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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人揉茶」體會製茶之辛勞
    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

重頭戲之一「千人揉茶」

活動10月10日在中興新村

大操場熱鬧登場，透過空

拍畫面，千人揉茶呈現放

射狀圖形，場面相當壯觀

，縣長林明溱率先在台上

示範揉茶，與民眾體驗揉

茶樂趣。許多人全家總動員，透過揉茶增進家人情感，也體會製

茶之辛勞。

    千人揉茶活動採用南投縣內所生產的茶菁，免費供應民眾，

讓大家認識小葉種紅茶製作過程，體驗紅茶揉捻之工序。活動首

先由林縣長明溱、立法委員許淑華、馬文君、南投縣議員蕭志全

、張嘉哲、南投縣農會總幹事曾明瑞、鹿谷鄉農會總幹事林義能

、信義鄉農會總幹事黃志輝等人在台上示範如何揉茶，台下體驗

民眾也大人帶小孩跪坐在地上感受揉捻小葉種紅茶的樂趣。

    南投縣長林明溱表示，南投茶博邁入第10年，獲得全國喜愛

品茶的朋友熱烈響應，今年茶博會活動展出11天吸引60萬人次參

加，銷售金額更突破8000萬元，足見茶業博覽會已獲得國人肯定

，他非常歡迎全國民眾到南投喝好茶、買好茶，讓身體更健康。

    林縣長說，鑑於過去茶博造成中興新村大塞車，縣府今年展

場特別推出假日免費接駁服務，祖師橋東邊的會展中心、及縣立

棒球場，可供遊客停車外，棒球場外的道路旁，另外設有接駁車

招呼站，來回中興新村的接駁車，貼心接送遊客返往茶博會場。

希望人車分流，遊客可以快意逛茶博，避免塞車問題。

圖文/石維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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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協助方案」實施之探討

 以仁愛國中為例 南投縣立仁愛國民中學人事室/周水峯主任

壹、緣起
    員工協助方案（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s，簡稱 
EAP），是由公司、工廠或工會提供諮商服務給員工或其家屬，
以解決各種個人或家庭有困擾之員工的方案。此一方案改善員工
工作表現之議題上，影響工作表現議題包含工作壓力、身心疾病
、家庭婚姻、財務等取得平衡。基於此，為落實優質關懷的人事
服務，提升員工心理健康，行政院於2003年7月頒訂「行政院所
屬機關學校員工心理健康實施計畫」，據以推動各項員工心理健
康相關協助措施，並於2007年訂定發布「行政院所屬機關學校員
工協助方案推動計畫」，期望藉由多樣化的協助性措施，建立溫
馨關懷的工作環境，營造
友善環境之組織文化，提
昇工作士氣及競爭力，以
達到提供公共服務的願景
。

貳、推動辦理情形
   以服務對象區分，方
案對員工（或其家屬）、
管理者及組織提供不同的
服務內容如下：（員工協
助方案工作手冊，2 0 0 0
；p1-14至1-15）
一、教職員工（或其家屬）：
   （一）問題的澄清、評估、推介：澄清、評估個案的問題，有
         必要的時候將個案轉介給適當的資源，協助其解決問題。
   （二）危機介入：提供員工及其眷屬危機處理介入的服務。
   （三）短期問題解決：員工協助方案制定一套標準程序，決定
         何時提供短期問題解決服務，何時須將個案轉介給社區
         資源。
   （四）監督與後續追蹤服務：依員工協助方案標準程序，確實
         監督和追蹤個案情況並提供服務。
二、管理階層：
   （一）管理人員訓練：員工協助方案應給組織中的管理人員相     
         關訓練，使其能向員工傳達員工協助方案的目的、運
         作相關程序及管理人員在方案中所扮演的角色。

   （二）管理人員諮詢：員工協助方案應提供主管人員諮商或
         諮詢，以提昇管理能力，且能在員工發生問題時，將
         其轉介至員工協助方案。

三、組織階層：
   （一）組織諮詢：員工協助方案應在機關學校處理有關影響
         員工生產力的議題或政策上，提供諮詢服務。
   （二）方案宣導和教育：員工協助方案應發展有效鼓勵員工
         、家屬及管理階層人員使用方案的策略。

 

    人事單位宣導EAP服務內容與種類，目前公部門機關內常以
服務方案的專業性來區分七種服務內容，簡述如下：
一、心理諮商（諮詢）：包含生涯工作、兩性關係、家庭關係、
   人際關係、壓力管理、工作與生活平衡、親子關係、人生觀
   、與心理相關議題。
二、健康醫療諮詢：包含疾病及藥品諮詢、精神疾病症狀與處理
    諮詢、慢性疾病諮詢、醫療處理諮詢、營養品及飲食諮詢、
    一般健康生活諮詢。
三、法律諮詢：包含車禍、債務、遺產、婚姻、衝突…等法律相
    關事件及議題諮詢。
四、理財稅務諮詢：包含稅務處理諮詢、債務問題諮詢、理財及
    保險諮詢、社會資源及政府資源討論。
五、管理諮詢：包含管理溝通、績效溝通、特殊及不適任員工處
    理、衝突管理、離職或留任面談、徵選工具、人員外派諮詢。
六、危機處理服務：包含重大事件處理、創傷及悲傷輔導、意外
    事件心理重建、性騷擾、自傷與緊急事件處理。
七、其他服務：職涯轉換、組織溝通管道及文化塑造、人員精減
    服務及組織外協助、新進人員調適、…等客製化服務。影響

    EAP在公部門實施的關鍵因素。

參、實施員工協助方案之現況與面對困境
    EAP是一立意良善的福利措施，個人層次區分為工作、生活
與健康三大層面，以協助員工提供適切的服務。然而影響在公部
門實施的關鍵因素，大多數以無法獲得員工或管理階層的支持、
或礙於經費、人力及其他各項資源的限制等，形成空有形式包裝
，無法落實並達成服務之成效。究其根本，EAP內涵理念及推動
政策原因、目標無法有全面認知，所以自2006年推展至今，EAP
的使用率仍舊很低，顯然資訊尚未推展至各公部門員工，導致
EAP實施所面臨之困境，茲將癥結問題分述如下： 
一、員工協助方案政策目的過於狹隘
（一）員工協助方案在機關之定位
     教育訓練是EAP實施階段的首要工作，目標在於員工對方案
     的認識及心理準備。但目前在推展EAP僅止於辦理宣導、講
     座及訓練，或以指派訓練業務承辦人辦理EAP業務，所以在
     政府機關中常被列入訓練業務之中，換言之，EAP被定位為
     「員工訓練」。
（二）僅進行效益評估，缺乏服務後之工作表現及問題改善情形
     實施EAP成效評估上僅著重員工的廣知率、使用率及服務的
     滿意度，無法藉由需求評估與檢討結果，了解現行方案的
     優缺點，以修正方案。由於資源有限，員工需求多元化，
     往往以上級機關規範為藍本，並以配合上級機關之指示為
     辦理原則，並非基於機關本身的規模、組織文化、專業分
     工、成本的考量、及組織內外部資源的多寡做規劃，以符
     合組織特性與員工需求專屬性。然為藉由推動員工協助方
     案研擬機關專屬性EAP，跳脫既有框架，正是各機關推展
     EAP首要之工作。
二、實施員工協助方案遭遇困境
    隨著員工協助方案發展與心理健康計畫，以員工為核心的方
案，使人事人員扮演「人力資源」角色的需求大增，人事人員必
須在機關中扮演溝通的管道，傳達機關善意與關懷、反應同仁的
需求與期待，並協助公務同仁因應壓力、提升心理能力、提高工
作效能，對外則必須提供民眾更正向而愉快的機關形象與洽公經
驗。因此，以顧客導向之人事服務措施，隨著人力資本的概念在
人事管理的重要性，人事單位的特質與角色應有轉變與調整之需
要，其分述如下：
（一）需具備良好的人際溝通技巧等特質
     人事人員主要負責的項目為行政事項協助與處理、轉介及

     鼓勵同仁使用服務、服務宣導及推薦、分享各機關之特殊
     服務需求、提供服務辦理之相關建議及參加EAP服務相關建
     議，所以相關人員除具備EAP的概念外尚須具備溫暖、親和
     及良好的人際溝通技巧等特質。
（二）人力不足
     推行EAP需要主動走入員工工作場所，提供關懷，發現問題
     ，掌握關鍵時刻，有效溝通與協調，並善於追踪回報。目
     前政府機關大多是指定人事單位兼辦，在原本忙錄的業務
     中，要兼顧EAP服務，對承辦人員而言，常是力不從心。
（三）預算經費限制
     政府機關要達成任何法定任務，都需要有充分的經費以作
     為支應，以最少的支出提供員工多元服務，尤其在心理諮
     商或法律諮詢方面，須專門的心理諮商師協助，因此，須
     投入相當經費配合，否則因受限於經費無法順利推行，甚
     或決定不推行。由此可知，就機關學校而言，因為資源十
     分有限，在推動EAP時，為撙節經費，採取的方式是運用機
     關內各人員專長提供服務，倘若有轉介諮詢需求時再提出
     諮商申請，無法即時直接給予協助。
（四）員工對EAP的疑慮
     EAP推展過程藉由辦理員工說明會，讓員工能了解並接受
     EAP的規定和流程。在協助處理員工問題時，員工最在意的
     就是資料的保密性及服務的專業性。另外，服務如無法讓
     員工在短期感受到其專業及有效，也會降低EAP使用率。

肆、結語
    員工協助方案係一動態之服務循環，而非僵固之作業流程，
不只是單純地站在員工福利及照顧員工的角度，其目的即在於以
人性關懷，提升同仁心理健康，希望在員工問題發生的初期，即
能藉由員工的自我求助或同事、主管以及相關單位的推介，依員
工屬性訂定適合員工的協助措施，如需修改、調整，應隨時重新
檢視方案內容之妥適性，持續調整方案至能完全符合組織及員工
需求。
    現況中，EAP政策在歷經宣導期、試辦期之後，行政院於
2009年底訂頒「行政院所屬中央機關學校員工協助方案推動計
畫」，自此實施迄今，其影響實施成功與否的因素包括規劃缺乏
彈性未能因地制宜、自限於行政院所訂定計畫框架內、資源不足
的限制等諸多問題有待落實。

圖1 實施現況-聘請專任輔導教師對心理
    健康及諮商輔導觀念之宣導及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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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內容如下：（員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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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職員工（或其家屬）：
   （一）問題的澄清、評估、推介：澄清、評估個案的問題，有
         必要的時候將個案轉介給適當的資源，協助其解決問題。
   （二）危機介入：提供員工及其眷屬危機處理介入的服務。
   （三）短期問題解決：員工協助方案制定一套標準程序，決定
         何時提供短期問題解決服務，何時須將個案轉介給社區
         資源。
   （四）監督與後續追蹤服務：依員工協助方案標準程序，確實
         監督和追蹤個案情況並提供服務。
二、管理階層：
   （一）管理人員訓練：員工協助方案應給組織中的管理人員相     
         關訓練，使其能向員工傳達員工協助方案的目的、運
         作相關程序及管理人員在方案中所扮演的角色。

   （二）管理人員諮詢：員工協助方案應提供主管人員諮商或
         諮詢，以提昇管理能力，且能在員工發生問題時，將
         其轉介至員工協助方案。

三、組織階層：
   （一）組織諮詢：員工協助方案應在機關學校處理有關影響
         員工生產力的議題或政策上，提供諮詢服務。
   （二）方案宣導和教育：員工協助方案應發展有效鼓勵員工
         、家屬及管理階層人員使用方案的策略。

 

    人事單位宣導EAP服務內容與種類，目前公部門機關內常以
服務方案的專業性來區分七種服務內容，簡述如下：
一、心理諮商（諮詢）：包含生涯工作、兩性關係、家庭關係、
   人際關係、壓力管理、工作與生活平衡、親子關係、人生觀
   、與心理相關議題。
二、健康醫療諮詢：包含疾病及藥品諮詢、精神疾病症狀與處理
    諮詢、慢性疾病諮詢、醫療處理諮詢、營養品及飲食諮詢、
    一般健康生活諮詢。
三、法律諮詢：包含車禍、債務、遺產、婚姻、衝突…等法律相
    關事件及議題諮詢。
四、理財稅務諮詢：包含稅務處理諮詢、債務問題諮詢、理財及
    保險諮詢、社會資源及政府資源討論。
五、管理諮詢：包含管理溝通、績效溝通、特殊及不適任員工處
    理、衝突管理、離職或留任面談、徵選工具、人員外派諮詢。
六、危機處理服務：包含重大事件處理、創傷及悲傷輔導、意外
    事件心理重建、性騷擾、自傷與緊急事件處理。
七、其他服務：職涯轉換、組織溝通管道及文化塑造、人員精減
    服務及組織外協助、新進人員調適、…等客製化服務。影響

    EAP在公部門實施的關鍵因素。

參、實施員工協助方案之現況與面對困境
    EAP是一立意良善的福利措施，個人層次區分為工作、生活
與健康三大層面，以協助員工提供適切的服務。然而影響在公部
門實施的關鍵因素，大多數以無法獲得員工或管理階層的支持、
或礙於經費、人力及其他各項資源的限制等，形成空有形式包裝
，無法落實並達成服務之成效。究其根本，EAP內涵理念及推動
政策原因、目標無法有全面認知，所以自2006年推展至今，EAP
的使用率仍舊很低，顯然資訊尚未推展至各公部門員工，導致
EAP實施所面臨之困境，茲將癥結問題分述如下： 
一、員工協助方案政策目的過於狹隘
（一）員工協助方案在機關之定位
     教育訓練是EAP實施階段的首要工作，目標在於員工對方案
     的認識及心理準備。但目前在推展EAP僅止於辦理宣導、講
     座及訓練，或以指派訓練業務承辦人辦理EAP業務，所以在
     政府機關中常被列入訓練業務之中，換言之，EAP被定位為
     「員工訓練」。
（二）僅進行效益評估，缺乏服務後之工作表現及問題改善情形
     實施EAP成效評估上僅著重員工的廣知率、使用率及服務的
     滿意度，無法藉由需求評估與檢討結果，了解現行方案的
     優缺點，以修正方案。由於資源有限，員工需求多元化，
     往往以上級機關規範為藍本，並以配合上級機關之指示為
     辦理原則，並非基於機關本身的規模、組織文化、專業分
     工、成本的考量、及組織內外部資源的多寡做規劃，以符
     合組織特性與員工需求專屬性。然為藉由推動員工協助方
     案研擬機關專屬性EAP，跳脫既有框架，正是各機關推展
     EAP首要之工作。
二、實施員工協助方案遭遇困境
    隨著員工協助方案發展與心理健康計畫，以員工為核心的方
案，使人事人員扮演「人力資源」角色的需求大增，人事人員必
須在機關中扮演溝通的管道，傳達機關善意與關懷、反應同仁的
需求與期待，並協助公務同仁因應壓力、提升心理能力、提高工
作效能，對外則必須提供民眾更正向而愉快的機關形象與洽公經
驗。因此，以顧客導向之人事服務措施，隨著人力資本的概念在
人事管理的重要性，人事單位的特質與角色應有轉變與調整之需
要，其分述如下：
（一）需具備良好的人際溝通技巧等特質
     人事人員主要負責的項目為行政事項協助與處理、轉介及

     鼓勵同仁使用服務、服務宣導及推薦、分享各機關之特殊
     服務需求、提供服務辦理之相關建議及參加EAP服務相關建
     議，所以相關人員除具備EAP的概念外尚須具備溫暖、親和
     及良好的人際溝通技巧等特質。
（二）人力不足
     推行EAP需要主動走入員工工作場所，提供關懷，發現問題
     ，掌握關鍵時刻，有效溝通與協調，並善於追踪回報。目
     前政府機關大多是指定人事單位兼辦，在原本忙錄的業務
     中，要兼顧EAP服務，對承辦人員而言，常是力不從心。
（三）預算經費限制
     政府機關要達成任何法定任務，都需要有充分的經費以作
     為支應，以最少的支出提供員工多元服務，尤其在心理諮
     商或法律諮詢方面，須專門的心理諮商師協助，因此，須
     投入相當經費配合，否則因受限於經費無法順利推行，甚
     或決定不推行。由此可知，就機關學校而言，因為資源十
     分有限，在推動EAP時，為撙節經費，採取的方式是運用機
     關內各人員專長提供服務，倘若有轉介諮詢需求時再提出
     諮商申請，無法即時直接給予協助。
（四）員工對EAP的疑慮
     EAP推展過程藉由辦理員工說明會，讓員工能了解並接受
     EAP的規定和流程。在協助處理員工問題時，員工最在意的
     就是資料的保密性及服務的專業性。另外，服務如無法讓
     員工在短期感受到其專業及有效，也會降低EAP使用率。

肆、結語
    員工協助方案係一動態之服務循環，而非僵固之作業流程，
不只是單純地站在員工福利及照顧員工的角度，其目的即在於以
人性關懷，提升同仁心理健康，希望在員工問題發生的初期，即
能藉由員工的自我求助或同事、主管以及相關單位的推介，依員
工屬性訂定適合員工的協助措施，如需修改、調整，應隨時重新
檢視方案內容之妥適性，持續調整方案至能完全符合組織及員工
需求。
    現況中，EAP政策在歷經宣導期、試辦期之後，行政院於
2009年底訂頒「行政院所屬中央機關學校員工協助方案推動計
畫」，自此實施迄今，其影響實施成功與否的因素包括規劃缺乏
彈性未能因地制宜、自限於行政院所訂定計畫框架內、資源不足
的限制等諸多問題有待落實。

圖2 實施現況-校長透過宣導說明
    會讓同仁瞭解EAP的核心精神

圖3 實施現況-人事單位宣導EAP
    服務內容與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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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
    員工協助方案（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s，簡稱 
EAP），是由公司、工廠或工會提供諮商服務給員工或其家屬，
以解決各種個人或家庭有困擾之員工的方案。此一方案改善員工
工作表現之議題上，影響工作表現議題包含工作壓力、身心疾病
、家庭婚姻、財務等取得平衡。基於此，為落實優質關懷的人事
服務，提升員工心理健康，行政院於2003年7月頒訂「行政院所
屬機關學校員工心理健康實施計畫」，據以推動各項員工心理健
康相關協助措施，並於2007年訂定發布「行政院所屬機關學校員
工協助方案推動計畫」，期望藉由多樣化的協助性措施，建立溫
馨關懷的工作環境，營造
友善環境之組織文化，提
昇工作士氣及競爭力，以
達到提供公共服務的願景
。

貳、推動辦理情形
   以服務對象區分，方
案對員工（或其家屬）、
管理者及組織提供不同的
服務內容如下：（員工協
助方案工作手冊，2 0 0 0
；p1-14至1-15）
一、教職員工（或其家屬）：
   （一）問題的澄清、評估、推介：澄清、評估個案的問題，有
         必要的時候將個案轉介給適當的資源，協助其解決問題。
   （二）危機介入：提供員工及其眷屬危機處理介入的服務。
   （三）短期問題解決：員工協助方案制定一套標準程序，決定
         何時提供短期問題解決服務，何時須將個案轉介給社區
         資源。
   （四）監督與後續追蹤服務：依員工協助方案標準程序，確實
         監督和追蹤個案情況並提供服務。
二、管理階層：
   （一）管理人員訓練：員工協助方案應給組織中的管理人員相     
         關訓練，使其能向員工傳達員工協助方案的目的、運
         作相關程序及管理人員在方案中所扮演的角色。

   （二）管理人員諮詢：員工協助方案應提供主管人員諮商或
         諮詢，以提昇管理能力，且能在員工發生問題時，將
         其轉介至員工協助方案。

三、組織階層：
   （一）組織諮詢：員工協助方案應在機關學校處理有關影響
         員工生產力的議題或政策上，提供諮詢服務。
   （二）方案宣導和教育：員工協助方案應發展有效鼓勵員工
         、家屬及管理階層人員使用方案的策略。

 

    人事單位宣導EAP服務內容與種類，目前公部門機關內常以
服務方案的專業性來區分七種服務內容，簡述如下：
一、心理諮商（諮詢）：包含生涯工作、兩性關係、家庭關係、
   人際關係、壓力管理、工作與生活平衡、親子關係、人生觀
   、與心理相關議題。
二、健康醫療諮詢：包含疾病及藥品諮詢、精神疾病症狀與處理
    諮詢、慢性疾病諮詢、醫療處理諮詢、營養品及飲食諮詢、
    一般健康生活諮詢。
三、法律諮詢：包含車禍、債務、遺產、婚姻、衝突…等法律相
    關事件及議題諮詢。
四、理財稅務諮詢：包含稅務處理諮詢、債務問題諮詢、理財及
    保險諮詢、社會資源及政府資源討論。
五、管理諮詢：包含管理溝通、績效溝通、特殊及不適任員工處
    理、衝突管理、離職或留任面談、徵選工具、人員外派諮詢。
六、危機處理服務：包含重大事件處理、創傷及悲傷輔導、意外
    事件心理重建、性騷擾、自傷與緊急事件處理。
七、其他服務：職涯轉換、組織溝通管道及文化塑造、人員精減
    服務及組織外協助、新進人員調適、…等客製化服務。影響

    EAP在公部門實施的關鍵因素。

參、實施員工協助方案之現況與面對困境
    EAP是一立意良善的福利措施，個人層次區分為工作、生活
與健康三大層面，以協助員工提供適切的服務。然而影響在公部
門實施的關鍵因素，大多數以無法獲得員工或管理階層的支持、
或礙於經費、人力及其他各項資源的限制等，形成空有形式包裝
，無法落實並達成服務之成效。究其根本，EAP內涵理念及推動
政策原因、目標無法有全面認知，所以自2006年推展至今，EAP
的使用率仍舊很低，顯然資訊尚未推展至各公部門員工，導致
EAP實施所面臨之困境，茲將癥結問題分述如下： 
一、員工協助方案政策目的過於狹隘
（一）員工協助方案在機關之定位
     教育訓練是EAP實施階段的首要工作，目標在於員工對方案
     的認識及心理準備。但目前在推展EAP僅止於辦理宣導、講
     座及訓練，或以指派訓練業務承辦人辦理EAP業務，所以在
     政府機關中常被列入訓練業務之中，換言之，EAP被定位為
     「員工訓練」。
（二）僅進行效益評估，缺乏服務後之工作表現及問題改善情形
     實施EAP成效評估上僅著重員工的廣知率、使用率及服務的
     滿意度，無法藉由需求評估與檢討結果，了解現行方案的
     優缺點，以修正方案。由於資源有限，員工需求多元化，
     往往以上級機關規範為藍本，並以配合上級機關之指示為
     辦理原則，並非基於機關本身的規模、組織文化、專業分
     工、成本的考量、及組織內外部資源的多寡做規劃，以符
     合組織特性與員工需求專屬性。然為藉由推動員工協助方
     案研擬機關專屬性EAP，跳脫既有框架，正是各機關推展
     EAP首要之工作。
二、實施員工協助方案遭遇困境
    隨著員工協助方案發展與心理健康計畫，以員工為核心的方
案，使人事人員扮演「人力資源」角色的需求大增，人事人員必
須在機關中扮演溝通的管道，傳達機關善意與關懷、反應同仁的
需求與期待，並協助公務同仁因應壓力、提升心理能力、提高工
作效能，對外則必須提供民眾更正向而愉快的機關形象與洽公經
驗。因此，以顧客導向之人事服務措施，隨著人力資本的概念在
人事管理的重要性，人事單位的特質與角色應有轉變與調整之需
要，其分述如下：
（一）需具備良好的人際溝通技巧等特質
     人事人員主要負責的項目為行政事項協助與處理、轉介及

     鼓勵同仁使用服務、服務宣導及推薦、分享各機關之特殊
     服務需求、提供服務辦理之相關建議及參加EAP服務相關建
     議，所以相關人員除具備EAP的概念外尚須具備溫暖、親和
     及良好的人際溝通技巧等特質。
（二）人力不足
     推行EAP需要主動走入員工工作場所，提供關懷，發現問題
     ，掌握關鍵時刻，有效溝通與協調，並善於追踪回報。目
     前政府機關大多是指定人事單位兼辦，在原本忙錄的業務
     中，要兼顧EAP服務，對承辦人員而言，常是力不從心。
（三）預算經費限制
     政府機關要達成任何法定任務，都需要有充分的經費以作
     為支應，以最少的支出提供員工多元服務，尤其在心理諮
     商或法律諮詢方面，須專門的心理諮商師協助，因此，須
     投入相當經費配合，否則因受限於經費無法順利推行，甚
     或決定不推行。由此可知，就機關學校而言，因為資源十
     分有限，在推動EAP時，為撙節經費，採取的方式是運用機
     關內各人員專長提供服務，倘若有轉介諮詢需求時再提出
     諮商申請，無法即時直接給予協助。
（四）員工對EAP的疑慮
     EAP推展過程藉由辦理員工說明會，讓員工能了解並接受
     EAP的規定和流程。在協助處理員工問題時，員工最在意的
     就是資料的保密性及服務的專業性。另外，服務如無法讓
     員工在短期感受到其專業及有效，也會降低EAP使用率。

肆、結語
    員工協助方案係一動態之服務循環，而非僵固之作業流程，
不只是單純地站在員工福利及照顧員工的角度，其目的即在於以
人性關懷，提升同仁心理健康，希望在員工問題發生的初期，即
能藉由員工的自我求助或同事、主管以及相關單位的推介，依員
工屬性訂定適合員工的協助措施，如需修改、調整，應隨時重新
檢視方案內容之妥適性，持續調整方案至能完全符合組織及員工
需求。
    現況中，EAP政策在歷經宣導期、試辦期之後，行政院於
2009年底訂頒「行政院所屬中央機關學校員工協助方案推動計
畫」，自此實施迄今，其影響實施成功與否的因素包括規劃缺乏
彈性未能因地制宜、自限於行政院所訂定計畫框架內、資源不足
的限制等諸多問題有待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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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
    員工協助方案（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s，簡稱 
EAP），是由公司、工廠或工會提供諮商服務給員工或其家屬，
以解決各種個人或家庭有困擾之員工的方案。此一方案改善員工
工作表現之議題上，影響工作表現議題包含工作壓力、身心疾病
、家庭婚姻、財務等取得平衡。基於此，為落實優質關懷的人事
服務，提升員工心理健康，行政院於2003年7月頒訂「行政院所
屬機關學校員工心理健康實施計畫」，據以推動各項員工心理健
康相關協助措施，並於2007年訂定發布「行政院所屬機關學校員
工協助方案推動計畫」，期望藉由多樣化的協助性措施，建立溫
馨關懷的工作環境，營造
友善環境之組織文化，提
昇工作士氣及競爭力，以
達到提供公共服務的願景
。

貳、推動辦理情形
   以服務對象區分，方
案對員工（或其家屬）、
管理者及組織提供不同的
服務內容如下：（員工協
助方案工作手冊，2 0 0 0
；p1-14至1-15）
一、教職員工（或其家屬）：
   （一）問題的澄清、評估、推介：澄清、評估個案的問題，有
         必要的時候將個案轉介給適當的資源，協助其解決問題。
   （二）危機介入：提供員工及其眷屬危機處理介入的服務。
   （三）短期問題解決：員工協助方案制定一套標準程序，決定
         何時提供短期問題解決服務，何時須將個案轉介給社區
         資源。
   （四）監督與後續追蹤服務：依員工協助方案標準程序，確實
         監督和追蹤個案情況並提供服務。
二、管理階層：
   （一）管理人員訓練：員工協助方案應給組織中的管理人員相     
         關訓練，使其能向員工傳達員工協助方案的目的、運
         作相關程序及管理人員在方案中所扮演的角色。

   （二）管理人員諮詢：員工協助方案應提供主管人員諮商或
         諮詢，以提昇管理能力，且能在員工發生問題時，將
         其轉介至員工協助方案。

三、組織階層：
   （一）組織諮詢：員工協助方案應在機關學校處理有關影響
         員工生產力的議題或政策上，提供諮詢服務。
   （二）方案宣導和教育：員工協助方案應發展有效鼓勵員工
         、家屬及管理階層人員使用方案的策略。

 

    人事單位宣導EAP服務內容與種類，目前公部門機關內常以
服務方案的專業性來區分七種服務內容，簡述如下：
一、心理諮商（諮詢）：包含生涯工作、兩性關係、家庭關係、
   人際關係、壓力管理、工作與生活平衡、親子關係、人生觀
   、與心理相關議題。
二、健康醫療諮詢：包含疾病及藥品諮詢、精神疾病症狀與處理
    諮詢、慢性疾病諮詢、醫療處理諮詢、營養品及飲食諮詢、
    一般健康生活諮詢。
三、法律諮詢：包含車禍、債務、遺產、婚姻、衝突…等法律相
    關事件及議題諮詢。
四、理財稅務諮詢：包含稅務處理諮詢、債務問題諮詢、理財及
    保險諮詢、社會資源及政府資源討論。
五、管理諮詢：包含管理溝通、績效溝通、特殊及不適任員工處
    理、衝突管理、離職或留任面談、徵選工具、人員外派諮詢。
六、危機處理服務：包含重大事件處理、創傷及悲傷輔導、意外
    事件心理重建、性騷擾、自傷與緊急事件處理。
七、其他服務：職涯轉換、組織溝通管道及文化塑造、人員精減
    服務及組織外協助、新進人員調適、…等客製化服務。影響

    EAP在公部門實施的關鍵因素。

參、實施員工協助方案之現況與面對困境
    EAP是一立意良善的福利措施，個人層次區分為工作、生活
與健康三大層面，以協助員工提供適切的服務。然而影響在公部
門實施的關鍵因素，大多數以無法獲得員工或管理階層的支持、
或礙於經費、人力及其他各項資源的限制等，形成空有形式包裝
，無法落實並達成服務之成效。究其根本，EAP內涵理念及推動
政策原因、目標無法有全面認知，所以自2006年推展至今，EAP
的使用率仍舊很低，顯然資訊尚未推展至各公部門員工，導致
EAP實施所面臨之困境，茲將癥結問題分述如下： 
一、員工協助方案政策目的過於狹隘
（一）員工協助方案在機關之定位
     教育訓練是EAP實施階段的首要工作，目標在於員工對方案
     的認識及心理準備。但目前在推展EAP僅止於辦理宣導、講
     座及訓練，或以指派訓練業務承辦人辦理EAP業務，所以在
     政府機關中常被列入訓練業務之中，換言之，EAP被定位為
     「員工訓練」。
（二）僅進行效益評估，缺乏服務後之工作表現及問題改善情形
     實施EAP成效評估上僅著重員工的廣知率、使用率及服務的
     滿意度，無法藉由需求評估與檢討結果，了解現行方案的
     優缺點，以修正方案。由於資源有限，員工需求多元化，
     往往以上級機關規範為藍本，並以配合上級機關之指示為
     辦理原則，並非基於機關本身的規模、組織文化、專業分
     工、成本的考量、及組織內外部資源的多寡做規劃，以符
     合組織特性與員工需求專屬性。然為藉由推動員工協助方
     案研擬機關專屬性EAP，跳脫既有框架，正是各機關推展
     EAP首要之工作。
二、實施員工協助方案遭遇困境
    隨著員工協助方案發展與心理健康計畫，以員工為核心的方
案，使人事人員扮演「人力資源」角色的需求大增，人事人員必
須在機關中扮演溝通的管道，傳達機關善意與關懷、反應同仁的
需求與期待，並協助公務同仁因應壓力、提升心理能力、提高工
作效能，對外則必須提供民眾更正向而愉快的機關形象與洽公經
驗。因此，以顧客導向之人事服務措施，隨著人力資本的概念在
人事管理的重要性，人事單位的特質與角色應有轉變與調整之需
要，其分述如下：
（一）需具備良好的人際溝通技巧等特質
     人事人員主要負責的項目為行政事項協助與處理、轉介及

     鼓勵同仁使用服務、服務宣導及推薦、分享各機關之特殊
     服務需求、提供服務辦理之相關建議及參加EAP服務相關建
     議，所以相關人員除具備EAP的概念外尚須具備溫暖、親和
     及良好的人際溝通技巧等特質。
（二）人力不足
     推行EAP需要主動走入員工工作場所，提供關懷，發現問題
     ，掌握關鍵時刻，有效溝通與協調，並善於追踪回報。目
     前政府機關大多是指定人事單位兼辦，在原本忙碌的業務
     中，要兼顧EAP服務，對承辦人員而言，常是力不從心。
（三）預算經費限制
     政府機關要達成任何法定任務，都需要有充分的經費以作
     為支應，以最少的支出提供員工多元服務，尤其在心理諮
     商或法律諮詢方面，須專門的心理諮商師協助，因此，須
     投入相當經費配合，否則因受限於經費無法順利推行，甚
     或決定不推行。由此可知，就機關學校而言，因為資源十
     分有限，在推動EAP時，為撙節經費，採取的方式是運用機
     關內各人員專長提供服務，倘若有轉介諮詢需求時再提出
     諮商申請，無法即時直接給予協助。
（四）員工對EAP的疑慮
     EAP推展過程藉由辦理員工說明會，讓員工能了解並接受
     EAP的規定和流程。在協助處理員工問題時，員工最在意的
     就是資料的保密性及服務的專業性。另外，服務如無法讓
     員工在短期感受到其專業及有效，也會降低EAP使用率。

肆、結語
    員工協助方案係一動態之服務循環，而非僵固之作業流程，
不只是單純地站在員工福利及照顧員工的角度，其目的即在於以
人性關懷，提升同仁心理健康，希望在員工問題發生的初期，即
能藉由員工的自我求助或同事、主管以及相關單位的推介，依員
工屬性訂定適合員工的協助措施，如需修改、調整，應隨時重新
檢視方案內容之妥適性，持續調整方案至能完全符合組織及員工
需求。
    現況中，EAP政策在歷經宣導期、試辦期之後，行政院於
2009年底訂頒「行政院所屬中央機關學校員工協助方案推動計
畫」，自此實施迄今，其影響實施成功與否的因素包括規劃缺乏
彈性未能因地制宜、自限於行政院所訂定計畫框架內、資源不足
的限制等諸多問題有待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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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魚池鄉魚池國民小學人事室/陳美足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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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的雕塑家羅丹

曾說過：「世界到處

都是美，對於我們的

眼睛而言，世上不是

缺少美而是缺少發現

」，當我每天坐上公

車往魚池方向，看著

窗外的綠樹微微地顫

動，蒼翠碧綠的青山

，魚池之美盡入眼簾

，彷彿一幅美妙動人

的山水畫，讓人不捨閉眼，因為就怕錯過了欣賞每一處大自然美好景色

的機會，還有那總會話家常且親切的公車司機，不禁讓我想起一首歌，

「風到這裡就是粘，粘住過客的思念，雨到了這裡連成線，纏着我們流

連人世間……」彷彿是「行人無限秋風思、隔山青水似故鄉」，而我也

很享受這樣短暫的魚池公車之旅。

    身為第五知識圈圈長的我，早已迫不及待的想將這山明水秀、鳥語

花香、美麗動人的魚池之美介紹給身邊的親朋好友，於是懷著愉快且期

待的心情著手規劃並舉辦「我在朝霧

碼頭遇見你~貓  山之旅」活動，事前

的準備工作亦為重要，為了此次活動

，與同仁數次討論活動流程、審慎撰

寫企劃書，控制活動經費、場勘並敦

請書法家吳培洋老師及曾世宏老師書

寫活動海報等等，期能將此次活動辦

 絕美山境~貓  山情懷記趣



得順利外，又能讓長官及同仁在

忙碌之餘放鬆心情、放慢腳步、

看看藍天、白雲、聽聽花鳥草蟲

……感受大自然迷人之美！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活動的當天，天氣竟格外晴朗

，天上的雲，如海上的浪花，散

布在各自的崗位，小鳥也隨著新

的一天到來，唱起了美妙的慶祝

樂，看到這慶幸的一幕，心中真有無比的喜悅。而南投縣政府人事處的

李副處長政憲更是百忙中代表我們的大家長劉處長蓬期親自蒞臨指導，

全程參與活動，並為參加的伙伴們加油打氣，深深感受到了人事處對我

們的關心和支持，活動過程中看到李副處長那專注認真的眼神，與同仁

間的互動，在那一刻亦成為一道美麗的風景。

    活動開始我們先來到了「朝霧碼頭渡假餐飲小棧」，這裡的環境很

美，位於日月潭環湖道路上，朝霧碼頭旁，站在小棧望向深藍色的湖面

，湖面很平靜，微風吹起幾條細細的波紋，山水一線，湖清如鏡，真是

美極了，就如同「湖山信是東南美、一望隔千里」般。而我們彷彿就在

這仙境裡進行了一場很有效率的會議，會中圈長以簡報宣導及座談會方

式，加強同仁對「員工協助方案」服務的了解，同時也希望經由圈務會

議聽見同仁最真實的需求及

建言。席間討論熱絡，互相

交流與經驗分享，增進同仁

人事專業成長及參與感。李

副處長更以：「千里之行，

積于跬步；萬里之船，成于

羅盤」勉勵參加活動的同仁

：愛share知識圈的理念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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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對同仁有愛心與同仁分享專

業知識，人事服務要有溫度地

主動去了解同仁的需求走出辦

公室為同仁服務。藉由李副處

長積極正向的鼓勵及指引，更

成為我們人事人員努力的動力

與方向。隨後，我們在美麗的

日月潭湖畔上用膳，「山光悅

鳥性、潭影空人心」湖水碧波

蕩漾，清澈見底，湖裡有許多魚兒在嬉戲，邊享受美味精緻的佳餚，邊

徜徉湖濱的明媚與幽靜，不僅享受大自然的美，更滿足了我們的口腹。

此情此景，腦海中湧出了「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

春澗中」之感。

    隨後我們爬上魚池鄉最有名的山「日月潭四兄妹」的姐姐―貓    山

，海拔1020公尺，2006年還被選為新版的台灣小百岳，一行人從茶業

改良場魚池分場進入，茶改場就位於貓  山山腰，「高山安可仰、徒此

揖清芬」，附近山巒聳翠，天然林地，迤邐相望，鄰近日月潭，倚山面

湖，從這兒進入可觀賞滿山遍谷的茶園景觀、日式宿舍、老茶廠、全台

第三高的氣象站及俯瞰日月潭全景，更是觀賞日出雲海的絕佳位置。而

在門口迎接我們的是茶改場的

簡組長，她親泡了阿薩姆紅茶

及台茶18號紅玉紅茶給我們解

渴及品嚐，啜吸一口，真是順

口入喉、香氣濃郁、味道甘醇

，可見茶業改良場的製茶技術

真是不錯。隨後進入茶葉文化

展示館，簡組長更親自為我們

詳盡解說及導覽，我們真是上



了寶貴的一堂課，對台灣茶葉

的歷史、茶種特色、製成及茶

文化都留下深刻的印象。

    從茶改場至山頂氣象站陡

斜的步道往上爬，沿途遍植台

灣杉樹，林相獨特，沿途欣賞

阿薩姆紅茶的茶園風光，沿路

撿拾錫蘭橄欖樹落下的橄欖，

踩著落葉鋪成的紅葉步道輕鬆到達山頂，水社山和集集大山的英姿仍隱

約可見，讓山與湖的框景充滿我們禪意，「遠看山有色、近聽水無聲」

真讓人流連不已。步道終點站為日月潭氣象站，是中央氣象局為收集全

台不同海拔高度的氣象資料，在全台設立的四座氣象站之一，行走此步

道需要一點腳力，不過大家都很有興致地在歡笑聲中走完全程。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感謝人事處讓我們能暫且放下手邊繁瑣

的工作及堆積如山的公文，遠離塵囂投向大自然的懷抱，「認得醉翁語

、山色有無中」藉由此次活動豐富我們「愛share知識圈」共享知識之

深度及廣度，透過這樣團體活動的模式更能引發同仁的共鳴，以激勵措

施集合同仁腦力激盪，增進研究人事專業領域的積極度。不但可以放鬆

心情紓壓，還可凝聚共識與向心力並建立良好的溝通模式。同時也為我

們提供了展示自我能力與發揮創造力的舞台，不但能開闊眼界，增加人

生閱歷，並且順利的完成一場屬於自己職涯回憶中最珍貴的一頁。最後

，除了感謝人事處及所有

參與的夥伴們外，也感謝

茶改場及朝霧碼頭渡假餐

飲小棧的辛勞協助，使得

這次活動能精彩且充實，

不求回報的愛心令人備感

溫暖，同時也一起期待下

次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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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何明德 本縣信義鄉公所課長 本府原住民族行政局科長

簡士惇 本府工務處技士 本縣議會秘書



淺談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

               

P12

一、 前言

   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

經立法院106年6月29日三讀通過，

106年8月9日公布，自107年7月1日起

全面施行，此次三讀通過之條例，係

將教育人員之退休制度，由原適用之

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進行改革，改革

原則包括延後月退休金起支年齡、採

計平均薪額、調降退休所得替代率、

調降優惠存款利率、提高法定提撥費率、年資制度轉銜、育嬰留職停薪年

資採計、退休金調整機制等，退休制度變革甚鉅，改革迄今諸多紛擾，然

108年8月23日大法官釋字第783號解釋說明，除再任私立學校職務且每月

支領薪酬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即停止領受月退休金權利，有違憲法保障

平等權之意旨外，餘變更退休條件及給付等相關條文均無違背憲法原則，

惟此次改革使退休制度與退休所得均受影響，身為中小學人事人員，第一

線服務中小學教育人員，對於改革內容更需仔細琢磨鑽研，以詳實向所服

務之現職或退休教育人員說明，降低渠等人員的不安情緒，爰將上述改革

內容摘述整理。

二、 改革原則初探

（一）延後月退休金起支年齡（§18、32）

    1.以15年為過渡期間，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及校長逐年延後至58歲

      ，其餘教職員則是自115年1月1日起每年提高1歲至65歲。

    2.任職滿15年，達公教人員保險半失能以上、身心障礙重度以上、惡

      性腫瘤末期、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所稱末期病人、永久重大傷病且不能勝

      任工作，或終身無工作能力者，起支年齡為55歲。

     3.原住民人員任職滿25年，月退休金起支年齡為60歲。

（二）採計平均薪額（§28）

          教育人員的月退休金計算基準，

      採計平均薪額期間由最後在職5年逐步

      延長至15年，自118年1月1日起調整完

      竣，但條例施行前已符合月

      退休金支領條件者不受影響。

（三）調降退休所得替代率（§37、38）

     1.依審定之退休年資計算，任職滿15年者，替代率為45%，每增加1年，

       替代率增給1.5%，最高增至35年，75%。自第36年起，每增加1年，增

       給0.5%，最高增至40年。未滿1年之畸零年資，按比率計算；未滿1個

       月者，以1個月計。

     2.退休教職員每月退休所得不得超過以替代率上限計算之金額，分10年

       過渡期調降，以任職年資最高40年計算，所得替代率由77.5%逐年調降

       至62.5%，至118年1月1日調整完竣。

     3.若月退休金少於公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級之本俸額與專業加

       給合計數額為最低保障金額，現為新台幣33,140元，則維持所領退休

       所得不予調整。

（四）調降優惠存款利率（§36）

     公立學校教職員具有85年2月以前年資者，其一次退休金及公教人員保險

     所領取之一次養老給付得辦理優惠存款，利率調整如下：

    1.支兼領月退休金者：18%優惠存款利率自107年7月1日至109年12月

      31日，降為9%，110年1月1日起年息為零，可將本金領回。但每月

      退休所得少於新台幣33,140元的最低保障金額，則不予調整。

    2.領取一次退休金者：18%優惠存款利率自107年7月1日起至109年12

      月31日降至12%，之後每2年調降2%，至114年調整完竣，降至6%。

      但每月優惠存款利息少於新台幣33,140元的最低保障金額，則不 

      予調整。

（五）提高法定提撥費率（§8）

      由教職員與政府共同按月撥繳之退休撫卹基金費用，按教職員本（

     年功）薪額加一倍之提撥費率由8%~12%調整為12%~18%，現行提撥

     費率為12%。

（六）年資制度轉銜 （§86、87）

     1.年資保留：任職滿5年且未辦理退休或資遣而離職者，其年資得保

       留至年滿65歲時申領退休金，任職年資未滿15年者請領一次退休

       金，滿15年以上者，擇領一次退休金或月退休金。

     2.年資併計、年金分計：現職教育人員於辦理屆齡或命令退休時，

       教育年資未滿15年，得併計其他職域未辦理退休（職、伍）、資

       遣、結算之年資，成就支領月退休金條件。任職滿5年且未辦理退

       休或資遣而離職者亦適用。

（七）育嬰留職停薪年資採計（§8）

      教育人員辦理育嬰留職停薪之年資，得選擇全額自費撥繳退休撫卹

      基金費用，併計教育人員退休、資遣或撫卹年資。

（八）退休金調整機制（§67）

      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衡酌國家整體財政狀況、人口與經濟成長、

      平均餘命、退撫基金準備率與其財務投資績效及消費者物價指數進

      行調整，不再隨現職教育人員薪資調整。

三、 結語

    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

例以「多繳、少領、延後退」的原

則進行改革，條例施行後，大幅影

響教育人員退休資格及退休所得，

且改革初推行，由報章新聞、或是

通訊軟體轉傳之訊息，消息來源多

元且複雜，如適時的宣導與說明，

可讓在職的教育人員更審慎的評估

與衡量自身退休後的條件與所得，以進行退休規劃的選擇；亦可讓已退

休之教育人員了解退休所得減列之幅度，妥善因應退休生活的改變。

南投縣埔里鎮埔里國民小學人事室/蔡麗霜主任   

改革原則初探改革原則初探改革原則初探



一、 前言

   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

經立法院106年6月29日三讀通過，

106年8月9日公布，自107年7月1日起

全面施行，此次三讀通過之條例，係

將教育人員之退休制度，由原適用之

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進行改革，改革

原則包括延後月退休金起支年齡、採

計平均薪額、調降退休所得替代率、

調降優惠存款利率、提高法定提撥費率、年資制度轉銜、育嬰留職停薪年

資採計、退休金調整機制等，退休制度變革甚鉅，改革迄今諸多紛擾，然

108年8月23日大法官釋字第783號解釋說明，除再任私立學校職務且每月

支領薪酬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即停止領受月退休金權利，有違憲法保障

平等權之意旨外，餘變更退休條件及給付等相關條文均無違背憲法原則，

惟此次改革使退休制度與退休所得均受影響，身為中小學人事人員，第一

線服務中小學教育人員，對於改革內容更需仔細琢磨鑽研，以詳實向所服

務之現職或退休教育人員說明，降低渠等人員的不安情緒，爰將上述改革

內容摘述整理。

二、 改革原則初探

（一）延後月退休金起支年齡（§18、32）

    1.以15年為過渡期間，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及校長逐年延後至58歲

      ，其餘教職員則是自115年1月1日起每年提高1歲至65歲。

    2.任職滿15年，達公教人員保險半失能以上、身心障礙重度以上、惡

      性腫瘤末期、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所稱末期病人、永久重大傷病且不能勝

      任工作，或終身無工作能力者，起支年齡為5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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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原住民人員任職滿25年，月退休金起支年齡為60歲。

（二）採計平均薪額（§28）

          教育人員的月退休金計算基準，

      採計平均薪額期間由最後在職5年逐步

      延長至15年，自118年1月1日起調整完

      竣，但條例施行前已符合月

      退休金支領條件者不受影響。

（三）調降退休所得替代率（§37、38）

     1.依審定之退休年資計算，任職滿15年者，替代率為45%，每增加1年，

       替代率增給1.5%，最高增至35年，75%。自第36年起，每增加1年，增

       給0.5%，最高增至40年。未滿1年之畸零年資，按比率計算；未滿1個

       月者，以1個月計。

     2.退休教職員每月退休所得不得超過以替代率上限計算之金額，分10年

       過渡期調降，以任職年資最高40年計算，所得替代率由77.5%逐年調降

       至62.5%，至118年1月1日調整完竣。

     3.若月退休金少於公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級之本俸額與專業加

       給合計數額為最低保障金額，現為新台幣33,140元，則維持所領退休

       所得不予調整。

（四）調降優惠存款利率（§36）

     公立學校教職員具有85年2月以前年資者，其一次退休金及公教人員保險

     所領取之一次養老給付得辦理優惠存款，利率調整如下：

    1.支兼領月退休金者：18%優惠存款利率自107年7月1日至109年12月

      31日，降為9%，110年1月1日起年息為零，可將本金領回。但每月

      退休所得少於新台幣33,140元的最低保障金額，則不予調整。

    2.領取一次退休金者：18%優惠存款利率自107年7月1日起至109年12

      月31日降至12%，之後每2年調降2%，至114年調整完竣，降至6%。

      但每月優惠存款利息少於新台幣33,140元的最低保障金額，則不 

      予調整。

（五）提高法定提撥費率（§8）

      由教職員與政府共同按月撥繳之退休撫卹基金費用，按教職員本（

     年功）薪額加一倍之提撥費率由8%~12%調整為12%~18%，現行提撥

     費率為12%。

（六）年資制度轉銜 （§86、87）

     1.年資保留：任職滿5年且未辦理退休或資遣而離職者，其年資得保

       留至年滿65歲時申領退休金，任職年資未滿15年者請領一次退休

       金，滿15年以上者，擇領一次退休金或月退休金。

     2.年資併計、年金分計：現職教育人員於辦理屆齡或命令退休時，

       教育年資未滿15年，得併計其他職域未辦理退休（職、伍）、資

       遣、結算之年資，成就支領月退休金條件。任職滿5年且未辦理退

       休或資遣而離職者亦適用。

（七）育嬰留職停薪年資採計（§8）

      教育人員辦理育嬰留職停薪之年資，得選擇全額自費撥繳退休撫卹

      基金費用，併計教育人員退休、資遣或撫卹年資。

（八）退休金調整機制（§67）

      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衡酌國家整體財政狀況、人口與經濟成長、

      平均餘命、退撫基金準備率與其財務投資績效及消費者物價指數進

      行調整，不再隨現職教育人員薪資調整。

三、 結語

    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

例以「多繳、少領、延後退」的原

則進行改革，條例施行後，大幅影

響教育人員退休資格及退休所得，

且改革初推行，由報章新聞、或是

通訊軟體轉傳之訊息，消息來源多

元且複雜，如適時的宣導與說明，

可讓在職的教育人員更審慎的評估

與衡量自身退休後的條件與所得，以進行退休規劃的選擇；亦可讓已退

休之教育人員了解退休所得減列之幅度，妥善因應退休生活的改變。



一、 前言

   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

經立法院106年6月29日三讀通過，

106年8月9日公布，自107年7月1日起

全面施行，此次三讀通過之條例，係

將教育人員之退休制度，由原適用之

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進行改革，改革

原則包括延後月退休金起支年齡、採

計平均薪額、調降退休所得替代率、

調降優惠存款利率、提高法定提撥費率、年資制度轉銜、育嬰留職停薪年

資採計、退休金調整機制等，退休制度變革甚鉅，改革迄今諸多紛擾，然

108年8月23日大法官釋字第783號解釋說明，除再任私立學校職務且每月

支領薪酬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即停止領受月退休金權利，有違憲法保障

平等權之意旨外，餘變更退休條件及給付等相關條文均無違背憲法原則，

惟此次改革使退休制度與退休所得均受影響，身為中小學人事人員，第一

線服務中小學教育人員，對於改革內容更需仔細琢磨鑽研，以詳實向所服

務之現職或退休教育人員說明，降低渠等人員的不安情緒，爰將上述改革

內容摘述整理。

二、 改革原則初探

（一）延後月退休金起支年齡（§18、32）

    1.以15年為過渡期間，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及校長逐年延後至58歲

      ，其餘教職員則是自115年1月1日起每年提高1歲至65歲。

    2.任職滿15年，達公教人員保險半失能以上、身心障礙重度以上、惡

      性腫瘤末期、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所稱末期病人、永久重大傷病且不能勝

      任工作，或終身無工作能力者，起支年齡為55歲。

     3.原住民人員任職滿25年，月退休金起支年齡為60歲。

（二）採計平均薪額（§28）

          教育人員的月退休金計算基準，

      採計平均薪額期間由最後在職5年逐步

      延長至15年，自118年1月1日起調整完

      竣，但條例施行前已符合月

      退休金支領條件者不受影響。

（三）調降退休所得替代率（§37、38）

     1.依審定之退休年資計算，任職滿15年者，替代率為45%，每增加1年，

       替代率增給1.5%，最高增至35年，75%。自第36年起，每增加1年，增

       給0.5%，最高增至40年。未滿1年之畸零年資，按比率計算；未滿1個

       月者，以1個月計。

     2.退休教職員每月退休所得不得超過以替代率上限計算之金額，分10年

       過渡期調降，以任職年資最高40年計算，所得替代率由77.5%逐年調降

       至62.5%，至118年1月1日調整完竣。

     3.若月退休金少於公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級之本俸額與專業加

       給合計數額為最低保障金額，現為新台幣33,140元，則維持所領退休

       所得不予調整。

（四）調降優惠存款利率（§36）

     公立學校教職員具有85年2月以前年資者，其一次退休金及公教人員保險

     所領取之一次養老給付得辦理優惠存款，利率調整如下：

    1.支兼領月退休金者：18%優惠存款利率自107年7月1日至109年12月

      31日，降為9%，110年1月1日起年息為零，可將本金領回。但每月

      退休所得少於新台幣33,140元的最低保障金額，則不予調整。

    2.領取一次退休金者：18%優惠存款利率自107年7月1日起至109年12

      月31日降至12%，之後每2年調降2%，至114年調整完竣，降至6%。

      但每月優惠存款利息少於新台幣33,140元的最低保障金額，則不 

      予調整。

（五）提高法定提撥費率（§8）

      由教職員與政府共同按月撥繳之退休撫卹基金費用，按教職員本（

     年功）薪額加一倍之提撥費率由8%~12%調整為12%~18%，現行提撥

     費率為12%。

（六）年資制度轉銜 （§86、87）

     1.年資保留：任職滿5年且未辦理退休或資遣而離職者，其年資得保

       留至年滿65歲時申領退休金，任職年資未滿15年者請領一次退休

       金，滿15年以上者，擇領一次退休金或月退休金。

     2.年資併計、年金分計：現職教育人員於辦理屆齡或命令退休時，

       教育年資未滿15年，得併計其他職域未辦理退休（職、伍）、資

       遣、結算之年資，成就支領月退休金條件。任職滿5年且未辦理退

       休或資遣而離職者亦適用。

（七）育嬰留職停薪年資採計（§8）

      教育人員辦理育嬰留職停薪之年資，得選擇全額自費撥繳退休撫卹

      基金費用，併計教育人員退休、資遣或撫卹年資。

（八）退休金調整機制（§67）

      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衡酌國家整體財政狀況、人口與經濟成長、

      平均餘命、退撫基金準備率與其財務投資績效及消費者物價指數進

      行調整，不再隨現職教育人員薪資調整。

三、 結語

    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

例以「多繳、少領、延後退」的原

則進行改革，條例施行後，大幅影

響教育人員退休資格及退休所得，

且改革初推行，由報章新聞、或是

通訊軟體轉傳之訊息，消息來源多

元且複雜，如適時的宣導與說明，

可讓在職的教育人員更審慎的評估

與衡量自身退休後的條件與所得，以進行退休規劃的選擇；亦可讓已退

休之教育人員了解退休所得減列之幅度，妥善因應退休生活的改變。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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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業經行政院108年

10月1日修正發布，名稱並修正為「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

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法條修正重點如下：

（一）修正機關進用約僱人員應注意事項，刪除經公立醫院

      檢查體格合格之規定。

（二）明定機關進用約僱人員之消極要件，以及違反規定進

      用之法律效果。

（三）修正契約內容應記載事項，增列溢領報酬之處理方式

     、權利及義務及終止契約事由等。

（四）修正撫慰金給與基準，「病故或意外死亡」撫慰金由

      4個月提高為13.5個月之月報酬金額，依法令留職停

      薪期間亦得申請；「因公死亡」撫慰金由10個月月報

      酬金額，提高為以280薪點乘以實際薪點折合率所得 

      金額為計算基準，給與27個月之一次給與；並加發「

      殮葬補助費」7個月。

「聘用人員聘用條例施行細則」第6條經考試院108年10月1

日修正發布，提高聘用人員在職亡故之撫慰金給與標準：「

病故」撫慰金由4個月提高為13.5個月約聘報酬，依法令留

職停薪期間亦得申請；「因公死亡」撫慰金由6個月提高為

27個月約聘報酬；加發殮葬補助費7個月，並刪除服務超過

1年者加給50%之規定。

一、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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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於108年10月5日以院授人培字第10800452101號函

轉知修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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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點、第5點、第6點及附表，並自109年1月1日生效。

有關修正重點如下：

（一）放寬國旅卡刷卡消費應與休假勾稽之限制，國旅卡刷卡

     消費日不限於休假日，惟公務人員仍應持國旅卡至特約

     商店刷卡消費始得補助。

（二）公務人員每年至少應休假日數（即強制休假日數）由14

     日修正為10日。

（三）每日休假補助由1,143元修正為1,600元。

（四）公務人員當年所具休假資格在5日以下者（原規定7日以

     下），其補助總額均屬自行運用額度；逾5日之休假補助

     屬觀光旅遊額度（即補助總額8,000元以內屬自行運用額   

     度，其餘則屬觀光旅遊額度，補助總額類別區分未修正）。

（五）公務人員當年無休假資格或休假資格未達2日者，酌給

     相當2日休假之補助（即3,200元，屬自行運用額度）。

（六）公務人員本人、配偶或直系血親因身心障礙、懷孕或重

     大傷病，於當年確實無法參加觀光旅遊，經服務機關認

     定者，當年補助總額均屬自行運用額度。

（七）珠寶銀樓業及儲值性商品（如餐券、住宿券）均納入補

     助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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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大法官審理立法院三讀通過107年7月1日施行之「公務

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及「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

例」釋憲案，於108年8月23日公布之司法院釋字第782號及

783號解釋，宣告除再任私校職務停領退休俸(金)此一規定

外，其餘全部合憲。

 (一)退休公務人員再任私立學校職務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

    超過法定基本工資，應停止領受月退休(職)金之規定，

    自108年8月23日起，失其效力。原依公務人員退休資遣

    撫卹法(以下簡稱退撫法)第77條第1項第3款規定及第2

    項規定，停止領受退撫新制實施前、後月退休(職)金者

    ，自108年8月23日起，恢復發放渠等月退休(職)金。 

 (二)原依退撫法第70條第3項規定，停止辦理優惠存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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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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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銓敘部民國108年8月27部退三字第1084847175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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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重點如下：

 (一)調整最低生活所需標準為單身者每月平均收入新臺幣

     1萬5000元；有眷屬依賴其扶養者每月平均收入2萬

     5000元。

 (二)調整照護金發給金額為單身者每節發給2萬1600元；

     有眷屬依賴其扶養者每節發給3萬7000元。

     (銓敘部108年6月28日部退四字第1084819226號函)

一、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