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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法令及函釋 
 教育部函知澳洲南澳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
在臺灣違法招生授課案。（96.4.17 台學審字第 0960053632 號函） 
南澳大學今（2007）年在臺招生授課之企管碩士MBA課程全部以中
文授課，違反大學辦理國外學歷採認辦法第 11條第 6款規定，非使
用中文之國家或地區，以中文授課所頒授之學歷；及同條第 7款規定，
未經本部認可，在我國所設分校或以國外學校名義委託機構在國內招

生授課取得之學歷。 
 
「各級學校資深優良教師獎勵暨請頒服務獎章要點」及「私立各級

學校教師請頒服務獎章作業注意事項」，業經教育部於 96年 5 月 3
日以台人（二）字第 0960046905C 號及 0960046905D 號令修正發
布，並將名稱修正為「各級學校資深優良教師獎勵要點」及「各
級私立學校教師請頒服務獎章作業注意事項」。（96.5.3 台人（二）
字第 0960046905E 號函） 
 

教育部函示各級私立學校教師服務獎章請頒方式案。（96.5.1
台人(二)字第 0960066340 號函） 
各校應於教師退休（職）、資遣、辭職或死亡事實發生後三個月內，

檢附請頒服務獎章名冊正本 1式 3份與退休（職）、資遣、辭職或死
亡相關文件影本 2份，依請頒程序辦理作業。 
 

 教育部函轉內政部鼓勵民眾使用自然人憑證申報所得稅，於本
年 5 月份報稅期間假內政部資訊中心設置機動櫃檯，受理民眾申
辦自然人憑證。（96.5.9 台電字第 0960068627 號函） 
內政部為方便民眾申辦自然人憑證及鼓勵民眾使用自然人憑證申報
個人綜合所得稅，於該部資訊中心設置機動申辦窗口，每日申辦時間
8：30~19：30，假日 9：00~19：00。內政部並在每月發行自然人憑

證電子報，每期均提供抽獎活動，歡迎自然人憑證持有人踴躍參加，
詳細資訊請查閱內政部資訊中心網站 http://www.moi.gov.tw/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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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函示修正「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學校辦理各類會議、訓練講

習與研討會相關管理措施及改進方案」並將名稱修正為「教育部及
所屬機關學校辦理各類會議講習訓練與研討（習）會相關管理措
施及改進方案」。（96.5.2 台會（三）字第 0960052935B 號函） 
摘錄第 11點：接受教育部各單位委辦或補助之機關、學校及民間機
構等，於教育部各單位所撥給相關費用之編列與執行，應本照本方案
規定審核及辦理。   

 

教育部函送交通部觀光局推廣「雪山隧道參訪及週邊台北縣坪
林鄉相關景點」旅遊行程。（96.4.26 台高（四）字第 0960063278
號函） 

觀光局協調相關單位規劃「坪林鄉及雪山隧道」免費參訪行程，參訪
資訊請查閱坪林鄉公所資訊網站 http://www.pinglin.tpc.gov.tw/home.htm
或洽 02-26658020 
 
教育部函轉交通部觀光局推廣辦理「2007 望安綠蠵龜生態研習
營」活動。（96.4.30 台環字第 0960063260 號書函） 

2007望安綠蠵龜生態研習營預計在 6/27~8/28以三天二夜行程進行， 
活動資訊請查閱交通部觀光局澎湖國家風景區管理處資訊網站
http://www.penghu-nsa..gov.tw/。 
 

 

 

 人 事 動 態 
 

教．師．升．等 
 

   賀 宗 教 系  黃運喜老師榮昇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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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    位 姓 名 職  稱 生效日 備註 

應心系 李宏偉 助理教授 96.05.01 
兼研發處 研考

評鑑組組長 新

進 
學務處 生輔組 黃曉軍 約聘人員 96.05.01  

升 會計室 劉昌偉 主任 96.05.01  

文理學院 黃運喜 院長 96.05.11 宗教系教授兼 兼

任 宗教系 鄭燦山 主任 96.05.11 宗教系副教授兼

文理學院 院長 

宗教系 
熊  琬 

主任 
96.05.11  免

兼 

終身教育處 企劃行銷組 侯佳惠 組長 96.05.14 留職停薪 

圖資處 讀者服務組 陳珠淑 約聘人員 96.04.30  

國企系 楊芳純 組員 96.04.30  離 

會計室 陳志成 主任 96.05.01  
 

 

 

             
 

教資系 劉佩雲 老師   資訊處 邱婕凱 小姐   法律系 張哲源 老師

大傳系 蕭文娟 老師   圖資系 馮秋萍 老師   終身教育處 賴紋慧 小姐

資科系 楊永仁 老師   學務處 王朝宏 先生  法律系 葛祥林 老師

社福系 張貴傑 老師   人事室 楊涓涓 小姐   教資系 林麗惠 老師

秘書室 程彥禎 小姐   資科系 劉汝軍 小姐   應數系 賴怡璇 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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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資處何宜真小姐於 4/21 締結良緣 

教資系林麗惠老師於 4/28弄璋呈彩 

社福系范家嘉小姐於 5/12 鳳凰于飛 
 

 

 

 

 

 

 

 

 

 

   校‧園‧禁‧菸‧宣‧導 
 

吸菸有害健康 

禁菸目的在保護人民，避免因過量吸入二手菸而罹患心臟
病、癌症、呼吸系統疾病和其他急性、慢性疾病。近年來，
由於越來越多人已意識到吸一手菸和二手菸都對健康有害，
甚至會致命。 

菸害提高國家醫療與社會資源支出的一連串惡性循環 

菸害是多重性的，吸菸不但危害自己本身的健康，也會帶給
周遭的人極大傷害，同時造成了空氣與環境的污染，最後引
起的疾病又增加健康保險的負擔，甚或因隨意亂丟菸蒂發生
火災風險，俱連帶影響國家的財政，造成經濟與社會的問題。 

戒菸的方法 

為了大家的健康，當你極渴望抽一口菸時，請擇下列方式降
低抽菸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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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薄荷牙膏刷牙 6.和朋友聊天 

2.去散散步 7.閱讀一篇愉快的故事 

3.喝一杯冰水或果汁 8.吃無糖口香糖 

4.轉轉筆 9.吃新鮮水果及蔬菜 

5.甩甩手 10.放鬆運動 

不吸菸後，你可能會開始經歷強烈的吸菸慾望，並開始出
現戒斷症狀，這表示你的身體正在擺脫菸癮，請勿半途而廢
再去吸菸喔。 

                                 

 

美好人生來自無菸地球

無菸地球回饋美好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