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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公務人員之復職  

 劉昊洲 

公務人員之所以要復職，是因休職、停職或留職停薪等原因消失， 

逾期未復職者，除有不可歸責於留職停薪人員之事由外，視同辭職。 

 

所謂復職，是指離開職務，但仍保留身分的公務人員，在期間屆滿或原因消 

失後，依一定程序而回復其原職或相當職務之謂。公務人員在考試及格分發任用， 

並到職服務後，依法即取得公務人員身分，受到永業任職的保障，非依法律不得

剝奪其身分。故除非公務人員有違法失職等嚴重事由，經權責機關依《公務員懲

戒法》 《公、務人員任用法》或《公務人員考績法》規定予以免除職務、撤職

或免職之情形外，公務人員均可任職至自請辭職、資遣、退休或死亡撫卹為止。 

公務人員辦理復職的前提是「離開職務一段期間，但仍保有身分」。如不離

開職務，只是不上班執行勤務，核屬請假或曠職之情事，只要銷假上班即可，自

非復職。如已離開職務，且喪失公務人員身分，如辭職、資遣、退休或免職者，

再憑其原具有之公務人員，在期間屆滿或原因消失後，依一定程序而回復其原職

或相當職務之謂。公務人員在考試及格分發任用，並到職服務後，依法即取得公

務人員身分，受到永業任職的保障，非依法律不得剝奪其身分。故除非公務人員

有違法失職等嚴重事由，經權責機關依《公務員懲戒法》、《公務人員任用法》

或《公務人員考績法》規定予以免除職務、撤職或免職之情形外，公務人員均可

任職至自請辭職、資遣、退休或死亡撫卹為止。 

公務人員辦理復職的前提是「離開職務一段期間，但仍保有身分」。如不離

開職務，只是不上班執行勤務，核屬請假或曠職之情事，只要銷假上班即可，自

非復職。如已離開職務，且喪失公務人員身分，如辭職、資遣、退休或免職者，

再憑其原具有之任用資格覓得職缺而重新任職之情形，則屬再任，亦非復職。是

復職者，依現行法令規定，僅休職、停職或留職停薪期滿或原因消滅時始能辦理。

休職，依《公務員懲戒法》規定，係公務員因有違法、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

經監察院或主管長官移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議後，核予其休其現職的懲戒 處 

分。 休職期間原僅有六個月以上的低限規定，惟民國 104年 5 月該法修正公布

後，已明定高限為三年以下。休職期滿，準用《公務人員保障法》復職規定予以

復職；即應於期間屆滿三個月內申請復職，服務機關或其上級機關應於 30 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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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其復職；如未申請復職，機關人事單位負有查催之責，經查催後仍不申請復

職者，除有不可歸責於該公務人員之事由外，視為辭職。休職期滿許其復職人員，

自復職之日起，二年內不得晉敘、陞任或遷調主管職務。 

停職，乃公務員因違失情節重大，主管機關令其暫時地、持續地停止執行職

務之人事處分。依《公務員懲戒法》規定，停職有當然停職與先行停職兩種情形；

就實務以觀，停職處分可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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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公務人員俸給法》第 21 條規定，得發給半數之

本俸（年功俸）；停職事由消滅或停職處分經救濟機關撤銷者，許其復職，並補

發停職期間未領之半數本俸（年功俸）；但在復職報到前，仍視為停職。 

惟停職之後不一定能復職，如移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議，而經議決予以免

除職務或撤職、休職，或經法院判決確定符合《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8 條規定

不得任用而予以免職者，則不能復職。公務人員於停職事由消滅後三個月內得申

請復職，服務機關或其上級機關應於 30 日內通知其復職；如未申請復職，機關

人事單位負有查催之責，經查催後仍不申請復職者，除有不可歸責於該公務人員

之事由外，視為辭職。至於依法提起救濟而被救濟機關撤銷原停職處分者，亦同。 

留職停薪，係因公務人員具有育嬰、侍親、進修及其他法定事由，經服務機

關核准離開原職務，而准予保留職缺及停止支薪之人事處分。依《公務人員任用

法》第28條之1授權訂定之《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規定，留職停薪依其事由

可分應予留職停薪與得申請留職停薪兩大類，應予留職停薪各款及養育三足歲以

下子女之情事，屬羈束處分；得申請留職停薪各款事由，除育嬰外，屬裁量處分。 

留職停薪期間，除特殊事由外，以二年為限，必要時得延長一年。留職停薪

人員應於留職停薪期間屆滿前 20 日內申請復職，並應於期間屆滿之次日復職；

期間屆滿前原因消失者，亦應於原因消失之日起 20 日內申請復職，機關並負有

查處責任。逾期未復職者，除有不可歸責於留職停薪人員之事由外，視同辭職。 

綜上述之，公務人員之所以要復職，是因先前受到休職、停職或留職停薪之

處分。這三種處分的性質有諸多不同之處，其共同點則是「離開職務一段期間，

但仍保有身分」。正因保有公務人員身分，所以許其復職；休職與留職停薪二者

屬確定處分，在正常情況下均可復職，但少數逾期不申請者，則視為辭職。至於

停職處分乃屬不確定的不利處分，停職期間久暫須俟後續處分而定；停職人員依

法雖有復職之機會，但多數停職人員因後續被撤免職而無法復職，亦有極少數因

逾期未申請，經查催後仍未申請復職，而被視為辭職。要之，不論公務人員復職

之前端事由為何，一旦復職到任，除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外，即與正常公務人員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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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可以執行職務，並依法享受權利與恪盡義務矣！ 

                    ──本文作者為考試院保訓委員 

 

借用虛擬寶物不還，難成侵占罪？ 

 葉雲鵬 

最近報載：新北市一位沈姓電腦線上遊戲玩家，去年十月間上網玩線上的「流

亡黯道」遊戲時，向一位也是電腦線上遊戲玩家的施姓男網友借用虛擬寶物「薛

朗的護身長袍」，卻賴著不將借用的虛擬寶物還給對方，任由施姓玩家百般催討，

就是置之不理。施姓玩家在無可奈何之下，只有向檢察官對沈男提出侵占罪的刑

事告訴。意想不到的是，檢察官卻給他「打臉」，來個不起訴處分。檢察官在處

分書中交代的不起訴理由指出：「虛擬寶物」只是「電磁紀錄」，並非有形的動

產或不動產的具體物。不符刑法侵占罪的要件，因此給予被告不起訴的處分。 

檢察官為什麼會作出這種處分呢？原來我國《刑法》第一條前段的條文明定：

「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說清楚一點，就是指處罰犯

罪的行為，必須《刑法》分則上法條有明文規定的犯罪才可以。告訴人施男提告

沈男的普通侵占罪名，規定在《刑法》第三百三十五條第一項中，條文是這樣規

定的：「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者，處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由法條所定的犯罪要件來看，

要成立侵占罪的行為，除了行為人要有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的意圖以外，還

要有侵占他人所有「物」的行為，也就是將他人交付自己保管或傳送的「物」據

為己有才能成立。只是將向他人借用的物品或財物，一時延不歸還，在司法實務

上認為那只是民事上催討歸還的問題，並無刑事侵占的刑責。若照告訴人的意見，

凡是借用物品經催討未能歸還，就成立侵占罪。那些向銀行借錢不還的人，豈不

是都成為侵占罪的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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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條中所稱「物」的意義，依《民法》第六十六條及第六十七條的立法說

明，指的是「動產」與「不動產」兩種。其中所稱的「不動產」，同法第六十六

條第一項的定義，是指「土地及其定著物」；同條第二項另指：「不動產之出產

物，尚未分離者，為該不動產之部分。」由上述定義來看，所謂不動產包括：土

地、定著物以及還未與土地分離的出產物三種。至於「動產」，依同法第六十七

條的定義：是指「為前條所稱不動產以外之物。」就法條的涵義來說，民法對於

動產的定義，並未作出正面的立法解釋，只是從反面來規定，指出除了前面提到

可以歸屬於「不動產」的三種「物」以外，凡是可以移動的「物」都是動產。通

常「動產」所有權的變動，用交付的方式便發生效力。但有些財產價值較高的動

產，像一些航行在海洋上的商船，與可以遠渡重洋，飛行在天空中的民航機，它

們所有權的變動，便與不動產一樣，要向主管機關辦理登記，才能發生效力，所

以有「準不動產」的稱謂。也就是說這些「物」，表面看來是會移動的「動產」，

但實際上這些龐大的「物」所有權移轉，卻與「不動產」相同，要向主管機關辦

理登記才能發生移轉的效力，與其他動產不一樣，憑著交付即可發生效力。 

    這位檢察官著眼侵占罪法條中那個「物」字的定義，認定「虛擬寶物」，只

是「電磁紀錄」的一部分，並非具體可以觸摸得到的「物」，與法條所定侵占占

罪的構成要件限於具體的「物」不同，因此就認為被告犯罪嫌疑不足，依法予予

以不起訴，法律見解應無不當之處！施姓男子的提告，似乎是沒有經過慎密密的

思考，便以侵占的罪名提出的告訴，被檢察官不起訴處分，也屬理所當然！  

電腦或者智慧型的手機，在成年人的世界裡，只是著重它的虛擬而豐富的記

憶系統與通訊的功能，用來作為處理事務的輔助工具，但在年輕一輩的族群裡，

對這些先進工具讓他們興趣正夯的卻是線上的遊戲，這些遊戲不只是讓他們玩得

過癮，憑著技巧，還可以贏取遊戲中的「實物」、「寶物」或者「點數」。這些

「實物」、「寶物」或「點數」，雖然只有在螢幕上才會出現，卻仍是玩家電腦

或智慧型手機的「電磁紀錄」一部份，並不是具體的實物。但是，在玩家的心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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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仍然擁有財產上權利，只要上網查看，便可發現有很多此類虛擬物件交易、交

換的網站。 

    可見此類虛擬物件的財產價值，已經在玩家之間逐漸浮現，極需法律的保護

和導入正常秩序。《刑法》為維護這些玩家的權益，積極進行修法來規範。修訂

的新條文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經總統公布施行。修法的內容，是在《刑

法》中增訂了第三十六章「妨害電腦使用罪」，並在這章內增訂了六條新條文，

用來規範使用不當方法入侵或破壞他人電腦的行為。像第三百五十八條是「無故

入侵他人電腦或其相關設備罪」，法定本刑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十萬元以下罰金」；第三百五十九條是「破壞電磁紀錄罪」，凡是「無故取

得、刪除或變更他人電腦或其相關設備之電磁紀錄，致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就新聞報導來看，告訴人施姓網友的電腦「電磁紀錄」中，雖然少了一件虛

擬寶物「薛朗的護身長袍」，但那是施男借給沈男的結果，並非沈男有對施男的

「電磁紀錄」作出不當行為所造成，所以也難要他負起破壞「電磁紀錄」的刑事

責任。看來施男想要回那件寶物，只有循著民事途徑去追討了！！ 

 

 ──作者曾任最高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偽造講座簽名，詐領鐘點費 

 案情摘要 

  某市衛生所護士小馮，負責跟診、注射預防針、一般護理宣導、傳染病訪視

等工作，於 101年 9月底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利用負責辦理疾病防治宣導講

座之機會，明知未聘請講師不得請領講師費，卻仍虛偽製作講師鐘點費領據，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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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造醫師簽名，致不知情之驗收人員、會計人員及主管均陷於錯誤，從而詐得講

師費新臺幣 8,000元。 

 偵處情形 

一、小馮對於被檢舉事項坦承不諱，政風機構爰策動其至法務部廉政署辦理自

首。 

二、案經檢察官偵查終結，認小馮涉犯刑法第 213條、第 216條之行使公務員登

載不實文書、第 217條偽造署押及貪污治罪條例第 5條第 1項第 2款之利用

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等罪，爰提起公訴。 

三、小馮經該機關考績委員會決議核予記過 2次處分。 

 弊端癥結 

一、審核作業未臻嚴謹 

本案肇因衛生所組織編制人員不足，且業務繁重，大部分業務係各承辦人獨

立完成，於辦理計畫業務項目前，無需簽陳主管核定，僅需於活動完成後檢

據核銷即可，致使業務承辦人利用此一機會舞弊。 

二、主管未善盡督導管理 

主管人員未到場監督活動辦理過程，亦未要求需檢附活動照片及參加人員簽

到表（簿）等資料始得核銷，終使小馮有機可趁 

三、員工法紀觀念薄弱 

小馮以偽造講師簽名之方式詐領鐘點費，實係法紀觀念薄弱所致。 

 具體改進措施或建議 

一、完善核銷之作業規定 

機關應將核銷經費應檢附之佐證資料予以具體化、標準化，例如規定佐證資

料除包括講師費領據、課(議)程表外，亦應檢附活動照片若干張及參加人員

簽到表（簿）等資料以資證明，否則不予核銷，藉此提高造假之困難度，以

降低冒領之機率。 

二、加強廉政法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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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各種公開集會場合及多元宣導方式，向員工灌輸正確法治觀念，並將實

際案例納入宣導教材以加深同仁印象，提昇宣導效益。 

 自行檢視事項 

□ 機關有無訂定核銷之相關規定，要求辦理經費核銷時，應檢  

   具活動照片及參與人員簽到表等資料以茲證明？ 

□ 主管人員是否不定時親至講習現場確認辦理狀況？ 

 

公務員赴大陸違常案例宣導系列之六 

 政風室編撰 

 案情概要 

某中央部會所屬某機關接獲國安機關通報略以，該機關某技工至大

陸地區某大學就讀三年制專科函授班等情。經查該員係於 103年 9月間

曾向該機關申請赴大陸地區參加該校入學考試，該機關經考量公務人員

赴陸進修尚未經政策許可等事由，未予同意渠赴陸申請案，惟該員仍於

申請期日逕行赴陸，俟返臺後經該機關人事單位說明前開考量事由，該

員嗣後並未辦理註冊，亦未至該校就讀。。 

 違規違常原因分析 

一、 本案經詢問該員入學動機，渠參加該大陸地區大學入學考試，係因渠

住居縣市之縣議員等民意代表推薦就讀。渠經考量上課時間較為彈性

且學費較臺灣大專院校便宜，故報名就讀。 

二、 該員身分係為技工，尚非「簡任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

全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作業要點」之適用人員。 

三、 惟依該機關於 103 年 10 月 23 日之函示，該機關之技工、工友人員均

比照職員（含聘用、約僱人員及駐衛警），赴陸前應依「簡任第十職等

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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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要點」相關規定，確實提出申請。 

 處分情形 

經查該員赴陸參加大學入學考試之行為時點，係發生於該機關 103 年

10月函示之前，故核予口頭警告。 

 檢討及策進作為 

一、 該機關研議於差勤系統「休假」項目增設警示功能，如係填寫大陸地區

（包含香港、澳門等），增設「須填寫赴陸申請表」等提示訊息。 

二、 申請人主管審核差假時須注意申請人是否已提出赴陸申請表單，以確實

掌握機關人員赴大陸地區情形。 

三、 本案發生後，該機關即於 103年 10月 23日函示該機關之技工、工友人

員均比照職員（含聘用、約僱人員及駐衛警），赴陸前應依「簡任第十

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機密之公務員及警察人員赴大陸

地區作業要點」相關規定，確實提出申請。 

四、 基於前開函示應能協助機關有效落實赴陸相關管理機制，建請聘有技工、

工友之行政機關得考量比照辦理。 

 

 

 

小心！「LINE 聊天記錄轉寄確認」是詐騙！ 

 

由於 LINE 即時通訊軟體在台灣的使用者相當多，所以老早就被一些有心人

士盯上，透過各種社交工程或釣魚網站、詐騙郵件…等等方式來騙取個資或各種

帳號密碼，取得帳號密碼之後再透過 LINE 帳號去向你的朋友詐騙金錢或執行各

種犯罪行為。真的要很小心！ 

但… 要怎麼小心呢？ 

其實大部分的「釣魚網站」並不需要多厲害的技術，只要做一個長得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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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Facebook, Yahoo!奇摩或微軟 Hotmail 的登入頁面再用各種理由騙人

家來輸入帳號密碼就行了！最常見的手法就是說「你的帳號要被關閉了、你帳號

裡的信用卡被盜刷了、用下面方法可以知道誰封鎖你、不想跟你做朋友…」 或

者像下文這種的，假裝是 LINE 幫你設定好自動備份聊天內容到一個你不認識的

帳號，要你趕快把它恢復正常。 

大部分的手段都是要先造成你的緊張，在你一時情急而沒有小心查證的情況

下，要你在那個看起來很像 Google, FB 或 Yahoo! 的登入頁面中輸入你的帳號

密碼，你就上當了！ 

密碼被偷，會有什麼嚴重後果.. 你就自己想吧。自己的損失或被盜刷不說

（現在很多帳號會綁信用卡），你的親朋好友或長輩親戚也可能因此被騙錢也不

一定，真的不可不小心啊！。 

 

當你一時情急，打開了一個看起來很像 Google 的登入頁面，但實際上網址

完全不是 Google 的，只要你輸入你的密碼，你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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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一時不察、不小心在釣魚網站輸入密碼，要是你查覺得早，請盡快把

你的 Google 密碼改成新的之外，也盡快啟用「兩步驟驗證」的方式來保護你的

帳號。要對方還沒來得及拿你的密碼去用，也許還有一點點機會可以救回來。 

最重要的，還是要把你的帳號都改成「兩步驟驗證」的登入方式： 

 開啟 Google「兩步驟驗證」登入，避免帳號密碼被盜用！ 

 啟用 Yahoo! 兩步驟驗證，避免帳號密碼被盜用！ 

 開啟 Facebook 兩步驟驗證，避免密碼被偷、帳號被盜用！ 

如果你要登入時發現密碼已經不能用了，那就 bye 了。也許可以試試其他

密碼救援方式，但如果事先沒輸入過備援用的手機號碼或其他 Email，大概也很

難救。 

另外一個重點是，不要所有網站、所有服務都使用同一個帳號/密碼來登入，

這樣一旦一個密碼被偷，其他網站都會淪陷。當你 Google 或其他重要信箱的密

碼被偷，也記得趕快去其他相關服務更改原本使用的 Email，因為很多人會透過

這個被盜的 Email 來取回你其他服務的各網站密碼，幾乎等於一個帳號被偷、

其他帳號都淪陷的意思。 

https://briian.com/23157/google-2-step-verification.html
https://briian.com/31613/yahoo-two-step-verification.html
https://briian.com/23331/facebook-2-step-verific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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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重灌狂人」網站 

 

 

餐飲禮券毀損 業者負換發責任 

不景氣，餐飲業者愛推廉價禮券搶商機，同時引發消費糾紛，消保處上午表

示，從去年 8月迄今，全台計有 60件申訴案，許多民眾買了餐飲禮券後卻訂不

到位，或優惠取消，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已通過衛生福利部研訂的「餐飲業等商

品(服務)禮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要求業者負換發禮券義務，

當禮券毀損或變形時，只要還能辨識，消費者可直接使用，或由業者換發，記名

式禮券如果遺失、遭竊也可要求業者補發。但業者可要求紙券不超過 50元、磁

條卡或晶片卡不超過 100元的成本費用。 

    此外，業者更須負載明退回禮券返還價金處理方式的義務，且不得加收任何

費用，消保處說，由於各家餐飲業者發行的餐飲禮券優惠型態不同，須在發行時

應記載相關程序以及其他優惠措施的處理方式，如退費機制、條件及程序，且在

費者要求退還禮券返還現金時，業者不得加收任何費用。 

    消保處同時說，目前有許多網路團購平台，也 PChome等，以第三方支付方

式，代售餐飲禮券，也將有規範，依照衛福部訂定的該定型化契約規定，網路業

者資本額須 3000萬元，且在電子或紙本餐券上，要提供餐飲服務業者的名稱、

地址及聯絡電話，以及禮券履約保障機制，包括金融機構提供足額履約保證，或

金融機構開立的信託專戶二種。 

    消保處說，餐飲業者不得對持有餐飲禮券的消費者有差別待遇，消費者持餐

飲禮券要訂位用餐時，業者不可說禮券用餐保留座位已滿，而拒絕提供用餐服務，

業者若違反可依《消保法》規定，要求業者限期改正，期限到未改正，第一次可

懲處 3萬元至 30萬元罰款，第二次懲處 5萬元至 50萬元，可連續處罰。全案預

計一個月後上路實施。（戴安瑋／台北報導）。 

──本文摘自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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