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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報告 

教學組： 

1、 107-2 課表：已編排完畢、公告周知，並已列印交請玟昇協助換新。請各位

教師依 107 學年度課程計畫進行授課並填寫教室日誌，以達教學正常化，

感謝各位教師協助，若課務需調動，請於 3 日前填寫調代課單並完成請假，

以利課務調代作業進行。 

2、 夜間課輔：夜間輔導分補救教學班及課輔班，另搭配數位學伴課程進行。 

(1) 補救教學課程自 2/18(一)開始進行，課程安排如下： 

甲、 7、8 年級於每週一、二、四 17:30-19:10 進行。 

乙、 9 年級於每週一至四 17:30-20:00 進行。 

丙、 數位學伴本學期取消。 

(2) 107 年 12 月施測已結束，請任教補救教學課程的老師撥空至補教教學

科技化評量網站，查看受輔學生施測資料。

(https://exam.tcte.edu.tw/tbt_html/index.php) 

(3) 請上學期的補救教學教師將學生能力成長紀錄表（小藍本）繳回教學組。 

3、 族語課程及語文競賽： 

(1) 每週三第一節課為全校族語課，將針對不同族別進行分班。 

(2) 族語課將從 2/13(三)開始上課。 

(3) 校內語文競賽將於 4/17(三)13:20 進行比賽，屆時將發放報名表予各班

導師協助同學報名。 

4、 模擬考：第三次 2/19~2/20、第四次 4/18~4/19。 

5、 國中教育會考：108 年 5 月 18 日(六)、19 日(日) 

6、 學校評鑑：108 年 5 月 14 日(二) ，下午辦理說明會，請沒有課務的教職同

仁務必參加。 

7、 教學正常化訪視：108 年 5 月 14 日(二) 

8、 108 學年度課程計畫今年會提早送審，請大家預備。課發會已決議確定配合

十二年國教學校願景修為：在地(Native)、品格(Moral)、茁壯(Strong)。 

9、 各領域圖書介紹已建置完成。 

10、 學習社群成果 6 月底前完成。 

11、 第四次教學研究會請於 2 月底前召開。 

12、 科展小組持續中，大多會利用假日進行。 

13、 國文、英語抽背下週二開始。 

14、 協辦工作調整： 

雅安-族語課程事宜，課業輔導事宜及其他臨時協助事務。 

秀娟-升旗語文抽背、試卷/審題表/通知單等整理回收、辦公室行事曆

及其他臨時協助事務。 

https://exam.tcte.edu.tw/tbt_html/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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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雄-圖書借閱/閱讀推動及其他臨時協助事務。 

註冊組： 

1、 107-2 全校人數：107 學年度人數為 93 人。在校 75 人，錫安山寄籍學生

18 人。 

(1) 七年級 24 人：701（9+2 人）、702（9+4 人） 

(2) 八年級 44 人：801（17+5 人）、802（17+5 人） 

(3) 九年級 25 人：901（11+1 人）、902（12+1 人） 

2、 108 學年度新生：目前人數 36 人，民生 14 人、民權 15 人、錫安山 7 人。 

3、 107-1 補考：2/13 藝文、自然。2/14 社會、健體。2/15 國文。 

2/18 英語。2/19 數學。 

4、 補助證明：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等學生，須繳交 108 年度證明。 

5、 保密原則：請特別注意學生個人相關資料及成績的保密原則，非依法律規定

不得洩漏學生個人或其家庭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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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報告 

一、重大行事曆： 

    (一) 2/11(一)開學始業式 

 (二) 2/14(四)那中好聲音歌唱比賽 

    (三) 2/20八年級高美館參訪 

二、訓育相關： 

(一) 本校 108 年度學生交通車租用採購經三次上網流標，採原家長會與家

長簽約模式進行學生交通車接送。 

(二) 第二學期導護值週計畫。 

(三) 導師請假之代理導師費用計算。 

(四) 教室佈置比賽第二次評分。 

三、體衛相關： 

 (一) 掃地區域因耐震工程變更。 

 (二)服務學習志工登記。 

四、重大活動規劃： 

 (一) 3/13(三)台南佳美早餐店愛心早餐供應。 

 (二) 4/24(三)法律宣導─網路霸凌。 

    (三)5/29~5/31 九年級戶外教學及七八年級跨校大露營。 

 

 

 

 

 

 

 

 

 

 

 

總務處報告 
一、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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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總務處人員職務異動。 

 已將田徑裁判台撤離，並用角錐圍起以示警戒。 

 行政大樓屋頂排水明管已完成。 

 交通車經上網公告徵求三次，無廠商投標，停止招標，已退請學務處檢討後

再議 

 

二、待處理 

 圖書館-飲水機設置(技藝教室)、電話分機(中華電信)、印表機(笙發) 

 健康中心-電話分機(中華電信) 

 連繫廠商到校修繕校風雨教室木櫃 

 擬至旗山捷安特進行腳踏車維修數輛 

 2/26辦理家長座談會 

 申請維修本校教學區廁所計畫 

 申請維修本校教職員工宿舍 

 

三、宣導事項 

 本校耐震補強工程擬於 2/11開工，5/26完工。 

 因山區水源不穩，請導師協助宣導節約用水概念 

 若辦理活動需要訂購便當，請提早請購(優先採購) 

 若有需要使用公務車，請提早填寫派車單，確確實填寫相關資料。 

 為促進教職員工身體健康，提倡羽球運動。收費方式：月結 10/次、羽球(家

長會支付)；另，舊男宿健身房歡迎結伴使用。 

 本校役男劉玟昇預計於 6/28退役。 

 

 

 

 

 

 

 

 

 

 

 

 

輔導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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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組 

 家庭教育 

1.2/26(二)教育優先區-親職講座。地點：大光基督長老教會。當天講座會

另開設研習，請踴躍參加。親職手冊資料請各處室主任於 2/18(一)中午前

繳交置網芳。 

2.家庭訪問 

3.原住民家庭教育計畫。(感恩餐會、父母成長團體、親子宿營活動、部落

服務活動) 

4.2/20(三)第一節慈孝家庭、孝行獎選拔。邀請校長、各處室主任、訓育組

長、輔導組長、註冊組長擔任評選委員。 

 

 特殊教育(資源班)： 

1.2/20(三)期初特推會。 

2.專業團隊服務：針對潘生將會繼續替申請。 

3.3/6申請特殊生交通補助費。 

4.4/12辦理高關懷、特教戶外體驗活動。 

5.6/19特教知能研習-認識情障。法定研習:每位教師每學年需完成三小時的特

教知能研習。 

6.6月特教轉銜。 

 生命教育 

1.七年級得勝者課程-情緒管理。講師:田春子牧師。 

2.3/6(三)第五節。幸福 in高雄，捕手 gogogo-自殺防治宣導 

3.活力 Huma社。授課教師：翁德才、高大芳、曾秋明、趙正中。6/5 huma社在

地創意料理比賽 

4.五月母親節感恩活動 

5.蒲公英月刊活動 

6.4月初重見山林之美-七年級。 

 

 友善校園—學生輔導工作: 

1.輔導工作-認輔。請認輔教師關懷認輔課案，若個案有特別狀況，請告知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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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共同討論協助個案之方法。 

2.高關懷班。由婉宜師、秋明師帶領高關懷學生進行多元課程。 

3.那瑪夏之音。 

4.小團體輔導。本學期預計開設情感及生涯探索小團體。 

5.5/15送粽祈願活動 

6.國小國中高中-高關懷學生輔導轉銜會議。 

※輔導工作三級預防(初級、二級、三級)：加強辨識高關懷學生與持續關懷(目

睹家暴、因外在因素無法正常上學者、家庭無法提供早餐) 親師溝通，以協助學

生在面臨人際、情感、情緒與學習問題時，能即時提供有效的親職關懷與輔導。

請導師主動告知，個案缺課及在學狀況。以利輔導教師掌握學生狀況。 

資料組 

 生涯發展 

1. 2/26 適性入學宣導說明會。九年級學生場:第七節課。家長場:18：30-19：

15 

2. 3/29、5/24適性輔導列車 

3. 4/3生涯夢工廠-榮耀軍旅 

4. 3/15 升學博覽會 

5. 生涯諮詢。第一次段考後，開始進行第二階段生涯諮詢。採一對一諮詢方式。 

6. 學長姐回娘家 

7. 七年級家長職業分享。請導師詢問家長意願。 

8. 4/10 技職教育宣導(第六節-中華醫事科大) 

 技藝教育 

1. 3/7技藝比賽 設計-趙雅婷、詹莉柔、食品-顏湘柔、翁念恩。集訓時

間:2/25-2/27。3/4-3/6。集訓地點為三信家商、中山工商。由婉宜師、美鳳師

負責交通安排。 

2. 本學習技藝課程 

開設職群 高職指導學校 上課地點 

餐飲職群 中山工商 技藝教室 

藝術職群 中華藝校 902、生科教室。 

 

 

人事業務報告 

一、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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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和平紀念日（連假四天）2/28(四)~ 3/3(日)，2/23(六) 補(3/1)上班

上課；清明節（連假四天）4/4(四) ~ 4/7(日)； 端午節（連假三天）6/7(五) 

~ 6/9(日) 

二、子女教育補助申請： 

    107學年度第 2 學期子女教育補助費申請，本室依據 107學年度第 1 學期同

仁申請紀錄，直接繕製申請書，請同仁收到後切實核對資料正確性，如無問

題，請簽名後連同繳費單據影本一份(A4影印及簽名)裝訂妥適，於 3月 6

日(三)前交回本室彙辦。 

    如有第一次申請者，請於開學一週內至人事室領取表單申辦，務請掌握時效。 

◎附註： 

（一） 申請表：1份（人事室製表送交 ）。 

（二） 戶口名簿：1份（第一次申請者繳交，請事先告知，俾便資料維護）。 

（三） 註冊繳費收據：子女就讀國中小者，本誠信原則免繳附學生證或收

據；高中職以上須繳附註冊繳費收據影本 1份 (正本請自行留存)， 

A4 影印便於裝訂，簽名以示負責，如以信用卡繳費或 ATM 轉帳者，

請檢附學校繳費通知單俾利核對明細。 

（四） 申請條件以子女以未婚且無職業須仰賴申請人扶養者為限；夫妻同

為公教人員者，應自行協調由一方申領。 

三、差勤管理 

（一）本校教職員請遵守「高雄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出勤差假管理要點」

摘要如下： 

1.教職員於出勤時間內不得擅離職守，並不得從事與教學或公務無關之行

為。教職員於規定出勤時間開始後到達者為遲到，下班時間前離開者為

早退，遲到、早退未辦理請假手續，或出勤時間經查勤發現未在勤者，

以曠職登記…。 

2.請假人員應事先辦妥請假手續，始得離開任所，如因特殊狀況(如急病、

家庭重大事故等)，應即告知直屬主管，請假程序請自行或委託其他同仁

完成。 

3.教職員應參加學校依法令、校務會議或學校章則等規定舉辦之重要集

會、活動及研習等；因故未能出席亦未事先報備或請假者，由主辦單位

以書面通知當事人及人事單位，各校並得視情節輕重分別提學校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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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考核委員會或考績委員會審議。 

4.為維護學生受教權及校務推展，教職員出國以寒暑假實施為原則。教師

於寒暑假期間出國者，應填寫報備單向學校報備，以利緊急事件之聯繫。

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及職員赴大陸地區，應依相關規定辦理。 

(二)依教育局 106 年 12月 20日函示「各機關(學校)應加強員工差勤管理」。

請同仁遵守出勤規定，於辦公時間內，應負責盡職，不得從事與公務無關

之行為，未到午休時間不得用膳，並嚴禁喝酒，單位主管應負督導之責，

以維良好辦公紀律。 

(三) 1071212 更新版--現行 教師、公務人員、工友代理教師、契約教保員等

各類人員假別一覽表(僅供參考及配合法規不定期修正) 置於本校網芳

/107 學年度/人事室/差勤管理。 

四、實物代金免稅異動告知 

本校同仁於年度中如有發生不符房租津貼資格或原報領實物配給條件之眷

屬有死亡、終止扶養、終止親屬關係、子女年滿廿歲未繼續就學或未滿廿

歲已婚及其他減口等異動情形者，應主動告知出納組予以減（扣）個人當

年所得。 

五、兼職及兼課規定 

(一)兼課規定 

1.公務人員及教師兼課每週以4小時為限，無論在辦公時間內或以外在公私

立學校兼課者均應經服務學校校長核准。(教育部93年3月24日台人（二）

字第0930036870號函暨人行局95年1月23日局考字第09500605641號函)  

2.教育部98年11月20日台人(二)字第0980197880號函釋規定，有關教師於

研究所進修留職停薪期間比照公務人員留職停薪期間不得從事與留職停

薪原因不符之情事，不得至他校兼課。 

(二)兼職規定 

1.請教師遵守「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 」等相關規定，公務

人員請遵守「公務員服務法」等相關規定。 

2.銓敘部建置公務員兼職查核平台，自行查核，以期落實公務員服務法第

13條規範，避免公務員違法兼任公司（商號）負責人、董事、監察人之

情事一再發生，請公務員(含兼行政教師)確依上開規定辦理。 

3.為防範公務員以專業證照違法兼職或租借他人，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30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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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規定，公務員如具有專業證照者，須主動申報。公務員應遵守公務員

服務法相關法令規定，不得以專業證照違法兼職或將證照租借他人使

用 。 是 以 ， 同 仁 如 有 領 取 專 業 證 照 者 ， 應 立

即檢證向人事室申報辦理動態管理。 

(三) 公務員(含校長、兼任行政職之教師)赴大陸應依規定誠實申報，除事前提

出申請並應於返臺後 1星期內填寫意見反映表及 1個月內提送報告，另現

階段公務員尚不宜赴大陸地區兼職、兼課及進修。 

六、進修規定 

同仁如需申請進修應先簽陳校長核准後，始得前往進修。如涉及公假進修

部分，因涉及進修員額控管，請務必加會人事室。如申請部分辦公時間公

假進修同仁，請檢附課程表以利審核差假事宜。 

參考法規：教師待遇條例第１０條、高雄市立中小學及幼兒園教師進修學

位學分實施要點 

七、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報到及查閱辦法 

本校各處室依權責要求新進人員繳交「警察刑事紀錄」，經查證無虞後始得

參與校務，以維校園安全。 

八、健檢補助 

(一 )本校108年度教職員健康檢查補助人員(校長及趙月萍師)請多利用寒、暑

假擇期前往合格之醫療院所健檢，並於11月30日前檢附(健康檢查)收據正

本至人事室辦理核銷。 

(二)自105年1月1日起應至經衛福部評鑑合格之醫院或教學醫院經醫策會健康

檢查品質認證之診所或經勞動部認可辦理勞工一般體格與健康檢查之醫療

機構實施一般健檢。上開醫療名單可至保訓會網站 

(http://www.csptc.gov.tw/保障業務/辦理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醫療機

構)查詢，請務必確認各該醫療機構是否尚在評鑑（認證）合格或認可之有

效期限內，以免未符申請補助要件。受檢人自行選擇合格之醫療院所進行

檢查，於補助範圍內檢據覈實予以補助，如有超出，由受檢人自行負擔。 

九、人事資料異動 

凡同仁有人事資料(含聯絡電話)更改者，請隨時洽人事室修正。 

十、重點業務宣導 

(一) 性別平等規範：  

http://www.csptc.gov.tw/保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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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3條：雇主應防治性騷擾行為之發生。其僱用受僱者

三十人以上者，應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並在工作場

所公開揭示。雇主於知悉前條性騷擾之情形時，應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

及補救措施。第 14條：女性受僱者因生理日致工作有困難者，每月得請

生理假一日，全年請假日數未逾三日，不併入病假計算，其餘日數併入

病假計算。第 18條：子女未滿二歲須受僱者親自哺（集）乳者，除規定

之休息時間外，雇主應每日另給哺（集）乳時間六十分鐘。….前項哺乳

時間，視為工作時間」。第 2 條、第 19條及第 21條：規定略以，受僱於

僱用 30 人以上雇主之受僱者，為撫育未滿 3歲子女，得向雇主請求每天

減少工作時間 1 小時；減少之工作時間，不得請求報酬。受僱者為前項

之請求時，雇主不得拒絕，且不得視為缺勤而影響其全勤獎金、考績或

為其他不利之處分。 

2. 本校訂定「高雄市立那瑪夏國民中小學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要

點」，實施防治性騷擾之政策宣示及教育訓練、頒布禁止工作場所性騷擾

之書面聲明、利用集會或提供宣導品等方式加強宣導性騷擾防治措施及

申訴管道。本校性騷擾申訴管道如下：申訴專線電話：07-6701813 轉 13、

申訴專用傳真：07-6701871、申訴電子信箱： pompom@kcg.gov.tw、受

理申訴單位：人事室。 

(二)「高雄市政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高雄市政府 108度加強公務員執行職務，

應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公務員服務法」及「公務人員服務守則」等

規範，廉潔自持、公正無私及依法行政，並提升政府之清廉形象。 

(三)公務福利 e化平台 (https://eserver.dgpa.gov.tw/)：行政院人事行政總

處提供各項公務福利資訊：福利措施、未婚聯誼、公教特惠健檢、公教網路

購書及公教旅遊平安卡等，歡迎同仁上網瀏覽踴躍使用。 

(四) 「築巢優利貸」：108年至 110年「築巢優利貸」－全國公教員工房屋貸

款經公開徵選由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獲選承作。辦理方式請逕洽臺灣銀行

各分行辦理，查詢網址：

https://www.bot.com.tw/Business/Loans/ConsumerLoan/Pages/default.

aspx；客服中心 24小時洽詢電話：免付費電話 0800-025-168，付費電話

02-21910025、02-21821901。請同仁參考運用。 

(五)高雄市政府「繁星好康」特約店家優惠資訊：請至人事處網站https://kpd

mailto:pompom@kcg.gov.tw
https://eserver.dgpa.gov.tw/
file:///C:/Users/user/Downloads/「築巢優利貸」：108年至110年「築巢優利貸」－全國公教員工房屋貸款經公開徵選由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獲選承作%20%20辦理方式請逕洽臺灣銀行各分行辦理，查詢網址：https:/www.bot.com.tw/Business/Loans/ConsumerLoan/Pages/default.aspx；客服中心24小時洽詢電話：免付費電話0800-025-168，付費電話02-21910025、02-21821901。106年至107年全國公教員工房屋貸款業務，經公開徵選，由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獲選，貸款利率按中華郵政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0.465％（目前為年息1.560％）
file:///C:/Users/user/Downloads/「築巢優利貸」：108年至110年「築巢優利貸」－全國公教員工房屋貸款經公開徵選由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獲選承作%20%20辦理方式請逕洽臺灣銀行各分行辦理，查詢網址：https:/www.bot.com.tw/Business/Loans/ConsumerLoan/Pages/default.aspx；客服中心24小時洽詢電話：免付費電話0800-025-168，付費電話02-21910025、02-21821901。106年至107年全國公教員工房屋貸款業務，經公開徵選，由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獲選，貸款利率按中華郵政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0.465％（目前為年息1.560％）
file:///C:/Users/user/Downloads/「築巢優利貸」：108年至110年「築巢優利貸」－全國公教員工房屋貸款經公開徵選由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獲選承作%20%20辦理方式請逕洽臺灣銀行各分行辦理，查詢網址：https:/www.bot.com.tw/Business/Loans/ConsumerLoan/Pages/default.aspx；客服中心24小時洽詢電話：免付費電話0800-025-168，付費電話02-21910025、02-21821901。106年至107年全國公教員工房屋貸款業務，經公開徵選，由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獲選，貸款利率按中華郵政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0.465％（目前為年息1.560％）
file:///C:/Users/user/Downloads/「築巢優利貸」：108年至110年「築巢優利貸」－全國公教員工房屋貸款經公開徵選由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獲選承作%20%20辦理方式請逕洽臺灣銀行各分行辦理，查詢網址：https:/www.bot.com.tw/Business/Loans/ConsumerLoan/Pages/default.aspx；客服中心24小時洽詢電話：免付費電話0800-025-168，付費電話02-21910025、02-21821901。106年至107年全國公教員工房屋貸款業務，經公開徵選，由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獲選，貸款利率按中華郵政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0.465％（目前為年息1.560％）
file:///C:/Users/user/Downloads/「築巢優利貸」：108年至110年「築巢優利貸」－全國公教員工房屋貸款經公開徵選由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獲選承作%20%20辦理方式請逕洽臺灣銀行各分行辦理，查詢網址：https:/www.bot.com.tw/Business/Loans/ConsumerLoan/Pages/default.aspx；客服中心24小時洽詢電話：免付費電話0800-025-168，付費電話02-21910025、02-21821901。106年至107年全國公教員工房屋貸款業務，經公開徵選，由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獲選，貸款利率按中華郵政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0.465％（目前為年息1.560％）
file:///C:/Users/user/Downloads/「築巢優利貸」：108年至110年「築巢優利貸」－全國公教員工房屋貸款經公開徵選由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獲選承作%20%20辦理方式請逕洽臺灣銀行各分行辦理，查詢網址：https:/www.bot.com.tw/Business/Loans/ConsumerLoan/Pages/default.aspx；客服中心24小時洽詢電話：免付費電話0800-025-168，付費電話02-21910025、02-21821901。106年至107年全國公教員工房屋貸款業務，經公開徵選，由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獲選，貸款利率按中華郵政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0.465％（目前為年息1.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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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cg.gov.tw/Content_List.aspx?n=8E39B8B3F64D65AA 參閱，請多多利用。 

(六) 高雄市政府員工協助方案 http://eaps.kcg.gov.tw/： 

「高雄市政府員工免費諮詢服務」提供市府員工免費諮詢服務，同仁個資、

諮商內容全程保密。諮詢服務須知：1.市府員工諮詢服務專線 07-3306034：

由人事處承辦人負責接聽，了解諮詢者需求，提供適切服務。2.「張老師」

面對面諮商服務：市府「張老師」專屬行政窗口 07-3333221-203，攜帶識

別證至「張老師」時數 5小時內免付費。 

(七) 本府「港都 e 學苑」自 107年 1月 1日起移轉至人事行政總處數位學習資

源整合平臺「e 等公務園+」(https://kcg.elearn.hrd.gov.tw/)。 

十一、教育人員留職停薪辦法宣導 

   一、留職停薪之事由如下： 

(一)教育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申請留職停薪，學校不得拒絕：〈第 4

條〉 

       1.依法應徵服兵役。 

       2.請病假已滿教師請假規則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或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

三條第一項第二款延長之期限，或請公假已滿教師請假規則第四條第

一項第六款或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四條第五款之期限，仍不能銷假。 

       3.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並以本人或配偶之一方申請為限。但養育三足

歲以下雙（多）胞胎子女者，不以一方申請為限。 

       4.依家事事件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相關規定與收養兒童先

行共同生活，其共同生活期間依前款規定申請留職停薪。 

       5.配合政策奉派國外協助友邦工作。 

(二)除校長、社會教育機構及學術研究機構首長外，教育人員有下列情事之

一申請留職停薪者，學校得考量業務或校務運作狀況依權責核准： 

1.因教學或業務需要，經服務學校、機構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薦送、選

送或指派國內外進修、研究，期滿後欲延長。 

2.自行申請國內外全時進修、研究，其進修、研究項目經服務學校、機

構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定與教學或業務有關。 

3.因專長、所授課程相關或業務特殊需要，依相關借調規定辦理借調。 

4.本人或配偶之直系血親尊親屬年滿六十五歲以上或重大傷病須侍奉。 

5.配偶或子女重大傷病須照護。 

6.配偶於各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機構或軍事單位服務，因公務需

要派赴國外工作或進修，其期間在一年以上須隨同前往。 

http://eaps.kcg.gov.tw/
https://kcg.elearn.hrd.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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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配偶服務機構為輔助前款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機構或軍事單位辦

理國家重要任務或政策，並經派赴國外執行政府工作者，得依前款規

定申請留職停薪。   

二、教育人員留職停薪期限不得逾聘約有效期間，聘約期滿經服務之學校、機構

續聘者，得准予延長；其期間除下列各款情形外，最長以二年為限，必要

時得延長一年。〈第 5條〉 

    教師申請留職停薪之期間，應以學期為單位。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

限： 

1.因前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以實際需求提出申請。 

2.因前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提出申請者，留職停薪期間之起始日以 

        實際需求提出；其訖日非以學期為單位者，經與學校協商定之。 

3.因特殊事由經服務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 

    前項留職停薪教師已於寒、暑假復職，又因同一事由申請於次學期開學後留

職停薪者，必要時得比照第六條第七項規定辦理。 

※參照 1070928教育人員留職停薪辦法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50042 

※ 108 年第 1月新訂或修正之重要法令 

來文機關及文號 本府函轉文號 人事法令 

高雄市政府108

年1月2日高市府

人給字第

10830005700號

書函 

 主旨：為提供本府員工多元福利措施，與福華大飯店股份有限

公司高雄分公司合作議定優惠方案，請同仁及退休人員

多加利用。 

說明：依據本府「繁星好康」員工SMILE福利加值計畫辦理。 

行政院人事行政

總處108年1月2

日總處給字第 

1080024142號函 

高雄市政府108

年1月8日高市

府人給字第

10800045600號

書函 

主旨：函轉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有關選擇支(兼)領展期或減額

月退休金人員之三節慰問金應如何計算發給乙案。 

說明：支（兼）領展期月退休人員開始支（兼）領月退休金 

      後及支（兼）領減額月退休金人員，均照機關原發給數

額發給。 

高雄市政府人事

處案陳銓敘部

108年1月4日部

法二字第 

1084688889號函 

高雄市政府108

年1月8日高市

府人考字第

10830023400號

書函 

主旨：銓敘部函以，有關公務人員請假規則所定生理假之日數

核計方式。 

說明：茲就前開有關生理假日數核計規定舉例說明如下：假設

某女性公務人員全年請生理假12日、病假20日及事假7

日，其中生理假未逾3日部分不併入病假計算，餘9日生

理假，加計所請病假20日，合計29日，逾病假准給日數

部分（1日）以事假抵銷，惟該員已請畢事假准給之7日，

爰上開逾病假准給日數之1日，應按日扣除俸（薪）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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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文機關及文號 本府函轉文號 人事法令 

銓敘部108年1月

4日部銓四字第

1084688445號函 

高雄市政府108

年1月14日高市

府人力字第

10830027300號

書函 

主旨：銓敘部函以，為符合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之意旨，有關

公務人員因育嬰留職停薪而調整職務者，請各機關於辦

理送審或動態登記案件時應配合辦理事項一案。 

說明：依性平法規定，公務人員於育嬰留職停薪期滿後，申請

復職時，其官等、職系、職務、職等及俸給等，均不得

變更，且應回復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時之原有工作；至公

務人員因育嬰事由申請留職停薪，且自願降調同官等較

低職等或低官等之非主管職務者，仍應探究當事人真

意，應具個案事實辦理復職。 

教育部108年1月

10日臺教授國字

第1080000311號

函 

高雄市政府教

育局108年月14

日高市教人字

第10800221900

號函 

主旨：教育部修正「一百零七年公立學校教師年終工作獎金發

給補充規定」，並自即日生效。 

說明：教師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其年終工作獎金應依下列規定

辦理，同時具有二種以上情事時，擇一從重處理： 

（一）教師於一百零七年依教師法第十四條規定解聘或不續聘

生效（包括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二日以後生效），當年不

發給年終工作獎金。 

（二）一百零六學年度受記過以上之懲戒處分者，或平時考核

經獎懲相互抵銷後，累積達一大過者，當年不發給年終

工作獎金。 

（三）一百零六學年度平時考核經獎懲相互抵銷後，累積記過

達二次或累積曠課、曠職達四日者，發給三分之一數額。 

（四）一百零六學年度平時考核經獎懲相互抵銷後，累積記過

達一次或累積曠課、曠職達三日者，發給三分之二數額。 

（五）一百零六學年度受申誡之懲戒處分者，發給四分之三數

額。 

（六）一百零六學年度成績考核（包括另予成績考核）經考列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四條第

一項第三款者而留支原薪者，當年不發給年終工作獎

金。但有下列情事者，依下列規定辦理： 

 １、考列事由為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二目、第七目或因公

傷病請公假而留支原薪者，其年終工作獎金得全額發給。 

 ２、考列事由為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第六目者，依其一百零

七年實際在職月數計算，於扣除一百零六學年度之延長

病假日數後，按比例發給；延長病假扣除方式係採按日

扣除，並以三十日折算一個月，所餘未滿三十日之實際

在職畸零日數，以一個月計算。如因安胎需治療、照護

或休養期間之請假日數，不在此限。 



18 
 

來文機關及文號 本府函轉文號 人事法令 

內政部108年1月

23日台內人字第

10803205692號

函 

高雄市政府108

年1月25日高市

府人企字第

10800539200號

書函 

主旨：有關內政部及所屬機關「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EDAW)」教育訓練教材(107年12月修訂版)，已刊載於

「內政部全球資訊網/政府資訊公開/性別平等專區/性

別平等專區/CEDAW教材」(網址：https：

//www.moi.gov.tw/chi/chi_public_info/node.aspx?c

ate_sn=＆belong_sn=1995＆sn=4644)一案，請參考。 

 

敬祝 平安喜樂 工作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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