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事業人員與交通行政人員相互轉任資格及年資提敘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草案）
提案單位：交通部公路總局
修 正 條
文
一、本辦法依交通事業人員任
用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
第八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二、本辦法所稱交通事業人
員，指依本條例敘定資位之
人員；所稱交通行政人員，
指擔任經交通部會同銓敘部
認定之交通行政機關組織法
規中定有簡薦委任（派）官
等及職等職務，並經銓敘部
銓敘審定官等及職等之人
員；所稱相互轉任，指上述
兩類人員間之轉任。
前項人員相互轉任，以與
原任職務之性質相近、職責
程度相當者為限。
三、交通事業人員轉任交通行
政人員，除士級資位外，其
資位薪級與公務人員官等職
等之對照，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業務長、技術長相當簡
任第十一職等至第十三職
等。
二、副業務長、副技術長相
當薦任第九職等至簡任第
十一職等。
三、高級業務員、高級技術
員相當薦任第六職等至第
九職等。
四、業務員、技術員相當委
任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五、業務佐、技術佐相當委
任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六、具交通事業人員升資考
試員級晉高員級考試及格
資格者，取得薦任第六職
等任用資格、佐級晉員級
考試及格資格者，取得委
任第三職等任用資格、士
級晉佐級考試及格資格
者，取得委任第一職等任
用資格。

現
行
條
文
一、本辦法依交通事業人員任
用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
第八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二、本辦法所稱交通事業人
員，指依本條例敘定資位之
人員；所稱交通行政人員，
指擔任經交通部會同銓敘部
認定之交通行政機關組織法
規中定有簡薦委任（派）官
等及職等職務，並經銓敘部
銓敘審定官等及職等之人
員；所稱相互轉任，指上述
兩類人員間之轉任。
前項人員相互轉任，以與
原任職務之性質相近、職責
程度相當者為限。
三、交通事業人員轉任交通行
政人員，除士級資位外，其
資位薪級與公務人員官等職
等之對照，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業務長、技術長相當簡
任第十一職等至第十三職
等。
二、副業務長、副技術長相
當薦任第九職等至簡任第
十一職等。
三、高級業務員、高級技術
員相當薦任第六職等至第
九職等。
四、業務員、技術員相當委
任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五、業務佐、技術佐相當委
任第一職等至第二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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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本條未修正。

本條未修正。

一、修訂第五項、增
訂六項。
二、公務人員初等或五
等考試及格，分發
簡薦委制書記職
務，其列等為委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
等，若分發至資位
制機關取得佐級資
位，其最高可敘至
430 薪點，高於委
任第三職等年功俸
最高級 415 俸點，
為求二者衡平，爰
建請修正第五項業
務佐、技術佐相當
委任第一職等至第
三職等。
三、依交通事業人員升
資考試規則第 8 條
規定以，本考試及
格者，取得其及格
類別所適用之升資
任用資格，故升資
考試及格人員若未
陞補高一資位職
務，目前無法以所
具升資考試及格資
格轉任相當官職等
職務，惟若陞補高
一資位職務者，得
轉任相當官職等職
務，故升資考試於
交通行政機關仍得
採計，故建請增訂
第六項保留其升資
考試及格資格，待
占缺後可據以改敘
較高官等。

四、交通事業人員轉任交通行 四、交通事業人員轉任交通行
政人員，得按其現敘資位或
政人員，按其原敘定資位，
曾敘定低一資位，依前條規
依前條規定，自最低職等本
定，自最低職等本俸一級起
俸一級起敘。但曾依公務人
敘。但曾依公務人員任用法
員任用法規定銓敘審定較高
規定銓敘審定較高等級，或
等級，或其考試及格資格取
其考試及格資格取得 較高
得較高職等任用資格者，依
職等任用資格者，依其銓敘
其銓敘審定有案之俸級或依
審定有案之俸級或依公務人
公務人員俸給法有關各等級
員俸給法有關各等級考試及
考試及格敘級之規定選擇其
格敘級之規定選擇其起敘之
起敘之俸級。
俸級。
轉任人員曾任與轉任職務
轉任人員曾任與轉任職務職
等 相 當 之 服 務 成 績 優 良 年 職等相當之服務成績優良年
資，先按年核計加級至所銓 資，先按年核計加級至所銓
敘審定職等之本俸最高級， 敘審定職等之本俸最高級，
積餘年資並得再依公務人員 積餘年資並得再依公務人員
俸給法規之規定提敘俸級； 俸給法規之規定提敘俸級；
其年終考成結果如比照合於 其年終考成結果如比照合於
公務人員考績法第十一條之 公務人員考績法第十一條之
規定者，並得採計取得同官 規定者，並得採計取得同官
等較高職等之任用資格。
等較高職等之任用資格。
轉任人員曾任年資依前項
轉任人員曾任年資依前項
規定換算至薦任第九職等後，
其考試、學歷、年資及年終考 規定換算至薦任第九職等
成結果，如比照合於公務人員 後，其考試、學歷、年資及
任用法第十七條第二項之規
定，其中具交通事業人員升資 年終考成結果，如比照合於
考試員級晉高員級考試及格資 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十七條第
格者，比照相當公務人員薦任
二項之規定，得採計提敘官
升官等考試、薦任升等考試及
格之資格，得採計提敘官等， 等，積餘年資並得依前項規
積餘年資並得依前項規定採計 定採計提敘簡任職等及俸
提敘簡任職等及俸級。
級。
轉任人員依前二項規定取
轉任人員依前二項規定取
得之任用資格如高於所轉任
得之任用資格如高於所轉任職
職務最高職等，且在前條資
務最高職等，且在前條資位所
位所對照之職等範圍內者，
對照之職等範圍內者，其 任
其任用資格應予保留。
用資格應予保留。
轉任人員如以員級晉升高
轉任人員如以員級晉升高
員級資位訓練合格資格轉任薦
員級資位訓練合格資格轉任薦
任職務，以擔任薦任第七職等
任職務，以擔任薦任第七職等
以下職務為限。
以下職務為限。
士級人員薪級已達佐級最低
薪級者相當委任第一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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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修 訂 第 一 項 、 第
三項，增訂第六
項。
二、 交 通 事 業 職 務 多
為跨資位職務，
故資深人員若其
任低一資位年資
較長，如僅得依
原 敘 定 資 位轉
任，將形成新近
晉升高一資位職
務人員反較該未
能晉升高一資位
人員敘薪為低之
情形，殊不合理
（例：甲現為員
級，有員級年資
15 年；乙現為高
員級，有員級年
資 13 年、高員級
年資 2 年，合計
15 年，轉任後甲
敘委任第五職等
年 功 俸 六 級 460
俸點、乙因員級
年資不相當薦任
無法提敘，轉任
後僅敘薦任第六
職等本俸三級 415
俸點），爰建請修
正第一項得以曾
敘定之低一資位
選擇其起敘之俸
級。
三、交通資位制人員，
基於現況，只能取
得升資考試及格資
格，無法參加薦任
升（官）等考試，
二者性質上均屬內
部升敘考試，應予
平等看待，故建請
修正第三項規定，
以衡平二制之差異
方便人員交流。
四、本局佐級人員多數
具士級年資，惟因
士級年資低於委任
第一職等，故無法
於轉任後提敘，經
查銓敘部 87 年 4
月 22 日台八七台
審四字第 1599920
號函釋略以，士級
曾任雇員之年資資
位等級，得認為程
度相當；次查該部
86 年 7 月 10 日八
六 台 審 四 字 第
1481456 號 函 釋
以，曾任雇員年功
薪以上之年資得以
提敘至佐級 260 薪
點，參照其精神，
爰建請增訂第六項
條件，使得於佐級
資位提敘。

五、交通行政人員轉任交通事 五、交通行政人員轉任交通事
業人員，以取得交通事業各
業人員，以取得交通事業各
級資位者為限。
交通行政人員具中華民國
八十五年一月十七日公務人
員考試法修正公布後之相當
類科考試及格資格者，其轉
任交通事業人員，依下列規
定敘定資位：
一、高等考試之三級、特
種考試之三等以上或相
當等級考試及格，比照
取得高員級資位。
二、普通考試、特種考試
之四等或相當等級考試
及格，比照取得員級資
位。
三、初等考試、特種考試
之五等或相當等級考試
及格，比照取得佐級資
位。
交通行政人員具中華民國

級資位者為限。
交通行政人員具中華民國
八十五年一月十七日公務人
員考試法修正公布後之相當
類科考試及格資格者，其轉
任交通事業人員，依下列規
定敘定資位：
一、高等考試之三級、特
種考試之三等以上或相
當等級考試及格，比照
取得高員級資位。
二、普通考試、特種考試之
四等或相當等級考試及
格，比照取得員級資
位。
三、初等考試、特種考試之
五等或相當等級考試及
格，比照取得佐級資
位。
交通行政人員具中華民國八

八十五年一月十七日公務人
十五年一月十七日公務人員考
員考試法修正公布前之相當
試法修正公布前之相當類科考
類科考試及格資格者，其轉
試及格資格者，其轉任交通事
任交通事業人員，依下列規
業人員，依下列規定敘定資
定敘定資位：
位：
一、高等考試、特種考試之
一、高等考試、特種考試之
乙等以上或相當等級考
乙等以上或相當等級考試
試及格，比照取得高員
及格，比照取得高員級資
級資位。
位。
二、普通考試、特種考試之
二、普通考試、特種考試之
丙等或相當等級考試及
丙等或相當等級考試及
格，比照取得員級資
格，比照取得員級資位。
位。
三、特種考試之丁等或相當
三、特種考試之丁等或相當
等級考試及格，比照取得
等級考試及格，比照取得
佐級資位。
佐級資位。
轉任交通事業副長級以上資
轉任交通事業副長級以上資
位人員，須具有本條例第五條
位人員，須具有本條例第五條
規定之升資甄審合格資格。
規定之升資甄審合格資格。
3

本條未修正。

六、交通行政人員轉任交通事 六、交通行政人員轉任交通事
業人員，依前條第二項及第

業人員，依前條第二項及第

三項規定敘定資位，並依本

三項規定敘定資位，並依本

條例第十一條之一規定起

條例第十一條之一規定起

敘。

敘。

轉任人員曾任與該資位等

轉任人員曾任與該資位等

級相當之服務成績優良年

級相當之服務成績優良年

資，

資，

得按每一年提敘薪級

本條未修正。

得按每一年提敘薪級

一級，至該資位之最高級為

一級，至該資位之最高級為

止。

止。

七、交通事業人員與交通行政 七、交通事業人員與交通行政 本條未修正。
人員相互轉任，曾任與轉任

人員相互轉任，曾任與轉任

職務職等或資位等級相當年

職務職等或資位等級相當年

資之對照，依所附交通事業

資之對照，依所附交通事業

人員與交通行政人員相互轉

人員與交通行政人員相互轉

任採計年資對照表認定之。

任採計年資對照表認定之。

八、本辦法未規定事項，交通 八、本辦法未規定事項，交通 本條未修正。
事業人員轉任交通行政人

事業人員轉任交通行政人

員，適用公務人員任用法規

員，適用公務人員任用法規

及公務人員俸給法規之規

及公務人員俸給法規之規

定；交通行政人員轉任交通

定；交通行政人員轉任交通

事業人員，適用交通事業人

事業人員，適用交通事業人

員任用法規之規定。

員任用法規之規定。

九、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九、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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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未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