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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進

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到（離）職日期

王鎮國 國防部政風室編纂 本府政風處處長 110.07.19

其他情形

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到（離）職日期

許有良 本府政風處處長 僑務委員會政風室主任 110.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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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福利相關函釋

一、為協助各機關為所屬實際執行防疫工作人員辦理相關保險，以保障其安全，使
其無後顧之憂全心全力投入防疫工作，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經協洽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提供相關保險方案資料（如附件），供各機關參考運用。

（檢附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10年6月28日總處給字第1100001787號書函及附件
影本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4cmI1oY8VykYAftRUQI6Fu1Ebz-mN6hu/view?usp=sharing）

二、銓敘部函以，關於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時確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
19），於集中檢疫場所（含防疫旅館）隔離治療時，得視同住院治療並發給慰
問金。

（檢附銓敘部110年6月28日部退五字第11053590142號函影本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YO-hErQbx8ZT1SlSkdKRH7j5NL7aFsjg/view?usp=sharing）

三、「公教人員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加發補助要點」業經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於110
年6月30日以總處給字第11040006461號令訂定發布，並自110年7月1日生效，
請查照。

（檢附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10年6月30日總處給字第11040006462號函及附件影
本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NiDgMycLvueNHzMCSYIOzFugfdlQcEVy/view?usp=sharing）

差勤宣導
一、有關公務人員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期間，經服務機關同

意延長婚假後，如於該期限內調職至他機關，仍賡續適用原經同意延長之婚假
實施期限，無須另為申請。

（依據銓敘部110年7月12日部法二字第1105366601號函辦理，本府110年7月14日
府人考字第1100112909號函諒達在案，檢附原函及附件影本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rjdOHftDen4lICCFVATwfXcZoQ0WNrIq/view?usp=sharing）

二、有關教師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期間，經服務學校同意延
長婚假後，如於該期限內轉任至其他學校服務，仍賡續適用原經同意延長之婚
假實施期限，無須另為申請。

（依據教育部110年7月20日臺教人(三)字第1100095272號函辦理，本府110年7月
22日府人考字第1100116505號函諒達在案，檢附原函及附件影本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0k7blPO5KAfLe8STBIYflrBeyw1Z8bhJ/view?usp=sharing）

三、為建構友善生養環境，有關「性別工作平等法」產檢假日數（現行5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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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7日前，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自110年7月1日起就所僱用之懷孕勞工先行給予
第6日、第7日有薪產檢假，本縣各鄉鎮市公所及代表會得本權責參照辦理。

（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10年6月28日總處培字第1100024976號書函辦理，本
府110年7月9日府人考字第1100104298號函諒達在案，檢附原函及附件影本各1
份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iih5lEX51sPyoFUghcjK7qqaaZj5PKC8/view?usp=sharing）

四、配合疫情警戒自110年7月27日至110年8月9日調降為二級，公私立幼兒園、兒
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短期補習班等各類教育機構有條件開放並加強防疫管制
措施，有關「防疫照顧假」申請對象與期間一案。

（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10年7月26日總處培字第11000261421號函辦理，本
府110年7月28日府人考字第1100119590號函諒達在案，檢附原函及附件影本各
1份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yj6ShxVJLHBw5tAwAQuoUNPSSNMhVYd9/view?usp=sharing）

五、配合疫情警戒自110年7月27日至110年8月9日調降為二級，有關托嬰中心、居
家托育服務及早期療育機構、社區式長照機構（不含團體家屋）、身心障礙者
日間照顧服務等，相關「防疫照顧假」申請對象與期間一案。

（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10年7月27日總處培字第11000262071號函辦理，本
府110年7月29日府人考字第1100120324函諒達在案，檢附原函及附件影本各1
份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KGX3o3v9wsOx3lzgS0vRSw0x70vrNB7D/view?usp=sharing）

六、本府自110年8月2日（星期一）起恢復實施原彈性辦公時間。
（本府110年7月29日府人考字第1100121690A、1100121690B號函諒達及同日本
府員工入口網公告在案）

（一）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110年7月23日宣布，自110年7月27日至同年8月9日
調降全國疫情警戒至二級，並仍應嚴格遵守各項防疫指引，為本府公務運作
回復正常，兼顧防疫需求，爰調整現行相關措施如下：

1. 恢復實施原定彈性上班時間（彈性上班時間為8時至9時，下班彈性時間為
17時至18時）。

2. 取消居家辦公，回復原辦公處所辦公。
3. 取消分艙分流（含府內分流及移置異地人員），於110年8月2、3日分批回
至原辦公處所辦公。

4. 撤除縣民大廳設置之民眾集中洽公區。
5. 維持縣府門禁管制（含體溫量測、洽公實聯制、限制出入口等）。

（二）另考量疫情警戒雖已調降，惟倘有特殊需求（如自外縣市通勤、依規定實施
自主健康管理或具其他特殊情形者），經單位主管審酌業務狀況、人力量能
及工作性質，在不影響業務推動下，得於警戒期間，專案簽奉機關首長核准
，予以擴大彈班（彈性上班時間為7時30分至10時，下班彈性時間為16時30
分至19時）或居家辦公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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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職規定宣導
一、公務人員、聘用人員及約僱人員  
（一）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或投機事業。……

（第2項）公務員非依法不得兼公營事業機關或公司代表官股之董事或監察
人。……（第4項）公務員違反第1項、第2項或第3項之規定者，應先予撤職
。」考核方式。（修正條文第3條）

（二）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之2：「（第1項）公務員兼任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
團體之職務，受有報酬者，應經服務機關許可。機關首長應經上級主管機關
許可。」

（三）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之3：「公務員兼任教學或研究工作或非以營利為目的
之事業或團體之職務，應經服務機關許可。機關首長應經上級主管機關許可
。」

二、臨時人員  
宜蘭縣政府臨時人員工作規則第5條第7款：「上班時間絕對禁止兼職。下班時
間如有兼職情事，應主動告知用人單位，且不得損害本府之利益及影響勞動契
約之履行，並應迴避與職務相關或隸屬關係的兼職工作。」

教師成績考核規定修正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部分條文業由教育部110年7月28日臺
教授國部字第1100088502B號令修正發布，檢附教育部110年7月28日令、修正條文
、總說明及對照表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Bz0i5DHW-_K67tEU23nN-E2AOB8_qoGo/view?usp=sharing
本次「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修正重點如下：
一、增訂教師育嬰留職停薪，而任職累計已達六個月，辦理另予成績考核；考核年

度內全無工作事實者，或配合現行教師法規定，修正經依法解聘、不續聘，不
再辦理年終成績考核或另予成績考核；增訂教師留職停薪借調公立學校教師之
考核方式。（修正條文第3條）

4



二、增訂考核年度內對學生有體罰、霸凌之情形者，不得考列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
；及增訂有性騷擾、性霸凌行為，或違反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
第六條、第七條或第八條規定，不得考列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修正條文第
5條）

三、配合教師法及防制準則規定，修正教師平時考核之記大過、記過及申誡規定；
明定教師隱匿或延遲通報學生涉犯毒品事件，或要求藥物濫用個案學生辦理休
、轉學等情形，予以記大過、記過；並增訂懲處因訴願、行政訴訟或其他救濟
程序經撤銷而須另為懲處者，其懲處權之行使期間起算時點。（修正條文第6
條）

四、增訂考核會主席因故不能主持會議時之運作；明定選舉與被選舉資格規定。（
修正條文第9條）

五、增訂考核會委員迴避之人數計算。（修正條文第10條）
六、修正先行發布之獎勵令提交考核會確認之時限，並增訂救濟規定。（修正條文

第14條）
七、避免主管機關過度干預學校之考核結果，落實適法性之監督意旨，修正文字。

（修正條文第15條）

天然災害停止上班上課問答
Q1：天然災害發生時，各機關、學校首長在何種情形下可自行決定停止上班及上

課？其通報程序為何？
A1：
一、因受天然災害影響致交通、水電供應中斷或供應困難，影響通行、上班上課

安全，或有致災之虞、必須撤離或疏散時，各機關、學校首長得視實際情形
自行決定該機關、學校停止上班及上課後，通知所屬公教員工、學生與透過
當地傳播媒體播報，並通報縣府。

二、「各機關學校停班停課報備單」請至【宜蘭縣政府人事處網站／WISE智慧
網絡／E路通／表單下載／考訓類】下載使用。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10年1月天然災害停止上班上課作業新版Q&A Q3-4）

Q2：天然災害宣布停止上班，已出差至未停止上班地區人員，可否於事後補休？
A2：天然災害發生時發布停止上班及上課，乃係因應事實上無法上班及上課之臨

時措施，其目的在於預防及搶救，以減少天然災害來襲生命、財務遭受損失
。故已出差至天然災害未侵襲地區執行公務，因無生命、財產遭受侵害之顧
慮，自無適用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之必要，尚不得予以補休。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10年5月天然災害停止上班上課作業新版Q&A Q4-10）

Q3：天然災害發生期間，服務機關所在地、居住地區或出差必經地區未宣布停止
上班，奉派至宣布停止上班地區執行職務，得否給予加班費或補休？

A3：依「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之規定，天然災害期間機關、學校
發布停止上班及上課，乃係因應事實上無法上班及上課之臨時性緊急措施，
如因職務需要必須照常出勤或因工作需要經機關、學校首長指定出勤人員，
得由機關核實支給加班費或給予補休假。至於服務機關所在地區未宣布停止
上班，惟奉派至宣布停止上班地區執行職務者，如確有執行職務之情形，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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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比照適用上開規定，以期衡平。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10年5月天然災害停止上班上課作業新版Q&A Q4-11）

Q4：天然災害發生期間，服務機關所在地、居住地區或出差必經地區已宣布停止
上班，始經權責主管指派或基於業務需要接獲指示奉派至未停止上班地區執
行職務，得否給予加班費或補休？

A4：上開情形屬天然災害發生時宣布停止上班期間奉派執行職務，得以加班處理
，並給予加班費或補休。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10年5月天然災害停止上班上課作業新版Q&A Q4-12）

Q5：公務人員奉派參加訓練，當日出發時服務機關所在地尚未宣布停止上班，惟
後來宣布停止上班，是否可據此中斷前往訓練行程，又如當日仍照常受訓，
得否酌給加班費或補休？

A5：公務人員於機關所在地宣布停止上班前如出發前往未停止上班地區受訓，不
生生命、財產遭受侵害之問題，仍應繼續執行原定行程，且亦無給予加班費
或補休問題。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10年5月天然災害停止上班上課作業新版Q&A Q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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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資訊宣導
「蘭陽e學網」微學習課程上架歡迎選讀
本府於「e等公務園+學習平臺」─「蘭陽e學網」新增上架「宜蘭縣微學習數位教
材：善用小怪手讓自己變成拆彈簧床達人」、「宜蘭縣微學習數位教材：國旅補助
核銷-家己來」、「宜蘭縣微學習數位教材：繼承登記篇」、「宜蘭縣微學習數位
教材：公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常見問題問答集」、「宜蘭縣微學習數位教材：天然
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簡介」等5門課程，歡迎同仁選讀。

說（個案）故事人事案例

首長人事任用及遷調限制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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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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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間關係與互動

在家裡，

傷心、快樂、沮喪的時候，

家人可以成為我們的陪伴。

家人間除了陪伴，

更有溝通、承擔、共同學習等作用；

不同的角色承擔適合的責任，

就能創造美好的家人關係。

子職新關係—扛起我的責任來
為人子女在家庭中應有的角色份際，及其所需擔負的角色責任，其實就是指「

子職」；子職是相對於父母的親職的一種身份。由於時代的演進，家庭文化已有不
同面貌，子職的內涵也與時俱進有了新的改變。
依據身心發展的不同，在實踐行動上會有逐漸加深加廣趨勢。特別到青年階段

，更可以落實到文化反哺的行動。因此，我們將子職的內涵分為：陪伴與溝通、自
制與分擔、文化反哺三個主題，依據不同的年齡，說明子女的家庭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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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與溝通—擁有溫馨的關係
家人的貼心陪伴與良好的表達與溝通，能增進家人的情感關係，進一步創造幸

福感。過去親職教育中強調父母的陪伴，能使子女具有安全感，使其擁有健全的身
心發展。同樣的，子女的貼心陪伴，主動地表達感謝與建立良好的溝通模式，也會
使父母在教養的過程中獲得成就感與幸福感。

貼心陪伴
在幼兒期可能沒有辦法有具體行為，但試著讓幼兒體會家人的重要，感受家人

對自己的照顧與關愛，察覺自己與家人間相互照顧與關愛就已經很足夠。純真的童
言童語，也經常是父母疲憊時一劑強心針。當子女就學後身心更加成熟，假日的家
庭時光，美好的餐桌記憶，生病時的照料與關懷等，也都不限於單方面由父母提供
給子女，反而開始成為一個生命共同體，家人相互支持。在生日或特殊節日時的卡
片、蛋糕、聚餐等，回想起來都是貼心的陪伴。當子女成年離家後，經常想起父母
安排時間陪伴他們，這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家人間是彼此支持與陪伴的，有時候
默默地不說話，用眼神用擁抱來陪伴彼此，就能讓家庭建立美好的關係。

表達與溝通
幼兒期受限於發展，可能無法有好的表達與溝通方式，及至國小

後，子女就慢慢能用具體的言語跟行為來表達情感。例如能主動感謝
，表達關心與愛，主動告知行蹤，分享自己的生活與交友，與父母協
調、交流彼此的想法等。透過正確地表達與溝通，能夠增進家人的感
情。例如運用「實踐愛家五到運動」（眼到—相視含情、耳到—傾聽
會意、口到—鼓勵讚美、手到—擁抱支持、心到—關心包容）以及「
實踐五種愛的語言」（肯定的言詞、接受禮物、服務的行動、精心的時刻及身體的
接觸），有助於表達與溝通。除了透過上述方式之外，也可以運用一些溝通技巧，
來幫助建立與父母的關係。

到青少年時期，親子互動關係正處於轉型中，擺盪在「獨立 vs.依賴」與「自
主 vs.控制」間，互動關係和諧與否，會受到父母對子女的期待、子女成熟度的認
定、親子溝通技巧影響。Satir 指出溝通有五種型態：一致型、責備型、討好型、理
智型、打岔型。在大部份的家庭中，溝通型態混合了其中的數種，尤其是後面四種
「不一致的溝通」。不一致的溝通會使我們忽略環境、忽略自己、忽略他人的訊息
；而一致性的溝通才能做到貼近自己的感受，也照料他人、切合環境狀況。學習表
裡一致的溝通，讓內在的感受、想法或需求與表達的訊息一致，言語、情感與身體
的姿勢能保持和諧，並且在表達自己的同時，也關照對方的狀態和情境的需要，這
亦是子代及親代間很重要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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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制與分擔—我知道我的責任
過去家庭子女數多，父母大多忙於工作，小孩除了學著照顧自己，年紀較長的

甚至負起照顧弟妹的責任；責任感與獨立性格便自然地在生活情境中養成。而現今
社會的家庭小孩生得少，甚至很多都是獨生子女；父母在教養上因經濟較過去豐裕
，也較為保護孩子；在自制獨立與家務分擔上，更需要透過特意的安排與堅持。才
能從小養成分擔家庭責任的習慣。

自制與獨立
自制獨立其實就是責任感的培養；而不同年齡層，要負的責任不同，直到長大

成人都需學習擔負不同的責任。幼兒期至幼兒園學習的內容可能包括：生活自理、
人際互動、適應團體、禮儀規範、才藝、鍛鍊體能、認知學習、幼小銜接的準備等
。其中最重要的是學習生活自理。例如：規律作息、自主用餐、自己收玩具書籍、
學習盥洗、培養閱讀習慣等。
　　及至國小，除了幼兒期應該要培養的自制獨立外，對自己的課業學習負責、處
理意外事件、學習履行承諾、金錢使用的規劃等，算是進入另一個層次的負責；到
國高中，每一個面向的深度與廣度更加精進。例如，課業愈來愈重，時間安排要更
有規劃；金錢能使用的額度以及自己處理的項目也可能增多，甚至要自己賺取金錢
來做經濟獨立的起步；人際相處部分，獨自出門的機會更多，安全與規則的遵守也
是很重要的選擇與練習。
　　除了行為上的自制獨立外，獨立思考更是重要。獨立思考能力的養成，需經過
大量的閱讀和討論對話。養成閱讀習慣的孩子，在小時候討論對象是父母，透過閱
讀討論對話來引導思考。稍長，就可以透過同儕、師長、網路、評論等，自行澄清
個人思考的脈絡。

家務共同分擔
家務分擔是一種家庭責任的承擔，例如打掃或收拾房間、準備三餐、洗衣或倒

垃圾等。讓子女參與家務工作的好處包括以下幾點：
1. 增加自信心與成就感  ：選擇適合孩子年齡發展的家事，交付給小孩，當孩子完

成時會覺得自己跟「大人」一樣，而培養出孩子的自信心與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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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好習慣與培養責任感  ：做家事跟讀書學習一樣，是一種無形且慢慢累積的
過程，需要建立培養好習慣。讓孩子練習做家事，也能培養孩子責任感。

3.提升問題解決能力  ：做家事的過程會遇到不同問題需要解決，例如如何有效完
成家事？如何做好收納？在尋求答案的過程中嘗試尋求幫助或資源。孩子逐漸
可以照顧自己、處理好身邊的小事情；隨著年齡增長，能夠自理的面向與層次
會愈來愈廣，就越能適應未來的獨立生活。

4.學習照顧家人並獲得家人正向回饋  ：家事不只是工作，更是學習照顧別人。孩
子會喜歡做家事，一來是因為天性喜歡模仿；二來是因為希望媽媽或其他家人
開心。透過幫忙做家事的過程，孩子可以從中獲得照顧別人的喜悅，而更願意
付出。這種付出會成為家人間的正向回饋。

5.提升動作技能  ：孩子透過動作，學會如何有效地控制身體，才能有協調的動作
，所以讓孩子多多參與作家事的活動，同樣也可以培養出孩子的動作協調度；
像是掃地、拖地等，透過雙手彼此配合的過程，更能提升孩子的動作技能。身
體各種發展其實就是在生活的家事工作中，逐漸成熟與精進。

文化反哺—在家也可以當老師
當父母戴起了老花眼鏡，聽著孩子說著最新的 APP如何帶他去一個不熟的地

方；或者，看著孩子操作著在營隊中學到的空拍機感到新鮮。在在都指出，現今的
社會在代間正發生著一場特殊的變革。過去多數由上一代傳承知識技能的習慣，已
經逐漸增加親子間相互學習，以及由子女協助為父母解惑的模式，這是一場文化反
哺的變革。

文化反哺的意義
文化反哺的例子會出現在生活的各個面向中，例如器物

使用、流行文化、生活價值等。從幼兒、國小、國中至高中
、大學，都可能有著文化反哺的學習。幼兒可以把在學校聽
到的故事告訴父母。例如：「雲上的阿里」是幼兒園常見教
導幼兒生命教育的教材；當幼兒園的孩子描述到這本書時，
父母因著好奇或想跟孩子共同閱讀，透過網路上搜尋相關資
訊時，也同時因著這個故事重新檢視自己生命的過往，這就
是一種文化反哺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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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國小階段經常融入許多科學實驗，例如透過網路，小孩學到如何運用隱
形藥水製作出很流行的無毒史萊姆；在過程中父母除了對於該科學實驗以及當紅玩
具有初步理解外，也會對孩子自尋學習資源感到讚許，同時親子間彼此提醒市售的
史萊姆是否有添加硼砂等有害物質而影響健康。
　　孩子到國中、高中，所學所知必定跟父母更加不同。舉例來說，無貨幣時代的
展開，如何使用手機付費？手機推陳出新的 APP如何使用？急遽變化的網路時代
，除了消費，線上的相關課程、會議與直播，有時候新世代就是上一代最好的老師
，幫助父母快速連接網路世代。可見，器物使用、文化流行、生活價值等，處處都
能捕捉到文化反哺的實例。

代間學習的優點
1.了解彼此並減少代間衝突  ：當不同世代放下自己的成見，透過相互學習，以客
觀的眼光看待彼此，在親子間建立起夥伴式的溝通交流關係，就能避免因價值
觀念等不同而引發的對立，並促進相互理解，減少衝突。

2.學會欣賞彼此，賦予彼此自信和力量  ：透過虛心學習，能幫助代間重新認識彼
此；特別是當父母從子女身上學會原來不會的事物，發現他們擁有與自己不同
的見解與能力時，就會由衷地讚美並稱讚他們。而在孩子眼裡，成人曾經是巨
大的、萬能的，一旦發現自己也有能力給父母幫助指導，並得到父母的肯定，
必將受到極大地鼓舞，進一步給予子女自信與力量。

3.建立終身學習的觀念  ：現今科技的發達，促使學習成為一個終身的過程。當父
母從子女身上學習到新世代的知識或技能，會促使父母不斷學習以追上時代更
迭的腳步；當子女看到父母不停止學習的行動，也建立起終身學習的觀念。

　　代間互相學習有一些小提醒，父母在教子女時，可以從朋友的角色出發，特別
是青少年階段，避免過於權威，並且以培養子女自制與獨立很重要。在向子女學習
的時候，記得適時給予稱讚與鼓勵。子女在反哺新信息和技能時，過程中也應該樂
於接受父母的建議。世代長幼間的溝通、交流和互動，若雙方都能隨時自我反思，
接受調整與修正，就能透過代間相互學習，擁有更多的理解，強化彼此的關係。

※本文摘錄自教育部家庭教育資源網網站 https://familyedu.moe.gov.tw/

13

https://familyedu.moe.gov.tw/


員工協助方案

110      年      8      月      20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在本府多媒體教室辦理
員工協助方案之健康諮詢服務，特別邀請陽明交通大學附設
醫院家庭醫學科醫師為同仁進行身體健康諮詢（視訊），諮
詢內容含健康促進、身心健康保護、健康指導及健康檢查結
果之分析與評估，歡迎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同仁踴躍參加。

人事成長營

本府110年度8月份人事成長營訂於110  年  8  月  25  日（星期三）  
下午  2  時  在201會議室辦理，邀請本縣大同鄉大同國民小學人
事管理員林健泰講授「公務員兼職規定與實務探討」課程，
歡迎本縣所屬機關學校專、兼任人事人員踴躍報名參加。（
考量疫情尚處二級警戒期間，配合中央政策，本課程限額50
名，額滿為止，不開放現場報名。請參加人員佩戴口罩並保
持社交距離，有感冒症狀或發燒者請勿參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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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協助方案

110年7月14日（星期三）辦理員工協助方案之「疫情下的職場抗焦慮指南」線上視
訊課程，特別邀請贏在勝任力內外部人才協作力作者許澤民講師講授，計有62人次
參加。

許澤民講師線上與學員互動

學員課後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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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國防教育宣導
軍史故事系列─臺海保衛第一戰-古寧頭大捷68週年紀念專輯

「沒有金馬，就沒有臺澎」，民國38年10月底的古寧頭大捷，這場不到3天的
戰爭雖然時間不長，卻是一場重要且攸關臺灣命運的
重要戰役，這場重要的勝利，不只是鞏固了金門地區
的防線，振奮了軍心士氣，更影響了國際視聽，可以
說是奠定了臺灣海峽現今和平穩定的基礎。

本節目邀請金門大學袁興言老師，針對古寧頭戰
役，以及該戰役對臺海和平的貢獻提出說明；另搭配
現地探訪，前往「北山播音牆、嚨口海灘、北山斷崖
以及李光前將軍廟」等地，以及專訪該戰役前輩「金
門之熊」戰車射手熊震球老先生（時任上士車長），
回顧當年參戰經歷。期藉本節目加深全體官兵對戰史
的認識與了解，並珍惜、捍衛得來不易的和平。

影片連結網址：
https://ppt.cc/fPOPQx

16

照片來源：第 53屆書法國軍組優選 -趙
家驤將軍《古寧碧血》 /作者宋承翰

https://ppt.cc/fPOPQx


每月一書

 

 

書名：第二座山：當世俗成就不再滿
足你，你要如何為生命找到意
義？

作者：David Brooks
譯者：廖建容
出版社：遠見天下文化
出版日：2020
ISBN：9789864799145

在征服財富、權力、名聲等世俗成就的第一座山之後，有一種人選擇攀上
第二座山。《紐約時報》暢銷作家David Brooks以敏銳且兼具智慧與哲理的文
字，帶領你看見更深層的自己，活出有意義的人生。

第二座山的人生由四個承諾所定義：家人、志業、人生觀、社會。而能否
實踐第二座山的人生，取決於是否慎選與執行這些承諾。David Brooks觀察許
多擁有喜樂與堅定人生的人，他們充滿智慧的生命故事，指引我們如何選擇伴
侶和志業、實踐人生信念、貢獻社會，全然將自己投身於這四個重要承諾之中
，並在攀爬第二座山的路途上，看見不一樣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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