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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主管及一級機關首長職務異動一覽表（109.12.01-109.12.31）

其他情形                  

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到（離）職日期

宋隆全 本府文化局局長 退休 109.12.25

呂信芳 蘭陽文教基金會副執行長 本府文化局局長 109.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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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福利相關函釋

一、 「公務人員因公猝發疾病或因戮力職務積勞過度以致死亡審查參考指引」第二
點規定，業經銓敘部以109年11月24日部退五字第10953017571號令修正發布
，並自發布日生效，請查照。
（檢附銓敘部109年11月24日部退五字第10953017572號函及其附件影本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bDSpZm-_XnAO0fQxj9xhiZZZiub32ewM/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JOOvFKw9ROfH2Y5I772OWkkMFsrpOKCZ/view?usp=sharing）

二、 為因應支領月退(職)休金人員所領取之公保一次養老給付自民國110年起因優
惠存款利率年息為零而不得辦理優存，各機關學校於受理110年1月1日以後退
休(職)案件時，請依銓敘部函及教育部書函說明辦理，請查照。
（檢附銓敘部109年12月9日部退二字第1095306216號函及教育部109年12月18
日臺教人(四)字第1090178837號書函影本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gefHE2MaFtw9HW1zxuHB1UoZg4tdjw1h/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BoMckB3gScYSCdrK-gIR9ygACDfnv9u/view?usp=sharing）

三、 「公教人員保險準備金管理及運用辦法」第7條條文業經銓敘部以民國109年12
月11日部退一字第10953031001號令修正發布，請查照。
（檢附銓敘部109年12月11日部退一字第10953031003號函及附件影本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jzajZwzNpg5eftqBEbOJlbooluBd9Ubq/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8ArSpoA_hRaEopbfTxrz5B1DKOT9ltw7/view?usp=sharing）

四、 修正「宜蘭縣政府公教人員因公命令退休及因公撫卹疑義案件審查小組作業規
定」第一點及第二點，自即日起生效，請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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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本府109年12月14日府人福字第1090206919號函及其附件影本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8ysWsUWqo4J9CGOR-xHWhFzL_N9Y-3aT/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LT1Visr8WBNOH4rGz2x4PCYal2eI5gsT/view?usp=sharing）

五、 有關各機關約聘僱人員、公營事業機構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人員於聘僱、在職
期間自殺死亡，其遺族辦理撫慰、給卹事宜，請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辦理
，請查照。
（檢附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9年12月16日總處給字第1090047283號函影本1
份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BFnP14CvYTnF90A4gAbLfGf7CirGvSuo/view?usp=sharing）

六、 檢送「支（兼）領月退休金公立學校退休教職員『赴大陸地區長期居住』之認
定及請領退休給與之權利問答一覽表」1份，請查照。
（檢附教育部109年12月16日臺教人(四)字第1090139821號函及其附件影本各1
份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5XHPKhonVqcn7W6kjvJQWjSGpmm4iSbP/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3hcZyOw-Y5Ogpc0bUjQjcIISmp2dNuF7/view?usp=sharing）

防疫宣導

 為防治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自即日起至中華民國110年2月28日止，參加大型

集會活動之民眾應全程佩戴口罩並遵守飲食規定。
一、 依據本府110年1月4日府授衛疾字第1090031714號函辦理。
二、 衛生福利部業於109年12月24日以衛授疾字第1090201087號公告「為防治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自即日起至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28  日止，參加大型集會活  
動之民眾應全程佩戴口罩並遵守飲食規定」。

修正國民旅遊卡相關事項Q&A

一、 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9年12月31日總處培字第1100010063號函辦理。
二、 配合行政院109年12月22日院授人培字第1090048025號函修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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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點、第5點，並自同日生
效，爰修正旨揭Q＆A。

（檢附修正之國民旅遊卡Q&A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JRH_aIA9inNLYtAQ3e_Oqb_ThI-HlKn4/view?usp=sharing）

公務人員兼職規定宣導

公務員於育嬰、侍親及進修留職停薪期間得否兼職疑義

（本府109年12月2日府人考字第1090200050號函諒達）
一、 依據銓敘部109年11月30日部法一字第10953034301號令辦理。
二、 公務人員依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4條第2款、第3款及第5條第1項第1款至

第4款規定申請留職停薪者，係保留本職缺於原辦公時間轉從事各該留職停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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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由，其留職停薪期間基於維持生計，得另從事非屬留職停薪事由之其他工
作，惟如係於原辦公時間為之，權責機關應就個案實際情形審究有無悖於原
留職停薪事由；至如係於非原辦公時間為之者，則尚不涉及留職停薪事由之
變動。

三、前開所稱得另從事非屬留職停薪事由之其他工作，係包括執行醫師、會計師
、律師等領證職業所從事之事務在內，以及從事教學或研究工作或擔任非營
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職務，不論是否受有報酬，均毋需依公務員服務法第
14      條之      2      及第      14      條之      3      規定辦理  ；惟各該專業管理法律對於兼任公務（人）
員另有禁止規定者，仍應依其限制為之。又留職停薪人員於留職停薪期間仍
具公務人員身分，仍不得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 4條至第 6條、第 13條等相關
規定。

四、 銓敘部91年4月29日部法一字第0912131975號書函，及銓敘部歷次解釋與該
令釋未合部分，自即日起停止適用。

公務人員保障法－救濟範圍變更

公務人員保障救濟範圍

 依據司法院釋字第785號解釋意旨，調整公務人員保障法所定復審及申訴、再

申訴救濟範圍，自109年10月5日起實施。
（本府109年10月7日府人考字第1090165888號函諒達）
一、 依據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109年 10月 5日公保字第 1091060302號函

辦理。
二、按司法院釋字第 785號解釋意旨略以，公務人員保障法（以下簡稱保障法）

第 77條第 1項、第 78條及第 84條規定，並不排除公務人員認其權利受違法
侵害或有主張其權利之必要時，原即得按相關措施之性質，依法提起相應之
行政訴訟，請求救濟。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依其意旨，通盤檢討保障
法所定復審及申訴、再申訴救濟範圍。

三、諸如依公務人員考績法規所為之獎懲、考績評定各等次、曠職核定等（詳如  
人事行政行為一覽表），均有法律或法律授權訂定之規範，且經機關就構成
要件予以判斷後，作成人事行政行為，已觸及公務人員服公職權等法律地
位，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核屬行政處分，應循復審程序提起救濟。公務
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歷來所認應依申訴、再申訴程序提起救濟之相關函
釋，與上開一覽表不合部分，自即日起不再援用。

（檢附人事行政行為一覽表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Uqom5tKpbKTOQ02Aj_bugL6C5OcSIEpH/view?usp=sharing）

 茲因「曠職核定/登記」改認行政處分，為利各機關人事作業及完備公務人員救

濟權益之保障，檢附曠職核定函參考範例1份供參。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HGNeJIczPxJr8CTtIUVjnV4Yexlpndjm/view?usp=sharing

（本府109年12月16日府人考字第1090208186號書函諒達）
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9年12月15日總處培字第1090047454號書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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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用人員保障救濟範圍

 各機關（構）依法聘用人員成績考核、獎懲等救濟案，仍循申訴、再申訴程序。

（本府109年12月8日府人考字第1090202135號書函諒達）
一、 依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109年 11月 18日公保字第 1091060357號函（

諒達）副本辦理。
二、茲因各機關（構）依法聘用人員之權利義務關係，係以雙方訂定之聘約為規

範，性質屬公法上契約關係，與依公務人員任用法律任用之有給專任人員有
別，除有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原則上機關不得再以行政處分之方式，作為
行使行政契約事項之手段；且前開聘用人員亦非公務人員考績法之適用對象
。視機關就聘用人員所為之獎懲、成績考核、不續聘及解聘等聘約內容事項
，性質上仍屬管理措施，如有不服，應依公務人員保障法所定申訴、再申訴
程序救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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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拔】本縣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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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鄉鎮市公所、鄉鎮市民代表會編制

內公務人員及約聘僱人員。

提報

時間

請各機關（單位）於110  年  1  月  29  日  (  星期五  )  前  

報府審議（逾期不予受理）。

資格

條件

(1)公務人員：於推薦機關服務滿3年以上，最近5年內未曾獲

選，且最近3年考績均列甲等。

(2)約聘僱人員：於推薦機關服務滿3年以上，最近5年內未曾

獲選，且最近3年未曾列入年終考核應改善

人員。

※ 以上兩類人員均需最近3年未受刑事處分、懲戒處分或平時

考核申誡（含）以上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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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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個案）故事人事案例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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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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壓力

工作壓力引起的症狀

避免工作壓力與過勞，健康工作沒煩惱
「新北市某學院一名 43歲的助理教授，過勞死在研究室裡」、「某縣政府建

設局副局長為了解地方災情，每天查訪各地，還要處理大量公文，最後在勘災現場
累倒，引發心臟病死亡」、「某局術士，因忙於勘災長時間工作，不幸過勞猝死」
。這些年來，這樣的新聞可以說是屢見不鮮，但台灣人往往存在著「要更勤奮地工
作」這樣的信念，雖創造了臺灣的經濟奇績，但也產生了心臟疾病患者增多、離婚
率上升、人際關係緊張、親子關係疏離等副症狀，只是人們往往隱而未覺。近來，
您是否常覺得頭痛、胸悶、食慾不振、沒胃口、記憶力減退、注意力難集中、肩部
與頸部強直性發麻，若有這些症狀您可能就要注意了，因為您可能早已成為過勞的
高危險群而不自知！
近年來，有關工作壓力與過勞等議題漸受國內社會重視，「工作壓力」是指當

職業環境上的種種特性、需求與變化超過工作者所能應付，或是與工作者的認知評
價有了差距，使其感到衝突、脅迫、不愉快或身心負擔，從而引發一連串壓力反應
，改變其生理或心理的正常狀態，並可能對工作者的表現或健康，甚或對團體及組
織發展產生影響的情形；「過勞」(burn-out)指的是一種身心耗弱狀態，是長期處
在高度心理壓力之下的反應。過勞的症狀與成因複雜，多數研究認為過勞是長期暴
露於工作壓力下的結果。過勞與工作壓力是重要的公共衛生議題，所謂「過勞」、
「過勞猝死」、及找不出特殊病因的「慢性疲勞症」，在高度工業化國家已是極受
重視的職業健康問題。

過度工作與心血管疾病之間已被發現具有顯著的關聯性，且當工作者長期工作
過度時，不斷累積的疲勞不僅會損害身心健康，甚至可能誘發猝然的「過勞死」，
常見以急性循環系統疾病發病。因此，壓力管理、戒菸與腦心血管疾病危險因子的
預防，如高血壓的防治與高脂血症及糖尿病的治療，是過勞預防中最基本的一環。

通常當工作本身要求超過當事人所能應付，就會產生壓力
。在職務要求下，從業者在身處工作負荷、工作挑戰、上級要
求、作業環境和各種職業安全衛生條件等情境時，將感到衝突
、不愉快或身心負擔等變化，而產生工作壓力。
任何與工作有關的因素，而會使從業人員產生不良適應反

應，像是工作表現不良、人際關係欠佳、甚至失眠、腸胃系統
毛病等症狀者，皆可能來自工作壓力。

工作壓力所造成的影響會因為不同的工作與組織環境，以及各個從業人員的人
格特質而形成不同的工作壓力表徵，例如冠狀動脈心臟病、心理不健康、工作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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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肉放鬆運動

意、過度飲酒等等。
工作壓力會作用於從業人員及公司組織層面，而導致個人症狀及組織症狀的產

生。當職業壓力源作用於個體時，嚴重的職業壓力會引起從業人員的不良適應反應
，包括失眠、緊張、不安、焦慮、神經過敏、憂慮、不滿情緒與低自尊等現象，使
從業者的正常功能產生脫序現象；職業壓力源作用於組織症狀時，將引起員工高缺
勤率、高離職率、高職災率、低品質成果、曠職、或導致罷工。
另外，研究亦發現，不管是小孩或是大人，處在高壓力下的人，不論是在家、

運動活動、工作中或開車等均較處在低壓力下的人更容易發生意外傷害。

事實上，在減緩壓力的方式中，運動是最好的壓力鬆弛劑之一，而靜坐、瑜珈
、充足的休息與睡眠、肌肉鬆弛（放鬆）法等等也皆能使受工作壓力壓迫的身心獲
得緩解。下面將就肌肉鬆弛法做一簡介。
肌肉鬆弛法：肌肉鬆弛法乃是藉由拉緊某一塊肌肉數秒後，再放鬆該塊肌肉的方式
，來分辨身體肌肉分別處於緊張狀態與放鬆狀態時的差別，並進而能抓出身體緊張
的部位，使其放鬆，以解除無意識下身體持續維持緊繃以至可能引致身心疾患的壓
力狀態。 
鬆弛法原則
1. 所需時間：依據放鬆部位多寡，每次練習需時十五至三十分鐘不等。
〈小建議：最好有充裕的時間，因為無法在短時間內使身體真正的完全放鬆，最好至少
花上二、三十分鐘的練習，所以首先必須先騰出時間。〉

2.適當地點：找尋舒適的地點練習，最好是完全不會受到干擾。
〈小建議：白天練習時，可將室內光度減弱；晚上練習時，可安排在入睡前進行。〉

漸進式肌肉放鬆法練習（緊張─放鬆）：「緊張─放鬆」的循環是整個深度肌肉鬆
弛法的重心。它能夠使自己很快的注意自我肌肉的緊張，並認出那組肌肉特別容易
受壓力而緊縮。此外藉由肌肉的這兩種拮抗作用，以達到自身鬆弛的狀態，比單方
面使用放鬆肌肉的方法所達到的更深度且更有效。當要使肌肉緊張時，必須用點力
氣才能感受到，但是請注意不要用力過度反而使肌肉受傷或痙攣，必須學習找到恰
當的用力度。很快地使肌肉緊張起來，持續五至七秒，並經驗肌肉在這緊張的狀態
下的感受；接著很快的放鬆肌肉，注意緊張和放鬆之間的差別，體驗肌肉放鬆的滋
味，持續十五至二十秒。
《小技巧》
1. 在肌肉鬆弛練習法中，整個練習的目的是希望達到身體和精神上的鬆弛，選用
適當的話告訴自己，能增進目標的達成。在陳述這些話的音量和談話速度必須
控制適當，在進行某組肌肉緊張練習時，說話速度和音量不妨大聲一點，可反
映出肌肉的緊張度；而在進行放鬆練習時，說話的速度應較為緩慢，音調需柔
和，運用一些詞彙暗示自己，例如「溫暖」、「輕鬆」、「很平靜」、「快睡
著了」、或者「很沈重」。告訴自己緊張已經消除，感受緊張和鬆弛相異處。

2. 練習肌肉鬆弛法時、建議您需依照一個固定的順序，反覆的進行肌肉「緊張─
放鬆」的循環。它能夠使全身的肌肉都得到鬆弛並且使您達到從未有過的鬆弛
狀態。

3. 建議先依順序做肌肉緊─鬆練習，以避免在自行練習時由於用力不當，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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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勞症狀

哪些工作容易發生過勞？

如何預防過勞？

對肌肉緊張的感受力。當自己肌肉鬆弛法已經練習純熟時，才按照自己意思任
意選擇所要的部位練習。

4. 當全身各部的肌肉都練習過後，全身放鬆幾分鐘，檢視是否還有一些肌肉仍處
於緊張狀態。但請記住，不要太期望在第一次練習就能達到全身放鬆的狀態，
因為恆心與不斷的練習才是成功的必要條件。 

漸進式肌肉練習影片

目前在台灣各醫學中心及教學醫院的精神科與心理科、精神科專科醫院的精神科門
診或臨床心理部門，以及合格醫院之附設精神科、心理衛生科，皆可得到有關壓力
診治的專業諮詢與處理。

感覺疲勞、胸痛、頭痛或頭暈、經常感冒、失眠、情緒低落、容易煩躁或生氣、血
壓升高、心電圖不正常、喝酒頻率與量增加等，上述症狀仍需要由專業醫師詳細評
估確切原因。

1. 極度緊張、精神負荷高的工作。
2. 不規律的工作、輪班或夜班…等特殊的作業環境。
3.異常高、低溫的環境，或充斥噪音…等特殊的作業
環境。

4. 長期工作過重或短期工作超過負荷者。

1. 隨時注重自我身體的保健及定期健康檢查與追蹤。
2.注意均衡的營養、適當的休息和規律的運動。
3.適度的調節工作壓力，減少過勞之工作危險因子。

※本文摘錄自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過勞專區https://www.osha.gov.tw/1106/1196/19238/

寒流報到，驅寒保暖穩當行！

減少暴露於低溫 長者注意保暖防跌 留心急性促發徵兆！
根據中央氣象局氣象預報資料顯示，近日天氣急遽降溫、風速驟增，在嚴寒天

氣下特別需要留意。冷空氣增強，加上水氣偏多，降雨情況明顯，體感溫度較實際
溫度更低。寒潮爆發，氣溫驟降容易導致血管收縮，造成心肌梗塞機會大增，提醒
年長者、有慢性病患者留心健康狀況，三高及心血管疾病患者，更要規律用藥及監
測血壓，減少天冷造成的影響，並且避免到空曠地區暴露於低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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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健康署王英偉署長呼籲民眾做好保暖禦寒工作，外出建議穿著禦寒衣物，

注意頭頸部及四肢末端的保暖，如帽子、口罩、圍巾、手套、襪子及防滑鞋，以多
層次穿著（例如洋蔥式穿法），方便隨著溫度變化來穿脫衣物。最外層可選擇具有
防濕與防風功能之外套，且易於穿脫與合適肢體活動之衣物。依據國民健康署調查
發現，室外跌傷地點前三名依序為：1.街道或路上/路邊、2.公園/運動場或溜冰場

、3.菜園/農地等。特別提醒家中若有65歲以上長輩，濕冷的天氣應盡量減少外出

，如需外出應結伴而行，選擇穩固之防滑鞋底、低且四方形之鞋跟、有充分固定的
鞋子，穿著合身的衣物，注意褲管不要過長，減少絆倒風險，儘量避免到濕滑易跌
倒之場所，而增加受傷及骨折的風險；有心臟病史的民眾，在任何時間都要隨身攜
帶病歷卡與緊急用藥以備不時之需。如果出現胸悶、胸痛、心悸、呼吸困難、噁心
、冒冷汗、頭暈或暈厥等心臟病症狀，或是更年期女性可能出現氣喘、背痛等非典
型症狀，很有可能就是心臟病急性發作，或是發生臉歪手垂大舌頭等中風徵兆，保
命要訣就是打119儘速就醫，避免錯失黃金治療期而造成遺憾！

使用保暖物品要謹慎 注意通風及安全
在寒流期間，國民健康署提醒民眾除了天冷注意保暖外，也要注意居家安全，

若在室內有使用電暖器等相關設備時，需要注意通風及用電安全。另使用暖暖包、
熱水袋做局部保暖時，要避免長時間使用於同一個部位，尤其糖尿病或有週邊血管
疾病的病人，對溫度的感覺較遲鈍，使用時更應特別小心以免燙傷。

※本文摘錄自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https://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4141&pid=13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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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人事成長營課程表預告

研習
梯次

預定辦理
日期

課程名稱 講師 備註

1
110年3月
31日14時
至16時

年資採計提敘俸級認定實務
探討

連芷文
三星國小
人事室主任

2
110年5月
19日14時
至16時

教師敘薪規定及教師甄選最
新修正法令解析與實務探討

毛盈海
蘇澳國中
人事室主任

3
110年6月
16日14時
至16時

公務員兼職規定與實務探討 林健泰
大同國小
人事管理員

4
110年7月
21日14時
至16時

退撫給與發放(含溢領追繳)
實務作業解析

游雅雯
人事處
科員

5
110年9月
29日14
時至16時

教師兼代課鐘點費及各種津
貼加給核支實務探討

邱純薇
文化國中
人事室主任

6

110年10
月27日
14時至16

時

公教人員請假規則與實務探
討

林鏞錩
南澳高中
人事室主任

7
110年11月
17日14時
至16時

不休假加班費、年終及考績
獎金法規與實務探討

游郁淳
順安國小
人事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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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所屬人事機構109年擴大人事業務聯繫會報

本府人事處於 109年 12月 30日（星期三）上午 9時假文化局演講室舉辦 109
年擴大人事業務聯繫會報，集全縣各機關、學校、公所、代表會所有專任及兼任人
事主管，共計 120人參與。

本次會議頒發「人事業務績效考核績優單位」及「績優人事人員」2個獎項
。109年人事業務績效考核績優單位，共有 9個人事機構獲獎：行政機關組第 1名
羅東鎮公所人事室及礁溪鄉公所人事室並列、第 3名環境保護局人事室；學校中學
組第 1名員山國中人事室、第 2名國華國中人事室、第 3名冬山國中人事室；學校
國小組第 1名羅東國小人事室、第 2名南屏國小人事室、第 3名礁溪國小人事室
。109年績優人事人員共有 3位人事同仁獲獎：衛生局人事室主任張學智、人事處
科員游蓉樺及陳文堅，均是在工作崗位上表現優異，於眾多人事人員中脫穎而出。

 

109  年人事業務績效考核優良單位  
行政機關組由左至右為：
第一名：羅東鎮公所人事室
第一名：礁溪鄉公所人事室
第三名：環境保護局人事室

109  年人事業務績效考核優良單位  
學校中學組由左至右為：
第一名：員山國中人事室
第二名：國華國中人事室
第三名：冬山國中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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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人事業務績效考核優良單位  
學校國小組由左至右為：
第一名：羅東國小人事室
第二名：南屏國小人事室
第三名：礁溪國小人事室

109      年績優人事人員  
由左至右為：
衛生局人事室主任張學智
人事處科員游蓉樺
人事處科員陳文堅

業務宣導交流由人事處黃處長水桐帶領處內４位科長宣導人事相關業務，並說
明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重要政策如下：
1. 基於行政院一體之立場，請各人事機構於考試院（及其所屬部會）研商重要人

事法規時，研提之相關意見應與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先行溝通。
2. 110年度聘僱人員資料全面線上化，請督導所屬務使資料之建置具完整性、正確

性及合法性。
3.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調整公務人員保障法所定復審及申訴、再申訴救濟
範圍，請轉知所屬人事人員注意，並依規定辦理。

4. 請適時提醒服務機關（構）各級主管人員，應覈實指派加班，並衡酌加班之必
要性、合理性及急迫性，又加班後應給予適當之休息，以維護公務同仁健康權
。

5. 為推動及時多元獎勵機制，鼓勵公務人員勇於任事，行政院已訂定「行政院及
所屬機關（構）執行重大專案獎勵要點，請轉知所屬，適時建議機關（構）首
長並善加利用。

6. 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發給辦法檢討修正方向。
7. 請各機關辦理資料鎖定作業，以提升資料品質，並達到人事作業簡化、數位化

及無紙化。
8. 推動全國機關差勤作業電子化及差假資料完整報送，請同仁配合辦理。

最後黃處長勉勵同仁在工作上盡責任、多關懷、與人為善；在家中對子女應多
祝福、少擔心，對父母盡孝要及時，家有多和樂，就有多興旺；找一項喜愛的運動
，持之以恆，保持健康。

另外本次會報安排蘇澳國中人室毛主任盈海及南屏國小人事林主任吳億，為人
事同仁講授「推動職場托育服務之精進行為」及「待遇校對半自動」之標竿學習課
程，讓同仁更加熟知人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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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業務宣導交流

南屏國小人事主任林吳億講授「待遇
校對半自動」

蘇澳國中人室主任毛盈海講授「推動
職場托育服務之精進行為」

下午為員工協助方案專題講座，特別邀請國立空中大學副校長沈教授中元講授
「變遷中的男性角色意識與婚姻觀念」課程，沈教授用活潑熱情的講授風格與同仁
互動，讓本課程更為生動有趣，博得人事同仁熱情的反饋，為本縣所屬人事機構
109年擴大人事業務聯繫會報落下一個完美的句點。

國立空中大學副校長沈中元教授講授「
變遷中的男性角色意識與婚姻觀念」

沈教授與人事同仁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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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政府109年員工家庭日活動」邀請員工及眷屬溫
馨熱鬧過週末~               

109年員工家庭日活動於12月5日辦理完竣，員工及眷屬踴躍到場參加，且活動
參與感十足!現場各項體驗活動，針對不同年齡層設計，包含：縣政中心定向闖關遊
戲、滑步車體驗、桌遊、DIY棉花糖，並結合110年即將在宜蘭舉辦的「全國原住民
族運動會」，安排了射箭體驗、棒球擲準體驗等遊戲，讓員工家庭同樂、親子互動
，增進彼此的感情，場面溫馨熱鬧!

縣長林姿妙親臨活動會場感謝同仁平日的努力付出，及所有員工眷屬在背後的
支持；活動最後邀請街頭藝人表演，並安排宜蘭在地美食設攤，讓同仁和家人來場
溫馨的午餐約會，在歡笑聲中一起度過愉快的周末。

縣長親臨活動會場與同仁及眷屬親切互動，場面溫馨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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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及眷屬參與各項體驗活動，與最愛的家人們一起度過愉快的周末

                  

冬至到，呷冬節圓仔囉！       

冬至到代表一年即將接近尾聲，有吃湯圓的傳統習俗，縣長為感謝同仁一整年
的工作辛勞，特別在12月21日冬至當天，準備了熱騰騰的鹹、甜湯圓與同仁一同享
用，並廣播祝賀同仁冬至佳節愉快，更親自到各單位向同仁致意贈送生湯圓，讓同
仁能帶回家和家人一起共享，象徵闔家團圓、福氣圓滿，整個縣府洋溢著溫馨愉悅
的傳統節慶氛圍！

縣長親自到各單位向同仁致意贈送生湯圓，同仁們亦熱烈迎接縣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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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國防教育宣導

軍史故事系列：疾風魅影—黑貓中隊

二次大戰後，我國為確保臺海和平，積極從事
建軍備戰，並與美方合作，進行各種情資蒐整。其
間美方提供U2高空偵察機等設備，由我方派遣飛
行員，深入中國大陸各地進行高空偵照任務。於民
國49年11月在空軍桃園基地成立空軍第三十五中
隊，以「空軍氣象偵查研究組」名義編組，亦稱
「黑貓中隊」。

從50至63年間，有28位飛行員執行220次偵
照任務，任務涵蓋面積一千餘萬平方公里，遍及中
國大陸30餘省，10位飛行員英勇殉國，黑貓中隊
用生命報效國家，以血淚鑄寫青史。本節目專訪
「疾風魅影－黑貓中隊」紀錄片導演及前35(黑貓)
中隊隊員沈宗李教官等2員接受華視主播專訪，一
同來瞭解、回顧這段軍史故事，對曾經為國冒險犧
牲、奉獻熱血青春的老前輩們表達崇高敬意。 

 
 

                                
影片連結網址：                         
https://youtu.be/iWmH4Lyf3T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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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憑什麼勝過人工智慧？人類與人工智慧的關係，是「你輸我才贏」的零和
賽局？

　　隨著電腦的運算能力越來越強大，在許多領域打敗人類，人工智慧開始令
我們質疑起原本我們自豪的能力，甚至認為它將取代人類？本書探討人工智能
如何成為我們的「對照組」，提醒著我們人類哪些特質難以取代，人工智慧又
可以在哪些地方成為我們的互補。

　　本書從聊天機器人談起，從人腦與電腦的競賽切入，帶讀者了解電腦和AI
這幾十年的關鍵進展，及它讓我們對自己產生什麼新認識。既然我們對電腦的
長處已充分了解，那麼更該「重新發現」自己的特色——人何以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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