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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核心價值：廉正、忠誠、專業、效能、關懷
小進步比較實在，大量的微小進步就會變成
production by mass，但先決條件是要有
空閒時間想改革的事，所以請各局處研究
拿掉那些冗事，並思考紙本電子化，以提
升效率。
●要求各局處訂定局處版策略地圖的目的，
●反省改進是一種文化，跨局處問題每次都

係希望讓局處重新完整思考未來施政方向，

要副秘書長以上層級協助解決是壞習慣，

並凝聚同仁共識。本人認為最好的管理就

不應該成為常態，局處間可自行擺平的就

是不用管理，如果本府員工都能知道要做

自己解決，只有擺不平的，才請府級長官

什麼事，前進的方向就會比較一致。
(以上摘自105.2.16本府第1874次市政會議紀錄)

出面協處；另複雜案件應先講好再簽辦公
文，而非藉公文會辦定案，致耗費時日。

●政府機關應建立創新的文化，同仁在日常
工作中應隨時思考是否能做得更好，並將

(摘自105.2.2本府第1873次市政會議紀錄)

新想法落實到實際工作中，另也可嘗試申
●本人1993 年至1994 年住在美國時，感覺

請專利或推廣技術至全國，甚至國際。

美國人看起來很悠閒，但是該國卻比我們

●本人重申：出錯不太會被罵，只有說謊掩

進步，所以人還是要有空餘時間，就像電

飾才會被罵，好好認錯，我幫你解決，依

腦硬體容量達到80%就跑不動，降到60%效

規定出錯，長官負責，不依規定出錯，自

率反而比較好。系統很難compete，只能

己負責。
(以上摘自105.2.23本府第1875次市政會議紀錄)

compatible，系統一致時就沒有問題，不
一致才會出現一堆問題，所以公務員的冗
事應該拿掉，多利用空餘時間進行高階思
考，整天時間若塞滿了就沒辦法進步。
●本人不認同「亮點政治」，應無所謂的「偉
大建設」，應在每個人於每日遇到的問題中
改進，要建立企業文化，累積每個人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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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就在巷子裡105年3月份活動，歡迎踴躍
參加
2007年開辦至今的「文化就在巷子裡」系列

活動之窗

活動，是由文化局附屬機關臺北市藝文推
廣處、臺北市立交響樂團、臺北市立國樂
團以及臺北市立美術館所共同承辦，結合

●臺北花博農民市集 三月花現幸福月

各單位特屬的藝文資源，突破圍牆的限制，

採

讓藝術就在街角巷弄間發生！每年走入臺

買生鮮在花博

北市不同行政區里的廣場、公園、學校、

過完春節和元宵節，接下來就是春暖花開的

圖書館和廟口等地，辦理多達100場以上的

季節囉～久違的花博農民市集即將與您在三

表演及視覺藝術推廣活動，期待與市民近

月一起「花」現幸福！此時也正是果物盛產

距離的互動，深耕「藝術生活化、文化社

的時候了，本月有宜蘭的有機蔬果(3/5-6)、

區化」的基層活絡能量。相關活動資訊歡

嘉義的花生香蕉(3/12-13)、臺南鳳梨(3/19-20)

迎至文化局網站查詢。

及彰化芭樂(3/26-27)農特產品展售會與大家

●國家文官學院「每月一書」導讀會

一起相見歡，每週的現場也會舉辦許多優質
農產推薦、DIY及試吃活動，想嚐鮮的朋友們

為推動終身學習，並建立書香社會，國家

歡迎來捧場！花博農民市集有來自全國各地

文官學院訂於105年3月22日（星期二）晚上

的農友，帶來自身產地最優質的新鮮蔬果要

7時至9時於該學院行政大樓1樓菁英講堂辦

與市民朋友們分享～除了上述各縣市帶來的

理「每月一書」導讀會，本次導讀書目為

優質蔬果外，還有南港的包種茶葉、雲林的

《巷仔口社會學》，邀請輔仁大學社會學

小黃瓜、宜蘭的有機蔬果、新北三峽的冬蜜、

系戴教授伯芬蒞臨導讀。會場並備有每月

萬里的乾魚貨及國姓鄉的咖啡豆等等；現場

一書圖書供與會者抽籤，歡迎同仁至國家

舞臺活動每週六的下午4點至5點還有音樂饗

文官學院全球資訊網站報名參加。

宴，本月邀請到MP3樂團及尤振維Sax獨奏等

●臺北市政府105年38婦女節慶祝活動雙十年

帶來精彩的音樂演出。除了每天的優質農特

華三部曲「臺北女人！啊」系列影展

產品推薦活動、小農推薦活動外，三月還有

為慶祝一年一度婦女節，社會局結合臺北

不一樣的精彩趣味活動，歡迎大家一同來共

市各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共同舉辦性別視

襄盛舉哦！更多詳細的活動內容介紹，請鎖

野電影與生活講座，期待透過這些影像與

定臺北花博農民市集相關活動資訊，歡迎至

講座內容與民眾互動，將性別與婦女權益

官網http://www.expofarmersmarket.gov.taipei查詢。

議題融入日常生活中，讓民眾更能體驗女
性的生活處境，喚醒性別意識並推動性別

●臺北市立圖書館 105 年 3 月份每月一書講
座

平等工作。相關資訊及報名網址請查詢

臺北市立圖書館於105年3月26日下午2時30

http://tinyurl.com/taipeiwoman。

分，在市立圖書館總館10樓會議廳舉行每月
一書系列講座，邀請本書作者洪仲清臨床心
理師導讀每月一書―跟自己和好：為情緒解
套，了解生存原來可以有很多種方式，歡迎
同仁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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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爰參考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訂定之
「職業促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外傷導致

人事法

者除外）之認定參考指引」及本府勞動局

人事新法

公告「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計畫（範
本）」，訂定首揭關懷方案，以確保同仁身
心健康。各機關應將「過勞量表」、「心理
健康量表」與市立聯合醫院、其他院所及
本府員工協談室等心理健康服務需求之管

●修正臺北市政府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計畫第
貳點、第 點，並溯自105年1月1日生效
本次修正重點如下：將「慶生」及「國內」
納入，刪除活動地點之規定，增訂慶生活
動金額不得逾預算金額二分之一，為明確
規範應辦保險及租借車輛事宜，修訂相關
規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4年9月22日
總處給字第1040047345號函規定略以，各
機關學校辦理文康活動，其經費依相關規
定標準編列並經立法機關審查通過，得於
上開預算範圍內本權責配合活動內容規劃
以禮品、禮券或現金等形式發給，如未實
際辦理文康活動，而逕行發放禮品、禮券
或現金之情形發生，應從嚴追究相關人員
行政責任。
(本府105.1.26府授人給字第10530001800號函轉)

道，以及勞動部開發之「勞工健康照護資
訊平台」公告周知，同仁如有自我評估身
心健康需要，可自行填寫或向各管道尋求
協助，另請確實知會各單位主管及簽陳首
長知悉並配合辦理。
(本府105.2.1府授人考字第10530098500號函轉)
●行政院核定「行政院所屬機關及地方機關
公務人員學習地圖」
行政院105年1月26日院授人培字第1050031518號函
以，依旨揭學習地圖所示，我國公務人員核
心能力分為共通、管理及專業核心能力3類，
其中共通、管理核心能力已由行政院人事
行政總處建構，專業核心能力將由各主管
機關或授權所屬機關建構，爰有關本府公

●修正臺北市政府公教人員急難貸款實施要

務人員專業核心能力之建構，將另案邀集

點第10點、第11點，，並自105年2月1日生效
為配合中央公教人員急難貸款實施要點修
正，爰比照上開中央規定，就本府急難貸
款申請表及為確保本府急難貸款基金循環
運用安全，將各機關審核申貸案件及辦理
離職人員貸款清償作業應注意事項，予以
明確規範。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第10點：為確保本府公教人員急難救
助基金債權，避免增加追債成本，增
列各機關、學校查核責任。
二、第11點：現行第10點規定遞移為第11點。
(本府105.2.1府授人給字第10530055200號函轉)

各機關研議辦理。
(本府105.2.2府授人考字第10510447800號函轉)
●修正「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構）學
校辦理公務員申請赴大陸地區作業規範」，
並自105年2月4日起生效
為配合內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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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因應本府大陸小組業務已
由本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移撥至秘書處
辦理，另疾病管制局已於102年7月23日組
織調整為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內政部

●訂定本府各機關工作超時人員關懷方案及

入出國及移民署已自104年1月2日起更名

作業流程圖（含過勞量表及心理健康量表），
並自105年2月1日起實施

為內政部移民署，及考量政府現階段並無

為避免本府同仁因面臨長時間工作及壓力

正本作業規範。

威脅，至影響身心健康，進而影響公務推

規劃開放公務員進入大陸地區進修，爰修
(本府105.2.4府授人考字第10530006100號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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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約聘僱人員、公營事業機構公務員

處，其違失行為因較一次記二大過為輕，

兼具勞工身分人員於聘僱、在職期間自殺死

基於「舉重以明輕」原則，應類推適用公

亡，得以病故或意外死亡辦理撫慰、給卹

務員懲戒法相關規定，亦自違失行為終了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5年2月18日總處給

之日起逾10年者，即不予追究（按：銓敘

字第1050033085號函以，考量約聘僱人員、

部93年9月27日部法二字第0932370795號

公兼勞與公務人員遺族權益之一致性，復

令及95年11月22日部法二字第0952725152

基於矜卹撫慰之意旨，本案經簽奉行政院

號書函）。復查101年10月18日由考試院函

核定，比照103年8月12日發布修正之撫卹

送立法院審議之考績法修正草案因立法院

法施行細則第3條之精神，除因犯罪而自行

屆期不續審，目前並未完成修法程序；故

結束生命者外，均得以病故或意外死亡辦

有關平時考核懲處及一次記二大過專案考

理。

績懲處權之行使期間，仍請依該部前開令
及書函規定之10年追溯時效辦理。

(本府105.2.25府授人給字第10510750400號函轉)

(本處105.2.23北市人考字第10530216400號函轉)

●軍職年資得否採計為公務人員退休年資疑義
銓敘部105年1月29日部退三字第

●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業經考試

1054063707號書函及105年2月5日部退三

院、行政院及司法院於105年2月5日會銜修

字第1054067947號函以，軍職年資得否採

正發布，有關該辦法修正重點及修正施行

計為公務人員退休年資，影響退休法之自

後之適用原則

願退休及支領月退休金條件之成就與否。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105年2月18日

爰此，本府各機關學校如遇有申請退休人

公訓字第1050001985號函以，為精進考試

員具有軍職年資，而該軍職部分年資曾領

錄取人員訓練相關措施，及因應考試院賡

取退除給與，應注意該段年資是否將畸零

續推動未占缺訓練之政策方向與實務需要，

月、日數採行「未滿半年，以半年計」或

爰修正部分條文；另目前有部分公務人員

「半年以上，未滿1年，以1年計」之方式

考試業已公告、報名、舉辦考試或刻正實

給與，如有上述情形，則其軍職年資應扣

施錄取人員訓練中，爰有關上開修正發布

除「核給退離給與之年資」後，方得併計

之訓練辦法適用原則，說明如下：

為退休年資。

一、訓練辦法修正施行前已公告舉辦之考
試，仍依原訓練辦法及原訓練計畫規

(本府105.2.19府授人給字第10510644800號函轉)

定辦理。

●104年5月20日修正公布之公務員懲戒法如

二、訓練辦法修正施行後始公告舉辦之考

於日後施行，現行平時考核懲處及一次記二

試，依新訓練辦法之規定辦理。

大過免職之專案考績懲處權行使時效疑義

三、補訓或重新訓練人員，原則均應依參

依銓敘部105年2月19日部法二字第

加訓練當年度之訓練計畫辦理。

1054069528號書函以，公務人員因符合公

(本府105.2.23府授人任字第10510759000號函轉)

務人員考績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所定一次
記二大過免職之規定者，機關之懲處權行
使期間，應類推適用公務員懲戒法10年追
溯時效之相關規定；至於機關依考績法第
12條第1項第1款規定對公務人員所為之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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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機關編制內工友（含技工、駕駛）之服
務年資，得否由工友於退休時自行具結選

次年度足額提撥退休金差額並編列預算以
茲因應。是以，本案仍請依據勞動基準法第

擇全數採計、部分採計或不予採計
現行「工友管理要點」第25點工友退休金
計算方式及第27點第1項有關工友退休年
資之計算，以在本機關編制內工友之服務
年資為準等規定，均依勞動基準法第55條、
第57條及第84條之2規定辦理。至實務上有
受僱年資較長工友所領取之退休金，反而
較年資短者所領取退休金少之情形一節，
依原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6年12月3日勞動4

56條第2項規定辦理估算及提撥差額事宜。
(本處105.2.23北市人給字第10530203500號函轉)
●公務人員公假受訓期間如達4週，得否依各
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規定，約聘僱
人員辦理所遺業務
銓敘部105年2月22日部銓三字第1054064259號
書函以，各機關薦任以下非主管職務，有
請假(含公假)等非出缺事由達1個月以上時，
原則上係由現職人員代理，如確實無法指

字第0960131050號書函說明以，係因勞工
受僱年資分屬適用勞動基準法前、後之不同
法令，採分段計算所致。基於現行工友退休
金計算方式符合勞基法規定，於法有據。為
維持法安定性，並避免勞資糾紛及增加政府
財政負擔，有關本機關編制內工友服務年資
之採計，仍請依前開現行規定辦理。
(本處105.2.23北市人給字第10510743000號函轉)

定現職人員代理時，始得約聘僱人員辦理
其所遺業務，以避免因人力短缺而中斷業
務之推行。至所稱「1個月」，係參照行政
程序法第48條第2、3項規定辦理。經查訓
練之4週受訓期間，因未達1個月，依現行
規定，無法約聘僱人員辦理其所遺業務。
(本處105.2.23北市人任字第10510789300號函轉)
●重複發給退休人員三節慰問金之追繳事宜

●放寬勞工退休準備金以登記於次年度退休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5年2月22日總處給
字第1050033355號函以，三節慰問金之發
給，依法務部83年9月22日法律字第20433
號函釋，係屬政府之贈與。已為贈與者，
除有一般撤銷事由（例如民法第88條意思
表示錯誤及第92條意思表示受詐欺或脅迫
等）及特殊撤銷事由（例如民法第416條贈
與之撤銷）外，該贈與行為已完成，無從
撤銷。至機關是否受退休人員詐欺而為贈
與之意思表示，尚涉事實認定，並得由機

勞工之退休金數額，扣除現有勞工退休準
備金餘額方式進行估算，或逐年提撥差額
本府勞動局105年2月18日北市勞資字第
10534595800號函以，查104年2月6日生效
之勞動基準法第56條第2項規定：「雇主應
於每年年度終了前，估算前項勞工退休準
備金專戶餘額，該餘額不足給付次一年度
內預估成就第53條或第54條第1項第1款退
休條件之勞工，依前條計算之退休金數額
者，雇主應於次年度3月底前一次提撥其差
額，並送事業單位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
員會審議。」未依上開規定辦理者依同法
第78條規定，處新臺幣9萬元以上45萬元以
下罰鍰並公布事業單位名稱。茲以該法並
無得以採用退休意願登記，或分期逐年攤
提之方式進行估算提撥，此外，勞動部亦

關審認斟酌行使民法第92條之撤銷權。倘
贈與契約有效成立且未經撤銷，退休人員
依有效成立之贈與契約受領三節慰問金，
有法律上原因，不構成民法第179條之不當
得利，機關對退休人員尚無返還請求權。
惟退休人員受贈三節慰問金以一份為限，
有數個退休機關時，依原行政院人事行政
局86年3月3日函釋，退休機關間應切實聯
繫，擇一辦理，是如退休人員自願返還，

曾於104年11月27日以勞動福3字第
1040136991號函表示勞基法第56規定第2
項足額提撥規定，公私部門一體適用，故
各公部門於年度預算編列時，應提早估算

得由機關審酌處理依規定入庫。
(本府105.2.24府授人給字第10510804000號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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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階文官培訓飛躍方案105年訓練宣導短
片」相關訊息

榮譽榜

為厚植高階公務人力，以培育部會司、處長

榮譽榜

或機關首長之接班人為訓練目標，公務人員
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已推動高階文官培訓飛
躍方案，為宣導該方案之訓練理念與內容，
讓有意參訓者能對是項訓練有更進一步之

●105 年 2 月核頒重要榮譽獎章

瞭解，該會於105年拍攝2支宣導短片，已

弼光二等首長政績紀念章

登載於保訓會、國家文官學院全球資訊網及

職能發展學院 高主任俊儀

YouTube網站（搜尋標題：高階文官培訓飛
躍方案參訓心得），請轉知所屬同仁踴躍上
網觀看。
(本府105.2.1 府授人考字第10510526600 號函轉知)
●本府公教人員急難貸款實施要點比照中央

人事驛站

公教人員急難貸款實施要點，申請人及其
連帶保證人申請急難貸款時需檢附綜合信
用報告影本
邇來查有本府急難貸款申請人及其連帶保

工務局人事室廖科員雅雯調陞臺北市文山

證人之急難貸款及法院扣款，每月攤還金額

區戶政事務所人事管理員，派令自 105 年

超過薪資1/2，考量申貸人之薪資需維持其

2 月 1 日生效。

生活基本需求及保障本府債權，請各機關審

臺北市立懷生國民中學人事室主任職缺由

核申請本府急難貸款案件，比照首揭中央急

新北市淡水戶政事務所黃人事管理員碧慧

難貸款要點，申請時須檢附申請人及其連帶

調任，派令自 105 年 2 月 5 日生效。

保證人之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申請
綜合信用報告影本1份，以作為貸款審核依據。
(本府105.2.4府授人給字第10530140400號函轉知)

業務叮嚀

●訂定「臺北市政府因公出國或赴大陸地區
會簽案件檢核表」
為確實檢核因公出國或赴大陸地區案件有
無內容、附件或程序之疏漏，本府業訂定「臺
北市政府因公出國或赴大陸地區會簽案件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編製「工友管理法規

檢核表」供各機關辦理因公出國或赴大陸地

釋例彙編」全文電子檔已登載於該總處網

區業務之參考，爾後各機關學校報府會簽之

站首頁之「組編人力處」-「工友管理」
，請

因公出國或赴大陸地區案件，均應檢附上開

自行下載參考運用

檢核表以利控管。

(本處105.2.17 北市人管字第10510682300 號函轉知)

(本府105.2.4府授人考字第10530006101號函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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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新版「服務獎章線上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地方行政研習中心訂

核頒及檢核系統」上線時程及注意事項

定105年度「微學習、簡述力實施計畫」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5年2月2日總處資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地方行政研習中心為

字第1050032178號函以，為簡化現行系統

訓練公務人員於廣闊網路世界中，藉由微

請頒作業流程及精進系統功能，提供使用

小的學習範圍，獲取最有效能之學習結果，

者更友善之操作介面，爰重新建置新版「服

以培養抓重點、簡述力之能力，爰依105年
度地方公務人員數位學習推動計畫訂定

務獎章線上核頒及檢核系統」，新獎章系統

105年微學習、簡述力實施計畫，辦理期間

已於105年3月1日上午10時正式啟用，新增

自105年3月起至8月底止，敬請轉知同仁踴

功能說明如下：

躍參加。

一、將請頒及核頒功能整合於獎章案件維

(本府105.2.22府授人考字第10510772300號函轉知)

護作業中，簡化使用者操作流程。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地方行政研習中心

二、各機關可於單一功能下同時執行新增

「e學中心」數位學習平台設立「MOOCs學

請頒案件及查詢處理進度。提供可自

習專區」，請鼓勵所屬踴躍參與學習

行指定送審機關功能，請頒機關可依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地方行政研習中心與

請頒人員類別自行指定案件審查之上

國立空中大學合作，於「e學中心」

層機關，以解決現行系統機關預設層

(https://elearning.rad.gov.tw/)設立「MOOCs

級而造成審查機關無法看到待審查案

學習專區」，以「Taiwan LIFE台灣全民學習

件問題。

平台」作為推動公務人員MOOCs學習平台，

三、提供待辦事項及最新消息公告訊息，

提供更多元化之數位學習模式，參與e學中

供各機關檢視待處理案件，俾利主管

心「MOOCs學習專區」推薦課程完課者，

機關審查服務獎章核頒作業。

並可獲得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請鼓勵
所屬踴躍參與學習。

(本處105.2.5北市人考字第10530169800號函轉知)

(本府105.2.24府授人考字第10510824200號函轉知)

●請同仁多加利用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製作

●104學年度第2學期子女教育補助申請期限，

之人事法規數位學習課程

請於105年4月10日前辦理

行政院96年7月11日院授人考字
0960062703號函略以，自97年1月1日起，

(本府105.2.17府授人給字第10510665300號函轉知)

公務人員每年與業務相關之學習時數不得

●為提升保障事件當事人及機關代表參與保

低於20小時。另本處所屬人事人員完成與

障事件程序之便利性，請積極推動利用視

業務相關之學習時數達 20小時以上之比

訊方式陳述意見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近年來積極推

率，業列為本處業務推行重點，並訂為各

動利用視訊方式陳述意見，並持續建置視

一級機關（構）暨區公所人事機構105年度

訊連線新據點，經考量行政機關經費有限，

業務績效考核項目。為提升人事人員專業

為免機關額外花費建置視訊硬體設備，方

知能及達成績效指標，請同仁多加利用行

便使用現有電腦及網路進行視訊會議，爰轉

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製作之人事法規數位學

知各機關可利用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

習課程，並踴躍上線學習。

（NCHC）所開發之Co-life視訊會議軟體辦理。
(本府105.2.24府授人考字第10510807910號函轉知)

(本處105.2.18北市人管字第10530193300號函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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