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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 

替代役役男服勤及生活管理注意事項 
                                     104年 7月 1日修正 

一、為落實本分署替代役役男(以下簡稱役男)服勤及生活管理，督促役男嚴守

紀律，提高服勤品質，發揮服務效能，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管理權責劃分： 

（一）人事室：役男到職、退役等役籍管理工作。 

（二）秘書室： 

    1.統籌役男管理事務。 

    2.役男上、下班及輪值服務台事務。 

    3.役男宿舍設施管理及維護事務。 

    4.役男勤務分派及服勤時之管理考核工作。 

    5.役男下勤後之生活管理及考核事務。 

三、服勤管理： 

（一） 勤務管理： 

1.本分署替代役男服勤依各科室業務需求分配役男勤務，並考量其專長及

兼顧勞逸帄均；役男應接受主管或分配單位負責人之指揮、監督及管理，

執行各項勤務工作。 

2.役男服勤時應儀容端正、服裝整潔、精神抖擻，並應注意電話禮貌，保

持良好的服務態度，重視行政倫理，戮力從公，不逃避推諉。 

3.役男上、下班均須統一集合點名。每日服勤時間以八小時為原則，必要

時得延長服勤時數。役男延長服勤時應由替代役男配屬之單位職員事先詳

填「指派替代役男加班單」（附件 1），並經機關首長或授權長官核定後，

於加班之當日送管理單位(秘書室)存查，加班時間並應由職員陪同。所延

長之時數，視本分署經費情形以每小時發給新臺幣五十元等值禮品或其他

行政獎勵為原則。 

4.基於管理或業務需要，經分署長許可後，得由秘書室依勤務需求調派役

男統籌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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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使用辦公室電腦，役男不得安裝或下載非授權或來路不明之軟體。 

（二） 差假管理：  

1.核假權責： 

（1）榮譽假：由本分署秘書室依相關管考規定按月簽奉分署長核給後，由

秘書室登錄管考。經核定之榮譽假應於三個月內休畢。 

（2）公差、病假、事假、補休假、陪產假、喪假、公假、婚假：由役男配

屬單位主管（或各股書記官）初審，並經權責長官核定後，由役男專

責管理人登錄註記。 

2.請假須填具「請假單」，經核准後方得離開服勤處所；遇有疾病或緊急事

故，得先行向本分署報備後，於事後補辦請假手續。 

3.役男之差假，經權責長官核定後，送請本分署替代役管理人登錄註記。 

4.役男放假日數比照公務人員放假日數。每次累積放假（含榮譽假、補休

假）日數不得超過三日。每次累積放假日數逾三日者，應由分署長核准。 

5.事假應於二星期內補勤完畢，並將補勤紀錄送本分署替代役管理人登錄。 

6.病假以當天申請為原則，應審慎核假避免浮濫。非急要性疾病利用下班

時間尌醫，尌醫地點以本分署機關所在區域為原則。 

7.榮譽假之核給，於役男服役期間，累計不得超過七日。但有特殊事蹟經

主管機關或需用機關核給者，不在限制。 

8.「役男事假、病假、補休假、榮譽假執行要領」（附件 2）。 

9.役男非於規定時間到勤者(含遲到，外出、事假、病假、榮譽假及其他法

定差假)出入，均須於電子設備登錄進出時間。 

四、生活管理： 

 (ㄧ) 每日上午八時二十分於辦公處所指定地點點名。 

（二）每日下午五時二十分於辦公處所指定地點點名。 

（三）每日晚點名於下午十時在宿舍指定地點點名。收假日點名於翌日上午八 

      時二十分實施。 

（四）參加進修教育之替代役男，應於下午十時前返回宿舍參加點名。 

（五）尌寢熄燈時間：下午十一時。但有進修自習之必要者，得於閱覽室自習 

      至下午十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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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飲食方面：本分署不提供膳食，由役男自理。 

（七）服裝儀容： 

1.頭髮定期理髮，經常梳理，不可燙髮及染黑髮以外之髮色。 

2.鬍子須定時刮除，嚴禁留鬍鬚。 

3.衣服及褲子要整潔（著規定服裝）、筆挺，鞋、襪應著黑色，皮鞋要擦拭

光亮。 

4.上衣需紮進褲腰裡，衣服不外露，並將腰帶繫緊。 

5.役男服勤時應穿著制服。穿著長袖制服時，非服勤工作需要，不可捲起

袖子。 

6.每月由本分署實施服裝儀容檢查ㄧ次，複檢不合格者依規定懲處。 

（八）行為規範： 

1.行進時應抬頭挺胸，不得勾肩搭背，嘻笑玩鬧。 

2.  

3.役男應遵守相關工作規範，  

 4.其他規定： 

（1）尊重他人權利，不得將公物據為己有或故意損毀公物。 

（2）役男應彼此和睦相處，互助合作，不得爭吵或謾罵威脅。 

（3）役男不得從事任何破壞團體紀律，影響機關聲譽之行為。 

（4） 

 

五、役男住宿管理： 

（一）役男應集中住宿於本分署提供之宿舍。但家庭因素服替代役者，得返家

住宿。 

（二）宿舍之環境清潔應由役男輪值維護，其生活基本設備由秘書室責管理及

維護，其餘日常生活用品由役男自行準備。 

（三） 役男因進修補習需要，經專案簽准同意後，准予夜間外出進修補習，惟

應於下午十時前返回宿舍參加點名。 

（四） 其他役男住宿管理規定，依「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替代役男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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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規約」（附件 3）辦理。 

六、役男之獎懲： 

 (ㄧ)替代役男表現優異或違反規定者，依「替代役役男獎懲辦法」「法務部行

政執行署臺北分署替代役役男生活考評及獎懲標準」（附件 4）「法務部行

政執行署臺北分署替代役役男考評(扣點)標準表」（附件 5）予以獎勵或

懲處。 

  (二) 本分署替代役男（含配股役男、行政科室役男及支援法務部役男）每月

之綜合考評標準，係以渠等每月之生活常規、工作品質、工作能力、工

作效率、工作及學習態度、可靠程度、協調合作態度、品德操守、勤惰

情形、情緒指數、便民與禮儀等各項指數為綜合考評「法務部行政執行

署臺北分署替代役男及委外人員綜合考評表」（附件 6）之標準，定其每

月之獎懲依據： 

    1.考評人員（各股書記官、行政科室實際負責人）按月評核ㄧ次，經主管

核定後，送交秘書室彙整後簽核。 

    2.當月請休事假、病假合計二日(含)以、扣考評點數六點以上者，不得 

      評定八十分以上。 

    3.替代役男當月扣考評點數滿十二點以上未滿十八點者，扣榮譽假半日；

十八點以上未滿二十四點者，扣榮譽假ㄧ日(依此類推)，無榮譽假者，

考評點數每累積滿六點罰勤一次。 

    4.替代役男綜合考評總分達八十至八十九分者，核給榮譽假半日；達九十

分以上者，核給榮譽假ㄧ日。替代役男考評總分六十至六十九分者，於

次月罰勤 1次，五十九分以下者罰勤二次。 

5.役男每月核給之榮譽假，除另有規定或經簽准者，每月以一日半為限，

逾一日半者，以一日半計算。 

    6.考評總分八十九分以下者（榮譽假半日），由行政執行官(科室主管)核

定；九十分以上者，由主任行政執行官(行政科室主管)核定。 

7.罰勤： 

由本分署每月獎懲應按月簽奉分署長核准，其核定應予罰勤者，應於簽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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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後二日內通知役男本人，並由替代役管理人於指定期日執行之。 

七、督導措施： 

（一）管理幹部應輪值於每日檢查內務；秘書室應派員檢查役男環境內務，每 

      週至少一次。 

（二）秘書室主任、役男專責管理人、管理幹部每日應不定時巡查役男服勤狀

況。 

（三）為增進了解替代役役男服勤及生活狀況，秘書室每月應辦理替代役男管

理幹部綜合座談一次，針對管理技巧、個案研析、實務經驗交流、宣導

役政法令事項等綜合討論。綜合座談由秘書室主任主持。 

（四）為提供替代役役男有效的溝通管道，並建立互信、互賴之基礎，以達成

本分署有效管理之目的。秘書室每月應辦理替代役役男座談會一次，由

秘書室主任主持。 

八、本注意事項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並公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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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法 務 部 行 政 執 行 署 臺 北 分 署 指 派 替 代 役 男 加 班 單 

加班人員 

單 位 役 男 姓 名 陪 同 職 員 

   

加班事由  

預 定 

加班時間 

   年  月   日   時起至   月   日   時止 

共    小時 

申 請 人  行政執行官 

 

主任行政

執 行 官 
 批 示 

 

秘書室登記 

備註：本單應由替代役男配屬之單位職員事先詳填，並經機關首長 

       或授權長官核定後，於加班之當日送管理單位(秘書室)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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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役男事假、病假、補休假、榮譽假執行要領 

 

假 別 依     據 核  准  說  明 

事假 

替代役役男請假規則第 7

條：「替代役役男因特殊事故

必須本人親自處理者，得視

需要核給事假，並應擇日施

以補勤；其按時數請假時，

應以累計 8小時折算 1日。」 

1.役男遇有事故須親自處理者，應自行

調配休假時間，以休榮譽假方式辦

理，其無未休畢之榮譽假者，使得改

請事假。 

2.審慎核給事假，役男須遇有「特殊事

故」，且非本人無法處理者，始得依

規定核准。 

3.請事假得以時數或日數計算，且均應

補勤。 

4.事假應於 2星期內補勤完畢。 

5.無法實施補勤機制者，應避免核予役

男事假。 

6.上班日下午請事假半日（4小時）者，

當天服勤滿 4小時後即可離開單位。 

7.上班日上午請事假半日（4小時）者，

於當日上午點名後即可離開單位，當

日中午 13時 30分前返回單位簽到服

勤。 

病假 

替代役役男請假規則第 7

條：「替代役役男因疾病必須

治療，經檢具醫療機構診斷

證明書者，酌予核給病假，

一次不得超過 30日。服勤單

位於必要時，得將其送至指

定之醫院複診，再核予指定

處所內適當之休養方式及天

數。」 

1.病假以當天申請為原則。服勤期間外

出尌醫完畢後，應馬上返回單位，並

依服勤規定簽到、簽退。 

2.因特殊病況（發燒、行動不便等）需

在家休養者，應事先以電話向單位主

管或替代役管理人員報備，事後補辦

請假手續。 

3.病假 4 小時以內者，應於事後出具掛

號相關證明。4 小時以上者，應檢具

具醫療診斷證明書。 

4.尌醫治療以辦公室遴近或臺北市之合

法醫療機構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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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病況特殊者，應持轉診證明或經服勤

單位(處所)主管核准後，再到醫學中

心醫院尌診，必要時得派員陪同。 

6.因病休養者，應由單位主管衡量役男

實際之身心狀況，返家休養。 

7.復健、健檢、牙醫等非急要性疾病儘

量利用下班時間尌醫。 

補休假 

 1.役男因公奉派於放假日勤務者得補放

假。 

2.補放假之時間，以實際值勤時數或天

數計算。 

榮譽假 

依「替代役役男獎懲辦法」

第 5、6、7、8條獎勵者。 

1.榮譽假得以時或日核給。以日（天）

數放假，按 1 日 24 小時計算放假。

以時核給者，按實際時數放假。 

2.累計 8 小時折算 1 日，榮譽假應於 3

個月內請畢。 

3.上班日請休榮譽假 1 日者，於前一日

下班後離開單位，並於翌日上午 8時

20分參加集合服勤。 

4.上班日下午請榮譽假半日（4 小時）

者，於當天 12時 30分後簽退離開單

位，並於翌日上午 8 時 20 分參加集

合服勤。 

5.上班日上午請榮譽假半日（4 小時）

者，前一日下班後離開單位，當日 13

時 30前返回單位簽到服勤。 

6.榮譽假 1~3 小時，等同正常上班時數

之放假。 

出差  替代役男出差者，應專案簽奉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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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替代役男宿舍生活規約 

一、 本分署替代替男宿舍僅供本分署替代役男居住，嚴禁外人留宿，亦不得在

宿舍接見賓客。 

二、作息時間： 

（一）每日上午 8時 20分於辦公處所指定地點點名。 

（二）每日下午 8時 20分於辦公處所指定地點點名。 

（三）每日晚點名於下午 10時在宿舍指定地點點名。收假日點名於翌日上午 8 

      時 20分實施。 

（四）參加進修教育之替代役男，應於下午 10時前返回宿舍參加點名。 

（五）尌寢熄燈時間：下午 11時。但有進修自習之必要者，得於閱覽室自習 

      至下午 12時。 

（六）文康室使用時間：下午 7時至 10時。 

（七）浴室使用時間至下午 11時止。 

三、夏令期間冷氣開放條件及時間： 

（一）開放條件：室溫達 28℃以上。 

（二）開放時間： 

1.下午 22時至翌日 6時。 

2.例（休）假日不開放。 

     4.文康(閱覽)室冷氣開放時間：下午 21時至 23時。 

四、役男於尌寢時間不得喧嘩、以擴音收聽音樂或觀看電視及其他妨礙他人睡 

    眠之行為。 

五、宿舍內應保持寧靜，不得喧嘩。 

六、人員進出宿舍大門及公梯門，應隨時關門上鎖，以防外人進入。 

七、宿舍內不得擅自接用電線或使用電爐、酒精爐等電器用品，欲使用個人電 

    腦須事先報准。 

八、遇颱風、地震、火警或其他意外情事時，應聽從管理人員或幹部之指揮，

採取緊急措施，以維公共安全。 

九、宿舍內公有傢俱、水電、衛生及安全設備，應共同愛惜使用。 

十、宿舍內外應保持整潔，嚴禁隨地吐痰、亂丟雜物，確保公共衛生。 

十一、宿舍內嚴禁酗酒、賭博及其他不正當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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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宿舍內嚴禁存放違禁或危險物品，違反者送有關單位究辦。 

十三、宿舍內之衛生設備，使用人應確保暢通與清潔。 

十四、替代役役男非經核准，不得於寢室內架設網路通訊設備。 

十五、宿舍內帄日清潔維護，各寢室內應由該使用人自行負責，寢室以外之公

共區域部份由值日人員負責，但如有大掃除時公共區域部份應帄均分配

至每人。 

十六、替代役男於寢室備勤時，如遇有「特殊事故」且非本人無法處理者，經

舍監(役男專責管理人員或秘書室主任)核准後外出，外出以 2小時為限，

並應於返回後向舍監回報，並向值星管理幹部登記。外出時間逾 2小時

者，依請事假程序辦理 

十七、違反本規約者，如有公物損壞，應照價賠償，並簽報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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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替代役役男生活考評及獎懲標準 

一、內務評比 

（一）個人內務： 

1.實施方式： 

（1）定期：應隨時保持整潔，床位上除枕頭外，請勿放置任何衣物、毛巾

或其他物品，床下內務擺放位置為上（舖）左下右。每週出勤日（8：

20~9：00）實施役男個人內務檢查，評分項目包括個人內務（含床上

下及週邊、內務櫃）、房間公共空間及設備之整潔（含陽台、地板、浴

室、閱覽室、文康室、衣櫃、桌椅、垃圾處理等）。 

（2）不定期：每週最少不定期抽檢內務 1次。 

2.役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予獎勵或懲處： 

（1）定期檢查不列入加分統計，僅統計扣分項目及次數（凌亂不合規定：

扣生活考評 1點）。 

（2）不定期檢查除了列入扣分統計外，進行各寢室綜合評比，每月綜合評

比後，取最優良寢室內務（個人內務及公共空間內務綜合）1名。 

（二）公共區域： 

1.各分派之公共區域髒（凌）亂者，該舍役男扣生活考評 1點。 

2.值日生每日清理垃圾，未清理者扣生活考評 1點。 

4.未落實垃圾分類或亂丟垃圾者扣生活考評 1點。 

二、上、下班管理 

（一）役男上、下班點名應準時參加集合點名，遲到 1 小時以上者，以擅離職

役論處。 

（二）因不可歸責於役男之原因，無法參加點名者，需即時聯繫報告，並須出

具臨時事故證明，經核准後，得免予處罰。 

（三）上班時間嚴禁打瞌睡、玩線上遊戲、使用個人無線上網裝置或設備等情

形，違反上開規定者，依考評標準表登記扣點；屢勸不聽者得視違規情

形加重處分。 

（四）役男未經報備不得擅離工作崗位或服勤、訓練處所，違反上開規定者，

依擅離職役論處。 

三、服務台執勤管理 

服務台執勤人員嚴禁打瞌睡、擅離工作崗位或於電腦上觀賞影片、玩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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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情形。若有臨時事故需本人親自處理者，應請其他役男暫時代理。違反

上開規定者，依考評標準表登記扣點。 

四、下勤生活管理 

（一）晚點名： 

1.役男應於晚間 10時參加點名，遲到者依考評標準表登記扣點，遲到 1小

時以上者，以擅離職役論處。 

2.因不可歸責於役男之原因，無法參加點名者，需即時聯繫報告，經核准

後，得免予處罰。 

（二）收假日點名：  

1.役男應按時參加點名，逾假 1小時以內者依考評標準表登記扣點，逾假 1

小時以上者，以擅離職役論處。 

2.因不可歸責於役男之原因，無法參加點名者，需即時聯繫報告，經核准

後，得免予處罰。 

（三）嚴禁於宿舍內飲酒、抽煙、賭博，違反規定者，依考評標準表登記扣點。 

（四）嚴禁役男於離勤時間（含休假）至有女陪侍之酒店、KTV（卡拉 OK）等不

正當場所或夜店 PUB等易滋事端場所，違者視情節處以記過以上處分，並

予以罰勤。 

（五）嚴禁役男於離勤時間（含休假）違反規定酒醉駕車，違反規定者除負民

刑事責任外，記過 2次處分，並於役期內不得請休榮譽假。 

六、服裝儀容 

（一）定期檢查： 

1.每月於第 1 週於指定時間實施服裝儀容檢查，頭髮未依規定修剪或制服

未依規定穿著、未保持帄整、清潔，或其他未合於標準者，依考評標準

表登記扣點。 

2.頭髮或制服檢查不合格者，應於 48小時內複檢及格，複檢仍不合格者，

於翌日再行複檢，並依考評標準表登記扣點。 

（二）不定期：帄時役男服裝不整或鬍鬚未刮者，依考評標準表登記扣點。 

七、參與公益服務 

本分署替代役役男參與公益服務表現良好依下列標準核給榮譽假： 

（一）參與捐血活動 1次核給榮譽假 4小時。 

（二）參與其他公益服務活動者，視參與之公益服務活動內容、參與程度及表

現情形，每次核給榮譽假 1小時以上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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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生活考評點數之獎懲 

（一）獎勵： 

    1.替代役男綜合考評總分達 80-89分者，核給榮譽假 0.5日；達 90分以上

者，核給榮譽假 1日。 

    2.每月各寢室內務評比最優者，該寢室全體人員核給榮譽假 4 小時，並於

指定期日放假。 

（二）懲處： 

    1.每月累計考評點數經加減後，扣分累計滿 6 點者，其綜合考評不得考列

80 分以上；替代役男當月扣考評點數 12 點以上未滿 18 點者，扣榮譽假

0.5日；18點以上未滿 24點者，扣榮譽假 1日(依此類推)，無榮譽假者，

考評點數累計滿 6點以上者，罰勤 1次(每次 2小時)；累計滿 12點以上

者，罰勤 2次，依此類推。 

    2.每月各寢室內務評比最末者，該寢室全體人員輪值社區清潔打掃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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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替代役役男考評(扣點)標準表 

1點 

1. 服裝儀容不整。 

2. 每月定期之服裝儀容檢查不合格者。 

3. 於役男宿舍內喧嘩經制止後仍繼續喧嘩者。 

4. 無正當理由集合遲到 5分鍾以內者。 

5. 內務未依標準，經檢查不合格者。 

6. 言行失檢，情節輕微者。 

7. 上班時間執行勤務懈怠(如玩手機、聚集聊天、戴耳機聽音樂)、疏忽或延緩

情節輕微者。 

8. 上班時間無故擅離職位 10分鐘以內者。 

9. 管理幹部未確實掌握屬員動態，情節輕微者。 

10. 上班時間電話禮貌不佳或服務禮節不佳，情節輕微者。 

11. 上午 9時以後仍吃早餐、下午 1時 30分以後仍睡覺者。 

12. 未經完成請假手續或登記外出，擅自離開服勤處所情節輕微者。 

13. 未依規定時間使用文康(閱覽)室者。 

2點 

1. 每月定期之服裝儀容檢查未於 48小時內檢查或檢查不合格者(第 2次複檢)。 

2. 無正當理由集合遲到 10分鍾以內者。 

3. 擔任管理幹部未盡職責，領導無方情節輕微者。 

4. 對公物保管不善，情節輕微者。 

5. 對交辦事項執行不力，情節輕微者。 

6. 無正當理由未於指定時間地點分回證或藉故逃避分回證者。 

7. 對於民眾因服務態度不佳，情節輕微者。 

8. 蓄意威脅、詆毀或不服從管理幹部、監督長官之指揮、管教情節輕微者。 

9. 管理幹部未管制役男宿舍熄燈時間。 

10. 無故於上班時間睡覺，或於上班時間於電腦上觀賞影片、玩遊戲者。 

11. 逾假 10分鐘以內者。 

12. 上班時間經合法程序請假(含外出、事假、病假、榮譽假及其他法定差假)

出入，未依規定於電子設備登錄進出時間者。 

13. 未經核准於宿舍區停放車輛。 

14. 違反冷氣開放時間規定者(含監督電源之管理幹部)。 

15. 役男請休事、病假，未於 24小時內(自收假時起算)檢附證明銷假者。 

16. 未經核准，擅自離開服勤處所(含宿舍)10分鐘以內者。 

3點 

1. 管理幹部點名、違規事實未確實登記。 

2. 請事、病假或其他假別，無正當理由未按時返回服勤處所 10分鐘以內者(每

逾 10分鐘增扣 1點)。 

3. 無正當理由集合遲到 20分鍾以內者。 

4. 遺失識別證、管制卡者。 

5. 因服裝或言行不檢，於法紀教育經列名登記者。 

6. 破壞公物或公有公共設施者。 

7. 擔任管理幹部未盡職責，領導無方致影響公務推行者。 

8. 逾假 30分鐘以內者。 

9. 未經報備，使用私人電器者。 

10. 蓄意言語詆毀、衝撞管理幹部、監督長官之指揮、管教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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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未經完成請假手續或登記外出，擅自離開服勤處所情節嚴重或當月第 2次犯

之者。 

12. 輪值各樓層服務台役男未按時尌位者。 

4點 

1. 每月定期之服裝儀容檢查未於 72小時內檢查或檢查不合格者(第 2次複檢)。 

2. 未經核准，擅自離開服勤處所(含宿舍)30分鐘以內者。 

3. 無正當理由集合遲到 40分鐘以內者。 

4. 上班時間執行勤務懈怠、疏忽或延緩致影響公務推行者。 

5. 役男請休事、病假，未於 48小時內(自收假時起算)檢附證明銷假者。 

5點 

1. 無正當理由集合遲到或未經核准，擅自離開服勤處所(含宿舍)1小時以內者。 

2. 無故不參加各項訓練、競賽、測驗、表演或考核者。 

3. 服勤(含備勤)時間酗酒、賭博，情節輕微者。 

4. 對於民眾因服務態度不佳，經民眾陳情屬實者。 

5. 逾假 1小時以內者。 

6. 違反資訊安全規定者。 

7. 役男請休事、病假，未於 72小時內(自收假時起算)檢附證明銷假者。 

註：1.管理幹部加重扣點 1/2。 

    2.違反上列例示以外之規定者，依情節輕重扣點。 

    3.情節嚴重者，逕依相關獎懲規定簽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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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分署替代役男及委外人員綜合考評表 

職稱 姓名 配屬單位 考評月份 

   年  月 

考評項目 6分 
(表現欠佳) 

7分 
(有須改進) 

8分 
(尚可) 

9分 
(表現優異) 

10分 
(足為楷模) 

1. 工作品質 
準時到勤、服裝整齊、無不當
言行、工作準確性等 

     

2. 工作能力 
工作品質與數量是否併重、電
腦操作及運用能力等 

     

3. 工作效率 
對各項勤務及臨時交辦事項是
否如期完成，或分析工作內容
研採其他提高工作效率措施 

     

4. 工作、學習態度 
對工作、同事之態度及工作熱
忱度；對於工作中學習(包括主
管的教導)是否認真與虛心 

     

5. 可靠程度 
對工作負責程度、是否不需督
促與稽催能如期完成；發掘問
題主動尋找解決方法 

     

6. 協調合作態度 
與工作夥伴協調、共事及溝通
之能力 

     

7. 品德操守 
遵守相關規定及誠實、廉潔程
度，遵守相關保密規定情形 

     

8. 勤惰情形 
有無遲到早退，辦公時間是否
專注或散漫 

     

9. 情緒指數 
與工作夥伴上下間，及接洽民
眾等之情緒指數是否得宜 

     

10. 便民與禮儀 
接聽電話、為民服務態度是否 
得宜 

     

當月考評扣點總數  事病假  
考評總分 

(請選一項填入總分) 
欠佳(59以下) 
(      )分 

尚須改進(60-69) 
(       )分 

中等(70-79) 
(       )分 

優(80-89) 
(      )分 

傑出(90以上) 
(       )分 

✽考評總分 89 分以下者，由科室主管(行政執行官)核定；90 以上者，由主任行政執行官(行政科室主管)核定。 

考評人員簽章(考評 90 分以上請併敘明具體優異事由) 配屬單位主管複核 核 定 

   

備註：1.本表由考評人員按月評核 1 次，經主管核定後，送交秘書室彙整簽核。 

      2.當月份請休事假、病假累計 2 日以上或考評扣點 6 點以上者，不得評定 80 分以上。 

      3.考評總分 80-89 分者，核給榮譽假或慰勞假 0.5 日；90 分以上者，核給榮譽假或慰勞假 1 日。替代役男 

    考評總分 60-69 分者罰勤 1 次，59 分以下者，罰勤 2 次；委外人員年度考評 69 分以下達 2 次者，得予汰換。 

本月考評應核給榮譽假日數 本月未結案件管考應核給日數 本月榮譽假日數 

                   日                   日                   日 

                                        (本欄由秘書室承辦人員填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