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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福利相關函釋

一、 為有效提昇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繳納作業效率，請各機關學校配合網路傳輸
基金繳納作業異動資料，請查照。
（檢附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 109年 11月 11日台管業二字第
1091547584 號 函 及 附 件 影 本 各 1 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
1rWGnJg7BPQqR76S25LmdsgbCnjsegKFD/view?usp=sharing）

二、行政院78年5月10日台七十八人政肆字第16763號函等6函有關公營事業機構退
撫管理事項函釋，自即日起停止適用，請查照轉知。
（檢附行政院109年11月13日院授人給字第10900451131號函及其附件影本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W6abQMh3tj_Ie3fZSzzzD-77gXdZkQCQ/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hGZOwCfTC1ed7LWuwt58thCfXVAqxEsw/view?usp=sharing）

三、 為利臺灣銀行國內營運部每年1月1日辦理優惠存款整批續存作業並避免發生追
繳溢領優惠存款利息之情事，請各機關學校確實依教育部書函辦理。
（檢附教育部109年11月18日臺教人(四)字第1090161265號書函影本1份https://
drive.google.com/file/d/1J9M8hC6nA2UkhmaEMYcYRi_k_WcT1c3e/view?usp=sharing）

四、 退休公教人員併計其他職域年資成就支領月退休金條件，其月退休金支領金額
在新臺幣(以下同)2萬5,000元以下者，其公教人員任職年資如未滿15年以上，
不合依規定發給年終慰問金、三節慰問金及子女教育補助，請查照。
（檢附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9年11月18日總處給字第1090045315號函影本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4ZTeDNvvgLjfYVX8H36DfAHSe7ePDhat/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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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規範第2點第3款規定，「正常社交禮俗標準：指一般人社交往來，市價

不超過新臺幣3,000元者。但同一年度來自同一來源受贈財物以新臺幣1萬
元為限」，是否有鼓勵公務員收受鉅額餽贈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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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一、本點規範目的
（一）提供明確標準：讓公務員對於訂婚、結婚、生育、喬遷、就職、陞遷

異動、退休、辭職、離職等人際互動，遇有受贈之財物，知所因應及
進退。

（二）引導廉潔自持：公務員為全體國民服務，使用及分配公共資源乃基於
公共信任，因此本點規範係提醒公務員應清廉、儉樸，重視外界觀感
，以贏得尊重。

二、 不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為重點：
依據本規範第4點規定，公務員原則不得接受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之餽
贈財物，例外得予接受者，仍需以「偶發而無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
為前提，公務員受贈財物之際，自當審慎評估是否會引發外界不當聯想
。

秋冬防疫專案

 配合「秋冬防疫專案」啟動，自109年12月1日起，本府同仁進入縣府請一律佩

戴口罩。
一、 為提高民眾於高感染傳播風險場所佩戴口罩的遵循度，以降低呼吸道傳染病

的感染與傳播，及避免過度耗用醫療資源，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下稱指
揮中心）宣布，自12月1日起，強制要求民眾進入「醫療照護、大眾運輸、生
活消費、教育學習、觀展觀賽、休閒娛樂、宗教祭祀、洽公」等八大類場所
應佩戴口罩。未依規定佩戴口罩，經勸導不聽者，將依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第
37條第1項第6款規定，由地方政府裁罰新臺幣3千元以上1萬5千元以下罰鍰。

二、 配合前開防疫專案，本府同仁進入縣府應確實佩戴口罩，如果有飲食的需
求，在與不特定對象保持社交距離或有適當阻隔設備的前提下，可在飲食期
間暫時取下口罩。

三、 指揮中心發布之新聞稿及「高感染傳播風險場域」舉例請逕行參閱網頁：
http://at.cdc.tw/y2xf3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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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個案）故事人事案例

聘僱人員權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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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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愛生命。希望無限
「自殺防治，人人有責」，在自殺防治艱鉅的工作

中，除了達到全民參與、彼此關懷、珍愛生命、希望無
限的理想境界，各專業社群成員的積極參與也是十分重
要，除了在醫療體系的努力投入與整合外，「守門人」
也同時扮演關鍵的角色與職責。社區「守門人」
（Gatekeeper）指的是經常接觸高風險群的人，在社
區或工作單位扮演既定的角色與職責，對於高風險族群
也有第一手了解，對所在環境是否能順利推動防治工作
，有關鍵性的影響。透過教育訓練的方式，可增加基層
醫療人員及社區守門人辨識、轉介自殺高危險族群的能
力，對於自殺防治工作將有很大的幫助。

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

1. 儀表方面：服裝怪異、穿著不合時節或蓬頭垢面。
2.動作行為方面：可能出現攻擊、終日臥床、自言自語等怪異行為。
3. 現實感障礙：對事情看法與一般人不同，常對發生的事情沒反應，或是反應過
度。

4.生活方面：與人之間有疏離感，亦產生退縮，工作無法持續，學業一落千丈，
不能照顧自己，行為顯得幼稚。

5. 妄想：覺得有人要害他、自己和神或是名人有關係。
6.幻覺：可以看到、聽到或聞到其他人沒感受到的聲音、畫面或味道。
7.情感方面：有時會出現高昂、悲傷或緊張等情緒反應。
8.不當的反應：如憂愁或痛苦時會發笑等。

1. 急性期：以藥物治療為主，並配合其他治療，如：家族治療、心理治療、職能
治療、環境治療等。

2. 治療模式：急診治療、門診治療、住院治療、日間留院治療、居家治療、社區
復健治療等。

1. 家屬應先了解病人不肯吃藥的原因，如果是病人覺得有副作用不舒服，可以直
接詢問醫師說明，並視情況調整藥量、改藥或減緩副作用，提高服藥意願。

2.如果是因為病人認為自己沒有病，缺乏病識感，或服藥後認為症狀已緩解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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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之鑰：藍色心代表憂鬱
的心靈，開啟鎖匙代表敞開
心胸，鑰匙象徵以愛心為支
持的多元專業協助，而在專
業協助之外，雙手表示同時
需要家人與社會的關懷與支
持。透過專業、愛與支持，
協助憂鬱的藍色心轉變為積

 極與樂觀的粉紅色心。
精神疾病常見症狀

精神疾病治療方式

精神疾病常見症狀



願意繼續服藥時，可能造成精神症狀更加嚴重，而造成疾病的復發，因此可增
加病人對疾病的認識而接受服用藥物，或改為長效針劑治療（每隔幾週注射一
次）。

3.如果病人一直不肯服藥時，或拒絕就醫返診時，家屬可至病人原就診醫院，與
醫師商討解決方式或申請居家治療。

1. 持續地接受治療
2.良好的復建和支持性的環境
3. 25%經過治療後可康復
4. 50%治療時可將症狀去除和預防再發，但若停藥會復發
5. 25%即使治療也無法完全消除症狀，但不治療，則病情惡化的更快

1. 及早就醫
2.持續治療
3. 積極復健
☆精神疾病如同心理感冒一樣，請主動就醫，讓專業人員來幫助您。
☆精神疾病需要持續治療才能穩定，請用包容與關懷的心接納及協助。

珍愛生命守門人
守門人扮演著「關懷、支持」的角色，能夠在對方最需要關心的時候，察覺到

他所發出求救的訊息，也能在他最需要的時間點，給予鼓勵並提供資源協助，陪伴
他度過想要自殺的低潮期，一起等待人生的光明來臨。換句話說，「自殺防治守門
人」就是擔任「早期發現、早期介入、早期協助」的角色。在接受過守門人訓練課
程或學習守門人三步驟後，人人都可以是守門人，您將會對自殺危險警訊有較高的
敏銳度，並有能力協助他人獲得適當幫忙，有效阻止自殺意念者付諸行動，降低自
殺率。

一問二應三轉介
一問：主動關懷，積極聆聽
二應：適當回應，支持陪伴
三轉介：資源轉介，持續關懷

                         一個擁抱，一份希望                 作者：希望樹
自殺，是一個很沉重的議題，常有人說從事自殺防治工作者，一定承受著龐大

的壓力，確實如此，但這過程未嘗沒有收穫和啟發，在我接觸了憂鬱自殺的個案後
，反而讓我重新去思索生命的意義與價值，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獨居婆婆。    
記得第一次看婆婆時，她身體虛弱的走了出來，臉上毫無血色、衣著頭髮凌亂

的樣子讓人難過，走上前寒喧得知，她的丈夫一年前過世後，便再也提不起勁了，
覺得生活失去意義的同時，更開始擔心家裡的經濟，當那份難過和擔憂越來越多，
她得了憂鬱症，各種可怕念頭湧現，天天在腦海中不斷盤旋與抗拒，吃了抗憂鬱的

5

如何預防疾病再復發

精神疾病防治三部曲

守門人三步驟

個案故事分享



藥也沒辦法克服，她的心門關了起來，不僅僅害怕與人接觸，就連出門都感到困難
、恐慌。                                                                
　　陪伴，是我在當時唯一能做的事。陪著她，傾聽她說著自己那最難熬的過程，
只想讓她感受到有人願意支持她。慢慢地，她掉下眼淚說著：「我曾經，一個人走
到橋邊，看著橋下的溪水不斷流著，想著一條繩子纏過肩頸，綁在石頭上，就這樣
往下跳…但當我想到自己的孩子，我真的不忍…，不想讓他們難過」。婆婆的難過
和痛苦，我們感受的到，但也不斷的回應，讓她明白她對家人的重要性。        
　　聊到最後，她說她從來沒把這樣的話說出來過，但講出來好像心裡舒坦了些，
離開前，我站起身跟婆婆說：「我可以抱妳一下嗎？」在婆婆將雙手張開且驚訝的
同時，我給了她一個深深祝福的擁抱，她哭了，她感動的說：「謝謝你們關心我，
我以為沒有人關心我了，我一點也不重要」。我對她說：「婆婆，你很重要，你的
家人也需要你，我們認識了你，你對我們也很重要，希望下次還可以看到你的笑容
，請不要放棄！只要活著，就有希望」。                                    
每個生命都很可貴，有時候一個簡單的陪伴和傾聽，甚至一個溫暖的擁抱，都

可能讓人重新燃起一絲希望，只要人間有愛，處處都是天堂。                  

心情溫度計
心情溫度計為簡式健康量表 (Brief Symptom Rating Scale，以下簡稱

BSRS-5)的俗稱，主要在作為精神症狀之篩檢表，目的在於能夠迅速了解個人的心
理照護需求，進而提供所需之心理衛生服務。與其他篩檢量表相比，心情溫度計具
備有簡短、使用容易之特性，研究結果更顯示心情溫度計在社區大規模調查中仍具
有良好之信效度。
在我們關心他人的過程中，常常遇到對方有情緒的困擾，卻不知他們困擾的程

度，心情溫度計可幫助我們具體地了解對方的心情，同時也可幫助對方釐清他們情
緒困擾的程度，並且可以根據得分結果做適當的處理。心情溫度計為一自填量表，
可以幫助我們了解自己的心情狀態，也可以用此量表主動關懷週遭的人，建立起自
我健康管理的習慣。

心情溫度計是主觀自填的量表，所以只要被測量者可以識字，一般經驗小學以
上的人，均可以順利的填寫量表。

只要對方的回應可以回覆原本的問題，便可將心情溫度計之敘述方式，換成自
己的話來詢問，例如詢問『睡眠困難，譬如難以入睡、易醒或早醒』的問題時，可
以先問對方『最近睡眠的狀況好不好』，再根據對方回答的狀況判斷分數（如電話
訪談），因此對於認識中文字或聽懂中文發音者均能適用。

目前「心情溫度計APP」IOS及Android系統已正式上線並提供免費下載，歡
迎擁有智慧型手機、平板的用戶踴躍下載，並協助轉發推廣。APP版本不只提供心
情的檢測及分析建議，更提供了全國心理衛生資源及心理健康秘笈（系列電子書）
，掃描QR Code就可以下載，敬請詳見https://www.tsos.org.tw/web/page/bs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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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溫度計適用年齡層&使用方式

心情溫度計APP

https://www.tsos.org.tw/web/page/bsrs#


珍愛生命 創造美好人生
生命之可貴，在於它能發光發熱，溫暖週遭的人；生命之無價，在於它能創造

人世間的一切美好；生命之無限，在於它能夠繼往開來，延續我們共同的理想與價
值。當我們遭逢挫折磨難時，難免沮喪失志，或感到無助無望。有時心煩意亂，衝
動難擋，或因憂鬱情緒、藥物酒精的推波助瀾，而忘卻了生命的可貴，走上自殺之
路，這是何等沉重的損失，無法承擔的傷痛。
在生命走到困境或自殺念頭萌生時，讓我們共同用愛心之鑰，開啟心中絕望之

鎖，全力給予支持，讓我們一齊努力，共同珍愛生命，為社會注入無限的希望及綿
延不絕的生命力。

每個人都會有情緒，如喜悅、興奮、憤怒、憂鬱、悲傷、焦慮等。這些情緒都
是正常的，但如果這些情緒已影響您日常生活作息時，建議您盡快向關懷人員反應
，撥打衛生福利部24小時安心專線1925（依舊愛我），
也可在上班時間來電宜蘭縣政府衛生局社區心理衛生
中心諮商專線：03-9367-885或洽宜蘭縣心理衛生相
關服務資源，以及本府員工協助方案人事處承辦人陳
小姐（mo21@mail.e-land.gov.tw，分機2112）提出申
請。簡單的幾個問題，幫助自己測量心情溫度，也分
享給身邊親愛的家人、朋友，養成每週檢測的習慣，認
識自己、愛護他人，就從關心開始。

※檢附宜蘭縣政府衛生局109年11月5日衛心字第1090027149B號函影本1 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2BViaLPSWeQRhWEEGCfcmheG3IZfPYIP/view?usp=sharing

本文摘錄自社團法人台灣自殺防治學會－全國自殺防治中心
https://www.tsos.org.tw/web/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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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心情溫度計
簡單量測心情
適時尋求協助我罩您

心理衛生相關諮詢資源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2BViaLPSWeQRhWEEGCfcmheG3IZfPYIP/view?usp=sharing
https://www.tsos.org.tw/web/home


造成產後憂鬱症的原因

如何因應情緒低落或產後憂鬱症

如何知道是否為產後憂鬱症

產後憂鬱症
部分婦女在生產後，會產生一些情緒低落或心情不穩定現象，這些現象大部分

會在幾天後消失，少部分症狀嚴重之個案，便需要專業介入協助治療。但因為這些
症狀可能是不自覺，或常被家屬或周遭親友忽視，以致常無法及時給予適當的幫忙
，而造成個人及家庭的困擾，甚至傷害等情況。家屬們可經由一些簡單的對談聊天
，給予傾聽、陪伴及支持，能讓產後媽媽們自在的談敘個人想法及感受，並讓其情
緒獲得抒發。同時，產後媽媽在照顧新生兒時，需耗費相當的體力，也常致睡眠不
足。因此，所有的家人應該去分擔照顧新生兒及家庭勞務，減輕產後媽媽的身體負
擔；平時多關心產後媽媽，一旦發現有產後憂鬱的現象且長時間無法緩解，甚至加
重時，應立即尋求醫療協助。

產後憂鬱症發生的原因目前仍不明，可能跟生理、心理及社會因子有關，甚至
產後媽媽須負擔照顧新生兒的角色，或因懷孕造成身體外觀的改變等，也會造成憂
鬱。一般認為造成產後憂鬱症的危險因子有下列幾項：
一、過去曾是重度憂鬱症患者或為其他精神疾患，或前胎有產後憂鬱症，或平時有
嚴重經前症候群或經前不悅症。

二、懷孕過程中即有憂鬱或焦慮症狀者。
三、生活中遭遇重大事件，如：失去親人、婚姻家庭問題、失業等。
四、社會支持或資源不足者。
五、懷孕或生產時出現併發症，如：妊娠高血壓、早產或生產併發症等。

一、過去一個月  ,  是否常被情緒低落、憂鬱或感覺未來沒有希望所困擾？  
二、過去一個月  ,  是否常對事物失去興趣或做事沒有愉悅感？  
如果上述兩個問題的確發生在您的身上時，我們強烈建議您告訴您的配偶或尋求親
友協助，或透過心理衛生機構協談及轉介。同時也可以將您目前的狀況告知您的婦
產科醫師，或兒科醫師，或精神科身心科醫師，以適時提供診斷、會談及必要的藥
物協助。如果常常會出現想要傷害自己的念頭時，應立即尋求醫療協助，以避免傷
害發生。

一、自我生活調適‧尋求支持與協助  ：產後情緒低落(postpartum blues)，通常在
產後的3-4天發生，而第5天達最明顯；通常產後兩週內就會消失。大部分的
媽媽只需要家屬、朋友多予照顧與支持即可恢復。因此，建議新手媽媽照顧新
生兒時，需利用嬰兒睡眠時，多讓自己的身體獲得適度休息，不要陷入過度疲
憊或睡眠不足的狀態。由於產後媽媽照顧嬰兒時，其體力耗費甚大，所以儘可
能由其他家人分擔及減輕產後媽媽的家事清潔等勞力工作，同時提醒產後媽媽
不要過分要求清潔。如果可以的話，每天可以撥出一小段時間外出散步，給自
己一些喘息休息的機會，同時應適度的向家人或親朋好友說出您的感受，並尋
求他們的幫忙，甚至是其他產後媽媽分享彼此的經驗與心情，都能得到相當的
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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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尋求醫療與心理衛生資源  ：如果產後情緒低落的症狀一直無法改善，甚至持續
時間長達兩個禮拜以上時，建議應立即尋求協助。可至各醫療院所婦產科、小
兒科或精神科（身心科）尋求協助，或可洽請各縣市衛生局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尋求相關心理衛生服務資源。對於產後憂鬱症(postpartum depression)的治
療，通常及早診斷及治療，越容易成功治癒。如果有產後憂鬱症時，切勿慌張
，通常醫師會給予抗憂鬱藥物，並輔以會談諮商或進一步給予心理治療。此時
，如果需要持續哺餵母乳者，可與您的醫師密切討論用藥成分及劑量。

三、積極接受診療，避免病症加重  ：如果發生嚴重產後精神病 (postpartum
psychosis)時，產後媽媽除了會出現情緒激動不穩定、哭泣、個性行為改變之
外，甚至會出現妄想或幻覺現象，有些還會出現誤認嬰兒已死亡或被掉包等幻
覺，根據國外統計產後精神病約有5%的自殺率及4%的殺嬰率，必須接受積極
治療，以免造成不幸。

※檢附宜蘭縣政府衛生局109年11月12日衛心字第1090027651號函影本1 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x1ACLvb_ZDfRcvVQ-pie35am2LDxYUQx/view?usp=sharing

本文摘錄自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認識產後憂鬱症手冊
https://www.hpa.gov.tw/Pages/EBookList.aspx?nodeid=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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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協助方案

本府訂於109  年  12  月  4  日（星期五）下午  1  時  30  分  在本府多媒體簡報室
辦理員工協助方案之「職場壓力管理-都是壓力惹的禍」，特別邀請
美國國家老年學榮譽學會郭講師哲誠講授，歡迎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
同仁踴躍參加。

                  

 

拒絕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課程 

本府於109年11月5日(星期四)下午1時30分在本府多媒體簡報室，邀請世新大學性
別研究所伍維婷副教授講授「CEDAW與公務推展」課程，共計51人參訓。 

 

 

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伍維婷副教授講授「CEDAW與公務推展」，同仁認真上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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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政策宣導研習班

為增進本府及所屬機關同仁對全民國防的認知及強化其性別意識培力，本府於
109年11月6日（星期五）上午8時50分辦理「政策宣導研習班」，課程分為「全民
國防融入日常生活及教育」及「性騷擾之防治與處理」二主題，共計60人參訓。

第一堂邀請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軍訓室張主任長裕擔任「如何落實全民國防融入
日常生活及教育」講座。「全民國防教育」是強化整體國防安全的基礎，藉由從日
常生活中扎根國防知識，並透過分享軍旅生涯、武器DIY及定向越野運動等相關實
務教學經驗，提升防衛國家之意識，落實全民國防理念。

第二堂邀請中央研究院焦研究員興鎧擔任「性騷擾之防治與處理」講座。課程
中以案例分享，提醒同仁在職場上如在遭遇性騷擾時，相信自己的直覺，不要漠視
或趨避、不要被行為人之政治、經濟、社會及學術地位所迷惑，當場表達不歡迎之
態度，並將過程詳細記錄下來(錄音、錄影蒐證)做為證據。

 

 

 

張長裕講座：如何落實全民國防融入日常生
活及教育

焦興鎧講座：性騷擾之防治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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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協助方案

本府於109年11月6日（星期五）下午1時30分在本府202會議室辦理員工協助
方案之「3C時代挑戰-幼童安全上網與家庭網路（含桌遊）安全意識」講座，特別
邀請富達管理顧問（股）公司廖講師宇潔講授，計有35人次參加。

廖宇潔講師講述幼童上網及網路安全問題

廖宇潔講師帶領同仁分組玩親子桌遊

                

12



全民國防教育宣導

軍史探舊系列：永固北疆

馬祖地區在戰地政務時期已超過60年，其中東
引地區的官兵為捍衛國之北疆，更是日夜守護著我
們的領土與主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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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自然環境，民國
38年國軍轉進閩浙沿海諸島后，當地的軍民組成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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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東湧燈塔、山受訓守護神、安東坑道、國
之北疆等地，探尋它們的軍史故事…

 
 

                                

  

影片連結網址：                         
https://youtu.be/eaFFQgAZoS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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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金與漸凍人症搏鬥數十年，腦袋中除了進行最尖端的物理學思考，也關注人
類如何繼續蓬勃發展、如何保護最脆弱的地方及應該如何教育孩子以面對未來
等問題。

霍金提出了關於人類文明如何延續的十個大哉問，並且清晰說出自己的見
解：上帝存在嗎？宇宙是怎麼開始的？宇宙中還有其他智慧生命嗎？我們能預
測未來嗎？黑洞裡面是什麼？時間旅行有可能嗎？我們能在地球上存活下來嗎
？我們應該殖民太空嗎？人工智慧將會比我們聰明嗎？我們如何形塑未來？他
一生幽默、樂觀奮鬥、永不放棄的精神，也洋溢在這本遺作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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