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園市政府人事處107年7月份大事記
（107年7月1日至7月31日）

日期

重要活動項目

內容說明
一、為增進所屬同仁自我成長力與職場適
應力，並強化閱讀思考及創新能力，累

7月4日

積同仁軟實力，讓職涯發展更順利，邀

「知性講座：快樂工作學九條命不如九種心」

請職場圖文作家馬克擔任講座。
二、本班次參與對象為本府所屬機關學校
(含區公所)公務人員、約聘僱人員及
臨時人員，參加人數共 101 人。
一、各一級機關未設專責法制單位，如於102
年8月1日後增置專責辦理法治業務且
職務歸列法制職系之職務，應報府核定

核定本府工務局專責辦理
7月4日

後，始得依公務人員專業加給表(五)支

法制業務且歸列法制職系
之職務，適用公務人員專
業加給表(五)

給專業加給。
二、以府人給字第1070162431號函核定本府
工務局專責辦理法治業務且職務歸列
法制職系之職務，適用公務人員專業加
給表(五)。
一、為協助本府各機關新進人員瞭解差勤
系統操作及使用、市政信箱回復注意事
項，以及加強電話禮儀，邀請研究發展
考核委員會組長侯兆豐、股長謝宏政及

7月5日

「新手 Easy go 培力營」

人事處科員林芳儀，講授「電話禮儀與
應對處理」、「市政信箱回覆品質」及
「差勤一點通！」。
二、本班次參與對象為 106 年地特考試錄
取分發人員，參加人數共 48 人。

7月6日至
10日

107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 一、107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
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於桃

通考試設置桃園考區，普通考試為 107

園市立內壢高級中等學校

年 7 月 6 日、7 日(報名人數：2,75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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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活動項目

內容說明

及桃園市立桃園高級中等

高等考試三級考試為 107 年 7 月 8 日至

學校試場舉行

10 日(報名人數：3,086 人)，於桃園市
立內壢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內壢高
中)及桃園市立桃園高級中等學校(以下
簡稱桃園高中)試場舉行。
二、為服務考生，特協調桃園、中壢客運二
家公司，配合考試期間加發公車班次服
務，協助應考生及陪考人交通事宜，提
供應考人貼心服務，使考生及陪考人可
以免受往返奔波、舟車勞頓之苦。
三、考試期間，謝典試委員秀能、楊監試委
員芳婉等 2 人，在本處張處長建智、教
育局林副局長威志、內壢高中李校長麗
花及桃園高中林校長煥周陪同下巡視
內壢高中及桃園高中試場，除實地瞭解
考生應試環境與試場安排外，並向陪考
家屬招呼致意，另特別至身心障礙特別
試場了解特殊考生應考作答情形。此
外，亦向支援考試作業的試務人員表達
慰勉之意，並對桃園考區考場試區情形
良好表示稱許。
四、桃園考區試務工作之各組同仁善盡職
責，使本次試務工作順利，圓滿達成任
務。

本府 107 年實地關懷訪視
7月10日

高齡退休人員伴手禮「不
鏽鋼保溫瓶(杯)」採購案

7月12日

本採購案由典格實業有限公司得標，於當日
上午9時至10時在文化廣場前辦理驗收事
宜，驗收完畢後，當日完成各團伴手禮配
送。

研商「桃園市政府及所屬 為使本府及所屬各機關辦理任務編組設置
各機關任務編組作業原則 及作業有所遵循，經參考其他直轄市相關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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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活動項目
草案」

內容說明
定，擬具左列原則(草案)；又為其合理妥適
可行，奉准由李秘書長憲明邀集本府所屬一
級機關代表，當日下午 2 時在本府 1201 會
議室召開會議共同研商，並作成會議決議，
請法務局協助修正部分文字，以符法制作業
規定。
一、本府地政局所屬龜山地政事務所為因
應資訊業務需要，減列辦事員 1 人，

本府地政局所屬龜山地政

改置助理管理師，總編制員額維持 28

7月12日 事務所編制表修正案， 經
考試院同意備查

人。
二、考試院以考授銓法五字第 1074599493
號函同意備查，並自 107 年 7 月 10 日
生效。
一、為加強本府公務同仁英語力，並鼓勵參

7 月 12 至
9 月 27 日
(每週四)

加英語檢定，邀請元智大學終身教育部

「多益檢定英語中高級
班」

英語講師黃玟婕擔任講座。
二、本班次參與對象為本府所屬同仁，參加
人數共 22 人。
一、本次活動特別安排至老頭擺農庄及邱記

7月14日

本府107年「桃情緣來 幸

麻糬館舉行，活動內容包含叢林漆彈、

福放送」未婚公教同仁第1

BBQ及手作美味糕餅，藉由活動及小遊

梯次聯誼活動-美味關係

戲，增加參與人員互動機會。

仲夏派對一日遊

二、本梯次參加人員計有男性20人、女性19
人，共39人。
一、為鼓勵同仁重視健康體位管理，舉辦揪
團減重競賽，並於競賽期間辦理4場次

7月17日

107年「揪團減重競賽」第
2場次健康管理課程

健康管理課程。
二、本場次課程講授主題為「維生素與礦物
質的重要性與隱性飢餓」，邀請長庚科
技大學鄭兆君老師擔任講座，各機關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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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活動項目

內容說明
訓人數共計80 人。
一、為協助本府各機關新進人員操作公文
整合資訊系統及公務雲系統，邀請長科

7 月 19 及
24 日

系統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專任講師吳宜
「新手 Easy go 培力營」

娜、張寶芸、德瑞數位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專任講師黃建瑋、鄭立凡擔任講座。
二、本班次參與對象為 106 年地特考試錄
取分發人員，參加人數共 55 人。
本處及所屬機關人事機構，聯合組隊參加

組隊參加本市 107年運動 107年市運動會精神錦標-啦啦隊創意表演
7月20日

會精神錦標及趣味競賽活 及趣味競賽-雙龍取珠、牽手同心、大隊接
動

力等3項，並榮獲啦啦隊創意表演優等獎及
趣味競賽-牽手同心第2名。
一、為使同仁能更深入了解CEDAW的意涵，
將CEDAW理念及精神落實在政策或業務

7 月 23 日

中，邀請國立空中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

「CEDAW 專書導讀會-房思
琪的初戀樂園」

授沈中元專書導讀。
二、本次研習參與對象為本府所屬各機關
(含區公所)公務人員與約聘僱人員，參
加人數共168人。
一、為加強初任薦任主管簡報製作及表達
力，並善用簡報與聽眾創造良好的連

7 月 24 日

結，邀請起初文創有限公司專任講師陳

「A+主管培力班-成功簡
報術」

效綱擔任講座。
二、本班次參與對象為各機關初任薦任第
九 職等科 (組 )長或 第八職 等科 (課)
長，參加人數共 27 人。

7月25日

107年「揪團減重競賽」第
3場次健康管理課程

107年揪團減重競賽第3場次健康管理課程
主題為「維持健康體位的幫手與保健食
品」，邀請長庚科技大學許青雲副教授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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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活動項目

內容說明
任講座，各機關參訓人數共計93人。
自107月7月1日起之退休案，銓敘部於審定
函併同檢附退休所得附表，其附表已明列

調整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 首期退休給與，爰本府不再核算其金額，
退休公務人員退撫新制實 並以府人給字第1070181727號函，調整本
7月25日

施前年資之首期月退休金 府暨所屬機關學校退休公務人員退撫新制
及一次退休給與發給作業 實施前年資之首期月退休金及一次退休給
流程

與發給作業流程，由各機關學校開立付款
憑單，併同銓敘部或本府審定函及退休所
得附表辦理首期退休給與撥付事宜。
一、本 府 經 濟 發 展 局 為 因 應 實 際 業 務 需
要，以及考量該局整體業務偏重經建行
政層面，減列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7月26日

技正 1 人，增列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

本府 經濟發展局 編制表修

等專員 1 人，修正後總編制員額維持

正案，經考試院同意備查

102 人。
二、考試院以考授銓法五字第 1074625842
號函同意備查，並溯自 107 年 8 月 1
日生效。
一、本活動於本市市立體育館舉行，桃園市
議會、各機關、各區公所及退休人員協
會均組隊參賽，參賽隊伍總計 88 隊，
約 1,000 人參加，由鄭市長文燦親自蒞

7月28日

臨主持開幕典禮，當日並結合辦理親子

本市第4屆公教人員桌球

活動，以簡易遊樂器材為主題，設計高

錦標賽

空彈跳、推陳出新、喜洋洋、親子投籃
及黏黏樂九宮格等 5 項遊戲，計有 200
人參加。
二、本屆桌球錦標賽成績
(一)公務人員男子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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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活動項目

內容說明
第一名：地政局(A)
第二名：地政局(B)
第三名：環境保護局、都市發展局
(二)公務人員女子甲組
第一名：環境保護局
第二名：地政局
第三名：桃園市議會、警察局
(三)公務人員男子乙組
第一名：勞動局(A)
第二名：中壢區公所
第三名：大園區公所、工務局(A)
第五名：新屋區公所、八德區公所、
民政局、龍潭區公所
(四)公務人員女子乙組
第一名：地方稅務局
第二名：龜山區公所
第三名：勞動局、復興區公所
第五名：民政局、教育局
(五)教職員男子組
第一名：桃園區
第二名：蘆竹區
第三名：龍潭區、龜山區
第五名：大溪區、八德區
(六)教職員女子組
第一名：中壢區
第二名：桃園區
第三名：平鎮區、大園區

召開「研商提列107年特種 為使本府 107 年地方特考土木工程類科獲
7月29日

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 配人數增加，協助各機關更能順利獲得考試
試三等考試土木工程類科 分發用人，爰以本府及所屬機關名義提列
職缺配套措施會議」

10 個預估職缺，會議就預估職缺申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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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活動項目

內容說明
流程進行意見交換，俾利作為後續名額分配
之參考。
本次會議由李秘書長憲明擔任主持人，並邀

召開「桃園市政府107年度 集邱副秘書長俊銘、陳副秘書長靜航及財政
7月30日 預算員額專案小組第4次 局、主計處、研考會、本處等機關代表審查
定期會議」

完竣，計有建築管理處等2個機關預算員額
需求。
為協助工程機關補實人力，就各工程機關目

7月31日

召開「充實本府工程人力
工作圈第9次會議」

前暑期工讀生運用狀況、就業博覽會履歷與
媒合成功情形，以及績優工程人員陞遷加分
機制推行情形進行討論，延攬並拔擢績優工
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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