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政府人事處編印

發行人：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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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輯：管理科

公務人員核心價值：廉正、忠誠、專業、效能、關懷

105 年 6 至 8 月市長即時獎勵各局處
有具體績效或重大貢獻之團體或個人
文化局（主辦）、教育局—創辦臺北
市影視音實驗教育機構團隊：與財團
法人台北市文化基金會共同創辦全
國第一所技術型態且為本市第一所
立案之非學校形態的實驗教育機
構，以培育高中階段之影視音幕後專
業人才，實具創新度及特殊優良表
現，獲獎金 2 萬元。
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2017
世大運綠雕製作團隊：為大力宣導
2017 臺北世大運及執行有關重大
專案計畫，該處同仁自動自發且有
效發揮團隊合作精神，自行設計及
製作充滿創意之各型運動造型綠
雕，置放於本市重要路段及景點，
經獲媒體正面報導並廣獲好評，績
效顯著，獲獎金 2 萬元。
勞動局、勞動檢查處—推動臺北大工
地＠安康方案團隊：為共同建構工作
環境安全，聯合事業單位及職業工會
加入大工地計畫，規劃辦理營造作業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發給勞工職安
卡，以深耕勞動安全意識，已大幅減
少營造業職災死亡人數，獲獎金 2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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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局及所屬各區健康服務中心—
推動精實管理專案「癌症篩檢通知流
程改善」團隊：成功導入精實管理及
運用精實方法，推動正確執行癌症篩
檢通知標準作業、減省篩檢通知流程
步驟及護理人員通知準備時間等三
大改善方案，以有效提升本市公衛服
務效能及品質，挽救市民生命和家庭
幸福，著有績效，獲獎金 2 萬元。
建築管理工程處—聯邦合家歡海砂
危樓強制拆除小組：為維護市民居住
安全及保障住戶合法權益，積極採行
具體措施，輔導協調內湖聯邦合家歡
富貴區海砂危樓拒拆戶順利搬遷並
提供暫時安置，終使危樓住戶全數搬
遷，全面完成工區封閉以進行強制拆
除重建工程，妥善處理重大公安事
件，對於確保市民生命及財產有重大
貢獻，獲獎金 2 萬元。
捷運工程局—捷運系統土地開發甄
選文件及作業程序專業團隊：確實檢
討捷運系統土地開發缺失，完成修正
土地開發甄選文件、作業程序及「臺
北市辦理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
開發用地徵求合作開發投資人財力
及開發資金認定基準」，以充分保障
本府及地主權益，藉由捷運建設改善
本市居住環境、活絡市場經濟、提升
都市形象，獲獎金 2 萬元。
社會局陳高級社會工作師淑珠：透過
基層專業服務系統橫向之綿密合
作，及強化社區支持系統，有效處遇
平宅社區精神疾病長期干擾個案，使
個案得以在社區穩定生活，以維護社
區安寧及安全生活環境，亦為本市推
動社會安全網補強執行計畫之成功
典範，頗值本市身處第一線工作人員
效法學習，獲獎金 5 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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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說明修正退休人員照護事項之三節慰
問金發給規範，其中「因公成殘」等退休

人事
新法

情形發放事宜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5年10月7日總處給
字第1050055977號函以，行政院105年9月8
日院授人給揆字第1050053161號函修正三
節慰問金發給對象，揆其目的係基於國家資
源合理運用，考量政務人員職務性質與常務
人員具有永業性有別，並以照顧弱勢為原則，
爰退職政務人員不再列入發給慰問金範圍。
至支領一次退休金之退休公教人員如屬具

●公務人員得否為其同性伴侶請家庭照顧假
疑義
銓敘部105年10月3日部法二字第
1054151076號函以，茲據勞動部105年8月
23日勞動條4字第1050131862號函釋略以，

因公成殘或退休時未具工作能力者，仍得依
上開院函規定辦理，又所稱「未具工作能力
者」之認定仍請依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100
年5月2日局給字第1000031581號函規定，參
照89年4月26日修正發布之原公務人員退休
法施行細則第9條規定辦理。至有關各機關
學校退職工友（含技工、駕駛）三節慰問金
之發給，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5年9月13
日總處綜字第1050053769號函規定辦理。

同性伴侶依民法第1123條第3項規定取得
「家屬」之身分，自屬性別工作平等法（以
下簡稱性平法）第20條所定「家庭成員」
之範疇；至是否具備永久共同居住之意思
及客觀事實，不以登記同一戶籍為唯一認
定標準；另證明文件之形式，法無明文，
得資證明受僱者有須親自照顧其家屬之事
實已足。以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3條第1項

(本府105.10.13府授人給字第10514836300號函轉)
●修正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及市營事
業機構進用身心障礙人員作業補充規定，
並自105年10月21日起生效
為符合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之精神、落實
執行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規定，並
審酌現行實務做法，爰配合修正首揭作業
補充規定。
(本府105.10.21府授人任字第10531138400號函轉)

第1款所定家庭照顧假，係配合上開性平法
規定予以訂定，是有關公務人員得否為其
同性伴侶請家庭照顧假疑義，請依上開勞
動部函規定辦理。
(本府105.10.6府授人考字第10531164300號函轉)
●考試院會同行政院、司法院修正發布公務
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第27條
本次修正，係依據考試院105年6月30日考

●修正臺北市市營事業機構董事監察人遴選
要點部分規定，並自105年10月24日起生效
為促進本市市營機構共同推動性別平等，
爰納入代表本府之董事及監察人之任一性
別比例以不低於本府代表全體三分之一為
原則，以落實本府性別主流化業務推動。
另「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及「公職人員
利益衝突迴避法」業訂有是類人員財產申
報及利益衝突迴避相關規範，為免混淆，

試院第12屆第92次會議討論通過之「公務
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期間保險權益分析
報告」決議，為保障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
員參加社會保險之權益，將一般保險修正
為公教人員保險，並明定自106年1月1日以
後之考試錄取人員適用之。但105年12月31
日以前之考試錄取人員，仍適用105年2月5
日修正發布之條文。

配合刪除首揭要點第7點規定。
(本府105.10.24府授人任字第10531138901號函轉)

(本府105.10.13府授人任字第10514903600號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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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臺北市政府投資或轉投資事業及基金
會董事監察人遴選作業原則第8點，並自105

業務
叮嚀

年10月24日起生效
為促進本府外部投資事業及基金會共同推
動性別平等，爰納入代表本府董監事之任一
性別比例以不低於本府代表全體三分之一
為原則，以落實本府性別主流化業務推動。
(本府105.10.24府授人任字第10531138900函轉)

●公務人員因公涉訟輔助事件，為資審慎，

●公教人員因配偶生產申請生育補助疑義

請參酌公務人員因公涉訟輔助辦法第13條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5年10月20日總處給
字第1050056945號書函以，依全國軍公教員

規定意旨，組成審查小組審查為宜
按公務人員因公涉訟輔助辦法第13條規定，
各機關得指派機關內人事、政風、法制、
該涉訟業務單位及其他適當人員組成審查
小組，審查公務人員因公涉訟輔助事件。
有關各機關涉訟輔助小組組成與否，係考
量申請之公務人員工作繁簡難易及職責程
度不同，執行職務行為態樣不一，且牽涉
之法令殊異，故規定各機關得斟酌實際情
形，考量是否組成審查小組。惟上開涉訟
輔助辦法施行以來，時有機關對於是否組
成審查小組審查公務人員申請之因公涉訟
輔助事件，屢生疑義；又未經審查小組審
查之涉訟輔助事件，易有衍生公務人員誤
認機關未審慎判斷之疑慮，爰為資審慎，
請參酌上開規定意旨，組成審查小組審查
為宜。
(本府105.10.14.府授人考字第10514891400號函轉)

工待遇支給要點第4點附表8「公教人員婚喪
生育補助表」生育補助限制二、規定，公教
人員申請生育補助時，其配偶如依國民年金
法為應參加國保之被保險人，應俟其配偶請
領國保之生育給付後，如請領金額較前開婚
喪生育補助表規定之補助基準為低，且檢附
證明文件，始得請領二者間之差額。
(本府105.10.26府授人給字第10515068301號函轉)
●各機關(構)學校之臨時人員，非屬臺灣地區
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21條規範範圍，
不受在臺灣設有戶籍滿10年之限制。惟各用
人機關(構)學校於進用相關人員時，仍應遵
守其他有關法令規定，並應審酌機關性質
及工作內容，審慎考量評估是否適宜進用
(本府105.10.31府授人管字第10515208500號函轉)

●重申變更或臨時新增因公出國或赴大陸地
區計畫，或以其他政府經費、運用民間贊
助款支應出國經費者，請確依本府及所屬

●為維護領受撫慰金遺族之權利，請於函報
本府核定之撫慰金案件前，應先行向戶政
機關查證亡故退休人員遺族範圍
為簡化領受撫慰金遺族申請作業並維護法
定遺族權利，爰請於報府核定撫慰金案件
前，先洽戶政機關查證亡故退休人員遺族
範圍，如有遺族戶籍遷出國外情形亦請註
記。另為利戶政人員作業，本處前於105年
10月21日以電子郵件請各機關學校辦理查
證事宜時，請於文中載明公務人員退休法
第18條有關撫慰金遺族及領受順序之規
定。

各機關（構）學校公教人員因公出國及赴
大陸地區案件處理要點相關規定辦理
請各機關學校陳報首揭案件時，提前妥為
規劃，並依規定於陳報出國或赴大陸地區
計畫前，預留本府相關作業時間。另有關
本府申請赴大陸地區人員，除應依本府及
所屬各機關（構）學校辦理公務員申請赴
大陸地區作業規範規定，填具進入大陸地
區申請表及檢附必要佐證資料，及於規定
期限前依核辦權責辦理外，並應於返臺1星
期內，填具赴大陸地區返臺意見反映表，
依程序辦理。
(本府105.10.24府授人考字第10531141300號函轉)

(本府105.10.5府授人給字第10531105900號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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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為維護政府形象及貫徹政府杜絕酒駕
之決心，請各機關利用內部公開集會、新

自我發展與人文關懷類組
第 1 名：都市更新處 李主任炎宗

進人員訓練及其他相關場合加強宣導公務
人員酒後不開（騎）車
為期避免酒駕(騎)車事件之發生，請各機
關利用公開集會及其他相關場合確實再次
重申，飲宴場合應戒除勸酒陋習，飲酒後
可選擇指定駕駛或搭乘其他交通工具等方
式返家，務必避免酒後駕（騎）車之違法
行為，切勿心存僥倖，以維自身及他人生
命財產安全；對於酒後駕(騎)車人員，各
機關除應確實依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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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相關懲處標準表予以嚴懲，並得依銓敘
部102年1月3日函附之「受考人考績宜考列
丙等條件一覽表」規定，列入辦理年度考
績(核)之重要參酌。至於有慣性酒駕之同
仁，另得實施適當輔導措施或協助其就醫
以導正其行為。

第 2 名：中山區戶政事務所 劉課員昭吟
第 3 名：環境保護局內湖垃圾焚化廠 黃
工程員家豪
佳 作：稅捐稽徵處 林稅務員君鎂
佳 作：大安區公所 吳課員竼瑤

人事
驛站
內湖區內湖國民小學人事室主任職缺，由新
北市板橋區後埔國民小學李組長建南調任，
派令自105年10月2日生效。
北投區湖山、湖田國民小學合併設置人事室

(本府105.11.2府授人考字第10531258500號函轉)

主任職缺，由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吳組員玓瑾
調任，派令自105年10月3日生效。

榮譽
榜

工務局人事室沈股長娟英調任工務局水利工
程處人事室主任，派令自105年10月4日生效；
所遺職缺，由工務局新建工程處陳股長素卿
調陞，派令自105年10月27日生效。
忠孝國民中學人事室陳主任鳳娟調任大安區

●105 年 10 月核頒重要榮譽獎章
弼光二等首長政績紀念章
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黃處長立遠
勤政二等首長政績紀念章

新生國民小學人事室主任，所遺職缺，由百
齡高級中學人事室廖組員宣睿調陞，派令均
自105年10月6日生效。

信義區健康服務中心 歐主任佳齡

捷運工程局北區工程處人事室林科員毓湉調

●本府 105 年度公務人員專書閱讀心得寫作
競賽得獎名單

陞工務局水利工程處人事室股長，派令自105
年10月6日生效。

公共政策與管理知能類組
第 1 名：警察局中正第二分局 黃警員惠菁

地政局人事室曾股長玉華調任捷運工程局東

第 2 名：捷運工程局北區工程處 古正工

區工程處人事室主任，派令自105年10月21
日生效。

程司兼主任鴻坤
第 3 名：松山區公所 林辦事員佑珊

環境保護局北投垃圾焚化廠人事室曾主任玉

佳 作：主計處 張科員珣

嫺調任捷運工程局南區工程處人事室主任，

佳 作：美術館 郭組員家冶

派令自105年10月21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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