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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人事服務簡訊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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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iDGq 

 

 

1. 教育部108年3月6日臺教人(三)字第1080030642號書函以，轉知銓敘部加強宣導公

務人員勿酒駕，若有違者應依公務人員考績法相關規定予以考績及懲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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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1日臺教人(四)字第1080019691A 號書函以， 公立學校教職員退

休資遣撫卹條例第77條及第78條所定「政府捐助(贈)財團法人、事業、團體或機

構」、「私立學校」及「山地、離島或其他偏遠地區」之範圍，公告於銓敘部網

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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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3月13日嘉大人字第1089000939號函以，為落實公平獎勵，請各單位就

跨校區辦理之業務提報敘獎時，應通盤綜合考量各校區執行情形，並秉持公平、

公正原則審慎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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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3日教育部臺教人(四)字第1080035910號函以， 退休公務人員再

任「私立幼兒園職務」或「私立學校董事會職務」是否屬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

法第77條所定私立學校職務範圍疑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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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3月14日臺教人(四)字第1080010399號函以，公務人員辦理屆齡或命

令退休且任職年資未滿15年，因併計未曾領取退離給與之其他職域年資以成就請

領月退休金條件，得否依原公務人員退休法核發補償金疑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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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B5%84%E5%90%88%201_50.pdf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10803%E5%85%AC%E7%AB%8B%E5%AD%B8%E6%A0%A1%E6%95%99%E8%81%B7%E5%93%A1%E9%80%80%E6%92%AB%E6%A2%9D%E4%BE%8B77%E5%8F%8A78%E6%A2%9D%E6%89%80%E5%AE%9A%E7%AF%84%E5%9C%8D(1070701%E7%94%9F%E6%95%88).pdf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108AM00656.pdf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10803%E9%80%80%E4%BC%91%E5%85%AC%E5%8B%99%E4%BA%BA%E5%93%A1%E5%86%8D%E4%BB%BB%E7%A7%81%E7%AB%8B%E5%B9%BC%E5%85%92%E5%9C%92%E8%81%B7%E5%8B%99%E6%88%96%E7%A7%81%E7%AB%8B%E5%AD%B8%E6%A0%A1%E8%91%A3%E4%BA%8B%E6%9C%83%E8%81%B7%E5%8B%99%E6%98%AF%E5%90%A6%E5%B1%AC%E7%A7%81%E7%AB%8B%E5%AD%B8%E6%A0%A1%E8%81%B7%E5%8B%99%E7%AF%84%E5%9C%8D.pdf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E4%BB%BB%E8%81%B7%E5%B9%B4%E8%B3%87%E6%9C%AA%E6%BB%BF15%E5%B9%B4%E4%BD%B5%E8%A8%88%E6%9C%AA%E6%9B%BE%E9%A0%98%E5%8F%96%E9%80%80%E9%9B%A2%E7%B5%A6%E8%88%87%E7%B5%A6%E8%88%87%E4%B9%8B%E5%85%B6%E4%BB%96%E8%81%B7%E5%9F%9F%E5%B9%B4%E8%B3%87%E4%BB%A5%E6%88%90%E5%B0%B1%E8%AB%8B%E9%A0%98%E6%9C%88%E9%80%80%E4%BC%91%E9%87%91%E6%A2%9D%E4%BB%B6%EF%BC%8C%E5%BE%97%E5%90%A6%E4%BE%9D%E5%8E%9F%E5%85%AC%E5%8B%99%E4%BA%BA%E5%93%A1%E9%80%80%E4%BC%91%E6%B3%95%E6%A0%B8%E7%99%BC%E8%A3%9C%E5%84%9F%E9%87%91%E7%96%91%E7%BE%A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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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教育部108年3月27日臺教人(四)字第1080043042號書函以，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

卹法第79及80條規定，應剝奪或減少之退離職給與內涵及執行事宜。相關內容請

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查閱。 

7. 本校108年3月6日嘉大人字第1080002215號函以，核定修正本校「 國立嘉義大學職

員獎懲實施要點」。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法規彙編項下查閱。 

 

 

1.本校108年3月26日嘉大人字第1089001242號函以，各用人單位辦理專案人員職缺

公告時，應詳細檢視工性質及內容，妥適訂定具體之資格條件，以杜爭議。爰請

各單位配合辦理。 

2.108年3月22日嘉大人字第1089001166號函以，為求更公正、公平遴選適任人選，

自即日起，各單位依上開規定組成5人甄審小組辦理初審時，其成員為用人單位

委員3人、用人單位以外之專評會委員1人及其他單位委員1人。爰請各單位配合

辦理。 

3.轉知中華電信青春無敵優惠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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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轉知特約商店路易斯皮件有限公司專案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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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平新視野】女生研究數理 李瑩英：能力夠信心不夠 

【本文摘錄自財團法人國語日報社/文沈育如報導】 

    國內唯一表揚臺灣女科學家卓越貢獻的臺灣傑出女科學家獎，日前頒獎表揚

得獎者，象徵最高榮譽的「傑出獎」，由臺灣大學數學系特聘教授李瑩英獲得。

她小時候家裡開布店，會幫媽媽算帳，因而走入數學有趣的世界。李瑩英鼓勵女

生投入數學研究，既不用待在實驗室，也不需要到野外踏查，以女生的能力絕對能

勝任。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E5%85%AC%E5%8B%99%E4%BA%BA%E5%93%A1%E9%80%80%E4%BC%91%E8%B3%87%E9%81%A3%E6%92%AB%E5%8D%B9%E6%B3%95%E7%AC%AC79%E5%8F%8A80%E6%A2%9D%E6%87%89%E5%89%9D%E5%A5%AA%E6%88%96%E6%B8%9B%E5%B0%91%E4%B9%8B%E9%80%80%E9%9B%A2%E8%81%B7%E7%B5%A6%E8%88%87%E5%85%A7%E6%B6%B5%E5%8F%8A%E5%9F%B7%E8%A1%8C%E4%BA%8B%E5%AE%9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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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81%B7%E5%93%A1%E7%8D%8E%E6%87%B2%E5%AF%A6%E6%96%BD%E8%A6%81%E9%BB%9E(%E7%B6%B2%E9%A0%81%E5%85%AC%E5%91%8A%E7%89%88).pdf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E4%B8%AD%E8%8F%AF%E9%9B%BB%E4%BF%A1-%E9%9D%92%E6%98%A5%E7%84%A1%E6%95%B5%E5%84%AA%E6%83%A0%E6%96%B9%E6%A1%88.pdf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E8%B7%AF%E6%98%93%E6%96%AF%E7%9A%AE%E4%BB%B639%E6%8A%98%E5%B0%88%E6%A1%88%E6%B4%BB%E5%8B%95-%E5%9C%8B%E7%AB%8B%E5%98%89%E7%BE%A9%E5%A4%A7%E5%AD%B8.pdf
https://www.mdnkids.com/gender_equity_edu/?sn=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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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恐懼數學，但是對李瑩英來說，數學就像解謎一樣有趣。小時候，李

瑩英的身高還沒有布店裡的櫃子高時，就可以用心算幫媽媽算帳，深獲長輩讚賞，

讓她覺得數學好好玩；念國小高年級時，李瑩英可以算複雜的應用題，享受「從

迷霧中抽絲剝繭，最後找出答案」的成就感。 

    李瑩英從小就喜歡數理，家人也支持，大學選科系時，她曾在數學和物理之

間掙扎，最後選擇數學，也讓她如魚得水，沉浸在數學推導演算的世界。臺灣大

學數學系畢業之後，她到美國深造，取得史丹福大學數學博士學位，之後回到母

校臺大任教，成為國際知名的數學幾何分析學者。 

數學研究 不受時間空間限制 

    李瑩英說，數學對她而言，就像一場挑戰自己，探索未知世界的冒險，更幸

運的是，做自己有興趣的事，還有薪水可領。 

   李瑩英以丈夫的興趣爬山為例，先生如果要去爬喜馬拉雅山，得搭很久的飛機

才能到達，爬山過程也可能有生命危險，反觀她做數學研究，只需要一張紙、一

張桌子，靜下心來，就可以不受時間、空間限制，在腦海盡情探索、演算。 

投入教改 長達七年 

   除了做研究、教學生之外，李瑩英也曾投入國內的數學教育改革，二○○○年

到二○○七年，她與國內的數學界專家學者，一同協助教育部修訂九年一貫的數

學課綱，希望解決當時獨尊建構式數學教法的爭議，提升學生的數學能力。 

   這七年李瑩英全心全力投入教改，期間疏離了研究，二○○六年她參加一場國

際數學大會，看到同儕得到大獎時，臺下的她驚覺自己疏離數學研究，忍不住痛

哭。等教改到一個段落後，李瑩英迫不及待回到熟悉的研究領域。 

鼓勵學生 忠於自我放膽逐夢 

   很多家長反對女兒投入科學研究，認為女生將來還是要持家育兒，但是李瑩英

表示，數理能力的「個別差異」比「性別差異」大，女生只是自信心不足，能力

絕對能夠勝任，而且，數學家隨時可以在腦海演算思考，不受時間、場域的限制，

即使有需要照顧幼兒者，也能兼顧家庭與育兒的需求。 

   李瑩英說，在數學研究的路上，女性同伴少，她鼓勵學生忠於自我，放膽逐夢。

想成為科學家，就要保持好奇心，對事情追根究柢，在每個時刻，盡全力投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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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覺得重要的事情；在學期間除了提升自己的能力，也要培養眼界，養成持之以

恆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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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車票及高鐵票遺失了，該怎麼辦？ 

1、車票如屬於記名票，旅客得辦理掛失後，申請退費或補發車票。 

2、車票如屬於無記名者，因是無記名有價證券，在使用上是認票不認人，所以 

(1)旅客購票後，要妥善保存車票。 

(2)萬一不小心遺失車票時，旅客要先向臺鐵/高鐵報備，並再重新購/補買同日、

同起訖區間車票乘車票(以遺失車票車次為原則)後，始能搭車。又旅客事後如

果有尋獲車票，且經臺鐵/高鐵查明，確定該票沒有使用或沒有完成旅程者，得

於1年內向臺鐵/高鐵請求退還票價，最多可退8成票款。 

               

 
 

  

有健康生活才能預防過勞！  

【本文摘錄自衛生福利部健康九九網站/文薛光傑醫師】 

    在現代文明急速發展之社會，新型態的工作壓力越來越普遍。所謂新型態的工作

壓力指的是隨科技進步，電腦、家電與手機等各種生活軟硬體的出現，先前需要耗費

大量勞力以換取生活所需之工作大量被取代，大多數人之生活習慣普遍趨向於缺乏運

動、速食或外食大行其道、高糖高脂低纖等不健康飲食也越來越受歡迎；在如此越來

越不健康的生活形態中，職場、工作甚至於生活上之壓力卻有增無減，不良之生活型

態與長期的壓力將會造成民眾身心疲憊、耗損，造成所謂的過勞。 

    對許多人而言，工作壓力所產生的慢性疲勞，其原因可能來自於工作內容、工作

量。而工作環境因素與上班時間之長短、工作薪資、家庭生活等，皆會加重或加速其

過勞症狀！若持續處於上述不健康或不平衡狀態，隨時間一久身體可能開始感到不

適，肩背疼痛、僵硬或頭痛等症狀，即有可能變為「積勞成疾」，就是所謂「過

勞」。過勞的問題引起之主要疾病為腦血管疾病與心臟疾病。前者包括腦出血、腦梗

https://cpc.ey.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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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高血壓性腦病變等，後者包括心肌梗塞、心臟衰竭、狹心症、心律不整、及心因

性猝死等等。 

過勞之高危險族群大多有以下狀況： 

1.工作時間過長，一週的平均工作超過六十小時。 

2.工作時間造成睡眠剝奪。 

3.夜班多或工作時間不規則，如需輪班的醫護與警消人員等。 

4.自我要求高且易緊張者。 

 

    自我了解是預防過勞的第一步，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曾製作了一本「過勞自我

預防手冊」，可初步自我檢視，如符合過勞的十二項徵兆，應盡早找出原因加以改

善，必要時請求醫師協助。 

1.經常感到疲倦、健忘。 

2.突然覺得有衰老感。 

3.肩部和頸部僵直發麻。 

4.因為疲勞和苦悶失眠。 

5.為小事煩躁和生氣。 

6.經常頭痛和胸悶。 

7.高血壓、糖尿病病史，心電圖不正常。 

8.體重突然變化大。 

9.最近幾年運動也不流汗。 

10.自我感覺身體良好而不看病。 

11.人際關係突然變壞。 

12.最近常工作失誤或者發生不和。 

如果想知道自己是否有過勞，亦可利用線上壓力指數測量表來評估自己的壓力狀況。 

    接下來的第二步便是改變生活型態。預防過勞最重要的就是長期的健康生活型

態，無論有無過勞的症狀，現代人在追求工作與事業中，必須適時自我放鬆，充分的

休息、適度的休閒娛樂、規律的運動、均衡的飲食、良好的人際關係及選擇較好的工

作環境，並戒除不良習慣(如吸菸、酗酒等)，都是揮別慢性疲勞與遠離過勞死的最重

要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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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生活包括 

1.工作與休閒保持平衡：選擇自己喜歡的工作，讓工作變成一種自我實現的過程。適

度的舒壓與休息也很重要，工作太投入或工作狂是過勞的前兆之一。熬夜更是會造成

內分泌改變，記憶力衰退，衰老與精神狀況不穩，需要避免。 

2.規律的運動：運動的好處非常多，甚至可說是健康生活的核心！運動可消耗身體過

多的熱量、幫助維持適當體重、增強心肺功能、促進血液循環，以及降低心臟病、高

血壓及糖尿病等疾病的風險、增強身體抵抗力、預防骨質疏鬆症、強壯肌肉幫助舒展

筋骨、改善腰酸背痛、增加身體及關節的柔軟度、使睡眠品質更佳，工作更有效率

等。保持持續與規律的運動對於避免過勞是不可或缺的，身體活動對不同族群都有健

康促進的效果，世界衛生組織建議18-64歲成年人運用每次持續10分鐘分段累積方

式，每週累積達150分鐘的中等費力身體活動(活動時仍可交談，但無法唱歌)或75分

鐘的費力身體活動(活動時講話會喘)；65歲以上老年人身體活動量與18-64歲成年人

相同，每週累積達150分鐘的中等費力身體活動。 

3.均衡的飲食：健康與均衡的飲食不但可以讓心情愉快，工作起來更有效率。研究發

現，吃得不好會讓工作效率損失的風險增加六成，健康均衡的飲食能夠確保工作時所

需的能量和提高工作效率，也增加了抗壓的本錢，國人之蔬菜、水果與乳品類普遍攝

取不足，足量攝取蔬菜、水果、全榖、豆類；堅果種子及乳品類，不但可滿足均衡營

養之需求，更是降低多種慢性疾病之利器。 

4.良好的人際關係：工作或家庭中良好的互動將可讓工作效率倍增，工作起來更愉

快，遇到困難也可以大家一起協助並共同解決面對，所以維持良好的人際關係就像一

張預防過勞的保護傘，大家互相協助可以降低許多工作壓力 

5.適宜的工作環境：有良好採光、通風與綠化的工作環境讓人工作時更有精神，亞馬

遜花數十億美元打造的雨林辦公室結合了辦公室與大自然生態系，讓在工作的人忘了

是在辦公，可見選擇或是改造一個適合自己的工作環境非常重要。 

6.避免吸菸酗酒：工作壓力大，有些人會藉吸菸喝酒排除壓力，殊不知長期下來身體

衰退更快，百病叢生，心肺功能與肝功能受到影響，抗壓性反而越來越差！建議一定

要盡早戒除！ 

若能保持健康生活習慣，壓力也將逐漸減輕，過勞與慢性疲勞自會遠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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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員工協助方案專區連結) 

無法左右的，隨緣！                          

                                                                                                                                                                【本文摘自學習電子報】 

一、 

院子裡有兩棵樹，一棵很茂盛，一棵已經枯萎了。道長問弟子：你們說是枯萎的好，

還是茂盛的好？ 

一個弟子說：「當然是茂盛的好。」另一個弟子說，「繁華終將消失，我看是枯萎的好。」 

誰知道長搖搖頭，「枯萎也終將消失」。 

後來一個機靈的小道說出了答案「枯萎的讓它枯萎，茂盛的讓它茂盛。」 

萬物各有規律，不要追逐外界的風景，而要關注自己內心的風景。心裡若能隨緣而

觀，隨緣而喜，任他樹榮樹枯，都是絕好風景。 

「有緣即住無緣去，一任清風送白雲。」道家有言，隨緣自適，煩惱即去。隨緣是我

們擺脫煩惱的第一秒法。 

苦樂隨緣，得失隨緣。人生在世，始終有很多無法左右的因素，不以人的意志為轉

移。比如，我們無法選擇自己的出身。 

二、 

盡人事而聽天命，無法左右的事應該隨緣。這是智者的態度。隨緣不是隨便，不是對

什麼事情都逆來順受。隨緣不是放棄，而是在一番努力之後的坦然。隨緣也不是消

極，而是一番拼搏掙扎之後的看開。 

在《論語》里，孔子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又說「畏天命」。 

知命，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什麼是可以成就的，什麼是無法人為成就的。孔子說，富

貴不是求來的，不是你追求就能得到的，所以他不去求富貴。 

曾國藩說：人生有可為之事，也有不可為之事。可為之事，當盡力為之，此謂盡性；

不可為之事，當盡心從之，此謂知命。 

這裡的盡性和知命，精確地概括了古人「知天命」「隨緣」的內涵。 

盡性就是要人，盡心盡力，做好自己能做的事，當仁不讓，捨我其誰？不要懶惰，更

不能給自己找接口推脫責任，不要因為不作為給自己的人生留下遺憾。 

三、 

http://www.ncyu.edu.tw/personnel/gradation.aspx?site_content_sn=49795
http://ibook.idv.tw/enews/enews1381-1410/enews14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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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命就是要放下，尤其對於終其一生也不可能得到的東西，要看開。不要盲目執著，

給自己製造對立和痛苦。 

曾國藩很明白這些道理，他做人做事從不苛求完美，反而是完事求缺。他把自己的書

齋命名為「求缺齋」。 

曾國藩相信風水，但他對風水的追求是「不求好地，但求平安」。他的墓地選的也是

很普通的山崗。 

最好的生活顯然是這樣的：懷抱一顆積極的心，盡心盡性地做事，又能知命隨緣，不

執著於「得到」的妄念，樂天，隨遇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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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副教授 陳秋榮 升等 106.08.01  

電機工程學系 教授 謝奇文 升等 107.08.01  

秘書室校友聯絡組 組長 鍾宇政 新任 108.03.07  

學生事務處軍訓組 教官 王怡淑 退伍 108.03.08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專案組員 李君翎 陞遷 108.03.12  

生化科技學系 專案辦事員 黃裕之 新進 108.03.13  

國際事務處國際學生事務組 輔導員 林嘉瑛 陞遷 108.03.14  

總務處事務組 專案辦事員 柯智釧 新進 108.03.14  

師資培育中心課程組 職務代理人 劉惠美 離職 108.03.15  

總務處營繕組 技士 陳鴻翔 新進 108.03.15  

學生事務處軍訓組 組長 蔡銘燦 卸任 108.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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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職稱 姓名 異動情形 生效日期  

學生事務處軍訓組 組長 高偉比 新任 108.03.16  

生命科學院 工友 林清花 退休 108.03.19  

總務處 工友 葉芳妤 退休 108.03.19  

總務處 工友 王雪峯 工作調整 108.03.19  

學生事務處 專案諮商心理師 江國楨 新進 108.03.19  

總務處資產經營管理組 組員 蔡仲瑜 陞遷 108.03.22  

師資培育中心課程組 職務代理人 陳菁燕 新進 108.03.25  

 

 

4月份壽星 

丁志權教授(館長) 李俊彥教授 沈德欽副教授 郭娟玉副教授 

吳建昇助理教授 鍾暳陵專案助理教授 李采珠組員 蘇耀期教授(主任) 

陳挺煒專案助理教授 洪進雄教授 周良勳副教授(主任) 方引平助理教授 

李爵安助理教授 邱瓊儀專案組員 高偉比教官(組長) 何祥如副教授 

陳希宜助理教授(組長) 蔡進發教授(主任) 翁頂升副教授 凃凱珍專員 

王玫珍副教授 顏玉雲副教授 謝欣潔助理教授 沈永祺助理教授 

陳國隆教授 沈意清程式設計師 史雅芳專案組員 李世豪副教授 

盧泳聰專案辦事員 林若慧副教授 李姿青專案辦事員 倪瑛蓮專案助理教授 

林昭慧助教 張立言教授(副院長) 黃獻宗技工 呂乃迪專案組員 

陳榮洪教授 薛堯舜講師(組長) 陳俊汕助理教授 何宣甫教授 

陳智明助理教授 沈玉培助理教授 劉建男助理教授 林明瑩助理教授 

曾信嘉副教授 方文杰專案助理教授 吳樎椒教授 朱興中教授 

林志鴻副教授 陳靜昶專案辦事員 張淑儀副教授(分館主任) 陳嘉文教授 

黃芳銘教授 王莉莉工友 陳本源副教授 黃存澤技工 

蔡浟錡專案組員 賴昱辰組員 楊鐘松教授 張高雯助理教授 

葉譯聯專案助理教授 廖宇賡教授 劉耀中副教授 呂月發技工 

陳錦嫣講師 張高賓教授   

附註：表列壽星名單，請各單位務必配合於4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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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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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榜 
單位   姓名   獎懲 獎懲事由 

學生事務處 林明衡 嘉獎一次 
辦理本校參加107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決賽，負責盡職，圓滿完成任務 

總務處 吳榮山 嘉獎二次 
辦理本校107年度民防團隊常年訓練，經嘉

義市政府評定為第2名，辛勞有功 

總務處 許榮鍾 嘉獎二次 
辦理本校107年度民防團隊常年訓練，經嘉

義市政府評定為第2名，辛勞有功 

總務處 林義森 嘉獎二次 
辦理本校107年度民防團隊常年訓練，經嘉

義市政府評定為第2名，辛勞有功 

總務處 羅允成 嘉獎二次 
辦理本校107年度民防團隊常年訓練，經嘉

義市政府評定為第2名，辛勞有功 

總務處 蘇美蓉 嘉獎一次 
協辦本校107年度民防團隊常年訓練，經嘉

義市政府評定為第2名，辛勞有功 

總務處 朱淑惠 嘉獎一次 
協辦本校107年度民防團隊常年訓練，經嘉

義市政府評定為第2名，辛勞有功 

總務處 鄭鈺潔 嘉獎一次 
協辦本校107年度民防團隊常年訓練，經嘉

義市政府評定為第2名，辛勞有功  

總務處 謝明潔 嘉獎一次 
協辦本校107年度民防團隊常年訓練，經嘉

義市政府評定為第2名，辛勞有功  

總務處 王露儀 嘉獎一次 
協辦本校107年度民防團隊常年訓練，經嘉

義市政府評定為第2名，辛勞有功 

教務處 買勁瑋 嘉獎一次 
協辦本校107年度民防團隊常年訓練，經嘉

義市政府評定為第2名，辛勞有功 

產學營運及推廣處 吳正喨 嘉獎一次 
協辦本校107年度民防團隊常年訓練，經嘉

義市政府評定為第2名，辛勞有功 

人事室 鍾雯州 嘉獎一次 

前任本校人事室組員職務期間，自107年11

月1日起至107年12月13日止代理同仁離職所

遺業務，負責盡職 

研究發展處 盧青延 嘉獎二次 
辦理學校章則研訂之前置作業，協調得力，

順利校務推展，表現優良 

體育室 謝婉雯 嘉獎二次 
辦理107年度彰雲嘉大學校院聯盟排球競

賽，圓滿達成任務 

體育室 王雅音 嘉獎二次 
辦理107年度彰雲嘉大學校院聯盟排球競

賽，圓滿達成任務 

生命科學院 林淑娟 嘉獎二次 
協辦2018第三屆東南亞生物多樣性與健康研

討會活動，辛勞得力 

生命科學院 鄭靜芬 嘉獎二次 
協辦2018第三屆東南亞生物多樣性與健康研

討會活動，辛勞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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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及安

全衛生中心 
蔡佳玲 嘉獎一次 辦理本校愛滋防治業務成效卓著，辛勞得力 

環境保護及安

全衛生中心 
林美文 嘉獎一次 辦理本校愛滋防治業務成效卓著，辛勞得力 

環境保護及安

全衛生中心 
王姿雯 嘉獎一次 辦理本校愛滋防治業務成效卓著，辛勞得力 

環境保護及安

全衛生中心 
方珣 嘉獎一次 

辦理本校107年登革熱等重要蚊媒傳染病防

治業務成效良好，辛勞得力 

環境保護及安

全衛生中心 
蔡佳玲 嘉獎一次 

辦理本校107年登革熱等重要蚊媒傳染病防

治業務成效良好，辛勞得力 

總務處 羅允成 嘉獎一次 
協辦本校107年登革熱等重要蚊媒傳染病防

治業務成效良好，辛勞得力 

學生事務處 鍾明仁 嘉獎一次 
協辦本校107年登革熱等重要蚊媒傳染病防

治業務成效良好，辛勞得力 

國際事務處 林嘉瑛 嘉獎一次 
利用公餘時間，協助彙整校務研究資料及撰

寫報告，辛勞得力 

國際事務處 林嘉瑛 嘉獎一次 
參加教育部107年度專書閱讀寫作競賽，成

績優良 

環境保護及安

全衛生中心 
陳麗芷 嘉獎一次 

辦理本校教職員工健身暨健康諮詢中心籌設

及相關活動規劃等業務，圓滿達成任務 

環境保護及安

全衛生中心 
陳冠蓉 嘉獎一次 

辦理本校教職員工健身暨健康諮詢中心籌設

及相關活動規劃等業務，圓滿達成任務 

環境保護及安

全衛生中心 
郭清宜 嘉獎一次 

辦理本校教職員工健身暨健康諮詢中心籌設

及相關活動規劃等業務，圓滿達成任務 

環境保護及安

全衛生中心 
陳冠蓉 嘉獎二次 

辦理本校107年度實驗場所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活動，圓滿達成任務 

環境保護及安

全衛生中心 
郭清宜 嘉獎一次 

協辦本校107年度實驗場所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活動，圓滿達成任務 

環境保護及安

全衛生中心 
方珣 嘉獎一次 

協辦本校107年度實驗場所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活動，圓滿達成任務 

總務處 蕭哲翔 嘉獎一次 

前任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五區養護工程處助理

工程員期間，積極投稿「臺灣人@路」刊物

並獲選出版，著有績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