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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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1.02-109.01.31）

府內異動 

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到（離）職日

期 

黃田堯 民政處宗教禮俗科科長 本府秘書 109.01.02 

簡適 民政處副處長 計畫處副處長 109.01.13 

趙傳敏 本府秘書 民政處副處長 109.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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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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合理規劃本縣地域加給適用制度，本府依行政院函頒修正「各機關學校公教員

工地域加給合理化調整方案」，溯自 109年 1月 1日起至 113年 12月 31 日止調

整本縣服務處所地域加給數額，詳請參閱附件。 

（檢附宜蘭縣政府 109年 1月 2日府人福字第 1090000701 號函及附件影本各 1份

http://personnelold.e-land.gov.tw/personnel/EunitMail/10902/10902-law-1.pdf） 

二、檢送「全國軍公教人員生活津貼申請暨稽核系統」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子女教育

補助申請資料報送時程表 1份，請確實配合辦理，請查照。 

（檢附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09年 1月 22日總處給字第 1090024904 號書函辦理

，並檢附原書函及附件影本各 1份

http://personnelold.e-land.gov.tw/personnel/EunitMail/10902/10902-law-2.pdf） 

三、配合職組職系名稱一覽表自 109 年 1 月 16 日修正施行，修正本府「工程單位及

專業人員認定權責分工表」、修正對照表、及「工程單位核定表」，請參閱附件。 

（檢附宜蘭縣政府 109年 1月 22日府人福字第 1090013768 號函及附件影本 

  各 1 份 http://personnelold.e-land.gov.tw/personnel/EunitMail/10902/10902-law-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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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騷擾系列宣導：影音專區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取自 

         https://www.mohw.gov.tw/lp-44-1-xCat-13.html 

       （一）防治性騷擾-觀念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z83s41TZP8 

       （二）防治性騷擾-變調的好意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T84p7PVRqE 

 

   

宜蘭縣政府109 年組織學習計畫 

    本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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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 1月 16日函頒「宜蘭縣政府 109年組織學習實施計畫」，請查照並配合辦理。 

（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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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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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廉政倫理宣導 

 
※資料來源：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問答輯。 

◆Q：有關公務人員廉政倫理規範第 14 點中規定：「公務員出席演講、座談、研習及

評審（選）等活動，支領鐘點費每小時不得超過新臺幣 5,000 元。公務員參加

前項活動，另有支領稿費者，每千字不得超過新臺幣 2,000 元」，若無前項活動

僅為支付公務人員稿費之情況，是否在此規定內？ 

A：有關支付公務人員稿費一節，如無本規範第 14點第 1項所指出席演講、座談、 

     研習及評審（選）等活動情形，則無第 14點第 2項規定之適用，亦即一般投稿 

   不受每千字不超過新臺幣 2,000 的限制，但是稿費仍須符合社會認可標準，並經 

   簽報長官及知會政風機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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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檢查補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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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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特特別別別企企企畫畫畫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衛生福利部 109 年 1 月 15 日衛授疾字第 1090100030 號公告，新增「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為第五類法定傳染病。2019 年 12月以來，湖北省武漢市展開

呼吸道疾病及相關疾病監測，發現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病例。個案臨床表現主要

為發熱，少數病人呼吸困難，胸部X光片呈雙肺浸潤性病灶。2020年 1月 9日接

獲中國大陸通知，病原體初步判定為新型冠狀病毒，已完成病毒全長基因定序，

電子顯微鏡下亦呈典型冠狀病毒型態，該病毒不同於以往發現的人類冠狀病毒。

冠狀病毒(CoV)為一群有外套膜之RNA病毒，外表為圓形，在電子顯微鏡下可看

到類似皇冠的突起因此得名。 

 

疾病介紹 

前言 

冠狀病毒(CoV)為一群有外套膜之RNA病毒，外表為圓形，在電子顯微鏡下可看

到類似皇冠的突起因此得名。可再細分為四個屬: alpha, beta, gamma, and delta

。已知會感染人類的冠狀病毒包括alpha CoV的HCoV-229E , HCoV-NL63 以

及beta CoV的HCoV-HKU1, HCoV-OC43, MERS-CoV, SARS-CoV, 和最新

發現的 2019-nCoV。冠狀病毒是造成人類與動物疾病的重要病原體。 

 

已知宿主 

除已知會感染人類的七種冠狀病毒以外，其他的動物宿主包括蝙蝠(最大宗)、豬、

牛、火雞、貓、狗、雪貂等。並有零星的跨物種傳播報告。 

 

傳播途徑 

大部分的人類冠狀病毒以直接接觸帶有病毒的分泌物或飛沫傳染為主。有部分動

物的冠狀病毒會讓動物出現腹瀉症狀，可以在糞便當中找到病毒，可能藉此造成

病毒傳播。 

 

臨床表現與嚴重程度 

人類感染冠狀病毒以呼吸道症狀為主，包括鼻塞、流鼻水、咳嗽、發燒等一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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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道感染症狀。另外也有少部分會出現較嚴重的呼吸道疾病，如肺炎等。一般

人類感染冠狀病毒以五歲以下兒童為主，但也有成年人與老年人罹患肺炎的報告

，或使得原先的慢性阻塞性肺病之病情加重。偶有死亡個案但比例甚低。

MERS-CoV與SARS-CoV的臨床表現則比一般人類冠狀病毒嚴重許多。如SARS

的個案有兩成需要加護病房治療，致死率約一成。動物感染冠狀病毒會有腹瀉等

腸胃道症狀，故研究者也懷疑人類感染冠狀病毒可能有類似症狀。但目前都未能

獲得證實。另外有零星報告指出，部分的冠狀病毒可以感染神經細胞，故可能造

成神經系統疾病如腦炎等。也有一份報告指出冠狀病毒感染和川崎症可能相關，

但未能獲得證實。 

 

診斷與治療 

冠狀病毒不容易以組織培養方式分離出來。PCR 為人類冠狀病毒之檢驗首選，且

可研究其流行病學與病毒演化。也可採行免疫螢光抗原染色法。目前所有的冠狀

病毒並無特定推薦的治療方式，多為採用支持性療法。SARS流行期間曾有許多

抗病毒藥物被使用來治療病患，但其效果均未被確認。 

 

預防方式 

目前未有疫苗可用來預防冠狀病毒感染。建議的預防措施與其他呼吸道感染相同

，包括勤洗手、妥善處理口鼻分泌物等等。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因應指引： 公眾集會 

基本概念 

依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監測資料顯示，目前國內之

確診病例以境外移入為主，除從事醫療照護工作或與確診病例曾有密切接觸者外

，一般大眾於社區感染之風險相對較低。由於集會活動通常人潮擁擠，長時間且

近距離可能增加呼吸道傳染病之傳播風險，且目前適逢流感流行季節，最基本且

最重要的防疫措施仍是：落實勤洗手、呼吸道衛生與咳嗽禮節，及生病在家休息

。 

 

針對已由衛生單位或民政單位列為追蹤管理之高感染風險對象，均須依中央流行

疫情指揮中心公布之相關防疫措施進行健康管理。另由於中國大陸疫情持續擴大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將會適時依防疫需求公布相關之防疫措施。 

 

適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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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我國「集會遊行法」第 2 條，「集會」係指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舉

行會議、演說或其他聚眾活動；另依據世界衛生組織 (WHO)定義，群眾集會 

(mass gathering / large event) 只要聚集人數足以影響社區/地區/國家公共衛

生因應量能，無論集會活動為計劃性或自發性均屬之。因此，只要是多人同時聚

集於同一地點參加共同活動， 均得廣義解釋為「集會活動」，如開學/畢業典禮、

婚喪喜慶、運動賽事、宗教/政治/文化/學術/藝文/旅遊、法人/社團/非政府組織

(NGO)性質之聚眾活動等，皆為適用範圍，而所需採取之防疫措施，得視集會活

動之形式及人數彈性調整。 

 

防護措施 

一、 集會活動前 

        (一) 進行風險評估 

          1. 依國內外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現況、集會性質與參加者特性， 

進行相關風險評估，必要時得邀集集會活動主管機關及地方衛生單 

位等共同討論。 

          2. 倘有慢性肺病(含氣喘)、心血管疾病、腎臟、肝臟、神經、血液或 

代謝疾病者(含糖尿病)、血紅素病變、免疫不全需長期治療者、孕 

婦等，於國內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流行期間，建議避免參加集 

會活動。 

        (二) 建立應變機制 

             若為大型或辦理期間較長之集會活動，除持續關注國內外傳染病疫 

情，適時將資訊提供相關人員，並應訂定集會期間發現疑似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個案之相關應變機制以利遵循，包含集會活動環境規 

劃(如現場動線規劃與疑似個案暫時隔離或安置空間)、醫療支援( 

如醫療專業人員進駐協助提供集會活動現場醫療初步評估或護理 

、掌握鄰近醫療資源)，以及建立相關單位(如地方衛生單位)之聯繫 

窗口及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通報流程等，且確保相關應變人員皆瞭 

解及熟悉應變流程。 

        (三) 宣導生病在家休息不參加集會活動 

          1. 透過多元管道(如邀請函、簡訊及活動網站)向參加者進行下列衛教 

溝通： 

            (1) 有呼吸道症狀者，應儘速就醫後在家休養，避免參加集會活動。 

有發燒者，直至退燒後至少 24小時才可參加集會活動，如集會 

活動辦理當日未達此標準，應避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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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維持手部清潔 

保持經常洗手習慣，原則上可以使用肥皂和清水或酒精性乾洗 

手液進行手部清潔。尤其咳嗽或打噴嚏後及如廁後，手部接觸 

到呼吸道分泌物 、尿液或糞便等體液時，更應立即洗手。另 

應注意儘量不要用手直接碰觸眼睛、鼻子和嘴巴。 

         2. 生病之工作人員應在家休養，直至退燒後至少 24小時才能返回上班 

。 

       (四) 規劃防疫設施/隔離安置場所及備妥相關防護用品 

         1. 集會活動場所應有充足的洗手設施，並預先設置適當隔離或安置空 

間，如為室內集會活動則需確認環境之空氣流通狀態。 

         2. 依集會活動人數及辦理時間，準備足夠之個人清潔及防護用品包含 

洗手用品(如肥皂或洗手乳等)、擦手紙及口罩等。 

二、 集會活動期間 

       (一) 加強防範衛教溝通及強化個人衛生防護 

         1. 加強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與維持個人衛生習慣之衛教溝通並透 

過明顯告示(如:海報、LED螢幕等)宣導「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手部衛生」及「呼吸道衛生與咳嗽禮節」等。 

           ※ 建 議 可 逕 至 衛 生 福 利 部 疾 病 管 制 署 全 球 資 訊 網

(https://www.cdc.gov.tw)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專區

下載衛教資料並多加利用。 

         2. 目前不建議所有參加者與工作人員全面配戴口罩，但若有工作人員 

可能經常直接面對面接觸出現呼吸道症狀患者，或是其它須在人潮 

眾多之密閉場所工作之人員，則建議配戴口罩。 

        (二) 維持現場環境衛生及供應足量的防護用品 

          1. 室內集會活動場所應保持空氣流通及環境整潔，並持續監控環境空 

氣流通與換氣情形。 

          2. 入口處應備妥口罩及乾洗手液，並張貼告示，請有呼吸道症狀之訪 

客配戴口罩並使用乾洗手液，並與他人保持 1公尺以上之距離。 

          3. 針對現場人員經常接觸之表面(如地面、桌椅、電話筒等經常接觸之 

任何表面，以及浴廁表面如水龍頭、廁所門把、馬桶蓋及沖水握把 

)應有專責人員定期清潔，一般的環境應至少每天消毒一次，消毒 

可以用 1：100(當天泡製，以 1份漂白水加 99份的冷水)的稀釋漂 

白水/次氯酸鈉(500 ppm)，以拖把或抹布作用 15分鐘以上再以濕 

拖把或抹布擦拭清潔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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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清潔消毒工作的人員應穿戴個人防護裝備(手套、口罩、隔 

離衣或防水圍裙、視需要使用護目鏡或面罩)，以避免消毒水噴濺

眼睛、口及鼻等部位。 

          4. 個人清潔及防護用品(如洗手用品、擦手紙及口罩)應足量提供現場 

人員使用，並應有專責人員協助確認供應狀態，確保供應無虞。 

(三) 持續關注傳染病現況 

            於集會活動期間持續加強關注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之疫情狀 

況，適時提供資訊給所有參與人員，並視需求發布警示。若工作人 

員或參加者在集會活動期間出現呼吸道症狀者，應讓其戴上口罩， 

暫時留置預設之隔離或安置空間(或非人潮必經處且空氣流通之空 

間)，直至其返家或就醫。另視需要協助安排鄰近醫療院所就醫事宜 

。 

(四) 發現疑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通報定義者 

         1. 如發現符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通報定義者，應立即依訂定之應變 

機制處理及通報衛生單位，同時配合衛生單位進行疫情調查與相關防 

治措施。 

  2. 考量集會活動形式、參與人數與疫情狀況等，必要時，可與地方衛生 

單位討論後研判集會活動是否需調整、延期或取消，以防止群聚發生 

或疫情擴大。 

三、相關人員健康管理 

       (一) 應訂定集會全體工作人員(含流動人員)健康監測計畫，並有異常追蹤 

處理機制。 

(二) 落實上開人員每日(至少 1次)體溫及健康狀況監測，倘有發燒(耳溫 

≧38℃)、呼吸道症狀或腹瀉等，應主動向單位主管或負責人員報告 

，並採取適當的防護措施及引導就醫治療。 

       (三) 訂有發燒及呼吸道症狀的請假規則及工作人力備援規劃，且所有工作 

人員都能知悉及遵循辦理。倘有發燒、呼吸道症狀或腹瀉等症狀，應 

安排請假或限制其活動/工作，直至未使用解熱劑/退燒藥且不再發燒 

24小時後，才可恢復其活動/工作。因確定或疑似感染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而請假在家休息者，其請假日數應從寬考量。 

       (四) 照護暫時留置之呼吸道症狀患者(如醫護室或勞安室專業人員、校護 

等)，應配戴外科口罩，並保持勤洗手的衛生習慣。如前開患者，出 

現嚴重不適症狀(如高燒不退、吸呼困難、呼吸急促、胸痛暈眩、抽 

搐、嚴重腹瀉等)，集會活動之主責人員應協助其儘速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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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因應指引：大眾運輸 

基本概念 

由於車站、候車地點及大眾運輸工具等屬公眾使用且多為密閉空間，長時間且近

距離可能增加呼吸道傳染病之傳播風險， 且目前適逢流感流行季節，最基本且最

重要的防疫措施仍是：落實勤洗手、呼吸道衛生與咳嗽禮節，及生病在家休息。

針對已由衛生單位或民政單位列為追蹤管理之高感染風險對象，均須依中央流行

疫情指揮中心公布之相關防疫措施進行健康管理。另由於中國大陸疫情持續擴大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將會適時依防疫需求公布相關之防疫措施。 

 

防護措施 

    一、個人防疫措施 

    (一) 維持手部清潔 

        保持經常洗手習慣，原則上可以使用肥皂和清水或酒精性乾洗手液進                 

行手部清潔。尤其咳嗽或打噴嚏後及如廁後，手部接觸到呼吸道分泌                 

物、尿液或糞便等體液時，更應立即洗手。另應注意儘量不要用手直接                 

碰觸眼睛、鼻子和嘴巴。 

    (二) 注意呼吸道衛生及咳嗽禮節 

      1. 有咳嗽等呼吸道症狀時應戴外科口罩，當口罩沾到口鼻分泌物時，應                   

將已污染之口罩內摺丟進垃圾桶，並立即更換口罩。 

      2. 打噴嚏時，應用面紙或手帕遮住口鼻，若無面紙或手帕時，可用衣袖                  

代替。 

      3. 如有呼吸道症狀，與他人交談時，請戴上外科口罩與保持良好衛生習 

         慣，並儘可能保持 1公尺以上距離。 

      4. 手部接觸到呼吸道分泌物時，要立即使用肥皂及清水搓手並澈底洗淨 

         雙手。 

    (三) 生病時在家休養 

      1. 如出現類流感症狀(如發燒、頭痛、流鼻水、喉嚨痛、咳嗽、肌肉痠痛、 

倦怠/疲倦、部分少數患者合併出現腹瀉)，在症狀開始後，除就醫外， 

應儘量在家中休息至症狀緩解後 24小時以上。患者應避免搭乘航機、 

船舶等交通運輸工具，以避免將病毒傳染給其他人。 

      2. 倘若您被衛生單位之公衛人員告知是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確診病患的 

         接觸者時，須配合執行居家(個別)隔離規定，不外出，亦不得出境或出 

          國，若於健康監測期間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時，請立即(全程)戴上外科 

          口罩，，主動與縣市衛生局聯繫，或請立即撥打 1922防疫專線或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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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個案接觸者居家(個別)隔離通知書」之單位 

安排就醫。就診時務必主動告知旅遊史、職業暴露、有關的暴露，以 

及身邊是否有其他人有類似的症狀。 

 

     二、 軟硬體防疫措施 

      (一) 強化及落實衛教溝通 

          針對旅客，以及駕駛及服務人員等工作人員加強進行以下宣導： 

          1. 透過於車站、候車地點及運輸工具明顯處張貼海報，或以跑馬燈、 

廣播等方式宣導「落實勤洗手」及「呼吸道衛生與咳嗽禮節」等個 

人衛生行為，如出現呼吸道症狀應配戴外科口罩，並儘速就醫。 

          2. 有關疫情最新資訊、防疫建議，以及相關宣導素材如多媒體、海報 

、 單 張 等 ， 可 逕 自 衛 生 福 利 部 疾 病 管 制 署 全 球 資 訊 網

(https://www.cdc.gov.tw)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專區瀏

覽及下載運用。 

       (二) 維持環境衛生及配置防護用品 

         1. 車站、候車地點及運輸工具應隨時維持整潔，執行清潔消毒工作的 

人員應穿戴個人防護裝備(手套、口罩、隔離衣或防水圍裙、視需要 

使用護目鏡或面罩)，但要注意清理工作應適當為之，避免因過度使 

用消毒藥劑而影響人體健康。建議針對公眾經常接觸的物體表面進 

行消毒可以用 1：100(當天泡製，以 1份漂白水加 99份的冷水)的 

稀釋漂白水/次氯酸鈉(500 ppm)，以拖把或抹布作用 15分鐘以上 

再以濕拖把或抹布擦拭清潔乾淨)，包括： 

         (1) 車站、候車地點內：門把、扶手、洗手間、各式觸摸式設備。 

         (2) 運輸工具內：擴音器和旋鈕、扶手、按鈕、空調出口、座椅調整鈕 

            、椅套、安全帶扣環、杯架、洗手間等。 

         2. 車站及候車地點可配置外科口罩及乾洗手液，並張貼告示，請有呼 

            吸道症狀之旅客配戴口罩並使用乾洗手液，並與他人保持 1公尺以 

            上之距離。另在長程運輸中，可能發生旅客或工作人員在旅途中發 

            生不適症狀的狀況，故可配置手套、外科口罩及消毒用品，已備需 

            要時使用。 

 

        三、 相關人員健康管理 

         (一) 應訂定駕駛及服務人員等工作人員(含流動人員)健康監測計畫，並 

             有異常追蹤處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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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落實自我健康狀況監測，倘有發燒(耳溫≧38℃)、呼吸道症或腹瀉 

             等，應主動向單位主管或負責人員報告，並採取適當的防護措施及 

             引導就醫治療。 

         (三) 駕駛、乘客服務人員、清潔消毒人員及其他經常接觸民眾之工作人 

             員，建議工作時戴口罩。 

         (四) 訂有發燒及呼吸道症狀的請假規則及工作人力備援規劃，且所有工 

             作人員都能知悉及遵循辦理。倘有發燒、呼吸道症狀或腹瀉等症狀 

             ，應安排請假或限制其工作，直至未使用解熱劑/退燒藥且不再發             

             燒 24小時後，才可恢復上班。因確定或疑似感染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而請假在家休息者，其請假日數應從寬考量，不宜列入全勤、 

             考績評等或績效考核等。 

         (五) 若有乘客或工作人員於旅途中發生症狀，請依下列建議處理： 

           1. 安排發病者與其他人員區隔，理想距離為 1公尺以上，並要求其 

              遵守咳嗽禮節和手部衛生等措施，並配戴外科口罩。儘可能提供 

              特定之洗手間予患者，若無法如此，患者使用過後之洗手間應清 

              潔消毒。 

           2. 由固定人員給予照料，但這名人員不可是併發症之高危險群，與 

              患者接觸時須配戴口罩及手套。在接觸患者或處理其廢棄物後， 

              應小心脫下口罩及手套，並清洗雙手。 

           3. 患者產生的廢棄物及使用後的手套及口罩，應以牢固的塑膠袋封 

              好後再丟棄。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大家一起來防疫 

目前國內疫情仍無須過度恐慌，但為更有效做好疫情防治，請注意自己和親人的

健康，關心疫情變化，同時一起協助下面事項，並向親友宣導，務必不要發布、

散播、轉傳未經證實或來源不明之疫情資訊，避免觸法受重罰或刑罰。 

       （一）如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者，可撥 1922防疫專線電話。 

       （二）在密閉空間時，戴一般外科口罩即可，不需戴N95口罩，不需要 

             搶購和囤積口罩。 

       （三）遵守中央疫情中心根據不同感染風險程度所訂的追蹤管理機制，做 

             好應有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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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更改， 

就會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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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照顧假Q&A 

Q1：政府機關、學校及事業機構【以下簡稱各級機關(構)】同仁有無防疫照顧假

之適用？ 

A：有。 

1、符合以下條件就可以請防疫照顧假： 

(1) 期間：109年 2月 11 日至 24日。 

(2) 對象：有親自照顧 12歲以下學童需求之家長。 

(3) 限制：僅得由家長其中 1人申請。 

2、同仁申請防疫照顧假，各級機關(構)不得拒絕，且不得影響考績或為其他不



 

 17 

利處分。 

 

Q2：防疫照顧假有沒有給薪？  

A：沒有。  

在防疫期間需要政府人力能維持穩定運作，同仁使用政府原有請假規則的各

類假別，包含事假、家庭照顧假、加班補休和休假等，也能提供照顧 12 歲

以下學童的需要。經綜合考量政府本身的特性，防疫照顧假給假不給薪。  

 

Q3：「防疫照顧假」是「家庭照顧假」嗎？  

A：不是。  

防疫照顧假是讓同仁多 1 個請假的選項，只要符合防疫照顧假規定就可以請

；跟現行相關請假規定之家庭照顧假併行，沒有排他或替代的關係。 

 

Q4：防疫照顧假可否以「時」為單位申請？如何扣薪？  

A：可以。  

目前家庭照顧假、休假及加班補休都可以以「時」申請，防疫照顧假也可以

，該「時」就不給薪。  

 

Q5：防疫照顧假，同仁差勤如何處理？  

A：WebITR及WebHR已有相關設定。其他自行開發（或未建置）系統，比照

辦理。  

使用WebITR與WebHR之機關，系統已經設定好了，對操作方式有疑問，請

洽本總處人事資訊處。其他自行開發（或未建置）差勤管理系統之機關，以

其他可以辨明的方式註記。（按：日後方有助統計分析之需） 

 

Q6：家中有 2個以上小孩，家長可不可以分開申請防疫照顧假？  

A：不可以。  

防疫照顧假要符合：(1)12 歲以下學童之家長，有親自照顧學童之需求（2）

僅家長其中 1人可以申請。不符合要件者就不能請。 

 

Q7：有照顧 12歲以下學童需求者，家長可不可以請自己的假？  

A：可以。  

可依現行相關請假規定請事假（家庭照顧假）、休假或加班補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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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8：2 月 11 日至 24 日期間，有照顧 12 歲以下學童需求者，如選擇請自己的假

，機關得否拒絕？請事假逾越規定日數是否會影響考績？  

A：機關不可以拒絕。但一年中請事、病假超過 14天，會影響考績。 

 

Q9：防疫照顧假跨例假日是否有給薪？  

A：有。  

公務員每週應有 2日之休息，作為例假。於例假期間即無請假之問題，應給

薪。  

 

Q10：防疫照顧假不給薪，是否一體適用派遣（或承攬）人力？  

A：不是。  

派遣（或承攬）人力的雇主為公司，請防疫照顧假是否給薪依該公司規定辦

理。  

 

 

本文摘錄來源：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https://www.cdc.gov.tw/ 

https://www.cdc.gov.tw/Disease/SubIndex/N6XvFa1YP9CXYdB0kNSA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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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國防教育宣導 

軍史探舊系列：烈士之嶼（上集） 

為推廣全民國防教育工作，積極強化國防文物保護、宣導及教

育觀念，製播軍史探舊系列節目，走訪各縣(市)具全民國防教

育意義的場所，透過所屬觀光事業發展部門，一一將國防文物

及軍事遺址等加以介紹，以擴大實質教育成效。本集節目將走

訪列嶼(小金門)地區九宮坑道、將軍堡、八達樓子、湖井頭戰

史館、國姓井、大二膽島、鐵漢堡、勇士堡、陵水湖」等地，

探尋他們的軍史故事。 

 

 

 

 

 

影片連結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jv6u6tkgC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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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一書：專書閱讀書籍簡介 

 

 

 

 

書名：關於人生，你可以問問亞里斯多德 

作者：Edith Hall 

譯者：鄭淑芬 

出版社：仲間 

出版日：2019 

ISBN：9789869645744 

不做決定，等於讓別人決定你。幸福，是有意識的思考、選擇和行動。 

亞里斯多德深信：由自己主導，成為掌握人生的唯一駕駛，才是「活得好」的關鍵！ 

「快樂」不只是追求片刻的開心，而是「一生持續的狀態」，而這種「幸福或滿足」的

源頭在於——運用理性思考，誠實面對自己的行與不行，找到目標、實現潛能，持續

「做對的事」，努力修正以成為更好的自己。 

作者以淺近的語言和生活實例，為你我與古代賢哲間搭起橋樑，闡釋亞里斯多德的哲

思，用以因應各項現實課題。從人類經驗出發，帶你好好想清楚自己，從幸福、慎思、

認識自己到群體關係，層層探問「為人」的十個根本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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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文康康康福福福利利利  

宜蘭縣政府己亥年員工歲末聯歡 1月 17日精彩登場！ 

宜蘭縣政府為慰勞縣府同仁整年來工作的辛勞，於 1月 17日下午 5時 30分，在縣府

縣民大廳舉辦員工歲末聯歡晚會，與會來賓有議長張建榮、副議長陳漢鍾及議員黃定
和、莊淑如、林麗、賴良洲、黃建勇、黃琤婷、林義剛、楊弘旻、林騰煌、松王淑珍議
員與員山鄉張宜樺鄉長等貴賓，現場席開 128桌。 

晚會活動由縣府同仁組成的森巴鼓隊熱鬧開場，接著由縣長帶領局處首長合唱《快樂的
出航》，象徵縣府首長齊心領航，帶領縣府團隊將宜蘭航向更美好的新局面，並期許同

仁們作伙打拚，團結一心，共同傾聽縣民的聲音，以回應縣民對縣府的託付與期待，晚
會中縣長並逐桌向同仁致意問候，感謝同仁在縣政業務推動上的用心與努力。 
晚會安排一連串樂團、歌手演出，並在加碼摸彩聲中，歡樂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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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長林姿妙發送鼠年紀念紅包，向縣府同仁辭歲拜年! 
辭舊歲、迎新春！縣長在農曆春節前最後一個上班日（1 月 22 日）走訪縣府各處室向
同仁辭歲拜年，發送鼠年紀念紅包，與大家提前感受農曆春節的熱鬧氣氛，並感謝所有
同仁的努力付出，祝賀大家新年快樂，鼠年行大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