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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檢送修正之「金門縣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差假補充要點」

一份，並自107年10月1日起施行，請查照。

說明：

一、本次修正係鑑於部份中央機關訓練機構設置於南投地區，

往往地處偏遠且非交通易達之處，爰將南投與花東地區並

列，修正公差(假)核給日數。

二、本次另修正有關參加職務相關之觀摩活動以及具訓練講習

性質之說明會議或活動之差假核定，及遇天候因素或因故

致原定班機延誤或取消之差假問題說明文字；並新增有關

參加文康活動或體育藝能競賽之核給公假規定及奉派出國

或赴陸之差假核定相關規定，以符法規及實務需求。

三、檢附修正後之「金門縣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差假補充要點

」、修正說明及對照表及修正總說明各1份。

正本：甲種發行(金門酒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除外)、各戶政事務所、各國中小、各鄉鎮

民代表會

副本：縣長室(含附件)、副縣長室(含附件)、秘書長室(含附件) 2018-10-02
08: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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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差假補充要點 

修正總說明 

本次修正係鑑於部份中央機關訓練機構設置於南投地區，往往地處

偏遠且非交通易達之處，爰將南投與花東地區並列，修正公差(假)核給

日數；同時修正有關參加職務相關之觀摩活動以及具訓練講習性質之說

明會議或活動之差假核定，及遇天候因素或因故致原定班機延誤或取消

之差假問題說明文字；另新增有關參加文康活動或體育藝能競賽之差假

問題及奉派出國或赴陸之差假核定相關規定，以符法規及實務需求。 



金門縣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差假補充要點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二、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之公差(假)規定如下： 

(二)核給公差(假)日數依表列規定： 
   任務完成 

核給   天數 

  日數 
半天 一天 一天半 二天 二天半 三天 

台北市 

新北市 

台中市 

高雄市 

一天

半 
二天 二天半 三天 三天半 四天 

花蓮縣、臺東縣 

澎湖縣、連江縣 

南投縣 

二天

半 
三天 三天半 四天 四天半 五天 

其餘 

各直轄市、縣 
二天 二天半 三天 三天半 四天 四天半 

 

二、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之公差(假)規定如下： 

(二)核給公差(假)日數依表列規定： 
   任務完成 

核給   天數 

  日數 

半天 一天 
一天

半 

二

天 
二天半 三天 

台北市 

新北市 

台中市 

高雄市 

一天

半 
二天 二天半 三天 三天半 四天 

花東地區(含

澎湖、連江) 

二天

半 
三天 三天半 四天 四天半 五天 

其餘 

各直轄市、縣 
二天 二天半 三天 三天半 四天 四天半 

 

有鑑於部份中央機關

訓練機構設置於南投

地區，往往地處偏遠

且非交通易達之處，

爰將南投與花東地區

併列，修正公差(假)

核給日數。 

二、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之公差(假)規定如下： 

(四)奉准或應邀赴台參加與職務有關之觀摩，其差旅費由

服務單位或邀請單位支付者，均核給公假；奉派參加

具訓練或講習性質之說明會議或活動，核給公假。 

二、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之公差(假)規定如下： 

(四)奉准或應邀赴台參加與職務有關之觀摩，其差旅費

由服務單位支付者，核給公差。差旅費由邀請單位

支付者，核給公假。 

修正並補充有關參加

觀摩活動及具訓練講

習性質之說明會議或

活動之差假核定。 

二、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之公差(假)規定如下： 

(七)參加中央機關召開之會議以核派 1人為原則，以節省

經費人力並避免影響正常公務之推動。 

二、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之公差(假)規定如下： 

(七)參加中央機關召開之會議以核派 1人為原則。 

補充說明文字。 



二、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之公差(假)規定如下： 

(八)由中央機關或其他機關辦理之文康活動或體育、藝能

競賽，參加人員除代表機關參加外，均不得以公假登

記。 

新增。  

四、赴台人員請假、續假、銷假之規定如后： 

(六)赴台公差、公假(考試除外)人員應安排於假滿當日返

金，如因故或天候等因素致原定班次班機延誤或取

消，應於銷假上班後檢具航空公司開立之相關證明及

後補紀錄等佐證資料，簽請單位人事及機關首長准予

續給公差(假)，但不得浮濫。 

四、赴台人員請假、續假、銷假之規定如后： 

(六)赴台公差、公假(考試除外)人員應安排於假滿日返

金，如因故或天候等因素延期、取銷該班次班機，

應取得航空公司簽證後，由主管(督導)單位核實簽

准續給公差(假)，但不得浮濫。 

修正說明文字 

五、奉派出國或至大陸參加活動或執行公務期間均以

公假登記，並須敘明預計搭乘之船班及班機時

間，依實際交通往返時間核給差假天數。 

新增。 新增奉派出國及赴陸

之差假核給規定。 

 



金門縣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差假補充要點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十一月六日(八一)縣人字第一三八五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八月三十日(八三)縣人字第二三００三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九月二日(九一)府人字第九一三四九四九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95 年 12 月 12 日府人二字第 0950067253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96 年 12 月 7 日府人二字第 0960901147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97 年 2 月 22 日府人二字第 0970010410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99 年 7 月 26 日府人二字第 0990050573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5 年 2 月 19 日府人二字第 1050011329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5 年 6 月 15 日府人二字第 1050044830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7 年 10 月 1 日府人二字第 1070081151 號函修正 

一、 本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員工之差假管制，除法令另有規定

外，悉依本補充要點辦理。 

二、 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之公差(假)規定如下： 

(一) 凡上級交辦或本單位業務實際需要，必須派員赴台公

差、出席會議或奉准赴台參加受訓、講習、進修、考試

請公假者，均應檢附具體資料審核，在台北市、新北市、

台中市、高雄市辦理任務半天能完成者，核給公差(假)

一天半；一天能完成者，核給二天；一天半能完成者，

核給公差(假)二天半，餘類推；其餘地區依下表(二)辦

理。 

(二) 核給公差(假)日數依表列規定： 

   任務完成 

核給   天數 

  日數 
半天 一天 一天半 二天 二天半 三天 

台北市 
新北市 
台中市 
高雄市 

一天半 二天 二天半 三天 三天半 四天 

花蓮縣、臺東縣 

澎湖縣、連江縣 

南投縣 

二天半 三天 三天半 四天 四天半 五天 

其餘 

各直轄市、縣 
二天 二天半 三天 三天半 四天 四天半 



(三) 已赴台差假期間，接獲公差(假)案，續核給公差(假)日

數依表列規定： 

      任務完成 

 核給     天數 

    日數 

半天 一天 一天半 二天 二天半 

花蓮縣、臺東縣 

澎湖縣、連江縣 

南投縣 

一天 二天 三天 三天 四天 

其餘 

各直轄市、縣 
一天 一天 二天 二天 三天 

(四) 奉准或應邀赴台參加與職務有關之觀摩，其差旅費由服

務單位或邀請單位支付者，均核給公假；奉派參加具訓

練或講習性質之說明會議或相關活動，核給公假。 

(五) 本府暨所屬各機關之主官(管)於申請公差(假)時請本自

我管理之原則，在任務完成及交通條件許可下，於規定

核給日數範圍內覈實申請，避免因公停留在台時間過

長，致影響公務及為民服務時間 

(六) 公差(假)畢並提前返金時，應覈實辦理銷假返回工作崗

位。 

(七) 參加中央機關召開之會議以核派 1 人為原則，以節省經

費人力並避免影響正常公務之推動。 

(八) 由中央機關或其他機關辦理之文康活動或體育、藝能競

賽，參加人員除代表機關參加外，均不得以公假登記。 

三、 機關首長之差假應報縣府核定外，其餘人員差假授權各機

關首長核定。 

四、 赴台人員請假、續假、銷假之規定如后： 

(一) 公差(假)均應事先會辦人事單位核給假別及日數，經簽

奉核准後，於差勤系統提出申請。 

(二) 若確因故需要，續假案件應於假滿前申請，並於假滿日



回任。 

(三) 請公差(假)赴台人員銷假案件除機關主官應報府核辦

外，其餘人員由各單位主官核定。 

(四) 赴台公差(採購除外)、公假(考試、研習、訓練除外)人

員，如有應辦事項者，應於返金三日內，檢附會議決議

或裁示事項等相關資料提出報告陳請長官核閱。 

(五) 差旅費之報支悉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辦理。 

(六) 赴台公差、公假(考試除外)人員應安排於假滿當日返

金，如因故或天候等因素致原定班次班機延誤或取消，

應於銷假上班後檢具航空公司開立之相關證明及後補紀

錄等佐證資料，簽請單位人事及機關首長准予續給公差

(假)，但不得浮濫。 

五、 奉派出國或至大陸參加活動或執行公務期間均以公假登

記，並須敘明預計搭乘之船班及班機時間，依實際交通往返

時間核給差假天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