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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內異動

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到（離）職日期

林建榮 副縣長（政務任用） 卸職 111.12.25

林茂盛 秘書長 副縣長（政務任用） 111.12.25

調進

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到（離）職日期

崔明嵩 蘇澳鎮公所民政課課長 社會工作科科長 111.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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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福利相關函釋

一、「警察機關獎勵金發給辦法」，業經行政院於111年11月29日以院授人給字第
11140020781號令訂定發布，請查照。
【檢附行政院111年11月29日院授人給字第11140021002號函影本及附件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jj9xKFsDBVIy5651bSOQr1ogp3zHJAVG/view?usp=share_link】
二、教育部訂定「一百十一年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年終工作獎金發給補充規

定」，自即日生效，請查照。
【檢附教育部111年12月9日臺教授國字第1110165024號函影本及附件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PnwhvJ7L7VHIiG-UifwycDc2BV6RjqM/view?usp=share_link】
三、「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辦法」，業經行政院於 111年 12月 21日以院授人給字第

11140020701號令訂定發布，檢送發布令影本、條文、總說明及逐條說明各 1
份。
【檢附行政院111年12月21日院授人給字第11140020703號函影本及附件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2btq58fdZJHBhGDOyGFNaYGNpcsORe7f/view?usp=share_link】

差勤宣導

一、配合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延長加班餘數合併計算試辦期程，本府自112年1月1
日起至113年12月31日止賡續試辦「加班餘數合併計算方案」，因業務需要須
加班者，應事先提出申請，避免系統判讀錯誤。

【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下稱人事總處）111年10月3日總處培字第1113028971
號函、本府人事處111年12月16日第1111507662號簽及本府111年12月23日府人考
字第1110200076號函諒達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UKyP7xUneq2GgNDNvDUeo131pA05W3Vo/view?usp=share_link】

（一）本府及所屬二級機關、本縣各鄉（鎮、市）公所及各鄉（鎮、市）民代表會
於111年10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試辦「加班餘數合併計算方案」，鑑於
本次試辦過程系統運作尚稱順暢，且考量機關內各類人員整體權益之衡平性
，爰擴大試辦機關及對象，說明如下：

1.試辦期間：112年1月1日起至113年12月31日止。
2.試辦機關：本府及所屬一級、二級機關、本縣各鄉（鎮、市）公所及各鄉（
鎮、市）民代表會。

3.試辦及計算規則說明：
（1）公務人員及聘僱人員（排除輪班輪值人員）：

a. 加班餘數合併計算至「時」，並按月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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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一般加班與專案加班之餘數每日分別依序向下合併，至月底時兩者尚未
合併之餘數再合併累計。

c. 以合併至「時」之當日為補休起算之始點，或以該日之時薪計算該時數
之加班費（如：10月1日加班30分鐘，10月20日加班30分鐘，經合併為1
小時，以10月20日為補休起算之始點，或以該日時薪計算該合併1小時時
數之加班費）。

d. 合併後僅能以「小時」申請加班補休或加班費。
e. 另配合「公務員服務法」第12條修正加班時數上限。

（2）適用勞動基準法（下簡稱勞基法）人員：
a. 考量勞工延長工時工資之加成計算態樣複雜，為符勞基法相關規範，加
班申請採計至「分鐘」，並得以「分鐘」計算核給延長工時工資。

b. 申請加班補休時選擇不同分鐘加班時數合併至「時」進行補休（如：12
月1日加班30分鐘，12月8日加班40分鐘，申請補休時選取該兩筆共補休1
小時，剩餘10分鐘可保留至下次繼續使用，倘屆期未休畢者，應依勞基
法所訂工資計算標準發給工資）。

（二）有關本次納入之試辦機關111年12月31日前之加班，仍依現行規定辦理（餘
數不予合併），並請於111年12月31日前完成加班申請作業，以免系統判讀
錯誤。

（三）另本縣所屬各級學校，請依本府教育處相關規劃辦理。
二、行政院訂定發布「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構）公務員服勤實施辦法

」，並自112年1月1日施行一案。
【依據行政院111年12月21日院授人培字第11130300693號函及本府111年12月23日
府人考字第1110198491號函諒達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PrbWv7aQQTcu_hZlWfY55KZi1HDO4/view?usp=share_link】

兼職規定宣導

有關依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進修、育嬰、侍親、照護家庭成員及依親等）申請
留職停薪者，得否另從事非屬留職停薪事由之其他工作。
【依據銓敘部111年12月8日部法一字第11155155781號令、部法一字第11155155782
號函及本府111年12月9日府人考字第1110191783號函諒達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4YfhRyLVentp2zQki0mQeeiFiVcPGvcT/view?usp=share_link】

性騷擾防治宣導

重申性別工作平等法性騷擾防治之適用對象法令依據及雇主責任等相關規定。
【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11年12月1日總處培字第1110024364號書函轉勞動部

111年11月25日勞動條4字第1110141071號函及本府111年12月1日府人考字第
1110186919號函諒達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Pgk2nRycgkElEdv1zxY9vytHdOcbfekI/view?usp=share_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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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政府111年中高階主管研習班

為增進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同仁全民國防認知、提振防衛國家意識及透過性騷
擾之防治與處理案例，強化性別意識培力，本府於111年12月1日（星期四）辦理
「111年政策宣導研習班」，邀請陸軍專科學校陳富子助理教授主講「全民國防教
育專題『落實全民國防融入日常生活與教育』」；後山廣播電台製作主持人張雪芳
老師主講「性騷擾防治專題『有點敏感也沒關係？！─從電影談性騷擾防治與性別
平權』」，合計94人次參訓，課程中講師運用豐富的簡報、影片及實務案例，讓參
訓學員多所獲益。

陳富子講師介紹如何落實全民國防融入日常生活 陳富子講師與學員互動─有獎徵答

張雪芬講師邀請學員發表個人想法與經驗 張雪芬講師藉由影片闡述性騷擾及性別平權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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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所屬人事機構111年擴大人事業務聯繫會報
本府人事處於111年12月15日（星期四）上午9時假文化局演講室舉辦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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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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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人事業務績效考核績優單位，共有11個人事機構獲獎：行政
機關組第1名羅東鎮公所人事室及文化局人事室並列、第3名礁溪鄉公所人事室；學
校中學組：第1名壯圍國中人事室、第2名吳沙國中人事室、第3名羅東國中人事室
；學校國小組第1名清溝國小人事室、第2名大同國小人事機構、第3名蘇澳國小人
事室、羅東國小人事室及公正國小人事室並列。

111年績優人事人員共有3位人事同仁獲獎：大同國小人事管理員林健泰、人事
處科員潘慶祐及科員陳怡萍，均是在工作崗位上表現優異，於眾多人事人員中脫穎
而出。本次會議『標竿學習』（「擴增公務人員個人資料『MyData』服務功能之
建議」、「營造友善職場措施」及「疫情下在職訓練與工作連結性之執行成果」）
，分別由111年度人事業務績效考核績優單位分享與各人事先進。

會議中處長指示：人事業務聯繫會報是本處年度重大人事會議，如有要事無法
出席，應事先以公文請假。希望人事同仁業務上有疑義時多與同仁互動請益、討論
，以建立良好的工作團隊為目標。並勉勵同仁在工作上盡責任、身體照顧好、家庭
照顧好，對父母盡孝，用愛與紀律，建立孩子正確的人生觀，家庭和樂最重要，家
庭經營可遵循窮不怪父、孝不比兄、苦不責妻、氣不兇子等原則，讓家庭更興旺。

下午辦理「媒體識讀~電影【杯麵】人事業務之創新作為及成效」專題講座，
特別邀請慕渴股份有限公司（鮮乳坊）人資林美萱講師講授，計有140人參加。

111  年人事業務績效考核優良單位  
行政機關組
第一名：羅東鎮公所人事室（左2）及

文化局人事室（右2）
第三名：礁溪鄉公所人事室（右1）

111  年人事業務績效考核優良單位  
學校中學組
第一名：壯圍國中人事室（左2）
第二名：吳沙國中人事室（右2）
第三名：羅東國中人事室（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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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人事業務績效考核優良單位  
學校國小組
第一名：清溝國小人事室（左2）
第二名：大同國小人事室（左3）
第三名：蘇澳國小人事室（右3）、羅

東國小人事室（右2）及公正
國小人事室（右1）

111  年績優人事人員  
大同國小人事管理員林健泰（左2）、
人事處科員潘慶祐（右2）及科員陳怡
萍（右1）

標竿學習 專題講座

CEDAW微電影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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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政府榮獲111年度行政院所屬及地方主管機關推動
員工協助方案（EAP）成效力評估縣市政府組特優獎

本府榮獲111年度行政院所屬及地方主管機關推動員工協助方案成效力評估縣
市政府組特優獎，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於111年12月20日（星期二）在公務人力發
展學院舉行「人事專業獎章暨重要人事業務頒獎典禮」，本府人事處處長黃水桐上
臺受獎，並由組編科科長林雪雅分享本府員工協助方案推動成果及實務經驗。

人事長（左）頒發特優獎給本府人事處
處長黃水桐（右）

本府人事處組編科科長林雪雅於會場上
分享員工協助方案實務經驗

本府EAP榮獲縣市政府組特優獎 本府人事團隊共同推動E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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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個案）故事人事案例

獎金篇

111年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
111年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問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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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雙語國家
臺灣經貿立國，在全球供應鏈佔有關鍵性地位

，近年來越來越多跨國企業來台投資，對我國本土
雙語專業人才的聘用需求亦隨之大幅增加。同時，
我國企業因應供應鏈全球佈局，亦需大量兼具專業
，尤其具有英文溝通能力，以及國際移動競爭力的
人才。為強化臺灣年輕世代的競爭力，讓下一代有
能力獲得更好的就業機會與薪資所得，政府推動
2030雙語政策，期基於臺灣已掌握華語使用的優勢
，在專業知識之上，進一步強化國人英文溝通能力
，增強全球競爭力。

為全面培育雙語人才，在教育面，政府以培育重點領域菁英人才，並全面提升年
輕世代英語溝通能力之雙軌理念並行；運用數位學習，弭平區域資源差距；提供我國
民眾平價與便利英文檢測，以瞭解自身英文能力對應國際標準情形。在公務體系方面
，則以處理涉外業務公務人員為優先對象，逐步提升整體公務部門之英語力。由於雙
語政策非短期可達成之目標，政府將立法成立行政法人，經由立法及預算保障，確保
此一攸關臺灣人才國際競爭力之重大政策，能依步驟循序推動，透過雙語政策的穩健
紮根推動，讓臺灣的人才有更好的雙語力與競爭力，培育臺灣人才接軌國際，進而吸
引更多國際企業來臺深耕，並讓臺灣產業連結全球，提供下一代更富足的未來。
推動雙語政策原因

全球化與第四次工業革命、貿易戰與 Covid-19疫情所引發的供應鏈重組，以及
數位經濟高速發展，所帶來的全球經濟發展模式改變，已經是現在進行式，更是未來
可見的趨勢。為此，各國政府與產業，莫不積極在現今變動的浪潮中，超前部署，並
且爭取優秀人才；而各國人才則努力在這變動中強化自己的競爭力，以期在激烈競爭
中脫穎而出。

為了讓下一代有更好的就業機會與薪資所得，我國人才除了必須在專業知識上跟
得上國際水準，更要有能力在國際上與世界各國的專業人士進行溝通與合作，甚而具
備隨著臺灣產業布局在全球市場中移動就業能力。政府推動雙語政策，正是為了強化
臺灣年輕世代競爭力，期基於臺灣已掌握華語使用優勢，在專業知識之上，進一步強
化我國年輕世代英文溝通能力，運用英文吸收知識，增強年輕人國際觀以及全球競爭
力，增強可通行國際的語言能力，弭平區域資源差距，幫助資源相對匱乏地區的小孩
，能夠藉由英語力的提升，提高獲得優質工作機會。

政府亦從考、訓兩面向提升公務部門英語力。過去政府已經投入辦理改善英語環
境，提升外國人才來臺所需要相關服務英語化工作，未來也將持續營造雙語友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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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法規及生活環境續行推動雙語化，提供外國企業及國際人才在臺灣經商與
居留的便利性。除此之外，公務人員英語力之提升，則將由辦理涉外事務人員優先，
推動公務機關以英文處理國際業務的能力，循序漸進，逐步提升我國公務人員之英文
程度。

雙語政策在培育人才及打造優質就業機會方面，有二大願景：
一、培育臺灣人才接軌國際：透過強化人才的雙語能力，提升我國人才在國際舞臺的

競爭力以及國際化思維。
二、呼應國際企業來臺深耕，讓臺灣產業連結全球，打造優質就業機會：藉由雙語政

策，呼應國際企業來臺投資設點，讓具備雙語能力的臺灣企業，可連結全球，拓
展國際商機，打造國人優質的就業機會。

推動雙語政策
以大專與高中階段之重點培育，輔以全學年之普及提升工作，搭配數位學習就教

材與師資方面提供協助，並從教育面推動。提供有意願了解自己英文學習情形者平價
且便利，並具國際認證的檢測，同時從考、訓兩方面，先從協助處理涉外業務，以及
工作上需使用英文之公務人員，提升以英文處理業務之能力，慢慢提升整體公務部門
之英語力；為此需長遠推動方能竟其功的政策，政府也將立法成立行政法人，以專責
機構來與政府部門以及民間協力，確保此一攸關臺灣人才國際競爭力之重大政策，能
夠有步驟循序推動，不會因為政府人事更迭，而半途而廢。

綜合而言，未來雙語政策，除了延續優化外國人在國內生活及就業英文友善環境
外，聚焦於以下六項主軸：
一、加速推動高等教育雙語化：加速推動臺灣高等教育雙語化是必然趨勢。從學生面

來看，面對全球化跟網路數位科技的高速發展，還有來自鄰近國家年輕人越來越
強的競爭，臺灣未來大學生要在畢業後有好的就業與所得，不只必須有能力在專
業知識上隨時跟上國際水準，還要有能力在國際上與來自不同國家專業人士進行
溝通合作，甚至與臺灣產業布局一起在全球市場中移動就業，而這些都需要良好
的英語能力作為基礎。從大學面來看，大學不只需要培養能在未來全球就業市場
中具備足夠競爭力的人才，也需要讓臺灣年輕世代具備更好的全球視野，能夠理
解國際上不同文化，並且有能力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溝通互動，而全英語教學
是達成這些目的的有效工具。除此以外，面對嚴峻的少子化與激烈的高等教育全
球競爭，大學需要加速雙語化，大幅提升國際化程度，才能有更好的條件能夠擴
大招收國際學生與競爭延攬國際一流教研人才。

二、高中以下教育階段之各項雙語化策略：以外加資源強化 108課綱意旨，以核心素
養做為課程發展之主軸，強調學生學習不以學科知識及技能為限，而應關注學習
與生活之結合，雙語政策希望學生不只於英語課程中學習英語，亦能運用英語學
習其他領域知識，通過英語去探索世界之理念。

三、均衡完善高中以下教育階段雙語化條件：
透過普及提升、弭平差距及重點培育三主
軸，以 10年為期，分年分階段穩健推動高
中以下學校雙語教育，以期全面厚植學生
英語力。

四、數位學習：在現今數位時代，新興數位科技與各類數位學習平臺，是雙語政策的
重要助攻。透過數位科技，可將英語學習資源，佈達到全國，尤其是偏遠地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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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弭平區域資源落差；透過數位學習也可協助學校進行跨國雙語教學合作，從
師資、課程等面向進行跨國校際合作，使雙語教育可接軌國際。

五、英檢量能擴充：公平、可靠的英語檢測是瞭解個人及不同群體英文程度的重要工
具，也是評估 2030雙語政策推行成果的參考量化指標。政府未來將多元擴充國
內英檢量能、提供更平價、便利的英語檢測，並研議補助弱勢民眾，以減輕其應
試負擔。

六、提升公務人員英語力：雙語政策其目的，在於使國民普遍具有基礎或良好的英語
能力。強化公務人員英語力要求，在政策上起帶頭作用，由於政府業務國際化程
度與日俱增，各級政府國際交流日趨頻繁，強化公務人員英語力是勢在必行。在
公務體系方面，從考試及訓練兩方面，優先提升處理涉外業務公務人員之英語力
，此外，也鼓勵公務人員利用公務英語訓練課程、數位資源等多元管道，增進自
身的英語力，以拓展職涯發展的可能性及範圍。基礎的英語能力，和數位能力一
樣，未來將成為公務人員的基本技能。

七、成立行政法人專責推動：雙語政策需長期投入耕耘，才能累積收穫成果，且牽涉
層面廣泛，也需要了解多方利害關係人的需求並與其溝通取得共識，因此為了確
保各階段進展能依規劃執行，規劃以行政法人組織型態成立雙語政策發展中心專
責推動，讓雙語政策發展中心的設置有法律依據，不因政府人事更迭而影響政策
推動；在預算方面，也透過立法通過預算，確保政策執行所需資源不受影響。雙
語政策發展中心成立目的，不在於取代行政機關功能，也不在與民爭利，而是在
既有行政與教育體系上，提供輔助支持系統、提升既有教育與訓練的質量。在民
間營利與非營利機構無法提供服務之區域，補強偏鄉雙語環境，提供更靈活、完
善的服務；同時與民間機構合作，協助優化民間機構之營運量能及產業競爭力。
雙語政策發展中心將協助跨部會「教、考、訓、用」等措施之橫向整合、提供相
關部會從政策研究到政策執行的縱向專業化服務，統合雙語政策國際合作工作介
面，以提升雙語政策之整體推動成效。

打造臺灣成為雙語國家—厚植國人英語力，提升國家競爭力
推動「雙語國家」為政府重大政策，關係到國家競爭力的提升，教育更是重中之

重，政府將藉由全面啟動教育體系雙語活化，並從需求端強化國人英語力，同時充分
運用民間資源，以需求驅動供給，並以最小成本創造最大效益，帶動全民學習英語的
風氣，強化國人運用英語聽、說、讀、寫的軟實力，期能讓台灣於 2030年成為中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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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重的雙語國家，讓下一代更具競爭優勢。

基於過去推動相關雙語環境計畫成果，為進一步提升國人運用英語的軟實力，國
家發展委員會建置整合式英語學習與英譯資源平臺（國家發展委員雙語資料庫學習資
訊網），網羅政府及民間英語學習、英譯資源，供各級政府與民眾運用，以提升國民
聽、說、讀、寫的英語力。網站內容包含：英譯資源、線上英語學習資源、主題英語
、線上英語能力檢測資源、影音頻道、政府機關英文網站連結等。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網站 https://www.ndc.gov.tw/Default.aspx

英語教室
◎公務英語-本月主題：Handling the Business Meal 公務餐會

1. I’ve made reservations at Paco’s. You like Mexican, right?
我已經在派寇餐廳訂好位了，你喜歡墨西哥菜對吧？
➢Extended Statement延伸說法
There’s a great little place on the west side. It has fantastic Taiwanese food.
西區有家很棒的小餐廳，那裡有很好吃的臺灣菜。

2. Are you up for trying something local?
您有興趣品嚐一些地方小吃嗎？
➢Extended Statement延伸說法
There’s a fabulous night market downtown. The town’s famous for it.
市中心有個很棒的夜市，這個城市就是以它出名的。
☆fabulous (adj.) 極好的

3. We need one more place setting./We need another set of flatware.
我們還需要一套餐具。
☆flatware 指「刀、叉、匙、碟、盤」等等的扁平餐具。

4. I think you should try the kung pao chicken. It’s a classic dish.
我覺得你該試試宮保雞丁，這是一道經典菜。
➢Related statement相關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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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r dumplings are some of the best in the city.
他們的水餃是城裡數一數二的。
☆classic (adj.) 有代表性的；經典的

5. This is fantastic! It’s the best Taiwanese food I’ve ever had. My compliments on the 
suggestions!
太棒了！這是我吃過最棒的臺灣菜，你的提議真是太好了。
☆compliment (n.) 恭維話；讚揚話；奉承話
☆suggestion (n.) 提議；建議

※資料來源：國家文官學院 app-公務英語每日一句

◎生活英語-At the Tea Shop在飲料店

Conversation主題會話

Clerk: Good morning. Can I help you?
早安！需要我為您效勞嗎？

Taylor: I'm new in town, and my friend told me that I've got to try some of the local 
handmade tea.
我第一次來，聽我朋友說一定得試試這兒的手搖飲料。

Clerk: Well, you're in the right place. We offer various types of tea here.
那你就來對地方了！我們有各式各樣的飲品。

Taylor: Yes, I can see from the choices that you offer, and you even have different types of 
juice.
對啊！我從你們提供的選擇就知道，就連果汁的種類也很多。

Clerk: Yes, we do, and they are all very delicious. So what would you like to try today? 
The world famous bubble milk tea? Or some freshly squeezed juice? Or, you can even mix 
the tea with the juice.
沒錯，而且都非常好喝喔!您今天想喝點甚麼呢？全球知名的珍珠奶茶？還是新鮮現
打的果汁？再不然，果汁也可以搭茶飲喔！

Taylor: Well, I definitely need to try the bubble milk tea first.
嗯，我當然要先來嚐嚐珍珠奶茶囉。

Clerk: Good choice. And we can customize it for you. You can decide the sweetness level, 
the amount of ice…etc.
選得好！而且我們還可以為您客製化。您可以決定甜度跟冰塊的多寡等…。

Taylor: Great. It's hot today, so I'll take it with regular ice and less sugar.
太好了！今天滿熱的，那我就選少糖、正常冰量好了。

Clerk: Here you go. Enjoy it!
好了。請享用！

Taylor: Wow, it's really delicious. Just the way I want it.
哇！真好喝！正是我要的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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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abulary主題字彙

handmade手調的
offer提供
various各式各樣的
squeeze榨汁
mix混合
customize客製化
level程度
regular一般的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雙語資料庫學習資訊網站（NDC Bilinggual Learning 
Resource Website）https://bilingual.nd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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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到，呷冬節圓仔囉！
傳統冬至節氣到來，一年即將來到尾聲，縣長感謝這一整年來同仁們在工作崗

位上辛勤的付出，特別準備了熱騰騰的鹹、甜湯圓與同仁一同享用，並廣播祝賀同
仁冬至佳節愉快。縣長更親自到各單位向同仁致意並贈送生湯圓，讓同仁帶回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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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節慶氛
圍！

縣長親自向同仁致意並贈送生湯圓，祝賀同仁冬至佳節愉快

縣府大廳放置熱騰騰的鹹、甜湯圓，讓同仁及民眾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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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國防教育宣導

國軍第56屆文藝金像獎
國軍文藝金像獎創辦於民國54年，旨在結合「文藝」與「武藝」，以人性的真

善美追求為核心價值，成為守護文化、構
建精神最重要的無形戰力。本屆頒獎典禮
的主題「文藝修身、武備衛國」，彰顯藝
術對於人文素養陶冶的重要性，一支缺乏
人文素養的軍隊，無法成為仁義之師。

文藝金像獎走過了56個年頭，一路
走來，甄選作品從早期對於「戰鬥文藝」
的號召，書寫同仇敵愾意志，以及強化官
兵心理建設的內涵，到近年一改「兵寫兵
」思維，自社會大眾和國軍官兵兩種不同
的角度出發，以文藝的形式來表達「智、
信、仁、勇、嚴」的軍人武德。期許官兵
在創作投稿的同時，能深切了解軍中文藝
是戰鬥的文藝，具有深遠的意義和目的。
每一首歌曲不單只是音樂，更能激勵人心、鼓勵勇敢向前；每一幅書法、繪畫，不
只是作品，更能傳達信念，感動你我。

影片連結網址：
https://bit.ly/3WpX5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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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來源：擷自國防部政治作戰局影片「國軍
第56屆文藝金像獎-多媒體類微電影-金像獎-迷
彩人生-張孝文作品」

https://bit.ly/3WpX5l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