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04期
112年3月發行
發行單位：宜蘭縣政府人事處
發行人：黃水桐
監 製：温婉慧
執 編：黃靖琪

本府主管異動情形一覽表（112.02.01-112.02.28）

府內異動

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到（離）職日期

鄭閔澤 民政處公共造產人員 農業處機要專員 112.02.01

周欣怡 社會處科長 社會處副處長 112.02.20

調進

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到（離）職日期

李屏錚 公正國小會計室主任 主計處專員 112.02.20

其他情形

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到（離）職日期

趙傳敏 民政處副處長 宜蘭縣選委會副總幹事 112.02.01

張博詠 人事處科員 中華國中人事室主任 112.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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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福利相關函釋

一、修正「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第四點附表七「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
域加給表」及「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給合理化調整方案」，並自中華民
國一百十二年五月一日生效，請查照。
【檢附行政院112年1月19日院授人給字第11140022911號函影本及附件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YrJ9oZH1vMLVKbNjVMWa_TPd0eZP4WJz/view?usp=share_link】
二、函轉行政院修正「各機關員工待遇給與相關事項預算執行之權責分工表」，請

查照。
【檢附本府112年2月3日府主預字第1120022716號影本及附件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Qrxb96BdFJZwx0uXju7uzRrFhdHTZYBH/view?usp=share_link】
三、修正「宜蘭縣政府員工加班費支給要點」，名稱修正為「宜蘭縣政府及所屬機

關學校員工加班費管制要點」，並溯自 112年 1月 1日生效，請查照。
【檢附本府112年2月6日府人福字第1120027972號函影本及附件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VWXkLe4YuVsh53IM2A0K5MlqbGteMbW4/view?usp=share_link】
四、配合行政院 111年 12月 21日訂定發布「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辦法」，並自 112

年 1月 1日施行，爰「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要點」及行政院歷次相關函釋與支給
辦法未合部分，均自即日停止適用，請查照。
【檢附行政院112年2月9日院授人給字第11240001801號函影本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By2TEpC2mXKCjys31xg9QW9_ocnBxhRA/view?usp=share_link】
五、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以，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70年 8月 25日局肆字第

22514號函等 11則函釋，及其他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及本總處相關函釋已納入
「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辦法」內容或與支給辦法未合部分，自即日停止適用，請
查照。
【檢附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12年2月9日總處給字第11240001802號函影本及附
件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kEKYBLAAtaKq5KY47RUiVVbewFiLKwPp/view?usp=share_link】
六、「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發給辦法」第 4條業經考試院、行政院

112年 2月 16日令修正發布，轉請查照。
【檢附銓敘部112年2月24日部退五字第1125538390號函影本及附件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yQO938zjwzgjQ6S6nQOOtHqzmpweTeU8/view?usp=share_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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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勤宣導

一、因應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訂頒「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構）公務員
服勤實施辦法」及修訂「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辦法」，調整本縣集中式差勤系統
相關功能，詳如說明，請查照。

（一）依據本府人事處112年2月14日第1120034066號簽辦理。
【檢附本府112年2月23日府人考字第1120039441號函影本及附件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KAZogY-M-7cbn-aDdQ7BPN3l80sy636f/view?usp=share_link】
（二）旨揭法規自112年1月1日起施行，本府刻正配合進行本縣集中式差勤系統調

整作業，預定於112年4月底上線，各項加班類別調整說明如下：
1.一般加班  ：
（1）申請時數上限：每日不超過12小時（連同正常辦公時數），每月不超過

60小時。
（2）新增加班費評價換算基準：經指派於辦公場所或指定場所，等待或隨時

準備執行勤（業）務，或處理本職以外之臨時性、突發性事務之特定期
間值班、值勤、值日（夜）等待命時數，依其勤務內容  分為兩級別（換  
算基準  1  及  0.5  ）  。

2.辦理季節性、週期性工作  ：每日不超過12小時（連同正常辦公時數），每月
不超過80小時；每月超過60小時者，應事前經主管機關同意，並以2個月為
限，必要時得再延長1個月。

3.為搶救重大災害、處理緊急事件或重大突發事件、辦理重大專案業務  ：每日
不超過14小時（連同正常辦公時數）、每月不超過80小時；每月超過60小時
者，應於事由發生之日起1個月內報主管機關備查。

4. 有急迫必要性，且機關人力臨時調度有困難  ：不受每日上限14小時（連同正
常辦公時數）限制，惟不得連續超過3日，每月不超過80小時；每日超過14
小時者，應於事由發生之日起1個月內報主管機關備查。

5.辦理特殊重大專案業務  ：不受每日上限14小時（連同正常辦公時數）、每月
上限80小時之限制，以每3個月不超過240小時控管，應事前申請，並經主管
機關衡酌個案之特殊性專案簽准。

（三）本府一般加班以外之各項加班類別原均以紙本簽准，為簡化及資訊化加班申
請流程，除  上開  「辦理特殊重大專案業務」  一項  因每日加班時數不受上限，
且得申請期間長達3個月，考量業務單位申請該項加班應審慎評估其妥適性
及為維護同仁健康權，仍維持現行紙本簽核方式，餘自系統功能上線後，改
以「線上簽核流程」方式辦理。

（四）為使機關業務運作順遂，於差勤系統線上簽核功能  上線前  ，說明二、  加班類  
別  （  二  ）（  三  ）（  四  ）  項次以「宜蘭縣政府延長辦公時數申請單  （  不含適用  
勞動基準法人員  ）  」簽陳一層辦理  。另為應業務流程簡化，授權各單位主管
，加班申請單經單位主管同意者，視同核准申請專案加班費，惟其加班所需
經費應於各單位年度預算加班費額度內支應，並不得以任何理由請求增列經
費。

（五）本縣各鄉鎮市公所及代表會得本權責參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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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依法遴選，聘用之公費助理服務年資得否採計為公務人員休假年資，請依
銓敘部令釋辦理，請查照。

【依據銓敘部111年2月16日部法二字第11255317932號函，本府112年2月18日府
人考字第1120036124號函諒達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reYxW8ap2p0VhSWCfMLQsohiTYWUju/view?usp=share_link】

三、【重申規定】有關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員工赴香港及澳門，參照「行政院及
所屬各機關（構）人員赴香港或澳門注意事項」辦理，詳如說明，請查照。

（一）【依據行政院109年12月23日院臺法字第1090036072號函，本府109年12月31
  日府人考字第1090213566號諒達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Hisle58BuQzN8J9cyqtVrb5I83iuJD8x/view?usp=share_link】
（二）為因應香港「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實施後，赴香港或澳門（以

下簡稱港澳）可能遭遇之風險增加，自即日起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員工赴
港澳，除參照旨揭注意事項辦理外，應於行前至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國人赴
港澳動態登錄系統」進行登錄，並於填寫出國請假單時併同檢附登錄證明。

（三）本縣各鄉鎮市公所及代表會得本權責參照辦理。

服勤攻略

「公務人員保障法」第23條、「宜蘭縣政府
及所屬機關學校員工加班費管制要點」第
4、5條及附表待命時數加班費評價換算基準
表規定：

一、各機關支給每人加班費時數上限：
辦公日不得超過4小時，放假日及例假
日不得超過8小時，每月不得超過20小
時。但因業務需要，在規定上班時間以
外延長工作且逾加班費時數上限者，經
各機關首長核准後，始得支給專案加班
費。

二、待命時數：
指法定辦公時數以外，經指派於辦公場
所或指定場所，等待或隨時準備執行勤
（業）務，或處理本職以外之臨時性、
突發性事務之特定期間值班、值勤、值
日（夜）等。加班費評價換算基準級別
：第一級（換算基準1）、第二級（換
算基準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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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課程宣導

本府112年數位組裝課程「必讀課程：政策宣導專區、業務相關專區」及「選讀課
程：UP英語力專區」已上架，歡迎同仁選讀。
一、行政院規定公務人員每人每年業務相關學習時數20小時，其中10小時必須完成

當前政府重大政策（1小時）、法定訓練（環境教育4小時）及民主治理價值
（5小時）等課程，其餘10小時選讀與業務相關之課程。

二、本府為推動數位學習，型塑終身學習環境，於112年2月18日函頒「112年宜蘭
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數位學習推動計畫」，為便利同仁選讀相關數位課程，
以符合公務人員每年業務相關學習時數（20小時）之規定，已於本府「蘭陽e
學網」（https://eland.elearn.hrd.gov.tw）規劃下列組裝專區：

【必讀課程：政策宣導專區】計6門課共10小時

組裝課
程名稱

組裝課程
總時數 課程類別 數位課程名稱

課程
時數

備註

必

讀

課

程

：

政

策

宣

導

專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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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能力訓練－政策宣導
訓練－當前政府重大政策

臺灣數位轉型與資安發展 1
當前政府
重大政策
（1小時）

政策能力訓練－政策宣導
訓練－環境教育－環境及
資源管理

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管理簡介─
動物福祉與3Rs原則

2

環境教育
（4小時）政策能力訓練－政策宣導

訓練－環境教育－自然保
育

【海洋保育】海洋生態與環境、
海洋保育觀念與實務

2

政策能力訓練－政策宣導
訓練－性別主流化基礎課
程－性別意識一般通論

性騷擾案件調查處理程序與技巧 2

民主治理
價值課程
（5小時）

政策能力訓練－政策宣導
訓練－性別主流化進階課
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
歧視公約(CEDAW)實務及
案例研討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EDAW)業務應用及案例研討

2

政策能力訓練－政策宣導
訓練－人權教育

《人權搜查客》從醫學談LGBTI
議題─建構性別友善社會 ft.精
神科醫師徐志雲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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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讀課程：業務相關專區】計8門課共12小時

組裝課
程名稱

組裝課程
總時數 課程類別 數位課程名稱

課程
時數

備註

必

讀

課

程

：

業

務

相

關

專

區

12

政策能力訓練－政策
宣導訓練－環境教育
－文化保存

走近故宮國寶：紙質載體－古
籍、檔案、輿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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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本縣環境
教育行動方案
規劃（環境教
育時數應達8小
時）

政策能力訓練－政策
宣導訓練－全民國防
教育

國家安全與全民國防 2
配合本府推動
全民國防實施
計畫需求規劃

機關業務知能訓練(具
專業訓練性質)－醫事

預防及延緩失智，從這做起(一) 1

配合本府失智
症防治照護行
動計畫需求規
劃

機 關 業 務 知 能 訓 練
（具專業訓練性質）
－資訊安全與管理－
資通安全－資通安全
(通識) 

行動支付安全 1

配合本府資通
安全教育訓練
需求規劃

電子郵件社交工程介紹與防護 1

勒索軟體介紹與防護 1

自我成長及其他(人文
素養)－壓力管理

友善健康職場音頻課程【幸福
柑仔店】3-職場人際互動

1 配合本府員工
協助方案及本
縣心理衛生暨
自殺防治委員
會需求規劃

友善健康職場音頻課程【幸福
柑仔店】4-身心調適(憂鬱或焦
慮)

1

【選讀課程：UP英語力專區】計6門課共8小時

組裝課
程名稱

組裝課程
總時數 課程類別 數位課程名稱

課程
時數

備註

選

讀

課

程

：

UP

英

語

力

專

區

8
自我成長及其他(人文
素養)－語文－英文

英語導覽解說技巧 2 學習英語會話

英語新聞稿寫作技巧 2 學習英語新聞稿
基礎寫作技巧

Have a Dream有夢最美【看紀
錄片學英語尋寶福爾摩沙】

1 學習用英文介紹
台灣美食

桌上的鰻魚原來從這裡來的！
深夜來去海邊捕鰻苗【看紀錄
片學英語 尋寶福爾摩沙】

1
學習用英文表達
食材的準備方式
及料理方式

黑鮪魚身價的秘密【看紀錄片
學英語 尋寶福爾摩沙】

1

學習用英文表達
各種購物場所、
賣場術語及支付
方式

快樂漁夫首次航海：欣賞台灣
海峽煙火綻放【看紀錄片學英
語 尋寶福爾摩沙】

1
學習用英文介紹
各種台灣縣市慶
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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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詐宣導

釣魚簡訊
近期有關政府普發現金政策，行政院尚未正式發布申領或發放方式，為事先預防此
議題遭詐騙集團利用「釣魚簡訊」騙取民眾個人資料及財產，請大家提高警覺以免
被騙。

※圖片來源：內政部警政署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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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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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成長營第1場次
課程名稱：各類津貼福利待遇實務探討
時間：112年3月15日（星期三）下午2時
地點：本府201會議室
講師：本處科長黃淑貴

※歡迎本縣所屬機關學校專、兼任人事人員踴躍參加！

員工協助方案第1場次
課程名稱：「對身障第1類的理解與協助（進階班）」
時間：112年3月21日（星期二）下午1時30分
地點：多媒體教室
講師：北榮新竹分院精神科兼任臨床心理師張純吉

※歡迎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同仁踴躍參加！

112年宜蘭縣所屬專任人事機構人員行政知能研習班
時間：112年3月31日（星期五）上午9時
地點：本府多媒體簡報室

※歡迎本縣所屬機關學校專任人事人員踴躍參加！

11

即將開課

Com ing  Soon



說（個案）故事人事案例

公務人員辭職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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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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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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的特質與需求-智能障礙
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簡稱 ICF），是世界衛生組織修訂的國際通用的版本。ICF分
類系統對人體功能性狀態與失能程度進行分類，提供了全球統一的框架來評估障礙程
度，在 ICF編碼系統內，障礙狀態編碼是一系列的數碼，測量多面向資料收集與測量
，涵蓋三個領域：身體系統、功能活動與參與。目前 ICF 在復健醫學相關專科臨床上
運用普遍，政府也正在推廣其行政上的運用，希望能達到改善障礙者狀況的目的。

13

ICF 分類說明 

第一類
神經系統構造及精
神、心智功能損傷 

神經系統構造包括腦部、脊髓、腦膜、交感神經系統及副交感神經系統五大部分，
與腦功能（又稱心智功能）發展有直接相關，也關係著其他感官、循環、內分泌、
泌尿及皮膚等構造之功能。腦功能可分為整體心智功能與特定心智功能二大類。

第二類
眼、耳及相關構造
與感官功能及疼痛
損傷

眼、耳及相關構造指接收外界訊息的感官，如眼睛和耳朵與其周邊的構造，這些構
造若有缺損或不全則易導致視覺功能或聽覺功能的損傷；感官功能指涵蓋各種感覺
如視覺、聽覺、味覺、嗅覺、本體覺、觸覺、溫度覺等；疼痛指痛覺的功能。

第三類
涉及聲音和言語構
造及其功能損傷

涉及發聲與言語功能的身體結構包括鼻、口腔、咽和喉等四部分，發聲與言語功能
包括發聲、構音、言語的流暢與節律、替代性發聲等四類。

第四類
循環、造血、免疫
與呼吸系統構造及
其功能損傷

循環系統主要的構造包括：心臟、動脈、靜脈及微血管，與血液循環的功能有關；
免疫系統主要的構造包括：淋巴管、淋巴結、胸腺、脾臟、骨髓，與血液的製造功
能及免疫的功能有關；呼吸系統主要的構造包括：氣管、肺臟、胸廓、呼吸肌等，
與呼吸功能有關。

第五類
消化、新陳代謝與
內分泌系統構造及
其功能損傷

有關消化代謝和內分泌系統的主要結構包含唾腺、食道、胃、腸（小腸、大腸）
等、胰臟、肝臟、膽囊及膽管、內分泌結構（腦垂體、甲狀腺、副甲狀腺、腎上腺
）等。

第六類
泌尿與生殖系統構
造及其功能損傷

泌尿系統的結構包含：泌尿系統（腎臟、輸尿管、膀胱、尿道）、骨盆底等結構。
生殖和生育功能結構包含生殖系統（卵巢，子宮結構：子宮體、子宮頸、輸卵
管）、乳房及乳頭、陰蒂（大陰唇、小陰唇、陰道）、睪丸、陰莖結構（陰莖頭、
陰莖體）、前列腺等。

第七類
神經、肌肉、骨骼
之移動相關構造及
其功能損傷

神經、肌肉、骨骼之移動相關構造及其功能包括個人與動作有關構造與動作有關之
功能。與動作有關構造包含頭與頸部構造、肩部構造、上肢構造、骨盆部構造、下
肢構造、軀幹構造、與動作有關的其他肌肉骨骼構造等；與動作有關之功能則論及
關節與骨骼、肌肉、動作等功能。

第八類
皮膚與相關構造及
其功能損傷

皮膚相關的身體結構包括皮膚區域、皮膚腺體、指（趾）甲和毛髮等部分。



障礙模式分類

一、慈善模式：認為身心障礙者是「不祥的」、「悲劇的」、「需要被協助的」，不
僅是「社會的負擔」、也是「被動接受福利服務和慈善行為」及「被同情的對象
」。慈善模式認為障礙是個人責任，不將環境因素納入考量，因此身心障礙者需
要依靠社會的施捨與協助。

二、醫療模式：認為身心障礙是一種偏離健康的不正常狀態，該模式關注個人損傷的
情形及其醫療問題，認為障礙是一種生理缺陷，需要透過醫療處遇，才能恢復「
正常」的狀態，並回歸主流社會。因此認為專業醫療工作者所做的決定，是最適
合障礙者的狀態。

三、社會模式：認為障礙者是一種社會建構，身、心損傷者因社會壓迫與排除而成為
障礙者，因此社會模式關注於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導致身心障礙者受到壓
迫與排斥的情形。

四、人權模式：認為損傷是社會多樣性的一部分，障礙者作為權利主體，國家有義務
保障其人性尊嚴與自由，並尊重其意願、在與他人平等的基礎上，支持障礙者充
分地、不被歧視地參與社會活動。人權模式相當強調身心障礙者也是社會中的一
份子，其權利與義務應與非身心障礙者相同。

障礙模式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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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障礙者的特質
智能障礙學生就其定義來說，在智能發展上較同年齡者有明顯遲緩狀況，並且在

學習及生活適應能力表現上有顯著困難。因此，智能障礙學生各方面發展，均有明顯
低於同儕的現象。以下分別自學習、語言、人格、生活適應等各層面進行簡單介紹：
（一）學習能力：

1.學習速度與反應遲緩，常會自我預期失敗，學習遷移與類化困難、學習動機薄
弱。

2.各科學習成就顯著低落，對抽象學習材料的學習效果尤差，想像力貧乏、缺乏
創新能力。

3. 注意力不易集中且無法持久，上課時常做些無關事情。注意廣度狹窄、不善於
選擇性注意、有短期記憶缺陷。

4.概念化與組織能力差、辨認學習能力弱，對組織學習材料有困難。且無法有效
統整外在刺激與訊息，推理能力差，無法將學會的內容類化至一般情境。

（二）語言發展：
1.智能障礙學生的語言發展，因與智能發展有密切關係，故呈現在語言方面，多

數有語言發展遲緩的現象，如在語法、語意、語用等各方面都有落後現象。
2.部分中度智能障礙學生有說話異常的現象，如構音困難、發聲異常、口吃等。

不過，一般來說，輕度智能障礙者，在生活上或簡易對話上，能和成人或同儕
做有效溝通。

（三）人格發展：
1.智能障礙者有較高的焦慮、對失敗的預期、面臨的挫折情境比一般同學多，且

使用防衛機制的表現強烈，如否定、退化、內化、抵消、壓抑等。
2.人格較為僵化、缺乏彈性、分化度較低。
3.從事各項活動的成敗常歸納為外界因素，不認為自己可以克服外界的困難。
4. 對自我與外在環境界線辨認困難，缺乏自我意識反應，對別人的反應模糊，面
無表情。

5. 由於常常經驗到失敗，自己會感受到無能、自卑，常會有不穩定的抱負水準，
可能較會有退縮反應，而出現與社會或同儕團體疏離的心態。

（四）生活適應：
1. 在日常生活自理能力、事務處理能力、時間觀念等，都比同齡同學差。
2.缺乏隨機應變能力，無法因應問題情境調整自己的行為，因此，可能出現對週

遭事物漠不關心的情形。
3.較難融入同儕團體的各項活動，較常受到孤立或冷落，或者出現跟在別人後頭
、受別人指使等現象。

4.從外顯行為來看，可能出現表情呆滯、眼神渙散或無目標東張西望，知覺動作
能力差，動作遲緩或呈現笨拙等現象。

5.遇到事情常缺乏彈性，較容易表現出拒絕、退縮、固執、壓抑等行為來處理所
面臨的衝突，較容易緊張、焦慮，很難放鬆自己。

智能障礙者的個別差甚大，每一位智能障礙者都可能因智能力水準、所處環境及
生活經驗的不同，而出現不同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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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障礙者的迷思

智能障礙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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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CRPD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https://crpd.sfaa.gov.tw/

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 https://special.moe.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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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影音/書籍

動畫-智能發展障礙

動畫連結：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5fMk1vC8yxM

電影-完美搭檔（Inseparable Bros）〈2019〉

內容簡介：
改編自真人真事，描述兩個沒有血緣關係肢體障礙的哥哥與智能
障礙的弟弟，一個頭腦聰明卻肢體障礙，一個四肢發達卻智能障
礙，兩人因爲相互扶持 20年之久，進而培養出如家人般情誼的感
人故事。

電影預告連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fMk1vC8yxM

書籍-《我的姊姊不一樣》
內容簡介：
姊姊年紀比我大，身高比我高，但是，我卻必須每天陪在她身邊，媽媽說：「帶姊姊
去玩！」

奶奶說：「妳應該愛護姊姊！」而帶著姊姊出門的結果，總是狀況百出，不是引來玩
伴的嘲笑，就是路人的側目，讓我只想趕快把脫她。有一天，她真的走失了，然而我
一點也不高興，甚至因為對她的種種回憶，而傷心哭泣……。

面對智障兒親人的心路歷程，有辛酸，也有甜蜜，有掛心，也有溫馨。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https://www.mohw.gov.tw/mp-1.html

18

作者： Betty Ren Wright
譯者：陳質采
出版社：遠流
出版日：2001/06
 ISBN： 9789573243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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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英語-本月主題：Interviewing 英文面試

1. What is your anticipated salary?/How much do you expect to earn at this position?
你希望的待遇是多少？
☆anticipated (adj.) 期望的
☆salary (n.) 薪資

2. Where do you see yourself in five years?
你期望自己五年後會如何?
➢Extended Statement 延伸說法
What are you looking for in a job?
你期望從工作當中獲得什麼？
☆look for (phr.) 希望得到

3. It’s an entry-level position.
那是一個基層的職位。
➢Related statement相關說法
This is an executive-level position.
這是一個高階的職位。
☆entry-level (adj.) 基本的、入門的
☆基層：entry、low、lower
中階：mid、junior、intermediate
高階：executive、top、upper

4. What kind of benefits does your company offer?
貴公司提供什麼樣的福利？
☆benefit用於指公司提供給員工的福利，包括各種保險、獎金等；welfare則用
於政府提供的福利。

5. When should I expect to hear from you?
我大概何時可以聽到您的回音？
We’ll be making our final decision later in the week.
我們會在這個禮拜前做最後的決定。
☆hear from 收到某人的來信、來電
☆decision (n.) 決定

※資料來源：國家文官學院 app-公務英語每日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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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英語-Checking in at a hotel 入住旅館

Conversation主題會話

Receptionist: Welcome. How may I help you?
歡迎光臨，很高興為您服務。

Nancy: Hi, I have a reservation, and here is the confirmation.
嗨，我有預約房間，訂房確認的資訊在這裡。

Receptionist: Ok. Just let me check on the computer.
好的，讓我在電腦上查查。

Taylor: Could we have some tour information about sightseeing spots in Tainan?
能否提供我們一些臺南觀光景點的旅遊資訊呢？

Receptionist: Sure. Here you are.
當然可以，在這裡。

Nancy: Thank you. And when is the check-out time?
謝謝。幾點需要退房呢？

Receptionist: It's 11:00am, at the latest.
最晚早上 11點。

Taylor: Our breakfasts are included in our reservation, right?
我們的訂房有含早餐，對吧？

Receptionist: That's correct. Here are the tickets for two breakfasts tomorrow. The 
serving time is between 7:00am and 10:30am.
是的，沒錯。這裡是兩張明天的早餐卷，用餐時間是早上七點到十點半。

Taylor: Thank you. Nancy, do you have any other questions?
謝謝。Nancy，妳還有其他問題嗎？

Nancy: I think that's all for now.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help.
目前沒有，非常感謝您的幫助。

Receptionist: You are welcome. We hope that you enjoy your stay with us.
不客氣，希望你們在這裡住得愉快。

Vocabulary主題字彙

reservation 預訂
confirmation 確定
check 確認
tour 旅遊
sightseeing spot 景點
correct 正確的
stay 停留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雙語資料庫學習資訊網站（NDC Bilinggual Learning 
Resource Website）https://bilingual.nd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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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員工健康檢查

為推動公務人員自主健康管理，維護本府員工身心健康，特邀請新北市亞東醫
院於112年2月22日至24日連續三天到府提供同仁健檢服務，並規劃二種健檢方案供
同仁自由選擇，本次活動共計有219位同仁參加，檢查報告預定於3月底出爐，並擇
期由該院醫護人員到府一對一為同仁解釋健檢報告。

同仁排隊辦理健檢報到 填寫健康檢查基本資料

X光巡迴檢查車 同仁排隊接受各項健康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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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國防教育宣導

軍武小尖兵：戰鬥體能在實戰的運用
戰鬥體能對實戰而言是相當重要的一環，因為在整個戰鬥過程中，除了能確保

戰技發揮外，更是攸關單兵的戰鬥效率及持續力，因此，不論入伍、部隊訓練都廣
泛的透過運動科學來強化戰鬥體能。

戰鬥體能訓練目的，主要是讓官兵的體能訓練，符合在戰鬥過程當中所需的戰
鬥技巧，以步兵實戰動作與戰鬥互助為目標，設計完整的功能性訓練，並輔以心率
監測系統，全程監看訓練強度與安全，將臨戰所需的心率及肌力特質融入其中，達
到科技化與實戰化練兵成效。

戰場上軍人需要的不僅是基本體能，戰鬥間的爆發力、肌耐力、協調性、專注
力、敏捷反應缺一不可。為了模擬真實戰
場環境，使官兵快速融入戰況，戰鬥體能
訓練過程中會進行敲擊、搬運、拖曳等高
強度動作，針對不同肌群施以各別程度的
訓練，除了強化核心肌群、肌耐力，減少
訓練傷害發生之風險外，未來在槍林彈雨
的戰場上，身體依舊能負荷戰鬥積蓄的疲
憊，用強韌意志沉穩通過各種障礙物，遂
行作戰任務。

影片連結網址：
https://bit.ly/3F35C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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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來源：擷自國防部政治作戰局影片「軍
武小尖兵：戰鬥體能在實戰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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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文官學院每月一書

 

書名：愛的藝術
作者：Erich Fromm
譯者：梁永安
出版社：木馬文化
出版日：2021/09/29
ISBN：9789863599821

本書一開始便開宗明義地指出，現代人對於愛的誤解有三：第一，大家認
為愛的問題主要是「被愛」，而不是「去愛」。第二，愛的重點是對象的問題
，而不是能力的問題。第三，大家認為「墜入情網」就是「在愛中」。這三種
常見的誤解，讓我們以為愛不需要特別努力去學習。針對上述三個誤解，佛洛
姆在本書中提供了許多精彩的論證。

佛洛姆是第一位認為「愛」和「愛的能力」值得談的心理學學者，1956年
，談愛的專書《愛的藝術》問世，佛洛姆告訴讀者，愛和世上所有的技藝、學
問一樣，也是可以學習的，愛有紮實的理論與實踐的方法。佛洛姆從所有層面
探索「愛」，不只浪漫之愛，更包括親子之愛、手足之愛、男女愛、自愛，以
及對神的愛，並將愛視為人格培養的重要能力，不但與生俱來，還要通過行動
了解愛，學習愛，實踐愛，而此一「愛」的能力的培養學習，正是現代文明人
的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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