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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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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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大學專任教師於借調留職停薪期間得否返校擔任系(所、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委員疑義，說明如下 

(一)依據教育部97年8月8日台人(一)   字第0970148966號函辦理。 

(二)查教育部函略以，大學法第1條第2項規定：「大學應受學術自由之保障，並在法
律規定範圍內，享有自治權。」復查同法第20條規定：「(第1項)大學教師之聘
任、升等、停聘、解聘、不續聘及資遣原因之認定等事項，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
審議。(第2項)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之分級、組成方式及運作規定，經校務會議
審議通過後實施。」，據上，基於大學自主，旨揭疑義應視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相關規定而定；惟參照教育部95年5月8日台人(一)字第0950064157號函釋精神，
大學專任教師於借調留職停薪期間如確未實際在校任教、服務，尚無法瞭解校內
教師表現並據以執行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教師聘任、升等、停聘、解聘、不續聘
及資遣原因之認定等事項，爰仍不宜擔任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以杜爭議。 

(三)復查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9條第3項規定略以，各級教評會委員於任期
中講學、研究、進修、休假研究6個月（含）以上者或留職停薪者，或經教評會
認定無故未出席達三次者，由候補委員遞補之。 

(四)綜上，本校專任教師於借調留職停薪期間依規定不得返校擔任各級教評會委員，
併此敘明。 

二、教育部97年8月6日台學審字第0970112052D號函略以，「專科以上學校體育類科教
師以成就證明及技術報告送審教師資格試辦作業要點」業經教育部97年8月6日以
台學審字第0970112052C號令修正發布，並將名稱修正為「專科以上學校體育類科
教師以成就證明及競賽實務技術報告送審教師資格作業要點」，請逕至本校人事
室/法規彙編項下下載（http://ncyu3w.ncyu.edu.tw/personnel/gradation.aspx?
site_content_sn=1571）。 

三、「公務人員考試及格人員分發辦法」業經考試院、行政院97年7月16日考臺組貳一
字第09700048241號及97年7月16日院授人力字第09700155912號令會銜修正發布，
條文內容請至本校人事室網站/最新消息項下查閱。   

四、「身心障礙等級肢體障礙類別」、「各類身心障礙之鑑定人員及鑑定方法與工具
肢體障礙類別」，業經行政院衛生署97年7月1日衛署照字第0972800153號公告修
正發布，相關規定請至本校人事室網站/最新消息項下查閱。 

五、考試院97年7月22日考臺組壹一字第09700050681號令修正發布「公務人員初等考
試規則」附表「公務人員初等考試應試科目表」（新增勞工行政科別部分），相
關修正規定請至本校人事室網站/最新消息項下查閱。 

六、「行政院所屬各機關需用高等、普通暨初等考試錄取人員任用計畫作業要點」自
即日起停止適用，相關內容請至本校人事室網站/最新消息項下查閱。 

七、教育部修正「國立大專校院行政人力契僱化實施原則」第1點、第6點、第7點規
定，並自中華民國97年1月1日生效，相關修正規定請至本校人事室網站/最新消息
項下查閱。 

八、教育部97年7月29日台政字第0970146694號書函略以，檢送「因應遊說法施行應注
意事項」乙份，相關內容請至本校人事室網站/最新消息項下查閱。 

九、考試院97年7月22日考臺組壹一字第09700050681號令修正發布「公務人員初等考
試規則」附表「公務人員初等考試應試科目表」（新增勞工行政科別部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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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修正規定請至本校人事室網站/最新消息項下查閱。 

十、教育部97年8月25日台人(二)字第0970163034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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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學校教師如需照顧子女之出勤處理，
得繼續適用教育部97年6月26日台人（二）字第0970118611B號函乙案，相關內容
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下載。 

十一、教育部97年8月25日台人(二)字第0970163034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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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如需照顧子女之出勤處理，得
繼續適用行政院人事行政局97年6月20日局考字第0970013847號函乙案，相關內容
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下載。 

十二、考試院會同行政院於97年7月30日修正發布公務員轉任受託處理大陸事務機構轉
任方式回任年資採計方式職 等核敘及其他應遵行事項辦法第5條及第6條第5項附
表「公務員轉任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職稱等級與擬回任職務官等職等對照
表」，相關修正 規定請至本校人事室網站/最新消息項下查閱。 

十三、考試院97年8月4日考臺組參一字第09700053751號令修正發布「薦任公務人員晉
升簡任官等訓練辦法」部 分條文、「委任公務人員晉升薦任官等訓練辦法」部
分條文及「警佐警察人員晉升警正官等訓練辦法」部分條文，相關修正規定請至
本校人事室網站/最新消息項下查閱 。 

十四、依教育部轉銓敘部函規定略以，機要人員不得以「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9條第
項第1款有關機關組織變更或業務緊縮，或同項第2款有關現職工作不適任或現職
已無工作又無其他適當工作可以調任等規定事由辦理資遣。 

或業務緊縮，或同項第2款有關現職工作不適任或現職已無工作又無其他適當工作可
以調任等規定事由辦理資遣。 

十五、教育部97年07月31日台人(二)字第0970147695號函略以，公務人員於請假期間
失蹤者，自失蹤之日起其各項權益，應依失蹤之相關規定辦理，教育部民國75年
3月12日75台華典三字第09277號函，自即日起停止適用。函示內容 請至本校人事
室網站/最新消息項下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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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人事行政局97年7月31日局授住字第09703036751號書函略以，為增進全國
公教人員福利，公開遴選出彰化銀行承作「築巢優利貸－2007～2008全國公教員
工房屋貸款」案，自97年8月1日起調降貸款利率乙案。相關內容請至本校人事室
網站/最新消息項下查閱。 

二、教育部97年08月12日台人(二)字第0970152119號函略以，修正「公務人員終身學
習入口網站管理要點」、總說明及對照表各1份乙案。函示內容請 至本校人事室
網站/最新消息項下查閱。 

三、教育部97年8月22日台政字第0970163084號書函略以，檢送內政部函請經濟部增列
「遊說業」專屬營業項目代碼案，業經經濟部於97年8月13日公告「公司行號營業
項目代碼表」增列「IZ17010遊說業」營業項目（詳如附件）。附件內容請至本校
人事室網站/最新消息項下查閱。 

四、歡迎本校退休公教人員踴躍參與志願服務行列；有意願之同仁請至本校人事室網
頁公教志工志願服務專區填寫「國立嘉義大學公教志工志願服務申請表」，或至
人事室索取表格。 

五、教育部97年8月15日台人(三)字第0970157865號書函略以，為廣徵各界對人事行政
之 興 革 意 見，行 政 院 人 事 行 政 局 已 建 置「人 事 革 新 論 壇」專 屬網頁
(http://ca2.cpa.gov.tw/oldweb/reform/index.htm)，並自97年8月11日起正式上
線。函示內容 請至本校人事室網站/最新消息項下查閱。 

六、為使本校行政人員本於專業、熟悉相關法律規範，進一步型塑優質公務人力，特
舉辦「公務經驗學習」講座，並於講座結束後，隨即辦理97年度第3季（7月至9
月）教職員工慶生會。 

(一)參加對象：本校兼任行政職教師、公務人員、專案工作人員及工友。 

(二)時間：97年9月19日（星期五）下午 

    13時30分至17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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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點：本校蘭潭校區國際會議廳。 

(四)講座：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前沈副主任委員昆興 

七、97學年度第1學期員工子女教育補助費自即日起受理申請，符合申請規定之同仁請
將子女註冊後之繳費收據繳費收據繳費收據繳費收據或或或或學生證影本（（（（國中、小免附）連同申請表申請表申請表申請表各乙份送本
室辦理，申請表單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表單下載/各項補助下載（請務必填寫
子子子子女身分證字號女身分證字號女身分證字號女身分證字號））））。。。。 

八、教育部97年8月28日台人(三)字第097067338號函略以，有關臺灣銀行公教保險部
函以，為簡化作業，該部自本(97)年8月22日起不再提供公教人員保險被保險人優
惠存款年資試算資料，請改至銓敘部銓敘業務網路作業系統查詢及試算乙案，相
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下載。 

 

『『『『健康吃、多運動、銀髮樂活很簡單』』』』 

(摘錄自我的E政府第152期電子報) 

銀髮族因味覺及嗅覺的退化，導致口味變重，不自覺地添加過量的調味料，長期下來將
會增加罹患疾病的機率，食用鹽份多的食物，會提高罹患高血壓的機率；多糖的食品，
可能會讓您變成糖尿病患者等。所以，銀髮族要秉持「 營養均衡、多蔬果、多喝水、少
油、少糖、少鹽 」六大飲食原則，以確保健康。 

一、營養均衡 

為確保身體能夠攝取維持健康所需的各類營養素，銀髮族每天都要吃六大類食物，並經
常輪換選擇，不要每餐重覆吃相同的食物，並攝取足夠的蛋白質及適當的 熱量，養成
「不偏食、不暴飲暴食，少量多餐」的飲食習慣。 

二、多蔬果 

多食用深綠色或深黃紅色蔬果，以獲得纖維質、礦物質、維生素，預防便秘，增加膽固
醇排泄，增加身體抗氧化能力。若銀髮族因牙齒鬆落而有嚼食困難者，可將蔬果用果汁
機攪碎、剁碎、或煮爛，連同菜渣一同食用。 

三、多喝水 

每天應喝6-8杯的水以幫助體內廢物的排泄，但在睡前應減少喝水，以免頻尿影響睡眠。 

四、少油 

攝取過多的飽和脂肪及膽固醇是造成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因素之一，由於分解脂肪的酵素
及膽汁分泌量減少，油膩食物不易消化，所以銀髮族應少吃肥肉、五花肉、奶油蛋糕、
內臟、蛋黃等高脂肪量或高膽固 醇的食物，料理時應多採用清蒸、紅燒、滷、水煮、涼
拌、燻烤等烹調方法，以減少用油量。 

五、少糖 

糖除了提供熱量外，幾乎不含其他營養素，而且又容易引起肥胖，所以銀髮族要減少糖
的攝取，特別是精緻糖類，如：蜂蜜、煉乳、甜食等，另外，食用糖製品的時間點應在
一餐之末以免影響食慾、降低營養素之攝取。 

六、少鹽 

過多的食鹽與高血壓的發生有密切的關係，所以要少吃鹽漬、臘味或罐頭等鹽分高的食
品，利用具有酸味（如白醋、檸檬、蘋果、鳳梨、蕃茄），甘美味（如香菇、海苔）和
香辛料（如胡椒、芫荽、香椿、蔥、薑、蒜、芥末）等材料調味，以減少用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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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關心您人事室關心您人事室關心您人事室關心您～～～～ 

一、職務異動： 

 

二、97學年度第1學期新進教師名單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97090101.pdf) 

三、97學年度系所主管名單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97090102.pdf) 

四、97學年度研究中心主管名單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97090103.pdf) 

五、97學年度第1學期專兼任行政主管名單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97090104.pdf)，請點選本網頁劃

線部分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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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獸醫學系 教授 余章游 升等 97.08.01 

外國語言學系 教授 倪碧華 升等 97.08.01 

輔導與諮商學系及家
庭教育與諮商研究所 

教授 黃財尉 升等 97.08.01 

企業管理學系、管理
研究所及行銷與流通
管理研究所 

教授 王毓敏 升等 97.08.01 

園藝學系 副教授 徐善德 升等 97.08.01 

生化科技學系 副教授 廖慧芬 升等 97.08.01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副教授 朱健松 升等 97.08.01 

資訊管理學系 副教授 葉進儀 升等 97.08.01 

企業管理學系、管理
研究所及行銷與流通
管理研究所 

副教授 李鴻文 升等 97.08.01 

應用經濟學系 副教授 林幸君 升等 97.08.01 

應用物理學系及光電
暨固態電子研究所 

副教授 許芳文 升等 97.08.01 

應用物理學系及光電
暨固態電子研究所 

副教授 林立弘 升等 97.08.01 

史地學系 副教授 吳昆財 升等 97.08.01 

外國語言學系 副教授 林麗娟 升等 97.08.01 

師資培育中心 副教授 黃月純 升等 97.08.01 

資訊工程學系 副教授 陳宗和 升等 97.08.01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副教授 何坤益 升等 97.08.01 

應用數學系 副教授 彭振昌 升等 97.08.01 

應用經濟學系 教授 林啟淵 歸建 97.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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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份壽星   

 

    姓姓姓姓        名名名名    生生生生日日日日        姓姓姓姓        名名名名    生生生生日日日日    

李丁松講師 09.01 劉芳如小姐 09.18 

謝崧熙組長 09.01 艾嘉洋講師 09.19 

郭介煒助理教授 09.02 林喻東副教授 09.19 

陳榮治副教授 09.02 鍾瓊瑤小姐 09.19 

吳水盛先生 09.02 張如松先生 09.19 

陳慶華先生 09.02 陳杏枝小姐 09.19 

談珮華助理教授 09.03 李彥賢助理教授 09.20 

黃靖雅講師 09.03 柯金存講師 09.20 

江素貞小姐 09.03 張義雄講師 09.21 

詹明勳助理教授 09.03 周榮吉教授 09.21 

陳麗花講師 09.05 吳靜芬主任 09.21 

林正亮教授 09.06 陳中元先生 09.21 

石淑燕小姐 09.06 李美齡小姐 09.22 

戴基峰助理教授 09.09 柯建全院長 09.22 

蘇玉欣小姐 09.09 黃依玲小姐 09.22 

邱永川副教授 09.10 陳慧芳教官 09.24 

簡瑞榮主任 09.10 蔡憲昌所長 09.24 

賴俊文先生 09.10 張光亮助理教授 09.24 

謝婉雯組長 09.11 蔡崇元先生 09.24 

陳俐伶小姐 09.11 丘應讚先生 09.25 

楊詩燕小姐 09.12 王以仁教授 09.25 

蕭至惠助理教授 09.12 郭世榮副教授 09.26 

張立杰助理教授 09.12 盧金鎮教授 09.26 

吳芝儀副教授(留職停薪) 09.13 劉于雁助理教授 09.26 

陳郁馨小姐 09.13 鄭翠娟副教授 09.26 

吳游源助理教授 09.14 陳昭仁先生 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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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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洪丁教授 09.14 安凱琳小姐 09.26 

吳瑞彬先生 09.14 周西波助理教授 09.27 

楊德清所長 09.15 羅至佑助理教授 09.27 

王淑慎小姐 09.15 盧永祥助理教授 09.27 

周立勳主任 09.15 李互暉助理教授 09.27 

馮文饒助教 09.15 林永佶先生 09.27 

吳進益助理教授 09.16 任綉欽小姐 09.28 

唐進益先生 09.16 蔡榮哲副教授 09.28 

葉郁菁副教授 09.17 陳慶緒助理教授 09.28 

李明仁校長 09.17 施幸杏講師 09.29 

張筱君小姐 09.17 王璧娟教授 09.29 

張銘煌教授 09.18 胡采玲小姐 09.29 

龔婉儀助理教授 09.18 謝翠珍小姐 09.30 

吳沂玲小姐 09.18 李宗隆教授 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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