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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福利相關函釋

一、行政院調增111年度軍公教員工待遇，並溯自111年1月1日生效，請查照。
【檢附行政院111年1月28日院授人給字第11100000011號函及附件（含全國軍公
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及簡明表）影本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iVMDcBaOWfAcOtZ9JM-7vXuIkUiYchGv/view?usp=sharing】

二、行政院調增各鄉（鎮、市）長待遇，並溯自111年1月1日生效，請查照。
【檢附行政院111年1月28日院授人給字第11100000017號函及附件影本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3QZhQt-SJgKFpi3HLD4b3hV_g1rJBhCq/view?usp=sharing】

三、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部分條文修正案，業奉總統111年1月19日華
總一義字第11100002571號令公布，請查照。
【檢附教育部111年2月8日臺教人（四）字第1110008188號函及附件影本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iMdDJGgAnpL-pBEonN_MerEKGbDfRXqX/view?usp=sharing】

四、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部分條文及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部分條文
，業經總統於民國111年1月19日修正公布，請查照。
【檢附銓敘部111年2月9日部退三字第1115419398號函及附件影本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iYOMJakSzsZelQ8LoiE3Y9v-a37hqIWV/view?usp=sharing】

五、配合民國111年1月1日起全國軍公教人員待遇調整，修正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
金費用繳納金額對照表（公教人員），請依修正後之繳費標準繳納基金費用（
含補繳調薪差額），並按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函說明執行「基金
繳納作業系統」版本更新作業，請查照。
【檢附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 111年 2月 9日台管業二字第
1111629933A號函及附件影本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rpjRd3n-q2WXBLAXbzPuxKOeOdGVj9e8/view?usp=sharing】

六、核定宜蘭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約聘僱人員酬金薪點折合率每點為新臺幣
129.7元，並溯自111年1月1日生效，請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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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宜蘭縣政府111年2月11日府人福字第1110021569號函影本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9nMIYgpg7NBdDXPI0yaC50qlZNUV_oel/view?usp=sharing】

七、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第5條、第15條及第40條條文，業經總統於民國111年1
月19日修正公布，請查照。
【檢附銓敘部111年2月11日部退二字第1115419394號函及附件影本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z0VtptRJmmAdtJ6W3zww96G117DZ2B-m/view?usp=sharing】

八、行政院111年1月28日院授人給字第11100000011號函送之「全國軍公教員工待
遇支給要點」附表九說明三（三）文字因有誤繕，爰予更正，檢送修正後附表
九1份，請查照。
【檢附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11年2月15日總處給字第1114000237號書函及附件影本
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befzenOZ-M8p7IHmvNYNJyArnGrlIxRE/view?usp=sharing】

九、有關111年1月19日修正公布之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及公務人員退
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部分條文修正案相關配套作業事項一案，請依教育部函說
明配合辦理，請查照。
【檢附教育部111年2月21日臺教人（四）字第1114200536號函及附件影本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5m_mdlkqK8fyn2d0uN0sjJwC-ceVy2Od/view?usp=sharing

十、配合軍公教員工待遇自民國111年1月1日起調整，檢送「111年度公（政）務人
員退休（職）金其他現金給與補償金每一基數發給數額對照表」，請查照。
【檢附銓敘部111年2月22日部退二字第1115428512號書函及附件影本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rlXOhzZBCjwydQ_Zk7DP2hbvhNZ4PQwk/view?usp=sharing】

差勤宣導

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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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假怎麼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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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課程宣導

本府111年數位組裝課程「必讀課程：政策宣導專區、業務相關專區」及「選讀課
程：UP英語力專區」已上架，歡迎同仁選讀。

一、行政院規定公務人員每人每年業務相關學習時數20小時，其中10小時必須完成
當前政府重大政策（1小時）、法定訓練（環境教育4小時）及民主治理價值
（5小時）等課程，其餘10小時選讀與業務相關之課程。

二、本府為推動數位學習，型塑終身學習環境，於111年2月21日函頒「111年本府
及所屬機關學校數位學習推動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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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下列組裝專區：

【必讀課程：政策宣導專區】計6門課共1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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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

讀

課

程

：

政

策

宣

導

專

區

10

政策能力訓練－政策宣導訓
練－當前政府重大政策 雙語國家政策 1

當前政府
重大政策
（1小時）

政策能力訓練－政策宣導訓
練－環境教育－學校及社會
環境教育

文化臺灣－臺灣經緯與國家發展
（含地方創生）

2
環境教育
（4小時）政策能力訓練－政策宣導訓

練－環境教育－環境及資源
管理

臺灣考古遺址與南島文化 2

政策能力訓練－政策宣導訓
練－性別主流化基礎課程－
性別意識一般通論

解謎性騷擾 2

民主治理
價值課程
（5小時）

政策能力訓練－政策宣導訓
練－性別主流化進階課程－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
約(CEDAW)實務及案例研討

打造職場新天地－CEDAW第11條
「工作平等權利」

2

政策能力訓練－政策宣導訓
練－人權教育

《人權搜查客》從生命權到修復
式司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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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讀課程：業務相關專區】計9門課共1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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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

讀

課

程

：

業

務

相

關

專

區

12

政策能力訓練－政策宣
導訓練－環境教育－自
然保育

海洋保育的迷霧與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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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教育－學
校及社會環境教育

海域遊憩活動安全 2

政策能力訓練－ 政策
宣導訓練－全民國防教
育

全民國防教育─借鏡南韓安保
威脅與全民國防

2
配合本府推動全
民國防實施計畫
需求規劃

機關業務知能訓練(具專
業訓練性質)－醫事

失智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您不
知道

1
配合本府失智症
防治照護行動計
畫需求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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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 

勒索軟體介紹與防護 1

配合本府資通安
全教育訓練需求
規劃

電子郵件社交工程介紹與防護 1

110年政府機關資安威脅與防
護重點

1

自我成長及其他(人文素
養)－心理

幸福捕手有你有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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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劃認識思覺失調及復原之路 1

【選讀課程：UP英語力專區】計4門課共8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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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
讀
課
程
：
UP
英
語
力
專
區

8 自我成長及其他(人文素
養)－語文－英文

第一線櫃檯服務人員英語會話 2 學習英語會話

公務書信基礎英語 2 學習公務書信基
礎英語

英語學習經驗分享 2 瞭解英語學習聽
說讀寫的技巧

免費英語學習APP及資源應用 2
學習運用免費英
語學習APP及正
確的自然發音

5



說（個案）故事人事案例

考試錄取篇-訓練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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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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防治
自殺是國人十大死因之一，自殺的議題存在我們的生活中，每一個人在過去、

現在，或者未來都可能會有自殺的想法。然而，一旦將自殺想法付諸於行動，為家
屬及社會所帶來的衝擊非常大，根據研究，平均一個自殺事件會影響至少六個人。
在自殺想法至自殺行為的過程中，自殺的原因相當複雜，可能的影響因子包括有社
會文化、精神狀態、生理、基因，以及社會壓力，這些因子複雜的交互作用，使得
自殺往往沒有辦法被單一原因所解釋。

對於自殺的多重原因，愈顯自殺行為預防的困難度，如何釐清頭緒幫助自己或
他人解除自殺危險，恐怕是大家最想了解的問題。

自殺信號
意圖自殺的人通常在自殺行為之前會透露一些訊息和警告，根據統計，41%的自殺
身亡者在其自殺之前，會透露想要輕生的訊息，而 69%的人在想要自殺的時候，則
是會發出求救信號。在瞭解自殺問題後，我們可以經由觀察身心狀態或行為表現得
到信號，並提供及時的支持，以避免遺憾的發生：
一、憂鬱、心情低落。
二、退縮的行為，無法與家人及朋友相處。
三、酗酒。
四、異常緊張不安。
五、出現易怒、悲觀、或無感情的人格改變。
六、飲食或睡眠的突然改變。
七、自我憎恨，感到自責、無價值或羞愧。
八、強烈感受孤獨、無助或無望的感覺。
九、突然想要收拾個人事物或立遺囑等。
十、傳遞自殺意念的訊息、規劃自殺計劃。
十一、曾嘗試自殺行為。
十二、反覆提到死亡或自殺。

預防自殺
我們相信一部份選擇自殺的人並不是真的想要結束自己的生命，他們是藉由「

自殺」的行為或企圖來對外在世界表示一種「我需要幫助」、「我很痛苦」、「我
需要關心」的訊息；但也可能有些人是生理的因素，像是憂鬱症、久病不癒...等，
也會讓人試圖以自殺的方法來尋求解脫。而自殺防治守門人其實是一個簡單的概念
，透過淺顯易懂的步驟，每個人都可以成為生命的守護者。

守門人能夠在當事人最需要關心的時候，暸解他所發出的訊息，能適時的給予
鼓勵並提供資源協助，陪伴其走過死蔭的幽谷，走向光明的未來。換言之，「珍愛
生命守門人」就是擔任「早期發現、早期干預、早期協助」的角色。

7



維持良好的生活習慣
一、充足的睡眠：充足的睡眠是最基本的生理功能與需求，睡眠能影響多項身心功

能，沒有優質的睡眠，常導致情緒浮躁不安、注意力不集中、精神渙散。
二、均衡的營養：均衡的營養可提高面對壓力的反應力，保持良好而規律的飲食習

慣，避免太餓或過飽，在煩躁或緊張的時候，應避免大吃大喝。
三、持續的運動：適當且持續的運動能解除焦慮，帶來安適感，使身體完全的放鬆

，改善因壓力帶來的影響，甚至可以改善體質，同時誘導腦部分泌腦內啡
（endorphin），而使情緒穩定，規律的運動可維持健康的體能，這是應付壓力
與危機最基本的裝備。

四、休閒生活的安排：休閒生活與工作不同，是不具目標導向的，休閒往往是靈感
的重要來源。

五、練習自我放鬆：當我們透過腹式呼吸、肌肉放鬆或其他相關的方法放鬆身心時
，讓情緒沉澱、思想淨空，相關的神經會將放鬆的訊息傳達到腦部，而進一步
刺激全身生理功能的放鬆，減低壓力所引發的身心症狀。

尋求專業諮詢
當人面臨人生旅程中的轉折點、挫折、茫然或痛苦時，找到一個好的方法來協助自
己突破這個關卡是非常重要的。在接受精神科/身心科醫師治療外，若你有心理上
的困擾無法排解，造成生活適應上的困難，接受專業心理諮詢與心理治療，就是一
個突破心靈困境的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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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本府員工協助方案（EAP） 新增電話協談及團體服務
一、為強化 EAP服務保密性，除面對面協談方式，增加電話協談選項，避免公事繁

忙及節省同仁路程時間，兼顧業務及同仁情緒。
二、為推廣職場安全衛生評估，除個人申請方式，增加團體服務選項，由主管視組

織需求主動申請，以全處同仁為主體，提升職場健康。

故事分享-一則簡訊
　　那天，我與先生外出購物，手機的簡訊音樂響起，心想是誰？一打開，我心慌
的要先生趕緊回家，只因那是來自老大的簡訊，就如演電影般，直衝到她的房門口
，門鎖著，我大聲叫她：「妳是我們的寶貝，不可以離開我們，我們永遠愛妳啊！
」先生急著找鑰匙，而我持續在門口做「愛的呼喚」，似乎等了幾世紀長的時間，
門開了，一把尖銳的美工刀握在手裡，這是她自殘的第一次。
　　老大是我們期待許久才擁有的孩子，對她的標準相對提高，成績的要求雖不明
說，但總在她考好時給予鼓勵，考不好時則氣憤地要她好好讀書。但考試就像魔鬼
般，老是壓得她喘不過氣，這時總認為多鼓勵她，就會撐過去的。哪知一念到高中
，她就無法再壓抑、再掩飾，有如一個三歲的孩子般，躺在地上嚎啕大哭，我與先
生心疼得不知如何是好？
　　請學校的導師與輔導老師與她溝通，她仍堅持不回學校，焦急的我們雖然擔心
她的未來，但想想未來是不是只有這條升學的路，最後我們與孩子做了溝通，明白
她有自己想完成的夢想，雖漫長、艱辛，但她想試試看。也請她配合到醫院看心理
醫生，幫她做心理調適，懂得如何放鬆自己，就這樣，我們救回了孩子。
　　現在她已休學一年，忙著漫畫創作，歷程有時無聊，有時無趣，她雖然會跟我
們抱怨，但因是自己的選擇，她會再埋頭作畫下去，只因這是她的夢想，身為家長
的我們會不會擔心？當然會憂慮前途難測，但會不會害怕她結束生命，就像她自己
所言：「我每天都忙著做自己想做的事，哪有時間做無聊的行為！」
　　想想，讀書是孩子唯一的前途嗎？當她在就學的路上，感到徬徨無力時，我們
如何做她的後盾？很高興她這麼有魄力的選擇她想實現的夢想，我們會陪伴她，讓
她知道她是有能力做選擇的，而不是無力地想結束年輕的生命。

－海星

※資料來源：
衛生福利部網站 https://www.mohw.gov.tw/mp-1.html

本府 111年員工協助方案實施計畫 https://personnel.e-land.gov.tw/cp.aspx?n=30F1844D1B3DBE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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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協助方案

課程名稱：生活保健與飲食-從腸道照顧健康
時間：111年3月24日（星期四）下午1時30分
地點：多媒體教室
講師：前台北馬偕醫院兼任營養師黃妃君講師

※歡迎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同仁踴躍參加！

員工協助方案

111年2月25日（星期五）下午1時30分辦理員工協助方案之「改變心態翻轉思維-數
位工具提升工作效率」線上視訊課程，特別邀請恩卓國際有限公司行銷總監陳瓊華
講授，計有52人次參加。

美國國家老年學榮譽學會郭哲誠講師講授「壓力麥擱來壓~運動改善健康」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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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開課

Com ing  Soon

實況報導
L iv e  Show



本府員工健康檢查

為推動公務人員自主健康管理，維護本府員工身心健康，特邀請新北市亞東醫
院於111年2月23日至25日連續三天蒞府提供同仁健檢服務，並規劃二種健檢方案供
同仁自由選擇，本次活動共計有291位同仁參加，檢查報告預定於3月底出爐將擇期
由該院醫護人員到府一對一為同仁解釋健檢報告。

縣府同仁參加健康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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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國防教育宣導

新制教召訓練，強化後備能量

近年來，為應對敵情威脅與建軍備戰的實需，我國進行後備制度的改革，包含
成立「全民防衛動員署」、增編步兵旅與後備訓練中心，及調整教召期程與訓練作
法等，均有助於強化跨部會整合、軍事動員效率及後備召員戰鬥技能。

為強化後備召員訓練，國防部針對教育召集訓練，將原本「兩年一訓，每次5
至7天」，改成自今年起，試行驗證「年年施訓，每次14天」，以強化教育召集訓
練強度，迅速恢復後備軍人戰鬥技能。期透過訓練能量提升及後備部隊組織編裝調
整，與常備部隊共同組建強韌之防禦體系，達成「常後部隊一體」目標，以有效滿
足防衛作戰需求。

影片連結網址：
https://ppt.cc/fgzt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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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來源：擷自國防部政治作戰局影片
「新制教召訓練，強化後備能量」



國家文官學院每月一書

 

書名：老殘遊記
作者：劉鶚
出版社：遠見天下文化
出版日：2013/08/25
ISBN：9789571172385

諷刺小說盛產的時期是晚清，那是一個內部政治腐敗、外有列強環伺的
時代，時事批評的小說蔚為風氣，成為當時文壇的一種特色。《老殘遊記》
即是當時的劉鶚所著，以第三人稱的觀點隨著江湖醫生老殘在山東遊歷，雖
然老殘叫做「老殘」，但他實際只有三十多歲，博學多聞、閱歷豐富，因為
無意做官而選擇搖鈴噹行走江湖，到處行醫救人；故事跟著主人翁展開，途
中見到「清官」固執愚昧、草菅人命的真面目，記下所見、所思、所言、所
行，富有憂國憂民的情懷。

【作者簡介】劉鶚（1857－1909）

江蘇丹徒人。原名孟鵬，字雲博；後更名鶚，字鐵雲，又字公約，別署洪都百
練生。自《老殘遊記》始也，成為我國近代著名小說家，博學多才的他特別喜
歡研究碑帖、字畫及善本書籍，在金石領域的造詣相當高；也精於數學、醫術
、水利等自然科學，應用在治河建立很大的功勞。他積極刊佈甲骨文資料，推
動甲骨學研究的發展，西元1903年出版的《鐵雲藏龜》一書，是甲骨學史上的
第一部著錄，對甲骨文的搜集和研究有很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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