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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法令及函釋 
♛公教人員保險法修正第三十六條條文 
中華民國104 年6 月10 日 

華總一義字第10400067451 號 

第三十六條 被保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請領生育給付： 

一、繳付本保險保險費滿二百八十日後分娩。 

二、繳付本保險保險費滿一百八十一日後早產。 

被保險人符合前項規定者，給與二個月生育給付。 

第一項被保險人分娩或早產為雙生以上者，生育給付按前項標準比 例 

增給。 

♛公教人員保險法修正第四十八條條文 
中華民國104 年6 月17 日 

華總一義字第10400070771 號 

第四十八條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一日修正生效之養老年金及遺

屬年金給付規定之適用，依下列規定： 

一、私立學校被保險人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一日適用之。 

二、前款以外被保險人適用之離退給與相關法令未定有本法第十六條第四 

項第三款所定月退休（職、伍）給與，亦未定有優惠存款制度者，自本 

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五月二十九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後適用之。但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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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編制內有給之民選公職人員及政務人員不適用之。 

三、前二款以外之其他被保險人，俟公務人員及公立學校教職員適用之退

撫法律及本法修正通過後適用之。 

前項第一、二款被保險人符合下列情形者，得溯及適用本法關於請領 

養老年金給付之規定，並自符合請領條件之日起，按月發給，不受第 

五十一條規定限制： 

一、 前項第一款被保險人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一日至本法中華

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一日修正生效前，繳付本保險保險費滿十 

五年以上而退保且符合養老給付請領條件及養老年金給付之起

支年齡條件。 

二、 前項第二款被保險人於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一日修正

生效後至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五月二十九日修正之條文施

行前，繳付本保險保險費滿十五年以上而退保且符合養老給付 

請領條件及養老年金給付之起支年齡條件。 

 前項被保險人已領取一次養老給付者，應於下列期限內一次全數繳回承保 

機關，始得申請改領養老年金給付；逾期不得再申請改領： 

一、 第一項第一款被保險人應於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一日修正

生效後六個月內，一次全數繳回。 

二、 第一項第二款被保險人應於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五月二十九日

修正之條文施行後六個月內，一次全數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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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項第一款被保險人於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一日修正生效前

死亡者，或同項第二款被保險人於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五月二十九日

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死亡者，不適用前二項規定。 

第一項前二款被保險人因重複參加其他職域社會保險而依規定選擇退出 

本保險者，其依第二十六條規定請領之養老年金給付，應依基本年金率計 

給，並應受第六項規定之限制。 

第一項前二款被保險人，其每月退休（職、伍）給與，加計每月可領養老 

年金給付之總和，不得超過其最後在職加保投保俸（薪）額二倍之百分之 

八十；超過者，應調降養老年金給付，不適用第十九條規定，或得選擇不 

請領養老年金給付而請領一次養老給付；一經領受，不得變更。 

第一項前二款被保險人養老年金及遺屬年金給付之保險費率，應依第八條

所定精算機制，按年金所需費率覈實釐定之。 

第一項前二款被保險人曾領取本保險年資補償金者，於申請養老年金給付 

前，須將依原領取補償金法令所定應繳回金額，一次全數繳回相關權責機 

關或交由承保機關繳還相關權責機關，始得依規定請領養老年金給付。 

 

☀法規宣導(修訂) 

  【修正】 

玄奘大學教師資格審定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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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大學教師多元升等研發成果最低標準施行要點 

玄奘大學教師教學實務研究升等審查細則 

玄奘大學教師專門著作外審作業要點 

玄奘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玄奘大學教師聘約 

玄奘大學教師請假辦法 

玄奘大學編制內專任職員專業加給分類分級辦法 

玄奘大學教師教學服務要點 

 

【新訂】 

玄奘大學服務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辦法 

玄奘大學研究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辦法 

玄奘大學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工作規則 

玄奘大學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辦法 

  

☀訊息宣導 

    ～戒菸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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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滋宣導～ 

 
 

～登隔熱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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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宣導 

   (一) 「玄大 18 光明煥發」校慶系列活動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校慶影展-「生命‧微笑‧愛」攝影比賽 9/14~10/12  圖資大樓 

健康 go！go！go！ 9/29~10/8 
 善導活動中心 
 圖資大樓 
 菩提路 

校慶運動會 
預賽 9/29~9/30 
決賽 10/7 

  善導活動中心 
  田徑場 

校慶園遊會 10/5~10/8  菩提路 

頒獎典禮 10/7  田徑場 

校慶運動會時間表 
時間 活動項目 活動地點   雨天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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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16：30 16 人 17 腳競賽(男子組) 

田徑場 

1. 活 動 地 點
改 為 元 亨
堂 

2. 檢 錄 地 點
改 為 元 亨
堂 東 側 走
廊 

3. 取消 2000
公 尺 大 隊
接力比賽 

16：30~17：00 16 人 17 腳競賽(女子組) 

17：00~17：15 拔河決賽(男子組) 

17：15~17：30 拔河決賽(女子組) 

17：30~18：00 師生趣味競賽 

18：00~18：20 長官/貴賓致詞 

18：20~18：50 頒獎典禮 

18：50~20：00 創意發想繞場 

20：00~20：30 
2,000 公尺學生大隊接力比
賽(男女混合組) 

20：30~ 頒獎 

 

 (二)健康 Supermarket-健康志工培訓及性教育與愛滋防治

-「愛在心玄」 
時間: 104 年 9 月 22 日 

活動內容: 

1.結合通識教育課程、性別驕傲社進行入班宣導。 

  2.與台灣北區同志服務中心的風城部屋辦理講座課程；藉由多元的學習方式提

供學生正確的性教育知識(含愛滋病防治)，並進行滿意度調查及前後測。 

  3.透過活潑趣味的活動及影片的介紹，教導正確使用保險套及實際教學。

包括有獎徵答活動。 

4.辦理「愛滋識」創意衛教卡設計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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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藉由愛滋創意標語海報設計競賽，讓學子們透過創意設計，深入認

識愛滋進而遠離愛滋，並關懷愛滋感染者，讓活動主旨更廣為流傳。  

◆時間: 104 年 9 月 22 日~104 年 10 月 21 日止 

◆得獎者: 1.特優：各一名，禮卷 1200 元 

 2.優選：各一名，禮卷 800 元 

 3.佳作：各一名，禮卷 500 元 

◆得獎作品將公佈於校內網站，並於辦理相關衛生教育活動時展示，以示鼓勵。 

 5.設置性教育諮詢專線、提供醫療諮詢、轉介或愛滋病匿名篩檢服務。 

 6.校園問卷調查方式採不記名、定點不定時方式進行。 

 7.健康志工進行校外服務四場次/160 人次。 

 

☀福利報報 

❦阿默企業有限公司 

優惠內容： 各項產品9折(荷蘭貴族手工蛋糕除外)  

荷蘭貴族手工蛋糕單筆滿20盒,贈送1盒 

Amo咖啡廳-單點享9折優惠,另加一成服務費 

優惠時間：至106年12月31日 

 

☀升等喜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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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賀 廣電系 呂明珠老師榮升助理教授 
 

☀喜訊分享 

❤研發處  徐偉培小姐104年7月11日 明珠入掌 

❤廣電系  季宇星小姐104年8月1日 明珠入掌 

❤教務處  謝旻瑜小姐104年8月6日 喜葉弄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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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異動 

 

 

區分 姓 名 
新 任 職 務 原 任 職 務 

備  註 
單位 職稱 單位 職稱 

新進 黃于菡 通識教育中心 組員   104.08.01 生效 

新進 徐樂秦 餐旅管理學系 組員   104.08.19 生效 

新進 陳昭伶 董事會 組員   104.08.20 生效 

新進 李易霖 
教學發展中心 

教師教學發展組 
專案計 
畫人員   104.09.01 生效 

新進 鍾政城 圖書資訊中心 組員   104.09.01 生效 

新進 趙彥駿 校務研究中心 組員   104.09.01 生效 

新進 李漢盈 人事室 主任   104.09.07 生效 

新進 溫植琪 圖書資訊中心 
專案計 

畫人員 
  104.09.14 生效 

新進 許志仁 學生事務處 
專案計 

畫人員 
  104.09.14 生效 

轉任 林怡璇 應用心理學系 組員 學生事務處 
心理輔導中心 

專案計 
畫人員 104.08.17 生效 

調 黃昆明 
教務處 

註冊課務組 
組員 

教務處 

夜間聯合服務組 

組員兼

代組長 
 104.08.01 生效 

調 蔡素芳 
教務處 

國際事務組 
組員 宗教與文化學系 組員  104.09.01 生效 

調 劉佳沛 宗教與文化學系 組員 法律學系 組員  104.09.01 生效 

調 曾雅蕾 圖書資訊中心 組員 教務處 
註冊課務組 組員 104.09.01 生效 

調 張文正 就業輔導暨 
校友服務中心 

組員 招生服務處 組員  104.09.01 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