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銓敘部 109 年 5 月 7 日部銓一字第 1094930851 號函：為適度保障育嬰留職停薪人員回職

復薪相關權益，各機關公務人員因育嬰留職停薪而自願調整較低職務者，於回職復薪原

職務或與原職務同一陞遷序列之職務時，得免經甄審，且不受公務人員陞遷法第 12 條第

1 項第 8 款規定之限制，請查照並轉知所屬知照。 
 

● 連江縣政府 109 年 5 月 26 日府人考字第 1090018434 號函：本府及所屬機關(構)學校(以
下簡稱各機關)之差勤管理系統 WebITR 訂於 109 年 7 月 1 日啟用線上刷卡，各機關學校

配合事項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查本府各機關學校人數規模較小，各配以刷卡設備及維護殊不經濟，復以線上刷卡

為差勤管理趨勢，旨揭 WebITR2.0 版本已提供線上刷卡功能，相關規範如下：(一)本府

各處自本(109)年 7 月 1 日起，同仁每日上下班採親自線上刷卡方式(登入 WebITR 後，再

以自然人憑證或健保卡登入方式進行刷卡)，並取代現行指形機打卡模式。至於目前各

單位以簽到退方式同仁，除考量受限電腦設備及網路連線之單位(如產發處：苗圃、動

物收容所；文化處：介壽堂)仍維持簽到退方式辦理外，其餘同仁 (含教育處：體健科、

特教中心及文化處：民俗文物館、圖書館)亦全數改為親自線上刷卡方式辦理。(二)所屬

機關學校除請參照前開規定辦理外，亦得自行評估 
是否維持原出勤管理模式，惟二者擇一辦理，如仍採原出勤管理模式之機關學校，請於

本年 6 月底前敘明理由報府。另本府自明(110)年各機關學校均不再編列差勤管理硬體設

備及後續之維護費等相關費用。 
二、機關內各級主管對屬員之出勤、加班、公差之派遣及核准請假應負督導考核之責，

對於同仁違規情事應主動簽請議處，另如有託代刷到(退)卡之情事或其他不法行為經舉

報查證屬實者，託代雙方及其他違失人員等，均視情節予以申誡以上處分。又同一單位

經連續查獲員工出勤異常情形者，其直屬主管及單位(機關)主管應連帶負監督不周責 
任。 
 

●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09 年 5 月 12 日總處培字第 1090032581 號書函：關教育部建議各

機關（構）學校（以下簡稱各機關）限制所屬人員於防疫期間不得出國，衍生之旅費損

失審認補償事宜一案，請查照。 



 

說明：考量各機關於防疫期間對所屬人員出國管制情形及內部差勤管理規定均有不同，

爰如經各機關評估確實有補償之必要，因涉及經費支出需求，請參據行政院主計總處意

見及衡酌機關請假出國相關規範，本權責訂定補償規範。是以，有關教育部建議各機關

基於防疫需要，對所屬人員申請出國案件予以勸阻或駁回其申請亦得給予補償一節，涉

及各機關經費支出情形及對請假出國准駁方式之事實認定等細節性事項，請依上開函規

定本於權責，協洽主（會）計單位瞭解機關預算支應情形後，匡列補償範圍及訂定補償

規範。 
 

●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09 年 6 月 24 日培字第 1090035671 號函：有關公務人員選用國

民旅遊卡（以下簡稱國旅卡）作為振興三倍券（以下簡稱三倍券）之數位支付工具，其

刷卡消費如同時符合國旅卡休假補助費之給付條件及三倍券之滿額回饋，得分別請領一

案，請查照轉知。 
說明：  
一、 案經參酌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及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意見，說明如下： 
(一) 查現行公務人員強制休假補助費係以國旅卡方式辦理，政策宗旨係為兼顧提振國內

觀光、促進內需並鼓勵公務人員休假，給付條件依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務

人員休假改進措施（以下簡稱休假改進措施）第 5 點規定略以，各機關對於所屬公務人

員具有休假資格者，應持國旅卡至交通部觀光局或其授權機構審核通過之特約商店刷卡

消費，始得按刷卡消費金額予以核實補助。(二) 復查行政院為協助受 COVID-19（武

漢肺炎）疫情影響店家，推動三倍券，自本年 7 月 1 日起，民眾即可開始預購紙本券或

綁定數位支付工具（電子票證、行動支付、信用卡），並自同年月 15 日至全國實體店家

使用三倍券；又選用數位三倍券者，累計消費達新臺幣（以下同）3,000 元，可獲得政府

2,000 元回饋。(三) 考量前開國旅卡休假補助費及三倍券之政策意旨及給付條件均不相

同，且三倍券之發給對象並未排除公務人員，2 者非不得同時適用；爰本案公務人員如

選用國旅卡作為三倍券之數位支付工具，其刷卡消費金額得分別依休假改進措施規定覈

實請領休假補助費，並依數位三倍券之累計消費方式申請滿額回饋。茲舉例說明如下：

公務人員選用國旅卡作為三倍券之數位支付工具，於國旅卡特約商店旅宿業刷卡消費住

宿費 3,000 元，得覈實請領休假補助費 3,000 元（列入觀光旅遊額度），並獲得三倍券滿

額回饋 2,000 元。 
二、 有關三倍券消費累計方式及滿額回饋之發放等相關資訊，可至「振興三倍券官方網

站（https://3000.gov.tw/）」或經濟部中小企業處（https://www.moeasmea.gov.tw/）網站

「振興三倍劵專區」查詢瞭解。 
 

●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09 年 6 月 23 日總處給字第 1090035729 號函及原住民族委員會

109 年 5 月 18 日原民教字第 1090028460 號書函：有關公教人員得否就同一子女分別申

領「子女教育補助」及「原住民族委員會獎助大專校院原住民學生實施要點」(以下簡稱

獎助原住民學生要點)之助學金一案，請查照轉知。 
說明：  
一、查「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附表九「子女教育補助表」說明五規定略以，

公教人員子女具有全免或減免學雜費(含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學費補助)或已領取其他政府



 

提供之獎(補)助等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子女教育補助，但不包括領取優秀學生獎學金、

清寒獎學金、民間團體獎學金。 
二、旨揭疑義經轉准前開原民會 109 年 5 月 18 日書函以，依獎助原住民學生要點發給之

助學金【含一般助學金及(中)低收入戶助學金】要求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須達一定門

檻，且各大專校院係就有限名額擇優核發，係屬「獎學金」性質。是以，公教人員子女

已申領旨揭實施要點助學金者，得依前開子女教育補助表規定請領子女教育補助。至原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99 年 11 月 15 日局給字第 09900271811 至 09900271814 號函、100 年

2 月 11 日局給字第 1000023236 號函及本總處 106 年 12 月 8 日總處給字第 1060063102
號書函同時停止適用；其他函釋與本函意旨不符部分，亦同時停止適用。 
四、 依司法院釋字第 287 號解釋意旨，本函發文日前已依前開相關函文准駁之處分，相

對人未於法定救濟期間提起救濟而確定，或已經行政救濟程序而確定者，不受本函影

響；未確定之案件(例如：尚未申請、已申請但機關尚未准駁、尚在行政救濟期間內、已

提起行政救濟尚未確定之案件)依本函辦理。 
 

● 行政院 108 年 8 月 26 日總處綜字第 10800421611 號函：為落實員工協助方案，請於遇有

同仁請延長病假或有心理健康異常徵候之情形，請主動表達關懷，並將訊息即時向本府

人事處承辦人或處長反映，期能即時妥適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為建立 EAP 員工協助方案緊急事件及非自願性個案處理通報機制，在不違反個資法

前提下，如發現所屬員工有自傷或傷害他人等預兆，請立即通報本府人事處(0836-
22111#6605)或逕洽諮詢專線(0800-098985)，本府人事處將轉介心理諮商師輔導並通報衛

福局列管，有關作業流程請參閱「連江縣政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 109 年度員工協助方案

推動計畫」第伍點活動措施內容第七款服務流程之危機事件處理流程及非自願性個案處

理流程(附件九及十一)辦理，相關表件請至本府人事處網站

（https://www.matsu.gov.tw/Chhtml/Index/371030000A0011）「員工協助方案」-「相關計

畫及表件」下載參用。 
二、另各機關（單位）主管人員及辦理本方案相關人員應主動關懷同仁，並結合機關現

有福利措施及相關資源，在同仁遇有婚、喪、喜、慶等各項人生重大變化時，主動提供

本方案相關資訊，俾利其尋求相關協助。 
 

● 銓敘部民國 109 年 6 月 16 日部法三字第 10949458311 號令影本 1 份，請查照並轉知所

屬。 
說明： 
一、查公務人員任用法(以下簡稱任用法)第 28 條規定：「(第 1 項)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

得任用為公務人員：……四、曾服公務有貪污行為，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

案。……(第 2 項)公務人員於任用後，有前項第 1 款至第 9 款情事之一者，應予免

職；……」揆其規定意旨，係認公務人員於公法職務關係上，自應以國家利益為依歸(即
消極地避免國家之不利益，或積極地增進國家利益)，執行國家賦予之公權力，倘公務人

員於職務活動過程濫用上述權力，進而藉機謀取私利等貪污行為，均係嚴重損及人民對

於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公正性及廉潔性之信賴，而應予排除任職文官體系。 
二、公務人員所為犯罪行為是否屬前開任用法第 28 條第 1 項第 4 款所稱「貪污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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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屬事實認定，鑒於貪污行為及事實態樣多元，尚難有絕對或一致性之貪污定義，至實

務上「貪污行為」之認定，經參酌近來行政法院相關判決，業以旨揭本部 109 年 6 月 16
日令訂定相關補充認定規範，作為各機關就初任、再任及續任公務人員有無該條款消極

任用資格審查之判斷參考準據，例如公務人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故意觸犯中華民國刑

法竊盜罪或侵占罪，仍應參酌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認定係就其職務

職掌之事項，利用職權而為，始構成貪污行為。又公務人員所為犯罪行為如認屬貪污行

為，依前開任用法第 28 條第 1 項第 4 款及同條第 2 項規定，應予免職；如認屬非貪污行

為，則無該條第 1 項第 4 款之適用，附予敘明。 
 

●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09 年 6 月 4 日總處組字第 1090034586 號函：修正各機關（學校）

臨時人員工作規則範本 1 份，請查照。 
說明：依勞動基準法第 70 條規定略以，雇主僱用勞工人數在 30 人以上者，應依其事業

性質，訂立工作規則。旨揭範本係供各機關（學校）訂定臨時人員工作規則之參考，各

機關（學校）仍得依勞動法令規定，衡酌機關（學校）特性及業務需要等自行調整，並

徵詢機關法制單位意見。 
 

● 銓敘部 109 年 6 月 1 日部退一字第 1094940546 號函：修正後之「公教人員保險被保險人

一次性離退給與按月攤提計算所據平均餘命標準表」，並自民國 109 年 6 月 1 日起生效，

請查照轉知。 
說明：。 
一、 查公教人員保險法（以下簡稱公保法）第 17 條規定：「（第 1 項）被保險人依前條

第 3 項規定請領養老年金給付者，其每月退休（職、伍）給與，加計每月可領養老年金

給付之總和，不得超過其最後在職加保投保俸（薪）額 2 倍之一定百分比（以下簡稱退

休年金給與上限）。……。（第 4 項）第 1 項所定每月退休（職、伍）給與，包含下列內

涵：一、被保險人支（兼）領之月退休（職、伍）給與或類此之非一次性離退給與。

二、被保險人支（兼）領之一次性退休（職、伍）給與、資遣給與、年資結算金或類此

之一次性離退給與，應依平均餘命，按月攤提併入每月退休給與計算。三、被保險人依

規定領有其支（兼）領一次退休（職、伍）給與之每月優惠存款利息。（第 5 項）前項

第 2 款所定一次性離退給與之按月攤提計算方式，於本法施行細則定之。……。」同法

施行細則第 58 條第 2 項規定：「本法第 17 條第 4 項第 2 款所定平均餘命，由本保險主

管機關參考內政部公告之全體國民平均餘命，每 3 年檢討一次並公告之。」 
三、次查銓敘部前以 106 年 5 月 5 日部退一字第 1064223785 號函公告之「公教人員保

險被保險人一次性離退給與按月攤提計算所據平均餘命標準表」（自 106 年 6 月 1 日生

效）迄今，已屆滿 3 年，爰依前開規定，重新檢討修正，並自 109 年 6 月 1 日生效。 
 

● 行政院 109 年 6 月 15 日院授主會財字第 1091500170 號函：為協助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疫情影響之觀光產業度過難關，提振旅宿業景氣，自即日起至 110 年 6 月底，請查

照。 
說明：自即日起至 110 年 6 月底，中央及地方政府所屬公務機關、公立學校、國營事

業、非營業特種基金暨政府捐助基金達 1/2 以上之財團法人（以下簡稱機關）辦理各類

會議及講習訓練，有關場地與所報支住宿及膳雜費用之放寬措施如下：(一)各類會議及講



 

習訓練經評估無法在機關內部辦理，可赴機關以外處所舉辦，不限洽借公設場地或訓練

機關。(二)赴機關以外處所舉辦會議及講習訓練所需住宿及膳雜費用，如未能依行政院

95 年 7 月 14 日院授主會三字第 0950004326A、B 號與同年 9 月 21 日院授主會三字第

0950005599 號及 103 年 12 月 22 日院授主會財字第 1031500018 號函等規定標準報支

者，請本撙節原則，報主管機關核准後辦理。 
 

● 銓敘部民國 109 年 6 月 18 日部法二字第 10949464921 號令：為落實考績覈實考評之旨，

各機關辦理所屬公務人員考績時，如遇受考人於考核期間全無工作事實或僅有部分工作

事實者，請依旨揭銓敘部本（109）年 6 月 18 日令規定辦理。(一)考核期間全無工作事實

人員，除後述（二）所定情形依其方式辦理外，不辦理年終（另予）考績：１、公務人

員如因公傷病請公假、因病或安胎請延長病假、因案受免職、停職處分經依法提起救濟

而撤銷原處分並復職，或因其他事由而致考核期間全無工作事實，雖其上開期間均屬在

職狀態，惟並無實際工作績效可資考評，是除因公傷病請公假係因冒險犯難所致者仍予

辦理外，類推適用公務人員因個人因素留職停薪（按：非屬依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

4 條第 4 款至第 6 款規定辦理留職停薪）不在職情形，不辦理年終（另予）考績。 
２、為維護銓敘部檔存人事資料之正確性，各機關如遇所屬公務人員屬前開考核期間均

在職惟全無工作事實而不辦理考績情形，請考績核定機關於報送年終考績案時，於機關

考績人數統計表備註欄加註是類人員之人數、姓名、職稱、職務編號及其考核期間全無

工作事實之事由。(二)冒險犯難因公傷病請公假致考核期間全無工作事實人員，仍辦理年

終（另予）考績：１、考量因公傷病請公假之傷病型態各異，各機關辦理考績案時，受

考人因公傷病原因如符合公務人員相關法令所定冒險犯難情事者，雖其請公假致考核期

間全無工作事實，仍辦理年終（另予）考績。２、前開人員考績案送銓敘部銓敘審定

時，應檢附因公傷病成因及事實佐證資料，以避免寬濫。(三)考核期間僅有部分工作事實

人員，由機關覈實辦理其年終（另予）考績：１、公務人員如因公傷病請公假、因病請

延長病假、因案受免職、停職處分經依法提起救濟而撤銷原處分並復職，或因其他事由

而致考核期間僅有部分工作事實，由機關綜合其考核期間內之工作、操行、學識、才能 
表現，並與機關內同官等人員之工作績效相互比較後，覈實評定適當之考績等次。２、

受考人如於考核期間經機關依法令規定核給家庭照顧假、生理假、婚假、產前假、娩

假、流產假、陪產假及因安胎事由所請之假，依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 4 條第 6 項

第 1 款規定，該等假別不得作為考績等次之考量因素，併予敘明。(四)各機關刻正辦理中

之考核期間全無工作事實及因病請延長病假超過 6 個月人員考績案件，請依前開規定辦

理。三、銓敘部部分解釋業經旨揭該部本年 6 月 18 日令停止適用在案。 
 

 
 
 
 
 
 
 
 



 

 
  
 

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到(離)職日期 

俞凱  
連江縣政府約僱

職務代理人 
1090601 

黃晉信 
連江縣政府 

產業發展技佐 

連江縣政府 

產業發展辦事員 
1090501 

王弘文 連江縣政府處長 
台灣糖業股份有

限公司處長 
1090511 

黃韻文 連江縣政府技士 
連江縣政府 

產業發展科員 
1090501 

劉德全 
連江縣政府 

產業發展處處長 
連江縣政府參議 1090623 

陳書福 連江縣政府參議 
連江縣政府 

民政處處長 
1090623 

陳書樂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

分院主任 

連江縣政府 

政風處處長 
1090511 

謝爾禮 
連江縣交通旅遊局

科員 

連江縣政府 

產業發展處科員 
1090615 

劉天順 
連江縣政府 

產業發展處技士 

連江縣政府 

產業發展處科員 
1090501 

陳可貴 
連江縣政府 

產業發展處技佐 

連江縣政府 

產業發展處辦事

員 

1090501 

王建華 
連江縣政府 

民政處處長 

連江縣政府 

產業發展處處長 
1090623 

 



 

姓名 原任機關職務 新任機關職務 到(離)職日期 

陳以真 
連江縣自來水廠 

主計主任 

連江縣莒光鄉公

所主計主任 
1090601 

陳敬文  
連江縣環境資源

局約用人員 
1090511 

曹瑞雲  
連江縣衛生福利

局約用人員 
1090511 

黃秉宏 
連江縣莒光鄉公所

主任 

連江縣北竿鄉公

所主任 
1090601 

張舜焜 連江縣地政局科員 
花蓮縣光復鄉公

所課員 
1090622 

佘慧慈 
連江縣北竿鄉公所

主任 

國立臺灣海洋大

學專員 
1090601 

謝爾禮 
連江縣交通旅遊局

科員 

連江縣政府產業

發展處科員 
1090615 

曹典泰 
連江縣自來水廠 

課員 

連江縣自來水廠

課員 
1090601 

林世洹  
連江縣立醫院 

約用人員 
1090601 

林庭禹 
連江縣北竿衛生所

約用人員 

連江縣東引衛生

所約用人員 
1090501 

吳嘉軒  約用人員 1090518 

 



 

 
 
 
 
 

 
  

出生日期 姓 名 單 位 職 稱 備 註 

0501 李維倫 文化處 書記  

0501 王傳龍 第一救災救護大隊 大隊長  

0501 曹祥平 牙科 牙醫師  

0501 林良英 本機關 約僱人員  

0503 陳麗玲 本機關 副局長  

0504 王品芬 本所 戶籍員  

0504 林德建 鄉長室 鄉長  

0504 陳敬文 環境管理科 約用人員  

0504 李聖堯 總務室 約用人員  

0504 黃慧雯 附設幼兒園 教師  

0505 林國欽 總務處 教師  

0505 曹祥忠 東莒營運所 技術士  

0505 張壽華 本局 局長  

0505 張家瑜 測量科 約用人員  

0505 劉秀玲 主計處 副處長  

0506 王乙軒 社會福利科 約用人員  

0507 陳登創 國小部 教師  

0507 池瑞萍 本機關 秘書  

0507 陳湧仁 外科 約聘人員  

 



 

0507 林文宇 財經課 約僱職務代理人  

0508 劉榮華 東莒營運所 技術士  

0508 陳思琪 教導處 代理教師  

0509 曹薷文 國小部 教師  

0509 林宜華 本局 副局長  

0509 曹鳴傑 教導處 教師  

0510 王愛玉 社會福利科 約用人員  

0511 曹容禎 牙科 約用人員  

0511 鍾一謙 醫政科 技士  

0512 曹紫金 環保課 清潔隊員  

0512 高錦華 人事處 約僱人員  

0513 鄭涵馨 護理科 約用人員  

0514 劉雁萍 產業發展處 約用人員  

0514 王傳浩 護理科 約用人員  

0514 陳彥文 主計處 約僱人員  

0515 李易修 資源管理科 科長  

0516 張金國 南竿營運所 技術士  

0516 高依萍 主計處 科員  

0516 陳木發 機務課 技士  

0517 魏子駿 測量科 技佐  

0517 王建堯 民政課 村幹事  

0517 古靖章 教導處 教師  

0517 林俞佩 教導處 代理教師  

0518 鄭灼明 檢驗科 約聘人員  

0518 李翠芳 國小部 教師  

0519 林孟芬 附設幼兒園 教師  

0520 陳妙嫦 港埠課 約僱人員  

0520 蔡賀貴 民政處 約用人員  

0520 陳益貴 國小部 教師  

0521 陳婉柔 社會福利科 約用人員  



 

0521 劉曉芳 行政課 課長  

0521 林宜美 教導處 幹事  

0521 曹景皓 污染防治科 約用人員  

0522 劉剛 產業發展處 副處長  

0522 陳世偉 教導處 教師  

0522 林浩然 東引分隊 分隊長  

0523 陳依婷 民政課 課員  

0523 陳祖武 國小部 教師  

0524 李冠穎 社會福利科 約用人員  

0524 陳光明 行政課 業務員  

0524 邱駿逸 環境管理科 約用人員  

0524 陳稔錚 教導處 教師  

0525 曹以鋒 本機關 臨時人員  

0525 陳芳 行政處 約僱人員  

0525 黃文卿 民政課 課員  

0525 陳澔璘 教導處 教師  

0526 池函璇 觀光暨行政課 辦事員  

0526 陳玉琴 環保課 清潔隊員  

0527 姜佳君 旅遊管理科 約用人員  

0527 陳君業 校長室 校長  

0528 陳采瑩 社會福利科 約用人員  

0530 程思欣 護理科 護理師  

0531 陳韻如 行政處 辦事員  

0601 詹凱喆 國中部 教師  

0601 徐雲輝 財經課 課長  

0601 王開程 北竿營運所 技術士  

0601 官秀如 國小部 教師  

0601 林素慧 文化處 約用人員  

0602 曹爾富 行政課 課長  

0602 李哲宇 工務處 約用人員  



 

0602 陳致元 民政處 辦事員  

0603 林翠文 國中部 幹事  

0603 林巳蘭 旅遊管理科 約僱人員  

0604 曹爾豪 資源管理科 約用人員  

0604 丁燕妮 行政處 技佐  

0605 張萬生 交通管理科 科員  

0605 劉建麟 工務處 約用人員  

0606 陳彥文 南竿分隊 隊員  

0607 邱沛然 牙科 牙醫師  

0607 盧品蓉 國中部 代理教師  

0607 陳鴻斌 檢驗科 醫事檢驗師  

0607 陳順壽 本會 秘書  

0608 林恩惠 食品藥物管理科 約用人員  

0608 李聖皓 醫政科 約用人員  

0609 陳威良 本機關 約用人員  

0609 官雯欣 附設幼兒園 教師  

0609 朱慧瑛 社會福利科 科長  

0610 周治維 教育處 聘用人員  

0610 嚴志明 財務管理科 助理員  

0611 謝凱翔 文化處 副處長  

0611 石人文 航運管理科 科長  

0611 陳艷霞 行政處 約僱人員  

0612 陳則寶 災害搶救調查科 科長  

0612 李玉涵 教育處 約用人員  

0613 唐財輝 產業發展處 約僱人員  

0614 陳書傑 南竿營運所 技術士  

0615 黃信達 總務室 約用人員  

0615 陳志國 生產供水課 課長  

0615 陳薇帆 總務處 幹事  

0615 陳惠蘭 會計室 主任  



 

0616 崔芷榕 教育處 督學  

0618 林慧貞 教導處 教師  

0618 鄭雅芬 國中部 教師  

0618 李宜萱 國小部 代理教師  

0618 台佳欣 旅遊管理科 科員  

0618 曹家輝 行政處 聘用人員  

0618 林偉勳 測量科 測量助理  

0619 周惠瑛 教育處 約僱人員  

0619 陳心瑜 地籍科 約用人員  

0619 黃美芬 附設幼兒園 教保員  

0620 林志豐 處長室 處長  

0620 王淳瑩 教導處 代理教師  

0620 陳傳宗 食品藥物管理科 科長  

0621 劉鐘文 社會福利科 聘用社工督導員  

0621 鄭國威 教導處 教師  

0623 陳瑋鈞 工務處 聘用人員  

0623 曹明君 產業發展處 科長  

0623 曾俊諺 政風處 科員  

0623 李予懷 文化處 科員  

0624 陳學驊 港埠課 約僱人員  

0624 周治頊 護理科 護理師  

0624 林世洹 復健科 約用人員  

0624 林紹宏 產業發展處 約僱人員  

0625 蘇惠玲 國小部 教師助理員  

0626 黃行敬 本所 戶籍員  

0626 曹爾元 本局 局長  

0626 劉海雁 放射線科 醫事放射師  

0627 馮紹夫 編輯部 技工  

0627 陳紀豪 藥劑科 約聘人員  

0627 陳綱洵 民政處 約用人員  



 

0628 李振宇 食品藥物管理科 約用人員  

0628 陳昱安 教導處 代理教師  

0628 陳順官 災害搶救調查科 科員  

0629 王聖博 財經課 課員  

0629 吳佳吟 教育處 辦事員  

0629 陳璟鈴 附設幼兒園 教保員  

0630 曹立昂 西莒營運所 技術士  

0630 湯偉薇 輔導室 教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