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務簡訊9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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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址：http://web20.ncyu.edu.tw/personnel/index.php?
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110&Itemid=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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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法令宣導人事法令宣導人事法令宣導人事法令宣導    

一、教育部96年04月24日台人（二）字第0960059643號書函轉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書函
略以，為利天然災害停止辦公及上課作業宣導事宜，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業將「天
然 災 害 停 止 辦 公 及 上 課 Q&A（問 與 答 資 料）」置 於 該 局 全 球 資 訊 網
（http://www.cpa.gov.tw）「最新消息」區供參。 

二、教育部96年5月9日台人(三)字第0960052322號書函轉銓敘部令略以，公保被保險
人申請留職停薪者如以同一事由申請時，不論其係一次申請或連續多次申請，
應以第一次申請時所作「自付全部保險費加保」或「退保」之選擇作為認定加、
退 保之依據，且一經選定後即不得變更。但以「不同事由」或「同一事由而要
保機關不同」或「同一事由而未連續」之態樣申請留職停薪者，則不在此限；此
外，本令發布前業以同一事由連續並分次申請留職停薪，且已依中央信託局股
有限公司公務人員保險處所發布之規定，再次選擇加退保者，基於法之安定性及
信賴保護考量，亦不受本令之限制。 

三、教育部96年5月15日台人(二)字第0960072495號書函轉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書函略
以，原任職其他機關聘僱人員，辭職或聘僱期滿再受聘僱擔任本機關聘僱人員年
資銜接者，如同屬「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之適用對象，准予
其慰勞假年資得前後併計。即其當年應具慰勞假日數如於其他機關尚未實施完
畢，得於本機關繼續實施。本局前相關函釋與上閞規定未合部分，自即日起停止
適用。 

四、教育部96年5月23日台人(三)字第0960052324號書函轉銓敘部令以，為避免社會資
源重複配置及政府重複補貼，公教人員保險法(以下簡稱公保法)第6條明定，公
教人員保險(以下簡稱公保)被保險人除參加全民健康保險外，不得重複參加軍人
保險、勞工保險或農民健康保險。故公保被保險人如同時有2種職業而符合參加
公保及其他社會保險者，應擇一參加，不得重複參加2種保險；如有違反強制性
規定者，其已重複參加之公保，不生保險效力；其重複加保期間就同一事實已由
其他保險核發相關給付者，不予核發同一事由之公保給付；已核發者應予追繳；
此外，其已繳納之保險費，除具有不可歸責於服務機關學校或被保險人之因素
外，不予退還。 

 

人事業務人事業務人事業務人事業務--------工作報告工作報告工作報告工作報告    

一、人事重要章則訂（修）定，條文內容請至本校首頁法規彙編項下查閱： 
(一)96年3月20日95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國立嘉義大學校長遴選

辦法」第3條及第6條修正條文。 
(二)96年4月24日95學年度第8次職員甄審委員會議及考績委員會修正通過「國立嘉

義大學職員考績委員會審議考績原則」第4點、第5點。 
(三)96年5月8日95學年度第7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國立嘉義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校長遴選及連任評鑑辦法」新增第4條、第7條、第10條條文，修正第3條、第5
條、第6條、第9條條文。 

(四)96年5月8日95學年度第7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國立嘉義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
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管理要點」全文共18點。 

(五)96年5月15日95學年度第6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國立嘉義大學辦理教師著作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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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作業注意事項」，並自96年8月1日起實施。 
(六)96年5月15日95學年度第6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國立嘉義大學教師合聘要點」

第2點、第3點、第4點修正條文，並自96年8月1日起實施。 
(七)96年5月15日95學年度第6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國立嘉義大學兼任教師聘任審

查要點」第5條、第6條、第8條、第9條、第10條、第11條、第12條、第13條修
正條文，並自96年8月1日起實施。 

(八)96年5月15日95學年度第6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國立嘉義大學教師借調處理要
點」第2點修正條文。 

(九)96年5月15日95學年度第6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
分工一覽表」，並自96年8月1日起實施。 

(十)96年5月15日95學年度第6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國立嘉義大學教授休假研究辦
法」第5條修正條文。 

二、本室為因應將來校園E化、辦公室公文無紙化及電子簽章系統，屬未來趨勢；經
參考他校作業並與電算中心研商建議規劃同仁線上差假作業系統，目前該系統已
完成初步測試，未來本校教職員辦理出差、請假均須在電腦上線上作業。為使同
仁熟悉本校新增設之線上差勤系統操作情況及差勤相關法令，本室已96年6月6日
起至6月8日止，分別於蘭潭、民雄、新民三校區舉辦五場差勤系統操作說明會。 

三、嘉義市教育會第九屆理事長業已正式交接，由本校李校長明仁接任，新會址為嘉
義市學府路300號，聯絡電話：05-2717066，傳真電話：05-2717068。 

四、教育部96年5月7日台人(二)字第0960059458號書函轉，為使相關公務人員均能充
分瞭解「大投資大溫暖」計畫相關內容，請逕至公務人力發展中心之「e等公務
員」學習網線上學習，線上課程內容分別為行政院蘇院長致詞、蔡副院長講授
「大投資大溫暖」計畫總論及督導5大套案政務委員講授之各套案內容。 

五、中華民國大專院校96年度教職員工橋藝錦標賽訂於96年7月9日至11日(星期一至星
期三)假劍湖山王子大飯店舉行，歡迎組隊參賽。 

六、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為落實關懷、優質之人事服務，健全員工心理健康，自95年7月
起開放使用「公務人員網路諮商服務網」，請同仁登錄註冊並充分使用該網站各
項服務功能。 

 

認識肺結核病防疫宣導認識肺結核病防疫宣導認識肺結核病防疫宣導認識肺結核病防疫宣導 

肺結核是一個重要的公共衛生問題，早期的結核病患者，多無明顯症狀，患者往往
不自覺，故有許多結核病患隱藏在社會的各個角落裡，不斷傳播病菌，產生新的病
患，危害公共健康 至鉅，因此發現病人予以管理治療，乃防治結核病重要措施。
近年來台灣肺結核病每年均有近15,000名新發個案，一直是目前最嚴重的傳染病，
除了民間團體積極推動無核健康職場及健康環境之外，疾管局自95年起也投入大量
人力物力，於全國各縣市全面執行都治計畫（DOTS），由關懷員執行「送藥到手，
服藥入口，吃下再走」的關懷送藥服務。自95年4月起截至96年3月11日之累計資
料，目前全國肺結核個案納入都治計畫涵蓋率已達82.28％。所謂DOTS，是指在醫護
或訓練過的關懷員每日親自關懷目視下，使病人服下每一顆應服的藥，以提高治癒
率。台灣自去（95）年即投入大量之人力資源於全國各縣市全面落實執行都治 計
劃（DOTS），但是，經衛生署統計，發現七成七的患者完成半年療程，治癒的只有
二成四，患者沒有耐心按時服藥半年，是患者沒有完成療程的主因，而醫療機構結
核菌檢驗設備不足，使得患者完成治療就誤以為治好，其實並未痊癒。另外，抗藥
性肺結核菌的蔓延，也是一大問題。WHO在95年「324世界結核病日」提出警告，
「抗藥性肺結核蔓延」是未來結核病防治的嚴重挑戰，而且我國初發病患多重抗藥
性結核之比率，已由1990年代的0.2%，十年間增加十倍，目前全國約有600-800位多
重抗藥性結核病患。有經驗之醫院、醫師組成之醫療照護團隊，並配合專門的結核
病「進階」都治計畫（DOTS-plus），結核病人出院後由社區醫療照護，提供「送藥
到手、服藥入口、吃完再走」的關懷，提升抗藥性結核病患服藥順從性及治療成功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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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疾管局將持續加強推動結核病防治，除了持續加強衛生教育，並將進一步配合
有效且積極的規範、甚至強制作為，共同為提升國民健康而努力。本校衛生保健組
為了喚起大家之警覺心，加強對肺結核病的認識，特別在此學期末辦理全校性「認
識肺結核病」防疫宣導研習活動 兩場，請全校各行政、教學單位「防疫通報人
員」及大學部一～三年級班代、副班代，務必準時出席，也歡迎大家一起參與。 

 

 

 

～～～～人人人人事事事事室室室室、、、、衛衛衛衛生生生生保保保保健健健健組組組組關關關關心心心心您您您您～～～～  
 

 

日期 時間 校區 地點 主講人 備註 

6月6日 13:30~14:30 民雄校區 圖書館 聖瑪爾定醫院  

6月13日 10:00~12:10 蘭潭校區 國際會議廳 
聖瑪爾定醫院
及嘉義市衛生
局 

(含新民校區) 

    6666月份壽星月份壽星月份壽星月份壽星    
 

    姓姓姓姓        名名名名    生日生日生日生日        姓姓姓姓        名名名名    生日生日生日生日    

張君夷小姐 06.02 謝純芳講師 06.18 

呂美麗小姐 06.02 蘇霈蓉小姐 06.18 

蔡秀純組長 06.03 陳昭君小姐 06.18 

楊正護教授 06.03 郭明勳先生 06.18 

杜明宏教授 06.04 潘振泰助理教授 06.19 

王智弘副教授 06.04 胡安慶講師 06.20 

王國欽副教授 06.05 洪昇利副教授 06.23 

林永波先生 06.05 游鵬勝所長 06.23 

陳淑美副教授 06.06 夏滄琪組長 06.24 

劉黃碧圓講師 06.06 王誠明副教授 06.24 

涂淵泉先生 06.07 洪銓修教授 06.25 

李龍盛組長 06.08 蕭茗珍小姐 06.25 

徐家祥先生 06.08 周玫秀小姐 06.25 

陳虹苓副教授 06.10 蘇復興教授 06.26 

林玉霞副教授 06.10 潘志如先生 06.26 

蔡佩旻先生 06.11 曾慶瀛研發長 06.27 

王碧珠講師 06.12 王禮平小姐 06.27 

林淑玲主任 06.14 涂淑芳講師 06.28 

許芳文助理教授 06.14 何承叡先生 06.28 

吳育謀講師 06.15 賀彩清小姐 06.28 

羅秀鳳組長 06.17 胡家宏先生 06.28 

林立弘助理教授 06.17 呂福原教授 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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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一、本本本本校校校校99996666年年年年度度度度（（（（2222----11112222月月月月））））員員員員工工工工生生生生日日日日禮禮禮禮券券券券金金金金額額額額為為為為1111666688880000元元元元，，，，得得得得標標標標廠廠廠廠商商商商為為為為名名名名佳佳佳佳美美美美股股股股份份份份有有有有限限限限公公公公司司司司，，，，其其其其全全全全省省省省

營營營營業業業業處處處處所所所所，，，，請請請請至至至至人人人人事事事事室室室室網網網網頁頁頁頁ㄧㄧㄧㄧ般般般般公公公公告告告告處處處處查查查查詢詢詢詢。。。。 

二、以上所列壽星名單，請各單位一週內務必派員至各校區負責之同仁處將單位所屬人員之生日禮
券領回，並請轉致當月份壽星。 

 

 

 

王柏壽教授 06.18 丁瑞霞小姐 06.29 

潘家琳助理教授 06.18 吳瑞紅主任 06.30 

    

人事動態人事動態人事動態人事動態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異 動
情 形 

生 效
日 期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
系 

副教授 林裕淵  升等 95.08.01 

軍訓室 教官 李德明  退役 96.05.10 

會計室 組員 廖春燕  離職   96.05.14 

學生事務處 辦事員 劉淑華  離職 96.05.23 

會計室 組員 劉達恩  新進 96.05.25 

會計室 組長 江瑞珠  新進 96.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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