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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處企劃科  
1 0 5年6月7日  

 

105年WebHR組織編制與個
人職務編號資料扣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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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學校於7月30日前於 
WebHR組織編制子系統必完成任務 

建置機關學校一、二級單位，如無二級單位免設。 
 
將各職務編號設定一級單位（科、課、股）及二級單
位（股）。 

 
個人基本資料表二現職資料之佔缺單位(一級) 、佔缺
科課股別(二級)與組織編制職務編號之編制單位(一級
)及編制科課股別(二級)一致！ 
 
 



3 

組編作業流程圖說明 

Step1：建置一、二級單位 
（機關組織設置） 

Step2：職員員額維護及職務編號建置 
（已於去年完成，如有修編再進行修正即可） 

Step3:各職務編號設定一、二級單位 

Step4:表二現職佔缺一級、二級單位資料與
職務編號一致 

請看第4張簡報 

請至人事處網頁/
人事人員專區下載
操作說明 

請看第24張簡報 

請看第28張簡報 



系統建置一級、二級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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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資料維護 

路徑：組織編制 > 機關基本資料 > 機關及單位基本維護>查詢>編修>單位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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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維護查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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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資料維護各欄位功能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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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基本資料-單位代碼 

單位代碼定義如下（僅供參考，惟主計室、會計
室等單位請依下頁主計總處規定編碼）： 
建議得參照「職務說明書訂定辦法」所附「職務
編號說明」三、內部一級單位碼規定訂定(如：
主任秘書室為01、業務部門代碼自60始，依次
為61、62)。（主計單位除外） 

單位代碼 單位簡稱、名稱 單位性質 

 注意事項 
單位代碼僅具「一次使用性」，如果機關未來因為修編，均不能
再用原有的單位代碼，例如：輔助單位「資訊室」（6300）改
制為業務單位「資訊處」，則不可再使用「6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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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機關(構)單位名稱及代碼建置方式 

單位代碼 單位簡稱、名稱 單位性質 

系統如原已建置主計室、會計室或會計員等單位，單位代碼不符下列者，
請先依下列編號設定新單位，將原單位以歷史註記方式處理！ 

序號 單位代碼 單位名稱 適用機關學校 

1 DA03 主計處 縣府 

2 DA01 主計室 公所 

3 DB02 會計室 一級機關、學校 

4 DB06 會計員 戶政事務所、地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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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各單位建議代碼 
（如已設定，除主計單位外其餘免修正） 

單位代碼 單位簡稱、名稱 單位性質 

序號 單位代碼 單位名稱 

1 0000 校長室 

2 1000 人事室 

3 DB02 會計室 

4 1500 總務處 

5 6100 教務處 

序號 單位代碼 單位名稱 

6 6200 學務處 

7 6300 輔導室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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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基本資料-單位簡稱、名稱 

單位名稱定義如下： 
新增單位時，如單位簡稱輸入少於20個中
文字，本欄位由系統自動複製「單位簡稱」
欄位內容，無須手動輸入。 

單位簡稱定義如下： 
1. 單位簡稱請依組織法規所定單位名稱輸入全稱(如：民政課、人事室)。 
2. 可自行創設單位簡稱情形：「正、副首長室（可直接輸入：局長室、
副局長室、校長室）」、「幕僚長室（可直接輸入：主任秘書室、秘
書室）」、「暫時分配單位」等4個單位。 

 

單位代碼 單位簡稱、名稱 單位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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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範例-新增一級單位（彰化縣政府主計處） 

「上一層單位代碼」與
「單位代碼」相同時，表
示此單位為一級單位；反
之，如果不同時，表示此
單位為二級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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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範例-新增二級單位（人事處企劃科） 
 二級內部單位名稱前面須冠以一級內部單位代碼及簡稱、名稱，
再選取歸屬上一層單位代碼 

「人事處」(一級單位)
下設「企劃科」(二級單
位)，「企劃科」單位代
碼須冠以「人事處」的
單位代碼B14，爰登錄
為B141。單位簡稱、名
稱亦須冠以人事處，爰
登錄為人事處企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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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歷史註記-視窗畫面 

歷史註記原因、核定機關日期、發布令函文號、修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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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歷史註記-歷史註記選項 

「歷史註記」原因定義如下： 
1.整併：二個以上內部單位合併為一單位，或多個單位重組為少數單位(如：綜合

規劃司整併至文化資源司，成立新綜合規劃司; 文創發展司產業研發科整併
至產業推廣科) 

2.改隸：單位改變原來隸屬關係   (如：人文及出版司人文研發科改隸至藝術發展
司) 

3.改制：單位性質改變 (如：輔助單位資訊處改制為業務單位資訊處) 
4.裁撤：單位消滅 
5.更名：單位簡稱或名稱變更，非因整併、改隸、改制等原因所致 (如會計室改主

計室) 
6.其他：需於「歷史註記其他說明」欄自行填列原因，如係由本次教育訓練完

所做的變更，請填寫「配合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5年度組編子系統調整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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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歷史註記- 
核定機關及機關發布令日期文號、修編說明 

本次免填上開欄位，未來請配合修編作業，詳細填列
上開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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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範例-歷史註記主計單位 
 

輸入新單位代碼/勾選歷史註記/原因：其他/說明：配合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5
年度組織編制子系統調整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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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次更新作業 

連結新舊單位，職務編號及個人
資料表2內的舊「占缺單位」可以
大批移置於新「占缺單位」，無
須逐一設定 

未來機關辦理修編時，內部單位
有勾選「歷史註記」者，須分別
在「組織編制子系統」及「個人
資料子系統」內辦理批次更新單
位作業 

用途 

使用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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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範例-以文化部主計處為例 
文化部主計處下設4個科，惟其單位代碼、名稱不符
合「主計機關(構)單位名稱及代碼表」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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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範例 
Step1:新增新單位並填寫正確單位基本資料 

先依「主計機關(構)單位名稱及代碼表」規定，創
設「DA03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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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將舊有單位辦理歷史註記 
再將「1300主計處」之新單位代碼登錄為「DA03主計處」 
標註「歷史註記」原因為「其他」，說明欄內填寫「配合行政院
人事行政總處105年度組編子系統調整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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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批次更新單位作業 

組編子系統之批次更新單位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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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4:批次更新單位作業 
個人資料子系統之批次更新單位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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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編號設置一級、二級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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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編制 職員員額
維護 

職務編號
維護查詢 查詢 編修 儲存 

1.維護該職務編號時，如未選取內
部一、二級單位，則無法「儲存」 

2.如該單位無二級單位，請勾選
「未設置二級單位」，即可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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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次更新職務編號單位 

組織編制 
職員員額
維護 

批次更新職務編號
單位及預算機關 

查詢 設定 變更 

先於單位資料維護建立編制單科課股別(二級)，利用此功能快速回填編制單位資料 

1.輸入條件，按【查詢】。 
2.先「選取」（一定要執行），再
逐筆選取職務編號所在一級單位。 
3.無二級單位請勾選「未設置」，
如有二級單位請選取。 
4.按【變更】，則會更新職務編號
資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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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次更新預算機關作業 

組織編制 
職員員額
維護 

批次更新職務編號
單位及預算機關 

查詢 設定 變更 

於職務編號資料中建置預算機關，未來可於D5:組織員額系統中呼叫WeBHR資料 

1.輸入條件，按【查詢】。 
2.勾選所要變更之職務編號。 
3.輸入變更單位或變更預算機關。 
4.按【變更】，則會更新職務編號
資料。 

幼兒園的職務編號因不在D5填報，故
預算機關不需輸入 



更新個人資料子系統 
（表2現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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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編制 工具 職務編號批次更新
個人 查詢 選取 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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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可直接修改「單位名稱及簡稱」，9月
30日後關閉直接修改「單位名稱及簡稱」功
能。 

★配合機關組設修編同步修正系統資料 

組編子系統後續維護措施 
 



Q 1學校護理師職稱設置  
Q 2如何知道自己機關或學校的扣合情形（考核成績）？  
Q 3編制員額已建置該職稱，考核結果卻出現錯誤？  
Q 4系統去年已建置一級單位，今年需要重新建置嗎？  
Q 5編制員額維護作業系統無法登打預算員額數？  
Q 6機關未設一級單位，職務編號如何設定單位？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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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學校之護理師(或護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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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學校之護理師(或護士) 

★ 如派令職稱直接用Z826護理師(或護士) 職稱(即現職職稱)  

編制員額維護查詢 

編制員額 
輸入Z826護理師(或護士) 之職稱 

職務編號維護查詢 

職務編號之職稱輸入Z826護理師(或護士) 
職務列等輸入師(三)級及士(生)級兩組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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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學校之護理師(或護士) 

★ 如派令職稱(即現職職稱)是具有護士資格者，職稱以護士任用；具有護
理師資格者，職稱以護理師任用 

編制員額維護查詢 

編制員額以共用員額方式新增職稱 
輸入護士及護理師之職稱 

職務編號維護查詢 

職務編號之職稱輸入目前現職職稱 
職務列等輸入師(三)級及士(生)級兩組列等 
當人員報到換到另一職稱時，會自動修改成該職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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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考核結果 

 每日提供主管機關與所屬機關前一日考核檢核比例，不滿100%，可點
選錯誤明細，查詢錯誤情形，以便修正相關資料。（今日修改，明天
再查詢） 

 「表2現職資料之職務編號完成扣合人數」/「應考核現職人數」＊100
％為考核計算基準。 
1、比例為95%（含）以上加1分。 
2、比例為90%（含）至未滿95%，加0.8分。 
3、比例為80%（含）至未滿90%，加0.5分。 
4、比例為50%（含）至未滿80%，加0.3分。 
5、比例未滿50%不予加分。 

 
 新的考核內容於105年5月2日開始查詢考核結果 
 請於105年7月30日前完成組設作業及表二扣合作業達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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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考核結果 

所屬機關可查詢及列印有
權限機關前一日之考核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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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考核結果-明細畫面 

點選明細可詢及列印考核
有誤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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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修改完資料如何查詢資料還有誤? 

1.輸入條件，按【列印】。 
2.如勾選列印差異檢核表則只列印
有差異檢核表。 
3.如未勾選列印差異檢核表則列印
全部需檢核資料，有差異資料於機
關代號旁加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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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Q3 

1.編制員額已建立
人事主任及會計主
任。 

2.考核結果查詢，
卻出現尚未在編制
員額基本建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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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Q3 

組織編制 
職員員額
維護 

職務編號
維護 

查詢 人員分類 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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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Q4 

Q4、 
去年已建置完成機關內（校內）一級單位，但編
號未按照職務編號編碼原則編定，需要重新建置
嗎？ 

A4、 
無須重新建置，惟主計單位（會計單位）需依主
計總處編號方式重新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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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Q5 

Q5、 
編制員額維護無法登打各職稱預算員額？ 

A5、 
本次系統改版，系統自行計算各職稱職務編號建
置多寡為預算員額，無須登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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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Q6 

Q6、 
機關未設一級單位，職務編號如何設定？ 
A6、 
一、先至「單位維護」，以機關名稱，設置一級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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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 
二、至「批次更新職務編號單位及預算機關作業」，
直接選取一級單位，勾選「未設置二級單位」。 



一、人員分類內無醫事人員，改成一般。  
二、部分欄位凍結無法填列，又系統自行計算。  
三、新增職缺註記，未來將與D 5結合計算。  
 

系統改版後各項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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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4月22日版更資料轉換如下: 
 歷史單位代號之【歷史註記原因】設為「其他」， 【歷史註記說明】設為「配
合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5年度組編子系統調整作業」 

 編制員額及職務編號之【人員分類】為「醫事人員」、「商務人員」已無此分
類，改成「一般」 

 編制員額及職務編號之【員額類別】為「駐衛警察」、「聘用人員」、「約僱
人員」、「駕駛」、「技工」、「工友」、「替代役」、「正式工員(事業機構) 
」、「臨時職員(事業機構) 」、「臨時工員(事業機構) 」，因凍結不允許選擇 
【人員分類】，故【人員分類】資料清空 

 職務編號新增【職務註記】 

配合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5年度組編子系統調整作業 

原【職缺註記】 【職務註記】 

機要人員 機要人員 

暫准歸系 暫准歸系 

出缺不補 編制出缺後減列 

留用人員 編制出缺後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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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4月22日版更編制員額及職務編號建檔數控管如下: 

員額類別選項 凍結欄位 說明 

正式職員 ［預算員額］ 
［留用人員］ 

員額類別選擇「A正式職員」時，應
填入［編制員額］、［兼職員額］、
［暫行員額］欄位，以［編制員額］
［暫行員額］欄位所填數字之加總數
框限該員額類別之職務編號建置數 

聘用人員 

［兼職員額］ 
［暫行員額］ 
［留用人員］ 
註:不凍結［編制員額］
欄位 

員額類別選擇「C聘用人員」時，應
填入［預算員額］欄位，以［預算員
額］欄位所填數字，框限該員額類別
之職務編號建置數 

配合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5年度組編子系統調整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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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制員額資料配合員額類別選項，凍結欄位欄位
於105年10月後進行清除如下: 

配合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5年度組編子系統調整作業 

員額類別選項 清除欄位 

正式職員 ［預算員額］ 
［留用人員］ 

聘用人員 
［兼職員額］ 
［暫行員額］ 
［留用人員］ 

駐衛警察 
約僱人員 
駕駛 
技工 
工友 
替代役 
正式職員（事業機構） 
正式工員（事業機構） 
臨時職員（事業機構） 
臨時工員（事業機構） 

［編制員額］ 
［兼職員額］ 
［暫行員額］ 
［留用人員］ 
  

員額類別選項 清除欄位 

臨編人員 

［編制員額］ 
［兼職員額］ 
［預算員額］ 
［暫行員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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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免遷調 > 報到/離職 
> 人員離職 > 離職資
料更新作業 
 更新到離職人員的職務編號檔之
【缺額註記】欄位 
 

★任免遷調 > 報到/離職 > 
人員離職 > 離職資料建檔 
 配合新增【缺額註記】欄位 

配合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5年度組編子系統調整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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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 > 個人基本資料 >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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