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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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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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台人(一)字第0970197335號函轉銓敘部令以，應民國76年全
性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技術人員自動控制工程科考試及格人員，得適用機械工程
系。 

二、教育部97年10月15日台人(二)字第0970203035號函略以，「天然災害停止辦公及
上課作業辦法」第 2條、第 3條，業經行政院97年10月 9日院授人考字第
號令修正發布施行，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下載。 

三、教育部97年10月23日台人(二)字第0970204026號函轉行政院秘書長函以，有關各
機關以補助或委辦費等為財源支應派員出國案件，若其補助出國經費業經其他
會主管機關審核通過者，仍須依規定報送其上級主管機關核定。相關內容請逕
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下載。 

五、教育部97年10月8日台人(三)字第0970194874號書函略以，有關 銓敘部函知各機
關對於依公務人員退休法辦理年滿55歲自願提前退休並加發退休金者，應避免於
其退休後1年內任用為公務人員，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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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97年10月13日台總(一)字第0970202286號函略以，有關94年度(含)以前之中
央公教人員購置住宅貸款，借款人負擔之優惠利率，自97年10月3日起貸款利率
原年息2.767％調降為2.717％。 

二、教育部97年10月23日台總(一)字第0970211668號函略以，有關94年度(含)以前之中
央公教人員購置住宅貸款，借款人負擔之優惠利率，自97年10月16日起貸款利率
由原年息2.717％調降為2.617％。 

三、教育部97年10月28日台總(一)字第0970215540號函略以，公務人員住宅及福利委
員會遴選合作金庫商業銀行承作之「2007~2008貼心相『貸』－公教員工低利貸
款」，貸款利率係按上開郵政儲金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固定加碼0.365%計算，
配合中華郵政公司上開利率調整，本項貸款利率亦隨之調降為年息2.940％。另
會遴選彰化銀行承作之「『築巢優利貸』－2007~2008全國公教員工房屋貸款」，
貸款利率原係按郵政儲金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固定加碼0.36%計算，97年8月1
日起調降為0.265％，配合本次郵政儲金利率調整，該貸款利率亦隨之調降為
2.84％。 

四、台灣銀行公教保險部97年10月24日函略以，修訂「公教人員保險殘廢證明書」格
式，增列「說明」欄，並增加「公教人員保險被保險人委託查詢病歷資料同意
書」。 

五、教育部97年10月24日台人(二)字第0970210188號函略以，公務人員於休假期間遇
颱風致停止上班上課時，已啟程從事旅遊者，停止上班期間得自行決定是否仍請
休假，以符合請領休假補助費，因此，公務人員於97年9月26日(週五)、29日(週
一)請休假2日，各有刷卡且符合原「異地」規定，自得請領休假補助費；如於9
月29日薔蜜颱風來襲停止上班日，決定銷假改以停止辦公登記，則該休假期間之
刷卡費用，因未符原隔夜、異地規定，尚不得請領補助費。另兼任行政職務教師
休假請領國民旅遊卡休假旅遊補助，亦比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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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育部97年10月02日台人(二)字第0970193772B號函略以，為避免機關員工集中於
年底休假刷卡消費，影響人力調配及造成檢核系統作業負荷過大，並為利強制休
假補助費之核發作業，請本年度尚未持用國民旅遊卡消費請領休假補助費之同仁
及早規劃休假，並依規定時限完成請領事宜。 

七、教育部97年9月26日台人(二)字第0970187091號函略以，各機關如因同仁或其直系
親屬身故，有派員參加公祭並協助處理相關後續照護事宜之必要時，得由機關首
長參酌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及銓敘部85年11月25日85台法二字第1382952號函之
意旨，依權責認定確屬執行公務後，據以核給公差及報支差旅費，惟為避免引發
爭議，其差假應以名實相符之事由登記，不宜僅以「參加公祭」為登記事由。 

八、為持續提供教職員工優質服務，本校增列1家特約商店：神戶國際美食料理館；
地址：嘉義市彌陀路276號，電話：（05）2783555，優惠內容：免收1成服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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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部落格在部落格在部落格在部落格(Blog)(Blog)(Blog)(Blog)分享他人的音樂分享他人的音樂分享他人的音樂分享他人的音樂、、、、文章文章文章文章、、、、影片之著作權問題說明影片之著作權問題說明影片之著作權問題說明影片之著作權問題說明 

    阿明在看了最近熱門的電影國片「海角七號」後，深受電影內容感動，對於片中播
放的音樂更是喜愛，於是阿明將該電影主題曲及一小段內容放在自己的部落格裡，這樣
的行為是否違反著作權法？ 
    由著作權法的角度來觀察，使用者在部落格上分享自己的獨立創作（例如：美食經
驗分享、旅遊雜記、心情日記、寵物或寶寶照片或婚禮過程攝影等），由於發表人自己
就是著作權人，當然可以自行以各種方式利用自己的著作。但是，若是透過部落格使用
或分享他人的著作（例如：轉貼他人的文章、新聞報導、使用他人音樂作為背景音樂、
截取電影或電視的影音內容分享予其他使用者等），則因為涉及他人著作的重製與公開
傳輸的行為，若非屬合理使用，在未經著作財產權人合法授權的情形，則會構成著作權
的侵害。
    由於在部落格上分享他人著作，會涉及重製及公開傳輸的行為，因此，必須分別觀
察使用者的重製及公開傳輸行為，其中，公開傳輸行為因為網際網路無遠弗屆，一旦著
作被公開傳輸在網路上流通，供人閱覽或欣賞，對於著作權人影響層面擴大，因此，一
般來說，使用者公開傳輸行為，符合著作權法合理使用規定的空間非常小。
    至於，有哪些部落格使用行為可能可以主張是合理使用，如網路上他人所發表的時
事問題論述，若是作者並沒有聲明禁止轉載或公開傳輸，則可進行轉載；合理引用他人
著作以供自己創作，並進而在自己的部落格上與人分享；政府機關為著作人的著作，合
理範圍內，在網路上利用；屬於政治、宗教、司法、行政等公開演說、裁判程序或公開
陳述，在部落格上張貼等等。另有些網友會把自己認為有趣的部落格文章，在自己的部
落格上做簡單的摘要，並提供原文的連結，若這類的摘要並沒有產生取代原文章、作品
的效果，只是單純介紹使用者有這樣的文章可以前往一觀，應該可認為是屬於合理使
用，並不會有侵害著作權的問題。 

資料來源：智慧財產權電子報  97年10月5日第28期 

 

   『『『『流感疫苗及肺炎鏈球菌疫苗流感疫苗及肺炎鏈球菌疫苗流感疫苗及肺炎鏈球菌疫苗流感疫苗及肺炎鏈球菌疫苗    10/110/110/110/1開始免費接種開始免費接種開始免費接種開始免費接種    』』』』 

    呼吸道疾病感染高峰期即將來臨，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宣布，10月1日開打公費流感疫
苗，以及提供全國75歲以上老人，接種肺炎鏈球菌疫苗，期能減少因肺炎鏈球菌感染及
可能引發腦膜炎、肺炎等侵襲性病症與嚴重併發症的機率。 

    今年度公費流感疫苗計畫施打對象為65歲以上老人、安養機構住民及工作人員，滿6
個月以上至3歲以下的幼兒、國小1至4年級學童、罕病患者、重大傷病患者，以及醫事及
衛生單位之防疫相關人員、禽畜養殖及動物防疫工作人員等流感高危險群。 

    疾病管制局表示，肺炎鏈球菌疫苗是一種相當安全的不活化疫苗，國際間多建議在
流感流行季節時與流感疫苗分開不同部位同時接種，更能有效地預防肺炎等嚴重併發症
的發生，達到更佳的保護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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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炎鏈球菌疫苗一般接種1劑即可，若為經醫師評估之高危險群，間隔5年以上可再
接種第2劑，但5年內應避免重複接種。在接種實務作業上統一右手打肺炎鏈球菌疫苗，
左手打流感疫苗。接種後請於接種單位或附近休息並觀察至少30分鐘，無恙後再離開；
如有特殊不良反應，應儘速就醫，並立即通報當地衛生單位，釐清原因。 

    計畫實施對象如果同時接種流感疫苗與肺炎鏈球菌疫苗，診察費由政府公務預算支
應，民眾僅需負擔掛號費等；如僅接種肺炎鏈球菌疫苗，個案則須自付診察費；凡年滿
75歲以上老人，請攜帶身分證及健保IC卡，到各地衛生所或合約醫院診所接種，接種作
業將執行至疫苗用完為止。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流感防治網：http://flu.cdc.gov.tw 

疾病管制局網站：http://www.cdc.gov.tw 

疾管局24小時免付費諮詢專線：1922 

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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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份壽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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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修推廣部學生事務組 組長 吳松坡 兼行政職 97.10.25 

秘書室 秘書 蘇霈蓉 陞遷 97.10.08 

軍訓室 中校 劉代安 退伍 97.11.17 

人事室 組長 楊俊庭 離職 97.10.15 

特殊教育學系 專案工作人員 林秀妹 離職 97.10.15 

幼兒教育學系 專案工作人員 黃心怡 離職 97.10.16 

學生事務處 專案工作人員 呂苑慈 到職 97.10.06 

電子計算機中心 專案工作人員 唐周源 到職 97.10.16 

特殊教育學系 組員 張翠雯 新進 97.10.16 

幼兒教育學系 組員 楊宜靜 新進 97.10.17 

人事室 組長 李明恩 新進 97.11.01 

總務處 技佐 蕭百成 新進 97.10.31 

實習輔導處 組員 黃有慶 新進 97.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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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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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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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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明仁副教授 周洪世明先生 李宜倫先生 蔡忠道教授 

唐榮昌主任 蕭蘭婷助教 王皓立助理教授 康世昌副教授 

江亭穎小姐 劉文堂先生 陳麗圓助理教授 江玫嬛組長 

池進通副教授 鄭鈺潔小姐 郭東發先生 蔡良瑞先生 

陳俊德組長 劉祥通主任 柯翠蘭小姐 張榮欽先生 

吳桂平先生 王敬忠先生 唐周源先生 楊宜靜小姐 

周台英小姐 歐信斌先生 曹勝雄所長 羅允成組長 

顏璉瑋先生 賀招菊小姐 曹國樑先生 溫定國先生 

蔡巨才教授 蔡蕎璟小姐 楊朝旺助理教授 吳瑞得助理教授 

郭怡君助理教授 潘治民主任 張文興組長 陳志誠助理教授 

王源東主任 陳宗和副教授 黃子庭助理教授 王瑞壎副教授 

鄭靜宜小姐 陳香君助理教授 侯堂盛講師 王映丹小姐 

林雅容小姐 李春壽組長 陳立耿助理教授 姜得勝教授 

鄭思琪小姐 陳淳斌組長 陳鵬文助理教授 蔡佺廷教授 

劉文英組長 尤至綸先生 吳子雲組長 簡美玲小姐 

楊玄姐小姐 陳瑞祥副教授 張家銘組長 楊奕玲主任 

呂苑慈小姐 陳俊憲組長 沈枚翧小姐 蔡智賢教授 

黃明章教官 蔡竹固教授 陳淑芬小姐  

徐錫樑教授 張義隆副教授 宋聖玲小姐  

楊仁岡副教授 簡添興教授 張心怡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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