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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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4月10日台人(三)字第0970053282號函轉銓敘部函以，97年3月27日以
退休(職)生效或成就請領公教人員養老給付條件者，應儘速補填公教人員保險
保險人請領養老給付選擇書。 

二、教育部97年4月9日台人(三)字第0970052729號略以，有關代理兵缺期滿，俟經學
校續聘代理原服役留職停薪教師於退伍日至其實際復職日前之年資，得否補繳退
撫基金費用併計退休年資疑義一案。依規定服役留職停薪教師於退伍日至其實
復職日前之年資，非屬義務役年資，爰經學校續聘代理該段期間之年資，自非
代理兵缺性質，又因該段代理期間亦非合於採計退休之懸(實)缺代理年資，爰
得補繳退撫基金費用併計為教育人員退休年資。 

三、考選部97年4月9日選特字第971500395號書函檢送「司法官考試、律師考試應試法
律科目附發法律條文作業計劃」乙份，詳細內容請至考選部「最近消息」欄位查
閱(網址：http://wwwc.moex.gov.tw/mp.asp?mp=1)。另上開考試之應試法律科
目， 自97年度起附發法律條文，請有志報考者，提早準備，以資因應。 

四、「 銓審互核實施辦法」業經銓敘部會同審計部於民國97年4月9日以部銓二字第
09729283911號、台審部一字第0970001587號令修正發布，上開辦法發布令影本及
修正條文、總說明與條文對照表請於銓敘部全球資訊網http://www.mocs.gov.tw/
法規動態項下點取。 

五、「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業經考試院、行政院、司法院民國97年4月2
日會銜修正發布，相關規定請逕至全國人事法規釋例資料庫檢索系統網頁「考銓
法規動態及最新消息」欄位查閱(網址
http://intro.exam.gov.tw/weblaw/main.asp) 

六、「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3條條文業經考試院會同行政院於民國97年3月19日以考
臺組貳一字第09700019561號、院授人考字第0970061032號令修正 布。上開條文係
配合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5條第3項規定，受僱者其配偶分娩時，雇主應給予陪產
假3日，爰將首揭規則第1項第5款之陪產假日數由2日修正為3日。 

七、教育部97年3月27日台人(二)字第0970047393號書函轉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書函以，
有關公務人員假日奉派出差期間，其加班時間以經主管依規定覈實指派實際執行
職 務 時 間 計 算。函 示 內 容 請 逕 至 本 校人事室網頁 /一般公告項下下
載。http://web20.ncyu.edu.tw/personnel/ 

八、教育部97年3月27日台人(二)字第0970046409號書函轉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書函以，
公務員因公至國外出差期間加班不適用該局96年11月19日局給字第09600643222號
函相關規定請領加班費或補休，宜改以其他補償方式辦理。函示內容請逕至本校
人事室網頁/一般公告項下下載。 

九、教育部97年4月3日台人(二)字第0970050646號函轉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函以，有關
各機關辦理文康活動與休假旅遊結合，機關同仁得以部份休假參與文康活動，如
該休假期間(含前後接連之假日)符合「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務人員
休假改進措」相關規定者，得請領休假補助費，惟請領休假補助之休假期間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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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補助文康活動經費。函示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一 般公告項下下載。 

十、 教育部97年4月25日台總(一)字第0970066748號書函檢轉行政院有關「國民住宅
貸款辦法」第4條，業經該院於中華民國97年4月23日以院臺建字第0970012102號
令修正發布施行。原函影本及修正條文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一般公告項下下
載。  

十一、教育部轉內政部97年3月28日台內戶字第09700526951號函及同年4月14日台內戶
字第09700643443號函略以，自96年5月23日起，結婚雙方當事人須向戶政事務
所辦理結婚登記，始生效力。 

十二、教育部轉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7年3月19日勞職規字第0970502347號函略以：基於
學術交流發展及提升國內研究水準，以「學術研究 交流」性質為由，已受聘
僱於國內各大專院校之外籍教師、研究人員及學術研究機構研究人員於聘僱
許可有效期間內，受邀至其他機關、學校進行與其專長領域有關之臨時、非
定期之研討會研究論文發表或學術講演，邀請單位無須再申請聘僱許 可。 

十三、銓敘部函略以，基於政府資源整合及共享理念，該部前於88年7月1日訂定之人
才通報系統作業計劃停止適用，該部網站原「人才通報系統」停止服務，改
與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事求人」系統連結。 

十四、「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建築師考試規則」業經考試院民國97年4月14日
修正發布，相關規定請逕至考選部全球資訊網「考試法規」-「專技人員考試
法規」欄位查閱(網址:
http://wwwc.moex.gov.tw/lp.asp?CtNode=1949&CtUnit=165&BaseDSD=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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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97年4月16日台總(一)字第0970057572號函略以，內政部營建署函為有關
中央公教人員購置住宅貸款利率，自97年4月3日起依規定調升。查中央公教人員
購置住宅貸款員工自行負擔利率調整機制如下: 

(一)93年度以前各年度:一行政院規定按臺灣郵政2年期定儲機動利率加年息0.575%
計算機動調整。 

(二)94年度:依行政院規定按臺灣郵政2年期定儲機動利率加年息0.365%計算機動調
整。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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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4月8日96學年度第7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修正「國立嘉義大學院長遴選辦

法」第八條條文。 
(二)97年4月8日96學年度第7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修正「國立嘉義大學系所主管遴選

辦法」第二條、第九條條文。 
(三)97年4月8日96學年度第7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修正「國立嘉義大學職場性騷擾及

性侵害防治與申訴處理要點」第一點、第三點條文 
(四)97年4月8日96學年度第7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修正「國立嘉義大學職員遴用及陞

遷甄審要點」第5點及附表6「國立嘉義大學職員陞遷序列表」、附表4「國立
嘉義大學公務人員陞任評分標準表」。 

三、國家文官培訓所線上學習網站「文官ｅ學苑已於本(97)年3月15日更新首頁及全新
設計連結圖示，請同仁踴躍上網學習（網 址：
 http://ecollege.ncsi.gov.tw）。 

四、依行政院規定，各機關(構)公務人員 每人每年最低學習時數自97年1月1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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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為因應急性病毒性A型肝炎疫情上升，請同仁注意飲食衛生。 有關「急性病毒性A
型肝炎之介紹」可至疾病管制局全球資訊網之肝炎防治急性病毒性A型肝炎專區
下 載。  (http://www.cd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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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一一氧氧氧氧化化化化碳碳碳碳中中中中毒毒毒毒             
 

一般人都會認為「一氧化碳中毒」是他家的事，自家一定不會遇到，就是這樣的心
理作用，台灣每年都會一再上演一氧化碳中毒的悲劇。有些人認為自己碰到一氧化
碳時可以馬上判斷、應變及躱過中毒的危險，但事實告訴我們，那是錯誤的認知，
很多人都是在覺得身體不適時便已失去能力應變，無法讓自己脫離險境而蒙主寵
召。以下這則故事雖然有些長，但請大家務必耐心認真看完，這是每人平常應具的
常識，否則就是不及格的現代人。 

一氧化碳中毒情境一氧化碳中毒情境一氧化碳中毒情境一氧化碳中毒情境 

清晨四點，我先生起床上洗手間，不久一聲巨響驚醒了我，我看到我先生倒在房門
口，我奔向他，問他怎麼了？他很困難的告訴我頭暈、眼睛看不見。我想是不是中
風了？要不要叫救護車？一邊按壓他的合谷穴，一邊跟他說話，讓他保持清醒，過
一會兒，他說好一些了，但仍無法起來。我想先去上洗手 

間，再來看他的情況，在洗手間裡，忽然心悸起來，很不對勁，正想著是不是剛剛
太緊張了，想開門出去，卻瞬間失去意識，昏倒在地。此時我先生聽到我在洗手間
裡摔倒的聲音，爬過來推門而入。我醒過來，心想我們兩個都昏倒，一定是空氣有
問題。此時兩個孩子也被吵醒了，我就趕快吩咐孩子打開門窗，讓空氣流通。我和
我先生則爬到床上躺著，此時我們皆四肢無力，唯思緒似乎尚稱清醒。問問孩子是
否覺得頭暈、不舒服？都說沒有。我不知道我們還會不會昏倒，就交代孩子如果我
們又昏倒就要趕快叫救護車。孩子顯然也感到害怕，問了一些問題後，我先生說應
該不需要叫救護車了，要他們睡一下。(此時，我們犯了大錯)昏沉的睡了一下 。 

上學時間到了，我醒來覺得自己已經好多了，就是還有些頭痛，不敢開車，夫妻兩
個坐計程車送孩子上學再回來。我想我們應該是一氧化碳中毒吧！昨夜洗完澡後聞
到很濃的瓦斯味，是不是該去看個醫生呢？他說：反正已經清醒了，就不用去了
吧！還是覺得很疲憊，我們又昏睡一早上。我先生因為不舒服取消了晚上的講座，
於是有朋友打電話來問，有一個朋友說：一氧化碳中毒不是清醒就沒事喔，會有後
遺症，還是去看看醫生吧！他仍然一笑置之。第二天，送小孩上學後，又覺頭暈，
早餐也吃不下，有噁心的感覺。此時他才說好吧，就去醫院看看。我們兩個都以為
去給醫生看看，很快就可以回家了，誰知道到慈濟急診部掛號後，馬上就要打點
滴、抽血。護士說：「要知道血液中一氧化碳的含量，必須抽動脈血，很痛的。」
第一次失敗了，沒抽到，第二次，血凝固了，驗不出來。天啊！抽動脈血真的很
痛，可不可以不要再失敗了？而且我們兩個人的命運都一樣，抽第三次才成功。一
般人血中含一氧化碳的數值應小於5，我是13，我先生則是23，超過30就會昏迷。
醫生說我們不該延誤一整天才到醫院，錯過了黃金治療期，應該馬上到醫院施以純
氧治療。不過我們算是幸運的，在睡眠中還會醒來，許多人就在睡夢中永眠
了。 於是接下來的時間，就在吸純氧以代謝血中的一氧化碳，過了幾小時後再抽
一次血化驗(由於左手沒地方可抽了，就從右手腕抽，簡直像釘子釘在手上一樣，
又深又痛)，我的數值沒下降，得繼續吸純氧，我先生呢，被醫生判定必須住院觀
察，再安排心電圖及腦斷層掃描檢查。第五次抽血，在右手肘又抽一次(第三次在
這裡抽的)。來的時候絕沒想到會這麼折騰，想到兩個孩子請朋友照顧那麼久，心
裡過意不去，急著想出院，卻耗到晚上10點多才離開。每個人都會問：「你們沒開
窗戶嗎？」我們的熱水器裝在有玻璃窗的陽台，那就視同室內，所以在那兒開了一
扇窗讓空氣可以流通，屋子 

裡因為天冷，其他窗戶是關著的。第三天，找了瓦斯器具裝修檢定合格技術師來看
是否瓦斯外洩，那位技師檢查後，告訴我並沒有瓦斯外洩的問題(每年櫻x牌都會派
人來安全檢查也都沒問題，所以根本沒想過我們會一氧化碳中毒)，問題出在住的
樓房太高(14樓)，樓高風 大，排出去的廢氣被外面的強風倒吹回來。雖然有開
窗，但是只開一扇窗空氣無法對流，於是一氧化碳就在室內停滯無法排出。他建議
安裝數位式強制排氣熱水器，這種數位式強制排氣熱水器，使用時啟動馬達，風扇
會將廢氣強制排出，我們馬上換上這種熱水器。針對我們犯的錯誤，請大家要注意
以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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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不使用瓦斯、熱水器，家裡也不可以緊閉門窗，至少要開兩扇窗，讓空氣對
流。 

◎身體忽然不適時，趕快到醫院就醫，並且要到大一點的醫院，他們有較完善的設
備。 

 一氧化碳是個隱形殺手，由於一氧化碳對血色素的親合力為氧氣的200倍以上，因
此會搶先與血色素結合而形成一氧化碳血色素，體內組織由於無氧可用，便造成缺
氧反應。中毒的症狀可能包括頭痛、頭昏、噁心、嘔吐、心悸、眼花、四肢無力、
嗜睡、心肌梗塞、心律不整、昏迷、抽搐及死亡等不同表現。另外，有部分病人在
恢復意識後，經過一段時間(一週至一月)，會發生遲發性腦病變，而有智能減退、
大小便失禁、步態不穩、行為退化等症狀出現。一氧化碳中毒的症狀繁多且千變萬
化，容易被忽略，有些病人可能因不明原因的頭痛，而作了許多檢查仍查不出病
因，後來才發現為一氧化碳中毒；另外亦曾發生不少一氧化碳中毒的個案，在初期
被誤以為中風、心肌缺氧或梗塞，而失去治療的黃金時機。 一氧化碳中毒的診斷
主要依賴醫師對疾病的認識，詳細的病史及配合一氧化碳血色素升高的證據。一氧
化碳血色素的檢測並不難，但只有部分醫院可以執行，因此當懷疑有一氧化碳中毒
時，宜保留病人血液送到能檢測的醫療單位以提高診斷率。治療方式應先使病人脫
離中毒環境，給予100%氧氣及支持性療法，昏迷病人更應給予高壓氧治療；但由於
高壓氧設備只有某些醫院才有，因此，必要時應儘快將病人轉診至大型醫院治療。
  

PS.最近新聞也報導，因為陽台晾曬大量衣物阻擋了通風，雖然有開窗戶，空氣依
然無法流通，因而導致一氧化碳中毒，大家要多注意，洗澡前先檢查一下確保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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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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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國語言學系 教授 廖招治 升等 96.08.01 

休閒事業管理研究所 教授 王國欽 升等 96.08.01 

史地學系 副教授 池永歆 升等 96.08.01 

音樂學系 副教授 趙恆振 升等 96.08.01 

美術學系 教授 陳箐繡 升等 96.08.01 

研究發展處 組員 蕭慧瑜 離職 97.04.08 

總務處 技佐 蕭春美 離職 97.04.24 

教務處 秘書 陳文群 離職 97.05.15 

 

    55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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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國仁副教授 05.01 郭章信主任 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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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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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嘉政研發長 05.01 蔡筱蓓小姐 05.19 

陳文群先生 05.01 陳瑞彰助理教授 05.20 

曾雪雁教官 05.01 劉榮義主任 05.21 

吳榮山先生 05.01 吳松坡教官 05.22 

張宏褀先生 05.02 黃婉瑄小姐 05.22 

林金英小姐 05.02 彭正雄老師 05.23 

林玥君小姐 05.02 黃國倉助理教授 05.23 

陳清玉副教授 05.05 李鴻文助理教授 05.23 

黃森明先生 05.05 鍾惠媄小姐 05.23 

蕭文鳳教授 05.06 王秀娟小姐 05.23 

簡瑞良副教授 05.08 洪美靖小姐 05.24 

劉秀玉組長 05.09 楊瓊儒副教授 05.25 

祝翠珠小姐 05.09 謝志忠講師 05.25 

陳琴韻助理教授 05.10 郭煌政助理教授 05.26 

鍾明仁先生 05.11 曾坤興先生 05.26 

何坤益組長 05.12 陳惠蘭小姐 05.26 

梁毓玲副教授 05.12 莊美紋小姐 05.27 

黃久玲講師 05.12 高健龍先生 05.27 

蔣宗哲主任 05.12 鄭夙惠小姐 05.28 

張成南教官 05.12 艾群教授 05.29 

顏璉瑋先生 05.13 張劉華芬小姐 05.29 

王建雄主任 05.14 楊琇玲助理教授 05.29 

施玉麗助理教授 05.15 羅英明先生 05.30 

蔡渭水院長 05.16 黃銀波講師 05.30 

林炳宏副教授 05.16 楊英賢副教授 05.30 

凃博榮先生 05.16 李依霖小姐 05.31 

李俐瑩小姐 05.17 林彣珊助理教授 05.31 

林仁彥助理教授 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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