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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 教育部函以，關於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自 107 年 7 月 1 日施行後，原依學校教職員退休條

例規定，得申請補繳退撫基金費用之時效計算事宜，請查照轉知。 

說明： 依據教育部 107 年 10 月 26 日臺教人(四)字第 1070192828A 號辦理，並檢附原函影本 1 份。 

 

主旨： 銓敘部函以，有關公務人員如以養育 2 名以上 3 足歲以下子女事由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得不受本人或配

偶之一方申請為限，且機關不得予以拒絕一案，請查照。 

說明： 依據本府人事處案陳銓敘部 107 年 10 月 24 日部銓四字第 10746580971 號函辦理，並檢附原函影本 1 份。 

 

主旨： 銓敘部函以，有關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以下簡稱退撫法)自 107 年 7 月 1 日施行後，「原公務人員退

休法之月撫慰金」、「原公務人員撫卹法之年撫卹金」及「退撫法之退撫給與」領受人，如因相關法定事

由喪失及停止領受權利時之發放原則及相關事宜一案，請查照。 

說明： 依據本府人事處案陳銓敘部 107 年 10 月 23 日部退三字第 1074655282 號函辦理，並檢附原函影本 1 份。 

 

主旨： 銓敘部函以，有關公務人員轉任政務職時，仍須辦理卸職，尚無法依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之規定辦理

借調公務機關留職停薪一案，請查照。 

說明： 依據本府人事處案陳銓敘部 107 年 10 月 19 日部銓四字第 1074656434 號函辦理，並檢附原函影本 1 份。 

 

主旨： 行政院函以，修正「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第四點附表九「子女教育補助表」，自 107 年 10 月

15 日生效，請查照。 

說明： 依據行政院 107 年 10 月 15 日院授人給字第 1070053922 號函辦理，並檢附原函及附件影本各 1 份。 

附錄： 附表九 「子女教育補助表」修正對照表  

 

 

主旨： 銓敘部函以，為落實公開、公平、公正陞遷之旨，有關因機關修編得免經甄審原職改派之適用原則，請

依該部來函規定辦理，請查照。 

說明： 依據本府人事處案陳銓敘部 107 年 10 月 11 日部銓一字第 1074653180 號函辦理，並檢附原函影本 1 份。 

 

主旨： 銓敘部函以，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給與辦法 107 年 7 月 1 日修正施行時仍在職之現職聘僱人員，其

選擇繼續參加離職儲金者復經機關聘(僱)用時，是否仍得繼續參加離職儲金疑義一案，請查照。 

說明： 依據本府人事處案陳銓敘部 107 年 10 月 4 日部退四字第 1074651125 號函辦理，並檢附原函影本 1 份。 

 

http://eps.ntpc.gov.tw/peolab/other/longterm/1072068986-1.pdf
http://eps.ntpc.gov.tw/peolab/other/longterm/1072052744-1.PDF
http://eps.ntpc.gov.tw/peolab/other/longterm/1072043008-1.PDF
http://eps.ntpc.gov.tw/peolab/other/longterm/1072025487-1.PDF
http://eps.ntpc.gov.tw/peolab/other/longterm/1071994541-2.doc
http://eps.ntpc.gov.tw/peolab/other/longterm/1071994541-1.pdf
http://eps.ntpc.gov.tw/peolab/other/longterm/1071994541-3.docx
http://eps.ntpc.gov.tw/peolab/other/longterm/1071965298-1.pdf
http://eps.ntpc.gov.tw/peolab/other/longterm/1071922047-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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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 銓敘部函以，關於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自 107 年 7 月 1 日施行後，原依公務人員退休法規定，得申

請補繳退撫基金費用之時效計算疑義一案，請查照。 

說明： 依據本府人事處案陳銓敘部 107 年 9 月 27 日部退三字第 1074402925 號函辦理，並檢附原函影本 1 份。 

 

主旨： 「教育人員留職停薪辦法」部分條文，業經教育部於中華民國 107 年 9 月 28 日以臺教人(三)字第

1070151419B 號令修正發布，茲檢送發布令影本（含法規條文）1 份，請查照。 

說明： 依教育部 107 年 9 月 28 日臺教人(三)字第 1070151419E 號函辦理，並檢附原函及其附件各 1 份。 

 

主旨：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以，行政院 107 年 4 月 10 日院授人給字第 1070037347 號函修正「各機關加班費

支給要點」第 5 點第 1 項第 3 款規定所稱「簡任以上首長及副首長」，係指「銓敘審定簡任(含相當層級)

以上之機關首長及副首長」，請查照。 

說明： 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07 年 9 月 27 日總處給字第 1070051227 號函辦理，並檢附原函影本 1 份。 

 

主旨： 銓敘部函以，有關該部 101 年 12 月 4 日部法一字第 10136445961 號函所稱之「哺乳期間」，經參照勞動

基準法規定及相關解釋，補充說明以子女未滿 2 歲而須親自哺乳者為原則，請查照轉知。 

說明： 依據銓敘部 107 年 9 月 17 日部法一字第 10746346761 號函辦理，並檢附原函及其附件影本各 1 份。 

 

主旨： 配合行政院 107 年 8 月 30 日院授人給字第 1070050317 號函訂頒「軍公教人員兼職費支給表」，並自同年

9 月 1 日生效，爰「軍公教人員兼職費支給要點」及相關函釋均自同日停止適用一案，請查照轉知。 

說明： 依據行政院 107 年 9 月 17 日院授人給字第 10700516681 號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同年月日總處給字第

10700516682 號等函辦理，並檢附原函及附件影本各 1 份。 

附錄： 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有關兼職費支給函釋停止適用一覽表  

 

主旨： 銓敘部函以，「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已修正為「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給與辦法」

並修正部分條文，業經考試院會同行政院於 107 年 8 月 28 日修正發布，並自同年 7 月 1 日施行，請查照

並依該函說明段辦理。 

說明： 依據本府人事處案陳銓敘部 107 年 9 月 5 日部退四字第 1074636558 號函辦理，並檢附原函及附件影本各

1 份。 

附錄： 院發布令  

  職給與辦法總說明及對照表  

  退離給與選擇書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書函以，重申規定，公務人員如為撫育未滿 3 歲子女，得依性別工作平等法（以下簡稱性

平法）規定減少工作時間，請查照轉知。 

一、 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07 年 8 月 31 日總處培字第 1070050451 號書函辦理，並檢附原書函影本 1 份。 

二、 茲以公務人員為性平法之適用對象，爰現行公務人員如確有撫育未滿 3 歲子女之需要，得向服務機關申

請每天減少工作時間 1 小時，服務機關不得拒絕，且不得視為缺勤而影響其相關獎金、考績或為其他不

利之處分；至有關是類人員俸給應如何扣除部分，查公務人員俸給法制主管機關銓敘部已於 95 年 6 月

14 日以部法一字第 0952643849 號書函解釋在案（按，本府 95 年 6 月 19 日北府人二字第 0950460192 號

函轉，計達），仍請依該書函規定辦理。 

 

http://eps.ntpc.gov.tw/peolab/other/longterm/1071871081-1.PDF
http://eps.ntpc.gov.tw/peolab/other/longterm/1071878681-2.pdf
http://eps.ntpc.gov.tw/peolab/other/longterm/1071878681-3.odt
http://eps.ntpc.gov.tw/peolab/other/longterm/1071878681-1.pdf
http://eps.ntpc.gov.tw/peolab/other/longterm/1071872761-1.pdf
http://eps.ntpc.gov.tw/peolab/other/longterm/1071806453-2.pdf
http://eps.ntpc.gov.tw/peolab/other/longterm/1071806453-1.PDF
http://eps.ntpc.gov.tw/peolab/other/longterm/1071800339-1.PDF
http://eps.ntpc.gov.tw/peolab/other/longterm/1071800339-2.PDF
http://eps.ntpc.gov.tw/peolab/other/longterm/1071800339-2.PDF
http://eps.ntpc.gov.tw/peolab/other/longterm/1071800339-3.docx
http://eps.ntpc.gov.tw/peolab/other/longterm/1071725139-1.pdf
http://eps.ntpc.gov.tw/peolab/other/longterm/1071725139-2.pdf
http://eps.ntpc.gov.tw/peolab/other/longterm/1071725139-3.pdf
http://eps.ntpc.gov.tw/peolab/other/longterm/1071725139-4.pdf
http://eps.ntpc.gov.tw/peolab/other/longterm/1071697096-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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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 教育部書函以，退休教育人員或其遺族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之請領退撫給與相關事項，比照退休公務

人員辦理，請查照。 

說明： 依據教育部 107 年 8 月 31 日臺教人(四)字第 1070141312 號書函辦理，並檢附原書函及其附件影本各 1 份。 

 

主旨： 「公務人員週休二日實施辦法」第 3 條，業經行政院會同考試院於 107 年 8 月 31 日以院授人培揆字第

10700502042 號及考臺組貳一字第 10700065711 號令修正發布，檢送發布令影本、修正條文、修正總說明

及修正條文對照表各 1 份，請查照轉知。 

說明： 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07 年 8 月 31 日總處培字第 10700502045 號函辦理，並檢附原函影本 1 份。 

 

主旨： 行政院修正「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獎懲案件處理要點」，並自 107 年 8 月 13 日

生效，請查照轉知。 

說明： 依據行政院 107 年 8 月 13 日院授人培字第 1070048791 號函辦理，並檢附原函及其附件影本各 1 份。 

附錄： 修正總說明  

  修正對照表  

 

主旨： 銓敘部書函以，關於退休公務人員或其遺族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之請領退撫給與疑義一案，請查照。 

說明： 依據本府人事處案陳銓敘部 107 年 8 月 20 日部退三字第 1074582312 號書函辦理，並檢附原書函影本 1

份。 

 

主旨：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以，該總處 103 年 2 月 6 日總處給字第 1030022269 號函有關「支領月退休金（俸）

之退休（職、伍）再（轉）任人員，其發放機關與再任機關（構）之查核及防杜機制改善作法」，自 107

年 8 月 20 日停止適用一案，請查照。 

說明： 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07 年 8 月 20 日總處給字第 10700493591 號函辦理，並檢附原函影本 1 份。 

  

 

  

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到(離)職日期 

林承融  
連江縣政府產業發

展處處約用人員 
107.9.1 

李玉涵 
連江縣衛生福利局

約用人員 

連江縣政府教育處

約用人員 
107.9.19 

黃姝綺  
連江縣政府教育處

約僱職務代理人 
107.9.25 

http://eps.ntpc.gov.tw/peolab/other/longterm/1071696301-1.pdf
http://eps.ntpc.gov.tw/peolab/other/longterm/1071696301-2.pdf
http://eps.ntpc.gov.tw/peolab/other/longterm/1071689532-2.pdf
http://eps.ntpc.gov.tw/peolab/other/longterm/1071689532-3.pdf
http://eps.ntpc.gov.tw/peolab/other/longterm/1071689532-4.pdf
http://eps.ntpc.gov.tw/peolab/other/longterm/1071689532-4.pdf
http://eps.ntpc.gov.tw/peolab/other/longterm/1071689532-5.pdf
http://eps.ntpc.gov.tw/peolab/other/longterm/1071689532-1.pdf
http://eps.ntpc.gov.tw/peolab/lawfie/404-1.doc
http://eps.ntpc.gov.tw/peolab/other/longterm/1071562551-1.PDF
http://eps.ntpc.gov.tw/peolab/other/longterm/1071562551-2.docx
http://eps.ntpc.gov.tw/peolab/other/longterm/1071562551-3.doc
http://eps.ntpc.gov.tw/peolab/other/longterm/1071604036-1.PDF
http://eps.ntpc.gov.tw/peolab/other/longterm/1071606099-1.PDF


第 4 期刊登於本府人事處網頁 https://www.matsu.gov.tw/Chhtml/Index/371030000A0011 歡迎同仁點閱 

陳靜微 
連江縣政府主計處

科員 

國立草屯高級商工

職業學校佐理員 
107.9.27 

張宏仁 
連江縣政府文化處

科員 
 107.10.25 辭職 

郭勇成  
連江縣政府主計處

科員 
107.10.29 

江琦珮 
苗栗縣造橋鄉錦水

國民小學幹事 

連江縣政府人事處

科員 
107.10.29 

 

 

 

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到(離)職日期 

張又仁 
連江縣衛生福利局

約用人員 
 107.9.1 辭職 

邱定紘 
連江縣環境資源局

局約用人員 
 107.9.1 辭職 

蔡孟諭  
連江縣立東引國民

中小學代理教師 
107.9.1 聘用 

洪士凱 
連江縣東引鄉公所

技佐 

彰化縣花壇鄉公所

村幹事 
107.9.3 調任 

潭錫英  
連江縣立敬恆國民

中小學代理教師 
107.9.4 聘用 

潘凝漪  
連江縣立中山國民

中學代理教師 
107.9.17 聘用 

范伊萱  
連江縣立介壽國民

中小學代理教師 
107.10.1 聘用 

林愛云  
連江縣立醫院約用

人員 
107.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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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亮 
連江縣衛生福利局

技佐 
 107.10.1 辭職 

譚淑雲  
連江縣立醫院約用

人員 
107.10.1 

林寶櫳 
連江縣政府民政處

科員 

連江縣自來水廠廠

長 
107.10.8 

呂念臻  
連江縣立醫院約用

人員 
107.10.11 

吳秀英 

交通部觀光局馬祖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課員 

連江縣南竿鄉公所

助理員 
107.10.15 

郭芳賓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隊員 
連江縣消防局隊員 107.10.19 

林孝傑 基隆市消防局隊員 連江縣消防局隊員 107.10.19 

陳宥安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隊員 
連江縣消防局隊員 107.10.19 

曹育翔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隊員 
連江縣消防局隊員 107.10.19 

陳彥文 
南投縣政府消防局

隊員 
連江縣消防局隊員 107.10.19 

陳鈞輔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隊員 
連江縣消防局隊員 107.10.19 

林浩然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科員 

連江縣消防局分隊

長 
107.10.19 

周雅婷 
連江縣立東引國民

中小學約僱人員 
 107.10.25 辭職 

楊愛蕾 
連江縣東引鄉公所

課長 

連江縣北竿鄉公所

人事管理員 
107.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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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彥禎 
連江縣立中山國民

中學幹事 

經濟部商標助理審

查官 
107.10.31 調任 

張家銘 
連江縣莒光鄉公所

辦事員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

護局科員 
107.10.31 

 

 

 

 

 

 

  

出生日期 機 關 姓 名 單 位 職 稱 

0901 介壽國民中小學 楊意秋 附設幼兒園 教保員 

0902 連江縣政府 劉用福 民政處 科長 

0902 連江縣立醫院 陳妤 護理科 約用人員 

0902 連江縣政府 陳善來 行政處 科員 

0903 東莒國民小學 王春英 教導處 教師 

0903 東引國民中小學 陳家鵡 國小部 教師 

0903 敬恆國民中小學 張育綾 會計員 會計員 

0903 連江縣政府 陳可貴 產業發展處 技佐 

0903 連江縣政府 陳敏 文化處 約用人員 

0904 敬恆國民中小學 周子筠 輔導室 教師 

0904 連江縣政府 林煥庭 教育處 約用人員 

0904 連江縣政府 吳貽樺 教育處 約用人員 

0906 連江縣港務處 張祐誠 北竿白沙港務室 約用人員 

0906 連江縣政府 鄭美琴 行政處 約僱人員 

0907 東引國民中小學 陳建輝 國中部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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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7 莒光鄉公所 周金傳 環保課 清潔隊員 

0907 連江縣立醫院 呂念臻 家庭醫學科 約用人員 

0907 連江縣立醫院 曹志彬 藥劑科 藥師 

0908 連江縣立醫院 陳福金 護理科 約用人員 

0909 中正國民中小學 劉姵君 教導處 教師 

0909 中正國民中小學 陳秀潔 教導處 教師 

0909 連江縣衛生福利局 謝春福 本機關 局長 

0909 東引國民中小學 蔡行光 總務處 組長 

0909 連江縣衛生福利局 林雨萱 社會福利科 約用人員 

0911 北竿鄉公所 王秋雲 行政課 約僱人員 

0911 連江縣自來水廠 曹祥平 南竿營運所 技術士 

0911 連江衛生福利局 周品毓 社會福利科 科長 

0911 連江縣政府 官麗鳳 工務處 約用人員 

0912 中山國民中學 陳逸文 總務處 幹事 

0913 中正國民中小學 高芳華 教導處 教師 

0913 莒光鄉公所 陳金華 財經課 課長 

0914 東引鄉公所 謝政諺 民政課 課員 

0914 連江縣政府 王建華 民政處 處長 

0914 連江縣政府 黃欣怡 教育處 約用人員 

0915 敬恆國民中小學 邱莉婷 教導處 代理教師 

0915 連江縣消防局 林奕蕙 人事室 主任 

0916 連江縣立醫院 張慧馨 小兒科 醫師 

0916 東莒國民小學 周麗雲 輔導室 代理教師 

0917 介壽國民中小學 黃品嘉 國小部 代理教師 

0917 介壽國民中小學 陳曉雯 教導處 護理師 

0917 連江縣立醫院 劉俊毅 護理科 約聘人員 

0917 連江縣政府 林君亞 行政處 約僱職務代理人 

0918 連江縣衛生福利局 林宜春 醫政科 約用人員 

0918 連江縣政府 薛婷瑋 教育處 約僱職務代理人 

0919 南竿鄉戶政事務所 林立言 本所 戶籍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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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9 連江縣政府 陳秀慧 行政處 約僱人員 

0921 北竿鄉公所 劉丞峰 行政課 辦事員 

0921 連江縣衛生福利局 陳其安 社會福利科 約僱人員 

0922 連江縣環境資源局 林世祥 資源管理科 約用人員 

0923 中山國民中學 詹惟中 輔導室 教師 

0924 介壽國民中小學 林楨珍 附設幼兒園 教保員 

0924 連江縣自來水廠 姜祖揚 南竿營運所 技術士 

0924 連江縣交通旅遊局 劉靜霙 觀光遊憩科 科員 

0925 連江縣交通旅遊局 林佳明 航運管理科 約僱人員 

0925 連江縣立醫院 陳怡如 醫療事務及資訊室 約用人員 

0926 連江縣立醫院 陳秀金 人事室 主任 

0926 塘岐國民小學 王天壽 總務處 工友 

0926 連江縣立醫院 曹立岩 藥劑科 藥師 

0926 連江縣政府 洪士斐 產業發展處 約僱職務代理人 

0926 連江縣政府 林芝青 產業發展處 約用人員 

0927 連江縣港務處 李慧英 行政課 約僱人員 

0927 連江縣馬祖日報社 劉增用 經理部 課員 

0927 連江縣消防局 官志瑋 介壽分隊 小隊長 

0927 連江縣政府 王映蘋 教育處 約用人員 

0928 連江縣消防局 周忠榮 介壽分隊 隊員 

0929 莒光鄉戶政事務所 陳岳忠 本所 戶籍員 

0929 連江縣衛生福利局 吳倩華 社會福利科 約用人員 

0929 連江縣立醫院 陳俊諱 骨科 約聘人員 

0929 連江縣政府 陳少棋 主計處 約僱職務代理人 

0930 連江縣環境資源局 曹雲峯 環境管理科 技士 

0930 連江縣自來水廠 陳家榕 西莒營運所 技術士 

1001 中正國民中小學 陳宜嬪 教導處 教師 

1001 連江縣政府 劉潤南 本府 參議 

1001 連江縣立醫院 曹以澐 護理科 約聘人員 

1001 連江縣政府 陳嵐慧 文化處 約僱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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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 介壽國民中小學 林月梅 國中部 教師 

1002 連江縣立醫院 陳鶯芳 護理科 約用人員 

1002 連江縣政府 潘建國 文化處 科員 

1003 介壽國民中小學 陳孜淵 國小部 教師 

1003 東引國民中小學 陳翠玲 國小部 教師 

1003 連江縣衛生福利局 黃映慈 疾病管制科 約用人員 

1003 南竿鄉公所 林樹福 社會課 課長 

1003 連江縣政府 黃彥儒 文化處 科員 

1004 連江縣政府 柯水旺 教導處 教師 

1004 連江縣財政稅務局 張壽明 財務管理科 科員 

1005 北竿鄉公所 陳冠國 民政課 課長 

1005 公共汽車管理處 王雙花 行政課 課員 

1005 介壽國民中小學 楊明珠 附設幼兒園 教師 

1005 連江縣環境資源局 李宗益 資源管理科 約用人員 

1005 連江縣立醫院 陳曉亭 檢驗科 醫事檢驗師 

1006 莒光鄉公所 劉秋燕 民政課 村幹事 

1006 連江縣立醫院 陳柏羽 護理科 護士 

1007 中正國民中小學 曹博鈞 教導處 教師 

1008 連江縣政府 陳致遠 民政處 約用人員 

1009 中山國民中學 林亞聲 教導處 幹事 

1009 介壽國民中小學 劉韋君 附設幼兒園 教保員 

1009 東引國民中小學 鄧雅蘭 國小部 代理教師 

1009 中正國民中小學 曹玉蘭 總務處 書記 

1009 連江縣政府 林姮暐 行政處 科員 

1010 連江縣政府 林建國 教育處 約僱人員 

1011 連江縣交通旅遊局 林長青 局長室 局長 

1011 介壽國民中小學 王秀芬 國中部 教師 

1011 連江縣政府 陳玉建 文化處 辦事員 

1012 中正國民中小學 張秀玲 教導處 教師 

1012 東引國民中小學 林啟明 總務處 工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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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塘岐國民小學 朱卉羚 附設幼兒園 教保員 

1012 連江縣政府 曹常勳 產業發展處 技士 

1012 連江縣政府 陳寶敬 產業發展處 約僱人員 

1013 東莒國民小學 劉碧雲 校長室 校長 

1013 介壽國民中小學 張育慈 總務處 助理員 

1014 莒光鄉公所 謝春欗 本所 鄉長 

1014 連江縣交通旅遊局 李柏儀 觀光遊憩科 約用人員 

1014 連江縣衛生福利局 陳嵐萍 社會福利科 約用人員 

1015 中正國民中小學 林秋萍 教導處 教師 

1015 中正國民中小學 張春明 教導處 教師 

1016 中山國民中學 廖小琪 教導處 教師 

1016 南竿鄉公所 王秋賀 財經課 課員 

1016 介壽國民中小學 張文琪 會計員 會計員 

1017 連江縣北竿衛生所 陳碧雲 本機關 臨時人員 

1017 連江縣地政局 程婷雯 地籍科 約僱人員 

1017 連江縣財政稅務局 黃中柱 稅捐稽徵科 稅務員 

1017 連江縣縣立醫院 林宜君 護理科 約用人員 

1018 東引國民中小學 劉寶晴 總務處 約僱人員 

1018 連江縣政府 沈惠萍 工務處 約僱人員 

1018 連江縣立醫院 王詩旺 總務室 工友 

1019 東引鄉公所 林星明 民政課 約僱人員 

1019 東引國民中小學 陳素雲 總務處 工友 

1020 敬恆國民中小學 郭士銓 教導處 代理教師 

1020 連江縣政府 陳奕融 民政處 約用人員 

1021 中山國民中學 田明穎 教導處 代理教師 

1021 仁愛國民小學 陳麗珠 教導處 教師 

1022 連江縣地政局 陳奮勇 測量科 測量助理 

1022 連江縣政府 呂映雪 主計處 科員 

1023 塘岐國民小學 王傳迪 教導處 代理教師 

1023 東引國民中小學 邱虹芝 附設幼兒園 教保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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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 塘岐國民小學 王玲玲 輔導室 教師助理員 

1023 東引鄉公所 林育賢 財經課 約僱人員 

1023 連江縣衛生福利局 劉欣怡 社會福利科 約用人員 

1024 連江縣政府 劉昕 工務處 約僱職務代理人 

1025 連江縣環境資源局 何建陞 本局 約用人員 

1025 介壽國民中小學 劉麗秀 國小部 教師 

1025 連江縣交通旅遊局 曹鳳玲 觀光遊憩科 約僱人員 

1025 連江縣衛生福利局 郭寧 長期照護科 約用人員 

1025 連江縣政府 邱桂惠 教育處 科長 

1025 連江縣立醫院 駱瑤琪 護理科 護士 

1026 連江縣環境資源局 王鑫棟 污染防治科 科員 

1026 連江縣港務處 林振平 東引中柱港務室 課員 

1027 介壽國民中小學 朱長春 附設幼兒園 教師 

1027 莒光鄉公所 宋信三 環保課 清潔隊員 

1027 連江縣政府 李芸 行政處 約僱人員 

1028 公共汽車管理處 盧進發 本處 處長 

1028 連江縣立醫院 邱和泓 藥劑科 約用人員 

1029 中山國民中學 林晏如 輔導室 代理教師 

1029 連江縣消防局 陳宥安 介壽分隊 隊員 

1029 連江縣立醫院 陳建中 檢驗科 約用人員 

1029 連江縣政府 陳繼宗 文化處 約僱人員 

1030 南竿鄉公所 謝閔堯 社會課 課員 

1030 連江縣衛生福利局 陳盈萍 社會福利科 約用人員 

1030 連江縣政府 陳振興 教育處 專員 

1030 連江縣政府 林沛樺 文化處 約用人員 

1031 介壽國民中小學 陳家欣 國中部 教師 

1031 連江縣自來水廠 葉精執 生產供水課 業務士 

1031 東引鄉公所 連凰汝 環保課 辦事員 

1031 連江縣政府 陳華琴 教育處 約用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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