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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人事事事動動動態態態  

本府主管及一級機關首長職務異動一覽表（108.12.01-109.01.01）

府內異動 

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到（離）職日

期 

林麗玲 本府教育處副處長 退休 108.12.02 

峯郭 志 本府秘書 本府環境保護局秘書 108.12.16 

李新泰 本府計畫處副處長 本府計畫處處長 108.12.30 

蔡瀚群 民政處兵役徵集科科長 民政處兵役科科長 109.01.01 

呂翼均 勞工處青年及就業職訓科科長 勞工處青年事務科科長 109.01.01 

黃秀靜 計畫處管制考核科科長 勞工處就業職訓科科長 109.01.01 

李家鋐 計畫處為民服務科科長 計畫處管制考核科科長 109.01.01 

甄淑貞 民政處兵役勤務科科長 計畫處為民服務科科長 109.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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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法法規規規釋釋釋例例例  

 
 
 
 
退休福利相關函釋 

 
一、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為精進各機關（構）辦理通案性費用與年終工作獎金支給正

確性，特編印「通案性費用與年終工作獎金實務作業參考手冊」，並將全文電子檔

上傳該總處全球資訊網─「業務Q&A」之「獎金費用」項下，供參考運用。 

（檢附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08年 11 月 26日總處給字第 1080048805 號書函及附

件影本各 1份

http://personnelold.e-land.gov.tw/personnel/EunitMail/10901/10901-law-1.pdf） 

二、行政院訂定「一百零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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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附行政院 108年 12月 4日院授人給字第 1086300001 號函及附件影本各 1份

http://personnelold.e-land.gov.tw/personnel/EunitMail/10901/10901-law-2.pdf） 

三、為利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每年 1 月 1 日辦理優惠存款整批續存作業並避免追繳

溢發優惠存款利息之情事，請各發放機關確實依教育部書函確認所屬退休人員是

否有不應續存情事並請依規定函知台銀，請查照。 

（檢附教育部 108年 12月 4日臺教人(四)字第 1080175328 號書函影本 1份

http://personnelold.e-land.gov.tw/personnel/EunitMail/10901/10901-law-3.pdf） 

四、教育部釋示有關公立學校退休教職員經重新審定退休所得，嗣因在職期間涉犯貪

污治罪條例經判刑確定，自始減少退離（職）相關給與，應再次重新審定退休所

得。 

（檢附教育部 108 年 12 月 9 日臺教人（四）字第 1080172653 號書函影本 1 份

http://personnelold.e-land.gov.tw/personnel/EunitMail/10901/10901-law-4.pdf） 

五、「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施行細則」及「學校教職員撫卹條例施行細則」，業經教育

部於 108年 12月 9日以臺教人(四)字第 1080172346B 號令廢止，請查照。 

（檢附教育部 108年 12月 9日臺教人(四)字第 1080172346E號函影本及附件各 1

份http://personnelold.e-land.gov.tw/personnel/EunitMail/10901/10901-law-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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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行政院核定「社會工作人員執業安全方案」辦理公部門社會工作人員薪資調整規

劃一案，有關本府及所屬機關（單位）聘僱社會工作人員薪點折合率部分，經通

盤研議，決定不予調整。 

（檢附宜蘭縣政府 108年 12月 11 日府人福字第 1080206301 號函影本 1份

http://personnelold.e-land.gov.tw/personnel/EunitMail/10901/10901-law-6.pdf） 

七、檢送 108年度公(政)人員調降退休(職)所得節省經費挹注退撫基金作業注意事項、
作業系統操作手冊及Q&A各 1份，請查照並轉知所屬配合辦理。 

（檢附銓敘部 108年 12月 11 日部退三字第 1084880990 號函影本 1份及其附件 1

份http://personnelold.e-land.gov.tw/personnel/EunitMail/10901/10901-law-7.pdf） 

八、有關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及各鄉鎮市公所舊制退撫給與專戶 109年發放作業，請

查照並配合辦理。 

（檢附本府 108 年 12 月 12 日府人福字第 1080207454 號函影本各 1 份

http://personnelold.e-land.gov.tw/personnel/EunitMail/10901/10901-law-8.pdf） 

九、教育部修正「一百零八年公立學校教師年終工作獎金發給補充規定」，並自即日生

效，請查照。 

（檢附教育部 108 年 12 月 16 日臺教授國字第 1080146251 號函及附件影本各 1 份

http://personnelold.e-land.gov.tw/personnel/EunitMail/10901/10901-law-9.pdf） 

十、檢送 108年度退休教職員調降退休所得節省經費挹注退撫基金作業說明 1份，請

查照配合辦理。 

（檢附教育部 108 年 12 月 18 日臺教人(四)字第 1080184162 號函及附件影本各 1

份http://personnelold.e-land.gov.tw/personnel/EunitMail/10901/10901-law-1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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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勤宣導 

 
一、各機關於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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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08年 12月 24日總處培字第 

      1080050843 號函辦理】 

二、109年 1月 11 日（星期六）為第 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0屆立法委員選舉 

      之投票日，為便利選舉區內各級機關、學校、團體、事業機構員工前往投票， 

      是日均以放假處理。【依中央選舉委員會 108年 12月 18日中選人字第 

      1083750464 號函辦理】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實務案例宣導 

 
◆行政中立，依法行政。公務人員不得於上班或勤務時間，從事政黨及其他政治團體 

  之活動。 

一、為因應第 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0屆立法委員選舉，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 

員會特製作「公務人員行政中立實務案例宣導手冊（108年 8月編印）」，以強 

化公務人員對於行政中立之瞭解，並置於該會網站行政中立宣導專區，歡迎上 

網查閱。 

https://www.csptc.gov.tw/FileUpload/136-13760/Documents/ 案 例 手

冊.pdf 

二、為避免同仁不慎觸法，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製作「公務人員行政中立關 

      鍵知識報你知」文宣，提供同仁快速瞭解行政中立相關內涵，歡迎上網查閱。 

http://www.csptc.gov.tw/FileUpload/919-9574/Documents/(%E5%BF%A

B%E9%80%9F%E9%96%B1%E8%AE%80%E7%89%88)%E9%97%9C%E9%

8D%B5%E7%9F%A5%E8%AD%98%E5%A0%B1%E4%BD%A0%E7%9F%A5.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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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 1 月 1 日起新制措施：公務人員記功以下獎勵令電
子化措施 

一、推動範圍：記功以下(嘉獎 1 次、嘉獎 2 次、記功 1 次、記功 2 次)，不含記 1

大功、一次記 2大功及懲處。  

二、推動對象：本府各單位及所屬機關學校公務人員(警察人員由內政部警政署規劃

建置)。          

＊本府各單位公務人員記功以下獎勵令之發布，於 108 年 12 月底前仍採行【現

行電子公文方式】與【電子化措施】並行，於 109年 1月 1日起全面實施電子

化措施。至於約聘僱、臨時人員視執行情形再行評估是否納入辦理。 

三、推動作法：機關於 WebHR 核定獎懲案，將自動更新表 21 個人資料表獎懲資

料，並寫入公務人力資料庫，記功以下獎勵令經機關核定後，系統將寄送電子

郵件通知當事人進行線上檢視。 

四、作業流程： 

1、取得公務人員同意： 

點選 eCPA首頁「應用系統」→進入「B5公務人員個人資料校對網站」→選取

左欄「獎懲令查詢」→點選「同意」按鈕。 

2、確認電子郵件地址： 

點選 eCPA 首頁「應用系統」→進入「B5 公務人員個人資料校對網站」→選

取左欄「個人資料校對」→進行「現職資料－電子郵件信箱」欄位校對及修正。 

五、檢附本府 108 年 7 月 2 日府人考字第 1080107813 號函、行政院人事行政總

處 108年 6月 27 日總處培字第 1080107813 號函、公務人員記功以下獎勵令

電子化措施「作業流程說明」、「相關Q＆A」、「人事人員操作手冊」及「一般公

務人員操作手冊」各 1份。 

http://personnelold.e-land.gov.tw/personnel/EunitMail/10807/10807-law-4.pdf 

http://personnelold.e-land.gov.tw/personnel/EunitMail/10807/10807-law-5.pdf 

http://personnelold.e-land.gov.tw/personnel/EunitMail/10807/10807-law-6.pdf 

http://personnelold.e-land.gov.tw/personnel/EunitMail/10807/10807-law-7.pdf 

http://personnelold.e-land.gov.tw/personnel/EunitMail/10807/10807-law-8.pdf 

http://personnelold.e-land.gov.tw/personnel/EunitMail/10807/10807-law-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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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 1 月 1 日起新制措施：國民旅遊卡 

 
◆因應「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第 1 點、第 5 點、

第 6點及附表修正，國民旅遊卡新制自 109年 1月 1日起大幅放寬使用限制，詳細

規定請參照「國民旅遊卡相關事項Q＆A（108年 10月修訂，109年 1月 1日生效）」，

另下列事項請人事單位配合宣導及辦理： 

一、使用國民旅遊卡刷卡消費日不限於休假日，但請同仁注意遵守辦公紀律，不得

於執行勤務期間刷卡消費。 

二、強制休假日數由原 14日調整為 10日。 

三、當年未具休假 10 日資格者，休假補助費每日以 1,600 元計算，總額在 8,000

元以內屬自行運用額度，其餘則為觀光旅遊額度。 

四、當年度無休假資格或休假資格未達 2日者，酌給相當 2日之休假補助費（同一

年度已核給補助者應扣除已核給之部分，避免重複支領補助）。 

五、增列珠寶銀樓業及儲值性商品納入補助範圍。 

六、跨年度使用國旅卡刷卡消費，自 109年以後，依實際刷卡消費日期之年度請領

該年度之休假補助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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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個案）故事人事案例 

國民旅遊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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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archive?uid=514&mid=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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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拔】本縣 109 年模範公務人員及績優人員 

依據 宜蘭縣表揚模範公務人員及績優人員實施要點 

參加對象 
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鄉鎮市公所、代表會編制內公務
人員及約聘僱人員。 

提報時間 
請各機關(單位)於 109 年 2 月 6 日(星期四)前報府審議 
(逾期不受理)。 

資格條件 
(1)公務人員：服務 3 年以上，最近 3 年考績均列甲等。 
(2)約聘僱人員：服務 3 年以上，最近 3 年未曾列入年終 
              考核應改善人員。 

遴選人數 
績優人員每年不超過 25 人，並取前 5 名為本縣模範公           
務人員。 

評審方式 提報本府考績委員會審議及選拔後，陳請縣長核定。 

獎勵內容 
(1)模範公務人員：獎座 1 座、獎金 3 萬元、公假 5 日。 
(2)績優員工：獎狀 1 禎、5,000 元等值之禮券或提貨券。 

備註 
當選本縣模範公務人員，陳請縣長擇優遴薦 1人參加行
政院模範公務人員選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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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特特別別別企企企畫畫畫  

 

春節 

春節，即農曆新年，是一年之歲首，傳統意義上的年節，即以傳統曆法計算之華

夏新年，是中國與華人地區及世界各地漢族社會過的傳統新年，又稱新春、正旦

、正月朔日；口頭上亦稱為過新年、過年、度歲、慶新春、慶新歲，是漢族四大

傳統節日之首。從明代開始，華夏新年節慶一般要到正月十五日元宵節之後才正

式結束活動，有些地方的新年慶祝活動甚至到整個正月完才正式結束活動為止。

辛亥革命後，官方紀年標準由夏曆改為西曆。 

 

起源 

臘祭說 

春節源於上古蠟（通臘）祭，距今已有四五千年歷史，用以祭農神兼及百神、先

祖。每逢臘盡春來，人們就要殺掉牲畜，祭祀祖宗和上天，祈求新一年可以風調

雨順、無災無禍、收成興旺。 

 

巫術儀式說 

該說法認為春節源於古代的巫術儀式，是原始信仰巫術的一種具體體現。原始人

認為人的意志和力量可調整和控制自然事物的發展。飲食、祭祀、裝飾、遊藝、

娛樂和語言、行為、飲食等一系列禁忌都是圍繞辟邪祈吉展開的，人們希望通過

它們趕走邪惡、得到幸福。此後隨著時間的演變，春節慢慢變成了一種慶祝活動

。 

 

鬼節說 

根據該說法，由於科學知識的貧乏和生產力的低下，以前的人們抵禦自然災害的

能力很差，經常被冬天的寒潮侵擾，而且糧食的匱乏也是這些人提心弔膽。早春

時節來臨後，青黃不接，生命更是受到了威脅，老人和兒童首先會因飢餓、寒冷

和其他各種惡劣因素而死去。這使得人們非常驚恐，懷疑是鬼神所致。這段令人

恐慌的時節一過，人們便會相互道賀。這種現象逐漸演變成了春節。 

 

過年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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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傳說，往往春節期間，冬天野外會出來一種叫年的野獸，也叫「夕」。年獸一

年出沒一次，這一日叫「過年」（年來了），過年這一夜叫「除夕」（除掉夕）。年

獸「夕」十分兇殘，半夜走家串戶吃人，炎黃先祖為了躲避年，那舉家團圓在一

起，圍坐在一起抵抗年獸。由於年獸每年出沒一次，炎黃先祖在於其無數次鬥爭

中，摸索出了鬥爭訣竅，年獸雖猛，但懼怕紅色、火光和巨響。因此，家家戶戶

在門口貼上紅春聯，在家門口燃起篝火，放爆竹，年獸看見人家門上貼著紅對聯

，門口有紅火燃起，爆竹霹靂亂響，還會和長輩拜年，就趕走了年獸。  

也有一種說法是，該猛獸是「夕」而非「年」。春節是除夕而後過年。「夕」是一

種幽幽的怪物，而「年」從字義上也和動物猛獸無關，更像是豐收成熟的意思。

古文中也無年獸的記錄，而僅僅始於民國時期的說法。 

 

2020 歡樂宜蘭年─鼠慶豐年 

歡樂宜蘭年是全國歷史最悠久且唯一慶祝農曆新年的大型節慶活動，累計至今已

舉辦二十七年，本府對外發表以「鼠慶豐年」為主題的鼠年紀念紅包與春聯，象

徵「2020 歡樂宜蘭年」活動正式起跑！春節是農曆的歲首，也是民間最隆重、

最熱鬧的古老傳統節日，人們期望以熱鬧歡喜的方式，迎接來年事事順心，2020

年為鼠年，鼠年為十二生肖之首，新的開始，藉以「鼠慶豐年」來期許一整年豐

衣足食。 

 

為了營造農曆新年的熱鬧氛圍，特別邀請達文西幼兒園帶來歡樂的新春舞蹈，而

每年最受民眾期待的生肖紀念紅包，由縣長林姿妙揭曉「2020 歡樂宜蘭年」鼠

年紀念紅包及春聯的設計成果，主視覺老鼠不僅手拿金元寶，還端坐在元寶上，

象徵新的一年財源廣進，富貴滿堂！在紀念紅包的設計上，以紅包結合存錢的概

念，設計為存錢筒，民眾可以動手DIY，為自己摺出喜氣洋洋的存錢筒，並以老鼠

懷抱金元寶的設計來傳達存第一桶金的意義。 

 

縣長林姿妙表示，2020 歡樂宜蘭年的主場地將至丟丟噹森林廣場舉辦，園區將

充滿濃厚的傳統年節氛圍，而整體活動以辦喜事的概念來規劃，在場地造景上運

用飯春花年樹及燈飾來營造宜蘭特色的年節氛圍外，將邀請藝術家走入十二鄉鎮

，指導社區民眾與外籍學生一起來剪紙、版畫拼出門神造景藝術，共同體驗過年

習俗文化。接著還會有一系列的精采活動，包括 1月 17日於宜蘭市昭應宮舉行送

黗神筅 儀式及平安粥品嚐；1月 18日的期前活動有春聯名家揮毫、呷春、新住民

新年味、鼓動歡聲春飛揚、鼠來發市集、愛心過好年等內容；1 月 24 日除夕夜，

縣府邀請民眾一起來丟丟噹森林廣場欣賞演出、玩遊戲、參加起爐祈福、趕年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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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跨年倒數拿紅包，共度一個熱鬧溫馨的跨年夜；2 月 7 日並規劃元宵節以情定

元宵互動活動，融入傳統習俗的做燈籠提花燈，邀請民眾體驗另類的元宵節！ 

 

鼠年紀念紅包自 108 年 12 月 5 日起至 109 年 1 月 17 日止開放申購，歡迎民眾

到文化局、宜蘭縣史館、蘭陽博物館、羅東文化工場、中興文創產業園區現場訂

購，或透過網路http://2020yilanyr.hiweb.tw/、電話及傳真訂購，申購數量 99

份以內，每份 40 元，申購達 100 份以上，每份特惠 35 元。生肖屬鼠的民眾可

免費索取，詳細辦法請參考文化局網站http://www.ilccb.gov.tw、文化局臉書或

電洽 03-9322440#9。鼠年春聯則提供民眾免費索取，索取地點為文化局、宜

蘭縣史館、蘭陽博物館、羅東文化工場及中興文創產業園區（每人限乙份，數量

有限，索完為止）。 

 

 

 

 

 

 

 

 

                                      

 

 

本文摘錄來源：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A5%E7%AF%80 

              宜蘭縣政府https://www.e-land.gov.tw/News_Content.aspx? 

             n=770C4B84956BD13B&sms=56708437A1C48D11&s=29155E382DABBB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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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協助方案專案講座 

重大壓力事件發生的應變之道 

本府於 108 年 12 月 5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在宜蘭縣政府多媒

體簡報室辦理員工協助方案之「職場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講座，

特別邀請翔青股份有限公司專案經理黃聰濱講師講授，計有 53人

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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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國防教育宣導 

軍史探舊系列：游擊基地 

馬祖地區在戰地政務已超過 60 年，其中東引地區為捍衛

國之北疆之地，除具有非常重要的戰略地理位置外，也擁有

豐富的人文景觀與特組成游擊隊，胡宗南將軍到任後把游擊

隊整編為「江浙反共救國軍」，49 年反共救國軍第一、二

總隊整併為「東引反共救國軍」，也就是現在陸軍東引指揮

部的前身。 

本集節目採實地走訪方式，找尋東引地區戰史事蹟，如東昌

閣、東湧水庫、中柱港、東引隊史館及東湧日報等地， 探

尋它們的軍史故事... 

 

 

影片連結網址： 

https://youtu.be/7FgCdih89Ss?list=PLpyWCS7CbbmVc02IMxZW5CLXhwfrEM3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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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一書：專書閱讀書籍簡介 

 

 

 

 

書名：億萬年尺度的臺灣 

作者：林書帆等 

出版社：衛城 

出版日：2017 

ISBN：9789869533447 

在 46億年地球歷史長河中，僅僅 600萬年歷史的臺灣，何以成為一個非比尋常的島

嶼？ 
    600 萬年前，菲律賓海板塊與歐亞板塊擠壓、碰撞，地質史上稱為「蓬萊造山運

動」，於是臺灣島出現。造山運動使得臺灣島呈現不同於其他火山島嶼的景觀與生態 

──高聳的山脈、源自於山脈的辮狀河、隆起的海階、快速沉降的海岸平原，及少見

的板塊碰撞帶、火山作用、沉積循環等，這塊土地所暗藏的歷史與故事，遠超過我們

想像！ 

    透過臺灣目前9座地質公園的故事，我們以大尺度重新理解土地與人，及臺灣在

世界的位置。面對自然的威脅與環境變遷，也有了新的意義與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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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文康康康福福福利利利  

冬至到~吃湯圓 · 慶團圓！ 

冬至在傳統習俗中代表小過年，縣長為感謝同仁一整年的辛勞，特別在 108 年 12 月

20 日冬至前夕，準備了熱騰騰的鹹、甜湯圓與同仁一同享用，並透過廣播祝賀同仁冬
至佳節愉快，同時親自到各單位向同仁表示關懷、致贈生湯圓，讓同仁能帶回家和家人
一起共享，象徵闔家團圓、圓滿福氣，整個縣府洋溢著溫馨愉快的傳統節慶氛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