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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主管及一級機關首長職務異動一覽表（109.09.01-109.09.30）

調進                                       

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到（離）職日期

吳銘鴻 宜蘭縣議會主任 府本部秘書 109.09.15

其他情形                  

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到（離）職日期

吳國樑 府本部秘書 宜蘭縣議會主任 109.09.15

陳春錦 府本部參議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
會工程管理處處長

109.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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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福利相關函釋                        

一、銓敘部函以，政務人員在職時或退職後受有勳章或有特殊功績，係以其在職
期間之功績為請頒依據者，得依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以下簡稱退撫條
例）第28條及其施行細則第55條規定，得增加給與；如係政務人員在職亡
故或退職亡故後始追贈之勳章或特殊功績，該項增加給與由遺族請領者，其
範圍、領受比率及順序，比照退撫條例第29條規定辦理發給，請查照。
（檢附銓敘部109年8月31日部退二字第10949636422號函影本及附件各1
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M8Dwg-i3HJ0isPqYbNpoXXGdaTnbtp64/view?

usp=sharing）
二、有關亡故退休公務人員之遺屬年金領受遺族赴大陸地區居住時，因受傷或疾

病致行動困難，無法親自返臺領取遺屬年金者之發放相關事宜，仍應依公務
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72條規定辦理(應於其居住大陸地區期間，暫停發
給退休金、撫卹金或遺屬年金，俟其親自依規定申請改領一次退休金或回臺
居住時，再依相關規定補發)請查照。
（檢附銓敘部109年8月31日部退四字第1094967391號函影本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x6jroea-p03CuYR0U5MoVw80FRQrLQ_a/view?

usp=sharing）
三、有關公務人員及教育人員退休撫卹基金提撥費率自民國110年1月1日起，每

年調升1%，由現行12%分3年調整至15%一案，業經考試院會同行政院於109
年8月28日釐定公告，請查照。 
（檢附銓敘部109年9月4日部退三字第1094967481號函及附件影本各1
份、教育部109年9月4日臺教人(四)字第1090127398號函及附件影本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GuK-2kTS5pip41AhCqJH4ThnSe1Pc6jQ/view?

usp=sharing）
四、考試院會同行政院於109年8月31日修正發布公教人員退休金其他現金給與

補償金發給辦法，請查照。
（檢附銓敘部109年9月8日部退二字第1094967778號書函影本及附件各1
份 。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NBVaCvJM2tGmucp4MJkKoSfrhEnivNFl/

view?usp=sharing）
五、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基管會)為配合軍公教人員退撫

基金提撥費率自民國110年1月1起調整為13％一案，茲修正軍公教人員退撫
基金費用繳費標準，屆時請配合依修正後之繳費標準繳納基金費用，相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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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程序請依基管會函辦理，請查照。
（檢附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109年9月11日台管業一字第
1091537423號函及附件影本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31-BWQsbV1T8R96lwDZVDEsoI7Z4NM9n/view?

usp=sharing）                      

六、 有關亡故退休教職員之遺屬年金領受遺族赴大陸地區居住時，因受傷或疾病
致行動困難，無法親自返臺領取遺屬年金者，仍應依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
遣撫卹條例第72條俟其回臺居住時，再依相關規定補發，請查照。
（檢附教育部109年9月16日臺教人(四)字第1090128296號函影本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NpNsSR2w94CKw9WE2PTEmbxRHZYSksGc/

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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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規範第2點第3款但書規定：「同一年度來自同一來源受贈財物以新臺幣

1萬元為限」，所稱「同一來源」為何？

A：同一來源指出於同一自然人、法人或團體而言。如係出於不同之個人或法
人；或一為自然人一為法人或團體，均非所謂「同一來源」。

     

【性騷擾系列宣導】案例分享

※ 資料來源：行政院性別平等委員會(2020年9月28日)。民眾向行政機關引用 
CEDAW指引及案例。
取自https://gec.ey.gov.tw/Page/ED8994F4EF5AD73E/af462688-d0ed-4761- 
8e3d-b8ce8590b6e5   

案例一：A女為某傳銷公司新進員工，其單位主管 B男經常利用工作指導機會，
對A女身體有不正常之碰觸及摩擦，令A女相當不舒服，並當下告知B
男。嗣後，B男更經常私下向A女提出約會要求，並意有所指表示，倘
A女不從，其工作將會不保，然A女並不欲與 B男交往，此事讓A女不
堪其擾並心生恐慌。

案例二：小美在公車上被一男士摸大腿快 2分鐘，小美向公車司機求助後報警提
告，並援引《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求償精神慰撫金，刑事部
分認定被告犯強制觸摸罪處拘役 55 日，民事部分判賠 30 萬元。

案例三：C女是一按摩店的常客，某次經常預約的師傅請假，於是更換了按摩師
傅，卻發現該位師傅按摩的手法大有不同，有徒手按壓鼠蹊並在按摩鎖
骨時常會碰到其胸部，且操作前未有先告知C女，讓C女感到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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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引用之 CEDAW 條文：
https://gec.ey.gov.tw/Page/39DDB34C666FE816/8965cdb1-b031-4a80-862a-

d740887bc05c 
第   2   條  ：「締約各國……協議立即用一切適當辦法，推行消除對婦女歧視的
政策。為此目的，承擔：……（b）採取適當立法和其他措施，包括在適當情
況下實行制裁，以禁止對婦女的一切歧視；（c）為婦女確立與男子平等權利
的法律保護，通過各國的主管法庭及其他公共機構，保證切實保護婦女不受任
何歧視；（d）不採取任何歧視婦女的行為或做法，……；（e）採取一切適
當措施， 消除任何個人、組織或企業對婦女的歧視；（f）採取一切適當措施
，包括制定法律，以修改或廢除構成對婦女歧視的現行法律、規章、習俗和慣
例；……」

     

【性騷擾系列宣導】影音專區

※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https://www.mohw.gov.tw/lp-44-1-xCat-13.html

（一） 防治性騷擾-誰都有可能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2noVqWc08

（二） 防治性騷擾-專業非藉口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vCL4iBIFjc 

  
                    

說（個案）故事人事案例

懷孕生育權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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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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獨立設縣70周年

宜蘭源起及目的

宜蘭因受雪山山脈與中央山脈夾峙，不僅在氣候上有其多雨的獨特性，也形
塑了宜蘭人特別的地域性。每每旅外的宜蘭人相遇，遇到同鄉總是備感親切，濃
濃的宜蘭腔是一種鄉愁，也是生命中最美麗的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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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位居臺灣東北，在臺灣歷史上屬於開發晚，但進展迅速的縣市。大約在
19世紀以前，蘭陽平原主要為噶瑪蘭族居住，因此漢人當時又稱蘭陽平原為「蛤
仔難」、「甲子蘭」。1796（嘉慶元）年吳沙帶領漢人入墾宜蘭，1812（嘉慶
17）年清帝國正式於蘭陽平原設官治理，當時稱之為「噶瑪蘭廳」，1875（光緒
元）年「噶瑪蘭廳」改為「宜蘭縣」，至此「宜蘭」正式成為這塊土地的名稱。

1895（明治28）年日人治臺後，宜蘭初稱之為「宜蘭支廳」，1897（明治
30）年改稱「宜蘭廳」，1920（大正9）年臺灣總督府進行地方行政組織調整，
「宜蘭廳」分成為「宜蘭郡」、「羅東郡」、「蘇澳郡」，而三郡均直歸「臺北
州」管轄，一直到1945（昭和20）年日人投降離臺，均未改變。二次大戰結束
後，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宜蘭初亦隸屬「臺北縣」當時區分為「宜蘭區」、「羅
東區」、「蘇澳區」。1950（民國39）年，臺灣地方自治組織調整，宜蘭人大
聲疾呼應恢復宜蘭縣，是以當年10月10日宜蘭縣重新設縣。

今年時逢戰後宜蘭設縣70周年，本府為凝聚宜蘭人對於斯土斯鄉的認同，也
期望為宜蘭奠下更美好的生活環境，特辦理宜蘭縣設縣70周年紀念活動，讓宜蘭
人再一次與這片美好的土地，緊緊黏結，一同努力，拼出宜蘭好生活。

尋找與宜蘭一起生日的您
我們正在尋找與宜蘭同一天出生的縣

民，請民國39年10月10日出生的長者與
宜蘭縣史館連絡，邀請您一同參加10月9
日的特展開幕暨生日會。

專題講座
民國39年，宜蘭在「設縣運動」的熱烈訴求及施行地方自治的政策環境下，

自臺北縣下獨立設縣，至今即將邁入70周年。撫今追昔，您知道她是如何從200
多年前的「噶瑪蘭廳」逐漸成為今日的「宜蘭縣」嗎？歡迎您參加「佮宜蘭做生
日」宜蘭獨立設縣70周年紀念專題講座，一同回顧歷史、看見「宜蘭」的來處，
為她慶生，與她一同自信邁向未來！

集章活動
一、活動目的

民國39年10月10日宜蘭獨立設縣，至今走過70個年頭，為予以紀念，本縣
辦理12鄉鎮集章活動，邀請民眾走訪宜蘭，感受在地人文，創造與宜蘭的美
好回憶。

二、活動期間
活動自109年9月15日起至12月31日止，並於同年10月6日開放紀念品兌
換。

三、活動說明
1. 活動期間憑集章冊至宜蘭26個集章點(服務台或服務中心)，收集戳章，並至

宜蘭縣史館兌換紀念品。出發前請確認各集章點開放情況。
2. 集章點及集章冊放置點詳如下表所示。集章冊亦可自行下載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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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藏文物特展
自1920（大正9）年以後歷經30年，在宜蘭前輩的努力奔走下，宜蘭終於在

1950（民國39）年10月10日，再次成為獨立的行政區域。為紀念宜蘭歷史發展
過程中此一重要歷程，本次特展，以本館典藏之文物，呈現自19世紀以來宜蘭進
入國家治理的過程，並藉此展現宜蘭文化的豐富與特色，讓本縣縣民能更進一步
認識「宜蘭人」的宜蘭的如何而來，並自信的邁向未來。

展期：  109  年  10  月  9  日  -110  年  9  月  29  日  
地點：宜蘭縣史館

※ 本文摘錄自宜蘭獨立設縣70周年網站http://yilan70.e-land.gov.tw

2020蘭陽媽祖文化節     

縣府去年舉辦「2019北台灣媽祖文化節－蘭陽媽祖護台
灣」，曾邀請 100多艘船舶護送 80多尊媽祖神尊從南方澳漁
港出發，前往頭城烏石港，展開為期3天的陸上遶境民俗慶典
活動。為延續去年的凝聚力，帶動縣內宗教文化經濟的發展成
效，縣府於今年度賡續規劃辦理「2020蘭陽媽祖文化節」活
動，由羅東震安宮擔任主祀宮廟；遶境方式由海上遶境，改以
陸上徒步搭配蒸氣火車方式舉行，預計於 10月 23日至 25日
（農曆 9月初 7至初 9）進行3天 2夜的鐵道及陸上巡境。今
年遶境活動的儀典及規模採簡單隆重方式辦理，將以先民開拓蘭陽平原及生活區
域主要的路徑，結合去年頭城至蘇澳的陸巡遶境路線，第 1天從羅東鎮震安宮出
發，徒步到南方澳南天宮，第2天再從蘇澳搭蒸氣火車到頭城後，再徒步到礁溪
澤蘭宮，第3天再從澤蘭宮走回震安宮。邀請全縣各宮廟眾神民眾共襄盛舉，並
以「和眾神搭火車去祈安」、「遶境祈福、除疫保安」為活動主軸，期望藉此帶
動宜蘭文化、經濟、觀光及旅遊商機。

林姿妙縣長表示，文化節活動為年度宗教盛事，今年活動規劃重點將以廟埕
文化的體驗為主，推展傳統宜蘭在地戲曲，讓民眾重溫早期農村生活看戲回憶，
並落實扶植在地的演藝團隊的傳承與決心。因適逢防疫新生活期間，活動規劃謹
遵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防疫規範進行，將採人數設上限、落實實聯制、分食
不共食、勤洗手、戴口罩、保持安全社交距離，廣設防檢站與加強環境消毒等措
施，並考量鑽轎底為傳統習俗，遶境過程中將由轎班人員依現場情況管制並採柔
性勸導，希望今年在遶境活動走的「安心」，走的更有「人情味」！讓宜蘭在地
既有特色的宗教文化活動持續推動與延續，促進縣內觀光旅遊及產業的商機，增
進地方繁榮。縣長邀請大家鬥陣來遶境祈福，除疫保安，守護宜蘭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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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福平安好心靈、拼出宜蘭好生活
2019北台灣媽祖文化節-蘭陽媽祖護臺灣，活動在縣議會及各界的支持下，一連
三天結合北臺8縣市宗教力量、連結縣內各鄉鎮市能量，讓全臺首創的媽祖海陸
大遶境，吸引超過 8萬人共襄盛舉，創下蘭陽平原熱鬧景象。
為了延續推展本縣的宗教文化活動，今年將以蘭陽平原這片土地、結合陸巡遶境
，邀請全縣各鄉鎮市宮廟共同來參與『2020 蘭陽媽祖文化節』；和眾神一起搭
火車去旅行，啟動火車巡境之旅。希望藉由活動，促進縣內觀光、旅遊及各產業
的商機，增進地方繁榮。

2020蘭陽媽祖文化節-神將體驗營
為了更深度推廣廟宇文化、傳承廟街民俗活動

，2020蘭陽媽祖文化節特別辦理『神將體驗營』
，讓有興趣的民眾可以報名參加，進一步了解傳統
宗教文化的奧妙。同時，在 10/25（日）當天，還
可以跟隨宜蘭東嶽廟的尊神一起迎接媽祖隊伍，由
武暖大排(宜蘭市接香點)走至學進國小（五結鄉接
香點）。

希望透過活動，提倡青少年參與正當娛樂，推
動社會對於傳統廟宇的文化認知，讓神將藝陣表演
形象正面化、不再有誤入歧途的表徵，以達永續傳
承 並 發 揚 地 方 廟 宇 神 將 文 化 。
活動全程免費（限額 80名），千萬別錯過機會！

媽祖彩繪列車啟航亮相 彩蛋巧思設計超吸睛
蘭陽媽祖文化節彩繪列車的啟航，今年特別與臺鐵

局合作，推出『媽祖彩繪列車』，用 EMU500型的電
聯車廂，結合Q版媽祖、千里眼、順風耳，再加上宜蘭
12鄉鎮市的風景美食，要帶著大家一同出遊趣。自即
日起至 11月30日止會在北迴線與大家相見歡，為期二
個月，歡迎大家相揪來「迓媽祖，遊宜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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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民政處及2020  蘭陽媽祖文化節粉專  提供。                             

認識人口及住宅普查

何謂人口及住宅普查？
一、舉辦普查之目的在於了解全國人口之質量、家庭型態、就學就業、健康照

護、遷徙及住宅使用狀況，以供為政府研訂施政計畫、規劃國家建設發展、
辦理人力資源規劃、社會福利及住宅政策等施政之參據，亦可供為學術機
關、民間團體研究探討人口、社會變遷及城鄉發展相關議題，以及與其他國
家普查結果比較，相互了解各國人口發展情況，增進國際間合作交流。

二、內政部有關戶籍登記管理制度、戶役政資訊系統、房地產登記管理制度及地
政資訊系統雖然已日益健全，可提供完整且即時的人口統計及住宅資訊，但
是所陳示的統計資訊都是以戶籍登記為準，因就業、就學、出國等因素未辦
理戶籍遷移所造成的人口流動資訊，以及實際居住人數、平均每人居住面
積、空屋數量、住宅的實際運用狀況等付之闕如，本普查查記的常住人口正
可反映戶籍登記無法呈現的真實居住狀況及家庭型態變動情形。

實施方法

採「公務登記及調查整合式普查」方式辦理（以公務登記資料為基礎，再抽
選樣本普查區辦理調查）調查方式以派員面訪、留置填表及網路填報等多元管道
辦理。

普查填表對象

一、樣本普查區內之所有住宅（房屋）、其宅內之住戶、戶內之常住人口與設籍
人口。

二、專案機關（國防部、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內政部警政署、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衛生福利部、外交部、內政部役政署、教育部、法務部、勞動部
）所轄住宅機構內之人口及人員。

普查實施時間
109年11月8日起至11月30日止，11月1日起開放網路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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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acebook.com/2020-%E8%98%AD%E9%99%BD%E5%AA%BD%E7%A5%96%E6%96%87%E5%8C%96%E7%AF%80-2191445757634999/
https://civil.e-land.gov.tw/Default.aspx


              

資料填報義務
依據統計法規定，統計調查之受查者無論為個人、住宅、事業單位、機關或團體
，均應依限據實答復。

影音專區
一、影片
（一）矛盾大對決
（二）美好生活篇
（三）普查第一線
二、廣播短劇
三、插播短語
四、原創普查之歌

※ 本文摘錄自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口及住宅普查專區
https://census.dgbas.gov.tw/phc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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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ensus.dgbas.gov.tw/phc2020/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hqpsx1V6Lhz95EW8LzWLOxsohu0wUy4a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RMXBVqrU-uHc_G1V3sdKyufRTfoUc1j0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jntTNlvEeKKlznQgLn-pGxHsk1HXWVTI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ZDuQwT-3zn7BKzfUDmtzLWulTOcVhGea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Bz7Y23ZB5_f6m6K3chNLX-55UioH9AOH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ddKk9j2uS61WAYZB0GEyHAiWk3Qk-Us6/view?usp=sharing


              

    
                 
                                                                           

員工協助方案講座               

團隊領導與激勵

109  年  10  月  14  日（星期三）  在本府多媒體簡報室辦理員工協助方案之
「團隊領導與激勵」，特別邀請泛亞人力銀行特約王講師中砥講授，
歡迎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同仁踴躍參加。

自我挑戰再升級（國考輔導計畫）-考前衝刺班-行政法專班

109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五）  在本府多媒體簡報室辦理自我挑戰再升級之「考前衝
刺班  -  行政法專班  」課程，特別邀請靜宜大學法律系王講師鼎棫講授，歡迎本府暨
所屬機關學校有意報考公職之同仁踴躍參加。 

人事成長營              

109年度人事成長營訂於109  年  10  月  21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在本府
201  會議室  辦理，邀請本府消防局人事室主任李昀蓁講授「不休假加
班費、年終及考績獎金法規與實務探討」課程，歡迎本縣所屬機關學
校專、兼任人事人員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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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兼辦人事業務人員研習

本府於109年9月10日（星期四）至11日（星期五）在多媒體簡報室及宜蘭縣
史館會議室辦理本縣109年兼任兼辦人事業務人員研習（行政機關及學校場
次），除本縣外，基隆市境內學校、交通部所屬機關等亦派員參訓。本次研習邀
請慶誼國際教育訓練機構協理吳秀蓮、國立東華大學副校長朱景鵬、本府人事處
人力科科長王虎存、考訓科科長黃能鋒及科員陳文堅擔任講座，分別講授EAP專
業人員訓練進階課程、人事業務人員應有的角色與作為、公務人員任免遷調、公
教人員退休法規探討及考績、差勤概論等課程，合計103位學員參與。

                                                             

                                                                  

慶誼國際教育訓練機構協理吳秀蓮以EAP進階課程強化訓練深度

                   
               

 
                

              

國立東華大學副校長朱景鵬
從學理、實務層次分別講述

本府人事處人力科科長王虎存
簡報生動活潑、講述條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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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人事處考訓科科長黃能鋒講解考績、差勤法規鉅細靡遺

                  
             

             

本處科員陳文堅講授
公教人員退休法規條理分明

學員上課情形一隅

        

109年宜蘭縣政府性別意識培力(含CEDAW公約)高階主
管研習班                                        

本府於109年9月15日（星期二）在202會議室辦理「宜蘭縣政府性別意識培
力(含CEDAW公約)高階主管研習班」，邀請到林育苡律師擔任「性別，點亮宜
蘭！如何推動有感的性平政策及創新方案」講座。

課程中講師強調提升婦女權益仍是促進性別平等的首要任務，在保障婦女權
益之餘，也要看到性別刻板印象對男性造成的壓力。當每種性別都有相同的選擇
機會與自由，才是達到真正的性別平等。

另外林律師也分享她任公務機關時所推動之性平亮點方案，從設定共同目
標，建立獎勵機制，將性別平等意識融入自身單位業務，並期望透過跨單位協調
與整合，在制定各項施政作為時納入性別觀點，共同落實性別平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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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意識培力(含CEDAW公約)：林育苡講座

                                      

                            

大合照(2020性別平權宣示手勢－象徵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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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所屬人事機構109年第1次人事業務聯繫會報    

本府人事處於109年9月16日（星期三）假宜蘭縣議會簡報室舉辦本縣所屬人
事機構109年第1次人事業務聯繫會報，參加人員除本縣專任人事主任外，並邀請
中央駐宜蘭縣各機關之人事主管共同參與，計103人參加。                   
林縣長姿妙特別蒞臨會場頒發108年人事業務績效考核績優單位及績優人事

人員等獎項，林縣長非常感謝各位人事同仁認真推動縣政，尤其在防疫期間，人
事單位更是不遺餘力落實防疫措施，訂定居家辦公、異地辦公等追蹤管理機制；
仍請同仁做好自主健康管理，共同拚出宜蘭好健康。
此外，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施人事長能傑蒞臨主講「人事業務未來展望」，

提出6項工作提示勉勵同仁，包括配合疫情防治之人事措施、持續加強數位科技之
運用、充實人事人員專業知識、重視並提升教育訓練成效、即時獎勵及多元獎勵
措施、留意學校人事工作特殊性等。

下午課程為員工協助方案專題講座，特別邀請1111人力銀行創新智庫及企業
大學基金會講師余建翰講授「生涯規劃-從人資角度協助職涯發展」課程，學員反
應熱絡，收獲滿滿。

                                 

108  年  人事業務績效考核優良單位  
行政機關組由左至右為：
第一名：羅東鎮公所人事室
第二名：大同鄉公所人事室
第三名：宜蘭市公所人事室

108  年  人事業務績效考核優良單位  
學校中學組由左至右為：
第一名：凱旋國中人事室
第二名：順安國中人事室
第三名：冬山國中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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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人  事業務績效考核優良單位  
學校國小組由左至右為：
第一名：南屏國小人事室
第二名：成功國小人事室
第三名：羅東國小人事室             

108  年  績優人事人員  
由左至右為：
人事處科員李曉筑
順安國小人事室主任游郁淳

               

                                   

                         

縣長感謝人事人員的努力 人事處業務宣導交流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施人事長能傑蒞臨主講「人事業務未來展望」勉勵人事同仁

                          

                     
                   

余建翰講師講授「生涯規劃-從人資角度協助職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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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宜蘭縣政府高階主管前瞻思維共識營

本府於109年9月18日（星期五）至19日（星期六）舉辦「109年宜蘭縣政府
高階主管前瞻思維共識營」，安排拜會花蓮縣政府團隊，與其交流觀光產業、有
機農業、青年住宅之發展經驗，並在會後共同參與由東華大學朱景鵬副校長進行
的「AI對公共行政之影響：政府創新與服務」專題講座，讓縣政團隊集體腦力激
盪，碰撞出創意的火花。課後受邀參訪「四八高地軍事戰備坑道導覽」及「七星
潭天文導覽」活動，感受其觀光產業的蓬勃發展，並於隔日進行標竿學習，體驗
秀姑巒溪帶動的沿岸部落發展與原民經濟，透過單位間團隊合作及前瞻思維，共
同耕築宜居好生活。

 

                                 

       

   

本府高階主管與花蓮縣府團隊大合照 縣長與花蓮縣政府縣政交流中致詞

                         

                   

AI對公共行政之影響：政府創新與服務
朱景鵬講座

林縣長與花蓮縣徐縣長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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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高階主管共識營大合照 本府高階主管共識營大合照

   

人事成長營

本府人事處於109年9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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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有54位本縣所屬機關學校專、兼任人事人員參加。

   

                                                              
                                                     

連芷文主任講授「公部門差勤常見問題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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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課程                   

本府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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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計54人參訓。

                 

       

                                 

   

李麗慧講授「跨世代角色權益─在生活各個領域CEDAW的實質應享權利」

                 

全民國防教育宣導

軍史探舊系列：鳳山憶往（上集）                       

本集節目將走訪高雄鳳山地區「陸軍官校」、「黃埔
新村」、「誠正國小」、「日本海軍鳳山無線電所」、
「鳳山古城砲臺」、「日本海軍水源地」、「澄清湖」等
地，探尋他們的軍史故事。
                                                

     
        
    

影片連結網址：                                          
https://youtu.be/zPmVXlCgb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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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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子之間/尤睿

蘭

https://youtu.be/zPmVXlCgbrw


              

每月一書

  

書名：21世紀的21堂課
作者：Yuval Noah Harari
出版社：天下文化
出版日：2018
ISBN：9789864795192

聚焦此時此地，思考如何面對世界的挑戰

本書是洞悉世局變幻、洞察社會趨向、洞燭心靈深處，是現代智人的必
修課！

　　在《人類大歷史》，哈拉瑞以「後見之明」闡述了人類簡史；在《人類
大命運》，哈拉瑞以「先見之明」預示了未來簡史；而在這本「人類三部
曲」的第三部《21世紀的21堂課》，他則聚焦於此時此地，關注資訊科技
和生物科技攜手之後，科技為社會帶來的巨大顛覆與重塑，以及川普粉墨登
場、難民湧入歐洲、恐怖攻擊迭起、假新聞到處流竄……世事紛紛擾擾之
際，我們應該思索、也應該教導孩子的21項核心課題。

20



              

中秋禮讚~縣長慰勞同仁親贈月餅禮盒

10月1日為一年一度的中秋節，林姿妙縣長為了感謝同仁這一年來的辛勞打
拚，交出亮眼的縣政績效，實現宜蘭好生活的目標，讓宜蘭成為最幸福的宜居城
市，特別在中秋節前夕親自到各處慰勞同仁並親手奉上宜蘭有名且品質優良餅店
的月餅禮盒，讓同仁可以與家人朋友共享，歡度佳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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