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人事服務電子（e）報 

101年05月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人事室編印

「人事服務電子報」（簡稱人事 e 報），內容涵蓋、教職員喜訊、每月知新、法令宣導、

人事動態、環保節能、生活知識、各類活動訊息等。各單位如有須同仁瞭解事項，都可透

過本報轉知，本報為溝通之橋樑，每月透過電子郵件傳送全體同仁參考，如有任何訊息，

歡迎來信提供及指教。（來信信箱：mmh@nfu.edu.tw） 

壹、 教職員喜訊 

一、恭賀本校電資學院資訊工程系黃惠俞老師，奉教育部核定自 100 年 08 月

01 日起升等為副教授。 

二、恭賀本校電資學院電子工程系張益新老師，奉教育部核定自 101 年 02 月

01 日起升等為教授。 

貳、 每月知新 

一、 本校公開徵求文理學院院長候選人，任期三年、得連任一次，歡迎連署推薦，

請 各單位協助公告周知，請至本校首頁行政公告網址查閱

http://www.nfu.edu.tw/Announcements2/news_one.php?class=202。 

二、 有關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101 年 8 月 1 日升等生效日）教師擬申請升等作

業，請各系、學院依流程表所訂之各程序應辦理時程及檢核項目辦理，並由

學院於 101 年 7 月 15 日前將相關文件擲送人事室彙提校教評會，依本校升

等申請及作業流程表略以：4 月 30 日前學院截止收件、5 月 25 日前學院完

成著作外審、5月 30 日前系教評會完成審查、6 月 10 日前院教評會完成審

查、7月 10 日前升等助理教授級由教務處完成外審、7月 15 日前人事室截

止收件。（本校 101 年 3 月 27 日虎科大人字第 10123001740 號函） 

三、 本校學術單位主管至本學期結束（101 年 7 月 31 日）屆滿者，請依系務章程

相關規定辦理續任或改選事宜。（本校 101 年 4 月 3日虎科大人字第

10123001870 號函） 

四、 內政部舉辦「花漾心、田園情」未婚聯誼活動，鼓勵未婚同仁踴躍參加，詳

細內容及活動可至內政部網站洽詢

(http://www.ty-land.gov.tw/board/doc/143922120409.pdf)。 

五、 銓敘部全球資訊網「服務園地」項下之「試算區」，已建置公務人員退休所

得試算系統，本校公務人員若想自行試算退休金者，可至相關網站查詢

(https://iocs.mocs.gov.tw/precal/ADA1060000/ADA1060000_frm.aspx?h

i_programid=ADA1060000&hi_method=Query)。另身分別屬教師或舊制職員

者，若有自行試算退休金試算需求者，可至教育部退撫系統網站查詢，相關

網址為

(https://www.retire.moe.edu.tw/dispatcher?taskid=K002&funcid=K002

Calculate&pageid=deposit-1000201)，若有任何問題，亦可洽本校人事室

協助試算。 

 



六、 中興大學辦理 101 年未婚同仁聯誼活動，敬邀本校未婚同仁踴躍參加。相關

活動訊息可至活動網站查詢(http://www.nchu.edu.tw/home/person/WWW/

「未婚聯誼專區」）。 

（一）依據中興大學 101 年 4 月 27 日興人字第 1010600407 號函辦理。 

（二）原訂 101 年 5 月 5 日、6 日之未婚同仁聯誼活動，因故延至 6 月 9 日、10

日辦理。 

參、 人事法令宣導 

一、考試、任（聘）免、敘薪、兼職： 

（一）教育部復國立臺北大學所詢未兼行政職務之專任教師得否兼任法院依公司

法第 208 條之 1選任之公司臨時管理人一案，該函略以說明四：…，公司

臨時管理人係代行董事長及董事會職權，揆其職務性質係屬非代表官股之

營利事業機構或團體之決策管理性職務，基於教師本職工作為教學及研

究，尚不宜兼任是類職務；惟考量公立學校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及未兼任行

政職務教師兼職規範之衡平性，爰同意國立大學未兼行政職務之專任教

師，如係原依法兼任公民營事業機關代表官股之監察人者，始得經法院裁

定選任兼任該公民營事業機關臨時管理人（本校 101 年 4 月 18 日虎科大

人字第 10100023400 號函轉）。 

（二）教育部復國立臺北科技大學所詢國立大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得否兼任依「證

券交易法」及「股票上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設

置及行使職權辦法」規定，所設置之薪資報酬委員會委員職務一案函釋，

該函略以說明二：「依證券交易法第 14 條之 6及薪資報酬委員會設置及行

使職權辦法等相關規定，現行上市(櫃)或興櫃公司均應設置薪資報酬委員

會，主要職責為對公司董事、監察人及經理人績效評估與薪資報酬之政

策、制度、標準及結構等事項提出相關建議，並送交公司董事會討論，故

該委員會係為公司內之常設機構，其委員應屬服務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

所稱之業務，是以，國立大學兼任行政職務教師除法令另有規定外，自不

得兼任上市(櫃)或興櫃公司之薪資報酬委員會委員」（本校 101 年 4 月 24

日虎科大人字第 10100024690 號函轉）。 

（三）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書函以，有關機關辦理進用約僱人員之應徵方式，建

議比照民間公司用電子郵件投遞履歷方式辦理，不再使用書信方式，如須

體檢者，宜於錄取後再行體檢（本校 101 年 5 月 2 日虎科大人字第

1010002707 號函轉）。 

二、考績考核、訓練進修、差勤管理、國民旅遊卡： 

(一) 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於公務福利 e 化平台辦理二手物品捐贈活動，以達到

政府推動社會關懷服務之目的，請同仁踴躍捐贈。活動網址：公務福利 e

化平台(http://essrver.dgpa.gov.tw/)/人文關懷/社會關懷專區/二手物

品捐贈/公務同仁捐贈。(本校 101 年 5 月 2 日虎科大人字第 10100026660



號函) 

(二) 國際青年商會中華民國總會辦理「中華民國第 50 屆十大傑出青年選拔活

動」，請踴躍推薦人選。活動網址：www.taiwanjc.org.tw 右側(中華民國

第 50 屆十大傑出青年)專區-下載推薦表，該會聯絡人：十傑總幹事 蔡玉

如(0932-095626)；秘書 李明倩(02-27128960 分機 17) (本校 101 年 5 月 9

日虎科大人字第 10100027580 號函) 。 

(三) 為鼓勵民眾使用自然人憑證網路申報綜合所得稅，內政部及財政部各區國稅

局提供本（101）年 5月報稅期間，網路報稅新知及相關抽獎活動訊息，請

未申辦憑證者踴躍辦理 (本校 101 年 5 月 11 日虎科大人字第 10100029910

號函) 。 

(四) 加班申請時效與注意事項： 

1.加班應於加班事實發生「前」申請，最遲於『加班開始 24 小時內』完成請

示程序，逾期系統不再接受。(亦不接受紙本補登) 

2.加班刷卡時間範圍：需於加班申請的開始時間「提前」刷進；加班申請結束

時間「之後」刷退。 

3.專案加班的申請：依規定平日加班以不超過 4 小時為限，國定假日或例假日

以 8小時為限，若為因應業務需要，需較長時間在規定上班時間以外延長工

作者，得經校長核准申請專案加班。 

三、待遇福利、退休撫卹、公保健保、文康活動： 

（一）支(兼)領月退休金之退休教職員於退休後任本校兼任教師仍應依學校教職

員退休條例規定，受停止月退休金及優惠存款領受權之限制。 

1. 依據教育部 101 年 4 月 9日臺人(三)字第 1010048948 號函辦理。 

2. 查學校教職員退休條例第 13 條規定：「退休教職員有左列情形之一者，停

止其領受退休金之權利，至其原因消滅時恢復：...二、領受月退休金後再

任有給之公職者。」及其施行細則第 45 條規定：「本條例第 13 條第 2 款

所稱再任有給之公職，係指再任由公庫支給薪俸、待遇或公費之職務者而

言。但再任之工作報酬每月未達公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

業加給合計數額者，不在此限。」準此，本校支(兼)領月休金之退休教職

員若於退休後再任本校兼任教師或其他公庫支給薪俸、待遇或公費之職務

且每月工作酬勞達公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數

額者(100 年 7 月調薪案後，合計數額為 32,160 元)，將停發月退休金及優

惠存款領受，至原因消滅時恢復。 

3. 另行政院 101 年 3 月 27 日院授人給字第 1010030152 號函送立法院審議之

退休條例修正草案第 24 條第 1項第 2 款明定，領受月退休金後再任學校專

任教職員或由政府編列預算支給俸(薪)給、待遇或公費之專任公職者，停

止領受月退休金權利，未來如完成立法程序公布施行後，有關退休再任事

宜，再依修正通過之法令規定辦理，併此敘明。(本校 101 年 4 月 17 日虎

科大人字第 10123002190 號函)。 

肆、 本校人事異動 



異動情形 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生效日期 備註 

到職 會計室 會計室主任 楊美圓 101.05.01   

升等 電資學院資訊工程系 副教授 黃惠俞 100.08.01  

升等 電資學院電子工程系 教授 張益新 101.02.01  

到職 體育室 約用雇員 蔡聰男 101.04.23  

到職 會計室 專案助理 葉香君 101.04.27   

離職 實習就業組 臨時人員 鍾宜君 101.04.17   

離職 圖書館 約用助理員 鄭婉君 101.04.01   

調任 校友聯絡及就業輔導組 約用助理員 張于中 101.04.17   

到職 電算中心 計畫專任助理 丁曉雯 101.04.06 駐點人員 

到職 生物科技系 計畫專任助理 張儀君 101.04.25 業務促進員 

到職 生物科技系 計畫專任助理 簡若婷 101.04.25  

到職 自動化工程系 計畫專任助理 謝東興 101.04.27  

 

伍、 健康專欄 

引起皮膚劇烈灼痛的隱翅蟲 

最近常會有病患皮膚無緣無故潰爛發炎，嚴重的感染擴散還會引起蜂窩性組織炎

而造成組織壞死，甚至須要截肢、敗血症死亡；這種情況常是是碰到一種蟲，瞭

解的人知道絕對不能打，因其身上有毒液，接觸到皮膚，就會引發劇烈灼痛，最

好是輕輕吹走就好；這種蟲就是隱翅蟲（rove beetle），是鞘翅目隱翅蟲科甲蟲

的通稱，屬多食亞目的隱翅蟲大類(Staphyliniformia)，是鞘翅目中物種最豐富

的一科。鞘翅極短，因其蟲翅藏匿於腹下不易察覺而得名。隱翅蟲廣布世界各地。

狀似白蟻，體長約 0.5 至 1.0 公分，身體為橘黃色，頭、胸及尾部為鐵青色，故

俗稱「青螞蟻」。喜好棲息在水田、草地及樹林中，有趨光習性，常在晚上飛入

有燈火的地方，食腐敗的植物與腐爛的動物。隱翅蟲並不會螫人，隱翅蟲皮膚炎

的發生乃因接觸到隱翅蟲的體液，因其中含有的刺激性物質「隱翅蟲素」

（Pederin），接觸 10～15 秒就反應，會感到劇烈灼痛，造成皮膚的起泡及潰爛。 

 



陸、 人事業務待遇 Q&A（本問答集收錄於本校人事室網頁-『人事業務 Q＆A』） 

Q1:軍公教人員薪資如何計算 ？ 

A1:公務人員薪資= 本俸+專業加給+主管加給 

教育人員薪資= 本薪+學術研究費+主管加給 

※ 連結本校待遇支給表    ※連結公務人員俸給表   ※連結專業加給表(一) 

連結學術研究費一覽表  連結主管加給表 

Q2:公教人員如超過規定日數之事假，應如何計算扣除薪俸額 ？ 

A2:銓敘部 96 年 9 月 27 日部銓二字第 0962850502 號書函略以,公務人員准給事假之日數,

係以全年度為計算期間,機關得俟年度終了請假日數結算後,始將超過日數之事假按日

扣除俸(薪)給,所餘未滿1日之事假則無須扣除;機關亦得於達規定日數事假後,每超過1

日即按日扣除俸薪給,所餘畸零事假時數再與同年度俟後月份所請事假併計.至於扣除

之俸薪給,均以扣俸薪當月之日數為計算標準. 

Q3:公務人員加給給與辦法第 12 條職務代理人支給加給要件須「連續 10 個工作日」，其應

如何認定？ 

A3:公務人員加給給與辦法第十二條「連續十個工作日」之規定，係為職務代理人支給加給

之成立要件之一，已扣除例假日後，連續出勤合計達十個工作日以上為認定標準。至職

務代理人因公出差、例假日業務輪值出勤或奉派加班，如係執行被代理人職務上之業

褐毒隱翅蟲（Paederus littorarius） 

四月是溫暖花開得好時節，很多人會趁此帶全家到戶外去露營，但常常睡到一

半，隱翅蟲飛來，臉上一陣突然的刺痛，第二天早上醒來發現是類似灼傷的水泡

與紅斑，如果有適當的處理，大約三到四天就可以乾涸，約一周就可以痊癒，咖

啡色的色素沉澱可能會持續一兩個月，最糟糕的是處理不好，隨意搔抓，導致細

菌感染，還要吃抗生素控制病情，而且搔抓後的疤痕更明顯，色素沉著更深。 

隱翅蟲在夏季的雨後活動力更強，四月初即見其出沒，它爬行的速度很快，也能

飛行，尤其是陰雨或濕熱的天氣或棲息處受到騷擾時(如整地、除草)，隱翅蟲會

活動加劇傾巢而出。隱翅蟲跟蛾一樣，有趨光性，晚上會飛到有燈火的地方，台

灣最常見的是褐毒隱翅蟲（Paederus littorarius），因為體型小，很容易潛入

住家，不小心拍壓，流出琥珀色的有毒體液，會造成皮膚強烈刺激。 

 

隱翅蟲皮膚炎的預防是比較困難，可以噴灑一些防蟲液，降低昆蟲的接近機會，

若不幸被隱翅蟲體液灼傷時，可以用大量清水沖洗，冰敷，再來是就醫治療，把

傷害降到最低。 

(來源出處本文作者【正梁中醫診所院長 鄧正梁醫師】由【KingNet 國家網路醫院】提供

http://www.kingnet.com.tw/) 



務，得併計工作日。另考量職務代理人依法令核派代理後已有代理職務之事實，衡酌責

酬公平性及合理性，職務代理人奉准給假期間視為代理連續，惟不予計入工作日。 

生活津貼類 

Q4:公教人員有何種情形，得請領相關補助 ？ 

A4:依據全國軍公教待遇支給要點，發生如下事實，得請領相關補助。 

(一） 發生結婚、生育、眷屬喪葬事實(請領補助及相關說明如下)。 

 

(二） 子女教育補助(請領補助及相關說明如下)。 



 

※ 連結本校請領婚喪生育補助申請表。 

 

Q5:留職停薪人員於留職停薪期間得否發給生活津貼？ 

A5:原則不發給各項補助。例外： 

一、「依法應徵服兵役」留職停薪者，於入伍服役期間發生得請領各項生活津貼事實時，

得向其原服務機關申請各項補助。 

二、依「公務人員留職停薪辦法」第 4條第 2項第 1款至第 4款辦理留職停薪人員，得依

規定申請喪葬補助：自民國 94 年 5 月 2日起，發生第 4條第 2項第 1款至第 4款「申

請原因」之親屬死亡事實，同意發給補助。自 96 年 1 月 1 日起，發生「非申請原因」

之親屬死亡事實，同意發給。 

      ※「公務人員留職停薪辦法」第 4條第 2項第 1款至第 4款 

   一、養育三足歲以下子女者，並以本人或配偶之一方申請為限。  

   二、本人或配偶之直系血親尊親屬老邁或重大傷病須侍奉者。 

   三、配偶或子女重大傷病須照護者。  

   四、配偶因公派赴國外工作或進修，其期間在一年以上須隨同前往者 

三、行政院 99 年 12 月 15 日院授人給字第 0990070258 號函規定略以，公教人員於育嬰留

職停薪期間，得申請結婚、生育及子女教育補助，其中結婚及生育補助部分，自即日

起(99/12/15)發生之事實生效，子女教育補助部分，自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起發生之

事實生效。 

Q6:公教人員如逾 3個月提出申請，可否發給生活津貼？ 

A6:如有未能於規定之申請期限內提出申請者，於申請表敘明事由送機關審查後即得核發，

其期限以 5年為限。惟「行政程序法」施行前，即民國 90 年 1 月 1 日前發生之事實，

仍應依據原有規定之申請期限辦理。 

Q7:公教人員可否預借各項生活津貼補助？ 



A7:可。公教員工於結婚、本人或配偶生育、子女就學註冊等事實發生前，得先辦理結婚、

生育或子女教育補助預支手續。當事人並應於事實發生後 3個月內依規定檢據辦理核

銷。逾期未檢據補證者，由服務機關學校於該事實發生後第 4個月起自其薪資中如數扣

回預支數額。 

Q8 公教人員如離婚與原配偶再婚可否申請補助？ 

A8:不可。若公教人員如離婚再與原配偶結婚，不可再申請結婚補助。 

Q9:公教人員分娩雙胞胎，如何發給補助？ 

A9:以各胎補助 2個月薪俸額計算，如分娩雙胞胎得請領 4個月薪俸額之補助，生育多胞胎，

每胎各予補助兩個月薪俸額(行政院人事行政局 93.01.29 局地字第 0930050384 號函)。

Q10:有關公教人員(養/外)祖父母死亡，得否請領眷屬喪葬補助? 

A10:申請（養/外）祖父母喪葬補助，以（養/外）祖父母無子女或子女未滿 20 歲或年滿 20

歲無力謀生，因而必須仰賴申請人扶養經查明屬實者為限，其補助標準為 5 個月薪俸

額。 

1.所稱「無力謀生」係指子女符合下列情形之一者：（一）受禁治產宣告尚未撤銷；（二）

領有身心障礙手冊且不能自謀生活；（三）符合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36 條所稱重大傷病

且不能自謀生活。 

2.「必須仰賴申請人扶養經查明屬實者」，係指應繳驗前一年度所得稅申報受扶養親屬

證明。 

3.養子女與養父母及其親屬間之關係，除法律另有規定外，與婚生子女同。養子女與本

生父母及其親屬間之權利義務，於收養關係存續中停止之。 

4.茲以養孫子女與養祖父母間之權利義務關係，在收養關係尚未終止前，與祖父母同。 

Q11:公教人員未滿 5個月流產者，不得申請生育補助，未滿 5個月如何計算？ 

A11:公教人員未滿 5個月流產者，不得申請生育補助，未滿 5個月流產如何計算，係以懷

孕未滿 140（28×5）天當作基準。 

Q12:公教人員如於國外生育或公教員工配偶於國外生育，該子女未入我國國籍，僅辦理居

留，無法辦理戶籍登記，得否申請補助？ 

A12:可。公教人員其配偶於國外生產，並取得當地政府所開具之出生證明書，且經我駐外

單位驗證，得以替代戶籍資料，申請補助。 

Q13:公教人員眷屬如擔任公職亡故，可否就殮葬補助費及喪葬補助擇一請領? 

A13:不可。公教員工眷屬如擔任公職死亡，可請領撫卹及保險等相關給付，已較未擔任公

職之眷屬死亡者僅能支領喪葬補助優厚，故不宜單就其中殮葬補助一項與喪葬補助辦

理擇一請領，僅能支領殮葬補助費，火葬者發給 7個月薪俸額之殮葬補助，土葬者發

給 5個月薪俸額之殮葬補助。 

Q14:公教人員兄弟姐妹如為軍人，對同一死亡事實，得否分別請領生活津貼補助？ 

A14:不可。軍職人員申請各項生活津貼亦比照支給要點辦理，故仍以報領一份為限。 

Q15:公教人員辦理戶籍登記前子女即死亡，可否請領補助？ 

A15:可。提出死亡證明及相關證件，證明確係親子關係，即得依規定核發補助。 

Q16:公教人員未婚年滿 20 歲之子女亡故，確無職業或無力謀生必須仰賴申請人扶養經查明

屬實者，可否申請補助？ 

A16:申請子女眷喪補助應具備以下條件之一： 

1.子女以未滿 20 歲、未婚且無職業者為限。 

2.子女年滿 20 歲，在校肄業而確無職業，或無力謀生，必須仰賴申請人撫養。 

「仰賴申請人扶養經查明屬實者」係指應繳驗前一年度所得稅申報受扶養親屬證明。 

子女教育補助類 

Q17:本校教職員工如何申請子女教育補助？ 



A17:本校編制內之教職員工如其子女就讀政府立案之公私立大專以下小學以上學校肄業正

式生，均可申請子女教育補助。本校教職員工究應如何申請，茲說明如下： 

※ 預借申請(繳費金額超過一萬元以上者，可辦理預借申請)：本校於學期開始前，皆以發

函及發送全校電子郵件等方式通知該學期子女教育補助預借開放時間，本校擬辦理預借

之同仁，可於申請期間內至本校子女教育補助系統上謄打相關資料(系統將列印預借申

請書及歸墊申請書)，同仁僅需將預借申請表簽章後，逕送本校人事室辦理。並於學期

開始後，將歸墊申請書連同繳費收據(若為影本，須於影本上書寫與正本相符並簽章)逕

送人事室辦理歸墊。 

※ 非預借申請：本校於學期開始時，皆以發函及發送全校電子郵件等方式通知該學期子女

教育補助非預借開放時間，本校擬辦理子女教育補助申請之同仁，可於申請期間內至本

校子女教育補助系統上謄打相關資料(系統將列印申請書)，於學期開始後，將申請書連

同繳費收據(若為影本，須於影本上書寫與正本相符並簽章)逕送人事室辦理申請。 

※ 本校子女教育補助線上申請系統路徑：本校網頁使用者入口教職員工行政資訊
子女教育補助系統 

Q18:公教人員因婚姻關係與其配偶前夫（妻）所生子女共同生活，惟未辦理收養，可否申

請該子女之補助？ 

A18:不可。仍須辦妥收養手續，始得請領補助。 

Q19:夫妻辦妥離婚，未具子女監護權一方僅負擔部分生活費，惟未與子女共同生活，得否

申請補助？ 

A19:可。公教人員未具子女監護權，如實際負擔其子女教育及生活費用，並經服務機關查

證屬實，同意發給。 

Q20:支（兼）領月退休金人員可否申請補助?本校退休人員又該如何請領? 

A20:可。依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6條規定擇（兼）領月退休金人員，比照現職人員，按其支

（兼）領月退休金之比例發給補助。本校支(兼)領月退休金之退休人員又該如何申請

相關補助，說明如下： 

本校每學期開學前，皆以書面郵件寄發通知予本校支(兼)領月退休金之退休人員，本

校退休人員可依郵件內說明之申請期限內，至本校子女教育補助系統上謄打相關資

料，列印書面申請書並簽章，連同子女繳費收據(若為影本，須於影本上書寫與正本相

符並簽章)、學生學生證影本後，逕送本校人事室辦理。 

本校子女教育補助申請路徑：本校網頁使用者入口教職員工行政資訊子女教育補

助系統 

Q21:支（兼）領月退休金人員死亡，其遺族得否繼續申請子女教育補助？ 

A21:不可。無放寬發給之規定。 

Q22:公教員工遺族領有年撫卹金者，可否申請補助? 

A22:可。比照兼領二分之一之月退休金人員發給補助二分之一，至給卹終止。 

Q23:公教員工子女就讀海外學校，可否申請補助? 

A23:不可。因未隨在台澎金馬地區就學，故不合請領。 

Q24:公教員工子女於國內就讀外僑學校，可否申請補助? 

A24:如係就讀經政府立案之外僑學校，且具學籍者，即得申請補助。 

Q25:公教員工子女因校內表現優異由學校依「菁英留學計畫－專案擴增留學計畫－國內大

學校院申請補助要點」等規定選送至國外學校就讀，可否申請補助？ 

A25:可。教育部經費補助部分視為優秀學生獎學金，得申請補助。 

Q26:公教人員請領子女教育補助時，需繳驗學生證或繳費收據(高中職以上)是否有規定影

本或正本? 

A26:繳驗繳費收據不以正本為限，如係檢附影本則應由申請人書明「與正本相符」並簽名，



如有不實應負相關責任。 

Q27:公教人員請領子女教育補助時，子女以未婚且無職業需仰賴申請人扶養者為限，其未

婚子女如繼續從事經常性工作，且前 6個月工作平均每月所得超過勞工基本工資者，

以有職業論，不得申請補助，惟其 6個月工作平均每月所得之計算方式為何? 

A27:係以公教員工申請時往前推算 6個月期間，其子女工作依所得稅法應申報之所得總額

除以 6計算，如該 6個月期間非每個月均有所得者，則亦均除以 6計算（例如子女僅

工作 2個月，其平均所得之計算亦除以 6)。 

Q28:公教人員子女如因具原住民子女、現役軍人子女、身心障礙等特殊身分，致獲政府相

關就學補助，其補助發給標準為何? 

A28:按該員工子女所受就學補助之性質予以區別，依下列原則處理： 

1.屬獎學金性質者：如其金額高於補助標準，不得申請補助；惟領取優秀學生獎學金、

清寒獎學金及民間團體所舉辦之獎學金，不在此限。 

2.屬助學金性質者：如其金額高於補助標準，不得申請補助。 

3.屬全免學雜費性質者：不得申請補助。 

4.屬減免學雜費性質者：補助其實際繳納數額；惟如實際繳納數額高於補助標準，則依

補助標準核給。 

Q29:公教員工子女在校成績優異（每班前 3名），經校方減免學雜費，其減免學雜費之性質，

可否認定為優秀獎學金而給予補助？ 

A29:可。依據「國立暨臺灣省私立高級中等學校收取學生費用及訂定代收代辦費注意事項」

第 5點：學校對於學生每學期德行成績列入甲等，體育成績乙等以上（進修學校免送），

學業平均成績列入每班中前 3名之家境清寒學生，應予免費獎勵，每班 3名（如某一

班學生適合此項規定未達 3名時，學校可視各年級全體學生成績分佈之狀況斟酌處

理），除代收代辦費外，其餘各費均予免收。該前 3名免繳學費係屬獎學金性質，故可

請領補助。 

Q30:公教人員子女已獲得全額就學貸款，可否再申請補助？ 

A30:可。依規定尚無已依「高級中學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辦法」享有就學貸款，不得申

請補助之規定。 

Q31:公教員工子女就讀五年制專科學校，畢業後考入四年制大學一年級就讀，可否自一年

級起申請補助？ 

A31:不可。五年制專科學校畢業，因相當於四年制大學之二年級，其再考入大學一年級就

讀，應自三年級起依規定之修業年限發給子女教育補助至應屆畢業年級為止。 

Q32:公教員工子女因雙主修或交換學生因學分未修畢以至延畢，於延畢期間可否申請補

助？ 

A32:不可。以大學院校而言，係指獲得 1學位所需之規定年限，並未涵蓋因修讀雙學位（輔

系）或學分未修足致延長修業之年限，故不合發給補助。 

Q33:公教員工子女教育大學畢業後之實習，可否請領補助？ 

A33:不可。因教育實習係於完成修業年限畢業後始得參加，且不具學籍，不合請領補助。 

Q34: 公教員工子女就讀公私立高中（職）綜合高中部（班）職業學程，可否按公私立高職

標準支給？ 

A34:不可。子女教育補助標準係參酌各級學校學雜費訂定（係指「學費」及「雜費」二項，

不包括代收代辦費或實習費等其他項目），茲依教育部中部辦公室訂定之綜合高中各年

級之學費及一般雜費項目之數額均與高級中學相同，爰應按公私立高中標準支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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