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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聽不到！14歲國中生耳中風上課聽不到！14歲國中生耳中風

人事處

潘士銓先生

研考會

陳育源先生

一名14歲黃姓國中生，在學校上課時，感覺聽課
非常吃力，講電話時左側耳朵也嗡嗡作響。黃同學與
黃媽媽都以為只要多休息就好，但三天後左耳竟完全
聽不到聲音，至林新醫院耳鼻喉科求診，經陳長朋醫
師安排聽力檢測後發現，聽力只剩下10-20%，已是重
度耳聾，診斷為突發性耳聾(耳中風)，緊急安排住院
，給予口服類固醇及耳膜內注射類固醇藥物，並會診
高壓氧中心李潤宇主任，給予9次高壓氧治療，7天後
，聽力完全恢復正常，順利出院回學校上課。

黃媽媽表示：「當時聽到陳醫師說，我兒子的左
側耳朵已經重度耳聾時，相當自責，自己太大意，三
天前發現異狀就應該趕快帶他看醫生，幸好陳醫師的
即時診斷及治療，讓我的兒子恢復聽力，他現在上課
聽力已正常！」

陳長朋醫師表示：「許多病患一開始出現耳鳴、
聽不到的症狀時，都以為過幾天就會慢慢恢復，沒想
到這一耽擱，驚覺聽力急速減退，趕緊就醫卻為時已

晚。黃同學在症狀出現後三天即時就醫治療，給予藥
物治療及配合高壓氧治療後恢復情形相當良好！呼籲
民眾若出現上述情形，請勿大意，把握7天寶貴的黃金
治療期。」

高壓氧中心李潤宇主任表示：「突發性耳聾真正
原因不明，目前判斷可能的因素包括：自體免疫系統
疾病、病毒感染、血管阻塞或血液循環不良，引起聽
神經受損。據黃媽媽描述，黃小弟平常喜歡吃速食又
不愛運動，研判可能與血液循環不佳而導致突發性耳
聾有關。若是身上某處一直血液循環不良，日積月累
，就會產生病變。養份或氧氣供應不夠，細胞就會衰
弱損傷，器官功能也跟受影響！」

高壓氧可提昇血液中含氧量、增加血液循環以及
促進血管新生，身體各部份缺氧的組織可得到改善。
高壓氧治療為突發性耳聾(耳中風)有效的輔助治療法
，目前也被廣泛的應用在全身機能的調整。

 林麗雲 （作者現為臺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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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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立南屯大千幼兒園

私立哈佛托兒所

私立小飛鼠幼稚園

私立唐睿幼兒園

臺中市南屯區永春東路889號

臺中市太平區長億六街66號

臺中市北屯區瀋陽路北路37號

臺中市南屯區大聖街41號

04-23821726

04-22768472

04-22962686

04-23208266

員工福利專區

保育費優惠減免1200元。

一、入學第1個月月費8折。
二、親兄弟姊妹2人以上入學，各享每學期學費新台幣1000元優惠。
三、贈送書包。
四、二人同行另有優惠。

一、註冊費九折優惠。
二、贈送書包、餐袋、餐具一組。

一、保育費85折優惠。
二、贈書包、餐具、夏運動服。
三、免費試讀一週。

二十四、右蹬一根

承上式：重心在右，右手在上、指尖朝左、掌心朝前
成掤勁、右大拇指與膻中齊高，左手在下、
指尖朝右、掌心斜朝前成按勁、左小指與丹
田齊高，同時左腳變虛步置於右腳旁，腳跟
微提起，目視正前方。

1.右轉腰，兩手隨腰左手順勢上掤、掌心朝上，右手
下按掌心朝下。

2.重心移至左腳兩手隨式翻轉、掌心皆朝前（左手掌
與膻中齊高、右手掌與丹田齊高）。

3.左轉腰兩手勢不變，隨腰轉至左側。
4.右轉腰、左手掌勢不變隨腰向右，右手隨腰置於右
胯前、掌心朝上，右腳隨腰勢向上提起、成獨立步
式、目視右前方。

5.沈身落步，右腳隨身下落置於右側方、腳跟著地（
重心在左）左掌不變置於左肩側方、掌心朝左，右掌
隨身下採至右膝關節內側，掌心朝前。

6.重心在左，左轉腰，右手隨腰走下弧線搭住左掌（
左手在上、右手在下、兩手心皆朝下）。

7.重心右移，兩手隨腰向右、向上架起，掌心朝前，
目視正前方。

8.重心左移，兩手順勢下合左手在上、右手在下（兩
手心皆朝上）。

9.重心在左、全身重量立於湧泉，兩手順勢握拳上掤
至膻中穴前兩拳心皆朝前（兩手臂相疊、右手前、左手
後）右腿順勢提起成獨立步。（膝關節高於胯關節）

10.沈身下坐，藉助左湧泉接地的反彈勁，兩手右腳順
勢向四方發勁，兩手向身體兩側掤出、力達手掌兩
側、兩手指尖皆朝前高與肩齊，右腳隨勢向右蹬出、
力達腳板外側，腳尖朝前、高與腰齊。目視右前方。

※此式發勁以左湧泉藉力發勁，發勁時全身放鬆、勁
力從湧泉發出透過各關節貫串至末稍四肢發勁，所
以也可以稱為四方勁或十方勁。

※此式蹬腳為對方腰部，舉腳時膝關節腰高過自己腰
部，蹬腳時髖關節比較不會受傷、同時右腿力量回
流左腿，讓左腿更穩發勁更整。

※示範動作:http://youtu.be/t8cl0SXJ7cA（待續）

活動報導

母乳哺育     愛是唯一
本府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2樓設有

哺集乳室，歡迎媽咪們加入母乳哺育

的行列！

為增進婦女參與公務行政、深化性別主流化意識、營造兩性友善之
工作環境，訂頒「臺中市政府所屬機關推動性別主流化績效優良獎勵計
畫」，據以獎勵本市在促進性別平權及女性公務參與等方面表現優良之
公務機關。本(102)年度計有97個機關參加評比，第一組前3名機關為：
衛生局、社會局、觀光旅遊局；第二組前3名機關為：大雅區公所、神岡
區公所、梧棲區公所；第三組前4名機關為：大雅區戶政事務所、沙鹿區
戶政事務所、清水區戶政事務所、豐原區戶政事務所，得獎機關於本年7
月15日擴大市政會報由胡市長親自頒獎表揚，並核予機關首長及承辦人
員行政獎勵，藉此激勵各機關落實推動性別主流化政策。

102年員工親子活動102年員工親子活動102年員工親子活動102年員工親子活動
為增進本府員工親子間之情感，讓同仁

子女瞭解父母親平時上班情形，本府人事處
於本（102）年8月2日（星期五）假臺灣大道
市政大樓惠中樓3樓301會議室舉辦員工親子活
動，為增加活動的豐富性，除市長特別為每位
小朋友準備一份精美的小禮物外，該處並安排辦公環境簡介、魔術表
演、「馬達加斯加-歐洲大圍捕」影片欣賞及與市長合影等活動。另為
轉換辦公場所刻板嚴肅之印象，場地布置特別利用汽球營造活潑可愛
的氣氛，讓活動在溫馨、趣味下進行。本次活動原有943位同仁及眷屬
報名參加，現場來了超過千人，透過這樣互動的機會，期盼對於增進
親子間的感情及家庭關係的和樂有所助益。

臺灣大道3段99號

2013.08

企劃美編：綠凌興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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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異動訊息

臺中市政府所屬機關學校102年8月份人事主管異動訊息臺中市政府所屬機關學校102年8月份人事主管異動訊息

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統研習

本府人事處繼本(102)年5月21日至23日開辦之「人力資源
管理資訊系統(WebHR)研習訓練」後，再於7月29日至31
日，假本府警察局電腦教室開辦第2期研習訓練，累計辦
理30小時，總研習人數達400人次以上，時數1,200小時
，圓滿完成本年度之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統研習活動。

活動訊息

新知補給站

依公務人員加給給與辦法第5條之1規定准予補足差額有
案者，其代理主管職務之情形，如符合各機關職務代理
應行注意事項及公務人員加給給與辦法第12條規定，則
其代理主管職務期間，得依公務人員加給給與辦法第12
條規定支領主管職務加給；又代理期間之俸給總額(本
俸、專業加給及代理主管職務之主管職務加給)如較其
配合機關組織調整前1日按所任職務官職等級支領之俸
給總額為高者，應停止發給其待遇差額，俟其解除代理
後，再依公務人員加給給與辦法第5條之1規定補足待遇
差額；惟代理期間，其原補足之差額仍應隨同待遇調整
而併銷。
(本府民國102年7月3日府授人給字第1020120020號函轉
銓敘部民國102年7月2日部銓二字第1023744913號書函)

有關擔任主管職務之公務人員代理國民小學校長職
務，其代理期間專業加給、主管職務加給及兼職費
支給疑義。
擔任主管職務之公務人員如經權責機關依法令規定核派
代理國民小學校長職務連續10個工作日以上，自實際代
理之日起，仍應按其本職支領專業加給及主管職務加給
，惟考量其有代理校長職務之事實，參酌公務人員加給
給與辦法第12條規定之精神，其專業加給及主管職務加
給支給數額如較所代理國民小學校長職務所支領學術研
究費及主管職務加給之數額為低者，得核給是項差額。
其既無選擇是否支領代理國民小學校長主管職務加給之
問題，自不生得否擇領兼職費問題，併予敘明。
(本府民國102年7月13日府授人給字第1020125444號函
轉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民國102年7月9日總處給字第
1020040806號函)

民意機關首長指派同仁參加民眾婚喪喜慶執行特定
公務，不得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報支差旅
費。
基於各機關舉辦之活動項目及次數頗為頻繁，為避免過
於浮濫，地方民意代表支領差旅費，以經民意機關首長
指派代表機關應邀參加與業務有關之會議為宜，又民意
機關首長參加婚喪喜慶，不宜報支差旅費。爰避免經費
支用過於浮濫之意旨，民意機關首長指派同仁參加民眾
婚喪喜慶執行特定公務，不得報支差旅費。
(本府民國102年7月16日府授人給字第1020127649號函
轉行政院主計總處民國 102年 7月 12日主預督字第
1020101718號書函)

各機關辦理公務人員陞遷、職務調動相關事宜，於
符合公務人員陞遷法規定前提下，適時提供女性公
務人員離家工作且其家中有學齡前幼兒者之情形，
俾作為首長考量職務調動之參考。
(本府人事處民國102年7月8日中市人力字第1020006337
號函轉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民國102年7月5日總處組字第
10200385182號函)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彙送「102年1月至6月
審理保障事件常見撤銷原因分析參考資料。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為協助各機關正確辦理保障
業務，避免作業疏失，業彙整該會本(102)年1月至6月審
理決定撤銷之保障事件較為常見之撤銷原因，送各機關
作為辦理申訴、復審業務之參考。相關資料已掛置於本
府人事處首頁/機關業務/考訓科項下。
(本府民國102年7月19日府授人考字第1020131355號函轉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民國102年7月17日公保字第
1021060459號函)

民國103年1月1日以後之考試錄取而分配(發)占缺訓
練(實習、試辦)期間，不得採計為公務人員退休年
資，亦不得繳付退撫基金費用。
(本府民國102年7月25日府授人給字第1020136413號函轉
銓敘部民國102年7月23日部退三字第1023743222號函)

特種考試臺灣省基層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學習期
間，如占學習機關編制內實缺，並支領與其任用資
格相當之薪俸及一切待遇者，准予參加公務人員保
險之規定，自即日起停止適用。
(本府人事處民國102年7月25日中市人給字第1020006933號
函轉銓敘部民國102年7月23日部退一字第1023743221號函)

有關區公所留任秘書，經權責機關依法核派代理主
管職務期間，如何支領待遇差額與代理主管職務加
給疑義。

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人事業務小提醒

二、案例分享：拒絕受贈財物
（一）案例內容大要：○○企業有限公司、○○餐盒

有限公司、○○企業有限公司及○○圍棋推廣
協會與○○國民小學有業務往來或是正尋求採
購案，分別於該校舉辦學校暨社區運動會時致
贈該校新臺幣1,200元、10,000元、2,000元及
2,000元整，並經該校工友廖○○協助收款。
因捐贈廠商與該校具有職務上利害關係，收受
所捐贈禮金，恐致外界不當聯想，往後之採購案
件，恐有偏頗之虞，屬於廣範之廉政倫理事件。

（二）處理情形：該校曾校長○○考量上述原因，決
議退還廠商捐贈之禮金，並由總務主任蘇○○
及事務組長蔡○○負責退還，且取據結案，並填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廉政倫理事件表」報臺中市
政府教育局備查，依規定核予嘉獎2次之獎勵。    

※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及獎懲原則相關宣導資料已掛
置於本府人事處首頁/便民服務/請託關說登錄查察專區項
下，請下載參閱。

各機關依本府員工加班費支給管制要點第6點規定
自行核定之每月70小時內專案加班案件，應於102
年每季（1～3月、4～6月、…）過後次月（4月、
7月、…）10日前，依專案加班案件事由逐案填列
核定情形送本府人事處備查，其中二級機關部分由
各該一級機關統一彙整填報。

兼職費一律由本職機關（構）學校轉發，不得由被
兼任職務之機關（構）學校直接支給。但採電連存
帳方式支付兼職費，並經兼職機關於支付後函知兼
職人員本職機關（構）學校者，不在此限。各機關
學校應將本支給規定通知兼職人員，兼職人員之本
職機關（構）學校應確實依規定列冊加強審核登記
兼職及支給兼職費情形。為確保同仁兼職均合乎規
定，請各機關學校每年1月查填機關同仁兼職資料
，二級機關部分由各該一級機關統一彙整填報，年
度內仍有異動者，於異動後10日內填表逕送本府
人事處。

102年度團隊師徒制經驗傳承案例分享—差勤管理
(本府人事處人事人員品管圈高國中組第1圈提供)
※問題：公務人員配偶分娩，陪產假3日如遇例假日，

可否順延？
※解答： 
銓敘部民國88年3月16日八八臺法二字第1739647號函
規定：有關陪產假之增訂，係為因應現代社會結構多
以小家庭為主，公務人員於配偶分娩時，確有從旁照
料之必要。惟為切合意旨，陪產假應於分娩日前後3
日（亦即含分娩日合計7日）內請畢（逢例假日者得
予順延），並得分次核給，每次應至少半日。

※更多團隊師徒制傳承案例，請自行前往本府人事處首頁/熱
門服務/師徒制專區/團隊師徒制經驗傳承紀錄專區下載。

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及獎懲原則宣導 
受理請託關說事件→被請託關說者於3日內向所屬機關
政風機構登錄；未設置政風機構者，向兼辦政風業務人
員或首長指定之人員登錄→將請託關說登錄與查察獎懲
事實簽報機關首長，依規定辦理獎懲事宜→各機關學校
之請託關說與查察獎懲案件統計資料，應按季填送本府
人事處，無是類情形者免送。
一、有關請託關說贈受財物飲宴應酬的基本認識—有關「請

託關說」、「贈受財物」及「飲宴應酬」之法令規定：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第七條 （圖利之禁止）： 
公務人員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利、機會或方法，圖
其本人或關係人之利益。 
第八條 （關說之禁止）： 
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不得向機關有關人員關說、請託
或以其他不當方法，圖其本人或公職人員之利益。
貪污治罪條例
第四條第一項第五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要求
、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
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對於職務上之行為，要求、
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

魏彗珊
周櫻華
李月米
楊江海
林志恒
袁莉棋
黃  對
王彥中
許秀貴
游淑琴
高晧鈞
林莉雯
孫義傑
何淑涓
陳秋燕
蔣宜蓉
郭永盛

本市市立立人國民中學人事室主任
本市外埔區公所人事室主任
本市市立大甲國民中學人事室主任
本市市立梧棲國民中學人事室主任
本市西屯區大鵬國民小學人事室主任
本市西屯區長安國民小學人事室主任
本市市立清水國民中學人事室主任
本市大雅區大雅國民小學人事室主任
本市潭子區東寶國民小學人事室主任
本市神岡區岸裡國民小學人事室主任
本市市立崇德國民中學人事室主任
本市北屯區陳平國民小學人事室主任
本市北屯區戶政事務所人事管理員
本市北屯區東光國民小學人事室主任
本市北屯區軍功國民小學人事室主任
本市市立大德國民中學人事室主任
本市市立神圳國民中學人事室主任

本市中區區公所人事室主任
本市市立惠文高級中學人事室主任
本市外埔區公所人事室主任
本市市立大甲國民中學人事室主任
本市市立梧棲國民中學人事室主任
本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人事室主任
本市西屯區長安國民小學人事室主任
本市市立清水國民中學人事室主任
本市北屯區四維國民小學人事室主任
本市市立豐原國民中學人事室主任
本市市立潭秀國民中學人事室主任
本市北屯區仁美國民小學人事室主任
本市北屯區陳平國民小學人事室主任
本市北屯區戶政事務所人事管理員
本市北屯區東光國民小學人事室主任
本市北屯區軍功國民小學人事室主任
本市市立大德國民中學人事室主任

心靈交流道—心情陽光室

孔子說四十而不惑，但現代人四十歲還有很多疑惑。
在這變動快速的環境中，上班族一年換個工作、半年

換個單位，所擁有的知識永遠都不夠網路飛快累積的速度
；單身族換伴侶的速度比一檔電影還快，但最多的情人節
還是得在人群中寂寞；為人母的擔心孩子無法適應將來的
社會環境；為人父的則擔心自己無法適應即將來臨的工作
環境。

講究「慢活」的幾個國家如義大利、希臘及歐洲諸國
，紛紛曾帶著令人驕傲的文化與生活品質昂首，卻在殘忍
的全球經濟競爭中灰頭土臉敗下陣來，我很好奇，如今有
多少人在養家活口實踐自我的職場中還能堅持「慢活」？

生活的節奏，愈來愈快，社會變化的腳步快過個人成
長的速度，現代人永遠在追趕，但永遠追不上。今日在傳
統環境下受教長大、在變動環境中掙扎茁壯的中年人，面
對這樣的環境特別得加把勁兒，舊權力尚未獲得、新科技
尚未純熟，前面發號施令的位置愈來愈少，後面急起直追
的後進愈來愈多，同輩們自相殘殺，家庭、工作與休閒的
比例總是分配不佳，壓力，無限制的增加。

許多徵才廣告擺明要三十五歲以下，調查指出四十四
歲以上換工作找工作幾乎是遙遠的夢想，沒有一個時代的
中年人壓力大過現代，不是年輕到可以隨便嘗試犯錯誤，
又沒有年老到可以退休享受人生。殘忍的是，壓力逐漸增
加，體力卻逐年下降，意志力往往比努力還要重要，咬牙
硬撐的日子中，每一天都在修正理想與放棄幻想中度過。  

中年，也是回顧與再出發的中繼站，會照出一個自己
過去十年軌跡的顯影圖。同學們原本資質雷同年齡相仿，
但經過十年社會與個人生涯的抉擇，差異愈來愈大，選擇
進入家庭當全職媽媽的開始羨慕仍然在職場中拼命的亮麗
同學，亮麗同學則羨慕有勇氣當單親媽媽的soho族同學，
soho族同學羨慕當老闆賺大錢的王同學，王同學羨慕穩穩
當國中老師的穆同學，婚姻不睦的穆同學羨慕走出婚姻的
蕭同學，蕭同學則羨慕那位擁有美滿家庭的全職媽媽同學。

人到中年，最重要的是要能學會判斷：哪些是我人生
中要追求的改善？哪些又是我必須要接納的現實？到底是
看名人偉人傳記，就該心生「我輩當如是」之慨？還是自
我接納自我認同，認清自己與別人不同？

這樣的分辨智慧隨著年齡的增長一定要長成，太羨慕
別人或鞭策自己改變會造成過大的壓力、過小的自信；太
接納容忍自我不輕易改變，則會造成職場的淘汰壓力及與
人合作的困難，這中間的程度分別與個人特質及環境所需
的變項都有相關，學會爭取，也得學會放棄，學會為自己
所擁有的而喜悅滿足。

從睥睨天下的社會新鮮人，到步入前有古人、後有來
者、自己則很難定位的中年人，愈來愈多時候思考生命的
「捨」多過於「取」。取捨之間，是人生的智慧，也是心
理健康的關鍵。

有夢最美，希望相隨，不過，築夢，還是得踏實才
行。                                                 （來源：                   ）

文/呂旭立紀念文教基金會諮商心理師  馬度芸中年的淡淡哀愁與滿足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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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異動訊息

臺中市政府所屬機關學校102年8月份人事主管異動訊息臺中市政府所屬機關學校102年8月份人事主管異動訊息

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統研習

本府人事處繼本(102)年5月21日至23日開辦之「人力資源
管理資訊系統(WebHR)研習訓練」後，再於7月29日至31
日，假本府警察局電腦教室開辦第2期研習訓練，累計辦
理30小時，總研習人數達400人次以上，時數1,200小時
，圓滿完成本年度之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統研習活動。

活動訊息

新知補給站

依公務人員加給給與辦法第5條之1規定准予補足差額有
案者，其代理主管職務之情形，如符合各機關職務代理
應行注意事項及公務人員加給給與辦法第12條規定，則
其代理主管職務期間，得依公務人員加給給與辦法第12
條規定支領主管職務加給；又代理期間之俸給總額(本
俸、專業加給及代理主管職務之主管職務加給)如較其
配合機關組織調整前1日按所任職務官職等級支領之俸
給總額為高者，應停止發給其待遇差額，俟其解除代理
後，再依公務人員加給給與辦法第5條之1規定補足待遇
差額；惟代理期間，其原補足之差額仍應隨同待遇調整
而併銷。
(本府民國102年7月3日府授人給字第1020120020號函轉
銓敘部民國102年7月2日部銓二字第1023744913號書函)

有關擔任主管職務之公務人員代理國民小學校長職
務，其代理期間專業加給、主管職務加給及兼職費
支給疑義。
擔任主管職務之公務人員如經權責機關依法令規定核派
代理國民小學校長職務連續10個工作日以上，自實際代
理之日起，仍應按其本職支領專業加給及主管職務加給
，惟考量其有代理校長職務之事實，參酌公務人員加給
給與辦法第12條規定之精神，其專業加給及主管職務加
給支給數額如較所代理國民小學校長職務所支領學術研
究費及主管職務加給之數額為低者，得核給是項差額。
其既無選擇是否支領代理國民小學校長主管職務加給之
問題，自不生得否擇領兼職費問題，併予敘明。
(本府民國102年7月13日府授人給字第1020125444號函
轉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民國102年7月9日總處給字第
1020040806號函)

民意機關首長指派同仁參加民眾婚喪喜慶執行特定
公務，不得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報支差旅
費。
基於各機關舉辦之活動項目及次數頗為頻繁，為避免過
於浮濫，地方民意代表支領差旅費，以經民意機關首長
指派代表機關應邀參加與業務有關之會議為宜，又民意
機關首長參加婚喪喜慶，不宜報支差旅費。爰避免經費
支用過於浮濫之意旨，民意機關首長指派同仁參加民眾
婚喪喜慶執行特定公務，不得報支差旅費。
(本府民國102年7月16日府授人給字第1020127649號函
轉行政院主計總處民國 102年 7月 12日主預督字第
1020101718號書函)

各機關辦理公務人員陞遷、職務調動相關事宜，於
符合公務人員陞遷法規定前提下，適時提供女性公
務人員離家工作且其家中有學齡前幼兒者之情形，
俾作為首長考量職務調動之參考。
(本府人事處民國102年7月8日中市人力字第1020006337
號函轉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民國102年7月5日總處組字第
10200385182號函)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彙送「102年1月至6月
審理保障事件常見撤銷原因分析參考資料。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為協助各機關正確辦理保障
業務，避免作業疏失，業彙整該會本(102)年1月至6月審
理決定撤銷之保障事件較為常見之撤銷原因，送各機關
作為辦理申訴、復審業務之參考。相關資料已掛置於本
府人事處首頁/機關業務/考訓科項下。
(本府民國102年7月19日府授人考字第1020131355號函轉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民國102年7月17日公保字第
1021060459號函)

民國103年1月1日以後之考試錄取而分配(發)占缺訓
練(實習、試辦)期間，不得採計為公務人員退休年
資，亦不得繳付退撫基金費用。
(本府民國102年7月25日府授人給字第1020136413號函轉
銓敘部民國102年7月23日部退三字第1023743222號函)

特種考試臺灣省基層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學習期
間，如占學習機關編制內實缺，並支領與其任用資
格相當之薪俸及一切待遇者，准予參加公務人員保
險之規定，自即日起停止適用。
(本府人事處民國102年7月25日中市人給字第1020006933號
函轉銓敘部民國102年7月23日部退一字第1023743221號函)

有關區公所留任秘書，經權責機關依法核派代理主
管職務期間，如何支領待遇差額與代理主管職務加
給疑義。

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人事業務小提醒

二、案例分享：拒絕受贈財物
（一）案例內容大要：○○企業有限公司、○○餐盒

有限公司、○○企業有限公司及○○圍棋推廣
協會與○○國民小學有業務往來或是正尋求採
購案，分別於該校舉辦學校暨社區運動會時致
贈該校新臺幣1,200元、10,000元、2,000元及
2,000元整，並經該校工友廖○○協助收款。
因捐贈廠商與該校具有職務上利害關係，收受
所捐贈禮金，恐致外界不當聯想，往後之採購案
件，恐有偏頗之虞，屬於廣範之廉政倫理事件。

（二）處理情形：該校曾校長○○考量上述原因，決
議退還廠商捐贈之禮金，並由總務主任蘇○○
及事務組長蔡○○負責退還，且取據結案，並填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廉政倫理事件表」報臺中市
政府教育局備查，依規定核予嘉獎2次之獎勵。    

※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及獎懲原則相關宣導資料已掛
置於本府人事處首頁/便民服務/請託關說登錄查察專區項
下，請下載參閱。

各機關依本府員工加班費支給管制要點第6點規定
自行核定之每月70小時內專案加班案件，應於102
年每季（1～3月、4～6月、…）過後次月（4月、
7月、…）10日前，依專案加班案件事由逐案填列
核定情形送本府人事處備查，其中二級機關部分由
各該一級機關統一彙整填報。

兼職費一律由本職機關（構）學校轉發，不得由被
兼任職務之機關（構）學校直接支給。但採電連存
帳方式支付兼職費，並經兼職機關於支付後函知兼
職人員本職機關（構）學校者，不在此限。各機關
學校應將本支給規定通知兼職人員，兼職人員之本
職機關（構）學校應確實依規定列冊加強審核登記
兼職及支給兼職費情形。為確保同仁兼職均合乎規
定，請各機關學校每年1月查填機關同仁兼職資料
，二級機關部分由各該一級機關統一彙整填報，年
度內仍有異動者，於異動後10日內填表逕送本府
人事處。

102年度團隊師徒制經驗傳承案例分享—差勤管理
(本府人事處人事人員品管圈高國中組第1圈提供)
※問題：公務人員配偶分娩，陪產假3日如遇例假日，

可否順延？
※解答： 
銓敘部民國88年3月16日八八臺法二字第1739647號函
規定：有關陪產假之增訂，係為因應現代社會結構多
以小家庭為主，公務人員於配偶分娩時，確有從旁照
料之必要。惟為切合意旨，陪產假應於分娩日前後3
日（亦即含分娩日合計7日）內請畢（逢例假日者得
予順延），並得分次核給，每次應至少半日。

※更多團隊師徒制傳承案例，請自行前往本府人事處首頁/熱
門服務/師徒制專區/團隊師徒制經驗傳承紀錄專區下載。

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及獎懲原則宣導 
受理請託關說事件→被請託關說者於3日內向所屬機關
政風機構登錄；未設置政風機構者，向兼辦政風業務人
員或首長指定之人員登錄→將請託關說登錄與查察獎懲
事實簽報機關首長，依規定辦理獎懲事宜→各機關學校
之請託關說與查察獎懲案件統計資料，應按季填送本府
人事處，無是類情形者免送。
一、有關請託關說贈受財物飲宴應酬的基本認識—有關「請

託關說」、「贈受財物」及「飲宴應酬」之法令規定：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第七條 （圖利之禁止）： 
公務人員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利、機會或方法，圖
其本人或關係人之利益。 
第八條 （關說之禁止）： 
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不得向機關有關人員關說、請託
或以其他不當方法，圖其本人或公職人員之利益。
貪污治罪條例
第四條第一項第五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要求
、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
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對於職務上之行為，要求、
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

魏彗珊
周櫻華
李月米
楊江海
林志恒
袁莉棋
黃  對
王彥中
許秀貴
游淑琴
高晧鈞
林莉雯
孫義傑
何淑涓
陳秋燕
蔣宜蓉
郭永盛

本市市立立人國民中學人事室主任
本市外埔區公所人事室主任
本市市立大甲國民中學人事室主任
本市市立梧棲國民中學人事室主任
本市西屯區大鵬國民小學人事室主任
本市西屯區長安國民小學人事室主任
本市市立清水國民中學人事室主任
本市大雅區大雅國民小學人事室主任
本市潭子區東寶國民小學人事室主任
本市神岡區岸裡國民小學人事室主任
本市市立崇德國民中學人事室主任
本市北屯區陳平國民小學人事室主任
本市北屯區戶政事務所人事管理員
本市北屯區東光國民小學人事室主任
本市北屯區軍功國民小學人事室主任
本市市立大德國民中學人事室主任
本市市立神圳國民中學人事室主任

本市中區區公所人事室主任
本市市立惠文高級中學人事室主任
本市外埔區公所人事室主任
本市市立大甲國民中學人事室主任
本市市立梧棲國民中學人事室主任
本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人事室主任
本市西屯區長安國民小學人事室主任
本市市立清水國民中學人事室主任
本市北屯區四維國民小學人事室主任
本市市立豐原國民中學人事室主任
本市市立潭秀國民中學人事室主任
本市北屯區仁美國民小學人事室主任
本市北屯區陳平國民小學人事室主任
本市北屯區戶政事務所人事管理員
本市北屯區東光國民小學人事室主任
本市北屯區軍功國民小學人事室主任
本市市立大德國民中學人事室主任

心靈交流道—心情陽光室

孔子說四十而不惑，但現代人四十歲還有很多疑惑。
在這變動快速的環境中，上班族一年換個工作、半年

換個單位，所擁有的知識永遠都不夠網路飛快累積的速度
；單身族換伴侶的速度比一檔電影還快，但最多的情人節
還是得在人群中寂寞；為人母的擔心孩子無法適應將來的
社會環境；為人父的則擔心自己無法適應即將來臨的工作
環境。

講究「慢活」的幾個國家如義大利、希臘及歐洲諸國
，紛紛曾帶著令人驕傲的文化與生活品質昂首，卻在殘忍
的全球經濟競爭中灰頭土臉敗下陣來，我很好奇，如今有
多少人在養家活口實踐自我的職場中還能堅持「慢活」？

生活的節奏，愈來愈快，社會變化的腳步快過個人成
長的速度，現代人永遠在追趕，但永遠追不上。今日在傳
統環境下受教長大、在變動環境中掙扎茁壯的中年人，面
對這樣的環境特別得加把勁兒，舊權力尚未獲得、新科技
尚未純熟，前面發號施令的位置愈來愈少，後面急起直追
的後進愈來愈多，同輩們自相殘殺，家庭、工作與休閒的
比例總是分配不佳，壓力，無限制的增加。

許多徵才廣告擺明要三十五歲以下，調查指出四十四
歲以上換工作找工作幾乎是遙遠的夢想，沒有一個時代的
中年人壓力大過現代，不是年輕到可以隨便嘗試犯錯誤，
又沒有年老到可以退休享受人生。殘忍的是，壓力逐漸增
加，體力卻逐年下降，意志力往往比努力還要重要，咬牙
硬撐的日子中，每一天都在修正理想與放棄幻想中度過。  

中年，也是回顧與再出發的中繼站，會照出一個自己
過去十年軌跡的顯影圖。同學們原本資質雷同年齡相仿，
但經過十年社會與個人生涯的抉擇，差異愈來愈大，選擇
進入家庭當全職媽媽的開始羨慕仍然在職場中拼命的亮麗
同學，亮麗同學則羨慕有勇氣當單親媽媽的soho族同學，
soho族同學羨慕當老闆賺大錢的王同學，王同學羨慕穩穩
當國中老師的穆同學，婚姻不睦的穆同學羨慕走出婚姻的
蕭同學，蕭同學則羨慕那位擁有美滿家庭的全職媽媽同學。

人到中年，最重要的是要能學會判斷：哪些是我人生
中要追求的改善？哪些又是我必須要接納的現實？到底是
看名人偉人傳記，就該心生「我輩當如是」之慨？還是自
我接納自我認同，認清自己與別人不同？

這樣的分辨智慧隨著年齡的增長一定要長成，太羨慕
別人或鞭策自己改變會造成過大的壓力、過小的自信；太
接納容忍自我不輕易改變，則會造成職場的淘汰壓力及與
人合作的困難，這中間的程度分別與個人特質及環境所需
的變項都有相關，學會爭取，也得學會放棄，學會為自己
所擁有的而喜悅滿足。

從睥睨天下的社會新鮮人，到步入前有古人、後有來
者、自己則很難定位的中年人，愈來愈多時候思考生命的
「捨」多過於「取」。取捨之間，是人生的智慧，也是心
理健康的關鍵。

有夢最美，希望相隨，不過，築夢，還是得踏實才
行。                                                 （來源：                   ）

文/呂旭立紀念文教基金會諮商心理師  馬度芸中年的淡淡哀愁與滿足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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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102年度臺中市政府102年度

上課聽不到！14歲國中生耳中風上課聽不到！14歲國中生耳中風

人事處

潘士銓先生

研考會

陳育源先生

一名14歲黃姓國中生，在學校上課時，感覺聽課
非常吃力，講電話時左側耳朵也嗡嗡作響。黃同學與
黃媽媽都以為只要多休息就好，但三天後左耳竟完全
聽不到聲音，至林新醫院耳鼻喉科求診，經陳長朋醫
師安排聽力檢測後發現，聽力只剩下10-20%，已是重
度耳聾，診斷為突發性耳聾(耳中風)，緊急安排住院
，給予口服類固醇及耳膜內注射類固醇藥物，並會診
高壓氧中心李潤宇主任，給予9次高壓氧治療，7天後
，聽力完全恢復正常，順利出院回學校上課。

黃媽媽表示：「當時聽到陳醫師說，我兒子的左
側耳朵已經重度耳聾時，相當自責，自己太大意，三
天前發現異狀就應該趕快帶他看醫生，幸好陳醫師的
即時診斷及治療，讓我的兒子恢復聽力，他現在上課
聽力已正常！」

陳長朋醫師表示：「許多病患一開始出現耳鳴、
聽不到的症狀時，都以為過幾天就會慢慢恢復，沒想
到這一耽擱，驚覺聽力急速減退，趕緊就醫卻為時已

晚。黃同學在症狀出現後三天即時就醫治療，給予藥
物治療及配合高壓氧治療後恢復情形相當良好！呼籲
民眾若出現上述情形，請勿大意，把握7天寶貴的黃金
治療期。」

高壓氧中心李潤宇主任表示：「突發性耳聾真正
原因不明，目前判斷可能的因素包括：自體免疫系統
疾病、病毒感染、血管阻塞或血液循環不良，引起聽
神經受損。據黃媽媽描述，黃小弟平常喜歡吃速食又
不愛運動，研判可能與血液循環不佳而導致突發性耳
聾有關。若是身上某處一直血液循環不良，日積月累
，就會產生病變。養份或氧氣供應不夠，細胞就會衰
弱損傷，器官功能也跟受影響！」

高壓氧可提昇血液中含氧量、增加血液循環以及
促進血管新生，身體各部份缺氧的組織可得到改善。
高壓氧治療為突發性耳聾(耳中風)有效的輔助治療法
，目前也被廣泛的應用在全身機能的調整。

 林麗雲 （作者現為臺灣陳氏太極拳發展協會理事長） 

健康小站

陳氏38式太極拳陳氏38式太極拳陳氏38式太極拳

電話禮貌先生/小姐電話禮貌先生/小姐

文/林新醫  耳鼻喉科 陳長朋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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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立南屯大千幼兒園

私立哈佛托兒所

私立小飛鼠幼稚園

私立唐睿幼兒園

臺中市南屯區永春東路889號

臺中市太平區長億六街66號

臺中市北屯區瀋陽路北路37號

臺中市南屯區大聖街41號

04-23821726

04-22768472

04-22962686

04-23208266

員工福利專區

保育費優惠減免1200元。

一、入學第1個月月費8折。
二、親兄弟姊妹2人以上入學，各享每學期學費新台幣1000元優惠。
三、贈送書包。
四、二人同行另有優惠。

一、註冊費九折優惠。
二、贈送書包、餐袋、餐具一組。

一、保育費85折優惠。
二、贈書包、餐具、夏運動服。
三、免費試讀一週。

二十四、右蹬一根

承上式：重心在右，右手在上、指尖朝左、掌心朝前
成掤勁、右大拇指與膻中齊高，左手在下、
指尖朝右、掌心斜朝前成按勁、左小指與丹
田齊高，同時左腳變虛步置於右腳旁，腳跟
微提起，目視正前方。

1.右轉腰，兩手隨腰左手順勢上掤、掌心朝上，右手
下按掌心朝下。

2.重心移至左腳兩手隨式翻轉、掌心皆朝前（左手掌
與膻中齊高、右手掌與丹田齊高）。

3.左轉腰兩手勢不變，隨腰轉至左側。
4.右轉腰、左手掌勢不變隨腰向右，右手隨腰置於右
胯前、掌心朝上，右腳隨腰勢向上提起、成獨立步
式、目視右前方。

5.沈身落步，右腳隨身下落置於右側方、腳跟著地（
重心在左）左掌不變置於左肩側方、掌心朝左，右掌
隨身下採至右膝關節內側，掌心朝前。

6.重心在左，左轉腰，右手隨腰走下弧線搭住左掌（
左手在上、右手在下、兩手心皆朝下）。

7.重心右移，兩手隨腰向右、向上架起，掌心朝前，
目視正前方。

8.重心左移，兩手順勢下合左手在上、右手在下（兩
手心皆朝上）。

9.重心在左、全身重量立於湧泉，兩手順勢握拳上掤
至膻中穴前兩拳心皆朝前（兩手臂相疊、右手前、左手
後）右腿順勢提起成獨立步。（膝關節高於胯關節）

10.沈身下坐，藉助左湧泉接地的反彈勁，兩手右腳順
勢向四方發勁，兩手向身體兩側掤出、力達手掌兩
側、兩手指尖皆朝前高與肩齊，右腳隨勢向右蹬出、
力達腳板外側，腳尖朝前、高與腰齊。目視右前方。

※此式發勁以左湧泉藉力發勁，發勁時全身放鬆、勁
力從湧泉發出透過各關節貫串至末稍四肢發勁，所
以也可以稱為四方勁或十方勁。

※此式蹬腳為對方腰部，舉腳時膝關節腰高過自己腰
部，蹬腳時髖關節比較不會受傷、同時右腿力量回
流左腿，讓左腿更穩發勁更整。

※示範動作:http://youtu.be/t8cl0SXJ7cA（待續）

活動報導

母乳哺育     愛是唯一
本府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2樓設有

哺集乳室，歡迎媽咪們加入母乳哺育

的行列！

為增進婦女參與公務行政、深化性別主流化意識、營造兩性友善之
工作環境，訂頒「臺中市政府所屬機關推動性別主流化績效優良獎勵計
畫」，據以獎勵本市在促進性別平權及女性公務參與等方面表現優良之
公務機關。本(102)年度計有97個機關參加評比，第一組前3名機關為：
衛生局、社會局、觀光旅遊局；第二組前3名機關為：大雅區公所、神岡
區公所、梧棲區公所；第三組前4名機關為：大雅區戶政事務所、沙鹿區
戶政事務所、清水區戶政事務所、豐原區戶政事務所，得獎機關於本年7
月15日擴大市政會報由胡市長親自頒獎表揚，並核予機關首長及承辦人
員行政獎勵，藉此激勵各機關落實推動性別主流化政策。

102年員工親子活動102年員工親子活動102年員工親子活動102年員工親子活動
為增進本府員工親子間之情感，讓同仁

子女瞭解父母親平時上班情形，本府人事處
於本（102）年8月2日（星期五）假臺灣大道
市政大樓惠中樓3樓301會議室舉辦員工親子活
動，為增加活動的豐富性，除市長特別為每位
小朋友準備一份精美的小禮物外，該處並安排辦公環境簡介、魔術表
演、「馬達加斯加-歐洲大圍捕」影片欣賞及與市長合影等活動。另為
轉換辦公場所刻板嚴肅之印象，場地布置特別利用汽球營造活潑可愛
的氣氛，讓活動在溫馨、趣味下進行。本次活動原有943位同仁及眷屬
報名參加，現場來了超過千人，透過這樣互動的機會，期盼對於增進
親子間的感情及家庭關係的和樂有所助益。

臺灣大道3段99號

2013.08

企劃美編：綠凌興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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