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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令新知 

    轉知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106  

    年 7月 21日公保字第 1061060277號 

    函，檢送「106年 1 月至 6月審理保障 

    事件常見撤銷原因分析參考資料」。參 

    考網站：  

http://www.csptc.gov.tw/pages/det

ail.aspx?Node=38&Page=11921&Index

=3 

 

轉知臺北市政府人事處106年7月28日北

市人給字第10630831500號函，有關公教

人員子女就讀公私立高中職進修部，得

否請領子女教育補助費案。查原行政院

人事行政局（現為行政院人事行政總

處，以下簡稱人事總處）100年5月13日

局給字第1000034679號函釋略以，空中

大學、附設空中（專科）進修學院及技

職校院附設進修學院依據空中大學設置

條例及補習及進修教育法，其「修業年

限並無上限」，與子女教育補助係為協

助公教人員子女就讀「特定修業年限」

學校而給予補助之補助條件不合，爰公

教人員子女就讀此類學校，不合發給子

女教育補助。又查人事總處103年2月26

日總處給字第1030023976號函略以，公

務人員子女就讀公立（私立）高中（職）

夜間部，如屬「修業年限並無上限」之

進修學校者，依規定不得請領子女教育

補助。 

 

轉知勞動部106年7月11日勞動條4字第

1060131416號函，有關本府員工適用勞

工請假規則並於戶政資訊系統中為同性

伴侶註記者，其婚假及陪產假核給事

宜。為促進多元性別平等並營造政府機

關友善同志職場環境，本府員工適用勞

工請假規則並於戶政資訊系統中為同性

伴侶註記者，允其優於勞動法令及性別

工作平等法，比照上開請假規則及性別

工作平等法有關婚假及陪產假規定，由

服務機關依其同性伴侶註記事實核給婚

假及於渠等同性伴侶分娩時核給陪產

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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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知銓敘部 106年 7月 31日部退四字第 

    10642491791號令修正「公務人員退撫  

    給與定期發放作業要點」，並自 107年 1 

    月 1日生效。                             

 

  轉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06 年 7 月 26   

  日總處給字第 1060052374 號函修正  

 「全國公教員工優惠商店推動方案」， 

  並自 1 0 6 年 7 月 2 6 日起生效。 

 

  轉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06年 7月 10  

  日總處綜字第 1060050041 號函以，各機關 

  如延長工友工作時間（含休息日出勤），應 

  依勞動基準法規定發給延長工資，如工友 

  於延長工時後，自行決定選擇補休，放棄 

  領取延長工資，其相關補休標準、補休期 

  限及屆期未休完之時數如何處置等事項， 

  仍請依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要點(按：第 3 

  點規定，各機關員工經依規定指派加班， 

  得鼓勵員工選擇在加班後 6 個月內補休 

  假，並以小時為單位)及原行政院人事行政 

  局 97 年 5 月 29 日局企字第 0970012822 

  號書函(按：基於衡平考量，工友假日加班 

  改以補休方式辦理，其補休時數仍請依實 

  際加班時數計算，不宜採加給折算方式辦 

  理)辦理。 

 

  轉知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

106年8月10日台管業一字第1061330938號

函以，為因應月退休金及月撫慰金自民國

107年1月1日起改按月發放，依銓敘部106

年1月10日及同年3月31日召開研商因應軍

公教退休（伍）金（含撫慰金）改按月發

放相關資訊及其他事宜會議決議，本會得

使用全國公教人員退休撫卹整合平臺及銓

敘部全國公務人力雲端服務平臺之查註資

料，以簡化領受資格查證作業。另配合實

務作業新增申請發還原繳付基金費用補正

作業程序及期限；參考公教人員保險法、

國民年金法及勞工保險條例，修正溢領退

撫給與繳回期限等規定，本要點修正規

定、總說明及對照表均登載於本基金網站

「 最 新 消 息 」 （ 網 址 

http://www.fund.gov.tw） 

 

  轉知考選部106年8月10日選秘一字第 

  1061100461號函，「106年特種考試地方政 

  府公務人員考試」於106年9月12日起至106 

  年9月21日下午5時止受理網路報名，請有 

  意報考之同仁至考選部全球資訊網站查詢 

  相關資訊。 

 

  轉知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106年8月9 

  日經總統發布命令，除第7條第4項及第69 

  條自公布日施行（施行日期為106年8月11 

  日）外，其餘條文自107年7月1日施行， 

  上述先行施行之條文，其中第 7條第4 

  項規定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得全額負擔自 

  行繳付退撫基金費用，以併計退休、資遣 

  或撫卹年資；第69條規定退撫給與領受 

  人，得於金融機構開立專戶，專供存入各 

  項退撫給與之用；該專戶內之存款，不得 

  作為抵銷、扣押、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 

  的。相關執行細節及「公務人員退休資遣 

  撫卹法」已刊載於總統府公報第7318期 

總統府網站：   

  http://www.president.gov.tw公報系統 

 

轉知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106年8月9日

經總統發布命令，大部分條文(配合年金改

革調降所得之條文除外)均自106年8月11

日施行，相關執行細節，已刊載於總統府

公 報 第 7318 期 。 總 統 府 網 站 ：  

http://www.president.gov.tw公報系統 

 

轉知臺北市政府106年8月17日府授勞動字

第10607905901號函，重申「原住民族歲時 

祭儀」為勞動基準法第37條規定指定原住

民族勞工放假日，應使渠等勞工放假一

日。按勞動基準法第37條規定：「內政部

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其

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之日，均應休

假。」；次按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第4條

規定：「下列民俗節日，除春節放假三日 



 

外，其餘均放假一日：…六、原住民族歲

時祭儀：各該原住民族放假日期，由行政

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參酌各該原住民族習俗

公告，並刊登政府公報。」，是以，原住

民族歲時祭儀為各該原住民族勞工放假

日，應使其放假一日。 

 

 

        

人事櫥窗    

原任職務 姓名 新任職務 生效日 

經濟部智

慧財產局

主計室科

員 

張秀靜 

臺北市家庭

暴力暨性侵

害防治中心

主計機構會

計員 

1060717 

臺北市公

共運輸處

會計室科

員 

鍾韻梅 

臺北市中山

區吉林國民

小學會計室

主任 

1060721 

臺北市立

松山高級

商業家事

職業學校

會計室組

員 

員晉梅 

臺北市南港

區東新國民

小學會計室

主任 

1060721 

臺北市政

府警察局

南港分局

會計室主

任 

林小黛 退休 1060703 

臺北市立

介壽國民

中學會計

室主任 

張修真 退休 1060703 

臺北市大

同區蓬萊

國民小學

會計室主

任 

林葭如 退休 1060703 

臺北市政

府捷運局

會計室課

員 

陳鋕堂 退休 1060703 

臺北市立

大直高級

中學會計

室組員 

劉碧連 資遣 1060704 

  

活動訊息 
    臺北市立圖書館於 106 年 9月 23日   

    10樓會議廳，邀請天下雜誌出版部行銷 

    總監─王櫻憓女士導讀分享《恆毅力》，  

    本書為繼 TED演說後，達克沃斯博士更 

    完整的分享了為何「恆毅力」是被低估  

    的成就必要條件，以及如何培養、加強 

    恆毅力的具體方法。書中除了彙整各項 

    心理學長期實證研究、呈現嚴謹心理與 

    性格的理論與發現，作者更分享其訪談 

    全球不同領域恆毅力典範的故事。活動 

    詳情請至臺北市立圖書館網站：     

    http://www.tpml.edu.tw/。 

 

    臺北市立圖書館辦理樂齡秋季講座巡 

   迴開講，本次講座選定退休生涯規劃、   

    婚姻教育、長期照顧及失智症預防 4個 

    主題開設專題講座，於該館樂齡中心巡 

    迴演講，藉此協助樂齡學員認識應習得 

    的知識、釐清概念，學以致用，讓長輩 

    們能享有更愉快充實的樂齡生活，達到 

    活躍老化的目的。活動皆為免費，歡迎 

    踴躍參加。樂齡學習中心網站：      

    http://epage.tpml.edu.tw/bin/home.php 

 

 

http://epage.tpml.edu.tw/bin/home.php


 

 

   臺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於 106年 9月 2 

   日（星期六）中山捷運站 4號出口廣場舉 

   行「天文市集趴趴 GO」，活動內容有透過 

   望遠鏡觀測月亮或土星、現場星座教學和 

   播放天文館自製的星座動畫、還可以自備 

   手機，透過望遠鏡，拍攝您個人的月亮創 

   作照片， 以及天文小遊戲(過關贈送小獎 

   品)等單元。歡迎大手牽小手一同來參 

   與，本活動免事先報名，現場免費參加， 

   若遇下雨天則取消，並將取消訊息公告於 

   天文館網頁。 

 

臺北市萬華區公所於106年9月2日（星期

六）下午6時至8時假本市青年公園露天

音樂臺舉行「客家就在巷子裡」客家藝

文活動社區巡迴展演。 

    

    臺北市自殺防治中心於106年9月9日下

午4時至8時假臺北市信義區香堤廣場舉

辦「M&M音樂會暨紓壓樂活市集」活動，

現場活動有多項好禮等你來拿喔！相關

訊息請查詢臺北市自殺防治中心網頁：

（http://tspc.health.gov.tw）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松山地政事務所於 

106年9月8日(星期五)下午2時至5時，假  

本市地政講堂舉辦「不動產糾紛實例解析

-借名登記」講座，特邀請顏碧志律師擔

任講師！相關訊息請查詢臺北市政府地

政局網頁：

http://land.gov.taipei/ct.asp?xItem

=329615505&ctNode=82777&mp=111001 

 

 

 
 
           

政風案例 
 

法務部廉政署於民國 103 年 6 月間偵辦苗

栗縣通霄鎮長徐○○所涉貪污治罪條例等案

件，認事證明確而移送苗栗地檢署，於 103 

年 8 月 27 日經苗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

官偵查終結，對徐○○等人提起公訴，嗣經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下稱苗栗地院）於 106 

年 2 月 17 日判決徐○○等人有罪。 

徐○○自民國 99 年 3 月 1 日起擔任苗栗

縣通霄鎮鎮長，對於通霄鎮辦理之公共工程

相關採購案預算及底價訂定、招標、決標、

驗收、結算、 付款等事項具有主管及監督

之權，其於任職期間亦為廣○營造有限公司

(下稱廣○公司)之實際負責人。案經廉政署

中部調查組偵辦發現，其於 101、102 年間

與廣○公司等廠商，共同以借牌投標等不法

方式，違法投標通霄鎮公所公共工程採購

案，而圖得特定廠商之不法利益，經苗栗地

院審理後，依貪污治罪條例對於主管事務圖

利、經辦公用工程收取回扣等罪及商業會計

法之填製不實罪，判決徐○○應執行有期徒

刑 18 年 6 月，褫奪公權 8 年（另所犯其

他得易科罰金之罪部分，判決應執行有期徒

刑 1 年 6 月）。 廣○公司等業者或其代表

人另成立政府採購法第 87 條第 5 項前段

之妨害投標罪。 

 

 

http://tspc.health.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