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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因面臨新冠肺炎讓國人紛紛走進大自然，體驗大自然之美。

位在南投縣竹山鎮的忘憂森林，海拔約1600公尺，這裡原本是一座原始

柳杉林，經過九二一大地震造成崩落土石堵住小山谷出口，大雨過後便

形成了小型的堰塞湖，原本高山青翠的柳杉木，因長期浸泡在水中而形

成為枯木，也因此造就此片森林的特殊景觀。

忘憂森林 秘境美景

    由於此處位居高山，終日霧

氣瀰漫，因此也有「迷霧森林

」之稱。濕氣為忘憂森林帶來

豐富的自然生態，四周景致時

而山嵐飄渺、時而陽光普照，

高聳入天的林木與水中倒影相

互映襯，朦朦朧朧的景致顯得

美麗又憂愁，吸引國內許多民眾來此拍照，甚至有不少新人特地前來取

景搶拍婚紗照。透過網路無遠弗屆資訊不斷傳播的影響下，忘憂森林儼

然已成為到竹山杉林溪必遊私房景點，而「台灣九寨溝」的美譽之稱也

更隨之遠播。

忘憂森林 景象壯觀

忘憂森林係因九二一大地震後所形

成得堰塞湖，冬天因為雨水較少，

忘憂森林會呈現一片乾涸狀態，網

路上流傳相片多為湖光倒影的美麗

景色，那都是夏天雨季時所拍攝的

，夏天湖水會比較多，看起來會格

外淒美，冬天則由於乾涸狀態，看

起來更是格外壯觀。

隱身在竹山-忘憂森林
南投縣政府人事處/石維倫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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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如何去忘憂森林？

    民眾前往杉林溪方向，沿

途會看見12生肖招牌，注意

過了豬的招牌之後就可以看

到忘憂森林的指標喔！大概

約再3公里就到了。

 

民眾可以自行開車上去忘憂森林嗎？

    民眾到達忘憂森林之後，建議選擇搭乘接駁車－單趟１００元，來

回２００元～搭車大約不到七分鐘即可到達，若要自己爬上去，應衡量

個人體力，若有信心的話一般人步行腳程大約４０分鐘，但是保證一定

累，爬到一半可是沒有車可以載你上去的～自己開車上去－當然也是可

以，但是這段路程路很崎嶇，坡度很陡，加上許多髮夾彎跟凹洞很多地

方無法閃車，在地接駁車因為有無線電所以知道在哪要先等待會車相對

的安全性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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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政府衛生局
職場適應或特殊案件人員關懷方案

近些年本局在業務接洽、調查及同仁反應建議，了解發現同仁上班期間及個人

身心靈健康，職場業務及人際相處改善部分有所期待，故而研討規劃辦理有關

職場適應相關措施，並配合縣府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推動落實人性關懷，協

助員工解決可能影響工作效能之相關問題，使其能以健康的身心投入工作，並

協助個人規劃職涯及生涯發展。

針對同仁需求及業務實際需要，在工作職場部分設計，依對象分為主管人員、

新進醫事人員及衛生所兼任人事人員提出以下三方案：

（一）主管人員實地輔導及培訓方案：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對主管人員均有培

訓   計劃，因各機關業務屬性不同，有因職務調整、業務輪調、業務交

接及機關組織文化適應等，仍有需要加強之處。主管人員在機關扮演承

上啟下領導部屬、跨部門間協調整合工作，所以角色扮演上比較複雜，

主管要能綜觀全局，對內展現影響力，對外則要能夠瞭解環境與利害關

係人的需要，進而設立單位的願景與目標。

（二）新進醫事人員見習方案：醫事人員初進入公務職場，為使新進醫事人員

瞭解本局及衛生所設立宗旨、使命、組織文化與體系及流程、業務規範

常規，加速其對工作環境、流程的認識與瞭解，以期能及早適應工作環

境，能順利在工作崗位上勝任，訂定新進醫事人員實務見習計畫。藉由

採一對一輔導員師徒制的帶領方式，讓其更快速的認識週遭環境及同仁

，並利用事後的實務見習及心情溫度計評量，了解新進同仁的職場適應

狀況，以評估是否需適時介入輔導。

（三）衛生所兼任人事人員增能方案：現行各鄉鎮市衛生所人事同仁為兼任，

衛生單位醫事人員類別多且任用及派免法令業務特殊性，在各項人事業

務皆與一般機關有不同，肩負公共衛生職責，辦理醫療機構、行政機關

及護理機構等三重角色，不僅辦理人事業務，有本職工作，另須辦理衛

生所總務、文書、出納等行政業務，囿於員額限制，衛生所僅一名公務

人員，其他為醫事人員，無法專責辦理人事業務。目前兼任人事人員辦

理人事業務錯誤率高，依賴本局三名專任人事人員，經常性個別指導，

需花費本局同仁每日平均約需兩小時處理衛生所業務，亟待改善。 

（一）主管人員實地輔導及培訓：針對本局各科室及衛生所主管人員部分，依

現行機關首長及內部單位主管因故先後辦理退休，衛生所同仁多醫事人

員無行政相關資歷，藉由每月一次輔導，由本局各相關科室主管由副局

長或技正帶領前往進行該所實地訪視及業務提示輔導，針對目前急迫解

決問題做雙向交流，並對業務各面向檢視，對新上任主管肯定及提供領

導技巧交流學習。在主管培訓增能部分，每年辦理一至兩次主管研習，

辦理新修法規學習，如勞動基準法法規修正，對管理面增能並藉由至他

單位標竿學習參訪，他縣市同類型機關運作情形做為本縣局及衛生所學

習的目標，為目前本縣辦理大型活動參考，提供縣民更好的服務，為本

縣爭取觀光人潮，讓遊客及外國訪客留下美好印象。

（二）新進醫事人員見習：本局在主管會議通過，研訂本局新進醫事人員的職

前見習計畫，訂定實施在案，協助新進人員認清自己所在組織角色，瞭

解本局及衛生所設立宗旨、組織文化及業務規範常規，協助新進人員了

解未來工作，期能使新進人員及早適應工作環境及勝任工作。

（三）衛生所兼任人事人員增能：局所專兼任人事人員藉由每半年訓練及研討

會，善用資深同仁實務經驗，透過組織學習的方式，提升各鄉鎮市衛生

所人事單位行政品質及效能，透過人事同仁間之互動交流，建立局所及

橫向聯繫，以目前辦理人事業務狀況共同研討分析，解決遇到難題即時

溝通，增進辦理人事業務效能。

（一）創新度部分：

1.主管人員實地輔導及培訓：本方案為有效提升主管人員之執行效能、

問題分析與解決能力、溝通與協調能力、管理與領導能力，本局首度

辦理提供各衛生所主管人員實地輔導方案，藉由本局各科室主管至衛

生所與同仁面對面，一對一的實地輔導，首度辦理因應法規修正前往

他縣市同性質單位學習，以提升本縣服務效能。

2.新進醫事人員見習：自107年8月至109年8月有新進醫事人員三十五位

前來本局見習，初步訪談及填答問卷回收統計問卷滿意度目標達百分

之八十以上；本局輔導新進醫事人員實務見習，查目前全省各縣市尚

未曾有類似方式之辦理或嘗試，首度採行提供新進醫事人員見習，建

立業務連繫的溝通管道與橋樑；藉由見習訓練新進人員與本局提供見

習課程內容同仁的反饋與評價，可以滾動式修正見習計畫，亦利用見

習前後心情溫度計評量，了解新進同仁的職場適應狀況，以評估是否

南投縣政府衛生局人事室/李怡蓉主任

需適時介入輔導。

3.衛生所兼任人事人員增能部分：雖縣府有組成人事工作圈，係按鄉

鎮別區分，本局及衛生所係依工作性質導向成立此增能團體，按其

業務性質及獨特性，依機關組織目標，為全體縣民的衛生把關，如

因應考試院會議決議具有護理師資格者由護士改制護理師，藉此辦

理相關訓練及範本運用，具有即時性及創新性。

（二）困難度部分：

1.主管人員實地輔導及培訓：目前由各科室主管辦理實地輔導及培訓

，惟各主管業務繁忙，須與衛生所醫療業務配合且輔導業務性質繁

雜，難以短時收效。本局及各鄉鎮市衛生所分布於十三鄉鎮市，有

兩個山地鄉與衛生局路途遙遠，交通路途遠當日往返舟車勞頓，增

加同仁身心負擔。另與他縣市聯繫，須配合該單位公務行程及本機

關重大業務行程安排、車輛調度及主管業務事前安排，需多次溝通

聯繫，辦理困難度高。

2.新進醫事人員見習：本方案讓初任公職的醫事人員對機關宗旨使命

有所了解，須藉由與各業務單位及各衛生所橫向聯繫溝通，因與原

本期待有所落差，經努力溝通協調並爭取取得機關首長支持，各面

向考量修正計畫，隨時進行溝通，困難重重。人員到職次日即至本

局見習，原本衛生所期待人力即時支援，人力無法即時遞補；另本

方案須結合本局各相關業務單位有醫政科、藥政及毒品防制科、食

品科、保健科、疾病管制科、檢驗科、企劃及長期照護科等單位，

提供業務上的指導與學習，帶領新進人員亦增加同仁平時業務量，

增加機關的內部激盪。

3.衛生所兼任人事人員增能部分：各鄉鎮市衛生所為衛生單位，醫事

人員類別多且任用及派免法令之特殊性，在各項人事業務皆與一般

機關有不同，肩負公共衛生職責，辦理醫療機構、行政機關及護理

機構等三重角色，衛生所人事同仁為兼任，不僅辦理人事業務，有

本職工作，須辦理衛生所總務、文書、出納等行政業務，囿於員額

限制，衛生所僅一名公務人員，其他為醫事人員，無法專責辦理人

事業務。

（三）效益度部分：

1.主管人員實地輔導及培訓：藉由局各科室主管一起至衛生所，為共

同達成機關願景及目標努力，使剛擔任主管同仁被尊重及感受到衛生局支

持，即時解決問題，對於所執行項目給予支持與肯定，達到激勵同仁士氣

的效果。主管培訓藉由辦理主管研習，新修正法規學習，如勞動基準法法

規修正，對管理面增能並藉由至他單位標竿學習參訪，他縣市同類型機關

運作情形做為本縣局及衛生所學習的目標，為本縣爭取觀光人潮，讓遊客

及外國訪客留下美好印象，藉著年年辦理活動，促進產業發展，打響國內

外知名度，形成台灣年度節慶大事，奠定舉辦大型活動的基礎及優勢。

2.新進醫事人員見習：自107年8月至109年8月有新進醫事人員三十五位前來

本局見習，初步訪談及填答問卷回饋，將其建議納入計畫規劃修正執行，

滿意度目標達百分之八十以上；在效益上，可達成全員調訓目標，達成率

百分之百，協助他們及早適應工作。藉由見習課程規劃，讓剛進入機關的

新人被關懷與重視，在心靈層面上的鼓舞，激發員工的工作表現，以達到

激勵之效果。規劃見習，加強新進人員對機關組織的了解，以提升對機關

的了解及滿意。藉由本方案執行後，請新進人員提供訓後心得報告，以匿

名評估回饋的方式運作，使同仁願意提供更為真實的內容，經由反饋讓各

業務單位參考，對本計畫內容亦隨時做滾動式修正，確保新進醫事人員所

具有專業能力契合機關運作的需要並提升組織整體績效。本見習計畫實施

後，曾透過見習後實務見習心情溫度計評量得知本縣某衛生所新進醫事同

仁，其職場適應狀況不佳，無法與其他同仁輕鬆相處極具焦慮感，經訪談

後得知係該員家逢事故而情緒波折所致，隨即請該所護理長先於工作上重

行調配，並透過其他同仁及其親屬等社會資源關心與輔導，順利伴此同仁

度過心情低潮期，圓滿完成職場適應任務。

3.衛生所兼任人事人員增能部分：藉由本局及各鄉鎮市所專兼任人事人員訓

練及研討，建立衛生局與各鄉鎮市衛生所及各衛生所間橫向聯繫，就目前

辦理人事業務狀況共同研討分析，成立共同的LINE群組彼此提醒，在人事

業務資訊系統考核成績表現上皆能達到滿分，進而提昇工作的效能。另善

用資深同仁實務經驗，透過組織學習的方式，提供各項人事實務工作之最

佳執行方法，提升人事業務服務之效率與效能，在辦理各項業務精進及業

務績效考核等工作，運用團隊或組織學習之各項策略，積極落實績效管理

，傳承創新之經驗及優良作法，以達經驗傳承、創新、分享之目的，提升

本局及各鄉鎮市衛生所人事單位行政品質及效能，透過人事同仁間之互動

交流，分享工作經驗，促進同仁情誼，型塑關懷的組織文化，凝聚團隊士

氣。

一、緣起

二、行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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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本局在業務接洽、調查及同仁反應建議，了解發現同仁上班期間及個人

身心靈健康，職場業務及人際相處改善部分有所期待，故而研討規劃辦理有關

職場適應相關措施，並配合縣府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推動落實人性關懷，協

助員工解決可能影響工作效能之相關問題，使其能以健康的身心投入工作，並

協助個人規劃職涯及生涯發展。

針對同仁需求及業務實際需要，在工作職場部分設計，依對象分為主管人員、

新進醫事人員及衛生所兼任人事人員提出以下三方案：

（一）主管人員實地輔導及培訓方案：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對主管人員均有培

訓   計劃，因各機關業務屬性不同，有因職務調整、業務輪調、業務交

接及機關組織文化適應等，仍有需要加強之處。主管人員在機關扮演承

上啟下領導部屬、跨部門間協調整合工作，所以角色扮演上比較複雜，

主管要能綜觀全局，對內展現影響力，對外則要能夠瞭解環境與利害關

係人的需要，進而設立單位的願景與目標。

（二）新進醫事人員見習方案：醫事人員初進入公務職場，為使新進醫事人員

瞭解本局及衛生所設立宗旨、使命、組織文化與體系及流程、業務規範

常規，加速其對工作環境、流程的認識與瞭解，以期能及早適應工作環

境，能順利在工作崗位上勝任，訂定新進醫事人員實務見習計畫。藉由

採一對一輔導員師徒制的帶領方式，讓其更快速的認識週遭環境及同仁

，並利用事後的實務見習及心情溫度計評量，了解新進同仁的職場適應

狀況，以評估是否需適時介入輔導。

（三）衛生所兼任人事人員增能方案：現行各鄉鎮市衛生所人事同仁為兼任，

衛生單位醫事人員類別多且任用及派免法令業務特殊性，在各項人事業

務皆與一般機關有不同，肩負公共衛生職責，辦理醫療機構、行政機關

及護理機構等三重角色，不僅辦理人事業務，有本職工作，另須辦理衛

生所總務、文書、出納等行政業務，囿於員額限制，衛生所僅一名公務

人員，其他為醫事人員，無法專責辦理人事業務。目前兼任人事人員辦

理人事業務錯誤率高，依賴本局三名專任人事人員，經常性個別指導，

需花費本局同仁每日平均約需兩小時處理衛生所業務，亟待改善。 

（一）主管人員實地輔導及培訓：針對本局各科室及衛生所主管人員部分，依

現行機關首長及內部單位主管因故先後辦理退休，衛生所同仁多醫事人

員無行政相關資歷，藉由每月一次輔導，由本局各相關科室主管由副局

長或技正帶領前往進行該所實地訪視及業務提示輔導，針對目前急迫解

決問題做雙向交流，並對業務各面向檢視，對新上任主管肯定及提供領

導技巧交流學習。在主管培訓增能部分，每年辦理一至兩次主管研習，

辦理新修法規學習，如勞動基準法法規修正，對管理面增能並藉由至他

單位標竿學習參訪，他縣市同類型機關運作情形做為本縣局及衛生所學

習的目標，為目前本縣辦理大型活動參考，提供縣民更好的服務，為本

縣爭取觀光人潮，讓遊客及外國訪客留下美好印象。

（二）新進醫事人員見習：本局在主管會議通過，研訂本局新進醫事人員的職

前見習計畫，訂定實施在案，協助新進人員認清自己所在組織角色，瞭

解本局及衛生所設立宗旨、組織文化及業務規範常規，協助新進人員了

解未來工作，期能使新進人員及早適應工作環境及勝任工作。

（三）衛生所兼任人事人員增能：局所專兼任人事人員藉由每半年訓練及研討

會，善用資深同仁實務經驗，透過組織學習的方式，提升各鄉鎮市衛生

所人事單位行政品質及效能，透過人事同仁間之互動交流，建立局所及

橫向聯繫，以目前辦理人事業務狀況共同研討分析，解決遇到難題即時

溝通，增進辦理人事業務效能。

（一）創新度部分：

1.主管人員實地輔導及培訓：本方案為有效提升主管人員之執行效能、

問題分析與解決能力、溝通與協調能力、管理與領導能力，本局首度

辦理提供各衛生所主管人員實地輔導方案，藉由本局各科室主管至衛

生所與同仁面對面，一對一的實地輔導，首度辦理因應法規修正前往

他縣市同性質單位學習，以提升本縣服務效能。

2.新進醫事人員見習：自107年8月至109年8月有新進醫事人員三十五位

前來本局見習，初步訪談及填答問卷回收統計問卷滿意度目標達百分

之八十以上；本局輔導新進醫事人員實務見習，查目前全省各縣市尚

未曾有類似方式之辦理或嘗試，首度採行提供新進醫事人員見習，建

立業務連繫的溝通管道與橋樑；藉由見習訓練新進人員與本局提供見

習課程內容同仁的反饋與評價，可以滾動式修正見習計畫，亦利用見

習前後心情溫度計評量，了解新進同仁的職場適應狀況，以評估是否

需適時介入輔導。

3.衛生所兼任人事人員增能部分：雖縣府有組成人事工作圈，係按鄉

鎮別區分，本局及衛生所係依工作性質導向成立此增能團體，按其

業務性質及獨特性，依機關組織目標，為全體縣民的衛生把關，如

因應考試院會議決議具有護理師資格者由護士改制護理師，藉此辦

理相關訓練及範本運用，具有即時性及創新性。

（二）困難度部分：

1.主管人員實地輔導及培訓：目前由各科室主管辦理實地輔導及培訓

，惟各主管業務繁忙，須與衛生所醫療業務配合且輔導業務性質繁

雜，難以短時收效。本局及各鄉鎮市衛生所分布於十三鄉鎮市，有

兩個山地鄉與衛生局路途遙遠，交通路途遠當日往返舟車勞頓，增

加同仁身心負擔。另與他縣市聯繫，須配合該單位公務行程及本機

關重大業務行程安排、車輛調度及主管業務事前安排，需多次溝通

聯繫，辦理困難度高。

2.新進醫事人員見習：本方案讓初任公職的醫事人員對機關宗旨使命

有所了解，須藉由與各業務單位及各衛生所橫向聯繫溝通，因與原

本期待有所落差，經努力溝通協調並爭取取得機關首長支持，各面

向考量修正計畫，隨時進行溝通，困難重重。人員到職次日即至本

局見習，原本衛生所期待人力即時支援，人力無法即時遞補；另本

方案須結合本局各相關業務單位有醫政科、藥政及毒品防制科、食

品科、保健科、疾病管制科、檢驗科、企劃及長期照護科等單位，

提供業務上的指導與學習，帶領新進人員亦增加同仁平時業務量，

增加機關的內部激盪。

3.衛生所兼任人事人員增能部分：各鄉鎮市衛生所為衛生單位，醫事

人員類別多且任用及派免法令之特殊性，在各項人事業務皆與一般

機關有不同，肩負公共衛生職責，辦理醫療機構、行政機關及護理

機構等三重角色，衛生所人事同仁為兼任，不僅辦理人事業務，有

本職工作，須辦理衛生所總務、文書、出納等行政業務，囿於員額

限制，衛生所僅一名公務人員，其他為醫事人員，無法專責辦理人

事業務。

（三）效益度部分：

1.主管人員實地輔導及培訓：藉由局各科室主管一起至衛生所，為共

同達成機關願景及目標努力，使剛擔任主管同仁被尊重及感受到衛生局支

持，即時解決問題，對於所執行項目給予支持與肯定，達到激勵同仁士氣

的效果。主管培訓藉由辦理主管研習，新修正法規學習，如勞動基準法法

規修正，對管理面增能並藉由至他單位標竿學習參訪，他縣市同類型機關

運作情形做為本縣局及衛生所學習的目標，為本縣爭取觀光人潮，讓遊客

及外國訪客留下美好印象，藉著年年辦理活動，促進產業發展，打響國內

外知名度，形成台灣年度節慶大事，奠定舉辦大型活動的基礎及優勢。

2.新進醫事人員見習：自107年8月至109年8月有新進醫事人員三十五位前來

本局見習，初步訪談及填答問卷回饋，將其建議納入計畫規劃修正執行，

滿意度目標達百分之八十以上；在效益上，可達成全員調訓目標，達成率

百分之百，協助他們及早適應工作。藉由見習課程規劃，讓剛進入機關的

新人被關懷與重視，在心靈層面上的鼓舞，激發員工的工作表現，以達到

激勵之效果。規劃見習，加強新進人員對機關組織的了解，以提升對機關

的了解及滿意。藉由本方案執行後，請新進人員提供訓後心得報告，以匿

名評估回饋的方式運作，使同仁願意提供更為真實的內容，經由反饋讓各

業務單位參考，對本計畫內容亦隨時做滾動式修正，確保新進醫事人員所

具有專業能力契合機關運作的需要並提升組織整體績效。本見習計畫實施

後，曾透過見習後實務見習心情溫度計評量得知本縣某衛生所新進醫事同

仁，其職場適應狀況不佳，無法與其他同仁輕鬆相處極具焦慮感，經訪談

後得知係該員家逢事故而情緒波折所致，隨即請該所護理長先於工作上重

行調配，並透過其他同仁及其親屬等社會資源關心與輔導，順利伴此同仁

度過心情低潮期，圓滿完成職場適應任務。

3.衛生所兼任人事人員增能部分：藉由本局及各鄉鎮市所專兼任人事人員訓

練及研討，建立衛生局與各鄉鎮市衛生所及各衛生所間橫向聯繫，就目前

辦理人事業務狀況共同研討分析，成立共同的LINE群組彼此提醒，在人事

業務資訊系統考核成績表現上皆能達到滿分，進而提昇工作的效能。另善

用資深同仁實務經驗，透過組織學習的方式，提供各項人事實務工作之最

佳執行方法，提升人事業務服務之效率與效能，在辦理各項業務精進及業

務績效考核等工作，運用團隊或組織學習之各項策略，積極落實績效管理

，傳承創新之經驗及優良作法，以達經驗傳承、創新、分享之目的，提升

本局及各鄉鎮市衛生所人事單位行政品質及效能，透過人事同仁間之互動

交流，分享工作經驗，促進同仁情誼，型塑關懷的組織文化，凝聚團隊士

氣。

三、推動情形：

四、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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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本局在業務接洽、調查及同仁反應建議，了解發現同仁上班期間及個人

身心靈健康，職場業務及人際相處改善部分有所期待，故而研討規劃辦理有關

職場適應相關措施，並配合縣府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推動落實人性關懷，協

助員工解決可能影響工作效能之相關問題，使其能以健康的身心投入工作，並

協助個人規劃職涯及生涯發展。

針對同仁需求及業務實際需要，在工作職場部分設計，依對象分為主管人員、

新進醫事人員及衛生所兼任人事人員提出以下三方案：

（一）主管人員實地輔導及培訓方案：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對主管人員均有培

訓   計劃，因各機關業務屬性不同，有因職務調整、業務輪調、業務交

接及機關組織文化適應等，仍有需要加強之處。主管人員在機關扮演承

上啟下領導部屬、跨部門間協調整合工作，所以角色扮演上比較複雜，

主管要能綜觀全局，對內展現影響力，對外則要能夠瞭解環境與利害關

係人的需要，進而設立單位的願景與目標。

（二）新進醫事人員見習方案：醫事人員初進入公務職場，為使新進醫事人員

瞭解本局及衛生所設立宗旨、使命、組織文化與體系及流程、業務規範

常規，加速其對工作環境、流程的認識與瞭解，以期能及早適應工作環

境，能順利在工作崗位上勝任，訂定新進醫事人員實務見習計畫。藉由

採一對一輔導員師徒制的帶領方式，讓其更快速的認識週遭環境及同仁

，並利用事後的實務見習及心情溫度計評量，了解新進同仁的職場適應

狀況，以評估是否需適時介入輔導。

（三）衛生所兼任人事人員增能方案：現行各鄉鎮市衛生所人事同仁為兼任，

衛生單位醫事人員類別多且任用及派免法令業務特殊性，在各項人事業

務皆與一般機關有不同，肩負公共衛生職責，辦理醫療機構、行政機關

及護理機構等三重角色，不僅辦理人事業務，有本職工作，另須辦理衛

生所總務、文書、出納等行政業務，囿於員額限制，衛生所僅一名公務

人員，其他為醫事人員，無法專責辦理人事業務。目前兼任人事人員辦

理人事業務錯誤率高，依賴本局三名專任人事人員，經常性個別指導，

需花費本局同仁每日平均約需兩小時處理衛生所業務，亟待改善。 

（一）主管人員實地輔導及培訓：針對本局各科室及衛生所主管人員部分，依

現行機關首長及內部單位主管因故先後辦理退休，衛生所同仁多醫事人

員無行政相關資歷，藉由每月一次輔導，由本局各相關科室主管由副局

長或技正帶領前往進行該所實地訪視及業務提示輔導，針對目前急迫解

決問題做雙向交流，並對業務各面向檢視，對新上任主管肯定及提供領

導技巧交流學習。在主管培訓增能部分，每年辦理一至兩次主管研習，

辦理新修法規學習，如勞動基準法法規修正，對管理面增能並藉由至他

單位標竿學習參訪，他縣市同類型機關運作情形做為本縣局及衛生所學

習的目標，為目前本縣辦理大型活動參考，提供縣民更好的服務，為本

縣爭取觀光人潮，讓遊客及外國訪客留下美好印象。

（二）新進醫事人員見習：本局在主管會議通過，研訂本局新進醫事人員的職

前見習計畫，訂定實施在案，協助新進人員認清自己所在組織角色，瞭

解本局及衛生所設立宗旨、組織文化及業務規範常規，協助新進人員了

解未來工作，期能使新進人員及早適應工作環境及勝任工作。

（三）衛生所兼任人事人員增能：局所專兼任人事人員藉由每半年訓練及研討

會，善用資深同仁實務經驗，透過組織學習的方式，提升各鄉鎮市衛生

所人事單位行政品質及效能，透過人事同仁間之互動交流，建立局所及

橫向聯繫，以目前辦理人事業務狀況共同研討分析，解決遇到難題即時

溝通，增進辦理人事業務效能。

（一）創新度部分：

1.主管人員實地輔導及培訓：本方案為有效提升主管人員之執行效能、

問題分析與解決能力、溝通與協調能力、管理與領導能力，本局首度

辦理提供各衛生所主管人員實地輔導方案，藉由本局各科室主管至衛

生所與同仁面對面，一對一的實地輔導，首度辦理因應法規修正前往

他縣市同性質單位學習，以提升本縣服務效能。

2.新進醫事人員見習：自107年8月至109年8月有新進醫事人員三十五位

前來本局見習，初步訪談及填答問卷回收統計問卷滿意度目標達百分

之八十以上；本局輔導新進醫事人員實務見習，查目前全省各縣市尚

未曾有類似方式之辦理或嘗試，首度採行提供新進醫事人員見習，建

立業務連繫的溝通管道與橋樑；藉由見習訓練新進人員與本局提供見

習課程內容同仁的反饋與評價，可以滾動式修正見習計畫，亦利用見

習前後心情溫度計評量，了解新進同仁的職場適應狀況，以評估是否

需適時介入輔導。

3.衛生所兼任人事人員增能部分：雖縣府有組成人事工作圈，係按鄉

鎮別區分，本局及衛生所係依工作性質導向成立此增能團體，按其

業務性質及獨特性，依機關組織目標，為全體縣民的衛生把關，如

因應考試院會議決議具有護理師資格者由護士改制護理師，藉此辦

理相關訓練及範本運用，具有即時性及創新性。

（二）困難度部分：

1.主管人員實地輔導及培訓：目前由各科室主管辦理實地輔導及培訓

，惟各主管業務繁忙，須與衛生所醫療業務配合且輔導業務性質繁

雜，難以短時收效。本局及各鄉鎮市衛生所分布於十三鄉鎮市，有

兩個山地鄉與衛生局路途遙遠，交通路途遠當日往返舟車勞頓，增

加同仁身心負擔。另與他縣市聯繫，須配合該單位公務行程及本機

關重大業務行程安排、車輛調度及主管業務事前安排，需多次溝通

聯繫，辦理困難度高。

2.新進醫事人員見習：本方案讓初任公職的醫事人員對機關宗旨使命

有所了解，須藉由與各業務單位及各衛生所橫向聯繫溝通，因與原

本期待有所落差，經努力溝通協調並爭取取得機關首長支持，各面

向考量修正計畫，隨時進行溝通，困難重重。人員到職次日即至本

局見習，原本衛生所期待人力即時支援，人力無法即時遞補；另本

方案須結合本局各相關業務單位有醫政科、藥政及毒品防制科、食

品科、保健科、疾病管制科、檢驗科、企劃及長期照護科等單位，

提供業務上的指導與學習，帶領新進人員亦增加同仁平時業務量，

增加機關的內部激盪。

3.衛生所兼任人事人員增能部分：各鄉鎮市衛生所為衛生單位，醫事

人員類別多且任用及派免法令之特殊性，在各項人事業務皆與一般

機關有不同，肩負公共衛生職責，辦理醫療機構、行政機關及護理

機構等三重角色，衛生所人事同仁為兼任，不僅辦理人事業務，有

本職工作，須辦理衛生所總務、文書、出納等行政業務，囿於員額

限制，衛生所僅一名公務人員，其他為醫事人員，無法專責辦理人

事業務。

（三）效益度部分：

1.主管人員實地輔導及培訓：藉由局各科室主管一起至衛生所，為共

同達成機關願景及目標努力，使剛擔任主管同仁被尊重及感受到衛生局支

持，即時解決問題，對於所執行項目給予支持與肯定，達到激勵同仁士氣

的效果。主管培訓藉由辦理主管研習，新修正法規學習，如勞動基準法法

規修正，對管理面增能並藉由至他單位標竿學習參訪，他縣市同類型機關

運作情形做為本縣局及衛生所學習的目標，為本縣爭取觀光人潮，讓遊客

及外國訪客留下美好印象，藉著年年辦理活動，促進產業發展，打響國內

外知名度，形成台灣年度節慶大事，奠定舉辦大型活動的基礎及優勢。

2.新進醫事人員見習：自107年8月至109年8月有新進醫事人員三十五位前來

本局見習，初步訪談及填答問卷回饋，將其建議納入計畫規劃修正執行，

滿意度目標達百分之八十以上；在效益上，可達成全員調訓目標，達成率

百分之百，協助他們及早適應工作。藉由見習課程規劃，讓剛進入機關的

新人被關懷與重視，在心靈層面上的鼓舞，激發員工的工作表現，以達到

激勵之效果。規劃見習，加強新進人員對機關組織的了解，以提升對機關

的了解及滿意。藉由本方案執行後，請新進人員提供訓後心得報告，以匿

名評估回饋的方式運作，使同仁願意提供更為真實的內容，經由反饋讓各

業務單位參考，對本計畫內容亦隨時做滾動式修正，確保新進醫事人員所

具有專業能力契合機關運作的需要並提升組織整體績效。本見習計畫實施

後，曾透過見習後實務見習心情溫度計評量得知本縣某衛生所新進醫事同

仁，其職場適應狀況不佳，無法與其他同仁輕鬆相處極具焦慮感，經訪談

後得知係該員家逢事故而情緒波折所致，隨即請該所護理長先於工作上重

行調配，並透過其他同仁及其親屬等社會資源關心與輔導，順利伴此同仁

度過心情低潮期，圓滿完成職場適應任務。

3.衛生所兼任人事人員增能部分：藉由本局及各鄉鎮市所專兼任人事人員訓

練及研討，建立衛生局與各鄉鎮市衛生所及各衛生所間橫向聯繫，就目前

辦理人事業務狀況共同研討分析，成立共同的LINE群組彼此提醒，在人事

業務資訊系統考核成績表現上皆能達到滿分，進而提昇工作的效能。另善

用資深同仁實務經驗，透過組織學習的方式，提供各項人事實務工作之最

佳執行方法，提升人事業務服務之效率與效能，在辦理各項業務精進及業

務績效考核等工作，運用團隊或組織學習之各項策略，積極落實績效管理

，傳承創新之經驗及優良作法，以達經驗傳承、創新、分享之目的，提升

本局及各鄉鎮市衛生所人事單位行政品質及效能，透過人事同仁間之互動

交流，分享工作經驗，促進同仁情誼，型塑關懷的組織文化，凝聚團隊士

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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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本局在業務接洽、調查及同仁反應建議，了解發現同仁上班期間及個人

身心靈健康，職場業務及人際相處改善部分有所期待，故而研討規劃辦理有關

職場適應相關措施，並配合縣府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推動落實人性關懷，協

助員工解決可能影響工作效能之相關問題，使其能以健康的身心投入工作，並

協助個人規劃職涯及生涯發展。

針對同仁需求及業務實際需要，在工作職場部分設計，依對象分為主管人員、

新進醫事人員及衛生所兼任人事人員提出以下三方案：

（一）主管人員實地輔導及培訓方案：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對主管人員均有培

訓   計劃，因各機關業務屬性不同，有因職務調整、業務輪調、業務交

接及機關組織文化適應等，仍有需要加強之處。主管人員在機關扮演承

上啟下領導部屬、跨部門間協調整合工作，所以角色扮演上比較複雜，

主管要能綜觀全局，對內展現影響力，對外則要能夠瞭解環境與利害關

係人的需要，進而設立單位的願景與目標。

（二）新進醫事人員見習方案：醫事人員初進入公務職場，為使新進醫事人員

瞭解本局及衛生所設立宗旨、使命、組織文化與體系及流程、業務規範

常規，加速其對工作環境、流程的認識與瞭解，以期能及早適應工作環

境，能順利在工作崗位上勝任，訂定新進醫事人員實務見習計畫。藉由

採一對一輔導員師徒制的帶領方式，讓其更快速的認識週遭環境及同仁

，並利用事後的實務見習及心情溫度計評量，了解新進同仁的職場適應

狀況，以評估是否需適時介入輔導。

（三）衛生所兼任人事人員增能方案：現行各鄉鎮市衛生所人事同仁為兼任，

衛生單位醫事人員類別多且任用及派免法令業務特殊性，在各項人事業

務皆與一般機關有不同，肩負公共衛生職責，辦理醫療機構、行政機關

及護理機構等三重角色，不僅辦理人事業務，有本職工作，另須辦理衛

生所總務、文書、出納等行政業務，囿於員額限制，衛生所僅一名公務

人員，其他為醫事人員，無法專責辦理人事業務。目前兼任人事人員辦

理人事業務錯誤率高，依賴本局三名專任人事人員，經常性個別指導，

需花費本局同仁每日平均約需兩小時處理衛生所業務，亟待改善。 

（一）主管人員實地輔導及培訓：針對本局各科室及衛生所主管人員部分，依

現行機關首長及內部單位主管因故先後辦理退休，衛生所同仁多醫事人

員無行政相關資歷，藉由每月一次輔導，由本局各相關科室主管由副局

長或技正帶領前往進行該所實地訪視及業務提示輔導，針對目前急迫解

決問題做雙向交流，並對業務各面向檢視，對新上任主管肯定及提供領

導技巧交流學習。在主管培訓增能部分，每年辦理一至兩次主管研習，

辦理新修法規學習，如勞動基準法法規修正，對管理面增能並藉由至他

單位標竿學習參訪，他縣市同類型機關運作情形做為本縣局及衛生所學

習的目標，為目前本縣辦理大型活動參考，提供縣民更好的服務，為本

縣爭取觀光人潮，讓遊客及外國訪客留下美好印象。

（二）新進醫事人員見習：本局在主管會議通過，研訂本局新進醫事人員的職

前見習計畫，訂定實施在案，協助新進人員認清自己所在組織角色，瞭

解本局及衛生所設立宗旨、組織文化及業務規範常規，協助新進人員了

解未來工作，期能使新進人員及早適應工作環境及勝任工作。

（三）衛生所兼任人事人員增能：局所專兼任人事人員藉由每半年訓練及研討

會，善用資深同仁實務經驗，透過組織學習的方式，提升各鄉鎮市衛生

所人事單位行政品質及效能，透過人事同仁間之互動交流，建立局所及

橫向聯繫，以目前辦理人事業務狀況共同研討分析，解決遇到難題即時

溝通，增進辦理人事業務效能。

（一）創新度部分：

1.主管人員實地輔導及培訓：本方案為有效提升主管人員之執行效能、

問題分析與解決能力、溝通與協調能力、管理與領導能力，本局首度

辦理提供各衛生所主管人員實地輔導方案，藉由本局各科室主管至衛

生所與同仁面對面，一對一的實地輔導，首度辦理因應法規修正前往

他縣市同性質單位學習，以提升本縣服務效能。

2.新進醫事人員見習：自107年8月至109年8月有新進醫事人員三十五位

前來本局見習，初步訪談及填答問卷回收統計問卷滿意度目標達百分

之八十以上；本局輔導新進醫事人員實務見習，查目前全省各縣市尚

未曾有類似方式之辦理或嘗試，首度採行提供新進醫事人員見習，建

立業務連繫的溝通管道與橋樑；藉由見習訓練新進人員與本局提供見

習課程內容同仁的反饋與評價，可以滾動式修正見習計畫，亦利用見

習前後心情溫度計評量，了解新進同仁的職場適應狀況，以評估是否

需適時介入輔導。

3.衛生所兼任人事人員增能部分：雖縣府有組成人事工作圈，係按鄉

鎮別區分，本局及衛生所係依工作性質導向成立此增能團體，按其

業務性質及獨特性，依機關組織目標，為全體縣民的衛生把關，如

因應考試院會議決議具有護理師資格者由護士改制護理師，藉此辦

理相關訓練及範本運用，具有即時性及創新性。

（二）困難度部分：

1.主管人員實地輔導及培訓：目前由各科室主管辦理實地輔導及培訓

，惟各主管業務繁忙，須與衛生所醫療業務配合且輔導業務性質繁

雜，難以短時收效。本局及各鄉鎮市衛生所分布於十三鄉鎮市，有

兩個山地鄉與衛生局路途遙遠，交通路途遠當日往返舟車勞頓，增

加同仁身心負擔。另與他縣市聯繫，須配合該單位公務行程及本機

關重大業務行程安排、車輛調度及主管業務事前安排，需多次溝通

聯繫，辦理困難度高。

2.新進醫事人員見習：本方案讓初任公職的醫事人員對機關宗旨使命

有所了解，須藉由與各業務單位及各衛生所橫向聯繫溝通，因與原

本期待有所落差，經努力溝通協調並爭取取得機關首長支持，各面

向考量修正計畫，隨時進行溝通，困難重重。人員到職次日即至本

局見習，原本衛生所期待人力即時支援，人力無法即時遞補；另本

方案須結合本局各相關業務單位有醫政科、藥政及毒品防制科、食

品科、保健科、疾病管制科、檢驗科、企劃及長期照護科等單位，

提供業務上的指導與學習，帶領新進人員亦增加同仁平時業務量，

增加機關的內部激盪。

3.衛生所兼任人事人員增能部分：各鄉鎮市衛生所為衛生單位，醫事

人員類別多且任用及派免法令之特殊性，在各項人事業務皆與一般

機關有不同，肩負公共衛生職責，辦理醫療機構、行政機關及護理

機構等三重角色，衛生所人事同仁為兼任，不僅辦理人事業務，有

本職工作，須辦理衛生所總務、文書、出納等行政業務，囿於員額

限制，衛生所僅一名公務人員，其他為醫事人員，無法專責辦理人

事業務。

（三）效益度部分：

1.主管人員實地輔導及培訓：藉由局各科室主管一起至衛生所，為共

同達成機關願景及目標努力，使剛擔任主管同仁被尊重及感受到衛生局支

持，即時解決問題，對於所執行項目給予支持與肯定，達到激勵同仁士氣

的效果。主管培訓藉由辦理主管研習，新修正法規學習，如勞動基準法法

規修正，對管理面增能並藉由至他單位標竿學習參訪，他縣市同類型機關

運作情形做為本縣局及衛生所學習的目標，為本縣爭取觀光人潮，讓遊客

及外國訪客留下美好印象，藉著年年辦理活動，促進產業發展，打響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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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主管人員實地輔導及培訓：

(二)新進醫事人員見習：   

(三)衛生所兼任人事人員增能



南投縣政府人事處第一知識圈

蘿西家族相遇

南投稅務出張所

蘿西家族相遇

南投稅務出張所

與
南投縣立南投國民中學人事室/許盈婷主任

    南投市最近最夯的拍照打卡景點就是南投稅務出張所，該所位於南投市，於2009年4

月23日公告為歷史建築，為南投市四處日治時期建築之一，其他三處為武德殿、南投市農

會、聚芳館。南投稅務出張所是日治時期台中州第一個設立的稅務出張所，為日治時期南

投目前僅存之官署建築，且是日治時期台灣地區六處稅務出張所建築中唯一僅存。

    昭和11年（西元1936年）落成之南投稅務出張所，辦理南投郡下之稅務工作，反映

出南投地區發展成果，戰後續為稅捐稽徵處、南投市公所、南投縣警察局南投分局使用。

建築體位於南投市中山街與公所街交口，公所街一路名可見此建築之行政沿革歷史，原始

建築規模為中央主體建築、左右翼及附屬建築：中央主體建築為兩層樓，屋頂為平頂； 

1950年將原有的平頂拆除改為斜屋頂，並將左右翼加建二樓以增加辦公空間，屋面改為斜

屋頂，附屬建築亦增建為二樓，即為目前所見之外觀。

    南投稅務出張所建於日治時期，也是全台六

座日治稅務出張所中唯一碩果僅存的，因此格外

具有歷史意義。由政府委外招標後，因為重建工

程太過困難因此經歷六次流標，最後由妖怪村團

隊接下這個艱難任務並將它化腐朽為神奇於2019

年2月甫開幕的南投稅務出張所蘿西家族，搖身

一變成為南投市的熱門新景點。大門前的一口井

寫著「奇井再現」就是在述說這段故事喔!

    圈會議在這歷史建築裏舉行，由李副處長致

詞拉開序幕，除感謝專兼任人事人員努力及對於

人事業務的配合，並期勉同仁「愛share知識圈」的理念就是與同仁分享人事專業知識及

互相交流處理人事業務心得，讓專兼任人事人員互助共好，能提供同仁即時正確的人事服

務。

    尤其今年是特別的一年，遇到新冠肺炎疫情，期盼人事同仁與機關學校配合，預先做

好防疫措施，以迎接未來的挑戰，適時提供同仁關懷及支持，一起攜手度過

疫情。

這一次圈會議特別聘請南投市衛生所張麗娟護理長，為大家帶來員工協助方

案宣導―漫談癌症預防講座，透過張護理長深入淺出的講解分享，對於癌症

預防大家都有滿滿收穫，透過生活作息規律正常、均衡的飲食、充足的睡眠

、規律的運動、拒絕抽菸喝酒，並定期做健康檢查，這是預防所有疾病的萬

靈丹。

    會議繼續在李怡蓉圈長主持下圓滿完成討論事項，接下來的餐敘及人事業務交流

顯得熱鬧，同仁的交流沒有拘束，各自找到自己的答案，適時放鬆充電，蓄滿能量繼續

在自己的崗位上提供同仁最好的服務。

    會後參訪擁有「南投小白宮」之稱的稅務

出張所，在妖怪村團隊得標而進行重新規劃後

，是結合了各種文創、飲食等的拍照打卡景點

，整棟建築設計是以貓咪「蘿西家族」為主題

，還沒進到所內就可以看到相當多的巨型貓咪

公仔在迎接大家，最有趣的地方是在建築物外

頭放上了一個像Hello Kitty的蝴蝶結，而門

口的春聯還是用貓星語寫成，原本是帶點嚴肅

氣息的出張所，整個氛圍都變得活潑了，而稅

務出張所的門票設計是兩枚貓幣，六歲以下的

兒童或是南投市的市民則是可以持身分證件免費入館。整個稅務出張所

的主題相當有趣而且一致性高，裡面設有商品部、食品部還有金融部跟交誼廳等，就像

到了蘿西家族的王國般，在販賣部的地方各種商品琳瑯滿目，且都是以貓為主角設計。

一樓的戶外區營造的像是日式庭院的造景，還有大型的貓咪展品，往二樓的階梯就像時

光隧道般，牆上掛著一張張的老照片，彷彿回到了過去。二樓是設計為咖啡廳，跟一樓

的商店區不同，喜歡拍照的朋友絕對不能錯過。這一棟別具歷史意義的建築，經妖怪村

團隊重新規劃後又有另一番不一樣的風情。

    這次第一知識圈第1次集思論壇選在稅務出張所辦理

，別具意義，期許同仁繼往開來，繼續秉持「專業、效

能、關懷」服務所有同仁，身為人事人員不只需要依法

行事，更需主動積極地發現問題，關懷同仁，用最溫暖

的語彙，表達最真摯的心意，誠懇討論，熱心關懷，主

動積極親切提供服務。對同仁的需求及所遭遇之困難，

以同理心及時提供必要之協助與照護，增進同仁信賴感

。辦事要明快主動，積極地發揮執行力，以提高行政效

率與工作績效，讓人事服務更有溫度，讓同仁更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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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政府1 0 9年 7月至9月薦任第8職等以上人員動態

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洪文堂 本府計畫處管制考核科科長 本府計畫處為民服務科科長

陳錦壤 本府計畫處為民服務科科長 本府計畫處檔案管理科科長

石霈語 本府計畫處檔案管理科科長 本府計畫處管制考核科科長

羅雅南 本府參議 屆齡退休

黃富鈴 本府新聞及行政處副處長 自願退休

林倖祺 本府新聞及行政處機要行政科科長 本府新聞及行政處副處長

李誌寬 本府社會及勞動處婦女福利及保護科科長 本府社會及勞動處社會福利科科長科長

蔣國全 本府社會及勞動處社會福利科科長 本府社會及勞動處社會救助科科長

張佳雯 本府社會及勞動處社會救助科科長 本府社會及勞動處婦女福利及保護科科長

周敏正 本府稅務局局長 屆齡退休

吳毓紘 本府稅務局副局長 本府稅務局局長

許雪娥 本府稅務局秘書 本府稅務局副局長

馮玉芬 本縣埔里鎮公所課員 本府稅務局秘書

林儒傑 本府環境保護局稽查員 本府環境保護局稽查科科長

吳正守 本府衛生局檢驗科科長 自願退休

張志邦 本府衛生局科員 本府衛生局檢驗科科長

卓靜如 本府新聞及行政處科員 本府新聞及行政處機要行政科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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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報到日期

(離職日期)
備註

王佩珊
南投縣中寮鄉公所

人事室主任

南投縣立日新國民中學

人事室主任
109.06.30 降調他機關

洪祺雯
南投縣國姓鄉公所

人事室主任

南投縣埔里鎮公所

人事室主任
109.07.01 平調他機關

李易澂
南投縣埔里鎮公所

人事室主任

南投縣魚池鄉公所

人事室主任
109.07.01 平調他機關

余秀玉
南投縣魚池鄉公所

人事室主任

南投縣國姓鄉公所

人事室主任
109.07.01 平調他機關

洪竹林
南投縣立南崗國民中學

人事室主任
109.07.02 自願退休

陳碧衿
南投縣竹山鎮雲林國民小學

人事室主任
南投縣立南崗國民中學

人事室主任
109.07.03 平調他機關

鄭連珠
南投縣竹山鎮延平國民小學

人事室主任
南投縣竹山鎮前山國民小學

人事室主任
109.07.16 平調他機關

許榮聰
南投縣竹山鎮前山國民小學

人事室主任
南投縣竹山鎮延平國民小學

人事室主任
109.07.16 平調他機關

林淑芳
南投縣政府消防局

人事室科員

南投縣政府人事處

退休給與科科員
109.07.28 平調他機關

林佩穎
南投縣立埔里國民中學

幹事

南投縣立草屯國民中學

人事室助理員
109.08.07 他機關調進

羅添慧
南投縣政府人事處

考核訓練科科員

南投縣政府消防局

人事室科員
109.09.01 平調他機關

王怡婷
南投縣政府人事處

考核訓練科辦事員

南投縣政府人事處

考核訓練科科員
109.09.01 本機關調陞

宋怡臻
南投縣埔里鎮公所

人事室課員

新北市立圖書館

人事室主任
109.09.11 調陞他機關

張琇茹
南投縣政府人事處

退休給與科科員

國立東華大學

人事室專員
109.09.28 調陞他機關

南投縣政府人事處1 0 9年 7月至9月人事人員任免動態



員工加油站 好書推薦

書    名  當父母老後…………

          兒女面臨高齡長輩老、衰、病

          、死的情緒困頓與出口

作者簡介  蔡惠芳

          專業助人工作者。 

          身為社會工作師，也是諮商心

          理師，堅守在醫療場域，陪伴

          病人及家屬經歷生命中的生離

          死別。見證許多家庭在面對無

          常時的韌性，也常感動於困頓

          之後的展顏。 

          想用這本書傳達――面對生命

          ，我們在如常裡努力創造意義

          ；而回到家庭的無常裡，我們

          是故事傳唱的歌者。

出 版 社  博思書庫

     當長命百歲成為多數人都可能達到的生命境界時，衍生的照顧需求、家人

關係、經濟資源、時間調配與人性尊嚴, 無一不撥動你我心弦。

針對各種年齡層的兒女，在面對父母及長輩――老、衰、病、死的過程，可能會

發生的情緒、糾結、困頓等各種衝突，希望透過這本書，提供看待整個過程的不

同視角，透過作者的脈絡整理而產生出的力量，從中找到一個方向和解決的想法                       

。

    古諺說得好 : 「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也」。大多數人從出生

開始都是受到父母的生育、養育、教育之恩，當我們成家立業之後，經常因為家

庭事業兩頭燒，而忽略摯愛的雙親已經逐漸老化，特別是雙親即將面對死亡的關

鍵時刻，經常使人措手不及，甚至在雙親過世之後而遺憾終生，就是因為沒有做

好準備。

    當父母長輩需要有人協助的時候，有時候子女自己都自顧不暇，更多的是子

女本身生活都很困難，怎麼還有時間、餘力照顧老人家?這些都是兒女面對長輩

老去時的問題，不同族群、不同階段真實遇到的狀況，有些可能是溝通、適應的

問題，有些則是疾病、臨終的問題。

過去人家常說:「久病床前無孝子!」子女要從眾多輕易的指責中取得饒恕，

可說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他們的內心有著許多掙扎和曲折，不斷地衝擊

，往往他們也無從說起、無力爭辯。此時需要的是「愛、連結與修復」，親

情之愛是需要彼此真誠付出、用心對待，照顧年老父母無需一味以責任做為

愛的桎梏，添加點人性體貼與體諒，少點計較與爭執，自然就會連結起家庭

力量。

    當兒女可以重新審視自己，再次看見與家庭之間的關係，理解到個人和

家庭之間永遠處於變動的狀態，如同隨著家庭週期的進展，有依附、有遠離

，然後重新建立另外一個關係的過程，這就是「日常」，但是「日常也是無

常」，每天都在變動之中，這個變動也塑造了我們的人生。

站在中年的分界上，不只要承接父母老去的種種問題，還要照顧到自己慢慢

老去的事實，是否時常感到蠟燭兩頭燒的窘迫?然而，我們不用過度悲觀，

因為這都是過程中必經的一番轉換，大家慢慢隨著時間的調適之下，開始發

現這件事必須納入自己的日常規劃，才能繼續相安無事過日子，這時就有了

契機。

    書中完全貼近老化人生，描繪人性在付出、關懷、責任與壓力交融下的

照顧糾葛情懷。當長輩面臨老衰病死階段的因應與思考，找到情緒困頓的出

口，打破照顧者迷思，愛恨糾結的依附，看見關係修復的契機，安心伴老，

展現家庭韌力，照護中場休息停看聽，情緒復位，家庭犧牲者的自我解套之

路，傳承愛的故事，延續美好關係，變老的路，陪你一起往前走！

作者以二十年臨床經驗及社工師與諮商心理師雙專家角度，提供如何調適及

修復的具體策略，讓已進入高齡人生長者,能理解中年孩子的處境，讓邁入

三明治人生的中年人、更能順遂營造新的家人關係，讓年輕世代可以適時參

與中年爸媽與爺奶間的共處之道，揭開長壽社會下，你我都將面對的情景與

態度，不說教卻深具啟發性，值得您細細品味。

    這是一本獻給天下兒女的陪伴之書，突破照顧盲點，你不是一個人！社

工與心理專家陪你談心，與你作伴！面對父母的老衰病死，兒女可以不再為

了情緒拔河，看待自己變老這件事，我們可以不用那麼害怕！應學習面對父

母衰老死亡，以及學習人生下半場的重要指南，同時也是臨床醫療人員不可

或缺的參考作品，誠摯推薦給大家這本值得仔細閱讀的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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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名  當父母老後…………

          兒女面臨高齡長輩老、衰、病

          、死的情緒困頓與出口

作者簡介  蔡惠芳

          專業助人工作者。 

          身為社會工作師，也是諮商心

          理師，堅守在醫療場域，陪伴

          病人及家屬經歷生命中的生離

          死別。見證許多家庭在面對無

          常時的韌性，也常感動於困頓

          之後的展顏。 

          想用這本書傳達――面對生命

          ，我們在如常裡努力創造意義

          ；而回到家庭的無常裡，我們

          是故事傳唱的歌者。

出 版 社  博思書庫

     當長命百歲成為多數人都可能達到的生命境界時，衍生的照顧需求、家人

關係、經濟資源、時間調配與人性尊嚴, 無一不撥動你我心弦。

針對各種年齡層的兒女，在面對父母及長輩――老、衰、病、死的過程，可能會

發生的情緒、糾結、困頓等各種衝突，希望透過這本書，提供看待整個過程的不

同視角，透過作者的脈絡整理而產生出的力量，從中找到一個方向和解決的想法                       

。

    古諺說得好 : 「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也」。大多數人從出生

開始都是受到父母的生育、養育、教育之恩，當我們成家立業之後，經常因為家

庭事業兩頭燒，而忽略摯愛的雙親已經逐漸老化，特別是雙親即將面對死亡的關

鍵時刻，經常使人措手不及，甚至在雙親過世之後而遺憾終生，就是因為沒有做

好準備。

    當父母長輩需要有人協助的時候，有時候子女自己都自顧不暇，更多的是子

女本身生活都很困難，怎麼還有時間、餘力照顧老人家?這些都是兒女面對長輩

老去時的問題，不同族群、不同階段真實遇到的狀況，有些可能是溝通、適應的

問題，有些則是疾病、臨終的問題。

過去人家常說:「久病床前無孝子!」子女要從眾多輕易的指責中取得饒恕，

可說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他們的內心有著許多掙扎和曲折，不斷地衝擊

，往往他們也無從說起、無力爭辯。此時需要的是「愛、連結與修復」，親

情之愛是需要彼此真誠付出、用心對待，照顧年老父母無需一味以責任做為

愛的桎梏，添加點人性體貼與體諒，少點計較與爭執，自然就會連結起家庭

力量。

    當兒女可以重新審視自己，再次看見與家庭之間的關係，理解到個人和

家庭之間永遠處於變動的狀態，如同隨著家庭週期的進展，有依附、有遠離

，然後重新建立另外一個關係的過程，這就是「日常」，但是「日常也是無

常」，每天都在變動之中，這個變動也塑造了我們的人生。

站在中年的分界上，不只要承接父母老去的種種問題，還要照顧到自己慢慢

老去的事實，是否時常感到蠟燭兩頭燒的窘迫?然而，我們不用過度悲觀，

因為這都是過程中必經的一番轉換，大家慢慢隨著時間的調適之下，開始發

現這件事必須納入自己的日常規劃，才能繼續相安無事過日子，這時就有了

契機。

    書中完全貼近老化人生，描繪人性在付出、關懷、責任與壓力交融下的

照顧糾葛情懷。當長輩面臨老衰病死階段的因應與思考，找到情緒困頓的出

口，打破照顧者迷思，愛恨糾結的依附，看見關係修復的契機，安心伴老，

展現家庭韌力，照護中場休息停看聽，情緒復位，家庭犧牲者的自我解套之

路，傳承愛的故事，延續美好關係，變老的路，陪你一起往前走！

作者以二十年臨床經驗及社工師與諮商心理師雙專家角度，提供如何調適及

修復的具體策略，讓已進入高齡人生長者,能理解中年孩子的處境，讓邁入

三明治人生的中年人、更能順遂營造新的家人關係，讓年輕世代可以適時參

與中年爸媽與爺奶間的共處之道，揭開長壽社會下，你我都將面對的情景與

態度，不說教卻深具啟發性，值得您細細品味。

    這是一本獻給天下兒女的陪伴之書，突破照顧盲點，你不是一個人！社

工與心理專家陪你談心，與你作伴！面對父母的老衰病死，兒女可以不再為

了情緒拔河，看待自己變老這件事，我們可以不用那麼害怕！應學習面對父

母衰老死亡，以及學習人生下半場的重要指南，同時也是臨床醫療人員不可

或缺的參考作品，誠摯推薦給大家這本值得仔細閱讀的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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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法規照過來人事法規照過來

任免銓敘科

P14

本府人事處案陳銓敘部109年8月10日部法三字第1094959651

號函參見。

係規定現職人員經公務人員考試錄取分配訓練，具擬任職務法

定任用資格者，得由權責機關函商原服務機關同意，依任用法

第24條規定先派代理，並依限送審。茲以上開條文係為保障現

職人員既有任職權益，非現職人員尚非適用對象。是以，銓敘

部78年8月16日78台華登一字第294714號函及95年3月28日部

管四字第0952615260號書函，以及該部歷次函釋，有關非現

職人員經考試錄取分配占缺實施實務訓練，倘具所占職缺之任

用資格者，得准先行派代送審規定，與上開規定未合者，均配

合自本條文109年8月2日發布生效日起停止適用。另具擬任職

務任用資格之非現職人員，其分配用人機關訓練之實際報到日

於本條文發布生效日前者，仍得參照上開函釋由權責機關先行

派代送審。 

一、

二、

  考試院民國109年7月31日修正發布之公務人員任用法(以下

簡稱任用法)施行細則第21條之1條文。



人事法規照過來人事法規照過來

考核訓練科

 P15

銓敘部109年7月2日部法一字第10949502621號令規定略以

，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所稱「經營」為規度謀作之意，亦

即指本人實際參加規度謀作業務之處理而言。是以公務員

創作之專利、著作、藝術作品、應用程式、通訊軟體貼圖

，得以自己名義運用或授權他人使用獲取報酬；惟以自己

名義運用者，不得設廠製售、與他人約定以自己名義從事

商業宣傳及行銷；授權他人使用者，不得參與後續商業宣

傳及行銷；以上公務員運用自身知識產能為基礎而形成之

智慧財產所獲致之正常利潤，倘非涉及規度謀作之意，均

非屬服務法第13條經營商業之範疇。

銓敘部109年8月18日部法一字第10949605491號令規定略

以，公務員兼任合作社（除信用合作社外）職務，應依服

務法第14條規定，報經服務機關許可，機關首長應經上級

主管機關許可；至信用合作社具營利法人性質，公務員雖

得加入信用合作社成為社員並經選任為社員代表，惟其認

股比例至多不得超過實收股金總額百分之五，且不得兼任

信用合作社理事、監事、經理人、清算人、監管人等職務

。又合作社入社資格條件如屬服務法第13條所定經營商業

之範疇者，公務員仍不得加入該合作社(如擬加入臺灣省青

果運銷合作社為社員或社員代表前，必須先符合青果生產

者或種植青果且願意參加共同運銷者之資格條件，屬經營

商業之範疇，自為服務法所不許)。

二、

一、



人 事法規照過來人 事法規照過來

退休給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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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29條第2項、公務人員退休

資遣撫卹法第7條第2項及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8條

第2項規定略以，軍公教人員退撫基金費用按現役人員、公務人

員及教職員本俸加一倍百分之12至百分之18費率繳納。茲配合

軍公教人員退撫基金提撥費率業經考試院及行政院會同釐訂公

告，自110年1月1日起每年調升1％，至112年調整為15％，爰

按107年1月1日生效之全國軍公教人員待遇支給標準，修正110

年度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繳納金額對照表，請配合並轉知所

屬機關（構）學校自110年1月1日起依前開對照表標準辦理每月

退撫基金費用繳納事宜。又上開待遇支給標準日後如有調整，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將另行配合修正。（依據公

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10 9 . 0 9 . 1 1日台管業一字第

1091537423號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