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園市政府人事處108年12月份大事記
（108年12月1日至12月31日）
日期

重要活動項目

內容說明
為協助本府各機關、區公所預為因應109年
1月16日之職組職系調整作業，本處分別辦
理1場次說明會及3場次工作坊：

12 月 2 日
至5日

職組職系調整作業說明會

一、說明會：邀請考試院蔡專門委員獻緯
擔任講師，就本次調整進行說明及Q&A

及工作坊

交流。
二、工作坊：本府各機關、區公所分組就
職務歸系調整相關作業期程及後續報
送系統事項進行交流討論。
一、為規範本處所屬機關暨區公所專任人
事主管職務代理相關事項，促使各人

12 月 3 日

訂定「桃園市政府人事處

事機構發揮團隊互助精神，訂定「桃

所屬機關暨區公所人事主

園市政府人事處所屬機關暨區公所人

管職務代理原則」

事主管職務代理原則」。
二、本處以桃人企字第1080006894號函頒
，並自108年12月3日生效。
一、為了解本府公教人員購置住宅貸款戶
原設定建物之所有人異動情形，就現

12 月 5 日

108 年本府公教人員輔購

有137戶貸款戶提供設定抵押之土地

住宅貸款戶抵押建物產權

建物相關資料進行產權清查作業。

清查

二、經查閱前開貸款戶之地籍及戶籍等資
料，皆符合本府公教人員購置住宅貸
款差額利息補貼資格。

行政院配合「職組暨職系

一、行政院修正待遇表別計公務人員專業
加給表（二）
、 (六)、 (七)、 (二十

名稱一覽表」修正、部分

)、「工程獎金支給表」、「衛生醫療機

12 月 10 日 機關組織調整及「社會工

關醫師不開業獎金支給表」、「消防、

作人員執業安全方案」
，修

海巡、空中勤務、移民及航空測量機

正相關待遇表別

關專業人員危險職務加給表」、「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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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說明
關船舶船(職)員海上職務加給表」及
「刑事鑑識、爆炸物處理暨火災原因
調查鑑識鑑定人員危險職務加給表」
等9種表別。
二、自109年1月1日起，職務歸列社會工作
職系，執行社會工作師法第12條所定
直接服務及面訪處遇個案業務之社會
工作人員，調整適用專業加給表(二)
；本府實際提供社會工作專業服務之
聘用及約僱社會工作人員(不含保護
性社會工作人員)符合上開支領要件
者，薪點折合率調整為新臺幣130元。
三、以府人給字第1080290049號函知各機
關學校。
一、為瞭解行政中立法規及相關實務案例
，並因應109年第15任總統副總統及
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避免本府同仁

12 月 11 日

因不諳法規而違反規定，邀請銘傳大

行政中立法制及實務案例

學公共事務研究所副教授及國家文官

解析研習班

學院講座劉昊洲擔任講座。
二、本次研習參與對象為本府各一級機關
及本市各區公所人員，參加人數共119
人。
一、行政院修正「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
域加給表」(以下簡稱地域加給表)附

行政院修正「各機關學校

則 8 略以，地方政府得就山僻及東台

公教員工地域加給表」及

地區規定或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

12 月 11 日 「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
域加給合理化調整方案」
，
並自 109 年 1 月 1 日生效

域加給合理化調整方案擇一適用。
二、經奉准本府各機關學校維持適用地域
加給表，並以府人給字第 1080289690
號函轉知各機關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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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108 年軍公教年終 以府人給字第 1080309188 號函請各機關
12 月 12 日 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及 學校配合於 109 年 1 月 15 日一次發給。
常見問題問答集
一、108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
設置桃園考區，考試時間為108年12月
14日至16日(報名人數：4,715人)，於
啟英高中、永豐高中及青溪國中等三
個試場舉行。
二、為服務考生，特協調桃園汽車客運公
司、中壢汽車客運公司配合於考試期
間加發公車班次服務，協助應考生及

108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
12 月 14 日

公務人員考試於啟英高

至 16 日

中、永豐高中及青溪國中
等三個試場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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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期間由張典試委員明珠、李監試
委員月德及本府人員陪同巡視啟英高
中、永豐高中及青溪國中試場，瞭解考
生應考及試場安排等情形，並向支援
考試作業的試務人員表達慰勉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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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此講座為增進所屬人事人員創意靈感
與聯想力，藉由美學教育提升人文素

12 月 18 日

108年「型塑人事軟實力-

養及任事敏銳度，並作為未來辦理創

淺談藝術美學」講座

新業務之參考。
二、參訓對象為本處所屬人事人員，計8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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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府108年榮獲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12 月 18 日

本府榮獲衛生福利部國民

「健康促進標章」認證及績優健康職

健康署 108 年績優健康職

場「健康關懷獎」
，獲邀於108年12月12

場「健康關懷獎」並於市

日至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參加成果

政會議獻獎

發表會，進行經驗分享及領獎表揚。
二、是日於本府第248次市政會議獻獎。
一、為加強同仁對多元性別概念與婚姻平
權之了解，以建立多元性別平等、消除
歧視之社會環境，邀請社團法人臺灣
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社工主任鄭智偉擔

12 月 20 日

「建構性別平等友善，落
實性別平權」研習班

任講座。
二、本次研習參與對象為本府民政局、教
育局、社會局(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
中心)、衛生局、法務局及區公所承辦
相關業務人員，其餘名額平均分配本
府所屬機關同仁，參加人數共107人。

各機關（含市議會）公務
12 月 20 日 人員申請 109 年度退休名
冊

12 月 23 日

人力運籌發展工作圈第7
次會議

為覈實編列退休給付預算，經以府函調查
各機關及桃園市議會申請 109 年度退休人
員人數，並以府人給字第 1080323708 號函
知 109 年度申請退休人員名冊。
就本年度工作圈推動及運作情形進行意
見交流，並探討關於育才、留才二面向，
未來是否有可再精進及創新之可能作為。
一、為使同仁具備辦理大型活動相關知能
，培養策展人才，邀請中國文化大學
廣告系兼任助理教授翟敬宜擔任講座

12 月 23 日

策展人才研習班-策展企

。

劃力、策展的公關行銷戰 二、本次研習參與對象為各機關學校公務
人員、約聘僱人員及臨時人員，並以
辦理策展業務相關人員為優先，參加
人數共12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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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使學校人事主管了解現行人事政策
及業務重點，並促進各級學校人事機

12 月 25 日

構交流，加強積極、創新的人事服務

108 年度本市各級學校人
事主管會報

思維，提升整體人事服務品質。
二、本次參與對象為本府教育局所屬學校
人事機構人事主管、人事總處及本處
長官共計200人。
是日於本市桃園區公所 2 樓防災辦公室辦

本處「健康樂活 We can」理，由本處鄭主任秘書明耀主持，就 108
12 月 27 日 健康職場工作圈 108 年第 年本處辦理各項文康活動檢討，以及整合
2 次會議

各機關資源，規劃 109 年員工文康活動進
行討論，計 16 位圈員出席討論。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配合「各機關學校公

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 105
12 月 27 日 年至 107 年地域加給實支
數校正情形

教員工地域加給合理化調整方案」自 109
年 1 月 1 日實施，請本府督導所屬機關學
校校正 105 年至 107 年地域加給支領人員
明細資料，經各機關學校校對後，以府人
給字第 1080329921 號函復該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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