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務簡訊97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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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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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函以，行政院函檢送修正「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要點」附表九「子女教育
補助表」1份，並自97學年度第2學期起實施。函示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
般公告項下下載。
http://web20.ncyu.edu.tw/personnel/ 

二、教育部函轉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函以，有關「子女教育補助表」修正規定前，公教
員工子女已轉學、轉系、重考及畢業後再考入相同學制學校就讀者，其子女教育
補助如何核給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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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教育部97年07月09日台人(二)字第0970132305號書函略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7
7月7日修正發布之育嬰留職停薪實施辦法第1條修正條文「本辦法依性別工作平
等法第十六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四、教育部97年07月11日台人(二)字第0970123392號書函略以，公部門各業非依公務
人員法制進用之臨時人員適用勞動基準法後，其適用該法前於同一事業單位之勞
動契約如有間斷之情形，依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本法)第3條規定，公告臨時人
員自97年1月1日起適用本法，其適用本法前之工作年資自無本法第10條之適用。
但其適用本法前之工作年資未曾間斷者，得予併計工作年資。 

五、教育部97年7月15日台人（三）字第0970133566號函釋略以，教師依教育部前84年
11月10日台(84)人字第055446號函釋規定，學校教職員曾任85年2月1日前由政府
機關(如外交部、經濟部…)所組織並受其監督指導之援外技術團隊服務年資，如
未核給退休金或資遣給與者，於依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辦理退休時，持有政府機
關核發之證明文件，准予併計教育人員退休年資。另查銓敘部96年3月23日部退
字第0962747549號書函略以，曾任海外技術合作委員會服務年資，離職時由該會
核發非借調駐外人員國內生活補助費者，以上開國內生活補助費，經外交部同年
月3日外經三字第09601031800號函復為具離職金性質，爰該段年資無法併計公務
人員退休年資。準此，公立學校教職員曾任援外技術團隊服務年資，如已核給任
何離退給與(含資遣費及具離職金性質之非借調駐外人員國內生活補助費)，於依
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辦理退休時，不得採計為退休年資。 

六、教育部函轉有關行政院人事行政局96年12月4日局力字第09600347501號函釋，自
97年公務人員高普考試及98年公務人員初等考試放榜之日起停止適用乙案： 

(一)前揭人事局函釋係規範各機關擬遴用同職組其他職系之公務人員高普初等考試增
額錄取人員，須依下列順序原則辦理：1.該出缺職務職系之考試類科增額錄取人
員已全部遴用完竣；2.該考試類科增額錄取人員均無意願被遴用或因服兵役於下
次該項考試榜示前無法被遴用時。 

(二)茲因修正公布後之公務人員任用法暨同法施行細則規定略以，各等級考試及格者
僅取得該職系之任用資格；惟任用法修正施行前，經各等級考試職系及格者，仍
取得同職組各職系之任用資格。爰人事局函配合上開規定之修正，自97年公務人
員高普考試及98年公務人員初等考試放榜之日起停止適用。 

七、教育部97年7月1日台政字第0970123075號函轉行政院訂定「公務員廉政倫理規
範」，並自中華民國97年8月1日生效。函示內容請逕自本校人事室網頁/一般公告
項下下載。 

八、教育部97年7月11日台陸字第0970132282號函檢送「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
員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法」部分修正條文。函示內容請逕自本校人事室網頁/一
般公告項下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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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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97年07月01日台總(一)字第0970124676號函略以，有關中央公教人員購置
住宅貸款、原住民建構及修繕住宅貸款、國軍官兵購置住宅貸款借款人負擔之優
惠利率，自97年6月23日起按台灣郵政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計0.042％計算調
整。 

二、教育部97年07月07日台總(一)字第0970127170號函略以，97年度住宅補貼申請期間
自97年7月15日至97年8月15日止；97年度鄉村地區住宅修繕及興建補貼申請自97
年 7 月 15 日 至 97 年 12 月 31 日 止，詳 細 內 容 請 至 網 站
http://www.cpami.gov.tw/web/index.php查詢。 

三、教育部97年07月15日台總(一)字第0970135414號函略以，中央公教人員購置住宅
貸款利率自97年07月04日起，依規定由原年息2.707％調升為2.767％。 

四、為協助同仁達到行政院規定97年數位學習時數不得低於5小時規定，特賡續舉辦
「數位學習快樂多系列」研習；請本校公務人員務必報名參加。 

(一)參加對象：本校編制內公務人員。 

(二)時間：97年8月13日（星期三）上午9時至下午17時10分（分2梯次） 

(三)地點：蘭潭校區電算中心217教室 

(四)講座：嘉義縣立布袋國民中學李主任育忠。 

 

『『『『書情畫意談兩性溝通書情畫意談兩性溝通書情畫意談兩性溝通書情畫意談兩性溝通』』』』 
 

◎   本文摘錄自－97.06..27『書情畫意談兩性溝通』講座講義，主講人：本校家庭教
育研究中心高主任淑清。 

一、溝通的性別差異 
 

（一)溝通的性別差異引發男性與女性間的衝突。 
（二)理解兩性溝通之特色，有助於降低男性與女性間的摩擦。 
（三)個別差異也會影響性別典型的傾向。 
（四) 親密關係裡的溝通，牽涉到較難兼顧親密親密親密親密與獨立獨立獨立獨立需求的平衡。親密：我們是親

近且相同的，獨立：我們是分離且不同的。 
二、兩性溝通的建議 
（一)兩性彼此學習。 
（二)女性學習更能接受衝突與差異，而不視為對親密的威脅。 
（三)男性學習彼此依賴並不會威脅到個人自由。 
（四) 最好的溝通方式是有彈性的：尋求分離與聯結之間的細微平衡。 
（五) 在平時笑笑說，在急時慢慢言，在氣時輕輕講！ 
（六) 小聲贏大聲，無聲勝有聲！ 
（七)跟愛人溝通，輕聲委婉絕對強過扯嗓怒吼；與伴侶相處，心意交流絕對勝過千

言萬語！ 
（八)有緣廝守，必有相互吸引之處，因此，應該放大伴侶的優點、縮小對方的缺

失，以讚賞、感謝替代嫌惡、責罵！  
 

三、用溝通來增進彼此的親密 
（一）找出伴侶的優點，並盡可能稱讚他/她。 
（二）花時間傾聽，傾聽，再傾聽。 
（三）仔細傾聽後，在分享自己的回應與感受前，先摘要伴侶的評論。 
（四）使用「我訊息」分享感受。 
（五）當議題出現時避免責怪他人，直接說出如何以不同方式處理議題即可。 
（六）如果議題持續，聚焦在儘可能創造出最多的解決方式，並找出時間來進行。 
（七）如果問題持續，及早尋求諮商，可以更早找到解決之道。 
（八）互許終身時，努力經營你們之間的關係，並細心呵護它。 

 

「公務人員網路諮商服務網」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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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建置「公務人員網路諮商服務網」重新開放使用（網址：
https://lucky.cpa.gov.tw/），請同仁多加利用。 

二、「公務人員網路諮商服務網」主要功能及服務項目包含如下： 

(一)自我心理評估：提供各類心理測驗，供公務同仁免費使用，增進對自己心理健康
的了解。 

(二)心靈課程：提供各類心理及健康相關課程，供公務同仁線上自我學習。另同仁於
基本資料填具正確身分證統一編號者，並可取得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 

(三)健康專欄：由相關專業人員，定期於網上張貼有關身心保健文章，供公務同仁瀏
覽與討論。 

(四)預約心理諮商：公務同仁可預約心理諮商時間，與專業合格的諮商人員對談，同
仁亦可選擇關閉影像，僅以語音對談或以文字形式對談等即時性網路諮商服務，
並提供電子郵件諮商服務；諮商人員並可視同仁需要，提供實體諮商或就醫轉介
服務。 

(五)互動留言區：設置「工作職涯類」、「人際關係類」、「婚姻家庭類」、「兩性
關係類」、「情緒管理類」、「健康新知類」及「人事人員推動心理健康業務諮
詢專區」等7大主題討論區，提供公務同仁以電子郵件及留言討論的方式互動交
流，並有專業人員負責管理及回應。 

(六)相關專業園地：提供近百家心理健康相關機構之網站連結與聯絡資訊，並另於
「各地區專業機構」提供分區搜尋服務。 

 
(七)電子報：網站並有電子報供各機關公務同仁訂閱，定期以電子郵件方式發送網站

最新消息，及心理健康相關文章與新知，並可於「瀏覽電子報」區瀏覽過期電子
報。 

 

接種接種接種接種流流流流感疫苗後就不會感冒了嗎感疫苗後就不會感冒了嗎感疫苗後就不會感冒了嗎感疫苗後就不會感冒了嗎？？？？ 

(摘錄自行政院衛生署消費者資訊網)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所引起的急性呼吸道疾病，發病初期常見症狀包括發燒、頭
痛、肌肉痛、疲倦、流鼻涕、喉嚨痛及咳嗽等。有時會引起併發症，最常見的有肺炎、
中耳炎、腦炎、腦病變與其他嚴重的感染等，嚴重者甚至導致死亡。  

    流感主要藉由咳嗽、打噴嚏等飛沫將病毒傳播給周圍的人，亦可能經由接觸到污染
物體表面上的流感病毒，再觸摸自己的口、鼻而傳染。罹患流感的人在發病前1天到發病
後3-7天都可能會傳染給別人，而幼童的傳播期則可能更長。  

    預防流感最安全且主動的方式是接種流感疫苗，尤其是免疫力較差的老人、幼兒與
慢性病患者等高危險群。一般而言，流感疫苗的保護效力大約在七至九成之間，對老年
人及幼兒則可降低流感的機率，減少罹患流感之嚴重病程及其併發症，並可減少死亡
率。 

    流感疫苗之選用，係世界衛生組織（WHO）每年對北半球建議更新之病毒株組成，全
球一致。今年的流感疫苗成分包含3種不活化病毒，即2種A型(H1N1及H3N2)、1種B型。 

    一般民眾常以為施打流感疫苗後就不會再感冒，事實上，每年接種之流感疫苗，只
對當年可能流行的流感病毒有效，對其他病毒是無效的。另外，流感疫苗也不能達到終
生免疫的效果，通常流感疫苗之保護力只可持續一年，乃是因為流感病毒的變異性極
大，幾乎每年均會發生變異，原施打疫苗對不同抗原型之病毒並不具免疫力，導致保護
效果減低。就算病毒未發生變異，疫苗成分相同，其保護效果亦約只能維持一年，因此
建議高危險群（例如：六十五歲以上老人；六個月至一歲嬰兒等）民眾每年均須接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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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流感疫苗，以確保發揮預防的效果。 

幼兒與孕婦可以接種流感疫苗嗎幼兒與孕婦可以接種流感疫苗嗎幼兒與孕婦可以接種流感疫苗嗎幼兒與孕婦可以接種流感疫苗嗎？？？？ 

    流感病毒是造成孩童呼吸道感染的主因之一，每年的感染率約 35-50％。 2000年美
國的研究結果顯示，在流感流行的季節，2歲以下的孩童因呼吸道疾病而住院的比率較5
歲以上的孩童高出12倍，其中死亡案例主要發生於1歲以下的幼兒。由於孩童在流感病毒
的傳播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此有學者由經濟效益觀點出發，比較孩童接受流感疫苗
與治療流感疾病所需要的醫療支出，研究發現接種疫苗較符合經濟效益，不僅可以避免
疾病或減輕疾病的嚴重度，也能降低病毒的傳播，所以建議2歲以下的幼童要接種流感疫
苗，但小於6個月的嬰兒對於流感疫苗的抗體反應不佳，所以6個月以上才建議施打。 

    懷孕婦女於前3個月不建議注射流感疫苗。大部分的學者認為流感疫苗對孕婦是安全
的，也有研究顯示孕婦感染流感發生併發症的危險性較高，所以目前美國預防接種諮詢
委員會的建議是:如果懷孕4個月後遇到流感流行期，就必須接種疫苗。因此建議幼兒等6
個月大時才接種；母親則達懷孕4個月後才接種，若台灣進入大規模流行期，則應由醫師
評估後接種。 

 ～～～～人事室關心您人事室關心您人事室關心您人事室關心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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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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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計室 組員 林玟妤 到職 97.07.07 

人文藝術學院 專案工作人員 何秀娟 離職 97.07.01 

應用物理系光電暨固
態電子研究所 

專案教學人員 吳靜娜 離職 97.08.01 

應用物理系光電暨固
態電子研究所 

專案教學人員 劉春蘜 離職 97.08.01 

外國語言學系 專案教學人員 白任遠 離職 97.08.01 

農藝學系 客座教授 郭秀 離職 97.08.01 

研究發展處 組員 王麗雯 到職 97.07.01 

師範學院 教授 李新鄉 退休 97.08.01 

中國文學系 副教授 蔡勝德 退休 97.08.01 

美術學系 副教授 鄭寶宗 退休 97.08.01 

外國語言學系 講師 劉淑敏 退休 97.08.01 

農藝學系 副教授 張平順 退休 97.08.01 

森林與自然資源學系 副教授 呂福原 退休 97.08.01 

林產科學系 講師 黃義雄 退休 97.08.01 

食品科學系 教授 曾慶瀛 退休 97.08.01 

秘書室 專員 李宜貞 陞遷 97.07.22 

體育學系暨體育與健
康休閒研究所 

助理教授 李恆儒 離職 97.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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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系 助理教授 周美慧 離職 97.08.01 

音樂學系 助理教授 潘家琳 離職 97.08.01 

休閒事業管理研究所 教授 王國欽 離職 97.08.01 

    

88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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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正川主任 08.01 何文玲講師 08.15 

蘇子敬主任 08.01 沈盈宅小姐 08.15 

游淑燕副教授 08.01 何鴻裕先生 08.16 

董和昇助理教授 08.01 賴孟龍組長 08.16 

潘淑惠組長 08.01 陳千姬講師 08.17 

林義森先生 08.01 林翰謙主任 08.18 

簡麗純小姐 08.02 王順利副教授 08.18 

賴泳伶副教授 08.02 柯佳仁先生 08.19 

何秀蘭小姐 08.02 吳俊雄副教授 08.20 

石螢螢小姐 08.04 廖彩雲助理教授 08.20 

梁孟副教授 08.04 林億明助理教授 08.21 

鄭博仁助理教授 08.04 謝易翰助教 08.22 

周淑月講師 08.05 溫世芬小姐 08.22 

何啟塘先生 08.05 楊美莉組長 08.22 

蕭傳森先生 08.06 魏佳俐助理教授 08.23 

鄭毅英講師 08.07 莊富琪小姐 08.23 

施雪清講師 08.08 廖成康副教授 08.24 

張家瑀副教授 08.08 蔡漢勳先生 08.24 

吳建平主任 08.08 徐志平教授 08.25 

陳正男助理教授 08.08 賴弘智副教授 08.25 

江妮玲小姐 08.09 陳碧娟講師 08.25 

陳均伊助理教授 08.10 洪炎明主任 08.25 

劉語小姐 08.10 沈德蘭主任 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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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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源興先生 08.10 林宸堂助理教授 08.26 

鄭宜城先生 08.11 林淑美助理教授 08.26 

許應哲教授 08.12 巫秋蘭助教 08.28 

王淑瑛小姐 08.12 王佳妙組長 08.28 

林占山先生 08.12 吳永吉講師 08.29 

游碧華小姐 08.12 鍾家政組長 08.30 

陳靜琪副教授 08.13 戴有德助理教授 08.30 

陳怡妗小姐 08.13 侯惠蘭助教 08.30 

蕭瑋鎮先生 08.13 王雅蕾小姐 08.30 

連塗發教授 08.14 蔡秀娥小姐 08.30 

簡美宜主任 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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