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人事服務簡訊 

 本期主題：誰來考績?  

揭開考績委員會的神秘面紗 

 美食報報 

超前佈署王功漁火節~來去吃好料！ 

 特別附錄—舒壓園地   

教你種出綠鑽石，打造自己辦公室專屬療育盆栽   

更多精采內容，請參閱本期季刊。 

       2020/夏季刊 MESSAGE 
CHANGHUA 

109 年端午龍舟人事聯隊 



 
半線脈動 

 

                  中臺灣唯一國際龍舟錦標賽鹿港登場中臺灣唯一國際龍舟錦標賽鹿港登場   超前部署超前部署--彰化縣萬人新冠肺炎血清抗體調查啟動彰化縣萬人新冠肺炎血清抗體調查啟動  

資料來源 https://www.chcg.gov.tw/ch/newsdetail.asp?bull_id=317945  

     全台首例，超前部署，彰化縣政府與臺大公共衛生學院

合作進行萬人新冠肺炎血清抗體調查，結合縣內醫療院所一

起進行，將在 9月底完成，針對新冠肺炎確診個案及接觸

者、居家檢疫、醫療照護防疫人員、居家關懷、長照據點長

者及工作人員等 5大高風險族群檢測，取得大數據做為研發

疫苗和治療方法的參考，確保國人安全。 

        王縣長表示，這次由縣府與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彰

化基督教醫院及中央研究院共同合作新冠病毒血清抗體調

查，主要目的在於了解社區新冠肺炎「過去感染」的狀態，

評估不同暴露條件下的感染風險，同時也能為新冠病毒疫苗

和治療方法提供參考方向，為精準防疫決策提供有力的科學

依據。國內目前僅有彰化縣提供高風險族群民眾一萬個免費

篩檢名額，希望符合受檢資格的鄉親們，把握機會，踴躍參

與此次檢測。 

        彰化 C型肝炎檢測是全台

第一，新冠病毒檢測也跑第

一，彰化人為了臺灣人的健康

也，為了臺灣的未來，走在前

面，檢測結果除用以預測疫情趨勢外，亦能為政府防疫作為

之決策提供有力科學依據。  

 

資料來源 https://www.chcg.gov.tw/ch/newsdetail.asp?bull_id=317143 

     五月五慶端午，一年一

度的鹿港慶端陽系列活動-國

際龍舟錦標賽，自民國 68年

第一屆辦理，到今(109)年已

辦理 41屆，遠近馳名，為台

灣觀光年曆國際級賽事之

一，也是中台灣唯一的端午龍舟賽。今年鹿港國際龍舟錦標賽

於 6月 24日、25日在彰化縣福鹿溪水道南岸舉行，首次以網

路直播方式，讓無法前來現場的民眾，也能透過網路直播感受

端午佳節歡騰的氣氛、觀看經典又刺激的龍舟賽事。  

        王縣長說，原本因為受到疫情影響，一度停辦「2020鹿港

國際龍舟錦標賽」，但在疫情緩和以及地方民眾的期盼之下，

縣府開始緊急籌措活動，除了加深端午節的熱鬧氣氛，也透過

祈福灑淨儀式，希望未來一年大家都能幸福平安又健康。  



      誰來考績?-揭開考績委員會的神秘面紗 

        公務人員考績制度的設

計，是為能公正、公平，對於

交付審議案件做出客觀處置，

促使公務人員積極任事。同時

發揮拔擢優秀人才，遏阻行事

違失，進而提升機關整體績效。

考績委員會則是維持該制度運

作的關鍵核心。 

        透過法定組成及流程規

範，讓議案能夠在委員會內集

思廣益，進行多元價值溝通，

提供首長客觀的判斷視野。也

由於考績、獎懲決議對於公務

人員個人官等、陞任、俸級、

退休等權益密切相關，期許未

來讀者們能親身參與運作，或

是面對行政處分或管理措施認

有不當，則可適時答辯、申訴，

以維護個人權益。 

考績委員會 
の籌組 

1 確定考績委員總規模 

各機關基於人員規模及往年運作效能，於籌組前會先確定本屆委員人數

（法定人數在5~23人之間）。 

2 委員組成 

為兼顧首長考核權、基層代表性及性別平等，將其委員分為3大

類： 

(1)指定委員：由首長就本機關人員中指定。 

(2)當然委員：由人事主管擔任。 

(3)票選委員：由機關受考人票選產生。員工可自行登記（或由

單位推薦）成為候選人，其當選名額係委員總數每滿4人應有2

人計算之。 

候補人員應於當選公告中列出，於票選委員出缺時依序遞補。 

(4)性別保障機制：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1/3（機關內性別比例

差距大，另依組成比例計算）。 

(5)公務人員協會代表機制：主管機關若已成立公務人員協會者，

其委員中應有1人（協會不推薦則不在此限）。 

 

3 任期 

各委員任期1年，期滿得連任。 

心若委屈向誰去喊冤 



Q 
同仁對於機關所為的行政處分（如：申誡或記過）、管
理措施（如：任意調動）認為不當，該如何保障自身權
益？ 

      誰來考績?-揭開考績委員會的神秘面紗 

考績委員會運作實務 

1 任務職掌 

(1) 年終考績、另予考績、專案考績及平時考核之初核或核議事項。 

(2)處理法規明定應交考績委員會核議事項、機關首長交議事項。 

(3)例常案件由『單位主管提出獎懲建議』→『遞送考績委員會初核』 

→『機關長官核定』。 

2 議事規則 

(1)開會：全體委員過半數出席，始得開會。 

(2)決議：出席委員半數以上同意，始得決議。可否均未達半數時，主席

可加入任一方以達半數同意。 

(3)首長對決議事項具不同意見： 

a對平時考核獎懲結果有意見，得簽註意見，交考績委員會復議。對考績

初核結果有意見，除未變更考績等次之分數調整，得逕行為之外，應交考

績委員會復議。 

b對復議結果仍不同意時，首長得加註理由後變更之。 

3 重要原則 

(1)保密：會議過程應嚴守秘密，不得洩漏，除工作人員外，均不得錄音、

錄影。 

(2)迴避：對涉及本身之事項應自行迴避；對非涉及本身事項，依其他法律

規定應迴避者，從其規定（委員應行迴避者，於決議時不計入該案件出席

人數計算）。 

(3)調查及當事人陳述權益：初核或核議前條案件有疑義時，得調閱有關資

料，必要時並得通知受考人、有關人員或其單位主管到會備詢，詢畢退席。 

心若委屈向誰去喊冤 

公務人員對於處分機

關管理措施、工作條

件、平時考核獎懲認

為不當有所不服 

(如任務指派他地服

務、考績列乙等、記

過、申誡) 

可向服務機關提出

申訴。 

(收受處分次日起

30日內) 

機關再以書面函復

當事人 

公務人員不服

機關函復，可

向公務人員保

障暨培訓委員

會提起再申訴 

（復函送達次

日起 30日內提

出） 

公務人員對於原處分

機關行政處分，認為

違法或顯然不當，致

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 

（如俸級、任用之審

查或免職、停職處分、

考績列丙、丁等） 

應繕具復審書經由

原處分機關向保訓

會提起復審。 

(處分送達次日起

30日內) 

復審人如不服

復審決定，得

於決定書送達

之次日起2個月

內，依法向該

管司法機關請

求救濟。 



 
法規新訊 

1. 
教師借調至縣府教育處行政支援，如未明訂須返校授

課，其借調或支援期間之年資，應由其學校、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就該段期間所從事之工作是否實際與教學

工作相關，本權責進行審認得否併計辦理資深優良教

師獎勵。  

2. 
於高中、國中、小學教育階段任教之教師，倘持多學

制教師證於同一學校之不同學制間調動，尚符合介聘

辦法規定，其實際服務年資得併計為申請介聘之實際

服務年資。  

3. 

4. 

5. 

6. 

教師於育嬰或應徵服兵役留職停薪期間，不限完整學

期始可採計，可分段累計採計至多 2學期(1年)，與實

際服務年資加總合於六學期者，符合申請介聘之資格。 

教師經學校依法予以解聘，且議決 1年不得聘任為教師，嗣後學校以該師另涉其他類此

行為再為議決 1年不得聘任為教師，前後 2次之執行應分別依規定計算，惟不得聘任之

期間重疊者，應於第 1次不得聘任期間屆滿後，再另行計算第 2次不得聘任期間。  

教師於 COVID-19（武漢肺炎）防疫期間，其婚假

如因國際疫情嚴峻，致無法於法定（延長）期限內

請畢，得經學校同意，於疫情結束後 1年內請畢。  

學校於 COVID-19（武漢肺炎）防疫期間，如因防

疫需要致無法於百日之期限內核給教師喪假，而教

師確有延後申請喪假需求，學校得審酌於教師相關

親屬死亡之日起 1年之期限內給假。 

7. 
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尚未完成 108學年度國民旅遊

卡刷卡休假補助申請者，即日起放寬刷卡消費日不

限於休假日、刷卡類別增列「珠寶銀樓業及儲值性

商品」之措施。  



         
法規新訊 

8. 

9. 

10. 

11. 

12. 

13. 

14. 
109年退休（伍）軍公教人員年終慰問金發給對象，按月支

（兼）領月退休金（俸）之基準數額，業經行政院公告為新

臺幣 2萬 5,000元以下。  

機關員工使用個人電子票證搭乘臺北捷運報支費用，按其搭

乘時所使用票證之扣款金額支付，無須核算扣減回饋金。 

機關員工因公務需要使用個人定期票搭乘大眾

運輸工具，考量定期票採無限搭乘方式，且搭

乘時並無實際支付當次交通費事實或產生額外

費用負擔，不得報支交通費。 

公務人員因育嬰留職停薪而自願調整較低職務者，於回職復

薪回復原職務或與原職務同一陞遷序列之職務時，得免經甄

審。  

公務人員及兼任行政職務教師於(學)年度中亡故或罹患傷病，

致無法親持國民旅遊卡於特約商店刷卡消費，其強制休假補

助費請領方式如下：(1)亡故，應全數發給。(2)罹患傷病，機

關學校得擬訂符合實際需求之措施，報請主管機關核定後實

施，以解決其無法請領強制休假補助費之問題。  

同意人事人員借調、兼任或代理職務之性質採計為歷練規定

之主管機關人事機構歷練條件。 

各機關如於事後始知悉受考人於過去考績年度

內具違法失職行為，依下列方式處理： 

(一)原則上於知悉當年度核予平時考核懲處。 

(二)例外得撤銷（重辦）受考人違法失職年度

之考    績。 

(三)撤銷（重辦）期間限制：應以撤銷（重

辦）受考人 10年內之年終（另予）考績及一

次記二大功專案考績為限。 

(四)應避免重複考評：倘機關業採行前開

（一）之方式，自不應再以相同事由採行

（二）之方式。反之亦同。 



                         
模範公務人員 

 

 

 

 

 

一、102 年起於彰化縣政府教育處服務，公職生涯已屆 6 年，

主辦體育相關業務。102 年至 104 年適逢中部首座國民運

動中心-彰北國民運動中心興建，為教育處第一個促參業

務，積極了解各項法規、契約規定，年為縣庫創收 300 萬

元，另 105 年至 106 年適逢本縣辦理全國中等學校運動

會，各項比賽場地亟待整建，積極任事，圓滿完成場館整

建任務。 

二、106 年擔任科長期間，積極辦理相關運動場館興(整)建業務

與營運管理，並推動各項社會體育活動，鼓勵縣民規律運

動，創造運動經濟效益，每年舉辦 3,000 場次以上活動，

並主動盤點中央部會資源，爭取各項競爭型計畫補助，跨

部會爭取環保署公廁整建經費，迄今累計爭取中央經費約

6 億元。 

三、為改善本縣基層體育設施及遊戲場環境，推動充實改善學

校體育設施計畫、創意兒童遊戲場計畫及友善兒童遊戲場

計畫等，實際會勘各級學校場地，了解學校師生、社區民

眾之需求。截至 108 年 12 月，推動場館設施整建共計

377 項內容，並積極協助各工程發包事宜。 

            喬麗文  / 教育處體育設施科科長 
 

 

         

 

 

 

 

 

        為激勵公務同仁士氣，樹立學習標竿，本府每

年均定期選拔在專業領域上有優異表現的模範公務

人員，109 年度本縣模範公務人員選拔活動，經過

嚴謹的遴薦、周密的評選程序，共有 9 位公務人員

獲選為模範公務人員(男性 5 位、女性 4 位)，其中

本府科長許僅宜及賴如雅 2 人將代表本縣參加全國

模範公務人員選拔。 

        為讓同仁瞭解此次獲選模範公務人員之工作表

現，發揮見賢思齊之效果，特刊載其具體優良事

蹟，分享工作歷練、成就及自我期許，以為同仁學

習之標竿，並帶動本縣優質公務文化。 

恭 喜 

獲 
獎 同 

仁 



 

 

 

 

一、推動軌道建設：爭取彰化市鐵路高架化及台中捷運

綠線延伸彰化，並啟動「鹿港捷運路線」及「員林

溪湖二林捷運路線」可行性評估工作，以串聯所有

軌道運輸系統。 

二、辦理路網先期規劃，爭取建設經費達 82.83 億元。 

三、提升公共運輸服務：除榮獲 106 年「金運獎-運量

成長獎」，107 年、108 年旅客人數倍增；已完成

建置智慧型候車設施、彰化公車 APP ；新闢多條

市區公車路線，籌辦轉運站規劃設計案，並更新汰

換老舊公車達 40 輛次。 

四、停車管理：於彰化市、員林市及鹿港鎮實施收費，

爭取公務收入 1 億 3 千萬元；爭取設置 5 座前瞻停

車場興建經費 16.65 億元。  

五、智慧交通：因應智慧交通趨勢，推動鹿港鎮智慧停車

導引系統建置及本縣智慧交通安全及控制規劃作

業。 

                        許僅宜  / 工務處運輸管理科科長  
模範公務人員 

 

 

 

 

 

 

 

106~108 年任社會處社會發展科&保護服務科科長具體

事績如下： 

一、具體獲獎事項如下： 

    (一)全國社區發展業務考核 106 年、108 年特優，成績全國  

第一。 

    (二)彰化縣政府好事彰揚獎勵計畫，獲頒 106 年、108 年 2

次拔粹團隊獎。 

二、申請前瞻基礎建設 19 案，核定 1 億 2,708 萬 7,000 元

整。 

    (一) 「公共服務據點整備之整建長照衛福據點計畫」-社區 

活動中心項目。 

       1、新建 4 案，核定 9,830 萬元整。 

        2、修繕及改建 12 案，核定 2,546 萬 6,000 元整。 

     (二) 「公有危險建築補強重建有關公有社區活動中心耐震評        

估及整建計畫」。 

        1、耐震能力評估 1 案，核定 15 萬元。 

        2、耐震補強計畫 2 案，核定 317 萬 1,000 元整。 

        鐘泂偉   / 社會處保護服務科科長    



 

 

 

 

 

一、擔任新聞科長協助局處召開各項縣政記者會，全年

服務不打烊普獲駐縣媒體讚譽：學以致用，任勞任

怨，持續服務於新聞處超過 17 年，各項新聞宣傳

廣獲媒體報導，致力行銷彰化，如挪威選手伊登來

彰化田中馬，協助把握時機適時行銷讓世界看見彰

化。強化各項作為，如交通建設及醫療衛生服務，

施政滿意度獲媒體《施政用心、人民有感》中奪得

金獎，行銷彰化縣勇獲各項佳績，運用多媒體管道

進行宣傳，並積極克服困難，績效卓著。 

二、行銷各項創新作為，亮點彰化，新聞宣傳，成效

顯著：彰化正在改變，協助宣傳去年的節慶活

動，如花在彰化、鹿港慶端陽、王功漁火節、海

牛文化節等，協助在有限的經費下，改變思維、

努力發揮創意創意行銷，帶動在地經濟。 

                        賴如雅   / 新聞處新聞發布科 
模範公務人員 

 

 

 

 

 

一、自 107 年 1 月擔任消保官起即針對消保業務推出創新作

法 ，108 年首創舉辦「守護食安聰明納稅社區法律行動

專車」活動、設攤宣導及校園、業者、婆媽市場宣導共

29 場次、增加夜間及假日遠端視訊法律諮詢展現本府

貼心服務， 共有 1106 位民眾利用此管道為法律諮詢。

107 年從食、衣、住、行、育、樂六層面之「事前教育

宣導」、「事中加強查核」到「事後即時救濟」嚴格食

安把關，積極推動全方位消保宣導，共辦理 53 場次。 

二、積極強化年節等食品查核及檢驗： 108 年及 107 年各

29 場次針對散（包)裝食品保存期限、產地等項目查

核。結合「中彰投消保聯合律師團」向中央提出修法建

議維護消費者權益，以行動展現達到「消費保護網絡

化」、「消保宣導多元化」及「消費環境優質化」，點

亮彰化消保之光。 

  

      林秀蓮    / 法制處消費者保護官 
 



 

 

 

 

 

 一、推動戶政事務所組織整併： 

1.召開跨局處會議，強化橫向整合本府各相關局處，

就其職權部分，全力協助支援，並如期順遂完成各

項業務轉換。 

 2.重視同仁工作權及保障人事安定，實施計畫採循序漸

進，達到變革創新與穩定人心雙贏的局面。 

 3.以「核心戶所」及「衛星辦公室」的概念運作，共用

資源及彼此互相支援，兼顧服務效能及效率，強調

【戶政合併、服務不變】的重要理念。 

 二、辦理祝生好孕金鏟子及戶政業務評鑑成績卓越： 

 1.對於特殊節日辦理結婚登記的新人，致贈「早生貴

子包」及「金鏟子」，表達對新人的祝福，展現貼

心有感的施政，深獲民眾好評。 

 2.內政部對各縣市政府辦理戶政業務年度評鑑，本縣  

連續八年榮獲優等，107 年更獲乙組第 1 名殊榮。 

                        李焜鵬 / 民政處戶政科科長                     
模範公務人員 

 

 

 

 

 

一、100 年 10 月 28 日派任彰化縣消防局溪湖分隊隊

員，從事各項救災救護等緊急救援任務，除了平

時於救災救護現場擔任第一線救援人員外，並身

兼消防局之潛水搜救人員，充分利用所學參與數

次重大災害及水域救援任務，在局內長官認同之

下，分別於 103 榮獲鳳凰櫥窗榮譽榜、107 年消

防楷模以及 108 年重大災害搶救績優人員。 

二、100 年辦理消防局災害預防科業務，評鑑多次獲

獎，為提升專業素養充實自我，105 年取得土木

暨防災研究所碩士學位，並於 106 年業務調整後

辦理災害管理科業務，發揮所長輔導轄內社區參

與防災社區之營造，並參與數次災害防救演習；

現在主要承辦災害管理業務及義勇消防人員業

務，透過地方民力資源，勸募數百只住宅用火災

警報器及一輛消防警備車。 

         徐尚瑋   / 彰化縣消防局隊員   



 

 

 

 

 

 

一、擔任學校護理師期間之工作態度、品德、工作知能

均有卓越表現，107 年榮獲彰化縣優良學校護理人

員。推動學校健康促進盡心盡力，多年來皆評選為

優等，108 年評選績優進而參加 109 年健康促進

學校國際認證。致力推動含糖飲料禁止進入校園及

施行減糖教育 107 及 108 年均榮獲彰化縣國中小

學校減糖大競賽全縣第八名。照護慢性病學童不遺

餘力，108 年榮獲全國國中國小校園慢性病個案管

理成效優良獎。 

二、在校期間經常幫助弱勢及家庭突遭變故學童，給予

心理關懷輔導、提供生活物資、課業輔導及教導生

活自理。一名惡性腦癌個案家境困苦，主動提供住

院所需衛生用品、慰問金、護理指導與諮詢，個案

安寧在家離世時，予屍體護理，並持續關懷家屬。  

                      李昭婷   / 白沙國民小學護理師   
模範公務人員 

 

 

 

 

 

 

一、李旻樺醫師兼主任醫學系畢業後，97 年到台中醫

院家醫科接受訓練後，有感於對基層公共衛生的

興趣與服務熱忱，100 年至彰化市南西北區衛生

所擔任醫師兼主任，發揮所長帶領衛生所於 102

年榮獲第七屆「金所獎」優等獎，並通過「糖尿

病健康促進」、「高齡友善健康照護」機構認

證。 

二、為增進一般科醫師對基層公共衛生之了解，協助

彰化基督教醫院家庭醫學科訓練課程，提供醫師

至衛生所見習； 108 年起，協助彰化秀傳紀念醫

院提供醫師畢業後衛生所實務訓練。106 年承辦

「2017 預防保健實證國際研討會」整合式健康篩

檢示範觀摩會，讓彰化縣萬人健檢名揚國際。 

三、李旻樺醫師兼主任對於民眾服務、機構間之合

作、衛生局交付之任務都能積極承擔，盡善盡

美，廣獲好評。 

  李旻樺   / 彰化市南西北區衛生所醫師兼主任   



                            當黑天鵝來臨時我們該如何活下去！ 

 從今年 2 月起，COVID-19（新冠肺炎）疫情在短短數

月，攻城掠地蔓延全球，近 700 萬人罹病，致各國紛紛採取

撤僑、禁航、關閉邊界、封城等措施。各個國家對面疫情時

心態、手段、資源各異，但最終仍被迫祭出大隔離措施，進

而造成全球經濟嚴重衝擊，各產業的損失難以估計。 

  知名思想家塔雷伯（Nassim Nicholas Taleb）有本相當

有名的書，叫《黑天鵝效應》。書中所謂的黑天鵝，是指看

似極不可能發生的事件，比如金融危機、百年一遇的颱風、

天災級強降雨，在統計學上它發生的機率可能不到 0.001%，

最後仍然發生。但真相是這些事，非常有可能出現在你的人

生當中，如同古時候的歐洲人，沒見過黑色的天鵝，就認為

黑天鵝不存在。 

 

什麼是黑天鵝效應？ 

  黑天鵝效應它有 3 大特性：不可預測性、衝擊力強大、

一旦發生之後，我們會編造出某種解釋，使它看起來似乎有

預兆、有原因，不如實際上那麼突然發生。如同現在看到仍

未平息的 COVID-19（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後續隨之而來

的經濟動盪。為什麼要等到事情發生之後，我們才認得出黑

天鵝現象呢？答案或許是，人們長久以來習慣注意已知的事

物，對於我們所不知道的事情，容易一而再，再而三忽略，

失去戒心。最終，我們無法真正地評估機會與危險，我們將

事情簡化，方便敘述及分類。也由於我們不夠開放，最終受

到極大的傷害。 

 

以反脆弱來面對機率小卻殺傷力強的黑天鵝 

  對於如何面對不可預期的黑天鵝，塔雷伯提出的解方就

是「反脆弱」（antifragile）。他認為脆弱的相反並不是堅

強，而是反脆弱。舉例來說，花瓶一旦摔碎，即使造成損壞

的動作已經停止，花瓶也不會自行修復。因此，愈脆弱事

物，一旦遭到毀壞，基本上會永遠處於損壞的狀態。而反脆

弱是，即使處於最糟的情況，仍不會受到致命傷害的能力，

像是生物演化法則的適應性。擁有「反脆弱」來跨越陷入的

窘困，會使你得到更為強大的能力。對所有人來說，要從錯

誤中學習是個重要關鍵。從試錯中吸取經驗和教訓，才能從

波動性中獲益。像是給小孩子多點試錯的機會，這樣可以讓

小孩子學習得到更多豐富的知識，而不是讓他們成為計算機

一樣的工具。 

─倖存者說：凡殺不死我的，必使我更強大！ 



 

 

1. 【志祺七七】為什麼你總是莫 

名其妙就被分手？你應該注意 

的「黑天鵝」跟「灰犀牛」 

 

2. 【財經起床號】沈雲驄談《不 

對稱陷阱：當別人的風險變成 

你的風險，如何解決隱藏在生 

活中的不對等困境》 

相關延伸閱讀 

                            當黑天鵝來臨時我們該如何活下去！ 

如何培養反脆弱的體質 

1. 多充實自己技能，別以為大樹底下好乘涼：工作不要只

看一時的收入高低，與其選擇一個大企業，更要思考的

是，你的技能、資源，可以用在其他產業嗎？可能有巨

大的潛力嗎？技術工人，比如木匠、水電工、牙醫技師

等，他們的收入本身具有波動性，但他們的職業特性對

於黑天鵝事件，切斷其收入來源有著強韌的抵禦能力。

相比之下公司裡的職員就較無承受的波動性。如果突然

間被解雇了，他們恐怕難以承擔。充實技能儲備專長，

就如同下棋高手通過減少失誤而取勝，人們通過避免破

產而致富一樣的重要。 

2. 要重視能世代流傳、能倖存下來的東西：現代的人都患

上了「新事物狂熱症」，不是最新、最前衛的就不愛關

注。但是過於新穎的東西，未經淬鍊，充滿雜訊，表示

可能帶來未知混亂的風險較高。能流傳數百數千年的經

典，想必能再流傳更多時間，你需要對過去保留一些尊

重，對老人的智慧保留一絲渴求，再對於新鮮事物存有

戒心。 

3. 過多資訊，過度干預，不見得是好事：可能我們今天所

知道的事，是建立在錯誤的基礎，或是不確定的風險之

上，而不斷積累的過程，讓人無從發覺。於是故你大量

取得的資訊，在試圖做些事情時，反而會造成干擾，反

而無助於解決核心問題。適度使用減法，減去不必要關

心，彼此衝突的雜訊，讓個人（組織）保持在樂於犯

錯，能不斷承受小小傷害，有一天能幫助我們躲避風

險，獲得收益。 

─倖存者說：凡殺不死我的，必使我更強大！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HHiacq-OD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HHiacq-OD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HHiacq-OD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7Ko6V6w7Y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7Ko6V6w7Y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7Ko6V6w7Y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7Ko6V6w7YM


                                                        來去王功~吃吃吃~~ 
美食報報 

芳苑鄉地處本縣西南沿海，鄉內王功漁港及其鄰近濕地

以產蚵聞名，由於採行特殊的平掛式養殖方式，蚵苗生

長速度緩慢，造就如土雞肉般嚼勁扎實的特殊口感，白

皙飽滿的蚵肚形似珍珠，而有「珍珠蚵」的美名。 

    這次要跟大家介紹的景點是在王功漁港旁的海洋故事

館，內部主要展覽王功海域附近潮間帶生物，屋外有蚵

殼及海洋生物造景，屋頂則是可賞夕陽和吹海風的大平

台。閒晃過後，推薦走入市街海產店享用鮮蚵，

或者來一支好吃的冰棒。巷仔內蚵仔炸位在市街

旁的小巷弄，店裡除了蚵炸，也有花枝炸、豬肉

炸，通通均一價 30 元。市街上的泉芳枝仔冰是

傳承三代的老店，除了販賣用料實在的冰棒也有

清爽綿綿冰，也是銅板就可買到的好吃小點心。

小編最推薦的是芒果奇異果冰棒，不甜膩而且吃

得到滿滿水果，是炎炎夏日消暑涼伴。 

    如果要說一個最適合遊覽王功的季節，莫過於每年暑

假。今年本府將於 8 月 15 日(六)、16 日(日)2 天舉辦

王功漁火節，當天除了煙火音樂會，也會有地方美食饗

宴及千人烤蚵活動，不同年齡層的朋友都可以享受遊覽

樂趣。 

泉芳枝仔冰 

巷仔內蚵仔炸 

王功海洋故事館



        世界紛擾~提升免疫力最好！ 
健康園地 



舒壓小品/療癒小盆栽（綠鑽石＝火龍果）

每天開不完的會議、修不完的報表，哀怨找不到出口？
這時辦公桌上如果有個可愛的小盆栽，頓時感覺被療癒了！利用日常生活就能取得的
種子，動手做一個小盆栽吧！讓你上班不再氣噗噗，生活品質up up！

1 . 取 出 果
肉 捏 碎

2 . 放 進 絲 襪
搓 揉 水 洗

3 . 將 果 肉 和 種 子
分 離 後 風 乾 種 子

4 .種 植 +
保 鮮 膜

5 . 3 至 5 天
發 芽

將種子均勻撒在培養土
上，噴水後用保鮮膜覆
蓋(保持土壤濕潤)，每
天噴水至發芽後掀開。只要澆水．不用施肥

不用花錢．隨手可種

居家佈置．改造心情

室內種植．不晒太陽



本府人員動態 

單位 職稱 姓名 到職日期 備註 

政風處 副處長 林振和 109/5/13 他機關調入 

行政處 科長 黃國綸 109/4/17 他機關調入 

行政處 科長 蔡依婕 109/6/3 他機關調入 

主計處 科員 李英豪 109/3/20 他機關調入 

城市暨觀光發展處 科員 林金泉 109/4/27 他機關調入 

主計處 科員 柯雅惠 109/5/6 他機關調入 

城市暨觀光發展處 科員 李蓓雯 109/6/8 他機關調入 

水利資源處 技士 翁作欣 109/3/24 他機關調入 

建設處 技士 張瓊如 109/4/1 他機關調入 

水利資源處 技士 廖世權 109/4/17 他機關調入 

工務處 技士 賴柏昌 109/4/17 他機關調入 

新聞處 科長 黃巧嫈 109/4/29 本機關調陞 

民政處 科員 張元評 109/4/15 本機關調陞 

勞工處 科長 黃國綸 109/5/1 本機關調任 

建設處 科長 林豊翔 109/5/11 本機關調任 

建設處 科長 鄭泓騏 109/5/11 本機關調任 

經濟暨綠能發展處 科長 林基彰 109/5/11 本機關調任 



本府人員動態 

單位 職稱 姓名 到職日期 備註 

城市暨觀光發展處 科員 林金輝 109/4/22 本機關調任 

建設處 科員 陳星辰 109/4/28 本機關調任 

建設處 科員 朱育璇 109/4/28 本機關調任 

城市暨觀光發展處 技士 許晉瑋 109/4/22 本機關調任 

城市暨觀光發展處 技士 簡百秋 109/4/22 本機關調任 

建設處 技士 施宜成 109/4/28 本機關調任 

建設處 技士 溫志偉 109/4/28 本機關調任 

城市暨觀光發展處 技士 楊儒乾 109/4/22 本機關調任 

城市暨觀光發展處 技佐 蔡佳樺 109/4/22 本機關調任 

府本部  辦事員  游筑凱  109/5/28   本機關調任  

教育處 科員 蕭莉蒨 109/3/26 108 年地特三等錄取分配本府 

法制處 科員 黃郁如 109/3/27 108 年地特三等錄取分配本府 

法制處 科員 高詣峰 109/3/27 108 年地特三等錄取分配本府 

教育處 科員 石珮君 109/3/27 108 年地特三等錄取分配本府 



本府人員動態 

單位 職稱 姓名 到職日期 備註 

主計處 科員 潘信安 109/5/8 108 年地特三等錄取分配本府 

社會處 社會工作師 周佩瑢 109/3/27 108 年地特三等錄取分配本府 

社會處 社會工作師 羅佳容 109/3/27 108 年地特三等錄取分配本府 

社會處 社會工作師 劉永淯 109/3/31  108 年地特三等錄取分配本府 

農業處 技士 陳柏璋 109/3/26 108 年地特三等錄取分配本府 

水利資源處 技士 洪貫智 109/3/27 108 年地特三等錄取分配本府 

工務處 技士 周育君 109/3/27 108 年地特三等錄取分配本府 

地政處 技士 李乙慧 109/3/30 108 年地特三等錄取分配本府 

農業處 技佐 林俞辰 109/3/30 108 年地特三等錄取分配本府 

社會處 科員 郭郁菁 109/5/28 回職復薪 

社會處 社會工作師 謝依純 109/6/1 回職復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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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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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陳雅琪科員及鄭心憶科員 

本期撰稿人員 



本府人員動態 

單位 職稱 姓名 離職日期 備註 

政風處 副處長 蕭明基 109/5/13 調任雲林縣政府副處長 

新聞處 科長 許文瑞 109/4/10 調任台中市立台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幹事 

社會處 社會工作督導 周虹君 109/5/1 調任臺中市政府社會局高級社會工作師 

勞工處 科員 許愉珮 109/3/23 調任國立彰化高級中學庶務組長 

法制處 科員 王于文 109/4/1 調任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科員 

主計處 科員 林世文 109/4/15 調任本縣聯興國小主任 

地政處 科員 林蕙玲 109/5/6 調任和美地政課長 

地政處 科員 黃盈蓁 109/5/6 調任員林地政課長 

地政處 科員 劉思瑩 109/5/6 調任溪湖地政課長 

主計處 科員 王米津 109/5/7 調任本縣溪州鄉公所課員 

城市暨觀光發展處 技士 許晉瑋 109/6/1 調任交通部公路總局西部濱海公路北區臨時工程處工程員 

經濟暨綠能發展處 技士 蘇婉瑜 109/6/30 調任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副工程司 

農業處 技佐 吳兆斌 109/4/27 調任新北市清水高級中學管理員 

主計處 辦事員 王美蘭 109/6/12 調任本縣地方稅務局科員 

農業處 專員 楊清鎮 109/6/2 退休 

經濟暨綠能發展處 科員 林志衡 109/6/2 退休 

法制處 科員 盧志強 109/3/23 考試錄取分配他機關 



本府人員動態 

單位 職稱 姓名 離職日期 備註 

城觀處 技佐 陳皇哲 109/3/27 考試錄取分配他機關 

行政處 辦事員 高苙庭 109/3/30 考試錄取分配他機關 

教育處 科長 張淑惠 109/4/1 留職停薪 

社會處 社會工作師 楊惠晴 109/4/1 留職停薪 

社會處 社會工作師 蕭卉珊 109/6/3 留職停薪 

教育處 營養師 莊麗明 109/6/3 留職停薪 

主計處 科員 李伊萍 109/6/2 留職停薪 

經濟暨綠能發展處 科員 張聖志 109/7/15 留職停薪 

社會處 科員 吳婕妤 109/7/1 留職停薪 

建設處 技士 許睿泰 109/3/24 留職停薪 

水利資源處 技士 林宗賢 109/3/24 留職停薪 

建設處 技士 黃儒黌 109/4/6 留職停薪 

地政處 技士 詹閔翔 109/5/20 留職停薪 

工務處 技士 蔡佐臨 109/6/3 留職停薪 

城市暨觀光發展處 技士 楊儒乾 109/6/2 留職停薪 

工務處 技佐 郭峰銓 109/5/5 留職停薪 

經綠處 辦事員 楊宜蓁 109/4/1 辭職 

建設處 技士 鄭書懷 109/5/4 辭職 



人事人員動態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到職日期 備 註 

人事處 科員 張雅純 109.4.16 國立佳冬高級農業職業學校人事室組員調任 

溪州國中 主任 林佳明 109.4.15 本處科員陞任 

中山國小 助理員 黃鈺菁 109.6.1 台北市北投區公所人事室助理員調任 

忠孝國小 助理員 吳禹萱 109.6.1 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人事室助理員調任 

萬來國小 主任  游湧宏 109.4.24 田尾國小人事室主任調任 

田尾國小 主任 謝淑娟 109.4.24 萬來國小人事室主任調任 

成功高中 組員 李孟珍 109.6.30 永靖國中人事室助理員陞任 

南郭國小 助理員 陳育國 109.6.24 福興國中人事室助理員調任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離職日期 備 註 

南郭國小 助理員 蘇偉妮 109.5.20 調任屏東縣明正國民中學人事室助理員 

忠孝國小 助理員 陳美秀 109.4.1 陞任衛生福利部彰化老人養護中心人事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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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美編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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