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銓敘部修正「公務員經營商業及兼職情形調查表」  

銓敘部 107 年 5 月 16 日部法一字第 1074504766 號函以，將原「公務員經營商業及兼職情形

具結書(調查表)」修正名稱為「公務員經營商業及兼職情形調查表」，並酌予修正內容，爰自

107 年 5 月 16 日起請以該調查表為填寫體例，並請各機關（構）學校人事機構要求現職人員

於定期(每年或 間年)，以及新進人員於就(到)職時填具之，並自行檢視有無違反公務員服務

法經營商業及兼職限制等情事，以落實公務員服務法相關規範 

 

行政院修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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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點及附表， 並自

107 年 7 月 1 日生效 

本次修正重點係公務人員休假期間及其相連假日之連續期間，增訂於國民旅遊卡(下稱國旅卡)

特約商店交通運輸業(原僅規定於旅行業、旅宿業、觀光遊樂業)持國旅卡消費者，其與該休假

期間相連之假日於各行業別國旅卡特約商店刷國旅卡之消費， 得按其行業別分別核實併入觀

光旅遊額度或自行運用額度之補助範圍。 

 

●講座助理得依「講座鐘點費支給表」規定覈實支給交通費及國內住宿費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107 年 5 月 2 日總處給字第 10700397081 號函以，查「講座鐘點費支給

表」適用對象第 2 點規定：「協助教學並實際授課之講座助理，其支給數額按同一課程講座鐘

點費減半支給。」附則第 5 點規定：「主辦機關得衡酌實際情況，參照出差旅費相關規定，覈

實支給外聘講座交通費及國內住宿費。」以講座助理係協助講座教學並實際參與授課，就課

程之完成有其必要，考量辦理訓練業務之實需，外聘講座助理得依「講座鐘點費支給表」附

則第 5 點之規定，覈實支給交通費及國內住宿費。 

 

公務人員為刑事訴訟程序之自訴人及告訴人，於 106 年 12 月 15 日公務人員因公涉訟輔 助辦

法修正生效後，得否申請輔助律師費用及其請求權時效相關疑義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107 年 5 月 14 日公地保字第 1070005481 號函以，因應 106 年 12

月 15 日公務人員因公涉訟輔助辦法（下稱涉訟輔助辦法）修正生效，復將公務人員為刑事訴

訟程序之自訴人及告訴人重新納入涉訟輔助對象範圍，爰有關申請輔助律師費用及其請求權

時效疑義，說明如下：一、於 102 年 1 月 16 日以前：按自訴人及告訴人仍為涉訟輔助之範

圍，爰於 102 年 1 月 16 日以前取得請求權，仍得依 102 年 1 月 17 日涉訟輔助辦法修正生

效前之規定申請涉訟輔助。惟應注意是否已罹於時效。 二、於 102 年 1 月 17 日至 106 年 12 

月 14 日期間：自訴人及告訴人非涉訟輔助之範圍，不得申請涉訟輔助。惟其涉訟之偵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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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訴訟審級，續行至 106 年 12 月 15 日涉訟輔助辦法修正生效後者，如延聘律師在該法修

正生效前， 則具涉訟輔助費用之請求權並依該法修正生效日起算請求權時效；至如延聘律師

在該法修正生效後，則依延聘律師之時點起算請求權時效。 三、106 年 12 月 15 日涉訟輔助

辦法修正生效後：已重新納入涉訟輔助之範圍，自訴及告訴人自得申請涉訟輔助，並依個案

起算請求權時效。 

 

●行政院修正「參與依災害防救法所定災害之救災及災後復原重建工作且工作具有高度危險性

人員」投保額外保險通案標準表 (風災、水災部分)，並自 107 年 5 月 15 日生效  

行政院為因應風災、水災好發季節月份期間之需，修正旨揭標準表，其餘保險額度最高限額

等相關事宜仍應依行政院99年9月8日函規定辦理。投保時機及期間分別為具季節性之災害：

風災：每年 7 月至 9 月、水災：每年 5 月至 11 月(東北地區為每年 5 月至次年 2 月)、旱災：

每年 10 月至次年 5 月。 

 

公務人員養育雙（多）胞胎之子女，且其配偶未就業者，得否申請育嬰留職停薪疑義  

銓敘部 107 年 4 月 2 日部銓四字第 10743649091 號函以，公務人員為性別工作平等法之適用

對象，茲以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 5 條第 2 項係參照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22 條所作規範，爰

公務人員如有親自養育雙(多)胞胎子女之需求，即屬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 5 條第 2 項但書

所稱正當理由，縱其配偶未就業，仍得依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或第 2

款規定，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機關並不得予以拒絕。 

 

●銓敘部訂定「公務人員因公猝發疾病或因戮力職務積勞過度以致死亡審查參考指引」，並自

107 年 7 月 1 日生效  

銓敘部 107 年 4 月 3 日部退五字第 10743676062 號函以，審酌參考指引訂定之意旨係為降低

猝發疾病及戮力職務積勞過度與職務間之因果關係判斷難度，並維持銓敘部公務人員因公命

令退休及因公撫卹 疑義案件審查小組認定見解之一致性，以縮短審查流程。是各機關學校人

事單位報送是類撫卹案件，請據以作為初步審查之參考，並適時向遺族說明，以備齊所需資

料，減少不必要之爭議。 

 

●「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施行細則」業 經考試院於 107 年 3 月 21 日訂定發布 

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業經總統以 106 年 8 月 9 日華總一義字第 10600095491 號令制定公

布；其相關條文，除第 7 條第 4 項及 第 69 條自公布日施行外，其餘條文均自 107 年 7 月 1

日施行。為落實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相關規定及因應實務作業需要，並明定相關細節性、

技術性與程序等規定，爰考試院依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 94 條規定，訂定「公務人員

退休資遣撫卹法施行細則」。 

 

●行政院核定修正「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要點」， 並自 107 年 5 月 1 日生效  

支給要點之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一)增加職員及約聘僱人員運用補休之彈性，將補休期限

由 6 個月延長至 1 年； 技工、工友、駕駛之延長工時及加班費則適用勞動基準法及相關法規

釋例， 不適用第 3 點規定。 (二)新增放假日及例假日支給加班費時數以不超過 8 小時為限，

另因現行支給專案加班費每月無論超過 70 小時與否， 均需報經主管機關或主管機關授權之 

所屬機關核准，爰刪除支給專案加班 費 70 小時之規定。 (三)放寬各機關簡任以上支領主管



第 3 期   刊登於本府人事處網頁 https://www.matsu.gov.tw/Chhtml/Index/371030000A0011 歡迎同仁點閱 

職務加給或比照主管職務核給職務加給有案者得支給加班費，惟各機關簡任以上 首長、副首

長除奉派進駐中央及地方災害應變中心或進駐各主管機關與所屬機關成立之緊急應變小組外，

不得支給加班費。 (四)各機關加班費限額控管回歸於預算編列控管。 

 

行政院修正之公務人員專業加給表（七） 及工程獎金支給表，並自 108 年 1 月 1 日生效 

行政院 107 年 4 月 9 日院授人給字第 10700372382 號函以，一般工程機關（單位）工程專業

人員之專業加給，均改按公務人 員專業加給表（七）支給，輔助單位及業務單位內行政人員

按表（一）支給。又一般工程機關（單位）人員之工程獎金應均以績效評核結果發給，不適

用工程獎金支給表職務獎金規定。首揭專業加給表（七） 適用之機關及對象，請確依規定及

實際情形核實認定。 

 

●銓敘部及本府依法製發公(政)務人員退休 (職)所得重新計算之書面處分，請各發放機關協助

辦理轉發相關事宜 

銓敘部及本府依法製發 107 年 6 月 30 日以前退休(職)生效之公(政)務人員退休(職)所得重新計

算之書面處分，請各發放機關於 107 年 6 月 11 日起切實轉交退休(職)公(政) 務人員，作業時

間至 107 年 6 月 20 日止。期間除有特殊情形外，同一發放機關所屬退休(職)公(政)務人員，

以同時轉發為原則， 且至遲應於 107 年 6 月 29 日以前完成轉發； 但各發放機關若於 107

年 6 月 29 日後始收受重算處分，得於收文日次 1 工作日完成寄送。 至於作業方式請各發放

機關務必切實依銓敘部 107 年 4 月 13 日部退三字第 1074393021 號函辦理。 

 

●銓敘部已配合年金改革法案完成公（政） 務人員退休（職）及遺屬金案件相關書表之訂定，

日後報送 107 年 7 月 1 日以後之公（政）務人員退撫案件時，請依其適用之規定及表格逕至

銓敘部全球資訊網/服務園 地/常用表格下載/退撫項下下載使用 

 

●行政院為振興花蓮地區觀光，有效活絡地方經濟，自 107 年 3 月 27 日至同年 12 月 31 日 止，

放寬公務人員強制休假補助費措施規定，並鼓勵同仁前往花蓮地區觀光消費  

行政院 107 年 3 月 27 日院授人培揆字第 1070036125 號函以，因應花蓮 107 年 2 月 6 日震災，

為提振花蓮地區觀光，活絡地方經濟，行政院來函轉知自 107 年 3 月 27 日起至同年 12 月 31

日止，放寬公務人員請休假持國民旅遊卡至花蓮縣之合格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消費（含消費

地點在花蓮縣之預購型交易）， 且符合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

施相關規定者，不限行業別均得列為觀光旅遊額度，並於 107 年強制休假補助總額內實施加

倍補助。請各機關人事單位配合辦理本放寬措施所涉休假補助費之請領及核銷事宜。 

 

●行政院修正「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學校推動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實施要點」第 5 點、第 6 點，

自 107 年 3 月 31 日生效；另「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站管理要點」、「行政院及 所屬各機

關公務人員數位學習推動方案」 及「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辦理數位學習成果評量實施原則」

等 3 種規定，並自同日停止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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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到(離)職日期 

洪美玲 
連江縣北竿鄉公所

主任 
連江縣政府科長 107.5.1 

吳汶芳  
連江縣政府約僱職

務代理人 
107.5.8 

黃鈺婷  
連江縣政府約僱職

務代理人 
107.5.21 

范志維 連江縣政府科員 
臺中市生命禮儀管

理處課員 
107.6.29 調職 

 

 

   

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到(離)職日期 

佘慧慈 
連江縣馬祖日報社

會計員 

連江縣北竿鄉公所

主任 

107.5.1 

 

李承龍 
連江縣立醫院約用

人員 
 107.5.1 辭職 

馮煜翔 
連江縣衛生福利局

約用人員 
 107.5.1 辭職 

池函霖  
連江縣立醫院約用

人員 

107.5.1畢業分

發 

林宜模  
連江縣立醫院約用

人員 
107.5.1 

陳福金  
連江縣立醫院約用

人員 
10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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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承輝  
連江縣衛生福利局

約用人員 
107.5.11 

馮昱庭  
連江縣家庭教育中

心約用人員 
107.5.18 

陳鈞瑋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大同分局巡官 

連江縣消防局分隊

長 
107.5.21 

周靜華 
連江縣衛生福利局

科員 

連江縣莒光鄉公所

課長 
107.5.24 

陳億蘭 
連江縣東莒衛生所

護士 
 

10706.1 屆齡

退休 
                             

 

連江縣政府 107年度 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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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4日(五) 
參訪學習活

動 

港務處 

林處長志豐 

馬祖氣象站 

尤主任心瑜 

港務處 

馬祖氣象站 

本府暨所屬機關

公務人員 
3 14 

5月 18日

(五) 

環境教育影

片觀賞 
無 

B1多媒體簡

報室 

本府暨所屬機關

公務人員 
4 90 

5月 25日

(五) 

性別平等研

習班 

國立臺灣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葉教授德蘭 

B1多媒體簡

報室 

本府暨所屬機關

公務人員 
6 68 

6月 1日(五) 
員工協助方

案宣導班 

臺灣員工協助

專業協會 

江秘書長淑娟 

B1多媒體簡

報室 

本府暨所屬機關

公務人員 
3 34 

6月 5日~ 

6月 14日 
科長培訓班 

文化大學 

游副教授玉梅 

退輔會統計資

訊處 

B1多媒體簡

報室 

文化處研習教

室 

本府暨所屬一級

機關具薦任資格

且尚未佔薦任 8

職等主管職務人

26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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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主 題 講 師 地 點 參 加 對 象 時 數 人 數 

張處長志強 

原動力團訓 

楊總經理紹強 

新北市政府主

計處 

鄭處長瑞成 

員 

 

6月 7日~ 

6月 8日 

兼任兼辦人

事人員研習 

人事處 

林處長承澤 

劉專員鴻清 

陳科長菁萍 

鄭科長祥雄 

連江縣公教研

習中心 

連江縣兼任兼辦

人事人員 
12 25 

6月 29日

(五) 
採購實務班 

臺北市政府工

務局大地工程

處 

黃科長廷昭 

民俗文物館演

講廳 

本府暨所屬機關

辦理採購業務人

員 

3 7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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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日期 機 關 姓 名 單 位 職 稱 

0501 連江縣政府 李維倫 文化處 書記 

0501 消防局 王傳龍 北竿分隊 大隊長 

0501 環境資源局 曹仲卿 資源管理科 助理員 

0501 東引衛生所 林良英 本機關 約僱人員 

0501 縣立醫院 曹祥平 牙科 牙醫師 

0502 衛生福利局 陳慧萍 會計室 主任 

0503 衛生福利局 陳麗玲 本機關 副局長 

0504 北竿鄉戶政事務所 王品芬 本所 戶籍員 

0504 連江縣立醫院 李聖堯 總務室 約用人員 

0504 東引國民中小學 黃慧雯 附設幼兒園 教師 

0505 自來水廠 曹祥忠 東莒營運所 技術士 

0505 中山國民中學 林國欽 總務處 教師 

0505 連江縣地政局 張家瑜 測量科 約用人員 

0505 環境資源局 張壽華 本局 局長 

0505 連江縣政府 劉秀玲 主計處 專員 

0506 衛生福利局 王乙軒 社會福利科 約用人員 

0507 衛生福利局 池瑞萍 本機關 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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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7 連江縣立醫院 陳德福 外科 約聘人員 

0507 介壽國民中小學 陳登創 國小部 教師 

0508 自來水廠 劉榮華 東莒營運所 技術士 

0509 仁愛國民小學 曹鳴傑 教導處 教師 

0509 東引國民中小學 陳昱安 國中部 代理教師 

0509 塘岐國民小學 陳曉瑋 教導處 代理教師 

0509 東引國民中小學 曹薷文 國小部 教師 

0509 環境資源局 林宜華 本局 秘書 

0510 衛生福利局 王愛玉 社會福利科 約用人員 

0511 連江縣立醫院 曹容禎 牙科 約用人員 

0512 連江縣政府 高錦華 人事處 約僱人員 

0512 莒光鄉公所 曹紫金 環保課 清潔隊員 

0513 連江縣立醫院 鄭涵馨 護理科 約用人員 

0514 連江縣立醫院 王傳浩 護理科 約用人員 

0514 連江縣政府 陳彥文 主計處 約僱人員 

0514 連江縣政府 劉雁萍 產業發展處 辦事員 

0515 環境資源局 李易修 資源管理科 科長 

0516 公共汽車管理處 陳木發 機務課 技士 

0516 自來水廠 張金國 南竿營運所 技術士 

0517 中正國民中小學 林俞佩 教導處 代理教師 

0517 敬恆國民中小學 古靖章 教導處 教師 

0517 連江縣地政局 魏子駿 測量科 技佐 

0517 北竿鄉公所 王建堯 民政課 村幹事 

0518 介壽國民中小學 李翠芳 國小部 教師 

0518 連江縣立醫院 鄭灼明 檢驗科 約聘人員 

0519 介壽國民中小學 林孟芬 附設幼兒園 教師 

0520 板里國民小學 陳益貴 教導處 教師 

0520 連江縣政府 蔡賀貴 產業發展處 約用人員 

0520 港務處 陳妙嫦 港埠課 約僱人員 

0521 北竿鄉公所 劉曉芳 行政課 課長 



第 3 期   刊登於本府人事處網頁 https://www.matsu.gov.tw/Chhtml/Index/371030000A0011 歡迎同仁點閱 

0521 介壽國民中小學 林宜美 教導處 幹事 

0521 衛生福利局 陳婉柔 社會福利科 約用人員 

0522 仁愛國民小學 陳世偉 教導處 教師 

0522 連江縣政府 劉剛 產業發展處 副處長 

0523 北竿鄉公所 陳依婷 民政課 課員 

0523 介壽國民中小學 陳祖武 國小部 教師 

0523 自來水廠 曹鳴凱 西莒營運所 技術士 

0524 公共汽車管理處 陳光明 行政課 業務員 

0524 板里國民小學 陳稔錚 教導處 教師 

0524 衛生福利局 李冠穎 社會福利科 約用人員 

0524 環境資源局 邱駿逸 環境管理科 約用人員 

0525 南竿鄉公所 黃文卿 民政課 課員 

0525 連江縣政府 陳芳 行政處 約僱人員 

0525 連江縣政府 黃鈺婷 行政處 約僱職務代理人 

0525 塘岐國民小學 陳澔璘 教導處 教師 

0525 東莒衛生所 曹以鋒 本機關 臨時人員 

0526 環境資源局 池函璇 環境管理科 約用人員 

0526 南竿鄉公所 陳玉琴 環保課 清潔隊員 

0527 東引鄉公所 洪士凱 財經課 技佐 

0527 東莒國民小學 陳君業 校長室 校長 

0528 家庭教育中心 陳采瑩 本中心 約僱職務代理人 

0530 連江縣立醫院 程思欣 護理科 護士 

0531 連江縣政府 陳韻如 行政處 辦事員 

0601 連江縣政府 林素慧 文化處 約用人員 

0601 南竿鄉公所 徐雲輝 財經課 課長 

0601 自來水廠 王開程 北竿營運所 技術士 

0601 介壽國民中小學 官秀如 國小部 教師 

0601 東引國民中小學 詹凱喆 國中部 教師 

0602 南竿鄉公所 曹爾富 行政課 助理員 

0602 連江縣政府 李哲宇 工務處 約用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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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3 交通旅遊局 林巳蘭 旅遊管理科 約僱人員 

0603 東引國民中小學 林翠文 國中部 幹事 

0604 環境資源局 曹爾豪 資源管理科 約用人員 

0605 財政稅務局 劉建麟 公有財產科 約用人員 

0605 莒光鄉公所 周靜華 環保課 課長 

0606 中山國民中學 黃彥禎 總務處 幹事 

0607 連江縣立醫院 陳鴻斌 檢驗科 醫事檢驗師 

0607 東引衛生所 邱沛然 本機關 約用人員 

0608 衛生福利局 張又仁 社會福利科 約用人員 

0608 衛生福利局 林恩惠 食品藥物管理科 約用人員 

0608 東引國民中小學 梁怡君 國中部 代理教師 

0609 介壽國民中小學 官雯欣 附設幼兒園 教師 

0609 連江縣政府 朱慧瑛 行政處 專員 

0610 連江縣政府 周治維 教育處 聘用人員 

0610 財政稅務局 嚴志明 財務管理科 助理員 

0610 連江縣立醫院 陳秀慧 內科 約用人員 

0611 交通旅遊局 石人文 旅遊管理科 科員 

0611 連江縣政府 陳艷霞 行政處 約僱人員 

0611 連江縣政府 謝凱翔 本府 秘書 

0612 消防局 陳則寶 災害搶救調查科 科長 

0612 衛生福利局 李玉涵 疾病管制科 約用人員 

0613 衛生福利局 洪迎嘉 保健科 約用人員 

0613 連江縣政府 唐財輝 產業發展處 約僱人員 

0613 連江縣政府 曹家輝 行政處 聘用人員 

0614 自來水廠 陳書傑 南竿營運所 技術士 

0615 連江縣立醫院 陳惠蘭 會計室 主任 

0615 自來水廠 陳志國 生產供水課 課長 

0615 大同之家 陳薇帆 安老養護 社會工作員 

0616 連江縣政府 崔芷榕 教育處 督學 

0617 東引國民中小學 林宥汝 國小部 代理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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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8 敬恆國民中小學 林慧貞 教導處 教師 

0618 東引國民中小學 鄭雅芬 國中部 教師 

0618 連江縣地政局 林偉勳 測量科 測量助理 

0619 連江縣政府 周惠瑛 教育處 約僱人員 

0619 介壽國民中小學 黃美芬 附設幼兒園 教保員 

0620 衛生福利局 陳傳宗 食品藥物管理科 科長 

0620 港務處 林志豐 處長室 處長 

0620 環境資源局 林逸群 污染防治科 約用人員 

0621 衛生福利局 劉鐘文 社會福利科 聘用人員 

0621 介壽國民中小學 劉詩書 國小部 代理教師 

0621 板里國民小學 鄭國威 總務處 教師 

0623 連江縣政府 曾俊諺 政風處 科員 

0623 連江縣政府 陳瑋鈞 工務處 聘用人員 

0624 連江縣政府 林紹宏 產業發展處 約僱人員 

0624 港務處 陳學驊 港埠課 約僱人員 

0624 連江縣立醫院 周治頊 護理科 約用人員 

0625 環境資源局 邱定紘 污染防治科 約用人員 

0625 環境資源局 林彥伶 污染防治科 約用人員 

0625 北竿鄉公所 王巧婷 民政課 村幹事 

0626 連江縣地政局 曹爾元 本局 局長 

0626 連江縣立醫院 劉海雁 放射線科 醫事放射師 

0627 馬祖日報社 馮紹夫 編輯部 技工 

0627 連江縣立醫院 陳紀豪 藥劑科 約聘人員 

0628 消防局 陳順官 災害搶救調查科 科員 

0628 衛生福利局 李振宇 食品藥物管理科 約用人員 

0629 北竿鄉公所 王聖博 財經課 課員 

0629 介壽國民中小學 陳璟鈴 附設幼兒園 教保員 

0630 自來水廠 曹立昂 東引營運所 技術士 

0630 中山國民中學 湯偉薇 輔導室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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