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十四期

企劃美編：曦望美工設計社

活動報導

國家考試訊息

考試項目 辦理時間 辦理地點

101年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

101年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

101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

101.6.16-6.18

臺中教育大學、臺中一中、

明德女中、臺中二中、西苑

高中、五權國中

5

個人獎名單
獎項 得獎人 創意案名稱

金點子狀元獎 公共運輸處王處長英泰 愛上巴士i384 悠遊山海屯

金點子榜眼獎 文化局劉股長宓孜 音樂節慶進化爵士之都－文化品牌升級秘技

金點子探花獎 地政局曾局長國鈞 塑造城市文化之第13期市地重劃

金點子進士獎 交通局朱技士宸佐 臺中市公車動態系統建置計畫

金點子進士獎 觀光旅遊局李股長守銘 2011臺中國際花毯節

金點子進士獎 人事處林處長煜焙 行動學習，e觸即發

金點子秀才獎 地政局曾局長國鈞 地政資訊快捷列車

金點子秀才獎 民政局王局長秋冬
Easy Go為民服務單一櫃檯暨5G優質貼心服

務5步驟

金點子秀才獎 民政局王局長秋冬 戶政服務簡易系統

金點子秀才獎 財政局張助理設計師玲瑜 創造數位辦公室－迎接臺中低碳新風貌

人事服務月刊

健康小站

員工福利專區

中華民國一○一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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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林新醫院  心胸血管外科  周宏滔醫師我不要當「蜘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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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私立貴麟托兒所 04-23261998 臺中市大墩十街184號 確定就讀註冊可享整學期免註冊之優惠。

臺中市私立維多利亞安
和幼兒園

04-23506919
臺中市西屯區安和路協和北
巷6-2號

一、1-3人註冊費9折。
二、4人以上85折。
三、贈送書包一只。

臺中市私立創意成長托
兒所暨附設托嬰中心

04-25318114
臺中市潭子區興華一路422巷
33號1樓

一、新生註冊費享9折優待。
二、兄弟姐妹2人以上同時註冊者享8折優待。
三、續讀者註冊費9.5折優待。
四、介紹新生入學者(成功就讀)，下學期註冊
費再折500元。

臺中市私立尚恩托兒所 04-26315232 臺中市沙鹿區北勢二街12號 免教材費2000元至畢業。

月份4
本府1 0 1年度

電話禮貌先生/小姐

建設局許獻鍾先生 秘書處陳冠廷小姐

101年第1場次本府所屬機關學校公務人員
溝通座談會～公所代表發言踴躍

臺中市政府人事處辦理「為民服務 三生有幸 
感動細緻『心』服務」系列—BIM顧客服務管理師創新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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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服務月刊 人事服務月刊

人員異動訊息

新知補給站

公務人員服務守則

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侯志鴻 新北市板橋區莒光國民小學人事室主任 本市大雅區文雅國民小學人事室主任

何宜芳 國立嘉義大學人事室組員 本市清水地政事務所人事管理員

施靜怡 本府人事處企劃科科員 本市市立大墩國民中學人事室主任

陳妍伶 本府教育局人事室科員 本市新社區新社國民小學人事室主任

黃淑貞 本市東區區公所人事室主任 本市中區光復國民小學人事室主任

蕭克忠 本府警察局人事室科員 本市西屯區西屯國民小學人事室主任

林朝亮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科員 本市市立爽文國民中學人事室主任

陳文祥 雲林縣北港地政事務所人事管理員 本市清水區清水國民小學人事室主任

邵小玲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人事室科員 本市大甲區華龍國民小學人事室主任

鄭耀宗 本市大安區公所人事室主任 本市東區區公所人事室主任

李福田 本市外埔區公所人事室主任 本市大安區公所人事室主任

中華民國一○一年五月

本府所屬機關學校101年5月份人事主管異動訊息

中華民國一○一年五月

乘風踏浪~梧棲區
臺中市立大道國民中學人事室助理員 蔡孟芬

地方采風錄

英語補給站

Swimming and Diving　游泳與跳水—結合力與美的優雅運動

人事業務小提醒

梧棲老街上巴洛克式建築風格警察局

Words & Phrases 

Extra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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