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試院第 12 屆第 220 次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8 年 1 月 3 日上午 9 時
地 點：本院傳賢樓 10 樓會議室
出席者：伍錦霖 李逸洋 趙麗雲 楊雅惠
周玉山 謝秀能 蕭全政 何寄澎
陳皎眉 黃錦堂 陳慈陽 王亞男
詹中原 周萬來 蔡宗珍 周弘憲
列席者：李繼玄 施能傑 袁自玉 曾慧敏
郝培芝 葉瑞與

蔡良文
馮正民
張素瓊
郭芳煜
蔡秀涓

周志龍
黃婷婷
李 選
林文燦

出席者
請 假：張明珠病假
列席者
請 假：許舒翔休假
主 席：伍錦霖
秘書長：李繼玄

紀 錄：陳政良

院長講話：
今天是 108 年第一次院會，在新的一年，請大家一起努力，繼續打
拼，祝福大家新的一年健康快樂、事事順利。
甲、報告事項
一、宣讀本屆第 219 次會議紀錄。
決定：確定。
二、會議決議事項執行之情形：(無)
三、業務報告：
（一）書面報告：
表修正，並溯
自民國 107 年 7 月 16 日生效一案，報請查照。
決定：准予備查。
２、考選部函陳辦理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律師考試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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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試考試免試及第 49 批全部科目免試審議經過及律師考試
審議委員會第 63 次會議審議結果一案，報請查照。
決定：准予備查。
1 員請
任一案，報請查照。
決定：洽悉。
４、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令派簡任第十職等以上人事正副主管
人員熊學敏等 3 員請任二案，報請查照。
決定：洽悉。
（二）銓敍部業務報告(周部長弘憲報告)：銓敍部 107 年第 4 季
重要業務執行概況。
周委員萬來：部本次會議報告 107 年第 4 季重要業務執行概
況，其中重要法案（規）部分第 5 項研修職組暨職系名稱
一覽表、職系說明書及依法考試及格人員考試類科適用職
系對照表乙節，本席首先對部及院相關幕僚的努力與彙整
，表示肯定與慰勉。是項職組暨職系整併業務相當繁瑣，
業經召開 7 次全院審查會，並將審查報告提報本次院會，
將現行 96 個職系修正為 57 個職系，43 個職組修正為 25
個職組，且訂自民國 109 年 1 月 16 日生效，具體落實本屆
施政綱領。經由此次職組職系整併後，相信對機關彈性用
人有其正面功能。另考選部業依審查報告所作決議，分別
於 107 年 12 月 19 日及 28 日邀集學者專家及用人機關召開
「綜合行政職系考試類科」及「新聞傳播與文教行政職系
考試類科」諮詢會議，本席特表示肯定，並請適時提報委
員座談會。
蕭委員全政：對於部所報告人事制度之新變革，本席均非常
肯定，特別是關於職組職系部分，本次職組職系修正，是
將現行 96 個職系、43 個職組，修正為「56」個職系、25
個職組，但報告內容卻寫為「57」個職系，有所出入。請
教修正後之正確職系數目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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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委員秀能：有關銓敍部重要業務報告「銓敍部 107 年第 4
季重要業務執行概況 二、重要業務部分」，其第（一）
項配合中央及地方組織改造及業務需要，辦理機關組編列
等審議，第 1 點指出，行政院組織改造已完成 24 個部會及
所屬機關（構），共 100 項組織法案，其中海洋委員會組
織法，業於去（107）年 4 月 28 日施行。本席曾於本屆第
178 次、第 182 次與第 192 次會議指出，海巡署由二級機
關降為三級機關，高一階(級)的官員可能占低一階(級)之
職缺，針對員額編制問題，例如海巡署原有簡任第 12 職等
的員額，組改調降後，只剩 9 個；原來簡任第 11 職等的員
額為 48 個，降編後為 28 個；原來薦任第 9 職等主管員額
為 354 個，組改降編後調整為 245 個。本席請教銓敍部與
人事總處，在組改過程中，如何解決上開人員職等調配的
問題？其編制（階）是否會隨之調整？而又如海巡單位所
反應之意見，有關如「一級單位主管如組長職列簡任第 11
職等至第 12 職等」、「維持參議之編制與員額」、「巡防
組設雙副組長」、「巡防區指揮部置『部主任』列薦任第
9 職等至簡任第 10 職等」、「各地區分署機關首長、副首
長及幕僚長職務列等允應相同」、「各岸巡隊、查緝隊及
部分海巡隊派出單位，隊長職務維持薦任第 9 職等至簡任
第 10 職等」、「艦隊分署機動海巡隊『艦長』置兩種職務
列等，且員額微調」、「部分人員職務採原階原職留，待
出缺後再改制」、「選用『督察』職稱」與「調整技術職
組織修編規劃與安排，以保障現有海巡人員之權益。另請
教銓敍部，目前海巡署的組織改造進度為何？為避免嚴重
影響海巡人員的陞遷制度與人員士氣，其職等與權益是否
受到保障？
何委員寄澎：部今日業務報告第 4 頁有關「地方機關職務列
等（等階）調整後續事宜」，提到「縣（市）政府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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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務局（處）長、專員、技正、督學……等職務列等提
出調整建議，人事總處審酌後悉暫不予調整」，本席鑒於
上述各職務之列等不予調整，就衡平性、合理性、衝擊性
而言，彼此並不同然，例如連江、金門、澎湖等離島縣，
其未設副局（處）長之單位，其「專員」層級高於科長，
角色職責實質近於副局（處）長，如今科長職務列等已然
調整，專員不調，頗造成地方政府之困擾，請教施人事長
是否可略加說明暫不調整的考量，以及未來進一步更張的
可能性。
周委員玉山：周部長今天報告去年第 4 季的重要業務，本席感
佩他的勤政，也肯定銓敍部和基管會同仁的努力，現就退撫
基金的他山之石，請教部長一些問題。根據 Towers Watson
的研究報告，退休基金規模日益龐大，至 2017 年底，全球
退休基金達 41.4 兆美元，較 2007 年成長近 5 成。這些龐大
資金衍生的資產配置需求，帶動全球資本市場發展，也推動
企業社會責任(CSR)文化，重建市場秩序。韓國國家退休基
金資產達 5,700 億美元，為世界前 3 大退休基金，對韓國資
本市場有重大影響。過去，韓國國家退休基金不僅未對抗公
司治理不善者，甚至替國內公司抵禦外國股東及基金。著名
的案例，就是 2015 年，國家退休基金受朴槿惠總統指示，
支持三星集團有爭議的合併案，使該集團獲益。2 年後朴槿
惠因遭彈劾而下台，她與國家退休基金部長皆遭收押。現在
，韓國國家退休基金決定對其投資公司，採取更積極的行動
，簽署「機構投資人盡責治理守則」，建立與被投資公司建
設性的溝通管道，保護少數股東的權利，並箝制大企業濫權
。該守則要求，對其投資公司高層討論推選董事、投票議案
與配發更高的股利等。資本是權力，更是責任。ESG(環境、
社會和公司治理)原則強調，不僅評估企業財務表現，也應
將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等因素，納入投資決策考量。請問
，我們的退撫基金，有沒有與被投資公司的高層溝通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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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對損及股東權益的議案投過反對票？有沒有關心過公司
的環境永續政策？有沒有關注過公司的薪資政策與工安問題
？有沒有注意過企業在碳排放及能源使用的效率？有沒有留
意過供應鏈廠商生產線對環境的衝擊？本席再次呼籲，請基
管會參考勞動基金與國際趨勢，盡速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
告書」，回答上述重要的問題。
黃委員錦堂：感謝部報告「107 年第 4 季重要業務執行概況
」，包括部與基管會之重要業務。1.本席認為，報告格式
與內容跟向來差異不大。部的報告，也得多關注政經社情
勢發展，例如最新的發展為「地方九合一選舉」，執政黨
重大挫敗，到底民心所向為何，人民對部所掌理業務之重
大政策之反應如何，部應正視，加速且積極檢討，此方為
部作為政策研議機關之應有作為。本席與多位考試委員在
本院之年改法案全院審查會審議過程中曾發言指出，相關
內容亦有部分經作成附帶決議，年改法案定案與執行後，
其對公務體系之衝擊與影響，部應研究與回應。本席曾指
出，年改之後可能發生如下情形：可退者延退，造成陞遷
塞車，這在考績上有無辦法維持士氣、激勵士氣？在組織
文化上應有何因應措施？在領導統御上須有何微調之處？
在陞遷與調任上要否有些政策因應？在退休資遣撫卹上可
否有微調機制？例如退休前可准予當事人申請長假，職務
可讓其下屬人員歷練；在休假制度上，可儘量鼓勵以留職
停薪方式，讓當事人得進行其他與職務無直接相關之身心
安頓課程等；停薪之育嬰假或家庭照顧假可否再放寬，讓
人事的空間得有些微鬆動？公務員服務法有關兼職規定或
轉任條件限制，是否及如何合宜放寬？保訓會就終身學習
得妥為檢討研議，使年改後公務體系人力能夠維持生命力
、朝氣與進取心。2.媒體報導我國自 103 年至今歲收超徵
約 5 千億，政府考慮實施「負所得稅」，即對於低收入者
，按照其實際收入與維持一定社會生活水平需要的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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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稅收形式，依率計算給予低收入者補助。行政院施副
院長俊吉在行政院年終記者會也表示，108 年的加薪動能
將會是非常強大，因為從銀行業到上市櫃公司，今年都有
很可觀的獲利，語氣中似乎暗示公務人員今年有可能加薪
，而這也就是說，月退休金可能也會有所提昇，因為加薪
中之「本俸的部分」為月退休金基數的計算基礎。然加薪
是對在職者有所助益，對已退休者並無幫助，除非啟動公
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 67 條之調整程序，亦即，得由本
院會同行政院，衡酌國家整體財政狀況、人口與經濟成長
率、平均餘命、退撫基金準備率與其財務投資績效及消費
者物價指數調整之。3.此次九合一大選，執政黨敗選原因
有各種說法與解讀，但普遍認為年改是極為重要因素，然
並未見「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林萬億政務委員、教育
部、銓敍部在年改相關政策上有何鬆動。民進黨大老許信
良先生表示：「其實蔡總統如果不碰年金改革，她躺著都
當選，因為年金改革這群人都是蔡英文的粉絲。國中小教
師、低層公務人員希望小孩變得像蔡英文這樣的人，她本
來是軍公教這個階層的偶像，所以她年金改革是砸自己的
腳，非常不聰明，她打掉自己的崇拜者，讓崇拜者變成死
敵。本來這些人不分藍綠，是有可能支持蔡英文，就是因
為她的菁英價值。現在這些人變成她的死敵，優勢都被打
掉了。年金改革是傷害她最大的原因…。」各界也多認為
年改對這次九合一選舉有一定影響。藍綠孰主 2020，是一
回事，本席所關心者為，年改影響為數龐大現職與退休的
軍公教人員之相當權益，有無可能，當今、立即進行年改
法案之「修法」？於此涉及複雜糾葛連動的政策考量與選
戰攻防，涉及制度是否要「先求穩再求好」，或因事態嚴
肅而應立即調整。所謂調整，方案大小可有很多，非不可
針對重大者先行。受年改而月退休金遭大幅調降者，一般
而言其職等高、資歷深、專業、敬業、績優，對公務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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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且大多近 65 歲才退休，受到的波及更大，就之是否仍
有微調空間？對已上年紀（如 80 歲）、罹患重症者，也得
有討論空間。本席上週所說「黨職併公職」之案型，也得
有檢討必要。4.本席相當認同院內某位高階文官所言，本
院依照憲法所定，是獨立行使職權的院級機關，旨在保障
文官，因業務權責太大，所以才下設三個部會與監理會以
研議法案及執行決議，所屬部會首長應該多聽取本院委員
的發言及決定，甚至，過去馬前總統英九時代，部會首長
由考試院長主導提名，總統也都尊重，但蔡總統上任後推
翻了這個實務作法。三位部會首長應該多主動了解，因應
時代的推演、政經社的變動，推陳出新有關的政策，而非
等待上級的指示或命令才有動作。總而言之，年改帶給文
官體制的影響，於地方九合一選舉後，尚未看出部有進行
檢討。
馮委員正民：肯定「銓敍部 107 年第 4 季重要業務報告執行情
形概況」之報告。報告中提及行政院組織改造目前仍有內政
部、經濟及能源部、交通及建設部、農業部、環境資源部等
5 個部與 1 個相當中央三級獨立機關核能安全委員會尚待立
法，並由行政院函送立法院審議中，請教前次人事總處報告
提及的中央三級獨立機關「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是
否也已列入立法院審議中？
陳委員慈陽：1.感謝部報告 107 年第 4 季重要業務執行概況
，特別是重大法案立法院審議情形及相關法規修正情形；
業務推動方面，包括組織改造等，均有顯著績效，對部上
季施政成果表示肯定。2.本席去年考察日本後，曾就高階
文官職涯訓練部分提出報告，並與周部長及蔡政務次長深
入討論，部亦隨之提出高階文官管理制度相關規劃，惟因
時機尚未成熟，且本院委員尚有意見，嗣未再進一步討論
。部去年所推動之職組職系修正，為重要工程，多位委員
亦表示肯定，但職組職系僅對公務人員（包括高階文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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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調部分，進行「量」上的提昇，亦即職組職系整併後，
賦予一定彈性，有助於各級機關首長用人需求以及業務開
展等；惟「量」之提昇，不等同於「質」的提昇（例如修
正公務人員考績法屬質的提昇），爰仍應針對高階文官「
質」的提昇部分，予以特別關注。目前基層公務人員經考
試錄取實務歷練後，其專業度已普遍獲得肯定；而高階文
官雖素質與專業度極高，但視野廣度較為不足，本席建議
部可會同保訓會及人事總處，持續強化高階文官職涯歷練
，共同協力建構一套完整而良善的制度，有效整合任用及
訓練，俾使高階文官不僅專業度高、歷練充足，更能具備
廣泛視野，相信將有助於國家文官體制長治久安，並奠定
穩定國家法秩序的重要基礎。本院委員對此已有諸多經驗
，屆時當可提意見供參。
詹委員中原：1.有關地方組織改造及職務列等方面，去(107)
年 5 月行政院建議直轄市及非直轄市政府職務列等拉平，
亦即目前直轄市科長單列薦任第 9 職等、副局（處）長單
列簡任第 10 職等，縣(市)政府科長改列薦任第 8 職等至第
9 職等、副局（處）長跨列薦任第 9 職等至簡任第 10 職等
。報告第 4 頁指出，有關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調整後續事宜
，經本院第 12 屆第 186 次、第 192 次會議通過後，部又接
獲立法委員、部分中央機關、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等，
分別就與上開副局（處）長及科長層級主管職務原列等相
當，或其上下相關職務之列等提出調整建議，部爰依上開
第 12 屆第 186 次會議決議請人事總處就財務面、列等調整
之必要性、合理性及急迫性等事項衡酌辦理，而經人事總
處審酌後暫不予調整，且並未函請部調整職務列等。蓋行
政院賴清德院長於去年元旦即提出「均衡臺灣」之方針，
其中重點為希望辦理同樣公務者，能有相同之職務列等，
因而衍生出前開去年 5 月函請本院調整地方機關職務列等
事宜，審酌「均衡臺灣」主要目的為為地方政府留才，爰
-8-

請教：（1）針對賴院長所提之人事行政政策方向，希望「
拉平辦理同樣公務而有不同職務列等」之政策理念（亦即
均衡臺灣之實質內容），部有何看法？（2）嗣後相關職務
之列等調整，部請人事總處衡酌研議後，人事總處係基於
政府財務、組織效率或士氣或何種理由而暫不調整？又目
前地方政府人事政策為何？建請補充上開兩部分資訊，本
報告當可更加周詳完整。2.據了解，國發會業提出「2030
雙語國家政策發展藍圖」報告，希望 2030 年我國能成為雙
語國家，本席十分關注此項政策動態，未來我國將朝此一
方向發展，以提昇國家競爭力，且教育部已初步先行修法
，並特別註明雙語國家政策藍圖不限於學生，而適用全體
國民。在該政策下，我國公務人員之招募跟甄選，即銓敍
部分，有關整體考銓制度之內容及配套措施為何？又部對
於 2030 年雙語國家有何願景及看法？請部說明。
蔡委員良文：對部 107 年第 4 季重要業務執行概況表示敬佩
。未來一年，任何執事者，切勿有妄念及私心，凡事須以
國家與公共利益角度出發，以免持續紛擾動盪。本院及所
屬部會受國內外政經社文之衝擊，雖相對較小，惟尚難置
身事外，爰部仍宜秉持上開公益原則施政。以下意見：1.
有關中央及地方組織改造及業務需要，辦理機關組編列等
審議部分，本席重申，原二級機關改為三級機關；或二級
機關間相互整併；乃至於目前之海洋委員會中之原海巡署
4 種類別人員如何配置等，部於官制官規層面，應會同人
事總處妥為衡酌考量，並針對政府再造過程中，各受變革
機關之權責職能、運作及相關人員權益之動態情形，進一
步深入分析研處。2.報告第 6 頁，有關法案（規）一覽表
等法制作業，屬立法策略問題，於未來政經社文變革中，
應配合時局調整。舉例而言：（1）公務人員基準法草案方
面，目前兩院尚無共識，爰部可考量增修現行公務員服務
法或不合時宜或得強化之規定。（2）政務人員法草案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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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已陳報本院審議中，惟相關配套法案，亦應一併注意
，包括配合退休(職)年改，修正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
以及公職人員年資併社團專職人員年資計發退離給與處理
條例（即黨職併公職問題）等，因而受影響之高齡及社經
弱勢政務人員，部可審酌規劃適法性之彈性處理，或稍作
修法，此為部因應變局應有之作為。於重大改革過程中，
若有難以相應配合之處，則立法策略須再加思維，俾掌握
重點。若以經濟為喻，強調發展火車頭工業，亦即若能領
頭帶動相關產業之正向改革，後續之民心及士氣均將有所
提振。3.退撫基金之管理運用方面：（1）報告第 4 至 5 頁
敘及國內外委託經營概況，如參照監理會所提分析報告，
國內部分，會指出未來政經變數多，臺股須審慎保守看待
，惟除監理會所列舉因素外，邇來兩岸領導人針對未來國
家發展之歧異性，對基金投資運作勢必有所衝擊，後續漣
漪效應定將顯現，基管會如何因應？（2）中美貿易大戰持
續造成國際股市動盪；此外，美國總統川普及聯準會主席
鮑爾（Jerome Powell）對於升息與否之意見相左，引發衝
突，亦牽連甚廣。上開兩因素，實為基管會關注內外環境
因素的重中之重，就此後續可能之影響，建議部與基管會
能深入關注，如能善加掌握或採先機而發的策略，對未來
基金發展應有相當之助益。
周部長弘憲、施人事長能傑、郭主任委員芳煜補充報告：對
各委員意見加以說明(略)。
決定：洽悉。
（三）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業務報告(郭主任委員芳煜報告)
：108 年度公務人員晉升官等訓練遴選作業講習規劃情形。
決定：洽悉。
（四）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人事考銓業務報告(施人事長能傑報告)
：行政院及地方政府所屬一般行政機關女性公務人員成長
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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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委員錦堂：感謝人事總處報告「行政院及地方政府所屬一
般行政機關女性公務人員成長圖像」。報告提出諸多統計
數據，最後小結就政策上衡量提出若干解釋，例如為何各
官等中女性比率持續增加，是因政府部門近年來每年退休
者以男性居多，新進人員女性人數多於男性所致，人事長
並說明不贊同固定性別比率代表制度，陞遷過程中男女性
別比率自然會達到均衡。本席認為，學者的「學術研究」
與政府官員之「政策報告」，並不相同，政策報告應有政
策分析，項目上得包括：關於女性比率，我國現行法律有
無規定、行政院有無政策綱領、我國憲法、大法官解釋、
兩公約施行法有無規定等；對報告數據仍須再予細分，有
哪些數據，以及各類數據之意義、產生之原因、政策上之
意涵，並指出擬於政策上如何因應。舉例言之，報告指出
，人事行政職系人員女性人數比率由 58.7%大幅增至當今
69%，簡任比率亦由 29.4%增至當今 49.7%，這原因為何？
政策意涵為何？政策上有無需要注意或因應之處？再如，
報告指出，外交事務職系女性人數占比由 24.7%增至 35.8%
，這原因為何、政策意涵為何，各國外交人員女性比率數
字有無可資比較之處？女性外交官就屬於「外交穿梭」一
部份之密室會談、高爾夫球球敘、酒後吐心聲或其他隱誨
方式交換意見等方式，會不會有客觀上之「不方便」？外
國有如何規定或實務以協助解決？警察人員女性比率從
3.9%快速增至 9.4%，警佐比率更是增加 6 倍，而各國警察
人員女性比率又是如何？本院考試委員曾到日本及韓國考
察警政，該二國警察女性比率並不甚高。人事總處是否對
於女性從事警察、調查、國安、獄政、海巡、移民職位略
作調查，其自我認同度及民眾滿意度如何？有無存有職業
工作上有待協助解決的問題？整體而言，性別主流化、國
際人權保障及大法官解釋，咸認在錄取名額上應開放相同
性別競爭，不得設限，於此應強調，就一般警察人員特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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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試的體測項目及標準，應設定女性競爭者「合於其執
行勤務所需」之體測；於此外國警察人員職務所需之體技
男女性員警是否均為一致，抑或有必要合宜差距，以避免
造成對女性之歧視，值得研究。其次，就現已在職者之低
比例性別者之陞遷上優惠措施，因涉及男性權益及組織文
化等，須有漸進合宜性，而不得過於急躁。
李委員選：肯定人事總處提出「行政院及地方政府所屬一般
行政機關女性公務人員成長圖像」，惟女性公務人員整體
比率變化圖像報告中，並未提出女性性別比率的提昇，其
工作效能有何改變？或效率有無任何變化？如：行政疏失
度降低與否，預算執行率是否提高等，甚至有無出現任何
之問題與限制？以女性人事行政職系人員由 58.7%增至 69%
，簡任比率由 29.4%增至 49.7%為例，此份報告中未提及行
政效能的改變，難以說明女性比例持續提昇所產生的實質
效益，無法作政策上之判斷，建議日後的報告能含括實證
資料。
陳委員慈陽：在警界時常聽聞有許多優秀女性警官，均已具
備報考分局長班資格，卻為家庭因素，不願報考。優秀女
性警官不願爭取擔任分局長的原因，已有實質性別不平等
的現象，如何能改正此一現象，導正警界實質性別平等，
內政部及人事總處責無旁貸。
施人事長能傑補充報告：對各委員意見加以說明(略)。
決定：洽悉。
(五) 秘書長工作報告(李秘書長繼玄報告)：
１、本院 89 周年慶專題演講籌辦情形。
２、107 年度本院會議及審查會議案審查情形。
楊委員雅惠：關於本院 108 年 1 月 9 日舉辦 89 周年慶專題演
講，將邀請國立政治大學周前校長行一蒞院演講「從中美
貿易戰看世界的未來」，此確為極重要且眾所關切的議題
，對退撫基金尤其重要。現時國際經濟局勢不穩定，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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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 2019 年經濟成長均較 2018 年為低，尤其因中美貿易
戰，各國貿易量均縮減。從各國經濟預測及各國央行利率
政策以觀，對經濟情勢研判未臻一致，約有半數國家採取
升息政策，部分國家則維持原有利率水準。美國從 2015 年
至今共計升息 9 次，我國則均未升息，代表美國這幾年經
濟情況佳，故採升息措施，此次升息後，預計未來可能減
少升息次數。2017 年因股票市場上揚，退撫基金報酬率佳
，2018 年則尚待相關財報數字。去(107)年年底美國股市
下跌，年底前發生自 2008 年金融海嘯後最大降幅，但本年
度開市後開小紅盤，故經濟情勢仍不穩定，尚須繼續觀察
。另去年年底美中兩國元首會晤後，議定 12 月 1 日起貿易
戰暫停 3 個月，休戰過後經濟情勢又將如何，容有諸多經
濟現象尚待觀察，提醒退撫基金對以上問題能多予關注。
決定：洽悉。
(六) 考選部業務報告(蔡部長宗珍報告)：
１、考選行政：107 年第 4 季重要業務執行概況。
２、考試動態：107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二級考試第二試口試
暨成績及總成績審查會議及榜示等各項考試事宜。
趙委員麗雲：考銓兩部聯袂提出 107 年第 4 季重要業務執行
概況，無論法規修正、廢止或重要業務之推動，均依施政
計畫循序推展，且著有績效，本席在此對兩部同仁的辛勞
有成，表示致賀與致敬。然雖未列入本報告案內，卻已於
去(107)年 12 月 27 日，經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初審通
過之「軍事審判法」(以下簡稱軍審法)、「陸海空軍軍官
士官任職條例」及「後備軍人轉任公職考試比敘條例」等
3 項法案修正草案，均與部職司之軍法官考試暨其相關「
懸案」有關，謹此提醒考選部仍應注意妥為因應。本席推
測，國防部相關同仁這個跨年應該是不好過的，因為他們
雖用心良苦，卻因所採途徑堪稱「捨本逐末」，終導致「
因小失大」。苦心孤詣擬推動修正的條文（詳見立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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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37 號提案，軍審法第 11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都沒修成
；但僅係配套，不是立意想修的同法第 1 項，卻照案通過
，修法成果實始料未及。僉以軍審法於 102 年為因應社會
對洪仲丘事件不滿之氛因而倉促修法，的確遺留配套不周
之憾，軍法官之任務因軍審法第 1 條之修正，致質變，其
依軍審法第 10 條（定義），及相應之第 12、第 14 等條（
保障、待遇等）規範，均未隨修，而其「非戰時」任務須
轉變成法律服務，導致「名實」不副，亦無法精確估缺，
故考選部迄今仍無法據以舉辦考試。面對國防部舉辦考試
之要求，本院委員曾於座談會上建議國防部務實面對問題
推動修法，若以國防部所一再強調，軍事審判制度於現役
軍人，無論戰時、承平，都對於軍紀之維護有其關鍵必要
性觀之，只要論述合理、執政黨有心，以國會席次估量，
法案必能順利通過。令人費解的是，國防部卻一再捨本逐
末，先推動修正法院組織法第 66 條之 4，規定法務部可「
借調」軍法官辦理檢察事務官事務，卻枉顧此一需求操之
於司法體系，員額微乎其微的軍法官如何為之開考；隨後
國防部又遊說執政黨立法委員為之提案修法，擬議未來軍
法官考試改由國防部舉辦，其考試規則由國防部定之，且
包括軍法官受國防專業訓練的方式、課程、時數、程序、
成績計算及其甄選條件、程序、年齡限制與其他應遵行事
項的辦法，亦均由國防部逕行訂定，意在重行「定位」軍
法官（非公務人員屬性），俾與國考脫勾。此或許為可行
方法之一，但方向錯誤【未隨修軍法審判適用對象、時機
、條件，亦未隨修軍審法第 2 章有關軍法官之「定義」暨
其專屬「保障」及「待遇」（非依「法律」不得減俸、停
職或免職；非得本人同意，不得調任；未派新職仍領全薪
等）】，立委迭生疑慮，致最終未獲通過，軍法官考試未
來仍由本院舉辦。茲因修正條文草案第 11 條第 1 項第 2 款
規定，經律師考試、司法事務官考試、檢察事務官考試或
- 14 -

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法制類科及格者，均具軍法官「任用資
格」，則未來軍法官可多元晉用，恐致更無開考之需求，
此結果恐非國防部原意，但也只有徒呼負負了。上項審查
結果看似幫軍法官考試解了套，但須請部注意因應一後門
條款，即現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律師考試規則
第 6 條第 2 款規定「具有第五條第一款之資格或經軍法官
考試及格，並曾任相當於薦任職軍法官六年以上」，得申
請第一試考試免試。僉以未來司改後，律師考試第一試-法
律專業多合一考試足資影響當事人生涯進路及轉任司法官
權益，勢必眾所矚目，爰建議部，有關司改後續法律專業
多合一考試相關免試規定之文字務期明確、精準規範，俾
免外界為軍法官可否免試問題又生爭議與疑義。
陳委員皎眉：108 年警察特考需用名額大幅減少，媒體報導甚
多，委員們亦接獲不少陳情函，本席綜整其意見如下：
1.108 年外軌需用名額大幅縮減，對準備考試中的應考人甚
為不公。其中 4 等行政警察僅剩 214 名，相較於 105 年的
3,143 名、106 年的 3,239 名及 107 年的 2,392 名，均大幅
縮水，剩不到 1/10，對全時、甚至辭職準備考試的應考人
不公。2.內軌需用名額並未減少，僅外軌需用名額大幅縮
減，一樣是警察考試，待遇差別如此之大，並不公平。論
者或曰警大、警專生本就是要擔任警察，但外界感受為一
樣是警察考試，為什麼需用名額差這麼多？雙軌制實施後
，警校生錄取率高達 95%～100%，外軌錄取率則一向甚低
，以 4 等為例，大約不及 25%，今年則僅剩約 2%，更不公
平。3.自由時報自由評論網指出「考試委員不檢討考試制
度公平性的問題，竟將責任推給內政部因年改而提不出名
額，考試委員卸責的作法背棄了全國大專生……」，應考
人不平之鳴，我們完全能夠體會了解，但這正是多年來委
員們持續提出請部注意、研議改進之意見，加以自 100 年
開始實施雙軌制以來，陳情不斷，其訴求從內外軌應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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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不同、錄取率不同、陞遷差異、訓練差異到公費賠償等
，不一而足，但部對相關外界反應，大致係以調整內外軌
應試科目跟錄取率因應，是以一般生跟警校生需用名額從
3 比 7 調整為 4 比 6，委員們多次在院會表示此些調整不足
以解決問題，政策方向檢討方為首務，包括何種警察人力
方符社會所需、警校之定位跟功能、雙軌制實施的目的等
，大家都很關心，監察院曾提出調查報告，本院院會亦多
次討論；至於年改後警察退休人數減少，缺額不足，從
108 年 1 月就無缺額可供分發，本席及多位委員均一再提
示，未來一定會發生問題，外軌考試到底要不要續辦？部
的回答均為需用名額為內政部權責。請教部對現狀，尤其
應考人對部、對委員的不諒解，如何因應？如何向外界及
應考人說明？如何兼顧內外軌應考人之權益，為最佳的處
理？希望部勿再制式回答「員額調整為內政部權責」，應
以同理心感受應考人的不安與不平，進行有溫度的溝通與說
明。
蔡委員良文：考選部 107 年第 4 季重要業務執行概況，雖項
目上較為單一，但複雜度及推展不遑多讓，本席對此表示
高度肯定。以下意見：1.部目前 1 年大約舉辦 19 種考試，
有關官規部分，涉及行為規範與倫理規範，建議部能稍加
規劃。例如部、次長陪同院長、副院長或典試委員長主持
典試委員會或巡場部分，均與行政倫理觀瞻有關，建議部
審酌檢討 1 年來的作法。例如日本、英國有其世界上獨有
之皇室制度，國民自尊仍高，臺灣也有特有的國家考試制
度，其官規的部分，建議部審酌分配理順，哪些典委會或
巡場應由部長陪同，哪些應由次長、司長陪同，使部之公
務倫理能夠合乎倫常與官規，大機關的運作會更良善。2.
軍事審判法修正後之相關議題，趙委員麗雲已有高見，本
席不贅述。本席曾於第 11 屆負責軍法官考用等專案小組，
惜因洪案特殊事件，而未竟其功，仍請部進一步思考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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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涵及因應措施。3.有關國家考試闈場及多功能考場建設
計畫，目前係由本院函行政院辦理，行政院由主計總處負
責，提出三個層面意見。本席認為觀念上應可深化，或可
以增加或強化非正式或多親自前往溝通方式辦理，此為計
畫成功的關鍵，建議再多用心處理，公文往返為程序上必
要，但實質作為上應可賡續再加強化。以上意見供部及院
會審酌。
蔡部長宗珍補充報告：對各委員意見加以說明(略)。
決定：洽悉。
乙、討論事項
一、李召集人逸洋提：審查考選部函陳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
考試建築師考試規則修正草案一案報告，請討論。
決議：照審查會決議通過。
一覽表、
職系說明書修正草案總說明及其對照表一案報告，請討論。
決議：照審查會決議通過。
討論。
決議：同意配合修正一覽表修正草案內類別、職組及職系之代號。
丙、臨時動議
一、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107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
試第 6 次增聘閱卷委員 4 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二、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107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官考試
解除聘用委員 1 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三、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107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官考試
第 4 次增聘口試委員 5 名名單一案，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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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名單通過。
四、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108 年公務人員初等考試第 3 次增聘
典試委員 1 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散會：11 時 55 分
主 席
伍 錦 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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