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6年 11 月 14 日（星期三）   玄奘人事 e-news 第 23 期   人事室製 

 

玄奘人事 e-news     第 1 頁 

       

 歡慶本校創校十週年    
本校十週年校慶慶祝典禮暨校慶系列活動，訂於 11 月
17 日(星期六)上午 9時 30 分開始舉行，請各教職員工

踴躍參加。 

賀 95 學年度績效優良教師當選名單 

教  學  傑  出  教  師 

學 院 學 系 姓名 學 院 學 系 姓名 學 院 學 系 姓名 

文理 
學院 資科系 蔡耀弘 

資傳 
學院 大傳系朱旭中

管理 
學院 國企系 彭璧文

法學院 法律系 葛祥林 社科院 教資系劉佩雲  
 

教學優良教師 研究優良教師 服務優良教師 

學院 學系 姓名 學院 學系 姓名 學院 學系 姓名 
中文系 文幸福 黃運喜 中文系 柯金虎
宗教系 釋慧嚴 

宗教系
釋昭慧 宗教系 黃運喜

陳建彰 陳建彰 胡建勳

胡建勳 鄭瑞恒

文理
學院

資科系 
蔡耀弘

文理 
學院 

資科系 

鄭瑞恒 楊權輝 鍾秉正
法學
院 法律系 蔡懷卿 

資科系

施宏彬 林吉鶴

楊立華 

文理 
學院 

應數系 葉宗鑫 賴來焜
張貴傑 法學院 法律系 葛祥林

法學
院 法律系 

曾國修
趙美盈 黃富順 段盛華

社福系 

李明玉 
社科院 教資系

林麗惠 張貴傑

高玉靜 資傳 學院 新聞系 陳偉之

社福系 

王天佑

柳玉清 劉鴻暉

社科
院 

教資系 張德永教資系 

張德永 
公管系

羅傳賢 李健儀

社科
院 

應心系 周玉真 

管理 
學院 

財金系 曹銳勤

資傳
學院 視傳系 

莊凱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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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境頤 彭雅惠 新聞系 陳偉之
黃軍義 曾光榮 郭耀昌

新聞系 陳偉之 張列經
公管系 

吳烟村資傳 
學院 圖資系 馮秋萍 劉祥得 曹銳勤
管理 
學院 財金系 陳明健 

國企系

賴廷彰

管理
學院

財金系 
陳明健

 

 

人事法令及函釋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二十條附表三國外學位或

文憑認定原則，業經教育部於 96.9.17 以台參字第 0960133976C

號令發布施行。（教育部 96.10.9 台學審字第 0960153418 號函） 

本案附表三之藝術文憑與學術文憑（Master、Ph.D 等）之性質不同，

前者在國外並非作為學校任教之資格條件，教育部訂定採認原則係以

師資審查之角度，提供取得藝術文憑者得送審教師資格之管道，故並

非取得教師資格及等同具碩、博士學位。 
教育部邇來發現部份持藝術文憑送審之教師，於履歷表上註明其文憑

名稱為碩、博士學位，有誤導欺瞞之嫌，應避免發生類似錯誤。相關

檔案請至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網站之電子公告欄點閱。 
 

大專校院教師著作抄襲處理原則業經教育部 96.10.22 以台學

審字第 0960154062C 號令發布修正，並將名稱修正為專科以上學

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理原則。（教育部 96.10.22 台

學審字第 0960154062D 號函） 

 
教育部函轉銓敘部令「基於維護公教人員保險被保險人權益，

因案停（休）職退保，或留職停薪選擇退保人員，於復職同日辦

理退休或資遣者，其公保視同復保，並以因案停（休）職或留職

停薪退保當時之保險俸給及年資，請領養老給付」。（教育部

96.11.5 台人三字第 0960164157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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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本（96）年 11 月進行「人口政策宣導月」相關事宜。（教

育部 96.9.20 台體二字第 0960141194 號函） 
內政部本年 11月人口政策宣導活動重點：1.疼惜另一半，小孩是瑰寶
2.因應人口老化的社會 3.雙臂迎接新移民，生活適應我幫你。 
 

 人 事 動 態                     
教．師．升．等 

  賀 社福系 何慧卿老師榮昇助理教授 
 

 

 

             
 

法律系 陳俊樵 老師 終身教育處 蔣佳良 先生 社福系 周怡君 老師

教務處 林聖娟 小姐 會計室 林意芳 小姐 總務處 王鈺枝 小姐

中文系 陳弘昌 老師 中文系 陳文昌 老師 圖資處 梁詩婉 小姐

祕書系 蘇煥欽 先生 國企系 林國威 老師 視傳系 顧兆仁 老師

學務處 葉昌智 先生 終身教育處 吳秀娥 小姐 通識中心 周雪燕 老師

學務處 溫馮偉 先生 新聞系 延英陸 老師 通識中心 王秉瑜 老師

學務處 方玉敏 小姐 公管系 賽明成 老師 新聞系 汪萬里 老師

秘書室 萬春玉 小姐 總務處 陳芳蘭 小姐 公管系 吳烟村 老師

視傳系 羅慧明 老師 法律系 邵惠玲 老師 國企系 彭璧文 老師

社福系 楊立華 老師 學務處 韓天仲 先生 師培中心 許泰益 老師

教資系 張德永 老師 公管系 郭耀昌 老師 社福系 王天佑 老師

會計室 林紋慈 小姐 終身教育處 王美玲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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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事   服 務 
 
本校教職員福利委員會目前已簽訂特約廠商名單如下： 

廠 商 優 惠 內 容 地點及聯絡電話 備註 

煙波大飯

店  明 湖

分公司 

1.醉月樓港式海鮮餐廳、莫

內西餐廳、陽光小館、蝶屋

日本料理--餐費（不含飲料）現

金 9 折，刷卡 95 折 

2.曼 哈頓 PUB--餐飲現金 9

折，刷卡 95 折 

新竹市明湖路 773 號 

03-5203191 

1.不適用於宴會廳與

各餐廳包場之獨立宴

席 

2.廠商舉辦其他優惠

專案或團體優惠價時

不適用 

漁池精緻

麵食館 

全面 9 折，當日壽星消費贈甜點

乙份 

新竹市中華路 2 段 2號 

03-5301323 

促銷品、外送及食品

除外 

日燒食品

有限公司 

1.零買自製品 9折 

2.團購 20 盒以上(原價 420/

盒)，優惠價 300/盒，ㄧ律自取 

3.100 盒以上，提供單點宅配（限

台北、桃園及新竹） 

桃園市桃鶯路 309 號

03-3612666 

新竹市中正路 88 號

03-5260216 

中壢市新生路 46 號 

桃園市中正路 659 號 

 

石上湯屋 

1.比照 VIP 卡之折扣優惠 

2.持 VIP 卡享原折扣優惠，再打

8折 

新竹縣尖石鄉嘉樂村 7鄰

45 號 

03-5842605 

 

香堤創義

料理 
餐點、飲食及咖啡 9折 

苗栗縣頭份鎮後庄里中央

路 721 號 

037-616667 

特價期間、現金卷不

適用 

普羅蛋糕 自製品 85 折 
苗栗縣竹南鎮博愛街

171.173 號 

週年慶或促銷活動期

間不適用 

一品煊水

餃館 
自製品 9折 

苗栗縣竹南鎮中正路 89 號 

037-479310 

特約品、酒、飲料及

外送除外 

上紅咖啡

館 
餐點、飲食及咖啡 9折 

苗栗縣竹南鎮營盤里營盤

邊 52 之 80 號 

037-552137 

 

＊消費時請攜帶教職員識別證以為憑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