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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人事服務簡訊 104年 9月 

電話：(05)2717192-3(一組)  電話：(05)2717196-7(二組)     傳真：(05)2717195  

 網址：http://www.ncyu.edu.tw/personnel/itemize_list.aspx?site_content_sn=962 

人事法令宣導 

一、教育部 104 年 7 月 28 日臺教人(三)字第 1040099855 號函轉知，有關 104

年 6 月 17 日傳染病防治法第 38 條、第 67 條及第 70 條條文修正公布後，

公務人員到場配合防疫工作應予公假一案，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

頁/最新消息項下下載。 

二、教育部 104 年 7 月 28 日臺教文(四)字第 1040099780 號書函轉知，有關勞

動部「雇主聘僱外國人聘僱及管理辦法」第 7 條第 3 項規定解釋令，相關

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法規彙編/人事法規釋例項下下載。 

三、教育部 104 年 7 月 29 日臺教人(二)字第 1040091348 號函轉知，有關專業

技術人員聘任資格認定疑義，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法規彙編/

人事法規釋例項下下載。 

四、教育部 104 年 7 月 31 日臺教人(三)字第 1040099286 號函轉知，有關為保

障公務人員之程序權益，請各機關於作成人事行政處分、管理措施或有關

工作條件之處置前，儘可能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一案，相關內容請

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下載。 

五、教育部 104 年 8 月 5 日臺教文(四)字第 1040105225 號書函轉知，有關衛

生福利部「受聘外國人入國後健康檢查醫院指定與管理辦法」第三條、第

四條修正條文，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下載。 

六、教育部 104 年 8 月 5 日臺教文(四)字第 1040105185 號書函轉知，有關衛

生福利部「受聘雇外國人健康檢查管理辦法」修正條文，相關內容請逕至

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下載。 

七、教育部 104 年 8 月 6 日臺教人(四)字第 1040106990 號書函轉知，有關公

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104 年 1 月至 6 月審理保障事件常見撤銷原因

分析參考資料」，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下載。 

八、教育部 104 年 8 月 10 日臺教人(四)字第 1040103386 號函轉知，有關公教

人員保險之保險費率，業經考試院會同行政院重行釐定，並自 105 年 1 月

http://www.ncyu.edu.tw/personnel/itemize_list.aspx?site_content_sn=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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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起依精算結果調整，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

下載。 

九、教育部 104 年 8 月 11 日臺教人(三)字第 1040107383 號函轉知，有關行政

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中心「e 等公務園」行動學習 APP 已正式上

線，請同仁踴躍下載使用，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

下下載。 

十、教育部 104 年 8 月 11 日臺教政(一)字第 1040109020 號函轉知，有關「公

職人員於涉有其本人或關係人年終考績評核各階段，是否具有公職人員利

益衝突迴避法未自行迴避之主觀故意判斷參考基準」一案，相關內容請逕

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下載。 

十一、臺灣銀行公教保險部 104 年 8 月 11 日公保承一字第 1040004504A 號函

轉知，有關為應公教人員保險（以下簡稱公保）保險費率自民國 105 年 1

月 1 日起調整之需，調整後新保險費率相關書表置於臺灣銀行全球資訊網

「公保服務」項下，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下

載。 

十二、教育部 104 年 8 月 13 日臺教人(四)字第 1040110008 號書函轉知，有關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為紓解公教員工遭遇急難時之資金需求，加強宣導

「中央公教人員急難貸款實施要點」規定，提供員工相關資訊及協，相關

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下載。 

十三、教育部 104 年 8 月 13 日臺教人(三)字第 1040106411 號函轉知，有關法

務部廉政署函發「公務人員赴大陸地區違規違常案例彙整表」補充說明事

項一案，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下載。 

十四、 教育部 104 年 8 月 21 日臺教人(四)字第 1040114458 號書函轉知，有關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為兼顧實施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之品質及便

利性，放寬一般健康檢查得於經勞動部認可辦理勞工一般體格與健康檢查

之醫療機構實施，並溯自 104 年 1 月 1 日生效；另為保障公務人員權益，

各機關辦理 104 年度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費用補助，無須限定受檢之醫

療機構範圍，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下載。 

十五、教育部 104 年 8 月 21 日臺教人(二)字第 1040102314 號函轉知，有關

「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4 款

規定「其他於科學研究業務所必要之工作」之認定疑義，相關內容請逕至

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下載。 

十六、教育部 104 年 8 月 26 日臺教人(四)字第 1040115808 號函轉知，有關退

休（伍、職）軍公教人員轉（再）任政府原始捐助（贈）或捐助（贈）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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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累計達法院登記財產總額 20％以上之財團法人、行政法人、公法人或

政府及其所屬營業基金、非營業基金轉投資金額累計占該事業資本額 20

％以上事業職務之支薪事宜，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

項下下載。 

十七、教育部 104 年 8 月 26 日臺教人(三)字第 1040099984B 號函轉知，有關

教育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 4 條第 2 項第 6 款所定「重大傷病」規定，相關

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法規彙編/人事法規釋例項下下載。 

人事業務--工作報告 

一、104學年度第 1學期公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費自即日起至 104年 9月

30 日(星期三)止受理申請，符合申請規定之同仁請將申請表連同繳

驗文件於期限內送至本校人事室辦理。 

二、本校訂於 104 年 9 月 11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於民雄校區樂育堂舉

辦 104 年度「嘉大辦桌~樂一夏」桌球聯誼賽活動，請同仁踴躍參加

及前往觀賽。 

三、本校已與「貝格興業有限公司」、「六福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碗美煮義創意餐廳」完成特約商店契約簽訂並提供優惠，相關優惠

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熱門服務/員工生活服務項下下載。 

 

   消費者保護新知 

  台、美、日保健食品大調查！價差最高達 4.1倍 

【本文摘錄自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網站】 

2014 年 6 月 5 日，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突然宣布，為避免不肖業者

藉出國挾帶大量藥品返台轉售牟利，2015 年 7 月起，民眾出國購買維他

命、腸胃藥等藥品，若超量須事前申請，從國外郵寄藥品回台則一律事前申

請，違者最重處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此一舉動引起民眾譁然，引起社會大眾的反彈抗議；為順應民情，食藥署在

2014 年 12 月 23 日宣布擬放寬限制，將邀請相關單位研議放寬規定以及攜

藥入境上限。 

經過一波三折，終於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在 2015 年 01 月 17 日宣

布，無論中、西藥或保健食品，最多可攜帶六種，每種最多十二瓶，總數不

得超過卅六瓶；隱形眼鏡同一度數最多六十片，最多兩種不同度數。 

台灣人愛買藥，除了「有病治病、沒病強身」的觀念外，無論自用或送禮，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E5%AD%90%E5%A5%B3%E6%95%99%E8%82%B2%E8%A3%9C%E5%8A%A9%E7%94%B3%E8%AB%8B%E8%A1%A8_1.doc
http://www.ncyu.edu.tw/personnel/itemize_list.aspx?site_content_sn=23938
http://www.businesstoday.com.tw/list-content-80407
http://www.consumers.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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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他命、常備藥品都是大家出國旅遊後的「戰利品」之一。主因是：台灣與

國外價差甚大，使得大家在口耳相傳下，總會帶些常備藥品、維他命回來。 

為瞭解國內外藥品差價到底有多大，消基會特別挑選保健食品（美國 GNC 及

日本 DHC 兩家代表性的保健食品品牌），以官網同品項的東西做比價，結果

發現價差約 1.4～4.1 倍之間，如此的差距落實了「國外藥品、維他命價格

遠低於國內」的傳言。 

在本次調查中發現，同樣的商品，國內外的劑量配方有所不同，部分配方在

國外被當成「保健食品」，消費者可以任意取得，但在台灣卻是需要有醫生

開立的處方簽才能取得。 

因此，消費者若不確定或不清楚所購買的藥品或保健食品是否違法，可至衛

福部食藥署的食品藥物知識服務網上查詢，以免誤觸法律。 

國內外的藥品、保健食品如此大差價，正是吸引消費者不辭辛勞扛著重物，

甚至冒著被海關查扣的危機也要帶回台灣，若政府能縮短國內外成藥、保健

食品的價差，便可減少民眾購買攜帶藥品、保健食品入境欲望。呼籲政府應

該讓市場價格合理化，而非本末倒置限制國人出國買維他命。 

消費者應明瞭--「均衡飲食、正常作息加上持續運動」才是最好的保健之

道；亦須知悉健康食品本質仍屬食品，並沒有等同藥品的效果，亦無法取代

正規醫療，有病仍需就醫，千萬不可僅倚靠健康食品，以免造成病情的延

誤。 

 『健康生活專區』 

    開學在即，疾管署呼籲校園動起來，全面清除積水容器  

【本文摘錄自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健康九九網站】 

目前正值登革熱流行期，南臺灣疫情持續升溫，各級學校即將開學，為了避免
蚊蟲孳生，影響學校師生及社區民眾的健康，疾管署呼籲各級學校，儘速清除
校園、教室及辦公室內外的積水容器，澈底清除病媒蚊孳生源，共同降低登革
熱流行風險。 

暑假期間沒有師生到校上課，但仍有許多社區民眾進入校園活動，校園內可能
已有許多孳生源，如花瓶、花盆底盤、廢棄瓶罐、水桶、運動場設施的廢輪
胎、樹洞、竹筒及植物葉腋（檳榔、椰子落葉）、辦公室或教室內養殖的黃金
葛或萬年青水瓶等。疾管署提醒各級學校，在開學前動員全校師生全面檢視校
園，清除孳生源。而教學用水生植物養殖池，可以放養大肚魚或孔雀魚等會吃
蚊子幼蟲的魚類，並經常檢查池中有無孑孓，如有發現，應加以清除處理，以
避免孳生病媒蚊，引發登革熱疫情。 

隨著登革熱疫情持續升溫，疾管署 1922 防疫專線近期亦接獲不少民眾進線諮

http://www.hpa.gov.tw/BHPNet/Web/HealthTopic/Topic.aspx?id=200712250011
http://health99.hp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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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登革熱相關疑問，其中最常見的問題包括登革熱的傳染方式、感染後會有哪
些症狀、檢體送驗需多少時間可得知檢驗結果及衛生單位噴藥的範圍等。疾管
署提醒，清除孳生源為防治登革熱最有效的方法，請民眾加強居家環境巡查，
並落實戶內外積水容器清除，以降低感染風險。如有發燒、頭痛、後眼窩痛、
肌肉關節痛、出疹等疑似症狀，應儘速就醫，並主動告知醫師旅遊或活動史，
以 利 及 時 通 報 與 治 療 。 相 關 資 訊 可 參 閱 疾 管 署 全 球 資 訊 網
（ http://www.cdc.gov.tw）或撥打國內免費防疫專線 1922（或 0800-
001922）洽詢。  

 

 員工協助方案---好文欣賞 

  名人抒壓秘笈－周杰倫 

【本文摘錄自董氏基金會網站】 

Q1.進入演藝界之後，最讓您覺得開心的事，請跟大家分享一下  

A1.每次跨出的下一步對我來說都是成長和突破，從獲得歌迷的肯定、開始導 MV、到嘗

試導電影、成立自己的公司…，每一步對我來說都很重要！尤其是自己的作品得到肯

定，這都是讓我開心的事情。 

 

Q2.跟大家分享一下，有沒有什麼秘訣，可以讓您持續保持好心情呢？  

A2.朋友和家人的關懷很重要，當遇到不開心的事情時，和朋友互相討論，情緒比較容

易找到出口，另外再想想一些開心好玩的事情，那不愉快的情緒很快就會散去，同時也

思考著接下來要努力做的事，有努力的目標，生活就有動力。 

 

Q3.是什麼動力支持您，讓您可以持續不斷努力呢？（興趣？收入？成就感？…）  

A3.我喜歡嘗試新鮮的事物，想要呈現有創意的點子，就像音樂和電影上帶給大家不一

樣的感受，這可以說是我的興趣，得到大家的肯定，我就會有成就感，接著繼續支撐著

我想要往前做更不一樣的嘗試，而且我會擔心自己想到的創意別人會跟我一樣想到，所

以我總是想到什麼，就趕緊去做，一定要比別人早做到創新的東西，這樣才屌。 

 

Q4.當壓力很大時，您會怎麼處理呢？ 

A5.我會找朋友聚聚、打籃球，把不開心的情緒都發洩在球上，寫歌也是紓壓的方式，

有些音樂可以說是用來發洩的，當然更多是用來欣賞的。SHOPPING也是我減壓的管道，

只有在購物時心情才會完全放鬆，不過我媽常說我買的古董車都中看不中用。 

 

Q5.如果您跟朋友間有意見不合的狀況，您會怎麼處理？  

A7.跟好友相交的第一個要件，一定要大家看得順眼，還要有包容性，大家有共同的興

趣才能變成好朋友。正因為彼此都這麼「暸」彼此了，遇到意見不合的時候，溝通是最

好的方式。 

http://www.jtf.org.tw/psy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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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多使用本校高鐵企業會員編號：66019206※ 

～人事室關心您～ 

 

人事動態 

 

人員異動名單： 

單位 職稱 姓名 異動情形 生效日期 

外國語言學系 專案辦事員 林家安 新進 1040730 

學生事務處 中校軍訓教官 陳三元 新進 1040801 

學生事務處 中校軍訓教官 李正德 新進 1040801 

學生事務處 中校軍訓教官 鄭祥太 新進 1040801 

學生事務處 少校軍訓教官 陳至賢 新進 1040801 

學生事務處 少校軍訓教官 王淑怡 新進 1040801 

輔導與諮商學系  助理教授 高之梅 新進 1040801 

中國文學系  助理教授  曾金承 新進 1040801 

植物醫學系  助理教授  林志鴻 新進 1040801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專案助理教授 陳昭宇 新進 1040801 

語言中心   專案助理教授 潘彥瑾 新進 1040801 

語言中心   專案講師 廖盈淑 新進 1040801 

人事室 職務代理人 蔡宜蓉 新進 1040817 

學生事務處 中校軍訓教官 黃淑貞 新進 1040901 

雲嘉南動物疾病診斷中心 專案技佐 游韻樺 離職 1040805 

學生事務處 中校軍訓教官 吳富玉 退伍 1040817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系主任 郭進財 亡故 1040818 

校長室 工友 侯陳秋玉 退休 1040829 

學生事務處軍訓組 組長 王正甫 退伍 1040901 

校園環境安全管理中心 專案技士 吳明駿 離職 1040901 

總務處 技士 吳正喨 留職停薪 1040901 

教務處 組員 闕宏瀛 退休 1040902 

特殊教育學系 組員 蘇筱玲 留職停薪 1040902 

師範學院 院長 丁志權 卸任 104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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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範學院 院長 黃月純 新任 1040801 

教學專業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學位學程主任 丁志權 卸任 1040801 

教學專業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主任 黃月純 新任 1040801 

管理學院 代理院長 李鴻文 結束代理 1040801 

管理學院 院長 李鴻文 新任 1040801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代理系主任 黃芳進 結束代理 1040801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系主任 郭進財 新任 1040801 

特殊教育學系 主任 陳明聰 卸任 1040801 

特殊教育學系 主任 林玉霞 新任 1040801 

幼兒教育學系 主任 葉郁菁 卸任 1040801 

幼兒教育學系 主任 鄭青青 新任 1040801 

外國語言學系 主任 顏玉雲 卸任 1040801 

外國語言學系 主任 張芳琪 新任 1040801 

人文藝術中心 主任 張家瑀 新任 1040801 

資訊管理學系 主任 葉進儀 卸任 1040801 

資訊管理學系 主任 施雅月 新任 1040801 

企業管理學系 主任 李鴻文 卸任 1040801 

企業管理學系 主任 吳泓怡 新任 1040801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主任 蘇文清 卸任 1040801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主任 李安勝 新任 1040801 

獸醫學系 系主任 陳秋麟 卸任 1040801 

獸醫學系 系主任 蘇耀期 新任 1040801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系主任 莊慧文 卸任 1040801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系主任 吳希天 新任 1040801 

植物醫學系 代理系主任 周世認 結束代理 1040801 

植物醫學系 系主任 郭章信 新任 1040801 

應用數學系 系主任 陳榮治 卸任 1040801 

應用數學系 系主任 嚴志弘 新任 1040801 

公共政策研究所 代理所長 吳煥烘 結束代理 1040801 

公共政策研究所 代理所長 翁義銘 新任 1040801 

研究發展處 研發長 陳榮洪 新任 1040801 

研究發展處 研發長 林翰謙 卸任 1040801 

教務處註冊與課務組 組長 張智雄 卸任 1040801 

教務處註冊與課務組 組長 盧青延 調整職務 1040801 

教務處綜合行政組 組長 楊徵祥 新任 1040801 

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組長 張景行 卸任 1040801 

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組長 賴泳伶 新任 104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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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輔導組組長 組長 江政達 卸任 1040801 

生活輔導組組長 組長 李嶸泰 新任 1040801 

研究發展處創新育成中心 主任 劉耀中 卸任 1040801 

研究發展處創新育成中心 主任 陳政男 新任 1040801 

進修推廣部教務組 組長 余坤煌 卸任 1040801 

進修推廣部教務組 組長 劉文英 新任 1040801 

進修推廣部學務組 組長 鄭祥太 新任 1040801 

校園環境安全管理中心環境保

護組 
組長 侯新龍 卸任 1040801 

校園環境安全管理中心環境保

護組 
組長 梁孟 新任 1040801 

校園環境安全管理中心職業安

全衛生組 
組長 陳清玉 卸任 1040801 

校園環境安全管理中心職業安

全衛生組 
組長 楊朝旺 新任 1040801 

人文藝術學院人文藝術中心 主任 張家瑀 新任 1040801 

校長室 特別助理 朱政德 卸任 1040801 

校長室 特別助理 蘇炯武 新任 1040801 

師範學院 特別助理 王思齊 卸任 1040801 

師範學院 副院長 張家銘 新任 1040801 

師範學院特殊教育中心 主任 陳明聰 卸任 1040801 

師範學院特殊教育中心 主任 林玉霞 新任 1040801 

師範學院特殊教育學習領域教

學中心 
主任 陳明聰 新任 1040801 

人文藝術學院 特別助理 楊徵祥 卸任 1040801 

人文藝術學院 副院長 李明仁 新任 1040801 

管理學院 副院長 張立言 新任 1040801 

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執行長 張立言 新任 1040801 

管理學院外籍生全英文授課觀

光暨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主任 李鴻文 新任 1040801 

管理學院外籍生全英文授課觀

光暨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執行長 張耀仁 卸任 1040801 

管理學院外籍生全英文授課觀

光暨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執行長 董維 新任 1040801 

管理學院所屬研究中心 
電子商務研究中

心主任 
葉進儀 卸任 1040801 

管理學院所屬研究中心 
電子商務研究中

心主任 
施雅月 新任 1040801 

農學院 特別助理 詹昆衛 卸任 104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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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學院 特別助理 蔡文錫 新任 1040801 

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執行長 蔡文錫 新任 1040801 

農學院農業科技全英碩士學位

學程 
執行長 王文德 卸任 1040801 

農學院農業科技全英碩士學位

學程 
執行長 周蘭嗣 新任 1040801 

農學院雲嘉南動物疾病診斷中

心 
主任 陳秋麟 卸任 1040801 

農學院雲嘉南動物疾病診斷中

心 
主任 蘇耀期 新任 1040801 

理工學院 特別助理 郭煌政 卸任 1040801 

理工學院 副院長 古國隆 新任 1040801 

理工學院數位資訊中心 主任 陳耀輝 新任 1040801 

理工學院數位資訊中心 主任 林楚迪 卸任 1040801 

理工學院自動化研究中心 主任 張慶鴻 新任 1040801 

理工學院自動化研究中心 主任 楊朝旺 卸任 1040801 

理工學院生物機電工程學系農

機研發與訓練中心 
主任 朱健松 新任 1040801 

理工學院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

系水工與材料試驗場 
主任 吳振賢 卸任 1040801 

理工學院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

系水工與材料試驗場 
主任 陳永祥 新任 1040801 

生命科學院 特別助理 張心怡 卸任 1040801 

生命科學院 特別助理 陳宣汶 新任 1040801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代理系主任 黃芳進 新任 1040820 

學生事務處軍訓組 組長 蔡銘燦 軍訓教官兼任 1040901 

校長室 技工 賴姿螢 調職 1040901 

 

 

9月份壽星  

專案書記石素珍 組長郭介煒 副教授陳榮治 技工吳水盛 

工友陳慶華 教授談珮華 講師黃靖雅 專案組員江素貞 

助理教授詹明勳 講師陳麗花 工友朱柏翰 教授林正亮 

專案組員石淑燕 組員王麗婷 組長邱志義 專案組員蔡甲申 

助理教授戴基峰 組員周純慧 教授邱永川 系主任簡瑞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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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書記賴俊文 組長謝婉雯 秘書陳俐伶 專案書記莊秀玉 

專案辦事員葉雅真 技佐葉懿緯 秘書楊詩燕 系主任蕭至惠 

副教授楊瑋誠 主任吳芝儀 專案辦事員陳郁馨 助理教授吳游源 

工友吳瑞彬 教授楊德清 工友王淑慎 助理教授翁永進 

助理教授吳進益 技工唐進益 專案辦事員黃齡儀 助理教授黃柔嫚 

副教授葉郁菁 專案辦事員張筱君 專案辦事員林宇凡 教授張銘煌 

專案辦事員吳沂玲 專案組員劉芳如 助理教授周思妤 講師艾嘉洋 

辦事員鍾瓊瑤 技士張如松 助理教授呂英震 副教授李彥賢 

講師柯金存 副教授蔡文錫 講師張義雄 教授周榮吉 

主任吳靜芬 輔導員陳中元 工友李美齡 教授柯建全 

專案組員黃依玲 教授林肇民 專案技佐張宏旗 助理教授許明峰 

教授張光亮 組員蔡崇元 助理教授許雅雯 教授王以仁 

助理教授許于仁 助理教授林郡雯 專案輔導員江汶儒 副教授郭世榮 

技工陳昭仁 副教授周西波 副教授羅至佑 教授盧永祥 

副教授李互暉 秘書林永佶 專案諮商心理師胡

景妮 

副教授余政達 

組員黃文慧 工友任綉欽 副教授陳慶緒 辦事員陳美至 

教授王璧娟 工友胡采玲 助理教授陳瑞傑 秘書謝翠珍 

教授李宗隆 助理教授朱志樑   

附註：  

一、本校 104年度員工生日禮券金額為 1200元，得標廠商為劍湖山世界股份有限公司嘉

義分公司(嘉義耐斯)。 

二、以上所列 9 月份壽星名單，請各單位一週內務必派員至各校區負責之同仁處將單位

所屬人員之生日禮券領回，並請轉致當月份壽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