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編印         發行：處長  梁秀菊            編輯：人事室 

 

 

 

 

法令新知   
 

本府函轉銓敘部令釋以，公務人員考試錄

取人員分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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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銓敘部歷次函

釋（占缺訓練之年資得採計為公務人員退

休年資），核與公務人員退休年資採計規

範不符，應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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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停止適用；至於應102年12月31日以前

之考試錄取所分配（發）占缺訓練（實習、

試辦）者，仍照原規定辦理，相關資料業

上載至員工愛上網文件傳閱系統。 

有關行政院主計總處函送「行政院主計總

處評核各一級主計機構102年度業務績效

考評標準表」等表件一案，相關資料業上

載至員工愛上網文件傳閱系統。 

有關本府函以，為維護本府與公務人員的

聲譽和形象，請轉知所屬員工於公共場

合，注意個人言行與舉止，相關資料業上

載至員工愛上網文件傳閱系統。 

銓敘部書函以，公（政）務人員申請補發

「大專集訓證書」作業相關事項，自102

年1月1日起，移由國防部陸軍司令部陸軍

第十軍團指揮部辦理，請依該部所定作業

說明及申請表辦理一案，相關資料業上載

至員工愛上網文件傳閱系統。 

本府自103年度起繼續編列員工上下班交

通補助費預算。 

行政院102年4月22日修正「各機關加班費

支給要點」，本府配合修正「臺北市政府

及所屬各機關員工出差加班注意事項15

點條文，並自102年6月25日生效，相關資

料業上載至員工愛上網文件傳閱系統。 

修正重點如下： 

(一)第6點、第9點：簡任(派) 非主管人

員職責繁重者，原支領之主管職務加

給業經「公務人員加給給與辦法」第

9條修正為「比照主管職務核給職務

加給」。考量渠等人員原支領之主管

職務加給向為加班費之計支內涵，且

於上開加給辦法修正後，所支職務加

給月支數額係比照主管職務加給標

準，爰配合上開法規將比照主管職務

核給之職務加給納入加班費計支內

涵。 

(二)第8點：為落實行政流程簡化及分層

授權，將員工加班指派權，由「一級

單位主管」修正為「單位主管」。 

(三)增訂第15點：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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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 2 月 6 日 總 處 給 字 第

10100639101號通函規定略以，借調

人員及支援人員原則既於本職機關

支薪，其薪資、加班費、未休假加班

費等費用均由本職機關編列，且為避

免借調機關及被支援機關預算編

列、執行之困擾，甚或影響人員權

益，爰借調及支援人員如有加班事

實，其加班事實認定、核准及查核應

由借調及被支援機關辦理，至加班費

支應原則應由本職機關支給。惟由本

職機關支應加班費如有困難，得協調

改由借調機關及被支援機關發給。為

期明確，爰增訂本點。 

轉知「公務人員五大核心價值–廉正、忠

誠、專業、效能、關懷」公務倫理宣導內

容：  

(一)「公務人員『廉正』作為–廉潔自持、

利益迴避、依法公正執行公務。」  

(二)「公務人員『忠誠』作為–恪遵憲法

及法律，效忠國家及人民，增進國家

利益及人民福祉。」  

(三)「公務人員『專業』作為–與時俱進，

充實專業職能，提供優質服務。」  

(四)「公務人員『效能』作為–團隊合作，

提升工作效能，積極回應人民需求。」 

(五)「公務人員『關懷』作為–懷抱同理

心，尊重多 元文化，落實人權保障。」 

復查院主計總處為建立主計優良服務

團隊，有訂 頒主計人員服務守則(收

納於主計法規彙編)，亦 請同仁作為

執行職務之準則。 

人人事事櫥櫥窗窗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會計室科員郭春蘭調

陞臺北市內湖區東湖國民小學會計室主

任。 

臺北市立民生國民中學會計室主任陳素

卿調陞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中區工程

處會計室主任。 

臺北市文山區健康服務中心會計室主任

蔡瑩樺調陞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

處會計室主任。 

臺北廣播電臺會計室主任蔡麗惠調陞臺

北市政府教育局會計室帳務檢查員。 

臺北市內湖區新湖國民小學會計室主任

林清芬遷調臺北市立西湖國民中學會計

室主任。 

臺北市萬華區福星國民小學會計室主任

林純妙遷調臺北市立教育大學附設實驗

國民小學會計室主任。 

外補原任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主計室科員

呂藹君遷調臺北市松山區松山國民小學

會計室主任。 

外補原任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板橋分

處稅務員連婉婷遷調臺北市立兒童育樂

中心主計機構會計員。 

外補原任新北市中和區公所課員曹瓊文

遷調臺北市信義區健康服務中心會計室

主任。 

外補原任審計部臺北審計處審計劉麗美

遷調臺北市萬華區龍山國民小學會計室

主任。 



 

外補原任經濟部工業局主計室專員許淑

菁遷調臺北市士林區芝山國民小學會計

室主任。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二分局會計室

佐理員陳正義、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

局會計室佐理員韓青青於 102 年 7 月 2

日自願退休。 

臺北市立西湖國民中學會計室主任許麗

華、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會計室佐

理員鍾淑芬於 102年 7月 15日自願退休。 

臺北市立兒童育樂中心會計員宋淑好於

102年 7月 16日自願退休。 

臺北市立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會

計室主任徐玉琴於 102年 7月 26日自願

退休。 

臺北市立蘭雅國民中學會計室主任楊麗

娜於 102年 8月 2日自願退休。 

臺北市立建國高級中學會計室主任陳雪

珍於 102年 8月 6日自願退休。 

 

活動訊息    
有關臺灣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本

府員工暨眷屬自費汽車保險優惠方案一

案，相關訊息業上載至員工愛上網文件傳

閱系統，請同仁自行參考擇用。 。 

有關本府函以，轉知臺北市立圖書館102

年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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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苗栗區農業改良

場辦理 102年度「記得我們有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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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轉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102年度阿

美族及噶瑪蘭族歲時祭儀放假日期」第 1

次公告及附表 1份，惠請公告周知並轉知

所屬單位配合辦理，相關訊息業上載至員

工愛上網文件傳閱系統。 

有關全國公教員工旅遊平安卡，續由富邦

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承作一案，，相關

訊息業上載至員工愛上網文件傳閱系

統，請同仁如有需求請逕至行政院人事行

政總處網站下載相關文件。 

 

 

  

榮譽榜     

101年優秀主計人員：  

姓  名： 李佳鈴    

職  稱： 主 任     

服務主計機構名稱： 

臺北市立中崙高級中學

會計室 

事蹟簡介： 

一、協助學校順利完成校園整體優質化改善

工程，並積極協助工程經費執行，各項

校舍補強、活動中心無障礙設施等修繕

工程，無經費保留情事，有效達到有限

財源充分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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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配合學校爭取教育部補助款辦理運動場

地整建及購置體育運動器材，充實體育

班訓練設施。 

三、辦理「北北基高中職 100學年度聯合申

請入學」經費審核及結報，工作辛勞得

力。 

四、協助教育局各業務科辦理勞務採購研習

等事宜，辛勞得力，對該局業務之推動

有莫大助益。 

 

 
 

101年績優主計人員：  

姓名： 蘇曉楓      

職稱： 科  長      

服務主計機構名稱：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公務統

計科 

事蹟簡介： 

一、結合民間與政府之共同期望，以健康為

主軸，創新辦理「臺北市運動休閒概況

調查」及「臺北市居民、職場及社區健

康概況調查」，提供各相關機關作為維

護、興建或規劃之參考及市府核列相關

機關請增預算之依據，其中「臺北市居

民、職場及社區健康概況調查」榮獲「臺

北市政府創意提案創新獎」初審入圍。 

二、統籌規劃「人口及住宅普查」、「農林漁

牧業普查」及「工商及服務業普查」等

3 大基本國勢調查有關臺北市實地訪查

作業，如期圓滿完成，並分別獲評為特

優第 3名及優等。 

三、統籌規劃臺北市消費者物價指數及營造

工程物價指數 100年基期改編作業，並

增編所得層級別及購買頻度別消費者物

價指數，俾利公民營部門多元運用及貼

近市民感受。 

101年績優主計

人員：                   

姓  名： 陳瑞瑛   

職  稱： 主  任   

服務主計機構名稱： 

臺北市南港區公所

會計室 

 

事蹟簡介： 

一、辦理臺北市第 5屆市長、第 11屆市議員

暨第 11屆里長選舉，負責南港區公所電

腦計票中心等選務工作著有績效。 

二、辦理 99年度人口及住宅普查，擔任指導

員及負責南港區公所核銷等工作著有績

效。 

三、彙編完成 98、99、100年度南港區區務

統計要覽。 

四、辦理第 13屆總統副總統及第 8屆立法委

員選舉，負責南港區公所電腦計票中心

等選務工作著有功績。 

五、辦理各項會計業務克盡職責，主動積極

任事，勤與業務單位溝通協調，圓滿達

成各項業務，自 77年至 100年年終考績

均考列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