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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人事服務簡訊    107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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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6日臺教人(三)字第1070138299號書函以，轉知行政院函有關公

修正「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獎懲案件處理要點」，相關

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法規彙編項下查閱。 

2. 教育部107年8月31日臺教人(四)字第1070141312號書函以，轉知銓敘部函有關退

休公務人員或其遺族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之請領退撫給與疑義ㄧ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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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1日臺教人(四)字第1070141511號書函以，轉知行政院人事行政

總處函有關「支領月退休金(俸)之退休(職、伍)再(轉)任人員，其發放機關與再

任機關(構)之查核及防杜機制改善作法」，自即日停止適用一案，相關內容請逕

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查閱。 

4. 本校107年9月6日嘉大人字第1079003707號函，核定修正「國立嘉義大學績優兼任

行政工作教師及職員選拔要點」第6點條文，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法

規彙編項下查閱。 

5. 本校107年9月10日嘉大人字第1079003681號函，核定「國立嘉義大學校長教授副

教授延長服務案件作業要點」，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法規彙編項下查

閱。 

6.  教育部107年9月11日臺教人(三)字第1070065148號函以，轉知行政院函有關公立

各級學校教師各項補休期限規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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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iDGq
http://www.ncyu.edu.tw/personnel/itemize.aspx?itemize_sn=143861&pages=0&site_content_sn=44751
http://www.ncyu.edu.tw/personnel/itemize.aspx?itemize_sn=144165&pages=1&site_content_sn=1572
http://www.ncyu.edu.tw/personnel/itemize.aspx?itemize_sn=144166&pages=1&site_content_sn=1572
http://www.ncyu.edu.tw/personnel/law.aspx?law_sn=1677&pages=0
https://edocap.ncyu.edu.tw/JOP/opw/getIntegrationInfo?DocNO=1073200777&OEDocNO=107AM02076&ExeMode=A&FromPage=/JOP/opi/opi100?OE2OPI
https://edocap.ncyu.edu.tw/JOP/opw/getIntegrationInfo?DocNO=1073200777&OEDocNO=107AM02076&ExeMode=A&FromPage=/JOP/opi/opi100?OE2OPI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E6%95%99%E5%B8%AB%E8%A3%9C%E4%BC%9110709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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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教育部人事處107年9月13日臺教人(三)字第10701489627號書函， 轉知中華民國

108年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請至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辦公日曆表專區下載使

用，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查閱。 

8. 本校107年9月19日嘉大人字第1079003940號函，核定修正「國立嘉義大學兼任教

師聘任審查要點」，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法規彙編項下查閱。 

9. 本校107年9月25日嘉大人字第1079004031號函，核定修正「國立嘉義大學系所主

管遴選續任及去職辦法」第13條條文，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法規彙編

項下查閱。 

10.  本校107年9月25日嘉大人字第1079004030號函，核定本校「國立嘉義大學院長遴

選續任及去職辦法」第2條、第5條、第11條條文，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

頁/法規彙編項下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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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與「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嘉義營業處」完成優惠商店契約簽訂，相關優惠內

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熱門服務/員工生活服務項下查閱。 

 

才結婚就想把對方「壓落底」，這樣的婚姻能有期待嗎？ 

【本文摘錄自網氏/罔市女性電子報網站/文：郭慧娟】 

在訂婚和結婚儀式中，「戴戒指」一直象徵一種承諾和關係的確定，但不知從何

時開始，在這神聖和重要的儀式過程中，加入了「壓落底」的「橋段」，變成一

種誰能吃定誰的較勁象徵。才剛決定準備共度一生的一對新人，卻在訂婚或結婚

儀式中，藉由戴戒指想將對方「壓落底」，或將手指彎曲避免未來一生被吃定，

這種不尊重、不符婚姻期待的婚俗，值得深思和改變。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E8%A1%8C%E4%BA%8B%E6%9B%86.pdf
http://www.ncyu.edu.tw/files/law2/personnel/%E6%9C%AC%E6%A0%A1%E5%85%BC%E4%BB%BB%E6%95%99%E5%B8%AB%E8%81%98%E4%BB%BB%E5%AF%A9%E6%9F%A5%E8%A6%81%E9%BB%9E1070917%E5%85%AC%E5%91%8A.pdf
http://www.ncyu.edu.tw/files/law2/personnel/%E5%9C%8B%E7%AB%8B%E5%98%89%E7%BE%A9%E5%A4%A7%E5%AD%B8%E7%B3%BB%E6%89%80%E4%B8%BB%E7%AE%A1%E9%81%B4%E9%81%B8%E7%BA%8C%E4%BB%BB%E5%8F%8A%E5%8E%BB%E8%81%B7%E8%BE%A6%E6%B3%95_1.pdf
http://www.ncyu.edu.tw/files/law2/personnel/%E5%9C%8B%E7%AB%8B%E5%98%89%E7%BE%A9%E5%A4%A7%E5%AD%B8%E9%99%A2%E9%95%B7%E9%81%B4%E9%81%B8%E7%BA%8C%E4%BB%BB%E5%8F%8A%E5%8E%BB%E8%81%B7%E8%BE%A6%E6%B3%9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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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ncyu.edu.tw/personnel/itemize.aspx?itemize_sn=144639&pages=0&site_content_sn=23938
http://bongchhi.frontier.org.tw/archives/38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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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時訂婚時，會由準婆婆為準新娘戴上戒指，戴時要將戒指戴到手指根部，象徵

要將媳婦「壓落底」，期望婚後能壓制對方，令其當個乖順的媳婦。這便是戴戒

指「壓落底」的由來及儀式緣由。 

隨著時代變遷，婚俗簡略許多，有的訂婚和結婚儀式合併辦理，有的單只舉行結

婚儀式，現今戴戒指已演變成兩位新人互戴，有時在親友的叮嚀下，變成一種

「較勁」儀式；當男方戴戒指想要「壓落底」時，女方也常不甘示弱，在男方將

戒指戴到手指中間關節時，將手指彎曲，不讓男方「得逞」；同樣的，女方有的

也同樣趁為男方戴戒指時「壓落底」。 

不只是戴戒指如此，也聽聞有的媽媽會教女兒，結婚當天晚上，要將自己的衣服

壓在新郎的衣服上面，將鞋子壓放在新郎的鞋子上，目的同樣都是希望在未來婚

姻生活中能「吃定」對方，取得「主導權」，讓另一半能對自己言聽計從。 

其實，無論是求婚、訂婚或結婚，戒指意義非凡，除了是新人彼此間的承諾外，

還代表永恆、堅貞和期待。當新人彼此承諾願互許終生，在為對方戴上戒指那一

刻起，意謂著生命進入了另一個新的階段，雙方必須很務實的磨合生活，互相尊

敬、包容、扶持、體諒，才能維持婚姻，好好過生活。 

建議大家可以改變觀念和作法。例如：新人彼此互戴戒指，若將戒指套到底，代

表的是深情到底、或愛戴到底；也可以選擇彼此都戴到手指指節處，再由新人自

行將戒指套到底，象徵彼此尊重、互為愛戴。 

 

商業用途無限擴張？ 使用內建新細明體一年要付費2萬多！   

                                                 【本文摘錄自信傳媒網站/文：秦宛萱】 

破百萬訂閱的 Youtuber Joeman 日前拍攝影片提到自己於五月收到威鋒數位公司

來信，說自己影片中使用的字型已經侵權，需要付版權費，他認為合理便繳出一

年2萬多的費用，但其中最令他訝異的是，有人是因為使用新細明體或標楷體而被

請求付費。 

威鋒數位的前身為華康公司，從最常用的新細明 體、標楷體到海報製作的海報體、

仿書法的瘦金體，以及較新的娃娃體等，都是這間公司的產品。然而或許你也會

跟 Joeman 一樣納悶，「新細明體不是內建字體嗎？為甚麼要錢呢？」但經一查發

https://www.cmmedia.com.tw/home/articles/11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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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因為新細明體與標楷體是華康當初授權給微軟使用，但在微軟官方的 FAQ 中

的一段文字表示，如果您想要授權特定內建字型，請直接與字型供應商聯繫，如

果您找不到任何版權訊息，使用上請小心。意思就是指，內建字型式可以給使用

者使用，但若是要用於營利的話，直接使用可能會有侵權的風險。此外，這樣的

追討，也溯及既往，即便是很久以前的影片，公開就會有點閱，威鋒數位將之視

同營利行為，也要求付錢。 

免費的最貴！從學習使用者付費開始 

事實上，根據網頁字型服務廠商 justfont 表示，一款字型的製作，以中文字型來

說，至少要設計13,503個字，而每個字的字型都需要設計師親手一個字一個字做，

一個設計師一天只能調整10多個字，因此通常是一個團隊的製作，這樣的製作成

本其實不低。 

而且沒人知道的是，這些字體本來就不是免費的。台灣主要字型廠商在2001年左

右推出許多字型光碟在市面上販售，但由於容易複製、傳散，導致盜版人數眾多

舉證困難，安裝機制上又無法有效防止，導致字型的消費市場走向失敗。

Justfont 緩頰表示，台灣市場仍然無法有足夠支撐營運的正向營收，選擇以發警

告信函的方式，的確能理解是一種不得已的作法，也難免讓許多人覺得是「養套

殺」。 

威鋒商業用途無限擴張？ 

對此，律師巴毛則在粉絲團質疑，根據威鋒的說法，認為 Youtube 有營利，所以

使用字型就是商用，並不在微軟授權範圍裡面，似乎很合理，但所謂商業用途，

意指獲取商業利益或私人金錢報酬的方式而使用，那用「標楷體打書狀列印出來

送去法院？」「私人營利演講用新細明體做 PPT 這樣算不算商用？」，那全台灣

一年有多少人要付費2萬多給威鋒？ 

他補充，電腦字型絕對是屬於美術著作的範圍，但有一種見解是只有在下載或是

別的方式以重製等方式侵害到一整組字型的時候，才會構成侵害字型的著作財產

權，否則單獨使用輸出的字體，是沒有問題的。且根據著作權法，如果以

youtube 影片為案例，其實字型在整部影片裡面佔的比例非常小，通常就是字幕

或一點特效，雖然影片營利，但拿來吸引觀眾及點閱率的是影片本身，而非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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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型本身去吸引觀眾獲利，就「利用結果對著作權在市場與現在的價值」，其實

應該影響不大。 

使用者可以這樣求自保 

目前，新細明體、標楷體到底能不能商用，目前還沒有定論，創作者若擔心自己

是否也會不小心侵權的話，其實在 Mac 使用內建的字型都可以安心商用，或可以

使用「自由授權」的字體，像是 Google 與 Adobe 聯合出品的思源體，再者可以

付費選擇支持字型廠商，都可以免於侵權之災。 

 

               

 

  

中醫教你40歲後打造水潤肌  

【本文摘錄自健康雜誌網站/文-林貞岑】 

 40歲後，肌膚變得好乾燥，好像怎麼喝水也沒有幫助，該怎麼辦？ 

不管幾歲，維持外表最佳狀態，都令人覺得愉悅、自信。40歲後，女性黃體素分泌減

少，肌膚會變薄、乾燥、產生皺紋及鬆弛，疲勞、壓力、睡眠不足會使狀況更加惡化。

中醫認為，適當補充身體津液，達到滋陰效果就能改善皮膚乾燥狀況。全真中醫醫療

體系總院長褚柏菁提到，精油按摩效果不錯，像玫瑰及茉莉被廣泛用於皮膚保養，以

中醫理論分析，玫瑰的行氣、活血效果優於茉莉，但茉莉能滋陰補腎、提升荷爾蒙能

力較玫瑰強。 

而且，玫瑰能讓鬱悶、肝氣不疏的女性重拾信心；茉莉則能讓低潮、冷漠及缺乏愛的

女性溫暖、感覺愉悅，平常可以滴幾滴在常用乳液中擦拭或者嗅聞，能平衡荷爾蒙及

情緒問題，對男性也有效。或者，可多吃些白木耳、秋葵、山藥等黏液多的食物，有

助滋潤全身。 

「最便宜的滋陰藥就是水，」褚柏菁不建議大量牛飲灌水，而是掌握聰明喝水： 

1.猛灌飲料。飲料不是水，對身體滋潤度沒有幫助，尤其含糖飲料更可能加重身體燥

熱狀況。 

2.喝水要少量多次，每次啜飲幾口就好。 

http://www.commonhealth.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nid=77850


 

6 

3.水盡量在早上喝。「通常白天喝夠了，晚上就不會渴，」她提到，晚上三焦經運化

全身氣血及能量，此時喝太多水可能阻礙運行，建議晚上七點前喝水，避免夜晚陰

虛造成皮膚乾燥。 

    (本校員工協助方案專區連結) 

好文分享： 

學會丟掉東西，人生可以更好：丟掉50樣東西，我學會勇敢                            

【本文摘自我讀網頁/ 文：知識家】 

當你開始丟，你會得到煥然一新的想法。有人意外發現自己原來可以創業，而且比以

前的老闆還行；有人終於走出喪父之痛；有人甩掉破碎的婚姻重新開始，也有人和大

學時錯過的戀情重逢——在丟東西的過程中，總是會有許多意外的發現。但不管丟掉

什麼，人生都因此更美好。」 

以下有幾個原因，為什麼你需要減法規則： 

一、很多東西不是沒用，而是你已不再用 

翻翻你的衣櫃，有多少衣服是你已經不穿的，但它為什麼還在你的衣櫃？很多東西不

是沒用，而是你已經再也不會用，對於已經不會再用的東西，留著就是一種負擔。 

二、很多東西不是需要，而是想要 

生活其實可以很簡單，但很多人都將自己的生活搞得很複雜，其實人類真正的需求沒

有很高，問問自己，有多少東西並不是你需要的東西，而是你想要的東西？ 

三、很多東西很美好，但已成為過去 

郭書齊說:『放下，就是當你丟掉所擁有的，並且相信往前走，你會得到更多。』很

多東西很美好，但是你應該往前看了，因為那些已成為過去，你能把握住的只有現在。 

蓋兒．布蘭克說：「丟東西之所以困難，是因為你必須作出決定，所以要小心！我們

要做的是直接丟掉，不是把東西挪來挪去。超過50萬人的經驗，讓蓋兒．布蘭克敢保

證：只要你丟掉50樣東西，就會啟動某種奇妙的動能；你將不再是那個猶豫不決、等

待適當時機、等待被發掘，等著事情恢復原狀的人；不！你會成為向前邁進、離開看

台、準備進場大顯身手的人。」 

四、很多東西，留著其實是一種負擔 

http://www.ncyu.edu.tw/personnel/gradation.aspx?site_content_sn=49795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9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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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時候是否還會繼續沈浸在過去美好的回憶？郭台銘說:『成功是一名差勁的導師，

它給你的是無知與膽識，不能給的是下次成功必備的經驗與智慧。』過去成功的經驗

可能是一種負擔，它會阻礙你日後做出正確的判斷，因為世界一直在改變，成功的規

則也一直在改變，複製過去成功的經驗並不保證下一次會成功。 

很多東西，留著其實是一種負擔，過去的習慣、經驗、感受等等，都可能是一種負擔，

試著將它們丟掉，你將會發現自己的人生已變得更美好。 

五、很多東西，丟了會讓你更好 

《丟掉50樣東西，我學會勇敢》這本書說：『無論是看法、信念、回憶、工作、甚至

某個人，只要它會讓你心情下沉，或感覺不好，就丟掉。如果它只是擺在那裡佔空間，

毫無正面貢獻，就丟掉。如果你得花很長時間權衡利弊，或煩惱該如何是好，就丟掉！

別害怕。這是你的人生，你毋庸置疑一定擁有的東西，你丟不掉。』 

蓋兒．布蘭克說：「你知道抽屜裡面還有什麼嗎？鑰匙。裡面還有幾十年都沒有用來

開過任何鎖的鑰匙。但是你覺得扔掉鑰匙不好，鑰匙很重，碰到垃圾桶底部會發出鏗

鏗鏘鏘的聲音。別在意，把它們扔掉，全扔掉。」 

很多時候，我們都被一些不重要的事綁住了，這正是為什麼我們需要減法規則的原因，

學會丟掉東西，人生可以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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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典藏組 組長 龔惠如 職務調整 107.08.01  

圖書館閱覽組 組長 鄭毓霖 職務調整 107.08.01  

圖書館採編組 組長 林彩玉 職務調整 107.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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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職稱 姓名 異動情形 生效日期  

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組 組長 楊弘道 職務調整 107.08.14  

總務處 組員 楊雅雲 退休 107.08.17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專案組員 羅嘉琪 回職復薪 107.08.30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臨時人員 賴盈方 離職 107.08.30  

學生事務處 教官 林春暉 新進 107.09.01  

學生事務處學生輔導中心 專案諮商心理師 許家綺 離職 107.09.01  

師資培育中心 職務代理人 劉惠美 新進 107.09.03  

師資培育中心 組員 林玥君 留職停薪 107.09.03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專案辦事員 唐靖雯 職務調整 107.09.04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技士 謝秀娟 退休 107.09.04  

音樂學系 副教授 楊千瑩 留職停薪 107.09.10  

人事室 組員 丁綵晨 調任他機關 107.09.10  

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中心

職業安全組 
組長 陳麗芷 職務調整 107.09.10 

 

 

語言中心 專案講師 莫珍妮 新進 107.09.17  

研究發展處綜合企劃組 組長 楊詩燕 陞遷 107.09.21  

學生事務處學生輔導中心 專案諮商心理師 江玉靖 新進 107.09.25  

 

 

10月份壽星 

副教授劉馨珺 副教授董維 主任盧天麒 組長龔惠如 

助理教授黃朝嘉 專案助理教授林彥多 教授蔡柳卿 組長林彩玉 

專案講師王達納 技佐吳冠倫 專案辦事員江佩璇 技士張紀宜 

技工蔡秋美 助理教授蔡若詩 工友黃孝親 助理教授潘宏裕 

技士林文進 主任黃膺任 助理教授陳柏璋 教授鄭秋平 

副教授張淑媚 專案技士周志宏 教授陳聖謨 工友許秋昇 

助理教授江一蘆 專案書記黃瀚葭 專案護士陳雅玲 講師吳振賢 

技士沈玟君 組員廖淑員 組員胡麗紅 助理教授郭建賢 

教授林樹聲 組員陳怡諭 教授許家驊 駐衛隊員朱銘斌 

專案助理教授蔡元卿 工友葉芳珓 助理教授王柏青 辦事員蕭全佑 

專案諮商心理師江玉靖 教授周仲光 主任嚴志弘 技士溫英煌 

組長張雯 教授陳碧秀 副教授江秋樺 助理教授黃襟錦 

副教授許成光 專案技佐何綺真 專案講師莫珍妮 教授黃國鴻 

主任洪燕竹 副教授張栢祥 辦事員劉曉華 副教授蔡樹旺 

專案助理教授莊智升 組員吳永勤 副教授李際偉 助理教授吳德輝 

組長洪泉旭 組員潘建齊 教授葉進儀 組員楊睿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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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士羅欣嵐 助理教授林志鴻 主任林明煌 主任陳建元 

教官王怡淑 教務長古國隆 副教授丁心茹 助理教授陳旻男 

教授林幸君 主任朱彩馨 專案輔導員郭佳惠 院長章定遠 

副教授張志成 專案助理教授張文昌 副教授劉漢欽 專任臨時組員張麗貞 

專案諮商心理師魏郁潔 組長張幸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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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份壽星名單，請各單位於10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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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譽榜 

107學年度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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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務處 張育津 嘉獎一次 辦理校長宿舍遷入事宜，圓滿達成任務。 

總務處 郭宏鈞 嘉獎一次 辦理校長宿舍遷入事宜，圓滿達成任務。 

總務處 陳雅萍 嘉獎二次 辦理校長宿舍遷入事宜，圓滿達成任務。 

校長室 王秀娟 嘉獎一次 
協辦第七任校長遴選業務，負責盡職，圓滿達成任

務。 

產學營運及推

廣處 
林金龍 嘉獎一次 

自107年7月3日至107年7月25日代理該處處長職務，

認真負責。 

學生事務處 胡麗紅 嘉獎二次 
辦理106年度「原住民學生就讀大專校院獎助學金申

請暨核發工作」，圓滿完成任務。 

  

107學年度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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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綺真 記功一次 
參加2017全國蘭花育種競賽，榮獲傑出育種者獎蝴蝶

蘭組第一名。 

木質材料與設計

學系 
潘靜茹 嘉獎二次 

協辦「2018森林市集台中場-五木森活」活動，圓滿完

成任務。 

木質材料與設計

學系 
許哲綸 嘉獎一次 

協辦「2018森林市集台中場-五木森活」活動，圓滿完

成任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