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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人事服務簡訊           109年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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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臺教文(四)字第1090081784號函轉知，勞動部預告修正「外國

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一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部

分條文草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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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臺教人(四)字第1090080491號書函轉知，銓敘部修正「公教

人員保險被保險人一次性離退給與按月攤提計算所據平均餘命標準表」，並自109

年6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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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教育部109年6月15日臺教人(二)字第1090084486號書函轉知，有關行政院109年5

月1日修正發布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第8條附件「約

僱人員報酬標準表」後，公務人員申請採計曾任約僱人員年資提敘俸級，其約僱

人員各等別報酬薪點與公務人員職等相當之認定及相關作業原則一案。相關內容

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查閱。 

4. 教育部 109年6月16日臺教人(四)字第1090082037號函轉知，有關公立學校教師借

調至公營事業機構及行政法人之留職停薪年資，補繳退撫基金費用補充規定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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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臺教綜(五)字第1090088953號函轉知，衛生福利部「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隔離及檢疫期間防疫補償辦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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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教育部109年6月28日臺教人(三)字第1090083385E 號函知 「不適任教育人員之通

報資訊蒐集及查詢處理利用辦法」業經該部於109年6月28日以臺教人(三)字第

https://reurl.cc/1QVYn9
http://www.ncyu.edu.tw/personnel/itemize.aspx?itemize_sn=162224&pages=2&site_content_sn=1572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E9%8A%93%E6%95%98%E9%83%A8%E4%BF%AE%E6%AD%A3%E5%85%AC%E6%95%99%E4%BA%BA%E5%93%A1%E4%BF%9D%E9%9A%AA%E8%A2%AB%E4%BF%9D%E9%9A%AA%E4%BA%BA%E4%B8%80%E6%AC%A1%E6%80%A7%E9%9B%A2%E9%80%80%E7%B5%A6%E8%88%87%E6%8C%89%E6%9C%88%E6%94%A4%E6%8F%90%E8%A8%88%E7%AE%97%E6%89%80%E6%93%9A%E5%B9%B3%E5%9D%87%E9%A4%98%E5%91%BD%E6%A8%99%E6%BA%96%E8%A1%A8%E4%B8%A6%E8%87%AA109%E5%B9%B46%E6%9C%881%E6%97%A5%E8%B5%B7%E7%94%9F%E6%95%88.pdf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E6%9C%89%E9%97%9C%E8%A1%8C%E6%94%BF%E9%99%A2109%E5%B9%B45%E6%9C%881%E6%97%A5%E4%BF%AE%E6%AD%A3%E7%99%BC%E5%B8%83%E8%A1%8C%E6%94%BF%E9%99%A2%E8%88%87%E6%89%80%E5%B1%AC%E4%B8%AD%E5%A4%AE%E5%8F%8A%E5%9C%B0%E6%96%B9%E5%90%84%E6%A9%9F%E9%97%9C%E7%B4%84%E5%83%B1%E4%BA%BA%E5%93%A1%E5%83%B1%E7%94%A8%E8%BE%A6%E6%B3%95%E7%AC%AC8%E6%A2%9D%E9%99%84%E4%BB%B6%E3%80%8C%E7%B4%84%E5%83%B1%E4%BA%BA%E5%93%A1%E5%A0%B1%E9%85%AC%E6%A8%99%E6%BA%96%E8%A1%A8%E3%80%8D%E5%BE%8C%EF%BC%8C%E5%85%AC%E5%8B%99%E4%BA%BA%E5%93%A1%E7%94%B3%E8%AB%8B%E6%8E%A1%E8%A8%88%E6%9B%BE%E4%BB%BB%E7%B4%84%E5%83%B1%E4%BA%BA%E5%93%A1%E5%B9%B4%E8%B3%87%E6%8F%90%E6%95%98%E4%BF%B8%E7%B4%9A%EF%BC%8C%E5%85%B6%E7%B4%84%E5%83%B1%E4%BA%BA%E5%93%A1%E5%90%84%E7%AD%89%E5%88%A5%E5%A0%B1%E9%85%AC%E8%96%AA%E9%BB%9E%E8%88%87%E5%85%AC%E5%8B%99%E4%BA%BA%E5%93%A1%E8%81%B7%E7%AD%89%E7%9B%B8%E7%95%B6%E4%B9%8B%E8%AA%8D%E5%AE%9A%E5%8F%8A%E7%9B%B8%E9%97%9C%E4%BD%9C%E6%A5%AD%E5%8E%9F%E5%89%87%EF%BC%8C%E8%AB%8B%E6%9F%A5%E7%85%A7%E8%BD%89%E7%9F%A5%E3%80%82.pdf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E6%95%99%E8%82%B2%E9%83%A8%E5%87%BD%E8%87%BA%E6%95%99%E4%BA%BA%E5%9B%9B%E5%AD%97%E7%AC%AC1090082037%E8%99%9F.pdf
http://www.ncyu.edu.tw/personnel/itemize.aspx?itemize_sn=162625&pages=1&site_content_sn=1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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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083385B 號令修正發布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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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臺教人(一)字第1090079567E號函知，「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

師聘任辦法」業於109年6月28日以臺教人(一)字第1090079567B號令修正發布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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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臺教文(五)字第1090091928號書函轉知， 內政部「舉發違反

入出國及移民法事件獎勵辦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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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教育部109年6月30日臺教人(一)字第1090091923號書函轉知，公教人員得就同一

子女分別申領「子女教育補助」及「原住民族委員會獎助大專校院原住民學生實

施要點」之助學金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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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7月1日臺教人(三)字第1090089638號函轉知，公務人員於考核期間全

無工作事實或僅有部分工作事實之考績辦理方式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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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7月8日臺教人(二)字第1090092336號函轉知，有關公務員服務法第13

條第2項所稱「代表官股之董事、監察人」之認定標準一案。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

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查閱。 

12. 本校109年6月17日嘉大人字第1099002660號函知，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規

定停止支領優惠存款之適用對象。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

查閱。 

13. 核定修正本校專案教學人員契約書。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法規彙編項

下查閱。 

14. 核定修正本校專任教師校外兼職及兼課處理要點。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

頁/法規彙編項下查閱。 

15. 核定修正本校特聘教授設置要點。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法規彙編項下

查閱。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E6%95%99%E8%82%B2%E9%83%A8%E5%85%AC%E6%96%87-%E4%B8%8D%E9%81%A9%E4%BB%BB%E6%95%99%E5%B8%AB%E6%B3%95%E8%A6%8F%E4%BF%AE%E6%AD%A31090006601.pdf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E6%95%99%E8%82%B2%E9%83%A81090628%E6%A0%B8%E5%AE%9A%E4%BF%AE%E6%AD%A3-%E5%B0%88%E7%A7%91%E4%BB%A5%E4%B8%8A%E5%AD%B8%E6%A0%A1%E5%85%BC%E4%BB%BB%E6%95%99%E5%B8%AB%E8%81%98%E4%BB%BB%E8%BE%A6%E6%B3%95.pdf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E5%85%AC%E5%91%8A%E7%B6%B2%E9%A0%81%E7%89%88-%E5%85%A7%E6%94%BF%E9%83%A8%E4%BF%AE%E6%AD%A3%E8%88%89%E7%99%BC%E9%81%95%E5%8F%8D%E5%85%A5%E5%87%BA%E5%9C%8B%E5%8F%8A%E7%A7%BB%E6%B0%91%E6%B3%95%E4%BA%8B%E4%BB%B6%E7%8D%8E%E5%8B%B5%E8%BE%A6%E6%B3%95%E4%B8%80%E6%A1%88.pdf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E7%B5%84%E5%90%88%204_2.pdf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E7%B5%84%E5%90%881.pdf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1090007110%E6%94%B6%E6%96%87%E6%9C%AC%E6%96%87%E5%8F%8A%E9%99%84%E4%BB%B6%E5%85%AC%E5%91%8A.pdf
https://www.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E6%9C%AC%E6%A0%A1%E9%80%80%E8%BC%94%E6%9C%83%E5%8F%8A%E5%9C%8B%E9%98%B2%E9%83%A8%E5%87%BD%E7%AD%89.pdf
https://www.ncyu.edu.tw/personnel/law_list.aspx
https://www.ncyu.edu.tw/personnel/law_list.aspx
https://www.ncyu.edu.tw/personnel/law_lis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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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校109年6月19日嘉大人字第1099002695號函知，暑假期間自109年7月13日至109

年9月4日止實施職員彈性上班及統一補休。 

2.本校已與「耐斯王子大飯店」等26家商店簽訂優惠特約，相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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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中華民國110年（西元2021年）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業已轉知刊登人事室

網頁，請逕自下載參考。 

 

從台灣的「粉紅旋風」反思性別平等：當我們鼓勵女兒可以「男性化」，卻很

難「平衡教育」兒子                                   

                                             【本文摘錄自換日線/文: 陳怡潔】 

20世紀以前的歐美，傳統上藍色是女孩的顏色，而粉紅則是男孩的顏色。顏色與

性別的限制，都是一種商業炒作改變文化或習俗的結果，在每個文化中或多或少

都會出現，要不要被這樣的刻板印象限制，是人的決定，而非顏色本身的問題。 

 

前幾天在推特（Twitter）上看到包括時中部長在內，衛福部團隊戴著粉紅口罩，

一字排開的照片，第一時間覺得這些平日嚴肅的男性官員看起來好親切──往下

點進標題讀了內文，才發現原來這張照片背後的故事這麼可愛，宣導防疫兼提倡

兩性平等，用心實在令人感動。這兩天，社會各界紛紛響應，粉紅一夜之間成為

全台話題性最高的顏色，台灣的性平教育又往前跨了一大步。 

顏色與性別的對應，在每個文化中或多或少都會有，但是要不要被這樣的刻板印象

限制，是人的決定，不是顏色本身的問題。我想就個人的經驗，來談談這個議題。 

我們鼓勵女孩不落窠臼，卻很難「平衡教育」男孩 

20世紀以前的歐美，傳統上藍色是女孩的顏色，而粉紅則是男孩的顏色。據說是

因為20世紀初，服飾業推出粉紅色女裝廣受歡迎，才讓兩個顏色對調過來，粉紅

http://www.ncyu.edu.tw/personnel/itemize_list.aspx?site_content_sn=23938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E6%B0%91%E5%9C%8B110%E5%B9%B4%E6%94%BF%E5%BA%9C%E8%A1%8C%E6%94%BF%E6%A9%9F%E9%97%9C%E8%BE%A6%E5%85%AC%E6%97%A5%E6%9B%86%E8%A1%A8.pdf
https://crossing.cw.com.tw/article/13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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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成「女性的顏色」，而藍色則成為了男性代表色。相關的歷史與顏色性別化的

原由眾說紛紜，但是可以確定的是，粉紅等於女性這樣的觀念，其實就跟台灣中

秋節等於烤肉節一樣──都是商業炒作改變文化／習俗的結果。 

我的成長過程裡，媽媽買的衣服幾乎都是粉紅色，或是有粉紅色花樣，在那個時

候這彷彿是一件再自然不過的事。直到上了國中和高中，制服都是淺藍色調，我

才發現我喜歡藍色遠勝於粉紅，並且對老是和 Hello Kitty 連結在一起的粉紅色非

常反感。  

然而這樣約定俗成的色彩性別二分法，不知不覺的影響著我，儘管我努力反叛，

還是不自覺的落入它的巢臼中：懷第一胎時超音波照出是女孩，我當場不知怎地

腦海裡一片粉紅。雖然之後我並不特意買粉紅色的衣服或玩具，嬰兒房也以中性

的乳白色為主，只有在沒有選擇的時候，才會在粉紅與藍色之間靠邊站──不過

大部分時候，我選的都是藍色，因為我個人偏好藍色，而且很實際的考量到老二

如果是男孩，「藍色會比較適合。」（這就中招了啊！）  

女兒兩歲以後，開始會發表意見，選擇她喜歡的東西。此時，我很驚訝的發現，

即使我盡力避免，她還是進入了粉紅時期，什麼都要粉紅色，連家裡沒有的 Hello 

Kitty 都成了她的最愛。我始終不知道這個粉紅模式究竟是內建還是外掛，只知道

它來勢洶洶，躲也躲不掉。直到愛莎女王一統天下，她才和眾家小女生一起進入

冰雪藍時代。《冰雪奇緣》（Frozen）不費吹灰之力就把女孩的「指定色」改回

「原本（歷史上）的」藍色，可見媒體宣傳洗腦力量之大，黑的都會變成白的，

粉紅也會變成藍的！  

只有女兒的時候，我其實是以「希望我的父母是這樣教育我」的方式，移除自己

成長過程中「因為是女生，所以要這樣／所以不能那樣」的因子，給女兒自由而

平等的立足點。後來第二胎果真是男孩，在養育兒子的過程中，我才發覺當今社

會風氣普遍鼓勵女孩做傳統上「男性化」的事，但是很少鼓勵男孩做看似「女性

化」的選擇，大至學業工作，小至服裝顏色。 

我覺得在這一點上，要平衡教育男孩，其實比女孩難，因為整個環境給予的支持

相對的少。每每遇到性別成見的時候，我都會趁機機會教育兩個孩子，沒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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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是「男生的」或「女生的」，只有你想要／喜歡的與不想要／不喜歡的選項，

還有與性別無關的基本行為準則。 

英國公立小學，男女統一的粉紅色校服 

我家兩個孩子上的是倫敦一所公立中學才成立幾年的小學部。中學部的制服是白

襯衫配灰底粉紅線條毛衣或線衫，外搭印有粉紅校徽的灰色西服外套。小學部為

了保有相似性又能一眼分辨，設計制服時把兩個顏色對調，於是粉紅色成為制服

主色，附幼與預備班的學童一律穿印有校徽的粉紅色 Polo 衫，搭鼠灰色運動褲與

運動服；小一以上則穿白襯衫、灰褲／裙，搭粉紅毛衣或線衫。不論男女與年級，

大家都穿粉紅色。 

女兒5歲剛進這所小學時，很驚嚇的發現制服是粉紅色，因為那個時候的她還是愛

莎迷，什麼都要藍色，所以被迫穿粉紅色其實很無奈，不過既然沒有選擇，顏色

也就不是問題。轉眼兒子滿 3 歲，要開始上學校附幼班，開學前我擔心他對粉紅

制服會抗拒，幫他心理建設了一番，但是不知道是我建設得好，還是看姊姊穿習

慣了，他很驕傲的穿上粉紅 Polo 衫，覺得自己是個大孩子，就這麼跟隨姊姊的腳

步當起了小小粉紅。3 年過去，在校內或是校外，粉紅制服從來沒有困擾過這個熱

愛忍者與超級英雄的小男生。 

原本我並不特別喜歡粉紅色，但是學校制服的粉紅明亮而不俗麗（大概比部長的

口罩再深兩個色調），女孩穿起來好看，男孩穿起來體面，每週一家長受邀參加

朝會時，我看著全校一片粉紅，覺得賞心悅目極了。我跟著女兒或兒子的班級去

校外教學的時候，每次都有他校老師或家長湊上前來，以讚嘆的語氣誇獎粉紅制

服令人耳目一新，和一般學校以深色調紅綠藍三原色為主的制服有天壤之別──

許多人甚至以為他們來自私立學校，我想是因為粉紅帶來優雅高貴的聯想。 

有人可能會好奇，都沒有家長抗議粉紅色制服嗎？答案是當然有，但是這幾年來

我從其他家長那裡聽到的抱怨都是大同小異的「淺粉紅色容易髒，一沾到筆墨水

彩就洗不乾淨，留下污點不好看。」或是「小學部前兩年上完要換制服，六年後

上了中學又要換一次，光買制服就所費不貲」等等。目前為止，還沒聽過有人說

「粉紅色會讓孩子怕被人笑不敢穿出門」之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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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在被唸了幾年後，決定從今年初起，逐漸以和中學部一樣的灰底粉線，取代

粉紅灰線毛衣。決策出來後，當初抱怨的家長們看到「不容易髒」、成熟多於朝

氣的灰毛衣，後悔已經來不及了──我想家長們發起「還我粉紅制服」連署應該

是遲早的事。 

偏見與霸凌無關顏色，而是教育的責任 

偏見與霸凌之所以存在，與顏色無關，而是社會態度與家庭教育的結果。如果一

個社會不容許人自由做自己、不鼓勵無分性別的平等、不挺身為正確觀念發聲；

如果一個家庭不教導孩子接納異己、不談論性別相關議題、不自省而怪罪別人─

─那麼穿戴什麼顏色都只是一個藉口，一個讓偏見與霸凌合理化的藉口。 

台灣從 2002 年開始推動《性別平等教育法》，但是直到最近幾年，我才開始看到

社會風氣的轉變。（這裡要聲明一下：我長住英國，大部分資訊是由媒體而來，

而不是親身體會，所以可能有落差。）我想執政當局對這個議題的態度是關鍵─

─只有政府本身對推動性平改革有決心，主事者對此有信念，才真正能推動齒輪，

讓性平改革穩定的向前運轉。 

雖然當下性平教育和相關法令的發展仍面臨許多阻力，但是衛福部上下宣導防疫

的同時不忘主動矯正色彩性別偏見，為社會大眾做了最好的示範，也為下一代的

性平教育，帶來了豐富的資源。 

喜歡與否無所謂，看見本質才重要 

晚餐桌上，我說了阿中部長戴粉紅色口罩的故事給兩個孩子聽，他們覺得很有趣，

聽得興味盎然。聽完故事，我問5歲的兒子，對粉紅色口罩有什麼想法。 

「我不喜歡粉紅色啦！ 但是它也就是個顏色而已嘛！」 

「那只有粉紅色口罩的話你會不會戴？」 

「哦⋯⋯那就戴吧！ 可是我還是不喜歡粉紅色喔！」 

喜不喜歡是一回事，但看見事物的本質，而不是顏色或其它表象，才是最重要的。

口罩如此，人生中許多其他事物亦如是。什麼顏色都只是個顏色而已──但是勇

於穿戴粉紅，突破世俗成見的男孩／人，一定要給他們一個大大的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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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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全國藥物不良反應通報中心所接獲之通報案件副知

藥品許可證持有商是否牴觸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 

答: 

一、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6條前段規定，法規對其他法規所規定之同一事項而為

特別之規定者，應優先適用之。個人資料保護法（下稱個資法）之性質為普

通法，其他特別法有關個人資料蒐集、處理或利用之規定，依特別法優先於

普通法之法理，自應優先適用各該特別規定，若無其他法令應優先適用，方

適用個資法之相關規定。次依個資法第16條規定，公務機關對於該個人資料

之利用，除個資法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

為之，並與蒐集之特定目的相符；如為特定目的外利用，則應符合同條但書

各款情形之一（例如：法律明文規定、經當事人同意），並應遵守個資法第5

條比例原則。 

二、 有關貴署擬透過「藥品不良反應通報資訊系統」將全國藥物不良反應通報中

心所接獲之死亡及危及生命等不良反應通報案件副知藥品許可證持有藥商一

節，因藥事法第45條之1及其授權之「嚴重藥品不良反應通報辦法」（下稱通

報辦法）第5條第1項已就相關資料通報為規定，如涉及個人資料之利用依前

開特別法優先於普通法之法理，自應優先於個資法適用；至其餘嚴重不良反

應通報案件（通報辦法第4條第3款至第6款），擬由通報者自行勾選是否同意

將通報資料副知藥品許可證持有藥商一節，因通報辦法就此部分未有規定，

而應適用個資法之規定，惟通報義務人（醫療機構、藥局、藥商）並非個人

資料當事人而無法代為同意，與個資法第6條第1項第6款經當事人書面同意或

第16條但書第7款經當事人同意之規定不符，爰建議宜於通報辦法增訂相關規

定以杜爭議。 

 

https://pipa.ndc.gov.tw/News_Content.aspx?n=7D3602579D2BF23F&sms=2F28806F8A42AE16&s=28560E5171B89C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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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著生活作息喝更健康！營養師提醒喝咖啡注意 3件事 

                                                                    

                                                                         【本文摘錄自元氣網/文: 葉韋廷】 

你平常會喝咖啡嗎？你都什麼時候喝呢？你知道嗎？喝咖啡對身體健康相當有幫助，

而喝對時間對身體更加有利，不過在錯的時間喝恐怕會傷身體。 

喝咖啡應順著生活作息，以免影響壓力荷爾蒙 

台灣營養基金會執行長/吳映蓉營養師就表示，咖啡雖然對身體有利，但應順著生活

習喝，因為在醒來過後壓力荷爾蒙會隨著作息逐漸上升，到了巔峰之後逐漸下降，身

體也逐漸回到休息的時段。而咖啡會增加壓力荷爾蒙，所以如果沒有照著生活作息

喝，會胡亂增加壓力荷爾蒙，對健康會有負面的影響。而依一般人的作息來說，營養

師也建議最好在下午三點之後就不要再喝咖啡了，更不用說是傍晚或晚上，以免影響

壓力荷爾蒙，也影響了睡眠品質。 

喝咖啡前用濾紙再過濾一次，有利降低咖啡固醇 

而咖啡中含有一種叫「咖啡固醇」的物質，其會讓人體的膽固醇上升，所以如果常喝

咖啡的人可能會有膽固醇較高的情況。不過營養師也表示其實不用過度擔心，在喝咖

啡之前先用濾紙再濾過一次，是可以有利降低咖啡固醇的。所以之後如果想喝到咖啡

的美味、咖啡的好處，但又不想喝到咖啡固醇的話，可以先用濾紙再自己濾過一遍。 

咖啡有利刺激腸道蠕動，宜吃完早餐半個小時後喝 

營養師也表示，咖啡是有利刺激腸道蠕動、促進排便的，建議可以再早餐後的半個小

時後喝。但建議不要喝太濃的咖啡，否則可能會影響早餐的營養變得不好吸收。 

   (本校員工協助方案專區連結) 

心理師分析「人性矛盾」：人們為什麼痛恨比較，卻又難以不去比較？ 

                                                            【本文摘錄自生活報橘/文:陳志恆諮商心理師】  

你是否常羨慕別人擁有好的外貌、能力、收入、職位、學歷、財富、關係……等，卻

又討厭自己老是愛比較。 

https://health.udn.com/health/story/6037/4188812
https://health.udn.com/health/search/%E5%A3%93%E5%8A%9B%E8%8D%B7%E7%88%BE%E8%92%99
https://health.udn.com/health/search/%E8%86%BD%E5%9B%BA%E9%86%87
https://health.udn.com/health/search/%E8%85%B8%E9%81%93%E8%A0%95%E5%8B%95
http://www.ncyu.edu.tw/personnel/gradation.aspx?site_content_sn=49795
https://buzzorange.com/vidaorange/2018/05/25/jealou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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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明明知道比較無益人生的幸福，但又想努力追求些什麼，好讓在別人面前能抬起頭

來，這也是比較。 

「人比人氣死人」，這是人人都同意的一句話。同時，誰又能超脫比較的境界，不在意

別人的眼光，不在意別人的表現，不在意自己與別人相比起來，多了什麼或少了什麼？ 

比較而生的嫉妒，會讓自己看到自己的不足，因而感到無力又生氣。比較而生的優越，

會讓自己感到有價值，因而顯得高人一等，但又擔心其他方面會被比下去。 

人們總是很矛盾，既痛恨比較，卻又難以不去比較。比較，似乎是人類的天性，無所

不在。 

「比較」讓人壓力山大：努力追求，只為了持續贏過別人的優越感 

行為經濟學家研究人類的生活滿意度或幸福指數，發現一個人如何定義自己的快樂，

常是透過與他人的比較而來的。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便是如此。 

當大家都沒飯吃，日子過得雖苦，但心裡不會很不舒服；若發現鄰居多了一些米，日

子仍然過得苦，但心裡卻很不是滋味，因為你有我沒有。 

住在富豪社區裡的有錢人，過得看似豐足的生活，照理說生活滿意度很高；當某人換

了新車，而我的車雖然也名貴，但不是全新的，生活滿意度立刻下降。 

於是人們得更努力工作，賺更多的錢，即使經濟上不再匱乏了，但那不想比輸人的心

態，驅使著人們停不下來。贏過別人的正向感受通常不會持續太久，你得繼續努力追

求贏得更多，以延續那優越感，這就是所謂「快樂水車」效應。 

因為比較帶來的壓力如此大，所以政府為人民打造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是如此重要，

讓人民可以如處在烏托邦般知足常樂。也因為比較是人性的一部份，有權勢者便利用

比較來操縱人們的行為，讓人們成了為他們賣命的奴才。 

以職位論薪酬、以績效論分紅、督考排名、記功嘉獎、表揚大會等制度與形式，讓人

們在競爭中不敢怠慢。在低位者因羨慕或嫉妒而更奮力爭取佳績，在高位者因害怕被

超越而更加倍努力。有權勢者則在遠處旁觀著這場人性遊戲而坐享其成。 

在過去資源有限的時代，比較確實有其必要性。你不去注意你所擁有的資源是否比別

人少，你存活的機率便比別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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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現今是人類有史以來資源最豐沛的時候，我們不再會因資源匱乏而小命不保

（至少在大部分開發中國家以上的世界是如此）。那麼，我們何需再比較呢？我們討

厭比較，卻又難以停止比較。 

 

「恐懼教育」的洗腦，讓我們成為內在匱乏的大人 

常聽到學生告訴我：「父母老愛拿我跟別人比，什麼都要比」。而身為父母的則常說：

「我們才不是愛比較的人，只是不希望孩子輸在起跑點」。在意輸贏，就是比較呀！ 

父母口口聲聲說沒比較，但言談中卻處處流露出比較的訊息。例如，時常在孩子面

前，提起某某人考上哪個大學科系、哪個親戚的孩子現在在哪裡高就、目前年薪多

少、誰又與什麼家世背景的對象結婚……等。殊不知，孩子聽了都感到格外刺耳，因

為這就是比較。 

過去，是因為外在資源匱乏才需要比較，這具有生存的價值。 而現在，物質生活無

虞時仍要比較，顯示的正是內心的匱乏。內心的匱乏透過「恐懼教育」的一系列信念

規條代代相傳，代代洗腦，把孩子也形塑成一個內在匱乏無力的成人。 

 

內在的富足才能讓人超脫「比較」 

為什麼需要比較？因為內心很匱乏，所以需要透過見證自己比別人表現好一點，擁有多

一點，來證明自己的內在價值。但是，一旦做了比較，卻又暗示著自己是不足的，才需

要比較，於是我們痛恨比較。我們便永遠被困在討厭比較與不得不比較中鬼打牆。 

比較有助於生存，卻也是現代人煩惱的來源。如何跳脫討厭比較卻無法停止比較的無

限迴圈呢？唯一的途徑，便是讓內心變得強大吧！ 

當你的內在是豐盛富裕的，你便無需要比較，也能感受到自己的價值；當別人拿你做

比較時，你也能從容自在、不動如山，因為你的內在是充滿安全感的。 

對於從小受到恐懼教育洗腦的我們，匱乏無力感早已深植心中，並非一時片刻能撼動

的。這得走上自我療癒的歷程，透過心理治療、各式成長課程、身心靈修練與大量閱

讀，逐一地深入探索自我，一步一步地覺察自我，層層清理內心匱乏無力的信念，重

新架構起豐盛富裕的內在價值感。這個歷程非一蹴可幾，但卻能讓我們重新活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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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此刻，我們可以做的，是時時刻刻提醒自己，避免把內心匱乏無力的訊息，有意

或無意地傳遞給我們的下一代。我們可以讓孩子如實地認識這個世界以及周遭的人，

但要避免讓孩子受到任何形式的比較，以使孩子能感受到自己正是獨一無二的，個人

的重要性與價值感不需要透過任何比較來證明。 

同時，我們要教導孩子有著一份欣賞的眼光 ，欣賞自己的獨特性，也欣賞他人身上

的美好。欣賞能讓我們品嚐到世界的風光與豐富；而比較帶來的嫉妒，則讓我們感受

到世界的醜陋與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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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保護及安全管理中心 護理師 徐寅之 新進 109.06.29 

外國語言學系 專案辦事員 羽希·哈魯斯 新進 109.07.06 

總務處出納組 專案組員 李秋霞 陞遷 109.06.04 

國際事務處 秘書 林嘉瑛 陞遷 109.06.05 

總務處民雄總務組 專案書記 賴俊文 回職復薪 109.06.28 

主計室第二組 組員 何秋瑩 回職復薪 109.07.01 

園藝技藝中心 專案技佐 翁泰源 職務調整 109.07.01 

總務處營繕組 技士 吳榮山 職務調整 109.07.06 

總務處駐衛警察隊 駐衛警察 賴春福 退休 109.07.16 

電子物理學系 教授 黃俊達 休假研究開始 109.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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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職稱 姓名 異動情形 生效日期 

中國文學系 教授 徐志平 休假研究開始 109.08.01 

木質材料與設計學系 教授 李安勝 休假研究開始 109.08.01 

幼兒教育學系 教授 吳樎椒 休假研究開始 109.08.01 

電子物理學系 教授 許芳文 休假研究開始 109.08.01 

應用化學系 教授 陳文龍 休假研究開始 109.08.01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教授 連振昌 休假研究開始 109.08.01 

資訊工程學系 教授 柯建全 休假研究開始 109.08.01 

應用化學系 教授 蘇明德 休假研究結束 109.08.01 

資訊工程學系 教授 陳宗和 休假研究結束 109.08.01 

動物科學系 教授 周榮吉 休假研究結束 109.08.01 

外國語言學系 教授 倪碧華 休假研究結束 109.08.01 

教育學系 教授 王清思 休假研究結束 109.08.01 

教育學系 教授 丁志權 休假研究結束 109.08.01 

電子物理學系 教授 陳慶緒 休假研究結束 109.08.01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教授 陳建元 休假研究結束 109.08.01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教授 陳榮洪 休假研究結束 109.08.01 

農藝學系 教授 莊愷瑋 休假研究結束 109.08.01 

生物事業管理學系 教授 李俊彥 休假研究結束 109.08.01 

應用數學系 教授 胡承方 休假研究結束 109.08.01 

應用化學系 教授 梁孟 休假研究結束 109.08.01 

總務處民雄總務組 職務代理人 成隆志 代理期滿離職 109.06.28 

外國語言學系 專案辦事員 林姿吟 離職 109.07.01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專案輔導員 陳蕙敏 離職 109.07.01 

主計室第二組 職務代理人 楊玫蘭 代理期滿離職 109.07.01 

榮譽榜 

   單位   姓名   獎懲 獎懲事由 

總務處 吳榮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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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務處 王勝賢 嘉獎一次 
督辦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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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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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   姓名   獎懲 獎懲事由 

產學營運及推廣處 林義森 嘉獎一次 

前任總務處事務組組長職務期間，督辦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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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務處 吳三生 嘉獎一次 
自108年4月12日至108年9月1日止共同代理同

仁退離所遺業務，負責盡職 

總務處 陳志昇 嘉獎一次 
自108年4月12日至108年9月1日止共同代理同

仁退離所遺業務，負責盡職 

總務處 陳鴻翔 嘉獎一次 
自108年4月12日至108年9月1日止共同代理同

仁退離所遺業務，負責盡職 

學生事務處 蔡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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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事務處 林美文 嘉獎一次 
辦理教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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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教育學系 莊筑貽 嘉獎一次 

前於高雄市政府交通局任職期間，辦理「交通

部108年院頒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

案107年度執行成果考評」工作，著有績效 

總務處 王雅芬 嘉獎二次 
前任主計室組員職務期間，辦理本校107年度

內部審核業務，負責盡職 

 

 

7月份壽星 

周蘭嗣副教授(主任) 陳政見教授(館長) 龔士凱專案組員 楊弘道組長 

葉瑞峰教授 朱鳳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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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淑如專案護理師 

吳希天副教授 李文茹專案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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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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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瑞章教授(主任) 許榮鍾技士 陳義元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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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宜貞組長 

蓋傑富專案助理教授 林裕淵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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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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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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主任) 蘇耿賦副教授 黃文理教授(總務長) 賴佳杏教官 

附註：表列壽星名單，請各單位務必配合於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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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