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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

   查「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人事行政資訊化統一發展要點」（已於106年12月15

日經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總處資字第1060064199號函發布停止適用）第5點規定

，自88年7月1日起各主管機關應全面實施人事業務資訊化作業，可見政府機關推

動該項業務至今已有20餘年。另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下稱人事總處）第108次

主管會報人事長談話紀錄中也提到，為了「強化人事主管之角色」，有4件事應

做為大家努力的方向，其中一項即為「精進人力資源管理的資訊化和關鍵指標化

」，亦即各項人事業務能採用資訊系統作業者，要更積極擴充。資訊化不是資訊

單位的事，更是所有業務（人事）單位的責任，因為數據解讀的正確與否仍需透

過業務（人事）單位從法令與現況判斷。透過資訊化掌握資料，由此隨時可產製

與追蹤許多關鍵指標的變化，提供人事決策的參考。由此可知，「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面對日益浩瀚繁雜之人事業務，如何善用現有資訊科技，將承辦

業務化繁為簡、化整為零，提升作業效能，使有限的工作時間能夠發揮最大的效

用，實為身處現今e化時代之人事人員必須注重的課題。

    人事總處人事長施能傑於本（109）年3月20日列席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時表示，數位文件具有節能減碳、易於傳送與共享、促使業務流程簡化等諸多優

點，爰人事總處近年來運用區塊鏈技術，積極推動各項人事業務無紙化工作，以

落實政府節能減碳目標。相關具體作為如下：

    一、建置新版「公務人員個人資料服務網（My Data）」，取代原有「B5：

        公務人員個人資料校對網站」：My Data於108年9月30日正式上線提供

        服務，除了將使用者介面做進一步整合外，並可支援各式瀏覽器且無需

        安裝其他元件，另也提供使用者進行線上申請及下載服務、在職或離職

        證明書功能。

    二、徵才及人員應徵自109年1月1日起全面實施線上作業：人事總處為推動

        人事業務無紙化，將職缺刊登及人員應徵作業整合，全程納入線上作業

        。人事人員可以自然人憑證、健保卡或機關憑證登入「DD：事求人機關

        徵才系統」登錄職缺資料，應徵者則以自然人憑證或健保卡登入人事服

        務網（ecpa）或「事求人機關徵才系統」進行線上應徵作業。除簡化作

        業流程、提升資料正確性、免除應徵者至郵局投遞外，據人事總處統計

        ，每年約可減少列印120萬張A4紙張，及節省約新台幣900萬元郵費。惟

        目前本措施作業規範對象為現職公務人

        員，至學校教育人員、非現職公務人員

        、工友、聘僱人員、臨時人員與職務代

        理等職缺，仍由各機關自行決定作業方

        式。

    三、自108年7月1日起施行記功以下獎勵令電子 

        化措施：各機關學校使用人力資源管理資訊

        系統（下稱WebHR）核定獎懲令後，由系統自動傳輸資料至公務人員個

        人資料服務網（My Data），並寄送電子郵件通知當事人以自然人憑證

        或健保卡登入My Data自行線上檢視或下載列印。因無紙化作業，據人

        事總處統計，每年約可減少使用A4紙張達750萬張，相當於減少135公

        噸二氧化碳排放，極具節能減碳效益。目前本案實施對象含括公務人員

        、聘僱人員、工友、公立學校校長及教師，以及其他在WebHR中有建置

        人事資料之人員，可說是大大節省人事人員之作業時間。

    四、其他:如WebHR派免令、考績核定、留職停薪、教師敘薪案件、教師退休

        核定資料等，依人事總處「108年人事有感服務新措施座談會」內容，

        均已列入規劃，以逐年達成行政院第3632次院會會議所提到「2025年數

        位化智慧政府」（亦即以資料為骨幹，應用物聯網與區塊鏈串聯政府服

        務與民眾需求，結合人工智慧雲端運算，優化決策品質，建構下一世代

        智慧政府公私協力治理模式）之目標。

   除了以上人事總處各項措施外，身為現職人事人員是否亦可自行將其他業務

做無紙化之實踐？答案應該是肯定的，就個人實務淺見，提供以下幾點供先進們

參考：

    一、無爭議或性質較為單純之公務人員甄審委員會、考績委員會，以及教師

        評審委員會、考核委員會案件可善用Google表單採線上會議方式辦理

        ：Google表單是Google公司提供的一個線上同步儲存服務，同時可結

        合其他Google文件，並支援線上檔案編輯功能，是目前市面上普及率相

        當高之雲端概念軟體，所有資訊均於Google雲端硬碟進行，使用者無需

        另行準備隨身碟與外接硬碟等儲存媒介，僅需個人帳號密碼與網際網路

        ，即可不限時空於個人電腦或智慧型手機等3C產品上操作，對於部分需

        另外辦理合併設置人事機構與兼任學校業務之人事人員，除可節省往返

        兩地之行政成本，並有更多時間處理其他業務外，如遇有委員差假，也

可使用手機進行線上表單填答，不再有實

體會議無法出席之限制。當然，除Google

表單外，應該還會有其他實用的軟體可供

運用，可視個人實務需要調整。實務操作

部分，係由人事人員設計類似問卷的表單

，必要時輔以相關附件，再以通訊軟體（

如Line或Juiker等）傳送給委員填答，Google會自動彙整填答結果

，並可產製淺顯易懂之圖表，就可以做為簽辦之資料。實務上無爭

議或性質較為單純之陞任與遷調案件、教師年終或另予成績考核、

代理教師聘任與再聘、專任教師續聘及長期聘任、前經考績委員會

核議有案或已有明確獎懲標準之記功（過）以下案件之核布或追認

等案件，均可利用Google表單進行線上會議討論，除了省時省力，

也減少了大量紙張的使用，十分符合節能減碳的概念。

    二、善用雲端版公文製作系統「線上簽核」功能：目前南投縣各機關學校

所使用之雲端版公文製作系統，是南投縣政府於107年2月5日起所分

批導入建置，取代以往單機版「筆硯公文製作系統」，除將案件處

理模式改由雲端作業外，亦支援Google Chrome 或 Firefox等   

Internet Explorer以外之瀏覽器。舉凡常用之公文格式，如函、

書函、簽、公告，或人事業務方面之獎懲令、獎懲建議函、派免令

、敘薪通知書或送達證書等均可利用系統繕打產製，其中保存年限

在15年以下之案件，可利用「線上簽核」模式辦理。例如現行獎懲

令或獎懲建議函，實務上可採「線上簽核、電子發文」方式承辦，

從案件陳核到發文，無須用到任何紙張，如有相關附件，亦可以掃

描檔或壓縮檔夾帶。除了節省用紙量外，系統會針對線上簽核案件

顯示資料儲存與批核時間點，亦會記錄單位主管或機關首長之眉批

軌跡，日後如有需要即可快速查詢。

    三、新進人員報到可結合Google表單進行線上填寫基本資料與上傳相關

學經歷等附件：這個概念是將WebHR中人事21表所需資料，轉化成

Google表單，較常用者有表1基本、表2現職、表5學歷、表6考試、

表7教師資格、表10語文、表16家屬、表19經歷與表51專長等資料。

至相關附件檔上傳部分，Google表單也提供附件上傳功能，但目前

僅限於擁有Google帳號者才可操作；惟仍可利用Google自行開發的

「Google App Script」這個外掛程式，並結合簡單的HTML語法，使

無Google帳號者也能輕鬆簡單上傳檔案。有關HTML語法設定方式，

網際網路上即可搜尋到非常多的說明，從基礎版到進階版應有盡有

，個人可視需要參考利用。

    四、善用WebHR各表之「附件上傳」功能：WebHR自99年起由人事總處逐

步導入建置以來，歷經不斷修正，不論是在系統穩定度或使用便利

性均有所提升。目前可提供附件上傳的表單，包含表1基本資料（可

上傳個人身分證、護照、退伍令與退役證明書等檔案）、表5學歷（

可上傳畢業或結業證書等檔案）、表6考試（可上傳考試及格證書等

檔案）、表7教師資格（可上傳教師證書等檔案）、表8檢覈（可上

傳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檢覈及格證書等檔案）、表19經歷（可上傳

歷年離職或服務證明、派免令或聘書等檔案）、表35動態（可上傳

育嬰留職停薪或停職等核准文件檔案）、表38教師敘薪（可上傳敘

薪通知書等檔案）與表51專長（可上傳其他執業證書或證照等檔案

）。如遇有人員異動，原職機關辦理卸職後，新職機關即可同步查

詢到相關上傳附件，除有明顯錯誤外，原則上當事人即無需另行檢

附紙本文件，不但省時省力，亦減少大量紙張耗用。

    五、其他:如研習報名、各項報表統計及教師評審委員、考核委員、考績

委員與優良教師票選等，均可利用Google表單輕鬆簡單完成，當然

這部分前置作業仍有賴人事人員完整規劃，以達事半功倍之效。

   正確完整的人事資料是提供良好資訊服務的基礎，一個公務人員無論是

從通過國家考試後按資格任用或由特別法律進用，人事管理在其公務人員生

涯生命週期，所需提供之服務有任用、考績、獎懲、任免、銓審、訓練、遷

調、待遇、福利、差勤、保險及退休等階段，完整的人事資訊服務必須能完

整保存各階段所發生的相關記錄資料；公立學校教師亦同，而這也是目前「

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有關「資料面」之新思維。是以，身處現今e化時代之

人事人員，亦應不斷充實本身資訊科技方面的知識，並試著將其應用於各項

人事服務，如此不但能減省大量時間與紙張成本，亦可提升行政效率，增進

同仁對人事服務之滿意度與歸屬感；易言之，精進人事業務資訊化，必能落

實「顧客導向」之服務品質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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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人事行政資訊化統一發展要點」（已於106年12月15

日經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總處資字第1060064199號函發布停止適用）第5點規定

，自88年7月1日起各主管機關應全面實施人事業務資訊化作業，可見政府機關推

動該項業務至今已有20餘年。另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下稱人事總處）第108次

主管會報人事長談話紀錄中也提到，為了「強化人事主管之角色」，有4件事應

做為大家努力的方向，其中一項即為「精進人力資源管理的資訊化和關鍵指標化

」，亦即各項人事業務能採用資訊系統作業者，要更積極擴充。資訊化不是資訊

單位的事，更是所有業務（人事）單位的責任，因為數據解讀的正確與否仍需透

過業務（人事）單位從法令與現況判斷。透過資訊化掌握資料，由此隨時可產製

與追蹤許多關鍵指標的變化，提供人事決策的參考。由此可知，「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面對日益浩瀚繁雜之人事業務，如何善用現有資訊科技，將承辦

業務化繁為簡、化整為零，提升作業效能，使有限的工作時間能夠發揮最大的效

用，實為身處現今e化時代之人事人員必須注重的課題。

    人事總處人事長施能傑於本（109）年3月20日列席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時表示，數位文件具有節能減碳、易於傳送與共享、促使業務流程簡化等諸多優

點，爰人事總處近年來運用區塊鏈技術，積極推動各項人事業務無紙化工作，以

落實政府節能減碳目標。相關具體作為如下：

    一、建置新版「公務人員個人資料服務網（My Data）」，取代原有「B5：

        公務人員個人資料校對網站」：My Data於108年9月30日正式上線提供

        服務，除了將使用者介面做進一步整合外，並可支援各式瀏覽器且無需

        安裝其他元件，另也提供使用者進行線上申請及下載服務、在職或離職

        證明書功能。

    二、徵才及人員應徵自109年1月1日起全面實施線上作業：人事總處為推動

        人事業務無紙化，將職缺刊登及人員應徵作業整合，全程納入線上作業

        。人事人員可以自然人憑證、健保卡或機關憑證登入「DD：事求人機關

        徵才系統」登錄職缺資料，應徵者則以自然人憑證或健保卡登入人事服

        務網（ecpa）或「事求人機關徵才系統」進行線上應徵作業。除簡化作

        業流程、提升資料正確性、免除應徵者至郵局投遞外，據人事總處統計

        ，每年約可減少列印120萬張A4紙張，及節省約新台幣900萬元郵費。惟

        目前本措施作業規範對象為現職公務人

        員，至學校教育人員、非現職公務人員

        、工友、聘僱人員、臨時人員與職務代

        理等職缺，仍由各機關自行決定作業方

        式。

    三、自108年7月1日起施行記功以下獎勵令電子 

        化措施：各機關學校使用人力資源管理資訊

        系統（下稱WebHR）核定獎懲令後，由系統自動傳輸資料至公務人員個

        人資料服務網（My Data），並寄送電子郵件通知當事人以自然人憑證

        或健保卡登入My Data自行線上檢視或下載列印。因無紙化作業，據人

        事總處統計，每年約可減少使用A4紙張達750萬張，相當於減少135公

        噸二氧化碳排放，極具節能減碳效益。目前本案實施對象含括公務人員

        、聘僱人員、工友、公立學校校長及教師，以及其他在WebHR中有建置

        人事資料之人員，可說是大大節省人事人員之作業時間。

    四、其他:如WebHR派免令、考績核定、留職停薪、教師敘薪案件、教師退休

        核定資料等，依人事總處「108年人事有感服務新措施座談會」內容，

        均已列入規劃，以逐年達成行政院第3632次院會會議所提到「2025年數

        位化智慧政府」（亦即以資料為骨幹，應用物聯網與區塊鏈串聯政府服

        務與民眾需求，結合人工智慧雲端運算，優化決策品質，建構下一世代

        智慧政府公私協力治理模式）之目標。

   除了以上人事總處各項措施外，身為現職人事人員是否亦可自行將其他業務

做無紙化之實踐？答案應該是肯定的，就個人實務淺見，提供以下幾點供先進們

參考：

    一、無爭議或性質較為單純之公務人員甄審委員會、考績委員會，以及教師

        評審委員會、考核委員會案件可善用Google表單採線上會議方式辦理

        ：Google表單是Google公司提供的一個線上同步儲存服務，同時可結

        合其他Google文件，並支援線上檔案編輯功能，是目前市面上普及率相

        當高之雲端概念軟體，所有資訊均於Google雲端硬碟進行，使用者無需

        另行準備隨身碟與外接硬碟等儲存媒介，僅需個人帳號密碼與網際網路

        ，即可不限時空於個人電腦或智慧型手機等3C產品上操作，對於部分需

        另外辦理合併設置人事機構與兼任學校業務之人事人員，除可節省往返

        兩地之行政成本，並有更多時間處理其他業務外，如遇有委員差假，也

可使用手機進行線上表單填答，不再有實

體會議無法出席之限制。當然，除Google

表單外，應該還會有其他實用的軟體可供

運用，可視個人實務需要調整。實務操作

部分，係由人事人員設計類似問卷的表單

，必要時輔以相關附件，再以通訊軟體（

如Line或Juiker等）傳送給委員填答，Google會自動彙整填答結果

，並可產製淺顯易懂之圖表，就可以做為簽辦之資料。實務上無爭

議或性質較為單純之陞任與遷調案件、教師年終或另予成績考核、

代理教師聘任與再聘、專任教師續聘及長期聘任、前經考績委員會

核議有案或已有明確獎懲標準之記功（過）以下案件之核布或追認

等案件，均可利用Google表單進行線上會議討論，除了省時省力，

也減少了大量紙張的使用，十分符合節能減碳的概念。

    二、善用雲端版公文製作系統「線上簽核」功能：目前南投縣各機關學校

所使用之雲端版公文製作系統，是南投縣政府於107年2月5日起所分

批導入建置，取代以往單機版「筆硯公文製作系統」，除將案件處

理模式改由雲端作業外，亦支援Google Chrome 或 Firefox等   

Internet Explorer以外之瀏覽器。舉凡常用之公文格式，如函、

書函、簽、公告，或人事業務方面之獎懲令、獎懲建議函、派免令

、敘薪通知書或送達證書等均可利用系統繕打產製，其中保存年限

在15年以下之案件，可利用「線上簽核」模式辦理。例如現行獎懲

令或獎懲建議函，實務上可採「線上簽核、電子發文」方式承辦，

從案件陳核到發文，無須用到任何紙張，如有相關附件，亦可以掃

描檔或壓縮檔夾帶。除了節省用紙量外，系統會針對線上簽核案件

顯示資料儲存與批核時間點，亦會記錄單位主管或機關首長之眉批

軌跡，日後如有需要即可快速查詢。

    三、新進人員報到可結合Google表單進行線上填寫基本資料與上傳相關

學經歷等附件：這個概念是將WebHR中人事21表所需資料，轉化成

Google表單，較常用者有表1基本、表2現職、表5學歷、表6考試、

表7教師資格、表10語文、表16家屬、表19經歷與表51專長等資料。

至相關附件檔上傳部分，Google表單也提供附件上傳功能，但目前

僅限於擁有Google帳號者才可操作；惟仍可利用Google自行開發的

「Google App Script」這個外掛程式，並結合簡單的HTML語法，使

無Google帳號者也能輕鬆簡單上傳檔案。有關HTML語法設定方式，

網際網路上即可搜尋到非常多的說明，從基礎版到進階版應有盡有

，個人可視需要參考利用。

    四、善用WebHR各表之「附件上傳」功能：WebHR自99年起由人事總處逐

步導入建置以來，歷經不斷修正，不論是在系統穩定度或使用便利

性均有所提升。目前可提供附件上傳的表單，包含表1基本資料（可

上傳個人身分證、護照、退伍令與退役證明書等檔案）、表5學歷（

可上傳畢業或結業證書等檔案）、表6考試（可上傳考試及格證書等

檔案）、表7教師資格（可上傳教師證書等檔案）、表8檢覈（可上

傳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檢覈及格證書等檔案）、表19經歷（可上傳

歷年離職或服務證明、派免令或聘書等檔案）、表35動態（可上傳

育嬰留職停薪或停職等核准文件檔案）、表38教師敘薪（可上傳敘

薪通知書等檔案）與表51專長（可上傳其他執業證書或證照等檔案

）。如遇有人員異動，原職機關辦理卸職後，新職機關即可同步查

詢到相關上傳附件，除有明顯錯誤外，原則上當事人即無需另行檢

附紙本文件，不但省時省力，亦減少大量紙張耗用。

    五、其他:如研習報名、各項報表統計及教師評審委員、考核委員、考績

委員與優良教師票選等，均可利用Google表單輕鬆簡單完成，當然

這部分前置作業仍有賴人事人員完整規劃，以達事半功倍之效。

   正確完整的人事資料是提供良好資訊服務的基礎，一個公務人員無論是

從通過國家考試後按資格任用或由特別法律進用，人事管理在其公務人員生

涯生命週期，所需提供之服務有任用、考績、獎懲、任免、銓審、訓練、遷

調、待遇、福利、差勤、保險及退休等階段，完整的人事資訊服務必須能完

整保存各階段所發生的相關記錄資料；公立學校教師亦同，而這也是目前「

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有關「資料面」之新思維。是以，身處現今e化時代之

人事人員，亦應不斷充實本身資訊科技方面的知識，並試著將其應用於各項

人事服務，如此不但能減省大量時間與紙張成本，亦可提升行政效率，增進

同仁對人事服務之滿意度與歸屬感；易言之，精進人事業務資訊化，必能落

實「顧客導向」之服務品質與目標。



分享「COVID-19新冠肺炎疫情」分享「COVID-19新冠肺炎疫情」分享「COVID-19新冠肺炎疫情」

應變作為與策略
南投縣鹿谷鄉公所人事室/楊慧英主任

鹿谷鄉公所防疫相關單位組織圖 

鹿谷鄉村里關懷組織圖

鄉長

民政課

社會課 秘書室

總務室

研考單位

人事室 工務課 農經課 財政課

主計室

政風室

清潔隊

觀光所

圖書館

幼兒園

輔助單位 附屬機關

民政課長

承辦人        

陳幹事 林幹事

彰雅村

鳳凰村

鹿谷村 廣興村 內湖村 竹林村

和雅村 竹豐村

永隆村 初鄉村

秀峰村

清水村

瑞田村

邱幹事 吳幹事 林幹事 林幹事 謝幹事 林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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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相關單位工作分配                                    

民政課

社會課

秘書室

人事室

工務課

農經課

財政課

輔助單位

附屬機關

依據縣府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規定對於居家檢疫對象督導各鄉鎮市公

所進行健康關懷每日撥打電話詢問健康狀況。

協助疫區之社區服務、防疫政令宣導及衛教等事宜。提供防疫個案

詳細基本資料及地址，以利疫情之追蹤處理。

疫區所需民生物資之籌備及儲存事宜。

各界捐贈物資之接受與轉發事項。

協助各機關替代辦公場所及居家辦公時之資訊系統建置及提供必要

之軟硬體設備

指導公所消毒藥品泡製及衛教工作，必要時實施室內噴藥，並教導

使用方式。

因應疫情需求規劃辦理人力應用及調度應變計畫

視疫情發佈本所及附屬機關彈性上班或停止辦公情形。

協助提供工務相關資料(如建築設計圖等)，以利相關防疫處所徵用

之參考

掌握本縣蔬果、農、漁、畜牧業物資，並聯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供

應調節救災糧食。

辦理疫情防治緊急應變相關經費之財源籌措、撥付等事項。

辦理災害搶救、緊急應變相關經費籌編及協調等事項。

督導訂定防疫物資管理機制。

辦理有關旅館、民宿、觀光遊樂區工作人員及遊客自主健康管理

負責疫區、收治場所、隔離處所等之公共環境環境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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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相關實施政策

一、資訊方面

  1.運用多媒體轉傳防疫相關訊息。

  2.防疫期間所有大型集會均取消，改線上研習。

  3.機關首長、主管在線上鼓勵同仁防疫同仁辛勞。

  4.利用視訊軟體開線上開視訊會議。

  5.村幹事利用LINE及電話，關心居家隔離個案。

  6.設置每位辦公同仁虛擬主機，視疫情發展啟用。

  7.組防疫資訊傳遞組，確認各科室資訊已傳達。

二、環境方面

  1.每日環境消毒，包含扶手、電梯、廁所、櫃台、個人辦公環境、走道、

    影印機等全面消毒。

  2.進出入公所及各附屬機關需戴口罩、測量體溫、消毒雙手。

  3.宣導保持社交安全距離，避免聚食。

  4.鼓勵勤洗手，保持個人衛生。

  5.必要會議以間隔座位避免傳染。

  6.避免群聚，鄉內頒獎活動改由首長個別到家致頒獎狀。

  7.社區活動據點暫時停課，視疫情後續發展評估開課。

  8.居家隔離個案，由各區村幹事、村長評估需求給予環境消毒及送餐。

三、物資方面

  1.備足酒精、漂白水供環境使用。

  2.協助同仁排隊購置口罩、協助建置線上app及協助線上實名制購買口罩 。

  3.囿於口罩量能不足，運用社區資源，聯合社區藍染拼布班，製作口罩套

    ，分送社區老人及學校使用，緩解防疫口罩不足之困窘。

  4.協助社區購買額溫槍，以利監控疫情。

  5.各區村幹事、村長評估需求提供送餐服務。

四、替代辦公方案

  1.規劃所內替代辦公場所設置。

  2.居家辦公時之資訊系統建置及提供必要之軟硬體設備。

五、上下班辦公人潮分流

  視疫情發佈本所及所屬機關，分二個時段施行彈性上下班，俾以緩衝群聚

  感染風險。

六、人力運用

  1.沿用職務代理名冊。

  2.依疫情等級啟動災害任務編組。

防疫相關單位工作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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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恭賀本處任免銓敘科簡紹欽科長

榮獲行政院所屬各級人事機構

108年度績優人事人員

二、恭賀本處退休給與科高蓉棻科長

榮獲本縣109年度模範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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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李秀完 本府財政處金融及菸酒科科長 本府財政處庫款支付科科長

林杏姻 本府財政處庫款支付科科長 本府財政處金融及菸酒科科長

趙聆惠 本府衛生局疾病管制科科長 本縣中寮鄉衛生所護理師

洪美吟 本縣中寮鄉衛生所護理師 本府衛生局疾病管制科科長

陳志賢 交通部觀光局簡任秘書 本府觀光處處長

施仁傑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政風室主任 本府政風處副處長

蔡政男 本縣水里地政事務所股長 本府地政處地籍測量科科長

張宏光 本府秘書 本府農業處技正

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報到日期
(離職日期) 備註

松敏麗
南投縣立同富國民中學暨同富國

民小學合併設置人事室主任

南投縣立三光國民中學

人事室主任
109.05.15 平調他機關

劉正湘
南投縣南投市光華國民小學

人事室主任

南投縣立同富國民中學暨同富國民小

學合併設置人事室主任
109.05.15 平調他機關

岳麗如
南投縣立草屯國民中學

人事室助理員

南投縣草屯鎮公所

人事室課員
109.05.18 調陞他機關

李瑞芬
南投縣立名間國民中學

人事室主任

南投縣南投市光華國民小學

人事室主任
109.05.19 平調他機關

張麗雪
南投縣草屯鎮炎峰國民小學

人事室主任

南投縣立名間國民中學

人事室主任
109.05.19 平調他機關

陳宜倩
南投縣立集集國民中學暨集集國

民小學合併設置人事室主任
南投縣立竹山國民中學人事室主任 109.05.29 平調他機關

黃中亮
南投縣立竹山國民中學

人事室主任

南投縣立集集國民中學暨集集國民小

學合併設置人事室主任
109.05.29 平調他機關

謝正雄
南投縣政府稅務局

人事室主任
109.06.02 自願退休

李美凌
南投縣草屯鎮公所

人事室主任

南投縣政府稅務局

人事室主任
109.06.08 調陞他機關

蕭玉卿
南投縣立日新國民中學

人事室主任

南投縣草屯鎮公所

人事室主任
109.06.18 調陞他機關

曾惠娥
南投縣政府人事處

退休給與科科員

南投縣草屯鎮炎峰國民小學

人事室主任
109.06.30 調陞他機關

南投縣政府1 0 9年 4月至6月薦任第8職等以上人員動態

南投縣政府人事處1 0 9年 4月至6月人事人員任免動態



溪頭之美-秘境新景點
南投縣鹿谷鄉公所人事室/楊慧英主任

    距溪頭10分鐘車程，純白鏤空建物，館內百餘坪純白色

基調空間，和簡約樸實的設計風格，更讓藝術與自然融合，

提供熱愛藝術與自然的人，一處悠閒好去處。戴勝益熱愛登

山和花卉，他以畫筆記錄下合歡山的高山杜鵑，將山林美景

擁抱入懷。

    戴董事長說，美術館的創作種子早已埋在心中40年，因

為熱愛繪畫，學習繪畫創作40多年不曾間斷，但過去為了工

作，他要努力當好董事長，現在退休了，他可以當回自己，

和大家分享他的興趣和觀念，因此，他在最喜歡的鹿谷，成

立「益品美術館」，館內24幅油畫，都是他學畫成果。

    他說，他喜歡藝術、登山和旅遊，每到各國都會參觀美

術館，尤其是日本，「有多達30萬家私人美術館，幾乎每個

鄉鎮都有」，台灣卻屈指可數。他以「益品」之名成立，與

書屋一樣每人入館100元，咖啡、茶等飲品無限供應，每天下

午還有小提琴演奏，為台灣提供藝術交流的學習平台。這次

展出主題是「拈花惹草」，戴勝益以花卉為主，從高山杜鵑

、桔梗、太陽花，甚至連絲瓜花、花椰菜都成為畫作主角，

畫風熱情奔放。

    溪頭是遠近馳名的景點，位於南投鹿谷鄉鳳凰谷山麓，海

拔高度1,150公尺，範圍跨竹山、信義、鹿谷三鄉鎮，介於陳

有蘭溪之東、清水溪之西，面積約2,500公頃，年平均溫度

16.6℃的溪頭，有著多樣性的森林資源，吸引著遊客前往踏

足、放鬆，是台灣絕佳的避暑勝地，而在往溪頭和雅谷路上

新增加藝文氣息的益品美術館及民宿露營區西部好呆庄，更

是在前往溪頭路上額外增加舒心的好去處。

一、益品美術館

    鹿谷鄉蜿蜒的山路上，映

入眼簾一棟白色純淨建物落在

山林間，這是王品退休董事長

戴勝益繼台中、台北兩座益品

書屋後，創立的「益品美術館

」，在春暖花開的3月天悄然

開幕，設計感的白色建築仍讓

遊客忍不住停下車欣賞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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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溪頭10分鐘車程，純白鏤空建物，館內百餘坪純白色

基調空間，和簡約樸實的設計風格，更讓藝術與自然融合，

提供熱愛藝術與自然的人，一處悠閒好去處。戴勝益熱愛登

山和花卉，他以畫筆記錄下合歡山的高山杜鵑，將山林美景

擁抱入懷。

    戴董事長說，美術館的創作種子早已埋在心中40年，因

為熱愛繪畫，學習繪畫創作40多年不曾間斷，但過去為了工

作，他要努力當好董事長，現在退休了，他可以當回自己，

和大家分享他的興趣和觀念，因此，他在最喜歡的鹿谷，成

立「益品美術館」，館內24幅油畫，都是他學畫成果。

    他說，他喜歡藝術、登山和旅遊，每到各國都會參觀美

術館，尤其是日本，「有多達30萬家私人美術館，幾乎每個

鄉鎮都有」，台灣卻屈指可數。他以「益品」之名成立，與

書屋一樣每人入館100元，咖啡、茶等飲品無限供應，每天下

午還有小提琴演奏，為台灣提供藝術交流的學習平台。這次

展出主題是「拈花惹草」，戴勝益以花卉為主，從高山杜鵑

、桔梗、太陽花，甚至連絲瓜花、花椰菜都成為畫作主角，

畫風熱情奔放。

    溪頭是遠近馳名的景點，位於南投鹿谷鄉鳳凰谷山麓，海

拔高度1,150公尺，範圍跨竹山、信義、鹿谷三鄉鎮，介於陳

有蘭溪之東、清水溪之西，面積約2,500公頃，年平均溫度

16.6℃的溪頭，有著多樣性的森林資源，吸引著遊客前往踏

足、放鬆，是台灣絕佳的避暑勝地，而在往溪頭和雅谷路上

新增加藝文氣息的藝品美術館及民宿露營區西部好呆庄，更

是在前往溪頭路上額外增加舒心的好去處。

一、益品美術館

    鹿谷鄉蜿蜒的山路上，映

入眼簾一棟白色純淨建物落在

山林間，這是王品退休董事長

戴勝益繼台中、台北兩座益品

書屋後，創立的「益品美術館

」，在春暖花開的3月天悄然

開幕，設計感的白色建築仍讓

遊客忍不住停下車欣賞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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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正式開幕 快到春筍季的尾聲了！

啤酒吧＋山野的美味

二、溪部好呆庄

    悠悠成形的好呆庄，心裡滿滿的感動，竹林裡的漫步，

腳邊跳出的驚喜，期待朋友的腳步穿越山林，來到另一個世

外桃源，結合餐飲、民宿及露營的好去處。

    接下來就是 螢火蟲大爆發的季節了春末夏初也就是一般

在清明過後，是螢火蟲出沒最多的季節。

    螢火蟲喜歡晴朗、 溫暖的天氣外，還伴有乾淨的溪流像

這樣的生態棲息地下，就可以欣賞到滿山滿谷的小星光。

    連假開始了，

    準備迎接美好的森林野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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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人事處案陳銓敘部109年5月7日部銓一字第1094930851號

函參見。

查性別工作平等法(以下簡稱性平法)第2條第2項規定：「本法

於公務人員……亦適用之。……」第3條規定：「本法用詞，

定義如下：……九、復職：指回復受僱者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時

之原有工作。」第21條規定，受僱者為育嬰留職停薪及復職請

求時，雇主不得拒絕，並不得視為缺勤而影響其全勤獎金、考

績或為其他不利之處分。次查陞遷法第12條第1項規定：「各

機關下列人員不得辦理陞任：……八、經機關核准留職停薪，

於留職停薪期間者。……」。

復查銓敘部民國108年1月4日部銓四字第1084688445號函略以

，為符性平法所定保障受僱者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之意旨，機關

非基於當事人之意願，不得以其申請育嬰留職停薪為由，於其

留職停薪生效前調整職務；機關如因業務需要，於其留職停薪

期間調整職務者，則於辦理渠等回職復薪時，其官等、職等、

職系、職務及俸給等，均不得變更，且應予以回復其育嬰留職

停薪前之原有工作，並參照該部107年9月25日部銓一字第

1074647336號書函，上開人員於回職復薪回復原職務時，得

免經甄審，且不受陞遷法第12條第1項第8款規定之限制。至於

公務人員於育嬰留職停薪生效前或育嬰留職停薪期間自願調整

職務者，機關須探究當事人之真意，並於送審時敘明該員自願

一、

二、

三、

  為適度保障育嬰留職停薪人員回職復薪相關權益，各機關公

務人員因育嬰留職停薪而自願調整較低職務者，於回職復薪回

復原職務或與原職務同一陞遷序列之職務時，得免經甄審，且

不受公務人員陞遷法(以下簡稱陞遷法)第12條第1項第8款規定

之限制，請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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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五、

調整職務之具體理由，以及已讓當事人知悉其既係自願調整職

務，未來將於該自願調整之職務辦理回職復薪。

基於公務人員因育嬰事由申請留職停薪，並於育嬰留職停薪生

效前或育嬰留職停薪期間自願調整較低職務者，原則上得以其

自願調整之職務辦理回職復薪；惟機關如擬於其回職復薪時，

依性平法規定，予以回復其留職停薪前之原有工作，或為配合

機關之業務需要或職務調配等考量，予以回復與其原職務同一

陞遷序列之職務，係屬有利於當事人之情形，且合於性平法規

定之意旨。是以，為保障育嬰留職停薪人員回職復薪相關權益

，其於回職復薪回復原職務或與原職務同一陞遷序列之職務時

，得免經甄審，且不受陞遷法第12條第1項第8款規定之限制。  

另為符性平法所定保障受僱者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之意旨，機關

非基於當事人之意願，仍不得以其申請育嬰留職停薪為由，於

其留職停薪生效前調整職務；機關如因業務需要，於其留職停

薪期間調整職務者，則有關其回職復薪，仍應依前開銓敘部

108年1月4日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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銓敘部109年4月27日部法二字第1094924997號略以，為落

實考績覈實考評意旨，各機關如於事後知悉所屬公務人員

過去違法失職行為，或原於所屬公務人員涉案年度所為考

績評定有違誤情事，應視個案事實予以適當處理，並避免

重複考評。

（一）各機關如於事後始知悉受考人於過去考績年度內具

      違法失職行為，請依下列方式處理：

    1.原則上於知悉當年度核予平時考核懲處：考量機關如

      重行檢討受考人過去年度之考績，影響層面大（按：

      檢討後如變更原考績結果，則受考人因原考績結果而

      晉升之俸給、官職等級及支領之考績獎金，均應併予

      檢討），是為維護法秩序之安定，機關如於事後始知

      悉受考人過去違法失職行為，原則上宜於知悉當年度

      ，對於受考人尚在懲處權行使期間之違失行為核予適

      當之平時考核懲處，並應避免重複考評。

    2.例外得撤銷（重辦）受考人違法失職年度之考績：如

      遇前開方式無法處理（例如：受考人違失行為已逾懲

      處權行使期間）或不足以處理（例如：受考人違失行

      為情節重大且跨越多個考績年度，如採行第1種方式

      ，將僅納入懲處當年度考績考評，恐與考績法綜覈名

      實、信賞必罰之立法意旨有違）時，得類推適用行政

      程序法第117條及第121條等相關規定，於知有撤銷   

      原因起2年內，本於權責主動撤銷重辦受考人違法失

      職年度之年終（另予）考績，或撤銷其違法失職年度

      之一次記二大功專案考績，並以撤銷（重辦）受考人

      10年內之年終（另予）考績及一次記二大功專案考

      績為限。

（二）機關如於受考人涉案當年度即將其涉案情形納入考

      評並考列乙等以下等次，嗣知悉原考績評定有違誤

      情事，得於知有撤銷原因起2年內，撤銷重辦改列較 

      佳之考績等次，且不限僅得撤銷重辦10年內之考績。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9年5月4日總處培字第1090032298

號書函略以，國旅卡強制休假補助費之核發，應具備公務

人員持國旅卡、在特約商店刷卡消費等要件，惟公務人員

如因年中亡故或罹患傷病，導致其無法親持國旅卡於特約

商店刷卡消費以請領休假補助費，為維護當事人權益，分

別處理如下：

(一)公務人員因年中亡故，未及於年度內親持國旅卡於特

    約商店刷卡消費，其尚未請領完畢之強制休假補助費

    應全數發給，不受休假改進措施規定之限制。

(二)公務人員因罹患傷病，致無法親持國旅卡於特約商店

    刷卡消費，機關得依休假改進措施第3點規定，擬訂符

    合實際需求之措施，報請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以解

    決其無法請領強制休假補助費之問題。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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銓敘部109年4月27日部法二字第1094924997號略以，為落

實考績覈實考評意旨，各機關如於事後知悉所屬公務人員

過去違法失職行為，或原於所屬公務人員涉案年度所為考

績評定有違誤情事，應視個案事實予以適當處理，並避免

重複考評。

（一）各機關如於事後始知悉受考人於過去考績年度內具

      違法失職行為，請依下列方式處理：

    1.原則上於知悉當年度核予平時考核懲處：考量機關如

      重行檢討受考人過去年度之考績，影響層面大（按：

      檢討後如變更原考績結果，則受考人因原考績結果而

      晉升之俸給、官職等級及支領之考績獎金，均應併予

      檢討），是為維護法秩序之安定，機關如於事後始知

      悉受考人過去違法失職行為，原則上宜於知悉當年度

      ，對於受考人尚在懲處權行使期間之違失行為核予適

      當之平時考核懲處，並應避免重複考評。

    2.例外得撤銷（重辦）受考人違法失職年度之考績：如

      遇前開方式無法處理（例如：受考人違失行為已逾懲

      處權行使期間）或不足以處理（例如：受考人違失行

      為情節重大且跨越多個考績年度，如採行第1種方式

      ，將僅納入懲處當年度考績考評，恐與考績法綜覈名

      實、信賞必罰之立法意旨有違）時，得類推適用行政

      程序法第117條及第121條等相關規定，於知有撤銷   

      原因起2年內，本於權責主動撤銷重辦受考人違法失

      職年度之年終（另予）考績，或撤銷其違法失職年度

      之一次記二大功專案考績，並以撤銷（重辦）受考人

      10年內之年終（另予）考績及一次記二大功專案考

      績為限。

（二）機關如於受考人涉案當年度即將其涉案情形納入考

      評並考列乙等以下等次，嗣知悉原考績評定有違誤

      情事，得於知有撤銷原因起2年內，撤銷重辦改列較 

      佳之考績等次，且不限僅得撤銷重辦10年內之考績。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9年5月4日總處培字第1090032298

號書函略以，國旅卡強制休假補助費之核發，應具備公務

人員持國旅卡、在特約商店刷卡消費等要件，惟公務人員

如因年中亡故或罹患傷病，導致其無法親持國旅卡於特約

商店刷卡消費以請領休假補助費，為維護當事人權益，分

別處理如下：

(一)公務人員因年中亡故，未及於年度內親持國旅卡於特

    約商店刷卡消費，其尚未請領完畢之強制休假補助費

    應全數發給，不受休假改進措施規定之限制。

(二)公務人員因罹患傷病，致無法親持國旅卡於特約商店

    刷卡消費，機關得依休假改進措施第3點規定，擬訂符

    合實際需求之措施，報請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以解

    決其無法請領強制休假補助費之問題。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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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查前開銓敘部令略以，該部1 0 2年1 2月2 3日部退四字第

1023791482號書函釋示，聘僱人員於同一機關學校聘僱期

間，具有「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現

為「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給與辦法」；以下簡稱給與

辦法）第6條所定「因違反契約所定義務而經服務機關學校

予以解聘僱」或「未經服務機關學校同意而於契約期限屆

滿前離職」情事，僅得發給自提儲金本息，但仍應以其於

契約期限內有上開所定不得發給公提儲金本息之事實為限

；至於其他各期未有上開情事之年度契約，具有給與辦法

第5條所定「因契約期限屆滿離職」或「經服務機關學校同

意於契約期限屆滿前離職」情事，應發給公、自提儲金本

息。

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86年7月4日八十六局給字第20461號

書函、86年7月23日八十六局給字第25074號函與上開銓敘

部書函未合，自102年12月23日停止適用。

      

   有關聘僱人員於同一機關學校聘僱期間，具有「因違反契約

所定義務而經服務機關學校予以解聘僱」或「未經服務機關學

校同意而於契約期限屆滿前離職」情事，其公、自提儲金本息

應 如 何 發 給 一 案 ( 依 據 銓 敘 部 1 0 9 年 5 月 2 9 日 部 退 四 字 第

1094940141號令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