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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新知   
 

銓敘部書函以，公務人員退休法及公務人

員撫卹法所定退休金、資遣給與、離職退

費、撫慰金、撫卹金之請求權時效，在行

政程序法第131條規定修正之後，仍應優

先適用退休法第27條及撫卹法第12條之

規定，自請求權可行使之日起，經過5年

不行使而當然消滅一案，相關資料業上載

至員工愛上網文件傳閱系統。 

銓敘部令以，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施行

後，軍、公、教人員、其他公職人員或公

營事業人員於轉任政務人員時，符合各該

退休（職、伍）法令之條件者，依102年5

月24日修正生效之行政程序法第131條規

定，得於轉任政務人員之日起10年內申請

核給退休（職、伍）金。另102年5月24

日前，請求權時效消滅者，不適用本令之

規定；本令發布前已依規定辦理退休

（職、伍）者不再變更，相關資料業上載

至員工愛上網文件傳閱系統。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以，有關公務人員

依法參加兵役召集如遇例假日或國定假

日者，自即日(102年8月29日)起，由服務

機關依其召集期間遇例假日或國定假日

之日數核實給予補休，相關資料業上載至

員工愛上網文件傳閱系統。 

銓敘部令以，公務人員於任用時具中華民

國國籍兼具外國國籍，未依規定辦理放棄

及喪失外國國籍或任用後始取得外國國

籍者，於102年1月25日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8條修正生效以後，經權責機關依該條第

2項規定「撤銷任用」及「免職」者，依

該條第3項但書規定，應追還其已依規定

支付之俸給及其他給付，相關資料業上載

至員工愛上網文件傳閱系統。 

 

人人事事櫥櫥窗窗          
臺北市大同區大橋國民小學會計室主任

陳俐伶遷調臺北市中正區忠孝國民小學

會計室主任，並自 102年 9月 1日生效。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會計室主任

丁秋雲遷調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

會計室主任，並自 102年 9月 1日生效。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會計室主任歐陽

美齡遷調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會計室

主任，並自 102年 9月 1日生效。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會計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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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美佑遷調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

會計室主任，並自 102年 9月 1日生效。 

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會計室主任陳清

容遷調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會計

室主任，並自 102年 9月 1日生效。 

臺北市市政大樓公共事務管理中心主計

機構會計員林彥孜遷調臺北市交通事件

裁決所會計室主任，並自 102年 9月 1日

生效。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會計室股長李佳霖調

陞臺北市政府主計處經濟統計科股長，並

自 102年 9月 1日生效。 

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主計機

構會計員吳怡姿遷調臺北市大同區延平

國民小學會計室主任，並自 102年 9月 1

日生效。 

臺北市大安區古亭國民小學會計室主任

林淑娟遷調臺北市大同區大橋國民小學

會計室主任，並自 102年 9月 1日生效。 

臺北市立中山托兒所主計機構會計員蕭

美蓮遷調臺北市大安區古亭國民小學會

計室主任，並自 102年 9月 1日生效。 

臺北市大安區銘傳國民小學會計室主任

張懷民遷調臺北市國語實驗國民小學會

計室主任，並自 102年 9月 2日生效。 

臺北市立內湖托兒所主計機構會計員王

素如遷調臺北市松山區三民國民小學會

計室主任，並自 102年 9月 2日生效。 

臺北市松山區三民國民小學會計室主任

林香鑾調任臺北市大安區銘傳國民小學

會計室主任，並自 102年 9月 2日生效。 

臺北市立信義托兒所主計機構會計員徐

玉珍遷調臺北市市政大樓公共事務管理

中心主計機構會計員，並自 102年 9月 4

日生效。 

外補原任行政院主計總處科員廖純婉遷

調臺北市南港區胡適國民小學會計室主

任，並自 102年 9月 4日生效。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公務預算科股長余昭

滿遷調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會計室主

任，並自 102年 9月 15日生效。 

臺北市大同區大同國民小學會計室主任

林葭如遷調臺北市大同區蓬萊國民小學

會計室主任，並自 102年 10月 1日生效。 

臺北市大同區蓬萊國民小學會計室主任

張麗珠遷調臺北市大同區日新國民小學

會計室主任，並自 102年 10月 1日生效。 

臺北市大同區日新國民小學會計室主任

許金珠遷調臺北市大同區大同國民小學

會計室主任，並自 102年 10月 1日生效。 

臺北市萬華區戶政事務所主計機構會計

員陳芝芬遷調臺北市中正區戶政事務所

主計機構會計員，並自 102年 10月 2日

生效。 

臺北市中山區戶政事務所主計機構會計

員黃郁雯遷調臺北市萬華區戶政事務所

主計機會計員，並自 102年 10月 2日生

效。 

臺北市北投區立農國民小學會計室主任

郭靜惠、臺北市中正區公所會計室主任

林金鳳於 102年 9月 2日自願退休。 

臺北市中正區戶政事務所會計員吳碧

華、臺北市市場處會計室股長蘇一枝於

102年 10月 2日自願退休。 

 



 

活動訊息    
有關本府 102年度「行政法專題研究碩士

學分班」，相關訊息業上載至員工愛上網

文件傳閱系統，請同仁踴躍參加。 

有關本府函以，轉知臺北市立圖書館102

年10月份書展及每月一書活動，相關訊息

業上載至員工愛上網文件傳閱系統，請同

仁踴躍參加。 

 轉知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總局南

部地區巡防局暨海洋巡防總局共同辦理

102年『征服情「海」、「巡」找幸福』

未婚聯誼活動，相關訊息見於本府電子公

佈欄中，請未婚同仁踴躍參加。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書函以，全國公教員

工網路購書優惠方案承作廠商學思行數

位行銷股份有限公司（讀冊生活網路書

店）規劃本（102）年 9月份優惠書展活

動（展期：9月 1日至 10月 31日），相

關訊息及書展宣傳 DM業上載至員工愛上

網文件傳閱系統，請同仁參閱。 

本府函以，有關本府舉辦各項國際活動

時，倘邀請本市姊妹市洛杉磯市參與，建

請應函請外交部轉知駐洛杉磯辦事處傳

達，相關訊息業上載至員工愛上網文件傳

閱系統。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人事服務網」

（ECPA）為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實施，強

化資訊安全機制，預計自本（102）年 9

月 7日起實施一案，相關訊息業上載至員

工愛上網文件傳閱系統。 

 

 

榮譽榜     

行政

院三等功績獎章：  

姓名：陳 高 燦  

職稱：退休處長  

原服務機關名稱：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 

 

 

事蹟簡介： 

一、配合當前重要施政，優先妥適分配有限

資源，協助推動市政建設。 

二、辦理 97、98、99、100及 101年度本市

地方總預算追加（減）預算，以符相關

規定。 

三、協助各機關首次參與 100年度中央對各

直轄市及縣市執行一般性補助款績效評

比，榮獲總成績第 1名佳譽。 

四、運用特種基金財務策略，有效分配財力

資源，以支援市政建設。 

五、協助編列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建設

相關計畫特別預算，以暢交通。 

六、協助財政局研提「公共債務法」「財政收

支劃分法」修法因應方案，以維本府權

益。 

七、按年檢討修訂預算執行要點，強化中央

補助款執行進度控管並適度放寬預算執

行規定，協助各機關推動業務。 

八、檢討修訂本府所屬各機關間委託代辦經

費處理要點，使委託代辦作業益臻完備。 

九、研訂臺北市財團法人依法預算及決算須

送臺北市議會之預算及決算編製注意事

項，以建立其歲計業務監督機制。 

十、建置「臺北市政府附屬單位預算系統」，

http://km.taipei.gov.tw/WebRedirect.aspx?DocID=7ba31f16-a5bd-46bd-94c8-e3edcd59cc25&URL=&Key=e10b9c0a-ebd1-40ee-8354-228695d5c60a
http://km.taipei.gov.tw/WebRedirect.aspx?DocID=7ba31f16-a5bd-46bd-94c8-e3edcd59cc25&URL=&Key=e10b9c0a-ebd1-40ee-8354-228695d5c60a
http://km.taipei.gov.tw/WebRedirect.aspx?DocID=201372593147&URL=http://210.241.90.52/tranferdata/send_xml/201372593147.wdl&Key=e10b9c0a-ebd1-40ee-8354-228695d5c60a
http://km.taipei.gov.tw/WebRedirect.aspx?DocID=201372593147&URL=http://210.241.90.52/tranferdata/send_xml/201372593147.wdl&Key=e10b9c0a-ebd1-40ee-8354-228695d5c60a
http://km.taipei.gov.tw/WebRedirect.aspx?DocID=201372593147&URL=http://210.241.90.52/tranferdata/send_xml/201372593147.wdl&Key=e10b9c0a-ebd1-40ee-8354-228695d5c60a
http://km.taipei.gov.tw/WebRedirect.aspx?DocID=2013926152133&URL=http://210.241.90.52/tranferdata/send_xml/2013926152133.wdl&Key=8a081211-beaa-4db2-bc69-6b43368fad45
http://km.taipei.gov.tw/WebRedirect.aspx?DocID=2013926152133&URL=http://210.241.90.52/tranferdata/send_xml/2013926152133.wdl&Key=8a081211-beaa-4db2-bc69-6b43368fad45
http://km.taipei.gov.tw/WebRedirect.aspx?DocID=201372593147&URL=http://210.241.90.52/tranferdata/send_xml/201372593147.wdl&Key=e10b9c0a-ebd1-40ee-8354-228695d5c60a
http://km.taipei.gov.tw/WebRedirect.aspx?DocID=72c5197f-29fd-4262-aa06-abbba0150192&URL=&Key=20a96992-5173-4ea9-b1d2-b7ddebccdc8d
http://km.taipei.gov.tw/WebRedirect.aspx?DocID=72c5197f-29fd-4262-aa06-abbba0150192&URL=&Key=20a96992-5173-4ea9-b1d2-b7ddebccdc8d
http://km.taipei.gov.tw/WebRedirect.aspx?DocID=72c5197f-29fd-4262-aa06-abbba0150192&URL=&Key=20a96992-5173-4ea9-b1d2-b7ddebccdc8d
http://km.taipei.gov.tw/WebRedirect.aspx?DocID=72c5197f-29fd-4262-aa06-abbba0150192&URL=&Key=20a96992-5173-4ea9-b1d2-b7ddebccdc8d


 

提升工作效能。 

十一、訂頒預算執行節約措施，以彌補稅收

之短收。 

十二、辦理附屬單位會計制度審查工作，發

揮會計輔助管理功能。 

十三、修正內控訪查之作業方式，以提升內

控成效。 

十四、及時追蹤及協助檢討各機關預算執行

能力，提升施政績效。 

十五、綜理本市地方總決算暨附屬單位決算

及綜計表之彙編作業，供嗣後年度籌

編預算及精進政務管理之參考。   

十六、推動「臺北市地方公務會計管理系統」

作業，以提升行政效能。 

十七、規劃推動本市地方新會計制度，與國

際接軌。 

十八、彙編近年審計處審核本市地方總決算

暨各機關財務收支核有之應行注意改

善事項，以供各機關作為處理相關業

務之參考。 

十九、彙編近年本府內控訪查各相關機關通

案應行精進案例，以供各機關自我檢

視並立即改善。 

二十、推動各機關將風險評估納入內部控制

制度，以健全內控機制。 

二十一、推動各機關辦理公務統計，充實基

本統計資料。 

二十二、編印各類統計書刊，提供各界詳實

統計資料。 

二十三、編製多元化統計指標，宣揚本府施

政績效。 

二十四、持續維護「臺北市重要統計指標名

詞定義」，增進指標使用精確度。 

二十五、彙編性別統計指標，提供推動性別

主流化相關施政參考，榮獲 99年度

本府創意提案﹝精進獎﹞初審入

圍。 

二十六、續編市政統計週報，發布統計專題

分析報告，反映市政實況。 

二十七、編製臺北市環境與經濟綜合帳，建

立城市永續發展衡量機制。 

二十八、辦理本府統計調查管理，以達簡政

便民之目的。 

二十九、建置「臺北市政府公務統計管理系

統」，提升統計作業管理效能，榮獲

98年度本府創意提案﹝精進獎﹞初

審入圍。 

三 十 、擴充統計資料庫查詢系統，提供便

利即時資訊，榮獲 99年度本府創意

提案﹝精進獎﹞特優季軍。 

三十一、推動各機關線上報送公務統計資料

，提升資料蒐集效率。 

三十二、賡續維護統計資訊服務網，以達資

訊共享。 

三十三、辦理臺北市各種民間經濟活動調

查，提供各界參考使用。 

三十四、辦理基本國勢調查及定期專案調查

有關臺北市實地訪查工作，建置國

家建設基礎統計資料。 

三十五、創新辦理「臺北市運動休閒概況調

查」、「臺北市居民、職場及社區

健康概況調查」，提供本市建構「活

力臺北城」的健康城市及推展社區

營造計畫之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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