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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法令宣導 

  

一、「國立嘉義大學兼任教師聘任審查要點」業經 103 年 6 月 17 日 102 學年度

第 6 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法規彙編項下

下載。 

二、教育部 103 年 6 月 30 日臺教人(三)字第 1030093483 號函轉 103 年 6 月 12

日行政院第 3402 次會議院長提示第 1 項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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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年 7 月 1 日臺教人(四)字第 1030094565 號函轉行政院人事行政

總處所製「公教人員生育補助常見問題問答集」1 份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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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年 6 月 30 日臺教人(四)字第 1030090429E 號函略以，檢送「學

校教職員退休條例施行細則」第 41 條、第 55 條，業經該部於中華民國 103

年 6 月 30 日以臺教人(四)字第 1030090429B 號令修正發布施行一案，相關

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下載。 

五、嘉義市教育會 103 年 6 月 30 日嘉市教字第 1030000067 函知有關該會第 11

屆第 6 次理事監事聯席會議紀錄 1 份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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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年 7 月 3 日臺教人(一)字第 1030097220 號函略以，有關性別工

作平等法第 2 條、第 3 條、第 38 條、第 38 條之 1 及第 40 條條文，業奉總

統於中華民國 103 年 6 月 18 日以華總一義字第 10300092631 號令修正公布

施行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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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年 7 月 7 日臺教人(二)字第 1030098315 號函轉行政院人事行政

總處 103 年 7 月 1 日總處法字第 10300382063 號函略以，有關「行政院人事

行政局辦事細則」、「公務人員住宅及福利委員會辦事細則」、「公務人員

住宅及福利委員會會議規則」、「公務人力發展中心辦事細則」及「行政院

人事行政局法規委員會組織規程」業經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 103 年 7 月 1 日

總處法字第 1030038175 號令發布廢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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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年 7 月 17 日臺教人(三)字第 1030100400 號函略以，有關教師

經服務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依教師法第 14 條第 4 項規定審議通過予以停

聘，其停聘期間可否在外自行就業疑義一案，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

頁/法規彙編項下下載。 

九、教育部 103 年 7 月 17 日臺教人(三)字第 1030101103 號書函以，檢送行政

院人事行政總處修正「行政院選送優秀公務人員國外進修執行作業規定」部

分規定一案。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下載。 

十、教育部 103 年 7 月 17 日臺教人(三)字第 1030105157 號函以，有關公務人

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保障事件審議規則，業經考試院民國 103 年 7 月 7 日考

臺組一字第 10300047701 號令修正發布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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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年 7 月 24 日臺教人(二)字第 1030104292D 號函略以，有關

「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業經該部於中華民國 103 年 7 月 24

日以臺教人(二)字第 1030104292A 號令訂定發布一案，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

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下載。 

十二、教育部 103 年 7 月 24 日臺教政(一)字第 1030108818 號函以，檢送「教

育部 103 年第 1 次廉政會報會議紀錄」乙份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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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報告 

一、玉山銀行國民旅遊卡暑假活動搭高鐵請您喝咖啡活動，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

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下載。 

二、本校擬於 103 年 9 月 17 日至 9 月 18 日在溪頭自然教育園區辦理學術主管共識

營，請各學術主管務必全程參與並預先排定行程。 

三、本校訂於 103 年 8 月 18 日在國際會議廳舉辦行政人員行政知能研習會，請各單位

行政人員踴躍參與。 

四、教育部 103 年 7 月 4 日臺教人(三)字第 1030091702 號函略以，為推廣教育部公務

人 員 協 會 之 發 展 ， 請 本 校 職 員 踴 躍 加 入 該 會 （ 該 會 網 址 ：

http://www.csa.edu.tw/）。 

  

『性別平等專區』 

   性平新知 



父親節談家務分工 

2005 年元月出刊的第 179 期焦點話題，網氏製作了「我的平權婚姻之路」，邀請了多

位姊妹分享她們在婚姻路上，性別平權的自我實踐，有姊妹提到，廁所、地板、廚房

大多她負責，老公洗衣服，可是要求他洗碗，他不洗，最近她下通牒「他不洗我就不

煮」結果這招有效！也有姊妹說，雙方花很多時間在家事分工的溝通上，才能打破男

主外、女主內的刻板印象。 

隨著雙薪家庭日漸增多，到 2014 年今天，夫妻間的家務勞動呈現何種樣貌？在 8月 8

日父親節前夕，網氏邀請了老中青三代男性分享他們家事分工的想法。有專職爸爸認

為，家庭照顧工作總要有人承擔，不必然是女性才能做得好；也有博士生兼職爸爸認

為，男性投入家務勞動，不代表女性便可卸下家事責任，需要夫妻充分運用資源共同

分擔；還有雙薪家庭的爸爸說，做家事常常能夠發現家人的小祕密，並認為自許為一

家之主的男性們，便不該讓女人獨撐家務；身為兒女如何看待父母的家事分工？為此

林立專訪了自己爸爸，發現爸媽未明確溝通家務分工的結果，還是落入男搬運粗重、

女烹煮及承擔照顧工作的性別分工窠臼。 

文章如下 

 共同的家，共同努力/王瑞聰 

 出的了廳堂、進的了廚房的黑手老爸/Dada 

 我做家事的爸爸/林立 

 女性解放家務不代表可以卸責/東方既白 

『慢性病防治專區』 

    成人（20 歲以上）代謝症候群之判定標準  

「代謝症候群」之簡介  

一、代謝症候群之發生主要由於近年來科技及醫療的發達，人口的老化，人民生活習

慣多趨向於缺乏運動、高脂等不當飲食、肥胖等因素所致。 

二、成人（20 歲以上）代謝症候群之判定標準在世界上有諸多版本，國民健康署已於

93 年經邀集專家及專業團體，參酌我國國情，訂定我國之臨床診斷準則。又於 94

至 95 年間補助中華民國糖尿病學會，邀集國內 9個相關學會與專家，研訂「代謝

症候群防治工作手冊」，該手冊之立場聲明中，建議參採 94 年美國 NECP ATPⅢ

的診斷標準，如空腹血糖建議下修至 100mg/dl 等。另於 95 年 11 月 5 日舉辦「95

年代謝症候群防治工作手冊研討會」，會中與會專家及學會亦建請國民健康署能

儘速修正，俾符國情及與國際接軌。 

三、國民健康署為推動公共衛生之目的，經邀集專家、相關學術單位代表，召開會議

決議，一致通過修正我國代謝症候群判定標準，將 5項危險因子中之腹部肥胖，

單獨列為 1項危險因子，刪除身體質量指數（BMI），及下修空腹血糖異常值切點

至 100mg/dl，已於 96 年 1 月 18 日公告實施。 即以下 5項危險因子中，若包含 3

項或以上者可判定為代謝症候群。 （1）腹部肥胖：(腰圍:男性≧90cm、女性≧



80cm)。 （2）高血壓：收縮血壓(SBP)≧130mmHg/舒張血壓(DBP)≧85mmHg。 

（3）高血糖：空腹血糖值(FG)≧100mg/dl。 （4）高密度酯蛋白膽固醇(HDL-

C)：男性<40mg/dl、女性<50mg/dl。 （5）高三酸甘油酯(TG)≧150mg/dl。 其中

血壓(BP)、空腹血糖值(FG)等 2 危險因子之判定，包括依醫師處方使用降血壓或

降血糖等藥品(中、草藥除外)，導致血壓或血糖檢驗值正常者。  

四、我國代謝症候群之盛行率及對國人健康之影響 依據國民健康署 2007 年台灣地區

高血壓、高血糖、高血脂之追蹤調查研究顯示：國人代謝症候群盛行率：20 歲以

上為 19.7％（男 20.3％，女 19.3％），且隨年齡上升而有增加的趨勢。又據衛

生福利部統計顯示，代謝症候群所衍生之腦血管疾病、心臟病、糖尿病、高血壓

等慢性疾病，皆年居台灣十大死因榜中，儼已成為我國及世界之新興重要公共衛

生議題。 

 資料來源衛生福利部國民健康署 

 

※請多使用本校高鐵企業會員編號：66019206※ 

～人事室關心您～ 

人事動態 

一、新、卸任主管名單 

單   位、職稱 姓名 
異動

情形 
兼/卸任職務 

生 效 

日 期 

教育學系教授 吳煥烘 代理 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 103.08.01 

食品科學系教授 翁義銘 續兼 通識教育中心中心主任 103.08.01 

應用歷史學系教授 吳昆財 新任 應用歷史學系系主任 103.08.01 

音樂學系教授 張俊賢 新任 音樂學系系主任 103.08.01 

應用經濟學系副教授 林幸君 新任 應用經濟學系系主任 103.08.01 

行銷與運籌學系副教授 蕭至惠 新任 行銷與運籌學系系主任 103.08.01 

農藝學系教授 莊愷瑋 新任 農藝學系系主任 103.08.01 

資訊工程學系教授 陳宗和 新任 資訊工程學系系主任 103.08.01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副教

授 
朱健松 新任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系主任 103.08.01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教

授 
丁慶華 新任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系主任 103.08.01 

水生生物科學系教授 賴弘智 新任 水生生物科學系系主任 103.08.01 

生化科技學系副教授 林芸薇 新任 生化科技學系系主任 103.08.01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

系教授 
陳俊憲 新任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系主任 103.08.01 

獸醫學系教授 周世認 代理 植物醫學系系主任 103.08.01 

應用歷史學系副教授 詹士模 缷任 應用歷史學系系主任 103.08.01 

音樂學系副教授 趙恆振 缷任 音樂學系系主任 103.08.01 

應用經濟學系教授 張光亮 缷任 應用經濟學系系主任 103.08.01 

行銷與運籌學系副教授 凌儀玲 缷任 行銷與運籌學系系主任 103.08.01 

農藝學系副教授 黃文理 缷任 農藝學系系主任 103.08.01 

資訊工程學系教授 章定遠 缷任 資訊工程學系系主任 103.08.01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教授 連振昌 缷任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系主任 103.08.01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教

授 
陳榮洪 缷任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系主任 103.08.01 

水生生物科學系副教授 陳哲俊 缷任 水生生物科學系系主任 103.08.01 

生化科技學系副教授 陳瑞祥 缷任 生化科技學系系主任 103.08.01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

系教授 
翁炳孫 缷任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系主任 103.08.01 

植物醫學系教授 蕭文鳳 卸任 植物醫學系系主任 103.08.01 

森林暨自然資源學系助

理教授 
詹明勳 缷任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組長 103.08.01 

電子物理學系講師 吳永吉 缷任 進修推廣部教務組組長 103.08.01 

園藝學系講師 郭濰如 缷任 園藝技藝中心主任 103.08.01 

動物科學系副教授 吳建平 缷任 農學院動物試驗場場長 103.08.01 

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 蔡明昌 缷任 教學發展中心教學專業發展組組長 103.08.01 

 二、人員異動名單： 

單位 職稱 姓名 異動情形 生效日期

輔導與諮商學系 副教授 施玉麗 退休 103.08.01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副教授 楊仁岡 退休 103.08.01

應用數學系 副教授 尤憲堂 退休 103.08.01

語言中心 助理教授 洪玉如 離職 103.08.01



語言中心 專案講師 楊慈品 離職 103.08.01

中國文學系 專案助理教授 余育婷 離職 103.08.01

外國語言學系 專案講師 安嘉帝 離職 103.08.01

學生事務處學生輔導中心 專案辦事員 蘇慧真 離職 103.07.01

人文藝術學院管理學院碩
士在職專班 

專案組員 何宇靜 離職 103.07.04

外國語言學系 專案辦事員 楊瑋華 離職 103.07.06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教授 林肇民 升等 102.09.01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教授 郭進財 升等 103.08.01

總務處 技士 吳三生 陞遷 103.07.28

外國語言學系 教授 張芳琪 休假研究 
104.08.01-

105.01.31

木質材料與設計學系 教授 杜明宏 休假研究 
103.08.01-

104.01.31

應用化學系 教授 陳世晞 休假研究 
103.08.01-

104.07.31

應用化學系 教授 林榮流 休假研究 

103.08.01-
104.01.31
104.08.01-
105.01.31

資訊工程學系 教授 章定遠 休假研究 
103.08.01-

104.01.31

幼兒教育學系 副教授 鄭青青 新進 103.08.01

幼兒教育學系 副教授 宣崇慧 新進 103.08.01

植物醫學系 副教授 蔡文錫 新進 103.08.01

獸醫學系 副教授 林春福 新進 103.08.01

應用數學系 副教授 胡承方 新進 103.08.01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專案講師 溫笙銘 新進 103.08.01

生化科技學系 專案助理教授 陳瑞傑 新進 103.08.01

生物事業管理學系 專案助理教授 陳昱男 新進 103.08.12

師資培育中心 專案辦事員 張靜漩 新進 103.07.21

外國語言學系 專案辦事員 黃慈萱 新進 103.07.24

木質材料與設計學系 契僱技佐 潘靜茹 新進 103.07.28

動物醫院 專案技士 李銘偉 新進 103.08.01

輔導與諮商學系 教授 吳芝儀 回職復薪 103.08.01



應用經濟學系 專案組員 史雅芳 回職復薪 103.07.06

行銷與運籌學系 教授 吳美連 調整系所 103.08.01

行銷與運籌學系 教授 蔡渭水 調整系所 103.08.01

企業管理學系 教授 游鵬勝 調整系所 103.08.01

企業管理學系 副教授 張立言 調整系所 103.08.01

企業管理學系 副教授 廖彩雲 調整系所 103.08.01

企業管理學系 副教授 朱興中 調整系所 103.08.01

通識教育中心 助理教授 陳希宜 調整系所 103.08.01

 

  

8月份壽星  

 姓  名 姓名  姓  名 姓名 

蘇子敬教授 董和昇教授 林義森先生 張宏義助理教授 

簡麗純小姐 賴泳伶副教授 郭進財教授 石螢螢小姐 

梁孟副教授 鄭博仁助理教授 宋國彰助理教授 周淑月講師 

何啟塘先生 張坤城助理教授 蕭傳森先生 鄭毅英講師 

李安勝副教授 張家瑀副教授 吳建平副教授 陳政男副教授 

陳宣汶專案助理教

授 
王雯慧小姐 江妮玲小姐 陳均伊副教授 

劉語小姐 林源興先生 楊正誠助理教授 黃宗成院長 

王淑瑛小姐 謝士雲助理教授 游碧華小姐 陳靜琪副教授 

陳怡妗小姐 蕭瑋鎮先生 陳穗斌副教授 陳秋榮助理教授 

連塗發教授 鄭靜芬小姐 簡美宜副教授 何文玲助理教授 

沈盈宅專門委員 賴孟龍助理教授 陳千姬助理教授 蔡銘燦教官 

林翰謙研發長 王順利副教授 蔡佩芹小姐 柯佳仁先生 

蘇筱玲小姐 廖彩雲副教授 林億明副教授 施雅月副教授 

李淑玲小姐 溫世芬小姐 楊美莉組長 魏佳俐助理教授 



莊富琪小姐 林雅雯小姐 廖成康副教授 徐志平教務長 

賴弘智教授 洪炎明教授 林威秀副教授 廖映迪小姐 

林宸堂助理教授 張宇樑所長 林淑美助理教授 曾毓芬副教授 

李麗卿小姐 傅奕嘉小姐 吳永吉講師 侯惠蘭助教 

蔡秀娥小姐 吳三生先生 楊懷文助理教授 張烔堡副教授 

 

附註：  

一、本校103年度員工生日禮券金額為1500元，得標廠商為全家便利商店股份有限公

司。 

二、以上所列8月份壽星名單，請各單位一週內務必派員至各校區負責之同仁處將單位

所屬人員之生日禮券領回，並請轉致當月份壽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