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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 12 月 28 日(第 148 期) 人事室編印 

 

一、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函以，行政院修正「行政院選送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高階 

公務人員出國短期研習注意事項」第 10 點，並自 104 年 11 月 4 日生效。 

【教育部 104.11.13 臺教人(三)字第 1040154688 號函】 

 

二、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函釋有關獎章條例施行細則第 4 條所定「未受刑事處分」，係指「未

受刑事判決有罪確定」。 

【教育部人事處 104.11.16 臺教人處字第 1040157908 號函】 

 

三、勞動部核釋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5 條第 3 項規定，受僱者於安胎休養請假期間內結婚或遇

親屬喪亡，在婚假或喪假可請假之期限內，得改請婚假或喪假;其有產前檢查之事實及需求

者，得改請產檢假。 

【教育部 104.11.25 臺教人(三)字第 1040159024 號函】 

 

四、有關教師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9 款及同條第 4 項與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防治準則

(下簡稱防治準則)第 25 條執行疑義一案： 

(一)按教師法第 14 條第 4 項及防治準則第 25 條規定，係為避免涉及性侵害、性騷擾或

性霸凌行為之教師持續於校園中接觸相關人員，影響學生受教權，同時兼顧教師個人

權益。爰此，教師涉性騷擾行為時，視其涉案情節輕重而有不同處置方式： 

1. 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審酌相關事證，認申請（檢舉）之內

容初步判定已達「情節重大」程度者，由學校核予停聘靜候調查（停聘期間不發

給本薪（年功薪），須俟調查結果無此事實並回復聘任者，始補發全部本薪（年

功薪））。 

2. 於教評會審議前，或經教評會審酌相關事證後，認申請（檢舉）之內容難以判定

有「情節重大」之程度者，而學校認有離開教學現場之必要者，應依防治準則第

25 條規定，提經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性平會）決議通過後執行。如為

核給事假接受調查（超過 7 日按日扣薪）者，俟調查結果無此事實時，該段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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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不予扣薪，且不列入年終成績考核事假日數計算。 

3. 經教評會審酌相關事證，認申請（檢舉）之內容難以判定有「情節重大」之程度者，

且學校亦認無離開教學現場之必要者，維持原有作息。 

4. 上開 2、3 之情形，嗣後性評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於調查後認定教師所涉性

騷擾或性霸凌行為已屬情節重大，教評會應立即依教師法第 14 條第 4 項規定辦理

審議停聘。 

(二)另經性評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查證屬實，合於教師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8 款或

第 9 款規定部分，依教師法第 14 條第 4 項後段規定，不需經教評會審議，應立即報

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 

五、勞動部 104年 11月 26日勞動條 4字第 1040132317號函略以，有關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20

條規定，家庭照顧假之「家庭成員」定義，為免過度限縮立法意旨，其屬民法第 1123條規

定之家屬或視為家屬者，亦屬之。茲以教師亦為性別工作平等法之適用對象，爰教師請假

規則第 3條第 1項規定有關家庭照顧假之「家庭成員」定義，應依上開勞動部函釋規定辦

理，即民法第 1123條規定之家屬或視為家屬者亦屬之；教師申請家庭照顧假，服務學校必

要時得請其提供相關證明文件，至證明文件之形式，法無明文，足茲證明受僱者有須親自

照顧家屬之事實已足。  

【教育部 104.12.8臺教人(三)字第 1040166146號函】 

 

六、行政院訂定「跨主管機關及區域性競賽活動核發獎金或等值獎勵支給表」，自 105 年 1 月

1 日生效。【教育部 104.12.2 臺教人(四)字第 1040161522 號函】 

 

七、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函，有關公教人員就讀國中小之子女，如已支領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發

給之教育代金，得否再請領子女教育補助疑義一案。因考量各級政府針對特殊身分者給予

之社會福利獎（補）助目的及內涵多元，須就各該獎（補）助發給之性質認定其是否與教

育及助學相關，爰各地方政府發給身心障礙在家教育學生之教育代金是否為與教育及助學

相關之獎（補）助學金，宜由各該地方政府依其發給之意旨自行認定。【教育部 104.12.4 

臺教人處字第 1040168603 號書函】 

 

八、公教人員保險法修正第 3 條、第 12 條、第二節節名、第 13 條至第 15 條、第 18 條、第

33條及第 51 條條文，以及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例第 11 條及第 21 條與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6 條、第 11 條條文，均經總統公布；上開各修正條文已刊載於總統府公報第 7222 期，請

至總統府網站：http://www.president.gov.tw 公報系統查閱。 

【教育部 104.12.9 臺教人(四)字第 1040171770 號書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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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 

本校公共行政學系李系主任允傑獲頒中華民國空中教育學會 

104 年度「空教服務獎」獎項。 

 

 

 

人事動態 

 

姓名 異動類別 新職單位 

職稱(等級) 

原職單位 

職稱(等級) 

生效日期 

賴素純 升等 新制三等技術師 

(比照助理教授) 

新制四等技術師 

(比照講師) 

104.12.01 

張潔明 新進 教學媒體處專案計畫人員  104.12.01 

陳貞吟 職務調整 出版中心秘書 出版中心專員 104.12.02 

陳美娟 職務調整 學生事務處組長 教學媒體處秘書 104.12.03 

汪秀華 職務調整 教務處專員 秘書室組員 104.12.04 

李世晟 職務調整 出版中心組員 資訊科技中心技佐 104.12.07 

鄭小欗 職務調整 學生事務處輔導員 人事室組員 104.12.25 

劉詩婷 新進 圖書館工讀生  104.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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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資訊 

入冬空汙拉警報，清肺大作戰！  

資料來源：台灣癌症基金會 

上稿日期：2015/12/21 

台灣癌症基金會發現這陣子窗外總是霧濛濛，高樓大廈好像都被披掛上蚊帳，蒙上了一層灰色面紗……

走在路上想要感受這詩情畫意的時刻，卻反而呼吸不到新鮮空氣、鼻子一直癢起來、很想要咳嗽，好難

受阿！原來一切都是空氣汙染在搞鬼！ 

看不見的殺手 PM2.5 

懸浮微粒（Particulate Matter, PM）係指懸浮於空氣中之固體顆粒或液滴，其中，空氣動力學直徑小

於（含等於）10 微米（μm）的懸浮微粒稱為「可吸入懸浮微粒」，也稱 PM10，容易通過鼻腔內鼻毛

與彎道到達喉嚨。而直徑小於等於 2.5 微米的懸浮微粒稱為「細懸浮微粒」，也稱 PM2.5，其直徑只有

頭髮的 1∕28，因為非常細微，較 PM10更容易深入人體肺部，進而引起肺部的發炎反應、心血管的病變、

氣喘症狀加劇等情形，且上面若附著其他污染物，將更加深對呼吸系統之危害。微粒中某些成份對人體

有急性刺激作用，有些有長期影響甚至為可能之致癌物，增加罹患肺癌的危機。 

罹患肺癌的高危險因子 

由於肺癌早期並沒有明顯症狀，時常容易被忽略，所以常常當發現肺癌時已經為第三期或是第四期，因

此若能早期發現，其治癒率非常高。所以特別提醒民眾，要建立自主性定期篩檢，特別是肺癌高危險群，

除了長期暴露於空氣汙染和懸浮微粒以外，台灣癌症基金會執行長 賴基銘醫師更表示還有以下高危險

群需注意： 

1.吸菸族群：吸菸族群導致肺癌的死亡率為不吸菸的五至二十五倍 

2.有肺癌家族病史者：直系親屬有兩位以上（含兩位）罹患肺癌者，得肺癌的機會為一般民眾五至七倍 

3.曾經罹患肺結核（每年新增通報數 15,000至 20,000）或是其他肺部慢性發炎疾病者 

4.長期暴露於致癌環境者（不通風之煙害及油煙環境、金屬業、冶礦業、石棉工業、長期暴露在放射環

境下、二手菸害環境……等） 

低劑量斷層掃描 揪出殺手  

理想的疾病篩檢方法要能夠符合下列幾個要件：能夠偵測出早期疾病、敏感度和特異度高、副作用低、

最根本的是要能降低死亡率。歷來早期肺癌的篩檢包括痰液檢查、胸部 X光、低劑量電腦斷層、磁振造

影、正子掃描、內視鏡、血中生物標記檢查等。不過胸部 X光篩檢、上痰液細胞學檢查進行篩檢，卻都

未能達到降低肺癌死亡率的初衷。近年來，研究數據顯示上述諸項檢查之中惟有低劑量電腦斷層對於吸

菸高危險組群，相較於胸部 X光，能明顯降低肺癌死亡率。 

◎坊間檢查方式之比較： 

其實，不同的檢查方式具不同功能性，而肺部檢查則以低劑量電腦斷層掃瞄效益較高，且低劑量電腦斷

層掃描的輻射暴露值一張約為 20張左右的 X光片，輻射劑量較低，作為篩檢工具，相對地安全。 

秋冬令清肺潤肺食材 

除了用醫學檢查以外，平常飲食亦可調理，佳禾中醫診所院長 羅明宇就提到《黃帝內經》中說：「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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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養肝、紅色補心、黃色益脾胃、白色潤肺，黑色補腎」，所以秋冬季清肺潤肺食材可以白色蔬果為主，

例如：梨子、白菜、高麗菜、白花椰菜、山藥、白木耳、白蘿蔔、蓮藕、百合、薏仁等，白色食物可提

高肺臟之氣化功能，經常食用利於呼吸系統，滋潤肺部，更能維持血壓、降三高，促進骨骼與心血管健

康。 

現代生活中不論飲食、環境上太多致癌因子，除了飲食以外，更要遵循台灣癌症基金會所推廣的「全民

練 5功‧防癌就輕鬆」，其實就是生活型態的改變，利用基本簡單 5個功法：「蔬果彩虹 579、規律運

動、體重控制、遠離菸害、定期篩檢」，養成這 5項生活上的習慣，自動擁有健康體魄！ 

 

 

資料來源：衛生福利部國民健康署健康九九網站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