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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投縣舉辦「2019南投燈會」

從2月1日到2月24日熱鬧登場！邁

入第四年頭的南投燈會，去年成功

吸引超過450萬人次參觀，創造出

近15億觀光商機，今年因適逢己亥

豬年，以「福嘟嘟」為主題，用正

面可愛的手法，打造饒富趣味的豬

年主燈，祈求國運昌隆、「豬」事順利，南投縣長林明溱表示，規劃超過

20個主題燈區，位於南投縣會展中心周邊廣場及埔里鎮南安路兩地，結合

南投國際沙雕園區的全新沙雕作品、貓羅溪河畔的景觀花海、會展中心內

的主題展覽等活動共同展開，全台最好玩的燈會，將在南投發光。

     南投縣長林明溱指出，今年浪漫情人

橋全新完工後，在橋體上設計光雕景色，

除了貼心提供遊客從白天玩到晚上的多元

選擇外，藝術與科技兼容並蓄的創意元素

將燈會打造的更勝以往，相信2019南投燈

會將成為全國矚目焦點！主辦本次燈會的

南投縣政府觀光處王源鍾處長表示，今年除了在南投縣會展中心設有主燈

區外，還首度設置酥油花燈區，並邀請中國青海省塔立寺喇嘛現場製作酥

油花，讓民眾不用到中國的青海、西藏地區，就能欣賞到這種用酥油揉以

顏色雕塑成花卉、佛像及飛禽走獸，用於祈求吉祥平安的特殊宗教文化技

藝。

圖文/石維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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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燈會會展中心主燈區定於

2月2日起全面點燈，共有三大主題

活動、超過九大燈區，農曆春節期

間，還將加碼邀請國內外知名團體

帶來全台獨有的舞台演出，南投縣

長林明溱歡迎全國鄉親，揪友到南

投燈會走春，親身體驗一場不一樣

視、聽感官的雙重饗宴吧！

2019南投燈會活動相關資訊如下：

主燈區展出時間：108年2月2日-2月24日

展出地點：南投縣會展中心及周邊廣場。

埔里燈區展出時間：108年2月1日-2月24日

展出地點：南投縣埔里鎮南安路沿線道路。

南投縣政府官方臉書：https://www.facebook.com/nantouwelcome/ 

南投國際沙雕園區 (地點/沙雕文化園區；性質/購票入場)

今年夜間開放，力邀國際頂級沙雕藝術家親臨台灣開展，設計沙雕藝術品 

，透過五彩繽紛的燈光，投射在沙雕作品上面，展現出有別於白天觀沙的

感受。

新春特別演出：邀請大陸重慶銅梁火龍，2/21-2/24二度登場，鐵水化成

陣陣火雨和火流星的震撼畫面，不容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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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政府人事處第四知識圈 邂逅 車埕之美  邂逅 車埕之美  
南投縣水里鄉水里國民小學人事室/陳苾玲主任

   休息不是停滯不前，而是為了養

精蓄銳，往前再出發。人事人員彼此

間的交流、經驗分享，是汲取人事業

務新知的重要管道。出發總有個方向

，今日我們就相約在車埕展開第四知

識圈第3次集思壇。

    我們一行人，從水里火車站出發

，沿著河堤緩步而行，拾級而上，深

秋之美，不專美於奧萬大滿山的楓紅裏；更遍佈於濁水溪畔白茫茫的蘆葦裏

~秋風颯颯~，成片蘆葦迎風搖曳，猶如捲起千堆雪般地波瀾壯濶，直叫人驚

嘆！「秋」原來也可以這麼美!！河堤邊成排的黃金

阿勃勒，經過了一季盛夏的黃花燦爛，徒留褐色長柱

狀的莢果，亦饒富趣味，不禁讓人喚起童心，想要踮

起腳尖兒摘取賞玩一番。遠眺層巒疊嶂的群山，深淺

濃淡的綠，時而清朗鮮明，時而雲霧飄渺，氤氳之中

更顯得朦朧之美。我見青山多撫媚，讓人不覺想要擁

它入懷，料青山見我應如是呀！

    大夥兒一路上說說笑笑，或交換工作上所見所聞、或關心彼此的近況…

…，忽聞轟隆隆之聲由遠而近呼嘯而來，原來是火車經過，豁然開朗處，但

見我們此行的目的地—車埕已近在咫尺。車埕位在南投縣水里鄉，車埕站是

集集鐵道的終點站，由於車埕的地勢平坦、腹地廣大，當時由埔里運出的蔗

糖皆在車埕裝車轉運，常有上百台的輕便車停放於此，於是有人以閩南話稱

之為「車場」，因此這裡就叫做車埕。來到這裡可以參觀「車埕火車站」，

也可以逛一下「車埕老街」，彷彿回到當年車埕的榮景。「車埕老街」就座

落於「車埕火車站」附近，老街的長度不長，但到處充斥著台灣早期的紅白

相間平房以及日式的建築，走在

狹窄的巷弄之中，可以強烈感受

到濃厚的樸實味道，彷彿回到了

台灣早期的農村生活，有著令人

難以忘懷的古早味！

    「車埕老街」後方的貯木池

，雖不若日月潭「雙潭秋月」的

景色那般中外遠近馳名，卻倒也

有分小家碧玉般的清新甜美，惹人

憐愛。貯木池過去是儲放各種原木

的水池，以便原木的選擇與運送，

如今木業沒落，貯木池卻意外成了

車埕的後花園秘境，值得人們尋幽

攬勝一番，貯木池風光明媚，湖面

四周種植了楓香與樟樹，時值深秋

，金色紅色滿片閃耀亮眼透過池塘的倒映，更別具風情，而湖水與周圍山巒

遠山近水相互呼應，景色相當迷人。

    行腳至此，總不忘此行之初衷—第四知識圈第3次集思論壇活動。本知識

圈專、兼任人事人員一行約廿餘人，佇足於車埕內一家頗具古意的茶館小憩

，並展開本次集思論壇。論壇活動在人事處劉蓬期處長的致詞勉勵下展開，

劉處長念茲在茲的期勉大家，「專業是人事人員的尊嚴，而服務與關懷便是

專業的靈魂」。人事法規多如牛毛，且異

動頻繁，人事人員為同仁提供服務時，需

隨時注意所引用的法規是否為最新，以免

影響同仁的權益。此外，為免於人事同仁

過於拘泥僵硬的法令規章，辦理人事業務

流於形式主義。劉處長特別耳提面命的提

點我們，要效法「台味服務」這本書的服

務精髓。人事人員除具備專業能力外，需

同時能兼具凸顯有人味、有溫度的「差異化」，將心比心，貼心有感的服務

心態。優質且差異化的服務，感動將更能深植人心。

    俗語說：「休息是為了走更長的路」，又說福爾摩莎最美的風景是「人

」，感謝這最美的風景—人，在這山明水秀的水里給遇上。平日兢兢業業於

工作崗位上，此行之旅，不僅放鬆平日緊繃的身心靈，也由彼此的交流分享

中，汲取新知充電再出發，更為人事人員自己詮釋了一趟最佳的員工協助之

旅。感謝知識圈的人事伙伴

們，不藏私的「傳道、授業

、解惑」，猶如久旱逢甘霖

的及時雨，適時的解決了人

事業務上各種燃眉之急，感

謝~有您們真好！



P4

   休息不是停滯不前，而是為了養

精蓄銳，往前再出發。人事人員彼此

間的交流、經驗分享，是汲取人事業

務新知的重要管道。出發總有個方向

，今日我們就相約在車埕展開第四知

識圈第3次集思壇。

    我們一行人，從水里火車站出發

，沿著河堤緩步而行，拾級而上，深

秋之美，不專美於奧萬大滿山的楓紅裏；更遍佈於濁水溪畔白茫茫的蘆葦裏

~秋風颯颯~，成片蘆葦迎風搖曳，猶如捲起千堆雪般地波瀾壯濶，直叫人驚

嘆！「秋」原來也可以這麼美!！河堤邊成排的黃金

阿勃勒，經過了一季盛夏的黃花燦爛，徒留褐色長柱

狀的莢果，亦饒富趣味，不禁讓人喚起童心，想要踮

起腳尖兒摘取賞玩一番。遠眺層巒疊嶂的群山，深淺

濃淡的綠，時而清朗鮮明，時而雲霧飄渺，氤氳之中

更顯得朦朧之美。我見青山多撫媚，讓人不覺想要擁

它入懷，料青山見我應如是呀！

    大夥兒一路上說說笑笑，或交換工作上所見所聞、或關心彼此的近況…

…，忽聞轟隆隆之聲由遠而近呼嘯而來，原來是火車經過，豁然開朗處，但

見我們此行的目的地—車埕已近在咫尺。車埕位在南投縣水里鄉，車埕站是

集集鐵道的終點站，由於車埕的地勢平坦、腹地廣大，當時由埔里運出的蔗

糖皆在車埕裝車轉運，常有上百台的輕便車停放於此，於是有人以閩南話稱

之為「車場」，因此這裡就叫做車埕。來到這裡可以參觀「車埕火車站」，

也可以逛一下「車埕老街」，彷彿回到當年車埕的榮景。「車埕老街」就座

落於「車埕火車站」附近，老街的長度不長，但到處充斥著台灣早期的紅白

相間平房以及日式的建築，走在

狹窄的巷弄之中，可以強烈感受

到濃厚的樸實味道，彷彿回到了

台灣早期的農村生活，有著令人

難以忘懷的古早味！

    「車埕老街」後方的貯木池

，雖不若日月潭「雙潭秋月」的

景色那般中外遠近馳名，卻倒也

有分小家碧玉般的清新甜美，惹人

憐愛。貯木池過去是儲放各種原木

的水池，以便原木的選擇與運送，

如今木業沒落，貯木池卻意外成了

車埕的後花園秘境，值得人們尋幽

攬勝一番，貯木池風光明媚，湖面

四周種植了楓香與樟樹，時值深秋

，金色紅色滿片閃耀亮眼透過池塘的倒映，更別具風情，而湖水與周圍山巒

遠山近水相互呼應，景色相當迷人。

    行腳至此，總不忘此行之初衷—第四知識圈第3次集思論壇活動。本知識

圈專、兼任人事人員一行約廿餘人，佇足於車埕內一家頗具古意的茶館小憩

，並展開本次集思論壇。論壇活動在人事處劉蓬期處長的致詞勉勵下展開，

劉處長念茲在茲的期勉大家，「專業是人事人員的尊嚴，而服務與關懷便是

專業的靈魂」。人事法規多如牛毛，且異

動頻繁，人事人員為同仁提供服務時，需

隨時注意所引用的法規是否為最新，以免

影響同仁的權益。此外，為免於人事同仁

過於拘泥僵硬的法令規章，辦理人事業務

流於形式主義。劉處長特別耳提面命的提

點我們，要效法「台味服務」這本書的服

務精髓。人事人員除具備專業能力外，需

同時能兼具凸顯有人味、有溫度的「差異化」，將心比心，貼心有感的服務

心態。優質且差異化的服務，感動將更能深植人心。

    俗語說：「休息是為了走更長的路」，又說福爾摩莎最美的風景是「人

」，感謝這最美的風景—人，在這山明水秀的水里給遇上。平日兢兢業業於

工作崗位上，此行之旅，不僅放鬆平日緊繃的身心靈，也由彼此的交流分享

中，汲取新知充電再出發，更為人事人員自己詮釋了一趟最佳的員工協助之

旅。感謝知識圈的人事伙伴

們，不藏私的「傳道、授業

、解惑」，猶如久旱逢甘霖

的及時雨，適時的解決了人

事業務上各種燃眉之急，感

謝~有您們真好！



員工協助方案-舉
辦
聖誕交換禮物

南投縣集集鎮公所人事室/黃秀剩主任

    依據「行政院所屬及地方機關學校員工協助方案」所定服務
內容包含個人層次如工作面、生活面與健康面，組織及管理面層
次如組織變革、重大壓力事件管理及面談技巧等..... 。
    個人層次如工作面、生活面與健康面：一個真正健康的人，除了身體強
壯，精神煥發之外，個人在思想、感受和行為上，都能適當地協調，能接納
自己，與人相處，又能適應社會，還要擁有穩定的情緒和積極的生活態度。
簡言之是在生理和心理兩方面，都能保持健康，爰辦理以下活動。
            
活動構思：中國人常說“笑一笑，十年少＂，西方諺語則認為：“開懷
大笑是劑良藥＂。笑對健康的益處，得到了中西方醫學專家的普遍認可，集
集鎮公所透過辦理此項活動，期盼增進員工身心健康，提升組織競爭力。

活動內容：
1.聖誕交換禮物，設計「大風吹遊戲」進行禮物交換，請所有同仁圍著2 
  個大圈圈，隨著音樂節奏快、慢走，音樂一停，尖叫聲四起，找到椅子
  坐下的人，除了可從椅下找出號碼牌兌換已預先編好號碼的禮物，透過
  主持人營造氣氛，號碼牌「互換」號碼牌，不斷的進行禮物交換，於時
  間內號碼牌可以無數次轉手。

椅子底部有對獎號碼牌編好號碼物的禮物

先生女士們.找不到位置就準備
受罰!喔…

嘿，老兄我的位置!我是鎮長吔，你黑我!!!
明明我坐下了，硬被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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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手、腳動作慢、被推擠，被熊抱離開，找不到椅子的人員
  ，統統站在前面一排，不管您是鎮長還是秘書，同樣刑具伺
  候-自製夾耳機，等人排隊處罰你…

示範「刑具」 這位小姐，你不知考績還沒打出去?

禮物交換：號碼牌「兌換」交換禮物

辦理成效：

    聖誕節（每年12月25日)「

聖誕禮物交換」活動是時下最受

歡迎的活動，集集鎮公所透過多

元活動設計，置入性的完成員工

協助方案個人層次面向，最大的

效能是舒壓，手搭肩玩「大風吹

」遊戲讓彼此放下心防，「玩在

一起」，可降低疏離感，營造溫

馨、友善、和樂的工作環境，進

而促進身體和心理健康。

結語：

    針對全國8萬名地方公務員進行的調查報告，地方公務員的人格特質

佔多數像八爪魚，但公開場合上是靦腆的，透過活動設計，放鬆情緒，

縮短距離，減緩平時辦公壓力；集集鎮公所連續辦理2年，以不同型態，

多元方式辦理，得到的回饋令人滿足的。藉由多樣化的協助性措施，協

助員工解決工作、生活可能遭遇之困難，建立溫馨關懷的工作環境，營

造互動良好之組織文化，以提昇服務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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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政府人事處 1 0 8年 1月至 2月人事人員任免動態

P7

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報到日期

(離職日期)
備註

林淑芳 國立中興高級中學管理員 南投縣政府消防局人事室科員 108.01.02 他機關調進

張惠芳
南投縣立埔里國民中學人事

室主任

南投縣埔里鎮南光國民小學人

事室主任
108.01.03 調他機關

洪淑慧
南投縣埔里鎮南光國民小學

人事室主任

南投縣埔里鎮育英國民小學人

事室主任
108.01.03 調他機關

蔡孟遑
南投縣埔里鎮育英國民小學

人事室主任

南投縣立埔里國民中學人事室

主任
108.01.03 調他機關

黃素珍 南投縣政消防局人事室主任
南投縣立旭光高級中學人事室

主任
108.01.17 調他機關

陳俊輝
南投縣立旭光高級中學人事

室主任
南投縣政消防局人事室主任 108.01.17 調陞他機關

李美凌
南投縣南投市公所人事室主

任
南投縣草屯鎮公所人事室主任 108.01.18 調他機關

洪兆宏
南投縣草屯鎮公所人事室主

任
南投縣南投市公所人事室主任 108.01.18 調他機關

林志博
南投政府人事處人力企劃科

科員

南投縣立水里國民中學人事室

主任
108.02.15 調陞他機關

蔣皖喬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

人事室助理員

南投政府人事處人力企劃科科

員
108.02.15 他機關調進

劉振民 彰化縣衛生局辦事員
南投縣立中興國民中學人事室

助理員
108.02.18 他機關調進

林素玫 南投縣立瑞峰國民中學幹事 南投縣水里鄉公所人事室 108.02.23 調陞他機關



南投縣政府人事處108年1月至2月薦任第8職等以上人員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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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曾志良 南投縣中寮鄉戶政事務所主任 南投縣草屯鎮戶政事務所主任

趙顯彰 南投縣草屯鎮戶政事務所主任 南投縣中寮鄉戶政事務所主任

黃金池 南投縣埔里鎮戶政事務所主任 南投縣魚池鄉戶政事務所主任

石文君 南投縣魚池鄉戶政事務所主任 南投縣埔里鎮戶政事務所主任

賴雲清 南投縣南投市戶政事務所主任 南投縣名間鄉戶政事務所主任

張豐子 南投縣名間鄉戶政事務所主任 南投縣南投市戶政事務所主任

張子孝 南投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局長 辭職

史強 本府簡任秘書 南投縣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局長

江子信 南投縣仁愛鄉鄉長 本府機要秘書

張木斌 本府社會及勞動處社會福利科科長 本府社會及勞動處副處長



2 0 1 9草坪頭櫻花季2 0 1 9草坪頭櫻花季
南投縣信義鄉公所人事室/全弘毅課員

    2019信義鄉櫻花季系列活

動，於1月26日至3月3日在風

景優美山嵐圍繞之玉山觀光茶

園―草坪頭登場，玉山觀光茶

園面積約50公頃寬廣、景緻優

美 的 觀 光 茶 區 ， 沿 路 遍 植

4,0 0 0多棵櫻花樹，花季期間

山櫻花、河津櫻、吉野櫻、富

士櫻、李花、杏花、桃花爭相

鬥豔，粉紅花雨如煙似霧；全

區以貫穿草坪頭林道﹝太平巷﹞為主要觀賞路徑，茶園分佈於兩旁，左

側玉山山脈相依，高低起伏的茶園搭配上大紅山櫻花、白色李花、河津

櫻做點綴，景緻絕佳，美不勝收，呈現色彩交織的拼圖；右側茶園陳有

蘭溪相伴，與阿里山山脈相襯，配上湛藍的天空，形成獨特壯闊群山景

色，環顧四周，皆是上帝所造之自然

美景，遊客來此可輕鬆的漫步於櫻花

小徑之中，享受美麗的茶鄉風光及濃

醇的茶香，體驗遠離塵囂悠閒的慢生

活。

    信義鄉公所於民國107年起開始

對遊客收取清潔規費50元，期以價制

量，保持一定的服務品質進而誘發國

人年年前來賞花之意願，達成園區永

續經營之目標。另外，民國107年營運創造之盈餘，亦在代表會的監督下

依一定比例，從民國109年起逐年編列預算做為

草坪頭園區內觀光設施建設及清潔維護等之用。

    有鑑於過去的作法都是著重在由鄉公所訂定

觀光發展策略，而社區及協會的組織多是被動的

配合執行，未來鄉公所將因應時代發展潮流，善

盡﹝培養及提升社區組織運作能力﹞的角色，期

待讓社區及觀光發展協會可以自立自主，在這些

社區組織自行運作下，逐漸擔負起經營和發展草

坪頭地區的觀光及文化產業發展之重任，達到扶

植、促進社區觀光化，延伸信義鄉觀光動線，帶

動全鄉觀光產業鏈，營造富榮社會，亦是當前原

鄉發展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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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事法規照過來人 事法規照過來

任免銓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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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考試院108年1月16日考臺組貳一字第10600096801號令

辦理。

本次修正職系說明書、一覽表，係依考試院第12屆施政綱

領所定「通盤檢討整併職組職系」之政策方向，簡化公務人

員職系，增加人員調動彈性，期使政府機關人才培育及人力

運用，發揮更積極之功能。修正後職系由現行96個(行政類

45個、技術類51個)調整修正為57個(行政類25個、技術類

32個)，職組由現行43個(行政類15個、技術類28個)調整修

正為25個(行政類9個、技術類16個)。

又本案對於職組、職系之設置、職系調任規定均作大幅度修

正，為使各機關及公務人員能充分瞭解修正情形，並辦理各

機關職務重新歸系及現職公務人員動態送審作業，爰定自

109年1月16日施行。

上開一覽表、職系說明書及修正總說明、對照表均登載於銓

敘部全球資訊網/銓敘法規/法規動態項下，供各界查閱。

   考試院民國108年1月16日修正發布之職系說明書、職組暨職

系名稱一覽表(以下簡稱一覽表)及修正總說明、對照表，說明如

下：

一、

二、

三、

四、



人事法規照過來人事法規照過來

考核訓練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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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行政院107年10月30日院授人培字第1070054929號函

規定，自108年1月1日起，各機關（構）公務人員每人每年

學習時數規定仍聚焦於業務相關之學習活動，又業務相關學

習時數仍維持20小時，其內涵如下：

（一）其中10小時必須完成當前政府重大政策、環境教育

     及民主治理價值等課程：

     1、當前政府重大政策（1小時）。

     2、環境教育（4小時）。

     3、民主治理價值課程（5小時）：性別主流化、廉政

        與服務倫理、人權教育、行政中立、多元族群文化

        、公民參與等。

（二）其餘10小時由公務人員自行選讀與業務相關之課程

     ，各機關並得依施政重點、業務需要或同仁職能發展

     自行規劃辦理相關課程。

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108年度訓練實施計畫已於108年1月16

日訂定函頒，請各機關學校依計畫內容配合辦理，並於同年

9月30日前協助完成以下事項：

（一）督促所屬公務人員每人應完成與業務相關學習時數

     20小時，其中10小時必須完成當前政府重大政策、環

     境教育及民主治理價值等課程，採數位或實體課程均

     可，惟請以數位學習為優先，並鼓勵渠等踴躍選讀本

     府於「ｅ等公務園＋學習平臺」指定之數位組裝課程

     (路徑：登入「ｅ等公務園＋學習平臺」－組裝課程－

     縣市組裝專區－南投縣組裝專區）。

（二）各機關公務人員完成上開必須完成10小時學習時數

     達成率應至少達60％以上；學校公務人員應至少達80

     ％以上。

一、

二、



人事法規照過來人事法規照過來

退休給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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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銓敘部108年2月14日部退三字第10847310422號書函

，有關「各級政府退休(職)公(政)務人員調降退休(職)所

得節省經費挹注退撫基金金額確認」會議紀錄，配合辦理事

項：依旨揭會議紀錄討論決議案由二，為求未來挹注基金金

額之計算更臻精確及便利，將由銓敘部開發相關資訊系統提

供自動化作業，同時請各發放機關發現退休人員有法定停發

、暫停或喪失領受權情事時，應確實於退撫平臺完整註記停

發、暫停或喪失事由及起訖日期等相關內容，避免產生彙報

內容與審核結果之差異。另亦請各人事主管機構務必督促所

屬人事人員確實辦理，並由人事行政總處協助強化退撫平臺

功能及督導管考。

依據教育部108年2月15日臺教人(四)字第1080022084A號

書函，有關「107年度各主管機關所屬機關(構)學校退休教

職員調降退休所得節省經費挹注退撫基金金額確認事宜」會

議紀錄，配合辦理事項： 

(一)為使未來計算節省經費挹注退撫基金之金額更臻正確

    ，請各校於支領一次退休金、支（兼）領月退休金人

    員有異動時（包括喪失、停止、暫停發放；原因如死

    亡、再任、長期居住大陸、褫奪公權、行蹤不明…）

    ，應確實於「全國公教人員退休撫卹整合平臺」（以

    下簡稱退撫平臺）執行停發註記，俾利核算正確之金

    額。

(二)本案計算節省經費挹注退撫基金之金額正確性，本府

    將「停發註記」之執行，列入年度人事業務績效考核

    之參據。

一、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