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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務 人 員 危 勞 職 務 認 定 標 準 總 說 明 

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以下簡稱本法）業經總統以一百零六年

八月九日華總一義字第一○六○○○九五四九一號令制定公布；其相關

條文除第七條第四項及第六十九條自公布日施行外，其餘條文均自一百

零七年七月一日施行。茲據本法第十七條第三項、第四項及第十九條第

二項、第三項規定，公務人員自願退休及屆齡退休年齡，於擔任具有危

險及勞力等特殊性質職務（以下簡稱危勞職務）者，應由其權責主管機

關就所屬相關機關相同職務之屬性，及其人力運用需要與現有人力狀況，

統一檢討，擬議酌減方案後，送銓敘部核備。至於上開危勞職務之認定

標準，則明定由考試院會同行政院定之。爰依上開規定訂定公務人員危

勞職務認定標準(以下簡稱本標準)。 

考量公務人員擔任危勞職務者應降低其退休年齡之建制目的，必須

針對危勞職務之特殊性質，給予較一般自願或屆齡退休者寬鬆之退休條

件；加以是類特殊職務屬性及範圍涉及各用人機關人力運用規劃，是為

應實務執行之需，爰分別於一百零六年十月三十一日及一百零七年二月

五日召集相關權責主管機關研商，並參酌原公務人員退休法與其施行細

則及警察法、消防法、醫療法等相關規範，擬訂本標準。 

本標準，共計九條；其要點如下： 

一、 本標準訂定之法源依據。(第一條) 

二、 規範危勞職務之定義。(第二條) 

三、 規範權責主管機關認定危勞職務之評估項目。(第三條) 

四、規範擔任危勞職務者應實際從事危險性及勞力性工作，及權責主管

機關酌減退休年齡之原則。(第四條) 

五、規範權責主管機關認定危勞職務之原則。(第五條) 

六、規範權責主管機關報送危勞職務及其退休年齡酌減方案之程序。(第

六條) 

七、規範本標準施行前，原經銓敘部認定危勞職務者之過渡規定。(第七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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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規範權責主管機關應隨時檢討危勞職務認定範圍之時機。(第八條) 

九、本標準之施行日期。 (第九條) 
  



 1

 

公務人員危勞職務認定標準 

條 文 說 明

第一條 本標準依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以

下簡稱本法)第十七條第四項及第十九條第三

項規定訂定之。 

本條規定本標準之訂定依據。 

第二條 本標準所定公務人員危勞職務，應本於

專業知能，從事兼具下列特性之職務： 

一、危險性工作：指從事具有危害身心健康或

生命安全之工作。 

二、勞力性工作：指從事須輪班、夜間工作、

工作時間因職務特性必須超過一般勤務

時間或具高度變動性，致超越一般公務人

員執行職務工作負荷之工作。 

一、本條規定公務人員危勞職務之定義。 

二、審酌危勞職務係以該職務須具備危險性及

勞力性為前提，爰參照原公務人員退休法

(以下簡稱原退休法)及過去銓敘部對於危

勞職務之實務認定標準，於本條具體規範危

勞職務指擔任危險性及勞力性之工作及其

內涵。 

三、復考量本法對於危勞職務降低退休年齡規

定之建制目的，除顧及危勞職務工作之特殊

性外，另亦衡酌長期擔任危勞職務者，其身

體及心理所受之負擔較一般公務人員為

重，爰給與其較寬鬆之退休條件。因此，各

機關於調任人員擔任危勞職務時，應考量被

調任者是否已屆危勞降齡自願或屆齡退休

年齡，並應避免渠等因調任危勞職務而得依

較為寬鬆之條件立即辦理退休，以符本法之

立法意旨。 

第三條 權責主管機關擬議危勞職務酌減方案

時，應統整所轄或所指揮監督之相關機關相同

職務運作狀況，依下列評估項目認定之： 

一、擬認定之危勞職務工作內容之危險性。 

二、擬認定之危勞職務工作內容之勞力性。 

三、現有人力運用狀況。 

四、未來人力運用規劃。 

前條危勞職務及前項評估項目、評估細目

及其評估基準，如附表。 

一、本條規定權責主管機關認定危勞職務之評

估項目。 

二、第一項規範權責主管機關應統整所轄各所

屬機關或所指揮監督之各機關同一職務，依

本條所定評估項目認定危勞職務，以避免發

生權責主管機關對於所屬各機關同類型職

務是否認定為危勞職務之標準不一之情形。

三、第二項規範以附表方式，明定前項各款評估

項目之細目及說明。 

四、相關條文 

原退休法施行細則 

第四條第一項 本法第四條第三項及

第五條第二項所稱由主管機關就其

職務性質具體規定危險及勞力範

圍，送經銓敘部認定，指各主管機

關應就擬納入危險及勞力職務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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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職務，考量機關人力運用之需

要，作通盤檢討後，送經銓敘部認

定。 

第四條 權責主管機關認定之危勞職務，應以職

務所在機關之組織法規或編制表所訂專任職

務之職稱，並經銓敘審定且實際從事危險性及

勞力性工作之職務為限。 

權責主管機關認定之危勞職務，其自願退

休與屆齡退休年齡應併予調降。 

一、本條規定權責主管機關認定之危勞職務範

圍及調降自願與屆齡退休年齡事宜。 

二、第一項明定經權責主管機關認定之危勞職

務，除形式上以所轄或所指揮監督機關組織

法規或編制表所訂專任職務職稱為範圍

外，擔任該職務者並須經銓敘審定且實質上

並應以實際從事危險性及勞力性工作者為

限。 

三、考量危勞職務之認定係以該職務具有危險

性及勞力性為前提，而予調降退休年齡，其

自願及屆齡退休年齡自應併同調降，始符合

邏輯，倘僅調降其中一項年齡，即生該職務

是否確實具有危險及勞力性之疑義，爰參照

原退休法施行細則第四條第二項規定，於第

二項明定權責主管機關認定危勞職務時，應

將其自願及屆齡退休之年齡，均同時調降，

始符合立法意旨。 

四、相關條文 

原退休法施行細則 

第四條第二項 前項經認定危險及勞

力之職務，其降低退休年齡時，依本

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自願退休與

第五條第一項屆齡退休之年齡均應

併予調降。 

第五條 權責主管機關認定危勞職務範圍之原

則如下： 

一、屬警察人員、消防人員、醫護人員或其他

全國一致性之危勞職務，其認定之範圍及

年齡酌減方案由該職務之中央與地方主

管機關先行協商一致性之認定原則。 

二、非屬前款所定全國一致性之危勞職務，由

各該權責主管機關依其業務屬性認定之。

中央與地方主管機關依前項第一款規定

協商後，仍無法達成一致性之認定原則者，得

由銓敘部邀集各該權責主管機關協商認定之。

一、本條規定權責主管機關認定危勞職務範圍

之原則。 

二、考量現行經認列為危勞職務之警察人員、消

防人員及醫護人員，分屬中央及地方權責主

管機關所轄，為避免本標準實施後，權責主

管機關因對渠等人員是否認定為危勞職務

標準不一，爰於第一項規定有全國一致性之

職務應先由中央主管機關與地方各主管機

關，應先就其認定之範圍及年齡酌減方案，

先行協商一致性之認定原則；非屬前款所定

全國一致性之危勞職務，由各該權責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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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責主管機關依第一項規定擬議之危勞

職務範圍，應依本標準第二條、第三條及其附

表所定評估項目、評估細目及其評估基準覈實

認定；所擬議範圍之原則及年齡酌減方案，由

銓敘部審核。 

關依其業務屬性認定。上述所列警察、消防

人員之中央主管機關為內政部；公立醫療機

構及社福機構醫護人員之中央主管機關為

衛生福利部。 

三、第二項規範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依前項第

一款規定協調後，仍無法達成一致性之認定

原則時，得由銓敘部邀集各該權責主管機關

協商，俾整合權責主管機關對危勞職務認定

範圍之共識。 

四、第三項規範權責主管機關依第一項所擬議

之危勞職務範圍及年齡酌減方案之內容，應

依本標準第二條、第三條及其附表所定評估

項目、評估細目及其評估基準覈實認定，並

由銓敘部進行最後審核。銓敘部於審核前開

危勞職務範圍及年齡酌減方案時，應衡量各

權責主管機關或各類危勞職務間之衡平性。

五、相關條文 

(一)警察法 

第四條 內政部掌理全國警察行政，並

指導監督各直轄市警政、警衛及縣

(市) 警衛之實施。 

(二)消防法 

第三條 消防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

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為縣（市）政府。 

(三)醫療法 

第十一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

為行政院衛生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

政府；在縣 (市) 為縣 (市) 政府。

(四)衛生福利部組織法 

第一條 行政院為辦理全國衛生及福

利業務，特設衛生福利部。 

第六條 權責主管機關認定之危勞職務，應依第

三條所定評估項目通盤覈實檢討後，擬議危勞

職務之範圍及年齡酌減方案，檢同各項評估資

料，送銓敘部核備。 

權責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擬議之危勞職

務範圍及年齡酌減方案之表件格式，由銓敘部

一、本條規定權責主管機關送銓敘部核備危勞

職務之程序。 

二、第一項課予危勞職務之權責主管機關應依

本標準第三條所定之評估項目覈實通盤檢

討之責任。依上述規定覈實檢討後，再擬議

危勞職務之範圍及年齡酌減方案並檢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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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之。 項評估資料，送銓敘部核備。各主管機關擬

議之危勞職務之範圍及年齡酌減方案，如未

依本標準第二條、第三條及其附表所定評估

項目、評估細目及其評估基準覈實檢討，或

檢具資料不齊全時，銓敘部應不予核備，並

退回請原權責主管機關重行檢討。 

三、第二項規範權責主管機關擬議危勞職務範

圍及年齡酌減方案之表件格式，另由銓敘部

訂定。 

第七條 本標準施行前已依原公務人員退休法

認定之危勞職務者，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原經銓敘部認定之危勞職務及退休年

齡，得繼續適用至中華民國一百零七年十

二月三十一日。 

二、配合中華民國一百零五年全國醫護人員

危勞職務職稱及範圍全面檢討方案，經銓

敘部備查得繼續適用原醫護危勞職務退

休年齡規定至一百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

日者，於本標準施行後，繼續適用原規定

至一百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前項第一款所定原經銓敘部認定之危勞

職務及退休年齡，應由權責主管機關依本標準

規定重新認定，並於中華民國一百零七年十月

三十一日以前，送銓敘部重新核備；逾期未經

銓敘部重新核備者，原經銓敘部認定之危勞職

務範圍及退休年齡，自一百零八年一月一日

起，不再適用。 

一、本條規定本標準施行前原經認列為危勞職

務者，於本標準施行後之銜接規定。 

二、依本法第九十五條第二項規定，本法自一百

零七年七月一日起施行後，原退休法不再適

用，為免原經認列為危勞職務者降低退休年

齡規定，發生適用空窗期。爰現制給予半年

過渡，並於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原依原退休

法報經銓敘部認定之危勞職務，得繼續適用

至一百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次依銓敘部

一百零五年三月三十日部退三字第一○五

四○八七七六四號函規定，原已報經銓敘部

認列為危勞職務之護士、護理師以外之醫護

人員及原適用「臺灣省各縣市衛生局暨鄉鎮

衛生所護理人員減低退休年齡表」所列衛生

局及衛生所危勞職務之醫護人員及各縣市

政府衛生局、衛生所(含健康服務中心)及法

務部所屬矯正機關(構) 原所列為危勞職務

之醫護人員，均准其得繼續適用原有醫護危

勞降齡標準至一百零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因此，考量原報經銓敘部核准繼續適用

原醫護危勞降齡規定之人員，如於本法施行

後即不予適用，將影響其退休權益，爰基於

信賴保護原則，於第一項第二款規範，保障

渠等人員得繼續依原規定辦理至一百零九

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三、配合第一項第一款過渡規定，於第二項規範

權責主管機關應於一百零七年十月三十一

日前，將原經認定之危勞職務及退休年齡重

新送銓敘部完成核備；如逾期未經銓敘部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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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者，因其法源依據已廢止，將自一百零八

年一月一日起不再適用。 

第八條 權責主管機關對於經銓敘部核備之危

勞職務，遇有組織變更、業務緊縮或調整人力

運用等情況，應適時檢討其認定範圍。 

本條規定權責主管機關應適時檢討危勞職務認

定範圍之情事。 

第九條 本標準自中華民國一百零七年七月一

日施行。 

一、本條規定本標準施行日期。 

二、依本法第九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本法自一百

零七年七月一日起施行，爰配合本法之施行

日，本標準定於同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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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公務人員危勞職務評估項目、評估細目及其評估基準 

評 估 項 目 評 估 細 目 評 估 基 準

一 工 作 內 容

之危險性 

工作場所之危險

程度 

１、擬認定為危勞職務之工作場所或所執行之職

務，須經常遇到危害身心健康或生命安全之危

險事件－例如天然災害（颱風、地震、水災、

火災、落石）、爆炸、處理汙染物、公安事件、

交通事故或其他意外事故。 

２、權責主管機關擬認定為危勞職務者，於報送時

應檢附最近三年內，於工作場所發生危險事件

之統計數據。 

工作內容對身心

健康或生命安全

之危害程度 

１、該職務之工作內容須對身心健康或生命安全

產生危險。 

２、該職務之危險性無法透過調整人員之工作

量、勤務期間、加強人員訓練或提供相關防護

措施等方式消除或降低。 

二 工 作 內 容

之勞力性 

差勤制度及工作

時間 

１、擬認定為危勞職務人員之服勤方式或差勤制

度，應符合下列條件之一： 

(１)差勤方式採輪班制度且須輪換日、夜班。

(２)須經常在夜間服勤或值夜班。 

２、擬認定為危勞職務人員之每日或每週工作時

間，超過一般公務人員法定工作時數四分之

一。 

３、權責主管機關於報送時，應就擬認定為危勞職

務者，檢附以下統計數據： 

(１)最近三年內每人每月工作平均時數。 

(２)最近三年內每人每月平均夜間(下午六時

至隔日上午六時)工作之時數。 

工作負荷程度 １、擬認定為危勞職務之工作內容應符合下列條

件之一： 

(１)工作內容具有高度變動性(如須處理緊急

危難或公安事故)。 

(２)工作內容之職責繁重且需賴充分體力與

精神始能勝任。 

２、擬認定為危勞職務如屬於內勤工作，其辦理行

政事務或文書作業之工作內容不得超過全部

工作內容百分之二十。 

三 現 有 公 務 現有公務人力配 １、經銓敘審定擔任擬認定為危勞職務範圍職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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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評 估 細 目 評 估 基 準

人 力 運 用

狀況 

置及概況 之人員，須從事相同危險性及勞力性之工作。

２、權責主管機關於報送時，應就擬認定之危勞職

務，檢附下列數據或說明： 

(１)各所轄或所屬機關目前之編制員額、預算

員額數及現有人數，並說明各所轄或所屬

機關內部單位之人力配置情形。 

(２)最近三年度擬認定為危勞職務人員之平

均在職人數、離職(含辭職、轉調他機關

或調整為非危勞職務)人數及退休人數。

(３)說明擬認定為危勞職務人員之進用方式

(如考試分發進用、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轉任或商調他機關公務人員)及專業能力

養成時間與培訓概況(如專業訓練或養成

教育所需時間及每人培訓成本)。 

(４)說明對於擬認定為危勞職務人員之遺

缺，是否有以非典型人力補充危勞職務人

員人力之情況(如約聘僱人員、臨時人

員、派遣人力及勞務承攬等人力之人數、

工作內容、工作質量與認定危勞職務人員

之比較，如係適用勞動基準法人員，是否

已依該法第五十四條第二項報請勞動部

調整退休年齡)。 

(５)權責主管機關應調查下列事項，並說明調

查結果： 

○1 擬認定為危勞職務人員未來三年度離

職及退休之意向。 

○2 擬認定為危勞職務人員之贊成及反對

意見。 

○3 擬認定為危勞職務人員，對其自願及屆

齡退休年齡之意見。 

○4 與其他權責主管機關所屬相同類型機

關相同職務之人力運用情形(包含工

作內容、工作時間、輪班概況、人員

離退情形；無同類型機關之相同職務

者，本項免填)。 

權責主管機關對

於擬認定為危勞

權責主管機關於認定危勞職務前，應辦理下列評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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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評 估 細 目 評 估 基 準

職務人力之評估 １、評估擬認定為危勞職務人員與權責主管機關

及其所屬或所轄機關之其他非危勞職務人員

間，可否以實施輪調或調整工作內容等管理方

式，降低擬認定為危勞職務人員之工作危險性

及勞力性。 

２、評估可否採用未認定為危勞職務機關之人力

運用方式(無同類型機關之相同職務者，本項

免填)。 

四 未 來 公 務

人 力 運 用

規劃 

檢視屆齡退休年

齡酌減方案實施

後，有無立即須

辦理危勞降齡屆

齡退休者 

權責主管機關應確實調查所擬危勞職務之自願及

屆齡退休年齡酌減方案，如經銓敘部核備實施後，

不得有逾危勞降齡屆齡退休年齡，須立即辦理危勞

降齡屆齡退休人員。 

未來公務人力甄

補及培訓評估 

１、權責主管機關應評估適用危勞職務之所在機

關未來三年符合危勞降齡自願及屆齡退休年

齡酌減方案之人數，以及所遺職缺後續之公務

人力進用與培訓所需成本。 

２、前項評估結果有下列情形之一，權責主管機關

應重行擬定酌減方案： 

(１)未來三年符合危勞降齡自願及屆齡退休

年齡之人數達擬認定為危勞職務總人數

之百分之二十以上。 

(２)擬認定為危勞職務之相關公務人員考試

最近三年平均每年錄取人數低於前項每

年得申請自願退休及屆齡退休之總人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