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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福利相關函釋

一、有關公立學校教職員依「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22條第1項第1
款或第2款第2目所定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或罹患第三期以上惡性腫瘤之
規定命令退休者，得否以「未具工作能力」之資格條件發給三節慰問金一案，
請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辦理，請查照。
（檢附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9年9月25日總處給字第1090041791號函影本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HTQDMb7p2qGdgY1H36Hym8QyI_sTDF5q/view?usp=sharing）

二、有關「警察人員執行勤務遭受暴力或意外危害致全殘廢或半殘廢照護辦法」、
「警察人員執行勤務遭受暴力或意外危害致全殘廢或半殘廢及殉職人員子女教
養辦法」修正發布並名稱更改為「警察人員執行勤務遭受暴力或意外危害致
全失能或半失能照護辦法」、「警察人員執行勤務遭受暴力或意外危害致全
失能或半失能及殉職人員子女教養辦法」，檢送發布令影本、修正條文、修正
總說明及修正條文對照表各1份，請查照。
（檢附行政院109年10月23日院授人給字第10900437223號函及附件影本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847yqy3pHSjsPjRV_n_lJAPe2LP-SAT4/view?usp=sharing）

公務人員兼職宣導

 有關公務員得否加入各類合作社成為社員並經選任為理(監)事、社員代表，及

其持股比例等釋疑一案，請依銓敘部函釋辦理。
（本府109年8月20日府人考字第1090136969號函諒達在案）

一、依據本府人事處案陳銓敘部109年8月18日部法一字第10949605492號函辦理
，檢附原函影本及附件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l7JN9RKVsqPlnIrTTS1geZSqyphqKpB7/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hH_c_NOeSChqbteev8ScGFUW5gUb3Tdv/view?usp=sharing

二、查公務員服務法(以下簡稱服務法)第14條之2及第14條之3規定略以，公務員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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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以下簡稱非營利團體)職務，無論是否受有報
酬，均應經權責機關許可。次查銓敘部本 (109)年3月 17日部法一字第
1094910822號書函略以，公務員兼任非營利團體之職務，除經該團體認定為
任務編組或臨時性需要所設置，毋需經權責機關許可外，餘均應視是否受有
報酬，分別依服務法第14條之2或第14條之3相關規定辦理。

三、有關公務員得否加入各類合作社成為社員並經選任為理(監)事、社員代表，及
其持股比例等疑義，經銓敘部通盤檢討各類合作社之屬性並徵詢相關主管機
關意見審慎研議後，以依合作社法成立之合作社，  除信用合作社具營利法人  
性質外  ，餘  均屬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體  ，是依合作社法成立之合作社(除信
用合作社外)，係服務法第14條之2及第14條之3所稱非營利團體，公務員兼任
合作社(除信用合作社外)職務應依上開規定辦理；至認購社股限制部分，因與
服務法規定無涉，爰應依合作社法相關規定辦理。又公務員雖得加入信用合
作社成為社員並經選任為社員代表，惟其認股比例至多不得超過實收股金總
額百分之五，且不得兼任信用合作社理事、監事、經理人、清算人、監管人
等職務。

四、另銓敘部90年12月12日90法一字第2091802號書函規定，依臺灣省青果運銷
合作社(以下簡稱青果合作社)章程規定之社員及社員代表資格條件觀之，社員
及社員代表應負共同運銷之義務，為服務法第13條第1項所稱經營商業，公務
員應不得為之。茲以上開銓敘部90年12月12日書函所限制者，係公務員擬加
入青果合作社為社員或社員代表前，必須先符合青果生產者或種植青果且願
意參加共同運銷者之資格條件，屬經營商業之範疇，自為服務法所不許，與
青果合作社組織屬性係服務法第14條之2及第14條之3所稱之非營利團體，洵
屬二事。是青果合作社雖屬服務法第14條之2及第14條之3所稱之非營利團體
，惟其入社資格已違反服務法第  13  條經商禁止之規定，公務員自無從經權責機  
關許可而加入青果合作社，併予敘明。  

公務員廉政倫理宣導

※ 資料來源：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問答輯。
 Ｑ：本規範所稱「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意義為何？請舉例說明？

Ａ：
一、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指個人、法人、團體或其他單位與本機關（構

）或其所屬機關（構）間，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規範第2點第2
款參照）

（一）業務往來、指揮監督或費用補（獎）助等關係。
（二）正在尋求、進行或已訂立承攬、買賣或其他契約關係。
（三）其他因本機關（構）業務之決定、執行或不執行，將遭受有利或不

利之影響。
二、舉例說明：
（一）業務往來  ：特定行業或團體存在目的係居間、代理或協助自然人

、法人等與政府機關有互動往來者。如八大行業與警察機關、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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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與檢察機關或法院、地政士（代書）與國有土地管理機關或地
政機關、會計師或代理記帳業者與稅務機關、建築師或技師與建
築管理機關、報關行與海關、代檢業者與監理機關、防火管理人
或消防技術士與消防機關等。

（二）指揮監督  ：如上級機關與所屬機關、長官與部屬、縣市議員與縣
市政府、立法委員與行政院各部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與金融
機構、經濟部與公司行號、交通部與交通事業機關等。

（三）費用補（獎）助  ：如文化部補助某藝文團體、內政部獎勵某公益
團體、青年發展署補助青創會等。

（四）正在尋求、進行或訂立承攬、買賣或其他契約關係  ：如機關正在
辦理勞務或財物採購招標作業，某廠商擬參與投標、已參與投標
或已得標均屬之。

（五）其他契約關係  ：如與機關簽訂租賃契約等。
（六）其他因本機關（構）業務之決定、執行或不執行，將遭受有利或  

不利之影響：如公務員受理民眾之申請案；或公務員執行檢查、
取締、核課業務之對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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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個案）故事人事案例

獎金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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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archive?uid=514&mid=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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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宜蘭戲曲節

2020宜蘭戲曲節將以「歌‧戲‧曲」為主軸，包括「唸歌」、「唱曲(北管)
」、「搬戲(大戲)」。除了有漢陽北管劇團演出經典大戲《黃鶴樓》、台灣戲劇館
歌仔戲傳習班創意歌仔戲《人魚公主》，還有許多縣內傳統戲曲社團匯演。宜蘭縣
政府文化局自 2013年啟辦宜蘭戲曲，今年 109年為第 8屆宜蘭戲曲節，更適逢台
灣戲劇館三十週年館慶，期望聯結在地社區、縣內戲曲與音樂藝團，舉辦戲劇表演
與相關展覽與體驗活動，揭示傳統戲曲的多樣面貌，展現綜合性藝術之美。活動時
間為 9月至 11月，作伙來宜蘭，感受最道地的傳統戲曲魅力，一同體驗《風華再
現》的宜蘭城北管曲吧！

《來逛戲園子》臺灣戲劇館30周年慶（圓滿落幕）
台灣戲劇館喜迎30，聯結在地社區、縣內戲曲與音樂藝團，透過表演、展覽

、教育推廣等型式，展現蘭陽平原豐富多彩且深具特色的文化資產，揭示一座小館
憑藉著微薄人力和財源，如何在逆境中屹立不搖，如何在逆流中奮力向上，如何成
為文化部正式列名博物館，如何獲得環保署環境教育設施場所認證。悠悠歲月，走
過三十，戲說從頭，劇看未來，為典藏本土戲曲，為重塑在地文化，台灣戲劇館不
改初衷，使命必達！除了表演，還有結合8個社區的 讀社區•賞藝團｢ ~在地聯結大
觀園 、 過關斬將｣ ｢ ~闖關集點活動 、 嬉遊•戲曲｣ ｢ DIY 等免費活動，有吃有玩，寓｣
教於樂。

《社團育成匯演》（圓滿落幕）
「傳統戲曲」富含地方特有之傳統藝能與技術，在宜蘭縣內的多處角落，有著

一群大人或孩子，多了一份傳承的自覺，每週一次課程，從戲文、口白、身段、唱
腔、武打、化妝及音樂等，細細體味耐心投入，樣樣都是他們學習的目標。在藝師
與學員們彼此的口傳心授下，讓傳統戲曲的生態活絡起來，猶如不斷種下新苗、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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溉、發芽，甚至開花，育成生生不息的一畝田。

《風華再現》宜蘭城‧北管曲（即將開演）
【鑼鼓喧天迎戲神】
時間/地點：2020年11月7日(六)上午9:00/台灣戲劇館集合踩街
【北管排場】
時間/地點：2020年11月7日(六)下午14:00/宜蘭演藝廳戶外廣場
【市集及戲曲體驗攤位】
時間/地點：2020年11月7日(六)10:00-17:00/宜蘭演藝廳中庭
※以上活動為自由入場
活動內容：北管大鑼展示及體驗、北管武場打擊樂器體驗、北管工尺譜唱唸體驗、
北管容妝體驗、北管身段體驗、宜蘭特色小吃攤位、戲曲工藝品…等。
∞∞∞∞∞∞∞∞∞∞∞∞∞∞∞∞∞∞∞∞∞∞∞∞∞∞∞∞∞∞∞∞∞∞∞∞
【新/舊北管音樂會】
時間/地點：2020年11月7日(六)晚上19:30/宜蘭演藝廳
※索票入場
活動內容：透過新舊北管音樂的碰撞，激盪出創意新火花，在「新」的北管樂曲創
作，將由宜蘭縣內四個傑出團體—「漢陽北管劇團」、「蘭陽戲劇團」、「A
Roots同根生」及「湸泧舞蹈團」共同編寫、演繹；在「舊」的北管傳統樂曲上，
將邀請縣內六團子弟軒社共襄盛舉，其中三團西皮派團隊將坐場合演〈醉八仙〉，
三團福祿派團隊將坐場合演〈三仙〉。本場演出由縣內西皮、福祿兩派子弟北管前
、後輩及新進等，透過縣內跨界音樂、舞蹈、戲劇團體聯合演出之《新／舊北管音
樂會》。
∞∞∞∞∞∞∞∞∞∞∞∞∞∞∞∞∞∞∞∞∞∞∞∞∞∞∞∞∞∞∞∞∞∞∞∞
【經典北管大戲-黃鶴樓】
時間/地點：2020年11月8日(日)晚上19:30/宜蘭演藝廳
＃索票入場
活動內容：《黃鶴樓》為北管西皮派重要之經典戲碼，並列北管亂彈戲中極具代表
之戲齣，故漢陽北管劇團特別挑選此齣經典北管亂彈戲特別挑選此齣經典北管亂彈
戲參與今年2020宜蘭戲曲節演出。
劉備借了荊州地，遲不歸還，周瑜聽了黃蓋、甘寧之計，修書一封邀請劉備到黃鶴
樓赴宴，藉機索取荊州，劉備收信不知是否該赴約，諸葛亮建議由趙雲一人陪他前
往，同時給予一個錦囊，說危急時打開一看可抵百萬兵馬……
════════════════════════════════════
指導單位:文化部
主辦單位:宜蘭縣政府
承辦:宜蘭縣文化局 漢陽北管劇團
演出團隊:漢陽北管劇團、蘭陽戲劇團、A Root同根生、湸泧舞蹈團、宜蘭縣佑聲
戲劇協會、宜蘭復蘭社、宜蘭敬樂軒、頭城武營協和堂、福成福蘭社、羅東嘉興團
、羅東福蘭社

 
※ 本文摘錄自宜蘭縣政府網站、宜蘭縣政府文化局網站、宜蘭演藝廳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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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兒童發展遲緩

發展遲緩的定義
未滿6歲學齡前的兒童神經系統及肌肉骨骼功能會

隨著年齡增加而增長、成熟，這些功能可能因產前、產
中或產後腦神經或肌肉神經、生理疾病、心理社會環境
因素而造成不同程度的落後現象，在認知發展、動作發
展、生理發展、語言及溝通發展、心理社會發展或生活
自理等方面，相較同年齡孩子遲緩、不協調、異常等情
況，經衛生主管機關認可之醫院評估確認並發給證明其
為發展遲緩兒童。

發展遲緩的原因
引起發展遲緩兒童的原因很多，大多數成因是不明的，目前能夠被發現的原因

僅占20﹪至25﹪左右，其中遺傳和環境因素的影響是最大的，包括營養、家庭環境
刺激、基因突變、先天疾病或後天疾病等。這些兒童若不能及早給予協助，包括：
各種醫療復健、特殊教育、家庭支持、福利服務等，可能成為身心障礙的人口，將
造成家庭及社會的負擔。一般而言，大部分的家長對孩子的發展遲緩現象並沒有警
覺性，大多是入學後與其他孩子相比才發現，這時往往已錯過治療的關鍵期。

發展遲緩兒童與身心障礙兒童之關係
身心障礙兒童係指因生理疾病傷害，導致機能異常致使在生活及社會適應方面

有困難之兒童。
發展遲緩兒童發生的原因中，有部份已知的原因是來自生理傷害導致障礙的形

成而造成發展遲緩的現象，例如：視覺、聽覺缺陷的孩子，因學習管道受到限制而
表現出有發展遲緩的現象，但不是所有的發展遲緩兒童都會是身心障礙兒童，只有
部份發展遲緩兒童乃因為有身心障礙的事實而顯現出有發展遲緩的情形，也有部份
因發展遲緩現象未獲改善而成為身心障礙兒童。

早期療育的重要性及其效益
「早期療育」是指由社會福利、衛生、教育等專業人員以團隊合作方式，針對

未滿6歲發展遲緩兒童及其家庭之個別需求，提供必要之治療、教育、諮詢、轉介
、安 置與其他服務及照顧。

嬰幼兒3歲以前腦細胞連結網已發育70%-80%，6歲之後腦細胞連結網增長逐
漸緩慢，故0至6歲嬰幼兒若有功能受損或遲緩現象，愈早給予補救，成效愈大。
孩子的生長與發展一生只有一次，不要錯過療育的最佳時機。

發展遲緩是現象的總稱，如能及早診斷並接受適當之療育，並透過醫療、教育
、福利的介入，可以讓部份發展遲緩兒童減少未來形成障礙的可能性或是減輕未來
障礙的程度，也就是說，經過早期的療育，可以讓孩子未來障礙的程度由重度進展
為中度，或由中度進展到輕度，甚至一部份的發展遲緩兒童可以在經過早期療育之
後趕上發展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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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團隊的服務
早期療育透過專業團隊的合作過程，對發展遲緩兒童提供適當的醫療照顧、教

導方法、教育計畫與社會福利服務等，通常專業團隊成員包括家長、特殊教育老師
、醫師、護理人員、心理師、社會工作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語言治療師
、幼教老師等，提供全方面完整的療育服務。

宣導影片
心愛寶貝，刻不容緩https://system.sfaa.gov.tw/cecm/videoView/detail/268447054

 

        

 
※ 本文摘錄自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發展遲緩兒童通報暨個案管理服務網

https://system.sfaa.gov.tw/ce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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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課程

本府訂於109  年  11  月  5  日（星期四）下午  1  時  30  分  在本府多媒體簡報室
，邀請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副教授伍維婷女士講授「CEDAW  與公務  
推展」課程，歡迎本府各單位及所屬一、二級機關同仁共同參與。

     

全民國防教育政策宣導及性騷擾防治政策宣導研習班

本府訂於109  年  11  月  6  日（星期五）上午  8  時  50  分  在本府多媒體簡報室
辦理２場次「全民國防教育政策宣導研習班」及「性騷擾防治政策宣
導研習班」。第  １  場  邀請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軍訓室張主任長裕上校講
授，課程內容為如何落實全民國防融入日常生活及教育，增進全民國
防認知、提振防衛國家意識；第  ２  場  邀請中央研究院焦專任研究人員興鎧講授，課
程內容為透過性騷擾之防治與處理案例，強化性別意識培力，歡迎同仁踴躍參加。

      

員工協助方案

3C時代挑戰-幼童安全上網與家庭網路（含桌遊）安全意識
本府訂於109  年  11  月  6  日（星期五）下午  1  時  30  分  在本府  202  會議室  辦理
員工協助方案之「3C時代挑戰-幼童安全上網與家庭網路（含桌遊）安
全意識」，特別邀請富達管理顧問（股）公司廖講師宇潔講授，歡迎
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同仁踴躍參加。

職場壓力管理-都是壓力惹的禍
本府訂於109  年  12  月  4  日（星期五）下午  1  時  30  分  在本府多媒體簡報室辦理員工協助
方案之「職場壓力管理-都是壓力惹的禍」，特別邀請美國國家老年學榮譽學會郭
講師哲誠講授，歡迎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同仁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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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宜蘭縣政府中階主管研習營

本府於109年10月5日（星期一）及109年10月8日（星期四）分2梯次辦理「中
階主管研習營」，課程分二主題為「正向心理學」及「談行政行銷策略與方法」，
並利用午間播放CEDAW短片宣導，本次研習營共127人參訓。

上午場邀請東海大學林榮譽教授財丁擔任「正向心理學」講座。正向心理學又
稱為正面思考或積極思考，在遇到挑戰或挫折時，產生解決問題的企圖心，並不斷
的練習改變思路，強化正向力量迎接挑戰，進而在職務上運用各種溝通協調策略，
進行有效溝通。

下午場邀請空中大學沈副校長中元擔任「談行政行銷策略與方法」講座。行政
創新的策略在於先改變自己的觀念與態度，方法在找到自己單位裡的服務題材，做
出不同的行政執行方式。而創新的出發，從翻轉你的腦袋開始；創新的題材，在於
生活體驗的結合運用；創新的方法，在於運用的巧妙融合。讓自己的思考引擎改裝
，學習讓想像力飛翔，學習政策行銷的創新方法，成為政府服務的最佳業務員。

 

正向心理學：林財丁講座 談行政行銷策略與方法：沈中元講座

 

 

                       

  

             

                 

午間播放CEDAW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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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協助方案

本府於109年10月14日（星期三）上午9時在本府多媒體簡報室辦理員工協助方
案之「團隊領導與激勵」講座，特別邀請1111人力銀行特約王講師中砥講授，計有
56人次參加。

                                          

          

1111人力銀行特約講師王中砥講授「團隊領導與激勵講座」

                

台東縣政府人事處觀摩本府人事處業務

台東縣政府人事處於109年10月15日（星期四）蒞臨本府觀摩，在本府多媒體
簡報室進行人 事業 務交流。 本次交流由本 府人 事處 人力科科長分享
「WebHR+powerBI大數據資料視覺化」，並欣賞自製員工協助方案微電影以及問
題交流，計有70位台東縣政府人事處所屬人事人員參加。

 
             
                      
               
             

 

                        
              

雙方處長致贈紀念品
本府人事處人力科王科長分享WebHR+

powerBI大數據資料視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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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賞本府員工協助方案微電影 人事業務交流

                      
                        

                          

大合照

              

人事成長營

本府人事處於109年10月29日（星期四）上午9時在本府多媒體簡報室辦理109
年度人事成長營，邀請本府消防局人事室主任李昀蓁講授「不休假加班費、年終及
考績獎金法規與實務探討」課程，計有73位本縣所屬機關學校專、兼任人事人員參
加。                       

 

消防局人事室主任李昀蓁講授「不休假加班費、
年終及考績獎金法規與實務探討」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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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國防教育宣導

軍史探舊系列：鳳山憶往（下集）
本集節目將走訪高雄鳳山地區「陸軍官校」、「黃
埔新村」、「誠正國小」、「日本海軍鳳山無線電
所」、「鳳山古城砲臺」、「日本海軍水源地」、
「澄清湖」等地，探尋他們的軍史故事。

 
 

                                

  

影片連結網址：                         
https://youtu.be/BASoNKEyow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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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第 52屆文藝金像獎」社會組美術
類國畫項 /金像獎 /和平之歌 /劉亦芸

https://youtu.be/BASoNKEyow4


   

每月一書
 

 

 

     
書名：地方創生2.0
作者：神尾文彥、松林一裕
出版社：時報
出版日：2018
ISBN：9789571374925

以「地方經濟樞紐」及「廣域都市圈」重現地方繁榮。
面對人口減少、少子化、高齡化等為地方帶來的負面循環，如何推動「地方創
生」讓城鎮再生？
　　
面對這些攸關未來生存發展的問題，日本政府以「地方創生」、「城鎮、

居民、工作與創生」為主題，展開一連串長期規劃及各種的都市再造計畫。希
望藉由「地方經濟樞紐」讓地方成為和世界接軌的城市，以地方的獨特資源帶
出足夠的國際競爭力，成為能安定賺取外匯的地方據點都市；「廣域都市圈」
則將國內外各種人才集中到特定城鎮，以提昇生產性為目標，打造出含有極高
附加價值的都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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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109年「蘭陽。冬戀遇見你」公教人員未婚聯誼活動，
現正報名中!!                

一、為提供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未婚同仁聯誼管道，擴展社交生
活領域，促進兩性情感交流互動機會，以期促成良緣，爰辦
理公教人員未婚聯誼活動。

二、活動內容摘述如下：
（一）活動時間：109年12月12日（星期六）10時至16時。
（二）活動地點：本縣幸福轉運站及宜蘭人故事館(含西式合菜饗宴等)。
（三）活動人數：活動名額共計40人（男、女各半為原則）。
（四）活動費用：每人新臺幣1,190元整。
（五）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109年12月4日（星期五）或額滿為止。
三、有關報名方式、繳費及活動細節等相關資訊，詳見活動實施計畫（如附件）。

（本府109年10月26日府人福字第1090176339號函諒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mo5coN4JZ5Z00sLnwovdeylgifXl26Li/view?usp=sharing）

                                             
歡迎符合資格之單身同仁踴躍報名參加!!

「2020年縣政中心暨園區路跑活動」順利落幕，成績揭曉~

2020年縣政中心暨園區路跑活動於10月14日（星期三）辦理完竣，今年路跑活
動原訂於3月舉行，因新冠肺炎疫情關係延至10月舉辦，但同仁熱愛運動的熱情依舊
不減，報名仍相當踴躍，感謝同仁共襄盛舉!

路跑活動分為男子甲組、男子乙組及女子組，經過各組好手一番激烈較勁之後
，脫穎而出的各組優勝選手分別為：
男子甲組
第一名：警察局 朱子毅
第二名：警察局 羅天豪
第三名：民政處 陳郼民
第四名：警察局 曹聖瀚                                 
第五名：警察局 邱中平
男子乙組                    
第一名：體育場 葉漢榮
第二名：警察局 林國隆
第三名：衛生局 李汪昌
第四名：勞工處 張國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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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名：警察局 張耀文
女子組
第一名：消防局 許瑋婷
第二名：財稅局 黃琬婷
第三名：財稅局 林宥瑄
第四名：衛生局 巫婷涵
第五名：秘書長室 戴玟琳

恭喜以上獲獎同仁!!                           

 

 

        
              

                        

 

上方左圖：縣長鳴槍，選手們預
備起跑。

上方右圖：路跑中的選手們。
左方圖：縣長帶領選手們路跑。
下方圖為各組頒獎，由左至右分
別為男子甲組、男子乙組及女子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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