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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人事服務簡訊 10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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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址：https://goo.gl/o4XCKP 

 

1.  教育部106年7月28日臺教人(三)字第1060089474號書函，說明有關教師因公涉訟

輔助之範圍，包括民事及刑事訴訟之再審程序，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

人事法規釋例項下查閱。 

2. 教育部106年8月1日臺教人(三)字第1060106490號書函，轉知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

委員會公告「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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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法規釋例項下查閱。 

3. 教育部106年8月1日臺教人(四)字第1060107716號書函，轉知內政部「公職人員年

資併社團專職人員年資計發退離給與處理條例」之附帶決議，確認相關社團(政

黨)正式全銜，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查閱。 

4.  教育部106年8月1日臺教人(二)字第1060110161號書函，轉知勞動部「外國人從事

就業服務法第46條第1項第1款至第6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第8條公告事項，相

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查閱。 

5.  教育部106年8月15日臺教人(四)字第1060116215號書函，轉知公務人員退休撫卹

基金管理委員會撥付新制年資退撫給與作業要點修正案，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

事室網頁/人事法規釋例項下查閱。 

 

1. 106學年度第2學期公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費自即日起至106年10月2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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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goo.gl/o4XCK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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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為便利及增進同仁健康照護，本校特請辦理106學年度新生健康檢查之大林慈濟

醫院，於各校區提供同仁團體優惠價健康檢查服務，有意參加本次團體健康檢

查人員，請務必詳細閱讀本校環安衛中心衛生保健組網頁提供之有關團體健康

檢查各校區檢查時間及地點、檢查項目、重要注意事項等內容，再於106年9月5

日（星期二）以前，至本校人事室網頁/線上申辦系統/線上報名系統項下登記

參加。 

3. 本校績優兼任行政工作教師及職員選拔，各單位如有符合規定人員，請一級單

位主管主動推薦1至2名參加選拔，並於本(106)年9月26日(星期二)前填妥推薦

表並檢附相關資料，送本校人事室彙辦。 

4.本校校長參選人啟事延長公告至106年9月5日止，相關訊息刊登於本校校長遴選

專區，歡迎踴躍推薦。 

消費者保護新知 

參觀旅展購買旅遊(住宿、觀光遊樂業等)禮券應注意哪些事項？ 

【本文摘錄自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網站】 

消費者參觀旅展購買旅遊（住宿、觀光遊樂業等）相關禮券應注意下列事項： 

1.先充分瞭解商品或提供服務的特性。 

2.應視需要購買適量的額度，切勿貪圖高折扣。 

3.所購禮券應儘量於短期內使用完畢，並於用完前保存購入憑證。 

4.消費者選購的禮券，均應有履約保證機制。 

5.禮券上一定要記載發行人名稱、履約保證事項及使用方式。例如住宿券是否限

平日使用？如逾優惠期間才使用，是否須補足差價等資訊。 

6.禮券上不得有使用期限、截角無效…等不合理之使用限制的記載。 

提醒消費者，目前中央政府各部（會）針對禮券，業已公告所屬行業別禮券定型

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詳細內容除得於各中央部（會）網站查詢外，亦

http://www.cpc.ey.gov.tw/News_Content.aspx?n=BD4B045E08134B9E&sms=29EA4B95E85C4EA0&s=AA580F7B35CC82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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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於行政院網站 http://www.ey.gov.tw/資訊與服務/消費者保護/定型化契約應記

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細項分類/禮券中查詢得知。 

個人資料保護法實例問答 

大樓或宿舍公布監視錄影器所錄侵入者影像，是否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 

【本文摘錄自法務部網站】 

一、自然人基於保障其自身或居家權益之個人或家庭活動目的，而公布大樓或宿

舍監視錄影器中涉及個人資料畫面之行為，並不適用個資法(個資法第51條第

1項第1款規定參照)。 

二、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蒐集大樓或宿舍監視錄影器中涉及個人資料之畫面，

非屬前述個人或家庭活動目的情形時，其基於場所進出安全管理之特定目的範

圍內，並具有法定要件之一(例如：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法律明文規

定、與公共利益有關)，得蒐集上開個人資料(個資法第15條、第19條規定參

照)。另其如將上開個人資料予以公布，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範圍內為之。否

則應有個資法第16條但書、第20條但書所列各款情形之一(例如：法律明文規

定、增進公共利益、當事人書面同意、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或為免除

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始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健康生活專區 

聽說吃降血糖藥會導致洗腎，這是真的嗎？ 

【本文摘錄自食品藥物管理署網站】 

一、口服降血糖藥及注射胰島素，是幫忙身體控制血糖的一大利器。確診糖尿病

時，往往身體已經長期處在血糖控制失衡的狀態，影響各器官的新陳代謝，

並誘發加速產生各種併發症，因此遵醫囑口服降血糖藥及注射胰島素以控制

血糖，有助於減緩減輕血糖失控所引發的病症。 

二、如果未控制好血糖，可能會導致併發症，如腎衰竭便是腎臟組織長期處於高

血糖狀態中，代謝異常而失去功能，必須依靠洗腎將體內廢物排除。 

http://www.ey.gov.tw/
http://pipa.moj.gov.tw/cp.asp?xItem=1317&ctNode=379&mp=1
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id=22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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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食藥署提醒，血糖疾病治療必須落實血糖自我監控，養成健康飲食及運動習

慣，維持理想體重，並遵照醫囑用藥，規律服藥，不任意增減藥量，也不可

輕信偏方，若有任何用藥、病情上的疑問，應詢問醫藥專業人員。 

      (本校員工協助方案專區連結) 

下一個男人、下一份工作會更好？堅守舊的，你才發現「最好的」就在自己的身邊                                     

【本文摘自商業周刊網頁/文 Mr.6(劉威麟)】 

    一位友人很多年沒回台灣，我問他，要吃什麼？我有好幾個「口袋名單」了，

說吧，你想吃什麼菜，我都會介紹一間最棒的。 

沒想到，這位朋友說：「就上次帶我去的那間上海小館吧！」 

我哭笑不得。 

「老兄，上次回來，上上次回來，你都是吃同一間上海小館。」我說：「這次我至

少可以推薦三家上海菜，比那間小館還好吃，要不要吃吃看其他的？」 

朋友搖搖頭。「那間已經夠好吃了，」朋友說：「很想再吃一次…。」 

可能是我對我其他餐館太有信心，我忍不住對這位朋友說起「大道理」── 

「老兄，如果不嘗試其他的，永遠都沒有機會吃到『更好吃』了呀？」我說：「吃

到更好吃的，回憶也會更美好呀！」 

是否大家曾有類似的困擾？舊地重遊，故地重訪，很想去吃那些以前吃過最好吃的

餐館，但，如果去吃那間，也就表示我們少給了某一家新餐館「機會」，讓自己無

法吃到「更」好吃的。 

不過，這位朋友仍然堅定的搖頭。 

「讓我告訴你為什麼我這樣想。」朋友解釋：「第一次嘗試，無論體驗多好，不會

有『感情』。但第二次再嘗，體驗一樣好，卻一定加了『感情』。」 

他繼續說。 

「第一次去吃叫『好吃』，第二次去吃叫『回味』，第三次再去吃，就變成『經典』

了。」他說：「那種滋味已經不只在味蕾，而是很深厚的了，那就是『感情』了。」 

這件事，讓我想了很久。 

http://www.ncyu.edu.tw/personnel/gradation.aspx?site_content_sn=49795
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article.aspx?id=20555&type=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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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每個人的選項都很多，可以去好多不一樣的地方旅行，到好多不一樣的公司工

作，和好多不一樣的伴侶交往，產業換來換去，住處換來換去，生涯規畫換來換去，

朋友換來換去…。 

自由的人生，一生找「更好」，感情不易堆積，無論是對一個人、對一個地方、對

一間房子、還是對一間餐館，最後──都「無感」了。 

我們永遠都在找尋「更好」，也的確一再又一再的找到了「更好」。 

我們常常在想，那，現在的已經是「最好」了嗎？ 

最好的，到底在哪裡？ 

怎麼還沒有出現？ 

其實，最好的，就在自己的身邊，不必找新的，長期堅持舊的，就好了。 

一直換伴侶或工作或許找到更好，但堅守「舊的」卻能驚喜的醞釀出「最好」。 

這是大部份現代人絕對無法體會，卻有些人卻在默默的享受的小秘方──現在就停

止永無止境「尋覓」，現在反而馬上就富足了。！ 

 

   

對抗壓力有管道 

衛福部安心專線 0800-788-955(請幫幫、救救我) 

生命線專線 1995 

張老師專線 1980 

本校家庭與社區諮商中心 05-2732439 

 

 
 
 

 

人員異動名單： 

單位 職稱 姓名 異動情形 生效日期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 職務代理人 吳孟勳 離職 106.07.29  

總務處 工友 戴志雄 新進 106.08.01  

總務處出納組 職務代理人 周子茜 新進 106.08.01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 職務代理人 江汶儒 新進 106.08.01  

教育系 副教授 林明煌 調整系所 106.08.01  

應用化學系 教授 李茂田 調整系所 106.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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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職稱 姓名 異動情形 生效日期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副教授 沈德欽 調整系所 106.08.01  

研究發展處技術合作組 組長 潘宏裕 卸任 106.08.01  

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組 組長 周蘭嗣 新任 106.08.01  

研究發展處校務研究組 組長 林土量 新任 106.08.01  

教務處註冊與課務組 組長 楊徵祥 卸任 106.08.01  

教務處註冊與課務組 組長 彭振昌 新任 106.08.01  

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中心

衛生保健組 
組長 廖慧芬 卸任 106.08.01 

 

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中心

衛生保健組 
組長 張心怡 新任 106.08.01 

 

語言中心華語組 組長 陳炫任 卸任 106.08.01  

語言中心華語組 組長 郭珮蓉 新任 106.08.01  

語言中心綜合事務組 組長 莊淑瓊 卸任 106.08.01  

語言中心綜合事務組 組長 謝欣潔 新任 106.08.01  

外國語言學系 專案組員 林家安 改聘僱 106.08.15  

學生事務處民雄學務組 組員 游碧華 退休 106.08.16  

學生事務處民雄學務組 專員 林明衡 職務調整 106.08.16  

總務處資產經營管理組 辦事員 蕭全佑 新進 106.08.24  

總務處 工友 簡秋月 新進 106.08.31  

研究發展處 專案辦事員 林于倩 離職 106.09.01  

總務處事務組 組長 林義森 職務調整 106.09.01  

總務處民雄總務組 組長 謝婉雯 職務調整 106.09.01  

產學營運及推廣處產學營運組 組長 林金龍 職務調整 106.09.01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組員 陳淑芬 退休 106.09.02  

9月份壽星  
 

   

組員王靖潔 專案書記石素珍 助理教授郭介煒 副教授陳榮治 

技工吳水盛 講師黃靖雅 專案組員江素貞 助理教授詹明勳 

教授談珮華 專案辦事員林于倩 專案書記何怡慧 專案助理教授王梓帆 

講師陳麗花 工友朱柏翰 組員王麗婷 教授林正亮 

助理教授吳宗哲 專案組員石淑燕 組長邱志義 專案組員蔡甲申 

助理教授戴基峰 技工江錦炫 教授邱永川 教授簡瑞榮 

專案書記賴俊文 組長謝婉雯 秘書陳俐伶 專案組員葉雅真 

專案書記莊秀玉 技佐葉懿緯 教授蕭至惠 秘書楊詩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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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友王淑慎 專案辦事員嚴慧真 教授楊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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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翁永進 專案辦事員黃齡儀 助理教授黃柔嫚 副教授吳進益 

技工唐進益 教授葉郁菁 專案辦事員張筱君 專案辦事員林宇凡 

專案辦事員吳沂玲 教授張銘煌 講師艾嘉洋 助理教授呂英震 

專案講師朱樹燊 辦事員鍾瓊瑤 副教授蔡文錫 副教授李彥賢 

講師柯金存 講師張義雄 主任吳靜芬 教授周榮吉 

契僱技佐張光維 專案辦事員李菽豐 輔導員陳中元 工友李美齡 

專案組員黃依玲 教授柯建全 教授林肇民 專案技佐張宏旗 

副教授許明峰 主任張光亮 組員蔡崇元 助理教授許雅雯 

助理教授林郡雯 教授王以仁 助理教授張耿瑞 副教授郭世榮 

技工陳昭仁 副教授周西波 教授盧永祥 副教授李互暉 

副教授羅至佑 副教授余政達 秘書林永佶 專案諮商心理師胡景妮 

工友任綉欽 辦事員陳美至 教授陳慶緒 助理教授陳瑞傑 

教授王璧娟 工友胡采玲 專案書記買勁瑋 秘書謝翠珍 

助理教授朱志樑  教授李宗隆   

附註：  

一、本校106年度員工生日禮券金額為12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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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