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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767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8年5月22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3414 號

案由：本院委員周春米、李麗芬、鍾佳濱等 18 人，鑑於近年來社會
對醫療照護服務的需求殷切，且政府刻正推動各項長期照護
政策，急需醫療人員的補充；另外，目前司法改革各項新興
業務刻正陸續推動，也需要有充足的人力配置，如「憲法訴
訟法」通過後，未來大法官審理案件全面法庭化並增加裁判
憲法審查制度應有充分的人力配置及增額。但現行總員額法
對於政府機關在員額數上的總量限制，卻不利於前述各項政
策的推動，為使能有足夠員額及人力配置以利相關政策的推
動，爰提出「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第三條、第四條及第十
一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政府機關員額是組織結構重要要素，其管理能否適時配合政策與業務需要，發揮彈性調整
功能，攸關政府整體施政效能展現。為使員額管理法制及實務能夠因應行政事務多元化發
展，達成精簡、彈性、不斷創新、有應變能力的政府改造目標，政府依憲法增修條文第三
條第三項「國家機關之職權、設立程序及總員額，得以法律為準則性之規定」、同條第四
項「各機關之組織、編制及員額，應依前項法律，基於政策或業務需要決定之」的規定，
特制定有「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以下簡稱總員額法）
二、總員額法自自 99 月 2 月 3 日公布、同年 4 月 1 日生效實施以來，108 年度中央機關各類預
算員額總數（含公務預算及非營業基金之預算員額共計 21 萬 9,542 人，相較於 101 年度行
政院啟動組織時的員額數減少約 1 萬 3,662 人、精簡率約為 6%，其中屬總員額法涵蓋範圍
之員額總數為 15 萬 3,667 人，在政府員額精簡的目標的確有所成效。
三、近年來社會對醫療照護服務的需求殷切，且政府刻正推動各項長期照護政策，急需醫療人
員的補充；另外，目前司法改革各項新興業務刻正陸續推動，也需要有充足的人力配置，
如「憲法訴訟法」（原為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於 107 年 12 月 18 日三讀通過，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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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未來大法官審理案件全面法庭化並增加裁判憲法審查制度，就應有充分的人力配置及增
額。
四、惟，現行總員額法對於政府機關在員額數上的總量限制，卻不利於前述各項政策的推動，
為使能有足夠員額及人力配置以利相關政策的推動，爰提案修正總員額法第三條、第四條
及第十一條，修正重點如下：
(一)中央政府所屬公立醫院醫事人員歸屬於總員額法第一類人員員額中，其配置係依醫療
機構設置標準規定，以病床數為基礎來編列員額，但近年來社會對醫療照護服務需求
殷切，以總量限制其人力配置不利公立醫院有效運作，爰修訂公立醫院職員不計入第
一類人員員額。（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配合公立醫院醫事人員員額排除計入總員額法第一類人員員額，將員額總數最高限由
現行 17 萬 3,000 人調整為 16 萬 1,000 人，第一類人員員額最高限由 8 萬 6,700 人調整
為 7 萬 4,700 人；配合司法改革各項新興業務的推動，爰將第三類人員（司法院及其所
屬機關之職員等）員額最高限由現行 1 萬 3,900 人調整為 1 萬 5,000 人；另配合第一類
及第三類人員員額最高限的調整，第二類人員員額最高限調整為 4 萬 100 人。（修正
條文第四條第一項、第二項）
(三)現行總員額法為因應國政經環境變遷，或處理突發、特殊或新興之重大事務，彈性規
定有行政院在徵詢相關一級機關後，得將第三類人員之外各類人員最高限調高或調低
，而為確保司法改革新興業務推動能夠有足夠人力及員額，爰修訂總員額法全部各類
人員最高限都可加以調整，但同時明定第四類人員最高限不得調降。（修正條文第四
條第五項）
(四)配合明定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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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第三條、第四條及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
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 本法所稱員額，分為
下列五類：
一、第一類：機關為執行業
務所置政務人員，定有職

第三條 本法所稱員額，分為
下列五類：
一、第一類：機關為執行業
務所置政務人員，定有職

一、中央政府所屬公立醫院醫
事人員歸屬於總員額法第一
類人員員額中，其配置係依
醫療機構設置標準規定，以

稱、官等職等之文職人員
，醫事人員及聘任人員。
但不包括第三類至第五類
員額、公立學校教職員及

稱、官等職等之文職人員
，醫事人員及聘任人員。
但不包括第三類至第五類
員額及公立學校教職員。

病床數為基礎來編列員額，
但近年來社會對醫療照護服
務需求殷切，而醫事人員屬
於特殊專業人力無法由其他

公立醫院職員。
二、第二類：機關依法令進
用之聘僱人員、駐衛警察
及工友（含技工、駕駛）
。但不包括第三類及第四
類員額。
三、第三類：司法院及所屬
機關職員（含法警）、聘
僱人員、駐衛警察及工友
（含技工、駕駛）。
四、第四類：法務部所屬檢
察機關職員（含法警）、
聘僱人員、駐衛警察及工
友（含技工、駕駛）。
五、第五類：警察、消防及
海岸巡防機關職（警）員
。
前項員額，不包括軍職
人員。

二、第二類：機關依法令進
用之聘僱人員、駐衛警察
及工友（含技工、駕駛）
。但不包括第三類及第四
類員額。
三、第三類：司法院及所屬
機關職員（含法警）、聘
僱人員、駐衛警察及工友
（含技工、駕駛）。
四、第四類：法務部所屬檢
察機關職員（含法警）、
聘僱人員、駐衛警察及工
友（含技工、駕駛）。
五、第五類：警察、消防及
海岸巡防機關職（警）員
。
前項員額，不包括軍職
人員。

機關節餘超額人力調整支應
，若以總量限制其人力配置
不利公立醫院有效運作，爰
修訂公立醫院職員不計入第
一類人員員額。
二、雖修訂將公立醫院職員不
計入第一類人員員額，但各
公立醫院仍然需要依醫療機
構設置標準有關配置人員規
定，及各院業務實需、醫療
作業基金營運及盈虧情形衡
酌實際進用所需醫療人員。

第四條 機關員額總數最高限
為十六萬一千人。
第一類人員員額最高為
七萬四千七百人，第二類人
員員額最高為四萬零一百人
，第三類人員員額最高為一
萬五千人，第四類人員員額
最高為六千九百人，第五類
人員員額最高為二萬四千三
百人。

第四條 機關員額總數最高限
為十七萬三千人。
第一類人員員額最高為
八萬六千七百人，第二類人
員員額最高為四萬一千二百
人，第三類人員員額最高為
一萬三千九百人，第四類人
員員額最高為六千九百人，
第五類人員員額最高為二萬
四千三百人。

一、配合公立醫院職員不計入
第一類人員員額，以中央政
府所屬公立醫院包括衛生福
利部及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
委員會所屬公立醫院（含衛
福部所屬療養院及胸腔病院
）105 年度到 107 年度實際
運用職員員額數平均 1 萬
2,132 人為基礎，將機關員
額總數最高限由現行 17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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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施行後，行政院人

本法施行後，行政院人

事主管機關或單位每四年應
檢討分析中央政府總員額狀
況，釐定合理精簡員額數，
於總預算案中向立法院提出

事主管機關或單位每四年應
檢討分析中央政府總員額狀
況，釐定合理精簡員額數，
於總預算案中向立法院提出

3,000 人適度調整為 16 萬
1,000 人。第一類人員最高
額由現行 8 萬 6,700 人適度
調整為 7 萬 4,700 人。
二、目前司法改革各項新興業

報告。
本法施行後，因組織改
制或地方政府業務移撥中央
，中央機關所增加原非適用

報告。
本法施行後，因組織改
制或地方政府業務移撥中央
，中央機關所增加原非適用

務刻正陸續推動，也需要有
充足的人力配置，如「憲法
訴訟法」（原為司法院大法
官審理案件法）於 107 年

本法之員額，不受本法規定
員額高限限制。
因應國家政治經濟環境
變遷，或處理突發、特殊或

本法之員額，不受本法規定
員額高限限制。
因應國家政治經濟環境
變遷，或處理突發、特殊或

12 月 18 日三讀通過，而為
因應未來大法官審理案件全
面法庭化並增加裁判憲法審
查制度，就應有充分的人力

新興之重大事務，行政院於
徵詢一級機關後，得在第一
項員額總數最高限之下彈性
調整各類人員員額最高限。

新興之重大事務，行政院於
徵詢一級機關後，得在第一
項員額總數最高限之下彈性
調整第二項第三類人員以外

配置及增額。司法院及所屬
機關 108 年度預算員額為 1
萬 3,752 人，與總員額法所
規定第三類人員 1 萬 3,900

但第二項所定第三類人員員
額最高限不得調降。

之各類人員員額最高限。

人的最高限相比，只剩有
184 人的空間，將無法因應
未來大量新增的司法業務，
爰將第三類人員員額最高限
適度提高為 1 萬 5,000 人。
三、配合第一類、第三類人員
員額最高限的調整，第二類
人員員額最高限調整為 4 萬
100 人。
四、現行總員額法為因應國政
經環境變遷，或處理突發、
特殊或新興之重大事務，彈
性規定有行政院在徵詢相關
一級機關後，得將第三類人
員之外各類人員最高限調高
或調低，而為確保司法改革
新興業務推動能夠有足夠人
力及員額，爰修訂總員額法
全部各類人員最高限都可加
以調整，但同時明定第四類
人員最高限不得調降。

第十一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
行政院會同考試院定之。
本法修正條文自公布日
施行。

第十一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
行政院會同考試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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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定條文條文施行日期，增訂
第二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