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人事室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EP39 

項目名稱 復審行政訴訟處理作業 

承辦單位 本校人事室 

作業程序 

說明 

一、 公務人員對於服務機關或人事主管機關 (以下均簡稱原處分

機關) 所為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顯然不當，致損害其權

利或利益者，應自行政處分達到之次日起三十日內，繕具復

審書經由原處分機關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起復審

。 

二、 原處分機關對於前項復審應先行重新審查原行政處分是否合

法妥當，其認為復審為有理由者，得自行變更或撤銷原行政

處分，並函知保訓會。 

三、 原處分機關自收到復審書之次日起二十日內，不依復審人之

請求變更或撤銷原行政處分者，應附具答辯書，並將必要之

關係文件，送於保訓會。 

四、 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時，應將前項答辯書抄送復審人。 

五、 復審決定應於保訓會收受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之次日起三個

月內為之，不能於前揭期間內決定者，得予延長，並通知復

審人。延長以一次為限，最長不得逾二個月。 

六、 復審決定書之正本應於決定後十五日內送達復審人及原處分

機關。 

七、 原處分機關應於復審決定確定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將處理情

形回復保訓會。必要時得予延長，但不得超過二個月，並通

知復審人及保訓會。 

八、 復審人如不服復審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

，依法向該管司法機關請求救濟。 

九、 行政法院通知答辯時，原處分機關應於 10日內以答辯狀陳述

意見且併同卷證送交行政法院。 

十、 不服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書送達後 20

日內，以上訴狀向原高等行政法院提出。 

十一、 不服裁定提起抗告者，應於裁定書送達後 10日內，以抗

告狀向原高等行政法院或原審判長所屬高等行政法院提出。 

控制重點 一、可提起復審之公務人員： 

（一）適用之人員：  

       法定機關依法任用之有給專任人員及公立學校編制內依

法任用之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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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準用之人員：  

1.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公布施行前已進用未經銓敍合格之

公立學校職員。 

2.私立學校改制為公立學校未具任用資格之留用人員。 

3.公營事業依法任用之人員。 

4.各機關依法派用、聘用、聘任、僱用或留用人員。 

5.應各種公務人員考試錄取占法定機關、公立學校編制

職缺參加學習或訓練之人員。 

二、提起復審之情形：  

（一）公務人員對於原處分機關所為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

顯然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提起復審。惟得

否提起復審，仍應參酌司法院有關解釋：亦即須足以改

變公務人員身分，對公務人員權利有重大影響，或基於

公務人員身分所生之公法上財產請求權遭受侵害等，始

得依法提起復審。例如俸級、任用之審查或免職、停職

處分等。 

（二）公務人員因原處分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定期

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認為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亦可

提起復審。該期間，法令未明定者，自機關受理申請之

日起2個月。 

三、原處分機關未於規定期間內處理者，保訓會得依職權或依復

審人之申請，通知原處分機關於15日內檢送相關卷證資料；

逾期未檢送者，保訓會得逕為決定。 

四、原行政處分不因依保障法所進行之各項程序而停止執行。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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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復審事件經保訓會審議決定，除復審人已依法向司法機關請

求救濟者外，於復審決定確定後，有保障法第94條所列情形

之一（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者，原處分機關或復審人得

向保訓會申請再審議。 

法令依據 一、公務人員保障法。 

二、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保障事件審議規則。 

三、行政訴訟法。 

使用表單 一、復審書。 

二、復審事件委任書。 

三、復審事件選定代表人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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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S0120001
http://law.moj.gov.tw/Law/LawSearchResult.aspx?p=Z&k1=%e4%bf%9d%e9%9a%9c%e4%ba%8b%e4%bb%b6%e5%af%a9%e8%ad%b0%e8%a6%8f%e5%89%87&t=B1B2B3B4A1A2C1C2D1D2&TPage=1
http://law.moj.gov.tw/Law/LawSearchResult.aspx?p=Z&k1=%e8%a1%8c%e6%94%bf%e8%a8%b4%e8%a8%9f%e6%b3%95&t=B1B2B3B4A1A2C1C2D1D2&TPage=1


四、行政訴訟書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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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人事室作業流程圖 

項目名稱：復審行政訴訟處理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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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內應作為而不作為 

通知復審人及
保訓會延長處
理情形回復，但
不得逾 2個月 

1. 依行政法院送達起訴狀
以答辯狀陳述意見。 

2. 處分學校於接獲行政法
院通知送交卷證時，應
於 10日內送交該院。 

3. 出庭時得填具委任狀委
任訴訟代理人出庭，最
多不得逾 3人。 

4. 公務員及機關於行政法
院調取文書時，除有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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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會並將答辯書副知復審人 

無理由 

原處分機關重新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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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未告知期限或錯誤未更
正者 1年內) 
 

不服 延長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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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行政法院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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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 

不服20日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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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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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學校
依規定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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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為適
法處分 
人事室 

函知保
訓會 

有理由 

撤銷原
處分 

 

如符合再審或重新審理得依法提出 不服 駁回（維持原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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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人事室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101  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人事室  

作業類別(項目)：復審行政訴訟處理作業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是

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復審案件處理流程及作業事項是否符合

規定 

(一)公務人員對於服務機關或人事主管機關

(以下均簡稱原處分機關)所為之行政處

分，認為違法或顯然不當，致損害其權

利或利益者，依規定於行政處分達到之

次日起30日內，繕具復審書經由原處分

機關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以

下簡稱保訓會）提起復審。 

    行政處分未告知復審期間，或告知錯誤

未通知更正，致受處分人遲誤者，於處

分書送達之次日起一年內提起。 

    公務人員因原處分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

案件，於法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

認為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除法令另有

規定者外）於機關受理申請之日起2個月

內為之。 

(二)復審案件應依規定繕具復審書經由原處

分機關向保訓會提起。 

(三)提起復審案件之人員，應為公務人員保

障法第3條、第25條第2項或第102條所定

之適用或準用對象。 

(四)復審案件之請求事項，應符合公務人員

保障法第25條、第26條所定事項。 

(五)應提起復審之事件，公務人員誤提申訴

者，申訴受理機關應移由原處分機關依

復審程序處理，並通知該公務人員。 

(六)復審案件之提出，應以書面為之，並依

公務人員保障法第43條規定，載明相關

事項。 

(七)原處分機關對於復審案件應先行重新審

查原行政處分是否合法妥當。如認為復

審有理由者，得自行變更或撤銷原行政

處分，並函知保訓會。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八)原處分機關自收到復審書之次日起20日

內，不依復審人之請求變更或撤銷原行

政處分者，應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44條

規定附具答辯書，將必要之關係文件，

送於保訓會；並將答辯書抄送復審人。 

三、原處分機關應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91

條規定於收受復審決定確定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將處理情形回復保訓會。 

    必要時得予延長，但不得超過2個月，並

通知復審人及保訓會。 

   

四、復審事件經保訓會審議決定，除復審人

已依法向司法機關請求救濟者外，於復

審決定確定後，有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94

條所列情形之一者，原處分機關得依保

障法第 95條之規定，於期限內向保訓會

申請再審議。  

   

五、行政訴訟處理流程及作業事項是否符合

規定 

(一)行政法院通知答辯時，應於 10 日內以答

辯狀陳述意見且併同卷證送交行政法院

。 

(二)不服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提起上訴者，應

於判決書送達後 20日內，以上訴狀向原

高等行政法院提出。 

(三)不服裁定提起抗告者，應於裁定書送達

後 10日內，以抗告狀向原高等行政法院

或原審判長所屬高等行政法院提出。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擬採

行改善措施如下： 
 

註：1.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檢查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