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問題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發現問題，
局處能夠解決的就趕快處理，真的沒有把
握就陳報上來，本人協助解決，只要不拖
延，相信人民是理智的，合情合理合法的
可以儘量溝通，政府係為人民服務，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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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問題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發現問題，
局處能夠解決的就趕快處理，真的沒有把
握就陳報上來，本人協助解決，只要不拖
延，相信人民是理智的，合情合理合法的
可以儘量溝通，政府係為人民服務，可以
給人民方便就方便，從中服務、解決問題。
承辦案件要積極、動作要快一點，把「快」

●2015年本人像是當科長跟股長，2016年要

當作一個character，一個文化。

開始透過數字管理當市長。而數據資料的
成績，就好像聯考六科，不用每科都得高

●各位感覺本人近期越來越嚴厲，但本人抱

分，只要確保總分高就好。另本人曾說滿

持的態度是有問題就講，總比有一天事情

意度太高可能是鄉愿，滿意度太低是執法

突然爆發的好。本人強調要建立一個誠實

太嚴及對員工過於苛刻，似乎高分、低分

的文化，講話要reliable，並要有紀律，

都不對，其實答案是：高分不一定好，但

因為沒有時間浪費在監督工作上。

低分一定有問題，需要處理及改進。
●本人認為看一個城市的好壞要看市場，看

(摘自105.1.5本府第1869次市政會議紀錄)

一個機關的好壞要看廁所，看一個醫院的
●當問題尚未變成問題時你提出來，大家會

好壞則要看護士的服裝儀容整潔。嚴謹才

幫你，當已經變成問題時，你拿出來只會

會成功，所以美國人做生意的態度，是就

被罵。小問題比較好處理，變成大問題時

是，不是就不是，比較不會用欺騙的手段。

就很困難了。當部下的第一個條件就是不

本人會再好好研究「明治維新」，將本府一

要給長官惹麻煩。

步一步帶入較進步的文化。
(以上摘自105.1.19本府第1871次市政會議紀錄)

●本人認為政府講的就要算數，該做的事，
就要做。有人不服氣，但是相較於美國，
臺灣仍屬落後國家，日本明治維新才30年，
就徹底改變了整個國家，我們應該去瞭
解。
(以上摘自105.1.12本府第1870次市政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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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之窗
●「2016 陽明山花季」~茶花盛開~揭開花好
●2016 臺北燈節「猴」不同~~花博圓山公園、
本市 12 行政區 2/20 全面亮燈

時節序幕
每到春節假期前後到三月都是萬物復甦的

2016臺北燈節將自2月20日至29日在花博圓

「花好時節」，陽明山生態、環境、原始的

山公園燦爛登場。為了這場為期10天的燈節

山林景致，讓遊客在新的一年，花開最好的

藝術饗宴，本府在花博主展場精心打造11

時節裡，上山『走春』，祈求新的一年好運

大燈區，精彩聲光表演與一系列活動將令

到！

人目不暇給。

臺北後花園陽明山的賞花熱點，自1月30日

今年臺北燈節擴大辦理，首度依在地文化
在本市12個行政區打造獨一無二的特色燈

起到3月20日止，為期共51天，跨越了農曆

區，不再侷限於主展場，要讓燈海照高全

春節以及228連假，也是歷年花季最長的一

臺北。而今年燈節備受矚目的小提燈「樂

次。

樂」，也將於2月21日及22日上午11時現身

目前，茶花已逐漸開花，山櫻花開花狀況約

花博圓山公園及本市各行政區發送點，陪

2到3成，預計農曆春節到情人節期間將有山

伴大家共度元宵。

櫻花開放的美景可欣賞，接續2月份的昭和

一年一度的臺北燈節已然成為本市具代表

櫻、3月份的吉野櫻及杜鵑花將逐次開放，

性的節慶傳統，今年本府在主展場花博圓

預料將吸引100萬以上國內外觀光客到陽明

山公園精心設置 11 大主題燈區，其中主燈、

山一遊，賞花資訊請查詢

「吹吹猴劇場」、「Hold 冠軍燈區」等 3

http://flowers.taipei/。

個區域的聲光展演秀絕對不容錯過。為了

除延續每年辦理的陽明公園生態導覽以及

讓小朋友體驗紙藝的樂趣，燈節期間每天

清山淨水活動，陽明公園辛亥光復樓亦展出

上午 11 時起，將提供 600 份由紙雕藝術家

相關園林特展，公園處亦邀請臺灣工藝家熱

所創作的 DIY 材料包並進現場教作；每日

情協助展出明式家具，使民眾更能身歷其境，

下午 2 時還有兒童劇團與魔術師帶來精采

增添人文氣息。公園處另邀請市立國樂團

表演，不僅讓小朋友開心唱跳，還會送出

TCO 合唱團 2 月 21 日於花卉試驗中心進行
快閃活動(遇雨取消或延期)，為陽明山花季
進行宣傳，勾勒 4、5 年級生那段春節至陽
明山走春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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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104年2月4日院授人給字第
1040024361號函限制以禮券作為獎品，爰
修正「臺北市政府人事處人事行政研究發

人事新法

展徵文及獎勵作業規定」。
(本處105.1.6北市人管字第10431630900號函轉)
●修正「臺北市政府所屬機關簡任人員遴選
作業原則」第2點、第3點及第4點，並自105

●交通部觀光局配合行政院消費提振措施辦
理「國內旅遊住宿優惠」補助可與國民旅

年1月13日起生效

遊卡併用

首揭作業原則修正重點如下：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4年12月31日總處

一、第2點：考量一級機關內一級單位主管

培字第10400564641號書函轉交通部觀光

以上人員如職務所列最高職等跨列簡

局104年12月8日觀賓字第1040926316號函

任者，其工作職責程度應較薦任者為

以，交通部觀光局為配合行政院消費提振

重，爰為擇優取才，將此類人員納入適用

措施，於104年12月1日至105年3月10日止

對象。另一級機關符合本點所定之職務出

辦理「國內旅遊住宿優惠」補助，於實施

缺時，一律須經遴選作業，不可由所屬機

運作上，衍生該優惠得否與國民旅遊卡併

關人員直接調任。

用之疑義，案經人事總處函請交通部觀光

二、第3點：

局表示意見略以，有關旅客持國民旅遊卡

(一)增列職缺應於本府及行政院人事行政

刷卡支付房價，其支付金額為折價後房價

總處事求人徵才網站公告並將公告期

金額，但業者開立發票金額必須為實售房

間修正為至少二週以上(含例假日)。
(二)公告截止後一個月內應完成會議召開

價金（例：開立發票金額新臺幣（以下同）

及將會議結果簽報市長之程序。

2,000元、刷卡金額1,400元，業者申請優惠
補助金額600元），故國民旅遊卡消費金額

(三)修改候選人資格之文字。

紀錄，並未包含本次活動旅宿優惠補助金

(四)本機關及他機關(含中央及地方各級機

額，因此國民旅遊卡可與上開優惠補助併

關構、民意機關、公立學校)之公務人員

用。

均得報名，一級機關不能先辦理內陞，
內陞無適當人選後才辦理外補；另刪除

(本府105.1.5府授人考字第10416388500號函轉)

「或經本府各機關推薦」等文字。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修正「人事行政研究

(五)機關若擬擇優面試，須先召開遴薦會議，

發展獎勵作業要點」第5點、第7點，並自

明定可參加面試人員之資格條件；至所

104年12月25日生效，同時配合修正「臺北

訂之資格條件應清楚明確一體適用。

市政府人事處人事行政研究發展徵文及獎

(六)遴選責任應由相關局處承擔，爰修正召

勵作業規定」

集人應由本府人員擔任，另為貫徹召集

本處為鼓勵所屬人事人員參加人事行政研

人須由最資淺者擔任，酌作文字修正。

究發展徵文活動，訂有「臺北市政府人事

(七)修正機關不論遴薦人數幾人，均應分別

處人事行政研究發展徵文及獎勵作業規定」
（以下簡稱作業規定），配合人事總處修正

說明遴薦理由。
三、第4點：釐清並統一機關作業程序。

「人事行政研究發展獎勵作業要點」及行

(本府105.1.13府授人任字第10530023700號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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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函送「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
人員赴大陸地區線上申請須知」，並自105

●內政部修正「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
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法」
內政部104年12月30日台內移字第10409554895號函
以，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
陸地區審查現行實務已運作多年，因兩岸
交流頻繁，為縮短審查時間，刻規劃實施
網際網路線上方式送件及審查，另為加強
安全管理，配合組織改造及實務作業需要，
爰修正首揭辦法，修正重點如下：
一、第4條：依是否須經審查會審查，明確
區分應經主管機關許可始得赴陸之適
用對象，並規範相關申請程序及審查
機制。
二、第5條：為強化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
民關係條例第9條第4項第1款至第3款
及第5款現職人員之管理，除要求各機
關（構）提報列管時，應造冊函送內
政部移民署外，異動時亦同。為兼顧
當事人權益，同時要求副知當事人，
另為兼顧退離職人員之管理及實務需
要，退離職人員名冊原應於退離職2星
期前送達該署，修正為退離職前造具
名冊送達。
三、第6條：整併政務人員、直轄市長、涉
及國家機密人員、及縣(市）長進入大
陸地區事由規定。
四、第7、8條：因應網際網路線上方式送
件相關作業之實施，修正申請進入大
陸地區之方式及法定期間。
五、第9條：增列依該辦法申請進入大陸地
區補正之規定。
(本府105.1.8府授人考字第10416368700號函轉)

年1月1日生效
內政部104年12月31日內授移字第1040955593號函
以，內政部業於104年12月30日修正發布「臺
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
區許可辦法」，爰自105年1月1日起，上開
許可辦法之適用對象，改以線上申請進入
大陸地區，取代現行紙本流程，未來申請
時間由現行赴大陸地區前1至3個星期，縮
短為赴大陸地區前2至7個工作日。公務員
赴陸許可線上申請系統（網址
https://psa.immigration.gov.tw/niaweb/）自
105年1月1日起上線，自上線日至105年6月
30日止為宣導期間，採紙本及線上申請雙
軌併行，可擇一方式申請，惟應及早熟悉
線上申請操作流程，自105年7月1日起，將
全面採行線上申請。另依「臺灣地區與大
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9條及第91條規定，
政務人員、直轄市長、縣(市)長、涉及國家
機密人員如未經許可即進入大陸地區，可
處新臺幣(以下同)20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
罰鍰，如屬簡任第11職等以上未涉密公務
員，可處2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具上
開身分公務員赴大陸地區前，務必在法定
期限內依規定向內政部申請許可。
(本府105.1.11府授人考字第10510003900號函轉)
●訂定「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構）學
校人員依法執行公務涉訟協助參考指引」
（含流程圖），並自105年1月8日起實施
為使本府及所屬各機關（構）學校人員於
依法執行公務而涉訟時，能獲得相關支持
與協助，以保障及維護因公涉訟人員之相
關權益，本府爰訂定「臺北市政府及所屬
各機關（構）學校人員依法執行公務涉訟
協助參考指引」（含流程圖），並自105年1
月8日起實施，務請各機關學校轉知所屬同
仁，並確實知會各單位主管及簽陳首長知
悉。上開參考指引流程圖業已同步公告於
本市法規查詢系統/SOP專區/人事處SOP項
下。
(本府105.1.8府授人考字第10530005600號函轉)

●內政部修正「直轄市長、縣（市）長、政
務及涉密人員（含退離職）、簡任第十一
職等以上公務員進入大陸地區申請表」，
並自105年1月1日生效
內政部104年12月31日內授移字第10409555931
號函以，配合該部104年12月30日修正發布之
「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
區許可辦法」
，爰修正首揭申請表，並請各機關
轉知相關人員確依新修正之申請表辦理。
(本府105.1.8府授人考字第10510002900號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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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銓敘部修正「公教人員保險失能給付標準」 ●退休公務人員再任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
銓敘部105年1月8日部退一字第10540590593
公司保險招攬業務人員職務，不適用公務
號函以，為配合公教人員保險法業將殘廢用
人員退休法第23條規定限制範圍
語修正為失能，爰修正公教人員保險殘廢給
付標準名稱為「公教人員保險失能給付標準」， 銓敘部105年1月14日部退三字第1054060880
號函以，該部業於104年12月25日公告最新退
以及第2條至第9條規定，並於第10條明定本
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
(本府105.1.14府授人給字第10530051300號函轉)

休公務人員再任支領雙薪限制之財團法人及
轉投資事業列管範圍中，解除台灣人壽之列

管，並溯自104年10月15日為解除列管停發月
●考試院修正發布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
退休金及停辦優惠存款之基準日。爰退休公
部分條文、銓敘部配合修正公務人員考績
務人員自104年10月15日起，再任該公司任何
表，以及考績（成）通知書
銓敘部105年1月11日部法二字第1054055611
職務均無須停發月退休金及停辦優惠存款。
號函以，考試院業於104年12月30日修正發布
(本府105.1.19府授人給字第10530073100號函轉)
「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同
●行政院修正「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
時配合修正公務人員考績表。另因應公務人
機關（構）學校請頒獎章作業注意事項」
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104年10月28日公保字
第11點，並自105年1月22日生效
第1041060456號函規定，考績（成）丙等事
件之救濟程序，已自104年10月7日起改依復
行政院105年1月22日院授人培字第
審程序處理，銓敘部爰配合修正考績（成）
1050031287號函以，本次修正第2項有關請
通知書之教示條款部分文字，請各機關確依
頒期限規定，凡符合頒給服務獎章之條件
修正後格式繕製104年度考績(成)案通知書。
者，於下列期限內，由本府報行政院核頒，
上開考績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重點如
行政院授權本府核頒者，由請頒機關報本
下：
一、第3條：修正年終考績考核項目占比，工
府核頒。另新增第3項規定略以，獲頒服務
作占考績分數65%；操行占考績分數15%； 獎章之公教人員，其退休（職）案、資遣
學識及才能各占考績分數10%。
案或辭職案經撤銷、撤回或因其他原因失
二、第4條：增訂受考人因安胎所請之各項假
其效力者，請頒機關應報核頒機關註銷其
別，不得作為考績等次之考量因素。
獎章；獲頒服務獎章之公教人員於原退休
三、第7條：增訂現職公務人員經銓敍審定合
格實授，復應其他考試錄取，實施未占
（職）、資遣或辭職生效日前死亡，仍符合
缺訓練者，其當年度原職另予考績，應
頒給服務獎章之條件者，應於註銷後自死
隨時辦理。
亡之日起3個月內重新請頒服務獎章：
四、第13條：明定受考人平時考核獎懲之辦
一、自退休（職）案、資遣案審定或核定或
理程序，並修正機關先行發布獎懲令後
辭職令發布之日起，至退休（職）、
提交考績委員會確認之時限規定。。
資遣或辭職生效日後3個月。
五、第19條：為簡化行政作業並尊重機關首
長考核權限，修正受考人考績復議之程
二、自死亡之日起3個月。
序規定。
(本府105.1.26府授人考字第10510413400號函轉)
六、第24條：提起免職救濟經撤銷原處分並
●自103年起，考選部辦理各項升官等考試及
准予復職者，以其停職期間併計為任職
交通事業升資考試已不另函各錄取人員之
年資，可依規定辦理年終（另予）考績，
故刪除是類人員停職期間逾6個月不予
服務機關。請各機關學校依權責辦理各錄
辦理該年考績之規定。
取人員之升遷改敘事宜。
(本府105.1.15府授人考字第10530051800號函轉)
(本處105.1.19北市人任字第10510270900號函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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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考試錄取占缺訓練人員訓練期間， ●依各種考試或任用法規限制調任之人員、
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例
比照用人機關（構）學校現職人員支給生
轉任之人員，先以另具不受調任限制之公
育補助相關疑義
務人員任用資格任用後，再以原限制調任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105年1月22日
之資格或原專技轉任資格調任時，其俸給
公訓字第1052160062號函以，參加一般保
之核敘
險之公務人員考試錄取占缺訓練人員符合
銓敘部105年1月22日部銓二字第10540632201號令
請領社會保險生育給付條件者，其請領生
以，依各種考試或任用法規限制調任之人員、
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例
育給付及與生育補助間差額之原則，說明
轉任之人員，在限制轉調機關、職系或年
如下：
限內，如以另具不受原調任限制之考試及
一、男性考試錄取人員：
格資格任用後，再以原限制調任之資格或
(一)其配偶「為」社會保險生育給付之適用
原專技轉資格調任，應依公務人員俸給法
對象：比照生育補助表生育補助項目限
第11條或第15條規定逕予核敘同數額之俸
制欄二規定，其配偶應優先請領各項社
級；惟如核敘之俸級低於原限制調任之資
格或原專技轉任資格曾銓敘審定之俸級時，
會保險之生育給付，其請領之金額較生
得改依公務人員俸給法第9條規定重新銓
育補助表規定之補助基準為低時，得檢
敘審定俸級。
附證明文件請領二者間之差額。
前開人員業經銓敘部依公務人員俸給法第
(二)其配偶「非」任何社會保險生育給付之
11條或第15條規定銓敘審定俸級者，於該
通令發布後，仍維持原審定結果；惟其中
適用對象：比照生育補助表生育補助項
如有迄今所敘俸級仍低於原限制調任之資
目限制欄一、（一）規定，因配偶分娩
格或原專技轉任資格曾銓敘審定之俸級者，
或早產，得請領2個月薪俸額之生育補
得改依公務人員俸給法第9條規定重新銓
助。
敘審定俸級，並自105年1月22日起生效，
二、女性考試錄取人員：
且應於3個月內申請辦理改敘。
(本處105.1.27北市人任字第10530115600號函轉)
(一)為「勞保」生育給付之適用對象：應優
先請領勞保生育給付，並依勞工保險條
例第32條第3項規定，不得再請領生育
補助。
(二)為「國保」生育給付之適用對象：應優
先請領國保生育給付，以國保生育給付
之給付標準發給，其請領之金額較生育
補助表規定之補助基準為低時，得再支

●重申各機關臨時人員兼職之處理做法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5年1月27日總處組
字第1050031570號函以，查臨時人員非屬
公務員服務法之適用對象，又是類人員相
關權益部分，業自97年1月1日起依勞動基
準法相關規定辦理，爰有關是類人員得否
兼職部分，請各機關學校確依銓敘部104年
8月6日部法一字第1044005116號及行政院
人事行政總處105年1月27日總處組字第
1050031570號函辦理。亦即，各進用機關
除要求臨時人員如有兼職之情事，須立即
主動告知服務機關外，應依臨時人員之契
約期間、業務屬性、工作內容及其對機關
業務推動之影響幅度，針對是否限制是類
人員之兼職行為部分，本權責納入臨時人
員相關管理規範，且於工作規則及勞動契
約中明定；又臨時人員如有違反勞動契約
兼職情事，亦請各機關納入臨時人員相關
考核辦理。至各進用機關前未於工作規則
及勞動契約明定臨時人員不得兼職，如嗣後
經審酌業務需要，擬增訂不得兼職之規範，應先行
協調並取得現有臨時人員之同意。
(本府105.1.29府授人考字第10510456800號函轉)

領與生育補助間之差額。
(三)同時為「勞保」及「國保」生育給付之
適用對象：應就勞保生育給付及國保生
育給付擇一請領，如選擇請領勞保生育
給付者，不得再請領生育補助；至如選
擇國保生育給付者，得再支領與生育補
助間之差額。
(四)均非「勞保」及「國保」生育給付之適
用對象：得比照生育補助表規定，請領
2個月薪俸額之生育補助。
(本府105.1.25府授人給字第10510378800號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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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榜

業務叮嚀

●105 年 1 月經銓敘部銓敘審定之二大功案
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林小隊長宏洲
●105 年 1 月核頒重要榮譽獎章
懋績二等首長政績紀念章
主計處 梁處長秀菊
弼光二等首長政績紀念章
勞動力重建運用處 陳處長惠琪
●國家文官學院 104 年度公務人員專書閱讀
心得寫作暨閱讀推廣績優機關競賽
臺北市政府 獲閱讀推廣績優機關競賽
「第1組」優良獎
臺北市大安區戶政事務所王戶籍員馨儀
獲公務人員專書閱讀心得寫作競賽
【第二領域 自我發展與人文關懷】金椽獎

●請參考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4年12月15日召
開研商「提升地方機關性別意識培力機制」會
議結論積極辦理性別主流化相關訓練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4年12月30日總處
培字第1040056267號函以，該總處104年12
月15日召開研商「提升地方機關性別意識
培力機制」會議結論略以，針對各機關(構)
內未參與性平相關課程者，應設計鼓勵機
制；為持續提升各機關(構)內男性公務人員
參加性平課程之比率，可再賡續規劃促進
男性參訓機制；該會議亦就各地方機關提
升性別意識培力之各項推動事項提供相關
建議。爰請各機關學校參考上開會議結論
積極辦理性別主流化相關訓練。
(本府105.1.4府授人考字第10416357500號函轉知)

●請所屬人事機構踴躍研提創新成果項目參選
本處配合人事總處將於106年上半年辦理
第六屆行政院所屬及地方人事機構人力資
源管理創新獎勵，為鼓勵所屬人事機構踴
躍提報參選項目，除將參選情形列入105年
度人事業務績效考核評分項目外，並將於
105年6月份依「臺北市政府人事處及所屬
人事機構執行『行政院所屬及地方人事機
構人力資源管理創新獎勵要點』補充規定」，
函請各人事機構就104年及105年推動業務
文山區戶政事務所人事機構賴人事管理員
之創新成果研提參選項目，爰請及早準備，
秀芳調任市政大樓公共事務管理中心人事
以爭取佳績。
(本處105.1.5北市人管字第10530011900號函轉知)
機構人事管理員，派令自 105 年 1 月 2 日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中心
生效
「訓練需求及學習服務系統」新增「課程
警察局文山第二分局人事室歐陽主任秀英
講座查詢」功能，並自105年1月5日上線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中心
調任警察局中正第二分局人事室主任，所
105年1月6日人發教字第1050100004號函
遺職缺，由警察局文山第一分局人事室林
以，該中心「訓練需求及學習服務系統」
新增「課程講座查詢」功能，各機關訓練承
主任欣麗調任，林主任欣麗調任所遺職缺，
辦人可於該中心全球資訊網(http://www.hrd.gov.tw/)
點選「訓練承辦人」身分登入系統，於左
由警察局捷運警察隊人事室儲主任孟俊調
側「訓練承辦人專區」項下點選「課程講
任，派令均自 105 年 1 月 4 日生效
座查詢」，輸入課程關鍵字查詢及列印相關
主題講座資訊；另新增功能所列資訊業經
警察局通信隊人事機構呂人事管理員榮宸
該中心授課講座同意授權，僅限運用於教
調陞警察局捷運警察隊人事室主任，所遺
育或訓練行政之特定目的，請勿任意轉載
或利用；講座名單係依資料更新時間排序，
職缺，由警察局人事室周科員嵩智調陞，
不代表該中心推薦。
派令均自 105 年 1 月 20 日生效
(本府105.1.8 府授人考字第10510089500 號函轉知)

人事驛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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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本府各機關學校生活津貼請領及報送
一年度考績結果仍有晉級空間之退休案，其
正確性，避免錯誤一再發生，請一級人事
前一年度考績未及經銓敘部或核定機關審定
機構加強督導填報「全國軍公教人員生活
時，應以考績核定權責機關核定後出具之考
津貼申請暨稽核系統」
績證明，據以審定退休等級，以簡化程序。
查「104年度人事業務績效考核項目及評分
此外，併請依公教人員保險法施行細則第33條
標準表」之「落實生活津貼請領及報送正
第2項規定，於其考績晉級案經核定權責機關核
確性」考核項目未得滿分，致影響本處人
定後，提前逕送承保機關辦理公教人員保險之
事業務績效考核成績，請一級人事機構加
變俸，以利承保機關核發公保養老給付。
強督導如下：
(本府105.1.21府授人給字第10530055000號函轉知)
一、確實轉知申請人及督導相關承辦人員
●請加強宣導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相關限制
應依規定申請及辦理，如事實認定或
兼職規定
法規適用遇有疑義時，應先確實釐清
本府為避免同仁誤犯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相
後始予補助，以免違反規定；承辦人
關限制兼職規定，前已多次加強宣導重申在
如有更迭，須將本案列入移交清冊並
案，惟據監察院105年1月11日院台內字第
負責指導，必要時請新任承辦人參加
1051930032號函附調查意見，關於公務員違
本處舉辦之相關講習。
法兼職問題之宣導仍有不足。爰為免同仁誤
二、加強督導所屬機關學校有關子女教育
犯相關規定，並恐受懲戒或停職處分，請各
補助及生育補助登錄資料之正確性，
機關學校利用各種活動、會議或相關訓練場
避免誤植情形發生。
合適時加強宣導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相關規
三、自105年1月起，每月均須至稽核系統
範，並落實辦理。
查核所屬機關學校生育補助申請案件， (本府105.1.27府授人考字第10510425300號函轉知)
確認是否屬應優先適用各種社會保險
●請鼓勵公教員工參與志願服務
之被保險人，倘有核發錯誤情形，應
行政院為鼓勵「公教員工」參與志願服務，
立即通知該案件承辦人改正及收回溢
拓展服務、關懷及公民參與之意識，豐富精
領金額，本處將於每月20日抽核各機
神生活內涵及回饋社會，於104年2月5日訂定
關學校申請生育補助資料。
「各機關推動公教員工參與志願服務實施要
四、前開子女教育補助誤植資料及生育補
點」
，同日停止適用「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推
助抽核有誤，列入各一級人事機構平
動公教志工志願服務要點」
。是以，原推動退
時考核及人事業務績效考核成績參據，
休公教人員參與志工部分，業改為推動現職
並減列考績甲等名額。
或退休之公務人員、教職員、駐衛警察、工
(本處105.1.8北市人給字第10530001500號函轉知)
友（含技工、駕駛）及現職聘用、約僱人員
●有關各機關學校參加105年全國公教美展活
等參與志願服務。基此，請各機關學校依上
動經費補助方式
開實施要點規定透過座談會、專題演講及協
為鼓勵同仁踴躍參加本活動，凡經府內評選
洽民間志願服務相關團體等方式，宣導參與
入選代表本府參加活動之各類作品，由本府
志願服務理念，並參酌下列措施，鼓勵公教
覈實補助上限新臺幣500元之裱裝、沖洗費用。
員工參與志願服務：
(本府105.1.12府授人給字第10530034700號函轉知)
一、辦理志願服務體驗活動，提高參與意願。
●重申有關貴屬公務人員前年度考績結果仍
二、安排參與志願服務心得分享。
有晉級空間之退休案，請確實依本府100年
三、配合三節慰問信函或活動之舉辦，邀請
11月25日府授人四字第10031081900號函規
或鼓勵退休公教員工參與志願服務。
定辦理
四、視實際需要，結合退休公教員工團體辦
各機關申請次年1月2日以後退休生效，且前
理觀摩、推廣志願服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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