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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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979797年年年年77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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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6月17日96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評審委
員會設置辦法」第1條、第2 條、第3條、第8條、第9條、第10條、第11條條文，
條文內容請至本校人事室網站/法規彙編項下查閱。 

二、97年6月17日96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修正「國立嘉義大學教師及
研究人員著作抄襲處理辦法」，並將名稱修正為「國立嘉義大學教師違反送審教
師資格規定及學術成果舞弊案件處理要點」，條文內容請至本校人事室網站/法
規彙編項下查閱。 

三、教育部97年6月23日台人(三)字第0970113688號書函略以，重申參加公務人員退撫
新制者申請補繳或領回原繳付退撫基金費用之相關規定如下：(一)公務人員應於
轉任或回職復薪之日起，或取得參加退撫基金資格之日起，或依主管機關函示准
予補繳退撫基金之日起3個月內，提出申請補繳退撫基金；已逾5年者，因請求權
時效消滅，自不得再申請補繳退撫基金。(二)公務人員自願離職、中途離職或因
案免職者，其申請發還已繳付之退撫基金費用之請求權期限，應參照公務人員退
休法第9條有關退休金之請領時效，自離職生效日起，因5年內不行使而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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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專任教師依其與其他學校學術合作協議之規定，至合作學校兼課交通費及材
料費，並未依「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規定專案報行政院核准者，不得
由學校校務基金附屬單位預算（A版）列支。 

二、教育部97年6月26日台人(二)字第0970121659號函略以，公務人員休假於國民旅遊
卡特約商店刷卡購買電動輔助自行車，如該休假期間符合「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
地方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之相關規定，得核予休假補助費，惟不得再
請領其他政府補助。 

三、教育部97年6月26日台人(二)字第0970118611A號函略以，有關學校、幼稚園及托
兒所依腸病毒停課相關規定停止上課，公務人員家有就讀高級中學以下學校身心
障礙子女或國民中學以下子女乏人照顧，可先依公務人員請假規則請家庭照顧假
5日，以照顧子女；超過5日後，得從寬參照天然災害停止辦公及上課作業辦法第
9條規定，其本人或配偶得有一人由服務機關於學童停課期間，核實准以停止辦
公登記，照顧子女。 

四、教育部97年6月26日台人(二)字第0970118611A號函略以0970118611B函略以，有關
學校、幼稚園及托兒所依腸病毒停課相關規定停止上課，教師家有子女乏人照
顧，可先依教師請假規則請家庭照顧假7日，以照顧子女；超過7日後，得從寬參
照天然災害停止辦公及上課作業辦法第9條規定，其本人或配偶得有一人由服務
學校於學童停課期間，核實准以停止辦公登記，照顧子女。 

五、教育部97年6月24日台人(三)字第0970116135號書函轉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函以，查
中央公教人員急難貸款實施要點第6點第3款規定：「貸款人應償還之款項，應自
貸款之次月起，由服務機關或學校負責按月在薪餉內扣繳，彙送當地貸款銀行住
福會公教人員急難貸款資金帳戶；其經調職者，由原服務機關或學校在離職證明
內註明，並負責通知新職機關或學校繼續按月扣繳；離職人員(包括：退休、資
遣、免職、撤職、辭職等人員)應於離職前向離職時之服務機關或學校繳清餘
款，再由服務機關或學校向指定貸款銀行繳付；死亡人員由其繼承人依規定期限
及償還數額，自行向指定貸款銀行繳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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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心隱形的當心隱形的當心隱形的當心隱形的「「「「小中風小中風小中風小中風」」」」 

        您是否曾發生短暫的幾分鐘或幾小時，半邊手腳或臉突然沒力、麻木後又恢
復的狀況嗎？當心「小中風」已悄悄找上您。 

       暫時性腦缺血發作是身體瀕臨危險的警訊，長庚醫學院神經內科陳獻宗教授表
示，曾發生短暫中風症狀的病人，再發生中風的機率比一般人高四到五倍。台北
榮總神經血管科陳昌明主治醫師也認為，「這可能將發生嚴重腦中風的先兆」，
陳醫師解釋，過去把這樣短暫發生的神經障礙稱為「暫時性腦缺血暫時性腦缺血暫時性腦缺血暫時性腦缺血」，但這樣的
說法已經被推翻。有很多這類的患者，事實上已經在腦部發生了「永久性」的傷
害，雖然範圍可能很小，功能很快地被周圍的健康細胞取代，而恢復正常運作功
能，但危險還是存在，故現在的醫師會用「小中風小中風小中風小中風」一詞來提醒大家。台大醫院
神經部主治醫師鄭建興也說：「小中風就是中風，還是要以一般急性中風處
理。」 

       暫時性腦缺血的典型症狀如下： 

一、半邊的手腳或臉，突然沒力或麻木、感覺異常。陳教授表示「半邊發作」是腦中
風的典型，如果是四肢都無力，則可能還有其他的原因：如肝功能失調、感冒
等。 

二、語言溝通功能突然喪失。如話突然講不清楚、大舌頭、失語，或突然聽不懂別人
的話。 

三、失去平衡。例如走路傾向一邊，看起來身體肌肉是有力量的，但動作卻不聽使
喚，擺向一邊。 

四、單眼視力模糊、眩暈與雙重影像。若單眼突然看不見東西或眩暈伴隨著複視（一
個東西看到兩個影子），都有可能是中風的症狀。  

       暫時性腦缺血症狀的發生到緩解，從幾分鐘到一天都有可能。但鄭醫師表示，
這些症狀的特徵是：沒有徵兆的突然發生，而且是局部的神經症狀。他建議，不
論發生的時間多 短、之後是否緩解，最好都能盡速掛急診，接受檢查治療找出
危險因子，跟著改變生活形態，降低之後再中風的機率。陳醫師舉去年發表於英
國醫學期刊《刺胳針》（Lancet）的論文表示，在發生暫時性腦缺血後，儘速就
醫者比延遲接受治療者，三個月內會發生再度中風的機率，減少了八成的中風再
發率。  

 

非傳統的中風危險因子非傳統的中風危險因子非傳統的中風危險因子非傳統的中風危險因子 

                            除了暫時性腦缺血可能是嚴重中風的先兆外，也有醫學研究非典型的危險因
子。過去中風的高危險因子是高血壓、高血脂和高血糖的三高患者，有菸酒習
慣、有心臟病、糖尿病的人。 

       2008年2月底發表於紐奧良「國際中風大會」（International Stroke 
Conference）的報告卻發現，日間的過度嗜睡和中風的機率有關。研究發現，日
間嚴重無法控制地陷入昏睡的人，比日間不打瞌睡的人，中風比例要高四．五
倍。陳教授表示，目前這樣的說法有理論基礎的，僅限於「睡眠呼吸中止症」的
病人。這類的人睡覺時容易呼吸不順暢，造成血氧濃度降低，發生缺氧。如果只
是白天嗜 睡，則是夜間睡眠品質不佳的表徵而已，而非直接因果關係。「嗜睡
本身不見得是腦中風的危險因素，」他澄清說。 

       另外，2007年發表於《美國醫學會期刊》的研究，連續追蹤兩萬七千多名四十
五歲以上的女性長達十年，發現有預兆性偏頭痛的人（在頭痛前，有一些特別且
可恢復的神經症狀，如視覺障礙、肢體無力或口齒不清等），發生中風的風險，
是常人的1.9倍。但陳教授解釋，這樣的預兆性偏頭痛很少發生，且需要經過嚴
格的診斷，如果真的中風，更必須要排除其他因素的影響。他認為，目前不能說
偏頭痛就是中風的前兆或危險因子，有偏頭痛的民眾也不用過度緊張。 

    其他如久治不癒的牙周病，嚴重上呼吸道感染造成血管內壁的破壞，或遺傳性同
半胱胺酸代謝不正常的病人，容易侵蝕血管管壁等，而造成中風等說法，也都在
研究中。但醫師們都表示，這些例子不常見，而且許多還有爭議性，無法判斷為
中風的直接危險因子，大家不需過度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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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人事室人事室人事室、、、、衛生保健組關心您衛生保健組關心您衛生保健組關心您衛生保健組關心您～～～～ 

 

 

 7月壽星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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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姓 名姓 名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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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移轉中心 專案工作人員 郭峯嵃  到職 97.06.02 

外國語言學系 專案工作人員 翁裴昕 到職 97.06.02 

電子計算機中心 專案工作人員 楊維寧 到職 97.06.03 

人事室 組員 何宜芬 到職 97.06.05 

教務處 秘書 鄭毓霖 調升 97.06.10 

總務處 辦事員 吳秀香 到職 97.06.10 

總務處 辦事員 楊睿峰 調升 97.06.16 

總務處 辦事員 何鴻裕 到職 97.07.01 

資訊管理學系 專案工作人員 賴玉雪 離職 97.07.01 

人文藝術學院 專案工作人員 何秀娟 離職 97.07.01 

資訊工程學系 專案工作人員 郭佳惠 離職 97.08.01 

休閒事業管理研究所 教授 黃宗成 借調 97.08.01 

生化科技學系 專案教學人員 彭正雄 離職 97.08.01 

中國文學系 專案教學人員 陳立芬 離職 97.08.01 

財務金融學系 副教授 陳惠美 調整任教系所 97.08.01 

國防與國家安全研究所 教授 蔡憲昌 調整任教系所 97.08.01 

國防與國家安全研究所 教授 陳淳斌 調整任教系所 97.08.01 

應用經濟學系 教授 林啟淵 借調 97.08.01 

應用化學系 
教授兼理工學院院
長 

曾志明 歸建 97.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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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再明教授 07.01 廖瑞章副教授 07.17 

吳宗瓊教授 07.01 許榮鐘先生 07.17 

林清花小姐 07.01 黃秀文教授 07.18 

陳政見處長 07.02 鐘樹椽主任 07.18 

莊麗容講師 07.03 王明妤助理教授 07.18 

蕭家欽先生 07.03 李宜貞小姐 07.18 

第3頁



服務簡訊97年7月

 

附註：  

一、本校97年度員工生日禮券金額為1590元，得標廠商為遠東百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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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弘道先生 07.04 林裕淵副教授 07.19 

朱鳳玉教授 07.05 郭朝輝先生 07.19 

張國柱先生 07.05 陳阿令小姐 07.20 

許嘉文先生 07.06 鄭靜乙小姐 07.21 

吳秀香小姐 07.06 彭振昌助理教授 07.21 

蔡任貴小姐 07.07 鄭斐文組長 07.22 

蔡辰婉小姐 07.07 趙清賢教授 07.22 

王雪峰小姐 07.07 阮素卿小姐 07.22 

陳珊華組長 07.08 許忠仁副教授 07.23 

陳明聰副教授 07.08 謝佳雯助理教授 07.23 

洪小雰小姐 07.08 黃瑜萍小姐 07.24 

阮忠仁副教授 07.10 黃啟鐘副教授 07.25 

黃阿有副教授 07.10 蘇碧華小姐 07.25 

王雅貞小姐 07.08 陳敬忠先生 07.24 

吳思敬副教授 07.08 林宏恩副教授 07.24 

吳希天助理教授 07.10 翁義銘主任 07.26 

陳世宜講師 07.11 黃杰豊副教授 07.26 

歐淑惠小姐 07.11 楊惠芳副教授 07.26 

林菁教授 07.11 翁博群助理教授 07.27 

莊閔惇助理教授 07.11 林嘉琪小姐 07.27 

闕宏瀛先生 07.11 蘇明德教授 07.28 

連振昌助理教授 07.12 黃淑瑛助理教授 07.28 

郭倩妏小姐 07.12 黃義雄講師 07.28 

李佳珍講師 07.13 曾淑惠小姐 07.28 

鄧伊彤小姐 07.13 謝美慧助理教授 07.29 

林徽娟小姐 07.14 郭銀港講師 07.29 

楊國鑫講師 07.14 蘇耿賦主任 07.30 

李彩薇講師 07.15 吳靜娜老師 07.30 

翁炳孫副教授 07.15 黃文理副教授 07.31 

鄭富國副教授 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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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人員之生日禮券領回，並請轉致當月份壽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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