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所屬及地方主管機關推動員工協助方案
成效力評估計畫
民國 104 年 5 月 7 日總處綜字第 1040033720 號函訂定
民國 105 年 3 月 31 日總處綜字第 10500370781 號函修正
民國 106 年 3 月 16 日總處綜字第 10600404921 號函修正

一、 目的：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以下簡稱本總處）為貫徹
推動員工協助方案，並表揚推動成效優良機關，特訂定
本計畫。
二、 依據：行政院所屬及地方機關學校員工協助方案。
三、 評估對象：行政院所屬中央及地方各主管機關（含議會，
以下簡稱參與機關）人事機構，並區分為行政院組、地
方政府組及其他組三組（分組一覽表如附件一）
。
四、 評估實施頻率、期間：以每年辦理 1 次為原則，評估當
年度為 x 年，檢核期間為 x-1 年 7 月 1 日至 x 年 6 月 30
日。
五、 評估指標及配分：以參與機關檢核期間內推動員工協助
方案成效為評估內容，包含計畫組織、資源配置、制度
方針、管理支持及服務項目等五大構面（成效力評估表
如附件二）
。
六、 評估小組：由本總處員工協助方案專家小組成員及本總
處相關人員組成。
七、 評估方式：
（一） 由參與機關依成效力評估表填列推動成效，並檢附
相關佐證資料函送本總處。
（二） 評估作業採書面或實地訪視方式辦理，當年度實地
訪視之機關，由本總處簽陳人事長核定後實施。實
地訪視時，得以座談、抽訪相關人員等方式進行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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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
（三） 評估分數依各該參與機關之書面或實地訪視平均
分數計之（評分表如附件三），由本總處召開會議
決定評估結果，並簽陳人事長核定後公布。
八、 各組成績優良者，依下列獎項及名額核給獎勵：
（一） 特優獎：參與機關之評估分數達八十五分以上者，
始具特優獎資格，各組核給一至二名。
（二） 優等獎：各組核給一至二名。
（三） 進步獎：當年度未入選優等獎以上機關，評估結果
較前一年度進步較多者，始具進步獎資格，各組核
給一至三名。
前項各款獎項得從缺，獎勵名額得視評估結果由會議決
議調整，不受前項名額限制。
九、 得獎機關由本總處公開頒獎表揚，各頒給獎座一座，相
關人員行政獎勵如下：
（一） 主管機關人事機構主管：由本總處依下列標準核予
獎勵；檢核期間內人事主管如有異動，依任職期間
分配獎度，未達嘉獎一次者，列入平時考核優良工
作事蹟參考：
1、特優獎：記功二次。
2、優等獎：記功一次。
3、進步獎：嘉獎二次。
（二） 其他人員：由本總處函請權責機關就辦理員工協助
方案相關人員給予適當獎勵。
十、 申復程序：參與機關得於評估結果公布之日起十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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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相關佐證資料提出申復，必要時得由本總處召開會
議，邀請申復機關到場說明後，重行審定。
十一、其他事項：
（一） 本總處得辦理標竿學習、參訪或相關輔導措施，以
擴散辦理成功經驗，提升各機關推動成效。
（二） 參與機關執行員工協助方案有缺失，遭民意機關或
大眾媒體質疑且確有事證者，不得評定為優等以
上。
（三） 實地訪視日程、進行程序及參與機關配合辦理事項，
由本總處另訂之。
（四） 各主管機關得參照本計畫辦理所屬機關推動員工
協助方案成效力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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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行政院所屬及地方主管機關推動員工協助方案
成效力評估分組一覽表
組別

人事機構
行政院（院本部）、內政部、外交部、財政部、教育部、
法務部、經濟部、交通部、衛生福利部、文化部、勞動部、
科技部、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國軍退除
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國家發展委員會、僑務委員會、行政

行政院組

院人事行政總處、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國立故宮博物院、

(計 31 個人事機構)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行政院原子能
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平交易委員會、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會、國防部、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原住民族
委員會、客家委員會、中央選舉委員會等 31 個主管機關
人事機構。
臺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桃園市政府、臺中市政府、臺
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新竹縣政府、苗栗縣政府、南投

地方政府組

縣政府、彰化縣政府、雲林縣政府、嘉義縣政府、屏東縣

(計 22 個人事機構)

政府、宜蘭縣政府、花蓮縣政府、臺東縣政府、澎湖縣政
府、基隆市政府、新竹市政府、嘉義市政府、金門縣政府、
連江縣政府等 22 個主管機關人事機構。
中央銀行、蒙藏委員會、臺灣省政府、臺灣省諮議會、福
建省政府、臺北市議會、新北市議會、桃園市議會、臺中

其他組
(計 27 個人事機構)

市議會、臺南市議會、高雄市議會、新竹縣議會、苗栗縣
議會、南投縣議會、彰化縣議會、雲林縣議會、嘉義縣議
會、屏東縣議會、宜蘭縣議會、花蓮縣議會、臺東縣議會、
澎湖縣議會、基隆市議會、新竹市議會、嘉義市議會、金
門縣議會、連江縣議會等 27 個主管機關人事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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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行政院所屬及地方主管機關推動員工協助方案
成效力評估表
ㄧ、基本資料
主管機關
人事機構

承辦人員
直屬主管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承辦人員

二、EAP 量化指標(本項供評估參考，請依檢核期間內之機關現況填
寫資料)
量化指標

檢附資料並擇要說明(以 300 字為原則)

(一)執行或支援 EAP 計畫的金額及人力
1、執行或支援 EAP 總金額：

元。

(1)諮詢服務費用：

元。

(2)教育訓練費用：

元。

(3)其他費用(併請說明用途)：

元。

2、本機關辦理 EAP 的人力：
□專責人員____人，□兼辦人員____人。
(二)EAP 設置方式
1.本機關 EAP 設置方式為：
□內置式(由機關內部設置〔或聘僱〕專業人
員規劃提供 EAP 相關服務)：
(1)心理服務資源系統：

。

(2)法律服務資源系統：

。

(3)醫療服務資源系統：

。

(4)財務服務資源系統：

。

(5)其他服務資源系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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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指標

檢附資料並擇要說明(以 300 字為原則)

□外置式(由機關與委外專業機構訂定契約，
為機關同仁提供各項服務)，委外專業機構
名稱：______________。
2.是否有所屬機關：
□是，所屬機關 EAP 之推展：□由主管機關統
一辦理，□由所屬機關自行辦理。
□否。
(三)EAP 初級預防(含委外)
編制內職員現有人數：
人。
※說明：
評估當年度為 x 年，現有人數係指 x 年 6 月 30 日編制內
職員現有人數。

推廣教育訓練場次 推廣教育訓練人次
項目 ( 辦 理 相 關 教 育 訓 練 (參與相關教育訓練
活動場次)

活動人次)

心理
法律
醫療
財務
組織
管理
其他
總計
(四)EAP 次級預防(含委外)
次級預防服務個別諮 次 級 預 防 服 務 團 體
詢(商)
諮詢(商)
項目 由 專 業 人 員 ( 如 心 理 由專業人員(如心理
師、律師、財務顧問 師、律師、財務顧問
以 及 醫 療 人 員 ) 對 員 以及醫療人員)對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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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指標

檢附資料並擇要說明(以 300 字為原則)

工進行諮詢(商)的人 工進行諮詢(商)的人
次
次
辦理場次 參與人次
心理
法律
醫療
財務
組織
管理
其他
總計
(五)求助者轉介來源(個人/家人/主管/同事)
個人求助：
家人求助：

次
次

主管轉介：
志工轉介：

次
次

同事轉介：
其他管道：

次
次

(六)與 EAP 有關之人力資源管理指標
1.本機關編制內職員(現有人數)的離職率(含離
職及調職)：
。
2.員工依相關法令提起之申訴或復審案件數：
件。
※說明：
評估當年度為 x 年，離職率的計算以 x 年 6 月 30 日編制
內職員現有人數為分母，例如，離職率=檢核期間離職人
次/x 年 6 月 30 日編制內職員現有人數

三、EAP 評估構面及指標(請自行依檢核期間內之機關實際的情況，
在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當中勾選適當的項目)
評估構面及指標

非常不
同意

不同意

沒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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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非常
同意

檢附資料並擇要說明
(以 500 字為原則)

評估構面及指標

非常不
同意

不同意

沒意見

(一)計畫組織 20%
1. 本機關的 EAP 年度計
畫是依據機關首長的理
念所訂定。
2. 本機關的首長以及各單
位主管對 EAP 計畫非
常支持。
3. 本機關的 EAP 推動計畫
已經列入機關內部的重
點工作項目之一。
4. 本機關的 EAP 計畫內容
是針對影響員工工作績
效相關議題所制定出來
的。
5. 本機關有成立 EAP 推動
小組或工作圈。
6. 本 機 關 有 成 立 各 單 位
EAP 互助團體(如志工或
關懷員)。
7. 本機關對於所屬機關訂
有具體可遵循的導入措
施。
(二)資源配置 10%
1. 協助本機關推動 EAP 計
畫的人力是充足的。
2. 本機關負責推動 EAP 計
畫的人員已具有相當程
度的 EAP 專業知識。
3. 本機關提供 EAP 推動人
員的相關教育訓練課程
是充足的。
4. 本機關執行 EAP 計畫
的預算是相當充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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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非常
同意

檢附資料並擇要說明
(以 500 字為原則)

評估構面及指標

非常不
同意

不同意

沒意見

(三)制度方針 30%
1. 本機關整合內外部資源
(如醫院/專業機構)來協
助推展 EAP 的服務。
2. 本機關與內外部資源提
供者合作情形良好。
3. 本 機 關 已 訂 有 完 備 的
EAP 標準作業流程及表
單(含問卷)。
4. 本機關所提供的多元化
EAP 服務內容，已能滿
足多數員工的需求。
5. 本機關所設計的 EAP 宣
導方法(如製作宣導小
冊)及活動對 EAP 的推
展具有實際的效益。
6. 本機關有定期辦理員工
身心健康(如健檢或壓力
測試)的檢測服務。
(四)管理支持 10%
1. 本機關已經與外部專業
機構或專業人士合作，
協助推展 EAP 的服務。
2. 本機關有提供組織管理
層面議題的團體諮商服
務。
3. 本機關有針對單位主管
安排敏感度的教育訓練
課程。
4. 本 機 關 於 每 年 度 進 行
EAP 計畫執行成果的檢
討，並回饋至下一年度
計畫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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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非常
同意

檢附資料並擇要說明
(以 500 字為原則)

評估構面及指標

非常不
同意

不同意

沒意見

同意

非常
同意

檢附資料並擇要說明
(以 500 字為原則)

(五)服務項目 30%
1. 本機關協助主管對於績
效不彰的員工提供必要
的協助。
2. 本機關具有完善的危機
及非自願個案處理機
制，能解決或改善員工
的問題。
3. 本機關有定期規劃員工
工作與生活平衡方面的
相關活動或課程。
4. 本 機 關 有 定 期 安 排 心
理、法律、醫療、財務
等相關活動或課程。
5. 本機關設有專線以提供
各項 EAP 的服務措施。
6. 本機關有訂定保密、資
料保存及調閱規定並公
告周知。
備註：
1、填寫內容如係依 105 年度評鑑結果報告中之專家小組建議辦理者，請於該內容最後註明「依
105 年度專家小組建議辦理」
。
2、本表填寫字體為標楷體 12 號字，段落行距為單行行距，字元間距為標準。表格如不敷使
用，請自行延伸。
3、相關佐證資料（如年度工作計畫、需求調查、辦理情形檢討、相關規定及流程、表單、活
動照片等）請依指標構面標記目錄、檔名、頁碼等，以便檢閱；資料不全者，該項得不予
計分。
4、為響應少紙化，本表及相關佐證資料請以 PDF 格式存成一個檔案後，傳送至本總處承辦
人信箱。

主管機關人事主管：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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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行政院所屬及地方主管機關推動員工協助方案
成效力評估評分表
年度：
組別：
主管機關人事機構：
評估構面

原始分數

權重分數*%

計畫組織（20%）
資源配置（10%）
制度方針（30%）
管理支持（10%）
服務項目（30%）
評估總分
備註：請將各評估構面中 EAP 效益評估指標之勾選欄位分數加總後填入「原始分數」
，再依
下表進行構面分數轉換，並填入「權重分數*%」，「權重分數*%」滿分為 100 分：
評估構面

轉換公式

計畫組織(20%)

(原始分數*20)/35

資源配置(10%)

(原始分數*10)/20

制度方針(30%)

(原始分數*30)/30

管理支持(10%)

(原始分數*10)/20

服務項目(30%)

(原始分數*30)/30

評估人員：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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