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職王歷屆試題(109 地方特考)

109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別：三等考試
類科：人事行政
科目：現行考銓制度
考試時間：2 小時
一、請分析:參加本類科考試及格，日後分發擔任地方政府人事人員者，在「身分」與「執行業
務」兩層面上，與參加一般行政類科考試及格者，有那些相同點與相異處？（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重點在於現行人事人員與一般行政人員之工作內容性質及指揮監督體系不同。
《使用法條》須注意考試錄取訓練及分發任用規定
【擬答】
公務人員各類科考試及格，分發地方政府人事人員與一般行政類科其身分與執行業務之異同
如下：
相同點：
兩者之限制轉調時間：
如屬高普初等考試及格者，均於三年內不得轉調至該地方政府以外之其他機關、學校
任職。
如屬地方特考及格者，均於六年內不得轉調至該地方政府以外之其他機關、學校任
職。
兩者之考試錄取訓練相同：
均包括基礎訓練與實務訓練，其訓練時間相同(合計為四個月)。
兩者之職系均適用綜合行政職組。
兩者之分發機關均為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兩者同為所任職地方政府之公務人員。
相異處：
就身分而言：
人事人員取得人事行政職系之資格，具有人事一條鞭之特性，須由考銓機關(行政院人
事行政總處)依法派免、考核。
一般行政類科取得綜合行政職系之資格，由該地方政府之首長依法派免、考核。
就執行業務而言：
人事人員應於該地方政府之人事管理機構(人事處、人事室、人事管理員)擔任人事人
員角色，辦理該機關之人事管理業務。
一般行政類科及格者，所辦理之業務，則依該地方政府所任用之職務，辦理該機關之
綜合行政業務。
二、一般參加國家考試錄取並合格實授，是取得特定職系任用資格的基本方式，然而近年人員轉
換職系似有更彈性化的趨勢。請根據現行法規分析現職公務人員轉換職系的條件與可能途
徑。（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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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須詳引任用法及相關法規中職系取得及調任時之重要規定
《使用法條》須注意與職系認定有關之法規條文，包括任用法§13、§13 之 1、§18 等條文、現職
人員調任辦法及職組暨職系名稱一覽表之相關規定
【擬答】
公務人員之任用，除須具備所擔任職務之官職、職等之任用資格外，尚須有職系之限制，均
須依任用法及相關規定由銓敘部依法銓敘審定，方能給予合格實授。
職系之認定：
任用法§13 第 4 項與第 5 項規定：
各等級考試職系及格者，取得該職系之任用資格。(第 4 項)
各等級考試及格人員，得予任用之機關及職系等範圍，依各該考試及任用法規之限制
行之。(第 5 項)
考試類科適用職系之規定(任用法§13 之 1)：
在本法施行前經依法考試及格或依法銓敘合格實授者，取得與擬任職務性質相近、程
度相當之任用資格。
前項依法考試及格人員考試類科適用職系，由銓敘部會同考選部定之。
依公務人員考試法規辦理之考試，其考試類科未列明職系者，依前項規定認定其考試
類科適用職系。
現職公務人員轉換職系的條件與可能途徑：
依任用法§18 中規定：
現職公務人員調任，依下列規定：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人員，在各職系之職務間得予
調任；其餘各職等人員在同職組各職系及曾經銓敘審定有案職系之職務間得予調任。
(§18 第 1 項第 1 款)
前項人員之調任，必要時，得就其考試、學歷、經歷或訓練等認定其職系專長，並得
依其職系專長調任。(§18 第 2 項)
考試及格人員得予調任之機關及職系等範圍，依各該考試及任用法規之限制行之。(§
18 第 3 項)
現職公務人員調任時，其職系專長認定標準、再調任限制及有關事項之辦法，由考試
院定之。(§18 第 4 項)
據上規定，現職公務人員轉換職系條件及途徑，可依「現職公務人員調任辦法」(下稱調
任辦法)中規定辦理：
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之現職公務人員，在各職系之職務間得予調任；其餘各職等人員
在同職組各職系之職務間得予調任，並得單向調任與原任職組職系視為同一職組職系
之職務。(調任辦法§4)
依第四條規定調任視為同一職組之其他職組職系職務人員及依第五條至第八條規定取
得現任職務之職系專長人員，於任該職組職系職務滿六個月後，始得認為具有視為同
一職組之其他職組職系職務之職系專長。(調任辦法§10)
又調任辦法中§5 至§8 條，均分別詳訂擬調任簡任、薦任、委任職務、職系之考試、學
歷、經歷、訓練條件認定標準。
總之，國家考試(包括公務人員考試、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錄取並經分發任用，並銓
敘審定合格實授，已取得各職系之資格認定者，如須轉換職系除依上述各該規定辦理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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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關係重大者，為民國 108 年 1 月 16 日考試院令修正「職組暨職系名稱一覽表」，已簡
併職組、職系之適用，對於現職人員調任時轉換職系確有更彈性化之作用，尤其職系轉換
途徑包括同職組內各職系得調任，部份職組之職系亦可單向調任，例如：經建職組之職系
包括經建行政職系、交通行政職系、地政職系，但另有單向調任規定如下：本職組各職
系與綜合行政職系視為同一職組，但以本職組現職人員單向調任為限。經建行政職系與
會計審計職系視為同一職組，但以本職系現職人員單向調任並以適用審計工作為限。地
政職系與財稅金融職系視為同一職組，但以本職系現職人員單向調任為限。

三、請比較公務人員因執行職務而受記過懲處與接受懲戒，兩者在內涵與效果上有何不同？（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須注意最新 109 年之規定，尤其處分行使期限與考績記過之救濟均有修正
《使用法條》考績法與懲戒法中記過相關規定及銓敘部保訓會 109 年最新令函之最新修正
【擬答】
現行公務人員考績法與公務員懲戒法中對於公務人員因執行職務違法或不當均有記過之處
分，兩者之內涵與效果有下列不同：
不同之處：
處分原因不同：
考績法之記過，係依各機關視業務情形，可自行訂定違反規定之處分標準。
懲戒法之記過，係指公務員違法執行職務，怠於執行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及非執行職
務之違法行為，致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者。
處分權責不同：
考績之記過，係由各機關送各機關之考績委員會初核，並由機關長官核定。
懲戒法之記過，須由懲戒法院依法判決。
有無次數區分不同：
考績法之記過可分次數，並另有記大過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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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戒法之記過得為記過一次或兩次，但無記大過之規定。
處分效果不同：
考績法之記過，須扣減考績分數，記過一次扣減三分。
懲戒法之記過，自記過之日起一年內，不得晉級、陞任或遷調主管職務，一年內記過
三次者，依其現職之俸（薪）級降一級改敘；無級可降者，按每級差額，減其月俸
（薪），其期間為二年。
可否獎懲抵銷不同：
考績法之記過，在同考績年度內可與獎勵（記大功、記功、嘉獎）相抵銷。
懲戒法之記過，並無抵銷規定。
處分之行使期限依據不同：
考績法之記過，已逾五年者即不予追究。（原為三年，109 年 6 月 18 日銓敘部令改為
五年）
懲戒法之記過，已逾五年者應予免議。
救濟規定不同：
考績法之記過，公務人員如有不服，原屬管理措施性質可依公務人員保障法提起申
訴、再申訴之救濟，自 109 年月 5 日起改認為行政處分性質，依保障法提起復審、行
政訴訟之救濟。
懲戒法之記過，109 年 6 月 10 日最新修正，可提第二審之上訴，並得依懲戒法提起再
審之訴。
兩者處分競合關係：
公務人員之同一違法行為，如同時發生考績懲處之記過與懲戒法之記過處分時，則考績法
之記過失其效力。

四、若公務人員想透過進修來充實自我，請問有那些管道？又要遵守那些規定？（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須引述進修之重要內涵及實務上之相關作業規定
《使用法條》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施行細則及公務人員訓練進修作業注意事項中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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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答】
現行公務員之進修管道，依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以下稱訓練進修法)，施行細則及公務人員
訓練進修作業注意事項(以下稱訓練進修注意事項)中均有須遵守之相關規定。
公務人員進修之管道
訓練進修法§8，明定進修之方式如下
公務人員進修分為入學進修、選修學分及專題研究，其方式如下：
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入學進修或選修學分。
國內外機關（構）學校專題研究。
國內外其他機關（構）進修。
前項進修得以公餘、部分辦公時間或全時進修行之。
據上規定，可知進修之管道分三種類別，入學進修選修學分專題研究
進修包括選送進修自行申請進修。其實施方式得採全時進修、部分辦公時間進修、公
餘進修方式行之。正常上班時間請事、休假從事進修，非屬公餘進修。(詳參訓練進修法
第八條、保訓會九十二年十月十三日公訓字第○九二○○○七二一四號函)
公務人員進修應遵守之規定
依訓練進修注意事項中規定如下：
選送進修與自行申請進修之資格條件
選送進修：各機關選送進修之公務人員，應具有下列基本條件：(詳參訓練進修法第九
條)
服務成績優良，具有發展潛力者。
具有外語能力者。但國內進修及經各主管機關核准之團體專題研究者，不在此限。
自行申請進修：自行申請進修之公務人員，其進修項目經服務機關認定與業務有關，
並同意其前往進修者，始有留職停薪(全時進修)、每人每週最高八小時公假(部分辦公
時間進修)及給予部分費用補助(全時進修、部分辦公時間進修及公餘進修)規定之適
用。(詳參訓練進修法第十二條、訓練進修法施行細則第十一條)
進修之內容
各機關所屬公務人員進修內容，應與機關業務屬性或國家當前重要政策發展相關連結。
進修是否與業務有關，由服務機關就修習學科、機關業務性質及擔任工作內容本於權責
認定之。
進修之程序
選送進修
各機關基於業務需要，主動推薦或指派公務人員參加與職務有關之進修，應本公
平、公正、公開原則遴選，且須經服務機關甄審委員會審議通過，並經機關首長核
定。(詳參訓練進修法第九條、訓練進修法施行細則第七條)
各機關選送國外進修之公務人員，入學進修或選修學分之進修期間為一年以內。但
經各主管機關核准延長者，延長期間最長為一年。專題研究之進修期間為六個月以
內。必要時，得依規定申請延長，延長期間最長為三個月。(詳參訓練進修法第十條)
各機關選送國內全時進修之公務人員，其進修期間為二年以內。但經各主管機關核
准延長者，延長期間最長為一年。(詳參訓練進修法第十一條)
各機關基於業務需要，主動選送所屬公務人員出國進修，或公務人員自行申請出國
進修，不論其是否係以教育部公費留學生之身分出國進修，均應受訓練進修法所定
進修期限一年，經各主管機關核准者得延長期間最長一年之規範。機關如主動推薦
或指派所屬公務人員參加與職務有關之國外進修，其進修期程預計逾二年時，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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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送進修前擬定該選送進修計畫，專案報經中央一級機關核定後，循預算程序辦
理。至嗣後選送進修之機關如擬變更原核定之進修期程，仍應循程序報經中央一級
機關核定。其進修期間最長為四年。
公務人員自行申請留職停薪全時進修期滿後，於繼續服務期間，如確有業務需要，
得由機關選送出國進修。
自行申請進修
公務人員主動向服務機關申請參加與職務有關之進修，其進修項目須經服務機關認
定與業務有關，並經機關首長核定同意，始得前往進修，並適用訓練進修法及其施
行細則有關公假或進修費用補助之相關規定。(詳參訓練進修法第十二條)
公務人員自行申請以全時、部分辦公時間或公餘時間參加與業務有關之進修者，得
於考試前或錄取後(至遲應於該學期結束前)向各機關提出申請，簽報機關首長核定
同意，始得前往進修，機關並得視預算經費狀況酌予進修費用補助。
各機關應就公務人員申請之進修是否與業務有關、進修人數限制、各機關業務之正
常推動及人力調度等加以審酌，必要時並得先提經機關甄審委員會審議，再行核
定。
公務人員以進修事由向服務機關申請留職停薪者，應受訓練進修法所定進修期限一
年之規範，如於期限屆滿前預知尚無法完成進修，經向服務機關提出申請並報主管
機關提出申請並報主管機關核准延長者，始得延長留職停薪期間最長一年。(詳參訓
練進修法第十四條、保訓會九十五年一月二十四日公訓字第〇 九五〇 〇 〇 〇 六四五
號書函)
公務人員自行申請留職停薪進修期滿，須立即返回服務機關履行應繼續服務期間，
服務期滿，始得再次申請留職停薪進修。
訓練進修法第 12 條並無申請延長次數之相關規定，公務人員以進修事由申請留職停
薪者，分「兩階段」先後提出申請，包括第 1 階段經「服務機關」核准留職停薪期
限「1 年以內」，以及第 2 階段經向服務機關提出申請並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延
長留職停薪期間「最長 1 年」，合計最長 2 年；至 2 個階段尚無次數之限制，端視
前後加計之期間是否仍在第 1 階段 1 年以內，決定係由服務機關或主管機關核准。
(詳參保訓會一百零六年六月二十二日公訓字第一〇 六二一六〇 四三七號書函)
政府現階段並未規劃開放公務員赴大陸地區進修，各機關應於差勤與管理上從嚴管
制，依公務員服務法、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等人事法令，要求所屬公務員對請假事由及
赴陸原因應據實申報，以免違反相關人事法令。(詳參人事總處一百零三年五月九日總
處培字第一〇 三〇 〇 三一九六六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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