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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主管及一級機關首長職務異動一覽表（110.02.01-110.02.28）

府內異動                  

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到（離）職日期

許淑冠 本府計畫處專員
本府計畫處管制考核科

代理科長
110.02.01

莊銘豪 本府水利資源處專員
本府建設處建築工程科

科長
110.02.25

調進                  

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到（離）職日期

林秋燕 國防部主計室稽核 本府主計處處長 110.02.22

其他情形 

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到（離）職日期

李家鋐
本府計畫處管制考核科

科長
育嬰留職停薪 110.02.01

陳新旗 本府政風處副處長 最高法院政風室主任 110.02.22

潘清鴻 本府主計處處長 行政院主計總處主任 110.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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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福利相關函釋

一、有關109年請延長病假未超過6個月而全年無工作事實者，其年終工作獎金應
扣除延長病假日數後按實際在職月數比例發給，請查照。
（檢附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10年1月28日總處給字第11000115021號函影本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licxZv4S2RWGh_aehYkNIRgJChk_v109/view?usp=sharing）

二、有關全國軍公教人員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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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2月4日總處給字第1100012142號書函影本及
附件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cO1VHd7Y4Dym08IDhB4jTI39bl_BrBcz/view?usp=sharing）

三、為因應退職政務人員所領取之公保一次養老給付自民國110年起因優惠存款利
率年息為零而不得辦理優存，各機關於受理110年1月1日以後退職之政務人員
請領公保養老給付辦理申請或放棄優惠存款案件時，請依銓敘部函說明辦理相
關案件報送事宜，請查照。
（檢附銓敘部110年2月18日部退二字第1105324865號函影本及附件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IEyhpA8ysotNQ6eaoU1ngrvr9Ympb_iA/view?usp=sharing）

公文宣導

有關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委員之被選舉權與選舉權疑義案，請依教育部函釋辦
理。

一、查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以下簡稱考核辦法）第8條第1
項規定：「辦理教師成績考核，高級中等學校應組成考核會；國民小學及國
民中學應組成考核委員會，其任務如下：

（一）學校教師年終成績考核、另予成績考核及平時考核獎懲之初核或核議事
項。

（二）其他有關考核之核議事項及校長交議考核事項。」第9條規定：「（第1
項）考核會由委員九人至十七人組成，除掌理教務、學生事務、輔導、
人事業務之單位主管及教師會代表一人為當然委員外，其餘由本校教師
票選產生，並由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任期一年。…（第5項）委員之總
數，由校務會議議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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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查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教評會設置辦法
）第3條第5項規定：「本會委員之總額、選舉與被選舉資格、委員選（推）
舉方式、依第五條規定增聘校外學者專家擔任本會委員與候補委員遴聘方
式、會議規範及相關事項規定，應由學校訂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三、旨案疑義前經教育部國教署109年9月針對留職停薪（含兵役、侍親、育嬰、
進修及借調等）、延長病假及公務借調等3種情形調查實務運作，其結果顯
示各校作法並不一致，另參照教評會設置辦法第3條第5項規定，為避免相同
議題於校內考核會與教評會作法不一，且考量現行學校遇有是類情形皆有一
定作法，是以，教師於留職停薪（含兵役、侍親、育嬰、進修及借調等）、
延長病假及公務借調等期間，未實際在校任教、服務，其於考核會有無選舉
權與被選舉權及選任後是否喪失委員資格，宜由校務會議議決；又其選舉或
票選方式，亦由學校本公平、公正、公開及秘密投票等相關原則，由校務會
議議決。

四、另教育部95年5月8日台人（一）字第0950064157號函及歷來函釋涉及教師
留職停薪等未實際在校任教、服務，其是否具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及選任後是
否喪失委員資格規定之規定，自即日起均停止適用。

（檢附教育部110年1月13日臺教授字第1090159341號函影本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xURJmZ6RBYZb5_DZUQhHFRI6zRw3CC29/view?usp=sharing）

防疫宣導

【本府110年2月23日府授衛疾字第1100004161號函】

 鑒於國際間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持續嚴峻，為防範COVID-19社區感染風險，

辦理大型集會活動（600人以上）前務必嚴格執行風險評估並完善防疫配套及
計畫，以避免社區病毒傳播。

檢附相關附件供參：

附件1： COVID-19（武漢肺炎）因應指引：公眾集會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pBllVdf2oAjF7uBjdViVsd3IgsmFajWV/view?usp=sharing

附件2：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公眾集會風險建議評估表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h9QV5LzZfc1ykM21StQHrw92eS3RZ-pL/view?usp=sharing

附件3： 宜蘭縣○○○活動防疫應變計畫（範本及說明）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0xcbN-xNuv45c8QpiOxZ04RPCmwOhoIQ/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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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學習宣導

一、本府110年數位組裝課程「必讀課程專區」及「業務相關課程專區」已建置完
成，歡迎各位同仁選讀。

（一）本府為推動數位學習，形塑終身學習環境，於110年1月25日函頒「110年本
府及所屬機關學校數位學習推動計畫」。

（二）為便利同仁選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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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必讀課程及

選讀課程，課程如下：

１. 必讀課程

（１）【必讀課程專區】（計6門課1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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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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災害預防與應變 2 政策能力訓練－

政策宣導訓練－

環境教育 海洋生物多樣性及其保育 2 

環境教育（4小時） 

政策能力訓練－

政策宣導訓練－

性別主流化基礎

課程 

解謎性騷擾 2 

政策能力訓練－

政策宣導訓練－

性別主流化進階

課程 

CEDAW施行法─實質平等、直接與

間接歧視 
3 

民主治理價值課程：人權

教育、行政中立、性別主

流化、多元族群文化、公

民參與、廉政與服務倫理

（5小時） 

資通安全管理法介紹 1 

必 

讀 

課 

程 

： 

政 

策 

宣 

導 

專 

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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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通安全管理法子法介紹 2 

資通安全（3小時） 

 

https://eland.elearn.hrd.gov.tw/


（２）【業務相關專區】（計7門課共12小時）

２. 選修課程：【UP英語力專區】（計4門課共7小時），提供同仁公務所需使
用之英語相關課程，強化公務英語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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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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目標 

公務英語學習策略 1 教導公務英語線上課程學員 

Introducing Introductions 用英

文自我介紹 
3 學習利用英文自我介紹 

English Presentation for Civil 

Servants 
1 學習英語簡報技巧 

選 

修 

課 

程 

： 

UP 

英 

語 

力 

專 

區 

7 
自我成長及其他
（人文素養） 
－語文－英文 

English Letter and Email 

Writing Guide for Civil 

Servants 

2 學習撰寫公務書信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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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保與綠色能源產業 2 
政策能力訓練－
政策宣導訓練－
環境教育 

台灣鐵路低碳旅遊發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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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向政策東南亞的美麗與哀愁 2 
配合本府推動全民國防實

施計劃需求規劃 

機關業務知能訓

練（具專業訓練

性質）－醫事 
失智友善的一天 1 

配合本府失智症防治照護

行動計畫需求規劃 

政策能力訓練－
政策宣導訓練－
人權教育 

兩公約之認識與應用 2 
配合本府推動兩公約人權

教育訓練需求規劃 

愛與被愛─友善他人與善待自我 1 配合本府員工協助方案需
求規劃 

必 

讀 

課 

程 

： 

業 

務 

相 

關 

專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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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成長及其他
－壓力管理 

情緒管理與壓力調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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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協助方案新知

一、本府員工協助方案今年新增職業安全衛生服務，定期聘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
醫院家庭醫學科醫師至本府進行醫療保健諮詢。

二、辦理方式如下：
（一）辦理時間：110年3月18日(星期四)下午2時至5時。 

（二）辦理地點：本府人事處研討室。 
（三）參加對象：本府編制內員工、技工、工友、約聘僱人員及臨時人員。
（四）諮商內容：健康促進、身心健康保護、健康指導及健康檢查結果之諮詢。

（3月18日下午4時在多媒體教室簡介相關資訊）

三、茲因服務人數有限，有興趣之同仁，請填寫預約單，並於110  年  3  月  15  日（星  
期一）前  e-mail  至  mo21@mail.e-land.gov.tw  ，額滿為止。

※檢附預約單 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v6rKUPHvO1Trf7yinECF32sCJS4RH5k-/
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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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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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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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

110年原住民族運動會在宜蘭

睽違14年後「110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再次回到美麗的蘭陽平原，本
（110）年3月19日將在羅東文化工場隆重舉辦「110年全原運在宜蘭 原來拿麼力
High」的盛大開幕典禮，本縣將以「選手至上、服務為先」為最大宗旨，迎接來
自全國各縣市的參賽選手與隊職員們，及55個原鄉族人、南島語族國家、新南向國
家的好朋友。

本次賽會將於110年3月20至22日在大同鄉、南澳鄉舉辦原住民族嘉年華會盛
宴，要讓全國各縣市參賽的運動高手在優質的競賽場地上能全神貫注、盡情發揮之
外，更要讓嘉賓們盡情享受蘭陽的鄉土風情。本屆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競賽項目包
括田徑、柔道、跆拳道、籃球、棒球、角力、慢速壘球、槌球、傳統射箭、傳統樂
舞、傳統路跑、傳統負重、傳統摔角、傳統鋸木、傳統狩獵、傳統擲矛、傳統拔河
等17競賽項目。

預期全國有將近6000名的選手及隊職員參與本次賽會，同時竭誠歡迎全國嘉
賓們蒞臨宜蘭，在好山、好水、好生活的蘭陽平原上除了見證精彩賽事，為全國運
動健將加油喝采之外，更可以享受宜蘭得天獨厚的「超值饗宴」，一起再創輝煌的
宜蘭原住民風情。

大會標語、標誌及吉祥物的設計理念

原來拿麼力High
「原」字代表來自全國「原住民朋友」的意思。在耳熟能

詳，簡潔有力文字內容，經媒體依原住民朋友講國語之特殊口
音，創造出連原住民朋友都相當喜愛的流行語。在愉悅的
SLOGAN音調下延續14年前的熱情與活力，來迎接全國原住民
族菁英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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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logo
大會標誌發想來自於泰雅族人紋面意象，泰雅族人向來以勇

武善獵，善於織布著稱，因此有特殊功績的泰雅族人才能紋面，如
必須在戰場、打獵時有英勇的表現，或需有織布的本領才能紋面。
以此概念作為發想主軸，各取男女其中一個紋面並融合變化成雙方
握手，本LOGO有競爭對手及夥伴攜手二大含意，代表著無論是誰
都能依同參與並攜手完成本次賽事。

吉祥物-咩哥及喜妹
「110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大會吉祥物是世界珍稀的臺灣

特有種「長鬃山羊」為發想方向，「長鬃山羊」在泰雅族語中叫做
Mit，經網路票選命名為「咩哥」；在阿美族語中叫做Siri，經網
路票選命名為「喜妹」，而Mit可延伸為Made in Taiwan，更可
示意為「在地原住民」。

點燃聖火祈福

緣起
聖火取火、傳遞、點燃其意涵：象徵薪火相傳永續不斷！在原住民的文化中具

有族群興旺強者風範之精神，如同勇士永垂不朽的奮鬥精神，在全國原住民族計有
十多個族群，分佈在全台各地。

目的
聖火取火儀式規劃在宜蘭縣境，【思源埡口】位於大同鄉境內台七甲縣東西橫

貫公路旁有聖溪發源於羅葉尾山〈2715公尺〉為宜蘭與台中交界，亦為蘭陽溪及大
甲溪之分水嶺，是原住民族泰雅族移居蘭陽三兄弟分火分道揚鑣後，在族人敬告護
佑土地的祖靈各自發展，此地始為泰雅族人發源聖地。聖火取火儀式，以打火石取
火，進行母火護火並開始聖火傳遞工作，繞行全國各相關區域，以宣達110年全國
原住民族運動會在宜蘭舉行之訊息。

聖火傳遞時間及路線
110年3月6日（六）上午６時於大同鄉思源埡口，以「打火石取火」的古老方

式點取神聖之火，象徵「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作息，擷取潔淨之水，由泰
雅族耆老進行灑淨儀式，由泰雅族長老進行灑淨儀式後，進行母火護火並進行聖火
開遞，繞行全國原住民各相關區域。110全原運聖火車隊傳遞分為本島及外島二條
路徑，本島自110年3月6日（六）至18日（四），計13日，進行聖火傳遞；離島則
於3月8日（一）至11日（四）進行傳遞工作，此次連江縣及金門縣首次參與「全國
原住民族運動會」，為本次全運會亮點之一。本島傳遞時程及路徑如下：

1. 110年3月6日（六）於宜蘭縣大同鄉思源埡口進行取火儀式，沿路經過大同鄉各

村/部落【南山村→四季村→茂安村→英士村→太平村→樂水村→松羅村→復興
村→寒溪村→崙埤村→大同鄉】，並於下午2時抵達宜蘭縣大同鄉公所進行本賽
會聖火開遞典禮。

2. 110年3月7日（日）至16日（二），經基隆市、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新竹

市、新竹縣、苗栗縣、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市、嘉義縣、
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臺東縣、花蓮縣。

9



3. 110年3月17日（三）傳遞至南澳鄉各村/部落【澳花村→武塔村→金洋村→金岳

村→碧候村→東岳村→南澳村→南澳鄉公所】，並於南澳鄉公所舉行聖火之夜
。

4. 110年3月18日（四）傳遞宜蘭縣內其他鄉鎮【蘇澳鎮→冬山鄉→三星鄉→員山鄉
→礁溪鄉→頭城鎮→壯圍鄉→五結鄉→羅東鎮→宜蘭市→宜蘭縣政府】。

各項競賽場地及日程表

原住民運動會相關活動

原住民族特色風味餐
日期：2021/03/19（五）
時間：16：00-17：00
地點：宜蘭縣成功國小體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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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活動《聽 海的呢喃》
時間：2021/03/20（六）19：30-21：00
地點：宜蘭演藝廳（宜蘭市中山路二段482號）【索票入場】
展演者：杵音文化藝術團
一場原住民傳統樂舞遇見當代舞蹈劇場，傳統文化的運
用與保存。
喚起阿美族遠洋的文化記憶，在汪洋之中透過複音尋找
回家的那一條路。
導演邱瑋耀，將阿美族特有的複音文化，運用當代舞蹈
劇場的編創手法，打破傳統樂舞的表現，發展出屬於原
住民特色的當代劇場風格。
50、60年代，阿美族人因受環境的逼迫，許多家庭男
子為改善生活，跑船遠洋換取更多的經濟收入，與家人
遠離、與kaput道別，辛酸自己吞，在異地其內心之淒
苦無人能比，多少家庭也正承受這樣的苦楚。遠洋的族
人遠大胸懷，與海浪的波濤搏鬥、翻滾，只願換取生活
中的安穩，族人們也只能透過歌謠思念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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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介紹：
1997年杵音文化藝術團由高淑娟老師成立，長期推動與保存延續臺東馬蘭阿

美族傳統文化，團內耆老以原味歌謠吟唱臺東馬蘭部落史詩，婦女、青年們則以手
足舞蹈，頌揚祖靈。並結合東部中生代原住民青年，共同培育人才，將急遽式微的
原住民傳統文化持續發揚，使台灣東部深層優美的文化特質呈現於觀眾面前。

部落耆老看待自然萬物，存在每一首首的古謠，傳唱古謠，使部落的歷史、生
活價值活現，「杵音」象徵原住民內心欲表達的世界，使各族群透過樂舞文化的傳
遞，達到互相了解、欣賞的目的，以此自許，期望透過最原始和最純真的演出，讓
原住民傳統樂舞文化能不斷地延續傳承。

縣長林姿妙邀請大家一同來參與盛事
誠摯歡迎來自全國的原住民族好朋友們蒞臨宜蘭，

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每兩年舉辦一次，不但是全國最高
層級的原住民族運動盛會，更是原住民族運動好手們同
場競技、相互觀摩、共同學習，延續和傳承原住民族精
神與文化的殿堂。

「110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將於110年3月19日
（五）至3月22日（一）在宜蘭登場。姿妙非常榮幸能
夠率領縣府團隊、縣內各機關團體和超過45萬熱情的
宜蘭鄉親，以歡欣鼓舞的心情，來籌辦這一場盛會。

我們將秉持「選手至上、服務為先」理念，提供優
質場地與服務，讓全國參賽的選手，能夠安全並全神貫
注、盡情發揮競技，更要讓選手及觀眾們，輕鬆自在體
驗宜蘭的鄉土風情，享受充滿宜蘭風味的原住民族嘉年
華盛宴。

110年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競賽項目區分為原住民族傳統民俗體育活動及原住
民族擅長之競賽種類兩大類共17項運動項目，其中原住民擅長運動包括田徑、柔道
、跆拳道、籃球、棒球、角力、慢速壘球和槌球等8項，原住民族傳統民俗運動則
涵蓋傳統射箭、傳統樂舞、傳統路跑、傳統負重、傳統摔角、傳統鋸木、傳統狩獵
、傳統擲矛、傳統拔河等9項。主要競賽場地分布於宜蘭市、羅東鎮以及大同鄉、
南澳鄉兩個原鄉共21個優質競賽場地，提供給來自全國超過4,000位選手同場較勁
、追求卓越、超越自我、締造佳績的最佳舞台。

本縣距第一次辦理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睽違14年，宜蘭鄉親熱情依舊，再次
以辦喜事的心情，在好山、好水、好生活的蘭陽平原上舉辦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
姿妙和宜蘭鄉親一起當主人，展現宜蘭人的熱情與活力，全力籌辦這項盛會，竭誠
歡迎全國原住民族運動菁英的蒞臨，預祝各位勇奪佳績，宜蘭歡迎您！ 

※ 本文摘錄自110年全國原住民運動會網站
https://110sport.ilc.edu.tw/public/news_data.aspx?id=162

 
 

12

https://110sport.ilc.edu.tw/public/news_data.aspx?id=162


                                                   

員工協助方案

本府訂於110  年  3  月  18  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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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邀請陳怡婷心理諮商師講授，歡迎本府
及所屬機關學校同仁踴躍參加。

110年宜蘭縣政府考試錄取分發新進人員研習班

本府訂於110  年  3  月  23  日（星期二）、  3  月  26  日（星期五）、  4  月  9  日（星期  
五）  及  4  月  14  日（星期三）  辦理「110  年宜蘭縣政府考試錄取分發新進人  
員研習班」，為充實考試錄取分發新進同仁所需工作知能，使考試錄取
分發新進人員認識本府組織業務概況、具備法令與政策基礎知識，建立
正確態度與價值觀，並遵循縣長「拚出宜蘭好生活，民生經濟最優先」
之縣政願景，加速融入縣府團隊，助於業務推行，提升為民服務品質。

110年宜蘭縣政府中階主管研習營

本府訂於110  年  3  月  25  日（星期四）  及  4  月  1  日（星期四）  辦理「110  年宜  
蘭縣政府中階主管研習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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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能力與政策規
劃知能，使本府中階主管增加縣務推動與縣政發展與願景等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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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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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舊歲、迎新春！縣長走訪縣府各處室發送牛年紀念紅包
及員工春節禮券              

農曆春節前最後一個上班日（2月9日），縣長林姿妙走訪縣府各處室向同仁辭
歲拜年，發送牛年紀念紅包及員工春節禮券，與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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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大家新年快樂，牛年行大運，勉勵同仁在新的一
年共同打拚，實現縣民的託付與期待。

另外，正值防疫期間，縣長亦提醒同仁注意身體狀況及採行適當防疫措施，出
入公共場域活動時，務必保持安全社交距離、佩戴口罩並進行手部消毒，以降低可
能傳播病毒之風險，保障自己、也保護親友及周遭人員的健康。 

縣長親至各單位贈予同仁牛年紀念紅包及員工春節禮券，向同仁辭歲拜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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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國防教育宣導

軍史故事系列：戰史輝耀古寧頭

「沒有金馬，就沒有臺澎」，民國 38 年 10
月底的古寧頭大捷，這場僅僅 3 天的戰爭雖然時間
不長，卻是一場攸關臺灣命運的重要戰役，古寧頭
大捷不只鞏固了金門地區的防線，振奮了軍心士氣
，更影響了國際視聽，可以說是奠定了臺灣海峽現
今和平穩定的基礎。為使官兵瞭解當年戰役始末，
以及對臺海和平的貢獻，一同回顧這場戰役的始末
與時代意涵，加深全體官兵對戰史的認識與了解，
珍惜、捍衛得來不易的和平。

 
 

                                
影片連結網址：                         
https://youtu.be/5qhfSCZuv_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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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全民國防教育高中（職）暨
大專院校組海報甄選得獎作品 \第
一名陳竺萱

 

 

https://youtu.be/5qhfSCZuv_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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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合群，但千萬不能盲從，為什麼錯誤擺在眼前，大家卻選擇視而不見
？在真偽難辨、虛實難分的世界，如果不想被操弄，一定要了解什麼是──
異見。

　　在日常生活中，因為重視和諧，讓我們不敢直接挑戰多數人、主管或權威
的意見。睜一支眼閉一隻眼，選擇沉默的結果，小則人云亦云、隨波逐流，大
則影響決策品質或判斷錯誤，造成無法彌補的遺憾。
　　作者Charlan Nemeth發現：在團體中，只要有人開始提出不同的意見，
就能激發成員獨立思考的能力，更願意說真話，帶動更好的討論氣氛和解決問
題的能力。本書透過實例說明從眾心理的危機和盲點。唯有當每個人都被賦予
表達立場的勇氣，多元、開放、自由的價值才會真正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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