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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公務人員任用法(以下簡稱本法)施行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前經考試院於七十六年一月十四日訂定發布，曾歷經十五次修正，

最近一次修正發布日期為一百零九年七月三十一日。茲本法部分條

文於一百十一年○月○日修正公布，爰配合檢討修正本細則相關規

定，計修正五條，修正重點如下： 

一、 配合本法第六條第三項業增訂主管機關得訂定共用編制表之規

定，明定該主管機關之定義。（修正條文第九條） 

二、 配合本法第二十條第二項業增訂「其他不適任情形有具體事

實」之試用成績不及格情事，明定該情事考核解職之時點。

（修正條文第二十條） 

三、 依本法第二十八條第三項授權，明定該條第二項所稱涉及國家

安全或國家機密之機關及職務範圍。（修正條文第二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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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

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  本法第四條第一

項所稱學識、才能、經

驗及體格，應與擬任職

務之種類職責相當，指

擬任人員之學識、才

能、經驗及體格，應與

擬任職務之職系說明

書、職等標準及職務說

明書規定相符，擬任機

關並應詳加考查。各機

關為應業務需要，得就

性質特殊之職務訂定體

格檢查項目及標準，並

通知擬任人員送繳公立

醫院之檢查合格證明。

體格檢查項目及標準，

應送銓敘部備查。 

本法第四條第二項

所稱品德及忠誠之查

核，指擬任機關於擬任

公務人員前應負責切實

調查，並通知其填送服

務誓言及於擬任人員具

結書具結確無本法第二

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至

第十款所定不得任用之

情事；具中華民國國籍

兼具外國國籍，依規定

應於到職前辦理放棄外

國國籍者，須於到職時

另行具結，並於到職之

日起一年內完成喪失該

國國籍及取得證明文

第三條  本法第四條第一

項所稱學識、才能、經

驗及體格，應與擬任職

務之種類職責相當，指

擬任人員之學識、才

能、經驗及體格，應與

擬任職務之職系說明

書、職等標準及職務說

明書規定相符，擬任機

關並應詳加考查。各機

關為應業務需要，得就

性質特殊之職務訂定體

格檢查項目及標準，並

通知擬任人員送繳公立

醫院之檢查合格證明。

體格檢查項目及標準，

應送銓敘部備查。 

本法第四條第二項

所稱品德及忠誠之查

核，指擬任機關於擬任

公務人員前應負責切實

調查，並通知其填送服

務誓言及於擬任人員具

結書具結確無本法第二

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至

第九款所定不得任用之

情事；具中華民國國籍

兼具外國國籍，依規定

應於到職前辦理放棄外

國國籍者，須於到職時

另行具結，並於到職之

日起一年內完成喪失該

國國籍及取得證明文

一、 本條修正第二項。 

二、 本法第二十八條第一

項業增訂第十款「依

其他法律規定不得任

用為公務人員」消極

任用資格規定，其亦

屬公務人員於擬任人

員具結書應具結確無

不得任用之情事，爰

配合修正本條第二項

有關公務人員於擬任

人員具結書須具結確

無本法第二十八條第

一項不得任用情事之

款次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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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其涉及國家安全或

重大利益者，依另定之

查核辦法切實辦理。 

本法第四條第三項

所稱將查核結果通知當

事人，機關應以書面為

之。所稱陳述意見及申

辯，當事人得以書面或

言詞為之，機關並應列

入紀錄。 

件。其涉及國家安全或

重大利益者，依另定之

查核辦法切實辦理。 

本法第四條第三項

所稱將查核結果通知當

事人，機關應以書面為

之。所稱陳述意見及申

辯，當事人得以書面或

言詞為之，機關並應列

入紀錄。 

第九條 本法第九條第二

項所稱另有其他特別遴

用規定之法律，如非屬

本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三

十三條所列之任用法律

時，各該法律主管機關

應於特別遴用規定制

定、增訂、修正後三個

月內會商銓敘部協調主

管機關，調查用人機

關，將適用各該特別遴

用規定之職務，列表送

銓敘部備查。 

本法第六條第三項

但書、第十七條第三項

及前項所稱主管機關，

指中央二級或相當二級

以上機關、直轄市政

府、直轄市議會、縣

（ 市 ） 政 府 及 縣 、

（市）議會。 

第九條 本法第九條第二

項所稱另有其他特別遴

用規定之法律，如非屬

本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三

十三條所列之任用法律

時，各該法律主管機關

應於特別遴用規定制

定、增訂、修正後三個

月內會商銓敘部協調主

管機關，調查用人機

關，將適用各該特別遴

用規定之職務，列表送

銓敘部備查。 

本法第十七條第三

項及前項所稱主管機

關，指中央二級或相當

二級以上機關、直轄市

政府、直轄市議會、縣

（ 市 ） 政 府 及 縣 、

（市）議會。 

一、 本條修正第二項。 

二、 本法第六條第三項

業增訂但書有關主

管機關得訂定共用

編制表之規定，按

其修正說明，所稱

主管機關，指中央

二級或相當二級以

上機關、直轄市政

府、直轄市議會、

縣（市）政府及縣

（市）議會，爰配

合 納 入 第 二 項 規

定。 

第十八條  依本法第十七

條第四項規定撤銷簡任

任用資格回任薦任職務

人員，其任簡任職務期

間之職務行為，不失其

效力；業已依規定支付

之俸給及其他給付，不

第十八條  依本法第十七

條第四項規定撤銷簡任

任用資格回任薦任職務

人員，其任簡任職務期

間之職務行為，不失其

效力；業已依規定支付

之俸給及其他給付，不

本條修正第二項，配合本

法第二十八條第三項業修

正為第五項，修正引述項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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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追還。 

本法第二十八條第

五項及前項所稱其他給

付，指俸給以外之其他

依規定支付之現金給

付。 

予追還。 

本法第二十八條第

三項及前項所稱其他給

付，指俸給以外之其他

依規定支付之現金給

付。 

第二十條 試用人員有本

法第二十條第二項第一

款、第二款或第四款情

事之一者，應隨時予以

考核解職；有第三款或

第五款情事者，於試用

期滿時予以考核解職。 

本法第二十條第四

項所稱試用人員於試用

期滿時，由主管人員考

核其成績，經機關首長

核定後，依送審程序，

送銓敘部銓敘審定，指

試用人員於試用期滿

時，由主管人員考核其

成績，填寫試用人員成

績考核表依程序經機關

首長核定後，機關應填

具公務人員試用期滿成

績銓敘審定書表，依送

審程序，送銓敘部銓敘

審定。 

本法第二十條第五

項所稱陳述意見及申

辯，機關應以書面通知

當事人以書面或言詞為

之，並列入考績委員會

議紀錄。 

試用人員在試用期

間職務有變動時，前後

同官等年資得合併計

算。如不在同一機關

第二十條 試用人員有本

法第二十條第二項第一

款、第二款或第四款情

事之一者，應隨時予以

考核解職；有第三款情

事者，於試用期滿時予

以考核解職。 

本法第二十條第三

項所稱試用人員於試用

期滿時，由主管人員考

核其成績，經機關首長

核定後，依送審程序，

送銓敘部銓敘審定，指

試用人員於試用期滿

時，由主管人員考核其

成績，填寫試用人員成

績考核表依程序經機關

首長核定後，機關應填

具公務人員試用期滿成

績銓敘審定書表，依送

審程序，送銓敘部銓敘

審定。 

本法第二十條第四

項所稱陳述意見及申

辯，機關應以書面通知

當事人以書面或言詞為

之，並列入考績委員會

議紀錄。 

試用人員在試用期

間職務有變動時，前後

同官等年資得合併計

算。如不在同一機關

一、 本條修正第一項、第

二項、第三項及第六

項。 

二、 第一項修正理由，本

法第二十條第二項第

五款所增訂「其他不

適任情形有具體事

實」之試用成績不及

格情事，應於試用期

滿時，就試用期間表

現，按本法第二十條

第三項所定工作表

現、忠誠守法、品行

態度、發展潛能、體

能狀況等項目，整體

綜合考核，爰併予納

入第一項後段規定。 

三、 第二項、第三項及第

六項修正理由，係配

合本法第二十條第三

項至第六項依序遞移

為第四項至第七項，

修正引述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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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應向原機關調取試

用成績考核紀錄，合併

核定其試用成績。 

已具較高官等任用

資格而以較低官等任用

人員，免予試用。 

本法第二十條第六

項所稱自機關首長核定

之日起解職，指機關首

長於核定試用人員成績

不及格時，應同時核定

發布其解職令。所稱自

處分確定之日起執行，

指試用成績不及格人員

自收受解職令之次日起

三十日內，未依法提起

復審，自期滿之次日起

執行；或收受復審決定

書之次日起二個月內，

未依法向該管司法機關

請求救濟，自期滿之次

日起執行；或向該管司

法機關請求救濟，經判

決確定之日起執行。所

稱未確定前，應先行停

職，指試用成績不及格

人員自收受解職令之次

日起，停止其職務。 

者，應向原機關調取試

用成績考核紀錄，合併

核定其試用成績。 

已具較高官等任用

資格而以較低官等任用

人員，免予試用。 

本法第二十條第五

項所稱自機關首長核定

之日起解職，指機關首

長於核定試用人員成績

不及格時，應同時核定

發布其解職令。所稱自

處分確定之日起執行，

指試用成績不及格人員

自收受解職令之次日起

三十日內，未依法提起

復審，自期滿之次日起

執行；或收受復審決定

書之次日起二個月內，

未依法向該管司法機關

請求救濟，自期滿之次

日起執行；或向該管司

法機關請求救濟，經判

決確定之日起執行。所

稱未確定前，應先行停

職，指試用成績不及格

人員自收受解職令之次

日起，停止其職務。 

第二十七條 本法第二十

八條第二項所稱涉及國

家安全或國家機密之機

關及職務，指下列機關

及依涉及國家安全或重

大利益公務人員特殊查

核辦法第二條所定須辦

理特殊查核之職務： 

一、 國家安全會議及所

屬機關。 

第二十七條 （刪除） 一、 本條新增。 

二、 本法第二十八條第二

項業增訂具中華民國

國籍兼具外國國籍

者，因外國國家法令

致不得放棄該國國

籍，仍得任用為公務

人員，並以擔任不涉

及國家安全或國家機

密之機關及職務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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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防部及所屬機

關。 

三、 大陸委員會及所屬

機關。 

四、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

會及所屬機關。 

五、 內政部移民署。 

六、 法務部調查局及所

屬機關。 

限。同條第三項並就

上開涉及國家安全或

國家機密之機關及職

務，授權本細則加以

明定，茲依該項修正

說明，該等機關及職

務之範圍，將分別邀

集相關機關研商及參

酌依本法第四條第二

項授權訂定之涉及國

家安全或重大利益公

務人員特殊查核辦法

(以下簡稱查核辦法)

予以規範。 

三、 有關涉及國家安全或

國家機密之機關範

圍，經銓敘部函請各

主管機關就機關性

質、業務運作、接觸

機敏公務資訊可能性

等因素，綜合考量須

否將各該機關全部職

務均列為是類人員不

得任用之範圍後，彙

整各主管機關意見予

以明定；至職務範圍

部分，係將查核辦法

第二項所定須辦理特

殊查核之職務，均予

納入規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