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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4.01

林明雀
本府勞工處就業職訓科

科員
本府勞工處就業職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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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4.01

王建源 本府參議 本府計畫處處長 110.04.05

李新泰 本府建設處處長 本府參議 110.04.05

吳朝琴 本府建設處副處長 本府建設處代理處長 110.04.05

林漢釧 本府主計處預算科科長 本府主計處副處長 110.04.12

其他情形                  

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到（離）職日期

林靜英 本府主計處副處長 宜蘭縣議會會計室主任 110.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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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福利相關函釋

一、110年退休（伍）軍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發給對象，按月支（兼）領月退休金
（俸）之基準數額，業經本院110年4月14日院授人給字第11040001261號公告
為新臺幣2萬5,000元以下，檢附公告影本1份，請查照。
（檢附行政院110年4月14日院授人給字第11040001262號函及其附件影本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uGIFDvA3blzaHRnVePYVT2YMKe3HHbd6/view?usp=sharing）

二、「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施行細則」第7條、第131條，業經考試院民國110
年3月30日令修正發布；檢附發布令影本、上開施行細則修正條文、總說明及
逐條說明各1份，有關公務人員選擇育嬰留職停薪期間繼續繳付退撫基金費用
及選擇遞延3年繳付之相關配套措施，請確實依規定配合辦理。
（檢附銓敘部110年4月21日部退三字第1105338471號函影本及附件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pUwkih-dp0Jfc6IyZ0wcXgkEadPgpV4a/view?usp=sharing）

三、有關公立學校教師經學校同意留職停薪借調至財團法人之年資，於回任教職到
職支薪後，得否選擇僅就部分借調年資申請補繳退撫基金費用本息一案，請依
教育部函釋辦理。
（檢附教育部110年4月21日臺教人(四)字第1100055239號書函影本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LvG5kC3zNy2P2M1-6oAAicwG2bLkH5-J/view?usp=sharing）

四、「警察人員因公傷殘死亡殉職慰問金發給辦法」，業經行政院於110年4月23日
以院授人給字第11040002782號令修正發布施行，名稱並修正為「警察人員
因公傷亡慰問金發給辦法」，請查照。
（檢附行政院110年4月23日院授人給字第11040002483號函影本及附件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y0ES5IeaJ_pWQTbGBFCm4nt5MAohrrwH/view?usp=sharing）

五、「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發給辦法」部分條文，業經考試院110年4
月16日令會同行政院修正發布，請查照。
（檢附銓敘部110年4月28日部退五字第1105344336號函影本及附件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mZQyyy0esU0MUoi5aO57bPNkWTeY4h_o/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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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騷擾防治宣導
一、 案情摘要：

陳○○搭乘公車，行經臺北市光復國小站時，涉嫌對被害人性騷擾。被害女
子在法庭作證時說，當天一上公車就注意到陳○○，因為「覺得怪怪的」，
那時還擔心陳○○坐在她旁邊，見陳○○走到她的後座才放心，沒想到一閉
目養神，就發現有人在碰她的腰部，睜眼一看，陳○○左手從她座位後方伸
出，利用座位與車廂間的空隙，往她左腰碰觸，嚇得她花容失色。被害人告
訴公車司機後，司機不讓陳○○下車，直到警方趕到，才將陳某帶回派出
所。

二、 所犯法律規定：
陳○○所犯刑責為觸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強制觸摸罪）：意圖性騷擾，

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
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
罪，須告訴乃論。

三、 預防、保護措施：
（一）公車上擁擠時，選擇同性的身旁站立，並隨時注意周遭人、事、物。
（二）相信自己的直覺─我們的教育向來都很忽視、甚至壓抑身體感覺與直覺，

使得我們遇到性騷擾時，不太相信自己的身體直覺，而花很多時間在想：
是不是誤會？是不是錯覺？是不是做錯了什麼？會不會傷害到對方？是不
是忍一忍就過去了？這些自我懷疑或自我否定削弱了即時反擊性騷擾的力
量。因此，不要懷疑，只要覺得不對就應該立刻反應，確定自己的感覺。

（三）大聲說出「我不要」─如公車上有人一直靠近、碰觸妳意圖「性騷擾」
時，要堅定拒絕，馬上說「請不要這樣！」並走開，使他們不敢再繼續下
去。

（四）立刻行動─明明其他地方都有位子，他還一直靠近，那就有性騷擾的嫌
疑，你可以換位置；或用懷疑的眼神瞪他「先生，你在幹什麼？」「擠什
麼擠！」如果他還繼續靠近，妳可以大喊「有色狼！」如果他還貼近妳，
可以用力踩他、用雨傘戳他、或請司機協助送到警局。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婦幼警察隊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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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駕防治宣導
「隔夜醉」也會酒駕！ 清晨4時至中午是酒駕高風險時段

為了防制酒駕，交通部道安會與財團法人台灣酒與社會責任促進會共同舉辦記

者會，宣傳「隔夜醉」的重要性。根據促進會調查，發現儘管有近9成的民眾知道

隔夜醉這個名詞，但卻有高達5成民眾對隔夜醉有錯誤認知，包括吃解酒藥可以避

免隔夜醉，或是認為睡一覺醒來就可以開車。
根據促進會調查，總計1136名民眾受訪，發現有高達89.5％的民眾聽過「隔夜

醉」，有90.7％的民眾認為隔夜醉是宿醉的意思，且有45.1%的民眾認為，喝酒臉

紅是酒精代謝得快，63.8%的民眾認為隔夜醉與酒量好壞有關，有21.3%的民眾認

為，前晚喝酒到半夜，睡一覺後，隔天早上可以開車，且有62.9％的民眾認為，有

在健身、運動的人，酒精代謝較快。
基隆長庚腸胃科醫師錢政弘說，其實民眾對於隔夜醉有很多錯誤的認知，例如

其實隔夜醉與酒量的好壞無關，且有在運動健身的人，酒精代謝的速度也沒有比較
快。呼籲民眾，無論有無症況，只要喝酒就要避免開車。

酒與社會責任促進會理事長阮道明表示，促進會從106年開始發起「不酒駕我

行」宣誓活動，原定目標是要在五年內募集人數達10萬人，但去年宣誓人數已高達

16萬人，換句話說，不酒駕已成為全民運動，但下一步是要釐清觀念，避免民眾在

自認安全的情況下，反而成為酒駕肇事的高危險群。
實際上，根據警政署統計，104年全台酒駕肇事件數總計6658件，逐年遞減，

去年僅剩4091件，降幅高達38.6％；至於酒駕肇事時段，則以清晨4時至中午12
時，佔整體酒駕時段近2成，顯示白天仍有酒駕肇事風險，也有不少民眾輕忽隔夜

醉的危險性。
前交通部長林佳龍表示，酒駕肇事件數雖然有下降，但這個數字還是很高，仍

然希望做到酒駕零容忍，也就是開車不喝酒，喝酒不開車。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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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個案）故事人事案例

天然災害停止上班上課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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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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性別與性別主流化

性別意識基本概念

在當今社會討論性別意識別具意義，社會學中認為社會

不平等主要由幾項因素所產生，包括性別、種族及社會階層
。一般在社會中討論「性別」時，會認為性別是天生，而男
孩就該表現出男孩的樣子，女孩就該表現出女孩的樣子。事實上，性別概念可分成
「生理性別（sex）」及「社會性別（gender）」，前者指的是男性與女性在生理上

的差異，性染色體 XY、XX及性賀爾蒙分泌不同的差別；後者指的是一般人在心理

上認同自己屬於哪一個性別，或是在社會文化層面中認為男性及女性應表現出何種
行為，或是社會對男性及女性有不同性別角色的期待。生理性別談論的是天生性別
差異，而社會性別才是導致後天性別差異的主要原因。

我們一生當中無時無刻不被社會及文化教育我們依照所屬的性別表現出適當的

樣貌，例如從小男生被要求表現出陽剛的特質，女生要表現陰柔的特質。兒童常透
過觀察及模仿學得性別刻板印象，例如從家中父母親的性別分工，學到了男女扮演
角色的不同，或是父母親對子女期望不同，也會影響男女對於未來追求成就的差異
。兒童長期在家庭、教育及社會的性別刻板印象氛圍中，自然而然學到了許多性別
刻板印象的行為。因此，從小我們的性別表現就在社會的期待中被塑造出來，而誤
以為是天生性別使然。

在父權社會中，社會對男性與女性的期待最大的差別，在於要求男性必須要當

一個賺錢養家者（ breadwinner）；女性被期待當一個依賴者及照顧者

（caregiver）。由於社會中對於男性及女性在社會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有不同期待

，男性被要求選擇未來可以賺大錢的事業，培養當領袖的特質，成家立業後，擁有
賺錢能力變成是男性最重要的自我價值。反之，女性被要求需要具備照顧者的特質
，培養細心、耐心的人格特質，要懂得察言觀色，並適時提供協助，行為舉止方面
表現出優雅及順從的樣貌，家人及小孩的幸福變成女性的首要責任。從這些意識型
態可以看出「社會性別」是一種社會建構的產物。

性別角色太僵化的社會，會侷限男性及女性在社會中的角色及自我發揮的空間

。背離社會的期待需要勇氣，也因此在社會性別的規範之下，許多人透過學習而理
解社會所認可的「正確」性別行為，努力展現社會所期待的性別行為，被稱為「做
性別（doing gender）」。做性別是由一連串人與人之間彼此感知、互動的微觀政

治中所構成的一組複雜的社會活動。例如比較具有陽剛特質的女性，往往透過改變
穿著及行為舉止，來表現出獨特的男性化特質；檳榔西施及 show girl 在服裝上巧
奪心思，以達到吸引男性顧客的目的。

性別刻板印象與性別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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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心理學中性別刻板印象（gender stereotype）指的是先入為主的觀念，

原因是我們沒有足夠的時間去瞭解個體，於是將一個團體全體成員的典型特質套用
在這個團體中每一個成員的身上，而無視於他們之間有實質上的差異。刻板印象本
身其實不見得帶有負面的態度，只是我們簡化世界的方式。例如「男主外，女主內
」、「男生選擇理工科系，女生選擇人文科系」或「男生較好動、女生較文靜」等
性別刻板印象。我們主觀認定某些行業是屬於特定性別能做的，所以無法接受另外
一個性別來扮演，例如男護士在職場中可能會遭受到病人的排斥，而女醫師會被病
人懷疑醫術不佳的情形。

雖然性別刻板印象不一定是負面的，但是若將之付諸行動，就會產生性別歧視

，對特定性別不公平、負面或傷害的行為。過去臺灣實務上便有許多性別歧視的例
子，例如我們刻板印象認為，小學及幼稚園老師由女性來擔任比較具有愛心，在進
行教師應徵時，可能就會排斥男性教師擔任幼稚園老師的角色；警察、保全等一些
維安相關的工作較具危險性且陽剛的行業，男性比較適任，認為有必要限制女性擔
任維安工作的比例，而訂出不公平的性別進用條件。因此，凡將性別刻板印象付諸
行動，便形成性別歧視。

過度保護女性也是一種性別歧視，Glick 及 Fiske 將性別歧視分為兩種：一是「

敵意型性別歧視」，屬於較明顯的性別歧視，人們貶低女性的能力，將女性限制較
低的社會位階，為男性的優勢地位提供合理藉口，同時也鞏固男性在社會結構中的
權力。另一種是「友善型性別歧視」，這種性別歧視在主觀上對女性是抱持著正面
的情感，而傾向給女性保護的環境及資源，但本質上仍然是歧視女性的能力，認為
女性是弱者需要男性來保護以獲取資源。

我們也有可能對特定的性傾向具有刻板印象，例如同性戀的人容易得愛滋病、

男同性戀者都很娘娘腔、教導同性戀議題會將學生教成同性戀等想法，都屬於「性
傾向刻板印象」。但若是將性傾向的刻板印象付諸行動而排斥同志者，便同樣可視
為是「性傾向歧視」情形，例如在職場中有員工被揭露是同性戀者時，老闆便以此
為由將之解僱。

性別盲

當我們在批評一個人忽略性別的重要性，或是忽略性

別的差異性，我們往往以「性別盲」的名詞來稱呼，不只
男性有性別盲的現象，其實許多女性在成長的過程中，往
往合理化自己身為弱勢的情境，否認討論性別平等問題的
重要性，也視為具有性別盲。女性主義學者批判傳統「男性主義」（或稱男流
male-stream）具有下列偏誤：

1. 男性觀點為主，並隱含合理化男性利益的理論。

2. 以男性的樣本類推為人類全體的經驗，或以男性經驗為人類經驗的常模。

3. 排除或漠視女性經驗及女性切身相關的議題。

4. 以扭曲與歧視方式呈現女性的經驗。

5. 很少把性別視為重要的解釋變項。

6. 傾向將差異歸因於兩性先天的不同，沒有處理造成女性相對弱勢的社會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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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視男性經驗為常規與常態，排除或扭曲女性經驗，漠視性別權力不平等的

社會現實的現象，我們稱之為「性別盲」。
我國社會從解嚴前開始有一些女性知識份子提倡性別平等，在民國 76年解嚴

後，開始陸陸續續有一些婦女團體出現，整個社會慢慢進入言論自由的時代。現階
段性別平等工作，已由過去「以女性為中心」的思維轉換到「以性別為思考中心」
的階段，強調給不同性別平等發展機會並去除社會中對於不同性別的差別待遇。希
望提高國人的性別敏感度，在規劃政策時，能夠注意到不同性別有不同需求，兩性
不再是一個衝突的角色，而是如何合作朝共同方向發展，使多元性別能在社會中自
在而平等的生存發展，這便是本階段性別平等的概念。

性別主流化的背景與概念

發展背景

性別主流化的概念來自聯合國。聯合國自 1946年成立「婦女地位委員會

（Commission of Women Status）」推動「women in development」工作，強調各

國必須將女性納入國家發展的過程中。該委員會定 1975年為「國際婦女年」，因

性別平等的業務量太多，無法在一年之內完成，於是 1976至 1985年推動「婦女十

年」，要求所有會員國在這十年之中，檢視自己國內的法規，以達到推動性別平等
及反性別歧視的目標。聯合國的會員國在這十年間，紛紛通過兩性工作平等法或是
反婦女歧視法相關的法規。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於 1995年北京第四次全球婦女

大會時提出十二項行動綱領（platform for action）。爾後每年大會中各會員國也被

要求提出各國在行動綱領執行的報告（follow-up）並追蹤其成效。

「性別主流化」源自 1985年聯合國第三次全球婦女大會，與會成員所提出的

概念。1995年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的全球大會中定調「將性別分析融入主流政策

（gender mainstreaming）」（以下簡稱為「性別主流化」）為未來推動方法及目

標。性別主流化是一個新觀念，與早期聯合國強調將婦女納入國家發展（women
in development）是一個脈絡，但也代表性別議題由只單純談婦女問題進展到需融

入男女及其他性別一起思考的階段。
婦女十年執行結果：政府常常著力於為婦女設計一些特別的方案法令，以特定

群體為對象，或是設立婦女部或委員會以處理所有女性相關的議題（有時也將兒童
議題納入），使得婦女議題常被隔離於主流政策之外。直到 1995年第四次全球婦

女大會，該大會的行動綱領進一步明確指示：要求各級政府未來需將性別觀念融入
主流政策的制訂中，中央政府與其他部門皆應積極努力排除所有阻撓婦女全面參與
社會發展的障礙。各國政府在政策執行前均需進行性別影響評估（ gender
assessment），瞭解政策的內涵是否存有性別扭曲，或其執行的結果是否可能會因

性別而有不當處置或差別待遇；未來國家所有政策皆應男女共同參與政策決定、規
劃、評估。第四次大會之後，性別主流化被納入聯合國 1998至 2001年的中程計畫

中，聯合國未來所有全球計畫中都將加入性別的角度，希望透過這種重新思考的模
式去除性別不平等的根源。

此後，只要是聯合國的會員國，皆將性別主流化納為國家重要工作項目之一。

各國政府不只檢視在中央政府內僱用的人員是否達到性別平等，同時在整個國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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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組織上亦做同步更新，以執行性別主流化的目的。在法規方面也全面檢視，將
過去反婦女歧視的法規更新為性別平等法。性別主流化潮流目前仍在進行中，各國
也陸續發展執行性別主流化的工具，包括性別統計、性別影響評估及性別預算等。

核心概念

根據聯合國對「性別主流化」的定義：它是一種重組、增進、發展、評估政策

的過程，能使性別平等的觀念整合於所有主流政策中。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定
義：指在各個領域和各個層面上評估所有計畫的行動（包括立法、政策、方案）對
男女雙方的不同含義。使男女的生活經驗成為設計、實施、監督和評估所有主流政
策及方案的有機組成部分，使男女雙方受益均等。納入主流的最終目標是實現性別
（含男性、女性、性傾向、跨性別）平等。

「性別主流化」重要原則，包括：

1. 各政府未來需將性別觀念融入主流政策的制訂中，使性別平等的觀念整合於

所有政策中。

2. 最高政府應對性別主流化政策做出嚴肅的承諾，由最高層的機關負責，且需

監督進度，並給予明確的政治意向，與財務、人力的分配。

3. 中央政府與其他部門皆應努力排除所有阻撓婦女全面參與社會發展的障礙，

如檢視法規是否性別平等。

4. 各國政府在政策執行前，均需進行性別影響評估，瞭解政策的內涵是否存有

性別扭曲，或其執行的結果是否可能會因性別而有差別待遇。

5. 無論是中央或地方各層次在政策決定的過程中，就需要檢視是否有男女性共

同參與決策，如規定各委員會單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的比例。

6. 各級單位，皆應有性別專家或受過性別敏感訓練的高階主管進行長期的性別

檢視。如進行性別主流化課程、設置部門內性別聯絡人、成立部門內性別平
等委員會。
總之，「性別主流化」的策略強調政府在所有政策的研擬過程中需加入性別的

考量，使得因性別所具備的特殊性、興趣與價值都能被考量。換言之，婦女的議題
不應只被視為是個分隔的議題、被分配到稀少權力及資源，而應是政策重要的考量
變項。「性別主流化」是一個多重軌道及多層面的改革過程，它不能代替傳統的性
別平等法案，但它與特定性別法案可以相輔相成。

「性別主流化」六項主要工具：

1. 性別意識培力：透過性別主流化策略及性別意識相關研習訓練等，瞭解不同性

別者觀點與處境，提升個人追求並落實性別平等之能力。

2. 性別統計：透過區分性別的統計資料呈現，瞭解不同性別者的社會處境，指出

未來政府政策努力的方向，占有非常重要且基礎的角色。

3. 性別分析：帶有性別區辨力的分析；針對性別統計資料及相關資訊，從具有性

別意識之觀點來分析性別處境及現象。

4. 性別影響評估：在制訂方案、計畫、政策、立法前，能考量不同性別觀點，對

於政策實施後可能造成不同性別者的影響及受益程度進行先行評估，並修改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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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設計以達性別平等目標。

5. 性別預算：透過計畫引導預算，將性別觀點整合到收支預算程序中，並藉由改

善資源之配置，以滿足不同性別者的需求與喜好。

6. 性別機制（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確保兩性平等參與決策與發聲（委員會組成

需符合「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原則）及培養各部門內性別專家。

性別主流化在臺灣

臺灣發展性別主流化與發展婦女保護及性別平等法案議

題的時間點相符。自從 1990年代一些社會事件之後，開始通

過許多保護女性人身安全及兩性平等的立法，包括《民法親
屬篇》多次修改、《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家庭暴力防治
法》、《性別工作平等法》、《性別平等教育法》以及《性
騷擾防治法》等。在組織變革方面，臺北市政府 1995年首先

成立女性權益促進委員會，1997年行政院也成立「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2012
年改為「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為臺灣第一個中央政府成立的任務編組，由行政
院各部會首長、社會專業人士及婦女團體代表組成。2012年行政院成立「性別平

等處」，成為國內第一個以推動性別平等工作為主的專責行政單位。
國家政策方面，政府陸續發布了許多政策綱領及藍圖，為國內性別平等工作建

立了行動的指引，包括：「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女性人才培育計畫」、「跨世紀婦
女政策藍圖」、「婦女政策綱領」、「婦女政策白皮書」、「婦女健康政策」及「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等，國內性別平等的政策已具雛型。

2011年提出的「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成為國內指導性別工作的主要施政藍圖

，許多部會的性別工作皆參考此綱領中的工作方向。整體架構為總論及七篇專論（
核心議題），內容以三大基本理念、七大核心議題、四項論述架構呈現。該綱領自
2010年即邀請專家學者著手規劃，並由各地方政府及民間團體在各地舉辦會前座

談會，再由中央召開「全國婦女國是會議」，廣納各界的意見，最後完成「性別平
等政策綱領」，此綱領的研擬過程也成為由民間參與政策制訂的典範。

在性別主流化工作方面，1999年起行政院主計處（現為行政院主計總處）依前

行政院婦權會第 5次會議決議，開始建立我國性別統計資料，並依「跨世紀婦女政

策藍圖」及社會指標架構建立 11類性別統計架構。行政院性別平等處成立後，規劃

3年（民國 102至 104年）建置「性別統計資料庫」，期許未來與國際組織所訂之

性別統計指標同步建置並進行比較。
除了性別主流化的工作外，國內另一項與國際接軌重要的性別工作—「消除對

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以下簡稱 CEDAW）。 1979 年聯合國大會通過

CEDAW，並在 1981年正式生效，其內容闡明男女平等享有一切經濟、社會、文化

、公民和政治權利，締約國應採取立法及一切適當措施，消除對婦女之歧視，確保
男女在教育、就業、健康、家庭、政治、法律、社會、經濟等各方面享有平等權利
，此一公約開放給所有國家簽署加入，不限於聯合國會員國，全世界已有 187 個國

家簽署加入。臺灣則於 2007年才由總統批准並頒發加入書，2011年通過「消除對

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自 2012年 1月 1日起施行，目前正進行 CED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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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國家報告座談會。

（檢附 CEDAW第 4次國家報告作業計畫及座談會供參。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d9PawjgtNWPR9L_H6Xm37LEkQ-bu2Suw/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lMlha1blpUtsK6WGTTqiix2y7anI1Y8/view?usp=sharing）

結語

由聯合國提出性別主流化的工作方針之後，過去長久以來性別的工作方向已有

所不同，所有聯合國的會員國皆在性別主流化的概念下，進行相同的工作模式，努
力的發展國家中性別統計、性別影響評估及性別預算等工作，並且改善過去公共領
域以男性為主，而政府政策擬定由單一性別參與轉變成讓不同的性別皆能夠參與，
也希望能夠增加公部門的員工對於性別的敏感度，使得未來在政策擬定上都能考慮
到性別的特殊需求，政策執行的結果不再造成性別的差別待遇，因此，各國的性別
平等推動工作發展已趨於相同，臺灣自然不該被排除在潮流之外。透過性別主流化
，有系統地增加政策的性別敏感度，相信可以增加政府在政策制訂過程中的性別內
涵，使得臺灣社會可以朝向性別和諧發展方向前進。

性平推薦電影  -  無聲      

學校裡很寧靜，但卻充斥著詭異的氛圍。天真無邪的學生一起在玩一
個遊戲，但這個遊戲卻是不能說的秘密，到底為什麼不能說…？在這

個遊戲中，什麼才是勝利？誰勝誰負？亦或，大家口中不能說的遊戲

只是一種無助的求救訊號？在孤寂的無聲世界中，聽不見不代表看不

見，其實，你並不孤單─取自智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公播版視
聽資料目錄》

※本文摘錄自行政院性別平等會 https://gec.ey.gov.tw/Index.aspx

109年農林漁牧業普查

農業是立國之根本，國家發展的重要命脈，隨著時代變遷，農業產值雖有日漸

下滑的趨勢，但其重要性並不因而降低，這是因為農業不僅是一項經濟性產業，更
是一項多功能的策略性產業，除可保障糧食安全，同時兼負維護生態環境與自然保
育之功能，無法被其他產業所取代。

然而我國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伴隨經貿國際化、農地自由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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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結構蛻變等趨勢，如何維護農業永續發展，建構農業新紀元，是目前政府施政
的一項重要課題。休閒農業即為突破農業發展瓶頸，促進農業轉型，增加農村就業
機會，所開創的一種新的農業經營方式，它是結合農業生產、農民生活及農村生態
三生一體的新興產業。

值此關鍵時刻，適時對台閩地區農林漁牧業經營者進行全面性普查，了解農林

漁牧業者經營現況與休閒農業發展情形，可作為農政機關推動「新農業運動」，研
訂適切農業施政方針，改善農漁業經營體質及制定未來產銷計畫與調整經營策略之
參考，以提高農漁民福祉，其意義與重要性誠屬深遠。

農林漁牧業普查是政府的重要基本國勢調查之一，自民國四十五年首次創辦後

，已建立每隔五年舉辦一次之規制。普查年係指普查資料時期，每逢普查年的前一
年為規劃籌備階段，普查年後半年進行實地訪查作業，為爭取資料使用時效，普查
所獲得的資料，已先擷取重要項目，於普查年後一年完成初步綜合報告，後兩年完
成總報告，提供各界研究使用。

普查須知
一、區域範圍：各直轄市、縣（市）。
二、對象：凡經營農作物栽培、畜牧、農事及畜牧服務、林業、漁撈及水產養殖等

生產與休閒活動之業者。
三、實施期間：110年5月1日起至6月30日止。
四、辦理方式：採全面性普查，以派員實地判定面訪、留置填表及網路填報等多元

管道辦理。
五、資料填報義務：依據統計法規定，統計調查知受查者無論為個人、住戶、事業

單位、機關或團體，均應依限據實答復。

3不加2會 普查好放心 安心受訪無疑慮

1. 普查員不會洩漏個人資料給任何人。

2. 普查員不會詢問與普查表無關的資料。

3. 普查員不會要您提供帳戶或存摺。

4. 普查員會配戴普查員證。
5. 普查員會遞送致受訪戶（單位）函。

宣導影音
傳承篇（國語、閩南語、客語）
3不2會篇（國語、閩南語、客語）

※ 本文摘錄自行政院主計總處109年農林漁牧業普查專區
https://census.dgbas.gov.tw/agr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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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成長營
5月份人事成長營訂於110  年  5  月  19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在本府  201  會議室  

辦理，邀請本縣立國華國民中學人事室主任毛盈海講授「教師敘薪規定
及教師甄選最新修正法令解析與實務探討」課程，歡迎本縣所屬機關學
校專、兼任人事人員參加。

員工協助方案

健康諮詢服務
本府訂於110  年  5  月  26  日（星期三）下午  1  時  30  分至  4  時  30  分  在人事處研討

室辦理員工協助方案之健康諮詢服務，特別邀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
家庭醫學科醫師至本府進行身體健康諮詢，諮詢內容含健康促進、身心
健康保護、健康指導及健康檢查結果之分析與評估，歡迎本府及所屬機
關學校同仁踴躍參加。

家庭理財通~退休沒煩惱
本府訂於110  年  6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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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理財通  ~  退休沒煩惱  」，特別邀請天下雜誌未來  Family  、商周財富網、今  

周刊專欄作家廖義榮講授，歡迎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同仁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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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政府110年中階主管研習營

為強化本府各單位科長及所屬一級機關中階主管(科長、主任、大隊長、分局

長及分局主任等)核心能力政策規劃知能，本府於110年3月25日（星期四）及4月1
日（星期四）分2梯次辦理「110年宜蘭縣政府中階主管研習營」，使本府中階主管

增加縣務推動、縣政發展及願景等能力，進而提升本府服務品質、政策溝通與性別
意識，加速並落實本府各項政策，計有134人次參訓。

研習營邀請國立空中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李永騰教授，講授「後疫情的地方創生

與創業」主題，促使中階主管們思考於2020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衝擊

下，如何以「創意、創新、創業、創生」方式帶動地方及產業發展，開拓具特色的
產業資源，引進優質人才回饋故鄉，帶動產業發展及提升地方文化，化危機為轉機
創造新機會。

研習營另邀請臺灣警察專科學校海洋巡防科張瓊玲教授兼主任，講授「如何運

用CEDAW於機關業務暨性騷擾防治」主題，以保障婦女權益已成國際人權主流價

值為開場，進而介紹聯合國大會1979年通過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簡稱CEDAW）內容，以確保男女雙方在教育、就業、保健、家庭、政治、法律、

社會、經濟等各方面享有平等權利，進而以生動活潑之實際案例講授性騷擾防治內
容，加深中階主管對於性別平等及性騷擾防治概念之印象。

縣長蒞臨致詞 縣長與參訓中階主管合影

李永騰教授講授實況 張瓊玲教授兼主任講授實況

14



員工協助方案

本府於110年4月6日（星期二）下午1時30分在本府多媒體簡報室辦理員工協助方案

之「跨域協調與合作~高效能府際關係」，特別邀請許澤民老師講授，計有40人次
參加。

 

                                         

許澤民老師透過分組，讓同仁討論並思考跨域協調與合作關係

110年宜蘭縣政府考試錄取分發新進人員研習班

本府於本（110）年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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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新進人員的職務需求，課程於4月9日（星期五）讓新進同仁到本府各

單位去和公務前輩進行互動及公務經驗的學習，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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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同仁快速地融入縣府團隊；另於4月14日（星期三）辦理
縣內標竿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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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領新進同仁觀摩本縣獲得第20屆公共工程品質獎的茅仔寮抽水站、宜蘭

水資源回收中心及勞工處青年事務科等，實地去感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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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有82人次參訓。

               

本府單位見習：地政處 本府單位見習：社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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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竿學習：本縣第二行政中心 標竿學習：茅仔寮抽水站

人事成長營

本府人事處於110年4月21日（星期三）下午2時在本府202會議室辦理110年度人事

成長營，邀請本縣三星鄉三星國民小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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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有50位本縣所屬機關學校專、兼任人事人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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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仁認真上課、收穫滿滿

110年宜蘭縣政府高階主管及所屬機關首長策勵營─
「宜蘭好生活2.0」

本府於本（110）年4月22日（星期四）於本縣史館會議室辦理「110年宜蘭縣政府

高階主管及所屬機關首長策勵營」─「宜蘭好生活2.0」課程由李欣龍（英國The
School of Life Taipei創辦人暨總顧問）擔任講座，課程中將利用手機以即時互動方

式，帶領縣政團隊激發創新思維，以城鄉進化角度探討宜蘭好生活2.0之核心價值
與差異化，結合文化創意、環境永續與休閒觀光，用科技智慧、創新精緻的休閒服
務，提供城鄉發展新的契機，以創新設計形塑城市品牌，創造宜蘭生活好品質、生
活好品味，計有61人次參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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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勵營大合照 課程中透過智慧型手機進行互動

考選部為國舉才地方座談會

考選部於110年4月23日（星期五）假本府舉行第三場次「為國舉才」國家考試地方

座談會，考試院院長黃榮村、考試委員楊雅惠、何怡澄、陳錦生、考選部部長許舒
翔，以及縣長林姿妙與各局處代表參加，並邀請地方專門職業與技術人員團體助產
師助產士公會、驗光師公會、建築師公會等地方專技團體等代表，共計60位先進與

會。藉此機會，廣納各界對於精進身心障礙特考的意見，並了解地方公務與專技人
才的實際需求，作為制定及推展考選業務的重要參考。為宜蘭地區應考人應試權益
及需求，考試院院長黃榮村宣布將於今年年底地方特考增設宜蘭考區，以便利應考
人就近應試。

 

                                         

縣長林姿妙與考試院院長黃榮村
互贈紀念品

考選部為國舉才座談會，由考試委員楊
雅惠（中）、考選部部長許舒翔（左）
及人事處處長黃水桐（右）共同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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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宜蘭縣模範公務人員及績優人員頒獎典禮

本府於110年4月28日（星期三）在本府縣民大廳頒獎表揚110年本縣5位模範公務人
員及23位績優人員。獲選為模範公務人員者，每人獲頒新臺幣3萬元獎金及獎座1座
，給予公假5日；獲選為績優人員者，獲頒新臺幣5千元等值禮券及獎狀1幀，以肯
定並獎勵其對縣政工作的貢獻。

110年宜蘭縣模範公務人員及績優人員獲選名單

編號 機關（單位） 職稱 姓名 備註

1 工商旅遊處 處長 李東儒 模範公務人員

2 交通處 科長 翁鄭啟志 模範公務人員

3 衛生局 科長 許玉霞 模範公務人員

4 環境保護局 科長 林修毅 模範公務人員

5 勞工處 科長 呂翼均 模範公務人員

6 民政處 科長 鄧俞君 績優人員

7 工商旅遊處 約僱人員 張馨予 績優人員

8 水利資源處 技士 郭昭儀 績優人員

9 農業處 科長 廖偉真 績優人員

10 社會處 科員 吳安榆 績優人員

11 秘書處 科長 李文雄 績優人員

12 主計處 科長 徐宏瑞 績優人員

13 人事處 專員 洪嘉君 績優人員

14
政風處 

(宜蘭地政事務所政風室)
主任 林啟榮 績優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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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機關（單位） 職稱 姓名 備註

15 警察局 (三星分局) 分局長 林書慶 績優人員

16 警察局 (蘇澳分局) 偵查佐 鄭文明 績優人員

17 消防局 隊員 魏暐軒 績優人員

18 消防局 隊員 孫國展 績優人員

19 衛生局 副局長 徐秋君 績優人員

20 財政稅務局 股長 沈志豪 績優人員

21 文化局 約聘舞台監督 洪永怡 績優人員

22 動植物防疫所 技士 劉恭良 績優人員

23 員山鄉衛生所 護理師 林菊 績優人員

24 羅東鎮公所 主任秘書 蔡宜潔 績優人員

25 頭城鎮公所 課長 邱莊昌 績優人員

26 礁溪鄉公所 (清潔隊) 辦事員 沈彥伶 績優人員

27 五結鄉公所 辦事員 闕淑頤 績優人員

28 凱旋國民中學 護理師 朱淑敏 績優人員

※績優人員遴選部分，依單位(機關)別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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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長、副縣長、秘
書長及5位獲選之模
範公務人員合影
(左1：翁鄭啟志科長

、左2：李東儒處長、

右3：許玉霞科長、右

2：林修毅科長、右

1：呂翼均科長)

縣長、副縣長、秘
書長及23位獲選之
績優人員合影

縣長、副縣長、秘
書長、5位模範公務
人員及23位績優人
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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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獎典禮觀禮精彩
實況1

頒獎典禮觀禮精彩
實況2

※更多精彩活動照片：宜蘭縣政府員工入口網／共用系統／共用文件／01_縣府文

件／09_重大活動／14_人事處／02_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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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110年「蘭陽幸福御守」公教人員未婚聯誼活動，現正報名中!!

一、為提供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未婚同仁聯誼管道，擴展社交生活領域，促進兩性
情感交流互動機會，以期促成良緣，爰辦理公教人員未婚聯誼活動。

二、活動內容摘述如下：

（一）活動時間：110年5月29日（星期六）10時至16時。

（二）活動地點：本縣羅東林業文化園區、金滿都餐廳（午宴）及玩逗樹桌遊咖啡
餐廳。

（三）活動人數：活動名額共計40人（男、女各半為原則）。

（四）活動費用：每人新臺幣1,160元整。

（五）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110年5月21日（星期五）或額滿為止。

三、有關  報名方式  、  繳費  及  活動細節  等相關資訊，詳見  活動實施計畫  。

（本府110年4月21日府人福字第1100065735號函諒達）

歡迎符合資格之單身同仁踴躍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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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國防教育宣導

軍史故事系列：弘揚忠勇軍風，空軍黑蝙蝠中隊

空軍前「黑蝙蝠中隊」於民國41年成立，至民國

62年任務終止，在這21年期間，以執行艱鉅的電子
偵測及情報蒐集等特種任務為主，他們以過人的勇
氣與智慧，總計出勤838架次，搜集到許多寶貴的情

資，換得當時我國在政治、軍事與經濟上的穩定發
展根基，但卻也在執行任務中犧牲多達147位組員，
寫下了我國空軍史上壯烈的一頁。107年適逢空軍前

第34黑蝙蝠中隊67周年隊慶，本節目走訪位於新竹

市東大路的「黑蝙蝠中隊文物陳列館」，以及訪問
當年冒險犯難、英勇報國的前輩與文史學者，一同
來瞭解、回顧這段軍史故事，對曾經為國冒險犧牲
、奉獻熱血青春的老前輩們表達崇高敬意。

 
 

                                
影片連結網址：                         
https://youtu.be/CUs-rwRcd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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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一書

 

 

     
書名：關於工作的9大謊言
作者：Marcus Buckingham, Ashley 

Goodall（李芳齡譯）
出版社：星出版
出版日：2019
ISBN：9789869744560

有些聽起來像是工作生活的基本事實，其實全部都是謊言。

作者在這本書中告訴我們，職場上有9大謊言，它們是遭到曲解、不完善

的假設，是錯誤的思想，很容易導致職場機能障礙、員工氣餒，最終導致工作
場所黯淡，團隊無法達到高績效。這些謊言包括：「人們在意他們為哪家公司
工作、第一流的公司把目標層層下達、最優秀的人才是通才、人們需要反饋、
人們具有潛力、工作與生活平衡最重要……」。
　　打破謊言，妥善掌握團隊能力和凝聚力，聚焦為人員提供即時、可靠的情
報，致力於協助夥伴找到工作的目的與意義感，並且適切關注同事，這些才能
夠有效幫助工作與人員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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