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的大臺中‧幸福城市歲末員工親子健行活動

 

 

 

 

 

100 12

100 12

1

第六十期

企劃美編：曦望美工設計社

活動報導

活動預告區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新任局長布達及宣誓典禮

「臺中市政府水利局」於本(101)年1月1日在陽明大樓舉行新任局長布達及宣誓

典禮，由水利局籌備處處長劉振宇升任局長，並由徐副市長中雄主持宣誓儀式。

副市長徐中雄表示，在縣市合併之後，水利該做的事情比以前還要多，水患不

來就要人為，臺中市治水就是要讓民眾獲得安全而有保障的環境；水利局的成立，

水利工作整合絕對可以做得更好，使民眾可以生活在安全的環境下。劉局長學而優

則仕、舉目皆知，在水利工程的成就，對臺中市而言是如虎添翼。

水利局局長劉振宇，現年56歲，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水文環境工程博士，

曾任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研究員，國立臺灣大學副教授及教授，對水利局相關業務學

驗俱豐，由渠出任水利局局長應能開創新局，勝任有餘。

本府人事處於本(101)年1月7日在后里馬場舉辦「世界的大臺中‧幸福城市歲末

員工親子健行活動」，邀請市府所屬機關學校員工、眷屬、各級民意代表、市政記

者及績優公教志工參加。

為行銷臺中市觀光景點，本次活動選在后里馬場舉行，活動內容精彩多元，除7公

里的健行外，還安排音樂、舞蹈等團體表演，並在終點站設有多家攤商舉辦農特產品

展售，最後由市長、本府所屬機關首長及貴賓一起上台摸彩，獎品豐富，計有機車、

42吋液晶電視及iPad2等大獎，參加人數約1萬2千餘人，打破歷年參加人數之紀錄。

市長致詞時表示，在所有同仁的努力之下，市政工作已朝「便民」的目標大幅

邁進，但仍須賡續落實「顧客導向」的服務理念，讓民眾深切感受到臺中市確實天

天在進步。縣市合併後的大臺中，聚積了山、海、花、都等不同能量，擁有豐富的

產業文化和地方特色，更加具有走向國際的城市競爭力，也更加具有實現「世界的

大臺中」夢想的能力。市長特別感謝所有市府同仁的努力、同仁眷屬的犧牲與付出，並祝福大家新年快樂！

活動項目 辦理時間 辦理地點

101年公務人員初等考試 101.2.11 - 2.12
惠 文 高 中 、 臺 中 一
中、臺中女中、崇德
國中、居仁國中

101年第一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
試醫師考試分試考試、中醫師、營養師、
心理師、藥師、醫事檢驗師、護理師考試
暨普通考試護士考試

101.2.18 - 2.19 
弘光科技大學、西苑
高中、五權國中

101年第一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
試社會工作師考試

101.2.18 - 2.20

胡市長感謝所有同仁辛勞

月份1 2
本府1 0 0年度

電話禮貌小姐

人事處吳炫瑩小姐 地方稅務局夏錦秀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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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人事處廣告

人員異動訊息

新知補給站

人事業務小提醒

行政中立宣導

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江姈樺 高雄市立忠孝國民中學人事室主任 太平區建平國民小學人事室主任

蔡緯霖 高雄市立大寮國民中學人事室主任 太平區東平國民小學人事室主任

林惠雲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科員 龍井區龍津國民小學人事室主任

吳俊偉 警察局人事室考核股股長 警察局人事室任免股股長

黃敏崇 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人事室主任 警察局人事室考核股股長

蔡榮錠 警察局和平分局人事室主任 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人事室主任

林盈祥 梧棲區中正國民小學人事室主任 豐原地政事務所人事管理員

劉寶珠 市立港區藝術中心組員 西屯區西屯國民小學人事室主任

張毓茹 東勢區石城國民小學幹事 石岡區石岡國民小學人事管理員

李泳家 東勢地政事務所人事管理員 豐原區翁子國民小學人事室主任

中華民國一○一年一月

重申「臺中市政府各機關實施差勤自主管理期間補充規定」

本府各一級機關實施自主管理者，應依「臺中市政府各機關實施差勤自

主管理期間補充規定」，為配套管理並嚴格執行。前揭補充規定另公

告於本府人事處網站(網址：http://www.personnel.taichung.

gov.tw)/人事法規查詢/考訓科項下。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100年度審理保障事件有關考

績（成）事件常見撤銷原因分析參考資料

為避免各機關辦理考績（成）業務之作業疏失，保訓會將100

年度審理決定保障事件有關考績（成）事件部分，較為常見

之撤銷原因予以類型化分析並摘述其要旨，以為各機關辦理

考績（成）業務之參考。其內容已掛置於本府人事處網站(網

址：http://www.personnel.taichung.gov.tw)/專案區/知識傳

承區項下。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民國100年12月30日公保字第

1000019663號函）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出有關行政程序法第121條

第1項所定「知有撤銷原因」認定標準之分析報告，以供

辦理保障業務之參考

經保訓會彙整分析行政法院相關見解，對於行政程序法第121

條第1項所定「知有撤銷原因」之認定標準，基於體系解釋、

參酌德國立法例、行政機關有依法行政義務及違法行政處分

認定時點等觀點，及為避免行政處分相對人之法律地位長期

處於不安狀況，對於「知有撤銷原因」係指「知有構成撤銷

理由之事實」，至於法規解釋及適用上之瑕疵並非此處所謂

之事實。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民國100年12月28日公保字第

1000019456號函)

本府自民國101年1月1日起推出新版「臺中市政府及所屬

機關學校職員通訊錄編輯系統」（網址：http://permissrv.

taichung.gov.tw/dirbook/id.php），本系統在個人資料編輯

方面，增列部分欄位得於線上以「同意」或「不同意」之選

項選擇刊登於紙本通訊錄，以配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必須取

得個人書面同意之規定。本系統除延續原有線上即時編輯、

整批上傳及整批下載等便利性外，系統中文字碼採UTF8，以

克服罕用字顯示及列印等問題；另加強查詢、頁碼、排版及

雙色通訊錄印刷等功能，請各機關學校於人員異動時即時上

網編輯。

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WebHR人力資源管理系統業於本(101)

年1月1日起正式上線，人事資料考核亦以WebHR資料為主，

各機關學校如有系統操作問題，請優先至WebHR Q&A專區

查看(網址： http://www.personnel.taichung.gov.tw/internet/

main/docList.aspx?uid=19916)，並請檢核各項子系統基本

資料，以免影響eCPA人事資料正確性及考核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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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龍井之一

臺中市龍井區公所人事室課員  何宜津

龍井簡介

龍井區位於臺中市的西部，西疆瀕臨臺灣海峽，南端以大肚溪與

彰化市為界。龍井原本名稱為「茄投庄」，日據時期制度改正時（西

元1920年）才以庄內古井「龍目井」之頭尾二字改稱為「龍井」。

龍目井

「龍目井」位於本區龍泉里龍目井巷，相傳該井的泉水湧自一棵

老樟樹的樹根中，先民開拓臺灣時，就已經發現它。

根據周璽《彰化縣志》(西元1836年)記載：「龍目井在邑治北

十七里，其泉湧起數尺，如噴玉花，山下田數畝，皆資此泉灌溉。色

青味甘，里人多汲焉。旁有兩石，狀若龍目，故名。」龍目井現以水

泥修造，已非當年模樣。

竹坑-南寮登山步道

本步道原稱「竹坑-

南寮古道」，清朝時期

移民自大肚溪口「水裡

港」上岸，經茄投、竹

坑沿南寮古道進入大肚

山台地墾殖，昔日台地

先民無論經濟、作物、

文化、生活、交通運

輸均依賴此古道與外連

繫，堪稱「大肚山台地命脈」。

區公所將西起大肚山腳下的竹坑里古道改建為登山步道，沿著山

稜通往南寮里，於2008年1月1日完成，主步道約長3公里。

臺中火力發電廠

臺中火力電廠於民國78年7月成立，隔年5月開始發電，提供質

優、價廉又可靠的電力，目前是全世界最大的燃煤火力發電廠。

臺中發電廠位於大肚溪出海口北側，是抽取臺中港區計劃航道的

砂，浚填而成之新生地，是第一個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核才興建的電

廠，亦是一座公園化的電廠。

大肚溪口

大肚溪口是候鳥移棲的中途站，又具有豐富之生物相，形成鳥類

族群生存活動分佈區，此地面積達2669.73公頃，是台灣最大的水鳥棲

地之一，並名列世界保育聯盟亞洲最重要的溼地之一。

目前大肚溪口鳥類記錄共有172種，其中水鳥約佔七成，以鷸科、

雁鴨科、鷗科、鷺科、秧雞科較多。此地四季皆可賞鳥，每個季節都

會有不同的收獲。

陳三綱堂

陳三綱堂建造年代已無法詳考，可能嘉慶、道光間由漳籍移民陳

文義開基，其子宗最、宗養、宗結經營，家道日隆，陳宅遂以「三綱

堂」揚名鄉里。三綱係指君臣、父子、夫婦之道，即君為臣綱，父為

子綱，夫為婦綱。

此宅為兩進之三合院，左右雙護龍，以磚造為主，間用土埆，空

間甚大，除正門外，左右護龍尚有側門進出。由於年久失修，日據時

期曾大加整建，兩廂屋頂改舖日式灰瓦，正廳亦改舖洋式紅瓦，牆面

之閩南古磚亦多為紅磚取代，已非舊時模樣。陳氏子孫多在外發展，

有鄉長、縣議員、議長、醫學博士等名紳，仍是地方望族。

（待續）

地方采風錄

英語補給站

Ancient  X-Files 遠古X檔案

Building Your Vocabulary

Phrases for Learning

Extra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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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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經內科主任 邱百誼醫師

五、斜行

    承上式
1. 重心在右、右轉腰、兩手心相對、右手掌心朝上、左

手掌心朝下（左手掌約在右肘窩處上方）、左腳尖向

內扣正（約45°）。

2. 重心左移、兩手微微隨身內收成側抱球狀、右腳尖隨

轉身向外擺正（約45°）。

3. 身體下沈坐胯、左手隨勢下沈左肘尖置於左膝關節

上、掌心朝下成向下按掌之意、右手掌收至右耳後

方、指尖朝內掌心微斜朝前、成往前掤勁之意。

4. 左轉腰、兩手隨身、左手經過左脛骨、左膝關節往左

肩方向、五指摟勾置與左側肩前與肩同高、同時右手

從右耳橫向掌由右而左往胸椎膻中穴掤出（指尖朝

內、掌心朝左）至左肩窩前。

5. 重心還在左腳、右轉腰左勾手略下沈、左肩放鬆（左

勾手背與左肩齊高），右手隨轉身由左而右（掌心朝

前）向右掤至右側肩前，與左勾手遙遙相對，此時兩

好的睡眠是一生健康的基礎，以前人們以為睡眠是為了讓身

體與心理能夠得到休息，其實睡眠不僅是為了休息而已，許多身

心功能都是在睡眠的時候繼續運作的。 

一、睡眠的功能
◎ 記憶力持續運作 

◎ 充分運送腦部傳導物質，穩定情緒 

◎ 調節免疫力 

◎ 協調內分泌系統 

◎ 休息，消除疲勞 

二、睡眠問題
◎ 失眠症        ◎ 睡眠呼吸中止症 

◎ 不寧腿症      ◎ 睡眠肢動症 

◎ 腦中風        ◎ 猝睡症 

◎ 夢遊…等 

三、睡眠時間
最適合的睡眠時間 

◎ 7~8小時       ◎ 不要少於6小時，也不要長於9小時 

四、影響睡眠的疾病

1. 失眠症

(1) 症狀

● 入睡困難         ● 淺睡           ● 睡眠易中斷 

● 睡眠時間不足     ● 睡不飽 

● 約20%以上成人~至少有上述其中一項症狀 

● 嚴重長期失眠：

將導致許多身體、心裡的疾病，有此狀況者，一定要

尋求神經內科或身心健康科醫師診斷與治療 

(2) 檢查：睡眠多項生理檢查

了解失眠的種種問題及除藥物之外的其他治療

方式與睡眠教育 

2. 睡眠呼吸中止症

(1) 定義：睡眠期間有時會有20秒上下的時間沒有呼吸，

因此造成血液裡氧氣不足 

(2) 症狀：白天昏沈、頭痛頭暈、注意力不集中、打瞌

睡、突然昏倒…等 

(3) 研究指出：嚴重睡眠呼吸中止症罹患腦中風的機率會

增加數倍 

(4) 檢查：睡眠多項生理檢查 

了解睡眠呼吸中止症的種種問題與治療方式 

有類似睡眠呼吸中止症之症狀，一定要尋求睡眠專門醫

師（神經內科、耳鼻喉科、身心健康科、胸腔內科）診

斷與治療 

3. 不寧腿症

(1) 症狀： 

● 入睡時總覺得雙腳不舒服，酸麻不一 

● 總是要把腳動一動   

● 起來走路後才舒服 

(2) 檢查：睡眠多項生理檢查中也可發現，腳的抽動

   （睡眠肢動症） 

4. 異睡症

(1) 睡眠行為：說夢話甚至喊叫，夢遊甚至拳打腳踢，

像把夢境演出來 

(2) 好發對象：中老年人佔多數，小孩 

五、結語
還有很多睡眠的疾病，都需要藉由適當的診斷，以讓睡

眠品質得以改善，例如： 

◎ 仔細的詢問睡眠的症狀 

◎ 睡眠多項生理檢查 

◎ 適當的非藥物或藥物治療 

◎ 睡眠教育 

最後還是再強調好的睡眠是一生健康的基礎，有任何睡

眠相關的症狀務必尋求診斷與治療。

肩放鬆、手肘垂墜、保持立身中正、氣沈丹田，重心在

右。（右手掌指根與右肩齊高）

※ 此時丹田氣會從命門往兩腎往兩胯、兩腳湧泉處匯集。

※ 此式應注意立身中正，向左摟勾時，不要將身體往左側

傾斜，造成脊椎彎曲影響氣的運行及脊椎容易受傷。

                                                  （待續）

一夜好眠 一生健康

未命名-1.indd   4 2012/1/13   下午 05:02: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