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年度中曾擔任或兼代主管職務者，在計算年終獎金、考績獎金、不休
假加班費之擔任主管職務月數計算疑義 

壹、年終獎金 

人事行政局 94 年 1 月 21 日局給字第 0940001308 號函釋： 

  有關年中代理主管人員如何計發年終獎金一案，本局 88.1.20 局給字第 1176 號函規定：

『主管加給之年資採計，依其當年實際在職月數合併計算後，按比例發給，其各月有未滿全

月之畸零日數者，予以合併計算，並以 30 日折算 1個月，所餘未滿 30 日之畸零日數，以 1

個月計算。』本案自 93.11.11 至 93.12.1 代理主任，請依上開規定覈實辦理。」 

 

 

貳：考績獎金： 

銓敍部 91 年 12 月 20 日部銓二字第 0912203265 號書函釋： 

  公務人員考績法第7條第2項規定：「前項所稱俸給總額，指公務人員俸給法所定之本俸、

年功俸及其他法定加給。」同法施行細則第9條規定：「（第1項）依本法給與之年終考績獎

金，或另予考績獎金，均以受考人次年1月之俸給總額為準⋯⋯。（第2項）因職務異動致俸給

總額減少者，其考績獎金之各種加給均以所任職務月數，按比例計算。⋯⋯」公務人員加給給

與辦法第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各機關人員職務經權責機關依法令核派由現職人員代理連續

10個工作日以上者，其加給之給與，在不重領、不兼領原則下，自實際代理之日起，依代理

職務之職等支給；⋯⋯」本部91年11月18日部銓二字第0912179379號函釋略以：「考量代理人

員若年度中多次代理主管職務，每次代理期間均符合公務人員加給給與辦法第12條之規定在

10個工作日以上，以其既有代理之事實，其考績獎金之主管職務加給得以其實際代理主管職

務合計月數按比例計算發給。」 

  準此，以考績獎金之計算及考績獎金中各種加給之計算，均以任職「月數」為基礎，有

關年度中連續代理主管職務10個工作天者（含星期六、日共12天），其代理支給加給之給與，

倘均合於上述加給給與辦法第1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其考績獎金之主管職務加給得以實際代

理主管職務所跨列之任職月數，按比例計算發給。 

 

貳：不休假加班費：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98.03.12.局給字第 09800065561 號函 

年度中因職務異動致專業加給減少者，其當年度未休假加班費之計發： 

一、查本局民國89年3月15日89局給字第004279號函規定略以，銓敘部民國52年2月14日（52）

台典一字第00676號函釋略以，公務人員因職務之調動致所支待遇有異動時，其不休假獎

金（按：現為未休假加班費）之計算標準，應以發放當月之待遇為準。準此，公務人員

於休假年度內除應休假日數以外之休假，因公務或業務需要經機關長官核准無法休假

者，其未休假加班費以該年度內發放當月（年底）之待遇為準，惟公務人員於休假年度



內，由主管人員（含兼任或代理主管）調任非主管人員職務者，其未休假加班費按其所

任主管職務月數比例計發。又上開規定並無將年度內因調任職務致專業加給減少之差額

部分依所任原職月數比例納入計算之規定，先予敘明。 

二、本案考量未休假加班費核發之意旨，主要係慰勞因機關公務或業務需要而未能休假者之

勤勞，且查「公務人員考績法施行細則」及「軍公教人員年終工作獎金（慰問金）發給

注意事項」中均有將年度中因職務異動致專業加給減少之部分，按其所任職務月數比例

計發之規定。爰自98年度起，於年度中因職務異動致專業加給減少者，其未休假加班費

之計算，得依所任不同專業加給月數按比例計發未休假加班費；另職務異動當月得併入

較高專業加給之月數計算。 

 

基上： 

以 100 年 11 月 11 日至 100 年 12 月 1 日代理主任者為例，其擔任主管職務之月數計算如下： 

一、年終獎金： 

  11月代理主任20日＋12月代理主任1日＝21日，因未滿30日，以1個月計。 

二、考績獎金： 

  因代理主任期間跨列11月、12月，以2個月計。 

三、不休假加班費： 

  因代理主任期間跨列11月、12月，以2個月計。 

 

 

 

 

 

 

 

 

 

 

 

 

 

 

 

 

 

 



■ 按月計發或合併畸零日數之函釋 

 
 
 



 

 
 
 



■ 年終獎金--年度中待遇有增減者之計發方式 

 



 
 
 
 



■ 未休假加班費--年度中待遇有增減者之計發方式（主管加給部分） 

 



 



■ 未休假加班費--年度中待遇有增減者之計發方式（專業加給部分） 

 



 



■ 考績獎金--年度中待遇有增減者之計發方式 

 

公務人員考績法第 9 條 

依本法給與之考績獎金，其給與標準如下： 

一、年終考績或另予考績獎金，均以受考人次年一月一日之俸給總額為準 

    ；十二月二日以後調任其他機關，由原任職機關以原職務辦理考績者 

    ，亦同。但非於年終辦理之另予考績獎金，以最後在職日之俸給總額 

    為準。 

二、十二月二日以後撤職、休職、免職、辭職、退休、資遣、死亡、留職 

    停薪期間考績年資無法併計或轉任（調）不適用本法規定之機關，經 

    依本法辦理考績者，其考績獎金依考績結果以在職同等級且支領相同 

    俸給項目者次年一月一日之俸給總額為準。 

三、依公務人員留職停薪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四款至第六款規定辦理留職 

    停薪人員，其考績獎金按考績結果以次年一月一日在辦理派出國協助 

    友邦機關、借調機關、公民營事業機構或政府捐助經費達設立登記之 

    財產總額百分之五十以上之財團法人所支俸（薪）給總額為準。 

四、專案考績獎金，以主管機關或授權之所屬機關（以下簡稱核定機關） 

    獎懲令發布日之俸給總額為準。 

因職務異動致俸給總額減少者，其考績獎金之各種加給均以所任職務月數 

，按比例計算。 



■考績法第 18 條 

  年終辦理之考績結果，應自次年一月起執行；一次記二大功專案考績及非於年終辦理之

另予考績，自主管機關核定之日起執行。但考績應予免職人員，自確定之日起執行；未確定

前，應先行停職。 

 

■考績法施行細則第 9 條 

  依本法給與之考績獎金，其給與標準如下： 

  一、年終考績或另予考績獎金，均以受考人次年一月一日之俸給總額為準；十二月二日

以後調任其他機關，由原任職機關以原職務辦理考績者，亦同。但非於年終辦理之

另予考績獎金，以最後在職日之俸給總額為準。 

  二、十二月二日以後撤職、休職、免職、辭職、退休、資遣、死亡、留職停薪期間考績

年資無法併計或轉任（調）不適用本法規定之機關，經依本法辦理考績者，其考績

獎金依考績結果以在職同等級且支領相同俸給項目者次年一月一日之俸給總額為

準。 

  三、依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四款至第六款規定辦理留職停薪人員，其

考績獎金按考績結果以次年一月一日在辦理派出國協助友邦機關、借調機關、公民

營事業機構或政府捐助經費達設立登記之財產總額百分之五十以上之財團法人所支

俸（薪）給總額為準。 

  四、專案考績獎金，以主管機關或授權之所屬機關（以下簡稱核定機關）獎懲令發布日

之俸給總額為準。 

  因職務異動致俸給總額減少者，其考績獎金之各種加給均以所任職務月數，按比例計算。 

  因國內外駐區互調人員，其年終或另予考績獎金均以當年度國內外服務月數，按比例計

算，不適用前二項之規定。 

  在考績年度內經依法令規定核派代理或兼任職務，並依規定支領代理或兼任職務之加給

者，其考績獎金之各種加給，除次年一月一日仍續代理或兼任者，依第一項規定辦理外，均

以實際代理或兼任職務月數，按比例計算。 

 

 

■銓敘部 90.04.12.（90）銓二字第 2011192 號書函 

一、公務人員考績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前項所稱俸給總額，指公務人員俸給法所定之本俸、

年功俸及其他法定加給。」第十八條規定：「年終考績結果，應自次年一月起執行……：。」

同法施行細則第九條規定：「（第一項）依本法給與之年終考績獎金，或另予考績獎金，

均以受考人次年一月之俸給總額為準……：。但非於年終辦理之另予考績獎金，以最後

在職月之俸給總額為準。（第二項）因職務異動致俸給總額減少者，其考績獎金之各種               

加給均以所任職務月數，按比例計算……：。」 

二、本部八十年七月一日八十臺華法一字第０五七九六四０號函釋：「……：有關公務人員年

終考績獎金或另予考績獎金之核發，除上開「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第九條第一項

但書規定之情形者外，自應依據」受考人次年一月之俸給總額為準﹄之規定辦理，並以

一月一日為俸給總額核算之基準日，計算發給考績獎金……：。」本部九十年二月六日

（九０）法二字第一九八八一五一號書函略以，現職公務人員年終考績獎金，係以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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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查詢

:::

資料開放宣告  資訊安全政策宣告  隱私權政策宣告  考試院地圖位
置

地址：11601台北市文山區試院路一號 

Address：No.1, Shiyuan Rd., Wenshan Dist., Taipei City 11601, Taiwan
(ROC)

加入討論

現在位置  首頁

回上一頁

意見園地

主題： 有關年終工作奬金、考績獎金、未休假加班費計算

姓名： 黃先生 發佈日期： 2016/11/25 11:51:12

內容： 請問原本擔任縣政府薦任第八職等一般行政職系科長，105年9月調至中央單位薦任

第七職等非主管職務，其中因專業加給增加之故，即便少了主管加給，但俸給總額

係增加的，那105年終工作奬金、考績獎金、未休假加班費是否都可按曾擔任主管

月數之比例計算?謝謝~~

回應人： 本園地 回應日期： 2016/11/30 11:08:30

內容： 您好：

您詢問有關考績年度中職務異動之年終工作獎金、考績獎金及未休假加班費

計算一事，已交由銓敘部研處並為您說明如下：

依公務人員考績法（以下簡稱考績法）施行細則第9條第1項第1款及第2項規

定，年終考績獎金以受考人次年1月1日之俸給總額為準；因職務異動致俸給

總額減少者，其考績獎金之各種加給均以所任職務月數，按比例計算。依您

電子郵件所述，您於本年9月由主管職務調任非主管職務，俸給總額增加，是

您本年年終考績獎金，尚無上開考績法施行細則第9條第2項之適用，爰應以

您明（106）年1月1日之俸給總額為準。另您詢問年終工作獎金及未休假加班

費部分，因非屬本部主管權責，建議您逕洽主管機關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詢

問，較為便捷。

感謝您的來信，祝您萬事如意！

本園地 敬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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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xam.gov.tw/sp.asp?xdurl=message/message_article.asp&mp=1&ptype=2&mid=20581[2018/10/31 下午 08:51:52]

TEL：886-2-82366000   FAX：886-2-82366100 
考試院 瀏覽人次：42610463人 更新日期：107/10/31  在線人

次：16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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