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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令新知 

    轉知行政院 107年 12月 7日院授人培字

第 10700579191號函以，「行政院與所

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

法」第 3條、第 4條修正一案。 

一、參照 107年 11月 16日修正發布之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 3條規定，將

事假日數提高至 7日，爰將聘僱人

員事假日數由 5 日酌增 2 日為 7

日；並刪除喪假至少應請半日之規

定，增加喪假運用彈性。 

二、增加慰勞假運用彈性，增訂聘僱人

員年資銜接者，其 14日以外之慰勞

假經用人機關核准，得於次一年度

實施之規定。 

 

轉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07 年 12 月

10 日總處給字第 1070058116 號函以，

自 108年 1月 1日起，地政機關(單位)

實際辦理工程者，得依「工程獎金支給

表」提撥及發給工程獎金一案。修正重

點摘要如下： 

ㄧ、配合工程機關(單位)實際從事工程

業務之專業人員自 108 年 1 月 1 日

改按「公務人員專業加給表(七)」

〔以下簡稱表(七)〕支給專業加

給，並依「工程獎金支給表」所定

績效評核結果發給工程獎金，行政

院人事行政總處基於各類機關實際

辦理工程時，工程獎金宜有一致規

範之考量，爰規範自 108 年 1 月 1

日起，地政機關(單位)實際辦理工

程者，得依「工程獎金支給表」提

撥及發給工程獎金。 

二、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及行政院人事

行政總處歷年就適用表(七)之地政

專業人員得否支給工程獎金之函釋

與前開規定未合部分，併同停止適

用。 

轉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07 年 12 月

20 日總處給字第 1070058980 號書函

以，有關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彙整「一

般工程機關(單位)人員待遇規範問答

集」一案。 

一、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配合行政院107

年 4 月 9 日 院 授 人 給 字 第

10700372382號函核定一般工程機

關(單位)人員待遇事項，前於同年9

月21日及26日辦理兩場次之工程機

關(單位)待遇規範說明會在案。 

二、為利各機關業務推動，爰將前開說

明會意見交流內容及各機關函詢之

實務疑義彙整為旨揭問答集，並同

步置於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全球資

訊網／給與福利處／待遇加給(獎

金費用)下，未來如有新增修正，該

總處將配合增修，不再另行函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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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知行政院107年12月11日院授人培字

第1076200006號函以，修正「公務人員

兼任政府投資或轉投資民營事業機構、

財團法人及社團法人董、監事職務規定」

第五點，並自即日生效一案。軍公教人

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前經

行政院 107年 1月 23日院授人給字第

1070030976號函修正名稱為軍公教人員

兼職費支給要點。嗣行政院107年8月30

日院授人給字第1070050317號函訂頒

「軍公教人員兼職費支給表」，並自107

年9月1日生效，軍公教人員兼職費支給

要點自同日停止適用，爰配合修正「公

務人員兼任政府投資或轉投資民營事業

機構、財團法人及社團法人董、監事職

務規定」第五點規定為：公務人員兼職

者，其報酬之支給，應依軍公教人員兼

職費支給表辦理。 

 

轉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07 年 12 月

14 日總處給字第 1070058205 號函暨銓

敘部 107 年 12 月 14 日部退一字第

1074673209號函以，有關公教人員保險

之保險費率，不適用年金規定之被保險

人及適用年金規定之被保險人，自 108

年 1 月 1 日起分別調整為 8.28%及

12.53%。茲以現行公保保險費率係依公

保第 6次精算結果，自 105年 1月 1日

起，「不適用年金規定者」調整為

8.83%、「適用年金規定者」分 3年調整

至 13.4%。第 7 次精算結果顯示，「不

適用年金規定者」為 8.28%；「適用年

金規定者」為 12.53%，因兩者之保險費

率均較現行費率低，且相差幅度超過負

5%，爰考試院乃會同行政院於 107年 12 

月 7日會銜重行釐定公保之保險費率如

下： 

一、不適用年金規定之被保險人調整為

8.28%。 

二、適用年金規定之被保險人調整為

12.53%。 

三、以上費率之調整自 108年 1月 1日

起實施。 

 

轉知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107 

年 12月 25日公評字第 1072260456號函

以，訂定「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閱覽試卷收費標準」一案。為維護受訓

人員權益，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以下簡稱保障會)辦理之公務人員考試

錄取人員基礎訓練及各項升任官等（資

位）訓練測驗，開放受訓人員得申請閱

覽試卷。茲因該閱覽試卷須收取費用，

且屬規費性質，經評估執行閱覽試卷所

需成本後，並依規費法第 10條第 1項規

定，訂定保障會閱覽試卷收費標準（以

下簡稱本標準）。本標準共計四條，重

點如下： 

一、本標準之訂定依據。（第 1條） 

二、閱覽試卷之收取費用對象及費用額

度。（第 2條） 

三、閱覽試卷之範圍。（第 3條） 

四、本標準施行日期。（第 4條） 

 

    轉知行政院 107年 12月 25日院授人給

字第 1070059504 號函以，行政院訂定

「一百零七年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

發給注意事項」，自 107年 12月 25日

生效。本次修正重點臚列如下： 

一、修正第 3點第 3款有關 12月份到職 

   且當月未離職人員，係以 12月份所 

   支待遇基準為計算基準。 

二、修正第 4 點發給日期規定：為 108

年 1月 25日。 

三、修正第 7點第 1項第 1款第 3目有

關請延長病假超過 6個月致考績列

丙等者，無需扣除事、病假日數，

僅扣除延長病假日數後，按實際工

作月數比例計發年終工作獎金。 

四、修正第12點第2項及第3項規定，約

聘僱人員於年度中年滿65歲不予續

聘（僱）者，按實際在職月數比例

發給年終工作獎金；臨時人員於年

度中年滿65歲以上且依勞動基準法

辦理退休者，除機關另有規定或以

契約約定，從其規定或約定外，得

由機關視經費狀況衡酌發給。  



 

    轉知臺北市政府107年12月3日府授人給

字第1076008334號函以，訂定「臺北市

政府加強照護關懷退休人員推動方案實

施計畫」，並自107年12月3日起施行一

案。為展現本府溫馨關懷，並本於「一

日同袍，終身同袍」之理念，規劃「臺

北市政府加強照護關懷退休人員推動方

案」(以下簡稱本方案)，以加強照護關

懷及促進退休人員交流，並藉以提振渠

等尊嚴與安定感。爰為推動及宣導本方

案，以落實照護關懷本府退休公教人

員，特訂定計畫。 

    

   轉知臺北市政府107年12月11日府授人給 

 字第1076008312號函以，訂定「臺北市政 

 府加強照護關懷退休人員實施要點」，並 

 自107年12月11日起生效一案。為落實關 

 懷與照護本府退休公教人員(以下簡稱退 

 休人員)，各機關(構)學校落實各項照護 

 關懷事項；借重退休人員之經驗或專長委 

 託或聘請退休人員參與工作，推展業務， 

 特訂定要點。 

 

 轉知臺北市政府107年12月19日府授人管 

 字第1072145534號函以，為落實就業服務 

 法第5條第2項保障求職者權益之意旨， 

 各機關臨時人員之經常性薪資未達新臺 

 幣4萬元者，應於辦理公開甄選時公開揭 

 示或告知其薪資範圍，俾符規範。 

 

    轉知臺北市政府107年12月19日府授人

給字第1072144925號函以,重申如機關

組織編制修正之初，即已將該職務及其

列等規劃修正為修編確定後之職務及列

等，則似無從據以行政作業流程為由，

而主張其派令追溯生效期間所溢領俸 

給得免予追繳。 

 

 

 

 

 

人事櫥窗 

原任職務 姓名 新任職務 
派免發文

日期 

臺北市政

府主計處

公務統計

科科長 

黃素蓉 

臺北市政

府主計處

專門委員 

1071203 

文化部影

視及流行

音樂產業

局主計室

科員 

劉佩君 

臺北市教

師研習中

心主計機

構會計員 

1071205 

國立陽明

大學主計

室組長 

陳瓊玲 

臺北翡翠

水庫管理

局會計室

股長 

1071214 

臺北市政

府警察局

統計室主

任 

黃麗君 

臺北市政

府主計處

公務統計

科科長 

1071220 

臺北市政

府主計處

經濟統計

科科長 

周怡芳 

臺北市政

府警察局

統計室主

任 

1071220 

臺北市政

府交通局

局統計室

主任 

鄭麗淑 

臺北市政

府主計處

經濟統計

科科長 

1071220 

臺北市立

龍山國民

中學會計

室主任 

莊淑珍 

臺北市萬

華區萬大

國民小學

會計室主

任 

1071225 

臺北市文

山區興隆

國民小學

會計室主

任 

林詩嘉 

臺北市立

龍山國民

中學會計

室主任 

1071225 

臺北市政

府工務局

會計室股

長 

尤筱潔 

臺北市立松

山高級工農

職業學校會

計室主任 

1071225 



 

臺北市政

府工務局

水利工程

處會計室

主任 

吳素梅 

臺北市政

府警察局

會計室專

員 

1071226 

臺北市政

府衛生局

會計室科

員 

杜敏瑜 

臺北市政

府工務局

水利工程

處會計室

股長 

1071226 

臺北市藝

文推廣處

主計機構

會計員 

馮郁晴 

臺北市政

府捷運工

程局會計

室股長 

1071226 

臺北市政

府主計處

專門委員 

黃琡雲 自願退休 1071203 

臺北市萬

華區西園

國民小學

會計室主

任 

詹惠淑 自願退休 1071203 

臺北市立

復興高級

中學會計

室佐理員 

王素娟 自願退休 1071203 

臺北市政

府警察局

會計室專

員 

連文紅 自願退休 1071203 

臺北市政

府警察局

大同分局

會計室佐

理員 

郭淇美 自願退休 1071205 

                  

          

 

 

 

 

 

政風案例 
 

 

    法務部廉政署北部地區調查組偵辦勞動

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正訓練師兼股長

呂○○購辦職訓設備索賄案，業經臺灣新北

地方法院判決有罪，並沒收犯罪所得新臺幣

680 萬元。案緣呂○○係勞動部勞動力發展

署桃竹苗分署(下稱桃竹苗分署)正訓練師兼

股長，於民國 104年 2月間負責辦理桃竹苗

分署「104 年機械設計職群高階彩色成型系

統採購案」之採購需求、審標及會驗等事項，

明知投標廠商金○公司、天○公司之實際負

責人黃○○以詐術圍標方式搶標，依政府採

購法應不予決標予該等公司，竟與職訓班學

員李○○共同基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

之犯意聯絡，由李○○向黃○○要求、期約

金○公司得標及通過驗收後交付 100萬元賄

賂，進而護航金○公司於同年 6 月 23 日得

標。復於驗收時，呂○○明知金○公司報驗

設備與招標規範所定不符，竟不實填載驗收

紀錄，助金○公司通過驗收，致桃竹苗分署

撥付結案款 580萬元予金○公司，黃○○遂

於同年 11月 6日按期約交付 100萬元賄款予

李○○與呂○○朋分。 

    全案經廉政署調查後移送臺灣新北地方

檢察署偵查起訴，嗣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

貪污治罪條例之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及非公

務員對於公務員違背職務交付賄賂罪，分別

判處呂○○有期徒刑 6年，褫奪公權 2年；

李○○有期徒期 2年，褫奪公權 1年；黃○

○有期徒刑 6個月，褫奪公權 2年；另依政

府採購法科處金○公司、天○公司各 10萬元

罰金，並沒收賄款及金○公司因案關人等犯

罪的不法利得總計 680萬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