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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服務簡訊 107.1 NO.10 

第 10 期 

 中華民國 107 年 1 月 政風處綜合規劃科編

機關 

單位 
職稱 姓名 異動別 

報到/離

職日期 
備註 

內政部政

風處 
處長 王文信 調至他機關 107/01/22 

新任新北市政府政風處處

長 

消防署政

風室 
主任 李伯章 調至他機關 107/01/25 

新任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

委員會政風處專門委員 

空中勤務

總隊政風

室 

主任 林錦義 調至他機關 107/01/11 
新任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

所政風室主任 

空中勤務

總隊政風

室 

主任 林隱賢 調派代 107/01/11 
前任職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政風室主任 

移民署政

風室 
專員 伊寵惠 調派代 106/12/07 

前任職臺灣高等法院政風

室科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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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 

單位 
職稱 姓名 異動別 

報到/離職

日期 
備註 

消防署政

風室 
專員 吳漢森 調派代 106/11/16 

前任職科技部南部科學工

業園區管理局政風室專員 

營建署政

風室 
課員 林奕足 回職復薪 107/01/20 育嬰留職停薪復職 

內政部政

風處 
科員 李佳凌 

考試新進人

員 
107/2/1 

106年高等三級考試增額

錄取人員 

移民署政

風室 
科員 劉育晏 

考試新進人

員 
107/2/1 

106年高等三級考試增額

錄取人員 

營建署政

風室 
課員 翁怡婷 

考試新進人

員 
107/2/1 

106年高等三級考試增額

錄取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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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 103 年至 105 年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於 107 年 1 

月 31 日（不含）以後始報到訓練者，應參加一般保險之投 

保相關事宜 1 案。 

一、103 年至 105 年考試錄取人員，於 107 年 1 月 31 日

（不含）以後始報到訓練者，應參加一般保險，不再區分

考試等級、年齡、訓練期間及給付額度上限。 

二、前項一般保險之基本投保（給付）項目為「殘廢」及「死

亡」等 2 項，基本投保（給付）額度為「新臺幣 100 萬

元」，並由各用人（訓練）機關（構）學校依受訓人員工

作性質或實務需要，參酌市場價格，自行為受訓人員辦理

（購買）。 

三、本案業以 107 年 1 月 18 日台內人字第 1070402951 號    

函轉本部所屬一級機關及地政機關在案。 

人事服務簡訊 107.1 NO.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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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服務簡訊 107.01 NO.10 

  

 

 

 有關行政院調增 107 年度軍公教員工待遇 1案。 

     

 一、107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業經立法院第 9 屆第 4 

會期於 107 年 1 月 30 日三讀通過，該預算案俟總

統公布始完成法定程序。 

 二、107 年度軍公教待遇調增案，將俟前開預算案奉

總統公布後，溯自 107 年 1 月 1 日生效。 

 

 

 權利不是天生的，不是抽象的自然存在物，而是由國家和法

律所確定、規定和賦予的。 

 然而作為人權基本內容的平等與自由，在古代奴隸制社會已

有萌芽。— 孫哲著<新人權論> 

 

   

 



 5 

 

人事服務簡訊 107.01 NO.10 

  

部長葉俊榮頒給王處長文信內政部一等專業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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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部達-王處長文信榮陞新北市政府政風

處處長 

人事服務簡訊 107.01 NO.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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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服務簡訊 107.01 NO.10 

公布「市售魚蝦品質檢測及標示查核」結果  

   農曆春節即將到來，家家戶戶忙於採購年菜料理，魚蝦食材因

與國人喜愛之吉祥話「年年有餘」及「鴻運當頭」(蝦蒸熟後變

成紅色)呼應，已成為每個家庭年菜必備菜色之一。有鑒於此，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以下簡稱行政院消保處)抽查 20 家賣場、

超市和量販店業者之 60 件魚蝦品質檢驗及標示查核。品質抽驗

60 件，全數符合規定；標示查核 60 件，48件符合規定，12 件不

符合規定，行政院消保處表示不符合規定之業者，均已請主管機

關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督導地方政府衛生局依法處辦。 

  除了年節時家庭之應景食材以外，魚蝦產品亦在國人營養均衡

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一旦品質未符合安全衛生標準，輕微者恐引

發消費者過敏，嚴重者恐致消費者食物中毒。行政院消保處為維

護消費者權益，於去(106)年 11 月下旬間會同地方政府消費者保

護官及衛生局人員，至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臺南市、高雄

市、屏東縣及基隆市等地，隨機就賣場、超市和量販店業者販售

之冷凍魚蝦之新鮮度、動物用藥、重金屬、二氧化硫等品質項目

及標示進行抽驗和查核，共計抽樣 45 件魚

(其中海撈魚 27 件、養殖魚 18 件)和 15 件

蝦，委由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進行檢

驗重金屬、動物用藥、二氧化硫及新鮮度等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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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查核和抽驗結果如下: 

ㄧ、品質及衛生安全抽驗部分:共計抽樣 45 件魚(其中海撈魚

27 件和養殖魚 18 件)及 15 件蝦: 

1.27 件海撈魚檢驗項目為:甲基汞、重金屬(鉛、鎘)、揮發性

鹽基態 氮、組織胺，全數符合規定。 

2.18 件養殖魚檢驗項目為:動物用藥多重殘留、四環黴素、孔

雀綠、揮發性鹽基態氮、組織胺，全數符合規定。 

3.15 件蝦類檢驗項目為:二氧化硫、動物用藥多重殘留、四環

黴素、孔雀綠、揮發性鹽基態氮、組織胺，全數符合規定。 

二、標示查核部分:48 件符合規定，12 件者不符合規定，主要

違失項目如下:(ㄧ)營養標示項目:6 件未依規定辦理。(二)淨

重項目:4 件未依規定辦理。(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標

示事項，如應標示保存方法、及調理條件:4 件未依規定辦理。

(四)品名項目:3 件未依規定辦理。(五)須冷藏或須冷凍字樣標

示方式:3 件未依規定辦理。  

採買魚類時，可從「眼、腮、腹、氣味、色澤、肉質」來做挑

選，也就是新鮮的魚類，魚眼球為明亮透明、魚腮為淡紅色或

暗紅色、魚腹因內臟完整腹部堅實、無腥味、魚體本身有光

澤、魚肉有彈性。選購蝦類時，應以「光澤度」及「肉質」為

標準，新鮮之蝦類有光澤度，蝦殼未變黑、無白斑，且肉質結

實，頭部未斷落。掌握選購小要領，將保障自己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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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防火 家家平安- 
 

 住宅 防火 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