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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人員可休假日數計算及查詢 

➢ 功能說明 

預設計算人員近 2年可休假日數，並顯示採計年資及計算規則。 

1. 計算時間點為上半年度時，計算人員當年及次年之休假日數。 

2. 計算時間點為下半年度時，計算人員次年及後年之休假日數。 

➢ 功能路徑 

WebHR > 個人資料 > 個人基本資料 > 基本資料 > 人事 21表資料維護 

 

 

表二上方【點選「年度可休假日數」鈕】 

 

也可從「個人資料 > 個人基本資料 > 基本資料 > 簡要人員資料查

詢」的查詢條件人員清單，快速點選表二按鈕再進入「年度可休假日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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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說明 

 

 

【說明 1】 

1. 點選「查詢」鈕，可帶出人員近 2年可休假日數、相關年資及計

算規則說明。 

2. 如之前已計算過人員可休假日數時，一進來此畫面系統即會自動

帶出上次計算結果(畫面上有最後計算時間可以參考) 

 

3. 若人員相關年資資料有異動需重新計算可休假日數，可以點選

「計算」鈕，系統會重新擷取相關資料做計算。 

       

【說明 2】 

如資料有異常，系統無法計算可休假日數時，畫面將呈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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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3】 

系統採用之相關年資資料： 

1. WebHR人事 21表的資料，包含： 

(1) 表 1兵役、大專集訓 

(2) 表 19經歷資料(合併為連續年資,經歷迄日=實際離職日-1天) 

(3) 表 35留職停薪相關資料(代碼 24開頭，留停迄日=回職復薪

日-1天。) 

※ 若為尚未復職人員，系統將依人員該筆留停資料動態 1之

預計復職日計算。 

(4) 表 19實務訓練會判斷表 34是否有准予權理或合格實授的銓

審生效日=到職日期 

2. 若人員有額外可採計或需扣除年資，請務必點選[額外可採計年

資]或[額外需扣除年資]之按鈕，並輸入相關資料，重新點計算

按鈕，方會正確計算可休假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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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項年資採計方式： 

表 1兵役年資 + 表 1大專集訓 + 表 19經歷年資 + 額外可採計

年資 - 表 35留職停薪 - 額外需扣除年資。 

 

【說明 4】 

若需確認系統採計之表 19經歷、表 35動態等資料之詳細內容，建

議可使用右上角工具箱的人事資料查詢功能，並列檢視資料詳細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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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5】 

1. 本功能僅提供計算人員區分為 01-74(不含 10教育人員)之現職人

員。 

2. 僅提供 111年後的休假日數計算，相關法規如下： 

(1)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 7、8條。 

(2) 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第 4、5

條。 

(3) 銓敘部 110年 8月 24日部法二字第 11053777382號函：自

111年 1月 1日起，各機關於核計公務人員休假日數時，其

所具公務人員考試錄取訓練期間，以及曾服務於政府機關

(構)、公立學校之全時專任人員年資，得採計為公務人員

休假年資。 

3. 可休假日數結果、最後計算時間等，後續會提供 WebHR差勤子系

統使用，並提供總處 WebITR介接讀取 

 

【說明 6】 

以計算 111年休假日數為例，系統顯示的「說明」文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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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人員類型/案例 計算結果的「說明」文字 

1 留停中，不計算 111年休假日

數 

1.留停中(無預計復職日)，111年無

休假日數 

2.留停中(預計 1120305復職)，111

年無休假日數 

例：留停中(無預計復職日或預

計復職日為 112年後)，計算年

度 111年未任職，故不計算 111

年休假日數 

2-1 侍親或育嬰留停，復職次年度

111年休假日數 

侍親或育嬰留停復職次年度休假,依

前一在職年度實際任職月數比例核

給：28*3/12=7.0天  [註:前一年

(1101014)留停復職,前一在職年度

110年]  

例：110 年底年資滿 12 年，可

給 28 天，但 1080415-1101014

侍親留停，故計算 111 年休假

日數依前一在職年度(110 年)

實際任職月數(3 個月)比例核

給 

2-2 入伍留停，復職次年度 111年

休假日數 

入伍留停復職次年度休假,依服務至

前一年底之休假年資核給：7.0天  

[註:前一年(1100105)入伍留停復職]  

例：110年底年資滿 1年，可給

7 天，雖前一年入伍留停復職

(1100105)，計算 111年休假日

數依服務至前一年底之休假年

資核給仍是 7天 

3-1 侍親或育嬰留停，復職當年度

111年休假日數 

侍親或育嬰留停復職當年度休假,依

前一在職年度實際任職月數比例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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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人員類型/案例 計算結果的「說明」文字 

例：110年底年資滿 6年，可給

21 天，但 1090406-1111004 育

嬰留停，故計算 111 年休假日

數依前一在職年度(109 年)實

際任職月數(4個月)比例核給 

給：21*4/12=7.0天  [註:當年

(1111004)留停復職,前一在職年度

109年]  

3-2 入伍留停，復職當年度 111年

休假日數 

入伍留停復職當年度休假,依復職前

一年年底之休假年資所定日數乘以復

職當月至年終之在職月數比例核給：

7*10/12=6.0天  [註:當年(1110302)

入伍留停復職] 

例：110 年底年資未滿 1 年(初

任)，可給 7 天，但 1101104-

1110302入伍留停，故計算 111

年休假日數依復職前一年年底

(110 年)之休假年資所定日數

乘以復職當月(111 年 3 月)至

年終之在職月數(10 個月)比例

核給 

4-1 實務訓練中或當年 111年期

滿，111年沒有休假日數(期滿

次年才有) 

1.實務訓練中，沒有休假日數 

2.實務訓練期滿次年才有休假日數 

[期滿正式派代日 1110731]  

例：1101008開始實務訓練，但

無實務訓練期滿日，為實務訓

練中，故 111年沒有休假日數 

 

例：實務訓練起訖日(1110331-

1110730)，應自訓練期滿正式

派 代 (1110731) 於 次 年 (112

年)1 月按其派代當月至年終之

在職月數比例核給，故 111 年

無休假日數 

4-2 前一年(110年)實務訓練期滿 前一年實務訓練期滿,依 7-2規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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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人員類型/案例 計算結果的「說明」文字 

例：110年底年資滿 3年，可給

14 天，但前一年實務訓練起訖

日(1091116-1100315)，故計算

111年休假日數，依訓練期滿正

式派代(1100316) 於次年(111

年)1 月按其派代當月(3 月)至

年終之在職月數(10 個月)比例

核給 

在職月數比例核給：14*10/12=12.0

天 

5 前一年(110年)年底不在職[其

他留停(中斷)]，111年沒有休

假日數 

110年底不在職[其他留停(中斷)]，

不計算休假日數 

例：110 年底年資滿 11 年，但

1100802-1110630 其他留停(中

斷)，依 7-2規定，得按復職當

月(1110701)至年終之在職月

數比例於次年(112 年)1 月核

給，故 111年無休假日數 

6 前一年(110年)初任 前一年初任,依到職當月至年終之在

職月數比例核給：7*6/12=3.5天  

[註:前一年(110年)初任]  

例：110年底年資滿 1年，可給

7天，但前一年初任，故計算 111

年休假日數，依 7-2 規定按前

一年到職當月(1100726)至年

終之在職月數(6 個月)比例核

給 

7 前一年(110年)中斷 前一年中斷,依復職當月至年終之在

職月數比例核給：14*4/12=5.0天  

[註:前一年(110年)中斷] 

例：110年底年資滿 5年，可給

14 天，但前一年中斷，故計算

111年休假日數，依 7-2規定按

前一年復職當月(1100924)至

年終之在職月數(4 個月)比例

核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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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人員類型/案例 計算結果的「說明」文字 

8 前一年(110年)開始實務訓練

且准予權理(視同商調)，屬 8-

1因轉調(任)年資銜接 

實務訓練期間以其原具任用資格先行

派代,為轉調任年資銜接,依 7-1一般

規定,至前一年年底之休假年資所定

日數核給：7.0天  [註:表 34有准予

權理]  

例：110年底年資滿 2年，可給

7天，另前一年實務訓練起訖日

(1091113-1100313)，因表 34有

1091113 銓審生效日(=實務訓

練起日)准予權理，故計算 111

年休假日數，具備實務訓練期

間以其原具任用資格先行派

代,為轉調任年資銜接,依 7-1

一般規定,至前一年年底(110

年)之休假年資所定日數核給 

9 一般,前一年(110年)全年在職 依 7-1一般規定,至前一年年底之休

假年資所定日數核給：28.0天 例：110年底年資滿 11年，111

年休假日數，依一般規定核給

28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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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休假日數開放 MyData查詢 

➢ 功能說明 

設定公務人員可從個人資料服務網(MyData)查看個人的可休假日數

相關資訊。 

➢ 功能路徑 

WebHR > 個人資料 > 個人基本資料 > 工具 > 休假日數開放 MyData查詢 

 

 

➢ 操作說明 

1. 若要允許機關內公務人員可由個人資料服務網(MyData)查看個人

的可休假日數，點選「新增」鈕，輸入設定機關資料，再點選

「儲存」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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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要關閉機關人員由 MyData查詢自身可休假日數之功能，點選

「查詢」鈕，找出要關閉 MyData查詢的設定機關，再點選「編

修」鈕後，點選「刪除」即可。 

  

 

 

➢ 公務人員於 MyData查詢自身可休假日數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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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參考規定 

➢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 

 

➢ 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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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銓敘部 110年 8月 24日部法二字第 11053777382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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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見復職後休假日數案例 

參考「人事個案智慧共享整合平臺」常見人事案例之職涯轉換-留職

停薪與復職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