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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行政中立法制的內涵與其在推動公共法制之優先順序，在民主先進國家

與我國則有所不同。茲以英國、美國、德國、法國、日本五國為例，彼此之政府

制度、文官制度之間，雖其強調民主本質相似，惟對民主與效率之平衡價值的追

求，乃至人事機構、人事制度之設計亦有所不同。 

 

在行政中立的內涵中，有關「依法行政」「公正執法」、「選舉中立」、「政治

活動限制規範」、「保障救濟」，各國運作不同，法制建立的寬嚴與優先順序亦有

所不同，為健全我國行政中立法制，允宜探析上述國家之相關法制，以為予採。

本文重點原宜介述各國之人事行政機關組織與定位、公務員考用制度、公務員考

績制度、公務員政治活動規範以及公務員保障制度等五層面。茲以篇幅所限，謹

以行政中立直接相關之公務員政治活動規範及保障制度加以探討，並提出初步評

述，以就教高明。 

 

*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中山社科所法學博士，現任考試院副秘書長，中國文

化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兼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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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壹、前言壹、前言壹、前言    

 

任何制度之成長與運作，離不開傳統、文化與環境的影響。對各國法制作比

較分析時，事實上，吾人也發現，各國政府間，有其共同特徵，如民主先進國家

有較高水準的精神文化，經濟環境，健全的民主政治文化等；另方面亦可觀察到

各國政府體制與實際政治運作與其文化、歷史、社會環境等因素是息息相關、互

為因果的（華力進等，1992:19-20）。同樣地，有關行政中立法制的內涵，與其

優先順序，在民主先進國家與我國則有所不同。茲以英國、美國、德國、法國、

日本五國為例，彼此之政府制度、文官制度之間，雖其強調民主本質相似，惟對

民主與效率之平衡價值的追求，乃至人事機構、人事制度之設計亦有所不同。 

 

在行政中立的內涵中，有關「依法行政」「公正執法」、「選舉中立」、「政治

活動限制規範」、「保障救濟」，各國運作不同，法制建立的寬嚴與優先順序亦有

所不同，為健全我國行政中立法制，允宜探析上述國家之相對法制，以為予採。

本文重點原宜介紹各國： 

 

人事行政機關組織與定位：旨在了解各國負責推動行政中立法制與監督行政 

中立運作機關之設置情形。 

 

公務員考用制度：在知悉各國考試進用是否秉諸公平、公正、公開方式取才， 

以培養行政中立的前提基礎。 

 

公務員考績制度：旨在分析各國公務員考績制度之目的及實際運作情形，考 

察其公正性，客觀性及其可能免受長官控制之情形。 

 

公務員政治活動規範：主要在了解各國有關公務員政治活動規範，事實上也 

是探討行政中立的主要議題內涵情形。 

 

公務員保障制度：旨在探究公務員平時堅持依法行政、執法公正及選舉期間 

避免介入政黨選舉競爭中，可能遭受許多執行之壓力或阻力時，而屬抗壓的 

保障制度之功能運作情形。 

 

茲以篇幅所限，有關就人事機關組織定位、公務人員之考試及考績制度於茲

暫略，謹以直接相關之公務員政治活動規範及保障制度加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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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英國行政中立相關法制概貳、英國行政中立相關法制概貳、英國行政中立相關法制概貳、英國行政中立相關法制概述述述述    

 

公務員政治活動之規範 

 

英國文官服務之基準法律為埃斯塔法典（Estacode），明定公務人員對國家

負有忠誠之義務等規範；在限制文官政治活動之主要法令為一九五三年之財政部

白皮書（一九八四年修正）暨一九六○年樞密院令。至於有關行政中立之限制文

官參加政黨活動，則按其是否為政治自由類及依常任公務人員等級區分，予以限

制；而文官身分及地位之保障，主要如規定各部常任文官，均歸常務次長負責管

理，各部高級常任文官，包括常務次長等，雖應由各部部長任命，然實際運作，

係經由內閣秘書長兼國內文官長推薦後辦理（林文益，1991:165）。此設計之優

點，有助於強化常任文官之自主性與專業性，較不易受政治力之影響，以確保行

政中立。 

 

在英國使文官獨立於黨派政治的方法有三，其一借重選拔手段，考選能客觀

的判斷問題，且能公正無私的提供建議者。其二，英國對文官的訓練著重於客觀

之發現事實，並周延的提供各種方案，供政務官參考，也影響了文官之行為模式；

其三，使用規章管制的方法（Chapman, 1988:107-110）。再者，在 1953年制定

限制文官政治活動規則，並於 1978年 Artimage Report提出修正建議後，於 1984

年受到修改；最近自一九九三年二月起復對其文官參與政治活動之限制，如政治

活動之定義與範圍，以及適用限制參與政治活動之原則與例外等均有更詳細之規

定（各國人事法制叢書，第三輯，405-409）。 

 

前述有關限制規則，不論是法律、樞密院令、較正式的規章或較不正式的備

忘錄，都被合併到非法律性的服務守則中。文官政治行為受限的對象和程度分為

三級：第一級；是政治自由級（politically free group），凡實業人員、次要

的與擔任操作技藝工作之非實業人員，以及由各部門自行任用但須經財政部同意

之人員，他們除了在勤務中或在官舍中，或者穿著制服之外，可完全自由的參與

全國性（註二）和地區性的政治活動。第二級是政治受限級（politically 

restriocted group），他們包括科長級（principals）以上的官員（含高級執行

官 HEOs和行政級官員 Ats），和替上述官員工作並與民眾接觸的部分執行級和文

書級的人員，以及其他在職務上被認為不宜於參加政治活動之人員。這些人基於

服務部門的特殊責任，不能參與全國性的政治活動，但是，對於地方性政治活動，

如經所屬單位許可，仍得以參加。第三級是中間級（Intermediate group），主

要是由前述一、二級兩級以上的文官所組成，包括大部分的執行級和文書級的人

員。經所屬單位之同意，可參與全國性和地方性政治活動，惟不包括擔任國會或

歐洲議會候選人在內（Drewry & Butcher, 1988:128-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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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以國會議員為例，依據（House of Commons Disqualification Act 1976），

除政治自由類（基層）文官可參加國會議員選舉，並於未當選後可以復職，其他

人員除非辭職否則不得參選或成為國會議員。又文官得兼任上議院議員，於職務

許可下，雖可出席會議，但在退休或辭職前，不得參加辯論或表決（劉文隆，

1985:171）。此一制度設計，可否供我國公務員擔（兼）任國民大會代表之參考，

值得探討。 

 

要之，英國之文官長制度，事實上扮演著政治與行政之橋樑，發揮政治消毒

功能（許濱松，1994:8），英國將文官區分為三類，並予不同程序之政治活動之

限制，其參選國會議員之限制規定，除上述人員涵蓋範圍不及於公營事業人員等

，均值得我國法制建立之評估參考。 

 

公務員保障制度 

 

英國文官保障制度與規範均散見於申訴制度、公務員團體之協議與仲裁等規

定，亦未單獨立法規範有關行政中立的行為保障。茲分述如下： 

 

公務員申訴之保障： 

 

得提出申訴之不利益處分：文官因品行、工作效率等原因而受免職或提前退

休之處分時，有處分權者在決定處分前，應將事實及理由以書面通知受處分者，

並接受其答辯。 

 

受處分者之上訴（許濱松，1994:160）：文官接獲免職通知書時，如任職已

達二十六週以上，又未達領取年金之最低年齡者，可向其任職所在部之文官申訴

委員會提出申訴；如文官於見習期間，因身體不佳而被取消任用時，或因身體不

佳不能繼續執行職務，要求退職遭拒絕時，得向任職所在部醫事委員會提出申訴

。其程序如圖一： 

圖一：英國公務員申訴程序 

 

資料來源：參考許濱松（1994），各國人事制度，頁 160 

 

公務員團體之協議與仲裁： 

 

英國文官爭議協議，係由文官團體及政府指派之代表組成之全國惠特利委員

會議及各部惠特利會議，以處理全國性或部別性之有關公務人員待遇及工作情況

爭議問題。其中公務員代表與政府代表係處於平等之地位。在惠特利委員會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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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無法達成協議，則其爭議最後可上訴於文官仲裁法院。 

 

通常文官今俸給（待遇）、工作時間、給假等事項，均得提請仲裁。至退休

養老年金、編制人員之法定地位辦公時間、職員之編制與進用高級文官之爭議等

為行政管理事項，則不得提請仲裁。其程序如圖二： 

 

圖二：英國公務員團體仲裁程序 

資料來源：同上。 

 

要之，英國文官的保障制度，主要規範政府與文官間之和諧關係，除了確保

文官之申訴保障與文官團體協議與仲裁的公正性。再以於一九八○年立之全國文

官聯盟（The Council of Civil Service Unions），強化了文官協議體制，加強

保障文官權益，進一步增進與政府之關係，可做為我國的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

員會運作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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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美國行政中立相關法制概述 

 

公務員政治活動之規範 

 

有關公務員服務基準為聯邦人事便覽（FPM），即明定公務人員有為全體人民

服務之義務及對政府之忠誠與責任感等之體認與力行，公務員之行動限制亦多於

民間之受雇人員。至於有關限制公務人員參加政黨活動，主要為1939赫奇法案（

1940、1962修正及1993年10月6日簽署之改革條款）暨1978年文官改革法案有關

條文。前者如禁止聯邦或各州行政人員利用職權影響選舉；禁止僱用補償或其他

利益之允諾、剝奪；禁止提供名冊；禁止行政官員利用公務員資源從事政治活動

等；禁止對候選人予以經濟上援助等（Hatch Act, 1993）；後者即指該法案中之

九項功績制原則及九項被禁止的人事措施也。 

 

聯邦公務員必須保持政治中立觀念，最早可溯及十九世紀之初，由於傑佛遜

總統對於公務員影響選舉結果表示不滿，於1802年發布通報要求聯邦公務員信守

政治上之中立。在1870年代發起文官改革的運動雖未成，惟於1876年通過了一項

法案禁止聯邦公務員收受任何政治獻金（political assessment）。該法在1882

年的“Ex parte curtis”一案中，得到最高法院的支持，認為並不違憲（

Rosemblom, 1984:105-106）。 

 

在1883年美國國會通過文官法，確立功績制原則，設立獨立於黨派抗爭之外

的文官委員會，其主旨在消除當時政治分贓制度（spoils system），除辦理考試

、職位分類、俸給、訓練、考績、退休及文官政治活動，均於納入規範並加落實

執行。在其消極職能之公務員於政治干預、防止首長徇私等人事措施，於1907

年時，由老羅斯福總統以六四二號行政命令加以充實修正，其旨在強調行政部門

的公務員不得干涉選舉或影響其結果，不得利用自己的職權或公部門影響力。依

據規則，凡屬公開競爭考試分類職位的公務員，除了有依自己意思投票，及非公

開場合表達政治見解的權利之外，不得積極的參與政治性的管理工作及政治運動

。惟實行以來，也使得受文官委員會規定限制之公務員比例，由1930年的79.6

％降為1936年的60.5％，文官導致國會議員不安，終有1939和1940年赫奇法（

Hatch Acts）（U.S. Code Title 18,61-61t）的制定（Rosemblom, 1984:107）

。 

 

赫奇法的規定與文官委員會規定大同小異，不同的地方在赫奇法不硬性規定

只能在非公開的場合表達政治見解或對候選人的看法（61h），而且不限制公務員

從事無任何政黨代表參加的選舉活動（61r）。赫奇法制定之後曾迭經多次修正，

原接受聯邦經費補助之地方政府，其公務員之政治行為同受限制，但1974年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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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寬限制。其次，赫奇法制定以前對公務員從事政治行為曾有課處刑罰者，赫奇

法制定之初，對於違法行為也有處以一千元以下罰金或一年以下徒刑或者兩者併

科的規定（61g），現在1993年後則採用免職或停薪，但經功績制委員會委員無異

議通過，認為違法行為未達免職之情事者，得改為三十日以上之不支薪停職處分

。時至目前為止，美國對永業公務員政治行為的主要限制，分述如次： 

 

競選資格方面：原則上全國各地公務員除非辭職，原則都禁止競選政黨之 

政治職位。惟有三項例外，其一、競選非黨派性的兼職工作，如地方學校 

董事會的董事；其二、地方性選舉中所有的候選人均無黨派時，也不受限 

制；其三、一個地區中聯邦職員超過當地選民數之一半以上，即使代表黨 

派之候選人參選時，亦允許以非黨派的立場參選。 

 

競選活動方面：永業公務員不得積極的參加政黨經營管理或競選活動，包 

括演說、組織或指導政治大會、以及刊行散發競選文宣為原則，惟只參加 

政治集會，不擔任領導人，亦不主動的支持團體議題之投票時，則不受法 

律限制。同時，前述地方性選舉中可參加候選人的例外情形，也適用於競 

選活動。（Stahl, 1983:403-404）當然，某些地區極端性的限制公務員參 

加政治集會，甚至連當觀察者也不行。美國一大四年所頒布之暫行規定， 

雖允許聯邦公務員於下班時間享有較多政治活動之自由，惟公務員參與政 

治活動之限制，應無上班時間與下班時間之分（許濱松，1994:15）。 

 

募集黨派資金方面：部分地區不僅保障公務員免為政治目的之捐輸，甚至 

禁止他們為政治目的募集捐款。惟以民主政治，在考量公務員之政治參與 

權利，聯邦及大部分地區均不禁止自願性之捐款，也對公務員拒絕不樂之 

捐予以合法保障。 

 

在表現自由的限制方面，除了與競選活動有關者須受限制之外，公務員於 

公私場合對政治議題和候選人表達個人意見都不受限制（CFR, 3.111(a) 

）。從赫奇法制定到目前為止，雖國會通過公務員政治活動法，因福利總統 

否決而成立，致以美國還沒有新的限制公務員政治行為法律。不過卻有兩個 

案例挑戰赫奇法的合憲性（United Public Workers v. Mitchel, 1947, 330  

U.S. 75, Civil Service Commission v.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Letter  

Carriers, 1973, 413 U.S. 548，但是最高法院都認為赫奇法並無違憲（張 

嘉政，1991:205）。 

 

美國聯邦公務員參與政治活動之權利，在一九九四年，聯邦人事管理總署依

據一九九三年之赫奇法案修正案，頒布暫行規定之後，雖已較前增加，惟觀諸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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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兩國當初頒布命令或立法對於公務員參與政治活動之限制，不僅在於保障公

務員免於被壓迫介入政治活動，同時亦限制公務員主動積極介入政治活動。又美

國除由聯邦人事管理署，對於公務員中立之規範，負有一般決策責任外，尚設有

特別檢察官負責違犯案件之調查及公訴，並有功績制度保護委員會負責審理及受

理申訴案件。此種建立申訴制度，保障永業文官免於遭受政治迫害。在遭受迫害

時，以專責機構為申訴審理之救濟途徑，頗值參酌借鏡（許濱松，1994:15）。事

實上，我國於民國八十五年一月二十六日完成立法程序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

會，當可發揮此種功能。 

 

公務員保障制度 

 

公務員保障制度，源於先樹立申訴救濟制度，再形成團體協議制度，美國有

關保障制度之建立，亦復如此。一九四○年代聯邦政府基於工會組織與田納西流

域管理局（TVA）之協議制度之成就，證明團體協議制度與行政效率是可相輔相

成的（Presthus, 1975:248），自此其政策走向則逐年由保守而趨於開放。在一

九七八年文官改革法施行後，聯邦公務員之申訴權利受到更為周密之保障，茲分

述如下： 

 

不利處分之保障：經機關以工作不良而擬予降等或免職之人員，具有有下 

列權利：即有權於機關採取降免措施之前三十天，收到書面通知；有 

權委請律師或其他代表；有權在適當期限內進行口頭或書面答辯；有 

權收到敘明懲處理由之書面決定書（傅肅良，1994:155）。 

 

各機關於前述有效通知期限屆滿時，若對有關人員為降職或免職之決定，該

等人員得向功績制保護委員會申訴，請求聽證，如有關人員屬於工會團體，可循

冤情仲裁程序。不服功績制保護委員會決定或命令者可向聯邦上訴法院（The 

U.S. Court of Appeals）上訴，如為涉及俸給案件，則上訴到求償法院（The Court 

of Claims）（許濱松，1994:346-347）。 

 

混合案件申訴之保障：係指有關人員為歧而得以向功績制保護委員會申訴 

之機關所採取之行動，例如免職或降職案件者。機關可在一百二十天內以 

協商與查處方式嘗試解決。對機關的最後決定不滿意者，或期限屆滿者， 

得逕向功績制保護委員會申訴。若不提起申訴，工會則可要求冤情仲裁。 

 

有關人員不得將混合案件逕向平等就業委員會（The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簡稱EEOC）申訴，僅得要求該委員會重新審查功績制

保護委員會所作之決定。若兩會之決定不一致時，再採其他步驟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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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視案件申訴之保障：指因採取行動或不採取行動而形成之歧視事件控訴 

案，例如關於升遷或工作條件之歧視控制案，不得向功績制保護委員會申 

訴。此種案件，有關人員可將機關的最後決定向平等就業委員會提出申訴 

，或由工會要求循冤情仲裁程序解決。向平等就業委員會申訴時，應依現 

行處理歧視申訴案之程序，功績制保護委員會不得參與此類申訴案之決定 

（許濱松，1994:347-348）。 

 

對弊端揭發人之保障：所謂弊端揭發人，係指對於有相當理由信其為違反 

法規、或構成不當管理、浪費公帑、濫用職權、或危害公共衛生或安全之 

情事，願挺身而予以揭發之公務員或職位申請人等而言；但對法律或行政 

命令特為禁止揭發者，則不予保護。特別檢察官在處理各機關對弊端揭發 

人施以報復之案件時，應予以調查及保護，調查時亦不得洩漏揭發人之身 

份，並得向功績制保護委員會的任何委員提出請求，即在該案調查期間停 

止其有關的人事作業，調查結果應告知弊端揭發人。茲就上開情形，如圖 

三： 

 

圖三：美國公務員申訴程序 

 

資料來源：許濱松：各國人事制度，頁 347-348。 

 

就美國功績制委員會每年受理約八千個個案，行政裁決，多能依規定在一百

二十天內決定，其中半數案件可經由公聽會得到解決。依據現任主席艾德瑞許向

總統及國會提出之一九九四年度報告指出，該會該年度行政法官審議決定8552

件申訴案件（較上年度7530件增加9.5％），而三位委員決定2031件（Annual 

Report for Fiscal Year 1994:25-28）。該會亦對75件有關赫奇法案、特別檢察

官紀律行為，對行政法官之案件及申請審查人事管理總署法規等案件作成決定。

若不服該會裁決，可向聯邦上訴法院等提出上訴，惟以該會處理公正，通常每年

類此案件只約三、四件，可見其功能之顯著，似可供我國新成之公務人員保障暨

培訓委員會運作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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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法國行政中立相關法制概述 

 

公務員政治活動之規範 

 

法國對於公務員服務之基準，緣於評政院制定者，其主要規範之內涵為公務

員負有配合普遍利益以辦理公務之任務，在執行職務時，應依據法令專心行事，

服務民眾。至於有關公務員政治活動限制，則尚無立法明定；究其原因，乃法國

公務員均能秉持國家利益與行政為指標，且以依據法國公務員法有關權利部分之

規定，公務員之意見得以保障，尤以政治上之意見未受差別待遇，另公務員參加

競選或擔任民選公職，其原有之職位不因上開因素而受影響，較偏於保障公務員

政治活動之自由（法國國家公務員第六、第七條）（吳庚、柯澤東、林明鏘，

1989:8-9）。故而公務員在政黨更替頻繁政局中，反能扮演穩定的基石，使得政

府行政事務能永續運作。 

 

為了國家與公眾的利益，在英國已禁止公務員參加任何政治競爭，法國欲設

法方便公務員進入國會以及其他各種政治活動生涯。 

 

在法國儘管公務員的薪俸比民間企業為低，由於法國保證就業安全，與能享

受民權等各項的自由。公務員參加政治活動的權利是自由的，表達意見的自由，

亦與其他公民同。依文官法（第一部分）第六條規定略以，公務員意見自由應予

保障，不因任何政治……之意見而受到歧視。當然各級公務員應保持適當之節制

（reserve），不似英國文官因不同層級而有不同的限制。 

 

法國大多數的公務員可自由加入政黨及參與政黨活動，惟法國憲法規定下列

人員不得為地方議員候選人：中央或省文武職人員不得為省議員候選人；省

長公署職員不得市議員候選人（行政院研考會，1989:45）。通常公務員考選任公

職後，於任期屆滿後有權再回原任機關服務。 

 

法國公務員享有公餘參加政治活動之權利，相對亦有其義務，即如要求公務

員必須守法、公正與中立。法國政府要求公務員在運用行政裁量權，以處理其主

管業務時，不得以其私人動機利益為出發點（向榮宣，1973:392-393）。中立的

原則和共和國國家的本質，以及共和國價值維護者的角色有密切關係，應奉為公

職活動之圭臬（銓敘部，1995:428），公務員服務之基準法令上尚無規定，但評

政院（the Council of State）判定，公務員負有配合普遍利益以處理公務之任

務，不得捲入政治圈，在執行其職務時，應依法令行並以中立為立場，公正執行

職務。所以，對於兼任公職或參與政治活動之限制較寬，但對某些特定官員，例

如司法官，其政治活動的權利則受有嚴格之限制。事實上，德國方面亦然，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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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之。 

 

又公務員執行其職務時，均應避免其態度或行為使人民質疑其行政的中立性，其

作為之超然中立，常被引為公務員必須享有各種保障之理由，甚至被作為要求更

進一保障的理由。這種深獲民眾信賴之行政中立、超然的服務態度與行政文化，

正是吾國推動行政中立法制化過程所亟需之條件，頗值深思學習。 

 

要之，法國公務員行政作為到其國人高度的尊重、肯定與信賴，所以，基於

行政作為之客觀、公正、超然、中立，相對的民眾對於公務員政治活動之限制要

求不多。質言之，法國文官行政中立之內涵與意義值得我國在推動行政中立法制

之重要參考。 

 

公務員保障制度 

 

法國文官法（第一部分）第一、第二兩章規定公務員之保障，要分「身分」

、「地位」之保障，亦可分四方面說明： 

 

工作保障：公務員競選或黨選國會、歐洲議會……等之議員或經濟社會委 

員會之委員，其原有公務職位，不得因其得票多寡或其競選或任職期間利 

害關係人之意見而受任何影響。公務員，除作為公務機關之代表外，於依 

法組之機構或依公權力設置之諮詢機關擔任職務者，亦不因而影響其原有 

公務員職位。 

 

職務保障：法國文官法（第一部分）第十一條規定，略以公務員於執行職 

務時，享有依刑法或其他特別法規之保護措施，公務機關應保護公務員執 

行職務時，應免受恐嚇、暴力、暴行、傷害、誹謗或侮辱，如有上開情事 

，可申請給予合法補償。 

 

地位保障：公務員相對於政府機關，其地位受法令之保障（文官法第一部 

分第四條），其意見自由應予保障（目前第六條）、自由加入公會之保障（ 

目前，第八條）、公務員調任時，其內部異動機關為其職業之基本保障（ 

目前，第十四條）。 

 

申訴權：法國公務員倘若受損害可依行政法尋求救濟，再輔以行政申訴制 

度，使法國公務員之權益得以受到完善之保障。 

 

法國政府與公務員雙方為處理集體協議問題所設置之相關機構有「最高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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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制度協議委員會」、「人事管理協議會委員會」、「行政管理協議委員會」、「

衛生安全協議委員會」等，其中以「最高國家公務員制度協議會」最為重要，其

以內閣總理為該委員會主席，審議受諮詢有關國家公務員制度之全國性問題（文

官法第二部分，第十三至第十六條）。茲再將其申訴保障情形圖示如四，並分述

如次： 

 

不服機關長官之懲戒決定者或因職務上能力不足之休職案件，被懲戒人或 

被休職者得向最高國家公務員制度協議委員會申訴。 

 

不服部長有關人事懲處決定，被懲處人員得向評政院申訴。 

 

圖四：法國公務員申訴程序 

 

資料來源：銓敘部，各國人事法制叢書，（第一輯），頁 8-1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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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國行政中立相關法制概述伍、德國行政中立相關法制概述伍、德國行政中立相關法制概述伍、德國行政中立相關法制概述    

 

公務員政治活動之規範 

 

有關公務員服務之基準，最早規定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基本法第三十三條第

四項，即指普遍情形下國家權力之行使，應屬於公務員之固定職責，公務員依據

公法服務與效忠（銓敘部，1960:90）。至於公務員行政中立原則，早在一九一八

年威瑪憲法即有規定公務員係為國家、及全體國民服務，而非為某一黨派服務。

在一九八五年修正之德意志聯邦公務員法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三條，分別規定公

務員對人民與憲法之義務，指出公務員非為一黨服務，而是全國人民，且執行職

務時應注意公共利益之維護；暨公務員應注重其身分與全體之關係，及對政治活

動應節制或採取保守態度（吳庚、陳新民、吳綺雲，1989:87）。尤其是常任公務

員方面，其限制尤為嚴謹。 

 

按德國公務員之基本原則，依據聯邦憲法法院決定之結構性原則，其主要為

：1.國家與公務員關係為公法勤務關係與忠誠關係，並雇用為永業職；2.禁止罷

工（未規定於基本法亦未見於任何法律）；3.忠於憲法義務；4.執行職務採取政

治中立的義務；5.按功績升遷原則；6.上級機關對人事事務自主決定；7.要求合

法與合理的薪給與供養；8.救濟規定以及9.其他傳統原則等（Ude Steiner, 1992

，載考試院，1996:30-32）。在常任公務員執行國家行政權能時，應尊重政務人

員（官）的政策指導，雖其個人可參加政黨活動，惟常任公務員是屬於國家全體

，且直接受接憲法之保障，自不受政黨或國會政治擅自之變更。常任公務員在執

行公務時，應嚴守「依法行政」的基本原理。政黨及其他利益團體，除非透過民

主立法程序以外，不得任加影響（蘇俊雄，1970:223-224）。 

 

德國官僚系統保有傳統性格，自一九一九年的威瑪憲法首將公務員的中立義

務明列入憲法條文內，依第一百三十條規定，略以公務員為整個國家（the entire 

body politic）的服務者，非為某一政黨者，此即注入民主思想。 

 

在一九五三年德意志聯邦公務員法第五十二條規定，略以公務員為全國人民

服務，非為黨派服務，且須公平與公正履行職責，執行職務時應注意公共利益之

維護；公務員應以一切行為維護，並保障基本法之自由民主之基本程序。因此，

公務人員應對全國人民服務，不能專為某一政黨服務。公務員在服務時，應以憲

法的保障者，社會正義的促進者，並以維護自由及民主。德國對於公務員的保障

，亦是要拘束公務員為政府機關服務。 

 

公務員執行公務，應以國家利益、社會公平正義的立場，公務員「職務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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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職務外」之作為，均不得忽略公共利益，亦應符合維護其職業上之尊嚴與信

任時，方能為之（聯邦公務員法第五十四條）。前者，以個人身分在同事之間，

表達非中傷性質的談話，係屬合法的；反之，從事有計畫的煽惑則為不法。後者，

基本上是合法的，即使在下班後，其發言的形式與內容，必須與其職位適合。惟

於形式上，有「節制義務」之限制，亦即參與之「程度」受其限制；在內容上，

有「忠誠義務」之限制，亦即必須戮力於自由、民主之基本秩的維護（湯德宗，

1981:164）。 

 

又上述德國聯邦公務員法第五十三條規定，對公務員參加政治活動有原則性

的規定，即公務員對政治活動應採取消極態度，負有不積極參與政治活動的義務

。慣例上，高級公務員必須請假後，方可參與政治。公務員參與議員競選，為準

備競選工作可休假兩個月，惟不受領俸給（第八十九條）。公務員得為聯邦、邦

、市鄉鎮會議議員的候選人，但當選為聯邦會議議員後必須於一定期間內辭去公

務人員職務（參照德國聯邦公務員法第五十七條），否則，政府即可免除其職務

。至於邦或市鄉鎮之地方自治民意代表，則可兼任，其以議員身分從事活動者，

並得予必要帶職休假（同上，第八十九條第三款），公務員擔任依法組成之地方

自治委員會榮譽會員者，亦同。 

 

尚有一項特別議題，即公務員對政府忠誠義務方面，基本法第三十三條第四

、五項，強調公務員應忠於憲法，即是要求公務員，為國家的自由、民主、憲法

與社會的秩序而服務。依聯邦憲法法院決定有關國家認同或忠誠關係，即認同公

務員所應服務的國家理念，認同這個國家的自由民主、法治國與社會國的秩序。

……特別要求公務員要明顯遠離那些攻擊國家、攻擊憲政機構，攻擊合憲秩序以

及與其對抗的團體和運動，此對東德加入統一，具高度政治意義。對於我國推展

行政中立法制時，面對在野黨的國家認同與攻擊憲政結構之歧見，如何釐清、導

引，似可併同思考。 

 

要之，德國歷經專制與民主政體下，經歷百餘年的動盪，而其文官體制卻仍

能持續發揮穩定政局與行政運作的功能，事實上，這不得不歸功於其對公務員中

立義務與操守的重視及文官制度的落實。反觀我國於解嚴後政治勢力已呈多元發

展，爾後可能面臨不同政黨輪替執政時，文官體制之穩定、持續及功能的是目前

整建法制的焦點課題，而德國的經驗及法制足資參採。 

 

公務員保障制度 

 

從德國公務員的權利保障制度，可以瞭解其國家與公務員關係體制運作，其

內涵有申訴與訴訟權、結參與及協商等權限，茲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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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與訴訟權方面（吳庚，1990:286-289） 

 

公務員的申訴要分為：1、一般申訴案，如公務員遭到不利之措施，如任用

與晉升案，均得向各部內所設立之申訴委員會申訴。2、向公務員協議會申訴或

請願。依公務員化表法規定公務員協議會接受職員之申訴或訴願時，如認為正當

者，該會應與公務員所屬長官協商，並謀求改進。3不服所屬長官懲戒處分之控

告。公務員對所屬長官決定之懲戒處分，得於處分書送達後二週內，向處分之長

官提出抗告。公務員對上級長官之決定不服者，得再向其上級提出抗告。對於抗

告之決定仍不服者，得向聯邦懲戒裁判所申請受理控訴案件，並決定該案件是否

有理由。如認為無理由，聯邦懲戒裁判所對此判決，得予廢棄、退回或自為判決

。另外，公務員得向聯邦人事委員會提起訴願（聯邦公務員法第一百七十一條）

，暨公務員關係之訴訟適用公務員權利原則法第一二六條與第一二七條之規定（

同上，第一百七十二條），即原則上准許行政訴訟程。並繪如圖五示之。 

 

圖五：德國公務員申訴程序 

 

資料來源：同上，頁 113。 

 

結社參與及協商等權限方面 

 

德國憲法及聯邦公務員法賦予公務人員結社之自由（第九十一條）。有權結

合為工會或職業團體；且公務員不因其在工會或職業團體之行為而受郅職務上之

處罰。又依公務員代表法之規定，各工會及職業團體得設置公務員協議會，公務

員透過工會或職業團體，得與服務機關辦理交涉，並參與公務員權利關係一般規

定之擬訂。特別應予指出者，即是公務員法未賦予公務員有罷工權。此款作法可

供有司參考。但公務員可經由「全國公務員聯盟」（約有110名會員）為了福利（

如一九九三年聯盟對休假、調薪、升遷等問題進行談判，可參劉文隆、李繼玄

1995:33-35），等事項可與政府談判。 

 

其他方面 

 

有關主管機關之照顧義務方面，主管機關（Dienstherr）應保護公務員執行

職務及其為公務員的地位（同法，第七十九條），另有關公務員代表之產生應予

特別規定，以加，強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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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日本行政中立相關法制概述陸、日本行政中立相關法制概述陸、日本行政中立相關法制概述陸、日本行政中立相關法制概述    

 

公務員政治活動之規範 

 

日本規範公務員服務之基準，主要在憲法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公務員係為全

體國民服務也；而國家公務員法第九十六條第一項規則規定公務員應為全體國民

服務，為公共利益服勤務等（吳庚、許志雄，1989:234）。至於有關行政中立之

規範政治活動方面，主要有國家公務員法、地方公務員法，也包括公職選舉法等

。就國家公務員第一○條規定有關政治行為之限制，舉其要有(一)職員不得為與

不得參與政黨或政治目的要求或受領捐款及其他利益；(二)除選舉權之行使外，

不得從事人事院規則所定之政治行為；(三)職員不得為民選之公職候選人；(四)

職員不得為政黨或其他政治性團體之幹部、政治顧問或其他同性之成員等（吳庚

、許志雄，同上：236）。違反該條第一項規定者，處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十萬

元以下罰金（第一一○條）。在地方公務員法第三十六條（1987年法99號修正案

）亦規定有關公務員政治活動之限制，其有關內容則較諸國家公務員法詳盡，又

該法條亦明文該規定之解釋及運用，應本保障職員之政治中立，確保地方公共團

體行政之公正，並保護職員利益之宗旨為之（吳庚、許志雄，1989:269-271）。

即規定地方公務員原則不得參加政黨及其他政治團體之組成或任職幹部，亦不得

勸誘他人加入或不加入此等團體。……但在各該職員所屬地方公共團體管轄區域

外，得為特定之政治行為（同條第二項第一至第三款及第五款之政治活動）又對

違反者，尚有刑罰之規定。 

 

由於中央機關與地方機關之性質不同，其政治活動相關規定亦有所不同，例

如，地方公務員法對於違反行為者有懲戒處分沒有刑罰之規定；其次，禁止行為

方面，國家公務員法所委任的人事院規則較諸地方公務員來得更為廣泛。再者，

地方公務員規定在一定地域內從事受禁止的政治行為方受處罰，而國家公務員法

並無此行為地之限制規定。 

 

另外，即使在公私立學校教育人員的場合，教育基本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

略以法律所定之學校不得基於支持和反對特定政黨之目的而為政治教育及其他

政治活動等。至於教育公務員的政治中立問題，必須遵守國家公務員法及人事院

規則一四一七的限制，亦兼受地方公務員法第三十六條之適用（外間寬，昭和40

年，1986:234）。 

 

限制公務員政治行為活動之法律條文相當簡單，惟廣泛性嚴格的限制在於上

述「人事院規則一四一七」，該規則之運用方針，係依國家公務員法第一○二條

委任訂定，其適用範圍於一般職的國家公務員，包括臨時任用者、附條件期限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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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休假、停職中或休職，暫時不服勤務者（第一項）。與所有職員不得公然

或秘密為受禁止之行為（第二項），亦不得使自己選任或管理之代理人、使用人

及其他人間接進行此種行為（第三項）。又所謂「政治行為」，係指基於政治目的

行為（第五項），主要係訂定國家公務員法第一○二條第一項所規定禁止或限制

之政治行為，其內容包括為政治目的利用職名、職權或其他影響力等十七點（號

）（第六項）。 

 

在行政運作上，從人事院訂定規則一四一七後，針對運作上之疑義所做的釋

例中，發現： 

 

公務員與其他人士共同為公開性之演說涉及特定政策，即使該人士發表 

演說，亦要其限制； 

 

單純出席黨的會議或成為黨員不受限制，但是在特定的會議內容下（如 

為政治性目的而計劃發起署名運動或其他示威運動等），積極的參與議 

事，則為禁止事項 

 

對特定的候選人發送鼓勵的文書或電報不違反規則，惟於特定候選人的 

演說會場，利用麥風或對一般聽眾陳述鼓勵之語言，而帶有政治目的時 

，應受規則之限制（外間寬，同上，231-232）。 

 

要之，日本在制定公務員政治中立的法規包括國家公務員法、地方公務員法

暨人事院規則一四一七及其運用方針等，對於公務員團體之職員及公務員團體可

否介入政治活動；下班時間是否准予從事政治活動；以及政治目的禁止或限制之

政治活動；公務員違反政治活動禁止或限制規定之罰則等均予以詳細規範。對於

我國制定公務員行政中立法時，或可供為參考。 

 

公務員保障制度 

 

日本政府極為重視公務員福利，而其廣義的福利制度則包括身分保障、申訴

權利等保障制度及其他福利措施，茲分身分保障、公務員團結權及申訴救濟等，

加以分述之。 

 

身分保障 

 

日本基於行政中立法制，對公務員基本權益之特予維護，同時要求應符合公

平原則，即不分種族、性別、信仰、社會地位、或政治意識，皆受到應有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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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維持公務員永業化的基本前提（國家公務員法第二十七條）。 

 

又公務員任職期間非因責任疏失，其身分權益受到保障；其政治行為受到限

制，其相對的，即是適度保障公務員免受政治外力之干擾，亦是一種保障措施。 

 

組織公務員團體及交涉權 

 

日本憲法第二十八條規定，略以勞動者團結之權利，暨團體交涉他其他團體

行動之權利，均應予保障。即依據憲法之基本精神，公務員應享有組織公會之權

利。再依日本國家公務員法規定，公務員團體係指公務人員以維持及改善其服務

條件為目的而組織之團體或聯合體（第一○八條第二項）。惟下列人員不得組織

團體：警察人員、海上保安廳人員及監所人員；適用公共企業體等勞動關係

法之作業人員；擔任管理人員、監督人員及處理秘密事務人等。 

 

同時依國家公務員法，公務員團體有向當局提出交涉之權利，其交涉事項包

括俸給、服務時間等之人事服務事項（第一○八條之五）。有關國家之事務管理

、營運事項等，公務員團體不得提出交涉。當公務員團體對上述事項提出適法交

涉時，當局應予處理。 

 

申訴制度（公平制度） 

 

日本對申訴係採以消極之救濟與積極之改善工作條件，故而名之公平制度。 

 

基本原則： 

 

公正原則：國家公務員法規定，略以對於所有職員之身分變更、懲戒及保障 

，應公正處理之（第七十四條）。 

 

職務保障：公務員非依法律或人事院規則所定事不得違背其本意而予以降任 

、休職或免職（國家公務員法第七十五條）。 

 

保障之不適用：對臨時性職員、附條件錄用期間之職員及職位分類改辦歸級 

之結果，發生與減俸或降任同一結果之職員，不適用保障之 

規定（國家公務員法第八十一條）。 

 

申訴權（公平制度）之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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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公務員受到機關極不利處分，包括懲戒處分、降級、免職、休職等身分處

分（第八十九條）及違反公務員意願之調動、輪調等處分時，得依規定向人事院

提出申訴，要求撤消其處分以謀求救濟。此外對於俸給及其他一切工作條件，亦

可向人事院提出，期使人事院、內閣總理大臣、或機關首長，採取行政上的適當

措施（第八十六條），又人院認有必要得經調查、言詞審理等（第八十七條），認

其有必要救濟措施者，非其權限，則向有關當局建議，屬其權限，則自為處理（

第八十六條）。另不服人事院之處理者，尚可提起行政訴訟。 

 

要之，日本公務員申訴保障制度，主要權責由人事院負責辦理，其重視消極

性的保障救濟，同時也強調積極性的激勵功能，期以鼓勵人才任使，提高工作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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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比較法制之借鏡與分析柒、比較法制之借鏡與分析柒、比較法制之借鏡與分析柒、比較法制之借鏡與分析    

 

依先進民主國家發展經驗，在成熟的政黨政治運作下，政策與法律均由民選

政務（官）人員與民意代表制定之；相對地，其執行工作有賴健全的文官體系與

高素質的公務員以客觀、公正、中立來負責推動。在我國政黨政治已漸成型，文

官制度更趨健全，茲為期因應未來可能政黨輪替，而行政運作依然可以永續發展

，則有賴行政中立法制之建立，此一方面，我國法制規定尚為不足，相較於先進

民主國家，除考量其特有國情制度外，當有可供參酌者。 

 

茲就各述二個面向議題與我國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草案及相關法制建立議

題歸納分析列表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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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政治活動規範 

◎英國：以一九五三年之財政部白皮書

（1984年修正）及一九六○年樞密院

令為主要規範政治活動命令。其主要

特色為依公務員之分類（政治自由級

、政治受限級、及中間級）限制規範

其政治活動。又文官扮演政治與行政

之橋樑，發揮政治消毒功能。 

◎美國：主要以一九三九年赫奇法案（

1940、1962及1993改革條款）、及一九

七八年文官改革法有關規定，用以限

制公務員參加政黨活動。茲以一九九

三年赫奇法案為例，其第二條係規範

政治活動，主要對美國法典第五篇第

七十三章第三節加以修正，如政治活

動之參與、合法政治活動及禁止事項

、執行職務中之政治活動及禁止事項

、特定地方公務員政治活動之許可及

罰則等；第三條係對美國法典第五篇

第十二章規範有關告發、特別檢察官

之調查規定之修正；第四條係對美國

法典第十八篇有關要求政治獻金規定

之增修規定；第五條對1965年投票權

利法之修正；第八條係對美國法典第

五篇第3303條等有關政治關說之規定

；第十條有關參議院對聯邦公務員要

求經費及候選人資格立場之規定。 

◎法國：主要規定在國家公務員法及評

政院的判定，其中一般公務員皆可自

由參加政治活動，無任何禁止或限制

◎我國公務人員基準法草案第三十一條

規定：公務人員應遵守行政中立，不

得利用職權從事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

之活動或勸募政治捐助。（第二項）有

關行政中立事項，另以法律定之。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草案有關規定，

列明如次： 

◎明定公務人員有加入政黨或其他政治

團體之自由。但其兼職仍應受限制，

亦不得利用職權使他人加入或不加入

該等組織（第六條、第七條）。 

規定公務人員不得於上班時間從事政

黨或其他政治團體之活動（第八條）。 

規定公務人員不得為政黨、其他政治

團體或公職候選人要求、期約或收受

金錢、物品或其他利益之捐助（第九

條）。 

具體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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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人從事之政治活動或行為（第十條

）。 

明文規定公務人員於公職人員之選舉

、罷免，不得利用職權要求他人不行

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及登記為公

職候選人之日起至投票日止應請事假

或休假（第十一條、第十二條）。 

規定公務人員以其職務上掌管之場所

、房舍，受理政黨、其他政治團體或

公職候選人依法申請舉辦活動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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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令規定。又此其必要條件應是公

務員具有行政中立才能與行政中立文

化，並配合國民對公務員的高信賴程

度等，方有以致之。 

◎德國：主要為聯邦公務員法第五十

三、五十四條等規定，略以要求公務

員對政治活動採以消極態度及執行公

務以國家利益、公共利益，以維持職

業上之尊嚴與信賴，對政治活動的自

制事項，僅列舉極右極左的政治團

體、政黨，禁止公務員參加。於此似

可解釋為以國家利益為前提，以國家

力量限定公務員完全參與政治活動與

選擇之範圍。 

◎日本：主要在國家公務員、地方公務

員法、公職選舉法等規範政治活動相

關規定，則於人事院規則一四一七等

規定之，即對於公務員團體可否介入

政治活動；下班時間是否准予從事政

治活動；以及政治目的禁止或限制規

定；公務員違反政治活動禁止或限制

規定之罰則均有詳細規範。 

得利用職權提供特定之個人或團體使

用（第十三條）。 

明定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公務人員及

其長官課以懲戒責任或依公務人員保

障法規定處理（第十六條）。 

◎茲以有關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制之立

法工作，為期周延可行，宜採以綜合

立法方式，將於第八章論述之。 

◎又以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草案第二條

與第十七條規範對象，與左列各國法

制規範對象比較，似乎均較為狹隘與

特定，尤其不似法國之廣泛與寬鬆規

範。 

對於規範對象、限制政治活動與限制運

用行政資源之規定，可謂不甚嚴格，此

似與主政者在認知上，認為朝野政黨對

國家認同尚缺乏共識所致。 

至於對公務員違反行政中立有關禁制規

定行為者，應以處罰，目前我國草案規

定，以懲戒罰剝套其權利或依公務人員

保障法有關規定處理。不似日本有關規

定科以刑罰來得嚴格，如何分別規範或

分階級、時期或人員工作特質等，予以

不同規範，似可進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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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保障制度 

◎英國：有關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時之保

障救濟部分，在政治活動法令上無明

確規範，係以限制法令作為相對保障

規定，或散見於申訴制度、公務員團

體之協議與仲裁等規定。 

◎美國：赫奇法案對於行政中立、政治

活動相關保障規定，仍係以限制性法

條來代替保障規定，無明確之保障規

範，而散見於憲法判例、或源於申訴

救濟制度，形成團體協議制度，再建

立保障制度。當然有關行政中立之保

障規定，主要亦是散見例判決。 

◎法國：國家公務員法（文官法）第一

部分第十一條明文規定保障事項及有

關執行職務時之保障，暨公務員競選

與當選時，其工作不受影響之保障規

定。再以文官法第一部第六條規定，

略以公務員意見陳述保障，政治自由

範圍廣泛之規定等。 

◎德國：有關行政中立事項之保障規定

無明確規範，但有申訴與訴訟權、結

社參與及協商等機限之保障規定。其

主管機關，主要為聯邦懲戒裁判所、

聯邦人事委員會；而結社權的運作，

可經由全國公務員聯盟與政府進行談

判。 

◎日本：依國家公務員法第二十七條規

定，略以保障不同政治意識之權利：

免其政治行為受到限制，相對的，即

是適度保障公務員免受政治力的干擾

；在申訴方面，即公務員受到機關極

不利處分，包括懲戒處分、降級、免

職、休職等身分處分（國家公務員法

第八十九條）及違反公務員意願之調

動、輪調之處分時，得依規定向人事

院申訴救濟之。 

 

◎我國公務人員基準法草案第二章規範

公務人員之權利與保障，其中保障部

分，主要有：公務人員身分之基本保

障（第十三條）、非政務人員之身分不

受政黨或派系之影響（第十四條）、公

務人員休職、停職與留職停薪期間之

身分及停職期間之生活補助等（第十

五條）、保障公務人員執行職務之安全

（第二十條）、公務人員工作權之保障

（第二十三條），及規定公務人員權利

之保障及救濟等。 

◎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草案第十五條規

定，略以公務人員遭受前條第二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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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公務人員保障法草案，

業經考試院於八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函送立法院審議。第十六條規定：公

務人員及其長官違反本法之規定者，

應依公務員懲戒，或依公務人員保障

法規定處理。究其目的，旨為落實行

政中立，公務人員及其長官違反本法

者，有加以處罰之必要。又違反行政

中立事項並非反社會、反國家之行為

，而僅係服務義務之違反，依公務員

懲戒法課以懲戒責任為己足，至違反

程度達觸犯刑事法律規定時，自當依

法處罰。另公務人員之長官如為民意

機關首長，由於並非公務員懲戒法所

定懲戒之對象，爰明定依公務人員保

障法規定處理，俾對民意機關首長違

反本法規定，得據以處理。 

◎依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草案之保障定

，確實有其不週之處，而從各國有關

政治中立活動相關法制規範有關保障

規定分析均有不足或缺乏明確法條規

定，如何適當規範，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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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結語捌、結語捌、結語捌、結語    

 

在檢視外國有關行政中立法制之設計與實施情形，主要係著眼於宏觀的角度

，由此較法制方法之探究或可供我國行政中立法制建立之立法設計與立法技術的

重要參考。茲歸納結論如次： 

 

基於推動行政中立之憲法精神，暨求政治價值與行政價值的動態平衡，有關 

行政中立法制之主管機關，目前由銓敘部主政，惟以考量行政中立法制之整 

體配套、機關屬性與比較法制觀點，似可改由新成立的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 

委員會主政負責。 

 

有關公務員行政中立法制之整體配套規範中立合理政治活動限制規範，似乎 

各國法制均未達到此一理想。其中有關政治活動規範，無論在規範對象、規 

範內涵等，均因各國不同之政治制度、國情背景、政治文化、行政文化而不 

同，甚至關係到國家認同與國民對公務員信賴程度之差別，而有不同的規範 

，所以我國行政中立法制之建立，尤其是限制政治活動的範圍等，應考量各 

種可行性議題，尤其是政治可行性因素。 

 

各國有關公務員保障，救濟制度均備全，惟以在行政中立法制或政治活動規 

範法令中，均未有周全的規範，係散見各種申訴、保障專法中。我國亦然， 

尤其是公務人員基準法、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政務人員法，均係待完成立 

法階段，而公務人員保障法如何配合新修正公布之訴願法、行政訴訟法作整 

體配套修正，亦為必要之課題，所以，未來有關我國公務人員之保障規範及 

其相關法制，尤待考政機關積極推動，促請立法機關完成立法工作，方能合 

理保障公務人員權益。 

    

（作者為考試院副秘書長）（作者為考試院副秘書長）（作者為考試院副秘書長）（作者為考試院副秘書長）    

    

（本文轉載自行政管理學報第（本文轉載自行政管理學報第（本文轉載自行政管理學報第（本文轉載自行政管理學報第 2222期）期）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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