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國公教人員退休撫卹整合平臺
教育訓練手冊

課程大綱

★退撫基本資料維護作業

★退休撫卹查驗系統

★退撫給與發放作業

★年終慰問及三節慰問金發放作業

★優惠存款計息校對系統

★人事業務績效考核



退撫基本資料維護作業

★資料來源

 銓敘部每日定期轉入

 WebHR每日定期轉入

 機關自行檔案上傳

★資料範圍

 發放機關設定作業所設之發放機關清單

 兼辦上級主管機關或平行單位

★核定資料匯入作業

退撫核定資料匯入平臺



退撫基本資料維護作業

★查詢功能

 點選類型可查詢退休、撫慰及撫卹人員

 可依發放機關或最後服務機關查詢

 可針對資料進行修改或移除

退撫基本資料維護作業

★修改功能

 需經二級主管機關授權方能修改資料

 身分證號及退休生效日不可修改



退撫基本資料維護作業
★修改功能

 修改點擊儲存，系統會檢查所有欄位(不論是否有修
正)，若資料有誤會以紅字顯示

退撫基本資料維護作業

★修改功能

 修改點擊儲存，若資料無誤會顯示「資料更新成功」



退撫基本資料維護作業

★移除功能

 若已有發放資料之人員，則無法移除

退撫基本資料維護作業

★移除功能

 若無發放資料之人員，則顯示「移除成功」



退撫基本資料維護作業

★退撫選員功能

 連動至「退撫人員彈性選員」功能介面

退撫基本資料維護作業

★退撫選員功能

 點擊「選取範本」可選取已儲存之選員設定檔



退撫基本資料維護作業
★退撫選員功能

 可自行設定條件並匯出所需之資料

 選取欲輸出之資料類別及退撫類別

退撫基本資料維護作業

★退撫選員功能

 選取欲輸出之資料欄位

 排序資料欄位輸出順序



退撫基本資料維護作業

★退撫選員功能

 設定查詢條件

退撫基本資料維護作業

★退撫選員功能

 設定資料排序條件並產生檔案



退撫基本資料維護作業

★退撫選員功能

 點擊「選取範本」可將此次設定儲存為範本供未來使
用

退休撫卹查驗系統

★紅字顯示尚未回覆查驗結果之查驗機關

★可依個人或查驗機關查詢



退休撫卹查驗系統

★查驗結果查詢可排除特定之人員

退休撫卹查驗系統

★依個人查詢

 點擊身分證號可看個人所有查驗結果資料



退休撫卹查驗系統
★依個人查詢

 提供退休人員再任財團法人警示功能

退休撫卹查驗系統
★依個人查詢

 可點擊「停發註記」停發該人員

 停發資料會連動至基本資料之停發區塊



退休撫卹查驗系統

★依查驗機關查詢

 可排序資料

 可查詢歷史查驗資料

退休撫卹查驗系統
★依查驗機關查詢

 提供退休人員再任財團法人警示功能



退休撫卹查驗系統
★依查驗機關查詢

 點擊身分證號可查看該人員於特定查驗機關完整的查
驗結果資料

退休撫卹查驗系統

★依特定檢核條件提供建議停發清單



退休撫卹查驗系統

★停發程序

 系統依查驗結果自動將符合檢核停發條件且未設停發
之人員列入建議停發清單

 人事人員至「自動停發建議清單」檢視建議清單

 人事人員勾選欲停發之人員後，點選「執行停發註
記」，系統自動將該人員列入停發

註：停發起日為系統日期

退休撫卹查驗系統

★檢核停發條件

查驗類別 停發條件

公務人員 教育人員

戶政/死亡通報 人員特殊記事註記為【死亡】、【宣告死亡】者或死亡通報查驗
結果有資料者

司法(法務)通緝 領受人因案遭通緝期間

法務褫奪 領受人受褫奪公權期間且尚未復權

入監服刑 領受人經判刑確定而入監服刑期
間

無

健保 領受人有健保投保紀錄且未退保

公保/勞保 再任有給之公職、政府補捐助財
團法人或政府轉投資事業之職務，
且投保薪資超過法定基本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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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休撫卹查驗系統

★勾選欲停發人員並點擊「執行停發註記」

★系統自動將該人員列入停發

退休撫卹查驗系統

★已停發人員會移至清單下方

★已停發人員便無法再勾選



停發原因期間設定

★退休停發註記

★停發原因代號、說明、期間、圓圈點

退撫給與發放作業

★發放人員條件

發放類型 發放種類 發放人員範圍 發放人員類別

退休 1. 月退休金
2. 兼領1/2之一次退休

金與1/2之月退休金
3. 兼領1/3之一次退休

金與2/3之月退休金
4. 兼領1/4之一次退休

金與3/4之月退休金

1. 已審定之人員
2. 排除當期退休人員
3. 排除退休再任人員
4. 排除停發人員
5. 排除展期支領退休金始

日不在發放期別之人員

1. 政務人員
2. 公務人員(含交

通事業人員)
3. 教育人員
4. 警察人員
5. 無軍籍教官

撫慰 1. 月撫慰金
2. 一次及月撫慰金

1. 已審定之人員
2. 排除停發人員
3. 排除撫慰金領受起始日

不在發放期別之人員

撫卹 1. 年撫卹金
2. 一次及年撫卹金

1. 已審定之人員
2. 排除當年度審定人員
3. 排除領卹期限外人員
4. 排除停發人員



退撫給與發放作業

★發放人員名單有誤，請先行檢視

 發放種類是否正確

 發放人員類別是否正確

 是否為退休再任、當期退休或當年度撫卹人員

 展期支領退休金始日、撫慰金領受起始日、領卹期限起日、
領卹期限迄日、最後一次延長給卹領受期限(起)及最後一
次延長給卹領受期限(迄)之資料格式是否正確(7碼)

 停發或停再發是否有輸入日期

退撫給與發放作業

★發放金額

發放類型 資料欄位 每人實發金額

退休 1. 退休薪點、暫支俸(薪)點、照支俸點
2. 人員類別、待遇類別、待遇表別
3. 是否因公傷病、因公計算選擇
4. 審定眷口(大)、審定眷口(中)、審定眷口(小)
5. 月補償金基數
6. 舊制月退百分比、減額百分比
7. 舊制核定年資、新制核定年資

1. 依展期支領退休金始日計算至日
2. 依停發設定計算至日
3. 追補扣金額

撫慰 1. 退休薪點、暫支俸(薪)點、照支俸點
2. 人員類別、待遇類別、待遇表別
3. 是否因公傷病、因公計算選擇
4. 審定眷口(大)、審定眷口(中)、審定眷口(小)
5. 月補償金基數
6. 舊制月退百分比、減額百分比
7. 舊制核定年資、新制核定年資

1. 依撫慰金領受起始日計算至日
2. 依停發設定計算至日
3. 追補扣金額
4. 眷屬領受比例及餘額分配權

撫卹 1. 退休薪點、暫支俸(薪)點、照支俸點
2. 人員類別、待遇類別、待遇表別
3. 是否因公傷病、因公計算選擇
4. 審定眷口(大)、審定眷口(中)、審定眷口(小)
5. 月補償金基數
6. 舊制月退百分比、減額百分比
7. 舊制核定年資、新制核定年資

1. 依領卹期限計算至日
2. 依停發設定計算至日
3. 追補扣金額
4. 眷屬領受比例及餘額分配權



退撫給與發放作業

★發放金額有誤，請先行檢視

 基本資料欄位是否正確

 日期相關欄位是否正確，且輸入至「日」

 眷屬資料是否正確

 追繳補扣資料是否正確

退撫給與發放作業-溢領追繳管控作業

★查詢

 可查詢所有溢領追繳資料

 可編輯或刪除資料



退撫給與發放作業-溢領追繳管控作業

★新增追繳補發資料

退撫給與發放作業-溢領追繳管控作業

★新增追繳補發資料

 可選擇是否綁定特定發放期別

不綁定發放期別：獨立產製追繳/補發清冊

綁定發放期別：系統產製該期別發放資料時，自動帶入
追繳/補發金額



退撫給與發放作業-溢領追繳管控作業

★新增追繳補發資料

 若綁定發放期別，產製該期發放資料即會帶入該筆追
繳補發資料

退撫給與發放作業-溢領追繳管控作業

★新增追繳補發資料

 可針對退撫人員或特定遺眷進行追繳/補發



退撫給與發放作業-溢領追繳管控作業

★編輯

 點擊「編輯」可更新該筆追繳補發資料情形

退撫給與發放作業-溢領追繳管控作業

★列印溢領追繳清冊

 若不綁定發放期別，可直接列印該筆追繳/補發資料



退撫給與發放作業-發放作業
功能按鈕 說明

當期查驗確認 1. 提醒人事人員需至退休撫卹查驗系統進行查驗停發
作業

2. 若未點擊此按鈕而直接產製資料，系統會於上方紅
字提示「此期查驗資料尚未確認，請確認之後再進
行產製發放資料!」

複製前期發放紀錄 可複製前一期月退休金、月撫慰金或年撫卹金發放資料

產製發放資料 1. 由系統計算當期月退休金、月撫慰金或年撫卹金之
人員名單及發放金額

2. 與「複製前期發放紀錄」為二擇一選項

新增名單 提供新增單筆退休、撫慰或撫卹人員資料至發放名單

不鎖定查驗及列印功能 1. 需二級主管機關授權
2. 可自行決定是否待全部查驗機關回傳查驗資料至退

撫平臺時，方進行查驗檢核及列印發放清冊等作業

查驗檢核 勾稽並顯示有異常之查驗資料

退撫給與發放作業-發放作業

功能按鈕 說明

列印發放清冊 列印具退撫平臺浮水印之PDF檔案

列印通知單 1. 列印具退撫平臺浮水印之Word檔案
2. 供人事人員寄發給領受人

查詢發放資料 可查詢特定期別或特定人員之發放資料

發放確認及統計專區 1. 確認當期月退休金、月撫慰金或年撫卹金發放人數
及金額

2. 點擊「發放確認」後即無法再產製該期發放資料，
需於「解除鎖定作業」解除方能重新產製

3. 主管機關可確認所屬發放情形並下載相關報表
4. 設定是否允許系統每月16日自動將資料報送至用人

費用系統



退撫給與發放作業-發放作業
★產製發放資料

 先於下方紅色區塊設定相關產製條件

★維持銓敘部每月1日報送查驗

★查驗機關查驗結果回覆 約5-10工作天

查驗機關查驗結果回覆



退撫給與發放作業-發放作業

★不鎖定查驗及列印功能

 出現「查驗及列印功能已解鎖」訊息，按鈕變更成
「鎖定查驗及列印功能」

 可進行「查驗檢核」及「列印發放清冊」作業

退撫給與發放作業-發放作業
★查驗檢核

 將異常資料顯示於異動註記

 「@」可查詢異常原因



退撫給與發放作業-發放作業
★列印發放清冊及通知單

 先於下方紅色區塊設定相關列印條件

退撫給與發放作業-發放作業

★查詢發放資料

 先於下方黃色區塊設定相關查詢條件



退撫給與發放作業-發放作業
★發放資料

 可不列印該筆資料(不會顯示於發放清冊)

 可匯出所有資料(Excel檔)

 可單筆重新產製

退撫給與發放作業-發放作業

★發放資料

 可單筆列印發放清冊及通知單



年終慰問及三節慰問金發放作業-年終慰問金
發放作業

功能按鈕 說明

複製前期發放紀錄 可複製前一年度年終慰問金發放資料

產製發放資料 1. 由系統計算當年度年終慰問金之人員名單及發放金額
2. 與「複製前期發放紀錄」為二擇一選項

新增名單 提供新增單筆退休或撫卹人員資料至發放名單

查驗檢核 勾稽並顯示有異常之查驗資料

列印發放清冊 列印具退撫平臺浮水印之PDF檔案

列印通知單 1. 列印具退撫平臺浮水印之Word檔案
2. 供人事人員寄發給領受人

查詢發放資料 可查詢特定年度或特定人員之發放資料

發放確認及統計專區 1. 確認當年度年終慰問金發放人數及金額
2. 點擊「發放確認」後即無法再產製該年度發放資料，需

於「解除鎖定作業」解除方能重新產製
3. 主管機關可確認所屬發放情形並下載相關報表
4. 主管機關可稽催所屬儘快執行發放確認作業

★發放條件

 說明發給對象及發給金額計算

 由人事總處給與福利處每年維護

年終慰問及三節慰問金發放作業-年終
慰問金發放作業



★複製前期發放紀錄

 仍會判斷該人員是否符合發放條件

年終慰問及三節慰問金發放作業-年終
慰問金發放作業

★發放資料

 可查詢符合及不符合之人員名單

 於符合名單點擊「修改」可修改「慰問金發給百分
比」、「核發比例」或「備註」欄位

 於符合名單點擊「刪除」可移至不符合名單

 於不符合名單點擊「加入」可移至符合名單

年終慰問及三節慰問金發放作業-年終
慰問金發放作業



★發放確認統計專區

 提供主管機關稽催所屬執行發放確認作業

 所屬可於ECPA首頁及待辦事項看到稽催訊息

年終慰問及三節慰問金發放作業-年終
慰問金發放作業

年終慰問及三節慰問金發放作業-三節
慰問金發放作業

功能按鈕 說明

複製前期發放紀錄 可複製前次三節慰問金發放資料

產製發放資料 1. 由系統產製當次三節慰問金之人員名單
2. 與「複製前期發放紀錄」為二擇一選項

新增名單 提供新增單筆退休人員資料至發放名單

查驗檢核 勾稽並顯示有異常之查驗資料

列印發放清冊 列印具退撫平臺浮水印之PDF檔案

列印通知單 1. 列印具退撫平臺浮水印之Word檔案
2. 供人事人員寄發給領受人

查詢發放資料 可查詢特定某次或特定人員之發放資料

發放確認及統計專區 1. 確認當次三節慰問金發放人數及金額
2. 點擊「發放確認」後即無法再產製該次發放資料，

需於「解除鎖定作業」解除方能重新產製
3. 主管機關可確認所屬發放情形並下載相關報表
4. 主管機關可稽催所屬儘快執行發放確認作業



★發放條件

 說明發給對象

 由人事總處給與福利處每年維護

年終慰問及三節慰問金發放作業-三節
慰問金發放作業

★複製前期發放紀錄

 仍會判斷該人員是否符合發放條件

年終慰問及三節慰問金發放作業-三節
慰問金發放作業



★發放資料

 可查詢符合及不符合之人員名單

 於符合名單點擊「修改」可修改「慰問金金額」欄位

 於符合名單點擊「移除」可移至不符合名單

 於不符合名單點擊「加入」可移至符合名單

年終慰問及三節慰問金發放作業-三節
慰問金發放作業

年終慰問及三節慰問金發放作業-技工
工友三節慰問金發放維護

功能按鈕 說明

複製前期發放紀錄 可複製前次三節慰問金發放資料

技工/工友名單管理 可新增、修改或刪除技工/工友名單資料

產製發放資料 1. 由系統產製當次三節慰問金之人員名單
2. 與「複製前期發放紀錄」為二擇一選項

新增名單 提供新增單筆退休人員資料至發放名單

查驗檢核 勾稽並顯示有異常之查驗資料

列印發放清冊 列印具退撫平臺浮水印之PDF檔案

列印通知單 1. 列印具退撫平臺浮水印之Word檔案
2. 供人事人員寄發給領受人

查詢發放資料 可查詢特定某次或特定人員之發放資料

技工工友查驗結果查詢 功能同退休撫卹查驗系統



年終慰問及三節慰問金發放作業-技工
工友三節慰問金發放維護

功能按鈕 說明

發放確認及統計專區 1. 確認當次三節慰問金發放人數及金額
2. 點擊「發放確認」後即無法再產製該次發放資料，

需於「解除鎖定作業」解除方能重新產製
3. 主管機關可確認所屬發放情形並下載相關報表
4. 主管機關可稽催所屬儘快執行發放確認作業

★技工/工友名單管理

 點擊進入名單管理頁面

年終慰問及三節慰問金發放作業-技工
工友三節慰問金發放維護



★技工/工友名單管理

 產製名單依「是否發放三節慰問金註記」設定

年終慰問及三節慰問金發放作業-技工
工友三節慰問金發放維護

年終慰問及三節慰問金發放作業-其他
人員照護三節慰問金發放作業

功能按鈕 說明

複製前期發放紀錄 可複製前次三節慰問金發放資料

其他照護名單管理 可新增、修改或刪除技工/工友名單資料

產製發放資料 1. 由系統產製當次三節慰問金之人員名單
2. 與「複製前期發放紀錄」為二擇一選項

新增名單 提供新增單筆退休人員資料至發放名單

查驗檢核 勾稽並顯示有異常之查驗資料

列印發放清冊 列印具退撫平臺浮水印之PDF檔案

列印通知單 1. 列印具退撫平臺浮水印之Word檔案
2. 供人事人員寄發給領受人

查詢發放資料 可查詢特定某次或特定人員之發放資料

其他人員查驗結果查詢 功能同退休撫卹查驗系統



年終慰問及三節慰問金發放作業-其他
人員照護三節慰問金發放作業

功能按鈕 說明

發放確認及統計專區 1. 確認當次三節慰問金發放人數及金額
2. 點擊「發放確認」後即無法再產製該次發放資料，

需於「解除鎖定作業」解除方能重新產製
3. 主管機關可確認所屬發放情形並下載相關報表
4. 主管機關可稽催所屬儘快執行發放確認作業

優惠存款計息校對系統

功能按鈕 說明

查詢優存資料 僅可查詢當年度優存資料

取得實際可優存金額 將退休核定主檔之「實際得優存金額」顯示於「可優
存金額」欄位並比對，若有異常會以紅色字體顯示

查驗比對 勾稽並顯示有異常之查驗資料

機關比對 比對「臺銀之機關名稱」與退休核定主檔之「最後服
務機關」，若
1. 基本資料無該人員資料，僅顯示臺銀之機關名稱
2. 兩者不同則以藍色字體顯示

存款餘額更新回退休資料 將本年度「臺銀優惠存款餘額」更新至退休核定主檔
之「實際得優存金額」

已校對勾選人員 鎖定勾選人員之校對資料

輸出EXCEL 1. 可匯出機關優存資料
2. 勾選「輸出檔案時包含所屬機關」可同時匯出所

屬之優存資料



優惠存款計息校對系統

★查詢優存資料

 可設定相關查詢條件

優惠存款計息校對系統
★優存資料

 可設定相關查詢條件



★優存資料

優惠存款計息校對系統

優惠存款計息校對系統

★優存資料

 點擊身分證號可進到該人員優存相關資料查詢及編輯
頁面



優惠存款計息校對系統

★優存資料

 點選「註記」可針對異常資料進行註記

 註記之資料顯示於異常原因及異常註記欄位

優惠存款計息校對系統

★已校對勾選人員

 勾選該筆資料並點擊「已校對勾選人員」，則該筆資
料將被鎖定



★Q:教育人員退休撫卹管理系統--退休申請--初次申請-經登
入資料試算處理後—仍*無申請鍵*可按！。

 A:先刪除其WebHR待匯區資料，建請至源頭WebHR退休刪除，否
則每日仍會同步至待匯區。

 如已先申請刪除其WebHR待匯區資料，仍無申請鈕，則須改以
手動試算方式 登打資料方會有 申請鈕(另因桃園國立改隸市
立高中無手動試算鈕 經查原因為該些高中為新的機關代碼，
試算系統的手動試算權限無該些機關代碼，須請廠商協助新增)

常見問題(退撫平台)

★Q:教育人員退休撫卹管理系統--退休申請--初次申請-進入資料試
算處理後—本校仍無法新增陳老師107.2.1退休資料

 A:建議處理步驟如下：退休教育人員-退撫平台無法申請 請檢查 2個
地方即[退休年資]及公保年資 (會出現2個提示訊息皆先行點[確定]
帶過，再依下述方式處理完成後應可送出申請)

1.[退休年資]部分:如遇申請資料顯示年資已結清，請點選 退休年資
旁邊【明細說明】進入後，再逐筆點選每筆經歷 左手邊【修改】鈕，並
於 核取方框 打勾 按【確認】儲存 [來源]欄位會由[已結清]變為[編輯]
後 即可。

2.[公保年資]部分:如遇申請公保年資進不來而無法再申請退休案件時，
解決方式：可如訊息畫面從表19帶入，如仍有缺漏時，請再點選 公保年
資旁邊【明細說明】進入後，再逐筆補新增 每筆公保年資經歷後即可。

 綜上2點皆處理完成 即可再重新申請(如無法儲存時請檢查經歷年資
起訖日期是否重疊)

常見問題(退撫平台)



★WebHR退休自1070101已不再做系統增修了，
其中WebHR退休意願調查功能預計評估移至退
撫試算。

未來可能修訂內容

★人事資訊系統客服網(PICS) 
https://pics.dgpa.gov.tw

★PICS Q&A

★PICS 掛號室

★客服專線：02-23979108

(上午 9:00~12:00 下午 14:00~17:00)

★客服傳真：049-2332199

★客服信箱：pemis@dgpa.gov.tw

綜合研討 Q &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