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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福利相關函釋

一、「公教人員保險失能給付標準」附表業經銓敘部以民國111年6月29日部退一字
第11154674421號令修正發布；檢送發布令影本、修正附表、總說明及對照表
各1份，請查照。
【檢附銓敘部111年6月29日部退一字第11154674423號函及附件影本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H9OxmEsiexDH02ZG_nV_KyxpB5arnggZ/view?usp=sharing】
二、有關公務人員保障法第23條及第104條業奉總統民國111年6月22日華總一義字

第11100050761號令修正公布，轉請查照。
【檢附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111年7月8日公保字第11100091701號函及附件
影本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Hhg1Id9YxUif0l-M9NEDp0rldQcq-DhV/view?usp=sharing】

三、有關全國軍公教人員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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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7月21日總處給字第1110019400號書函及附
件影本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3bt8yMuMVg6i5Ct9tbPzAbHZN1CCXDzf/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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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勤宣導

「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第1條、第3條，業經行政院
於111年7月15日修正發布施行。
【檢附本府111年7月15日府人考字第1110109799號函及附件影本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Wh-XeMoio8J4Jbk8vOD6jGegCzF_Vi8A/view?usp=sharing】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宣導

一、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Q＆A專輯110年12月更新版，檔案下載路徑：銓敘部官網
首頁/服務園地/常見問題/法規司。

二、完成行政中立數位課程，參加抽獎，多項獎品等你拿！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為廣泛宣導公務人員行政中立知能，特擴大辦理數
位學習抽獎活動，凡於本（111）年內至「e等公務園+學習平臺」文官e學苑加盟專
區完成任1門「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與實務」課程，經線上成績評量達90分以上者
，即可參加個人獎抽獎；各機關有15人以上完成課程，且評量成績均及格者，即可
參加團體獎抽獎。該會將於明（112）年1月間辦理抽獎，並致贈行政中立宣導品。

※行政中立小語～無論你在何方，行政中立不能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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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課程宣導

本府自製微學習教材「宜蘭縣國民中學教師縣內介聘作業」、「翻轉舊思維─混成
學習」、「任免遷調&動態送審輕鬆做」、「討厭人事的勇氣」、「首長人事任用
及遷調限制篇」及「111年員工協助方案」等6門課程已上架，歡迎同仁選讀。

宜蘭縣國民中學教師縣內介聘作業 翻轉舊思維─混成學習 任免遷調&動態送審輕鬆做

討厭人事的勇氣 首長人事任用及遷調限制篇 111年員工協助方案

公務員服務法「禁止經商及兼職」事項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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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個案）故事人事案例

職組職系轉換篇

檢附職務說明書、職組暨職系名稱一覽表及職系職組調整對照圖各1份供參。
職務說明書
職組暨職系名稱一覽表
職系職組調整對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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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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炎炎•避免熱傷害

熱傷害

熱傷害種類&症狀
常見的熱傷害包含熱痙攣、熱昏厥、熱衰竭及中暑，其中中暑為最需要小心的

症狀，嚴重程度與環境溫度相關，亦與患者年紀及身體疾病有關。
一、熱痙攣：是因在高濕熱環境下長時間活動時因流汗過多或在休息時補充過多開

水而非電解質溶液（運動飲料），促使體液喪失和電解質流失，體內的鈉、鉀
離子濃度相對偏低，形成電解質不平衡的狀態，導致身體不自主骨骼肌收縮所
造成的肌肉疼痛，可以持續 1到 3分鐘，容易發生於大腿、小腿與手臂。如果
痙攣劇烈，甚至會影響腹壁肌肉，應盡快治療。

二、熱暈厥：常見在炎熱環境中長時間站立（如軍隊中的訓練、學校的朝會），由
於皮膚血管擴張幫助散熱，血液會在體內重新分配，使大量血液和因久站而回
流不順的血液，跑到皮膚等周邊血管和四肢，導致腦部血流暫時不足，發生暫
時性暈厥，與中暑不同的是患者中心體溫大多是正常的，但若不即時進行相關
處置，有可能引發更嚴重的中暑。

三、熱衰竭：原因為流汗過多，未適時補充水分或電解質而導致的血液循環衰竭，
常出現大量出汗、疲倦、身體全身無力、頭暈、頭痛、說話喘、血壓降低、臉
色蒼白等症狀，患者核心體溫會上升，但很少會達到 40°C，嚴重時可能會失
去知覺，變成中暑。

四、中暑：屬重度熱傷害，大多是因為熱衰竭時未及時發現，中暑分成兩種類型，
分別為傳統型中暑（ classic heat  stroke）和勞動型中暑（ exertional  heat
stroke），傳統性中暑多指缺乏對於環境氣溫濕度改變的適應力，多發生在老
人、小孩、慢性疾病患者，而勞動型中暑患者則多發生在高溫高熱環境中工作
的工作者，例如：國軍、勞工、農夫與運動員。皮膚因體溫調節中樞調節功能
失常而無法散熱而呈乾燙潮紅狀態，患者此時會出現意識不清且體溫超過
40°C（肛溫 40°C、耳溫 39.5°C、腋溫 39°C），最後造成中樞神經異常，若不
盡速處理可能會引發休克、心臟衰竭、心跳停止、多重器官衰竭、橫紋肌溶解
、瀰散性血管內凝血等致命併發症，甚至死亡，中暑患者死亡機率約為 30%-
80%。
當發現身體疑似出現熱傷害徵兆時，如體溫升高、皮膚乾熱變紅、心跳加速，

嚴重者會出現無法流汗、頭痛、頭暈、噁心、嘔吐，甚至神智混亂、抽筋、昏迷等
症狀，務必迅速離開高溫的環境、設法降低體溫（如移至陰涼處、鬆脫衣物、用水
擦拭身體或搧風等）、提供加少許鹽的冷開水或稀釋的電解質飲料，並以最快的速
度就醫。

8



6大熱傷害高危險族群
任何人都有可能會發生熱傷害，尤其嬰幼童、65歲以上的長者、慢性病患、

服用藥物者、戶外工作者、運動員或密閉空間工作者及過重者等，容易因高溫而造
成熱傷害：
一、嬰幼童：因嬰幼童身體體溫調節系統尚未發展成熟，以及代謝率較高，而且必

須依賴照顧者提供水分及調整所在環境溫度。
二、65歲以上的長者：因長者的排汗功能，對溫度轉變的適應能力、以及調節體

內水份的機能不如年輕者迅速，尤其若患有心臟病、高血壓、糖尿病、中風等
慢性疾病的長者，更要加倍小心。

三、慢性病患（如心臟病、高血壓、糖尿病或腎臟病等）：慢性病患因散熱機能較
差而不易排汗，對於環境的調節及應變能力較差。

四、服用藥物者：服用某些藥物可能會增加熱傷害機率，如利尿劑會干擾水分及鹽
份平衡；含有抗膽鹼激性藥劑如三環抗憂鬱劑、抗精神病藥劑等，會抑制流汗
減少熱量散失，須特別注意防範熱傷害發生。

五、戶外工作者、運動員或密閉空間工作者：戶外工作者及運動員直接暴露於陽光
直射下，加上常忽略防曬、休息及補充水分而造成熱傷害；密閉空間工作者，
因環境通風或散熱不良，人體產生熱的速度加快，造成體溫或體液來不及調節
平衡而造成熱傷害。

六、過重者（身體質量指數 BMI 24≧ ）：因脂肪極易產生熱量，且身體的皮下脂肪
會阻隔熱量散熱，造成散熱面積下降，加上代謝而使產熱增加，將造成大量排
汗而造成熱傷害。

熱傷害急救處理
當熱傷害發生時，保持冷靜且理性的態度協助患者，除了穩定患者心情，也可

以加速急救速度，牢記「蔭涼」、「脫衣」、「散熱」、「喝水」及「送醫」五個
步驟，將患者熱傷害程度降到最小，「不用酒精、不用退燒藥」，不讓錯誤迷思耽
誤了患者就醫治療，雖然我們不一定是專業醫護人員，卻也可以透過這些步驟幫助
熱傷害患者。

首先，我們需要觀察當下的人事時地物。如發生熱傷害的患者通常會在太陽直
接照射的地方，且當下天氣可能屬於高濕熱環境，因此，我們應該要：
一、「蔭涼」：把患者移動到蔭涼通風處，使其不要繼續待在發生熱傷害地點，可

以選擇樹下、附近店家、騎樓下等有遮蔽物且安全、蔭涼處，並且讓附近圍觀
民眾與患者保持一段距離，勿形成人牆把通風之地變得不通風。

二、「脫衣」：有時候可能是患者的衣物穿得不夠透氣或是緊繃導致熱傷害發生，
需要鬆脫衣物且勸導患者平躺休息，若患者出現熱痙攣的抽筋情形，應適度地
將患者抽筋之肌肉拉長伸展，並且持續觀察患者的狀態是否有好轉情形。

三、「散熱」：對於中重度的熱傷害，尤其是對於嚴重中暑，快速散熱降溫至
39℃以下，是決定病人預後的重要關鍵。其方法包括：

（一）將身體泡在冷水中（頭要在水面上），經由冷水之傳導與對流降溫，為目前
證實最有效、最快降溫的方法。

（二）在無法泡冷水的狀況下，脫去衣服後，在身體上潑冷水，再用風扇吹（或搧
風），讓空氣移動產生風，促進蒸發以加強蒸發散熱。

（三）可置冰袋或冰寶於手臂、腋窩、頸、膝等表皮血流豐富處，以加強散熱。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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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患者已失去意識或是劇烈痙攣，應執行「叫叫 CABD」等步驟（檢查意識
、求救、壓胸、暢通呼吸道、檢查呼吸、電擊），應該讓患者呈昏迷體位（
側臥頭向後仰），並且確認其呼吸道是暢通的，盡快求救將其送醫治療，送
醫途中仍應持續降溫，為患者爭取更多黃金時間，要注意的是，即使患者在
急救過程中醒來，也應抬送醫院，嚴禁讓患者自立行走，更不能讓患者逞強
離開視線直至醫護人員到來。

四、「喝水」：需患者意識清楚才能進行此步驟，避免患者無法自行吞嚥水而產生
其他危險。提供患者電解質飲料（如運動飲料）或是含少許鹽分的冷開水，對
於熱痙攣或熱衰竭等病況皆建議給予補充等張或高張液體，使患者體內的電解
質與水分可趨於平衡。

五、「送醫」：若是在任一處理過程中發現患者情況已經超出可以面對的情況，不
能有任何猶豫或自我逞強的情形發生，應該盡快尋求醫護人員的救助，並在等
待救護車的同時應持續重複前面四個步驟。

急救二「不」，向二度傷害說不
「不用酒精、不用退燒藥」，有時候求好心切，卻可能為熱傷害患者帶來二度

傷害，前面提到首要為患者做的事就是移至蔭涼處後用冷水降溫，酒精屬於揮發性
高的液體，若用來擦拭在患者身上，僅能「暫時」製造表面皮膚已降溫的現象，同
時毛細孔愈冷愈收縮，反而有礙身體散熱行為。

雖說熱傷害及發燒患者皆會出現身體發燙情形，但造成身體發燙的機制完全不
同，發燒為身體受感染發炎後病菌之致熱原，或體內之免疫反應產生細胞激素，才
導致體溫上升，體溫約在（38-41°C），患者會有忽冷忽熱的症狀出現，服用退燒
藥能抑制發炎反應，協助患者降低體溫；中暑為在高濕熱環境下體溫調節中樞和排
汗系統失常導致，因此服用退燒藥對中暑患者是沒有幫助的。
中暑  -  把握黃金      3      小時救命  

中暑急救步驟與前面症狀處理方式相同，但因患者已呈現危險且緊急狀態，根
據研究統計數據發現，若中暑患者發燒超過 40°C且失去意識後，未能在 3小時內
將病人核心體溫降溫至 39°C，死亡率將會大幅提高，最好的辦法就是把握「三快
原則」：快速發現、快速降溫、快速送醫，盡可能地為患者爭取更多時間以獲得更
專業的醫療救護。

預防熱傷害三要訣
一、保持涼爽
（一）穿著輕便、淺色、寬鬆、透氣的衣服。
（二）室內加裝遮光窗簾，避免陽光直接照射，並關掉非必要的燈和電器設備，以

避免產生更多熱量。
（三）儘可能待在室內涼爽、通風或有空調的地方；若家中沒有空調建議於高溫時

至有空調設備的公共場所避暑。
（四）雇主應加強通風設施或採用空氣調節器，以隔離工作場所的高溫設施及提供

散熱裝置，減少熱能散發到工作間。
（五）不論時間長短，絕不可將幼童單獨留在密閉、停泊的車內。
二、補充水分
（一）不論活動程度如何，都應該隨時補充水分，不可等到口渴才補充水分，且養

成每天至少喝 2,000c.c.白開水的好習慣；但若醫囑限制少量者，應詢問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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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酷熱時，應喝多少量為宜。
（二）戶外工作者或運動者應每小時補充 2至 4 杯（1 杯為 240c.c.）白開水，並避

免菸酒。
（三）可吃適量蔬果，因蔬果含有較多水分。
（四）不可補充含酒精及大量糖份的飲料，以避免身體流失更多水分。
（五）避免喝太過冰冷的水，以避免胃不舒服。
三、提高警覺
（一）檢查居家及工作場所空調相關設備，是否正常運作。
（二）於室內擺放溫度計，隨時監測室內溫度，避免室內溫度過高造成身體不適，

並隨時注意氣象局發布的天氣預報，選擇氣溫較低的日期安排戶外活動。
（三）嬰幼童及長者應避免於上午 10點至下午 2點外出，如果必須外出，建議行

走於陰涼處，並塗抹防曬霜、戴寬邊帽以及太陽眼鏡。
（四）戶外工作者、運動員或密閉空間工作者，應隨時留意自己及身邊同事的身體

狀況，適當休息並補充水分。
（五）為預防員工熱傷害，雇主應提供適宜工作環境及相關防護、工作重新調整分

配，並避免勞工每日在高溫場所工作時間超過六小時。
（六）雇主應安排相關課程，使員工認識熱傷害症狀，以強化預防熱傷害行動。

防曬 5 裝備，遠離熱傷害
在戶外環境活動時間長，或運動後大量流汗，如果忘記補充水分，可能會造成

脫水，增加熱傷害風險。
防曬  5  裝備  
一、寬邊帽或陽傘：利用可防紫外線之寬邊帽或陽傘，以避免陽光直射臉、耳朵及

脖子。
二、太陽眼鏡：選擇檢驗合格的太陽眼鏡以保護眼睛，並挑選可遮擋眼睛周圍及適

合臉型的款式，且注意鏡片品質與破碎的安全性。
三、涼爽透氣之衣物：可選擇舒適的棉質衣服，或是能保護皮膚不受紫外線照射的

功能性衣服，且於運動後更換乾爽的衣服以維持良好的防護功能。
四、擦防曬乳：外出前30分鐘建議使用防水且SPF30以上之防曬乳，並每2小時塗

抹1次，若有流汗或游泳則需要更頻繁地補充，才能發揮較好的防曬效果；保
存防曬乳時，應避免放置於高溫處以避免變質；若為敏感性肌膚可選擇標記有
敏感性肌膚使用或無香味之產品。

五、自備水瓶並休息降溫：外出時，記得自備
水瓶定時喝水，養成每天至少喝水
2,000cc好習慣，且不以含糖飲料取代喝
水，並盡可能行走於通風蔭涼處，如：樹
蔭步道、騎樓或建築物下，避免太陽直
曬，適時待在有空調或涼風的地方休息讓
身體降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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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活氣象 APP」-開啟個人專屬健康氣象預報
天氣越來越熱，如果能知道今天或未來一週所在地區的天氣及熱傷害風險，就

能及早因應預防熱傷害發生。對此，國民健康署、中央氣象局、中央研究院共同開
發「樂活氣象 APP-健康氣象服務」（以下簡稱 APP），結合本國氣象及健康資訊
，建立國人適用之健康氣象預警平臺，讓大家關注天氣的同時也能隨時掌握健康。
一、即時定位查詢各地區熱傷害風險時段

APP可一覽全臺各縣市（含鄉鎮市區）熱傷害預警地圖，並查詢每日各時段及
每週熱傷害預警燈號（黃燈－注意、橘燈－警戒、紅燈－危險及紫燈－高危險）及
相對應之注意事項，協助民眾提早因應（如避免非必要外出、補充水份、做好防護
等），共同預防熱傷害。
二、依個別化需求守護你我健康

APP也考量到一般民眾及易感族群（如：小孩、長者、慢性病者、戶外工作者
、運動員）不同需求，依不同熱傷害預警燈號，分別提供預防注意事項，並用「生
動有趣且容易理解」視覺化插圖，讓民眾知道更多「預防熱傷害小常識」，還可透
過「角色設定及切換」，同時關注自己及身邊親友所在地之熱傷害風險，透過手機
立即轉傳分享，共同預防熱傷害。因熱傷害屬於急性疾病，如需緊急送醫，APP設
有 GPS定位功能，可立即搜尋「鄰近急救責任醫院」，直接帶入電話快速撥打，
爭取黃金搶救期，降低熱傷害死亡風險。
三、打造個人專屬健康氣象預報

APP能掌握最新健康氣象動態，除了夏天熱傷害預警外，冬天也有冷傷害預警
，讓民眾在不同氣候變化下，能提早因應及防範，共同守護健康。快掃描 QRcode
下載，相關資訊亦已連結至本署官網「樂活氣象 APP－健康氣象服務」即時查詢下
載專區 https://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577&pid=14245，請民眾多加利用並
分享給身邊親朋好友，設定專屬於你的健康氣象預報，平安共度一「夏」。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https://www.hpa.gov.tw/Home/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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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成長營第4場次

課程名稱：公務人員年資採計提敘俸級認定實務探討
時間：111年8月11日（星期四）下午2時
地點：本府多媒體簡報室
講師：本縣礁溪鄉公所人事室主任游任顯

※歡迎本縣所屬機關學校專、兼任人事人員踴躍報名參加！

員工協助方案

111年7月15日（星期五）上午9時於本府多媒體簡報室辦理員工協助方案之「員工
輔導技巧實務（含非自願性個案輔導技巧）」課程，特別邀請黃啟偉心理諮商師主
講，計有43人參與。

心理諮商師黃啟偉講授「員工輔導技巧實務（含非自願性個案輔導技巧）」課程

13

即將開課

Com ing  Soon

實況報導
L i ve  Show



111年宜蘭縣模範公務人員及績優人員頒獎典禮

本府於111年7月20日（星期三）在縣民大廳頒獎表揚111年本縣6位模範公務人員及
19位績優人員。獲選為模範公務人員者，每人獲頒新臺幣3萬元獎金及獎座1座，給
予公假5日；獲選為績優人員者，獲頒新臺幣5千元等值禮券及獎狀1幀，以肯定並
獎勵其對縣政工作的貢獻。

欲看更多精彩活動照片可至宜蘭縣政府員工入口網／共用系統／共用文件／  01_  縣  
府文件／  09_  重大活動／  14_  人事處／  02_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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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宜蘭縣模範公務人員及績優人員頒獎典禮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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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宜蘭縣各機關員工羽球錦標賽圓滿落幕，成績揭曉！

111年宜蘭縣各機關員工羽球錦標賽於7月20、21日假宜蘭縣立體育場體育館辦
理完竣，約計340人參加，團體男子甲組計有前年成績優異的陽大醫院及警察局聯
隊等5隊；男子乙組有水資處、農業處、地政處合組的水農地聯隊等20隊；女子組
則有環保局、衛生局、鐵路局、榮總蘇澳分院等10支隊伍，總計35隊參加。

本府為鼓勵各機關員工從事正當休閒體育活動，培養團隊合作精神，提倡員工
職場健康，一直積極推動相關促進員工身心健康的活動，希望透過各類競賽活動的
舉辦，提供各機關員工一個聯繫情誼、互相切磋球技的舞台。

本次比賽經過激烈競爭後，脫穎而出的隊伍分別為：

男子甲組
冠軍：台電B隊
亞軍：警察局聯隊

男子乙組
冠軍：臺鐵宜蘭隊
亞軍：蘇澳海巡隊
季軍：蔥蔥蔥隊（三星鄉公所）

女子組
冠軍：臺鐵宜蘭隊
亞軍：衛生局
季軍：魚仔隊（水資/民政/地政/農業處）

恭喜以上獲獎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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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選手們前來共襄盛舉、同場較勁，互相切磋球技，比賽過程相當地激烈且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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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國防教育宣導

電影─血戰大二膽─最長一夜
大膽島及二膽島是散布在小金門、廈門和漳州之間的小島，不僅是金門屏障，

也是扼住廈門港咽喉的重要據點。民國39年7月26、27日，解放軍發動對大膽島的
大規模進攻，由於缺乏渡海作戰經驗，被駐守大膽島的國軍守備部隊2百多人擊敗
，島上樹立著「大膽擔大擔，島孤人不孤」的標語，紀念國軍官兵用生命和熱血換
來的榮光。

這場硬仗在史恆豐營長及全島官兵
誓死抗敵的戰鬥意志下，擊潰來犯共軍
。作戰全程官兵一體同心、不畏犧牲，
用個人短暫的生命，換取國家與人民的
永續生存；用個人寶貴的鮮血，成就了
我生則國死、我死則國生的光榮史頁。
這樣的信念，是國軍奉為圭臬的核心思
想；每位官兵弟兄姊妹都是國家安全的
守護者，無悔無懼地守護我們的家園。

影片連結網址：
https://bit.ly/3xT0P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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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來源：擷自國防部政治作戰局影片「電影
─血戰大二膽─最長一夜」

https://bit.ly/3xT0P3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