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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主管異動情形一覽表（111.04.01-111.04.30）

府內異動

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到（離）職日期

林信宏
本府水利資源處下水道科

科長
本府農業處農村發展科科長 111.04.11

廖政彥 本府水利資源處專員
本府水利資源處下水道科代理

科長
111.04.11

葉志洋 行政院主計總處專員 本府主計處統計科科長 111.04.11

吳朝琴 本府建設處副處長 本府秘書 111.04.14

邱程瑋
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

科長
本府建設處副處長 111.04.18

林志揚
本府建設處國土計畫科

科長
本府建設處建築管理科科長 111.04.18

張瑋正
本府建設處國土計畫科

科員
本府建設處國土計畫科代理

科長
111.04.18

莊振德 本府工商旅遊處技正
本府工商旅遊處遊憩管理科

科長
111.04.26

調進

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到（離）職日期

蘇文甲
宜蘭縣動植物防疫所

所長
本府農業處農務科科長
本府農業處代理副處長

111.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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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情形

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到（離）職日期

卓盟翔
本府農業處農村發展科

科長
宜蘭縣動植物防疫所所長 111.04.11

退休福利相關函釋

一、有關已退休公務人員或遺族所領月退休金、月撫卹金（年撫卹金）或遺屬年金
（月撫慰金）（以下統稱定期退撫給與）給付金額，業經考試院、行政院於民
國111年4月7日會同公告調高2%並自111年7月1日生效一案，請查照並轉知所
屬。
【檢附銓敘部111年4月15日部退三字第1115443438號函及附件影本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6l-u-3v3VyfXdi7ur4oFgvHU8hBin5X3/view?usp=sharing】
二、有關已退休教職員或遺族所領月退休金、月撫卹金（年撫卹金）或遺屬年金（

月撫慰金）（以下統稱定期退撫給與）給付金額，業經行政院、考試院於111
年4月7日會同公告調高2%，並自111年7月1日生效一案，請查照轉知。
【檢附教育部111年4月21日臺教人（四）字第1110036441號函及附件影本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1bpCE1CazOrJ3mxFTcDU_Ppk2AWns5C6/view?usp=sharing】
三、行政院函以，「警察人員因公傷亡慰問金發給辦法」部分條文，業經行政院於

111年4月15日以院授人給字第11140006302號令修正發布施行，請查照轉知。
修正本府及所屬機關公務人員健康檢查補助原則，增列臨時人員得每三年給予
公假一日前往接受自費健康檢查。
【檢附行政院111年4月15日院授人給字第11140006472號函影本及附件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BWhWN4cz_Cjz7_2guL89xrGWaqr1dzot/view?usp=sharing】
四、修正本府及所屬機關公務人員健康檢查補助原則，增列臨時人員得每三年給予

公假一日前往接受自費健康檢查。
【檢附本府111年4月15日府人福字第1110058774號函及附件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8jRo0T35qaK8YDrugrnOdsiPnMe1XOph/view?usp=sharing】
五、教育部核釋增列111年6月30日申請退休之校長或教師，經服務學校證明不影響

教學，得視為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21條第1項所定特殊原因，
請查照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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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教育部111年4月29日臺教人（四）字第1114201437B函影本及附件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aZbkg-iSHUBTL87Xu28GcYEcQ_FiYxrS/view?usp=sharing】

數位課程宣導

本府自製微學習教材「面對疫情，心理健康小撇步」、「因應COVID-19可能發生
之人事問題及因應作為」、「2022礁溪龍潭湖─第二屆熱氣球嘉年華」、「珍惜健
保一起go醫療資源才會夠」及SPOC教材「薪資待遇自動化（含各種津貼加給實務
探討）」、「教師敘薪規定與實務探討」等6門課程已上架，歡迎同仁選讀。

防疫宣導

3+4居家隔離者 珍惜物資有需要再快篩

國內自4月26日起實施居家隔離「3+4」新制，考量「快篩實名制」已上路，快
篩試劑為重要防疫資源，為保全防疫量能，自今日起調整居家隔離公費快篩試劑發
放數量，國小至高中學生發放2劑快篩試劑，大學（含）以上學生及成人發放3劑快
篩試劑，提供隔離期間初篩、有症狀或自主防疫期間首次外出時使用，學生務必於
4天自主防疫期滿且於次日快篩檢測陰性後方可上學。

指揮中心提醒，請民眾於有需要時再使用快篩試劑，其中依教育部考量校園是
高密集場所，教職員工與學生於4天自主防疫期間，以「不到校」為原則；一般民
眾4天自主防疫期間如無外出，可不需使用快篩試劑檢測；如有工作或採買生活必
需品的外出需求，請執行快篩檢測陰性後始得佩戴醫用口罩外出，並禁止於餐廳內
用餐、聚餐、聚會、前往人潮擁擠場所及與不特定對象接觸，後續如有繼續外出需
求，可於健保特約藥局及偏鄉衛生所等販售地點透過實名制或其他販售管道購買家
用快篩試劑。

因應Omicron變異株威脅，國內本土疫情尚未平息，存在社區傳播風險，隔離
及自主防疫措施與快篩檢測皆是控制疫情的重要方法，請民眾務必配合、遵守相關
規範，共同維護社區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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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診個案自主回報疫調系統」 簡化衛生局疫調作業流程

因應國內疫情，即時蒐集確診民眾與其密切接觸者資訊，簡化衛生局疫調作業
流程，將自5月1日起啟動「確診個案自主回報疫調系統」，達到快速掌握密切接觸
者資訊、降低疫情擴散之目的。

確診民眾送出資料後，該一次性網址即會失效，將無法再進行編輯或再次填寫
，以減少資安風險。此外，自主回報系統不會要求確診民眾填寫完整的「姓名」和
「身分證字號」或「居留證號碼」，切勿將與您的個人資料提供給無法查證來源的
單位或人員。相較原疫調流程，此次啟動的自主回報系統將縮短接觸者資料的蒐集
時效，並提供發送處置指導訊息給公司或學校聯繫窗口功能。未來該系統第二階段
將開發自動開立居家照護通知書與同住者開立居家隔離通知書等功能，另為提供確
診民眾更多元管道，將提供透過「全民健保行動快易通APP」等其他可能方式，以
利確診個案自主回報疫調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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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揮中心修訂病例定義，居家隔離/檢疫對象如快篩陽性，經醫事人員確認即為確診。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表示，鑒於近期本土疫情急遽升溫，為維持國內病例監
測及防疫採檢量能，諮詢專家修訂「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之病例定義，新增「居
家隔離及自主防疫或居家檢疫期間使用家用新型冠狀病毒抗原快篩試劑檢測陽性，
且經醫事人員確認」為確定病例條件，並自5月12日起實施。

指揮中心呼籲，民眾於居家隔離及自主防疫期間或居家檢疫期間如自行快篩陽
性，應透過遠距門診醫療，請視訊診療醫師協助評估確認及通報，以利地方衛生局
盡速安排居家照護，並由醫護團隊評估提供必要之醫療服務或治療藥物。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https://www.mohw.gov.tw/mp-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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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個案）故事人事案例

進修及補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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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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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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友善職場環境

隨著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對於許多員工來說，選擇工作的考量因
素，不再只是薪資報酬與福利，工作環境與組織核心價值也同樣重要。因此越來越
多的組織傾向於以人為本的管理精神，從員工的需求出發，打造一個有溫度的職場
環境。讓員工感受到重視，進而認同組織文化，更有助於守住優秀人才，提升經營
績效。

友善職場是組織中重要的競爭優勢，有助於提升員工對組織承諾與工作績效。
過去研究多著重於家庭友善單一面向，難以囊括職場勞動力之多樣性；不同勞動族
群應於制定職場友善相關政策時都被納入考慮，提供一個更完善的友善職場政策。
友善職場包含「工作友善」、「生活友善」與「對待友善」三個向度，研究發現「
對待友善」具有高度重要性，卻是較常被忽略的向度。友善職場的核心理念為貼近
員工的需求，當組織能夠滿足員工在工作、生活與對待三個面向的需求時，將有助
於工作安全感的提升，此處的工作安全感，是指心理層面的安全感，即員工在工作
上感受到合理、無憂與尊重，包含：使工作合理，具有適性、激勵；使生活無憂，
具有彈性、支持；使對待尊重，表達善意及同理。友善職場的內涵概念，如圖 1、
圖 2所示。

組織欲建構友善職場時，建議首先達成領導者與人
力資源部門的共識與合作，其次，由基礎制度與活動建
設，詳實且縝密地規劃適切的方案；最後，由領導者闡
揚自身理念，對同仁宣導與信心喊話，並於決策與資源
分配上，實際支持相關措施，透過雙向合作，量身打造
使員工感受善意又制度完善的友善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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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組織內推動友善職場的相關實務，代表組織不僅提供工作機會促進經濟繁榮
，又重視社會公益賦予員工合理、關懷、與永續的工作環境與待遇，實踐對於社會
的承諾與回饋。此外，良好的社會責任，亦可作為組織間合作、組織內部徵才、與
留才的重要資本。因此，應定期檢視內部是否遵循法令層級的友善職場實務，以使
其能維持穩定的發展。

※資料來源：勞動部 https://www.mol.gov.tw/

友善職場環境-以本府廁所為例

廁所，是現代化社會之重要基本設施，與我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出門在外，
每個人皆會面臨如廁問題，公廁空間之優劣亦是幸福城市的重要參考指標，故公廁
之配置、空間規劃及廁間設計是極為重要之課題。根據世界廁所協會（World Toilet
Organization）調查統計，女性如廁時間約 89秒，男性如廁時間約 39秒，女性如廁
所花費的時間為男性的 2.3倍，若女性孕期及經期，如廁時間則更久。為落實性別
平權，保障女性如廁環境，減緩女廁排隊等候情形，男、女廁間數比例應設置適宜
。
辦公廳應置衛生設備數量（整理自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第 37條）

宜蘭縣政府公廁衛生設備最低表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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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便器之性別比例而言，相關規則規定男女大便器比例至少 1：3，而本府比
例為 1：1.58，尚不符標準。但因便器數量遠高於最低設置標準，故除非舉辦大型
活動，又集中使用某一處公廁，否則鮮少有排隊等候如廁之情形。是以，提高女廁
數量比例並非優先考量，如何改善本府公廁環境及品質、滿足民眾多元需求、增進
優良公共形象、提升民眾滿意度，才是主要課題。

打造優質如廁環境
為打造優質如廁環境，提供民眾及府內同仁潔淨、舒適之如廁空間及品質，並

提升公廁對多元使用者之友善度。本府遂於 108年起積極向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申請
補助，分三年辦理府內公廁修繕工程，108年已完成 15座公廁修繕，109年已完成
10座公廁修繕，110年已完成 11座公廁修繕。
一、藉由提升坐式（免治）馬桶數量，並廣設蹲式馬桶扶手、廁間內置物板、坐式

馬桶坐墊紙架，進而提升孕婦、高齡者及行動不便者如廁便利性及舒適度。
二、透過充足之照明、廣設廁間內求助鈴、縮減廁間搗擺下緣離地距離、增設小便

斗隔板、廁所入口無法通視小便器及廁間等方式，以保障如廁安全性及隱私性
，杜絕性騷擾或性侵害之情事發生。

友善職場環境-以本府哺集乳室為例

母乳是上天賜給嬰兒最好的食物，母乳能降低寶寶腸胃道感染、呼吸道感染、
及中耳炎的機會，也會減少兒童期糖尿病的機會，減少過敏。此外，研究也發現哺
餵母乳的寶寶智商較高、發生嬰兒猝死的風險比較低，而婦女藉由母乳哺育，能使
產後子宮恢復較快，產後出血的機會較小，身材恢復較快，而且減少得到乳癌、卵
巢癌及骨質疏鬆的機率。現因社會環境變遷與就業婦女不斷增加，對哺乳媽媽來說
，提供支持性的母乳哺育環境，尤其是公共場所及職場顯得格外的重要。

本府哺集乳室位於 1樓郵局旁，從棧橋大門進入後，前方螢幕設有導航系統，
點擊哺集乳室圖示後會進行引導，沿途亦設有哺集乳室方向指引牌，方便民眾及同
仁快速瞭解其位置。本府哺集乳室：
一、提供沙發座椅、加蓋垃圾桶、電源設備、緊急求救鈴、洗手設施、可由內部上

鎖之門等基本設備，另外提供母乳專用冰箱、清潔用品、嬰兒床及尿布檯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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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供使用。
二、當有人按下求助鈴後，外部走廊閃燈提醒並發出聲響，為民服務中心會有專人

至現場提供協助。
三、每日有專人清潔維護環境及設備、協助管理及檢查設備並作成紀錄。
四、對外開放且無償使用，使用者須填寫宜蘭縣政府哺（集）乳室使用登記簿登記

簿後領取鑰匙。
五、隱密性良好、光線充足、空氣流通、整體環境乾淨整齊，地板平坦乾燥且無雜

物。

※資料來源：宜蘭縣政府 https://www.e-land.gov.tw/Default.aspx

宜蘭縣政府秘書處 https://ms.e-land.gov.tw/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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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成長營第2場次

課程名稱：教師甄選最新修正法令解析與實務探討
時間：111年5月26日（星期四）下午2時
地點：線上課程（視訊軟體-MEET）
講師：國華國中人事室主任毛盈海

※歡迎本縣所屬機關學校專、兼任人事人員參加！

員工協助方案

課程名稱：運用藝術談情緒療癒
時間：111年5月27日（星期五）下午1時30分
地點：線上課程（視訊軟體-MEET）
講師：台藝大學音樂系通識中心專任教授李明蒨講師

※歡迎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同仁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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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開課

Com ing  Soon



員工協助方案

健康諮詢服務
111年4月13日（星期三）下午1時30分在人事處研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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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本府同仁健康諮
詢，內容包含健康促進、身心健康保護、健康指導及健康檢查結果之分析與評估等
服務，計有8人次參與。

心理壓力的自我覺察-憂鬱等精神疾患去污名化
111年4月27日（星期三）下午1時30分辦理員工協助方案之「心理壓力的自我覺察-
憂鬱等精神疾患去污名化」線上課程，特別邀請家庭情緒智商協會及培訓講師史庭
瑋老師講授，計有67人次參與。

家庭情緒智商協會及培訓講師史庭瑋講授心理壓力的自我覺察-憂鬱等精神疾患去污名化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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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國防教育宣導

用生命守護家園─郝柏村先生

郝柏村先生一生出將入相，戮力從戎從公，身為革命軍人，以鐵膽保衛臺海安
全；出任行政院長，力求社會安定人民安心。細數郝先生戎馬一生，在國家發展的
關鍵時刻出謀劃策，不僅是忠誠為國的軍人典範，更是建構臺灣安全與繁榮的重要
功臣。

郝先生從軍期間歷經諸多戰役，尤其八二三戰役護臺有功，戰後率領陸軍第九
師獲頒部隊最高榮譽「虎」字旗。擔任行政院長時，延續前總統蔣經國先生「十年
經濟建設計畫」，推動「六年國建計畫」，其中最為各國讚譽的「全民健保制度」
也是在其支持下建立。

「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國
軍官兵承襲前輩們珍貴、偉大的愛國情
操，用實際行動展現對國家的熱愛，全
心全力守護美好的家園。

影片連結網址：
https://bit.ly/3vKmJV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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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來源：擷自國防部政治作戰局影片
「用生命守護家園一郝柏村先生」

https://bit.ly/3vKmJV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