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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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書函以，有關

退休人員犯貪污治罪條例，經判刑確定

而入監服刑，其三節慰問金是否須停止

發給疑義一案。查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以下簡稱原人事局）100年6月20日局

給字第1000036800號函規定略以，審酌

退休公務人員三節慰問金之發給，旨在

表達慰候及連繫退休人員之意，為期與

退休人員其他權益維持衡平，歷來均與

其是否有停發月退休金、優惠存款利息

之情形作一致性處理，爰合於照護規定

之退休公務人員，其退休再任如有依公

務人員退休法第23條第1項及第32條第6

項規定須停止其領受月退休金及辦理優

惠存款權利者，其三節慰問金應同時停

止發給，至其再任原因消滅後恢復。復

查105年5月13日修正施行之公務人員退

休法第23條增訂第1項第1款及第3款明

定擇領或兼領月退休金人員如有犯貪污

治罪條例或刑法瀆職罪章之罪而入監服

刑期間，或因案被通緝期間，應停止領

受月退休金之權利，至原因消滅時恢

復。又同法第32條第6項規定：「支領一

次退休金或養老給付，並依第1項規定辦

理優惠存款人員，如有第23條及第24條

規定應停止或喪失領受月退休金情事

者，其優惠存款應同時停止辦理。……。」

爰依公務人員退休法第23條及第32條規

定，應停止領受月退休金及辦理優惠存

款人員，其三節慰問金自應依前開原人

事局100年6月20日函規定意旨同時停止

發給，至原因消滅時恢復。 

 

轉知有關公務人員服研發替代役，得否

辦理留職停薪並參加年終考績(成)疑義

一案。 

ㄧ、案內所涉相關法令規定如下： 

（ㄧ）查兵役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  

   兵役，為軍官役、士官役、士兵 

   役、替代役。」次查替代役實施 

   條例第3條規定：「本條例所稱替  

   代役，指役齡男子於需用機關擔 

   任輔助性工作，履行政府公共事 

   務或其他社會服務；或於經主管 

   機關認可之政府機關、公立研究 

   機關（構）、大學校院、行政法 

   人或財團法人研究機構及民間產 

   業機構（以下簡稱用人單位）從 

   事科技、產業研究發展或技術工 

   作。」第4條第1項規定，替代役 

   之類別區分為一般替代役、研發 

   替代役與產業訓儲替代役。 

  (二)復查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以 

      下簡稱留職停薪辦法）第4條第1 

   項第1款規定，依法應徵服兵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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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應予留職停薪。再查銓敘部90

年5月31日90銓五字第2031377號書

函略以，公務人員入營服替代役或

補充兵役屬兵役法所稱兵役之一

種，其相關權利亦比照服義務兵役

人員，得適用留職停薪辦法辦理留

職停薪及回職復薪等相關規定。又

查銓敘部90年7月27日90銓五字第

2044255號令略以，公務人員依法應

徵服兵役留職停薪期間，自91年1月

1日起不得參加考績(成)。 

二、本案所詢疑義，說明如下： 

(一)本案經內政部105年4月14日函復略     

    以，按兵役法第2條及替代役實施 

    條例第4條第1項規定，研發替代役 

    為現行兵役之一種，復按替代役實 

    施條例第7條第2項、第4項及第5條 

    之2規定，研發替代役役期經報請行 

    政院於96年7月20日以院臺防字第 

    0960033751號函核定，常備兵役期 

    為1年以下(含1年)時，研發替代役 

    役期均為3年；服役期間分為3階段 

    (按：依內政部101年12月27日台內 

    役字第1010830939號函略以，研發 

    替代役役男於第3階段服役期間，同 

    時具有雙重身分，即與國家間具有 

    「公法關係」之役男身分，以及與 

    用人單位間依法具有「僱傭關係」 

    之員工身分)，故研發替代役役男服 

    役期間，係屬依法履行兵役義務， 

    具役男身分，無論在任何服役階段 

    ，與國家皆屬公法關係。爰此，公 

    務人員服研發替代役期間，均具役 

    男身分且屬依法履行兵役義務人員 

    ，依留職停薪辦法第4條第1項第1 

    款規定意旨，允宜准予辦理留職停 

    薪，俾確保其法定權益。 

(二)茲以研發替代役亦屬兵役法所稱兵 

    役之一種，公務人員服研發替代役   

    期間均具役男身分且屬依法履行兵 

    役義務人員，爰參照前開銓敘部90 

    年5月31日函及90年7月27日令規定 

    ，公務人員服研發替代役期間得適     

    用留職停薪辦法第4條第1項第1款     

    規定辦理留職停薪，並不得參加考  

    績(成)。 

 

    轉知105年6月28日修正本處暨所屬主計 

  人員陞遷序列表（如附表）。 

 

  轉知本處暨所屬主計機構106年度甄審 

  及考績委員會票選委員選舉作業得票 

  結果（如附件）。 

 

 

人事櫥窗   

原任職務 姓名 新任職務 生效日 

財政部 

財政資訊中

心主計室佐

理員 

宋瑞宗 臺北市立

浩然敬老

院會計室

主任 

1050520 

臺北市立天

文科學教育

館會計室主

任 

林芳如 臺北市中

正區公所

會計室主

任 

1050601 

臺北市立蘭

雅國民中學

會計室主任 

張宏旭 臺北市內

湖區公所

會計室主

任 

1050601 

臺北市松山

區民生國民

小學會計室

主任 

黃婉怡 臺北市松

山區敦化

國民小學

會計室主

任 

1050601 

臺北市北投

區桃源國民

小學會計室

主任 

何昭燕 臺北市職

能發展學

院會計室

主任 

1050601 



 

國防部軍備

局主計室專

員 

翁敏禎 臺北市政

府捷運工

程局北區

工程處會

計室主任 

1050605 

活動訊息  

    轉知臺北市政府員工休閒活動羽球社

105年度活動時間表，相關活動訊息業上

載至員工愛上網文件傳閱系統，請同仁

上網參閱。  

 

    轉知有關本府函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

處地方行政研習中心（以下簡稱地研中

心）「e學中心」數位學習平台辦理「閱

讀e同樂」課程閱讀及社群分享活動一

案，各機關公務人員於105年8月31日前

於「e學中心」數位學習平台閱讀課程完

成至少1門，並於facebook地研中心粉絲

專頁按讚加入粉絲團者，即可參加抽獎。 

 

    轉知本府財政局函以，臺北市政府員工

休閒活動書畫社105年下半年度分組研

習活動實施時間表，相關活動訊息業上

載至員工愛上網文件傳閱系統，請同仁

上網參閱。  

 

    轉知內政部辦理105年「幸福列車」單身

聯誼活動，規劃於105年10月底前辦理上

開活動，共計12場次，包括5場半天活

動、4場1天活動、及3場2天1夜活動。歡

迎年滿20歲以上在臺設有戶籍之單身者

踴躍參加，活動詳情及報名方式請參考

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或活動網站。 

    轉知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戒菸專線服

務中心辦理「『社區少菸害，健康又自

在！』拍照上傳FB贈獎活動」，活動日

期自即日起至本（105）年10月31日止，

相關活動訊息業上載至員工愛上網文件

傳閱系統，請同仁上網參閱。  

 

 

    轉知南投縣政府舉辦105年「萬人泳渡擁

抱廉政」有獎徵答活動，活動期間為本

（105）年6月20日至8月21日止，活動獎

項計有Apple ipad、Apple watch、捷安

特折疊式腳踏車等36個豐富獎項，歡迎

踴躍參加，請參考活動網址。  

政風案例  

廉政宣導：彰化縣彰化市南郭國民小學（下

稱南郭國小）校長陳等人涉嫌利用經辦

公用物品收取回扣等案，業經臺灣彰化地方

法院檢察署提起公訴。 

 

法務部廉政署中部地區調查組偵辦南郭

國小前校長陳等人涉嫌利用經辦公用物

品收取回扣案。經查，南郭國小前校長陳

，於民國 102 年 7、8 月間，利用辦理

南郭國小「102 年度充實公私立幼兒園圖書

設備採購」案之機會，竟基於與書局之

登記與實際負責人鄭及企業社之實

際負責人陳共同收取回扣之犯意聯絡，

由鄭告知企業行之登記與實際負責

人王上開採購案，嗣王再覓得其他

無承攬該採購案意願之廠商投標，並協議填

寫報價，使王得以標得該採購案，前校

長陳再向王收取回扣款項共計新臺

幣（下同）293萬元，另由鄭與王朋

分上開採購案之利潤。 

 

http://km.taipei.gov.tw/ShowDocument.aspx?DocID=bc7cfa3b-55b2-4553-8ae9-a4a1419fe7e9&LogKey=10b04787-3abe-4a21-8773-753eac94a1ed&SysFrom=
http://elearning.rad.gov.tw/
http://km.taipei.gov.tw/ShowDocument.aspx?DocID=4bff6480-e1f1-4c28-a2db-2ceea1f21ee6&LogKey=10b04787-3abe-4a21-8773-753eac94a1ed&SysFrom=
http://www.ris.gov.tw/
https://www.ris.gov.tw/lovetrain
http://km.taipei.gov.tw/ShowDocument.aspx?DocID=155d3805-34ed-4cae-a9e2-43f35d339a99&LogKey=5e6ea9f0-2ac9-4f29-916e-b34bc2faba0a&SysFrom=
http://km.taipei.gov.tw/ShowDocument.aspx?DocID=155d3805-34ed-4cae-a9e2-43f35d339a99&LogKey=5e6ea9f0-2ac9-4f29-916e-b34bc2faba0a&SysFrom=
http://reward.nantou.gov.tw/


 

另鄭明知不得限制競爭或借用他人

名義投標，竟基於與王共同違反政府採

購法之犯意聯絡，分別於 102 年 11 月間及

103 年 4 月間，投標「彰化縣補助公私立幼

兒園圖書第二期計畫採購」、「彰化縣中小

學 102學年度應屆畢業生獎狀（含框）及獎

品採購案」及「彰化縣中小學 103 學年度應

屆畢業生獎狀（含框）及獎品採購案」等採

購案時，以合意使廠商不為價格競爭及借用

他人名義投標等方式，影響決標價格及結果

而獲取不當利益。全案經法務部廉政署移送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以下簡稱彰化地

檢署）偵辦。 

本案陳等人犯罪事實明確，經彰化

地檢署偵查終結，認陳等人分別違反貪

污治罪條例第 4條第 1 項第 3款經辦公用物

品收取回扣罪、商業會計法第 71條第 1款以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會計憑證罪、洗

錢防制法第11條第1項掩飾因自己重大犯罪

所得財物之洗錢罪嫌及政府採購法第 87 條

第 4項意圖影響決標價格及獲取不當利益而

合意使廠商不為價格之競爭罪、同條第 5項

前段意圖影響採購結果而借用他人名義證件

投標等罪嫌，均予以提起公訴。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暨所屬主計人員陞遷序列表（核定本） 

序 列 職 稱 官 職 等 備 註 

一 

秘 書 

視 察 

專 員 

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二 

主 任 

股 長 

主 任 

專 員 

帳務檢查員 

薦任第八職等 

 

薦任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三 

主 任 

股 長 

專 員 

分 析 師 

主 任 

會 計 員 

薦任第七職等 

 

 

 

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委任第五職等至薦任第七職等 

 

四 

科 員 

組 員 

課 員 

設 計 師 

管 理 師 

委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五 

佐 理 員 

助理管理師 

助理設計師 

委任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或薦任

第六職等 

 

 

六 辦 事 員 委任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七 書 記 委任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附註 

1、同一序列中職務出缺，得免經甄審程序，惟同序列中非

主管職務調陞主管職務，仍須辦理甄審作業。 

2、序列二薦任第八職等主任職務出缺，得由該序列任職滿

3年以上之薦任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區公所主任併同薦

任第八職等股長檢討調任。 

3、主計主管人員如配合機關組織精簡、改制、改隸、裁撤、

整併、移撥改派較低序列之職務時，其現任職務之年資

得與原任主管職務之年資併計為陞任年資，並按其原任

主管職務之陞遷序列參加陞遷甄審（選）之評比。 

4、本序列表業經行政院主計總處 105年 6月 28日主人地

字第 1050010262 號函准予備查在案。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暨所屬主計機構 106年度甄審及考績委員會 

票選委員選舉作業得票結果 

1. 此次投票作業圓滿完成任務，甄審委員會具選舉資格人數 997  

   人，投票人數達 301人（投票率：30 % ），考績委員會具選舉資 

   格人數 1,033人，投票人數達 332人（投票率：32 % ）感謝同 

   仁支持。   

2. 此次「甄審及考績委員會票選作業」投票系統，係委託行政院主 

   計總處主計資訊處「eBAS 全國主計網資訊推動小組」負責程式開 

   發及設計工作，所有投票、驗票及計票等過程，全部經由電腦系 

   統自動處理；務求以最具效率的統計票數方式，來達成符合選舉 

   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   

3. 對本次票選有任何疑慮，請洽本室。   

  

  ~★~ 恭賀當選甄審委員會指定委員 ~★~             

====================================================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                 副處長     李奕君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                 副處長     張志強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                 主任秘書   邱美珠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                 專門委員   黃琡雲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公務預算科       科長       張傑謙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事業及特別預算   科長       張英慧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公務統計科       科長       蘇曉楓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經濟統計科       科長       周怡芳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會計及決算科     科長       廖美純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人事室           主任       林承澤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秘書室           秘書       黃燕芬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會計室           主任       林榮亮   

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會計室       主任       余漢宗 

 

 

 

 

 

 

 

 

 

                       



 

 ~★~ 恭賀當選甄審委員會票選委員 ~★~              

=====================================================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會計室           視察       呂麗娟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會計室           專員       李佳玲 

臺北市立松山高中會計室           主任       洪慧華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會計室 主任       朱福根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會計室   主任       丁秋雲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會計室           專員       沈麗玉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會計室     副主任       李瑞芝 

臺北市立大安國中會計室           主任       王麗珠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公務預算科       視察       范玉梅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會計室           股長       尤筱潔 

                

                

~★~ 甄審委員會票選委員備取委員 ~★~              

=====================================================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公務預算科       專員      潘冠男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會計室 主任      蔡瑩樺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會計室           專員      蕭玫玲 

 

 

~★~ 恭賀當選考績委員會指定委員 ~★~              

====================================================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                 副處長     張志強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                 副處長     李奕君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                 主任秘書   邱美珠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                 專門委員   張炯彥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公務預算科       科長       張傑謙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事業及特別預算   科長       張英慧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公務統計科       科長       蘇曉楓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經濟統計科       科長       周怡芳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會計及決算科     科長       廖美純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人事室           主任       林承澤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政風室           主任       蘇  靖 

臺北市政府體育局會計室           主任       林瑞碧 

臺北翡翠水庫管理局會計室         主任       柳文鏗 

 

 

 

 



 

 

  ~★~ 恭賀當選考績委員會票選委員 ~★~  

  =====================================================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會計室           視察       呂麗娟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會計室           專員       李佳玲 

  臺北市立松山高中會計室           主任       洪慧華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會計室           視察       鄭琦文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會計室           專員       沈麗玉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會計室   主任       莊筱文 

  臺北市立大安國中會計室           主任       王麗珠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工程總隊會計室   主任       陳玉燕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公務預算科       專員       巫泙霈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公務預算科       專員       潘冠男 

 

  

 ~★~ 考績委員會備取委員 ~★~  

  ======================================================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會計室             股長       高金好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會計室   主任       蔡瑩樺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會計室         視察       王足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