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人事服務簡訊 

 本期主題： 2020 國旅卡不一樣囉~ 

你必須知道的國民旅遊卡及強制休假制度調整 

 2020 花在彰化 新春出遊 GO 

過年哪兒跑，彰化好好玩! 

 躍讀ｘ悅讀 ：有能力，就該當個能激勵別人的人！  

大力分享愛，世界更溫暖❤  

更多精采內容，請參閱本期季刊。 

       2020/冬季刊 MESSAGE 
CHANGHUA 



 
半線脈動 

108 年下半年度好事彰揚獎勵暨優秀員工頒獎典禮  

         彰化縣政府於 108 年 12 月 13 日上午在縣府中庭擴大舉辦

好事彰揚獎勵暨優秀員工頒獎典禮，本次得獎單位為社會處、工

務處及衛生局等 3 個局處榮獲績效卓越獎，民政處戶政科、社會

處保護服務科及教育處幼兒教育科等 3 科獲得拔萃團隊獎以及

19 位同仁榮獲優秀員工殊榮。 

        王縣長表示，公部門是帶動各項產業經濟、推動教育文化與

社會福利的火車頭，期許透過表揚活動能激勵各單位及員工效

法、發揮潛能、凝聚向心力、積極追求卓越、爭取榮譽，創造出

最好的服務品質，提升整體績效，讓彰化縣政能帶領鄉親一起向

前衝、讓彰化更美、更好，讓民眾能過好日子，大家一起努力共

創美好彰化。    

資料來源 https://www.chcg.gov.tw/ch/03news/01view.asp?bull_id=307023&kind=1  
資料來源：美好彰化雙月刊  

 

 2020 花在彰化 新春出遊 GO 

      「2020 花在彰化」首創溪州公園及八卦山大佛風景區雙燈區，

首先，由八卦山「卦山歲暮祈福燈區」帶來序幕，從 2019 年 12

月 22 日起至 2020 年 2 月 9 日止長達 50 天的燈季活動，讓民眾

從耶誕節慶時分、跨年及春節佳期間都能體驗璀璨夢幻的彩燈，享

受不一樣的八卦山風情。 

        接著，溪州公園「花影水舞燈區」將於農曆春節間登場，亮眼

的彩燈結合各式互動裝置設計，讓花卉在絢麗的光線下更顯別緻，

也妝點了夜晚的溪州公園。 

        此外，「2020 花在彰化」也邀請多組特色藝文團體演出，期

望讓遊客能獲得嶄新的美好旅遊體驗，各位大小朋友們，一起來彰

化走春囉！！！ 



8000元用於旅宿觀光交通 
8000元自行運用 
（不含珠寶銀樓） 

 

新制 

平日假日都可 

（刷卡不用請假） 

限休假日使用 

（平日刷卡要請半天假） 

舊制 

10日 14日 

8000元用於旅宿觀光交通 
8000元自行運用 

（除8大行業外皆可） 
 

公務人員、其配偶或
直系血親身障、懷孕、

重大傷病等情形 

限公務人員本人 
身障、懷孕、重大傷

病等情形 

休假年資未滿10日 
補助額：1600元× 休假日數 
（年度無休假或未達2日逕給

3200元） 

休假年資未滿14日 
補助額：1143元× 休假日數 

超級比一比 

     你一定要知道的國民旅遊卡及強制休假制度調整  

 
 

我們對於國民旅遊卡的既定
印象，多為「限制很多不好
用」、「不能說走就走、想
刷就刷」、「請假還要注意
是哪天刷卡」……經過109
年上路的制度鬆綁，使用上
顯得相當友善、便利，申請
補助少了負擔，就讓我們看

看改變了什麼！ 

 



     你一定要知道的國民旅遊卡及強制休假制度調整  

109年強制休假從14日改為10日後：每年休假超過10

日，將按日補助600元（未達1日以小時請假者，按比

例支給），剩餘未休畢的假，則給予不休假加班費。

（註：國外休假仍不予補助） 

對於公務人員的不休假加班費有
影響嗎？ 

小提醒： 
一、觀光額度若超過8000元，多出來的部分會併入自行運用額度

（例如住宿費一次刷9500元，超過的1500元計入自行運用額

度）。 

二、公務人員本人（含配偶、直系血親）因身心障礙、懷孕或重

大傷病，於當年確實無法參加觀光旅遊，經服務機關認定，當年

補助總額可全改為自行運用額度。 

三、汽機車加油油錢不屬觀光這個類別，別誤認喔。 

上面4個觀光行業外，其他業

別特約商店都可以核銷。 

（不妥當場所依然不行） 

觀光
額度 

自行
運用
額度 

僅有觀光旅遊的「旅行業、旅宿業、

觀光遊樂業、交通運輸業」4個行業

別的特約商店內消費可以核銷。 

國民旅遊卡分為「觀光旅遊」、「自
行運用」兩大額度，能否再詳細介紹？ 

年度中調機關的人員，應該注意
什麼？ 

一、109年適逢全國重新簽約換卡年，調任後最好檢查  

一下，若發現新、舊機關使用不同的國民旅遊卡，可洽

人事單位重新辦卡，須使用新卡才能消費、核銷。 

二、年度中調任不同機關，調職前休假補助費向原機關

請領；至新機關服務後消費，則向新機關請領。 

三、109年後，重新發卡（或續卡）合約將有所變更，

原先綁定道路救援、機場停車、貴賓室、旅平險、現金

回饋，建議重新確認，較為安心。 



     你一定要知道的國民旅遊卡及強制休假制度調整  

5日以下者 全數自由運用額度 

休假
日數 

刷卡
額度 

超過5日者 
自行運用額度8000元 
超過8000的部份用於

觀光旅遊額度 

我是新人，休假年資又少，使用
上有什麼不一樣？ 

小提醒： 

一、年度休假未足10日新人（或回職復薪人員）

年度補助額：1600元×休假日數。 

二、年度無休假或未達2日人員，逕給補助額3200

元。（109年上路，新人大禮包） 

例子2：某丙 109 年所具休假資格為 7 日 

某丙補助費為 11,200 元，其中的 8,000元屬自行運用額度；

其餘3,200 元屬觀光旅遊額度。 

(新上路規定，容易誤解，請多讀幾次) 

 

例子1：某甲及某乙 109 年所具休假資格分別為 3 日及 5 日。 

某甲補助費為4,800 元，某乙為8,000 元，因為都未超過8,000 

元，所以109年全部都算自行運用額度。 

習慣事先規劃行程者 

可事先至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專屬網站

（https ://travel.nccc.com.tw）查詢。特色：以

縣市、道路、行業別去查詢。 

習慣到當地隨緣刷卡者 

可下載國旅卡APP查詢（到GOOGLE商店用國旅

卡搜詢）特色：以地圖中心點找出方圓數里內的

商店。 

案例說明 

如何得知刷卡商家是否為特約商店？ 

https :/travel.nccc.com.tw
https :/travel.nccc.com.tw


                             

近年新型態職業駕駛(如 Uber、多元

化計程車)，均屬職業駕駛人，公務員

尚不得兼任之。  

1. 

公務人員僅須間隔 1 個年度後實施

健康檢查，即符合「公務人員一般

健康檢查實施要點」所稱「每 2 年

實施 1 次」之規定。  

3. 

教師於上下班途中發生交通事故，

因而須至警察機關製作筆錄，得核

給公假，惟重大交通違規行為者不

適用本規定。  

2. 

4. 

公教人員子女參與高級中等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未取

得學籍者，比照享有子女教育補助。  

5. 

「中央各機關學校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要點」第六點修訂：得視

活動性質為參加人員投保傷害保險；須租借交通工具時，應簽

訂書面契約。  



                             

聘用人員在約聘期間亡故，除依聘用人員聘用

條例施行細則第 6 條規定，發給撫慰金外，同

時依公務人員委任第五職等本俸五級之俸額

計算，發給 7 個月之一次殮葬補助。  

本縣國民中小學校務會議實施要點第三點修正

「全體專任教師」定義，係指學校編制內正式教

師；至代理教師、增置專長教師、代課教師、專

長教練及學校其他相關人員等則得列席參加校

務會議。 

6. 

公職人員於涉及本人或關係人考績及獎懲案

等人事措施之簽辦、審核及准駁或參與相關

會議，均應自行迴避，此時仍應由其職務代

理人就其迴避部分代為核定。 

7. 

8. 



                                 有能力，就該當個能激勵別人的人！ 
躍讀ｘ悅讀 

  有時候，一本書、一部電影，會帶

給你意想不到的影響力。會上錯菜的餐

廳這本書，就有種魔力。 

關於失智症，你可以有更多美好的想像  

  過去想到失智症，我們可能有很多

負面的刻板印象，但這幾年來，有很多

的轉變，像是大家可能知悉在荷蘭充滿

活動的失智村，或是在日本有個會上錯

菜的餐廳。 

  「會上錯菜的餐廳」這本書，談的

就是日本失智老人餐廳企劃案的故事。

在看書之前，我心裡想著，這不就是一

本介紹失智老人社會參與的書籍，應該

有不少的部分是著墨在失智老人的心路

歷程上。但我錯了，徹底的錯了，因為

這本書更多的是在談這整件事情怎麼發

生的，從一開始的起心動念，到真正發

生的過程。 

  很難想像有人會為了一個才幾天的

活動，付出這麼多的心力，而且是在不

知道這件事情究竟會帶來什麼樣影響力

的前提之下。我想命運有一種安排，當

你在做一件對的事情的時候，全世界都

會伸出援手。就像他們原本在日本募資

網站上想要募集八百萬日幣，最後在很

短的時間內募集了超過一千萬日幣。 

這樣放煙火式活動，真的有影響力嗎？ 

  過去，我個人對於放煙火式的活

動，多數是沒有好感的，因為我覺得煙 

參考網址 

《會上錯菜的餐廳》 

https://okapi.books.com.tw/article/12334


                                 有能力，就該當個能激勵別人的人！ 
躍讀ｘ悅讀 

火固然很美，但放完就結束了，帶來的

正面影響力可能還不如留下來的傷害。

不少社福團體也開始推辭這種一次性的

活動，因為這類活動的後遺症，往往比

好處還要多。 

  不過，在看這本書的過程，我有了

一些別的想法，書中有兩位食客的故事

讓我印象深刻，我相信這個活動對他們

都有了獨一無二的影響。 

  或許每一場活動，對於某些人來說

都是那麼獨一無二，甚至可能是讓生命

會改變的一場活動。這個會上錯菜的餐

廳，做到的不僅僅是放煙火的活動，而 

是帶動了日本以及世界上很多國家的廣

大迴響，甚至在東京 2020 奧運的時

候，可能會有一整條街都是會上錯菜的

餐廳！ 

 

 

有好的想法，去做就對了！ 

  雖然有人一直問小國士朗，要不要

真的開一間有失智症服務生的餐廳，但

他很清楚知道自己的目標與位置，他的

責任就是「重要的情報，要傳播給最多

的人知道」。 

  小國士朗曾說：「他最終的目標不

是開餐廳，而是開一朵花，可以傳播種

子，到每個人的院子，繼續開花結

果。」 

  如果你看完這本書，相信你應該會

是相當激動的，也想要有什麼作為。那

麼，就勇敢去執行吧！ 

文章節選自＜博客來閱讀生活誌＞ 

https://okapi.books.com.tw/

article/12334。作者:黃揚名。 

推薦書籍：《會上錯菜的餐廳：幕後企

劃與行動紀實》作者：小國士朗。 

 

 

「Don't think.Feel」 這是著名的電影

《龍爭虎鬥》當中的台詞。 不要用腦

袋思考，用心去感受。 「會上錯菜的

餐廳」正是最適合套用這句話的地方。 

「會上錯菜的餐廳」是個不可思議的奇

妙所在。 在不同人的眼裡或口中，它

所呈現的姿態也不一樣。因此，小國士

朗希望大家在閱讀這本書時，都能依據

個人擁有的經驗與背景，以感性的方

式，自由地解讀「會上錯菜的餐廳」。 

 

延伸閱讀： 

熟年優雅學院【會上

錯菜的餐廳】6 分鐘

精華紀錄影片（中文

字幕版） 

參考網址 

《會上錯菜的餐廳》 

https://okapi.books.com.tw/article/1233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MH2UwWxCS8


                “坐”~庸天下   久坐比吸菸更致命！ 
健康園地 

 

專家建議：「關鍵在於適度」 

1.坐 1 小時就站起來 10 分鐘         2.減少久坐不起的頻率與時間         3.經常站起、坐下       4.每天至少運動 30 分鐘 

圖片來源： freepik    文章來源：康健雜誌 

Σ(;ﾟдﾟ)！ 

易發胖、罹患心血管疾

病、糖尿病、慢性腎臟

病、肺栓塞、高血壓以

及腿部肌肉萎縮、癌症

與心智衰弱等疾病機率

提高 

Σ(;ﾟдﾟ)！ 

站著辦公容易疲勞；且罹

患頸動脈粥樣硬化的風險

提高，更容易造成骨骼、

肌肉性疾病 



                                暖萌小熊陪你過冬！冬季限量~小熊泡湯鍋 
美食報報 

萌熊泡湯鍋  

隨著天氣轉涼，火鍋可說是最熱門的用餐選擇

之一，這次小編們為了超夯吸睛的人氣小熊湯

底及超狂超浮誇加長肉盤來到愛食鍋麻辣鴛鴦

台中西屯店。牛奶養生鍋加入數十種藥膳食

材熬煮，順口溫潤不死鹹偏向養生中藥香；

獨家特製川味麻辣湯頭，麻辣香氣濃郁，而

且無限量供應 Q 彈的鴨血、豆腐，真的很佛

心！整體用餐環境還蠻寬敞舒適，餐點選擇多

元，和小編們一樣想看萌噠噠的小熊，可以來吃

吃看這個超療癒又逗趣的小熊火鍋。 

▼店家資訊 

店家名稱：愛食鍋麻辣鴛鴦－台中西屯店店家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大墩二十街 57號 

店家電話： 04-2310-2110 

營業時間： 12:00-15:00、17:30-23:00 

▼活動資訊(以店家為主) 

★只要高或低於 175公分就送差額肉片 

★當月壽星消費打卡，免費招待一盤蝦蝦 

※小編叮嚀: 小熊泡湯鍋每日限量, 用餐

前要先與店家電話預約哦！ 

tel:0423102110


本府人員動態 

單位 職稱 姓名 到職日期 備註 

人事處 科長 何宜珍 108/10/4 他機關調入 

農業處 科員 許瀞文 108/9/26 他機關調入 

社會處 科員 楊威威 108/10/1 他機關調入 

經綠處 科員 陳立勳 108/10/1 他機關調入 

教育處 科員 林欣穎 108/10/1 他機關調入 

工務處 科員 賴任宏 108/10/1 他機關調入 

教育處 科員 蔡念桂 108/10/1 他機關調入 

主計處 科員 黃信源 108/10/15 他機關調入 

教育處 科員 黃俊錡 108/12/1 他機關調入 

水資處 技士 葉菁佑 108/10/1 他機關調入 

工務處 技士 張晉誠 108/10/1 他機關調入 

水資處 技士 郭承濂 108/10/7 他機關調入 

城觀處 科員 謝公斌 108/12/3 他機關調入 

主計處 科員 李卉嵐 108/12/9 他機關調入 

政風處 科員 林佳瑩 108/12/18 他機關調入 

教育處 科員 陳凱琦 108/12/16 他機關調入 

府本部 專員 陳怡君 108/9/25 本機關調任 



本府人員動態 

單位 職稱 姓名 到職日期 備註 

新聞處 科員 林麗芬 108/10/24 本機關調任 

社會處 科員 洪文滿 108/11/11 本機關調任 

經綠處 科員 楊智凱 108/12/5 本機關調任 

社會處 社會工作師 黎巧弘 108/10/28 考試 

社會處 社會工作師 孫怡婷 108/10/28 考試 

社會處 社會工作師 江念庭 108/10/28 考試 

社會處 社會工作師 葉姿岑 108/12/13 考試 

社會處 社會工作師 張廷偉 108/12/13 考試 

社會處 社會工作師 陳珮芸 108/12/13 考試 

社會處 社會工作師 李柔臻 108/12/13 考試 

社會處 社會工作師 陳雅旗 108/12/16 考試 

教育處 科員 許巧莉 108/10/25 考試 

財政處 科員 林毓燕 108/10/28 考試 

社會處 科員 許劭翎 108/10/28 考試 

社會處 科員 張芳郡 108/10/28 考試 

建設處 技士 徐凱威 108/10/24 考試 

水資處 技士 林宗賢 108/10/24 考試 

工務處 技士 林哲彬 108/10/24 考試 



本府人員動態 

單位 職稱 姓名 到職日期 備註 

建設處 技士 鄭書懷 108/10/25 考試 

建設處 技士 黃儒黌 108/10/28 考試 

建設處 技士 蔡智閔 108/10/28 考試 

建設處 技士 許睿泰 108/10/28 考試 

經綠處 技士 沈姿均 108/10/28 考試 

地政處 技士 詹閔翔 108/10/28 考試 

建設處 技佐 周育君 108/10/25 考試 

工務處 技佐 黃凱娸 108/12/13 考試 

水資處 技佐 張家嬨 108/12/13 考試 

經綠處 辦事員 楊怡蓁 108/10/24 考試 

教育處 辦事員 王致雁 108/10/25 考試 

主計處 辦事員 吳旻娟 108/10/28 考試 

社會處 社會工作師 蔡茵因 108/11/23 回職復薪 

勞工處 科員 黃鉦尹 108/11/30 回職復薪 

財政處 科員 許晏如 108/12/21 回職復薪 

城觀處 技佐 蔡佳樺 108/12/19 回職復薪 

勞工處 書記 黃于恩 108/10/25 回職復薪 



本府人員動態 

單位 職稱 姓名 離職日期 備註 

勞工處 科員 陳冠吟 108/12/11 育嬰留職停薪 

建設處 技佐 陳品嘉 108/9/21 育嬰留職停薪 

經綠處 科長 莊明泰 108/11/26 調任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股長 

社會處 社會工作師 曾芊鳳 108/10/1 調任本縣伸港鄉公所課員 

教育處 科員 盧宏霖 108/9/16 調任高雄市立六龜高級中學幹事 

城觀處 科員 黃嘉興 108/9/16 調任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清境農場輔導員 

教育處 科員 蕭義儒 108/9/30 調任嘉義市政府文化局科員 

教育處 科員 陳瑋如 108/10/1 調任嘉義市立蘭潭國民中學組長 

主計處 科員 劉記宸 108/10/5 調任臺中市梧棲區公所課員 

新聞處 科員 王聖斌 108/9/30 調任彰化縣和美戶政事務所科員 

主計處 科員 陳姵蓁 108/10/15 調任南投縣政府主計處科員 

社會處 科員 蕭靜怡 108/10/16 調任本縣社頭鄉公所村幹事 

社會處 科員 魏于婷 108/11/11 調任南投縣立國姓國民中學組長 

社會處 科員 楊雅雯 108/11/1 調任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科員 

新聞處 科員 王民鈞 108/11/1 調任交通部秘書室科員 

民政處 科員 吳玉萍 108/11/15 調任雲林縣政府民政處科員 

政風處 科員 何德超 108/11/21 調任本縣線西鄉公所主任 



本府人員動態 

單位 職稱 姓名 離職日期 備註 

城觀處 科員 柯名純 108/12/2 調任臺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課員 

主計處 科員 粘嘉玲 108/11/29 調任彰化縣警察局股長 

人事處 科員 劉玟菁 108/11/29 調任本縣縣立芬園國民中學主任 

經綠處 科員 翁哲三 108/12/5 調任本縣溪湖鎮公所里幹事 

主計處 科員 周月琴 108/12/9 調任本縣縣立大同國民中學組員 

經綠處 科員 吳佩蓁 108/12/13 調任本縣永靖鄉公所課員 

工務處 技士 詹佳樺 108/10/21 調任臺中市立光榮國民中學幹事 

農業處 技士 楊智弘 108/10/16 調任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北區分署課員 

建設處 技士 胡復凱 108/11/25 調任南投縣草屯鎮公所技士 

農業處 技士 曾明彥 108/12/16 調任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北區分署課員 

民政處 辦事員 施佳旺 108/10/1 調任本縣福興鄉民代表會組員 

農業處 辦事員 鄭米秀 108/10/5 調任臺南市南化區公所辦事員 

新聞處 辦事員 張峻源 108/11/1 調任彰化縣議會佐理員 

建設處 技士 林家弘 108/12/6 辭職 

建設處 技佐 張秀雲 108/10/31 考試錄取他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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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壇國中楊佾穎主任 
本期美編人員 



人事人員動態 

本期撰稿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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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國中陳茂林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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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興國小陳鈞琳主任、 

福興鄉公所林明璇課員、本府陳雅琪科員及林佳明科員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到職日期 備 註 

人事處 科長 何宜珍 108/10/04 人事行政總處專員陞任 

成功高中 組員 劉淑丹 108/10/04 秀水公所課員調任 

芬園國中 主任 劉玟菁 108/11/29 本處科員陞任 

芬園公所 課員 許瀞云 108/11/29 芬園國中主任調任 

秀水公所 主任 紀曉筑 108/12/18 田尾國中主任陞任 

田尾國中 主任 黃麗焄 108/12/18 秀水公所主任調任 

埔心國小 主任 蕭瑩蕙 108/12/18 永靖國小主任調任 

永靖國小 主任 陳嘉慧 108/12/18 埔心國小主任調任 

鹿港國中 主任 黃財金 108/12/31 福興國中主任調任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離職日期 備 註 

鹿港國中 主任 張麗鴻 108/12/31 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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