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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95 學年度畢業典禮訂於民國 96年 6 月 16 日

下午 3點 15 分假善導活動中心 1樓元亨堂舉行，

歡迎教職員工生到場觀禮。  
 

 
 

                                                
                           
 
日本關東地區麻疹疫情持續擴大，教育部與衛生署疾病管制
局共同呼籲民眾應謹慎因應。                           
 
一、 麻疹係經由空氣、飛沫傳播或是直接與病人的鼻腔或咽喉分泌物

接觸而感染，防制措施重點如下： 
（一）未完成接種者，應通知並配合當地衛生機關輔導。 
（二）保持室內通風，並避免出入空氣不良之密閉空間。 
（三）時時勤洗手。 
（四）若出現發燒或出疹等情形，應立即就醫。 
（五）患者至少應於發疹後 7天才能返回學校。 
（六）監測個案接觸者健康情形，掌握請假人數及原因。 
（七）如疫情發生時，應配合衛生單位，採取各項防制措施。 

二、 旅日留學生或前往日本旅遊之教職員工生，宜檢視是否接種過麻
疹相關疫苗或曾經感染過麻疹；若無法確定者，請自費施打含麻
疹之疫苗。有關資訊可參考教育部體育司網頁「校園傳染病監控
指引」及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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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法令及函釋 

教育部函示各校聘請他校專任教師為兼任教師時，應先徵得原
校同意。（91.7.9 台 91 人二字第 91082650 號書函） 

建請辦理各機關（學校）因公出國人員回國後知識經驗分享，
以增進同仁交流相互學習，提升組織專業素養（教育部 96.04.20
台人（二）字第 0960058895 號函） 

 為利天然災害停止辦公及上課作業宣導事宜，行政院人事行政
局業將「天然災害停止辦公及上課 Q&A（問與答資料）」置於該
局全球資訊網/考訓處 差勤管理 供參
http://ca2.cpa.gov.tw/cpa2004/fixpage/LYSD0001.html。（教
育部 96.04.24 台人（二）字第 0960059643 號書函轉）。 

大學院校專任教師於週末或週日應聘前往空中大學「面授」教
學，是否視同校外兼課疑義。（教育部 77.4.2 臺 77 人字第 13660
號） 

因空大面授教學僅係利用星期例假日實施，且面授教師一學期僅二次
至三次（按應為四次），情況特殊，可不視同在校外兼課。 

澎湖國家風景區管理處舉辦「2007 澎湖石滬觀光文化祭」活
動。（96.5.29 澎湖大休閒字第 0960003865 號函） 

國立澎湖科技大學承辦 2007澎湖石滬觀光文化祭預計在 7/10~8/29以
三天二夜行程進行，活動資訊請至 http://www.npu.edu.tw及
http://www.penghu-nsa..gov.tw點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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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事 動 態 

                                    
 

單    位 姓 名 職  稱 生效日 備註 

總務處 營繕維護組 李瑞欣 約聘人員 96.05.15  

總務處 營繕維護組 林俊明 約聘人員 96.05.30  

國企系 王佑欣 約聘人員 96.06.01  

終身教育處 行銷企劃組 王惠翰 約聘人員 96.06.01  

終身教育處 李頤亭 約聘人員 96.06.01  

學務處 學輔中心 莊雅雯 專案計畫 人    員 96.06.07  

 

 

 

             
 

教資系 羅虞村 老師  視傳系 王鼎銘 副校長  視傳系 范琇雅 小姐 

體育室 林志遠 老師  大傳系 朱旭中 老師  新聞系 陳偉之 老師 

大傳系 陳主宏 先生  總務處 楊雅玲 小姐  財金系 顏晃平 老師 

應數系 葉宗鑫 老師  教務處 洪家燕 小姐  教資系 黃富順 老師 

圖資處 何宜真 小姐  外文系 詹裕桂 老師  國企系 戴久永 老師 

教資系 高玉靜 老師  體育室 曾瑞成 老師  新聞系 何智文 老師 

歷史系 顏妙幸 小姐  通識中心 賴曉芬 老師  中文系 李霖生 老師 

應數系 范洪源 老師  法律系 曾國修 老師  外文系 李佩容 老師 

教資系 蘇郁淳 小姐  外文系 趙娟黛 老師  外文系 貝大衛 老師 

應心系 林瑞欽 老師  應數系 何雅珺 小姐  財金系 關家穆 老師 

國企系 葉日武 老師  終身教育處 蕭亦成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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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 場 工 作 能 力 

戰勝職場並非只是努力，重要的應該是能力，除了專業知識、
工作效率及學習、反省檢討的能力外，以下也應該列入你的
能力範疇。 

笑容：臉上的笑容不僅能傳遞心裏的歡愉，更是贈送給其
他人的一份美好禮物。樂觀而燦爛的笑容不僅愉悅自己，也
快樂著身邊的每一個人。    

自信：每天早上起來，梳洗完畢，對著鏡子裏那個人大聲
朗誦：「我的皮膚很健康，我的笑容很可愛，我的生活很美
好。」這是調節自我情緒的方法之一。 

平衡：工作中若能“平衡＂地利用身心各方面的功能，則
獲益匪淺。例如腦力與體力的平衡；左腦抽象思維與右腦形
象思維的平衡；站、坐、走的平衡；用眼與用耳的平衡等。
這樣能使生理和心理的功能潛能得以充分發揮，有益身心健
康。 

休閒：對成功的渴求上不分男女，成功不是一朝一夕的事，
一定要合理安排好自己的生活，保證工作和生活張弛有度。
要給自己休閒的空間，無論你從事的是什麼工作，一定要保
證每週至少一天的休閒時間。 

幽默：碰到窘況時，與其身陷其中手足無措，不如率先發
難來嘲笑自己，用第三者眼光看待自己的能力。幽默感也許
無法真正解決問題，但有了幽默，你我就能立刻接受現狀，
並在歡笑中解脫苦痛，發現出路。 

                                                    

人事室全體同仁謹祝 

各位教師、同仁端午佳節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