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春季刊 MESSAGE 
CHANGHUA 

彰化・人事服務簡訊 

 初春～櫻，詩情花意， 

櫻紛雪舞～ 

假日沒處去?提供您新選擇！ 

 本期將介紹公務人員考績種類

及獎懲結果 

攸關自身權益，請盡速翻閱！ 

 「你做篩檢我送禮 百萬家電等你領」

&「淘汰二行程機車補助加倍送」 

送~送~送~好康報你知！ 
更多精采內容，請參閱本期季刊。 



                      淘汰二行程機車補助加倍送                    你做篩檢我送禮，百萬家電等你半線脈動 

   彰化縣政府在金豬年特別針對淘汰二行程

機車推出加碼 1,500 元補助金，加上環保署補

助 500元，每輛可領 2,000元，較去年「加倍補

助」。另自即日起至 12月 10日止，凡 108年

1月 1日起申請報廢二行程機車，且車籍設籍於

彰化縣滿 1 年以上之縣民，即可享有申請補助

金，淘汰二行程機車換購電動車，最高補助金 2

萬 5,000元，若為中低收入戶者最高補助金則為

3萬元。 

   和美鎮、伸港鄉及線西鄉是台中火力發電廠

撥付促協金的回饋區，縣府自 108年 1月 1日至

7月 31日止，運用回饋金來鼓勵這三鄉鎮居民來

做癌症篩檢，每做一項篩檢就可獲得 100元禮券

同時還可參加百萬家電抽獎，邀請在地居民踴躍

參與，守護自己的健康！  

 

 

 

 

  你做篩檢我送禮，百萬家電等你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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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人員考績種類及獎懲結果簡介 
夯報時聲 



                     我是實際從事工程業務人員，可以領專業加給表-表七嗎?  
夯報時聲 



                     我是實際從事工程業務人員，可以領專業加給表-表七嗎?  
夯報時聲 



                            你的競爭力來自於找出『關鍵目標』 
黃金宣言 

 

 

 

 

 

 

 

 

 

 

 

  隨著科技蓬勃發展，具有人工智慧

能取代人力的機器出現，一間間無人工

廠拔地而起，人們開始憂心，看不懂程

式即將被淘汰，機器人出現後的「科技

性失業潮」，是否將要降臨，未來的職

場，是不是將要變成學理工、寫程式這

些「硬能力」的天下？其實深入觀察，

世界知名的科技巨擘相當重視人文學 

 

 

 

 

 

 

 

 

 

 

 

科，甚至成為創業基石重要的精神。曾

擔任白宮總統創新小組研究員-史考

特．哈特利（Scott Hartley）認為：

「透過人文教育培養出的應變、溝通與

創造力，這類「軟能力」其實更難被機

器取代」。 獲選《金融時報》每月選

書的《書呆與阿宅》指出：「在各種技

術工具駕馭門檻大幅降低的當下，能否

尋得市場缺口、找到問題所在，才是未

來的決勝關鍵」、「在科技把機器變得

更聰明，物聯網逐步佔據人類生活，搜

集生活裡的各種數據，挖出更多新發現

之際，審慎思考如何打造新產品服務，

來提升人類生活以及社區、職場和政府

的本質，就成了關鍵課題」。 

 

  重視人文學科的專長， 

  精確找出人性需求， 

  並整合各類人員的長才， 

  所開發出來的產品服務， 

  必定能擁有獨特的競爭優勢。 

 

  人文教育的目標，是鼓勵學生追求

自己的愛好，培養挖掘愛好的能力，並

接觸新領域、文化、信念體系、調查論

證的世界，強迫他們思考各種立場，進

而使他們對某些觀點及偏見提出挑戰。

參考網址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92413


                            你的競爭力來自於找出『關鍵目標』 
黃金宣言 

透過廣泛接觸各種知識和思考方法，深

入研究周遭環境的本質，懂得如何解決

問題，培養出批判思考、閱讀理解、邏

輯分析、論證、清晰且有力的溝通能力 

。所以，人文系統訓練出的思考力對公

司的重要性不亞於技術專業，這也是當

今公司用來再創新的利器，並能在同業

保持領先的要素。 

  近幾年來，許多矽谷首屈一指的公 

 

 

 

 

 

 

 

 

 

 

司，雇用了完全沒有技術知識和背景的

員工，在設計、銷售品牌建立、顧客關

係管理及產品開發行銷上，借重他們的

專業。他們能協助消弭各種專業的隔閡 

，運用溝通及談判技巧，來解決各種問

題，並建立必要的跨職能團隊，開拓創

新的事業版圖。 

  機會無所不在，但威脅也如影隨

形。企業或政府若無決心整合各部門間 

 

 

 

 

 

 

 

 

 

 

人文與理工背景的員工，讓他們密切合

作。同時招募有能力洞悉人性、對新技

術可能性瞭如指掌，身具多功技能的人

力，很快就會被同業超前淘汰。機器人

崛起就在眼前，危機不只是機器取代人

類的角色，各產業跨產業的合作競爭網

更為緊密，惟有整合不同背景的文理人

才，發揮創意、觀察力，才讓科技為人

類提供更好的服務。 

（參考資料天下雜誌天下雜誌 658 期） 

 

 

參考網址 

延伸閱讀（一） 延伸閱讀（二） 

《書呆與阿宅導讀》科技創新最迫切

的需求之一，便是為產品和服務注入

更多人味，人文社會科學又如何發揮

功用……  

《讓大象飛》：為什麼小團隊創業更容

易一鳴驚人？大多數初創企業的團隊都

很小，因為他們負擔不起一支更大的團

隊，於是成長到大團隊就會動彈不得，

成功者是如何做到的…… 

https://www.smartm.com.tw/article/35333738cea3
https://www.taaze.tw/goods/11100842018.html


                            1. 

2. 公立國民中小學附設補習學校兼任（職）人

員不得於補校上課時間內，再以辦理學校事

務或其他專案加班為由，另報支加班費。  

3. 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因病已達延長

病假，年終考核不得考列甲等之規定，

不包括經醫師診斷需安胎休養者，其治

療照護或休養期間之請假。  

4. 女性公務人員因生理日致工作有困難者，每月得請生理假 1

日，全年請假日數未逾 3 日，不併入病假計算，其餘日數併

入病假計算，其超過者，以事假抵銷。 

  ~~例：某女性公務人員全年請生理假 12 日、病假 20 日及

事假 7 日，其中生理假未逾 3 日部分不併入病假計算，餘 9

日生理假，加計所請病假 20 日，合計 29 日，逾病假准給日

數部分（1 日）以事假抵銷，惟該員已請畢事假准給之 7 日，

所以逾病假准給日數之 1 日，應按日扣除俸（薪）給。 

5. 支(兼)領月退休金公教人員於

退撫新制施行之日起 1 年內

(107.7.1~108.6.30)死亡者，

其遺族如屬「未再婚配偶未滿

55 歲」或「身心障礙且無工作

能力之已成年子女」等情形，

仍 應 依 原 退 撫 規 定 辦 理 。  

公教人員保險費率，自民國 108 年 1 月 1 日起，依精算結果調

降為 8.28%(原 8.83%)。  



                            6. 
公立學校退休教職員再任私立學校董事會職務，無須受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

卹條例規定，停止領受月退休金等權利；惟如再任私立學校員額編制之董事會辦事

人員，則仍屬該條例所定私立學校職務範圍。  

7. 
退休公務人員再任鄉(鎮、市)民代表，因地

方民意代表屬無給職，因此，不受公務人

員退休法第 12 條第 2 款(現為退撫法第 77

條)之限制，得繼續支領月退休金，並辦理

優惠存款。  

8. 
臨時人員同為彰化縣政府暨所屬各機關學

校貢獻心力，基於權益平衡及激勵渠等士

氣，亦將臨時人員納入「彰化縣政府暨所

屬各機關學校優秀員工獎勵及表揚要點」

適用對象。  

9. 各機關聘僱人員選擇將 107 年 7 月 1 日以後年資改依

勞工退休金條例提繳退休金者，原契約等同於 107 年

6 月 30 日期限屆滿，同意從寬認定請求權時效(10 年)

內，得申請發給其公、自提離職儲金本息。 

  ~~又該人員如經原機關繼續聘僱，其暫不請領離職

給與之計息方式，屬銀行實務作業，逕洽銀行為宜。 

10. 

11. 

各機關聘用及約僱人員之月酬金額未

達新臺幣 4 萬元者，應於辦理公開甄

選時公開揭示或告知其薪資範圍。  

機關首長不得擔任考績委員，亦非屬

本機關受考人，未具考績委員會票選

委員選舉權（含被選舉權）。  



                                初春～櫻，詩情花意，櫻紛雪舞～ 

        阿里山國家森林遊樂區內種植有山櫻花、千島櫻、八重櫻、吉野櫻等花種，

其中尤以白色花瓣、粉紅色花心的吉野櫻數量為最多。最佳賞花期是在 3月上旬

～ 4 月上旬，每到花期最盛之際，滿山遍野的淡紅、深紅、淡白色櫻花，交織出

豐富色彩層次的繽紛花海，吸引絡繹不絕的人潮前往朝聖，小編們就不再多言贅

述，直接跟著小編們熱血直奔吧~GO~！ 

 

 

★最佳賞櫻路線攻略： 

◎從阿里山賓館經梅園→阿里山派出

所→祝山登山口，全長約六百公尺。 

◎由沼平火車站出發→經沼平公園→

姊妹潭→受鎮宮→慈雲寺→高山博物

館→樹靈塔→香林國中→三代木→象

鼻木→阿里山賓館，全長約二點六公

里。 

★交通資訊 

◎自行開車：國道 3 號—中埔交流道下—省道

台 18 線。 

◎大眾運輸： 

搭台鐵至嘉義站下—轉搭嘉義縣公車（往阿里

山）至阿里山站下。 

搭台鐵至嘉義站下—轉搭阿里山森林鐵路至阿

里山站下。 



                           [機不可失]   \ 小心！/    黃斑部病變  
健康園地 

 

大仁哥，早阿~~ 

哎唷～我趁著連續假期，瘋狂用手機追劇，才

剛追完「延〇攻略」，同仁還推薦好多劇… 

蝦米！！！大仁哥，那怎麼知道

自己有沒有黃斑部病變阿？ 

天阿！阿慧妹，你的用眼習慣

不良，小心黃斑部病變！ 

阿慧妹，早安阿！你怎麼看起來沒什麼精神？ 

簡單來說，如果看東西總覺的畫面中央有

線條扭曲、中心視野變暗或中心總有黑點

時，就要小心了，應儘速就醫為宜。 

大仁哥，你講的好簡單～我聽的好複

雜，有沒有簡易測量的方法阿？ 

有喔！！你可以利用阿姆斯勒方格表做自我檢查 



                           [機不可失]   \ 小心！/    黃斑部病變  
健康園地 

 

使用方式如下： 

1.把方格表放在眼前 30 公分之距離，光線要清晰及平均。 

2.如有老花或近視，須配戴原有的眼鏡進行測試。 

3.先用手蓋著左眼，右眼凝視方格表中心黑點。 

4.重複步驟 1 至 3 檢查左眼。 

眼睛是靈魂之窗，無法想像看不到的未來

會是如何！大仁哥，要怎麼預防病變發生

當凝視中心黑點時，發現方格表中心出現空缺或曲線，就可

能是眼底出現毛病的徵兆，要趕快找眼科醫師作詳細檢查。 



本府人員動態 

單位 職稱 姓名 到職日期 備註 

府本部 參議 田飛鵬 108/1/16 原本府參議平調 

府本部 秘書 林宜盈 108/1/3 原本府行政處平調 

府本部 秘書 郭秋君 108/1/16 原本縣文化局祕書調入 

建設處 技士 施宜成 108/1/8 原本府建設處技士平調 

建設處 技士 陳信宏 108/3/1 原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幫工程司調入 

城觀處 科員 王嘉傑 108/1/2 原本縣鹿港鎮公所技士調入 

工務處 技佐 陳譽升 108/1/4 原桃園市新屋區公所技士調入 

農業處 技士 林利娜 108/2/27 回職復薪 

勞工處 科員 胡瑞唐 108/1/31 回職復薪 

財政處 科員 黃正宗 108/1/31 回職復薪 

府本部 辦事員(機要) 施興隆 108/1/17 以機要人員進用 



                                                   本府人員動態 

單位 職稱 姓名 離職日期 備註 

府本部 參議 林裕修 108/1/16 調任本縣議會秘書長 

政風處 副處長 李炳輝 108/3/8 調任臺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政風室主任 

府本部 秘書 張雀芬 108/1/2 調任本縣文化局局長 

府本部 秘書 王翠琴 108/1/16 退休 

行政處 科長 丁盈如 108/3/4 侍親留職停薪 

政風處 科員 林子筠 108/2/26 調任彰化縣北斗鎮公所政風室主任 

建設處 科員 楊雯婷 108/3/11 調任國立台灣大學組員 

人事處 科員 蔡孟翰 108/3/7 育嬰留職停薪 

社會處 社會工作師 洪玉珊 108/3/5 育嬰留職停薪 

社會處 社會工作師 蔡旻真 108/3/4 育嬰留職停薪 

經綠處 辦事員 蔡旻郿 108/3/4 育嬰留職停薪 

 

彰化市公所陳瑞仁主任、伸港鄉公所郭

子丞主任、大村鄉公所賴明篇主任、靜

修國小張秀晏主任、伸港國中陳茂林主

任、青山國小周憲廷主任、線西國小黃

德福主任、僑信國小李念穎主任、和群

國中吳美淑主任、大同國中洪村展主

任、彰安國中李雅慧主任、員林市公所

陳鈞琳課員、福興鄉公所林明璇課員、

本府江欣潔科員及陳佾穎科員 

本期撰稿人員： 



                                                   人事人員動態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到職日期 備 註 

北斗鎮公所 助理員 楊淑貞 108/01/07 北斗鎮公所保育員調任 

大同國小 主任 謝禮安 108/01/14 秀水鄉公所人事室主任調任 

鹿港鎮公所 主任 謝士宏 108/01/18 福興鄉公所人事室主任調任 

福興鄉公所 主任 楊明憲 108/01/18 鹿港鎮公所人事室主任調任 

埔心鄉公所 主任 江志浩 108/01/19 埔心國中人事室主任陞任 

埔心國中 主任 徐敏生 108/01/19 埔心鄉公所人事室主任調任 

秀水鄉公所 主任 黃麗焄 108/01/30 大村國中人事室主任陞任 

陽明國中 助理員 李曉君 108/02/01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人事室科員調任 

大村國中 主任 賴英秀 108/02/21 明倫國中人事室助理員陞任 

信義國中小 主任 林江河 108/03/15 彰泰國中人事室主任調任 

彰泰國中 主任 楊文榮 108/03/15 信義國中小人事室主任調任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離職日期 備 註 

大同國中 組員 巫淑芬 108/02/19 退休 

本期美編人員： 

田尾鄉公所施竣詔主任、 

鹿東國小黃盟景助理員、 

伸港國中沈才淯助理員、 

竹塘鄉公所陳昀棻助理員、 

和美高中陳思錡組員 



 

 

遇有問題，因應解決 

決策執行，思考完備 

依法行政，最適裁量 

專業  

形象 

吸收再造，持續精進 

跳脫框架，重視細節 

激發潛能，勇往直前 

謙卑真誠，尊重包容 

貼心問候，微笑待人 

熱忱開朗，歡喜付出 

大事小事，鉅細靡遺 

多做三分，滿意十分 

將心比心，主動關懷 

親切  

態度 

創意  

思維 

感動  

服務 

彰化縣政府人事處關心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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