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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主管異動情形一覽表（111.03.01-111.03.31）

府內異動

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到（離）職日期

許淑冠
本府計畫處管制考核科

代理科長
本府計畫處專員 111.03.01

李新泰 本府建設處代理處長 本府參議 111.03.14

黃志良 本府交通處處長 本府建設處處長 111.03.14

王明輝 本府農業處副處長 本府交通處處長 111.03.14

吳東原 本府農業處農務科科長 本府秘書 111.03.15

其他情形

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到（離）職日期

李家鋐 育嬰留職停薪 本府計畫處管制考核科科長 111.03.01

曾雅萍 本府主計處統計科科長 退休 111.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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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福利相關函釋

一、教育部書函以，基於公教處理一致原則，有關111年1月1日以後退休生效之公
立學校教職員，其退休金其他現金給與補償金發給數額，比照銓敘部檢送之
「111年度公（政）務人員退休（職）金其他現金給與補償金每一基數發給數
額對照表」辦理，請查照轉知。

【檢附教育部111年3月1日臺教人（四）字第1110019454號 書函影本及附件各1
份。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1K3nsFvSWi5trXwja2W12Ko31P_r3lg6/view?usp=sharing】

二、公教人員保險法第35條及第51條修正條文，業經總統於民國111年1月19日修正
公布，並經考試院會同行政院令定自同年2月10日施行，請查照。
本次修正重點摘述如下：自111年2月10日起，配偶雙方同為公保被保險人並符
合公保法規定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要件者，得同時請領同一子女之育嬰留職
停薪津貼。

【檢附銓敘部111年3月4日部退一字第1115430061號函及附件影本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N24vo1o2hc_LeDt_-w7Wlz-SrDxahJvA/view?usp=sharing】

三、函轉教育部有關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主管職務教師（一級單位總務主任
或二級單位組長）於職務出缺或留職停薪期間得否由職員代理該兼任主管職務
並支領主管職務加給函釋案，請查照。

【檢附本府111年3月7日府教學字第1110033308號函副本及附件影本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VxPZad0tln51Af_OgNKuhCXrbxul4oiV/view?usp=sharing】

四、函轉教育部有關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或兼任主管職務教師於職務出缺、
差假、留職停薪等期間，其代理人（身分為教師）之學術研究加給支給函釋案
，請查照。

【檢附本府111年3月7日府教學字第1110033132號函副本及附件影本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Ddi8kV_GVrxUjBF3A2rekJEllvQj4az/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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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課程宣導

111年友善職場課程專區
為減少因性別、身體及心理等各種因素，導致之差異性及
職場暴力，本府依111年員工協助方案實施計畫，開設「友
善職場」組裝課程專區。本專區規劃「孕產期及產後憂鬱
症防治及篩檢」、「如何服務身心障礙者」等2門課程，歡
迎同仁選讀。

本府自製微學習教材
本府自製微學習教材「請假權益不可少～公務人員假別說明」、「會計資訊系統─
線上請購單申請影音說明」及「宜蘭縣國民中小學超額教師遷調作業」等3門課程
已上架，歡迎同仁選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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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個案）故事人事案例

福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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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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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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升溫，大家一起來抗疫

108年 12月爆發 SARS-CoV2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全球災情頻傳，109年 2月
11日世界衛生組織（WHO）將此疾病命名為 COVID-19。其中篩檢試劑的研發是
防疫最重要的一個關卡，唯有正確快速檢測才能有效分流感染者與未感染者，對有
傳播病毒風險者加以隔離；同時可對醫療量能做最有效率的運用，進而管控病毒感
染的危害。

檢測方式比較

檢測方法
核酸檢測

（RT-PCR）
血清抗體快篩 抗原快篩

原理 檢測病毒RNA
以病毒重組蛋白檢
測血清內抗體

以單株抗體偵測病
毒蛋白

所需時間 約2~4小時 10~20分鐘 10~20分鐘

優點
1.準確率高，少量
病毒也能驗出

2.直接偵測病毒

1.可以快速檢測
2.採血就能檢測
3.可直接在檢疫場
所操作

1.可以快速檢測
2.直接偵測病毒
3.可直接在檢疫場
所操作

缺點

1.耗時，需要專業
的設備及人員操
作

2.需要採檢呼吸道
檢體

1.感染中後期才能
驗出

2.對感染風險者分
流的幫助較小

1.準確率較核酸檢
測低

2.需要採檢呼吸道
檢體

COVID-19家用快篩試劑

由於近期本土疫情新增數起不同場域且感染源待釐清之群聚事件，為強化社區
監測，截至 111年 3月 26日，全國 21縣市由 272家，增加至 540家基層定點診所
或衛生所。因 COVID-19症狀與一般感冒相似，提醒民眾如有出現呼吸道症狀，可
多加前往定點診所，由醫師評估發放試劑後自行居家檢驗及回報快篩結果。如居家
快篩檢驗為陽性時，請勿慌張並儘速至鄰近指定社區採檢院所進一步 PCR檢驗。

指揮中心提醒，已將公費家用快篩試劑發放診所及核酸檢驗指定機構資訊公告
於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COVID-19防疫專區」臺灣社交距離App及
採檢地圖 /發放公費 COVID-19家用快篩試劑社區定點診所地圖（https://reurl.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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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765gr）或 COVID-19全國指定社區採檢院所地圖（https://reurl.cc/QjM9bM），以利
民眾查詢。

另 COVID-19家用快篩試劑可於醫療器材販賣業者（如藥粧店、醫療器材行、
便利商店等）或藥局購買，對使用家用快篩試劑有任何疑問，請洽原購買該產品之
醫療器材商或藥局，或逕洽試劑廠商。COVID-19家用快篩試劑產品核准名單、產
品說明書與操作影片及相關資料，均可至食藥署網站家用新型冠狀病毒檢驗試劑專
區（https://reurl.cc/3jza38）查詢。

家用快篩試劑適合於可能感染病毒比例
高的地區如確診數較多的區域、確診者足跡
熱區，或使用者與確診者有接觸史，或是曾
去人潮眾多的地方、曾與確診者足跡重疊等
。民眾如自覺有風險且出現呼吸道症狀，請
佩戴醫用口罩，前往該等診所掛號就醫，由
醫師評估發放試劑後自行檢驗。

111年 4月 1日至 4月 30日維持現行防疫措施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表示，考量國際疫情仍然嚴峻，且境外移入病例數持續
增加，而本土疫情新增數起不同場域且感染源待釐清之群聚事件，顯示社區傳播風
險上升，為兼顧與維持國內防疫量能、社會經濟活動及有效控管風險，經綜合評估
疫情情勢，宣布 111年 4月 1日至 4月 30日，將強化特定娛樂場所防疫作為，並維
持現行口罩等防疫措施，相關規定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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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近期感染事件，將強化歌廳、舞廳、夜總會、俱樂部、酒家、酒吧、酒店
（廊）、理容院（觀光理髮、視聽理容）及其他類似場所（特種咖啡茶室、夜店、
舞場、三溫暖）等，特定娛樂場所之防治作為：

指揮中心呼籲，防疫工作人人有責，請民眾自主落實防疫措施，維持個人衛生
好習慣，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離；出入公共場域落實實聯制、體溫量測等
，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共同維護國內社區安全。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網站 https://www.mohw.gov.tw/mp-1.html

本縣相關因應防疫措施
考量疫情仍然嚴峻，為了守護校園安全，教育處表示，建議在 4月 30日前，如

有跨縣市戶外教學、畢業旅行應予暫緩或延期，同時請學校向校內師生及家長妥善
說明；如果家長有疑慮，不可以強迫學生參加，並要協助和業者溝通退費事宜。另
外，自即日起，縣府所屬各級學校的校園室內場地禁止外借，直到疫情趨緩為止，
如有特殊情形，也要提報防疫計畫報縣府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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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局表示，目前社區篩檢站已恢復原篩檢時段，呼籲清明連假曾到外縣市或
接觸外縣市回鄉的親友，務必觀察身體狀況，如有疑慮，可至醫院進行篩檢，共同
守護宜蘭的健康安全防線。

本縣防疫案件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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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假怎麼請？

※資料來源：宜蘭縣政府網站 https://www.e-land.gov.tw/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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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協助方案

課程名稱：健康諮詢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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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111年4月13日（星期三）下午1時30分
地點：人事處研討室
講師：陽明交通大學附設醫院家庭醫學科醫師

※歡迎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同仁踴躍參加！

人事成長營第2場次

課程名稱：教師敘薪規定與實務探討
時間：111年4月26日（星期二）下午2時
地點：本府202會議室
講師：本縣三星鄉三星國民小學人事室主任倪虹

※歡迎本縣所屬機關學校專、兼任人事人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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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成長營

本府人事處於111年3月22日（星期二）下午2時在本府201會議室辦理111年度人事
成長營第1場次，邀請本縣宜蘭市南屏國民小學人事室主任林吳億講授「薪資待遇
自動化（含各種津貼加給實務探討）」課程，計有44位本縣所屬機關學校專、兼任
人事人員參加。

南屏國民小學人事室主任林吳億講授「薪資待遇自動化（含各種津貼加給實務探討）」課程

員工協助方案

111年3月24日（星期四）下午1時30分在本府多媒體教室辦理員工協助方案之「心
理壓力的自我覺察」課程，特別邀請前台北馬偕醫院兼任營養師黃妃君講授，計有
72人次參加。

前台北馬偕醫院兼任營養師黃妃君講授「心理壓力的自我覺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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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縣政中心路跑活動」圓滿落幕，成績揭曉～

2022縣政中心路跑活動於3月30日下午辦理竣事，今年報名的人數多達537人，
路跑活動現已成為縣政中心周圍各機關熱衷參與的運動盛事，使平時公務繁忙的同
仁，能夠透過體育文康活動交流的機會，增進彼此的情感聯繫。

路跑活動由縣長林姿妙鳴槍起跑，並為參賽選手加油打氣，縣長鼓勵大家培養
運動習慣，跑出健康、跑出活力，創造宜蘭好生活。本次比賽各組優勝選手如下，
恭喜以下獲獎同仁：

男子甲組
第一名：警察局 羅天豪
第二名：警察局 曹聖瀚
第三名：警察局 邱中平
第四名：消防局 莊定澂
第五名：警察局 杜世唯

男子乙組
第一名：衛生局 李汪昌
第二名：警察局 林國隆
第三名：警察局 王俊麒
第四名：教育處 曹議鐸
第五名：警察局 張耀文

女子組
第一名：文化局 郭香蘭
第二名：衛生局 巫婷涵
第三名：秘書長室 戴玟琳
第四名：社會處 何汶玲 
第五名：羅東地政 呂培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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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縣政中心路跑活動，縣長親臨現場為選手加油打氣，並頒發各組優勝選手獎牌

13



全民國防教育宣導

青年節專題

推動時代的巨輪，是每個世代青年的使命與責任。蔣故總統經國先生曾說：「
時代考驗青年，青年創造時代」，儘管時局變換，潮流更替，但永遠不變的是，青
年代表著社會中堅的領航力量，代表著國家的未來。本影片專訪國防大學政戰學院
復興崗合唱團師生，透過他們的理念傳達，賦予青年共同創造新世代的意義。

每當歷史的巨輪向前滾動，都能看見青年
們對國家的熱愛與貢獻。他們意氣風發、年華
正茂，他們被國家感動、被理想激勵，他們拋
頭顱、灑熱血，只為了在跌倒流血的地方，開
創更美好的未來。時至今日，現代青年用自己
的方式愛國，開創新時代的意義。許多青年選
擇從軍作為志業，他們各有所長，各盡其職，
秉持愛人、愛家、愛國的初心，傳承保家衛國
的使命，找到自我實現的價值。

影片連結網址：
https://ppt.cc/fXvzh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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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來源：擷自國防部政治作戰局影片
「青年節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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