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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福利相關函釋

一、「公教人員保險失能給付標準」附表業經銓敘部以民國110年11月29日部退一
字第11054057641號令修正發布；檢送發布令影本、修正附表、總說明及對照
表各1份，請查照。

（檢附銓敘部110年11月29日部退一字第11054057643號函及附件影本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h-JJP2wL9W5DMuOqW9bCt4M8BIOo6C7H/view?usp=sharing）

二、轉知行政院核定「防（檢）疫機關公職獸醫師（佐）工作費支給表」1份，並
溯自110年12月1日生效，請查照。

（檢附本府110年12月2日府農畜字第1100194625號函副本及附件影本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NPE0R4Yib3ytm8zhIZekzBr32qzmivY6/view?usp=sharing）

三、行政院訂定「一百十年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自即日生效
，請查照。

（檢附行政院110年12月3日院授人給字第1104001319號函及附件影本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ZBD3E-z4pM41duBhizcWUGvO2BI12M5m/view?usp=sharing）

四、公教人員保險被保險人受免職、解聘、休職、撤職或免除職務處分，於民國
110年10月22日以後，因撤銷、廢止或其他事由而溯及既往失效者，其復職（
聘）後之追溯加保規範，請依銓敘部110年12月6日部退一字第11054037291號
令辦理，請查照。

（檢附銓敘部110年12月6日部退一字第11054037291號令影本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6OgEDPwp0U8IFgH7960f-nwBAIZG02md/view?usp=sharing）

五、有關軍公教人員退撫基金提撥費率自民國111年1月1起調整為14％一案，相關
作業程序請依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函說明辦理，請查照。

（檢附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 110年12月10日台管業一字第
1101618044號函影本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LIcStQ3ZLbY4Xy02BKJpA8pzenWuUOD5/view?usp=sharing）

六、有關「各機關學校用人費用管理資訊系統」（下稱用人費用系統）業完成介接
行政院主計總處「地方政府歲計會計資訊管理系統」（下稱CBA系統）一案
，請查照並配合辦理。

（檢附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10年12月13日總處給字第1104001546號書函及附件
各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cfYqZ9ohb8lm_jjaPSWEo_T6jsHkVpTM/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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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有關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於實務訓練期間，如有實際從事工程業務之事實並
具績效表現者，得比照現職人員發給工程獎金一案，請依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
委員會函說明辦理，請查照。

（檢附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110年12月24日公訓字第1100011821號函1份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lsQdx5_7vpuklyWkBd9hRPLh0VLBAfv/view?usp=sharing）

差勤宣導
一、自111年1月1日起，各機關於核計公務人員休假日數時，其所具公務人員考試

錄取訓練期間，以及曾服務於政府機關（構）、公立學校之全時專任人員年資
，得採計為公務人員休假年資。
（銓敘部110年8月24日部法二字第11053777382號函及本府110年8月30日府人考
字第1100140643號函諒達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9VdD4ZncCTFO80XqbgW8SOd1HkmyoVBk/view?usp=sharing）

二、聘僱人員慰勞假之年資採計係準用公務人員請假規則或其他公務人員法令之規
定，爰自111年1月1日起，聘僱人員慰勞假年資採計，準用銓敘部110年8月24
日令函規定計算。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10年8月30日總處培字第1100027305號函及本府110年8月

31日府人考字第1100140889號函諒達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C6DJhV02kQM6_cWsbEmrYRcKv0AAZ0og/view?usp=sharing）

考績宣導
各機關（學校）110  年公務人員年終（另予）考績  案報送起始日預計於111年1月中
旬起至111年1月28日止（實際報送起始日將另行公告），另有關報送作業之注意事
項，請依本府110年11月29日府人考字第1100196286號函說明辦理。

兼職宣導
銓敘部110  年度公務員兼職查核  資料已上傳至銓敘業務網路作業系統之公務員兼職
查核平台，請各機關儘速辦理複查並依個案情況進行事實認定，另為避免公務員違
法經營商業，請依銓敘部105年5月5日部法一字第1054103148號函要求現職人員定
期（每年或間年），及新進人員於就（到）職時填具「公務員經營商業及兼職情形
調查表」。
（銓敘部110年12月27日部法一字第1105409327號函及本府110年12月29日府人考字
第1100213164號函諒達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g9tQJdY4BGozqLR4D0Q2dOhaaLxvPMz/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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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個案）故事人事案例

品德修養及工作績效激勵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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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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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宜蘭縣模範公務人員及績優人員選拔

有關本縣111年模範公務人員及績優人員選拔，本府已於110年12月20日函請各機關
學校、鄉（鎮、市）公所及代表會於111年1月28日（星期五）前函報本府審議，請
各機關推薦所屬績優同仁參加選拔。

（本府110年12月20日府人考字第1100208669號函諒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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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年終工作獎金案例

學校於 12月份聘用短期代理教師，其年終工作獎金應依注意事項第三點（七
）辦理，而非依第十三點計算。（理由：代理教師性質屬職務代理人，非按日計酬
臨時人員）

查 110年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第三點（七）規定，12月份到職且於當月
31日以前離職未再擔任公教職務者，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年度中未曾在職者，應依 12月份實際支給之薪酬數額乘以 1.5 個月乘以十二分

之一計算發給。
例如：甲校於 110年 12月 9日及 10日兩天聘任A師擔任代理教師(以 170 元聘
任，待遇基準為 21,065+20,700=41,765)，因其全年度只有代理這兩天，應按 12
月實支薪酬（即 1,347×2=2,694）發給年終工作獎金 337 元（=2,694×1.5×1/12）

※提醒：未具合格教師證者，其學術研究費（20,700 元）應改以八折（16,560 元）
計算。

二、年度中曾在職者，依第六點第一項第一款年資採計之規定計算發給年終工作獎
金。
例如：乙校於 110年 12月 16日及 17日兩天聘任 B師擔任代理教師（以 170 元
聘任，待遇基準為 21,065+20,700=41,765），惟 B師 110年曾於丙校擔任短期
代理教師 3 個月又 29 天，其全年任職月數比例為 5 個月(2 天+3 個月 29 天＝4
個月又 1 天 =5 個月 )，其年終工作獎金應按待遇基準發給 26,103 元
（=41,765×1.5×5/12）

※提醒：未具合格教師證者，其學術研究費（20,700元）應改以八折（16,560元）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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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愛地球 從減塑做起
保護環境資源與維護生態平衡，追求永續發展是全球趨勢，也是每一世代必須

肩負的責任。近年世界各國為共同維護地球之寧靜和諧與互利共生，使人們之居住
環境免於持續遭受污染破壞，仍致力維持生態體系之平衡，以求永續發展之環境能
生生不息。

全球塑膠廢棄物造成環境問題日趨嚴重，根據聯合國統計，每年約有 800 萬噸
（1 卡車/分鐘）的塑膠垃圾進入海洋，再不減量，至 2050年海中的塑膠垃圾將比
魚還多，影響食物鏈及人類飲食，因此減塑、限塑勢在必行。聯合國於 106年 6月
召開的海洋大會中已將海洋塑膠廢棄物改善列為當前重要工作，各國也開始積極採
取改善行動。根據臺灣過去 10年淨灘的統計顯示，寶特瓶、塑膠吸管、免洗餐具
、手搖杯和塑膠袋為海灘垃圾前 5名，其中一次用產品（single-use）所造成環保問
題為國際間所關注，應減少使用，以避免資源耗費。

我國自 91年推動購物用塑膠袋減量工作（限塑政策），針對一次用物品，在
有替代品的情形下，以法令限制使用，並務實針對難以執行情形，訂定排除條款。
藉由法令引導，以循序漸進方式推動，讓販賣業者配合政策逐步改變營業模式、民
間企業發展替代材質技術或新型消費模式、民眾調整消費習慣等。

愛護地球環境 減少塑膠製品

一、減少購物用塑膠袋
聯合國訂定 6月 8日為世界海洋日（World Ocean Day），辦理一系列海洋保護

活動。2017年世界海洋日主題為「我們的海洋、我們的未來（Our Oceans, Our
Future）」，保護行動的重點放在鼓勵解決塑膠污染和防止海洋垃圾。為呼應國際
對海洋塑膠垃圾議題的重視，並維護海洋生物及環境，環保署持續推動一次用塑膠
產品減量措施，並藉由法令修正，養成民眾自備購物袋的習慣，達成垃圾減量的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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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減少使用一次用飲料杯
餐飲業者販售外帶式飲料至連鎖飲料店、便利商店及速食店，每年使用約 15

億個一次用飲料杯。大量使用一次用飲料杯除耗用自然資源，使用後之飲料空杯遭
棄置而污染環境，造成生態環境及景觀破壞。

環保署 107年推動限塑民眾意向調查顯示，在「一次用外帶飲料杯」政策推動
下，已引導約 2成受訪者會經常性自備環保杯，並有超過五成民眾支持未來一次用
外帶飲料杯擴大管制。
三、減少使用免洗餐具

70年代，臺灣 B型肝炎盛行，擔心透過共用餐具互相傳染肝炎，衛生署研擬
出餐飲業管理政策一推行用公筷母匙和免洗餐具，鼓勵跟規定飲食店家採用拋棄式
木筷、紙碗盤。雖然後來醫學研究證實 B型肝炎不會透過口水傳染，但「免洗餐具
」已經成為大家眼中「衛生飲食」、「便宜方便」的象徵。由於生活型態改變，國
人在外飲食機會增加，追求快速方便的餐飲業因此興起，消費者行為亦隨之改變，
由可重複餐具轉向大量使用一次性免洗餐具，造成環境負擔。
為提倡簡僕生活，逐步改變民眾拋棄型之消費型態，減少免洗餐具之使用，我

國於 91年公告規定公部門、學校、百貨公司及購物中心、量販店、超級市場、連
鎖便利商店、連鎖速食店及有店面餐飲業不得提供塑膠類免洗餐具；為落實廢棄物
源頭減量精神，優先從不一定需要使用免洗餐具的內用環境開始管制，95年針對
政府部門、學校內之餐飲業者進一步規定消費者用餐不得提供各類材質免洗餐具，
逐步引導民眾及業者減少免洗餐具。

根據 2015年至 2018年淨灘成果統計，海洋廢棄物多為塑膠瓶蓋、塑膠提袋、
吸管、免洗餐具、玻璃瓶、寶特瓶、外帶飲料杯、其他飲料瓶與食物容器、菸蒂，
與飲食有關的一次性廢棄物為最大宗。
國際間減少使用一次性塑膠製品及免洗餐具已為趨勢潮流，包含歐盟、韓國、

上海等都有相關作為。國內部分外送餐飲業者更自發性響應環保，使用可重覆使用
之不鏽鋼便當盒作為外送餐盒容器。此外，國內不少活動亦開始提供重覆使用餐具
租借措施，減少使用免洗餐具。
四、減少使用一次用塑膠吸管

臺灣每年塑膠吸管使用量約 30億根，塑膠吸管質輕、容易取得、體積小，使
用後隨意棄置歷年淨灘廢棄物排名前 5名，另在國際上，第四屆聯合國環境大會
170 個與會國誓言在西元 2030年前大幅削減免洗塑膠製品，歐盟已規劃將於西元
2021年禁用包含吸管在內已有適合替代品的一次用塑膠產品。

2015年海洋生物學家在哥斯大黎加發現一隻海龜的鼻孔裡卡了長達 15公分塑
膠吸管，引起了各界對於一次用塑膠吸管的重視（影片連結： https://
www.youtube.com/watch?v=4wH878t78bw）。影片放出後，環保團體紛紛呼籲要禁用
塑膠吸管，連帶推動了相關法令的訂定，而我國於 108年 7月 1日針對政府部門、
學校、百貨公司及購物中心、連鎖速食業者，要求內用不得提供一次用塑膠吸管。

考量減塑是國際趨勢，也可減少塑膠對水中生物的影響，落實環保事項，且民
眾養成不使用一次用塑膠吸管亦需要時間，環保署為引導民眾改變習慣，優先從「
不一定需要使用吸管」的內用環境開始管制，逐步引導民眾及業者適應。
五、不使用含塑膠微粒的產品

使用添加塑膠微粒產品，因塑膠微粒粒徑過小，污水處理設施無法有效收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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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致排入水域中。水中生物誤認為食物吞食後存於體內，再經由人類補獲食用進
入人體，造成健康危害。（塑膠微粒：表面積大，易吸附污染物或致病菌，對人體
造成危害）
六、網購包裝減量，避免過度包裝

近年來因網路普及，民眾購物型態改變，國內網路購物使得物流業務大幅成長
，相關廢棄物與日俱增，進而衍生環境衝擊。物流包裝衍生的廢棄物，例如緩衝材
、外紙箱等所產生的環境衝擊及資源浪費問題，已是全球共同的議題。

環保署為了提倡包裝減量政策，自民國 89年起，開始規劃相關管制方式。過
度包裝主要原因為：包太多層、包裝空間比例太大、包裝成本過高、包裝材質種類
太多，大多數民眾認為前兩項是過度包裝的主要原因。民國 94年 7月 1日公告「
限制產品過度包裝」法令，將一般民眾認為過度包裝情形較嚴重的糕餅禮盒、酒禮
盒、化粧品禮盒、加工食品禮盒及電腦程式著作光碟等五大類產品列為管制的指定
產品。

響應減塑活動 從自身做起
塑膠垃圾於短時間內不易自然分解，政府除

持續推動一次用塑膠產品減量措施，希望更多企
業配合塑膠袋減量政策，也期盼全民響應「自備
、重複、少用」減塑新生活運動，減少用過即丟
的產品，改變拋棄型的生活習慣，共同珍惜資源
，用行動愛護地球，期許我國 2030年能達成全
面禁用吸管、飲料杯、購物袋、免洗餐具等 4 大
類一次用塑膠製品之願景。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網站 https://www.ep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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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性別刻板印象與偏見

相關案例
案例1：（媒體）手遊電視廣告內容出現特寫動漫女性角色的胸部晃動，並搭配「

ＯＯ回奶了～」、「大奶姊姊回奶了～」等字眼和配音。廣告涉及物化女
性身體並且塑造特定女性刻板形象。

案例2：（媒體）新聞報導以「正妹」警察或「辣妹」軍官等側重容貌或身材之形
容詞強加女性當事人，致令報導失焦，誤導民眾僅關注外觀，忽略女性於
特定職場之專業職能，加劇性別刻板印象。

案例3：（文化、習俗與社會觀念）劉君只有 1 個女兒，劉君死亡後，長輩告知其
女兒，「女性不能捧斗，應由劉君兄弟之男性子嗣捧斗」。

案例4：（文化、習俗與社會觀念）A男自小被教導男生不得入廚房，也不需要協
助分擔家務。婚後，因為雙薪家庭，雙方回家後都很疲累，太太要求家務
分工及照顧子女，但遭到A男一口回絕……。

法規指引
一、CEDAW第 5條摘要：締約各國應（a）改變男女的社會和文化行為模式，以

消除基於性別而分尊卑觀念或基於男女任務定型所產生的偏見、習俗和一切
其他做法；（b）保證家庭教育應包括正確了解母性的社會功能和確認教養子
女是父母的共同責任，當然在任何情況下都應首先考慮子女的利益。

二、相關一般性建議摘要：
（一）第 19號第 24段：（d）應採取有效措施，確保與促進新聞媒體尊重婦女。
（二）第 35號第 30段：（d）制定並執行有效的措施，鼓勵媒體消除對婦女的歧

視，包括在廣告、網路和其他數位環境中在其活動、做法和產出中消除對
婦女或婦女人權維護者等特定婦女群體做出的惡意的、有成見的描述。

※資料來源：行政院性別平等會 https://gec.ey.gov.tw/Index.aspx

9

https://gec.ey.gov.tw/Index.aspx


人事成長營

本府人事處於110年12月7日（星期二）下午2時在本府文康中心辦理110年度人事成
長營第8場次「退撫給與發放（含溢領追繳）實務作業解析」，邀請人事處科員游
雅雯講授，計有62位本縣所屬機關學校專、兼任人事人員參加。

本府人事處科員游雅雯講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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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公務人員考績作業說明會

本府於 110年 12月 7日（星期二）下午 3 時 30分在本府文康中心辦理「110年公務
人員考績說明會」，由人事處考訓科科長黃能鋒、科員吳怡萱及李曉筑說明 110年
度公務人員考績作業相關修正規定、作業流程及注意事項等，俾提升各機關學校考
績作業之正確性，計有 119人參訓。

110年度考績作業報送期程及相關注意事項說明

拒絕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課程

本府於110年12月15日（星期三）下午1時30分在本府多媒體簡報室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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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台灣人權促進會副秘書長施逸翔講授課程，計有54人參訓。

台灣人權促進會副秘書長施逸翔講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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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到，呷冬節圓仔囉！

冬至到代表一年即將接近尾聲，傳統習俗要吃湯圓，縣長為感謝同仁一整年的
工作辛勞，特別在12月21日（星期二）冬至當天，準備了熱騰騰的鹹、甜湯圓置於
本府大廳與同仁及民眾一同享用，祝賀大家冬至佳節愉快。縣長更親自到各單位向
同仁致意贈送生湯圓，讓同仁能帶回家和家人一起共享，象徵闔家團圓、福氣圓滿
，整個縣府洋溢著溫馨愉悅的傳統節慶氛圍！

在縣府大廳放置熱騰騰的鹹、甜湯圓，讓民眾及同仁一起享用！
縣長親自到各單位向同仁致意贈送生湯圓，同仁們亦熱烈迎接縣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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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國防教育宣導

職人系列—射擊職人

射擊是每一位軍人都必須會的基本技能，但要如何達到「快、狠、準」的命中
目標，所仰賴的就是在觀念和技術上的不斷精進，並把握每一次能夠使自己成長的
機會。「槍痴」郭晉愷少校長期在槍械與射擊領域上的耕耘和努力，在參加首屆世
界盃極限射擊大賽中，將平日扎實的訓練和堅強的心理素質，運用於競技場上，面
對各國好手，展現出最好的表現和能力，一步一步突破各項挑戰，造成對手緊張和
慌亂，將壓力源轉嫁到對方身上，最終脫穎而出，獲得冠軍榮耀，為國爭光，這就
如同作戰時一樣，在面臨高壓的戰場環境下，誰能克服壓力，減少在戰術和戰技上
的出錯，誰就有機會獲得戰爭的勝利。

影片連結網址：
https://ppt.cc/fAunB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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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來源：擷自國防部政治作戰局影片
「職人系列—射擊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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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瑞典模式︰你不知道的瑞典社
會，幸福的15種日常

作者：辜泳秝
出版社：商周
出版日：2019/11/9
ISBN：9789864777594

瑞典，兩百年前歐洲最窮國家，如今成就舉世驚豔的幸福進步：2018年
聯合國永續經營指標No.1；2017年富比世「全球最適合做生意」國家
No.1、US News全球最適合女性居住國家No.1；第一個立法保護新聞自由、第
一個立法禁止體罰兒童、第一個法律允許變性的國家。

瑞典人對自身成果自豪但永不自滿的態度，使這個社會積極向上，因而在
政策制定、新創能力、綠能技術等方面領先各國，給世界帶來許多新的刺激與
想法。關於瑞典人對「幸福人生，全體同享」的共識，勇於落實諸多前衛概念
的獨特思維，作者集結旅居當地多年的心得，爬梳歷史脈絡，透過生活與職場
的第一手觀察：從社會制度、價值觀、教育等面向切入，描繪這個福利國度的
性格，為臺灣追求理想社會的進程提供思索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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