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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推動人事業務工作圈名稱 
「推廣與輔導網際網路版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統（WebHR）」工

作圈—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組 

貳、圈長 
國立清水高級中學 主任 林慶修 

參、成員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商借人員 羅美玲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約僱人員 施春美 

國立臺北大學 組長 黃佳琳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主任 林清煌 

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主任 吳志忠 

國立基隆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組員 余沂家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小 主任 陳美婷 

國立華僑實驗高級中學 主任 張望然 

國立桃園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組員 翁如賢 

國立桃園啟智學校 主任 蘇俊豪 

國立武陵高級中學 主任 蘇莉芳 

國立竹北高級中學 主任 謝玥華 

國立關西高級中學 主任 施淑真 

國立苗栗高級中學 主任 白志祥 

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主任 廖春錢 

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 主任 范碧之 

國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組員 許純敏 

國立霧峰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主任 許耿源 

國立霧峰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組員 黃士娟 

國立豐原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主任 朱美惠 

國立東勢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主任 洪鳳黛 

國立大甲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主任 王玉文 

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組員 賴仁鋃 

國立員林崇實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主任 張清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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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埔里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主任 許銘義 

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主任 陳嘉財 

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組員 何宇新 

國立北港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主任 黃春梅 

國立嘉義高級中學 組員 俞嘉寧 

國立嘉義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主任 黃秋萍 

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 主任 胡素卿 

國立臺南家齊女子高級中學 組員 李雅萍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 主任 黃憲政 

國立旗美高級中學 組員 葉芸宜 

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主任 蘇明輝 

國立佳冬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主任 羅國光 

國立蘭陽女子高級中學 組員 黃雅欣 

國立宜蘭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助理員 林淑芬 

國立花蓮啟智學校 組員 陳祈卉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 主任 蘇俊銘 

國立清水高級中學 組員 余美鳳 

肆、工作內容及執行要項  
一、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以下簡稱人事總處）因應電腦軟硬體、

開發工具、資料庫架構的進步，自民國 80 年起即進行人事行

政資訊系統的開發，83 年開發 DOS 版人事管理資訊系統並推

廣至行政院所屬中央機關；86 年 9 月配合個人電腦視窗化開發

「視窗版人事管理資訊系統」（簡稱 Windows 版），並推廣至

各行政機關；89 年在節省各機關重覆開發之人力及經費考量下，

和教育部合作開發「公教人員人事管理資訊系統」（簡稱

Pemis2k），使用者含括各級行政機關（包括中央、省屬及福建

省連江縣各層級行政機關）及學校（包括國立學校及省立高中

（職）以下學校）。 

二、97年起運用服務導向架構（Service Oriented Architecture，SOA）、

Web 2.0 等新的資通訊科技觀念和技術，開發網際網路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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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資源管理資訊系統」（簡稱 WebHR），透過人事行政作業流程

再造，縱向整合基層機關及主管機關，橫向整合各人事業務主

管機關，改善基層人事人員資料重複報送，資料無法共享等問

題，達到簡化人事業務的目標。 

三、自 99 年 3 月至 102 年 10 月底止，中央機關計有行政院、國防

部、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國立故宮博物院、中央選舉委員會、

僑務委員會、客家委員會、公平交易委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臺灣省政府、福建省政府、臺灣省諮議會等 12 個主管

機關及其所屬機關（構）已完成 WebHR 導入；地方機關除臺

北市政府外，各地方政府及議會均已完成 WebHR 導入；預定

於 104 年底前所有主管機關及其所屬機關（構）將全部完成導

入 WebHR。 

四、教育部暨所屬機關（構）及學校，原預定於 103 年 5 月 1 日導

入 WebHR，為配合系統權限相關設定，教育部暨所屬機關（構）

及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延至 103 年 6 月 16 日正式上線，大

專校院則延至同年 9 月 15 日正式上線。 

五、為推廣與輔導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國教署）及

所屬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順利完成導入 WebHR 作業，擬定

下列工作內容及執行要項： 

（一）辦理 WebHR 相關訓練及培訓種籽師資。 

1、舉辦 WebHR 研習。 

2、辦理 WebHR 系統操作教育訓練。 

3、推薦種籽菁英教師參加培訓。 

（二）訂定 WebHR 輔導推廣計畫，規劃種籽師資輔導責任區、研

擬種籽師資輔導獎勵機制等。 

1、訂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統

(WebHR)實施計畫」。 

2、訂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及所屬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人事資訊系統輔導要點」。 

3、建立菁英輔導機制，就近協助處理問題。 

（三）規劃現行人事業務作業流程與 WebHR 相結合，藉由資訊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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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達到人事流程再造。 

1、撰寫 WebHR 系統作業流程操作說明。 

2、建置人事資訊交流平台。 

伍、「推廣與輔導網際網路版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統

（WebHR）」執行過程及成果 
為順利推動及完成工作圈各項重要工作內涵，共計召開一次工作

圈準備會議、一次工作圈會議、研習及教育訓練三場次，預定

10 月份進行第四場次教育訓練，茲將執行過程略述於下： 

一、舉辦網際網路版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統（WebHR）研習 

103 年 4 月 10 日及 11 日分 2 梯次假國立臺中高級工業職業學

校召開「網際網路版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統（以下簡稱 WebHR）

研習」，針對「WebHR 共通性」及「WebHR 與公教人員人事資

訊管理系統（Pemis 2K）差異性」進行介紹，並實機操作熟悉

操作介面，使人事人員對於 WebHR 有初步之認識。 

二、建置國教署及所屬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WebHR 溝通平台 

於國教署人事室現有之人事業務討論區中

（https://203.68.65.17/），建置「WebHR-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

統」專區，分有「公告區」及「問與答-Q&A」兩大區塊，提供

有關 WebHR 相關事項之公告，方便人事人員查詢，另提供人事

人員詢問有關 WebHR 遭遇之疑義，由種籽教師、責任區內之小

組長、副組長、組長進行答覆。 

三、工作圈準備會議 

為順利推廣 WebHR 並能如期完成導入作業，103 年 4 月 16 日

於國教署召開「推動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統（WebHR）實施計

畫」研商會議，邀集 8 位人事主管及同仁，集思廣益，完成「教

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統(WebHR)實

施計畫」，並經國教署 103 年 5 月 16 日以臺教國署人字第

1030055253 號函頒各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據以實施。另建立

菁英輔導機制進行輔導責任區分配及工作圈成員確認、編組及

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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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召開工作圈會議 

為積極達成推廣網際網路版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統（WebHR）

與輔導相關人事資訊系統等目標，於 103 年 5 月 28 日假國立和

美實驗學校召開第一次工作圈會議，經與會圈員充分討論，依

各圈員學校之專長分組負責，並落實以下事項： 

（一）訂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及所屬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人事資訊系統輔導要點」並據以執行。 

為期導入 WebHR 後各項人事資訊系統均能順利可行，研擬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及所屬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人

事資訊系統輔導要點」及「網際網路版人力資源管理系統

（WebHR）轉檔前置作業注意事項」，並經國教署於 103 年 6

月 4日以臺教國署人字第 1030060884號函送各校據以執行。 

（二）宣導有關導入 WebHR 前各校應完成及應行注意事項 

為協助各校順利完成 Pemis2K 資料庫轉檔至 WebHR 資料庫，

製作「網際網路版人力資源管理系統（WebHR）轉檔前置作

業注意事項」、「Pemis2K 資料庫上傳至教育部 FTP 主機操作說

明」及「轉檔後應行注意事項」，請各校依據導入日程表，先

行完成 Pemis2K 資料庫整理，以利完成轉檔作業；轉檔完成

於平行測試期，再依據「轉檔後應行注意事項」於 WebHR 中

進行各項資料檢查，期轉檔後資料正確無誤。 

（三）撰寫 WebHR 系統作業流程操作說明 

有關 WebHR 各子系統操作說明，人事總處教育訓練講義均有

詳細說明，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亦有類似之操作說明，惟缺

乏以人事業務流程為導向之操作說明，擬將圈員分組，針對

人事業務作業流程結合 WebHR 撰寫作業流程操作說明，置於

國教署人事室人事業務討論區，供各校查閱。 

（四）確定 WebHR 教育訓練的課程及場次 

1、由於教育部預定於 103 年 6 月至 8 月中旬辦理 WebHR 分區

全員訓練，為免課程內容相同，造成訓練資源浪費，有關

WebHR 教育訓練課程採以人事業務作業流程方式進行訓練，

時程則配合人事業務實際作業時間實施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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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訓練講師由撰寫作業流程操作說明各組推派講師，負責講授

相關系統操作。 

五、培訓種籽師資 

（一）教育部 103 年 6 月 6 日及 6 月 9 日假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舉辦

「WebHR 種籽菁英教育訓練」，推薦 10 名對 WebHR 有興趣

並具有高度服務熱誠之人事人員參加種籽菁英教育訓練，做

為未來辦理教育訓練之師資。 

（二）教育部 103 年 6 月 13 日至 7 月 22 日分北、中、南三區辦理

「教育部暨所屬機關（構）及學校人事人員 103 年度推動網

際網路版人力資源管理系統（WebHR）全員教育訓練」推派

菁英種籽教師 4 位擔任講師，除講授 WebHR 相關操作，並

藉由與不同背景與工作經驗學員間相互回饋，透過討論互動，

提供教學相長機會。 

六、撰寫 WebHR 系統作業流程操作說明 

將圈員進行分組，將人事業務標準作業流程（SOP）結合WebHR，

撰寫以人事業務作業流程為導向並適用於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之操作說明，置於國教署人事室人事業務討論區，供各校查

閱。 

七、辦理 WebHR 系統操作教育訓練 

（一）教育部業已於 103 年 6 月至 7 月辦理 WebHR 分區全員教育

訓練，為避免課程內容相同，造成訓練資源浪費，有關 WebHR

教育訓練課程採以人事業務作業流程方式進行訓練，時程則

配合人事業務實際作業時間實施訓練。 

（二）訓練講師由撰寫 WebHR 作業流程操作說明各組推派講師，

負責講授相關系統操作。 

（三）配合 8 月份辦理教師成績考核、教師聘任及敘薪、10 月份高

普考錄取人員分發作業等業務，103 年 7 月 2 日假國立嘉義

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舉辦 WebHR 教育訓練，課程內容分別為

「差勤管理作業」、「教師成績考核作業」、「教師聘期作業（含

兼行政、導師作業）」、「教師敘薪作業」、「考試分發作業」。 

（四）另配合 11 月份教師申請 104 年 2 月自願退休、辦理 104 年

6



第 1 期月退休金、月撫慰金發放作業、104 年 1 月份辦理公

務人員年終考績等業務，預定於 103 年 10 月份假國立桃園

啟智學校再次辦理教育訓練，課程內容分別為「退休撫卹作

業（含月退休金、月撫慰金、年撫卹發放作業）」、「公務人

員年終考績作業」、「任免遷調作業（含委升薦訓練）」、「獎

懲作業（含資深優良教師）」。 

八、上線後使用情形之調查及處理 

（一）教育部暨所屬機關（構）及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於 103 年

6 月 15 日導入 WebHR，並正式上線，由於教育部暨所屬機

關（構）、學校分兩階段上線，WebHR 同時存在教育部所屬

大專校院與教育部暨所屬機關（構）及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第 1 次轉檔及測試資料，人事總處無法將測試資料庫全數

清空，導致教育部暨所屬機關（構）及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第 2 次轉檔（正式轉檔）後，發生人員資料重疊及錯誤之

情形而無法作業。 

（二）103 年 6 月 15 日發現有資料混亂之情形，即通知各校回報相

關問題，經各責任區小組長、組長彙整後，於 103 年 6 月 17

日陳報人事總處檢視參考修正。 

（三）經教育部與人事總處商討後，決議爰教育部暨所屬機關（構）

及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全數延至 103 年 9 月 15 日與大專

校院一起上線。 

陸、實施成效及建議事項  
一、具體成效 

（一）順利進行轉檔，完成導入 WebHR 正式上線 

1、先行製作「網際網路版人力資源管理系統（WebHR）轉檔前

置作業注意事項」、「Pemis2K 資料庫上傳至教育部 FTP 主機

操作說明」供各校參考，並由輔導責任區小組長、副組長、

組長協助處理疑義，6 月及 9 月 2 次轉檔大部分學校均順利

完成轉檔。 

2、另製作「轉檔後應行注意事項」提供各校轉檔後至 Web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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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檢查各項資料之參考，各校如有疑義立即由輔導責任區小

組長、副組長、組長協助解決，WebHR 於 9 月 15 日正式上

線。 

（二）輔導責任區順利組成運作 

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分佈於台澎金馬各地，範圍廣泛，為

建立菁英輔導責任區，讓人事人員能就近尋求菁英輔導人員

之協助，在最短的時間內將問題處理完畢，乃依據區域性區

分北（含金門、馬祖）、中、南（含澎湖）、東 4 區，各區置

組長 1 人，視學校數較多之區域置副組長 1 至 2 人，並依行

政區分組，各組置小組長 1 名，負責責任區域內學校有關人

事資訊系統之推動與輔導。各校於處理人事資訊業務有疑義

時，先至 PICS 人事資訊系統客服網 Q＆A 中查詢是否有相關

問題之答覆，如查無解決方式再依序洽詢各責任區內之小組

長、副組長、組長處理。對於所遭遇之問題，如組長認為屬

通案性問題有公告之必要時，則將問題及解決方式置於國教

署人事室業務討論區，公告周知。 

（三）完成 WebHR 系統作業流程操作說明 

已完成之 WebHR 系統作業流程操作說明計有「考試分發」、

「內陞作業」、「銓審作業」、「系統管理」、「委升薦訓練作業」、

「教師聘期作業」、「教師敘薪作業」、「兼行政導師作業」、「公

務人員年終考績作業」、「教師成績考核作業」、「獎懲作業」、

「差勤管理」、「個人基本資料子系統」、「相片管理子系統」、

「人事選員」等 15 項，並陸續公布於國教署人事室業務討論

區。 

（四）完成全員及種籽師資培訓 

1、教育部 103 年 6 月 6 日及 6 月 9 日舉辦「WebHR 種籽菁英

教育訓練」，共計推薦 10名參加WebHR種籽菁英教育訓練，

並推派 4 位菁英種籽教師於教育部 103 年 6 月 13 日至 7 月

22 日分區辦理「教育部暨所屬機關（構）及學校人事人員

103 年度推動網際網路版人力資源管理系統（WebHR）全員

教育訓練」時擔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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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另國教署 103 年 7 月 2 日及預定於 10 月份舉辦之 WebHR

教育訓練，講師則由撰寫 WebHR 作業流程操作說明各組推

派講師，藉以培訓種籽師資。 

二、建議事項 

（一）國教署人事室人事人員相關權限設定 

由於國教署與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於人事資訊代碼系統中同為

3 級機關，上級主管機關同為教育部，而大學附屬（設）高中、

國小其機關層級為 4 級機關，上級主管機關則為各該大學，

因此，國教署使用及輔導各校上造成許多困擾： 

1、國教署使用 WebHR 時無法檢視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資

料，而各校透過 WebHR 報送資料時均會報送至教育部，國

教署無法接收到該資料進行後續作業，亦即無法進行線上報

送及線上核定作業。 

2、於輔導或協助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解決 WebHR 問題時，

部分問題需由上級主管機關進入 WebHR 進行相關設定，國

教署並無該項權限，因此，仍須透過教育部協助處理問題。 

建議教育部於系統管理子系統授權國教署人事人員具有兼辦

教育部功能，而機關權限則僅設定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以利國教署人事人員能查詢並接收到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所報送之資料，藉以解決上述之問題。 

（二）持續維持輔導責任區之運作，表現績優者適度予以獎勵 

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分布各縣市，此次工作圈於各縣市成

立輔導責任區之組織方式，有助 WebHR 業務之推動、聯繫、

交流及問題彙整，未來導入上線後，建議維持輔導責任區之

運作，賡續協助各校正確維護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統，並對

於表現績優者適度予以獎勵。 

（三）加強 WebHR 種籽教師師資培訓及認證 

目前國教署及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通過 WebHR 種籽教師

認證僅有 2人，建議遴薦對WebHR有興趣且有高度服務熱誠，

願意分享經驗之人事人員，參加人事總處辦理之 WebHR 種籽

教師認證班，取得認證資格，成為國教署 WebHR 種籽教師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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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之菁英，分層輔導與協助處理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有關

WebHR 之相關疑義。 

（四）持續辦理 WebHR 教育訓練，並與實務結合 

辦理 WebHR 全員訓練之時間為導入 WebHR 之前，多數人事

人員僅於訓練期間或第 1 次轉檔資料測試時使用過 WebHR，

未曾有結合實務使用過 WebHR 之經驗，建議完成導入人事人

員操作過 WebHR 一段時間，且較熟悉 WebHR 之後，再辦理

教育訓練。另建議教育訓練能結合人事業務實務上之時間與

流程，於辦理某項人事業務前，先行辦理教育訓練，是人事

人員不僅瞭解該項業務辦理時之作業流程及應注意之事項，

更能明瞭辦理該項業務於 WebHR 中應執行哪些相關作業。 

（五）業務流程設定區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大專校院 

由於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大專校院在部分業務作業流程不進

相同，建議 WebHR 工具列上之業務流程設定能區分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及大專校院，以利分別參考適用。 

（六）用詞選擇 

「任免遷調 > 任免核薪 > 任免令(函)案件維護作業」及「中

等以下學校 > 教師敘薪作業 > 敘薪案件 > 教師敘薪請示

單(敘薪通知書)資料維護」中有「用詞選取」，建議教育部統

一建立任免令(函)及敘薪用詞範本，俾利各校選取使用。 

柒、結論  
當我們邁入 21 世紀數位時代，資訊科技正悄悄地改變大眾的生

活，無論是企業部門或政府部門，過去一、二十年來感受最深刻的，

莫過於所面對的環境變遷速度之快、幅度之大，是人類歷史上少見的，

數位科技的進步帶領組織走入另一個新領域。組織在面對內外部環境

變遷時，為了生存與發展，必須隨時因應環境做適當的調整與改變，

以確保其競爭力。英國首相邱吉爾曾說：「要進步就必須求變，要完

美則更須不斷求變。」因此，組織變革確有其需要。 

西方人講變革管理（change management），和我們中國人的認知

有差距，他們認為，只要與常規（routine）不同，就是 change，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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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變革」，我們就覺得嚴重了，它不僅是改變，還有革命（revolution）

的意味。因此，組織中的成員，會因其安全、習慣、穩定的需求對變

革產生不安全感，導致變革過程中的內部抗拒現象。 

現在科技突飛猛進，網際網路快速興起，利用雲端技術將資料加

以整合並共享，以簡化作業流程，WebHR 即在這環境下應運而生，

導入 WebHR 對人事人員來說是一種變革，須摒棄使用十多年已非常

習慣、順手之 Pemis2K，轉而使用陌生、不熟悉的新系統，也因此又

必須重新學習，難免會產生抗拒，形成推動時之阻力。為減少變革阻

力順利導入 WebHR，本工作圈一開始即舉辦研習，並規劃輔導責任

區，訂定推廣及輔導計畫，建立溝通平台充分溝通，適時提醒人事人

員應注意之事項，依業務流程辦理教育訓練，圈員分組撰寫操作說明，

增加人事人員參與感，化阻力為助力，減少人事人員對新系統之恐懼

及不安全感，進而願意使用新系統。 

「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期盼 WebHR 正式上線以後能真正有效

的協助人事人員處理人事業務，簡化人事業務流程，增加人事資料之

正確性，全面提升人事業務處理效率，減輕人事人員工作負擔，進而

使人事人員有更多時間提升整體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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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路版人力資源管理系統(WebHR)研習」課程表 

一、日期：103 年 4 月 10 日(星期四)、4 月 11 日(星期五) 

二、地點：國立臺中高級工業職業學校（臺中市南區高工路 191 號） 

三、研習課程： 

時 間 課 程 地點 講   師 

09:00 
│ 

09:10 
長官致詞 第 3 會議室  

09:10 
│ 

10:20 
WebHR 共通性介紹 第 3 會議室 

講師：林慶修 
助教：許耿源、黃秋萍、

何宇新 

10:20 
│ 

10:40 
休息 

10:40 
│ 

12:00 

WebHR 與Pemis 2K 各子系

統差異介紹 
第 3 會議室 

講師：林慶修 
助教：許耿源、黃秋萍、

何宇新 

12:00 
│ 

13:00 
午休時間 

13:00 
│ 

16:00 
電腦實機操作 電腦教室 

講師：林慶修 
助教：許耿源、黃秋萍、

何宇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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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成果照片 

活動名稱 時間 地點 
參與 
人數 活動成果 

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

統（WebHR）研習 
103.04.10 
103.04.11 

國立臺中高工 191 
使人事人員對於 WebHR 有初

步之認識 

活 動 照 片 

 
報到簽到 

 
國教署人事室邱主任致詞 

 
研習會場 

 
講師介紹 WebHR 

 
實機操作 

 
同仁與助教相互討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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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路版人力資源管理系統

(WebHR)(WebHR)

共通性介紹

1

Pemis2K Pemis2K 架構圖架構圖

Pemis2K

人事行政總處

公務人力

資料庫

各機關人事機構

A1.人事

資料報送

服務網

A3.待遇系統

匯出

檔案

資料庫

人事人員

A3.待遇系統

生活津貼

服務獎章

終身學習
匯入

匯出

檔案

銓 敘 部

WebHRWebHR整體架構圖整體架構圖

3

人事資料運用流向介紹人事資料運用流向介紹

公務人力

資料庫

WebHR

資料庫

交換中心

公務機關

人事人員

報送主機

人事資料

待遇資料庫

4

全國公務

人員

人事相關資

料庫

個人校對網

ECPA

人事服務網

WebHRWebHR與與Pemis2KPemis2K

主要主要差異差異

� Pemis2K為主從式架構，使用者須先安裝應用程式並注意更
新程式版本，方可正常使用；WebHR則採集中式管理，由
總處負責維護及管理，使用者不須安裝應用程式。

� WebHR系統由總處負責管理、維護及資料備份，使用單位
僅需準備可上網(Internet)電腦並裝有MS Office即可。

� Pemis2K須人工產製異動檔報送總處入檔；WebHR則於每� Pemis2K須人工產製異動檔報送總處入檔；WebHR則於每
日晚間自動將異動資料傳輸總處入檔，無須再以人工產製異
動檔報送總處。

� WebHR增加緃向主管機關流程，所屬機關報送主管機關之
考績、獎懲等資料，可透過系統介面直接傳輸，無須再產製
檔案及進行匯出、匯入等操作。

WebHRWebHR與與Pemis2KPemis2K

主要主要差異差異((續續))
� WebHR與銓敍部銓審資料庫進行整合，就組織編制、銓敍

審定、考績、退休撫卹等各項作業進行資料交換，以減輕人
事人員重覆登打資料之負擔。

� WebHR之使用權限由主管機關統一進行設定，且資料庫採
集中式管理，大幅提升資料之安全性。

� WebHR中文內碼係使用UTF-8編碼，中文字數量遠較� WebHR中文內碼係使用UTF-8編碼，中文字數量遠較
Pemis2K使用之BIG-5編碼多，可解決大部分中文姓名須自
行造字問題。

� WebHR資料庫係建置於總處，因此機關內部系統如有介接
該資料庫擷取個人資料進行利用之需求，須由主管機關端自
行準備伺服器與資料庫軟、硬體、資安設備等，方能將
WebHR資料庫相關資料傳輸回主管機關。
註、即加密傳輸通道及裝有SQL 2008 R2以上版本之資料庫
伺服主機

系統別 功能說明

終身學習網 1.薦送名單/學員成績

2.學員通過認證名單下載

待遇報送 待遇報送檔可產製送至線上待遇系統

個人校對網 配合個人校對網申請更正，針對個人的戶籍地址、通訊地

與其他系統介接與其他系統介接

個人校對網 配合個人校對網申請更正，針對個人的戶籍地址、通訊地

址、連絡電話等個人資料申請更正後，由承辦人可查詢到

校對網申請更正的資料，確認後寫入個人資料。

報送服務網 1.異動檔可由每日系統批次自動報送至A1

2.個人資料接收

主計總處 系統提供產製匯出主計人員資料,再至主計總處系統匯入

7

WebHRWebHR與銓敘部與銓敘部

資料交換項目資料交換項目

系統

別
報送銓敘部資料 現況

(打x代表不用)
接收銓敘部資料 現況

(打勾代表已完成)

組編 機關職務歸系資料 直接使用銓敘部系統 職務歸系下載更新組編作業

(透過DB/一天同步一次)

任免 銓審資料報送(含考績升等) 直接使用銓敘部系統 銓審資料接收作業(透過DB/

一天同步一次) (101/7/27建置完成)

考績 考績報送資料 銓敘部考績資料轉入

8

考績 考績報送資料

(101/3/20建置完成)

銓敘部考績資料轉入

(透過DB/一天同步一次) (100/1/5建置完成)

退撫 退休及撫卹事實表報送 待銓敘部格式定案及

資料處理方式

退休及撫卹事實表核定資料

轉入

待銓敘部格式定案及

資料處理方式

退休及撫卹歷史核定資料轉

入 (101/7/27建置完成)

月退休金發放資料轉入

(透過DB/一天同步一次) (100/9/23建置完成)

退休查驗名單上傳

(101/10/31完成,已

上版,尚未開放使用)

直接使用銓敘部系統查驗,

銓敘部讀取WebHR查驗

資料功能尚未開發

查驗結果仍需人工檢

視判斷16



基本使用環境及設定基本使用環境及設定

�基本使用環境
(含Windows/IE/Word/Excel)

�加入信任網站

�IE8以上版本—設定相容性�IE8以上版本—設定相容性

檢視

�快顯封鎖設定—取消

9

基本使用環境基本使用環境

{{Q&A:Q000831}Q&A:Q000831}

�作業系統：Windows XP(sp3以上)、Vista、

Win7等

�IE 瀏覽器 ：IE6(sp3)以上版本
勿使用Google Chrome 、Firefox 或其他瀏覽器

�MS WORD及EXCEL： (報表列印用)�MS WORD及EXCEL： (報表列印用)

使用Word,excel 2000 需更新至sp3以上版本

使用Word,excel 2003 需更新至sp2以上版本

10

透過Windows Update 網站更新Service Pack：

http://www.update.microsoft.com/

1.先確定電腦的IE版本（說明�關於IE）

如何加入信任網站如何加入信任網站

11

2.到人事服務網(https://ecpa.dgpa.gov.tw)首頁輪播區，點選
「應用系統信任網站安裝程式下載」

如何加入信任網站如何加入信任網站

＜承接下一頁＞

12

3.依作業電腦的IE版本，執行安裝檔案

4.完成後，將所有開啟的IE視窗關閉

如何加入信任網站如何加入信任網站

13

方法一：IE8以上-相容性設定（建議點選）

IE8IE8以上版本以上版本

--相容性設定相容性設定

14

方法二：

IE�工具�相容性檢視設定
將 dgpa.gov.tw 新增至相容性檢視網站清單

IE8IE8以上版本以上版本

--相容性設定相容性設定

如未設定，工具列的[人事資料查詢]或

[常用片語]，開啟後畫面無法移動

15

方法：IE�工具�快顯封鎖程式�關閉快顯封鎖程式

關閉快顯封鎖程式關閉快顯封鎖程式

★有安裝 Google工具列, Yahoo工具列, MSN工具列
之任一種,該工具列之快顯封鎖程式需要關閉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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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ebHRWebHR登入方式登入方式

2

3

1.eCPA人事服務網�輸入帳號/密碼，按【登入】

2.登入成功後，按【應用系統】

3.點選右下方的“WebHR人力資源管理系統”的(連結)

(或將它加入常用的應用系統區)
17

基本功能介紹與操作基本功能介紹與操作

�首頁配置

�選單

�待辦區

�公告區

�本機關異動資訊區

�工具列

18

首頁內容首頁內容----區塊介紹區塊介紹

工具列

待辦事項

19

選單
(Menu)

待辦事項

公告 本機關

異動資訊

小幫手

顯示區

首頁內容首頁內容----選單選單

單擊可顯示

/隱藏選單

作業子系統

下的作業模

組

作業子系統

下的子模組

20

下拉可選擇

作業之子系

統

組

子系統下的

各項作業WebHR架構設計不同於單

機版的P2K，無法一次開啟

兩個子系統，故需使用下拉

式選單切換。

１ ２

首頁內容首頁內容----待辦事項待辦事項

待辦事項：
依登入使用者及系統權限顯示其待辦案件，滑鼠移至上方可顯示詳細資訊，

若為人事主管人員可以依機關權限查詢各機關承辦人員之待辦事項。

21

1.預設顯示一個月，使用者亦可自行調整「發

佈日期」及「系統類別」，再按【查詢】，即

可查看之前及單一系統的通知案件。

2.【主管人員查詢】：登入帳號的表二資料的

「主管級別」若不為空白，此按鈕即會顯示。

首頁內容首頁內容----公告公告

系統公告：
各機關使用者不論權限均可看到系統公告內容

22

公告事項：

依登入使用者及系統權限顯示其可以看到的機關公告

首頁內容首頁內容

----本機關異動資訊本機關異動資訊
本機關異動資訊：

顯示該機關近一個月內同仁異動名單(含到職、機關內調動及離退

人員)，滑鼠移至上方可顯示詳細資訊，若為人事主管人員可以依

機關權限查詢各機關異動人員。

23

【主管人員查詢】：登入帳號的表二資料的「主

管級別」若不為空白，此按鈕即會顯示。

首頁內容首頁內容----工具列工具列

業務流程縮 工具箱： 個人設定： 業務指引： 小幫手： 兼辦機關切 登出：

放：

顯示/隱藏

WebHR內建

的業務流程

公用的系

統程式

個人用的系

統程式

線上操作手

冊、版更資

訊查詢等

顯示/隱藏

小幫手顯示

區

換：

有兼辦權限

的人才顯示

此按鈕，按

下後可切換

兼辦機關

登出系統

18



工具列工具列

----業務流程縮放業務流程縮放

業務流程特色
指引新進或剛承辦人事不熟之使用者，可依步驟作業，不用

透過選單選取相關作業

1.步驟可以跨子系統

2.可設定連結相關網頁

3.可設定下載相關表單

*此作業僅開放給主管機關設定。
25

工具列工具列

----工具箱工具箱((人事資料查詢人事資料查詢))

人事資料查詢特色
1.浮動視窗

2.可依使用者方便，移到作業

裡的其它位置

3.視窗不會因為切換到其它子

4

26

3.視窗不會因為切換到其它子

系統作業，即被關閉

4.可利用表號底線下的連結，

快速查到想檢視的表號（亦可

使用滑鼠拖曳視窗捲軸）

5.人員選單依權限機關及人員

區分權限而顯示。

*WebHR架構設計不同於單機版

的P2K，無法一次開啟兩個子系
統，承辦人員可善用此功能查

詢相關人員的21表資料。

工具列工具列

----個人設定個人設定((常用片語常用片語))

27

片語內容，

輸入500個

字都沒問題

喔!

1.先開啟相關作業畫面，並用滑鼠指定欄位
2.選取片語，按【複製到】，即可將片語複製到指定欄位

常用片語如何使用常用片語如何使用

１

２

28

客戶端檢測程式、Office版本檢查更新

工具列工具列----個人設定個人設定

((電腦環境資訊電腦環境資訊))

偵測項目：
作業系統偵測

IE版本偵測

Office版本偵測

網路速度偵測

如不需要偵測，

請勿執行！

（系統偵測網路

速度時，需要一

些時間，請耐心

等候～）

29

工具列工具列----業務指引業務指引

((線上操作手冊線上操作手冊))

30

最新的簡

報都在這

裡喔!

30

工具列工具列----業務指引業務指引

((線上操作手冊線上操作手冊))

31

除了線上操作手冊外,另提供其他主管機關分享之操作文件

31

工具列工具列----業務指引業務指引

(PICS(PICS問題登錄問題登錄))

建議不同子系統

的問題要分開提

32

的問題要分開提

問，這樣客服人

員分派案件的速

度會更快喔!

19



承辦人員遇到問

工具列工具列----業務指引業務指引

(Q&A(Q&A文件區文件區))

承辦人員遇到問

題時，可先到

Q&A裡找一下

有沒有相關解決

方式?

33

使用WebHR的

工具列工具列----業務指引業務指引

((版更資訊查詢版更資訊查詢))

使用WebHR的
機關不需再手動

執行版更作業，

所以系統提供此

功能，供承辦人

員查詢版更資訊

WebHR版更作業由總處執行，

各機關不需操作
34

＊法規連結：
顯示該作業相關的法規資訊

功能 說明

法規連結 �顯示該作業相關的法規資訊

最佳知識 �顯示該作業於人事行政總處知識平台相關的

知識資訊

工具列工具列----小幫手小幫手

知識資訊

小祕訣 �顯示該作業相關的處理祕訣及撇步

相關表件 �顯示該作業會用到的表格文件

業務流程特色
協助承辦人員在辦理該作業時，可同步參考相關資訊。

*此作業僅開放給主管機關設定，操作方式可參考系統管理子

系統簡報檔。

＜點一下即會顯示，再點一下即可隱藏＞
35

工具列工具列----小幫手小幫手

((法規連結法規連結))

36

工具列工具列----小幫手小幫手

((最佳知識最佳知識))

37

工具列工具列----小幫手小幫手

((小秘訣小秘訣))

38

工具列工具列----小幫手小幫手

((相關表件相關表件))

39

工具列工具列----登出登出

正確登出方式：為免影響下次登入系統出現異

常，請按這個按鈕登出系統，切勿使用網頁右

40

常，請按這個按鈕登出系統，切勿使用網頁右

上角 離開系統。

20



� 當機關原有人事人員已離職，而新進人事

人員尚未於該機關進行人員報到作業及建

立使用者帳號，無法進入WebHR操作時。

� 如無法以機關憑證登入，亦可請上級主管

使用機關憑證登入時機使用機關憑證登入時機

機關協助進行人員報到作業及建立使用者

帳號。

� 需先於ECPA上傳機關憑證，上傳方式請見

PICS Q&A編號: Q000815

41

機關憑證登入機關憑證登入eeCPACPA

42

於讀卡機插入機關憑證，於ECPA憑證登入輸入PIN 

Code，按【登入】

機關憑證登入機關憑證登入eeCPACPA

顯示登入的機關憑證單位名稱

使用機關憑證登入eCPA可使用功能：

�使用【權限兼辦管理功能】（此部分同人事�使用【權限兼辦管理功能】（此部分同人事
主管權限） 。

�使用應用系統【A1：人事資料報送服務網】
、【D8:銓敘業務網路作業系統】、【DD:事求
人機關徵才系統】功能。

�使用WebHR部分功能（報送服務網個人資料
接收、人員報到/離職）。

機關憑證登入機關憑證登入WebHRWebHR

輸入登入人員的

身分證號

44

身分證號

使用機關憑證登入後，只可以操作以下功能：

� 任免遷調＞報到離職＞人員報到

� 個人資料＞人事傳輸＞機關人員資料接收

� 系統管理＞權限管理＞使用者管理＞使用者帳號維護

只要現職是該機關內之人員均可使用

機關憑證模擬機關憑證模擬
自然人憑證登入自然人憑證登入WebHRWebHR

輸入ECPA帳號密碼驗證

45

輸入ECPA帳號密碼驗證

WebHR有完整功能，但下列功能需以自然人憑證登入才可以
操作：

�個人資料 > 個人基本資料 > 基本資料 > 人事21表資料維護> 

查詢個人校對網

�考績作業 > 年終辦理考績 > 考績資料媒體轉出：報送銓敘部

需先於ECPA上傳自然人憑證

如何再次回到首頁如何再次回到首頁

Ans ：將滑鼠移到首頁上方的WebHR圖示右邊，系
統會出現『回到首頁』的提示字元，點下去即可回到
首頁，不需重新登出登入WebHR～

46

請勇敢的點

【確定】，

才能用滑鼠

看到錯誤訊

息

儲存時出現紅色欄位儲存時出現紅色欄位

的錯誤訊息的錯誤訊息

＊欄位顏色區分

藍色：必填欄位

白色：非必填欄位

灰色：顯示欄位，不用輸入

紅色：錯誤欄位
47

敬請指教!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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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路版人力資源管理系統

(WebHR)

公教人員人事資訊管理系統公教人員人事資訊管理系統

(Pemis 2K)

差異性介紹

1

系統管理子系統系統管理子系統

2

與與Pemis2KPemis2K不同處說明不同處說明

結合ECPA 單一身分認證

�原Pemis2K自行維護使用者登入帳號及密碼，

而WebHR則結合人事服務網(eCPA)單一身分

認證，使用相同帳號密碼。

�原Pemis2K僅可由Pemis2K登入畫面登入系統，�原Pemis2K僅可由Pemis2K登入畫面登入系統，

而WebHR則可由人事服務網(eCPA)連接進入系

統。

�兼辦機關帳號線上切換，不需重新登入。

�新增機關憑證登入。

3

與與Pemis2KPemis2K不同處說明不同處說明

使用者帳號權限
� 新增帳號類別

� 系統管理者: 所有程式權限/所有機關權限（限定為主管機關人
員，一個主管機關底下可設定多人）

� 機關管理者: 系統管理者功能以外之所有程式權限/該機關權限

� 系統管理者功能：ex.系統管理子系統的『log記錄查詢』，此作業� ex. log

僅開放給系統管理者

� 一般使用者: 透過設定授予程式權限（指定子系統或特定作業）
及機關權限（此類帳號，需特別執行【程式權限設定】；其餘
兩種帳號類別，則不需設定）

� 功能權限移除原Pemis2K中混合模式，保留群組及個別
模式

� 群組：指子系統（可複選），區分為查詢及查詢維護權限

� 個別：指單一作業（可複選），區分為查詢及查詢維護權限

4

與與Pemis2KPemis2K不同處說明不同處說明

使用者帳號權限
� 修改權限機關設定方式

� 取消權限機關起迄區間，改採複選方式選取

� 機關權限可下至單位，可指定權限至單位層級(可複選)

� 新增任免考績獎懲承辦人員轉換作業� 新增任免考績獎懲承辦人員轉換作業

� 任免、考績、獎懲這三個子系統，目前因以下資料屬機密，會

指定承辦人員，本作業提供給機關管理者，若機關承辦人有人
員更換，可將這些未核定狀態資料移給新承辦人員

5

獎懲作業 任免作業 考績作業

獎懲令函 派免令函 聘(僱)用計
畫書(表)

升官等訓
練報送

公務人員
考績

教職員
考績

與與Pemis2KPemis2K不同處說明不同處說明

代碼/參數檔維護
� 依資料特性分類成全國性及機關自設代碼
� 原先Pemis2K中全國性CODE1,CODE2彙整為一般項目
代碼檔, CODE3彙整機關代碼檔

� 將原先CODE5中之職務類別(POTPE)、考績分批類別
(GTY)獨立出CODE51代碼檔(GTY)獨立出CODE51代碼檔

� 職稱排序檔(CODE43), CODE51代碼檔為機關自設代碼

�新增下列機關共用參數設定功能

� 健保薪資公告比率

� 退撫參數

� 勳獎章參數

� 慰問金補助標準

6

組織編制子系統

7

組織編制子系統

與與Pemis2KPemis2K差異性差異性

�主管機關可查詢所屬機關(權限機關)資料

，如：單位資料、員額、職務編號、員額

修編、職務歸系…等。

�有流程性，如：職員修編作業。所以不用

再透過檔案匯出匯入的方式來作資料的交再透過檔案匯出匯入的方式來作資料的交

換。

�可直接與其他外部系統資料交換，如職務

歸系作業可直接查詢銓敘部提供之資料並

更新至WebHR之資料庫。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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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與Pemis2KPemis2K差異差異

——機關基本資料機關基本資料

� 機關資料若在人事服務代碼網有資料

，且下載到WebHR系統，新增機關基

本資料時，會自動帶該機關之基本資

料。不須使用者登打，可利用輔助的料。不須使用者登打，可利用輔助的

畫面帶出選擇即可。

9

與與Pemis2KPemis2K差異差異

——機關基本資料機關基本資料

� 機關及單位資料，必定要建檔。避免

其他系統無法作業。

很重要

10

很重要

與與Pemis2KPemis2K差異差異

——員額維護員額維護

�Pemis2K若沒有建置「編制員額」與

「職務編號」資料時，在資料轉檔，

可以透過WebHR將銓敘部之員額及

職務編號資料，匯入WebHR系統做

後續作業處理。

11

與與Pemis2KPemis2K差異差異

——職務編號維護職務編號維護
� 增加職務歸系歷史資料查詢功能，使用者可查詢該職務新增、異動

與註銷的歷史資料。

點選「明細」，進入銓敘部之畫面

12

所屬人事承辦人員

銓敘業務網站

主管機關人員

職務歸系作業職務歸系作業

主管機關核定

建立職務歸系資料

人事管理資訊系統

主管機關人員

更新職務歸系資料庫

13

WebHR

維運資料庫

職務歸系作業職務歸系作業

14

WebHR只要接收核
定結果；其它作業還
是維持在銓敘部作業

個人傳輸子系統個人傳輸子系統

功能項 與Pemis2K不同處簡述

表二現職資料 1.取消退離檔
2.人員新進/新任/卸職，透過任免作業寫入個人資料

3.新增「服務單位科課股別」、「佔缺單位科課股別」、
「暫(照)支類別」、「暫(照)支俸(薪)點」

4.各表號的連結方式

5.功能列增加「前次檢誤錯誤查詢」
6.新增「本機關到職日」

與與Pemis2KPemis2K不同處說明不同處說明

表七教師資格資料 增列"主要科目"核取欄位

機關歷任人員資料

查詢

新增作業，可查歷任人員的調任前資料(不含表二)

<< 集中式資料庫 >>

批次相關年月計算 針對危勞降齡屆齡退休人員，設定不同的退休年齡。

個人資料校對結果
查詢

配合個人校對網申請更正，針對個人的戶籍地址、通訊地
址、連絡電話等個人資料申請更正後，由承辦人可查詢到

校對網申請更正的資料，確認後寫入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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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項 與Pemis2K不同處簡述

終身學習網 1.新增：資料介接功能 (1) 薦送名單 (2) 學員成績
2.新增：資料介接功能-學員通過認證名單下載

報表 1.報表列印增加機關起迄範圍條件

2.報表排序改用選取方式設定

3.個人資料移轉單，增加「有回覆聯」格式
4.人事基本資料表，表13、表20、表21新增「最近5年內資料」

及表13「不分年度之升官等訓練」選項。

與與Pemis2KPemis2K不同處說明不同處說明

及表13「不分年度之升官等訓練」選項。
5.增加移交清冊(員工清冊)報表

6.增加異動人員名冊報表
7.履歷表列印，增加取得個人資料校對網站的簡要自述資料。

8.離職及在職證明書列印增加稿的列印與簽章欄設定。

大批單位移轉

作業

新增大批單位移轉之功能

與其它系統核

對

取消：公保、健保系統資料核對

與與Pemis2KPemis2K不同處說明不同處說明

功能項 與Pemis2K不同處簡述

機關人員資料

傳出

1.各機關不需(手動)報送人事資料。

2.異動檔可由每日系統批次自動報送至A1（上線第１天），
亦可由主管機關承辦人手動報送。

3.取消機關初建檔報送功能(主管機關除外) ，但仍保留特定

人員資料報送功能。

4.因報送權責機關均改為主管機關，取消機關參數設定、表24.因報送權責機關均改為主管機關，取消機關參數設定、表2

權責機關設定。

機關人員資料

接收

配合【報送服務網】人事資料控管資料延續性，取消調進人
員攜帶個人全部表號至新機關，改由報送服務網下載個人全

部表號。

派令、函、聘約
(任免遷調)

1 報到資料建檔1.報到資料建檔

2.報到資料更新

(任免遷調)
表二查看
(個人資料)

新增固定給與資料新增固定給與資料

1.離職資料建檔

2.離職資料更新
(任免遷調)

機關人員報到或離職機關人員報到或離職

作業流程概念圖作業流程概念圖

人事傳輸
(個人資料)

新增固定給與資料
主管加給/地域加給

(待遇福利)

1.整批產生待遇資料
2.獎金/工作費

3.線上待遇資料報送
(待遇福利)

每日18時開始

依主管機關陸續

主動送A1報送網

人事資料檢誤
(個人資料)

10鐘分後

主動報送

報到資料建檔

任 免
報到資料更新作業

傳輸/報送服務網個人資料接收

個人基本資料子系統
(查詢編修個人資料、檢誤) 

不同主管機關調動

*同主管機關調動

*人員初任公職

等待10-15分

不需等待，表二資料 直接轉換

新進人員作業新進人員作業

傳輸/報送服務網個人資料接收 (查詢編修個人資料、檢誤) 

*人員初任公職：補齊表二、表一及表五學歷，

表六考試資料（或教師資格）

其它子系統資料查詢設定
(待遇、差勤、保險等) 

通過檢誤的資料

傳輸/異動檔
自動報送至A1 

公務人力資料庫

報到資料建檔

任 免
報到資料更新作業

個人基本資料子系統

同機關調動

其它子系統資料查詢設定

人員異動作業人員異動作業

個人基本資料子系統
(查詢編修個人資料、檢誤) 

其它子系統資料查詢設定
(待遇、差勤、保險等) 

通過檢誤的資料

傳輸/異動檔
自動報送至A1 

公務人力資料庫

21

離職資料建檔

任 免
離職資料更新作業

個人基本資料子系統
(檢誤) 

離職人員作業離職人員作業

其它子系統資料查詢設定
(差勤、保險等) 

通過檢誤的資料

傳輸/異動檔

自動報送至A1 

公務人力資料庫

任免遷調子系統任免遷調子系統

23

與與Pemis2KPemis2K不同處說明不同處說明

任免作業

Pemis2K (1)使用傳統磁片方式進行傳送及接收媒體檔來處理報

送及核定。

WebHR (1)加入了階層式的處理方式，並透過網路處理報送、

層轉、退回及核定的動作。取代了傳統的磁片的交換也

節省了時間上的傳送。

(2)為資料的安全性，針對尚未核定之派令資料，僅允(2)為資料的安全性，針對尚未核定之派令資料，僅允

許報送機關的該承辦人方可查詢自己建立的案件。直至

派令核定後才可開放給所有人查詢。

(3)若承辦人有所異動時，可於系統管理變更承辦人。

(4)為防上層機關同一時間點看到不同資料內容，報送

機關報送案件至上層機關後，即無法再修改該筆案件，

此時資料修改權限變至上層機關，除非上層機關將該資

料退回至報送機關，報送機關方可異動該筆資料。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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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免令(函)案件維護作業任免令(函)案件維護作業 列印派免令(稿)列印派免令(稿) 送單位主管簽核送單位主管簽核

轉派免令轉派免令
派免令核定

核定日期與核定文號

派免令核定

核定日期與核定文號

機關發派免令(任免人員該機關有核令權)

列印派免令列印派免令

任免作業流程說明任免作業流程說明

機關發派免建議函(任免人員該機關無核令權)

任免令(函)案件維護作業任免令(函)案件維護作業 列印派免建議函(稿)列印派免建議函(稿) 送單位主管簽核送單位主管簽核

轉派免建議函轉派免建議函 報送上層機關報送上層機關
列印

派免建議函
列印

派免建議函
輸入發文日期與

發文文號

輸入發文日期與

發文文號

25

上層主管機關如何處理所屬機關報送上來的派免建議函

轉令(稿)轉令(稿) 列印派免令(稿)列印派免令(稿) 送單位主管簽核送單位主管簽核

任免令(函)案件待處理作業任免令(函)案件待處理作業 任免令(函)案件維護作業任免令(函)案件維護作業

任免作業流程說明任免作業流程說明

轉令(稿)轉令(稿) 列印派免令(稿)列印派免令(稿) 送單位主管簽核送單位主管簽核

轉派免令轉派免令
派免令核定

核定日期與核定文號

派免令核定

核定日期與核定文號 列印派免令列印派免令

26

與與Pemis2KPemis2K不同處說明不同處說明

人員報到作業

Pemis2K (1)無人員報到作業

(2)直接以派免令之資料來更新個人基本資料

WebHR (1)新增人員報到模組（含報到資料建檔、報到資料WebHR (1)新增人員報到模組（含報到資料建檔、報到資料
更新作業）。

(2)提供派免令及教師聘書功能，以將現有派令及聘書

建立的資料，帶入到人員報到，便於資料不需重複繕打

(3)報到資料更新:更新個人資料，並發待辦通知差勤、

個人傳輸、待遇、保險等系統。另可選擇是否同步發待

辦給中等以下學校、大專以上學校兼免等系統

27

報到資料建檔報到資料建檔 報到資料更新作業報到資料更新作業

人員報到人員報到

作業流程說明作業流程說明

員工基本差勤資料維護員工基本差勤資料維護 固定性給與資料設定固定性給與資料設定

(公保)人員報到離職查詢(公保)人員報到離職查詢 (健保)人員報到離職查詢(健保)人員報到離職查詢

28

人員離職作業人員離職作業

與與Pemis2KPemis2K不同處說明不同處說明

人員離職作業

Pemis2K (1)無人員離職作業

(2)直接於表二辦理卸職

WebHR (1)新增人員離職模組（含離職人員資料建檔、離職
資料更新作業）。資料更新作業）。

(2)提供派免令或退休函及撫卹函功能，以將現有派令

、退休函及撫卹函建立的資料，帶入到人員離職，便於

資料不需重複繕打。

(3)離職資料更新:更新個人資料（表二、表十九、組編

）並可選擇是否自動更新差勤、中等以下學校、大專以

上學校兼免及系統管理的離職日期。

(4)發待辦通知待遇、保險等系統。

29

人員離職人員離職

作業作業流程說明流程說明

離職資料建檔離職資料建檔 離職資料更新作業離職資料更新作業 員工基本差勤資料維護員工基本差勤資料維護

30

(公保)人員報到離職查詢(公保)人員報到離職查詢 (健保)人員報到離職查詢(健保)人員報到離職查詢

事求人事求人--內陞內陞

與與Pemis2KPemis2K不同處說明不同處說明

事求人－內陞作業

Pemis2K (1)評分規則僅設定學歷及考試細項設定。

(2)內陞和升官等選員於同一作業執行。

WebHR (1)評分規則除設定學歷及考試之外，增加了年資、考

績、獎懲的細項設定。

(2)升官等選員作業已獨立為另一模組。

(3)提供複製歷史選員條件資料以節省輸入時間。

(4)主管機關可產生範本來供下層機關使用。

(5)選員條件增加現職條件的多筆輸入功能，可用來輸

入陞遷序列之職務列等。

(6)複製個人資料於任免系統中，可供承辦人選擇欲採

計哪筆個人資料來評分。有別於Pemis2K是直接抓取個

人資料來計算評分。

(7)增加重新擷取個人資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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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缺資料查詢職缺資料查詢 選員作業選員作業

事求人事求人--內陞內陞

作業流程說明作業流程說明

合乎選員條件人員資料維護合乎選員條件人員資料維護 選員報表列印選員報表列印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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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報送作業動態報送作業

與與Pemis2KPemis2K不同處說明不同處說明

動態報送作業

Pemis2K (1)銓敘部提供媒體檔來進行資料匯入。

(2)需維護試用人員成績考核資料，列印時則以該維護內

容為主。

WebHR (1)提供銓審資料接收來查詢銓敘部之動態資料並可選擇

是否接收進資料庫內。

(2)銓審資料更新，可針對案件別來選擇欲更新的個人資(2)銓審資料更新，可針對案件別來選擇欲更新的個人資

料表別。

(3)保留擬任人員案件及公務人員試用期滿資料維護。

(4)取消試用人員成績考核維護，不需維護試用人員成績

考核資料。列印試用人員成績考核表時，則抓取表二資

料來列印，並再考核成績相關欄位預設空白，承辦人僅
於該報表成績欄位填入成績即可。

33

銓審資料接收銓審資料接收

銓審案件資料查詢及更新銓審案件資料查詢及更新

銓敘部網站之報送作業

動態報送作業動態報送作業

——作業流程說明作業流程說明

擬任人員送審案件資料維護擬任人員送審案件資料維護 送審書列印送審書列印 報送至銓敘部

擬任人員送審案件資料維護擬任人員送審案件資料維護

公務人員試用期滿資料維護公務人員試用期滿資料維護

擬任人員送審案件資料維護擬任人員送審案件資料維護動態登記案件資料維護動態登記案件資料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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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聘僱計畫約聘僱計畫

與與Pemis2KPemis2K不同處說明不同處說明

約聘僱作業

Pemis2K (1)僅有約聘僱人員維護作業。

(2)屬單機作業，仍使用傳統磁片方式進行傳送及接收
(匯入及匯出)媒體檔來處理報送及核定。

WebHR (1)提供聘(僱)用計畫書(表)維護及列印。WebHR (1)提供聘(僱)用計畫書(表)維護及列印。

(2)加入了階層式的處理方式，並透過網路處理報送、

層轉、退回及核定的動作。取代了傳統的磁片的交換也

節省了時間上的傳送。

35

聘(僱)用計畫書(表)維護聘(僱)用計畫書(表)維護 聘(僱)用計畫書(表)列印聘(僱)用計畫書(表)列印

聘(僱)用計畫書(表)報送(層轉)作業聘(僱)用計畫書(表)報送(層轉)作業 聘(僱)用計畫資料核定作業聘(僱)用計畫資料核定作業

約聘僱計畫約聘僱計畫

——作業流程說明作業流程說明

聘(僱)用計畫書(表)報送(層轉)作業聘(僱)用計畫書(表)報送(層轉)作業 聘(僱)用計畫資料核定作業聘(僱)用計畫資料核定作業

聘(僱)用人員批號資料維護聘(僱)用人員批號資料維護 聘(僱)用人員名冊聘(僱)用人員名冊 聘(僱)用人員備查作業聘(僱)用人員備查作業

36

升官等訓練升官等訓練

與與Pemis2KPemis2K不同處說明不同處說明

升官等作業

Pemis2K (1)評分規則僅設定學歷及考試資料。

(2)內陞和升官等選員於同一作業執行。

WebHR (1)從內陞獨立為升官等模組

(2)評分規則除設定學歷及考試之外，增加了年資、考

績、獎懲的細項設定。績、獎懲的細項設定。

(3)提供官職等設定作業，可由主管機關來彈性定義委
升薦或薦升簡的職等及俸級。

(4)複製個人資料於任免系統中，可供承辦人選擇欲採

計哪筆個人資料來評分。有別於Pemis2K是直接抓取個

人資料來計算評分。

(5)增加重新擷取個人資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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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官等選員作業升官等選員作業 升官等人員資料維護升官等人員資料維護 正/備取設定正/備取設定

各機關學校產製升官等名單(分別產製一般、人事、政風、
主計人員名單)

升官等訓練升官等訓練

——作業流程說明作業流程說明((一一))

升官等報表升官等報表 升官等報送作業升官等報送作業

38

主管機關匯入所屬各機關、學校名單

所屬機關訓練名單待處理作業所屬機關訓練名單待處理作業 升官等人員資料維護升官等人員資料維護 正/備取設定正/備取設定

升官等訓練升官等訓練

——作業流程說明作業流程說明((二二))

升官等報表升官等報表 送保訓會送保訓會

39

晉升薦任官等訓練選晉升薦任官等訓練選

員的判斷員的判斷
� 經銓敘部銓敘審定合格實授現任委任第五職等職務人員，具有下列

資格之ㄧ�表34銓審資料要有委任第五職等合格實授的資料

� 且其以該職等職務辦理之年終考績最近三年二年列甲等、一年列乙

等以上�表20考績最近三年資料

� 並已晉敘至委任第五職等本俸最高級，得參加本訓練�表2現職的現

支官職等與俸級

� 一、經普通考試、相當普通考試之特種考試或相當委任第三職等以

40

上之銓定資格考試或於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前經分類職位第三職等

至第五職等考試及格，並任合格實授委任第五職等職務滿三年者。

�表6考試資料判斷委任第五職等合格實授所需年資

� 二、經高級中等學校畢業，並任合格實授委任第五職等職務滿十年

者，或專科學校畢業，並任合格實授委任第五職等職務滿八年者，

或大學、獨立學院以上學校畢業，並任合格實授委任第五職等職務

滿六年者。�表5學歷資料判斷委任第五職等合格實授所需年資

� 三、尚未參加薦任官等訓練的人�表13訓練資料是否有「晉升薦任

官等訓練」字眼的資料，若有也不會挑選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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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以下學校子系統中等以下學校子系統

與與Pemis2KPemis2K不同處說明不同處說明

——新增功能新增功能

功能項 與Pemis2K不同處簡述

教師聘期作業 1. 增加【查不適任教師】網頁連結，讓承辦人員在輸入教師
聘期資料時，可再次確認。

2. 參數設定：設定長聘年數。未設定機關，系統預設十年。

教師敘薪作業 1. 增加線上報送流程，學校報送請示單後，主管機關可在線
上核定或退回

2.增加敘薪案註銷作業2.增加敘薪案註銷作業

〔以下僅開放給學校的主管機關執行〕

3. 主管機關教師提改敘資料維護

4. 教師敘薪轉檔作業

5. 敘薪用詞設定

6. 敘薪核備作業參數設定

教師兼行政、
導師作業

教師兼導師新年級移轉職務批次作業

與與Pemis2KPemis2K不同處說明不同處說明

——教師敘薪作業教師敘薪作業

� 新增功能：主管機關教師提改敘資料維護作業

� 僅開放權限給「學校的主管機關」操作此作業，主要功能為查
詢/維護教師敘薪的歷史檔。＜此資料和教職員考核的預審相關＞

資料來源：

1.教師敘薪轉檔作業

2.教師敘薪請示單(敘薪通知書)作業
3.主管機關自行單筆新增

*教師成績考核的預審，就是和這裡的資料比對
（相關畫面請參考下一頁）

與與Pemis2KPemis2K不同處說明不同處說明

——教師敘薪作業教師敘薪作業
考績子系統：教職員考核線上報送的【預審】功能

*欄位變紅，是因為考績、中等比對結果

不一致

教師聘期作業教師聘期作業

參數設定(長聘年數)

現有教師

聘期屆滿
新聘教師

大批聘期屆滿作業

教師聘期資料維護

（任免子系統）

報到／更新
聘書作業

大批聘期屆滿作業

教師敘薪作業教師敘薪作業

((請示單請示單))

教師敘薪請示單(敘薪

通知書)案件資料維護

教師敘薪請示單(敘

薪通知書)列印

報送請示單

更新個人及

聘期資料檔

敘薪案件待處理作業

(主管機關核定)

主管機關教師提改敘

資料維護

報送請示單

教師敘薪作業教師敘薪作業

((敘薪通知書敘薪通知書))
教師敘薪請示單(敘薪

通知書)案件資料維護

教師敘薪請示單(敘

薪通知書)列印

主管機關

啟用核備 主管機關

未啟用核備

敘薪案件待處理作業

(主管機關核定作業)

主管機關教師提改敘

資料維護

更新個人及

聘期資料檔

教師兼行政導師作業教師兼行政導師作業

兼行政導師資料維護

兼行政導師職務異動

請示單

更新個人及

聘期資料檔

兼行政導師職務異動

核備函
列印核備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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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資料維護

短期代理教師資料維護
服務證明書

短期代理教師短期代理教師

短期代理教師相關報表

服務證明書

代理日數明細表

年度代理日數統計表

待遇福利子系統待遇福利子系統

�原Pemis2K的模組：其他給與管理、福利互助管

理、文康活動、輔購住宅貸款，這四個模組

WebHR不開發。

�不開發的原因，說明如下：

� 其他給與管理：因總處已另開發「全國軍公教人員
生活津貼報送暨檢核系統」，故子女教育補助與婚

與與Pemis2KPemis2K不同處說明不同處說明

——功能清單功能清單

生活津貼報送暨檢核系統」，故子女教育補助與婚
喪生育補助，目前承辦人應至線上作業，所以

WebHR不再重覆開發相關功能。

� 福利互助管理：因福利互助已做結算。

� 文康活動管理：取消所有相關功能，僅保留「慶生
名冊」。

� 輔購住宅貸款：因無人使用，不再開發。

與與Pemis2KPemis2K不同處說明不同處說明

——參數資料模組參數資料模組

�功能：慰問金補助標準、待遇項目表別資料查

詢及各項目待遇項目表接收。

� 慰問金補助標準是由「公務人員因公傷殘死亡慰問
金發給辦法」整理而來，主要是提供查詢補助事項
及補助的標準，由人事行政總處維運系統管理。及補助的標準，由人事行政總處維運系統管理。

� 各項目待遇項目表接收，系統會排定一排程定時
（每天）從線上待遇系統將表別下載回來，系統也
提供可手動下載最新的表別。

與與Pemis2KPemis2K不同處說明不同處說明

——固定性給與資料模組固定性給與資料模組

� Pemis2K並無此作業，此為WebHR新增模組。人員於任

免報到作業更新表二資料後，待遇福利的承辦人員須設
定個人的固定性給與設定〔包含本俸、專業加給、職務
加給及地域加給〕，之後在執行整批產生待遇資料時，
會從這邊抓取固定性資料，而產生每個月要報送的待遇
資料。

〔簡單說，每月要報送的待遇資料，就是源自於固定性給與。〕

� 新增功能：待遇歷程資料，保留人員待遇變動的歷程資
料。

� 固定性給與大批調整：根據會異動到本俸、專業加給、
職務加給、地域加給的項目，可到這個作業執行，包含
待遇項目表別、經費類別及薪點折合率。

� 固定性給與資料來源：轉檔時，會以最近一筆報送的待
遇資料做來源，轉成人員的基本待遇資料。

與與Pemis2KPemis2K不同處說明不同處說明

——待遇網站資料比對功能待遇網站資料比對功能

〔手動下載作業〕

� Pemis2K做法：先從「公教人員待遇管理系統」

下載當月待遇資料，再到Pemis2K進行手動入檔，

之後再執行比對功能。

〔線上執行接收作業〕〔線上執行接收作業〕

�WebHR做法：按下畫面的【執行】鈕後，系統

會自動從「公教人員待遇管理系統」下載待遇

資料(依畫面上的年月)，並執行比對，並將結

果顯示在畫面上。

＊若有不同處畫面上會以「紅底」的方式顯示之。

與與Pemis2KPemis2K不同處說明不同處說明

——線上待遇資料報送線上待遇資料報送

〔手動入檔作業〕

� Pemis2K做法：承辦人員必須上網登入ECPA，

再連結至「公教人員待遇管理系統」，將

Pemis2K產製的媒體檔上傳，並進行入檔動作。

〔線上執行入檔作業〕

�WebHR的做法：畫面操作如同Pemis2K。系統

會將產製的媒體檔，運用排程方式，自動幫使

用者入檔至「公教人員待遇管理系統」；使用

者只要隔天至線上查詢是否入檔成功即可。

產製的檔案，承辦人

員看不見，因為系統

會自動傳送～

與與Pemis2KPemis2K不同處說明不同處說明

——線上待遇資料接收線上待遇資料接收

〔手動入檔作業〕

� Pemis2K做法：先從「公教人員待遇管理系統」

下載當月待遇資料，再到Pemis2K進行手動入檔

作業。

〔線上執行入檔作業〕〔線上執行入檔作業〕

�WebHR做法：按下畫面的【執行】鈕後，系統

會自動從「公教人員待遇管理系統」下載待遇

資料(依畫面上的年月)，並寫至WebHR的資料

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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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與Pemis2KPemis2K不同處說明不同處說明

因執行職務致殘廢死因執行職務致殘廢死

亡慰問金資料維護亡慰問金資料維護
�WebHR調整做法：

�原本列印申請表時，需再特別勾選「適用法規」

及「適用條款人員類別」等欄位。

�已在維護畫面增加「適用法規」、「適用條款�已在維護畫面增加「適用法規」、「適用條款

人員類別」、「服務機關意見」，方便承辦人

員維護資料時一併輸入，故申請表列印時不需

再特別勾選，列印後也不需再特別填寫服務機

關意見。

�� 新增功能新增功能

� 參數資料 >健康檢查對象參數設定：設定健檢對象的
補助上限金額、年齡限制及其它欄位。

與與Pemis2KPemis2K不同處說明不同處說明

——健康檢查補助健康檢查補助

考績作業子系統考績作業子系統

與與Pemis2KPemis2K不同處說明不同處說明

——甲等比例擬評比例表甲等比例擬評比例表

�� 新增功能新增功能
� 可藉由『機關各處室甲等比例擬評比例表』，產出該機關年度甲等

比例人數，作為考績甲等人數參考指標。

60

� 各機關計列甲等人數報表：新增主管機關審核功能，在主管機關未審核
機關計列甲等人數資料之前，各機關均可重送人數資料。

� 在主管機關審核之後，各機關不可報送人數比例資料。

與與Pemis2KPemis2K不同處說明不同處說明

——甲等比例報送甲等比例報送

61

與與Pemis2KPemis2K不同處說明不同處說明

——年終考績年終考績((公務人員公務人員))
� 新增功能：報送和轉入，直接和銓敘部介接，不需走媒體檔方式。

� 受考人員考績資料可直接在WebHR線上報送至銓敘部業務網

站暫存區；待銓敘部審定作業完畢後，直接在WebHR線上，

將考績核定後資料轉入。

62

與與Pemis2KPemis2K不同不同處說明處說明

——年終考績年終考績((未銓敘職員未銓敘職員))

� 未銓敘職員(現支官職等為B,J開頭) ：採取線上報送，主

管機關透過「主管機關未銓敘職員考績核定作業」在線
上直接核定相關資料。

63

與與Pemis2KPemis2K不同不同處說明處說明

——年終考績年終考績((初評分數初評分數))
� 考績初評分數大批輸入：提供離線媒體作業
� 承辦人可先將受考人員資料匯出(優點：輸入分數時，
可以不用在線上作業)

� 在Excel填寫初評分數

� 利用【匯入】功能，將初評分數大批寫至考績資料檔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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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成績考核分數與符合條款大批輸入：針對『校長』人員
提供離線媒體作業(優點：輸入分數時，可以不用在線上作業)

� 承辦人可先將校長人員資料匯出

� 在Excel填寫初評分數

� 利用【匯入】功能，將初評分數大批寫至校長的考績資料檔

與與Pemis2KPemis2K不同處說明不同處說明--

教師成績考核教師成績考核((校長初評分數校長初評分數))

只有查詢「校長」資料，

這兩個按鈕才會顯示

65

� 教職員成績考核流程：102年起，教職員類別新增了『運動教
練』與『軍訓教官』，考績子系統依不同的教職員類別來做為
建檔的資料擷取、擬予獎懲的判斷、晉級的判斷，與產製相關
教職員類別的考績報表。

與與Pemis2KPemis2K不同處說明不同處說明

——教師成績考核教師成績考核

((運動教練運動教練&&軍訓教官軍訓教官))

66

與與Pemis2KPemis2K不同處說明不同處說明

——教師成績考核教師成績考核((報送報送))

� 教師成績考核在WebHR已全部採取線上作業(報送、核定)。

� 新增「教職員成績考核線上報送」作業，在報送前會先行
檢查成績考核人員的「擬予成績」有無輸入。

� 新增【預審】功能：報送前，承辦人員可藉由此功能，確認受考
人員主管機關敘薪資料檔與報送的成績考核敘薪資料有無一致。

和中等相關！

67

和中等相關！
預審是和中等敘薪資料

比對，不是和個人基本

資料比對

考績系統作業架構圖考績系統作業架構圖

銓敘部
網路報
送作業

68

獎懲作業子系統獎懲作業子系統

�主管機關可查詢所屬機關(有權限機關)所有
資料，如：獎懲月報表統計、獎懲年報表統
計、資深優良教師、模範(績優)公務人員作
業。

�有流程性，如：獎懲案件報送核定、資深優

與與Pemis2KPemis2K差異差異

�有流程性，如：獎懲案件報送核定、資深優
良教師報送核定、模範(績優)公務人員報送
核定。

�不須透過檔案匯出匯入，可直接與其他外部
系統資料交換，如：請頒服務獎章。

工具>特殊獎懲核定權限設定
�如為一般使用者，需先在工具>特殊獎
懲核定權限設定作業，將負責承辦獎懲
案件類別(有六類：一般、人事、主計、
政風、機關首長)人員處理核定權限設定

與與Pemis2KPemis2K差異差異

政風、機關首長)人員處理核定權限設定
後，才可以處理機關及所屬報送獎懲案
件。

與與Pemis2KPemis2K差異差異

工具工具——簽章簽章欄設定欄設定

� 提供決行層簽章
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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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由機關同意授權給機關內部單位特定人員，

該內部單位人員可建立該內部單位建議的獎

懲人員相關資料。獎懲建議表報送給人事人

獎懲建議表獎懲建議表

((新功能新功能))

員後，人事人員可做後續獎懲案件處理。

和系統管理的帳號設定有關：

一般使用者�【程式權限設定】�點 “個人”

�選 “CPAA獎懲作業”�要勾選這4個選項�按【設定】�按【儲存】

�獎懲建議表報送給人事人員後，原

資料即不能再修改。

�獎懲案件報送至上層機關，該機關

與與Pemis2KPemis2K差異差異

——一般一般獎懲獎懲

人事人員，也不能修改已報送的案

件。

�WebHR與Pemis2K差異：

獎懲作業不額外儲存線上請頒服務獎章

系統作業資料，使用者不須額外維護，

請頒服務獎章請頒服務獎章

且可直接把請頒服務獎章資料更新至個

人子系統表21。
請頒服務獎章：
還是維持目前作業方式

（在總處開發的線上系統維護）
*WebHR只是把資料更新回個人表21

退休撫卹子系統退休撫卹子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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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預算籌編統計
提供各機關每年報送退休意願調查名單,供『預
算機關』籌編統計退休預算

�支給機關、發放機關、照護機關

WebHRWebHR與與Pemis2KPemis2K之差之差

異說明異說明--11

�支給機關、發放機關、照護機關
支給機關--舊制預算支給機關
發放機關--發放月退休金、月撫慰金、年撫卹金
照護機關--發放照護金(三節、年終、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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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案件報送層轉作業
便利報送主管機關資料，取代以往檔案匯
出匯入

�報表整合

WebHRWebHR與與Pemis2KPemis2K之差之差

異說明異說明--22

�報表整合
退撫個人報表(選項集中同一畫面)

清冊、通知單條件(共用同一報表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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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從銓敘部下載,不用使用交換檔案

1.月退休金月撫慰金下載
（下載銓敘部提供的發放資料）

2.退休及撫卹核定資料下載

WebHRWebHR與與Pemis2KPemis2K之差之差

異說明異說明--33

2.退休及撫卹核定資料下載
（下載銓敘部退休撫卹資料,適用WebHR無資料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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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作業子系統保險作業子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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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化作業流程：

1. 整合Pemis2K的公保/健保系統，未來不再存

放保險基本資料，資料管理回歸【公保網路

作業系統】及【健保線上系統】。

2. 提供人員報到/離職查詢，相關資料可提供

給加退保作業使用

與與Pemis2KPemis2K不同處說明不同處說明

給加退保作業使用。

3. 提供檔案產製功能，可大批產製異動人員資

料，檔案可提供【公保/健保系統】匯入

4. 提供匯入作業，可將【公保/健保系統】的

繳費資料，匯入至本系統，並提供「年度繳

費證明書」列印

年度考績變俸

人員產製作業

※匯出異動資料：

人員報到/離職查詢 提供資料給

【公保網路作業系統】加/退保時使用

※資料查詢：

保險作業流程圖說明保險作業流程圖說明

——公公保保

公保年度繳費資料

匯入作業
列印

年度繳費證明書

表34銓審異動

人員產製作業

表38教師敘薪異動

人員產製作業

產製的媒體檔

提供給【公保網路作業系統】匯入

【公保網路作業系統】

產製繳費媒體檔

※繳費資料匯入：

年度考績變俸

人員產製作業

表34銓審異動 產製的媒體檔

※匯出異動資料：

人員報到/離職查詢 提供資料給

【健保線上系統】加/退保時使用

※資料查詢：

保險作業流程圖說明保險作業流程圖說明

——健保健保

健保年度繳費資料

匯入作業
列印

年度繳費證明書

人員產製作業

表38教師敘薪異動

人員產製作業

提供給【健保線上系統】匯入

【健保線上系統】

產製繳費媒體檔

※繳費資料匯入：

差勤管理子系統差勤管理子系統

WebHR Pemis2K

(1) 共用年度假日檔(人事行政總處維
運管理提供)，各機關不需要維護

�年度假日資料維護（需要自行維護）

(2) 差勤組別人員資料維護

＊差勤規定組別

＊上班別

�員工基本差勤資料維護--差勤規定
組別、上班別(要自行輸入)

�非固定差勤規定組別人員資料維護

與與Pemis2KPemis2K不同處說明不同處說明

(3) 員工基本差勤資料維護--薪(俸)額

【固定性給與轉入】 --轉入待遇系統
資料(專業加給、主管職務加給、每小

時加班費)

--增加延長病假

�員工基本差勤資料維護--俸點

--專業加給、主管職務加給、每小時
加班費自行維護

(4) 報表列印增加機關起迄範圍條件 �只能查詢單一機關

各子系統關係圖各子系統關係圖

組織編制子系統組織編制子系統

佔缺重整作業

組織編制資料庫

個人

表2

人事承辦人員

主管機關人員

銓敘業務網站

機關及單位資料

職務編號維護

職務歸系歷史資

料查詢

銓敘部

更新職務歸系

資料庫

員額修編主管機關

報送

核定

任免遷調

離職

表19經歷

表4兼職

任免遷調子系統任免遷調子系統

任免遷調資料庫
個人

表2現職
職缺查詢

任免令（函）

內陞選員

派免兼令
組織編制

佔缺

銓敘部

人事承辦人員

銓敘業務網站

簡易動態

銓審資料

人事承辦人員

報到資料建檔

人員報到更新

中等學校

聘期檔

保險

待遇福利

個人傳輸

離職資料建檔

退休撫卹

核定函

人員離職更新

系統管理

差勤管理

銓審資料

升官等主管機關保訓會
個人基本資料

表1、表2、表5、表6 、表13 

表19、表20 、表21 、表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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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以下學校子系統中等以下學校子系統

中等學校資料庫

聘期檔

表20考績

表38敘薪

敘薪檔

主管機關考績作業

表5學歷

個人

表2現職

89

主管機關

敘薪轉檔

兼行政導師

考績作業

成績考核

預審

表4兼職

個人

表2現職

差勤管理

職務類別

表20考績

考績作業子系統考績作業子系統

考績作業資料庫

考績（核）

資料擷取

表13

終身學習

表21獎懲

個人

表2現職

考績資料

媒體轉出

考績資料轉入

銓敘部暫存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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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勤管理

考績（核）

更新個人資料

教師成績考核

線上報送
主管機關

中等學校

敘薪檔

預審

教師成績考核

資料維護

考績資料轉入
考績資料維護

表5學歷

獎懲作業子系統獎懲作業子系統

獎懲案件維護

獎懲統計

獎懲資料庫

資深優良教師

表19經歷

表21獎懲

個人

表2現職

主管機關

表1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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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頒服務獎章

模範公務人員

A6:服務獎章

線上請頒及檢核系統

人事承辦人員

待遇福利子系統待遇福利子系統

待遇表別接收

固定性給與

待遇福利資料庫

待遇網站

資料比對

A3:公教人員

待遇管理系統

差勤管理

（加班費）

退休撫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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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比對

其他補助

健康檢查補助

待遇資料傳輸

表1基本

個人

表2現職

表16家屬

退休撫卹子系統退休撫卹子系統

退休撫卹資料庫

退休意願調查

表19經歷

表1基本

個人

表2現職

主管機關

退休（撫卹）人員

資料維護

銓敘部

公務人員層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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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福利
（固定性給與）

銓敘部

任免遷調

人員離職

資遣資料維護

照護人員資料維護

照傳輸作業

銓敘業務網站

勞保局
臺銀優存核對

作業
臺銀優存利息
媒體檔

差勤管理子系統差勤管理子系統

員工基本差勤

資料維護

勤惰統計資料

維護

差勤管理資料庫

表1基本

個人

表2現職

待遇福利
（固定性給與）

任免遷調
（人員離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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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基本

考績作業

國民旅遊卡資

料處理
發卡銀行

首長差假主管機關

保險作業子系統保險作業子系統

報到/離職查詢

年度考績變俸

保險資料庫

表34銓審異動

任免

報到/離職

考績

考績（核）

資料維護

公（健）保

作業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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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銓審異動

表38教師敘薪異動
表38

教師敘薪

個人

表34銓審

作業系統

繳費證明書

表5學歷

表6考試

統計作業子系統統計作業子系統

一般統計

季報表

新季報表

統計資料庫

人事查報

表2現職

個人

表1基本

年資

年齡

性別

官等

考試

最高

學歷

組織編制

表7

教師資格

表21獎懲

表13

訓練進修

表19經歷

表5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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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查報 學歷

異動

退休撫卹

資遣

高中職人事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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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子系統個人資料子系統

表1基本資料

表4兼職

表2現職

表5學歷

表6考試

表13訓練

個人資料庫
組織編制

獎懲作業

差勤管理

任免遷調

考績作業

退休撫卹

表13訓練

表16家屬

表19經歷

表20考績

表21獎懲

表34銓審

表35動態

表38教師敘薪

待遇福利

差勤管理

中等學校

考績作業

保險作業

系統管理

AC:全國軍公教人員

生活津貼

申請暨稽核系統
D6:終身學習入口網

敬請指教!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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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限設定 
一、兼辦設定（支援國教署人員、代理另一學校人事人員） 

★需先取得使用者現職機關帳號，再進行新增兼辦機關帳號。 
（一）輸入欲新增使用者帳號之現職機關（必填）  

（二）選取欲新增使用者身分證號其他條件資訊後，按上方【查詢】鍵取得帳號資

訊列表。 
（三）在欲新增兼辦機關帳號之使用者記錄列，點選第三欄之【新增】鍵，進入新

增兼辦帳號頁面。 
（四）使用者完整帳號資訊包含該使用者【基本資料】、【機關權限】及【程式權限

設定】。 

1、點選頁籤【基本資料】：管理者在此設定使用者帳號、角色機關、人員管理

區分…等以下基本資訊（管理者可填入帳號停用日期，使用者帳號便會失

效）。 
2、點選頁籤【機關權限】：管理者在此設定該使用者帳號可存取資料的權限機

關（全部單位或指定單位） 
3、點選上方按鈕【程式權限設定】：管理者在此設定使用者程式使用權限。 

（五）管理者完成上述【基本資料】、【機關權限】及【程式權限設定】後，點選上

方【確認】鍵完成新增使用者兼辦帳號。 

二、主計人員使用 WebHR 設定 

將主計室主任設定為具有維護學校內主計人員個人資料、任免遷調、獎

懲、考績等系統之權限。 

（一）點【新增帳號】，選頁籤【基本資料】，管理者可以姓名或身分證號選

取欲新增帳號之使用者。 
1、使用者帳號：系統預設使用者身分證號為其現職機關帳號。  
2、服務機關：系統顯示該使用者現職機關代號及名稱。  
3、單位名稱：系統顯示該使用者現職單位代號及名稱。  
4、角色機關：該帳號能存取之機關。系統預設以使用者現職機關為此帳號之

角色機關。 
5、人員管理區分：設定該帳號可存取之人員區分。  
（1）【全部】：允許使用者存取所有人員區分。 
（2）【自定】：限定使用者存取特定人員區分，該帳號僅能存取限定人員區分

的人事資料；管理者可點選…開啟設定人員區分選取頁面，選【主計人

員】或【主辦會計人員】……（視貴校主計人員在表 2 之【人員區分】） 
6、帳號生效日期：限定使用者帳號生效日期。 

7、管理者可填入帳號停用日期，使用者帳號便會失效。  

實 機 操 作 練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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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點選頁籤【機關權限】：管理者在此設定該使用者帳號可存取資料的權限

機關（全部單位或指定單位） 
9、點選上方按鈕【程式權限設定】：管理者在此設定使用者程式使用權限。  

 

三、一般使用者設定（獎懲建議、工讀生、約僱、臨時……） 
（一）授權給機關內部單位主管，該內部單位人員可建立該內部單位建議的獎懲人

員相關資料。 
（二）授權校內某一職員有差勤管理系統中之請假管理、出差管理、加班管理等模

組，具有查詢及維護權限。 

 
任免遷調實作題【練習常用片語】 
一、考試錄取分配實務訓練人員如何辦理人員報到 

（一）至【任免遷調 > 報到/離職 > 人員報到 > 報到資料建檔】，執行【新增】

作業，後再執行【任免遷調 > 報到 /離職 > 人員報到 > 報到資料更新作

業】。 

（二）亦可至【個人資料 > 個人基本資料 > 基本資料 > 人事 21 表資料維護】，

執行【新進】作業。 

（三）至少要有表 1 基本資料、表 2 現職、表 5 學歷、（表 19 經歷）資料。 

（四）表 6 考試：若為考試及格人員則建議填列（暫不填生效日期、證書日期文號、

核發機關）。 

（五）表 16 家屬：填列直系血親及配偶。 
 

二、考試錄取分配實務訓練人員，訓練期滿取得考試及格證書，如何發布派令

及辦理人員報到 

（一）任免令（函）案件維護作業 

1、至【任免遷調 > 任免核薪 > 任免令（函）案件維護作業】，執行【新增】

作業。  

2、建立文稿派免資料（利用常用片語）。  

3、按【明細】新增，考試及格人員資料（選取人員後帶出現職相關資料）。 

4、輸入異動類別、生效日期及新職資料。 

5、列印派免令（稿），進行內部簽核。（產生交換格式檔 DI 檔、簽章欄位置） 

6、進行核定作業，按【核定】輸入核定日期及文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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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列印派免令（依文稿編號、個人、副本列印，受文者會不同）。 

（二）人員報到作業 

1、至【任免遷調 > 報到/離職 > 人員報到 > 報到資料建檔】，執行【新增】

作業。  

2、身分證號欄位點【令（聘書）】，選出正式職員派令人員帶回、再【確認】

存檔。  

3、至【任免遷調 > 報到/離職 > 人員報到 > 報到資料更新作業】，進行報到

更新。  

4、至【個人資料 > 個人基本資料 > 基本資料 > 人事 21 表資料維護】，檢

視表 2、表 19 前一筆經歷卸職資料。  
（三）擬任人員送審作業。 

1、至【任免遷調 > 銓審 > 擬任人員送審案件資料維護】執行【新增】作業。 

2、進行新增【明細】作業。 

3、【任免遷調 > 銓審 > 擬任人員送審案件資料維護】，列印送審書，報送銓

敘部。  

4、銓敘部審定後，至【任免遷調 > 銓審 > 銓審資料接收】，輸入【銓審發文

日期】按【查詢】，勾選資料後按【接收銓審資料】。  

5、再至【任免遷調  > 銓審 > 銓審案件資料查詢及更新】，查詢銓審資料，並

【更新個人銓審資料】。  
 
新進教師聘期 

一、至【任免遷調 > 報到/離職 > 人員報到 > 報到資料建檔】，執行【新增】作業，

後再執行【任免遷調 > 報到/離職 > 人員報到 > 報到資料更新作業】。  

二、亦可至【個人資料 > 個人基本資料 > 基本資料 > 人事 21 表資料維護】，執

行【新進】作業。  

三、或至【中等以下學校 > 教師聘期作業 > 教師聘期資料維護】點【新聘教師】

>【個人資料】執行【新進】作業。  

四、單筆新增 

至【中等以下學校 > 教師聘期作業 > 教師聘期資料維護】補上相關資料，

按【確認】，可進行【列印聘書】。  

五、大批輸入（新進多人時） 
至【中等以下學校 > 教師聘期作業 > 教師聘期資料維護 > 大批輸入】輸入

條件資料【有無聘期檔⊙不存在】，按【選取人員】，選取人員，輸入相關聘

期資料，按【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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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敘薪（碩士改敘） 
一、至【個人資料 > 個人基本資料 > 基本資料 > 人事 21 表資料維護】 

二、個人其他表(表 5)，新增一筆碩士學歷  

三、至【中等以下學校 > 教師敘薪作業 > 敘薪案件 > 教師敘薪請示單(敘薪通知

書)資料維護】  

四、點【新增】，選擇【敘薪通知書(稿)】，填入主旨(必填)，與其他欄位資訊後，按

下確認，會自動產生一筆文稿編號。  

五、點選【明細】，按【新增】，先選擇敘薪人員，再輸入敘薪資料 

六、【附件上傳】：可一併上傳相關附件檔案。 

七、【核定】：確認明細及通知書欄位資料填入正確，按下核定。 

※如果主管機關有啟用「核備」，自行核定完成後，需待主管機關核備，才算完成

此次敘薪作業。  

八、至【中等以下學校 > 教師敘薪作業 > 敘薪案件 > 更新個人及聘期資料檔】

更新個人及聘期資料檔。 

九、至【個人資料 > 個人基本資料 > 基本資料 > 人事 21 表資料維護】檢視更新

結果（表 2 及表 38）及執行檢誤。  

十、完成檢誤後，檢視錯誤訊息。 

 
終身學習入口網處理（薦送報名） 

一、使用 WebHR 直接上傳報名 

（一）請至 WebHR > 個人資料 > 個人基本資料 > 終身學習入口網處理 > 薦送

名單上傳。 

（二）選擇【上傳終身學習網資料】。 

（三）【學習機關（構）】點【搜尋】，輸入【學習機關代碼或名稱】按【查詢】，找

到學習機關點前面的【選取】，記得再按底下的【確認】。 

（四）下拉【課程類別】選單，選到課程類別，再右側之【選取課程】，下方【待

選課程】會顯示可報名之【課程名稱】。  

（五）點【>】將課程移至【已選課程】。 

（六）選取參加研習之人員，並移至【已選取人員】。 

（七）點畫面上方【上傳終身學習網】按鈕，即完成薦送報名。  

（八）可至人事服務網（https://ecpa.dgpa.gov.tw）→「應用系統」→「新版終身

學習入口網」→「人事單位」→「薦送資料查詢」，確認薦送報名是否成功。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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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用 WebHR 手動產製 CSV 檔，再至終身學習入口網薦送名單上傳（與

Pemis2K 同） 
（一）請至 WebHR > 個人資料 > 個人基本資料 > 終身學習入口網處理 > 薦送

名單上傳。 
（二）選擇【手動產製 CSV 檔】。  
（三）選取參加研習之人員，並移至【已選取人員】。 
（四）點畫面上方【產製 CSV 檔】按鈕，將 CSV 檔存檔。 
（五）至人事服務網（https://ecpa.dgpa.gov.tw）→「應用系統」→「新版終身學

習入口網」→「人事單位」→「薦送報名」。 
（六）「選擇課程」→「課程名稱」。  
（七）點選「瀏覽→將前開新檔找出→上傳報名→新增成功」。 
（八）可至「薦送資料查詢」，確認薦送報名是否成功。  

 

三、直接至終身學習入口網薦送名單上傳（不使用人事資訊系統）  
（一）至人事服務網（https://ecpa.dgpa.gov.tw）→「應用系統」→「新版終身學

習入口網」→「人事單位」→「薦送報名」→下載 CSV 格式（依薦送名單

上傳格式說明登打；excel 檔填打有*表格即可）→另存新檔  
（二）回到終身學習入口網薦送報名畫面→「選擇課程」→「課程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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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點選「瀏覽→將前開新檔找出→上傳報名→新增成功」。 
（四）可至「薦送資料查詢」，確認薦送報名是否成功。  

 
統計作業子系統 
一、統計作業流程圖說明 

 
 
 
 
 
 
 
 
 
 
 

 
二、如何執行批次統計（一般統計，即為月報統計）_單一機關  

（一）至【統計作業 > 一般統計 > 一般統計批次作業】  

 

各項統計批次作業 

人員資料維護 統計資料查詢 

統計資料列印 

統計排程查詢 

統計子系統提供七大項統計（依機關權限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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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般、季報、新季報統計有四個統計方法：【單一機關統計】、【按機關及其

所屬機關統計】、【按機關起迄統計】、【按機關分類統計】。 

（三）人事查報提供了【按機關及其所屬機關統計】(僅供縣市查報使用) 

（四）大專教師、高中職、國中小只有【單一機關】及【按機關分類統計】兩種方

法。 

（五）執行批次統計，若有勾選「是否覆蓋已統計資料」，會蓋掉原來自行新增的

維護資料， 

三、如何排除批次後的錯誤訊息 
（一）到個人基本資料子系統，補上或修改資料 

（二）重新回到統計子系統，再次執行相關批次統計，即不會再出現錯誤訊息  

四、如何查詢/編修統計後人員資料 (查詢) 
（一）至【統計作業 > 一般統計 > 人員資料維護】 

（二）輸入查詢條件。  

（三）按【查詢】 

（四）按【編修】，可以查看及編修此人的統計資料。按【新增】，可以手動單筆新

增不是由批次統計所轉出的人員資料（可新增非表二人員）  

（五）編修人員的統計明細資料  

（六）編修完成，按【儲存】儲存編修完的資料 

（七）如果不需統計此筆資料，可以按【刪除】鈕，刪除該筆資料。 

PS：批次統計只統計現職人員，離職人員不統計 

五、如何查詢統計資料(查詢條件設定 ) 
（一）至【統計作業 > 一般統計 > 一般統計資料查詢】  

（二）輸入想要查詢統計資料的條件  

（三）輸入完查詢條件，按【查詢】鈕。 

（四）按【列印】鈕，可以列印此統計表的 Word 報表。（此處的【列印】功能，

其實和「統計作業 > 一般統計 > 統計資料列印」的格式是相同的．但是這

裡只提供 word 格式，需要 excel 格式的，要到「統計作業 > 一般統計 > 統

計資料列印」作業） 

（五）按數字，查詢統計資料明細。按明細上的【列印】鈕，可以列印此統計表的

明細資料。 

六、如何列印統計報表 
（一）至【統計作業 > 一般統計 > 統計資料列印】 

（二）輸入想要列印統計資料的條件  

（三）輸入完列印條件，按【列印】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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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如果需要試算表格式，可以點選「報表類型」的 Excel 選項。  

PS：一次可選擇多個統計項目同時列印，word 列印時會將各個報表合併為

一份 word 檔，excel 列印則是各別一份。 

 
任免考績獎懲轉檔後承辦人移轉作業 

此作業很重要，因為從 Pemis2K 轉過來的資料，承辦人員是 Admin，所以一

定要透過這個作業，去轉換成自己的 ID，才能繼續辦理任免、考績、獎懲 （未

核定案件） 

一、至【系統管理 > 權限管理 > 使用者管理 > 任免考績獎懲承辦人員轉換作業】 

二、先設定查詢條件 

三、按【查詢】  

四、勾選要轉換的資料  

五、輸入「新承辦人員」及「姓名」  

六、按【執行】完成資料移轉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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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教署人事室業務討論區 WebHR 溝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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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HR-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統」專區—「公告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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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HR-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統」專區—「問與答-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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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成果照片 

活動名稱 時間 地點 
參與 
人數 活動成果 

工作圈準備會議 103.04.16 
教育部國民及

學前教育署 
9 

訂定推動 WebHR 實施計畫、

輔導責任區分配 

活 動 照 片 

 
國教署人事室楊科長主持會議 

 
會中訂定推動 WebHR 實施計畫、建立菁英輔導機制進行輔導責任區分配及工作圈成員確

認、編組及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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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

訂

線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函
地址：41341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號
傳　真：04-23326915
聯絡人：施春美
電　話：04-37061541

受文者：國立嘉義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5月16日

發文字號：臺教國署人字第1030055253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本文附件請至本署附件下載區(http://attach.tpde.edu.tw/)下載，附件驗證碼

：M5NXT4

主旨：檢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人力資源管理系統

（WebHR）實施計畫及（WebHR）轉檔前置作業注意事

項」各1份，請 查照。

說明：為因應教育部預定於103年6月16日正式導入人力資源管理

資訊系統（WebHR），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應配合該系統進

行資料導入，為使該系統順利推動，以利後續人事資料之

擷取，爰請各學校配合辦理。

正本：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各國立國民小學、國立宜蘭大學附設高級農工職業進修

學校、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附設高商進修學校、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附設高級

商業職業進修學校、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高級工業職業進修學校

副本：本署人事室
電子公文
交 換 章

103/05/16
16:51:30

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

第 1 頁 共 1 頁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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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統(WebHR)實施計畫 

壹、依據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原人事行政局）「創新 e 化人事行政整合服務」推

動人事資訊 4 年創新 e 化計畫—開發各式人事行政服務資訊系統第 3 期—

（三）開發網際網路版人事管理資訊系統分項計畫。 

貳、目的 

一、為確保本署及所屬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公教人員人事資訊管理系統

（Pemis2K）」轉換「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統（WebHR）」之系統穩定性及

資料正確性。 

二、提升本署及所屬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人事資訊效能，達到 e 化整合服務

目的。 

叁、辦理機關 

一、主辦機關：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本署）。 

二、協辦機關：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肆、設備規格 

一、系統軟體：採用人事總處開發之 WebHR 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統。 

二、主機設備：使用人事總處之伺服器主機。 

三、終端設備： 

（一）瀏覽器：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6 以上版本。 

（二）作業系統：Microsoft Windows XP SP3 以上版本。 

（三）應用軟體：Microsoft Office 2000 SP3 以上版本（至少包含 Word 及 Excel）。 

伍、輔導責任區 

輔導責任區分北（含金門、馬祖）、中、南（含澎湖）、東等 4 區，各區置

組長 1 人，視學校數較多之區域置副組長 1 至 2 人，並依行政區分組，各

組置小組長 1 名，負責輔導責任區域內學校有關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統

（WebHR）相關業務。 

陸、工作圈 

一、成立「推廣與輔導網際網路版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統（WebHR）」—國立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工作圈。 

二、成員由教育部人事處推薦人員、本署人事室承辦人員、各責任區組長、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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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長、小組長及對人事業務熟悉之人員組成。 

柒、作業分工 

一、本署人事室： 

統籌規劃本署及所屬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導入 WebHR 系統之業務。 

二、種籽教師： 

參與系統說明會、種籽教師培訓及負責擔任本署及所屬國立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人事人員研習之講師，協助教育訓練教材之編排。 

三、各責任區組長、副組長、小組長： 

參與本署及所屬學校人事人員教育訓練或研習、責任區內人事人員之輔

導、Q&A 彙整及問題提報。 

四、工作圈成員： 

規劃現行人事業務作業流程與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統（WebHR）相結合，

藉由資訊輔助達到人事流程再造。 

五、本署及所屬學校人事人員： 

參與教育部、本署或所屬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所辦理之教育訓練或研

習、人事資料轉檔及建檔作業。 

捌、教育訓練 

一、辦理本署及所屬學校人事機構種籽教師培訓。 

二、辦理本署及所屬學校人事機構全員推廣教育訓練或研習。 

玖、建檔對象 

本署及所屬學校下列人員均應納入建檔範圍： 

一、學校編制內公務人員（含醫事人員）。 

二、學校教職員。 

三、約聘僱人員。 

拾、資料轉檔 

本署及所屬學校之個人人事資料由 Pemis2K 資料庫轉入 WebHR 系統資料

庫。 

拾壹、經費 

本計畫所辦理之教育訓練或研習之經費由本署支應。 

拾貳、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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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運用雲端技術，資料庫採集中式管理，免除學校軟硬體之維護管理、程式

更新及資料備份，簡化工作流程。 

二、與日常報送業務結合，藉由線上報送與核定，簡化紙本公文傳遞，提升工

作效率，創新人事 e 化效能，達到人事流程再造。 

三、透過各子系統資料庫之相互關聯，以即時修改、即時更新方式，提升人事

資料之正確性、即時性及完整性。 

四、縱向確實掌握管理本署及各校人事資料，橫向介接各人事業務主管機關系

統資料，有效整合人事服務工作。 

拾參、獎勵 

本署 WebHR 正式上線後，推動及輔導有顯著績效之承辦、協辦、種籽教

師等人員，依人員參與程度，由本署人事室辦理獎勵等相關事宜。 

拾肆、其他事項 

本計畫奉 核可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依實際需要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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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及所屬各學校人事機構責任區域表 

第 1 組（北區） 
組長：張望然主任（國立華僑實驗高級中學，TEL：02-29684131#611） 
副組長：謝玥華主任(國立竹北高級中學，TEL：03-5517330#270) 

北北基小組長：余沂家小姐（國立基隆高級商工職業學校，TEL：02-24567126#251） 

責任區域學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國立基隆高級中學 

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國立基隆高級海事職業學校 

國立華僑實驗高級中學 國立基隆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基隆特殊教育學校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國立金門高級中學 

國立金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馬祖高級中學 

桃園區小組長：翁如賢小姐（國立桃園高級農工職業學校，TEL：03-3333921#121） 
責任區域學校： 

國立桃園高級中學 國立龍潭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級中學 國立桃園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武陵高級中學 國立中壢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楊梅高級中學 國立中壢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陽明高級中學 國立桃園啟智學校 

國立內壢高級中學  

新竹區小組長：施淑真主任（國立關西高級中學，TEL：03-5872049#207） 
責任區域學校： 

國立竹東高級中學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關西高級中學 國立新竹高級中學 

國立竹北高級中學 國立新竹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新竹特殊教育學校 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苗栗區小組長：白志祥主任（國立苗栗高級中學，TEL：037-320072#811） 
責任區域學校： 

國立苗栗高級中學 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竹南高級中學 國立苗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卓蘭實驗高級中學 國立苗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苑裡高級中學 國立苗栗特殊教育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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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組（中區） 
組長：許耿源主任（國立霧峰高級農工職業學校，TEL：04-23303118#121） 
副組長：黃士娟小姐（國立霧峰高級農工職業學校，TEL：04-23303118#122） 

何宇新先生（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TEL：05-6322767#612） 
臺中（一）區小組長：許純敏小姐（國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TEL：04-22205108#312） 

責任區域學校： 

國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國立臺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臺中第二高級中學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學校 

國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臺中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臺中文華高級中學 國立臺中啟聰學校 

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 國立臺中特殊教育學校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臺中（二）區小組長：黃士娟小姐（國立霧峰高級農工職業學校，TEL：04-23303118#122） 

責任區域學校： 

國立大甲高級中學 國立大甲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清水高級中學 國立沙鹿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豐原高級中學 國立豐原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國立東勢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臺中啟明學校 國立霧峰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彰化（一）區小組長：賴仁鋃先生（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TEL：04-7262241、

04-7262625） 

責任區域學校： 

國立彰化高級中學 國立彰化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鹿港高級中學 國立溪湖高級中學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秀水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 

彰化（二）區小組長：張清柳主任（國立員林崇實高級工業職業學校，TEL：04-8347106#121） 

責任區域學校： 

國立員林高級中學 國立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員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員林崇實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北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二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國立彰化啟智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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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區小組長：許銘義主任（國立埔里高級工業職業學校，TEL：049-2982225#622） 

責任區域學校： 

國立南投高級中學 國立埔里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中興高級中學 國立南投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竹山高級中學 國立草屯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仁愛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雲林區小組長：何宇新先生（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TEL：05-6322767#612） 

責任區域學校： 

國立斗六高級中學 國立斗六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北港高級中學 國立北港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虎尾高級中學 國立土庫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雲林特殊教育學校 

國立西螺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第 3 組（南區） 
組長：黃秋萍主任（國立嘉義高級商業職業學校，TEL：05-2782421#120） 
副組長：葉芸宜小姐（國立旗美高級中學，TEL：07-6612502#541） 

蘇明輝主任（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TEL：08-7523781#214） 
嘉義區小組長：俞嘉寧小姐（國立嘉義高級中學，TEL：05-2776408） 

責任區域學校： 

國立嘉義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華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嘉義高級中學 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東石高級中學 國立嘉義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新港藝術高級中學 國立嘉義高級家事職業學校 

國立民雄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嘉義啟智學校 

國立嘉義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臺南（一）區小組長：李雅萍小姐（國立臺南家齊女子高級中學，TEL：06-2133265#2522） 

責任區域學校：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 

國立臺南第二高級中學 國立新營高級中學 

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後壁高級中學 

國立臺南家齊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善化高級中學 

國立新豐高級中學 國立新化高級中學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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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二）區小組長：黃憲政主任（國立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TEL：06-5900504#812） 

責任區域學校： 

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新營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臺南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國立玉井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國立新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白河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曾文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北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 

國立曾文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臺南啟智學校 

國立臺南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高雄區小組長：葉芸宜小姐（國立旗美高級中學，TEL：07-6612502#541） 

責任區域學校： 

國立鳳山高級中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國立岡山高級中學 國立旗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旗美高級中學 國立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鳳新高級中學 國立鳳山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高級中學 國立澎湖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國立馬公高級中學  

屏東區小組長：蘇明輝主任（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TEL：08-7523781#214） 

責任區域學校： 

國立屏東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屏東高級中學 國立佳冬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國立潮州高級中學 國立東港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國立屏北高級中學 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國立內埔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國立屏東特殊教育學校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第 4 組（東區） 
組長：羅國光主任（國立佳冬高級農業職業學校，TEL：08-8662726#521） 
副組長：蘇俊銘主任（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TEL：089-383629#1521） 

宜蘭區小組長：林淑芬小姐（國立宜蘭高級商業職業學校，TEL：03-9384147#152） 

責任區域學校： 

國立蘭陽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蘇澳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國立宜蘭高級中學 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羅東高級中學 國立頭城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宜蘭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宜蘭特殊教育學校 

國立羅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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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區小組長：陳祈卉小姐（國立花蓮啟智學校，TEL：038-544225#601） 

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花蓮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國立花蓮高級中學 國立花蓮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玉里高級中學 國立光復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國立花蓮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國立花蓮啟智學校 

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臺東區小組長：蘇俊銘主任（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TEL：089-383629#1521）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 國立臺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國立臺東女子高級中學 國立成功商業水產職業學校 

國立臺東高級中學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特殊教育學校 

國立關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國立臺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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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人事處及所屬人事機構推動「十圈十美」計畫—「推廣與輔導網際網路版

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統（WebHR）」工作圈—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組成員名單 

機關學校名稱 職稱 姓名 辦公室電話 備註 

國立清水高級中學 主任 林慶修 04-26222116#121 圈長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商借人員 羅美玲 04-37061534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約僱人員 施春美 04-37061541  

國立臺北大學 組長 黃佳琳 02-86741111#66059  

國立臺北護理健康大學 主任 林清煌 02-28227101#2100  

國立羅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主任 吳志忠 03-9514196#601  

國立基隆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組員 余沂家 02-24567126#251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主任 陳美婷 02-2735-6186#160  

國立華僑實驗高級中學 主任 張望然 02-29684131#611  

國立桃園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組員 翁如賢 03-3333921#121  

國立桃園啟智學校 主任 蘇俊豪 03-3647099#242  

國立武陵高級中學 主任 蘇莉芳 03-3698170#700  

國立竹北高級中學 主任 謝玥華 03-5517330#270  

國立關西高級中學 主任 施淑真 03-5872049#207  

國立苗栗高級中學 主任 白志祥 037-320072#811  

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主任 廖春錢 037-992216 #321  

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 主任 范碧之 04-25686850#1800  

國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組員 許純敏 04-22205108#312  

國立霧峰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主任 許耿源 04-23303118#121  

國立霧峰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組員 黃士娟 04-23303118#122  

國立豐原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主任 朱美惠 04-25283556#206  

國立東勢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主任 洪鳳黛 04-25872136#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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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學校名稱 職稱 姓名 辦公室電話 備註 

國立大甲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主任 王玉文 04-26874132#301  

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組員 賴仁鋃 04-7262241  

國立員林崇實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主任 張清柳 04-8347106#121  

國立埔里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主任 許銘義 049-2982225#622  

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主任 陳嘉財 05-6322767#611  

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組員 何宇新 05-6322767#612  

國立北港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主任 黃春梅 05-7832246#567  

國立嘉義高級中學 組員 俞嘉寧 05-2776408  

國立嘉義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主任 黃秋萍 05-2782421#120  

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 主任 胡素卿 06-2131928#511  

國立臺南家齊女子高級中學 組員 李雅萍 06-2133265#2522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 主任 黃憲政 06-5900504#812  

國立旗美高級中學 組員 葉芸宜 07-6612502#541  

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主任 蘇明輝 08-7523781#214  

國立佳冬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主任 羅國光 08-8662726#521  

國立蘭陽女子高級中學 組員 黃雅欣 03-9333819#291  

國立宜蘭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助理員 林淑芬 03-9384147#152  

國立花蓮啟智學校 組員 陳祈卉 038-544225#601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 主任 蘇俊銘 089-383629#1521  

國立清水高級中學 組員 余美鳳 04-26222116#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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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WebHR 人力資源管理資訊系統種籽師資名單 

校名 職稱 姓名 是否通過認證 

國立宜蘭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助理員 林淑芬 
 

國立基隆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組員 余沂家 
 

國立華僑實驗高級中學 主任 張望然 
 

國立桃園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組員 翁如賢 
 

國立關西高級中學 主任 施淑真 
 

國立苗栗高級中學 主任 白志祥 
 

國立霧峰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主任 許耿源 
 

國立清水高級中學 主任 林慶修 是 

國立臺中第二高級中學 組員 吳明勳 
 

國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組員 許純敏 
 

國立臺中特殊教育學校 組員 陳儷文 
 

國立大甲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主任 王玉文 
 

國立草屯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組員 李偉健 
 

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組員 賴仁鋃 
 

國立北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主任 賴建仲 
 

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組員 何宇新 
 

國立嘉義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主任 黃秋萍 
 

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組員 蔡佩倫 
 

國立新營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主任 李佩臻 
 

國立臺南家齊女子高級中學 組員 李雅萍 
 

國立後壁高級中學 組員 鄭伊伶 
 

國立旗美高級中學 組員 葉芸宜 
 

國立佳冬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主任 羅國光 
 

國立花蓮啟智學校 組員 陳祈卉 
 

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 主任 蘇俊銘 
 

國立馬公高級中學 組員 洪明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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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路版人力資源管理系統網際網路版人力資源管理系統
（（WebHRWebHR））

轉檔前置作業注意事項轉檔前置作業注意事項

Pemis2KPemis2K全部系統，請隨時更新至最新版本全部系統，請隨時更新至最新版本

2

檢查版本是否為最新

若非最新，請按『自

動下載』，進行更新

組織編制組織編制子系統子系統 >> >> 機關及單位資料維護查詢機關及單位資料維護查詢

� 機關及單位維護，新增一筆「臺灣省立」之學校名稱及代碼，並輸入裁

撤日期及新機關（國立）。

3

機關改制幾次，則應

保有幾次舊機關資料

舊機關之單位維護，請

自行視需要進行維護。

未維護，表19經歷則無

法選擇舊機關之單位

組織編制組織編制子系統子系統 >> >> 機關及單位資料維護查詢機關及單位資料維護查詢

� 單位維護：一級單位代碼與上一層單位代碼必須一致。不一致時，表示

此單位為科課股（組）別。【∵WebHR表2新增「科課股別」欄位】

4

如有建置二級單位代碼（

如：教學組），上一層單

位代碼則可設為一級單位

代碼（如：教務處)

★勿將一級單位之上一

層單位代碼設為校長室

個人個人基本基本資料資料子系統子系統 >> >> 表表22現職現職（教師薪額組別）（教師薪額組別）

� 教師薪額組別，選擇正確之組別：

5

中等學校教師薪額範圍為150元

起，薪額組別應選擇5～8；中

等學校校長薪額範圍為245元起

，薪額組別應選擇4～6或8

WebHR提供更多薪額組別供

選擇（如：輔導教師），在

Pemis2K如無適當組別，轉檔

後再至WebHR中選取。

個人個人基本基本資料資料子系統子系統 >> >> 表表2020考績考績

6

� 101學年度教師成績考核核定資料，自考績作業子系統更新至個人表20（

或直接於表20新增資料），注意資料正確性！【102學年度成績考核預審

用】

個人個人基本基本資料資料子系統子系統 >> >> 表表3838教師敘薪教師敘薪

� 102年8月1日以後，新進教師、提（改）敘教師等薪額有異動者，確實新

增敘薪資料至表38，注意薪額組別及薪額之正確性！【102學年度成績

考核預審用】其他教師可日後再補建資料。

7

個人個人基本基本資料資料子系統子系統 >> >> 表表55學歷（最高學歷）學歷（最高學歷）

� 每人至少須有一筆學歷資料，且僅有一筆最高學歷【將最高學歷打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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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檢查表如何檢查表55學歷中最高學歷有無打學歷中最高學歷有無打VV或重覆或重覆VV？？

� 使用彈性選員，勾選「只查現職人員」，搜尋準則「表五最高學歷＝1」

，欄位排序準則「身分證號、姓名、教育程度及最高學歷」，按【執行

】，再列印比對人員。

9

「1」代表最高學歷欄位有打勾

執行後，未列出之人員表示最高學歷

欄位未打勾；1人列出2筆學歷表示最

高學歷欄位重覆打勾

個人個人基本基本資料資料子系統子系統 >> >> 表表1313訓練（四十學分班）訓練（四十學分班）

� 40學分班結業者，請檢查表13訓練，名稱(程度)欄位須有[研究所（或碩

士）40學分班]字眼，學習總數須為[40]，總數單位須為[6-學分]。

10

個人個人基本基本資料資料子系統子系統 >> >> 表表22現職（卸職資料）現職（卸職資料）

� 卸職原因/卸職生效日/實際離職日須同時為空白或不為空白�同時不為空

白（3欄位均有資料），WebHR轉檔時始判斷為「離職人員」

11

卸職原因/卸職生效日/

實際離職日 等3欄位，

現職人員須全為空白，

離職人員須全有資料。

無論改制前後，凡曾在

Pemis2K 表2 建檔之正式

、代理、約聘僱、臨時�等

人員已經離職者，請將離職

資料補齊，否則將造成其他

機關學校無法任用！

檢查檢查退離退離人員卸職原因人員卸職原因//卸職生效日卸職生效日//實際離職日等實際離職日等

33欄位，是否欄位，是否全有資料全有資料

12

使用彈性選員，勾選「只查退離人員（含退

離檔）」 ，搜尋準則「空白」，欄位排序

準則「卸職原因/卸職生效日/實際離職日」，

按【執行】，再列印比對人員。

檢查檢查退離退離人員卸職原因人員卸職原因//卸職生效日卸職生效日//實際離職日等實際離職日等

33欄位，是否欄位，是否全有資料全有資料

13

檢查卸職原因/卸職生

效日/實際離職日等3欄

位，是否全有資料

可以選擇格式

，然後列印紙

本檢查

檢查檢查現職現職人員卸職原因人員卸職原因//卸職生效日卸職生效日//實際離職日等實際離職日等

33欄位，是否欄位，是否全為空白全為空白

14

使用彈性選員，勾選「只查現職人員」，

搜尋準則「空白」，欄位排序準則「卸職

原因/卸職生效日/實際離職日」，按【執

行】，再列印比對人員。

檢查檢查現職現職人員卸職原因人員卸職原因//卸職生效日卸職生效日//實際離職日等實際離職日等

33欄位，是否欄位，是否全為空白全為空白

15

檢查卸職原因/卸職

生效日/實際離職日

等3欄位，是否全為

空白

可以選擇格

式，然後列

印紙本檢查

檢查現職

人員名單

是否符合

個人個人基本基本資料資料子系統子系統 >> >> 表表22現職（軍訓教官）現職（軍訓教官）

� 軍訓教官之人員區分：若係以薪額支薪，則選取10教育人員；若係以軍

職任用，則選取11一般人員。（ PICS Q＆A ： Q000409 ）

16

現支俸點請

參照「志願

役現役軍人

俸表」填列

人員區分選取

11一般人員，

辦理成績考核
時無法擷取教

官資料，請用

新增加入教官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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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個人基本基本資料資料子系統子系統 >> >> 批次資料檢誤批次資料檢誤

� 進行批次資料檢誤，盡量將錯誤資料減至最少【包含（S）錯誤訊息】

17

Pemis2K與WebHR

之檢誤規則不同，

WebHR增加許多檢

誤規則(較嚴格)

亦可利用目前WebHR測試資料庫先進行檢誤，在轉檔前至Pemis2K將錯誤資料更正

退休撫卹退休撫卹子系統子系統 >>>> 退休退休人員資料維護人員資料維護

� 退休人員資料維護 >>「個人資料」頁籤 >> 「服務機關」維持退休時之

服務機關代碼，「退休金」頁籤 >>「舊制支給機關」改成「機關代碼為

A開頭之新機關代碼」

18

若要大批作業，可使用工具 >> 變更支給機關，可一次全部變更

退休撫卹退休撫卹子系統子系統 >>>> 撫卹撫卹人員資料維護人員資料維護

� 撫卹人員資料維護 >>「個人資料」頁籤 >> 「服務機關」維持亡故時之

服務機關代碼，「撫卹金資料」頁籤 >> 「舊制支給機關」改成「機關代

碼為A開頭之新機關代碼」

19

若要大批作業，可使用工具 >> 變更支給機關，可一次全部變更

系統管理子系統系統管理子系統 >>>> 代碼檔資料維護及列印代碼檔資料維護及列印

� WebHR機關自訂代碼僅提供職稱排序檔【CODE43】及 CODE51代碼檔

【職務類別(POTPE)、考績分批類別(GTY) 】

� 如於Pemis2K有自訂代碼（例職稱、適用法規 ..等），轉檔至WebHR

將無法通過檢誤，請修正勿選用自訂之代碼。

20

個人個人基本基本資料資料子系統子系統 >> >> 人事人事2121表資料維護表資料維護

於系統管理子系統>>代

碼檔資料維護及列印中

，有自訂代碼，而於人

事21表資料選擇使用自

訂代碼，導入後將無法

通過檢誤。（最有可能

是在表2及表19之職稱

欄位）

待遇福利子系統待遇福利子系統 >>>> 個人待遇資料維護個人待遇資料維護

� 個人待遇資料維護中，將每個人之待遇資料之金額維護正確（至少本俸

、專業加給、職務加給、地域加給等4項），並報送至A3，WebHR轉檔

時，會以最近一筆報送A3待遇資料做為WebHR待遇福利 >> 固定性給與

資料來源。

21

獎懲作業子系統獎懲作業子系統 >>>> 一般獎懲一般獎懲 >>>> 獎懲案件獎懲案件

� 已核發獎懲令之獎懲案件，請輸入核定機關、核定日期及核定文號，使

該案件成為已核定之案件，轉入WebHR後才可在「獎懲作業子系統」查

詢的到。（可一併檢查該案是否已更新至個人資料 >> 表21獎懲）

� 如為未核定案件，轉檔至WebHR後，需進行「承辦人員轉換作業」始可

查詢，並繼續作業。

22

任免遷調子系統任免遷調子系統 >>>> 任免核薪任免核薪>>>> 派兼免令資料維護派兼免令資料維護

� 已核發派兼免令之案件，請輸入核定機關、核定日期及核定文號，使該

案件成為已核定之案件，轉入WebHR後才可在「任免遷調子系統」查詢

的到。

� 如為未核定案件，轉檔至WebHR後，需進行「承辦人員轉換作業」始可

查詢，並繼續作業。

23

考績作業子系統考績作業子系統 >>>> 考績（成績考核）考績（成績考核）資料維護資料維護

� 已核發考績通知書之案件，請輸入核定機關、核定日期及核定文號等資

料，使該案件成為已核定之案件，轉入WebHR後才可在「考績子系統」

查詢的到。（可一併檢查該案是否已更新至個人資料 >>表20考績）

� 如為未核定案件，轉檔至WebHR後，需進行「承辦人員轉換作業」始可

查詢，並繼續作業。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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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撫卹子系統退休撫卹子系統 >>>> 退休人員退休人員資料維護資料維護

� 已核定之退休、撫慰案件，請輸入核定相關年資基數資料、核定機關、核

定日期及核定文號等資料，以利轉檔至WebHR後可以發放退休、撫慰金

� 未輸入完整資料，轉檔至WebHR後，可能移至退休案件待處理資料中，

而無法於退休人員資料維護中查詢到。

25

退休撫卹子系統退休撫卹子系統 >>>> 撫卹人員撫卹人員資料維護資料維護

� 已核定之撫卹案件，請輸入核定相關撫卹金資料、核定機關、核定日期

及核定文號等資料，以利轉檔至WebHR後可以發放撫卹金。

� 未輸入完整資料，轉檔至WebHR後，可能移至撫卹案件待處理資料中，

而無法於撫卹人員資料維護中查詢到。

26

轉檔前資料庫整理步驟轉檔前資料庫整理步驟→ → 資料重整作業資料重整作業

27

Pemis2K主畫面 >>

工具 >> 資料重整

作業

勾選「全部系統」，

再按「開始」按鈕

建議下班前要關閉
Pemis2K時重整一下

轉檔前資料庫整理步驟轉檔前資料庫整理步驟→ → 資料庫檢測及修正資料庫檢測及修正

28

目的：為確保資料庫結構與現行Pemis2K系統

在線上網站的最新資料庫結構一致。

Pemis2K主畫面 >>

工具 >> 資料庫檢

測工具

點「全選」，再點「執

行檢測及修正」按鈕

轉檔前資料庫整理步驟轉檔前資料庫整理步驟→ → 資料庫壓縮（修復）資料庫壓縮（修復）

29

目的：為確保Access資料庫能在正確有效情況下使用無誤。因Access資料庫使用異

動頻繁而造成大量的垃圾空間無法利用或不當使用常造成資料庫損壞而無法使用。

限單機版（Access資料庫）使用，網路版（SQL Server資料庫）毋需使用

來源路徑、目的路徑一

般是不必變更，除非有

變更Access資料庫路徑

若Access資料庫

未設密碼者可不

用勾選及輸入

按「資料庫壓縮

(修復)」按鈕

Pemis2K主畫面 >> 工具 >>

Access資料庫壓縮（修復）工具

轉檔前資料庫整理步驟轉檔前資料庫整理步驟→ → 資料庫壓縮（修復）資料庫壓縮（修復）

30

•點選是(Y)按鈕。

不要怕，按下「

是(Y)」按鈕，取

代原資料庫（擔

心的話可先做備

份）

資料庫壓縮(修復

)完畢，按「確定

」按鈕，檢視料

庫檔案大小是否

變小了

� 以上係針對轉檔前於Pemis2K應注意及修正事項，避免轉檔

後資料無法查詢或資料無法通過檢誤。

� 人事資料21表、退休撫卹子系統、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兼免（

教師聘期、敘薪資料維護）		等子系統補建資料，如未及

於轉檔前在Pemis2K補建完成，仍可於轉檔後在WebHR中繼

續維護。

� 微軟在 2014 年 4 月 8 日終止Windows XP與 Office 2003技

術支援，但個人電腦仍可繼續使用XP，WebHR亦可以繼續

於XP上使用，無須急著升級，可配合學校電腦汰換或升級時

一併升級。

31

其他注意事項其他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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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人事處及所屬人事機構推動「十圈十美」計畫 
「推廣與輔導網際網路版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統（WebHR）」工作圈 
國 立 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組 第 1 次 會 議 紀 錄 
壹、時間：103 年 5 月 28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30 分 
貳、地點：國立和美實驗學校行政大樓 4 樓會議室 

參、主席：國教署人事室邱主任東坡、國立和美實驗學校李校長重毅 
肆、主席致詞：略                        記錄：羅美玲 

伍、業務單位報告: 

一、為因應教育部預訂於 103 年 6 月 16 日正式導入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統

（WebHR），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應配合該系統進行資料導入，為使該系統

順利推動，以利後續人事資料之擷取，爰擬訂「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推動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統（WebHR）實施計畫」，並區分北、中、南、東 4

區，各區置組長 1 人、副組長 1 至 2 人，負責輔導責任區內學校有關人力資

源管理資訊系統（WebHR）相關業務。 

二、復依教育部人事處 103 年 5 月 19 日臺教人處第 1030070599 號函規定，「公

教人員人事管理資訊系統（P2K）」資料須於 103 年 5 月 30 日前交付教育部，

再由教育部統一交付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進行轉檔。 

陸、宣導事項：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及所屬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人事資訊系統輔

導要點」（附件一）。 

二、有關導入 WebHR 各校應完成及應行注意事項 

（一）依據教育部人事處 103 年 5 月 19 日臺教人處字第 1030070599 

號函，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導入網際網路版『人力資源管理資訊系

統』（WebHR）日程表，103 年 5 月 30 日前完成交付 Pemis2K 資料庫

資料予教育部，6 月 2 日中午 12 時前教育部交付全部 Pemis2K 資料

庫給人事行政總處，6 月 9 日平行測試開始，6 月 16 日正式上線。 

（二）有關 Pemis2K 資料庫上傳至教育部 FTP 主機操作說明及轉檔 

後應行注意事項（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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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WebHR 系統作業流程操作說明 

（一）有關 WebHR 各子系統操作說明，人事行政總處教育訓練講義均有詳

細說明，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亦有類似之操作說明，惟缺乏以人事業

務流程為導向之操作說明，擬將圈員分組，針對人事業務作業流程結

合 WebHR 撰寫作業流程操作說明，置於國教署人事室業務討論區，

供各校查閱。 

（二）工作圈圈員編組、權責分工表及操作說明範例（附件三）。 

（三）各組操作說明請於 103 年 6 月 30 日（星期一）前完成。 

四、WebHR 教育訓練的課程及場次 

（一）由於教育部預定於 103 年 6 月至 8 月中旬辦理 WebHR 分區全員訓練，

為免課程內容相同，造成訓練資源浪費，有關 WebHR 教育訓練課程

採以人事業務作業流程方式進行訓練，時程則配合人事業務實際作業

時間實施訓練。 

（二）訓練講師由撰寫作業流程操作說明各組推派講師，負責講授相關系統

操作。 

（三）教育訓練課程及場次預定表（附件四）。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上午 11 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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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成果照片 

活動名稱 時間 地點 
參與 
人數 活動成果 

工作圈會議 103.05.28 
國立和美實驗

學校 
43 

訂定人事資訊系統輔導要點、依

圈員之專長分組分工 

活 動 照 片 

 
歡迎海報 

 
國立和美實驗學校李校長致詞 

 
國教署人事室邱主任致詞 

 
國教署人事室邱主任致詞 

 
工作圈圈長林主任業務提示 

 
圈員互相討論業務 

67



裝

訂

線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函
地址：41341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號
傳　真：04-23326915
聯絡人：施春美
電　話：04-37061541

受文者：國立嘉義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6月4日

發文字號：臺教國署人字第103006088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人事資訊系統輔導要點、FTP操作說明、轉檔後應行注意事項

（0060884A00_ATTCH1.doc，共1個電子檔案）

主旨：檢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及所屬國立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人事資訊系統輔導要點、Pemis2K資料庫上傳至教育

部FTP主機操作說明及WebHR轉檔後應行注意事項」各1

份，請 查照。

說明：因應103年6月16日（WebHR）正式上線，為使該系統順利

推動，爰請各校配合辦理。

正本：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各國立國民小學、國立宜蘭大學附設高級農工職業進修

學校、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附設高商進修學校、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附設高級

商業職業進修學校、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高級工業職業進修學校

副本：本署人事室
電子公文
交 換 章

103/06/04
09:45:33

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

第 1 頁 共 1 頁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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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及所屬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人事資訊系統輔導要點 

一、目的 

為輔導本署及所屬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人事業務資訊化提升人事資料

正確性、即時性及資訊服務，並重視人事資訊安全，俾提供整體人事管理、

統計、分析及決策之參考與運用，以簡化行政流程、提升人事服務效率及

品質，並協助宣導各項資訊業務，爰訂定本計畫。 

二、輔導對象 

本署所屬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人事機構 

三、實施方式 

針對所屬學校劃分責任區，期冀透過小組長、副組長、組長分層負責方式，

儘速處理各機關學校對人事資訊系統操作各項疑義，提升人事資料報送品

質。 

四、輔導責任區 

輔導責任區分北（含金門、馬祖）、中、南（含澎湖）、東等 4 區，各區置

組長 1 人，視學校數較多之區域置副組長 1 至 2 人，並依行政區分組，各

組置小組長 1 名，負責輔導責任區域內學校有關人事資訊系統相關業務。 

五、輔導工作項目 

（一）協助輔導責任區域內人事機構辦理各項人事資料報送業務。 

（二）協助處理人事資訊系統操作相關問題。 

（三）協助推廣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建置各項人事資訊系統。 

（四）協助輔導責任區域內人事機構人事資料考核作業。 

六、輔導方式 

（一）各學校於處理人事資訊業務有疑義時，應先至 PICS 人事資訊系統客服網

Q＆A 中查詢是否有相關問題之答覆，如查無解決方式再依序洽詢各責

任區內之小組長、副組長、組長處理。 

（二）各責任區小組長、副組長、組長以電話輔導為原則，或使用 PICS 人事資

訊系統客服網之種籽教師網路辦公室，以 JoinNet 軟體實施輔導，並得

視實際需要實施實地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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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於所遭遇之問題，如組長認為屬通案性問題有公告之必要時，應通知

本署將問題及解決方式置於人事室業務討論區。 

（四）對於所遭遇之問題，如屬系統問題，可至「eCPA 人事服務網→PICS 人事

資訊系統客服網→（掛號室）線上掛號」提問，以尋求解決。 

七、輔導服務記錄登錄 

被輔導者如接受小組長、副組長、組長協助，應於問題解決後，至「eCPA

人事服務網→PICS 人事資訊系統客服網→（種籽教師）服務紀錄登錄」 填

寫種籽教師輔導服務紀錄，俾利查詢種籽教師之服務紀錄。 

八、輔導成效評估 

小組長、副組長、組長之輔導成效，按當年度輔導工作表現，對輔導成效

表現優良者，給予獎勵。 

九、其他注意事項 

小組長、副組長、組長及受輔導學校，於實施輔導時應注意個人資料之保

護。 

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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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mis2K 資料庫上傳至教育部 FTP 主機操作說明 
（請於 5 月 30 日下班前將 Pemis2K 資料庫上傳交付教育部） 

Filezilla 下載網址 
https://filezilla-project.org/download.php?type=client 

資料庫準備：請將 Pemis2K 版本更新至最新版本，並完成資料庫重整、檢測及修正、壓縮 
1、若為 Access： 
（1）請先確認資料庫路徑（千萬別傳錯資料庫）：在【開始】功能表上，點【控制台】，再點

【系統管理工具】，再點【資料來源 (ODBC)】，選擇【系統資料來源名稱】頁籤。選取

【CPA_Access】按【設定】，由以下畫面查到資料庫位置及資料庫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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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進入檔案總管，到上面找到之路徑，將 CPA.mdb 備份出來，再將 CPA.mdb 更改檔名

成「機關代碼.mdb（例如：A101H0000U.mdb）」，上傳至傳送至傳送至教育部主機。 

2、若為 SQLServer（必要時可請資訊人員協助）：請直接將資料庫備份成 cpa.bak，更改檔

名成「機關代碼.bak（例如：A101H0000U.bak）」，上傳至傳送至傳送至教育部主機。 

資料庫上傳 

1、主機輸入 ftps://140.111.34.110 

2、使用者名稱為機關學校代碼 

3、密碼為各單位提供的自行設定的密碼（注意大小寫及空白） 

4、連接埠 990 

5、點【快速連線】 

6、第一次連線會跳出憑證訊息，請點選【確認】 

 

7、成功連線「狀態」會出現「成功取得目錄列表」，「遠端站台」會有「資料夾」的圖示 

8、先清除上次測試時所上傳之檔案。 

9、在「本地站台」選取檔案儲存位置 

10、選取要上傳之檔案，拖曳至右方「遠端站台」 

11、點選最下方【傳輸成功】， 

12、若傳輸成功會顯示傳輸成功的檔案 

（以上步驟請參考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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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如果不確定是否已上傳完成，再上傳一次會出現如下的畫面，表示檔案已存在該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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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FTP 連線時出現『530 password incorrect!』， 

就是帳號 or 密碼有錯， 

請連絡本部資訊人員林先生 

TEL : 02-7736-7753 確認，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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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HR 轉檔後應行注意事項 

系統管理 

 系統管理 > 權限管理 > 使用者管理 > 使用者帳號維護，按查詢，選擇自己的帳號，

點按選項前的[編修] 鍵，確認自己帳號的機關權限-[已選權限機關]內已有現職及改制前

的機關(含裁撤合併)。 

組織編制 

 職務編號資料，若從銓敘部轉檔，要確認單位、員額類別、人員類別欄位資料，避免報

表及統計查詢資料錯誤。 
 轉檔完成後，主管機關需對所屬機關學校，重新調整列印順序。 
 在轉檔作業，系統會自動判斷，若 Pemis2K 的組編單位完全沒建立，系統會自動抓取

Pemis2K 表二人員的單位，再一併轉到 WebHR 組編單位。若屬於此種轉檔方法，影響

性在於，表二沒有所謂的列印順序，故需重新調整列印順序。（如組編單位建立完整的

話,則可忽略此點） 

個人資料 

 請到個人資料子系統檢查人數及資料是否正確。 
 轉檔完成後，主管機關需對所屬機關學校，重新調整列印順序。 

任免遷調 

 因 WebHR 的派免令作業方式增加了可以直接報送（層轉）及退回的功能，所以 Pemis2K
轉入的資料會先判斷核定機關、核定日期及核定文號…等欄位是否有資料，若這些核定

相關欄位為空白，則轉入的資料會設定為尚未報送及尚未核定，若不為空白時，則會設

定為已核定之狀態。 

獎懲作業 

 轉入後若狀態為『未報送』的獎懲案件，系統會認定這些資料尚未承辦完畢，因資料保

密性，故不開放給該機關其它承辦人員查看。 
 因 Pemis2K 帳號（admin）和 WebHR（身分證號）設定方式不同，若該機關獎懲承辦人

員需查看未辦理完畢的案件，請到系統管理子系統執行『任免考績獎懲承辦人員轉換作

業 』轉換新承辦人員帳號。 

考績作業 

 轉入後若狀態為『未報送』的考績案件，系統會認定這些資料尚未承辦完畢，因資料保

密性，故不開放給該機關其它承辦人員查看。 
 因 Pemis2K 帳號（admin）和 WebHR（身分證號）設定方式不同，若該機關考績承辦人

員需查看未辦理完畢案件，請到系統管理子系統執行『任免考績獎懲承辦人員轉換作業』

轉換新承辦人員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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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福利 

 待遇轉檔時，是以最近一筆報送的待遇資料，做為『固定性給與資料維護』的資料來源，

確認轉入該機關『固定性給與資料維護 』的資料的筆數及資料正確與否。 

差勤管理 

 員工基本差勤資料：薪(俸)額、專業加給、主管職務加給、每小時加班費—檢查資料正

確性。 
 差勤組別人員資料：差勤規定組別、上班別、開始日期、結束日期—檢查資料正確性。 
 差假規定組別說明：維護差假組別中文說明。 

退休撫卹 
 所有退休及撫卹人員的服務機關均已加入使用者已選機關權限範圍內(系統管理 > 權
限管理 > 使用者管理 > 使用者帳號維護)--參考 PICS Q＆A 編號 Q000939 
 確認退休及撫卹人員的資料是否已存在--參考 PICS Q＆A 編號 Q000935 
 確認所有退休及撫卹人員的支給機關、發放機關、照護機關、作業機關等欄位資料內容

是否正確(退休撫卹 > 工具 > 變更支給機關/照護機關/作業機關)--參考 PICS Q＆A 編

號 Q000903 
 確認退休及撫卹人員的建檔資料是否正確完整（可領年數、停發放註記…），是否要修

改及重新計算--參考 PICS Q＆A 編號 Q000937 
 確認撫慰金及撫卹金領受人資料設定是否正確--參考 PICS Q＆A 編號 Q000938 
 資料權限(Pemis2K 轉檔至 WebHR) 

支給機關：即為原來 Pemis2K 支給機關  
發放機關：預設為目前之機關  
照護機關：預設為目前之機關 

 檢查退休、撫卹、撫慰、退休照護人數及資料是否正確，並補齊相關資料。 
 103 年第 2 期月退休金、月撫慰金、年撫卹金，建議 Pemis2K 與 WebHR 均產製發放清

冊，以Pemis2K產製之清冊為主，校對WebHR產製之清冊。104年第 2期開始則由WebHR
產製清冊，發放月退休金、月撫慰金、年撫卹金。 

中等學校 
 檢查教師人數及聘期資料是否正確。 

相片作業 
 WebHR 相片轉入後，需檢視是否有圖片異常或破圖的情形。若有以上情形，可在相片

子系統重新匯入相片，不需先刪除，可直接覆蓋。（因為破圖會影響個人子系統的相關

報表列印）  
 WebHR 尚未有相片，請將照片補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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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HR 作業流程操作說明撰寫編組及權責分工表 

組別 業務內容 學校名稱 職稱 姓名 

第一組  考試分發作業 

 內陞作業 

 外補作業* 

 銓審作業 

 委升薦訓練作業 

 教師聘任聘期作業（含聘書列

印） 

 教師敘薪作業 

 兼行政導師作業 

 系統管理（權限設定） 

國立基隆商工 組員 余沂家 

國立臺北教大學附小 主任 陳美婷 

國立華僑實中 主任 張望然 

國立桃園農工 組員 翁如賢 

國立桃園啟智 主任 蘇俊豪 

國立武陵高中 主任 蘇莉芳 

國立竹北高中 主任 謝玥華 

國立關西高中 主任 施淑真 

國立苗栗高中 主任 白志祥 

國立大湖農工 主任 廖春錢 

國立中科實驗高級中學 主任 范碧之 

第二組  個人基本資料子系統（銓敘部比

對） 

 退休作業 

 撫慰申請作業 

 撫卹作業 

 月退休金、月撫慰金、年撫卹發

放作業 

 退休照護作業 

 退休查驗作業 

國立臺中女中 組員 許純敏 

國立霧峰農工 主任 許耿源 

國立霧峰農工 組員 黃士娟 

國立豐原高商 主任 朱美惠 

國立東勢高工 主任 洪鳳黛 

國立大甲高工 主任 王玉文 

國立彰化高商 組員 賴仁鋃 

國立崇實高工 主任 張清柳 

國立埔里高工 主任 許銘義 

第三組  考績作業（含人事） 

 教師成績考核作業（含校長） 

 獎懲作業（含校長、人事） 

 資深優良教師作業 

 模範（績優）公務人員* 

 差勤管理（制度管理、請假、出

差、加班） 

國立虎尾農工 主任 陳嘉財 

國立虎尾農工 組員 何宇新 

國立北港農工 主任 黃春梅 

國立嘉義高中 組員 俞嘉寧 

國立嘉義高商 主任 黃秋萍 

國立臺南女中 主任 胡素卿 

國立家齊女中 組員 李雅萍 

國立南大附聰 主任 黃憲政 

第四組  員額編制表作業 

 職務歸系作業 

 員額修編作業 

 待遇福利報送作業 

 終身學習（薦送報名、時數下載） 

 人事選員 

 相片管理作業 

國立旗美高中 組員 葉芸宜 

國立屏東高工 主任 蘇明輝 

國立佳冬高農 主任 羅國光 

國立蘭陽女中 組員 黃雅欣 

國立宜蘭高商 助理員 林淑芬 

國立花蓮啟智 組員 陳祈卉 

國立東大附中 主任 蘇俊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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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HR 教育訓練課程及場次預定表 

（一）WebHR 教育訓練課程採以人事業務作業流程方式進行訓練，時程則配合

人事業務實際作業時間實施訓練，預定辦理 2 場次。 

（二）訓練講師由撰寫作業流程操作說明各組推派講師，負責講授相關系統操

作。 

第 1 場次 
預定日期：103 年 7 月前 

時 間 課 程 地點 講   師 

08:30 
│ 

09:00 
報到   

09:00 
│ 

11:00 
1. 教師成績考核作業   

11:00 
│ 

12:00 
2. 差勤管理作業   

12:00 
│ 

13:00 
午休時間 

13:00 
│ 

14:00 

3. 教師聘期作業 
（含兼行政、導師作業） 

  

14:00 
│ 

15:00 
4.教師敘薪作業   

15:00 
│ 

16:00 
5. 考試分發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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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場次 
預定日期：103 年 10 月前 

時 間 課 程 地點 講   師 

08:30 
│ 

09:00 
報到   

09:00 
│ 

12:00 

1. 退休撫卹作業（含月

退休金、月撫慰金、

年撫卹發放作業） 
  

12:00 
│ 

13:00 
午休時間 

13:00 
│ 

14:00 
2. 公務人員考績作業   

14:00 
│ 

15:00 

3. 任免遷調作業（含委

升薦訓練） 
  

15:00 
│ 

16:00 

4. 獎懲作業（含資深優

良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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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暨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網際網路版

人力資源管理系統(WebHR)教育訓練」課程表 

一、日期：103年 7月2日(星期三) 

二、地點：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嘉義市彌陀路174號） 

三、訓練課程： 

時 間 課 程 地點 講   師 

08:30 
│ 

09:00 
報到 行政大樓四樓

視聽教室 
 

09:00 
│ 

11:00 
1. 教師成績考核作業 行政大樓四樓

視聽教室 
國立虎尾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何宇新先生 

11:00 
│ 

12:00 
2. 差勤管理作業 行政大樓四樓

視聽教室 
國立北港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黃春梅主任 

12:00 
│ 

13:00 
午休時間 

13:00 
│ 

14:00 

3. 教師聘期作業 
（含兼行政、導師作業） 

行政大樓四樓

視聽教室 
國立桃園啟智學校 

蘇俊豪主任 

14:00 
│ 

15:00 
4.教師敘薪作業 行政大樓四樓

視聽教室 
國立華僑實驗高級中學 

張望然主任 

15:00 
│ 

16:00 
5. 考試分發作業 行政大樓四樓

視聽教室 
國立桃園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翁如賢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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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成果照片 

活動名稱 時間 地點 
參與 
人數 活動成果 

WebHR 系統操作教

育訓練 
103.07.02 

國立嘉義高級

工業職業學校 
154 

WebHR 與人事業務實務上作

業流程相結合 

活 動 照 片 

 
歡迎海報 

 
報到簽到 

 
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林校長致詞 

 
國教署人事室邱主任致詞 

 
學員專心聽講 

 
講師細心講授每一操作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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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差勤管理子系統差勤管理子系統差勤管理子系統差勤管理子系統

報告人：國立北港農工報告人：國立北港農工 黃春梅黃春梅報告人：國立北港農工報告人：國立北港農工 黃春梅黃春梅

簡報大綱簡報大綱簡報大綱簡報大綱

編號 簡 報 內 容 編號 簡 報 內 容

1 差勤管理模組說明 8 請假資料維護—病假、喪假、

加班補休、大批資料新增

2 行事曆產生及維護 9 請假資料查詢及報表

2

2 行事曆產生及維護 9 請假資料查詢及報表

3 差勤管理組別 10 出差資料維護

4 假別規定上限設定 11 首長差假填報及報送

5 員工基本差勤資料查詢與

維護

12 任免報到、離職更新差勤

差勤管理模組說明差勤管理模組說明

模組(功能項) 說明

制度管理 行事曆、差勤規定組別、假別規定上限、員工基本差勤資料查

詢與維護、核對每小時加班費

出勤管理 差勤組別人員、本文檔格式設定、刷卡資料、臨時卡、刷卡轉

出勤、異常處理、出勤資料維護、報表

請假\出差\加

班管理

請假出差加班資料維護、大批新增、本文檔格式設定、刷卡檔

自動轉加班、異常查詢、專案加班、報表

3

輪班值班管理 輪班排班\值班排班作業、輪班\值班資料維護、報表

勤惰統計管理 重新統計作業、勤惰統計資料維護、報表

國民旅遊卡資

料處理

匯入發卡行、製作媒體檔、差勤基本資料媒體傳輸及列印、公

務人員休假紀錄媒體傳輸及列印

首長差假
假單填報、明細、列印、報送、主管機關核定、主管差假資料

查詢

工具 差勤資料檔案匯出\匯入、任免報到差勤更新、任免離職更新差

勤、機關改制差勤參數資料轉換作業

、差勤檔案員工代號大批變更作業

產生年度行事曆 行事曆維護

使 用

時 機

年度開始時應先行產生新年

度行事曆，WebHR產生之行

事曆係由行政院人事行政總

處提供

如遇颱風假、彈性放假、校

內調整上班上課時編輯

差勤管理子系統差勤管理子系統//行事曆產生及維護行事曆產生及維護

4

處提供

操 作

步 驟

制度管理 →行事曆資料維

護 →﹝產生行事

曆﹞→﹝年度﹞→﹝執

行﹞→﹝回上頁﹞→ 查

詢﹞

制度管理 →行事曆資料維護

→輸入﹝年度﹞、 ﹝月份﹞

→ ﹝查詢﹞→點選某日編輯

﹝上班區別﹞及﹝原因﹞ →

﹝儲存﹞

差勤管理子系統差勤管理子系統//行事曆產生及維護行事曆產生及維護

5

差勤規定組別：差勤規定組別：

使用時機：

各校如設有進修部及宿舍管理員或其他人員，其上班時間與

一般人員不同時，可在機關差勤規定資料維護中設定。

差勤管理子系統差勤管理子系統//差勤規定組別差勤規定組別

6

操作步驟：

機關差勤規定資料維護→選擇﹝差勤規定組別﹞、﹝制

度類別﹞→﹝查詢﹞→選擇﹝彈性上班時間﹞、 ﹝彈

性下班時間﹞ →﹝編修﹞→ ﹝儲存﹞

差勤管理子系統差勤管理子系統//假別規定上限設定假別規定上限設定

7

假別規定上限設定：假別規定上限設定：

使用時機：

系統預設「正式人員（公務人員）」之假別設定，惟

應新增「教師」、「教師兼行政人員」之假別，俾辦

差勤管理子系統差勤管理子系統//假別規定上限設定假別規定上限設定

8

理考績使統計資料方能正確。

操作步驟：

假別規定上限→﹝新增﹞→﹝查詢﹞→選擇﹝職務類

別－教師或教師兼行政人員﹞→選擇﹝請假別﹞→ 

輸入﹝上限日﹞→ ﹝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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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勤管理子系統差勤管理子系統//假別規定上限設定假別規定上限設定

9

差勤管理子系統差勤管理子系統//員工基本差勤資料查員工基本差勤資料查

詢與維護詢與維護

新增員工基本差勤資料：新增員工基本差勤資料：

使用時機：

當新進人員到職且個人基本資料已轉入WebHR時。

操作步驟一：

10

操作步驟一：

員工基本差勤資料維護→﹝新增﹞→選擇新進人員

﹝身分證號﹞→選擇﹝年制別﹞→選擇﹝職務類

別﹞→ 輸入﹝休假年資﹞、 ﹝全年休假﹞ → ﹝確

認﹞

新增員工基本差勤資料：新增員工基本差勤資料：

使用時機：

當新進人員到職且個人基本資料已轉入WebHR時。

操作步驟二：

差勤管理子系統差勤管理子系統//員工基本差勤資料查員工基本差勤資料查

詢與維護詢與維護

11

操作步驟二：

員工基本差勤資料維護→﹝新增﹞→﹝轉個人基本資

料﹞→選擇﹝單位別﹞ →選擇﹝差勤規定組別﹞ 、

﹝上班別﹞ →﹝選取人員﹞→ ﹝執行﹞

操作步驟一操作步驟一操作步驟一操作步驟一

差勤管理子系統差勤管理子系統//員工基本差勤資料查員工基本差勤資料查

詢與維護詢與維護

12

操作步驟二操作步驟二操作步驟二操作步驟二

差勤管理子系統差勤管理子系統//員工基本差勤資料查員工基本差勤資料查

詢與維護詢與維護

13

WebHRWebHR差勤系統新增功能：差勤系統新增功能：

不列入年度事病假日數及考績統計功能：

家庭照顧假、生理假、安胎病假等依規定不列入考核年度內之

事、病假計算。

喪假、流產假依不同假由類別，設定不同的上限日數：

差勤管理子系統差勤管理子系統//請假資料維護請假資料維護

14

喪假、流產假依不同假由類別，設定不同的上限日數：

因喪假、流產假會因假由類別對象及懷孕期間長短而影響給假

日數，本功能可方便人事人員控管請假有無超過規定日數。

喪假、婚假增加顯示輸入之事實發生日：

請假作業輸入時，若已有該假別同一關係人資料，增加顯示輸

入之事實發生日。

病假、喪假操作步驟：病假、喪假操作步驟：

病假：

請假管理→請假資料維護→ ﹝新增﹞→選擇請假人員

﹝身分證號﹞→選擇﹝請假別﹞ →輸入﹝請假區間﹞ →

選擇勾選﹝不列入年度事病假日數及考績﹞→ 輸入﹝備

差勤管理子系統差勤管理子系統//請假資料維護請假資料維護

15

選擇勾選﹝不列入年度事病假日數及考績﹞→ 輸入﹝備

註﹞資料 → ﹝確認﹞ 

喪假：

請假管理→請假資料維護→ ﹝新增﹞→選擇請假人員

﹝身分證號﹞→選擇﹝請假別﹞ →選擇﹝喪假類別﹞ →

輸入﹝辭世對象﹞ →輸入﹝事實發生日﹞ → ﹝確認﹞

差勤管理子系統差勤管理子系統//請假資料維護請假資料維護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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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勤管理子系統差勤管理子系統//請假資料維護請假資料維護

17

大批資料新增大批資料新增//不同人同時操作步驟不同人同時操作步驟：：

使用時機：

當同一時段有多人因同一事由請假時，可利用「不同人同

時」之作業方式，減少資料輸入時間，例如：公訓活動。

差勤管理子系統差勤管理子系統//請假資料維護請假資料維護

18

操作步驟：

請假管理→請假資料維護→點選﹝大批資料新增﹞ →選

擇﹝不同人同時﹞→ ﹝執行﹞ →﹝選取人員﹞ →輸入

﹝請假別﹞ ﹝請假區間﹞ ﹝地點﹞ ﹝事由﹞ → ﹝執

行﹞

差勤管理子系統差勤管理子系統//請假資料維護請假資料維護

19

大批資料新增大批資料新增//同人不同時操作步驟同人不同時操作步驟：：

使用時機：

當某人因同一事須於不同時段請假時，可利用「同人不同

時」之作業方式，減少資料輸入時間，例如：部分辦公時

間進修。

差勤管理子系統差勤管理子系統//請假資料維護請假資料維護

20

間進修。

操作步驟：

請假管理→請假資料維護→點選﹝大批資料新增﹞ →選

擇﹝同人不同時﹞→ ﹝執行﹞ →選擇請假人員﹝身分證

號﹞ →輸入﹝請假別﹞ ﹝請假區間﹞ ﹝地點﹞ ﹝事

由﹞ → 選擇﹝自訂區間﹞  →選擇﹝星期別﹞ ﹝請假

日期﹞ →﹝執行﹞

差勤管理子系統差勤管理子系統//請假資料維護請假資料維護

21

加班資料維護及加班補休操作步驟：加班資料維護及加班補休操作步驟：

加班資料維護：

加班管理→加班資料維護→ ﹝新增﹞→選擇請假人員

﹝身分證號﹞→選擇﹝加班類別-一般﹞ →輸入﹝加班區

間﹞ ﹝加班時數﹞ ﹝加班事由﹞ → ﹝確認﹞ 

差勤管理子系統差勤管理子系統//請假資料維護請假資料維護

22

間﹞ ﹝加班時數﹞ ﹝加班事由﹞ → ﹝確認﹞ 

加班補休：

請假管理→請假資料維護→ ﹝新增﹞→選擇請假人員

﹝身分證號﹞→選擇﹝請假別-加班補休﹞ →輸入﹝請假

區間﹞ →點選﹝選取加班資料﹞ →輸入﹝補休時數﹞ 

→ ﹝確定﹞ → ﹝確認﹞

差勤管理子系統差勤管理子系統//請假資料維護請假資料維護

23

差勤管理子系統差勤管理子系統//請假資料維護請假資料維護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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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資料查詢：請假資料查詢：

方法一：大批人員查詢

請假管理→員工請假資料報表→ ﹝選取單位﹞ →輸入﹝列印

期間﹞ →點選﹝年制別﹞ ﹝職務類別﹞ ﹝請假別﹞ ﹝排序

方式﹞ ﹝跳頁方式﹞ → ﹝列印﹞

差勤管理子系統差勤管理子系統//請假資料查詢及報表請假資料查詢及報表

25

方式﹞ ﹝跳頁方式﹞ → ﹝列印﹞

方法二：個人請假記錄查詢(列印)

請假管理→個人請假記錄一覽表→選擇查詢人員﹝身分證號﹞ 

→輸入﹝列印期間﹞ →﹝請假別﹞ → ﹝列印﹞

方法三：個人請假記錄查詢（不列印）

請假管理→ 請假資料維護 →選擇查詢人員﹝身分證號﹞ →輸

入﹝請假區間﹞ → ﹝查詢﹞ 

方法一方法一

差勤管理子系統差勤管理子系統//請假資料查詢及報表請假資料查詢及報表

26

方法二方法二

差勤管理子系統差勤管理子系統//請假資料查詢及報表請假資料查詢及報表

27

方法三方法三

出差資料維護及查詢操作步驟：出差資料維護及查詢操作步驟：

出差資料維護：

出差管理→出差資料維護→ ﹝新增﹞→選擇出差人員

﹝身分證號﹞ →點選﹝出差類別﹞ →輸入﹝出差期間﹞ 

→選擇勾選﹝合計含假日﹞ → 輸入﹝出差事由﹞ ﹝出

差勤管理子系統差勤管理子系統//出差資料維護出差資料維護

28

→選擇勾選﹝合計含假日﹞ → 輸入﹝出差事由﹞ ﹝出

差地點﹞ 、點選﹝出差地區-國內外﹞ → ﹝確認﹞ 

個人出差記錄查詢（不列印）

出差管理→ 出差資料維護 →選擇查詢人員﹝身分證號﹞ 

→輸入﹝出差區間﹞ → ﹝查詢﹞ 

﹞

差勤管理子系統差勤管理子系統//出差資料維護出差資料維護

29

首長差假假單填報操作步驟：首長差假假單填報操作步驟：

假單填報：

首長差假→假單填報→ ﹝新增﹞→選擇首長﹝身分證

號﹞ →選取﹝地點-國內外﹞ → 輸入﹝說明﹞→ ﹝確

認﹞ 

差勤管理子系統差勤管理子系統//首長差假填報及報送首長差假填報及報送

30

認﹞ 

假單明細：

首長差假→假單填報→ ﹝查詢﹞ → ﹝編修﹞ →上傳

﹝附件檔案﹞ →﹝明細﹞ → 輸入職務代理人資料 →輸

入首長差假明細→點選﹝差假別﹞ →輸入 ﹝差假區間﹞ 

→計算﹝合計日時數﹞ → 輸入﹝事由及行程﹞ →點選

﹝出差地點﹞→ ﹝確認﹞ 

首長差假假單報送操作步驟：首長差假假單報送操作步驟：

假單報送：

首長差假→假單報送作業→ ﹝查詢﹞ →選取人員→輸入

﹝主管機關﹞ ﹝報送文號﹞ → ﹝報送﹞ 

差勤管理子系統差勤管理子系統//首長差假填報及報送首長差假填報及報送

31

假單狀態為未報送時，可進行編修，假單狀態為報送

時，只可進行檢視，不可編修。

差勤管理子系統差勤管理子系統//首長差假填報及報送首長差假填報及報送

差假填報差假填報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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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勤管理子系統差勤管理子系統//首長差假填報及報送首長差假填報及報送

差假明細差假明細

33

差勤管理子系統差勤管理子系統//首長差假填報及報送首長差假填報及報送

34

差勤管理子系統差勤管理子系統//首長差假填報及報送首長差假填報及報送

差假報送差假報送

35

任免報到：任免報到：

操作步驟：

工具→任免報到差勤更新→ 輸入﹝到職日期﹞ → ﹝查

詢﹞ →選取要差勤移轉或新增人員→ ﹝差勤移轉新增﹞

差勤管理子系統差勤管理子系統//任免報到離職更新差勤任免報到離職更新差勤

36

任免離職：任免離職：

操作步驟：

工具→任免離職更新差勤→ 輸入﹝離職日期﹞ → ﹝查

詢﹞ →選取要更新差勤離職日期的人員→ ﹝更新差勤﹞

差勤管理子系統差勤管理子系統//任免報到離職更新差勤任免報到離職更新差勤

37

敬敬 請請 指指 教教!!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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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路版人力資源管理系統

(WebHR)(WebHR)

教師聘任聘期作業

(含聘書列印)

教師聘任聘期作業說明

� 教師聘任期限，初聘為一年，續聘第一次為一年，以後續聘

每次為二年，續聘三次以上服務成績優良者，經教師評審委

員會全體委員三分之二審查通過後，得以長期聘任，其聘期

由各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統一訂定之。

� 人事室應於學期開始前將擬聘任教師名單及聘期提交教評會

審議，通過後陳校長核定，於學期開始日（八月一日）起聘審議，通過後陳校長核定，於學期開始日（八月一日）起聘

。學期中經教評會審議通過之聘任案，自教評會審議通過校

長核定之日起聘。

� 擬新聘教師如為現職公、私立學校教師，應取得原任職學校

同意書或離職證明書，始可聘任及發聘。

� 校長頒發聘書，教師應聘應於回執聯簽章送人事室備查。

法令依據

� 教師法及其施行細則。

�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及其施行細則。

� 學校學年度教職員預算員額編制表。

�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 各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各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教師聘任聘期作業流程

擬製現職新進教

師續聘及聘期
教評會審議 簽陳校長核定

2014/9/17 4

人事室製作聘書 校長頒發聘書
應聘教師回執聯

簽章送回人事室

教學大綱

� 課程目的：

聘期維護，管控、產製年度續

聘名單

� 教師聘期作業：

1 教師聘期狀態

2 教師聘期資料維護

3 大批聘期屆滿作業

4 聘書作業

5 學年教師名冊

6 聘期批次更新機關單位資料

7 參數設定

教師聘期作業

教師聘期狀態 1-1 教師聘期狀態 1-2

選擇查詢

點選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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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聘期狀態 1-3

� 請清查貴校正式教師資料是

否正確。

� 聘別、聘期起迄日是否尚在

有效日期。

教師聘期資料維護 2-1

離職教師(教師聘期狀態資料聘任中)

� 方式1：(1)執行查詢-系統� 方式1：(1)執行查詢-系統
會帶出學校中有聘期資料
教師。(2)編修資料。

� 方式2：直接選取需編修人
員資料。

教師聘期資料維護 2-2
離職教師(教師聘期狀態資料聘任中)

� 離職教師請點選解聘/辭
聘/不予續聘

� 利用輔助功能查詢相關資
料歷任聘期/留職停薪/個
人資料。

離職教師(教師聘期狀態資料聘任中)

教師聘期資料維護 2-3

� 編修相關資料後請點選確認

存檔

� 教師聘期資料維護>查詢聘

離職教師(教師聘期狀態資料聘任中)

教師聘期資料維護 2-4

� 教師聘期資料維護>查詢聘

期狀態

� 該筆資料己修正為當事人離
職狀態

� 方式1：(1)執行查詢-系統
會帶出學校中有聘期資料

教師聘期資料維護 2-5

現任教師(現有聘期資料非目前聘任狀態)

會帶出學校中有聘期資料
教師。(2)編修資料。

� 方式2：直接選取需編修人
員資料。

� 需續聘教師請點選續聘

教師聘期資料維護 2-6

現任教師(現有聘期資料非目前聘任狀態)

� 需續聘教師請點選續聘

� 可利用輔助功能查詢相關資
料歷任聘期/留職停薪/個人
資料。

現任教師(現有聘期資料非目前聘任狀態)

教師聘期資料維護 2-7

� 編修相關資料後請點選
確認存檔96



� 教師聘期資料維護>查詢聘

期狀態

� 該筆資料增加1筆目前聘任

教師聘期資料維護 2-8
現任教師(現有聘期資料非目前聘任狀態)

� 該筆資料增加1筆目前聘任
聘別及聘期

� 方式1：(1)執行查詢-系統

教師聘期資料維護 2-9

現任教師(現有聘期資料錯誤)

� 方式1：(1)執行查詢-系統
會帶出學校中有聘期資料
教師。(2)編修資料。

� 方式2：直接選取需編修人
員資料。

教師聘期資料維護 2-10
現任教師(現有聘期資料錯誤)

� 修改頁面之錯誤後，請點選儲
存存檔

� 可利用輔助功能查詢相關資料
歷任聘期/留職停薪/個人資料。

教師聘期資料維護 2-11
新聘教師

� 點選新聘教師

�可利用輔

助功能辦理

相關業務。

教師聘期資料維護 2-12
新聘教師

� 方式1：(1)新聘教師如已有個
人資料，可選取帶入資料。(2)
登打聘任資料點選確認存檔。

� 方式2： (1)新聘教師如無個人

資料，請自行登打頁面資料。

(2)點選確認存檔。

教師聘期資料維護 2-13
新聘教師

� 資料新成增成功

� 聯結功能--任免遷調 > 報到/離

聘書資料維護完成可於

任免遷調子系統擷取

教師聘期資料維護 2-14
新聘教師

� 聯結功能--任免遷調 > 報到/離
職 > 人員報到 > 報到資料建檔
>令(聘書)資料擷取作業資料

教師聘期資料維護 2-15
無教師聘期資料/聘期資料錯漏多

�點選大批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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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利用輔

助功能辦理

相關業務。

教師聘期資料維護 2-16
無教師聘期資料/聘期資料錯漏多

1.選取人員。

2.逐筆編修教師聘期資料。

3.全選/選取需編修教師資料。

4.執行存檔

大批聘期屆滿作業3-1
現任教師(現有聘期至本學年度屆滿)

1.點選聘期屆滿日> > 點選查詢

2.逐筆編修教師聘期資料。(系統會根據
教師狀況抓取資料)

3.全選/選取需編修教師資料。

4.執行存檔

記得至教師聘

期狀態 >查詢

>列印教師聘

期資料核對

大批聘期屆滿作業3-2
現任教師(現有聘期至本學年度屆滿)

期資料核對

聘書作業4-1

1.可點選下載

2.瀏覽之前下載聘

書格式的存放路徑

(可用學校既有聘書)

3.點選下一步

1.選取要列印聘書資料內容

聘書作業4-2

2.確認要列印資料後點選

1.選取要列印聘書資料內容

聘書作業4-3

1.設定聘期起日> > 點選查詢。

2. 全選/選取需列印編修教師資料。

3.確定後點選下一步。

聘書作業4-4

1.設定聘書文號。

2. 維護發聘日期。

3.確定後點選下一步。

聘書作業4-5

可瀏覽本校服
務規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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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書作業4-6

列印聘書輸出檔
第1頁

聘書作業4-7

列印聘書輸出檔
第2頁(可採雙面

列印)

聘書作業4-8

列印聘書簽收清
冊

如何將學校既有聘書格式插入列印欄位小秘訣1-1：如何將學校既有聘書格式插入列印欄位
找出聘書格式word檔，將游標移到要插欄位的地方
，點插入＞功能變數

插入＞功能
變數

聘書作業4-9

聘書作業4-10

小秘訣 ＞＞

資料格式設定欄位名稱同

小秘訣1-2：類別選「合併列印」<< MergeField＞＞
輸入所需欄位名稱（ <<要和Webhr中聘書
資料格式設定欄位名稱同）＞＞儲存。

學年教師名冊 5-1

1.點選需列印聘別2.列印

學年教師名冊 5-2

列印學年教師名
冊輸出檔

聘期批次更新機關單位資料6-1

作業別點選轉

。

1.(新機關)聘期批次更新機關單位資料，作業別點選轉
換至改制後機關。
2.聘書起日可挑選預設原聘期起或自行設定新聘期起日。
3.聘書作業(由各學校自行核處是否重新發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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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設定 7-1

1.查詢是否已有長聘「年數設定」。

2.請輸入長聘年數。

3.記得要按下設定後，才會儲存。

4.本作業只需設定1次，如學校長聘年限修改，4.本作業只需設定1次，如學校長聘年限修改，

則修改長聘年數即可。(查詢＞輸入長聘

年數＞設定

法令依據：教師法第13條：「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教師聘任期限，初聘為一年，續聘第一次為

一年，以後續聘每次為二年，續聘三次以上服

務成績優良者，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全體委員三

分之二審查通過後，得以長期聘任，其聘期由

各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統一訂定之。」

中等以下學校聘書作業Q&A教學

� 教師聘期屆滿如何大批輸入？

� 大批聘期作業時，系統預設長聘年數為6年，需逐筆修改，

請問要如何大批調整？

� 教師聘書列印作業？

中等以下學校聘書作業Q&A教學

資料擷取自：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網際網路版

人力資源管理系統(WebHR)中等

以下學校子系統教育訓練檔

Q1.教師聘期屆滿如何大批輸入

1.先點選功能表 中等以下學校 > 教師聘期作業 >

大批聘期屆滿作業

2. 輸入查詢條件，按【查詢】鍵，取得聘期屆滿教

師名單

3. 檢視聘期屆滿教師名單

Q1.教師聘期屆滿如何大批輸入

4. 逐一調整每一位老師續聘資料後， 按【執行】鍵

Q1.教師聘期屆滿如何大批輸入
Q2.大批聘期作業時，系統預設長聘年數

為6年，需逐筆修改，請問要如何大批調整？

1.輸入長聘年數

2.按【設定】

3.再回到「大批聘期屆滿作業」，長聘年

數即會依此年數調整。

Q3.教師聘書列印作業

1.先點選功能表中等以下學校 >教師聘期作業 > 聘書作業

2. 選取格式及下

載範本

Q3.教師聘書列印作業

如果之前未曾下載

過該格式範本，請

先按【範本下載】

將範本存到電腦100



Q3.教師聘書列印作業

如果之前已下載過該格式範本，可不用再次下載，

直接按【瀏覽】鍵，選取已下載之範本檔

3. 自左方可用欄位區選取 至右方 顯示欄區

Q3.教師聘書列印作業

選取完成 按此鍵 選取列印人員

此一步驟在選取聘書中各項欄位之資料來源

4. 再挑選欲列印聘書之人員

Q3.教師聘書列印作業 Q3.教師聘書列印作業

5. 設定各聘書文號

Q3.教師聘書列印作業

6. 確認資料及列印

Q3.教師聘書列印作業

若列印過程中出現類似訊息� 表示選取顯示欄

位不足

Q3.教師聘書列印作業

請回第2步驟 “聘書資料格式設定” 將欄位補上

自左方可用欄位區補選取至右方顯示欄區

Q3.教師聘書列印作業

選取完成 按此鍵 選取列印人員101



課程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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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路版人力資源管理系統網際網路版人力資源管理系統

WebHRWebHR操作手冊操作手冊WebHRWebHR操作手冊操作手冊

兼行政導師作業

1

教師兼行政導師作業模組說明教師兼行政導師作業模組說明

兼行政導師資料維護

教師兼行政職務批次作業

教師兼導師職務批次作業

教師兼導師新年級移轉職務批次作業教師兼導師新年級移轉職務批次作業

教師兼行政導師職務異動請示單

兼行政導師名冊

兼行政導師聘期屆滿名冊

更新個人兼職資料檔

兼行政導師批次更新機關單位資料

2

教師教師兼行政導師作業流程兼行政導師作業流程

3

兼行政導師資料維護兼行政導師資料維護--新增兼新增兼行政、導師行政、導師資料資料
1、中等以下學校 2、教師兼行政、導師作業 3、兼行政導師資

料維護 4、新聘兼

1
4、點選新聘兼鈕

332

4

新聘兼新聘兼行政行政資料維護資料維護

1、先選擇人員

3、再填入其他欄位

4、資料輸入完成，點選確認鈕

2、選擇兼職類別

3、再填入其他欄位

兼職職稱目前可用選取代碼方式

或是手動輸入中文職稱來新增

5

新聘新聘兼兼導師導師資料資料維護維護

1、先選擇人員

4、資料輸入完成，點選確認鈕

3、再填入其他欄位

兼導師需輸入年級與班級資訊

2、選擇兼職類別

3、再填入其他欄位

6

查詢編修兼查詢編修兼行政、導師行政、導師資料資料
1、輸入聘期期間 2、查詢 3、修編

1

2

3

7

兼兼行政、導師行政、導師資料編修維護資料編修維護

3、按儲存 4、查詢歷任職務

5、可列印兼職證明書

2、填入各欄位資料

1、選擇兼職類別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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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兼教師兼行政行政職務批次作業維護職務批次作業維護

1、登入

2、填入欄位資料3、按設定

訊息：資料處理成功！共新增 1 筆

1、登入

4、選擇人員

5、按執行新增資料

9

教師教師兼兼導師導師職務職務批次作業維護批次作業維護

1、登入

2、填入欄位資料
3、按設定

訊息：資料處理成功！共新增 3 筆

1、登入

4、選擇人員

5、按執行新增資料

10

教師兼教師兼導師導師新年級移轉職務批次作業維護新年級移轉職務批次作業維護

訊息：資料處理成功
1、登入

3、查詢要移轉的資料
2、輸入查詢資料本欄位可個別維護新增導師職務

訊息：資料處理成功

4、勾選或按全選

5、執行要處理的資料

11

兼兼行政、導師行政、導師職務異動請示單維護職務異動請示單維護

3、按查詢

6、按報送

1、登入

2、選擇查詢聘期期間

4、勾選或按全選

5、輸入報送文號

12

兼兼行政導師行政導師名冊維護名冊維護

6、列印名冊

2、輸入聘期期間

3、勾選及輸入表頭

1、登入 4、選取欄位

5、選取排序

13

兼兼行政導師行政導師名冊列印名冊列印
教育訓練用機關13一百零三年 教師兼行政導師名冊

職 稱

聘 任 性 質

姓 名
身分證字
號

性 別生 日 學 歷經 歷 本 職

到 校 日

電 話 備 註
現 職 日

教務主任

聘兼

蔡○○

M183699139
男

69.01.1

5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碩

士畢業

教師
教師

88.08.0

1

1030801

教學組長 趙○○ 59.08.1 臺北醫學大學碩士畢

教師

教師

96.08.0

1教學組長

聘兼

趙○○

Q200499138
女

59.08.1

5

臺北醫學大學碩士畢

業

教師

教師
教師

1

1030801

導師

聘兼

鄭○○

I139099130
男

40.01.0

9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大

學畢業

教師

教師 教師

97.08.0

1

14

兼行政導師聘期屆滿名冊維護

3、按列印名冊

2、輸入聘期屆滿日期及性質

1、登入

15

兼兼行政導師行政導師聘期屆滿名冊列印聘期屆滿名冊列印

教育訓練用機關101年教師屆滿名冊

103年06月12日

職 稱 身份証號 姓 名 聘任性質 聘期起 聘期迄 屆 別 備 註

導師 Q200499138 趙○○ 聘兼 100.08.01 101.07.31 10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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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個人兼職資料檔更新個人兼職資料檔

5、按執行3、按查詢

2、輸入聘期期間

訊息

1、登入 4、勾選或按全選

6、按確定

17

兼行政導師批次更新機關單位資料維護兼行政導師批次更新機關單位資料維護

4、執行

2、選擇作業別

3、查詢

1、登入

5、確定

18

敬請指教敬請指教

� 簡報參考資料：

� 1.人事行政總處103年度網際網路版人力資源管理系統WebHR中等以下學校

子系統教育訓練手冊

� 2.E學中心webHR資訊系統課程內容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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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路版人力資源管理系統網際網路版人力資源管理系統

(WebHR)(WebHR)(WebHR)(WebHR)

教師敘薪作業

2014/9/17

教師敘薪4種態樣操作

一、初任核薪（新任）：

(一)任免遷調/報到資料建檔、更新；

1、公務人力資料庫無資料者：WebHR>任免遷調>報到/離職>人

員報到>報到資料建檔

2、公務人力資料庫有資料者：

(1)部屬機關學校者：WebHR>任免遷調>報到/離職>人員報到>

2014/9/17 2

(1)部屬機關學校者：WebHR>任免遷調>報到/離職>人員報到>

報到資料建檔

(2)非部屬機關學校者：eCPA人事服務網>A1：人事資料報送

服務網>人員到職初建檔下載

(二)個人基本資料/表5學歷&表7教師資格新增資料；

(三)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敘薪/敘薪資料維護… 

教師敘薪4種態樣操作

二、到職核（起）薪：

(一)原服務機關資料轉入；

(1)部屬機關學校者：WebHR>任免遷調>報到/離職>人員報到>報到

資料建檔

(2)非部屬機關學校者：eCPA人事服務網>A1：人事資料報送服務

網>人員到職初建檔下載

(二)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敘薪/敘薪資料維護… 

2014/9/17 3

三、提敘：

(一)個人基本資料/表19經歷新增資料；

(二)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敘薪/敘薪資料維護…（或直接在敘薪資料維

護項下新增經歷年資）

四、改敘（現職）：

(一)個人基本資料/表5學歷新增資料；

(二)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敘薪/敘薪資料維護… 

一、初任核薪（新任）：任免遷調/報

到資料建檔、更新

� 有藍色底框部分，須輸入資料

一、初任核薪（新任）：個人基本資

料/表5學歷新增資料

� 個人基本資料/表5學歷新增資料

一、初任核薪（新任）：個人基本資

料/表7教師資格新增資料

� 個人基本資料/表7教師資格新增資料

一、初任核薪（新任）：中等以下學

校/教師敘薪/敘薪資料維護

� 新增敘薪文稿案件

一、初任核薪（新任）：中等以下學

校/教師敘薪/敘薪資料維護

� 明細項下，調閱個人資料，可帶入資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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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任核薪（新任）：中等以下學

校/教師敘薪/敘薪資料維護

� 職前經歷可自表19轉入，點按「計算薪額」帶出擬定薪額

一、初任核薪（新任）：中等以下學

校/教師敘薪/敘薪列印

� 選取擬列印之文稿編號敘薪案，列印敘薪通知書

一、初任核薪（新任）：中等以下學

校/教師敘薪/敘薪資料維護

� 核定教師敘薪案

一、初任核薪（新任）：中等以下學

校/教師敘薪/敘薪資料維護

� 教育主管機關授權學校核定及製發薪通知書並免報備查者，於核定後，至更新個人

資料及聘期檔更新敘薪資料

二、到職核（起）薪：原服務機關資

料轉入

� 部屬機關學校者：WebHR>任免遷調>報到/離職>人員報到>報到資料建檔

� (非部屬機關學校者：eCPA人事服務網>A1：人事資料報送服務網>人員到職初建

檔下載 )

二、到職核（起）薪：中等以下學校/

教師敘薪/敘薪資料維護

� 新增敘薪文稿案件

二、到職核（起）薪：中等以下學校/

教師敘薪/敘薪資料維護

� 明細項下，調閱個人資料，可帶入資料內容

二、到職核（起）薪：中等以下學校/

教師敘薪/敘薪資料維護

� 職前經歷可自表19轉入，點按「計算薪額」帶出擬定薪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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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到職核（起）薪：中等以下學校/

教師敘薪/敘薪列印

� 選取擬列印之文稿編號敘薪案，列印敘薪通知書

二、到職核（起）薪：中等以下學校/

教師敘薪/敘薪資料維護

� 核定教師敘薪案

二、到職核（起）薪：中等以下學校/

教師敘薪/敘薪資料維護

� 教育主管機關授權學校核定及製發薪通知書並免報備查者，於核定後，至更新個

人資料及聘期檔更新敘薪資料

三、提敘：個人基本資料/表19經歷新

增資料

� 個人基本資料/表19經歷新增資料

三、提敘：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敘薪/

敘薪資料維護

� 新增敘薪文稿案件

三、提敘：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敘薪/

敘薪資料維護

� 明細項下，調閱個人資料，可帶入資料內容

三、提敘：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敘薪/

敘薪資料維護

� 職前經歷可自表19轉入，點按「計算薪額」帶出擬定薪額

� (亦可在敘薪資料維護項下新增經歷年資)

三、提敘：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敘薪/

敘薪列印

� 選取擬列印之文稿編號敘薪案，列印敘薪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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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敘：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敘薪/

敘薪資料維護

� 核定教師敘薪案

三、提敘：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敘薪/

敘薪資料維護

� 教育主管機關授權學校核定及製發薪通知書並免報備查者，於核定後，至更新個

人資料及聘期檔更新敘薪資料

四、改敘（現職）：個人基本資料/表

5學歷新增資料

� 個人基本資料/表5學歷新增資料

四、改敘（現職）：中等以下學校/教

師敘薪/敘薪資料維護

� 新增敘薪文稿案件

四、改敘（現職）：中等以下學校/教

師敘薪/敘薪資料維護

� 明細項下，調閱個人資料，可帶入資料內容

四、改敘（現職）：中等以下學校/教

師敘薪/敘薪資料維護

� 經歷可自表19轉入，並增列進修期間之年資，點按「計算薪額」帶出擬定薪額

四、改敘（現職）：中等以下學校/教

師敘薪/敘薪列印

� 選取擬列印之文稿編號敘薪案，列印敘薪通知書

四、改敘（現職）：中等以下學校/教

師敘薪/敘薪資料維護

� 核定教師敘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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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改敘（現職）：中等以下學校/教

師敘薪/敘薪資料維護

� 教育主管機關授權學校核定及製發薪通知書並免報備查者，於核定後，至更新個人

資料及聘期檔更新敘薪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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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路版人力資源管理系統網際網路版人力資源管理系統

WebHRWebHRWebHRWebHR

考試錄取分配實務訓練人員報到作業考試錄取分配實務訓練人員報到作業

2014/9/17

考試錄取分配實務訓練人員報到作業考試錄取分配實務訓練人員報到作業

�考試錄取分配實務訓練人員報到作業

報到資料建檔 報到資料更新作業

任免遷調子系統

2014/9/17 2

個人基本資料子系統個人基本資料子系統

（表（表1.2.5.6.16.191.2.5.6.16.19））
其他子系統資料設定其他子系統資料設定

（差勤、（差勤、 待遇、待遇、 保保

險等子系統）險等子系統）

人員資料檢誤及報送至

A1人事報送服務網

考試錄取分配實務訓練人員報到作業考試錄取分配實務訓練人員報到作業

�報到資料建檔

�WebHR系統執行分配實務訓練人員報到

作業：

�方法一：任免遷調子系統→報到/離職→�方法一：任免遷調子系統→報到/離職→

人員報到→報到資料建檔。

考試錄取分配實務訓練人員報到作業考試錄取分配實務訓練人員報到作業

�報到資料建檔

1

2014/9/17 4

2

3 4

考試錄取分配實務訓練人員報到作業考試錄取分配實務訓練人員報到作業

�報到資料建檔

�WebHR系統執行分配實務訓練人員報到

作業：

�方法二：點選業務流程→人員報到作業。

2014/9/17 5

�方法二：點選業務流程→人員報到作業。

考試錄取分配實務訓練人員報到作業考試錄取分配實務訓練人員報到作業

�報到資料建檔

2014/9/17 6

考試錄取分配實務訓練人員報到作業考試錄取分配實務訓練人員報到作業

�報到資料建檔

�點選新增→輸入新進人員資料
�考試錄取分配實務訓練人員因資料庫中無該員

資料，請逐一輸入。

�淺藍色欄位為必填欄位，並將新職相關資料補�淺藍色欄位為必填欄位，並將新職相關資料補

齊。

考試錄取分配實務訓練人員報到作業考試錄取分配實務訓練人員報到作業

�報到資料建檔

2014/9/1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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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錄取分配實務訓練人員報到作業考試錄取分配實務訓練人員報到作業

�報到資料建檔

�人員資料輸入完成，經系統檢核通過，

會出現「資料新增成功」訊息!

�檢核通過，系統會出現對話框顯示：請�檢核通過，系統會出現對話框顯示：請

至「擬任人員具結書列印」，列印相關
報表。

�檢核未通過欄位，呈現紅色，請再核對
資料輸入是否正確。

考試錄取分配實務訓練人員報到作業考試錄取分配實務訓練人員報到作業

�報到資料建檔

2014/9/17 10

考試錄取分配實務訓練人員報到作業考試錄取分配實務訓練人員報到作業

�報到資料建檔
�擬任人員具結書列印畫面

考試錄取分配實務訓練人員報到作業考試錄取分配實務訓練人員報到作業

�報到資料更新作業

�任免遷調子系統→報到/離職→人員報到→

報到資料更新作業。

考試錄取分配實務訓練人員報到作業考試錄取分配實務訓練人員報到作業

�報到資料更新作業

1

2014/9/17 13

2
4

3

考試錄取分配實務訓練人員報到作業考試錄取分配實務訓練人員報到作業

�報到資料更新作業

�輸入查詢條件（如到職日期等）→點選查詢

鍵→勾選擬更新之子系統（可勾選多筆）→

勾選未更新之報到人員資料→點選更新資料

庫鍵。庫鍵。

�進行以上動作，即可更新個人子系統表2、

表19以及組編子系統。

考試錄取分配實務訓練人員報到作業考試錄取分配實務訓練人員報到作業

�報到資料更新作業
�更新完成畫面

2014/9/17 15

考試錄取分配實務訓練人員報到作業考試錄取分配實務訓練人員報到作業

�報到資料更新作業
�更新情形說明（一）：組織編制子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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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錄取分配實務訓練人員報到作業考試錄取分配實務訓練人員報到作業

�報到資料更新作業
�更新情形說明（二）：個人子系統表二現職

考試錄取分配實務訓練人員報到作業考試錄取分配實務訓練人員報到作業

�報到資料更新作業
�更新情形說明（三）：個人子系統表十九

考試錄取分配實務訓練人員報到作業

�資料檢誤及報送
�資料輸入完成，可至個人資料子系統→個人基本資

料→基本資料→人事21表資料維護→查詢並勾選

「在職」以檢視個人資料。

考試錄取分配實務訓練人員報到作業

�資料檢誤及報送

2014/9/17 20

考試錄取分配實務訓練人員報到作業

�資料檢誤及報送
�考試錄取分配實務訓練人員(初任公職人員)應再補

建置表一、二、五（學歷）、六（考試）、十六

（家屬）資料，其中表六資料有關生效日期、證書

日期文號及核發機關等欄位可暫不輸入。

�資料輸入完成後請至表二進行資料檢誤。

考試錄取分配實務訓練人員報到作業

�資料檢誤及報送
�資料檢誤畫面(一)

2014/9/17 22

考試錄取分配實務訓練人員報到作業

�資料檢誤及報送
�資料檢誤畫面（二）

� 個人資料檢誤畫面（二）

考試錄取分配實務訓練人員報到作業

�資料檢誤及報送
�資料檢誤畫面（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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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錄取分配實務訓練人員報到作業

�資料檢誤及報送
�資料檢誤畫面(四)

考試錄取分配實務訓練人員報到作業

�資料檢誤及報送
�資料檢誤畫面(五)

�資料檢誤未過會出現以下畫面，此時需回到現職資料維
護畫面，切換至相關表號進行資料重新修正並再檢誤。

2014/9/17 26

資料檢誤未過需重新修正

考試錄取分配實務訓練人員報到作業

�資料檢誤及報送
�個人資料→個人基本資料→基本資料→人事21表資

料維護＞表2現職資料＞下拉至卸職資料右方檢誤

碼欄位

2014/9/17 27

考試錄取分配實務訓練人員報到作業

�資料檢誤及報送

�檢誤碼有三種結果：

�空白：表示檢誤未通過，無法報送，需重新檢

視資料。

�� 1 ：表示人事資料21表全數檢誤通過，沒有

錯誤。

� B ：表示有（S）類檢誤訊息，仍可報送至A1

，不影響考核。

2014/9/17 28

考試錄取分配實務訓練人員報到作業

�資料檢誤及報送
�資料通過檢誤後，Webhr系統會於每天晚上自動將

異動檔傳送至ecpa A1:人事資料報送服務網；如有

資料異動情形，隔天務必到ecpa A1確認人員入檔

資料有無異常情形。

�確認流程：至ecpa A1:人事資料報送服務網＞人事

資料傳輸＞上傳及入檔紀錄查詢＞入檔明細＞入檔

紀錄＞確認資料有無錯誤。

2014/9/17 29

考試錄取分配實務訓練人員報到作業

�資料檢誤及報送

2014/9/17 30

考試錄取分配實務訓練人員報到作業

�考試錄取分配實務訓練人員報到作業

其他子系統資料設定其他子系統資料設定

（差勤、（差勤、 待遇、待遇、 保險等子系統）保險等子系統）

2014/9/17 31

員工基本差勤

資料維護

差勤管理子系統

固定性給與

資料維護

員工基本差勤

資料維護

待遇福利子系統 保險作業子系統

考試錄取分配實務訓練人員報到作業

�差勤管理、待遇福利及保險作業各子系統配合更新

2014/9/17 32

114



考試錄取分配實務訓練人員報到作業

�員工基本差勤資料更新
�差勤管理子系統＞工具＞任免報到差勤更新＞選取
到職日期＞查詢

4

2014/9/17 33

1

2

1

2

3

考試錄取分配實務訓練人員報到作業

�員工基本差勤資料更新
�選取新增的人員，按【差勤移轉新增】鍵，建立員

工基本差勤資料。

�表二現職有資料之人員，才可以直接新增一筆資料

。。

2014/9/17 34

考試錄取分配實務訓練人員報到作業

�員工基本差勤資料更新

2014/9/17 35

考試錄取分配實務訓練人員報到作業

�固定性給與資料設定
�人員於報到作業更新表二資料後，待遇福利子
系統新增個人的固定性給與資料，包含「本俸
」、「專業加給」、「職務加給」及「地域加
給」

�「固定性給與資料」＞「固定性給與資料維護�「固定性給與資料」＞「固定性給與資料維護
」功能下：【新增】按鈕，選取人員以增加其
待遇資料。

2014/9/17 36

考試錄取分配實務訓練人員報到作業

�固定性給與資料設定

2014/9/17 37

1

2

3

考試錄取分配實務訓練人員報到作業

�固定性給與資料設定
�確認待遇資料都設定正確後(包含本俸、專業加給

或是有領取職務加給及地域加給部分)，按下【確

認】鈕，即新增完成。

2014/9/17 38

考試錄取分配實務訓練人員報到作業

�固定性給與資料設定

2014/9/17 39

確認資料正確

考試錄取分配實務訓練人員報到作業

�考試錄取分配實務訓練人員發派、報到、送審流程

任免遷調子系統

2014/9/17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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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期滿考試及格人員報到作業

�訓練期滿考試及格人員

�取得考試及格證書機關核發派免令（一）

�任免遷調子系統＞任免核薪＞任免令(函)案件

維護作業＞新增

�列印派免令（稿）�列印派免令（稿）

�送單位主管簽核

�轉發派免令

�進行核定作業，輸入核定文號及核定日期

�列印派免令

2014/9/17 41

訓練期滿考試及格人員報到作業

�訓練期滿考試及格人員

�取得考試及格證書機關核發派免令（一）

1

2014/9/17 42

2
3

4

訓練期滿考試及格人員報到作業

�訓練期滿考試及格人員

�取得考試及格證書機關核發派免令（二）
1 2

2014/9/17 43

訓練期滿考試及格人員報到作業

�訓練期滿考試及格人員

�取得考試及格證書機關核發派免令（三）

2014/9/17 44

訓練期滿考試及格人員報到作業

�訓練期滿考試及格人員

�取得考試及格證書機關核發派免令（四）

2014/9/17 45

訓練期滿考試及格人員報到作業

�訓練期滿考試及格人員

�取得考試及格證書機關核發派免令（五）

2014/9/17 46

訓練期滿考試及格人員報到作業

�訓練期滿考試及格人員
�考試及格發派之人員報到作業

�任免遷調＞報到/離職＞人員報到＞報到資料建檔＞新
增

�點選身分證號欄位後方【令（聘書）】，＞「令（聘書
）資料擷取作業」＞「正式職員派免令」＞查詢＞選取
人員＞確認＞存檔。人員＞確認＞存檔。

�任免遷調＞報到/離職＞人員報到＞報到資料更新作業
＞選擇就職日期＞查詢＞更新資料庫。

�個人資料＞個人基本資料＞基本資料＞人事21表資料維
護，檢視表2現職(實際到職日期)以及表19(多一筆經歷
資料)

2014/9/17 47

訓練期滿考試及格人員報到作業

�訓練期滿考試及格人員
�考試及格發派之人員報到作業

�任免遷調＞報到/離職＞人員報到＞報到資料建檔＞新
增

2014/9/17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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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期滿考試及格人員報到作業

�訓練期滿考試及格人員
�考試及格發派之人員報到作業

�點選身分證號欄位後方【令（聘書）】＞「令
（聘書）資料擷取作業」＞「正式職員派免令
」＞查詢＞選取人員＞確認＞存檔。

2014/9/17 49

訓練期滿考試及格人員報到作業

�訓練期滿考試及格人員
�考試及格發派之人員報到作業

�任免遷調＞報到/離職＞人員報到＞報到資料更新作
業＞選擇就職日期＞查詢＞更新資料庫。

2014/9/17 50

訓練期滿考試及格人員報到作業

�訓練期滿考試及格人員
�考試及格發派之人員報到作業

�個人資料＞個人基本資料＞基本資料＞人事21
表資料維護，檢視表2現職(實際到職日期)以及
表19(多一筆經歷資料)

2014/9/17 51

訓練期滿考試及格人員報到作業

�訓練期滿考試及格人員
�擬任人員送審作業

�任免遷調＞銓審＞擬任人員送審案件資料維護，點
選「新增」並將資料輸入完成後，按下「確認」以
儲存資料。

�按下「編修－列印」鍵，系統會顯示該筆詳細資料
。

�任免遷調＞銓審＞擬任人員送審案件資料維護，點
選「列印送審書」，列印完成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即可報送銓敘部。

2014/9/17 52

訓練期滿考試及格人員報到作業

�訓練期滿考試及格人員
�擬任人員送審作業

�任免遷調＞銓審＞擬任人員送審案件資料維護

2014/9/17 53

訓練期滿考試及格人員報到作業

�訓練期滿考試及格人員
�擬任人員送審作業

�按下「編修－列印」鍵，系統會顯示該筆詳細
資料。

2014/9/17 54

訓練期滿考試及格人員報到作業

�訓練期滿考試及格人員
�擬任人員送審作業

�任免遷調＞銓審＞擬任人員送審案件資料維護
，點選「列印送審書」，列印完成另檢附相關
證明文件即可報送銓敘部。

2014/9/17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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