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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令新知 

    轉知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106 年 

4 月 20 日公地保字第 1060004059 號函 

以，該會前以 98 年 10 月 19 日公保字第

0980010435A 號令釋：「按公務人員因公

涉訟輔助辦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

關公務人員因公涉訟輔助之範圍，包括

民事訴訟之再審程序……。」基於相同

法理，有關公務人員因公涉訟輔助之範

圍，亦應納入刑事訴訟之再審程序，包

括聲請再審裁定及不服再審裁定向上級

法院抗告之裁定在內。 

 

     轉知銓敘部106年5月17日部退四字第 

      10642273771號函以聘用人員在約聘 

 期間意外死亡者，得酌給撫慰金。 

 

 

 

 

 

 

轉知銓敘部106年4月21日部退三字第

10642160181號書函以，依修正後公務人

員退休法施行細則規定，公務人員月退

休金及遺族月撫慰金將自107年1月1日

起，改為每個月發給１次；其發放日期

除第１次月退休金或月撫慰金依審定之

領受起始日發給外，其後應定期於每月1

日發給。 

 

    轉知銓敘部106年4月26日部銓一字第

10642198561號函以，為因應各項公務人

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自106年度起已全

面改採未占缺訓練方式實施，有關公務

人員各等級考試錄取，經訓練期滿成績

及格者之擬任職務生效日期規定，修正

為「公務人員各等級考試錄取，經訓練

期滿成績及格，並經機關以擬任職務派

代任用者，如於考試及格之次日實際到

職者，其擬任職務生效日期為考試及格

之次日；未於考試及格之次日實際到職

者，其擬任職務生效日期為實際到職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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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知行政院106年4月24日院授人給字第 

    10600443112號函以，為推動公教員工地 

    域加給合理化調整制度，經該院106年4 

    月24日以院授人給字第10600443111號 

    函訂定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給合 

    理化調整方案，賦予各地方政府於試辦 

    期間，不受該表部分規範限制，因地制 

    宜按現況彈性合理調整地域加給，爰配 

    合於該表增訂相關支給依據。 

 

    修正「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員工出

差加班注意事項」第4點規定，為符合「國

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及「行政院及所

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考核要點」規

定，爰修正首揭注意事項第4點，有關外

勤逾時誤餐及交通費用，回歸國內出差

旅費報支要點及本府主計處相關規定辦

理。另考量106年度各機關已編列相關預

算並經市議會審議通過，並自107年1月1

日起生效。 

  
    轉知銓敘部106年3月27日部法二字第   

    1064209183號令以，為符合司法院釋字 

    第583號解釋之意旨，並配合公務員懲戒 

    法於105年5月2日修正施行，有關各機     

    關、學校依公務人員考績法第12條第1項   

    規定對公務人員所為一次記二大過處分 

    及平時考核之懲處權行使期間，規範如 

    下： 

  一、一次記二大過：無懲處權行使期間限 

      制。 

  二、記一大過：自違失行為終了之日起， 

      已逾5年者，不予追究。 

  三、記過或申誡：自違失行為終了之日起， 

      已逾3年者，不予追究。 

  四、前開所稱違失行為終了之日，指公務 

      人員應受懲處行為終結之日。但應受 

      懲處行為係不作為者，指公務人員所 

      屬服務機關知悉之日。 

 

 

 

 

    轉知本府為期瞭解各機關學校新進人員 

    之適應情形，業設計「臺北市政府新進 

    人員關懷問卷」，請新進人員於線上填 

    寫，前揭問卷已置於本府員工愛上網/人 

    主政風/新版人事服務網/問卷與票選項 

    下，請新進人員自到職之日起「滿1個月 

    後」再行上網填寫，並應於到職後滿3個 

    月內填畢。 

 

轉知臺北市政府人事處106年5月18日北

市人考字第10630511400號函以，為強化

本府同仁性騷擾防治正確觀念，請同仁

踴躍參加性騷擾防治相關課程。 

 

轉知銓敘部106年5月22日部退三字第

1064225274號函以，公職人員年資併社

團專職人員年資計發退離給與處理條例 

，業經總統於民國106年5月10日公布施

行；檢附公布條文1份。上開條文已刊載

於總統府公報第7304期(參見總統府網

站：http://www.president.gov.tw公報

系統)。 

 

    轉知銓敘部106年5月1日部法二字第 

    10642182611號函以，關於公務人員經服 

    務機關依公務員懲戒法（以下簡稱公懲    

    法）移付懲戒，如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以下簡稱公懲會）傳喚出庭，得經機關  

    長官核准給予公假。 

 

     轉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6年4月26 

     日總處培字第1060046181號函以，有關 

     約聘人員於105年度已請安胎之延長病  

     假27日，106年度可請安胎之延長病假 

     日數為何一節，為提供懷孕婦女友善職 

     場環境及保護母體，使懷孕婦女在孕期 

     期間能安心養胎，以達配合政府鼓勵生 

     育政策之目的，併同考量聘（僱）人員 

     多為1年1聘（僱）之性質，聘（僱）人 

     員因安胎事由請延長病假如適逢新聘 

    （僱）年度，得由各機關視聘（僱）人 

     員之工作績效作為續聘（僱）之準據， 

     並於新聘（僱）年度重新起算6個月內 

     不得超過30日之延長病假。 

 



 

 

 

人事櫥窗                

 原任職務原任職務原任職務原任職務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新任職務新任職務新任職務新任職務    
生效日生效日生效日生效日    

臺北市稅捐

稽徵處會計

室股長 

汪芊伶 臺北市立新

興國民中學

會計室主任 
1060511 

臺北市立新

興國民中學

會計室主任 

秦淑珍 臺北市立興

雅國民中學

會計室主任 1060505 

臺北市信義

區永春國民

小學會計室

主任 

劉國貞 臺北市信義

區吳興國民

小學會計室

主任 
1060501 

臺北市中山

區長春國民

小學會計室

主任 

張慧淑 臺北市信義

區永春國民

小學會計室

主任 

1060501 

 

活動訊息 
 

    轉知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106年6月10

日（六）下午2時至4時11樓研習教室辦

理「吳大猷科學沙龍」講座~野菜食

時樂，從環境及營養科學來談野菜

上餐桌的重要性表，相關訊息請同仁

至臺北市政府網站參閱。 

 
    轉知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 106 年 6 月  

    17 日（六）下午 2時 30 分 10 樓會議廳 

    辦理每月一書《蔬果歲時記》講座，邀     

    請本書作者─焦桐先生蒞臨導讀分享， 

    相關訊息請同仁至臺北市政府網站參閱 

    。 

 
轉知臺北市稅捐稽徵處於106年 7月 8

日舉辦「Fun 租稅 Fun 氣球」免費暑期

課程，報名期限至 6 月 9 日下午 5 時

止。歡迎 106 年 6 月仍就讀於臺北市國

民小學 3 至 6 年級學生參加。 

活動網址： 

https://www.services.tpctax.gov.t

aipei/106act/funtaxballoon/ 

 

   轉知為培養學童多元休閒活動，享受怡  

   情、益智、會友的集郵樂趣，中華郵政公  

   司 7 月 8、9 日（星期六、日）及 7 月 13、 

   14 日（星期四、五）舉辦 106 年期 

   親子集郵研習營活動，。本項研習營課程 

   兼顧集郵常識及實作，內容生動活潑，除 

   了可引領學童探索多采多姿的郵票世界 

   外，並可增加親子互動研習樂趣。相關訊 

   息請同仁至中華郵政公司網站參閱。 

           

    轉知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於 106 年 7    

    月至 9 月間推出「2 天 1 夜郵輪式列車 

106 年夏季旅遊嚴選」特色觀光行程相

關訊息請同仁至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網站參閱。 

 

 

轉知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辦理「106年臺北

市無菸健康達人」有獎問答好康活動，

相關訊息請同仁至臺北市政府網站參

閱。 

活動網址： 

https://goo.gl/GpcKHC 

    

轉知臺北市工務局大地工程處為應 106

年適逢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舉辦年，特

別舉辦 4 場「樂活臺北‧趣遊步道」生



 

態導覽活動，全部提供國語與英語解說

服務，歡迎愛好大自然的外籍朋友與世

界各國代表團隊、職員，一同體驗臺北

步道生態之美。相關訊息請同仁至臺北

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網站參閱。 

    

 

政風案例 
 

交通部所屬助理工務員張○○於 104 年 4 

月間，基於洩漏採購案應秘密事項及國防以

外秘密之犯意，將「104 年道技工工作服採

購案」應秘密之內容告知陳姓廠商，因而涉

犯刑法洩漏國防以外機密罪嫌；陳姓廠商於 

103 年 3 月間持裝有現金 1 萬 2000 元之

信封袋行賄交通部所屬人員之行為，涉違貪

污治罪條例行賄罪嫌；陳姓廠商另與周姓、

丁姓員工、李姓廠商等人共同以詐術使開標

發生不正確結果之行為，涉犯政府採購法詐

術圍標罪嫌。 

全案經本署調查屬實後，移送臺灣○○地方

法院檢察署(下稱地檢署)偵辦，經檢察官提

起公訴，嗣經○○地方法院判決張員有期徒

刑參月，緩刑貳年，並應向公庫支付新臺幣 4 

萬元；判決陳員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緩刑貳年，並應向公庫支付 20 萬元；判決

李員有期徒刑肆月，緩刑貳年，並應向公庫

支付 6 萬元；判決周員應執行有期徒刑捌

月，緩刑貳年，並應向公庫支付 10 萬元；

判決丁員應執行有期徒刑捌月，緩刑貳年，

並應向公庫支付 10 萬元。 

     

 

「HELLO TAIPEI」臺北市單一陳情系統 APP 

反映市政問題，請以手機下載 

「HELLO TAIPEI」APP，提供您的寶貴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