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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人事服務簡訊     10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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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址：https://goo.gl/jtiDGq 

 

1. 教育部107年6月22日臺教人(四)字第1070091804號函，轉知銓敘部修正「現職雇

員管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並自107年7月1日生效，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

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查閱。 

2. 教育部107年6月22日臺教人(三)字第1070091606號函，轉知保訓會公務人員保障

事件線上申辦平臺新增功能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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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7日臺教人(四)字第1070090752號函，轉知107年退休(伍)軍公教

人員年終慰問金基準數額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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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臺教人(二)字第1070097414號函轉知「醫事人員人事條例施

行細則」部分條文業經銓敘部會同衛生福利部於107年6月26日修正發布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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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臺教人(四)字第1070089615E號函，函知「公立學校退休教職

員一次退休金及養老給付優惠存款辦法」，業經教育部訂定發布，相關內容請逕

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查閱。 

6. 教育部107年7月2日臺教政(一)字第1070098433號號函，轉知「中華民國聯合國反

貪腐公約首次國家報告國際審查會議」訂於107年8月21日至24日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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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iDGq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E9%8A%93%E6%95%98%E9%83%A8%E4%BF%AE%E6%AD%A3%E3%80%8C%E7%8F%BE%E8%81%B7%E9%9B%87%E5%93%A1%E7%AE%A1%E7%90%86%E8%A6%81%E9%BB%9E%E3%80%8D%E4%B8%A6%E8%87%AA107%E5%B9%B47%E6%9C%881%E6%97%A5%E7%94%9F%E6%95%88.pdf
http://www.ncyu.edu.tw/personnel/itemize.aspx?itemize_sn=142384&pages=2&site_content_sn=1572
http://www.ncyu.edu.tw/personnel/itemize.aspx?itemize_sn=142946&pages=0&site_content_sn=1572
http://www.ncyu.edu.tw/personnel/itemize.aspx?itemize_sn=142946&pages=0&site_content_sn=1572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E3%80%8C%E9%86%AB%E4%BA%8B%E4%BA%BA%E5%93%A1%E4%BA%BA%E4%BA%8B%E6%A2%9D%E4%BE%8B%E6%96%BD%E8%A1%8C%E7%B4%B0%E5%89%87%E3%80%8D%E9%83%A8%E5%88%86%E6%A2%9D%E6%96%87%E4%BF%AE%E6%AD%A3.pdf
https://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4121/ch05/type1/gov40/num22/Eg.pdf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8867_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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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教育部107年7月2日臺教人(四)字第1070094994A 號函，檢送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

資遣撫卹條例施行細則第102條、第106條及附表一條文勘誤表，相關內容請逕至

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查閱。 

8.  內政部107年7月4日內授移字第1070943060號函，重申相當簡任第11職等以上兼任

行政職教育人員赴陸應經申請許可及落實申請作業，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

網頁/最新消息項下查閱。 

9. 教育部107年7月4日臺教人(四)字第1070098286號函，轉知銓敘部107年6月26日部

退四字第10743951481號令訂定發布公務人員定期退撫給與查驗及發放辦法，相關

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查閱。 

10. 教育部107年7月13日臺教人(四)字第1070105269號函，轉知銓敘部為應公務人員

退休資遣撫卹法自107年7月1日施行，爰配合訂定公務人員撫卹金案件相關書表公

務人員撫卹金案件相關書表一案，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

查閱。 

11. 教育部107年7月16日臺教人(四)字第1070108408號函，轉知福建省政府管轄機關

變更為內政部事宜，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查閱。 

 

1.107學年度第1學期公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費自即日起至107年10月2日(星期二)止受

理申請。 

2. 本校訂於107年8月1日(星期三)上午10點於行政大樓四樓瑞穗廳辦理一級主管暨附

小校長致聘典禮，歡迎同仁踴躍參加觀禮。 

 

將他人演講予以筆錄整理後出版，誰享有著作權？ 

【本文摘錄自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網頁】 

案例： 

http://www.ncyu.edu.tw/personnel/itemize.aspx?itemize_sn=142674&pages=1&site_content_sn=1572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E9%87%8D%E7%94%B311%E8%81%B7%E7%AD%89%E4%BB%A5%E4%B8%8A%E6%95%99%E8%82%B2%E4%BA%BA%E5%93%A1%E8%B5%B4%E9%99%B8%E8%A6%8F%E7%AF%84.pdf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4-%E5%85%AC%E5%8B%99%E4%BA%BA%E5%93%A1%E5%AE%9A%E6%9C%9F%E9%80%80%E6%92%AB%E7%B5%A6%E8%88%87%E6%9F%A5%E9%A9%97%E5%8F%8A%E7%99%BC%E6%94%BE%E8%BE%A6%E6%B3%95.pdf
http://www.ncyu.edu.tw/personnel/itemize.aspx?itemize_sn=142991&pages=0&site_content_sn=1572
http://www.ncyu.edu.tw/personnel/itemize.aspx?itemize_sn=142993&pages=0&site_content_sn=1572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E5%AD%90%E5%A5%B3%E6%95%99%E8%82%B2%E8%A3%9C%E5%8A%A9%E8%B2%BB%E7%94%B3%E8%AB%8B%E8%A1%A8(107-1).doc
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203011&CtNode=6994&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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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禪對佛學有深入研究，經常對外演講，李四將其演講重點予以筆錄，並予整理

後，未經趙禪之同意即予出版，試問李四之行為有無侵害著作權？ 

解答： 

著作權法第22條第1項規定，著作人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專有重製其著作之權利。

而所謂重製，著作權法第3條第1項第5款前段規定：「重製：指以印刷、複印、錄

音、錄影、攝影、筆錄或其他方法有形之重複製作。」，因此筆錄他人演講，係

屬重製他人語文著作。 

案例中李四之筆錄趙禪之演講，依據上述規定，係重製趙禪之演講，因此其筆錄

即屬趙禪演講之重製物，其著作權仍屬趙禪享有。雖然李四之筆錄及整理須耗費

心力，其仍不得享有著作權。 
 

               

 

 

手搖飲摻「焦糖色素」 其實這些食物都可能添加…  

【本文摘錄自健康雜誌網站/作者-謝佳君】 

    知名販售黑糖珍珠鮮奶的飲料店「老虎堂」，主打「獨家手炒黑糖」，近日卻傳

出不僅是委託工廠機器炒糖，而且黑糖還添加了焦糖色素，涉嫌廣告不實。一時間

「焦糖色素」似乎成了眾矢之的，難道焦糖色素真的這麼可怕，是萬惡淵藪？其實焦

糖色素應用的範圍還不少，舉凡醬油、黑醋、沙士、可樂、布丁、糕餅等，只要需要

呈現黑亮色澤的食物，都可能見到焦糖色素的身影。 

色澤美、香氣濃、成本低 但恐有致癌風險 

聖約翰科技大學民生與設計學院院長、專長食品化學的王健行解釋，傳統焦糖是

糖類加熱到170°Ｃ時焦化產生的物質，因為經過梅納反應，會產生獨特的色澤和香氣，

有時為了方便溶解攪拌，會再加入沸水煮化，成了液態焦糖。只不過，傳統製法相當

費工，且成本高，因此後來有將糖加入酸、鹼或鹽類一同加熱製作，能加速反應，而

且色澤更漂亮、香氣更濃郁、穩定性高、成本又低。衛福部食藥署則將焦糖色素分為

四類，包括第一類的普通焦糖、第二類的亞硫酸鹽焦糖、第三類的銨鹽焦糖、第四類

的亞硫酸─銨鹽焦糖。其中，比較有疑慮的是第三和第四類焦糖色素，製程中可能產

生4-甲基咪唑（簡稱4-MEI），國外動物實驗發現，若是長期且大量攝取，可能對健

康造成危害，有致癌的疑慮。 

http://www.commonhealth.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nid=77569&pag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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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喝18杯黑糖飲 才可能超出安全攝取量 

不過，民眾倒也不必看到焦糖色素就聞之色變。王健行強調，目前並無研究顯示

少量攝取焦糖色素會立即造成健康危害,，除非大量且長期食用才會產生影響。 

食藥署也已將焦糖色素列為食品添加物，並針對第三、第四類焦糖色素中4-甲基咪唑

訂定含量標準，分別是200 mg/kg 以下以及250 mg/kg 以下，與聯合國食品法典委員

會、歐盟及紐澳等國際間法規均一致，同時也有在不同食品的使用範圍及限量標準。

台北市衛生局也表示，焦糖色素是國際間准用的食品添加物，依據歐盟食品安全機構

（EFSA）提出焦糖色素每日可接受安全攝取量為每人每天根據體重，一公斤是300毫

克。如以60公斤的成人估算，每日需攝取達18杯含20毫升黑糖糖漿的手搖飲，才會超

過可接受的安全攝取量。王健行表示，只要符合政府食品添加物安全規範來使用焦糖

色素就不致於會影響健康，民眾不需要太過恐慌，人體也有代謝這些物質的能力；如

果還是不放心，建議平常可以多喝水、多吃蔬果、多運動，有助加速代謝，排除廢物。 

    (本校員工協助方案專區連結) 

心越簡單越快樂！轉個彎「別再和自己過不去」，日子更自在                            

【本文摘自每日好文網頁/作者-Green】 

不知道你有沒有這樣的時候，突然覺得心情低落，覺得事情都在朝著越來越糟糕

的境況發展，覺得所有一切都在和自己過不去，莫名地想哭，莫名地脆弱。 

我們不知道自己將來會變成什麼模樣，不知道自己會擁有什麼樣的生活，不知道自己

什麼時候才能過上那種可以隨心所欲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日子。 

這個時代走得很快，我們每天都會接收到很多很多訊息，看得太多，可能夠得到的太

少，於是我們越來越容易變得雜亂和焦躁。 

在人世間浮沉越久，想要的東西就會越多，心裡的事情太多太雜，思緒就變得越來越

憂愁。 

可你有沒有想過，我們追求的，從來都是幸福和快樂，而不是煩悶和苦惱。當你

把心靜一靜，讓一切回歸原點，就會發現，生活的累一小半來源於生存，一大半來源

於自己。心若是小了，小事也成了大事，塞得滿滿噹噹；而當心放寬了，大事也成了

小事，可以輕巧地解決掉。 

心越簡單，人越快樂。 

http://www.ncyu.edu.tw/personnel/gradation.aspx?site_content_sn=49795
http://www.story543.com/post07223051018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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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人的世界的確不容易，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苦楚和艱難，但是人生本就是一場

修行，經歷多了，懂得的多了，才會更透徹。眾生皆苦，但總有些人活得更快樂，並

不是他們擁有的比旁人多，而是心裡的度比旁人更清晰。心裡越坦蕩，越明白做人要

常懷感恩之心，知足常樂，日子就會變得更自在。做簡單的人，過簡單的生活，那麼

任憑世事紛擾，也總能信步閑庭，悠然自得。 

想不開的事情，就不去想；看不透的人，就不去看。 

一輩子不過百年，命裡有時終會有，命裡無時莫強求，別把時間白白浪費在那些

讓自己不愉快的人和事情上。那些注定要失去的，本就未曾真正屬於你，所有的分

離，都是在為真正的合適讓路。家艾小羊有這樣一句話說：“不斷被拋棄和害怕被拋

棄成了時代病，我們不願意認命，所以害怕停下來，慢下來。”我們想要的東西越來

越多，可我們需要的東西實際上根本沒有那麼多，總有你無法攀登的高山，總有你無

法解決的麻煩，可生活裡除了這些沮喪和焦慮，還有那些隨處可見的小確幸不是嗎？ 

所以你要學會調整自己的心態，關照自己的內心，了解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麼，不要

一味求多，更不能淪喪在不開心中。別那麼在意他人的看法和評價，讓生活中少一些

勾心鬥角和爾虞我詐。想太多，心就亂了，凡事往簡單去想，日子才更容易過得簡單

快樂。 

時時反思自己的生活就不難發現，大部分不如意，都是在和自己過不去。 

就像楊絳先生在回給一位年輕人的信中寫的那句話：“你的問題在於讀書不多而

想得太多。”真真假假，恩恩怨怨，是非對錯，其實都沒有那麼重要，生活是用來享

受的，不是用來和一些無關緊要的人事物鑽牛角尖的。沒有誰能做到讓所有人都喜

歡，也沒有誰能夠解決世界上所有的麻煩。很多事情換個角度去看就又是一片晴天，

那何必把自己擠在逼仄的角落裡動彈不得呢？ 

難過的時候就去做一些其他忙碌的事，心情不好的時候就少聽悲傷的歌，別為難

自己，要把更多的時間拿來做一些能夠增加自己幸福感的事情。學著定期給心靈減減

負，別在深夜任思念作祟，別打擾不該聯繫的人，別拿旁人的錯誤懲罰自己，少一些

多愁善感，就會多一些堅定坦然。 

願你一生歡喜，一生被愛，願你想要的都擁有，得不到的都釋懷。 

願我們，都能用簡單的心態，過簡單幸福的生活，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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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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學年度第1學期新任主管名單： 

單位 職稱 姓名 異動情形 生效日期 

副校長室 副校長 朱紀實 新任 107.08.01 

學生事務處 學務長 黃財尉 新任 107.08.01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組長 李互暉 新任 107.08.01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組長 張坤城 新任 107.08.01 

學生事務處學生職涯發展中心 主任 楊懷文 新任 107.08.01 

學生事務處學生輔導中心 主任 楊育儀 新任 107.08.01 

研究發展處 研發長 徐善德 新任 107.08.01 

 產學營運及推廣處  處長  連振昌 新任 107.08.01 

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中心 中心主任  周良勳 新任 107.08.01 

體育室  主任 張家銘 新任 107.08.01 

體育室體育活動組 組長 薛堯舜 新任 107.08.01 

體育室訓練競賽組 組長 楊孟華 新任 107.08.01 

企業管理學系  系主任 蔡進發 新任 107.08.01 

資訊管理學系 系主任 董和昇 新任 107.08.01 

農學院  院長 林翰謙 新任 107.08.01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系主任  夏滄琪 新任 107.08.01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系主任 周蘭嗣 新任 107.08.01 

應用數學系 系主任 林仁彥 新任 107.08.01 

食品科學系 系主任 羅至佑 新任 107.08.01 

生物資源學系 系主任 許富雄 新任 107.08.01 

師資培育中心   中心主任 吳芝儀 新任 107.08.01 

語言中心綜合事務組 組長 陳炫任 新任 107.08.01 

 

107學年度第1學期卸任主管名單： 



 

7 

單位 職稱 姓名 異動情形 生效日期 

學生事務處 教授 陳明聰 卸任 107.08.01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組長 李嶸泰 卸任 107.08.01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組長 賴泳伶 卸任 107.08.01 

學生事務處學生職涯發展中心 主任 林仁彥 卸任 107.08.01 

學生事務處學生輔導中心 主任 吳芝儀 卸任 107.08.01 

總務處民雄總務組 組長 薛堯舜 卸任 107.08.01 

研究發展處 教授 林翰謙 卸任 107.08.01 

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組 組長 周蘭嗣 卸任 107.08.01 

產學營運及推廣處 處長 陳政男 卸任 107.08.01 

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中心職業安全組 組長 余昌峰 卸任 107.08.01 

體育室 主任 陳信良 卸任 107.08.01 

體育室體育活動組 組長 楊孟華 卸任 107.08.01 

體育室訓練競賽組 組長 鍾宇政 卸任 107.08.01 

企業管理學系  系主任 吳泓怡 卸任 107.08.01 

資訊管理學系  系主任 施雅月 卸任 107.08.01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系主任 李安勝 卸任 107.08.01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系主任 吳希天 卸任 107.08.01 

應用數學系 系主任 嚴志弘 卸任 107.08.01 

生命科學院 院長 朱紀實 卸任 107.08.01 

生物資源學系 系主任 鍾國仁 卸任 107.08.01 

師資培育中心 中心主任 黃財尉 卸任 107.08.01 

語言中心綜合事務組 組長 謝欣潔 卸任 107.08.01 

 

人員異動名單 

單位 職稱 姓名 異動情形 生效日期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教授 蔡東霖 升等 105.08.01  

植物醫學系 契僱技士 張光維 改聘僱 107.06.29  

園藝技藝中心 專案技佐 劉姿妤 離職 107.06.30  

總務處 職務代理人 羅居福 離職 107.07.02  

園藝技藝中心 專案技佐 蘇月環 新進 107.07.02  

電機工程學系 組員 凃博榮 職務調整 107.07.06  

體育室 技佐 王雅音 職務調整 107.07.06  

電機工程學系 系主任 甘廣宙 卸任 107.07.06  

電機工程學系 代理系主任 張慶鴻 代理系主任 107.07.06  

總務處民雄校區總務組 組長 薛堯舜 職務調整 107.07.09  

體育室場地器材組 組長 謝婉雯 職務調整 107.07.09  

人事室 組員 丁綵晨 更名(原名丁綿霞) 107.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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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職稱 姓名 異動情形 生效日期  

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中心 專案護士 林美芝 離職 107.07.16  

產學營運及推廣處 組員 吳正喨 調任 107.07.19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 職務代理人 謝麟兮 離職 107.07.25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 輔導員 林季盈 回職復薪 107.07.26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助理教授 陳昭宇 新進 107.08.01  

食品科學系 教授 李益榮 退休 107.08.01  

獸醫學系 教授 陳秋麟 退休 107.08.01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教授 蔡渭水 退休 107.08.01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教授 杜明宏 退休 107.08.01  

應用歷史學系 教授 黃阿有 退休 107.08.01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教授 黃宗成 回職復薪 107.08.01  

電子物理學系 教授 鄭秋平 休假研究結束 107.08.01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教授 劉玉雯 休假研究結束 107.08.01  

園藝學系 教授 李堂察 休假研究結束 107.08.01  

教育學系 教授 洪如玉 休假研究結束 107.08.01  

資訊管理學系 教授 徐淑如 休假研究結束 107.08.01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教授 盧永祥 休假研究結束 107.08.01  

應用化學系 教授 蘇明德 休假研究結束 107.08.01  

應用歷史學系 教授 談珮華 休假研究結束 107.08.01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教授 陳俊憲 休假研究結束 107.08.01  

動物科學系 教授 周仲光 休假研究結束 107.08.01  

水生生物科學系 教授 賴弘智 休假研究結束 107.08.01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教授 陳榮洪 休假研究結束 107.08.01  

獸醫學系 教授 王建雄 休假研究結束 107.08.01  

數理教育研究所 教授 劉祥通 休假研究結束 107.08.01  

應用化學系 教授 楊鐘松 休假研究結束 107.08.01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教授 林正亮 休假研究 107.08.01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教授 林肇民 休假研究 107.08.01  

水生生物科學系 教授 黃承輝 休假研究 107.08.01  

應用化學系 教授 鄭建中 休假研究 107.08.01  

電子物理學系 教授 洪一弘 休假研究 107.08.01  

應用化學系 教授 李瑜章 休假研究 107.08.01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教授 陳信良 休假研究 107.08.01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教授 黃宗成 休假研究 107.08.01  

應用經濟學系 教授 潘治民 休假研究 107.08.01  

動學科學系 教授 趙清賢 休假研究 107.08.01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副教授 吳治達 離職 107.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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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職稱 姓名 異動情形 生效日期  

獸醫學系 副教授 楊瑋誠 離職 107.08.01  

輔導與諮商學系 專案辦事員 葉雅玲 回職復薪 107.08.01  

 

 

8月份壽星 

教授蘇子敬 主任董和昇 組長林義森 教授張宏義 

秘書簡麗純 副教授賴泳伶 專案組員石螢螢 主任梁孟 

助理教授鄭博仁 講師周淑月 組長張坤城 組員蕭傳森 

專案助理教授吳南靖 講師鄭毅英 教授李安勝 教授張家瑀 

副教授吳建平 教授陳政男 助理教授陳宣汶 組員丁綵晨 

組員王靖潔 專案組員江妮玲 副教授陳均伊 組員劉語 

副教授楊正誠 教授黃宗成 工友王淑瑛 中心主任謝士雲 

副教授陳靜琪 組員陳怡妗 專案辦事員蕭瑋鎮 副教授陳穗斌 

助理教授陳秋榮 場長連塗發 專案辦事員鄭靜芬 副教授簡美宜 

副教授何文玲 專門委員沈盈宅 助理教授賴孟龍 組員何鴻裕 

助理教授陳千姬 組長蔡銘燦 教官李正德 院長林翰謙 

副教授王順利 組員蔡佩芹 專案組員邱語嫻 工友柯佳仁 

組員蘇筱玲 專案組員江雪碧 副教授廖彩雲 副教授林億明 

主任施雅月 專案書記溫世芬 助理教授魏佳俐 專案組員莊富琪 

副教授廖成康 專員林以薰 教授徐志平 教授賴弘智 

副教授林威秀 助理教授林宸堂 教授張宇樑 助理教授林淑美 

主任曾毓芬 組員李麗卿 組員傅奕嘉 專案技佐陳建廷 

助教侯惠蘭 組員蔡秀娥 工友黃炫諭 技士吳三生 

主任楊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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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份壽星名單，請各單位於8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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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