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銓敘部 110 年 1 月 5 日部退四字第 1105312139 號函：一、 依「早期支領一次退休金生

活困難退休公教人員發給年節照護金作業要點」第 7 點及本部 95 年 11 月 29 日部退一字

第 0952703721 號函規定辦理。二、 現行照護金發給標準，每節單身者為新臺幣（以下

同）21,600 元；有眷屬依賴其扶養者為 37,000 元。個人最低生活所需標準為每人每月平

均收入為 15,000 元；有眷屬依賴其扶養者 25,000 元。三、 關於 110 年春節照護金發放

應配合辦理之事宜，規定如下：(一) 由本部負擔照護金經費者（中央機關學校）之作業

要求：１、請依規定確實審核符合由本部應負擔照護金適用對象者，始可依前開規定辦理

照護金登錄及請款；至於非屬本部應負擔照護金者請勿列入。２、請人事單位於初核照護

金人數及金額後，應簽會會計單位，確認應歸屬為「早期退休公教人員生活困難照護金」

科目並開立付款憑單後，始能依規定登錄照護金人員相關資料，俟核定後，再向財政部國

庫署請款發放。(二)由各級地方政府負擔照護金經費者（地方機關學校）之作業要求： 
１、 請各地方政府主管機關於本部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查驗系統之公務人員退撫給與發放

作業項下之「照護金查詢維護作業」，利用該系統登錄 110 年春節照護金核發之人數及金

額等相關資料（出國及死亡者亦需填註）。２、各地方政府主管機關承辦照護金發放事宜

之人事人員如於操作照護金查詢維護作業平台，遇有使用上問題或相關建議事項，均可洽

詢本部資訊室或退撫司協助處理。(三)年節照護金係政府對於早期退休並支領一次退休金

者之關懷政策，爰請貴機關於照護金發放作業過程中，宜發揮主動關懷精神，適當表達政

府關切之意；必要時亦可會同社工人員親赴當事人住所，表示關懷或為必要之協助。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110 年 1 月 5 日公訓字第 1090012942 號書函：按公務人員考

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以下簡稱訓練辦法）第 3 條規定：「本訓練分為基礎訓練與實務訓

練。但性質特殊之高等及普通考試類科或特種考試錄取人員訓練（以下簡稱性質特殊訓

練），得於訓練計畫另定其他訓練。」第 18 條規定：「受訓人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

由實務訓練機關（構）學校於其報到後 7 日內，依報到時所填載之資料，函送保訓會核准

免除基礎訓練：一、經公務人員考試錄取，最近 3 年內曾受同等級以上考試錄取人員基礎

訓練成績及格。二、經公務人員考試錄取，最近 3 年內曾受次一等級以下，且訓練期間相

同或訓練課程相當之考試錄取人員基礎訓練成績及格。」次按 109 年身障特考錄取人員訓

練計畫第 16 點第 1 款規定：「本考試錄取人員實體課程及網路線上學習基礎訓練，不予採

計訓練成績。」三、據上，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如係於最近 3 年內曾受同等級以上考試

錄取人員基礎訓練成績及格，或最近 3 年內曾受次一等級以下，且訓練期間相同或訓練課

程相當之考試錄取人員基礎訓練成績及格，均應免除基礎訓練。惟歷年來為顧及身障特考



 
各類別障礙人員參與基礎訓練之權益，並鼓勵其參訓，爰採行實體課程或網路線上學習基

礎訓練擇一參加，且均不採計基礎訓練成績。茲考量近年來身障特考「實體課程基礎訓

練」，已由原專班訓練改採與其他各項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基礎訓練併班方式實施，其

訓期相同且訓練課程相當，爰本會同意身障特考錄取人員參加實體課程基礎訓練且成績及

格，復應其他公務人員考試錄取者，得適用訓練辦法免除基礎訓練之規定。 
 銓敘部 110 年 1 月 11 日部管二字第 11053141102 號函：修正「銓敘部補助公務人員協會

經費作業規定」第 5 點、第 7 點、第 9 點修正總說明、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各 1 份。

 本規定第 5 點、第 7 點、第 9 點，業經本部於民國 110 年 1 月 11 日以部管二字第

11053141101 號令修正發布，並自發布日生效，第 5 點、第 7 點、第 9 點修正總說明、對

照表及修正後全文業登載於本部全球資訊網/銓敘法規/法規動態/人事管理司項下。 
 連江縣政府 110 年 1 月 15 日府民勞字第 1100002645 號函：一、「勞工退休準備金」乃勞

動基準法（以下簡稱勞基法）第 56 條課予雇主須為其僱用勞工之退休金預作準備之制

度，雇主應依勞工每月薪資總額 2%至 15%範圍內，按月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該準備金

之提撥率，則依「勞工退休準備金提撥及管理辦法」第 2 條，由事業單位考量勞工工作年

資、薪資結構、最近 5 年勞工流動率、今後 5 年退休勞工人數等因素訂定。二、雇主應於

每年年度終了前，估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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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

基法第 53 條或第 54 條第 1 項第 1 款退休條件之勞工，依第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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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基法第 56 條第 2 項），未依規定者將處新臺幣 9 萬元以上 45 萬元以下罰鍰（勞基法

第 78 條規定）。三、請貴單位估算 110 年符合退休要件之勞工（亦即勞退舊制勞工，具

勞基法第 53 或 54 條情形者），並計算其退休金，如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不足額，應於

110 年 3 月底前補足。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10 年 1 月 28 日總處給字第 11000115021 號函：有關 109 年請延長

病假未超過 6 個月而全年無工作事實者，其年終工作獎金應扣除延長病假日數後按實際在

職月數比例發給。一、審酌年終工作獎金之發給，係為激勵現職軍公教人員士氣，慰勉其

工作辛勞，自仍宜有工作事實(在職)為前提，爰行政院 109 年 12 月 24 日院授人給字第

1096300002 號函訂定「一百零九年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以下簡稱發

給注意事項），於該事項第 6 點第 1 項第 6 款規定，請延長病假超過 6 個月且全年無工作

事實者，應扣除延長病假日數後按實際在職月數比例發給。二、考量年度中請延長病假未

超過 6 個月而全年無工作事實者，亦屬全年無工作事實且不辦理考績，為符合年終工作獎

金發給意旨，並與請延長病假超過 6 個月且全年無工作事實人員之年終工作獎金發給為衡

平一致之處理，爰是類人員參照發給注意事項第 6 點第 1 項第 6 款規定，於扣除延長病假

日數後按實際在職月數比例發給年終工作獎金。三、檢送「一百零九年軍公教人員年終工

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及說明各一份供參。 
 連江縣政府 110 年 2 月 3 日府人考字第 1100002725 號函：重申本府員工差假及加班相關

規定，請確實遵照辦理。 
說明：一、查本府 108 年 5 月 21 日府人考字第 1080018758 號函訂頒「「連江縣政府及所

屬各機關學校員工出差加班注意事項」(以下簡稱注意事項)，茲節錄相關重點規定如下： 
(一)派遣出差人員應以需派員前往實地洽辦者為限，可用視訊、電話、傳真、電子郵件或

文書等聯繫解決者，不得派員出差。又為節省路程及旅費支出，如有數個出差應集中辦理

及以必要人員為限。(二)差假前後如因交通因素無法前往或返回辦公場所者，可提前或延



 
後出發或返回，其提前出發請公差公假者應專簽奉准(先會人事單位)，或延後返回者應提

出申請。(三)加班應於線上事先提出加班申請，並經主管核准。加班起迄時間應有刷卡、

簽到退或其他可資證明之紀錄。免刷卡、免簽到退員工或於任所以外場所加班者，亦應有

證明紀錄。平日上班時間前(即上午八時前)及中午休息時間不得申請加班。但有業務特殊

需求並經事前簽准者，不在此限。二、次查前開注意事項規定，經通函實施 1 年多以來，

實務上主管對於核派赴臺出差與公假之差別，於執行仍有未盡明瞭之情事，復以赴臺出差

衍生交通及住宿費用及路程補休等額外支出，是以出差應以實際需前往洽辦及必要人員為

限。又差假所遺業務則勢必增加請假與代理同仁之趕辦業務而加班情事，進而恐有影響其

身心健康之虞。以及已經委外辦理之活動，卻仍動員多數同仁加班；單位工作量未適切分

配勞逸不均，致部分同仁常態性加班。另同仁申請差假赴臺，返馬因天候不佳致交通中

斷，申請登記停班停課，實務上仍存有認知上落差。三、綜上，為使員工差假及加班規定

更加周延，爰重申規定如下：(一) 加班部分：１、各機關(單位)經辦活動已委外方式

辦理者，宜以各承辦單位及其督導主管等相關人員加班為限。但人力明顯不足時，得事前

專案敘明理由，簽奉核准辦理。２、例行性加班，請以不影響業務推動前提下調整上班時

間方式辦理，例如開關戶政系統人員，宜配合開(關)機時間簽准彈性調整以實際出勤時間

並以滿 8 小時辦理。３、為民服務單位，如中午時段仍須辦公，宜將必要人力排(值)並以

簽准彈性調整以實際出勤滿 8 小時辦理。４、於正常上班時間應保持充足人力，避免以常

態加班方式後積假補休，而影響為民服務品質。５、適時檢討同仁職責輕重與工作負荷，

以避免加班集中於少數同仁；又基於同仁健康權之維護，於指派加班應衡酌加班之必要

性、合理性及急迫性；並應檢討工作方法及流程改善等或客製化彈性上班時間等方式處

理。(二) 差假部分：１、奉派出席於臺或其他離島召開之會議，得檢討以視訊方式辦

理；又如必須派員則以 1 人為原則。２、以本府名義召開之例行評審委員會議，應就路程

及經費等效益妥慎評估會議地點(在臺或馬祖)外，必要時檢討以視訊方式辦理。３、停班

停課登記部分，依返馬航線列述如下：(１)台北往南竿航線：已劃位台北往南竿航班遭取

消者列為「優先候補」，請登入臺北松山機場候補資訊網站

(https://www.tsa.gov.tw/tsa/zh/waitlist.aspx)，就該「優先候補」逐一班次候補狀態截圖以

供審核，作為未能補上申請停班停課登記之依據；該「優先候補」過號未搭乘者不適用停

班停課登記。當日已無班機可供候補時，即應搭乘當晚船班返馬(搭乘先東後馬航線，於

次日抵達南竿後 2 小時內打卡上班)。當日已無班機可候補且當晚無船班返馬時，應於次

日前往松山機場就最早往南竿航班進行補位。有關「優先候補」證明未能補上部分，比照

前段辦理。遇南機北降或僅北竿機場開場而搭乘台北往北竿班機情形，於抵達北竿後，儘

速搭乘島際交通船返回南竿。(２)台中往南竿航線：已劃位台中往南竿航班遭取消，且已

無法候補台中往南竿末班航班，應於次日前往松山機場就最早飛往南竿航班進行補位。因

更換航線不適用於優先候補，故應就候補當日 18:00 後馬祖日報之航班資訊進行截圖為依

據(由申請人提出)。台北往南竿航班出現空位時，即停止適用停班停課登記。遇南機北降

或僅北竿機場開場而搭乘台北往北竿班機情形比照前開辦理。(３)前述因班機取消，返馬

行程有所延誤者，應自班機或島際船舶抵達南竿後 2 小時內打卡上班，上開停止上班登記

應於上班後 3 日內向人事單位書面提出，逾期不受理。４、本府所屬離島機關學校若因業

(校)務特殊需要，以不違反前開規定原則，得另訂內部相關規範，期使同仁遵循。 
 
 教育部 109 年 6 月 28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90063918B 號函：修正「連江縣中小學兼任代



 
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補充規定」名稱及部分條文，為「連江縣國民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

師聘任補充規定」，茲檢附修正條文及修正對照表各 1 份，修正之補充規定電子檔可至本

縣教育網路法令規章下載（http://www.matsu.edu.tw）。 
 勞動部 110 年 2 月 2 日勞動條 3 字第 1100130044 號函：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

情，有關勞工婚假請休期間得依說明事項辦理。一、依勞動部 104 年 10 月 7 日勞動條 3
字第 1040130270 號令釋，勞工婚假應自結婚之日前 10 日起 3 個月內請畢。但經雇主同

意者，得於 1 年內請畢。二、由於國際疫情仍嚴峻，為使勞工能有較彈性之婚假規劃，勞

工如無法於本部 104 年 10 月 7 日勞動條 3 字第 1040130270 號令釋規定期間內請畢婚假

者，得經雇主同意，於疫情結束後 1 年內請畢。三、前開所稱「疫情結束」，指「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解散之日」。 
 行政院 110 年 2 月 1 日院授人組字第 110000119211 號函：「行政院運用勞動派遣應行注

意事項」自即日起停止適用；以及本府各所屬機關(含學校、事業機構及公司)與鄉公所、

鄉代會均自 110 年度起停止運用派遣人力，請確實配合辦理。 
說明：配合行政院及所屬中央各機關（構）、公立學校及國營事業自 110 年 1 月 1 日起，

不再運用派遣之規定，爰旨揭本府各機關等均應比照辦理，不再運用派遣人力。並請依勞

動基準法、政府採購法、勞動派遣採購契約範本、勞動派遣權益指導原則等現行法令或自

訂相關規定辦理。 
 連江縣政府 110 年 2 月 23 日府人字第 1100007379 號函：檢送訂定「連江縣政府與各鄉

公所人事業務權責劃分表」1 份，自即日起實施，請配合辦理。 
說明：一、本府為明確合理劃分與貴公所人事業務權責，使權有所屬，責有所歸，期更能

提高處理人事案件行政作業效率及效能，爰擬具旨揭人事業務權責劃分表，以資遵循。

二、有關本府所轄各鄉民代表會準用旨揭人事業務權責劃分表，併予敘明。三、旨揭人事

業務權責劃分表，置於本府人事處網頁/業務專區/組編任免科/人事業務權責劃分項下，

請自行視需要下載運用。 
 連江縣政府 110 年 2 月 23 日府人考字第 1100007226 號函：檢送連江縣政府創意提案制

度實施要點 1 份，請鼓勵同仁踴躍提供創意提案，並於 110 年 3 月 12 日(星期五)前報送

本府，逾期報送者列入 7 月份審理。 
說明：一、依連江縣政府創意提案制度實施要點第 5 點第 2 款略以，創意提案評審委員會

分於每年 3 月、7 月及 11 月各辦理 1 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二、獎勵方式如下： 
(一) 提案獎：提案評分由參與複審之評審小組成員，依第 9 點評分項目及權重分別評分

後予以加總，再除以參與評審人數，取其平均分數予以核列等第及獎勵金(獎勵以當年度

每人累計受頒新臺幣 5,000 元之等值獎品為限)，並於縣務會議公開表揚。１、特優-獎金

3,000 元，評分達 90 分以上者。２、優等-獎金 2,000 元，評分達 85 分以上 89 分以下

者。３、甲等-獎金 1,000 元，評分達 80 分以上 84 分以下者。４、乙等-獎金 500 元，評

分達 75 分以上 79 分以下者。(二)成功獎：創意案件之提案，經評審委員會審定執行狀況

與效益皆佳者，實際負責創意方案執行人員應核予行政獎勵，於縣務會議公開表揚，並作

為遴選本府模範公務人員、年度考績之重要依據。１、評分達 90 分以上者，實際負責創

意方案執行主辦人員核予記功 2 次，協辦人員核予記功 1 次或嘉獎 1 至 2 次。２、評分

達 85 分以上 89 分以下者，實際負責創意方案執行主辦人員核予記功 1 次，協辦人員核

予嘉獎 1 至 2 次。３、評分達 80 分以上 84 分以下者，實際負責創意方案執行主辦人員

核予嘉獎 2 次，協辦人員核予嘉獎 1 次。 



 
 連江縣政府 110 年 2 月 25 日府人考字第 1100007349 號函：檢送「連江縣政府 110 年推

動公務人員數位學習實施計畫」1 份。 
說明：一、依據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學校推動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實施要點，彙整挑選「e 等

公務園+學習平台」數位學習共 13 門課程，計 20 小時學習時數，組裝為本府 110 年度數

位學習組裝課程。二、本計畫之「連江縣政府 110 年度數位學習組裝課程」，放置至「縣

府首頁」─「縣府簡介」─「機關通訊」─「人事處」－「網站連結」－「訓練業務相

關」－「連江縣政府數位學習平台」專區。三、為使同仁聚焦與業務相關之課程並增加本

府數位學習專區組裝課程使用率，本(110)年度仍延續 109 年度計畫獎勵方式，對於完成

本府 110 年度數位學習組裝課程共計 20 小時者，給予嘉獎一次，並給予 8 小時補休之獎

勵，團體獎勵則依機關完成人數核予有功人員行政獎勵。獎勵辦理程序另說明如下：(一)
 本項參與情形以「e 等公務園+學習平台」後台產製之報表名單為凖。(二) 行政獎勵：110
年 9 月 20 日後逕依獎懲授權規定於一個月內辦理敘獎，須報本府核布者則報送獎勵名冊

至縣府人事處，以彙整簽辦。(三)補休：110 年 9 月 20 日後，由各機關人事單位依據報表

名單，於一個月內簽陳首長核予符合獎勵資格人員補休 8 小時，縣府各單位則由人事處彙

整後統一簽辦(補休以「時」為計算單位，並於核定後 1 年內補休完畢)。四、本計畫實施

對象仍延續去(109)年規定，以各機關之公務人員及約聘僱人員(不含技工、工友、教師、

臨時人員)為適用對象，惟為鼓勵本府同仁自我成長學習，本府之技工、工友及臨時人員

利用公餘時間於 110 年 9 月 20 日前完成「連江縣政府 110 年度數位學習組裝課程」共計

20 小時者，比照適用給予 8 小時補休時數之獎勵，並由本府人事處統一造冊簽辦。又為

所屬各機關學校管理權責應用之便，其技工、工友及臨時人員是否比照適用補休時數之獎

勵，授權由各機關學校自行核定。五、另考量教師有其相關自我成長學習規定，為避免影

響學校教學及增加教師課外負擔，爰本計畫未將教師納入適用或比照範圍。 
 連江縣政府 110 年 2 月 18 日府人考字第 1100005420 號函：檢送「連江縣政府一級單位

(機關)首長業務交流及參訪實施計畫」1 份。 
說明：一、為分享本府與地區境內其它機關(構)團體及本府各單位(機關)間彼此工作經

驗，藉著互相觀摩交流機會，提升雙方工作品質，並透過推動交流經驗模式，分享不同領

域業務，開拓更寬廣的視野，有助日後業務溝通聯繫，進而結合雙方資源，朝著相互合

作、共同發展的願景邁進，爰辦理本府一級單位(機關)首長業務交流及參訪活動，全案規

劃如下：(一) 辦理時間：每季辦理一次，於季末最後星期一上午(或前一星期五下午)辦
理半天，並取代當次主管週(月)報。(二) 參加對象：鈞長、副縣長、秘書長、參議、本

府各一級單位主管及所屬各一級機關首長等。(三) 辦理內容及業務分工詳如附件。二、

 所需經費由辦理單位支應。 
 連江縣政府 110 年 1 月 26 日府人組字第 1100003749 號函自 110 年起聘(僱)用計畫書(表)

將調整於 WebHR 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統（以下簡稱 WebHR 系統）線上報送，因配合防

疫調整 WebHR 系統「聘（僱）用計畫」功能上線及操作手冊等資料公告期程，詳如說

明，請配合辦理。 
說明：一、依本府人事處案陳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以下簡稱人事總處)110 年 1 月 21 日總

處組字第 1100011388 號書函辦理。二、為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及防疫措施，

人事總處取消辦理實體教育訓練，並調整 WebHR 系統「聘（僱）用計畫」功能上線及操

作手冊等資料公告期程如下：(一)110 年 2 月 1 日：系統上線。資料建置注意事項、系統

操作手冊、操作教學影音檔暨講義下載連結，同步公告於人事總處人事服務網



 
（https://ecpa.dgpa.gov.tw，以下簡稱 eCPA）。(二)110 年 2 月 1 日至同年 2 月 26 日：各機

關至 WebHR 系統建置並上傳聘僱人員（含職務代理人）聘（僱）用計畫書（表）資料。

請本縣各機關(學校)同步檢視現職聘僱人員之人事資料，是否符合前開聘（僱）用計畫書

（表）。(三)110 年 3 月 5 日：人事總處產製各機關聘（僱）用計畫書（表）上傳表件數與

人數等統計表，公告於 eCPA，供各機關(學校)檢視核對。三、聘僱人員人事資料抽查作業

期程，依人事總處 109 年 11 月 12 日總處組字第 1090044998 號書函(詳如附件)，規劃於

110 年 3 月底辦理，相關作業另函通知。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以下簡稱人事總處)110 年 1 月 19 日總處給字第 11000112052 號函：

有關 110 年至 112 年「闔家安康-全國公教員工團體保險」(以下簡稱本保險)，經公開徵選

由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國人壽)獲選承作，檢送本保險辦理說明資料、

方案內容及加入表各 1 份。查原 108 年至 110 年「闔家安康-全國公教員工團體意外保

險」由中國人壽依約承作至本(110)年 3 月 31 日止，為使公教員工於發生非屬意外之其他

事故及疾病亦可獲得相關保障，爰修正保險名稱為「闔家安康-全國公教員工團體保險」，

並規劃「意外險給付方案」與「壽險、意外險及住院醫療給付方案」等 2 種方案提供公教

同仁參考運用。又經人事總處就本保險承作保險公司辦理公開徵選，由中國人壽獲選賡續

為公教同仁提供服務，辦理期間自本年 4 月 1 日 0 時起至 112 年 3 月 31 日 24 時止，為

期 2 年。本保險相關規定請參閱旨揭說明資料，並請逕至人事總處全球資訊網

（http://www.dgpa.gov.tw）最新消息、給與福利處「福利文康」區下載運用。另投保作業

請逕洽中國人壽辦理，查詢網址：

https://www.chinalife.com.tw/wps/portal/chinalife/insurer-service/group-insurer-
service/FamilyHealth；洽詢電話：0800-098-889。 

 連江縣政府 110 年 1 月 20 日府人組字第 1100002570 號函：有關 109 年度公務員兼職查

核資料已上傳至公務員兼職查核平台一案，請確實依銓敘部函示說明二、三辦理，如查有

違反規定者請儘速查明並依程序於本(110)年 2 月底前檢討報府。隨函檢附上開銓敘部原

函影本 1 份。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10 年 1 月 4 日總處資字第 1100010001 號函：自 110 年 1 月 7 日

起，「網際網路版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統」(WebHR)將開放人事資料鎖定功能。 
說明：一、為提升人事資料之正確性及可信度，免除人事人員後續辦理各項人事業務之查

驗成本，本總處 WebHR 個人履歷表已建置人事資料鎖定功能，經鎖定後之資料即無法編

修。請各機關協助推動當事人利用本總處「公務人員個人資料服務網」(MyData)線上校對

個人資料，經校正之資料，即可由人事人員於 WebHR 鎖定。二、WebHR 個人履歷表提供

鎖定之表別包含：表 1 基本資料之兵役、表 5 學歷、表 6 考試、表 16 家屬資料之姓名及

稱謂、表 19 經歷、表 20 考績、表 34 銓審、表 35 動態、表 38 敘薪、表 51 專長。各表

並提供附件上傳功能，人事人員可於資料校對後、鎖定前，上傳必要之佐證資料掃瞄檔。 
三、 人事資料鎖定權限，須先由主管機關系統管理者設定資料鎖定權限之授予方式，授

予方式分 2 種：(一)具備「個人資料編輯」權限之人員即直接具備「資料鎖定權限」：此

方式主要應用情境為，主管機關授權所屬各機關現已可編輯維護個人資料之人事人員，可

自行於確認資料無誤後，逕行鎖定資料。(二) 資料鎖定權限」需由系統管理者指定人員

後授予：此方式主要應用情境為主管機關為避免資料錯誤鎖定之狀況發生，特別成立專門

之「資料認審/協審小組」，資料鎖定之辦理統一由該小組成員管控。 
 連江縣政府 110 年 1 月 7 日府人組字第 1100000494 號號函：有關 109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職務代理名冊，請至銓敘部銓敘業務網路作業系統上網填報，並於 110 年 1 月 22
日(星期五)前併同 109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兼職名冊（如附件）函送本府，逾期視為

無職務代理及兼職情形情事。 
說明：一、依據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第 11 點及行政院限制所屬公務人員借調及

兼職要點第 12 點規定辦理。二、有關約僱職務代理人薪資核給地域加給一項，請務必於

備註欄加註：依行政院 79.12.24.臺七十九人政肆字第 53044 號函提高薪點折合率標準。 
三、各機關上網填報職務代理名冊時，請參閱「各機關職務代理名冊網路報送查考及抽查

作業較為常見缺失彙整範例一覽表」及「各機關職務代理名冊報送案新增功能操作手

冊」，上開附件請至銓敘部銓敘業務網路作業系統網際網路報送及報備服務媒體網路報送

子系統報送查詢維護作業中新增「各機關職務代理名冊報送案」後下載。 
 連江縣政府 110 年 1 月 7 日府人考字第 1090053903 號函：有關本 110 年度公務人員專書

閱讀心得寫作及閱讀推廣競賽活動一案，請鼓勵所屬踴躍參加。 
說明：一、依據國家文官學院(以下簡稱文官學院)109 年 12 月 18 日國院數字第

1090800251 號函辦理。二、專書閱讀心得寫作競賽以「每月一書及年度推薦經典」為指定

書目（計 14 本），圖書區分「公共政策與管理知能」、「自我發展與人文關懷」及「年度推

薦經典」三大領域評比，文官學院將於每領域遴選金椽、銀椽及銅椽獎各 1 名，另擇佳作

獎 21 名，請鼓勵所屬參加，並於本年 8 月 1 日前將優良心得作品薦送至本府。三、參賽

規定：參賽作品須為單一作者，不接受聯名投稿。若非本活動指定書目或格式體例不合

者，不予受理。每篇字數最少 4,000 字，最多 6,000 字。參賽者應填報「作品資料表」，並

與作品電子檔併同送件，內文中不應出現足以辨識個人身分之資訊。四、出版商提供公務

人員優惠購書方案（71 折），優惠期間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請至文官學院全球資訊網

站（http://www.nacs.gov.tw）線上服務專區，點選「下載專區」，選擇任一出版商之訂購

單，逕與其聯絡及付款。惟購買總金額未達指定金額時，須另行支付運費。五、為鼓勵本

府暨所屬員工參加公務人員專書閱讀心得寫作及閱讀推廣競賽活動，本府已購買公務人員

專書閱讀心得寫作競賽指定書目部分書籍，共計 7 本，供本府暨所屬公務人員借閱使用，

另歷年採購之優良圖書亦仍開放借閱，如需借用請逕洽本府人事處蔡小姐辦理。六、檢附

110 年心得寫作指定書目暨延伸閱讀書目、公務人員專書閱讀推廣活動計畫、公務人員專

書閱讀心得寫作暨閱讀推廣競賽活動作業規定、連江縣政府好書閱讀書目及借閱申請單各

1 份。 
 連江縣政府 110 年 1 月 7 日府人考字第 1100000235 號函：配合行政院 109 年 12 月 22 日

院授人培字第 1090048025 號函修正「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進

措施」第 3 點、第 5 點，並自同日生效，有關「國民旅遊卡相關事項 Q＆A」置放於人事

處網站/業務專區/考訓給與科/其他，供查詢參用。 
 連江縣政府 110 年 2 月 4 日府人組字第 1100005567 號函：有關修訂連江縣政府派任公民

營事業機構負責人經理人董事監察人管理要點，並自即日起生效，請查照。茲行政院修正

「行政院所屬國營事業機構負責人經理人董監事遴聘要點」第 5 點、第 9 點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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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點及

第 6 點，復依本府管理要點第 20 點規定：本要點未訂事項，除依公司法或各該事業機構

章程之規定外，並得準用行政院所屬國營事業機構負責人或經理人董監事遴聘要點之規

定，爰配合修正辦理。三、增訂各主管機關辦理遴聘職務上具直接監督關係之公務員兼任

國營事業機構董、監事案件時，應檢具「連江縣政府遴派（聘）公務員兼任職務上具直接



 
監督關係事業機構董監事檢查表」並請核派機關首長於該表簽名確認。四、隨文檢附行政

院原函、本府派任公民營事業機構負責人經理人董事監察人管理要點、修正對照表、連江

縣政府遴派（聘）公務員兼任職務上具直接監督關係事業機構董監事檢查表各乙份。 
 連江縣政府 110 年 2 月 23 日府人考字第 1100007218 號函：為辦理本（110）年本府模範

公務人員、績優人員(團體)選拔及表揚作業，請依說明事項遴薦人員參加選拔，並於本年

3 月 12 日（星期五）前報府審議，逾期視為無遴薦人員。 
說明：一、依本府 108 年 1 月 24 日府人考字第 1080002829 號函頒「連江縣政府模範公

務人員選拔及表揚要點」及「連江縣政府績優人員(團體)選拔及表揚要點」辦理。 
二、 請依下列規定辦理旨揭遴薦作業：(一)遴薦資格條件：１、 模範公務人員：最近三

年服務成績優異（考績（成）、成績考核均列甲等或相當甲等），且最近三年未受刑事處

分、懲戒處分、彈劾、糾舉或平時考核申誡以上之處分（功過不得相抵）。２、績優人員

(團體成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參加遴選：(１) 最近三年曾受刑事處分或平時考

核申誡（含）以上之處分。(２)最近三年內年終考績(成)或服務評量曾列丙等（含）以

下。(二)依公務人員品德修養及工作績效激勵辦法第 8 條第 2 項第 2 款，本府得選拔模範

公務人員二人，並擇優遴薦一名參加行政院模範公務人員選拔。(三)為確實達到激勵士氣

之目的，各機關(單位)學校應本嚴正、周密、寧缺勿濫原則、優先遴薦基層人員且有具體

優良表現者，並請考量性別衡平性。每一機關（單位）學校得遴薦模範公務人員一至二

人、績優人員一至二人（模範公務人員及績優人員得重複推薦）、績優團體一至二組，並

請於本(110)年 3 月 12 日(五)前檢具推薦表(如附件)及相關證明文件送本府核辦，逾期視為

無遴薦人員，另如遴薦 2 人(組)者請於推薦表填列推薦順序，推薦表請以 A4 格式、標楷

體 12 號字繕打整齊，並附被推薦人員(團體)之績優事蹟佐證資料影本，遴薦所送各相關

資料，均不退還，並請將推薦表之電子檔傳送至 lakerscheng@yahoo.com.tw。 
三、 獎勵方式：(一)獲選本府模範公務人員者，頒給獎狀乙幀及獎金新臺幣三萬元，當

年度給予公假五日，另本府得考量其優良事蹟，舉薦參加行政院模範公務人員選拔。 
(二)獲選本府績優人員頒給獎狀乙幀及新臺幣五千元等值獎勵。(三)績優團體頒給獎狀乙

幀及新臺幣一萬元等值之獎勵。(四)獲選人員(團體)之優良事蹟另於地區報紙刊登，以資

表彰。四、各機關(單位)學校對所遴薦人員，於本府核定前，如有職務異動或意外事件發

生，應隨時通知本府；如發現有不適宜遴薦之情事發生，應通知本府廢止其推薦。又獲選

為模範公務人員、績優人員(團體)者，如發現有不實或舛錯之情事，應由原遴薦機關

（構）、學校函報本府，除撤銷其資格及函報銓敘部登記備查外，並追討領受之獎（座）

狀、獎金或等值獎勵之價額，尚未實施之公假註銷，有關人員應依情節予以議處。 
 行政院 109 年 12 月 23 日院臺法字第 1090036072 號函：訂定「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構)

人員赴香港或澳門注意事項」，並自即日生效一案。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10 年 1 月 13 日總處培字第 11000108572 號函：「天然災害颱風通

報權責機關人事機構應變處理標準作業程序」自即日停止適用。 
 
 
 
 
 
 



 
 
  
 

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到(離)職日期 

陳壽延 連江縣政府科長 連江縣政府科長 1100101 

鄭瑋  
連江縣政府約僱

職務代理人 
1100101 

鄭渝靜 
連江縣政府約用人

員 
 1100101 

陳由晉 
連江縣政府約用人

員 
 1100101 

曹祐誠 連江縣政府科長 連江縣政府科長 1100104 

蔡博鈞  

連江縣政府專任

專業輔導人員（諮

商心理師 

1100104 

吳汶芳 
連江縣政府約僱職

務代理人 
 1100105 

吳曉虎 連江縣政府技士 連江縣政府科長 1100116 

顧迪士 連江縣政府科長 連江縣政府科長 1100116 

陳善來 連江縣政府科員  
1100116 屆 齡 退 休

（職） 

陳其春 連江縣政府技士  
1100116 屆 齡 退 休

（職） 

徐文明 連江縣消防局局長 連江縣政府參議 1100118 



 

吳明遠  
連江縣政府約僱

職務代理人 
1100117 

陳怡靜 
新北市政府水利局

助理員 
連江縣政府科員 1100224 

王明華  
連江縣政府約僱

人員 
1100224病歿 

 

 

姓名 原任機關職務 新任機關職務 到(離)職日期 

陳榆家 
連江縣衛生福利局

約用人員 
 1100101 

楊淑文 
連江縣衛生福利局

約用人員 
 1100101 

鄭煒宥 
連江縣衛生福利局

約用人員 
 1100101 

陳敬文 
連江縣環境資源局

約用人員 
 1100101 

潘雅涵 
連江縣北竿衛生所

約用助理 
 1100101 

周奉霆 
連江縣衛生福利局

約用人員 
 1100101 

李冠穎 
連江縣衛生福利局

約用人員 
 1100101 

王院國 
連江縣北竿鄉公所

約僱人員 
 1100101 

王致彬 
連江縣環境資源局

約僱職務代理人 

連江縣環境資源

局約用人員 
1100101 



 

林宜君 
連江縣立醫院約用

人員 
 1100101 

林亞萱 
連江縣衛生福利局

約用人員 
 1100101 

羅苡滋 
連江縣衛生福利局

約用人員 
 1100104 

呂純婷 
連江縣立中正國民

中小學約用人員 
 1100104 

徐雪如  

連江縣立敬恆國

民中小學約用人

員 

1100104 

陳柏綱 
連江縣立敬恆國民

中小學幹事 

南投縣名間鄉公

所助理員 
1100105 

鄭曉琴  
連江縣自來水廠

約用人員 
1100113 

馮婉筑 
連江縣衛生福利局

約用人員 
 1100113 

黃詩韻 
連江縣衛生福利局

社會工作師 

臺北榮民總醫院

組員 
1100115 

陳玉媛  
連江縣衛生福利

局約用人員 
1100115 

連素秋 
連江縣財政稅務局

科長 
 

1100116 屆 齡 退 休

（職） 

陳振火 連江縣港務處課長  
1100116屆齡退休

（職） 

劉增用 
連江縣馬祖日報社

課員 
 

1100116屆齡退休

（職） 

葉炎官 連江縣消防局秘書  
1100116屆齡退休

（職） 



 

林國安 
連江縣立中山國民

中學工友 
 

1100116屆齡退休

（職） 

黃春雄 連江縣消防局科長 
連江縣消防局秘

書 
1100118 

曹典鈺 
連江縣消防局副局

長 

連江縣消防局局

長 
1100118 

王傳龍 
連江縣消防局大隊

長 

連江縣消防局副

局長 
1100118 

劉志豪 
連江縣北竿鄉公所

約僱職務代理人 

連江縣北竿鄉公

所約用人員 
1100118 

謝佳運  
連江縣消防局隊

員 
1100121 

唐振逸  
連江縣消防局隊

員 
1100121 

王曦  
連江縣衛生福利

局約用人員 
1100125 

彭効翊 
臺北翡翠水庫管理

局科員 

連江縣南竿鄉公

所主任 
1100128 

陳美蘭 
連江縣南竿鄉公所

主任 

財政部北區國稅

局稅務員 
1100128 

蔡慧玲 
連江縣北竿鄉塘岐

國民小學教保員 
 1100201 

張芷寧  
連江縣立介壽國

民中小學教保員 
1100201 

李奕儒  

連江縣北竿鄉塘

岐國民小學教保

員 

1100201 

崔雅茹  
連江縣立介壽國

民中小學教保員 
1100201 



 
 
 
 
 
 
 
 
 
 
 
 
 
 
 
 
 
 
 
 
 
 
 
 
 
 
 
 
 
 
 

 

 
 
 

張登添 連江縣消防局科員 
連江縣消防局分

隊長 
1100201 

王若頤  
連江縣北竿衛生

所約用人員 
1100201 

鍾佳臻  

連江縣立介壽國

民中小學約聘助

理員 

1100217 

陳思琪 
連江縣立東引國民

中小學代理教師 
 1100217 

周雨臻  

連江縣立東引國

民中小學代理教

師 

1100218 

黃崇琪 
嘉義市立北園國民

中學代理教師 

連江縣立東引國

民中小學代理教

師 

1100218 

楊子瑄  

連江縣立東引國

民中小學代理教

師 

1100218 

洪明全 
連江縣消防局副大

隊長 

連江縣消防局大

隊長 
1100222 

陳佑任 連江縣消防局科長 
連江縣消防局科

長 
1100222 

陳鈞瑋 
連江縣消防局副大

隊長 

連江縣消防局科

長 
1100222 



 

連江縣政府 110年度 1-2月辦理之教育訓練活動 

日 期 主 題 講 師 地 點 參 加 對 象 時 數 人 數 

110年1月
8日(星期

五) 

地方員額

管理及行

政法人推

動研討會 

行政院人事

行政總處陳

專門委員慧

嬪。 
 

本府 B1多

媒體簡報

室 

 

本府及所屬

機關(單位)所
轄之場館及

南竿、北竿

鄉公所各場

館業務主

（官）管、

承辦人員及

人事人員。 
 

6 35 人 

   
 

         

 

 

 

 

 



 

連江縣政府 110年度 1-2月辦理慶生會活動 

日 期 人數 地 點 參 加 對 象 給 新 進 同 仁 的 話 

110/01/01
至

110/02/28 
 

本府及各

所屬機關 

本府同仁及各所屬機關

同仁 

由本府依當月生日之主管人數購置

生日蛋糕數量，由鈞長或指定代理人

持蛋糕及賀卡送各該壽星，同時於辦

公場地辦理慶生活動，並與同仁分享

同樂，以達激勵與慰勞之效。 

 
 

本府張秘書長龍德慶生                      財稅局陳局長歲金慶生 

    
 
 

本府文化處吳處長曉雲慶生                本府教育處陳處長冠人慶生 

     

 
 
 
 
 
 
 



 
本府民政處陳處長書福慶生                  消防局曹局長典鈺慶生 

    

 
本府王副縣長忠銘慶生 

 

 

 



 

 
 

 
 
  

出生日期 姓 名 單 位 職 稱 備 註 

0101 吳健忠 校長室 校長  

0101 劉宜婷 幼兒園 教師  

0101 曹玉蓮 行政課 工友  

0101 陳芊蓉 護理科 約用人員  

0102 陳曉菁 國中部 教師  

0102 陳羽琦 主計處 約用人員  

0102 曹立琪 教導處 教師  

0103 張美珠 附設幼兒園 教師  

0103 陳萬利 行政處 科長  

0103 陳其鑣 工務處 約僱人員  

0104 陳復國 民政處 科員  

0105 陳崇文 國小部 教師  

0105 陳少宇 教導處 教師  

0105 洪明全 莒光分隊 大隊長  

0105 陳玉寶 民政課 村幹事  

0106 陳少瑋 本機關 藥師  

0106 陳筱湘 民政課 約僱人員  

0107 曹美芳 幼兒園 教保員  

0107 陳行鑫 本機關 醫師  

0107 林寶櫳 行政課 課長  

0107 江仁杏 教導處 代理教師  

0107 林愛云 護理科 約用人員  

0108 蔡素貞 護理科 約用人員  

0108 林婷婷 行政課 約僱人員  

0108 劉玉金 國小部 教師  

0109 陳雅婷 交通管理科 約用人員  

 



 

0109 湯凱雅 輔導室 教師  

0109 黃春雄 消防局本部 秘書  

0110 羅煜傑 教育處 科員  

0110 劉玉蘭 安老養護 專員  

0110 陳亞鈴 教導處 教師  

0110 曹祥官 民政課 課長  

0110 吳曉雲 文化處 處長  

0110 陳宛君 本機關 約用人員  

0110 陳佳斌 南竿營運所 技術士  

0112 程元鋒 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 教師  

0112 陳學中 教育處 約用人員  

0112 劉文智 財經課 課員  

0112 曹秀霞 行政課 辦事員  

0113 曹芯慈 教導處 教師  

0113 林映岑 放射線科 醫事放射師  

0114 魏國春 本局 技工  

0114 陳玉利 本府 秘書  

0115 吳羽薇 輔導室 教師助理員  

0116 曹雅雪 牙科 約用人員  

0116 鍾明華 總務室 炊事工  

0116 李勻禎 輔導室 教師  

0116 陳壽延 文化處 科長  

0116 戴維儀 總務處 幹事  

0117 莊易澄 莒光分隊 隊員  

0117 張尹馨 教導處 代理教師  

0117 鄭瑋 行政處 約僱職務代理人  

0117 陳叔頤 財經課 約僱人員  

0117 邱金寶 本府 參議  

0118 陳維祥 北竿分隊 隊員  

0118 陳國浚 產業發展處 科員  



 

0118 張龍德 本府 秘書長  

0118 葉文憲 會計室 主任  

0119 陳致偉 行政處 書記  

0119 陳美金 本廠 廠長  

0119 陳雪玉 教導處 教師  

0120 林瑞蘭 食品藥物管理科 科員  

0120 劉鴻清 人事處 專員  

0120 趙淑英 文化處 約用人員  

0121 鄭悄 國小部 代理教師  

0121 陳功亞 民政課 村幹事  

0121 陳秋香 本所 約僱人員  

0121 陳瑩芬 本機關 醫師  

0121 陳若蘭 行政處 約僱人員  

0122 林昕彤 教育處 約用人員  

0123 王秀英 教導處 教師  

0123 伍素貞 長期照護科 衛生稽查員  

0125 蕭向喆 國小部 代理教師  

0125 黃以仁 國小部 教師  

0126 吳曉虎 工務處 科長  

0126 楊修萍 民政課 村幹事  

0126 陳鈞輔 介壽分隊 隊員  

0128 曹天福 總務處 技工  

0129 林家郁 主計處 科員  

0129 林建同 主計處 科員  

0129 柳宗宏 主計室 主任  

0129 陳歲金 本機關 局長  

0130 陳文棋 產業發展處 約僱人員  

0131 蔡慧玲 附設幼兒園 教保員  

0131 陳冠人 教育處 處長  

0131 曹曉芳 生產供水課 約僱人員  



 

0131 姜佳琦 國中部 教師  

0131 葉忠信 公有財產科 科員  

0131 劉佩汝 總務處 臨時人員  

0201 黃如雅 航運管理科 約僱職務代理人  

0201 詹耀翔 民政處 科員  

0201 曾宛芳 行政處 約僱人員  

0201 劉性謙 局長室 副局長  

0202 劉月琴 總務室 約僱人員  

0202 林盛利 總務處 技工  

0203 吳元耀 人事管理員 人事管理員  

0204 陳書樂 政風處 處長  

0204 游芝瑄 社會福利科 約聘社工員  

0205 馮筱涵 國中部 教師  

0205 林智捷 民政處 約用人員  

0206 林暉庭 環保課 約僱職務代理人  

0206 孫弘奇 東引分隊 隊員  

0207 劉春蓉 人事室 主任  

0207 張登添 南竿分隊 分隊長  

0207 楊凱文 北竿分隊 小隊長  

0208 曹以煖 本府 秘書  

0209 曹嘉引 行政課 課長  

0209 劉倩儀 行政課 課長  

0209 曹力文 教育處 約僱職務代理人  

0210 陳宇庭 教導處 代理教師  

0210 陳秉樑 交通管理科 科員  

0211 曹典鈺 消防局本部 局長  

0211 柯美綸 教育處 約僱人員  

0211 林芝英 總務處 書記  

0211 張家銘 環保課 課長  

0212 鄭淑雅 本機關 護理師  



 

0212 陳學源 總務處 幹事  

0212 葉家裕 教育處 約用人員  

0212 劉天順 產業發展處 科員  

0214 袁麒嵋 民政課 課員  

0214 楊子瑄 國中部 代理教師  

0214 曹正瑞 局長室 秘書  

0214 林品汝 教導處 代理教師  

0214 黃新翔 交通管理科 約用人員  

0216 范嵐欣 長期照護科 約用人員  

0216 陳靖玉 環保課 課長  

0216 蕭建福 校長室 校長  

0216 林晉丞 本機關 約用人員  

0217 陳飛汎 本機關 約用人員  

0217 陳庭羽 教導處 代理教師  

0218 何叔蓉 輔導室 代理教師  

0218 陳福來 產業發展處 約僱人員  

0218 曹宏宇 本所 主任  

0219 郭佩怡 牙科 約用人員  

0219 劉金俤 總務處 組長  

0219 杜惠敏 總務處 幹事  

0219 陳柏价 產業發展處 約用人員  

0220 陳其光 教導處 教師  

0220 陳怡婷 教導處 代理教師  

0220 唐湘菲 民政課 村幹事  

0220 謝彩嘉 民政課 約僱職務代理人  

0220 陳松梗 總務處 事務組長  

0220 鄭文廉 東莒分隊 技佐  

0220 曹鳳珠 社會福利科 約用人員  

0221 王玟婷 附設幼兒園 教保員  

0221 林雨慧 醫療事務及資訊室 約用人員  



 

0222 曹祥敏 環保課 清潔隊員  

0222 許桂禎 國中部 教師  

0222 翁振亞 文化處 約用人員  

0223 曹俊霖 航運管理科 科員  

0223 林玉鳳 護理科 護理師  

0223 鄭惠琴 教導處 教師  

0224 賴珮芸 觀光遊憩科 助理員  

0224 陳治傑 教導處 教師  

0225 馮章明 本所 主任  

0225 張鉅煥 東莒分隊 隊員  

0225 李怡薇 食品藥物管理科 約用人員  

0225 黃誠貴 地籍科 科員  

0225 黃永信 財經課 課長  

0226 蔡雅淳 教導處 代理教師  

0226 林孟俞 家庭醫學科 約用人員  

0226 李寶 總務處 組長  

0226 陳玉芝 醫療事務及資訊室 約用人員  

0227 王忠銘 本府 副縣長  

0227 王子強 社會福利科 約聘社工員  

0227 林欣怡 民政課 村幹事  

0228 林惠菁 總務室 助理員  

0228 胡博文 國中部 專任輔導教師  

0228 王春華 輔導處 教師  

0228 林承光 南竿營運所 技術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