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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法令及函釋 
教育部函示有關辦理資深優良教師獎勵時，曾任三個月以上長

期代理教師應否於代理當時需具有合格教師疑義。（教育部

96.3.5 台人(二)字第 0960028788 號函） 
依各級學校資深優良教師獎勵暨請頒服務獎章要點規定，係以各級公
立及已立案之私立學校在職專任合格教師，連續實際從事教學工作，
成績優良者為獎勵對象。 
復依教育部 93 年 8月 12日台人(二)字第 0930088594號令規定，現職
專任合格教師於辦理資深優良教師獎勵時，得併計曾任三個月以上長
期代理教師，且依規定敘薪有案年資，並以前後任教期間連續未中斷

者為限。 
資深優良教師獎勵乃在鼓勵連續從事教學工作之專任合格教師，爰本
案 3個月以上長期代理教師於代理當時應具合格教師資格，並依規定

敘薪有案且任教期間連續未曾中斷者，始得併計年資辦理資深優良教
師獎勵。 
 

教育部函轉外交部有關邀請迦納、奈及利亞、尼泊爾、緬甸等

國家人士來臺參展、與會、或其他活動者，請務必審慎。（教育

部 96.3.6 台文(二)字第 0960031842 號函） 

由於迦納、奈及利亞、尼泊爾、緬甸等具高度移民及滯留顧慮國家人

士來臺後，已造成我國嚴重社會問題，故邀請此類國家人士來臺前，

務必先行審慎過濾；對於透過網路報名而真實身分背景難以查證者，

建議勿輕易簽發邀請或提供簽證擔保。 

如遇外國人士辦理簽證後即未聯繫，甚至行方不明，邀請單位亦應盡

速通報，對於簽發邀請函者，有關機關將考慮追究責任。 
 

行政院人事行政局 95年 11 月 9日局考字第 0950029037 號函，

對於各主管機關基於權責訂定之各項行政規則中有關獎懲額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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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係屬建議性質，各機關辦理獎懲案件仍應依據具體獎懲事

實及相關獎懲法令規定，經考績委員會審議及機關首長核定。（教

育部 95.11.21 台人(二)字第 0950169351 號函轉） 
 

國立教育廣播電臺製播 96年度性別平等教育宣導節目「性別

教育 Easy Go」廣播節目，業於 1月，敬請教育人員踴躍收聽（教

育部 96.02.08 台訓(三)字第 0960022662A 號函） 
「性別教育 Easy Go」廣播節目，播出時段為每週六上午 10 時 5 分至

11 時，逾期節目將掛於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全球資訊網；各地區收聽

電台頻率及節目內容，可於 www.ner.gov.tw 查詢。 
 

 

其他訊息 
自今（96）年下半年度起實施的大學系所評鑑，將依學制
班別，分別核定評鑑結果。 
自今年下半年度起，受評系所改依博士班、碩士班、大學部學
士班與碩士在職專班等四種學制班別，根據實地訪評結果，分
別核定認可結果，以明確區分出不同學制班別的辦學品質差
異，詳細內容請至評鑑雙月刊網站 http://epaper.heeact.edu.tw/
點閱。  

 

 

 人 事 動 態 
 

 單    位 姓 名 職  稱 生效日 備註 

教務處 註冊組 蔡惠君 組員 96.03.16 原總務處財管組組員 

教務處 招生服務中心 陳靜欣 組員 96.03.16 原應心系組員 

總務處 財管組 詹瑞滿 辦事員 96.03.16 
原終身教育處行管組

辦事員 

圖資處 讀者服務組 梁詩婉 組員 96.03.16 原教務處註冊組組員 

應心系 陳萱佩 約聘人員 96.03.16 
原學務處學輔中心約

聘人員 

調 

圖資系 朱祁玫 組員 96.03.16 
原圖資處讀者服務組

組員 

轉
任 

總務處 事務組 李慕湘 約聘人員 96.04.01 
原教務處敎學卓越中

心專任助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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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 生輔組 韓天仲 約聘人員 96.03.01  

終身教育處 行管組 陳念琦 約聘人員 96.03.01  

終身教育處 推廣中心 陳韻竹 約聘人員 96.03.01  

新
進 

學務處 學輔中心 溫馮偉 專案計畫人員 96.03.05  

 梁翊鴻  96.03.16 
原教務處招生服務中

心組員 

 高一陳  96.03.02 
原圖資處管理維護組

技士 

離 

 陳儀庭  96.03.12 原圖資系組員 
 

 

 

             
 

資科系 楊喨智 老師   應心系 周玉真 老師   中文系 華美玲 老師
中文系 莊雅州 老師   總務處 蔡惠君 小姐   圖書館 王秀梅 小姐
應心系 賴惠德 老師   宗教系 陳一標 老師   研發處 陳莘怡 小姐
新聞系 陳光中 老師   宗教系 黃運喜 老師   國企系 龍紫君 老師
資科系 陳建彰 老師   中文系 陽淑芬 小姐   歷史系 高明士 老師
通識中心 李威霆 老師   秘書室 劉蘊采 小姐   師培中心 彭雯嫈 小姐
資科系 姜正雄 老師   應心系 黃軍義 老師   教務處 姚培鈴 小姐
應心系 王碧朗 老師   學務處 倪浩文 先生                       
 

 

                                                        
 

 

 

 

 

 

 

 

 

 

 

        學務處李美惠小姐於 2/28 天賜石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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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理保健－放鬆心情的 25個方法 
 

1、 如果覺得力不從心，那麼沉澱思考後再出發。 

2、 擁有一兩個知心朋友。 

3、 對一些瑣細小事不妨任其自然。 

4、 正視現實，因為迴避問題只會加重心理負擔，最後使得情緒

更為緊張。 

5、 作 5分鐘的遐想。 
6、 有委屈不妨向知心人訴說一番。 

7、 常對自己提醒︰該放鬆放鬆了。 

8、 少說「必須」、「一定」等硬性詞。 

9、 犯錯誤後別過度內疚。 

10、 不要怠慢至愛親朋。 
11、 學會「理智」地待人接物。 

12、 把挫折或失敗當作人生經歷中不可避免的有機組合成分。 

13、 實施某一計畫之前，事先就預想到可能會出現壞的結果。 
14、 在已經十分忙碌的情況下，就不要再為其他份外事操心。 

15、 常常看相冊，重溫溫馨時光。 
16、 常常欣賞諧劇，更應該學會說笑話。 

17、 洗個溫水澡，邊洗澡邊唱歌。 
18、 臥室裡擺放鮮花。 

19、 欣賞最喜歡聽的音樂。  

20、 去公園或花園走走。 
21、 回憶一下記憶中最快樂的經歷。 

22、 結伴出遊。 
23、 邀請性格開朗、幽默的伙伴一聚。  

24、 力戒煙酒。 
25、 不必事事、時時進行自我責備。 

 
             願各位教職員生都擁有健康的身心和充沛的精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