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劃美編：曦望美工設計社

活動報導

活動預告區

榮譽榜

臺中市各界暨臺中市政府所屬一級機關員工

活動項目 辦理時間 辦理地點

101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關務人員考試
101.3.10-3.11

臺中二中、臺中女中、

臺中高工、三光國中101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移民行政人員考試

101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導遊

人員、領隊人員考試
101.3.24-3.25

惠文高中、五權國中、大業

國中、忠明高中、漢口國

中、明德女中、臺中二中

101年新春聯合團拜  胡市長感謝同仁的努力與付出

101年市政創意競賽「金點子獎」得獎名單

月份1
本府1 0 1年度

電話禮貌先生/小姐

警察局陳弈維先生 衛生局林郁君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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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體獎名單
獎項 得獎機關

最佳金點子團隊 文化局

金點子團隊第二名 地政局

金點子團隊第三名 公共運輸處

金點子團隊第四名 民政局

金點子團隊第五名 地方稅務局

人事服務月刊

健康小站

員工福利專區

中華民國一○一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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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射腫瘤科主任  詹建勝醫師認識放射線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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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私立寶比
托兒所

04-24814225 臺中市大里區西榮路150號
一、註冊費享9折優惠。
二、月費享9折優惠。

臺中市私立克麗
斯玎托兒所

04-25651788
臺中市大雅區學府路250巷
97弄1號

一、小班新生第一次註冊費5折，中班新生第一次註冊費6折，以
後註冊費8折至畢業。

二、介紹新生入學者(成功就讀)，下學期註冊費再折2000元。

臺中市私立牛頓
英日語短期補習
班

04-23222256 臺中市西區博館三街86號 安親班每學期註冊費8.5折。

臺中市私立唐睿
托兒所

04-23208266 臺中市南屯區大聖街41號
一、新生註冊費優惠5000元。
二、贈送全套用品含書包、餐袋、夏季及冬運動服。

臺中市私立有志
托兒所

04-26568708 臺中市梧棲區信義街31巷8號
一、註冊費9折優待。
二、教材每學期優惠600元。
三、四大好禮相送(書包、餐具、夏季制體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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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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宣導

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劉芬娟 南屯區鎮平國民小學人事室主任 西屯區惠來國民小學人事室主任

張炎舜 西屯區上石國民小學人事室主任 南屯區鎮平國民小學人事室主任

袁莉棋 北區賴厝國民小學人事室主任 西屯區長安國民小學人事室主任

吳秀妙 北區立人國民小學人事室主任 東區成功國民小學人事室主任

簡懿琳 梧棲區公所人事室主任 消防局人事室股長

蕭滿祝 清水國民中學人事室主任 梧棲區公所人事室主任

吳莉真 西屯區協和國民小學人事室主任 南屯區大墩國民小學人事室主任

賴金端 大德國民中學人事室主任 警察局和平分局人事室主任

劉金忠 潭子區公所人事室課員 東區樂業國民小學人事室主任

林崇智 人事處給與科科員 中區區公所人事管理員

陳雪娥 清水區高美國民小學幹事 梧棲區中正國民小學人事室主任

許鳳勤 南投縣名間鄉公所課員 大里區大元國民小學人事室主任

中華民國一○一年二月 中華民國一○一年二月

魅力龍井
之二

地方采風錄

英語補給站

齒頰留香。蓮心冰也就是彎豆冰，濃濃的綠豆沙撒上彎豆後再加上冰淇淋，

清涼的美味令人暑意全消。 

 

◎龍井特產 

本區自日據時代即栽培西瓜，主要種植於大肚溪河床地，一年兩收，為

中部僅見，河床沙質地培育的西瓜具有香脆、沙甜的特色。 

    由於土質肥沃，所生產的地瓜質地鬆軟，且香甜美味，於中部地區頗具

口碑，熱呼呼的烤地瓜跟甜蜜蜜的蜜地瓜讓人吃在嘴裡，甜在心裡。 

 

◎交通資訊 

自行開車：由國道 3號下龍井交流道。 

公車：可依出發、到達地點不同至臺中市公車動態暨路網轉乘系統查詢。

http://citybus.tccg.gov.tw/web/default.aspx 

火車：搭乘海線區間車至龍井車站。 

（完） 

 

林家古厝 

人事業務小提醒

◆

◆

◆

◆

Building Your Vocabulary

Phrases for Learning

Extra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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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區

榮譽榜

臺中市各界暨臺中市政府所屬一級機關員工

活動項目 辦理時間 辦理地點

101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關務人員考試
101.3.10-3.11

臺中二中、臺中女中、

臺中高工、三光國中101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移民行政人員考試

101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導遊

人員、領隊人員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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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市政創意競賽「金點子獎」得獎名單

月份1
本府1 0 1年度

電話禮貌先生/小姐

警察局陳弈維先生 衛生局林郁君小姐

個人獎名單
獎項 得獎人 創意案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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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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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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獎名單
獎項 得獎機關

最佳金點子團隊 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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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服務月刊

健康小站

員工福利專區

中華民國一○一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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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射腫瘤科主任  詹建勝醫師認識放射線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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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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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私立克麗
斯玎托兒所

04-25651788
臺中市大雅區學府路250巷
97弄1號

一、小班新生第一次註冊費5折，中班新生第一次註冊費6折，以
後註冊費8折至畢業。

二、介紹新生入學者(成功就讀)，下學期註冊費再折2000元。

臺中市私立牛頓
英日語短期補習
班

04-23222256 臺中市西區博館三街86號 安親班每學期註冊費8.5折。

臺中市私立唐睿
托兒所

04-23208266 臺中市南屯區大聖街41號
一、新生註冊費優惠5000元。
二、贈送全套用品含書包、餐袋、夏季及冬運動服。

臺中市私立有志
托兒所

04-26568708 臺中市梧棲區信義街31巷8號
一、註冊費9折優待。
二、教材每學期優惠600元。
三、四大好禮相送(書包、餐具、夏季制體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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