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務簡訊97年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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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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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979797年年年年33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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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1月24日台人(三)字第0970011497號書函轉銓敘部書函略以，各機關
人員(含機要人員)於93年1月1日以後轉任政務人員，如未符退休條件者，其得選
擇之方案計有： 

(一)得自其轉任之日起5年內，申請發還本人原繳付之基金費用；又如轉任時適值35
歲或45歲，亦得由請發還本人及政府繳付之基金費用。 

(二)依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 例第9條第2項，按其服務年資，依其轉任前原適用之資
遣法令規定之給與標準核給一次給與，或於退職後5年內申請發給。 

(三)或依其意願保留年資，俟再任時，依各該退休(職、伍)法令辦理。 
上開選擇方案，除選擇保留年資外，因資遣給與同於一次退休金，得依服務年資
及最後等級核算，較優於離職退費，選擇上自以請領資遣給與較為有利。 

二、教育部97年1月24日台人(一)字第0970011262號書函轉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函略以，
公務人員考試法部分條文修正，修正條文請至總統府網站公報系統第6780期下
載。 

三、教育部97年1月23日台人(二)字第0970010902號函 略以，配合性別工作平等法部
分條文修正，有關公務人員陪產假依該法規定由2日修正為3日；另於教師請假規
則配合修正前，教師請陪產假之日數亦依性別工作平等法之規定辦理。 

四、教育部97年2月4日台人(三)字第0970018529號函 轉行政院函略以，補充「軍公教
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一、（四）、１規定如下： 
兼任公司常駐監察人每月超過新臺幣1萬2千元部分始需繳庫一節，為期落實本規
定為責酬相符及合理管制之要旨，得不以該常駐監察人之文字用語為限，惟其職
務性質需同時符合：(一)公司章程中訂定設置監察人數人互選產生、(二)該公司
監察人會議由其召集並擔任主席、(三)得列席常務董事會者等3要件者始得為適
用對象，並由各該兼職人員本職機關(構)學校協洽兼職機構覈實認定辦理。 

五、教育部97年2月5日台人(二)字第0970020541號書函轉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函略以，
兩性工作平等法名稱修正為性別工作平等法；並修正部分條文，業奉總統97年1
月16日華總義一字第09700003951號令公布，上開修正條文施行日期，依行政院勞
工委員會97年1月30日勞 

動3字第0970130075號令，除第16條修正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外，其餘修正
條文自公布日施行，即自97年1月18日生效。 

六、 教育部97年2月1日台人(二)字第0970016812書函轉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函略以，主
管人員於公務人員加給給與辦法第5條修正施行後，調任職務列等上限低於銓審
職等之主管職務，而有主管職務加給數額減少情形者，得比照本局89年3月15日
給字第004279號函規定，依所任不同主管職務月數按比例計發未休假加班費；另
職務異動當月得併入較高主管職務加給之月數計算。 

七、教育部97年2月14日台總(一)字第0970020390號函轉公務人員住宅及福利委員會函
略以，行政院97年度辦理整併完成中央國民住宅基金、中央公務人員購置住宅貸
款基金、國軍官兵購置住宅貸款基金等三基金為「住宅基金」。 自本(97)年1月1
日起原經管之中央公教人員購置住宅貸款各項業務，已移撥內政部建營署續辦，
公教貸款戶權益仍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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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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97年02月14日辦理97年度教職員工春節團拜暨聯誼活動，感謝校長、副校
長及所有一級主管踴躍提供摸彩品，增加春節團拜的熱鬧氣氛。 

二、行政院人事行政局97年1月22日局授住字第0970300711號書函，檢送「2008全國公
教休假優遊」出團行程資料，請同仁及退休同仁踴躍參加，相關資料請逕至
http://www.hwc.gov.tw網站查詢。 

三、教育部97年1月24日台人(三)字第0970009901號書函轉行政院人事行政 局函略
以，為提供公教同仁在選擇優惠健檢之醫療院所時之參考，特彙編「健康99 全
國公教特惠健檢」所有特約醫院之相關資訊，請至該局住福會創新服務專區(網
址:www.hwc.gov.tw)查詢。 

四、教育部97年2月4日台(二)字第0970015390B號函轉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函略以，97年
度「e等公務園」管理類系列線上課程，請同仁踴躍上線進行閱讀。 

五、教育部97年2月5日台人(二)字第0970018887號書函略以，新版多益測驗自本(97)年
3月30日起，訂於全國各公開考場全面施測，請有興趣同仁自行報名參加，相關
訊息請逕至http://www.toeic.com.tw 查詢。  

六、教育部97年1月9日台人(二)字第0970002784號函略以，嘉義縣政府於97年1月1日至
12 月 31 日 止，辦 理「邀請全國公務人員遊嘉義大獎活動」，詳情請至
http://www.tbocc.gov.tw查詢。 

 

 

 

 

        銀銀銀銀髮髮髮髮新新新新世世世世代代代代             
 

為何近年來年紀大的人發生失眠、失智症、焦慮症及憂鬱症會愈來愈多？發生前有
無前兆？要如何預防？ 

我們家裡是否也有這些問題?您是否想知道答案，記得一定要來參加喔! 

一般人一直習慣以為銀髮族的飲食與我們是相同的，因為他們也是"大人"，這樣的
觀念就完全錯誤了！事實上，在身的方面，銀髮族的營養需求必須特別加以注意，
以適應他們的特殊需要，因銀髮族對於營養的攝食與吸收能力都隨著年齡下降。他
們的唾腺無法分泌充足的唾液來消化醣類食物、牙齒的減少而無法充分咬碎食物，
胃酸的分泌減少、腸胃吸收功能變差…等等，這一切都會使年長者無法如年輕時正
常地消化與吸收食物。因此，食物的內容除了在營養上必需均衡充足外，在形態上
也必須以易消化為原則，甚至必需添加一些幫助消化的天然酵素產品來輔助。另一
方面，人類身體的基礎代謝率(Basic Metabolic Rate, BMR)在20歲之後，每增加10
歲就下降約2%，這表示，如果沒有增加運動量，會隨著年紀增長得到肥胖的機會就
會越來越高，所以，銀髮族除了要注意養成運動的習慣外，也要控制飲食的卡路里
攝取，以免肥胖和隨它帶來的慢性病之發生。 

在心的方面，由於生活步調的日趨緊張，工作壓力也日漸增大之際，長期的疲勞累
積下來，常造成官能性疾病的偷偷上身，不僅是在我們本身，往往家裡的父母親、
長輩也面臨同樣的問題。不幸的是，以往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一般常見疾病的預防
上，對於隨著歲月而來的精神健康問題較少注意相關的醫學知識，也就較少事先採
取預防措施，常常是家中的長輩或自己突然出現嚴重問題時，已無法有效的治療或
尚未發展出適當的藥物可供治療，造成家庭上非常大的負擔。衛保組為了關心資深
及已退休教職員工的精神健康問題，此學期大力邀請雲嘉南地區，在銀髮族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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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領域方面頂尖的醫師，安排一系列的健康講座，歡迎各位現職的同仁及退休的
同仁屆時踴躍參加。 
 

「「「「銀銀銀銀髮髮髮髮族族族族的的的的身身身身心心心心健健健健康康康康」」」」系系系系列列列列專專專專題題題題講講講講座座座座 

演講地點演講地點演講地點演講地點：：：：行政大樓行政大樓行政大樓行政大樓4444樓瑞穗廳樓瑞穗廳樓瑞穗廳樓瑞穗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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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職務異動： 

二、96學年度第2學期新進教師名單 

演講題目 時間 主講人 

1 失智症 
3/12

13:30-15:00 

署立嘉南療養院
歐陽文貞主任 

2 老人憂鬱症及自殺 
3/26

13:30-15:00 

長庚醫院嘉義分院
曾憲洋主任 

3 老人心理調適與心理治療 
4/9

13:30-15:00 

署立嘉南療養院
葉怡寧醫師 

4 老人焦慮疾病 
4/23

13:30-15:00 

署立嘉義醫院
余承樺醫師 

5 老人失眠 
5/7

13:30-15:00 

署立嘉南療養院
許哲華醫院 

人事動態人事動態人事動態人事動態    
 

單單單單            位位位位 職職職職        稱稱稱稱 姓姓姓姓        名名名名 
異 動異 動異 動異 動
情 形情 形情 形情 形 

生 效生 效生 效生 效
日 期日 期日 期日 期 

教育學系及國民教育
研究所 

教授 黃芳銘 升等 96.08.01 

中國文學系 教授 蔡忠道 升等 96.08.01 

中國文學系 教授 蘇子敬 升等 96.08.01 

獸醫學系 教授 陳秋麟 升等 96.08.01 

人事室 組員 陳杏枝 新進 97.02.29 

總務處 辦事員 袁俊龍 離職 97.02.01 

總務處 
民雄校區總務組
組長 

謝婉雯 職務調整 97.03.01 

秘書室 公共關係組組長 林彩玉 職務調整 97.03.01 

秘書室 綜合業務組組長 許文權 職務調整 97.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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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96學年度第2學期專兼任行政主管名單請逕至本室網頁/人事簡訊項下查詢 

 

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33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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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玉雯教授 03.01 侯怡甄小姐 03.18 

王良智教官 03.01 連經憶老師 03.18 

陳世晞教授 03.01 鄭月梅講師 03.19 

廖婉沂小姐 03.01 郭信厚先生 03.19 

陳清田總務長 03.02 黃慶祥主任 03.20 

賴春福先生 03.02 范惠珍專門委員 03.20 

陳麗穗小姐 03.02 王思齊助理教授 03.20 

黃春梅小姐 03.06 黃金城教授 03.21 

黃財尉副教授 03.06 江瑞珠組長 03.21 

蔡宗杰助理教授 03.07 劉怡文副教授 03.23 

鄭博中老師 03.07 陳正雄先生 03.24 

李安進副教授 03.08 李茂田教授 03.24 

姚如芬副教授 03.09 劉淑敏組長 03.26 

蔡雅琴助理教授 03.09 楊淑朱教授 03.26 

翁秉霖助理教授 03.10 馮淑慧組長 03.26 

曾碩文助理教授 03.10 王清思助理教授 03.26 

曾寶弘先生 03.10 莊慧文助理教授 03.26 

葉修齡小姐 03.10 余章游副教授 03.26 

紀海珊副教授 03.11 賴玉雪小姐 03.26 

陳士略講師 03.12 丁文琴講師 03.27 

侯金日組長 03.12 吳昆財助理教授 03.28 

侯坤良先生 03.12 張芳琪副教授 03.28 

翁錦紅小姐 03.13 沈再木副校長 03.28 

張鳳珠小姐 03.13 楊閔瑛小姐 03.28 

秦宗顯教授 03.14 李堂察教授 03.29 

李益榮教授 03.14 王毓敏主任 03.29 

李新鄉副校長 03.14 成和正副教授 03.29 

鄧英才副教授 03.15 黃清雲教授 03.29 

侯新龍助理教授 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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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本本本本校校校校99997777年年年年度度度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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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555599990000元元元元，，，，得得得得標標標標廠廠廠廠商商商商為為為為遠遠遠遠東東東東百百百百貨貨貨貨公公公公司司司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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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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