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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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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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9日台人(一)字第0970167277號函轉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訂定之「公
務人員高普初等考試增額錄取人員分發作業規定」乙案，相關規定請至本校人事
室網站/最新消息項下查閱。 

二、教育部97年9月22日台人(一)字第0970181216號函轉有關公務員服務法第8條所稱
應於「1個月內」就職之計算方式乙案，相關規定請至本校人事室網站/最新消息
項下查閱。 

三、教育部97年9月16日台人(三)字第0970176272號函略以，有關「全民健康保險法施
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乙案，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下
載。 

四、教育部97年9月17日台人（一）字第0970171954號函略以 ，有關公立學校教師職
前曾任印尼雅加達臺灣學校專任教師年資可否採計提敘薪級疑義乙案，公立各級
學校校長及教師職前曾任教育部列管之海外臺灣學校專任合格教師，其任教年資
如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得按年提敘薪級，並受本職最高年功薪
之限制；另如海外臺灣學校尚未建立與公立學校一致之薪給制度時，應依公立學
校敘薪規定將其海外臺灣學校年資逐年轉換為同級公立學校之薪級後，再採計提
敘薪級。 

五、教育部97年10月1日台證子第0970192809號書函略以，有關代理、兼任公職人員財
產申報法第2條第1項各款職務之人員，如何辦理新法申報之疑義，相關內容請逕
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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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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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繳費收據正本繳費收據正本繳費收據正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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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育部97年9月25日台人(三)字第0970182373號書函略以，為響應政府號召全民拼
經濟之政策目標，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特舉辦「公務人員拼經濟，請您出點子」有
獎徵選活動，活動期間：自民國97年9月12日至97年12月12日止；活動對象：全國
民眾均可上網提供點子；參加方式：請逕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全球資訊網首頁
(網址:http://www.cpa.gov.tw) 點選右上角「比創意拿大獎」，請同仁踴躍報名
參加。 

三、本校新修訂之分層負責明細表業刊載於本校人事室網頁「分層負責明細表」項
目，請各單位轉知所屬同仁自行至網站查閱參考。 

四、公務人員住宅及福利委員會函略以，近日國內因颱風豪雨成災，中央公教員工如
有受災，可依「中央公教人員急難貸款實施要點」規定依程序向該會申請急難貸
款。網站：www.hwc.gov.tw〈查詢方式：首頁/關於住福會/本會各組室/福利組/
急難貸款〉。 

 

『『『『智慧財產權專欄智慧財產權專欄智慧財產權專欄智慧財產權專欄』』』』 
何謂智慧財產權何謂智慧財產權何謂智慧財產權何謂智慧財產權？？？？ 

    智慧財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簡稱IPR)，係指人類精神活動之成果而
能產生財產上之價值者，並由法律所創設之一種權利。因此，智慧財產權必須兼具「人
類精神活動之成果」，以及能「產生財產上價值」之特性。就「人類精神活動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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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特性而言，如果僅是體力勞累，而無精神智慧之投注，例如僅作資料之辛苦蒐集，而
無創意之分類、檢索，並不足以構成「人類精神活動之成果」。又此一「人類精神活動
之成果」如不能「產生財產上價值」，亦無以法律保護之必要，必須具有「財產上的價
值」，才有如一般財產加以保護之必要。而1967年國際間所建立的「世界智慧財產權組
織公約」( Convention Establishing 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即
以單一之公約統一規範相關智慧財產權之保護。隨著人類文化及科技之進步，上述之定
義有些過於抽象。因此需要更精確的文字來加以規範。在1933年「關稅暨貿易總協定」
(General Agree of Tariffs and Trade, GATT)於完成烏拉圭回合談判，並於1994年簽署
了包括「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簡稱TRIPS)等協定。依據該協定第二篇，被列
入為智慧財產權的標的有： 1、著作權及相關權利 2、商標 3、產地標示 4、工業設
計 5、專利 6、積體電路之電路布局 7、未經公開資訊之保護 8、契約授權時有關反競
爭行為之控制。（中科院智權通報49期） 

◎◎◎◎如何保護智慧財產權如何保護智慧財產權如何保護智慧財產權如何保護智慧財產權？？？？ 

    智慧財產權包括：著作權、商標權、專利權等，均有涉及到創意教育，學校要落實
教育部「加強宣導校園尊重智慧財產權」的法令宣導，應先建立學生們『智慧財產權』
基本觀念，避免相關侵權行為。尤其學生們現在身處資源取得容易的資訊時代，尤其更
需要加強這方面的概念。總之~就是不要去抄襲跟別人一樣的作品東西等....... 

    究竟智慧財產權是什麼，往往眾說紛紜，不一而足。有人稱為工業財產權，有人稱
為智能財產權，大陸上叫做知識財產權。這些不同的名詞所代表的意義雖也有不同。不
過，對一般人而言，最簡單的說法就是，只要是人類智慧的結晶，並符合智慧財產權法
相關法律如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營業秘密法與積體電路電路佈局保護法所規定
的保護要件，就構成智慧財產權。 

  而這些法律所規定的保護要件，專利法為新穎性、進步性與實用性（新式樣專利則
僅要求新穎性與創作性）；著作權法為人類精神創作、原創性、為表達（expression）
而非觀念（idea）與附著在一定媒介之上；商標法為特別顯著性（識別性）、具有使用
的意思與指定所適用的商品服務、並不具有商標法第三十七條不得申請註冊的各種類
型；營業秘密法則為秘密性、價值性與採取適當地保密措施；積體電路電路佈局則為原
創性與非普遍性。 

  不過，根據一九六七年所簽訂的「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ＷＩＰＯ）公約」，則對
智慧財產權採較寬的定義，根據ＷＩＰＯ公約的定義，智慧財產權之觀念則包括下列各
種權利： 

一、文學、藝術及科學上之發現； 

二、演藝人員之表演、錄音與廣播； 

三、人類之發明； 

四、科學上之發現； 

五、產業上之新型與新式樣； 

六、製造業、商業以及服務業所使用之標章、商業名稱及營業標記； 

七、不公平競爭之防止； 

八、其他於產業、科學、文學及藝術領域範圍內，由人類智慧所產生之權利。 

  但是不論其範圍如何，若要依法行使其智慧財產權，就一定要符合法律的要件，才
能獲得法律的承認，並進而對他人主張其權利。 

（載自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智慧財產宣導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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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聚氰胺與毒奶粉三聚氰胺與毒奶粉三聚氰胺與毒奶粉三聚氰胺與毒奶粉』』』』 

        因應三聚氰胺引發的毒奶粉、毒奶精風暴，各衛生署立醫院開設免費腎結石
門診，七縣市公私立醫院的相關泌尿科檢查也減免費用，今天有家長捧著奶製品
帶著孩子去檢查，迄今除了先前的台中縣一幼童疑似受害外，尚未有幼兒受害案
例傳出。 

       中央社9月24日報導，行政院衛生署技監暨醫院管理委員會執行長黃焜璋指
出，今天二十四家署立醫院腎結石門診病患五百零七人，其中九十九名小孩都沒
有腎結石。 

       以署立台北醫院為例，六十多人受檢，兒童個案是少數，家長反映孩子吃太多
牛奶布丁，擔心吃進三聚氰胺，也有民眾帶來奶粉送驗。整體而言，都會區民眾
消息靈通也手腳快，非都會區的少數署立醫院腎結石門診卻門可羅雀。根據今天
署立醫院的腎結石門診人數統計，四百多名受檢成人，只有十一人（佔百分之二
點七）驗出腎結石。 

       根據中央健保局統計，去年全年二十三萬六千多人次腎結石住院及門診病患
中，只有三十五人次是低於三歲以下孩童，兒童罹患腎結石的情況相當罕見。 

         【【【【中央網路報中央網路報中央網路報中央網路報】】】】 

                            台灣泌尿科醫師黃醫師表示，三聚氰胺本身並不是食品添加物，過去也從來沒
有人把三聚氰胺加入食物內，所以過去食用三聚氰胺對人體會有何傷害並不清
楚。 

       過去只曾經在動物做過實驗，發現動物一次大量食用並沒有明顯中毒現象，動
物實驗中大鼠口服的半數致死量大於3克/公斤體重，長期食用會導致膀胱結石、
膀胱腫瘤及膀胱癌。 

       一直到去年(2007)，美國爆發4000多隻寵物（貓狗）急性腎衰竭死亡事件。當
時經過調查才發現是因為寵物食品中的小麥蛋白粉以及大米蛋白粉被加入三聚氰
胺（摻雜了≤6.6%三聚氰胺的小麥蛋白粉），才開始認識到三聚氰胺對動物腎臟
的傷害。當時的分析發現，被污染的食物中不只是有三聚氰胺（melamine），還
有三聚氰酸（cyanuric acid）以及其他的化學成分如：methylmelamine, ammeline,
和ammelide。 

         【【【【大紀元新聞網大紀元新聞網大紀元新聞網大紀元新聞網】】】】 

                        毒奶粉事件引起民眾恐慌，署立南投醫院24日召開緊急會議並開設特別門診，
包括泌尿、小兒等科均提供腎結石特別門診與篩檢服務，且免收掛號費及部分負
擔，埔里榮民醫院也提供免收掛號費的篩檢服務；衛生局則設置單一窗口與專線
電話，受理民眾申請三聚氰胺免費檢驗。 

       南投醫院院長陳能瑾表示，包括小兒科、泌尿科、家醫科等科別均已開設腎結
石特別門診，昨天首日即有10多名成人、小孩前往掛號就診，雖未發現有腎結石
症狀，但就診民眾均憂心因曾飲用中國問題乳製品，唯恐罹患腎結石陳能瑾強
調，只要是掛號腎結石特別門診均予免收掛號費與部分負擔，同時提供驗尿、超
音波及X光等篩檢服務；至於檢驗報告也會儘快讓民眾瞭解、安心；泌尿科醫師
林紋旭指出，其實成人若食用含有微量三聚氰胺的食品，都會經過自然代謝機制
排掉，不需過度擔心，但哺乳期嬰兒若長期食用該類食品則確實需要儘快就診，
以免健康受損。 

         【【【【自由時報電子報自由時報電子報自由時報電子報自由時報電子報】】】】 

～～～～人事室人事室人事室人事室、、、、衛保組關心您衛保組關心您衛保組關心您衛保組關心您～～～～ 

 

職務異動： 

人事動態人事動態人事動態人事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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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份壽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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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訓室 上校 劉尉龍 退伍 97.10.25 

研究發展處 組長 張育津 陞遷 97.09.05 

財務金融學系 專案工作人員 黃依玲 到職 97.08.07 

學生事務處 專案工作人員 陳螢柔 到職 97.09.02 

園藝學系 技佐 郭信厚 離職 97.09.07 

學生事務處 專案工作人員 林姿吟 離職 97.09.14 

電子計算機中心 專案工作人員 鄭曉嵐 離職 97.09.15 

    姓姓姓姓        名名名名    姓姓姓姓名名名名        姓姓姓姓        名名名名    姓姓姓姓名名名名    

劉馨珺助理教授 陳聖謨校長 李孟育助理教授 蘇育令助理教授 

董維助理教授 楊雅雲小姐 曾素玲講師 吳德輝講師 

盧天麒副教授 許秋昇先生 周仲光教授 洪泉旭先生 

龔惠如小姐 熊文俊副教授 劉景平院長 葉進儀副教授 

蔡賜福先生 吳振賢講師 土屋洋助理教授 楊睿峰先生 

黃朝嘉講師 鄭秋玲副教授 嚴志弘助理教授 汪振國先生 

蔡柳卿教授 沈玟君小姐 吳姈娟助理教授 林明煌助理教授 

林彩玉組長 黎慶教授 溫英煌先生 陳建元助理教授 

翁裴昕小姐 廖淑員小姐 張雯組長 廖以民組長 

吳金香所長 胡麗紅小姐 陳碧秀副教授 古國隆副教授 

吳秀雲小姐 藍國慶先生 江秋樺主任 丁心茹助理教授 

蔡秋美小姐 郭建賢助理教授 黃襟錦助理教授 鄭建中教授 

溫演福助理教授 陳明娟副教授 郭怡君小姐 林幸君副教授 

潘宏裕先生 康風都講師 黃國鴻副教授 朱彩馨助理教授 

林文進先生 林樹聲副教授 洪燕竹主任 廖秋成副教授 

黃膺任講師 許家驊副教授 侯碧慧小姐 章定遠主任 

陳柏璋助理教授 李發利先生 張栢祥副教授 張志成助理教授 

鄭秋平副教授 朱銘斌先生 蔡樹旺副教授 劉漢欽助理教授 

張淑媚助理教授 邱宗治主任 邱活泉講師 張麗貞小姐 

周志宏先生 葉芳姣小姐 吳永勤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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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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0000月月月月份份份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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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