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家考試訊息

考試項目 辦理時間 辦理地點

101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司法官考試 101.8.11-8.13
惠文高中、臺中高工、弘光科技大

學、大明高中、國立大里高中

10 1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會計
師、不動產估價師、專利師、民間之公證人
考試及第二次社會工作師考試

101.8 .25-8 .27
青年高中、明德女中、惠文高
中

第六十六期

企劃美編：曦望美工設計社

7
人事服務月刊中華民國一○一年七月

臺灣大道3段99號

健康小站

員工福利專區

陳氏38式太極拳  林麗雲
（作者現為臺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理事長）

骨質疏鬆症～潛伏的無聲殺手

臺中市政府員工子女托育服務特約機構

托育機構名稱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優惠方案

臺中市私立新佳育托兒
所

04-23333218 臺中市霧峰區四德路315號
學期註冊費8折優待，另贈送書包、餐具組各
一只、園服一套。

臺中市私立維也納托兒
所

04-22070102 臺中市北區忠明路193號
一、每學期註冊費8折，月費9折。
二、贈送書包、餐袋。

私立何嘉仁托兒所 04-25152838 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156號
一、得享註冊費1400元之優惠。
二、遇有其他相關優惠活動，得擇優辦理其

一，不得雙重優惠。

私立大甲愛兒堡幼兒園 04-26804123 臺中市大甲區三民路228號 可享註冊費一律9折優惠。

姓名 機關 職稱

王英泰 公共運輸處 處長

宋淑鈴 人事處 主任

陳榮州 資訊中心 高級分析師

賴緣如 社會局 科長

蔡明杉 財政局 科長

黃貴財 客家事務委員會 專員

張志僑 法制局 編審

邱惠慈 衛生局 科長

林秀滿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辦事員

游煥堯 太平區戶政事務所 秘書

黃國龍 警察局 警員

汪懋功 地政局 股長

蔡青宏 都市發展局 科長

黃欽輝 大安區圖書館 管理員

董振南 建設局 人事室主任

吳旻蔚 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 偵查佐

施肇芳 環境保護局 專門委員

葉文閔 消防局 隊員

張宮凰 地方稅務局 稅務員

唐惠政 警察局 警務員

月份6
本府1 0 1年度

電話禮貌先生/小姐

環保局江明山先生 民政局郭憶婷小姐

活動報導

榮譽榜

組別 名次 得獎機關

一級機關組

第1名 勞工局

第2名 觀光旅遊局

第3名 社會局

區公所組

第1名 大雅區公所

第2名 潭子區公所

第3名 神岡區公所

二級機關組

第1名 清水區戶政事務所

第2名 太平區戶政事務所

第3名 大雅區戶政事務所

第4名 資訊中心

101年度推動性別主流化績效優良機關頒獎典禮

臺中市政府辦理「中高階主管人員領導訓練研習班」

101年度推動
性別主流化績效優良機關獲獎名單

101年臺中市政府模範公務人員名單文/林新醫院 骨科主任 廖宜賢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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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補給站

人員異動訊息

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余琇媚 本府人事處秘書室科員 本市南屯區黎明國民小學人事室主任

張瓊云 本府人事處考訓科科員 本市北屯區仁愛國民小學人事室主任

徐湘雲 本府主計處人事室科員 本市南屯區文山國民小學人事室主任

楊玉真 本市市立四張犁國民中學人事室主任 本市沙鹿區公所人事室主任

楊靜娟 本市市立神岡國民中學人事室主任 本市市立潭秀國民中學人事室主任

袁月桂 本府人事處企劃科股長 本市市立居仁國民中學人事室主任

王芬蘭 本市沙鹿區公所人事室主任 本府人事處企劃科股長

江永芳 本府環境保護局人事室科員 本市烏日區僑仁國民小學人事室主任

鄭淑芳 本市霧峰區公所人事室主任 本市大里區大元國民小學人事室主任

許文銘 本市石岡區公所人事室主任 本市霧峰區公所人事室主任

詹佳玲 本市豐原區葫蘆墩國民小學人事室主任 本市石岡區公所人事室主任

王阿妹 本市清水區公所人事室課員 本市龍井區龍峰國民小學人事室主任

周雅菁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總局中部地

區巡防局人事室科員
本市大安區大安國民小學人事室主任

趙雪君 本府勞工局人事室科員 本市西屯區大仁國民小學人事室主任

高晧鈞 本府人事處企劃科科員 本市市立崇德國民中學人事室主任

吳炫瑩 本府人事處考訓科科員 本市北區立人國民小學人事室主任

張淑娟 本市市立惠文高級中學人事室主任 本市市立光明國民中學人事室主任

本府所屬機關學校101年7月份人事主管異動訊息 人文商圈聚北區 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　蔡昌文

地方采風錄

英語補給站

For the Love of Animals 愛護動物，人人有責人事業務小提醒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Building Your Vocabulary Extra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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