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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福利相關函釋

一、行政院修正「消防、海巡、空中勤務、移民及航空測量機關專業人員危險職務
加給表」，並自110年6月1日生效，請查照。
（檢附行政院110年5月7日院授人給字第1104000209號函影本及附件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AuabtB8vVXcyyGlVSpZUSjCA6fcOxo8S/view?usp=sharing）

二、「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施行細則」第7條、第129條，業經教育部
於中華民國110年5月7日以臺教人（四）字第1100057665B號令修正發布；檢
附發布令影本、總說明、條文對照表及修正條文各1份，有關公立學校教職員
選擇育嬰留職停薪期間繼續繳付退撫基金費用及選擇遞延3年繳付之相關配套
措施，請確實依教育部函規定配合辦理。
（檢附教育部110年5月7日臺教人(四)字第1100057665F號函影本及附件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k5w2F39tDIGFpMhpWa4pVjJI7SOgUSWS/view?usp=sharing）

三、有關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自107年7月1日施行後，各機關辦理暫
停、停止、補發、追繳溢領退撫給與及優惠存款利息等相關執行事項一案，請
查照。
（檢附教育部110年5月17日臺教人(四)字第1100056558號書函影本及附件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5IA1JCYaZoB7jWUFqs48O-fKsZ8DVKZF/view?usp=sharing）

四、「公私立學校校長、教師相互轉任併計年資辦理退休、撫卹、資遣作業注意事
項」，自即日停止適用，轉請查照。
（檢附教育部110年5月19日臺教人(四)字第1100014594號函影本及附件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5GCmXQsyv4s7Ai1ufi77Ca5-ec_eZebn/view?usp=sharing）

五、有關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於107年7月1日施行後，公立學校校長
、教師曾任私立學校校長、教師之任職年資，於辦理或重行辦理退休、資遣或
撫卹時併計年資之採計上限一案，轉請查照。
（檢附教育部110年5月19日臺教人(四)字第1100014594A號函影本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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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dblGFw_SPokt9b3WASsjOQnHEYixeFF/view?usp=sharing）
六、有關私立學校校長、教師併計曾任軍警校院教師之任職年資，核給其退休金、

撫卹金或資遣給與一案，轉請查照。
（檢附教育部110年5月19日臺教人(四)字第1100014594B號函影本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lgZSbMgS9vXA0WMQNpUEIa_g7D3aihni/view?usp=sharing）

差勤宣導（防疫期間）
◆ 本府及所屬機關自110年5月17日起擴大彈性調整辦公時間，並配合中央疫情指
揮中心宣布全國三級警戒延長至6月14日。（本府110年5月21日府人考字第
1100084575號函諒達及110年5月26日本府員工入口網公告在案）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bo6RW6ppG-dCcdFuVjBYv5lVpbTvCbS/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1vMKBg73l774VQu-rhF2eQylDpaiCFWn/view?usp=sharing

一、本府及所屬機關擴大實施彈性上班時間為上午7時30分至10時，下班時間配合
調整為16時30分至19時。另所屬學校人員部分，請依本府教育處指示辦理。

二、本府及所屬機關具有臨櫃為民服務性質之單位，應妥為規劃安排便民之洽公
時間及人力（尤其於彈班時段之人力需求控管），即時處理民眾洽公及業務
聯繫協調等事項，不得因實施彈班而影響正常業務推行，並加強落實職務代
理制度，提升為民服務品質。

三、另請本府各單位及所屬機關學校鼓勵同仁休假，同時加強職務代理制度，落
實業務執行。

四、本縣各鄉鎮市公所及代表會得參照辦理。

◆ 防疫，假怎麼請？【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10年5月5日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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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防疫照顧假（本府110年5月19日府人考字第1100082661號函諒達）
（一）依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110年5月17日肺中指字第

1104100106號函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10年 5月 17日總處培字第

1103001770號函辦理，檢附原函影本及附件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3MAQ6F9NIUpI3GNJd8KFaBr6oiEu6Iy1/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lgZSbMgS9vXA0WMQNpUEIa_g7D3aihni/view?usp=sharing

（二）配合校園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停課，有關各機關（構）人員延伸
照顧子女需求之申請「防疫照顧假」一案，請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09年
2月27日總處培字第1090027627號函辦理，重點如下：

1. 符合下列規定之家長其中1人得申請防疫照顧假：

（1）有照顧12歲以下學童、照顧就讀高級中等學校（含高中、高職、五專一

、二、三年級）或國民中學持有身心障礙證明之子女需求者。

（2）短期補習班、幼兒園及兒童照顧服務中心等教育機構，比照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規定停課者，或自主替幼兒請假者，而有照顧子女需求者。

2. 前述家長包含父母、養父母、監護人或其他實際照顧子女之人（如爺爺、

奶奶等）。

3. 防疫照顧假，不支薪。

4. 除申請防疫照顧假外，亦得依現行各類人員所適用之請假規定以事假（家

庭照顧假）、休假或加班補休辦理。

5. 各機關對所屬人員依前開規定所申請之各項假別，均應予准假，且不得影

響考績（成）或為其他不利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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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疫苗接種（含接種後發生不良反應）假
（本府110年5月10日府人考字第1100076097號函諒達）

（一）依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110年5月5日肺中指字第

1104100085號函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10年 5月 6日總處培字第

1103001488號函辦理，並檢附原函影本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7aw-p_NJhRAL7y2-fnFH2xIIP-tmsbs/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TK7-Y0cKurzp5qbnu7gbWM_rXwEBQkRG/view?usp=sharing

（二）基於防疫需要，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自110年5月5日
起實施不支薪「疫苗接種（含接種後發生不良反應）假」，各級機關（構
）學校人員如有接種疫苗需求之請假規定，分述如下：

1. 自接種之日起至接種次日24時止，前往接種疫苗及接種後若發生不良反應

者，均得給予疫苗接種假。接種者檢具疫苗接種紀錄卡，免具就診或其他
證明請假。

2.疫苗接種假乃為防疫應變緊急處置之特別措施，各機關（構）學校不得拒

絕，且不得影響考績（成、核）或為其他不利處分；疫苗接種假不予支薪
。

3. 如因接種後不適而無法工作之天數，超過核給疫苗接種假天數，回歸各類

人員所適用之請假規定，其所請之病假，不列入年度病假日數及考績（成
、核）計算。

4.另除申請疫苗接種假外，亦得依現行各類人員所適用之請假規定以事假、

病假、休假或加班補休辦理。

學習資訊宣導
一、「蘭陽e學網」SPOC課程上架，歡迎同仁選讀。

本府於「e等公務園+學習平臺」─「蘭陽e學網」新增上架「110年人事成長

營：年資採計提敘俸級認定實務探討」及「居家辦公的一天」等SPOC課程，

並更新「110年人事成長營：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法規及實務SPOC專
班」課程內容，歡迎同仁選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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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學院研習暫緩辦理。
因應防疫需要，避免疫情擴散，人力學院（臺北、南投兩院區）實體研習班
期即日起至110年6月30日止暫緩辦理，期間若疫情趨緩，可提前開辦時，將

另行通知，相關研習班旗資訊同步公告於人力學院全球資訊網（ https://
www.hrd.gov.tw/），歡迎隨時查詢辦理狀況。

說（個案）故事人事案例

公務人員資遣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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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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抗疫從心開始 提升健康防護力

近期全臺疫情升溫，各縣市提升至三級警戒，身處疫情時代我們可能會感到焦

慮、擔心或是害怕，這些都很正常，因為大腦裡的杏仁核正提醒我們，為了生存需
要做點什麼。這時我們可以試著將注意力放在自己能掌握的事情上，將專業意見所
提出的防疫步驟，納入日常的安排並徹底執行；針對家中的小孩，我們可以結合生
活的巧思或帶入遊戲情境，以平易近人的方式引導兒童了解目前狀況，並知道自己
能做些什麼。在這樣的過程中，每個人的大腦便能重新掌控自己，讓我們的情緒變
得更加平穩，找到心裡的安定感。

發揮心理自由能量-陪伴家人安度肺炎風暴

長輩篇

面對疫情日漸嚴峻，除了要做好個人衛生習慣外，心理防疫也同樣重要。可以

利用這機會與長輩一起做心理健康操，鍛練頭腦能力，穩定心情、培養耐性、學習
承擔力與行動力，正向面對改變，演練同理心與人際關係，經營美好人生。如何陪
伴家中長輩度過疫情，可以利用 PEACE五部曲來強化、安定長輩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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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篇
面對疫情日漸嚴峻，全臺停止上課，家長重視孩子的心理防護是和重視身體不

被染疫同樣重要。家長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幫助自己與孩子累積心理資產，訓練大
腦功能，親子一起穩定心情、培養耐性、學習承擔力與行動力，正向面對改變，演
練同理心與人際關係，獲得成長。如何陪伴家中孩子度過疫情，可以利用 PEACE
五部曲來強化、安定孩子的心靈。

提升健康防護力 全民一起來運動

異地、遠距辦公之「新生活運動」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警戒升級，許多職場及工作處所為確保營運不中斷，除遵守

企業持續營運指引之防疫規定之外，也已升級為異地、分區、分流或遠距辦公等方
式上班。國民健康署吳昭軍署長提醒落實辦公防疫措施外，營造運動健康氛圍，才
能使上班族累積足夠的健康資本，產生最大的生產力，提升健康防護力。

穩固的核心肌群(軀幹和骨盆)可維持良好的體態和脊椎健康，擁有靈活有力的

上、下肢活動有助於預防下背痛和肩頸痠痛問題。國民健康署提供三式訓練核心肌
群的運動，除了不定時動一動關節外，多利用職場環境，隨手找張桌子、椅子和牆
壁，以便隨時隨地動起來。

一、推牆抬腿跑：雙手緊貼辦公室牆壁，保持軀幹穩定快速交替抬腿跑步，約 10-
15秒，可訓練蹬地能力、抬腿能力，以及雙腿協調轉換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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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桌邊伏地挺身：利用辦公室穩固的桌子，雙手與肩同寬伸直扶住桌子，向後
退一步，背部挺直身體前傾下壓 45度，再慢慢推回站立狀態，每次做 10-15
下，1 次做 1-3組，可訓練上肢肌力及核心肌群。

三、椅上風火輪：坐在不會移動的椅子前端，雙手抓緊椅邊，上背微貼椅背，用
腹部力量彎曲膝蓋並往胸部方向靠近，就像踩腳踏車一樣的動作，每次做 10-
15下，1 次做 1-3組，可強化腹部肌群。

國民健康署呼籲，防疫期間異地辦公仍需維持適度的運動，並依個人健康狀況

逐步增加運動的強度或次數。注意運動空間通風、出汗後保暖及適時補充水分並維
持健康的體重，以更好的健康狀態共同抗擊疫情。

居家運動新模式 健康動起來
為防範新冠肺炎疫情，民眾在家可透過簡單安全的居家運動加強自身防護力並

維持體能，國民健康署吳昭軍署長提供以下 4 個居家適度運動的妙招，讓您在家鍛

鍊身體，提升防疫能力：
一、核心穩定、瑜珈、徒手訓練效果好：在家可以進行核心穩定、瑜珈、徒手訓

練，如雙人反向跳、蹲馬步、超慢跑、太極拳、八段錦、上班族健康操、高
齡者健康操等，強化平衡力、肌力、肌耐力、柔軟度或心肺耐力，促進身體
健康。

二、水瓶、彈力帶簡易器材多變化：除了徒手運動，可以運用家裡的水瓶、彈力
帶等簡單的器材進行訓練，以循環訓練方式針對上肢、核心、下肢設計運動
動作，使用 2瓶礦泉水，就可以在家隨時健身，增加身體活動量，運動 6分鐘
就可消耗約 32 卡熱量，如同在健身房運動。

三、椅子、門框、牆壁皆是好設備：另外也可以扶著沒有輪子的椅子做深蹲，年
紀較大的長輩則可以進行坐姿站起，或是借助門框、牆壁做伸展、伏牆挺身
、抬腿等運動，增加動作的變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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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親子互動、代間互動、全齡運動樂趣多：小朋友停課在家學習期間，爸爸媽
媽可以和小朋友一起遊戲運動、推彈力球、跳跳繩等，小朋友也可以幫阿公
阿嬤搥搥背，以每分鐘約 60 次且不痛為宜，不但可以促進血液循環，還可以

增進代間祖孫情。

國民健康署呼籲防疫期間，在家仍需適度的運動，並注意運動空間通風、出汗

後保暖及適時補充水分，以更好的健康狀態共同對抗疫情。此外，研究指出測量體
重有助於節制口腹之慾，民眾也可以和家人一起「天天量體重」，讓大家防疫在家
，也能做好體重控制，以避免體重直線上升。

※影音海報專區

1.我家也是健身房_故事篇 https://health99.hpa.gov.tw/material/6483

2.我家也是健身房_長者篇 https://health99.hpa.gov.tw/material/6482

3.我家也是健身房_年輕人篇 https://health99.hpa.gov.tw/material/6481

4.上班族健康操 https://health99.hpa.gov.tw/material/5712

5.高齡者健康操 https://health99.hpa.gov.tw/material/5713

6.只要 2瓶礦泉水，我家就是健身房 https://reurl.cc/x0amnN

7.動動生活 GO！我家也是健身房 https://reurl.cc/gmGAKV

8.動動生活 GO! 我家也是健身房（海報）https://health99.hpa.gov.tw/material/4571

https://health99.hpa.gov.tw/material/4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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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宅料理 吃出保護力
  隨著我國防疫措施升級調整，大小朋友待在家裡的時間變

多了，家長們也多了陪伴和照顧的任務，除了需準備餐點，也要
想盡各式活動讓小朋友開心度過居家時間，國民健康署鼓勵親子
同做健康料理，在備餐過程中增進親子關係，小朋友也更願意吃
下自己做的餐點，補充重要營養素，吃出保護力。

宅在家不無聊 健康點心動手做
國民健康署特別設計了 3款營養點心，讓大小朋友可以一起簡單動手做，讓宅

食光增加樂趣。點心包含燕麥堅果餅乾、馬鈴薯披薩以及五榖黑豆飯糰，不僅可以
補充營養素如維生素 B群、礦物質、膳食纖維和蛋白質等，提升抵抗力，更能避免

小朋友吃下空熱量的零食。

燕麥堅果餅乾：用湯匙就可將熟香蕉壓成泥，混合燕麥片、南瓜籽等材料成糰後，
戴上手套整成圓餅狀。燕麥片含有豐富的維生素 B群，助於調節新陳代謝、增強免

疫力。南瓜籽增添口感外更能補充礦物質鋅，幫助抗發炎。

馬鈴薯披薩：家長切好馬鈴薯厚片取代餅皮，再讓小朋友鋪上色彩豐富的餡料和起
司絲，餡料可加入洋蔥、胡蘿蔔、花椰菜等蔬菜，或用冷凍蔬菜代替，攝取足夠的
膳食纖維有助於保護腸黏膜細胞與調節腸內細菌，維持腸道健康。

五榖黑豆飯糰：小朋友可透過捏飯糰訓練手部肌肉和其他感官，材料選用黑豆、毛
豆、黃豆等乾燥豆類，是絕佳的植物性蛋白質來源。建議每餐攝取約一個手掌心大
小的豆魚蛋肉類食物，足夠的蛋白質是構成免疫細胞的重要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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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健康署吳昭軍署長提醒大家，攝取均衡營養是強化抵抗力的好方法，可以

利用「我的餐盤」均衡飲食口訣與手勢，檢視是否吃足六大類食物。

疫情保衛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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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疫情造成的恐慌，如您有感到焦慮可撥打本縣社區心理衛生中心諮商諮詢

專線 03-9367885或洽衛生福利部安心專線 1925（依舊愛我）。

本縣疫情專區請參考以下資訊

※本文摘錄自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網站 https://www.mohw.gov.tw/mp-1.html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站 https://www.cdc.gov.tw/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網站 https://www.hpa.gov.tw/Home/Index.aspx
  衛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網站 https://dep.mohw.gov.tw/domhaoh/mp-107.html
  心快活心理健康學習平台網站 https://wellbeing.mohw.gov.tw/nor/main
  本府網站 https://www.e-land.gov.tw/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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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協助方案

如何面對民眾的不理性~洗滌心靈的角落

本府於110年5月5日（星期三）下午1時30分在本府多媒體簡報室辦理員工協助方案

之「如何面對民眾的不理性~洗滌心靈的角落」講座，特別邀請台北諮商輔導中心

郭宏基特約講師講授，計有65人次參加。

 

                                         

郭宏基老師講授「如何面對民眾的不理性~洗滌心靈的角落」課程

健康諮詢
為兼顧防疫與健康，本府於110年5月26日（星期三）下午1時30分至4時30分在本
府多媒體簡報室與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家庭醫學科醫師進行遠距健康諮詢，共計
6人次參加。

 

                                         

同仁透過視訊軟體與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家庭醫學科醫師進行健康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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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宜蘭縣政府天然災害預防行政作業講習

為使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同仁瞭解各種天然災害內涵及即時應變措施、強化氣象資
料判讀能力，本府於110年5月5日（星期三）在宜蘭縣史館會議室辦理「110年宜蘭

縣政府天然災害預防行政作業講習」，分別邀請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林雨我主任秘書
講授「氣象與防災」，及本府人事處考訓科黃能鋒科長講授「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
上課作業法規與實務」，以提升同仁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實務作業技巧。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林雨我主任秘書 學員認真上課聽講

宜蘭縣政府「馨愛媽咪 花現幸福」藝術紓壓研習班

時值感恩5月，為營造溫馨關懷的服務環境，紓解同仁積累的工作壓力，本府於110
年5月5日（星期三）至7日（星期五）在本府文康中心辦理「馨愛媽咪 花現幸福」

藝術紓壓研習班，由王淑卿老師擔任花藝指導，帶領同仁一步步完成手作成品，藉
由藝術創作紓解壓力，體現母親節感恩氛圍，並提升同仁工作士氣及服務效能。

               

縣長到場祝福參訓學員母親節快樂 縣長參與課程完成精美手作花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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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長、講師、學員展示手作成品 縣長、講師、全體學員與作品大合影

全民國防教育宣導

軍史故事系列─烈士英靈，永世傳頌

為向當年捍衛國家、為國犧牲的先賢先烈表達由衷緬懷與崇敬，陸軍司令部於
民國107年3月27日舉行趙仲容少將、徐枕瑤中校、孫玉珊上尉、潘文欽上尉、畢道

洲少尉等5名烈士，忠烈祠入祀安位典禮，使國軍忠魂榮歸故土，永享安奉，受後

人景仰追思。
因此，為使國人深刻感受烈士們為國

犧牲奉獻，以國家民族存亡絕續為己任的
精神，本節目將以「烈士英靈，永世傳頌
」為題，製播專題報導，以表彰烈士們成
仁取義的英勇事蹟。

 
 

                                
影片連結網址：                         
https://ppt.cc/fc7L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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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一書

 

 

書名：我如何真確理解世界：漢斯．
羅斯林的人生思辨

作者：Hans Rosling、
Fanny Härgestam

譯者：郭騰堅
出版社：先覺
出版日：2020
ISBN：9789861343532

是什麼樣的人生歷程與思辨，讓Hans Rosling成為舉世聞名的全球公衛學家與

教育家，並以《真確》揭露世界的真相，扭轉我們的直覺偏誤？

他值得你認識，你也需要知道，世界上曾經走過這樣一個美好的靈魂。

以TED演講與《真確》聞名於世的Hans Rosling，擅於運用活潑數據解釋

世界的真貌。2016年，醫生無預警通知他得了胰臟癌，Hans Rosling立刻決定
排除萬難寫下這本書，完整公開他的一生，以及他如何學會理解世界、在生命
最艱難的時刻做出抉擇。

本書從Hans Rosling兒時透過咖啡豆產地認識國家寫起，描述一名出身寒

微的年輕人，藉由科學深入各個角落，重新詮釋這個世界。他隨時願意承認錯
誤，接受相悖的觀點，一次又一次挑戰自己的既定想法，逐步克服偏見，形塑
自己的價值觀與人生思辨，並因此致力於運用數據揭露事實，寫下《真確》一
書，影響力遍及全球。

無論是在資源窘迫的非洲納卡拉急診室徹底反思醫者的價值，或是在世界

經濟論壇以真確問題檢視全球領導人的無知，甚至是因為過於專注地實踐理想
差點被太太掃地出門，Hans Rosling持續將自己的生命奉獻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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