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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1 適用對象

壹、概說─須為任用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1項所稱之公務人員1

考績法未明文規定適用對象之範圍未明文規定適用對象之範圍，惟法條用語既曰「公務人員」，實務

上即認為須為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1項所稱之公務人員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細則第2條第1項所稱之公務人員，始有考績

法之適用。有關公務人員晉陞官職等者，當以依任用法律銓敘資格後，再採其

任職期間考績等次，始得據以辦理。

政務人員並非任用法施行細則所稱之公務人員，並無考績法之適用，常務常務

人員尚無法採計曾任政務人員年資取得升任高一職等任用資格人員尚無法採計曾任政務人員年資取得升任高一職等任用資格。

貳、派用人員準用考績法（考績§21）

參、不受任用資格限制人員，得參照考績法（考績§22）

肆、教育人員、公營事業人員另以法律定之（考績§23）

伍、小結2

公務人員考績法之適用對象，為依任用法所任用之公務人員、依派用人員

派用條例所派用之人員（考績§21），以及各機關參照該法規定辦理考成之不

受任用資格限制人員及其他不適用該法考績人員（考績§22）。

須注意者，依法權理人員依法權理人員，以經銓敘部依其所具任用資格銓敘審定之職銓敘審定之職

等等，參加考績。調任同官等內低職等職務，仍以原職等任用人員仍以原職等任用人員，以原職等原職等參

加考績（考績細則§8）。

1 銓敘部89銓四字第1939501號書函。
2 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判字第54號判決。



公務員法

上榜模板
4-4

S
e

ct
io

n 2 考績原則

壹、概說3

依考績法第2條，可知考績之目的，旨在透過準確客觀之考核，以發揮獎優

汰劣、信賞必罰之功能。

所稱準確客觀之考核，服務機關對於據為考績（成）之具體事蹟，應詳為應詳為

調查後再為考評調查後再為考評，並應備置詳載詳載受考人工作、操行、學識、才能工作、操行、學識、才能等4項優劣事實

之平時成績考核紀錄表及公務人員考績表，並綜合上開工作等4項及加計受考人

平時考核獎懲增減分數後，予以評分。

考績之比較範圍，除機關首長由上級機關長官考績外，其餘人員應以同官同官

等等為考績之比較範圍（考績§9）。

貳、有關公務人員考績法所稱「機關」認定標準？4

按行政程序法第2條及實務見解，行政組織是否屬「行政機關」，應以其設

置之目的是否在於從事公共事務及是否具有特定權限為判準，輔以其是否具有

單獨法定地位為參考。另得就考績法所定「機關」之性質及作用另為不同之認

定標準，或於考績法中為不同之規定。

參、事後知悉原考績評定有違誤情事，應重行審究5

現職或退離公務人員於任職期間涉入重大弊案，經檢察官向法院聲請羈押

在案，以其違法失職行為，嚴重影響政府及機關聲譽，是為回歸考績綜覈名回歸考績綜覈名

實、信賞必罰之立法意旨實、信賞必罰之立法意旨，同時顧及社會觀感，各機關如於事後知悉事後知悉受考人之

違法失職行為，仍宜依考績法第2條，重行審究受考人違法失職行為各該年度之重行審究受考人違法失職行為各該年度之

考績及一次記二大功專案考績，或於知悉時處以適當之懲處考績及一次記二大功專案考績，或於知悉時處以適當之懲處，以維護公務人員

之廉能官箴。

3 整理自人事行政局局企字第0970009371號函；銓敘部88臺甄五字第1828913號函、部銓三
字第1064272217號函。

4 整理自法務部法律字第10703517880號函。
5 整理自銓敘部部法二字第10136445122號函、部法二字第1054140096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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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言之，各機關如嗣後知悉受考人過去違法失職之行為，對於受考人尚在尚在

懲處權行使期間懲處權行使期間之違法失職行為課予懲處，而該等懲處係作為懲處當年度考績

之評擬依據，合於考績法制規定；對於案情重大、嚴重傷害政府信譽且深受社

會關注者，機關若經查證屬實且在懲處權行使期間若經查證屬實且在懲處權行使期間，本於權責撤銷其各該年度

之考績，亦非法所不許；惟機關撤銷重辦受考人已核定之考績，仍應適用行政適用行政

程序法第121條第1項程序法第121條第1項規定，於知有撤銷原因時起2年內知有撤銷原因時起2年內為之。

基於一事不二罰原則，機關對於受考人違失事實發生年度之考績，仍應綜仍應綜

合衡量其年度內之平時考核紀錄及獎懲或其他具體事蹟合衡量其年度內之平時考核紀錄及獎懲或其他具體事蹟，評定適當考績等次，

不宜逕以其有應受懲處事由為由，據以評定考績等次據以評定考績等次，如受考人違失行為及獎

懲非屬同一年度時，應避免重複考評，亦即有關公務人員獎懲案件之生效日期

與獎懲事實非為同一年度者，其平時考核增減分數之計算，仍應以獎懲案件發仍應以獎懲案件發

布生效之考績年度為準布生效之考績年度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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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3 考績之區分

壹、概說（考績§3）6

現行考績制度將任滿一整年任滿一整年之公務員考績分為「專案考績」及「年終考

績」兩種，二者都是針對「一定的事實」所為的一種評價。專案考績是針對特針對特

定「重大功過」行為所為之評價定「重大功過」行為所為之評價（另見考績§12），其結果若屬有功行為，則

「一次記二大功，晉本俸一級，並給與一個月俸給總額獎金」；若屬重大過失

行為，則「一次記二大過者，免職。」。至於年終考績的評價，亦係針對特定

事實的評價，只是此一事實係指「一整年期間公務員在工作、操行、學識、才「一整年期間公務員在工作、操行、學識、才

能等項目上所呈現出來的事實」能等項目上所呈現出來的事實」。評價結果分為甲、乙、丙、丁四等甲、乙、丙、丁四等，各等第

考評即發生考績法第7條所示各該等第之法律效果。

公務人員考績之區分與獎懲如下：

考績種類

（考績§3）
年終考績 另予考績 專案考績

應予考績之

公務人員

任現職滿1年者（考績

§4Ⅰ前段）

於同一考績年度內，

任職不滿1年，而連續

任職已達6個月者（考

績§3②）
平時有重大功過時

（考績§3③）
任現職不滿1年者（考績

§4Ⅰ後段）：均以調任

並繼續任職者為限

同一年度以辦理一次

為 限 （ 考 績 細 則

§7Ⅳ）轉任公務人員者（考績

§4Ⅱ）

6 最高行政法院104年8月份第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2研究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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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以平時考核為依據（考

績 § 5 、 考 績 細 則

§3Ⅰ）

適用年終考績之規定

（考績細則§7Ⅰ）

評分方式

於年終考績時，併計成

績增減總分。平時考核

獎懲得互相抵銷（考績

§12Ⅰ①）

考績評分限制（考績

§13）

何時辦理

原則：年終辦理（考績

細則§2Ⅰ）

原則：年終辦理（考

績細則§7Ⅱ前段）

有重大功過時（考

績§12Ⅰ②）例外：得延展（考績細

則§2Ⅰ）

例外：隨時辦理（考

績細則§7Ⅱ後段、

Ⅲ）

再例外：年終辦理

（考績細則§7Ⅴ）

獎懲種類

●	不得考列甲等之情形

（考績細則§4Ⅲ）

●	得考列丁等之情形

（考績§6Ⅲ）

●	累積達二大過：丁等

（考績§12Ⅰ①）

●	一 次記二大功

（ 考 績 細 則

§14Ⅰ、Ⅱ）

●	不得一次記二大

過之情形（考績

§12Ⅲ）

獎懲效力

●	甲、乙等：晉敘俸級

（考績§7、10、考

績細則§11）

●	丙等：留原俸級（考

績§7）

●	丁等：免職（考績

§7）

●	甲、乙等：給予一

次 性 獎 金 （ 考 績

§8）

●	丙 等 ： 不 予 獎 勵

（考績§8）

●	丁等：免職（考績

§8）

●	一次記二大功：

晉敘俸級（考績

§12Ⅰ②	⑴）

●	一次記二大過：

免 職 （ 考 績

§12Ⅰ②	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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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終考績一、年終考績7

11 概說 概說
 年終考績係指各官等人員，於每年年終考核其當年一至十二月當年一至十二月任職期間之

成績（考績§3Ⅰ）。所以想拿到年終考績，一定要當年一至十二月做好
做滿，少一天都不行，否則只能走第2款的另予考績。

 考績年度內任職期間之計算，以月計之。公務人員調任現職調任現職，經銓敘審定合

格實授，除12月2日以後由其他機關調任現職者12月2日以後由其他機關調任現職者，由原任職機關原任職機關以原職務辦

理考績外，於年終最後任職機關年終最後任職機關參加考績時，應由考績機關向受考人原任職向受考人原任職

機關，調取機關，調取平時考核紀錄及其他相關資料，評定成績（考績細則§2Ⅱ）。
至原經銓敘審定先予試用人員，於12月2日以後調任其他機關，當年於新任當年於新任

職機關始銓敘審定合格實授者職機關始銓敘審定合格實授者，應由新任職機關新任職機關辦理當年度考績。

22 應予考績之公務人員 應予考績之公務人員

1. 任現職滿一年者1. 任現職滿一年者

 任現職經銓敘審定合格實授至年終滿一年者現職經銓敘審定合格實授至年終滿一年者，予以年終考績（考績

§4Ⅰ前段）。

2. 任現職不滿一年者2. 任現職不滿一年者

⑴ 如係升任高一官等職務任高一官等職務，得以前經銓敘審定有案之低一官等職務合合

併計算併計算，辦理高一官等高一官等之年終考績（考績§4Ⅰ中段）。

⑵ 如係調任同一官等或降調低一官等職務調任同一官等或降調低一官等職務，得以前經銓敘審定有案之

同官等或高官等職務合併計算，辦理所敘官等職等所敘官等職等之年終考績。但

均以調任並繼續任職者調任並繼續任職者為限（考績§4Ⅰ後段）。

3. 轉任公務人員者3. 轉任公務人員者

 具有公務人員任用資格之政務人員、教育人員或公營事業人員轉任公轉任公

務人員，經銓敘審定合格實授者務人員，經銓敘審定合格實授者，其轉任當年未辦理考核及未採計提

敘官職等級之年資，得比照前項經銓敘審定合格實授之年資，合併計

算參加年終考績（考績§4Ⅱ）。

33  年終考績之依據年終考績之依據

 年終考績應以平時考核平時考核為依據，平時考核應綜合其工作、操行、學識、工作、操行、學識、

才能才能四項予以評分。其中工作占考績分數百分之六十五；操行占考績分

7 銓敘部部銓一字第096274793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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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百分之十五；學識及才能各占考績分數百分之十（考績§5、考績細則
§3Ⅰ）。

44  何時辦理何時辦理──原則年終辦理，例外得延展原則年終辦理，例外得延展

 公務人員年終考績，於每年年終每年年終辦理，其確有特殊情形不能如期辦理者特殊情形不能如期辦理者，

得由考績機關函經銓敘部同意銓敘部同意展期辦理。但以不逾次年六月底不逾次年六月底為限（考績

細則§2Ⅰ）。

二、另予考績二、另予考績

11 概說 概說
 另予考績係指各官等人員，於同一考績年度同一考績年度內，任職不滿一年，而連續連續

任職已達六個月者任職已達六個月者辦理之考績（考績§3②）。可知限於「同一考績年度
內」、「而連績任職已達六個月者」。惟在同一考績年度內已辦理另予

考績之人員，其任職至年終達六個月者，不再辦理不再辦理另予考績（考績細則

§7Ⅳ）。亦即同一年度以辦理一次為限。
22 另予考績之依據 另予考績之依據
 辦理另予考績之項目、評分比例、考績列等標準及考績表等，均適用年終年終
考績考績之規定（考績細則§7Ⅰ）。

33 何時辦理 何時辦理

1. 原則原則──年終辦理年終辦理（考績細則§7Ⅱ前段）

2. 例外例外──隨時辦理隨時辦理

⑴ 因撤職、休職、免職、辭職、退休、資遣、死亡或留職停薪期間考考

績年資無法併計者績年資無法併計者，應隨時辦理（考績細則§7Ⅱ後段）。

⑵ 經銓敘部銓敘審定合格實授，復應其他考試錄取，於分配實務訓練復應其他考試錄取，於分配實務訓練

期間未占缺或未具占缺職務任用資格者期間未占缺或未具占缺職務任用資格者，其當年原職之另予考績，

應隨時辦理（考績細則§7Ⅲ）。

3. 再例外3. 再例外──年終辦理年終辦理

 轉任教育人員、公營事業人員或其他公職者，如其轉任前之年資，未如其轉任前之年資，未

經所轉任機關併計辦理考績、考成或考核者經所轉任機關併計辦理考績、考成或考核者，應由轉任前之機關予以

查明後，於年終辦理另予考績（考績細則§7Ⅴ）。

三、專案考績三、專案考績

係指各官等人員，平時有重大功過重大功過時，隨時辦理隨時辦理之考績（考績§3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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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因案停職人員，在停職中得否依考績法發布其一次記二大功
辦理專案考績？8

上榜模板

實務見解認為，其專案考績應否辦理，應視前後所發生之獎懲事由有無關聯應視前後所發生之獎懲事由有無關聯為

斷，如記大功兩次之事蹟與停職之案情無關無關者，為免拖延時日，應不待後案結應不待後案結

束即辦理束即辦理，如前後兩案事由互有關聯互有關聯則應俟案情結束後併辦案情結束後併辦。

若於停職期間停職期間所為一次記二大功事蹟，因停職期間所為職務上行為不生效力因停職期間所為職務上行為不生效力，

當不發生一次記二大功辦理專案考績，及晉敘俸級、發給獎金之問題。

參、公務人員因個人因素辦理留職停薪，應如何辦理考績？9

上榜模板

舊實務見解認為，以留職停薪人員，除應徵入伍服兵役、因公借調、奉派國外除應徵入伍服兵役、因公借調、奉派國外

協助友邦工作等可視為繼續任職，辦理當年度年終考績外協助友邦工作等可視為繼續任職，辦理當年度年終考績外，以其他事由辦理留

職停薪人員，均視其年資中斷，得辦理另予考績，同一年度並以辦理一次為

限。不過後來實務就「應徵入伍服兵役」部分變更見解認為，以服兵役留職停以服兵役留職停

薪人員，在營期間並未具有任職事實薪人員，在營期間並未具有任職事實，不符公務人員考績法第4條第1項之規
定，準此，公務人員依法應徵服兵役留職停薪期間，不得參加年終考績不得參加年終考績。

實例演練 	
．101普考法律廉政

A大學畢業，應民國98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財經政風類科考試及

格，於99年3月1日99年3月1日分發B機關任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職務，嗣後A於

100年6月1日100年6月1日辭職，問：1B機關是否要對A辦理考績？

題型分析

A於99年度任職十個月，100年度任職五個月，在考什麼很清楚惹吧？

就是年終考績跟另予考績之要件。想拿到年終考績，一定要當年一至

十二月做好做滿，少一天都不行，否則只能走第2款的另予考績。又另

8 銓敘部85臺甄二字第1377753號函。
9 整理自銓敘部87臺甄甄五字第1673352號書函、九十銓五字第2044255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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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考績限於「同一考績年度內」、「而連績任職已達六個月者」者，

故A僅得辦理99年度之另予考績。若A另有重大功過時，亦得辦理專案

考績。

答題大綱

1	B機關應對A辦理另予考績，若平時有重大功過，亦應辦理專案

考績

1.	年終考績、另予考績、專案考績之要件

2.	涵攝：不得辦理年終考績，但應辦理99年度之另予考績

3.	涵攝：專案考績

參考擬答

1	B機關應對A辦理另予考績，若平時有重大功過，亦應辦理專案考績

1.公務人員考績之考績分別有年終考績、另予考績、專案考績（公

務人員考績法第3條參照）。年終考績係指每年年終考核其當年一當年一

至十二月至十二月任職期間之成績；另予考績係指同一考績年度內同一考績年度內，任職

不滿一年而連續任職已達六個月連續任職已達六個月者辦理之考績；專案考績係指平平

時有重大功過時時有重大功過時，隨時辦理之考績。

2.本件A於99年3月1日到100年6月1日任職於B機關，99及100年均

不符「當年一至十二月任職期間」之年終考績要件不符「當年一至十二月任職期間」之年終考績要件，故不得辦理

年終考績。又A於99年已連續任職達六個月於99年已連續任職達六個月，故應辦理99年度之

另予考績，100年度任職因未達六個月，不得辦理。

3.若A於99、100年另有重大功過時，亦應辦理專案考績，併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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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年終考績之種類與獎懲效果

一、平時考核一、平時考核

平時考核之獎勵分嘉獎、記功、記大功嘉獎、記功、記大功；懲處分申誡、記過、記大過申誡、記過、記大過。於

年終考績時，併計成績增減總分併計成績增減總分。平時考核獎懲得互相抵銷得互相抵銷，無獎懲抵銷

而累積達二大過者累積達二大過者，年終考績應列丁等丁等（考績§12Ⅰ①）。

平時考核記大功、記大過之標準如下（考績細則§13Ⅰ）：
1 有下列情形之一，一次記一大功：

1. 執行重要命令，克服艱難，圓滿達成使命者。

2. 辦理重要業務，成績特優或有特殊績效者。

3. 搶救重大災害，切合機宜，有具體效果者。

4. 對於重大困難問題，提出有效方法，順利予以解決者。

5. 在惡劣環境下，盡力職務，圓滿達成任務者。

2 有下列情形之一，一次記一大過：

1. 處理公務，存心刁難或蓄意苛擾，致損害機關或公務人員聲譽者。

2. 違反紀律或言行不檢，致損害公務人員聲譽，或誣陷侮辱同事，有確

實證據者。

3. 故意曲解法令，致人民權利遭受重大損害者。

4. 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貽誤公務，導致不良後果者。

5. 曠職繼續達二日，或一年內累積達五日者。

所稱平時考核獎懲得互相抵銷，指嘉獎、記功、記大功與申誡、記過、記

大過得互相抵銷。又嘉獎三次作為記功一次；記功三次作為記一大功；申

誡三次作為記過一次；記過三次作為記一大過（考績細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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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終考績之等級二、年終考績之等級10

1 年終考績以一百分為滿分，分甲、乙、丙、丁四等，各等分數如左（考績
§6）：

1. 甲等：八十分以上。

⑴ 概說⑴ 概說

 公務人員年終考績，應就考績表按項目評分，除本法及本細則另有

規定應從其規定者外，須受考人在考績年度內考績年度內具有特殊條件特殊條件11各目之

一或一般條件一般條件12二目以上二目以上之具體事蹟具體事蹟，始得評列甲等。因特殊條件或

一般條件各目所列優良事蹟，而獲記功一次以上之獎勵者，該優良

事蹟，與該次記功一次以上之獎勵，於辦理年終考績，應擇一採認應擇一採認

（考績細則§4Ⅰ、Ⅱ）。故各機關受考人如以同一事由獲頒功績或

楷模獎章及記功以上之獎勵時，於辦理考績時，僅得擇一採認。

 須注意者，政務人員不適用公務人員考績法予以獎勵，故公務人員

於任政務職務期間，所具之獎勵事實優良事蹟，自不得於其調任事

務職務後，追認辦理發布。

10 銓敘部85臺甄四字第1393003號函、部法二字第0993282086號函。
11 特殊條件：1因完成重大任務，著有貢獻，獲頒勳章者。2依獎章條例，獲頒功績、楷模
或專業獎章者。3依本法規定，曾獲一次記一大功，或累積達記一大功以上之獎勵者。4
對本職業務或與本職有關學術，研究創新，其成果獲主管機關或聲譽卓著之全國性或國際
性學術團體，評列為最高等級，並頒給獎勵者。5主辦業務經上級機關評定成績特優者。
6對所交辦重要專案工作，經認定如期圓滿達成任務者。7奉派代表國家參加與本職有關
之國際性比賽，成績列前三名者。8代表機關參加國際性會議，表現卓著，為國爭光者。
9依考試院所頒激勵法規規定獲選為模範公務人員或獲頒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者。

12 一般條件：1依本法規定，曾獲一次記功二次以上，或累積達記功二次以上之獎勵者。2
對本職業務或與本職有關學術，研究創新，其成果經權責機關或學術團體，評列為前三
名，並頒給獎勵者。3在工作或行為上有良好表現，經權責機關或聲譽卓著團體，公開表
揚者。4對主管業務，提出具體方案或改進辦法，經採行認定確有績效者。5負責盡職，
承辦業務均能於限期內完成，績效良好，有具體事蹟者。6全年無遲到、早退或曠職紀
錄，且事、病假合計未超過五日者。7參加與職務有關之終身學習課程超過一百二十小
時，且平時服務成績具有優良表現者。但參加之課程實施成績評量者，須成績及格，始得
採計學習時數。8擔任主管或副主管職務領導有方，績效優良者。9主持專案工作，規劃
周密，經考評有具體績效者。0對於艱鉅工作，能克服困難，達成任務，有具體事蹟，經
權責機關獎勵者。q管理維護公物，克盡善良管理職責，減少損害，節省公帑，有具體重
大事蹟，經權責機關獎勵者。w辦理為民服務業務，工作績效及服務態度良好，有具體事
蹟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