程簡介：公務人員在業務執行過程中，難免會發生因為執行力不佳或是人際溝通不

良，造成業務窒礙難行的情況。本課程將協助公務人員瞭解執行力與人際互

動的重要性，並提出各項基本概念，讓公務人員學習如何提升執行力，並發

揮和諧的互動溝通能力，使公務運作更加順利，進而營造工作愉快的氣氛。 

 

 



 

社團活動 

 

 

 

 

 

 

 

 

 

 

 

 

 

 

 

 

 

 

 

 

 

 

 

 

 

 

 

 

 

http://www.ncu.edu.tw 
 

校址：(32001)桃園市中壢區中大路 300 號 
Address：No. 300, Zhongda Rd., Zhongli District,  

Taoyuan City 32001, Taiwan (R.O.C.) 
TEL：+886-3-4227151‧FAX：+886-3-42260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