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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梅子節  千人做梅DIY  南投梅子節  千人做梅DIY  圖文/石維倫
    南投是國內重要的梅鄉，但今年受

暖冬影響，花期改變，讓結果不良，產

量掉兩、三成，但南投梅子節是每年重

頭戲，信義鄉農會梅子夢工廠3月31日

舉辦「千人做梅DlY」，希望打響南投

梅鄉品牌與口碑，逾千人闔家DlY做梅

，場面壯觀。南投縣長林明溱非常歡迎

全國民眾利用休閒假期前來品梅。

    今年受1月、2月乾旱影響，南投梅子結實數量只剩往年2成到3成，結實少但品

質更好，南投縣政府與信義鄉農會合辦「南投梅子節」系列活動，31日在信義鄉農

會梅子夢工廠開幕，當天有千人製梅、特色輕食料理品嚐、梅子料理等，南投縣長

林明溱說，縣府每年青梅盛產期舉辦南投梅子節，廣邀民眾來賞梅、品梅，並推廣

南投優質梅子產品，今年雖因乾旱導致梅子減產而價格上揚，但縣府推廣熱度不減

，尤其南投梅子產品種類多、品質優，食用梅子對健康有益，期盼透過推廣讓更多

人愛上梅產品。

    南投縣信義鄉農會總幹事黃志輝說，31日

開幕當天在梅子夢工廠已辦理免費千人製梅體

驗，兌換限量輕食料理、免費品嚐梅子料理、

品評農村酒莊釀造梅酒；4月20日在國道南投服

務區舉辦脆梅製作體驗，民眾付費報名參加者

可將半成品帶回家，還可額外獲得2台斤新鮮脆

梅。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表示，梅子營養

豐富，具有鈣、鐵等多種礦物質及豐富有機酸

，但不適宜直接食用，可依梅子成熟度不同，

加工成脆梅、紫蘇梅、陳年梅、梅醬、梅醋、

梅酒等梅製品，是一種強鹼性食品，能平衡人

體酸鹼值，是現代人保健養生最好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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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年金改革知多少~知性之旅
南投縣草屯鎮炎峰國民小學人事室/蔡曉珮主任

    正巧書院(督賀蔬苑)位於草屯鎮墩煌路三段中投快速道路

旁，每每經過這棟質樸、美麗卻氣派十足的建築物附近，讓人

心中總有一股衝動想一窺她的神秘面紗，於是徵詢本縣第二知

識圈同仁意見，決定第2次集思論壇於此地點舉辦，雖在市郊

，周圍環境優美秀麗，是一處兼具文藝、休閒及美學合一的庭

園餐廳。一踏進書院廣場，映入眼簾的是一大片油綠草地，入

口二株松樹樹齡超過五十年，正以優雅姿勢夾道歡迎我們。    

日式庭園內還擺放一台復古腳踏車，遊走其中，令人彷彿散步

在典雅的日式莊園，瞬間將剛剛的煩惱都拋到九霄雲外。園內

綠樹成蔭、百坪之綠地及復古建築風格融合五行元素顏色讓這

棟建築格外吸引人的眼光。雖然迫不及待想好好探索這棟建築

物，念頭及此，但還是須將正事辦妥，再來好好細細品味這沈

穩質樸的地方，因為本次活動特別邀請我們

最親民的大家長劉處長蓬期蒞臨指導以及人

事界第一把交椅達人吳雙輝主任來為我們勉

勵與指導，這才是本次活動的亮點喔！

    在書院內優雅餐廳內，聆聽劉處長與知

識圈同仁分享年金改革後縣府面臨問題及協

助退休公教協會提起訴願等等心路歷程，鑒

於我國的年金制度改革後政府面臨世代危機

，隨著人口快速老化，所需經費年年增

加，又因少子化海嘯現象，年輕世代的

未來負擔日趨沈重，政府部門如何與民

眾共體時艱，面對年金改革內涵，如何

與退休人員溝通及說明，希望世代攜手

共同解決公、教、勞各職業別年金制度

的財務破產危機。

    此次年金改革衝擊已退休及將退休人員，為減少年輕人照顧老

年長輩的醫療及照顧負擔，同時又能確保年輕世代退休時生活得到

同樣完整的國家照顧。雖然領取的退休金較過去有所減少，但卻可

維持年金制度長期永續穩健運作，並讓世代皆能共生及共存為目標

。

    年金改革過程人事業務量繁瑣又艱鉅，劉處長也提到特別感謝

所有人事同仁的協助配合與付出，也期許大家能藉由多元管道持續

提供年金新制相關資料及業務宣導，秉持人在公門好修行，希望給

予退休人員予以親切說明，以解除已退休及將退休同仁們的不安及

疑惑。

    接下來登場的是所有人事人員的師傅吳雙輝主任，分享其人事

生涯心路歷程以「歡喜做，甘願受」為主題，吳主任以過來人身分

分享人事人員應具備除了專業外，更應有同理心去看待身邊同仁，

也建議大家要注重養身及養心功夫，才能享受健康的退休生活。今

天活動以一問一答的互動模式，劉處長對於本縣第二知識圈的同仁

平時推動業務上遇到

挫折予以勉勵及期許

，也為與會同仁帶來

滿滿的溫暖及對同仁

付出予以肯定，期許

大家不論是專任人事

及兼任人事人員，相

信每個人只要在自己

崗位上盡本份並不斷

精進自己專業，相信

一定可以為機關提供

優質專業服務品質，也為自己公務

生涯更添精采一頁。

    歡樂時光倏忽驚覺時序已過正

午，頓感飢腸轆轆，準備享用蔬苑

準備養生蔬食套餐，十分令人訝異

的是，平時無肉不歡的學員，竟讚

不絕口，精湛廚藝及菜色繽紛亮麗

，讓人回味無窮！

    在茶餘飯飽後，書院導覽人員帶大家前往各樓層以五行設計

的房間及頂樓佛堂，富饒宗教意涵，書院頂樓佛堂十分莊嚴，負

責導覽人員是書院主人的千金，十分親切及可人，投影片中娓娓

道來父親經歷風災後不畏挫敗再度奮起並發願要為世人及天地間

盡一份心力，話說父親事業有成，虔誠的他感念宗教帶給他的家

庭事業圓滿成功，原本在鹿谷溪頭興建佛堂因土石流一夕成為廢

墟，也讓書院主人重新思考人須敬天，對於身處的環境應予愛護

，因為人與大自然是為一體的理念。

    書院內除用餐環境優雅外，樓上房間可供遊客住宿，房間設

計充滿五行元素，內部裝設質樸優雅，頂樓可以遠眺壯觀的九九

峰美景，近看烏溪河畔二旁綠油油的稻田，閉上雙眼深深吸一口

鄉間清新空氣，吹著涼涼的夏風，令人壓力彷彿瞬間釋放，回想

長官的勉勵溫暖的話語及書院主人勇氣的事蹟，讓焦躁的心情沈

澱下來，漸漸對那些煩人的事也釋懷了。眼前讓人放鬆的美景，

彷彿身心靈也連帶的被療癒了。

    人事人員在職場中扮演的角色，除了提供法令上權益的服務

外，也是同仁身心靈加油站，每

一個人事人員總在自己崗位上提

供盡善盡美的服務，而各區知識

圈活動的推展，是為區域內人事

人員提供一個互相支援平台，也

為人事人員提供一個身心靈充電

的時光，希望能舒緩夥伴們工作

上的疲憊和壓力，沉澱心靈後找

到重新再出發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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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長輩的醫療及照顧負擔，同時又能確保年輕世代退休時生活得到

同樣完整的國家照顧。雖然領取的退休金較過去有所減少，但卻可

維持年金制度長期永續穩健運作，並讓世代皆能共生及共存為目標

。

    年金改革過程人事業務量繁瑣又艱鉅，劉處長也提到特別感謝

所有人事同仁的協助配合與付出，也期許大家能藉由多元管道持續

提供年金新制相關資料及業務宣導，秉持人在公門好修行，希望給

予退休人員予以親切說明，以解除已退休及將退休同仁們的不安及

疑惑。

    接下來登場的是所有人事人員的師傅吳雙輝主任，分享其人事

生涯心路歷程以「歡喜做，甘願受」為主題，吳主任以過來人身分

分享人事人員應具備除了專業外，更應有同理心去看待身邊同仁，

也建議大家要注重養身及養心功夫，才能享受健康的退休生活。今

天活動以一問一答的互動模式，劉處長對於本縣第二知識圈的同仁

平時推動業務上遇到

挫折予以勉勵及期許

，也為與會同仁帶來

滿滿的溫暖及對同仁

付出予以肯定，期許

大家不論是專任人事

及兼任人事人員，相

信每個人只要在自己

崗位上盡本份並不斷

精進自己專業，相信

一定可以為機關提供

優質專業服務品質，也為自己公務

生涯更添精采一頁。

    歡樂時光倏忽驚覺時序已過正

午，頓感飢腸轆轆，準備享用蔬苑

準備養生蔬食套餐，十分令人訝異

的是，平時無肉不歡的學員，竟讚

不絕口，精湛廚藝及菜色繽紛亮麗

，讓人回味無窮！

    在茶餘飯飽後，書院導覽人員帶大家前往各樓層以五行設計

的房間及頂樓佛堂，富饒宗教意涵，書院頂樓佛堂十分莊嚴，負

責導覽人員是書院主人的千金，十分親切及可人，投影片中娓娓

道來父親經歷風災後不畏挫敗再度奮起並發願要為世人及天地間

盡一份心力，話說父親事業有成，虔誠的他感念宗教帶給他的家

庭事業圓滿成功，原本在鹿谷溪頭興建佛堂因土石流一夕成為廢

墟，也讓書院主人重新思考人須敬天，對於身處的環境應予愛護

，因為人與大自然是為一體的理念。

    書院內除用餐環境優雅外，樓上房間可供遊客住宿，房間設

計充滿五行元素，內部裝設質樸優雅，頂樓可以遠眺壯觀的九九

峰美景，近看烏溪河畔二旁綠油油的稻田，閉上雙眼深深吸一口

鄉間清新空氣，吹著涼涼的夏風，令人壓力彷彿瞬間釋放，回想

長官的勉勵溫暖的話語及書院主人勇氣的事蹟，讓焦躁的心情沈

澱下來，漸漸對那些煩人的事也釋懷了。眼前讓人放鬆的美景，

彷彿身心靈也連帶的被療癒了。

    人事人員在職場中扮演的角色，除了提供法令上權益的服務

外，也是同仁身心靈加油站，每

一個人事人員總在自己崗位上提

供盡善盡美的服務，而各區知識

圈活動的推展，是為區域內人事

人員提供一個互相支援平台，也

為人事人員提供一個身心靈充電

的時光，希望能舒緩夥伴們工作

上的疲憊和壓力，沉澱心靈後找

到重新再出發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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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因公涉訟輔助淺析員工協助方案
南投縣國姓鄉公所人事室/洪祺雯主任

壹、前言

    有鑑於政府機關公務人員、學校職員、鄉鎮市公所首長因從事公務發生爭

訟案件，應檢察官偵查、法院傳喚，來回法院影響上班心情及公務之推動，爰

整理公務人員因公涉訟輔助相關規定，俾利人事人員參考，提供員工必要時的

協助。

    因公涉訟好發於公務人員於執行職務時，因錯誤的積習、利益分配不均、

首長違法指示等情形涉訟，而何謂涉訟的主體及何謂依法執行職務，及其是否

合於請領涉訟補助的要件，攸關人事人員專業的判斷、個案審查的正確性、補

助費的請領或追繳，而相關單位於事件發生時所扮演的角色、對於危機的控管

、當事人情緒的安撫，影響人事的安定性及組織氛圍甚多，其重要性不言可喻

。相關概念茲簡要摘述如下。

貳、謂依法執行職務?

    這可以拆分成二個部分來看，一個是依法，另一個是執行職務。

一、什麼是依法呢?

         簡要言之，依法指的是合於刑事、民事、行政法令規章的行政作為， 

     必須未受定有刑期、罰則的刑事、民事判決或公務人員懲戒委會的處分或

     監察院的彈劾，也就是合法的行政行為，其作為本質上無可責性或非難性

     ，才稱為依法。

二、什麼是執行職務呢? 

  (一)公務人員每份職缺都有其相應的職務編號及職務說明書，職務說明書

      上所載的內容，就是職務範圍。

  (二)但是很多人的工作偏偏與職務說明書不符，是被機關首長書面工作指派

      的，而這樣的工作內容也視為職務範圍。

  (三)執行職務範圍內的工作，是很顯然地在執行職務。因執行職務出差，及

      因出差衍生的事情，在相當程度上若與執行職務有直接密切關係，也視

      為執行職務。

三、另外因長官署名下達之書面命令而執行職務者，視為依法執行職務，但長

    官命令有違反刑事法律者，不得視為依法  

    執行職務。

參、涉訟主體包含哪些?(除遺族外，均以現

職人員涉訟為必要，不含退休人員)

一、公務人員

二、準用人員

   (一)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公布施行前已進用未經銓敘合格之公立學校職員。

   (二)私立學校改制為公立學校未具任用資格之留用人員。

   (三)公營事業依法任用之人員。

   (四)各機關依法派用、聘用、聘任、僱用或留用人員。

   (五)應各種公務人員考試錄取占法定機關、公立學校編制職缺參加學習或訓

       練之人員。

三、準用對象

    遺族(公務人員涉訟期間亡故，依法律得提起或承受訴訟之人)

四、比照對象

   (一)政務人員。

   (二)民選公職人員。

   (三)其他於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機構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

       員。

肆、輔助要件為何?

依法執行職務，而涉及民事、刑事訴訟案件。

一、在民事訴訟為原告、被告或參加人，每一審級、再審及聲請非常上訴程序。

二、在刑事訴訟偵查程序或審判程序為自訴人、告訴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

    偵查每一程序(例如：聲請再議、發回續行偵查、交付審判等)、每一審級

    、再審及聲請非常上訴程序。

伍、公務人員可否和服務機關打官司，申請因公涉訟輔助呢?

不可以。

陸、輔助標準及請求權時效?

一、於偵查每一程序、民事或刑事訴訟每一審級、再審及聲請非常上訴程序，

    每案不得超過前一年度稽徵機關核算執行業務者收入標準之二倍。

二、自得申請之日起，因十年間不行使而消滅。但因不可抗力之事由，致不能

    行使者，自該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

三、非依法執行職務不予涉訟輔助，後因不起訴處分或無罪判決確定，重行向

    服務機關申請者，應自不起訴處分或裁判確定之日起三個月內為之，不適

    用十年期間。(所謂不起訴處分，不包括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及第

    二百五十四條所為之不起訴處分)

柒、相關單位的作為(參考台北市政府)

一、人事單位該做什麼？

   (一)成立因公涉訟輔助審查小組，受理涉

       訟案件。

   (二)協助當事人或單位內其他人員申請個

       別或團體協談。

   (三)當事人如符合公務人員因公涉訟輔助辦法所定申請輔助資格，人事單位

       應主動告知。

   (四)因公涉訟，基於法定義務出庭作證或說明、答辯，且經機關核准者，得

       以公假登記前往。

   (五)公務人員因羈押而停職，於停職期間之俸給，依公務人員俸給法規定辦

       理。

二、政風單位該做什麼?

   (一)得協助當事人瞭解被約談或傳喚之原因。

   (二)得派員陪同當事人前往應訊。

   (三)機關如遭檢調機關搜索，政風單位應主動派員到場。

   (四)掌握訴訟進度，適時報告機關首長知悉。

三、服務單位該做什麼?

   (一)得指定發言人就案情統一說明，並應避免私下對外談論或批評。

   (二)得提醒當事人對於因公涉訟業務內容，應做合於法令或解釋之應答，不

       應輕率假設或遽為判斷。

   (三)得協助收集、保存相關有利證據，以維護當事人權益。

   (四)為避免因公涉訟期間影響業務推動，服務單位得視情況調整或酌減當事

       人業務量。

   (五)服務單位得提醒當事人於遭傳喚或約談時攜帶常用(緊急)藥品或眼鏡等

       個人所需或有助於審閱文件之用品；如有懷孕、精神疾病或其他身心因

       素，有特殊需求者，得事先聯繫傳喚或約談單位預作妥善安排。

   (六)為避免應訊後恐有遭羈押之虞，服務單位得事先詢問當事人之緊急聯絡

       人及其聯絡方式，並視案情提醒當事人事先告知家屬或親友，預為籌措

       交保費用，以縮短後續等待交保時間。

捌、結語

    曾有律師講過，錢要花在前面，不要花在後面，能和解的就不要打官司，因

為就算告贏也要花律師費和時間，拿這些錢和時間來玩樂，豈不是更好。這一句

話，一點也沒錯，凡事以和為貴，自能化險為夷。

    值得叮嚀的是偵查庭是檢察官為了解事實真相所為的訊問庭，還未起訴前稱

為偵查階段，這是事實認定的過程，看似平凡無奇，卻關係後續的法律效果甚鉅

，偵查庭就該延聘律師，不可不慎。

    最後謹祝各位同仁工作順心，2019年豬年行

大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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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有鑑於政府機關公務人員、學校職員、鄉鎮市公所首長因從事公務發生爭

訟案件，應檢察官偵查、法院傳喚，來回法院影響上班心情及公務之推動，爰

整理公務人員因公涉訟輔助相關規定，俾利人事人員參考，提供員工必要時的

協助。

    因公涉訟好發於公務人員於執行職務時，因錯誤的積習、利益分配不均、

首長違法指示等情形涉訟，而何謂涉訟的主體及何謂依法執行職務，及其是否

合於請領涉訟補助的要件，攸關人事人員專業的判斷、個案審查的正確性、補

助費的請領或追繳，而相關單位於事件發生時所扮演的角色、對於危機的控管

、當事人情緒的安撫，影響人事的安定性及組織氛圍甚多，其重要性不言可喻

。相關概念茲簡要摘述如下。

貳、謂依法執行職務?

    這可以拆分成二個部分來看，一個是依法，另一個是執行職務。

一、什麼是依法呢?

         簡要言之，依法指的是合於刑事、民事、行政法令規章的行政作為， 

     必須未受定有刑期、罰則的刑事、民事判決或公務人員懲戒委會的處分或

     監察院的彈劾，也就是合法的行政行為，其作為本質上無可責性或非難性

     ，才稱為依法。

二、什麼是執行職務呢? 

  (一)公務人員每份職缺都有其相應的職務編號及職務說明書，職務說明書

      上所載的內容，就是職務範圍。

  (二)但是很多人的工作偏偏與職務說明書不符，是被機關首長書面工作指派

      的，而這樣的工作內容也視為職務範圍。

  (三)執行職務範圍內的工作，是很顯然地在執行職務。因執行職務出差，及

      因出差衍生的事情，在相當程度上若與執行職務有直接密切關係，也視

      為執行職務。

三、另外因長官署名下達之書面命令而執行職務者，視為依法執行職務，但長

    官命令有違反刑事法律者，不得視為依法  

    執行職務。

參、涉訟主體包含哪些?(除遺族外，均以現

職人員涉訟為必要，不含退休人員)

一、公務人員

二、準用人員

   (一)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公布施行前已進用未經銓敘合格之公立學校職員。

   (二)私立學校改制為公立學校未具任用資格之留用人員。

   (三)公營事業依法任用之人員。

   (四)各機關依法派用、聘用、聘任、僱用或留用人員。

   (五)應各種公務人員考試錄取占法定機關、公立學校編制職缺參加學習或訓

       練之人員。

三、準用對象

    遺族(公務人員涉訟期間亡故，依法律得提起或承受訴訟之人)

四、比照對象

   (一)政務人員。

   (二)民選公職人員。

   (三)其他於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機構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

       員。

肆、輔助要件為何?

依法執行職務，而涉及民事、刑事訴訟案件。

一、在民事訴訟為原告、被告或參加人，每一審級、再審及聲請非常上訴程序。

二、在刑事訴訟偵查程序或審判程序為自訴人、告訴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

    偵查每一程序(例如：聲請再議、發回續行偵查、交付審判等)、每一審級

    、再審及聲請非常上訴程序。

伍、公務人員可否和服務機關打官司，申請因公涉訟輔助呢?

不可以。

陸、輔助標準及請求權時效?

一、於偵查每一程序、民事或刑事訴訟每一審級、再審及聲請非常上訴程序，

    每案不得超過前一年度稽徵機關核算執行業務者收入標準之二倍。

二、自得申請之日起，因十年間不行使而消滅。但因不可抗力之事由，致不能

    行使者，自該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

三、非依法執行職務不予涉訟輔助，後因不起訴處分或無罪判決確定，重行向

    服務機關申請者，應自不起訴處分或裁判確定之日起三個月內為之，不適

    用十年期間。(所謂不起訴處分，不包括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及第

    二百五十四條所為之不起訴處分)

柒、相關單位的作為(參考台北市政府)

一、人事單位該做什麼？

   (一)成立因公涉訟輔助審查小組，受理涉

       訟案件。

   (二)協助當事人或單位內其他人員申請個

       別或團體協談。

   (三)當事人如符合公務人員因公涉訟輔助辦法所定申請輔助資格，人事單位

       應主動告知。

   (四)因公涉訟，基於法定義務出庭作證或說明、答辯，且經機關核准者，得

       以公假登記前往。

   (五)公務人員因羈押而停職，於停職期間之俸給，依公務人員俸給法規定辦

       理。

二、政風單位該做什麼?

   (一)得協助當事人瞭解被約談或傳喚之原因。

   (二)得派員陪同當事人前往應訊。

   (三)機關如遭檢調機關搜索，政風單位應主動派員到場。

   (四)掌握訴訟進度，適時報告機關首長知悉。

三、服務單位該做什麼?

   (一)得指定發言人就案情統一說明，並應避免私下對外談論或批評。

   (二)得提醒當事人對於因公涉訟業務內容，應做合於法令或解釋之應答，不

       應輕率假設或遽為判斷。

   (三)得協助收集、保存相關有利證據，以維護當事人權益。

   (四)為避免因公涉訟期間影響業務推動，服務單位得視情況調整或酌減當事

       人業務量。

   (五)服務單位得提醒當事人於遭傳喚或約談時攜帶常用(緊急)藥品或眼鏡等

       個人所需或有助於審閱文件之用品；如有懷孕、精神疾病或其他身心因

       素，有特殊需求者，得事先聯繫傳喚或約談單位預作妥善安排。

   (六)為避免應訊後恐有遭羈押之虞，服務單位得事先詢問當事人之緊急聯絡

       人及其聯絡方式，並視案情提醒當事人事先告知家屬或親友，預為籌措

       交保費用，以縮短後續等待交保時間。

捌、結語

    曾有律師講過，錢要花在前面，不要花在後面，能和解的就不要打官司，因

為就算告贏也要花律師費和時間，拿這些錢和時間來玩樂，豈不是更好。這一句

話，一點也沒錯，凡事以和為貴，自能化險為夷。

    值得叮嚀的是偵查庭是檢察官為了解事實真相所為的訊問庭，還未起訴前稱

為偵查階段，這是事實認定的過程，看似平凡無奇，卻關係後續的法律效果甚鉅

，偵查庭就該延聘律師，不可不慎。

    最後謹祝各位同仁工作順心，2019年豬年行

大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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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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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另外因長官署名下達之書面命令而執行職務者，視為依法執行職務，但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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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

肆、輔助要件為何?

依法執行職務，而涉及民事、刑事訴訟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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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以。

陸、輔助標準及請求權時效?

一、於偵查每一程序、民事或刑事訴訟每一審級、再審及聲請非常上訴程序，

    每案不得超過前一年度稽徵機關核算執行業務者收入標準之二倍。

二、自得申請之日起，因十年間不行使而消滅。但因不可抗力之事由，致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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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政府人事處1 0 8年 3月至4月人事人員任免動態

P8

南投縣政府108年3月至4月薦任第8職等以上人員動態

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報到日期

（離職）
備註

鄭喬月 南投縣政府人事處辦事員 108.03.29
107年地方特考錄
取分配訓練學

（實）習

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許素霞 本府秘書

黃意茹 本縣埔里地政事務所股長 本府地政處地用管理科專員

王源鍾 本府觀光處處長 自願退休

李孟珍 本府教育處處長 本府觀光處處長

陸正威 本府參議 本府教育處處長

蔣國全 本府社會及勞動處勞工及青年科科長 本府社會及勞動處社會福利科科長

林子平 本府政風處處長 監察院政風室主任

李俊樓 法務部廉政署副組長 本府政風處處長



書不可不讀
        淺談草屯登瀛書院之今昔

南投縣草屯鎮草屯國小人事室/洪怡真主任

一、地點

    走國道三號在草屯交

流道下高速公路，向 東

至史館路右轉在一片翠

綠的稻田中，一間古色

古香的傳統建築座落在其中，庭院四周環繞著圍牆，外觀四正深廣，內部簡

單樸素，有一種特別的寧靜莊嚴以及古樸素幽的感覺，這裡就是南投草屯有

史以來的第一座學堂，目前列為國家三級古蹟的登瀛書院。地址 :南投縣草屯

鎮新庄里史館路文昌巷30號。

    登瀛書院創建於清道光28年（西元1848年），又名文昌祠，主祀文昌帝君

，1985年經內政部列為國家第三級古蹟，不但是許多學子祈求考運的重要地

點，它的外部建築、內部文物都保存相當完整、豐富，登瀛書院可以說是全

台灣62所書院中保留最完整的一座書院。

    登瀛書院保存之文物豐富，如文昌帝君、侍神、土地公立像等精緻雕塑；

牌匾、朱文公神位、魁夫子神位、執事牌、香爐、供桌、燭台等也都十分完

整，為上乘古物，也是珍貴的文化資產。登瀛書院四周圍牆環繞，遠離市儈

，並且原有建築物風貌，靜靜地佇立於綠油油的位於稻田中，訪客置身其中

，彷彿回到舊年代，因此登瀛書院已成為著名的古蹟型南投旅遊景點，當然吸

引許多到南投旅遊的遊客絡繹不絕。

二、歷史源流和典故

    以前南投和草屯地方以前是平埔族西拉雅族南投社

(南投)和北投社(草屯)，清朝雍正年間，前來開墾的漢

人增加迅速，雍正十二年(西元1734)，清廷為了教化北

投社平埔族的子弟，設有土番社學一所。乾隆年間，草

屯的仕紳在北投街設北投義學，作為漢人子弟啟蒙的地

方。到了道光年間，時漢人之拓墾已歷一百餘年，民生

欣欣向榮，文風鼎盛，先在南投設立藍天書院。草屯(

北投)的學子必須跋涉到南投就讀，深覺不便和辛苦，

因此北投堡總理莊文蔚、職員洪鐘英等人發起，勸募得銀五千八百元，卜地

於北投街郊現址建登瀛書院。工程始於道光二十七年（西元一八四七年）十

月，翌年十二月竣工。建立文昌祠為學堂，招收北投堡內成年子弟，傳授讀

書、作文、作詩等課業，取名為「登瀛書院」。名字由來得自「十八學士登

瀛洲」的典故，話說李世民在秦王府開設文學館。招攬儒士。立十八學士。

後文學館昇格翰林院。又開科取仕。一片昇平景象。瀛洲指仙山(史記

6-6-56)。登瀛洲即上仙山。十八學士登瀛洲，亦即鯉魚躍龍門。

　　登瀛書院，正殿祀奉文昌帝君、朱子、魁星等，俗稱文昌祠。內設山長

一人，聘請舉人、貢生、廩生等擔任，設正、副董事各一名，爐主一名。書

院非專為考試而設，無官試，費用來自堡內玉峰社、碧峰社、萃英社、梯雲

社等捐贈，其經營管理，與官府無關。書院招收北投堡內成年子弟、讀書、

作文、作詩等課業，每年二月、八月舉行春秋二祭，屆時仕紳的子弟會飲宴

饗。

P9



一、地點

    走國道三號在草屯交

流道下高速公路，向 東

至史館路右轉在一片翠

綠的稻田中，一間古色

古香的傳統建築座落在其中，庭院四周環繞著圍牆，外觀四正深廣，內部簡

單樸素，有一種特別的寧靜莊嚴以及古樸素幽的感覺，這裡就是南投草屯有

史以來的第一座學堂，目前列為國家三級古蹟的登瀛書院。地址 :南投縣草屯

鎮新庄里史館路文昌巷30號。

    登瀛書院創建於清道光28年（西元1848年），又名文昌祠，主祀文昌帝君

，1985年經內政部列為國家第三級古蹟，不但是許多學子祈求考運的重要地

點，它的外部建築、內部文物都保存相當完整、豐富，登瀛書院可以說是全

台灣62所書院中保留最完整的一座書院。

    登瀛書院保存之文物豐富，如文昌帝君、侍神、土地公立像等精緻雕塑；

牌匾、朱文公神位、魁夫子神位、執事牌、香爐、供桌、燭台等也都十分完

整，為上乘古物，也是珍貴的文化資產。登瀛書院四周圍牆環繞，遠離市儈

，並且原有建築物風貌，靜靜地佇立於綠油油的位於稻田中，訪客置身其中

，彷彿回到舊年代，因此登瀛書院已成為著名的古蹟型南投旅遊景點，當然吸

引許多到南投旅遊的遊客絡繹不絕。

二、歷史源流和典故

    以前南投和草屯地方以前是平埔族西拉雅族南投社

(南投)和北投社(草屯)，清朝雍正年間，前來開墾的漢

人增加迅速，雍正十二年(西元1734)，清廷為了教化北

投社平埔族的子弟，設有土番社學一所。乾隆年間，草

屯的仕紳在北投街設北投義學，作為漢人子弟啟蒙的地

方。到了道光年間，時漢人之拓墾已歷一百餘年，民生

欣欣向榮，文風鼎盛，先在南投設立藍田書院。草屯(

北投)的學子必須跋涉到南投就讀，深覺不便和辛苦，

因此北投堡總理莊文蔚、職員洪鐘英等人發起，勸募得銀五千八百元，卜地

於北投街郊現址建登瀛書院。工程始於道光二十七年（西元一八四七年）十

月，翌年十二月竣工。建立文昌祠為學堂，招收北投堡內成年子弟，傳授讀

書、作文、作詩等課業，取名為「登瀛書院」。名字由來得自「十八學士登

瀛洲」的典故，話說李世民在秦王府開設文學館。招攬儒士。立十八學士。

後文學館昇格翰林院。又開科取仕。一片昇平景象。瀛洲指仙山(史記

6-6-56)。登瀛洲即上仙山。十八學士登瀛洲，亦即鯉魚躍龍門。

　　登瀛書院，正殿祀奉文昌帝君、朱子、魁星等，俗稱文昌祠。內設山長

一人，聘請舉人、貢生、廩生等擔任，設正、副董事各一名，爐主一名。書

院非專為考試而設，無官試，費用來自堡內玉峰社、碧峰社、萃英社、梯雲

社等捐贈，其經營管理，與官府無關。書院招收北投堡內成年子弟、讀書、

作文、作詩等課業，每年二月、八月舉行春秋二祭，屆時仕紳的子弟會飲宴

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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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保存文物之豐聖，為本省其他書院所望塵莫及，例如文昌帝君、侍神

、土地公立像等雕塑之精緻；牌匾、執事牌、香爐、供桌、燭台、朱文公神

位、魁夫子神位等極其完整，且皆屬上乘古物，堪稱珍貴的文化資產。

三、建築結構及特色

    登瀛書院的結構坐北朝南，前有照壁，左右有護龍，居中則為獨立的中殿

，也就是講堂。在講堂裡的神龕則從左至右供奉著紫陽夫子朱熹、文昌帝君

以及魁斗星君。屋頂採用的是單簷歇山式，其左右側會從山牆伸出栱來，並

有著列柱支撐，可以說是一種從硬山轉變成歇山頂的作法。在建築部分，圍

牆環繞的單進兩翼齋舍的三合院建築裡，正前方有燕托翹脊的照牆一座，中

央為三開門的正殿，並有兩齋舍（護龍）、肄業房、山長房、藏書庫等格局

，正殿殿內木彫、彩繪等裝飾都相當完整。而在文物部分，例如文昌帝君、

侍神、土地公立像等雕塑，正門上懸掛的「登瀛書院」，神龕上方懸掛有「

文運重興」、「學教敦倫」等匾額，還有執事牌、香爐、供桌、燭台、朱文

公神位、魁夫子神位等極其完整，由於年代久遠，十分珍貴，是具有重要價

值的文化資產。

    登瀛書院建院工程始於西元一八四七年，先後改建四次都盡力保持建築物

原有風貌。

四、登瀛書院對於草屯地區文化促進之舉隅

    登瀛書院是草屯第一座學堂，被列為國家三級古蹟，所保有的文物相當豐

富，其位於遼闊的稻田中，相當古樸幽靜，乃是全島六十二所書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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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建築物保存最完整者。

２、捐出最多的土地，發展地方教育的書院。

３、保持清譽，正派經營，不以怪力亂神、乩童、符咒等開闢財源，保持文

    廟之嚴肅寧靜型態，塑立了不隨俗的典範。(取資草屯鎮誌)

４、春祭大典―點光明燈：所以不同於其他的書院，每到考試季節，都可以

    見到學子們在廂房內念書，或是點個光明燈，希望文昌帝君諸神明可以

    引領學子們有個好的前程，而且於每年的農曆一月三十日為書院之春際

    大典，歡慶文昌帝君之聖誕，每年文昌帝君的生日同時舉行學士燈及功

    名燈開燈儀式，該書院管委會依古禮準備麵線、壽龜等供品舉行春際大

    典，祭典之後，便由穿上祭祀誦經禮服的婦女拿著登記點「功名燈」、

   「學士燈」的名冊，一一向文昌帝君報告點燈者姓名，希望神明能保佑考

    生，誦經的同時，功名燈和學士燈也一併點亮，將一整年不滅。登瀛書

    院是考生祈求考運的最佳地點。

５、與一般的書院或是寺廟一樣，南投登瀛書院一年當中也會舉辦重要的祭

    典，每年的農曆1月30日為登瀛書院之春際大典，歡慶文昌帝君之聖誕，

    書院會準備麵線、壽龜等供品舉行春際大典，同時進行學士燈及功名燈

    開燈儀式，以保佑考生。此外，由於南投登瀛書院環境清幽、安靜，因

    此每到考試季節，除了考生會來祈求考運之外，學子們在廂房內念書，

    也是登瀛書院一個獨特的人文景觀。走過二百多年，南投登瀛書院仍是

    洋溢濃厚的書香氣息，坐書院前的老榕樹下微風陣陣吹來，彷彿聽見了         

    學子們低喃的讀書聲，恬諡的氛圍，也將繼續孕育南投草屯淳厚鄉土風

    情與書卷氣息。    

                       (資料編寫參考自：訪草屯鎮公所之登瀛書院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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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法規照過來人事法規照過來

考核訓練科

P13

   依銓敘部108年2月26日部法二字第10847466971號書函略

以，鑒於近來酒後駕車傷及無辜民眾案件頻傳，造成自身與他

人生命、財產損害甚鉅，引發社會大眾非議。為事前防範公務

人員酒後駕車致人傷亡之不幸事件發生，並維護公務人員身心

及家庭之健全、強化自我管理及責任感，端正公務人員形象，

確保符合公務員服務法第5條謹慎勤勉之規定。各機關學校應

加強落實平時宣導教育及督導，請於內部公開集會、訓練及其

他相關場合宣導禁止酒後駕車，貫徹政府杜絕酒後駕車之決心

。另倘有酒駕甚至肇事行為，各機關學校應衡酌事實發生之原

因、損害程度或對政府形象之影響程度等，依公務人員考績法

相關規定評定適當之考績等次及課予相當之行政懲處，俾維護

政府及公務人員形象。



人事法規照過來人事法規照過來

退休給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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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考試院會同行政院民國108年3月19日修正發布之公務人

員領有勳章獎章榮譽紀念章發給獎勵金實施要點，配合公務

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等規定自107年7月1日起施行，修正提

高本要點有關各類勳獎章、榮譽紀念章獎勵金之發給標準。

本次修正係溯自107年7月1日施行，為保障上開施行日後退

休及撫卹人員權益，各機關應依修正後規定發給渠等人員相

關獎勵金及勳績撫卹金，如有差額，應予補發。

追溯自107年7月1日以後退休及撫卹者，依上開規定各等次

服務獎章需補發差額：

    一等服務獎章補發差額4,200元

(15,000-10,800=4,200)。

    二等服務獎章補發差額2,800元

(10,000-7,200=2,800)。

    三等服務獎章補發差額1,400元

(5,000-3,600=1,400)。

(依據銓敘部108年3月26日部管四字第1084776140號函辦

理。)

一、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