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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549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6年4月12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0503 號

案由：本院委員許淑華等 17 人，鑑於「公務人員保障法」係公務人
員權益賴以保障之核心法規，全文計 104 條，內容包括保障
對象、實體保障項目及復審、申訴及再申訴等救濟程序。「
公務人員保障法」自民國 92 年 5 月 28 日修正公布迄今，施
行已十餘年，期間公務人員人事法規、行政程序法及行政救
濟法規，已有諸多變革，為切合實務運作，完備法制，爰擬
具「公務人員保障法」第十二條之一、第二十條及第一百零
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民國 85 年司法院釋字第 395 號及第 396 號解釋公布，讓公務人員與一般人民享有同等合理
的保障，公務人員之權利遭受侵害時，可以行政訴訟為其救濟的手段。並於同年 6 月 1 日
成立「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10 月 16 日公布施行「公務人員保障法」，確立公務
人員與國家的關係為「公法上職務關係」，表示公務人員經國家選任後，自身所具有之基
本人權，並不隨之喪失，公務人員依法享有身分保障權益，並對國家負有特別義務；公務
人員基於公法上職務關係，依法享有權益並履行義務，而公務人員之權益受到不法之侵害
時，得依法定程序尋求救濟。
二、為保障公務人員有不服公職之權利，增訂公務人員之辭職，應以書面為之。除有危害國家
安全之虞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服務機關或其上級機關不得拒絕之（條文第十二條之一）
。
三、為兼顧公益之維護，及公務人員生命及身體安全之保障，增訂公務人員獨自執行職務者，
得視情況暫時停止執行職務（條文第二十條）。
四、自 106 年起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將全面實施未占缺訓練，為保障受訓人員之權益
，納入準用本法；又為保障訓練期滿成績及格未獲分發任用人員之權益，亦予增列納入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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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本法。另考量應各種公務人員考試錄取參加訓練之人員，不服保訓會所為之行政處分者
，增列應依訴願程序救濟等規定（條文第一百零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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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保障法第十二條之一、第二十條及第一百零二條條文修
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第十二條之一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公務人員之辭

說

明

一、本條新增。

職，應以書面為之。除有危
害國家安全之虞或法律另有

二、中華民國憲法明定人民有
服公職之權利，亦應肯定人

規定者外，服務機關或其上
級機關不得拒絕之。

民有不服公職之權利。為避
免公務人員受限機關首長領

服務機關或其上級機關
應於收受辭職書之次日起三

導統御權，無法依其生涯規
劃或個人意願行使不服公職

十日內為准駁之決定。逾期
未為決定者，視為同意辭職

之權利，爰於第一項明定，
公務人員之辭職，應以書面

，並以期滿之次日為生效日
。但公務人員指定之離職日

為之。除有危害國家安全之
虞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服

逾三十日者，以其指定之離
職日為生效日。

務機關或其上級機關不得拒
絕之。
三、為給予機關長官或上級機
關相當時間，以考量核定並
覓遞補人選，以免影響公務
運作。又為免機關長官或其
上級機關逾期未為決定，致
影響公務人員之辭職權利，
爰應予視為同意辭職，並以
該日期為生效日期以為周全
，爰於第二項明定辭職之辦
理程序及生效日期。

第二十條 公務人員執行職務
時，現場長官認已發生危害

第二十條 公務人員執行職務
時，現場長官認已發生危害

一、隨著社會環境的變遷，公
務人員與國家的關係逐漸演

或明顯有發生危害之虞者，
得視情況暫時停止執行。

或明顯有發生危害之虞者，
得視情況暫時停止執行。

變為「公法上職務關係」，
公務人員應與一般人民享有

公務人員獨自執行職務
，遇有前項情形，得暫時停

同等合理的保障，因此，於
危害發生時，警察、消防、

止執行職務，並應立即向長
官報告。

海巡人員之生命權亦應獲得
與一般人民相等之保障。
二、危害發生時，現場如有指
揮監督之長官，則應考量危
害發生之程度，依法做出正
確判斷，採取合理的措施或
處置，裁量是否應讓是類負
有特殊義務之人員必須冒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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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危險去執行職務，亦即
由現場長官視情況決定是否
應繼續執行職務。
第一百零二條

下列人員準用

第一百零二條

下列人員準用

一、本條修正第一項第五款，

本法之規定：
一、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公布

本法之規定：
一、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公布

並增列第二項及第三項。
二、為保障受訓人員之權益，

施行前已進用未經銓敘合
格之公立學校職員。

施行前已進用未經銓敘合
格之公立學校職員。

爰修正第一項第五款規定，
將應各種公務人員考試錄取

二、私立學校改制為公立學
校未具任用資格之留用人

二、私立學校改制為公立學
校未具任用資格之留用人

參加訓練之人員，納為本法
之準用對象。

員。
三、公營事業依法任用之人

員。
三、公營事業依法任用之人

三、訓練期滿，並經核定成績
及格之考試錄取人員，本應

員。
四、各機關依法派用、聘用

員。
四、各機關依法派用、聘用

由分發機關或申辦考試機關
分發任用，如其因具公務人

、聘任、僱用或留用人員
。

、聘任、僱用或留用人員
。

員任用法第二十八條所定事
由，或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

五、應各種公務人員考試錄
取參加訓練之人員，或訓

五、應各種公務人員考試錄
取占法定機關、公立學校

十條之一第一項之消極任用
資格，經拒絕派任時，將使

練期滿成績及格未獲分發
任用之人員。

編制職缺參加學習或訓練
之人員。

其服公職權利受損。爰明定
是類人員亦得準用本法規定

前項第五款應各種公務
人員考試錄取參加訓練之人

，請求救濟。
四、應各種公務人員考試錄取

員，不服保訓會所為之行政
處分者，有關其權益之救濟

參加訓練之人員，不服保訓
會依考試錄取人員訓練法規

，依訴願法之規定行之。
各機關依其自訂或上級

所為之行政處分，例如否准
保留受訓資格、免除基礎訓

機關訂定之行政命令進用之
聘僱人員，不服原處分機關

練、縮短實務訓練、免訓、
補訓、重新訓練、停止訓練

所為之行政處分者，準用前
項規定。

；廢止受訓資格、訓練成績
核定通知、核定訓練成績不
及格、否准提供測驗試題或
不服試題疑義之處理結果等
，倘仍依本法規定提起復審
救濟，並由保訓會審議決定
，當事人恐將滋生公正性不
足之疑慮，為增加其信服度
，爰增列第二項，明定渠等
不服保訓會所為之行政處分
者，依訴願程序請求救濟。
五、各機關依法派用、聘用、
聘任、僱用或留用人員，係
指各政府機關依派用人員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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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條例、聘用人員聘用條例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或各該
機關組織法律等所進用之人
員，但以法律及法律授權訂
定之法規命令為限。然現行
約僱人員進用之依據為行政
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
辦法，既然名為「辦法」，
則非法律位階，亦非法律授
權之行政命令，是以此類僱
用人員不宜依本法規定提起
復審救濟，而應依訴願程序
提起救濟。為保障其權益遭
受損害時仍有救濟之管道，
爰增訂第三項明定其不服原
處分機關所為之行政處分時
，可依訴願程序請求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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