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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恭喜本校
恭喜本校陳
恭喜本校陳秘書弘裕遴選為本市
弘裕遴選為本市六龜高中校長
遴選為本市六龜高中校長，
六龜高中校長，中正高工全體
中正高工全體教職員工
全體教職員工生
教職員工生同賀。
同賀。
二、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地方研習中心 101 年度「全方位英語力提升活動」已啟動，請同仁積極
參與。
三、慶祝溫馨五月情，表孝心、傳愛心。請多多支持、購買災區農產品，當作母親節禮物，讓孝
心與愛心行動化。
四、文藻外語學院推廣教育中心提供多種外語進修班別，請同仁踴躍參加。

一、考試、
考試、任免、
任免、敘薪、
敘薪、兼職
（一）基於便民原則並提升教甄作業效率，又教甄報名費用應確實反映作業成本，有關各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或各校辦理 101 年度教師甄試，請確依下列說明辦理：
1.基於便民原則及收費公平考量，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各校辦理教師甄試應盡量採行「初
試以網路或通訊報名（不需現場審查）」及「初、複試之報名費分開收費」，為鼓勵各主
管機關積極落實本項政策，教育部並將上述措施改善成效納入 101 年度對各地方政府統合
視導訪視特定項目評核。
2.另為考量考生權益，請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協調所屬學校教甄考試日期，以儘量不撞期為
原則，並落實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甄選作業要點第 9 點第 2 項規定：「筆試採測驗
題題型者，應於筆試後二日內公告試題及答案。」

二、考績考核、
考績考核、訓練進修、
訓練進修、差勤管理
（一）請各校於教師提出進修申請時，確實依教師法及教師進修研究獎勵辦法規定衡酌教學或業
務需要准駁。
（二）修正教育部 96 年 5 月 7 日臺訓(三)字第 0960057668B 號函所示申復之提起時點為「學校教
師因具有教師法第 14 條第 1 項各款事由之一，經該校教評會依法定組織（教師法第 29 條
第 2 項參照）及法定程序決議通過予以解聘、停聘或不續聘，並由該公立學校依法定程序
通知當事人者」，應屬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31 條第 3 項所定「處理結果」，得就之提起申復
（即學校依據教師法第 14 條之 1 規定，於作成教師解聘、停聘或不續聘之決議後，報請主
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並同時以書面附理由通知當事人時，當事人即得提起申復）。
（三）教師於曠職（課）期間如遇例假日，其曠職日數應扣除例假日，並依規定扣除連續曠職期
間之薪給。
（四）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之組成依教師法第 29 條第 2 項規定「未兼行政教師不得少於總額的三
分之二」，如未符規定者，請儘速依法辦理。
（五）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委員依法迴避，致審議人數不足時，為利會議
順利運作並符法制，宜經校務會議同意增加考核委員人數，並辦理補選或以候補委員遞補
，或得由校長重新指定當然委員，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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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為簡化考績報送程序，銓敘部與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業完成銓敘業務網路作業系統與 WebHR
人力資源管理系統考績資料庫整合工作
資料庫整合工作，檢附操作手冊請作為日後辦理考績案送銓敘審定
資料庫整合工作
作業之參考。
（七）銓敘部為加速銓審及退撫案件處理效率，有效提升處理品質及簡化作業程序，嗣後送審案
件未依「公務人員任用考績退休撫卹案件送審作業手冊」(請至該部全球資訊網服務園地之
檔案下載處自行下載)規定辦理者，該部將逕退最後層(核)轉機關(構)重行補正，並詳錄各
機關送審錯誤情形，送交人事主管機關作為年度人事機構業務績效考核之參考。

三、待遇、
待遇、福利、
福利、退休、
退休、撫卹
（一）有關建議刪除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施行細則第 19 條第 3 項規定一案，查學校教職員退休條
例第 19 條第 3 項所稱「原服務學校教職員」應指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 2 條及其施行細則
第 2 條第 3 項規定之編制內有給專任之教職員，有關退休人員不得同時再任原服務學校教
職員之意旨，應為「退休人員 1 年內不得再任原服務學校編制內專任有給教職員」，惟再
任前開職務外之其他職務，仍應受退休條例第 13 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45 條規定停止月退休
金及優惠存款領受權之限制。本部 89 年 4 月 28 日臺(89)人(三)字第 89049422 號書函及 89
年 6 月 16 日臺(89)人(三)字第 89069202 號書函與上開意旨不符部分停止適用。
（二）教育部 101 年 3 月 23 日臺人（三）字第 1010023104A 號函說明五（二）誤繕，更正為：「
有關以前揭 2 要點補助經費進用之人員，如係依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聘任
之兼任及代課教師，其鐘點費之支給，應依鐘點費基準規定辦理；惟如係由校內專任教師
兼任之，係屬超時授課，其鐘點費之支給，仍應依說明三規定辦理。」
（三）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自即日起公布「各機關報送薦任 8 職等(含)或相當薦任 8 職等(含
)以上人員資料自動化檢驗」之檢誤結果，請各機關學校依規定進行人事資料更正，以保持
人事資料之正確性。

ABC-每月
每月 1 小篇（資料來源：教育部電子報 507 期）
Organized by the World Wildlife Fund, Earth Hour first started in Sydney
in 2007, when 2.2 million individuals and more than 2,000 businessmen
were encouraged to turn off their lights for one hour to build awareness
about energy use and climate change. This year, on the last Saturday in
March, World Wildlife Fund ambassador Andre Kuipers together with
European Space Agency astronaut watched from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as each time zone hit 8:30 p.m., tracking who on Earth turned
out the lights. Individuals, companies and landmarks from 147 countries
and over 5,000 cities have committed to joining the event of Earth Hour
2012.

由世界野生動植物基金會(WWF)主辦的「地球關燈一小時」行動，始於 2007 年的澳洲雪梨
，當時有兩百二十萬人及超過兩千名商家參與，同時關燈一小時以喚起人們對於能源使用
及氣候變遷的危機意識。今年(於三月的最後一個周六)，世界野生動植物基金會大使
Andre Kuipers 以及歐洲太空站的太空人在國際太空站上，在每個時區達晚間八點半時，
觀測追蹤地球上各地關燈的情況。來自世界 147 個國家及超過 5000 個城市的人、公司行
號和著名地標已承諾加入 2012「地球關燈一小時」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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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志名、
鄭志名、洪文榮、
洪文榮、陳重華、
陳重華、莊彩琴、
莊彩琴、林欣玥、
林欣玥、張簡
宏裕、
宏裕、邱麗珠黃俊榮
邱麗珠黃俊榮、
黃俊榮、曾慧芬、
曾慧芬、卓耕宇、
卓耕宇、阮惠敏、
阮惠敏、
林堯川、
林堯川、鄒雪芳、
鄒雪芳、陳雪芳、
陳雪芳、陳源錦、
陳源錦、陳燦興、
陳燦興、許明
賜劉旭倍、
劉旭倍、陳柏宇、
陳柏宇、邱添喜
邱添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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