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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令新知 

    轉知銓敘部 108年 10月 2日部法一字第

1084860352號函以，關於公務員不得兼

任各類車種職業駕駛一案。依據道路交

通安全規則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等

規定，汽車駕駛人駕駛營業汽車營業或

以駕駛汽車為職業者，均為職業駕駛人，

須領有職業駕照始得為之，且該職業駕

照須定期經主管機關審驗。是該等職業

駕駛人（含 Uber、多元化計程車等）不

論自行駕駛營業汽車營業或受雇擔任駕

駛工作，均屬公務員服務法第 14條第 1

項所稱之「業務」，故除法令所規定外，

公務員尚不得兼任各類車種職業駕駛。 

 

 

 

 

 

 

 

 

 

轉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民國 108年 10

月1日總處培字第1080044696號函以，

嗣後各機關奉派出差之人員，其為執行

職務所必要之交通路程時間補休統一規

定一案。各機關奉派出差人員，其為執

行職務所必要之交通路程時間，應由各

機關衡酌業務需要、地理位置、交通狀

況等相關因素，本於權責衡酌是否給予

補休；至上開交通路程時間，除工作性

質特殊者外(如於出差往返路程仍需執

勤)，仍不得請領加班費。 

 

轉知銓敘部 108年 10月 4日部法二字第

1084860240號函、行政院 108 年 10月 5

日院授人培字第 10800452101 號函及行

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08年 10月 5日總處

培字第 10800452102號函以，有關公務

人員請假規則、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

方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及「國

民旅遊卡相關事項 Q&A」修正重點一

案。 

一、修正規定自 109年 1月 1日生效。 

二、公務人員每年至少應休假日數「14

日」調整為「10日」。 

三、使用國旅卡刷卡消費日不限於休假

日，惟不得於執行職務期間刷卡消

費。 

四、公務人員每人全年合計補助總額最

高仍以新臺幣(以下同)1 萬 6,000

元為限，未具休假 10日資格者，按

其所具休假日數，以每日 1,600元

計算發給休假補助費。補助總額在

8,000元以內屬自行運用額度，其

餘則屬觀光旅遊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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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放寬除公務人員本人外，其配偶、

直系血親如具身心障礙、懷孕或重

大傷病之情形無法參加觀光旅遊，

經服務機關認定，當年補助均屬自

行運用額度。 

六、公務人員當年度無休假資格或休假

資格未達 2日，酌給相當 2日之休

假補助費(3,200元)，屬自行運用

額度，同一年度內已核給補助部分

應予扣除。 

七、珠寶銀樓業及儲值性商品納入補助

範圍，惟水費、電費、瓦斯費等，

係以某段連續期間使用情形計費，

仍不得以國旅卡刷卡申請休假補助

費。 

八、跨年度使用國旅卡刷卡消費，依其

實際刷卡消費日期之年度請領該年

度之休假補助費，不得擇一年度請

領。 

 

轉知行政院人事總處108年10月30日總

處綜字第1080046681號函以，有關「人

事個案智慧共享整合平臺」及「說（個

案）故事人事案例」已正式上線一案。 

一、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鑒於人事業務

所需法規及作業流程繁雜細瑣，惟

現行可供使用之人事業務資源及個

案知識等散見於各權責機關網站，

為有效整合現有資源、擴散知識共

享效益，該總處業於全球資訊網/人

事人員專區項下建置「人事個案智

慧共享整合平臺

(https://www.dgpa.gov.tw/mp 

/submenu?uid=258&mid=258），納

入「人事業務標準作業 流程」專區，

並設置「說（個案）故事人事案例」

及「好站連結」專區。 

二、 又為更便捷地透過個案瞭解人事業

務全貌，經以公務職涯發展階段進

行主題式分類，產製36篇「說（個

案）故事人事案例」，運用圖像化

形式呈現人事權利義務規定，並提 

供實務常見錯誤案例，供一般公務

同仁及人事人員參考運用。 

轉知行政院108年10月1日院授人組字第

10800446561號令以，修正「行政院暨所

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名稱並修

正為「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

約僱人員僱用辦法」一案。茲因時空環

境變遷，前揭辦法就約僱人員在職亡故

撫慰金給與顯有不足，為加強照護亡故

約僱人員之遺族，另為使前揭辦法之規

定能符法制及實務需要，爰修正「行政

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名

稱並修正為「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

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 

 

    轉知臺北市政府108年11月6日府授人考

字第1083009947號函以，再次重申臺北

市政府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應謹守行政

中立相關事宜一案。 

一、中央選舉委員會已於108年9月12日

公告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0屆

立法委員選舉事項，並將於同年11

月18日至22日受理上開選舉候選人

登記之申請，109年1月11日辦理選

舉投票作業。 

二、依公務員服務法第5條及第19條規定，

公務員應謹慎勤勉，非因職務之需

要，不得動用公物（例如以公務手

機發送與市政議題無關訊息）。次

依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以下簡稱

中立法）第9條規定，公務人員不得

為支持特定之政黨或公職候選人，

動用行政資源（指行政上可支配運

用之公物、公款、場所、房舍及人

力）從事相關政治活動或行為，亦

不得對職務相關人員或其職務對象

表達指示；又依中立法第14條第1項

規定，長官（含政務人員及民選首

長）不得要求公務人員從事中立法

禁止之行為，以確保公務人員依法

行政、執行公正及政治中立，並維

護政府機關行政中立之公正形象。 

三、 為利各機關學校對個案行為適法性

之判斷，銓敘部已於該部全球資訊

網登載行政中立相關釋示【銓敘法

規/銓敘法規釋例/銓敘法規釋例彙



 

編（106年12月版）上冊】、問答集

及違反中立法相關例示（服務園地/

常見問題項下）等，請自行下載參

閱。 
 

   轉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8年11月

6日總處資字第1080047281號函以，

有關新版「PICS人事資訊系統客服網」

(以下簡稱PICS)於本(108)年11月8

日起正式上線提供服務一案。 

一、有關PICS登入方式，請先登入「人

事服務網(eCPA)」後，至「應用

系統<>B6: PICS人事資訊系統客

服網」路徑下點選該連結進入系

統，或直接至該系統首頁

（https://pics2.dgpa.gov.tw

/Webhook），以人事服務網帳號

密碼或自然人憑證/健保卡登

入。 

二、原人事資訊系統客服信箱（pemis 

@dgpa.gov.tw）自本(108)年11

月8日起停用，如有各項人事資

訊系統相關問題，請依前開方式

登入PICS後，至該系統首頁「掛

號室<>線上掛號」反應問題，並

至「掛號室<>掛號查詢」查詢案

件處理進度。 

三、本次PICS改版新增「線上文字客

服」功能，讓使用者可透過文字

與線上客服人員互動，以快速協

助使用者解決問題。前開功能上

線初期服務範圍暫以「獎勵令電

子化」、「公務人員個人資料服

務網(My Data)」、「DD：事求

人機關徵才系統」及「DK：職缺

應徵」為主，未來將視服務情形

調整服務內容。若非上開人事資

訊系統問題，請撥打人事資訊系

統客服專線(02-23979108)或至

PICS首頁「掛號室<>線上掛號」

反應。有關新版PICS操作手冊，

請於本(108)年11月8日起至該

系統首頁下載利用。 

   轉知本府108年11月14日府授人考字第

1080156374號函以，有關修正「臺北市政

府所屬各機關學校教職員工酒後駕車經

警察查獲及上班期間飲酒之相關懲處標

準表」一案。本府為杜絕酒後駕車之行為，

以維護政府形象，保障交通安全，建立酒

駕零容忍之正確觀念，貫徹政府防制酒駕

之決心，爰修正前揭標準表，本次修正重

點如下： 

一、酒後駕車肇事經檢測吐氣所含酒精濃

度達每公升0.01毫克以上，未達0.15

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未達0.03％

者，如有肇事（未致人於死或重傷，

或致人死傷後逃逸），其處分由「記

過二次」提高為「記一大過」。 

二、明定酒駕肇事致人於死或重傷，或致

人死傷後逃逸者，如符合公務人員考

績法所定一次記二大過之要件者，得

逕予辦理一次記二大過免職；倘未符

上開要件者，應予移付懲戒。 

三、明定5年內有第2次以上之酒駕累犯違

規行為包含拒絕接受警察施行酒測

者，並應依違規情節，予以記一大過

以上處分或移付懲戒。 

四、明定「酒駕經警察人員取締，未於事

發後一週內主動告知服務機關人事

單位」之違規情節包含拒絕接受警察

施行酒測者。 
 

人事櫥窗 

原任職務 姓名 新任職務 
派免發文

日期 

臺北市立松
山高級中學
會計室主任 

洪慧華 

臺北市政府
警察局中正
第一分局會

計室主任 

1081009 

臺北市文山區
力行國民小學
會計室主任 

曾美瑗 
臺北市政府
捷運工程局
會計室股長 

1081014 

臺北市立瑠
公國民中學
會計室主任 

劉淑君 
臺北市立成
德國民中學
會計室主任 

1081014 



 

原任職務 姓名 新任職務 
派免發文

日期 

臺北市立金
華國民中學
會計室主任 

蘇淑齡 

臺北市立內
湖高級工業
職業學校會
計室主任 

1081014 

臺北市立北
安國民中學
會計室主任 

廖秀玉 
臺北市立東
湖國民中學
會計室主任 

1081014 

臺北市中山

區吉林國民

小學會計室

主任 

鍾韻梅 

臺北市內湖

區文湖國民

小學會計室

主任 

1081014 

臺北市士林

區士東國民
小學會計室
主任 

袁郁淳 

臺北市立明

德國民中學

會計室主任 

1081014 

臺北市士林

區福林國民

小學會計室

主任 

陳美虹 

臺北市立士

林國民中學

會計室主任 

1081014 

臺北市政府

工務局新建

工程處會計

室科員 

林萱茹 

臺北市萬華

區大理國民

小學會計室

主任 

1081014 

臺北市政府

體育局會計

室科員 

王永忱 

臺北市立美

術館會計室

主任 

1081015 

臺北市政府
主計處經濟
統計科股長 

鄭凱允 

臺北自來水

事業處會計

室股長 

1081021 

臺北自來水

事業處會計

室股長 

李佳霖 

臺北市政府

主計處經濟

統計科股長 

1081021 

行政院主計
總處主計資
訊處基金資
訊科科長 

陳慧萍 
臺北市政府
主計處資訊
室主任 

1081029 

臺北市政府
主計處主任
秘書 

邱美珠 
臺北市政府
主計處副處
長 

1081031 

新北市政府
主計處主任
秘書 

朱宜寧 
臺北市政府
主計處主任
秘書 

1081031 

政風案例 

 

法務部廉政署肅貪組辦理交通部中央氣

象局儀器檢校中心（下稱儀器檢校中心）邱

○○涉嫌詐欺取財罪案，業經臺灣臺北地方

法院判決有罪。案緣儀器檢校中心技士邱○

○明知採購相關儀器設備應據實核銷，亦明

知 98 年 2 月 4 日向永○照相器材有限公司

（下稱永○公司）購買非公務用鏡頭、保護

鏡、攝影腳架計新臺幣（下同）4,480 元，

竟基於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意圖及使公務員登

載不實及行使不實業務文書罪之犯意，請永

○公司人員開立買受人為「中央氣象局」、

品名為「攝影腳架」之內容不實發票。嗣後

邱○○持該內容不實發票及其 97 年私人購

買之攝影腳架辦理費用核銷，致儀器檢校中 

心相關人員陷於錯誤，終核撥 4,480 元予邱

○○，案經廉政署調查後，移送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偵辦。案

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終結聲請簡易判決

處刑，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於 102 年 11 月

29日判決邱○○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

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