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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人事服務簡訊           109年8月 

電話：(05)2717192-3(一組)  電話：(05)2717196-7(二組)     傳真：(05)2717195  

網址：https://reurl.cc/1QVYn9 

 

 

1. 教育部109年7月10日臺教人(二)字第1090098803號書函轉知，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自109年7月17日起更名為「懲戒法院」一案。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

新消息項下查閱。 

2. 教育部109年7月14日臺教高(五)字第1090095846E號函知，「大學法施行細則」第

17條之1業經該部於中華民國109年7月14日以臺教高（五）字第1090095846B 號令

修正發布一案。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查閱。 

3.  教育部109年7月22日臺教人(四)字第1090102500號函轉知，銓敘部關於支(兼)領

月退休金人員於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公布施行之日(107年7月1日)起1年內死

亡，與其未再婚配偶婚姻關係存續10年以上得依規定擇領遺屬年金一案。相關內

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項下查閱。 

4. 教育部109年7月24日臺教人(三)字第1090104676號書函轉知，行政院修正「行政

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獎懲案件處理要點」第四點、第七點、

第十一點，並自109年7月17日生效一案。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

息項下查閱。 

5. 教育部109年7月8日臺教人(二)字第1090096942號書函轉知，銓敘部民國109年7月

2日部法一字第10949502621號令有關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之解釋一案。相關內容

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法規彙編/人事法規釋例項下查閱。 

6. 教育部109年7月1日臺教人(三)字第1090090908號函轉知， 有關公務人員懲處權之

行使期間，應類推適用公務員懲戒法規定一案。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

法規彙編/人事法規釋例項下查閱。 

https://reurl.cc/1QVYn9
https://www.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E7%B5%84%E5%90%88%201_111.pdf
https://www.ncyu.edu.tw/personnel/itemize.aspx?itemize_sn=162985&pages=0&site_content_sn=1572&keyword=%e5%a4%a7%e5%ad%b8%e6%b3%95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E6%94%AF%E5%85%BC%E9%A0%98%E6%9C%88%E9%80%80%E4%BC%91%E9%87%91%E4%BA%BA%E5%93%A1%E6%96%BC%E5%85%AC%E5%8B%99%E4%BA%BA%E5%93%A1%E9%80%80%E4%BC%91%E8%B3%87%E9%81%A3%E6%92%AB%E5%8D%B9%E6%B3%95%E5%85%AC%E5%B8%83%E6%96%BD%E8%A1%8C%E4%B9%8B%E6%97%A5%E8%B5%B71%E5%B9%B4%E5%85%A7%E6%AD%BB%E4%BA%A1%E5%85%B6%E6%9C%AA%E5%86%8D%E5%A9%9A%E9%85%8D%E5%81%B6%E6%93%87%E9%A0%98%E9%81%BA%E5%B1%AC%E5%B9%B4%E9%87%91%E6%A1%88.pdf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E7%B5%84%E5%90%88%201_115.pdf
http://www.ncyu.edu.tw/personnel/itemize.aspx?itemize_sn=162840&pages=0&site_content_sn=44751
http://www.ncyu.edu.tw/files/list/personnel/%E5%85%AC%E5%91%8A-%E9%8A%93%E6%95%98%E9%83%A8109%E5%B9%B46%E6%9C%8818%E6%97%A5%E9%83%A8%E6%B3%95%E4%BA%8C%E5%AD%97%E7%AC%AC1094946775%E8%99%9F%E4%BB%A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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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教育部109年7月14日臺教人(二)字第1090096661A號書函轉知，有關公務員兼任技

能檢定之監評人員，請依銓敘部109年7月2日部法一字第10949459241號令規定辦

理一案。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法規彙編/人事法規釋例項下查閱。 

 

  

1.本校於109年7月28日(星期二)上午9時30分點於行政大樓四樓瑞穗廳辦理一級主

管暨附小校長致聘典禮，活動圓滿順利。 

2.為凝聚全校主管團隊共同願景，本校訂於109年8月20日(星期四)假嘉義市鈺通

大飯店舉辦109學年度主管共識營。 

  

數位時代的親密關係，如何走向「所有人都可以參與、發聲」的共同編輯？                                  

                                 【本文摘錄自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 /文: 戴綺儀】 

近幾個月以來，多起名人的感情糾紛被搬上檯面，像是羅志祥事件引發熱烈討論。

在數位時代的親密關係，變成「所有人都可以參與、發聲」的共同編輯。 

 

私事也會共同編輯 

周揚青和羅志祥的感情糾紛，風向隨各方發文不斷改變；Johnny Depp 和 Amber 

Heard 的 家 暴 紛 爭 ， 聲 援 女 方 的 風 向 因 一 篇 報 導 風 雲 變 色 為 

#JusticeForJohnnyDepp（還強尼戴普一個公道）。 

瞬息萬變的風向，是數位時代快速、變化、連結碎裂化的現代性，當事人與媒體

爭奪話語權，網友不是單純接收者，更是意義的動態創造者，讀者形成風向進而

影響網媒即時更新。原本屬於當事人的感情紛爭成為網媒、當事人、網友「共同

編輯」的感情腳本。 

主流親密關係的改變 

http://www.ncyu.edu.tw/personnel/itemize.aspx?itemize_sn=162983&pages=0&site_content_sn=44751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37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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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張娟芬1999年形容家庭領域的父權模式有別於公領域，是種「人盯人式的

父權」。想像一下主流親密關係，日常生活從家庭、教育、媒體、規範都建構

著「異性戀常規性」，分明的二元想像裡有男女版本教戰手冊，召喚個人成為

「好」的男或女，準備進入一柔一剛、一主一被、公私分明、「平等」而體面

的親密關係。 

如今，社交網絡提供人們實踐親密性的多元模式，也成為訴訟裡的證據、媒體報

導裡的依據。 

過去，我們相信講出自己的故事，意味著成為故事的主人，在敘述過程建構認同

及主體性，然而數位時代的「共同編輯」，人人皆可為的數位書寫，讓此過程更

加複雜。本文以至少一方公眾人物的台灣網路新聞為例，思考親密關係如何改變。 

誰會失足？誰能復出？ 

有了異性戀常規性加持，人們才能對他人感情紛爭振振有詞。羅志祥與愷樂都公

開道歉卻效果迥異，媒體引用名嘴評論做成新聞，羅的520懺悔文「後面的收尾很

厲害，他自己畫上句點」而愷樂復出卻恐怕沒機會，「那個道歉對她太傷」[1]。 

屬於同公司的阿翔和謝忻也是棄女保男，媒體引用兩性作家評論：「幫阿翔重回

工作崗位，讓家中的經濟來源能繼續維持，等於在幫 Grace的忙」且「經紀公司把

阿翔『下架』，多少會『連坐法』波及到浩子」最後「再加上有太多偷吃腥夫能

安全下莊的先例」[2]，明確點出異男父權紅利如何提供浪子回頭的物質基礎。 

東出昌大出軌風波，沈寂四個月便端出新作，台媒一句「好男人形象破產」便話

鋒一轉「不過，下個月又有新劇推出」聚焦於劇情介紹[3]，至於同為演員的唐田

英里佳杳無音訊，「作為一位德行有虧的女演員能否重新開始工作就另當別論了」

[4]，相同行為卻有不同德性虧損？來自異性戀常規對男女性角色的二元差別建構。 

誰會相信那些不符「常規」的說法？ 

Amber Heard 曾帶瘀青淚訴離婚掀起「抵制家暴男」，三年後流出的私人錄音檔裡，

Amber 戲謔模仿 Johnny 呼救，並說「沒人會相信我對你施暴」[5] ，一名網友表

示「我不會說強尼戴普絕對沒錯，但安柏赫德肯定不是什麼純潔聖母」，這個

「純潔聖母」精準描述異性戀常規性一系列建構中，陰柔女性作為一個 #家暴受害

者的想像，也是之前風向一面倒聲援 Amber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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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和弦和 Keanna 互控呼麻及劈腿，謝攻擊「如果妳缺錢，可以像以前一樣，去做

高級飯局，陪有錢男人談心」[6]，對此 Keanna直接轉移戰場，表示「這七年多來，

除了工作，其他時間，我都在高壓的狀態下時時刻刻觀察注意著你，所以什麼是

陪伴？」[7] 訴諸陪伴的配偶及自力救濟的受暴婦女，這些角色符合主流腳本，因

此順利帶起風向，促成雙方位置置換，原為「謝和弦老婆」的 Keanna 擴展事業領

域，instagram 追蹤人數超越謝，成為對抗劣質關係的精神指標。 

佐佐木希遭劈腿風波裡，當事人選擇原諒，網媒便捕風捉影道她爸爸在她12歲時

離世，「不少網友認為佐佐木希會這麼委屈求全，可能也跟童年這段經歷有關，

所以才不願意讓小孩沒有爸爸」[8]，眾人努力塑造符合常規的說法，為的是給自

己一個解釋，同時顯示常規是建構的。 

有壓迫就有反抗 

既然常規是建構的，就並非壓制，而有協商可能。 

當炎亞綸與前男友的私照對話流出，報導忽略分手暴力聚焦情史，「當時就傳出

炎亞綸對汪東城別有用意，但是奈何汪東城性取向正常」並獵奇地說「對於炎亞

綸同性戀一事，大家是怎麼看待的呢？」[9]，留言多隨媒體解讀如「愛在菊花盛

開時」、「原來是亞倫姐，以前都叫錯了」[10] 

然而同時，也有人翻起炎亞綸兩年前舊文，當時被記者揣測是 gay的他說「就是有

你們這種利用同志議題炒話題，讓多少人覺得倍受歧視，好像是多麼丟臉的事，

正因為這樣，更要爭取平權！」[11]，網友們朝聖推，加上本人正面反駁劈腿說，

成功帶出修正新聞[12]。 

黃捷的被劈腿爆料新聞裡，當事人第一時間表示不希望關注導向污名化同志，網

媒小編表示「祝妳找到對的人～#劈腿 #同志 #汙名化」，仍有誤用污名化的留言

如「單純就覺得妳很亂而已啊！妳才污名化同志朋友吧？」甚至藉機發洩「報應

啦！再蹭韓啊」[13]。 

對此黃捷以粉專發文：「一個好的政治工作者，看的是能力而不是性傾向」留言

多為打氣，一則「女女配，沒鳥用，久了心理會有問題」的留言並有他網友回應

「總比沒腦用的好~不只心理本身有問題，還會危害社會」[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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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友的多元解讀位置，可能依循霸權、可能協商、可能對抗，彼此爭奪著詮釋權，

帶風向不再專屬媒體，而在多方互動中形構，顯示當代親密關係的公私模糊化。 

 

 

那些比當事人更入戲的人們 

上述案例各種入戲的觀眾，無論自我喊話，或當鍵盤法官，都顯示數位時代的親

密關係不再是「人盯人式」的父權，而在共同編輯過程，隨各方即時的論述使用、

挪用不斷擴寫關係腳本，鬆動異性戀常規的主宰地位。媒體不再壟斷話語權，而

是爭霸場域。 

因此，現代人談論公眾人物的情感紛爭，不在於釐清事件本身，更是透過詮釋親

密關係去重構自我性別認同，親密關係的民主化從兩人層次擴張到社會層次，持

續變動與爭霸。 

個人資料保護法實例問答 

                            【本文摘錄自國家發展委員會個人資料保護專區網站】                 

【個資法即時通】有關○○股份有限公司所經營之電子報網站，其個人資

料保護法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何？ 

答: 

一、按個人資料保護法（下稱個資法）第22條就行政監督權定有明文，經審酌該

條文之立法理由略以，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與該事業之經營關係

密切，自宜由原各該主管機關，一併監督管理其業務相關之個人資料保護事

項；又法務部報請行政院核可之「個人資料保護法非公務機關之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列表，亦以非公務機關所營業務行為作認定。爰有關個資法非

公務機關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判準，應以具體個案中非公務機關蒐集、

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之實際業務所涉行業為斷，非以公司登記之營業項目為

準（法務部102年12月26日法律字第10203513720號函意旨參照）。 

二、經檢視○○股份有限公司所經營之電子報網站內容，查其主要業務係透過網

路向公眾提供國內外各類新聞時事，故該公司於本案之實際所營項目仍應屬

https://pipa.ndc.gov.tw/News_Content.aspx?n=7D3602579D2BF23F&sms=2F28806F8A42AE16&s=876330CD6C77E1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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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雜誌（期刊）、書籍及其他出版業」（「個人資料保護法非公務機

關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列表代碼581，亦未限於印刷或網路形式）之範

圍，是以，本案電子報疑似洩露民眾個資事件，應以文化部為個資法之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挑鞋日夜差異大 注意這幾點，讓腳趾彎曲不再來                                                                    

                                                                【本文摘錄自健康醫療網/文:林渝樺記者】 

根據《verywellhealth》報導，大多數的腳痛問題與穿著不適合的鞋款有密切關聯，挑選鞋

子前，除了測量腳的長度、寬度及足弓長度外，試鞋時間應選在傍晚、晚上，因為腳的大小

和形狀會根據早晚而變化，且持續的活動會使得足部腫脹，即使當下合腳，之後也可能因時

間錯誤而感到不適。 

注意過鞋子對人體的影響嗎？腳是常被人們所忽略的部位，根據《verywellhealth》

報導，大多數的腳痛問題與穿著不適合的鞋款有密切關聯，挑選鞋子前，除了測量腳

的長度、寬度及足弓長度外，試鞋時間應選在傍晚、晚上，因為腳的大小和形狀會根

據早晚而變化，且持續的活動會使得足部腫脹，即使當下合腳，之後也可能因時間錯

誤而感到不適。 

長期穿著不合腳鞋 當心腳趾彎曲變形 

根據《getdoc》報導，若長期穿著不合腳的鞋子會導致腳趾彎曲，因此穿著合適且舒

適的鞋子是最佳預防雙腳健康的方法之一。《verywellhealth》指出，隨著年齡增

長，腳部韌帶和軟組織會慢慢鬆弛，腳部形狀和大小會被改變。研究顯示，大多數的

腳痛問題與穿著不適合的鞋款有密切關聯，因此要挑選鞋子前，一定測量腳的長度、

寬度及足弓長度。 

足弓長度是合腳關鍵 運動能維持腳部穩定 

根據《verywellhealth》，所謂足弓長度是從腳跟到腳掌（大腳趾關節彎曲處），足

弓為穿著鞋子舒適度的重要關鍵，而大拇指的彎曲度應與鞋子彎曲度相配合，若感覺

到鞋子在大拇指之前或之後，說明該鞋不適合你的足弓長度。 

1.低足弓（扁平足）：扁平足很可能會導致肌力和關節問題，如果有嚴重的扁平問

題，可以選用平底的鞋款及加強運動訓練維持腳部穩定。 

https://www.healthnews.com.tw/news/article/46713/%E6%8C%91%E9%9E%8B%E6%97%A5%E5%A4%9C%E5%B7%AE%E7%95%B0%E5%A4%A7%E3%80%80%E6%B3%A8%E6%84%8F%E9%80%99%E5%B9%BE%E9%BB%9E%E8%AE%93%E8%85%B3%E8%B6%BE%E5%BD%8E%E6%9B%B2%E4%B8%8D%E5%86%8D%E4%BE%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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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足弓：中足弓的腳，尋找牢固的中底鞋款，鞋底的形狀，以維持腳穩定性。 

3.高足弓：高足弓可能會導致關節和肌肉過度勞損，尤其在進行彈跳運動，可尋求緩

衝力較佳的鞋子以幫助減震。 

 

舒適性是首要選購考量 挑鞋時間晚上最精準 

根據《getdoc》報導，挑選鞋子時，最重要的是「舒適感」，不是選擇最好的鞋子，

世界上沒有一雙最好的鞋子，舒適性和適當性才是最重要的選購標準。不同製造商的

鞋子尺寸不同，重點是要穿得合腳，試鞋時間選在傍晚、晚上比較合適，因為腳的大

小和形狀會根據早晚而變化，尤其白天、炎熱更會腫脹，晚上購買會更佳，若能攜帶

襪子試穿會更精準。此外，腳部長度、寬度都不盡相同，通常一隻腳比另一隻腳大，

如果腳的尺碼差異過大，建議購買兩雙不同尺碼，別忘了留意鞋子內部的接縫處，這

也會影響穿著時的舒適度。 

 

   (本校員工協助方案專區連結) 

一起來鍛鍊心理肌肉吧 

                                                                  【本文摘錄自知識家/文: Yulina Huang】  

雖然我曾分享過不少有關專注力的文章，但是人稱 EQ之父的高曼（Daniel 

Goleman）所述的專注力絕對能帶給你全然不同的體驗。 

高曼是位著名的心理學家與作家，曾任《紐約時報》的科學記者，還曾任教於哈佛大

學，在世人以 IQ來選材衡量一個人的優劣之際，提出了 EQ 才是評判一個人心智是否

成熟的依據，顛覆了以往只強調智商的觀念。 

直至今日，EQ仍然被廣泛的討論與重視，後來高曼又提出了另外一個現代人必須擁

有的心智能力，那就是專注力，他更以此為題出了一本書《專注的力量》。 

專注力是「縱觀全局的覺察能力」 

不過，在高曼的定義裡，專注力不只是將注意力放在眼前的事物上，而是一種「縱觀

全局的覺察能力」，不是短暫的關注一件事物，而是持續的注意力。 

http://www.ncyu.edu.tw/personnel/gradation.aspx?site_content_sn=49795
https://www.knowledger.info/2020/05/02/train-ur-mental-mu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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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常常只專注於某件事而遺忘了大局，造成自己雖然完成了一個又一個任務，卻

不知道自己將會朝何處前去。但高曼的專注力指的是「由內而外充分凝聚後，能讓人

全方位觀照自己、掌握環境的能力。」 

高曼的三種專注力 

因此在高曼的書中，專注力總共分成三種，第一是對內的專注，也就是對事情的專注

力，能夠協助直覺和價值觀的判斷，在事情的決策和成果上提供極大的幫助。 

第二是對他人的專注，培養這種專注力可以使自己順利建構人際關係，在與人相處的

過程中也能更加融洽。 

最後一個是對外的專注，其實就是對生涯的專注力，我想這一種是最容易被我們忽略

的專注力，有了它我們才能不被快速變遷的世界影響，朝自己想去的方向前進，並且

在最後抵達憧憬的目的地。 

高曼認為專注力越來越重要的原因是，這個強大的心智能力可以使一個人的成就和成

功機會大幅提升，經過研究他發現，自我覺察是專注力不可或缺的元素。 

自我覺察是內心的羅盤，不僅是我們的指引，在做各種重大抉擇的時候，是我們最好的

幫手，協助我們分辨什麼才是我們最想要的目標以及方向，降低迷惘和走錯路的機率。 

一次聚焦於一件事，鍛鍊強大心理肌肉 

然而《科學人》雜誌中有一則報導表明我們的心智正在被網路科技所改變。 

當我們越來越仰賴科技什麼事情都透過搜尋引擎來解決，不需要自己記憶，或是把日

程表丟給手機，雖然可以替自己省下不少腦容量與時間，可是卻使我們無法感受到周

遭的細微變化，亦聽不見自己內心的聲音，而且當外界一有什麼雜音出現，很容易就

受到影響而分心。 

專注力其實就像是我們的心理肌肉，大腦神經的迴路是愈使用愈強壯，專注力也是一

樣的，想要擁有強大的專注力，必須要時時鍛鍊，否則注意力很輕易的就會跑掉。 

如同我之前所寫的多工運作反而會讓大腦無法好好運作，多工會分散我們的注意力，

從一件事轉換到另外一件事需要時間才能重新回到專注的狀態，只專注一件事才是鍛

鍊專注力的好辦法。 

專注過後，心理肌肉也需要修復 

但是即使是專注力最強大的人，仍然會因為情緒波動而失去專注，生活中免不了會出

現的混亂情緒，是專注力最可怕的敵人。對於這個敵手，高曼的解方是，宛如激烈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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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過後必須讓肌肉放鬆，我們在經過一整天的疲勞轟炸後，也需要給予我們的心理肌

肉休息修復的時間。 

高曼自己是運用冥想來紓解緊繃的專注力，除此之外，給自己一段寧靜的獨處時光例

如到大自然散步走走，或是從事能讓自己徹底放鬆的事都行，在這樣的間歇式訓練

下，專注力才能愈來愈強大。 

 

   

對抗壓力有管道 

衛福部安心專線 0800-788-995(請幫幫、救救我) 

生命線專線 1995 

張老師專線 1980 

本校家庭與社區諮商中心 05-2732439 

 

 

 
 

 

109學年度第1學期新任主管名單 

單位 職稱 姓名 異動情形 生效日期 

學生事務處 學生事務長 林芸薇 新任 109.08.01 

校友中心 中心主任 洪滉祐 新任 109.08.01 

師資培育中心 中心主任 洪如玉 新任 109.08.01 

外國語言學系 系主任 龔書萍 新任 109.08.01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系主任 張淑雲 新任 109.08.01 

農藝學系 系主任 莊愷瑋 新任 109.08.01 

水生生物科學系 系主任 陳淑美 新任 109.08.01 

生化科技學系 系主任 張心怡 新任 109.08.01 

理工學院 院長 洪滉祐 職務代理 109.08.01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系主任 古國隆 職務代理 109.08.01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組長 李正德 新任 109.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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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職稱 姓名 異動情形 生效日期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組長 陳志誠 新任 109.08.01 

學生事務處學生職涯發展中心 主任 林芸薇 新任 109.08.01 

教務處 副教務長 吳瑞得 新任 109.08.01 

教務處通識教育中心 主任 李永琮 新任 109.08.01 

產學營運及推廣處創新育成中心 主任 張文昌 新任 109.08.01 

語言中心外語組 組長 廖盈淑 新任 109.08.01 

語言中心綜合事務組 組長 潘彥瑾 新任 109.08.01 

師資培育中心教育課程組 組長 曾素秋 新任 109.08.01 

校友中心校友服務組 組長 林金龍 工作指派 109.08.03 

總務處資產經營管理組 組長 陳鵬文 工作指派 109.08.03 

109學年度第2學期卸任主管名單 

單位 職稱 姓名 異動情形 生效日期 

學生事務處 學生事務長 黃財尉 卸任 109.08.01 

校友中心 中心主任 朱紀實 卸任 109.08.01 

師資培育中心 中心主任 吳芝儀 卸任 109.08.01 

理工學院 院長 章定遠 卸任 109.08.01 

外國語言學系 系主任 張芳琪 解除代理 109.08.01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 系主任 鄭天明 卸任 109.08.01 

農藝學系 系主任 侯新龍 卸任 109.08.01 

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 系主任 張烔堡 卸任 109.08.01 

水生生物科學系 系主任 陳哲俊 卸任 109.08.01 

生化科技學系 系主任 廖慧芬 卸任 109.08.01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組 組長 李互暉 卸任 109.08.01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組長 張坤城 卸任 109.08.01 

學生事務處學生職涯發展中心 主任 楊懷文 卸任 109.08.01 

語言中心外語組 組長 謝欣潔 卸任 109.08.01 

教務處 副教務長 林芸薇 卸任 109.08.01 

教務處通識教育中心 主任 陳淑美 卸任 109.08.01 

產學營運及推廣處創新育成中心 主任 黃健政 卸任 109.08.01 

校友中心校友服務組 組長 鍾宇政 卸任 109.08.01 



 

11 

單位 職稱 姓名 異動情形 生效日期 

校友中心資源發展組 組長 詹明勳 卸任 109.08.01 

語言中心綜合事務組 組長 陳炫任 卸任 109.08.01 

師資培育中心教育課程組 組長 吳芝儀 卸任 109.08.01 

體育室體育活動組 組長 倪瑛蓮 卸任 109.08.01 

人員異動名單 

單位 職稱 姓名 異動情形 生效日期 

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 專案組員 方淑娥 新進 109.07.20 

教務處 專案組員 蘇芳玉 新進 109.07.20 

食品科學系 助理教授 張文昌 新進 109.08.01 

師資培育中心 副教授 曾素秋 新進 109.08.01 

特殊教育學系 助理教授 陳勇祥 新進 109.08.01 

人事室第一組 組長 劉玉玲 調任他機關 109.07.27 

秘書室綜合業務組 組員 盧俊宇 職務調整 109.07.20 

動物科學系 助理教授 楊卓真 回職復薪 109.08.01 

獸醫學系 教授 蘇耀期 退休 109.08.01 

園藝學系 教授 李堂察 退休 109.08.01 

中國文學系 教授 朱鳳玉 退休 109.08.01 

動物科學系 副教授 呂鳴宇 退休 109.08.01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教授 林菁 退休 109.08.01 

食品科學系 講師 馮淑慧 退休 109.08.01 

電子計算機中心 程式設計師 何承叡 退休 109.08.01 

學生事務處軍訓組 中校教官 賴佳杏 退伍 109.08.03 

獸醫學系 副教授 林春福 離職 109.08.01 

植物醫學系 副教授 王進發 離職 109.08.01 

應用經濟學系 教授 張光亮 離職 109.08.01 

語言中心 專案助理教授 傅瑞恆 離職 109.08.01 

應用化學系 專案助理教授 林彥多 離職 109.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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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榜 

   單位   姓名   獎懲 獎懲事由 

電子計算機中心 吳永富 嘉獎一次 

協助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辦理108年

全國共用公文電子交換系統全面更新作

業，辛勞得力，順利完成任務 

總務處 陳怡如 嘉獎一次 

協助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辦理108年

全國共用公文電子交換系統全面更新作

業，辛勞得力，順利完成任務 

總務處 鄧琇云 嘉獎一次 

協助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辦理108年

全國共用公文電子交換系統全面更新作

業，辛勞得力，順利完成任務 

圖書館 蔡明倫 嘉獎一次 

前於中央研究院任職期間，辦理108年度院

區參觀及資訊服務展場活動協調工作，圓

滿達成任務 

總務處 楊尚諦 嘉獎一次 

前於嘉義市政府工務處任職期間，配合辦

理108年度應變管理資訊雲端服務系統

(EMIC)演練，工作得力 

總務處 陳志昇 嘉獎二次 
辦理108年度蘭潭校區 PU跑道、沁心池步

道及第二機車停車場擴建工程，著有績效 

 

 

8月份壽星 

蘇子敬教授 董和昇教授(主任) 林義森組長 張宏義教授 

林群雅助理教授 簡麗純秘書 賴泳伶副教授 曾慶慈專案助理教授 

石螢螢專案組員 梁孟教授 鄭博仁助理教授 江姿瑩專案辦事員 

周淑月講師 張坤城助理教授 蕭傳森組員 吳南靖專案助理教授 

華翌凱技佐 鄭毅英講師 李安勝教授 張家瑀教授 

吳建平副教授 陳政男教授 陳宣汶助理教授 江妮玲專案組員 

陳均伊副教授 劉語專員 楊正誠教授 王淑瑛工友 

謝士雲副教授 陳靜琪副教授 陳怡妗組員 蕭瑋鎮專案辦事員 

陳穗斌副教授 陳秋榮副教授 鄭靜芬專案組員 方淑娥專案組員 

簡美宜副教授 何文玲副教授 沈盈宅專門委員 賴孟龍助理教授 

何鴻裕專員 陳千姬助理教授 李正德教官 林翰謙教授(院長) 

王順利副教授 蔡佩芹專員 邱語嫻專案組員 柯佳仁工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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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雪碧專案組員 廖彩雲教授 林億明教授(主任) 施雅月副教授 

魏佳俐助理教授 莊富琪專案組員 包慧俊專案計畫助理教授 廖成康副教授 

林以薰專員 徐志平教授 賴弘智教授 林威秀副教授 

郭寸桃教官 曾志成專案救生員 林宸堂助理教授 張宇樑教授 

林淑美副教授 曾毓芬教授 李麗卿組員 傅奕嘉組員 

侯惠蘭助教 蔡秀娥組員 黃炫諭工友 吳三生組員 

楊懷文助理教授 張烔堡教授   

附註：表列壽星名單，請各單位務必配合於8月1日起一週內，派員向各校區負責發放業務

之同仁，領取所屬人員之生日禮券並轉致當月份壽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