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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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銓敘部函有關公務員得否於公餘兼任社區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並領有車馬費疑
一案，其說明如下： 

(一)依據教育部97年11月12日台人（一）字第0970225075號書函辦理。 

(二)查公務員服務法（以下簡稱服務法）第14條第1項規定：「公務員除法令所規定
外，不得兼任他項公職或業務。其依法令兼職者，不得兼薪及兼領公費。」第
條之2規定：「（第1項）公務員兼任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之職務，受有
報酬者，應經服務機關許可。機關首長應經上級主管機關許可。（第2項）前項
許可辦法，由考試院定之。」第14條之3規定：「公務員兼任教學或研究工作或
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之職務，應經服務機關許可。機關首長應經上級
管機關許可。」復查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8條第1項規定：「公寓大廈建築物所
有權登記之區分所有權人達半數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半數以上時，起造
人應於3個月內召集區分所有權人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
選管理負責人，並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備。」再查銓敘部96年5月23日
法一字第0962802975號電子郵件略以，公務員得否兼任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委員
或主任委員，應視該職務是否受有報酬，分別依服務法第14條之2及公務員兼任
非營利事業或團體受有報酬職務許可辦法，或服務法第14條之3規定辦理─亦即
均須經服務機關審酌實際情形及相關規定許可之（機關首長應經上級主管機關許
可）。    

二、教育部97年10月31日台人(一)字第0970215504號函轉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函
以，有關該局82年3月2日八十二局貳字第07062號函，即日起停止適用，
詳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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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台人(二)字第0970226949號函略以，有關配合性別工作平等
法部分條文修正，公務人員陪產假依該法規定由2日修正為3日，至關於教師請假
部分，於教師請假規則配合修正前，各級學校教師請陪產假日數亦依性別工作平
等法之規定辦理。 

四、教育部97年11月7日台人(二)字第0970186834A號函略以，為保障教師之工作權，
請依教師請假規則及性別工作平等法相關規定，核予教師娩假、陪產假及育嬰留
職停薪乙案。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下載。 

五、教育部97年10月31日台人(二)字第0970212578B號書函略以，有關公立各級學校向
教師收集個人資料(如指紋、病歷、財務狀況等其他足資識別該個人之資料)，應
依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等相關規定辦理。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
最新消息項下下載。 

六、教育部97年10月31日台人(三)字第0970203604E號函略以，檢送「學校教職員撫恤
條例」第3條規定解釋令影本1份。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
下下載。 

七、教育部97年11月06日台人(二)字第0970215418號書函轉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函以，
有關公立大學教師轉任政務人員，健康檢查補助費申請疑義一案。相關內容請逕
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下載。 

八、教育部97年11月11日台文(四)字第0970225965號函略以，檢送行政院衛生署本(97)
年11月7日署授疾字第0970001209號令發布「受聘僱外國人入國後健康檢查醫院指
定與管理辦法」第四條修正條文。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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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台人(一)字第0970223404號函轉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函
以，98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預定於98年9月26日至28日舉行，請協助
宣導本項考試訊息，並鼓勵符合報考資格之原住民籍學生儘早準備，詳細內容請
至本校人事室網站/最新消息項下查閱。 

二、教育部97年11月10日台總(一)字第0970224840號函略以，有關「貼心相『貸』－
公教員工低利貸款」配合中華郵政公司已於97年11月04日調降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
利率為年息2.475％，本項貸款利率亦隨之調降為年息2.84％。另「『築巢優利
貸』－2007~2008全國公教員工房屋貸款」配合本次郵政儲金利率調整，該貸款利
率亦隨之調降為2.74％。 

三、教育部97年11月12日台總(一)字第09702282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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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4日起貸款利率
原年息2.617％調降為2.517％。 

四、教育部97年11月18日台總(一)字第0970231233號函略以，有關「貼心相『貸』－
公教員工低利貸款」配合中華郵政公司已於97年11月12日調降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
利率為年息2.225％，本項貸款利率亦隨之調降為年息2.59％。另「『築巢優利
貸』－2007~2008全國公教員工房屋貸款」配合本次郵政儲金利率調整，該貸款利
率亦隨之調降為2.49％。 

五、教育部97年11月20日台人(三)字第0970236148號書函略以，檢送行政院「院長致
全體公務人員的一封信─國家的基石、人民的依靠」原文1份。相關內容請逕至
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 下載。 

六、教育部97年7月3日台人(三)字第0970127051號函轉行政院函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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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自97學年度第2學期起實
施。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 下載。 

七、教育部97年7月18日台人(三)字第0970139215號函轉行政院函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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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
/最新消息 下載。 

八、教育部97年11月28日台總(一)字第0970240636號函略以，有關97年度住宅補貼第2
次受理申請期限及辦理方式乙案。租金補貼自97年11月25日至97年12月31日止，
採「評點制」方式辦理；購置及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自97年11月25日至98年2月
25日或額滿為止，採隨到隨受理方式辦理。詳細內容請至營建署網站(網址：
http：//www.cpami.gov.tw)查詢。 

九、為增進本校公教人員了解退休權益、熟悉相關法律及制度，特舉辦「公教人員退
休權益與維護」講座，並於講座結束後，隨即辦理97年度第4季（10月至12月）教
教職員工慶生會。 

（一）參加對象：本校教師、公務人員、專案工作人員及工友。 

（二）時間：97年12月26日（星期五）13時30分至17時。 

（三）地點：本校蘭潭校區國際會議廳。 

（四）講座：教育部人事處賴專門委員俊男。 

十、為持續提供教職員工優質服務，本校增列1家特約商店：米娜服飾 

    地址：嘉義市民權路120號； 

    電話：（05）2785103； 

    優惠內容：原價2-3折、消費即送Q10面膜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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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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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場所或客運汽車播放廣播節目相關著作權問題說明營業場所或客運汽車播放廣播節目相關著作權問題說明營業場所或客運汽車播放廣播節目相關著作權問題說明營業場所或客運汽車播放廣播節目相關著作權問題說明 

收聽廣播也會成為違反著作權被告嗎？日前有客運司機在車上聽警廣，卻遭音樂著作權
仲介團體指該公司駕駛違反著作權法，寄發存證信函，雖經本局向該仲介團體查證後，
該仲介團體表示至今未對客運公司或其司機採取任何法律訴訟，然而本案仍引發社會大
眾關注著作權法相關規定，到底在公眾場合收聽廣播或收看電視會不會違反著作權法？
一般我們到餐廳、咖啡店、百貨公司、賣場、便利商店、公眾運輸交通工具等，常聽到
廣播節目正在播放節目或歌曲，都是不合法的嗎？本局表示，單純收聽或收看廣播、電
視，沒有著作利用的行為，當然不會違反著作權法，也不需要向著作財產權人或仲介團
體取得授權，至於營業場所播放廣播、電視給顧客欣賞須不須要取得授權？則要視其有
無著作利用行為而定。 

一、哪些創作受著作權法保護？
著作權法所保護的「著作」係指屬於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之創作，因此，
語文、音樂（詞或曲）、美術、圖形、視聽、錄音、戲劇舞蹈、建築及電腦程式作品等
創作，都是人類精神創作與智慧結晶，均受著作權法保護。 

二、廣播業者播送節目，需要付費取得授權嗎？
以基於公眾直接收聽或收視為目的，藉由無線電波或是有線電纜，以廣播系統
(broadcast)傳播著作的行為，即屬「公開播送」利用著作行為。廣播業者播送節目，通
常會涉及音樂著作、錄音著作或視聽著作的公開播送，應向著作權人或著作權仲介團體
付費取得授權。 

  三、 營業場所播放廣播、電視給顧客欣賞要取得授權之情形？
一般餐廳、咖啡店、百貨公司、賣場、便利商店、公眾運輸交通工具等營業場所，播放
廣播、電視給顧客欣賞，不論廣播公司是否已經取得公開播送的授權，如係營業場所接
收原電視台、廣播電台所播送的聲音或影像後，另外拉線或加裝喇叭，擴大原電視台、
廣播電台播送的效果，是另一個著作利用的行為，要另外依著作權法取得授權。通常民
眾會關切，如廣播或電視台業者已經取得授權，那為何收聽音樂或收看節目之營業場所
還另外取得授權？其實，這是由於不同的利用行為所致。 

四、上述營業場所有不須取得授權之情形嗎？
上述公眾場所如係打開電視機、收音機單純接收廣播電台或電視台之節目之情形，而沒
有另外加裝擴音設備或其他器材再擴大原播送之效果者，則不涉及利用著作的行為，無
須向著作財產權人或著作權仲介團體洽取授權。  

五、個人或家庭收聽廣播或收音機，要不要取得授權？
個人或家庭收聽廣播電台播放之節目或歌曲，並不涉及著作權法中之著作利用行為，無
需向著作財產權人或著作權仲介團體取得授權。 
資料來源：智慧財產權電子報  97年11月5日第29期 

    

『『『『疾病管制局公布疾病管制局公布疾病管制局公布疾病管制局公布2008200820082008年年年年10101010月份法定傳染病統計月份法定傳染病統計月份法定傳染病統計月份法定傳染病統計』』』』 

資料來源: 第五組
日期: 2008/11/11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表示，以發病日統計（慢性病則以診斷日統計），我國今年10月
法定傳染病確定病例共2,552例。2007年同期之確定病例計3,147例。 

    今年10月2,552例確定病例中，無第一類及第五類傳染病；第二類傳染病195例，前三
位依序為登革熱155例、急性病毒性Ａ型肝炎17例及阿米巴性痢疾14例。第三類傳染病
2,034例，前三位依序為結核病1,124例、梅毒706例、淋病151例；第四類傳染病76例，前
三位依序為侵襲性肺炎鏈球菌感染症49例、恙蟲病19例、鉤端螺旋體病3例。另外，人類
免疫缺乏病毒（HIV）感染171例，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76例。 

境外移入之傳染病確定病例10月份共47例，以登革熱28例居首；阿米巴性痢疾6例、桿菌
性痢疾4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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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以10月份各種傳染病確定病例數與前三年同期確定病例平均數比較，超出前三年
平均值之疾病如下：阿米巴性痢疾（第二類法定傳染病）、急性病毒性Ａ型肝炎（第二
類法定傳染病）、梅毒（第三類法定傳染病）、淋病（第三類法定傳染病）、腸病毒感
染併發重症（第三類法定傳染病）等。
詳情請參見該局網站（http://www.cdc.gov.tw）。 

                中國海南省爆發霍亂疫情中國海南省爆發霍亂疫情中國海南省爆發霍亂疫情中國海南省爆發霍亂疫情，，，，疾管局籲請前往當地出遊的民眾注意飲食及個疾管局籲請前往當地出遊的民眾注意飲食及個疾管局籲請前往當地出遊的民眾注意飲食及個疾管局籲請前往當地出遊的民眾注意飲食及個
人衛生人衛生人衛生人衛生。。。。 

 資料來源: 第二組 

 日期: 2008/11/4 

    據疾病管制局搜尋之資訊及中國大陸官方網站（海南省衛生廳）、媒體（新華網）
刊載之資料顯示，中國海南省儋州市及省會海口市近期爆發霍亂疫情，截至今日(11/4)
止，該省累計個案已達51例，海南大學更因多名學生感染而封閉。據報導海南省於10月
份持續豪雨，環境與飲水遭受污染，研判可能是引起霍亂的原因。臺灣因鄰近大陸，國
人赴大陸經商、求學、就業或探親的人數日益增加，兩岸往來十分密切及頻繁，依據海
南省商務廳登記註冊有案之台商合計達1,580家，而海南島也是頗受國人喜愛之旅遊地
點，疾病管制局已持續瞭解當地疫情現況，提供民眾相關訊息。 

    霍亂係因生食或食用未煮熟受污染的食物或飲水而感染，係一種猝發性的急性細菌
性腸炎，潛伏期為數小時至5天，通常為2-3天，症狀包括大量米湯樣水性腹瀉、嘔吐、
快速脫水、酸中毒和循環衰竭等，其輕重程度因人而異。疾病管制局提醒旅行業者帶團
至海南島旅遊時，應慎選當地安全衛生的餐飲業者，避免生食、生飲（飲用煮沸的開水
或包裝飲用水），並落實飯前便後勤洗手之良好衛生習慣，如有身體不適症狀，亦應儘
速就醫治療。 

    為因應中國海南省霍亂疫情，疾病管制局已督促各國際港埠檢疫單位，加強入出境
中國之旅客衛教宣導及檢疫措施。該局呼籲，民眾於返國入境時，應注意自己的健康狀
況，如有出現嘔吐、腹瀉及水瀉等霍亂疑似症狀時，應告知機場檢疫人員，並填寫「傳
染病防制調查表」，如於返國後一週內出現上述不適症狀，亦可能是在國外旅遊時感
染，仍應儘速就醫，並告知醫師旅遊史及接觸史，以提供醫師診治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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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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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產科學系 教授 蘇文清 升等 96.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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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高塚教授 陳美鈴副教授 呂美娟小姐 何嘉瑞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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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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22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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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富雄助理教授 周英宏先生 何慶煌副教授 黃光亮主任 

蘇炯武助理教授 陶蓓麗教授 張岳隆助理教授 洪滉祐主任 

林琮瀚先生 林明毅先生 邱義源院長 吳瓊洳副教授 

李瑜章副教授 楊荐翔先生 吳忠武主任 羅嘉琪小姐 

徐妙君小姐 陳桐榮副教授 羅光耀主任 李佩倫助理教授 

陳玉鈴小姐 陳麗芷組長 陳忠慶主任 鍾宇政助理教授 

許雪峨小姐 李茂能教授 游育雯小姐 陳佳慧助理教授 

滕中瑋先生 沈榮壽主任 李燈銘先生 徐超明副教授 

陳永祥講師 林美文小姐 陳永原先生 謝恩頌先生 

林榮流教授 趙茂榮講師 呂鳴宇副教授 蔡佳玲小姐 

馮曉庭助理教授 鄭永明先生 林鴻敦小姐 李茹香小姐 

余淑瑛副教授 吳一宏先生 黃正良助理教授 王香富小姐 

黃文祿講師 洪一弘副教授 莊晶晶助理教授 古森本教授 

王政龍助教 孫玉華小姐 葉晏妤小姐 孫麗卿組長 

蔡明善副教授 程婉若助理教授 高淑清主任 梁炳琨副教授 

吳美瑾小姐 楊孟華講師 林煌桂先生 陳信良助理教授 

鄭秋興先生 梁育銘先生 楊宗鑫先生 楊智評先生 

劉達恩先生 何宜娥小姐 林仁煌先生  

王露儀小姐 黃清旺副教授 蕭幸芬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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