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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新知  

    轉知內政部函以，自本(105)年7月1日

起，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申請進入大

陸地區全面改為線上辦理，為避免影響

機關（構）所屬人員赴陸行程，請相關

機關（構）承辦人及早申請帳號權限，

並熟悉線上申請操作流程。另依「臺灣

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9條及

第91條規定，政務人員、直轄市長、涉

及國家機密人員（含上開3類退離職尚在

赴陸管制期間者）及縣（市）長如未經

許可即進入大陸地區，可處新臺幣20萬

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鍰，如屬簡任11

職等以上未涉密公務員，可處新臺幣2

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具上開身分

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赴大陸地區前，

務必在法定期限前依規定向內政部申請

許可，併予提醒。 

 

轉知內政部函送修正「臺灣地區公務員

及特定身分人員赴大陸地區線上申請須

知」第1點、第6點規定1份，自即日生效。

依「試辦金門馬祖澎湖與大陸地區通航

實施辦法」（以下簡稱試辦通航辦法）

第11條規定，金門、連江、澎湖縣縣長

及服務於上開縣所屬各機關之政務人員

申請赴大陸地區從事交流活動，得向內

政部移民署申請許可，由金門、馬祖或

澎湖入出大陸地區。為符合試辦通航辦

法便利往來之精神，考量上開地區與大

陸地區之地緣關係，上開人員申請赴大

陸地區之法定期間爰予縮短為進入大陸

地區當日之5個工作日前。公務員赴陸許

可線上申請系統（網址:https://psa. 

immigration.gov.tw/niaweb/) 

 

    轉知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下稱 

    保訓會）函以，有關公務人員考試錄取 

  人員訓練期間之倫理規範，比照公務員  

  服務法（下稱服務法）及相關法令規定 

  辦理。按銓敘部82年7月9日函釋略以， 

  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於訓練期間，宜 

  視為服務法所稱之公務員。惟以考試錄 

取人員訓練期間係屬轉銜成為正式公務

人員之階段，渠等於訓練期間仍可能於

未來擬任職務之職場接觸政府機關相關

業務，服務法揭櫫之各種義務（例如：

忠實、服從、保密、保持品位、堅守崗

位、經商之禁止、兼職之限制、保管文

書財務之責任等），仍宜有遵守之必要。

是以，保訓會基於考試錄取人員訓練主

管機關立場，為使渠等錄取人員有遵循

準據，爰考試錄取人員訓練期間之倫理

規範，仍須比照服務法及相關法令規定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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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知銓敘部函以，公務人員退休法(下稱

退休法)第21條、第23條及第24條之1條

文，業經總統於民國105年5月11日修正

公布，修正重點如下： 

一、清查不得受理之資遣及退休申請案 

  部分：依本次新修正退休法第21條 

  第1項增訂第5款及第6款規定，公務 

  人員如有「涉犯貪污治罪條例或刑 

  法瀆職罪章之罪，經第一審法院判 

  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或「依公務 

  員懲戒法規定移送懲戒或送請監察   

  院審查中」之情形者，均不得受理 

  其資遣或退休之申請案；所稱退休 

  包括自願、屆齡及命令退休均屬之      

      爰請各機關清查所屬人員已經審 

    定但資遣或退休生效日期在105年5 

    月13日（含）以後之資遣與自願、 

屆齡及命令退休案；如當事人有上

開退休法第21條第1項新增第5款及

第6款事由者，應即函由銓敘部或審

定機關註銷原處分；至於已報送而

尚未審定之資遣或退休申請案，則

應即函由該部或審定機關撤回。 

    二、清查應停止領受月退休金及優惠存  

        款利息部分： 

        退休人員涉案者：依本次新修正退 

        休法第23條第1項第1款及第3款規  

        定，退休公務人員如因「犯貪污治 

        罪條例或刑法瀆職罪章之罪，經判 

        刑確定而入監服刑」或「因案（不 

        限涉案罪刑類別及刑度）被通緝」 

        者，其服刑期間或被通緝期間，應 

        停止領受月退休金之權利，並應依 

        退休法第32條第6項規定，同時停止 

        辦理優惠存款。爰請各機關清查所 

        屬退休人員是否有上開情形；如有  

        應即通知84年7月1日退撫新制實施  

        前、後（以下分別簡稱舊制、新制） 

        年資之退休金支給機關或發放機關  

        以及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簡稱臺灣銀行），自105年5月13日 

     （含）起，停發其月退休金並停辦優 

      惠存款，至停止原因消滅後恢復之。 

  三、此外，本次退休法修正，增訂第24條

之1，關於在職期間涉犯貪瀆罪而先行

退離之公務人員，其於嗣後經判刑確定

時，應依經判刑確定之刑度自始剝奪、

減少並追繳其已領退離給與之規定，以

及依法退離後始受降級或減俸等懲戒

處分之判決者，其退休或資遣給與仍應

自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判決書送達受懲

戒人主管機關之翌日起，改按降級或減

俸後之俸(薪)級或俸(薪)額計算等規

定；其適用對象，依同條第8項規定，

係以本次修正條文施行時尚未判決確

定者為範圍，爰105年5月12日以前已經

判決確定者，即不適用本次修正條文之

規範。至於各機關如知悉所屬退休人員

係於105年5月13日以後經判決確定者

者，應即通知銓敘部或審定機關，俾按

其因犯貪瀆罪經判刑確定之刑度輕

重，為自始剝奪或減少（50％、30％及

20％）退離給與之處分，抑或為改按其

經降級、減俸後之標準，計算退休或資

遣給與之處分，同時通知舊制、新制年

資之退休金支給機關或發放機關及臺

灣銀行據以辦理後續相關執行事項；相

關詳細執行方式將於退休法施行細則

明定，併為敘明。 

 

     轉知銓敘部書函以，公務人員退休法施

行細則（下稱退休法施行細則）部分條

文修正案，業經考試院於105年5月4日

修正發布並自發布日施行，修正重點如

下： 

 一、配合公務人員退休法(下稱退休法)第6

條及第11條將殘廢用語修正為失能。 

     （修正條文第7條及第18條） 

 二、增訂公務人員繳付退撫基金費用5年以 

     上，於任職期間涉違法失職行為而先自 

。 



 

     請離職並申請發還退撫基金費用本息 

     時，得否一併發還政府撥繳部分之規    

     範。（修正條文第19條） 

 三、增訂再任或轉任人員重行退休年資滿15

年以上者，其擇領或兼領月退休金，仍

須照其重行退休原因，分別適用退休法 

    第10條至第12條所定月退休金起支條件

（修正條文第21條） 

四、增訂曾支領政府編列預算支付退休（職、

伍）金、資遣給與、離（免）職退費或

年資結算給與者，其已領上述給與之年

資，應與重行退休審定年資合併計算，

再依本法第30條第2項及第3項規定，核

給該2項補償金。（修正條文第22條） 

五、資遣人員不願配合填寫資遣事實表並檢

證申請審定年資及給與者，參照退休法

細則第24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增列得

由服務機關代為辦理之相關規定，以利

執行。（修正條文第27條） 

六、配合現行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所定核

發身心障礙證明機制之修正，刪除「殘

障」文字，並明定亡故退休人員之配偶

及已成年子女申請月撫慰金時，應檢具

前一年度年終所得申報資料，證明其平

均每月所得未超過法定基本工資之認定

基準。（修正條文第36條） 

 

    轉知本府人事處函以，已辦理公教住宅

貸款者，於貸款期間內依「中央公教人

員購置住宅輔助要點」與貸款契約約定

不得違約移轉擔保品（出售、出典、贈

與、交換予他人），邇來發現有部分公

教住宅貸款人，於貸款期間將抵押房屋

出售或移轉情事，依上開要點第17點規

定略以，借款人除依貸款契約規定更換

擔保品外，貸款期間如將其住宅出售、

出典、贈與、交換予他人者，應主動告

知指定金融機構及人事處，人事處將自

原因發生日起不再貼補差額利息。借款

人違反上開規定時，應依該要點及貸款

契約之約定返還人事處已貼補之差額利

息並支付違約金。 

 

    轉知銓敘部函以，公務人員撫卹法施行

細則第25條、第32條、第34條修正條文，

業經考試院於民國105年5月4日發布，修

正條文已刊載於銓敘部全球資訊網

（http://www.mocs.gov.tw/銓敘法規/

法規動態項下），請自行下載參考。 

  本次修正重點摘要如下： 

  本次修正條文第25條規定，銓敘部受理

因公撫卹申請案審定流程，改採2階段方

式辦理；其第1階段係先按病故或意外給

卹標準，由服務機關學校核給撫卹金；

第2階段則會俟銓敘部依規定完成相關

審查作業後，再據以辦理最終審定事

宜。為避免遺族將第1階段核發撫卹金作

業，誤認為最終審定結果而引起爭議，

請各機關學校於辦理是類案件時，適時

向遺族妥為說明；另請告知遺族如擬提

起救濟，亦請俟銓敘部做出第2階段處分

時，再行為之，以利是項新措施之實施。 

人事櫥窗   

原任職務 姓名 新任職務 生效日 

臺北市大安

地政事務所

主計機構 

會計員 

 臺北市大安

區公所 

會計室主任 

1050510 

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

會計室科員 

高佳銘 臺北市北投

區逸仙國民

小學 

會計室主任 

1050515 

臺北市職能

發展學院 

會計室主任 

林佳欣 臺北市 

松山區公所 

會計室主任 

1050516 

臺北市 

內湖區西湖

國民小學 

會計室主任 

蔣志慧 臺北市立 

內湖國民 

中學 

會計室主任 

1050602 



 

臺北市 

內湖區麗湖

國民小學 

會計室主任 

洪三富 臺北市內湖

區西湖國民

小學 

會計室主任 

1050602 

臺北市政府

教育局 

會計室股長 

洪清好 臺北市立松

山高級商業

家事職業學

校會計室主

任 

1050602 

活動訊息  
鑑於近期臺灣地震頻仍，為加強宣導防

災公園相關資訊，本府工務局公園路燈

工程管理處(下稱公園處)針對本市12區

公園提供防災資訊，相關訊息請同仁上

公園處網站查閱；如同仁居住於外縣

市，亦請同仁主動了解居住地點之防災

公園及避難相關資訊，強化防災意識。 

 

    轉知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委託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舉辦「105年度客語能力數位化初

級認證」活動，訂於105年9月3日(星期

六)與同年9月11日(星期日)分別辦理二

梯次；報名期間自105年5月9日(星期一)

起至7月8日(星期一)截止，上開活動針

對國小以上學生(非在職專班生)、公教

人員通過認證者訂有獎勵措施；更多獎

勵措施請至報名網站查詢，認證報名免

付費服務專線為0800-699-566，歡迎多

加利用。 

 

    轉知本府政風處函以，「聯合國反貪腐

公約簡介」等4門數位課程，已於人事總

處地方行政研習中心「e學中心」等數位

課程學習平臺上線，歡迎同仁上網學習。 

 

    轉知本府函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全

國公教員工105年5月至6月網路購書優

惠方案『創造快樂幸福的密碼』，專屬

優惠活動，電子檔案請上網查閱。網址

(http//www.taaze.tw/gov_index.html） 

 

    轉知臺北市立交響樂團函以，6月份精選

音樂會《列島．無國界》，北北基市府

員工憑識別證及專屬訂票單逕向該團購

票可享2張以上7折限時優惠，並可登錄

公務人員終身學習認證課程時數3小時

請同仁多加利用。 

 

    轉知本府客家事務委員會函以，為鼓勵

青年以客家故事、議題及文化特性進行

書寫，該會舉辦「2016後生文學獎」，

徵選短篇小說、散文、客語詩及小品文，

請符合資格者踴躍投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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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小常識  
一、公教人員保險法（下稱公保法）死亡

給付之受益人順序為何？另公保被保

險人死亡時，其死亡給付，可否以法

定受益人以外之第三人為受益人？  

  

(一)依公保法第 28條第 1項規定:「前條

一次死亡給付，應由亡故被保險人之

配偶領受二分之一；其餘依序由下列

受益人平均領受之：一、子女。二、

父母。三、祖父母。四、兄弟姐妹。」 

(二)依公保法第 28條第 7項規定：「被保

險人生前預立遺囑，於第 1項受益人

中指定領受人者，從其遺囑。無第 1

項受益人時，得由被保險人指定受益

人。」另依公保法施行細則第 18條規

定，公保法第 28條第 7項後段所定得

由被保險人指定之受益人範圍如下：

一、被保險人之親友。二、國內公益

法人。  

http://pkl.gov.taipei/ct.asp?xItem=113173&CtNode=88810&mp=106011
http://abst.sce.ntnu.edu.tw/105hakka_exam)


 

二、公保被保險人離職退保時，不符繳付

保險費滿 15年並年滿 55歲之請領條

件，是否需辦理手續或具結保留其保

險年資？  

 

    否。公保被保險人 94 年 1 月 21 日

後離職退保，不符請領養老給付條件

時，其未領養老給付之保險年資將予

以保留，無須辦理任何手續或具結。 

(一)將來如重行參加公保，原有保險年資

得合併計算。 

(二)94 年 1 月 21 日以後退保未再參加

公保，依公保法第 26 條第 1 項規

定：「被保險人於本法中華民國九十

四年一月二十一日修正生效後退保而

未請領本保險養老給付者，除第四十

九條另有規定外，其保險年資予以保

留，俟其符合下列條件之一時，得由

原服務機關（構）學校，以其退保當

時之保險年資，依退保當時之規定，

請領本保險養老給付： 

  1.於參加勞工保險或軍人保險期間依法

退休(職、伍)。 

  2.領受國民年金保險老年給付。 

  3.年滿六十五歲。」 

    被保險人退出公保後，若改參加勞工

保險或軍人保險，日後依法辦理勞工

退休(職)或軍人退伍、參加國民年金

保險領受國民年金保險老年給付，或

是年滿 65歲時，得於 10年請領時效

內，填具請領書並檢附相關證明，送

原要保機關轉送公保部辦理，請領公

保保留年資養老給付事宜。  

 

 

 

 

 

三、夫妻兩人同為公保養老年金領受者，

先生不幸先死亡時，太太可否同時請

領本人之公保養老年金及先生之遺屬

年金給付？  

 

    不可以。查公保法第 22 條規定略

以，養老年金給付應自符合請領條件

之日起，按月發給，至被保險人死亡

當月止。若被保險人於領受養老年金

給付期間死亡時，其遺屬得就以下方

式之一請領；一經領受，不得變更： 

    (一)請領一次養老給付者，應扣除已 

        領受養老年金給付總額後，給與 

        其餘額。 

    (二)請領遺屬年金給付者，按原領養 

        老年金給付金額之半數，改領遺 

        屬年金給付。 

復查公保法第 30 條第 2 項規定：「被

保險人或其受益人同時符合請領養老

年金及遺屬年金給付條件時，應就養

老年金或遺屬年金給付擇一請領。」

據此，當先生死亡時，其配偶應就本

人養老年金及配偶之遺屬年金擇一請

領，不得兼領。 

 

 

 

 

 

 

 

 

 

 

 

 



 

政風案例  
廉政宣導：法務部廉政署偵辦○○縣政府交    

通警察隊分隊長孫○○等人貪污治罪條例案

業經○○地檢署檢察官偵查終結提起公訴。 

 

孫○○係○○縣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隊勤務 

組分隊長，張許○○為該交通隊勤務組警員

專責執行違規停車稽查取締、拖吊違規車輛

等勤務，彼等均係依據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

團體所屬機關，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 

 

緣孫○○之友人劉○○於 103年 6月間，在

屏東市中山路黃昏市場，將自小客車違規停

放於機車停車格內，隨即為執行交通稽查與

拖吊勤務之張許○○所發現，遂予以照相存

證後，並將該違規車輛拖吊上架。惟於張許

○○執行拖吊返回交通隊途中，違規車主致

電孫○○告知其車輛遭拖吊，並請託稱「看

怎樣拜託一下」等語，孫○○應允後乃聯繫

張許○○，並指示將該違規車輛拖至交通隊

後方員工停車場內，事後孫○○竟任由車主

前往該停車場並恣意將違規車輛駛離，規避

拖吊進移置保管場必需登記錄案之程序，以

此方式使違規車主獲取免繳移置費新臺幣 1

仟元之不法利益。 

 

全案經法務部廉政署○部地區調查組依法調

查後，移送臺灣○○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

並經檢察官偵查終結，認被告孫○○、張許

○○共同涉犯貪污治罪條例對主管事務違法

圖利罪，將二人提起公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