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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法令及函釋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 18 條，業經教育部於 97.5.21
修正發布施行。（教育部 97.5.21 台學審字第 0970086135 號函）
藝術類教師以作品及成就證明送審教師資格，凡於 97 年 5 月 21 日起向
學校最低一級教評會提審議者，適用該法修正規定。

教育部函示各校聘請他校專任教師為兼任教師時，應先徵得原校
同意。（91.7.9 台 91 人二字第 91082650 號書函）

政令宣導
教育部函轉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之規定，有關公務電腦禁止
安裝非公務用 P2P 分享軟體案。
（教育部 97.5.8 台電字第 0970077254
號函）
※本校圖書資訊處已訂定「網路違規處理辦法」
，明定禁止使用分享軟
體，詳細內容請至圖資處網頁點閱。

國立教育廣播電臺製播 97 年度性別平等教育宣導節目「性別教育
Easy Go」廣播節目，業於 1 月開播，敬請教育人員踴躍收聽（教育
部 97.05.16 台訓(三)字第 0970083702A 號函）
「性別教育 Easy Go」廣播節目，播出時段為每週六上午 10 時 5 分至
11 時，逾期節目將掛於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全球資訊網；各地區收聽電
台頻率及節目內容，可於 www.ner.gov.tw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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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 教務處田鈺芬小姐於 6/7 締結良緣
賀 資傳學院李健維小姐於 5/31 明珠入掌

教資系 羅虞村 老師
通識中心 林志遠 老師
大傳系 陳主宏 先生
應數系 葉宗鑫 老師
教資系 高玉靜 老師
歷史系 顏妙幸 小姐
圖資處 何宜真 小姐
應數系 范洪源 老師
教資系 蘇郁淳 小姐
新聞系 劉念夏 老師
應心系 林瑞欽 老師

國企系 葉日武 老師
視傳系 王鼎銘 老師
外文系 周見賢 老師
大傳系 朱旭中 老師
新聞系 胡逢瑛 老師
總務處 楊雅玲 小姐
外文系 詹裕桂 老師
通識中心 曾瑞成 老師
社福系 賴曉芬 老師
法律系 曾國修 老師
外文系 趙娟黛 老師

終身教育處 蕭亦成 先生
視傳系 范琇雅 小姐
新聞系 陳偉之 老師
財金系 顏晃平 老師
教資系 黃富順 老師
國企系 戴久永 老師
新聞系 何智文 老師
中文系 李霖生 老師
外文系 貝大衛 老師

活 動 訊 息
人事室訂於 7 月份於白聖大樓三樓國際會議廳舉辦職員暑期研習及
測驗，7/3（星期四）辦理公文及經費核銷研習，7/31（星期四）舉行
法規及校務概況測驗。
學務處學生輔導中心將於 6 月 18 日(星期三) 舉辦 96 學年度第二學
期導師會議。13:00-13:45 於各系會議室舉行系導師會議，13:45-15:00
於白聖大樓三樓國際會議廳舉行校導師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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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金融知多少（一） ＄
貸款理債自己辦，假手他人恐上當。
＊坊間以「資產管理公司」或「財務管理顧問公司」等名目，替債務人
「理債」
，結果債務人債務不但未能解決，反被收取高額手續費。
＊代辦業者聲稱債務委託該公司合作的律師託管，律師會寄信給銀行協
助「擋債」，就不會被銀行催收，事實上且只要沒繳款，銀行就可以合
法催收。
＊行政院並沒有通過所謂債務托管一事，而符合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
者，皆可依規定自行向法院聲請更生、清算，不一定都要委託律師才能
聲請。
無擔保消費金融債務問題諮詢管道。
＊如果有債務困擾，但仍有還款能力，可與金融機構個別協商。
＊銀行公會（www.ba.org.tw）成立「消費金融無擔保債務協商委員會」
債務諮詢服務專線 02-85961629。
＊若無還款能力，可向內政部主辦之「弱勢家庭脫困計劃」申請就業扶
助、安養、助學措施等社會福利措施，服務專線 1957。
發卡機構在換發卡片或升級晶片卡前應先經持卡人同意。
＊各金融機構在發行多功能卡片時，應事先取得持卡人對各項功能約定
事項的書面同意後，始可核發。
＊各金融機構於辦理卡片換發貨晶片升級時，如有新增結合其他功能，
也應事先取得持卡人的書面同意後，始可核發。且不可強制要求持卡人
換發多功能的金融卡片。
銀行不可以隨意終止或變更信用卡附加優惠。
＊96.5.3 起信用卡發卡機構提供各項優惠及適用條件，應以顯著方式載
明在權益手冊、廣告文宣等。該優惠如可歸責於發卡機構（如：紅利點
數等不涉及銀行與外部廠商簽約後提供）
，在原提供期間內不得變更。
如不可歸責於發卡機構（如：道路救援等須與外部廠商簽約，且因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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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而須變更）
，應於 60 天前通知持卡人。
晶片金融卡消費扣款功能。
＊晶片金融卡的「消費扣款功能」
，可避免信用過度擴張，與一般信用
卡「先消費後付款」不同點為，持卡人的銀行帳戶裡必須要存有現金，
才能進行消費。
資料來源：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http://www.fscey.gov.tw/

你辦了嗎：郵局公教優惠存款
1. 公教優惠存款利息以二年定期利率計算。
2. 學校每月統一由薪資中扣存(不得自行存款)。
3. 教職員每月存款最高金額 10,000 元。
4. 教職員最高存款額 700,000 元。
5. 公教存款專戶可設通儲、提款卡、並可自由提款。
如需申請開立優惠存款帳戶（僅限專任教職員）
，請洽出納組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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