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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人事服務簡訊 105年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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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3 日臺教人(四)字第 1050067110 號書函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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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教育部 105 年 5 月 25 日臺教高(五)字第 1050053023D 號函以，修正發布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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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3 日臺教人(三)字第 1050066027 號函以，銓敘部令，

自 106 年 1 月 1 日以後始任公務人員者，曾任所列 12 大類服務於政府機

關、公立學校之年資，得採計為公務人員休假年資；公務人員於 106 年 1

月 1 日前已依原規定核定有案之休假年資仍予維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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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4 日臺教人(四)字第 1050070533 號函以，公務人員退

休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案，業經考試院於 105 年 5 月 4 日修正發布並

自發布日施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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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7 日臺教授國字第 1050067558 號函以，高級中等教育

法第 14 條業經 105 年 6 月 1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500050791 號令修正

公布，並自公布日施行，有關師資培育之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

選，請依該條第 2 項及第 6 項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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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3 日臺教人(四)字第 1050070609 號函以，公務人員退

休法第 21 條、第 23 條及第 24 條之 1 條文，業經總統於民國 105 年 5 月

11日修正公布，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查閱。 

七、 教育部 105 年 6 月 14 日臺教高(五)字第 1050030648 號函以，有關教師以

產學合作案撰擬技術報告送審，該產學合作案之執行期間跨列取得前一等

級教師資格前後之認列疑義，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

http://www.ncyu.edu.tw/personnel/gradation.aspx?site_content_sn=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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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下查閱。 

八、 教育部 105 年 6 月 15 日臺教人(三)字第 1050082000 號函以，有關國立大

學專任教師留職停薪服研發替代役年資，得否併計辦理年資（功）加薪

（俸）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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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5 月 17 日 104 學年度第 5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國立嘉義大學編制內教師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編制外

人員人事費及行政人員工作酬勞支應原則」及「國立嘉義大學辦理

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人員工作酬勞支給要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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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105 年 6 月 14 日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國

立嘉義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3 條條文，並自 105 年 8

月 1 日實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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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本校 105 年 4 月 27 日 104 學年度第 7 次專案人員甄審及考評委

員會及 105 年 5 月 24 日 104 學年度第 7 次職員甄審及考績委員會議

決議，本校同仁嗣後擔任中央選舉委員會選務工作人員，均不予敘

獎，並免提相關會議審議 

四、本校已與「耶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店名：新食煮藝）」、「西那

不落韓式料理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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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26日（星期二）上午辦理員工協助方案增康講

座，請同仁踴躍報名參加。 

六、本校員工協助方案服務項目宣導： 

服務項目 提供服務機關（單位）及諮詢專線 

心理諮詢 

1. 本校家庭與社區諮商中心：  

服務專線：05-2732439。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9時至下午 5時。 

2. 衛生福利部 24小時安心專線：0800-788995(請幫

幫救救我)。 

法律諮詢 1. 張雯峰律師：服務專線：（05）2781693、

http://www.ncyu.edu.tw/personnel/law_list.aspx
http://www.ncyu.edu.tw/personnel/law_list.aspx
http://www.ncyu.edu.tw/personnel/law_list.aspx
http://www.ncyu.edu.tw/personnel/itemize_list.aspx?site_content_sn=23938
http://www.ncyu.edu.tw/f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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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51480。 

2. 蔡碧仲律師：服務專線：（05）2778188。 

3. 嘉義市政府法律扶助服務，每週一、週五上午 9時

30分至 12時在市府一樓社會處諮詢室（或電話洽

詢民政處自治行政科 05-2254321#342）。 

理財諮詢 

1.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駐點服務：週一至週五下午 2時

至 3時 30分於行政大樓 4樓總務處出納組。 

2.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理財諮詢：何曉貞專員，服務專

線：（05）2286600#205。 

3. 各項公教員工貸款及團體保險專案(請至本校人事

室網頁參閱)。 

醫療諮詢 

1. 本校特約醫療單位(請至本校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

組網頁參閱)。 

2. 健康 99─全國公教健檢方案特約醫院(請至本校人

事室網頁參閱)。 

3. 嘉義基督教醫院社區護理室服務專線：05-

2765041#6160～6163。 

4. 聖馬爾定醫院社區健康組服務專線：05-

2756000#3307。 

5. 衛生福利部全民免費健康檢查服務。 

 

 性別平等專欄 

支持與改革相隨的「婦女新知婚姻家庭法律諮詢專線」 

【本文摘錄自網氏/罔市女性電子報】 

跟先生無法再相處下去該怎樣才能離婚？離婚後孩子可以留在身邊嗎？離婚

時自己買的房子保不保得住？先生的欠債會不會要分擔？先生不付扶養費怎

麼辦？林林總總家庭內出現的問題，深深困擾著許多人，尤其多半被期待、

要求必須以家庭為生命重心的女人們更是煩惱不堪。 

來自專線的個案收集，成為法律制度改革的助力 

由於見到許多婦女面臨婚姻與家庭紛爭，有不知如何面對的無助，以及對法

律及訴訟程序的所知不足，故婦女新知基金會（以下簡稱新知）在 1994 年

成立了婚姻家庭法律諮詢的專線。20 多年來，解決了數以萬計的來電所提

的問題，也因為接線時，求助者對法律規定不合理的反應與投訴，這些個案

http://www.ncyu.edu.tw/personnel/itemize_list.aspx?pages=0&site_content_sn=23938&classify_sn=6466
http://www.ncyu.edu.tw/heal/gradation.aspx?site_content_sn=1712
https://eserver.dgpa.gov.tw/news/news.aspx?id=1013
http://www.hpa.gov.tw/BHPNet/Web/healthtopic/Topic.aspx?id=200712250070
http://www.frontier.org.tw/bongchhi/archives/30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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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集，為新知一向致力的婚家法律制度改革增添許多助力。 

大家或許早已遺忘，過去法律要求妻子結婚要冠夫姓、妻子必須以夫之住所

為婚姻住所、夫妻聯合財產制中夫獨享對妻子財產有管理及使用收益的權

利、父母對子女的親權行使意見不同時要以父親的意思為優先、離婚後子女

監護須歸先生… …這些現在看來荒謬的不平等法律，其實直到 1985 年才開

始陸續獲得改革，造成眾多女性不但經歷婚姻家庭中情感的變故，還要承受

法律上不公平待遇的痛苦。 

來自社會真實案例，更能讓許多一時未能被察覺的問題被凸顯。舉例來說，

在普遍認為法律規定已較趨向平等，卻在 4、5 年前，專線陸續接到詢問先

生欠債為何影響到自己及小孩的生活狀況？原來許多銀行或討債公司，要求

代位先生向妻子請求剩餘財產分配，導致夫債妻償，甚至妻子名下的房子被

拍賣，用來支付代位剩餘財產的這些債權人的不合理狀況。故婦女新知與其

他團體及立法委員合作共同推動修法，在 2012 年 12 月 7 日促成通過了法律

修正，使夫妻剩餘財產分配的請求權專屬於夫妻個人，銀行或其他債權人無

法代位向另一方請求還債，讓剩餘財產分配不致再淪為債權人的討債工具，

家庭生活不必遭受此一困擾。 

推家事審判專法，全面性解決紛爭 

婦女新知從來電的問題還發現，因為涉及婚姻與家庭爭議是散見於不同的法

律規定。因此，民眾往往必須提起不同的訴訟才可能得到解決，導致時間、

金錢與心力的耗費非常可觀。新知從 1993 年推動家事審判專法，1999 年呼

籲設立家事法院，都希望能特別考量家庭內爭端的特性，能有專門的法院進

行審理，讓紛爭整體合面性地得到解決。2011 年終於通過了家事事件法，

並在 2012 年開始施行，許多的家內爭端可以先藉由調解嘗試達成協議，若

無法調解，則進入實質的審理。程序中並引進許多心理、社工等專業協助。

新知也倡議催生各地法院要普設家事服務中心，使民眾得以接觸協助解決家

事爭端的資源。歷經 4 年，在各界的努力下，家事的紛爭解決機制雖然尚有

不足，當初的理想已漸有實現的成績。 

新知這支諮詢專線的存在，除了繼續提供民眾免費最新婚姻家庭相關法律諮

詢服務外，讓許多人可以不受空間限制，以最少的成本，取得相關的法律資

訊，並得與志工分享或討論面臨的困難或疑問。法律制度的改革，永遠有未

竟之處，相信在群策群力的付出之下，未來會比今日更好，婚姻家庭內更落

實性別平權的理想，可以更快地向前邁進。 

（作者為婦女新知基金會法律部主任） 

婦女新知基金會婚姻家庭免費法律諮詢服務：(02)2502-8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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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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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所發行結合各大專院校學生證功能之記名式悠遊

卡，就蒐集學生個人資料之方式應如何適用個資法？  

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悠遊卡公司)所發行結合各大專院校學生證功能之

記名式悠遊卡（下稱校園卡），悠遊卡公司與學校間訂有校園卡之採購契

約，該契約之主體為悠遊卡公司與學校，惟該採購契約僅為提供悠遊卡公司

與學生間成立契約關係之平台，學生後續使用校園卡乘坐大眾運輸交通工具

或為其他消費行為，甚或票卡遺失時辦理申請掛失及返還餘額等事項，均係

直接向悠遊卡公司為之，故有關悠遊卡公司若係依個資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而取得學生之個人資料，應係基於與學生間之電子票證定型化契

約，而與學校間之採購契約無涉。另學校基於教育行政或學生資料管理之特

定目的，蒐集、處理或利用學生之個人資料，包含核發學生證，惟就學生證

結合記名式悠遊卡之功能，由學校將學生之個人資料提供予悠遊卡公司，為

特定目的外之利用，應區分公立學校或私立學校而分別依個資法第 16 條但

書、第 20條第 1項但書規定為之。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宣導－關鍵知識報你知 

場地租借予政黨、政治團體辦理活動尚無違反中立法。 

某國民中小學依據主管機關訂定之「某國民中小學校園場所開放實施要

點」，並秉持公平公正處理原則，將學校場地租借予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

人，尚不違反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規定。至租借場地之管理人員，如僅於

租借場地之政黨、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辦理活動時，基於職責所在單純從

事場地設備操作工作，屬本法第 7條第 1 項所稱執行職務之必要行為，自不

生違反行政中立之問題。 

 

 『健康生活專區』 

「睡睡平安」助好眠 

【本文摘錄自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網站】 

    現代人的生活壓力大，白天幾乎被工作佔滿，晚上好不容易可以休息卻
睡不著。根據統計，20 至 30 歲的年輕族群約有 10%有失眠困擾，65 歲以上

http://pipa.moj.gov.tw/
http://www.fda.gov.tw/Tc/PublishOtherEpaperContent.aspx?ID=1093&chk=b6f8a061-5dc3-465c-95d5-edd389b732b3&tID=1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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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長者的失眠比例高達 25%，此時需要培養良好的睡眠習慣，若有需要再
輔以藥物治療，才能徹底向失眠說再見。  

    良好的睡眠習慣包括：避免在床上做其他與睡眠無關的事（如看電視、
看書、玩手機）、避免在晚上從事任何刺激或須專注的活動、避免晚上飲用
含咖啡因的飲料（如咖啡、茶、提神飲料等）、避免在睡前吃太飽或喝太
飽、避免在週末補眠、養成固定時間上床和起床、建立良好的睡眠環境，睡
眠環境應該是安靜且安全的，避免空氣不流通及強烈的光線、床及枕頭的大
小、軟硬、高低要合適、睡衣材質要舒適，並保持適當的溫度及濕度。最重
要的是，睡前千萬別擔心會「睡不著」，躺下來後也不要再想著白天尚未解
決的問題。  

    食藥署自 101 年 10 月成立「睡睡平安」臉書（facebook）粉絲團以
來，提供許多改善睡眠問題的妙招，並針對老年人、兒童、輪班工作者，提
供許多改善睡眠問題的解決之道，更不定期轉載睡眠新知及睡眠趣事，睡睡
平安網址如下: https://www.facebook.com/sleepverywell/，歡迎大家一
起加入討論。  

 

 員工協助方案---好文欣賞 

壓力管理６心法：能做的下手，不能做的放手 

【本文摘錄自天下雜誌網站】 

作者：陳竫詒 2012-04-03 天下雜誌 494 期 

你如何對待壓力，將決定壓力如何影響你。 陷在消極負面的情緒中，只會
癱瘓你的腦袋，反而使你看不見其他的可能。 

我們永遠擔心自己做得不夠好、在乎別人對自己的評價、害怕失控的變化球
不知道會從哪裡冒出來、本季業績才達成，又開始焦慮下一季的空白。 

在職場上，面對長官的要求、部屬的表現、自我的檢核，各種壓力從四面八
方湧來。除了心理上的焦躁不安；生理上也胃痛、頭疼，內外煎熬地像是無
止盡的迴圈，看不見逃脫的出口。 

關於壓力，有壞消息，也有好消息。壞消息是，「壓力」是無可避免的必
然；好消息是，「有壓力」不必然代表就會很糟糕。 

正向心理學專家阿克爾教授（Shawn Achor）表示，「壓力是好是壞，端看
你如何管理。」懂得管理壓力，是使你成為獨特領導人的重要優勢。 

掌握以下六大心法，學習與壓力相處，重新找回身心的平衡。 

心法一：釐清壓力源 

壓力，是一個指標，與你的在乎程度成正比。一如《主管智商》的作者孟吉
斯（Justin Menkes）所言，「如果沒什麼大不了，你也不會如此憂慮。」 

http://npost.tw/archives/19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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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壓力本身不是問題，問題在於，讓你緊張、擔憂的刺激是什麼？釐清壓
力源，才能從疑懼的情緒中跳脫出來，從根本著手，移除壓力。 

心法二：挑能做的下手，不能做的就放手 

絕大多數人，都浪費太多的精力在煩悶那些不能改變的無奈。阿克爾建議，
寫下你的「壓力清單」，把讓你感到壓力的狀況都寫下來，並且分成兩大
類，一類是你可以控制的；一類則是你無法控制的。 

無法掌控的部分，就放手吧。針對能有所做為的部份，採取實際的行動，改
變可改變的，對抗無謂的恐懼。 

心法三：轉化壓力 

你如何看待壓力，就決定了壓力將如何影響你。將壓力視為威脅，陷在消極
負面的情緒中，只會癱瘓你的腦袋，看不見其他的可能。 

卡內基訓練大中華區負責人黑幼龍先生認為，「使我們受苦的，往往不是情
況本身，而是我們對於情況的想法。」 

嘗試改變看待壓力的心態、自我信心喊話，正向的能量一開啟，面對問題的
力量也會慢慢地釋放出來。 

心法四：減法思考 

我們很容易放大憂慮，被惶惶不安的情緒折磨。面對壓力，我們得學著反向
操作，利用減法思考。壓力終有盡頭，眼前的困境絕對不是永恆。 

就像是討厭上學的孩子，每去上一天課，距離暑假的日子就縮短了一天。假
設壓力有總量，再難纏的狀況，每經歷一秒，離解脫就又更近了一步。 

心法五：建立支持系統 

人際網絡，是管理壓力最有力的支持網。 

難解的問題、無能為力的困擾、複雜的心情，不需要自己一肩扛起，獨自面
對。找尋可信任的家人、朋友、同事，一方面為情緒的抒解的尋找出口；一
方面也可以從不同的角度提供建議或協助。 

心法六：規劃放空時段 

處在壓力下，身體常不自覺地緊繃，累積的疲累，又造成更大的壓力。 

給自己一段完整的時間，適度地放空，即便只有五分鐘，放下手邊惱人的任
務，從頭到腳、從內而外專心放鬆。或者，養成規律運動的習慣、活動緊繃
的神經，同樣也是減壓的好方法。 

面對壓力，除了消極地逃避，還可以選擇積極管理，化壓力為動力，提升心
理素質，成為刺激人們勇敢向未知挑戰的推進器。 

 

※請多使用本校高鐵企業會員編號：66019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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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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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務處 專案書記 簡弘宜 離職 1050602 

學生事務處 專案諮商心理師 許家綺 新進 1050603 

教務處 專案書記 蕭采緹 新進 1050701 

應用經濟學系 工友 黃瑞珠 退休 1050716 

語言中心 助理教授 謝欣潔 復職 1050801 

語言中心 專案講師 郝大衛 留職停薪 1050801 

獸醫學系 教授 王建雄 休假研究結束 1050801 

動物科學系 教授 連塗發 休假研究結束 1050801 

教育學系 教授 丁志權 休假研究結束 1050801 

輔導與諮商學系 教授 王以仁 休假研究結束 1050801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教授 林翰謙 休假研究結束 1050801 

植物醫學系 教授 蕭文鳳 休假研究結束 1050801 

外國語言學系 教授 倪碧華 休假研究結束 1050801 

中國文學系 教授 徐志平 休假研究結束 1050801 

應用歷史學系 教授 李明仁 休假研究結束 1050801 

資訊管理學系 教授 陶蓓麗 休假研究結束 1050801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教授 蘇文清 休假研究開始 1050801 

資訊工程學系 教授 柯建全 休假研究開始 1050801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教授 劉怡文 休假研究開始 1050801 

水生生物科學系 教授 吳淑美 休假研究開始 1050801 

應用歷史學系 教授 黃阿有 休假研究開始 1050801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教授 顏永福 休假研究開始 1050801 

動物科學系 教授 陳國隆 休假研究開始 1050801 

財務金融學系 教授 陳碧秀 休假研究開始 1050801 

數理教育研究所 教授 劉祥通 休假研究開始 1050801 

 



 

9 

7月份壽星   

教授張再明 工友林清花 副教授周蘭嗣 館長陳政見 

專案組員龔士凱 組長楊弘道 副教授葉瑞峰 教授朱鳳玉 

工友張國柱 助理教授吳治達 工友許嘉文 組員吳秀香 

專員蔡任貴 契僱辦事員吳佳蓁 工友王雪峰 辦事員鄧琇云 

助理教授黃漢翔 教授陳珊華 學生事務長陳明聰 契僱辦事員王雅貞 

主任吳思敬 助理教授吳雅萍 教授阮忠仁 教授黃阿有 

主任吳希天 場長陳世宜 工友歐淑惠 教授林菁 

副教授莊閔惇 助理教授陳宜貞 教授連振昌 專案助理教授陳昭宇 

副教授李佳珍 專案組員鄧伊彤 專案組員林徽娟 講師李彩薇 

教授翁炳孫 副教授鄭富國 主任鄭青青 專案組員丘富元 

教授廖瑞章 技士許榮鍾 專案辦事員莊意蘭 教授黃秀文 

教授王明妤 組長李宜貞 專案辦事員張靜漩 專案助理教授蓋傑富 

主任林裕淵 專員陳阿令 工友鄭靜乙 副教授彭振昌 

副教授鄭斐文 教授趙清賢 副教授高柏青 副教授許忠仁 

助理教授謝佳雯 技士陳敬忠 副教授黃啟鐘 技士蘇碧華 

主任翁義銘 副教授翁博群 契僱組員林嘉琪 副教授謝其昌 

教授蘇明德 助理教授黃淑瑛 工友曾淑惠 專案諮商心理師崔詠欣 

助理教授謝美慧 組長陳炫任 主任蘇耿賦 教授黃文理 

教官賴佳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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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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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