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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

統

令

﹏﹏﹏﹏﹏﹏﹏﹏﹏﹏﹏﹏
中華民國 107 年 1 月 24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0700007751 號

總統令

茲修正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二十八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賴清德
衛生福利部部長 陳時中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修正第二十八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7 年 1 月 24 日公布
第二十八條

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用洗潔劑及經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之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其標示、宣傳或廣告，不
得有不實、誇張或易生誤解之情形。
食品不得為醫療效能之標示、宣傳或廣告。
中央主管機關對於特殊營養食品、易導致慢性病或不
適合兒童及特殊需求者長期食用之食品，得限制其促銷或
廣告；其食品之項目、促銷或廣告之限制與停止刊播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不實、誇張或易生誤解與第二項醫療效能之認
定基準、宣傳或廣告之內容、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準
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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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7 年 1 月 24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0700007761 號

茲修正健康食品管理法第十三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賴清德
衛生福利部部長 陳時中

健康食品管理法修正第十三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7 年 1 月 24 日公布
第十三條
健康食品應以中文及通用符號顯著標示下列事項於容
器、包裝或說明書上：
一、品名。
二、內容物名稱；其為二種以上混合物時，應依其含
量多寡由高至低分別標示之。
三、淨重、容量或數量。
四、食品添加物名稱；混合二種以上食品添加物，以
功能性命名者，應分別標明添加物名稱。
五、有效日期、保存方法及條件。
六、廠商名稱、地址。輸入者應註明國內負責廠商名
稱、地址。
七、核准之功效。
八、許可證字號、「健康食品」字樣及標準圖樣。
九、攝取量、食用時應注意事項、可能造成健康傷害
以及其他必要之警語。
十、營養成分及含量。
十一、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標示事項。
第十款之標示方式和內容，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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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7 年 1 月 24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0700007771 號

總統令

茲修正醫療法第八十二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賴清德
衛生福利部部長 陳時中

醫療法修正第八十二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7 年 1 月 24 日公布
第八十二條

醫療業務之施行，應善盡醫療上必要之注意。
醫事人員因執行醫療業務致生損害於病人，以故意或

違反醫療上必要之注意義務且逾越合理臨床專業裁量所致
者為限，負損害賠償責任。
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因過失致病人死傷，以違反醫療
上必要之注意義務且逾越合理臨床專業裁量所致者為限，負
刑事責任。
前二項注意義務之違反及臨床專業裁量之範圍，應以
該醫療領域當時當地之醫療常規、醫療水準、醫療設施、工
作條件及緊急迫切等客觀情況為斷。
醫療機構因執行醫療業務致生損害於病人，以故意或
過失為限，負損害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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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7 年 1 月 12 日

任命程梅萍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簡任第十職等研究員
兼主任秘書，王治華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簡任第十職等研
究員兼副所長。
任命陳嵐君為國家發展委員會簡任第十職等視察。
任命陳秋月為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簡任第十職等專門
委員。
任命林進富為銓敘部簡任第十職等高級分析師，方映鈞為銓敘部
簡任第十一職等主任。
任命陳幸惠為審計部臺灣省雲林縣審計室簡任第十一職等審計兼
副主任，楊肇煌為審計部教育農林審計處簡任第十一職等審計兼副處
長，蘇烈伯為審計部教育農林審計處簡任第十職等主任秘書，張錫朧為
審計部新北市審計處簡任第十一職等審計兼副處長。
任命江永裕、林宜瑩、蔡世宗、林思妤、吳承軒、李柔誼、梁鈺平、
洪千雅、林玫珠、茬家續、高翊峰、葉怡均、蘇憲芳、張伊鈞、蔡繼鋒、
柯智仁、何昱圻、許育鳴、任珮君、郭文英、王俊能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羅懋緯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刁彥文、曾姚冠、林昱廷、曾素薇、張瑞娟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瑜馨、高陳宇倫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劉瀚方、陳威豪、陳信勛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郁彬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程雅惠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巧涵、陳秀榆、劉錫謙、高振隆為薦任公務人員。

5

總統府公報

第 7346 號

任命呂紹弘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陳永章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牛美玉、許孝亷、林翠華、吳淑真、黃藍婷、金榮松、郭又慈
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鄭吉雄、呂如琦、劉家祥為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法官兼庭長，
許進國為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法官兼庭長。
任命王鍾湄、林筠、李建慶為候補法官。
總
統
行政院院長

總統令

蔡英文
賴清德
中華民國 107 年 1 月 16 日

任命趙啟宏、廖文弘為內政部營建署簡任第十職等技正。
任命楊崇悟為財政部關務署簡任第十二職等關務監研究委員。
任命蔡雪玲為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簡任第十職等中心主任，吳寂絹
為國立宜蘭大學簡任第十一職等總務長。
任命陳榮富、蘇中山、陳國璋、羅曉平為法務部調查局簡任第十二
職等研究委員，廖本鴻、陳國清、熊一山、任貴清、簡安祿為法務部調
查局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藍元鳴、潘仲隆為法務部調查局簡任第十一
職等研究委員，張礽達、段繼開、葉長青、余福明、鄭國明、林世偉為
法務部調查局簡任第十職等副處長，孫承一為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
查處簡任第十職等副處長，王俊生為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簡任
第十職等督察，彭家慶為法務部調查局新北市調查處簡任第十一職等
處長，吳延燦、謝健為法務部調查局新北市調查處簡任第十職等督察，
楊正茂為法務部調查局新北市調查處簡任第十職等副處長，王仙友為
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簡任第十職等督察，林淵源為法務部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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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臺中市調查處簡任第十職等副處長，秦太龍為法務部調查局臺南市
調查處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李進添為法務部調查局臺南市調查處簡
任第十職等督察，蔡文郎為法務部調查局高雄市調查處簡任第十一職
等處長，顏正義、謝宜璋為法務部調查局高雄市調查處簡任第十職等副
處長，汪仁成為法務部調查局航業調查處簡任第十一職等處長，秦少興
為法務部調查局航業調查處簡任第十職等副處長，陳在鋒為法務部調
查局桃園市調查處簡任第十職等副處長，朱家崎為法務部廉政署簡任
第十四職等署長，許秀琴為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檢察署會計室簡任
第十職等主任，陳明月為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檢察署會計室簡任第
十職等主任，陳素玉為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檢察署簡任第十職等主任觀
護人。
任命胡佳吟為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政風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鄒漢貴
為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簡任第十職等副局長，陳人敬為經濟部水
利署南區水資源局簡任第十職等主任工程司。
任命莊美娟為勞動部簡任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龐一鳴為衛生福利部簡任第十二職等處長，魏璽倫為衛生福
利部簡任第十一職等副司長，王美珠為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簡
任第十職等高級分析師，林寶鳳為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簡任第
十職等專門委員。
任命許茂吉為文化部政風處簡任第十一職等副處長，張錦莉為國
立歷史博物館簡任第十職等組長。
任命廖秀娥、簡又晟、黃秀美、梁婷媛、王士杰、王馨儀、楊光正、
蔡文能、蔡漢章、元嘉文、鄭惠娟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曾秀蓮、曾瀞萱、吳佳紅、蔡曉柔、藍清盈、彭湘淩、陳怡伶
為薦任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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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綉玉、沈女足、盧玲惠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厚運、郭若琳、林鎮宇、江珈儀、吳吉發、王姿懿、呂柔穎、
謝盈姞、吳昇峯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黃心郁、張惟帆、呂昶逸、陳姿華、許巧瑩、寧奕棠、施秉旭、
陳映如、鄒旻軒、胡修銨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許慧涵、鍾文敏、葉慧敏、李瓊華、黃慈愛、王柏鈞、陳冠宏、
張育慈、李璦伶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王嘉穗、陳沛凌、王悅容、賴昱婷、吳欣儒、張梓含、方韻喬、
林沁嫻、林千玉、邱顯喬、蔡佾頻、陳文華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郭慧美、吳雨璇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劉宗基、胡英吾、楊佩蓉、江佳蓮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顏伯融、羅韋淵、蔡沛珊、郭建鈺、黃聖、陳宗賢、郭千瑄、
呂象吾、黃嬿如、林俊佑為檢察官，羅儀珊、紀芊宇、陳怡君、秦嘉瑋、
阮卓群、曾信傑、陳儀芳、丁維志為候補檢察官。
總
統
行政院院長

總統令

蔡英文
賴清德
中華民國 107 年 1 月 16 日

任命李文菖為警監四階警察官。
任命張毓殷、洪佳和、謝宗益、賴宥霖為警正警察官。
總
統
行政院院長

蔡英文
賴清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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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令

中華民國 107 年 1 月 17 日

特任王幼玲、田秋堇、瓦歷斯．貝林 Walis．Perin、林盛豐、
高涌誠、張武修、陳師孟、楊芳婉、趙永清、蔡崇義、楊芳玲為監
察院第五屆監察委員。
任期至中華民國 109 年 7 月 31 日止。
總

統

蔡英文

總統令

中華民國 107 年 1 月 17 日

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田秋堇另有任用，應予免職。
總
統
行政院院長

蔡英文
賴清德

﹏﹏﹏﹏﹏﹏﹏﹏﹏﹏﹏﹏
國

史

館

令

﹏﹏﹏﹏﹏﹏﹏﹏﹏﹏﹏﹏
國史館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 年 1 月 16 日
發文字號：國人字第 1071000081 號
修正「國史館辦事細則」。
附修正「國史館辦事細則」
館 長 吳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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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史館辦事細則
中華民國 47 年 4 月 12 日(47)台史秘字第 4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91 年 2 月 27 日國人字第 0414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93 年 2 月 25 日國人字第 0930000523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93 年 9 月 16 日國人字第 0930002578Ａ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95 年 8 月 18 日國人字第 0950001055C 號函修正第 8 條、
第 9 條、第 10 條、第 14 條
中華民國 95 年 12 月 22 日國人字第 095000374 號令修正第 8 條、第
9 條、第 10 條、第 11 條
中華民國 97 年 6 月 13 日國人字第 0970001848 號函修正第 2 條
中華民國 98 年 12 月 24 日國人字第 0980005050 號令修正第 7 條、
第 8 條、第 9 條、第 10 條、第 11 條、第 12 條、第 13 條、第 14
條、第 24 條
中華民國 100 年 9 月 15 日國人字第 1000003779 號令修正第 8 條、
第 9 條、第 10 條、第 11 條、第 15 條、第 16 條、第 16 條之 1、第
18 條、第 24 條、第 25 條
中華民國 107 年 1 月 16 日國人字第 1071000081 號令修正

第 一 條

國史館（以下簡稱本館）辦事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依本館組織條例第十四條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館處理館務，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細則辦理。

第

本館設各處、室及各種委員會，分別掌理本館組織條

三

條

例規定事務。
第 四 條

各處得視業務需要，分科辦事；各科得視業務繁簡，隨

時調整職掌事項。
第

五

條

館長綜理館務，指揮、監督所屬人員；副館長襄助館

長處理館務。主任秘書綜核文稿，處理事務；各級主管人
員依法辦理主管事務。
第

六

條

纂修、副處長、協修、專門委員、秘書、分析師、專

員、設計師、助修、科員、助理設計師、辦事員、書記（或
雇員）等人員，依法處理主辦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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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條

修纂處掌理事項如下：
一、國史及總統副總統相關史料、志書、大事記、人
物傳記、口述歷史及工具書之編纂與出版事項。
二、國史及總統副總統相關史事專題之研究與考訂
事項。
三、國史及總統副總統相關歷史著作之撰寫與發表。
四、國史相關主題資料庫之建置、管理及推廣應用。
五、參與國史及總統副總統文物展覽主題之規劃、展
覽文案之審訂或撰寫。
六、舉辦演講會、討論會、座談會等相關學術活動。
七、其他有關修纂事項。
為執行前項修纂計畫，得採任務編組，並指定一人為主

持人。
第 八 條

審編處分設四科，各科掌理事項如下：
一、第一科：檔案文物史料之典藏保管、修護及庫房
管理等事項。
二、第二科：檔案文物史料之登錄、整理、編目及建
檔等事項。
三、第三科：檔案文物史料數位化作業、數位檔保存與
備份、轉存及檔案文物史料資訊系統維運等事項。
四、第四科：檔案文物史料之閱覽應用服務；中外文
圖書期刊之採編、流通、諮詢、統計、書庫管理
及圖書系統維運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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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處分設三科，各科掌理事項如下：
一、第一科：檔案文物史料之訪視、採集登記、審議
鑑定、移交等事項。
二、第二科：器物類文物史料之整理、登錄建檔、修
護、委託管理、註銷及庫房管理等事項。
三、第三科：檔案文物史料之展示應用及推廣活動等
事項。

第 十 條

秘書處分設四科，各科掌理事項如下：
一、第一科：各項採購與驗收；薪資管理；工友與車
輛管理；駐衛警察與機關安全維護管理；辦公處
所管理與建築物修繕；文化資產古蹟保存維護管
理；機電、空調、消防、給水及事務機具維護管
理等事項。
二、第二科：印信典守；文書收發及繕校；機關檔案
管理；出納及財產物品管理等事項。
三、第三科：法制事項之審議及彙辦；館務會議、主
管會報及諮詢委員會議等議事及管考事項；機要
文書之處理；新聞發布及公共關係聯繫；出版品
授權銷售及管理；其他不屬於各科之綜合行政等
事項。
四、第四科：網路環境規劃、建置、維運；業務資訊
系統協辦；辦公室自動化；資訊安全業務；資訊
庶務管理；機房管理及電腦設備維修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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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人事室掌理本館人事事項。

第十二條

主計室掌理本館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

第十三條

政風室掌理本館政風事項。

第十四條

本館得設諮詢委員會，其諮詢事項如下：
一、本館館務之檢討與發展。
二、本館與國內外有關機關（構）合作事項。

第十五條

本館設訴願審議委員會，辦理訴願與復審案件；置委員

若干人，主任委員由館長派兼之。
第十六條

本館處理業務，實施分層負責制度，依本館業務分層負

責明細表逐級授權決定。
第十七條

各單位處理業務，本單位內部意見不同時，由單位主管

決定之；涉及其他單位職掌者，應會商解決之。
第十八條

本館館務會議每月舉行一次，由館長主持，本館一級主

管以上人員及臺灣文獻館館長出席；館務會議每三個月擴大
舉行一次，本館修纂處纂修、任務編組主持人、各單位科長
以上人員及臺灣文獻館一級單位主管以上人員均出席。必要
時，得指定其他有關人員列席。館務會議審議下列事項：
一、施政方針事項。
二、工作計畫事項。
三、工作檢討事項。
四、預算、決算事項。
五、法規事項。
六、與其他機關（構）合作及聯繫事項。
七、其他重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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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

主管會報（以下簡稱本會報）由副館長或主任秘書主

持，一級單位主管出席，並得指定業務相關人員列席。
本會報不定期舉行，協調事項如下：
一、館長交辦事項。
二、法規增（修）訂案。
三、館務會議指示事項。
第二十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

﹏﹏﹏﹏﹏﹏﹏﹏﹏﹏﹏﹏
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107 年 1 月 12 日至 107 年 1 月 18 日
1 月 12 日（星期五）
˙無公開行程
1 月 13 日（星期六）
˙視察中興新村文化創意聚落及與新住民座談（南投縣南投市）
1 月 14 日（星期日）
˙無公開行程
1 月 15 日（星期一）
˙視察中華電信公司「網路資安監控應變中心」（臺北市中正區）
1 月 16 日（星期二）
˙接見「美臺商業協會訪問團」等一行
˙午宴我國第 25 屆 APEC 經濟領袖會議出席代表等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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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7 日（星期三）
˙無公開行程
1 月 18 日（星期四）
˙無公開行程

﹏﹏﹏﹏﹏﹏﹏﹏﹏﹏﹏﹏
副總統活動紀要

﹏﹏﹏﹏﹏﹏﹏﹏﹏﹏﹏﹏
記事期間：
107 年 1 月 12 日至 107 年 1 月 18 日
1 月 12 日（星期五）
˙接見「天主教主業會副總監范子安（Mariano Fazio）蒙席」等
一行
1 月 13 日（星期六）
˙無公開行程
1 月 14 日（星期日）
˙無公開行程
1 月 15 日（星期一）
˙無公開行程
1 月 16 日（星期二）
˙接見「第 25 屆中華建築金石獎」得獎企業代表等一行
1 月 17 日（星期三）
˙蒞臨「臺灣醫材加速器啟動暨 STB 十週年繼往開來論壇」致
詞（臺北市中正區張榮發基金會）
1 月 18 日（星期四）
˙接見「日本臺灣商會聯合總會回國訪問團」等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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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載

（轉載司法院大法官議決釋字第 759 號解釋）

（內容見本號公報第 16 頁後插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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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本院大法官議決釋字第 759 號解釋
附釋字第 759 號解釋
院長 許

宗

力

司法院釋字第 759 號解釋
解釋文
（前）臺灣省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依（前）
「臺灣地區省（市）
營事業機構人員遴用暫行辦法」遴用之人員，依據「臺灣省政府
所屬省營事業機構人員退休撫卹及資遣辦法」請求發給撫卹金發
生爭議，其訴訟應由普通法院審判之。
解釋理由書
原因事件（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99 年度勞訴字第 29 號民事裁
定，下稱確定裁定）原告（顏○○、顏○○、顏○○、顏○○、
顏○○）之父（顏○○）原任嘉義縣東石鄉鄉長，於中華民國 79
年 3 月 1 日任滿退職，依「臺灣省縣市長鄉鎮長縣轄市長退職酬
勞金給予辦法」獲核發退職酬勞金在案。嗣再依臺灣地區省（市）
營事業機構人員遴用暫行辦法（79 年 11 月 15 日修正發布，106
年 3 月 2 日廢止，下稱省營事業機構人員遴用辦法）經遴用為臺
灣省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後改制為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1

下稱省自來水公司）第五區管理處工程師兼主任，於 94 年 9 月
30 日病逝於任內。原告於 99 年 9 月 28 日向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下稱嘉義地院）起訴，請求省自來水公司依「臺灣省政府所屬
省營事業機構人員退休撫卹及資遣辦法」（80 年 12 月 17 日訂定
發布，下稱省營事業機構人員退撫辦法）發給撫卹金及其利息。
嘉義地院審理認為，顏○○為臺灣省政府所屬省營事業之人
員，屬勞動基準法第 84 條所稱「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應適
用公務員法令之規定辦理撫卹。原告依省營事業機構人員退撫辦
法第 6 條及第 12 條規定，向被告請求發給撫卹金，乃公法上財產
請求權之行使，如有爭議應循行政爭訟程序尋求救濟，普通法院
無權審判，爰依民事訴訟法第 31 條之 2 第 2 項之規定，以確定
裁定移送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審理，因當事人均未提出抗告而告確
定。
嗣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審理認為，顏○○雖由省自來水公司依
省營事業機構人員遴用辦法遴用，究非屬依法任用之公務人員，
依本院釋字第 270 號解釋，無從依公務人員退休法辦理退休，自
亦無從適用公務人員撫卹法請領撫卹金。又顏○○亦非屬依公司
法第 27 條經國家或其他公法人指派在公司代表其執行職務，或
依其他法律逕由主管機關任用、定有官等，在公司服務之人員，
依本院釋字第 305 號解釋，其與省自來水公司間應屬私法關係。
是其訴請省自來水公司發給撫卹金乃屬私法爭議，應由普通法院
審理。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因就其受理訴訟之權限，與普通法院確
定裁定適用同一法令所持見解有異，爰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
法（下稱大審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行政訴訟法第 178 條規
定，聲請本院統一解釋。核其聲請，合於大審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1 款統一解釋之要件及行政訴訟法第 178 條規定，爰予受理，作
成本解釋，理由如下：
2

按我國目前係採二元訴訟制度，關於民事訴訟與行政訴訟審
判權之劃分，應由立法機關通盤衡酌爭議案件之性質及既有訴訟
制度之功能（諸如法院組織及人員之配置、相關程序規定、及時
有效之權利保護等）決定之（本院釋字第 448 號、第 466 號及第
691 號解釋參照）。法律未有規定者，應依爭議之性質並考量既
有訴訟制度之功能，定其救濟途徑。亦即，關於因私法關係所生
之爭議，原則上由普通法院審判；因公法關係所生之爭議，原則
上由行政法院審判（本院釋字第 448 號、第 466 號、第 691 號、
第 695 號及第 758 號解釋參照）。
次按勞動基準法第 84 條本文明定：「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
者，其有關任（派）免、薪資、獎懲、退休、撫卹及保險（含職
業災害）等事項，應適用公務員法令之規定」。同法施行細則第
50 條前段規定：「本法第 84 條所稱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係
指依各項公務員人事法令任用、派用、聘用、遴用而於本法第 3
條所定各業從事工作獲致薪資之人員」。省營事業機構人員退撫
辦法第 2 條第 5 款並規定：「本辦法所稱各機構人員，係指左列
省營事業機構員額編制表或預算員額表所列公務員兼具勞工身
分之人員：……五、臺灣省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依確定裁定
卷附資料，顏○○係依省營事業機構人員遴用辦法遴用之人員，
省自來水公司屬勞動基準法第 3 條所定之各（事）業，而顏氏生
前所任職務（省自來水公司第五區管理處工程師兼主任）為省自
來水公司員額編制表所列「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之人員，乃確
定裁定到庭兩造所不爭。
前揭勞動基準法第 84 條本文固謂：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
其有關撫卹等事項，「應適用公務員法令之規定」，惟其並未規
定因此所生之爭議，究應由普通法院抑或行政法院審判。揆諸前
揭本院解釋先例，爰應依爭議之性質定審判權之歸屬。關於公營
3

事業機構與所屬人員間之關係，本院釋字第 305 號解釋釋示：除
「依公司法第 27 條經國家或其他公法人指派在公司代表其執行
職務或依其他法律逕由主管機關任用、定有官等、在公司服務之
人員，與其指派或任用機關之關係，仍為公法關係」者外，「公
營事業依公司法規定設立者，為私法人，與其人員間，為私法上
之契約關係，雙方如就契約關係已否消滅有爭執，應循民事訴訟
途徑解決」。是依公司法設立之公營事業中，除前述特定人員以
外，其他人員與其所屬公營事業間之法律關係為私法關係。雖主
管機關就省營事業機構人員之退休撫卹發布省營事業機構人員
退撫辦法，使其人員之退休撫卹有一致之標準，惟其僅係主管機
關對公營事業之監督關係，並不影響公營事業與該人員間之私法
關係屬性；且勞動基準法第 84 條亦未改變公營事業人員與所屬
公營事業間原有之法律關係。據上，本件原因事件原告之父與
（前）省自來水公司間之關係既為私法上契約關係，而請求發給
撫卹金係本於契約關係所生之請求，且前揭退撫辦法亦為上開私
法契約關係之一部，是原告依前揭退撫辦法之規定，向（前）省
營事業機構請求發給撫卹金發生爭議，應屬私法關係所生之爭
議，應由普通法院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審判之。
大法官會議主席 大法官 許宗力
大法官 蔡烱燉 陳碧玉 黃璽君 羅昌發
湯德宗 黃虹霞 吳陳鐶 蔡明誠
林俊益 許志雄 張瓊文 黃瑞明
詹森林 黃昭元

4

司法院釋字第 759 號解釋協同意見書
蔡烱燉大法官

提出

司法院釋字第 759 號解釋（下稱本號解釋）原因事件—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99 年度勞訴字第 29 號民事裁定（下稱嘉
義地院民事裁定）—原告之父（顏○○）原任嘉義縣東石鄉
鄉長，於中華民國 79 年 3 月 1 日任滿退職，依「臺灣省縣
市長鄉鎮長縣轄市長退職酬勞金給予辦法」獲核發服務年資
25 年 1 月，51 個基數一次退職酬勞金。嗣原告之父再依「臺
灣地區省（市）營事業機構人員遴用暫行辦法」（下稱省營
事業機構人員遴用辦法）經遴用為臺灣省自來水股份有限公
司（後改制為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省自來水公司）
第五區管理處工程師兼主任，於 94 年 9 月 30 日病逝於任內。
原告主張，被告省自來水公司應依「臺灣省政府所屬省
營事業機構人員退休撫卹及資遣辦法」（下稱省營事業機構
人員退撫辦法）給付原告 30.5 個基數之撫卹金。惟被告抗
辯，原告之父病逝時擔任該公司之職位，性質上屬於公務員
兼具勞工身分之人，依勞動基準法第 84 條本文規定：
「公務
員兼具勞工身分者，其有關任（派）免、薪資、獎懲、退休、
撫卹及保險（含職業災害）等事項，應適用公務員法令之規
定……」原告之父撫卹事項應依省營事業機構人員退撫辦法
規定及其他公務人員退休法規辦理；依上開相關規定，原告
得請領撫卹金之退休金基數，應連同原告之父先前退休金基
數合併計算，並受最高限額（30 年 45 個基數）之限制，故
僅給付原告之父家屬 10 個基數之撫卹金，而拒絕其餘 20.5

5

個基數撫恤金之請求。原告於 99 年間向嘉義地院起訴，請
求被告發給其餘 20.5 個基數之撫卹金。
嘉義地院審理認為，依勞動基準法第 84 條、同法施行
細則第 50 條前段1、省營事業機構人員退撫辦法第 2 條第 5
款2等規定，原告之父為臺灣省政府所屬省營事業之人員，屬
勞動基準法第 84 條所稱「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
，應適用
公務員法令規定辦理撫卹。原告依省營事業機構人員退撫辦
法第 6 條及第 12 條規定，請求被告發給撫卹金，乃公法上
財產請求權之行使，如有爭議應循行政爭訟程序尋求救濟，
普通法院無權審判，依民事訴訟法第 31 條之 2 第 2 項之規
定，移送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審理。
嗣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審理認為，原告之父雖係依省營事
業機構人員遴用辦法遴用，究非屬依法任用之公務人員，依
本院釋字第 270 號解釋，無從依公務人員退休法辦理退休，
自亦無從適用公務人員撫卹法請領撫卹金。又原告之父亦非
屬依公司法第 27 條經國家或其他公法人指派在公司代表其
執行職務，或依其他法律逕由主管機關任用、定有官等，在
公司服務之人員，依本院釋字第 305 號解釋，其與被告間應
屬私法關係。是其訴請被告發給撫卹金乃屬私法爭議，應由

1

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 50 條前段規定：「本法第 84 條所稱公務員兼具勞工身
分者，係指依各項公務員人事法令任用、派用、聘用、遴用而於本法第 3 條所定
各業從事工作獲致薪資之人員。……」
2

省營事業機構人員退撫辦法第 2 條第 5 款規定：「本辦法所稱各機構人員，係
指左列省營事業機構員額編制表或預算員額表所列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之人
員：……五、臺灣省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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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法院審理。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因就其受理訴訟之權限，
與普通法院確定裁定適用同一法令所持見解有異，爰聲請本
院統一解釋。3
本號解釋文：
「
（前）臺灣省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依（前）
『臺灣地區省（市）營事業機構人員遴用暫行辦法』遴用之
人員，依據『臺灣省政府所屬省營事業機構人員退休撫卹及
資遣辦法』請求發給撫卹金發生爭議，其訴訟應由普通法院
審判之。」及闡釋之理由，本席敬表同意。惟本席認為，對
於與本號解釋相關之本院釋字第 269 號、第 270 號及第 305
號解釋之論述脈絡與所引發之爭議，以及本號解釋對於相關
爭議之解決，仍有進一步說明之必要，爰提出協同意見書如
下：
壹、與本號解釋相關之本院釋字第 269 號、第 270 號4及第
305 號解釋—其論述脈絡及所引發之爭議
本院釋字第 269 號解釋文釋示：「依法設立之團體，如
經政府機關就特定事項依法授與公權力者，以行使該公權力
為行政處分之特定事件為限，有行政訴訟之被告當事人能
3

見高雄高等行政法院統一解釋法律聲請書，頁 2-3。

經查本院釋字第 269 號、第 270 號二號解釋之原因事件當事人為同一人，主張
其為勞動基準法第 84 條規定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之人，被中油公司依「經濟部
所屬事業人員退休、撫卹及資遣辦法」規定，要求提前於屆滿 63 歲時退休，於
法有違。該當事人分別提起行政訴訟及民事訴訟，請求救濟。最高行政法院 77
年度裁字第 434 號裁定，援引行政法院 60 年裁字第 232 號判例，以中油公司無
行政訴訟被告當事人能力為由，駁回其訴；最高法院 78 年度台上字第 489 號確
定終局判決，以中油公司引用上開合法之行政命令審定其退休，於法並無不合為
由，駁回其上訴。參照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四）
，司法院印行，民國 98 年 10 月，
頁 204、213-21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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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行政法院 60 年裁字第 232 號判例5，與此意旨不符部分，
嗣後不再援用。至關於勞動基準法第 84 條之爭執，究應提
起行政訴訟，或提起民事訴訟，與上開判例無涉，不在本件
解釋範圍內……」該號解釋理由書認為：「……政府機關以
外之團體，原不得作為行政訴訟之被告。惟依法設立之團
體，如經政府機關就特定事項依法授與公權力者，在其授權
範圍內，既有政府機關之功能，以行使該公權力為行政處分
之特定事件為限，當有行政訴訟之被告當事人能力。……」
據上，該號解釋似已將政府機關以外團體（包括依公司法規
定設立之公營事業機構），定位為私法人，除非受政府委託
行使公權力之特定事項（在該號解釋中，此為依公司法規定
設立之公營事業機構具有行 政訴訟被告當事人能力 之原
因），原則上政府機關以外之團體不具行政訴訟之被告當事
人能力。惟該號解釋對於勞動基準法第 84 條所引發之審判
權爭議問題，並未予以明確解釋，導致此一爭議懸而未決。
本院釋字第 270 號解釋認為，公營事業人員之任用，依
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33 條，應另以法律定之。在此項法律制
定前，公營事業人員無從依公務人員退休法之相關規定辦理
退休；該號解釋並認為，行政院發布之「經濟部所屬事業人
員退休、撫卹及資遣辦法」第 17 條第 2 項有關限齡退休標
準之規定，在公營事業人員任用及退休法律制定前，乃為促
進經濟部所屬國營事業人事新陳代謝及企業化經營而設，不
生牴觸憲法問題，惟公營事業人員之任用及退休，關係此等
行政法院 60 年裁字第 232 號判例全文為：
「依公司法規定設立之公營事業機構，
既非官署，自無被告當事人能力，若對之提起行政訴訟，即為法所不許。」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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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之權利義務，仍應儘速以法律定之。本解釋衍生之問題
為：於公營事業人員任用及退休法律制定前，逕依「經濟部
所屬事業人員退休、撫卹及資遣辦法」來解決公營事業人員
之任用及退休問題，或為促進經濟部所屬國營事業人事新陳
代謝及企業化經營所必要，惟對於此等人員相關權益之保
障，似有不周。
本院釋字第 305 號解釋，原則上依循釋字第 269 號解釋
之結論，認為「公營事業依公司法規定設立者，為私法人，
與其人員間，為私法上之契約關係，雙方如就契約關係已否
消滅有爭執，應循民事訴訟途徑解決。……」並對釋字第 269
號解釋之結論稍作補充，認為「……依公司法第 27 條經國
家或其他公法人指派在公司代表其執行職務或依其他法律
逕由主管機關任用、定有官等、在公司服務之人員，與其指
派或任用機關之關係，仍為公法關係……。」換言之，釋字
第 305 號解釋原則上肯認依公司法規定設立之公營事業與其
人員間為私法上契約關係。並認公營事業與經國家或其他公
法人所派任或上揭依法任用之人員間，仍為公法關係。
貳、本號解釋終局解決勞動基準法第 84 條之審判權爭議
本號解釋理由書末段說明：「前揭勞動基準法第 84 條
本文固謂：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其有關撫卹等事項，『應
適用公務員法令之規定』，惟其並未規定因此所生之爭議，
究應由普通法院抑或行政法院審判。揆諸前揭本院解釋先
例，爰應依爭議之性質定審判權之歸屬。關於公營事業機構
與所屬人員間之關係，本院釋字第 305 號解釋釋示：……是
依公司法設立之公營事業中，除前述特定人員以外，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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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與其所屬公營事業間之法律關係為私法關係。雖主管機關
就省營事業機構人員之退休撫卹發布省營事業機構人員退
撫辦法，使其人員之退休撫卹有一致之標準，惟其僅係主管
機關對公營事業之監督關係，並不影響公營事業與該人員間
之私法關係屬性；且勞動基準法第 84 條亦未改變公營事業
人員與所屬公營事業間原有之法律關係……」據此，本號解
釋闡釋勞動基準法第 84 條所稱「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
並未改變公營事業人員與所屬公營事業間原有之私法關係
屬性，從而其間有關退休撫卹等爭議，自應由普通法院審
判。本院釋字第 269 號解釋所遺留爭議，終獲解決。
參、結語—相關機關應儘速完成有關公營事業人員任用及退
休之立法
本院釋字第 270 號解釋文末固指出：「公營事業人員之
任用及退休，關係此等人員之權利義務，仍應從速以法律定
之。」惟自 79 年 12 月 7 日該號解釋公布以降，已過 27 個
寒暑，相關機關仍遲未能將有關法案提交立法院審議，完成
立法，致使有關爭議（例如本號解釋原因事件所涉原告之父
之前任用公職年資，應否與之後再任職務之年資，併計其得
請領撫卹金基數之問題）不斷產生，相關機關實難辭懈怠之
責。期盼相關機關能早日依上開解釋意旨，儘速完成相關法
律之立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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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 759 號解釋協同意見書
陳碧玉大法官提出
本案係以本院釋字第 305 號解釋有關「公營事業依公司
法規定設立者，為私法人，與其人員間，為私法上之契約關
係……。」為基礎，認本件原因事件原告之父，縱為（前）
臺灣省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前）省自來水公司）依
（前）
「臺灣地區省（市）營事業機構人員遴用暫行辦法」遴
用之人員，原告依據「臺灣省政府所屬省營事業機構人員退
休撫卹及資遣辦法」請求發給撫卹金，仍因原告之父生前與
（前）省自來水公司間之關係為私法上契約關係，原告請求
發給撫卹金，即屬本於契約關係所生之請求，所生爭議，其
訴訟應由普通法院審判之。
就此繫屬於法院之原因事件，歷經 7 年有餘，其審判權
之歸屬終於底定，由普通法院審判之結論，本席敬表贊同。
爰以詹大法官森林於前一審判權劃分解釋案(本院釋字第
758 號)提出之協同意見書(本席加入)之最後一段，作為此刻
之心情寫照：
「『法官，請給我一條路走；而且，要快』訴訟
當事人關心者，是迅速、公平的審理，而不是高深、繁瑣的
程序，此亦為憲法第 16 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核心所在。審判
權二元化，目的在精緻審判專業，以提升裁判水準，而非在
阻礙人民正當使用法院。法官，不論服務於普通法院或行政
法院，皆應深刻體會：與其因自己困惑於審判權歸屬，致人
民輾轉於普通法院及行政法院，不如迅速勇敢開啟審理程
序，公平作出裁判。因為，勞累奔波的人民已經在吶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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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官，請給我一條路；而且，請快點！」

然必須提出的是公營事業人員如為勞動基準法（下稱勞
基法）第 84 條規定之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其與事業間原
有之身分上法律關係，並不因本號解釋而改變，就此部分，
提出意見如下：
壹、 本院於中華民國 79 年 12 月 7 日公布之釋字第 270 號解
釋，固認為在相關法律制定前，公營事業人員不得逕行
適用公務人員任用法或公務人員退休法規定，然亦指出
73 年 7 月 30 日制定公布迄未修正之勞基法第 84 條規
定，具有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仍得適用行為時有效
之相關「法令」
，辦理退休。並未排除公營事業人員，已
依相關法令取得之勞基法第 84 條規定之公務員身分
本號解釋意旨為：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33 條規定，
公營事業人員在任用法律制定施行前，無從依公務人員
退休法辦理退休。勞基法第 84 條規定：
「公務員兼具勞
工身分者，其有關任（派）免、薪資、獎懲、退休、撫
卹及保險（含職業災害）等事項，應適用公務員法令之
規定。但其他所定勞動條件優於本法規定者，從其規
定」
。其所謂「應適用公務員法令之規定」
，亦非使公營
事業人員之任用或退休，在相關法律未制定前，逕行適

1

普通法院與行政法院，均曾就勞基法第 84 條所謂「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之退休爭議事件

為審判，例如本件原因案件繫屬時之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1535 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行
政法院 97 年度勞上字第 81 號及 97 年度勞上易字第 104 號民事判決，與最高行政法院 99 年度
判字第 616 號判決；其後亦有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1873 號、102 年度台上字第 1557 號
民事判決以及最高行政法院 105 年度裁字第 928 號裁定等可資參照。依行政訴訟法第 12 條之 2
第 1 項、民事訴訟法第 31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即可解決審判權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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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公務人員任用法或公務人員退休法，而排除現行有關
法令之適用。
是，公營事業人員之任用或退休，不得逕行適用公
務人員任用法或公務人員退休法規定，但不排除現行有
關「法令」
（於該案係指「經濟部所屬事業人員退休、撫
卹及資遣辦法」第 17 條第 2 項規定）之適用。
貳、 本院釋字第 305 號解釋，並未審究勞基法第 84 條公務
員兼具勞工身分者，是否因該解釋而失去該法條所規定
之公務員身分
本號解釋意旨為：公營事業之組織形態，應本企業
所有與企業經營分離之原則為之。公營事業依公司法規
定設立公司者，法律性質上仍為私法人，具有獨立之人
格，自為權利義務之主體。因之，公營公司以私法人地
位，依其人事規章，經由委任（選任、 聘任或僱用）與
其人員間成立者，為私法上契約關係。對於人員之解任
行為，亦非行使公權力之結果，而係私法上終止契約之
意思表示，契約關係因而消滅。縱令公營公司人員之任
免考核事項，法令定為應由政府機關參與決定，此種內
部行為係政府機關與公營公司間之另一監督關係，並不
影響公營公司與其人員間契約關係之存在。倘雙方就此
契約關係已否消滅有爭執，應循民事訴訟途徑解決，而
不屬行政法院之權限範圍。
是，依公司法成立之公營事業公司為私法人，為權
利義務主體，其與事業人員間經由委任（選任、 聘任或
僱用）所成立之私法上契約關係，不因法令規定應由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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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機關參與任免考核事項之決定，而影響二者間為私法
上之契約關係。
本院釋字第 305 號解釋，並未審究勞基法第 84 條
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是否因該解釋而失去該法條所
規定之「公務員身分」。
參、 本院釋字第 305 號解釋末尾所稱：「『至於』依公司法
第 27 條經國家或其他公法人指派在公司代表其執行職
務或依其他法律逕由主管機關任用、定有官等、在公司
服務之人員，與其指派或任用機關之關係，仍為公法關
係……。」在於指明於公營事業公司服務之此類人員，
與指派其任職之國家或其他公法人之間仍為公法關係，
不因服務於公營事業公司為私法人而異
上開解釋因非屬「除……外」之諭知，而不得作排
他性之解讀。本號解釋逕以：「本院釋字第 305 號解釋
釋示：『除』依公司法第 27 條經國家或其他公法人指
派在公司代表其執行職務或依其他法律逕由主管機關
任用、定有官等、在公司服務之人員，與其指派或任用
機關之關係，仍為公法關係者『外』，公營事業依公司
法規定設立者，為私法人，與其人員間，為私法上之契
約關係，雙方如就契約關係已否消滅有爭執，應循民事
訴訟途徑解決。是依公司法設立之公營事業中，除前述
特定人員『以外』，其他人員與其所屬公營事業間之法
律關係為私法關係。」（解釋理由書第六段參照），而
認除上開解釋文末段所指事業人員外，其他公營事業人
員與其所屬公營事業間之法律關係為私法關係之排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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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解釋，核與本院釋字第 305 號解釋此段之意涵不符，
礙難贊同。
肆、 勞基法第 84 條規定之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與所屬
公營事業間原有之身分法律關係，並未因公營事業，係
依公司法規定成立之私法人而改變。省營事業人員是否
為勞基法第 84 條之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必須依據
相關法令為具體個案之認定，本號解釋不得作為公營事
業人員身分認定之基礎

省營事業人員是否為勞基法第 84 條之公務員兼具
勞工身分者，應以勞基法施行細則第 50 條前段：「本
法第 84 條所稱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係指依各項公
務員人事法令任用、派用、聘用、遴用而於本法第 3 條
所定各業從事工作獲致薪資之人員。」臺灣省政府所屬
省營事業機構人員退休撫卹及資遣辦法第 2 條第 5 款：
「本辦法所稱各機構人員，係指左列省營事業機構員額
編制表或預算員額表所列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之人
員：……五、臺灣省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臺灣省地
區省(市)營事業機構分類職位人員遴用辦法等規定，以
及行政院 74 年 11 月 15 日(74)台人政壹字第 36664 號
函二、(一)、4 及內政部 74 年 11 月 30 日(74)台內勞字
第 366681 號函，作為個案勞工是否兼具勞基法第 84 條
所稱公務員身分者之認定依據。若為勞基法第 84 條規
定之具有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其有關任（派）免、
薪資、獎懲、退休、撫卹及保險（含職業災害）等事項，
應適用公務員法令審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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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法第 84 條僅為公營事業人員如兼具公務
員及勞工之雙重身分時，有關任免薪資、獎懲、退休、
撫恤及保險等事項，應適用之準據法規定。既未規定公
營事業人員與公營事業間之法律關係為公法關係或私
法關係，則本號解釋理由所稱：「勞動基準法第 84 條
亦未改變公營事業人員與所屬公營事業間原有之法律
關係。」應係指公營事業人員與公營事業間是何種法律
關係，或勞工是否具雙重身分之認定，均與該法條規定
無關。如此解讀，方能避免適用法律上之困擾。蓋勞工
是否兼具公務員身分，與其法定權義（例如年資是否併
計，有無公務員懲戒法停職、不得辦理退休規定之適用
等）密切相關，非審判權劃分解釋案所應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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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 759 號解釋協同意見書
許志雄大法官

提出

依照傳統行政法之學說理論，公私法區別之意義及必要
1

性大致有下列三點 ：一、行政法乃關於行政之公法，為確定
行政法之範圍，以及行政法學之研究對象，以建立與民商法
等私法有別之獨立行政法體系及行政法學，須為公法與私法
之區別。二、行政法不同於憲法、民法及刑法等領域，並無
統一之法典。因此，就行政法上之法律關係為法之解釋與適
用時，會出現種種疑問，而為解決這些疑問，須先定性該行
政上之法律關係為公法關係或私法關係，或者規律該法律關
係之法為公法或私法。三、現行司法採「二元訴訟制度」
，關
於民事訴訟與行政訴訟之審判，分由不同性質之法院掌理。
除法律別有規定外（例如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26 條、國
家賠償法第 12 條）
，因公法關係所生之爭議，由行政法院審
判（行政法院組織法第 1 條、行政訴訟法第 2 條參照）
；因私
法關係所生之爭議，則由普通法院審判（法院組織法第 2 條
參照）。當行政上之法律關係發生紛爭，為決定審判權之歸
屬，亦即認定其訴訟應由行政法院或普通法院審判之必要，
須先釐清該法律關係究屬公法或私法性質。本號解釋係針對
審判權歸屬所為之統一解釋，主要與上開第三點有關；惟於
判斷審判權歸屬時，不免觸及第二點之面向，而衍生其他爭
議。

1

參照室井力著，公法と私法の區別，收於成田賴明編「行政法の爭點」
，有斐閣，1980 年，
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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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號解釋理由書指出：「關於民事訴訟與行政訴訟審判
權之劃分，應由立法機關通盤衡酌爭議案件之性質及既有訴
訟制度之功能（諸如法院組織及人員之配置、相關程序規定、
及時有效之權利保護等）決定之」
、
「法律未有規定者，應依
爭議之性質並考量既有訴訟制度之功能，定其救濟途徑。亦
即，關於因私法關係所生之爭議，原則上由普通法院審判；
因公法關係所生之爭議，原則上由行政法院審判」
。而本案原
因事件之審判權歸屬爭執，關鍵即在於法律是否已就審判權
歸屬予以規定？若未規定，則原因事件係因公法關係或私法
關係所生之爭議？
原因事件原告以其父原任職臺灣省自來水股份有限公
司，病逝於任內，乃向臺灣嘉義地方法院起訴，請求省自來
水公司發給撫卹金及其利息。嘉義地方法院因該人員為省營
事業之人員，屬勞動基準法第 84 條所稱「公務員兼具勞工身
分者」
，應適用公務員法令之規定辦理撫卹，認原告依「臺灣
省政府所屬省營事業機構人員退休撫卹及資遣辦法」第 6 條
及第 12 條規定，向被告請求發給撫卹金，乃公法上財產請求
權之行使，如有爭議應循行政爭訟程序尋求救濟，爰裁定移
送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審理。惟高雄高等行政法院略以省自來
水公司為私法人，且該人員非屬公司法第 27 條所稱經國家
或其他公法人指派在公司代表其執行職務，或依其他法律逕
由主管機關任用、定有官等，在公司服務之人員，依司法院
釋字第 305 號解釋，二者間應屬私法關係。況其簽訂之聘用
契約與民事僱傭契約之內容相同，益可認屬私法契約關係。
是原告訴請省自來水公司發給撫卹金乃屬私法爭議，應由普
通法院審理。因就其受理訴訟之權限，與普通法院確定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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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同一法令所持見解有異，爰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
第 7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行政訴訟法第 178 條規定，聲請統一
解釋。
本號解釋首先表示：
「勞動基準法第 84 條本文固謂：公
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其有關撫卹等事項，
『應適用公務員法
令之規定』
，惟其並未規定因此所生之爭議，究應由普通法院
抑或行政法院審判。」接著依爭議之性質，認定原因事件屬
私法關係所生之爭議，應由普通法院審判。多數意見基本上
依循釋字第 305 號解釋之論理，採納高雄高等行政法院之見
解。
按勞動基準法第 84 條明定：「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
其有關任（派）免、薪資、獎懲、退休、撫卹及保險（含職
業災害）等事項，應適用公務員法令之規定。但其他所定勞
動條件優於本法規定者，從其規定。」就本案而論，該規定
蘊含下列三個問題，須予探討。
第一，勞動基準法究屬公法或私法，不無疑義。惟該法
主要規範勞動契約及其他勞雇關係，對象為私法性質之法律
關係，無庸贅言。當勞工與雇主因勞動契約發生紛爭，勞工
以勞動基準法規定為依據，起訴請求雇主為一定給付時，其
屬私法契約（私法關係）之爭議，應由普通法院審判，而與
勞動基準法究屬公法或私法並無直接關係。
第二，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既為廣義之公務員，亦
為勞工，同時具備雙重身分，在不同場合、不同事項上，可
2

能分別適用公法或私法規定 。勞動基準法將公務員兼具勞工
2

如釋字第 308 號解釋理由書所示：「公立學校聘任之教師係基於聘約關係，擔任教學研究工

19

身分者納入規範，明定其有關任（派）免、薪資、獎懲、退
休、撫卹及保險（含職業災害）外之事項，原則上仍應適用
勞動基準法之規定，即係著眼於其勞工身分上，亦即基於私
法契約（關係）之立場考量。換言之，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
者簽訂之聘用契約，整體觀之，應係私法契約。除外事項固
應適用「公務員法令」之規定，但仍屬私法契約（關係）之
內容，其法律關係之性質不會因此改變。
第三，釋字第 305 號解釋釋示：
「公營事業依公司法規定
設立者，為私法人，與其人員間，為私法上之契約關係，雙
方如就契約關係已否消滅有爭執，應循民事訴訟途徑解決。」
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之退休撫卹等事項，依勞動基準法第
84 條規定，固應適用「公務員法令」之規定，而「臺灣省政
府所屬省營事業機構人員退休撫卹及資遣辦法」，屬職權命
令性質，應為此處所稱之「公務員法令」
，但參照前引解釋及
第二點之說明，其規範之退休撫卹等事項，仍為私法性質之
法律關係，並為私法契約內容之一部分。依照第一點之論理，
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之一方，因退休撫卹發生紛爭，以上
開辦法為依據，請求省自來水公司為一定給付時，其屬私法
契約（私法關係）之爭議，應由普通法院審判，與該辦法究
屬公法或私法並無直接關係，亦不因該辦法為廣義之「公務
員法令」而受影響。本號解釋認其並未規定因此所生之爭議，
究應由普通法院抑或行政法院審判，爰依爭議之性質，認定
原因事件應由普通法院審判，實屬合理。
作，與文武職公務員執行法令所定職務，服從長官監督之情形有所不同，故聘任之教師應不屬
於公務員服務法第 24 條所稱之公務員。惟此類教師如兼任學校行政職務，就其兼任之行政職
務，仍有公務員服務法之適用。」兼任學校行政職務之教師，為教師兼具公務員身分，亦有雙
重身分。其以教師身分擔任教學研究工作時，為教師身分，不適用公務員服務法；但在兼任之
行政職務上，則為公務員，而有公務員服務法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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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 759 號解釋協同意見書
黃瑞明大法官 提出
詹森林大法官 加入
本案原因事件原告之父曾任嘉義縣東石鄉鄉長，任滿退
職後又擔任省自來水公司之工程師兼主任，病逝於任內，原告
依省營事業機構人員退撫辦法請求發给撫卹金，該訴訟應由
普通法院或行政法院審判？本號解釋認為應由普通法院審判
之，本席贊同，並提供協同意見如下：
一、 普通法院將原因事件移送行政法院審理之理由並不可
採：
本席認為本號解釋基本上是延續本院釋字第 758 號解
釋對於審判權決定之原則：即以原告起訴主張之訴訟標的
及其原因事實，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為依據，而由法院審
核其性質是屬公法爭議或私法爭議。
本案原因事件之原告係向普通法院即臺灣嘉義地方法
院起訴，請求省自來水公司給付撫卹金，請求權之依據為
省營事業機構人員退撫辦法。嘉義地方法院以裁定將本件
訴訟移送至高雄高等行政法院主要理由有二：
（一）參照最
高法院 76 年台上字第 1203 號判例。
（二）本件原告之父屬
勞動基準法第 84 條所稱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依該條規
定，有關其撫卹事項應適用公務員法令之規定。故認本件
原告之主張，屬公法上財產請求權之行使，乃依職權將本
件移送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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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地方法院之移送理由不可採之原因如下：
（一）最高法院 76 年台上字第 1203 號判例之原因事件，
當事人是依公務人員撫卹法之規定請求撫卹金，最高法院
認為撫卹金係基於公法關係所生之請求權，因此認為普通
法院無審判權。但本件原因事件原告起訴所主張之依據既
為省營事業機構人員退撫辦法，其法之位階與公務人員撫
卹法即有所不同，其請求權依據之公、私法定位即有所區
別，嘉義地方法院未就此加以考量。本號解釋之解釋理由
書就此指出「雖主管機關就省營事業機構人員之退休撫卹
發布省營事業機構人員退撫辦法，使其人員之退休撫卹有
一致之標準，惟其僅係主管機關對公營事業之監督關係，
並不影響公營事業與該人員間之私法關係屬性」
。
（二）勞動基準法第 84 條規定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其
有關退休、撫卹等事項「應適用公務員法令之規定」
。然而
法律上公務員之定義自廣至狹，分別定於不同之法規，其
範圍並不一致1。本院釋字第 270 號解釋之解釋文指出「惟
公營事業人員之任用及退休，關係此等人員之權利義務，
仍應從速以法律定之。」解釋理由書指出「並非使公營事業
人員之任用或退休，在上述相關法律未制定前，逕行適用
公務人員任用法或公務人員退休法，而排除現行有關法令
之適用。」依釋字第 270 號解釋，公營事業人員中兼具公
務員與勞工身分者雖因勞動基準法第 84 條之規定，而「應
適用公務員法令之規定」
，但並不「逕行適用公務人員任用
有關公務員廣狹不同之定義，參見刑法第 10 條第 2 項，公務員服務法第 24 條，
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細則第 2 條、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2 條及公務人員撫卹法第 2 條
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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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或公務人員退休法」。依此，符合勞動基準法第 84 條所
定「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
，其身分與得適用公務人員任
用法或公務人員退休法所規定之公務員尚有不同。故該等
人員與公營事業間之關係究為私法契約關係或為公法關
係，仍應由個案認定。嘉義地方法院僅憑勞動基準法第 84
條之規定，即認為本案爭議之性質屬公法上之請求權，而
忽略了本院釋字第 270 號解釋，其以此為理由而移送行政
法院即不可採。本號解釋之解釋理由書乃延續本院釋字第
270 號解釋之意旨，認為勞動基準法第 84 條規定，
「並未規
定因此所生之爭議，究應由普通法院抑或行政法院審判。」
探究其理由，即依勞動基準法第 84 條之規定公務員兼具勞
工身分者，
「應適用公務員法令之規定」之結果，並非認其
得適用所有有關公務人員之法令，亦未認其均具有狹義公
務員之身分，更非認定其請求撫卹金即屬公法上之請求權。
此外，本號解釋進一步援引釋字第 305 號解釋，以說明公
營事業與其人員間，除特定人員外，為私法上契約關係，並
不因勞動基準法第 84 條之規定而成為公法關係。
本號解釋雖認本件訴訟性質上屬私法關係而應由普通
法院審判，但該認定對於本案之實體判決應無拘束力，原
因事件之爭議包括勞動基準法第 84 條之規定所得適用公
務人員之法令，究係指何法令，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與
其任職機構間之關係是否屬私法關係等，仍應依個案認定。
二、本號解釋並未對公營事業「遴用」之人員與公營事業間之
法律關係作出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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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高雄高等行政法院提出之統一解釋聲請書主張原告
之父為省自來水公司依據臺灣地區省（市）營事業機構人員遴
用暫行辦法遴聘之人員，故依本院釋字第 305 號解釋，其與省
自來水公司間屬私法關係。然而於嘉義地方法院之移送裁定
中，「遴用關係」未經兩造主張，亦未於裁定中作為移送之理
由，本號解釋並未對此加以論斷。但由高雄高等行政法院聲請
書之主張亦可知，系爭兩造間之法律關係可能隨著訴訟程序之
發展及兩造之攻防而有新事實新證據之提出，可能影響系爭案
件屬公法或私法關係之認定。本席認為公、私法關係之認定僅
為開啟訴訟程序之目的，實無必要於訴訟程序開啟後仍就此持
續為爭執。
三、依勞動基準法第 84 條所為之請求，普通法院與行政法院
均應有審判權，不應任意移送：
依勞動基準法第 84 條所為之請求，涉及的法律爭點包括：
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其與公營事業間之關係是私法上之契
約關係或公法關係？該公務員係依公務人員人事法規任用、派
用、聘用或遴用有無差別？該條所稱之「應適用公務員法令之
規定」，得適用之法令為何？其適用範圍為何？
以上之爭點可能依個案而有不同之答案，殊難以一定之標
準以決定系爭個案之性質是公法爭議或私法爭議。類似之事件
有認為應由行政法院審理者2，但亦有由普通法院審判者3。最

如最高法院 76 年台上字第 1203 號判例（但本案是以公務人員撫卹法為請求權基
礎，已如上討論）
、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2411 號民事判決、最高行政法院 105
年度裁字第 928 號裁定及最高行政法院 99 年度判字第 616 號判決。
3 如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1202 號民事判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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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最高行政法院 95 年度判字第 1823 號判決，該判
決認為「本案實屬私權爭議，本應循民事訴訟程序解決，而上
訴人逕行提起本件行政訴訟，即非合法，原審法院本應以裁定
駁回其起訴，然其竟以實體判決駁回，其所持之理由自有違
誤。」然而該院雖認行政法院無審判權，但該院並不以原審無
審判權為理由而廢棄原審判決，反而直接為實體判決4。本席不
贊同該院認為原審法院本應以裁定駁回原告起訴之見解，但贊
同該院在認無審判權之情況下，自為實體判決之「態度」。由
該判決可知，行政法院亦得就私法關係之爭執而為實體判決，
反之亦然。故區別公法關係或私法關係之爭議而分別定由行政
法院或普通法院有審判權，僅具法院審判行政分工之目的，不
應因此拖延訴訟。有關公法關係或私法關係之區別在實體判決
中作為判決理由即可，無須對審判權之有無為爭議。何況目前
行政訴訟法及民事訴訟法均已特別規定，在行政法院（或普通
法院）認其有受理訴訟權限而為裁判經確定者，其他法院應受
該裁判之羈束（行政訴訟法第 12 條之 2 第 1 項及民事訴訟法
第 31 條之 2 第 1 項參照）。本席認為應將各該條文均修改為
「而為第一審判決者」，其他法院就審理權限即應受羈束，而
不應就其審判權之有無再行爭執，方符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
旨。

最高行政法院 95 年度判字第 1823 號判決理由：「原審判決結果仍與本院之終極
判斷一致（同應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而依本院目前所持之法律見解，認為得
以裁判結論之角度論斷上訴有無理由，故應認本件上訴人之上訴核無足採，原審駁
4

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起訴，雖所持理由尚非妥適，但就最後之判決結論而言，尚無違
法。上訴意旨求予廢棄，難謂有理由，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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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七五九號解釋

不同意見書
湯德宗大法官提出
吳陳鐶大法官加入

[1] 本解釋釋示：
「（前）臺灣省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依（前）
『臺灣地區省（市）營事業機構人員遴用暫行辦法』遴用之
人員，依據『臺灣省政府所屬省營事業機構人員退休撫卹及
資遣辦法』請求發給撫卹金發生爭議，其訴訟應由普通法院
審判之」
（解釋文參照）
。如上解釋刻意忽視勞動基準法（下
稱勞基法）第 84 條本文的規定：
「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
其有關任（派）免、薪資、獎懲、退休、撫卹及保險（含職
業災害）等事項，應適用公務員法令之規定」，恐已背離了
上週才公布的釋字第 758 號解釋意旨。
[2] 按本院解釋先例，關於普通法院與行政法院審判權劃分
之爭議，應遵循兩個原則決定：第一、法律有規定者，從其
規定；第二、法律未規定者，由本院依爭議之性質並考量既
有訴訟制度之功能，定其救濟途徑。亦即，關於因私法關係
所生之爭議，原則上由普通法院審判；因公法關係所生之爭
議，原則上由行政法院審判（本院釋字第 297 號、第 448 號、
第 466 號、第 540 號、第 691 號、第 695 號及第 758 號解釋
參照）。此為本案 15 位大法官全體一致之共識。
[3]

本案原因事件原告之父生前擔任臺灣省自來水股份有

限公司（後改制為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省自來水
公司）第五區管理處工程師兼主任，其職務依（前）省自來
水公司員額編制表係屬「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之人員，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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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裁定（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99 年度勞訴字第 29 號民事裁
定）到庭兩造所不爭，並經本院函詢省自來水公司確認（參
見卷附該公司民國 106 年 12 月 5 日函覆）
。本案大法官對此
均無質疑。
一、法律可有規定？
[4] 本案原因事件原告之父依據「臺灣省政府所屬省營事業
機構人員退休撫卹及資遣辦法」
（80 年 12 月 17 日訂定發布，
下稱省營事業機構人員退撫辦法）請求發給撫卹金，發生爭
議應由何種法院審判？按前揭本院解釋先例，首應探求：法
律對此有無規定？多數意見以為：
「前揭勞動基準法第 84 條
本文固謂：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其有關撫卹等事項，
『應
適用公務員法令之規定』，惟其並未規定因此所生之爭議，
究應由普通法院抑或行政法院審判。揆諸前揭本院解釋先
例，爰應依爭議之性質定審判權之歸屬」（解釋理由書第 6
段第 1 句及第 2 句參照）
。由於前揭勞基法第 84 條確實未有
「其訴訟由某某法院審判」等語，本席也同意應依爭議之性
質定審判權之歸屬。
二、原因事件（爭議）之性質為何？
[5] 多數意見共提出三個理由，認定本案原因事件為因私法
關係所生之爭議，應由普通法院審判之。第一個（也是主要）
的理由為關於本院釋字第 305 號解釋的文義解釋。解釋理由
書第 6 段第 3 句及第 4 句說：「關於公營事業機構與所屬人
員間之關係，本院釋字第 305 號解釋釋示：除『依公司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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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條經國家或其他公法人指派在公司代表其執行職務或依
其他法律逕由主管機關任用、定有官等、在公司服務之人
員，與其指派或任用機關之關係，仍為公法關係』者外，
『公
營事業依公司法規定設立者，為私法人，與其人員間，為私
法上之契約關係，雙方如就契約關係已否消滅有爭執，應循
民事訴訟途徑解決』。是依公司法設立之公營事業中，除前
述特定人員以外，其他人員與其所屬公營事業間之法律關係
為私法關係」
。
[6] 本席以為，前揭釋字第 305 號解釋所謂「公營事業依公
司法規定設立者，為私法人，與其人員間，為私法上之契約
關係」
，係就公營事業及其所屬人員間法律關係的一般性（原
則性）釋示，容有各種例外。是該解釋並謂：「依公司法第
27 條經國家或其他公法人指派在公司代表其執行職務或依
其他法律逕由主管機關任用、定有官等、在公司服務之人
員，與其指派或任用機關之關係，仍為公法關係」
。換言之，
多數意見以為前揭「依公司法第 27 條……仍為公法關係」
那句解釋文乃屬「列舉」的性質，此由前揭理由書第 6 段第
4 句（「除前述特定人員以外，其他人員與其所屬公營事業間
之法律關係為私法關係」）可知。1本席則以為其乃「例示」
的性質，應舉一反三，公營事業人員與其所屬公營事業間屬
於「公法關係」者，並不限於該句所釋示的情形。
[7] 查前揭勞基法第 84 條之規定於本院作成釋字第 305 號
解釋前即已存在（且迄今未有修正），乃作成該號解釋之大
法官所明知（釋字第 305 號解釋審查會速紀錄參照）
，而該
1

查前揭本解釋理由書第 6 段第 3 句乃多數意見對於本院釋字第 305 號解釋之詮
釋，並非釋字第 305 號解釋之原文呈現。尤其「除」字乃多數意見所自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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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解釋並未將之宣告違憲，足見釋字第 305 號解釋無意否定
立法者有創設中間類型的公營事業人員（例如「公務員兼具
勞工身分者」）
，並明定其相關事項應準據之法律的權力（通
稱立法裁量空間）
。準此，前揭釋字第 305 號解釋「依公司
法第 27 條……仍為公法關係」那句話，解為「例示」的性
質似較為合理。
[8] 多數意見的第二個理由見於理由書第 6 段第 5 句：「雖
主管機關就省營事業機構人員之退休撫卹發布省營事業機
構人員退撫辦法，使其人員之退休撫卹有一致之標準，惟其
僅係主管機關對公營事業之監督關係，並不影響公營事業與
該人員間之私法關係屬性；且勞動基準法第 84 條亦未改變
公營事業人員與所屬公營事業間原有之法律關係」。這句話
的前半句意在否定「省營事業機構人員退撫辦法」得作為認
定系爭事件成立「公法關係」之論據；後半句意在否定勞基
法第 84 條得作為系爭事件成立「公法關係」之論據。姑不
論「原因事件之爭議不是……」的否認式論述原無法證立「原
因事件之爭議是……」的積極命題，其論述因拒不正視勞基
法第 84 條存在的事實，而欠缺說服力。
[9] 按前揭勞基法第 84 條不僅承認公營事業人員中有兼具
公務員與勞工兩種身分的人員（所謂「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
者」）
，且明定此等人員「有關任（派）免、薪資、獎懲、退
休、撫卹及保險（含職業災害）等事項，應適用公務員法令
之規定」
。而本院釋字第 305 號解釋及本解釋既均未否定其
效力，則實務上由勞基法第 84 條所衍生的諸多法令，包括：
同法施行細則第 50 條關於「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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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行政院 74 年 11 月 15 日臺（74）台人政壹字第 36664
號函（函釋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之認定標準）、以及與本
案直接相關的臺灣地區省（市）營事業機構人員遴用暫行辦
法、省營事業機構人員退撫辦法等，自均屬該條所稱（應適
用之）
「公務員法令之規定」的範疇。本院釋字第 758 號解
釋釋示，應依原告之請求權基礎，判斷爭議之性質，以定事
件之審判權。是本解釋本應尊重立法者的政策決定（關於「公
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之撫卹等事項，應適用「公務員法令
之規定」
，而非勞工法令之規定）
，從「形式上」認定本件原
因事件原告請求撫卹金所依據之「省營事業機構人員退撫辦
法」乃屬「公務員法令規定」的一部分，以維法規範之體系
協和。
[10]

或因前述兩個理由皆未能證立「本案原因事件為因私

法關係所生之爭議」的命題，多數意見乃提出第三個理由。
解釋理由書第 6 段第 6 句（亦末句）說：「據上，本件原因
事件原告之父與（前）省自來水公司間之關係既為私法上契
約關係，而請求發給撫卹金係本於契約關係所生之請求，且
前揭退撫辦法亦為上開私法契約關係之一部，是原告依前揭
退撫辦法之規定，向（前）省營事業機構請求發給撫卹金發
生爭議，應屬私法關係所生之爭議，應由普通法院臺灣嘉義
地方法院審判之」。姑不論在「結論」2中夾帶「理由」是否
妥當，其論述內容亦難令人信服。
[11]

蓋原告明明是依據其父死亡時有效，且迄今仍屬有效

之省營事業機構人員退撫辦法之規定，向（前）省營事業機
2

「據上」二字以下者，按中文表達習慣，即屬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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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省自來水公司）請求發給撫卹金，怎麼能僅因其父與省
自來水公司所簽訂的聘用契約中有一條規定「乙方應遵守政
府頒佈之一切法令之規定」，就說「前揭退撫辦法亦為上開
私法契約關係之一部」？！此無異於「先射箭、再畫靶」。
吾人只需更換其中的關鍵字，即可得出全然相反的結論：
「據
上，本件原因事件原告之父與（前）省自來水公司間之關係
既為公法關係，且請求撫卹事項係本於公務員法令之規定為
之，而前揭省營事業機構人員退撫辦法亦為上開公務員法令
之規定之一部，是原告依前揭退撫辦法之規定，向（前）省
營事業機構請求發給撫卹金發生爭議，應屬公法關係所生之
爭議，應由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審判」！
[12] 綜上，本案唯有正視勞基法第 84 條的規定，才能獲致
合理的解釋。質言之，本件原因事件原告請求撫卹金的基礎
是省營事業機構人員退撫辦法，而其為由勞基法第 84 條所
衍生之命令，以規範省營事業機構中「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
者」之退撫事項，自屬該條所稱（應適用）之「公務員法令
之規定」
。本院釋字第 758 號解釋既釋示，應依原告之請求
權基礎，判斷爭議之性質，以定事件之審判權，則本件原告
之請求權基礎既屬（廣義之）
「公務員法令」
，自應認其係基
於「公法關係」而為請求，因此所生之爭議乃應由行政法院
審判。
[13] 或謂：倘依本席前述意見，尊重勞基法第 84 條的政策
決定，而認前揭省營事業機構人員退撫辦法為「公務員法令
規定」的一部分，恐牴觸本院釋字第 270 號解釋3之意旨？本
3

本院釋字第 270 號解釋釋示：「公營事業人員之任用，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三
十三條，應另以法律定之。在此項法律制定前，依公務人員退休法第二條及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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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以為尚不至於。 4蓋實務上基於前揭勞基法第 84 條之規
定，為規範「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有關任（派）免、薪
資、獎懲、退休、撫卹及保險（含職業災害）等事項，已訂
頒諸多命令，自成一系，與狹義的公務員（通稱公務人員）
辦理類似事項所應適用的公務人員任用法、公務人員俸給
法、公務人員考績法、公務人員退休法、公務人員撫卹法等
法律，顯有不同。亦即，釋字第 270 號解釋諭知有關機關應
從速制定的公營事業人員任用及退休法律，雖迄今猶未制
定，但公營事業人員中「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並未因而
「逕行適用」5前述公務人員撫卹法等法律，辦理退撫等事
項。本案原因事件就是一個例子。
[14] 本案並非困難案件（hard cases）
，原不擬撰寫意見書。
唯恐識者批評「大法官解釋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爰
勉力提出不同意見書如上。至箇中原委，留待後人評。
～民國 106 年行憲紀念日～

施行細則第二條規定，公營事業人員無從依公務人員退休法辦理退休。行政院於
中華民國七十年一月二十三日核定修正發布之『經濟部所屬事業人員退休、撫卹
及資遣辦法』第十七條第二項有關訂定分等限齡退休標準之規定，在公營事業人
員任用及退休法律制定前，乃為促進經濟部所屬國營事業人事新陳代謝及企業化
經營而設，不生牴觸憲法問題，惟公營事業人員之任用及退休，關係此等人員之
權利義務，仍應從速以法律定之。」
4
細繹本院釋字第 270 號解釋可知，該案大法官首先禁止公營事業人員適用公務
人員退休法辦理退休，其次並諭知應從速制定法律規範公營事業人員之任用及退
休，再次則務實地宣告經濟部所屬事業人員退休、撫卹及資遣辦法尚不違憲。準
此，在公營事業人員退休、撫卹法律制定前，公營事業人員仍得依現行有關公營
事業人員退撫等命令，辦理退撫等事項。
5
釋字第 270 號解釋理由書第 2 段有謂：「勞動基準法第八十四條規定……其所
謂『應適用公務員法令之規定』，亦非使公營事業人員之任用或退休，在上述相
關法律未制定前，逕行適用公務人員任用法或公務人員退休法，而排除現行有關
法令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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