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務部 95 年 10 月 30 日法人字第 0950040554 號函轉行政院 95

年 10 月 17 日院臺陸字第 0950046979A號函 

中華民國 95 年 7月 19 日修正公布之「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

關係條例」第 9 條，定自 95 年 10 月 19 日施行，規定「臺灣地

區公務人員，國家安全局、法務部調查局及其所屬各級機關未具

公務員身分之人員，應向內政部申請許可，始得進入大陸地區。

但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公務員

及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不在此限」。 

法務部 95年 11月 1日法人決字第 0950041697號函轉行政院 95

年 10 月 25 日院授人力字第 0950064365 號函 

公務人員參加陞任評分時，晉升官等訓練合格者比照升官等考試

及格者之「考試」項標準採計評分，不列入「訓練及進修」項採

計評分。 

法務部 95 年 11 月 2 日法會決字第 0950041626號函轉行政院 95

年 10 月 27 日院授主會字第 0950006334 號函 

婚喪生育及子女教育補助、休假補助等係屬員工福利事項，未

涉及單位主管裁決權限，無須各層主管同意，爰修正刪除現行應

經單位主管核簽（章）規定，以縮短案件申辦流程。 
法務部 95 年 11 月 7 日法人決字第 0950042352 號書函轉銓敘部

95 年 10 月 18 日部法二字第 0952710647 號書函 

福建連江地方法院檢察署 

中華民國 95年 11月 30日印行         人事室編印 

最最  新新  人人  事事  法法  規規    

人人事事服服務務簡簡訊訊  



業務性質特殊且實施輪班輪休制度之機關，其所屬公務人員曠

職期間遇公餘（休息）時間、例假日、輪休日及停止辦公等時間，

不宜計入曠職時數，惟仍屬繼續曠職。 
法務部 95年 11月 7日法人決字第 0950042589號函轉考選部 95

年 11 月 2 日選規字第 0950007581號函 

修正「公務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修正重點：（一）增訂考試

正額錄取人員如因國防工業訓儲預備軍（士）官服務期間尚未屆

滿，繳有證明者，得申請保留受訓資格。（二）詳細規定「應考

年齡」之年齡下限以算至考試前一日之戶籍登記年齡為準，年齡

上限以算至報名前一日之戶籍登記年齡為準。（三）增列應考人

報名得以網路報名方式為之。 
法務部 95 年 11 月 22 日法人決字第 0951305222 號函轉銓敘部

95 年 11 月 14 日部銓二字第 0952701395 號函 
原應公務人員考試法第 3 條第 2 項、第 4 條及第 23 條第 1 項規

定辦理特種考試及格人員，復應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及格者，於

特考限制轉調機關、年限及職務範圍內，不得以該升官等考試及

格資格調任限制轉調機關以外之職務。 
 

 「核心能力評鑑系統」自即日起正式上線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為強化公務人力素質及管理效能，研訂核心

能力評鑑量表，供各機關參考運用，該評鑑系統自即日起正式上

線(請由人事服務網(http://www.ecpa.gov.tw/)進入→點選「應用系

統」→「進入應用系統」→點選「A8: 核心能力評鑑系統」)，
請自行下載使用。 

政政  策策  宣宣  導導  



 法務部及所屬各機關 96、97年「國民旅遊卡」，選定中國信託商

業銀行為委託發卡銀行。 

法務部 95 年 11 月 22 日函以，法務部及所屬各機關 96、97 年「國

民旅遊卡」委託發卡銀行，經函轉各機關票選結果，由中國信託

商業銀行以最高票獲選，各該機關均與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辦理委

託發卡，如確有困難，請敘明特殊理由報法務部核准後與其他 3
家銀行（玉山商業銀行、聯邦商業銀行、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之

一簽約委託發卡。 
       應於一定期限內檢討辦理之獎勵案件，請確實依規定辦理。 

                  法務部 95 年 11 月 27 日函以，有關依規定應於一定期限內檢討

辦理之獎勵案件，各機關首長及主任檢察官應督促相關人員於

期限內完成檢討及辦理，嗣後如有未於期限內檢討辦理者，除

有不可歸責於當事人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所致且專案報准者

外，原則上法務部均不再受理及檢討獎勵。 

         尚未持用國民旅遊卡消費請領休假補助費之同仁，請及早規劃

休假。 

為避免同仁集中於年底休假持國民旅遊卡異地旅遊刷卡消費，

影響人力調配及造成檢核系統作業負荷過大，並為利強制休假

補助費之核發作業，請尚未持用國民旅遊卡消費請領休假補助

費之同仁及早規劃休假，11 月份以前休假之公務人員，強制休

假補助費應於 96 年 1 月 5 日前完成請領事宜；12 月份休假之

公務人員，得以取得單據之時點辦理核支事宜，惟請領期限不

得逾 96 年 2 月 5 日。 
         關於信用瑕疵之公務人員使用「國民旅遊卡」請領本（95）年

度強制休假補助費事宜 

交通部觀光局 95年 11 月 20 日函以，對 95 年度部分無法使用「國

民旅遊卡」消費之公務人員，請依據信用卡背面發卡銀行服務電



話與銀行協商後，利用銀行 ATM 轉帳、銀行匯款或郵局劃撥匯

款方式，先繳交欲申請休假旅遊補助費之金額予發卡銀行，繳款

後以電話通知及傳真匯款單據予發卡銀行，經發卡銀行確認無誤

後，最遲在繳款次日起開放等額信用額度予公務人員使用。 
       行政院核定節日假期調整原則，明（96）年農曆春節連續放假 9

日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95 年 11 月 10 日表示，行政院已核定「政府

行政機關紀念日及民俗節日假期調整原則」，依該原則，明年農

曆除夕暨春節假期調整放假，連續放假 9 天；民族掃墓節、端

午節及中秋節等 3 個民俗節日亦調整放假，連續放假 4 天。 
 

 

   地方行政研習 e 學中心學習網最新課程上線囉！！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地方行政研習中心設置地方行政研習「e學中

心」學習網站，95 年 11 月 9 日開站了，將提供 119 門全方位數

位課程，包含「在職發展」訓練、「專業」訓練等線上課程！網

址： elearning.rad.gov.tw，歡迎同仁踴躍利用。 

 歡迎同仁善加利用法務部 e-learning 學習各項課程！ 
為應學習 e化趨勢，法務部於部內網站「教育訓練課程」設置線

上學習課程（http://xlearn.moj/），歡迎同仁善加利用。 

     
 

 

 私下來問我 
某天上工程數學時，教授跟同學說：「我知道這本工數很難，以

後若對這本書的題目有任何問題的話，就私下來問我。」 

活活  動動  快快  訊訊  

輕輕  鬆鬆  一一  下下  



就在幾天後小明拿了一堆問題去找教授，此時教授發覺小明的書

支離破碎的.... 

教授：「這本上千元的書你怎麼把它撕成這樣？」 

小明：「教授你不是要我們撕下來問你嗎？」  

 

 

 

When you are in trouble you find out who your real friends 

are.  

患難見真情。 

 

                

 

大大  家家  說說  英英  語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