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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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97年12月26日台人(二)字第0970258196號函略以，有關修正「各機關加班
費支給標準」七、規定一案。有關「各機關加班費支給標準」七、原規定為：
「加班所需經費在原有預算科目支應，並不得超過各該機關90年度加班費實支
額之八成，並不得以任何理由請求增列經費」。現修正為:「加班所需經費在原
有預算科目支應，並不得超過各該機關90年度加班費實支數額之八成。除為處
重大專案業務，或解決突發困難問題，或搶救重大災難等，於適用上開規定有
殊困難時，得專案報請行政院核議外，不得以任何理由請求增列經費。」相關
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下載。 

二、 教育部98年2月9日台人(三)字第0980018355號函略以，有關「全國軍公教員工待
遇支給要點」附表九「子女教育補助表」規定之相同學制及同一學制如何認定
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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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2月9日台人(三)字第0980018303號函轉行政院函以，該院民國61年12
月18日臺61人政肆字第39963號函有關2、3年制專科畢業生再考取大學2、3年
其在校肄業期間，准照規定發給子女教育補助之規定一案，自97學年度第2學期
起停止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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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2月5日台人（一）字第0980013488C號令修正發布「國立大學校務基金
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第4點、第5點、第6點，相關修正
規定請至本校人事室網站/最新消息項下查閱。 

五、教育部98年2月24日台人（二）字第0980022853號函略以，有關為利自我成長及職
場銜接，公務人員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從事終身學習活動，得依規定採計終身學習
時數及公務人員育嬰留職停薪期間，依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4條規定及銓敘
部97年12月8日部銓四字第0973001827號書函意旨，尚不得從事由機關核准或選送
之進修乙案，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下載。 

六、考試院98年2月4日考臺組壹一字第09800007451號令修正發布「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規則」，相關修正規定請至本校人事室網站/最新消
息項下查閱。 

七、教育部98年2月18日台人(一)字第0980018554號函轉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函以，請加
強維護貴機關臨時人員之工作權益，如確有必要採勞務外包或勞動派遣時，仍應
督促事業單位遵守勞動基準法等相關規定。 

八、教育部轉銓敘部98年2月9日部退一字第0983013379號函略以，為維護退休人員之
權益，對於支（兼）領一次退休（職）金之退休（職）人員，如符合辦理優惠存
款之資格者，其於退撫新制施行前年資所支（兼）領之一次退休（職）金，得由
支給機關或服務機關自行審酌其退休（職）金發放實務作業，以及退休（職）當
事人之意願，以直撥入帳方式辦理優惠存款。銓敘部為再簡化申請辦理直撥入帳
手續，原退休(職)公(政)務人員應親持前往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或其所屬分行
辦理優惠儲蓄綜合存款帳戶之「聲明書」及「擬退休(職)人員一次退休(職)金及
公保養老給付得辦理優惠存款證明單」，自98年2月9日起修正合併為「公(政)務
人員擬退休(職)辦理優惠儲蓄綜合存款戶開戶聲明書暨最後服務機關證明書」，
相關表件請於銓敘部全球資訊網「下載專區」/「常用表格文件下載」/「公文書
橫書常用書表」中下載。 

九、教育部以98年2月16日台人（三）字第0980020832函轉有關公立幼稚園教師曾任托
兒所保育員年資採計退休年資之相關釋示，業刊載於本校人事室網站「最新消
息」，請同仁自行瀏覽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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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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2月17日台人(三)字第0980022075號函略以，有關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函
以，內政部辦理98年度青年安心成家住宅補貼，受理申請期間自98年2月16日起至
98年3月27日止。 

二、教育部98年2月20日台人(二)字第0980024876號書函略以，有關公務人員住宅及福
利委員會函送「2009愛戀久久-春季中央機關未婚同仁聯誼活動」實施計畫、各
次活動行程表及報名表各1份，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下
載。 

三、98學年度本校附設實驗小學一年級新生及幼稚園新生入學申請案，自即日起受理
申請，欲申請之同仁請填寫登記表並加蓋單位章戳後於本(98)年3月25日前向人事
室提出。相關內容暨登記表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下載。 

四、教育部98年2月27日台總(一)字第0980031661號函略以，有關國軍官兵購置住宅貸
款利率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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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年2月20日起依規定由原年息1.217﹪調降為年息1.167﹪。 

五、教育部98年2月27日台人(二)字第0980027698B號書函略以，檢送美國布魯金斯研
究院(Brookings Institution)之東北亞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Northeast Asia 
Policy Studies)98年及99年訪問學人計畫1份，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
最新消息項下下載。 

六、為持續提供教職員工優質服務，本校增列2家特約商店： 

（一）佳芬健康生活館 

地址：嘉義縣民雄鄉民生路29-2號； 

電話：（05）2262322；0987465953 

優惠內容：身體課程單堂500元、體驗價400元、買10送1優惠價4000元。 

（二）040南洋複合式異國料理 

地  址：嘉義市新榮路262號 

電  話：（05）2288789 

優惠內容：用餐9折、附餐飲料免費續杯。 

 

『『『『人權素養專欄人權素養專欄人權素養專欄人權素養專欄』』』』 

台灣公民社會對以巴衝突的緊急呼籲 

由於以色列自去年12月27日起，以反制哈瑪斯持續從迦薩發射火箭攻擊以國平民為由，
對迦薩走廊發動空襲與砲擊，並自今年1月3日起發動地面攻勢，迄今已造成當地巴勒斯
坦人民逾500人喪生，其中半數為平民、警察等非戰鬥人員，包括許多兒童，受傷的平民
人數則已超過2000人；在以色列方面，也已有4人傷亡。 

迦薩面積360平方公里，正好是台灣的百分之一。如按台灣的比例計算，迦薩只能住23萬
人，但實際上卻擠進了150萬人。在以色列的軍事與經濟封鎖下，這150萬人的基本衣食
健康狀況已極惡劣（例如根據Johns Hopkins大學的研究調查，53%生殖年齡的婦女和44%
的兒童患有貧血症）。本來已經戰禍連連；如今密集空襲與砲擊之外，又有地面戰爭，
其所將造成的對平民的傷害更將難以想像。 

站在維護人權與人道的立場，我們對以巴雙方以平民為目標互相攻擊的不法行為，深感
憤怒。在世人剛剛慶祝〈世界人權宣言〉六十週年的當下，這樣肆無忌憚違悖國際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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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的暴力行為，尤其以色列「反擊」之一如往例無視比例原則，更令人齒寒。 

我們了解，巴以雙方的衝突有其複雜的歷史背景以及國內、國際政治的因素。但任何這
樣的因素都不能合理化對生命的踐踏。我們更憂慮，冰冷的傷亡統計數字所代表的，是
多少破碎的家庭和未竟的人生夢想。這些永難彌補的人性創傷，將使兩個民族的仇恨更
難化解，和平更為遙遠。 

做為地球的共同居民，我們無法對如此反人性的暴行視而不見，也無法不去擔心聽似遙
遠的砲聲對人類安全的共同警訊，所以我們不能沉默以對。 

我們共同呼籲： 

1.   衝突各方的軍隊及武裝團體應立即停火，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 

2.   衝突各方應尊重所有國際人權標準與國際人道法，不得以平民及非軍事用途的民
間設施為攻擊目標，並應盡一切注意避免平民受戰火波及。 

3.   以色列應立即停止對迦薩地區的封鎖，容許人道、人權工作者及新聞記者自由進
出，確保居民能得到生活必需品、傷者和病患能及時獲得適當的醫療照護。 

聯合國安理會應負起責任，確保衝突各方遵守國際人權與人道法。針對以色列與哈瑪斯
雙方攻擊平民的不法行為，安理會應以決議加以嚴厲譴責，並要求即刻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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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眾是否可以任意拍攝置於戶外之藝術品民眾是否可以任意拍攝置於戶外之藝術品民眾是否可以任意拍攝置於戶外之藝術品民眾是否可以任意拍攝置於戶外之藝術品，，，，或散布其拍攝之照片或散布其拍攝之照片或散布其拍攝之照片或散布其拍攝之照片？？？？ 

    小明在週末假日時到美術館參觀，看到美術館外擺了許多特別的雕塑品，於是就拍

下了這些雕塑品的照片並放到自己的部落格內供網友瀏覽，小明這樣的行為是否有侵害

著作權的問題？ 

    依著作權法第58條規定：「於街道、公園、建築物之外壁或其他向公眾開放之戶外

場所長期展示之美術著作或建築著作，除下列情形外，得以任何方法利用之︰一、以建

築方式重製建築物。二、以雕塑方式重製雕塑物。三、為於本條規定之場所長期展示目

的所為之重製。四、專門以販賣美術著作重製物為目的所為之重製。」本條規定是著作

權法有關合理使用規定中相當特殊的規定，它並非規範利用人在符合一定條件的情形

下，得主張合理使用，而是以例外排除的方式，將部分利用方式保留，其他的利用則皆

屬於合理使用，對於一般民眾在利用藝術創作，具有相當大的便利性。 

    依據上述著作權法的規定，一般民眾對於在戶外場所長期展示的美術著作，例如石

雕、壁畫等，無論是攝影留念，或是將這些攝影後的照片提供予親友，甚至是將這些照

片放在網站上供網友瀏覽，都沒有侵害著作權的問題；比較容易被認為侵權的情形，可

能是把這些照片印刷成明信片販售之情形，除此之外，一般而言，大部分的利用行為皆

不會構成侵權，這也可以反映出著作權法在調和社會公共利益、促進國家文化發展的立

法目的。 

    至於美術館或博物館於室內展出的館藏，則無法適用本條的規定，若有參觀民眾在

館內攝影，美術館或博物館除了可以「場所主人」的身分禁止他人攝影之外，若是有民

眾特別針對某些受著作權法保護的美術畫作或攝影作品，就照片以攝影方式翻拍，甚至

是將這些翻拍的照片對外流通、散布，除非符合合理使用的規定，否則，亦有侵害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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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的問題。 

資料來源：智慧財產權電子報  98年02月5日第32期 

『『『『如何選擇正確的科別就醫如何選擇正確的科別就醫如何選擇正確的科別就醫如何選擇正確的科別就醫    ————    不明原因體重減輕不明原因體重減輕不明原因體重減輕不明原因體重減輕』』』』 

資料來源: 中央健保局 民眾健康照護指南
頭痛建議就診科別   1.神經內科  2.家庭醫學科 

    當體重在6個月內減輕達原本體重的10％，或是在1個月內急速下降5％，即屬於臨床
上有意義的體重減輕。造成體重減輕的原因很多，以生理上的疾病最為常見，而心理上
的疾病、隱藏性的感染症，也是需要列入考慮的可能原因，所以，若莫名其妙地出現體
重減輕的情形，千萬不可以輕忽。
文／陳亮恭（台北榮民總醫院家庭醫學部主治醫師） 

》》》案例一
    李先生，68歲男性，在家人陪同之下到醫院求診，主訴近大半年來感到疲勞、倦
怠、睡眠不好、體重減輕近10公斤，但除了這些非特異性的症狀之外，卻又沒有什麼特
別的不適，經醫師檢查，診斷為甲狀腺功能亢進，在接受適當治療後體重逐漸回升，疲
勞與倦怠的情況也有明顯改善。 

體重減輕常見的體重減輕常見的體重減輕常見的體重減輕常見的3333大原因大原因大原因大原因

    體重減輕是很多疾病的表現之一，臨床上有意義的體重減輕是指在沒有刻意減重之
下，6個月內減輕達原本穩定體重的10％；或是在1個月間急速下降5％。一般而言，體重
減輕大致可分為3個原因：
1. 體內能量消耗過劇。
2. 體內能量流失過多。
3. 食物攝取減少。

    在所有的體重減輕原因中，以食物攝取減少最為常見，而食物攝取減少多半是因為
食慾降低；若考慮是體內能量消耗過劇所造成的體重減輕，大概只有甲狀腺機能亢進、
嗜鉻細胞瘤、劇烈運動等3種情形；至於體內能量流失所致的體重減輕，則大多是因為糖
尿病或胃腸吸收不良症候群，臨床上有很多原因會造成吸收不良症候群，如慢性胰臟炎
所導致之脂肪性下痢、小腸淋巴癌、胰臟腫瘤、放射線治療損害、膽道阻塞……等。
一般診斷不明原因體重減輕的病人時，首先需要問的問題就是「食慾好不好？吃得營養
好不好？」若食慾增加卻反而體重減經，其問題常在於糖尿病、甲狀腺機能亢進、吸收
不良症候群……等，不過，若因為食慾下降所造成的進食減少則較為棘手，因為許多的
疾病也都會有這樣的問題。
以年輕病患而言，不明原因的體重減輕以糖尿病、甲狀腺機能亢進、厭食症或慢性感染
為最常見的病因，而老年人則是惡性腫瘤、精神疾患（如：痴呆症、憂鬱症）、慢性疾
病等。 

老年人體重減輕須特別注意老年人體重減輕須特別注意老年人體重減輕須特別注意老年人體重減輕須特別注意
    特別要提醒的是，老年人的體重減輕絕對不可以等閒視之，老年人由於身體機能退
化，很多潛藏的疾病可能會以體重減輕表現，建議一定要請醫師詳細檢查並妥善追蹤。
根據過去的統計，老年人若出現不明原因的體重減輕，無論是什麼病因，長期追蹤死亡
率都較為上升，而這些病患在做過仔細的檢查後發現，大約有30％是因為惡性腫瘤所引
起；30％是精神與神經系統的疾病（如：憂鬱症、早期的失智症）；30％則是詳細檢查
也找不出病因，這主要是因為老年人的身體狀況與年輕人有很大的不同，就如同案例中
的李先生雖然最後診斷是甲狀腺機能亢進造成體重減輕，但他所表現的症狀就不見得與
年輕人一樣，因此，病患也應該盡可能提供許多相關資訊，以便於醫師抽絲剝繭來進行
診斷。 

》》》案例二
    王先生，72歲，過去身體狀況正常，體重為85公斤，但近3、4個月裡體重下降了9公
斤，與過去的穩定體重比較後發現，其體重減輕已超過10％。這段期間王先生的飲食狀
況並沒有明顯變化，也沒有其他症狀，經仔細詢問得知，王先生過去是高血壓穩定控制
的患者，曾被告知為B型肝炎的帶原者，但已經多年沒有進行肝臟追蹤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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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入院檢查後，其抽血結果、甲狀腺功能與血糖一切正常，也沒有發現肝臟的病
灶，以致找不出造成體重減輕的明顯病因，所以醫師建議病患先出院再做追蹤。然而1個
月後，病患因為黃疸被送至急診室就診，經電腦斷層檢驗發現有直徑約2.5公分的胰臟腫
瘤，造成膽管阻塞而引發黃疸，於是進行手術將腫瘤切除，而後該病患也定期回診追蹤
治療。 

惡性腫瘤最令人擔心惡性腫瘤最令人擔心惡性腫瘤最令人擔心惡性腫瘤最令人擔心
    惡性腫瘤是民眾出現不明原因體重減輕時最為擔心的疾病，事實上，醫師也相當在
意有無潛藏的癌症以致體重減輕，但是，所謂的癌症由頭皮到腳底都有可能出現，要檢
查是否罹患癌症又豈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尤其是在病患沒有明確的症狀之下，真的很難
診斷，此時對醫師的考驗就顯得更加嚴峻。在沒有任何特別症狀的情形下，若要判斷病
患是否罹患癌症，一般必須依照病史詢問、身體檢查、癌症流行病學來做綜合判斷。因
此，就王先生的例子來看，考慮肝癌是相當合理的推測，雖然胰臟癌也是好發於老年人
的癌症，但臨床上要準確診斷出胰臟病灶也不容易，尤其王先生看起來是有點體重過重
的體型，更增加了診斷的困難。 

》》》案例三
    黃太太，66歲，過去身體狀況相當良好，不抽菸也不喝酒，近1個月來出現疲倦、失
眠、渾身痠痛，體重也減輕6公斤，超過原本體重的10％。黃太太跑遍各大醫療院所，做
盡所有健康檢查，包含血液檢驗、胃鏡、大腸鏡，連自費的全身核磁共振腫瘤檢查都做
了，可是結果並無任何發現，因此入院做進一步的評估檢查。入院後，黃太太不斷抱怨
嚴重的失眠，在仔細地評估過後發現，她除了嚴重失眠與體重減輕外，還出現疲倦、渾
身痠痛而造成行動困難、對什麼事都提不起興趣、對於家人感到罪惡感，常想死了算
了。總結其表現已符合重度憂鬱症的診斷，經長時間會談發現，黃太太在2、3個月前因
為兒子投資失利，虧損了300萬，再加上先生因急性腦中風而住院，經過這一連串的事件
後身體便急劇消瘦。找出原因之後，醫師便給予心理支持性會談與適當的抗憂鬱症藥物
治療，黃太太的狀況逐漸好轉，體重也逐漸穩定回升。 

神經系統與精神疾病易被忽略神經系統與精神疾病易被忽略神經系統與精神疾病易被忽略神經系統與精神疾病易被忽略
    根據國外的研究指出，老年人若出現不明原因的體重減輕，絕對不能輕忽神經系統
與精神疾病的可能性，尤其是憂鬱症與失智症。憂鬱症的患者原本就可能出現食慾降低
或增加，造成體重變輕或變重的急遽變化；而失智症的患者更會因為對飢餓感的缺乏而
忘記吃飯，也是容易造成體重減輕的原因。神經系統與精神疾病的診斷雖然並不困難，
但是臨床上醫師往往不會完全將體重減輕的原因歸類於精神疾病，因為有些病患是由於
人格特質的關係，過度擔心某些身體疾患而表現出憂鬱，所以也很難界定病患是單純因
為憂鬱而造成體重下降，不過無論有沒有其他因素，憂鬱症絕對是不明原因體重減輕的
一個重要原因。（待續） 

定期追蹤以確認病因 

    一般而言，第一線的篩檢應足以找出不明體重減輕的原因，不過，若這些檢查都無
法找出原因，就有必要定期追蹤，一開始建議每個月重新檢查1次，如果連續追蹤6個月
還沒有結果，那就可以延長回診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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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卸任主管名單 

    

人事動態人事動態人事動態人事動態     

單單單單            位位位位、、、、職稱職稱職稱職稱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異動情形異動情形異動情形異動情形 兼兼兼兼////卸任職務卸任職務卸任職務卸任職務 生 效生 效生 效生 效
日 期日 期日 期日 期 

數學教育研究所教授 劉祥通 新任 實習就業輔導處處長 98.02.01 

第5頁



服務簡訊98年03月

二、人員異動名單： 

中國文學系教授 徐志平 新任 人文藝術學院院長 98.02.01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教授 王鴻濬 新任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98.02.01 

教育學系及國民教育研究
所教授 

姜得勝 新任 教育學系及國民教育研究所主任、教
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所長 98.02.01 

教育學系及國民教育研究
所教授 

劉文英 新任 實習就業輔導處地方教育輔
導組組長 

98.02.01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助理
教授 

詹明勳 新任 實習就業輔導處就業輔導組
組長 

98.02.01 

體育學系及體育與健康休
閒研究所助理教授 

鍾宇政 新任 體育室場地器材組組長 98.02.01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助理教授 

張立杰 新任 教學發展中心教學科技與學
習輔導組組長 

98.02.01 

特殊教育學系副教授 陳明聰 新任 實習就業輔導處輔導教師 98.02.01 

教育學系及國民教育研究
所教授 

丁志權 新任 教學發展中心主任 98.02.01 

教育學系及國民教育研究
所副教授 

洪如玉 新任 教學發展中心教學專業組組
長 

98.02.22 

美術學系及視覺藝術研究
所教授 

劉豐榮 卸任 人文藝術學院院長 98.02.01 

特殊教育學系教授 陳政見 卸任 實習就業輔導處處長 98.02.01 

特殊教育學系教授 唐榮昌 卸任 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主任 98.02.01 

農業生物技術研究所助理
教授 

張文興 卸任 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組組長 98.02.01 

幼兒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賴孟龍 卸任 實習就業輔導處地方教育輔
導組組長 

98.02.01 

林產科學系教授 蘇文清 卸任 實習就業輔導處就業輔導組
組長 

98.02.01 

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劉馨珺 卸任 實習就業輔導處輔導教師 98.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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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文學系 助理教授 楊徵祥 新進 98.02.01 

中國文學系 助理教授 郭娟玉 新進 98.02.01 

外國語言學系 助理教授 龔書萍 新進 98.02.01 

美術學系及視覺藝術研究
所 

助理教授 謝其昌 新進 98.02.01 

美術學系及視覺藝術研究
所 

助理教授 陳聖智 新進 98.02.01 

休閒事業管理研究所 助理教授 林若慧 新進 98.02.01 

農藝學系 副教授 莊愷瑋 新進 98.02.01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教授 王鴻濬 新進 98.02.01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助理教授 李晏忠 新進 98.02.01 

景觀學系 助理教授 陳美智 新進 98.02.01 

資訊工程學系 助理教授 許政穆 新進 98.02.01 

電機工程學系 助理教授 謝奇文 新進 98.02.01 

電機工程學系 助理教授 謝宏毅 新進 98.02.01 

外國語言學系 專案教學人員 柏馬克 新進 98.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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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份壽星   
 

外國語言學系 專案教學人員 唐樂明 新進 98.02.01 

通識教育中心 專案教學人員 邱妙津 新進 98.02.01 

軍訓室 中校教官 陳昶燁 離職 98.02.16 

會計室 專員 王香富 離職 98.02.18 

人事室 專員 黃春梅 陞任 98.02.20 

進修推廣部推廣教育組 組長 陳俊德 調任 98.03.01 

校園環境安全管理中心環
境保護組 

組長 李春壽 兼任 98.03.01 

進修推廣部 組長 謝崧熙 退休 98.03.01 

進修推廣部 專員 何秀蘭 退休 98.03.01 

人事室 組員 陳杏枝 離職 98.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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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玉雯 陳士略 馮淑慧  

王良智 侯金日 王清思  

陳世晞 侯坤良 莊慧文  

廖婉沂 張鳳珠 余章游  

陳清田 秦宗顯 丁文琴  

賴春福 李益榮 吳昆財  

陳麗穗 鄧英才 張芳琪  

黃春梅 侯新龍 沈再木  

黃財尉 侯怡甄 楊閔瑛  

蔡宗杰 連經憶 李堂察  

鄭博中 鄭月梅 王毓敏  

李安進 黃慶祥 成和正  

姚如芬 范惠珍 黃清雲  

蔡雅琴 王思齊   

翁秉霖 黃金城   

曾碩文 江瑞珠   

曾寶弘 劉怡文   

葉修齡 陳正雄   

李明恩 李茂田   

紀海珊 楊淑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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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一一一一、、、、本本本本校校校校999988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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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全全全家家家家便便便便利利利利商商商商店店店店股股股股份份份份有有有有限限限限公公公公司司司司。。。。 

二二二二、、、、以以以以上上上上所所所所列列列列000033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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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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