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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608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7年11月28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2573 號

案由：本院委員李彥秀等 17 人，有鑑於近年來公務員過勞情形嚴重
，警察及消防人員值勤超時、工作環境危險風險極高，自不
應過度限縮公務員之集體勞動權以免過度侵害權益，公務員
雖得成立公務人員協會，然協會受限於法律規定並無團體協
商權與爭議權，實際上無法真正行使勞動三權，考量我國法
制上針對公務員及勞工採二元體系分立，於未開放公務員可
組織工會前先擴大公務人員協會之協商權，以保障公務員之
權利，另考量目前機關公務人員協會僅允許二級機關組成，
然同部會間內之三級機關公務員、業務性質往往大相逕庭，
以部會為單位組成之協會無法充分反映會員實際遭遇之困境
，且易受限於成立門檻而無法凝聚共識成立，爰修正「公務
人員協會法部分條文」，以增加協會協商權範圍及降低協會
組成門檻。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依銓敘部登記資料目前中央機關成立公務人員協會數僅 21 個，而近年來過勞及公傷事件頻
傳之警察人員與消防人員所屬之內政部卻未能成立公務人員協會，究其原因無非係組成門
檻過高，第十一條規定招募成員應達 800 人或超過機關預算員額數五分之一，然警消人員
工作性質與一般公務員差距甚大，未必有意參加內政部之公務人員協會，也導致警消缺少
能與機關協商之代表，故審酌現行法以部會為單位組成之機關公務人員協會同質性過低，
且同部會不同三級機關間攸關公務人員權益之問題，如升遷、獎懲、共同福利之爭取或工
作條件之改善均不盡相同，應允許具有較高同質性且認同感較強之三級機關公務員組成機
關公務人員協會，以實質保障公務員及警消人員之權益。
二、依據國際勞工組織於民國 67 年通過之第 151 號（勞動關係（公共服務）公約）第 9 條規定
「公務員應與其他工作人員相同，均應擁有行使自由結社所必需之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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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必須遵守因其地位與其職責之性質而產生之義務。」，明確肯認公務員可自由結社之權
利。另依該公約第 7 條及第 8 條規定「必要時有關主管機關應採取適合國情之措施、鼓勵
及促進公務員組織之充份發展與利用，藉以與有關政府機構談判工作條件與情況，或以其
他方法促使公務員代表參與此類談判，共同解決有關問題。」、「如因決定工作條件與情
況而發生爭議，就應由有關之雙方，或由為確保有關雙方秘密而設立之中介、調解與仲裁
一類獨立公正之機構，以符合國情方式，談判解決之。」，肯認公務員與政府間應有部分
協商權，可見公務員之勞動三權已屬國際上所共同關注且承認之權利。
三、又依我國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373 號解釋對於勞工結社權之限制應符合比例原則，而戴東雄
大法官與劉鐵錚大法官於該號解釋不同意見書亦闡明結社權與交涉權及爭議權為結合之關
係，同屬勞工之集體基本權，若僅有結社權卻無交涉權與團結權，則無法有效達到勞動三
權之核心目的。
四、現行公務人員協會法第七條對於得協商事項極度限縮，僅限於工作環境改善、行政管理及
服勤方式與時間等項目，其功能與一般勞工工會相較過於弱化，無法充分保障公務員之權
益，故將第六條之建議權部分項目移列至第 7 條之協商權，以顧及公務員之權益及實質發
揮公務人員協會功能；若公務員遭受第四十九條之不利處分，協會因第七條第二項之規定
而無法代為出面或援助，已影響到公務員參與協會之意願，故為健全協會功能及保障會員
之權益，公務人員協會就與第四十九條有關之不利處分亦應得與機關協商有表達意見之機
會。
五、考量警察與消防屬於危勞職務，值勤時間、配備與工作環境均有其特殊性，故為充分保障
警察人員及消防人員之權益，刪除第七條第二項第四款有關警政、消防不得協商之規定。
六、協商結論若須先行修正或創制法律者，參酌公民投票法第三十條之規定，該法規之主管機
關應於結論作成後三個月內，會同相關機關研擬法律修正案，並送至立法院審議。

提案人：李彥秀
連署人：林麗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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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協會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條 公務人員協會之組織
分為下列二級：
一、機關公務人員協會。
二、全國公務人員協會。

第四條 公務人員協會之組織
分為下列二級：
一、機關公務人員協會。
二、全國公務人員協會。

一、近年來過勞及公傷事件頻
傳之警察人員與消防人員所
屬之內政部卻未能成立公務
人員協會，究其原因無非係

前項機關公務人員協會
包括：
一、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
、五院之機關公務人員協

前項機關公務人員協會
包括：
一、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
、五院之機關公務人員協

組成門檻過高，第十一條規
定招募成員應達 800 人或超
過機關預算員額數五分之一
，然警消人員工作性質與一

會。
二、各部及同層級機關之機
關公務人員協會。
三、中央行政機關各署及同
層級機關之機關公務人員
協會。
四、各直轄市、縣（市）之
機關公務人員協會。

會。
二、各部及同層級機關之機
關公務人員協會。
三、各直轄市、縣（市）之
機關公務人員協會。

般公務員差距甚大，未必有
意參加內政部之公務人員協
會，也導致警消缺少能與機
關協商之代表，故考慮現行
法以部會為單位組成之機關
公務人員協會同質性過低，
且同部會不同三級機關間攸
關公務人員權益之問題，如
升遷、獎懲、共同福利之爭
取或工作條件之改善均不盡
相同，應允許具有較高同質
性且認同感較強之三級機關
公務員組成機關公務人員協
會，以實質保障公務員及警
消人員之權益。
二、新增第二項第三款三級行
政機關可組機關公務人員協
會之規定，原第三款改列為
第四款。

第五條 公務人員協會之主管
機關如下：
一、全國公務人員協會、總
統府、國家安全會議、五
院、各部、各署及同層級
之機關，其主管機關為銓
敘部。
二、直轄市、縣（市）之機
關公務人員協會，其主管
機關為各該直轄市政府、
縣（市）政府。

第五條 公務人員協會之主管
機關如下：
一、全國公務人員協會、總
統府、國家安全會議、五
院、各部及同層級之機關
公務人員協會，其主管機
關為銓敘部。
二、直轄市、縣（市）之機
關公務人員協會，其主管
機關為各該直轄市政府、
縣（市）政府。

配合第四條新增中央三級行政
機關可組公務人員協會之規定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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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協會所興辦之

公務人員協會所興辦之

事業應受各該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之指導、監督。

事業應受各該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之指導、監督。

第六條 公務人員協會對於下
列事項，得提出建議：
一、考試事項。
二、公務人員之銓敘、保障
、撫卹、退休事項。
三、公務人員任免、考績、
級俸、陞遷、褒獎之法制
事項。
四、公務人員人力規劃及人
才儲備、退休撫卹基金等
權益事項。

第六條 公務人員協會對於下
列事項，得提出建議：
一、考試事項。
二、公務人員之銓敘、保障
、撫卹、退休事項。
三、公務人員任免、考績、
級俸、陞遷、褒獎之法制
事項。
四、公務人員人力規劃及人
才儲備、訓練進修、待遇
調整之規劃及擬議、給假
、福利、住宅輔購、保險
、退休撫卹基金等權益事
項。
五、有關公務人員法規之制
（訂）定、修正及廢止事
項。
六、工作簡化事項。

為加強公務人員協會協商之功
能，故將部分與公務員切身相
關之建議事項改列為得協商項
目，以保障公務員之權利。

第七條 公務人員協會對於下
列事項，得提出協商：

第七條 公務人員協會對於下
列事項，得提出協商：

一、依據國際勞工組織於民國
67 年通過之第 151 號（勞

一、辦公環境之改善。
二、行政管理、公務人員訓
練進修、待遇調整、給假
、福利、住宅輔購、保險
及工作簡化等事項。
三、服勤之方式及起訖時間
。
四、受第四十九條之不利處
分。
五、有關公務人員法規之制
（訂）定、修正及廢止事
項。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不得提出協商：
一、依法得提起申訴、復審
、訴願、行政訴訟之事項
。
二、為公務人員個人權益事
項者。

一、辦公環境之改善。
二、行政管理。
三、服勤之方式及起訖時間
。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不得提出協商：
一、法律已有明文規定者。
二、依法得提起申訴、復審
、訴願、行政訴訟之事項
。
三、為公務人員個人權益事
項者。
四、與國防、安全、警政、
獄政、消防及災害防救等
事項相關者。

動關係（公共服務）公約）
第 9 條規定「公務員應與其
他工作人員相同，均應擁有
行使自由結社所必需之公民
權利與政治權利，但必須遵
守因其地位與其職責之性質
而產生之義務。」，明確肯
認公務員可自由結社之權利
。另依該公約第 7 條及第 8
條規定「必要時有關主管機
關應採取適合國情之措施、
鼓勵及促進公務員組織之充
份發展與利用，藉以與有關
政府機構談判工作條件與情
況，或以其他方法促使公務
員代表參與此類談判，共同
解決有關問題。」、「如因
決定工作條件與情況而發生
爭議，就應由有關之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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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與國防、安全、獄政及

或由為確保有關雙方秘密而

災害防救等事項相關者。

設立之中介、調解與仲裁一
類獨立公正之機構，以符合
國情方式，談判解決之。」
，肯認公務員與政府間應有
部分協商權，可見公務員之
勞動三權已屬國際上所共同
關注且承認之權利。
二、本條對於得協商事項極度
限縮，僅限於工作環境改善
、行政管理及服勤方式與時
間等項目，其功能與一般勞
工工會相較過於弱化，無法
充分保障公務員之權益，故
將第六條之建議權部分項目
改列至第七條之協商權，以
顧及公務員之權益及實質發
揮公務人員協會功能。
三、本法第四十九條規定機關
不得因公務人員從事與公務
人員有關合法事務而給予不
利處分，然若公務員遭受此
不利處分，協會亦因本條第
二項之規定而無法代為出面
或援助，亦影響到公務員參
與協會之意願，故為健全協
會功能及保障會員之權益，
公務人員協會就與第四十九
條有關之不利處分亦應得與
機關協商有表達意見之機會
。
四、考量警察與消防屬於危勞
職務，值勤時間、配備與工
作環境均有其特殊性，故為
充分保障警察人員及消防人
員之權益，刪除第七條第二
項第四款有關警政、消防不
得協商之規定。

第十條 公務人員協會之發起
及籌組，依下列規定：
一、機關公務人員協會：
(一)總統府、國家安全會

第十條 公務人員協會之發起
及籌組，依下列規定：
一、機關公務人員協會：
(一)總統府、國家安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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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五院，經各該機

議、五院，經各該機

關公務人員三十人以
上之發起；各部、各
署及同層級機關，經
各該機關或其所屬機

關公務人員三十人以
上之發起；各部及同
層級機關，經各該機
關或其所屬機關公務

關公務人員三十人以
上之發起，得籌組機
關公務人員協會。機
關公務人員人數未達

人員三十人以上之發
起，得籌組機關公務
人員協會。機關公務
人員人數未達三十人

三十人者，得加入同
層級機關之機關公務
人員協會。
(二)各直轄市、縣（市）

者，得加入同層級機
關之機關公務人員協
會。
(二)各直轄市、縣（市）

經行政區域內地方機
關之公務人員三十人
以上之發起，得籌組
各直轄市、縣（市）

經行政區域內地方機
關之公務人員三十人
以上之發起，得籌組
各直轄市、縣（市）

之機關公務人員協會
。
(三)總統府、國家安全會
議、五院、各部、各

之機關公務人員協會
。
(三)總統府、國家安全會
議、五院、各部及同

署及同層級機關公務
人員協會應冠以各該
機關名稱；各直轄市
、縣（市）之機關公

層級機關公務人員協
會應冠以各該機關名
稱；各直轄市、縣（
市）之機關公務人員

務人員協會應冠以行
政區域名稱。
(四)各機關成立之機關公
務人員協會以一個為
限。
二、全國公務人員協會：
(一)依本法成立之總統府
、國家安全會議、五
院、各部及同層級機
關公務人員協會數超
過總統府、國家安全
會議、五院、各部、
各署及同層級機關總
數五分之一時及各直
轄市、縣（市）之機
關公務人員協會數超
過直轄市、縣（市）

協會應冠以行政區域
名稱。
(四)各機關成立之機關公
務人員協會以一個為
限。
二、全國公務人員協會：
(一)依本法成立之總統府
、國家安全會議、五
院、各部及同層級機
關公務人員協會數超
過總統府、國家安全
會議、五院、各部及
同層級機關總數五分
之一時及各直轄市、
縣（市）之機關公務
人員協會數超過直轄
市、縣（市）總數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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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數三分之一時，得

分之一時，得共同發

共同發起、籌組全國
公務人員協會。
(二)全國公務人員協會應
冠以中華民國名稱。

起、籌組全國公務人
員協會。
(二)全國公務人員協會應
冠以中華民國名稱。

各部、各署及同層級機
關其所屬機關、各直轄市、
縣（市）行政區域內地方機
關之公務人員會員，得於服

各部及同層級機關其所
屬機關、各直轄市、縣（市
）行政區域內地方機關之公
務人員會員，得於服務機關

務機關內組成各該部、署及
同層級機關公務人員協會之
分會或各該直轄市、縣（市
）機關公務人員協會之分會

內組成各該部及同層級機關
公務人員協會之分會或各該
直轄市、縣（市）機關公務
人員協會之分會。但同一機

。但同一機關以設一分會為
限。
前項分會受其機關公務
人員協會之指導處理一切事

關以設一分會為限。
前項分會受其機關公務
人員協會之指導處理一切事
務。

務。
第二十六條 全國公務人員協
會以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
、五院、各部、各署及同層
級機關公務人員協會及各直
轄市、縣（市）之機關公務
人員協會為會員共同組織之
，並分別自各該機關公務人
員協會推選會員代表，其會
員人數在一千人以下者，各
推選一名，超過一千人者，
每一千人增加代表一名，尾
數未滿一千人者，以一千人
計，分別代表各該機關公務
人員協會行使職權。

第二十六條 全國公務人員協
會以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
、五院、各部及同層級機關
公務人員協會及各直轄市、
縣（市）之機關公務人員協
會為會員共同組織之，並分
別自各該機關公務人員協會
推選會員代表，其會員人數
在一千人以下者，各推選一
名，超過一千人者，每一千
人增加代表一名，尾數未滿
一千人者，以一千人計，分
別代表各該機關公務人員協
會行使職權。

配合第四條新增中央三級行政
機關可組公務人員協會之規定
修正。

第三十條 公務人員協會與協
商案件之主管機關及相關機
關協商所獲致之結果，參與
協商之機關及公務人員協會
均應履行。協商結果涉及法
律修正者，該法律之主管機
關應於三個月內研擬相關之
法律提案送立法院審議。
公務人員協會不得向主
管機關或相關機關請求締結

第三十條 公務人員協會與協
商案件之主管機關及相關機
關協商所獲致之結果，參與
協商之機關及公務人員協會
均應履行。
公務人員協會不得向主
管機關或相關機關請求締結
團體協約。

協商結論若須先行修正或創制
法律者，參酌公民投票法第三
十條之規定，該法律之主管機
關應於結論作成後三個月內，
會同相關機關研擬法律修正案
，並送至立法院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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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協約。
第三十八條 全國公務人員協
會或機關公務人員協會之主

第三十八條 全國公務人員協
會或機關公務人員協會之主

管機關於接獲調解申請後，
未依期限進行調解或調解不
成立時，原申請調解之公務
人員協會得於期限屆滿後或

管機關於接獲調解申請後，
未依期限進行調解或調解不
成立時，原申請調解之公務
人員協會得於期限屆滿後或

收到調解不成立證明書之日
起七日內向其主管機關申請
爭議裁決。
全國公務人員協會或機

收到調解不成立證明書之日
起七日內向其主管機關申請
爭議裁決。
全國公務人員協會或機

關公務人員協會申請爭議裁
決時，全國公務人員協會、
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五
院、各部、各署及同層級機
關公務人員協會之主管機關
應於接獲申請之日起十四日
內組成爭議裁決委員會處理
之。各直轄市、縣（市）機

關公務人員協會申請爭議裁
決時，全國公務人員協會、
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五
院、各部及同層級機關公務
人員協會之主管機關應於接
獲申請之日起十四日內組成
爭議裁決委員會處理之。各
直轄市、縣（市）機關公務

關公務人員協會之主管機關
應於接獲申請之日起十日內
提出爭議裁決申請書，函請
銓敘部組成爭議裁決委員會
，銓敘部應於接獲爭議裁決
申請書之日起十四日內組成
爭議裁決委員會處理之。

人員協會之主管機關應於接
獲申請之日起十日內提出爭
議裁決申請書，函請銓敘部
組成爭議裁決委員會，銓敘
部應於接獲爭議裁決申請書
之日起十四日內組成爭議裁
決委員會處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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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第四條新增中央三級行政
機關可組公務人員協會之規定
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