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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新知   

   轉知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函以， 

   有關薦任第九職等非主管職務人員代理 

   薦任第九職等主管職務之年資，不得採計 

   為「薦任公務人員晉升簡任官等訓練遴選 

   評分標準表」所定主管年資之計分，摘要 

   如下: 

一、按薦任公務人員晉升簡任官等訓練遴選 

    評分標準表「職務年資」項目，包含「跨 

    列簡任官等職務年資每滿 1年」（12 

    分）、「薦任第九職等主管、副主管職務 

    年資每滿 1年」（10分）、「薦任第九職 

    等非主管職務年資每滿 1年」（7分）。 

    揆諸上開標準表規範意旨，係考量簡任 

    官等職務較少，為使訓練與陞遷得以有 

    效結合，爰「職務年資」之評分標準， 

    係以升任簡任官等職務陞遷序列之優先 

    順位，依序定為跨列簡任官等職務、薦 

    任第九職等主管、副主管職務，與薦任 

    第九職等非主管職務等 3項評分項目， 

    並未包括非主管職務代理主管職務之情 

    形。 

二、據此，倘有薦任第九職等非主管職務人 

    員「代理」薦任第九職等主管職務年資 

    者，基於上述遴選評分標準表之規範意   

    旨，薦任第九職等非主管職務人員代理 

    主管職務之年資，尚不得採計為主管年 

    資之計分。 

 

 轉知臺北市政府訂定各機關(構)學校 

    參訓學員獎勵作業要點如下: 

一、 為鼓勵於臺北市政府公務人員訓練處  

     (以下簡稱公訓處)參訓學員敦品勵 

     學，依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第7條、 

     公務人員品德修養及工作績效激勵辦 

     法第6條第1項第7款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之主辦機關為公訓處。 

三、 本要點所稱參訓學員係指參加公訓處舉   

     辦長期管理班期之研習人員。前項所稱 

     長期管理班期係指訓練期間達60小時 

     以上之班期。  

四、 本要點之獎勵分為下列二類： 

（一）績優獎：參訓學員於該班期結訓總成 

      績為前三名者。 

（二）優良表現獎：參訓學員擔任幹部、熱 

      心服務，並有具體事實及成效者。  

五、審查作業  

（一）績優獎：業務承辦人核算結訓成績後 

      陳報公訓處處長核定。  

（二）優良表現獎：業務承辦人列舉具體事 

      蹟後陳報公訓處處長核定。  

六、獎勵作業  

（一）績優獎：於市政會議等公開場合辦理 

      頒獎，每人各頒發獎狀一紙及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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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同）壹仟元等值禮券或禮品。  

（二）優良表現獎：於班期結訓時頒獎，每 

      班期獎勵名額以十名內為限，每人各 

      頒發伍佰元以下等值禮券或禮品。 

七、本作業要點相關費用由公訓處編列預算    

    支應。 

  

    轉知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以下 

    簡稱保訓會)函以，有關機關因組織調 

    整，部分業務移撥他機關，惟公務人員 

    並未隨同移撥時，應向何機關申請涉訟 

    輔助一案。依上開保訓會函釋略以，按 

    公務人員因公涉訟輔助辦法第 12條第 3 

    項規定：「前二項辦理涉訟輔助機關裁 

    撤或組織變更者，應由該涉訟業務承受 

    機關辦理涉訟輔助。」揆諸立法意旨， 

    係以公務人員為機關依法執行職務，自 

    應以該職務權限歸屬機關為涉訟輔助之 

    義務機關。是若僅部分業務移撥他機關 

    辦理，而原服務機關仍然存在時，茲因 

    涉訟業務既已由他機關承受，依上開規 

    定及說明，自應由該涉訟業務之承受機 

    關為輔助義務機關，並由該機關依法認 

    定是否予以涉訟輔助。 

 

轉知銓敘部函以有關各機關應業務需

要，於預算員額內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以

年度契約定期聘用之人員，於請娩假期間

所遺業務，如機關現職人員確實無法代

理，同意放寬得再進用聘用人員代理其職

務，摘要如下: 

一、鑑於我國少子化現象嚴重，為落實國際

公約兒童權利保障相關規定及配合鼓勵

生育政策，爰同意放寬前揭事項；又是類

聘用人員於請娩假以外之假別(例如公

差、公假、休假等)所遺業務，則不得再

進用聘用人員代理其職務。 

二、另各機關依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各  

   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等規定，於人 

   員留職停薪期間或經提列考試職缺尚未 

   派員或分發等情形期間，依聘用人員聘用 

   條例規定進用之聘用代理人員，以其本身 

   已係職務代理人員性質，為避免形成「代 

   理人」代理「代理人」之不合理情事，爰 

   是類職務代理性質之聘用人員於請娩假 

   期間所遺業務，亦不得再進用聘用人員代   

   理其職務。 

轉知銓敘部為瞭解公教人員保險被保險

人對於公保「生殖失能給付」規定修法方

向之看法，擬進行問卷調查，期間為即日

起至本(105)年 4月 15日止。填寫問卷方

式採網路問卷線上填答，請至銓敘部全球

資訊網首頁(網址:http://www.mocs.gov. 

tw)，點選右側「個人化專區」之「問卷

調查」，按下填答問卷後開始作答，請同

仁踴躍填答。 

 

轉知修正「臺北市政府選送優秀公務人員

出國進修實施要點」，修正要點摘要如下: 

 一、按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第10條及同法施 

     行細則第12條等規定，分別就市政專題 

     研究、進修碩士學位（或學程）及博士 

     學位人員，未能於期限內完成進修，而 

     有延長或變更進修期間必要者，爰分別 

     訂定不同規範。(修正規定第2點) 
二、為鼓勵各機關踴躍推薦公務人員出國進 

    修，爰取消每年各類別出國進修選送名 

    額之限制，並訂定每年選送名額以15名 

    為原則。(修正規定第3點) 

三、為擴大本府選送對象之範圍，適度放寬 

    選送人員應具備資格條件，爰修正各機 

    關選送人員官職等及年齡之資格條件限 

    制，及延長渠等取得語言能力證明之期 

    限規定，以增加本府基層公務人員出國 

    進修之機會。(修正規定第4點) 

四、為增加本府基層公務人員出國進修之機 

    會，爰刪除有關各一級機關（含所屬） 

    及臺北市議會得推薦人數之上限，及區 

    公所併入民政局統一推薦之規定。 

    (修正規定第6點) 



 

五、增列錄取人員原核定計畫如有變更， 

    應報經本府核准。(修正規定第7點) 

六、基於本府財政預算考量，爰明定核給 

    進修人員之公費補助僅以第2點第1項 

    所定進修期間為限。（修正規定第9點) 

七、為協助錄取人員依限取得語言能力證 

    明，爰增訂補助其得自行參加相關語言 

    課程所需費用之規定，惟應於各進修類 

    別之經費額度內給予費用補助。（修正 

    規定第11點) 

八、為瞭解出國進修人員進修及研究成果， 

    並強化其應用及回饋於業務推動之成 

    效，爰參考行政院「選送國外進修人員 

    培育計畫成效評估表」增訂服務機關學 

    校應填寫是類人員返國成效評估表之規 

    定，以及新訂附件 6「臺北市政府選送 

    出國進修人員返國成效評估表」。（修 

    正規定第 14點) 

九、審酌本府辦理選送優秀公務人員出國進 

    修迄今，實已具相當成效，爰刪除進修 

    人員服務機關首長、單位主管及直屬主 

    管得予敘獎規定，以符獎當其功之原 

    則。(現行規定第15點) 

 
轉知修正臺北市政府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計 

   畫第2點、第3點，並溯自105年1月1日生 

   效。本次修正重點如下：將「慶生」及    

  「國內」納入，刪除活動地點之規定，增 

   訂慶生活動金額不得逾預算金額二分之 

   一，為明確規範應辦保險及租借車輛事 

   宜，修訂相關規定。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 

   處104年9月22日總處給字第1040047345 

   號函規定略以，各機關學校辦理文康活 

   動，其經費依相關規定標準編列並經立法 

   機關審查通過，得於上開預算範圍內本權 

   責配合活動內容規劃以禮品、禮券或現金 

   等形式發給，如未實際辦理文康活動，而 

   逕行發放禮品、禮券或現金之情形發生， 

   應從嚴追究相關人員行政責任。 

 

 

轉知修正臺北市政府公教人員急難貸款實 

   施要點第10點、第11點，並自105年2月1 

   日生效。為配合中央公教人員急難貸款實 

   施要點修正，爰比照上開中央規定，就本 

   府急難貸款申請表及為確保本府急難貸 

   款基金循環運用安全，將各機關審核申貸 

   案件及辦理離職人員貸款清償作業應注 

   意事項，予以明確規範。本次修正重點如 

   下： 

一、第 10點：為確保本府公教人員急難救助 

    基金債權，避免增加追債成本，增列各 

    機關、學校查核責任。 

二、第 11點：現行第 10點規定遞移為第 

    11點。 

 

 104年5月20日修正公布之公務員懲戒法 

    如於日後施行，現行平時考核懲處及一 

    次記二大過免職之專案考績懲處權行使 

    時效疑義，依銓敘部105年2月19日部法 

    二字第1054069528號書函以，公務人員 

    因符合公務人員考績法第12條第1項第2 

    款所定一次記二大過免職之規定者，機 

    關之懲處權行使期間，應類推適用公務 

    員懲戒法10年追溯時效之相關規定；至 

    於機關依考績法第12條第1項第1款規定 

    對公務人員所為之懲處，其違失行為因 

    較一次記二大過為輕，基於「舉重以明 

    輕」原則，應類推適用公務員懲戒法相 

    關規定，亦自違失行為終了之日起逾10 

年者，即不予追究。（按：銓敘部93年9

月27日部法二字第0932370795號令及95

年11月22日部法二字第0952725152號書

函）復查101年10月18日由考試院函送立

法院審議之考績法修正草案因立法院屆

期不續審，目前並未完成修法程序；故

有關平時考核懲處及一次記二大過專案

考績懲處權之行使期間，仍請依該部前

開令及書函規定之10年追溯時效辦理。 

 

 



 

轉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以，為配合

國家發展委員會政府資訊開放平臺需

求，落實政府資訊與個人資料保護法及

遵循國發會就現行個人身分證字號隱碼

之規範，並為強化國民旅遊卡檢核系統

各相關人員登入安全性，修正國民旅遊

卡檢核系統部分功能，並訂於105年4月

14日（星期四）正式上線。其修正系統

部分功能如下： 

(一)國民旅遊卡檢核系統涉及國民身分證統 

    一編號之登載者，自本年3月2日起由隱 

    碼身分證編號中間5碼，改為隱碼身分證 

    編號後4碼。 

(二)自本(105)年4月14日起，國民旅遊卡檢 

    核系統所有使用者類別之密碼須依下列 

    條件設定： 

  1.長度須符合12-16碼。 

2.90天內未變更密碼須強制變更密碼。 

3.密碼不可與前4次相同。 

4.密碼規則須符合英文大寫、英文小寫、 

特殊符號、數字四項規則（至少須包含1 

碼）。 

另有關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資訊，國民 

旅遊卡使用者可透過國發會政府資訊開 

放平臺「國旅卡商家名冊」頁面下載 

(網址:http://data.gov.tw/node/12982） 

國民旅遊卡檢核系統使用上如有疑義，

請洽詢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

（電話：02-27151754） 

 

 

 

 

 

 

 

人事櫥窗   

原任職務 姓名 新任職務 生效日

期 

臺北市大同

區太平國民

小學會計室 

主任 

李敏華 臺北市北投區

石牌國民小學

會計室主任 

1050301 

臺北市立建

國高級中學

會計室主任 

陳玉燕 臺北自來水事

業處工程總隊

會計室主任 

1050301 

臺北市立明

倫高級中學

會計室主任 

洪慧華 臺北市立松山

高級中學 

會計室主任 

1050301 

臺北市立金

華國民中學

會計室主任 

潘麗娟 臺北市立和平

高級中學 

會計室主任 

1050302 

臺北市立士

林高級商業

職業學校會

計室佐理員 

范素美 臺北市青少年

發展處主計 

機構會計員 

1050315 

臺北市政府

工務局大地

工程處會計

室主任 

蔡瑩樺 臺北市政府工

務局新建工程

處會計室主任 

1050315 

臺北市政府

捷運工程局

北區工程處

會計室主任 

陳美虹 臺北市政府工

務局衛生下水

道工程處 

會計室主任 

1050317 

 

 

 

 

 

 



 

活動訊息 

 

 轉知宜蘭縣政府於本(105)年3月26日 

    至5月15日舉辦「2016 宜蘭綠色博覽  

    會」，相關活動訊息業上載至員工愛上 

    網文件傳閱系統，請同仁踴躍組團參觀。 

 
轉知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提供 

   之2016「節能綠活圖」工作坊課程，為推   

   動社會大眾節約用電，該會提供「節能綠 

   活圖」推廣課程及節能志工培訓課程資 

   源，相關活動訊息業上載至員工愛上網文   

   件傳閱系統，歡迎踴躍申請。 

 

轉知臺北市立國樂團自即日起至 105年 4   

   月 24日，假臺北市中山堂二樓展覽室及 

   迴廊，舉辦「臺灣國樂前輩足跡特展」，   

   展覽室開放時間為每日 9:30-17:00， 

   展覽內容以臺灣國樂前輩作曲家為主，包 

   含有馬水龍、許常惠、董榕森、鄭思森、 

   盧炎、王正平、莊本立、陳裕剛等 20位 

   前賢的生平列傳、樂曲故事、樂譜手稿、 

   視聽資料等，是臺灣首次以此為主題之特 

   展，並可藉此了解臺灣國樂發展一路走 

   來，如何在前賢篳路藍縷披荊斬棘的辛苦 

   耕耘下，打造出國樂現今繁榮發展樣貌， 

   本展覽免費開放參觀，歡迎同仁踴躍前往 

   參觀。 

 

轉知有關國家文官學院（以下簡稱文官學

院）自即日起推出「有學有抽」推廣活動，

為提升數位學習服務效能，文官學院「文

官ｅ學苑」學習時數上傳時間已縮短為次

1工作日完成。另 105年 1月 1日至同年

9月 30日期間，凡於「文官 e學苑」完

成 1門數位課程即獲 1次抽獎機會，每人

至多 10次，鼓勵同仁踴躍參加。(網

址:http://ecollege.nacs.gov.tw） 

 

轉知財團法人董氏基金會辦理之 2016 

  「戒菸就贏比賽」活動，為鼓勵民眾及早

戒菸，營造無菸健康環境，衛生福利部國

民健康署委託董氏基金會辦理前揭活

動，相關訊息可至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無菸健康網」

(http://subweb.health.gov.tw/Nosmoking

/index.asp）或「華文戒菸網」

（http://www.e-quit.org）查詢。 

 

   轉知國家文官學院數位學習平台「文官e   

   學苑」，自即日起上線啟用「薦任目標職 

   位檢測」、「興趣量表檢測」及「學習風 

   格檢測」等3項輔助學習檢測量表，並辦 

   理推廣活動一案，請同仁踴躍參加。 

人事小常識  

一、公保被保險人留職停薪期間，應注意那

些保險權益？ 

    依公教人員保險法規定，被保險人在申  

    請留職停薪（服兵役除外）時，應選擇 

    於留職停薪期間退保或自付全部保險費 

   （含自付及補助兩部分）繼續加保；一經 

    選定後，不得變更。有關續保者及退保 

    者保險權益，分述如下： 

(一)續保者 

  1.育嬰留職停薪被保險人，僅需繳納自付 

    部分保險費，並得選擇按月或遞延 3年 

    繳納。 

  2.非育嬰留職停薪被保險人，需按月繳納   

    全部保險費。 

  3.留職停薪期間繳納保險費年資，列計為 

    保險有效年資。 

  4.留職停薪期間如發生失能、死亡、眷屬 

    喪葬、生育及育嬰留職停薪等保險事 

    故，得請領保險給付。 

  5.留職停薪期間參加其他職域社會保險  

    者，應自重複加保之日起 60日內，申請   



 

    溯自參加其他職域社會保險之日起退 

    保，並得退還所繳保險費，退出後不得   

    再選擇加保。未申請退保或逾限申請 

    者，其重複加保期間發生保險事故，不 

    予給付；該段年資除得併計成就請領養 

    老給付之條件外，亦不予採認；所繳保 

    險費，不予退還。 

  6.被保險人於續保期間逾 60日未繳納保  

    險費或未繳納依法遞延繳納之自付部分 

    保險費者，應溯自未繳納保險費之日起 

    視為退保。其於欠繳保險費期間發生保 

    險事故所領取之保險給付，應依法追還。 

(二)退保者 

  1.留職停薪期間，不得列計保險年資。 

  2.留職停薪期間如發生保險事故，不得請   

    領保險給付。 

 

二、何謂超額年金？超額年金是否由公保部 

    負擔？若由服務機關（構）學校或私校 

    負擔，未來若服務機關（構）學校或私 

    校改制（隸）、裁併、解散或消滅，應 

    由誰負責支付？  

 

    依公務人員保險法第 20條規定，有關超 

    額年金之規定如下： 

 (一)依規定計得之每月可領養老年金給付 

     中，屬於超過基本年金率計得之金額即 

     為超額年金。 

 (二)符合公保法規定適用年金給付規定之 

     被保險人所領超額年金，由被保險人最 

     後服務機關（構）學校負擔，但私校被 

     保險人由政府（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及 

     學校（被保險人最後服務之學校）各負 

     擔 50%。公保部審定被保險人養老年金 

     給付案後，應通知負擔超額年金之機關 

     及學校按月支給被保險人。 

 (三)應負擔超額年金支給責任之機關或學 

     校有改制（隸）、裁併、解散、消滅或 

     民營化等情形，應依其情形，改由承受 

     其業務之機關（構）學校或上級機關或 

     法人主管機關或事業主管機關按月支 

     給。  

 三、被保險人申請其次女之育嬰留職停薪  

    期，可否請領未滿 3歲長女之育嬰津貼?  

 

    可。依公保法第 35條規定：「被保險人 

    加保年資滿一年以上，養育三足歲以下 

    子女，辦理育嬰留職停薪並選擇繼續加 

    保者，得請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前項 

    津貼，自留職停薪之日起，按月發給； 

    最長發給六個月。但留職停薪期間未滿 

    六個月者，以實際留職停薪月數發給； 

    未滿一個月之畸零日數，按實際留職停  

    薪日數計算。同時撫育子女 2人以上 

    者，以請領 1人之津貼為限…。」另依 

    銓敘部 98年 7月 31日部退一字第  

    09830759591號函釋略以，被保險人如 

    有雙胞胎或多胞胎子女，或育嬰留職停 

    薪期間生下另名子女等情形，得錯開時 

    間請領各子女之育嬰津貼。 

    例：某甲申請次女育嬰留職停薪並選擇 

    繼續加保，期間為 104年 12月 17日至 

    105年 12月 16日，其長女出生日期為 

    102年 5月 2日，則某甲得自 104年 12 

    月 17日起以長女先申請育嬰留職停薪 

    津貼，至 105年 5月 1日長女滿 3歲止， 

    並自 105年 5月 2日接續請領次女之育 

    嬰津貼，至 105年 11月 1日止。 

 

 

 

 

 

 

 

 

 



 

政風案例 
廉政宣導：內政部移民署○○專勤隊陳姓科

員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案 

101年 8月 15日越南籍逃逸外勞阮○○

欲返國，至○ ○專勤隊向科員陳○○辦理自

首，陳員向渠誆稱須支付新臺幣 3千元，同

年月 27日復電洽渠表示須再繳交返國機票

費用 9千元(實僅 8千元)及 1萬元罰鍰，渠

當日至該隊交付款項，陳員先後詐得 3千元

及 1千元，合計 4千元。 

101年 8月 14日及 20日越南籍逃逸外

勞武○○數次電詢陳員有關自行到案事宜，

陳員表示可幫忙免收容快速返國，並索求 2

萬 2千元，渠於同年月 28日交付款項，扣除

應付罰鍰及機票費用，陳員共詐得 4千元。 

全案經本署地區調查組於 101年 8月 28

日將涉案陳員及欲搭機返國之阮君、武君帶

回偵辦，嗣經轄管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以

觸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1 2 項第 2款

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將陳員提起公

訴，最高法院於 103年 5月 22日判決有罪確

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