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銓敘部 109 年 3 月 16 日部退二字第 1094910657 號函：修正公(政)務人員相關退休(職)書

表，嗣後退休(職)案件請改以最新書表報送一案，請查照轉知。 
說明： 
一、查民國 103 年 1 月 29 日修正公布之公教人員保險法(以下簡稱公保法)第 16 條第 2
項、第 10 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55 條第 2 項規定，公保法修正施行前之年資，最高給付

36 個月之一次養老給付；修正施行後之年資，得再加給，最高以給付 42 個月(保險年資

每滿 1 年，給付 1.2 個月)為限；但辦理優惠存款者，最高仍以 36 個月為限。此外，一

次養老給付得依規定辦理優惠存款者，其切結拋棄該項權利並經權責機關核准後，則得

請領至最高給付上限 42 個月。為因應上開公保法修正一次養老給付上限，本部爰配合

修正公(政)務人員退休(職)相關書表並新增放棄優惠存款權利之選項，提供退休人員勾

選，並以本部 103 年 5 月 30 日部退二字第 1033808912 號函通知中央及地方各主管機關

人事機構，請各機關於報送相關案件前，務必請退休(職)人員審慎評估後作出選擇，並

規定一經本部審定並領取公保養老給付後，即不得請求變更，以維持行政處分之安定

性。先予敘明。 
二、復按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以下簡稱退撫法)第 36 條、第 38 條及第 39 條自 107
年 7 月 1 日施行，實務上有具辦理優惠存款權利之公務人員選擇請領公保一次養老給付

並辦理優惠存款者，因其每月退休所得超出退撫法附表 3 所定退休所得替代率上限時，

其各實施期間得辦理優惠存款金額及每月優惠存款利息已為 0 元之情形；或各實施期間

得辦理優惠存款金額及每月優惠存款利息雖非為 0 元，惟其若選擇拋棄優惠存款權利，

得請領高於 36 個月部分之一次養老給付金額，高於其得領取之優惠存款利息總額。據

上，公務人員究竟選擇拋棄優惠存款權利或選擇辦理優惠存款，因涉及當事人權益，應

審慎評估後予以選擇。是為確認當事人是否選擇辦理優惠存款，爰修正公(政)務人員相

關退休(職)書表，新增選擇「不拋棄」辦理優惠存款權利相關文字之選項，提供退休人

員勾選，並重申前開本部 103 年 5 月 30 日函之規定，務必請退休(職)人員審慎評估後作

出選擇，一經本部審定並領取公保養老給付後，即不得請求變更之。 
三、前開修正後之退休(職)書表，請各機關自本部全球資訊網服務園地「常用表格下

載」項下，自行下載使用。 
 

●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9年3月13日總處培字第1090028680號函：有關108年度各機關進用

身心障礙人員達法定進用人數，依「進用身心障礙人員作業要點」(以下簡稱作業要點)規



 

定予以獎勵一案，請查照並依說明事項辦理。 

說明： 

一、關推動該項業務有功人員得依旨揭作業要點第9點規定辦理敘獎，請鄉公所及鄉代

表會本權責辦理，本府所屬機關依程序報府核定。 

二、檢送108年度進用身心障礙人員比例及敘獎額度一覽表。 

 

● 行政院109年3月13日院授主預字第1090100686號函：「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

及紓困振興特別預算執行應行注意事項」1份，並自中華民國109年1月15日生效，請查

照。 

 

●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08 年 5 月 27 日總處培字第 1080035544 號書函：因應新冠疫情日

益嚴峻，重申各機關(構)得視實際需要，依公務人員週休二日實施辦法規定，彈性調整辦

公時間，彈性時間不以 1 小時為限，請查照。 
說明：  
一、查週休二日實施辦法第 2 條規定略以，公務人員每日上班時數為 8 小時，每週工作

總時數為 40 小時；各機關(構)得視業務實際需要，在「不影響民眾洽公」、「不降低行政

效率」、「不變更每週上班日數及每日上班時數」之原則下，彈性調整辦公時間，彈性時

間並未明文以 1 小時為限。 
二、本府各處維持原彈性上下班機制，彈性上下班時間為上午 7 時 30 分至 8 時 30 分；

下午 5 時至 6 時。至府外得視業務狀況自行調整，如有調整彈性辦公時間，請本於權責

調整並副知本府人事處。 
三、 各機關學校同仁於清明連假赴台返馬後，應實施自主健康管理至少 14 天，若感身

體不適，請立即就醫，同時告知主管。身體無狀況者，請上班時務必戴口罩、勤洗手、

量體溫，做好自已衛生安全防護，並避免不必要的公務行程或參與會議等，減少不必要

的人員接觸。另各機關(構)學校儘速並完備異地辦公事宜，以及建議辦公出入場所提供同

仁上、下班自主性測量體溫及酒精消毒等服務。 
四、  

● 為應疫情考量，請各單位儘量避免非必要赴台公差(假)行程，惟如仍須赴台，並自即日起

至 109 年 5 月 2 日止暫停前往桃園以南(含桃園)之公差(假)，請查照並轉知所屬。 
說明：  
一、依本府 109 年 4 月 27 日本縣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指揮中心會議決議辦

理。 
二、鑑於日前發生海軍敦睦艦隊新冠肺炎確診個案足跡以中南部居多，除請各單位依旨

揭事項辦理外，另原核准 109 年 5 月 2 日前赴桃園以南公差之同仁，亦請配合辦理線上

差假撤銷作業。 
 

● 檢送訂定「連江縣政府人事處辦理所屬機關(構)學校人事業務檢查督導實施要點」1 份，

自即日起實施，請查照。 
說明： 
一、本（109）年度人事業務檢查督導時間，預定於 6 月下旬及 9 月上旬實施，至於前

往各機關（構）學校確定日期，屆時另以電話通知。 



 

二、為配合中央人事主管機關修正人事法規等相關規定，本府人事處業已檢視現行人事

業務標準作業流程（SOP）之業務項目，有關修正及新增部分項目，業已上載本府人事

處網頁，請至本府網站路徑：（https://www.matsu.gov.tw/）─「縣府簡介」─「機關通

訊」─「人事處」─「業務專區」─「標準作業流程」下載運用。 
 
● 檢送「連江縣政府及所屬機關(構)學校職員獎懲作業要點」、修正總說明及對照表，自即

日起實施，請至本府人事處網站「人事法規」-「自訂法規」下載參用，請查照轉知。

( https://www.matsu.gov.tw/Chhtml/Index/371030000A0011 ) 

說明： 

一、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及本府 109 年第 2 次公務人員考績會會

議決議辦理。 

二、為期職員之獎懲符合公開、公平、公正之原則，以激勵工作士氣、提昇服務品質，

本府修訂「連江縣政府及所屬機關(構)學校職員獎懲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請

參閱修正總說明。 

三、有關他機關來函建議敘獎案或本府各專案(計畫等)，請參照本要點第 3 點第 11 款規

定辦理，惟各機關對職責內應辦事項除績效卓著，有特殊貢獻者外，其屬一般例行性業

務則依本要點第 3 點第 5 款規定不予敘獎，僅作為年終考績之參考，仍不得依來函所示

敘獎，以杜浮濫。 

四、有關本府及所屬機關(構)學校職員記功以下獎勵令電子化措施，自 108 年 7 月 1 日

起施行，為利獎勵令電子郵件通知順利寄達，請各專(兼)任人事人員於 WebHR 內維護

各單位同仁電子郵件信箱，並依附件「一般公務人員系統操作手冊」協助同仁完成同意

獎勵令電子化流程。 

五、為杜絕公務人員酒後駕車之行為，以維護政府形象，保障交通安全，本要點新增

「連江縣政府公務人員酒後駕車懲處基準表」，請各機關應對所屬公務人員加強宣導酒

後駕車行為所造成之危害，及其依刑法、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及本處理原則等相關法

令所應負之法律責任，以建立酒駕零容忍之正確觀念，貫徹防制酒駕之決心。 

 
 
  
 

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到(離)職日期 

黃姝綺 
連江縣立中山國民

中學教師助理員 

連江縣政府約用

人員 
1090301 

黃婉玲 
連江縣政府約用人

員 
 1090301 辭職 

https://www.matsu.gov.tw/Chhtml/Index/371030000A0011


 

陳冠元 
連江縣南竿鄉公所

約僱職務代理人 

連江縣政府約用

人員 
1090311 

王榮龍 
連江縣環境資源局

科員 
連江縣政府專員 1090311 

林君亞 
連江縣政府約僱職

務代理人 

連江縣政府約僱

職務代理人 1090312 僱用 

林佳萱  
連江縣政府約用

人員 
1090323 僱用 

高依萍  連江縣政府科員 

1090327 考試錄取分

配訓練學（實）習 

王詩媚  連江縣政府科員 

1090327 考試錄取分

配訓練學（實）習 

陳少棋 

連江縣政府約僱職

務代理人 

 1080327 期滿離職 

陳嵐萍 

連江縣政府約僱職

務代理人 

連江縣政府約用

人員 
1090327 

林文斌 
彰化縣芳苑鄉公所

村幹事 
連江縣政府科員 1090330 

陳致偉 
連江縣財政稅務局

約用人員 
連江縣政府書記 1090330 

彭暖庭  
連江縣政府約用

人員 
1090401 僱用 

曹琇君 連江縣政府科長 連江縣政府科長 1090401 



 

楊圃  1090406 

考試錄取分配訓練學

（實）習 

謝凱翔 連江縣政府秘書 
連江縣政府副處

長 1090416 

 

 

 

 

 

 

姓名 原任機關職務 新任機關職務 到(離)職日期 

周易達 
連江縣莒光鄉民代

表會約僱人員 
 1090301 辭職 

陳妤 
連江縣立醫院約用

人員 
 1090301 辭職 

侯明寶 
嘉義縣竹崎鄉中興

國民小學幹事 
 1090301 

王玲玲 

連江縣北竿鄉塘岐

國民小學教師助理

員 

 1090301 辭職 

王翠花 
連江縣北竿鄉塘岐

國民小學代理教師 

連江縣北竿鄉塘

岐國民小學教師

助理員 

1090301 

吳羽薇 
連江縣北竿鄉塘岐

國民小學代理教師 

連江縣立中山國

民中學教師助理

員 

1090301 

陳榆家  
連江縣衛生福利

局約用人員 
1090302 僱用 

洪玉如  
連江縣立醫院約

用人員 
1090302 僱用 



 

林惠玲 
桃園市政府地方稅

務局稅務員 

連江縣立敬恆國

民中小學會計員 
1090302 

林沛辰  
連江縣立醫院約

用人員 
1090302 

周奉霆  
連江縣衛生福利

局約用人員 
1090302 

李承宏 
連江縣立東引國民

中小學代理教師 

連江縣立東引國

民中小學代理教

師 

1090305 

葉芯彤  
連江縣莒光鄉民

代表會約僱人員 
1090306 僱用 

孫婉菁  

連江縣北竿鄉塘

岐國民小學代理

教師 

1090306 聘用 

林呈旭  
連江縣立中山國

民中學代理教師 
1090308 聘用 

王倩雯 
連江縣南竿鄉仁愛

國民小學代理教師 

連江縣南竿鄉仁

愛國民小學代理

教師 

1090311 

王傳志 
連江縣北竿鄉公所

約僱職務代理人 
 1090319 解僱 

林群倫  
連江縣環境資源

局約用人員 
1090325 僱用 

池函璇 
連江縣環境資源局

約用人員 

連江縣東引鄉公

所辦事員 
1090325 

賴羿廷 
 連江縣立東引國

民中小學幹事 

1090327 考試錄取分

配訓練學（實）習 

黃新翔 
連江縣交通旅遊局

約僱職務代理人 

連江縣交通旅遊

局約用人員 

1090327 僱用 

陳榆家  
連江縣衛生福利

局約用人員 
1090302 僱用 



 

陳亭妤  
連江縣交通旅遊

局科員 

1090327 考試錄取分

配訓練學（實）習 

台佳欣  
連江縣交通旅遊

局科員 

1090327 考試錄取分

配訓練學（實）習 

陳亭妤  
連江縣交通旅遊

局科員 

1090327 考試錄取分

配訓練學（實）習 

洪玄貞  
連江縣大同之家

社會工作員 

1090327 考試錄取分

配訓練學（實）習 

張清  
連江縣交通旅遊

局科員 

1090327 考試錄取分

配訓練學（實）習 

陳雅婷 
連江縣交通旅遊局

約僱職務代理人 

連江縣交通旅遊

局約用人員 
1090327 僱用 

林奕蕎 

連江縣立東引國民

中小學約僱職務代

理人 

 1090327 期滿 

曹茗嘉 

連江縣莒光鄉戶政

事務所約僱職務代

理人 

 1090331 辭職 

黃行敬  
連江縣莒光鄉戶

政事務所籍員 

1090331 考試錄取分

配訓練學（實）習 

陳淑媛 
連江縣南竿鄉公所

村幹事 

連江縣南竿鄉公

所助理員 
1090401 

林玉凰 
連江縣立醫院約用

人員 
 1090401 辭職 

陳又寧  
連江縣立醫院約

用人員 
1090401 僱用 

陳美蘭 
連江縣公共汽車管

理處會計員 

連江縣南竿鄉公

所主任 
1090401 

林彥伶 
連江縣環境資源局

約用人員 
 1090401 辭職 



 

 

 
 
 

連江縣政府 109年度 3-4月辦理縣長有約活動 

日 期 人數 地 點 參 加 對 象 給 新 進 同 仁 的 話 

109/03/02 11 
縣府 1樓

大貴賓室 

南竿鄉機關學校 109年

2月新進人員會面 

縣長：歡迎各位加入我們。馬祖發展

和傳承都需要各位大力地協助。現在

馬祖已經是全國最幸福城市，馬祖的

文化也列為國家重要民俗，如何將把

馬祖文化行銷到全世界，讓世界看見

馬祖的特色和珍貴的閩東文化，這都

要借助各位同仁的努力和幫助。若是

同仁有生活上或是住宿方面的需求

或想提出建議、有什麼想法都可以和

各主管或是跟我說。 

 

副縣長：各位同仁大家好，既然來到

馬祖，就把握機會多磨練自己，累積

實力。 

 

秘書長：各位同仁好，有什麼問題都

歡迎同仁來找我，秘書長會想辦法幫

忙大家解決問題，也歡迎大家來到馬

祖。 

 

人事處： 

一、 歡迎各位新進人員來馬祖，若

初等考試人員會其他臨時人員

想要更進階，可以參加每年度

中央及地方辦理之高考、普考



 

日 期 人數 地 點 參 加 對 象 給 新 進 同 仁 的 話 

及地方特考等考試，相關考試

資訊可洽詢本處。 

二、 各位新進同仁若是有住宿上或

生活上等需要協助，可以洽詢

本處提供同仁專業諮詢。 

 
 
 

※( 活動照片 ) 

 

 
 
 
 
 



 

 
 
  

出生日期 姓 名 單 位 職 稱 備 註 

301 蘇琬玲 教導處 代理教師  

301 張嘉琪 附設幼兒園 代理教師  

302 邱友鈴 人事處 約僱人員  

303 宋志富 本社 社長  

303 陳泳潔 護理科 約用人員  

303 黃晉信 產業發展處 技佐  

303 王佳琦 醫療事務及資訊室 護理師  

304 李愷芬 污染防治科 約用人員  

305 劉知訓 北竿鄉代會 約僱人員  

305 陳思潔 本中心 約用人員  

305 江敬涵 港埠課 課員  

305 邱紫彤 產業發展處 科員  

305 曹少玉 主計處 處長  

306 王芳瑤 北竿鄉代會 約僱人員  

306 劉禮平 國中部 教師  

306 林文雅 本機關 約用人員  

306 蔡誘玲 行政課 約僱人員  

306 劉品秀 附設幼兒園 教師  

306 陳美娟 護理科 約用人員  

307 林元忠 校長室 校長  

308 曹珮雯 社會福利科 約用人員  

308 陳佑任 牙科 牙醫師  

309 陳正偉 行政課 約用人員  

309 蔡尚彣 民政課 課長  

309 劉知新 工務處 科員  

310 劉燕萍 護理科 護理師  

310 李玲 行政處 科員  

 



 

311 王芳琳 社會福利科 聘用社工員  

311 曹玲 工務處 約用人員  

312 陳敬安 民政課 課員  

312 劉培鑫 國中部 教師  

314 邱財寶 安老養護 臨時人員  

314 韋仲明 測量科 測量助理  

314 曹立偉 災害管理科 技士  

314 曾秀萍 財務管理科 約僱人員  

315 陳冠儒 資源管理科 約用人員  

315 龔姵璇 護理科 約用人員  

315 劉德全 產業發展處 處長  

315 陳鈞瑋 救災救護指揮中心 副大隊長  

316 曹芳綺 本機關 藥師  

317 鄭子駿 國中部 教師  

317 羅詩涵 公有財產科 科員  

317 郭勇成 主計處 科員  

318 陳壽銘 南竿分隊 隊員  

318 林孝傑 介壽分隊 隊員  

318 李懿雲 輔導室 教師  

318 林鈺燕 護理科 護理師  

319 曹容甄 教導處 營養師  

319 張偉晨 污染防治科 約用人員  

320 陳功德 校長室 校長  

320 洪玄貞 安老養護 社會工作員  

320 劉晏廷 保健科 約用人員  

321 劉秋富 本所 秘書  

321 陳淑媛 民政課 村幹事  

321 林文瀚 民政處 約用人員  

322 吳金福 工務處 科員  

322 翁珮慈 文化處 科員  



 

323 施玉彬 民政處 聘用勞動檢查員  

323 陳雅庭 產業發展處 約用人員  

323 李承翰 工務處 約用人員  

324 曹秀明 民政課 村幹事  

324 陳利華 東莒分隊 小隊長  

324 黃韻文 產業發展處 技士  

324 陳瑾瑛 文化處 約用人員  

325 李伊婷 國中部 代理教師  

325 曹劍平 行政科 科員  

326 張晏慈 國小部 代理教師  

326 曹曉芳 附設幼兒園 教師  

326 熊愛雲 總務室 約用人員  

326 黃緯綸 人事處 科員  

327 曹以均 國中部 代理教師  

327 陳彥瑋 長期照護科 行政  

327 蔡叔揚 總務處 組長  

328 王弘文 政風處 處長  

329 陳欣怡 家庭醫學科 醫師  

329 陳忠義 工務處 處長  

330 陳又寧 家庭醫學科 約用人員  

331 黃秀香 地籍科 約僱人員  

401 曹曉芩 交通管理科 約僱人員  

401 黃美媛 長期照護科 約用人員  

401 王媚娟 文化處 約僱人員  

402 曹常吾 南竿營運所 技術士  

404 黃秉宏 主計室 主任  

405 洪筱雯 國中部 代理教師  

405 黃琮傑 放射線科 約用人員  

406 林月仙 教導處 教師  

406 林美春 民政課 課長  



 

406 林勝棠 東引營運所 技術士  

407 曹守輝 教導處 教師  

407 陳書福 本府 參議  

407 王淑敏 附設幼兒園 教師  

408 黃碧華 本機關 約僱人員  

408 劉燕枝 社會福利科 聘用社工員  

408 詹雅霖 教育處 科員  

409 張惠茹 教導處 教師  

409 郭承鈞 測量科 技士  

409 洪嘉珍 稅捐稽徵科 助理員  

410 陳志偉 國小部 教師  

410 池銀官 育幼組 幹事  

410 蘇于庭 保健科 約用人員  

410 林文斌 民政處 科員  

410 劉增駿 藥劑科 藥師  

411 王致彬 污染防治科 約僱職務代理人  

411 林孜庭 教育處 專任專業輔導人員

（社會工作師 ） 
 

411   楊淑琳 會計室主任  

412 劉婷瑛 附設幼兒園 教師  

412 劉思妤 人事管理員 人事管理員  

412 汪協霖 南竿分隊 隊員  

412 江琦珮 人事管理員 人事管理員  

412 陳慧雯 產業發展處 科長  

412 林秋芳 總務室 約用人員  

412  行政處 陳碧芬 科 員  

413 劉詩文 國中部 代理教師  

414 孫婉菁 輔導室 代理教師  

414 黃少杰 社會福利科 約用人員  

415 王雪金 總務處 工友  

416 陳冠穎 工務處 約用人員  



 

417 林彥芳 國小部 教師  

417 王翠花 輔導室 教師助理員  

417 林樹昌 東引分隊 主任  

417 行政處  劉佩青 約僱人員  

418 陳秀玲 教導處 教師  

418 陳冠臻 國中部 代理教師  

418 朱婉禎 附設幼兒園 教保員  

418 程蕙平 附設幼兒園 教師  

419 王惠萍 教導處 教師  

419 曹以齊 行政課 站長  

419 孫鈺茹 教導處 代理教師  

419 鄧宜彗 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 約用助理  

420 邱桂玉 醫政科 約僱人員  

421 曹淑琳 教導處 教師  

421 吳曉芊 國中部 代理教師  

422 陳由維 牙科 牙醫師  

423 陳琬甄 醫政科 約用人員  

424 黃唐暉 教導處 教師  

424 陳靜怡 護理科 護理師  

425 鄭錦隆 生產供水課 業務士  

425 陳正聲 南竿分隊 分隊長  

426 黃江萍 附設幼兒園 代理教師  

426 陳萱 資源管理科 約用人員  

426 陳湘怡 附設幼兒園 代理教師  

426 曹鳳雲 疾病管制科 科長  

427 陳品秀 教導處 代理教師  

427 曹躍鎧 總務處 教師  

428 劉宜倫 國小部 教師  

430 林貽傑 港埠課 課員  

430 張鴻明 會計員 會計員  

 



 

 
 
 
 
 
 

 

 

 

 

 

外在防疫+隔離居家心理衛教入徑：

https://www.matsu.gov.tw/chhtml/Detail/371030000A0011/1905?mcid=

15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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