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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嘉義大學人事服務簡訊          109年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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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6日臺教人(二)字第1090160107號書函轉知， 公務人員考試錄取

人員訓練辦法部分條文業經考試院會同行政院、司法院於109年11月3日修正發布

一案。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查閱。 

2. 教育部109年10月30日臺教人(四)字第1090151096號書函轉知，公立學校教職員退

休資遣撫卹條例第19條所稱「依法令辦理精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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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臺教人(五)字第1090137084號書函轉知， 「女性勞工母性健

康保護實施辦法」部分條文，業經勞動部於中華民國109年9月16日以勞職授字第

10902034962號令修正發布施行一案。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

項下查閱。 

  

本校訂於109年11月21日(星期六)於本校蘭潭校區瑞穗館舉辦創校101週年校慶典禮，

當日中午12時並於蘭潭校區行政大樓至國際交流學園前馬路(大學路)舉行校慶餐會。 

 

手足，是「伴」或是「絆」？                                 

                                 【本文摘錄自2020.11.06親子天下 /by 徐嘉賢 】 

前陣子大女兒跟我說了一段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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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說：「爸爸，我說我想要一個朋友，我不是想要一個妹妹。為什麼你們要生妹

妹？我不明白。」 

「妹妹是我們給你的禮物，有一天你會慢慢理解。而且妹妹現在每天都跟你在一

起，他也會陪你玩，他超喜歡你的。慢慢有一天，你也可以把他當成一個好朋友

啊！」 

「可是我又沒有說要禮物，而且他很煩咧！他常常沒有問過我，就動我的東西。」 

「那你可以跟他說啊，可以請他先問過你，才能動你桌上的東西呀。」 

生不生老二、老三，都在於兩夫妻自己決定。旁人沒辦法、也不應該給予太多的

干預，畢竟這個家庭核心是你們自己。事情之後還是要自己去承擔。 

說真的，如果當初只生一個，生活會輕鬆多了，東西只要準備一份，心思只要放

在一個人身上，上學沒有接送的前後問題，也沒有所謂的偏心不偏心，所有的愛

都給一個人，會比較單純。 

但是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個人經驗，為什麼我們要生老二呢？雖然陣痛期很

長，老大也不知道會何時，才能夠體會到有手足的優點。老大也還不懂得「欣賞」

妹妹，但是我自己個人的經驗是這樣： 

當家庭有發生重大的事件，而如果你有手足的話，可以跟手足商量，可以一起共

同去面對。不會只有一個人，那麼孤單和無助。當父母都離開這個世界，至少他

還有一個手足在世上，跟他原生家庭，有所連結。雖然講得有點悲觀，但是這是

一個大家都要面對的課題。而我自己本身是一個獨生子，沒有兄弟姐妹，我也是

這樣長大過來，也還算正常？但我了解成長過程中的「苦悶」和「無聊」。到長

大之後，我才了解原來那叫「寂寞」。 

幾年前我自己家中遇到重大事件的時候，雖然在我一旁的太太給了我很多鼓勵，

沒有太太他的幫助，也一個人走不出來。但是當時候不禁去想：「如果有一個兄

弟或姐妹能夠跟我共同面對，跟我一起討論商量的話，我想我感覺會不太一樣。 

這一篇文章，並沒有什麼批判，只是把個人的感觸寫出來，感慨孩子不曉得什麼

時候，才會明白父母的苦心。請大家不要有過多聯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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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兄弟姊妹感情不好的，例子比比皆是，像我的叔叔跟我爸爸。甚至兄弟姊妹

之間是一種負累。兄弟姐妹的感情，除了看父母的智慧以外，也是看個人的緣分。

不是獨生就一定不好，也不是有兄弟姐妹的就一定很好，沒有對錯，不要強求。 

是「伴」或是「絆」？ 

有時候在童年手足感情不錯，但是出來社會之後，或各自成立自己的家庭之後，

有各自的生活因素，漸行漸遠。在家中發生重大事情的時候，反而變成一個複雜/

競爭的利益關係、變成了互相推卸責任的引爆點。只希望我不是一廂情願去希望

以後兩姐妹能夠維繫良好的親情，我看太太跟她姊姊感情就很好，很羨慕。人生

好難，想做好父母的角色又更難，個人的家庭規劃，只能自己去承擔，不適合旁

人給太多意見。 

 

親子交流：青春風暴的親子防撞緩衝墊 

【本文摘錄自2020.11.05親子天下 /byChun 偶包媽】 

隨著孩子進入小學到現在中年級，我發現孩子離開父母身邊獨立去探索世界的腳

步越來越快，他們開始會討論著你不知道的話題、疑惑著你沒有預期的問題、學

著你不知道是什麼意思的話、經歷著你還沒教的事。 

從兩年多前孩子在學校裡認識了角落生物，我就見識到同儕間巨大的影響力，一

個不是漫畫也不是卡通的人物，可以紅透半邊天到出書拍電影，又前幾天聽到孩

子討論著鬼滅之刃，才知道這是今年大火的漫畫人物。隨著孩子進入小學到現在

中年級，發現孩子離開父母身邊獨立去探索世界的腳步越來越快。他們開始會討

論著你不知道的話題、疑惑著你沒有預期的問題、學著你不知道是什麼意思的話、

經歷著你還沒教的事。 

還好我的兩個孩子算話多的，每天回到家她們總是劈哩啪啦的講個不停，一同吃

晚餐、幫女兒吹頭髮、睡前時光，都是我們親子交流的時間，藉著聊天我可以知

道孩子經歷的事情。 

事件一：關於「娘娘腔」 

有次妡妡提到班上有男同學被笑娘娘腔，玫瑰少年事件馬上閃過我腦海，當下我

很慎重地告訴她，這是很不好的「人身攻擊」，也告訴她「性別平等」相關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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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後我上網查了一下，「性別刻板印象」的教育好像四年級才會教，我請她下次

有聽到要跟老師說。 

過了幾天我問她事情的後續，妡妡告訴我已經跟班長說這是不對的事情，而且班

長也跟捉弄人的孩子說了，如果再犯會記點扣分。我謝謝妡妡勇敢說出來，而且

告訴她：你們班長真帥氣！ 

事件二：關於「友情勒索」 

某日早上出門前，我聽到妡妡的存錢筒音樂聲響，這存錢筒在存錢和拿錢時都會

發出音樂，當初孩子爸爸買來時我覺得好吵，但現在發揮功能了。我問妡妡為什

麼要帶錢去學校，妡回答我是因為某同學要妡妡買小本子送她，我稍微問了緣由，

孩子沒有拒絕是因為怕同學不高興，我告訴她如果隨便就答應，以後就會容易成

為被「勒索」的對象，從一開始就要拒絕這種「友情勒索」，送禮應該要出於主

動意願而且合乎時機才對，我請妡妡隔天拒絕同學，如果因此失去了友誼就會明

白，這不是一段真正好的友誼。 

晚上我問起這件事的後續，妡妡說已經告知同學了，跟同學也沒有不開心，所幸

三年級還是單純些了。 

事件三：「不雅口頭禪」 

有天妡妡提到同學會罵「白癡、笨蛋」，她聽了不是很開心。我大概可以理解到，

這年級孩子同儕間會開始出現流行口頭禪，「你白癡喔~」不一定有針對性的惡意，

但有可能造成別人的不舒服，或是不知道什麼意思的詞彙卻學著掛在嘴邊，覺得

很流行很帥，這種現象到高年級應該就是高峰了，我不得不說，這是一種進入青

春期爭取同儕認同的常見現象，小時候我也經歷過而且被我媽電得很慘。 

除了告訴孩子不要太玻璃心，還要教導分辨是非，不好的就不要跟著學。何謂

「不雅」，我把它定義為「會讓人覺得不舒服的、不禮貌的話」。 

記得兩年前有次帶兩個孩子出門玩，正當結帳排隊時孩子兩個在旁邊打鬧嘻笑，

我當下惱怒情急喊了聲「閉嘴！」，結果妡妡大叫「厚~~~媽媽你說髒話」，當下

其他顧客都轉頭過來看我，妡妡接著說「老師說〝閉嘴〞是不禮貌的」，我認同

我的疏失（絕不是礙於現場眼光壓力，雖然當下有點慌張，哈），趕忙道歉改口：

「請你們閉上小嘴巴」。身教在這一部分很是重要，如果我有不小心講出來，我



 

5 

都會馬上跟孩子道歉更正，當父母之後，真的覺得一言一行都在被孩子觀察，這

幾年我的口頭禪、發語詞、語助詞修正了很多呢！！ 

親子交流不僅是單向的，如同我教你唱張惠妹和孫燕姿，你帶我認識角落生物和

鬼滅之刃。趁著現在孩子還願意跟我們劈哩啪啦分享時，多溝通多交流當作打預

防針或是累積資本，在孩子漸漸進入青春風暴時，相信這些都會變成親子防撞緩

衝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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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計單位依審計法第14條第1項規定，請求公共汽車管理處提供駕駛人身

分名冊相關資料(含姓名、身分證號碼、出生日期等)，該處得否提供？ 

答: 

一、 依個人資料保護法(下稱個資法)第15條第1款規定，公務機關對個人資料之蒐

集或處理，應有特定目的，並於執行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始得為之，並應

遵守同法第5條之比例原則，不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

的具有正當合理之關聯。 

二、 按審計法第2條規定「審計職權如左：一、監督預算之執行。二、核定收支命

令。三、審核財務收支，審定決算。四、稽察財物及財政上之不法或不忠於

職務之行為。五、考核財務效能。六、核定財務責任。七、其他依法律應行

辦理之審計事項。」；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審計人員為行使職權，向各

機關查閱簿籍、憑證或其他文件，或檢查現金、財物時，各該主管人員不得

隱匿或拒絕…，並應為詳實之答復或提供之。」。 

三、 審計單位為查核臺灣地區各地方市區汽車客運駕駛人管理情形，固可依前開

審計法相關規定調取資料，惟其蒐集資料之範圍包括所有駕駛人之姓名、身

分證號碼及出生日期等個人資料，查個資法第5條及第15條規定，個人資料之

蒐集不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其利用並應與原蒐集目的具有正當合理

之關聯，爰仍宜請審計單位釐明上開資料蒐集之必要性及關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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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一顆心 七大危險因子：3個以上，就屬高危險族群！                                     

                                                 【本文摘錄自 2019-10-02 健康醫療網/記者曾正豪報導】 

45 歲的李先生，因工作壓力大，每天抽兩包菸以上，下班應酬重口味又油膩。直到

出現咳嗽、喘後長達半年後，才緊急就醫，最後確診為心臟擴大引發肺積水導致。李

先生的心臟功能僅剩下正常人一半，需裝三支心臟支架，才恢復三分之二的功能。李

先生才開始警惕，希望透過運動替換抽菸來紓壓，並努力戒菸，飲食轉為清淡。 

心臟疾病年輕化 每 24 分鐘就有 1人死於心臟疾病 

根據衛生福利部 107 年死因統計，心臟疾病為國人第二號殺手，平均每 24 分鐘，就

有 1人死於心臟疾病，且有年輕化趨勢。中華民國心臟基金會黃瑞仁執行長表示，心

臟疾病有七大危險因子，包含：年紀(男性超過 45 歲, 女性超過 55 歲)、家族遺傳、

高血壓、高血糖、高血脂、吸菸、體重超標或運動量不足，有三個或三個以上，便屬

高危險族群，需特別提高警覺。 

護心三大守則一：規律運動 簡單有氧改善心臟健康 

黃瑞仁執行長解釋，規律運動能改善心肺功能、提高生理效能。運動過程的生化和代

謝作用，能將血壓、膽固醇和三酸甘油酯成份改變，罹患心臟病機率將大幅下降。所

謂規律運動是指，每週運動時間累積達 150 分鐘，每次 15-30 分鐘，運動心跳數達

100 至 130 下／分鐘。其中快走、慢跑、游泳和單車，都是有氧運動。研究指出，每

週規律慢跑 2~3 次的人，因心肌梗塞等疾病，死亡的機率比常人降低 70%！另外，久

坐的學生、以及上班族，應避免久坐，每小時起身活動，並培養每週規律運動的習

慣。 

護心三大守則二：遠離香菸、電子菸 

收治李先生案例的中華民國心臟基金會吳彥雯副執行長特別說明，香菸的尼古丁會使

血壓升高、血管收縮，其燃燒不完全所生成的廢棄與毒性物質，會對心血管造成傷

害。李先生菸癮過大，是罹患心臟疾病主因之一，若能戒菸成功，一年後發生心血管

疾病的風險，下降至 50%。另外，電子菸盛行，國內尚未合法化，卻無人監督，其內

容物成分可能含有尼古丁，添加的香味讓人抽菸時沒有罪惡感、追求時髦的年輕人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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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上癮，並不建議作為戒菸的工具，醫師建議想要(需要)戒菸的民眾，應諮詢專業醫

療協助。 

護心三大守則三：健康飲食 食品加工少 心臟負擔才能少 

國人偏好高油、高鹽、高糖的飲食習慣，造成高血壓、高血脂、高血糖等三高疾病，

心血管疾病隨之而來。吳彥雯副執行長呼籲，料理時盡量保持食物原味、少吃加工食

品，逢年過節別吃太油膩，外食族選購食品，盡量挑選原形食物，如需選用加工食品

或是外食，需注意成分標示，避免攝入過多的油、鹽、糖。另外，飲酒易導致心律不

整、心臟收縮功能衰退，捨去「飲酒作樂」、「借酒澆愁」想法，才能讓心臟保持健

康。 

2019 世界心臟日園遊會 林義傑籲:齊心護心．你我相伴 

由中華民國心臟基金會、中華民國心臟學會主辦，衛生福利部國民健康署指導，臺北

市衛生局協辦的 2019 年「世界心臟日」園遊會，特別邀請林義傑擔任護心大使，響

應國際提倡三大守則：規律運動、遠離香菸、健康飲食，9月 28 日下午 2點，在松

山文創園區文創大街舉行，現場透過趣味、饒富衛教意義的闖關遊戲，教練帶民眾跳

有氧操，邀請全民「齊心護心．你我相伴」，守護心臟健康。 

   (本校員工協助方案專區連結) 

「蘇格拉底對話」教我的十件事 

                                                                            【本文摘自天下雜誌/作者褚士瑩】  

    我聽過很多人說「你有你的邏輯，我有我的邏輯」。實際上，這個世界，邏輯從

來只有一套，但是通往邏輯的方法卻有很多。在這些方法當中，「蘇格拉底對話」是

我最喜歡的方法。作為一個非哲學專業出身的 NGO 工作者，學習這套思考、對話的方

法，對我有很大的幫助。很多人問我，這套從古希臘流傳至今2,500年的古老方法，

有什麼魔力，讓我如此臣服？我的回答都是：「因為蘇格拉底提問的藝術，在工作

上，幫助我作為和平工作者，使用非暴力溝通的方法衝突解決，在私下的日常生活

中，也幫助我認識問題的本質，透過提問，讓問題變小，甚至不見。」聽起來很神奇

吧？要把蘇格拉底對話靈活應用，雖然是一門技術，必須經過嚴謹的學習，但是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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拉底對話的基本態度，即使沒學過這套對話技巧，也是每個人、每天都可以活用的。

這十種態度包括： 

1.保持理性 

理性應該作為我們的想法、我們的對話的基本原則。要維持理性，需要對於與人對話

有熱情，需要自由彈性的腦袋，不能用道德或習慣作為藉口自我設限，同時要能夠對

思考感到愉悅，而非痛苦，以及主動的態度。這些都是抱持理性的方法，也只有抱持

理性的人，才能在對話中靠近真理。 

2.直接回答問題 

我們時常有閃避提問的習慣，因為種種原因不願意直接回答問題，但是我們應該有直

面問題的勇氣，不管是別人對我們的提問，還是我們對自己的提問，都不能試圖去扭

曲它，不要拐彎抹角，也不能避重就輕。我們應該視提問是跟別人、跟自己對話的鄭

重邀請，應該坦然接受挑戰，相信對方之所以會提問，是因為對方對於你的想法真心

感到好奇，同時想要信任你的回答，我們不應該背叛、浪費這份信任。同樣的，我們

也應該用相同的態度來向別人提問。 

3.彼此信任 

我的法國哲學老師奧斯卡伯尼菲時常開玩笑說：「如果你沒有打算要聽到壞消息，就

不要問你的伴侶『你愛我嗎？』直接要求他『告訴我你愛我』就好了！」請記得，無

論是別人向我們提問，或是回答我們的提問，都是一種「信任」的表現，而不是為了

要挖坑給我們跳、要說服我們，或是控制我們。這是為什麼我們用信任來回應信任，

不會有任何損失，只會有收穫。 

4.尊重常識 

常識很重要。大多數人的想法，叫做「常識」，雖然多數人的想法不一定是對的，但

我們不能不知道大多數的人想法是什麼。我們有時候會或許因為理性或是良心，決定

做出違反常識的事，但是我們不能因為自己的主觀，而認為常識不重要，甚至可以否

認。 

5.不怕下判斷 

很多人害怕被別人貼標籤，這是不真誠的。因為無論對方有沒有說出來，在跟我們接

觸的第一眼，就已經對我們做出了評斷，就像我們對於別人也會這麼做。沒有說出

來，不代表我們沒有評斷彼此。做「判斷」，本來就是理性思考非常重要的工具，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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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害怕評斷別人，也不用害怕被別人評斷，而是應該找出證據，做出合理的論證。

貼標籤從來就不是問題，只有貼錯沒有證據的標籤才是問題。 

6.自我覺察 

面對問題，首先必須要有充分的自我覺察，把自己不舒服的感受先放在一旁，正視自

己真正的想法，自己的偏見，我們說出來的每一句話，都是我們的一部分，正視並且

承認自己的主觀、歧視與偏見，可以幫助我們能夠理性思考。 

7.為自己說出的話負責 

「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是一個重要的理性態度。我們不能試圖去否認，或是掩飾我

們說出的話語，很多人時常在聽到對方反對我們的觀點以後說：「這不是我的本

意」。勇敢承認、並且接受我們說出的話，並且能不帶感情的拉開距離進行檢視自己

說過的話，就像檢視別人的話語一樣嚴格。 

8.對話沒有輸贏 

真誠的對話，不是辯論比賽，勝負不是對話的目的，所以爭辯誰是誰非，捍衛自己的

觀點，或是將自己的意見強加在別人身上，都是誤解了對話的用意。對話不是競賽，

我們不是為了彼此攻擊而對話，而是一種真誠的彼此揭露，幫助彼此看見自己思考的

盲區。 

9.無怨無悔 

對於已經說出的話，不用後悔，也不需要因為傷害對方的感受而道歉，因為我們所說

的話，都在真誠展現自己的存在，呈現自己思考的方式，我們並不是為了要取悅自己

或是對方而對話，而是為了要增加我們對自己的覺察，並且看到人事物的本質。我們

對自己的一言一語，當然責無旁貸。 

10.和自己保持距離 

每一個父母都不能接受別人批評自己的孩子醜陋，即使那是事實。我們對待我們的話

語，往往也抱持著這樣的野蠻態度。我們在思考、說話的時候，要試著跟自己拉出距

離，並且保持真誠，不需要緊抓著自己的觀點不放，也不要變得情緒化，而是平靜的

接受別人對我們的批評，並且以「聞道」喜悅，看見自己的極限和缺點。 

世界上每天都有新理論、新方法，但是我情有獨鍾的蘇格拉底對話，如此古老而純

粹。掌握了這10個態度，也就掌握了哲學諮商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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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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員異動名單 

單位 職稱 姓名 異動情形 生效日期

教務處 組長 蔡庭容 退休 109.09.16

主計室 組員 林怡菁 新進 109.11.02

人事室 組員 簡巧縈 新進 109.11.09

教務處  組員  陳怡妗  退休 109.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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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份壽星 

唐榮昌教授 李秀容組長 鄭靜宜專案組員 劉文英教授 

蔡仲瑜辦事員 郭怡君教授 蔡依珊專案組員 楊玄姐組長 

王紹鴻副教授(組長) 溫笙銘專案講師(組

長) 

鄭思琪工友 徐錫樑教授 

莊愷瑋教授(系主任) 李宜君專案技佐 陳志忠副教授 湯永福技工 

周洪世明工友 林文楨專案技佐 潘治民教授 陳瑞祥教授(院長) 

蕭蘭婷助教 劉祥通教授 詹昆衛副教授(院長) 張中平助理教授 

劉文堂技工 賀招菊組長 陳宗和教授 王勝賢組長 

鄭鈺潔專案組員 吳佳璟助理教授 徐寅之護理師 周盈秀專案助理教授

陳俊憲教授 
王皓立助理教授(組

長) 
曹國樑專案辦事員 李權哲組員 

鄭長晉專案辦事員 柯翠蘭組員 蔡明昌教授 黃柏源助理教授 

翁慈雀專案辦事員 唐周源專案技佐 邵于庭辦事員 林雅雯專案輔導員 

康舒茜組員 曹勝雄教授 朱原谷組員 楊朝旺副教授(主任)

張文興助理教授 莊筑貽組員 張家銘教授 王佩瑜副教授 

黃子庭副教授 陳立耿副教授(主任) 沈枚翧專案組員 蔡忠道教授 

侯堂盛教授 陳鵬文副教授(組長) 梁耀仁副教授 康世昌副教授 

陳美智助理教授 吳子雲簡任秘書 張心怡教授(系主任) 李君翎專案組員 

邱柏升助理教授 羅允成組長 王瑞壎教授 姜得勝教授 

張榮欽駐衛小隊長 溫定國駐衛隊員 鄭天明教授 胡承方教授 

林土量助理教授 
吳瑞得教授(副教務

長) 
蔡佳翰助理教授 黃榮華辦事員 

王温淨專案助理教授 
陳志誠專案助理教授

(組長) 
王映丹組員 簡美玲組員 

楊奕玲教授 王瑱鴻專案辦事員 何尚哲助理教授 蔡智賢教授 

林家安專案組員 

 
   

附註：表列壽星名單，請各單位務必配合於11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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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