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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主管及一級機關首長職務異動一覽表（110.01.01-110.01.31）

府內異動                  

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到（離）職日期

游宏隆 本府民政處處長 本府參議 110.01.25

吳志宏 本府勞工處處長 本府民政處處長 110.01.25

林文裕 無 本府勞工處處長 110.01.25

謝麗蓉 本府教育處督學 本府教育處副處長 110.01.25

廖憶如 本府社會處專員
本府社會處兒少及婦女

福利科科長
110.01.29

林昭滿
本府社會處兒少及婦女

福利科科長
本府社會處社會工作科

科長
110.01.29

簡碧君
本府社會處社會工作科

科長
本府社會處專員 110.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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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福利相關函釋

一、支領或兼領月退休金人員於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下稱退撫法)公布施行之
日起1年後死亡，其符合擇領遺屬年金條件之遺族，如係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請
領月退休金者，不適用退撫法第45條第4項規定，即遺屬如依勞工退休金條例
請領月退休金，仍得選擇支領遺屬年金。請各發放機關配合清查所屬支(兼)領
月退休金人員之遺族，如符合旨揭令規定且已經銓敘部審定支領遺屬一次金者
，得重行選擇改支領遺屬年金，請通知當事人得依遺屬金申請程序提出變更遺
屬金種類之申請；惟該等申請改領遺屬年金者，應先返還原發之遺屬ㄧ次金始
得改支。檢送銓敘部民國109年12月17日部退三字第10953082071號令影本1份
，請查照並轉知所屬。
（檢附銓敘部109年12月17日部退三字第10953082072號函及其附件影本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2LIX6NSC3w2QFcnGUdpZ6sMoIqTk6IZ2/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UIQu8NIIEOPGBVPD7xnODWpunH59EusI/view?usp=sharing）

二、行政院訂定「一百零九年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自即日生
效，請查照。

109年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標準為1.5個月，並於春節前10日(110年2月2日)一次
發給，相關發給應注意事項請參閱附件。
（檢附行政院109年12月24日院授人給字第1096300002號函及附件影本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dFoNeTnE-xv88FqSL28dmA6hmp4d2BHa/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6p_9TFNrf3iylBxKWBi4dU2e0xatUqj/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cl5f1sPvDgpAXzrqwj1Bo7YmUwl5h3IM/view?usp=sharing）

三、教育部訂定「一百零九年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年終工作獎金發給補充規
定」，自即日生效，請查照。
（檢附教育部110年1月13日臺教授國字第1090167026號函影本及附件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C3Bj1JjgD6oJUW3r1e_WQWKtYFY9mghF/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ezV3uwHLODJJpTBwow9idbp030LzrC1K/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LotpTieHOrdcFu1DupnjOtfrrM5E6qtC/view?usp=sharing）

四、支(兼)領月退休金人員，於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公布施行起 1年
後死亡，其符合擇領遺屬年金之遺族，如係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請領月退休金者
，請依教育部110年1月20日臺教(四)字第1090183459B號令規定辦理。爰請各
發放機關配合清查並通知所屬支(兼)領月退休金教職員之遺族，如符合上開規
定且經本府審定支領遺屬ㄧ次金者，得於返還原發之遺屬一次金後，依遺屬金
申請程序提出變更遺屬金種類之申請。檢送「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
例」第45條第4項規定之解釋令1份，請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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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教育部110年1月20日臺教人(四)字第1090183459C號函及其附件影本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kEi9772YHdJuNWNgAq_WpjIA6S5o04a2/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ufz91U5ZO1MNZKG_qbJrb_57cbdXdkGd/view?usp=sharing）

差勤宣導

各機關於110年農曆春節連續假期前、後  1  日  上班日，請確實控留人力，以維持政
府服務品質。
（檢附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10年1月4日總處培字第1100010086號函影本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2pAXI7J7i_WczhCX-aKIFALqJBr0STN8/view?usp=sharing）

考績宣導

為利各機關報送考核期間全無工作事實不辦理考績（成）人員資料，銓敘部業於
銓敘業務網路作業系統增修相關功能並自即日起上線，請依該部書函辦理。
（檢附銓敘部110年2月1日部銓一字第1105320592號書函影本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bfDe1ZfZZvrSCUulVrh6M8bgeAXYYnY3/view?usp=sharing）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宣導

【銓敘部109年2月10日部法二字第1094898588號函】

Q：公務人員在公民投票程序中應恪守之行政中立規範為何？
A：
一、依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下稱中立法）第10條規定：「公務人員對於公職人

員之選舉、罷免或公民投票，不得利用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要求他
人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同法施行細則第7條規定：「本法第10
條公務人員對於公民投票，不得利用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要求他
人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之規定，包括提案或不提案、連署或不連署
之行為。」

二、次依中立法第9條規定：「（第1項）公務人員不得為支持或反對特定之政
黨、其他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從事下列政治活動或行為：一、動用行政
資源編印製、散發、張貼文書、圖畫、其他宣傳品或辦理相關活動。……
（第2項）前項第1款所稱行政資源，指行政上可支配運用之公物、公款、場
所、房舍及人力等資源。……」揆其意旨，係考量公務人員應注意其身分之
特殊性，並考慮其職務上之義務，對政治活動應自制，應保持中立之態度，
爰具體規定公務人員不得從事之政治活動或行為，並明定所稱「行政資源」
之範疇，以期明確。復依公務員服務法（下稱服務法）第5條及第19條規
定，公務員應謹慎勤勉，且非因職務之需要，不得動用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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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茲以公務人員應忠實推行政府政策，服務人民。對於公民投票案自應保持行
政中立，依服務法第5條、第19條及行政中立法整體規範意旨，公務人員除
應遵守中立法第10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7條規定外，亦不得「動用行政資
源」、「利用職務關係」、「影響公務執行」或「使用職銜名器」支持或反
對特定公民投票案（包含公民投票之提案、連署及投票）；又參照中立法第
9條第2項規定，所稱行政資源，係包括行政上可支配運用之公物、公款、場
所、房舍及人力等。

修正天然災害停止上班上課作業Q&A（110年1月修訂版）

一、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10年1月13日總處培字第11000108571號函辦理。
二、檢送修正之「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Q＆A（問答資料）」，請查照轉

知並即早熟悉相關規定。
（檢附天然災害停止上班上課作業Q&A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jFER-gOiLjf2tVYKot-KP0dkohNtPCO5/view?usp=sharing）

公務人員兼職規定宣導

◆銓敘部修正「公務員經營商業及兼職情形調查表」

（本府110年1月18日府人考字第1100009037號函諒達）
一、依據銓敘部110年1月15日部法一字第1105315400號函辦理。
二、配合時代需要及社會環境變遷，為期公務員行為義務規範更臻合宜，銓敘部

於108年定期編修「銓敘法規釋例彙編」時，就原彙編（106年12月版）所收
錄之服務法相關解釋通盤重行檢討，並停止適用部分解釋，是為免誤續援用
相關解釋，銓敘部修正「公務員經營商業及兼職情形調查表」，將各檢查事
項之備註欄位及內容均刪除，並增修表末填表說明，嗣後辦理所屬人員及新
進人員經營商業及兼職情形調查時，以上開修正後之版本為準，並應參閱銓
敘部最新銓敘法規釋例。

（檢附公務員經營商業及兼職情形調查表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cxbQIDeujDmhSTxD27_y-O2hPd9e0VEo/view?usp=sharing）

防疫宣導

 全球COVID-19疫情嚴峻，為降低國內感染風險，請加強宣導民眾並督導轄內

機關（構）落實防疫措施。
一、依據本府110年1月18日府授衛疾字第1100000909號函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110年1月11日肺中指字第1103700016號函辦理。
二、前因國內COVID-19疫情緩和，鼓勵民眾遵行防疫新生活，落實勤洗手、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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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保持社交距離等防疫規範，續因應國外疫情升溫，境外移入個案增
加，國內感染風險提高，爰自109年12月1日起實施秋冬防疫專案，民眾進入
八大類高感染傳播風險場域，須強制佩戴口罩，以嚴守社區防線。

三、因民眾積極配合上開防疫政策，使得透過飛沫、接觸傳播的傳染病疫情低
緩，惟近期類流感、腸病毒就診人次呈緩升趨勢，顯示民眾之警覺似有鬆
懈，致日常防疫行為之落實度下降，恐提高COVID-19之傳播風險。

四、基此，為有效防範COVID-19於社區傳播，請加強下列防疫作為：
（一）結合社區防疫資源及透過多元衛教管道，加強宣導民眾落實正確勤洗手、

於公共場所儘量與他人保持社交距離(室內1.5公尺、室外1公尺)、進入高感
染傳播風險場域應正確佩戴醫用口罩、定期進行環境消毒等。另提醒民眾
如出現呼吸道症狀時，應主動佩戴口罩並避免出入公共場所，落實手部衛
生及咳嗽禮節，以保護自己及家人健康。

（二）請責成所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督導高風險場域之管理人、業者、負責人
善盡管理責任並配合政府防疫政策，加強宣導民眾正確佩戴口罩、落實手
部消毒、體溫量測、實聯制、人數控管，及提高環境清消頻率等防疫措
施，並派員加強稽查，落實違規者裁處。

本府110年組織學習計畫

◆ 為建構本府員工組織學習風氣，加強員工核心能力，提升行政效能，於110年1
月25日函頒「宜蘭縣政府110年組織學習計畫」，請查照並配合辦理。

（本府110年1月25日府人考字第1100014866號函諒達）
一、請各單位（機關）遴薦人員參加訓練時，應考量同仁個別需求及所辦理業務均

衡分派之，避免訓練資源集中於少數人；並加以利用數位學習，使訓練資源有
效普及所有同仁。

二、各單位（機關）應於教育訓練辦理完竣後1週內，將相關資料以電子檔附掛於
本府員工入口網「共用文件」─「縣府文件」─「學習專區」─「教育訓練分
享」專區供閱。

三、本府110年1月份各局處長業務交流會議紀錄主席裁示事項七、公務人員每人每
年最低應達成20小時終身學習時數，未達成者，將作為年終考核之參考。

（檢附本府110年組織學習計畫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34n3X16SfvftFZHKuP03KKfFwyMCspAc/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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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個案）故事人事案例

陞遷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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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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se/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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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促進職場

員工是組織最珍貴的資產，員工的健康幸福，就是組織的競爭力！上班族每天
有超過三分之一的時間在職場，卻經常忙於工作，忘了要注意自身健康。世界衛生
組織表示職場是推動健康促進的優先場所之一，並呼籲重視體位對健康的危害，因
其導致疾病及死亡原因中重要危險因素之一，主要與飲食不當、運動不足等生活型
態有關。

超過 8成職場員工蔬果量吃不夠 半數以上運動量不足
依據國民健康署「106年工作人口健康促進現況電訪調查」發現，國內職場員

工超過 8成(83.0%)每日食用蔬果量未達國民健康署三蔬二果的建議量，半數以上
(53.4%)未達世界衛生組織建議的成年人每週應至少有 150分鐘的中等強度身體活
動量，同時有近 4 成(39.2%)體重超標：24.7%過重(24 BMI<27)≤ 與 14.5%肥胖
(BMI 27)≥ ，根據以上數據顯示，飲食、運動及健康體位是需要被重視的健康議
題。

「職場健康操」搭配「我的餐盤‧均衡飲食」 輕鬆擁有健康好體位
為了鼓勵員工在工作時也能增加身體活動，國民健康署 107年發展「職場健康

操」(內容分為有氧、肌力、高強度間歇坐姿運動、高強度間歇站姿運動及伸展等
五段)，特別針對久坐不動的上班族及空間不足的職場環境，使員工可在椅子上做
健康操，提升身體活動；另外，為了讓民眾以更簡單的方式達到均衡飲食，國民健
康署 107年發展「我的餐盤」圖像概念，透過 6口訣「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
水果拳頭大」、「菜比水果多一點」、「飯跟蔬菜一樣多」、「豆魚蛋肉一掌心」
、「堅果種子一茶匙」，使忙碌的上班族也可聰明吃、快樂動，擁有健康的體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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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影音：
15分鐘上班族健康操（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職場活力動動操（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健康為幸福之始　打造安全健康職場
以製造業「聯合再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竹科廠」為例，該公司以提升安全工作

環境、創造優質安全文化為經營理念，並積極參與各項活動回饋社會，朝國際化腳
步邁進。該公司的職場健康促進推動特色為「健康體位揪團減重」，利用團體激勵
與督促的機制完成減重目標，包括每週至少運動 5天，每次 30分鐘，以及天天 3
蔬 2果、運動飲食集點卡等，激勵員工從飲食、運動等方面保持健康好體位。

為促進職場員工健康，國民健康署自 96年起成立北、中、南三區健康職場推
動中心，持續結合地方政府衛生局(所)輔導職場推動各項健康促進議題。另隨著近
年來智慧科技進步，健康署開始運用智慧化健康促進服務，強化個人行為及社會連
結(social connection)，貼近職場員工生活型態，運用智慧科技之服務模式提供健
康飲食、身體活動等智慧化健康促進服務。

職場健康促進好處多 提升職場效能 守護員工身心健康 
國內外研究證實，推動職場健康促進對公司與員工好處多多，包括可降低員工

離職率及病假率並提高生產量及產品品質，減少醫療健康保險支出及工作意外；降
低員工工作壓力、增加工作滿意度並改善員工健康，提升企業形象和競爭力等，其
效益更可以擴大至家庭與社區。

以榮獲 105年北區「績優健康職場--健康標竿獎」的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為例，該公司結合臺北市政府衛生局之建構智慧健康生活政策，由總經理指示
規劃「新光 i健康」血壓及體脂量測小站廣設於各樓層，並透過手機 APP軟體，
使員工可自行查詢/紀錄量測數值，健康管理師透過雲端進行健康關懷及管理；另
規劃『全方位身心靈照護體系』，結合各類醫療專業人員採行「事前預防、事中協
助、事後關懷」整體照護機制，除提供員工 EAPs(員工協助方案，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小卡、線上諮詢及 skype帳號、面談預約專線、團體諮商課
程、EAP關懷報外，更提供 24小時不限次數免費諮詢專線、個案轉介、新人訓職
場幸福學及企業紓壓日活動等服務，守護員工之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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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本府員工協助方案（EAP） 新增職業安全衛生評估
參酌職業安全衛生法，於原有之心理健康預防、職場暴力處理作業流程之建立

外，增加「人因性肌肉骨骼症狀」、「過勞」、「母性健康」等職場安全衛生評估
，每二個月定期聘請職業安全衛生專業醫師為本府同仁進行評估。（相關表件見計
畫附件9至附件9-6）

※ 110年員工協助方案實施計畫及相關附件請參閱人事處網站-員工協助方案專區
https://personnel.e-land.gov.tw/cp.aspx?n=30F1844D1B3DBE5D
本文摘錄自衛生福利部焦點新聞 https://www.mohw.gov.tw/np-16-1.html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https://www.ilosh.gov.tw/

新春防疫不間斷 多吃蔬果健腸樂

國際COVID-19疫情仍在高峰，請民眾保持警覺，配合防檢疫措施
籲請民眾自國外入境時，如有發燒、咳嗽等不適症狀，應主動通報檢疫人員，

並配合防疫措施；入境後應落實居家檢疫，期間如出現疑似症狀，請主動聯繫衛生
局或各縣市關懷中心，並依指示就醫，勿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就醫時請告知醫師旅
遊史、職業別、接觸史及是否群聚(TOCC)，以供及時診斷通報。

民眾出入醫療照護、公共運輸、生活消費、教育學習、觀展觀賽、休閒娛樂、
宗教祭祀及洽公機關(構)等八大類高感染傳播風險場域，因不易與他人保持社交距
離，且會近距離接觸不特定對象，請務必佩戴口罩，並應落實勤洗手、咳嗽禮節等
個人衛生習慣，以降低感染風險。疫情危機尚未解除，仍請做好以下防疫措施，保
護自己也守護他人： 

1. 保持手部清潔

2. 定期量體溫

3. 人多時戴口罩

4. 保持社交距離

5. 出入實聯制

6. 定期清消環境

防疫等級再提升 安心返鄉好過年

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因應近期衛福部桃園醫院發生群聚感染事件，加上農曆

春節將屆，交通部政務次長王國材 1月 27日邀集路、海、空
及雙鐵等單位召開應變會議，為因應近期疫情及配合指揮中
心秋冬防疫專案，針對大眾運具提升相關防疫等級如下：

1. 自110年2月1日，民眾於高鐵、臺鐵(觀光列車除外)、公路

客運、船舶(固定餐飲區域除外)、航空器(國際及兩岸航班
除外)等運具內、或郵局營業區域內禁止飲食，若因生理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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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須喝水、服藥、哺乳，應於食用完畢後儘速佩戴口罩。

2. 於前項除外範圍內有飲食需求者，在與不特定對象保持社交距離或有適當阻隔
設備之情形下，得暫時取下口罩飲食。

3. 針對高鐵及臺鐵車票銷售部分，自 110年 2月 8日至 2月 16日春節期間，高鐵
取消自由座服務，改全車對號座銷售；臺鐵城際列車限制銷售站票數，每列次
至多發售 120位(每車廂至多 15位)。

4. 自 110年 2月 8日至 2月 16日春節期間，航空站、臺鐵、高鐵、客運、國道服
務區、海運、觀光場域清潔消毒頻率將加倍加強處理。

5. 「秋冬防疫專案」期間，臺鐵、高鐵各車站大廳暫停或延期租借，並停止辦理
各項活動，以避免群聚活動。

交通部再次呼籲，因近期新冠肺炎疫情日益嚴峻，加上春節連續假期將至，預
料將湧現返鄉人潮，請國人務必配合搭乘大眾運輸量體溫、戴口罩及遵守飲食相關
規定，做好自我防護，保護自己也維護他人健康。

國道服務區措施
為因應即將來臨的春節連假車潮，高公局主管率同食品衛生、經營行銷管理及

消費者團體代表等相關領域專家學者組成督導委員會，逐一考察各服務區營運服務
情形，並就顧客服務行銷、場站防疫作為、食品衛生安全及豬肉商品來源產地標示
等重要項目，以嚴格的標準要求服務區經營廠商進行加強。此外，高公局建管單位
也針對國道各服務區營業場所建築物出入口、逃生通道、走廊、樓梯等防火避難等
設施，實施無預警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讓用路人在服務區停留休憩時，放心消費
、安心食用，平安返鄉。

高公局表示，在這一波春節疏運中，將攜手與服務區經營廠商加強各服務區停
車場出入口指引標示，彈性實施尖峰時段機動調度停車區位，並加派交通指揮人員
引導，呼籲用路人配合交通指揮人員的疏導及 1968停車座標服務資訊，讓停車動
線更順暢，減少停、等、找車位的時間。

為避免冬季疫情捲土重來，高公局將持續投入資源防疫，除要求服務區須每日
進行量測體溫、針對場站各項公共服務設施，增加清潔及消毒頻率，並加強宣導防
疫之重點外，也提供多項貼心的服務，如公廁洗手檯提供溫水洗手、天冷時供應熱
茶、道農市集、駕駛人休息室、全區無障礙環境、手機充電、漂書站等，歡迎用路
人來服務區體驗服務區的用心。

少紅肉多蔬果　牛年「腸」樂好健康
新年期間少不了公司聚餐、親友團聚、尾牙和春酒等，若天天放縱大吃，罹患

大腸癌的風險恐怕會大幅上升。國民健康署提醒民眾，新春飲食少紅肉多蔬果，牛
年健康又「腸」樂！
健康選擇我做主 享受大餐沒負擔

享受年菜時，最好選擇當季新鮮、顏色豐富且富含纖
維的蔬菜水果，且減少紅肉及加工肉品（煙燻、鹽漬或以
亞硝酸鹽加工）的攝取，改以魚肉、瘦雞肉代替紅肉，把
握少油、少鹽、少糖的原則，讓你不增肉還能減少罹患大
腸癌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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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多運動 減少腸癌又塑身
世界衛生組織指出，21%-25%的大腸癌可歸因於身體活動不足，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響，降低民眾外出活動的意願，可能增加罹患大腸癌的風險，建議民眾培養
固定的運動習慣，邀請親友一同運動，即使不外出，也可以居家運動，不僅能瘦身
苗條、增加親友相聚時光，還能降低大腸癌罹患風險，一舉數得。
定期篩檢降低3成5死亡率 「腸」命百歲過好年

有鑑於88%大腸癌發生於50歲以上的民眾，國民健康署呼籲50歲以上至未滿
75歲民眾，可多利用國健署所補助的每2年1次的定量免疫法糞便潛血檢查，趁著新
年團聚時刻，提醒身邊親友定期接受大腸癌篩檢，有機會找到癌前病變，降低35%
大腸癌死亡率！若糞便潛血檢查結果呈陽性時，及早至大腸直腸外科、腸胃肝膽
科、消化腸胃系內科或一般外科接受大腸鏡檢查，才能達早期發現、早期治療的效
果。
「腸」道健康4要素

新年假期想到美食就令人垂涎三尺，宅在家裡看新春節目又享用美食的同時，
國民健康署呼籲民眾，大腸癌許多的危險因子多半和生活作息有關，包含紅肉、加
工食品、低纖維飲食和肥胖等，把握以下4要素，新春遠離大腸癌。

1. 少紅肉  ：國際癌症研究總署指出，每天攝取超過50克的加工肉品或100克的紅肉
（豬、羊、牛）會增加17%罹患大腸癌的風險。

2. 多蔬果  ：靈活運用國健署「我的餐盤」均衡飲食口訣「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
水果拳頭大、菜比水果多一點、飯跟蔬菜一樣多、豆魚蛋肉一掌心、堅果種子
一茶匙」。

3. 多運動  ：肥胖的人罹患大腸癌的風險，比一般人高出1-2倍，而21%-25%的大
腸癌可歸因於身體活動不足，保持規律的運動習慣，除了降低罹患大腸癌風險
還能塑身，有益健康。

4. 要篩檢  ：大腸癌好發於50歲以上的民眾，隨著年齡增加發生率也會隨著攀升。
而研究證實定期每2年接受1次糞便潛血檢查，可有效降低35％大腸癌死亡率。

※ 本文摘錄自衛生福利部焦點新聞https://www.mohw.gov.tw/np-16-1.html
中華民國交通部新聞稿區https://www.motc.gov.tw/ch/home.jsp?id=14&parentpath=0,2

13

https://www.motc.gov.tw/ch/home.jsp?id=14&parentpath=0,2
https://www.mohw.gov.tw/np-16-1.html


本府獲頒109年度行政院所屬及地方主管機關推動員工
協助方案成效力評估縣市政府組優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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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國防教育宣導

軍史故事系列：高空勇者—黑貓中隊

二次大戰後，我國為確保臺海和平，積極從事
建軍備戰，並與美方合作，進行各種情資蒐整。其
間美方提供U2高空偵察機等設備，由我方派遣飛
行員，深入中國大陸各地進行高空偵照任務。於民
國49年11月在空軍桃園基地成立空軍第三十五中
隊，以「空軍氣象偵查研究組」名義編組，亦稱
「黑貓中隊」。

從50至63年間，有28位飛行員執行220次偵照
任務，任務涵蓋面積一千餘萬平方公里，遍及中國
大陸30餘省，10位飛行員英勇殉國，黑貓中隊用生
命報效國家，以血淚鑄寫青史。本節目專訪「疾風
魅影－黑貓中隊」紀錄片導演及前35(黑貓)中隊隊
員沈宗李教官等2員接受華視主播專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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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zau0eKn29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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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是一種釋放訊號的機制，讓我們得以協調彼此行動、達到平衡點，創造
最大優勢！

本書以人性的直覺思維模式著手，搭配多項實驗成果與研究案例，將帶
領讀者學會：
●精準判斷局勢-了解情緒在社會情境下扮演的角色，更準確判斷局勢，知道

該合作互惠，還是競爭勝出。

●高品質決策-情緒跟理智機制實際上是共同運作、互相支持。許多時候靠情

緒或直覺做出的決定，比嚴謹分析後所做的決定，來得更有效率、品質更
好。

●提高勝算-情緒是一項有效、精巧的工具，能夠與理性面平衡互補。最終擁

有優勢的不是僅靠理性運作的人，而是感性與理性兼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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