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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628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0年9月29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6891 號

案由：本院委員葉毓蘭等 24 人，邇來有奧運國手廣告代言之機會，
卻因其任職於公股行庫受公務員服務法相關經商、兼職規範
，無從解套引發爭論，致使外界懷疑政府照顧運動選手之美
意。公務員服務法有關經營商業以及兼職之規定，司法判解
以及有關函釋均對相關規範作目的性放寬之解釋，惟主管機
關長期卻沒有政策性作為，解套現行公務員經商、兼職規範
不明確之灰色地帶。除上述運動選手之生計外，公務員商業
活動及兼任業務而不妨礙本身工作職務之性質或尊嚴，長期
能否兼職亦生困擾，均應修法解決。爰擬具「公務員服務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經查公務員服務法自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三日制定公布以來，經歷四次修正，最近一次於八十
九年七月十九日修正施行，雖然考試院一○九年七月二十日函送修正本法，但內容側重規
範定義明確以及法制程序，對長久以來公務員兼職限制之爭議，並無幫助。
次查，司法判解及銓敘部函釋，對公務員服務法內經商、兼職，有多次目的性放寬之解釋
，以求現行法律執行時，不至於過於苛酷。有關公務員服務法第十四條第一項：「……本
條項『兼任他項公職』法文文意明確，不致在適用上發生疑義，而『業務』則見解紛擾，
有再加以闡釋之必要。所謂『業務』，係指『以反覆同種類之行為為目的之社會活動』，
換言之，只要經常、持續之行為為同一目的社會活動及屬之……如其工作與本質之性質或
尊嚴有妨礙者，無論是否為通常或習慣上所稱之業務均屬本條所規範之對象……只要非經
常及持續性而偶一為之，其行為不合於所稱之業務，自不合本條之規範目的。」公務員懲
戒委員會 108 年澄字第 3532 號公懲判決持此判解，懲戒法院 110 年度清字第 29 號判決亦
有類似見解。另「本質所任工作非屬機關保密性及不可洩漏民間之專業技術性，且所兼之
計件工作並無損公務員尊嚴者，尚非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 13 條所稱之『經營商業』及第 14
條所稱之『兼任他項業務』」參照銓敘部 76 年 2 月 23 日 76 台銓華參字第 82025 號函、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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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部 92 年 4 月 25 日部法一字第 0922239192 號書函、銓敘部 109 年 9 月 3 日部法一字第
10949780641
尊嚴是否有所妨礙，為得否經營商業、兼任業務之標準；則現行法律解釋對公務員是否一
律禁止經商或兼任業務，非可一概而論。有關機關長期未盤點不同公務員職務經商兼職之
適法性，做不同的行政管制，實有未妥，特提出修法匡正。
再查，現行公務員服務法第 13 條第 3 項規定：「公務員利用權力、公款或公務上之秘密消
息而圖利者，依刑法第一百三十一條處斷……」規範意旨顯係認公務員有無圖利風險之判
斷，應以權力、監督業務為標準，更得論證應以較高職等或主管職務為重點管制對象，其
餘之公務員不應一律管制，而應改採原則得兼任業務，例外需許可之管制架構。
110 年 8 月初，緣奧運國手因身為編制內公股行庫員工，因此不能接廣告代言之爭議，暴露
政府照顧運動選手配套不足，又為上述長久以來公務員服務法相關問題所累，問題更顯治
絲益棼。爰此，擬具「公務員服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修正運動選手以及其他公務員
，經商兼職之相關法律規範。
本次修法重點如下：
一、依相關司法判解及銓敘部函釋，無保密性質而不妨礙工作與本職之性質或尊嚴者，應屬得
經營商業之範圍。修正公務員服務法第十三條，以立法解釋條文，確認一般公務員不妨礙
工作與職務之性質或尊嚴，以及運動選手任職公營事業等，不受本條限制（第十三條）。
二、依相關司法判解及銓敘部函釋，無保密性質而不妨礙工作與本職之性質或尊嚴者，應屬得
兼任業務之範圍；依之，一般公務員視所兼業務之性質，並非一律不可兼職兼薪，不妨礙
本職者自得兼任；再依之，運動選手任職公營事業等，亦屬之，特以立法解釋條文確認。
另外，公務員有無圖利風險之判斷，應以權力、監督業務為標準，因此參考公職人員財產
申報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五款及第十三款，增訂十職等（或比照）以上之公務員方一律納入
管制，而其以下之公務員原則上均得兼任業務，例外方另訂準則、辦法納入管制。
本次修正所規範服務機關、上級機關之對所屬公務員兼職之同意程序，不包括一般公
務員不妨礙工作與本職之性質或尊嚴者，或任職公營事業等機關（構）運動選手之代言廣
告，因此自始不適用服務機關同意程序，一併說明（第十四條）。
三、配合條文整併，刪除第十四條之二及第十四條之三（第十四條之二、第十四條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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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服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第十三條

條

文

公務員不得經營商

現

行

文

說

明

公務員不得經營商

一、增訂第二項，原第一項後

前項所稱經營商業，不

業或投機事業。但投資於非
屬其服務機關監督之農、工

段移列第三項。其餘原第三
項移列第四項。原第四項刪

包括下列事項：
一、擔任公營事業或其他類

、礦、交通或新聞出版事業
，為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兩

除。
二、參考國民體育法有關體育

似機關（構）職務之體育
專業人員代言廣告。

合公司之有限責任股東，或
非執行業務之有限公司股東

專案人員之定義，以訂定立
法解釋條文之方式，確立擔

二、其他公務員經營商業不
妨礙工作與本職之性質或

，而其所有股份總額未超過
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百分

任公營事業或類似機關（購
）之體育專業人員（即俗稱

尊嚴者。
第一項所稱經營商業，

之十者，不在此限。
公務員非依法不得兼公

運動員），得代言廣告。修
法俾利運動員職涯規劃，並

不包括投資於非屬其服務機
關監督之農、工、礦、交通

營事業機關或公司代表官股
之董事或監察人。

帶動全民運動熱潮、促進國
民健康，更有機會透過廣告

或新聞出版事業，為股份有
限公司股東，兩合公司之有

公務員利用權力、公款
或公務上之秘密消息而圖利

提升國家正面形象及國際能
見度，也將鼓勵具有潛力之

限責任股東，或非執行業務
之有限公司股東，而其所有

者，依刑法第一百三十一條
處斷；其他法令有特別處罰

運動選手投入各類運動項目
，俾利各類運動項目永續發

股份總額未超過其所投資公
司股本總額百分之十。

規定者，依其規定。其離職
者，亦同。

展。
三、配合修正後之條項次序，

公務員利用權力、公款
或公務上之秘密消息而圖利

公務員違反第一項、第
二項或第三項之規定者，應

移列項次。
四、修正條文後第十三條第一

者，依刑法第一百三十一條
處斷；其他法令有特別處罰

先予撤職。

業。

第十三條

條

規定者，依其規定。其離職
者，亦同。

項限制公務員經營商業，不
包含體育專業人員代言廣告
，或不妨礙公務員工作與本
職之性質或尊嚴之活動，自
始不需依修正條文後第十四
條第四項規範之程序申請同
意。考試院及各主管機關訂
定之準則及辦法，亦不應予
納入，一併敘明。
五、公務員經商規範應予放寬
，違反經商規定之處理，回
歸一般懲戒、懲處規定，修
法刪除應先予撤職之規定。

第十四條

公務員除法令另有

第十四條

公務員除法令所規

一、酌修第一項法條用語，增

規定外，不得兼任他項公職
或業務；其依法令兼任者，

定外，不得兼任他項公職或
業務。其依法令兼職者，不

訂第二項。另本法第十四條
之三及第十四條之二，移列

兼薪受領之比例或數額應符

得兼薪及兼領公費。

條次至本條第三項及第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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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本法授權法規命令之規定
。

依法令或經指派兼職者
，於離去本職時，其兼職亦

前項所稱兼任業務，不
包括下列事項：

應同時免兼。

。
二、為保障運動員職涯長期發
展及全民運動風氣，參考國
民體育法有關體育專業人員

一、擔任公營事業或其他類
似機關（構）職務之體育

之定義，以立法解釋條款確
立擔任公營事業或其他類似

專業人員代言廣告。
二、其他公務員兼任業務不

機關（構）之體育專業人員
，得代言廣告。依公務員懲

妨礙工作與本職之性質或
尊嚴者。

戒 委 員 會 108 年 澄 字 第
3532 號公懲判決、懲戒法

公務員兼任教學或研究
工作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
業或團體職務，應經服務機
關同意，機關首長應經上級

院 110 年度清字第 29 號、
銓敘部 76 年 2 月 23 日 76
台銓華參字第 82025 號函、
銓敘部 92 年 4 月 25 日部法

機關同意。但兼任無報酬且
未影響本質工作者，不在此

一字第 0922239192 號書函
、銓敘部 109 年 9 月 3 日部

限。
依第一項應經同意者，

法一字第 10949780641 號令
等判解函釋，公務員經商兼

其應申請之範圍、機關同意
之條件、程序、兼薪得受領

職有妨礙本職工作之性質或
尊嚴者，始須依本法禁止，

之比例數額及其他下列應遵
行事項之準則，由考試院定

爰修法以立法解釋條款，確
認上述法律見解。另外，修

之，並得授權各主管機關依
其業務性質訂定辦法：

正之第二項各款範圍，因並
非本法禁止兼任業務之範圍

一、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以
上或比照簡任第十職等以

，自不須依修正後第四項程
序經同意，一併敘明。

上之公務員，兼任業務前
應經服務機關或上級機關

三、配合修正後之條項次序，
移列項次。

同意。
二、前款以外之公務員，其

四、公務員經商兼職有妨礙本
職工作之性質或尊嚴者，始

職務特殊，為防止藉權力
或監督業務圖利自己或他

須依本法禁止，因此，考試
院應訂定準則，各該中央主

人，各該中央主管機關得
訂定辦法，指定應經服務

管機關本應訂定辦法，明確
界定相關事宜。公務員有無

機關或上級機關同意之兼
任職務或工作範圍。

圖利風險之判斷，應以權力
、監督業務為標準，此亦即
原本法第十三條第三項之所
由設，因此參照公職人員財
產申報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五
款及第十三款之規定，修正
公務員兼任職務或工作之規
範，第十職等（或比照）以

委 109

立法院第 10 屆第 4 會期第 3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上，方需一律經機關同意；
其餘應由各該中央主管機關
依本職之性質，指定應申請
同意之對象，應得同意之兼
任職務或工作得細節事項，
並訂定辦法後，始得管制。
五、修正條文後第十四條第一
項限制公務員兼任業務之部
分，不包含體育專業人員代
言廣告，或不妨礙公務員工
作與本職之性質或尊嚴之業
務，自始不需依修正條文後
第十四條第四項規範之程序
申請同意。考試院及各主管
機關訂定之準則及辦法，亦
不應予納入，一併敘明。
第十四條之二

（刪除）

第十四條之二 公務員兼任非
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

條文整併，刪除本條。

之職務，受有報酬者，應經
服務機關許可。機關首長應
經上級主管機關許可。
前項許可辦法，由考試
院定之。
第十四條之三

（刪除）

第十四條之三

公務員兼任教

學或研究工作或非以營利為
目的之事業或團體之職務，
應經服務機關許可。機關首
長應經上級主管機關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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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整併，刪除本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