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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主題：疫情假及各類假別介紹 

與你切身相關~有備無患，減少疫外 

 美食報報 

宅經濟~不怕疫情，不出門就可吃好料！ 

 躍讀ｘ悅讀 ：善良，不要忘記原則   

願能成為柔軟而有鋒芒，善良而有原則的好人   

更多精采內容，請參閱本期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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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縣脈動 

縣長執政一年廉政表現獲 9 成縣民肯定      縣府啟動「免上來、我下去」 加強防疫設置單一窗口  

 

 

 

 

 

 

 

 

 

縣長王惠美上任執政一週年，縣府政風處委託民調公司進行電話民

調，結果有 9 成的受訪者滿意縣府廉能施政表現，顯示縣府同仁在

服務品質和廉政工作均受民眾肯定。 

王縣長亦勉勵縣府所有同仁落實「建立

廉能政府：不濫用行政資源、不公器私

用、依法行政、提高行政效率與行動

力。」的政見，一起打造美好彰化希望

城市。 

四大項民調結果分別如下：  

(一)在服務及效率表現方面：有 9 成以上的受訪者滿意縣府公務人

員的「服務態度」及「辦事效率」。  

(二)在廉潔施政表現方面： 9 成 4 的受訪者表示未曾親身經歷或聽

聞人員有「辦事需要送禮」、「需要找人關說」、「需要應酬」。  

(三)在依法行政表現方面：有 9 成 5 的受訪者感到滿意；若遇到不

法情事時，逾 8 成的受訪者會提出檢舉。  

(四)在不濫用行政資源表現方面：近 7 成 9 的受訪者滿意縣府「落

實撙節開支，避免浪費行政資源」所做的努力；另外，8 成 1 的受

訪者對於縣府「整合有限資源，以達到節省公帑並發揮最大行政效

益」感到滿意。  

 

資料來源 https://www.chcg.gov.tw/ch/03news/01view.asp?

bull_id=311730&kind=1  

縣長王惠美提前部署加強防疫，啟動「免上來、我下去」

機制，在縣府中庭設置單一窗口服務洽公民眾，透過實名

制掌握進出人員，採取預防性措施把災害降到最低。 

為配合中央防疫政策並守護縣民及同仁健康，自 4 月 6 日

(一)起於一樓中庭設置單一窗口服務洽公民眾，以降低因

民眾進入各樓層洽公，造成群聚感染之風險，防疫便民服

務包括廠商外送區、實名登記區、單一窗口區及進出分流

管制等措施。 

此外，防疫期間建議民眾可多加利用電話查詢、線上申請

等方式獲得洽公所需資料，盡量避免出入政府機關或其他

公共場所，除可降低感染風險亦可減少路途奔波。 

 

資料來源 https://www.chcg.gov.tw/ch/03news/01view.asp?

bull_id=313105  



                               有備無患，減少     外-與你切身相關的疫情假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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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 適用情形 

與確定病例接觸者（居家隔離） 

假別 

經衛生主
管機關認
定應接受
隔離、檢
疫者 

防疫 

照顧假 

防疫 

隔離假 

因疫情停
課需照顧
學童 

照顧受隔離、
檢疫家屬 

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具感染
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所列應為居家
檢疫者 

家屬為照顧生活不能自理之受隔離、檢
疫者而請假者 

相關證明文件 

1. 學校符合疫情停課標準時，家長於該
停課期間有親自照顧12歲以下學童、就
讀高級中等學校（含高中、高職、五專
一、二、三年級）或國民中學持有身心
障礙證明之子女者 

2. 短期補習班、幼兒園及兒童課後照顧
服務中心等教育機構，比照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規定停課時，有親自照顧子女之
需求者 

3. 家長自主替幼兒請假者 

居家隔離通知書 

（居家隔離14天） 

旅客入境健康聲明暨居家檢疫通知書 

（居家檢疫14天） 

足資證明家屬受隔離（檢疫）、生活不
能自理及身分關係之必要證明文件 

戶口名簿、戶籍謄本、學生證、上課證、
子女身心障礙證明、停課通知（公告）
及其他家長未申請防疫照顧假之切結等
必要證明文件，並由各機關（構）學校
依申請對象之情形審認 

經衛生主管機關認定應接受集中隔離、
集中檢疫者 

衛生主管機關開立之隔離、檢疫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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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防疫 

照顧假 

1. 家長其中1人得申請，機關（構）學校不得拒絕。 

2. 不予支薪。 

3. 不影響考績（核）或為其他不利之處分。 

1. 實施期間：109年1月15日起至110 年6月30日止 

（原以其他假別或加班補休辦理者，得改以「防疫隔離假」登記）。 

2. 員工申請防疫隔離假，機關（構）學校不得拒絕，且不得視為曠職、強迫  

    以事假或其他假別處理，亦不得扣發全勤獎金、解僱或為其他不利之處分。 

3.公務人員防疫隔離假期間照常支薪，不再重複支領防疫補償。另109年3月 

    19日(含)以後非因公出國者，防疫隔離假期間不予支薪。 

假別 

防疫 

隔離假 

管制出國措施 

【保護自己，也體貼醫護人員及你所愛的人】 

△自3月13日起，機關學校各類人員，凡非因公奉派出國者，返國後倘須進行自主健康管理，

其請假回歸各類人員請假規則規定，以休假、事假、病假或加班補休等假別辦理。 

△自3月17日起，前往第三級國家或地區，進行非必要旅遊，返國被隔離或檢疫，不得領取

補償，並會加徵必要費用。 

△入境填寫「檢疫通知書」資料不確實（包括提供不實聯絡資料或漏填）也不得領取防疫補

償金，並最高處18萬元罰鍰，出國前請三思評估。 

最新疫情情報可至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

制署」、「彰化縣衛

生局」查詢 

 



親填假單 

委託職代 

親自填請假單，或是申

請電子假單，但有急病、

緊急事故，得由同事或

家屬親友代辦或補辦請

假手續。 

首長同意 

請假人應將職務委託職

務代理人，機關長官於

必要時，並得逕行派員

代理。 

經首長同意（或授權主

管同意）後始得離開服

務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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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現代科技越來越進步，人手一支手機，通訊工具軟體也

逐漸改變我們的工作型態，像是Line、Messenger等通訊軟

體，早已成為職場工作的一部分。只是三不五時可以聽到用

LINE請假，結果全辦公室沒有人知道你請假，主管也不知

情，造成業務開天窗，責任歸屬不清的恐怖故事。 

在開始請假之前，先讓我們了解萬無一失的標準作業SOP吧。 

請假標準程序 

小叮嚀 

不論一般的請休假或臨時有急事，都應避免丟下假

單人就離開辦公室，或是傳line給同事就逕自離開，

務必親自向主管（或授權主管）報告，獲得同意後

再行離開辦公處所。 

有些特殊的假別需準備相關文件，如娩假、流產假、

陪產假、喪假、2日以上之病假、骨髓捐贈或器官

捐贈假…等，可先向人事人員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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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數 假別 

病假 28日 

家庭照顧假7日 

事假 

說明 小叮嚀 

家庭成員預防接種、發生嚴重之疾病或其他重大事
故須親自照顧時申請。可按「時」請，併入事假計
算，超過日數部分按日扣薪。 

事假7日 可按「時」請，超過日數部分按日扣薪。 

延長病假 

1考績法規定事、病假
合計超過14天(不含家庭
照顧假、生理假及因安
胎事由所請之事、病假) 

，年終考績不得考列甲
等！請假人應特別注意。 

2.服務單位內若有約聘
僱人員，是類人員全年
不扣薪病假為14天。 

可按「時」請，超過部分可以事假抵銷。 

病假達2日以上須附診斷證明書（只要是合法醫療
機構或醫師都可開立） 

延長病假較為特殊，需專案申請，且要同時符合以下條件，並經機
關長官核准。 

1.當事人因重大傷病非短時間所能治癒或因安胎確有需要請假休養者。 

2.病假、事假及休假需全數請畢。 

3.考績年度內請延長病假超過6個月者，回歸考績覈實考評及落實績
效管考制度，其考績等次以考列丙等為宜。 

延長病假跨至次年，應
先將該年度之病、 事、
休假請畢扣除後，再續
請延長病假。 

婚假 14日 

得以「時」請。 

自結婚之日前10日起3個月內請畢。 

因特殊事由經機關長官核准者，得於1年內請畢。 

婚後會有結婚補助，2 個月
薪俸額。 

1.結婚雙方均為公教人員得
分別申請補助。 

2.離婚後再與原配偶結婚者

不得請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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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配偶 

身份別/年資 假別 

休假 

曾祖父母、祖父
母、 配偶之祖父
母、配 偶之繼父
母、兄弟姊妹 

繼父母、配偶
之母、子女 喪假 

日數 

10 

小叮嚀 

15 1. 得以「時」計分次申請，並於百日內請畢。 

2. 眷屬喪葬補助 

• 父母、配偶死亡：生活津貼5個月薪俸額，公保給付3個月平      

均俸額 

• 子女死亡：生活津貼3個月薪俸額 

• 年滿12歲至未滿25歲之子女：公保給付 2個月平均俸額 

• 已為出生登記且未滿12歲之子女：公保給付1個月平均
俸額 

5 

服務滿半年 0 

服務滿1年 7 

服務滿2年 7 

服務滿3年 14 

服務滿5年 14 

服務滿6年 21 

服務滿9年 28 

服務滿14年 30 

• 公務人員每年休假日數會隨著年資上調，計算方式從個人連續服
務至年終之年資計算出次年度休假(2月以後到職者按到職當月至
年終之在職月數比例計算)。 

• 休假補助：年度休假超過10日者自109年起，公務人員每年至少應
休畢10日，按規定使用國民旅遊卡消費者，最高補助16000元。每
年休假超過10日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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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見問題 

                                  以時日貼近你生活-熱門假別重要需知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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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01 

07 

06 

05 

       家庭照顧假裡所述的家庭成員需要直

系血親嗎？ 

家庭成員指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同住一

家者，不以親屬為必要。 
 

04 

        我年度內已經請事假7天，日後再連續請

事假1個月，薪水會影響嗎？ 

已請滿7天後再連續請事假，期間連同例假開

始按日扣薪。 
 

          夫妻同為公務人員，因家庭成員發生嚴重疾病

須申請家庭照顧假，嚴重疾病是否指達到住院程度

才可以？ 

無論夫妻是否服務於同一機關，均可同時申請家庭

照顧假，由服務機關應視情形判斷是否准假。嚴重

疾病，也依個案事實認定，機關可要求其提出相關

證明文件，並無侷限達到住院程度。 
 

         申請延長病假後有什麼規定應該要注意的？ 

延長病假開始請假後，2年內合併計算假期不得超過1

年，但銷假上班1年以上者，延長病假得重行起算。延

長病假日數例假日均不予扣除，期間得支領俸給。銷假

時應提出治療醫院之康復證明書。 

     如果延長病假期滿仍無法回來上班該怎麼辦？ 

已滿延長病假之期限，無法銷假者應予留職停薪。

留職停薪逾1年仍未痊癒者，應依法規辦理退休、

退職或 資遣。但因執行職務且情況特殊者，得由

機關長官審酌延長之，其延長以１年為限。 

      請問結婚前的準備，需要拍婚紗、提親可以

提前請婚假嗎？ 

現行規定為結婚登記之日前10日，可以開始請婚

假。提前數個月的準備工作，建議可以以休、事

假等方式請假。 

      夫妻同為公務人員眷屬喪葬補助應如何申請？ 

夫妻同為公務人員，同一死亡事實報領一份為限。 



 

1. 

2. 

3. 

107 年 6 月 30 日以前已退休生效之教職員，由主

管機關重新審定自 107 年 7 月 1 日起之各年度可

辦理優惠存款金額及每月退休所得，嗣因在職期

間涉犯貪汙治罪條例經判刑確定應剝奪或減少退

離(職)相關給與者，須再次重新依前開規定計算月

退休所得，並按應扣減比率計算後，另為行政處分。 

公立幼兒園教師因所任職務確有體能上限制，其自

願退休條件得予以調降為「任職滿 5 年，年滿 56

歲」。  

各機關辦理陞遷時，除出缺職務原職系外，得併同

考量將該職務得改歸之其他職系，亦納為該職務之

職系，據以認定具有擬陞遷職務任用資格人員。  

4. 

5. 

6. 

以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支應再任退休教職員

薪酬，仍屬「由政府編列預算支給」範疇；其

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者，應停

止領受月退休金及辦理優惠存款權利。  

第 15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0 屆立法委員選舉

本縣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准予補休 1 日，如放棄

補休 1 日同意改核敘嘉獎 1 次。  

延長病假之核給，不論是否為同一病情，應視

其最近 2 年內所請延長病假是否超過 1 年而

定，尚無次數之限制。 



         

7. 

8. 

9. 

10.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所定公職人員於涉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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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福部公告調整老年基本保證年金之給與標準

為 3,772 元，爰調整依公教人員退撫法規審定之

未成年子女每月加發撫卹金之給與標準為 3,772

元(原 3,628 元)，自 109 年 1 月 1 日生效。  

候用校長甄選錄取並經儲訓合格後擔任課程督學

服務年資，經評估借調期間持續從事教學、輔導

相關工作者，得認定並採計為資深優良年資。  

依師資培育法通過資格考試並修習教育實

習成績及格者，於教師證書核發作業期間，

參加教師甄試（包含代理教師甄選），同意

得以成績通過證明等，先行切結報名，教師

證書後補。  



                                            善良，不要忘記原則 
躍讀 X 悅讀 

─願我們都能成為柔軟而有鋒芒，善良而有原則的好人─ 

 漫畫《夏目友人帳》有句話：「被溫柔對待以後，自己也想變得溫

柔。我也想做些什麼，讓別人像自己一樣被治癒。」 

 現實總是太殘酷，故而人與人相處特別需要溫度，有人說溫柔是最

堅強的力量，它可以感動對方，也可以豐富自己，可以調動人際關係的

距離，讓這個社會減少抱怨、猜忌、不信任。而樂意給人溫暖的人，一

定是個善良的人。 

善良的是什麼？我看過這樣的定義：「善良」應該是你有困難，我幫助

你的義舉；是心與心等量交換的理解；是沒有高低貴賤對比的平等；是

無條件給與的無私的愛；是不刻意放大別人苦難的良知。這樣的定義好

「高大上」，其實善良很簡單，你一定看過，有人在公車上給老人孕婦

讓位、好心的同仁幫請假的同事倒垃圾、慈悲的親戚每個月存錢定期捐

給公益團體、好打不平喜歡為正義出聲的親友……、每個微不足道的替

人設想，都是善良的行為。 

 在工作上，日常生活中，當一個特別隨意的人，不和別人計較，也

不去爭什麼的人，通常是人緣極好的人，如果再加上樂於助人、處處為

人設想，那一定是個眾人倚重的善良好人，但是你有沒有發現，越善良

的人，越會變成被欺壓的對象。譬如平時幫助同事，總是不求回報、不

求感激，同事卻反而習以為常，如果哪一天太忙太累，或沒有幫助的能

力，不但不會得到安慰、諒解，反而會讓他們不開心。 

 我有一個朋友，為人和善講義氣，在職場上難免遇到一些新增的業務

找不到負責的人，一開始他無條件的攬下來，他說事情總是要有人做，到

後來當事情沒人做的時候，大家第一個先想到他。偏偏善良的他，總是害

怕對不起別人，甚至一直為別人考慮，怕拒絕了別人會給別人帶來困擾，

所以接了越來越多不屬於自己的工作，上班時間做這些多出來的工作，別

人的下班時間，他則加班來完成自己的本職業務。他想著多做一些，讓團

隊業務的進行順利也很值得，哪曉得私下卻換來同事「他就是愛表現」、

「他喜歡做就給他做」、「他是為了考核」等評價。 

 為什麼朋友的善意反而遭到誤解？其實做好事別人感不感恩、認不

認同那是別人的事，但是惡意揣測別人善意的人，是絕對不需要你的幫

助。善良不是自找麻煩，不是一腔苦水自己吞，不是溫暖了別人，卻累

死了自己；無止盡的為人著想，反倒像是沒有稜角的善良，而沒有鋒芒

的善良，不僅不能向世界傳達你的善意，反而輸送了你的怯意。 



 

推薦好書 

延伸閱讀 

                                            善良，不要忘記原則 
躍讀 X 悅讀 

─願我們都能成為柔軟而有鋒芒，善良而有原則的好人─ 

慕顏歌在《你的善良必須有點鋒芒 2》序裡如此寫道: 

「有時，善良是絕望的掩飾，有時，善良會成為缺愛，自

卑，懦弱，孤獨，偏執，經常被孤立和欺負的代名詞」 

「無底線的善良，讓社會給了我們無止盡的絕望。」 

「過度善良的人，總是經歷過無法求助，也無法自行救贖的

困境。」 

善良不是軟弱，也不是為了取悅別人而選擇毫無底線的退讓，要知道盲

目的原諒與同情是對惡的縱容。琢磨先生在《走著著，終究有天你會

懂》有幾句經典語錄： 

「善良，並不是無原則行事。 

交際，並不是無隱私交往。 

信任，並不是無底線放縱。 

寬容，並不是無條件原諒。」 

 大多數的人都希望被溫柔對待，也期許自己可以成為帶給別人溫暖

的人。但請記得，我們不需要耗盡自己的能量去溫暖他人，不需要犧牲

自己去成全別人，也不需要永無止盡的妥協去對別人示好。我們要做的

是，適度有原則的對別人好，而不是同情心泛濫。 

 善良本無錯，但在幫助別人前請先要學會保護自己，也請衡量自己

的能力可及。願我們都能成為柔軟而有鋒芒，善良而有原則的好人。 

 

 

 

  慕顏歌《你的善良必須有點鋒芒 2》 

  琢磨先生《走著走著，終究有天你會懂》 

 

 

 

  善良也要有原則，比惡毒更可怕的是沒腦子的善良 

  善良與寬容，是最容易受傷的弱點！ 

https://www.acmebook.com.tw/book.php?sn=603
https://www.gobooks.com.tw/book.php?sn=4244
https://bossmurmur.com/10703/%E5%96%84%E8%89%AF-%E4%B9%9F%E8%A6%81%E6%9C%89%E5%8E%9F%E5%89%87%EF%BC%8C%E6%AF%94%E3%80%8C%E6%83%A1%E6%AF%92%E3%80%8D%E6%9B%B4%E5%8F%AF%E6%80%95%E7%9A%84%E6%98%AF%E3%80%8C%E6%B2%92%E8%85%A6%E5%AD%90/
https://www.marieclaire.com.tw/lifestyle/book/44204?atcr=506b56


                            宅經濟~不怕疫情，三步驟不出門就可以吃好料！ 
美食報報 

2012 年餐飲外送服務平台 foodpanda 興

起，2016 年提供交通服務的 Uber 也推出了

餐飲外送品牌 UberEats，而在 2019 下半年

這兩家平台同時進入彰化，讓彰化人也可以拿

手機輕鬆點餐、等待美食送到。 

 

首先，請先在手機裡備妥 foodpanda 或

UberEats APP，接著開啟 APP 進行帳號註

冊，註冊完成後就可以開始點餐囉！ 

 

由於目前並非彰化縣內都是外送範圍，所以大

家點餐前務必記得先輸入外送地址再挑選餐

廳。 

 

目前彰化縣內主要提供外送服務的區域是彰化

市和員林市，如果是在縣府內服務的同仁，

foodpanda 或 UberEats 都可以提供外送，

中午不知道吃什麼，可以試試從手機找餐廳、

選美味唷！ 

本喵已餓~ 

鏟屎官還不快點! 



        注意!你不能不知道的春天好發疾病！ 
健康園地 



本府人員動態 

單位 職稱 姓名 到職日期 備註 

計畫處 處長 高孟定 109/2/1 政務人員任命 

府本部 參議 楊瑞美 109/2/1 他機關調入 

法制處 科長 謝松穎 109/1/16 他機關調入 

社會處 社會工作師 廖芷瑩 109/1/2 他機關調入 

城觀處 科員 林明瑩 108/12/20 他機關調入 

主計處 科員 杞育霖 108/12/30 他機關調入 

民政處 科員 吳鎵伊 109/1/16 他機關調入 

社會處 科員 王杏芳 109/3/2 他機關調入 

社會處 科員 林鈺淇 109/3/2 他機關調入 

主計處 科員 許玉貞 109/3/2 他機關調入 

主計處 科員 林雯嫻 109/3/16 他機關調入 

工務處 技士 陳立綱 109/1/2 他機關調入 

新聞處 辦事員 林信良 109/1/2 他機關調入 

農業處 辦事員 李健新 109/1/16 他機關調入 



本府人員動態 

單位 職稱 姓名 到職日期 備註 

民政處 辦事員 蔡聖弘 109/2/18 他機關調入 

農業處 技士 蘇琪雰 109/1/2 本機關調陞 

財政處 處長 劉坤松 109/2/1 本機關平調 

經綠處 處長 劉玉平 109/2/1 本機關平調 

行政處 處長 王玟升 109/2/1 本機關平調 

新聞處 處長 李俊德 109/2/1 本機關平調 

城觀處 處長 田飛鵬 109/2/1 本機關平調 

府本部 參議 陳燕慧 109/2/1 本機關平調 

府本部 參議 馬英傑 109/2/1 本機關平調 

新聞處 科員 謝侑穎 108/12/30 本機關平調 

社會處 社會工作師 張恩惠 108/12/20 考試 

社會處 社會工作師 方薇誼 108/12/20 考試 

社會處 社會工作師 包瓊如 108/12/20 考試 

社會處 社會工作師 盧盈妤 108/12/20 考試 



本府人員動態 

單位 職稱 姓名 到職日期 備註 

農業處 科員 林大晉 108/12/20 考試 

經綠處 科員 劉怡君 109/1/15 考試 

工務處 技佐 郭峰銓 108/12/20 考試 

社會處 社會工作師 蔡旻真 108/12/27 回職復薪 

勞工處 科員 謝旻芝 108/12/31 回職復薪 

人事處 科員 陳麗絹 109/1/24 回職復薪 

新聞處 科員 許芸涵 109/2/8 回職復薪 

水資處 技佐 陳偉庭 108/12/30 回職復薪 

建設處 技佐 陳品嘉 109/3/16 回職復薪 



本府人員動態 

單位 職稱 姓名 離職日期 備註 

府本部 薦任祕書 莊新得 109/2/24 調任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機要 

主計處 科員 邱麗貞 109/3/2 調任本縣消防局科員 

城觀處 科員 王琮賢 108/12/23 調任臺中市龍津高級中等學校組長 

人事處 科員 李宥承 109/1/16 調任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助理員 

城觀處 科員 王嘉傑 109/1/30 調任彰化縣福興鄉公所技士 

主計處 科員 龔柏華 109/3/16 調任彰化縣地方稅務局科員 

農業處 技士 陳睿翔 109/1/22 調任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中港分處技士 

水資處 技士 張文瑋 109/1/9 調任南投縣政府技士 

法制處 科長 王雅智 109/1/16 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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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東國

小陳美惠主任、本府陳雅琪科員及黃羿斐科員 



本府人員動態 

單位 職稱 姓名 離職日期 備註 

農業處 科長 殷世栓 109/3/2 退休 

財政處 辦事員 莊靜娟 109/2/10 退休 

社會處 社會工作師 謝依純 109/3/1 育嬰留職停薪 

教育處 科員 陳瑩玲 108/12/30 育嬰留職停薪 

社會處 科員 郭郁菁 109/1/2 育嬰留職停薪 

行政處 處長 蔡松煇 109/2/1 辭職 

建設處 科長 趙本弘 109/3/1 辭職 

建設處 技士 陳信宏 109/3/1 辭職 

建設處 技士 蔡智閔 109/3/15 辭職 

美編人員 

田尾鄉公所施竣詔主任、花壇國中楊佾穎主任、竹塘鄉公所陳昀棻助理員、和美高中陳思錡組員、

伸港國中沈才淯助理員、鹿東國小黃盟景助理員 



人事人員動態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到職日期 備 註 

人事處 科員 余維誠 109/1/16 衛福部中區老人之家人事管理員調任 

鹿港鎮公所 課員 許月孌 109/1/16 鹿港公所課員調任 

秀水鄉公所 課員 石位進 109/2/27 衛福部彰化老人養護中心人事管理員調任 

福興國中 主任 郭姿佑 109/1/16 鹿港鎮公所課員陞任 

靜修國小 助理員 凃宥溱 109/1/31 西螺鎮公所人事室課員調任 

新民國小 主任 黃麗雲 109/2/5 北斗國小主任調任 

北斗國小 主任 古雅琳 109/3/17 芳苑國中主任調任 

芳苑國中 主任 劉淑丹 109/3/17 成功高中組員調任 

東芳國小 主任 陳鴻文 109/2/24 忠孝國小主任調任 

忠孝國小 主任 周麗芳 109/2/24 東芳國小主任調任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離職日期 備 註 

新民國小 主任 許淑姿 109/2/5 退休 

人事處 科員 李宥承 109/1/16 調任台中市環保局 

中山國小 助理員 林宛萱 109/3/5 調任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人事室課員 

社頭公所 課員 謝東諺 109/1/16 陞任社頭公所行政室室主任 

芳苑公所 課員 陳錦虹 108/12/27 陞任芳苑公所農業課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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