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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峰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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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1.01

許惠萍 本府主計處決算科科長 本府消防局會計室主任 11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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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福利相關函釋

一、有關公教人員保險之保險費率，不適用年金規定之被保險人及適用年金規定之
被保險人，自111年1月1日起分別調整為7.83％及10.16％一案，請查照。

（併附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10年11月3日總處給字第1100002936號函、銓敘部同
年月日部退一字第1105397889號函副本及其附件影本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eFq_wmES--hn1Xfu18a1jHJ4fXDETvOt/view?usp=sharing）

二、為有效提昇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繳納作業效率，請各機關學校於每月完成繳
納作業後，無論有無異動資料，均務必配合辦理網路傳輸作業，請查照。

（檢附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110年11月4日台管業二字第1101609726
號函及附件影本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3O1Rl6o_3WUE1SmnVep5ZUVM5f8smgoc/view?usp=sharing）

三、民國99年12月30日訂定發布之「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撥補繳費用辦法」業經
銓敘部於110年11月5日以部退三字第11053981011號令廢止，檢送發布令影本
及原條文各1份，請查照。

（檢附銓敘部110年11月5日部退三字第11053981013號函及附件影本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y3qaFcWUUhOc5hLuvjz3ND9OAyJ70ECA/view?usp=sharing）

四、亡故支領月退休金教師如無合法之遺屬一次金領受遺族，得否由實際辦理其
喪葬事宜之其他親屬，檢據向原服務學校申請核銷喪葬費用一案，請依教育部
書函辦理。

（檢附教育部110年11月9日臺教人(四)字第1100139537號書函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HhAF0Shb-5sqIpmxp531ps7JW3Hfo8yU/view?usp=sharing）

五、為利臺灣銀行國內營運部每年1月1日辦理優惠存款整批續存作業並避免發生追
繳溢領優惠存款利息之情事，請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確實依教育部書函說明事
項辦理。

（檢附教育部110年11月12日臺教人(四)字第1100152862號書函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mSGm8GKh5cmFUs1Uj_HXTRKuqlEPFsq7/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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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績宣導
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110年公務人員考績（成）作業，請依本府及銓敘部規定辦理。
（依據銓敘部110年10月14日府秘庶字第1100168751號函及本府110年11月29日府人
考字第1100196286號函辦理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uoWwQSyiX2lvCFjviueLfr8LqrPd5o1O/view?usp=sharing）

110年公務人員考績作業說明會
時間：110年12月7日（星期二）下午3時30分
地點：本府文康中心
講師：人事處科長黃能鋒、科員吳怡萱及科員李曉筑

※歡迎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承辦考績業務同仁報名參加

獎懲作業規定宣導
本府所屬各機關學校自治法規之制（訂）定、修正案件，得否核予有功人員行政獎
勵一案，請依本府規定辦理。
（依據本府110年11月26日府人考字第1100195499號函辦理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GSEl03E7QUKtp7YeYfDf_fFDFh52uzrr/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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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個案）故事人事案例

待遇加給篇-提敘俸級

備註：各主題案例僅為原則性規定，相關個案如涉及事實及管理認定，仍請洽各相
關權責機關（構）意見辦理。（上述案例經本處酌修）

※資料來源：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人事個案智慧共享整合平臺
https://www.dgpa.gov.tw/acase/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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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全國性公民投票

公民投票
選舉、罷免、創制、複決是我國憲法賦予人民的參政權，92年 12月 31日公民

投票法公布施行後，人民可以用公民投票方式，來決定法律、立法原則或重大政策
，施行以來先後舉行 4次計 16案全國性公民投票。

107年 1月 3日公民投票法修正條文公布施行，此次修正重點包括：全國性公
民投票之主管機關改為中央選舉委員會、投票年齡降為十八歲、廢除公民投票審議
委員會、建置電子提案及連署系統，並大幅降低提案、連署及通過門檻，可望擴大
民眾政治參與，真正還權於民，讓台灣民主更為深化。

108年 6月 21日公民投票法部分條文再次修正公布施行，其修正要點包括：明
定提案及連署不予受理之情事、提案及連署補提以一次為限、連署人名冊應一次提
出、以及明定公民投票日定於 8月第 4個星期六，自中華民國 110年起，每 2年舉
行 1次等。

依照公民投票法規定，全國性公民投票的提出方式有「公民連署」、「行政院
提案」、「立法院提案」、「總統交付」等 4種，全國性公民投票由中央選舉委員
會主管，地方性公民投票由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主管，投票相關事務則由各
級選舉委員會負責辦理。

110年全國性公民投票第 17至第 20案
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原定於中華民國 110年 8月 28日辦理之全

國性公民投票案第 17案至第 20案，改定於 110年 12月 18日（星期六）上午 8時
起至下午 4時止舉行投票。本次公投共四案，
一、第 17案：您是否同意核四啟封商轉發電？【公投票為白色】
二、第 18案：你是否同意政府應全面禁止進口含有萊克多巴胺之乙型受體素豬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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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肉品、內臟及其相關產製品？【公投票為淺黃色】
三、第 19案：你是否同意公民投票案公告成立後半年內，若該期間內遇有全國性

選舉時，在符合公民投票法規定之情形下，公民投票應與該選舉同日舉行？【
公投票為淺粉紅色】

四、第 20案：您是否同意中油第三天然氣接收站遷離桃園大潭藻礁海岸及海域？
（即北起觀音溪出海口，南至新屋溪出海口之海岸，及由上述海岸最低潮線往
外平行延伸五公里之海域）【公投票為金黃色】

投票時間、方式及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一、投票時間：中華民國 110年 12月 18日（

星期六）上午 8時起至下午 4時止。
二、投票權人資格：中華民國國民，年滿 18

歲，即民國 92年 8月 28日以前（包括當日）出生，現在中華民國繼續居住 6
個月以上，即於民國 110年 2月 28日以前（包括當日）遷入設有戶籍，至民
國 110年 8月 27日繼續居住，無受監護宣告（禁治產宣告）尚未撤銷者，為
全國性公民投票案第 17至第 20案投票權人。

三、投票權人投票應注意事項：
（一）須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如未攜帶投票通知單，務請記

住投票通知單上之名冊號次，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國民身分證如有遺
失，請於投票日前至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補發（投票當日，戶政事務所不
受理換補發國民身分證）。

（二）110年全國性公民投票原定投票日期為 110年 8月 28日，因受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疫情影響，改定於 110年 12月 18日舉行投票，故投票權人仍以原投
票日 110年 8月 28日有投票權資格之投票權人為限。另依公民投票法第 24
條準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20條規定，已編入投票權人名冊之投票權人
於 110年 8月 9日（含當日）以後遷出者，仍應在原戶籍地投票所投票。

（三）投票權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投票所投票；逾時不得進入投票所。但已
於規定時間內到達投票所尚未投票者，仍可投票。

（四）投票權人及依規定陪同之家屬或陪同之人請勿攜帶行動電話或其他具攝影功
能之器材進入投票所，如有攜帶行動電話或其他具攝影功能之器材者，請投
票權人或其陪同之家屬或陪同之人將行動電話或具攝影功能之器材暫請他人
代管或交由投票所工作人員（查驗國民身分證管理員）代為保管 (但已關閉
電源之行動裝置，不在此限)。

（五）投票權人在投票時，如果有下列情事之一，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
察員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依公民投票法第 43條規定，處 2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20 萬元以下罰金。

1. 穿著佩帶具有公民投票相關文字、符號或圖像之貼紙、服飾或其他物品、在
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六）投票權人領得公投票後，應立即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自行於「
同意」或「不同意」上方圈選欄圈蓋，並將公投票摺疊投入票匭，不得逗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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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將公投票攜出投票所。如將公投票攜出投票所，依公民投票法第 41條規
定，處 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金。

※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網站 https://2021.cec.gov.tw/index.html#gsc.ta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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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第3次國家報
告審查委員會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節錄

對女性基於性別的暴力
意見：審查委員會關切基於性別對女性的暴力行為之比率居高不下，包括身體、心

理、性、經濟方面之暴力，以及當前發生於網路及其他數位環境之暴力形式
。審查委員會亦關切據傳有大量專業司法人員並不認為家暴是性別議題。審
查委員會亦關切《家庭暴力防治法》中並未具體提及針對女性之家暴。

建議：
一、根據CEDAW委員會第 35號一般性建議，修正《家庭暴力防治法》以明確指

出基於性別對女性暴力行為。
二、提升對於網路暴力之認知並針對仇恨言論制定措施，此措施應包含提供監管

機制以評估措施成效並設計補救作法行動，並特別聚焦於面臨基於性別或意
識形態仇恨言論導致交叉歧視之女性，如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女性及雙
性人。

三、透過受害者去汙名化及提升大眾對此等行為之犯罪本質的認知，鼓勵女性舉
報暴力事件，確保有效調查所有通報事件，並起訴及適當懲罰犯罪者。

四、確保有關受害者／倖存者之所有法律訴訟、保護及支持措施和服務皆尊重並
增強受害者／倖存者之自主性。

五、系統性地收集對女性施暴所有形式之統計數據，依暴力形式、年齡、身心障
礙、族裔、犯罪者與受害者關係來分類，並收集犯罪通報、起訴、定罪、判
刑之數據，以及受害者獲得賠償之數據。

婦女及女孩人口販運及性交易剝削
意見：審查委員會注意到性交易受到《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80條懲罰。委員會亦

注意到《刑法》將引誘、容留、媒介性交易之行為視為犯罪行為。根據《刑
法》第 231條遭起訴及定罪之人數，及根據《社會秩序維護法》遭懲罰之人
數顯示，性交易女性人數相當可觀。審查委員會遺憾的是，目前並無依被定
罪者及性交易程度分類之性別統計，亦無減少性交易需求之措施或為希望脫
離性交易之女性設計脫離方案。

建議：
一、修正《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80條及《刑法》第 231條，確保性交易女性不因

性交易而遭罰緩與定罪（包括目前構成犯罪行為「意圖使他人為性交易」之
行為）。

二、彙編有關性交易女性之資訊，並據此規劃降低性交易需求之措施，並協助希
望脫離性交易之女性，包括為其提供創造收入的其他機會。

政治、公共及經濟決策參與
意見：審查委員會注意到女性於政治及公共參與的進展，包括有更多女性獲選立委

及臺灣於 2016年選出首位女性總統。亦注意到監察院中女性比例顯著增加
。然而，審查委員會關切大法官、司法體系中高階職位、市長、其他民選地
方首長、上市公司董事長及監察人、資深外交官員、海外代表團團長，以及
醫療機構、教育及研究機構中，特別是行政主管人員，女性持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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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一、確保有效落實現有措施以進一步增加女性於政治及公共參與之代表性，特別

是在各層級之決策以及公私機構、企業中的領導職位。
二、於公共、政治及經濟決策中經選舉及指派所產生之職位上，加速女性充分和

平等的參與，包括透過採用更有效的暫行特別措施，如法定配額，以符合
CEDAW第 4條第1段以及 CEDAW委員會第 25號和第 23號一般性建議。

三、採取特定措施，包括暫行特別措施，以促進身心障礙女性及其他不利處境群
體女性於決策職位上之代表性。

性騷擾、性侵害、性霸凌
意見：審查委員會擔心校園中會繼續發生性騷擾、性侵害和性霸凌，尤其是針對女

孩、身心障礙、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雙性人及外國籍學生等。
建議：強化政策措施和教育計畫，以防止校園性騷擾、性侵害和性霸凌。審查委員

會建議定期調查與分析，並採取聚焦且客製化的積極政策措施解決問題，特
別著重防治對女孩、聽覺和聲語功能缺損者及智能障礙者，以及同性戀、雙
性戀、跨性別、雙性人和外國籍學生之侵害。

勞動市場參與、職業隔離、同工同酬
意見：審查委員會注意到女性勞參率於 2013至 2016年間僅微幅上升，增幅低於男

性。勞動市場垂直與水平性別隔離現象十分顯著。審查委員會亦注意到女性
與男性之間的薪資差距約為 14%。審查委員會亦關切臺灣似乎缺乏促進同工
同酬之政策。勞動部於 2015至 2016年間委託進行的研究指出，實現同工同
酬及同值同酬有許多障礙。

建議：持續努力促進女性參與勞動市場和減少性別隔離，不僅提倡傳統男性為主之
行業雇用女性，如資訊通訊科技、科學、數學、科技等產業，亦提倡傳統女
性為主之行業雇用男性，如照顧、教育領域。審查委員會進一步建議政府應
釐清同工同酬之相關概念，並引進評估方案比較可能同值之不同種類工作，
開發工具以消弭現存薪資結構中之歧視因素。審查委員會亦敦促政府改善薪
資資料之統計，應依性別、技術程度、產業、職業、年齡與族裔加以分類。

性別平等教育法
意見：審查委員會認可政府於提升婦女健康方面之努力，如為多數健康照護專家提

供性別議題培訓，以及創立整合式門診、診所以打造友善婦女之健康照護環
境。不過審查委員會關切仍缺乏全面性有效之婦女健康政策。

建議：政府將上項法規譯名改為 Gender Equality Education Act。

婦女健康政策
意見：審查委員會關切《性別平等教育法》之英譯 Gender Equity Education Act

未正確反映 CEDAW用語，此英譯對理解教育中之性別平等概念造成混淆。
建議：政府增加人力、技術與財務資源來執行婦女健康政策國家行動方案，並建立

具可測量指標之監督機制，以確保該方案能實際發揮功用。

身心障礙女性之適當健康照護權利
意見：審查委員會關切身心障礙女性無法取得醫療服務之情況，包括心理健康。然

而審查委員會從其他資訊得知政府於許多情況下並未履行其尊重、保障和
實現身心障礙女性取得符合他們特別需求之健康照護權利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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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醫療服務應回應且敏察身心障礙婦女和女孩之需求，並提供 及時且全面之
心理健康、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務，包括避孕與愛滋病預防。政府應提供身
心障礙女性專門的支持服務，且服務應涵蓋農村、偏遠地區及離島等地。

婚姻與家庭關係
意見：審查委員會注意到有關將男女訂定婚約的最低年齡均訂於 17歲、最低結婚

年齡均訂於 18歲，以及在法律上承認同性婚姻，已於 2017年達成初步的
共識。儘管如此，有鑑於民法第 973條和第 980 條修正案已於 2013年開始
審議，審查委員會對其極為緩慢的進展表示關切。

建議：政府確保在司法院第 748號解釋所示的時間範圍內，亦即 2019年 5月前通過
關於訂婚、結婚年齡的修正案以及同性婚姻合法化勿再有任何延遲。

離婚的經濟後果
意見：審查委員會關切目前關於離婚時財產分配的立法未能充分考慮到配偶雙方的

收入潛力和人力資本的差異，而且現行立法可能無法充分解決因勞動力市場
中現存之性別隔離持續性別薪資差距，以及婦女擔任大部分無償工作所導致
配偶間經濟不對等問題。

建議：政府研究離婚對配偶雙方造成的經濟後果，並特別注意男性配偶因其全職和
不被打斷之職涯模式而強化的自身人力資本和收入潛力。審查委員會建議政
府根據該研究的結果檢視現行立法，以使其符合 CEDAW委員會第 29號一般
性建議（關於婚姻、家庭關係及其解除後的經濟後果）。

災害風險減輕及氣候變遷
意見：審查委員會欣見政府致力於透過降低風險策略因應氣候變遷；然而，委員會

注意到政府未能充分考慮到天然災害中女性的特殊脆弱性，亦未能體認到她
們作為促進改變行動者的能力。

建議：提請政府注意 CEDAW委員會第 37號一般性建議（關於氣候變遷下災害風險
減輕的性別相關面向），並建議政府確保女性，尤其是農村和原住民婦女，
有效參與制定和實施災害風險減輕和氣候變遷的相關政策和行動計畫，不僅
是因為她們受到不成比例的嚴重影響，還因為她們是促進改變行動者。

※資料來源：CEDAW第 3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與建議-中文

拒絕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課程
課程名稱：CEDAW審查委員給臺灣的情書：機關業務與 CEDAW關聯性及第 3次國家

報告結論性建議與意見之介紹
時間：110年 12月15日（星期三）下午1時 30分至 4時 30分
地點：本府多媒體簡報室
講師：台灣人權促進會副秘書長、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執行秘

書施逸翔先生

※歡迎本府各單位及所屬一、二級機關同仁踴躍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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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成長營第8場次

課程名稱：退撫給與發放（含溢領追繳）實務作業解析
時間：110年 12月 7日（星期二）下午 2時
地點：本府文康中心
講師：人事處科員游雅雯

※歡迎本縣所屬機關學校專、兼任人事人員踴躍報名參加

員工協助方案

110年 11月 10日（星期三）下午 1時 30分在本府多媒體簡報室辦理員工協助方案
之「壓力麥擱來壓~運動改善健康」，特別邀請美國國家老年學榮譽學會郭哲誠講
師講授，計有 52人次參加。

美國國家老年學榮譽學會郭哲誠講師講授「壓力麥擱來壓~運動改善健康」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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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成長營

本府人事處於110年11月17日（星期三）下午2時在本府201會議室辦理110年度人事
成長營第7場次，邀請本縣冬山鄉順安國民小學人事室主任游郁淳講授「不休假加
班費、年終及考績獎金法規與實務探討」課程，計有39位本縣所屬機關學校專、兼
任人事人員參加。

順安國小人事室主任游郁淳講課情形

110年政策宣導研習班
本府於 110年 11月 29日（星期一）辦理「110年政策宣導研習班」，上午場「全
民國防教育─全民防衛 守護家園」邀請國防部陸軍司令部戰備訓練處退伍上校潘
道雄擔任講座；下午場「性騷擾防治─雞排妹的眼淚是真的嗎？談 CEDAW性別主
流化及性騷擾」邀請國立空中大學副校長沈中元擔任講座，合計 71人參訓。課程
中講師運用豐富的實務經驗與風趣幽默的口才，帶領大家更進一步瞭解全民國防與
性騷擾核心內容。

國防部陸軍司令部戰備訓練處退伍上校潘
道雄講授全民防衛動員的精神與內涵

國立空中大學副校長沈中元以深入淺出的
方式解說相關法學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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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國防教育宣導

國軍第55屆文藝金像獎頒獎典禮

國軍第55屆文藝金像獎以「軍人-當之無愧的英雄」為主題，展現國軍官兵協
助對抗疫情、紓解水情以及面對嚴峻敵情時，毫不遲疑挺身而出的勇敢與信念。頒
獎典禮於110年11月26日晚間在國防部博愛營區盛大舉辦，由國防部長邱國正先生
主持，國軍官兵與社會各界得獎者，齊聚一堂接受表揚。

「國軍文藝金像獎」是以時代脈動為經
，以真理、良善、美感為緯，目的在激發國
軍精神戰力，用各種創作方式向先賢先烈致
敬。「允文養心、允武養力」，國軍是術德
兼備、允文允武的優質部隊，透過文藝的力
量，將無形戰力溶入有形戰力，用軟實力彰
顯硬實力，這是一種正向能量的宣傳，更是
把軍民連結在一起的橋梁。

影片連結網址：
https://ppt.cc/fbv1Q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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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瘟疫與人：傳染病對人類歷史
的衝擊

作者：William H. McNeill
譯者：楊玉齡
出版社：遠見天下文化
出版日：2020/2/19
ISBN：9789862488300

瘟疫，是人類最深的恐懼，病菌，是塑造人類歷史的推手，槍砲、鋼鐵
也擋不住這股力量！人類實踐了太空旅行，卻擺脫不了傳染病的威脅。全球
化消弭了疾病散播的界線，而社群加深了恐懼，面對新型冠狀病毒、SARS、
伊波拉、流感病毒……「瞭解」是處理恐懼最好的方式！

William H. McNeill以編年的手法，從史前時代至本世紀前半，詳實探討傳染
病如何肆虐歐洲、亞洲、非洲等文明發源地，而這些疾病又如何形塑不同文明
的特色。《瘟疫與人》為讀者揭示一幕幕條分縷析、鉅細靡遺的傳染病與文明
交融史。健康的社會來自於健康的個人，每一個人都是傳染病流行網上的一個
節點。愈多人擁有來自自然感染或預防接種的免疫力，社會暴發傳染病流行的
可能性就愈低。既然健康是權利而保健是義務，防疫工作自然是人人有責。了
解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有助於體會防疫保健的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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