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令廣播站  

一、「國民旅遊卡相關事項Q＆A」（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7年7月修訂版），已置放

人事室網頁／法規宣導項下下載參閱。 

二、「公務人員定期退撫給與查驗及發放辦法」，業經銓敘部107年6月26日部退四字

第10743951481號令訂定發布，並自107年7月1日生效，詳情請至人事室網頁／法

規宣導項下下載參閱。 

三、轉知「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施行細則」第102條、第106條及附表一

條文勘誤表1份，詳情請至人事室網頁／法規宣導項下下載參閱。(教育部107年7

月2日臺教人(四)字第1070094994A號函) 

四、「公立學校退休教職員一次退休金及養老給付優惠存款辦法」，業經教育部107年

6月29日臺教人(四)字第1070089615B號令訂定發布，並自107年7月1日施行，詳

情請至人事室網頁／法規宣導項下下載參閱。 

 業務 e點靈  

申請職名章、單位圓戳章篇 

Q1：您好，我的職名章已無法使用了，想要重新申請該如何辦理？ 

A1：請至人事室網頁／表單下載／章戳申請／填寫「國立中央大學職名章製發申請表」，

並經單位主管核章後送至人事室。 

Q2：本單位因業務授權需要申請「主管授權章」，需要注意那些呢？ 

A2：請填寫「國立中央大學職名章製發申請表」，該表中之職名章(持)使用人及申請人

皆為授權職名章持有(保管)人。申請事由欄位中，授權業務內容請務必詳述業務範

圍，並經單位主管核章後送至人事室。 

Q3：因有些業務僅由單位主管直接代決，故需要使用「代為決行」章，是由單位自行

刻製，還是向人事室申請呢？又要注意那些？ 

A3：本校「代為決行」章由人事室統一刻製。麻煩請填寫「國立中央大學職名章製發申

請表」並勾選「代為決行」章，而該表中之職名章(持)使用人及申請人皆為職章持

有人，並經單位主管核章後送至人事室。 

另外，「代為決行」章皆由單位主管持有。 

Q4：本單位之「單位圓戳章」使用已久，想重新申請新的，是否向人事室申請？是否

有申請表呢？還是由單位自行刻製？ 

A4：單位圓戳章由人事室統一製發。麻煩請填寫「國立中央大學職名章製發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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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申請類別欄位中請自行輸入「申請單位圓戳章」，而申請事由欄位中請勾選「毀

損不堪使用」，並經單位主管核章後送至人事室。 

另外，本校單位圓戳章現已改採用中英版，故也請提供該單位之英文全稱（請寫

在申請表上及 mail 郵寄）。 

Q5：請問，本單位之「專任助理」因業務需要也須使用到職名章，是否也能向人事室

申請？ 

A5：本校「編制內人員」、「契僱人員」及「主管人員」之職名章由人事室統一製發，而

專任助理類請用人單位自行刻製並由各單位指派專人管理。該專任助理職名章樣式

請比照本校職員樣式製發。 

上述仍有疑問或不明瞭的地方，歡迎電洽本室業務承辦人何家蓉小姐（分機 57766）。 

 活動情報讚  

★講座、課程、訓練活動快訊 

項次 主            題 日              期 地          點 

1 網頁架設及設計 107.7.31、107.8.3、107.8.8 志希館 I-002 電腦教室 

2 高效率公務文件技巧 107.7.31、107.8.6、107.8.8 志希館 I-002 電腦教室 

3 Google協同作業 107.8.20、107.8.22 志希館 I-002 電腦教室 

 人事看版  

（一）主管 

單           位 職    稱 卸任主管 新任主管 生效日期 

教務處 教務長 陳志臣 王文俊 107.8.1-110.1.31 

教務處 副教務長 李崇德 鄭國興 107.8.1-110.1.31 

教務處 

註冊組 
組 長 蕭嘉璋 鄭國興代理 107.8.1-107.8.1 

教務處 

註冊組 
組 長 鄭國興代理 張立杰 107.8.2-110.1.31 

教務處 

課務組 
組 長 陳介豪 鄭國興代理 107.8.1-107.8.31 

教務處 

教學發展中心 
主 任 李崇德 吳穎沺 107.8.1-110.1.31 

總務處 秘 書 何昇璉 蔣東儒代理 107.8.6 至新任秘

書到職前 1 日 



 

人事室 主 任 黃莉婷 張家綺代理 107.7.31 至新任主

任到職前 1 日 

學生事務處 

課外活動組 
組 長 吳穎沺 李岱洲 107.8.1-108.1.31 

學生事務處 

服務學習辦公室 
主 任 吳穎沺 孫中運 107.8.1-108.1.31 

文學院 副院長 林文淇 劉德明 107.8.1-108.7.31 

英美語文學系 系主任 易鵬代理 白瑞梅 107.8.1-110.7.31 

理學院 副院長 陳銘洲 謝發坤 107.8.1-108.7.31 

物理學系 系主任 陳宣毅 陳仕宏 107.8.1-110.7.31 

物理學系 副系主任 余欣珊 羅健榮 107.8.1-108.7.31 

化學學系 系主任 侯敦仁 陳銘洲 107.8.1-110.7.31 

統計研究所 所 長 曾議寬 樊采虹 107.8.1-110.7.31 

天文研究所 所 長 周翊代理 黃崇源 107.8.1-110.7.31 

土木工程學系 系主任 黃偉慶 朱佳仁 107.8.1-110.7.31 

材料科學與工程研究所 所 長 李勝偉 李勝隆 107.8.1-110.7.31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所 長 鄭晉昌 劉念琪代理 107.8.1 至新任所

長到任前 1 日 

電機工程學系 系主任 張鴻埜代理 張鴻埜 107.8.1-110.7.31 

電機工程學系 副系主任 陳正一代理 蔡佩芸 107.8.1-110.7.31 

應用地質研究所 所 長 董家鈞 倪春發 107.8.1-110.7.31 

法律與政府研究所 所 長 張桐銳代理 張桐銳 107.8.1-110.7.31 

生醫科學與工程學系 系主任 黃俊銘 王孫崇 107.8.1-110.7.31 

總教學中心 

藝文中心 
主 任 周錦宏 陳文逸 107.8.1-110.7.31 

（二）教師 

單         位 姓    名 職     稱 日    期 動     態 

經濟學系 邱俊榮 教 授 107.7.9 借調歸建 

營建管理研究所 楊智斌 教 授 107.8.1 新聘 

太空科學研究所 楊雅惠 副教授 107.8.1 新聘 

法國語文學系 史惟筑 助理教授 107.8.1 新聘 



 

數學系 曾國師 助理教授 107.8.1 新聘 

數學系 黃世豪 助理教授 107.8.1 新聘 

數學系 俞韋亘 助理教授 107.8.1 新聘 

物理學系 井上優貴 

Yuki Inoue 
助理教授 107.8.1 新聘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劉奕宏 助理教授 107.8.1 新聘 

營建管理研究所 王翰翔 助理教授 107.8.1 新聘 

資訊管理學系 周恩頤 助理教授 107.8.1 新聘 

會計研究所 劉乃熒 助理教授 107.8.1 新聘 

電機工程學系 李龍豪 助理教授 107.8.1 新聘 

生命科學系 羅月霞 助理教授 107.8.1 新聘 

生命科學系 黃佳瑜 助理教授 107.8.1 新聘 

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 徐峻賢 助理教授 107.8.1 新聘 

物理學系 陳鎰鋒 專案教授 107.8.1 新聘 

人文研究中心 王成勉 專案研究員 107.8.1 新聘 

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 林家祥 專案助理教授 107.8.1 新聘 

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 陳映濃 專案助理教授 107.8.1 新聘 

光電科學研究中心 李孟錡 專案助理研究員 107.8.1 新聘 

材料科學與工程研究所 張仍奎 教 授 107.8.1 辭職 

電機工程學系 劉建男 教 授 107.8.1 辭職 

環境工程研究所 蕭大智 副教授 107.8.1 辭職 

財務金融學系 沈信漢 副教授 107.8.1 辭職 

數學系 魏福村 助理教授 107.8.1 辭職 

電機工程學系 李俊興 助理教授 107.8.1 辭職 

法律與政府研究所 蘇凱平 助理教授 107.8.1 辭職 

營業管理研究所 邱垂德 專案研究員 107.8.1 辭職 

光電科學研究中心 余業緯 專案助理研究員 107.8.1 辭職 

歷史研究所 王成勉 教 授 107.8.1 退休 

歷史研究所 齊茂吉 教 授 107.8.1 退休 



 

物理學系 陳鎰鋒 教 授 107.8.1 退休 

統計究研所 傅承德 教 授 107.8.1 退休 

地球科學學系 王乾盈 教 授 107.8.1 退休 

企業管理學系 林純瓊 副教授 107.8.1 退休 

（三）職員、契僱人員 

單          位 姓    名 職     稱 日    期 動              態 

國際事務處 

國際交流暨招生組 
陳虹蓓 行政專員 107.7.9 育嬰留職停薪

(107.7.9-107.10.8) 

研究發展處 

企劃組 
陳俊佑 組 長 107.7.11 原研發處研推組組長 

學生事務處 

職涯發展中心 
林怡君 組 員 107.7.12 育嬰留職停薪

(107.7.12-108.1.11) 

學生事務處 

職涯發展中心 
邱郁惠 約僱人員 107.7.12 新進（職務代理） 

人事室 黃莉婷 主 任 107.7.31 調陞衛生福利部人事處

專門委員 

英美語文學系 吳慧娟 助理教授 107.8.1 回職復薪 

資訊管理學系 許文錦 助理教授 107.8.1 回職復薪 

經濟學系 陳致怡 助理教授 107.8.1 回職復薪 

總教學中心 林潔苹 行政專員 107.8.1 回職復薪（原任本校生醫

科學與工程學系行政專

員） 

機械工程學系 洪銘聰 助理教授 107.8.1 留職停薪

(107.8.1-108.7.31) 

語言中心 潘明蓉 講 師 107.8.1 侍親留職停薪 

(107.8.1-108.7.31) 

學生事務處 

衛生保健組 
林芷琦 技 師 107.8.1 離職 

法國語文學系 林蔚芷 行政專員 107.8.1 離職 

總務處 何昇璉 秘 書 107.8.6 退休 

 



 

 每月一書香  

 

科技浪潮襲來、強國環伺、典範不在 ，台灣正處於前所

未有的嚴峻處境，面對未來，台灣還有機會嗎？ 

  台灣三度政黨輪替，許多政策確如同鐘擺，從一端

擺盪到另一端。對於國家、社會、青年的未來，嚴長壽

有著最急切的憂心。台灣已經錯失太多機會，在國際政

治、產業、教育、觀光與文化的世界地圖上，失去了定

位及方向，無法永續。 

  嚴長壽以長年投入教育、公益、觀光、文化……各

方面的觀察與經驗，在書中分享他所看到的問題、機會

以及可能的解決之道。 

 

本書籍簡介資料摘自國家文官學院 

書名／在世界地圖上找到自己 

作者／嚴長壽 

出版社／天下文化 

出版日期／2017.1.16 

 線上學習資訊  

網站平台：e 等公務園+學習平臺(網址:https://elearn.hrd.gov.tw/mooc/index.php) 

課程名稱：知識管理概論 

學習認證：2 小時 

課程簡介：隨著資訊科技與網際網路的興起，使得知識管理成為未來管理主流。身為組

織一員的我們，若欲有效面對改變、創造改變與管理改變，組織學習無疑是

一項必要策略，更是感動生命與生存發展的必要方式。本課程將協助各位瞭

解知識管理的定義與原理、及組織如何進行知識管理，並藉由案例、實際作

法及講師的經驗分享，使各位可以輕鬆無壓力的方式瞭解知識管理，並正確

執行於組織中，進而促進團隊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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