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令廣播站  

一、「國立中央大學教師聘任辦法 」業經本校107年11月13日107學年度第7次校務會

議修正通過，其修正後辦法已置於人事室網頁／人事法規／(法規)教師、研究人員

任項下，請自行下載運用。(108年1月15日中大人一字第1081800024號函) 

該辦法修正重點如下：  

（一）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40條第2項第4款規定，授權自行複審學

校得就曾於符合採認辦法規定之國外大學或香港、澳門大學擔任專任教授，

並符「諾貝爾獎或相當等級之得主」、「國家級研究院院士」、「國際重要

學會會士」或「在其他相當於前三項資格之學術或專業領域著有傑出成就者」

條件之一者，另定其專門著作審查及教師資格審查程序，並得訂定「相當於

前三項資格之學術或專業領域著有傑出成就者」之認定參考標準程序，爰於

第5條之1第1項第4款增訂由系（所）、院教評會審議認定之，並新增同條第

2項規定，明定亦依其所定標準進行審認。 

（二）為期新進教師負有社會之期望，爰於系教評會擬聘教師之評審項目中增列「社

會責任貢獻」。 

（三）配合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第5條規定，新增外籍研究人員申辦工作許

可之法源依據於第10點。 

二、自本（108）年2月1日起，僱用勞僱型兼任助理（兼任研究助理、教學助理、工讀

生、臨時工）應匡列之身心障礙人員進用攤提費用（以下簡稱身障攤提費用）調整

為266元，詳情請至人事室網頁／專區連結／獎助生及學生兼任助理專區參閱。(108

年1月25日中大人一字第1081800052號函) 

三、關於公務人員請假規則所定生理假之日數核計方式，詳情請至人事室網頁／人事法

規／（釋例）差假、勤惰、加班、值班項下下載參閱。(銓敘部108年1月4日部法二

字第1084688889號函) 

四、有關選擇支（兼）領展期或減額月退休金人員之三節慰問金應如何計算發放一案。

詳情請至人事室網頁／人事法規／（釋例）退休、資遣、撫卹、延長服務項下下載

參閱。(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8年1月2日總處給字第1080024142號函)  

 

 

人事服務簡訊 

2019/2 ( 人事室編印 每月 15日出刊 ) 

 



 

 好康報報  

 

 

 

 

 

 

全國公教員工網路購書優惠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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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公教員工網路購書優惠方案 

專屬主題活動－「百貨商品主題特展」優惠活動活動共計四檔次，相

關訊息請詳見以下網頁： 

●質感新生活：https://goo.gl/839YQC 

●讀冊學堂｜為自己挑選調劑生活的配方：https://goo.gl/zfvEk4 

●德國電影導論：https://goo.gl/Wikm1t 

●買《真確》輸入通關密語現折 20 元：https://goo.gl/DzAvpY 

讀冊生活提供公教人員 100 元折價券：請連至全國公教員工網路購

書優惠方案專屬網站（http://www.taaze.tw/gov_index.html）登入

認證，即可每月獲得 100 元折價券享公教人員獨家優惠。 

壢新醫院辦理 2017~2019 年度

公教人員健康 99檢查專案，提供

同仁酌參選擇，詳細情形請至該

院 網 站

(http://www.landseedhospital.

com.tw/lishin/department/dp

rt_manaul_list.php?divCode=

3420&ID=761&jp=11)查詢。 

https://goo.gl/839YQC
https://goo.gl/zfvEk4
https://goo.gl/Wikm1t
https://goo.gl/DzAvpY
http://www.taaze.tw/gov_index.html
http://www.landseedhospital.com.tw/lishin/department/dprt_manaul_list.php?divCode=3420&ID=761&jp=11
http://www.landseedhospital.com.tw/lishin/department/dprt_manaul_list.php?divCode=3420&ID=761&jp=11
http://www.landseedhospital.com.tw/lishin/department/dprt_manaul_list.php?divCode=3420&ID=761&jp=11
http://www.landseedhospital.com.tw/lishin/department/dprt_manaul_list.php?divCode=3420&ID=761&jp=11


 

 人事看版  

（一）主管 

單          位 職    稱 卸任主管 新任主管 生效日期 

秘書室 主任秘書 徐國鎧 周立德 108.2.1-110.1.31 

秘書室 

校友服務中心 
主 任 王翰翔 洪汶宜 108.2.1-110.1.31 

總務處 副總務長 王家麟 李岱洲 108.2.1-110.1.31 

總務處 

文書組 
組 長 陳美芬(代理) 張家綺 108.2.1 

研究發展處 副研發長 陳昇暉 李進福 108.2.1-110.1.31 

電子計算機中心 中心主任 周立德 陳奕明 108.2.1-110.1.31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

生中心 
中心主任 王家麟 李岱洲 108.2.1-110.1.31 

人事室 

第一組 
組 長 張家綺 胡建豪(代理) 108.2.1 至新任組

長到職前 1 日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辦公室 
執行長 蕭述三 楊鎮華 108.2.1-110.1.31 

文學院 副院長 劉德明 楊自平 108.2.1-108.7.31 

中國文學系 系主任 楊自平 劉德明 108.2.1-111.1.31 

統計研究所 所 長 樊采虹 鄒宗山 108.2.1-111.1.31 

工學院 院 長 田永銘 蕭述三 108.2.1-111.1.31 

臺灣經濟發展研究

中心 
中心主任 許秉瑜(代理) 許秉瑜 108.2.1-111.1.31 

總教學中心 中心主任 周惠文 林志光 108.2.1-110.1.31 

法律與政府研究所 所 長 張桐銳 鍾國允(代理) 108.2.1-108.7.31 

（二）教師 

單         位 姓    名 職     稱 日    期 動          態 

通識教育中心 呂理德 專案助理教授 108.1.22 辭職 

物理學系 吳明佳 教 授 108.2.1 新聘，原本校數據中

心研究員 

環境工程研究所 莊順興 教 授 108.2.1 新聘 



 

資訊工程學系 葉士青 教 授 108.2.1 新聘 

歷史研究所 蔣竹山 副教授 108.2.1 新聘 

土木工程學系 王韡蒨 副教授 108.2.1 新聘 

財務金融學系 何柏欣 副教授 108.2.1 新聘 

中國文學系 胡川安 助理教授 108.2.1 新聘 

土木工程學系 賴勇安 助理教授 108.2.1 新聘 

機械工程學系 林錦德 助理教授 108.2.11 新聘 

企業管理學系 黃依潔 助理教授 108.2.1 新聘 

通訊工程學系 陳昱嘉 助理教授 108.2.1 新聘 

地球科學學系 林彥宇 助理教授 108.2.1 新聘 

大氣科學學系 張偉裕 助理教授 108.2.1 新聘 

大氣科學學系 王儷樵 助理教授 108.2.1 新聘 

水文與海洋科學研究所 陳沛芫 助理教授 108.2.1 新聘 

法律與政府研究所 溫袓德 助理教授 108.2.1 新聘 

電機工程學系 莊堯棠 專案教授 108.2.1 新聘 

資訊工程學系 劉寶鈞 專案教授 108.2.1 新聘 

資訊工程學系 黃興燦 專案教授 108.2.1 新聘 

資訊工程學系 曾黎明 專案教授 108.2.1 新聘 

資訊工程學系 陳振炎 專案教授 108.2.1 新聘 

前瞻科技研究中心 毛正氣 專案助理研究員 108.2.1 新聘 

太空科學與科技研究中心 林其彥 專案助理研究員 108.2.1 新聘 

高能與強場物理研究中心 項人宗 專案助理研究員 108.2.1 新聘 

法律與政府研究所 張桐銳 教 授 108.2.1 辭職 

生醫科學與工程學系 羅南德 副教授 108.2.1 辭職 

財務金融學系 王樹鳳 助理教授 108.2.1 辭職 

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 林家祥 專案助理教授 108.2.1 辭職 

前瞻科技研究中心 蘇育生 專案副研究員 108.2.1 辭職 

語言中心 謝明慧 專案講師 108.2.1 辭職 



 

英美語文學系 司徒尉 教 授 108.2.1 退休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鄭益祥 教 授 108.2.1 退休，轉任本校兼任

教師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蔣孝澈 教 授 108.2.1 退休，轉任本校兼任

教師 

機械工程學系 施登士 教 授 108.2.1 退休，轉任本校專案

教師 

資訊管理學系 周世傑 教 授 108.2.1 退休 

產業經濟研究所 陳忠榮 教 授 108.2.1 退休，轉任本校兼任

教師 

電機工程學系 莊堯棠 教 授 108.2.1 退休，轉任本校專案

教師 

機械工程學系 葉則亮 副教授 108.2.1 退休，轉任本校專案

教師 

太空科學研究所 陳明桂 副教授 108.2.1 退休，轉任本校兼任

教師 

（三）職員、契僱人員 

單    位 姓   名 職   稱 日   期 動                 態 

學生事務處 

職涯發展中心 
林怡君 組 員 108.1.12 回職復薪 

學生事務處 

職涯發展中心 
邱郁惠 約僱人員 108.1.12 離職 

秘書室 詹文堯 行政專員 108.1.25 回職復薪 

教務處 

教學發展中心 
陳秋妤 行政專員 108.1.28 育嬰留職停薪

(108.1.28-108.8.31) 

電子計算機中心 曾筠茹 約僱人員 108.1.28 新進 

圖書館 

採編組 
藍翊瑄 組 員 108.2.12 他機關調進(原任臺北市立圖

書館課員) 

 

 

 



 

 榮耀共享  

一、本校 108 年度績優職員當選名單如下： 

（一）編制內職員：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總務處 組 長 鄭夙君 

人事室 組 長 
張家綺 

(108.2.1 調任文書組) 

工學院 秘 書 黃惠美 

秘書室 秘 書 於嘉玲 

主計室 專 員 沈旻彥 

總務處 組 員 楊秀玲 

教務處 技 士 李志銘 

（二）約用人員：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環安中心 技 師 陳瑾瑩 

學務處 行政專員 萬怡灼 

總務處 行政專員 劉淳瑜 

國際處 高級專員 陳宣霏 

研發處 高級專員 莊雅萍 

總務處 技 師 李信鐘 

教務處 行政專員 温寶珠 

總務處 行政專員 嚴文伶 

總教學中心 行政專員 黃惠姿 

地科學院 高級專員 王思德 

地科學院 行政專員 方佳南 

學務處 行政專員 熊英才 

教務處 行政專員 詹育芳 

秘書室 行政專員 駱季青 



 

 每月一書香  

 

這是場「寧靜危機」，沒有察覺的人終將被它腐蝕！ 

  「少子化、高齡化」也許你已耳熟能詳，但你可能不

曾想過：它將如何左右我們的未來？ 

  日本 2020 年 半數女性超過 50歲；2030年 銀行、

醫院、安養院一一從地方消失；2033年 每 3戶就有 1

戶空屋；2050 年 食物缺乏，捲入世界糧食戰爭……。 

  日本花了 11年進入超高齡社會，但臺灣只要 8年，

總人口數將開始走下坡！15年後，每 4 人就有 1人超過

65歲；25年後，每 3人就有 1 人超過 80 歲；30 年後，

每1.7人就要扶養1名老人！高齡化所帶來的衝擊遠比想

像中更大，作者提出「10個未來處方箋」，找出可能的

解決之道。 

 

本書籍簡介資料摘自國家文官學院 

書名／未來年表 

作者／河合雅司 

出版社／究竟 

出版日期／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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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e 化快手 

學習認證：1 小時 

課程簡介：瞭解政府資訊管理系統演進、發展，以及在大數據時代的潮流下，資訊科技

如何結合知識管理，多元運用於政府管理層面。並且認知到在 ICTs 的進步，

和新媒體與公民意識高漲的時代，政府應如何進行公民關係經營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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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