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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二）

貳 實務面－「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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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人員法草案

參 案例討論

肆 未來努力之方向



問卷調查研究：針對1002位公務人員調查統計結果

是否同意公務人員應客觀超然、理性公正的執行

職務？

我國公務人員已能堅守行政中立？

公務人員擔任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職務，不會影響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

現行法規已能確保公務人員免受壓力及不利結果？

影響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最主要來自：

直屬長官、民意代表、機關首長、地方派系、

政黨黨部





案例討論(一)

個案描述：政治動物就可以上天下地任我行？

某縣副縣長於97 年春節過後，以感謝志工辛勞與貢獻名義，
召集縣內鳳凰志工隊、婦女防火宣導隊、睦鄰救援隊各級幹部於該
縣消防局內餐敘。

席中有歌舞餘興節目與獎品豐富的摸彩活動及紀念品，副縣長
致詞時，除感謝大家長時以來對縣內消防工作的熱心投入與貢獻
外，並藉機宣導某總統候選人於擔任行政首長期間，推出如何福利
政策，對消防志工如何照顧，期許大家能在適當機會回饋，讓他有
機會為大家創造更多福利。

某議員以該副縣長嚴重違反行政中立原則，乃於議會總質詢時
公開要求縣長給予必要處分。惟縣長辯稱，該縣副縣長乃依地方制
度法新規定，以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任用，係屬於政務官，政務官
為政黨政策辯護、支持同政治理念的候選人乃天經地義，本來就不
受行政中立原則的規範，何來違法？



案例討論(二)

個案描述：上帝給我一張嘴兩條腿政治路上誰怕誰？

李檢察官經常受邀參加電視政治性談話節目大肆批評時

政，對相關決策嚴厲指摘；並主動參加特定政治團體主辦之

示威遊行活動，於活動中公開站台演講，宣揚其理念。

由於其所公開發言內容，常涉及政治敏感議題，且均係

針對特定政黨而發，致不同政治陣營人士，褒貶互見。

事經移送該員所屬機關考績會，與會人員意見不一，其

癥結咸在於該檢察官言行，是否應屬受憲法保障「個人言論

自由」與「集會自由」，而無違反行政中立問題？



案例討論(三)

個案描述：自由競爭無所作為政治上就不會招惹是非？

總統選舉期間，某地方主管機關即公告將轄內適合辦理集

會遊行之場所，提供各候選人或所屬政黨自由申請使用。甲政

黨於公告開放申請日一大早即派員前往辦理登記，卻發現已有

乙政黨代表多人於現場排隊等待申請。致輪到甲政黨代表登記

次序時，較熱門場所時段已完全被乙政黨搶先登記。

甲政黨即向該主管機關抗議徇私不公，主管機關辯稱完全

任由自由申請登記，凡事總有先來後到，怨不得人；公務員依

規定辦事，並無不法。



案例討論(四)

個案描述：公務場所選舉造勢之合宜性？

某年立法委員競選期間，某縣政府警察局某分局禮堂，於某日

晚上出借給特定團體，該團體係以舉辦慈善晚會名義租借場地，現

場除有歌舞表演外，並有餐飲供應。不料當晚該禮堂聚集多位A黨

高層幹部及黨工，該黨籍立法委員黃姓候選人亦現身現場致詞，發

言內容形同政見發表及造勢，還有司儀在講台帶領台下群眾內高喊

凍選等口號，恰巧被正在樓下查賄選的檢察官聽聞，隨即前往查

看，逮個正著。

該分局雖宣稱不接受候選人拜票，惟A黨籍黃姓候選人，卻出

現在警局禮堂，且有人大聲高喊凍選，查賄檢察官雖無當場發現買

票情節，但檢方接獲情資，懷疑涉及賄選。該局分局長和黃姓候選

人，大喊冤枉，黃姓候選人表示當晚沒掛彩帶發名片，怎麼會是賄

選，惟檢察官仍著手調查。



案例討論(五)

個案描述：公務人員藉餐敘要求支持特定候選人？

某市A局局長於某月日，以犒賞下屬的名義與30名員工餐

敘。席間，A局局長要求員工支持該市甲選區的某特定立委候

選人。

該餐敘係由A局某分隊員工召集，現任清潔隊長、視察（前

清潔隊長）、隊員等30人出席。席間，A局局長到場，明白拜

託大家支持甲選區的某特定候選人。

據與會者稱，該餐敘係犒賞員工，花費由A局的業務費支

付。但另一與會者供稱，費用由局長的特支費支付，共付了

○○元，A局已經報銷。除該次某月日的餐敘外，另還有2 次

情況類似的餐敘。



案例討論(六)

個案描述：選舉場子○○市選委參一腳？

某市選委會甲黨籍選務委員林君日前陪同同黨籍立委候

選人，在市議會舉行記者會，他並出示乙區公所印製的立委

選舉宣傳單，質疑市政府只宣導要投立委選票和政黨票兩張

票，對公投卻隻字不提；又於前天下午在同黨籍總統參選人

幫立委候選人助選之場合，到場並公開亮相。



民主社會，公務員面臨不同價值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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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自台大國發所鄧志松教授



(一)字義分析

行政：

政府執行法令，推動公共政策及處理
公共事務的活動與作用之綜合。

中立：

「中」者居中而不偏；
「立」者正立而不倚；
「中立」意為不偏不倚，引申為對人、
對事不偏袒或不倚靠任何一方的公平
立場或態度。



(二)主要意義：

在職期間，應盡忠職守、盡心盡力，推動政府政策，

造福社會大眾。

處理公務上，其立場應超然、客觀、公正，

一視同仁，既無偏愛也無偏惡。

執行職務之態度，應採取同一標準，公平對待任何

個人、團體或黨派。

日常活動中，遵循政治活動或行為應有之分際，不介

入地方派系或政治紛爭。

係指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時必須嚴守的認知、態度、立場
或原則：



促進政黨政治之良性競爭

確保社會的多元發展

貫徹行政的穩定性、永續性、專業性

保障公務人員權益



沒有法律依據，公務人員不得對人民有任何作為，亦不

得濫發命令或處分。

法律優位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一)依法行政原則

(二) 執法公正原則

公務人員應依法公正執行職務，不得對任何團體或個

人予以差別待遇，並以誠信公正原則處理事務。

(三) 政治中立原則

在政治衝突中不作偏袒，而公正、客觀、無私的執行

職責。



國家化

本於公共利益施政

積極推動政府政策

維持行政專業性及自主性之道德勇氣

提升專業及公正形象

重視公平與效能之和諧



政府資源之利用與行政中立

（1）公共建設與行政中立

（2）補助款與行政中立

（3）公物使用與行政中立

（4）行政資訊之提供與行政中立



人事任免與行政中立

（1）常任文官任免原則

公務員之升遷

公平公正甄選優秀人才，不宜考慮黨派因素。

高級文官調職或免職之限制

高級文官調職或免職，應有正當或合理之理由，例如其

有不適任或有違法不當行為，而非考慮黨派因素。

（2）委員會等專家學者之聘任

政府部門相關委員會常有聘任專家學者參與的情形，此類

專家學者之聘任，應考量專業能力及操守，不應考量政黨

傾向之黨派色彩。



行政行為與行政中立

（1）授益處分之決定與行政中立

如許可執照之核發或撤銷，企業銀行貸款或企

業補助，租稅優惠之決定等，不偏袒某一黨派

之支持者。

（2）負擔處分之決定與行政中立

如逃漏稅案件之調查決定，不考慮黨派因素。



(一)英國

1953年，財政部公布白皮書，依政治活動之範圍，

將文官分3類：

政治自由類

政治限制類

政治中間類

1996年，制定文官管理規則、文官服務規則重申行政

責任與行政中立之基本原則



(二)美國

1883，通過文官法：免受政黨政治的控制

1939，通過赫奇政治活動法

1978，通過文官改革法

1989，通過弊端揭發人保護法

現行政治活動區分2類：

政務官及一般公務人員

聯邦競選委員會、情治機構人員



(三)法國

得自由參加政黨活動，惟不得陷入政爭

得參加政黨提名候選。（國會議員及中央公職、地方

公職）

可參加工會，並依法行使罷工權

不妨礙執行職務下，得自由發表政治意見，自由參選、

輔選

司法人員仍受限制

基本上公務人員參加合法政治活動，均受保障，不受歧

視。與其他國家相較下，較為寬鬆：



(四)德國

可休假（2個月）參選

國會議員－離職、政務人員－可回任、

邦議員－可兼任

得表達政治意見，但不得有計畫煽動

禁止參加偏激性質之政治團體

得參加工會或職業團體

主要規定於「聯邦公務人員法」



(五)日本：較為嚴格

國家公務員法第102條：

不得為政黨或政治目的，要求、領受捐款或其他利益；不得為

民選公職候選人；不得為政黨或政治團體之幹部或顧問等職

國家公務員法第110條：

違反第102條時，除沒收捐款或其他利益外，得處3年以下

有期徒刑或100萬日圓以下罰金

人事院規則第14章第7節：

禁止於選舉時公開支持或反對特定候選人；支持或反對特定之

政黨、內閣或政策；為政治目的而利用職權，提供捐獻、威

脅、賄賂；編輯或散發政黨刊物、旗幟、徽章



濫用行政資源：違反依法行政、公器私用

政治考量凌駕行政專業

長官與部屬關係所形成的壓力

傳統政治文化與社會理念

地方自治受派系與政黨左右

政務官與事務官角色未能釐清

相關法制欠缺與規範不夠周延

其他實務困境：認知差距、既得利益



(一)影響因素

政務人員指示部屬為行政不中立行為

長官具一定政治態度，又掌握升遷考核大權

政務官與事務官分際模糊，事務官希望成為政務官

黨政分際未釐清

人情影響

選舉文化影響，選後算帳

人際關係、個人價值判斷、政治企圖心等影響

政治結構大環境之限制

政務官與地方首長不能中立



(二)影響主體

直屬長官

民意代表

機關首長

地方派系

政黨黨部

根據近15年間，先後共計6次問卷調查結果，歷來影

響公務人員行政中立之主體，由多至寡其依序為：



公開競爭的考試用人

功績原則的人事管理

有效及時的權益保障

政治活動的合理限制

成熟發展的政黨政治



載自台大國發所鄧志松教授

政治行為限制

政治冷漠

程序規定
依法行政

與政務官
良好互動

贏得人民
信心尊敬

功績原則

公正

形象

專業

經驗

參選、助選、募款

造勢、聯名支持、黨務

罷工、遊行、政治言論

動用行政資源

甄補、考績、升遷、
獎懲、教育...

不介入政治紛爭
文官無名

公平對待
無所偏私

時有衝突



(一)背景

威權體制解構

政黨競爭激烈

選舉風氣敗壞

資源遭致濫用



(二)立法沿革

80.12：銓敘部部長提出文官中立之構想

83.10：銓敘部組成專案小組研擬條文

83.12：（第1次）函送立法院審議

85.11：立法院法制委員會完成審查，並定名為政治

中立法

92.09：（第2次）函送立法院（第5屆）審議

94.10：（第3次）函送立法院（第6屆）審議

97.12：（第4次）函送立法院（第7屆）審議

98.5.19：立法院三讀通過

98.6.10：總統公布施行



(一)立法目的：(全文計20條)

係為確保公務人員

『依法行政、執法公正、政治中立』，

『適度規範公務人員參與政治活動』，

建立公務人員行政中立之規範。



(二)規範對象：

適用對象（第2條）：

為法定機關依法任用、派用之有給專任人員

及公立學校依法任用之職員。



(二)規範對象：

準用對象之一（第17條）：

（1）公立學校校長及公立學校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

（2）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公布施行前已進用未納入銓敘

之公立學校職員及私立學校改制為公立學校未具

任用資格之留用職員。

（3）公立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及公立學術研究機構

研究人員。

（4）各級行政機關具軍職身分之人員及各級教育行政

主管機關軍訓單位或各級學校之軍訓教官。



(二)規範對象：

準用對象之一（第17條）：

（5）各機關及公立學校依法聘用、僱用人員。

（6）公營事業機構人員。

（7）經正式任用為公務人員前，實施學習或訓練人員。

（8）行政法人有給專任人員。

（9）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私法人之董事及監察人。



(二)規範對象：

準用對象之二（第18條）：

憲法或法律規定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法獨立行使

職權之政務人員（考試委員、監察委員、NCC

委員、公平會專任委員、保訓會專任委員）



※其他特殊對象：

政務官與民選地方首長—政務人員法草案

教師：公教分途、講學自由－教育基本法

軍人：文武分治

（1）憲法138條：全國陸海空軍，須超出個人、

地域及黨派關係以外，效忠國家，愛護人民。

（2）憲法第139條：任何黨派及個人不得以武裝

力量為政爭之工具



※其他特殊對象：

（3）國防法第6條：

中華民國陸海空軍應超出個人、地域及黨派關

係，依法保持政治中立。並規定現役軍人，不

得為下列行為︰

擔任政黨、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提供之

職務。

迫使現役軍人加入政黨、政治團體或參與、

協助政黨、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舉辦之

活動。

於軍事機關內部建立組織以推展黨務、宣傳

政見或其他政治性活動。



（三）參加政黨之權利及其限制

憲法第14條：規定人民有集會及結社之自由，不宜

因人民具有公務人員身分，而剝奪其憲法所賦予之

集會結社權利

本法第5條：公務人員有加入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之

權利。惟為使公務人員忠心努力執行職務，爰規定

不得兼任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之職務、不得兼任公

職候選人競選辦事處之職務、不得介入黨政派系紛

爭。

政治團體（人民團體法第44條）



（四）上班時間從事政治活動之限制

本法第7條：公務人員不得於上班或勤務時間，從

事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之活動。

公務人員依其業務性質，執行職務之必要行為，如

執行蒐證任務、環保稽查，以及警察人員依據相關

法令負責安全及秩序維護之行為等，則不在此限。



（四）上班時間從事政治活動之限制

所稱上班或勤務時間，指下列時間：

（1）法定上班時間。

（2）因業務狀況彈性調整上班時間。

（3）值班或加班時間。

（4）因公奉派訓練、出差或參加與其職務有關活動

之時間。



（五）公開從事政治活動之限制

本法第9條：公務人員不得為支持或反對特定之政黨、其他

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從事下列政治活動或行為：

（1）動用行政資源編印製、散發、張貼文書、圖畫、

其他宣傳品或辦理相關活動。

（2）在辦公場所懸掛、張貼、穿戴或標示特定政黨、

其他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之旗幟、徽章或服飾。

（3）主持集會、發起遊行或領導連署活動。

（4）在大眾傳播媒體具銜或具名廣告。

（5）對職務相關人員或其職務對象表達指示。

（6）公開為公職候選人站台、遊行或拜票。

（7）其他經考試院會同行政院以命令禁止之行為。



（五）公開從事政治活動之限制

「行政資源」，指行政上可支配運用之公物、公款、

場所、房舍及人力等資源。

「散發」：包括各項網路資訊傳遞方式在內。



（六）不得利用職務上權力、機會或方法，從事之行為

本法第6條、第8條及第10條規定之禁止行為：

（1）使他人加入或不加入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

（2）要求他人參加或不參加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

有關之選舉活動。

（3）為政黨、其他政治團體或擬參選人要求、期約

或收受金錢、物品或其他利益之捐助。

（4）阻止或妨礙他人為特定政黨、其他政治團體或

擬參選人依法募款之活動。

（5）對於公職人員之選舉、罷免或投票，要求他人

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



（七）參選請假

本法第11條：

第1項規定：公務人員自被公告為公職候選人之日起，

應請事假或休假。

第2項規定：公務人員依前項規定請假時，長官不得拒

絕。

如具有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3條所定事假以外假之事實

者，仍得依其所具事實之假別請假。



（八）辦公場所禁止從事競選或助選活動

本法第13條：

各機關首長或主管人員，於選舉委員會發布選舉公告

日至投票日止之選舉期間，應禁止政黨、公職候選人

或其支持者之造訪活動；

應於辦公、活動場所之各出入口明顯處所張貼禁止競

選活動之告示。



（九）違反行政中立之處理

本法第16條：

公務人員違反本法，應按情節輕重，依公務員懲戒法、

公務人員考績法或其他相關法規予以懲戒或懲處。

涉及其他法律責任者，依有關法律處理之(如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法第99條規定賄賂投票罪)



（十）權益保障

本法第14條：長官不得要求公務人員從事本法禁止之

行為。長官違反前項規定者，公務人員得向該長官之

上級長官提出報告，並由上級長官依法處理。未依法

處理者，以失職論。



（十）權益保障

本法第15條：公務人員依法享有之權益，不得因拒絕

從事本法禁止之行為而遭受不公平對待或不利處分。

公務人員遭受前項之不公平對待或不利處分時，得依

公務人員保障法及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請求救濟。

公務人員保障法、公務員服務法、公務人員任用法



政務官之行政中立（政務人員法草案）

政務人員參與國家政策及行政方針之決定，或依法獨立

行使職權，權責重大，自不宜經營商業，或與各種團體

或個人從事不法利益之交易活動；或兼任營利事業之職

務。本草案就此作明確規範，旨在使政務人員於社會大

眾監督下能知所自制，避免觸法，影響政府形象。

(一)立法目的



政務官之行政中立（政務人員法草案）

所稱政務人員，指各級政府機關依據憲法、中央

機關組織法律或地方制度法規定進用之政治性任命人

員。

(二)適用範圍



政務官之行政中立（政務人員法草案）

應依據法令執行職務，公正對待任何團體或個人。

禁止利用職權影響他人政治行為、利用職權募款或妨害

募款。

為特定政黨、其他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從事政治活動

或行為之禁止。

參選公職之請假及長官拒絕請假之禁止。

行政資源之公正利用。

長官不得要求從事本法禁止之行為及其違反時之處置

超出黨派以外，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之政務人員政黨活動

之禁止。

(三)規定政務人員之行政中立事項



案例討論(一)

個案描述：政治動物就可以上天下地任我行？

某縣副縣長於97 年春節過後，以感謝志工辛勞與貢獻名義，
召集縣內鳳凰志工隊、婦女防火宣導隊、睦鄰救援隊各級幹部於該
縣消防局內餐敘。

席中有歌舞餘興節目與獎品豐富的摸彩活動及紀念品，副縣長
致詞時，除感謝大家長時以來對縣內消防工作的熱心投入與貢獻
外，並藉機宣導某總統候選人於擔任行政首長期間，推出如何福利
政策，對消防志工如何照顧，期許大家能在適當機會回饋，讓他有
機會為大家創造更多福利。

某議員以該副縣長嚴重違反行政中立原則，乃於議會總質詢時
公開要求縣長給予必要處分。惟縣長辯稱，該縣副縣長乃依地方制
度法新規定，以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任用，係屬於政務官，政務官
為政黨政策辯護、支持同政治理念的候選人乃天經地義，本來就不
受行政中立原則的規範，何來違法？



案例討論(二)

個案描述：上帝給我一張嘴兩條腿政治路上誰怕誰？

李檢察官經常受邀參加電視政治性談話節目大肆批評時

政，對相關決策嚴厲指摘；並主動參加特定政治團體主辦之

示威遊行活動，於活動中公開站台演講，宣揚其理念。

由於其所公開發言內容，常涉及政治敏感議題，且均係

針對特定政黨而發，致不同政治陣營人士，褒貶互見。

事經移送該員所屬機關考績會，與會人員意見不一，其

癥結咸在於該檢察官言行，是否應屬受憲法保障「個人言論

自由」與「集會自由」，而無違反行政中立問題？



案例討論(三)

個案描述：自由競爭無所作為政治上就不會招惹是非？

總統選舉期間，某地方主管機關即公告將轄內適合辦理集

會遊行之場所，提供各候選人或所屬政黨自由申請使用。甲政

黨於公告開放申請日一大早即派員前往辦理登記，卻發現已有

乙政黨代表多人於現場排隊等待申請。致輪到甲政黨代表登記

次序時，較熱門場所時段已完全被乙政黨搶先登記。

甲政黨即向該主管機關抗議徇私不公，主管機關辯稱完全

任由自由申請登記，凡事總有先來後到，怨不得人；公務員依

規定辦事，並無不法。



案例討論(四)

個案描述：公務場所選舉造勢之合宜性？

某年立法委員競選期間，某縣政府警察局某分局禮堂，於某日

晚上出借給特定團體，該團體係以舉辦慈善晚會名義租借場地，現

場除有歌舞表演外，並有餐飲供應。不料當晚該禮堂聚集多位A黨

高層幹部及黨工，該黨籍立法委員黃姓候選人亦現身現場致詞，發

言內容形同政見發表及造勢，還有司儀在講台帶領台下群眾內高喊

凍選等口號，恰巧被正在樓下查賄選的檢察官聽聞，隨即前往查

看，逮個正著。

該分局雖宣稱不接受候選人拜票，惟A黨籍黃姓候選人，卻出

現在警局禮堂，且有人大聲高喊凍選，查賄檢察官雖無當場發現買

票情節，但檢方接獲情資，懷疑涉及賄選。該局分局長和黃姓候選

人，大喊冤枉，黃姓候選人表示當晚沒掛彩帶發名片，怎麼會是賄

選，惟檢察官仍著手調查。



案例討論(五)

個案描述：公務人員藉餐敘要求支持特定候選人？

某市A局局長於某月日，以犒賞下屬的名義與30名員工餐

敘。席間，A局局長要求員工支持該市甲選區的某特定立委候

選人。

該餐敘係由A局某分隊員工召集，現任清潔隊長、視察（前

清潔隊長）、隊員等30人出席。席間，A局局長到場，明白拜

託大家支持甲選區的某特定候選人。

據與會者稱，該餐敘係犒賞員工，花費由A局的業務費支

付。但另一與會者供稱，費用由局長的特支費支付，共付了

○○元，A局已經報銷。除該次某月日的餐敘外，另還有2 次

情況類似的餐敘。



案例討論(六)

個案描述：選舉場子○○市選委參一腳？

某市選委會甲黨籍選務委員林君日前陪同同黨籍立委候

選人，在市議會舉行記者會，他並出示乙區公所印製的立委

選舉宣傳單，質疑市政府只宣導要投立委選票和政黨票兩張

票，對公投卻隻字不提；又於前天下午在同黨籍總統參選人

幫立委候選人助選之場合，到場並公開亮相。



確實遵循公務人員中立法相關規定

釐清政務人員與常務人員之分際

內化行政中立觀念

強化公務人員之保障機制

體認公務人員核心價值

「廉正、專業、效能、關懷」，

行政院97.11.4核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