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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特種考試
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

預定報名日期 9/15-9/24

考選部公告

預定報名日期
109/09/15（二）-109/09/24（四）

預定考試日期

三等
109/12/19（六）-

109/12/21（一）
四等

五等

放榜日期 尚未公告

招考類科 尚未公告

考試資格 三、四等技術類需相關科系畢業

地方特考 簡章尚未公告

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設三等、四等及五等考試，

並各設置一般行政等科別，配合任用需求，每年舉辦不同類之考試，

採分區錄取、分區分發方式辦理，主要分發單位為地方機關。

依據考選部初等考試科目（參考）

一般行政：
國文（包括公文格式用語）
公民與英文
法學大意
行政學大意
初等考試 _社會行政
國文（包括公文格式用語）
公民與英文
社政法規大意
社會工作大意
初等考試 _人事行政
國文（包括公文格式用語）
公民與英文
法學大意
人事行政大意
初等考試 _勞工行政
國文（包括公文格式用語）
公民與英文
法學大意
勞工行政與勞工法規大意
初等考試 _教育行政
國文（包括公文格式用語）
公民與英文
教育法規大意
教育學大意

初等考試 _財稅行政
國文（包括公文格式用語）
公民與英文
稅務法規大意
財政學大意
初等考試 _金融保險
國文（包括公文格式用語）
公民與英文
貨幣銀行學大意
保險學大意
初等考試 _統計
國文（包括公文格式用語）
公民與英文
統計學大意
資料處理大意
初等考試 _會計
國文（包括公文格式用語）
公民與英文
會計審計法規大意
會計學大意
初等考試 _經建行政
國文（包括公文格式用語）
公民與英文
法學大意
經濟學大意

初等考試 _地政
國文（包括公文格式用語）
公民與英文
土地法大意
土地行政大意
初等考試 _圖書資訊管理
國文（包括公文格式用語）
公民與英文
圖書館學大意
中文圖書分類編目大意
初等考試 _廉政
國文（包括公文格式用語）
公民與英文
法學大意
公務員法（包括任用、服務、考績、

懲戒、行政中立、利益衝突迴避與財產
申報）大意
初等考試 _交通行政
國文（包括公文格式用語）
公民與英文
交通行政大意
運輸學大意
初等考試 _電子工程
國文（包括公文格式用語）
公民與英文
電子學大意
基本電學大意

經濟部國營事業新進職員甄試，已於 7月「嶺南特訊」第 439期
報導，甄試簡章於 7月 15日上網公告，招考名額、用人事業、報名
日期、初 (筆 )試日期及起薪說明如下：

總名額：暫定 1,089名。
用人事業：台糖、台電、台灣中油及台水等 4家公司。
報名日期：109年 7月 24日至 109年 8月 4日，一律採網路報名。
初 (筆 )試日期：109年 11月 15日，於臺北、臺中、高雄及花蓮

四地舉行。

起薪：依各所分發之公司規定辦理，目前每月約新臺幣 3萬 6仟
元至 3萬 9仟元之間，如有調整，依調整後薪給標準辦理。

本次甄試共計招考 25個類別，類別名稱及錄取名額詳列如下，
另本甄試於初 (筆 )試放榜前，如有臨時出缺，得增列錄取名額：

企管 140名、人資 11名、財會 57名、國貿 6名、資訊 44名、
統計資訊 8名、政風 29名、法務 4名、地政 23名、土地開發 3名、
土木 77名、建築 14名、機械 190名、電機 259名、儀電 58名、環

工 25名、職業安全衛生 19名、畜牧獸醫 7名、農業 5名、化學 23名、
化工製程 69名、地質 4名、石油開採 4名、地球物理 7名、食品加
工 3名，合計：1,089名。

各類別詳細應考資格、考試科目及其他事項請參閱甄試簡章，為

響應環保、節能減碳，不另販售紙本簡章，請有意報考者自行上網查

閱。網址為：

甄試網站 (https://exam.taipower.com.tw/)
經濟部 (https://www.moea.gov.tw/)
台糖公司 (https://www.taisugar.com.tw/)
台電公司 (https://www.taipower.com.tw/)
台灣中油公司 (https://www.cpc.com.tw/)
台水公司 (https://www.water.gov.tw/)
如有相關試務疑義，歡迎來電洽詢甄試試務處

電話：02-23666409/0910-150166
E-MAIL：exam096@taipower.com.tw

經濟部國營事業新進職員甄試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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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 烱 超

黃 治 雄

鄭 弼 儀

葉理事長邀請各同鄉會以在台發展撰文
及推薦各重要人物由本會安排做專訪
尊敬的鄉親先進，大家好！

政府遷台，粵籍（廣府、潮州、客家、海南等）四大族群菁英，為聯絡各同鄉情誼、

延續各鄉里文化，以及發揮守望相助精神，紛紛成立各同鄉會；據統計僅台北市就有

近 20所各籍貫同鄉會，在其他市縣地方相信也不在少數。

而各籍貫同鄉會各有特色，並設獎學金獎勵各鄉子女勤學，以發揚賡衍各鄉香火；

這些特色大者就可以成為各同鄉會之間相互觀摩，所以就本會而言，均敦聘各同鄉會

現任理事長為本會顧問，即藉聯絡、團結來促成成效。玆為廣大鄉親，更為認識各籍

貫同鄉會及其菁英，特邀請各撰文稿：

（一） 各同鄉會在台成立及發展情形，以及近年來大陸各地家鄉發展近况。

（二） 在台發展期間，各同鄉會之重要人物介紹報導，或推薦知名鄉賢長者。

後者可由本會安排人物專訪，以口述歷史方式，將鄉賢的事蹟做成記錄，提供年

輕鄉親分享及學習，見賢思齊，使廣東精神得以薪火相傳。

來稿請寄本會或 mail：tpe.ktca@msa.hinet.net本會電子信箱。甚為感荷。

台北市廣東同鄉會理事長 葉烱超

岑摩岩、林　煜、林建民、蘇式嚴四位鄉長

捐贈本會獎（助）學金嘉惠後進學子
本會今年上半年度收到四位熱心鄉長捐贈

本會獎（助）學金，嘉惠後進學子，敦品勵學，

本刊特予報導：

1. 岑摩岩鄉長，祖籍高要，曾任本會理事，捐
贈獎學金新台幣三萬元。岑鄉長軍職退伍

後，加入同鄉會的行列，對本會會計制度的

建立，立下良好的基礎。專精攝影，在香港、

美洲及大陸舉辦多次攝影展。  
2. 林煜鄉長，祖籍平遠，本會常務監事，以其
公子林文之名，捐贈獎學金新台幣二萬二千

元。林鄉長曾在海外工作多年，冒險犯難，

曾任寮國永珍寮華新聞社長兼總編輯，返台

後擔任公職，於監察院服務，從監察院簡任

秘書退休。退休後曾任本會多屆理事，熱心

社團事務。

3. 林建民鄉長，祖籍潮州，本會現任理事，捐
贈獎學金新台幣六千元。林鄉長曾任本會第

12屆總幹事，現任丘海學會副理事長、華
僑協會總會理事，熱心社團事務。

4. 蘇式嚴鄉長，祖籍東莞，本會現任理事，捐
贈獎學金新台幣一萬元。蘇鄉長軍職退伍後

曾任職神旺飯店，本會及東莞同鄉會多屆理

監事，熱心社團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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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印本會「廣東文獻」
創刊號及早期文獻

92 歲化州籍龐周喜鄉長接受專訪

講廣
東話 牛耕田、馬食穀 梁雪華
首先敬祝各位鄉親，父親節快樂！

感謝尊長鄉親日前分享此廣府話俗諺：【牛 ngau4耕 gaang1田 tin4、馬 ma5食 sik9穀 guk7】全文。筆者甚是欣喜！隨即喚醒童

年「唸 nim6口 hau2簧 wong2」不全的記憶；或許亦引起不少鄉親的共鳴，請讓我們一同回味吧。

【牛耕田，馬食穀，老竇賺錢仔享福；象行田，馬行日，過河卒仔無退縮；兵殺敵，將閃縮，功成身退享俸祿；男善變，女易哭，

貧賤夫妻難和睦；流水清，死水濁，人望高處無滿足；冰易化，錢難蓄，巧婦難煲無米粥；水維生，土長木，光合作用葉變綠；賭易學，

書難讀，賭仔何曾買大屋？命注定，運難卜，三衰六旺好難捉；仙灑脫，凡人俗，犯規和尚食狗肉；陽壽盡，落陰谷，生老病死

乃定局。趁而家，仲能郁，快樂享受要知足，咪再成日困在屋，兒孫自有兒孫福。】

＊註：勿稱父親「老 lou5竇 dau6」、母親「老 lou5母 mou2」，因是不得體的稱呼，有失說話者的身份；且對長輩是不敬的。

得體的稱呼是「爸 ba4爸 ba1/阿 a3爸 ba4/阿 a3爸 ba1」、母親「媽 ma4媽 ma1/阿 a3媽 ma1」。

（本刊訊）台北市高雷同鄉會理事長張華寶特邀 92歲龐周
喜鄉長由廣東文獻作者鄭弼偉先生專訪，七月二十四日上午十時

三十分於台北市廣東同鄉會會客室進行訪談。訪談進行順利。 
龐周喜鄉長資料：

本會「廣東文獻」季刊創辦人梁寒操先賢，曾在民國 60年元
旦創刊後第 2期第 147頁寫道「由燕徵印刷廠廣東同鄉龐周喜君
以最低價承印」；現今龐周喜鄉長已 92歲，化州籍人，現任台北
市高雷同鄉會理事。

認識粵籍同鄉會 台北市梅縣同鄉會簡史
民國三十八年國民政府播遷來台，有鑒於本縣同鄉旅居台北地區者為數甚眾，同鄉先進曾舉直將軍等鄉賢，為敦睦鄉誼、弘揚鄉土文化，

聯繫海內外鄉親，倡議成立同鄉會，獲得廣泛支持。於民國四十二年八月九日正式成立，定名為台北市梅縣同鄉會，並推舉先進曾舉直先

生為首任理事長、第二任章勳義理事長、第三任李翼中理事長、第四任鍾皎光理事長、第五任張騰發理事長、第六屆楊尚霖理事長、第七

屆朱新民理事長、第八任溫懷粦理事長、第九任古龍建理事長、第十任古興安理事長，在全體理監事及熱心同鄉支持下，迄今已有六十多

年歷史。

       本會主要宗旨，除弘揚客家文化，更積極培育人材，每年均提撥或募捐獎學金，獎掖後進，為家鄉及國家培育有用人才。另為加強
同鄉連繫，增進同鄉情誼，特創辦會刊，民國七十四年由先進楊尚霖理事長帶領下，於七十六年二月八日會員大會發行創刊號，廣泛分發

海內外同鄉作為精神聯繫的讀物，迄今已出版了 34期，本會會刊第一期至第三十期已由北京大學圖書館以電子檔儲存供五湖四海各界人士
上網參用。

       本會從草創而茁壯到發展，鄉親們的支持與努力下，募捐所得，於六十三年購得台北市羅斯福路一段 119巷 9-2號 2樓，作為永久
會所，供同鄉們公餘及業餘連絡及活動場所。自從政府開放大陸探親後，多位理事

長均曾率團帶領各鄉長與鄉親返鄉觀光旅遊，以解思鄉之情。歷任理事長本愛鄉愛

國之心，熱心服務鄉親，肩負重任，承先啟後，盼本會能夠永續發展。無奈老成凋零，

青黃不接，敬祈鄉親一本初衷繼續支持。

台北市梅縣同鄉會古興安理事長，民國三十六月十二月四月生於廣東興寧，

三十九年隨先父先母定居花蓮，高中畢業時適逢兩岸關係緊張，當年熱血愛中華

民國青年，報效國家、報考政治作戰學校、民國六十年畢業留校任助教一年，野戰

三十四師待兩年；於六十二年經國防部特選擔任先總統經國先生侍從官及經國先生

夫人蔣方良女士侍衛官及侍從組組長，直到經國先生仙逝才退役，之後進入台視擔

任總務總監，十五年滿才退休。

左起：台北市高雷同鄉會理事長張華寶、龐周喜鄉長、鄭弼偉先生合影。

新春團拜，古興安理事長邀請吳志剛市議員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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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 東 汛 情
據報導，今年大陸南方水災自 5月下旬起，氣象台發布連續 35

天（6月 2日－ 7月 6日）暴雨警示；氣象部門預計多省份局部仍
有大暴雨。有多項雨量統計之最均發生在廣東：6月 2日至 7日是
該年最強的強降雨過程，五天內累計雨量之最為廣東惠州龍門縣油

田林場 697公釐。以下是廣東地方汛情。
廣州

廣州黃埔區是洪水重災區，最大 1小時雨量 167.8公釐，3小
時最大降水量 288.5公釐，1小時和 3小時雨量均破黃埔區歷史紀錄 
；黃埔區永和街錄得全市最大累積雨量 378.6公釐。緊鄰黃埔區的
增城區新塘鎮官湖村、瑤田村、南安村內澇，水深及腰，廣州地鐵

13號綫亦因隧道被淹沒而停運。
惠州

潰壩方面，6月 8號 14時，東江的二級支流永漢堤承受過量暴
雨而潰壩，決堤口長約 80公尺。洪水迅速湧入附近的惠州龍門縣永
漢鎮合口村，合口村成為孤島。積水深度達 3到 5公尺，很多樓房
都淹到了二層以上。潰壩事件其後獲通報。當地村民反映由於在合

口村下游的增城區正果鎮的正果水電站受龍門河的洪鋒頂托，無法

洩洪，導致合口村洪災。

惠州城區方面，6月 7日 16時至 8日 16時，惠城區小金口街
道降雨量 160公釐，轄區有 9條河流上漲，出現內澇；同一期間惠

城區蘆洲鎮 183公釐。惠城區江南街道共建社區糖廠宿舍 9棟 10棟
因地勢低窪，排水不及時造成內澇，最高水位將近 1公尺深。博羅
縣義和鎮因連續暴雨，多條街道、村莊受浸；博羅縣部分積水深達

1.5公尺。龍門縣全縣公路水毀嚴重，發生多處公路邊坡塌方、路面
掏空塌陷、橋樑和涵洞基礎沖刷嚴重、水淹路面等。

其他縣域方面，6月 7日至 8日，惠州市雨量 100公釐的有 56
個，超過 250公釐的 16個，市內各縣區分別最大雨量：龍門縣龍潭
鎮 426.9、惠東縣黃埠鎮 380.4、博羅縣麻陂鎮 287.5、惠城區蘆洲鎮
160.1、仲愷區潼湖鎮 129.6公釐。8日至 9日，惠州市雨量超過 100
公釐的有 39個，超過 200公釐的有 6個，市內各縣區分別最大雨量：
龍門縣地派鎮 232.9、博羅縣羅陽鎮 220.8、惠城區蘆洲鎮 144.3。
清遠

在 6月 2—7日的強降雨中，24小時雨量之最為 6月 7日廣東
清遠佛岡縣大廟峽 495公釐。佛岡縣水深及腰。
河源

6月 8日，河源市臨江鎮聯新村
內澇，消防車到場發現路面積水最深 處

已達 1.2公尺，水流湍急，村莊道路
和農田被水淹沒。

台北市立圖書館活動兩則
文山分館 8/15「閱讀繪本─綠繪本講座」

繪本是兒童成長中不可或缺的好夥伴，更是兒童認識世界的重要

橋樑 !文山分館特準備以繪本 X議題 X教育 X體驗 (遊戲、實作 ...)
為主題的講座，由專家進行經驗分享，帶領讀者進入豐富有趣的繪本

世界！

活動時間：8月 15 日（六）上午 10:00-12:00

活動講師：林玉珮老師（文化部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評委）

活動地點：台北市立圖書館文山分館 9樓多功能活動室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 2段 160 號 7樓，電話：02-29315339）

參加對象：一般民眾，共 50 名。

報名方式：親自到館報名或電洽：02-29315339。

※講座活動提供「台北市終身學習護照」及「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

數認證。

交通資訊

公車：興德國小站

0 南、109（假日公車）、236 區、253、530、606、671、673、

676、棕 2、棕 6、棕 11、羅斯福路幹線

李科永紀念圖書館 8/16「沁夏–陳長伯小號獨奏會」
時間：8月 16 日 ( 星期日 ) 下午 2時 30 分至 4時 30 分

內容：�《沁夏》安排一系列與夏季相關經典樂曲，盼望藉由這些通

俗易懂的音樂帶領聽眾遊走各國，一同感受夏天的生氣蓬

勃，加上陳長伯老師 ( 國家交響樂團小號副首席 ) 的解說，

讓音樂會更能與聽眾互動，達到寓教於樂目的。

地點：李科永紀念圖書館地下 2樓會議廳

( 士林區中正路 15 號，請由士林捷運站 2號出口左轉前行福林路，

士林官邸斜對面大門進入。)

活動對象：一般民眾

參加方式：�採預約電話免費報名 02-28833453，或親至李科永紀念

圖書館櫃台報名 ( 限 50 人 )。

廣東清遠
古龍峽景區，
是一個依天然
溪谷打造的集
河道漂流、玻
璃橋、玻璃雲
台、懸崖瀑布
和各種極限挑
戰專案為一體
的原生態綜合
景區。古龍峽
景區以通天佛
手、 天 空 之
梯、天然溪谷
等一系列出名
景觀。

廣東原生態溪谷－清遠古龍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