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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福利相關函釋

一、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轉財政部109年7月30日台財稅字第10904510700號
令，有關自110年1月1日起，個人依據公立學校教師獎金發給辦法、各級學
校資深優良教師獎勵要點及公務人員品德修養及工作績效激勵辦法，領取之
特殊優良教師獎金、資深優良教師獎金、獲選模範公務人員及獲頒公務人員
傑出貢獻獎之獎金，屬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10類之其他所得，應依法課
徵所得稅；給付單位給付上開獎金時免予扣繳稅款，惟應依同法第89條第3
項規定列單申報主管稽徵機關。另，查全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充保險費
辦法第3條規定，本法第31條第1項所稱所得及收入，不含所得稅法第14條第
1項第10類之其他所得，爰上開 金於給付時免扣個人補充保險費，亦無須奬
納入投保單位每月支付之薪資所得總額計算。(廢止財政部66年9月6日台財
稅第35996號函及90年3月20日台財稅第0900450075號函，並自110年1
月1日生效。)

（檢附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年8月10日總處培字第1090038975號函及影本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KXkYuX9VEzKo1qok7dkU3hHz6dZtWlzH/view?
usp=sharing）

二、有關「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給表及相關解釋」業公告於行政院人事行
政總處全球資訊網／給與福利處／待遇加給及業務Q＆A專區，請查照轉知。

（檢附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9年8月24日總處給字第1090039876號書函及旨揭相關
解釋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wCB-5dquL7RPoX5E-POXK8IHd_nzyPvL/
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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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績Ｑ＆Ａ

※ 資料來源：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問答輯。

 Q：辦理公務人員考績時，如遇受考人於考核期間全無工作工作事實或僅有部

分工作事實者，應如何處理？

A：
一、 考核期間全無工作事實人員  ：

因公傷病請公假、因病或安胎請延長病假、因案受免職、停職處分經
依法提起救濟而撤銷原處分並復職，或因其他事由而致考核期間全無
工作事實者，除因公傷病請公假係因冒險犯難所致者仍予辦理外，不
辦理年終（另予）考績。

二、冒險犯難因公傷病請公假致考核期間全無工作事實人員  ：
受考人因公傷病原因如符合公務人員相關法令所定冒險犯難情事者，
雖其請公假致考核期間全無工作事實，仍辦理年終（另予）考績。

三、考核期間僅有部分工作事實人員  ：
因公傷病請公假、因病或安胎請延長病假、因案受免職、停職處分經
依法提起救濟而撤銷原處分並復職，或因其他事由而致考核期間僅有
部分工作事實者，由機關綜合其考核期間之工作、操行、學識、才能
表現，並與機關內同官等人員之工作績效相互比較後，覈實評定適當
之考績等次。（按：家庭照顧假、生理假、婚假、產前假、娩假、流
產假、陪產假及因安胎事由所請之假，依規定不得作為考績等次之考
量因素。）

【銓敘部109年6月18日部法二字第10949464922號函】

公務人員兼職宣導

 公務員運用自身知識產能為基礎而形成之智慧財產所獲致之正常利潤，倘非涉

及規度謀作之意，非屬服務法第13條經營商業之範疇。

 （本府109年7月7日府人考字第1090109848號函諒達在案）
一、依據本府人事處案陳銓敘部109年7月2日部法一字第10949502622號函辦

理，檢附原函影本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ZlcSbYh7Ug6DSRSXKU279VEqNxG7jYnz/view?
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rmvE3Bn8DKRSjIHjk3Cbwf6OeipDwIkZ/view?
usp=sharing

二、查公務員服務法(以下簡稱服務法)第13條第1項規定：「公務員不得經營商
業或投機事業。……」次查該部74年7月19日74台銓華參字第30064號函
略以，服務法第13條所稱「經營」為規度謀作之意，經濟學上稱之為欲繼
續經濟行為而設定作業上的組織，亦即指本人實際參加規度謀作業務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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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復查該部95年4月28日部法一字第0952640683號電子郵件略以，
公務員發表或著作書籍出版收受報酬，尚無違反服務法第13條第1項規定；
至公務員參加出版社所舉辦之促銷活動，如有兼售書籍或從事具商業宣傳之
行為，則仍有違服務法第13條第1項規定。再查該部101年9月21日部法一
字第1013646744號電子郵件略以，公務員如利用下班時間設計智慧手機
之APP且以個人名義申請著作或專利，並僅將此著作或專利授權他人收受
報酬，原則無違反服務法第13條第1項規定；惟公務員如利用下班時間設計
智慧手機之APP，並自行將APP上架至應用程式商店公開銷售，抑或提供
免費下載，藉由APP中嵌入之廣告獲取報酬，即均屬經營商業之行為，故
有違服務法第13條第1項規定。

三、茲以知識產能為基礎而形成之專利、商標及著作權等智慧財產權，係國家促
進經濟發展、提升國際競爭力之利器，故公務員運用自身知識產能為基礎而
形成之智慧財產所獲致之正常利潤，倘非涉及規度謀作之意，均非屬服務法
第  13  條經營商業之範疇  。是以，公務員創作之專利、著作、藝術作品、應
用程式、通訊軟體貼圖，得以自己名義運用或授權他人使用獲取報酬（包括
透過網路平臺銷售而非主動嵌入廣告所獲取之廣告利潤），惟以自己名義運
用者，不得  設廠製售、與他人約定以自己名義從事商業宣傳及行銷  ；授權他
人使用者，不得  參與後續商業宣傳及行銷  。至商標之使用係基於行銷特定商
品或服務之目的，透過本人或授權他人真實使用，以維繫商標註冊之存續，
故商標僅得授權他人使用。又公務員是否涉及規度謀作應由權責機關就個案
事實而為綜合判斷。

四、銓敘部95年4月28日及101年9月21日解釋有關公務員不得兼售書籍或藉由
APP中嵌入之廣告獲取報酬即均屬經營商業之行為等節，經旨揭銓敘部109
年7月2日令停止適用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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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機關（構）間之互動，是否應受「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拘束？

A：
一、 規範目的：

係為使所屬公務員執行職務，廉潔自持、公正無私及依法行政，並提
升政府之清廉形象（規範第1點參照）。

二、重點在  於  規範公務員個人行為  ：
條文內容皆以公務員面對受贈財物、飲宴應酬、請託關說、兼職、出
席演講等涉及公務倫理行為為中心，明定各類標準及處理方式。

三、政府機關（構）間之互動，非本規範之對象  ：
政府機關（構）間之參訪、拜會及聯誼等活動因皆係公開為之，且為
多數人所得共見共聞，並無利益衝突之虞，故非本規範之對象。至與
政府機關（構）以外之個人、法人、團體或其他單位互動時，則需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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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有無本規範第2點第2款所稱之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之情形，依本規
範相關規定處理。

宜蘭縣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公務員進入大陸地區相關規範彙整宣導

項目 說明

法源依據

1.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9條
2. 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法
3. 簡任第10職等及警監4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之公務員

及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作業要點

作業規定

1. 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作業規定
2. 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赴大陸地區線上申請須知
3. 直轄市長及縣（市）長赴大陸地區須知
4. 政務人員及從事涉及國家機密業務人員赴大陸地區須知
5. 政府機關（構）人員從事兩岸交流活動注意事項
6. 宜蘭縣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公務員申請赴大陸地區管理作業規範
7. 宜蘭縣政府暨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綜合處理要點

申請表件

1. 政務人員、直轄市長、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人員（含上開
三類退離職人員）、縣（市）長或簡任（相當簡任）第十一職等
以上公務員進入大陸地區申請表

2. 簡任（或相當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
利益或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申請表

3. 赴陸人員返臺通報表

對象 縣長

政務人員
(含退離職
未滿3年之

人員)

11職等以上 10職等以下

申請期限 赴陸7個工作日前 赴陸2個工作日前 赴陸5個工作日前

檢附資料
填寫進入大陸地區申請表(詳閱注意事項並簽名)，

並檢附必要佐證資料

許可單位

內政部
同意

縣府同意
一般人員：所屬機關
機關首長：縣府移民署、國安局、法務

部及陸委會審查許可
移民署審查許可

返臺通報 返臺7個工作日內填寫赴陸人員返臺通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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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填寫期
限及送交
單位

移民署
一般人員：所屬機關政風單位或政

風專責人員
機關首長：縣府政風處

所屬機關政風單位
或政風專責人員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公務倫理宣導

一、 請踴躍上網學習公務人員行政中立及公務倫理數位課程，並請恪遵行政中立  
及公務倫理。

一、 保訓會為廣泛宣導公務人員行政中立知能，特擴大辦理數位學習抽獎活
動，凡於109年內至「e等公務園+學習平臺」文官e學苑加盟專區完成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與實務」課程，成績評量達90分以上者，即可參
加個人獎抽獎；各機關有15人以上完成課程，且評量成績均及格者，即可
參加團體獎抽獎。保訓會將於110年1月間辦理抽獎，並致贈行政中立宣導
品。

二、 另請恪  遵行政中立及公務倫理，保訓會提醒您：
「不分顏色，不分黨派，行政中立在於心中的那把公正尺。」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國家進步的動力。」
「行政中立，全民得益；依法行政，公平公正！」
「行政要中立，國家更安定。」
「公務人員應廉潔自持、利益迴避、依法公正執行公務~」
「公務人員應恪遵憲法及法律，效忠國家及人民，增進國家利益及人民福 
祉~」

「公務人員應與時俱進充實專業職能，提供優質服務~」
「公務人員應力行團隊合作，提升工作效能，積極回應人民需求~」
「公務人員應懷抱同理心，尊重多元文化，落實人權保障~」
「公務人員應關懷弱勢族群，促進族群和諧，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公務人員應致力提供民眾優質生活環境，縮減貧富差距，營造均富安康 
的社會~」

三、 有關保訓會製作之公務人員行政中立及公務倫理宣導動畫短片，請至該
會 網 站 https://www.csptc.gov.tw/News.aspx?n=3308&sms=11767 下 載 參
閱。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實務案例宣導手冊(案例二)107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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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記功以下獎勵令電子化措施宣導

一、推動範圍：記功以下（嘉獎1次、嘉獎2次、記功1次、記功2次），不含記1
大功、一次記2大功及懲處。

二、推動對象：本府各單位及所屬機關學校公務人員（警察人員由內政部警政署
規劃建置）。＊本府各單位公務人員記功以下獎勵令之發布，於108  年  12  月  
底前仍採行【現行電子公文方式】  與  【電子化措施】並行  ，於109  年  1  月  1  日  
起全面實施電子化措施。至於約聘僱、臨時人員視執行情形再行評估是否納
入辦理。

三、推動作法：機關於WebHR核定獎懲案，將自動更新表21個人資料表獎懲資
料，並寫入公務人力資料庫，記功以下獎勵令經機關定後，系統將寄送電子
郵件通知當事人進行線上檢視。

四、作業流程：
（一）取得公務人員同意  ：

點選eCPA首頁「應用系統」→進入「B5公務人員個人資料校對網站」→
選取左欄「獎懲令查詢」→點選「同意」按鈕。

（二）確認電子郵件地址  ：
點選eCPA首頁「應用系統」→進入「B5公務人員個人資料校對網站」→
選取左欄「個人資料校對」→進行「現職資料－電子郵件信箱」欄位校對
及修正。

五、檢附本府108年7月2日府人考字第1080107813號函、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08年6月27日總處培字第1080107813號函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dHKMUHXXzBo2f3Xm9aCr-4DA0Y0utHjC/view?
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_P9mo0oebpw5lp3GYKXszpx79Ezqivr6/view?
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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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個案）故事人事案例

升官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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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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噶瑪蘭公主文創光雕展演

蘭陽博物館光雕秀

蘭陽博物館座落於絕佳地理位置

蘭陽博物館（下稱蘭博）位於宜蘭頭城烏石漁港舊址旁，民國99年10月正式
對外營運，是縣境之北的巨型知名建築地標，由建築大師姚仁喜的大元聯合建築
師事務所設計，從東北角海岸的單面山岩石造型獲得靈感（頭城北關），建築呈
現三角錐體嵌入地面，與自然地景結合，四周有濕地水鳥，館外還可欣賞漁港舊
址，遠眺龜山島及太平洋，是宜蘭的拍照打卡熱點。

2020蘭陽越夜越美麗之噶瑪蘭公主文創光雕展演

蘭博距離市區遠，建築獨立暗夜中，十分可惜。因疫情關係，縣府今年夏天
主打「2020蘭陽越夜越美麗」，舉辦一系列夜經濟活動，「2020噶瑪蘭公主文
創光雕展演」便是其中之一活動。首度運用光雕投影手法呈現，以7部雷射投影
機投射動畫，畫面投射在蘭博戶外牆面，讓人身歷其境，體驗永恆不渝的經典傳
說。片中另有知名作家黃春明等人的龜山島畫作，片長約20分鐘。以宜蘭雋永愛
情故事「噶瑪蘭公主」為主題，結合在地藝術，從８月29日起到11月30日，為期
3個月，每天晚上7點半至9點半，每半小時演出一場，每晚上演五場次。周五到
周日、國定假日還加碼安排翩翩舞者在光雕秀前訴說噶瑪蘭公主與龜將軍愛情故
事，以及對於故鄉土地的熱愛。

噶瑪蘭公主是宜蘭特有的愛情傳說，故事描述海龍王女兒噶瑪蘭公主，與海
龍王部屬龜將軍相愛未獲同意，2人相約私奔時遭重兵追捕，龜將軍力竭戰死化
為龜山島，噶瑪蘭公主悲傷過度，躺在岸上成了蘭陽平原，彼此隔著大海遙遙相
望，淒美情節被人傳頌至今。

光雕影片裡，一對男女舞者，分別扮演龜將軍、噶瑪蘭公主，隨著音樂旋律
起舞，展演過程有國語、台語、噶瑪蘭語等多種口白；縣府於8/24（二）上午在
中興文創舉辦影片精華首映。縣長林姿妙歡迎大家到場感受全新的視覺饗宴，活
動現場也設置宜蘭好食好物市集，參與活動之後，也可以將具有宜蘭特色的好食
好物帶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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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縣長林姿妙與嘉賓、團隊合照  蘭博戶外牆面展演

結合在地特色戶外藝廊展演

縣府還規劃了「藝．宜蘭」，邀請宜蘭在地優秀藝術家的代表作品；另有
「童趣．宜蘭」邀請宜蘭在地學童共同發揮創意，把其創作作品於戶外投影藝廊
展出等戶外投影藝廊展演，創造更多在地民眾的共同參與及互動。戶外藝廊展演
將於每半點主秀後接續演出，帶給民眾不同的視覺饗宴。

結合具特色主題藝術裝置

活 動 期 間 縣 府 也 規 劃 不 同 的 主 題 裝 置 藝 術 ， 如 「 #YILAN
STORIES」Hashtag裝置，提供民眾拍照打卡互動體驗，分享宜蘭不同的美麗與
故事。位於蘭博烏石港驛站旁的「龜寶．瑰寶」，一座座色彩繽紛的烏龜地景裝
置藝術，讓大家一起尋找不同的圖騰中，宜蘭的在地特色；位於宜蘭中興文創園
區的「開卷有故事」，則是讓民眾化身為故事中的噶瑪蘭公主與龜將軍，留下美
麗的身影與回憶。  

Hashtag裝罝，邀請民眾體驗、
分享宜蘭不同的美麗與故事

「開卷有故事」裝置藝術

9



2020宜蘭夜經濟活動　　
延續林姿妙縣長去年童玩節星光場、今年賞螢、生態綠舟大地遊戲區夜間首

度開放夜航、童玩星光樂園、2020宜蘭情人節、冬戀蘭陽溫泉季等一系列「夜經
濟」活動，期望透過上述活動帶動宜蘭經濟，讓遊客多停留宜蘭24小時，增加觀
光產值。  

噶瑪蘭公主光雕展

※ 8月24日噶瑪蘭新聞網記者李寶琴、8月25日自由時報記者江志雄及聯合報記
者戴永華報導。                                                               

認識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

何謂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CRPD為21世紀第一個人權公約，影響全球身心障礙者之權利保障。
 為聯合國促進、保障及確保身心障礙者完全及平等地享有所有人權及基本自

由，促進固有尊嚴受到尊重，降低身心障礙者在社會上之不利狀態，以使其得
以享有公平機會參與社會之公民、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領域。

 2006年12月13日聯合國通過CRPD。

 2008年05月03日CRPD生效。

 CRPD的8大原則：

1. 尊重他人、尊重他人自己做的決定
2. 不歧視
3. 充分融入社會
4. 尊重每個人不同之處，接受身心障礙者是人類多元性的一種
5. 機會均等
6. 無障礙
7. 男女平等
8. 尊重兒童，保障身心障礙兒童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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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重要性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這就是制定《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的原因。這份

國際公約要求各國政府保障身心障礙者的權利。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和其他夥伴們
正努力鼓勵各國批准《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此公約能保障身心障礙兒童免於
歧視，並幫助他們融入社會，我們都是這個行動的一份子。

如果你的家人、朋友甚至是你為身心障礙者，當他們因為在生活上的種種不
便被歧視、排擠，要如何幫助他們行使自己的權利？政府必須要採取什麼樣的行
動來幫助身心障礙者行使自身的權利？來自不同國家、不同的身心障礙者與其政
府共同合作，擬定此公約，他們參考良好的措施和法律，這些措施和法律能幫助
身心障礙者在所屬的社區裡上學、找工作、遊戲玩耍、快樂自在地生活。

許多現存的規定、態度，甚至建築物都需要改變，讓每個身心障礙者都能公
平參與。如果你的國家批准了此公約，表示國家願意讓這些改變成真。我們必須
記得，此公約裡的權利都不是新的權利，都和《世界人權宣言》、《兒童權利公
約》及其他國際人權協定裡的人權一樣，《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只是保證身心
障礙者的權利都受到重視，真正重要的是改變人們的想法，讓他們發自內心尊重
彼此的不同。 

身心障礙者詩集
我什麼時候會感到快樂？
小事情讓我很快樂。 
當大家理解我想說什麼的時候，我感到快樂。 
我和別人在同等的地位上說話時，
我感到快樂，因為我以自己為傲。
讀書時我感到快樂，
因為讀書讓我獲得新知，
我能知道世界上發生的事，
我能算出吃飯要付多少錢，
我能說出我認為的對與錯，
我感到快樂，因為我能自己做那麼多事，
我感到快樂，因為能做自己最喜歡的事，
為足球員加油時我感到快樂，
因為他們的熱情如此的豐沛，
讓我感覺自己是他們的一份子，
讓我同樣感到熱血沸騰。 
我感到快樂，因為我有個夢想。
我的夢想看似微小，
但如實認真地計畫每一天、好好地生活，
總讓我感到特別特別快樂。

—金允兒，15歲，南韓

※ 本文摘錄自ORPD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網站https://crpd.sfa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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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兼辦人事業務人員研習

109年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兼任兼辦人事業務人員研習訂於109  年  9  月  
10  日  （星期四）  至  11  日  （星期五）  假本府多媒體簡報室  （  學校場次  ）  
及宜蘭縣史館  （  行政機關場次  ）  辦理，請參加人員準時參訓。

 

人事成長營

９月份人事成長營訂於109  年  9  月  23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在本府第
201  會議室  辦理，邀請本縣三星鄉三星國小人事室主任連芷文講授「
公部門差勤常見問題解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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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拒絕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課程

本府訂於109  年  9  月  29  日（星期二）  在本府多媒體簡報室，邀請現代
婦女基金會專案督導李麗慧女士講授「跨世代角色權益－在生活各個
領域CEDAW的實質應享權利」課程，歡迎本府各單位及所屬一、二
級機關同仁共同參與。

12



課程選讀：自製微學習

本縣自製微學習課程，截至目前共有32門課程上架，歡迎同仁選讀。

編號 作品題目 創作者 服務機關

1 羅東國小－武漢肺炎防疫大作戰 林玉怡主任 羅東國小

2 宜蘭縣政府－職場霸凌零容忍 廖育驊科員 財稅局

3
簡單做～宜蘭縣所屬學校校長年度成績
考核

張洪齊辦事員 礁溪鄉公所

4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
19（武漢肺炎）差勤知多少

鄭惠滿主任 國華國中

5 文化國中防疫影片 蘇宇燕主任 文化國中

6 礁溪探秘境 張永德鄉長 礁溪鄉公所

7 109年國民旅遊卡使用說明 倪虹主任 順安國小

8 頭城國中「幸福來了」 張以鈴組長 頭城國中

9 員工關懷不缺席-防疫加油一起來
張素姿課員
柯盈秀主任

蘇澳鎮公所

10 公假(受傷篇) 羅立潔主任 礁溪國小

11 螢火蟲的故鄉 張永德鄉長 礁溪鄉公所

12 第一次送審就上手 鄭保仁主任 公正國小

13 防疫新生活運動 蔡智仁主任 壯圍鄉公所

14
宜蘭縣立三星國民中學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COVID-19)防疫因應作為

楊志閔主任 三星國中

15
利澤國中特色招生微電影「利澤國中划
船隊 稱霸全國 放眼國際」

吳思宜主任 利澤國中

16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應變措施簡介
~含員工協助方案~

陳佩娟主任 東光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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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你有正確認識你的壓力嗎？測試你的壓
力指數  

張登洲主任 頭城國小

18 代理教師假別知多少 邱美菊主任 冬山國中

19
大家一起來防疫~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因
應措施

林足茹助理員 員山鄉公所

20 COVID-19(武漢肺炎)/礁溪國中實驗室 陳柏羽組長 礁溪國中

21 新兵報到 盧盈汝主任 冬山國小

22 順安國中防災教育宣導影片 蘇郁涵組長 順安國中

23 秒懂代理教師甄選程序 張瓊華主任 清溝國小

24 2020看稻壯圍彩繪田割稻體驗活動 蔡智仁主任 壯圍鄉公所

25 新型冠狀病毒(武漢肺炎)防疫防起來 游珮君主任 力行國小

26
如何在CBA會計資訊管理系統製作保
管品報表

江癸瑩課員 宜蘭市公所

27
全國消防人員自費型員工團體意外保險
投保步驟教學

李慶祥助理員 消防局

28 凱旋知藥 開起健康 朱淑敏護理師 凱旋國中

29 2020礁溪鄉公所清潔隊服務與創新 張永德鄉長 礁溪鄉公所

30 廚餘垃圾變黃金，羅東有機改良土 游書瑜隊員 羅東鎮公所

31 冬山鄉長出任務 李梓萱助理員 冬山鄉公所

32 公傷假_上下班途中 林健泰主任 大同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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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政策傳達與民主價值宣導研習班（宜蘭縣場次2）

本府於109年8月4日（星期二）於本府文化局演講廳與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公務人力發展學院合辦「政策傳達與民主價值宣導研習班」，課程分二主題分別
為「行政中立法規與實務案例」與「投資青年就業政策」，計有76人次參加。

第一場邀請銓敘部蔡敏廣主任秘書擔任「行政中立法規與實務案例」講
座，課程介紹行政中立相關法制包括行政中立法制規範體系與立法目的、行政中
立原則以及公務人員因拒絕禁止行為而遭受不公平對待或不利處分時的救濟管道
等內容，並協助在執行職務時能夠秉持依法行政原則並且公正執法，針對爭議案
例進行分析討論，將行政中立的概念帶入日常行為表現。

第二場邀請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就業服務組吳淑瑛副組長擔任「投資青年
就業政策」講座，政府以「產業趨勢、職涯規劃、技能發展、就業服務」等政策
面向，提出「投資青年就業方案」，依青年各階段需求，提供差異化服務，以提
高我國青年就業率。課程內容包括相關政策推動狀況、觀念啟迪、標竿案例分
享，傳達投資青年政策內容，並回應學員當天踴躍提出之疑義及相關政策問題。

 

       

   

行政中立：蔡敏廣講座 投資青年就業政策：吳淑瑛講座

                                                                           

公務人員保障業務活動

109年公務人員保障業務輔導活動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109年8月14日（星期五）上午9時30分假本府多
媒體簡報室辦理「109年公務人員保障業務輔導活動」，由保訓會地方公務人員
保障處王副處長忠一為本縣所屬專任人事人員講授最新公務人員保障法復審救濟
範圍之變革及保障事件實務案例探討，計有51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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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縣長林姿妙與嘉賓、團隊合照
   

保訓會地方公務人員保障處王忠一副處長講授
「公務人員保障法復審救濟範圍之變革及保障事件實務案例探討」

人事成長營
本府人事處於109年8月19日（星期三）下午2時在本府第201會議室辦理

109年度人事成長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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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有32位本縣所屬機關學校專、兼任人事人員參加。

 

       

   

南屏國小人事室主任林吳億主任講授「教師敘薪規定與實務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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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協助方案講座

理財投資有一套~退休生活有得靠
本府於109年8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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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財投資有一套~退休生活有得靠」講座，特別邀請好生活國際資訊公
司林執行長俊延講授，計有64人次參加。

 

       

   

理財投資有一套~退休生活有得靠：林俊延講座

走過人生轉角~珍愛生命
本府於109年8月26日（星期三）下午1時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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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特別邀請國際藝評人協會國際會員孫
講師維瑄講授，計有41人次參加。

                 

                           

國際藝評人協會國際會員孫維瑄講授「走過人生轉角~珍愛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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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國防教育宣導

軍史探舊系列：菊島煙硝（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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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youtube.com/watch?v=LJ6S9fS3a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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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第52屆文藝金像獎」國軍組
美術類國畫項/優選/搜/鐘佳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J6S9fS3aiY


每月一書

 

  

書名：古代中國文化講義
作者：葛兆光
出版社：三民
出版日：2018
ISBN：9789571464893

揣一張地圖去古代中國旅行吧

那兒有著傳統文化醇厚深沉的氣韻

讓我們做一名歷史的背包客

在旅途中重新認識中國文化的翩翩風姿這是一本關於古代中國文化的入
門書。首先要討論古代中國的天下觀，看看中國是如何理解自身在世界的位
置。接著來認識古代的婚禮和喪禮，要通過它看看古代中國的家族生活與倫
理，孔子和儒家又是怎樣從這種倫理基礎上，拓展並形成政治學說。還要介
紹佛教的傳入，以及它如何影響中國人的思想，並從觀音信仰和禪宗學說，
看到佛教如何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此外當然還要認識一下道家與本土的
道教，在討論道家的人生態度與生命觀念之外，也介紹道教追求永生和幸福
的知識。本書也關注古代中國民眾的知識、行為和信仰，並討論深刻反映古
代中國思維的風水知識。由於古代中國的歷史與傳統延續性相當強，因此，
我們也希望讀者透過古代中國文化傳統在現代中國的延續，理解當下中國的
文化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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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宜蘭縣各機關員工桌球及籃球錦標賽圓滿落幕！

109年宜蘭縣各機關員工桌球錦標賽

109年宜蘭縣各機關員工桌球錦標賽於8月4、5日在壯圍國中體育館舉行，
這次比賽計有民政處、工商旅遊處、建設處、水利資源處、農業處、社會處、警
察局、衛生局、環保局、戶政事務所、南澳鄉公所、大同鄉公所、臺灣宜蘭地方
法院及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等機關單位，計組成18支球隊報名參賽，相當踴
躍。縣府為建構健康職場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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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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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長亦親自至現場
向各位參賽選手致意，為選手加油打氣並鼓勵同仁保持良好的運動習慣。
本次比賽經過激烈競爭後，脫穎而出的隊伍分別為：

冠軍：紫龍隊（宜蘭地方法院）
亞軍：陽大附醫A隊
季軍：警察局聯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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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宜蘭縣各機關員工籃球錦標賽

109年宜蘭縣各機關員工籃球錦標賽已於8月12、13日在壯圍國中體育館辦
理完竣。這次比賽非常激烈，3對3鬥牛賽男子公開組計有傳統勁旅警察局、消防
局等25隊；男子青壯組有民政處、壯圍鄉公所等9隊；女子公開組有社會處及環
保局等5隊；趣味投籃競賽有建設處、冬山鄉公所等24隊，總計約160人參加。
本次比賽經過激烈競爭後，脫穎而出的隊伍分別為：

男子公開組

冠軍：礁溪分局隊

亞軍：宛萱要加姐（社會處）

季軍：警察局2隊

男子青壯組

冠軍：衛生局

亞軍：羅東分局1隊

季軍：消防教聯

女子公開組

冠軍：消防隊

亞軍：農民曆（農業處、民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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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投籃競賽組

冠軍：江江姜姜（冬山鄉公所）

亞軍：黑糖隊（消防局）

季軍：Truck team（社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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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政府109年親子日活動，歡樂展開！

宜蘭縣政府於109年8月7日(星期五)辦理員工親子日活動，共有近40位小朋
友報名參加，地點選在員工平時工作的縣府場域，帶領小朋友近距離觀察父母親
工作情形，今年的活動內容包括團康動一動、神奇造型汽球、愛的總鋪師及室內
團康舞會等，希望能利用暑假期間並以寓教於樂的方式，讓小朋友們了解家長平
日工作辛勞，並藉此機會增進親子關係，深化彼此互動。縣長林姿妙表示，家人
是同仁們最堅強的後盾，在辛勞工作的同時，別忘珍惜美好的家庭時光，營造工
作與家庭並重的幸福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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