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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載

調查局舉辦大台北地區退離人員春節聯誼餐會活動
106年北部地區退離人員春節聯誼餐會有感

本局臺北市處與新北市處每年均聯合辦理北部地區退離人員春節聯誼餐會，今

年輪由新北市處主辦，於 2月 9日中午在新店京采飯店舉行，兩處副主任以上幹部
及相關工作同仁於上午 10時許抵達會場，招呼陸續前來的退離人員並引導入席。
本次餐會計邀請雙北地區包括前局長廖正豪先生、王榮周先生、王光宇先生、葉茂

盛先生暨張濟平先生等 480餘位退離先進蒞臨同歡，局長蔡先生親臨主持，李副局
長、林副局長、徐主任秘書及諮詢業務處高處長等熱情參與，場面溫馨熱絡。

餐會由局長致詞揭開序幕，局長除感謝退離先進長期以來對本局的支持，並肯

定全局同仁在維護國家安全及打擊重大犯罪方面均有優異成績，尤其去 (105)年破
獲國內史上最大宗的第一級毒品古柯鹼走私案，計查獲古柯鹼 218公斤，並獲總統
肯定及行政院林院長親臨記者會現場表揚，期盼同仁引以為榮、再接再厲。隨後局

長逐桌敬酒，向在場退離先進殷切問候。餐會尾聲由兩位副局長、主任秘書、臺北

市處黃處長、新北市處萬處長及主、協辦單位參與人員在會場門口恭送離席先進依

依話別，現場洋溢本局大家庭溫馨之情，退離先進感受甚深。

臺北市處、新北市處為籌辦本次餐會，會前準備周詳，除於農曆年前即遞寄邀

請函，並請轄區據點逐一電話聯繫，餐會地點京采飯店鄰近捷運新店線大坪林站，

交通便利，致當日雖遇寒流，然退離先進出席踴躍，且餐會前後由兩處同仁引導先

進入、離場動線順暢，各級幹部與退離先進並熱絡寒暄，讓退離先進備感尊重，賓

至如歸。

本次餐會由臺北市處、新北市處動員籌辦，秉持設身處地、服務他人的信念，

盡心展現本局內外一家、不分你我的團隊合作精神，完美詮釋展抱「淡淡的桂花香，

濃濃的人情味」的核心價值。(文／新北市處調查官黃巧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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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訊息

本 (106)年度重大會議時間及地點預告
一、 106年 5月 23日 (星期二 )上午 11時在新北市新店區京采飯店召開第 4
屆第 9次理監事聯席會議、106年第一次聯絡人會報及中午 12時舉辦 106
年上半年大台北地區會員慶生會。

二、 106年 8月 29日 (星期二 )上午 11時在新北市新店區京采飯店舉辦第 5
屆第 1次會員大會 (理監事改選 ) 及第 5屆第 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三、 106年 11月 28日 (星期二 )上午 11時在新北市新店區京采飯店召開第 5
屆第 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106年第二次聯絡人會報及中午 12時舉辦 106
年下半年大台北地區會員慶生會。 

本期樂捐芳名錄

本期（106年 01月至 03月）會員會務樂捐芳名錄（依捐款時序排列）

本期（106年 01月至 03月）購置會所樂捐芳名錄（依捐款時序排列）

姓名 樂捐數 姓名 樂捐數 姓名 樂捐數 姓名 樂捐數

王光宇 50‚000 林義杜 5‚000 展抱之友 26‚601 張愧生 10‚000
崔昇祥 6‚000

合計  5  人次   捐款總計：97‚601 元    製表：盧兆英 106.03.21

姓名 樂捐數 姓名 樂捐數 姓名 樂捐數 姓名 樂捐數

吳享杓 5‚000 張治平 10‚000 王光宇 120‚000 何筑碚 1‚000

黃信方 1‚000 梁  平 1‚000 胡巧雲 1‚000 何澤生 2‚000

陳崇賢 1‚000 陳慶隆 1‚000 程向生 1‚000

合計 11 人次   捐款總計：144‚000元    製表：盧兆英 106.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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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錄齊邦媛「剪報時代的消逝」一文：

吳心柳在報上談音樂的方塊文章是我最欽佩，且每篇必剪下珍重收藏的，

它們是我與外面世界通聲見光的一扇窗子。1957年，美國黑人女中音，
被譽為「世紀的聲音」瑪麗亞安德森來台開一場演唱會，因為讀到吳心

柳的專欄報導，他說她的聲音深沉感人，「因為其中不僅有感情，也有

思想。」我排除萬難買到一張入場券，從台中坐 6小時火車到台北中山
堂聆聽，當時恰好坐在張繼高先生鄰座，當家兄告訴我，「他就是你所

佩服的吳心柳」時，我幾乎驚呼。

這麼多年過去了，曾聽過無數可貴的演唱會，那一場最是難忘。台灣由

困窘到富裕，幾乎所有作家的好作品都成了書，而吳心柳那樣深刻人心

的雋永文章始終沒有成書，據云他堅持不出書。一年多前，我在一個會

議場上聽他專題演講：「台灣電視有哪些問題？」會後小坐，我竟然脫

口而出說：「張先生你好可惡，這麼些年就讓我們拿著黃黃易碎的簡報

讀你的見解，為什麼不出書呢？」他爽朗大笑，可能為我「可惡」二字

所驚，但仍是雙手亂搖，加上搖頭。

★ 摘錄余光中「必須出的書」一文：

四十年前，還不識張繼高其人，就先讀過吳心柳談音樂的文章了，後來

才知道吳心柳乃是筆名，似乎取自「無心插柳柳成蔭」的詩意，從「無

心插柳」到「不願出書」，是張繼高一貫的瀟灑，不過出書這件事，「若

要人不出，除非己莫寫」，既然寫了，偏偏又寫得這麼出色，怎麼能叫

人不出書呢？

會員來函

◎第 9聯絡組胡黔立先進
讀張繼高先生「必須贏的人」一書有感 ( 三 )

附錄：

 ★ 摘錄陳羲芝「我讀張繼高先生的《未名集》一文：
〈忽視著作權乃眾亂之源〉，開篇以「田畦蔬菜不可隨意採摘，商業電

話不可任意借打」這樣淺近的比方，說明所有權之擁有，不容侵犯，傳

遞現代觀念，期使老嫗都能解的作法，特別用心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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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聯絡組熊祺瑀先進
本人已經於 104 年 2 月 16 日在 LINE 中建立「展抱兒女」群組

(ID:0917725653)，邀請各位先進加入，互相聯絡分享日常生活的趣事。

◎第 4聯絡組謝時勉先進
本會駐會常務理事謝時勉先進於本 (106)年元月 10日上午參加定期的工

作會報午餐後身體不適突然昏倒，除電告其家人外隨即由王理事長、李秘書長

護送到耕莘醫院急診，崔副理事長亦及時趕到，經驗血、照 X光、心電圖及
腦斷層掃瞄檢查後，認為是突發性的並無大礙，謝先進及其家屬對協會同仁殷

切的關愛照拂，深表謝意！ (文／編輯組 )

◎第 7聯絡組謝文仲先進
本組謝文仲先進，於元月初突昏迷住院，經林副理事長告知本人後，隨即

致電問候。謝先進高齡 98歲，不良於行，但中氣甚足，腦力尚佳，祇因年邁
聽力有障礙，據其夫人告知已於 1月 22日痊癒返家休養，謹祝福他早日康復，

關懷慰問

張繼高的文章外圓內方，外弛內張，似抒情而實講理，似瀟灑而實嚴肅，

在專欄界別樹一幟，無可取代。他的風格兼有踏實的知性與飄逸的感性，

因此在論事說理之際，他會提出一些數據，顯得很負責任，然後舉出一

些實例，又顯得很近人情。

 看完了張繼高先生〈必須贏的人〉一書，獲益良多。作者生平以新聞為
專業，對音樂鑽研尤深，加上讀書多，相識友人廣泛，吸收力強，融會貫通，

筆調細緻，形成張繼高先生寫作的一大特色；尤其他堅持「不出書」原則，也

是形塑他為人處事之一貫風格，正所謂有所為有所不為也。晚明小品張岱《陶

庵夢憶》裡記述對人間美好的事務說：「余嘗見一齣好戲，恨不得法錦包裹，

傳之不朽，嘗比之天上一夜好月與得火候一杯好茶，祇可供一刻享用，其實珍

惜之不盡也。恆子野見山水佳處，輒乎『奈何！奈何！』真有無可奈何者，口

說不出。」我讀張繼高先生書亦有類此感覺，「口說不出，奈何！奈何！」，

樂為之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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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聯絡組蔡達春先進
本組蔡達春先進不幸於本 (106)年 1月 16日與世長辭，享壽 93歲。蔡先

進退休前一直在本局担任交通工作，為人正直豁達，喜交友，愛喝二杯小酒，

退休後思鄉心切，每年總有一、二次返鄉探親、探舊。近年來由於年事已高，

健康情形不如往年，百病纏身，長年在醫院進出。亦曾開刀多次，去 (105)年
10月間辦理出院後，即在家服藥休養，最後不敵病魔離開人世。
據其家屬告稱，蔡先進生前一再叮囑家人後事從簡，不發訃聞、不辦公祭，

乃擇於1月26日上午11時假台北市立第二殯儀館追念廳舉行追思家祭及火化，
實令人追思悼念。(文／聯絡人謝時勉 )

◎第 7聯絡組夏樂生先進
本組夏樂生先進因病不治，已於本 (106)年 2月 1日往生，享年 65歲。

夏先進因罹患鼻咽癌，放射線治療後，導致聽力、食道受損，日久愈為惡化，

最後幾無法言語溝通，需用筆與人交談，復因食道吞嚥困難，需在肚子開個罩

追憶懷念

◎第 15聯絡組楊炳鏞先進
楊炳鏞先進於去（105）年 12月 10日因老化安詳辭世於美國加州聖荷西

安養院，享嵩壽 97歲。楊先進原任本局福建省調查處處長，於調查局訓練所
奉准成立後，調接首任主任教官至民國 74年 1月屆齡退休，為本局作育英才，
貢獻良多。

楊先進退休後，由在美子女申請與夫人移居美國舊金山，雖身在異邦，仍

心繫國內，與本局同仁多所聯絡，除申請加入本會外，並兩度會務捐款美金各

100元，展現濃濃展抱情懷，令人至為感動。
楊先進健康情況相當良好，腦力亦佳。壽登耄耋仍可駕駛及電腦打字。去

(105)年 8月 24日，寄來楊先進 97歲生辰所攝照片，仍極健朗，未料於 12月
10日突然衰化，急救無效而辭世。噩耗傳來，至感哀傷。並由林副理事長代
表協會致電表示哀悼。其家屬對本協會的關懷慰問，亦來電表示感謝。

(文／編輯組）

最後謝夫人並囑轉達向協會大家對其先生的關心與慰問表示謝意，及向協會

各位同仁問安。(文／聯絡人徐立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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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灌食，精神及生活十年來遭受極大痛苦。2月 1日晨突昏迷不醒，經送醫急
救無效，至此撒手人間，駕返極樂世界。

夏先進係調查班第 17期結業，先後任職台北市處僑防組、局本部海外室、
駐日安全官，回國後調派第四處從事研究工作。期間夏先進於公餘努力進修，

先後取得政大東亞所碩士學位、國發所博士學位，學力大為長進，本職工作亦

相得益彰。他專精於大陸經濟及兩岸經貿關係的研究，當時第四處有關這兩方

面的專題或專報，都要仰仗他來撰寫，他的離去，可謂痛失人才，殊為惋惜遺

憾。

夏先進告別式於 2月 25日假台北市立第二殯儀館舉行，儀式肅穆感人，
其男公子對父親的懷念文及其好友第四處前處長郭瑞華先進對其生平的追憶，

聞之令人鼻酸而不捨。前往致祭的有本會王理事長主祭，多位理事及生前的師

長、相熟的好友先進等，用送夏先進最後一程，望其往生淨土，得心自在。

(文／聯絡人徐立功 )

◎第 17聯絡組汪榮康先進
本會創會常務理事汪榮康先進於 2月 7日病逝，享壽 87歲。汪先進於台

灣大學畢業後即參加調查局工作，初任局本部科員、專員，以表現優異，選為

調查班第三期輔導員，結訓後派任桃園縣站主任，任滿介派接任台灣省政府人

事處（二）科長，旋調升高雄市政府人事處（二）副處長。民國 81年因人事
查核單位改制，改任高雄市政府政風處處長，於 84年 7月退休。服務於調查、
查核單位垂四十年，多獲功獎，懋績卓著。

汪先進於本會成立初期，即為發起人之一，民國 92年 10月本會設中、南
部聯絡中心，中部聯絡中心即請汪先進負責。民國 93年 8月，本會奉內政部
核准成為社團法人，各地區分設聯絡組，汪先進又以常務理事兼第 17聯絡組
聯絡人。充份發揮展抱精神，為本會會務發展，貢獻良多，功在本會，令人感

念。

近數年汪先進因行動不便，甚少外出，乃辭本會各項職務。日前第 17聯
絡組聯絡人許克明先進傳來汪先進辭世噩耗，本會同仁俱至感哀傷。 
汪先進告別儀式於 2月 25日假台北市立第二殯儀館第九廳舉行，本會王

理事長偕同陳信道理事及會員代表參加致祭，尚有台中、高雄兩地汪先進過去

同仁遠道前來參加，禮廳座無虛席，場面哀戚而隆重，更感受濃郁之展抱情誼。

（文／編輯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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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聯絡組舉辦聯誼活動
本組 106年度聯誼聚餐於 3月 8日 (星期三 )上午 11時在南投縣南投市

中興新村中學西路的喆園餐廳舉行。

當天大雨滂沱，協會王理事長、崔副理事長、財務組盧組長、活動組劉組

長專程由台北搭乘高鐵趕來指導。本組並邀請南投縣站葉主任、南投縣政府政

風處林處長參加，惟僅葉主任親臨參與。本組繳費會員 45人中，8人因事請

聯誼活動

本會應邀參加國立臺北大學校友會聯合會員大會活動記實

本會姐妹會臺北大學校友總會謝理事長士滄先生來函邀請本會王理事長、

副理事長等先進參加該會本（106）年 3月 4日於台北「福華大飯店」B2宴會
廳召開之第七屆第一次會員大會及校友新春團拜。今年會員大會因逢理監事改

選，不同於去（105）年以一日遊之方式在外縣市召開，本會只應邀 10人參加。
3月 4日上午 11時，大會約有 400餘人到場，大會司儀林秘書長義煊於

11時宣佈大會開始舉行新春團拜，大家相互拜年問好，場內一片喜氣洋洋。
大會接續依程序進行，主席 (謝理事長 )致詞、臺北大學林校長道通致詞、中
興大學薛校長富盛致詞、介紹來賓及姐妹會代表。本次大會因改選理、監事，

投票甚為重要，為了爭取時效修正議程，提前投票，然後再按會議程序進行。

會議於 12時結束後，立即新春聯誼餐敘，同時也安排摸彩活動。餐敘中宣佈
理、監事投票選舉結果當選人員名單後，立即同步另室召開第一次理監事聯席

會議，之後宣佈謝士滄連任理事長，陳瑞隆、郭台強連任副理事長，本會王理

事長連任監事會召集人，接著理事長、副理事長、監事會召集人及全體理、監

事上台照團體照留念，將大會氣氛帶到最高潮。本次大會準備很多摸彩品共計

116個，活動結束後，本會參加人員被抽中有姚燕銘 (張榮譽理事長平沼獎 高
級腳踏車 )、閻鎖琳 (臺北大學林校長獎 奈米水離子吹風機 )、劉永新 (中興
大學薛校長獎 Lenovo7吋可通話平板 )、盧兆英 (葉理事茂泰獎 現金 5‚000元 )
等 4位先進得獎。
本會自民國 94年 8月 9日與臺北大學校友總會結盟歷經 11年多，每年兩

會舉行會員大會，均互相邀請友會理事長、副理事長等先進代表參加，並相互

提供經費贊助，平日互動良好，充分展現了兩會間互敬互助，相互學習之精神，

令人欣慰。（文／編輯組）



8 9

養生保健

春寒乍暖 溫差大 埋危機！國民健康署提醒：
長者及心血管病人注意保健

時序進入春季，天氣多變化！告別前幾日暖洋洋的好天氣，從本（106）
年 2月 23日開始，受鋒面通過及大陸冷氣團南下，天氣將明顯變冷。氣候變
化容易增加心血管疾病，但溫差所引發的健康危機更值得重視。根據國外研究

發現，氣溫每低 1℃未來一個月內罹患心肌梗塞的機會增加 2%，以溫度降低
後的前 14天危險性最高。
中央氣象局指出，近期因冷空氣南下，24日起各地可能出現攝氏 13度的

假外，連同眷屬及新加入會員共 37人參加，其中 80歲以上先進有 5人，席開
四桌。會餐開始前，除歡迎協會王理事長等人外，特別為陪同先進參加的二位

夫人鼓掌致謝，並介紹已填寫入會申請表之翟惠鈴先進、黃昱儒先進。理事長

致詞時讚揚本組每年最早舉辦之效率，並說明協會房屋貸款清償狀況，調查站

葉主任也致詞表示願意全力協助本組活動，劉組長也報告協會年度旅遊活動規

劃進度。陳員光先進、張柏青先進分別報告本組四月份宜蘭兩天一夜旅遊活動

景點規劃情形。崔副理事長並於餐會開始後特別插播，感謝本組又有何澤生等

5位先進捐助會所房屋貸款清償基金 6千元。92歲黃堅吾先進拿出書法作品兩
幅致贈給協會。會餐開始後大夥開始相互敬酒，並有歌唱好手輪流上台飆歌，

崔副理事長、財務組盧組長、活動組劉組長也上台小秀幾首拿手歌曲，博得滿

堂掌聲，氣氛熱烈。

在此要特別感謝南投縣站葉主任的支援與贈酒並全程陪同，給我們鼓勵加

油，更感謝協會王理事長、崔副理事長、盧組長、劉組長冒雨遠道前來參加。

也非常感謝陪同年長先進參加的何澤生先進夫人、周士傑先進夫人，二位夫人

的相陪相伴，讓我們看到老來相依的動人情懷。更要謝謝陳慶隆先進、胡巧雲

先進、史禮智先進專車接送年長先進前來參加聚餐的熱忱，因為你們的付出使

活動愈顯圓滿。本組 45位成員中，已有 23位先進加入本組的 Line群組，簡
化了組務聯絡的時間與流程。本組兩日旅遊活動當場有 15人登記報名，目前
有 35人確認參加。（文／聯絡人梁 平、副聯絡人胡巧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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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溫。國民健康署表示，跟這幾天溫暖的天氣相比，當溫度降低或溫差過大時，

血管也會跟著收縮，容易造成血壓升高，進而增加心臟病和中風急性發作的機

會。依據英國研究發現，氣溫每低 1℃未來 2週及 1個月內罹患心肌梗塞的機
會分別增加 1.5%及 2%。
國民健康署提醒，春季氣溫變化大，保暖冬衣先別急著收，尤其要注意日

夜溫差大，特別提醒心血管疾病患者，注意三高控制及春季氣候濕冷，適時增

減衣服，特別在冷氣團來襲的時候要增加衣服，外出要戴上帽子、口罩、手套

及保暖衣物等，務必做好保暖措施，防止因低溫及溫差過大促發心血管疾病之

發生。

日出而做；日落而息！外出運動要注意氣溫變化

牢記自身危險警訊    爭取黃金搶救期

有心血管高風險族群，例如糖尿病、高血壓、高血脂、腎臟病，或是有抽

菸、肥胖者，曾有中風、心絞痛等，不適合清早外出運動，最好等早上 8-9點
以後；晚餐後不要立即外出或運動，應至少隔 1個小時待食物消化後，再行運
動。外出時也要特別注意保暖，除了穿著保暖衣物外，四肢保暖（如戴穿手套

及襪子等）及頭頸部保暖（穿戴帽子和圍巾等）更要注意。另外，健康署提醒

民眾，急性心肌梗塞主要的症狀是突發嚴重胸痛，但也有部分病人是無痛性的

心肌缺氧，常常因無痛性而輕忽了其他表徵，進而延遲就醫時間，因此若有冒

冷汗、噁心、嘔吐、眩暈、明顯的焦慮不安、呼吸困難、血壓下降等症狀應立

即就醫檢查。

時間是最重要的關鍵！依據衛生福利部死因統計資料顯示，104年因心臟
病、中風及高血壓疾病死亡人數高達 35,907人，平均每天就有 98.4人因為心
血管疾病死亡。台大醫院王宗道醫師表示，民眾如果出現胸悶、胸痛、手臂疼

痛、呼吸困難、噁心、極度疲倦、頭暈等心臟病徵兆，很有可能就是心臟病急

性發作，應該儘速就醫。對於有心臟病史的民眾，在任何時間都要隨身病歷卡

與緊急用藥以備不時之需。另外特別提醒更年期女性民眾，心肌梗塞會出現噁

心、嘔吐、氣喘、背痛等「非典型症狀」的症狀，民眾不易分辨，如有上述症

狀時，也應該要尋求專科醫師診治。

（文 /摘自國民健康署網站 http://www.hpa.gov.tw）

自我心肺復甦急救法

獨處時，心臟病發作怎樣急救 ?一個人若是心臟不能正常跳動，並且開始
感到快要昏過去時，他大概只有 10秒鐘的時間，然後就會失去知覺，不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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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命四法
一、 半身不遂 (不管腦出血還是栓塞 )出現口眼歪鈄 ,馬上取縫衣針將雙耳垂

最下點刺破 ,各擠出一滴血 ,病人馬上治癒 ,而且治癒後不留任何後遺症。
二、 心臟病猝死發現後 ,馬上脫掉襪子 ,用縫衣針先分別刺破十個腳趾尖 ,然
後各擠出一滴血 ,不等擠完十個腳趾尖 ,病人即清醒過來。

三、 不管哮喘還是急性喉炎等 ,發現病人出不來氣 ,憋得臉紅脖子粗 ,趕緊用
縫衣針刺破鼻尖 ,擠出兩滴黑血即癒。

四、 抽羊角風 (癲癇 )後 ,取出縫衣針刺破人中穴擠出一滴血馬上即癒。(人中
穴在鼻唇溝的中間 )

(文／活動組長劉永新提供 )

法令宣導

銓敘部已函陳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法草案 (年金改革法案 )致考試院審查
銓敘部配合國家年金改革之推動，擬具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法草案 (年金改

革法案 )，已於 106年 2月 23日函陳考試院審議，所送條文以總統府國家年
金改革委員會 106.1.19公布之公務人員退撫制度改革方案為準，但現職及已退
人員之所提各項意見亦併陳考試院納入審查時之參考！

詳細內容請至銓敘部全球資訊網上網查閱。

(http://www.mocs.gov.tw/pages/services_list.aspx?Node=473&Index=6) 

事。若是四周沒有旁人能幫忙急救，患者要立刻把握這 10秒鐘的短暫黃金時
間自己救自己。

如何把握 10秒鐘黃金時間 ?
首先不要驚慌，要不停咳嗽，用力的咳，每次咳嗽前，都要先深深吸一

大口氣，然後，用力地、深深地、長長地、不停地咳，好像要把胸腔深處的

痰咳出來一般，每間隔大約兩秒鐘，要做一次吸、一次咳，一直要做到救護

車趕到時，或者已經感到恢復正常，才能休息。

答案：

一、深呼吸，是要把氧氣吸進肺部。

二、 咳嗽，則是要以這個動作壓擠心臟，進而促進血液循環，也可以幫牠恢
復正常脈搏。

三、 對心臟的擠壓如此急救，可以讓心臟病發作患者有機會到醫院被救 !
(文／摘自愛菜譜愛生活公眾號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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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3/10關於 106年 2月 16日與現職公務人員協會與退休團體研商公務人
員年金改革方案會議紀錄及發言紀實

●  2017/2/24銓敘部 106.2.23函陳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法草案 (年金改革法案 )
致考試院審查

●  2017/2/17銓敘部 106年 2月 17日公布公務人員退撫舊制年資應計退撫經費
精算報告

● 2017/2/10公務人員年金改革方案（草案）簡報 (106.2更新 )

● 2017/1/25已退公教人員年金改革試算器上線了，可供各界試算參考

● 2017/1/20公務人員退休制度改革規劃方案（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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