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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大家分享網路上流傳的一篇小品：「我們含著淚水哭著來到這世

界，在別人的淚水和哭聲中離開這世界，中間的過程被叫做人生～上

帝很有意思，貓喜歡吃魚，貓卻不能下水，魚喜歡吃蚯蚓，魚卻不能

上岸。人生～就是一邊擁有，一邊失去～一邊選擇，一邊放棄。人生

～哪有事事如意，生活～哪有樣樣順心。所以不和別人計較，因為不

值得；不和自己計較，因為傷不起；不和往事計較，因為沒意義；不

和現實計較，因為還要繼續。加油！讓我們人生更有意義！」所以，

當生活或工作中遇到不順心的事情時，試著對自己說一聲～今天終究

會過去，明天會是全新一天的開始，凡事轉個念，今天的不如意將會

是您明天前進的動力喔！ 

 
教育部人事處  

 

 

 

 

 

 

 

 

 

一、原住民族委員會函送「10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計畫」

，請逕至該會網站 http://www.apc.gov.tw（原住民族委員會人事服務網/原民特考

專區）下載使用。（本部 105.05.24 臺教人(二)字第 1050071560 號函） 

二、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訂定「10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錄取

考試、任免、敘薪、兼職

人事法令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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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實體課程基礎訓練作業規定」及「10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

錄取人員網路線上學習基礎訓練作業規定」，上開考試錄取人員於實務訓練期間，

除特殊原因報經該會同意者外，應經由實務訓練機關（構）學校函報國家文官學院

，採報名方式擇一參加網路線上學習基礎訓練或實體課程基礎訓練；完成基礎訓練

人員，不予採計訓練成績，但將核給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認證。（本部

105.05.31 臺教人(二)字第 1050073416 號函） 

三、為使公務員均能遵守公務員服務法有關經營商業及兼職限制等相關規定，避免公務

員因未諳法令而觸法，請各機關(構)學校人事機構要求現職人員定期(每年或間年)

，以及新進人員於就(到)職時填具「公務員經營商業及兼職情形調查表(具結書)」

，自行檢視(具結)有無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經營商業及兼職限制等情，以落實服務法

相關規範。（本部人事處 105.05.16 臺教人處字第 1050063495 號函） 

四、有關公立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得否比照「大專校院講師以上教師採計曾任國內外

私人機構年資提敘薪級原則」採計職前年資提敘薪級疑義，衡酌聘任人員之工作性

質與公立學校教師不同，又「提敘薪級」歷來函釋及未來相關法規均係參酌公務人

員採計提敘俸級相關規定，均未採計國內外私人機構之任職年資，爰教師待遇條例

第 21 條所定聘任人員「準用」公立學校教師規定之範圍，應不含括「提敘薪級」事

項。是以，聘任人員職前曾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工作年資，尚不得準用公立學校教師

之規定，亦不得比照「大專校院講師以上教師採計曾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提敘薪

級原則」採計提敘薪級。（本部 105.05.27 臺教人(二)字第 1050068825 號函） 

五、公務員服務法第 13 條函釋宣導：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或除法令所規定外，不得兼

任他項公職或業務，公務員服務法第 13、14 兩條已有明定。案內臺灣證券交易所股

份有限公司既屬一民營之商業機構，倘以現任公務人員身分受聘為該公司之評議委

員，而該評議委員雖非直接執行業務，唯揆其立法原意，似非所宜。（銓部 51 年

8 月 23 日 51 銓參 字第 12350 號） 

 

 

 

 

一、教師請假規則發布後，有關教師因病或安胎請病假（含延長病假）及其代課

鐘點費核支疑義，應依教師請假規則之規定辦理如下：（一）依教師請假規

則第 3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教師因病或安胎休養請病假，每學年超過 28 日

規定日數者，以事假抵銷。該病假超過規定之日數雖以事假抵銷，仍屬病假

培訓獎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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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但倘為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尚應請畢休假，始得請延長病假，基於事

理相通，該學年因病或安胎休養請休假期間，雖登記為休假，惟實質是以休

假調養病情或安胎休養，與請病假之原因無異，亦屬病假性質。（二）上開

以事假抵銷及請畢休假之病假期間，其代課鐘點費核支事宜，應依教師請假

規則第 14 條第 2 項規定，由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與同級教師會協商訂定；

無地方教師會之直轄市、縣（市），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自行訂定。本部 89

年 12 月 27 日台(89)人(二)字第 89160645 號書函及 90 年 2 月 21 日台(90)人

(二)字第 090016448 號書函等相關函釋與本解釋未合部分，均停止適用。（

本部 105.5.18 臺教人(三)字第 1050006022 號函） 

二、查本部 104 年 9 月 23 日臺教人(三)字第 1040119125 號函釋略以，教師職前

曾任「建教合作計畫按月支薪專任助理人員」、「行政機關按月支薪臨時人

員」及「充實行政人力按月支薪約用人員」等臨時人員年資得否併計休假年

資計算，請本於權責，參酌銓敘部 102 年 4 月 11 日部法二字第 1023716582

號書函規定，並查明個案事實後認定辦理。上開函釋係本部本於職權就教師

請假規則未規定事項所作之補充規定，應自補充規定下達日生效，即 104 年 9

月 23 日生效。（本部 105.5.18 臺教人(三)字第 1050049522 號函） 

 

三、 

 

一、銓敘部函以，公務人員退休法施行細則部分條文修正案，業經考試院於 105

年 5 月 4 日修正發布並自發布日施行。(本部 105.6.4 臺教人(四)字第

1050070533 號書函) 

二、銓敘部函以，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21 條、第 23 條及第 24 條之 1 條文，業經總

統於民國 105 年 5 月 11 日修正公布。(本部 105.6.13 臺教人(四)字第

1050070609 號書函) 

三、為簡化行政作業，行政院所屬各主管機關簡任第 12 職等以上主管人員及所屬

一級機關簡任第 12 職等以上正、副首長之退休、撫卹案件，依規定報送銓敘

部辦理，毋須副知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行政院 98 年 11 月 16 日院授人給字

第 0980065558 號函同時停止適用。(本部 105.6.14 臺教人(四)字第

1050080521 號書函) 

 

 

待遇、福利、退休、撫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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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公教員工網路購書優惠方案 
 

105年5-6月份專屬活動「創造快樂幸福的密碼」上誼全書系書展 

1.公教員工專屬活動【上誼全書系書展簡介】這次書展的主題是以小桃

妹這本書為主視覺來設計，希望藉著小桃妹喚起傳統文化的美好、濃

濃在地的人情味。此次書展曝光的重點是今年信誼幼兒文學獎。信誼

幼兒文學獎是國內唯一一個鼓勵幼兒文學創作的獎項，希望透過閱讀

讓孩子從生活中、從實際的經驗中學習。 

3.上誼提供兩種很棒的贈品，希望提供全國公教員工心靈饗宴，專屬活

動至105年6月30日止，相關訊息請詳閱書展網頁(http://goo.gl/D9o

Y2S) 或請連至全國公教員工網路購書優惠方案專屬網站(http://www

.taaze.tw/gov_index.html)。 
 
 
 
 
 
 
 
 
 
 
 
 
 
 
 
 
 
 
 
 
 

好康報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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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時避免２件事，不讓傷害成憾事 

全民瘋路跑，據統計全臺一年有近 430 場路跑活動，在瘋路跑時，自以為更健康的

同時，運動傷害門診的求診人數卻增加了 10∼15％，到底怎麼跑才能遠離膝蓋、腿部的

痠痛與傷害？  

    跑步是人類最原始的運動，全球最偉大的長跑名將海勒 •蓋博塞拉西（Haile 

Gebrselassie）曾說過「沒有跑步，就沒有生活」，至今被愛跑者視為路跑的圭臬。 

    日本小說家村上春樹是將路跑融入生活的知名實踐者，從 33 歲那年開始跑步，持

續到現在跑了 33 年，甚至覺得跑馬拉松比得到諾貝爾獎還重要。平凡的你我，不見得

有機會榮獲諾貝爾獎，但持續路跑有機會為自己完成一場馬拉松賽事。  

    全球路跑賽事幾乎天天有，少則六千人，多則數萬、數十萬人，像倫敦馬拉松每年

吸引 3 萬以上的人參加，2014 年的東京馬拉松更有超過 31 萬人報名，從中抽出 3 萬多

名幸運跑者參與。國內的路跑場次一樣不遑多讓，統計 2014 年全臺有近 430 場路跑活

動，一到例假日，由北到南，從東到西，各種路跑賽事強強滾，不少趣味路跑，像泡泡

、甜點、彩虹、比基尼等不同主題，增添了不少路跑樂趣，不愧為全民運動。  

遠離運動傷害有撇步  

了解致傷２大主因 

    跑步很簡單，穿上跑鞋，就可以邁開腳步向前跑，也因為門檻低，蔚為風氣後，運

動傷害的門診案例明顯增加。國家代表隊隊醫、桃園長庚醫院復健科主治醫師林瀛洲估

計，因路跑導致運動傷害的求診患者比起過去增加 10∼15％，常見的受傷是膝蓋痠痛、

腳踝韌帶扭傷、腳底筋膜炎。台北醫學大學骨科部教授暨運動醫學科主任陳志華表示，

運動傷害的主要原因與過度使用及使用不當相關。  

★運動傷害原因 1：過度使用  

    路跑時，會用到心肺系統、骨骼肌肉系統及心理因素，林瀛洲醫師指出，心肺功能

有如車子引擎，一個人能跑多久，和引擎馬力有關。骨骼肌肉系統有如骨架，一副骨架

能承受多少跑步的重量，和個人體重及跑步速度有關。心理因素有如催化劑，一個人「

要」與「不要」跑的決定常取決於意志力，特別是路跑撞牆期階段，是繼續還是放棄，

由意志力決定。無論是哪一種功能，只要超出了身體負荷，譬如胸悶、氣喘、膝蓋痠痛

、腳無力，還繼續硬撐向前跑，關節、韌帶、肌肉、肌腱、骨骼的傷害就會出現。  

    路跑能帶動久坐室內的現代人到戶外運動、鍛鍊心肺功能，但陳志華醫師提醒，年

健康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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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超過 50 歲有心血管疾病，膝關節曾受過傷或有退化性關節炎的族群，必須很注意路

跑的量及頻率，或等到病況痊癒、休養生息後再去路跑，以免再度受傷。  

★運動傷害原因 2：使用不當  

    路跑看似簡單，其實不能草率，像穿錯鞋子跑步，水分補充不夠，大熱天跑步或反

覆用錯誤姿勢跑步，都會提高運動傷害的機率。林瀛洲醫師尤其不贊成周末運動員參加

路跑，這種人平常週一到週五，忙得身心俱疲，到了週末假日卯起來跑，甚至報名參加

42K 全馬比賽，結果最容易出現運動傷害。  

    要跑得輕鬆，得心應手，平日就該累積基本體適能，就像練武功，每天都要蹲馬步

，拳腳才能俐落。想要參加路跑比賽，事先一定要規律的訓練，從事距離較長的路跑時

，身體才不會力不從心，使用代償機制硬撐，這樣才能降低運動傷害。（資料來源：大

家健康～閱讀電子報，本文摘自《享受跑步，這樣跑才健康》一書，讓你告別扭傷、膝

傷，甩開運動傷害！） 

 

 

暑期打工期間 健保免轉出 
 

志豪是M科技大學一年級的學生，孝順的他告訴爸爸：為了減輕家裡負擔，打算利用暑假期

間到印刷工廠打工，賺取零用錢補貼學費。志豪的懂事、勤奮，讓一直辛苦工作、賺錢養家的

志豪爸爸看在眼裡，感動在心裡。志豪第一天下班後，爸爸趕忙問問兒子的工作情況。志豪告

訴爸爸，安啦！老闆很照顧他，只是健保部分，原來志豪是以眷屬身分依附爸爸參加健保，印

刷工廠依規定自受僱之日起為志豪辦理投保，為了避免重複投保繳費，志豪請爸爸向服務的公

司申報辦理眷屬身分退保，等到打工結束後再恢復以眷屬身分投保。 

第二天，爸爸向服務的公司詢問志豪的眷屬身分退保事宜，承辦人溫小姐熟悉健保法規，

她告訴志豪的爸爸，不必這麼麻煩！依照我國已施行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9 條

規定，人人有權享受社會保障，包括社會保險。我國的健保制度是為了向全民提供醫療保健服

務，如果是ㄧ般受雇者，雇主都應該自開始僱用之日起為員工辦理投保手續及繳納健保費，但

是因為志豪的打工是不滿3 個月的短期工作，依照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第27 條規定，保險

對象原有的投保資格尚未喪失，從事短期性工作未逾3 個月者，得以原投保資格繼續投保。溫

小姐耐心的說明：「所以啊，志豪除了上述的選擇外，也可以選擇維持原來依附父親以眷屬身

分繼續參加健保，不必在印刷工廠辦理以受雇者身分加、退保，以維持投保身分的安定，避免

健保在轉換的過程失誤而致投保中斷，影響就醫權益。」志豪的爸爸聽了溫小姐的話，覺得健

人權大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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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的規定很方便，省去志豪暑期打工健保轉入、轉出的複雜手續，尤其不影響志豪的醫療權益

，下班回家後相當高興的想要告訴志豪，只見志豪在客廳裡拿著電話，輕聲細語、不時微笑的

情話綿綿，心中恍然大悟：好小子！原來交女朋友了！打工賺錢，還是補貼交女朋友的花費比

較實際！ 

 

人權大步走 

人人有權享受社會保障，我國健保制度規定，從事短期性工作未逾3 個月者，可以原來身分參

加健保，避免健保中斷影響權益。 

 

相關規定 

1、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9條（社會保障）。 

2、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2條（身體和心理健康之權利） 

3、中華民國憲法第155條（社會保險與救助）。 

4、中華民國憲法第157條（衛生保健事業之推行）。 

5、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基本國策）。 

6、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第27條（短期性工作得以原投保資格續保）。 

（資料來源：法務部～人權萬花筒－兩公約人權故事集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