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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人事服務簡訊     107年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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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3月9日臺教人(二)字第1070033396號函，轉知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

員會函有關主管人員不服調任同官等、官階(職等)及同一陞遷序列之非主管職務

之救濟程序，自即日起改依申訴、再申訴程序處理一案，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

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查閱。 

2.  教育部107年3月6日臺教人(二)字第1070031088號函，轉知「政府機關及公民營機

構科技人才相互支援實施要點」業經行政院107年2月27日院授人綜揆字第

1070033282號函修正，名稱並修正為「政府機關與行政法人及公民營機構科技人

才相互支援實施要點」，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查閱。 

3.  教育部107年2月27日臺教文(四)字第1070025238號函，轉知勞動部107年2月9日勞

動發管字第10705009021號令修正發布「雇主申請聘僱第一類外國人其他應備文件」

之發布令影本及修正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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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2月22日臺教人(三)字第1070026788號函，轉知， 總統107年1月31日

華總一義字第10700009781號令公布修正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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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3月5日臺教人(三)字第1070020530C號函，說明教師請假規則第8條及

第9條規定，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人事法規釋例項下查閱。 

6. 教育部107年3月14日臺教人(一)字第1070036024號函，轉知有關106年至108年

「闔家安康」-全國公教員工團體意外保險第1年度保險期間屆期一案，相關內容

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查閱。 

https://goo.gl/o4XCK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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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榜 

106學年度第6次職員甄審及考績委員會議通過嘉獎人員 

 單位   姓名  獎懲 獎懲事由 

土木與水資

源學系 
吳松峯 嘉獎1次 

協助台灣混凝土學會2017年會暨混凝土工程研討會活

動，順利圓滿完成任務 

應用化學系 陳怡諭 嘉獎2次 
協助舉辦「2017中國化學會年會」，順利圓滿完成任

務 

應用化學系 陳敬忠 嘉獎1次 
協助舉辦「2017中國化學會年會」，順利圓滿完成任

務 

學生事務處 陳美至 嘉獎1次 
輔導學生社團參加「106年度彰雲嘉大學校院聯盟社

團成果聯展」成果豐碩，辛勞有功 

學生事務處 林明衡 嘉獎1次 
輔導學生社團參加「106年度彰雲嘉大學校院聯盟社

團成果聯展」成果豐碩，辛勞有功 

師資培育中心 林育如 嘉獎1次 
輔導學生社團參加「106年度彰雲嘉大學校院聯盟社

團成果聯展」成果豐碩，辛勞有功 

師資培育中心 林玥君 嘉獎2次 
承辦105年師資培育統計年報資料調查、彙整與編

輯，辛勞有功 

師資培育中心 陳麗芷 嘉獎1次 
承辦105年師資培育統計年報資料調查、彙整與編

輯，辛勞有功 

師資培育中心 張劉華芬 嘉獎1次 
承辦105年師資培育統計年報資料調查、彙整與編

輯，辛勞有功 

教務處 蔡庭容 嘉獎1次 
承辦105年師資培育統計年報資料調查、彙整與編

輯，辛勞有功 

教務處 柯翠蘭 嘉獎1次 
承辦105年師資培育統計年報資料調查、彙整與編

輯，辛勞有功 

中國文學系 廖淑員 嘉獎1次 
協助辦理第十四屆嘉大現代文學獎活動，順利圓滿完

成任務 

環境保護及安

全衛生中心 
蔡佳玲 嘉獎1次 

辦理106年度大專校院健康促進活動，成果卓著，辛

勞有功 

環境保護及安

全衛生中心 
林美文 嘉獎1次 

辦理106年度大專校院健康促進活動，成果卓著，辛

勞有功 

研究發展處 蔡任貴 嘉獎1次 
前任職於學術副校室期間，協助支援研發處執行計畫

業務及學術倫理制度擬訂等業務，圓滿完成任，辛勞

有功 

總務處 蘇美蓉 嘉獎1次 
辦理「公開取得電子報價單」達成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所規定目標達成率 

總務處 朱淑惠 嘉獎1次 
辦理「公開取得電子報價單」達成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所規定目標達成率 

總務處 吳正喨 嘉獎1次 
辦理「公開取得電子報價單」達成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所規定目標達成率 

秘書室 范惠珍 嘉獎1次 
辦理本校「繼往開來 天道酬勤」校務成果彙編，圓滿

完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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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室 沈盈宅 嘉獎1次 
辦理本校「繼往開來 天道酬勤」校務成果彙編，圓滿

完成任務 

研究發展處 盧青延 嘉獎1次 
辦理本校「繼往開來 天道酬勤」校務成果彙編，圓滿

完成任務 

總務處 張雯 嘉獎1次 
辦理本校「繼往開來 天道酬勤」校務成果彙編，圓滿

完成任務 

秘書室 許文權 嘉獎1次 
辦理本校「繼往開來 天道酬勤」校務成果彙編，圓滿

完成任務 

研究發展處 楊弘道 嘉獎1次 
辦理本校「繼往開來 天道酬勤」校務成果彙編，圓滿

完成任務 

國際事務處 林松興 嘉獎1次 
辦理本校「繼往開來 天道酬勤」校務成果彙編，圓滿

完成任務 

教務處 賀招菊 嘉獎1次 
辦理本校「繼往開來 天道酬勤」校務成果彙編，圓滿

完成任務 

學生事務處 陳惠蘭 嘉獎1次 
辦理本校「繼往開來 天道酬勤」校務成果彙編，圓滿

完成任務 

總務處 劉語 嘉獎1次 
辦理本校「繼往開來 天道酬勤」校務成果彙編，圓滿

完成任務 

秘書室 黃春益 嘉獎2次 
辦理本校「繼往開來 天道酬勤」校務成果彙編，圓滿

完成任務 

校長室 王秀娟 嘉獎1次 
辦理本校「繼往開來 天道酬勤」校務成果彙編，圓滿

完成任務 

環境保護及安

全衛生中心 
吳子雲 嘉獎1次 

代理總務處秘書出缺期間業務，主動積極、任勞任

怨，使總務處業務順利完成 

秘書室 洪泉旭 嘉獎1次 
代理總務處秘書出缺期間業務，主動積極、任勞任

怨，使總務處業務順利完成 

產學營運及

推廣處 
林金龍 嘉獎1次 

辦理本校106年度業務委託民間辦理相關事宜，經教

育部考評成績優良 

總務處 周育慶 嘉獎1次 
辦理本校106年度業務委託民間辦理相關事宜，經教

育部考評成績優良 

總務處 吳榮山 嘉獎1次 
辦理本校106年度業務委託民間辦理相關事宜，經教

育部考評成績優良 

總務處 顏全震 嘉獎1次 
辦理本校106年度業務委託民間辦理相關事宜，經教

育部考評成績優良 

學生事務處 陳中元 嘉獎1次 
辦理本校106年度業務委託民間辦理相關事宜，經教

育部考評成績優良 

學生事務處 胡麗紅 嘉獎1次 
辦理本校106年度業務委託民間辦理相關事宜，經教

育部考評成績優良 

電子計算機

中心 
朱淑玲 嘉獎1次 

辦理本校106年度業務委託民間辦理相關事宜，經教

育部考評成績優良 

圖書館 葉晴辰 嘉獎1次 
辦理本校106年度業務委託民間辦理相關事宜，經教

育部考評成績優良 

環境保護及安

全衛生中心 
吳子雲 嘉獎1次 

辦理本校106年度業務委託民間辦理相關事宜，經教

育部考評成績優良 

環境保護及安

全衛生中心 
方珣 嘉獎1次 

辦理本校106年度業務委託民間辦理相關事宜，經教

育部考評成績優良 



 

4 

環境保護及安

全衛生中心 
方珣 嘉獎1次 106年執行登革熱病媒蚊防治，成效良好 

環境保護及安

全衛生中心 
蔡佳玲 嘉獎1次 106年執行登革熱病媒蚊防治，成效良好 

幼兒教育學系 林嘉瑛 嘉獎1次 
參加106年度教育部及所屬機關(構)學校專書閱讀寫

作競賽成績優良 

總務處 劉語 嘉獎1次 
參加106年度教育部及所屬機關(構)學校專書閱讀寫

作競賽成績優良 

教務處 蕭茗珍 嘉獎1次 
參加106年度教育部及所屬機關(構)學校專書閱讀寫

作競賽成績優良 

環境保護及安

全衛生中心 
方珣 嘉獎1次 

106年執行校園犬貓狂犬病預防注射及防疫宣導工

作，成效良好 

  

106學年度第4次專案人員甄審及考評委員會議通過嘉獎人員 

 單位  姓名  獎懲 獎懲事由 

園藝技藝中心 劉姿妤 嘉獎1次 
參加全國蘭花育種競賽，榮獲「2016年度傑出育種獎蝴蝶蘭組第

四名」及承接中國化學學會年會、臺灣混凝土學會年會及校慶等

多項大型會場美化布置，負責盡職，圓滿達成任務 

園藝技藝中心 何綺真 嘉獎1次 
參加全國蘭花育種競賽，榮獲「2016年度傑出育種獎蝴蝶蘭組第

四名」及承接中國化學學會年會、臺灣混凝土學會年會及校慶等

多項大型會場美化布置，負責盡職，圓滿達成任務 

學生事務處 郭佳惠 嘉獎1次 
輔導學生社團參加「106年度彰雲嘉大學校院聯盟社團

成果聯展」成果豐碩，辛勞有功 

師資培育中心 蔣馥梅 嘉獎1次 
承辦105年師資培育統計年報資料調查、彙整與編輯，

辛勞有功 

師資培育中心 吳佳蓁 嘉獎1次 
承辦105年師資培育統計年報資料調查、彙整與編輯，

辛勞有功 

產學營運及

推廣處 
莊富琪 嘉獎1次 

承辦105年師資培育統計年報資料調查、彙整與編輯，

辛勞有功 

環境保護及安

全衛生中心 
王姿雯 嘉獎1次 

辦理106年度大專校院健康促進活動，成果卓著，辛勞

有功 

環境保護及安

全衛生中心 
林美芝 嘉獎1次 

辦理106年度大專校院健康促進活動，成果卓著，辛勞

有功 

學生事務處 鄭夙惠 記功1次 
處理學生宿舍緊急學生事件，主動積極，迅速處理圓

滿，避免學生事故發生 

學生事務處 周玉華 嘉獎2次 
處理學生宿舍緊急學生事件，主動積極，迅速處理圓

滿，避免學生事故發生 

學生事務處 陳郁馨 嘉獎1次 
處理學生宿舍緊急學生事件，主動積極，迅速處理圓

滿，避免學生事故發生 

總務處 楊淑萍 嘉獎1次 
辦理本校106年度業務委託民間辦理相關事宜，經教育

部考評成績優良 

圖書館 張宏祺 嘉獎1次 
辦理本校106年度業務委託民間辦理相關事宜，經教育

部考評成績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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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MeToo運動在日本難以萌芽？日本社會如何對待性侵、性騷擾的受害者 

【本文摘錄自風傳媒網站/文溫亦婷】 

自好萊塢知名製作人溫斯坦性侵事件爆發之後，譴責性侵與性騷擾惡行的

「#MeToo」運動像海嘯般席捲全球許多國家。但是作為亞洲經濟發展數一數二的

先進國，日本在這議題上卻顯得異常沉默。這不表示日本沒有發生性侵或性騷擾

事件，反而顯示了日本女性在父權社會下被壓抑的社會地位，導致她們在此議題

上的發聲必須更為謹慎。然而，即使她們勇敢揭露、發聲，日本社會的反應卻往

往偏向冷漠，與在歐美國家及印度所掀起的輿論風暴形成鮮明對比。 

「#MeToo」運動在日本社會尚未開始發酵，女性為了維護自身權益的發聲及

控訴，通常引來的會是批評而非同情，有些批評者甚至是女性。日本上智大學政

治學教授三浦麻裡接受《美聯社》採訪時表示，在一個女性長期遭受壓抑的父權

社會中，許多受害者試圖遺忘被性侵或性騷擾的經歷，而非尋求外界支持及正義。

三浦麻裡表示，「日本社會缺乏姐妹情誼，而揭露性侵害或性騷擾是個讓人心力

交瘁、望而生畏的過程；自然而然地，女性便傾向保持沉默。」 

遭遇性侵悲劇但不甘沉默 日本女記者為自己爭取正義 

去年5月，日本女記者伊藤詩織召開了一場罕見的記者會。在記者會上，她毫

無保留地說出自己被一名電視台主管性侵的經過。2015年一個星期五的晚上，東

京放送華盛頓分社社長、首相安倍晉三的傳記作者山口敬之邀請她共進晚餐，理

由是討論她在電視台實習的事宜。伊藤詩織不疑有它，到酒吧赴約，晚餐後感到

頭暈，昏倒在酒吧的廁所，醒來時卻發現自己在昏迷時被帶到酒店房間性侵。 

山口敬之矢口否認罪行，聲稱發生性關係時伊藤詩織「清醒，沒有抵抗」。

而經過兩個月的調查，檢察官突然草草結案。這樣的遭遇迫使伊藤詩織站出來，

為自己爭取正義。除了召開記者會，她也在10月出版了《黑盒子》一書，傾訴自

己的遭遇和磨難，在美國掀起熱議。在日本，此書雖有引起對於性侵及性騷擾事

件的討論，最終卻也只有少數女性為她聲援。 

http://www.storm.mg/article/405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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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權社會壓抑氛圍 絕大多數日本女性不敢說「不」 

去年12月，日本人氣作家伊藤春香也透露了被性騷擾的經歷。她表示，過去

在日本第一大廣告公司電通工作時，曾被一名男性高主管性騷擾。伊藤春香指名

道姓指控，對方道歉並辭職，但否認自己的行為是性騷擾。伊藤春香表示自己曾

試圖隱瞞並忘卻此事，除了擔心事件的曝光會傷害形象，也擔心會為以前的同事

增添困擾。然而，在看見伊藤詩織的勇敢行為後，「我也決定公開一切」。 

前國會議員兼性別平權運動者池内沙織表示，日本社會的壓抑氛圍讓女性不

敢說「不」，包括非兩相情願的性行為。池内沙織指出，這種心態讓日本戰時的

「慰安婦」──戰時被日本軍人當成娼妓凌虐的女性──幾乎完全噤聲，也讓日

本對韓國與其他國家的受害者缺乏同情心。 

性侵受害者：報案後才是折磨的開始 

回到伊藤詩織的遭遇，報案後才是折磨的開始。她在被性侵後的隔天到一家

婦科診所進行檢驗，但該診所缺乏處理性侵案的專業；當她打電話至性暴力受害

者中心尋求協助時，對方拒絕透過電話提供協助。伊藤詩織耗費了3個星期才讓警

方接受報案、著手調查，但更令人憤怒的是報案之後，除了被迫反覆回想案發經

過，警方甚至要求她以真人大小的娃娃還原性侵現場。 

被指控性侵的山口敬之在各大媒體，包括臉書上皆否認伊藤詩織的控訴。目

前，伊藤詩織已向山口敬之提出民事訴訟，要求他賠償1000萬日圓（只合新台幣

277萬元）精神損失。「我在思考如何改變這樣的情況，我只能站出來公開我的經

歷。」伊藤詩織及律師團現已著手開始調查與安倍首相交情匪淺的山口敬之，是

否運用自身的政界人脈讓法院撤銷此案件。 

被性侵後成立自助團體 提供性犯罪受害者支持與協助 

另一個令人髮指的性侵事件發生在小林美佳身上。2000年8月，小林美佳在回

家的路上遭到兩名男子襲擊，並將她推進汽車裡性侵。事後她到警局報案，警方

卻遲遲未逮捕加害人。經過一番掙扎，小林美佳決定向媒體公開自己的故事，並

成立性犯罪受害者自助團體以協助受害者走出陰霾。該團體已交換了數千則

「#MeToo」經歷，但這些經歷都被嚴格保密，並未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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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小林美佳也出版了《為什麼會是我》一書，希望能提升公眾對性

侵害的意識。她表示，希望自己提供受害者足夠的了解與支持，而非成為一個社

會運動者。 

「我曾經也認為自己背負著一個巨大的秘密，是個性侵受害者和一個不潔的

女人，」小林美佳慶幸能夠與其他受害者建立連結，「她們賦予我力量！」但她

也強調：「我覺得不公開（受害經歷）是可以被接受的決定。只要能讓受害者好

受一些，我尊重她們的每個決定。」 

 『消費者保護新知』                   【本文摘自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網頁】 

如何選購輪胎？使用時應注意什麼？ 

一、如何選購輪胎 

（一）購買貼有「商品檢驗標識」之輪胎商品，確保品質符合規定。 

（二）確認製造日期之代號，例如胎邊上之一組四位數字代碼「1016」，前二碼

10代表生產週別(第10週)，後二碼16代表生產年份(西元2016年)。購買製

造日期較接近購買日期之商品；製造日期超過6年者是不合格的。 

（三）檢視輪胎規格、耐磨等級是否適用。 

二、使用輪胎應注意事項 

（一）須注意冷胎狀態下之胎壓，以確保輪胎之胎壓處於正常狀態。 

（二）應養成定期檢視汽車輪胎胎紋深度，並尋找專業技師定期保養以確認輪胎

情況，檢視輪胎不明顯的損傷，及使用正確的方法和工具來修理或安裝輪胎。 

 

 

骨鬆、淺眠、記憶衰退？可能食物「鎂」中不足  

【本文摘錄自健康雜誌網站/文黃惠姍】 

    長期缺乏礦物質「鎂」可說是健康的「隱形殺手」，容易讓骨質疏鬆、情緒躁動、

記憶衰退等症狀紛紛找上門，該如何聰明吃才能「鎂」煩惱？你是否因為怕胖不敢吃

高油脂的堅果，或是對深綠色蔬菜拒而遠之，甚至將營養豐富的糙米、全麥類食物列

https://www.cpc.ey.gov.tw/News_Content.aspx?n=F0866217F17BDF5F&sms=29EA4B95E85C4EA0&s=186C54C305F009E4
http://www.commonhealth.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nid=75191&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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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拒絕往來戶？這樣偏食的飲食型態，可能會讓你缺乏對人體相當重要，卻容易被忽

略的礦物質「鎂」！ 

    礦物質「鎂」對人體至關重要的原因，在於它的功能多樣。營養師指出，鎂在小

腸被吸收後，70％的鎂主要用於建構牙齒、骨頭的骨質；剩下30％則會投入體內多項

生化反應，如提供醣類、脂肪代謝、DNA 跟蛋白質合成，調節神經細胞與肌肉收縮的

功能。身體如果缺鎂，就無法發揮正常代謝功能，腦部、神經系統、肌肉等重要組織

的能量來源就會受影響，甚至讓骨質疏鬆纏身。若時常沒來由出現以下4大症狀，就

要注意了，可能是身體缺「鎂」的跡象： 

症狀1／骨質疏鬆 

    別以為吃鈣片、喝牛奶補鈣、有曬太陽、運動，就不會骨質疏鬆，如果飲食不均

衡「鎂」不足，也會讓你的骨質如同土石流流光光。這其中的關鍵在於「副甲狀腺

素」。桃園林口長庚紀念醫院營養師林逸昕指出，副甲狀腺素與調控體內的鈣離子濃

度有關，身體缺「鎂」會抑制「副甲狀腺素」分泌，降低腸道吸收鈣質的能力，身體

為了維持一定的血鈣濃度，會將骨頭中的鈣游離至血液中，骨質長期分崩瓦解後，就

像海砂屋一樣，不堪一擊。 

症狀2／ 記憶力衰退、注意力不集中 

    身體是否能將吃進食物，轉換為人體需要的能量利用、儲存，也跟鎂有關。鎂參

與三大營養素（醣類、脂肪、蛋白質）的代謝、合成。當體內鎂不足，供應身體的能

量也容易不足，這時需要耗費較多能量的大腦，在沒有充足養分支應的情況下，很容

易會出現記憶力衰退、注意力不集中的現象。 

症狀3／情緒躁動、淺眠 

缺鎂還會影響情緒、睡眠。鎂與身體的神經傳導有關，當體內的鎂不夠，情緒比較容

易興奮、躁動；而且身體缺鎂時，腦細胞也容易經視覺接收過度訊息刺激，導致晚上

不易入睡或是淺眠、睡不安穩。 

症狀4／肌肉痙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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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和醫院營養室營養師劉菊秀表示，鎂也跟肌肉的放鬆、收縮有關。經常發生肌肉痙

攣、抽筋的人，很可能是體內的鎂不足。 

肝硬化、酗酒、腸胃道發炎 缺鎂高危險族群 

   「礦物質鎂種類分布廣泛，涵蓋深綠色蔬菜、全穀根莖類、堅果種子等食物，一

般人只要飲食均衡，並不會出現缺鎂的狀況，」劉菊秀說。但如果你是不愛吃青菜也

不吃全穀、堅果類食物，長期大魚大肉者，鎂攝取量容易偏低，同時也會造成其他營

養素攝取不足。此外，像是長期酗酒、肝硬化患者、長期腹瀉、腸胃道發炎營養吸收

不良的人，或是糖尿病血糖控制不良者，都是缺鎂的高危險族群。 

缺鎂對健康危害大，要怎麼吃才夠？林逸昕指出，鎂的食物來源廣泛，包括全穀

根莖類、深綠色蔬菜、堅果種子等。一天中一餐的白飯可以糙米或多穀飯替代，一餐

的蔬菜至少2/3都要是深綠色蔬菜，下午茶肚子餓可以吃點堅果，按照均衡飲食的概

念，身體絕對「鎂」問題。 

    (本校員工協助方案專區連結) 

才、才不是在裝文青呢，在咖啡廳工作真的能激發創造力！                  

                     【本文摘自泛科學網頁/文潘怡格/《哇賽心理學》主編蔡宇哲】 

隨著暢銷小說《哈利波特》迅速風靡全球，書迷們也非常關心作者 J．K．羅琳

到底是從哪裡來的靈感，可以寫下這麼生動的故事。根據羅琳的自我介紹，她常在

英國愛丁堡的一間咖啡館寫作，慢慢的勾勒出霍格華茲這個充滿想像力的奇幻世界。 

其實不只羅琳，還有許多的文學家，例如波特萊爾、海明威、沙特、西蒙波娃等，

都喜歡聚集在咖啡館。這到底是一種時尚潮流？還是咖啡館真的有一種魔力，可以

提供人們創作的靈感？ 

根據心理學和神經科學家對創造力的研究，發現光線和空間是很重要的影響因

素，許多咖啡館的環境確實蠻符合研究中所提到的幾個條件。 

實驗一：光線越昏暗，越有創意 

德國心理學家安娜．史泰德爾與她的團隊想知道「調整房間的明暗程度，會不

會讓人們有更好的創造力與工作表現。」 

http://www.ncyu.edu.tw/personnel/gradation.aspx?site_content_sn=49795
http://pansci.asia/archives/137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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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們設計了一個實驗，邀請40個大學生，並依照房間燈光將其分成「明

亮組」與「昏暗組」，在進入實驗之前會跟學生說「你正前往一個未知的星球，即

將面對的是一個與地球截然不同的世界」，接著給他們 7 分鐘的時間畫出一個外星

人的圖案。評分者會依據圖案整體的創新程度，跟地球生物的相似程度、特徵的非

典型程度（例如：有五隻腳、眼睛會發出雷射光）等三個面向給予分數。 

實驗結果發現，昏暗組的那些人所畫的外星人有較多的非典型特徵，也比較不

像一般的地球生物，因此在整體的創新程度比明亮組表現得更好。研究者認為適當

的昏暗可以激發人們創意潛能，尤其是在執行需要靈感的工作時。 

但是，為什麼昏暗的燈光可以激發創意呢？ 

安娜．史泰德爾為了找到答案，又進行了一系列的實驗，他們利用調整房間的

明暗度，請參與者評估自己感到自由的程度。評估結果發現，昏暗容易讓人有一種

不被拘束的感覺，而且昏暗組在答題時，比起正確率反而更在乎速度快慢，暗示著

昏暗的環境讓人有更想探索的欲望而較不擔心犯錯，這樣的心態能使創造力更容易

發揮出來。這樣聽起來，太明亮的地方是不是不好呢？雖然明亮的光線對創造力沒

有明顯影響，卻有利於我們做分析和評價的相關思考，因為不同於昏暗組，明亮組

更在乎的是答題正確率的表現。 

實驗二：天花板越高，思考越自由 

除了燈光之外，行銷學家瓊．麥爾斯李維和朱瑞也做了一個實驗，想瞭解空間

高度會不會影響人們的思考和行動方式。研究者將實驗的參與者依照房間天花板的

高度，分為「挑高組」（3.1公尺）與「一般組」（2.48公尺），在實驗室的天花板

掛上燈籠，目的是為了引導參與者的視線往上看，以便讓他們有機會目測天花板的

高度，接著開始進行解字謎的遊戲。 

結果發現，「挑高組」在解答與「自由」相關的字詞（例如：解放、不設限）

上速度快得多；但是，一旦字謎是與「限制」相關的字詞時（例如：約束、矜持），

情況恰恰相反，會變得比較慢。 

另一個實驗則要求參與者從10項不同的運動清單中，找出相同之處。結果，挑

高組比一般組舉出更多的共同點，且這些共同點本質也較為抽象。因此研究者認為：

「挑高的天花板讓參與者的心裡感受比較自由，使得思考能更抽象且具有創意。」 

心理學給你的建議：利用昏暗與挑高的天花板，激發創作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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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研究，可以發現人的思考多少會受到環境影響，適當的昏暗與挑高的

天花板，會讓我們的思考更自由，進而激發創作靈感，明亮的燈光則適合處理需要

高度專心的任務。 

由此可知，咖啡館的盛行不是沒有原因的，除了滿足飲食的生理需求及流行的

追求外，挑高的天花板及昏黃的光線，不知不覺中也能滿足需要創意與靈感人士的

需求。在家中，我們很難擅自調整天花板的高度或是燈光明暗，因此心理學給你的

建議是，下次需要靈感的時候，不妨找一間空間寬敞、燈光朦朧昏暗的咖啡館，慢

慢累積創意的養分，培養靈感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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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副教授 沈永祺 升等 106.08.01  

資訊管理學系 助理教授 林彣珊 回職復薪 107.03.01  

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中心 專案護士 郭清宜 新進 107.03.16  

景觀學系 職務代理人 龔芸嫺 離職 107.03.16  

景觀學系 職務代理人 蔡安妮 新進 107.03.16  

學生事務處 職務代理人 謝麟兮 新進 107.03.20  

教務處綜合行政組 組長 賀招菊 陞遷 107.03.21  

 

4月份壽星  
 

  

 

 

 

組員林芝旭 專案辦事員葉雅玲 館長丁志權 教授李俊彥 

副教授沈德欽 副教授郭娟玉 助理教授吳建昇 專案助理教授鍾暳陵 

組員李采珠 主任蘇耀期 專案助理教授陳挺煒 教授洪進雄 

副教授周良勳 助理教授方引平 專案組員邱瓊儀 教官高偉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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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何祥如 組長陳希宜 教授蔡進發 副教授翁頂升 

專員凃凱珍 副教授王玫珍 副教授顏玉雲 組長謝欣潔 

助理教授沈永祺 教授陳國隆 程式設計師沈意清 工友翁川欽 

專案組員史雅芳 副教授李世豪 專案辦事員盧泳聰 副教授林若慧 

專案辦事員李姿青 專案助理教授倪瑛蓮 助教林昭慧 教授張立言 

工友黃獻宗 專案組員呂乃迪 教授陳榮洪 組長薛堯舜 

助理教授陳俊汕 專案辦事員羽希.哈魯斯 教授何宣甫 教授陳秋麟 

助理教授陳智明 助理教授沈玉培 助理教授劉建男 助理教授林明瑩 

技工張麗明 副教授曾信嘉 教授吳樎椒 教授朱興中 

副教授林志鴻 專案辦事員陳靜昶 分館主任張淑儀 教授陳嘉文 

組員張淑珍 教授黃芳銘 工友王莉莉 副教授陳本源 

技工黃存澤 專案組員蔡浟錡 組員賴昱辰 教授楊鐘松 

助理教授張高雯 教授廖宇賡 副教授劉耀中 技工呂月發 

講師陳錦嫣 教授張高賓   

附註：  

一、本校107年度員工生日禮券金額為1200元，廠商為家福股份有限公司 (家樂福)。 

二、以上所列4月份壽星名單，請各單位於4月10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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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摘錄自台灣國際圖書業交流協會網站】 

 

http://www.tbpa.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