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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主管異動情形一覽表（112.01.01-112.01.31）

府內異動

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到（離）職日期

郭昭儀 水利資源處下水道科技士 水利資源處專員 112.01.12

宋嘉寧 主計處專員 主計處會計科科長 112.01.16

黃志良 建設處處長 本府參議 112.01.30

李新泰 本府參議 農業處處長 112.01.30

康立和 農業處處長 勞工處處長 112.01.30

調進

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到（離）職日期

簡信斌 公正國小校長 教育處處長（政務任用） 112.01.06

李先智 新北市政府地政局科長 地政處處長 112.01.30

黃伴書
英國威治伍德家居精品
公司亞太區首席顧問

文化局局長（政務任用） 112.01.30

潘亮宇
新北市政府新建工程處

副總工程司
建設處處長 11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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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情形

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到（離）職日期

王泓翔 教育處處長 臺北市政府體育局局長 112.01.06

徐宏瑞 主計處會計科科長 文化局會計室主任 112.01.16

楊崇明 地政處處長 退休 112.01.16

黃政釧 環境保護局局長 退休 112.01.16

陳志偉 教育處學務管理科科員 北成國小事務組組長 112.01.16

林文裕 勞工處處長（政務任用） 工策會總幹事 112.01.30

呂信芳 文化局局長（政務任用） 辭職 112.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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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福利相關函釋

一、銓敘部函以，公（政）務人員退休（職）證，訂自民國112年1月16日起，改為
數位退休（職）證，請查照。
【檢附銓敘部112年1月10日部退三字第11255256271號、第11255256272號等2函
影本及附件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hYApHi6JCVwqaM0BMvIa-QwyfStJuFby/view?usp=share_link】

二、有關全國軍公教人員111學年度第2學期子女教育補助申請資料報送時程，請依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書函說明確實配合辦理，請查照。
【檢附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12年1月16日總處給字第1124000110號書函影本及附
件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lH7Uq2XSDj1pA8O3WE9YS9I5B7kEH1Ig/view?usp=share_link】

三、行政院訂定頒布「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辦法」並自 112年 1月 1日生效，本府及
所屬機關學校員工加班費管制要點將配合修正，俟完成法制作業後另案轉發。
【檢附行政院111年12月21日院授人給字第11140020703號函影本及附件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EvaRQvRHEUGWk6XTWV2oE43uD20v7I--/view?usp=share_link】
四、有關公教人員育嬰留職停薪期間選擇遞延 3年繳付退撫基金費用之基金繳納系

統業已完成改版事宜，並定於 112年 1月 10日上線，相關作業程序請依公務
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函說明辦理，請查照。
【檢附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 112年 1月 6日台管業二字第

1121696216A號函影本及附件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6Y8vSS0GhKLhLcuMk8DCRpi4bRqoDK-1/view?usp=share_link】

差勤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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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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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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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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
請
流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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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填
寫期
限及
送交
單位

返臺7個工作日內填寫赴陸人員返臺通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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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職規定宣導

有關公務員服務法第15條第6項之公務員所有智慧財產權及肖像權，得否以自己名
義運用或一次性授權他人使用而獲取合理對價。
【依據銓敘部112年1月19日部法一字第11255291302號函辦理，本府112年1月31日
府人考字第1120023679號函諒達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79-njUx80eD_OSJr2guPqe_HiUtwwJWt/view?usp=share_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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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政府「旺兔錦繡迎新春」藝術紓壓研習班

時值歲末年初，為營造溫馨關懷的服務環境，紓解同仁積累的工作壓力，本府
於112年1月16日（星期一）至18日（星期三）辦理「旺兔錦繡迎新春」藝術紓壓研
習班，由王淑卿老師擔任花藝指導，利用綠竹、牡丹菊、鳳梨花等花卉，帶領同仁
完成手作成品，藉由藝術創作紓解壓力，融入年節喜慶氛圍，提升同仁工作士氣及
服務效能。

縣長蒞臨鼓勵同仁 講師示範插花技巧

講師解說手工藝品製作步驟 各組學員與講師合影─展示手作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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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個案）故事人事案例

借調人員篇

借調人員處理作業  SOP  
請假  SOP  
年終考績  （成）處理作業  S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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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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促進-擺脫焦慮症困境
焦慮不單純是一種心情，它也是種緊張不安的情緒狀態，會引起生理和行為反應

。人人都可以感覺到焦慮，不只是心情不安，身體常會伴隨著一些不舒服的感覺。例
如考試前開始胃痛，或在一群人面前發言時，開始發抖、冒冷汗。這些經驗常常是暫
時的，只要壓力源一消失，心情與身體的不適也跟著減緩。但有時候焦慮也會無來由
地出現，明明身邊沒有發生什麼大事，卻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害怕什麼。甚至因為焦慮
來得太過突然，根本找不到什麼特別的原因，反而會讓當事人進一步懷疑，是不是身
體出了什麼毛病？

當焦慮的情況影響心情，造成身體不適，嚴重影響日常生活時，可能就是「焦慮
症」，即「病態式」的焦慮症候群。不但使人憂懼度日，也會使健康亮起紅燈。若焦
慮的程度已顯著影響到生活品質，最好能尋求醫療上的協助。試著回想以前面臨較大
壓力時，例如考試前或面試時，是不是會覺得口乾舌躁、胸口緊緊的、心臟怦怦地跳
、思緒打結以至於準備好的東西都忘掉。身體不適、記性不好、脾氣變差，以至於失
眠，都與焦慮息息相關。

疾病的病因
人的健康分為心智、身體、情緒等不同面向。身體會生病，情緒也會出問題。一

個人的心情、思想內容、呼吸、心跳及行動，構成了「精神」，包括情緒、行為、認
知與生理驅力四個層面。這四個層面影響了個人如何展現自己、和環境互動，與生活
密不可分，其生活方式反應出個人的精神狀態或精神功能。從前人們認為管理精神功
能的器官是心臟，隨著科學的進步發現「腦」才是管理精神功能的器官，精神是大腦
功能的展現。所以精神疾病就是大腦疾病，焦慮症也是大腦病理性現象的展現。

人的生理狀態需隨時改變以因應內在或外在環境，也就是內在或外在的「壓力源
」。在壓力源下，人體會有一系列的生理反應和調適過程，這個過程就是「壓力反應
」。壓力反應是一個自動化的過程，大腦可以自動地透過知覺系統感受到環境變化，
引發一系列的壓力反應而不需經過意識。除了壓力反應的發生是不經意識，壓力反應
的過程也常常不會進入意識中，只有當反應到達一定強度時（例如焦慮不安或胸悶心
悸），我們的意識才能察覺到。

壓力太大或是患焦慮症時，過強的壓力反應導致「自律神經失調」，產生讓人不
舒服的症狀：過度的交感神經活性讓人焦慮緊繃、血壓升高；有
時候副交感神經活性反而比較旺盛，使人感到疲憊懶怠。焦慮反
應隨著每個人的體質因素，反應也不同。形容一個人「心臟比較
大顆」就是指他的焦慮反應比較弱，或是處於他所能掌控的範圍
內。有些人焦慮反應很強，一點點的壓力就讓他滿頭大汗、惶惶
不安、無法思考。有些人特別會察覺到心臟部位的反應，於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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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悸與胸悶的症狀。有的人腸胃道特別敏感，一有壓力就會想跑廁所，但有時又容易
便秘腹脹。

這些廣泛性的症狀，多是因為自律神經失調造成的結果。其實各個器官的不舒服
都與自律神經相關。有的時候，患者會專注於各個器官的不適，而求助醫院各種專科
，但反而卻查不出病灶。或是服用一堆藥物，症狀卻不見改善，陷入「頭痛醫頭、腳
痛醫腳」的窘境，反而沒有正確找出病因。面對這種情況，我們不應該去治療器官，
而是去治療自律神經失調造成的問題，這就是焦慮所引發的連鎖反應。

疾病臨床表現
適當的焦慮反應可以提高因應壓力的能力，但是焦慮太大、反應太強時，引發的

身體不適或心理壓力，卻會對個人造成困擾，甚至妨礙壓力的調適過程。在改善焦慮
反應的過程中，「知道自己在緊張」、「在緊張什麼」、「有什麼樣的焦慮反應」是
非常重要的，情緒會影響身體，因此情緒失調需要好好處理。以腸躁症為列，患者容
易有拉肚子、便秘與腹脹等症狀，但腸胃檢查卻沒能解釋這些不舒服的症狀。透過瞭
解症狀與日常生活的關聯，發現有些事情會引發焦慮，進而改變腸胃功能，只是患者
往往不知道壓力與腹部症狀的關聯，許多人在治療後才發現原來這些不舒服可以透過
「治療情緒」的方法來改善。

焦慮症的種類
各種焦慮症的核心症狀是過度的恐懼與焦慮，以及情緒所伴隨的行為改變（例如

過度的躲避反應）。恐懼與焦慮不同之處在於前者源自於眼前的威脅，而後者是擔心
未來可能的威脅。雖然焦慮與害怕是正常的經驗，但焦慮症患者的情緒張力太強、持
續時間太久，導致患者痛苦與功能損害。焦慮症類別很多樣，診斷分類上沒有辦法涵
蓋每個人的焦慮經驗，以下就常見的焦慮症種類及其臨床特色做說明：

焦慮症 臨床特色

恐慌症 恐慌症會有沒有來由的恐慌發作，也就是沒有明顯
壓力源刺激。恐慌發作是一種極度強烈、令人感到
瀕臨崩潰或死亡的生理反應，這個生理反應會伴隨
強烈的懼怕與焦慮。發作時常常因為覺得快要死掉
了，所以患者會儘速到急診室求診。再經歷幾次恐
慌發作後，行為會發生變化，類似懼曠症。另外患
者會對身體不適變得十分敏感，因為焦慮產生的身
體症狀反而變成主要壓力，陷入惡性循環。

懼曠症 有時候懼曠症的患者也會有恐慌症，先後次序不
一。患者會害怕某些類型的地方，這些地方會讓患
者感到「萬一發生什麼事情」時會無法獲得援助或
逃離。於是患者會避免這些地方或場合，例如空曠
的地方、行動的交通工具上、密閉的空間、擁擠的
人群中。但是患者常常只能報告自己逃避哪些情
境，而未能理解自己為什麼不喜歡這些地方。

社交畏懼症 因為過度擔心他人會批評自己、自己會發生困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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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害怕躲避社交情境，甚至避免出現在公眾場合。
這些不合理的過度擔心會產生強烈的焦慮反應，症
狀使得個案更相信自己的確是那麼的不好。例如每
位患者總認為自己思路駑鈍，言行舉止不優雅，上
台報告時會被聽眾討厭。在這些擔心下，他若不得
不上台報告，焦慮反應讓他面紅耳赤、講話結巴，
似乎證實了他的確是個看起來愚鈍的報告者。其實
這一切只是社交焦慮使然。

特定對象畏懼症 患者對於特定的物體或情境，有非常強烈的焦慮反
應且有躲避行為。懼怕的對象因人而言，例如帶毛
小動物、昆蟲、蜘蛛、高處、密閉空間等等。有的
焦慮反應甚至會強到讓人昏厥，例如懼怕打針抽血
的人。個案常常會在生活中迴避這些情境，所以一
般沒有太大的困擾，也很少因此就醫。

廣泛性焦慮症 這個疾病很常見，患者容易對小事情過度操心。患
者雖然知道這些事沒那麼要緊，但就是會無法控制
的去擔心。以患廣泛性焦慮症的家庭主婦為例，一
早醒來就擔心早餐來不及弄好，弄得不好吃先生會
嫌；家人出門後開始清理家裡，一邊想著他們在外
面過得好不好，會不會出意外，會不會沒時間吃午
餐；到了下午開始想如果小孩在學校被人欺負，自
己該如何安慰他。這種持續的擔心讓人情緒總是緊
繃，沒有放鬆的時候。於是導致失眠、易怒、注意
力不集中、健忘、疲倦等不適。

強迫症 這類疾病的患者有強迫性的思考與強迫性的行為，
知道這些想法與行為是不合理的，但這些想法就是
會反覆出現在腦海，有時候不見得是以想法的型式
出現，也有可能是影像或衝動。強迫意念所帶來的
焦慮經常需要透過某種儀式性的行為來中和。最典
型的例子是一直覺得自己手很髒，環境中許多東西
都會弄髒手，必需透過一直洗手以中和怕髒的意
念，即使自己知道手應該不是髒的。有些強迫症患
者的洗手儀式會有特定步驟，或是需要用到特定的
清潔用品才能降低其擔心。患者一天中花相當多的
時間在洗手，會一直迴避讓自己手髒意念變強的情
境，生活上受到很大的影響。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創傷是一種非常強烈的壓力事件，個案覺得生命或
身體完整性受威脅而產生強烈畏懼。有時候即使僅
僅是目擊者，也會受到創傷事件的影響。患者在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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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事件後，出現三大類症狀：1.反覆再經驗與該創
傷相關的事物，譬如反覆夢到當時的場景、人物或
感覺。2.平常時有強烈的焦慮反應，過度警覺無法
放鬆，對聲音很敏感，容易發怒。3.有迴避和麻木
反應，會逃避跟創傷事件有任何相關的人事時地
物，對於自己的生活或情緒經驗出現麻木感。

焦慮症與憂鬱症差別
憂鬱症除了負面情緒外，還會讓人缺乏正面情緒，例如碰到

好事情都快樂不起來、對以前的興趣提不起勁。單純焦慮症的患
者，雖然負面情緒仍多，但仍然保有喜樂感，從事愉快的活動時
可以感到開心。有無失去正向情緒的經驗是兩者之間很大的不同
，較難區分的地方在焦慮症與憂鬱症經常一起發生：焦慮是憂鬱
症常見的症狀、焦慮症久了常會導致憂鬱症。另外，憂鬱症與焦
慮症有共通的大腦病理，兩者也皆能以抗憂鬱藥物治療。原則上，臨床上焦慮與憂鬱
症狀的確常常同時出現在一個人的身上，只是比例不同而已。

焦慮症的治療方式
焦慮症已經不是正常的情緒經驗了，不利身心健康與重要領域的功能，如果不積

極處理經常會慢性化，對生活品質影響甚鉅。治療焦慮症需要合併藥物治療與心理治
療，再加上生活型態的調整，以及放鬆技巧的練習。焦慮症在身心放鬆的自我調適上
，可以運用腹式呼吸、靜坐冥想、漸近式肌肉放鬆等方法，舒解情緒與隨之而來的身
體不適。在精神醫療上的治療方式，主要分為「藥物」與「非藥物」治療兩類。雖然
用藥物改善是最快最有效率的方法，但就長期而言，患者仍需透過心理治療（特別是
認知行為治療）在想法上控制焦慮、在行為上放鬆身心的方法，如此才能有效的處理
殘餘症狀並且預防復發。
一、藥物治療：藥物治療的優點是效果較快出現，症狀進步顯著。而且相較於心理治

療而言，藥物的效果對患者的心智能力要求比較少。缺點是藥物產生的負作用、
依賴藥物或對藥物上癮、來自旁人的負面觀感（被貼標籤）。僅靠藥物治療，停
止治療後復發機會較高。

二、認知行為治療：在各種心理治療的方法中，認知行為治療是目前認為對焦慮症最
有效的治療模式。相較於藥物治療，優點是無副作用，而且患者能習得新的技能
和方法，透過調整認知模式與學習放鬆技巧，可以自己控制焦慮情緒與生理反應
。雖然花費的時間和心力不少，療程過後個案若能持續練習加強，就能有好的治
療效果和較低的復發率。

三、合併藥物與認知行為治療：一加一有時候會大於二。結合藥物治療與心理治療是
最有效率的治療方式，也就是以藥物來改善生理和情緒反應的強度，在身體較放
鬆時，再以認知行為治療去學會新技巧來改善對焦慮的反應。

面對焦慮的自我調適與醫療照顧
來自社會環境的壓力愈來愈大，減壓抗焦是現代人生活的必備能力。適度的壓力

會提升表現，但過度的壓力反而有負面效果。與三五好友天南地北地閒話家常、做運
動享受汗水淋漓的舒暢、從事自己喜歡的休閒活動、泡茶聊天、吃頓美食等，這些都
是都市人常用的放鬆方法，這些方法可以改善焦慮症的情緒症狀。除此之外，根據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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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在情緒、認知、行為與生理反應上表現不同的壓力反應，也有相應的放鬆方法與
壓力因應模式。在良好的壓力調適過程中，個人會學到一些方法來幫助克服下次的焦
慮反應。但若一直沒有發展出好的壓力因應模式，焦慮與不適容易形成惡性循環，演
變為病態性的焦慮。

減壓抗焦方式主要分為三大類：
一、「由身到心」，透過改善生理的焦慮反應以達到身心放鬆的效果，例如腹式呼吸

及漸近式肌肉放鬆等。
二、「由心到身」，透過想像以達舒緩情緒與身心放鬆的效

果，例如冥想、善用想像及運動等。
三、認知行為治療以減少壓力所帶給身心的衝擊，例如認知

治療及行為治療等。

焦慮是正常的情緒經驗，和壓力息息相關。當焦慮超過
身體的負荷時，會透過交感與副交感神經系統影響身體各處
器官，並影響認知系統，因此產生情緒、認知、行為與生理
上各種焦慮症狀。焦慮並非絕症，了解焦慮的來龍去脈，妥
善利用身邊的資源，搭配個人的練習，克服焦慮帶來的困擾
並不困難！期許大家都能做自己情緒的主人，遠離焦慮。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https://health99.hp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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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英語-本月主題：Getting Started 新進人員介紹

1. I want to introduce you to our newcomer, Jamie Lee./I want you to meet Jamie Lee; 
we work together.
我想向你們介紹我們的新人，傑米‧李。
☆newcomer (n.) 新人；新手

2. George, this is Danny Lee. He’s joining your team today.
喬治，這位是丹尼‧李。他今天加入你們的團隊。
➢similar statement類似說法
This is Danny. He’s just joined us and will be helping us out.
這位是丹尼。他剛加入，會來協助我們。

3. Don’t worry about being new; you’ll be up to speed soon.
別因自己是新人而擔心，你很快就會進入狀況了。
☆up to speed 在此指「瞭解狀況」，也可以說 get caught up、know all there is to 

know。

4. I’m sure you’ll fit in here just fine.
我相信你在這裡會適應得很好。
➢Extended Statement 延伸說法
I’m sure you’ll enjoy working here. You’re teamed up with a good group.
我確定你會喜歡在這兒工作，你將和一組優秀的團隊共事。
☆fit in 適應
☆team up with 與…合作

5. Let me show you the lay of the land./Let me show you around the office.
我帶你認識一下環境。
☆show sb the lay of the land (phr.) 帶某人熟悉環境

※資料來源：國家文官學院 app-公務英語每日一句

◎生活英語-At a clothing store 在服飾店

Conversation主題會話

Nancy: I need to get some shorts and T-shirts.
我需要買幾件短褲和 T恤。

Tylor: You do. It's hot in Tainan and we'll have a lot of outdoor activities.
沒錯。在臺南很熱，我們會有很多戶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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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cy: How do you think of this pair of shorts?
你覺得這件短褲如何？

Tylor: They are cute and the color suits you.
很可愛，顏色適合你。

Nancy: I'd like to try it on.
我想試穿。

Tylor: There are fitting rooms in the corner.
角落那邊有試衣間。

Nancy: How do I look in them?
我穿起來怎樣?

Nancy: Yes, it's lovely. I like it very much.
不錯，很可愛，我非常喜歡。

Tylor: How much do they cost?
多少錢？

Nancy: It's on sale, 390 NT dollars. I think I will take it.
正在特價，臺幣 390元。 我想我會買。

Vocabulary主題字彙

shorts短褲
activity活動
suit適合
try..on試穿
fitting room試衣間
corner角落
mirror鏡子
on sale特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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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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政府壬寅年員工歲末聯歡晚會於1月13日熱鬧登場！

臘鼓頻催，新歲將至，宜蘭縣政府為慰勞本府同仁整年來工作的辛勞，於112
年1月13日下午5時30分，在縣府縣民大廳舉辦員工歲末聯歡晚會，邀請縣籍立法委
員、縣議會議長、副議長、議員及各鄉鎮市長等貴賓參加，現場席開129桌。

晚會活動縣長林姿妙親臨慰勉同仁，期許和同仁們作伙打拚，團結一心，共同
傾聽縣民的聲音，穩定堅毅向前，讓宜蘭富足安康、讓縣民安居樂業，拚出宜蘭好
生活，以回應縣民對縣府的託付與期待。晚會上縣長逐桌向同仁們致意問候，感謝
大家在縣政業務推動的用心與努力。

餐會由廠商運用宜蘭在地食材烹飪，讓同仁品嘗蘭陽特色美食合菜；晚會邀請
多組表演團體接力演出炒熱氣氛，還有同仁們最期待的重頭戲-摸彩。今年摸彩品
項大部分為宜蘭縣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基金會之愛心禮券，讓同仁在中獎歡樂之餘，
能兼顧關懷弱勢團體。

壬寅年員工歲末聯歡晚會熱鬧登場 縣長及副縣長率領局處首長慰勉同仁

縣長頒獎給抽到縣長獎的同仁 縣長及副縣長逐桌向縣府同仁致意問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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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長及副縣長與縣府同仁親切互動，感謝同仁在推動縣政業務上的用心與努力

縣長林姿妙向縣府同仁辭歲拜年並發送兔年紀念紅包！

辭舊歲、迎新春！縣長林姿妙提早一天走訪縣府各處室向同仁辭歲拜年，發送
旺兔迎春紀念紅包，讓同仁提前感受農曆春節的熱鬧氣氛，並感謝所有同仁的努力
付出，勉勵大家在新的一年繼續打拚，實現縣民的託付與期待。

縣長親至縣府各處室向同仁辭歲拜年

縣長發送旺兔迎春紀念紅包及口罩給本府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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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政府112年員工新春團拜
兔年第一個上班日，在縣府縣民大廳舉辦員工新春團拜，邀請縣屬七賢國小醒

獅隊開場表演「祥獅獻瑞‧旺兔迎春」，祝福宜蘭縣運昌隆，縣民安居樂業。活動
除縣府同仁外，亦有縣籍立委、議員、鄉鎮市長及貴賓蒞臨會場互道恭喜。

縣長首先感謝春節期間，輪值勤務的警消人員及各單位同仁，因為有他們的犧
牲付出，讓縣府服務不打烊，讓鄉親及遊客都安心過好年。

最後，期勉同仁在新的一年，仍要以民意為依歸，加緊腳步繼續努力，持續推
動友善的社會福利，打造完整交通路網，建立產業升級與發展的基礎。縣長會繼續
和大家共同打拚，創造宜蘭人的驕傲與幸福。

邀請七賢國小醒獅隊開場表演「祥獅獻瑞‧
旺兔迎春」

醒獅表演祝福宜蘭縣運昌隆、縣民安居樂業

縣長及副縣長率領局處首長勉勵在場同仁
縣籍立委、議員、鄉鎮市長及貴賓蒞臨會場
互道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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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國防教育宣導

莒光園地─兵役轉型專訪
因應全球戰略情勢變化、區域衝突升高、全民國防實務需要，以及參考先進國

家實戰訓練經驗與兵役制度，日前公布「
強化全民國防兵力結構調整方案」，自
113年1月1日起，94年次以後出生役男，
回復徵集服常備兵現役1年，透過完整配
套措施，提高全民國防效能和自主防衛實
力。

未來國防防衛作戰兵力區分主戰、
守備、民防、後備等四大體系，明確律定
各體系任務及人員組成，主戰部隊與守備
部隊分工合作，民防單位及後備部隊密切
支援，彼此各司其職，軍民緊密鏈結，厚
植整體防衛能量。

役期調整後，志願役、義務役採雙
軌併行，將強化訓練內容及量能、提高役男薪資及福利待遇，並透過修法推動服役
年資銜接勞退制度，讓役男服役貢獻所長，退伍與職場接軌等實務面向的精進，打
造強韌的國防力量。

影片連結網址：
https://bit.ly/3wFxp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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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長思短想：當短視與速成正在
摧毀社會，如何用長期思考締
造更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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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2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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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肆虐讓我們努力專注當下，卻忽視了擘劃未來，才能讓更多的危機止
步。深陷於短期思考的社會，讓許多重大改革、企業經營與文化累積無法長久
，本書建構了一個長期思維的框架，指引我們運用六個方法，改變正受到短視
與速成逐步蠶食的社會：
1、用「深度時間」觀，取代「線性時間」觀。
2、擴大「傳承」的概念，思考死亡規劃而非退休規劃。
3、用「未來持有人」取代「股份持有人」，未來世代是尚未出世的股東。
4、用規劃五百年大教堂建案的理念，培養規劃遙遠未來的本領。
5、用「情境規劃」工具，不靠正確預測而靠情境準備抵禦危機。
6、把追求成長的目標，納入考量現有資源的乘載能力。

短期追求敏捷與效率，亦須符合長期藍圖方向，本書綜合長短思維，提出
相互融合之面向，擴展思維範疇，並呼籲制定未來五百年的決策觀，擺脫選舉
制度限制的擴大團結，推動深度永續民主等，讓更多值得存續的資產多留好幾
個世代，讓前瞻的眼光改變這個應該可以更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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