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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人事服務簡訊           109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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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臺教人(二)字第1090116786號書函轉知，考試院109年7月31

日修正發布之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細則第21條之1條文、修正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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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臺教人(三)字第1090105603號書函轉知，重申公務人員留職

停薪期間不得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相關規定一案，相關內容請逕至本校人事室網頁/

最新消息項下查閱。 

3.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109年7月30日技檢字第1091903195號書函轉知，

銓敘部令釋有關公立學校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得否兼任技能檢定監評人員一案。相 

  

1.本校109學年度主管共識營業於109年8月20日假嘉義市鈺通大飯店辦理竣是，活

動圓滿順利。 

2.本校同仁欲申請109學年度第1學期公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費者，請配合於109年

9月28日(星期一)以前檢件向人事室提出申請。 

 

與世界首富離婚後：貝佐斯前妻不當怨婦，用教養哲學翻轉更多人生                                  

                                 【本文摘錄自2020.08.11親子天下 /by 黃敦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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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s/list/personnel/%E7%B5%84%E5%90%88%201_111.pdf
https://www.parenting.com.tw/article/5087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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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跟她在同一間公司工作，才子佳人很快就結為連理。她聽到他兩眼發亮的創業

夢想，就辭掉了華爾街的工作，放下自己的作家夢，陪他從紐約開車，橫越美國

來到西雅圖。漫長的旅途中，她當司機，好讓他在路上寫好創業企劃書，聯絡投

資人。 

他成了她的第一批員工，一起腦力激盪取公司的名字、要管帳、喬貨運合約、甚

至自己當司機送貨。等到公司上了軌道，曾是學霸的她回家照顧小孩，讓他沒有

後顧之憂。 

多年過去，他成了全球首富，卻跟她的好友爆出婚外情。在新聞被媒體刊出前，

她跟他共同發表友好離婚宣言，還要面對媒體上他與新歡高調公開的照片、令她

尷尬的對話，以及保護還未成年的四個孩子，照顧他們的感受。至於大家關心的

財產分配，她分到兩人持股的四分之一，當時的價值約350億美元，並且放棄對公

司經營投票的權利。 

大家都覺得她委屈極了，嘗盡羞辱，頻頻為她抱不平，但是她沒有變成怨婦。 

他是亞馬遜的創辦人暨執行長貝佐斯（Jeff Bezos），女主角是去年跟他離婚的麥

肯琪（MacKenzie Scott）。 

不打悲情牌，捐出17億美元 

作家暨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編輯卡拉漢（Maureen Callahan）用「尊嚴就

是最好的復仇」形容麥肯琪離婚後的生活，說沒有任何一個委屈的女人，比她做

得更好。 

其實麥肯琪並沒有展開復仇的態勢，也未曾口出惡言。她不打悲情牌，而是用新

態度面對人生。她的所作所為，令人們忍不住要為她鼓掌。眾人依舊關心她的生

活，她的新聞多數正面且沒有旁人的雜音。她在離婚後不久，就簽署比爾蓋茲跟

巴菲特共同呼籲的「樂施誓言」（The Giving Pledge），願意捐出大多數的財產。

七月底，在美國的新冠肺炎疫情、種族與弱勢議題等社會不安中，她公布了行善

了進度，已經捐出17億美元，透過幫助上百個照顧少數族裔、性別平等、貧困社

區、階級流動、公共衛生、氣候變遷等機構，以及因為疫情受害的弱勢族群。她

沒有發新聞稿，只在自己的推特說已經撤了夫姓，有了些行善工作上的成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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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平台的個人帳號公布自己的作法，希望能拋磚引玉，盡力幫助美國社會復原，

降低近期事件的傷害。低調平實，獲得許多好評。 

與此同時，媒體對貝佐斯的公開關注，是他又砸了多少錢買了豪宅；被國會拷問，

亞馬遜有沒有壟斷市場；他的誹聞，是被女友家人為了錢而爆料……。即使亞馬

遜在今年第二季創下了26年最佳獲利紀錄，記者也不忘批評亞馬遜在疫情期間的

營運讓許多消費者不滿，市占率下滑。更糟的是，對照前妻立即採取行動幫助社

會、快速捐錢，媒體批評他捐錢前先誇下海口，之後卻進展緩慢，少見善舉。 

培養孩子從小練習會用電鑽的冒險精神 

麥肯琪獲得的尊重，源自她的自我價值感與人生態度，而且跟她教養孩子的哲學

一致。只是她或許沒有想到，教養孩子的方式，也會翻轉她自己的人生，甚至用

來幫助更多其他人，為她贏得更多敬重。 

她是普林斯頓的高材生，在學校就當過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里森（Toni Morrison）

的助理，被莫里森形容為在創意寫作課中所教過最棒的學生。她畢業沒多久就嫁

給貝佐斯，幫忙創業，所以一直到當家庭主婦後，才能運用零碎時間創作，花了

八年才完成第一本小說《The Testing of Luther Albright》，但馬上得了美國圖

書獎。 

貝佐斯曾在公開會議中談到他跟麥肯琪帶孩子的哲學。他們共生了三個兒子，並

且從中國領養了一個女兒，最大的孩子今年20歲，最小的15歲。他們最重視的是，

孩子能否自立，願意冒險接觸新事物，以及擁有復原力，因為這樣才能創新，突

破人生遇到的困境。所以，孩子們都在4歲時，就開始練習用銳利的小刀，在7、8

歲時，就開始用電鑽、電鋸等工具。麥肯琪有一句名言，說寧可她的小孩只有9個

手指頭，也不要他們無勇無謀，不會動腦、不懂得怎麼解決問題。為了培養孩子

的冒險、嘗試精神，他們還自己帶著孩子在廚房做實驗、孵小雞、學中文、上新

加坡的數學教學法、從事各種運動、社團……。 

這樣的哲學，也展現在她的財富觀跟行善風格。她不曾出現在炫富、展現華服首

飾的新聞，也不愛周旋於雞尾酒會當「名媛」，因為對於那些蜻蜓點水式的對話

感到不自在。關於她的財富，她在最近公開捐贈的文章上說，從不懷疑財富是社

會集體創造的成果，只是在社會結構上，有些人到了機會，但有更多人遭遇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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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困難。她之所以要公開她的捐贈進展，只是發現大家對她有點注意，她可以用

來呼籲更多機構與領導人一起帶來更多改變。 

幫助苦人所苦的弱勢領導人 

在選擇捐贈機構時，她特別挑了由弱勢族群所領導的單位，例如黑人領導的反種

族歧視組織，女性帶領的性別平權團體。因為他們經歷過挫折與復原，懂得如何

自立，最能苦人所苦，知道怎麼幫助受助對象。 

她也勇於嘗試、開創新的富豪捐贈方式。俄亥俄州立大學研究慈善財務的教授米

頓朵夫（Brian Mittendorf）分析，很多富豪要做善事前，都會先大張旗鼓說明要

花多少錢成立新的機構或是基金會，從事哪一方面的善行，大談自己的理念，打

響了名聲，之後的動作卻未必有一樣大的正面影響力。但是麥肯琪反其道而行，

她沒有先宣布要關注哪些議題，而是默默捐了，才在個人帳號公布清單，而且完

全尊重這些單位原來就在做的事情，不干預他們，這才是真正最能幫助社會的作

法。 

麥肯琪23歲就嫁給貝佐斯，付出與經歷人生走出校園以後幾乎的所有事物，先生

外遇婚變帶給她的挫折，是外人難以想像。但她用自立、復原力、冒險精神面對。

她突破的，不只是自己的舒適圈，展開的，也不只是自己的新人生，還讓這些機

構、出身弱勢的領導人能夠突破自己的困境、自立與助人，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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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應用程式○APP，透過其他資料庫合法授權、網路

搜尋公開資訊與社群回報等方式取得相關電話號碼，以提供使用者辨識來

電資訊之服務，其個資法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何？ 

答: 

一、查個人資料保護法(下稱個資法)第22條立法說明第2點係記載「查現今社會中

個人資料已為各個行業不可或缺之資訊，上至銀行、電信公司，下至私人診

所、錄影帶店均會蒐集顧客之個人資料並建立檔案，成為經營該業務重要之

一環。由於各個行業均有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屬中央者，有屬地方者，

https://pipa.ndc.gov.tw/News_Content.aspx?n=7D3602579D2BF23F&sms=2F28806F8A42AE16&s=876330CD6C77E1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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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與該事業之經營關係密切，應屬該事業之

附屬業務，自宜由原各該主管機關，一併監督管理與其業務相關之個人資料

保護事項，較為妥適。」；又查電信號碼管理辦法及電信事業處理有關機關

(構)查詢電信使用者資料實施辦法，係分別依電信法第20條之1第6項及第7條

第2項授權訂定，其規範對象為經營利用電信設備提供通信服務供公眾使用之

電信事業。按○APP 之營運模式，係協助使用者辨識來電之相關資訊，非利用

電信設備提供通信服務，故非屬電信事業或其附屬業務，尚難逕予認定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為其個資法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二、依行政院103年5月28日院臺法字第1030135223號函所附會議決議，有關「入

口網站經營、資料處理、網站代管及相關服務業」已有明確之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者，維持由該機關為主管機關；其餘尚無明確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者，為結合推動電子商務、網路產業發展事項，由經濟部擔任個資法之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考量○APP 非屬電信事業或其附屬業務，其營運模式

既屬資料處理服務業，徵諸上開行政院函所附之會議決議，應以經濟部為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宜。 

               

 
 

  

紅肉還是白肉好？火龍果重要營養一次解析                                                                    

                                                 【本文摘錄自健康醫療網/2020-08-26 李婉萍的營養天地】 

記得多年前，有位病患急急忙忙打電話到診所給我，「我發現便中帶血耶，想說是不

是得了痔瘡，還是更嚴重的大腸疾病……該看哪個醫生？」 

因為了解他當時生活作息都很正常健康，所以我就針對飲食多問了幾句，「都和平常

一樣啊，是說親戚寄了一箱火龍果給我，這兩天拼命吃還是吃不完，送妳一些好

嗎？」大家知道可能造成他血便的兇手了嗎？因為他吃的正是紅色火龍果呀！。 

火龍果營養成分大 PK 

盛產季節集中於 5至 10月的火龍果，是仙人掌科的熱帶水果，目前台灣主要培育的

分為白肉和紅肉兩個品種。成熟的火龍果富含有機酸和鉀、鐵、葉酸等礦物質，也有

不錯的膳食纖維，以及多酚和類黃酮等植物化學物質。其中，紅心火龍果鮮豔的果肉

https://www.healthnews.com.tw/blog/article/47225/%E7%B4%85%E8%82%89%E9%82%84%E6%98%AF%E7%99%BD%E8%82%89%E5%A5%BD%E7%81%AB%E9%BE%8D%E6%9E%9C%E9%87%8D%E8%A6%81%E7%87%9F%E9%A4%8A%E4%B8%80%E6%AC%A1%E8%A7%A3%E6%9E%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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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色，來自它所含有的豐富甜菜紅素（betacyanin），因此和白肉品種相比，有更好

的抗氧化功效。 

不過，白心火龍果的膳食纖維則略勝一籌。更使人意外的是，一般顏色越深的蔬果，

葉酸含量也會越高，但火龍果卻是反其道而行，白肉品種竟含有較多葉酸呢！所以對

準媽咪們而言，火龍果可說是十分理想的水果選項，特別是女性在懷孕初期和後期容

易有便秘情形，攝取火龍果可一次獲得葉酸和纖維雙重的營養補充。 

嗯嗯不順？讓他助你一便之力 

曾有諮詢門診的客戶說吃火龍果後，感覺特別容易發生拉肚子情形，仔細一問後釐清

並不是像以往肚子絞痛、腹瀉的症狀，而比較像是通便的效果。事實上，我們如果用

一顆中小型白肉火龍果來看，去掉外皮剩下的果肉總重約 300 公克，吃完整顆可攝取

到 5克膳食纖維，要是再大顆一點那就更可觀了。因為比起吃蔬菜更容易入口，很多

人經常在不知不覺間便完食一大盤，也難怪嗯嗯會變得很順暢了。 

另外，曾有一份研究嘗試以火龍果作為飲食介入，來解決照護機構裡長者們的便秘問

題，結果發現這些受試者無論是食用紅肉或白肉火龍果，大多感覺不須特別用力即可

輕鬆排便，而且糞便的質地趨向柔軟，每週排便的頻率也增加了，有助降低緩瀉藥劑

的使用或灌腸等治療方式。 

大啖火龍果，幾個特殊族群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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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攝取火龍果營養，不妨這樣吃 

由於這兩種不同顏色的火龍果風味各有不同，營養上也略有差異，大家不妨交替著

吃。「要是我想補血補鐵，是不是應該多吃紅肉品種呢？」假如是和動物性食物相

比，火龍果的吸收率並沒有豬肝、牛肉效果來得好；但放在水果類別裡，紅心火龍果

的鐵含量是葡萄的 8 倍、櫻桃的 4倍，相對而言確實含鐵量豐富。所以推薦大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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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搭配鳳梨、芭樂等高 C水果一起進食更好，打成果汁或加上優格變成水果沙拉，皆

可幫助提升鐵質的吸收率。 

   (本校員工協助方案專區連結) 

思考也有「正確姿勢」？ 

                                                                           【本文摘自天下雜誌/作者 褚士瑩】  

思考不見得適合每個人，也不是每個人都喜歡思考。這是自從哲學諮商室開張以後，

我深刻體驗的一件事。 

「這比例大概是如何？」我時常會聽到不喜歡思考的人這麼問。 

「大約十比一吧！」。 

「十個人裡面，有一個人不喜歡哲學思考？」 

「不，是十個人裡面，只有一個人會喜歡。」我笑著澄清。 

所以如果你是不喜歡思考的人，千萬不需要覺得內疚，因為不喜歡才是正常的啊！ 

我們在做哲學諮商的時候，也有很多人進行到一半就因為覺得太不舒服，進行不下去

了，甚至是在一開始的時候，就覺得不舒服。 

為什麼哲學讓人這麼不舒服？因為思考本來就是一件不自然的事。 

各式各樣的「鍛鍊」，其實都是不自然的 

思考不自然，其實也沒什麼。哲學是一門提問的藝術，就像其他藝術一樣，其實學習

藝術的過程都不自然。 

比如鋼琴聲很美，但是彈鋼琴的姿勢卻很不自然。有學習過鋼琴的人就知道，手型同

時又要放鬆又要端正，手指要彎曲，只能用指端肉墊部分觸及琴鍵，指甲不能碰到琴

鍵。五個手指的指端之間呈半圓形，掌關節自然拱起。好像鬆鬆地虛握一個圓球，手

腕大約與鍵盤平行，不要拱起或塌陷……我小時候剛開始學琴的時候，嚴格的老師還

用玻璃杯裡面裝滿水放在我的手背上，彈鋼琴的時候水不能濺出來，更不能晃動，心

理壓力超大，讓我從一開始學琴就想放棄。 

很變態嗎？那小提琴就更慘了。學小提琴的孩子光看臉就看得出來，不是因為特別有

氣質，而是左肩和左臉頰緊緊夾著小提琴，腦袋還歪一邊，久了臉型就會歪一邊。因

為拉小提琴的「正確姿勢」是將琴放在左肩鎖骨上，下頜貼在腮托上，左肩稍稍聳

http://www.ncyu.edu.tw/personnel/gradation.aspx?site_content_sn=49795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400/article/9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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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以下頜和肩將琴夾住，琴向前方偏左約45度，演奏時左手外轉托琴、右手內轉持

弓，右上臂會隨著運弓的平面改變，而改變肩膀外展與內轉的角度。為了維持演奏姿

勢，肌肉耗氧往往超過身體負荷，所以長期演奏基本上就是一個姿勢不良、會造成慢

性重複性傷害的姿勢。比起鋼琴家，小提琴家更可憐，他們演奏的「正確」姿勢是所

有樂器中姿勢最辛苦的一種，有些人甚至會出現「斜頸症」。 

就像小提琴手經常晚上躺在床上要忍受全身痠痛，無法入眠，許多喜歡哲學思考的

人，一開始在進行激烈的邏輯思考之後，也會發現自己高速運轉的腦子處在亢奮的狀

態之下，而無法平靜，甚至失眠。 

但是思考的正確姿勢是什麼？ 

在思考以前，先讓心智擺好姿勢 

就像我的法國哲學老師奧斯卡說的，「行動」的第一個條件是「態度」，態度是「天

資」的表親。所以，面對哲學思考，就像我們面對一個即將開始學習的運動項目，或面

對一種新的樂器，即使明明知道要開始受苦，也讓自己開心站在一個好位置上，擁有良

好的性格，一方面可以從知識上去研究哲學的基礎，這個比較簡單，但是另一方面要打

開自己，調整好態度，允許哲學的存在，這就比較困難了。因為這意味著必須露出自己

內在最柔軟脆弱的部分，明明知道會受傷，卻不去擔憂、不去抗拒。 

俗語說「坐有坐相、站有站相」，要進行哲學探討，也要先擺好思想的姿態。但是這個

學習思考之前不可或缺的「正確姿勢」，就已經足以讓很多人出現嚴重的障礙了。對這

些障礙，既不能忽視不見，也不可以忽略不管，不能當作什麼也沒有發生，因為一般來

說，在人的腦中，無論是小孩或成人，都被某種程度的喧嘩占據著，腦中的思考表現在

外的行動和言語，往往只不過是一條蒼白的影子。 

這個思想的正確姿勢，必須由負責引導的哲學老師安排，那是因為思考的姿態不是自然

的，就像拉小提琴的正確姿勢，在日常生活中看來是不自然的。 

為了讓心智擺好姿態，首先老師要根據眼前群體性質所呈現出來的「暴力」程度，使用

方法讓學生的腦子安靜下來。然後，才能讓學生開始去思考一個想法，一個問題，一段

文字，進行一個反思，思考但是不急於表達，就像一開始透過樂器去面對音樂一樣，先

聆聽而不是急於演奏，只是這一次，我們的樂器是我們的腦子，而音樂就是我們面前需

要思考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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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童年時，那個拿著鐵尺，在我的手背上擺著一個裝滿水的玻璃杯的剛琴老師，或許是

一個很厲害的鋼琴家，但是我卻不會說他是一個帶我進入鋼琴世界的引導者。實際上，

我產生的恐懼如此巨大，我開始排斥鋼琴，對上鋼琴課升起巨大的恐懼，從此我有很長

的時間，以為自己討厭鋼琴。 

遇到一個不知道如何控制、調整「暴力」的哲學老師，或是哲學諮商師，也會帶來這樣

的恐懼和厭惡，甚至從此一輩子討厭思考。所以這是我在面對每一個思考的新手時，要

謹慎面對的責任。 

把自己準備好，迎接挑戰的樂趣吧！ 

轉眼學校要開學了，我們在線上的思考課也要開學了，作為一個思考的教練，我先把

自己「想要教什麼」的想法放在一邊，而是先到「哲學思考練習團」這樣的臉書社團

問大家「想要學什麼」，然後才按照投票的結果來決定課程作為回應，或許這會更

「溫柔」一些。 

結果我很驚訝地發現，並列第一名是想要回到最基本，穩紮穩打學習各種哲學思考工

具用法的「哲學蹲馬步」初級課程，還有需要應用思考技巧來幫自己跟別人解決問題

的「哲學諮商」高級課程，第二名是活用哲學思考工具用法的「對話力」課程，第三

名則是結合思考跟腦神經語言學的哲學混血兒「情緒管理」課程。 

朋友之間常常會開玩笑，說有些人一站出來，看起來就是高手中的高手，結果一揮

棒、揮桿打不到球，或是拿起麥克風唱歌，歌聲慘不忍睹，只有「姿勢幾霸昏」。雖

然這樣有點丟臉，但與其還沒有開始感受到運動或是音樂的美好，就因為自己的姿勢

不良受到運動傷害，還不如有個知道如何引導的教練，嚴格卻不刻薄，先讓我們學好

正確姿勢。 

接下來，哲學思考的躲避球，就要投向腦袋正中心了。你能不能接到球？被打到會不

會疼？要不要邊哭邊笑邊玩？不確定？有點緊張又有點期待？太好了──因為那正是

樂趣即將開始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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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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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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室體育活動組 組長 温笙銘 新任 109.08.01 

農學院動物試驗場 場長 李志明 新任 109.08.01 

109學年度第1學期卸任主管名單 

單位 職稱 姓名 異動情形 生效日期 

農學院動物試驗場 代理場長 林炳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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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室 組員 盧俊宇 調任 109.07.20 

總務處營繕組 技佐 翁正宇 新進 109.07.30 

特殊教育學系 助理教授 陳勇祥 新進 109.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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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物科學系 助理教授 李志明 新進 109.08.01 

獸醫學系 助理教授 王昭閔 新進 109.08.01 

水生生物科學系 助理教授 朱建宏 新進 109.08.01 

生物資源學系 助理教授 張素菁 新進 109.08.01 

應用歷史學系 助理教授 凃函君 新進 109.08.01 

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 專案助理教授 鄭朝陽 新進 109.08.01 

語言中心 專案助理教授 廖盈淑 新進 109.08.01 

語言中心 專案助理教授 王大味 新進 109.08.01 

總務處 專案組員 鄭鈺潔 育嬰留職停薪 109.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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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職稱 姓名 異動情形 生效日期 

總務處 專案職務代理人 林佳蓉 新進 109.08.04 

電機工程學系 專案辦事員 翁浩翔 新進 109.08.06 

總務處 專案書記 賴俊文 資遣 109.08.14 

應用化學系 組員 邱季晴 新進 109.08.20 

體育室 技佐 王雅音 調任他機關 109.08.28 

體育室 技佐職務代理人 何育庭 新進 109.08.31 

人事室 組員職務代理人 蔡安妮 離職 109.09.01 

教務處註冊與課務組 組長 蔡庭容 退休 109.09.16 

榮譽榜 

   單位   姓名   獎懲 獎懲事由 

總務處 王勝賢 嘉獎一次 
協辦本校108年度推動節約能源計畫業務，

表現優良，圓滿完成任務 

總務處 陳鴻翔 嘉獎一次 
協辦本校108年度推動節約能源計畫業務，

表現優良，圓滿完成任務 

環境保護及安全

管理中心 
蕭傳森 嘉獎一次 

辦理本校109年度推動節約能源計畫業務，

表現優良，圓滿完成任務 

總務處 
蔡秀娥 嘉獎一次 

辦理本校108學年度文書檔案管理標竿學習

實務教學活動，表現優良 

總務處 
陳怡如 

嘉獎一次 協辦本校108學年度文書檔案管理標竿學習

實務教學活動，表現優良 

總務處 
鄧琇云 

嘉獎一次 協辦本校108學年度文書檔案管理標竿學習

實務教學活動，表現優良 

 

 

9月份壽星 

石素珍專案書記 郭介煒助理教授 陳榮治教授 談珮華教授 

黃靖雅講師 江斈昕專案組員 詹明勳助理教授 蔡明倫組長 

陳麗花講師 朱柏翰技工 王梓帆專案助理教授 何怡慧專案書記 

林正亮教授 石淑燕專案組員 王麗婷組員 吳宗哲助理教授 

賴學翰專員 邱志義教授 陳建州專案組員 戴基峰助理教授 

江錦炫技工 邱永川教授 簡瑞榮教授 陳志昇技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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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婉雯組長 陳俐伶秘書 莊秀玉專案書記 簡秋月技工 

楊詩燕組長 蕭至惠教授 吳芝儀教授 陳郁馨專案辦事員 

吳游源助理教授 吳瑞彬工友 林和君專案助理教授 楊德清教授(副校長) 

翁永進教授 吳進益副教授 唐進益技工 黃齡儀專案組員 

黃柔嫚助理教授 葉郁菁教授 張筱君專案辦事員 張銘煌教授(院長) 

吳沂玲專案辦事員 翁士杰救生員 艾嘉洋講師 鍾瓊瑤辦事員 

呂英震助理教授 李彥賢副教授 柯金存講師 蔡文錫副教授 

周榮吉教授 陳中元秘書 李菽豐專案辦事員 張光維契僱技士 

李美齡工友 盧俊宇組員 柯建全教授 黃依玲專案組員 

林肇民教授 許明峰副教授 曾素秋副教授 蔡崇元組員 

許雅雯副教授 王以仁教授 林郡雯助理教授 張耿瑞副教授 

郭世榮副教授 陳昭仁技工 周西波副教授 羅至佑副教授(主任) 

盧永祥教授 李互暉副教授 林永佶秘書 胡景妮專案諮商心理師 

余政達副教授 任綉欽工友 陳慶緒教授 陳美至組員 

王璧娟教授 胡采玲工友 陳瑞傑助理教授 買勁瑋專案組員 

謝翠珍秘書 李宗隆教授 朱志樑助理教授  

附註：表列壽星名單，請各單位務必配合於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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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