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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福利相關函釋

一、有關本府所屬各級學校教師（含代理教師）申請不支薪「疫苗接種（含接種後
發生不良反應）假」（下稱疫苗接種假）所遺課務代理費用一案，請查照。
（檢附本府110年5月25日府教學字第1100087085號函及附件影本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EwWbtE66cYJnFiKiCLV2Q5b7-YFhFzYX/view?usp=sharing）

二、函轉教育部說明有關教師代理主管、導師或特殊教育職務，依規定支領主管、
導師或特殊教育職務加給者，其教師成績考核獎金之職務加給計算標準案，詳
如附件，請查照。
（檢附本府110年6月17日府教學字第1100099099號函及附件影本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lWcPaNEiNpVt8oPuTChgEHPqehR1NX8/view?usp=sharing）

三、轉知行政院為落實「0-6歲國家一起養」政策，軍公教人員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加發措施（由現行6成薪提高至8成薪），自本（110）年7月1日起同步實施，
請查照。
（檢附行政院110年6月21日院授人給字第1104000594號函影本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XdcznC01w5E5i6psDqx2oXsWdQPRhLvI/view?usp=sharing）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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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轉請
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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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FdokWPppILLlNaGC4Mwfm5ULUJth9t5/view?usp=sharing）

差勤宣導
◆ 有關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建置「行政院所屬機關學校差勤資料彙整平臺」，並

自110年7月1日起手動報送差勤資料，請各機關於110年7月20日前完成本年1月
至6月差勤資料之報送，爾後至遲應於每月20日前報送上月差勤資料。
【依據本府人事處案陳人事總處110年6月16日總處資字第1105000159號書函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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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本府110年6月21日府人考字第1100100148號書函諒達，檢附來函及附件影
本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HGwmVGLL5BUTE70HT2R5x_FP4zdoBk6p/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i2DdC_8RuhG_lDSLy_BxlbfJ8CsZPJLh/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RNjB7GCfqHEchqvyyFZr2L4rHNNbsnp1/view?usp=sharing】

學習資訊宣導
一、「蘭陽e學網」SPOC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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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甄選面面觀
SPOC課程」、「宜蘭縣微學習數位教材：魅力礁溪─安居樂活亮點社區社福
之美」、「宜蘭縣微學習數位教材：礁溪─聖母朝聖地」、「宜蘭縣微學習
數位教材：礁溪─五峰旗風景區」、「宜蘭縣微學習數位教材：礁溪開蘭媽
祖─澤蘭宮」、「宜蘭縣微學習數位教材：礁溪溫泉四寶─絲瓜與蕹菜」、
「宜蘭縣微學習數位教材：行不醉 醉不行 最上道」等7門課程，歡迎同仁選

讀。

二、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學院研習暫緩辦理
因應防疫需要，避免疫情擴散，公務人力發展學院（臺北、南投兩院區）實
體研習班期即日起至110年8月31日止暫緩辦理，此期間若疫情趨緩，可提前

開辦時，將另行通知，相關研習班期資訊同步公告於人力學院全球資訊網
（https://www.hrd.gov.tw/），歡迎隨時查詢辦理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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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個案）故事人事案例

因公涉訟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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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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ing－接種COVID-19疫苗

全球疫情延燒超過一年，國際間 COVID-19疫情持續嚴峻且不斷有復燃趨勢，

國內亦出現社區傳播，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簡稱指揮中心）自 2021年 5月 15
日宣布提升雙北地區疫情警戒至第三級，5月 19日因應國內 COVID-19本土疫情持

續嚴峻，指揮中心宣布提升全國疫情警戒至第三級，持續加強篩檢站、防疫旅館、
集中檢疫所、專責及應變醫院等醫療量能，並邀集地方政府召開全國防疫會議，嚴
守社區防線。

指揮中心持續滾動式調整防疫措施，包括全力支援供應一般醫用口罩、N95 口

罩、隔離衣及防護衣等防疫物資，除增加原定期性撥配之數量與頻率外，亦主動撥
配物資予各地方政府統籌撥發轄區醫療院所、防疫旅宿及公務機關，以作為防疫及
醫療使用；並因應 COVID-19 病人醫療照護需要，緊急採購血氧機、呼吸器、製氧

機及採檢亭等醫療器材與設施，提供更妥適之照護及工作環境，維護民眾與醫護人
員的健康。

衛福部疾病管制署（簡稱疾管署）、行政院資安處更與臺灣人工智慧實驗室共

同開發「臺灣社交距離 App」，在保護隱私與尊重使用者意願原則下，利用藍牙訊

號強度，偵測並記錄使用者間接觸的距離與時間，當接觸者中出現確診個案將警示
並提醒用戶注意身體狀況，可有效輔助疫情調查及發掘可能風險個案，期盼全民踴
躍響應使用，一同阻斷疾病傳播。

政府規劃接種 COVID-19疫苗
有鑑於疫苗是迫切且必要的防治策略，指揮中心採取國際投資、逕洽廠商購買

及 國 內 自 製 等 多 元 方 案 ， 同 時 進 行 COVID-19 疫 苗 之 採 購 ， 購 買

COVAX、AstraZeneca（簡稱 AZ）及Moderna疫苗，並與國內疫苗研發廠商簽訂

「國內 COVID-19疫苗採購契約」。

目前AZ疫苗、Moderna疫苗以及透過 COVAX 獲配之疫苗陸續抵臺，經過衛

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簡稱食藥署）嚴格的檢驗封緘作業後，提供 COVID-19接種
計畫所列實施對象進行接種。指揮中心規劃推動 COVID-19疫苗大規模接種作業，

並辦理三大面向整備作業，包含持續擴增 COVID-19疫苗接種合約醫療院所；訂定

「COVID-19疫苗接種站設置作業指引」，推動社區接種站、大型接種站及外展服

務等疫苗接種站設置；建立「疫苗接種預約平台」，提供民眾預約服務，增進接種
便利性，及早提升群體免疫保護力。

指揮中心亦於疾管家建立「Taiwan V-Watch」COVID-19疫苗接種健康回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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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協助民眾回報接種疫苗後的健康情況，並給予合適的關懷或就醫建議。5月 5
日起指揮中心宣布實施疫苗接種假，保障疫苗接種者權益。

COVID-19疫苗知多少

疫苗原理
我國現階段採購疫苗為mRNA疫苗與腺病毒載體疫苗兩種，其中mRNA疫苗

有 Pfizer/BioNTech (BNT162b2)及Moderna (mRNA-1273)等，腺病毒載體疫苗則

是 AstraZeneca (AZ1222)等。
1. mRNA疫苗：含有一段可轉譯成 SARS-CoV-2 病毒棘蛋白（病毒結構蛋白之一

，為目前 SARS-CoV-2疫苗選定之疫苗抗原）的 mRNA，接種後在人體細胞質

內製造棘蛋白此疫苗抗原並釋出細胞外，進而刺激免疫系統產生對抗 SARS-
CoV-2棘蛋白的細胞免疫力與體液免疫力。

2. 病毒載體疫苗：利用攜帶有 SARS-CoV-2棘蛋白核酸序列（DNA核酸序列）的

腺病毒，接種後在人體細胞內製造 SARS-CoV-2棘蛋白此疫苗抗原並自人體細

胞釋出，誘發人體免疫系統產生保護力對抗病毒入侵。

疫苗接種對象及順序

在 COVID-19疫苗接種計畫實施初期，疫苗的供應量受到限制，故需擬定優先

接種對象並依序施行。考量目前國內 COVID-19疫情屬低社區傳播風險，為維持醫

療量能、防疫量能、維持社會運作、維護長者及高危險群健康，中央流行疫情指揮
中心依衛生福利部傳染病防治諮詢會預防接種組(ACIP)建議，擬定 10 大類接種對

象。

接種對象及優先順序：

1. 醫事人員

2. 中央及地方政府防疫人員

3. 高接觸風險第一線工作人員

4. 因特殊情形必要出國者

5. 維持機構及社福照護系統運作

6. 75歲以上長者(具原住民身分者為 65歲以上)
7. 維持國家安全及社會機能正常運作者

8. 65歲以上長者

9. 可能增加感染及疾病嚴重風險之疾病風險族群 50–64歲成人
上述順序僅供參考，指揮中心將視疫情及疫苗供應現況，持續滾動檢討 COVID-19
疫苗接種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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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比一比

COVID-19疫苗是珍貴的資源，指揮中心會依到貨情形安排符合接種條件的對

象依序施打，若您對提供的疫苗廠牌有疑慮，可以選擇暫不接種，但目前尚不能確
定後續其他廠牌疫苗的到貨時間與數量，可能因此延遲施打疫苗的時間。
不同廠牌 COVID-19疫苗原則不建議交替使用。如果不小心使用了兩劑不同廠

牌的 COVID-19疫苗，也不建議再進行補接種；若民眾接種第 1劑 COVID-19疫苗
後，出現症狀經醫師評估懷疑與疫苗施打有關，並通報至疾病管制署疫苗不良事件
通報系統（VAERS）者，建議以其他不同技術產製的 COVID-19疫苗完成接種。

疫苗接種注意事項

疫苗安全性及監控
COVID-19疫苗與其他疫苗一樣，在獲得國家監管機關的批准之前，必須在臨

床試驗中對 COVID-19疫苗進行嚴格的測試，以證明它們符合國際公認的安全性和

有效性基準。因全球疫情，世界各國對 COVID-19疫苗有急迫需求，全世界科學家

協力合作，使得 COVID-19疫苗的研究、開發和授權在前所未有的速度下完成，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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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沒有降低安全性的標準。與所有疫苗一樣，國家監管機關在疫苗開始使用前，會
審視所有臨床試驗資料，在預期效益大於風險的前提下予以授權使用，進而建議接
種對象及方式。而開始使用後亦持續監控 COVID-19疫苗的安全性，以確保疫苗對

所有接種者都是安全的。
由於嚴重不良事件非常罕見，不一定在臨床試驗中觀察到，故對疫苗上市後，

持續監測接種後不良事件發生情形，已成近年國際趨勢。尤其 COVID-19疫苗自研

發至取得授權使用並提供民眾接種之時程，遠短於其他常規疫苗，因此更需監測疫
苗接種後可能發生嚴重不良事件之狀況，及早進行相關調查，釐清因果關係及疫苗
安全疑慮，並即時做出因應。國內已規劃以下策略來監測疫苗安全：

1. 疫苗不良事件通報系統：民眾若發生接種後的不良事件，應至接種院所或其他

醫療院所就醫。醫事人員若接獲有疑似接種 COVID-19疫苗後發生嚴重不良事
件之個案，應通知衛生單位，或至疾管署建置之「疫苗接種不良事件通報系統
」進行線上通報，通報資料後由食藥署/藥害救濟基金會之「全國藥物不良反

應通報中心」進行疫苗安全訊號偵測及釐清，評估結果將定期公佈或由指揮中
心統一公告。

2. Taiwan V-Watch（COVID-19疫苗接種-健康

回報）：運用 Line 疾管家開發之「V-Watch
COVID-19疫苗接種-健康回報」，於接種初

期針對各廠牌選定有限之接種人數追蹤，於接種疫苗時掃描 QR code加入，並
登錄基本資料及接種資料。透過 Line app上的推播提醒，讓接種民眾能夠以手

機回報健康情況及獲得相關衛教資訊，也會提醒民眾第二劑的施打日期。若民
眾回報有較嚴重的症狀或對生活造成的衝擊（缺席工作或就醫等），將有專人
進行追蹤關懷，必要時於疫苗接種後不良事件通報系統進行通報。對於特殊關
注之不良事件，如嚴重過敏反應(anaphylaxis)等，若確認有安全訊號異常，將

串接相關資料庫分析。

本縣疫情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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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盡早接種 COVID-19疫苗 築起防疫保護傘

疫情尚未停歇，防疫不可鬆懈，無論是否接種疫苗仍應

持續落實勤洗手、戴口罩、維持社交距離。接種 COVID-19
疫苗為目前防疫進行式，呼籲可施打疫苗的民眾預約施打，
減少感染、嚴重疾病與死亡的發生，產生保護力，達到群體
免疫之效，大幅降低疫情傳播，讓人民盡早回復正常生活。

※本文摘錄自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網站 https://www.mohw.gov.tw/mp-1.html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站 https://www.cdc
宜蘭縣政府衛生局網站 https://www.ilshb.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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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協助方案

110  年  7  月  14  日（星期三）下午  1  時  30  分至  4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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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同仁踴躍參加。

報名方式：請於110年7月9日（星期五）前至本府員工入口網  -  學習專區  -  線上報名  

系統  -  線上報名  -  選取「宜蘭縣政府  110  年度員工協助方案－疫情下的職場抗焦慮指  

南」課程  -  點選「我要報名」  ，並請參訓同仁備妥個人  Google  帳號  ，俾利課程順利

進行，課程網址及注意事項將於開課前3日寄至參訓同仁公

務電子信箱。

※參訓人員經長官同意可請公假，並依實際上課時數核予
公務人員終身學習研習時數3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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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國防教育宣導

軍史故事系列─筆載烈史，紙遞烈志

《中華民國的空軍》月刊自民國27年創刊迄今已逾80載，閱讀「中空」就好
像翻開中華民國空軍的歷史一樣，這份軍事刊物經歷歲月的考驗與洗禮，無論是過
去資源匱乏的年代，或是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的資訊爆炸時代，「中空」的發行宗旨
從未改變，透過深入淺出的文字效果，發揮
潛移默化功能，將軍事事務與文藝相結合，
為時代留下真實的紀錄和不可磨滅的軌跡，
為空軍寫歷史，也為凝聚國防共識挹注相當
力量。

本節目採播講方式，由空軍司令部透過

舊照片、老畫面的剪輯，以及專訪歷任編務
袍澤前輩，兢兢業業投入軍聞報導、創作，
努力耕耘、薪火相傳的故事。

 
 

                                
影片連結網址：                         
https://ppt.cc/f55n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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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來源：第 54 屆攝影項國軍組銀像獎

作品 - 敍事‧待發 / 作者黃劭恩

https://ppt.cc/f55nox


每月一書

 

 

書名：動盪：國家如何化解危局、成
功轉型？

作者：Jared Diamond
譯者：莊安祺
出版社：時報
出版日：2019
ISBN：9789571380049、

9789571380056

自由民主國家芬蘭，為何對專制政權蘇俄敬畏三分，採行嚴格的言論自我審
查機制？原本篤信民主的智利，為何瞬間左傾，對政敵進行破紀錄的大規模
虐殺？西德總理布蘭特於波蘭首都猶太區一跪，何以能為外交局勢奠定決定
性轉變？

當代最具深度思考力、最具權威性作家Jared Diamond，參酌豐富的史料

，以個人獨特洞見，抽絲剝繭國家面貌定型的軌跡。輔以12個化解危局成敗的

關鍵因子，剖析7國（芬蘭、日本、智利、印尼、德國、澳洲和美國）如何挺

過三大類危局（突發的內憂、外患和漸進型隱憂）。對照分析各國的行動策略
與結果，並以此檢視當前的世局。

動盪，是世界的日常：國家的力量興衰、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改變、甚或全

球共同面對的環境議題，都是身為世界一分子的我們無法切割的課題。身處在
前景未明的動盪中，借鏡歷史，在動盪中找到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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