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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伍錦霖
秘書長：李繼玄

紀 錄：陳政良

甲、報告事項
一、宣讀本屆第 289 次會議紀錄。
決定：確定。
二、會議決議事項執行之情形：
（一）第 287 次會議，考選部函請依行政程序法第 117 條規定撤
銷 107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三等考試消防警
察人員類別考試全程到考未獲錄取者之不錄取處分一案，
經決議：「照部擬通過。」紀錄在卷。業於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10 日公告撤銷不錄取處分，並函知各該應考人，另
函復考選部。
決定：洽悉。
（二）第 288 次會議，李召集人逸洋提：審查考選部函請依行政
程序法第 117 條規定撤銷 107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
員考試三等考試消防警察人員類別考試因沈姓典試委員洩
題行為於考前得知試題重點者之錄取、考試及格資格與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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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考試及格證書一案報告，經決議：「照審查會決議通過
，會議紀錄同時確定。」紀錄在卷。業於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9 日公告撤銷考試及格資格及註銷考試及格證書，並
函知各該人員，另函復考選部。
決定：洽悉。
（三）第 288 次會議，銓敘部函陳公務人員退撫基金提撥費率擬
自民國 110 年 1 月 1 日起，每年調升 1％，由現行 12％分
3 年調整至 15％一案，經決議：「1.照部擬及院三組意見
通過，並辦理公務人員退撫基金提撥費率會同行政院釐訂
及公告事宜。2.會議紀錄同時確定。」紀錄在卷。業於中
華民國 109 年 6 月 10 日函請行政院同意會銜公告，並函復
銓敘部。
決定：洽悉。
（四）第 288 次會議，考選部函請舉辦 109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
一級暨二級考試，並請同意組設典試委員會辦理典試事宜
及核提典試委員長一案，經決議：「照案通過，並循例由
院長擔任本考試典試委員長。」紀錄在卷。業於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12 日呈請特派，並於同年月 11 日函復考選部。
決定：洽悉。
三、業務報告：
（一）書面報告：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令派簡任第十職等以上人事正副主管
人員林世民 1 員請任一案，報請查照。
決定：洽悉。
（二）銓敘部業務報告(周部長弘憲報告)：立法院第 10 屆第 1 會
期第 1 次至第 12 次會議立法委員所提或立法院審議與本部
業務權責有關法案之研處情形。
周委員玉山：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很特別，若從前身算起，已
經超過一百年，而且中華民國的南北政府不約而同，先後
成立了文官懲戒委員會和懲吏院等，在當時是進步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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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措施。中國的皇帝制度長達 2,132 年，「做官當老爺」
的積習根深柢固，民國新成，南北政府都要打破陋習，這
是值得肯定的。民國 20 年 6 月，國民政府頒行公務員懲
戒法、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組織法，至今將近 90 年。其間
國家考試開辦，公務員的素質日益提高，早非民國初年所
能比擬，但公務員懲戒法的名稱不變，令人聯想到懲治盜
匪條例之類，對公務員是一種羞辱。如今，公務員懲戒委
員會將更名為懲戒法院，公懲會組織法將更名為懲戒法院
組織法，「懲戒」二字牢不可破，羞辱依然存在，這是公
務員的悲哀，此處不擬多論。5 月 22 日，立法院會三讀通
過公務員懲戒法及懲戒法院組織法，修法有 6 大特色，包
括改制懲戒法院、建立一級二審制、強化懲戒實效、兼顧
公務員權利保障、修正再審程序以及符合實務運作，就法
論法，已屬進步。公務員懲戒法修正為一級二審制，以公
開審判為原則，可貫徹憲法第 16 條對於人民訴訟權的保
障，賦予當事人提救濟的權利，發揮糾錯及權利保護的功
能，程序更加完備。懲戒法院分懲戒法庭與職務法庭，但
兩者的組成來源、任命程序、掌理審判事務類型等都不相
同，未來分別由懲戒法庭、職務法庭法官組成的會議，各
自議決年度事務分配、代理次序、法官配置等，彼此不侵
越權限。此外，公懲會委員長將改為懲戒法院院長，公懲
委員修正為法官。懲戒法庭第一審案件的審理和裁判，以
法官 3 人合議，並由資深法官任審判長；第二審案件以法
官 5 人合議，由院長任審判長，可謂名實相副。職務法庭
第一審於審理法官、檢察官懲戒案件時，增加參審員 2 人
與職業法官 3 人為合議庭，以廣納多元觀點，提升職務法
庭懲戒判決的公信力。未來職務法庭一審將由 2 位參審員
與 3 位職業法官組成，二審則全為職業法官，由懲戒法院
院長擔任審判長，是我國審判史上第一次由人民參與審判
，且與職業法官合審合判，意義重大。司法院已發布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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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法官及參審員之遴選及遞補規則，參審員由法官遴選
委員會，遴定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 12 人，然而參審制的
實效，仍有待觀察。修法也調整禁止公務員資遣或申請退
休的時點，明定自送請監察院審查，或移送懲戒時起至懲
戒處分生效時止，受懲戒的公務員均禁止資遣或申請退休
，以期發揮「防止搶退無漏洞」的效果，並強化懲戒實效
，也符合社會期待。公務員懲戒制度的完備，對於公務紀
律的維持及公務員權益的保障，有重大的影響。司法院釋
字第 396 號解釋於民國 85 年公布，解釋文中「有關機關
應就公務員懲戒機關之名稱，併予檢討修正」，我們竟然
等了 24 年，公懲會才更名為懲戒法院。司法改革之路漫
漫其修遠兮，誰將上下而求索？
周部長弘憲補充報告：對周委員玉山意見加以說明(略)。
決定：洽悉。
（三）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業務報告(郭主任委員芳煜報告)
：109 年度委任公務人員晉升薦任官等訓練規劃辦理情形。
決定：洽悉。
（四）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人事考銓業務報告(蘇副人事長俊榮代
為報告)：口頭報告因疫情趨緩，公務人力發展學院陸續開
辦各項訓練，以及人事總處規劃設置數位發展專責機關辦
理情形。
蔡委員良文：日前人事總處公告徵詢「聘約人員人事條例」
草案修正意見，此為多數人關切議題，目前動態為會知銓
敘部中，本席參閱該條例修正草案總說明及條文，雖其立
意係配合國家治理需要，運用政府公務人力，完成國家事
務，然其關涉整個政府政務人員、常任文官及臨時契約進
用人力等三個版塊之推移與人力配置；又因各類契約進用
之聘用人員、約僱人員等，近年來適用規範變動不居，且
散見於各法令規章，爰人事總處研擬就各類契約進用人力
，建立一套單一化及一致化之政府契約人力制度，嗣後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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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送部研議轉陳本院審議時，建請部應在憲法及憲
法精神下，綜整聘用人員人事條例草案、契約人員條例草
案、聘用人員聘用條例及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
約僱人員僱用辦法等相關法規，使整個法制更為整全，俾
政府機關用人更具效率與效能；亦即上開三大版塊未來在
憲法及憲法精神下，如何適當調整，並適時取得動態平衡
，建議人事總處於研議過程中，應與部及相關單位密切聯
繫，以切合實務需要及力求法制之周妥。
蘇副人事長俊榮補充報告：對蔡委員良文意見加以說明(略)。
決定：洽悉。
(五) 秘書長工作報告(李秘書長繼玄報告)：立法院司法及法制
委員會請本院提出「考試院相關法規調和計畫」書面報告
之辦理情形。
決定：洽悉。
(六) 考選部業務報告(許部長舒翔報告)：
１、考選行政：研議建制考選專業獎章。
２、考試動態：109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導遊人員
、領隊人員考試典試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及榜示等各項考試
事宜。
周委員萬來：經查部於民國 95 年即已研議建制考選專業獎
章，且於民國 101 年 12 月 12 日報請本院審議獎章頒給辦
法草案，嗣為求周妥而予以撤回。部此次重新規劃，俾以
表彰對國家甄拔人才之有功人員，同時激勵更多學者專家
及公教人員投入國家考試的服務行列，以期促進考選業務
的永續發展與改革精進，本席特表示肯定與支持。建請儘
速研訂相關內容，早日提報院會審議。
張委員明珠：首先肯定部遵照本院辦理考銓獎章頒給審查委
員會第 21 次會議決議，研議規劃建制「考選專業獎章」
。上該會議自 106 年 10 月 18 日召開迄今已有 2 年多，如
今終能規劃「考選專業獎章」之建制，相信對每年辦理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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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次國家考試，應考人數約 50 萬人、動員數百位學者專
家及啟動各考區所在縣市政府人力之龐大國考試務，如能
妥適運用「考選專業獎章」表彰參與國家考試之各界學者
專家與支援試務人員具特殊貢獻者之辛勞，將激勵更多學
者專家、縣市政府及學校人員參與國家考試之使命感，並
藉此表達本院感謝之意。另據上開會議「決議二、建議考
選部、公務人員保障暨陪訓委員會參考銓敘部、行政院人
事行政總處主管之人事專業獎章，研訂考選、保訓專業獎
章及其頒給辦法」，迄今僅見部提報研擬建制考選專業獎
章報告，不知保訓會有無研擬規劃保訓專業獎章及其頒給
辦法？又「決議四、請參事辦公室參酌與會委員意見，重
擬考試院考銓獎章頒給辦法修正草案，擇期提會討論」，
迄今亦未見該修正草案。為落實本院辦理考銓獎章頒給審
查會第 21 次會議決議，建請各主管機關(單位)應因應政
策及業務需要，掌握時效，儘快研擬制定或修正相關保訓
、考銓獎章頒給辦法，俾有效推展本院政策。
許部長舒翔、郭主任委員芳煜補充報告：對各委員意見加以
說明(略)。
決定：洽悉。
四、其他有關報告：
考試院 108 年度工作檢討暨 109 年度文官制度業務施政重點
報告－銓敘部（含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及公
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理委員會工作報告。
謝委員秀能：針對本院 108 年度工作檢討暨 109 年度文官制度
業務施 政重點報告「銓敘部暨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
員會工作報告」，首先感謝副院長提出 4 大原則的報告，也
肯定銓敘部、監理會與基管會的努力，另有以下有問題請教
與建議：根據退撫基金官網資料「退撫基金投資績效表－退
撫基金歷年績效表」顯示，109 年度截至 4 月 30 日止，本年
度已實現收益數新臺幣(下同)－20.29 億元，已實現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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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0.35％，整體收益數為－346.54 億元，整體收益率為－
6.00％。依據報告第 18 頁「十、退撫基金管理 2、辦理退
撫基金國內上市（上櫃）公司股票及指數股票型基金投資作
業規定部分條文修正案」說明：「為增加自行經營股票及
ETF 投資之操作彈性，爰參採委託經營規範，研擬公務人員
退休撫卹基金國內上市（上櫃）公司股票及指數股票型基金
投資作業規定修正草案，業經 108 年 7 月 5 日基金管理會第
244 次委員會議審議通過，並函報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
理委員會備查。」本席參考相關資料得知，股市中的 ETF，
除了原型的 ETF 之外，2014 年 7 月更推出進階型的 ETF 產品
，如槓桿型 ETF 與反向型 ETF，「槓桿型的 ETF」，簡言之，
就是每日追蹤標的指數收益正向倍數的 ETF，例如如果槓桿
倍數為 2 倍時，標的指數上漲 1％，2 倍槓桿型 ETF 追蹤上漲
2％；標的指數下跌 1％，2 倍槓桿型 ETF 也追蹤下跌 2％。
「反向型的 ETF」，就是每日追蹤標的指數報酬反向表現的
ETF，例如，如果反向倍數為 1 倍時，標的指數上漲 1％，標
的指數上漲 1％；標的指數下跌 1％，反向型 ETF 也反向追蹤
上漲 1％。舉一顯著的例子，本年度 4 月之前，投資大眾普
遍不相信油價期貨價格會變成負值，但在 4 月 21 日，國際原
油期貨價格跌至每桶－37 美元，有市場投資人就認為油價必
會跌深反彈，趕緊下單買進「正向型的原油 ETF」。請教銓
敘部與基管會，所修正之「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國內上市
（上櫃）公司股票及指數股票型基金投資作業規定」，對於
投資 ETF 標的，是否有包含本席上開提及的槓桿型或反向型
ETF？對於投資標的項目，其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是否有
曝險的項目？其規模有多大？作業規定中，對於風險分攤、
風險管控及其是否有涉有盈利或退場的機制？建請銓敘部與
基管會提供相關的辦法參考，並以完善投資項目風險管理為
目標，達成退撫基金持盈保泰之永續發展。另外，依據本院
本屆第 273 次會議審議的「108 年公政教軍人員年改節省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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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及 110 年國軍配合精簡政策挹注款」金額，108 年總計是
286.91 億元。而依本院本屆第 289 次會議，公務人員退休撫
卹基金結算報告第 15 頁「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總說明
肆、其他」，據精算報告估算，以 108 年 12 月 31 日為基準
日，參加基金人數約 66 萬餘人，精算 50 年，折現率 4％，
通膨相關調薪率 0.5％等精算假設條件下，採加入年齡精算
成本評價之基準日領取給付人員及在職人員之未來淨給付精
算現值（精算應計負債）約 3 兆 2,050 億元，扣除已提存基
金數約 6,050 億元後，未提撥退休金約 2 兆 6,000 億元。另
依據基管會委託辦理基金第 7 次精算評估報告書摘要第 2 頁
指出，「七、年金改革挹注款彙整」項目，公務人員年改後
（民國 107 年~156 年）的節省挹注款是 7,608 億元，教育人
員是 8,906 億元。雖年改後節省上開提及的挹注款項，仍免
不了未來出現退撫基金負數的趨勢。而同樣該精算報告摘要
第 3 頁「十、基金財務狀況彙整」也可看出，以提撥費率 12
％計算，基金累積餘額開始出現負債年度，公務人員是民國
130 年，教育人員則是在 129 年。惟此份精算評估報告是在
本年新冠肺炎發生之前，面對本年的「黑天鵝」疫情，經濟
局勢恐更難以樂觀。又根據財政部國庫署資料顯示，截至
109 年 5 月 31 日止，中央政府 1 年以上債務未償餘額 5 兆
3,478 億元，未滿 1 年債務未償餘額 2,386 億元；平均國民
每人負擔債務 23.7 萬元。雖然銓敘部、監理會與基管會已盡
最大的努力，請教銓敘部與基管會，對於退撫基金累積餘額
負債年度一年一年逼近的趨勢，以及目前面臨的經濟情勢，
有無開源節流的方法及因應對策，以維持退撫基金的永續經
營。
楊委員雅惠：感謝部及監理會報告。退撫制度興革及退撫基金
之運作等業務實非易事，近期首要之務為針對 112 年 7 月 1
日以後初任公務人員者，需重行建立其退撫制度，對此本席
提出 4 點建議：1.加強制度面研究，著重制度轉換階段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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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目前本院、部及監理會均有委託或自行研究計畫，且相
關計畫係著重於資產配置及提昇投資績效等，惟較乏針對制
度面，尤其新舊制度轉換期間之分析。由於歷年來各國推動
年金改革，均有轉換過渡期間，究係如何規劃？其配套措施
又是如何？本院委員曾先後前往不同國家考察，建議可進一
步彙整。例如，美國退撫制度有新舊制，適用舊制者可選擇
新制，其設定可轉換之資格條件為何？又新制提供之誘因為
何？另我國勞退亦有新舊制之別，舊制轉換新制時，其配套
措施為何？上開相關制度轉換問題，均可再進一步研究整理
。2.釐清採確定給付（DB）制或確定提撥制（DC），充分規
劃相關配套措施：上開兩項制度各有利弊，確定給付制就退
休公務人員較有保障，惟對於基金財務壓力較大；確定提撥
制可避免基金破產風險，然退休人員可支領數額較少。以本
席之見，未來恐難完全採 DB 制，然若完全採 DC 制，則恐降
低新進公務人員配合意願。能否採混合制？例如各採 50％，
或採一定比例混合設計，於退休金計算或基金運作上是否合
宜，實宜再酌。另外，新舊制勞退基金分別運作，未來公務
人員新舊制基金是否亦比照切割辦理？考量若新舊制混合，
則難以判斷新制對於基金財務有何貢獻，未來如何運作及設
計配套措施，應進一步思考。3.強化基金精算，評估制度利
弊：誠如上述，採不同制度，其影響各有不同，爰須透過精
算結果加以分析。舉例而言，若完全採 DC 制，短期內雖無基
金支出壓力，係於數十年後才有支付問題，雖精算結果表面
看似理想，若再計入其他配套措施，或採混合制時，結果會
否有所不同？另外，由於目前銀行利率極低，目前退撫基金
折算率設定 4％是否偏高？請部再酌。4.積極溝通協調，建
構長遠制度：考量 112 年建立新制，勢必備受各界關注，且
意見不一，建議部於事前宜加強溝通並了解各方需求及想法
，尋求解決基金財務負擔更好之方式；且可透過座談會等方
式集思廣益，避免新制影響未來初任人員擔任公職之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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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為長久之計。
詹委員中原：1.有關李主任委員逸洋於基金監理會工作報告時
指出，退撫基金操作有匯差（損）問題；據耶魯大學資深研
究員 Stephen Roach 預測，未來美元兌全球主要貨幣的匯率
可能下挫 35％。對退撫基金而言，若匯差操作之利潤可達 20
％，而未來美元下挫只要達上開預估值的三分之一，即約 10
％，則基金收益即將減損一半以上，請教基金監理會對此有
何看法及因應？2.銓敘部工作報告部分：（1）有關「10、研
修職系說明書、職組暨職系名稱一覽表及依法考試及格人員
考試類科適用職系對照表」：報告敘及，上開法規修正案，
分別函陳本院審議後修正發布施行，本席前曾於院會提出，
考量職組暨職系整併案等，為考銓制度之浩大工程，建議部
於施行後，可適時評估此政策對於整體人事制度之成效及影
響，請教部目前進度為何？（2）有關「11、研修軍職專長與
公務人員職系認定對照表」及「12、研修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考試及格人員得轉任公務人員考試類科適用職系對照表」
1 軍職專長與公務人員職系認定對照表業於本年 2 月
方面：○
24 日由部會同國防部修正發布，並自本年 1 月 16 日施行，
然於全國人事法規釋例系統中，仍查詢未果，反而於中學學
2 有關上開職系認定
校網站才可發現相關資料，原因為何？○
對照表，例如：軍職專長名稱為「 裝甲騎兵領導士」及「砲
塔砲保養士」等對照公務人員職系係「機械工程」，同理其
他專長名稱亦均有直接對照之職系。除相互對照外，亦涉及
轉任之俸級、年資及提敘計算等，請教部未來可否進一步納
入總人才管理（Total Talent Management）概念，亦即於認
定上，除相關資格條件轉換參照外，從總人才管理觀點而言
，軍職人員及專技人員轉任公務人員，能否以整體之總人力
概念加以規劃，而非切割，均為分殊途徑？有無全面會通之
可能性？即俗稱「打通任督二脈」，相信可進一步提昇政府
人才整合作用。簡言之，有關上開第 11 項及第 12 項要點內
涵，若以總人才管理概念，改為完整統一之平台運作，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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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請教部有何看法？
周委員萬來：政務人員法相關法制雖未再列入 109 年度施政重
點，本席仍期勉周部長升任副院長後，能堅守本院憲定職權。
蔡委員良文：對部及基管會報告，表達高度敬佩。1.考選部為
應總統對本院培育國家人才的期許，將於 8 月舉辦「新思維
新方向―如何考選現代政府所需的治理人才研討會」，銓敘
部對此有無相關構想？是否亦比照超前部署。院長曾提及有
關官制、官規、官箴部分，於變革中與轉型中應請予以思維
考慮者：(1)官制：組織編制之設置合宜，使邦國治理運作非
常順暢。(2)官規：思考所有人事法制在憲法與精神架構下，
兩院如何合宜建構分工，以利政府治理之順暢。(3)官箴：應
強化法紀倫理，強化文官的角色與功能。請教部的看法。2.
有關退撫基金管理監理部分：副院長對退撫基金之經營管理
，從安全與收益方面提出 4 點原則，本席非常敬佩。副院長
不但指出問題的癥結與制度性與政策性的思考，並提示重要
的方向，對未來推動基金管理與運用，為非常重要的指標性
談話與政策論述。本席建議退撫基金之管理運用須兼顧安全
性與收益性，有關資產配置，除固定收益與配置項目外，增
加相關資本利得投資項目則為關鍵，相關低報酬高配置與高
報酬低配置之拉鋸、彈性調整與決策抉擇，均應以冷靜客觀
的思維，作有膽識的判斷與最佳決策。另於美中貿易戰及新
冠肺炎疫情衝擊下，對於委外投資可能的越權行為，部及基
管會如何管控？處在目前高度風險與不確定因素狀態下，不
論制度設計或規章訂定，如何規避或管控風險，併請部及兩
會在紛擾年代的動態過程中，審酌參考。
李副院長逸洋、周部長弘憲補充報告：對各委員意見加以說明(
略)。
決定：准予核備。
五、臨時報告：
本院第一組案陳監試法存廢或修正相關議題書面報告一案，
報請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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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准予核備。
乙、討論事項
李召集人逸洋提：審查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函陳公務人員
訓練進修法第 10 條、第 11 條之 1、第 12 條修正草案總說明及條
文對照表一案報告，請討論。
決議：照審查會決議通過。
丙、臨時動議
典試人員名單議案
一、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109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
大地工程技師考試分階段考試（第一階段考試）、驗船師、
第一次食品技師考試、高等暨普通考試消防設備人員考試、
普通考試地政士、專責報關人員、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及
保險公證人考試、第一次特種考試驗光人員考試第 4 次增聘
閱卷委員 2 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二、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109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
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及 109 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
第 3 次增聘閱卷委員 24 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三、院長提：據考選部擬送 109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
導遊人員考試外語導遊人員第二試口試委員 152 名名單一
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院長講話：
下星期四（6 月 25 日）為端午節，院會停開一次，在此敬祝
全體同仁端午節快樂、事事如意！謝謝大家！
散會：10 時 45 分
主 席
伍 錦 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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