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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投縣茶葉種植面積廣、茶葉種類多，加上觀光資源豐富，

過去縣政府多次舉辦『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引注國際焦點，

更是國內輝煌盛事，吸引全國各地民眾約50萬人次至南投縣買茶

、識茶、體茶及觀光，因此奠定了舉辦大型活動的基礎及優勢。 

    縣長林明溱表示，南投縣富有盛名的「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

」今年邁入第十週年，將於10月10日至20日在中興新村盛大舉行

，縣長林明溱化身「茶伯」，穿著功夫茶裝展現揉茶功夫，在竹

山山坪頂茶園及茶廠拍攝宣傳廣告，為茶博會暖身代言宣傳。

    2019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行銷宣傳廣告將以「找好茶」為主

軸，運用蒙太奇手法，由4位特務穿梭在茶園間尋找南投極品好

茶，林縣長扮演茶葉

達人「茶伯」在茶廠

揉功夫茶，當特務找

到一心二葉的茶葉後

，奔向茶伯身邊尋找

關於好茶的解答，這

支宣傳廣告以創意手

法達到吸睛效果，並

圖文/石維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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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世界茶葉博覽會
10月中興新村登場
南投世界茶葉博覽會
10月中興新村登場

由茶葉達人茶伯邀請大家一同前來2019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共

襄盛舉。

  林縣長指出，今年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邁入第十屆，意義

重大，特別擴大舉辦加碼2天，整個系列活動長達11天，主題定

為「香郁拾穗」，為了加強宣傳效果，特別穿上唐裝揉茶，歡迎全

國各地民眾10月10日至20日來南投找好茶、喝好茶、買好茶，多

多認識茶產業文化，也結合南投景點做深度觀光旅遊。

    今年茶業博覽會除了往年大受歡迎的千人茶會、千人揉茶活動

，也將去年秒殺的千人野餐活動擴大席次，另外新增了融合客家文

化的「千人擂茶」活動，在中興新村周邊展館方面，包括黃金品茗

館、小小茶師館、國際茶席館、農村好物館、休閒農業館、紅茶館

等眾多展館，都將在會場佈滿茶香迎賓，希望屆時到場民眾都能盡

情品茗，徜徉於豐富茶文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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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茶葉達人茶伯邀請大家一同前來2019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共

襄盛舉。

  林縣長指出，今年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邁入第十屆，意義

重大，特別擴大舉辦加碼2天，整個系列活動長達11天，主題定

為「香郁拾穗」，為了加強宣傳效果，特別穿上唐裝揉茶，歡迎全

國各地民眾10月10日至20日來南投找好茶、喝好茶、買好茶，多

多認識茶產業文化，也結合南投景點做深度觀光旅遊。

    今年茶業博覽會除了往年大受歡迎的千人茶會、千人揉茶活動

，也將去年秒殺的千人野餐活動擴大席次，另外新增了融合客家文

化的「千人擂茶」活動，在中興新村周邊展館方面，包括黃金品茗

館、小小茶師館、國際茶席館、農村好物館、休閒農業館、紅茶館

等眾多展館，都將在會場佈滿茶香迎賓，希望屆時到場民眾都能盡

情品茗，徜徉於豐富茶文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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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協助方案，關懷加油站

跟自己和好

引力牽絆，失去生活的意義與重心，也在不自覺中，遺落了

生命中原有的自適與美好。本書作者以多年的個案諮商經驗

，融入自己生命歷程的成長與領悟，淬鍊出這部字字暖心且

充滿智慧珠璣的人生指南，指引讀者情緒管理，人際互動、

溝通，及如何「向內探索找自己，而非不斷往外求」的方法

。在本書中談到「認識並重新看清自己」、「人生要追求的

不是快樂，而是平靜」、「兩個人有兩個人的美好，一個人

有一個人的自在」、「順隨緣分，在轉念之間成就最美善的

關係」、「情緒vs.理性」、「家庭關係，尤其親子關係」、

「改變的準備、歷程與成效」最後達到「跟自己和解，邁向

自我成長」，其中「生氣的預防重於治療」的觀點，希望人

們少發脾氣、常做舒緩身心的活動，以及在平常多給自己留

白的時間等等，預防勝於治療，才是面對生氣最好的策略。

    常抱怨的人，偶爾也能說出具鼓勵的話語；常沮喪的人

，偶爾也有放鬆開懷的一刻，但這是短暫的，不久又回歸常

態，一如你我經年累月養成的種種習性，構成了如今的個性

，而外在的刺激，只是一時的牽引。於是我們試著循著過去

的軌跡，傾聽內在的聲音，期待尋找到擺脫過去、脫胎換骨

的「重生」意義，然而過程中那種種思緒混亂，常是令人望

而生畏。這些看似來自外界的紛擾，其實都源自於最根本的

原因：我們都忘了跟自己和好。學著跟自我挫敗與負面情緒

的相處，用心感受，也用理智理解，讓負面情緒淡化遠離，

轉個彎，就能看見更開闊的人生風景，恰如多變的天氣，無

論是風和日麗或狂風暴雨，接受自己、跟自己和好，啟動自

我修復過程，我們才能發現並找回內心真正的平靜與自在。

南投縣政府消防局人事室/林淑芳科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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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跟自己和好：為情緒解套，了

解生存原來可以有很多種方式

出版社

遠流出版社

作者簡介

洪仲清臨床心理師

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臨

床組畢業，領有臨床心理師合

格證書。曾經在台北市立聯合

醫院擔任臨床心理師，常受邀

至各大醫療院所、警局少輔會

、學 校、企業、基金會等單位

進行心理衛生講座，專長在協

助自我探索與覺察、情緒管理訓練、親職教養諮商、人際與

家庭溝通、正向思考引導、兒童遊戲治療等。工作之餘，仍

勉勵自己要撥出時間寫網路文章，希望藉由溫暖的筆觸及心

理學的專業知識，能幫助在人生旅途中困頓的眾多朋友與家

長，找到心靈上的寧靜，找到自己。一如他所認為的：「認

識自己是一生的功課」。

內容簡介

在生活中，我們總多少苦於不良的人我溝通、錯綜的人際關

係、未竟的自我認同，輕易地隨外界紛擾而使情緒擺盪、起

舞，心中常感到惶惑、不安、焦慮、恐慌，甚至憂鬱，如同

行星原本應該在軌道中有規律的運轉，然而卻被莫名的情緒



引力牽絆，失去生活的意義與重心，也在不自覺中，遺落了

生命中原有的自適與美好。本書作者以多年的個案諮商經驗

，融入自己生命歷程的成長與領悟，淬鍊出這部字字暖心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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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及如何「向內探索找自己，而非不斷往外求」的方法

。在本書中談到「認識並重新看清自己」、「人生要追求的

不是快樂，而是平靜」、「兩個人有兩個人的美好，一個人

有一個人的自在」、「順隨緣分，在轉念之間成就最美善的

關係」、「情緒vs.理性」、「家庭關係，尤其親子關係」、

「改變的準備、歷程與成效」最後達到「跟自己和解，邁向

自我成長」，其中「生氣的預防重於治療」的觀點，希望人

們少發脾氣、常做舒緩身心的活動，以及在平常多給自己留

白的時間等等，預防勝於治療，才是面對生氣最好的策略。

    常抱怨的人，偶爾也能說出具鼓勵的話語；常沮喪的人

，偶爾也有放鬆開懷的一刻，但這是短暫的，不久又回歸常

態，一如你我經年累月養成的種種習性，構成了如今的個性

，而外在的刺激，只是一時的牽引。於是我們試著循著過去

的軌跡，傾聽內在的聲音，期待尋找到擺脫過去、脫胎換骨

的「重生」意義，然而過程中那種種思緒混亂，常是令人望

而生畏。這些看似來自外界的紛擾，其實都源自於最根本的

原因：我們都忘了跟自己和好。學著跟自我挫敗與負面情緒

的相處，用心感受，也用理智理解，讓負面情緒淡化遠離，

轉個彎，就能看見更開闊的人生風景，恰如多變的天氣，無

論是風和日麗或狂風暴雨，接受自己、跟自己和好，啟動自

我修復過程，我們才能發現並找回內心真正的平靜與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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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自己和好：為情緒解套，了

解生存原來可以有很多種方式

出版社

遠流出版社

作者簡介

洪仲清臨床心理師

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臨

床組畢業，領有臨床心理師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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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心理衛生講座，專長在協

助自我探索與覺察、情緒管理訓練、親職教養諮商、人際與

家庭溝通、正向思考引導、兒童遊戲治療等。工作之餘，仍

勉勵自己要撥出時間寫網路文章，希望藉由溫暖的筆觸及心

理學的專業知識，能幫助在人生旅途中困頓的眾多朋友與家

長，找到心靈上的寧靜，找到自己。一如他所認為的：「認

識自己是一生的功課」。

內容簡介

在生活中，我們總多少苦於不良的人我溝通、錯綜的人際關

係、未竟的自我認同，輕易地隨外界紛擾而使情緒擺盪、起

舞，心中常感到惶惑、不安、焦慮、恐慌，甚至憂鬱，如同

行星原本應該在軌道中有規律的運轉，然而卻被莫名的情緒



認識亞洲大學
現代美術館 南投縣政府消防局人事室

林淑芳科員

Asia University 
Museum of Modern Art

    本次論壇由本縣人事機構第一知識圈及第二知識圈共同舉

辦，感謝第二知識圈圈長洪怡真主任及工作同仁鼎力相助並感

謝各位人事先進熱情參與，相信透過本次參訪活動可以達到寓

教於樂充分交流之目的，也希望大家帶著放鬆的心情，來趟文

化藝術饗宴。

    藉由亞洲大學的會議室，第一知識圈圈長陳俊輝主任及第

二知識圈圈長洪怡真主任向同仁們宣導員工協助方案，尤其談

到人都會老去，如何面對生老病死的話題有點沉重，但人們常

面對上有老、下有小，自己年歲漸長的狀況也是不爭的事實，

如何撐起家庭重擔，不妨注意並善用政府與社會服務，作為照

顧的基礎資源。

    目前政府積極推動長照2.0計畫，凡失能身心障礙者

、50歲以上失智症患者、65歲以上失能老人等，皆可撥打

1966長照專線服務，或是向各縣市照管中心提出申請，政

府可提供居家照顧、日間照顧、家庭托顧及專業照顧、交

通接送、輔具服務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家庭照顧

者支持性的喘息服務。與會的人事同仁有空時不妨針對長

照服務再作深入的了解，對爾後家照生活必會有所助益。

    「亞洲大學現代美術館」是安藤忠雄先生在台灣的首

座建築，這座風格獨特的清水模美術館矗立在亞洲大學校

園，以三角形的設計為主軸，將正三角形的平面分割成3

個樓層，再錯落堆疊成不規則的無數個三角形。在這座前

衛大膽的建築中，外在低調靜謐而純粹，內在精準而沉靜

。「亞洲大學現代美術館」除展覽亞洲大學原先的收藏品

、亞洲年輕藝術家作品之外，也與美國哈佛等世界知名的

大學藝術館合作交流，讓台灣也能與國際藝術界接軌。整

座建築在自然和幾何中產生互動，幾何形體構成了整體的

框架，融入周圍環境景色，人們在美術館內外行走、駐足

，偶然間甚至可以遇見光與影不可思議的邂逅。

    在欣賞豐富的館藏後，石維倫科長代表人事處劉處長

及李副處長勉勵第一、二知識圈同仁們，人事處集思論壇

已舉辦多年，其目的不外希望藉此平台讓同仁們彼此激發

、交流意見，經眾人討論交流後匯集意見，以達到有效討

論與充分交流之目的，並感謝此次集思論壇能夠安排亞洲

大學現代美術館如此優質會議場館，相信各位同仁們在此

優美環境下彼此意見交流，必能有滿滿的收穫。感謝人事

處辦理知識圈的交流活動，提供人事人員對業務工作經驗

之交流，不僅讓同仁們在自身領域中提升專業能力，同時

也藉由每次不同的舉辦場地，增廣同仁見聞，紓解工作壓

力，助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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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人都會老去，如何面對生老病死的話題有點沉重，但人們常

面對上有老、下有小，自己年歲漸長的狀況也是不爭的事實，

如何撐起家庭重擔，不妨注意並善用政府與社會服務，作為照

顧的基礎資源。

    目前政府積極推動長照2.0計畫，凡失能身心障礙者

、50歲以上失智症患者、65歲以上失能老人等，皆可撥打

1966長照專線服務，或是向各縣市照管中心提出申請，政

府可提供居家照顧、日間照顧、家庭托顧及專業照顧、交

通接送、輔具服務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家庭照顧

者支持性的喘息服務。與會的人事同仁有空時不妨針對長

照服務再作深入的了解，對爾後家照生活必會有所助益。

    「亞洲大學現代美術館」是安藤忠雄先生在台灣的首

座建築，這座風格獨特的清水模美術館矗立在亞洲大學校

園，以三角形的設計為主軸，將正三角形的平面分割成3

個樓層，再錯落堆疊成不規則的無數個三角形。在這座前

衛大膽的建築中，外在低調靜謐而純粹，內在精準而沉靜

。「亞洲大學現代美術館」除展覽亞洲大學原先的收藏品

、亞洲年輕藝術家作品之外，也與美國哈佛等世界知名的

大學藝術館合作交流，讓台灣也能與國際藝術界接軌。整

座建築在自然和幾何中產生互動，幾何形體構成了整體的

框架，融入周圍環境景色，人們在美術館內外行走、駐足

，偶然間甚至可以遇見光與影不可思議的邂逅。

    在欣賞豐富的館藏後，石維倫科長代表人事處劉處長

及李副處長勉勵第一、二知識圈同仁們，人事處集思論壇

已舉辦多年，其目的不外希望藉此平台讓同仁們彼此激發

、交流意見，經眾人討論交流後匯集意見，以達到有效討

論與充分交流之目的，並感謝此次集思論壇能夠安排亞洲

大學現代美術館如此優質會議場館，相信各位同仁們在此

優美環境下彼此意見交流，必能有滿滿的收穫。感謝人事

處辦理知識圈的交流活動，提供人事人員對業務工作經驗

之交流，不僅讓同仁們在自身領域中提升專業能力，同時

也藉由每次不同的舉辦場地，增廣同仁見聞，紓解工作壓

力，助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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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論壇由本縣人事機構第一知識圈及第二知識圈共同舉

辦，感謝第二知識圈圈長洪怡真主任及工作同仁鼎力相助並感

謝各位人事先進熱情參與，相信透過本次參訪活動可以達到寓

教於樂充分交流之目的，也希望大家帶著放鬆的心情，來趟文

化藝術饗宴。

    藉由亞洲大學的會議室，第一知識圈圈長陳俊輝主任及第

二知識圈圈長洪怡真主任向同仁們宣導員工協助方案，尤其談

到人都會老去，如何面對生老病死的話題有點沉重，但人們常

面對上有老、下有小，自己年歲漸長的狀況也是不爭的事實，

如何撐起家庭重擔，不妨注意並善用政府與社會服務，作為照

顧的基礎資源。

    目前政府積極推動長照2.0計畫，凡失能身心障礙者

、50歲以上失智症患者、65歲以上失能老人等，皆可撥打

1966長照專線服務，或是向各縣市照管中心提出申請，政

府可提供居家照顧、日間照顧、家庭托顧及專業照顧、交

通接送、輔具服務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家庭照顧

者支持性的喘息服務。與會的人事同仁有空時不妨針對長

照服務再作深入的了解，對爾後家照生活必會有所助益。

    「亞洲大學現代美術館」是安藤忠雄先生在台灣的首

座建築，這座風格獨特的清水模美術館矗立在亞洲大學校

園，以三角形的設計為主軸，將正三角形的平面分割成3

個樓層，再錯落堆疊成不規則的無數個三角形。在這座前

衛大膽的建築中，外在低調靜謐而純粹，內在精準而沉靜

。「亞洲大學現代美術館」除展覽亞洲大學原先的收藏品

、亞洲年輕藝術家作品之外，也與美國哈佛等世界知名的

大學藝術館合作交流，讓台灣也能與國際藝術界接軌。整

座建築在自然和幾何中產生互動，幾何形體構成了整體的

框架，融入周圍環境景色，人們在美術館內外行走、駐足

，偶然間甚至可以遇見光與影不可思議的邂逅。

    在欣賞豐富的館藏後，石維倫科長代表人事處劉處長

及李副處長勉勵第一、二知識圈同仁們，人事處集思論壇

已舉辦多年，其目的不外希望藉此平台讓同仁們彼此激發

、交流意見，經眾人討論交流後匯集意見，以達到有效討

論與充分交流之目的，並感謝此次集思論壇能夠安排亞洲

大學現代美術館如此優質會議場館，相信各位同仁們在此

優美環境下彼此意見交流，必能有滿滿的收穫。感謝人事

處辦理知識圈的交流活動，提供人事人員對業務工作經驗

之交流，不僅讓同仁們在自身領域中提升專業能力，同時

也藉由每次不同的舉辦場地，增廣同仁見聞，紓解工作壓

力，助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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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林敏珠 本府主計處處長 屆齡退休

陳美秀 臺中市政府主計處主任秘書 本府主計處處長

張昭貴 本府觀光處技正 本府建設處營繕工程科科長

江子信 本府秘書 南投縣仁愛鄉互助國民小學校長

吳正守 本府衛生局檢驗科技士 本府衛生局檢驗科科長

張昭貴 本府建設處營繕工程科科長 本縣風景區管理所所長

李孟珍 本府觀光處處長 本府參議

王源鍾 本府觀光處處長



員工加油站
淺談公務人員辭職公保與退撫基金相關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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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緣起

本次經修法通過的公教人員年金改革法案中，社會大眾普遍聚焦在退

休公教人員權益保障的問題上，然而根據相關的資料統計，全國公務

員離職率在近年來有逐漸攀升的趨勢，據銓敘部指出，國家現今政經

層面變動迅速，民眾對於公務人員行政效率的要求日益提高，各級公

務員面臨的挑戰增多。以本局為例，消防人員在面臨消防人力不足及

救災救護工作全年無休的高壓環境下，選擇中途轉換職業生涯跑道的

同仁，也不乏案例。爰就公務人員未達法定退休條件前，於107年7月

1日後解除與國家行政機關的職務關係，就其中公保與退撫基金相關

權益，略為探討之。

二、 辭職人員公保權益

(一)養老給付

(二)年資保留

適用法條：公教人員保險法第26條。

被保險人於本法中華民國94年1月21日修正生效後退保而未請領本保

險養老給付者，除第49條另有規定外，其保險年資予以保留，俟其符

合下列條件之一時，得由原服務機關（構）學校，以其退保當時之保

險年資，依退保當時之規定，請領本保險養老給付。

請領方式 請求權時效 申請機關 適用法條 

一次給付(加保滿 15 年且年

滿 65 歲) 

十年(行政程序法

第 131 條) 
最後服務機關 

公教人員保險法

第 16 條 

年金給付(加保滿 15 年以上

且年滿 65 歲、加保滿 20 年

以上且年滿 60 歲、加保滿 30

年以上且年滿 55 歲) 

十年(行政程序法

第 131 條) 
最後服務機關 

公教人員保險法

第 16 條 

三、 辭職人員退撫基金權益

適用法條：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9條第2項、第15條、第85條

第1項及第86條第2項。

※於民國107年7月1日（含）後離職者

(一)公務人員不符合退休或資遣條件而離職者，得申請一次發還本

人原繳付之退撫基金費用本息。

(二)曾公務人員曾依法令領取由政府編列預算或退撫基金支付退離

給與或發還退撫基金費用本息者，其再任公務人員時，不得繳回原

已領取之退離給與或退撫基金費用本息。

(三)年資保留：公務人員任職滿五年，於本法公布施行後未辦理退

休或資遣而離職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其任職年資得予保留，俟

其年滿六十五歲之日起六個月內，以書面檢同相關證明文件，送原

服務機關函轉審定機關依第三十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審定其年資

及退休金。

(四) 年資併計：公務人員任職滿五年，於本法公布施行後未辦理退

休或資遣而離職且未支領退撫給與者，於轉任其他職域工作後辦理

退休（職）時，得併計原公務人員年資成就請領月退休金條件，並

於年滿六十五歲之日起六個月內，以書面檢同相關證明文件，送原

服務機關函轉審定機關審定其年資及月退休金。

四、總結

在新法施行後，對於離職的公務人員，訂有年資保留與年資併計、

年金分計的規定，以使前述人員原有公職年資退休給與，具有更彈

性的選擇，也因此取消離職公務人員領回「政府撥繳」退撫基金費

用本息的規定。此外，申請領回退撫基金費用本息的同仁，日後若

再回任公務人員，也不得再採計公務人員退休年資。因此，有意轉

換跑道、重啟人生另一道門的同仁，確實應於事前審慎評估，據以

作最理智的決定。

南投縣政府消防局人事室/林淑芳科員



一、 緣起

本次經修法通過的公教人員年金改革法案中，社會大眾普遍聚焦在退

休公教人員權益保障的問題上，然而根據相關的資料統計，全國公務

員離職率在近年來有逐漸攀升的趨勢，據銓敘部指出，國家現今政經

層面變動迅速，民眾對於公務人員行政效率的要求日益提高，各級公

務員面臨的挑戰增多。以本局為例，消防人員在面臨消防人力不足及

救災救護工作全年無休的高壓環境下，選擇中途轉換職業生涯跑道的

同仁，也不乏案例。爰就公務人員未達法定退休條件前，於107年7月

1日後解除與國家行政機關的職務關係，就其中公保與退撫基金相關

權益，略為探討之。

二、 辭職人員公保權益

(一)養老給付

(二)年資保留

適用法條：公教人員保險法第26條。

被保險人於本法中華民國94年1月21日修正生效後退保而未請領本保

險養老給付者，除第49條另有規定外，其保險年資予以保留，俟其符

合下列條件之一時，得由原服務機關（構）學校，以其退保當時之保

險年資，依退保當時之規定，請領本保險養老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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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辭職人員退撫基金權益

適用法條：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9條第2項、第15條、第85條

第1項及第86條第2項。

※於民國107年7月1日（含）後離職者

(一)公務人員不符合退休或資遣條件而離職者，得申請一次發還本

人原繳付之退撫基金費用本息。

(二)公務人員曾依法令領取由政府編列預算或退撫基金支付退離給

與或發還退撫基金費用本息者，其再任公務人員時，不得繳回原已

領取之退離給與或退撫基金費用本息。

(三)年資保留：公務人員任職滿五年，於本法公布施行後未辦理退

休或資遣而離職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其任職年資得予保留，俟

其年滿六十五歲之日起六個月內，以書面檢同相關證明文件，送原

服務機關函轉審定機關依第三十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審定其年資

及退休金。

(四) 年資併計：公務人員任職滿五年，於本法公布施行後未辦理退

休或資遣而離職且未支領退撫給與者，於轉任其他職域工作後辦理

退休（職）時，得併計原公務人員年資成就請領月退休金條件，並

於年滿六十五歲之日起六個月內，以書面檢同相關證明文件，送原

服務機關函轉審定機關審定其年資及月退休金。

四、總結

在新法施行後，對於離職的公務人員，訂有年資保留與年資併計、

年金分計的規定，以使前述人員原有公職年資退休給與，具有更彈

性的選擇，也因此取消離職公務人員領回「政府撥繳」退撫基金費

用本息的規定。此外，申請領回退撫基金費用本息的同仁，日後若

再回任公務人員，也不得再採計公務人員退休年資。因此，有意轉

換跑道、重啟人生另一道門的同仁，確實應於事前審慎評估，據以

作最理智的決定。

加保條件 申請機關 

於參加勞工保險或軍人保險期間依法退休（職、伍） 原服務機關 

領受國民年金保險老年給付 原服務機關 

年滿六十五歲 原服務機關 



一、 緣起

本次經修法通過的公教人員年金改革法案中，社會大眾普遍聚焦在退

休公教人員權益保障的問題上，然而根據相關的資料統計，全國公務

員離職率在近年來有逐漸攀升的趨勢，據銓敘部指出，國家現今政經

層面變動迅速，民眾對於公務人員行政效率的要求日益提高，各級公

務員面臨的挑戰增多。以本局為例，消防人員在面臨消防人力不足及

救災救護工作全年無休的高壓環境下，選擇中途轉換職業生涯跑道的

同仁，也不乏案例。爰就公務人員未達法定退休條件前，於107年7月

1日後解除與國家行政機關的職務關係，就其中公保與退撫基金相關

權益，略為探討之。

二、 辭職人員公保權益

(一)養老給付

(二)年資保留

適用法條：公教人員保險法第26條。

被保險人於本法中華民國94年1月21日修正生效後退保而未請領本保

險養老給付者，除第49條另有規定外，其保險年資予以保留，俟其符

合下列條件之一時，得由原服務機關（構）學校，以其退保當時之保

險年資，依退保當時之規定，請領本保險養老給付。

三、 辭職人員退撫基金權益

適用法條：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9條第2項、第15條、第85條

第1項及第86條第2項。

※於民國107年7月1日（含）後離職者

(一)公務人員不符合退休或資遣條件而離職者，得申請一次發還本

人原繳付之退撫基金費用本息。

(二)曾公務人員曾依法令領取由政府編列預算或退撫基金支付退離

給與或發還退撫基金費用本息者，其再任公務人員時，不得繳回原

已領取之退離給與或退撫基金費用本息。

(三)年資保留：公務人員任職滿五年，於本法公布施行後未辦理退

休或資遣而離職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其任職年資得予保留，俟

其年滿六十五歲之日起六個月內，以書面檢同相關證明文件，送原

服務機關函轉審定機關依第三十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審定其年資

及退休金。

(四) 年資併計：公務人員任職滿五年，於本法公布施行後未辦理退

休或資遣而離職且未支領退撫給與者，於轉任其他職域工作後辦理

退休（職）時，得併計原公務人員年資成就請領月退休金條件，並

於年滿六十五歲之日起六個月內，以書面檢同相關證明文件，送原

服務機關函轉審定機關審定其年資及月退休金。

四、總結

在新法施行後，對於離職的公務人員，訂有年資保留與年資併計、

年金分計的規定，以使前述人員原有公職年資退休給與，具有更彈

性的選擇，也因此取消離職公務人員領回「政府撥繳」退撫基金費

用本息的規定。此外，申請領回退撫基金費用本息的同仁，日後若

再回任公務人員，也不得再採計公務人員退休年資。因此，有意轉

換跑道、重啟人生另一道門的同仁，確實應於事前審慎評估，據以

作最理智的決定。

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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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事法規照過來人 事法規照過來

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8年7月9日總處組字第

1080037765號函略以，基於維護學生安全並利校務推動

，如公立學校日、夜間部各僅配置護理人員(正式編制護

理人員或約僱護理人員)1人，其中約僱護理人員請假期

間，學校確無其他具醫事專業證照之現職人員可資代理，

同意放寬得再進用具有該專業法規所定資格之約僱人員辦

理其所遺業務。

依銓敘部108年7月26日部銓三字第1084816256號函略以

，各機關依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或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

注意事項規定所進用之聘僱職務代理人員，於育嬰留職停

薪期間者，如機關確實無法指定現職人員代理，同意得再

進用聘用或約僱人員辦理其所遺業務；惟該再進用之聘僱

人員契約期限，不得逾原聘僱職務代理人員之代理期間。

又該替代人力於聘僱原因消失或期限屆滿時，應即予解聘

僱，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續聘僱。

人力企劃科

一、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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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事法規照過來人 事法規照過來

考試院民國108年6月14日修正發布之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細則

第三條、第九條、第二十五條條文

一、 依據本府人事處案陳銓敘部108年6月24日部法三字第  

    1084826502號函辦理。

二、 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配合本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增訂第六款曾受免除職務

        懲戒處分者，不得任用為公務人員之規定，修正有

        關公務人員於擬任人員具結書須具結確無不得任用

        情事之款次。

       （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配合本法第二十五條將初任委任官等人員，原由各主

        管機關任命，修正為呈請總統任命，修正相關規定。

       （修正條文第九條）

  （三）配合本法第二十五條修正後，簡任人員僅於初任簡任

        官等時，呈請總統任命，初任委任官等人員，原由

        各主管機關任命，修正為呈請總統任命，爰修正請

        任相關程序為初任各該官等人員，經銓敘部銓敘審

        定合格後，由銓敘部呈請總統任命。

       （修正條文第二十五條）

任免銓敘科

P13



人事法規照過來人事法規照過來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8年6月27日總處培字第1080037857號

函以，行政院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記功以下

獎勵令電子化措施，自108年7月1日起施行。有關各機關學校

應配合事項如下：

（一）各機關學校使用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統（WebHR）核定

      獎勵令後，不再發送紙本獎勵令，而由系統自動傳輸

      資料至「B5公務人員個人資料校對網站」，並寄送電

      子郵件通知當事人以電子憑證（自然人憑證、健保卡

      ）登入該網站，點選「獎懲令查詢」，即可檢視個人

      記功以下獎勵令資料，並提供個人得視需求列印功能。

（二）該電子化獎勵令具該總處之浮水印及QR Code作為正式

      文件之認證，為避免經由系統寄送之獎勵令電子郵件

      通知遭誤認為社交工程演練信件，請協助轉知所屬，

      如有記功以下獎勵令經服務機關核定後，系統將自動

      寄發電子郵件通知，通知信之寄件者為

     「WebHR@dgpa.gov.tw」，信件主旨為「（核定機關）

      (核定日期)個人獎令通知信 (非社交工程演練)」。

     

考核訓練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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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事法規照過來人 事法規照過來

銓敘部108年8月27日部退三字第1084847175號函以，為符民

國108年8月23日公布之司法院釋字第782號解釋意旨，有關退

休公務人員再任停發月退休金或優惠存款利息事宜，爰請配

合辦理相關作業如下：

(一)有關原依退撫法第77條第1項第3款及第2項規定，停止領  

    受退撫新制實施前、後月退休(職)金者，請各發放機關

    自108年8月23日起，恢復發放渠等月退休(職)金。渠等

    自108年8月23日至同年月31日，以及108年9月份應予補

    發(發放)之退撫新制實施前、後月退休(職)金，請各發

    放機關在作業程序允許下，配合儘速於108年9月1日發放

    ，至遲於108年9月10日辦理完竣為原則。另請各發放機

    關於辦理上開補發給與作業時，應作成發給通知(含發給

    金額計算之明細)，供當事人確認補發金額。

(二)有關原依退撫法第70條第3項規定，停止辦理優惠存款者

    ，請各服務機關以書面通知渠等儘速持該通知至原儲存

    之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臺銀)各分行，依退

    休公務人員一次退休金與養老給付優惠存款辦法規定，

    辦理恢復優惠存款手續，並副知支給機關、原儲存之臺

    銀分行及本部。

(三)有關各發放(支給)機關前依退撫法第70條第3項、第77條

    第1項第3款及第2項規定，對退休公務人員作成停止領受

    退撫新制實施前、後月退休(職)金或停止辦理優惠存款

    之行政處分，應依司法院釋字第782號解釋意旨，廢止原

    作成之行政處分，使其自108年8月23日起，失其效力。

退休給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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