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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福利相關函釋

一、「公教人員退休金其他現金給與補償金發放作業注意事項」，業經銓敘部以

110年2月25日部退二字第11053280431號令廢止，並自即日生效，請查照。

（檢附銓敘部110年2月25日部退二字第11053280432號函影本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poetRgQPga0USicOBPIBD6KphUr82YkL/view?usp=sharing）

二、有關現職政（公）務人員代理政務人員及民選地方行政首長期間之待遇支給，
請依行政院函規定辦理，請查照。
（檢附行政院110年3月8日院授人給字第1104000067號函影本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nneXC-wD6UbJ5YBLx0BGnrdvOlXuHR8l/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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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宣導

公務員得否將自有房屋出租並收取租金。（銓敘部 110年3月19日部法一字第

1105334767號函）

一、本案所涉公務員服務法(以下簡稱服務法)及相關解釋如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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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銓敘部101年3月3日部法一字第1013569828號及同年6月25日部法一字第

1013613750號電子郵件略以，公務員得繼承、買賣或出租不動產，惟如有

從事經營不動產買賣或出租等商業行為時，無論是否以公務員名義，皆
有違服務法第13條第1項規定；上開所稱「經營不動產買賣或出租等商業

行為」，經銓敘部函徵財政部與內政部意見，係指以下情形：

1. 公務員買賣或租賃不動產，經權責機關認定係以營利為目的而須課徵營業

稅。

2. 公務員從事不動產買賣、租賃的居間或代理業務，並經權責機關認定係以

不動產經紀業「為業」。
二、邇來迭獲民眾詢問公務員得否出租自有房屋並收取租金之疑義，依據前開服

務法及解釋規定，公務員單純將自有房屋出租並收取租金，並不違反服務法
第13條第1項規定，惟如有從事前開經營不動產出租等商業行為之情形時，

自與該項規定有違，公務員不得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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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個案）故事人事案例

福利篇           
                                       

健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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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se/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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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宜蘭綠色博覽會-希望城堡

宜蘭綠色博覽會於2000年創辦，初期以綠色生活、生態保育和友善農業作為

活動主軸，透過主題概念展覽、戶外教學與遊憩娛樂，傳達對釉綠稻田、蒼鬱林木
、山海湖河生態等環境友善觀念，形成一種宜蘭式的綠色悠遊底蘊。經過22年演變
，積累無數對美好健康環境的嚮往與實踐，融合文化藝術展演，創造園藝花卉地景
，紮根環保生態教育，扶植農漁業產業轉型升級，帶動觀光休閒旅宿人潮與地方繁
盛發展，綠博在全國眾多主題節慶活動中獨樹一幟，是宜蘭縣春季著名的大型環境
教育旗艦活動。

2021宜蘭綠色博覽會於3月27日（六）至5月9日（日）在蘇澳武荖坑風景區舉

辦，在新冠肺炎疫情警報未解的情況下，幾乎都是戶外、半戶外空間的綠博展區，
可說是最佳的親友出遊活動景點。面對新冠病毒疫情後的心靈重建療癒，以「希望
城堡」為主題，連結聯合國的「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將氣候變遷減緩、生態物種保育

、永續農漁業、守護海洋、再生能源、減塑行動等議題融入策展
，規劃14個展區、2個水域生態遊憩區、12處裝置藝術，建構一

個在體驗中學習友善環境，在休閒中理解自然生態的「希望城堡
」。並藉由400年前西班牙文學中的夢想騎士唐吉訶德，以大型

藝術裝置、定目偶劇、全新創作歌曲、主題館專區展覽，彰顯「
人因夢想而高貴，因行動而不凡的價值」，召喚更多如齊柏林導
演般為環境奉獻，成就典範行動的勇士。

結合環境保護議題‧建立永續發展意識

宜蘭綠博主舞臺邀請蘋果劇團帶來全新創作「夢想騎士-憨吉蝌蚪的時空幻旅

」，西班牙騎士唐吉訶德永不放棄的精神，400年後的主角換成「憨吉」與「蝌蚪

」出現在宜蘭綠色博覽會，象徵傻子永不放棄的精神，在綠博連演44天。劇情以聯

合國永續發展目標氣候行動為核心，設定兩位可愛的角色「憨吉」與「蝌蚪」（諧
音唐吉軻德）為阻止全球暖化，秉持著夢想騎士永不放棄的精神，途中遇到受暖化
影響的不同動物及各種災害及困境，決定跟動物們一起奮力戰鬥，解決全球暖化危
機。現場有5米高8米寬的「大章魚」及3米高的「大恐龍」充氣偶，為劇中破壞地

球的大怪，「憨吉」與「蝌蚪」打敗破壞地球的大怪，拯救地球危機，充滿寓教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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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之效。
蘋果劇團成立於1997年，創團藝術總監為陶大偉先生、創團團長方國光，以兒

童教育為宗旨，戲劇揉合熱鬧歌舞與深具啟發意味的題材，獨特的表演美學形式，
兼顧視聽效果與現場互動，不但適合學齡前後兒童觀賞，同時更適宜闔家欣賞。蘋
果劇團團長表示：氣候變遷議題大，需從身邊做起，透過戲劇更具啟發正確觀念。
希望每個小朋友從身邊做起，為地球暖化的環境改善，盡一份心力，為環境帶來幫
助。

目前南部正面臨缺水，縣府打造一座綠博希望城堡，盼帶給遊客歡樂與希望，

這次宜蘭綠色博覽會做了很多創新，如設置「看見齊柏林空間區」，透過齊導演所
留下的珍貴影像，召喚更多為環境奮鬥奉獻的現代唐吉訶德；綠博22年來第一次有

創作主題曲，流行音樂結合環保議題等，喚起更多人對氣候變遷的重視。

園區內有「可愛動物區」可以親手餵羊、直接進入溪流觀

察魚蟲日常生活的「魚眼看世界」，還有「親子滑草坡」、「
唐吉訶德闖關區」；以及秉持綠博精神，在體驗中學習到知識
的「百草樂園」、「農業實驗學校」、「蘭陽候鳥館」等。

「告五人樂團」擔任宜蘭縣觀光文化大使，行銷2021宜蘭綠色博覽會

新生代創作樂團「告五人」由宜蘭土生土長的年輕人組成。為了行銷宜蘭的好

山好水，縣府特別邀請「告五人」樂團擔任宜蘭縣的觀光文化大使，代言年度活動
，一同行銷宜蘭。縣長林姿妙特別頒發聘書給「告五人」樂團，聘書以象徵宜蘭精
神的「協力擎天」檜木紀念物進行設計，表達宜蘭特色、活動傳承、文化創意，以
及共同努力推展宜蘭縣觀光文化等意義。聘期自110年至111年，告五人樂團擔任宜

蘭縣觀光文化大使，第一個宣傳活動便是帶著大家導覽綠博，體驗全新的設施。
告五人樂團團員三人皆為宜蘭人，從小無論是遠足踏青、校外教學、露營烤肉

等，時常來到武荖坑園區，當然對於一年一度的綠色博覽會也相當熟悉。告五人樂
團誠摯邀請全國大小朋友一起來到武荖坑，體驗2021宜蘭綠色博覽會進行生態旅

遊；未來宜蘭縣舉辦觀光文化活動或製作平面、聲音、影像等文宣時，告五人樂團
也會以宜蘭縣觀光文化大使身分參與，協助行銷宜蘭。

縣長邀請告五人樂團除了今年原訂的北、中、南三場演唱會外，回到宜蘭家鄉

多辦一場演唱會，讓宜蘭鄉親能夠欣賞縣籍宜蘭的新生代創作樂團「告五人」的音
樂，期望能為宜蘭帶來更多觀光文化推展。

潮農聚落

今年特別邀請花蓮縣、新北市、彰化縣三縣市在「潮農聚
落」策展，行銷縣市特色物產，讓綠色博覽會達生態永續的效
益擴散到外縣市。連結SDGs15負責任消費與生產，以展售新北

市、花蓮縣、彰化縣與宜蘭縣的優質農、漁、畜、禽產品，介
紹農漁特產背景故事，推廣有機、友善耕作方式與三章一Q觀念

, 一起為美好環境而努力。為表達對新北、花蓮、彰化等縣市共

同參展的感謝，推出三個夥伴縣市週優惠活動。3月27日至4月4日「新北市民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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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至9日「花蓮縣民週」、4月10至16日「彰化縣民週」；三個縣市市民於活動

時間內，只要持身分證明文件，不分平假日，一律比照宜蘭縣民只要100元就能入
場。

新北市-有機會商店

新北市政府與IFOAM Asia於109年2月24日共同揭牌成立「亞洲有機行銷智能

中心（CEIOMA）」，希望透過各種智能科技，發展出農業的創新商業模式，為整

個農業市場再開新格局。目前為止，除了協助有機農友行銷農產品外，我們也成立
「友善契作大聯盟」，希望利用各種線上媒合機制促成穩定的契約農業，並同時積
極參與國際事務，與國際有機農業組織合作辦理農業行銷、技術等培訓，持續推動
農業前進。本次展覽以「新北有機會商店」為題，展示未來新北市政府對於有機農
業相關國際事務的願景、商業模式的發展相關資訊，並示範各種智慧化販售、無人
販售等商業設施，希望所有人都能在過程中看到「有機」的價值，並找到自己的「
機會」，讓台灣農業「有機會更好」！

花蓮市-慢•精品•花蓮館

日出東方，首見花蓮，花蓮處處是美景、處處皆精品，強力邀請全國的好朋友

、家人們一起來造訪我們宜蘭綠色博覽會花蓮館及花蓮，一起體驗花蓮的「淨、靜
、境、勁、靚、近」與「慢、精品」文化，花蓮擁有壯闊的大山大海，擁有純「淨
」的空氣、讓人「靜」心的風景、宛如桃花源般美好的意「境」、成為有機首都的
衝「勁」、花蓮之美的「靚」，以及蘇花改通車讓花蓮變得好「近」。走入花蓮的
大山大海，品嚐在地有機食材、拾起身心靈健康，從慢生活裡真實地接觸花蓮有機
農業、土地與環境和諧共存的永續關係，體驗傳承祖先山林智慧的慢食精神，享受
花蓮生活文化與農業物產朝向精品文化蛻變的過程。

彰化縣-彰化物產館

彰化縣，魅力多元的歷史之都。您可以在這裡找到各式各樣的美食、古色古香

的寺廟，感受這片土地的豐饒、純樸溫暖的民風。彰化縣耕地面積達7萬7,102公頃
，所佔面積超過全國耕地10%：水稻種植面積4萬8,508公頃（佔全國17%），花卉

種植面積5,558公頃（佔全國38%）、葡萄種植面積1,300公頃（佔全國47%）、火龍

果種植面積487公頃（佔全國17%），還有更多產量豐厚且品質穩定的優質農產品，

是名符其實的魚米之鄉。邀請您親自踏上美好彰化，這裡有說不盡的幸福滋味等著
您來細細品嚐。

園區資訊

宜蘭縣每年春季的環境教育旗艦活動綠色博覽會，今年入園落實實聯制，民眾

進園需量測體溫，發燒超過37.5度將勸導離園。遊客除必要飲水及限定餐飲區用餐

外，入園需全程配戴口罩；園區達6萬人上限時，將啟動總量管制；各展區易與遊

客接觸者每日消毒，並設腳踏型洗手台便利遊客勤洗手，確保玩得放心。民眾可搭
乘火車、客運或自行開車前往，園區內有收費停車位、假日有臨時停車場備有免費
接駁車接送至園區，詳細交通資訊請參考綠色博覽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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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錄自本府3月25日-3月28日新聞輿情及綠色博覽會網站

https://greenexpo2021.campaign.tw/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1~4條

第1條：宗旨（「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存在的目的）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的目的旨在告訴國家，應該要保證所有的身心障礙者都跟其他
人一樣，有相同的權利。
第2條：定義（「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名詞解釋）

1. 『傳播』：傳達各種資訊的方法，例如：颱風要來時，政府可以透過電視、網

路、收音機把這個訊息告訴大家。

2. 『語言』：是一種對話的方式，口語、手語、肢體動作都

是語言的一種。

3. 『對身心障礙者的歧視』：因為身心障礙者的身體、心理

的障礙，而給他們比一般人還要差的待遇，或侵害他們應
該擁有的權利。

4.『合理調整』：在不造成其他人太多的負擔之下，對身心

障礙者所提出的需要做修改和調整，使身心障礙者和一般人擁有一樣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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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通用設計』：把家中環境、公共環境、職場環境……等等，改變成讓每一個

人都能使用的規劃方法。
CRPD小故事

豪豪是一個輕度智能障礙的高中生，在學校就讀普通班，跟班上同學感情很好

、交到很多好朋友，所以豪豪每天都覺得很開心、很喜歡上學。
升上高中2年級之後，豪豪換到了新班級，在安排座位的時候，新老師告訴豪

豪，靠前面的位置要留給成績好的同學坐，豪豪上課常常聽不懂、又常常發呆打瞌
睡，所以坐最後一排靠角落的位置就好了。

豪豪覺得很難過，以前就算老師上課講得太快、他跟不上，但是他有認真作筆

記回家複習啊！現在安排新座位後，因為他身高不高、近視又嚴重，坐在最後一排
根本看不見黑板上的字，導致原本跟不上的功課又落後更多了…
什麼是『合理調整』？

阿寶是個智能障礙者，好不容易找到一份洗車的工作，經過老闆和就服員3 個
月的指導後，阿寶已經可以靠自己的力量，順利洗完一部車了。因為洗車店生意很
好，所以阿寶想要更快的洗好一部車，然後趕快服務下一位客人，於是阿寶說：老
闆，我想跟大家一樣，多洗幾輛車，可是洗車的步驟好多、好複雜，我每次都要一
邊洗、一邊想下一步要做什麼，我覺得這樣好慢，請問老闆，我有沒有什麼辦法把
車洗得又快又乾淨呢？

老闆說：好，阿寶非常有上進心，我來想想辦法。於是老闆把洗車的步驟用阿

寶可以看得懂的文字，一步一步的寫下來、並且搭配圖片，做成一份容易閱讀的說
明書給阿寶參考。另外如果阿寶忘記洗車步驟，老闆也會請同事協助提醒他。

當身障者在工作過程當中，感覺到比較不方便的時候，可以像故事中的阿寶一

樣，請老闆提供適當的協助，例如調整工作的內容、或改善工作環境。
什麼是『通用設計』？

小安是個肢體障礙者，平常坐輪椅行動，家人為了讓小安在家可以更順利的活

動，於是把家裡的空間，包括廚房、廁所都改成無障礙空間，小安覺得很高興，因
為以後他都不用家人協助，可以靠自己的力量上廁所了。

但是小安發現，因為要讓坐輪椅的小安可以洗到手，所以家裡的洗手台改得比

較低，爺爺每次上完廁所後，都需要很吃力的彎下腰才能洗手。所以小安認為，既
然這個家是屬於每一個家人的，裡面的環境、設施，是不是應該要適合家中每一個
人呢？

後來，小安在網路上看到有一種『升降洗手台』，可以調整成自己適合使用的

高度，於是小安就建議家人，可以把原本的洗手
台換成升降洗手台，這樣不僅適合輪椅族小安，
也適合彎腰困難的爺爺、和家中的每一個人。

第3條：一般原則（基本概念）

1. 每個人都可以自由地做出自己的決定。

2. 不能歧視任何人。

3. 身障者在社會上，應該和每個人有一樣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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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身障者跟每個人一樣，都應該受到尊重。

5. 每個人都應該有一樣的機會。

6. 每個人都可以用適合自己的方式，取得想知道的資訊、以及進入各種場所。

7. 身心障礙男性和女性應該要有一樣的機會。

8. 身心障礙兒童在成長的過程中，也應該被尊重。

第3條：一般義務（國家必須要做的事）

1. 國家應該保障身心障礙者被公平對待。

2. 國家應該要保障身心障礙者的各種權利。

3. 國家應該要和身心障礙者互相合作、接納身心障礙者的意見，一起策劃保障身

心障礙者權益的政策與法律。
●為了保障身心障礙者不受歧視、能被公平的對待，國家要做到下面這些事：

（1）訂定規則或法律來保障身心障礙者的權利，修正不公平的法律。

（2）國家的政策和法律要確定身心障礙者能和其他人一樣，公平享有各種權利。

（3）要做到這份公約裡所提到的事。

（4）盡力確保沒有任何人因為身心障礙而受到歧視。

（5）確認設計跟製造出來的東西，是每個人都可以使用的；或是可以改造成需要

的人方便使用的。

（6）提供協助給研究輔具的單位( 例如公司或研究中心)，讓他們能夠製造出更多

方便身心障礙者使用的輔具。

（7）提供可以理解、以及有用的資訊給身心障礙者。

（8）要讓每一個人都了解這份公約的內容。

※本文摘錄自CRPD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網站https://crpd.sfa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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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數位學習宣導
本府於「e等公務園+學習平臺」─「蘭陽e學網」新增上架「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CRPD)課程專區」（9小時）及「性別平等業務相關人員進階課程專區」（3小時

），歡迎同仁選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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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成長營
4月份人事成長營訂於110  年  4  月  21  日（星期三）下午  在本府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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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資採計提敘俸
級認定實務探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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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宜蘭縣政府高階主管及所屬機關首長研習班

本府訂於110  年  4  月  22  日（星期四）上午  在宜蘭縣史館會議室辦理「110  年  
宜蘭縣政府高階主管及所屬機關首長研習班」，係因應新時代數位治理
潮流，回應開放政府全民參與之訴求，強化本府高階主管及所屬一、二
級機關首長之創新思維能力，俾有效匯集宜蘭經驗，共同推動政府有心
、人民有感的「宜蘭好生活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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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協助方案

本府於110年3月18日（星期四）下午1時30分在本府多媒體簡報室辦理員工協助方

案之「助人必學防心術」講座，特別邀請陳怡婷心理諮商師講授，計有52人參訓。

同日下午2時至5時在本府人事處研討室，聘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家庭醫學科主

任黃駿豐醫師為本府同仁進行健康諮詢，共計6人次參與。

 

                                         

陳怡婷心理諮商師講授「助人必學防心術」，同仁收穫滿滿

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家庭醫學科主任黃駿豐醫師
指導同仁工作環境之改善及宣導職業安全衛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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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宜蘭縣政府考試錄取分發新進人員研習班

本府於110年3月23日（星期二）於本府多媒體簡報室辦理「110年宜蘭縣政府

考試錄取分發新進人員研習班─培育職場即戰力」，計有27人參訓。縣長在百忙之

中到會場致詞，除了歡迎新進同仁加入縣府團隊，並期勉同仁要能夠具有同理心，
將「縣民的小事就是我的大事」，展現公務員的責任感與榮譽心，為縣府注入新的
活力和力量，讓本縣成為最宜居、最幸福的城市！

本研習依照新進人員的職務需求規劃一系列課程，除了靜態的課程之外，也讓

新進同仁實地到各單位去和公務前輩進行互動及公務經驗的學習，幫助同仁快速地
融入職場。課程主題分為：
一、公務知能與行政技術：縣府組織架構簡介、員工入口網與差勤電子表單系統、

公文製作、管制與考核實務、文書歸檔注意事項、請購與核銷作業等。
二、充實法令與政策知能：採購法規與實務、公務人員權利義務介紹、廉政法令宣

導、性別主流化、公務實用英語及員工協助方案等。
三、單位業務見習：至本府各單位進行業務見習，瞭解縣府當前重大政策、業務職

掌、業務推動案例分享等職場經驗，讓新進同仁對本府縣政願景與政策推動，
有更深刻的互動與理解，加速融入縣府團隊。

四、標竿學習：藉由觀摩本縣之標竿案例，以重大工程或近期受關注之場域為優先
觀摩，實地感受「縣民的事就是我的大事」，瞭解過程中需要有團隊的攜手合
作，緊密的分工合作才能成事，增進任公職之榮譽感與責任心，強化對本府向
心力與共識。

 

                                         

縣長致詞 學員上課情形

13



「2021年縣政中心暨園區路跑活動」圓滿落幕，成績揭曉~   

2021縣政中心暨園區路跑活動於3月31日（星期三）下午辦理竣事，今年報名路

跑活動的人數多達了556人，刷新了近幾年的報名紀錄，路跑活動現已成為縣政中心

周圍各機關熱衷參與的運動盛事，使平時公務繁忙的同仁，能夠透過體育文康活動
的交流機會，增進彼此的情感聯繫。

路跑活動由縣長林姿妙鳴槍起跑，並為參賽選手加油打氣，縣長鼓勵大家培養

運動習慣，跑出健康、跑出活力，創造宜蘭好生活。本次比賽各組優勝選手如下，
恭喜以下獲獎同仁：

男子甲組
第一名：警察局 朱子毅
第二名：警察局 羅天豪
第三名：民政處 陳郼民
第四名：消防局 莊定澂
第五名：警察局 杜世唯

男子乙組
第一名：勞工處 張國彬
第二名：民政處 林聰明
第三名：衛生局 黃義成
第四名：警察局 張耀文
第五名：警察局 林正福

女子組
第一名：財稅局 黃琬婷
第二名：消防局 許瑋婷
第三名：財稅局 林宥瑄
第四名：文化局 郭香蘭
第五名：警察局 黃  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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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縣政中心暨園區路跑活動，縣長帶領選手們路跑並為大家加油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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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國防教育宣導

軍史故事系列：捍衛臺海的老兵 中邦軍艦除役典禮

中邦軍艦原為美國海軍郡級戰車登陸艦「威特
沃特號」，民國33年由美國伊利諾州密蘇里造船廠

製造，並於47年9月21日由美方贈予我國，於沖繩那

霸接收，命名為「中邦」。接收返國時適逢八二三
戰役，運補繁忙，因戰事亟需，旋即投入戰鬥序列
，擔任金門前線運補任務，之後更曾參與漢光、北
斗、聯興等國內外聯合操演與運補任務；服役一甲
子的時間裡，歷經37任艦長，航程達51,217小時

、268,105海浬（約496,539公里），這位老當益壯的

戰士，於民國107年8月23日光榮除役。

 
 

                                
影片連結網址：                         
https://youtu.be/57t9IRPHnw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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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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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精準寫作
作者：洪震宇 
出版社：大漫遊者文化
出版日：2020
ISBN：9789864893737

主管指派的報告主題，卻不知道該寫什麼內容？洋洋灑灑寫滿的企劃案，卻
被批評沒有重點？客戶來的email不知道如何適切地回覆？只知道收集與整理

資料，卻不知道如何說服客戶，讓他們受到感動？

　　寫作如同寫程式，一段一段都是嚴謹的邏輯條理，才能傳達精準的溝通與
說服。資深文字人暨創意人洪震宇，整理出「精準寫作」的架構與步驟，帶領
你，從構思、邏輯、情意、結構到觀點，扎下厚實的基礎能力，讓你透過寫作
精鍊思考，有效解決工作問題，讓你寫的「精簡」、「精巧」與「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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