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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人事服務簡訊            108年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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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7日臺教人(一)字第1080075313號書函轉知，勞動部修正勞工退

休金條例部分條文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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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臺教人(一)字第1080074394號書函轉知，請確實於行政院人

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員個人資料校對網站」確實維護個人資料一案。相關內容請

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查閱。 

3. 教育部108年5月23日臺教文(二)字第1080073034號書函轉知， 有關中國大陸配偶

得擔任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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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6月4日臺教人(四)字第1080080456號書函轉知，107年度公務人員退

休撫卹基金決算業已公告於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網站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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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6月17日臺教人(一)字第1080086683號書函轉知， 相同性別2人結婚登

記、終止結婚登記等相關登記事項之個人記事刪除同性2字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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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6月28日臺教人(二)字第1080093670號書函轉知，公務人員任用法施

行細則第3條、第9條、第25條條文業經修正公布一案。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

室網頁/法規彙編/人事法規釋例項下查閱。 

https://goo.gl/jtiDGq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1080527--%E4%BA%BA%E4%BA%8B%E6%B3%95%E4%BB%A4%E5%AE%A3%E5%B0%8E--%E4%BF%AE%E6%AD%A3%E5%8B%9E%E5%B7%A5%E9%80%80%E4%BC%91%E9%87%91%E6%A2%9D%E4%BE%8B%E9%83%A8%E5%88%86%E6%A2%9D%E6%96%87.pdf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E7%B5%84%E5%90%88%202_4.pdf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1080523--%E4%BA%BA%E4%BA%8B%E6%B3%95%E4%BB%A4%E5%AE%A3%E5%B0%8E--%E4%B8%AD%E5%9C%8B%E5%A4%A7%E9%99%B8%E9%85%8D%E5%81%B6%E5%BE%97%E6%93%94%E4%BB%BB%E8%87%A8%E6%99%82%E4%BA%BA%E5%93%A1.pdf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E6%95%99%E8%82%B2%E9%83%A8%E6%9B%B8%E5%87%BD-107%E5%B9%B4%E5%BA%A6%E5%85%AC%E5%8B%99%E4%BA%BA%E5%93%A1%E9%80%80%E4%BC%91%E6%92%AB%E5%8D%B9%E5%9F%BA%E9%87%91%E6%B1%BA%E7%AE%97.pdf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E7%B5%84%E5%90%88%201_69.pdf
http://www.ncyu.edu.tw/personnel/itemize.aspx?itemize_sn=152373&pages=0&site_content_sn=44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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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教育部108年5月7日臺教人(二)字第1080065950號書函轉知，行政院修正「行政院

限制所屬公務人員借調及兼職要點」第2點、第4點及第5點一案。相關內容請逕至

本校人事室網頁/法規彙編/人事法規釋例項下查閱。 

8. 教育部108年5月8日臺教人(二)字第1080067277號書函轉知，所詢國立大學兼任行

政職務教師得否兼任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研究發展及人才培育委員會」委員

疑義一案。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法規彙編/人事法規釋例項下查閱。 

9. 教育部108年5月18日臺教人(四)字第1080069336號書函轉知，軍公教人員兼任非

政府機關(構)職務，領受之車馬費或出席費等相關經費是否受「軍公教人員兼職

費支給表」規範疑義一案。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法規彙編/人事法規

釋例項下查閱。 

10. 教育部108年7月2日臺教人(二)字第1080093865號書函轉知，修正擬任人員具結書、

擬任人員送審書及公務人員動態登記書一案。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法

規彙編/人事法規釋例項下查閱。 

11. 教育部108年7月1日臺教人(二)字第1080091579號函轉知，行政院所屬機關（構）

學校徵才及人員應徵自108年7月1日起提供全程線上作業一案。相關內容請逕至本

校人事室網頁/法規彙編項下查閱。 

12. 教育部108年6月17日臺教人(二)字第1080087521號函轉知，總統府處理文武官員

任免作業要點部分條文修正公布一案。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法規彙編

項下查閱。 

13. 本校108年7月1日嘉大人字第1089003067號函以，核定「國立嘉義大學計畫聘用專

案計畫教學人員契約書」。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法規彙編/校定人事

規章項下查閱。 

 

1.本校業於108年6月17日、108年6月19日於民雄、蘭潭、新民校區辦理教師升等制

度修正重點說明會完竣。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查閱。 

http://www.ncyu.edu.tw/personnel/itemize.aspx?itemize_sn=152374&pages=0&site_content_sn=44751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1.%E6%95%99%E8%82%B2%E9%83%A8%E6%9B%B8%E5%87%BD-%E6%9C%89%E9%97%9C%E5%9C%8B%E7%AB%8B%E5%A4%A7%E5%AD%B8%E5%85%BC%E4%BB%BB%E8%A1%8C%E6%94%BF%E8%81%B7%E5%8B%99%E6%95%99%E5%B8%AB%E5%BE%97%E5%90%A6%E5%85%BC%E4%BB%BB%E8%87%BA%E7%81%A3%E6%B8%AF%E5%8B%99%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E3%80%8C%E7%A0%94%E7%A9%B6%E7%99%BC%E5%B1%95%E5%8F%8A%E4%BA%BA%E6%89%8D%E5%9F%B9%E8%82%B2%E5%A7%94%E5%93%A1%E6%9C%83%E3%80%8D%E5%A7%94%E5%93%A1%E7%96%91%E7%BE%A9.pdf
http://www.ncyu.edu.tw/personnel/itemize.aspx?itemize_sn=152376&pages=0&site_content_sn=44751
http://www.ncyu.edu.tw/personnel/itemize.aspx?itemize_sn=152377&pages=0&site_content_sn=44751
http://www.ncyu.edu.tw/personnel/itemize.aspx?itemize_sn=152378&pages=0&site_content_sn=44751
http://www.ncyu.edu.tw/personnel/itemize.aspx?itemize_sn=152379&pages=0&site_content_sn=44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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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88%E7%95%AB%E8%81%98%E7%94%A8%E5%B0%88%E6%A1%88%E8%A8%88%E7%95%AB%E6%95%99%E5%AD%B8%E4%BA%BA%E5%93%A1%E5%A5%91%E7%B4%84%E6%9B%B81080618-%E5%90%AB%E7%B8%BD%E8%AA%AA%E6%98%8E.pdf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1080617%E3%80%8C%E6%95%99%E5%B8%AB%E5%8D%87%E7%AD%89%E5%88%B6%E5%BA%A6%E4%BF%AE%E6%AD%A3%E9%87%8D%E9%BB%9E%E8%AA%AA%E6%98%8E%E6%9C%83%E3%80%8D%E7%B0%A1%E5%A0%B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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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校108年6月18日嘉大人字第1089002840號函知各單位，暑假期間自108年7月1

日至108年8月31日止實施職員彈性上班及統一補休。 

 

冰島生活：沒有性別刻板印象、重視生活品質 

【本文摘錄自性別力/文：時報文化】 

    在冰島，並沒有明確的「約會文化」（Dating Culture），沒有明確的追求期。

不太像我們熟悉的亞洲社會，關係的進展通常是從單一方好感開始，接著追求，

經過幾次的見面及了解，才發展成為男女朋友的關係。 

沒有曖昧、追求期 

     在冰島，並不存在「約會文化」（Dating Culture），男女之間沒有所謂的

追求期。不像相對保守的亞洲社會，男女關係的進展，通常是從單一方有好感或

互相有好感開始，接著相約出去，經過幾次的見面及了解，才會進一步發展成為

男女朋友的關係。冰島人覺得這套約會方式太冗長、太麻煩了！ 大多數的冰島人，

男女關係都是由「性」先開始的。 

    冰島的開放風氣，讓一夜情見怪不怪。一般來說，冰島人會在一夜情過後，

才開始審思是否要跟身旁的人出去喝杯咖啡、吃頓早餐，再來決定是否把這種關

係昇華成戀人。雖然至今我還是有點難以接受這種本末倒置的發展方式，但是在

冰島，許多戀人關係的確是這樣開始的。 

沒有性別刻板印象 

    冰島的女性從外觀來看，個頭都不小，行事風範就好像男人，從扛重物、粉刷

牆壁、修理機械到修繕屋瓦，幾乎一個人可以包辦所有事。反觀台灣，這類太獨立、

一點都不小鳥依人的女生，反而會被伴侶覺得自己不被需要而嚇跑一堆男性。 

    冰島男人不會因為你是女生就幫你服務大小事。在這裡，看不到幫女生開車

門或者背包包的男士；一起去超市採買，重物也不是一定就得男生提；出門約會、

吃飯或旅行，費用兩人一起分攤。傳統保守社會中那些由女人打理的事，在冰島

則是男女共同分擔，說得更明白些，就是誰有空誰就去做。煮菜燒飯、接送照顧

https://womany.net/read/article/18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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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洗碗、打掃等大小家務事，幾乎沒有一項難得倒冰島男人，他們認為這些

事也是自己該做的事，他們並不是只站在「幫忙」的立場，而是甘心樂意地做。 

    如果有看過電影《高年級實習生》，應該會對劇中安海瑟威（Anne Hathaway）

所飾演的事業女強人 Jules Ostin 的角色印象深刻。在片中，Jules 的丈夫 Matt 

為了成全妻子剛起步的事業，辭掉工作在家當起全職奶爸，顛覆了一般社會男主

外女主內的傳統觀念。看完這部電影後，我隨口問了我的冰島男人：「如果要你

像片中的 Matt 一樣在家當全職家庭主夫，而我去外面工作，你可以接受嗎？」他

的答案是可以。 

很會表達與讚美 

    許多個性比較內斂的亞洲男生，很多時候其實是不擅長表達自己感受的。相

較之下，冰島男人對於想法的表達直接又明瞭。雖然如之前所提到的，冰島男人

大多害羞，不擅長甜言蜜語，也不會用花言巧語哄女朋友開心，但是他們懂得適

時表達自己最真實的想法，給予另一半最直接的稱讚。如果我的冰島情人覺得我

新買的衣服很好看，他會直接跟我說：「你今天看起來很漂亮。」 

    除了適時地給予對方讚美、向對方投射崇拜的眼神，冰島的男女朋友也會給彼

此很大的生活空間，尊重彼此的交友及生活圈。因此在冰島，向另一半交出手機或

社群網站密碼，或是限制對方不可以跟誰來往這種事，是幾乎不可能被另一半接受

的。在冰島，如果遇上想要控制一切的恐怖情人，甚至可以去提告精神家暴。 

重視生活品質 

    冰島人崇尚簡樸，他們不認為愈貴的東西愈好，只要還能使用，就算是幾十年

的舊車也沒關係。 

    冰島人追求的一向是生活品質，而不是物質，他們的幸福可以來自一本書、一

首歌或是一段對話。冰島男人重視家庭生活，把自己的另一半與小孩看得比什麼都

重要，也重視和家人、朋友相處的時刻。對於工作，他們雖然認真，平均工時算是

北歐中最長的，但是也不會太過，更沒有不成文的加班文化。 

    尤其經歷二○○八年的金融危機後，冰島人反而更懂得享受、珍惜當下。即使

再忙，他們也是會跟另一半到咖啡店喝杯咖啡。兩杯咖啡、一張桌子伴隨著音樂，

就是簡單而不可或缺的生活情調與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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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凡事慢慢來的冰島人， 遇上講求組織效率的台灣人 

    冰島人不擅長先行計畫，不懂得未雨綢繆，也不喜歡想太多，他們總是會以一

種慢慢來的姿態行事，剛剛好拖到最後一刻──情人節禮物會等到前一天再來想要

買什麼；不會事先訂位餐廳，寧可到現場等候或看著辦；知道自己什麼時候要去旅

行，但是心想還有時間，機票遲遲不訂。 

    一開始我實在是非常不適應他們散漫、不積極的做事態度。我的冰島男人就擁

有這種典型的冰島性格，與講求積極效率的我，簡直南轅北轍。 

「這樣相處起來不會很累嗎？」 

    不同國籍的我們，從小到大接受完全不同的教育、風俗習慣與文化。我們有著

完全不同的思考方程式及行事態度，但是很慶幸的是，我們也擁有許多相同的價值

觀。這麼一樣卻又不一樣的我們，其實在相處時是不違和的，最重要的是我們怎麼

看待彼此，是否願意融入對方人生，彼此填補與修正。 

    他知道我喜歡做事有條理，隨著相處時間漸久，只要是關於我們的事，他都會

先有自己的想法，甚至先計畫好。而我也因為他的影響，願意放下一些原本的固執

與自我堅持，學著偶爾偷懶，讓自己輕鬆點，後來發現，其實這樣也沒什麼不好。 

    我們彼此包容互補，不覺得是委曲求全，所以相處起來相當輕鬆愉快。雖然，

冰島男人是一群不浪漫的生物，但是面對冰島所到之處令人震撼的美景，每天一睜

眼都被難以想像的美麗與夢幻環繞。在冰島談戀愛，其實浪漫無所不在。 

 個人資料保護法實例問答  【本文摘錄自國家發展委員會個人資料保護專區網站】                   

有關醫院透過當事人書面同意上傳血壓數值至國健署建置之中央資料庫平台供醫生醫

療該當事人之參考，是否有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6條？ 

答： 

一、按個人資料保護法（下稱個資法）第6條第1項規定「有關病歷、醫療、基因、

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個人資料，不得蒐集、處理或利用。但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六、經當事人書面同意。…」；同條第2項規定

「依前項規定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準用第八條、第九條規定；其中

前項第六款之書面同意，準用第七條第一項、第二項及第四項規定，並以書

https://pipa.ndc.gov.tw/News_Content.aspx?n=7D3602579D2BF23F&sms=2F28806F8A42AE16&s=80F97F0B26CBA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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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為之。」。同法第7條第1項規定：「…所稱同意，指當事人經蒐集者告知

本法所定應告知事項後，所為允許之意思表示。」。同法第8條第1項規定：

「公務機關…向當事人蒐集個人資料時，應明確告知當事人下列事項：…」。 

二、 本案貴署於心血管疾病防治之法定職掌範圍內，透過當事人書面同意蒐集其

醫療資料，尚無違反個資法第6條之問題；次按個資法第7條第1項規定，同意

係指當事人經蒐集者告知本法所定應告知事項後，所為允許之意思表示，因

此貴署於取得當事人同意時，應明確告知當事人個資法第8條第1項各款事項，

包括公務機關名稱、蒐集目的、利用對象等。貴署如規劃將該等醫療資料作

醫療以外之目的（如：心血管疾病研究）使用，應一併明確告知相關事項。 

 

               

 
 

  

檸檬水是鹼性食物，可以調整體質? 

【本文摘錄自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暑網站/文:林世航營養師】 

    檸檬富含維生素 C及檸檬酸等營養素，被認為是養生的好食材，而藉由檸檬調整

體質也是民眾愛好的話題。網路上盛傳，以稀釋後的檸檬汁或以檸檬切片泡水後飲

用，可以調整酸性體質，讓人體變成鹼性體質，有預防癌症和許多慢性疾病的好處，

這是真的嗎？實際上，人體血液的酸鹼值是恆定的，並不會因為喝了檸檬水而有所改

變，檸檬水能改變體質的說法並沒有科學依據。 

    事實上，所謂的「酸鹼體質」並沒有科學根據，發明這項理論的 Robert O. 

Young更因此被美國聖地牙哥法院判決罰款，理由是詐欺。一般正常人的血液酸鹼值

維持在弱鹼性範圍之內( pH 7.35- 7.45 )，且受到許多生理機制的調控，例如：呼

吸、腎臟排泄與血液蛋白質緩衝等，我們的血液酸鹼值並不會因為攝取了酸性或鹼性

食物而有所改變，因此喝檸檬水可以調整體質的說法，是不正確的。 

    過去有些許研究認為，「鹼性飲食」可以減少許多疾病風險，但其主因可能與食

物的「酸鹼性」無太大關聯，而是因為所謂的「鹼性飲食」通常包含了大量的蔬菜、

水果、全穀雜糧類等食物，並減少了紅肉的攝取量，這樣的飲食內容，可以提供豐富

的膳食纖維、微量營養素與植化素，較符合營養均衡的概念，也因此採用這樣的飲食

模式對健康較有益處，而非「鹼性」食物所帶來的影響。 

https://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1425&pid=10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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檸檬和檸檬皮含有豐富的維生素 C、類黃酮等營養素，確實是健康的食物，但提醒民

眾不要再被傳言誤導，檸檬水實際上並沒有改變體質的功效，適度飲用即可！ 

 

   (本校員工協助方案專區連結) 

壓力需管理 紓壓術帶你遠離風暴                          

                                                                                                                                                   【本文摘自康健雜誌/文: 張淑芬】 

什麼是壓力？ 

    壓力是身體覺察到威脅時所產生的感受。適度的壓力讓人避開危機、以及完成眼

前的任務。但是過度的壓力卻會衝擊身體和心理健康。 

有些壓力可以很快解除，例如和家人朋友吵架、塞車和交通突發狀況、重要工作做不

完等等。這種急性壓力（Acute stress）讓身體暫時出現：心跳加速、血壓升高、呼

吸急促、肌肉緊繃、流汗。 

   如果面對的壓力難以調適，身心反應的時間拉長，代表慢性壓力（Chronic 

stress）正在侵襲你。慢性壓力包括：長期從事不熱愛的工作、人際關係不佳、財務

問題、家庭失能、自己或摯愛罹病等。 

    除了家庭和生活，在職場上，額外的壓力源還包括：組織能力欠佳影響工作效

率、和從屬以及同事的人際衝突、繁重的多工任務，以及身體病痛帶來的壓迫感。 

承擔慢性壓力的人，如果未能覺察自己的身心困境、適時釋放，長久下來將可能導致

心臟疾病、腸胃問題、焦慮與憂鬱、體重增加、睡眠問題、記憶和注意力問題、難以

受孕、免疫系統功能低下等。美國癌症學會（American Cancer Society）研究也指

出，慢性壓力可能也會提高罹癌的風險。 

如何覺察壓力的存在？ 

    壓力不可怕；就怕我們無法（或拒絕）覺察它的存在，任由身心遭受摧殘。美國

心臟科學會（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的壓力量表，把壓力分成十等級，數字

越多，表示壓力越大。這份量表除了提供壓力指數，也可以用來練習覺察壓力來源的

敏銳度。 

http://www.ncyu.edu.tw/personnel/gradation.aspx?site_content_sn=49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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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釐清壓力狀態，可在各種情境下，試想自己身處哪一個等級。一段時間的觀察和

練習之後，你會比較了解壓力的真正來源。當負面情緒來襲時，你可以事先覺察，並即

時轉移或撫平。盡量讓受壓狀態維持在等級5以下的低壓帶，身心狀況才不致於失衡。 

正念紓壓術：扭轉負面思維 

經常對所處環境感到煩躁和焦慮的人，可以每天練習對自己這樣說： 

「我做不到」→「我盡力而為」 

「事情都亂了」→「我可以一步一步處理好」 

「我很無助孤單」→「只要我開口，會有人伸出援手」 

「我怎麼搞砸了」→「人都會犯錯，改過來就好」 

高壓來襲的急救術 

1.深呼吸、直到情緒穩定。 

2.起身走走路，去廁所也行，只要緩解心理緊迫感就好。 

3.有宗教信仰者可祝禱、無者可冥想。 

4.若無法即刻處理，先擺一邊，等情緒過後再冷靜面對。 

5.拆解問題，逐個解決，分散壓力。 

6.抱抱寵物或家人，或者先幫幫其他人，重拾自信感。 

7.運動，紓緩壓力最有效。 

 

工作之餘，可培養嗜好與保持社交活動，並適時接觸大自然，對於紓壓也極有助益。

壓力無時不在，學習以和緩的步調適時紓解，才是維持身心平衡的長久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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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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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職稱 姓名 異動情形 生效日期  

主計室 主任 吳惠珍 新進 108.06.28  

圖書館 組員 王映丹 新進 108.07.01  

體育室 救生員 翁士杰 新進 108.07.01  

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中心 技工 賴姿螢 職務調整 108.06.20  

電機工程學系 工友 葉怡雯 職務調整 108.06.20  

主計室 專員 陳玉芬 調任他機關 108.07.01  

教育學系 專案組員 黃貞瑜 回職復薪 108.07.01  

教育學系 職務代理人 林心柔 代理期滿離職 108.07.01  

生物資源學系 副教授 鍾國仁 退休 108.06.30  

秘書室綜合業務組 組長 許文權 退休 108.06.30  

圖書館系統資訊組 組長 葉晴辰 退休 108.06.30  

體育室 專案技佐 周修宇 離職 108.06.07  

 

榮譽榜 

   單位   姓名   獎懲 獎懲事由 

總務處 楊睿峰 嘉獎二次 
協辦107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場地規劃

事宜，圓滿達成任務 

音樂學系 范心怡 嘉獎二次 
協辦107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圓滿達

成任務 

學生事務處 林明衡 嘉獎二次 
辦理本校參加107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

賽，表現優良 

學生事務處 林育如 嘉獎二次 
辦理本校參加107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

賽，表現優良 

學生事務處 林明衡 嘉獎一次 
辦理本校參加108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

評選活動，表現優良 

學生事務處 林育如 嘉獎一次 
辦理本校參加108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

評選活動，表現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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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處 陳蕙敏 嘉獎二次 
辦理本校參加108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

評選活動，表現優良 

學生事務處 郭佳惠 嘉獎一次 
辦理本校參加108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

評選活動，表現優良 

學生事務處 江妮玲 嘉獎一次 
辦理本校參加108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

評選活動，表現優良 

學生事務處 李君翎 嘉獎一次 
辦理本校參加108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

評選活動，表現優良 

師資培育中心 陳惠蘭 記功一次 
辦理108年策略聯盟學校簽約暨研習等活

動，辛勞得力 

師資培育中心 林芝旭 記功一次 
辦理108年素養導向新課綱課程設計與創教

學活動，辛勞得力 

師資培育中心 張紀宜 記功一次 
辦理108年素養導向新課綱課程設計與創教

學活動，辛勞得力 

師資培育中心 吳佳蓁 記功一次 
辦理108年策略聯盟學校簽約暨研習等活

動，辛勞得力 

環境保護及安

全衛生中心 
陳麗芷 記功一次 

辦理107年校園環境管理評鑑業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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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校園環境管理評鑑業務，圓滿達

成任務 

環境保護及安

全衛生中心 
蕭傳森 嘉獎二次 

協辦107年校園環境管理評鑑業務，圓滿達

成任務 

環境保護及安

全衛生中心 
方  珣 嘉獎二次 

協辦107年校園環境管理評鑑業務，圓滿達

成任務 

環境保護及安

全衛生中心 
郭清宜 嘉獎一次 

協辦107年校園環境管理評鑑業務，圓滿達

成任務 

總務處 吳子雲 嘉獎一次 
協辦107年校園環境管理評鑑業務，圓滿達

成任務 

總務處 許榮鍾 嘉獎一次 
協辦107年校園環境管理評鑑業務，圓滿達

成任務 

總務處 林義森 嘉獎一次 
協辦107年校園環境管理評鑑業務，圓滿達

成任務 

總務處 蔡仲瑜 嘉獎一次 
協辦107年校園環境管理評鑑業務，圓滿達

成任務 

教務處 黃齡儀 嘉獎一次 
協辦107年校園環境管理評鑑業務，圓滿達

成任務 

學生事務處 陳中元 嘉獎一次 
協辦107年校園環境管理評鑑業務，圓滿達

成任務 

圖書館 陳力豪 嘉獎一次 辦理106學年度學位論文送存業務，表現優良 

圖書館 楊智評 嘉獎一次 辦理106學年度學位論文送存業務，表現優良 

總務處 吳榮山 嘉獎一次 
自107年7月19日至108年4月17日止，共同代

理同仁調任所遺業務，負責盡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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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朱淑惠 嘉獎一次 
自107年7月19日至108年4月17日止，共同代

理同仁調任所遺業務，負責盡職 

總務處 蘇美蓉 嘉獎一次 
自107年7月19日至108年4月17日止，共同代

理同仁調任所遺業務，負責盡職 

總務處 鄭鈺潔 嘉獎一次 
自107年7月19日至108年4月17日止，共同代

理同仁調任所遺業務，負責盡職 

 

 

7月份壽星 

周蘭嗣副教授(主任) 陳政見教授 龔士凱專案組員 楊弘道組長 

葉瑞峰教授 朱鳳玉教授 張國柱工友 楊淨文辦事員 

許嘉文工友 吳秀香組員 蔡任貴秘書 吳佳蓁契僱辦事員 

王雪峰工友 鄧琇云辦事員 黃漢翔副教授 陳珊華教授 

陳明聰教授 王雅貞契僱辦事員 吳思敬教授(主任秘書) 吳雅萍助理教授 

吳希天副教授 李文茹專案辦事員 陳世宜副教授 歐淑惠工友 

林菁教授 莊閔惇副教授 陳宜貞助理教授 連振昌教授(處長) 

陳昭宇助理教授 李佳珍副教授 鄧伊彤專案組員 林徽娟專案組員 

李彩薇講師 翁炳孫教授 鄭富國副教授 鄭青青副教授(主任) 

丘富元專案組員 廖瑞章教授(主任) 許榮鍾技士 陳義元專案助理教授 

莊意蘭專案辦事員 陳凱雯專案助理教授 黃秀文教授 王明妤教授(主任) 

李宜貞組長 蓋傑富專案助理教授 林裕淵教授 陳柏諺專案技佐 

鄭靜乙工友 彭振昌副教授(副研發長) 鄭斐文副教授 趙清賢教授 

高柏青教授 許忠仁副教授 謝佳雯副教授 陳鴻翔技士 

陳敬忠技士 黃啟鐘副教授 蘇碧華技士 翁義銘教授 

翁博群副教授 林嘉琪契僱組員 謝其昌教授 蘇明德教授 

曾淑惠工友 謝美慧助理教授 陳炫任副教授 蘇耿賦副教授 

黃文理教授 賴佳杏教官   

附註：表列壽星名單，請各單位務必配合於7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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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