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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內異動

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到（離）職日期

徐元俊 本府地政處專員 本府農業處農務科科長 111.09.15

其他情形

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到（離）職日期

賴秐蓁 本府政風處科員 羅東地政事務所政風室主任 111.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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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各機關職稱及官等職等員額配置準則
考試院會同行政院民國111年9月23日修正發布之各機關職稱及官等職等員額配置準
則第8條及第5條附表三。
【依據銓敘部111年9月30日部法四字第1115492889號函辦理、本府111年10月3日府
人組字第1110154520號函諒達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iFGfvyfX7iZgfzoTfb2NGPPPj0o-BctJ/view?usp=sharing】

退休福利相關函釋
一、行政院配合組織調整新設機關，修正「公務人員專業加給表（二十）」，並溯

自111年8月27日生效，轉請查照。
【檢附行政院111年8月26日院授人給字第11140014282號函影本及修正後「公務
人員專業加給表（二十）」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Uy76qdFwJn-Jzt5FqrQuC6qi48fpHgN2/view?usp=sharing】

二、各機關辦理亡故公務人員因公撫卹案件之事前審核工作時，應協助遺族取得病
歷資料，以提升撫卹申請程序對遺族之友善，請查照。
【檢附銓敘部111年9月19日部退五字第1115476705號函影本及附件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lQLL6e9aPMwPTUD58mxoQGCBiFe5caE1/view?usp=sharing】

差勤宣導
一、考績委員會委員於任期中辦理留職停薪之處理方式一案。
【依據銓敘部111年9月8日部法二字第11154887861號函辦理、本府111年9月13日
府人考字第1110142841號函諒達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F4e4h4DSemdTSfp-ax1L9RbPXpB9htOW/view?usp=sharing】

二、教師於聘任前發生得依教師請假規則規定給假之事實，於聘任後如何給假事宜
，請依教育部函釋辦理，並溯自111年8月1日起生效一案。
【依據教育部111年9月21日臺教人（三）字第1110089077號函辦理、本府111年9
月23日府人考字第1110148151號函諒達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AfvAml_c51CpKoP-jXCca9a2Tnxpr7UM/view?usp=sharing】

三、本府及所屬二級機關、本縣各鄉（鎮、市）公所及代表會自111年10月1日起至
同年12月31日止試辦「加班餘數合併計算方案」。

（一）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下簡稱人事總處） 111年8月8日總處培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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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027881號函、109年12月10日總處培字第1090047173號函及本府人事處
111年8月25日第1110122729號簽辦理。

【本處111年8月21日府人考字第1110122729號函諒達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Yw-pxuW7LscsxTkUDWoGT_XM9ynNYs6o/view?usp=sharing】

（二）查人事總處前揭通函以，有關公務人員同一月份加班未滿1小時或超過1小時
之餘數，得合併計算，並由各主管機關自行評估所屬機關是否試辦，聘僱人
員亦比照辦理；有關差勤管理系統調整方式，應符合「加班餘數合併規則」
，並由各機關依其系統架構規劃調整。

（三）本府採自行研發之差勤電子表單系統，並依人事總處「加班餘數合併規則」
完成系統功能整備，為測試評估實際運作情形，爰自111年10月1日起試辦「
加班餘數合併計算方案」，說明如下：

1.試辦期間：111年10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
2.試辦對象：公務人員  及  聘僱人員  ，排除輪班輪值人員  。
3.試辦機關：本府及所屬二級機關、本縣各鄉（鎮、市）公所及代表會（按：
即本府「差勤電子表單系統─縣府版本」適用機關，如附件1）。

4.加班餘數合併計算規則（如附件2）：
（1）加班餘數合併計算至「時」，並按月結算。
（2）一般加班與專案加班之餘數每日分別依序向下合併，至月底時兩者尚未

合併之餘數再合併累計。
（3）以合併至「時」之當日為補休起算之始點，或以該日之時薪計算該時數

之加班費（如：10月1日加班30分鐘，10月20日加班30分鐘，經合併為1
小時，以10月20日為補休起算之始點，或以該日時薪計算該合併1小時時
數之加班費）。

（四）有關試辦對象111  年  9  月  30  日前之加班，仍依現行規定辦理（餘數不予合  
併），請於  111  年  9  月  30  日前完成加班申請作業  ，以免系統判讀錯誤。

（五）本府所屬一級機關及學校尚未納入試辦，嗣後將視人事總處規劃及試辦結
果，再行評估辦理，併予敘明。

防疫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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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行政中立宣導

111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及憲法修正案之複決案投票將屆，重申本府同仁應嚴守行
政中立之原則。

一、依銓敘部111年8月22日部法二字第1115483981號書函辦理。

二、為免同仁不諳「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下稱中立法）致違反相關規定，爰再
次提醒同仁應恪守行政中立，確保依法行政、執行公正及政治中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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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或反對特定政黨、公職候選人。又中立法14條第1項規定，長官（含政務人
員及民選首長）不得要求公務人員從事中立法禁止之行為，以維政府機關行政
中立之公正形象。

三、為利各機關對個案行為適法性之判斷，銓敘部已將中立法相關釋例及問答集登
載於該部全球資訊網（服務園地/文件典藏/銓敘法規釋例彙編；服務園地/常見
問題/法規司），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業製作「公務人員行政中立實務
案例宣導手冊」，請多加參閱。

四、另檢附上揭宣導手冊之常見案例三、案例五及案例九（如附圖）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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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個案）故事人事案例

差假管理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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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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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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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失智症
失智症是用來描述一種漸進式功能退化症狀的名詞。當醫師診斷病患罹患失智

症時，這表示病患可能出現了明顯的記憶力衰退、智力喪失、思考障礙、社交及情
緒功能障礙以及出現異常的行為等症狀。

通常我們會發現病患最早出現的症狀是經常遺忘最近發生的事情，以及有困難
去處理日常生活作息及過去熟悉的工作。對病患本身可能出現個性改變、行為改變
、失去判斷力、說話時找不到合適字眼來表達、思考障礙或是對於一些指示無法遵
從等。

失智症有許多不同類型，最常見的是退化性失智症，其中最常見的是阿茲海默
氏症（Alzheimers Disease），另外還有路易氏失智症（Dementia with Lewy
Bodies）及額顳葉失智症（Frontotemporal Dementia）。阿茲海默氏症是一種大腦
漸進式退化（neurodegeneration）的疾病，它侵襲大腦中對於思考、記憶及語言的
部分。這種疾病的發生是漸進式的，同時病患的病情也是慢慢的變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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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症狀～失智症十大警訊
失智症的早期症狀通常是模糊不清且不會立即被發現。通常病人看起來只會有

一些記憶上的問題，尤其是近期發生的事件特別容易忘記。

很多症狀和失智症很像但不表示這個人得了失智症，中風、憂鬱、酒精中毒、
感染、賀爾蒙障礙、營養不足和腦瘤都可能有類似症狀，大部分都是可以治療的，
所有這些症狀時要及早就醫。只有專門的醫生才能診斷，若診斷確立，就要開始去
尋找可協助的資源。

9



失智症診斷與治療
【儘快就診】

若懷疑有失智症，應儘快至醫院尋求診斷。診斷失智
症的醫師可以是精神科醫師、神經內科醫師或是記憶門診
的醫療專業團隊。建議家人可以進一步了解疾病相關知識
與照護技能，藉家屬支持團體、照護諮詢中心、照護諮詢
專線等資源尋求協助。
【診斷】
一、智力測驗：臨床上會用簡易智能量表（MMSE）先作初步檢查，臨床心理師會

做更進一步精細的智能評估。
二、生理檢查：要診斷是否有失智症，醫生要先排除造成假性失智的其他生理疾病

，以及經由精密的檢查知道失智症的成因才會下診斷，通常會安排的檢查有腦
波（EEG）、電腦斷層（Brain CT）及核磁共振（MRI）等。

【治療】
一、藥物治療：在治療阿茲海默症的藥物主要有膽鹼酶抑制劑及 NMDA受體拮抗

劑，希望能減緩患者心智功能退化的速度，另外，其他藥物包括抗精神病藥物
、抗憂鬱劑等，用於改善患者精神行為症狀。

二、非藥物治療：除藥物治療之外，藉由環境的調整（熟悉的、穩定的、有安全感
的）、活動的安排、溝通方式的改變、認知訓練、懷舊療法、亮光、按摩、音
樂治療、芳香療法、寵物治療、藝術治療等非藥物照顧方法，也能改善失智患
者精神行為症狀。

預防失智症
依據近年來歐美的幾個長期追蹤研究，阿茲海默症可能早在患者出現症狀 20

年前，大腦即開始產生病變。因此，預防失智行動要及早開始。隨著研究的進展，
我們應積極在生活中增加大腦保護因子（趨吉），同時減少危險因子（避凶）！以
降低罹患失智症風險、預防失智症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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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智友善台灣
依衛生福利部研究結果顯示 65歲以上老人失智症盛行率為 7.78%，推估目前

台灣約有 29萬名失智者，其中 8 成 5 的失智者居住在社區，這些長輩們依然維持
其過往的生活方式，部分輕微失智症者還能自行外出散步、商店購物、搭乘公車或
參與各類型的活動。但因疾病造成大腦認知功能改變，例如注意力、時間定向感、
語言與計算能力、判斷與解決問題等能力衰退，容易使失智症者遭遇到人身安全、
走失、財務管理等困境。

失智者的外表常與一般人無異難以辨識，因此，在社區的民眾及第一線工作人
員，遇到疑似失智者時，往往會猶豫如何給予即時關懷與協助；其實，只需透過 5
個簡易實用的「失智友善溝通技巧」，你我都可以輕鬆幫助失智者，而這 5 個技巧
也是我們面對長輩時可應用的方法，讓所有長輩及失智者在社區更自在、安全的生
活。
失智友善從心出發

面對眼前疑似失智者時，建議持著平等及包容的心態，提供良好的友善服務，
減緩失智者不安的情緒，並有效協助其完成此趟行動與任務。
一、微笑面對（Smile）：微笑面對失智者，簡單介紹自己及問候對方，初步瞭解

其前來之目的並提供所需的指引。
二、說聲謝謝（Thanks）：完成服務後，感謝失智者配合規定及協助辦理事項。
三、眼神接觸（Eye Contact）：宜採平視的角度，注視著失智者進行溝通對話。
四、擁抱當下（Embracing the moment）：當失智者表達非事實的觀點或想法時，

不須立刻糾正或爭執，掌握其當下需求為重。
五、耐心傾聽（Patience）：耐心傾聽失智者的話語或提問，並放慢速度回答。
有愛無礙～失智友善社區

國民健康署自 107年起推動營造失智友善社區，倡議失智者人權及促進其社會
參與，營造失智友善社會及物理環境以接納包容失智者。國民健康署期許透過政府
政策與縣市社區之推廣合作，積累社區民眾、第一線工作人員的點滴善意及行動，
打造臺灣守護失智者的社會網絡，營造失智者及其家屬都可以安心微笑的失智友善
國度。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https://www.hpa.gov.tw/Home/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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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兼辦人事業務人員研習
本府於111年9月15日（星期四）至16日（星期五）在多媒體簡報室及宜蘭縣史

館會議室辦理本縣111年兼任兼辦人事業務人員研習（行政機關及學校場次），除
本縣外，基隆市境內學校、教育部、內政部及交通部所屬機關等亦派員參訓。本次
研習邀請本府人事處處長黃水桐、迦勒文創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執行長伍文海、本府
人事處人力科科長王虎存、考訓科科長黃能鋒及福利科科員陳文堅擔任講座，分別
講授人事業務人員應有的角色與作為、工作與生活平衡-職場如何做好家庭時間管
理與經營、任免遷調相關議題、公務人員考核獎懲及差勤服務概要及公教人員退撫
案件實務作業研討等課程，合計92位學員參與。

本府人事處處長黃水桐從實務層次講授人
事人員應有角色與作為，分享豐富公務生
涯經驗

迦勒文創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執行長伍文海
講授工作與生活平衡-職場如何做好家庭時
間管理與經營，活潑生動

本府人事處人力科科長王虎存講解任免遷
調相關議題，條理分明

本府人事處考訓科科長黃能鋒講述公務人
員考核獎懲及差勤服務概要，鉅細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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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人事處科員陳文堅講授退撫案件實務
作業，深入淺出、講述條理清楚

學員上課情形一隅

宜蘭縣政府111年政策傳達與民主價值研習班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學院與本府於111年9月15日（星期四）假本

府文化局演講廳合辦2場次「政策傳達與民主價值研習班」，各場次講座及講題分
別為文化部李專門委員良文「文化藝術產業政策專題」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郭科長
鎧珶「食農教育政策專題」，合計137人次參訓，講師於課堂中詳細解說當前政府
重大政策推行內容，提昇同仁對於現行施政方向的正確認知。

講座詳細說明「文化藝術產業」政策內涵 農委會業務承辦人遠端連線開場

宜蘭縣政府111年中高階主管研習班
為強化中高階主管領導力，提昇團隊能量，並加強跨單位間溝通協調，本府於

111年9月22日（星期四）辦理2場次「中高階主管研習班─管理領導實戰專題」課
程，邀請經濟部水利署賴署長建信主講，共94人次參訓，講師在領導統御方面具備
豐富經驗，藉由分享實務案例，讓參訓學員多所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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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長蒞臨向講師及學員致意 學員專注聆聽講座分享案例

講師邀請學員發表個人想法與經驗

人事成長營
本府人事處於111年9月30日（星期五）下午2時辦理111年度人事成長營第5場

次，邀請本府人事處科員吳睿中講授「不休假加班費、年終及考績獎金法規與實務
探討」課程，本縣所屬機關學校專、兼任人事人員計有45人參加。

本府人事處科員吳睿中講授「不休假加班費、年終及考績獎金法規與實務探討」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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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宜蘭縣各機關員工籃球錦標賽圓滿落幕，成績揭曉！
111年宜蘭縣各機關員工籃球錦標賽於9月5、6日假宜蘭縣立體育場體育館舉行

，這次比賽計有宜蘭縣政府警察局、消防局、環境保護局、衛生局、長期照護服務
管理所、羅東鎮公所、冬山鄉公所、南澳鄉公所、羅東地政事務所、社會處、教育
處、農業處、地政處、建設處、民政處、水利資源處等，總計60支球隊，約計250
人報名參賽。比賽當日，縣長亦親臨現場開球，向各位參賽選手致意，替選手們加
油打氣！

本次比賽經過激烈競爭後，脫穎而出的隊伍分別為：
男子青壯組
冠軍：Top gone（冬山鄉公所）
亞軍：局本部B隊（警察局）
季軍：衛生局

男子公開組
冠軍：瞄子開大GPM（消防局）
亞軍：羅東分局A隊（警察局）
季軍：局本部A隊（警察局）

女子組
冠軍：農民曆（農業處、民政處）
亞軍：鴨子隊（衛生局）

趣味競賽組
冠軍：羅東鎮公所
亞軍：一個字五塊（冬山鄉公所）
季軍：紅鯉魚與綠鯉魚與驢（水資處）
恭喜以上獲獎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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籃球比賽當日，縣長親臨現場開球，向選手們致意、加油打氣!今年籃球比賽參賽隊伍
眾多，競爭相當激烈，選手們各個奮力投入比賽，為團隊爭取榮耀!

111年宜蘭縣各機關員工慢速壘球錦標賽成績揭曉！
今年度宜蘭縣各機關員工球類錦標賽事圓滿結束~

111年宜蘭縣各機關員工慢速壘球錦標賽於9月19至22日假羅東鎮立慢速壘球場
舉行，本次賽事亦為今年度宜蘭縣各機關員工球類錦標賽最後的一場賽事，參賽隊
伍計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宜蘭管理處、海巡署艦隊分署第七海巡隊(蘇
澳海巡)、羅東林區管理處、宜蘭縣政府警察局、消防局、衛生局、羅東鎮公所、
冬山鄉公所、宜蘭地政事務所、羅東地政事務所、地政處、人事處、工商旅遊處、
水利資源處、建設處、交通處、農業處、民政處等，總計13支球隊，約計260位隊
職員報名參賽。壘球比賽首日，縣長親臨現場開球並與參賽隊伍親切互動，鼓舞選
手們比賽士氣！

本次賽事歷經4日賽程激烈競逐，表現優異的隊伍分別為：
甲組
冠軍：羅林慢壘隊（羅東林區管理處）
亞軍：警察局聯隊
季軍：地政人（地政處、宜蘭地政事務所、羅東地政事務所）

乙組
冠軍：消囝仔（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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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軍：羅東鎮公所
季軍：綠也隊（工商旅遊處）
恭喜以上獲獎隊伍！

壘球比賽首日，縣長親臨現場開球，與參賽隊伍親切互動，鼓舞選手們的比賽士氣!歷
經多日賽程，各機關參賽隊伍充分體現團隊合作的凝聚力，參賽隊員們亦在場上展現出
滿滿的活力與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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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國防教育宣導

保防教育單元劇─像極了愛情
明代《深慮論》中提到：「禍常發於所忽之中，而亂常起於不足疑之事」，這

句話充分說明預防工作的重要性，每位國軍官兵平時應具備安全警覺與認知，防範
不法分子對人員、物資器材、設施等從事
心理及實體破壞，或意圖竊取國防、公務
機密資訊；另外對於違常情事要勇於主動
反映、檢舉，以及落實營區安全防護演練
，方能確保部隊整體安全。

鞏固部隊整體安全工作是每位官兵
同仁共同的職責，唯有落實安全維護作為
與遵守保密規範，時時提高警覺，才是最
佳防範之道。

影片連結網址：
https://bit.ly/3UGef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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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來源：擷自國防部政治作戰局影片「保防
教育單元劇─像極了愛情

https://bit.ly/3UGefK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