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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新知   
 

銓敘部書函以，修正「公務人員考試錄取

人員訓練成績考核要點」、「公務人員保障

暨培訓委員會及所屬機關辦理各項訓練

測驗試務規定」及「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

員訓練獎懲要點」等 3種行政規則，相關

資料業上載至員工愛上網文件傳閱系統。 

行政院主計總處函以，102年公務人員高

等暨普通考試會計、統計類科錄取人員主

計專業集中實務訓練計畫，相關資料業上

載至員工愛上網文件傳閱系統。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102 年 8 月

29 日以公參字第 10221607771 號函以，

檢送「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基礎訓練請

假注意事項」第 1點、第 3點發布令影本、

修正規定及修正規定對照表各 1份，相關

資料業上載至員工愛上網文件傳閱系統。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102 年 9 月

14 日以公參字第 10284600602 號函以，

檢送「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期滿請

領考試及格證書作業要點」修正條文 1

份，相關資料業上載至員工愛上網文件傳

閱系統。 

 

 臺北市政府函以，行政院修正「行政院       

    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 

改進措施」第五點及附表，並自 103年

1 月 1 日生效。旨揭改進措施修正重點

如下： 

1、考量公務人員多於例假日前後休假以規

劃連續假期，惟常因不熟悉刷卡規定，

而於例假日刷卡（應於休假日刷卡），致

使無法核銷。為鼓勵公務人員進行旅遊

且增加使用之便利，且放寬於休假期間

及其相連例假日之連續假日期間至「旅

行業」、「旅宿業」、「觀光遊樂業」等三

行業刷卡均可納入補助範圍。 

2、於「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業別及細項分

類表」於「觀光休閒及藝文業別」/「體

育用品」細項中增列「自行車專賣店」。

並放寬「攝影器材行」及「沖洗專賣店」

納入其他觀光服務業類別，相關資料業

上載至員工愛上網文件傳閱系統。 

「公教人員保險法修正草案」書面資料，

業上載至員工愛上網文件傳閱系統。 

臺北市政府函以，有關公務人員因執行公

務涉及民事訴訟之「調解程序」是否屬於

公務人員因公涉訟輔助辦法所訂之「涉訟

輔助」範疇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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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經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以下簡

稱保訓會）102 年 9 月 27 日公保字第

1020013510 號函略以，按民事訴訟法第

406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調解程序，由

簡易庭法官行之。但依第四百二十條之一

第一項移付調解事件，得由原法院、受命

法官或受託法官行之。」第 416 條第 1

項規定：「調解經當事人合意而成立；調

解成立者，與訴訟上和解有同一之效力。」

據此，民事訴訟中經法院進行調解之階

段，仍屬該次民事訴訟審級之一部分。 

2、本案有關公務人員涉訟之民事案件於訴訟

中經法院進行「調解程序」，請依前開函

釋意旨，於該次審級予以因公涉訟輔助費

用，又因公涉訟之輔助係以依法執行職務

為核給之前提，相關資料業上載至員工愛

上網文件傳閱系統。 

有關本府修正「臺北市政府強化所屬各機

關學校獎優汰劣實施計畫」第 5點及第 7

點，並自即日(102年 10月 9日)起生效。 

為拔擢優秀人才，淘汰不適任者，本府前

於 96年 12月 28日訂頒「臺北市政府強 

化所屬各機關學校獎優汰劣實施計畫」

(以下簡稱本計畫)，並歷經 3次修正。茲

為提升本計畫執行效能，鼓勵各機關積極

拔擢優秀人才，以彰顯本府施政績效，爰

增訂相關獎勵措施，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1、為促使各機關積極拔擢績優人員，落實本

計畫精神，爰增訂第 5點第 2項有關對年

度推動有功人員給予適當獎勵之規定。 

2、為了解各機關執行情形及成效，並嘉勉執

行本計畫成績優異之機關首長，爰增訂第

7點第 2項有關將年度執行成果及執行成

效前三名提市政會議報告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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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年 9月 27日總

處培字第 1020050133號函以，為落實「公

僕好體能、行政好效能」，爾後各機關學

校召開會議及辦理活動，請避免供應含糖

飲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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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國語實驗國民小學會計室主任詹

于瑩遷調臺北市中正區公所會計室主

任，並自 102年 9月 2日生效。 

臺北市大同區大同國民小學會計室主任

林葭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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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南港區成德國民小學會計室主任

王怡文調陞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東區

工程處會計室主任，並自 102 年 10 月 1

日生效。 

臺北市南港區舊莊國民小學會計室主任

劉淑君遷調臺北市南港區成德國民小學

會計室主任，並自 102年 10月 15日生效。 

臺北市中山區長安國民小學會計室主任

白芳菁遷調臺北市南港區舊莊國民小學

會計室主任，並自 102年 11月 1日生效。 

臺北市政府人事處主計機構會計員甘秉

芝調陞臺北市自來水事業處會計室股

長，並自 102年 10月 1日生效。 

臺北市自來水事業處會計室科員鄭如欣

調陞臺北市市場處會計室股長，並自 102

年 10月 2日生效。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秘書室科員黃可欣遷



 

調臺北市立社會教育館主計機構會計

員，並自 102年 10月 1日生效。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公務統計科科員黃永

峯調陞臺北市稅捐稽徵處會計室股長，並

自 102年 10月 1日生效。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公務預算科科員萬柏

洲調陞該科股長，並自 102年 10月 1日生

效。 

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主計機構會計員熊

允中遷調臺北市中山區戶政事務所主計

機構會計員，並自 102 年 10月 2日生效。 

臺北市文山區萬福國民小學會計室主任

劉惠琴遷調臺臺北市政府人事處主計機

構會計員，並自 102年 11月 1日生效。 

外補原任內政部警政署會計室專員林桂

旭遷調臺北市內湖區新湖國民小學會計

室主任，並自 102年 10月 2日生效。 

外補原任行政院勞委會會計室專員蔡珮

琪遷調臺北市民生國民中學會計室主

任，並自 102年 11月 1日生效。 

外補原任教育部會計處專員陳玉馨遷調

臺北市北投區立農國民小學會計室主

任，並自 102年 11月 1日生效。 

外補原任臺北市大同區太平國民小學幹

事高佳銘遷調臺北市北投區清江國民小

學會計室主任，並自 102 年 11 月 1 日生

效。 

外補原任新北市石碇區和平國民小學會

計室主任曹香莉遷調臺北市士林區福林

國民小學會計室主任，並自 102年 11月 1

日生效。 

臺北市立浩然敬老院會計室主任陳金定

調陞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會計室主

任，並自 102年 10月 1日生效。  

 

活動訊息    
有關本府訂於 102年 11月 20日（星期三）

下午 2 時 30 分至 4 時 30 分，辦理 102

年 11月份「e世代講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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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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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文官學院「文官ｅ學苑」自102年10

月8日起提供認證時數上載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環境教育終身學習網」之服務，另

自本（102）年10月1日起至本年11月30

日止，凡修讀「文官e學苑」任一門數位

課程，並取得認證時數者，即取得推廣加

碼活動之抽獎資格，相關說明請參閱「文

官 e 學 苑 」 公 告 （ 網 址 ：

http://ecollege.nacs.gov.tw/），業上

載至員工愛上網文件傳閱系統，請同仁參

閱。 

國家文官學院為推動終身學習，並建立書

香社會，訂於本（102）年 11月 19日（星

期二）下午 7時至 9時，辦理「每月一書」

導讀會，相關訊息業上載至員工愛上網文

件傳閱系統。 

為使公教人員保險被保險人能充分了解

本次公教人員保險法修正草案修正重

點、規劃原則理念及修法進度，自本(102)

年 10月 28日至 12月 12日止，由銓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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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ba31f16-a5bd-46bd-94c8-e3edcd59cc25&UR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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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 30場公保法修正草案重點講習會；

其中包含中央機關 4場，地方機關 26場。

歡迎有興趣參加的公保被保險人踴躍參

與，相關訊息業上載至員工愛上網文件傳

閱系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