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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人事服務簡訊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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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11月4日臺教人(二)字第1080159574號函轉知， 修正教育部公立大學

校長遴選小組設置及作業要點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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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臺教高(五)字第1080158613號函轉知，修正「大專校院聘僱外

國教師許可」申請書格式一案。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查閱。 

3. 教育部人事處108年11月1日臺教人處字第1080159328號書函轉知，行政院人事行

政總處「人事個案智慧共享整合平臺」及「說（個案）故事人事案例」已正式上

線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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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臺教人(四)字第1080170812號書函轉知，有關退休人員依公

教人員退休法律、公務員懲戒法或其他法律規定，受剝奪或減少退離給與之行政

處分或懲戒判決者，得否發給三節慰問金疑義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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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0日臺教人(三)字第1080161937號函轉知，行政院修正「公務人

員酒後駕車相關行政責任建議處理原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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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臺教人(四)字第1080169307號書函轉知，檢送「109年度各

醫院辦理『中央機關(構)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基準表』第一類人員及簡任第10

職等或相當職等以上主管人員之健康檢查項目及收費標準一覽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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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08--%E4%BF%AE%E6%AD%A3%E5%85%AC%E7%AB%8B%E5%A4%A7%E5%AD%B8%E6%A0%A1%E9%95%B7%E9%81%B4%E9%81%B8%E5%B0%8F%E7%B5%84%E8%A8%AD%E7%BD%AE%E5%8F%8A%E4%BD%9C%E6%A5%AD%E8%A6%81%E9%BB%9E.pdf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1081107%E6%95%99%E8%82%B2%E9%83%A8%E5%87%BD%E7%9F%A5%E4%BF%AE%E6%AD%A3%E3%80%8C%E5%A4%A7%E5%B0%88%E6%A0%A1%E9%99%A2%E8%81%98%E5%83%B1%E5%A4%96%E5%9C%8B%E6%95%99%E5%B8%AB%E8%A8%B1%E5%8F%AF%E3%80%8D%E7%94%B3%E8%AB%8B%E6%9B%B8%E6%A0%BC.pdf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E7%B5%84%E5%90%88%201_85.pdf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E9%80%80%E4%BC%91%E4%BA%BA%E5%93%A1%E4%BE%9D%E5%85%AC%E6%95%99%E4%BA%BA%E5%93%A1%E9%80%80%E4%BC%91%E6%B3%95%E5%BE%8B%E5%85%AC%E5%8B%99%E5%93%A1%E6%87%B2%E6%88%92%E6%B3%95%E6%88%96%E5%85%B6%E4%BB%96%E6%B3%95%E5%BE%8B%E8%A6%8F%E5%AE%9A%E5%8F%97%E5%89%9D%E5%A5%AA%E6%88%96%E6%B8%9B%E5%B0%91%E9%80%80%E9%9B%A2%E7%B5%A6%E8%88%87%E4%B9%8B%E8%A1%8C%E6%94%BF%E8%99%95%E5%88%86%E6%88%96%E6%87%B2%E6%88%92%E5%88%A4%E6%B1%BA%E8%80%85%E5%BE%97%E5%90%A6%E7%99%BC%E7%B5%A6%E4%B8%89%E7%AF%80%E6%85%B0%E5%95%8F%E9%87%91%E7%96%91%E7%BE%A9%E4%B8%80%E6%A1%88.pdf
http://www.ncyu.edu.tw/personnel/itemize.aspx?itemize_sn=156051&pages=0&site_content_sn=1572
http://www.ncyu.edu.tw/personnel/itemize.aspx?itemize_sn=156141&pages=0&site_content_sn=1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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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教育部108年11月29日臺教人(二)字第1080165271號函轉知，國立大專校院兼任行

政職務教師，尚不得以「專家學者」或「產業界人士」身分，兼任地方行政法人

董事職務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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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11月25日臺教人(二)字第1080172779號函轉知，銓敘部函釋關於公務

員服務法第14條所稱「法令」、「公職」與「業務」之認定標準一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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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11月28日臺教人(二)字第1080173164號書函轉知，有關109年1月16日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及格人員得轉任公務人員考試類科適用職系對照表修正

施行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適用職系之認定原則一案。相關內容

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法規彙編項下查閱。 

 

  本校108年度員工生日禮券得標廠商為「耐斯廣場股份有限公司」。  

 

愛情紅綠燈》老掉牙的性別差異 

【本文摘錄自新頭殼 newtalk /文:余勝皓】 

    我想大家應該都同意，沒有人可以永遠在關係之中避免衝突。我們甚至是透

過這些衝突，更加地認識對方，也認識自己。但是令我意外的是，許多人都低估

了性別帶來的差異。 

    其實兩性在根本上有很大的不同，雖然兩性都有著相同的大腦構造，但許多

研究指出，男性與女性的大腦功能卻存在令人難以解釋的差異。舉例來說，女孩

在語言發展上往往比男孩發展得快，在情緒、社交能力的發展上也是如此，所以

在國小高年級、國中時，女孩們的人際圈已相當成熟、複雜，在同個時刻，男孩

們卻還像孩子般在追趕跑跳，於是在她們眼裡看來便幼稚得很。 

https://www.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1081116%E6%95%99%E8%82%B2%E9%83%A8%E5%87%BD%E9%87%8B%E5%85%BC%E4%BB%BB%E8%A1%8C%E6%94%BF%E8%81%B7%E5%8B%99%E6%95%99%E5%B8%AB%EF%BC%8C%E5%B0%9A%E4%B8%8D%E5%BE%97%E4%BB%A5%E3%80%8C%E5%B0%88%E5%AE%B6%E5%AD%B8%E8%80%85%E3%80%8D%E6%88%96%E3%80%8C%E7%94%A2%E6%A5%AD%E7%95%8C%E4%BA%BA%E5%A3%AB%E3%80%8D%E8%BA%AB%E5%88%86%EF%BC%8C%E5%85%BC%E4%BB%BB%E5%9C%B0%E6%96%B9%E8%A1%8C%E6%94%BF%E6%B3%95%E4%BA%BA%E8%91%A3%E4%BA%8B%E8%81%B7%E5%8B%99.pdf
https://www.ncyu.edu.tw/personnel/itemize.aspx?itemize_sn=156151&pages=0&site_content_sn=44751
https://www.ncyu.edu.tw/personnel/itemize.aspx?itemize_sn=156152&pages=0&site_content_sn=44751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9-11-23/330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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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還有很多很多的差異：平均來說，女性對情緒的感受性較強，白話一點

就是比較感性，男性則較為遲鈍；女性較能同時處理許多事情(Multi-task)，男

性則傾向一次專注一件事情。當然，兩性的差異不止於此。 

    可是光是如此，就足以帶來許多爭端。女人常常覺得男人不懂自己、不夠體

貼，男人則常覺得女人想太多、太情緒化等等，然後就開始了無止盡的爭端與抱

怨，在這個過程中，好像很少有人會想到生理的因素。 

    當然，我不是在幫兩性開脫，了解原因，不代表不需要調整，了解原因，是

在幫助我們有更多的包容與體諒、更願意給對方時間去調整，或是更能提醒自己

對方需要一些提攜帶領。 

    有些時候，男人就是需要妳把話講清楚，不然他很難跟上妳千絲萬縷的脈絡，

有些時候，女人就是需要你幫助她釐清想法，在她身陷情緒中時拉她一把。我想，

這就是兩性間的互補。 

    在最近的演講中，我發現光是提到這點就對許多人很有幫助，改變了他們一

些看待彼此爭吵的眼光，也減少了不少對對方的埋怨、原來對方可能不是故意要

惹惱自己。所以希望上來分享，可以讓更多人看見生理因素可能帶來的差異。不

過，我相信這還是一條不簡單的路。 

 

 

                                                【本文摘錄自民視新聞】                   

韓國瑜肖像礦泉水入侵校園！議員質疑違反行政中立 

苗栗縣內各級學校，最近陸續舉辦校慶運動會，有校方提供的礦泉水，包

裝印有國民黨總統參選人韓國瑜，與第二選區立委徐志榮的肖像，這讓議員質

疑校方違反行政中立；苗栗縣政府教育處認為確實不妥當，已經要求各學校嚴

守行政中立。 

就是這瓶礦泉水，瓶身印有國民黨總統參選人韓國瑜，與第二選區立委徐

志榮的肖像，被苗栗縣議員陳光軒檢舉，瓶裝水出現在國中小學校慶運動會上，

議員認為這是違反行政中立。 

https://www.ftvnews.com.tw/news/detail/2019B25C09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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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議員說，最近苗栗縣各國中小學陸續辦校慶運動會，有好幾間學校都發

了這瓶「政治水」，議員認為，參選人不該把競選瓶水拿到校園內發放，校方

也不該配合參選人發放，送的和收的都有責任，其他議員也認為這確實不妥 

黎煥強就說，「因為我本身是無黨籍的，所以我想說，在比較中立的角度，

我還是認為只要有候選人字樣的東西，都是不方便進入校園的。」 

徐志榮陣營回應，瓶裝水是支持者提供的，送到學校去也沒人拉票，不過對學校

造成困擾很抱歉。 

苗栗縣政府教育處副處長葉芯慧指出，「學校在辦校慶跟運動會的時候，

我們禁止我們的候選人進入學校發放他們相關的宣導品，例如瓶裝水或者一些

面紙等等的宣導品。」 

教育處也說，如果參選人要發放競選水，最好只在校門口發，如果家長拿了競

選水進入校園，請妥善放在包包裡，盡量不要把包裝外露，以免再度引發爭議。 

 

               

 
 

  

住在腸胃裡的病毒─抵擋諾羅病毒的6個方法 

                                                                  【本文摘錄自衛生福利部健康九九網站】  

     冬季氣溫偏低，當心諾羅病毒來勢洶洶！日前疾管署提醒，近日國內發生多起

群聚腹瀉事件，大多以諾羅病毒感染為主。弘森診所吳書毅醫師表示，受到諾羅病毒

感染者常見症狀為上吐下瀉，可能也會合併出現頭痛、發燒、倦怠等不適症狀，建議

民眾留意飲食衛生、減少生食，與他人共食最好使用公筷母匙，以降低交互感染的風

險。 

  家中幼兒突然出現上吐下瀉，卻沒有出現咳嗽、流鼻水等呼吸道症狀，可能是受

到「諾羅病毒」侵襲了！受到諾羅病毒感染時，臨床上又稱為「病毒性腸胃炎」，是

因為諾羅病毒主要會侵襲人體小腸，造成腹痛、腹瀉、腹絞痛，甚至是噁心、嘔吐等

症狀。除此之外，也可能會合併出現發燒、頭痛、畏寒、倦怠、肌肉酸痛等不適感

受。若幼童受到感染時，較常出現嘔吐症狀，約持續 1至 2天，症狀即會慢慢改善。 

  弘森診所吳書毅醫師表示，諾羅病毒的傳染途徑主要是經糞口傳染，且傳染力相

當強，病毒可藉由嘔吐物、排泄物等方式傳播；即使病患感染恢復兩星期後，病毒仍

可能存在於糞便中且仍具感染力，稍有不慎便可能使全家人受到感染。 

https://health99.hpa.gov.tw/Article/ArticleDetail.aspx?TopIcNo=948&DS=1-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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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目前尚無疫苗可有效預防諾羅病毒，亦無特效藥可治療，最好的預防方法

就是做好個人衛生，包括： 

1. 確實洗手：如廁後應確實以肥皂清洗雙手；接觸食材或進食之前應確實清潔雙手。 

2. 減少生食：蔬果應清洗乾淨再食用，最好減少生食；水產、貝類應確實煮熟後再

食用。 

3. 避免共食：為確保飲食衛生，外出飲食最好用公筷母匙，以減少交互傳染。 

4. 配戴口罩：出入公共場所或處理病患的排泄物時，應戴口罩以降低感染風險。 

5. 環境消毒：沾附有病菌的床單衣物應立即換洗，並可採用稀釋漂白水擦拭環境，

減少病菌傳播。 

   此外，吳書毅醫師提醒，若家中有嬰幼兒者，建議可持續接受母乳哺育，以提升

幼兒免疫力。 

   (本校員工協助方案專區連結) 

    欣賞別人的本領 

                                                                                     【本文摘自學習電子報】 

    這個故事是克林頓·希拉蕊在演講中多次提及的，她在中學讀書時的一件往事。 

一個春暖花開的中午，希拉蕊和爸爸在公園裏散步。她發現有位老太太緊裹著厚厚的

羊絨大衣，脖子上圍著毛皮圍巾，那穿戴彷彿是在滴水成冰的三九隆冬。 

    她說：爸爸，妳看，那位老太太穿的，真是太奇怪、太可笑了！」當時爸爸的表

情有些嚴肅，沈默了一會兒說：「希拉蕊，我突然發現妳缺少一種本領，就是欣賞別

人的本領。這說明妳在與別人的交往中，缺少了一些熱心和友善。」 

    希拉蕊覺得爸爸太小題大做了，很不服氣地問：「那你不覺得老太太穿得太多了嗎？」 

    爸爸說：「恰恰相反，我覺得老太太很值得欣賞。她穿著羊絨大衣，圍著毛皮圍

巾，也許是因為生病初癒，身體還沒有完全康復，也許是因為別的什麽原因。」「而

且妳仔細看，她專注地看著樹枝上清香、漂亮的丁香花，表情是那麽的安祥、愉快。

她是那麽熱愛鮮花，熱愛春天，熱愛大自然。我覺得老太太的神情令人感動！難道妳

不認為她很美嗎？」 

    希拉蕊認真地觀察了之後，覺得確實像爸爸說的那樣，從老太太臉上的笑容可以

http://www.ncyu.edu.tw/personnel/gradation.aspx?site_content_sn=49795
https://ibook.idv.tw/enews/enews1471-1500/enews14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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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她的內心像怒放的鮮花一樣。 

    爸爸帶著希拉蕊走到老太太面前，微笑著說：「夫人，您欣賞鮮花的神情真令人

感動，您使這春天變得更加美好了！」 

    老太太似乎有些激動：「謝謝，謝謝您！先生。」隨後，她從提包裏取出一小袋

餅乾，一邊遞給了希拉蕊一邊誇讚地說：「這孩子真漂亮……」 

    事後，爸爸對希拉蕊說： 「渴望得到欣賞，是人的本性。一定要學會真誠地欣

賞別人，因為每個人都有值得欣賞的優點和特點，當妳學會真誠地欣賞別人之日，就

是妳得到別人更多欣賞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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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事務處國際學生事務組 專案組員 陳建州 新進 108.11.01  

圖書館系統資訊組 組長 蔡明倫 新進 108.11.04  

環境保護及安全管理中心 專案護理師 温淑如 新進 108.11.04  

學生事務處軍訓組 中校教官 蔡銘燦 退伍 108.11.10  

總務處出納組 組長 王麗雯 陞遷 108.11.15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專案組員 唐靖雯 陞遷 108.12.02  

生命科學院 專案組員 鄭靜芬 陞遷 108.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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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份壽星 

許富雄副教授(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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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泓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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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榮壽教授(主任) 林美文護士 

楊育儀副教授 莊瑞琦組長 林嘉瑛輔導員 吳一宏專案組員 

洪一弘教授 黃武雄教官 楊孟華副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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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光亮教授(副校長) 洪滉祐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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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佩倫副教授 鍾宇政副教授 陳佳慧副教授 黃鴻禧教授(主任) 

張慶鴻副教授 林姿吟專案辦事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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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佩君專案助理教授 孫麗卿副教授 

陳信良教授 陳雅萍專員 楊智評契僱辦事員 胡惠君副教授 

附註：表列壽星名單，請各單位務必配合於12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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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