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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申為維護行政效能，請各校落實差勤管理及加強辦公紀律。
1.近來常接獲民眾反映或據媒體報導，部分學校教職員工辦公紀律鬆散（例如，在校內飲酒、
上班時間不假外出、不按時出在勤、遲到早退、上班時間以電腦網路從事私人事務等）有礙
辦公秩序之情事，引發輿論指摘，嚴重影響民眾對本局及所屬學校戮力教育之觀感，破壞教
育人員專業形象。
遵守差勤管理規定暨辦公秩序
2.請各校加強宣導教職員工遵守差勤管理規定
遵守差勤管理規定 辦公秩序，辦公時間應堅守工作崗位
辦公秩序 辦公時間應堅守工作崗位，
辦公時間應堅守工作崗位，不得從
事與公務無關之私人行為。本局將不定期派員前往各校查察，駐區督學視導學校時，旨揭事
事與公務無關之私人行為
項亦將列為檢查項目。
3.另為確保勤惰資料之正確性及勤惰管理之即時性，請各校建立校內查勤制度
建立校內查勤制度，並應將辦公紀
辦公紀
建立校內查勤制度
律列為查察項目之一。前項相關紀錄及查勤辦法，於本局查勤人員（或督學）前往查察時，
一併列為檢查項目。
因此，本校依據上開規定，已擬定「本校加強執行教職員工差勤管理補充規定」，經校長核
定後已函轉各處室依規定辦理，本室亦即日起將加強查勤，請全校同仁知照。
二、本校定於 3 月 23 日星期五下午 1 點 30 分至 4 點，假忠孝大樓 1002 教室辦理「情緒管理及芳
香療法」研習活動，邀請衛生局社區衛生中心余沛蓁主任擔任講座，請全體職員工準時出席
，教師自由參加。（屆時備有咖啡與飲料，請全體同仁踴躍報名參加）
三、關於本校自訂之教職員工福利互助辦法，原依據上次行政會報決議，在提期末校務會議討論
前，先暫照現行做法依舊自薪資中扣取。惟因有人異議，經簽請校長同意自 3 月起，對於之
前問卷調查時勾選不贊成本互助辦法繼續施行之 51 位同仁，退出本互助辦法並停止扣取互助
金額；其餘 163 位同仁勾選贊同本互助辦法繼續施行者則繼續適用本辦法。

一、考試、
考試、任免、
任免、敘薪、
敘薪、兼職
（一）公立學校教師職前曾任研發替代役年資採計提敘薪級疑義，依替代役實施條例第 7 條第 6
項規定：「研發替代役役男服滿規定之役期者，依第 1 項所定替代役體位應服役期採計為
服役年資；其餘期間，採計為用人單位工作年資。」茲以依替代役實施條例規定服研發替
代役者，係於經主管機關認可之政府機關、公立研究機關（構）、大學校院、行政法人或
財團法人研究機構及民間產業機構從事科技或產業研究發展工作，爰得採計服役期間第 3
階段之年資；按其服務單位及所任職務性質，比照現行敘薪法令規定中各類職前年資採計
及認定方式，辦理年資採計事宜。
（二）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以，為落實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各機關辦理公開甄選時，請依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5 條規定妥善處理應徵者履歷及個人資料
（三）公立學校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得於不影響本職工作前提下，事先以書面報經學校核准後
，兼任財團法人教會董事職務；至兼職費及其他相關事項均請依「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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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職處理原則」及相關規定辦理。另公立學校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並應視其是否受有報
酬，分別依公務員服務法第 14 條之 2、第 14 條之 3 及公務員兼任非營利事業或團體受有報
酬職務許可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四）有關各機關學校職務代理名冊網路報送一案，查銓敘部為撙節行政資源、簡化行政程序，
已建置「各機關職務代理名冊網路報送作業資訊系統」（以下簡稱本作業系統），各機關
學校職務代理名冊自即日起採網路報送，爰 101 年 1 月至 6 月以後之職務代理名冊均請依
銓敘部函規定事項以本作業系統報送，無須另送名冊。

二、考績考核、
考績考核、訓練進修、
訓練進修、差勤管理
（一）請規劃前往莫拉克風災重建區 23 條路線旅遊，並鼓勵所屬公務同仁至重建區從事休假旅遊
活動，以協助當地觀光產業發展，相關活動優惠資訊，請於「經濟部 OTOP 愛旅遊網站」(
網址：http://travel.otop.tw/)查詢下載運用。
（二）國家文官學院每月一書導讀會自本（101）年 2 月份起提供「線上同步互動直播」服務，請
轉知並鼓勵同仁上網學習。
（三）公務福利 e 化平台已更改網址為(http://eserver.dgpa.gov.tw)並於 101 年 2 月 24 日重新
上線，請轉知同仁多加利用。
（四）教師涉及校園性侵害案件，服務學校依 101 年 1 月 4 日修正公布之教師法第 14 條第 4 項規
定由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停聘時，因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尚未完成事實調查及認定，爰教
師評審委員會審酌行為人之陳述意見時，僅限於「停聘」部分，不涉及事實調查及認定。
（五）有關公務員因涉刑事案件，於審判中經法院裁定羈押、停止羈押或其他處置者，司法院業
已函請所屬法院受理檢察官起訴之案件，知悉被告具公務員身分者，於裁定羈押、撤銷羈
押或停止羈押時，通知該被告服務機關。惟如被告所涉犯罪非以公務員身分為構成要件者
，法院無從知悉被告服務機關而通知之，服務機關如因業務需要，宜請逕洽法院查詢。

三、待遇、
待遇、福利、
福利、退休、
退休、撫卹
（一）所詢支領鐘點費之特殊教育代理教師，可否發給特殊教育津貼一案。茲以本部 86 年 6 月 4
日台（86）參字第 86037905 號令發布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後，代理教師與
代課教師已有明確定義及區分，衡諸上開行政院函意旨，其 81 年 4 月 20 日函所稱「代課
教師」係指依聘任辦法聘任之「代理教師」，爰本部上開 81 年 5 月 12 日、90 年 11 月 22
日函及歷來函釋涉及代課教師支給特殊教育津貼每月 600 元規定，應係指「代理教師」支
給特殊教育津貼每月 600 元，至「代課教師」尚不合支給特殊教育津貼。
（二）自民國 102 年 1 月 1 日起，改以徵集接受 4 個月之常備兵役軍事訓練年資，得依規定申請
補繳退撫基金費用，併計為學校教職員退休年資。
（三）有關退休學校教職員尚未接獲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優惠存款金額重行審定函前，提領優惠
儲蓄綜合存款帳戶金額，致留存金額低於可回存之金額者，得否依其實際儲存之本金補發
優惠存款利息疑義，本部 100 年 10 月 26 日臺人(三)字第 1000159721 號函，請臺灣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儘速研擬相關配套措施，依退休人員實際回存情形，溯自 100 年 2 月 1 日起補
發其可回存金額之優惠存款利息。案經該公司於 101 年 2 月 3 日函知其各營業部略以，是
類人員於臨櫃辦理時，請其簽妥同意書後，補發 100 年 2 月 1 日起至已開立優惠存款起息
日間之優惠存款利息，並另向存戶收取質借利息與活儲息。爰請轉知貴屬退休學校教職員
如有類此情形，請逕洽各該優惠存款分行辦理。
（四）有關曾服研發替代役年資採計為學校教職員退休年資一案，教育人員具有研發替代役各階
段年資者，均以退役證明記載之年資為申請補繳退撫基金費用之準據；若有疑義時，再向
內政部役政署查註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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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每月
每月 1 小篇（資料來源：教育部電子報 499-502 期）
※assist (名詞
(名詞)
名詞) 助攻
Once overlooked and waived by a string of NBA teams, New York Knicks
point guard Jeremy Lin now proves himself as a bona fide NBA player. In
the first four starts of his career from Feb. 6 to Feb. 11, Lin led the injurydepleted Knicks to win four games in a row. During the run, Lin averaged
27.3 points and 8.3 assists a game, and scored a career-high 38 points in
his leading the Knicks to a 92-85 victory over the Los Angeles Lakers. In
front of a national TV audience, he outplayed Kobe Bryant, leaving
delirious fans speechless and his coach without the words to describe it.
Now a once low-key Harvard graduate has become a new sports
sensation.
一度為美國籃球協會(NBA)許多隊伍忽略的籃球新秀---美國紐約尼克隊控球後衛----林書豪，現
在他以實力證明自己是一個貨真價實的 NBA 球員。在他職業生涯的前四場比賽中，他帶領傷兵滿
滿的尼克隊一舉贏得連續四場比賽。在這幾場比賽中，林書豪平均每場攻下 27.3 分、助攻 8.3 分
，並在對洛杉磯湖人隊一役中打出個人單場得分 38 的高分。在全國觀眾面前，他勝過小飛俠 Kobe
Bryant，讓球迷們及教練瞠目結舌。現在這位生活低調的哈佛畢業生儼然已成為新一代的運動傳
奇。

楊永吉、周淑貞、陳光正、張素秋、戴佑祝
凃佩君、鄭莉麗、何秀英、張政仲、沈正宇
林琬縈、朱崑男、林東泰、林涵毅、李春明
林琬縈、朱崑男、林東泰、林涵毅、李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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