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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休職與停職的區別  

 劉昊洲 

休職，係公務員因違法、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經監察院或主管機關移

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議後，核予休其現職的懲戒處分。雖然公務員在休職期間

仍保有身分，但不得執行職務，亦停發其俸(薪)給；休職期滿，則許其復職。 

    停職，係公務員因違失情節重大，而有暫時離開職務之必要時，得由主

管機關令其停止職務的暫時性與持續性處分。大致上可分為免職確定前的停職處

分與重大事件待調查的停職處分兩種，在停職期間，公務員一樣保有身分，但不

得執行職務，惟得依法支領半數本俸。停職原因消滅或被救濟機關撤銷者，亦准

其復職。 

由上可知，休職與停職二者俱是影響公務人員重大權利的事項，屬重大的人

事處分行為。受休職處分或停處分的公務員，雖仍保有、身分，但不得執行職務，

其外形儘管相似，但其實質卻有諸多不同。茲就二者之區別，扼要說明如下： 

  （一）處分依據不同：休職處分的唯一法律依據是《公務員懲戒法》。依

民國 104 年 5月修正公布之該法第 9 條規定，公務員懲戒處分計有 9 種，即：

免除職務、撤職、剝奪、減少退休（職、伍）金、休職、降級、減俸、罰款、記

過、申誡。其處分係由重而輕排列，休職處分算是較重之處分。停職處分的依據，

除《公務員懲戒法》第 4 條規定之職務當然停止，及第 5 條規定之先行停止其

職務等兩種情形外，《公務人員考績法》第 18 條亦有先行停職規定，《公務員服

務法》第 13 條則有應先行撤職之規定（依司法院 37 年院解字 4017 號 解釋

乃先行停職之意）。至於《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10 條、第 11 條除宣示停職法

定主義外，主要規定停職事由消滅或經撤銷時如何復職的程序，及視為辭職的情

形。顯然可知，休職與停職的法律依據有所不同。 

  （二）處分性質不同：休職處分係由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所作成，「只此一

家，別無分號」，既是處罰，屬懲戒處分，也是確定處分，係國家司法權的行使。

停職處分乃暫時性的行政處分，其本身不具處罰性質；係因涉重大違法違紀事由，

為調查事實、維護官箴或避免影響公正起見，由主管機關令其暫時離開職務，乃

行政權的作用，核屬對該公務員不利的行政處分。就處分性質而言，休職與停職

顯然有別。  

（三）休停期間不同：休職處分是確定處分與終局處分，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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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休職處分之決定時，必同時宣告其休職期間。在《公務員懲戒法》104 年 5 月

修正公布前，明定其期間為六個月以上；在修正公布後，除維持低限為六個月以

上外，亦明定上限為三年以下。停職處分只是暫時性處分與中間處分，停職期間

之長短，除被救濟機關撤銷者外，主要視後面之確定處分而定，短則數天，長則

數年之久，其期間沒有限制，也無法確定。兩者關於休停期間之規定，明顯不同。 

（四）俸給待遇不同：休職人員於休職期間，《公務員懲戒法》明定停發其

俸（薪）給，並不得申請退休、退伍或在其他機關任職。停職人員於停職期間雖

不執行職務，但依《公務人員俸給法》第 21 條規定，得發得給半數之本俸（年

功俸）；嗣後准予復職人員，尚可申請補發另一半未領之本俸（年功俸）。就休停

期間之俸給待遇而言，兩者自有不同。 

（五）結果發展不同：休職期滿，許其回復原職務或相當之其他職務，此為

《公務員懲戒法》第 14 條所明定；惟如未於期限內依規定申請復職，經查催後

仍未依限報到復職者，則準用《公務人員保障法》之規定，視為辭職。至於停職，

其最後結果有三種，一是撤職或免職（含免除職務），二是准予復職（含休職處

分期滿後復職之情形），三是視為辭職。在公務員停職事由消滅或經救濟機關撤

銷者，始能復職；惟如未於期限內依規定申請復職，經查催後仍未依限報到復職

者，亦將視為辭職。休職處分與停職處分的結果發展，明顯有距。 

（六）事後效果不同：休職期滿許其復職人員，自復職之日起，二年內不得

晉敍、陞任或遷調主管職務；此一規定，雖與休職之事實狀態，在執行時間上有

先後之別，但都是休職 懲戒的重要內容，也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至於停職事

由消滅或經救濟機關撤銷而復職之人員，則無此項限制規定。顯然就復職後的效

果言之，兩者並不相同。 

簡要之，休職與停職之外形雖然極為相似，兩者皆仍保有身分，但不得執行

職務。不過若就實質內涵而言，兩者在處分依據、處分性質、休停期間、俸給待

遇、結果發展與事後 效果等六方面，明顯有別。我輩公務員自應明辨，不可不

察。 

                ──作者：考試院保訓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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蠻幹手段逼房客搬遷，房東招來刑責! 

 葉雲鵬 

今年初有新聞報導：基隆市一位藍姓男子，前年與謝姓女子簽訂租約，將

位於暖暖區一幢公寓的一樓和地下室，以每月租金新臺幣一萬二千元出租給謝

女居住，租期一年。謝女與家人一共六口遷入後，發現房屋破損，不堪居住。

要求房東藍男修繕，藍男卻不理會。謝女便以拒繳租金為手段，想逼迫房東修

理房屋，藍男要求謝女遷出，謝女也相應不理。雙方都不按照民法債編所訂的

有關房屋租賃契約的法律規定行事，各自憑著個人的意思蠻幹。房東對付房客

不照約定繳納房租所使出的手段，是不管出租給謝女的房屋內有沒有人在使用，

去年的一月三十一日招來鎖匠在出租房屋的大門和地下室出入的門，裝上四組

鎖扣，然後將這些門鎖住，使房客和家人無法進出。謝女與家人被困在承租的

屋內達十六小時之久，經過報警，請來鎖匠開鎖後才恢復出入。不料兩天後藍

姓房東又重使故技，換了新鎖再度將門鎖上，並將屋內電源切斷。謝女又再報

警，經鎖匠開鎖後才脫困。謝女因房東一而再的鎖門並斷電，她的家人中有人

患有氣喘病。必須插電用霧化器幫助呼吸。斷電致使患病的家人生命陷入危險。

因此出面控訴房東「妨害自由」與「殺人未遂」。案件經過檢察官偵查後，認

為藍男鎖門，只是想阻止房客繼續居住，並無「殺人」的故意！因而就「殺人

未遂」部分，對藍男為不起訴處分，只對他鎖門的行為，以「妨害自由」的罪

名提起公訴。 

房屋所有人對於自己的房屋，依《民法》物權編的規定，本來就有使用收

益的權利，想怎麼使用就怎麼使用，不想使用「鐵將軍」，任門把閒置，也是

他的權利，他人不能橫加干涉。因為這都屬於房屋所有權人權利範圍的事，但

一將房屋出租他人，承租人依據與房東簽訂的「租賃契約」，就有使用承租範

圍內房屋 的權利。就算是房東，沒有正當理由也不可擅自踏入一步。 

什麼是《民法》所稱的「租賃」呢？依這法債編第二章「各種之債」的第

五節「租賃」中的第四百二十一條賦予的立法定義：是指：「當事人約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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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以物租與他方使用收益，他方支付租金之契約。」法條中所稱的「物」，依

總則編的第六十六條規定，指的是「土地與定著物」的不動產，以及不動產的

出產物，尚未與土地分離者，屬於不動產的部分，與第六十七條所定，除不動

產以外的物，都為「動產」。房屋便是定著在土地上的「不動產」，可以作為出

租標的物，房屋一旦與人簽訂了租賃契約以後，俗稱為房東的「出租人」，以

及俗稱為房客的「承租人」，在租賃契約所定的有效期限中，雙方都要受到契

約的拘束，除契約有特別約定以外，必須遵照法律所定的契約效力行事，不容

許任何一方用橫蠻的手段脅迫他方行無義務的事。 

房東依《民法》第四百二十三條的規定：「應以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的租

賃物，交付承租人，並應於租賃關係存續中，保持其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

態。」這是法律所定出租人應有的義務。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條又規定：「租賃

物如果是房屋或其他供居住之處所者，如有瑕疵，危及承租人或其同居人之安

全或健康時，承租人雖於訂約時已知其瑕疵，或已拋棄其終止契約之權利，仍

得終止契約。」房客在終止租賃契約後，因與房東已無租賃關係，就得自行搬

家。租賃的房屋發生的瑕疵，如果未達到上述法條所定的程度，房東依同法第

四百二十九條的規定，除契約另有訂定或另有習慣外，負有修繕的義務，租賃

關係存續中，租賃物如有修繕的必要，應由房東負擔者，房客依第四百三十條

規定：得定相當期限，催告房東修繕，房東未在期限內修繕時，房客得終止契

約或自行修繕而請求房東償還支出的修繕費用或於租金中逕行扣除。 

房客與房東訂了租賃契約以後，支付約定的租金是房客的主要義務，應付

的租金如有遲延，依第四百四十條第一項、第二項的規定，房東得定相當期限，

催告房客給付租金，房客不在房東所定催告期限內給付積欠的租金，如果欠租

金額達到二個月以上，房東這時可以終止契約。租賃契約終止後，房東就沒有

義務讓房客繼續使用房屋，馬上可以向法院起訴請求房客遷讓房屋與給付積欠

的租金，以及終止租賃契約後繼續使用房屋到交還房屋為止，相當於租金數額

的損害金。 

房客如果不自動遷出及交付所欠的租金與損害金，房東可以憑著法院的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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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判決作為執行名義，先行墊繳一筆該由債務人負擔繳歸法院的「執行費」，

向當地的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聲請「強制執行」，強制賴著不搬的房客搬離與

給付判決書上記載准許執行的租金與損害金。照著法律規定的步驟來走，不論

是房東不修房屋，或者是房客欠租不付，都可一步一步地把問題解決！犯不著

憋住一肚火氣去蠻幹。結果不但問題無法解決，反要負起刑事責任。新聞報導

中沒有指出觸犯的刑事法條，只提到「妨害自由」的罪名，就房東鎖門使人無

法出入的行為來看，已構成刑法第三百零二條第一項「以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

動自由」的犯罪，這罪最重的法定本刑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並不算輕！放著

可以合法解決的途徑不走，用「蠻幹」手段換來刑責，真是何苦呢！ 

──作者曾任最高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案例介紹-台水前老董徐享崑 涉收賄判 8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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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自來水公司前董事長徐享崑十年前由前總統陳水扁親家黃百祿牽線，

接受金棠科技業者葉信村五百萬元賄款，讓葉承包台水近十億元的工程「起死

回生」，通過驗收取得工程款；台中地院昨判徐八年徒刑，並追繳貪汙所得。 

為杜絕過去「收錢有罪，送錢沒事」的不良社會現象，四年前修法增訂「不

違背職務行賄罪」。台中地檢署主任檢察官洪家原表示，本案發生在修法前，

只起訴徐享崑（六十一歲），黃居中奔走及葉行賄徐的部分，無刑事責任，因

此未起訴。 

判決指出，金棠公司二○○二年以九億六千九百五十七萬元標得台水拷潭

及翁公園淨水場增設高級淨水處理設備工程，完工後兩度整體測試運轉，都被

台水判定不合格。台水二○○五年五月寄發存證信函通知金棠解約，金棠若收

不到工程款恐破產。 

黃百祿擔任金棠管理部協理，二○○五年七月年透過全球水科技總經理田

永峯牽線，認識同年九月接掌台水的徐享崑後，安排徐、葉見面，議定賄賂價

碼五百萬。徐、葉等人二○○五年十二月十日在台中金典酒店餐宴，葉將分裝

兩百六十萬和兩百四十萬的禮盒交給徐。 

徐享崑隔年二月視察淨水處理設備時，指示下屬「朝正面方向積極努力解

決問題，以恢復運轉」，台水同意給金棠一年時間改善工程，二○○八年五月

驗收通過。 

法院審理時，徐享崑辯稱黃百祿當時貴為總統親家，不敢向他索取金錢，

也沒有收取葉的賄款，「拷潭及翁公園」工程是依據幕僚意見秉公處理。法官

查出金棠郭姓財務經理指示鍾姓出納從公司帳戶提領五百萬，另有多名證人作

證葉行賄徐，加上檢方安排葉測謊，結果顯示葉親手將裝五百萬現金的禮盒交

給徐，認定徐收賄。 

──摘自 2015/10/14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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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秒機車竄燒！煙囪效應「跑的沒煙快」三重困 6

死疊屍 

 

新北市三重 23日凌晨發生嚴重火警，騎樓機車起火，堵住唯一逃生口，

造成翁姓家 6口死亡。火警最先是從騎樓機車起火，被引燃到燃燒只要 100秒，

火勢容易在樓梯間形成「煙囪效應」，住戶從樓梯間往上跑，反而被高溫濃煙

困住，警消趕抵時火勢已經延燒公寓，不斷向上竄，最終造成悲劇。 

事發現場，騎樓停放 7部機車全被燒黑剩骨架，整棟公寓幾乎全毀，連水

泥磚牆都被燒得龜裂，可見火勢猛烈。新北市消防局表示，凌晨 3時 20分六

張街 1棟 3樓老舊公寓發生火警，4樓為鐵皮加蓋，當時 1樓機車起火，7輛

機車全毀，堵住唯一逃生口，火勢並向上一直延燒至 4樓，火煙從樓梯間竄燒

上去，而公寓只有 1個樓梯，樓上住戶逃生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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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機車火災造成翁家 6 人死亡，不排除是人為縱火釀禍。(圖／記者孫曜樟

翻攝) 

 

消防人員獲報到場，火勢已經一發不可收拾，火勢在 3時 49分控制住，

但直到 5時 6分才熄滅。消防員入內搜索時，在 4樓靠近陽台的臥室發現 5人

罹難，全被燒成焦屍堆疊在一起，並在陽台找到另一名罹難者，初步調查為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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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一家人，6人生前都想逃生，但因唯一出口受阻、濃煙又太大，最終被困命

喪火窟；總燃燒全毀 3間，僅 2樓 24歲姪子林男從陽台幸運逃出。 

 消防局提醒，機車火災屬於急速成長行火災，從引燃到起火燃燒只要 100

秒（1分 40秒），火勢蔓延快速，火焰超過一樓高時，將近 4公尺，溫度就飆

破 800度，「越往上跑反而更危險，因為你跑的速度不會比煙往上跑的速度還

要快」，若往上跑後樓梯間頂樓是密閉的，就會困在樓梯間。 

像是 92年蘆洲大囍市火警，社區穿堂 64輛機車起火 16死 68傷，103年

永和成功路，也是因為騎樓全部燒毀，4間連棟公寓陷入火海，1死 24傷；會

這麼嚴重，就是因為騎樓機車一旦發生火災，容易延燒至上方樓層，火勢並在

樓梯間形成煙囪效應，阻礙唯一逃生出口，導致民眾受困。 

儘管危險性高，但三重仍有不少地區機車停在騎樓下，甚至有騎士擔心機

車淋雨，直接停在公寓內的樓梯下方，擋住通道出入口，儘管知道有危險，但

當地居民也很無奈，抱怨沒有停車格「本來就公設的停車格不多，那也沒辦法

啊！因為沒關起來他們就停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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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資訊安全維護 

    VTECH在 2015 年 11月發現駭客入侵了該站的資料庫，造成 485 萬名家長

帳號及 636 萬兒童檔案受到影響，受影響的層面包括了美國、法國及英國等多

個市場的 VTech 用戶。 

    無獨有偶的，Hello Kitty 的 Sanrio 公司的資料庫，在 2015年 12月也傳

出遭到駭客入侵，報戴有 330萬用戶資料可能因此外洩，外洩的資料包括用戶的

名稱、性別、國籍、電郵地址和加密碼。 

    科技新貴小潘看到這些報導，想到公司近年轉型進入電子商務的領域，這些

年下來，公司的資料庫中也有不少的客戶資料，萬一也被入侵、被盜取，豈不就

麻煩了！ 

    於是，小潘趁著過年期間的聚會，趕快跟司馬特老師提起他擔心的這些問題，

司馬特老師喝了口咖啡後，先問了小潘一個問題：「平時你們公司有沒有對網路

採取什麼防護措施？」小潘就把公司現行的網路防護措施，簡單地對司馬特老師

說了一下。 

    司馬特老師聽完小潘的敘述後指出，一般人在網路的基礎建設上，都會把資

訊安全防護 措施規劃進去，但是，這樣做只能治標不能治本，因為網路攻防是

沒有終止的，這是與盾的戰爭，當使用者有了好的防護後，攻擊者不久就會有新

的攻擊策略出來。在這個永無止境的戰爭中，要勝出就不能只被動的防禦， 應

該要有更主動的作為。 

    小潘聽到這裏開始迷糊了，心想，老師的意思難道是要我們主動出擊嗎？那

是要我們去當駭客嗎？司馬特顯然看穿了小潘的心思，喝了口咖啡後，笑著繼續

說下去。 

    主動的作為並不是要我們去當駭客，駭客就像小草一樣，野火燒不盡、春風

吹又生，是攻擊不完的。我們應該要做的是在系統建置之前，就先規劃好安全措

施，除了包括前面所說的網路基礎建設的防護，還要從系統面去思考，該怎麼設

計才不會讓駭客，一進到系統就如入無人之境。 

    就像我們家裏，為了不讓小偷進來，會裝鐵門、鐵窗一樣，但是，裝了鐵門、

鐵窗以後，就保證不會有小偷進來嗎？也不盡然，所以，我們還會把家裏的貴重

物品再收藏在隱密的地方，目的就是要讓小偷即使進來，也不會這麼快就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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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重物品。 

    我們的資源有限，在規劃系統資訊安全時，不能期望做到滴水不漏，但是，

至少要做到駭客進來後，不是那麼容易就得手。也就是說，在資訊安全上，我們

雖然做不到絕對安全，也要能做到相對安全。 

    小潘聽到這裏又迷糊了，什麼叫做絕對安全？什麼又是相對安全？司馬特老

師再喝口咖啡後，順著剛剛的例子繼續說下去，絕對安全 就是百分之百不會被

入侵的防護作為，以家裏的保全來說，裝了鐵門、鐵窗後，如果小偷就進不來，

那就是絕對的安全，但是，真的會有這樣的結果嗎？ 

  我們裝的鐡窗可能被小偷剪斷、鐡門也可能被破壞，而遭到入侵，所以，我們

除了第一線鐡門、鐡窗的防護之外，還把貴重的財物收藏好，不能放在明顯的地

方，讓小偷即使突破第一道防線，也不能很快的得逞，如果花很多時間還找不到，

為了自身的安全，他可能就會選擇撤退。 

    資訊安全的防護也是，既然不能百分之百的防止駭客入侵到我們的系統，就

要想辦法築起第二道防線，不讓它一下就達到目的，資訊系統的第一道防線就是

架在基礎建設上的防火牆、防毒軟體等，這些設施就像我們家裏裝的鐵門、鐵窗

一樣。 

    第二道防線就像我們要把家裏的貴重物品收藏好一樣，從系統面

來看，我們在意的貴重物品就是資料庫內的資料，所以，我們在系統的

設計階段，就要設法不要讓它曝露在外，設計思維就是不要讓駭客入侵

後很快就拿到。 

    在系統設計時，可以採取 3-Tier 的設計，不要讓使用者一進入

系統就有機會接觸到資料庫，把資料庫放到後方，透過  2 層的伺服器

才能存取到，這樣的設計，讓駭客即使入侵到我們的系統，還不致於讓

系統馬上受到損害。 

    當然，前提是資訊系統在基礎建設上，還是要有適當的防護作為，

二者要一起作用，才能有效果，否則，就像把貴重物品放在客廳一樣，

一旦鐵窗被剪斷，小偷一進來就可輕易拿走。  

    小潘聽到這裏，心中也開始盤算，上班之後應該要對公司的資訊系

統做一個健康檢查，除了原有的防火牆之外，也要仔細的檢查一下系統

架構，把有可能的漏洞趕快補強。 

    新春的第一次師生下午茶約會，就在濃郁的焦糖瑪琪朶香味中，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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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入潘尾想聲到畢業 5年，還能每個月跟老師一起討論問題、自我成長，

感到很幸福，滿載收穫跟老師互道再見，明天又是充滿工作活力的一

天。 

作者：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講師 魯明德 

 

 

廉航消費爭議什麼最多？ 

   搭廉航的人愈多，消費爭議案件也攀升，行政院消保處今天指出，退票及改

票糾紛最多，占所有爭議案件一半。 

    消保處說，近 3年全國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受理的廉航消費爭議案件逐年增

加，102年有 47件，103年增為 101件，到了 104年激增到 332件。 

    在消費爭議類型方面，去年以退票或改票(含延誤退費)164件最多，占 49%；

其次為訂票系統異常造成重複扣款或重複訂票 62件，占 19%；臨時取消或變更

航班 45件，占 14%，三者合計逾 8成。 

    消保處表示，由於廉航採取「使用者付費」經營模式，機票銷售模式及使用

限制與一般傳統航空公司有很大不同。就是機票價格低，服務項目較精省，要求

額外提供服務，就必須支付費用。訂票後消費者通常不能退票或改票，即便允許

退票或改票，也要支付高額手續費。 

    針對消費爭議的增加及爭議的態樣，消保處表示，近年來已多次請民航局督

促業者加強對消費者的資訊揭露及對民眾的教育宣導，並且研訂退票管理機制或

配套措施可行性，以減少消費爭議。 

 

──本文摘自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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