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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到（離）職日期

蘇文甲 本府農業處農務科科長 本府農業處副處長 111.05.06

陳淑惠 本府建設處技正 本府建設處國土計畫科科長 111.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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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福利相關函釋

一、配合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第15條第1項及第40條第2項條文之修正，退職政務
人員自民國108年8月23日起因再任私立學校職務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法定
基本工資致停止發給優惠存款利息者，應辦理補發，請查照並轉知所屬。
【檢附銓敘部111年4月22日部退二字第11154399971號函及其附件影本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f39RmsoO29-pl3-RpClhIrom8G3y7qKb/view?usp=sharing】
二、有關已退職政務人員或遺族所領月退職酬勞金、月撫卹金（年撫卹金）或遺屬

年金（月撫慰金）（以下統稱定期退撫給與）給付金額，依退休公務人員調整
方式及比率調高2%並自民國111年7月1日生效一案，請查照並轉知所屬。
【檢附銓敘部111年5月20日部退二字第1115457262號函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AmaxaEOFE0IT7W7NYKkJGo1VhZUCttf6/view?usp=sharing】

差勤宣導

一、有關機關同仁於請防疫隔離假期間，如確因公務需要經指派於上班時間執行職
務者，得否依規定申請加班一案。
【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11年5月10日總處培字第1110014920號函辦理，本
府111年5月11日府人考字第1110072951號函諒達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HWciQB0RkNgDn_x5zIkdmskxV86JOCJf/view?usp=sharing】

二、衛生福利部函有關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自111年4月26日起縮短居家隔離
天數3天加上自主防疫4天，考量兒童照顧安全，以不提供及使用托育服務為原
則，以及相關防疫照顧假申請對象一案。
【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11年5月12日總處培字第1100155911號函辦理，本
府111年5月16日府人考字第1110074774號函諒達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BbFWlCiFM_zL6652KsVAWQysLpRE6nv5/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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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赴大陸宣導

◆宜蘭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公務員進入大陸地區相關規範彙整

項目 說明

法源依據

1.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9條
2.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法
3.簡任第10職等及警監4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之公務
員及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作業要點

作業規定

1.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作業規定
2.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赴大陸地區線上申請須知
3.直轄市長及縣（市）長赴大陸地區須知
4.政務人員及從事涉及國家機密業務人員赴大陸地區須知
5.政府機關（構）人員從事兩岸交流活動注意事項
6.宜蘭縣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公務員申請赴大陸地區管理作業規
範

7.宜蘭縣政府暨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綜合處理要點

申請表件

1.政務人員、直轄市長、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人員（含上
開三類退離職人員）、縣（市）長或簡任（相當簡任）第十一

職等以上公務員進入大陸地區申請表

2.簡任（或相當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
全、利益或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申請表

3.赴陸人員返臺通報表

申

請

流

程

對象 縣長

政務人員

(含退離職未

滿3年之人員)

11職等以上 10職等以下

申請期限 赴陸7個工作日前 赴陸2個工作日前 赴陸5個工作日前

檢附資料
填寫進入大陸地區申請表（詳閱注意事項並簽名），並檢附必要

佐證資料

許可單

位

內政部

同意
縣府同意

一般人員：所屬機關

機關首長：縣府移民署、國安局、法務

部及陸委會審查許可
移民署審查許可

返臺通

報表填

寫期限

及送交

單位

返臺7個工作日內填寫赴陸人員返臺通報表

移民署

一般人員：所屬機關政風單位或

政風專責人員

機關首長：縣府政風處

所屬機關政風單位

或政風專責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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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課程宣導

本府自製微學習教材「清潔隊垃圾不落地宣導短片」及SPOC教材「111年天然災害
停止上班及上課法規及實務」、「公務人員年資採計提敘俸級認定實務探討」等3
門課程已上架，歡迎同仁選讀。

宜蘭縣政府關懷中心工作指引111.05.25

為發揮友善公務職場精神，即時關懷並協助確診同仁，本府成立關懷中心，併各機
關COVID-19 應變小組，處理本表關懷事項，瞭解確診同仁的需求，提供必要之協
助，並訂定本表作為本府關懷中心工作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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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個案）故事人事案例

職務代理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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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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心生活

社會角色為現在社會中建構自我的一大關鍵，「退休」意味著從工作職場離開
，即失去了社會職場上的「角色」。退休後的人，感覺到沒有生活重心、缺乏同儕
支持而失落。然而，退休不是要完全由社會撤退出來，
只不過是舊角色轉換成新角色。當年長者體驗到生理上
的自然改變，同時又面臨退休之際，此時容易喪失精神
上的支持與生活的重心，如何正視個人退休生活、調適
退休心情，及早做好退休規劃，並善用政府提供的退休
年金制度等，為自己安排退休享樂生活。

如何過有準備且健康的退休生活-從改變「態度」開始
退休者能否有健康的身心且適應社會，取決於兩方面，一方面是他自身內在角

色變化所帶來的心理落差，而心理狀態是反映老人生活質量的重要指標之一，所以
有正確的「態度很重要」。另一面是外在社會積極正面的支持，其質量和數量也會
直接影響一個人的健康。信心對退休者很重要，退休者從職場退下來，以前在公司
可能上司推崇、下屬尊敬、同儕佩服，因此信心有很大一塊來源是來自公司，離開
職場後，自信的維持是更加重要。
一、外在社會支持的影響可分為兩種：
（一）當退休人員因為外在情境而產生不適或壓力，減緩負面情緒，舒緩壓力，減

低不適，減輕對身心健康的衝擊。
（二）社會支持能夠在日常生活中使老人保持正面的、積極的、樂觀的情緒，使其

對自己的生活充滿信心，進而以此維心理健康。
二、內在的健康心理有九項態度是可以學習並建立的：
（一）經常動：身體過久處於靜止狀態時，就會增加罹患 5種重大疾病的風險。相

反地，若我們經常動，身體與大腦可以運作地更好、思考速度快、處理訊息
更準確並增強記憶力，晚上睡覺也能得到長時且更優質的休息。

（二）建立規律：規律和學術表現與成就都有相關，而且年紀愈大，規律的效果愈
明顯。我們的身體也渴望規律。

（三）見機行事：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演化醫學教授梅勒說，人類自古以來「在必
要時就會有活躍的表現」，反之，只要有保存體力的時機一來，他們一定馬
上轉變。

（四）做好人：做好事不僅使人覺得快樂，還有實際的作用。在過去，這項特質創
造健康的居所，現在則有助於提升群體健康。在非洲的塞倫捷堤
（Serengeti），科學家觀察到，具有良善基因和擁有許多朋友的狒狒和人一
樣，存活能力最強，都能繼續繁衍，生生不息。

（五）有信仰：社會科學家認為信仰是一種性格特質，如同心理學家詹姆斯．佛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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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Fowler）所說，信仰是「擁抱困惑的傾向，將生命中黑暗之處視為
人生的必要考驗」。不管你怎麼測量，用這個觀點看待人生的人，比較容易
成長茁壯。

（六）釋放壓力：如果運動是解除壓力的最佳途徑，那麼轉換心態就是被嚴重低估
的心理謀略。我們感恩和報恩的時間太少，實在沒有抱怨的條件。

（七）創造進步感：哈佛商學院的泰瑞莎．艾瑪白（Teresa Amabile）教授表示，
如果「小成就」沒有經常出現，人們的士氣會逐漸低落，最後便停止奮鬥。
解決之道就是，逐漸移動量尺、改變標準，等到你做出一點點成績時，再依
情況調整標準。這就是進步。

（八）不認同的事別做：如果不覺得好玩，就別做。這很簡單，你認為無趣的事就
自然不會去做。人們不會因為有罪惡感而養成持久的健康行為。「應該要」
不會奏效，「想要」才有動力。

（九）馬上開始：中晚年開始運動完全不會太晚，可以慢慢做，而且這是重拾運動
最好的時機。

隨著臺灣進入高齡社會，老年人口越來越多，對高齡者歧視、偏見、使其被邊
緣化的現象仍是嚴重。醫藥的進步，也促進人們越來越注重自身健康，平均壽命不
斷提高；換言之，退休後的生命期也越來越長。如何使這段生命期維持品質，給自
己和家人帶來另一種層面的幸福愉悅，不僅是屆退者的議題，更是周遭家人、朋友
息息相關的事。

退休後的心理調適-好好呵護自己
若您過去曾是醫生、護理師、公務人員、教師、廚師等各種行業，還沒有退休

前，是不是覺得自己總在服務他人，感覺「工作永遠做不完」，在那些打拼的日子
當中，是一種「累積」的人生，感謝過去那麼努力、腳踏實地工作的自己，讓生活
經濟不虞匱乏，但一瞬間迎來不用工作的日子，突然感到棘手也不適應，這過程中
心情可能會有失落的情緒，甚至會出現自己不再被需要的想法，也就是從服務他人
轉為呵護自己。

美國心理學家克里斯多夫·葛默（Christopher Germer）說：「疼惜自己，不過
是將我們給予他人的仁慈，同樣給予自己。」此時，如何「呵護自己」則是一門重
要的課題。
一、斷、捨、離

有沒有在某一天打開衣櫃卻發現怎麼穿都是那幾件衣服，有沒有在打開冰箱時
，發現好多食物不小心放到過期卻捨不得丟，在某個角落有沒有那些您長時間沒有
去打開的整理箱，無意間發現家中有好多是您現在也用不到的物品。

首先要先學會面對過去不斷囤積的收納、層櫃、箱子等物品，這些層層堆疊在
儲藏室，追根究柢其實是一種逃避的心理，也就是不願面對過去的負面經驗或情緒
，那些物品存放著不打開，卻像是隱形又厚重的包袱，攀附在個人身上，不停的吸
取您的精神和力氣。當您願意去處理這些「過去」，表示您正面對人生問題所在，
翻開那些過去可能會感到不適，促使逃避的心理又讓您把物品放回原位，但是唯有
開始整理，才能解決累積的問題。

人生不同的階段，會有不同問題要面對，在退休的這些日子中，善用時間，一
一將那些過去已經完成的任務清除，學會割捨並非否定過去日子過得不好，清出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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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空間，才能讓更多美好進駐，把自由空間留給現在與未來的自己，好好呵護自己
，空間清幽了，心情也好了。斷捨離是一項修煉，透過不斷的努力，整理人生每一
個生命階段，從中體會人生的意義，持續在人生道路中不斷向前行，才能獲得更自
由的自己並同時能保持自己清淨的心靈。
二、加強「自我保健」－增加自癒力

政府一再宣導長照福利、長照資源，但這些都只是「後期」的生活，像是需要
長期照顧的家庭、需要入住長照中心等機構的民眾，不過這是可以透過「前端」來
預防，也就是日常生活習慣的養成、平時自我身體的照護，換句話說，所謂前端最
好是在退休前，開始做準備與規劃，而不是等到身體出狀況，需要用到長照資源時
再來後悔不及。

日本外科名醫岡本裕提到若身體的自癒力功能正常則可以處理 90%人體內的病
痛，而自癒系統包括免疫力、修復能力（癒合與再生能力）、代償能力、排異能力
與分泌調節能力和應激能力等，有良好的自癒力可以治好小感冒、失眠、發燒、小
傷口、輕微三高、痛風等症狀，不需看醫生吃藥。
如何強化自癒力？
1.不要濫用藥物：隨著年齡增長用藥種類就越多，此時要注意不要濫用藥物，當身
體一出現狀況，馬上想服用抗生素或消炎藥，但藥效愈強的藥物，其毒性或副作
用也越強。

2.充足的睡眠：美國研究人員發現，每天只睡四個小時比每天睡七到八小時的人，
體內中血液抵禦流感的抗體會少 50%，因此若有足夠的睡眠可以提升體內的免疫
系統，好好保持充足睡眠也是很重要的。

3.愉快的心情：保持積極樂觀、良好精神的人，身心狀況會更健康，死於心血管疾
病或罹患憂鬱症、焦慮症的機率更低。若有適當的社交活動會更好，只是在疫情
期間，則可多利用線上視訊功能，維持人際間互動，互相關懷。

4.定期運動：以中高齡者適度運動的指標，要採取中等強度的運動，在有氧運動方
面像是快走、跑步、跳舞可每週做 3-5次，肌力訓練如彈力帶、抗力球或健身器
材的重訓，建議每週 2-3次，每次運動至少 30分鐘，可從一次 10分鐘慢慢增加
運動時間，且從強度低的開始，採漸進式慢慢增加到中等運動強度。若您有慢性
疾病應先詢問醫療專業人員，再進行適當的運動。

5.均衡飲食：有良好的均衡飲食習慣是建立自癒力的重要方式，尤其是攝取足夠的
維生素與多種有益健康的微量元素，有助於強化人體的免疫系統功能。

不論是對物品實施斷、捨、離，還是強化身體的保健方式，都是在呵護自己的
身心靈，既然退休了且也沒有回職場的打算，不妨開始動起身來，認真面對家中一
些「過去」的物品，學會割捨、放棄，並養成培養自癒力的良好習慣，後半人生就
讓自己疼愛自己，呵護自己！

給退休族的建議
1.積極規劃財務，比較各式理財方案，並不時檢視時局，調整計畫。
2.對財務保持警覺，最忌亂花錢，每天記帳，有助增加安全感。
3.維持社交生活，多與無利害關係的朋友來往。
4.開拓生活經驗，多方涉獵以前未曾接觸的事物，例如從事志工，不要給自己太多
設限。

8



5.積極培養一兩項興趣，不要有壓力，興趣不是專長，重點是從中獲得樂趣。
6.保持學習彈性，不要害怕接觸新趨勢、新科技，學習使用手機、網路，試著自己
規畫旅遊。

7.定期健康檢查，夫妻可互相督促運動與飲食。
8.保持運動習慣，要求自己每週至少運動三次以上，維持正常作息。
9.吸收退休資訊，多閱讀有關熟齡生活的書籍，多參加退休規劃的講座或演講。
10.避免財務風險，不做大型投資，不借貸。

面對退休，不必感到害怕，但是要懂得規劃，提早開始找尋
讓自己快樂的休閒興趣、開始學習「終身學習」，當心理習慣於
不斷接觸新事物後，就算從工作上退休，也能持續為自己找樂子
、安排生活重心。

※資料來源：教育部樂齡學習網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

性平文化案例分析

文化禮俗儀典中性別歧視的破除—以民間傳統習俗為例
有關傳統習俗歧視女性問卷調查，列出10項女性最無法接受的習俗：
一、女性不論已婚或未婚，名字都不會被寫入族譜
二、未婚女性往生只能住進姑娘廟
三、女兒結婚時，娘家要往外潑水
四、已婚的女兒大年初一不能回娘家
五、親人過世時只能由男生執幡、主祭
六、第1胎若生女兒，坐月子就不能吃麵線
七、生兒子是弄璋誌喜，生女兒則淪為弄瓦
八、結婚時要過火爐、踩瓦片、丟紙扇
九、生男孩送油飯，生女兒送蛋糕
十、生理期不能持香拜拜

性別觀點解析
一、性別角色刻板印象意指社會以性別為分類的基礎，賦予男女不同的特質，通常

會展現在集體和個人兩個層次。在集體層次的部分，社會文化認為，在某些性
格上，男性應該如何，女性應該如何；例如：男性應剛，女性宜柔；獨立果斷
是男子氣概，依賴順從是女性氣質。在個人部分，每一個人在個人成長過程
中，性別刻板印象都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個人的發展，塑造個人按照符合社會
規範的性別模板發展，性別角色刻板印象的影響深深滲透在個人社會化的各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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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讓個人透過學習，對自己性別應扮演的角色像反射動作般，不知不覺
的向社會所讚許的性別行為規範與準則方向前進。集體與個人層次，兩者相互
形塑，也使得社會經常對不同性別有著不一樣的標準與待遇，導致重男輕女的
偏見發生。此外，生活中常以性別刻板化印象來預測對方的行為，往往卻有極
大的誤差，進而造成不必要的壓力與衝突。
性別作為人的共同性，遠大於兩性之間的差異性，我們所要澄清的是，與

生俱來的差異其實並不是那麼大，但隨著個人的成長，其差異愈來愈明顯，不
同性別者因其受社會規範的不同，常常會令其因不同的認知、期待，導致在許
多方面造成不平等。在追求性別平權關係的今日，我們需要相互尊重，尊重彼
此都具有主體性，是自己生命的主人，期待透過了解彼此的差異（差異來源與
差異之所在），以減短因社會建構產生的認知差距，進而有更平等的互相對
待。

二、長久以來，由於傳統文化規範與男女不同的性別角色分工，在觀念上往往存有
重男輕女、男主外女主內的刻板印象，進而建構出傳統社會中男尊女卑的架
構，這類性別不平等的現象藏在生活中的許多細節，也反映在傳統民俗儀節，
例如「女兒出嫁時娘家要潑水」、「結婚時要過火爐、踩瓦片、丟紙扇」、
「已婚的女兒大年初一不能回娘家」、「親人過世時只能由男生執幡、主
祭」、「生兒子是弄璋誌喜，生女兒則淪為弄瓦」等生命禮俗。雖說生命禮俗
多遵循古制、傳承了華人儒家文化，但其反應的也包含了父權文化下男性中
心、認同男性的思想，缺乏對女性、甚至是多元性別的尊重。更重要的，這不
僅是反應個人的感受問題，同時也是社會結構問題，這類民間信仰與習俗觀念
長期累積下來，成為許多法規的根源（例如1990年代以前的民法親屬篇）。這
些不符合現代性別平等概念的制度與規範，仍須多加反省、檢視及修正。

三、性別平等是一種價值，一種思維方式，更是一種行動目的，追求性別平等已是
國際社會的重要議題，如何消除臺灣傳統文化儀典的性別歧視、推動民間習俗
中的性別平權？我國性別平等政策綱領中，亦以「積極突破父權文化的束縛，
建構無性別歧視的文化禮俗儀典」作為一重要政策願景。而我國「消除對婦女
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國家報告中，檢視習俗中的性別歧視與具體改善的作法亦
是重要的報告內容，可以讓共同生活在這塊土地上不同性別、不同身份、不同
角色的每一個人、都能活得更平等、更人性、更有尊嚴。

四、這些對於民間習俗、文化等牽涉廣大民眾因性別刻板化而導致的歧視問題，雖
難以於短時間改變，但若能透由政府公部門主動提出改進不合時宜的作法，讓
社會大眾能看見性別差異，瞭解多元、進而尊重多元與差異，建立人們「不對
差異自以為是」的概念，也讓大家體會「改變」，不一定是要全盤推翻傳統，
而是將不再符合時代需求的內容，與時俱進的加以修正，只要願意朝向性別平
等方向邁進，腳步雖然慢，但相信一定能更接近目標。

實務運用

對於文化禮俗儀典中性別歧視的破除，政府不同部門亦各有不同的努力，茲舉
文化部、內政部、教育部在實務上的幾項努力成果：
一、文化部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委託性別平等專家訂定「民俗文化資產性別平等檢視表」，
並建議各縣市政府於辦理登錄訪查民俗文化資產時，請民俗保存團體填寫檢視表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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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內容後，送請性別平等專家學者進行檢視，將檢視結果及建議調整內容，提供縣
市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及保存團體參考。例如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將經文化部審議通
過之七項指定重要民俗文化資產之核心儀式內涵，委託彰化師大陳金燕教授進行
「指定重要民俗文化資產性別平等檢視」，檢視有無違反性別平等項目，並提出適
切調整建議，將檢視結果，提供民俗文化資產之保存團體參考辦理。例如：
（一）基隆「鷄籠中元祭」對於性別禁忌包括：

1.女性不得開龕門、登主普壇、只准男人上正殿組裝安奉斗燈等。
2.未強制規定女性月事期間不得參與，惟仍有口耳相傳告誡。

調整建議：在科儀中開龕門與開燈儀式的參與條件以職務為主，而非以性別作為

判斷依據。目前的施放水燈已改以「職務性質」為準，不限男女。現

今也可以看見女性擔任爐主（宗親會總幹事）。
（二）大甲鎮瀾宮大甲媽祖遶境進香，性別禁忌包括：

1.豎頭旗的儀式限由男性執行。

2.孕婦不能躦轎腳、產婦坐月子不可以參加進香。
調整建議：廟方對任何覺得被禁止的事情，只要向媽祖報備「擲茭」獲允即可。
二、內政部

內政部對於喪葬禮俗的改革，亦盡了很大的努力，例如：根據臺灣的傳統習
俗，父母去世必須由女兒「哭路頭」，也就是出嫁的女兒必須在還沒到家時就開始
哭號，代表沒能見到父母的最後一面而哀戚；「捧斗」，也就是捧神主牌的工作，
則通常由長子或是長孫接下。但是隨著時代變遷，這些習俗已經不合時宜，內政部
民政司組成的殯葬禮儀改革小組，透過專家學者的現代化觀點，改進不合時宜的做
法，為消除文化禮俗儀典的性別歧視，積極鼓勵突破父權文化的束縛，出版了「平
等自主、慎終追遠－現代國民喪禮」就是很好的實務運用。
三、教育部

補助辦理相關研討會，出版「性別與民俗互動教學光碟」，各縣市性別平等教
育輔導團研發具性別平等意識之相關民俗教材與教案，提供中小學教師參考，從教
育著手，也是實務運用之實例。

※資料來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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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避免因公涉訟？遇到了該怎麼辦？
時間：111年6月14日（星期二）下午1時30分
地點：線上課程（視訊軟體-MEET）
講師：立勤法律事務所劉韋廷主持律師

※歡迎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同仁踴躍參加！

人事成長營第3場次

課程名稱：教師敘薪規定與實務探討
時間：111年6月15日（星期三）下午2時
地點：線上課程（視訊軟體-M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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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日（星期四）下午2時辦理111年度人事成長營第2場次，
邀請本縣立國華國民中學人事室主任毛盈海講授「教師甄選最新修正法令解析與實
務探討」線上視訊課程，本縣所屬機關學校專、兼任人事人員共計58人次參加。

員工協助方案

111年5月27日（星期五）下午1時30分辦理員工協助方案之「運用藝術談情緒療癒
」線上課程，特別邀請台藝大學音樂系通識中心專任教授李明蒨講師，計有62人次
參與。

台藝大學音樂系通識中心專任教授李明蒨線上講授運用藝術談情緒療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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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宜蘭縣各機關員工球類錦標賽，精采賽事預告！

一、為促進員工身心健康、提倡運動風氣，本府訂於本年7月下旬至9月中旬辦理
111年宜蘭縣各機關員工羽球、桌球、籃球及慢速壘球錦標賽，期藉此增進各
機關間同仁情誼，提昇工作效率，歡迎各機關（單位）同仁踴躍組隊參加！另
將視疫情狀況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本府公布之相關防疫規定隨時調整
賽程。（本府111年5月30日府人福字第1110082606號函諒達）

二、各球類錦標賽說明如下：

競賽項目 時間 地點

111年宜蘭縣各機關
員工羽球錦標賽

7月20、21日下午
（星期三、四）

宜蘭縣立
體育場體育館

111年宜蘭縣各機關
員工桌球錦標賽

8月24、25日下午
（星期三、四）

宜蘭縣立
體育場體育館

111年宜蘭縣各機關
員工籃球錦標賽

8月30、31日下午
（星期二、三）

宜蘭縣立
體育場體育館

111年宜蘭縣各機關
員工慢速壘球錦標賽

9月13日至9月16日下午
（星期二至星期五）

羅東鎮立
慢速壘球場

※提醒：體育館及壘球場禁止吸煙、飲酒或嚼食檳榔，體育館內禁止飲食，請各參
賽隊職員及眷屬朋友共同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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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慶端午佳節 縣長慰勞同仁親贈香粽

五月五慶端午！縣長為感謝同仁工作辛勞，於111年6月1日（星期三）下午親
自到各處致贈粽子祝賀同仁端午佳節愉快，感謝同仁在防疫期間堅守岡位，為守護
縣民健康共同打拚！

縣長親自到各單位向同仁致意贈送端午香粽，同仁們亦熱烈迎接縣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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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國防教育宣導

士在必行系列─空軍

「我是士官，士兵的領導者」簡潔且鏗鏘有力的一句話，象徵士官幹部在部隊
中「勇猛頑強、犧牲奉獻；以身作則」的勇士精神，每一位士官幹部，不僅是部隊
的中堅，士兵的導師，更是官兵之間不可或缺的重要橋梁。透過人物側寫的方式，
專訪空軍防空暨飛彈指揮部793旅第501營第3連上士班長邱信衡，一探邱上士自信
與驕傲的根源，以及瞭解單位對他平日工作表現的高度評價。

對國軍而言，士官階層的專業技能與豐
厚經驗是穩固部隊順利運作與發揮戰力的重
要關鍵。士官之所以被譽為「部隊的骨幹」
，正因每位士官幹部善盡職責，恪遵士官信
條，秉持「我們是專業士官，是領導者！」
的理念，凡事貫徹「跟我來」的精神，而更
加彰顯士官幹部的重要性與價值。

影片連結網址：
https://bit.ly/3GvLDx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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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來源：擷自國防部政治作戰局影片「
士在必行系列─空軍」

https://bit.ly/3GvLDx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