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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人事服務簡訊    108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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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2月12日臺教政(一)字第1080019105號函以，轉知「獎勵保護檢舉貪

污瀆職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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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2月1日臺教人(三)字第1080013183號函以，轉知海洋委員會訂定「推

動海洋事務績優公務人員獎勵要點」，並自即日生效，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

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查閱。 

3. 國家文官學院108年2月15日國院數字第1080800026號函以， 為鼓勵公務人員終身

學習,提升閱讀風氣,錄製108年度每月一書導讀數位課程,請有興趣之同仁上網學

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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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2月14日臺教人(四)字第1080019664號書函以， 轉知行政院人事行政

總處函以，108年至111年全國公教員工及其親屬長期照顧保險方案，經公開由國

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承作，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查

閱。  

 

 

1.本校已與「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完成特約商店續約簽訂並提供優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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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校107學年度第2學期公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費，請於108年3月12日(星期二)以

前向人事室提出申請。。 

https://goo.gl/jtiDGq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E7%8D%8E%E5%8B%B5%E4%BF%9D%E8%AD%B7%E6%AA%A2%E8%88%89%E8%B2%AA%E6%B1%A1%E7%80%86%E8%81%B7%E8%BE%A6%E6%B3%95%E9%83%A8%E5%88%86%E6%A2%9D%E6%96%87%E4%BF%AE%E6%AD%A3%E6%A2%9D%E6%96%87.odt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E7%8D%8E%E5%8B%B5%E4%BF%9D%E8%AD%B7%E6%AA%A2%E8%88%89%E8%B2%AA%E6%B1%A1%E7%80%86%E8%81%B7%E8%BE%A6%E6%B3%95%E9%83%A8%E5%88%86%E6%A2%9D%E6%96%87%E4%BF%AE%E6%AD%A3%E6%A2%9D%E6%96%87.odt
http://www.ncyu.edu.tw/personnel/itemize.aspx?itemize_sn=148304&pages=2&site_content_sn=1572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E5%9C%8B%E5%AE%B6%E6%96%87%E5%AE%98%E5%AD%B8%E9%99%A21080215%E5%87%BD.pdf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E7%B5%84%E5%90%88%202_1.pdf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E7%B5%84%E5%90%88%202_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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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防災女孩」 避難教育變時尚           【本文摘錄自仁人學社網站/文 info】 

     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東北部發生 9 級大地震，觸發海嘯吞噬了近兩萬

條性命，逾 2500 人至今仍未尋回。這場天災使日本本州向東移了 2.4 米，同時

徹底撼動田中美咲（Misaki Tanaka）對災難和生命的看法，她遂成立了團體「防

災女孩（Bosai Girls）」，冀重新包裝傳統的「防災」論述，致力提升日本年輕

人的避難意識。 

    311 地震那一年，田中美咲加入了東京一家大型資訊科技公司，負責開發電子

遊戲。公餘時她會到受災地區當義工，深切感受到災民的無助，並開始反思如何

活得更有意義。 

    最終，她離開了自己喜愛的工作崗位，全職加入了一個支援地震災民的非營

利組織，並搬到狀況最嚴峻、爆發核洩漏事件的福島縣。她的新工作是要成立資

訊小隊，將最新且真確無誤的災情發布上網，讓外界得知福島正在發生什麼事及

如何調撥資源幫助當地人。 

年輕女性乏危機意識 

    田中美咲坦言，要不是積極參與救災工作，也不會發現自己缺乏危機意識及

求生技能。雖然不少人說，居於日本就必須學會與天災共存，但早前當地一項調

查顯示，認同防範自然災害重要的人口比例隨年齡層下降，30 歲以下的受訪者中，

只有 3 成人表示同意，當中又以女性的防災和求生常識最貧乏。 

    2013年，田中美咲以非營利團體的名義成立「防災女孩」，目的是提升年輕

人的防災意識。別誤會該組織的服務對象只限於女性，其實加入「女孩」一詞只

是說明女性較缺乏相關知識，因此在災害面前特別脆弱。 

    田中美咲發現，要提升女性的防災意識，不能單靠「填鴨式」灌輸，更有效

的方法是引起她們的興趣。她進一步反思傳統防災教育到底出了什麼問題？得出

的結論是：所有關於防災的論述都予人剛強的感覺，難怪很多女性都沒有興趣，

「例如防災用品，唯一的要求就是實用性；又例如防災建議及方案，很多都採用

男性化的術語，而非顯淺易明的字詞，這都令女性卻步。」 

http://education-for-good.com/2018/12/04/%E6%97%A5%E3%80%8C%E9%98%B2%E7%81%BD%E5%A5%B3%E5%AD%A9%E3%80%8D-%E9%81%BF%E9%9B%A3%E6%95%99%E8%82%B2%E8%AE%8A%E6%99%82%E5%B0%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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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生用品美觀兼實用 

    要對症下藥，田中美咲的第一步是重新包裝「防災」，抹去剛強味，加入女

性視角，其中一個例子是推出為女性而設的水靴。有別於笨重的傳統款式，「防

災女孩」推出的女性靴雖然同樣防水、防硬物穿刺，但採用了較輕身的物料，方

便攜帶，而且有拉鏈和綁帶，美觀又易穿。 

   「防災女孩」還設計了一系列遇難用具，包括可折疊的粉紅色平底鞋，繪有止

血方法和滅火筒使用方法的毛巾，內有手電筒、哨子、髮夾和橡筋的應急包。別

小看髮夾和橡筋，女士避難時如能束起頭髮，會比披頭散髮方便和安全得多。 

    此外，又特別推出針對年輕族群的求生用品，例如用色彩繽紛的傘繩編織而

成的手環，當中加入了時尚元素。傘繩是尼龍繩，二戰時期，美軍用以作為降落

傘的操縱線。後來士兵發現傘繩還有許多實際用途，包括充當鞋帶、登山繩、以

之固定帳篷、晾曬衣物、設置陷阱和漁網等。而「防災女孩」的傘繩手環可當作

首飾佩戴或掛在手袋上，萬一遇上危難，解開手環便可拉出長達 3.5 米的堅韌傘繩。 

    然而，單有抗災用品還未足夠，如何避難也是重點，故田中美咲的下一步是

舉辦「次世代避難演習」。她認為傳統演習有兩大問題：首先是乏味，其次是脫

離現實。「每一場演習都是『照辦煮碗』（照本宣科），但在真實世界中，天災

不一定發生在學校和公司，也沒有工作人員在場給予指示，屆時人們便不懂得如

何應對了。」 

潮人演習添打機元素 

    所謂「次世代避難演習」是將場地由學校和公司，移師至澀谷等「潮人集中

地」，務求讓更多年輕人參與。更有趣的是，次世代演習不會有工作人員在街上

發號施令，也沒有指定路線圖，要參加者自己動動腦筋，透過指定手機程式得悉

「災難」發生地點和集合點，再於指定時間內逃到安全地點，最後「防災女孩」

會跟參加者一起檢討該次演習。 

 

    田中美咲更將自己過往開發電子遊戲的經驗應用到演習上，「我們將參加者

分成兩批，誰能夠在指定時間內完成任務，將獲得積分，最高分的那組勝出。只

有用玩遊戲的心態去參與演習，才會有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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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災女孩」的野心不只於此，他們跟另一非營利團體 The Nippon 

Foundation 合作，在日本全國推行 #beOrange 計劃，目的是令人將橙色聯繫到海

嘯。即使不懂日文的外國人，只要一看到橙色旗幟就知道是海嘯警報，馬上遠離

海邊，逃到高處躲避。 

    現時，「防災女孩」已向最少 70 個城市派發 400 多面橙色旗幟。另外有逾 

16 萬人主動接觸該組織，查詢有關防災備災的事宜。至於「防災女孩」的成員，

已由原本寥寥可數增至 130 多人，當中大部分是 20 多歲的女性，相信隨着組織

的知名度愈來愈高，民間的防災力量將不斷伸延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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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者如何選擇美容醫學機構? 

消費者，選擇美容醫學機構相關療程時，要注意「六要三不」，才能保障自身權益。 

一、「六要」: 

(一)要檢視醫療機構開業執照。 

(二)要檢視醫生執業執照。 

(三)要充分與醫生溝通想要改善的部位。 

(四)要由醫生親自執行療程及確實瞭解療程效果。 

(五)要詳閱衛福部公告的美容醫學處置同意書及說明書範本。 

(六)要要求開立收據。 

二、「三不」: 

(一)不要相信「全國第一」、「全球獨創」誇大用語。 

(二)不要參加贈品、折扣、團購等不當招攬活動。 

(三)不要預付訂金。 

 

 

 

https://cpc.ey.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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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好憂鬱、自律神經失調？喝菊花玫瑰、黃耆陳皮4茶飲快快退散 

              【本文摘錄自華人健康網網站/黃曼瑩報導】 

    連續假期一波接一波，上班族的你，心還在放連續假期中遲遲收不回來嗎？甚至

上班的時候感覺疲勞、全身無力、憂鬱、腸胃不適、注意力不集中、昏昏欲睡，以及

自律神經失調等不同身心狀況。中醫師表示，要快快讓自己進入規律的生活常軌，不

妨自製飲用菊花玫瑰茶飲提神解鬱、黃耆陳皮茶飲補氣，既能理氣健脾、提振精神，

又能疏肝解鬱。並且要做適量的運動，才能重拾一尾活龍的最佳狀態！ 

長假結束症候群：情緒低落、腸胃不適、注意力不集中等 

    每逢長假結束，不論是勞累的上班族還是學生，一定都有過這樣子的經驗，返回

職場、學校的前夕，想到即將回歸的正常生活，就有點欲振乏力、情緒低落，假期好

像怎麼放都不夠！在長假結束時，情緒常無法順利轉換為規律作息，導致壓力大身心

無法調適，出現疲憊感、沒精神、全身無力、腸胃不適、注意力不集中、昏昏欲睡等

不同身心狀況。 

    蔡宗翰中醫師表示，有以上症狀的人，應該快快進行自我調適，別讓這一些「收

假症候群」持續困擾。收假症候群又稱為連假症候群，是指度過長時間假期後，沒辦

法將放假時的心情或作息順利轉換回工作或學習的狀態，而在白天出現疲勞、無力、

頭暈目眩、噁心想吐等不適，或是注意力無法集中、憂鬱、緊張等情緒。 

    當出現以上收假症候群時，蔡宗翰中醫師提醒，儘快採取以下自我調適的撇步，

包括深呼吸、腹式呼吸法，以及瑜伽、健走、有氧運動等，才能快速緩解。 

【5招擺脫收假症候群】： 

1.規律的作息：利用假期最後一、兩天調整作息，讓自己回歸平時生活常態。 

2.調整飲食：回歸清淡飲食，少油膩、辛辣及攝取過量肉類等，讓腸胃有足夠休息時間。 

3.掌握生活節奏：收假後往往伴隨繁重的勞務與責任，所以在收假前兩天空出點時

間，讓自己能有多餘的時間整理心情，規劃工作。 

4.做深呼吸、腹式呼吸法：有些人因為自律神經失調而引起焦慮，透過深沉呼吸、腹

式呼吸法以調節自律神經，減少緊張焦慮的心情。 

https://www.top1health.com/Article/320/72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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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適量運動：例如，瑜伽、健走、有氧運動等，都可舒緩身心及提振精神。 

    此外，也可以利用菊花、玫瑰花、百合花、薄荷自製提神解鬱茶飲，或是採用中

藥材黃耆、陳皮自製提神補氣茶，都是疏肝解鬱、醒腦提神、補氣升陽、理氣健脾的

有效茶飲。 

 

★【提神解鬱菊花玫瑰茶飲】 

材料：菊花、玫瑰花、百合花、薄荷各1錢。 

作法：用熱水1000c.c.沖泡，加蓋浸泡約10至15分鐘，加少許蜂蜜調味即可。 

作用：疏肝解鬱、醒腦提神、舒緩情緒。 

 

★【提神補氣黃耆陳皮茶飲】 

材料：黃耆3錢、陳皮2錢、升麻2錢。 

作法：用熱水1000c.c.加蓋浸泡約10到15分鐘，加少許蜂蜜調味即可。 

作用：補氣升陽、理氣健脾、提振精神。 

《小叮嚀》：以上茶飲懷孕初期者不建議喝。 

 

★【活力紅景天人蔘茶飲】 

材料：紅景天、人蔘鬚、炙甘草。 

作法：用熱水1000c.c.加蓋浸泡約10到15分鐘，悶約3分鐘即可飲用。 

作用：抗疲劳、增加體力。 

 

★【補氣促進代謝參菊茶】 

材料：人參鬚3錢(磨成粉)、麥門冬2錢、菊花3錢。 

作法：將所有材料放入鍋中，加入1200cc 的水量煎煮10分鐘，熄火燜5至10分鐘，可

加入適當蜂蜜即可飲用。 

作用：補氣醒目、提升新陳代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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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員工協助方案專區連結) 

不必為悲傷感到抱歉，放手才能獲得更多                            

【本文摘自商周網頁/文：彼得．霍林斯 】 

    心碎的原因很多，也可能不是每個人都理解，我們可能為了失去至親好友而傷

心，也可能為了心愛的寵物過世而哀慟逾恆… 

    但很多人無法意識到失去寵物，會帶來多大的創傷，因此很少給予他們所迫切需

要的同情與理解。由於缺乏認同，使得本來就已經很痛苦悲傷的歷程，變得比原本的

情況更為困難和複雜。 

讓我們來看看班與鮑佛的故事。 

失去最好的朋友和長期的伴侶的心碎 

    班是一家大公司的作家，平時在家工作，平常都是一整天自己一個人待在公寓

裡。在將近四十歲的時候離婚，沒有小孩，而且朋友屈指可數，因此在他離婚後沒多

久，他就決定找一隻狗來作伴。 

    他領養了一隻被拯救的小狗，把牠取名為鮑佛，那是一隻討人喜歡的拉不拉多犬

和黃金獵犬混種的小狗。鮑佛是班的第一隻狗，從第一天起，他就完全被牠所征服。

他會花上好幾個小時來陪他的新小狗玩，並且訓練牠做一些簡單的把戲。 

    約在四十五、六歲的時候，他的父母相繼於六個月內去世。在他們去世之後，班

的人生陷入掙扎，並且覺得自己正失足滑向憂鬱之谷。 

    在那段黑暗時期，真正幫助他繼續前進的，是鮑佛。 

   「夜晚，牠跟我一起睡在床上；我工作的時候，牠會坐在我旁邊。昨天，我一邊

看電視，一邊想著我的父親，我猜我想著想著便哭了起來。我甚至沒有注意到我的臉

頰上有淚水，直到鮑佛過來舔我的手我才知道。我發誓，牠可以分辨我傷心難過的時

候。牠是最棒的狗！」班說。 

    後來鮑佛越來越老，健康狀況迅速惡化，多次出現緊急的狀況，而且必須到獸醫

那裡回診手術，因此班為了照顧鮑佛，已經用掉他的事假和大部分的年假。鮑佛手術

後回家休養，班用掉他最後一天的年假，陪在牠的身邊。第二天早上，鮑佛陷入昏迷。 

http://www.ncyu.edu.tw/personnel/gradation.aspx?site_content_sn=49795


 

8 

    因為班的事假和年假都已經用完，因此班向他的工作單位請假。後來因為他的老

闆打他的手機找他，班才承認他人在動物醫院，並解釋說他的狗病得很重。他的老闆

勃然大怒，堅持要求班立即回到工作崗位。 

班別無選擇，只能把鮑佛留在動物醫院，然後回去完成他的工作。當天下午，獸醫打

電話來。鮑佛的情況急速惡化。班顧不得沒有完成工作的後果，趕到了他的狗的身邊。

但鮑佛已經昏迷不醒。班伸手輕輕地撫摸著他的狗的頭，眼淚滑落他的臉頰。 

   「然後神奇的事情發生了，當我撫摸牠的時候，鮑佛的眼睛並沒有張開。所以我

把我的手靠近牠的鼻子，這樣牠就可以聞到，是我來了，然後⋯⋯牠舔了我的手。」班

崩潰啜泣。「牠知道我哭了，所以牠舔了舔我的手，就像牠一直以來那樣。牠舔了我

的手！然後，牠就死了！」 

班的心被徹底粉碎了。但是人們不容許他有哀悼的時間。 

    班的老闆叫他第二天早上進辦公室，而且正式對他發出曠職警告。當班試圖解釋

鮑佛對他有什麼意義時，他的老闆翻了一個白眼，並大聲地說：「牠只不過是一隻動

物！你夠了吧！」，他的老闆怒不可抑。「你該長大了，班！我六歲的女兒上個星期

必須把她的金魚沖到馬桶裡。你認為她可以跟學校請一個星期的假，躲在黑暗中哭泣

嗎？」 

   雖然說，這種缺乏同情的做法顯得不通人情，但是班的老闆絕對不算反常。我們

的機構很少意識到失去珍愛的寵物，是多麼嚴重的事，又會帶來多大的創傷，因此我

們很少給予那些遭受這種損失的人，他們所迫切需要的同情與理解。由於缺乏認同，

使得本來就已經很痛苦悲傷的歷程，變得比原本的情況更為困難和複雜。 

緊抓可以憑弔的東西，會讓我們把痛苦也牢牢地抓住 

    大約在班的愛犬鮑佛死去四個月之後，班仍然把鮑佛所有的東西陳列在他的生

活周遭。雖然說，我明白班為何會這麼做。當我們失去某人的時候，我們經常會抱著

他們的衣服以及和他們有關聯的的物品，因為如果把這些東西移除，會讓我們覺得對

他們不夠忠誠，也可能引發強烈的罪惡感。 

放手所需的諸多不同的方式 

   為了繼續前進，班勢必不得不放棄那些盤踞在他的公寓四處，並且讓有關鮑佛的

記憶常保鮮明的憑弔之物。他不得不忍受強烈不忠的感覺，而且必須利用他的每一分

決心，來頂住那些肯定會出現的波濤洶湧的內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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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到新的空洞並把它們填補起來 

   班體認到鮑佛之死留給他多少空虛，於是他同意他必須找到填補它們的方法。但

是他想不出任何有吸引力的單一嗜好、活動或消遣。而我建議可以開始找一個人溫暖

他的心。 

   在我強烈的說服下，班終於心軟了，同意在約會應用軟體上，張貼他的個人資料。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當中，班約會過幾次，也會花時間向各種女性傳送訊息，並且偶爾

和她們約會一下，這對填補他生活中的一些空虛大有幫助。他的心情改善了，而他的

工作表現也同樣獲得改善。自從鮑佛去世以來，他的老闆第一次稱讚他的任務表現。 

   不久之後，我們就沒有在一起合作了。我不知道班是否找到了新的戀情，或者他

是否有了另一隻狗。我願意相信他兩者都擁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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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獸醫學系 教授 王建雄 休假研究開始 108.02.01  

園藝學系 教授 李堂察 休假研究開始 108.02.01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教授 廖宇賡 休假研究開始 108.02.01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教授 黃國鴻 休假研究開始 108.02.01  

幼兒教育學系 教授 葉郁菁 休假研究開始 108.02.01  

視覺藝術學系 教授 張家瑀 休假研究開始 108.02.01  

總務處營繕組 專案技佐 陳柏諺 新進 108.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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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職稱 姓名 異動情形 生效日期  

植物醫學系 教授 莊愷瑋 調整系所 108.02.12  

總務處資產經營管理組 專員 陳雅萍 陞遷 108.02.13  

總務處營繕組 技佐 蕭哲翔 工作調整 108.02.13  

人事室 組員 鍾雯州 考試分發他機關 108.02.18  

人事室 組員 徐妙君 職務調整 108.02.18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輔導員 鍾明仁 陞遷 108.02.20  

學生事務處 專案諮商心理師 張祐瑄 離職 108.03.01  

秘書室校友聯絡組 組長 陳柏璋 免兼 108.03.01  

輔導與諮商學系 專案辦事員 葉雅玲 育嬰留職停薪 108.03.04  

人文藝術學院 專案辦事員 江佳潔 新進 108.03.04  

教務處通識教育組 組員 陳美至 職務調整 108.03.04  

總務處事務組 技士 郭宏鈞 工作調整 108.03.04  

圖書館閱覽組 專員 陳阿令 退休 108.03.05  

圖書館典藏組 組員 張淑珍 退休 108.03.05  

國際事務處國際學生事務組 專案書記 黃瀚葭 離職 108.03.05  

 

 

3月份壽星 

劉玉雯教授 陳世晞教授 王莉雰助理教授(組長) 陳清田副教授 

賴春福駐衛隊員 陳麗穗工友 黃財尉教授(學務長) 朱政德副教授 

黃憲卿工友 李安進教授 姚如芬教授 蔡雅琴教授 

甘廣宙教授 楊千瑩副教授 翁秉霖副教授 曾碩文助理教授 

趙偉村助理教授 郭鴻志教授 侯金日副教授(中心主任) 侯坤良專案技佐 

陳昭恵組員 王姿雯契僱護士 曾金承助理教授 張鳳珠組員 

張瑞娟教授 林春福副教授 秦宗顯教授 薛爾本專案助理教授 

朱惠英專案助理教授 侯新龍教授(主任) 林明儒助理教授(組長) 蔡宗杰助理教授 

蘇世珍辦事員 曾鈺茜助理教授 陳震宇助理教授 侯怡甄專案組員 

連經憶助理教授 黃貞瑜契僱組員 陳宏綺工友 陳韻晴專案辦事員 

鄭月梅講師 范惠珍專門委員 王思齊副教授(組長) 陳勇祥專案助理教授 

江政達教授 劉怡文教授 李茂田教授 陳偉仁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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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淑朱教授 馮淑慧講師 王清思教授 莊慧文教授 

劉軍駙專案辦事員 丁文琴副教授 李方君教官 吳昆財教授 

張芳琪教授(主任) 楊閔瑛專案技士 李堂察教授 廖敏秀專案組員 

    

附註：表列壽星名單，請各單位務必配合於3月7日起一週內，派員向各校區負責發放業務

之同仁，領取所屬人員之生日禮券並轉致當月份壽星。 

 

 

榮譽榜 

 

單位   姓名  獎懲 獎懲事由 

農藝學系 溫英煌 嘉獎二次 
協助勞動部辦理107年度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

測試試務工作，圓滿完成任務。 

總務處 張育津 嘉獎二次 
辦理教育部107年度事務檢查實地訪查，本校經評

定為第3名，辛勞有功。 

總務處 蕭幸芬 嘉獎二次 
辦理教育部107年度事務檢查實地訪查，本校經評

定為第3名，辛勞有功。 

總務處 陳雅萍 嘉獎一次 
辦理教育部107年度事務檢查實地訪查，本校經評

定為第3名，辛勞有功。 

研究發展處 蕭全佑 嘉獎一次 
辦理教育部107年度事務檢查實地訪查，本校經評

定為第3名，辛勞有功。 

總務處 林義森 嘉獎一次 
辦理教育部107年度事務檢查實地訪查，本校經評

定為第3名，辛勞有功。 

產學營運及推

廣處 
吳正喨 嘉獎一次 

辦理教育部107年度事務檢查實地訪查，本校經評

定為第3名，辛勞有功。 

總務處 李宜貞 嘉獎一次 
辦理教育部107年度事務檢查實地訪查，本校經評

定為第3名，辛勞有功。 

總務處 蔡崇元 嘉獎一次 
辦理教育部107年度事務檢查實地訪查，本校經評

定為第3名，辛勞有功。 

中國文學系 廖淑員 嘉獎一次 辦理第十五屆嘉大現代文學獎籌辦工作，辛勞得力。 

總務處 王勝賢 嘉獎一次 
前任職嘉義市政府期間，擔任107年公務人員普通

考試試務工作人員，圓滿達成任務。 

總務處 蕭幸芬 嘉獎二次 

自107年5月4日起至同年10月26日止代理同仁業

務，期間連續達5個月以上，負責盡職，圓滿完成

任務。 

總務處 李宜貞 嘉獎一次 
協辦財政部106年度綜合所得稅扣除額單據電子化

作業，圓滿達成任務。 

總務處 蘇世珍 嘉獎一次 
協辦財政部106年度綜合所得稅扣除額單據電子化

作業，圓滿達成任務。 

總務處 李嘉濱 嘉獎二次 
協辦財政部106年度綜合所得稅扣除額單據電子化

作業，圓滿達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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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及安全

衛生中心 
蕭傳森 嘉獎一次 

辦理本校提供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合適場所放置空

氣品質監測站事宜，辛勞得力。 

學生事務處 鍾明仁 嘉獎一次 
辦理本校提供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合適場所放置空

氣品質監測站事宜，辛勞得力。 

秘書室 洪泉旭 記功一次 
辦理本校99週年校慶典禮及記者會活動，圓滿達

成任務。 

秘書室 蔡任貴 嘉獎一次 
辦理本校99週年校慶典禮及記者會活動，圓滿達

成任務。 

研究發展處 楊弘道 嘉獎一次 
辦理本校99週年校慶典禮及記者會活動，圓滿達

成任務。 

研究發展處 楊詩燕 嘉獎一次 
辦理本校99週年校慶典禮及記者會活動，圓滿達

成任務。 

總務處 顏全震 嘉獎一次 
辦理本校99週年校慶典禮及記者會活動，圓滿達

成任務。 

總務處 蔡仲瑜 嘉獎一次 
辦理本校99週年校慶典禮及記者會活動，圓滿達

成任務。 

秘書室 許文權 嘉獎一次 
辦理本校99週年校慶典禮及記者會活動，圓滿達

成任務。 

學生事務處 林季盈 嘉獎二次 
辦理本校99週年校慶典禮及記者會活動，圓滿達

成任務。 

學生事務處 陳中元 嘉獎一次 
辦理本校99週年校慶典禮及記者會活動，圓滿達

成任務。 

師資培育中心 陳惠蘭 嘉獎一次 
辦理本校99週年校慶典禮及記者會活動，圓滿達

成任務。 

人事室 鍾雯州 嘉獎一次 
辦理本校99週年校慶典禮及記者會活動，圓滿達

成任務。 

學生事務處 郭佳惠 嘉獎二次 
辦理本校99週年校慶典禮及記者會活動，圓滿達

成任務。 

學生事務處 曹國樑 嘉獎二次 
辦理本校99週年校慶典禮及記者會活動，圓滿達

成任務。 

研究發展處 李文茹 嘉獎一次 
辦理本校99週年校慶典禮及記者會活動，圓滿達

成任務。 

總務處 蔡秀娥 嘉獎二次 

自107年7月30日起至同年11月11日止代理同仁業

務，期間連續達3個月以上，負責盡職，圓滿完成

任務。 

學生事務處 林明衡 記功一次 
辦理本校參加107年全國語文競賽活動業務，表現

優異。 

學生事務處 林明衡 嘉獎一次 
擔任本校社團輔導老師榮獲「107年度彰雲嘉大學

校院聯盟社團成果聯展優等獎」，表現優良。 

學生事務處 林育如 嘉獎一次 
擔任本校社團輔導老師榮獲「107年度彰雲嘉大學

校院聯盟社團成果聯展優等獎」，表現優良。 

外國語言學系 林家安 嘉獎一次 
協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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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極辛勞，表現優良。 

輔導與諮商學系 楊雅琪 嘉獎一次 
協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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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極辛勞，表現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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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教育學系 李君翎 嘉獎一次 
協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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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極辛勞，表現優良。 

學生事務處 何怡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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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郁潔 嘉獎二次 
榮獲「教育部107 年度友善校園獎-南區大專校院

優秀輔導人員」獎勵。 

師資培育中心 吳佳蓁 嘉獎一次 
辦理教育部106年師資培育統計年報資料調查、彙

整與編輯，辛勞得力。 

機械與能源工

程學系 
莊富琪 嘉獎一次 

辦理教育部106年師資培育統計年報資料調查、彙

整與編輯，辛勞得力。 

學生事務處 郭佳惠 嘉獎一次 
榮獲「教育部107年度友善校園獎－南區優秀新進

學務人員」獎勵。 

學生事務處 郭佳惠 嘉獎二次 
協助輔導本校社團參加彰雲嘉大學校院聯盟社團

成果聯展，表現優良。 

學生事務處 蔣馥梅 嘉獎一次 
協助輔導本校社團參加彰雲嘉大學校院聯盟社團成果

聯展，表現優良。 

學生事務處 曹國樑 嘉獎一次 
協助輔導本校社團參加彰雲嘉大學校院聯盟社團

成果聯展，表現優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