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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主管及一級機關首長職務異動一覽表（109.07.01-109.07.31）

調進 

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到（離）職日期 

謝孟樵 本府消防局政風室主任 政風處預防科科長 109.07.01 

府內異動 

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到（離）職日期 

李新泰 計畫處處長 建設處處長 109.07.15 

簡適 計畫處副處長 計畫處代理處長 109.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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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法法規規規釋釋釋例例例  

 
 
 
 
退休福利相關函釋 

  

一、 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 107 年 7 月 1 日施行後關於各機關辦理暫停、停止、補

發、追繳溢領退撫給與及優惠存款利息等相關執行事項，請依銓敘部函辦理，請查

照。 

（檢附銓敘部 109年 7月 3日部退二字第 1094950883 號函及其附件影本各 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vHxNzME8sdqK7otZ3HhNLpDAPcA0uahl/view?usp=sharing） 

二、 教育部函以，有關公立學校教師經學校同意借調至公營事業機構及行政法人辦理

留職停薪之年資，於回任教職到職支薪後，補繳退撫基金費用本息相關事項一案，

轉請查照。 

（檢附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109年7月8日輔給字第1090049924號函影本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8dD8MpkyY6kyoCxbeOGYYKBpydi4QWP2/view?usp=sharing） 

三、 有關公教人員得否就同一子女分別申領「子女教育補助」及「原住民族委員會獎

助大專校院原住民學生實施要點」之助學金 1 案，請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說

明辦理，請查照。 

（檢附銓敘部 109年 7月 14日部退三字第 10949490912 號函及其附件影本各 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FEBduLNRRknWVdl-mZyGcTT-hjN3A7Yl/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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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兼職宣導 

 

� 請各機關（學校）要求適用服務法之現職人員定期（每年或間年），以及新進人

員於就（到）職時填寫「公務員經營商業及兼職情形調查表」，並定期加強宣導

服務法相關規範。 

(本府 109年 7月 7日府人考字第 1090109880 號函諒達在案) 

一、 依據銓敘部 109年 7月 6日部法一字第 10949512432 號函辦理，檢附原函

影本 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qomA_nktKA9vRGFF0ofcVt9zvd7Y0QBq/view?usp

=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jSdBvwgW-rnfDhyOxJdaUBIGrSfXLMhP/view?usp=

sharing 

二、 查該部為期公務員能遵守服務法有關經營商業及兼職限制等相關規定，並避免

公務員因未諳法令而觸法，前於107年5月15日以部法一字第1074504766

號函檢送調查表，請各機關人事機構要求適用服務法之現職人員定期（每年或

間年），以及新進人員於就（到）職時填具，自行檢視有無違反服務法經營商

業及兼職規定等情形，以落實服務法相關規範。 

三、 審酌邇來仍有公務員未確實填寫調查表，致權責機關無法及時查知公務員違法

情事，爰請貴機關於現職人員及新進人員填具調查表時，提醒其詳讀各欄位備

註內容，倘對相關規定未盡明瞭，應向人事人員詢問後，始就其有無經營商業

及兼職情形覈實勾選各檢查項目（調查表格式已置於該部全球資訊網/服務園

地/常用表格下載/人事管理類別項下 https://www.mocs.gov.tw/pages/detai

l.aspx?Node=559&Page=5846&Index=5），並請定期加強宣導服務法相關

規範。 

四、 另依「宜蘭縣政府臨時人員工作規則」第 5條規定，本府臨時人員上班時間

絕對禁止兼職，下班時間如有兼職情事，應主動告知用人單位，且不得損害

本府之利益及影響勞務契約之履行，請各臨時人員用人單位依上開規定宣導

並自行查核及列管，並請各機關(學校)參酌辦理。 

� 有關公務員兼任技能檢定之監評人員，不受服務法第 14條規定限制，請依銓敘

部函釋辦理。 

(本府 109年 7月 7日府人考字第 1090109847 號函諒達在案) 
一、 依據銓敘部 109年 7月 6日部法一字第 10949512432 號函辦 理，檢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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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廉政倫理宣導 

※ 資料來源：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問答輯。 

Q：「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適用對象為何？公立醫院醫師、公立學校教師、公營事業

服務人員等，是否適用？ 

A： 

(一) 適用對象：本規範適用對象為行政院及所屬機關適用公務員服務法之人員（本

規範第 2點第 2款參照）： 

1. 先進公務員服務法第 24條規定：「本法於受有俸給之文武職公務員，及其他

公營事業機構服務之人員，均適用之。」 

2. 大法官釋字第 308 號解釋（摘錄）：兼任學校行政職務之教師，就其兼任之

行政職務，則有公務員服務法之適用。 

(二) 公立醫院醫師： 

1. 公立醫院醫事人員為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33 條及醫事人員人事條例第 3、

函影本 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NafaQYdrSgtX-OmvQrbQL6dsgZkb2dMQ/view?usp

=sharing 
二、 查公務員服務法(以下簡稱服務法)第 14條第 1項規定：「公務員除法令所規定

外，不得兼任他項公職或業務。……」次查本部 101 年 8月 21 日、10月 24
日部法一字第 1013634408 號、第 1013657408 號書函規定，技術士技能
檢定作業及試場規則(以下簡稱試場規則)未明文規定公務員得兼任該術科測

試辦理單位所擬聘請之監評人員，尚不得據以作為公務員得兼任監評人員之法
令依據，以及中餐烹調職類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監評人員及衛生監評人員
既屬「依法令從事於公務者」，故公務員除法令另有規定始得兼任該等職務外，
尚不得以專家身分個人名義兼任之。復查該部 108年 11 月 25日部法一字第

1084876512 號函略以，經權責機關(構)認定為任務編組或臨時性需要所設置
之職務，非屬服務法第 14條所定公務員不得兼任他項公職或業務之情形。 

三、 茲該部頃接教育部來函建議重行考量前開該部 101 年 8月 21 日、10月 24
日書函解釋有無調整空間，案經該部2度函詢勞動部意見並審慎衡酌後，因

是類依職業訓練法、技術士技能檢定及發證辦法、試場規則等規定，取得監評
人員資格並接受術科測試辦理單位遴聘擔任監評工作者，係屬前開該部 108
年 11 月 25日函所稱「經權責機關(構)認定為任務編組或臨時性需要所設置之
職務」之情形，爰公務員兼任技能檢定之監評人員，當不受服務法第 14條規

定限制。該部業以旨揭本(109)年 7月 2日令釋明，並停止適用前開該部 101
年 8月 21 日及 10月 24日書函解釋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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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0 條，依法任用並送經銓審受有俸給之編制人員，屬公務員服務法

第 24條所指受有俸給之文武職公務員，因此適用本規範。 

2. 至公立醫院約聘僱醫師，非公務員服務法之公務員，不適用本規範，惟仍應

遵循「端正政風行動方案」、「行政院禁止所屬公務人員贈受財物及接受招待

辦法」相關規定。 

3. 綜上，為避免影響機關清廉形象，各機關（構）得因業務需要訂定更嚴格之

標準或納入更多適用對象，以期周延。 

(三) 公立學校教師：據大法官釋字第 308號解釋（摘錄）：兼任學校行政職務之教

師，就其兼任之行政職務，有公務員服務法之適用，因此公立學校教師兼行政

職者方適用本規範。惟教育主管機關可本於職權另訂規範，作為公立學校教師

之行為準據。 

(四) 公營事業機構服務之人員：該等人員因屬公務員服務法第 24條適用對象，因

此，公營事業機構之員工（含董事、監察人、總經理等，大法官釋字第 24號

解釋參照），除工友等純勞力之人員外，均適用本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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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個案）故事人事案例 

行政中立篇 

 

 

 

 

 

 

 

 

 

 

 

 

 

 

 

 

 

 

 

 

 

 

 

 

 

 

備註：各主題案例僅為原則性規定，相關個案如涉及事實及管理認定，仍請洽各相關 

      權責機關（構）意見辦理。 

本文摘錄來源：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人事個案智慧共享整合平臺

https://www.dgpa.gov.tw/mp/archive？uid=514&mid=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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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特特別別別企企企畫畫畫  

 

家庭互動與溝通-陪伴的重要 

愛是人類最重要的情緒需求。因此，當我們可以看見家人為家庭付出的愛，我們就

能感受到被照顧、被肯定及被支持的力量。更究竟的來說，觀功念恩的歷程是用發現亮

點的眼睛看見家人的美善之情，沒有角色年齡之分，因為每個人都對成就家庭的和樂有

所貢獻。 

華人家庭推崇「百善孝為先」的傳統文化，或許聽起來相當八股，卻是非常實際的

明訓。已算不精準究竟從何時開始對長輩孝養照顧的【孝子】文化，已轉成家長對孩子

疼愛有加的【孝】子行誼，所以這些年來的直升機父母帶出了不少的親子關係隱憂，孩

子們對於家長們隨時可取的易開罐的愛漸漸視為理所當然，媒體也做過相關的報導，引

發大眾關注。但是需要思考的是，當許多家長在感嘆孩子不懂得關心父母尊長的同時，

是否有聯想到我們透過家庭與個人行為向孩子訴說什麼樣的故事？傳遞哪些價值？孩

子真不懂得感恩致謝家長恩情嗎？還是父母親覺得自己理應在孩子面前扮演強者，只有

照顧孩子的責任？ 

家庭是根本 

家庭是形塑個體發展最初與最深的影響根源，若是忽略了這

個重要性，就可能犯下最難以挽回的遺憾，連帶造成的可能是社

會與國家需付出極大的代價。而為人父母如何陪伴孩子呢？ 

一、 以身作則：父母必須要有良好的行為示範，因為嬰幼兒期的

孩子容易模仿成人的行為，而他們並不知道父母的行為是否

適當，長久下來必會影響孩子日後的發展。 

二、 增加親子共讀活動：父母可以利用晚上睡前時間，與孩子一起看繪本說故事，養成

閱讀的習慣，不僅可以增進親子互動，也可以促進幼小孩子的想像力、敘說能力與

專注力。 

三、 安排多元活動，陪伴孩子：除了閱讀繪本，父母可以安排多元的動態活動與孩子多

互動，如玩桌上遊戲、一起動手做工藝品、一起整理家務、從事廚藝活動（切菜、

做三明治、烤餅乾、烤麵包、包水餃等）、一塊兒到公園觀察動植物、一起去爬小

山接觸大自然等，都是可以增進親子間彼此的認識與瞭解。  

四、 傾聽孩子的聲音：在陪伴孩子的過程中，請多與孩子對話，先聽聽孩子想要說的是

什麼事情，表達的是什麼情緒。鼓勵孩子說出來，表達父母對孩子所要說的有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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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才會繼續說下去，而不是一開始就提出意見、指責或教訓孩子。孩子如果願意

跟你說話，親子間友善正向的對話增加。 

五、 給予孩子選擇空間，但設定「界限」：如果一定要給 3-6歲幼兒使用手機電腦，請

與孩子一起使用，陪伴他。 

孩子需要父母的關愛與表達，父母透過多元的活動陪伴孩子，一定可以建立正向、

幸福的親子關係。 

與孩子互動與溝通 

現今可說是 3C產品盛行的網路E化時代，家長與老師對於孩子或學生經常掛在網

路上，甚至有些嚴重沉迷於網路世界，而感到十分的惋惜與無奈。的確，網路時代的來

臨，造成許多親子關係及夫妻互動的變調，稍一疏忽家人之間的互動就會顯得十分淡

漠。然而，時代和科技的進步已經是無法阻擋的大潮流，與其父母學習如「螳螂擋車」

般的無效阻擋，還不如思考如何去發揮其更多的正向功能。當E化時代來臨，透過網路

的溝通、學習、購物、遊戲休閒等已是生活之基本所需；只要經濟條件稍可，幾乎每個

家庭都會使用電腦及相關網路等設備。 

家長若擔心孩子或青少年沉迷於不當網路世界，可以採取一個簡單直接的因應方

法，將電腦與網路設備等放置於家中的客廳，如同電視機擺在客廳供全家共同觀賞一

般；如此則可全家在客廳的敞開空間，一起來使用電腦與上網，在這種彼此自然互動之

下，不僅可以使親子之間的關係更為麻吉，也同時兼顧了孩子的網路安全問題。而在積

極方面，更可以成立全家人共同的互動網路平台，譬如運用line或wechat等之群組，使

得家人彼此之間可以透過訊息、照片等即時溝通，也可以轉傳一些有趣的笑話、故事、

文章、短片等。只要能持久而有心的經營，必可發揮意想不到的良性互動功能。 

現今已經步入E化時代，各種的知識訊息都可以透過相關網站的搜尋去獲得。過

去，家長想要獲取一些有關親職教育的資源時，可以透過書籍、繪本，以及有關的雜誌

和期刊，都算是相當有用的途徑。當然，在資訊發達的今日，這些書籍和期刊，也有部

分已經同步E化，而成為「無紙書刊」的讀物，以方便廣大讀者之所需。而E世代電腦

網路特別發達，父母們可透過網路資訊的學習，經常到一些教育與新知型的網站，去多

多吸收與學習。  

時間的巨輪不斷向前滾動，當有一天孩子長大獨立時，為人父母者必然變老，並須

勇敢面對退休養老階段的生活。在家庭心理學的相關研究中有「家庭生命週期」觀點，

提到最後一個階段為「老年的家庭」，其主要的家庭任務是老夫老妻彼此珍惜，坦然面

對晚年生活。而在此之前，則會經歷孩子們均已成年且離家獨立生活，亦即所謂「成家

立業」的階段。父母眼看著子女長大成人，親子之間的關係與互動溝通，也有著許多的

變化，須要努力地設法加以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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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的重要 
觀察現今社會親子間互動，發現我們的父母很少與孩子

說話，不知是父母累了，還是他們認為孩子小還聽不懂，或
是想反正講了也不聽，如果好不容易開口的話，大多是「命
令、訓示、指導、勸阻、禁止」的負向或否定話語，很少鼓
勵或肯定的語句。 

其實，成人們大多知道「鼓勵」的重要，但我們時常會吝嗇或不好意思將鼓勵說出

口，可能自己沒有被鼓勵的經驗，或是深怕鼓勵孩子後，會讓孩子變驕傲，或是失去自

己的權威性。老一輩的父母聽到他人「稱讚」自己的孩子時，時常「客氣地」回答：「

哪裡，他沒有那麼厲害啦！」或是「還好啦！這本來就是他應該做的。」如此，孩子聽

到的訊息是「我努力半天，爸媽好像還是不肯定我！？還沒達到他們的標準嗎？原來我

不怎麼樣！？」然而，我們也時常聽到父母或老師對孩子說：「你好棒！你很厲害！你

好乖！」但這只是表面的稱讚而已，還不是真正的鼓勵，孩子到底是棒在哪裡？哪裡厲

害？怎麼乖法？成人表達並不清楚，孩子也會一頭霧水，或是感覺「要有價值，我必須

符合你的標準，讓你高興」，孩子無法從成人的話語學習判斷自己的行為、能力、努力

與進步，進而相信自己、看重自己。因此， 

一、 親職教育專家Rudolf Dreikurs（崔克斯）非常強調「鼓勵」的重要，他認為，鼓

勵對孩子來說就像植物需要的水和陽光。鼓勵的特性與可能結果是： 

1. 著重於孩子具有建設性、管理生活的能力，孩子會有自信，且知道自己被信賴，

因而學習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2. 重視內在評量，孩子會知覺到，自己對自己的觀感與評量是最重要的，從而學習

判斷自己的進步，並自己做決定。 

3. 看重努力與改進，孩子知道自己不必是完美的，但努力與改進卻是重要的，孩子

因而學習接受自己與他人的努力，而且會想完成工作或目標。 

4. 肯定個人稟賦、貢獻，並表達欣賞接受之情，孩子會知道他的貢獻受到關注，他

是被接受與欣賞的，孩子可以學習為自己與他人的特長或成功感到高興。 

二、 父母或老師鼓勵孩子們是需要練習的： 

1. 要對孩子有一定程度的瞭解，在親子互動過程中，例如幫孩子洗澡、餵食、一起

做家事、一起玩麵團烤餅乾、共進晚餐、共讀繪本、玩桌遊、打球、爬山郊遊等

活動，都是瞭解孩子的好機會，所以不要輕易放棄任何與孩子互動的機會。 

2. 學習觀察孩子的行為與表現，發掘孩子的特長與能力，肯定孩子的貢獻，看重努

力，強調過程勝於結果，並且告訴孩子，孩子即是透過成人看到自己的優點、特

質、進步與能力，進而逐漸建立自我概念、自信與勇氣，知道自己存在的價值，

並感受到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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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習具體描述孩子的行為與表現，孩子才能知道哪些行為是受到肯定，也瞭解他

的行為帶來什麼影響，他就會逐漸朝此正向方向發展。 

4. 練習增加自己的「形容詞」詞彙，特別是正向的詞彙，而不是只有「好、棒、厲

害、讚」因為這些詞彙不夠具體，而且孩子聽久了會覺得「你在敷衍我」。平時

多注意一下自己使用的「詞庫」，增加其多元性與豐富性，不僅增進語言樂趣，

也可強化親子正向關係。  

經營家庭是每個人都「還在學」，也是親子可以「一起學」的功課，但要怎麼學才

能聽得進去、行得出來，就成為關鍵的問題。傳統教育很重視訓誡（preach）、教導

（teach），總覺得大人（包括父母和老師或其他教導者）講過了，孩子也聽到了，就

應該辦得到。 其實不然，從「知道」到「做到」不一定假以時日必然發生，這個過程，

教導者「多走一里路」的信念很重要。有心的教導者除了講授，還會當「教練」（coach），

陪伴孩子，透過訓練讓孩子知道怎麼做。 然而，這樣就大功告成了嗎？雖然學習到這

地步已經不錯了，但是孔子早說過「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真正的學

習要落實於生活，且樂此不疲。所以更高的境界是影響（reach）和感動（touch），能

夠影響孩子認同所學價值，樂意在家庭中實踐愛。希望孩子身邊的成人都能多鼓勵孩

子，學習看到孩子的亮點，協助孩子認識自己、發揮潛能、激發勇氣、相信自己。相信

孩子會更能感受到父母的愛，親子關係也會導向幸福。 

※ 本文摘錄自教育部家庭教育網 https://familyedu.moe.gov.tw/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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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宜蘭縣政府員工親子日 

夏日炎炎，適逢小孩放暑假，為讓同仁在公務繁忙之餘能抽空陪伴小孩，本府訂於

109 年 8 月 7 日（星期五）在文康中心舉辦「員工親子日活動」，邀請家中有未滿 20

歲子女之同仁帶孩子及配偶一同參加。 

 

 

 

 

 

 

 

 

 

 

 

 

 

109 年宜蘭縣政府員工協助方案 

本府訂於 109年 11 月 6日（星期五）下午 1：30-4：30，在宜蘭縣史館舉辦「3C

時代挑戰-幼童安全上網與家庭網路安全意識（含桌遊教學）」教育訓練課程，由富達管

理顧問（股）公司藝術總監廖講師宇潔主講，歡迎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同仁一同來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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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教教育育育訓訓訓練練練   
員工協助方案講座 

理財投資有一套~退休生活有得靠 

109年8月14日（星期五）在本府多媒體簡報室辦理員工協助方案之「

理財投資有一套~退休生活有得靠」，特別邀請好生活國際資訊公司林

執行長俊延講授，歡迎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同仁踴躍參加。 

走過人生轉角~珍愛生命 

109年 8月 26日（星期三）在本府多媒體簡報室辦理員工協助方案之「走過人生

轉角~珍愛生命」課程，特別邀請國際藝評人協會國際會員孫講師維瑄講授，歡迎

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同仁踴躍參加 
 

公務人員保障業務輔導活動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訂於109年8月14日（星期五）假本府

多媒體簡報室辦理「109年公務人員保障業務輔導活動」，對象為

本縣所屬專任人事人員。 

 

人事成長營 

本府人事處109年度人事成長營訂於109年8月19日（星期三）下午2時在本府第201

會議室辦理，邀請本縣宜蘭市南屏國小人事室主任林吳億講授「教師敘薪規定與實

務探討」課程，歡迎本縣所屬機關學校專、兼任人事人員踴躍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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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協助方案講座 

影響公務法治的可能 

本府於109年7月10日（星期五）下午1時30在本府多媒體簡報室辦理員工協助方

案之「影響公務法治的可能」講座，特別邀請立勤國際法律事務所劉主持律師韋廷

講授，計有50人次參加。 

 

  

  

 

 

 

 

 

 

 

 

 

 

提升主管敏感度訓練 

本府於109年7月24日（星期五）下午1時30在本府多媒體簡報室辦理員工協助方案之

「提升主管敏感度訓練」講座，特別邀請台灣員工協助方案協會羅理事世聖講授，計

有48人次參加。 

 

 

 

 

 

 

 

 

 

劉偉廷教授講授「影響公務法治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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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傳達與民主價值宣導研習班（宜蘭縣場次1） 

性別主流化&地方創生政策專題 

本府於 109 年 7 月 21 日（星期二）於本府文化局演講廳與行政院人事行政總

處公務人力發展學院辦理「政策傳達與民主價值宣導研習班」，課程分二主題分別為

「性別主流化：CEDAW &性別意識培力」與「地方創生政策專題」，共計 78 人參

與。 

第一場邀請中央警察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暨研究所林麗珊教授擔任「性別主流化：

CEDAW & 性別意識培力」講座，針對自我檢視性平意識、尊重包容多元價值、讓

女性坐上決策桌及落實CEDAW 精神等議題探討，並強化同仁對CEDAW公約、性暴

力文化、性別平權政策的實施，有更多元的認識，使公務同仁未來在參與各項公共事

務的規劃時，能將性別主流化的理念納入考量，以落實性別平等。 

第二場邀請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陳秋政教授擔任「地方創生政策專題」

講座，針對城鄉風貌及均衡發展做一個政策引導，以期找出地方發展特色，及找出跟

別人不一樣的點在哪裡。另提出振興地方經濟、再造地方生機、吸引地方青年回流策

略方向，促進城鄉均衡之發展。 

 

 

 

 

 

 

 

     性別主流化：林麗珊講座   地方創生政策專題：陳秋政講座 

羅世聖理事講授「提升主管敏感度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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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成長營 

公務人員考績實務探討 

本處於109年7月22日（星期三）在201會議室辦理109年度人事機構人員成長營「

公務人員考績實務探討」，邀請本府衛生局人事室科員張博詠講授，以增進本屬人

事人員考績業務專業職能，共計30人參加，課程滿意度達93.3%。 

 

 

  

  

 

 

 

 

 

 

 

 

 

本府所屬各級學校108學年度教師成績考核作業說明會 

為增進同仁瞭解教師成績考核作業相關法規與實務作業流程，本府於109年7月23

日（星期四）在文康中心辦理「108學年度教師成績考核作業說明會」，重點說明

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相關規定、線上系統操作步驟、本年度考核作業流程及相關注意

事項，出席人數合計40人。 
  

考核說明會辦理及參與情形 
    

本府衛生局張博詠講授「公務人員考績實務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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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國防教育宣導 

軍史探舊系列：菊島秘境（上集） 

本集節目走訪澎湖地區

「媽宮古城牆、金龍頭砲臺、

天南鎖鑰、蛇頭山碉堡、西嶼

鄉西臺古堡、東臺古堡、東臺

營區及東昌營區」等地，探尋

它們的軍史故事。 

 

 

 

 

 

 

 

影片連結網址： 

https://youtu.be/PvbeL9yYO28    

 

「國軍第 52 屆文藝金像獎」國軍組美術類國畫項/優選/袍澤

之誼/劉柏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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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一書：專書閱讀書籍簡介 

  

 

 

書名：鋼索上的管理課 

作者：吳明璋 r 

出版社：大寫 

出版日：2018 

ISBN：9789579689175 

 

 

 

駭客、災變與多變動時代的韌性管理學 

  由全球重要的公安、工安、資安事件出發，深度剖析風險管理與災後復原能力的

相關議題，為高階經營管理層級必讀的風控書目！ 

面對當前不確定性高、技術與數位跨國連結而引致的惡意攻擊層出不窮的時代，

作者從最新知識與災難企業案例的結合，說明「韌性管理」的新觀念與新作法。本書

全面性地由「防災─減損─災後復原」，一步步帶領讀者認識天然災害、安全意外、電

腦系統被駭等風險的高度不確定本質，及當災禍降臨時，缺乏演練與漠視「危機中如

何領導」的企業將會受到什麼樣的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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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文康康康福福福利利利  

 

109 年本府暨所屬機關員工球類錦標賽，精采賽事預告!! 

一、 為促進員工身心健康、提倡運動風氣，109年辦理員工羽球、桌球、籃球及慢速壘

球錦標賽，並邀請各鄉鎮市公所及中央駐本縣機關組隊參加，期藉此增進各機關間

同仁情誼，激勵士氣並提昇工作效率，前揭 3項賽事自即日起開放報名至6月 24
日（星期三）止，另慢速壘球錦標賽，自 7月 20日至 8月 7日受理報名。（本
府 109年 6月 3日府人福字第 1090089300A號函諒達） 

二、 各球類錦標賽說明如下： 

項目 日期 地點 

109 年宜蘭縣各機
關員工羽球錦標賽 7 月 28、29日下午

（星期二、三） 
宜蘭縣立體育場體
育館 

109 年宜蘭縣政府
暨所屬機關員工桌
球錦標賽 

8 月 4、5日下午（星

期二、三） 

本縣立壯圍國民中
學體育館 

109 年宜蘭縣政
府暨所屬機關員
工籃球錦標賽 

8 月 12、13 日下午

（星期三、四） 

本縣立壯圍國民中

學體育館 

109 年宜蘭縣各機
關員工慢速壘球錦
標賽 

9月 1日至9月4日
下午（星期二至星期
五） 

羅東鎮立慢速壘球
場 

三、 各校園、體育場及壘球場禁止吸煙、飲酒或嚼食檳榔，體育館內禁止飲食，請各參
賽隊職員及眷屬朋友共同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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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宜蘭縣各機關員工羽球錦標賽圓滿落幕，成績揭曉!! 

109 年宜蘭縣各機關員工羽球錦標賽於 7月 28、29日假宜蘭縣立體育場體育館辦

理完竣，本次比賽報名相當踴躍，團體男子甲組計有去年第一名警察局聯隊等 5隊傳統

勁旅；男子乙組有水利資源處、農業處、地政處合組的水地農聯隊等 24隊；女子組則

有水利資源處、民政處、農業處合組的魚仔隊等 10隊，總計 39隊共 300 多人參加。

縣府為鼓勵各機關員工從事正當休閒體育活動，培養團隊合作精神，期藉此提倡員工職

場健康，一直積極推動相關促進員工身心健康的活動，希望透過各類競賽活動的舉辦，

提供各局處員工一個聯繫情誼，互相切磋球技的舞台。 

本次比賽經過激烈競爭後，脫穎而出的隊伍分別為： 

男子甲組 

冠軍：陽大附醫男子 A隊 

亞軍：警察局聯隊 

男子乙組 

冠軍：蘇支部 

亞軍：三星鄉聯隊 

季軍：台電A隊 

女子組 

冠軍：衛生局 

亞軍：羅林羽球隊 

季軍：女羽隊(台北榮總蘇澳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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