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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令新知 

    轉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7年1月15日 

總處培字第1060065145號函以，各機關

學校訂定之公務人員陞任評分標準表

「個別選項」評比項目，不宜由機關首

長考評一案。以現行陞任評分標準表各

評比項目及配分，係由行政院依「資績

並重」原則邀集各主管機關開會取得共

識所訂定，且為尊重機關首長之用人權

及考評權，各機關實務甄審作業多由首

長參考共同選項及個別選項之評定分數

就擬陞任人員綜合考量後予以綜合考

評，爰如個別選項亦得由機關首長評

分，除與現行陞任評分標準表之評分架

構未盡相符外，恐失賦予首長綜合考評

權限之原有意旨。綜上，個別選項之分 

數不宜由機關首長考評。 

 
 

    轉知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以下

簡稱保訓會〉107年1月16日公訓字第

1072160030號函以，103年至105年公務

人員考試錄取人員於107年1月31日（不

含）以後始報到訓練者，應參加一般保

險之投保相關事宜一案，依保訓會106年

12月26日召開之研商會議決議，為維上

揭人員權益，有關渠等人員應參加一般

保險之投保相關規定如下： 

一、103年至105年考試錄取人員，於107年

1月31日(不含)以後始報到訓練者，應

參加一般保險，不再區分考試等級、

年齡、訓練期間及給付額度上限。 

二、前項一般保險之基本投保(給付)項目 

為「殘廢」及「死亡」等2項，基本投

保(給付)額度為「新臺幣100萬元」，

並由各用人(訓練)機關(構)學校依受

訓人員工作性質或實務需要，參酌市

場價格，自行為受訓人員辦理(購買)。 

 

     轉知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以下

簡稱保訓會〉107年1月18日公評字第

1072260022號令修正發布全文「公務人

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期滿請領考試及

格證書作業要點」業經保訓會修正發

布，並自107年1月18日生效一案。為明

確規範本要點之立法目的、適用範圍，

並因應保訓會將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

員訓練請領考試及格證書作業，自106

年7月1日起授權國家文官學院(以下簡

稱文官學院)辦理，同時配合請證之作

業程序調整點次並修正全文，修正說明

如下： 

一、明確揭示本要點之立法目的。（修正

要點第1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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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規範本要點之適用範圍。（修正要點第

2點） 

三、增列性質特殊訓練如採分階段實施訓練

者，明確規範其訓練期滿日之計算。（修

正要點第3點） 

四、規範受訓人員繳交證書規費流程及依據 

    。（修正要點第4點） 

五、因應請證作業已授權文官學院辦理，爰

配合修正相關作業規定。（修正要點第

5點）。 

 

   轉知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107年 1

月 19 日公保字第 1071060005 號函以，

「106 年 7 月至 12 月審理保障事件常見

撤銷原因分析參考資料一案。為協助各機

關正確辦理保障業務，避免作業疏失，公

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均定期彙整分

析保障事件常見撤銷原因，作為各機關辦

理申訴、復審業務之參考。 

 

   轉知行政院 107 年 1 月 23 日院授人給字

第 1070030976號函以，行政院訂定「講

座鐘點費支給表」，及修正「軍公教人員

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名稱並

修正為「軍公教人員兼職費支給要點」一

案。重點摘要如下： 

一、提高內聘及外聘講座鐘點費並修正為

支給上限，主辦機關並得參酌預算狀

況及實際需要等因素，於所定範圍內

自行訂定。 

二、明訂隸屬關係，指中央二級以下及地

方各機關(構)學校，係依組織法規所

定上下從屬關係。 

三、明訂授課講座應各主辦機關邀請撰寫

或編輯教材，得於該次授課鐘點費7成 

    內衡酌支給教材費。

 

   重申公務人員健康檢查須至規定之醫療  

   機構受檢，始得依規定申請健康檢查補助  

   一案。查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 104年  

   10 月 22 日公保字第 1041060454 號函略 

   以，公務人員健康檢查，自 105 年 1 月 1 

   日起，須至「經衛生福利部評鑑合格之 

   醫院及教學醫院」、「經財團法人醫院評鑑 

   暨品質策進會健康檢查品質認證之診所」 

   或「經勞動部認可辦理勞工一般體格與健 

   康檢查之醫療機構」實施，並同時符合 

   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公務人員健康檢查 

   補助原則，始得檢具向人事單位申請健康 

   檢查補助。請務必先至網頁 

   (https://goo.gl/khVUvj) 查詢確認欲 

   前往之醫療機構符合規定，以避免衍生無  

   法發給補助費用問題。 

 

   轉知本府人事處重申加強宣導本府員工 

  協助方案(EAP)相關服務措施： 

    一、簡介：本府為協助員工處理可能影 

        響工作之各面向困難，以提昇工作  

        效能並進而維護員工生活、工作與 

        身心之健康發展，爰規劃提供個別 

        協談(每人每年度有6小時免費協談  

        時數)及團體協談、異常徵候人員輔 

        導及管理諮詢、安心輔導、辦理員 

        工協助方案－主管人員及人事人員 

        研習班、辦理心理健康促進課程活 

        動、市政大樓醫務室之身心科駐診 

        、心靈成長相關書籍及電影DVD(公 

        播版)借閱、其他資源連結及轉介 

       (法律諮詢、醫療服務、財務管理等)。 

   二、本府員工協談室相關資訊： 

  (一)服務對象：本府各機關學校所屬員 

      工（不含教師）。 

  (二)服務項目：提供同仁諮詢、個別協 

      談及團體協談服務。 

  (三)協談地點：本府員工協談室（市政 

      大樓12樓南區）。 

  (四)聯絡方式：2345-1995（專線）、府 

      內分機4554；約聘心理輔導員項慶

武。 

   三、詳細訊息請至「臺北市政府員工協  



 

   助方案專區」 

(http://dop.gov.taipei/np.asp?ctN

ode=46718&mp=113001)瀏覽。 

 

人事櫥窗 

原任職務 姓名 新任職務 
派免發

文日期 

國立臺灣博

物館主計機

構主計員 

林容如 臺北市中正

區公所會計

室主任 

1070129 

臺北地方法

院檢查署書

記官 

歐陽玉

珍 

臺北市萬華

區戶政事務

所主計機構

會計員 

1070125 

臺北市內

湖區新湖

國民小學

會計室主

任 

陳榆茜 

臺北市中山

區長安國民

小學會計室

主任 

1070116 

臺北市政府

教育局會計

室科員 
管紹博 

臺北市松山

區西松國民

小學會計室

主任 

1070103 

臺北市政府

警察局會計

室科員 

林秀英 
臺北市立國

樂團主計機

構會計員 

1070103 

臺北市政府

主計處事業

及特別預算

科科員 

鄭佳郁 

臺北市大同

區戶政事務

所主計機構

會計員 

1070103 

臺北自來水

事業處會計

室科員 

 

張書銘 
臺北市文山

區實踐國民

小學會計室

主任 

1070102 

臺北市政

府財政局

會計室科

員 

許真誠 

臺北市政府

原住民族事

務委員會主

計機構會計

員 

1070102 

臺北市政

府捷運工

程局會計

室主任 

游秀蘭 退休 1070116 

臺北市政

府警察局

交通警察

大隊會計

室主任 

司毅軍 退休 1070116 

臺北市中山

區長安國民

小學會計室

主任 

陳俐伶 退休 1070131 

 

活動訊息 

   臺北市立 圖 書 館 總 館 1 0 7年 3月 3  

   日上午10時至12時於10樓國際會議廳 

   與天下雜誌出版社合辦「作家與讀者有約   

   講座－別讓記憶說再見，守著記憶守著 

   你」，邀請該書作者伊佳奇先生與您分享 

   身為照護者如何建立支持體系，共同面對 

   老化後的挑戰。活動詳情請至臺北市立圖 

   書館網站：http://www.tpml.edu.tw/ 
     

   臺北市立圖書館永春分館 107年3月11   

   日下午2時至4時於4樓多功能活動室辦理 

   文化歷史講座─「走讀五分埔」，邀 

   請知名文史講者陳奕峰先生，藉由五分埔 

   的介紹，深入淺出解說信義區的文化歷史 

   。活動詳情請至臺北市立圖書館網站： 

    http://www.tpml.edu.tw/ 

 

  臺北市立圖書館長安分館 107年3月11日  

  下午2時至4時於多功能活動室辦理理財講 

  座-「未來金融FinTech時代」，邀請第 

  一金投信國外投資部協理唐祖蔭，引領聽 

  眾認識何謂「用科技的手段，提供金融服 

  務」，搭配有趣的國內外企業案例，瞭解 

  未來金融消費環境的變化、產業競爭關係 

  ，以及隱含的投資機會。活動詳情請至臺    

  北市立圖書館網站： 



 

  http://www.tpml.edu.tw/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107年3月30日(星期 

   五)下午2時至5時舉辦「解析最新洗錢防  

   制法—從地政士之通報義務談起」專題講 

   座，特邀請詹姆士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陳 

   頂新擔任講座講師。如欲參訓請至地政局 

   網站—地政講堂系列報名。 

 

  

 政風案例 

法務部廉政署（下稱廉政署）偵辦臺中市政

府教育局學生事務室主任林○○涉嫌要求及

收受賄賂案，業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

檢察官提起公訴。 

    廉政署偵辦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學生事務

室主任林○○涉嫌要求及收受賄賂案，經查

林○○於擔任學生事務室主任之期間，對於

推薦所屬高中職學校軍訓教官之職權及審查

晉任人員之職務上行為，竟為牟取個人之不

法利益，向教官傅○○等 10人以捐助選舉經

費、競選經費或學務經費為由，分別索取新

臺幣(以下同)5萬元至 25萬元不等之現金，

或是要求贈送高山茶、水果禮盒等，嗣後並

分別收受教官黃○○之現金 20萬元、吳○○

之現金 5萬元及魏○○之茶葉禮盒等賄賂。 

    全案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派廉政

署駐署楊檢察官植鈞指揮該署中部地區調查

組及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共同合作偵

辦，依機關專業屬性分進合擊，建構交叉火

網，同步執行搜索及約詢相關證人，因認林

○○涉嫌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罪第 5條第 1項

第 3款之公務員對於職務上行為要求及收受

賄賂罪提起公訴。 

 

 

榮譽榜 

  
106年臺北市政府主計處及所屬主計機構 

當選行政院主計總處優秀主計人員 

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會計及

決算科 

專員 尤錦茹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會計室 專員 呂麗娟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

程處會計室 
主任 蔡瑩樺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經濟統

計科 
股長 李佳霖 

臺北市殯葬管理處會計室 主任 葉家榮 

106年臺北市政府主計處及所屬主計機構 

當選本處績優主計人員 

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公務預

算科 
科員 張靖凰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會計及

決算科 
股長 陳麗如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會計室 股長 高金好 

臺北市政府主計處事業及

特別預算科 
股長 余金佩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會

計室 
股長 黃巧琪 

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

學會計室 
主任 陳敏芬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會

計室 
股長 盧映璇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

程處會計室 
股長 劉佳佩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

二分局會計室 
主任 張麗娟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會計室 科員 鄭孫宇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會計室 股長 鄭如欣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會計室 主任 林朝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