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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福利相關函釋

一、有關全國軍公教人員110學年度第1學期子女教育補助申請資料報送時程，請依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書函說明確實配合辦理，請查照。

（檢附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10年8月12日總處給字第1100026541號書函及附件
影本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Dv4Pm3VU5Bw8cKoIbdE2yBUqeyqGnzGx/view?usp=sharing）

二、有關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實際教授身心障礙學生之特殊教育教師，因所任職
務確有體能上之限制，其自願退休條件自111年2月1日起，得依教育部函說明
之認定標準，予以調降為「任職滿5年，年滿56歲」一案，轉請查照。

（檢附教育部110年8月13日臺教人(四)字第1100086893號函影本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D8RqKn5_2VR84Jv3Uj5YRdS1kAYTn4e-/view?usp=sharing）

三、檢送考試院、行政院於110年8月10日修正發布之公教人員保險監理委員會組織
規程條文、修正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各1份，請查照。

（檢附銓敘部110年8月23日部退一字第1105376030號函及附件影本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bq_CoquC7MvlTjwuTwi0vhu6ar7ncEj6/view?usp=sharing）

差勤宣導
一、自  111  年  1  月  1  日起  ，各機關於核計公務人員休假日數時，其所具公務人員考試

錄取訓練期間，以及曾服務於政府機關（構）、公立學校之全時專任人員年資
，得採計為公務人員休假年資。

（依據本府人事處案陳銓敘部110年8月24日部法二字第11053777382號函辦理，
本府110年8月30日府人考字第1100140643號函諒達在案，檢附原函及附件影本
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e9IjBg0GsTdeqIOLDzjck4S5lSjSuG4G/view?usp=sharing）

二、聘僱人員慰勞假之年資採計係準用公務人員請假規則或其他公務人員法令之規
定，爰自  111  年  1  月  1  日起  ，聘僱人員慰勞假年資採計，準用前開銓敘部  110  年  8  
月  24  日令函規定計算。  

（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10年8月30日總處培字第1100027305號函辦理，本府
110年8月31日府人考字第1100140889號函諒達在案，檢附原函及附件影本各1
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VTrNrYxLNOmzlzHthVNqf6V-Hyx_PBMU/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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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職宣導
一、有關公營事業機構及一般行政機關（構）與其他公民營事業、團體或個人合作

，指派所屬公務員出席活動性質、活動所得收益運用及肖像授權使用規定。
（依據本府人事處案陳銓敘部 110年8月18日部法一字第 11053781671號令

、11053781672號函辦理，檢附原函及附件影本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MQfdgeNw-prGxFp60Qv8LcQ-4xziMyzV/view?usp=sharing）

二、有關銓敘部110年8月18日部法一字第11053781671號令所稱「公務員將個人肖
像一次性授權他人使用」規定。

（依據本府人事處案陳銓敘部 110年 9月 3日部法一字第 11053810571號令
、11053810572號函辦理，檢附原函及附件影本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IckFJUSbT8_RnP9BnNAXaj02m4A0bAnP/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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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板循環運動」、「
大法官釋字第七八五號解釋在說什麼？」、「冬山鄉長出任務─冬山良食農創園區
」、「漫遊員山鄉」、「冬山國小─見證冬山風華」、「清溝國小─舞動翅膀的小
鼓手」、「頭中房屋(招生)」、「教育人員差假規定-延長病假篇」、「利澤國小─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防疫應變作為」、「公務人員個人資料服務網
（My Data）─獎勵令電子化及申請證明書介紹」等10門課程，歡迎同仁選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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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個案）故事人事案例

性騷擾申訴流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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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福利部https://www.mohw.gov.tw/mp-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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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心理衛生

隨著社會變遷與氣候異變，近年來，世界各國發生重大災難頻仍，災難的型態
複雜且多樣化。例如：捷運隨機殺人事件、高雄氣爆、八仙樂園塵暴事件等，皆是
前所未見之事件類型。災害除了為人民生命與財產帶來重大損失外，亦會造成人心
的恐慌和不安，甚至可能產生內心不可抹滅的創傷。如何協助受災者早日恢復心理
健康與生活秩序，除需透過周全的災難心理衛生服務，並經由政府及民間共同協力
，才能再造社會正面安定力量。
我國的災難心理衛生工作，起源甚早，大都是由民間組織或地方政府發軔。自

1999 年臺灣經歷 921地震重創後，開始由行政院統籌規劃大型災難重建工作，透過
動員相關部會，並結合地方政府與民間組織的資源與力量，從災難緊急救援，乃至
生活重建與心理復健，提供全面性的復舊工作，從此奠下我國災難心理衛生工作的
根基。之後 2009 年的莫拉克風災，讓直轄市、縣（市）政府在緊
急動員、災難現場服務、資源整合、教育訓練與宣導等面向，已有
較成熟的應變與規劃措施。而自 2012 年起，透過行政院災害防救
辦公室，擬定災害救助機制，並將受災民眾的心理衛生服務，納入
各縣市年度災害防救演練的重要項目。

災難已非特例，而是常態

重大災難（disaster）與其他類型的創傷事件一樣，皆是隨時可能發生的，主要
類型涵蓋了自然以及人為引起之重大災禍。在國際上，從 2001 年的 911恐怖攻擊
引起美國及全球的恐慌；2004 年的南亞地震（芮氏 9 級）所引發的海嘯，造成南亞
沿海地區數十萬人死傷；到 2008 年，中國四川大地震死傷數十萬人。而台灣近十
餘年來從小規模的交通意外，如華航、新加坡空難、阿里山的火車脫軌、高屏大橋
斷裂、台北縣的林肯大郡倒塌、大囍市縱火案與梅嶺大車禍等等；到較大規模的災
難：如 1999 年的震撼人心的九二一大地震、2003 年威力橫掃全台的嚴重急性呼吸
道症候群（SARS）、2009 年的八八水災造成南台灣的重大災害、2016 年高雄美濃
及 2018 年花蓮發生罕見大地震造成大樓倒塌、2018 年普悠瑪及 2021 年太魯閣火車
脫軌事件，以及自 2021 年初到現在仍肆虐全球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
19），在在改變了國人的思維模式與安全概念。災難已非特例，而是常態，這些皆
突顯出災難精神醫學與心理重建的重要性。
大型災難對於人類的衝擊元素分成兩部份，包括災難本身，另外，則是易被災

難所影響的民眾，包括災民本身與看相關報導易致精神疾病族群。事實上，大部分
關於九二一大地震研究顯示：災民會顯現較多的心理障礙，甚或精神疾病發生，常
見與災難相關的疾病如創傷後壓力症候群、重鬱症、睡眠障礙、焦慮症與物質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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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且可能持續數年之久。此外，救難人員（如：護士，消防隊及軍人）也有可能
產生相關精神疾患需要介入與關懷。

陪伴度過災難造成的影響

面對大災難後生活重建是一個漫長的道路，而心理重建又是生活重建的一環，
因此，需要有計畫的、整合性的探討與研究。當大災難過後數年，雖然上述精神疾
病的盛行率會降低，但物質濫用與自殺率卻會升高，因此，災後心理重建不僅僅是
短期介入、還需要中期的追蹤與長期個案轉介銜接。除了適當調適身心健康外，也
可透過他人協助（如：諮商），改善因災難造成的心理影響。避免長期進行可能妨
礙適應的方式，例如菸酒過量使用、避免社交、過度投入工作等。其次，主動陪伴
與傾聽當事人，若對方想述說災難創傷災難，尊重同理地聆聽。在安全信任的他人
陪伴下，鼓勵當事人持續述說與災難相關的情緒感受跟想法可能有幫助，但應尊重
對方的意願與身心狀態，因述說過程中可能增加情緒不適。如果發現他有就醫的需
求也可以鼓勵、陪伴他就醫。

創傷引發的壓力及反應

個人經歷極度嚴重的創傷壓力事件（例如：經驗瀕臨死亡的威脅、目睹他人死
亡、重複經歷災難現場的救災人員、得知親近的親友遭遇意外事件等）後，大多數
人初期可能出現廣泛的創傷壓力身心反應，包括不斷回憶、夢到創傷事件；過度警
覺、易受驚嚇、易怒、失眠；麻木感、失憶；逃避會引發創傷回憶的事物等。這些
反應通常在數周到數月間恢復，不會演進為如創傷後壓力的嚴重心理後遺症，然而
，因為當下衝擊程度與先前身心情形的差異，有不少人的創傷身心症狀持續，發展
出須留意關注的不同心理困難。某些人可能在事件後出現嚴重創傷後壓力症狀並持
續 3天以上，若同時伴隨主觀困擾或功能影響，則可能符合急性壓力症（Acute
Stress Disorder）。如果症狀持續超過一個月，影響工作、學業和社交能力，則稱為
創傷後壓力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創傷後的身心困難亦可能
顯現為憂鬱症、焦慮症及物質不當使用，若親人驟逝的悲傷，強烈持續長期出現且
明顯影響生活，則可能是複雜性或延長性傷慟。
心理諮詢專線&資源

衛生福利部安心專線 1925（依舊愛我）提供 24小時免費心理諮詢服務，亦可
向本縣衛生局社區心理衛生中心聯絡 03-9367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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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後創傷身心後遺症
若您在災難後持續出現明顯的創傷身心症狀，例如困擾的災難回憶與畫面、逃

避提醒想起災難的場景、低落憂鬱、失眠、過度警覺、憤怒等，並且這些情況使您
無法從事日常作息及過正常的生活，建議您尋求心理健康專業人員（如精神科／身
心科醫師、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等）的諮詢與協助，亦可請醫師安排相關身心
檢查，以評估您是否患有其他疾病。

在創傷身心後遺症的治療上，常用的治療形式包含心理治療、藥物治療或兩者
結合。受訓過的心理健康專業人員，可能採用不同形式的心理治療提供幫助。目前
已有不少心理治療模式經大量證據支持可改善創傷後壓力症與憂鬱症，多數屬於創
傷焦點認知行為治療（例如延長暴露治療、認知處理治療等），眼動減敏與歷程更
新治療亦是受支持的模式。這些治療有助於改變創傷後壓力症的情緒、想法和行為
，協助應付伴隨的恐慌、憤怒和焦慮。歐美的專業指引也指出部分藥物有助於改善
創傷後壓力症，其他藥物則有利於減少焦慮、衝動、憂鬱及失眠。此外，創傷的團
體心理治療則透過同儕支持的結構與凝聚力，幫助您學習理解與、溝通及改善創傷
的經歷與感受。最後，親友亦為創傷復原過程中的重要來源，若您的親友深受創傷
災難所擾，與心理健康專業人員討論並獲得相關的衛教，有利於創造創傷復原過程
中所需要的了解及支持。

※本文摘錄自衛生福利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 https://dep.mohw.gov.tw/domhaoh/mp-1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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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AW-暫行特別措施
在還沒有完全落實CEDAW公約之前，為了加速實現男女實質上的平等，會採取一
些暫行特別措施，這些措施應在男女機會和待遇平等的目的達到之後停止採用。採
取暫行特別措施有四個前提：第一是講求實質平等；第二要看到男女在各社會文化
和經濟領域中結構性的不平等、以及歷史性的歧視；第三只有立足點的平等或是相
同待遇是不夠的；第四追求數量和品質的結果都能平等。

※本文摘錄自行政院性別平等會 https://gec.ey.gov.tw/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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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協助方案

課程名稱：疫情下主管關懷力UP
時間：110 年 9 月 17 日（星期五）下午 1 時 30分
地點：Google meet線上會議
講師：台北捷運公司心理協談老師羅世聖

※歡迎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同仁踴躍參加

人事成長營

課程名稱：教師兼代課鐘點費及各種津貼加給核支實務探討
時間：110 年 9 月 29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地點：本府 201 會議室
講師：本縣立文化國民中學人事室主任邱純薇

※歡迎本縣所屬機關學校專、兼任人事人員踴躍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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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協助方案

110 年 8 月 20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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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距醫
療視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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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有 5 人參加。

在本府多媒體教室辦理線上健康諮詢

人事成長營

本府人事處於110年8月25日（星期三）下午2時在本府201會議室辦理110年度人事
成長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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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有23位本縣所屬機關學校專、兼任人事人員參加。

大同國小人事管理員林健泰講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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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個人行動辦公室─辦公技能提升研習班（遠距同步）

面臨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遠距工作成為一種新的工作模式，從工作習慣的建立、
時間管理到工作目標的安排，都需要重新建立並適應。為促使公務同仁掌握遠端工
作的特性，增進運用數位工具進行會議及任務安排之能力，並發展出有效率的工作
管理方式，以即時因應疫情變化。本府於110年8月27日（星期五）辦理「打造個人
行動辦公室─辦公技能提升研習班」（遠距同步），由君邑資訊的李燕秋老師主講
，共87人參訓，講師於課堂中提供實用而豐富的軟體介紹，讓參訓的學員個個滿載
而歸、好評連連！

君邑資訊李秋燕老師分享實用軟體，提升同仁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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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國防教育宣導
軍史故事系列─烽火歲月昭青史 八二三戰役63週年專題

「八二三戰役」是臺海軍事衝突中，規模最大、時
間最長，也是影響最為深遠的一次戰役，不但創造出金
門地區特殊的歷史走向與戰地文化，更形塑了半個多世
紀以來臺海的基本局勢。本集節目帶大家從桃園大溪的
八二三故事館出發，再次走進這段由血淚交織而成的時
光迴廊中。

無情的戰火往往會改變局勢的變化，但有情的故事
卻永遠留存於人們心中，不論時光如何流轉，每思及此
，總能觸人心弦。「八二三」平凡的3個數字，卻成為
永垂青史的精神象徵，在在提醒著我們要感恩惜福、飲
水思源，莫忘當年參戰官兵在戰場上出生入死、浴血奮
戰，為國家存續發展所立下的汗馬功勞。唯有牢記時時
抱持居安思危的警覺，務實地在穩定中求進步，才能建
立祥和社會。

影片連結網址：
https://ppt.cc/fhwd6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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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一書

 

 

書名：量子領導非權威影響力：不動
用權威便讓人自願跟隨，喚醒
人才天賦，創造團隊奇蹟的祕
密

作者：洪銘賜
出版社：采實
出版日：2019
ISBN：9789865070533

曾任宏碁海外拓展CEO洪銘賜，具有企業轉型、國際化拓展的實戰經驗，
涉足IT、電商、零售、物流、數位金融、淨水、大健康等不同領域。他發現，
領導力，就像每個人內建的系統，是人人都可學習的。過去，我們接受的科學
教育是壁壘分明、分門別類的「粒子觀」，以為用權威式的語言、指令、行為
來管理下屬就有效，但往往成效不彰。而最新的量子力學證明，萬物都是由「
意識」決定，即所謂的「量子觀」，領導人的起心動念會影響企業文化、團隊
士氣、組織動能，也決定管理成敗的關鍵。

處在不同意識層級的人，會做出非常不一樣的言行與決策，因而帶來迥異
的結果。領導人要改變團隊表現，首先要領導自己，改變意識層級，即可不靠
權威讓人自願跟隨，並喚醒他們的天賦，完成個人和團隊使命。書中提出配備
「量子觀」領導力的五項修練：不讓當下情緒造成管理失誤的「觀照力」、
從負能量到自由的「空性力」、讓你可以從谷底翻身的「調頻力」、決定領導
心智與格局的「包容力」及用有限資訊掌握未來趨勢的「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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