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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提案第 17617 號

案由：考試院函請審議「公務人員保障法第二十三條及第一百零四
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考試院函
受文者：立法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1 日
11000068621 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公務人員保障法（以下簡稱保障法）第 23 條、第 104 條修正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
各 1 份，請查照惠予審議。
說明：
一、本案經提民國 110 年 9 月 23 日本院第 13 屆第 54 次會議決議通過在案。
二、司法院公布之釋字第 785 號解釋指明，保障法第 23 條及其他相關法律未就業務性質特殊機
關所屬公務人員（如外勤消防人員）服勤時數及超時服勤補償事項，另設必要合理之特別
規定，致上開人員之超時服勤，有未獲適當評價與補償之虞，影響其服公職權，與憲法第
18 條意旨有違。相關機關應於 3 年內（即 111 年 11 月 28 日前），就業務性質特殊機關所
屬公務人員之超時服勤補償事項，依超時服勤時段、服勤內容性質與勤務之強度及密度為
適當之評價與補償等，訂定必要合理之框架性規範。為回應前開解釋，經公務人員保障暨
培訓委員會專案委託研究提出修法建議，並邀集相關機關詳慎研議後，擬具旨揭修正草案
，函報本院審議通過。本案修正重點摘述如下：
(一)明定加班要件包括「經指派」、「於法定辦公時數以外」、「執行職務」；加班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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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以加班費及補休假為原則。
(二)增訂實施輪班、輪休制度之業務性質特殊機關公務人員，及一般機關待命執行職務公
務人員之加班補償，應予以適當評價，並依評價之級距及下限訂定換算基準。
(三)增訂補休假應以修畢為原則、補休假期限上限、遷調後續行補休規定及加班補償結算
機制。
(四)授權行政院訂定加班補償評價換算基準之級距及下限等框架性規範。
正本：立法院
副本：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本院國會小組、秘書處、法規委員會、第三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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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保障法第二十三條、第一百零四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公務人員保障法（以下簡稱本法）於八十五年十月十六日制定公布，復於九十二年五月二十
八日修正公布全文一百零四條，嗣依立法委員提案於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修正第七十六條，
刪除有關囑託警察機關送達之規定，再於一百零六年六月十四日因應公務人員人事法規、行政程序
法及行政救濟法規之變革，新增五條條文、修正二十七條條文。
有關加班補償制度於本法八十五年制定之初，即訂定於第十四條，嗣於九十二年修正時，調
整條次為第二十三條迄今，條文文字均未變更。茲司法院一百零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公布之釋字第
七八五號解釋指明，公務員服務法及公務人員週休二日實施辦法，並未就業務性質特殊機關實施輪
班、輪休制度，設定任何關於其所屬公務人員服勤時數之合理上限、服勤與休假之頻率、服勤日中
連續休息最低時數等攸關公務人員服公職權及健康權保護要求之框架性規範，不符憲法服公職權及
健康權之保護要求。國家對公務人員於法定上班時間所付出之勞務、心力與時間等，依法應給予俸
給；公務人員於法定上班時間以外應長官要求執行職務之超勤，如其服勤內容與法定上班時間之服
勤相同，國家對超勤自應依法給予加班費、補休假等相當之補償。此種屬於給付性措施之法定補償
，並非恩給，乃公務人員依法享有之俸給或休假等權益之延伸，應受憲法第十八條服公職權之保障
。本法第二十三條及其他相關法律，並未就業務性質特殊機關所屬公務人員之服勤時數及超時服勤
補償事項，另設必要合理之特別規定，致上開人員之超時服勤，有未獲適當評價與補償之虞，影響
其服公職權，與憲法第十八條保障人民服公職權之意旨有違，應於解釋公布之日起三年內檢討修正
，就業務性質特殊機關所屬公務人員之服勤時數及超時服勤補償事項，依超時服勤時段、服勤內容
性質與勤務提供之強度及密度為適當之評價與補償等，訂定必要合理之框架性規範。嗣銓敘部依上
開解釋意旨辦理公務員服務法研修作業，包括修訂公務員之法定辦公時數、延長辦公時數上限、輪
班輪休人員連續休息下限及勤休頻率等工時規範；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則就本法第二十三條
研擬修正草案，銜接上開公務員服務法修正草案，就該法規範之法定辦公時數以外仍執行職務者，
訂定加班補償規範。本次計修正二條條文，修正重點如下：
一、修正加班定義及補償方式；增訂實施輪班、輪休制度之業務性質特殊機關公務人員，及一般機
關待命執行職務公務人員之加班補償，應予適當評價，並依評價之級距及下限訂定換算基準
；增訂補休假應以休畢為原則，補休假期限上限及遷調後得續行補休規定；增訂加班補償結
算機制，使公務人員因逾補休期限、離職或亡故，致無法補休假時，應計發加班費或獎勵；
授權行政院訂定加班補償評價換算基準之級距及下限等框架性規範，各主管機關依業務特性
，得在行政院所定框架規定範圍內，調整訂定評價換算基準。（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
二、本法第二十三條修正條文施行日期，由考詴院定之。（修正條文第一百零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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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保障法第二十三條、第一百零四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第二十三條

條

文

公務人員經指派

現

行

第二十三條

條

文

說

明

公務人員經指派

銓敘部業依司法院釋字第七八

於法定辦公時數以外執行職
務者為加班，服務機關應給

於上班時間以外執行職務者
，服務機關應給予加班費、

五號解釋意旨辦理公務員服務
法研修作業，包括修訂公務員

予加班費、補休假。但因機
關預算之限制或必要範圍內

補休假、獎勵或其他相當之
補償。

之法定辦公時數、延長辦公時
數上限、輪班輪休人員連續休

之業務需要，致無法給予加
班費、補休假，應給予公務

息下限及勤休頻率等工時規範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人員考績（成、核）法規所
定帄時考核之獎勵。

則就本法第二十三條研擬修正
草案，銜接上開公務員服務法

實施輪班、輪休制度之
業務性質特殊機關對所屬公

修正草案，就該法規範之法定
辦公時數以外仍執行職務者，

務人員之加班補償，應考量
加班之性質、強度、密度、

訂定加班補償規範。
一、第一項修正理由：

時段等因素，以符合一般社
會通念之合理執行職務對價

(一)依公務員服務法修正草
案第十一條規定，公務

及保障公務人員健康權之原
則下，予以適當評價，並依

人員之服勤（工作）時
數，包含「辦公時數」

加班補償評價之級距與下限
，訂定換算基準，核給加班

與「延長辦公時數」。
延長辦公時數，係指於

費、補休假。各機關對所屬
公務人員待命時數之加班補

辦公時數以外加班之意
。本項爰明定加班為法

償，亦同。
公務人員補休假應於機

定辦公時數以外，經指
派執行職務。加班要件

關規定之補休假期限內補休
完畢，補休假期限至多為二

包括「經指派」、「於
法定辦公時數以外」、

年。遷調人員於原服務機關
未休畢之補休假，得於原補

「執行職務」。所稱「
法定辦公時數」，係指

休假期限內至新任職機關續
行補休。

公務員服務法或相關授
權子法所定之辦公時數

機關確實因必要範圍內
之業務需要，致公務人員加

，並配合該法修正草案
第十一條規定酌作文字

班時數無法於補休假期限內
補休完畢時，應計發加班費

修正。又本項係就公務
員服務法所定法定辦公

。但因機關預算之限制，致
無法給予加班費，除公務人

時數以外，仍執行職務
者，規範給予其加班補

員離職或已亡故者，仍計發
加班費外，應給予第一項之

償要件及方式。
(二)為保障公務人員健康權

獎勵。公務人員遷調後於期

及符合一般社會通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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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內未休畢之加班時數，亦
同。

合理執行職務對價，所
稱「執行職務」範圍如

加班費支給基準、第二
項加班補償評價換算基準之

下：

級距與下限、第三項補休假
期限及其他相關事項，由行

1.就其內涵及性質而言
，不限於執行本職勤
（業）務，包括執行

政院定之。各主管機關得在
行政院訂定範圍內，依其業

長官所發命令之非本
職勤（業）務。

務特性，訂定加班補償評價
換算基準。

2.就強度、密度而言，
非僅以實際從事具體
之勤（業）務內容，
或有持續密集執行勤
（業）務為必要，凡
公務人員於長官監督
命令下，必須於辦公
場所或指定處所，等
待或隨時準備執行勤
（業）務，無法自主
運用時間，縱未負高
度之注意程度，亦屬
之。
3.各機關（構）如基於
管理之需要，指派公
務人員於法定辦公時
數以外，處理本職以
外之臨時性、突發性
事務之特定期間值班
、值勤、值日（夜）
等，均屬之。
(三)又本項所列補償方式，
應以給予加班費、補休
假為原則，惟為考量機
關預算之限制或機關必
要範圍內之業務需要，
致無法給予加班費、補
休假時，衡酌公務人員
考績（成、核）法規所
定之帄時考核獎勵（嘉
獎、記功、記大功），
對公務人員年終考績及
陞遷積分有所助益，機
關應給予公務人員考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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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核）法規所定帄
時考核之獎勵，以為補
償，爰增訂但書規定，
並明定獎勵限於公務人
員考績（成、核）法規
所定之類型，以資明確
。另現行條文所定「其
他相當補償」過於空泛
，易生與加班費、補休
假或獎勵等補償方式不
衡帄之情形，爰刪除之
。
二、第二項增訂理由：
(一)司法院釋字第七八五號
解釋意旨，公務人員保
障法第二十三條應就業
務性質特殊機關所屬公
務人員之超時服勤補償
事項，如勤務時間二十
四小時之服勤時段與勤
務內容，待命服勤中依
其性質及勤務提供之強
度及密度為適當之評價
與補償等，訂定必要合
理之框架性規範特別規
定。為符待命全屬加班
時數，本項評價客體限
於「加班補償」，非指
「加班時數」。基於業
務性質特殊實施輪班、
輪休制度機關（如：公
務人員週休二日實施辦
法第四條所定，警察、
消防、海巡、關務、醫
療、交通運輸等機關，
為全年無休服務民眾，
應實施輪班、輪休制度
。）之特殊服勤態樣，
爰明定上開機關所屬公
務人員之加班補償，應
考量加班之性質、強度
、密度、時段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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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符合一般社會通念之
合理執行職務對價及保
障公務人員健康權之原
則下，予以適當評價，
並為明確規範加班補償
計算基準，於第五項授
權行政院於訂定加班補
償評價基準級距（如：
以執行本職業務、待命
及留宿等設定不同級距
）及下限（如：補償評
價換算基準不得低於一
定金額或時數）範圍內
，訂定換算基準，核給
加班費或補休假，俾回
應司法院釋字第七八五
號解釋意旨。所稱健康
權，依司法院釋字第七
八五號解釋，旨在保障
公務人員生理及心理機
能之完整性，不受任意
侵害，且國家對其身心
健康負一定照顧義務。
(二)又各機關非因全年無休
服務民眾而實施輪班、
輪休制度之公務人員待
命（如：各法院或檢察
署法警之值班、各縣市
公務人員執行災害防救
之值班等）時數之加班
補償，亦得訂定換算基
準，核給加班費、補休
假。
三、第三項增訂理由：
(一)依司法院釋字第七八五
號解釋意旨，係以健康
權之保障為核心，為符
合上開解釋意旨，公務
人員加班，宜予以適當
休息，爰補休假仍應以
休畢為原則。
(二)為符法律保留原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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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補休假期限之上限為
二年，行政院依第五項
，得於二年範圍內，訂
定補休假期限，以兼顧
公務人員補休假權利及
實務運作情形。
(三)明定公務人員遷調時，
於原服務機關補休假期
限內未及休畢之補休假
，得於原期限內至新任
職機關續行補休之規定
，以資明確。
四、第四項增訂理由：
(一)明定補休假結算機制。
承前項，補休假仍應以
休畢為原則，例外結算
核給加班費。又公務人
員補休假如確因機關必
要範圍內之業務需要，
致無法給予補休，逾補
休期限未補休假之時數
，應例外按加班時之俸
（薪）給及前項換算基
準，計發加班費。但因
機關預算之限制，致無
法給予加班費，除公務
人員離職或已亡故者，
仍應計發加班費外，應
給予第一項之獎勵，以
為補償。
(二)另所謂離職，係指離卸
公職。參酌銓敘部九十
七年五月十九日部法一
字第○九七二九一七七
○○號令，包括退休（
職）、辭職、資遣、免
職、撤職、停職及休職
等。
五、第五項增訂理由：
(一)前段明文授權行政院訂
定各機關加班費之計算
方式、補休假期限、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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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項加班補償評價換算
基準之級距與下限及其
他相關事項（如：加班
費計算基準、管制、查
核等規定），以符合授
權明確性原則。又考量
各機關業務特性多樣不
一，複雜性高，為因應
實務運作需要，後段明
定由主管機關於行政院
所定範圍內，訂定加班
補償評價換算基準，以
維實務運作彈性。
(二)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十
四條規定，以自本修正
草案條文施行日起有加
班事實者，始有新法之
適用。
(三)所稱主管機關，指公務
人員考績法第十四條第
四項所定之機關，即總
統府、國家安全會議、
五院、各部（會、處、
局、署與同層級之機關
）、直轄市政府、直轄
市議會、縣（市）政府
及縣（市）議會。
相關條文：
公務員服務法修正草案第
十一條
公務員應依法定時間辦公
，不得遲到早退，每日辦公時
數為八小時，每週辦公總時數
為四十小時，每週應有二日之
休息日。但法律另有規定者，
從其規定。
前項辦公時數及休息日數
，各機關（構）在不影響為民
服務品質原則下，得為下列之
調整：
一、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及
五院，於維持每週辦公總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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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下，調整所屬機關（構）
每日辦公時數及每週休息日
數。
二、各級學校主管機關，於維
持全年辦公總時數下，調整
學校每日、每週辦公時數及
每週休息日數。
三、行政院配合紀念日及節日
之放假，調整每週辦公時數
及每週休息日數。
各機關（構）為推動業
務需要，得指派公務員延長
辦公時數加班。延長辦公時
數，連同第一項辦公時數，
每日不得超過十二小時；延
長辦公時數，每月不得超過
六十小時。但為搶救重大災
害、處理緊急或重大突發事
件、辦理重大專案業務或辦
理季節性、週期性工作等例
外情形，延長辦公時數上限
，由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
及五院分別定之。
各機關（構）應保障因
業務特性或工作性質特殊而
須實施輪班輪休人員之健康
，辦公日中應給予適當之連
續休息時數，並得合理彈性
調整辦公時數、延長辦公時
數及休息日數。
輪班制公務員更換班次
時，至少應有連續十一小時
之休息時間。但因應勤（業
）務需要或其他特殊情形，
不在此限。
前二項辦公日中連續休
息時數、彈性調整辦公時數
、延長辦公時數、更換班次
時連續休息時間之調整及休
息日數等相關事項，包括其
適用對象、特殊情形及勤務
條件最低保障，應於維護公

政 10

立法院第 10 屆第 4 會期第 5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務員健康權之原則下，由總
統府、國家安全會議及五院
分別訂定，或授權所屬機關
（構）依其業務特性定之。
公務人員週休二日實施
辦法第四條第一項
交通運輸、警察、消防
、海岸巡防、醫療、關務等
機關（構），為全年無休服
務民眾，應實施輪班、輪休
制度。
公務人員考績法第十四
條第四項
第一項所稱主管機關為
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五
院、各部（會、處、局、署
與同層級之機關）、省政府
、省諮議會、直轄市政府、
直轄市議會、縣（市）政府
及縣（市）議會。
第一百零四條
施行。

本法自公布日

第一百零四條
施行。

本法自公布日

本法中華民國○年○月
○日修正之第二十三條施行

一、本法第二十三條配合實務
運作，明定該修正條文施行
日期，由考詴院定之，其餘
條文自公布日施行。

日期，由考詴院定之。

二、為使機關因應新修正加班
補償制度所生之補休假人力
調配，及加班費結算之預算
因應，爰應以本修正草案條
文施行日起發生之加班事實
，始有新法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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