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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法令及函釋 
大專校院專案報教育部核准教師年資延期送審應注意事項。

（96年 2 月 1 日台學審字第 0960019408 號函） 

一、 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 36條第 3款：「因特殊情
形或新聘教師因實質審查、其國外學位或文憑依第二十條規定未
能於起聘三個月內完成查證，經學校專案報本部核准延期送審，
並經審定通過者，得依前二款規定起計。」 

二、 為落實執行相關規定，各校務須遵守下列事項，以免影響送審教
師權益： 
（一） 教師如對學校審定結果不服，提請救濟時，學校應事先專

案報部核准後，始得追溯年資起計。 
（二） 依審定辦法第 24條規定，專門著作（含學位論文）應送

請校外學者專家評審，經學校教評會通過者，報本部複

審。爰此，如新聘教師其專門著作或學位論文係於校教評
會舉行後，始辦理實質外審者，不得報部核准延期送審。 

（三） 另依審定辦法第 20條：「國外學位或文憑，應於教師評
審委員會評審或科務會議審議時，由學校依大學辦理國外
學歷採認辦法規定辦理查證」條規定，爰此，如學校未於
教評會或科務會議審議時，辦理新聘教師其國外學位或文

憑查證，亦不得報部核准延期送審。 
 

 教育部業以 96年 1 月 18 日台參字第 0960005757C 修正發布

「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部分條文。（96年 2 月

1 日台人一字第 0960016726 號函） 
該法規電子檔得於教育部網站/法令規章/2004-2006法規命令發布/本
部 2007發布之法規命令下載。 
 

大專校院軍訓教官及介派護理教師兼課擬報送教師資格者，應

依有關規定辦理，並附陳教育部核准或核備函影本報部。（96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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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 日台學審字第 0960018710 號） 
一、 軍訓教官及介派護理教師兼課應依教育部 94.5.5台軍字第

0940040187號令頒定「軍訓教官兼職兼課規定」第 3、4點：軍
訓教官兼課應經服務學校同意後，函報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備查
（教授與國防通識相關課程）或核准（具有其他課程之教師證書
者，始可教授國防通識以外之課程。） 

二、 復依教育部 94.10.31台軍字第 0940148924號函規定略以，軍訓
教官兼課應經服務學校同意後，函報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備查或核
准。 

 

教育部函轉行政院環境保護署「清淨家園全民運動」環境髒亂

通報系統獎勵要點。（96年 1 月 26 日台環字第 0960014057 號函） 
為營造乾淨環境，環保署設置「清淨家園全民運動」環境髒亂通報系

統（網址：http://ivy3.epa.gov.tw/cleanup_taiwan/i10.html），

鼓勵全民上網通報生活週遭髒亂地點及情形，共同維護生活環境品

質。 
 

 人 事 動 態 
主 管 名 錄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備  註 
校長室 校長 夏誠華 先生 歷史系教授 

學術副校長 王鼎銘 先生 視傳系教授兼 
副校長室 

行政副校長 林博文 先生 公管系副教授兼 

文理學院 院長 熊  琬 先生 宗教系教授兼 

宗教系 主任 熊  琬 先生 宗教系教授兼 

中文系 主任 文幸福 先生 中文系教授兼 

外文系 主任 詹裕桂 先生 外文系教授兼 

應數系 主任 王懷權 先生 應數系講座教授兼 

歷史系 主任 黃運喜 先生 宗教系副教授兼 

文
理
學
院 

資科系 主任 陳建彰 先生 資科系助理教授兼 

社科院 院長 林瑞欽 先生 應心系教授兼 

社福系 主任 王天佑 先生 社福系副教授兼 

應心系 主任 賴惠德 先生 應心系副教授兼 

教資系 主任 林麗惠 小姐 教資系助理教授兼 

社
會
科
學
院 

師培中心 主任 李霖生 先生 中文系教授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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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 院長 賴來焜 先生 法律系教授兼 法
律
學
院 法律系 主任 鍾秉正 先生 法律系副教授兼 

管理學院 院長 陳明健 先生 財金系教授兼 

公管系 主任 郭耀昌 先生 公管系副教授兼 

財金系 主任 曹銳勤 先生 財金系副教授兼 

管
理
學
院 

國企系 主任 曾光榮 先生 國企系副教授兼 

資傳院 院長 羅慧明 先生 視傳系講座授兼 

大傳系 主任 林亦堂 先生 大傳系副教授兼 

圖資系 主任         王美玉 小姐 圖資系副教授兼 

新聞系 主任 何智文 先生 新聞系副教授兼 

資
訊
傳
播
學
院 視傳系 主任 李健儀 先生 視傳系副教授兼 

通識中心 主任 陳偉之 先生 新聞系助理教授兼 

研發處 研發長 張德永 先生 教資系副教授兼 

  學術發展組 組長 朱旭中小姐 大傳系助理教授兼 

教務處 教務長 吳烟村 先生 公管系教授兼 

  註冊組 組長 林聖娟小姐 組員兼代 

  課務組 組長 胡淑媛小姐 專員兼 

  招生服務中心 主任 鄭惠月小姐 組員兼代 

  教學卓越中心 主任 蔡耀弘先生 資科系助理教授兼 

學務處 學生事務長 黃軍義 先生 應心系副教授兼 

  課外活動指導組 組長 楊智荃先生 通識中心講師兼 

  生活輔導組 組長 王朝宏先生 組員兼代 

  學生輔導中心 主任 高玉靜小姐 教資系助理教授兼 

總務處 總務長 曾瑞成 先生 通識中心助理教授兼 

  事務組 組長 吳雪華小姐 組員兼代 

  財務管理組 組長 蘇淑蕙小姐 組員兼代 

  營繕維護組 組長 江行健先生 技士兼代 
圖資處 圖資長 胡建勳 先生 資科系副教授兼 

  讀者服務組 組長 馮秋萍小姐 圖資系講師兼 

  館藏資源組 組長 王等元先生 大傳系助理教授兼 

  管理維護組 組長 楊文灝先生 視傳系副教授兼 

  系統技術組 組長 張東淼先生 圖資系助理教授兼 

終身學院 教育長 曾光榮 先生 國企系副教授兼 

  進修教育中心   主任 周宏沅先生  

  推廣教育中心 主任 蔣佳良先生 組員兼代 

  企劃行銷組 組長 侯佳惠小姐 專員兼 

  行政管理組 組長 鄭郁玫小姐 組員兼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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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衛中心 主任 林志遠 先生 通識中心講師兼 

軍訓室 主任 舉幼中 先生 軍訓室上校兼 

秘書室 主任秘書 曾國修 先生 法律系講師兼 

人事室 主任 林榮輝 先生  

會計室 主任 陳志成 先生  
 

執行秘書名冊 
單  位 職 稱 姓名 備  註 

文理學院 執行秘書 蔡素芳 小姐 組員兼 

社會科學院 執行秘書 戴淑珍 小姐 組員兼 

管理學院 執行秘書 林岑姵 小姐 組員兼 

資訊傳播學院 執行秘書 李健維 小姐 組員兼 

法律學院 執行秘書 劉佳沛 小姐 組員兼 

教務處 執行秘書 胡淑媛 小姐 專員兼 

  教學卓越中心 執行秘書 林宜珊 小姐 專員兼 

學務處 執行秘書 冀誠謨 先生 專員兼 

終身教育處 執行秘書 蔣佳良 先生 組員兼 

人事室 執行秘書 楊涓涓 小姐 專員兼 

會計室 執行秘書 林紋慈 小姐 組員兼 
 

 

    95 學年度第 2學期新進專任教師 

應心系 林瑞欽教授      大傳系 王等元助理教授 
應心系 李美枝教授      視傳系 王鼎銘教授 
應心系 黃怡翔助理教授  視傳系 楊文灝教授 
應心系 李宏偉助理教授  通識中心 陳昭伶講師 
 

 

 

 

             
 

總務處 陳立昇先生   財金系 花敬群老師   教務處 何文志先生  
社科院 戴淑珍小姐   教務處 陳宜君小姐   終身教育處 徐偉培小姐  
宗教系 熊  琬老師   宗教系 黃依妹老師   歷史系 夏誠華校長  
視傳系 楊文灝老師 外文系 周見賢老師   視傳系 莊世琦老師  
法律系 蔡宏瑜老師   國科會 嚴茹蕙小姐 總務處 李慕湘先生
教務處 鄭惠月小姐   教資系 柳玉清老師   圖書館 朱祁玫小姐  
圖資系 張東淼老師   國企系 廖宜君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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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資處郭曉潔小姐於 1/19 喜葉弄璋 
 

 

 

 

 

 

 

 

 

  活動訊息 

 

 

 

 

人事室訂於 2月 27 日（星期二）在禮堂舉辦本校 96年新

春團拜暨教職員卡啦 OK聯誼活動，歡迎踴躍報名參加。 
 

人事室訂於 3月 3日（星期六）在行政大樓國際會議廳舉

辦行政人員教育訓練研習，敬請行政人員到場參加研習。 
 

學務處訂於 3月 3日（星期六）在善導活動中心聖印廳舉

辦導師知能研習，敬請本校教師參加研習。 
 

 

 

  教職員福利好康報你知 

 新竹三姓橋郵局簡易壽險優惠  

 

新竹三姓橋郵局提供本校教職員申辦儲蓄險優惠，利息超過

郵局定期 2%複利利息。 
如步步高升保險商品，以最低保額計，每年年繳 55,889元，
繳 6次共 335,334元，期滿可領回 360,000元，孳息 24,666元；
且免納所得稅，還可於綜合所得總額中列舉扣除 2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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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節稅最好工具。 
本校教職員至新竹三姓橋郵局申辦此類壽險商品，持身分證

件、印章及本校教職證，還可以團保身分享有保費轉帳扣繳

2% 優惠。 
有興趣之教職同仁，請洽新竹三姓橋郵局櫃台或電 03-5383031。 
 
 
 
 
 

 

敬 祝 

本校全體教職員生 

新年快樂 歲歲平安 

人事室主任暨全體同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