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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觀光感謝祭 送5萬組優惠
    「陸客不來，我們自己來搶國旅」

，南投縣政府開辦「國際觀光慶典」，

整合縣境旅宿、遊艇、餐飲、遊樂區和

伴手禮等五大觀光產業，提供五萬組序

號，供民眾搶序號，享各式優惠，年終

抽獎還有機會抽中米堤、雲品溫泉酒店

住宿券和汽車等大獎。 

    南投縣長林明溱表示，「陸客不來，我們自己來搶國旅」。政府補助

南部縣市觀光業，南投縣沒份，既然拿不到補助，縣府就自己想出亮點，

推出為期近4個月「感謝祭觀光慶典」，由官方和業者結合，一起來炒熱觀

光。林縣長歡迎大家到「南投好好玩」及「

中台灣好玩卡」網站搶好康。 

    南投縣政府觀光處長王源鍾指出，「感謝

祭觀光慶典」活動辦法限量釋出5萬組優惠序

號，縣長林明溱已在今年10月1日台北舉辦記

者會，說明相關內容並公告「南投好好玩」

官網，民眾搶得優惠序號並完成消費後，即

擁有活動期間月月抽獎及108年2月南投燈會

期間，抽汽車大獎與高檔大飯店住宿券的機

會。

圖文/石維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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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台世界博物館—心靈SPA之旅

    107年9月28日一個天空

清朗、微風吹拂的晌午，我

們相約在中台世界博物館門

口集合，首先映入眼簾的是

以「中式西建」的華夏建築

。外觀造型如唐代長安城，

有佛教中「嚴護法城」之意

，是保護佛教及歷史文物的

城邑。廡殿式屋頂及古代城

牆意象，代表傳統與現代、

東方與西方、佛教與中華文化交融的時空脈絡。

    中台世界博物館成立宗旨為弘宗演教，淨化人心，落實「佛法

藝術化」，保存佛教歷史與文化，進而繼承研究、發揚佛教珍貴的

文化資產，以達藝術化世之功,希望藉此廣傳佛法的慈悲與智慧，

於2012年8月舉行動土奠基大典，2013年8月正式動工，歷時三年規

劃與建設，於2016年8月13日正式落成啟用。

    中台世界博物館主要有兩大特

色，一是展示館藏佛教造像及造像

碑，二是展示西安碑林博物館贈予

該寺的一千二百七十三套拓片，將

此二者作永久的典藏與展示。全館

共計十八個展廳，包括十六個常設

展示區及二個特展室，以華藏世界

的時間與空間概念，總括所有展示

空間。展示主軸依「文字、圖像、經典」三大類別，精選文字碑拓

、佛教造像與歷代文物、儒典石經與佛經等展件，傳達「文以載道

、像以印心、經以傳法」三大主軸。

    走入巍峨的大廳，揭開本知識圈第2次圈務會議的序幕，在展館

人員導覽下，從印度到中國，從南北朝到元明清，彷彿穿梭於時空

之旅，與歷代佛像相遇。不僅讓駐足者與佛像展開心靈的對話，更

讓不同時空的有緣人，感受相同的感動，體悟佛教藝術真摯的美、

善、聖，更有明代大家沈周『山水軸』的畫作、文徵明的『行書詩

南投縣立埔里國中人事室/張惠芳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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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化」，保存佛教歷史與文化，進而繼承研究、發揚佛教珍貴的

文化資產，以達藝術化世之功,希望藉此廣傳佛法的慈悲與智慧，

於2012年8月舉行動土奠基大典，2013年8月正式動工，歷時三年規

劃與建設，於2016年8 月13日正式落成啟用。

    中台世界博物館主要有兩大特

色，一是展示館藏佛教造像及造像

碑，二是展示西安碑林博物館贈予

該寺的一千二百七十三套拓片，將

此二者作永久的典藏與展示。全館

共計十八個展廳，包括十六個常設

展示區及二個特展室，以華藏世界

的時間與空間概念，總括所有展示

空間。展示主軸依「文字、圖像、經典」三大類別，精選文字碑拓

、佛教造像與歷代文物、儒典石經與佛經等展件，傳達「文以載道

、像以印心、經以傳法」三大主軸。

    走入巍峨的大廳，揭開本知識圈第2次圈務會議的序幕，在展館

人員導覽下，從印度到中國，從南北朝到元明清，彷彿穿梭於時空

之旅，與歷代佛像相遇。不僅讓駐足者與佛像展開心靈的對話，更

讓不同時空的有緣人，感受相同的感動，體悟佛教藝術真摯的美、

善、聖，更有明代大家沈周『山水軸』的畫作、文徵明的『行書詩

軸』書法作品，從石雕到

木雕、金銅、瓷器到墨寶

真可謂美不勝收，文物豐

富盡收眼底，這一趟真謂

入寶山再貼切不過。在我

們與佛菩薩攝影留念後告

別了中台世界博物館。中

午在木雕分館的雲華餐廳

用餐，並進入我們的主軸

，本次知識圈會議共有20

人參加，其中包括5位兼辦

人事人員，人事處劉處長蓬期在會中提到，兼辦人事人員的融入能

增進彼此認識，使人事業務聯繫更加活絡。人事業務包涵面相很廣

，基本上有二項，其一即人事專業法規，例如：訴願法、行政訴訟

法、公務人員任用法…等等至少50幾種法規，要都很熟很難，但至

少要知道需要時要去那裡找，所以平時即要多翻閱法規；另外很重

要的是服務態度，多一份熱心多一份耐心並注意答話的口氣，也要

善用科技，例如：人資報告的統計表即需用電腦來呈現，這些都有

助於提高人事業務服務的品質及效率。

    會後自由參觀木雕分館，木雕分館座落於中台禪寺園區東北角

，是由中台山博物館原址建築裝修而成，展示館藏歷代木雕佛教造

像，其中遼金時期造像尤為精華。這是一座保存佛教歷史文化的佛

教藝術的殿堂，該棟三樓內97公分高的清代大日如來坐像，竟取出

數十卷經卷、一件大蟒袍、一雙繡花布鞋、一頂帽子、一隻靴（襪

）子，工藝之巧令人瞠目結舌，印象深刻、嘆為觀止。

    園區中中國園林設計的亭台樓閣、小橋流水別富詩意，在平時

繁雜忙碌的人事業務裡，能偷得浮生半日閒，感受身心洗滌，宛若

枯萎的花草受到晨露的滋潤，頓時甦醒過來，感謝中台世界博物館

，感謝我們有此福緣到此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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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好幸福、快樂向前行」
 大成國中員工協助方案宣導

     員工協助方案 (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EAP)是一套運用於

工作職場的方案，目的在發現並協助員工解決可能影響工作效能的個人問題

（包括健康、婚姻、家庭、財務、法律、情緒等），及協助組織處理可能影

響生產力的相關議題。

    本校為發現及協助公務同仁解決可能影響工作效能之相關問題，使其以

健康的身心投入工作，提升其工作士氣及服務效能；並藉由多樣化的協助性

措施，建立溫馨關懷的工作情境，營造互動良好的組織文化，提升組織競爭

力，爰致力推動員工協助方案，其相關各項協助措施如下：

一、「心理健康」協助措施

(一)服務內容：

   1.職場上心理困擾：職場壓力調適及情緒管理、職場人際關係及溝通。

   2.私領域心理困擾：生涯各階段重大危機之因應與管理。

(二)協助方式：

   1.南投縣政府同仁協助方案：

     (1)特聘埔里基督教醫院、署立草屯療養院、署立南投醫院等3家精神科

        醫師及心理師設站提供免費心理諮詢，有需求者可洽南投縣政府衛

        生局或各鄉鎮市衛生所預約時間。

     (2)南投縣生命線協會建立聯繫網路：「1995」免費協談專線。「面對

        面」預約專線：049-2239595。

   2.本校同仁協助措施：

     (1)商請處室主管協助關懷所屬同仁

        職場溝通及情緒管理情形並適時

        推介至人事室。

     (2)人事室推薦或公告轉知有關職場壓

        力、人際關係、情緒管理相關講座。

     (3)人事室主動關懷並協助提供諮商

        服務協助解決問題及轉介至適當

        的醫療或輔導機構。

南投縣立大成國民中學人事室/洪志明主任

二、「法律諮詢」協助措施

(一)服務內容：

   1.公務上面臨的法律問題。（如因公

涉

     訟、國家賠償等）

2.私領域面臨的法律問題。（如：行車事

  故、債務、遺產、婚姻、糾紛衝突等）

(二)協助方式：

   1.南投縣政府同仁協助方案：

     (1)南投縣政府新聞及行政處法制行

        政科敦聘律師於每星期三及星期五，分別於縣府一樓服務中心及各

        鄉鎮市公所法律諮詢處受理法律諮詢，於服務時間外可向法制行政

        科洽請登記申請預約服務。

     (2)南投縣政府社會及勞動處於每月第一週星期三上午在縣府一樓服務

        中心提供免費法律諮詢服務。

   2.本校同仁協助措施：

     (1)如係公務上面臨之訴訟案件，由人事室依「公務人員因公涉訟輔助

        辦法」提供相關協助。

     (2)人事室主動關懷面臨法律問題之同仁並提供各類法律諮商管道使同

        仁瞭解自身權益及保障以協助解決問題。

     (3)由人事室提供人事法規諮詢服務並公告轉知各類法律知識講座。

三、「財務諮詢」協助措施

(一)服務內容：稅務問題、債務問題、保

    險規劃、投資理財等。

   (二)協助方式：

   1.南投縣政府同仁協助方案：

    (1)南投縣政府稅務局免費服務專線

       0800-496969或049-2222121提

       供諮詢服務。

    (2)非上班時間可利用稅務局「非上

       班時間人民申請案件收件箱」投

       遞，會由專人收件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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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校同仁協助措施：

    (1)提供有關財務、稅務、保險、投資理財等相關資訊供同仁參考，並

       提醒應審慎思考再行投資。

    (2)注意同仁是否因財務問題而影響公務或職場人際關係，提供資訊協

       助解決問題。 

四、「醫療健康」協助措施

(一)服務內容：

   1.政府機關現行公務人員各項醫療保健

     措施。

   2.民間團體現有醫療保健資源相關資訊。

   (二)協助方式：

   1.本校人事室每年編列健康檢查預算—

     3人每人3500元，於每年一月份通知

     符合檢查資格者提出申請，並於當年

     度檢查完畢申請補助費用。

   2.本校與埔里基督教醫院、臺中榮民總

     醫院埔里分院建立良好互動，提供本

     校同仁健檢優惠項目。

   3.提供場地進行體適能檢測及配合醫療院所簡易健檢活動。

   4.人事室提供有關飲食營養、運動保健、用藥安全、衛生教育等資訊。

   5.如係因公傷殘死亡，依「公務人員因公傷殘死亡慰問金發給辦法」辦理

     發給慰問金。

107年南投縣立大成國民中學員工協助方案
●「財務諮詢」協助措施：107/5/2邀請稅務局專題講習「認識租稅」

●「醫療健康」協助措施：107/6/6辦理「公教人員長照專案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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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職場的方案，目的在發現並協助員工解決可能影響工作效能的個人問題

（包括健康、婚姻、家庭、財務、法律、情緒等），及協助組織處理可能影

響生產力的相關議題。

    本校為發現及協助公務同仁解決可能影響工作效能之相關問題，使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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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協助方式：

   1.南投縣政府同仁協助方案：

     (1)特聘埔里基督教醫院、署立草屯療養院、署立南投醫院等3家精神科

        醫師及心理師設站提供免費心理諮詢，有需求者可洽南投縣政府衛

        生局或各鄉鎮市衛生所預約時間。

     (2)南投縣生命線協會建立聯繫網路：「1995」免費協談專線。「面對

        面」預約專線：049-2239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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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商請處室主管協助關懷所屬同仁

        職場溝通及情緒管理情形並適時

        推介至人事室。

     (2)人事室推薦或公告轉知有關職場壓

        力、人際關係、情緒管理相關講座。

     (3)人事室主動關懷並協助提供諮商

        服務協助解決問題及轉介至適當

        的醫療或輔導機構。

二、「法律諮詢」協助措施

(一)服務內容：

   1.公務上面臨的法律問題。（如因公

     涉訟、國家賠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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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協助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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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鄉鎮市公所法律諮詢處受理法律諮詢，於服務時間外可向法制行政

        科洽請登記申請預約服務。

     (2)南投縣政府社會及勞動處於每月第一週星期三上午在縣府一樓服務

        中心提供免費法律諮詢服務。

   2.本校同仁協助措施：

     (1)如係公務上面臨之訴訟案件，由人事室依「公務人員因公涉訟輔助

        辦法」提供相關協助。

     (2)人事室主動關懷面臨法律問題之同仁並提供各類法律諮商管道使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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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由人事室提供人事法規諮詢服務並公告轉知各類法律知識講座。

三、「財務諮詢」協助措施

(一)服務內容：稅務問題、債務問題、保

    險規劃、投資理財等。

   (二)協助方式：

   1.南投縣政府同仁協助方案：

    (1)南投縣政府稅務局免費服務專線

       0800-496969或049-2222121提

       供諮詢服務。

    (2)非上班時間可利用稅務局「非上

       班時間人民申請案件收件箱」投

       遞，會由專人收件受理。

P5

   2.本校同仁協助措施：

    (1)提供有關財務、稅務、保險、投資理財等相關資訊供同仁參考，並

       提醒應審慎思考再行投資。

    (2)注意同仁是否因財務問題而影響公務或職場人際關係，提供資訊協

       助解決問題。 

四、「醫療健康」協助措施

(一)服務內容：

   1.政府機關現行公務人員各項醫療保健

     措施。

   2.民間團體現有醫療保健資源相關資訊。

   (二)協助方式：

   1.本校人事室每年編列健康檢查預算—

     3人每人3500元，於每年一月份通知

     符合檢查資格者提出申請，並於當年

     度檢查完畢申請補助費用。

   2.本校與埔里基督教醫院、臺中榮民總

     醫院埔里分院建立良好互動，提供本

     校同仁健檢優惠項目。

   3.提供場地進行體適能檢測及配合醫療院所簡易健檢活動。

   4.人事室提供有關飲食營養、運動保健、用藥安全、衛生教育等資訊。

   5.如係因公傷殘死亡，依「公務人員因公傷殘死亡慰問金發給辦法」辦理

     發給慰問金。

107年南投縣立大成國民中學員工協助方案
●「工作與生活平衡」協助措施：107/3/2辦理「烏牛欄歷史巡禮」

   活動、107/11/15辦理107年下半年度暨員工慶生會

107年南投縣立大成國民中學員工協助方案
●「醫療健康」協助措施：107/12/7校慶運動會員工趣味靜賽

●「工作與生活平衡」協助措施：107/1/26年終尾牙聚餐摸彩活動



     員工協助方案 (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EAP)是一套運用於

工作職場的方案，目的在發現並協助員工解決可能影響工作效能的個人問題

（包括健康、婚姻、家庭、財務、法律、情緒等），及協助組織處理可能影

響生產力的相關議題。

    本校為發現及協助公務同仁解決可能影響工作效能之相關問題，使其以

健康的身心投入工作，提升其工作士氣及服務效能；並藉由多樣化的協助性

措施，建立溫馨關懷的工作情境，營造互動良好的組織文化，提升組織競爭

力，爰致力推動員工協助方案，其相關各項協助措施如下：

一、「心理健康」協助措施

(一)服務內容：

   1.職場上心理困擾：職場壓力調適及情緒管理、職場人際關係及溝通。

   2.私領域心理困擾：生涯各階段重大危機之因應與管理。

(二)協助方式：

   1.南投縣政府同仁協助方案：

     (1)特聘埔里基督教醫院、署立草屯療養院、署立南投醫院等3家精神科

        醫師及心理師設站提供免費心理諮詢，有需求者可洽南投縣政府衛

        生局或各鄉鎮市衛生所預約時間。

     (2)南投縣生命線協會建立聯繫網路：「1995」免費協談專線。「面對

        面」預約專線：049-2239595。

   2.本校同仁協助措施：

     (1)商請處室主管協助關懷所屬同仁

        職場溝通及情緒管理情形並適時

        推介至人事室。

     (2)人事室推薦或公告轉知有關職場壓

        力、人際關係、情緒管理相關講座。

     (3)人事室主動關懷並協助提供諮商

        服務協助解決問題及轉介至適當

        的醫療或輔導機構。

二、「法律諮詢」協助措施

(一)服務內容：

   1.公務上面臨的法律問題。（如因公

     涉訟、國家賠償等）

   2.私領域面臨的法律問題。（如：行

     車事故、債務、遺產、婚姻、糾紛

     衝突等）

(二)協助方式：

   1.南投縣政府同仁協助方案：

     (1)南投縣政府新聞及行政處法制行

        政科敦聘律師於每星期三及星期五，分別於縣府一樓服務中心及各

        鄉鎮市公所法律諮詢處受理法律諮詢，於服務時間外可向法制行政

        科洽請登記申請預約服務。

     (2)南投縣政府社會及勞動處於每月第一週星期三上午在縣府一樓服務

        中心提供免費法律諮詢服務。

   2.本校同仁協助措施：

     (1)如係公務上面臨之訴訟案件，由人事室依「公務人員因公涉訟輔助

        辦法」提供相關協助。

     (2)人事室主動關懷面臨法律問題之同仁並提供各類法律諮商管道使同

        仁瞭解自身權益及保障以協助解決問題。

     (3)由人事室提供人事法規諮詢服務並公告轉知各類法律知識講座。

三、「財務諮詢」協助措施

(一)服務內容：稅務問題、債務問題、保

    險規劃、投資理財等。

   (二)協助方式：

   1.南投縣政府同仁協助方案：

    (1)南投縣政府稅務局免費服務專線

       0800-496969或049-2222121提

       供諮詢服務。

    (2)非上班時間可利用稅務局「非上

       班時間人民申請案件收件箱」投

       遞，會由專人收件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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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校同仁協助措施：

    (1)提供有關財務、稅務、保險、投資理財等相關資訊供同仁參考，並

       提醒應審慎思考再行投資。

    (2)注意同仁是否因財務問題而影響公務或職場人際關係，提供資訊協

       助解決問題。 

四、「醫療健康」協助措施

(一)服務內容：

   1.政府機關現行公務人員各項醫療保健

     措施。

   2.民間團體現有醫療保健資源相關資訊。

   (二)協助方式：

   1.本校人事室每年編列健康檢查預算—

     3人每人3500元，於每年一月份通知

     符合檢查資格者提出申請，並於當年

     度檢查完畢申請補助費用。

   2.本校與埔里基督教醫院、臺中榮民總

     醫院埔里分院建立良好互動，提供本

     校同仁健檢優惠項目。

   3.提供場地進行體適能檢測及配合醫療院所簡易健檢活動。

   4.人事室提供有關飲食營養、運動保健、用藥安全、衛生教育等資訊。

   5.如係因公傷殘死亡，依「公務人員因公傷殘死亡慰問金發給辦法」辦理

     發給慰問金。

107年南投縣立大成國民中學員工協助方案
●107/4/20辦理107年度「推動員工協助方案實施計畫」研習活動

●「醫療健康」協助措施：107/9/14洽新泰宜婦幼醫院到校免費健檢



南投縣政府人事處1 0 7年 1 1月至1 2月人事人員任免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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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政府107年11月至12月薦任第8職等以上人員動態

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報到日期

(離職日期)
備註

盧建宏
南投縣埔里鎮公所人事

室主任

南投縣埔里鎮公所主任

秘書
107.11.01 調陞他機關

曾瓊露
南投縣立中寮國民中學

人事室主任

南投縣名間鄉新街國民

小學人事室主任
107.11.28 平調他機關

郭昭均
南投縣名間鄉新街國民

小學人事室主任

南投縣立中寮國民中學

人事室主任
107.11.28 平調他機關

林麗英
南投縣中寮鄉公所人事

室主任

南投縣立中興國民中學

人事室主任
107.11.28 降調他機關

王佩珊
南投縣立中興國民中學

人事室主任

南投縣中寮鄉公所人事

室主任
107.11.28 調陞他機關

岳麗如 內政部役政署科員
南投縣立草屯國民中學

人事室助理員
107.12.11 他機關調進

王怡婷
臺中市政府公務人力訓

練中心組員

南投縣政府人事處考核

訓練科辦事員
107.12.14 他機關調進

李易澂
南投縣水里鄉公所人事

室主任

南投縣埔里鎮公所人事

室主任
107.12.17 平調他機關

胡欣怡 南投縣埔里鎮公所課員
南投縣埔里鎮公所人事

室課員
107.12.24 他機關調進

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張佳琪 本府主計處專員 本府主計處決算科科長

吳偉甄 南投市公所主計室主任 本府主計處專員

史強    南投縣信義鄉鄉長     本府簡任秘書

林俊梧   本府社會及勞動處處長 離職

林志忠   本府社會及勞動處副處長 本府社會及勞動處處長



「冬梅賞花、採梅樂」
        仁愛繽紛玩梅之旅冬

南投縣仁愛鄉公所人事室/陳杰榮主任

    近年來，戶外賞花及產業體

驗活動在臺灣蔚為風行，遍佈於

南投縣仁愛鄉互助村與新生村山

野的原生梅林及有機梅林，每年

12月底至隔年1月，當第一朵梅

花綻放時，即宣告「仁愛互新賞

梅季」的到來；在每年冬季梅花

盛開之時，便會在鄉內畫上一席銀白，吸引許多的國內外遊客入鄉

賞花。

    本鄉互助村及新生村擁有大片原生種梅樹及有機栽種梅樹，由

仁愛鄉公所與在地的中原部落、眉原部落及清流部落，以「梅」為

主體，規劃設立「仁愛鄉互新賞梅專區」，由公所與社區共同攜手

舉辦系列的「賞梅」、「採梅」與「製梅」活動，不僅為冬季的仁

愛鄉帶來生機，也是仁愛鄉內一年一度的重要盛會，期望將仁愛鄉

的原鄉觀光遊程視為品牌，行銷至國內外。

    在梅花賞花季過後，為持續梅花盛放的美麗饗宴，鄉公所特別

融合了互助村與新生村梅林地貌與在地原住民族文化，結合原民部

落深度導覽、花下品茗、原民織布、傳統獵具與射箭等周邊活動，

由在地賽德克族及泰雅族人領路，帶領遊客在採梅、製梅的酸甜「

梅」好滋味中，感受大自然結實

纍纍的饋贈；除能更加了解在地

部落的人文風情，也讓遊客在落

英繽紛的梅樹下，體驗仁愛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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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族的好客與熱情，領略原住

民族傳統文化與自然資源共處之

道。

    透過「公所籌劃、各村發展

協會執行、社區營造」的官、產

、學合作模式，激發在地產業創

意，並與地方特色及族群文化相

結合，以「梅」開花、結果的自然更迭過程融入活動規劃，有效的

提升仁愛鄉觀光及農特產收益，並帶動在地產業發展。

    梅雪滿山谷的「仁愛互新賞梅專區」，歡迎各地的愛花遊客，

在寒冷冬季來一趟愜意的輕旅行，放鬆您的心情、徜徉於雪梅打造

的銀白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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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事法規照過來人 事法規照過來

任免銓敘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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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銓敘部編輯民國107年「銓敘釋例增補彙編」一案，請

查照並轉知。

銓敘部於106年12月編印之「銓敘法規釋例彙編（上、下冊

）」出版後，該部與所屬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

，仍陸續作成相關解釋函(令)，其中部分具代表性及參考

價值，爰整理彙整編輯，供辦理人事業務及查閱參考之用。

另為落實節能減碳政策，107年「銓敘釋例增補彙編」不另

編印紙本，改登載於該部全球資訊網方式辦理，俾將最完整

、最新穎之資訊，提供各界查閱。

本 次 彙 編 業 已 登 載 於 該 部 全 球 資 訊 網

(http://www.mocs.gov.tw/)「服務園地」內「文件典藏

」項下，歡迎上網查閱、下載。

一、

二、



人事法規照過來人事法規照過來

考核訓練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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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考試院會同行政院107年11月16日修正發布之「公務人員

請假規則」第3條、第10條規定，將事假每年准給日數由「

5日」增加為「7日」，休假、婚假及喪假計算單位由「半

日計」改為「得以時計」。

依行政院107年11月16日院授人培字第10700564561號函修

正發布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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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規定，有關公務人員休假補助費核發修正重

點如下：

（一）公務人員仍應請上午或下午半日以上之休假，始得持

      國民旅遊卡刷卡消費請領應休畢日數(14日)以內之

      休假補助費。

（二）放寬公務人員請半日休假之情形，其當日全日（按：

      除上班時間外，當日不限時間）持國民旅遊卡至國

      民旅遊卡特約商店符合規定之刷卡消費均得予以核

      實補助。

（三）應休畢日數(14日)以外之休假補助費部分，配合請

      假規則修正，得以時計，於年終一併結算，至年終

      累計未達1日之時數，按休假時數比例支給。

一、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