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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Q 公務員法 解題書  
 

壹、重要試題題庫 ................................................ 001 

第一單元 任用（含陞遷） 

試題 1 ： 何謂官等？職等？職務？職系？職組？其主要意義為

何？請分述之。 ............................................................... 003 

試題 2 ： 現行公務人員的官等、職等結構各為何？其所代表的

意義又為何？試分述之。 ................................................ 004 

試題 3 ： 「官等」與「職等」有何區別？試比較說明之。 ......... 005 

試題 4 ： 何謂「官等」、「職等」？兩者之晉升與降調現行有何

具體規定？ ....................................................................... 006 

試題 5 ： 現職公務人員「官等」及「職等」之晉升，公務人員

任用、考績兩法是如何規定？得失評論？ .................... 009 

試題 6 ： 公務員服務法及公務人員任用法之適用對象為何？請

就相關法令規定及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分別說明並比

較之。 ............................................................................... 011 

試題 7 ： 公務人員任用法規定，可不適用該法之任用，另定任

用法律者為何？試列舉說明之？ .................................... 013 

試題 8 ： 現行公務人員任用制度有所謂「多軌併行、法據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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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分殊」之議，請說明其利弊得失為何？ ................ 015 

試題 9 ： 政務人員（政務官）之任用及懲戒，與常任文官有何

不同？試依法說明其規定及理由。 ................................ 016 

試題 10 ：政務官與政務人員有何異同? .......................................... 018 

試題 11 ： 何謂「政務人員」？現行政務人員是否適用公務人員

任用法、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公務員懲戒法，試申

述之。（※注意：104 年 5 月及 106 年 8 月之新修正） 020 

試題 12 ：何謂機要人員？其設置的理由為何？又現行公務人員

任用法及各機關機要人員進用辦法對於各機關辦理進

用機要人員時，應注意的原則、員額、以及所任職務

範圍的規定為何？請分別申述之。 ................................ 022 

試題 13 ： 以機要人員進用之區長是否適用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

及公務人員保障法？試析述之。 .................................... 023 

試題 14 ： 何謂派用人員？何以考試院要廢止「派用人員派用條

例」？又公務人員任用法對現職派用人員有何過渡期

之制度設計？ ................................................................... 025 

試題 15 ： 現仍服務於政府機關之雇員是否具備公務人員任用法

上之任用資格？理由何在？又，其僱用之法源為何？

目前政府機關是否可以再僱用雇員？理由為何？雇員

是否適用公務人員任用法、公務員服務法、公務員懲

戒法？試分述之。 ........................................................... 026 

試題 16 ：試述我國現行行政機關中的契約用人制度？其出現何

種缺失？該如何改進？ ................................................... 028 

試題 17 ： 試述現行政府行政機關中之聘任人員所指為何？其缺

失為何？該如何改進？ ................................................... 030 

試題 18 ：試比較任用人員（任用制）、派用人員（派用制）、聘

用人員（聘用制）、聘任人員（聘任制）之不同？ ....... 032 



－目錄 3－ 

 

試題 19 ： 公務人員之任用資格分有積極性資格與消極性資格，

試依公務人員任用法規定，分述其具體內容為何？ ..... 034 

試題 20 ：請從能力要件和資格要件兩個層面，說明公務人員任

用要件的內涵為何？ ....................................................... 036 

試題 21 ： 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8 條規定，不得為公務人員之情形

為何？違反該情形者如何處理？（※注意：102 年 1 月

最新修正） ....................................................................... 038 

試題 22 ：我國公務人員之任用法制，對於具有雙重國籍者之任

用，有何具體規定？試析述之。 .................................... 038 

試題 23 ： A 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並同時擁有 B 國之永久居留證。

請問 A 得否被任用為我國之公務人員？若 A 被任用時

即同時擁有 C 國國籍，而於嗣後被撤銷任用，其任職

期間業已依規定支付之俸給及其他給付，應如何處

置？................................................................................... 040 

試題 24 ： 公務人員任用法規定何種情事應撤銷任用？又撤銷任

用相關規定為何？ ........................................................... 041 

試題 25 ：現行公務人員任用法有關「免職」規定為何？該規定

對於公務人員之權益影響為何？ .................................... 042 

試題 26 ：公務人員 A 於任職期間，因有貪污行為，經法院判決

有罪確定，並由其服務機關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8 條

第 2 項前段規定予以免職。A 嗣後得否再受任命為公

務人員？如其受緩刑宣告或受免刑判決，結果是否有

所不同？請說明之。 ....................................................... 043 

試題 27 ：公務員遭受懲戒性質之免職處分，與遭受非懲戒處分

性質之免職處分，如何尋求救濟？請分別說明之。 ..... 044 

試題 28 ：試述對公務人員所為之免職處分，其應踐行之正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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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程序、追究時效及救濟程序各為何？ ........................ 045 

試題 29 ： 委任第五職等人員欲取得薦任第六職等任用資格，其

法定途徑有幾種？試分述之。 ........................................ 047 

試題 30 ：公務人員委任升薦任，其升官等考試與升官等訓練兩

者條件規定各為何？並述兩者之權益有何不同？理由

安在？ .............................................................................. 049 

試題 31 ：請附理由回答下列問題的正確性，並請先回答正確或

不正確：A 君大學畢業，參加委任升薦任官等訓練及

格，擔任薦任第六職等科員職務三年期間考績皆甲

等，機關首長認其表現優異，得拔擢其升任薦任第七

職等至第八職等專員職務。 ............................................ 050 

試題 32 ：根據我國公務人員相關法規，公務人員取得簡任十職

等以上職務之任用資格有那些途徑？現行有何缺失及

改進看法？（※注意：升官等考試法修正升簡任相關

規定） .............................................................................. 051 

試題 33 ：簡任公務人員為我國之高階公務人員性質，現行薦任

公務人員欲取得簡任官等任用資格之途徑，將廢止簡

任升官等考試。試說明簡任升官等考試之廢止理由及

規定作法，並評述此一考試廢止後，未來取得簡任公

務人員途徑之相關因應措施。 ........................................ 053 

試題 34 ： 公務人員之任用，除須具有積極性與消極性之資格

外，尚須具有積極性與消極性之限制，其限制條件為

何？試說明之。 ............................................................... 055 

試題 35 ： 試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8 條規定說明公務人員任

用之消極資格條件，又第 28 條與本法第 4 條第 2 項「各

機關應於公務人員任用前辦理品德及對國家忠誠之查

核」規定之競合關係為何？請一併分析說明。 .............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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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 36 ： 公務人員任用法規定，各機關任用人員時，應注意事

項為何？又應辦理查核之規定是為何？試述之。 ......... 059 

試題 37 ： 除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9 條第 1 項（任用資格之取得）

及第 28 條（不得任用為公務人員之情事）規定外，公

務人員任用法對於公務人員的調任，還有那些規定（或

限制）？ ........................................................................... 061 

試題 38 ： 試述涉及國家安全或重大利益公務人員特殊查核辦

法，關於辦理查核之權責機關、查核原則、查核時機、

查核之申辯保障等規定為何？ ........................................ 063 

試題 39 ： 涉及國家安全或重大利益公務人員特殊查核辦法規

定，應辦理特殊查核職務之查核項目為何？試列舉

之。................................................................................... 064 

試題 40 ： 各機關長官對於配偶及血親、姻親人員之任用，公務

人員任用法有何限制？立法理由安在？試論之。 ......... 065 

試題 41 ：張三現任甲機關 A 單位主管職務，嗣後張三父親從乙

機關調任甲機關擔任機關首長，張三是否須依公務人

員任用法之迴避任用限制調離現職？又張三兒子經高

等考試三級考試及格，如經分發至甲機關擔任科員職

務，是否須申請改分配？請依公務人員任用法及公務

人員考試及格人員分發辦法之規定說明之。 ................. 066 

試題 42 ：公務員同時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及公務人員

任用法，經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裁處罰鍰後，

可否再予懲處？試析述之。 ............................................ 067 

試題 43 ：某甲為銓敘部銓審司某科科長，某日接獲檢舉指出某

部法規會執行秘書不具備簡任公務員資格，卻違法任

用，請問依據公務人員任用法規定應如何處理？ ......... 069 

試題 44 ： 試述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6 條之 1 有關機關首長不得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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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或遷調人員之期間規定，又其例外之規定為何？並

簡述本條之立法理由。 ................................................... 070 

試題 45 ：請依公務人員任用法規說明指名商調（包括其意義、

程序等）及其限制與保障之規定。 ................................ 071 

試題 46 ：何謂權理？其設制目的為何？有何限制？並評述利弊

得失? ................................................................................. 073 

試題 47 ：公務人員之任用須經那些程序？試說明之。 ................ 074 

試題 48 ：依據公務人員任用法之規定，公務人員經機關送銓敘審

定後，所謂的「合格實授」主要係指什麼？對審定結果

如有不服，該公務人員依法應循何途徑謀求救濟？ ...... 075 

試題 49 ：公務人員任用法對於試用成績不及格人員解職、執行

之生效日及停職規定為何？又當事人不服解職處分之

救濟途徑為何？均請分述之。 ........................................ 076 

試題 50 ：公務人員之調任，現行有何具體規定？試依公務人員

任用法第 18 條規定申述之。 .......................................... 078 

試題 51 ：近年迭有地方民選首長將所屬公務人員於同官等內降

調低職等之職務，造成許多遭降調者不服。試述現行

公務人員任用法規關於同官等內調任低職等職務之相

關規定為何？並申述該規定之立法旨意。 .................... 079 

試題 52 ：張三現任甲機關 A 單位司長（簡任第十二職等，係該機

關一級主管）職務，因配合首長異動關係，張三可否自

願降調為 A 單位或降調其他單位專門委員職務（簡任第

十至十一職等）？嗣後 B 單位副司長職務出缺，張三可

否優先陞任或免經甄審程序直接調任該職務（按專門委

員與副司長係屬不同陞遷序列）？請依公務人員任用法

及公務人員陞遷法等相關規定說明之。 .......................... 081 

試題 53 ：甲本為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訓練中心之會計主



－目錄 7－ 

任，因專業能力及工作表現不佳，被調任為國軍退除

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榮譽國民之家會計室稽核，除了由

主管調為非主管之外，其官等、職等、俸級及晉敘均

不受影響。請問甲若不服，得循何種救濟管道尋求救

濟？................................................................................... 083 

試題 54 ： 試述代理的立法目的及其原因為何？各機關應如何建

制代理制度？ ................................................................... 084 

試題 55 ：何謂轉任？試述經由那些轉任途徑可取得公務人員任

用資格？ ........................................................................... 086 

試題 56 ：公務人員之「留職停薪」，試說明下列問題：留職停

薪之依據規定。留職停薪之意義及其期限。留職

停薪之條件。留職停薪之復職規定。（※注意：105

年 7 月 5 日最新修正） ................................................... 087 

試題 57 ： 依據公務人員任用法規定，公務人員之任用有何基本

原則？ ............................................................................... 089 

試題 58 ：公務人員陞遷法之「陞遷」意涵為何？並述辦理陞遷

之方式為何？ ................................................................... 091 

試題 59 ：何謂「內升制」、「外補制」？試述其意義及其利弊各

為何？又我國現行公務人員陞遷法對於各機關職務之

陞遷作何規定？試申明之。 ............................................ 092 

試題 60 ：各機關職務出缺時，除依法申請分發考試及格或依法

任用免經甄審（選）之職缺外，基本上可以由本機關

人員陞遷，或由本機關以外人員遞補。請比較此兩種

方式在執行上的異同。 ................................................... 094 

試題 61 ： 試述公務人員陞遷法之陞遷基本原則及辦理陞遷之程

序為何？ ........................................................................... 095 

試題 62 ： 請依公務人員陞遷相關法規，說明甄審委員會的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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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職掌與相關作用規定為何？（※注意：104 年 9 月

21 日新修正） .................................................................. 098 

試題 63 ： 公務人員陞遷法對於各機關辦理本機關人員之陞任，

其評定之項目及方式各作何規定？試分述之。 ............. 100 

試題 64 ： 公務人員之陞遷，其評量標準宜如何訂定？目前我國

相關法制是否完備？試評述之。 .................................... 101 

試題 65 ：試述公務人員陞遷法有關「免經甄審」、「優先陞任」、

「不得陞任」之規定各為何？ ........................................ 102 

試題 66 ：考試院 A 部之組織法規定，該部「置主任秘書一人」

參事六人至八人，司長七人，職務均列簡任第十二職

等；研究委員六人，職務列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二職

等；副司長七人，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

七人至九人，高級分析師一人，職務均列簡任第十職

等至第十一職等」。若將該部內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之副司長調任為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之專門委員，

請問是否合法？並請述其根據。 .................................... 104 

第二單元 考績 

（※附註：考試院 107 年 9 月 25 日已函送立法院最新

「公務人員考績法」修正草案） 
試題 67 ：現行公務人員考績法之考績原則規定為何？並述其缺

失及改進看法。 ............................................................... 105 

試題 68 ：我國公務人員考績種類可分那幾種？試分別說明之。 .... 106 

試題 69 ： 試說明公務人員考績之項目及分數比例，有否缺失並

評述改進看法。（※注意：104 年 12 月 30 日新修正） 107 

試題 70 ： 試述公務人員考績法之考績等次分數及各種獎懲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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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109 

試題 71 ： 考試院已研擬完成公務人員考績法修正草案，於 101

年函送立法院審議。依據修正條文，有關公務人員年

終考績列甲等、乙等、丙等之獎懲與原規定有何不同

之處，試列舉比較之。 ................................................... 111 

試題 72 ： 請解釋公務人員平時考核的意涵，以及其與年終考績

的關連性。（※注意：104 年 12 月 30 日新修正） ........ 113 

試題 73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491 號解釋之主要內容及解釋意旨

各為何？又公務人員考績法修正因應之規定為何？ ........ 114 

試題 74 ：試舉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及相關法令規定，說明行政機關對

其所屬公務人員免職處分時，應踐行之正當法律程序為

何？該處分是否有行政程序法之適用？其理由為何？ ....... 116 

試題 75 ： 公務員懲戒與公務人員懲處之行使期限，現行相關人

事法制有何具體規定？（※注意：大法官第 583 號解

釋及銓敘部 106 年 3 月 27 日最新令釋） ...................... 119 

試題 76 ：行政機關對於其公務人員，依公務人員考績法之規定，

予以免職之懲處處分，其懲處權行使期間多久？請說

明之。 ............................................................................... 121 

試題 77 ： 何謂「平時考核」、「年終考績」、「專案考績」？請分

別說明三者的功能及三者之間的關係為何？ ................. 121 

試題 78 ：何謂考績？試就我國現行制度析論考績與晉敘、陞遷

如何結合？ ....................................................................... 123 

試題 79 ：調任人員之年終考績如何辦理？試就下列案例分別說

明考績分別為何？ A 君於民國 103 年 1 月任現職合

格實授委任五職等，於同年 10 月升任薦任六職等職

務。 B 君於民國 103 年 1 月任現職合格實授薦任九

職等於同年 9 月降調擔任薦任七職等職務。 C 君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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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衝突迴避法之相關迴避事項。） ................................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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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兩者規定內容有何不同？理由安在？又公務人員

保障法、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迴避規定各為

何？................................................................................... 360 

試題 204 ：現行任用人員應行迴避之事項，公務人員任用法、公

務人員服務法，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注意：

107 年 6 月 13 日最新修正公布）分別有何具體規定？

試舉述之。 ....................................................................... 365 

試題 205 ：試附理由回答下列問題的正確性，並請先回答正確或

不正確：機關公開徵才，首長發現應徵者有三親等之

姻親，得依法定程序報備迴避後，由職務代理人代理

該人事任用案之決定。 ................................................... 368 

試題 206 ：為防止公務人員有貪污及不當得利的情事發生，我國

公務人員的人事法規中，有那些法規與此相關？其重

要內容為何？並析論這些法規在現況的實用性。 ......... 369 

試題 207 ：甲為金門縣議員，甲之配偶乙為旺來旅行社之董事兼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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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業務主管，認為與其胞兄甲所掌業務無關，遂進而

投標、決標，所以乙主觀上並無故意。依「目的性

限縮解釋」、「合憲性限縮解釋」，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

避法第 9 條應以「當事人因此獲致不法利得」為客觀

處罰條件，今乙既未獲致不法利得，乙應無公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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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9 條規定之適用。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第 9 條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

之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為買賣、租賃、承

攬等交易行為。 

     第 15 條 違反第九條規定者，處該交易行為金額一倍至

三倍之罰鍰。（※注意：103 年 11 月 26 六日

已新修正公布第 15 條條文） .......................... 378 

試題 211 ：利益衝突迴避重要測驗題（※註：本處測驗題及答案均為

107 年 6 月 13 日修正公布前之規定，僅附供參考） ........ 379 

第七單元 行政中立 

試題 212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適用對象（範圍）為何？試析

論之。（※注意：103 年 11 月新修正） ......................... 388 

試題 213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適用對象疑義案例（共 10 案例） 

     行政中立法之適用對象何以未涵括政務人員及民選

地方行政首長？ 

     軍人是否為行政中立法之適用對象？ 

     行政中立法何以將公立學校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列

為準用對象？ 

     公立學校未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是否為行政中立法

之適用或準用對象？ 

     行政中立法何以將公立學術研究機構研究人員均納

入準用對象？（※注意：已新修正） 

     法官是否為中立法之適用對象？是否適用相同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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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工、工友（含駕駛）、臨時人員是否為中立法之適

用或準用對象？ 

     駐衛警察是否為中立法之適用或準用對象？ 

     公營事業人員是否適用行政中立法？（※注意已新修

正） 
     以機要人員進用之區長，是否為行政中立法之適用對

象？ ............................................................................... 391 
試題 214 ：依地方制度法規定任命之副縣長，是否為公務人員行

政中立法之適用或準用對象？ ....................................... 395 
試題 215 ：甲為依地方制度法規定任命之副縣長，在縣長改選之

選舉期間，具銜具名向其所屬同鄉會拉票，請問該行

為是否有違背行政中立法？ ........................................... 397 

試題 216 ：試說明我國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立法目的及規範的

對象？並就「禁制公務人員政治行為」及「禁止不利

行為之對待」二者論述其內容。（※注意：103 年 11 月

新修正） ........................................................................... 398 

試題 217 ：公務人員之政治行為有那些禁制規定？試依公務人員行政

中立法說明之。（※注意：103 年 11 月新修正） ................. 400 

試題 218 ：公務人員參與政治活動應遵守之規定為何？試依公務

人員行政中立法說明之。 ............................................... 402 

試題 219 ：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立法原則為何？公務人員有違

反行政中立情事應如何處理？ ........................................ 403 

試題 220 ：某甲與某乙為某縣政府文化局之副局長與科長，某日

某甲奉派前往文化部參加會議，某乙則奉派前往公務

人員研習中心參加訓練，兩人於回程路上相遇。某甲

認為仍有時間，恰巧當日於公車總站站前 A 政黨在該

處辦理文化政策說明會，某甲向來為該政黨的支持

者，決定前去參加，遂詢問某乙現在是否為上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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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適合去參加，某乙回答無問題。兩人於參加完該

活動後，當面遇到某甲的叔叔某丙，某丙並為該黨籍

議員。三人一同前往議員丙之服務處。此時正值下一

屆議員選舉 A 黨之初選期間，甲乙到了某丙之服務處

後，由於某甲與某丙之關係，某甲遂指示某乙要動員

全局員工全力支持。乙回應無法在辦公室公開表態，

但是可以在私人的管道中來拜託，甲丙認為可行。乙

立即在該科的通訊群組中指示全科的同仁，某黨初選

務必要支持議員丙。並且某甲允諾由縣立圖書館辦理

「大家一起來看好書」的活動，並且由議員丙出席，

來取得民眾的好感。試問，上述甲乙的行為是否違反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規定。 ........................................ 405 

試題 221 ：某國立大學政治系教授甲參與公職選舉，其同系同事

乙與系主任丙與之熟稔，欲於課餘時間及假日，參與

甲之競選活動。請問其應受何種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

之限制？ ........................................................................... 406 

試題 222 ： 張三為直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科長，某日其局長來電

指示要求張三轉達所屬同仁支持某特定政黨之市長候

選人，請問張三是否應服從局長之指示？張三得採取

何種因應作為？又如張三未依長官要求協助輔選，選

後遭調職為科員，張三得依何種法律、提出何種救濟？

 .......................................................................................... 407 

試題 223 ： 甲為國立大學教授兼系主任，若其擬參選民意代表，

試問得否帶職參選？應請何種假別參選？又如甲之兄

長乙為某公營事業機構監察人，乙得否為甲公開站臺

或助講？試分述之。 ....................................................... 410 

試題 224 ： 若你是縣政府民政局科員，某日上班時你的科長來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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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要求你於下班後須出席其所屬政黨總統候選人

之造勢晚會活動，如不參加年終考績將考列為乙等。

試問科長之行為是否違反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規

定？你得採取何種措施加以因應？ ................................ 411 

試題 225 ：公營事業機構人員兼任政黨職務，是否違反行政中立

法之規定？請說明之。 ................................................... 412 

試題 226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 9 條第 1 項第 6 款禁止公務人員「公

開為公職候選人站台、遊行或拜票」之規定，請分別說明

該條款中「站台」、「遊行」、「拜票」之意義。關於公務人

員以眷屬身份助選之規定，民國 103 年銓敘部之修法重點

為何？請詳述之。假設不具公務人員身份之甲於民國 102

年參加某市市長選舉，甲之妻乙為國立臺灣大學法學院未

兼行政職之教授，請問在甲競選期間內，乙可否以眷屬身

分為甲公開站台助講、遊行或拜票。 ................................. 413 

試題 227 ：嘉義縣縣立 B 國民小學校長丁，請公假獲准後，北上參

加由臺北市政府受教育部委託辦理之全國國民小學校長

研習活動。研習會議中，適逢活動場地外有丁所屬政黨正

在舉辦該黨黨慶遊行活動。丁遂直接外出參與遊行。請問

丁之行為是否違反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規定？.............. 414 

試題 228 ： 張三為某直轄市教育局科長，其連襟李四任教於市立某高

級中學兼總務主任。若張三已登記參選而為市議員候選人

時，試問李四得否擔任張三競選總部之執行長?又李四得

否於下班後，參加張三所舉辦之造勢晚會活動，並公開為

之站台及助講？其理由為何？ ............................................ 415 

試題 229 ：行政中立法重要測驗題 ...................................................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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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單元 保障 

試題 230 ：司法院大法官認為，公務員與國家的關係為「公法上

職務關係」，請問其具體內涵為何？請舉例說明之。 ... 432 

試題 231 ： 公務人員保障制度之保障對象為何？請依公務人員保

障法之規定說明之。 ....................................................... 434 

試題 232 ： 公務人員考試錄取參加訓練之人員是否適用公務人員

保障法之保障？試依最新修正施行之公務人員於保障

法規定析述之。 ............................................................... 437 

試題 233 ：A 為公務人員考試錄取分配 B 機關實務訓練之人員。A

於實務訓練期間登記為市議員候選人，於候選人名單

公布後，A 應否請事假或休假？如 A 因忙於競選活動，

B 機關評定其實務訓練成績為不及格，並函送公務人員

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經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核

定其成績為不及格。A 質疑遭受政治打壓而擬提起救

濟，其應循何救濟途徑?請說明之。 .............................. 438 

試題 234 ： A 為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其參加基礎訓練期間適

逢總統大選，A 於訓練期間穿著印有支持特定候選人

文字之外套。雖經訓練機構多次予以勸阻，A 主張其

所為係其言論自由而置之不理。訓練機構遂函送公務

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廢止其受訓資格。問：A 是否

違反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規定？又 A 如不服該廢止

受訓資格處分，應循何法律救濟途徑？ ........................ 441 

試題 235 ：A 為民國 102 年考試錄取人員，於占缺實務訓練期間，

攜帶印有「我是人、我反核」的背包上班。其服務機

關認為其違反行政中立，多次告誡 A 勿攜帶該背包上

班，A 主張攜帶該背包係行使其言論自由，因而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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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理。其服務機關以其違反行政中立，核予申誡一次

之懲處。A 不服，於向服務機關提起申訴遭駁回後，

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起再申訴。問：公務

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應為如何之決定？ .................... 443 

試題 236 ： 現行公務人員權益之保障項目有那些?請依「公務人員

保障法」規定詳述之。再者，為考量公務人員執行職

務時，發生意外致傷亡應發給之慰問金等權益保障，

此公務人員公法上之請求權，在請求權時效消滅有何

規定?請依民國 106 年最新法制規定說明之。 ............... 444 

試題 237 ： 公務人員有關公法上財產請求權之時效消滅期間為

何？試依最新修正施行之公務人員保障法規定說明

之。 .................................................................................. 448 

試題 238 ： 公務人員甲經指派於上班時間以外執行職務，其服務

機關可否將「列入年終考績考核參考」視為公務人員

保障法第 23 條所規定之「給予相當補償」，試分析之。

 .......................................................................................... 449 

試題 239 ： 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10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經依法停

職之公務人員，於停職事由消滅後三個月內，得申請

復職」，此一規定所稱「依法」應作何解釋？又其所稱

「依法停職」，依現行法制，包括那些停職情形？ ....... 450 

試題 240 ： 請問考績列丁等被免職人員，嗣經行政法院判決撤銷

原處分，該免職人員申請復職，應如何處理？ ............. 453 

試題 241 ： 試依公務人員保障法規定，說明申訴之標的、受理機

關、提起方式、調處程序各為何？ ................................ 454 

試題 242 ： 請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的相關規定，討論提起復審的原

因、受理機關與救濟途徑。 ............................................ 457 

試題 243 ： 公務人員提起復審或申訴、再申訴之規定，有何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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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依公務人員保障法規定說明之。（※注意：106 年 6

月 14 日新修正公布規定） .............................................. 459 

試題 244 ： 現行公務人員保障法之復審制度，試述下列規定為

何？（※注意：106 年 6 月 14 日新修正公布之相關規

定）復審之提出理由。復審之受理機關及作法。

復審之不受理。復審之救濟。 ................................ 462 

試題 245 ：公務人員保障法中設有「調處」與「再審議」，試依最

新修正之規定說明兩者之意涵。 .................................... 465 

試題 246 ：試述公務人員保障法保障案件之處理與決定規定為

何？................................................................................... 466 

試題 247 ：甲為薦任九職等科長，主管法制業務，因與機關首長處

理個案意見不一致，甲得為如何之處理？設甲未經首長

同意擅自對新聞媒體發表其個人看法，機關首長可否將

甲調任薦任八職等專員？此項調任行為有何可能之救

濟？試說明之。 ................................................................ 468 

試題 248：公務員對長官有服從義務，但對於「違法」的職務指派，

應為如何處理？有關公務員法令，有如何之規定？ ........ 470 

試題 249 ：政黨輪替為民主政治之常軌，常任文官依據公務人員行政

中立法第 3 條規定，應嚴守行政中立，依據法令執行職務，

已成為常任公務人員基本民主法治素養。惟實務上，如有

民選首長或政務首長濫用其用人權，依規定可將公務人員

在同官等內調任低職等職務。孟子曰：「有恆產者有恆心，

無恆產者無恆心。」請問現行公務人員相關法規中，對於

上述公務人員在同官等內調任低職等職務之權益保障規定

為何？ ............................................................................... 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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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市市長選舉期間，在臉書具銜批評某候選人。該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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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中學認為其違反行政中立義務，予以申誡一次之懲

處。A 不服，經向該國民中學提起申訴遭駁回後，向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起再申訴。問：A 是否

違反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規定？又對於其提起之再

申訴，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應為如何之決定？

請說明之。 ....................................................................... 474 

試題 251 ：公務人員甲主張其單位同仁乙對其性騷擾。經甲所屬

服務機關組成性騷擾處理委員會作成性騷擾不成立之

決定。甲若對此決定不服，應如何尋求行政救濟？ ..... 475 

試題 522 ： A 係甲市政府所屬 B 機關，依據行政院依其法定職權

訂定之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進用之

人員。B 機關以 A 屢屢延宕公文，認為該當甲市政府

及所屬各級機關公務人員平時獎懲標準表所規定，懈

怠職務情節輕微之要件，核予申誡二次之懲處。A 不

服，於向服務機關提起申訴遭駁回後，向公務人員保

障暨培訓委員會提起再申訴。問：公務人員保障暨培

訓委員會應為如何之決定？ ............................................ 476 

試題 253 ： 公務人員因涉嫌婚外情，其服務之甲機關以其行為

不檢，核予申誡二次之懲處。不服，向甲機關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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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決定。甲機關另為決定，可否如以往核予申誡二

次之懲處？請說明之。 ................................................... 477 

試題 254 ：公務員甲以父親年邁乏人照料為理由，提出辭職申請。

服務機關拖延一年後，予以拒絕。請問服務機關處理

是否合法？甲得如何尋求權利救濟？ ............................ 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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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 255 ：公務人員 A 於 106 年 5 月 1 日以口頭告知其服務機關

首長，其擬辭職，但會於兩個月內清理負責業務後於

同年 7 月 1 日離職。A 於同年 5 月 5 日上簽，表達上

開辭職之意。其服務之 B 機關遲遲未予答覆，是否同

意其辭職。後 A 後悔，遂於同年 6 月 2 日上簽申請撤

回其辭職之意思表示。B 機關於同年 6 月 8 日不顧 A

已撤回辭職之申請，仍以其辭職為由，予以免職。A

不服，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起復審。問：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應為如何之決定？ ............. 479 

試題 256 ：公務人員因公涉訟之保障，現行相關法制有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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