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政府人事處 

宣導事項 

111年4月 



COVID-19 防疫專區網站 

 宣導防疫相關規定及注意事項，加強防疫觀念及
作為，內容包含有： 

  ◆差勤報馬仔 

  ◆員工協助-安心措施 

   ◆其它防疫規範 

 相關訊息請至本府人事處全球資訊網專區服務－
專區服務－「防疫專區」項下參考運用。 

   (https://www.personnel.taichung.gov.tw/1589799/Nodelist) 

 

 

 

 



公務人員依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5條第1項第2款
規定申請留職停薪，其「先行共同生活」之證明文件
補充規範。 

 仍得依銓敘部106年11月15日部銓四字第1064282778號函辦
理，其「先行共同生活」之證明文件： 
法院對受僱者聲請收養認可之裁定(含記載於聲請書或筆錄者) 。 

法院之公函文書(如家事法庭通知) 。 

村、里長之證明，須足堪認定當事人確有收養之意願。 

 合法收出養媒合服務單位出具之證明文件(如試養契約書) 。 

 向法院提出家事聲請狀（聲請認可收養)之證明文件，並輔
以其與被收養人同住一地址之證明(如戶口名簿)。 

 
臺中市政府111年3月24日府授人考字第1110074132號函轉銓敘部111年3月22
日部銓四字第1115431658號函 



本府臺灣大道市政大

樓惠中樓2樓及文心

樓1樓設有哺集乳室歡

迎各位媽咪加入母乳

哺育的行列！ 



育兒照顧、家務分工，不分男女 



臺中市政府111年度鼓勵男性參與
育兒照顧及家務分工獎勵計畫 

辦理影片競賽活動，拍攝男性實際參與育兒
、從事家務的過程，剪輯成紀錄短片，亦可
設計角色、劇情演繹男性參與育兒照顧、從
事家務分工，拍攝成喜劇短片或溫馨感人短
劇。 

分機關組及個人組兩組別，歡迎同仁踴躍參
加，於111年8月31日前向人事單位報名。 





本府員工協助方案服務流程（1/5） 
◆服務對象：本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員工。 



本府員工協助方案服務： 

個人求助（2/5） 
◆服務內容－一對一顧問諮詢： 

    包括心理、法律、健康、財務、管理等五類議題。 

 

◆申請方式－多元求助系統： 

 ◎0800專線電話：0800-028-885（每日7時至21時服務）。 

    ◎專業機構線上平臺：連結線上平臺或掃描QR-CODE預約
（https://reurl.cc/7o6yly）。 

 ◎電子郵件：將需求寄送至。 

         realizingcounseling@gmail.com 

  

◆所有諮詢服務均受隱私權保密政策保護。 

https://reurl.cc/7o6yly
mailto:realizingcounseling@gmail.com


◆服務內容： 
    ◎專家入場諮詢：針對機關學校內同仁工作面、組織面、管

理面之諮詢服務。 
    ◎機關危機事件團體諮詢：包含員工自殺（傷）、殺（傷）

人或其他嚴重影響機關工作士氣事件之處遇。 
 
◆申請方式：相關申請表件請連結本府EAP網站下載填寫

https://www.taichung.gov.tw/1191417/1191435/1482860/ 

    並以電子郵件寄送至本府人事處聯絡窗口信箱
compensation110doptc@gmail.com，由本府人事處媒合後進
行服務。 

 

本府員工協助方案服務： 

人事（業務）單位求助（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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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員工協助方案 

   職場霸凌個案處理流程（4/5） 



本府員工協助方案 

心理巡迴駐點服務（5/5） 
◆服務型態：一對一顧問諮詢、小團體諮詢或體驗活動， 

◆服務主題：和諧粉彩、襪子娃娃、正念園藝等體驗。 

◆申請方式：本府線上平臺https://reurl.cc/v1yMA1或 

    掃描QR-CODE填寫線上表單進行預約： 

 

 

 

◆同仁如想了解更多資訊，請上「臺中市政府員工協助方案網
站」，或洽04-22289111分機17405陳先生、17406柯小姐及各
機關學校人事人員、關懷員。 

https://reurl.cc/v1yM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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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員工消費特約商店 

為增進員工福利，本府簽訂員工消費特約商店，
提供食、衣、住、行、育樂及醫療等全方位服務，
相關資訊請至本府人事處全球資訊網專區服務/
員工福利專區/優惠e店園點選
（https://edoptc.taichung.gov.tw/ego/index
_main.php）查詢，請所屬同仁多加運用。 

https://edoptc.taichung.gov.tw/ego/index_main.php
https://edoptc.taichung.gov.tw/ego/index_main.php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為營造「友善家庭」之職場環境，協助公教
員工獲取福利相關資源，以提升工作效能及家庭生活品質，特訂
定「友善家庭-公教員工福利服務措施」，並置於該人事總處全
球資訊網-公務福利e化平台，歡迎同仁自行參考運用。 

友善家庭-公教員工福利服務措施 

~公務福利e化平台之福利措施區分為4大項12專區~ 

(一)「政策」包含政策性福利措施及友善家庭服務專區。 

(二)「保險」包含公教團體意外保險、公教長期照顧保險及公教旅遊平安卡專區。 

(三)「貸款」包含中央公教急難貸款、公教房屋貸款及公教消費性貸款專區。 

(四)「其他」包含公教健檢、優惠商店及文康活動專區。 



項目 相關規定 應備表件 辦理時間 備註 

築巢優利貸
-公教員工
房屋貸款 

 
 由臺灣銀行及中

國信託商業銀行
獲選承作。 

 依中華郵政2年期
定儲機動利率固
定加碼0.465％機
動計息(目前為年
息1.310%）。 

 貸款期間：臺銀
最長30年，惟得
視業務需要增加，
最長不得逾40年；
中信銀最長為35
年。 

有需求之同仁
逕洽臺灣銀行
或中國信託商
業銀行各分行
辦理 

自111年1月1
日起至113年
12月31日止。

臺灣銀行 
客服中心 24小
時洽詢電話： 
免 付 費 電 話
0800-025168 
付費電話 
02-21910025 
02-21821901 
中國信託商業
銀行 
客服中心 24小
時洽詢電話： 
免 付 費 電 話
0809-066666 
付費電話 
02-27695000 

公教員工福利措施簡明表(1/6) 



項目 相關規定 應備表件 辦理時間 備註 

貼心相貸-
公教員工消
費性貸款 

由臺灣土地銀
行股份有限公
司承作。依中
華郵政2年期定
期儲金機動利
率加浮動計息。

有需求之同仁逕
向土地銀行各地
分行洽辦。 

辦理期間自110
年 7月 1日起至
113年 6月 30日
止，為期3年。 

洽詢電話： 
02-23146633
或 
0800-
231590  

公教員工福利措施簡明表(2/6) 



項目 相關規定 應備表件 辦理時間 備註 

闔家安康-
公教團體意
外險 

由中國人壽保
險股份有限公
司承作 

有需求之同仁逕
向中國人壽洽辦。

自108年4月1日
起至 112年 3月
31日止。 

洽詢電話： 
0800-098889 

公教員工福利措施簡明表(3/6) 



項目 相關規定 應備表件 辦理時間 備註 

守護公教 
(團體)長期
照顧健康保
險 

由國泰人壽保
險股份有限公
司承作；針對
公教員工本人
及其配偶、子
女、父母（含
配偶之父母）
推出長期照護
團體保險及個
人保險。 

有需求之同仁逕
向國泰人壽洽辦。

自 111年 2月 22
日起，至114年
2月21日止，期
間3年。 

洽詢電話： 
0800-036599 

公教員工福利措施簡明表(4/6) 



項目 相關規定 應備表件 辦理時間 備註 

全國公教員
工旅遊平安
卡 

由富邦產物保
險股份有限公
司承作；公教
同仁1人辦卡，
行前以電話、
網路或傳真即
可完成投保程
序，同行眷屬
亦享優惠。 

有需求之同仁逕
向富邦產險各分
行辦理。 

自108年7月1日
起至 111年 6月
30日止，為期3
年。 

洽詢電話： 
0809-019888 

公教員工福利措施簡明表(5/6) 



項目 相關規定 應備表件 辦理時間 備註 

健康 99-全
國公教健檢
方案 

適用對象為現
職員工(含約聘
僱人員及技工、
工友)、退休人
員及前開人員
之眷屬。 

攜帶健保卡、現
職服務證或退休
證明或眷屬關係
證明文件(如身分
證件或戶口名簿
等)前往健檢。 

自109年1月1日
起至111年12月
31日止。 

有關公教健
檢方案相關
資訊，請逕
至公務福利e
化平台/公教
健檢專區查
詢。 

公教員工福利措施簡明表(6/6) 









111年特約醫院 

為照顧員工身心健康，本府111年度計與本市53
家醫院簽訂特約醫院合約。 

相關診療服務優惠內容摘要及身分證明書，請至
本府人事處全球資訊網專區服務/員工福利專區/
優惠e店園/111年度臺中市特約醫院
(https://www.personnel.taichung.gov.tw/179
0057/Lpsimplelist)，下載參考運用。 

https://www.personnel.taichung.gov.tw/1790057/Lpsimplelist
https://www.personnel.taichung.gov.tw/1790057/Lpsimplelist


銓敘部設計「現職」、「已退」公務人員
退休所得試算系統，請多加利用 

於試算系統上輸入相關資料，現職人員即可計
算出新法實施後均俸數額及每月退休所得，退
休人員可算出各年度得支領月退休金明細。 

公務人員退休所得試算系統網址： 
https://iocs.mocs.gov.tw/precal/KPC102000
0/KPC1020000_frm.asp 

 

 

 

 

 

https://iocs.mocs.gov.tw/precal/KPC1020000/KPC1020000_frm.asp
https://iocs.mocs.gov.tw/precal/KPC1020000/KPC1020000_frm.asp


本府員工權益諮詢中心 

提供人事相關諮詢服務，請同仁多加利用 

為廣納人事業務興革建議，本府員工權益諮詢中
心運用專業退休人事人員，提供本府機關學校同
仁人事法令及權利義務與福利等相關事項諮詢服
務，請同仁多加利用： 

（一）諮詢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1樓   

      員工權益諮詢中心。 

（二）諮詢時間：每週二、四下午2至5時。 

（三）諮詢專線：04-22289111分機18301、18302 



修正「臺中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公務人員健康檢
查處理原則」，並溯自111年1月1日生效 

 本次修正主要係增列補助對象及酌予調增補助基準
上限，修正後補助對象及金額如下： 

補助對象 補助金額 備註 

1、本府所屬一級機關首長、副首長、主任秘書及各區公所區長。 
2、本府所屬薦任第九職等以上二級機關首長。 
3、本府府本部參議以上人員。 
4、簡任第十職等或相當簡任第十職等以上主管人員。 

16,000元/年 未修正 

簡任第十職等或相當簡任第十職等以上非主管人員。 
8,000元/年或 
16,000元/2年 

未修正 

40歲以上之下列人員： 
1、各機關編制內公務人員。 
2、於現職機關連續服務滿一年之聘僱人員。 
 

4,500元/2年 1、補助對象增加連續服
務滿1年之聘僱人員 
2、補助金額由3,500元
/2年調增為4,500元/2年 

40歲以上且於現職機關連續服務滿一年之約用人員及業務助理 3,500元/2年 新增補助對象及金額 

未滿40歲且從事重複性、輪班、夜間、長時間工作等有危害安全
及衛生顧慮工作之下列人員：1、編制內公務人員。2、於現職機
關連續服務滿一年之聘僱人員、約用人員及業務助理。 

3,500元/3年 
 

補助對象增加連續服務
滿1年之聘僱人員、約用
人員及業務助理 



臺中市政府人事處 

開放檔案應用申請，歡迎多加利用！ 

*相關申請規定，請至人事處網站參閱： 

    https://www.personnel.taichung.gov.tw＞便民服 

    務＞檔案應用專區。 

*檔案應用服務時間： 

   週一至週五 上午9時至12時；下午13時至17時 

   聯絡電話：04-22289111轉17608。 

 

 

 

https://www.personnel.taichung.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