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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人事服務簡訊 105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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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dation.aspx?site_content_sn=962 

人事法令宣導 

一、 教育部 105 年 4 月 15 日臺教人(四)字第 1050048011 號函以，行政院核定

修正「公立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並自 105 年 4 月 6 日

生效，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查閱。 

二、 教育部 105 年 4 月 26 日臺教人(二)字第 1050057412 號函以，「公務人員

晉升官等（資位）訓練成績評量要點」業經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以

105 年 4 月 25 日公評字第 1052260186 號令修正發布，相關內容請逕至本

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查閱。 

三、 教育部 105 年 4 月 27 日臺教人(二)字第 1050045945 號函以，有關國立大

學校院兼任編制內行政主管職務之稀少性科技人員，其兼職是否適用公務

員服務法相關規定疑義，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

查閱。 

四、 教育部 105 年 4 月 28 日臺教人(一)字第 1050057653 號函以，性別工作平

等申訴審議處理辦法第 2 條，業經勞動部 105 年 4 月 26 日以勞動條 4 字

第 1050130696 號令修正發布，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

項下查閱。 

五、  教育部 105 年 4 月 29 日臺教人(四)字第 1050058012 號書函以，行政院訂

定「各機關員工福利措施推動原則」，自即日生效，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

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查閱。 

六、 教育部 105 年 5 月 5 日臺教人(三)字第 1050901226 號函以，有關教育人

員因配偶經科技部「補助博士生赴國外研究遴選案」核定公費前往國外研

究，得否比照教育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 4 條第 2 項第 7 款規定申請留職停

薪，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法規彙編/人事法規釋例項下查閱。 

七、 教育部 105 年 5 月 6 日臺教人(二)字第 1050030169 號函以，有關公立專

科以上學校教師採計職前曾任私立專科以上學校非編制內專任教師年資提

敘薪級，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法規彙編/人事法規釋例項下查

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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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八、  教育部 105 年 5 月 6 日臺教人(四)字第 1050058012 號函以，有關國立大

專校院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得否兼任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

稱證交所）證券商受僱人員處置案件申復審查委員會之外部專家委員（以

下簡稱審查會外部委員）一案，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

息項下查閱。 

九、  教育部 105 年 5 月 6 日臺教政(一)字第 1050061967 號函以，人民團體

「中華民國國家廉政監督協會」於其自設之網頁自稱「廉政會」，恐民眾

誤認該會為行政機關，請各機關(學校)適時宣導及防範一案，相關內容請

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查閱。 

十、  教育部 105 年 5 月 6 日臺教人(二)字第 1050056168 號函以，行政院與考

試院於 105 年 4 月 21 日會銜發布施行之「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技術作價

投資事業管理辦法」第 4 條修正條文，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

最新消息項下查閱。 

十一、 教育部 105 年 5 月 10 日臺教學(三)字第 1050056133 號函以，有關學校

教師因涉性侵害案件遭地方法院檢察署（下稱地檢署）聲請羈押獲准，得

否同意學校調查小組請求至羈押處所進行訪談乙事，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

人事室網頁/法規彙編/人事法規釋例項下查閱。 

十二、 教育部 105 年 5 月 10 日臺教人(二)字第 1050055179 號函以，有關代理

校長於校長遴選程序進行中得否聘任教師疑義一案，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

人事室網頁/法規彙編/人事法規釋例項下查閱。 

十三、  教育部 105 年 5 月 16 日臺教政(一)字第 1050066203 號書函以，端午

節將屆，請各單位同仁於佳節期間遵守「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內有關

「受贈財物」與「飲宴應酬」等相關規定，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

頁/最新消息項下查閱。 

十四、 教育部 105 年 5 月 18 日臺教人(三)字第 1050006022 號函以，教師經醫

師診斷需安胎休養，申請延長病假前所請事假期間得否視同「病假」，並

由學校核支代課鐘點費疑義，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法規彙編/

人事法規釋例項下查閱。 

十五、  教育部 105 年 5 月 23 日臺教人(四)字第 1050067110 號函以，公務人

員撫卹法施行細則第 25 條、第 32 條、第 34 條修正條文，業經考試院於

民國 105 年 5 月 4 日發布，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

下查閱。 

人事業務--工作報告 

一、本校組織規程第 7 至第 9 條、第 12 至 14 條、第 17 條、第 19 條、

第 25 條、第 34 條、第 40 條及第 41 條條文修正案，業奉教育部



 

3 

105 年 4 月 20 日臺教高（一）字第 1050053518 號函核定自 105 年 8

月 1 日生效，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嘉大組織/嘉大組織

規程項下查閱。 

二、105 年 5 月 10 日 104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國立嘉義大

學進用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及相關附表「附表五、

國立嘉義大學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陞遷序列表」、「附表八、

國立嘉義大學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報酬標準表」、「附表八之

一、國立嘉義大學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專案人員專業加給

表」，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法規彙編/校訂人事規章查

閱。 

三、本校修正「國立嘉義大學員工協助方案實施計畫」第柒點，相關內

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員工協助方案專區/本校員工協助方案專

區/相關規定及宣導項下瀏覽。 

四、本校已與「紅鶴洞商行（店名：黃鶴洞韓式料理嘉義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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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校訂於 105 年 6 月 6 日（星期一）辦理行政人員管理發展教育訓

練，除專員以上人員一律參加外，亦歡迎有意願同仁踴躍參加。 

六、本校訂於 105 年 6 月 24 日（星期五）辦理「國際人權公約」及「有

機好生活」課程，屆時歡迎同仁踴躍報名參加。 

 

 623公共服務日宣導 

聯合國於 2002 年訂定 6 月 23 日為公共服務日（UN Public Service 

Day），並設立聯合國公共服務獎（UN Public Service Award），於 6 月

23 日當週表揚各國提供創新優秀公共服務措施之機關，藉此激發世界各國

提供更完善的公共服務。2012 年適值聯合國公共服務日 10 週年，為與國際

接軌，考試院與行政院共同宣布設立每年 6 月 23 日為我國「公共服務

日」，期勉各機關公務人員以「積極、關懷、熱忱、奉獻」的公共服務精神

為目標自我激勵，激發公務人員加強創新、敬業的為民服務精神，有效提昇

人民幸福感。 

 

 性別平等專欄 

貧窮男性比女性更為社會弱勢？狹隘的職業想像是一大殺手 

http://www.ncyu.edu.tw/personnel/itemize_list.aspx?site_content_sn=15580
http://www.ncyu.edu.tw/personnel/itemize_list.aspx?site_content_sn=15580
http://www.ncyu.edu.tw/personnel/law_list.aspx
http://www.ncyu.edu.tw/personnel/itemize_list.aspx?site_content_sn=49796
http://www.ncyu.edu.tw/personnel/itemize_list.aspx?site_content_sn=23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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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錄自 NPOst公益交流站】 

高犯罪率的族群特徵一向是社會上發生重大罪行時的關注焦點－犯人平常是

否沉迷電玩？是否鮮少與人互動？著名精神科醫師潘建志在 Facebook 專頁

上分享日本法務省的實証研究：無差別殺人事件/(通り魔)的 52 個加害者年

紀約在 20-40 歲之間，幾乎都是男性，無業或工作不穩定，有強烈的挫折感

和自卑，沒有朋友，和家人不親近，部份有精神疾病，前科或吸毒。 

我們一向認為男性在社會上比女性佔有優勢，各種需要援助的族群如「老弱

婦孺」，其實說穿了幾乎等於「壯年男性以外的所有人」。不過壯年男性真

的如此無堅不摧、不需要任何社會幫助嗎？經濟學人近日的一篇評論認為，

如果加入經濟條件來考慮，貧窮男性的危機可能比貧窮女性來得更險峻。 

在社會邊緣線，男性的入獄和自殺比例都比女性更高，在社會支持上也比女

性較為疏離（例如親子關係），而在基礎教育上，男孩因為課業不及格而難

以獲得成就感的問題，也比同年女孩顯著。專門扶助街友和單親媽媽的人安

基金會曾經分析，社會上提供給弱勢女性（特別是育有孩子者）援助資源較

多，而女性也較男性願意對外求援，因此街友圖譜仍以男性為主。 

就業問題和家庭問題，一體兩面同時襲來 

可以說在貧窮的世界裡，男性的處境其實比女性更棘手。特別是在富有國家

中生存的貧窮男性，在就業方面，科技取代了大量勞動人力，然而女性轉入

幼保和照護部門的機會多；從製造業失業的男性，卻往往從此沒有再獲得過

一份正職。從 1979 年到 2013 年，美國的高中畢業男性的薪資水平下降了 

21%，但相同條件的女性薪資卻微幅上升了 3%。約有五分之一的高中學歷的

美國壯齡男性沒有工作。 

就業上的困境也造成男性在擇偶上更大的困難。當女性傾向於選擇經濟能力

更強健的男性作為伴侶，如果對方不但失業更在家無所事事、不協助打理家

務，那麼對她們來說，找一個「豬一樣的隊友」還不如自己來。這就是問題

所在－美國的失業男性花在家務和照顧家人身上的時間，是相同處境女性的

一半，而他們也花更多時間在看電視等失意活動上。 

一個男性若要成功成為家庭煮夫，不但需要自身意願的配合，也需要社會網

絡的支持。關注女權的 Facebook 執行長 Sheryl Sandberg 曾分享，當她

去幼兒園接自己的一雙兒女，卻發現其他母親們群聚一同談天說地，沒有人

向旁邊孤身一人的爸爸搭話。 

更多元的職業選擇，必須突破刻板性別印象 

種種「男性和女性」的問題，也許更根本來自於我們對於男性和女性「可以

做什麼」的樣貌都太有限。中產階級的男性已經開始學習介入更多家務和育

http://npost.tw/archives/19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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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藍領男性也需要了解，許多「男人做的粗活」將越來越少，而擔任照護

員或美髮師，並不會損及他們的男子氣慨。 

要解決藍領的就業問題，當然不可免的會討論到技職教育的改革。事實上無

論是男性女性，在課業上表現不佳並不意味理應撿「別人挑剩的工作」。在

技職教育做得好的國家，例如德國，會提早鼓勵非學術型的學童轉進技職體

系，但政策制定者不可忽視的是技職中不同工作的此消彼長：例如若製造業

工廠持續外移、但人口老化帶來的居家照護人力需求大幅提高，那麼學校也

必須隨之做出因應。回到前面所說，更重要的是減少這些工作的刻板性別印

象，才能有效開拓男性女性在職業上的可能性。 

學校過去對於兒童「過動」行為的壓制，也讓男孩比女孩更容易成為師長眼

中的「壞學生」，若能提供他們更充分的運動遊戲，而非關他們禁閉甚至服

用過動藥物，會對課業成績中下的男孩帶來更順利的成長過程。而國中小也

應該提昇男性教師的比例，讓學生認識到男生當老師就跟當消防員一樣稀鬆

平常，也讓成長中的男孩在父親之外有其他可以參考的模仿對象。 

本文並非要大家把失業男子都當成潛在罪犯，而是要正視社會與經濟型態的

快速轉變會如何衝擊社會底層，更細緻的從不同性別討論能夠如何從職業教

育和家庭分工，努力改善社會弱勢的處境。 

 

   瞭解智慧財產權專欄 

【本文摘錄自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網站】 

本國大專院校專利申請趨勢分析 

這幾年來，我國專利申請件數持續減少，其中大專院校減少的情形相對明

顯，智慧局為了解現況及成因，做了如下分析。 

近 5 年來，本國大專院校專利申請件數先升後降，102 年達到高峰 4,817

件，惟於 103 年即降至 4,275 件，年減 11.3%，104 年累積到第 3 季件數也

較上年同期下降 10.0%。國立大學多申請發明專利，私立大學則集中在新型

專利。學校於「醫療保健」及「醫藥與生技」領域的申請表現突出。 

本國大專院校申請前十大，長期以來，以私立學校居多。然私校申請件數雖

多，主要集中在新型專利，除南臺科技大學、崑山科技大學及建國科技大學

外，其餘私校的發明占比均低於 5 成。反觀國立大學，則以申請發明為主，

歷年來前十大的國立大學，發明占比均在 5 成以上，清華大學的發明比例更

長期占 95.5% 以上。 

近一步分析近 5 年來頂尖大學如臺、清、交、成的申請件數變化，4 校合計

http://www.tipo.gov.tw/ct.asp?xItem=569260&ctNode=7123&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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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件數逐年下降，100 年時合計申請 721 件，103 年僅剩 485 件，減幅達

32.7%。其中，交通大學與成功大學均呈逐年遞減趨勢，交大 100 年 145

件，103 年降至 98 件，減幅 32.4%；成大 100 年 287 件，103 年降至 93

件，減幅更高達 67.6%。清華大學則是四校中唯一申請成長的大學，且維持

一貫的高發明申請比例。 

在申請領域部分，本國法人於「醫療保健」及「醫藥與生技」領域的發明專

利申請，向來以大專院校為主力。以 103 年為例，本國前十大申請中學校占

六席，並以國立大學為主，其中，中興大學與清華大學在申請件數與成長率

方面均有不錯的表現。 

為瞭解學校申請件數下降原因，智慧局特自 104 年 7 月起，陸續拜訪 6 所申

請件數減少的學校，歸納受訪意見如下: 

一、 部分學校由於教育部補助計畫－邁向頂尖大學計畫補助經費逐年刪

減，壓縮校方補助每位老師的專利申請費用，只好限制申請專利件數或

修正提高老師負擔的專利申請費用比例。 

二、 教育部補助計畫－典範科大計畫的關鍵績效指標(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簡稱 KPI)，注重專利技轉績效，部分學校於是從嚴審核，

要求老師提出計畫前，評估未來商品化或技轉潛力，並於申請專利時檢

附技轉績效報告。 

三、 在經費有限且過去幾年申請的專利陸續獲證的情況下，龐大的維護費

迫使學校申請態度轉為保守。部分學校為撙節支出，要求老師負擔部分

申請費用，影響其提案意願。 

四、 科技部將於明年刪減補助費用，比率由 80%降為 60%，衝擊大專院校專

利申請件數。 

在補助政策的引導下，學校申請專利趨向重質不重量，已逐漸反映在申請件

數上，惟維持優質足量的專利布局，仍是長遠產學合作的重要起步。就上述

影響專利申請之成因，智慧局將協調政府相關部門，共同研商配套措施，引

導我國專利朝質量均優的目標邁進。 

 

 『健康生活專區』 

站著工作好處多，5 個原因說給你聽 

【本文摘錄自董氏基金會華文心理健康網】 

前陣子工作熊看到日本有一款最新的辦公桌，辦公桌可以調整高低，當工作
感到疲倦時，就可以把桌子升高，讓你可以站著工作! 

http://www.hpa.gov.tw/BHPNet/Web/HealthTopic/Topic.aspx?id=200712250011
http://www.etmh.org/blog/jtfmh/Article.aspx?PKID=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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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知道久坐可能會對健康產生負面影響，尤其對長期或每天需要久坐的
人更是如此。假使你的工作需要久坐辦公室，那麼你也許考慮「站著工
作」。 

站著工作對我們有哪些好處呢?就讓我們一一來說明吧! 

1.可降低心臟疾病的風險 

站立幾個小時取代久坐，可以減少心臟疾病的發生。目前已有醫學研究證
明，久坐對心臟的確有不良的影響。 

2.防止久坐造成背部的疼痛 

久坐的上班族最常抱怨腰酸背痛，而久坐的確有可能會造成背部的傷害，包
含骨盆受傷、肌肉拉傷等，都會造成腰部與背部的不適。站立不但可以減少
背部受傷的可能性，還能增加運動的機會，隨意走動或簡易的伸展都有助於
減緩背部的疼痛與疲勞。 

3.減重 

體重增加也是久坐的上班族常見的困擾之一，久坐會造成脂肪的堆積，難以
燃燒身體的熱量，站立則有助於增加卡路里的消耗。因此常站立的人會比久
坐的人更容易減肥，即使你只是站在工作半天，也能比其他人更容易燃燒脂
肪，達到瘦身的效果。 

4.保持血糖的平衡 

站立可以降低血糖濃度，而站立與坐著交替，則能預防血糖濃度大幅的波
動。另有研究發現，飯後久坐不利於健康。因為久坐不動時，血糖濃度會快
速上升，尤其大量進食後。這樣的現象會更加明顯。站立則對身體的平衡與
健康更有幫助。 

5.有益心理健康 

站立對心理健康也有幫助!憂鬱症猶如小偷，它偷走你的快樂，干擾你的思
緒，嚴重的話會對生活造成巨大的影響。久坐、長期缺乏活動，都會出現心
理健康的問題，例如焦慮或憂鬱。站立或身體有活動時，腦中會分泌腦內
啡，這種快樂激素，能夠預防焦慮或憂鬱情緒的出現，除了保持心理健康
外，思緒也會變得更加清晰，更容易集中注意力。 

站著工作讓人可以擁有健康的身心，不但能保持體態、平衡血糖農動與降低
心血管疾病，亦能擁有平穩的情緒與清晰的思考。 

建議大家平常上班時，偶爾可以站起來活動一下筋骨，吃完午飯繼續工作或
昏昏欲睡時，也可以站起來處理公事，讓自己的腦袋醒過來，工作就會變得
更加有效率!  

 

 員工協助方案---好文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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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輕生潮 青少年、老人占大宗 

【本文摘錄自 NPOst公益交流站】 

「每當春、秋兩季，企圖自殺而求助安心專線的民眾都會增加」，衛福部心
口司長諶立中說，這幾乎是一個定律，古時更用「桃花瘴」來形容這個現
象，每當桃花盛開時，人們就會感到憂鬱，而根據生命線安心專線統計，也
論證這項論點。 

為防治自殺，衛福部委託台北市生命線接聽「安心專線」，根據統計，104
年安心專線進線 7 萬 0574 次，其中高達 1 萬 2152 人次，占總接聽率的 1 成
7，經由緊急介入，救回 464 人次。 

從每個月受理電話的數據可以發現，5 月及 9 月是兩個高峰期，分別為 6661
人次以及 6263 人次，生命線總幹事朱開玉說，每到季節轉換的時節，生命
線的志工就會知道最近的「客戶」會很多，且是每年不變的定律，有 8 成以
上都是精神疾病患者。 

分析撥打生命線的地區，以新北市撥打率最高，其次為高雄市以及桃園市，
有意自殺的族群年齡，以 15 歲到 24 歲以及 65 歲以上的老年人最多，原因
則是以家庭問題最多，其次是精神疾病、生活問題、焦慮憂鬱以及感情問
題。 

朱開玉說，這兩個族群的民眾雖然打電話進生命線的次數不多，但只要打進
來都已經是對於生命放棄，有意傷害自己，根據他們的分析，年輕人以及老
年人的求助管道不多，一旦提出訴求都已經是很嚴重的狀況。 

衛福部心口司長諶立中也呼籲，多關懷身邊的人，「一問、二應、三轉介」
三大步驟，若遇到有想自殺、憂鬱的人，應該關心、回應他的想法，並協助
轉介給專業的醫療人員。 

提醒你：自殺不能解決問題，自殺防治專線：0800-788-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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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科學院 工友 陳宏綺 新進 1050503 

http://npost.tw/archives/19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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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醫學系 契僱技佐 張光維 新進 1050503 

總務處事務組 組員 朱淑惠 平調 1050509 

總務處 專案書記 簡弘宜 新進 1050601 

秘書室 專案書記 張錦能 新進 1050601 

研究發展處 專案書記 陳妍君 新進 1050601 

研究發展處 專案書記 簡明輝 新進 1050601 

學生事務處 專案書記 何怡慧 新進 1050601 

國際事務處 專案書記 黃瀚葭 新進 1050601 

應用經濟學系 工友 黃瑞珠 退休 1050716 

 

6月份壽星   

專案組員張君夷 專案辦事員呂美麗 組長蔡秀純 專案技佐陳右農 

教授杜明宏 副教授王智弘 教授吳美連 組員蘇美蓉 

組員何雅婷 組長陳淑美 工友涂淵湶 組長王文德 

助理教授張栢滄 組長李龍盛 專案技佐徐家祥 助理教授林瑞進 

副教授陳虹苓 主任林玉霞 助理教授黃名媛 教官王志清 

專案資訊師蔡佩旻 副教授王秀鳳 專案技士涂惠玲 主任許芳文 

副教授林楚迪 輔導員林季盈 組長羅秀鳳 副教授林立弘 

專案組員陳昭君 駐衛隊員郭明勳 助理教授陳振明 副教授林士程 

專案組員張宏祺 組長宣崇慧 專案助理教授徐慶鐘 副教授洪昇利 

教授游鵬勝 助理教授黃健瑞 副教授夏滄琪 組長李嶸泰 

組員蕭茗珍 組員周玫秀 教授蘇復興 助理教授董哲煌 

講師涂淑芬 程式設計師何承叡 組員賀彩清 專案辦事員胡家宏 

組員何秋瑩 組長鄭祥太 工友丁瑞霞 專案助理教授呂長澤 

附註：  

一、本校 105年度員工生日禮券金額為 1200元，廠商為來來(ＯＫ)超商股份有限公司。 

二、以上所列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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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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