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 105 年 1 月 18 日（第 166 期）                               教育部人事處編印 

  1  

教育部人事服務簡訊 
http://www.edu.tw/human-affair/index.aspx 

 

 

 

 

 

 

 

 

 

 

 

 

 

 

 

 

  

 

 

 

 

 

 

 

一、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編印「聘僱人員管理作業參考手冊」，手冊全文電子檔業登載於該總

處「全球資訊網」（http://www.dgpa.gov.tw）之「組編人力處」-「員額管理」。（本部

104.12.16 臺教人(二)字第 1040172091 號函） 

二、各機關辦理公開甄選時，不宜訂定較公務人員陞遷法第 12 條第 1 項各款規定更為嚴格之消

極資格條件。（本部 104.12.30 臺教人（二）字第 1040180559 號函） 

三、105 年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任用計畫，為配合無紙化作業，請按需求名

額之職系、科別及相關職缺資料，於 105 年 1 月 18 日下午 6 時前至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人

事服務網（ECPA）「考試職缺提報及錄取人員分配系統」完成填報作業。（本部 105.1.4

臺教人(二)字第 1040183770 號函） 

與大家分享網路一篇文章～一天上午，有一位父親邀他的兒子一同到林間漫步

，他的兒子高興的答應了。父子倆在一個彎道處停了下來。在短暫的沉默之後，父

親問兒子：「除了小鳥的歌唱之外，你還聽到了什麼聲音？」兒子仔細的聽了幾秒

鐘之後回答父親：「我聽到了馬車的聲音。」父親說：「對，那是一輛空馬車。」

兒子驚奇的問他的父親：「我們又沒看見，您怎麼知道那是一輛空馬車？」父親答

道：「從聲音就能輕易的分辨出是不是空馬車。馬車越空，噪音就越大。」 

後來兒子長大成人，每當他看到口若懸河、粗暴的打斷別人的談話、自以為是、目

空一切、貶低別人的人，他都感覺好像是父親在自己的耳邊說：「馬車越空，噪音

就越大。」那些有渡河經驗的人，在涉水之前，總會習慣地抓起一塊石頭投入水中

以估計水深。水花濺得越高，河水也就越淺。相反，那濺不起多大水花、聽不見多

大水聲的地方必定深不可測……靜水流深，深水無聲。馬車越空，噪音就越大。 

這故事說著為人之道，在於不顯山、不露水、不虛張，您認同嗎？還是您有更深

的體悟呢？  

教育部人事處

 

人事法令宣導

考試、任免、敘薪、兼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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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銓敘部「各機關職務代理名冊網路報送作業系統」新增功能，並於 104 年 12 月 31 日上線

，請各機關（構）學校使用修正後之系統重新報送 104 年 7 月至 12 月之職務代理資料。（

本部 105.1.5 臺教人（二）字第 1040184525 號函） 

五、105 年公務人員初等考試訂於 105 年 3 月 8 日榜示，各機關（構）學校如有職務臨時出缺

擬申請分配本項考試增額錄取人員，請於 105 年 3 月 7 日前至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人事服

務網（ECPA）「考試職缺提報及錄取人員分配系統」，上網填報考試職缺。（本部

105.1.5 臺教人(二)字第 1040186095 號函） 

六、機關（構）學校所在地為原住民地區者，或所在地非原住民族地區但業務與原住民族事務

有關之單位，如有職務出缺，請列入 105 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任用計畫辦理

，並請於 105 年 3 月 2 日前將本項考試一等、二等、三等、四等及五等考試缺額調查表傳

復本部，俾彙送原住民族委員會。（本部 105.1.8 臺教人(二)字第 1040185460 號函） 

七、各機關（構）學校如有職務臨時出缺或預估之職缺，擬列入 105 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

障礙人員考試增列需用名額者，請於 105 年 3 月 4 日前至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人事服務網

（ECPA）「考試職缺提報及錄取人員分配系統」，上網填報考試職缺，並請參酌行政院人

事行政總處 104 年 11 月 30 日總處培字第 1040053293 號函（前經本部以 104 年 12 月 7 日

臺教人(二)字第 1040167982 號函轉知）附之「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職場支

持叮嚀提醒事項」（相關檔案業於該總處網站公告），填寫提報職缺之工作內容及工作環

境，以作為本項考試錄取人員之參考。（本部 105.1.11 臺教人(二)字第 1050001547 號函

） 

 
 

一、「教育部與所屬機關(構)學校模範公務人員及教育人員選拔作業要點」名稱修正為「教育

部與所屬機關（構）學校模範公務人員選拔作業要點」，並修正全文，並自104年12月17日

起生效。（本部104.12.17臺教人(三)字第1040161605號函） 

二、銓敘部104年12月9日部法二字第1044039522號函轉勞動部於104年11月13日以勞動條4字第

1040131548號令補充性別工作平等法（以下簡稱性平法）第15條第3項規定以，受僱者於安

胎休養請假期間結婚或遇親屬喪亡，在婚假或喪假可請假之期限內，得改請婚假或喪假；

其有產前檢查之事實及需求者，得改請產檢假。茲以公務人員為性平法適用對象，是女性

公務人員因安胎依公務人員請假規則請病假（含延長病假）休養期間，依上開勞動部令釋

，如發生結婚或遇親屬死亡事實，在婚假或喪假給假期間內，得檢具相關證明文件，改請

婚假或喪假，如尚有未實施之產前假亦得改請產前假，請畢所需之婚假、喪假或產前假後

仍有安胎之需求，基於行政作業之簡化，得無庸檢證續請安胎病假（含延長病假）。另查

教師亦為性平法適用對象，爰女性教師因安胎依教師請假規則請病假（含延長病假）休養

期間，如發生結婚或遇親屬死亡事實，在婚假或喪假給假期間內，得檢具相關證明文件，

改請婚假或喪假，如尚有未實施之產前假亦得改請產前假，請畢所需之婚假、喪假或產前

培訓獎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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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後仍有安胎之需求，基於行政作業之簡化，得無庸檢證續請安胎病假（含延長病假）。(

本部104.12.23臺教人(三)字第1040172812號函) 

三、銓敘部104年12月10日部法二字第10440491781號函略以，為營造友善職場環境、鼓勵公務

人員生育，並考量母體分娩或流產後需時休養，爰補充公務人員請假規則規定，女性公務

人員如遇不可抗力（例如胎兒早產或因疾病治療需要而提前分娩或引產等）而提前於年終

分娩或流產，依規定請娩假或流產假致當年度14日以內之休假無法休畢者，得先請該等休

假後，續請娩假或流產假，娩假及流產假應一次請畢。該部80年1月24日80台華法一字第

0511924號函、102年8月19日部法二字第1023759090號電子郵件與102年11月22日部法二字

第1023787231號電子郵件，以及該部歷次函釋與本解釋未合部分，均停止適用。另基於事

理相通，並參酌上開銓敘部函釋，爰女性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如遇不可抗力（例如胎兒早

產或因疾病治療需要而提前分娩或引產等）而提前於學年終分娩或流產，依規定請娩假或

流產假致當學年度應休畢規定之日數以內之休假無法休畢者，得先請該等休假後，續請娩

假或流產假，娩假及流產假應一次請畢，且不得扣除寒暑假之日數。本部歷次函釋與本解

釋未合部分，均停止適用。（本部104.12.25臺教人(三)字第1040174105號函） 

四、檢送銓敘部彙整之「人事行政事件常見撤銷原因分析」。（本部人事處104.12.29臺教人處

字第1040180405號函） 

五、銓敘部104年12月23日部法二字第1044044375號函略以，茲據勞動部104年11月26日勞動條4

字第1040132317號函略以，民法第1123條所定之家屬或視為家屬者，為性平法第20條所稱

家庭照顧假之「家庭成員」，又同法施行細則第13條規定，雇主對受僱者申請家庭照顧假

，必要時得請其提供相關證明文件。以請假規則第3條第1項第1款所定家庭照顧假，係配合

上開性平法規定予以訂定，是有關公務人員請家庭照顧假之家庭成員範疇，請依上開勞動

部函規定辦理。（本部104.12.31臺教人(三)字第1040181011號函） 

 

 

一、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宣布自 104 年 12 月 23 日起調降 2 年期定期儲金機動利率 0.07％，

調整後利率為 1.235％，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評選金融機構承作）提供之各項優惠貸款

利率配合於是日調整。(本部 104.12.28 臺教人(四)字第 1040182033 號書函) 

二、檢送「105 年度各醫院辦理『中央機關(構)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基準表』第一類人員之

健康檢查項目及收費標準一覽表」。(本部 105.1.6 臺教人(四)字第 1040184851 號書函) 

三、檢送「105 年度各醫院辦理中央各機關(構)學校簡任第 10 職等或相當職等以上主管人員(

含代理人員)健康檢查之項目及收費標準一覽表」。(本部 105.1.6 臺教人(四)字第

1040184689 號書函) 

 

 

待遇、福利、退休、撫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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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部同仁部分 

姓名 動態原因 原職機關（單位）職稱 新職機關（單位）職稱 派 令 生 效
日 期

吳林輝 調陞 學務特教司副司長 督學 104.12.14

李秀鳳 新進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組
長 

督學 104.12.18

林筱青 新進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股長 學務特教司專員 104.12.21

吳中益 新進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
院專員 

終身教育司專員 104.12.31

游焜智 新進 新北市立圖書館分館主任 師資藝教司科員 105.1.2 

王俊權 調任 主任秘書 參事(代理主任秘書) 105.1.4 

劉仁宇 新進 經濟部能源局技正 資科司分析師 105.1.8 

姚佩芬 調陞他機關 教育部人事處科長 臺北市政府人事處專門委員 105.1.8 

李世屏 調陞 駐外機構二等教育秘書 駐外機構一等教育秘書 105.1.12

紀盈如 調陞 高教司科員 高教司專員 105.1.12

陳佩君 新進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
院人事室組長 

教育部人事處科長 105.1.15

邱怡璋 調他機關 教育部人事處專門委員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綜合規劃處
專門委員 

105.1.16

曾逸群 新進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培訓考
用處科長 

教育部人事處專門委員 105.1.16

 
二、人事主管人員部分(薦任第九職等以上) 

姓 名 動態原因 原職機關（單位）職稱 新職機關（單位）職稱 派令生效
日 期

陳家士 調陞他機關 國立清華大學人事室主任 新竹縣政府人事處處長 104.12.8

曾淑芬 調陞他機關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人事
室主任 

嘉義縣議會人事室主任 104.12.25

王淑芬 他機關調陞 
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人事
室主任 

國立清華大學人事室主任 105.1.6

呂秀丹 調任 國立屏東大學人事室組長 國立成功大學人事室組長 105.1.7

林桂琴 調陞 國立成功大學人事室組長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人事室主任 105.1.7

王鳳鳳 調陞 國立臺灣大學人事室秘書 國立臺灣大學人事室組長 105.1.14

鐘秀月 調陞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
院人事室專員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人事
室組長 

105.1.14

人事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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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防毒，避免吃進毒！如何挑選「合格安全」的食材烹調？ 
平時生活就很注重防毒的成功大學環境醫學研究所教授兼環境微量毒物研究中

心主任李俊璋喜歡在家烹調及用餐，愛到市場買菜、挑肉，以下是他遠離毒物的

安心採買心得，分享供讀者參考。 

要點 1 向不同菜販買菜，分散風險  

    不同的菜販，進貨來源不同，可降低攝取到同類型的毒物，這是一種分散風

險的作法。到超市買菜也一樣，要隨時更換不同的超市，不要固定在一家選購。 

要點 2 常上市場挑菜，多觀察比較  

    李俊璋教授以之前爆發浸泡低亞硫酸納的豆芽菜為例，很少上市場買菜的人

，會以為豆芽菜沒有根部，顏色呈雪白色，口感較脆，但常逛市場、農夫市集的

人，就會了解自然浸泡的豆芽菜有完整根部，莖部細瘦，呈淺褐色，有豆仁及綠

色豆莢，因此，不會讓雪白豆芽菜進入家中。他鼓勵大家常上市場挑菜，多觀察

，多比較，就會學習到防毒絕竅。  

要點 3 常查閱政府的農藥殘留公告  

    目前農委會、衛生福利部國民健康署官方網站定期會公布農藥殘留的最新資

訊，可留意現階段哪一類的蔬果屬於高殘留農藥作物，要特別重視清洗過程，或

避開食用。根據過去農藥殘留紀錄，最常見的農藥殘留超標的有：葉菜類的小白

菜、A菜、青江菜、茼蒿、油菜，豆莢類的豇豆、四季豆、豌豆、甜椒。  

要點 4 正確清洗可洗掉農藥殘留  

    國內使用氮量高的化學肥料比例偏高，葉菜類易殘留硝酸鹽，硝酸鹽在胃腸

道轉變為亞硝酸鹽與胺結合後，會形成強烈致癌物亞硝胺，會誘發肝炎、肝癌、

胃癌、食道癌、鼻咽癌，李俊璋教授建議，先用流動清水沖洗乾淨，再將蔬果浸

泡在水盆中，以細微流動的清水沖洗 10～15 分鐘，由於硝酸鹽及農藥多為水溶性

，浸泡之後，農藥會慢慢溶解，會清掉大部分的農藥殘留。  

要點 5 少挑大魚、多選小魚  

    挑魚最怕選到含持久性的多氯聯苯、戴奧辛及有機汞，但外表看不出來，所

以李俊璋教授會先將魚分類為切片魚（鮪魚、鱈魚、鮭魚、鯊魚、旗魚）及條魚

，在切片魚中，他會挑選鮪魚、鱈魚、鮭魚，但一星期只吃 2次，絕不挑選鯊魚

、旗魚，原因是有機化合物及有機汞偏高。至於巴掌大，不超過 30 分公的條魚，

所累積的毒物很低，可天天食用。  

要點 6 挑肉重視肉品標示  

挑肉最擔心的是藥物殘留，為避免吃進過多抗生素，挑選時，李俊璋教授會

特別留意是否有肉品生產履歷，這是一種「從產地到餐桌」的公開標示，消費者

購買時可查閱到所有生產紀錄，包括從最初的品種、養殖、宰殺處理，再到肉品

加工、流通、販售整個過程的相關資訊，採購時會更有選擇……。 
（資料來源～健康世界ｅ學苑～本文出自《排毒養生這樣做，輕鬆存出健康力！》一書，本書教你懂得全方位防
毒，實踐無毒的健康新生活！

健康補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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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種姓制度下的「榮譽」處決？ 

志明與芸芸相戀多年，芸芸的董事長父親，認為志明寒酸的家世背景配不上芸

芸，始終未點頭答應兩人的婚事。有骨氣的志明發憤圖強，考取律師證照後，在

大型律師事務所執業，並獲老闆欣賞加入合夥。小倆口終於在農曆年前得到雙方

父母的祝福，即將步入禮堂。 

大夥談起小倆口戀愛過程的「坎坷」，阿強表哥說：「如果在古代，志明敢

跟芸芸結婚，早就被拖出去砍了！」遊遍世界各地的阿芬表姊說：「依照古代印

度的『種姓制度』，這種情形還真的會被處決。種姓制度大致分四個種姓，還有

比這四層再低，不納入制度的賤民，賤民地位極低，被視為污穢，不能碰觸。不

同種姓有不同的道德規範，且各種姓之間不得相互通婚，違反者，其後代一律被

貶為賤民。家族可以依據教規對他們處以死刑，執行這樣刑罰的人不但沒有罪過

，反而是在維護家族及宗教的榮譽，所以被稱為榮譽處決或榮譽謀殺。現代的印

度政府已制定法律弱化種姓制度，防止涉及宗教和種姓的暴力行為。」志明作勢

把手駕在脖子上一劃，向芸芸表示即使被處死，也在所不辭的忠誠，大家相識而

笑，阿強表哥說：「看來，能自由戀愛，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幸福！」 

不同種姓不得結婚，違反平等原則。若可依教規處死刑，非但不「榮譽」，

還違反對「生命權」的保障。（資料來源：兩公約人權故事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