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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人事服務簡訊    107年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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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臺教人(一)字第1070199028號書函以，轉知108年至110年築

巢優利貸全國公教員工房屋貸款，由臺灣銀行獲選承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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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臺教人(三)字第1070203418號書函以，轉知臺北市政府函以，

「臺北 e 大數位學習網」自107年11月30日起將改由「臺北卡」系統提供帳密驗證

服務一案，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查閱。 

3. 本校107年11月26日嘉大人字第1079005276號函以，公告「國立嘉義大學進用身心

障礙人員實施方案」，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法規彙編項下查閱。 

4. 教育部107年10月22日臺教人(四)字第1070187779號書函以，轉知 行政院修正「全

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第4點附表9「子女教育補助表」，自107年10月15日

生效一案，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法規彙編項下查閱。 

5.  教育部107年10月26日臺教人(四)字第1070192828號函以，轉知銓敘部函公務人員

退休資遣撫卹法施行後，申請補繳退撫基金費用之時效計算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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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臺教人(四)字第1070192828A 號函以，說明公立學校教職員

退休資遣撫卹條例施行後，申請補繳退撫基金費用之請求權時效計算一案，相關

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法規彙編項下查閱。 

7.  教育部107年10月29日臺教人(四)字第1070191364號函以，轉知銓敘部函以公務人

員退休資遣撫卹法施行後，「原退休法之月撫慰金」、「原撫卹法之年撫卹金」

https://goo.gl/jtiDGq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E7%B5%84%E5%90%88%201071109%E5%B7%A2.pdf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E5%8F%B0%E5%8C%97e%E5%A4%A7_1.pdf
http://www.ncyu.edu.tw/files/law2/personnel/%E6%9C%AC%E6%A0%A1%E9%80%B2%E7%94%A8%E8%BA%AB%E5%BF%83%E9%9A%9C%E7%A4%99%E4%BA%BA%E5%93%A1%E5%AF%A6%E6%96%BD%E6%96%B9%E6%A1%88%E5%85%A8%E6%96%87%E5%8F%8A%E5%B0%8D%E7%85%A7%E8%A1%A8.pdf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E7%B5%84%E5%90%88%201030.pdf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E7%B5%84%E5%90%88%20107110501.pdf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107001464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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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退撫法之退撫給與」領受人，如因法定事由喪失及停止領受權利時之發放原

則一案，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法規彙編項下查閱。 

8.  教育部107年10月19日臺教人(四)字第1070183167號書函以，函轉行政院函以「工

友依法改任適用事務管理規則之機關學校編制內職員後，依公務人員退休法辦理

退休，其曾任工友年資之處理原則」，修正名稱為「各機關學校編制內職員依公

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退休曾任工友年資處理原則一案，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

事室網頁/法規彙編項下查閱。 

9.  教育部107年11月26日臺教人(二)字第1070192774號函，轉知公立大專校院專任教

師尚不得擔任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全資大陸子行「彰化商業銀行有限公司」

之獨立董事一案，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查閱。 

 

 

1.人事室網站已建置「生命科學院院長遴選專區」、「人文藝術學院院長遴選專

區」，有關各該院院長遴選訊息，歡迎同仁上網查閱。 

2.配合教職員休假改以「小時計假」，人事室網站已公告「國民旅遊卡相關事項 Q&A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7年11月修訂版）」供同仁參考，歡迎同仁上網查閱。 

3. 為杜絕具性侵害犯罪前科者進入校園，請各單位依本校107年11月19日嘉大人字第

1079005176號函規定，隨時將新進人員名單彙整提供人事室辦理性侵害犯罪加害登

記及查閱事宜。 

4.107年12月4日、5日辦理三場「教師資格送審相關法規修正說明會」，歡迎同仁報名

參加。 

 

 

從東京醫大歧視入學看日本男女平權的闇黑史 

【本文摘錄自 Yahoo論壇網站/文蔡增家】 

日本雖然是一個先進工業國家，但是，有許多不合時宜的措施，卻讓人彷彿還置

身於十八世紀的幕府時代，而男女平權便是其中一例。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E7%B5%84%E5%90%88%201071105%E9%80%80%E6%92%AB%E5%81%9C%E7%99%BC.pdf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E7%B5%84%E5%90%881071107%E5%B7%A5%E5%8F%8B%E5%B9%B4%E8%B3%87.pdf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E5%85%BC%E8%81%B7%E6%A1%88.pdf
http://www.ncyu.edu.tw/personnel/itemize_list.aspx?site_content_sn=62654
http://www.ncyu.edu.tw/personnel/itemize_list.aspx?site_content_sn=62788
http://www.ncyu.edu.tw/personnel/itemize_list.aspx?site_content_sn=62788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E5%9C%8B%E6%B0%91%E6%97%85%E9%81%8A%E5%8D%A1%E7%9B%B8%E9%97%9C%E4%BA%8B%E9%A0%85QA.docx
https://tw.news.yahoo.com/%E3%80%90yahoo%E8%AB%96%E5%A3%87%E3%80%91%E5%BE%9E%E6%9D%B1%E4%BA%AC%E9%86%AB%E5%A4%A7%E6%AD%A7%E8%A6%96%E5%85%A5%E5%AD%B8%E7%9C%8B%E6%97%A5%E6%9C%AC%E7%94%B7%E5%A5%B3%E5%B9%B3%E6%AC%8A%E7%9A%84-0738380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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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日本名校東京醫科大學被揭發長期將女性考生「自動」扣分，以壓低女性錄

取的人數，此事引發外界的軒然大波，質疑這是對女性的一種歧視，但校方卻臉

不紅、氣不喘的說：女性日後因為結婚、生產等理由而離職，常常導致醫師人手

不足，並稱這項措施是為了日本醫界未來的必要之「惡」。 

這是多麼崇高的理由啊，也是典型的沙文主義在作祟。 

難怪日本在二大戰期間會以穩定軍心為理由，在亞洲各國徵用慰安婦，在戰敗的

美軍佔領時期，日本政府會在各地設立 RAA（特殊慰安協會），以滿足美國大兵的

性慾，來維護日本大和民族血統的純正性。女性彷彿成為延續大日本帝國的祭品。 

不只在戰時如此，在戰後也是沒有改變。 

在二次戰後日本經濟高度成長時期，日本女性也被定位為家庭的後勤補給，因此，

日本女性不論她的學歷有多高、能力有多好，結婚之後通常就會乖乖地當個全職

的家庭主婦，好好的相夫教子，所以戰後日本政府便把家庭主婦也當成是一種職

業，而不能算是失業率，甚至日本有些大企業每個月都會發放「老婆津貼」（約

兩萬日圓），以感謝女性為家庭的付出，讓男人能無後顧之憂來全力為公司打拼。 

在這種普遍認為女性結婚後，便會步入家庭的思維下，讓日本職場男女之間的薪

資差距，一直是在 OECD 國家當中名列前茅（女性約只有男性的七成），而在日本

公司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現象，更是比比皆是，日本企業的女性高層主管更是有如

鳳毛麟角，甚至有些日本公司男性主管還直言說：女性在公司不只能領到一份薪

水，還能從公司男性中找到長期飯票（另一半），她們實在沒有什麼好抱怨的。 

只是，在全球化的時代，男女平權的颶風，已經悄悄地吹倒日本大男人主義的高

牆了。 

過去日本離婚法，一直是以男人為中心，日本女性只要與丈夫離婚，不但拿不到

贍養費，也拿不到小孩的監護權，因此，過去日本女性對於丈夫的家暴、外遇常

常只能隱忍，而不敢提出離婚要求，但是在2007年，日本政府在國際女權團體的

壓力下，修改這部過時的離婚法，現在日本女性與丈夫離婚，不但可以分到先生

一半的財產，還可以拿到一半退休金，這讓日本掀起一片熟齡的離婚潮，而在擔

心退休金不保的情況下，日本男性不得不自主組成「愛妻協會」，並將每年的1月

31日定為「愛妻日」。 



 

4 

另外，近年來在少子高齡化的衝擊下，日本也開始要求女性走出家庭、回到職場。 

安倍經濟學的第三支利箭—構造改革，最主要目的便是要改變過去的僱用制度，

讓長期擔任家庭主婦的日本女性，能夠重新回到職場上，以彌補日本當前缺工、

缺人的窘境，因此，日本政府廣設托兒所，讓日本女性能無後顧之憂的走出家庭，

而日本許多企業為了讓女性能夠安心在職場就業，甚至在企業內部設立托兒所，

在經濟不景氣的衝擊下，雙薪家庭在日本已經開始蔚為風潮了。 

這次日本東京醫科大學不只發生私自壓低女性考生分數，也爆發讓文部省局長兒

子走後門入學的醜聞，但我們看到日本輿論，卻一面倒的只關心開後門的「不正

入學」，這讓文部省局長收賄遭到逮捕，日本東京醫科大學理事長及校長還為此

雙雙辭職。  

反觀，在壓低女性應考人分數的事件上，卻把它當成是制度上不必名言的一種

「默契」，由此可見，日本男女平權似乎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常吃魚，更好「孕」  

【本文摘錄自健康雜誌網站/陳俊辰編譯】 

 研究發現，每星期吃魚2次以上的夫妻有92％已經懷孕，吃得少的則是79％；成功受

孕時間也縮短近半。台灣約有七分之一夫妻受不孕所苦，最新研究發現，如果夫妻一

起多吃些魚，更快受孕、懷孕機會也提高。這份報告是由美國哈佛大學提出，該校團

隊追蹤501對想生孩子的夫婦1年、或到他們成功懷孕為止，記下他們吃的海鮮量及性

生活次數。研究發現，每星期吃魚2次以上的夫妻有92％已經懷孕，吃得少的則是79

％；成功受孕時間也縮短近半。此外，先前研究顯示，魚可能有助提高性慾，因此會

不會是性行為較多使懷孕機會增加？團隊指出，即使排除房事頻率、抽菸喝酒、年齡

等因素，吃魚仍然和懷孕機率上升有關。他們也強調，這份研究只發現兩者有相關

性，但還無法確定因果關係。 

第一作者、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嘉絲金斯（Audrey Gaskins）博士解釋，海鮮可能

提高精液或排卵質量。她指出，研究結果強調不只女性，男性的飲食也很重要，雙方

要齊心合力，才能獲得最大生育能力。這項研究已刊登在《臨床內分泌與代謝學

（The Journal of Clinical Endocrinology & Metabolism）》期刊。 

https://www.commonhealth.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nid=78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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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員工協助方案專區連結) 

好文分享： 

放下憤怒的六個練習：寬恕，就是不再希望過去可以改變                            

【本文摘自女人迷網頁/ 文采實文化】 

「抓住過去不放，就抓不住未來。」生活裡有許多困難，其實是我們自找的。練習寬

恕，就能掙脫負擔，六個給你的寬恕練習，和你一起成為望向未來的人。 

你以為自己能堅持下去就顯得堅強，其實堅毅在於放下。 

-艾倫．曼德爾〈Alan Mandell〉 

你可以一輩子老想著原本可以如何又怎樣的，可是你回不到過去。我們讀小說會把書

頁往前翻，不是往後翻。假如真的往後翻著讀，小說裡的故事就講不通了，我們讀著

也會困惑起來。後悔的心態會奪走人生的真諦，畢竟下了決定的那一刻，那決定正是

你當時想要的。 

你當初做那個決定是基於特定的原因。今日的優點在於你現在能看見不同的途徑，通

往更大的益處。把這層認識應用在新的經驗上，這項優勢讓成功人士得以勝過多數

人。從自身的經驗中獲得知識，確實至關重要，但對於過去那些左右命運的決定，永

遠不該心生懊悔。 

沉溺於後悔，好比卡在黑暗的洞穴裡動彈不得，你的心智會對你說，沒有希望也沒有

方法可以出去。打開電燈泡的開關，卻在電燈泡上面蓋了很厚的一塊布，房間都變暗

了，這表示沒有光嗎？不是，光還在那裡，只是被遮住了。 

我們有能力隨時拿開那塊布，就把那塊布想成是你後悔的心態以及伴隨而來的錯覺。

有那麼多人任由先前的經驗掌控他們的人生，但那些經驗只不過是腦海裡的畫面，我

們反覆播放那些故事來折磨自己，可是現實裡早就不存在了。 

看看四周吧，實際上，你不再處於受到傷害的那一刻了，對吧？你對過去經驗的記憶

是你的想像力虛構出來，也就是說，你有力量可以改變自己的思維模式。那段記憶現

在只存在於你的思維裡。 

那個經驗永遠不會讓你覺得無法繼續前進，那只不過是你對那個經驗的觀點。無論是

什麼經驗，都沒必要依某種固定不變的角度去看待。 

http://www.ncyu.edu.tw/personnel/gradation.aspx?site_content_sn=49795
https://womany.net/read/article/17035?type=tag&tag=165&ref=wi-tags


 

6 

你改變了看待事物的角度，你看待的事物也會隨之改變。 

-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物理學家 

沒有什麼比活在後悔裡更悲慘的了。過去所做的決定確實會影響現在的人生，同樣的

道理，我們也有能力讓目前做的決定影響日後的人生。只要你對自己已經做的決定感

到後悔，那麼你必須要做的決定就會受到波及。 

在擺脫後悔的過程中，必須運用寬恕予以克服。寬恕是人類具備的一大天賦。有些負

擔會讓我們無法跟自己和平相處，有了寬恕心，就能從那些負擔當中掙脫出來。憤恨

和懊悔會讓人沒有餘裕成長。 

不寬恕自己，就會一直停滯不前，滿心憎恨，而接下來要在人生中創造的事物，絕對

會受到影響。我們必須跟自己的過去和平共處，這樣才能全方面去看待那些機會，不

再受限於狹窄的心胸，日後還能做出不同的決定。過去是沒有未來可言的。 

接受痛苦，珍惜喜悅，消除後悔，然後就會獲得最美好的恩賜：「假如人生可以重來

一遍，我還是會過著同樣的人生。」 

-無名氏 

我們必須把自己和別人先前採取的行動視為成長的機會。你可以向對方道歉，但不要

期望對方接受你的道歉，這類的期望可能會帶來不斷的失望。你必須承認自己已經盡

了本分。 

向對方道歉，不是在承認自己做錯事，而是讓對方和你自己都承認你現在看到有更好

的方式。最重要的，你可以寬恕自己。如此一來，就可以繼續往前，而從前永不相信

自己能有的那些願景，你也會朝那裡更近一步。 

想想你曾經寬恕某個人的經驗，你是不是先寬恕自己處於那種情況，然後才能真正寬

恕對方？對方對你做的事無從改變，但你對那件事的看法可以改變。因此為了寬恕自

己、寬恕他人，必須先在內心承認你當時處於那種情況是自己的選擇，感覺自己當時

的處理方式，以你當時的方式觀察，從中學習你當時做了什麼。 

抓住過去不放，就抓不住未來。 

我曾經跟某位十幾歲時就遭受強暴的女子談過。她對攻擊者恨之入骨，而無法在人生

中獲得出色的成就，她跟其他男人的關係尤其困難重重。等到她終於找到內心的平

靜，才有能力寬恕攻擊者。她向我解釋，她超越惡行的束縛，從內心解脫出來，也開

始從當時的經驗中獲得自知與堅毅。寬恕就是不再希望過去可以改變。 



 

7 

-歐普拉，美國知名主持人 

自我寬恕可重新建立我們對自己的信念，以及我們對周遭人們的信念，還有助我們明

白自己不受情緒束縛，因此可以再度展現真正的愛。寬恕其實是有勇氣的行為，可幫

助靈魂解脫。若不寬恕過去、接納過去，就會一直跛著腿，跑也跑不了。 

無法寬恕，就無法獲得真正的快樂，就無法完全尊重自己內心的美好特質；而這兩項

要素正是獲得真正成功的重要關鍵。傷痕越深，就有越多的空間可以用愛填滿。不要

討厭傷痕，要感激傷痕之深。釋放你的身心靈。 

練習 

寫下以下問題的答案： 

1.活在後悔裡，有何益處？ 

2.懷有憤恨，真的會讓我覺得自己很好嗎？ 

3.把過去的決定視為成長的機會，有何益處？ 

4.我能不能從過去獲得知識，進而有助調整我目前的決定？ 

5.如果我決定往前邁進、永不回頭，可以在人生裡建立什麼動力？ 

6.從往日的經驗中獲得的資訊和智慧帶給我自主的力量，而運用那些資訊和智慧，現

在可以在往後的努力中實現什麼？ 
 

   

對抗壓力有管道 

衛福部安心專線 0800-788-9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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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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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雅玲 離職 107.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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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職稱 姓名 異動情形 生效日期  

學生事務處 專案組員 蔣馥梅 職務調整 107.11.12  

總務處 職務代理人 陳自強 新進 107.11.12  

總務處 專員 劉語 陞遷 107.11.15  

學生事務處 秘書 陳中元 陞遷 107.11.15  

研究發展處 專員 何鴻裕 陞遷 107.11.15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專案組員 黃子娟 回職復薪 107.11.28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職務代理人 黃裕之 離職 107.11.28  

產學營運及推廣處 專案組員 羅嘉琪 職務調整 107.12.1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專案組員 莊富琪 職務調整 107.12.1  

教務處註冊與課務組 專案辦事員 買勁瑋 工作調整 107.12.3  

教務處綜合行政組 專案辦事員 江佩璇 工作調整 107.12.3  

 

 

12月份壽星 

許富雄副教授 莊畫婷技士 黃馨璉專案辦事員 蘇炯武教授 

朱淑惠組員 李瑜章教授 徐妙君組員 陳永祥講師 

林榮流教授 馮曉庭副教授 余淑瑛副教授 黃文祿助理教授 

蔡明善副教授 王露儀專案技士 許鈵鑫專員 周英宏駐衛隊員 

吳泓怡主任 葉連祺教授 陶蓓麗教授 宋一鑫助理教授 

張耿誠技工 陳麗芷組長 沈榮壽主任 林美文護士 

楊育儀助理教授 莊瑞琦組長 林嘉瑛組員 吳一宏專案組員 

洪一弘教授 黃武雄教官 楊孟華組長 陳亭妤專案組員 

黃士豪專案辦事員 何宜娥專案組員 翁泰源專案辦事員 呂美娟組員 

龔書萍副教授 張岳隆助理教授 吳忠武教授 游育雯專案技士 

李燈銘組員 呂鳴宇副教授 黃正良教授 莊晶晶助理教授 

高淑清副教授 林煌桂技工 楊宗鑫專案組員 蕭幸芬組員 

何嘉瑞工友 黃光亮副校長 洪滉祐總務長 陳怡如辦事員 

周士雄副教授 吳瓊洳教授 羅嘉琪專案組員 唐靖雯專案辦事員 

李佩倫副組長 鍾宇政組長 陳佳慧副教授 黃鴻禧主任 

張慶鴻主任 徐超明教授 謝恩頌專案組員 蔡佳玲護理師 

李茹香專案組員 陳玉芬專員 孫麗卿副教授 陳信良教授 

陳雅萍組員 楊智評契僱辦事員 胡惠君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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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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份壽星名單，請各單位於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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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譽榜 

 單位   姓名  獎懲 獎懲事由 

秘書室 范惠珍 嘉獎二次 
擔任本校106學年度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小組委員，

圓滿達成任務。 

總務處 張劉華芬 嘉獎二次 

執行106學年度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精進師

資素質及特色發展計畫(第一期)，備極辛勞，表

現優良。 

特殊教育學系 蘇筱玲 嘉獎一次 

執行106學年度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精進師

資素質及特色發展計畫(第一期)，備極辛勞，表

現優良。 

學生事務處 鍾瓊瑤 嘉獎一次 
辦理本校106學年度大學校院學生就學貸款業務，

辛勞得力。 

學生事務處 林育如 嘉獎一次 
辦理本校106學年度大學校院學生就學貸款業務，

辛勞得力。 

總務處 朱銘斌 嘉獎一次 
主動利用時間前往嘉農新村不定期巡邏，於107年

10月16日抓獲竊賊報警處理，辛勞有功。 

學生事務處 陳中元 嘉獎二次 
榮獲107年度教育部友善校園獎－南區優秀學務人

員獎，表現優良。 

視覺藝術學系 陳昭惠 嘉獎一次 
協辦財團法人伽耶山基金會107年專注力發展全教

師研習營活動，圓滿完成任務。 

師資培育中心 林玥君 嘉獎二次 
辦理本校106年教育部師資培育統計年報資料調查

編輯業務，辛勞有功。 

環境保護及安全

衛生中心 
陳麗芷 嘉獎一次 

前任職於師培中心期間，辦理本校106年教育部師

資培育統計年報資料調查編輯業務，辛勞有功。 

總務處 張劉華芬 嘉獎一次 
前任職於師培中心期間，辦理本校106年教育部師

資培育統計年報資料調查編輯業務，辛勞有功。 

教務處 柯翠蘭 嘉獎一次 
辦理本校106年教育部師資培育統計年報資料調查

編輯業務，辛勞有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