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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人事服務簡訊           109年6月 

電話：(05)2717192-3(一組)  電話：(05)2717196-7(二組)     傳真：(05)2717195  

網址：https://reurl.cc/1QVYn9 

 

 

1. 教育部109年6月1日臺教人(四)字第1090078492號書函轉知，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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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教育部109年5月11日臺教人(二)字第1090066286號書函轉知，銓敘部109年5月5日

部法一字第10949292981號令暨其附表影本及「銓敘部就公務員服務法相關解釋停

止適用一覽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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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義市政府109年4月21日府社勞字第1091606758號函轉知，勞動部修正 僱用員工

五百人以上大型事業單位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範本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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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5月14日臺教人(三)字第1090064871號書函轉知，行政院修正「行政

院表揚模範公務人員要點」、「行政院辦理模範公務人員審議程序及表揚作業規

定」，並自即日起生效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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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5月11日臺教人(三)字第1090064980號書函轉知， 公務人員因年中亡

故或罹患傷病，致無法親持國民旅遊卡於特約商店消費，其強制休假補助費應如

何請領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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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5月18日臺教文(五)字第1090072136號書函轉知，「外國人從事就業

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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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教育部109年5月28日臺教人(二)字第1090076809號書函轉知，考試院修正發布

「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薦任升官等考試類科及應試科目表」及廢止「公務人員升

https://reurl.cc/1QVYn9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1090601%E6%95%99%E8%82%B2%E9%83%A8%E6%9B%B8%E5%87%BD.pdf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1090512%E5%85%AC%E5%91%8A%E7%94%A8-%E6%AA%A2%E9%80%81%E9%8A%93%E6%95%98%E9%83%A8109%E5%B9%B45%E6%9C%885%E6%97%A5%E9%83%A8%E6%B3%95%E4%B8%80%E5%AD%97%E7%AC%AC10949292981%E8%99%9F%E4%BB%A4%E6%9A%A8%E5%85%B6%E9%99%84%E8%A1%A8%E5%BD%B1%E6%9C%AC%E5%8F%8A%E3%80%8C%E9%8A%93%E6%95%98%E9%83%A8%E5%B0%B1%E5%85%AC%E5%8B%99%E5%93%A1%E6%9C%8D%E5%8B%99%E6%B3%95%E7%9B%B8%E9%97%9C%E8%A7%A3%E9%87%8B%E5%81%9C%E6%AD%A2%E9%81%A9%E7%94%A8%E4%B8%80%E8%A6%BD%E8%A1%A8%E3%80%8D%E5%90%841%E4%BB%BD%EF%BC%8C%E8%AB%8B%E6%9F%A5%E7%85%A7%E3%80%82.pdf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1090508--%E6%80%A7%E9%A8%B7%E6%93%BE%E9%98%B2%E6%B2%BB%E7%94%B3%E8%A8%B4%E5%8F%8A%E6%87%B2%E6%88%92%E7%AF%84%E6%9C%AC.pdf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E7%B5%84%E5%90%88%201_104.pdf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E5%85%AC%E5%8B%99%E4%BA%BA%E5%93%A1%E7%84%A1%E6%B3%95%E8%A6%AA%E6%8C%81%E5%9C%8B%E6%97%85%E5%8D%A1%E6%B6%88%E8%B2%BB_1.pdf
http://www.ncyu.edu.tw/personnel/itemize.aspx?itemize_sn=161389&pages=1&site_content_sn=1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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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等考試簡任升官等考試類科及應試科目表」一案。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

網頁/最新消息項下查閱。 

8. 教育部109年5月8日臺教人(三)字第1090062060號函轉知，如於事後知悉所屬公務

人員過去違法失職行為，或原於其涉案年度所為考績評定有違誤情事，請視個案

事實予以適當處理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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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5月13日臺教人(二)字第1090067731號書函轉知，為適度保障育嬰留

職停薪人員回職復薪相關權益，各機關公務人員因育嬰留職停薪而自願調整較低

職務者，於回職復薪回復原職務或與原職務同一陞遷序列之職務時，得免經甄審

一案。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法規彙編項下查閱。 

10. 教育部109年5月12日臺教人(二)字第1090026333號書函轉知，公立學校專任教師

職前曾任文化機構專業人員，其職務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得按年採

計提敘薪級，並受所聘職務等級最高年功薪之限制一案。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

事室網頁/法規彙編項下查閱。 

 

 

本校109年6月3日嘉大人字第1099002417號函以，重申本校教職員應切實執行職務及

公差勤務，並依規定核實報支出差費用，不得有浮濫虛偽情事。如有不實者，除應自

負相關責任外，學校得視情節輕重予以議處。 

 

「通姦除罪化」為何支持／反對：人民的「性自主權」該用國家力量限制嗎？                                    

                                【本文摘錄自 The New Lens 關鍵評論/文: 黃靖芸律師】 

不少關心性別議題的朋友，想必對於前幾天大法官釋憲，宣告通姦罪違憲，有很

深的印象。當然，這幾天也因為釋憲的結果，而激起正反兩方激烈的辯論，有些

人認為通姦除罪化，將是變相鼓勵人們通姦；但也有人認為通姦乃是私領域的事

情，不需要動用《刑法》，以國家之力來懲罰通姦者。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E6%95%99%E8%82%B2%E9%83%A8%E6%9B%B8%E5%87%BD%E8%BD%89%E7%9F%A5%E8%80%83%E8%A9%A6%E9%99%A2%E4%BF%AE%E6%AD%A3%E7%99%BC%E5%B8%83%E3%80%8C%E5%85%AC%E5%8B%99%E4%BA%BA%E5%93%A1%E5%8D%87%E5%AE%98%E7%AD%89%E8%80%83%E8%A9%A6%E8%96%A6%E4%BB%BB%E5%8D%87%E5%AE%98%E7%AD%89%E8%80%83%E8%A9%A6%E9%A1%9E%E7%A7%91%E5%8F%8A%E6%87%89%E8%A9%A6%E7%A7%91%E7%9B%AE%E8%A1%A8%E3%80%8D%E5%8F%8A%E5%BB%A2%E6%AD%A2%E3%80%8C%E5%85%AC%E5%8B%99%E4%BA%BA%E5%93%A1%E5%8D%87%E5%AE%98%E7%AD%89%E8%80%83%E8%A9%A6%E7%B0%A1%E4%BB%BB%E5%8D%87%E5%AE%98%E7%AD%89%E8%80%83%E8%A9%A6%E9%A1%9E%E7%A7%91%E5%8F%8A%E6%87%89%E8%A9%A6%E7%A7%91%E7%9B%AE%E8%A1%A8%E3%80%8D%E4%B8%80%E6%A1%88%E3%80%82.pdf
https://www.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E7%B5%84%E5%90%88%201_103.pdf
https://www.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1090514%E5%85%AC%E5%91%8A-%E7%82%BA%E9%81%A9%E5%BA%A6%E4%BF%9D%E9%9A%9C%E8%82%B2%E5%AC%B0%E7%95%99%E8%81%B7%E5%81%9C%E8%96%AA%E4%BA%BA%E5%93%A1%E5%9B%9E%E8%81%B7%E5%BE%A9%E8%96%AA%E7%9B%B8%E9%97%9C%E6%AC%8A%E7%9B%8A%EF%BC%8C%E9%8A%93%E6%95%98%E9%83%A8%E5%87%BD%E7%9F%A5%E5%90%84%E6%A9%9F%E9%97%9C%E5%85%AC%E5%8B%99%E4%BA%BA%E5%93%A1%E5%9B%A0%E8%82%B2%E5%AC%B0%E7%95%99%E8%81%B7%E5%81%9C%E8%96%AA%E8%80%8C%E8%87%AA%E9%A1%98%E8%AA%BF%E6%95%B4%E8%BC%83%E4%BD%8E%E8%81%B7%E5%8B%99%E8%80%85%EF%BC%8C%E6%96%BC%E5%9B%9E%E8%81%B7%E5%BE%A9%E8%96%AA%E5%9B%9E%E5%BE%A9%E5%8E%9F%E8%81%B7%E5%8B%99%E6%88%96%E8%88%87%E5%8E%9F%E8%81%B7%E5%8B%99%E5%90%8C%E4%B8%80%E9%99%9E%E9%81%B7%E5%BA%8F%E5%88%97%E4%B9%8B%E8%81%B7%E5%8B%99%E6%99%82%EF%BC%8C%E5%BE%97%E5%85%8D%E7%B6%93%E7%94%84%E5%AF%A9%E7%AD%89%E7%9B%B8%E9%97%9C%E5%85%A7%E5%AE%B9%EF%BC%8C%E8%AB%8B%E6%9F%A5%E7%85%A7%E3%80%82.pdf
https://www.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1090514%E5%85%AC%E5%91%8A-%E5%85%AC%E7%AB%8B%E5%AD%B8%E6%A0%A1%E5%B0%88%E4%BB%BB%E6%95%99%E5%B8%AB%E8%81%B7%E5%89%8D%E6%9B%BE%E4%BB%BB%E6%96%87%E5%8C%96%E6%A9%9F%E6%A7%8B%E5%B0%88%E6%A5%AD%E4%BA%BA%E5%93%A1%EF%BC%8C%E5%85%B6%E8%81%B7%E5%8B%99%E7%AD%89%E7%B4%9A%E7%9B%B8%E7%95%B6%E4%B8%94%E6%9C%8D%E5%8B%99%E6%88%90%E7%B8%BE%E5%84%AA%E8%89%AF%E4%B9%8B%E5%B9%B4%E8%B3%87%EF%BC%8C%E5%BE%97%E6%8C%89%E5%B9%B4%E6%8E%A1%E8%A8%88%E6%8F%90%E6%95%98%E8%96%AA%E7%B4%9A%EF%BC%8C%E4%B8%A6%E5%8F%97%E6%89%80%E8%81%98%E8%81%B7%E5%8B%99%E7%AD%89%E7%B4%9A%E6%9C%80%E9%AB%98%E5%B9%B4%E5%8A%9F%E8%96%AA%E4%B9%8B%E9%99%90%E5%88%B6%EF%BC%8C%E8%AB%8B%E6%9F%A5%E7%85%A7%E3%80%82.pdf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35889


 

3 

以本人的律師觀點，也認為親密關係及性關係等人民自由、隱私權等私領域的權

利義務關係，不適合用《刑法》加以規訓，因為顯然超出國家對於人民自由的必

要限制。民法等相關規定，或許已足矣。 

支持的意見：私人的婚姻問題，不該用「刑法」來管 

正方意見當然也佔了多數法界人士，包含法律學者、檢察機關和法官亦表示，除

罪化是必要的趨勢，大約有以下幾點原因： 

 

1.通姦行為並非動搖婚姻的唯一原因 

動搖婚姻關係的原因相當多元，諸如配偶的生活習慣、個性、價值觀和生活

狀況，都會強烈影響婚姻關係，並非只有通姦行為。再者，國家也沒有為了

維持婚姻，而以《刑法》介入的必要，不能以《刑法》來恫嚇人民對婚姻應

該忠誠。 

2. 與民事賠償有高度可替代性 

民事賠償的金額對於通姦行為來說，已經具有足夠的恫嚇性質，不需要透過

入罪通姦，來達到這樣的目的。 

3.侵犯隱私權之虞 

有檢察官便表示，由於目前通姦罪的告訴人也需負舉證的責任，通常在實務

上，要起訴被告需要有足夠而明確的證據，例如被告與相姦人交媾之影片、

捉姦在床等等。通常還沒等到元配成功舉證完，其就先被其配偶提告妨害自

由、妨害秘密罪。顯見若深入調查嫌疑人是否通姦，必然會嚴重影響其隱私。 

4.無實質維繫婚姻的效果 

通常婚姻中有一方出軌，代表配偶間的關係早已出現裂痕，在這樣的前提下，

以通姦罪來恫嚇人們維持關係良好的假面夫妻，毫無意義，處罰也缺乏實際

效益，若能廢除還能因此減少許多國家資源來處理類似案件。 

5.與公共利益無關 

亦有檢察官表示，檢察官是為了公共利益而服務的，然而私人的通姦無關乎

公共利益，究竟檢察官應不應該將公共的手伸入私人的領域，相當值得商榷。 

反對的意見：通姦不該只和民法有關，通姦罪更可當為一種籌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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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社會上還是有不少反對除罪化的聲音，其中包含了標誌「捍衛婚姻價值」為宗旨的

婚家團體，也有關心婦女權益的組織。雖然這些反方意見與我們不同，但我們不妨一

一檢視他們對於通姦罪的想法，了解他們所關注的議題之後，再一一為這些議題釋疑，

重新鞏固我們通姦除罪化的正方觀點。 

反方意見一：法務部認為通姦罪並無違憲 

不同於大部分法界人士對於通姦除罪化的支持，法務部認為通姦罪並無違憲。 

法務部次長蔡碧仲指出，依照釋字第554號解釋，婚姻與家庭是維持社會形成與

發展的基礎，而婚姻制度植基於人格自由，具有維護人倫秩序、男女平等、養

育子女等社會性功能，因此國家為確保婚姻制度的存續與圓滿，自得制定相關

規範，約束夫妻雙方互負忠誠義務。 

近日通姦罪正式宣告違憲以後，法務部部長蔡清祥甚至明確表示，他認為通姦以

刑事處罰與否，是屬於具有民意基礎的立法機關之權限範圍，而非司法解釋的範

疇，對此結果感到遺憾，但既然大法官已經作出解釋，自然予以尊重。 

顯見，法務部與大法官及多數法界人士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 

反方意見二：婚家團體認為通姦罪可維護婚姻價值 

部分民間團體——例如一直以來已「捍衛婚姻價值」為宗旨的「下一代幸福聯

盟」——也表達了反對的立場。他們認為，婚姻絕不是私人的事情，婚姻家庭

維護具有重大國家公共利益，絕非如少數團體所說的私人情感。 

面對部分婦女團體認為通姦罪助長性別不平等的質疑，他們更表示，法律之前

人人平等，通姦罪並無限制特定性別提告，故不存在部分婦女團體所說的「此

為一部壓迫女性的刑罰」，並稱台灣並不像有些性別不平等的國家，僅允許男

性提告女性。 

反方意見三：通姦罪為婦女唯一的籌碼 

雖然大部分的性別平等團體，都認為通姦罪可能因為「元配條款」而造成丈夫被

撤告、僅有小三被告的情形，因而導致被定罪者多為女性，但也有其他關注婦女

議題的團體，認為如果出軌者財力相當雄厚、不怕民事處罰時，就完全不會被民

事責任所阻嚇。因此，若有《刑法》通姦罪的存在，這些遭到遺棄的元配，就至

少有一些籌碼可以交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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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整理出一些反對除罪化的意見，雖然與我的立場和想法不同，但還是一些確

實存在且值得思考的問題。我會在下面回應反方的論點，鞏固支持通姦除罪化的

立場。 

針對反方的意見，我們可以大致分成「社會穩定發展」、「性別平等概念」、

「國家對於性自主權的限制」作為主論述回應。 

 

社會的穩定發展，不一定需要透過刑罰通姦的人 

法務部依照釋字第554號解釋，認為婚姻與家庭是維持社會形成與發展的基礎，因

此覺得用《刑法》來規訓個人的性自主權，是有必要的。這樣的論點看似很合理，

但我們不妨延伸思考，其他的社會關係，如商業契約關係的穩定、土地及租賃市

場的安定，是否也影響社會深遠？然而相關的規定，大多在民法就已經將其權利

義務關係做很詳細的規範，並不需要《刑法》過來「參一咖」。 

同時，婚姻的定義和內涵是會隨著時代演進所改變，過去釋憲的時空背景早已與

現在不同，或許現代的人們並不認為親密性及排他的性關係，是婚姻的要件和結

婚的理由。因此性關係的自由，不必然和社會穩定發展有衝突。 

通姦罪對性別平等的反思 

不少以婦女權益為出發點的團體，認為社會上大多為男性外遇，故通姦罪的存在，

是受到出軌、且經濟弱勢的女性唯一可以掌握的籌碼。然實務上，由於原《刑事

訴訟法》第239條明確規定元配可向配偶撤告，但其效力不及於相姦人，這樣的差

別待遇就造成了「劈腿的老公沒罪，但是小三有罪」的結果，實務上更顯示了被

提告通姦罪的女性多過於男性。 

另外，我們其實不難看出，通姦罪在司法實務上的審判，已經對於「好女人」與

「壞女人」有所區分。身為一個和另一名男性發生性關係的女性，似乎犯下了破

壞他人婚姻、危害社會秩序的「滔天大罪」。即使出軌的男性也有錯，但台灣的

法律卻為他們開了一個小後門，讓心軟的元配可以因此赦免男性的罪。 

綜上，實在難以認定，這是一套性別平等、又能「保障婦女」的法律。 

而司法院院長許宗力的協同意見書，也回應了這部分的社會問題：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35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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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的社會文化脈絡下，……同樣是參與婚外性行為，女性通姦者遭到社會斥為淫娃蕩婦，

而男性通姦者都只是犯了「天下男人都會犯的錯」；女性永遠背負著貞節牌坊，要從一而終，通

姦根本十惡不赦，沒浸豬籠就算了，還敢奢望得到原諒；而男性腳踏兩條船，不僅容易獲得原

諒，甚至為世人所暗自欽羨。 

更甚者，男性作為通姦人，本是婚外性行為不可或缺的參與者，在系爭規定二適用結果

下，……，其撤回告訴效力不及於相姦人，而搖身一變成為國家處罰女性相姦人不可或缺的『幫

手』。」 

——許宗力大法官協同意見書 

 

 

國家對性自主權的限制不該過大，而且「除罪化」也不代表「合法化」 

如法務部和許多團體所言，婚姻依然和社會基礎有極大的關聯，似乎控制住婚姻的

穩定性，就能保障社會基礎的穩健，這也成為許多反對除罪化者踩穩立場的說帖。 

但實際上，民法中的許多規定，不僅僅是婚姻，還有很多的契約關係、債務關係

也都和社會基礎的維持息息相關，但台灣的法律卻唯獨以《刑法》規訓人們的性

自主權，個人認為，顯然超出國家對於人民自由的必要限制。 

最後更要提醒大家的是，除罪化不等於合法化，大法官的釋憲只宣告了國家不應

該動用《刑法》來規訓人們，但在婚姻內與第三人相姦的行為，依然可能侵害民

法的配偶權，屆時也必須面臨一定的賠償金額，希望大家不要太興奮，以為除罪

化了就可以到處通姦！不用去坐牢，但可能要賠很多錢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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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資法即時通】有關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7條及第48條主政機關之認定 

答: 

一、 按個人資料保護法(下稱個資法)第47條及第48條規定，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或直轄市、縣(市)政府對於違反個資法之非公務機關均有裁罰權，另按行

政程序法第11條第1項規定「行政機關之管轄權，依其組織法規或其他行政法

規定之」，如不能依此定土地管轄權者，則依行政程序法第12條規定辦理。 

https://pipa.ndc.gov.tw/News_Content.aspx?n=7D3602579D2BF23F&sms=2F28806F8A42AE16&s=B304BF578515D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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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關直轄市政府接獲民眾陳情所涉旨揭主政機關疑義一節，因涉及違反個資

法情事之業別為零售業，依行政院核定之「個人資料保護法非公務機關之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列表，經濟部為本案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又因

營業之行為發生地為直轄市，依行政程序法第12條第2款規定「關於企業之經

營或其他繼續性事業之事件，依經營企業或從事事業之處所，或應經營或應

從事之處所」，爰直轄市政府亦有管轄權。至數個管轄機關因執行而生衝突，

則依行政程序法第13條第1項規定，應由受理在先之機關管轄。 

               

 
 

  

共享決策，醫病溝通更無礙 

                                                                    

                                          【本文摘錄自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健康九九網站/文:衛福季刊】 

     

「譚醫師，您願意仔細聽我說話，了解我的考量，讓我覺得很受尊重，我覺得非常感

動！」在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乳房、內分泌外科主治醫師暨教學部副主任譚家偉的診

間，譚家偉正運用「醫病共享決策」輔助工具與病患溝通，面對譚家偉的詢問與傾

聽，部分病患感到受寵若驚，因而出現上述對話，但在譚家偉的觀念中，這本來就該

是醫師工作的一環。 

 

醫病共享決策 重視病患個人價值 

「一般傳統就醫模式，幾乎都是醫師主導，許多醫師認為病患專業知識不足，因此不

願花時間溝通，醫師認為對患者最有利的選擇，但由於不了解患者想法，有時不見得

符合患者真正需求......」以感冒藥治療鼻塞、流鼻水為例，譚家偉表示，有些藥物

治療這些症狀的效果非常好，卻可能引發嗜睡併發症；有的藥物則相反，雖然效果沒

有非常強烈，嗜睡副作用風險卻比較低。 

 

舉例來說，某些患者感冒後，可能有考試或重要活動，因此不能讓嗜睡副作用壞事，

此時就會傾向選擇嗜睡副作用風險較低藥物。另有一些患者飽受失眠之苦，便可能選

https://health99.hpa.gov.tw/Article/ArticleDetail.aspx?TopIcNo=173&DS=1-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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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嗜睡風險較高的藥物，由此可知，每位患者的經歷、考量點不同，治療選項自然也

會有所差異。 

 

譚家偉的醫學專業，以乳癌治療、乳房疾病為主，他在門診中也觀察到，許多患者在

宣布罹患乳癌後，受到驚嚇，腦袋一片空白，此時無論醫師給予甚麼樣的建議，患者

通常聽不進去。也有人專注於是否需要接受化學治療，即使醫師解釋各種治療策略，

患者心思意念還是在擔心化療副作用，對醫師的解說還是充耳不聞，醫師必須給患者

充分的時間釐清思緒，並了解患者真正在乎的重點，患者才有能力理解、消化並吸收

各項訊息，這時也才能達到醫病共享決策「以病人為中心」目標。 

 

在美國，梅約醫學中心（Mayo Clinic）很早便逐步將「醫病共享決策」精神融入該

院醫療體系。這股風潮也在加拿大、歐洲等國逐漸興盛。1997 年，加拿大麥克馬斯

特大學（McMaster University）大學名譽教授凱西‧查理斯 Cathy Charles 提出

「醫病共享決策」一詞，正式為「醫病共享決策」訂下嚴謹定義。 

 

病患積極參與 有助提升醫病關係 

為了促進病患健康福祉，衛生福利部自 2016 年與世界潮流同步推動醫病共享決策，

並委託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以下簡稱醫策會）進行推廣計畫。醫策

會副執行長廖熏香解釋，衛生福利部自 2004 年委託醫策會研擬病人安全目標，其中

一項目標為「鼓勵病人及其家屬參與病人安全工作」，而「醫病共享決策」就是其中

執行策略之一，主要目的是在鼓勵病患積極參與醫療決策過程，進而提升醫病關係、

醫療品質，並保障病人安全。醫策會已陸續舉辦多項活動，鼓勵醫院發展醫病共享決

策輔助工具，讓這項概念可以更為落實，施行時也更有效率。 

 

事實上，病患接受病情評估時，並非所有治療都可使用醫病共享決策模式。廖熏香表

示，基本上所有治療選項都有實證證據為基礎，當所有實證證據都證明這種治療方式

對患者最好，且患者最能受益，便不宜採用醫病共享決策模式，但如果有不同治療選

項，醫病共享決策模式就能幫助選擇最適合治療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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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透析（俗稱洗腎）治療來說，透析治療分為血液透析（俗稱洗血）與腹膜透析（俗

稱洗肚），末期腎病病患若要接受血液透析，就得固定往返醫院，若接受腹膜透析，

患者較能掌握自己生活節奏，不過因為腹部有透析傷口，患者就得學習自己照顧傷

口。廖熏香舉例，曾有年輕女性患者很喜歡抱狗，為了親近小狗，避免抱著小狗造成

腹部傷口感染，便寧願選擇血液透析。 

 

「進行醫病共享決策，病人的想法、價值觀與身邊支持系統都非常重要，醫療人員必

須了解病人考慮事情的重點，並充分告知有哪些選項。」廖熏香指出，衛生福利部與

醫策會曾在 2015 年針對醫療共享決策進行試辦計畫，發現病患與醫療人員都有很正

面的迴響，因而在 2016 年將醫病共享決策執行納入醫院評鑑項目，正式推行於全

國。 

 

廖熏香與醫策會團隊曾參與歐美醫療品質相關研討會，當歐美學者聽到廖熏香分享臺

灣將醫病共享決策納入政策執行，且施行成效極佳，令其印象深刻，並肯定此成果。

廖熏香說，在國際研討會上，常有歐美學者對我國施行醫病共享決策模式很感興趣，

且認為很值得效法、學習，由此可知，臺灣在醫病共享決策的推行上，已領先世界許

多國家。 

 

提升民眾健康識能 為重要基石 

推行醫病共享決策，病患無疑是重要主角。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以下簡稱健康

署）署長王英偉指出，健康署推行政策，主要目標是在促進全民健康，在全民健康促

進部分，很重要的一環就是「Empower」，若翻成中文為「增能」與「賦權」，必須

增加民眾能力，民眾生病時，才有能力參與醫病決策討論，在落實「以病人為中心」

過程，「醫病共享決策」是很重要的核心概念。 

 

醫病共享決策概念也和「健康識能」息息相關，目前政府正在推行國家型的健康識能

計畫。王英偉解釋，健康識能為民眾知道健康促進相關訊息後，知道如何運用這些訊

息解決問題，醫病共享決策的精神也是一樣，就是病人看得懂並了解訊息，透過這些

訊息協助解決問題。在推行醫病共享決策之時，必須顧及四個層面：第一為「了解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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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需要知道甚麼樣的訊息」；第二為「必須要有實證證據」；第三為「資訊要以民眾

看得懂、易於了解的格式呈現」，如此也才能有效提升民眾健康識能；第四個為「了

解病患想知道甚麼樣的訊息」，這也是目前還需要努力的地方。在執行醫病共享決策

的過程中，病人和家屬能充分了解醫療決策選項的各項優點和風險，提出自身對疾病

決策的考量，例如治療所需時間、所需花費、療程對工作的影響......等，並和醫療

人員共同討論，進而共同決定出適合自己的醫療決策。透過醫病共享決策，不僅可以

提升民眾的健康識能，也能充分了解醫療決策的優缺點，進而提高決策後執行的順從

性，有助於疾病控制及健康照護的有效性。 

 

王英偉曾在 2017 年 8月遠赴美國梅約醫學中心參訪，深受啟發。他發現，「美國梅

約醫學中心執行醫病共享決策時，主要從病患想了解的問題著手。」以高血壓為例，

醫師或許急於幫患者控制血壓，因此宣導許多高血壓衛教訊息，但病患在乎的重點，

可能是「能不能不吃藥？藥物會不會有副作用？」當醫療人員正視病患的需求，並詳

細解答病患疑惑，病患對自身健康也就愈加重視，高血壓防治推展也能更為落實。 

 

為了瞭解病患所思所想，健康署於 2018 年開始鼓勵醫療團隊在進行議題宣導之前，

必須先訪問民眾、病患及家屬，以了解他們最想知道哪些訊息，再根據這些資訊發展

醫病共享決策工具。 

 

不可否認，相較於傳統問診、醫病溝通方式，進行醫病共享決策時，醫療人員往往需

要花費更多時間溝通、回覆病患問題。王英偉對此表示，若想解決這樣的問題，可以

從兩方面著手：第一，當病患看過醫療選項相關資訊後，可由輔導員進行引導，輔導

員可以是諮詢志工或護理師，在輔導員的引導下，民眾較知道看診時如何對醫師提

問，與醫護互動時，也較節省時間。第二，也可以將治療選項建議化為文字、圖表，

讓民眾先帶回家研究，並與家人溝通，下一次回診時，再進行討論，因此病患可能無

法一次看診就下決定，當工具簡化，且病患先經過仔細思考、評估，時間運用就會更

有效率。 

 

此外，王英偉也提到推行醫病共享決策時，「就醫提問單」（Question Prom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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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QPL）的重要性。例如在高血壓特別門診，有些民眾不知如何向醫師提問，

「就醫提問單」列有不同問題，輔導員（診間的醫師、護理人員或衛教人員）可以運

用就醫詢問單引導患者思考，患者可根據自身疑惑勾註問題，就診時便能根據就醫提

問單資訊向醫師提問，民眾知識能力也能有所提升。 

 

多方努力 一起達到醫病共享決策願景 

落實醫病共享決策理念，需要仰賴政府、醫療人員與患者共同努力，譚家偉期待政策

落實過程，可以讓醫療院所、醫師有更多彈性與自主空間，執行醫病共享模式之時，

也才能更為細膩。廖熏香則期待醫病共享決策概念可以融入醫學教育體系，如果每位

醫護人員都有這樣的概念，對提升醫病溝通品質會有很大的幫助。王英偉也提醒民

眾，多注意自身健康，並多了解健康促進各項訊息，像健康署網站上許多重要資源，

便是民眾提升健康知識最佳利器。 

   (本校員工協助方案專區連結) 

除了冥想，還有6種紓壓小妙方，15分鐘消除心靈疲勞！ 

                                                              【本文摘錄自早安健康/文:早安健康編輯部】  

  你是否曾有類似的經驗：心情鬱悶的時候，把自己關在房間大哭一場，哭完之後心

情便如烏雲消散一般，頓時輕鬆許多，剛才煩惱的事情，似乎也漸漸模糊…… 其

實，除了冥想之外，一些簡單的小動作，對於心靈療癒也有顯著的效果。 以下提供6

個紓壓小妙方，試試自己最喜歡的方法，只要15分鐘，煩惱便會煙消雲散。疲勞？早

就不知到哪去了！ 

 

日常紓壓6招  

1.說出自己的感謝 

有時覺得很累，是因為我們一直在抱怨，越是抱怨越是無法脫離鑽牛角尖的桎梏，陷

入憤世嫉俗的無限迴圈。《不疲勞的生活》作者安保徹認為，只要以正面情緒面對一

切，便能平衡自律神經。睡前不妨花個15分鐘，想想今天接收了哪些善意。「同事幫

http://www.ncyu.edu.tw/personnel/gradation.aspx?site_content_sn=49795
https://www.edh.tw/article/3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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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買了咖啡」、「早餐店老闆叮嚀我要注意保暖」，你會發現，生活中有許多值得感

謝的事，心情自然開朗許多。 

2.出去走走曬太陽 

煩悶的時候待在室內，反而更有被束縛的感覺，壓力倍增。這時候，不如出去走走，

接收陽光帶來的好心情。《與光做朋友，人生100分》作者中島龍興指出，陽光與規

律的運動能刺激「血清素」合成，這是一種讓我們心情愉快的神經傳導物質，因此，

出去走走、享受日光浴，便能感到身心舒暢。 

 

 

3.打掃 

打掃這類輕度勞動行為，也能轉移我們的注意力，當心頭亂糟糟的時候，打掃似乎也

有斬斷過去的意味。日本抗老名醫南雲吉則建議，打掃時最好從「有名字的東西開始

丟起」，例如取了名字的娃娃，或者能聯想到特定對象的物品，如果已經和未來沒有

關聯，最好從身邊剔除，內心便會變得澄澈，成就感滿盈。  

4.和朋友吐苦水 

美國有家匿名網站，提供平台讓使用者在上頭盡情大吐苦水，成立18個月來每月瀏覽

量竟然高達30億次，可見現代人有多少情緒需要宣洩。情緒需要找到出口，除了上網

大罵，我們還有朋友可以聆聽我們的煩惱。《15分鐘擺脫疲勞》作者西多昌規指出，

只要以「正面態度」取代批判，非但不會讓人不耐，還能完全釋放壓力、放鬆身心。 

4.寫日記或書信 

悲傷、憤怒、哀愁，這類負面情緒堆在心中，絕非好事。日本心理諮商師渡部典子

議，可以藉由寫日記或寫信的方式，將壞情緒做個整理，消化負面思想。 

日記不是要給別人看的，因此，寫的時候請盡情抒發個人情緒，花上15分鐘，將浮現

在腦海的事物，完完整整寫下來。除了宣洩之外，也能客觀檢視自己的情緒，對於維

護心理健康，效果極佳！  

5.大哭一場 

台灣極地馬拉松選手林義傑有個對抗心靈疲勞的妙方，就是一個字：「哭」。林義傑

分享極比賽的過程中，便大哭釋放壓力。西多昌規也認為，與其壓抑情緒，不如大哭

一場，反而能讓心情獲得紓解。 



 

13 

下一次別再把「哭」視為懦弱無能的表現了，唯有藉著眼淚將心中的悲傷與壓力帶

出，才有力氣重新出發，迎接未知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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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範學院 專案書記 林星全 新進 109.05.18 

學生事務處 專案輔導員 黃仕易 新進 109.06.01 

師資培育中心實習輔導組 專案組員 陳菁燕 新進 109.06.01 

人事室第一組 職務代理人 蔡安妮 新進 109.06.05 

教務處註冊課務組 專案組員 買勁瑋 陞遷 109.05.15 

主計室 專員 賴學翰 陞遷 109.05.27 

國際事務處 秘書 林嘉瑛 陞遷 109.06.05 

園藝技藝中心 技工 陳昭仁 職務調整 109.06.01 

總務處新民聯合辦公室 技工 黃存澤 職務調整 109.06.01 

體育室 專案技佐 李政翰 離職 109.06.01 

榮譽榜 

   單位   姓名   獎懲 獎懲事由 

國際事務處 林嘉瑛 嘉獎一次 
協助輔導本校社團參加108年度彰雲嘉大學校

院聯盟社團成果評選並獲佳績，表現優良 

總務處 許榮鍾 嘉獎二次 
自107年8月1日至107年10月31日止代理總務處

營繕組組長職務，負責盡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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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   姓名   獎懲 獎懲事由 

總務處 王麗雯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百年校慶研發成果發表活動，辛勞

得力，圓滿完成任務 

學生事務處 陳中元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百年校慶研發成果發表活動，辛勞

得力，圓滿完成任務 

學生事務處 鍾明仁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百年校慶高鐵快閃活動，辛勞得

力，圓滿完成任務 

總務處 張育津 嘉獎二次 
辦理108年創校百年植樹百株活動，辛勞得

力，圓滿完成任務 

總務處 張育津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創校百年碁石揭牌儀式，辛勞得

力，圓滿完成任務 

總務處 林金龍 嘉獎一次 
督辦108年創校百年校門風華重現，辛勞得

力，圓滿完成任務 

總務處 王勝賢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創校百年碁石揭牌儀式，辛勞得

力，圓滿完成任務 

總務處 陳志昇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創校百年碁石揭牌儀式，辛勞得

力，圓滿完成任務 

總務處 蕭哲翔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創校百年校門風華重現活動，辛勞

得力，圓滿完成任務 

總務處 張雯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嘉大百年經典史料展暨文物特展，

辛勞得力，圓滿完成任務 

總務處 蔡秀娥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嘉大百年經典史料展暨文物特展，

辛勞得力，圓滿完成任務 

總務處 鄧琇云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嘉大百年經典史料展暨文物特展，

辛勞得力，圓滿完成任務 

總務處 顏全震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百年紀念路跑活動，辛勞得力，圓

滿完成任務 

總務處 朱銘斌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創校百年植樹百株活動，辛勞得

力，圓滿完成任務 

總務處 溫定國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創校百年植樹百株活動，辛勞得

力，圓滿完成任務 

總務處 黃建彰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創校百年花展活動，辛勞得力，圓

滿完成任務 

總務處 張榮欽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創校百年花展活動，工作辛勞，圓

滿完成任務 

總務處 羅同明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創校百年花展活動，工作辛勞，圓

滿完成任務 

研究發展處 盧青延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創校百年校門風華重現活動，辛勞

得力，圓滿完成任務 

研究發展處 楊詩燕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創校百年校門風華重現活動，辛勞

得力，圓滿完成任務 

研究發展處 楊詩燕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百年校慶研發成果發表活動，辛勞

得力，圓滿完成任務 

研究發展處 楊詩燕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創校百年植樹百株活動，辛勞得

力，圓滿完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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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   姓名   獎懲 獎懲事由 

研究發展處 楊詩燕 嘉獎一次 
協助籌辦108年創校百年慶祝活動，辛勞得

力，圓滿完成任務 

研究發展處 楊弘道 嘉獎二次 
協辦108年百年校慶研發成果策展與活動規劃

工作，辛勞得力，圓滿完成任務 

研究發展處 蕭全佑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百年校慶研發成果發表活動，辛勞

得力，圓滿完成任務 

國際事務處 林松興 嘉獎一次 
辦理108年百年校慶農耕隊回顧展活動，辛勞

得力，圓滿完成任務 

圖書館 林彩玉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嘉大百年經典史料展暨文物特展，

辛勞得力，圓滿完成任務 

圖書館 鄭毓霖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嘉大百年經典史料展暨文物特展，

辛勞得力，圓滿完成任務 

圖書館 吳永勤 嘉獎二次 
辦理108年嘉大百年經典史料展暨文物特展，

辛勞得力，圓滿完成任務 

產學營運及推廣處 林義森 嘉獎一次 
督辦108年創校百年校門風華重現活動，辛勞

得力，圓滿完成任務 

產學營運及推廣處 吳正喨 嘉獎二次 
辦理108年創校百年校門風華重現活動，辛勞

得力，圓滿完成任務 

電子計算機中心 李俐瑩 嘉獎二次 
協辦108年百年校慶專網設置及公告資訊維

護，辛勞得力，圓滿完成任務 

秘書室 范惠珍 嘉獎一次 
擔任108年「嘉大百年誌」編輯委員，辛勞得

力，圓滿完成任務 

教務處 沈盈宅 記功一次 

前任秘書室專門委員職務期間，辦理108年百

年校慶各項紀念慶祝活動經費管控，著有功

績，圓滿完成任務 

教務處 沈盈宅 嘉獎一次 

前任秘書室專門委員職務期間，協辦108年百

年校慶高鐵快閃活動，辛勞得力，圓滿完成任

務 

教務處 沈盈宅 嘉獎一次 

前任秘書室專門委員職務期間，協辦108年嘉

大百年經典史料展暨文物特展，辛勞得力，圓

滿完成任務 

教務處 沈盈宅 嘉獎一次 

前任秘書室專門委員職務期間，擔任108年

「嘉大百年誌」編輯委員，辛勞得力，圓滿完

成任務 

教務處 沈盈宅 嘉獎一次 

前任秘書室專門委員職務期間，督辦108年百

年校慶專網設置及內容規劃，辛勞得力，圓滿

完成任務 

秘書室 洪泉旭 記功一次 
辦理108年百年校慶媒體宣傳專網設置及校慶

手冊編印，著有功績，圓滿完成任務 

秘書室 洪泉旭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創校百年植樹百株活動，辛勞得

力，圓滿完成任務 

秘書室 王秀娟 嘉獎二次 
協辦108年創校百年文創商品開發，著有績

效，圓滿完成任務 

秘書室 王秀娟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創校百年植樹百株活動，辛勞得

力，圓滿完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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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   姓名   獎懲 獎懲事由 

秘書室 王秀娟 嘉獎一次 
協助籌辦108年百年校慶錄影帶拍攝事宜，辛

勞得力，圓滿完成任務 

秘書室 李宜貞 嘉獎一次 
擔任108年「嘉大百年誌」編輯委員，辛勞得

力，圓滿完成任務 

秘書室 李宜貞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創校百年植樹百株活動，辛勞得

力，圓滿完成任務 

秘書室 蔡任貴 記功一次 
辦理108年百年校慶各項紀念慶祝活動經費管

控，著有功績，圓滿完成任務 

秘書室 蔡任貴 嘉獎二次 
協辦108年創校百年植樹百株活動籌劃及募

款，辛勞得力，圓滿完成任務 

秘書室 許鈵鑫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創校百年校慶活動宣傳海報籌劃製

作，辛勞得力，圓滿完成任務 

秘書室 黃春益 嘉獎一次 
擔任108年「嘉大百年誌」編輯委員，辛勞得

力，圓滿完成任務 

秘書室 黃春益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百年校慶專網設置及公告資訊維

護，辛勞得力，圓滿完成任務 

秘書室 黃春益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嘉大百年經典史料展暨文物特展，

辛勞得力，圓滿完成任務 

秘書室 黃春益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百年校慶高鐵快閃活動，辛勞得

力，圓滿完成任務 

秘書室 黃春益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創校百年校慶活動宣傳海報籌劃製

作，辛勞得力，圓滿完成任務 

體育室 謝婉雯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百年紀念路跑活動，辛勞得力，圓

滿完成任務 

體育室 王雅音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百年紀念路跑活動，辛勞得力，圓

滿完成任務 

師資培育中心 陳惠蘭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創校百年 Logo 貼圖設計競賽活動，

辛勞得力，圓滿完成任務 

農學院 呂美娟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創校百年植樹百株活動，辛勞得

力，圓滿完成任務 

園藝學系 莊畫婷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創校百年花展活動，辛勞得力，圓

滿完成任務 

總務處文書組 張雯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百年校慶攝影寫生比賽活動，辛勞

得力，圓滿完成任務 

農學院 呂美娟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百年校慶攝影寫生比賽活動，辛勞

得力，圓滿完成任務 

電子計算機中心 朱淑玲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百年校慶攝影寫生比賽活動，辛勞

得力，圓滿完成任務 

教務處 周玫秀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百年校慶攝影寫生比賽活動，辛勞

得力，圓滿完成任務 

秘書室 黃春益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百年校慶攝影寫生比賽活動，辛勞

得力，圓滿完成任務 

生命科學院 林淑娟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百年校慶攝影寫生比賽活動，辛勞

得力，圓滿完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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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   姓名   獎懲 獎懲事由 

教務處 蔡甲申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百年校慶攝影寫生比賽活動，辛勞

得力，圓滿完成任務 

教務處 江斈昕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百年校慶攝影寫生比賽活動，辛勞

得力，圓滿完成任務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蔡依珊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百年校慶攝影寫生比賽活動，辛勞

得力，圓滿完成任務 

學生事務處 李君翎 嘉獎二次 
輔導本校學生社團參加第五屆「服務利他獎」

具體行動服務方案並獲佳績，表現優良 

秘書室 范惠珍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百年校慶典禮，辛勞得力，圓滿完

成任務 

教務處 沈盈宅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百年校慶典禮，辛勞得力，圓滿完

成任務 

學生事務處 陳中元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百年校慶典禮，辛勞得力，圓滿完

成任務 

學生事務處 鍾明仁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百年校慶典禮，辛勞得力，圓滿完

成任務 

學生事務處 劉曉華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百年校慶典禮，辛勞得力，圓滿完

成任務 

秘書室 洪泉旭 嘉獎二次 
協辦本校108年百年校慶典禮，辛勞得力，圓

滿完成任務 

秘書室 李宜貞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百年校慶典禮，辛勞得力，圓滿完

成任務 

學生事務處 林正韜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百年校慶典禮，辛勞得力，圓滿完

成任務 

學生事務處 鍾瓊瑤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百年校慶典禮，辛勞得力，圓滿完

成任務 

總務處 顏全震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百年校慶典禮，辛勞得力，圓滿完

成任務 

學生事務處 吳秀香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百年校慶典禮，辛勞得力，圓滿完

成任務 

學生事務處 賀彩清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百年校慶典禮，辛勞得力，圓滿完

成任務 

學生事務處 胡麗紅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百年校慶典禮，辛勞得力，圓滿完

成任務 

學生事務處 林明衡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百年校慶典禮，辛勞得力，圓滿完

成任務 

學生事務處 蔡佳玲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百年校慶典禮，辛勞得力，圓滿完

成任務 

學生事務處 林美文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百年校慶典禮，辛勞得力，圓滿完

成任務 

總務處 張育津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百年校慶典禮，辛勞得力，圓滿完

成任務 

總務處 吳榮山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百年校慶典禮，辛勞得力，圓滿完

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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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林金龍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百年校慶典禮，辛勞得力，圓滿完

成任務 

總務處 郭明勳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百年校慶典禮，辛勞得力，圓滿完

成任務 

學生事務處 蔡佳玲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百年校慶運動會活動，辛勞得力，

圓滿完成任務 

體育室 謝婉雯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百年校慶運動會活動，辛勞得力，

圓滿完成任務 

體育室 王雅音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百年校慶運動會活動，辛勞得力，

圓滿完成任務 

總務處 顏全震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百年校慶運動會活動，辛勞得力，

圓滿完成任務 

學生事務處 郭佳惠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百年校慶高鐵快閃活動，辛勞得

力，圓滿完成任務 

總務處 鄭鈺潔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創校百年碁石揭牌儀式，辛勞得

力，圓滿完成任務 

總務處 王露儀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創校百年碁石誌銘設置工程，辛勞

得力，圓滿完成任務 

研究發展處 楊子岳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創校百年校門風華重現活動，辛勞

得力，圓滿完成任務 

研究發展處 楊子岳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創校百年植樹百株活動，辛勞得

力，圓滿完成任務 

研究發展處 楊宗鑫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百年校慶研發成果發表活動，辛勞

得力，圓滿完成任務 

圖書館 張宏祺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嘉大百年經典史料展暨文物特展，

辛勞得力，圓滿完成任務 

圖書館 陳昭君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嘉大百年經典史料展暨文物特展，

辛勞得力，圓滿完成任務 

產學營運及推廣處 柯幸茹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創校百年校門風華重現活動，辛勞

得力，圓滿完成任務 

產學營運及推廣處 龔士凱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百年校慶研發成果發表活動，辛勞

得力，圓滿完成任務 

電子計算機中心 曾士軒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本校雲端主機租用架設及支援學校

網頁建置，辛勞得力，圓滿完成任務 

電子計算機中心 曾士軒 嘉獎一次 
辦理108年百年校慶專網設置及公告資訊維

護，辛勞得力，圓滿完成任務 

電子計算機中心 楊閔瑛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創校百年 Logo 貼圖設計競賽活動，

辛勞得力，圓滿完成任務 

秘書室 林家安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百年校慶媒體宣傳及手冊編印，辛

勞得力，圓滿完成任務 

秘書室 黃馨璉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創校百年植樹百株活動，辛勞得

力，圓滿完成任務 

秘書室 江姿瑩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創校百年植樹百株活動，辛勞得

力，圓滿完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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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藝術學院 江佳潔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創校百年學術研討會活動，辛勞得

力，圓滿完成任務 

人文藝術學院 江佳潔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百年校慶農耕隊口述歷史計畫業

務，辛勞得力，圓滿完成任務 

音樂學系 范心怡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百年校慶高鐵快閃活動，辛勞得

力，圓滿完成任務 

農學院 蘇月環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創校百年花展活動，辛勞得力，圓

滿完成任務 

農學院 何綺真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創校百年花展活動，辛勞得力，圓

滿完成任務 

國際事務處 蔡浟錡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百年校慶海外姊妹校參訪活動，辛

勞得力，圓滿完成任務 

國際事務處 丘富元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百年校慶海外姊妹校參訪活動，辛

勞得力，圓滿完成任務 

資訊管理學系 侯怡甄 嘉獎一次 
辦理108年「ISDA 白帽菁英萌芽計劃 II」活

動，辛勞得力，圓滿完成任務 

資訊管理學系 侯怡甄 嘉獎一次 
辦理108年「Python 程式設計/初學指南簽書

會」活動，辛勞得力，圓滿完成任務 

總務處 王勝賢 嘉獎一次 
督辦本校蘭潭校區改善工程，經教育部108年

度工程施工查核小組評定績優，表現優良 

總務處 郭宏鈞 嘉獎一次 
辦理本校蘭潭校區改善工程，經教育部108年

度工程施工查核小組評定績優，表現優良 

總務處 蕭哲翔 嘉獎一次 
協辦本校蘭潭校區改善工程，經教育部108年

度工程施工查核小組評定績優，表現優良 

師資培育中心 陳惠蘭 嘉獎二次 

辦理本校108年「學思達嘉義教學實務培訓

坊」及「學思達亞洲年會」等活動，辛勞得

力，圓滿完成任務 

師資培育中心 吳佳蓁 嘉獎二次 

協辦本校108年「學思達嘉義教學實務培訓

坊」及「學思達亞洲年會」等活動，辛勞得

力，圓滿完成任務 

中國文學系 廖淑員 嘉獎一次 
協辦本校108年度「第十六屆嘉大現代文學

獎」活動，辛勞得力，圓滿完成任務 

學生事務處 黃紹甄 嘉獎二次 
前於苗栗縣卓蘭鎮公所任職期間，協辦108年

度商品標示查核業務，辛勞得力 

總務處 顏全震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百年校慶植樹百株活動，辛勞得力 

研究發展處 盧青延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百年校慶研發成果發表活動，辛勞

得力，圓滿完成任務 

秘書室 洪泉旭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創校百年文創商品開發，著有績

效，圓滿完成任務 

園藝學系 莊畫婷 嘉獎一次 
協辦108年百年校慶環境綠美化活動，辛勞得

力，圓滿完成任務 

環境保護及安全管

理中心 
施凱能 嘉獎一次 

前於臺中市勞動檢查處任職期間，辦理臺中市

政府106、107年度推動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並獲

實地評核佳績，表現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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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陳鴻翔 嘉獎一次 
自108年3月15日至108年5月28日止代理同仁職

務出缺所遺業務，負責盡職 

總務處 蕭哲翔 嘉獎一次 
自109年1月2日至109年2月15日止代理同仁請

假期間所遺業務，負責盡職 

環境保護及安全管

理中心 
蕭傳森 嘉獎一次 

自108年7月5日至109年1月31日止，共同代理

同仁遺缺業務，負責盡職 

動物科學系 方珣 嘉獎一次 
自108年7月5日至109年1月31日止，共同代理

同仁遺缺業務，負責盡職 

動物醫院 黃銘涵 嘉獎一次 

前於臺南市動物防疫保護處任職期間，辦理動

物之家診斷治療及108年度辦理動物收容及管

制業務，經評定為優等獎，表現優良 

總務處 郭宏鈞 嘉獎二次 
自108年3月4日至108年12月29日止共同代理同

仁職務出缺所遺業務，負責盡職 

總務處 蕭哲翔 嘉獎二次 
自108年3月4日至109年3月12日止共同代理同

仁職務出缺所遺業務，負責盡職 

研究發展處 盧青延 嘉獎一次 
擔任本校108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下設

工作小組委員職務，辛勞得力 

秘書室 李宜貞 嘉獎一次 

前任總務處出納組組長期間，擔任本校108學

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下設工作小組委員職

務，辛勞得力 

總務處 蕭幸芬 嘉獎一次 
自109年1月20日至2月18日代理同仁請假期間

所遺業務，負責盡職 

總務處 蔡仲瑜 嘉獎一次 
自109年2月19日至3月23日代理同仁請假期間

所遺業務，負責盡職 

總務處 周玫秀 嘉獎二次 
自108年11月4日至109年3月25日止代理同仁請

假期間所遺業務，負責盡職 

語言中心 石螢螢 嘉獎一次 
自109年2月3日至27日止代理同仁參訓期間業

務，負責盡職 

音樂學系 范心怡 嘉獎一次 
協辦本校參與108年教育部第6屆藝術教育貢獻

獎遴選並獲佳績，表現優良 

總務處 陳柏諺 嘉獎一次 
辦理本校108年度民防團隊基本訓練，經嘉義

市政府評核為優等，表現優良 

學生事務處 王姿雯 嘉獎一次 
協辦教育部108年大專校院推動健康促進學校

計畫執行成果獲評佳績，表現優良 

 

 

6月份壽星 

張君夷專案組員 呂美麗專案辦事員 李竹平專案助理教授 蔡庭容組長 

陳右農專案技佐 王智弘副教授 吳美連教授 蘇美蓉組員 

何雅婷專員 陳淑美副教授 涂淵湶工友 王文德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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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栢滄副教授(主任) 劉如惠專案辦事員 李龍盛助理教授 徐家祥專案技佐 

林瑞進助理教授 陳虹苓副教授(主任) 林玉霞副教授(主任) 黃名媛助理教授 

蔡佩旻專案資訊師 吳松峯技士 王秀鳳教授 許芳文教授 

林楚迪副教授(組長) 林正韜輔導員 林立弘副教授 陳昭君專案組員 

郭明勳駐衛隊員 張宏祺專案組員 宣崇慧教授 徐慶鐘專案助理教授 

洪昇利副教授 游鵬勝教授 黃健瑞副教授 陳力豪組員 

夏滄琪副教授(主任) 李嶸泰助理教授 蕭茗珍組員 周玫秀組員 

李駿宏技佐 蘇復興教授 董哲煌助理教授 涂淑芬講師 

何承叡程式設計師 賀彩清組員 胡家宏專案辦事員 何秋瑩組員 

丁瑞霞工友 呂長澤助理教授 戴志雄工友  

附註：表列壽星名單，請各單位務必配合於6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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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