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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人事服務簡訊 104年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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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4 日臺教人(一)字第 1040126672 號函轉知，有關衛生

福利部推動公務人員肥胖防治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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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30 日臺教人(四)字第 1040132525 號函轉知，銓敘部函

釋，亡故公教人員保險被保險人之遺屬如喪失或拋棄領受權時，其他受益

人之領受順序、比例及種類，以及請領展期養老年金給付之被保險人於領

受給與之前死亡時，其遺屬年金應自何時發給等相關疑義，相關內容請逕

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下載。 

三、 教育部 104 年 9 月 30 日臺教人(三)字第 1040129865 號書函轉知，有關女

性公務人員及教師請生理假相關規定，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

最新消息項下下載。 

四、 教育部 104 年 10 月 1 日臺教人(三)字第 1040131772A 號函轉知，重申公

務人員酒後駕車相關行政責任建議處理原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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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5 日臺教人(一)字第 1040135063 號函轉知，105 年 1

月 16 日適逢總統及立法委員合併選舉，請確實遵照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

相關規定，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下載。 

六、 嘉義縣政府 104 年 10 月 7 日府教學字第 1040184885 號函轉知，本縣公立

國民中小學校長及教師至大專院校兼課，校長應事先徵得本府同意，教師

應事先徵得服務學校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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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8 日臺教秘(一)字第 1040138746 號函轉知，89 年度

（含）以前辦理之中央公教人員購置住宅貸款利率及 94 年度（含）以前

辦理之國軍官兵購置住宅貸款利率，自 104 年 9 月 30 日起依規定由原年

息 1.417%調整為年息 1.347%，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

項下下載。 

http://www.ncyu.edu.tw/personnel/itemize_list.aspx?site_content_sn=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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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教育部 104 年 10 月 8 日臺教人(二)字第 1040098572 號函轉知，有關國立

專科以上學校未兼任行政職務之專任教師得否於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

職處理原則規定修正前，兼任上市(櫃)公司或經董事會、股東會決議規劃

申請上市（櫃）之未上市（櫃）公開發行公司之外部董事、外部監察人及

具獨立職能監察人職務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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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教育部 104 年 10 月 8 日臺教人(二)字第 1040136283 號函轉知，考試院

104 年 9 月 21 日考臺組貳一字第 10400059471 號令修正發布考績委員會

組織規程第 2 條、公務人員陞遷法施行細則第 7 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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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3 日臺教人(四)字第 1040134927 號函轉知，有關各

機關學校一等約僱人員月支報酬一案，請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04 年 8

月 24 日研商會議結論辦理，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

下下載。 

十一、 教育部 104 年 10 月 16 日臺教秘(一)字第 1040141208 號函轉知，行政

院函示有關依「醫事人員人事條例」進用之醫事人員房租津貼併入數額按

月扣繳基準為師（一）級及師（二）級新臺幣（以下同）700 元；師

（三）級 600 元；士（生）級銓敘審定 300 俸點以上者 600 元，士（生）

級人員銓敘審定 290 俸點以下者 500 元，並自 104 年 11 月 1 日生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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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9 日臺教人(四)字第 1040141920 號書函轉知，中

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宣布自 104 年 9 月 30 日起調降 2 年期定期儲金機動

利率 0.07％，調整後利率為 1.305％，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評選金融機

構承作）提供之各項優惠貸款利率配合於是日調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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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1 日臺教人(四)字第 1040142682 號函轉知，公教

人員保險法(以下簡稱公保法)第 36 條及第 48 條施行日期，業經考試院會

同行政院分別令定自同年 6 月 12 日及 19 日施行；公保法施行細則部分條

文修正案，亦經兩院會同訂定發布並自 104 年 6 月 19 日施行，相關內容

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下載。 

 

人事業務--工作報告 

一、本校於 104年 11月 6日（星期五）及 11月 7日（星期六）舉行 104

學年度全校運動會及 96 週年校慶活動，是日全校教職員工應正常上

班，並於 104 年 11 月 13 日（星期五）補休 1 日，請同仁踴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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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會及校慶各項活動 

二、恭賀以下人員榮獲本校 104年度績優兼任行政工作教師及職員： 

 生命科學院羅至佑檢驗分析及技術推廣服務中心主任 

 教務處李燈銘組員 

 總務處羅允成營繕組組長 

 秘書室王麗雯專員 

 主計室何秋瑩組員 

 人事室李青珊組長 

 學生事務處陳蕙敏專案輔導員 

 學生事務處江妮玲專案組員 
 

   消費者保護新知 

【本文摘錄自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網站】 

張先生在網路書局訂購了一年十二期的汽車雜誌，收到第一期的雜誌後，卻

覺得雜誌內容並不符合自己的預想與需求，因此向業者要求退訂後續的十一

期雜誌卻被拒絕，業者這樣合理嗎？ 

消基會意見： 

如果消費者是長期訂購該報紙、期刊或雜誌，因其屬繼續性給付服務，則消

費者於第一次收到商品後，認為不符需求，應有權於下期報紙、期刊或雜誌

寄發或送達前，以退回商品或書面通知方式解除契約，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

任何費用或對價。 

 

 個人資料保護法實例問答 

【本文摘錄自法務部個人資料保護專區網站】 

問：中古車行或新車主持「車輛資料查詢同意書」或「車輛資料查詢授權

書」等文件查詢汽車原廠之維修紀錄，汽車原廠得否提供之？ 

答：按個人資料保護法（下稱本法）第 2 條規定，本法所稱「個人」，係

指現生存之自然人（本法施行細則第 2 條），故維修紀錄等車輛資料如係

法人（例如公司）或已死亡之自然人之資料，並非本法規範之對象。如汽車

原廠之車輛維修紀錄無法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現尚生存之特定自然人者，

即非屬個人資料，並不適用本法規定。次按本法第 10 條規定，非公務機關

原則上應就其蒐集之個人資料，答覆查詢、提供閱覽或製給複製本，此為本

http://www.consumers.org.tw/
http://pipa.moj.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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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3 條所定當事人之個人資料查詢權。是以，如「車輛資料查詢同意

書」或「車輛資料查詢授權書」等文件，依其內容可認係原車主以行使「當

事人個人資料查詢權」之真意而委託中古車行或新車主查詢車輛資料之書面

者，資料保有者即應提供之。如該資料非屬本法所規範之個人資料，是否提

供資料，保有者得自行決定。 

 

 瞭解智慧財產權 

各級學校及教師於課堂上播放影片之著作權問題說明 

【本文摘錄自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網站】 

在現代教育發展多媒體教學的潮流下，學校教師為輔助教學及提高學生學習

興趣，有時會需要在課堂上播放影片，一般而言，教師如欲於課堂上播放影

片用於教學，主要有以下 2種方式： 

1. 運用教室本身既有的器材或學校視聽設備於教室播放 

2. 運用學校電腦網路系統播放供多數班級收看 

  上述第 1 種情形，即在課堂中播放，所播放之影片，不論是以光碟或錄

影帶等媒體呈現，均屬著作權法所稱之視聽著作，而對學生播放，屬於對於

特定多數人（公眾）的「公開上映」行為。一般來說，坊間許多影片的光碟

或錄影帶發行公司或代理公司，通常會發行「公播版」或專供學校使用之

「教育版」，授權得在學校公開上映，教師如利用這些影片在課堂上播放，

自屬合法。惟如教師欲在課堂上播放之影片非屬「公播版」或「教育版」的

影片光碟或錄影帶（例如僅供個人家庭內觀賞之家用版），應注意取得著作

財產權人之授權，否則必須合於著作權法合理使用之規定，以免侵害他人著

作財產權。 

  如屬上述第 2 種情形，即教師運用學校電腦網路系統播放影片，則涉及

視聽著作的「公開傳輸」行為，跟上述公開上映的「公播版」或「教育版」

影片或錄影帶一樣，如著作權人已授權公開傳輸，則運用學校電腦網路系統

播放影片，不必另外取得授權。但如果著作權人並未授權公開傳輸的話，學

校和教師要在課堂上利用網路播放影片來教學，除非符合合理使用之情形，

仍應取得著作權人之同意。 

  學校的老師如果基於非營利的教育目的，播放的影片與課程內容相關，

而且所利用的質與量占被利用原著作的比例低，其利用結果對於影片的市場

不會造成「市場替代」的效應，可依著作權法第 52 條之規定引用部分影

片，作為教材的內容而在課堂上播放，不必取得授權。至於到底用多少才算

是合理範圍，很難一概而論，必須依照具體個案的情況來做判斷。但是如果

播放整部電影或整個錄影帶或其相當部分，一定會造成「市場替代」效應

http://www.tipo.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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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於課堂上播放電影，學生就不需要去電影院看電影，或去租、買錄影

帶或光碟來欣賞），已超過合理使用範圍，應得到授權，否則將會構成侵害

著作權。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宣導－關鍵知識報你知 

違反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的行為有哪些？  

(1) 動用行政資源編印製、散發、張貼文書、圖畫、其他宣傳品或辦理相

關活動。 

(2) 在辦公場所懸掛、張貼、穿戴或標示特定政黨、其他政治團體或公職

候選人之旗幟、徽章或服飾。 

(3) 對職務相關人員或其職務對象表達指示。 

公務人員可以參加政黨發起之遊行或集會活動嗎？  

(1) 要請假或在下班時間才可以。 

(2) 不可以主持集會、發起遊行或領導連署活動。 

(3) 不可以公開為公職候選人站台、助講、遊行或拜票。但公職候選人之

配偶及二親等以內血親、姻親，在不涉及與其職務上有關之事項前提

下，則可為之。 

(4) 不可以在大眾傳播媒體具銜或具名廣告。但公職候選人之配偶及二親

等以內血親、姻親，在不涉及與其職務上有關之事項前提下，如只具

名不具銜者，不在此限。 

 

 員工協助方案---好文欣賞 

壓力和憂鬱，心臟病患者的「完美風暴」 

【本文摘錄自董氏基金會華文心理健康網】 

  新的研究發現，心臟病、憂鬱症狀和壓力相關性很高。本篇研究發表於

三月十日＜循環＞期刊。 研究者在將近四千五百名心臟病患者身上找出高

壓力和嚴重憂鬱症狀帶來的影響，並將它們稱為「心理社會的完美風暴」。

該研究主持人，哥倫比亞大學醫學中心副研究科學家 Carmela Alcantara 表

示：高壓力和嚴重的憂鬱症狀對於心臟病患者在早期脆弱的階段特別不利。  

  研究者就參與「中風的地區與種族差異原因研究(REGARDS)」中四千四

百八十七位 45 歲（含）以上的心臟病患者的資料進行研究。這些患者在自

家中接受訪談，內容包括：他們在上週中感到憂鬱、寂寞、傷心或哭泣的頻

http://www.etm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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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有多高？以及他們有多常覺得對自己生命中的重要事件無法掌控？覺得快

被情緒淹沒？對自己處理人際問題是否有信心？以及上個月的生活是否順

遂？  

  在將近六年的追蹤期間，共有一千三百三十七名患者死亡或是心臟病

發。同時有高壓力和嚴重憂鬱症狀的心臟病患者在追蹤期間的前兩年半內再

次心臟病發或死亡的機率比低壓力和低憂鬱心臟病患者高出百分之四十八。

然而，之後的追蹤期間則未發現顯著相關。  

  同時有壓力和憂鬱困擾的人傾向在報告中提到自己近來常常哭泣、面臨

很大的困難以及無法處理人際之間的問題。研究者 Alcantara 認為：行為介

入，包括正是行為治療和運動可能減少在不久的將來死亡和心臟病再發的機

會。單獨高壓力或憂鬱症，並不會增加再次心臟病發或死亡的風險。加州大

學洛杉磯分校心臟病學教授 Gregg Fonarow 博士表示：過去的研究證實，無

論性別，憂鬱症和壓力在心臟病的發展、致死或非致死的心臟病發作和中風

上都呈現相關。然而他也強調，該研究僅能說明相關，無法證明高壓力水平

或憂鬱症造成心臟病發作或死亡。 

本校家庭與社區諮商中心聯絡電話：05-2732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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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木材利用工廠 負責人 張義雄 新任 1040801 

理工學院產業推廣委員會 執行長 黃正良 新任 1040801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教授 朱紀實 調整系所 1040801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教授 李茂田 調整系所 1040801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副教授 沈德欽 調整系所 1040801 

生物資源學系 專案辦事員 張靜漩 調任 1041001 

人文藝術中心 主任 張家瑀 辭兼 1041008 

秘書室 辦事員 黃春益 陞遷 1041022 

學生事務處 職務代理人 張嘉家 離職 104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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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 職務代理人 蔡宜蓉 離職 1041030 

教務處 專案辦事員 嚴慧真 新進 1041030 

學生事務處 辦事員 林育如 考試分發 1041030 

人事室 組員 丁綿霞 考試分發 1041030 

教務處 組員 朱原谷 考試分發 1041030 

學生事務處 契僱護士 王姿雯 留職停薪 1041101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契僱技士 許哲綸 新進 1041102 

 

11月份壽星   

副院長李明仁 教授唐榮昌 技工吳桂平 助理教授王紹鴻 

系主任莊愷瑋 副教授郭怡君 教授王源東 專案講師溫笙銘 

專案技佐李宜君 專案辦事員鄭靜宜 專案辦事員林雅容 專案組員蔡依珊 

工友鄭思琪 助理教授陳志忠 組長劉文英 組長楊玄姐 

教官黃淑貞 教授徐錫樑 工友湯永福 工友周洪世明 

助教蕭蘭婷 技工劉文堂 專案組員鄭鈺潔 專案技佐林文楨 

教授劉祥通 秘書賀招菊 書記蔡仲瑜 教授潘治民 

副教授詹昆衛 系主任陳宗和 教授陳淳斌 總務長陳瑞祥 

系主任陳俊憲 助理教授王皓立 組員柯翠蘭 專案技佐唐周源 

教授曹勝雄 專案辦事員曹國樑 組長蔡明昌 辦事員邵于庭 

組長楊朝旺 助理教授張文興 副教授黃子庭 副教授侯堂盛 

助理教授陳美智 副教授陳立耿 助理教授陳鵬文 簡任秘書吳子雲 

副院長張家銘 專案組員沈枚翧 專案講師傅瑞恆 助理教授梁耀仁 

組員陳淑芬 工友宋聖玲 副教授張心怡 助理教授王佩瑜 

教授蔡忠道 系主任康世昌 專案辦事員李君翎 駐衛隊員張榮欽 

主任謝勝文 助理教授林土量 組長羅允成 駐衛隊員溫定國 

院長吳瑞得 專案助理教授陳志誠 教授王瑞壎 教授鄭天明 

助理教授蔡佳翰 教授姜得勝 副教授胡承方 教授蔡佺廷 

組員簡美玲 教授楊奕玲 教授蔡智賢 專案辦事員林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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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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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分公司(嘉義耐斯)。 

二、以上所列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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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