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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題

不服考績結果之救濟途徑─兼論特別權利關係之突破

一、特別權利關係之概說1

在特定行政領域內，為達成行政目的，由人民與國家所建立，並加強人民

對國家從屬性之關係。此關係被定性為行政內部關係，強調行政主體之優

越性與受支配者之從屬性，藉以創設免於法律支配之行政領域。

申言之，某些單方公權力措施雖然實質上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但基於

特別權力關係理論，將之排除在法律保留原則範圍外，而將此等事項之規

範權限保留予行政部門，不容許司法進行審查。從而此等事項之爭議亦不

得提起行政訴訟尋求救濟，為對應此等理論，遂在法律解釋上將依特別權

力關係理論所形成之法律關係解為「行政作為之內部效力」，並未「對外

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不納入形式意義下之「行政處分」概念中。

二、特別權利關係之特徵

在特定行政領域內之人民無基本權，進而事前無法律保留、事中無正當程

序、事後無司法救濟。

三、實務見解

1 事前有法律保留

上榜模板

行政機關依考績法或相關規定，對公務人員所為免職之懲處處分，限制其服

公職權，實質上屬於懲戒處分。其構成要件應由法律定之，方符法律保留原

則（釋491參照）。

2 事中須踐行正當法律程序

上榜模板

對於公務人員之免職處分既係限制憲法保障人民服公職之權利，自應踐行正

當法律程序，諸如作成處分應經機關內部組成立場公正之委員會決議，處分

前並應給予受處分人陳述及申辯之機會，處分書應附記理由，並表明救濟方

法、期間及受理機關等，設立相關制度予以保障（釋491參照）。

1 最高行政法院93年度裁字第1261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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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事後得司法救濟，釋字第785號作成後已全面突破2

上榜模板

公務員對其所屬機關所為之不利措施得否提起救濟，本於憲法第16條有權利即
有救濟之意旨，公務人員與其服務機關或人事主管機關發生公法上爭議，認其

權利遭受違法侵害，或有主張權利之必要，自得按相關措施與爭議之性質，依

法提起相應之行政訴訟，並不因其公務人員身分而異其公法上爭議之訴訟救濟

途徑之保障。至是否違法侵害公務人員之權利，如屬顯然輕微之干預，即難謂

構成權利之侵害（釋785參照）。

4 相關實務見解

釋字第187號

公務人員依法辦理退休請領退休金，乃行使法律基於憲法規定所賦予

之權利，應受保障。其向原服務機關請求核發服務年資或未領退休金

之證明，未獲發給者⋯⋯得依法提起訴願或行政訴訟。

釋字第266號

1. 公務人員基於已確定之考績結果3，依據法令規定為財產上之請求

而遭拒絕者，影響人民之財產權⋯⋯得依法提起訴願或行政訴訟。

2. 至是否係基於已確定之考績結果所得為之財產上請求，係事實問

題，應就具體事件依法定程序認定之，不屬本件解釋範圍。

釋字第243號

中央或地方機關依公務人員考績法或相關法規之規定，對公務員所為

之免職處分，直接影響其憲法所保障之服公職權利，受處分之公務員

自得行使憲法第十六條訴願及訴訟之權。

釋字第298號

2 相關完整說明參照後續之第五章保障、第五節救濟途徑

3 實務見解進而認為，因考績所考核等級之不同，於受考核者之考績獎金固有影響，但因其
考績獎金之差異，乃直接基於考績等級之差異所致，若其未受較高等級之考績即無法享有
領取該等級考績獎金之權利，則其因考績之不同所致考績獎金之差額，即非釋字第266號
所稱「基於已確定之考績結果」，依法令規定所得為之財產上請求，自無從提起行政訴訟
（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裁字第830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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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改變公務員身分或對於公務員有重大影響之懲戒處分，受處分人

得向掌理懲戒事項之司法機關聲明不服，由該司法機關就原處分是否

違法或不當加以審查，以資救濟。

最高行政法院104年8月份第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1

憲法第18條所保障人民服公職之權利，包括公務人員任職後依法律晉

敘陞遷之權，為司法院釋字第611號解釋所揭示。而公務員年終考績法

律效果，除最近1年不得辦理陞任外，未來3年亦不得參加委任升薦任

或薦任升簡任之升官等訓練，於晉敘陞遷等服公職之權利影響重大。

基於憲法第16條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意旨，應無不許對之提起司法救濟

之理。

最高行政法院104年8月份第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2

甲由主管人員調任為同一機關非主管人員，但仍以原官等官階任用並

敘原俸級及同一陞遷序列，雖使其因此喪失主管加給之支給，惟基於

對機關首長統御管理及人事調度運用權之尊重，且依公務人員俸給法

第2條第5款規定，主管加給係指本俸、年功俸以外，因所任「職務」

性質，而另加之給與，並非本於公務人員身分依法應獲得之俸給，故

應認該職務調任，未損及既有之公務員身分、官等、職等及俸給等權

益，不得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救濟。

釋字第785號

1. 本於憲法第16條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意旨，人民因其公務人員身分，

與其服務機關或人事主管機關發生公法上爭議，認其權利遭受違法

侵害，或有主張權利之必要，自得按相關措施與爭議之性質，依法

提起相應之行政訴訟，並不因其公務人員身分而異其公法上爭議之

訴訟救濟途徑之保障。

2. 公務人員保障法第77條第1項、第78條及第84條規定，並不排除公

務人員認其權利受違法侵害或有主張其權利之必要時，原即得按相

關措施之性質，依法提起相應之行政訴訟，請求救濟，與憲法第16

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均尚無違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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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至是否違法侵害公務人員之權利，則仍須根據行政訴訟法或其他相

關法律之規定，依個案具體判斷，尤應整體考量行政機關所採取措

施之目的、性質以及干預之程度，如屬顯然輕微之干預，即難謂構

成權利之侵害。

四、考績被打丙等，得否提行政訴訟？

上榜模板

一、否定說

 有認為依過去有關公務員之釋憲實務，須足以改變公務員身分關係，或於

公務員權利有重大影響之處分，或基於公務員身分所產生之公法上財產請

求權，始可提行政訴訟（釋187、243、298參照）。考績丙等評定既未改

變公務員身分，或於公務員權益有重大影響，僅係管理措施，僅得依申

訴、再申訴程序救濟。

二、肯定說

 另有認為，基於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憲法原則，人民權利或法律上利益遭

受侵害時，必須給予向法院提起訴訟，不得僅因身分之不同即予以剝奪

（釋563、684、736、755參照）。故應揚棄「重大影響」標準，改採

「權益侵害」之標準，使考績考列丙等之公務員得提起行政訴訟。

三、小結

 本文認為，人民服公職權包含依法律包括依法律晉敘陞遷之權（釋字第

611參照），年終考績考列丙等之法律效果直接影響公務員晉敘陞遷等服

公職之權利，基於權利即有救濟之意旨，應得提起行政訴訟（104年8月

決議參照）。

實例演練  
．105地特三等廉政

公務員經評定年終考績列丙等，該公務員應如何尋求權益之保障救濟？



Chapter 4 考績
4-5

題型分析

本題在考很夯、近年都考不膩的104年8月決議。這種問題意識明確

之題目，答題層次就格外重要啦。第一段先寫出考績法施行細則第

25條，帶出公務人員保障法後，介紹實務見解下公務員對其所屬機

關所為之不利措施之救濟途徑。第二段切入本題爭點：年終考績被打

丙等，得否提行政訴訟？務必肯否二說併陳。最後一段再帶出本文見

解，也就是104年8月決議之結論。

答題大綱

該公務員應循復審、行政訴訟救濟

1 有權利即有救濟、不因公務人員身分而異其訴訟救濟途徑之保障

（釋字第785號）

2 保障法之救濟途徑、是否為行政處分之認定

3 年終考績被打丙等，得否提行政訴訟？

1.否定說（釋字第243、298號）

2.肯定說（釋字第563、684、736、755號）

4 本文見解（104年8月決議）

參考擬答

該公務員應循復審、行政訴訟救濟

1 受考人於收受考績通知書後，如有不服得依公務人員保障法提起救

濟（考績法施行細則第25條）。公務員對其所屬機關所為之不利措

施得否提起救濟，本於憲法第16條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意旨，公務人

員與其服務機關或人事主管機關發生公法上爭議，認其權利遭受違

法侵害，或有主張權利之必要，自得按相關措施與爭議之性質，依

法提起相應之行政訴訟，並不因其公務人員身分而異其公法上爭議

之訴訟救濟途徑之保障（釋字第785號參照）。

2 公務人員保障法設有兩種救濟程序，一為針對行政處分之復審（保

障法第25條以下），一為針對非行政處分之申訴、再申訴（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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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進階爭點─不服丙等考績，循序提起行政訴訟，應以何機關為被告？4

上榜模板

一、甲說─以銓敘部為被告

 公務人員考績之評定程序，依考績法第14條第1項規定，經由主管機關或

授權之所屬機關核定、銓敘部銓敘審定後，服務機關始得以書面通知受

考人，而對外發生法律上效果，是為二個機關本於各自職權，先後參與

4 最高行政法院107年9月份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法律問題：甲服務於A公務機關，
其年終考績經該機關考列丙等，送經主管機關核定、銓敘部銓敘審定後，A機關以考績
（成）通知書通知甲，甲不服丙等考績，循序提起行政訴訟，應以何機關為被告？

法第77條以下），故所爭執之行政行為性質上是否為行政處分，則

依行政處分之要件予以認定，若直接影響人民之權利義務，具法效

性，自屬行政處分。

3 本件公務員不服年終考績被打丙等，得否提行政訴訟？

1.有認為依過去有關公務員之釋憲實務，考績丙等評定既未改變公

務員身分，或於公務員權益有重大影響（釋字第243、298號參

照），僅係管理措施，僅得依申訴、再申訴程序救濟。

2.另有認為，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憲法原則不得僅因身分之不同即予

以剝奪（釋字第563、684、736、755號參照）。故應揚棄「重

大影響」標準，改採「權益侵害」之標準，使考績被打丙等之公

務員得提起行政訴訟。

4 本文認為，人民服公職權包含依法律包括依法律晉敘陞遷之權（釋

字第611號參照），年終考績考列丙等之法律效果直接影響公務員

晉敘陞遷等服公職之權利，性質屬行政處分，基於權利即有救濟之

意旨，應得提起復審、行政訴訟（最高行政法院104年8月決議參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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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成行政處分之所謂多階段行政處分。而具有行政處分性質者，則為後

階段之行為，係以主管機關核定為基礎，而由銓敘部審定完成之單一行

政處分。公務人員對於考績之審定處分如有不服，原則上應俟機關考績

案經主管機關核定，送銓敘部銓敘審定，並以書面通知受考人而對其發

生法律效果後，以銓敘部為被告機關，向管轄機關提起救濟。

二、乙說─以核定機關為被告

 一般受考人之考績係先由其主管評擬後，送請服務機關之考績會初核、

機關長官覆核，再由主管機關或授權之所屬機關核定，始送銓敘部銓敘

審定。銓敘部除有違反考績法情事外，並無變更權限。主管機關既執掌

核定權限，且對所屬機關有指揮監督權，另依考績法施行細則第22條之

規定可知，不服考績處分應以核定機關為被告。

三、小結─以服務機關為被告

 公務人員之考績係為維持主管長官指揮監督權所必要，屬於服務機關人

事高權之核心事項。又依考績法第14條第1項前段、第16條及同法施行細

則第13條第4項、第20條第1項規定，公務人員考績案雖須送銓敘部銓敘

審定，惟銓敘部縱發現有違反考績法規情事，應退還原考績機關另為適

法之處分，而無權逕行變更。再依最適功能理論，服務機關對於所屬公

務人員之任職表現最為清楚，由其應訴最為適當。足徵公務人員之考績

權限應歸屬於服務機關，銓敘部則有適法性監督之權限，其就考績案所

為之銓敘審定，核屬法定生效要件，並於服務機關通知受考人時發生外

部效力。

 從而，公務人員如單就年終考績評定不服，原則上應以服務機關為被

告；如對銓敘部基於掌理公務人員敘級、敘俸職權所為考績獎懲結果

（晉級、獎金、留原俸級）之銓敘審定不服，則應以銓敘部為被告（107

年9月決議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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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考績丁等、專案考績一次記二大過之相關考點

考績丁等、專案考績一次記二大過之法律效果為免職（考績§§7、8、

12）。因為法律效果直接剝奪人民之服公職權，非常嚴重，所以：

上榜模板

一、事前有法律保留，且為絕對法律保留，限於法律始得限制之

 行政機關依考績法對公務人員所為免職之懲處處分，限制其服公職權，實

質上屬於懲戒處分。其構成要件應由法律定之，方符法律保留原則（釋

491參照）。

 故考績法第6條第3項即規定得考列丁等之情形，復於第12條第3項規定得

一次記二大過之情形。

二、事中須踐行正當法律程序

 免職處分既係限制服公職權，自應踐行正當法律程序，諸如作成處分應

經機關內部組成立場公正之委員會決議，處分前並應給予受處分人陳述

及申辯之機會，處分書應附記理由，並表明救濟方法、期間及受理機關

等，又受處分之公務員既得提行政爭訟，則免職處分自應於確定後方得

執行（釋491參照）。

 故各機關對於公務人員之考績，應由主管人員評擬後遞送考績委員會初

核。考績委員會對於擬予考績列丁等及一次記二大過人員，處分前應給予

當事人陳述及申辯之機會（考績§14Ⅰ、Ⅲ）。考績列丁等或專案考績一

次記二大過免職者，應附記處分理由及不服處分者提起救濟之方法、期

間、受理機關等相關規定（考績細則§21Ⅲ）。考績應予免職人員，自確

定之日起執行（考績§18但書）。

三、事後得司法救濟

 對公務員所為之免職處分，將使其喪失公務員身分，直接剝奪其服公職

權，性質上屬行政處分，受處分之公務員自得於提復審後，再提行政訴

訟救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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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例演練  
．103地特法律廉政四等

對於擬考列丁等之公務人員，應給予何種正當法律程序之保障？公務人員

對丁等考績之評定，得如何救濟？

題型分析

本題問題意識明確，故答題層次須格外分明。首先須交代考績丁等之

法律效果為免職，才能接到後續釋憲實務所要求之正當法律程序、應

給予司法救濟。正當法律程序部分，應先交代釋字第491號所要求之正

當法律程序，再具體交代實體法上如何實踐，前後呼應。司法救濟部

分，帶出釋字第785號，定性為行政處分後，並加以涵攝即可。

答題大綱

本件應踐行之正當法律程序為公正之委員會、陳述意見之機會、處分附

記理由、救濟之教示。對丁等考績之評定得依復審、行政訴訟救濟之

1 考績丁等之法律效果

2 事中須踐行正當法律程序

1.釋憲實務要求之正當法律程序（釋字第491號）

2.實體法之規定

3 事後得司法救濟

1.有權利即有救濟、不因公務人員身分而異其訴訟救濟途徑之保

障（釋字第785號）

2.保障法之救濟途徑、是否為行政處分之認定

3.涵攝

參考擬答

本件應踐行之正當法律程序為公正之委員會、陳述意見之機會、處分附

記理由、救濟之教示。對丁等考績之評定得依復審、行政訴訟救濟之

1 考績丁等之法律效果為免職（公務人員考績法第7條第1項第4款、第

8條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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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事中須踐行正當法律程序

1.免職處分既係限制服公職權，自應踐行正當法律程序，諸如作成

處分應經機關內部組成立場公正之委員會決議，處分前應給予陳

述及申辯之機會，處分書應附記理由，並表明救濟方法、期間及

受理機關等，又受處分之公務員既得提行政爭訟，則免職處分自

應於確定後方得執行（釋字第491號參照）。

2.故各機關對於公務人員之考績，應由主管人員評擬後遞送考績委

員會初核。考績委員會對於擬予考績列丁等之人員，處分前應給

予陳述及申辯之機會。考績列丁等者，應附記處分理由、提起救

濟之方法、期間、受理機關等相關規定。考績應予免職人員，自

確定之日起執行（考績法第14條第1、3項、第18條但書、考績法

施行細則第21條第3項參照）。

3 事後得司法救濟

1.本於憲法第16條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意旨，公務人員與其服務機關或

人事主管機關發生公法上爭議，認其權利遭受違法侵害，或有主張

權利之必要，自得按相關措施與爭議之性質，依法提起相應之行政

訴訟，並不因其公務人員身分而異其公法上爭議之訴訟救濟途徑之

保障（釋字第785號參照）。

2.公務人員保障法設有兩種救濟程序，一為針對行政處分之復審（保障

法第25條以下），一為針對非行政處分之申訴、再申訴（保障法第

77條以下），故所爭執之行政行為性質上是否為行政處分，則依行

政處分之要件予以認定，若直接影響人民之權利義務，具法效性，

自屬行政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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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公務人員因考績事件所提再申訴案，經保訓會決定撤銷，得由服務機關另

為適法之評定？5

上榜模板

保訓會所為保障事件之決定確定後，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力（保障§91Ⅰ
前段）。所稱「拘束之效力」，若係指摘法律見解適用錯誤，服務機關應受拘

束。如係指摘事件之事實尚欠明瞭，應由被告機關調查事證另為處分時，該機

關倘重為調查結果認定之事實，認前處分適用法規並無錯誤，得維持已撤銷之

前處分見解（釋368參照）。
平時考核之獎懲，於年終考績時，併計成績增減總分（考績§12條、考績細則
§16）。保訓會若撤銷發回由服務機關另為適法之評定。參酌前開解釋意旨，
因事實認定錯誤而應由服務機關調查事證另為評定時，該機關即應依再申訴決

定意旨，本於職權調查事證。倘經服務機關依考績法等相關規定，以平時考核

為依據，就再申訴人工作、操行、學識、才能等四項評分，重為調查結果，仍

得維持已撤銷之前評定。

5 保訓會公保字第0960003010號函。

3.本件對公務員所為之免職處分將使其喪失公務員身分，直接剝奪其服

公職權，性質上屬行政處分，該公務員自得循序提復審、行政訴訟

救濟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