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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人事服務簡訊國立嘉義大學人事服務簡訊國立嘉義大學人事服務簡訊國立嘉義大學人事服務簡訊 96969696年年年年11111111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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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年14日台人(二)字第0960138246號函略以，「天然災害停止辦公及
上課作業辦法」第3條，業經行政院96年9月5日院授人考字第0960063413號令修正
發布施行，其修正重點為「根據氣象預報，是否達到第2條第1款第1目(颱風暴風
半徑於四小時內可能經過之地區，其平均風力可達七級以上或陣風可達十一級以
上時)，停止辦公及上課之標準難以決定，如基於學生安全或其他特殊狀況考
量，各通報權責機關首長得先行決定停止上課。 

二、教育部96年09月14日台人（二）字第0960141519號函轉行政院函略以，檢送「中
華民國97年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日曆表請逕上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全球資
訊網下載(http://www.cpa.gov.tw)。 

三、教育部96年09月26日台人（二）字第0960140802B號函轉行政院函略以，行政院規
定本(96)年各機關(構)公務人員每人每年最低學習時數為30小時，其中與業務相
關學習時數不得低於10小時，數位學習時數1小時，薦任第9職等以上主管人員之
業務相關學習時數不得低於20小時。另自97年1月1日起，各機關(構)公務人員每
人每年最低學習時數提高為40小時，其中數位學習時數不得低於5小時，業務相
關之學習時數不得低於20小時。各機關學校同仁終身學習時數達成情形，列入人
事業務績效考核。 

四、教育部96年09月29日台人（三）字第0960146490號書函轉銓敘部函略以，公教人
員保險被保險人重複參加公保及勞工保險者，其於民國94年1月20日前，已就同一
保險事故分別於公保及勞保領取給付者，其公保之給付毋庸繳回。 

五、教育部96年10月1日台人(三)字第0960145908號函轉銓敘部函略以，公務人員加給
給與辦法修正施行前已調任同官等內低職等職務人員，於上開辦法修正施行後3
年內，如係仍調任職務列等上限低於銓敘審定職等之同官等職務者，則自仍得適
用該條項之規定，以資保障。惟倘於過渡期間內調任職務列等上限為薦任第九職
等之職務，則已無同官等內調任低職等職務，仍以原職等任用之情形，爰嗣後再
降調同官等內低職等職務，自應依加給辦法第5條第1項第2款規定，以所任職務
所列最高職等支給職務加給。 

六、教育部96年10月4日台人（二）字第0960150141A號函轉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函略
以，95年9月6日修正發布獎章條例施行細則前，公教人員依法應徵入伍經保留底
缺者，其義務役年資曾辦理考績(成)或併計請頒服務獎章有案者，得併資請頒服
務獎章。 

七、教育部96年10月8日台文(四)字第0960151052號函轉行政院衛生署令略以，修正發
布之「受聘僱外國人健康檢查管理辦法」部分條文及附表一、二、三及其修正總
說明、修正條文對照表，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一般公告項下下載。
(http://adm.ncyu.edu.tw/~person/) 

八、教育部96年10月9日台學審字第0960153418號函略以，「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
定辦法」第二十條附表三國外學位或文憑認定原則，業經教育部於中華民國96年
9月17日以台參字第0960133976C號令修正發布施行，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
消息/一般公告項下下載(http://adm.ncyu.edu.tw/~person/)。 

九、教育部96年10月9日台秘企字第0960154296號書函轉行政院函略以，「行政機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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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負責實施要項」自即日起停止適用。 

十、教育部96年10月22日台人(二)字第0960158936號函略以，教師涉有性侵害或性騷
擾案件，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依教師法相關規定審議時，有關其「陳述意見」
部分，應以書面為之，以符程序經濟。 

十一、教育部96年10月22日台學審0960154062C號令修正發布「大專校院教師著作抄襲
處理原則」，並將名稱修正為「專科以上學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
原則」，自即日生效，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法規彙編項下下載。
(http://adm.ncyu.edu.tw/~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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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節省資源，自97年1月份起，人事服務簡訊除退休同仁外，將不再發送紙本，請
校內同仁逕至本室網頁查閱。(http://adm.ncyu.edu.tw/~person/a07/) 

二、本校研訂之「國立嘉義大學法定外給與行政人員工作酬勞講座經費及編制外人事
費支給原則」業奉教育部同意備查在案，並自即日起實施。 

三、內政部函送家庭暴力防治宣導影片「單程票」並辦理觀後感想徵文活動，請同仁
踴躍 

觀 賞 並 發 表 作 品，請 逕 至 本 校 人 事 室 網 頁 / 一 般 公 告 項 下 觀 賞。
(http://adm.ncyu.edu.tw/~person/) 

四、教育部96年10月15日台總(一)字第0960156559號函轉公務人員住宅及福利委員會
函略以，中央公教人員購置住宅貸款利率，自96年9月28日起依規定調升，93以前
各年度為年息3.13%，94年度為年息2.92%。 

五、教育部96年10月15日台總(一)字第0960156571號函轉公務人員住宅及福利委員會
函略以，「貼心相『貸』－公教員工低利貸款利率」及「『築巢優利貸』－2006
全國公教員工房屋貸款利率」，自96年9月28日起依規定調升，相關訊息請逕至公
務人員住宅及福利委員會網站查詢(http://www.hwc.gov.tw)。 

 

 

差假差假差假差假、、、、國民旅遊卡專欄國民旅遊卡專欄國民旅遊卡專欄國民旅遊卡專欄 

一、教育部96年09月26日台人（二）字第0960146066號函轉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書函略
以，有關公務人員於國定假日、例假日或輪休日，在合理時間內自辦公場
（處）所直接返鄉，或返鄉後直接返回辦公場（處）所必經路線，遇意外危
險，得由服務機關本於權責覈實認定核給公假。 

二、教育部96年09月26日台人（二）字第0960146046號函轉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書函略
以，有關女性公務人員依優生保健法所定事由，得按其自願，經醫師同意施行
人工流產手術，得請流產假。 

三、教育部96年10月4日台人（二）字第0960151178號函略以，本部同意公務人員於
上班時間在家配合防疫噴藥得請家庭照顧假，至於請假及准假與否，則由公務
人員及機關首長本於權責自行決定。 

四、教育部96年10月5日台人（二）字第0960146004號書函略以，茲因教師延長病假
期滿，自留職停薪之日起已逾1年仍未痊癒，為辦理資遣，依規定先向原服務機
關申請復職，並於復職當日辦理資遣，得免附病癒證明書隨時向原服務機關申
請復職，並於復職當日退休、退職或資遣。 

五、教育部96年10月15日台人(二)字第0960155910號書函轉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書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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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關於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資訊應以本局委託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所建
置之國民旅遊卡專屬網站（http://travel.nccc.com.tw）所登載之資料為準。 

六、教育部96年10月18日台人(二)字第0960158682號函轉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函略以，
公務人員依據國民旅遊卡專屬網站登載之特約商店資訊前往消費，如經查證，
該網站確於公務人員休假日前登載錯誤之特約店行業別，造成其消費不合格之
情形，因屬不歸責於該公務人員之事由，為保障公務人員權益，應請其檢附相
關單據或證明資料，經服務機關人事單位認定無誤後，以人工方式補登為合格
交 

    易。 

 

 

校慶活動專欄校慶活動專欄校慶活動專欄校慶活動專欄 

一一一一、、、、在校服務資深人員在校服務資深人員在校服務資深人員在校服務資深人員：：：： 

40年：林金英小姐 

20年：周基安先生、孫玉華小姐
任淑芬小姐、賴春福先生 

10年：沈盈宅小姐、盧青延小姐
許秋昇先生 

二二二二、、、、各單位表現優秀同仁各單位表現優秀同仁各單位表現優秀同仁各單位表現優秀同仁：：：： 

秘書室：林永佶先生 

教務處：陳怡妗小姐、黃連貺先生 

學務處：陳淑芬小姐、蔡漢勳先生
楊玄姐小姐 

總務處：林金龍組長、王培霖小姐
潘志如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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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資培育中心 組員 林惠娟 調職 96.10.18 

園藝學系 技佐 郭信厚 新進 96.10.24 

農業推廣中心 技士 謝秀娟 平調 96.11.01 

理工學院 技士 陳正雄 平調 96.11.01 

農學院 組員 呂美娟 平調 96.11.01 

新民校區 秘書 林永佶 平調 96.11.01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秘書 蔡良瑞 平調 96.11.01 

園藝技藝中心 編審 蘇霈蓉 平調 96.11.01 

實習就業輔導處 技士 蕭傳森 平調 96.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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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張淑珍小姐 

電子計算機中心：沈意清組長、何承叡先生 

體育室：鍾宇政組長 

軍訓室：朱金玉教官、張美芳教官 

會計室：羅秀鳳組長、王香富小姐 

人事室：楊俊庭組長、翁錦紅小姐 

創新育成中心：張喬博經理 

通識教育中心：吳瑟鑑講師 

輔導與諮商學系：陳蕙敏小姐 

家庭教育與諮商研究所：楊雅琪小姐 

音樂學系：劉榮義主任、張俊賢副教授 

外國語言學系：張淑儀副教授 

企業管理學系：陳惠美副教授 

應用化學系：陳中元先生 

生物資源學系：蕭文鳳教授 

生化科技學系：陳政男助理教授 

 

 

    11111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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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榮昌主任 11.01 蔡竹固主任 11.15 

李明仁主任 11.01 李靜美小姐 11.16 

江亭穎小姐 11.01 陳麗圓助理教授 11.16 

陳俊德組長 11.02 王皓立助理教授 11.16 

池進通副教授 11.02 曹勝雄所長 11.18 

吳桂平先生 11.02 曹國樑先生 11.18 

周台英小姐 11.02 黃子庭助理教授 11.19 

郭怡君助理教授 11.03 侯堂盛講師 11.19 

王源東主任 11.03 張文興助理教授 11.19 

蔡巨才教授 11.03 楊朝旺助理教授 11.19 

鄭思琪小姐 11.05 吳子雲組長 11.20 

楊玄姐小姐 11.06 張家銘副教授 11.20 

劉文英助理教授 11.06 陳鵬文助理教授 11.20 

黃明章教官 11.07 陳立耿助理教授 11.20 

徐錫樑教授 11.07 沈枚翧小姐 11.20 

蕭蘭婷助教 11.08 陳淑芬小姐 11.21 

楊仁岡副教授 11.08 張心怡助理教授 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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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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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二二、、、、以以以以上上上上所所所所列列列列壽壽壽壽星星星星名名名名單單單單，，，，請請請請各各各各單單單單位位位位一一一一週週週週內內內內務務務務必必必必派派派派員員員員至至至至各各各各校校校校區區區區負負負負責責責責之之之之同同同同仁仁仁仁處處處處將將將將單單單單位位位位所所所所屬屬屬屬人人人人員員員員之之之之生生生生日日日日禮禮禮禮
券券券券領領領領回回回回，，，，並並並並請請請請轉轉轉轉致致致致當當當當月月月月份份份份壽壽壽壽星星星星。。。。 

 

劉文堂先生 11.08 宋聖玲小姐 11.21 

鄭鈺潔小姐 11.08 蔡良瑞先生 11.22 

劉祥通主任 11.09 康世昌副教授 11.22 

蔡勝德副教授 11.09 蔡忠道主任 11.22 

賀招菊小姐 11.10 江玫嬛講師 11.22 

歐信斌先生 11.10 童丹茹小姐 11.22 

王敬忠先生 11.10 張榮欽先生 11.23 

蔡蕎璟小姐 11.10 羅允成先生 11.24 

陳香君助理教授 11.11 林本喬副教授 11.24 

潘治民主任 11.11 吳瑞得助理教授 11.25 

曾志明院長 11.11 溫定國先生 11.25 

陳宗和組長 11.11 王瑞壎組長 11.26 

陳淳斌教授 11.12 王映丹小姐 11.26 

李春壽組長 11.12 姜得勝教授 11.27 

陳瑞祥副教授 11.13 蔡佺廷副教授 11.28 

陳俊憲副教授 11.14 簡美玲小姐 11.29 

簡添興教授 11.15 楊奕玲副教授 11.29 

張義隆副教授 11.15 蔡智賢教授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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