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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法制定與政府改造 

 

林嘉誠 

摘  要 

長期以來，我國社會各界對政府組織的批評，包括行政組織相對僵化、

機關層級過多而權責不清、決策過程複雜而費時、面對外在環境改變缺乏效

率等，皆在在顯示出民眾對政府組織的殷切期盼。尤其，台灣在面對全球化

經濟的競爭壓力下，政府體制必須進行功能性與結構性的調整，始能回應民

眾與國際社會對政府施政的期許與挑戰。本文除檢討我國政府組織體制現況

缺失外，亦對我國自七十六年政府宣佈解除戒嚴以來，推動政府改造的背景、

過程、策略以及未來政府組織初步架構，包涵組織三法的制定、行政法人及

獨立機關制度的建立以及未來可能遭遇的課題等做一簡單、完整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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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Reform and the Enactment 
of the Basic Law Governing Central 
Government Agency Reorganization 

By Chia-Cheng Lin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criticism from different social segments of our nation regarding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has centered on a few recurring themes, including its relative inflexibility, its superfluous 
divisions with vague definitions of the authori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each agency, the complicated 
process and excessive time required for policy-making, as well as inefficiency in response to the 
changing external environment.  The criticism indicates the citizens’ concerns for and demands on 
improvement in managing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its organizations.  Considering, in particular, 
the steep competition and performance pressure of global economy Taiwan is concurrently facing,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be able to readjust itself both functionally and structurally, thus to meet the 
expectations of the citizens as well a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in dealing with the tasks of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Besides reflecting on the loopholes in the current 
organizational pattern of our government, the present article offers a succinct overview of the 
background, process, and strategies adopted in governmental reform that has been embarked on since 
the lift of the martial law rule in 1987.  In addition, the article outlines the preliminary blueprint for 
government reorganization, including the enactment of three Organization Acts (the Amendment to the 
Organization Law of the Executive Yuan, the Basic Law Governing Central Government Agency 
Reorganization, and the Law for Staff Quota for Central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dministrative legal person status for independent government agencies.  The article concludes 
with a topical discussion of some anticipated challenges related to the reorganization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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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九八○年代以來，政府的革新與改

造，已蔚為世界潮流，不論為呼應廣大民眾

殷切期盼或為因應全球化國家競爭力之提

升，台灣都必須進行政府改造。 

長期以來，我國社會各界對政府組織的

批評，包括行政組織相對僵化、機關層級過

多而權責不清、決策過程複雜而費時、面對

外在環境改變缺乏效率等，皆在在顯示出民

眾對政府組織的殷切期盼。尤其，台灣在面

對全球化經濟的競爭壓力下，政府體制必須

進行功能性與結構性的調整，始能回應民眾

與國際社會對政府施政的期許與挑戰。因此

我們必須積極展開政府組織的重整與塑身工

作，不只是要大幅的減少行政機關與公務人

員數，更要型塑一個能迎接新世紀挑戰的政

府組織，並同步推動在政府機關總員額限制

下的組織彈性化。 

貳、研修背景 

行政機關的組織調整作業就是政府改造

最重要的一環，應戮力達成簡併行政院及所

屬機關數及內部單位數，合理管制中央政府

總員額數，減少政府支出及擴大民間參與公

共事務等目標，其研修背景與改革理念基

礎，大致可以推動「政府改造」運動為基準，

分為八十七年以前、八十七年及改造現況三

階段。 

(一)民國八十七年前 

民國七十六年政府宣佈解除戒嚴，台灣

正式轉型為民主政體，逐步走向多元化。在

行政上，政府層級過多、權責不明，以致不

能適應社會實際需求。雖然政府內部改革工

作未曾間斷，民眾仍未能明顯感受到政府效

能提升。民國八十二年，當時行政院連戰院

長提出推動行政革新方案之構想，並指示研

修行政院組織法。行政院並成立「行政革新

會報」及「行政院革新推動小組」落實推動，

整體行政革新工作經過三年的努力，期間歷

經兩次的檢討與修正。 

(二)民國八十七年 

民國八十七年政府再造有了較完整的架

構，在當時行政院蕭萬長院長指示下，頒布

「政府再造綱領」正式啟動政府再造推動計

畫。並組成「政府再造推動委員會」擬訂策

略選定「組織再造」、「人力及服務再造」及

「法制再造」為推動改革工作的三項重點。

在組織再造方面，除順利完成臺灣省政府及

所屬機關改隸至中央調整作業，並研擬「中

央政府機關組織基準法草案」及「中央政府

機關總員額法草案」由行政院會銜考試院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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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立法院審議，惟因第四屆委員對朝野協商

版本未能取得共識，至民國九十一年立法院

行使職權法「屆期不連續」規定，該二案遂

無法繼續審議。 

(三)民國八十九年迄今 

新政府團隊上任後，執政黨政府再度邀

集各界精英人士組成「政府改造委員會」由

總統親自主持政府改造事宜，進行政府改造

之根本性與全面性的探討。「政府改造委員

會」確立了政府改造的理念、願景及目標，

其內容涵蓋了精簡行政組織、改進人事制

度、強化服務機制與調整政府架構等；並於

九十一年四月再度將「中央政府機關組織基

準法草案」、「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草案」、

「行政院組織法修正草案」重新審酌國家發

展願景與國際社會、經貿情勢後，修正完成

送請立法院審議。 

行政院為配合政府改造亦於九十一年五

月成立了「行政院組織改造推動委員會」，下

設政府民間夥伴小組、中央地方夥伴小組、

中央行政機關功能調整小組三個功能調整及

經費、人事、法制三個配套制度小組。其推

動組織改造的主要方向，主要是參酌各國行

政改革經驗，揚棄傳統大有為政府的概念，

而朝小而能的政府方向邁進。 

九十一年八月行政院組織改造委員會確

立了行政院組織改造以職能為檢討重點，朝

四化「去任務化」、「地方化」、「法人化」及

「委外」四大方向持續檢討調整各部會組織

業務，並組成內政法務、國家安全等九個工

作圈，將性質相近或有所關連者納入同一工

作圈，以契合組織改造全面而深入檢討之特

性。 

九十三年六月二十日立法院先行通過

「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該法中確立了

行政機關的基本架構，實是我國推動政府再

造的重要成果。行政院為配合基準法規定，

亦已再次審酌國內社會變遷與政經情勢，重

新擬具行政院組織法修正草案，明確訂定行

政院的組織架構與運作功能，送請立法院再

次審議。 

參、我國現行行政機關組織體制之檢討 

一、中央行政機關組織過於複雜與僵化 

政府組織與用人趨向彈性與精簡，是世

界各先進國家政府再造的潮流所趨，我國現

行行政院下共有三十五個所屬一級機關(即

中央二級機關)，每一部會之下又設一至數個

三、四級機關，合計總數超過六百多個，使

得政府政務決策流程過於冗長，而且也增添

了組織間的協調成本。另外，現行組織與內

部單位和人員配置等都須依法律規定，也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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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配合民眾需求或反應環境變遷做迅速且立

即的調整。 

二、施政資源重疊使用 

現行部分部會存在業務職掌區隔不易、

功能類似，或因特殊考量致相關性業務分由

不同機關執行之情形，造成預算編列重疊，

增加政府財政及納稅義務人的負擔。實有必

要重新檢討各機關之功能業務，明確區分各

機關之業務職掌，業務相類似或需高度互動

者宜與整併，業務明顯萎縮或重疊或已移撥

他機關者則應予以裁撤。 

三、部會內部名稱未趨統一 

現行機關名稱未有統一標準，形成機關

層級難辨，內部單位與機關名稱不易辨識，

長久以來為各界所垢病。舉例而言五院乃一

級機關，其首長稱為院長，惟尚又存在許多

機關亦採「院」為名稱者，如故宮博物院、

研究院等，其首長雖也稱院長，職位高低卻

相差懸殊；另外，「處」、「局」名稱混用的現

象更是嚴重，常可見「局內設有處、處內又

再設局」之情形。這些名稱紊亂的現象，實

造成許多民眾認知及洽公上的困擾。 

四、機關內部輔助單位及人員比例過多 

根據統計資料目前中央部會層級的業務

與幕僚人員（包括人事、政風，會計、總務

人員等）比例約為六比四，三級機關約為三

比一，四級機關則減為十一比一。明確突顯

我國中央政府中直接推動或規劃政府工作的

業務人員，比例偏低的事實，有加以調整的

必要。 

肆、行政機關組織調整策略 

一、中央職權地方化 

地方化意指將現行中央機關辦理之業

務，改由地方辦理，亦即「業務下放」，係以

地域性及親近性等因素為主要考量因素，決

定業務該由哪個層級機關負責。 

在處理地方化的過程中，除須完整檢討

中央各機關可由地方政府執行之職權外，仍

應兼顧地方政府承接業務之意願與能力。為

健全制度，地方制度法亦應配合修正，以免

短期間內將中央各機關經費移撥地方政府，

卻限於相關法令尚未修改，而導致中央各機

關之業務與人員無法移予地方政府之窘境。

另基於地方政府財政收入應視其支出規模而

定之原則，惟有及早確立地方政府自治事項

內涵，方能達到健全地方財政之目標。 

二、公務機關法人化 

法人化係指將仍屬於國家任務而無行政

機關實施必要之業務，設立法人交由其實

施，而該法人係屬公法性質之行政法人。因

其涉及政府經費的捐助或補助，創設行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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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完備的法制基礎實有相當必要性，行政法

人的績效評估及存廢，均必須事前有非常嚴

格且周全的配套規劃。 

三、業務委外辦理 

委外辦理意指將業務委託民間辦理，是

為世界各國提升業務執行效率之普遍做法。

依其委託辦理之內容又可分為「機關委外」

及「業務項目委外」兩類。「機關委外」是指

將機關整體業務委託民間辦理，而「業務項

目委外」則是僅將機關部分業務項目委託民

間辦理。 

「機關委外」因其本質與機關裁撤相

當，因此其所涉及之人員及法規的問題應先

妥善規劃處理。如採取機關人員先行移撥至

其他機關或給予優惠退離方式；其委外業務

如涉及公權力行使，則應先行修訂相關法規

以保障人民權益。 

四、公務機關去任務化 

去任務化也就是「解除管制」，亦即重新

從人權及資源效率的觀點來檢討，如該項業

務如已無再辦理必要或有侵害人權之嫌或因

政府辦理無效率，而將該項業務自國家任務

中予以排除不再執行或改由民間來執行，政

府機關不再負有執行該項業務之任務。去任

務化與委外辦理相同，皆可能涉及員工保障

及人民權益的問題，應先行妥善規劃處理。 

伍、行政院組織三法 

綜觀整個政府再造的內容，基本方向為

「精簡」、「彈性」、「效率」，以往強調「大有

為」政府經營型態，已不能滿足現今全球化

與多元化社會的需要，惟有將整個政府組織

改造成精簡、彈性、不斷創新的「小而能」

組織的目標，才能因應行政事務日愈多元化

的發展。 

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中央政府機

關總員額法草案及行政院組織法修正草案，

一般簡稱組織三法，即為在上述理念下推動

政府再造中最重要的一環。其中，中央行政

機關組織基準法已經立法通過，總員額法草

案及行政院組織法草案亦已由行政院通過，

交付立法院審議中。組織三法確立了我國行

政機關組織及人力的基本架構，已初步實現

了行政院組織再造的基本精神。以下茲以說

明三法特點： 

一、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 

本法案重點主要是確立組織架構，鬆綁

人事制度，並限縮中央政府組織再造對象為

行政院，排除總統府、國家安全局、其他四

院等機關的適用。草案共分七章，三十九條，

其要點如下： 

（一）限縮立法院組織審議權範圍 

明定三級以上機關及獨立機關的設立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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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以法律訂之；其餘機關因與人民權利義務

較不密切則改以行政命令訂定組織章程之。 

（二）統一各級機關單位名稱 

各級機關依層級依序採用院、部（委員

會）、署（局）、分署（分局）等名稱；機關

內部業務單位則依層級依序採處、司、組、

課稱之，而輔助單位則稱處或室。 

（三）鬆綁機關組織法規範內容 

未來組織法內容僅須包括機關名稱、設

立依據、隸屬關係、正副首長職稱、官職及

員額等。其內部單位之設置、編制、員額、

官職等等，則可由機關自行彈性調整。 

（四）統一各級機關內部正副首長名稱及人

數 

各機關首長應依其機關性質不同而異其

稱謂，首長制機關首長稱長，合議制首長則

稱主任委員；另明定各級機關正副首長人數

及其職務列等。 

（五）總量管制各級機關及內部單位數 

為使我國行政機關組織更加精實彈性

化，本法中僅針對各級機關及內部單位總量

進行管制，規定部、委員會及相當二級的獨

立機關設立總數分別以十三個、四個及五個

為限；附屬機關署、局則以五十個為限；另

亦規範各級機關輔助單位最多不得超過六個

處或室。 

二、「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草案 

我國現行中央機關的組織法規，對於各

機關職務的人數均作明確的規範，雖可防杜

濫用人員，卻造成組織用人的僵化。有鑑於

此，行政院蒐集國內外相關法制資料後，邀

集相關公務機關、學者專家會商研擬「中央

行政機關總員額法草案」送請立法院審議。

該草案係屬基準法性質，僅提供組織員額配

置的原則性規定，賦予機關首長更大的用人

彈性，草案主要內容包括： 

（一）明定適用範圍為總統府等中央一級機

關暨所屬各級機關；且界定員額包涵

政務人員、常任文官及聘僱人員。 

（二）本於精簡原則，明定中央政府機關員

額總數最高為十二萬人。 

（三）明定各級機關員額訂定方式：一級機

關及所屬各級機關配置之總數，由行

政院徵詢一級機關後，在法定最高限

額內訂之；二級機關及所屬各級機關

配置之總數，由該管一級機關分配

之；三級以下機關配置之總數，則由

該管二級機關分配之。 

未來透過總員額法配合組織基準法的實

施，將使我國公務人力的運用更賦予彈性，

達成推動業務合理化之下最佳員額配置的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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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行政院組織法」修正草案 

九十三年六月由立法院通過之「中央行

政機關組織基準法」，明定行政院最多得設立

十三部、四個委員會、及五個相當二級的獨

立機關。行政院為配合上述基準法的總量管

制原則，依據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重新考

量當前全球化及我國社會、政經情勢變遷，

檢討調整行政院組織法後，函送立法院審

議，修正條文共十三條，要點如下： 

（一）增強「部」的核心業務規劃執行效能  

依據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規定，

「部」是以中央行政機關應負責之主要功能

為主軸，擔任綜合性、統合性之個別性政策

業務，亦即部的設置原則上應符合處理的公

共事務涉及重要的政策決定、業務影響範圍

顯著及於廣泛的公共福址、預算規模達到一

定標準等條件。 

依據上述理念，行政院除了增強傳統八

部的核心職能，設內政及國土安全部、外交

及僑務部、國防及退伍軍人部、財政部、教

育及體育部、法務部、經濟貿易部、交通及

建設部外，另外為因應新興業務需求，新增

勞動及人力資源部、農業部、衛生及社會安

全部、環境資源部、文化及觀光部等五部。 

（二）強化委員會的跨部會統合及協調功能 

委員會雖係二級機關，惟與部之功能有

別。其主要功能在於政策的規劃、跨部會的

政策協調與統合，而非辦理綜合性、統合性

之個別性政策業務，故屬政策幕僚性質。目

前行政院所屬一級機關中，包括經建會、研

考會、國科會等均屬於該類型機關，分別負

責各主管業務的協調規劃事宜，以支援院長

的決策。惟因分工細密，多方管考，加以水

平整合機制不足，難免產生業務重疊或競

合，增加協調成本之情形。 

基於業務性質相同或相近的機關，事權

集中後有助於決策整體性，亦可統籌行政資

源的運用，有助於降低行政成本，行政院幕

僚機關實有強化並整合之必要，在此理念之

下，本次行政院組織調整在基準法的總量限

制下，行政院共設置了國家發展及科技委員

會、海洋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及客家委

員會等四個附屬機關委員會。其中，行政院

國家發展及科技委員會係整合行政院經建

會、研考會、國科會等政策幕僚業務，統合

負責國家重要經濟與社會政策之規劃、協

調、資源分配、與績效評估等事項。海洋委

員會則因海洋政策多涉及數個部之業務領

域，設立來統籌並協調各部的資源與政策以

促進我國努力邁向海洋國家。另外，行政院

原住民族委員會及行政院客家委員會也有類

似政策統合之業務功能及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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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強化行政院院長的政務領導與政策統

合 

為強化行政院院本部政策領導、協調與

資源管理功能，未來行政院院內將設大陸事

務、預算及會計管理、公務人力及組織管理、

法制事務、資訊管理等業務單位，行政院院

長將透過四個二級機關委員會及院內單位型

組織提供政策領導、協調及監督功能。 

陸、行政法人與獨立機關 

一、行政法人 

政府任務除了純粹公共事務由政府組織

辦理、未涉公共任務部分移轉民間辦理之

外，部分公共服務尚須兼顧政府任務的遂行

與企業化經營，在此基礎下，即將原本由政

府組織負責之公共服務自政府部門移出，以

公法人來專責辦理，創設一個新的行政組織

型態，此即「行政法人制度」。 

就我國行政法人的創設而言，主要是參

考日本的獨立行政法人制度而來。為避免日

後行政法人的類型與屬性產生歧異，行政院

與考試院會同草擬完成「行政法人法草案」

並於九十二年四月二十二日送立法院審議。

行政法人法係定位為基準法，其目的在於就

行政法人共通性制度作原則性規範，以提供

個別行政法人立法時之法源依據。以下簡述

有關行政法人制度的優點及特性： 

（一）融合公、私部門的優點及特性  

行政法人可說是行政機關及民法上財團

法人的中間類型，打破以往政府、民間體制

上之二分法，一方面維持部分公共任務特

性，將之保留在公法領域，以強化監督並避

免混淆私法體系；另一方面，引進企業經營

精神，使業務推行更具彈性與效能，另透過

制度的設計使政府對行政法人的補助、行政

法人的資產負債均能更制度化與透明化。 

（二）增加用人彈性，鬆綁現行行政機關人

事制度 

我國行政機關組織的用人規定，舉凡公

務人員考試、任用、升遷、考績、俸給、退

撫各項規定皆定有法規加以規範。對於部分

需要相當專業或技術性人才，常因受限於法

規上的規定，形成進用或管理上的窒礙。依

據行政法人法草案規定，行政法人應自行擬

訂人事管理制度，得依組織業務需要用人且

不須受公務人員相關法規限制。 

（三）適度鬆綁政府會計制度和採購限制 

行政法人亦自行擬訂會計制度，除係受

政府補助外在會計及採購上也不似行政機關

嚴格規定，且其預算的編制也不須送立法院

審查，也就是說其年度預算及決算之審議係

由其內部自行設立董監事加以審核或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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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為避免行政法人隨意舉債而無力償還，衍

生由政府概括承受之後遺症，同時為免未來

計算整體政府債務有所爭議，草案中亦明定

行政法人所舉借之債務，以具自償性質為

限，如有不能自償之虞時，應即檢討提出改

進措施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二、獨立機關 

包括中央銀行、中央選舉委員會、公平

交易委員會、金融監督委員會等機關，其業

務性質特殊，必須超然獨立行使職權，避免

行政與立法的干涉，以確保決策的高度專

業、去政治化，或專責裁決性、管制性、調

查性等任務。 

獨立機關係屬首次應用於我國政府機關

之組織設計概念，其定位仍是行政組織的一

種特殊類型，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三

條規定「獨立機關係指依據法律獨立行使職

權，自主運作，除法律另有規定外，不受其

他機關指揮監督之合議制機關」，而各獨立機

關之設置依據則明定於各機關組織法中，此

外政府改造委員會通過之「獨立機關的建置

理念與原則」及行政院組織改造推動委員會

通過之「獨立機關建置原則」，亦是設置獨立

機關時必須遵循的重要依據。其設置理念與

運作原則如下： 

（一）獨立機關之組織建制就是若干機關獨

立於行政權之外，沒有層級概念，不

受上級機關之指揮監督，據以確保其

作成非政治性的決策。獨立機關的首

長，因而也不是內閣閣員，原則上毋

須參加行政院院會。 

（二）獨立機關行使職權係採合議制，主要

決策應經委員會會議通過；委員會會

議之議事程序及其決議方式應於組織

法中明確規定，且所為決策並不須受

行政院或其他行政機關之適當性及適

法性監督。 

（三）獨立機關委員人數不宜過多，其人數

以五至七人為原則，應著重人選之專

業性，並力求超越黨派取向的政治考

量，且其機關首長、副首長、合議制

之成員，均應明定其任職期限及任命

程序。 

（四）人民或機關團體對獨立機關所為決定

不服者，應直接提起行政訴訟；法院

得就係屬案件中獨立機關所為決定為

適法性之監督。立法院亦得藉由立法

規範及預算之審議，對獨立機關為監

督。 

柒、未來可能面臨課題 

一、行政院各部會職掌仍待細部規劃、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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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八十八年，國民黨仍在中央執政

時，即依據憲法增修條文規定，草擬中央政

府組織基準法，送立法院審議。民國八十九

年，首次政黨輪替執政，國民黨在立法院維

持多數席位，卻未支持基準法通過。民國九

十一年四月，行政院配合組織改造，再將基

準法送立法院審議。期間行政院與在野黨團

針對下述問題進行冗長協商。例如基準法適

用範圍是否侷限行政院及其所屬機關，獨立

機關主要成員是否須經立法院同意，行政法

人是否正式列入。其中尤以機關是否總額控

管歧見最大。 

行政院當初將部會調整為十五部六委員

會，在野黨團未提出自己版本之下，卻硬性

表決通過十三部四委員會。其他爭議則各自

讓步，拖延兩年的基準法終於在立法院通

過，正式啟動行政院組織改造。除了限定十

七個部會，基準法也明文規定部會所屬三級

機關總數不得超過五十個。現在各部會所屬

三級機關大約三百個，的確太多，有必要整

併，可是大幅刪減為五十個，造成各部會手

忙腳亂無所適從。令人不解的，在野黨也未

有具體的版本，基準法附帶決議明年元月底

完成行政院組織法修正案，民國九十五年元

月正式實施新的行政院組織架構。 

行政院組織調整，經過十多年討論，現

在有了初步結論，尚可告慰。立法院對於行

政院最新版本是否完全接受，尚待觀察，例

如設立海洋事務委員會，大陸事務委員會改

為行政院內部單位，行政院本部大幅膨脹，

與未來憲改如果朝向總統制是否牴觸？許多

部會名稱是否妥適，均待立法院決定。 

二、如何維護既有員工權益，使其全力配合

改造 

中央政府的組織再造將會帶動我國公務

人力的重大變革，行政組織及員額的調整勢

必影響原有員工的權益。然而，公務人員為

國家政策的規劃與執行者，為依法任用保

障，進退間有相當嚴謹的法規規定，因此本

次行政機關組織再造，在組織及員額精簡的

目標下，人力的配置方面實應規劃更具體的

配套措施。 

三、總員額法施行下可能產生的矛盾 

依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草案的規範，

精簡後中央政府機關員額總數最高訂為十二

萬人，惟目前我國中央機關組織法規所訂編

制員額總數為十七萬二千餘人，再加上為配

合精省後人力移撥所實施凍結的人事缺額，

未來可預見的新進入行政機關的人力勢必大

幅減少，直接影響政府機關人力資源的新陳

代謝，甚至可能造成人員老化、缺乏創新能

力等情形，此與政府再造的目的顯有相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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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組織調整的人力流動及影響 

此次行政院各部會進行大幅度組織改

造，雖然所有事務官權益受到保障，但必有

若干人力離開政府。由人力資本的概念分

析，哪些類型人力離開政府，影響值得分析。

政府改造必有陣痛期，但有必要降至最短最

低。除了人力離開政府的影響之外，各部會

內部人力的重新組合，個人知識及組織知識

的改變，也頗值探討。有些部會結合來自不

同部會人力，例如環境資源部，需要多久時

間，才能人力整合，凝聚新的組織文化。若

干部會被拆成數個單位，改隸不同部會，這

些人力如何早日納入新組織。組織以人力為

主，長久形成的良好的組織文化又如何保

持，新組合的部會如何儘早形塑新的知識及

文化，以符合政府改造目標，均有待為政者

的思索。 

捌、結語 

面對二十一世紀的來臨，世界各國皆面

臨了全球化的壓力與挑戰，國與國間不僅相

互依賴，同時也相互競爭，為提升國家競爭

力，強化政府效能實是各國刻不容緩應面對

的課題。 

然而，台灣的政府再造，並不是如歐美

等先進國家般，可以化約為技術性的方案，

在相當大的層面上，政府改造與台灣的民主

與社會轉型，是必須放在同一個擘劃的理念

與方案上完整的規劃與思考的。 

因此，雖然我國的政府再造已推動餘

年，亦已漸漸展現出初步具體的模型。然而，

政府再造的成敗與否，除了改造策略能切中

問題，行動方案的提出與執行如何落實及如

何尋求各界的支持與認同，讓政府改造成為

全民參與的改革運動，才是推動政府改造所

面臨的最大挑戰。（本文作者為考選部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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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精簡的行政組織─ 

行政院組織法修正草案評析 

 

葉俊榮 

摘  要 

因應國際間的競爭與臺灣的社會轉型，政府著手推動改造工程，希望建

構小而能的政府，而組織與職能的調整則是其核心議題。從建構彈性精簡的

行政組織觀點出發，本文就行政院組織法草案內容，檢視其推動的脈絡背景

及調整過程，並就目標策略及預期效益探討未來發展的趨勢。 
本文透過理論與實際兩個層次進行分析。在理論層次上，以彈性化政府

的概念為組織調整提供理論基礎；在實際層次上，則從參考先進國家政府改

造經驗、政府改造職能檢討結果以及「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法律規定等作

為探討與依循對象。 

本文認為因應社經環境變遷，行政院組織法修正草案內容強調提高決策規劃層

級的院本部、落實部的政策規劃及執行功能及強化委員會的政策統合功能，使得政

府藉由明確的分工有效提供人民服務、掌控多元社會下各種新興課題並控制龐大的

公共支出，提升政府內部運作的效率，建立更具有競爭力的活力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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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 Flexible and Streamlining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s-The Draft Amendments 

to Organizational Act of the Executive Yuan 
By Jiunn Rong Yeh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rov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Taiwan 
government has been developing a drive of reinventing government; and wishes to realize a 
small but efficient government. The adjustment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function 
become the main issue in the reformation proc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uilding flexible 
governmen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Draft Amendments to Organizational Act of the 
Executive Yuan, including its context and process, aim and strategy, expected result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provides theory and practice approach to analyze the Draft Amendments. In 
theory approach, we use the model of “the flexible government” as the analytical base, which 
is emphasized the institutional capacity building by getting rid of permanent budgets and 
organizations with contract work. In practice approach, this article applies other countries’ 
experience and reviews our government functions and the spirit of “the Organic Standard Law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gencies”  

In response to the change o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the Organic Standard 
Law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gencies was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The core 
responsibilities and functions of the original eight ministries can be restructured and 
reinforced; five new ministries will be built to meet new challenge and societal needs; and the 
four cross-ministerial commissions will be created to integrate and coordinate various policies. 
Most important of all, the Amendments emphasize the leadership of Executive Yuan 
headquarters through upgrading decision-making level. If Legislative Yuan could pass the 
Amendments, the government will be easier to create mechanism that can reply the rising 
social and economic issues and control the scale of public spending. At last, the Amendments 
will be help to clarify the role of government and expended the functionality and efficiency of 
the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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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1980 年代以來，許多先進國家在大政府

（big government）的思維下，不斷擴張政府

職能，形成龐大卻效率低落的行政組織，無

法有效回應民意需求（孫本初， 2001：

65-66）。面對這樣的困境，這些國家試圖透

過政府改造(Reinventing Government)工程來

建構更有效能的政府，儘管在方向上以及程

度上有所差異，但是改造議題的普遍性卻已

受到肯定。 

參照這些國家的經驗，臺灣從 1990 年中

期以來便著手推動政府改革議題，由於特殊

的環境脈絡，使得臺灣政府改造工程具有更

深遠的意涵。2000 年以後因應民主鞏固以及

政經情勢變化，使得政府改造模式有更大的

變動，若僅比較兩波行政變革的模式，的確

在某些面向上有其類似性，但是這波改革並

非只是續階改革（Next Step）（江大樹，

2003），而是全面性反應臺灣社經環境狀況，

這包括內部社會轉型特質，以及外部全球化

下所帶來的國際競爭。 

從理論與實際兩個層次探討行政院組織

法草案內容，本文認為因應社經環境變遷，

行政組織必須更為精簡且更有彈性，整體的

設計則是以強化院本部決策角色、落實部的

政策規劃及執行功能及強化委員會的政策統

合功能等三項策略為主。經由這些調整策

略，未來行政組織因為分工明確將能夠有效

地提供人民所需的服務、同時掌控多元社會

下各種的新興課題並控制龐大的政府支出。

最後，本文認為未來組織改造的方向，仍應

該朝落實五項配套措施、以工作圈方式規劃

各機關職掌與權限以及積極推動組織改造四

法相關立法作業等方向邁進，才能夠將政府

改造的願景予以實現。 

貳、行政組織調整的脈絡背景 

一、全球化下流動性的趨勢 

全球化作為當代新興且重要的課題，其

定義是複雜且多元的；但是大抵而言，對於

全球化認知主要在於全球化促使「距離的消

失，被捲入經常是非人所願、未被理解的生

活形式」（Beck著，孫治本譯，1999：30）。

在政治面向上，Hardt 與 Antonio（2000）認

為全球化過程中會形塑嶄新的政治制度與權

力模式，這個政治制度宛若虛擬的帝國。這

個帝國並非是完整的國家，沒有皇帝與首

都，也不具有權力核心；這個帝國也呈現高

度流動性，不同於傳統民族國家將統治權集

中在領土內部，全球化下的制度權力是無所

不在的，突破傳統國家主權的疆界，其所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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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層面涵蓋了世界各個角落的人口。 

在全球化的衝擊下，儘管國家主權依然

存在，但是卻已經被嚴重地削弱，失去傳統

主權的絕對性和至高性(Nash，2000)。而過去

絕對主權下的政府角色也逐漸被治理

（governance）（註一）概念所取代（孫同文，

2003），公共事務得以透過公部門與私部門間

採取各種有效的方式達成。正因如此，政府

必須擺脫過去僵化的思維，重新思考組織的

規模與職能，透過與國內與國外各種部門間

的合作，才能加強全球化下國家的競爭力。 

就全球化及治理概念而言，對於臺灣政

府改造議題最主要的影響在於對公私部門角

色的認知。在全球化的脈絡下，政府與民間

的角色逐漸模糊，過去兩者嚴格區分的觀念

已逐步鬆動，這意味著未來將會產生更多介

於兩者之間的行政組織模式，最明顯的例子

便是行政法人的設置。行政法人同時具有公

私部門的部分特質，一方面具有行政機關的

條件，另一方面其內部人員與運作卻得以免

除公務人事、預算及政府採購的限制。未來

這種特殊的組織數目面對全球化的衝擊及治

理模式的變動還會陸續成長，如何透過適當

機制使其發揮應有的功能是政府必須思考的

議題。 

除了公私部門的界線混淆，全球化也改

變人力資源應用的觀念。丘昌泰（2000：

14-24）認為過去人事管理在公部門發展上是

被動的角色。在強調國家競爭力的快速步調

中，政府的職能與角色必須因應環境而有所

改變，對人力資源的規劃也必須如此。為了

使得人事管理更具有策略性，公部門更傾向

於以契約方式處理人事制度。這反應了全球

化下，人力資源也如同資源與資訊間也具有

高度流動性，唯有藉由組織調整，形成人才

間良性競爭機制以提升政府服務績效，避免

以往公部門在永業制度下，難以流動到其他

領域的現象。對於公務員本身而言，透過部

門間人才流動形同學習（learning）的過程，

自然處理各種事務時的能力也得以有效提

升。 

二、臺灣轉型社會的特質 

在全球化的脈絡之下，臺灣轉型社會的

特質也影響政府改造議題。在各國從事政府

改造議題往往必須將行政運作連結到政治體

制。民主制度與行政組織是政府治理的兩個

支柱，唯有民主制度的支撐，才得以使行政

運作發揮良好的治理（North, 1990:3-5）。臺

灣過去在威權統治時期，戒嚴政治加

上戡亂體制下使得行政組織嚴重扭

曲，政府以格格不入的大陸型管理模式掌

控臺灣發展，儘管歷經多次行政革新卻始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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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反應國家環境及人民需求。在國民黨長

期掌控行政與立法資源，行政改革被迫向現

實高度妥協，並且被限縮在相當範圍之內。

2000 年政黨輪替後，臺灣邁向民主鞏固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階段，過去政府改

造外在體制限制得以大幅鬆綁，而政府也能

從更宏觀的角度調整政府職能，建構能為人

民服務的政府。 

從轉型理論來看臺灣當代發展脈絡，可

以察覺 1980 年代臺灣從經濟轉型、社會轉型

到政治轉型，當中過程充滿延續性與動態

性。儘管從重大政治事件時點來看，臺灣的

社會轉型似乎已經完成，特別是 1987 年解除

戒嚴與 1991 年動員戡亂時期的終止，但是實

際上的情況是隨著民主政治推動，公部門民

主行政價值仍需要相當時間才能夠建構，而

政府行政組織與法令規章都需要配合修正，

才能符合轉型後臺灣社會的需求。例如過去

在大政府思維下，政府建立龐大的國營事

業，使得許多原本可以歸屬民間經營的產

業，或者利用市場機制決定的事項都納入政

府控制的範疇，加以過去金權政治下「政府

失靈」（government failure）現象頻頻發生（朱

雲漢，1995；李佩珊，2001），使得這些國營

事業與原本目標背道而馳，這些都是政府改

造時所要因應的課題。 

除此之外，在政黨輪替之後，執政者面

對過去所累積的包袱增加許多制度性的調整

成本，也表現在國家競爭力的評比上。表一

是瑞士國際發展管理學院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以下簡

稱 IMD)所做的國家競爭力報告。報告中顯示

臺灣從 2000年以來政府效率面向上的成效並

不理想，特別是在前 2到 3 年更是大幅滑落，

隨著政府對於政治體制運作的熟悉以及政府

改造初步成效，邁向緩慢但是逐漸上升的過

程，但是這顯示行政組織調整仍必須持續進

行，才能符合人民對於公部門能夠強化民主

治理的期望。 

表一  臺灣的國際競爭力排名（註二） 
項    目 2000 年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經濟表現 26 29 40 33 24 

政府效率 14 17 24 20 18 

企業效率 13 9 16 11 7 

基礎設施 22 20 20 23 20 

總 排 名 17 16 20 17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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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主轉型過程中，臺灣還面對建立國

家主體性的任務，並強化人民對於在地化

（localization）的呼聲，重新尋求對於本土的

重視與認同，這並非是反全球化（ anti- 

globalization），而是如同學者 Robertson

（1995）提出的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

全球化並非要求所有國家一體化（ uni- 

fication），這是與在地化形成互動式的循環結

構。當臺灣主體性受到人民的重視時，越能

在全球互動過程彰顯其特色，並透過全球性

的競爭與合作中呈現特色。 

在全球化與在地化兩波趨勢的激盪下，

政府改造必須思考組織調整後是否能夠發揮

臺灣的特質，贏得全球化的挑戰，獲得有利

的發展地位。全球化對於當代民主國家是危

機，同樣也可能是轉機。而行政組織調整便

是 透 過 制 度 建 構 來 提 升 政 府 量 能

（capacity-building），使得政府政策得以回應

在地化的需求，並在全球化過程中彰顯特色。 

制度量能提升強調建構能在社會運作中

適當地分配資源、協調衝突、避免錯誤的機

制，使得政府政策更有效能，進而促使整體

社會發展更具有永續性（葉俊榮等，1999）。

在此思維下，一方面調整公部門職能與角

色；另一方面，強調政策資源運用不能侷限

在公部門，對於民間龐大的社會資源，也要

透過制度性安排納入政策思維，有效達成政

策效果。 

總結來說，這波政府改造的脈絡背景，

一邊是國內轉型社會的本質；另一邊是全球

化下的流動性，包括資金、資訊、產業與人

力等部分，這兩者使得公私領域資源面臨整

合的訴求。在此過程中，國家主權重要性一

方面會被弱化，但是弔詭的另一方面則又被

強化，而政府推動各種改造仍須回到政府本

身才能真正發揮作用，這些現象都形成政府

思考其職能調整的背景。 

參、彈性精簡的行政組織 

一、行政組織調整過程 

從彈性化政府的觀點來看，複雜而僵化

的行政組織無法有效回應臺灣面對轉型社會

的本質，以及全球化下激烈的競爭。檢視現

行政府的規模，行政院設有三十六個部會，

在部會之下又設 396 個署局等三級機制，加

以組織與內部單位和人力都要以法律定之，

使得政府更難以有效回應人民的需求。 

為了建構具有競爭力、高效能而且能提

供人民優質服務的政府，臺灣勢必依循彈性

化政府的概念進行改造。因此，總統府政府

改造委員會對於組織調整研究便納入彈性化

政府的概念，並形成改造目標與運作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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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2002 年 3月政府改造委員會第三次委員會

議通過「行政院組織改造的目標與原則」來

看，強調政府組織有五項缺失，分別是水平

政府組織太多、政策統合組織機制薄弱、組

織未能適切對應政府核心職能的轉變、合議

制組織過多、混淆部與會的功能分際以及獨

立機關的設計原理不彰。 

面對這五項缺失，該文件也明確列出五

項改革目標，包括強調規模精簡化、建制合

理化、強化政策的領導與統合、落實業務與

組織的合理劃分及組織彈性化。未來依照此

目標與原則，調整行政院二級機關為二十三

個，而行政院組織法修正草案也在 2002 年 4

月函請立法院審議。 

2004 年 6月立法院通過「中央行政機關

組織基準法」（以下簡稱基準法）；該法第二

十九條與第三十條明定，部的總數以十三個

為限，而委員會總數則以四個為限。同時該

法第三十五條還規定，行政院應在該法公佈

後三個月內，檢討調整行政院組織法修正草

案及行政院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行條例草

案，函送立法院審議。至於其他個機關組織

法律或其他相關法律，與本法規定不符者，

由行政院限期修正，並於行政院組織法修正

公佈後一年內函送立法院審議，行政院重新

辦理行政院組織法修正作業。 

為此，行政院依照該項規定在期限內將

「行政院組織法修正草案」及配套法案「行

政院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行條例草案」再

送請立法院審議。面對這些組織改造相關政

策變遷，本節從理論與實際兩個層次，探討

行政院組織法等相關修正背後的思維。 

二、彈性化政府的理論依據 

從理論性的觀點來看，行政組織調整就

方向上，是朝向 Peters（1996）所提出彈性化

政府（flexible government）的治理模式。面

對組織過度僵化的困境，該模式強調政府必

須有能力因應環境制訂適當的政策，而非一

成不變的回應外在環境的挑戰。彈性化政府

強調過於穩定的政府結構形成有效治理的障

礙，為了使政府運作更有效能，必須定期讓

政府組織適度調整，重新檢視組織的價值以

及政策制訂模式。考量到政策內容變遷、國

際競爭以及社會對政策多元互動的思考，彈

性化政府更重視協調機制，透過在行政組織

內部採用替換性的結構，取代擁有政策領域

主導性權力的傳統行政機關。這種彈性特質

使得機關持續思考組織的價值以及本身存在

的目的，甚至裁撤已經無法有效回應挑戰的

組織，以避免組織過度僵化反而形成公部門

運作的阻力。當政府擁有較大的彈性與裁量

空間，比較能夠面對持續變動的社會和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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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做出反應。 

Peters 認為行政機關的脆弱會導致權力

的弱化，並降低對政策的承諾。強調穩定的

重要性更牽制公部門的創新能力，當科層組

織的力量減弱，將使得政策有更多彈性的空

間。換句話說，減少層級的束縛，將使得公

務人員勇於提出本身的政策理念。 

就整體性的利益來說，彈性化政府強調

對於人力資源的彈性化運用外，更強調政府

得以更具有創新精神及政策彈性，使得人民

得以受惠。儘管組織模式過於固定似乎有助

於政策連續性，但是確定協調和連貫性的優

先順序往往難以界定，所以儘管組織設計固

定化可以暫時解決問題，但是當發生不同的

政策議題時，組織模式反而誤導決策者的注

意力與資源，而使得真正的問題無法有效解

決，相關資源更不能因應需求團體做出適切

的決策。 

三、政策法規修訂的實際依據 

除了理論性的觀點，行政院組織法修訂

過程，也參考其他國家中央機關設置模式、

基準法精神以及組織改造職能檢討的結果。 

（一）先進國家中央政府規模 

先進民主國家例如美國、日本與英國等

對於行政組織改造問題都有相當程度的經

驗，在中央政府設置的規模及運作上，可以

作為臺灣在推動行政組織調整的參考。考量

中央機關規模的適當性，可以從控制幅度

（span of control）概念為思考的基礎。控制

幅度在於探討機關組織的領導者有效掌握控

制部屬的數目。當領導者控制幅度過大，管

理監督部屬的密度便會降低。儘管控制幅度

的適當程度仍有爭議，無可否認的部門越多

越容易形成專業間各自為政，分工而不合

作，本位主義作祟，協調處理不易。 

綜觀主要先進民主國家中央部會設置情

形，如表二所示，大致上以 10-18 個左右為

主。從美國的例子來看，美國在國務院底下

僅有十四個部門，後來因應恐怖主義的發

展，才又增設國土安全部。至於其他的機構

多設置在白宮底下，例如貿易代表局（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以及

預算管理局（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等均設置在白宮辦公室底下。相較

之下，儘管政府體制不太類似，但是日本內

閣下除了十二個省廳，其他也都至於內閣府

（Cabinet Office）下。我國中央政府部會設

計應該學習這些國家，某些業務合併設部或

調整確實有其必要性，比較符合現代政府的

控制幅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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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先進國家中央政府部會數目及名稱 

國  家 部會數目 部         會         名         稱 

新加坡 13個部 社區發展與體育、國防、教育、財政、外交、健康、內政、通訊與藝術、

人力、國家發展、環境、貿易與工業、交通 

荷 蘭 11個部 國防、經濟事務、教育文化與科學、財政、外交、健康福利與體育、住

宅空間規劃與環境、法務、內政、交通公共工程與水資源管理、總理事

務 

瑞 典 10部 1局 法務、外交、國防、健康與社會事務、財政、教育與科學、農糧漁業、

文化、環境、工業就業通訊、行政事務局 

德 國 14個部 國防、經濟合作及發展、經濟及勞動、教育及研究、環境自然保育及核

能安全、家庭老人婦女及青少年部、財政部、消保營養及農業、外交、

衛生及社安、內政、法務、交通建設及住宅 

日 本 1府 1會 

12 省廳 

內閣府、總務、法務、外務、財務、文部科學、厚生勞動、農林水產、

經貿產業、國土交通、環境、防衛廳、金融廳、公安會 

澳 洲 15個部 農漁林業、法務、交通資科及藝術、國防、教育科學及訓練、勞僱關係、

環境及古蹟遺產、家庭及社區服務、財政及行政、外交事務及貿易部、

健康及老年照護、移民多元文化及土著事務、工業觀光事業及資源、運

輸及區域服務、國庫 

美 國 15個部 農業、商業、國防、教育、能源、健康服務、住宅與社區發展、司法、

勞工、外交、內政、交通、財政、退伍軍人事務、國土安全 

資料來源：行政院研考會編印：《各國政府機關組織架構彙編》，台北：行政院研考會，2004。表格為作
者整理 

 

除此之外，這次行政組織調整議題還參

酌各國政府部會類似的核心職能，以及政府

機關名稱反應多項主要職能的趨勢。就前者

而言，先進國家對於政府定位與角色扮演均

有類似功能，儘管因為名稱差異或是併入其

他次要功能而有些微不同，但對於內政、財

政、國防與外交業務等之共通功能均設有中

央機關專責辦理，顯見各國政府在提供人民

服務上有極大的共通性，足以作為機關設置

的參考。就後者而言，機關名稱反應多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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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職能，從近年各國中央機關設置後的名稱

觀之，機關名稱不再限縮在單一職能。 

以英國為例，掌管教育業務為教育就業

部 (DfES,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交通業務為環境、運輸及地區

部 (DTLR,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the Regions)；以及掌管人力資

源部門為工作及退休金部(DWP, Department 

for work and Pension)。再從法國中央政府組

織來看，教育業務結合研究與終身學習為國

家教育、終身學習及研究部 (Ministry of 

National Education, Higher Learning and 

Research)；交通業務則合併為運輸、觀光及

海洋部 (Ministry of Transport, Tourism and 

Maritime Affairs)；至於人力資源則結合為就

業、勞動及社會團結部(Ministry of Employ- 

ment, Labor and Social Cohesion)與職業平等

及公平部(Ministry of Parity and Professional 

Equality)兩個部。 

從這兩個國家政府機關名稱，可以見到

匯集多項政府職能名稱，集中在新設立的單

一機關的趨勢。儘管部分學者對於名稱的取

法有所質疑（蔡茂寅，2004：16-17），但是

這樣做法在於讓民眾及企業熟悉原來機關的

去向，有助於改造過程中對於人民服務的持

續性與延伸性，也顯現各國在行政組織調整

必須兼顧維護現有部會立場，有利於後續改

革作業所面對的種種問題。 

（二）組織改造職能檢討結果 

2002 年 5月，行政院組織改造推動委員

會（以下簡稱組改會）配合政府改造工程，

於其下設立政府民間夥伴小組、中央地方夥

伴小組以及中央行政機關功能調整小組三個

功能調整及經費、人事、法制三個配套機制

小組繼續推動行政院組織改造工程，如表三

所示。 

表三：行政院組織改造推動委員會分組運作機制表 

配套機制小組 
經費小組 
主計處 

人事小組 
人事行政局 

法制小組 
法規會（經建會） 

 

功能調整小組 

功能調整預算

規模評估 
功能調整經費

規劃 
機關功能績效

評鑑 

人事制度配合 
人事凍結 
過渡時期公務員保障

法案推動整體控管 
建立相關法制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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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民間

夥伴小組 
人事局 
（經建會） 

去任務化 
委外經營 
行政法人化 

行政法人會計

制度準則 
行政法人評鑑

機制 

各機關（構）、學校推

動政府業務委託民

間辦理後，所節餘人

力及經費獎勵措施 
行政院組織改造公務

人員人才培育暨專

長轉換訓練實施計

畫 
行政機關專案精簡

（裁減）要點處理原

則 

行政院功能業務與組

織調整暫行條例草案 
行政法人建制原則 

中央地方

夥伴小組 
內政部 

業務下放 
健全地方自治

中央業務經費

下放地方 
地方政府執行

中央委辦業

務績效評鑑 

地方制度法修改（擴

大地方人事權） 
提高地方公務員官職

等 

地方制度法修改（廢除

鄉鎮市長選舉） 
 

中央行政

機關功能

調整小組 
研考會 

 

組織三法推動

立法 
部會組織、業務

調整 
獨立機關設置

院本部功能強

化 

 行政院組織改造員額

配置（含移撥）計畫

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

法草案 

行政院組織法修正草

案 
中央政府機關組織基

準法草案 
組織法案整體控管機

制 
行政院功能業務與組

織調整暫行條例草案 
獨立機關建制原則 

 

考量過去層級節制體系下，政府受到過

多預算、控制或人事相關法規的限制，無法

發揮預期的效能，因此該委員會於推動組織

改造時以職能檢討為重點，凡可由民間或地

方自治團體辦理者，予以去任務化、委外經

營或業務下放，並依照功能及效率取向檢討

整併現行機關。同時，組織改造服務團挑選

幾個機關進行調整，並列為優先推動個案進

行必要協助，並由各機關組成工作圈，分就

相關議題於推動組改會三個功能調整小組督

導進行檢討作業。 

為了加速推動行政院組織改造作業，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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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所檢選幾個優先推動，已經獲得初步

的成果，如表四所示。在去任務化方面，內

政部古坑教養院籌備處去任務化已經完成。

行政院退輔會塑膠工廠已經奉行政院核定從

2003 年 7月起結束營業。在地方化方面，淡

水紅毛城古蹟保存區也是從 2003年中轉由臺

北縣政府負責管理維護。在行政法人化方

面，國立中正文化中心已經改制為行政法

人，國家教育研究院、國家臺灣文學館、國

家運動訓練中心及國家農業研究院等機關設

置條例草案已經送請立法院審議。在委外化

方面，武陵農場第二賓館、內政部宜蘭教養

院、國立臺灣科學教育館均於 2003 年完成委

外營運。林明鏘（2004：25）則認為，在四

化推動的具體步驟與方法上，必須以民眾需

求及效能提升為依歸，才更能彰顯其意義，

但這正是目前四化推動的引導觀念。 

表四 組織改造第一波優先推動個案

項目 主管機關 機關/業務項目名稱 調整方向 

1. 經濟部 儲運服務業務 去任務化 

2. 交通部 國際機場旅館 去任務化 

3. 退輔會 塑膠工廠、龍崎工廠、榮民製藥廠  去任務化 

4. 內政部 管理維護淡水紅毛城古蹟保存區  地方化 

5. 教育部 教育研究院  行政法人化 

6. 文建會 國立臺灣交響樂團  行政法人化 

7. 文建會 國立臺灣文學館  行政法人化 

8. 體委會 國家運動選手訓練中心  行政法人化 

9. 內政部 宜蘭教養院  委外化 

10. 教育部 國立臺灣科學教育館  委外化 

11. 退輔會 武陵農場第二賓館  委外化 

 

除了在四化方面有初步的成效外，政府

也對於相關塊狀業務進行整合，例如將國內

各種空中資源予以整合後，得以有效的重新

整編運用。臺灣救災所用的飛機，分別隸屬

在內政部消防署、內政部警政署、海巡署與

交通部民航局，主要的問題不在於飛機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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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機關間無法有效相互協調，以及各機關

底下的飛機與負擔任務是不相符合的，形成

勤務意外的潛在因素。 

過去空中警察隊有十架海豚機，該機種

因為有很強的續航力所以極為適合海上救

援，但是空警隊業務範圍使得海豚機的特性

無法充分發揮。儘管這些海豚機購買時海巡

署尚未成立，但是海巡署成立後這些飛機仍

沒有移撥到海巡署。就民航局而言，其本身

為監管航空安全的機關，但是卻又擁有用途

不明的四架飛機，徒然引發爭議。而空中警

察隊與空中消防隊同樣隸屬在內政部底下卻

彼此分立，發生緊急狀況時，往往面臨飛機

調度上的難題，無法滿足空中救援的整體需

求。 

塊狀業務的整合充分反應彈性化政府的

思維，消除機關間的本位主義。例如，現行

空中資源便依照海陸區隔模式，有效整合空

中救災資源，整合之後再進一步訂定五大任

務，分別為地面及海面治安、救災、救護、

偵防觀測勤務等。在此模式下，各機關根據

這個任務所需飛機以及實際上能支援的資源

進行分析，使得空中資源得以在耗費最小成

本下獲得最大的收益。 

塊狀業務整合模式除了應用在空中資源

外，也同樣應用在整併人流的管理新制，在

人口管理的總體人口政策、移民政策、國境

管理及入國後管理、移民輔導等四個層次規

劃下，整併內政部戶政司、警政署的外事員

警、入出境管理局、航空警察局的證照查驗、

港務警察局、保安員警、僑委會等部分或全

部業務成立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即是另

一適例。 

（三）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相關規定 

除了理論性分析、國外中央組織運作經

驗以及對於現行政府組織模式進行檢視外，

基準法的通過在使得行政院就行政組織調整

政策上有明確的依循途徑，其就行政院組織

法修正相關規定主要在於五個部分上。 

首先是組織法規規範事項。該法第二

條、第四條、第五條、第七條與第八條中規

定行政院為一級機關，其組織以法律定之，

該法規範內容包括機關名稱、設立依據或目

的、隸屬關係、權限與執掌、首長、副首長、

政務職位、幕僚長之職稱、官職等及員額、

附屬機關名稱等事項，另其內部單位之分工

職掌則以處務規程定之。 

其次，是重要職務設置。基準法第十八

條至第二十條中規定，一級機關首長、副首

長、幕僚長（稱秘書長）各一人，均列政務

職務，另視需要設置副幕僚長（稱副秘書長）

一人或二人，置兩人者，其中一人得列政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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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 

第三，是機關及內部單位名稱。一級機

關名稱為院，二級機關名稱為部或委員會。

行政院一級內部單位名稱為處，二級單位為

科，除職掌範圍為特定區域者得以地區命名

外，均依其職掌內容定之，行政院並得依法

設立掌理調查、審議、訴願單位及任務編組。 

第四，是機關建制規模及標準。基準法

第二十六條、第二十九條、第三十一條與第

三十四條中規定，部的設置以十三個為限，

委員會設置則以四個為限，而行政院的輔助

單位則不得超過六個處室，每單位又以三到

六個科為原則，輔助單位必要時其業務得合

併於同一單位辦理。 

最後，基準法公佈施行後相關期限立法

規定，如前所述，該法要求行政院應於該法

公佈後三個月內，檢討調整行政院組織法修

正草案及行政院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行條

例草案，函送立法院審議。至其他各機關組

織法律或其他相關法律，與該法規定不符

者，由行政院限期修正，並於行政院組織法

修正公佈後一年內函送立法院審議。 

肆、組織設計目標與策略 

在政府改造的過程中，依循規模精簡

化、建制合理化、強化政策的領導與統合、

落實業務與組織的合理劃分及組織彈性化等

五項原則，對於行政院組織法修正作業訂定

四項修法的目標。首先是強化行政院院長的

政務領導決策量能；其次是強化國家競爭能

力以彈性組織設計處理前瞻議題；第三是平

衡各部會間的業務功能與權限，強化施政效

能；最後則是減少施政資源重疊使用，有效

控制公共支出規模。 

依循這些原則，行政院組織修訂過程採

用房屋架構的概念。院本部是處在房屋架構

的最上方，改革策略在於強化其決策時效與

品質；而未來十三個部（包括傳統八部與新

興五部）被視為組織的柱子，並強調未來將

落實政策規劃與執行功能，四個委員會則被

視為是組織的橫樑，而被賦予發揮協調的角

色，跨部間政策統合與協調是委員會主要的

功能。為此行政院在 2004 年 9 月 15 日連同

行政院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行條例草案函

送立法院，茲將院本部、部與委員會的改革

策略與草案規劃分述如下。 

一、強化行政院院本部的決策時效與品質 

現行行政院下為了協助院長處理政務，

除了院本部分組掌理相關業務外，還另外設

立經濟建設委員會、研究發展暨考核委員

會、國家科學委員會、主計處、人事行政局

等機關，分別辦理經濟建設、社會發展、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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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政策、預算分配及人事行政等業務，負責

相關政策領域之政策規劃、計劃審議、管制

考核等業務。 

參照各國推動政府改造的經驗，政策決

策者是否能夠發揮政策領導功能是改造成敗

的重要指標，例如美國白宮辦公室、英國首

相辦公室與日本內閣府功能擴增都反應這樣

的趨勢。為此，未來組織調整將朝整合各委

員會及部之業務職掌，同時擴充院本部的角

色。作為全國最高行政首長，行政院長將可

透過行政院二級機關型之委員會及單位型之

院內處二種幕僚組織提供政策協助功能，在

二種類型組織之業務合理劃分及分工合作

下，院本部將設大陸事務、預算及會計管理、

公務人力與組織管理、法制事務、資訊管理

等業務單位，除強化行政部門內部之管理協

調外，主要辦理跨部會特定領域之政策協調

與推動。 

為了強化行政院長的決策領導，提升決

策品質並強化管理機制，在政府改造策略上

勢必要提升院本部的規劃層級，未來行政院

院本部另依基準法規定，其內部單位則以處

務規程定之，並朝向三個方向進行規劃： 

首先，是參照基準法規定，考量部與委

員會功能屬性不同。為強化政務委員政策協

調統合功能，將設置不管部之政務委員九人

至十一人，各委員會主任委員由政務委員或

其他相當政務職務人員兼任，以建構部擔任

綜合性之業務機關、委員會為政策統合機關

的分工機制。 

其次，為應行政院政務日趨繁重需要，

行政院副秘書長由現制一人修正為二人，其

中一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以符實際需

要。另置發言人一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四

職等，處理新聞發布等事項，以及政務顧問

七人至九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協

助處理政策分析、規劃等政策襄贊事項。 

最後，則是為落實政府整體的預算及會

計管理、公務人力及組織管理、法制事務及

資訊管理等重大事項，置主計長、人事長、

法制長及資訊長各一人，由政務委員或其他

相當政務職務人員兼任；副主計長及副人事

長各一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 

二、落實部的政策規劃與執行功能 

基準法規定部是以行政機關所要承接功

能為主軸，擔任綜合性、統合性的政策業務。

部不僅是主要的政策機關，也是以民眾為政

策對象的業務機關，凡是與多數國民相關的

業務、必須訂定全國統一規範或標準之業務

或是以全國為施政對象的業務都是部所要負

責的範疇。 

正因為部作為政策執行主要機關，就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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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房屋的支柱，相互之間沒有重疊，並且負

責個別政策的規劃與執行。同時，在行政部

門的政策過程中，部擁有行政部門主要的預

算與人力資源，只要各部間進行明確的水平

業務分工，避免重複並力求權責分明，同時

配置一定規模的執行量能，再由部將該政策

領域內的執行性或專業性業務交由所屬機關

辦理，就能達到集中事權的效果，形成業務

上的垂直整合。 

既然行政部門服務人民的主要機制在於

部，因此行政院對於部的設置要以和人民生

活高度相關性的政策為主，以此考慮由公部

門透過政策執行來處理的必要性與適當性。

例如面對臺灣近年來頻繁的天災，政府有必

要成立處理水、土、林及空氣等環境要素的

專責機關，環境資源部便反應如此的需求；

再者，隨著臺灣邁向少子化及高齡化的社會

結構，醫療照護與安養需求量都大增，因此

便需要成立衛生及社會安全部，用來整合醫

療照護與社會福利，這些都是部在特定領域

下進行政策規劃與執行的適例。 

在部的設置上，可分為兩個部分。第一

個部分為傳統八部，是各國政府核心職能且

普遍設置之組織，透過組織整併以更有效能

的方式提供民眾整合服務。第二個部分則為

新興五部，這是因應世界潮流，且反應面對

內部轉型及外在全球化趨勢所需要處理的前

瞻性新興議題新設的組織。這十三個部會的

名稱與其主要業務內容則如表五所示： 

表五  十三部名稱及主管業務一覽表 

類 別 機 關 名 稱 主 要 業 務 
勞動及人力資源

部 
勞資關係、勞動條件、勞工福利、勞工保險、勞工安全衛生、勞工

檢查、青年就業及職業訓練 
農業部 農業、漁業、畜牧、農業推廣、農業金融、農業生物科技 
衛生及社會安全

部 
醫療健康資源及服務、全民健康保險、疾病防治、藥物食品、中醫

藥發展、社會扶助、家庭及婦幼、國民年金、老人照護、社會保險 
環境資源部 空氣品質、水質保護、噪音管制、廢棄物、環境衛生與毒物、環境

監測、水利、礦業、地質、地政、國土規劃、國家公園、國家風景

區、氣象、林務、水土保持、生物保育及核能管制 

因應新

增政務

需求的

「新興

五部」 

文化及觀光部 文化資產、文化設施、國際文化交流、藝術創作、文化機構、出版、

電影管理、觀光、蒙藏文化 
核心職

能整合

內政及國土安全

部 
民政、戶政、役政、入出國及移民、警政、消防、海巡、空中勤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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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及僑務部 外交、條約、國際組織、外賓接待、國際新聞傳播、僑社及僑民服

務 
國防及退伍軍人

部 
國防政策、軍政、國防教育及退伍軍人輔導、救助、權益照護 

財政部 國庫、賦稅、國有財產、新生地管理、國家資產、金融政策、促進

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政府採購 

教育及體育部 各級和各類教育、學術審議、社會教育、國際教育事務、全民運動

及競技運動 
法務部 法律研修、檢察行政、犯罪矯正、更生保護、政風業務、行政執行 
經濟貿易部 工業、商業、貿易、投資、智慧財產權、標準及檢驗、能源、中小

企業、科學工業園區及青年創業輔導 

增強的

「傳統

八部」 

交通及建設部 各類交通政策和產業、營建產業、公共工程技術規範、基礎建設 

 

三、強化委員會的跨部政策統合與協調 

鑑於近年來各項新興事務的興起，往往

需要跨政策領域的協調與配合，行政部門對

於臨時性的跨領域業務，未來以基準法所規

定的跨機關任務編組方式解決即可，避免為

了因應臨時性業務成立機關，使得政府規模

過於龐大的缺失。 

除了臨時性業務，面對持續性的跨政策

領域，考量到有必要從政策統合的角度成立

機關處理，形成基準法賦予行政院基於政策

統合需要而設置委員會的原因。委員會的功

能在於統合，其最大優點在於能跨部進行橫

向協調，透過集思廣益的作法達到政策統合

與資源有效配置的效果。因此，委員會作為

幕僚組織主要在於負責政策規劃、協調與評

估，原則上不做執行性的業務。 

委員會建置避免了行政部門本位主義的

缺失，從更高的層次來思考行政部門走向，

或者是彰顯政府對於特定議題的整體性。為

了強化國家發展策略管理機制，尊重族群及

文化多元發展，邁向海洋國家，發揮政策協

調統合功能，未來行政將設四個委員會，其

功能分別如表六所示。 

表六  四個委員會的名稱及主管義務一覽表 

委 員 會 名 稱 主 要 業 務 
行政院國家發展及科技委

員會 
科技發展、經濟發展、社會建設與性別平等等政策之規劃、協調、

資源分配與績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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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海洋委員會 總體海洋政策、海洋國際事務、海洋科技、海洋人才培育、海岸管

理政策之規劃、推動與協調 
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原住民族教育文化、衛生福利、經濟及公共建設、土地管理等政策

之規劃、推動及協調 
行政院客家委員會 客家語言、文化、教育之保存與推廣、客家傳播媒體之推動、海外

客家事務合作及交流等政策之規劃、推動及協調 

* 表格為作者自行整理 
 

伍、行政組織調整的預期效益 

行政院組織改造除了嚴密規劃與研議

外，同時也相當重視改造所產生的結果與效

益，這些效益包括因為分工明確將能夠有效

地提供人民所需的服務、同時掌控多元社會

下各種的新興課題並控制龐大的政府支出。 

一、從複雜轉向精美，提供民眾迅速且高績

效的服務 

政府改造下的行政組織調整是一種創造

性解構的過程，所謂創造性解構是組織面對

高度競爭的環境，透過創新的觀念與作為，

解構原有本身產品的生命週期，開發新的產

品與服務，以取得下一階段競爭優勢（孫本

初，2001：30-38）。現行三十六個行政院所

屬一級機關經大幅整併為十三個業務部、四

個政策統合委員會後，反應政府改造顧客至

上（customer oriented）的思維，使得為民服

務的機關從原本分散狀態逐漸集中在特定的

部及其所屬機關，民眾可以透過單一或少數

窗口得到公部門完整的服務。對於人民而

言，一方面減少與公部門互動所要耗費的各

種有形與無形的成本，另一方面藉由機關職

能的釐清，有助於幫助民眾瞭解行政組織運

作方式，從原本複雜而僵化的機關、轉化為

精美而容易親近的公部門，提供民眾迅速且

高績效的服務。 

二、建構新能力，處理活力多元社會的新課題 

為因應全球競爭力的挑戰及時代趨勢，

並回應轉型社會下民眾所關切各種新興課

題，過去僵化而保守的行政組織型態及運作

模式，勢必增加公部門與人民間的落差，無

法滿足民眾殷切的新興需求，更遑論國家整

體對外競爭力的提升。行政院有必要對行政

部門原有的核心職能整合增強，同時，因應

新增政務需求成立新興部會處理及協調各項

前瞻議題，將可打造一個兼顧原有核心職

能、新增業務及統合協調功能的政府組織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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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具有新能力處理多元議題的服務提供

者，透過即時決策支援提供民眾更高效率的

服務。 

三、減少施政資源重疊使用，有效控制公共

支出規模 

現行部分部會存在業務職掌區隔不易、

功能類似，或因特殊考量致相關性業務分由

不同機關執行之現象，影響公部門資源使用

的效率，也增加政府了財政及納稅義務人之

負擔。行政院組織改造以功能調整與資源整

併方式，逐一釐清各部會間之分工，期以改

善施政資源重疊使用現象，減縮政府財政支

出。例如，以三十六個部會九十三年度預算

觀之，共有約十二個數位學習計畫分散在八

個部會，總計要花費約七億三千萬元執行，

若隨著組織整併，將可立即簡併為四個部會

的四項計畫，在服務不打折的情況下，可以

節省的支出已經相當可觀。 

四、釐清組織分工角色，讓政府內部運作效

率大躍升 

現行各部會之業務功能及預算編列多有

重疊、權責不清，容易形成多頭馬車或三不

管地帶的情形發生，本修正草案經重新檢討

各機關之功能業務，明確區分各機關之業務

職掌，平衡各部會之業務功能與權限，藉由

釐清組織分工角色，提升政府內部運作效率

及施政效能。 

陸、後續推動方向與措施 

基準法完成立法後可說是啟動政府組織

改造工作，在行政院組織法函送立法院審議

後，行政院部門也將陸續規劃組織調整、財

產接管、預決算處理、員工權益保障、專長

轉換訓練等各項配套措施。行政院的組織調

整方向，除了持續進行四化檢討外，主要的

後續作業主要為三個面向。 

首先是持續落實五大配套措施，各機關

於組織與職掌調整期間，可授權訂定管轄權

變更時之後續處理、組織法未修訂完成前以

暫行組織規程運作、原機關及業務接管程

序、機關調整後預算編列及決算之處理、員

額移撥之員工權益保障。 

其次是以工作圈方式規劃行政院所屬各

機關職掌與權限：1. 各機關依 2004 年 9月所

通過的「行政院組織改造期間法案整體控管

要點」規定，除了符合組織改造方向法案外，

暫緩辦理組織法規研修事宜。2. 依行政院於

2004 年 11月出函頒之「行政院及所屬各級機

關組織調整作業原則」，由行政院組改會統籌

組織調整事宜，行政院及所屬相關機關則成

立組織調整規劃分組，配合組改會於 2004 年

底前參酌行政院函送立法院審議之行政院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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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法修正草案，及各機關 2002 年組織調整規

劃內容，據以修正組織調整規劃報告，並依

基準法規定於行政院組織法完成立法一年內

提報各機關組織法律草案。3. 各相關部會依

行政院組織法修正草案所定部會組成組織調

整規劃分組，並由各部會副首長一人共同召

集，同時，指派所屬相關或業務單位主管及

人員辦理幕僚作業。 4. 進行組織及業務檢討

調整過程中，如涉及非屬分組所列主辦機關

之其他機關權責者，應邀請其參與協商。 

第三是積極推動組織改造四法立法作

業：行政院組織改造四法案除了基準法已經

通過外，「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草案業於

10 月初完成一讀審查，並將提報立法院院會

討論；「行政院組織法」修正草案及「行政院

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行條例」（以下簡稱暫

行條例）草案業於 9 月中函送立法院審議，

並於 9 月底經立法院交付委員會審查，經該

院法制、預算及決算、內政及民族委員會於

10月 7日召開聯席會議，完成「行政院組織

法」修正草案初審，共計通過七條條文，其

餘六條條文保留併同暫行條例草案另擇期舉

行政黨協商後送院會；此外，會中並通過臨

時提案略以應擇期舉行公聽會，邀請學者專

家提供修法意見，以建立完善配套措施，立

法院法制委員會已於 11月 8日舉辦，基於組

織改造四法為行政院推動各項組織改造作業

之重要法律依據，因此行政院將持續推動上

開法案之立法作業，以期行政院於 2006 年元

月得以嶄新組織型態運作。 

柒、結論 

如同臺灣社會轉型的本質，政府改造也

是個持續性的過程。Aucoin(1990: 115-137)認

為在組織調整過程中，儘管試圖解決既存問

題，但是也會在過程中產生一些新的問題，

進一步引發後續的改革。臺灣在這一波全球

化經濟競爭壓力下，政府組織體制面臨的各

種挑戰，必須進行功能性及結構性的雙重調

整，部會組織的調整只是跨出第一部，唯有

透過整體政府間職能與角色的合理劃分，才

能回應人民與國際社會對政府施政的期望，

建構高效能及責任政治的國家體制。 

但是，這樣的改革並非在真空狀態中，

而必須考慮許多外在因素的影響。從英美等

先進國家政府改造歷程中，以及這幾年政府

推動政府改造的經驗可以看出，政治領導理

念與願景、對問題的診斷、規劃策略與議程

的合理性、組織改造的深度與廣度以及建立

溝通與共識都會影響政府改造的成敗，而作

為核心議題的行政組織調整更是如此。歸結

這些原因，本文強調政府改造必須有政府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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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配合，儘管有良好的策略與規劃，在時

程與節奏上也都能夠掌握臺灣社經脈絡與發

展趨勢，但是若立法部門未能同步支持，將

使得行政組織調整增加許多困難。 

除了國會以外，改革是否能夠得到官僚

系統支持與配合，也是影響成敗的重點。這

波政府改造在於打造具有全球競爭力的政

府，同時在顧客為導向的目標下，提供給人

民更優質的服務。但這並非是少數政務官員

的責任，而是整體公部門所要具體呈現，因

為相較於政務官，基層公務員是接觸民眾服

務的第一線，更需要體現顧客導向的精神，

官僚系統是否積極參與政府改造，決定民眾

對於政府改造是否有成效的重要認知。 

總結來說，政府改造是個持續性的議

題，在基準法施行後未來組織調整中將透過

業務檢討，降低公部門運作的成本，檢討政

府業務內容是否具有不可替代性，來提升政

府資源配置的效率，並充分引進民間力量，

提高行政部門創新與課責的機制，在顧客導

向下提供高品質的服務，如此才能建立具有

全球競爭力的活力政府。（本文作者為行政院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主任委員，國立臺灣大

學法律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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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一 依據聯合國全球治理委員會將治理的

定義為：「治理是公部門與私部門間個

人與機構各種管理其共同事務方式的

總和。它是使相互衝突的或不同的利

益得以調和並且採取聯合行動的持續

過程。它既包括有權迫使人們服從的

正式制度和規則，也包括人們和機構

同意的或以為符合其利益的各種非正

式的制度安排。」 

註二 依據聯合國全球治理委員會將治理的

定義為：「治理是公部門與私部門間個

人與機構各種管理其共同事務方式的

總和。它是使相互衝突的或不同的利

益得以調和並且採取聯合行動的持續

過程。它既包括有權迫使人們服從的

正式制度和規則，也包括人們和機構

同意的或以為符合其利益的各種非正

式的制度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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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政府改造中考試院職能調整之研析 

 

蔡良文 

摘  要 

總統府政府改造委員會，提出政府人力運用彈性計畫方案，對考試院及

文官體制產生重大衝擊。長久以來考試院一直以公務人員保護者自居，在推

動政府改造方面，常居於配角地位。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於民國九十三

年六月二十三日公布施行，行政院配合提出行政院組織法修正草案，調整其

現行組織架構，並已送請立法院審議中。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三十八

條規定，略以，行政院以外之中央政府機關準用之。因此在當前整個政府積

極推動改造的氛圍中，雖文官體制之發展有其延續性及深耕性，非政黨輪替

所能加以大幅變革，惟基於責任政治要求，出現「功績用人」與「政治用人」

價值之衝突與取捨，此關涉文官體制應如何發展的議題。所以，為使改造順

利成功，考試院在組織進行檢討調整之前，應先就各相關體制職能予以探討。

爰分就考選、銓敘、保訓等體制職能之調整及考試院組織職能調整之最適原

則等，提出淺見，以就教  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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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and Analysis on the Competency 
Adjustment of the Examination Yuan 

undergoing Government Reorganization 
By Tsai Liang-Wen 

Abstract 

The President's Committee on Government Reorganization,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has raised 
the flexible plan of utilizing government human resources, which g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Examination Yuan and the civil service. For long times, the Examination Yuan has been considering 
itself as the protector of civil servants, and it frequently plays the supporting role while promoting 
government reorganization. On June 23, 2004, the Basic Law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Central 
Government Agencies was announced for execution. Accordingly, the Executive Yuan has raised the 
Draft Revision of Organization Law, to adjust its present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it has already 
been sent for review by the Legislative Yuan. The Article 38 of the Basic Law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Central Government Agencies indicates in brief that it applies to central government agencies other 
than the Executive Yuan. Therefore,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actively promoting transformation by 
the overall government,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 service can extend its tradition since it has been 
cultivated deeply and for long time, so there should not be any substantial transformation for 
altern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power, however, for the requirement by responsibility politics, there is 
the conflict and choice between “contribution-based employment” and “politics-based employment”, 
which affects the topics of how civil service system develops. Therefore, to make the reorganization 
successful, before examination and adjustment of the organization, the Execution Yuan should first 
discuss the competency of related systems. This article comments on the adjustment on examination, 
personnel, protection and training etc. and also the most suitable principles for the adjustment on the 
organizational competencies of the Examination Yuan, to solicit more in-depth discu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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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公元二千年總統大選，中央政府首次出

現政黨輪替，由於新執政黨所提出有關憲政

架構、政府改造、政府職能與角色等面向上

之政策主張，與既存制度明顯不同之處，文

官體制如何在新舊價值衝突、變革之年代自

處與應變，是為吾人關切之議題。 

新政府之三權分立憲政架構主張，無疑

對考試院是一項衝擊。但考試院配合政府改

造，推動文官制度之改革，卻不是因為面臨

存續危機後才發動。論者認為，通常任何組

織競爭存在的條件決定於「功能上」與「資

源分配上」(Downs,1967:9-10)，但考試院存

廢的關鍵並非僅在於此，而尚包括於意識形

態之爭執上：一種價值抉擇的議題。考試院

組織是否健全？功能運作是否無可取代？在

職掌範圍內之資源分配是否客觀公正？在國

人心目中其聲譽是否崇高？是否深植人心？

回顧考試院在推動文官制度過程中在功能上

與資源分配上，其評價是正面的。在政黨輪

替前考試院所作之文官制度改革，其指標如

政治民主化影響文官政策內涵、依憲政改革

釐定考試院職權、增設保訓會、強調公職利

益迴避與行政中立、廢除甲考而建構循序漸

進的各等級特考架構，開辦身心障礙特考，

重構原住民族特考等，以及軍公教人員之退

撫制度的重大改革等，皆是重要成果。 

文官制度入憲，將考試權從行政權抽

離，是世上獨有的制度。其發展原因對本文

而言並不重要，重要者在於其在資源分配有

限的情況下，為我國之政治經濟發展及政黨

輪替時的政治穩定，留下不可磨滅的貢獻。

政黨輪替後，對文官體制及考試院衝擊最大

的應是總統府依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議的結

論成立政府改造委員會所提出政府人力運用

彈性計畫方案。長久以來考試院一直以公務

人員的保護者自居，以致在推動政府改造方

面，常居於配角的地位。 

總統府政府改造委員會所研擬之人力運

用彈性化計畫方案，包括政務職位制度方

案、高級行政主管職位制度方案及契約進用

人力制度方案，含蓋範圍涉及政治與政策領

導人力層次、高階管理人力層次、低階和專

業技術性質人力層次，倘若能據以實施，理

論上，將對政府的回應性及課責性大幅提

昇；但相反地，文官體制所能提供政治體系

之安定性、穩定性將相對降低；而在目前的

政治文化之下，特別是迫使高級文官提早涉

入政治操作，其職業生涯發展中有關行政中

立也得受到衝擊。另外，行政院為落實經發

會共識，依總統府政府改造委員會建議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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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組織改造推動委員會」，推動行政組

織行政法人化，將原由政府組織負責之公共

服務自政府部門移出，以公法人來專責辦

理，圖藉由鬆綁現行人事、會計等法令限制，

以期提昇政府施政效率，基本上亦是對文官

體制及考試院業務的衝撃。要之，從新政府

對文官體制改革方案中，可以預見文官體制

的價值將從專業性向政治傾斜，考試院在此

一役中，仍居於配角之地位。此一取向利弊

得失如何，將俟方案實現後進一步觀察。 

復以外國政府從事組織再造有多年的歷

史與具體施行經驗，如英國稍早之財務改革

方案(Financial Management Initiative,FMI)，主

要在改善公務部門之財政能力，並藉由勞務

外包，以減輕政府之負荷，在 FMI之後針對

文官體系改革，所推動的續階計劃(Next Step)

之附屬機關改革方案(AMI)，希冀對文官體系

進行重組，而後者，在於有效縮減政府支出

與職位，擴大民間參與，改變文官體系之價

值觀等等。另世界銀行在 1997 年提出「變革

世界中的政府」(The State in a Changing World)

報告中，對於政府提出重新思考的觀念(The 

World Bank,1997)，相對應地，與民間社會

(Civil Society)的自主性、擴大化也形成一種

互為消長的趨勢。我國過去四十年，行政體

系殆多蕭規曹隨，甚少在一般機關組織調整

上多作考慮，遑論憲定機關。由於社會、經

濟激烈變動下，行政體系及公務職能越趨複

雜、多樣與龐大的，官僚組織與公務人員，

勢必因其外在政策和預算層面的大幅轉變，

進行內部結構與行為模式之合理化調整，政

府遂向「小而美」、「小而能」方向發展。 

從上述就政治與行政文官價值抉擇之改

變，及因應時代潮流與國家財經因素，有關

考銓政策及實務的影響分析，吾人發現：文

官體制之發展有其延續性及深耕性，非政黨

輪替所能加以大幅變革，惟基於責任政治要

求，推動文官體制改造，經常是新政府展現

新人新政的政治操作手段。其所代表的意

義，即「功績用人」與「政治用人」價值與

利弊得失之衝突與取捨。究竟我國在未來民

主化過程中，考試院組織如何調整，關涉文

官體制應如何發展的議題。茲以此前提下，

有關考試院組織配合政府改造與因應中央行

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之措施，另外為文論述，

謹先分就考選體制職能、銓敘體制職能、保

訓體制職能之調整，研析如何審時度勢，進

行適切之變革，最後，試圖提出考試院職能

調整最適原則之芻議，以就教高明。 

貳、考選體制職能之調整 

政府和民間社會亟需培養、掄拔各種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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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智識和能力之人才，期以肆應變動不居的

世界。當然，此一理論所及與政府再造之殷

切，對於國家考試制度必然造成巨大的衝擊

與挑戰。吾人試提幾點淺見如次： 

一、人才甄補價值的抉擇與調整 

在美國傳統上文官系統在公共工作中強

調「功績價值」的系統，由於社會多元與人

權法案之重視，逐次調整著重於「平等就業

機會」和「防止種族與性別歧視的積極行

動」。在人員甄補上，包含積極的防止發生

不公平情事，以確保女性、殘障者和其他應

受保護者，均能公平的表現在組織職務上

(Denhardt，1999:228-234)。在我國目前重視女

性就業機會，拔擢女性主管；舉辦身心障礙

特考，依法進用身心障礙者於政府部門；以

及由早期高普考試重視按省分區定額，到舉

辦山地特考及成立原住民族委員會進用原住

民及培育原住民公務人力，以照護原住民的

就業機會，均是合乎時代潮流的人事政策作

為，茲簡述如次： 

(一)考選中立才能(neutral competence)取向應

先確定：國家考試強調公平、公正、公

開競爭之取才方式，其任用以才能取向

為主。茲以公務人員基準法草案相關規

定略以，各機關任用公務人員時，應注

意其品德及對國家之忠誠，並本專才專

業，適才適所之旨，為人與事之適切配

合。…各機關任用公務人員時，除法律

另有規定者外，不得因性別、宗教、種

族、黨派而有差別對待。因為不同的考

用政策，對於國家取才與社會利益分配

影響深遠，所以文官政策中重視社會正

義、社會公平性與人道關懷是必要的。 

(二)貫徹公職考試兩性平權之憲政精神：在國

內有關前項落實社會公平性的考試政策

中，目前較受重視者，當為公職考試之兩

性平權之政策議題。依據憲法第七條規

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女⋯.在法律

上一律平等。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六項

規定，國家應維護婦女之人格尊嚴，保障

婦女之人身安全，消除性別歧視，促進兩

性地位之實質平等。惟現行部分公務人員

特種考試，限制女性報考或分列男女錄取

名額，影響人民應考試服公職之權利，且

與上述兩性平權之規定未盡相符。據聞考

選部業已研提公務人員考試法修正草

案，未來在限制應考性別之適法性補強之

後，將秉持司法院第三六五條號解釋「特

殊例外情形方為憲法所許」之旨，以不限

制應考性別為原則，從嚴審查用人機關限

制性別之條件及理由，並酌採體能測驗或

實地考試方法，客觀認定應考人適任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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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類此落實憲政精神之作法，值得肯

定。 

(三)在照顧弱勢族群：新政府特別強調身心障

礙人員特考及原住民特考：(1)身心障礙

人員特考方面，主動協調分發機關銓敘部

及行政院人事行政局調查全國各機關身

心障礙人員的職缺，籌辦九十年及九十二

年身心障礙人員特考，使身心體能條件較

為欠缺的弱勢族群，得有機會進入政府機

關服務。也協調用人機關同意九十二年身

心障礙人員特考部分職缺，准予矯正後優

耳聽力損失逾九十分貝以上者應試，以鼓

勵聽障人士應試。為方便各類身心障礙應

考人，並提供多項優待及協助措施（註

一）。(2)原住民特考方面：民國九十年十

二月修正公務人員考試法第三條第二

項，明定原住民特考法源依據。九十一年

原住民特考在原住民較多縣市之南投、屏

東、花蓮、台東設置考區，減省應考人來

回奔波之苦。為保存原住民族之語言文

化，未來擬規劃將族語口試或族語使用程

度之認證擇一列入考試規則。 

要之，未來考政機關應賡續積極推動政

治價值與行政價值衡平性的文官甄補價值，

建構良善的文官考選制度，以配合更和諧的

公務環境，增進工作效能，提昇公務競爭力。 

二、典試組織之設置、考選方法及考試處分

救濟程序之改進 

從比較的觀點而言，近年我國考選部在

精進考試技術、組織再造、試務分權化等各

方面的努力與改變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制度

是成長的，其價值取向，則影響其成長的內

涵與方向，由於文官制度的發展深受憲法設

計與政治發展的影響，在功績行政價值與民

主政治價值的鐘擺中，文官制度作不同設

計，其運作亦有不同，當然文官的考選政策

依然須配合時空、政、經、社、文環境之改

變而作調整(蔡良文， 1999：239)。茲就國家

考試典試委員會之運作及維護應考人權益之

考試方法及考試行政處分救濟程序之改進，

簡述如次： 

(一)組織常設典試委員會負責典試事宜：按典

試制度係考試權獨立，考試公平、公正之

象徵。就目前實際運用，由於各種公務人

員或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典試委員

會，係於試前一個月成立，由於時間緊

促，似難就該考試之性質、需要而設計嚴

密、理想之命題、閱卷等作業。為此，吾

人以為可於考試院下設具任期與期中定

額改聘委員之常設典試委員會，以獨立超

然辦理國家考試典試工作；或至少可朝於

各該年度開始前三個月，將全年擬辦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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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考試先行報請考試院核定，隨即遴提

典試委員長人選，報請總統派任之，再依

典試法之規定，遴提各該考試相關專長之

典試委員，儘早成立典試委員會或籌組各

種考試各分組召集人專案會議，研定有關

考試性質相關之典試與考試方法與技術

原則，俾以強化應有之功能。 

(二)加速推動彈性考試方法，選拔人才：依公

務人員考試法第八條規定，考試方式得採

筆試、口試、測驗、實地考試、審查著作

或發明知能有關學歷、經歷証明及論文等

方式行之。除筆試外，其他應採二種以上

方式。由於目前有關考試方式的法制尚欠

齊備，且因筆試之公平性較為一般社會大

眾所信賴，以致多年大部分國家考試仍以

採行筆試為主。而公務人員考試於測試應

考人之知識認知能力外，更希冀能進一步

測驗其潛能品操等。易言之，國家考試應

能測知應考者人格特質、態度、創造力、

解析問題能力，甚至包括操守廉潔、負責

盡職及潛能性向⋯等多元心智能力與成

就評量功能。若能經由研究結論或經由各

政府機關協商訂正出公務人員各等級、類

別人員所需的能力指標或研訂類如高級

主管人員核心能力指標與核心資格條

件，則可更大膽的使用除筆試以外之其他

如口試、實地考試、經歷審查「卷宗評量」

(Portfolio assessment)⋯等方式，發揮選

才、用才之功能。考選人才過程中各種因

素亦應併同考量，方能使國家考試邁入新

的里程。 

(三)強化應考人行政救濟程序：依憲法第十八

條規定，人民有應考試、服公職之權。第

十六條規定，人民有請願、訴願及訴訟之

權；而依訴願法第一條規定，人民對於中

央或地方機關之行政處分，認為違法或不

當，致損害其權利或利益者，得依本法提

起訴願。因此人民基於憲法規定，有參加

國家考試之權，而當其就考試機關對其所

為之行政處分，有所不服時，得依訴願法

之規定提起訴願；不服考試機關所為訴願

決定，並可做行政訴訟法規定，循行政訴

訟程序，尋求司法救濟，以保障其應有之

權益。考試機關就考試事項所為行政處

分，按考試流程大致可分為有關應考資格

審查、試場違規、試題疑義、複查成績、

考試受訓資格、考試錄取(及格)資格等之

處分。在國家考試行政爭訟案件中，以複

查成績結果，因涉及錄取與否至關應考者

權益，以其為對象，提起訴願之案件實佔

大宗。雖然就考試事件提起行政訴訟之案

件，行政法院亦多維持考試之決定。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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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來有關試題疑義問題，受到各界關注，

例如閩南語命題爭議，經考試院院會決定

補行錄取，以維持應考人權益，先前亦有

作成撤銷考選部原行政處分，命其另為適

法處分之訴願決定，後經補行錄取之案

例。所以關於考選機關自省功能之強化及

國家考試試題疑義處理辦法，應考人申請

複查成績辦法是否就處理程序等加以檢

討，為更明確合理的規範，以及考試院訴

願審議委員功能如何進一步發揮，均是可

再研究之課題。 

要之，考選機關今後應當持續加強服務

與關懷應考人，並本憲法所示之「平等」精

神，以重視其社會公平性；暨落實「公開競

爭」原則，以擴大延攬人才之旨，公正辦理

各項考試，引進多元智能評量之理論與技

術，為國家社會選拔各類人才，蔚為國用。 

參、銓敘體制職能之調整 

在銓敘體制職能調整上，較為人爭論

者，如考試與任用應合一或配合？人事一條

鞭是存是廢？功績制是否落實？政務人員應

否大幅擴張，以增加政府之回應性？考績是

否發揮擇優汰劣之功能？陞遷法之制定是否

過度限制機關首長之用人權，或阻礙有潛力

人才之發展？中央與地方文官任用制度合流

或分軌等問題，事實上是有討論空間，如需

改革，必須配套行之。茲先就以下六項加以

述明之。 

一、重構政治行政分立二元模式與建立文官

長制度 

史跋勒(J.H.Svara)之行政╱政治分立二元

模式（Dichotomy-Duality Model）(1985:228)，

主張任務制定是政治人物職責，機關內部管

理是行政人員職責。除最先與最後政府過程

階段可以明確區分外，介於其中的「政策」

及「行政」既非完全分離，亦非完全混合，

而是雙方的適當分工。政策制定需要聯手合

作，政治人物雖有最終決定權，但應承認並

鼓勵行政人員的政策作成過程中的貢獻。相

對地，行政運作須有經驗與專業，應為行政

人員的主要職責，但政治人物應予監控確保

忠誠執行，任務與管理的職責分立，以及政

策與行政的職責共享，不僅使雙方才能及資

源獲致最大的效用，同時確保民主政府運作

的永續發展。 

英國、日本為內閣制，美國為總統制，

惟為因應國情與需要，均發展出獨立之文官

制度，並建立超然不受政治影響之文官主管

機關，與我國設考試院情形相類似，對文官

制度之建構及發展，有正面效益。 

吾人贊同政務人員與常務人員之良性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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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之重要性，諸如政務人員須接受職前訓

練，以瞭解決策流程，有效管理公共組織，

並與常務人員培養默契，配合推動政務，彼

此交換理念，必要時建立均衡的政務與事務

分界架構(或法制)(R. B. Denhardt, 1999:237)。

此時此際，在新政府權力運作之始，尤須參

採之。吾人同意政治人物應提出願景、目標、

議題，建立言行與典範，進而對追隨者產生

影響力；而國家領導人應具備「速度、簡單

與自信」的決策品質(陳水扁，2000:149-150)。

而新政府在組成之內閣的政務人員中，依人

數序列為；無黨籍最多，國民黨次之，民進

黨(含建國黨)再次之，親民黨最少，彼此之黨

派屬性、意識型態、格局均有不同，其行事

規範與作為，建議以政務人員法草案相關規

定(第七條至第十四條)內化為新政務團隊合

作與調適之基礎；常務文官則應遵循政務人

員理念與擬定之方針或政策，依法、忠誠的

執行任務。所以，公務體系應能建立政務與

常務雙軌併行的文官體制，建立為共同的工

作夥伴(coworkers)關係，非全然的主從關係。

又此，似可將此分立二元模式精神，加以規

劃設計。 

建構文官長制度為健全文官制度的重要

一環，亦是鞏固民主、中立文官制度的基石，

茲以英國文官長制度為例，該國民主政治及

文官制度均有悠久歷史，其文官長制度有其

政治體制、行政文化、歷史發展等環境背景，

文官長被定位為最高職位之事務官，隸屬於

首相，由首相任免，為首相在人事行政事務

之幕僚長，且不受政治或黨派影響，不與首

相或其他政務官同進退，同時擔任下列角

色：(一)常任文官之行政首長；(二)首相之人

事行政幕僚長；(三)政治與行政分野之樞紐；

(四)文官事務之監督者及管理者；(五)人事革

新之推動者。英國文官長雖因須向首相負

責，曾被批評易沾染政治色彩，但由英國文

官制度在國際間所獲高度評價，文官長制度

之實施成效應可見一斑。除英國文官長制度

外，其他如日本雖無文官長制度，但各省廳

均設事務次官一人，為各省廳最高職位之文

官，協助各省廳大臣推動省廳事務，並由總

理府內閣官房副長官（相當於內閣副秘書長）

召集省廳事務次官級聯絡會議，在實質上總

理府官房副長官與文官長角色雷同，但並無

法律及制度加以規範。美國依據一九七八年

文官改革法設立人事管理總署(OPM)及功績

制保護委員會(MSPB)，並建立高級行政職門

（Senior Executive Service），各機關首長可合

法任用相當數量之政治任命職務從事政策領

導，無需介入常務人員之人事。 

所以，我國可在各項配合條件成熟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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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量引進文官長制度，惟其建立需具備政府

政治結構健全、政黨政治運作成熟、行政中

立文化、用人觀念現代化及相關法制之完備

等條件。目前我國中央各院、部會設有常務

副首長，地方政府則設有秘書長、主任秘書

等職務，均為機關內最高階之常務人員，且

常任文官法制也相當健全，茲為提高建構文

官長制度之可行性，宜先推動完成「政務人

員法」及「行政中立法」等相關法制之立法，

以建構完整之政務人員法制及行政中立規

範；再積極研擬制定「政務人員俸給條例」

等法案，使政務人員與常務人員分軌之文官

法制更為健全，以此為基礎，當可建立完備、

可行之文官長制度。 

二、建立公私部門人才交流機制注入人力活

水 

陳總統於公元二０００年之就職前訪視

考試院時，特別就人事制度中用人機制，指

示應促進政府與民間人才之相互交流，許前

院長水德爰於八十九年六月一日提示著手研

訂政府與民間交流實施辦法，以延攬企業、

科技、學術、文化等人才進入政府行列，強

化政府活力。 

八十九年八月間行政院唐前院長飛曾坦

承台灣競爭力有下降的現象，應加強改善，

其中無論政府或民間業界均應引介各國科技

人才投入國家建設。尤其是政府面臨資訊

化、科技化、網路化的趨勢，提高公務人員

之科技知能是必要的。當然，為強化其人道

關懷、人文素養、研發能力，延攬學術、文

化、企業界人才進入公務部門是應予重視之

課題。就現行人事法令而言，目前政府機關

與民間機構尚乏正式直接之雙向人才交流制

度，僅有單向借調或科技人才之雙向相互支

援，如「海基會模式---依公務員轉任受託處

理大陸事務機構回任時服務年資採計辦

法」、「科技人才雙向支援模式---政府機關暨

公民營事業機構科技人才相互支援實施要

點」、「其他模式---行政院限制所屬公務人員

借調及兼職要點等」。另有關政府引進民間人

才方面：如經由專技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例

進入政府機關、醫事人員一定條件下得任職

於公立醫療機構，暨考試院函請立法院審議

中之聘任人員人事條例草案規定學術研究、

科技、社會教育、文化、訓練單位人才之進

用方式之彈性與擴大等。為期建立政府與民

間人才交流機制，必先能保障雙方人才之權

益與工作權，使其全力發揮長才，提昇機關

效能或企業效益。 

揆諸日本國家公務人員與民間企業人才

交流機制，係以「中央政府與民間企業之人

事交流法律」案，建立日本「官民人才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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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度」，其中對適用對象、「交流派遣」及「交

流進用」之定義、機關權責、交流基準、期

間、契約、職務權義、回職等加以規定，以

期透過民間企業實務經驗及效率、靈活彈性

之經營理念，活化政府行政績效(詳見日本「官

民人才交流制度」)；另者法國國家行政學院

高級文官養成教育課程，安排須赴國內外民

營機構實習三個月(許南雄，1999:441)，或以

德國公務員嚴謹之訓練體系揉合英國行政見

習官(AT)快速升遷管道，使有民營機構服務

年資者，有快速擢升之誘因，諸如此類理念

及經驗，均可作為我國文官體系建立公務人

才交流制度之參酌，期以建構具有前瞻、彈

性之人事法制，以強化企業精神政府之機

能，提高政府治理能力與國家競爭力。 

此外，契約性人力納入機關總人力資源

規劃和人力資源管理的一環，一旦進用這些

契約性人力，自然必須將之視為是政府機關

組織經營的主體人力之一環(蔡秀涓、施能

傑，2003：15)。然進用契約性人力可能面臨

兩難的情境：對於契約性進用人員在制度的

設計上，究宜給予更多權利與保障，並課予

較多的義務，以便一旦面對緊急狀況時，能

發揮應有的功能；抑或給予較低的制度保

障，惟是否會發生加拿大契約性人力所普遍

呈現的較低「組織承諾感」與「忠誠度」問

題，則值得深思。 

在政務人員部分，目前政府擬議之政務

職位設置法、政務人員俸給法、政務人員行

為法等法制尚未建立；政務人員法其異動概

況是朝向擴大政務人員的範圍，考試院正審

查中，此法係將其層級區分為政務一級至政

務六級，院級機關增置襄贊政策決定之政務

顧問，另行政院並建議其所屬部會得增置襄

贊政策決定之政務參議，目前尚末定案。在

事務官常任人員部份，整體分為五項，未來

擬議希望與政府契約性人力運用彈性化方案

相符，並能回應政府改造委員會的規劃。簡

言之，政務人員應適度的擴大，高級行政主

管之定位與範圍應予釐清，事務(官)常務人員

應適度的減少，其減少變動部分，一部分改

為政務人員，一部分改為契約進用的人員，

至其比例，依目前官方的統計，在百分之五

左右；而考試院銓敘部同意行政院(人事行政

局)建議，不排除以百分之十五為合理的上

限，並由主管各機關視業務性質在此上限之

內，定其比例。 

三、公務人員激勵與績效評估（考核） 

(一)昔日公務人員堅守「依法行政」之絕對觀

念，於行政行為方面趨於保守消極，在面

對二十一世紀國際化競爭的挑戰，建立高

效率、高效能及高品質的行政機關，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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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各國政府所面對的重要課題，而在公務

人力資源管理的層面上，為了克服過去公

務人員考績制度法有效激勵公務人員，發

揮活力及創造力上以增進工作效能的問

題，學習企業考績制度的優點，以企業精

神改革公務人員考績制度，重建激勵型考

績制度已成為政府改造的重要環節。運用

績效獎勵制度引導人員追求卓越各團體

合作，是政府追求的目標之一。其具體作

法可包括：1.政府部門主管機關年終根據

所屬各機關的整體績效結果，核發各該機

關可動支考績獎金總數額，各機關再依個

別員工考績結果發給考績獎金。2.個人年

度考績區分為「特優」、「普通」和「待改

善」三個等第，特優人數比例為適當規

範，並依不同等第決定是否予以獎金及其

數額。3.設置個人獎勵金制度，針對員工

有值得讚賞之具體表現貢獻或創新建議

等，由機關及時給予定額獎勵。4.連續一

定期間均考列「特優」者，得經適當的培

訓，給予快速升遷。5.考列「待改善」之

主管人員應調為非主管職，非主管員則應

先參加績效改進輔導計劃，改善期屆滿仍

未達預期水準者，應予免職或資遣(施能

傑，2003：114) 

(二)績效獎勵制度之有效建立，端賴績效之評

估須建立一套客觀完善的標準。民間在績

效評估管理的實際作法上，主管以簡單化

之表格，以雙向溝通方式進員工之績效考

核，並且必須具體註明員工之工作表現及

訓練需求，係著重計畫與執行過之確認、

指導，並認為員工之未來發展重於過去表

現；將績效管理層次由僅「評估員工表

現」，提升至績效管理與策略管理之層

次。即績效管理制度須於規劃之初，必須

與組織之發展願景與組織目標相結合，並

於年度開始，經由主管與員工確認工作職

責與目標後，再據以執行；並於年度中，

經由主管與員工不斷溝通與回饋，持續修

正員工之工作目標，使與組織目標契合；

而主管亦必須同步對所屬員工所面對之

問題，予以協助，並提供必須之訓練與指

導，此己將績效管理內化為組織文化的一

環。 

政府服務績效欲求全面提升，亦須仰賴

優良之績效管理制度，且需搭配團體績效考

核、組織目標設定之過程、個人目標與組織

目標之結合等面向，並著重團隊合作。因此，

公務人力績效管理，不僅注重個人績效，更

應著重機關績效、組織績效或政府績效。未

來政府部門之績效管理制度之發展，應結合

個人目標績效與政府整體績效目標，作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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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並採行全面電腦上線，一方面使員工

可經由上網熟悉組織使命與目標，進而上網

填寫員工之年度工作目標與平時考核表；另

一方面主管則經由線上評估、修正，以提升

公務人力資源管理之效率(朱武獻，2003：

238-239)。 

四、人事業務資訊化與強化文官體制動能 

人事行政業務之繁瑣，主要源於人事行

政功能之快速成長與工作狀態之變動不居。

以人事資料而言，公務人員之生、老、病、

死、考、訓、用、獎、懲、退、撫等，皆需

建立詳實、迅速的資料檔案，並不時需要各

種不同的報表以應付千變萬化的人事行政需

求。其實，人事人員主要在於負責人事決策

支援的角色與功能。所以，人事的目的，在

於輔佐、支援、輔導公務人力發揮其潛能，

研提人力資源策略，為政府與人民提供最適

切的服務。人事人員如果不此之圖，而終日

沈浸於數字表報準備與資格審查之工具性角

色，將明顯背離人事行政的根本作用。為了

解決繁瑣耗時之工作負擔與強化人事決策支

援功能，人事行政迫切需要資訊化。且以電

腦處理人事行政資訊，只要留意保密與隱私

問題，不但經濟，更是提昇公務人力服務質

量的最佳工具。 

行政院於八十二年初，即指示行政機關

著手推行之「行政革新方案」中，列有推動

辦公室自動化的執行項目，諸如：運用「行

政資訊網路」實施電腦連線作業，簡化申辦

程序，縮短作業時限等各項創新為民服務措

施；設置多功能電腦服務櫃台，增加服務據

點，延長服務時間，發展「一處交件，全程

服務」之自動化服務系統等。在人事業務資

訊化方面，民國八十九年初銓敘部完成「推

動全國人事業務資訊化五年實施方案」，以利

用政府機關行政資訊網路，完成全國人事資

訊網路連線，使各機關人事資訊交流，達成

人事資料(訊)共享共用、互通互惠之目標。 

為回應外界對人事一條鞭之質疑，可配

合人事人員之角色與特質，廣為運用此公務

人力資源與各種便利之溝通渠道。未來，考

政機關，除應訓練利用網路傳遞人事公文與

人事訊息，進行意見交流，提出改進建議外，

更應協助整合行政資源，以強化溝通與協調

功能，並配合各種機關之業務部門推動工

作。其具體作為是賡續促進人事業務資訊

化，提升人事服務績效，發揮公務人力資源

之運用功能，進而強化文官體制動能。 

五、建構逐步授權之地方人事運作機制 

依 Eclock 認為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互動

中，可能有三種定位，即：(一)地方政府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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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政府的派出機關；(二)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

是合作的夥伴關係；及(三)地方政府是一個自

主性(autonmous)的團體(1986：2-7)。我國過

去地方自治制度，由行政院、省政府的行政

法規加以規劃實施，中央政府直接監督與支

援地方自治；至兩自治法通過施行，迨至地

方制度法之通過施行，中央與地方關係均作

調整與定位。目前或許可以憲法上的民主原

則、法治國原則及垂直式的權力分立所形成

的中央與地方均權制度等為其定位之思考方

向。至於其職能角色，亦可由上述之互動關

係與定位中，找尋其脈絡與方向。現今中央

政府與地方政府正處在地方自治良性運作與

循環的契機；相對地，對於中央長期掌控的

地方人事權，也產生極大的衝擊。在實際運

作中，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不論其首

長是否隸屬同一政黨，均產生若干事權之

爭，尤其在人事、財政權方面，其原因如何，

思路為何？值得分析（註二）。就人事權而

言，即該自治團體對其組織成員之任免、遷

調、考核之自主決定權。基於長期地方事務

之決策作為較弱，致地方政府之公務質量均

較中央政府為低為少，除城鄉差距、資源富

寡因素外，其人事制度受政治力高度介入暨

其職務列等、編制員額與陞遷發展不如中央

政府，至今仍有部分學者主張中央與地方公

務人員可否分途。(註：因目前台灣地區特殊

政治環境與需要，主張必須另制定一套專屬

地方公務人員的法制之命題是否得到贊同，

是可以進一步討論的。) 

今日永續發展理念漸為中央及地方政府

所重視，若將國家跨部會層次之事務移轉至

地方政府施行，則建立完整的府際聯繫體

系，為事前必先完成之重要基礎工程。同時，

由於強調地方參與的重要性，故所謂府際聯

繫體系，亦不應僅止於中央與地方之層級關

係，而須建構一種「夥伴關係」。根據聯合國

調查開發中國家與地區治理問題的報告指

出：政府為達成「良好治理」(good governance)

之目標，則建構夥伴關係將是極為重要的。

而此關係要分二，其一、縱向關係，即將全

球性社會、國家，以及地方均納入其中；其

二、橫向關係，指各級機關應與相關政府部

門，以及企業、社團、公眾等民間團體保持

互動。政府只有在良善的夥伴關係下，方能

「思惟全球化、行動本土化」(thinking globally 

and acting locally)。(United Nations,2000：

5-6)。 

展望未來地方自冶之發展，除應考量地

方政府功能在「治理導向」(governance focus)

與「消費者導向」(consumer focus)(Reid，

1994：5)之平衡外，應賡續釐清中央政府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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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自治權之分配定位，重視民主的正當性

與行政的裁量性之衡平。在中央對地方自治

之法制監督機制建立後，逐步擴大授權與授

能，以強化地方人事自主權之運作，加強人

力資源策略管理，讓地方政府職能運作得以

增強，以落實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與勇擔社會

秩序維護之責任，堅實地方自治之基礎，來

提昇國家整體競爭力，期以國家之長治久安。 

六、推動彈性人力退離制度 

現代國家為使公務人員守法盡職，對於

現職人員，固須保障其工作，安定其生活，

即於退休後，對其晚年生計與生活，亦必須

有適當之保障與照顧，然後始能讓其公爾忘

私，為民服務。故於人事行政上以健全的退

休養老制度，適切輔導，使年老力衰的公務

人員，得以退休而安享餘年，若輔以彈性退

休制度，更可積極地引進青年才俊之士，以

發揮人事新陳代謝的功用，提高行政效能。 

關於彈性退離制度，考試院於九十二年

九月十八日將公務人員退休法修正草案函送

立法院審議。其第四條第二項規定：「未符前

項規定而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准其自願退

休：(第一款)任職滿二十年以上者。(第二款)

任職滿十年以上，年滿五十歲者。(第三款)

任本職務最高職等年功俸最高級滿三年者。」

係為配合政府改造，提昇國家競爭力，並提

供公務人員多樣化退休選擇機會，俾公務人

員有效安排生涯規畫，進而促進新陳代謝，

暢通人事升遷管道及激勵公務人員士氣之目

的，爰於現行自願退休條件之外，增列彈性

退休條件。另於修正草案第九條第二項規

定：「⋯⋯依第四條第二項辦理退休⋯⋯並符

合第四條第二項規定條件者，除任職滿二十

年以上且年滿五十五歲者，得擇領或兼領月

退休金外，僅得支領一次退休金。」揆其意

旨係依上開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二項規定辨理

退休者，原則上僅得給與一次退休金。但為

與現行法任職滿二十五年以上且年滿五十歲

退休者，得擇領月退休金之規定取得衡平，

爰於第三項中增列達到一定條件者，亦得擇

領月退休金。上開規定均旨在增列公務人員

彈性退休條件，並提供更多樣化退休選擇機

會。 

從社會心理學觀點來看，退休是「角色

的一種變遷」，此種角色的變化，極易造成適

應不良的「退休震盪」，亟須政府機關給予各

項有關之退休輔導，無論從公務人員的退休

計畫、老化調適、及生活發展等來看，或是

從社經環境、人口結構的變遷、及人力資源

的再運用來看，退休輔導的完善與養老的理

想目標，亦依附於此同時達成。尤其是為配

合「分權化」、「彈性化」的時代潮流，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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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退休已是可能的趨勢，相對地，有關輔

導再就業，或參與長春俱樂部、志工營等，

有效運用退休公務人員是極重要的課題。 

肆、保訓體制職能之調整 

從事公務人力再造，必須重視公務人員

多元思考能力與前瞻透視能力之培養，營造

只有政策指導，沒有政治干預暨分權化的公

務人力資源管理環境(Loffler, 1997：69-73)配

合建立終身學習的制度，強化公務人力資源

再造與管理自主性，才能提高服務品質與行

政效能。 

一、重視公務人力資源之發展 
公務人力資源是國家的資產，不是特定

政黨或個人所有，公務人員的選拔是公開、

公平、公正的，政務人員的甄選是應有政策

思維的，是勇於任事的，是能體察自由、民

主、有擔當、有格局的代表者，不是特定領

導人廣植自己人脈的籌碼，整個文官體系必

須是被要求建構專業性、代表性、倫理性、

回應性(responsive)、負責任(responsible)以及

前瞻、反應的公職形象。 

在公務部門的人力資源管理，應引進策

略管理的概念，包括策略性人力資源規劃、

策略性薪資、甄補、升遷等，而策略性人力

資源規劃理論，其基本概念是指政府部門人

力需求規劃必須配合其現有與未來功能所需

人力之知識、技術和能力為重心，然後透過

各種執行策略吸引到所要的人力，以達到組

織預期的績效(施能傑，1998:35-53)，並且應

即依公務人員考試法規定彈性考試方式，以

利各類人才進入公務體系，再配合訓練建立

公、私人才交流學習機制。 

每年公務人員高普考試，錄取百分比均

多在個位數，其他多數特考及格者程度亦不

差，何以我們考選高素質的公務人員，政府

卻被認為沒效率、效能，其原因可能有多種，

或是社會誤解或對公務人員的期望太高，無

論如何，當今公務人力規劃政策，非但要走

出冷氣房，且必須能針對社會之多樣性、多

元化和個別差異性，在「整體性政策」和「民

主需求」之間取得平衡。公務人員不能是「單

向度者」（One-dimensional person），而是要有

「辯証思考」（Dialectic Thinking）的能力，

更要有多元化思考能力；不僅要有理性分析

能力，更要有直觀統合的透視能力(吳瓊恩，

1997:5-7)，消除「彼得原理」 (P e t e r ’S  

Principle)現象方能應公務之需求，且以組織

應強化知識管理，即須提高機構智商(或謂企

業智商)，讓組織成員能分享資訊及善用彼此

觀念達到成長(Gates, 1999：227-250)，建立分

享知識、經驗的組織文化。如此，唯有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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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管理(Knowledge Management) 與強調終

身學習，才能使公務人員在知識型社會，回

應民主社會大眾對政府提供服務的期許，同

時要營造一個只有政策指導、沒有政治干預

的工作環境，讓公務人員發揮所長(連戰，

2000:73-74)。 

新政府之政府再造白皮書提出：「人力資

源再造，建立學習型政府」中的改革議題有

「增進學習建立能力」、「厲行績效管理」、「重

視運作成本」及「落實功績原則」等，在倡

導學習增進能力之改革策略重心為：(一)文官

進用的專業証照化和定期的再認証化；(二)

投資更多經費於人力訓練發展，以維持和提

昇一般文官和專業知能；(三)強調政府高階文

官領導與管理能力的發展等。其中第二、三

項考政機關向極重視，就第一項策略可進一

步規劃之。即公務人員中，負責管理社會上

各行業之專技人員者，應具有與其同等、甚

至更高的專業知能，才能進行有效的管理及

專業的審核。所以，推動技術文官證照制度

的建立，是必要的作為。 

二、建立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制度 

依終身學習法第二條規定，終身學習之

主管機關在中央為教育部；在直轄市為直轄

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依據教育部

終身學習資訊網刊布之終身學習理念為：終

身學習之旨趣是在使每一個人在人生的每一

階段，都有適合其需要的教育機會，在縱向

而言，包括家庭教育、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

的銜接，在橫向而言，是正規教育、在職教

育與非正式教育的協調。終身學習的社會強

調全人發展、重視個人自由、使學習成為一

種生活，擴展人生的意義與目標。而終身學

習希望實現的是：每位國民都有學習的權

利、每位國民都有接受良好品質教育的機

會、每位國民的學習及成就都要被認可、每

位國民都必需善盡終身學習的責任。終身學

習就是承諾自己一個開闊的人生和光明的前

程。(http://lifelong.ent.tw 2003 年 11月 20日) 

由於科技日新月異之發展與知識不斷的

創新，加上個人所屬組織內外環境之劇變，

公務人員的專業與行政能力亦勢須積極充

實，惟有透過終身學習，始足以因應變局。

為此考試院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推

動公務人員終身學習的具體活動（註三）。行

政院人事行政局為豐富公務人員學習資訊，

促進知識交流與分享，提供公務人員多元化

且具高效益之學習環境，以提高人力素質；

另為彙集散置於產、官、學、研及社會各界

學習資訊，並予以整合系統管理，也建置一

個專屬公務人員的終身學習入口網站。方便

公務人員搜尋，作符合其自主學習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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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配合作有效之管理與應用。 

吾人以為，終身學習須與公務人員之核

心能力，陞遷相結合；而透過學習亦可加強

公務人員廉潔觀念。詳而言之，即：1.訂定並

執行一套現職人員發展高階主管人力核心能

力的培育計畫，通過之現職人員方具備申請

擔任高階主管之遴選資格；2.政府部門高階主

管人員培育發展計畫的目的，主要是讓參與

者學習到多元經驗和建立人際網路，核心能

力中應該特別包括策略領導、績效管理和廉

潔能力；3.建立有效的機關內部教育訓練和監

控，以及獎勵服務對象和民眾監督舉發機

制，共同防範與起訴任何文官貪污及接受賄

賂之行為；4.持續透過教育訓練讓政府部門文

官、內部監督機制者和民眾，正確瞭解圖利

罪的定義，建立勇於創新但又不會誤蹈圖利

的積極行為。 

三、政黨政治與中立倫理 

(一)政黨政治的良性運作與文官中立的建立 

由於政黨的利益與國家利益、公共利

益，難以完全一致，進而使文官系統在其憲

法價值的保障者，或社會正義的執行者或公

共利益的促進者間之角色，產生衝突與矛盾

現象，所以，吾人論及民主政治，必然想到

政黨政治之形成與政黨公平機制的建立。而

真正民主政治建立之支柱，一為政黨之間的

公平競爭，另一為行政必須中立(王作榮：

1980:8-10)，即應考量政黨政治之良性互動，

與行政運作在黨政分際上的要求。而此均須

透過公務人員培訓途徑予以強化。 

目前國內政黨競爭的泛政治化及意識型

態之缺乏共識，利益團體之過分激化而混淆

社會公益價值；公眾權利意識的奔放高漲，

民氣活絡亟待疏導；大眾傳播媒體的競相設

立，各種言論之傳播肆行無阻等，導致政府

角色功能，亟待配合調整與強化，雖然，刻

正研擬政黨公平競爭法制、擬議利益團體遊

說法制、建立大眾傳播資源分配體制等等，

均為重振政府的公權力、公能力與公信力的

必要措施。然而，如何避免政府政治運作過

程中，官僚系統僭取性的擴張與工具性的偏

離是重要課題。所以，配合公職人員利益衝

突迴避法及行政程序法等相關法令之落實施

行，以袪除官僚化，讓行政權運作透明化、

公開化及普遍化，以建立公開、透明中立、

公正的全民新政府，是文官體制運作的核心

工程之一。 

茲以公務人員行政中立法制為我國首創

之立法，宜就其立法設計、立法技術及立法

影響方面的各項議題予以再思考、再評估。

對於立法設計上，基於對現行法律之相關規

定，重構理想的法制架構設計，建議行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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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能注意避免有關道德項目條文與欠缺實

質意義的規定，並以行政程序架構立法、行

政倫理宣示立法、政治活動規範立法、保障

救濟立法（包括罰則）為主要內容；至於法

典化程度能採以實體及程序之共通事項立法

方式為之，期以理想與現實得以兼顧，使法

案能具體可行，以上種種，希冀行政能不為

政治力所滲透與利用，或謂藉此能於「泛政

治化」與「去政治化」之間取得平衡。 

由於公務人員行政中立法，係包括依法

行政、執法公正及政治活動限制之規範等內

涵，再加上保障與救濟規定等，所以，除強

化行政程序之法制化，與行政倫理之融入

外，並應加強(蔡良文，1998:332-333)：1.主

導行政中立價值之憲法精神教育；2.將潛在影

響的傳統中國政治文化轉化為民主中立之價

值的政治文化、行政文化；3.將國家利益與行

政中立予以聯結，並落實公共服務方法等；

4.保護不同政治立場之公務人員，不致受到差

別待遇或侵害，並給予受侵害者申訴及救濟

之管道。 

要之，政黨之間具有強烈的對立性與競

爭性，必須能在遵守憲法價值、憲法精神，

進行和平良性競爭，不應有分離意識；在憲

法共識與法治基礎上，相互監督、相互競爭，

確守政黨政治之常規，並應把握黨政分際，

期以民主政治更落實，不再黨國一體、黨政

不分，建立穩健的民主政治運作與嶄新的政

治生態。 

(二)型塑現代公務倫理與強化文官體制機能 

俗謂：「萬般皆下品，唯有讀書高」，「學

而優則仕」，仕的意義殆即當官。不過現代的

官與傳統的官，已有相當大的差距，民主社

會的官是能放棄「權力的傲慢」心態，扮演

的是公僕的角色及富有人道關懷的熱忱與作

為。在政黨政治與民意政治之下，公務人員

所作所為，經常都要受到民意的監督，不可

能胡作非為而毫無約束。以往對於官位的重

視心理難免發展至組織官僚化的現象，而在

現代多元化社會各種因素衝擊下，已經漸漸

淡薄，且以現代政府中的職位，屬於科技、

農化、醫學⋯等技術性質者越來越多，純粹

政治性的行政管理職位，則少有增加。公務

職位的「官位」思想，更形淡薄。但官僚受

到工具理性與實質理性間之矛盾衝突影響，

所產生主、客分離、對立的異化(alienation)問

題是必須同時加以重視的。未來要去官僚

化，消除「多做多錯，不做不錯」心態，改

以「多做多對，不做就錯」理念作為，重建

公務人員形象，就必需增進其尊榮感。因為

只有公務人員對職務(位)有尊榮感，才可能擁

有大格局、有大氣度與有作為，進一步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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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公民參與心態，與整合公共利益意願與

能力，如此，各方人才方能願意投入公務體

系，蔚為國用。 

自一九七一年邁向新行政(Toward a New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e Minnowbrook Per- 

spective) 論文集出版以來，行政學界特別強

調規範理論、哲學、與實踐主義，提出倫理

問題與主張社會公道，也開始重視「意義」

與「價值」。在後工業社會 (postindustrial 

society)，亦即資訊社會(information society)來

臨，於是期望文官體制能夠配合此種發展趨

勢，型塑公務倫理，樹立現代官箴。展望二

十一世紀的新文官體制，應該是高舉實踐「行

政倫理」與貫徹「社會公道」兩大價值目標。

因為二十一世紀的政府應該是推動由公民參

與、專業文官與政務人員(政治家)共組國家團

隊的「公民性政府」、「全民政府」，如此，亦

方能共同創造高效能、高回應能力、高治理

能力及廉潔透明，可以贏得企業投資者和民

眾信任的政府。 

因此，國家應速建立一個集全國菁英於

政府的文官體系，建構廉潔透明的文官體制

環境，培養公務人員具有卓越優質的服務熱

忱、對自身具有高度激勵、強烈的創造動機

的自我決策知能，對民眾需求有預測力、因

應力暨能準確預測環境變遷方向的能力。為

此，吾人以為，必須加強公務人員倫理法治

教育，要求重視程序正義與倫理責任，嚴格

落實公職人員利益衡突迴避法、旋轉門合理

相關規定，及公務人員的服務倫理，發揮敬

業樂群、顧客導向之精神，提昇民主治理能

力；同時加強公務人員法治教育，使行政行

為遵循公平、公開、民主、正義的程序，在

確保依法行政、執法公正，保障人民權益，

增進人民對政府的信賴。上述種種，事實上

在於強化文官體制的機能與活力。 

伍、結論與建議 

一、考試院組織職能調整最適原則之芻議 

考銓制度的健全為現代國家提昇政府效

能不可或缺的重要環節，為了甄拔賢能、杜

絕倖進，使人盡其才，才盡其用，均有賴超

然獨立於政黨派系之外的考銓機關。吾人認

為，配合與制度建構、施行息息相關的社會

環境條件，進行整體性思考時，就不得不承

認：在特別講究人際關係與親疏遠近的中國

傳統文化氛圍中，獨立的考試制度的確為歷

朝歷代提供了社會階層垂直流動的機會，更

為民間保存了對公平懷有高度期待的可貴空

間。就除弊而言，不論就憲法賦予考試院的

功能、考試院過去的整體表現、考試委員的

個人形象及專業素養觀之，顯然都是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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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興利而論，所謂廢考試院可以精簡政

府組織、減輕財政支出，恐怕只是想當然耳

說法。吾人綜析英、美、法、德、日等國之

人事機構類型，無論在部內制、部外制(早期)

或折衷制，其整體人事行政權皆在最高行政

權(三權分立下之總統或內閣總理、首相)之統

轄下﹔而我國考銓人事行政主管機關之考試

院則係獨立於行政權(行政院)之外，未來無論

憲政架構如何調整、分工與制衡，有關考試

權獨立行使之意涵，至少應包括以下原則: 

(一)維持組織機能一致，以收事權統一之效﹔ 

(二)確立國家典試獨立運作，衡鑑國家建設人

才﹔ 

(三)避免政府贍恩徇私，適切維護文官發展﹔ 

(四)配合各機關人事需求，平衡人事之自主與

彈性; 

(五)確保行政中立，型塑行政倫理文化﹔ 

(六)強化對機關人事監督機制，確保功績才能

原則﹔ 

(七)維護公務人員尊嚴與權益，強化保障救濟

制度。 

未來考試院雖然調整機關層級，但基於

公務人員考選、銓敘、保障、培訓及退撫基

金管理業務所具有的超然、中立的特性，應

參考日本人事院具有獨立的法規、預算、員

額等自主權力的作法，及我國司法院預算獨

立的作法加以規劃，以維護考銓機關的超然

獨立，進而確保公務人員均能嚴守行政中

立，避免政治力的干擾與介入，秉持公正立

場為民服務。 

二、結語 

政權輪替帶來國內政治勢力的重組，此

一重組結果，對國家長遠之發展影響如何，

應留給史學家評斷。但對文官體制的影響部

分，吾輩應作更積極的關懷與建言。我國文

官體制之運作，不論政黨輪替前後，皆回應

憲政改革要求，融入公民社會，文官體制的

行政中立隱然形成；藉由政權輪替，貫徹文

官中立，杜絕政治力滲透與干擾，以國家利

益、公共利益為先，落實全民政府的理念，

可謂此其時矣！文官體制的價值觀面臨抉

擇，政務人員與常務人員在價值、法制上應

予釐清與分軌而行，以使政府在政權移轉過

程，展現成熟穩健的特質與能力，成為最具

有回應力與廉能公正性的政府。 

在政權輪替過程中，社會菁英展現對輿

論之指引功能，社會亦已被政治帶動，民間

社會力量受到衝擊，面臨整合與調整，如何

落實公民參與、公私協辦、強化社區意識與

公民社會之創發，建構國家機關與民間社會

的雙贏關係，是必要的。考試院為國家最高

考試機關，其屬性應定位為獨立、超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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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運作的憲定機關，為因應國內政治變遷，

提昇國家競爭力，依據六年為期之施政綱領

為推動考銓政策之方針，並配合國發會、國

際(內)學術研討會議、國家建設計畫，使考銓

決策除可配合國家政治發展之需要，更能在

政權輪替中，扮演積極穩定的角色與政務穩

健推動之功能。 

綜之，我國在公元二千年，經由民主程

序完成政黨輪替並經二００四年賡續執政，

文官體制受到不小的衝擊進行了若干調整，

也考驗了文官體制應有的功能。過去數十年

來，文官團隊因應國內外政經局勢變遷，推

動各項國家建設之成效，有目共睹。未來至

少應從：彈性考選取才與考試方法技術之精

進，以擢拔適格、專業人才；配合政黨政治

之良性運作，確立文官行政中立；加速政府

組織再造，強化文官體制之體質與機制，建

立創新、彈性、有應變能力的政府；讓人才

勇於任事，非為特定領導人或政黨植人脈的

籌碼，真正重構專業、倫理等公職形象；培

養具有創新思維與大格局的政務人員及整建

政務人員法制，營造以文官長為首的專業自

主常務人員體系，以利分立二元運作模式之

建立；加強公民參與，建構政府與民間之良

善互動；重建公務人員形象，能消除「權力

的傲慢」心態、袪除官僚化及導正異化現象，

增進自主性與尊榮感，型塑公務倫理，樹立

現代化官箴，以強化文官體制機能；加強政

府與民間人才交流，分享科技資訊與發展經

驗，增加公務人才歷練與成長；提昇人事資

訊交流功能，強化決策支援系統功能，有效

運用人事人員專業職能，促進整體文官體制

之動能，以因應未來各項挑戰，創造民眾最

大福祉。（本文作者為考試院副秘書長、文化

大學行管系兼任副教授） 

參考文獻 

朱武獻(2000)，「行政院人事行政局未來工作

方向」（考試院第九屆第一八四次會

議）。 

朱武獻(2003)，公務人力績效管理制度，政府

改造與文官體制國際研討會資料。 

江明修(1994)，「公共行政社區主義之釐探」，

台北，行政學術與警政實務學術研討會

論文，國立政治大學公共行政研究所等

刊行。 

李登輝(1998)，「文官制度與國家發展」學術

研討會開幕講詞(台北：考試院等)。 

吳容明(2000)，「銓敘部未來施政重要報告」

(考試院第九屆第一八五次會議)。 

邱創煥等(1996)，美國聯邦及地方文官制度考

察報告(台北：考試院)。 

林鍾沂(1991)，公共事務的設計與執行(台

 56



 

 
考銓季刊

 

北：幼獅文化出版公司)。 

姚嘉文(2002)，「新時代公務人力資源發展」，

考銓季刊，期 32。 

---------(2003)，考試院舉辦之「原住民族公務

人員考銓問題研討會」開閉幕致詞，(臺

北：考試院抽印本)。 

---------(2003)，考試院舉辦之「二十一世紀文

官體制發展國際會議」開、閉幕致詞，(臺

北：考試院抽印本)。 

施能傑(1993)，「公務人事政策的改革課題：

中立與民主、能力與分權」載理論與政

策，卷 8，期 1，頁 33-48。 

---------(2003)，提升競爭力為目標的文官體制

改造方向，政府改造與文官體制國際研

討會。 

施能傑、蔡秀涓(2003)，政府用人彈性策略分

析，契約性人力制度，全球化下之我國

文官體制發展與評估學術研討會。 

城仲模(1988)，行政法之基礎理論(台北，三

民書局)。 

---------(1997)，「公務員之懲處制度之研究」，

月旦法學雜誌，期 32，頁 24-29。 

高永光(1993)，「台灣地區政黨競爭之形成與

發展」，中山社會科學期刊，卷 2，期 2。 

---------(2002)，「考試權獨立行使之研究」，(台

北:考試院研發會)。 

翁岳生(1985)，行政法與現代法治國家(台

北：台灣大學法學叢編委會)。 

---------(1998)，行政法(台北：翰蘆圖書公司)。 

---------(2002)，當代公法新論：翁岳生教授七

秩誕辰祝壽論文集(上)(中)(下)(台北：元

照出版公司)。 

連  戰(2000)，連戰的主張(台北：天下遠見

出版公司)。 

陳水扁(2000)，台灣之子(台中，晨星出版公

司)。 

許水德(1998)，「文官制度與國家發展」學術

研討會閉幕講詞，(台北：考試院等)。自

印本。 

許宗力(1993)，法與國家權力(台北：月旦出

版公司)。 

陳德禹(1992)，「文官行政中立的理論與實

際」，紀念張金鑑教授學術研討會論文

(台北：政大公企中心)。 

蔡良文(1993)，五權憲法的考試權之發展(台

北：五南圖書公司)。 

---------(1993)，「論中國研究中的政治文化理

論」，中山社會科學期刊，卷 3，期 1，

頁 237-251。 

---------(1998)，行政中立與政治發展(臺北：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1998)，「論文官再造與強化政府職

 57



第四十一期  

中華民國九十四年一月    

能」，考銓季刊，期 16，頁 38-48。 

---------(1998)，行政中立與政治發展(台北：

五南圖書公司) 

---------(1998)，「論文官再造與強化政府職

能」，考銓季刊，期 16，頁 38-48。 

---------(2000)，「論政務職位與政黨合作」，公

務人員月刊，期 47，頁 39-45。 

---------(2000)，「政黨輪替與文官體制之發

展」，考銓季刊，期 23。 

---------(2000)，「公職人員利益衝突迴避法之

評析」，台灣本土法學雜誌，期 14。 

---------(2001)，「從政權輪替探討文官體制之

鞏固與發展」，國立政治大學，政治變遷

與文官體制研討會(抽印本)。 

---------(2002)，「五權憲法中考試權獨立行使

之意涵與發展」，政策研究學報抽印本，

(嘉義：南華大學) 

---------(2002)，「新時代公務人力資源發展」，

考銓季刊，期 32。 

---------(2003)，人事行政學---論現代考銓制

度，(臺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2003)，「論政治變遷中考選體制之變

革與發展」，考銓季刊，期 35，頁 1-19。 

---------(2003)，「論政治變遷中銓敘體制之變

革與發展」，考銓季刊，期 37，頁 19-40。 

---------(2004)，「論政治變遷中保訓體制之變

革與發展」，考銓季刊，期 38，頁 1-23。 

---------(2004)，「公務人員訓練機構資源整合

及行政院人事行政局地方行政研習中心

現有場所半數移撥國家文官培訓所辦理

情形專案報告」(臺北：考試院)。 

蕭全政、江大樹、蔡良文、施能傑、黃錦堂

(1994)，重建文官體制(台北：業強出版

社)。 

關   中(1997)，文官制度的檢討與發展(台

北：民主文教基金會)。 

盧建旭(1995)，「公共企業精神：公共企業家

的角色與批判」，空大行政學報，期 4，

頁 131-174。 

繆全吉(1991)，「中國自由地區官僚體制發展

經驗的剖析」，人事月刊，卷 11，期 4，

頁 15-26。 

Gates ,B原著，樂為良譯(1999)，數位神經系

統—與思考等快的明日世界(台北：商業

周刊出版公司)。 

Osborne, D.and Ted Gaebler原著，劉毓玲譯

(1993)，新政府運動(台北：天下文化出

版公司)。 

Cooper, T. L., (1991) An Ethics of Citizenship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Denhardt, K. G. (1988), The Ethics of Public 

 58



 

 
考銓季刊

 

Service. Connectiut: Greenwood Press Inc. 

Denhardt, R. B. (1999),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 Action Orientation. Fort Worth, TX: 

Harcourt Brace College Publishers. 

Dunn, W. N. (1994), Public Policy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 2nd ed. N.J.: Printice Hall 

Inc. 

Elliott, R. H (1985), Public Personnel Admini- 

stration: A Values Perspective. Virgina: 

Reston Publishing Co.,Inc. 

Ferlic. E, L. Ashburner, L. Fitzgerald & A. Pet- 

tigrew (1996), The Public Management In 

Action. New Yo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Fesler. J W. & D. F. Kettl (1996), The Politics 

of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ss. 2nd. ed. 

New Jersey.Chatam House Publishers, Inc. 

Frederickson, H. G. (1990), "Public Administr- 

ation and Social Equity." Public Admini- 

stration Review, Vol. 50, No. 2, pp. 

228-237. 

Hart, D. K. (1984), "The Virtuous Citizen, The 

Honorable Bureaucrat, and Public Admini- 

str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 44, No. 2, pp.111-119. 

Kelly, R. M (1998), "An Inclusive Democracy 

Polity, Representative Bureaucracies, and 

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 Public Ad- 

ministration Review，Vol.58, No.3, pp. 

201-208. 

Kettl, D. F.(1990), "The Perils-and-Prospect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Public Administr- 

ation Review, Vol.50, No.4. pp.411-419. 

Loffler, E. (1997), "Personnel Management in 

Germa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of Public Personnel Administration,Vol：17. 

No3, pp.69-81。 

Lu, Jyan-Shiu (1994), A Values Orientation 

Approach to Study of the Public Personnel 

System of Taiwan: Constructing A Four- 

Values Framework for Analysis.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puh-lished.,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Rabin. J. et al (1995), Handbook of Public 

Personnel Administraton. New York, NY.: 

Marcel Dekker, Inc. 

Riggs, F. W. (1994), "Bureaucracy & the 

Constitu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 54, No.1, pp.65-72. 

Ronr, J. A. (1989), Ethics for Bureaucrats: An 

Essay on Law and Values. 2nd ed., New 

York: Marcrl Dekker. 

 59



第四十一期  

中華民國九十四年一月    

Rosenbloom, D. H.(1993)."Editorial: Have an 

Administrative Rx? Don't Forget the 

Politic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53, No.6, pp.503-507. 

-----------------------(1995) "The Context of Ma- 

nagement Reforms", The Public Manage- 

ment, Vol.24., No.1, pp.3-6. 

-----------------------(2002) Public Administrat- 

ion: Understanding Management, Politics, 

and Law in the Public Scrtor. 5nd ed., New 

York: McGroe-Hill. 

Rosenbloom, D. H. & B. H. Ross (1994) "Ad- 

ministrative Theory, Political Power, and 

Covernment Reform", in P. W. Ingraham et 

al.(eds.), New Paradigms for Covernment: 

Issues for the Changing Public Service. 

San Francisco: Jossey Bass, pp.145-167. 

Stillman II, Richard J. (1997), Public Ad- 

ministration: Concepts & Casese, 6th ed. 

Boston: Tloughton Mifflin Comp. 

Svara, J. H. (1985) "Dichotomy and Duality：

Reconceptuali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 

ween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in Council 

Manager Citie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 45. No.1. pp221-231. 

Shafritz. J. M. & E. M. Russell (2002), 

Introduc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New 

York. Longman，Inc.. 

Teske, P. & M. Schneiew (1994), "The Bureau- 

cratic Entreprneur: The Case of City 

Manager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54, No.4, pp.331-340. 

Venntriss, Curtis. (1994), "The Publicness of 

Adminstrative Ethics, in Terry L. Cooper 

(ed) Handbook of Administrative Ethics. 

N.Y.: Marcel Dekker, Inc. 

註釋 

註一 本項優待及協助措施包括：○1 協洽各

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有關機構代

售報名書表，方便應考人購買；○2 設

置專人協助應考人填寫報名書表；○3

每一考區均設置活動坡道、殘障廁

所、安排醫護人員、熟諳手語的服務

人員；○4 為腦性麻痺者提供作答用電

腦；為需要較長作答者延長二十分鐘。 

註二 吾人以為，只要實施地方自治，自治

機關擁有之「自治權」 (autonomic 

powers)，宜包括立法權、財政權、人

事權等事務行政權等。 

註三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推動終身

學習之具體活動，包括○1 辦理每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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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閱讀活動：規劃設計網路票選系

統，辦理好書網路票選活動，推薦每

月一書書目供公務人員選讀參考。同

時邀請專家學者於培訓所網站提供導

讀文章，及鼓勵公務人員將讀書心得

寫作投稿，分享學習成果；○2 充實培

訓所電子雜誌內容並提升品質，將原

發行之電子簡訊於九十一年九月更名

改版為「T&D飛訊」供各界訂閱；○3

為利於知識之管理與傳遞，編印「T&D

飛訊論文集粹」、「T&D飛訊小品精

選」及「公文製作及習作」等叢書，

分送有關機關(構)人員參考；○4 與行政

院人事行政局共同加強落實「公務人

員終身學習護照」之推行，以鼓勵公

務人員多利用公餘時間或週休二日參

加終身學習活動，汲取專業知識與工

作知能，並透過個人持續學習、成長，

開拓視野，改進思維模式，俾期催化

組織的學習文化；○5 推展網路學習建

置「文官 e 學苑」，學習內容包括課

程類、閱讀寫作類、專題演講等三大

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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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行政院組織法修正草案 

─論部會調整之原理、門檻及其要件 

 

朱愛群 

摘  要 

立法院於 93 年 6月 23日通過「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規定行政院

得最多設立十三個部、四個委員會及五個相當二級獨立機關。行政院配合基

準法的總量管制要求及第三十五條第一項規定，重行擬具「行政院組織法」

修正草案，並送立法院審議。屆此研擬增修之際，於現有提列的原則外，更

提出若干行政學與公共管理面向的原理、門檻與要件，提供政策制定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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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Principles, Thresholds, and 
Important Conditions for the Adjustment of 

Departments and Committees – From 
Organization Standard Law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gency (Draft) 

By Chu Ai-Chiun 

Abstract 

The Legislative Yuan has passed Organization Standard Law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gency 
on June 23, 2004, which requires that there can be at most 13 departments, 4 committees, and 5 
independent agencies similar to grade 2 in the Executive Yuan. Cooperating with the total amount 
control requirement and Paragraph 1, Article 35 of the Standard Law, the Organization Law 
amendment draft is drawn up again, and it is planned to be submitted to the Legislative Yuan for 
review. At the time of planning to make amendment, other than the presently recommended principles, 
there are also many principles, thresholds, and important conditions for administration and public 
management being raised, for the reference of making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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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依照民國 85 年國發會的結論，對於中央

政府的組織與體制進行改革，以解決現行行

政組織法的缺失。87與 88 年行政、考試兩院

先後將「中央政府機關組織基準法草案」送

立法院審議，因政黨輪替及國會改選而擱

置。93 年 6月 23日「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

法」規定，行政院得最多設立十三個部、四

個委員會及五個相當二級獨立機關。行政院

配合基準法的總量管制要求及第三十五條第

一項規定，爰再次審酌台灣政治、經濟與社

會情勢變遷需要，重行擬具「行政院組織法」

修正草案，計十三條。 

依照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行政院應於

公布後三個月內，檢討調整行政院組織法及

行政院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行條例，送立

法院審議。立法院乃於民國九十三年十一月

八日舉行公聽會，邀請學者專家提供修法意

見。於綜觀諸學者、專家與政府代表意見後

可以發現，各方討論的焦點多置於功能層

面，但是對於諸多學者提及卻未能深入解析

的組織層面，留下一塊亟須強化的灰色區，

諸如部會的組織規模、組織的整合與分化、

組織成長等課題，均需詳加考量，即如公聽

會中彭錦鵬教授與諸位學者所提之：「應使這

十七個部會具有衡平性，以建構合理的行政

院組織」（註一）。有鑑於此，對部會增設、

重新排列組織等大幅度改變的課題，除了行

政院提出的建議外，還有一些原理原則及門

檻要件等需要加入考量，在立法院的審議與

各方討論的過程中，以下的討論希望能夠提

供一些學理性的分析與建議，供為參酌。 

本文特別針對部會調整的原理、規模、

成長理論來加以申論，並多從行政與管理的

角度來提供一些原理與要件的思考。然而，

行政組織變革的探討必須回歸到行政革新的

歷史關照與辯證，才能夠為當前的行政革新

找尋到歷史定位。以下行政院組織調整案的

探討即由歷史結構的討論開始。  

第一節 我國行政革新的歷史結構 

在歷史上的政權更替、在政權與治權的

尖銳對話、在政治經濟社會大環境的鉅變時

期，行政革新的運動就會興起，興起的原因

不一而足，但必定是歷史性的關鍵時刻與關

鍵年代。因此面對行政院提出的三法改革，

其意義之定位必須放在歷史大架構中來論

衡，其曲直高下也必經歷史法則及發展規律

之透視與檢驗。茲先就革新的歷史大架構的

觀照作為參照點，開展其歷史結構如下。 

壹、 年推動之行政革新 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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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政府歷年來推動之行政革新歸納之如下列表 

推動機關 期  間 名稱（主持人） 工  作  重  點 

行政院 民 24-26 行政效率研究委員會 
促進行政效率，以增進中央與地方政府機關行

政效率為目的。 

行政院 民 44-46 
行政院暨所屬機關組織

研討委員會（黃季陸）

1.規劃研究發展及公共關係工作。 
2.研討簡化公文流程及改進行政機關會議。 
3.研議事物管理制度及行政機關權責調整。 

行政院 民 47 
總統府臨時行政改革委

員會（王雲五） 

1.調整機關組織權責。 
2.改善行政制度及簡化程序。 
3.節約開支移緩就急和提高行政效率。 
共 88項改革建議案 

行政院 民 58 

行政院研究發展委員會

（為推動行政革新之常

設機關 / 陳雪屏） 

1.貫徹行政三聯制功能。 
2.推動行政研究發展。 
3.提高行政效率。 

行政院 民 61-67 
研考會為主，搭配經建

會與國科會（蔣經國）

1.強化政策規劃與管考功能。 
2.頒佈十項政治革新，防止公務員貪瀆。 
3.加強為民服務。 

行政院 民 68 
研考會為主，加強為民

服務督導小組（孫運璿）

持續提高行政效率及加強便民服務，貫徹十項

行政革新，以現代管理觀念及研究發展的精神

灌注於行政工作中。 

行政院 民 82 

研考會為主，行政院另

成立「行政革新會報」，

人事行政局成立「行政

革新推動小組」、行政院

所屬各機關及各級地方

政府設置「行政革新執

行小組」以為配合（連

戰） 

1.檢肅貪瀆。 
2.增進行政效能。 
3.加強為民服務。 
「廉潔、效能、便民」三大重點的「行政革新

方案」，建立廉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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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發會 民 86 精省  

行政院 民 87 政府再造（蕭萬長） 
強調「企業性精神」，從事「組織再造」、「法

治再造」、「人力與服務再造」 

總統府 民 90 總統府改革委員會 

1.政府要瘦身。 
2.要提升解決問題的能力。 
3.建立乾淨政府。 
4.政府間建立伙伴聯盟。 
5.重整政府組織。 

 

貳、行政革新的歷史辯證分析 

從民國二十三年的新生活運動起算，行

政革新運動有將近七十年的歷史。歷次行政

革新運動的背景、內容各有不同，性質與影

響規模也不相同。早期行政革新運動規模最

大的，要屬王雲五改革委員會。該委員會的

建議案有十四類，共八十八個提案，共包括

（1）組織調整與權責劃分；（2）行政效率與

分層負責；（3）事務工作的統一管理；（4）

地方考察的相關建議；（5）行政改革的配套

措施等五個部分。並且分別就國防、財政、

金融、經濟、預算、文教、司法、考銓等方

面建議改革。其成效部分，全案全部付諸實

施者，大部分是屬於作業程序的改進問題，

其所牽涉的範圍較小，或是屬於主管機關權

責範圍內，馬上可以直接進行改進的建議

案。也有受到上級重視，通令限期實施的方

案，例如「實施行政機關分層負責案。」對

於未實施的項目，多屬於有關機關的裁併及

權責調整的事項例如「調整台灣省政府組織

案」、「調整行政院及各部會組織執掌案」、「調

整關務鹽務機關案」及「改進事務管理案」

等（註二）。 

在歷次的行政改革運動過程中，前後有

啟承轉合的情形。民國四十四年「黃季陸委

員會」提出的四十七個建議案，由四十七年

後續的「王雲五委員會」庚續推動實施。民

國二十三年蔣公倡議的新生活運動與民國二

十九年的「行政三聯制」，於民國五十六年由

陳雪屏負責的「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貫徹實施。民國六十一年經國先生推動的十

大革新及「行政機關貫徹十項革新要求實施

要點」，迄至民國六十七年孫運璿擔任行政院

長持續加以推動，在「工作簡化」運動之外，

強調提高行政效率、加強為民服務、合理運

用人力及有效防止弊端，承襲經國先生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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倫理式的革新思維，持續貫徹十大行政革新

指示，厲行公務人員廉潔儉樸的生活，並將

「便民」的觀念注入公務人員的腦海中。至

民國八十二年行政院連院長推動的「行政革

新方案」，其中廉潔、效能、便民等項目，以

及「檢肅貪瀆、增進行政效能、加強為民服

務」，和預定三年精簡預算總員額 5％之目標

等要求（註三），基本上和經國先生及孫院長

的行政革新作為有延續、強化、與呼應的關

係。 

檢視民國二十三年至八十五年間的行政

革新運動，其改革性質多為「行政層面」的

改善，屬於行政「治理」上的合理化及行政

倫理的發揚為主，甚至於如新生活運動或「行

政三聯制」的革新，就是一種強化效率、效

果、經濟性、合理性的行政指導綱領。相形

之下，政治性的改革措施或政治層面的改革

作法比較不明顯，從黃季陸委員會提建議

案，王雲五委員會建議的機關組織調整案最

後歸入「再行研議」，一直到連院長的「廉能

政府」革新運動，可以歸結出此一時期的革

新主軸，聚焦於「提升行政效能、發揚行政

倫理化、加強為民服務」等行政治理的改善

作為上。比較重要的作為，則是精簡百分之

五的要求，行政機關自是竭力達成目標，但

事後成效如何，則有定論。 

真正大刀闊斧的改革動作，則非「精省」

莫屬。民國八十五年十二月二十八日「國家

發展會議」達成精簡省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

整的共識，八十六年八月開始規劃，至八十

八年七月一日，台灣省政府多數廳處及所屬

機關裁併或改隸中央相關部會，自此，省政

府不再扮演居間協調和承上啟下之角色，將

國家四級結構改為三級。「精省」工程在我國

行政革新運動史上，是第一次大規模的「政

治性」改革運動，在黃季陸與王雲五委員會

時代就已經研議的問題，多年討論未定，至

此予以斷然決行，其影響之深遠、對國家行

政機器之震撼可謂無與倫比，既使經國先生

的十大革新也遠遠不能相比。 

精省的效應又是如何？依照李遠哲的說

法，精省後省府職權與功能大部分被中央政

府取代，各縣市政府卻未因精省而接收省府

轉移的權力與資源。精省使我國政府更具濃

厚的「中央集權」色彩，阻礙國家進步（註

四）。省諮議會議長林柏榕也表示：「過去省

對縣市的用人及花錢，還有一點制衡作用，

現在精省了，縣市無形中自然升格，人可以

亂用，錢可以亂花，問題大得不得了」（註

五）。 

精省工程的影響效應很大，就行政改革

的發展史而言，則有另一種里程碑的特殊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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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就是革新的作為已經將「政治性作為」

融入「行政治權作為」的範疇中，不僅僅只

是行政的改革或是治理方法技術的改良而

已，精省工程涉及國家權力的基本結構改

變，對於亞洲國家政治體系的超穩定結構或

是如李約瑟所言，中國是一個巨大而穩定的

恆溫恆動體(Homostasie)，其改變是緩慢而漸

進的。精省工程則突破了此一國家本體結構

的前題限制，自然，在國家基本權力結構、

政權、治權、與社會諸元素之間的本體對話

及辯證，現在應該才剛剛開始，這是行政革

新研究必須面對的深刻議題，也是我國行政

革新運動史上出現的第二個特點 – 精省工

程開啟了政權直接介入、操縱治權的改革工

作，而不只是政治指導與方向指引的角色。 

接下來蕭萬長院長的政府再造運動，整

體規劃頗具規模，改造企圖亦極旺盛，影響

效力不容小覷，但是接續在「精省」工程的

強度震撼下，再造的效應相形之下不那麼強

烈。 

政府再造的革新運動最有趣的特點，也

是歷來行政革新所無者，就是其創發背景源

自於世界性的潮流，呼應各國政府再造的趨

勢，在新公共管理的哲學思維之下推動國家

的再造，標榜企業性精神，將政府機制轉型

為準市場模式。此一變革之強烈，英國有稱

之為「新國家模式」的說法。 

政府再造的推動項目含括極廣，以負責

主導再造及協調整合各機關共同推動的三個

工作小組來說明，其推動範圍分別包括以下

項目：  

（1）組織再造小組 

負責調整政府角色、簡化行政層級、調

整中央與地方職能、調整行政院所屬各機關

職能與組織、研訂組織設立基本規範及建立

組織績效評鑑制度等項目。 

（2）人力及服務再造小組 

負責改善組織文化、建立廉政機制、激

勵員工士氣、強調參與、鼓勵創新、增進機

關用人彈性、建立以功績為主的升遷考核制

度、加強人員訓練與職務歷練、培養服務熱

誠及修訂相關人事法規，推動行政作業程序

合理化、便捷化及效率化、建立電子化政府、

提高服務品質及提供單一窗口服務等項目。 

（3）法制再造小組 

負責配合政府角色調整，研訂促進或委

託民間參與公共事務相關法令規範，改善財

政預算制度，落實使用者付費及興利重於防

弊之原則，檢討修正或廢止各項不當限制市

場競爭及不便民之業務法令等項目。 

以上項目極多，如果全部實施完畢，其

影響與效應將成為我國行政革新史上更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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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里程碑。然而，在推動的數年後，比較

重要的達成項目約略如「單一窗口」等項。

至於重大組織調整仍在研議中，政黨已輪替。 

第二節 「行政院組織法」修正草案 

壹、結構與內容 

民國九十年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六日

「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議」投資組共同意見

建議由總統邀集各界人士組成「改造委員會」

推動政府改造事宜。九十一年三月三十日改

造委員會第三次會議討論通過「行政院組織

改造的目標與原則」，決定將行政院所屬一級

機關調整為二十三個。在第三次會議後，決

定對中央部會組織做出如此重大的變革，從

行政革新的角度來看，這一次的改革幅度在

層級上超過「精省」，廣度與深度上則超過行

政革新史上的任一次革新運動，對國家行政

的衝擊力道與震盪幅度可能遠遠超過我們的

想像，只是其後效緩慢醞釀而後勁長久，則

是容易讓人輕忽其影響。 

「政府改造」運動有其淵源，於九十年

六月三十日，陳水扁總統於政府團隊研習營

致詞中，揭櫫行政院組織重建的方向，包括： 

1.大幅整併功能性部門； 

2.設置非常少數量的獨立性管制委員會以及

基於政治考量的特殊委員會； 

3.讓部會組織數量減少三分之一； 

4.徹底改變行政院院本部的設計，強化政策領

域的幕僚單位。 

在政府重建工作上，陳總統認為，目前

根本問題是功能性部會太多，政院和各部會

政策幕僚組織太弱，致使政院本身無法真正

有政策規劃、協調與領導能力（註六）。在口

頭上又提出五項政府改造目標： 

＊政府要瘦身。 

＊要提升解決問題的能力。 

＊建立乾淨政府。 

＊政府間建立伙伴聯盟。 

＊重整政府組織。 

以上各點指示與方向，在「改造委員會」

的決議中多數落實成為其思考主軸。委員會

通過的「行政院組織改造的目標及原則」設

定如下： 

五個目標： 

1.規模精簡化 

2.建制合理化 

3.強化政策的領導與統合 

4.落實業務與組織的合理劃分 

5.組織彈性化 

五大目標對應二十項配套原則： 

1.規模精簡化 

（1）行政院的組織設置，應該對立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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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民間之角色定位的反省；應由民間

主導進行的公共事務，就不應設置部

會處理。 

（2）行政院的組織設置，應該立基於對中

央與地方之任務分工的反省；應由地

方政府主導進行的公共事務，就不應

設置部會處理。 

（3）行政院所屬一級機關總數，應該儘量

控制在二十個以下，（不含獨立機

關），以減少溝通協調的成本，確保經

濟規模。 

2.建制合理化 

（4）行政機關所轄一級機關的建制，原則

上應該符合以下條件： 

─所要處理的公共事務涉及重要的

政策決定。 

─業務影響範圍顯著及於廣泛的公

共福祉。 

─預算規模達到一定標準。 

（5）行政院所轄一級機關，應以首長制為

建制常態，只有在特別需要協調、反

映社會多元價值的事務領域，才需例

外採行合議制；為了避免委員會的合

議流於形式，委員人數並應有適當限

制。 

（6）公共事務具有下列性質者，應設置獨

立機關處理： 

─所需決策應儘可能專業化與去政

治化者。 

─所需決策特別需要顧及政治與社

會多元價值者。 

─需要行政機關發揮準司法性功能

者。 

（7）獨立機關之組成與運作，應與行政院

所轄一般業務機關有相當之區隔，並

且不得參與內閣之政務運作，以確保

其專業性與獨立性。 

（8）為節約資源、減少人力配置，得考慮

集合各獨立機關在行政支援事務上所

需之人力及資源，統籌運用。 

（9）機關業務具有下列情事者，應改制為

特殊法人： 

─具有管制功能或強制性色彩之公

共服務，適於實施企業化之經營管

理，而需要鬆綁人事與會計制度之

限制者。 

─公共服務應有相當之自主性並應

去政治化者。 

─適合民營化或引進更多民間社會

機制之公共服務，在尚未民營化或

去行政機關化之前有必要進行過

渡性安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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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政策幕僚組織僅負責政策規劃、政策

協調、政策評估或經費資源配置，若

無其他相當之考量，宜配置於行政院

本部。 

3.強化政策的領導與統合 

（11）行政院應籌設完備、多元的政策統合

幕僚與管理幕僚組織，亦強化行政院

長之政務領導與政策統合；政策幕僚

之編成並應佐以政務職位法，由政務

人員主導政策規劃分析，避免常任文

官化。 

4.落實業務與組織的合理劃分 

（12）各機關之主要執掌，應該劃分清楚、

避免重複，力求權責分明。 

（13）在合理的範圍內應集中事權，以免分

散決策，造成無效率的作業。 

（14）既存機關間若有下列情事之一者，均

應進行合併： 

─主要業務間需要高度互動者。 

─業務所需專業領域較近似者。 

─業務具上下游性質合併有利於整

體規劃者。 

─業務之整併有利於整體財政規劃

者。 

─主要業務互補，而整併無其他不利

因素者。 

（15）現存機關如有下列情事之一者，應即

進行裁撤： 

─階段性任務已完成或政策已改變

者。 

─業務或功能明顯與他機關重疊或

已萎縮者。 

─執掌應以委託、委任或交由民間辦

理較符合經濟效益者。 

─經評估績效不佳應予裁併者，業務

已調整或移撥其他機關或單位者。 

5.組織彈性化 

（16）為保障本地文化或經濟弱勢之特別需

要，得設置特別部會。其設置不受到

原則 4之限制，但應在原則 4之指導

下，定期檢討。 

（17）為因應突發、特殊或新興之重大事

務，或為達成國家發展中之特定階段

性任務，應於行政院組織法或中央政

府機關組織基準法中，授權行政院得

以「暫行性組織規程」設立若干臨時

性、權宜性、過渡性的特別部會，不

受原則 4之限制；該等暫行性組織規

程必須內含明確之日落條款或落日

機制，以免權宜建制常態化。 

（18）行政院及所屬各部會之內部單位與下

級機關之設置與調整應配合相關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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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法制之修訂，賦予行政部門適度之

自主組織權。 

（19）行政院所屬各部會組織，應定期做業

務與人力之檢討，不斷致力於組織之

精簡。 

（20）行政院組織之精簡，應設日出條款並

充分保障公務員之權益。 

依照上述目標與原則，民國 93 年 9月 15

日行政院組織法修正草案的設計為：（修正條

文第三條及第五條） 

（一）增強「傳統八部」核心職能：設內政

及國土安全部、外交及僑務部、國防

及退伍軍人部、財政部、教育及體育

部、法務部、經濟貿易部、交通及建

設部。 

（二）因應新興業務需求，新增五部：設勞

動及人力資源部、農業部、衛生及社

會安全部、環境資源部、文化及觀光

部。 

（三）強化「四會」政策協調統合能力：設

行政院國家發展及科技委員會、行政

院海洋委員會、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

會、行政院客家委員會。 

貳、行政院組織調整草案之定性 

目前政府所推動的行政革新，很明顯的

是承襲了上一階段的政府再造工程，幅度比

歷屆之行政改革要窄，但是集中焦點在「行

政院組織再造」、「總員額法」及「政務人員

法」三項主題上，議題非常清晰，範圍也不

大，但是處理的問題卻是我國行政革新史上

討論最多，卻不易有定論的行政院組織調

整。換言之，問題焦點清晰，困難度與爭議

度卻是最高的項目，這是行政改革作法中比

較艱難的一條路。 

就行政院組織調整部分而言，基調上和

蕭內閣時代的政府再造工作有連結性，基本

綱領有符合者，組織再造內容包括：負責調

整政府角色、簡化行政層級、調整中央與地

方職能、調整行政院所屬各機關職能與組

織、研訂組織設立基本規範及建立組織績效

評鑑制度等項目。二相對照，政府再造中的

組織再造已經全面轉移到這一次的行政院組

織法修正草案中。所不同者，前期政府再造

工程訂定了基本綱領，而當前再造工程則更

進一步訂出五大目標及對應的二十項配套原

則，有了更清楚的規範。 

五大目標化為二十項原則，分析之後得

見其思維結構，有三種參照考量做為支撐，

分別為（1）新公共管理的思維（2）行政組

織內部的合理化（3）當前政權行使方便之考

量。第（1）點新公共管理的思維背景，在二

十項原則中可以清楚看到二大建議作法，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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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簡管理 Lean management」和「民營化/

委託外包 Privatisierunt/Contracting out」。第

（2）點行政合理化運動分為第二與第四二大

目標，亦即建制合理化與「落實業務與組織

的合理劃分」，此一部份是行政革新基本不可

或缺的構成要素。關於第（3）點「當前政權

行使方便之考量，則具見於第三大目標的「強

化政策的領導與統合」以及第五大目標的「組

織彈性化」。 

第三節 我國部會調整的歷史沿革 

行政院組織法，於民國三十六年三月三

十一日公布，於民國三十七年五月二十五日

施行，並先後於民國三十六年四月二十二

日、三十六年十二月二十五日、三十七年五

月十三日、三十八年三月二十一日、四十一

年十一月二十日、六十九年六月二十九日等

經過六次修正，除前兩次修正，為全般性之

檢討外，自三十七年以後四次修正僅限於第

三、五條設置機關規定條文，三十八年修正

時，將原有直轄機關十五部三會一局，減為

八部二會一處，四十一年修正時增列新聞

局，直轄機關計有八部二會一處一局，維持

組織型態迄今，六十九年修正時，將司法行

政部更名為法務部。 

民國三十六年三月三十一日國民政府制

訂公布行政院組織法，從第一次到民國六十

九年六月二十九日第六次修正，其中每一次

都列名其中的部會有：內政部、外交部、國

防部、財政部、教育部、司法行政部（後改

為法務部）、交通部等七個部。 

經濟部原來的名稱為工商部，被更改二

次，也是六次修正案中均未缺席的部會。 

其他部會曾列名的次數如下： 

農林部 4 

衛生部 4 

地政部 4 

水利部 4 

社會部 3 

郵電部 2 

勞動部 1 

三十八年修正後，將社會部、地政部、

衛生部併入內政部。糧食部併入財政部。農

林部、工商部、水利部及資源委員會併為經

濟部。 

民國四十一年最後定案前，曾經二次考

慮設十四個部，另外二次考慮設十五個部。

十四或十五個部都是對應於中國大陸的土

地、面積與總體規模而言。四十一年的八個

部則是針對台灣的規模而設。 

時至今日，時空環境有所不同，部會設

立的基本原則沒有太大的不同，但是公共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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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的典範在國內外卻有很大的變化，所以在

組織變革上的做法也明顯的受到若干影響。

過去沒有的一些部，現在考慮增設，如海洋

事務部、國防與退伍軍人事務部、文化體育

部、環境資源部、勞動與人力資源部等，以

及四個委員會。這一些部會將來在內部結構

調整與委員會的設置，在立法院討論過程中

爭論在所難免，在立法院決議後，行政院內

部的調整工作也將是ㄧ個巨大的變革工程，

所以有深入討論之必要，茲依序申論如後。 

第四節 各國部會設置的比較 

依照最新 93年版的行政院組織法修正草

案，和各國部會做一個表列式的比較，約如

下： 

 

我國 政院版 
加拿大 

19省 
英國16省 瑞典13省 德國16省 美國14部 法國15部 

韓國2院 
14部5處 

紐西蘭 

內政部 
內政及國土

安全部 

市民與移民

部、警察司

法 
內務省 內務省 內政部 內政部 內政部 內政部  

外交部 
外交及僑務

部 
外交部 

外交聯邦

省 
外務省 外交部 國務 外交部 外交部  

國防部 
國防及退伍

軍人部 
國防兼退伍

軍人 
國防省 國防省 國防部 國防部 國防部 國防部 國防部 

財政部  

財政部、歲

入部、產業

兼大西洋及

魁北克地區

開發部 

財務省 財政部 財政部 財政部 
經濟財政

部 
財政經濟院 財政部 

教育部 
教育及體育

部 
識字問題主

管部 
教育僱用

省 
教育省 

教育、學術

、研究、技

術部 
教育部 

國民教育

高等教育

研究部 
教育部 教育部 

法務部  法務部  法務省 法務部 司法部 司法 法務部  

經濟部 經濟貿易部 國際貿易部
貿易產業

省 
產業貿易

省 
經濟部 商務部 

中小企業 
、商業、手

工業部 
通商產業部 

外務貿易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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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 
交通及建設

部 
交通部 運輸省 

運輸通信

省 

交通部、

郵政電氣

通訊部 
交通部 

產業、郵政

、電氣、通

信部 

建設交通部 
情報通信部 

交通部 

蒙藏委

員會 
取消         

僑務委

員會 
併入外交部 國際合作部   

經濟合作

部 
    

中央銀

行 
中央銀行         

主計處 併入院本部         

人事行

政局 
併入院本部      

公務員、國

家改革、地

方分權部 
  

衛生署 
衛生及社會

安全部 
保健部 

社會保障

省、保健省 
社會省 

保健部、家

庭、老人、

婦女、青少

年部 

保健福利

部 
 保健福祉部 

保健部 
婦女問題

部、青少

年問題部

環保署 環境資源部 
環境部、天

然資源部 
環境省  

環境、自然

保育、核能

安全部 
 環境部 環境部 環境省 

海巡署          
故宮博

物院 
納入文化觀

光部 
 

國家遺產

文物省 
      

陸委會 
納入行政院

本部 
      統一院  

經建會 
行政院國家

發展及科技

委員會 
        

退輔會 
併入國防與

退伍軍人事

務部 
    

退伍軍人

部 
   

青輔會 改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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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 
行政院國家

發展及科技

委員會 
      科學技術處 

科學技術

部 

研考會 
併入行政院

本部 
        

農委會 農業部 
農業暨農產

部、漁業暨

海洋部 

農漁糧食

省 
農業省 

糧食農業

部 
農業部 

農業、水產 
糧食部 

農林水產部 
海洋水產部 

農業部 
林業部 
漁業部 

文建會 文化體育部 文化遺產部  文化省   文化部 文化體育部 文化部 

勞委會 
勞動及人力

資源部 
勞動部  勞動省 

勞動、社會

部 
勞動部 

勞工、社會

問題部 
勞工部  

公平會 公平會       公平會  
中選會          
消保會         信託部 

公共工

程會 
 

公共工作與

政府服務部
  

國土利用

、建設、都

市計劃部

住宅都市

開發部 

國土整頓

、都市、社

會共同部 
 住宅部 

原民會 
行政院原住

民委員會 

印地安問題

、北方開發

主管部 

蘇格蘭省

、威爾斯省

、北愛爾蘭

省、 

     

毛利振興

部、太平

洋群島對

策部 

體委會 
併入文化體

育部 
        

客委會 
行政院客家

委員會 
        

原能會      能源部    

其他  州際問題部 大法官省    
建築、住宅

、運輸、觀

光部 

公報處 
法制處 
國家報勳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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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國設立的部會（註七），與 93 年

行政院版本的比較，可以看到各國的情況，

也可以作為參考資料。 

從以上八個國家設立部會的情形做一個

比較，可以得到幾個結論： 

1.目前我國設立的八個部，對照世界其他國

家，除了紐西蘭之外，都有設置。 

2.其他部會設立最普遍的，依照統計之排序

為： 

各國設立部會情形 8個國家中有設立的國家

農  業 8 

勞工 / 勞動、衛生 8 

公共工程、環保 6 

文  化 5 

原民會、客委會 3 

退伍軍人事務部、人事

行政局 

1 

海洋事務 0 

每一個國家的國情背景各不相同，但是

公共事務的重要性卻是一致的，所以各國都

非常重視的公共事務以及人民福祉，在設立

部會的考量上，原則不會有太多差異。其中

比較凸顯國情特色的為原民會、客委會等，

各國設立情形可以參考之。 

 

 

各國面積與設立部會數之比較 
 國土面積 

（單位：萬平

方公里） 

設立部會數 

加 拿 大 997.6 19 
瑞 典 45 13 
美 國 962.8 14 
德 國 35.7 16 
法 國 54.7 15 
英 國 24.25 16 
韓 國 9.9 2院 14部 
紐 西 蘭 27.05 18 
我 國 3.6 15 

各國土地面積平均數為 269.3 萬平方公

里，平均設立部會數有 15.7個。我國土地面

積有 3.6萬平方公里，應設部會數為 0.2個。 

各國人口數與部會設立數之比較 

 
人口數 

（單位：萬） 
設立部會數 

加 拿 大 2961 19 
瑞 典 880 13 
美 國 26525 14 
德 國 8182 16 
法 國 5796 15 
英 國 5700 16 
韓 國 4485 2院 14部 
紐 西 蘭 368.2 18 
我 國 3600 15 

各國人口平均數是 6862萬人，部會平均

數是 15.7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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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我國人口數為 2300萬，應設部會數

為 5.42個。 

依照人口數的比較，行政院新版設置 13

個部，另加其他委員會，如果以台灣三萬六

千平方公里的狹小面積而言，將八個部擴張

到十三個部，相較鄰近的日本，似乎還可以

再少一點。 

部與委員會的組織規模相差甚遠，目前

設計委員會減少，部的層級增加，二種組織

規模不同，部的數目增加後，每一個部的規

模都比委員會大的多。如果維持現有部的規

模，員額數為 16666人，預算規模為 1200億，

則行政院的總體規模將擴充許多，組織的員

額、政府成本、溝通成本、總體規模的增加

將無以避免，除非事先設定總體規模，否則

總體經濟性就無法達成。因此，當前行政院

組織調整對於此一課題應加注意，因為，其

中含有組織膨脹之潛勢，政府會計成本可能

大幅增加。 

第五節 部會增減的基礎原理 

對於設立部會的原則，在行政院組織調

整說帖五大目標及二十個原則中有一些說

明，行政院所轄一級機關的建制應該符合以

下條件： 

＊所要處理的公共事務涉及重要的政策決

定。 

＊業務影響範圍顯著及於廣泛的公共福祉。 

＊預算規模達到一定標準。 

＊各機關之主要執掌，應該劃分清楚、避免

重複，力求權責分明。 

應該合併者為： 

＊業務高度互動。 

＊專業領域近似。 

＊有上下游關係。 

＊利於整體財政規劃。 

＊業務互補。 

在行政院目前所提的調整草案這些原則

之外，面對部會大幅度重新調整的課題，除

了以上的一些原則之外，還有一些原理原則

及門檻要件等需要加入考量，可能會使調整

案的設計更為周延。茲分別陳述如下： 

壹、從行政發展義看部會增設 

行政院版的組織調整從八個部增加到十

三個部，這是國家行政結構的重大轉折，所

以在探討部會增設的第一步，就是回到行政

發展的變遷義上來討論。行政發展的變遷態

樣基本上有三個維度，就是集中化、標準化/

合理化、與分化三個運動維度，在歷史進程

中延展拉張出一個國家的行政結構與歷史構

形，其圖如下（註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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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發展的進程與社會分化的概念相

同，分化係指一個單位被分解成二個以上的

新單位。這種新分解出來的單位基本上各具

特殊的功能，同時各單位亦能相輔相佐，更

加有效的發揮總體性的功能，而新單位在結

構上是獨立的，在發展義上具備「功能專業

化」與「功能分殊化」的現象。就公共行政

的發達與擴充而言，分化有二種基本的意

義，其一為勢力的膨脹，藉組織的擴編、結

構的日趨完整嚴密，以制度化、合法化的途

徑來鞏固公共行政的管轄範疇；其二，組織

龐大後，公共行政依照業務別、功能別，讓

次級體系逐步的分離出去，進行專業分工與

功能分化的運動，而各級次體系與新單位之

間彼此均有差異性、有相對的獨立性等特質。 

部會增設就行政發展義觀之就是一種社

會分化運動，社會分化的條件是組織膨脹、

業務擴充、功能增多與強化後的擴散現象，

擴散者即是「專業化」、「專門化」、「功能區

劃」的意思。 

貳、從整合義看部會調整 

行政次體系持續的分化作用，相對的各

個次體系之間也更加的需要彼此協調、聯繫

與溝通。行政的分化運動本質上也是行政的

社會化運動，社會化過程中具有協調與整合

的功能，所以分化運動的旁邊實際上常常伴

隨者整合的需求。分化與整合在公共行政的

發展過程中，遂成為不可分的對偶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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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必須注意的是，分化與整合的過程

並不是發生在同一時間水平與空間結構中。

所謂分化者，是從主體系分離出來，或向下

繼續分解出更多新的次體系，在各層級的次

體系間的種種問題，如資源分配、利益衝突

等往往無法藉協調、溝通來自行解決，這時

需要一個上位的仲裁、指導、協調機關來解

決問題，負責次級行政體系相互間的整合工

作。 

第六節 從組織合理性看部會調整 

壹、縱向與橫向運動之合理性 

在集中與分化二維之外還有一個合理化/

標準化維度，見圖： 

 
集中化/整合 

 

 
分  化 

 

 

 

 

 
 

 
 

在上圖中的最下列，包括數量、種類、

目標、功能、階層的數目、各階層所做決策

的重要性等，通通都是組織合理化、標準化

的討論對象。 

上圖中有二個組織建構原則，第一個是

橫向組織建構原則必須盡可能精簡，此為「橫

向 組 織 最 小 化 原 則 /organisatorisches 

Minimum in der Horizontales」；第二個原則是

方  向 橫  向 縱  向 

數  量 種  類 階層的

數目 
各階層所做

決策的重要

性 

目  標 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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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向組織層級盡可能的精簡，此為「縱向組

織最小化原則/Minimal – Ebenen - Prinzip」，

約如下圖示： 

 

 

 

 

 

 

 

 

「橫向組織最小化原則」優點：   

＊利於平行單位間決策制訂 

＊減輕領導的負擔 

＊更高的透明度 

＊減少高職位人員薪資成本 

＊較大的工作範疇、降低工作單調性 

＊更有利於人事之安排與運用 

＊較高的人力彈性化 

＊降低人員擴充的趨勢 

 

 

 

 

 

 

 

 

「縱向組織最小化原則」優點： 

＊較短的行政流程 

＊減少資訊扭曲 

＊減少領導成本 

＊擔負較大的責任 

＊較多的團體互動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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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較高 

＊降低專業分殊 

＊降低衝突 

＊升遷機會增加 

貳、成本的合理性 

從成本的角度考量，部會設立與調整必

須考慮立即將產生的成本，另外要加上組織

在長期所需負擔的成本與組織損耗與負擔。 

 

  高 

 

 

 

 

 

 

           

   低                                                  
                            組織最適點                組

圖：引自 Klaus Deckert,Organisation organisieren （註九），1993
 

在組織建構曲線上可以明顯的看出來，

在初設立部會時，成本較低，但是以後就會

逐漸的升高，升高的幅度和部會的規模成正

比，一般而言，國家設部，是層級最高，專

業性、功能性、獨立自主性也達到最頂峰時，

就可以設部，其橫向組織分化以及縱向層級

的金字塔都達到相當龐大的規模，而且可以

產生極大的經濟效益，發揮極大的社會功

能、政治功能、或

才有總體成本的對

條曲線是員額配置

織所需的人事費用

以有立即成本升高

人事費用也將佔去

所以組織總體負擔

在組織建構與

過度組織 

     總 

    成 

   本     組 

   織 

  建 

構 

低度組織 

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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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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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功能時，這樣的部級

應經濟性與合理性。第二

，在任何一個初設部級組

都是增加預算的編列，所

的問題，長期計算，員額

組織預算中的極大比例，

與消耗就會擴大。 

人力配置方面的最適平衡

  員額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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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必然取決於部級組織的經濟效益、運作

規模、總體成本的精算結果，且必須合乎「成

本-效益分析 cost benefit analysis」的經濟行為

合理性、政治行為合理性、與行政行為合理

性的基本要求。否則，就不是理性的決定。 

參、經驗曲線及成本合理性 

任務與業務的重複性可以累積經驗和降

低錯誤率，之後就可以依照既定規範來依樣

處理及做決策，在重複的執行終將可以獲得

更多的餘裕空間與時間，減少規劃、考量、

試誤的精力與成本，其間可以節省的成本，

依照數學對經驗曲線的計算公式，每當重複

的事項/執行工作的內容累積到二倍時，執行

時間可以減少 20到 30％。這一種節省現象當

中就有合理化的極大空間與潛力，所以組織

建構考量中必須注意，是否對組織中累積的

經驗善加利用，或是背道而馳，不覺中增加

了嘗新與試誤的成本，這是合理化的基本要

求。見圖如下: 

                     

         1.2      

                                                         

         1.0                            

                                     

         0.7 

            

         0.5 

 

   

                         1000           2000          4000累積次數 

對數表 logarithmische Skala 

第七節 部會增設之門檻 ─ 從組織

成長的觀點觀察 

部會增設是一種組織成長的現象，在探

討部會是否應該增加的時候，必須就組織成

長的各項指標加以檢核，確認其有成長現象

可供合理化的潛在空間與時間 

處
理
時
間
比
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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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增設的考量才可以建立在「組織最適化」

的平衡點上，不至於落入過度組織的弊病。 

組織成長的第一項檢驗指標就是「規模

成長」，也就是在組織內部在「資源滿溢」、「利

潤豐厚」情況下的分化效果，並且已經顯現

出對現有組織結構產生了爆破的潛勢與能

量，它的驅動能量確確實實的造成組織規模

的分化、結構的擴充，在未來的展望上，也

將繼續保持、掌握這一種能量，創造出更大

的利潤與更多的資源。 

組織成長的研究係針對其規模的發展

性，將其視為一種驅動過程，深入分析過程

驅動的動力源所在，並且檢查此一現象是否

合 乎 「 長 期 驅 動 及 適 應 性 long-run 

-Anpassung」的原則，也就是必須在驅動的動

力之外，還要擁有持續性、耐久性的存續能

力，在長時期的考驗中可以達成永續經營與

發展的要求。 

組織規模的成長必須經過形式上的度量

檢驗，以合乎經濟學和社會學方法的標準，

度量方式要求四點： 

（1）準確度/效度：必須建立精準的成長指標

和度量指標，例如創造出更多、更高的

價值，公平性、平等基準、或差異性等，

都是精準度的檢驗指標。 

（2）客觀性：度量結果必須排除人因要素的

介入與干預，純粹就適時的部分加以度

量。 

（3）可靠性：可以經得起重複驗證。 

（4）務實性：結合生態與社會實況。 

度量方法可以用在下列幾個指標上： 

（1）容量、數量、規模量、範圍等。 

（2）價值創造：獲利率、損益、附加價值、

成本─效益關係等。 

（3）員額數、人事成本。 

（4）收支、財務、財政預算。 

（5）質化評估組織聲望的成長等。 

藉由以上的指標研究，可以確定一個組

織的績效是否提升、經濟成果為何？價值創

造規模為何？等等問題，然後精確瞭解組織

成長過程的經濟性與經濟效益，最後就可以

確認組織成長狀況，並決定部會增設的可行

性高低。 

第八節 綜論 

從歷史結構及歷史辯證分析中一路走

來，行經學術思潮的價值對話論域，進入理

性思維的光環下，接著，應該是智性的一種

沈澱與昇華，回顧所來路、探索與前瞻，思

考橫在眼前的道路，有檢驗分析與辯證反

合，然後注目遠方走更好的路，才是真正的

「革」與「新」之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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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革新的本質就是行政體系的持續改

善，也是一種過程導向的辯證。革新的產生

必有其背景上的需求，通常在政權更迭、政

權與治權尖銳對話、政治、經濟、社會、文

化環境的鉅變等情況下，就會促成革新運動

的興起。 

行政革新運動在我國生態背景下的演進

史，可以精簡的說，就是一條穩定而緩慢向

上發展的曲線加上一個強震，強震就是精省

工程，曲線就是新生活運動到蕭內閣的政府

再造運動，都是在政權統治方針下對治理體

系的調整與改善，層面仍以政府治理的範疇

為主，所以政治層面的項目多半停留在「議

而不決或決而不行」的情況，原因所在，就

是觸及國家「統」與「治」的總體結構系絡，

影響重大而深遠，必須極度的審慎處理。 

當前行政院組織調整案，其性質與定位

就是直接處理政治層面的組織調整，針對中

央部會層級的重組，層次頗高，對於國家統

治結構的更動大於過往的行政革新。 

針對此ㄧ變革，行政院提出的政策考量

參照架構有： 

（1）所要處理的公共事務涉及重要的政策決

定。 

（2）業務影響範圍顯著及於廣泛的公共福

祉。 

（3）預算規模達到一定標準。 

（4）各機關之主要執掌，應該劃分清楚、避

免重複，力求權責分明。 

（5）應該合併者為： 

業務高度互動、專業領域近似、有上下

游關係、利於整體財政規劃、業務互補。 

第（1）與第（2）點有定義與考量上的

困難，對實際狀況的解釋力太低，只要是司、

處以上層級的事務都可能符合此二要件。第

（3）點相當具體而且可以量化，但是沒有參

考準則，故而有空白條款之虞。第（4）與第

（5）點可以列入參照原則。 

在行政院組織調整參照原則之外，從行

政發展史、行政社會學、行政組織理性與合

理化、行政治理原則等各項論域中，提供其

他原理供為補充與參考。 

（1）分化原則與要件 

其一為勢力的膨脹，藉組織的擴編、結

構的日趨完整嚴密，以制度化、合法化的途

徑來鞏固公共行政的管轄範疇。 

其二，組織龐大後，公共行政依照業務

別、功能別，讓次級體系逐步的分離出去，

進行專業分工與功能分化的運動，而各級次

體系與新單位之間彼此均有差異性、有相對

的獨立性等特質。 

（2）整合的原則與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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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運動的旁邊實際上常常伴隨者整合

的需求。分化與整合在公共行政的發展過程

中，遂成為不可分的對偶概念。 

（3）組織合理化、標準化的檢討項目 

包括數量、種類、目標、功能、階層的

數目、各階層所做決策的重要性等。 

（4）二個組織建構原則 

第一個是橫向組織建構原則必須盡可能

精簡，此為「橫向組織最小化原則」；第二個

原則是縱向組織層級盡可能的精簡，此為「縱

向組織最小化原則」 

（5）橫向組織最小化原則：  

利於平行單位間決策制訂、減輕領導的

負擔、更高的透明度、減少高職位人員薪資

成本、較大的工作範疇、降低工作單調性、

更有利於人事之安排與運用、較高的人力彈

性化、降低人員擴充的趨勢等。 

（6）縱向組織最小化原則 

較短的行政流程、減少資訊扭曲、減少

領導成本、擔負較大的責任、較多的團體互

動及合作、動機較高、降低專業分殊、降低

衝突、升遷機會增加等。 

（7）組織最適點的精準定位 

在組織建構與人力配置方面的最適平衡

點，必然取決於部級組織的經濟效益、運作

規模、總體成本的精算結果，且必須合乎「成

本-效益分析 cost benefit analysis」。 

（8）追求經驗曲線值的合理化空間及成本擴

張性附加效益 

（9）各國部會的比較值 

（10）我國的經驗值 

以上所探討的一些組織調整原理、要件

與門檻，基本用意就在補充行政院所提出的

一些原則。觀察行政院組織調整案發展的歷

程，其間有許多轉折與修改。截至目前的 13

部、4個委員會與 5個獨立機關設計，又比先

前九十一年版的 23個部會設計要合理，例如

退伍軍人事務部併入國防與退伍軍人事務

部，外交及僑務部、教育及體育部、交通及

建設部、勞動及人力資源部、農業部、衛生

及社會安全部的設計是不錯的。至於還能夠

進一步申論者，就是從理論層面來探討處約

有幾點，作為綜論： 

其一：從組織分化原理而論，是從主體

系分離出來，或向下繼續分解出更多新的次

體系，在各層級的次體系間的種種問題，如

資源分配、利益衝突等往往無法藉協調、溝

通來自行解決，這時需要一個上位的仲裁、

指導、協調機關來解決問題，負責次級行政

體系相互間的整合工作。檢視行政院版本中

的部會名稱，部會設計之功能應有主從、上

下之分，以避免部會內二個次功能之間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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孰小的無謂之爭（註十），在新組織內應強調

組織整合義，以增強凝聚力，故而 

（1）文化及觀光部稱文化部即可。 

（2）環境資源部稱環境部。 

（3）教育及體育部稱教育部。 

（4）經濟貿易部稱經濟部。 

（5）外交及僑務部稱外交部。 

（6）勞動及人力資源部稱人力資源部或人力

部、或勞動部皆可。 

以上名稱之統整除實質考量外，還有增

強政策統整與領導效果的作用。 

其二：從個組織建構原則而言，第一個

是橫向組織建構原則必須盡可能精簡，此為

「橫向組織最小化原則 /organisatorisches 

Minimum in der Horizontales」；第二個原則是

縱向組織層級盡可能的精簡，此為「縱向組

織最小化原則/Minimal – Ebenen - Prinzip」，

這二個組織原則，另外加上成本考量。從組

織建構與人力配置方面的最適平衡點，必然

取決於部級組織的經濟效益、運作規模、總

體成本的精算結果，且必須合乎「成本-效益

分析 cost benefit analysis」的經濟行為合理

性、政治行為合理性、與行政行為合理性。

從上述三大項學理說明，可進而觀照申論者

約為：從組織最適化與經濟成本合理化而

言，行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和客家委員會的設

置，宜改為「民族委員會」或「族群事務平

等委員會」較佳。 

其三：從組織成長義的檢驗指標「規模

成長」而言，當組織內部已經達到「資源滿

溢」、「利潤豐厚」情況的分化現象，並且已

經顯現出對現有組織結構產生了爆破的潛勢

與能量，它的驅動能量確確實實的造成組織

規模的分化、結構的擴充，在未來的展望上，

也將繼續保持、掌握這一種能量，並且合乎

「長期驅動及適應性 long-run-Anpassung」的

原則，可以創造出更大的利潤與更多的資

源。從此ㄧ理論基礎可得申論者約為 

（1）行政院海洋事務委員會的組成要素與內

容未定且未達相當規模，其設置或歸

隸，可以更深入討論之。 

（2）文化觀光部的經濟規模仍嫌不足。 

（3）人事、主計、資訊與法制納入院本部，

相當符合組織經驗曲線理論，也可以增

強行政院統整領導功能。 

其四：唯一超出上述理論之外的機構是

大陸事務委員會，從林布隆的政策理論而

言，策略上不能忽略；從實際面而言，二岸

關係對國家影響層面的深遠，可能已經超過

部會的層級，所以陸委會可以改名為「二岸

事務委員會」或「二岸和平促進委員會」等

均可，但不宜廢除或降級，其政策效益與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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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將較大。 

以上針對部會組織調整而提供之原理、

要件，冀由更多面向來進行思考與衡量，希

望行政院組織調整案的討論能精益求精，未

來進行組織調整時，就可以更獲致更大的效

益並謀求更高的公共福祉。（本文作者為警察

大學行政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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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人事制度對我國考試權及 

相關組織改革之參考 

 

蔡允棟  宋學文 

摘  要 

一國憲政體制經常影響文官制度的組織與運作，而各國文官制度更常因

憲政體制、文化、歷史傳統與時代任務的不同，在人事制度及其實際運作上

有相當的差異。本研究擬從人事體制相關的法制、組織結構、組織型態、任

務功能等面向，整理比較現行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澳洲、紐西蘭及日

本等國家人事制度、組織、與職能的差異，並據此歸納各國人事制度實施經

驗的特質，作為未來我國人事制度變革方向的參考。 
 

關鍵字：人事制度、文官制度、政府改造、新公共管理、全球化、執行長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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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s to the Reform of the Personnel 
Institutions in Taiwan 

By Yun-Tung Tsai  Hseik-Wen Soong 

Abstract 

The Civil Service system varies from country to country according to their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heritage, and the constitutional and practical role of the Civil Service usually affects the organizations 
and operation of its personnel administratio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personnel 
institutions of the Civil Service in Taiwan, this research aims at the institutional reforms of personnel 
administration in the movement of governmental reconstruction of Taiwan.  To reach the goal, we 
campared the differences of organizations and functions of personnel institutions among countr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the Great Britain, French, Germany,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and Japan.  
This research will also go further to summarize their unique experiences of the foregoing countries 
with expectation of imposing references to the forthcoming reform of the personnel institutions in 
Taiwan. 

 
Key Words: personnel institutions, civil service, governmental reform, New Public Management, 

globalization, the chief execu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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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1980s 年代起，以美國、英國、澳洲、紐

西蘭等為主的英語系民主先進國家，應用新

公共管理理論，推動「企業型政府」運動，

掀起政府改造風潮，公務人力資源的策略規

劃與管理以及相關人事體制的重新思考，更

是上述各國行政變革的主要焦點，而在此波

政府組織改造著重「小而能」政府之精神下，

許多人事制度的精簡或整併，成為政府改造

的主要特色之一。例如紐西蘭為倡導企業型

政府，勵行政府改造措施，在人力資源策略

改造部分，政府公務人員之進用方式已逐漸

調整改變，由傳統永業制朝向定期契約的方

向發展，而此種人事制度的激烈變革，正是

目前我國政府組織改造中，有關人事制度彈

性設計與運作首要面臨的挑戰之一。 

我國自民國八十年起歷經六次修憲，憲

政上層結構有關總統、國民大會、行政院與

立法院等之間的關係已有明顯的改變；而且

在實際政治運作上，中央政府體制亦有朝向

總統制三權分立發展的趨勢。在此大前提

下，例如陳水扁總統於民國八十九年第一次

參與總統選戰所公佈的國家藍圖白皮書，即

明白主張廢除考試院，將現行考試院掌理的

人事行政業務歸併行政院人事行政局，至於

考試業務則另成立一隸屬於總統府或行政院

的獨立委員會來負責（轉引自高永光等人，

2002）。 

嗣後，立法院於九十三年六月十一日三

讀通過「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行政機

關由原來 35個部會縮編為 13個部會、5個獨

立機關及 4個政策統合委員會，「中央行政機

關組織基準法」的通過，代表著自國民黨政

府時代連戰與蕭萬長二位行政院長開始以

來，我國為因應「企業型政府」，所進行的政

府改造政策，已正式點燃變革的引擎，提供

目前執政黨與未來政府進一步實施政府改造

與組織精簡的基礎。 

隨著我國進一步推動政府改造措施，有

關我國考試院之考試權及其相關組織之改革

也將進入改造的議程，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本研究將從人事體制相關的法制、組織結

構、組織型態及任務功能等面向，整理比較

現行我國、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澳洲、

紐西蘭與日本等國家人事體制、組織設計與

職能，並歸納上述各國人事制度實施經驗的

特質與發展的趨勢，作為我國中央政府從事

人事制度及其組織改造，未來修改方向之參

考與比較的基礎。 

貳、各國人事制度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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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人事機關體制常因歷史、文化等傳

統，不同時期會演發不同的形貌；制度的外

型或架構可能變化甚多，但是基礎的價值與

精神卻可能淵源流長，左右一國制度更迭的

方向，甚至影響整個變革的成敗。以下將自

美、英、德、法、澳、紐、日等各國人事制

度的基本內涵：主要包括人事法制、人事主

管機關及其任務、考選、保障僱用關係及集

體協商等五方面，進行比較分析。（參見表 1

作者整理） 

表 1：各國人事制度組織的比較分析 

 憲政體制 人事法制 組織結構 組織型態 任  務  功  能 備註 
考選部 首長制 全國考選行政事宜 
銓敘部 首長制 1.人事法制規劃研議 

2.全國公務人員有關銓敘、任
免、考績、退休、撫卹等之

執行事項 
3.國民大會、總統府以及行政

院以外其他四院相關人事管

理事項 
4. 主管全國公務人員協會 

考試院 
 

公務人員保

障暨培訓委

員會 

委員制 公務人員保障及訓練進修事項 

1憲法第八十
三 條 規 定

「考試院為

國家最高管

理機關...」 
2 行政院人事

行政局組織

條例 
3各種公務人
員相關法規 

人事行政局 首長制 行政院暨所屬機關有關公務人

員任免、考績、級俸、陞遷及

褒獎 

我國 

行政院 

公務人員協

會法 
機關公務人

員協會與全

國公務人員

協會 

 1.員工關係與集體協商 
2.機關公務人員協會主管機關
為直轄市與各該縣市政府，

全國公務人員協會主管機關

為銓敘部 

五權 
憲法 

美國 總統 文官改革法

(Civil Service 
Reform Act 
1978) 

人事管理署

（署長由總

統提名經參

議院同意任

命） 

首長制 
 

1.第一至十五職等文職人員考
選、及十六至十八職等高級

官員之遴選 
2.人事資格與忠誠調查 
3.特別資格任用事項 
4.人力訓練發展、福利、激勵

與績效管理 

三權 
分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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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績制保護

委員會（委

員三人由總

統提名經參

議院同意任

命） 

委員制 
 

1.獨立行使權，對所執掌事項

進行聽證及裁決，具有準司

法監督功能 
2.研究文官體系與功績制及向
總統與國會提出年度預算與

立法建議 
3.審查人事管理局訂定規章 

三權 
分立 

聯邦勞動關

係 委 員 會

（委員三人

由總統提名

經參議院同

意任命） 

委員制 
 

推動穩定、建設性的勞管關

係，執行勞管關係方案，解決

工會代表性爭議、團體協約爭

議、不公平勞動行為及仲裁異

議。 

特別檢察官

一人 
 保護揭發不法公務員（1989 年

脫離功績制保護委員會成為獨

立機關） 
政府倫理局 首長制 公務員倫理規範之建立與執

行，預防及解決公務員的利益

衝突，以確保公務員公正、廉

正的執行職務（1989 年脫離人

事管理署成為獨立機關） 

   

平等僱用機

會委員會 
委員制 

 
促進公、私部門就業機會之平

等，禁止僱用歧視行為 

三權 
分立 

內閣事務部 首長制 1.考試權（由所屬「文官考選
委員辦公室負責」（委員

制），獨立行使職權，負責考

試任用升遷申訴等政策及其

督導；其負責考試執行機構

「文官考選服務處」）1996 年

改制為民營 
2.績效管理、考選政策與監

督、高等文官任用、人事訓

練（1996 年部分改制民營）

與發展 
各部會首長 首長制 各部會各設有人事單位，人事

行政管理上直接受各機關首長

指揮監督，僅人事政策與法規

受內閣事務部監督。 

英國 內閣 各種文官服

務與管理相

關法規 

財政部 
(公職司） 

首長制 公務員俸給、退休、服務品質

等 

三權 
分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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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級 （ 全

國、部會、

地方）「惠特

利委員會」

 員工關係與集體協商事項     

內政部 首長制 1.聯邦公務員制度與政策 
2.聯邦公務員分類分等 
3.提名、監督聯邦人事委員會 
4.與財政部協調公務員薪給法 
5.與公務員工會協商 
6.公務人員訓練主要由「聯邦

公共行政學院」（初、中級文

官）與「聯邦公共行政學院」

（高級文官）負責 
聯邦人事委

員會（內政

部長提名總

統任命） 

委員制 
 

1.主要為公務員與人事法規之
統一與實施 

2.辦公室設置於內政部 

德國 內閣 聯邦公務員

法 

全國「公務

員協議會」

 員工關係與集體協商事項 

三權 
分立 

 

人事部 首長制 考選、任用；俸給、考績與撫

卹 
國家改革部 首長制 政治行政組織改革、地方分

權、施政革新等 

法國 內閣（人
事、國家

改革與地

方分權

部） 

文官法 

最高人事協

議委員會等

多個委員會

委員制 
（內閣總

理為主

席） 

員工關係與集體協商 

三權

分立

（趨

向總

統制） 

澳大 
利亞 

內閣 公共服務法

(Public 
Service Act 
1999） 

公共服務與

功績保障委

員會（公共

服務委員會

主任委員）

首長制 
 

1.確保公共服務法規所明定的

價值、行為準則、職場關係

與倫理規範 

2.提供領導、管理、員工訓練

發展與經營策略 

3.政府改造時精簡機關組織員

額之權限 

4.與代表公共服務署向國會報

告有關執行公共服務法規之

情形 
＊在財政預算、組織管理、考

試任用等以結果取向，充分

授權機關首長 

三權 
分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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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服務與

功績保障委

員會（功績

保障委員會

主任委員）

首長制 
 

1.獨立機關 
2.監督檢討公部門不當之行

為、揭發不當案件與申訴案

件等之保障 

   

1996 年職場

關係法 
  賦予員工勞動三權，尤其是授

權機關首長可依需求機關部門

的需求，自行訂定任用條件與

內部管理等各項規章 
文官委員會 首長制 

 
1.規劃人事政策與標準以及提
供訓練發展、服務管理之建

議 
2.對機關設立、整併或廢除部

門提供建議 
3.評鑑各部門與機關首長領導

與績效表現 
4.推薦各部會所屬機構執行長 
5.規劃高級文官的管理與發展 
6.保障工作機會平等 

政府部門法

（The State 
Sector Act 
1988） 

各部會所屬

機構執行長

（部會首長

可否決文官

委員會對所

屬機構執行

長人選的建

議） 

首長制 1.擁有領導與管理該機構之自

主權，可自行決定機關內部

人員徵聘標準、薪資條件、

升遷獎懲 
2.負責與所屬人員簽訂雇用契

約、談判薪資條件 

紐西

蘭 
內閣 

2000 年雇用

關係法 
  1.員工得自由與雇主商議個別

雇用協議 
2.有關集體協商方面，註冊有
案之工會，得代表職員與雇

主（例如執行長）進行集體

協商 

三權 
分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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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院：人事

官三人(內閣
提名國會同

意後任命），

內閣任命其

中一人為「人

事院總裁」綜

理院務 

委員制 
 

1.人事院規章制訂、修正與廢止 
2.向國會、內閣及有關機關首
長提出建議、決定考選標準

與考選機關、俸給、訓練進

修（公務員研修所）、保障、

懲戒與臨時任用等事項 
3.設「事務總局」實際執行人

事行政業務 
內閣總理大

臣（總務廳

人事局） 

首長制 
 

人事院職權以外之人事業務： 
1.公務員效率、福利衛生、服

務等 
2.各行政機關人事管理方針、

計畫與人事記錄 
3.政令指定其他機關設置人事

管理官 

日本 內閣 1.國家公務
員法 

2.地方公務
員法 

職員組合、

勞動組合、

連和體 

 員工關係與集體協商 

三權 
分立 

資料來源：本文作者整理製表 
針對各國人事制度的特色，說明如下： 

一、美國 

原有文官委員會同時身兼總統的人事管

理政策幕僚以及監督總統與其他機關首長是

否有違反功績制原則或濫權，經常造成雙重

角色衝突，1978 年文官改革法由文官委員會

主導，將聯邦人事行政主管、總統政策幕僚

角色與負責功績制監督、保障分開，將聯邦

人事行政改革分成管理、政治與法律三個層

面，並陸續分置不同的官署負責，分別為人

事管理署（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 

OPM）、功績制保護委員會（Merit Systems 

Protection Board, MSPB）、政府倫理局，聯邦

勞工關係管理局（Federal Labor Relations 

Authority, FLRA）、特別檢察官辦公室（Office 

of Special Counsel）及公平雇用機會委員會」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 

EEOC。） 

在管理層面，人事管理署置署長一人，

總統提名經參議院同意後任命，任期四年，

為直屬總統的人事行政幕僚長，屬於「部內

制」式的「首長制」。在法律層面，分設功績

制保護委員會、特別檢察官辦公室與聯邦勞

工關係管理局。功績制保護委員會司理人事

管理方面有關法律的政策與議題，設委員三

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總統提名經參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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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同意後任命，任期七年，不得連任；特別

檢察官辦公室（Office of Special Counsel）為

獨立機關，保障聯邦政府員工權益與保障揭

發不法公務員，特別檢察官一人由總統自聯

邦政府檢察體系內提名，經參議院同意後任

命，任期五年。聯邦勞工關係管理局，為委

員制，設委員三人，其中至少一位須屬少數

黨，總統提名經參議院同意後任命，任期五

年，總統任命委員之一為主任委員，亦設檢

察長（The General Counsel）一人，總統提名

經參議院同意後任命，任期五年，處理有關

勞工關係、爭議與集體協商、申訴及訴訟案

件。然而實質上，Rosenbloom and Kravchuk

（2002）進一步認為，聯邦勞工關係管理局

管轄事務兼具法律、政治與管理三個面向，

尤其處理有關集體協商案件的過程。另一個

充滿政治面向考量的是加強賦予「公平雇用

機會委員會」（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 EEOC）審視保障少數民族與婦

女等弱勢族群等 affirmative actions 與功績制

原則衝突的問題（楊戊龍，2003）。 

1993年Clinton 政府實施政府再造的「國

家績效評鑑」，實質改變人事管理署的角色，

實施法令鬆綁刪除大約三分之二的中央人事

規章，僅留下少部分職權予人事管理署；提

倡分權化（decentralization）使得聯邦各部門

與機構得以發展自己的人事制度，因應特殊

人事需要制訂相關法令，在執行人事政策上

也更具彈性；大約有二分之一聯邦政府員工

因契約外包已不受政府人事法令規範。 

總之，1883 年潘德頓法（Pendleton Act of 

1883）設立「文官委員會」的第一次文官制

度重要改革，促使政黨分贓制走向功績制：

1978 年文官改革法第二次文官制度改革釐清

文官委員會運作的糾葛，在公共治理上朝向

政治、法律、與行政管理分治的途徑；1993

年 Clinton政府實施企業型政府，更實質上改

變人事管理署的角色，基於公共管理理論，

提倡法令鬆綁、市場取向、分權與授能以及

人力精簡，讓聯邦人事制度更具彈性化、市

場化以及成本、效率與績效考量。 

二、英國 

1986 年以後，柴契爾夫人執政後期，應

用公共選擇與新公共管理理論，先推動公營

事業民營化，後推動所謂「續階計畫」（Next 

Steps, 1998），強調「政府機關民營化、分權

化」，講求的創新、效率、市場競爭與政策導

航策略，其重要變革措施為將中央行政部門

分為核心部門（core office）與執行部門（行

政法人），前者負責決策，後者則設立執行單

位並聘任或選任執行長主持，外聘之執行長

未具公務員身份者達三分之一。 

98 



 

 
考銓季刊

 

1998 年以後，現行人事主管機關為「內

閣事務部」，主掌績效管理、考選政策、高等

文官任用、便民服務、訓練與發展等業務，

首相兼任文官大臣，其下內閣事務部之各司

處則分別由內閣秘書長（兼文官長）與常務

次長監督。另外，財政部下設「公職司」（Public 

Service Directorate），執掌俸給與效率規劃、

人力訓練策略、公共服務品質以及退休給與

等事項。但是英國中央部會及其所轄各級機

關均設有自己的人事單位，直接受機關首長

指揮監督，僅在人事政策與法規配合內閣事

務部。 

在考選訓練方面，內閣事務部轄下「文

官考選委員辦公室」（Office of the Civil 

Service Commissioners）依法獨立行使考試權

（例如遴選、資格銓定、與監督考試法之實

施），但是 1996 年將「文官考選委員辦公室」

的執行機構「文官考選服務處」民營化，同

年也將政府訓練機制部分改為民營，引進企

業化與績效化的訓練內涵（許南雄，2002: 121, 

143）。在員工商議部分，1919 年率先創立並

逐步確立三級（全國、部會、地方）「惠特利

委員會」（Whitley Council）（註一），實施公

部門員工關係與協商爭議機制。 

總之，英國雖然公務人員考選與人事行

政分立，但是考選一直隸屬行政體系之下獨

立行使職權，人事行政不管其職權分屬財政

部、文官部或內閣事務部，亦均歸屬行政體

系，強調人事管理、財政資源支援與行政領

導的配合。 

三、德國 

1994 年經修正「德意志聯邦公務員法」，

其人事制度有關人事政策規劃與行政管理主

管機關方面，於內政部下設置「聯邦人事委

員會」辦公室，係內閣委由內政部長監督，

負責統籌規劃人事行政工作，在人事行政部

分採取分權制，聯邦各機關之人事業務純屬

該機關內部幕僚工作。其次，現行考選事務，

高等考試係由聯邦政府組成「考試委員會」

負責，由行政主管、資深法官與大學教授組

成。公務人員訓練主要由「聯邦公共行政學

院」（初、中級文官）與「聯邦公共行政學院」

（高級文官）負責。員工關係與集體協商部

分由公務員工會（職業工會與機關協會）選

出代表組成全國「公務員協議會」與政府協

商（註二）。整體而言「聯邦人事委員會」主

要參與政策規劃層面有關制訂一般公務員權

利事項、人事行政條例及聯邦政府委託執行

等事項；內政部執掌聯邦公務員法、薪給法、

懲戒法以及集體協商等法令制訂；財政部因

參與集體協商，亦有一些權限。  

四、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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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人事主管機關雖然機關名稱與

職權經常隨內閣改組而改變，但是一直隸屬

於內閣，1995 年改組設立「人事、國家改革

與地方分權部」，下分為「人事部」與「國家

改革部」，人事部為國家人事行政最高主管機

關，內部以「行政及人事總局」與附屬訓練

機構（例如國家文官學院）較為重要，執掌

人事考選、任用、俸給、考績與退撫事項；

國家改革部事權主要包含政治、行政改革與

地方分權。其次，在考選方面，四級（A、B、

C、D）文官考選中的高級（A級）文官由國

家行政學院負責考選與訓練，其餘 B、C、D

類則由各機關與用人單位自行辦考選事宜。

有關員工關係與集體協商體制，依文官法規

定，由「最高人事協議委員會」等多種委員

會共同處理與提供諮詢，各具不同功能，各

委員會基本上皆由官方與公務人員工會同額

代表組成，最高人事協議委員會主要功能為

監督文官法的施行、審議集體協商案件、關

於對懲戒、升遷、及因不服不適任休職處分

之最後審理機關。此外，法國人事制度原屬

中央集權方式，1980s 年代起，因受新公共管

理理論興起與各國實施政府改造之影響，也

採行地方分權與民營化等大幅度改革措施。 

總之，法國人事制度皆維持部內制型

態，隸屬內閣，中央政府人事主管機關名稱

與職權經常隨內閣改組而改變，因其有貴族

行政官僚制度的傳統，強調文官專門技術與

能力的培養與訓練，設立有國家行政學院負

責高級文官考選與訓練，另外在處理員工關

係與集體協商方面，採多元分工與委員制機

制，最重要者為最高人事協議委員，近年更

實施組織員額精簡、政府地方分權與授權以

及國營事業民營化等。 

五、澳大利亞 

公共服務與功績保障委員會（The Public 

Service and Merit Protection Commission, 

PSMPC）依1999年公共服務法（Public Service 

Act 1999）為該國人事行政最高主管機關，由

公 共 服 務 委 員 會 （ The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 ） 主 任 委 員 （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er）領導，另於公共服務委員會內

設有獨立機關的功績保障委員會主任委員

（Merit Protection Commissioner）辦公室（註

三）。公共服務委員會主任委員主要任務為確

保公共服務法規所明定的價值、行為準則、

職場關係與倫理規範，提供領導、管理、員

工訓練發展與經營策略、政府改造時精簡機

關組織員額之權限、以及代表公共服務署向

國會報告有關執行公共服務法規之情形。功

績保障委員會主任委員監督檢討公部門不當

之行為、揭發不當案件與申訴案件等之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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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其次，有關公務人員之考選方面，依公

共服務法規定，授權各用人機關首長訂定資

格條件，公開考試進行甄選，但是通過甄選

者尚須接受長達一年有關個人發展計畫的嚴

格訓練，始取得公務人員資格。再者，依 1999

年公共服務法規定，公共服務委員會主任委

員及各部會以下之公共服務機關（agencies）

首長，皆擁有該機關內部人事管理權，可以

自行決定聘用內部員工之條件以及簽約、僱

用、終止關係。員工分為持續（on-going）性

僱用與非持續（non-ongoing）短期或執行特

定工作的臨時聘用員工，員工可以請求審查

（review）可能影響其權益的僱用條件（註

四）。另外，在公部門員工關係與集體協商方

面，依 1996 年制訂的職場關係法（The 

Workplace Relations Act 1996）規定，賦予員

工勞動三權，尤其是授權機關首長可依機關

部門的需求，自行訂定任用條件與內部管理

等各項規章。 

總之，澳大利亞實行政府改造相當徹

底，除大幅度進行聯邦政府組織簡併與員額

精簡，在財政預算、組織管理、員額精簡、

以及考選任用等皆以結果（績效）導向，授

權機關首長，但同時也賦予相對組織績效與

效率、效能之責任。 

六、紐西蘭 

紐西蘭政府於 1988年頒佈「政府部門法」

後，對該國人事制度進行相當徹底的檢討與

規範，其重要變革主要有三（田維新等人，

2002）：（一）所有政府機構之高級文官均以

契約方式雇用；（二）每一公共服務部門任用

一位擁有相當自主權的執行長（ chief 

executive），負責領導與管理該機關，可自行

決定機關內部人員徵聘標準、薪資條件、升

遷獎懲等人事管理事項，執行長變成該部門

職員的雇主，其雇用關係趨近於企業部門（註

五）；（三）主管部會首長對文官委員會」（State 

Service Commission, SSC）有關執行長的建議

權，有否決的權力。 

該國政府人事最高主管機關依政府部門

法規定為文官委員會，一位主任委員（the 

State Services Commissioner），兼任委員會的

執行長（The chief executive of the depart- 

ment），由內閣總理推薦，總督（the Gover- 

nor-General in Council）任命（註六）；其主要

職掌為檢討機關部門的整併與員額精簡、績

效評估、依法推薦各機關執行長、規劃高級

文官之管理與發展、促進與監督雇用機會平

等政策、以及提供一般公務人員之訓練與發

展建議。其次，在公務雇用關係方面，依 2000

「雇用關係法」（The Employment Relations 

Act 2000）規定，公務人員與一般企業公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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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一樣，在與雇主（執行長）共同簽訂契約

條款中，應明訂工作期間、工作內容及薪資

條件等事項，顧主並得以該契約條款作為定

期評估該員工之依據；員工得自由與雇主商

議個別雇用協議。另外有關集體協商方面，

依雇用關係法規定註冊有案之工會，得代表

職員與雇主進行集體協商。 

七、日本 

日本憲政體系為三權分立，人事主管機

關為部內制與部外制混合型。部外制方面，

依據現行「國家公務員法」規定，內閣下設

人事院，與各部會機關平行，依法獨立行使

人事權，在預算、決策及人事權都有相當

自主性，為內閣所屬的人事機關，不受行政

首長干預（考試院研究發展委員會，

2002）。人事院總裁由內閣就人事官中任命

之，綜理院務並代表人事院；人事官經國會

兩院同意由內閣任命之。其次，人事院採委

員制，人事院會議由人事官三人組成，僅人

事官具有表決權，人事官任期四年，得連任，

但總任期不得超過十二年，且除非有法定原

因，並經國會同意，不得任意予以免職。人

事會議議決與人事相關之重要事項包含：人

事院規則之制訂修正與廢止、決定考選標準

及考試機關、俸給方案等。再者，人事院的

組織體系又可分為「人事官」與「事務總局」，

事務總局係人事官會議的執行機構處理人事

院實際業務，置事務總長一人，輔佐人事院

總裁並執行人事行政事務。 

部內制方面，內閣總理大臣亦列為中央

人事主管機關，總理府所轄總務廳之下設「人

事局」，處理上述不屬於人事院之人事相關業

務，負責職掌為（一）公務員效率、衛生福

利、服務等事項，（二）各行政機關之人事管

理方針，（三）公務員之人事記錄，（四）公

務員在職之統計報告制度。 

上述人事院與總理府所轄總務廳之人事

局在組織關係與職掌分工方面，為因應現代

政府職能擴充，人事行政需與行政管理配

合，故凡未列入人事院職權之人事業務均劃

歸總理府總務廳之人事局，藉以加強內閣總

理大臣人事職權並基於行政領導帶動人事興

革。 

在公務人員考選方面，由人事院及其各

地方事務局所或委託其他機關辦理之。另外

有關員工關係方面，國家公務員法依 1965年

修訂增列「公務員團體」一節，公務員團體

包含中央公務員團體、地方公務員團體以及

中央與地方公務員團體，或分成公務員團體

就相關議題與人事院會見協商，謀求解決。 

1990s 年代，日本內閣亦積極推動政府改

造與公務員制度改革，特別在人事行政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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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重大改革包括：1985 年起大力推動民營化

（例如電信、專賣會社與國鐵等）與契約外

包；設立獨立行政法人制度，仿效英國續階

計畫（Next Steps），行政機關分為政策與執

行機關，擴大與放寬政府聘人制度，延攬民

間人才。 

參、各國經驗借鏡 

美、英、德、法、澳、紐、日等民主先

進國家積極從事政府改造的目的主要在於提

升政府效能與減輕財政負擔，以因應全球化

下各國必須更具國際競爭力之挑戰。事實

上，在上述各國人事制度中，一個共同的趨

勢即為各國自傳統「大有為」國家轉型為「小

而能」的政府，並希望透過政府簡併、組織

與員額的精簡達成上述的目標（姚嘉文，

2003）。惟各國雖因受新公共管理與政府改造

全球化風潮的影響，努力從事文官制度的改

革，但因其各國憲政制度、文化、歷史與時

代任務等之不同，而在人事制度上呈現不同

程度的變革。 
綜合各國人事制度之變革，可發現下列

的特點： 

一、人事權歸於行政權管轄：上述國家除美

國憲政體制為總統制外，其餘國家皆屬

內閣制，但是人事權咸皆歸於行政權（總

統或內閣總理）管轄； 

二、人事最高主管機關的獨立性：特別是日

本內閣所屬「人事院」，依法獨立行使人

事權，在預算、決策及人事權都有相

當自主性，不受行政首長干預，此與我

國現制之精神最為接近； 

三、人事政策一般由委員會性質機構負責（例

如德國內政部「聯邦人事委員會」、紐西

蘭文官委員會、日本人事院），人事管理

部分則歸於行政體系下指揮監督（例如

美國人事管理署、法國人事部）或者採

分權（decentralization）（美國、英國、與

德國各部會及其轄下機關、法國地方政

府人事業務）、權力移轉（devolution）（澳

大利亞公共服務機關、紐西蘭部會以下

機構採執行長制）方式，讓部會及其轄

下機關單位擁有自主人事管理權； 

四、公務人員保障由獨立委員會（例如美國

功績制保護委員會）或獨立機關負責（例

如澳大利亞功績保障署）； 

五、公務人員考選與訓練主要仍由政府機關

辦理：考選事宜有設立獨立機關辦理，

例如英國考試權由「文官考選委員辦公

室」負責（委員制），但是其負責執行考

試機構「文官考選服務處」1996 年改制

為民營，部分文官訓練，1996 年亦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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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制民營，以收企業化績效訓練之效； 

六、員工關係與公務人員集體協商：一般皆

有特設專門機構（委員會為主）處理相

關議題，其組成並由公務人員與政府高

級管理階層組成。 

七、政策執行建立行政法人化機制：例如英

國中央行政部門分為核心部門（core 

office）與執行部門（行政法人），前者負

責決策，後者則設立執行單位並聘任或

選任執行長主持，外聘未具公務員身份

執行達三分之一，日本亦有採取相似建

制； 

八、公務人員非永業化趨勢：透過民營化與

外包，行政法人建制以及類似紐西蘭行

政機構之執行長制以及機構內部員工契

約聘用制。紐西蘭所有政府部會以下機

構之高級文官均以契約方式雇用；每一

公共服務部門任用一位擁有相當自主權

的執行長，負責領導與管理該機關，可

自行決定機關內部人員徵聘標準、薪資

條件、升遷獎懲等人事管理事項，執行

長變成該部門職員的雇主，其雇用關係

趨近於企業部門。其次，澳大利亞公共

服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及各部會以下之公

共服務機關首長，也同樣完全擁有該機

關內部人事管理權，可以自行決定聘用

內部員工之條件以及簽約、僱用、終止

關係，員工分為持續性僱用與非持續（短

期或臨時執行特定工作）聘用員工。此

外，1993年美國 Clinton 政府實施的「國

家績效評鑑」，實質改變人事管理署的角

色，刪除大約三分之二的中央人事規

章，僅留下少部分職權予人事管理署；

提倡分權化使得聯邦各部門與機構得以

發展自己的人事制度，制訂需要的相關

法令，執行人事政策更具彈性；大約有

二分之一聯邦政府員工因契約外包已不

受政府人事法令的規範。 

上述八項僅就美英等各國人事制度之發

展，摘錄其要項並整理各國發展之趨勢，其

中特別是：第一項人事權歸於行政權管轄、

第二項人事政策權與人事管理權分歸屬委員

會或行政首長指揮監督、第四項公務人員保

障設立獨立機關以及第八項公務人員非永業

化趨勢等各項改革，皆頗值得我國未來人事

制度變革時之參考。 

肆、結語：我國未來人事制度改革之

方向 

我國目前所進行的政府行政組織改革，

乃為迎向全球化及新治理（new governance）

時代刻不容緩之重大政府改造工程。有關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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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考試權是否要獨立運作方面，以及應予憲

法規範或以法律規定即可問題，依各國人事

制度經驗，包括考試、保障、及集體協商三

個部分，一般認為，不管是三者分立，或設

立一個獨立機關，都是希望可以獨立運作，

這點是比較沒問題的；但是較為重要的爭議

部分有三：第一、到底應憲法規範或法律規

定，學界則有不同看法，前者顧及我國憲政

傳統且彰顯其重要性，後者則自人力資源管

理角度出發，認為廣義考試權應歸屬於行政

權體制之下，以貫徹及充分發揮行政管理功

能。第二、應該設置於行政機關之內或之外

獨立行使職權，依前述各國經驗顯示，大部

分先進國家皆將廣義考試權（或所謂人事權

或人事組織）歸於行政權之下，或分別依人

事政策制訂與人事管理事權而隸屬不同機

關，部分國家並將負責人事政策制訂、考選、

保障等機關分立，獨立行使職權。 

特別是，第三、目前因受「中央行政機

關組織基準法」規定 13個部會、5個獨立機

關及 4個政策統合委員會之限制，「行政院組

織法修正草案」將人事行政局未來改隸為行

院內部幕僚單位，主管行政院所屬機關人事

管理業務；因此未來有關行政院與考試院有

關人事業務之分工、協調與監督關係，勢將

產生不同的政策思考。例如基本上分從（一）

人事權完全歸於行政權管轄、（二）維持目前

現制行政院與考試院運作方式，但考試院有

關銓敘部業務移歸行政院與（三）維持現制

等三個方案思考。上述第一項人事權參考前

述各國體制完全歸於行政權管轄，但是有關

人事政策制定與人事行政管理應如何釐清其

權責？另外公務人員考選、保障、與商議部

分，又應設立何種機關負責（因受 13個部會、

5 個獨立機關及 4 個政策統合委員會之限

制）？或者另在總統府下設立負責人事政策

制定、保障、與商議機關？若採第二項，是

否意味仍維持憲政五院體制？ 

總之，未來因應我國憲政架構變遷，人

事制度組織之調整應可盱衡各國體制，配合

我國民主政治的發展歷程，政府宜在組織改

造上，採取一個既符合全球化與新公共治理

「小而能」政府的精神，但如何尋求一個阻

力最小又能達成理想的改革方案，厥為此次

政府組織改造最具挑戰的部分。事實上，未

來我國中央人事制度變革，不論採行何種方

案，基本上皆有賴政府暨各相關機關（院際、

部際、上下機關）之間加強溝通、協調與協

商；尤其如何增進全體公務人員、社會與國

民對於人事制度變革的方向與基本內涵的瞭

解與接受，更為政府人事制度改造成功之關

鍵。針對目前考試院及其相關組織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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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採取過於激烈甚至即刻廢除考試院之主

張，固然立即會造成反彈與付出相當之政治

與行政成本；但若採行漸進式的改革，優點

雖然是衝突較少、反對聲音較低，可是如果

其改革程度、廣度與深度，未能與時俱進，

配合政府總體改造議程，從而落入一種迂緩

的改造泥沼，也可能將此波政府組織改造的

心血付諸一炬。因此，在改革的魄力與順暢

的溝通協調之間，如何取得一個平衡點或抉

擇，已是政策執行層面的問題，而不宜一直

在決策面曠日廢時。（本文作者蔡允棟為國立

中正大學政治系助理教授、宋學文為國立中

正大學政治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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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組織改造的光與影 

─淺評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與 

行政院組織法修正草案 

 

蔡茂寅 

摘  要 

本論文以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下稱基準法）以及行政院組織法修

正草案（下稱修正草案）為對象，介紹目前政府組織改造之現狀與動向，並

檢討其利弊得失。就基準法而言，本文評介中央行政機關、單位之種類、名

稱、層級與總量管制；就修正草案而言，本文評介行政院下設二級機關之名

稱、設置合理性、機關均衡性與業務相近性等課題。就結論上而言，本文建

議政府改造應特別著重民主性與專業性，以求獲得更廣泛之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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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 and Shadow of Government 
Reorganization ─ A Brief Comment on the 

Basic Law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Central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the Draft Revision 

of Organization Law 
By Tsai, Mawin 

Abstract 

With the Basic Law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Central Government Agencies (hereinafter referred as 
“the Basic Law”) and the Draft Revision of Organization Law (hereinafter referred as “the Draft 
Revision”) as the research subject,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status quo and movement direction of 
government reorganization at present, and also examines it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gains and 
losses. For the Basic Law,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and comments on the categories, names, levels, and 
the total amount control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gencies. For the Draft Revision, the article 
introduces and discusses topics such as name of grade II agencies under the Executive Yuan, the 
reasonability for their establishment, agency balance, and service similarity etc. For its conclusion,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government reorganization should pay great attention to democracy and 
professionalism, to receive even more extensive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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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政府組織改造的嚆矢發自政權輪替一年

後的二００一年年底，直到今日仍在持續進

行當中，並且苦候其具體成果展現於國人面

前。然而，政府組織改造的構想並非始於陳

總統主政下的民進黨政府，橫向而言，不但

各國將官民間之任務、機能重新分工，組織

重為調整，以提高行政效能之事舉世不乏其

例；即令在我國，行政革新、政府再造等過

去亦是舊政權念茲在茲的重要課題。吾人可

以想像，由於政府職能恆隨時勢而增減、轉

移，因此政府組織為求配合此等職能之達

成，亦具有不斷改進，長期而言具有高度流

動的性質。 

政府改造（註一）為民進黨政府的重要

施政項目，但其內容千頭萬緒，不宜在此一

一介紹，吾人前曾就其中政府組織改造的指

導原則指明（註二）：「整體而言，就政府之

組織、功能及業務改造部分，吾人認為有如

下之三大指導原則值得注意。 

一、地方能做的，中央不做。即就中央與地

方間之關係，應做到「權」、「錢」同時

下放，以保障地方自治。此時中央僅扮

演補充性的角色。這是一種由「中央」

到「地方」的權限移動。 

二、民間能做的，政府不做。政府目前所執

行的業務中，應分別檢討是否仍由政府

繼續辦理，凡無須由政府辦理者，應檢

討不再辦理、或徹底民營化、或委外辦

理，以收功能、業務與組織精簡之功。

這是一種由「官」到「民」的權限移動。 

三、無須由行政機關做的，由其他組織做。

如業務性質上行政機關仍不宜完全放棄

不再辦理，而不涉及到行使公權力的核

心事項，或屬於營業活動者，應考量於

行政機關外另設組織辦理之。其中最為

人注目者即為「行政法人」組織之創設。 

換言之，依照行政院組織改造推動委員

會之構想，就政府組織改造而言，至少包括

功能、業務重編、組織瘦（塑）身、人力精

簡、獨立機關之確立、以及行政法人之創設

等課題，亦即，必須符合「去任務化」、「法

人化」、「地方化」、「委外化」等四化之大原

則。因其改造工程浩大，單以組織改造而言，

相關之立法即至少包括：中央行政機關組織

基準法、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草案）、行

政院組織法（修正草案）、行政院功能業務與

組織調整暫行條例（草案）以及行政法人法

（草案）等五法，其中除中央行政機關組織

基準法（以下簡稱基準法）業已完成立法程

序，付諸施行外，其餘四法均處於草案或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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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草案之階段，因此政府組織改造仍須在立

法院的協同努力下才有可能克竟其工。以下

檢討已完成立法程序，內容上涵蓋組織瘦

身、獨立機關之確立，以及部分人員精簡、

行政法人之創設（註三）等課題之基準法（註

四）。 

貳、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簡介與

評釋 

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於民國九十三

年六月經總統公布施行（註五），其立法目的

在於「建立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共同規範，提

升施政效能」（第一條參照）；其適用對象則

為行政院及其所屬機關，但國防組織及檢察

機關組織法律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第二

條第一項參照）。本法規定上述行政機關之種

類、層級、名稱、數目、組織法規以及內部

組織方式等，可說是名符其實的行政機關組

織基準法，並且在位階上，立法者似乎有意

將其設計成上位階法，此可從其名稱為基準

法、機關適用之排除由法律明文規定兩項得

到證據（註六）。由於本法之適用範圍不及於

性質上同屬行政機關的考試院，更遑論立法

院、監察院及司法院，因此仍有其侷限性，

而有美中不足之處（註七）。以下介紹本法之

主要內容並評論之。 

一、機關之意義及種類 

依基準法第三條之規定，機關之定義及

種類如下： 

（一）機關：就法定事務，有決定並表示國

家意思於外部，而依組織法律

或命令設立，行使公權力之組

織。 

（二）獨立機關：指依據法律獨立行使職權，

自主運作，除法律另有規定

外，不受其他機關指揮監督之

合議制機關。 

（三）附屬機關：指為處理技術性或專門性

業務之需要，劃出部分權限及

職掌，另成立隸屬之專責機關。 

綜上規定，本法所謂之機關，實則與行

政程序法第二條第二項規定之行政機關，在

概念上並無二致，惟須注意者，行政組織法

上對外得代表行政主體為意思表示者乃是行

政官署，為職位(position)之概念，例如內政

部部長，而非組織體(organization)，例如內政

部之概念，基準法之定義規定與行政程序法

之規定，實則犯了相同之錯誤（註八）。 

就機關之種類而言，除一般之機關外，

上揭條文尚規定有獨立機關以及附屬機關。

按獨立機關之概念引自美國，基準法首次加

以規定，具有法制上確立新制的意義，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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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主要在創設獨立行使職權之機關，但設計

上是否得宜？可商榷之處仍多，日後將專文

探討（註九）。附屬機關亦屬機關之一種，特

其設立之目的在於「處理技術性及專門性業

務」，屬於功能上之概念，於法制上除本法第

三十一條、第三十三條以及第二十五條第三

項外，並無真正相應之制度設計，以為配合，

因此除創設一組織法上之新名詞外，於本法

創設此一概念之必要性即受質疑。換言之，

附屬機關之法律性質亦為機關，縱令有其所

依附之本機關，仍無礙於其以機關名義單獨

為意思表示，因此「附屬」也者，在法解釋

上似無特別之意義。再者，依上揭條文規定，

附屬機關有設於行政院下之「附屬機關委員

會（註十）」（三十一條）、設於各部之下之「附

屬機關署、局」、以及相當二級機關之獨立機

關下設之「附屬機關局」三種。 

二、機關及單位之層級 

本法第二條第一項規定：「行政院為一級

機關，其所屬各級機關依層級為二級機關、

三級機關、四級機關。」因此行政院所屬各

部會，例如內政部、外交部為二級機關；內

政部警政署為三級機關；而內政部警政署入

出境管理局則為四級機關。惟此種機關層級

與地方制度法之規定並不相同，蓋地制法規

定，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所屬機關，

例如警察局、衛生局等為一級機關（地制法

第五十五條、五十六條參照），而若依上揭基

準法之規定，應以直轄市政府、縣（市）政

府為一級機關，而以其所屬機關為二級機關

為是。又基準法第二十五條規定：「機關之內

部單位層級分為一級、二級」，亦在內部區分

其層次。 

惟就獨立機關之層級為何？仍有究明之

必要。按本處所言之機關層級乃以「隸屬」

為其樞紐，並於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

「上級機關對所隸屬機關依法規行使指揮監

督權。」換言之，唯有在有隸屬關係的情況

下，才能稱為上、下級機關，此時上級機關

對下級機關才具有概括的指揮監督權；若無

隸屬關係，則依同條第二項規定；「不相隸屬

機關之指揮監督，應以法規有明文規定者為

限。」如前所述，獨立機關係指「依據法律

獨立行使職權，自主運作，除法律另有規定

外，不受其他機關指揮監督之合議制機關」，

因此不受其他任何機關概括指揮監督權之拘

束。 

惟行使職權上之獨立性，是否即等於組

織隸屬上之獨立性，其實仍有可議之處，例

如九十二年制定施行之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

委員會組織法第一條即規定，「行政院⋯設金

融監督管理委員會」，由法文觀之，該會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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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雖屬獨立機關，但與行政院間仍有組織上

之隸屬關係。惟上揭法律乃基準法立法前之

產物，基準法第四條第一項將獨立機關與一

級機關、二級機關及三級機關並列，可見其

並非有上下隸屬之層級機關；同法第六條、

第十一條等亦有相同之立法例，此時仍應做

相同解釋。而同法第十一條、第二十五條、

第二十二條等均規定「相當二級機關之獨立

機關」，可見獨立機關不屬層級機關之類型。

惟基準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卻言及獨立

機關之上還有「上級機關」，想係疏忽所致。

再者，性質上為獨立機關之中央選舉委員

會，目前係隸屬於行政院（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第八條第一項參照），其所屬機關則有省

（市）選舉委員會（同條第二項參照），而省

（市）選委會在性質上似亦可歸類為獨立機

關，因而形成獨立機關有所屬獨立機關之現

象，雖說是基準法施行前之立法例，但當時

如此規定自有其理由，將來如何設計修正，

以符合基準法之規定，耐人尋味。 

三、機關及單位之名稱 

此處所謂行政機關之名稱，非謂表彰其

業務性質之特定名稱，而係表彰其層級之共

通名稱。鑑於我國行政機關名稱不一，常有

令人混淆其層級之虞，例如同稱為「署」，有

屬二級機關之行政院海巡署及衛生署，亦有

屬三級機關之內政部營建署及警政署；同稱

為「局」者，有屬二級機關之行政院人事行

政局，有屬三級機關之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更有屬四級機關之經濟部水利署河川局，不

一而足，足以令人混淆其層級。職是之故，

基準法就此即設有統一性之規定。 

基準法第六條： 

「行政機關名稱定名如下： 

一、院：一級機關用之。 

二、部：二級機關用之。 

三、委員會：二級機關或獨立機關用之。 

四、署、局：三級機關用之。 

五、分署、分局：四級機關用之。 

機關因性質特殊，得另定名稱。」 

據此，機關之共通名稱，今後可望有較

一致之作法。第一，就二級機關之名稱而言，

行政院組織法修正草案已統一以「部」為名，

但另設附屬機關委員會，而過去草案中曾研

擬之「總署」名稱，則確定摒棄不用。各部

雖均不冠以行政院之名稱，但附屬機關委員

會則需冠以行政院之名稱，如行政院海洋委

員會之類，以彰顯其附屬機關之屬性。第二，

三級機關之名稱，基準法統以「署、局」名

之，堪稱明快，蓋目前亦有以「處」、「委員

會」為三級機關名稱者，例如經濟部中小企

業處、國營事業委員會即是，將來即須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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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符基準法之規定。就「署、局」之名稱分

立，立法院於基準法之附帶決議「三」言及：

「⋯各機關使用名稱原則如下：（一）「署」，

用於業務性質與職掌或別於本部，兼具政策

與執行之專門性或技術性機關。（二）「局」，

用於部所擬定政策之全國或轄區執行機關。」

可為區分使用之依據。第三，就四級機關之

名稱而言，稱「分署、分局」之前提首為三

級機關均改稱為「署、局」；其次為二級機關

之業務單位底下不設四級機關。但純就其名

稱而言，只要能表明其屬四級分支機關即

可，似不必強以「分署、分局」為名，例如

經濟部水利屬所屬四級機關中，有第一至第

十河川局，有北、中、南區水資源局，似此

已足表彰其分支之性質，維持其名稱應無不

當之處。 

就行政機關內部單位之共通名稱而言，

基準法設有統一性之規定如下： 

基準法第二十五條 

「機關之內部單位層級分為一級、二

級，得定名如下： 

一、一級內部單位：  

（一）處：一級機關、相當二級機關之

獨立機關及二級機關委員會

之業務單位用之。 

（二）司：二級機關部之業務單位用之。 

（三）組：三級機關業務單位用之。 

（四）課：四級機關業務單位用之。 

（五）處、室：各級機關輔助單位用之。 

二、二級內部單位：科。 

機關內部單位層級之設立，得因機關性

質及業務需求彈性調整，不必逐級設

立，但四級機關內部單位以設立一級為

限。 

附屬機關內部單位因性質特殊者，得另

定名稱。」 

四、機關及單位之總量管制 

除了上述規定外，基準法最重要之限制

性規定在於機關以及單位數目乃至於高階公

務員之總量管制上。按基準法第二十九條第

二項規定：「部之總數以十三個為限」，明文

限制二級機關之數目；但依本法第六條規

定，二級機關亦可使用委員會之名稱，而同

法第三十一條則規定行政院得設附屬機關委

員會，此等委員會層級上自屬二級機關，是

故二級機關之總數，理論上有可能超過十三

個，行政院組織法修正草案即在行政院下設

四個附屬機關委員會，可謂適例。另基準法

第三十二條規定：相當二級機關之「獨立機

關總數以五個為限」。綜上，就結論上而言，

行政院所屬二級機關以及相當二級機關之獨

立機關總數為二十二個，可說相當程度縮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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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行政院所屬部會之數目。惟二級機關組織

之精簡仍須配合人員精簡才稱完足，否則仍

不免會有名實不符之情形；其次，二級機關

數目之減少不能換來行政院院本部組織之過

份擴張、肥大化，否則仍屬為德不卒，亟應

注意。另同法第三十三條則規定：各部附屬

機關「署、局」及相當二級機關之獨立機關

附屬「局」之總數除地方分支機關外，以五

十個為限。再者，基準法亦就內部單位之數

目設有總量管制。以下臚列機關、單位總量

管制之規定，以供參照。 

基準法第二十九條第二項： 

「部之總數以十三個為限。」 

同法第三十條： 

「各部組織規模建制標準如下： 

一、業務單位設六司至八司為原則。 

二、各司設四科至八科為原則。 

前項司之總數以一百零四個為限。」 

同法第三十一條： 

「行政院基於政策統合需要得設附屬機

關委員會。 

各委員會組織規模建制標準如下： 

一、業務單位以四處至六處為原則。 

二、各處以三科至六科為原則。 

第一項委員會之總數以四個為限。」 

同法第三十二條： 

「相當二級機關之獨立機關組織規模建

制標準如下： 

一、業務單位設四處至六處為原則。 

二、各處設三科至六科為原則。 

前項獨立機關總數以五個為限。 

第一項以外之獨立機關，其內部單位之

設立，依機關掌理事務之繁簡定之。」 

同法第三十三條： 

「各部為處理技術性或專門性業務需要

得設附屬機關署、局。 

各部附屬機關署、局之組織規模建制標

準如下： 

一、業務單位以四組至六組為原則。 

二、各組以三科至六科為原則。 

相當二級機關之獨立機關為處理第一項

業務需要得設附屬機關局，其組織規模建制

標準比照前項規定。 

第一項及第三項署、局之總數除地方分

支機關外，以五十個為限。」 

同法第三十四條： 

「行政院及各級機關輔助單位不得超過

六個處、室，每單位以三科至六科為原則。」 

就此等總量管制之規定而言，行政院二

級機關數目之減少，有益於目前組織改造所

追求之組織精簡目標，應予正面評價。然而，

二級機關數目之減少，意味行政權在水平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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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必須重為分配，而此等事務再劃分是否合

理又繫乎行政院組織法之修正，就此本文將

於以下討論。前已言之，單只機關數目的減

少本身，並不具有真正「瘦身」之意義，因

此基準法之規定仍須等待中央政府機關總員

額法之制定與行政院組織法之修正，以竟其

功。 

就三級機關之總量管制而言，首須確認

者為三級機關是否全為附屬機關之「署、

局」？若如此，則五十個三級機關數顯然不

敷實際業務所需，其合理性顯然可疑（註十

一）。另就內部單位之司、科、組等而言，總

數一百零四個司是否足夠已有爭議，若再考

量就科、組之總量管制，則將來必須在二級

機關與三級機關之橫向規模均衡上妥為設

計，否則將生窒礙難行之處。 

五、內部單位之建制 

基準法除就機關為規定外，並就內部單

位設有規定。按內部單位依基準法第二十三

條規定：「機關內部單位分類如下：一、業務

單位：係指執行本機關職掌事項之單位。二、

輔助單位：係指辦理秘書、總務、人事、主

計、研考、資訊、法制、政風、公關等支援

服務事項之單位。」可知內部單位又分為業

務單位與輔助單位兩種。而「輔助單位依機

關組織規模、性質及層級設立，必要時其業

務得合併於同一單位辦理」（第 26 條第 1

項），因此如其真合併於同一單位辦公時，亦

具有若干組織精簡之功能。再依同法第二十

七條規定：「一級機關、二級機關及三級機

關，得依法設立掌理調查、審議、訴願等單

位。」可知業務性質時而十分繁重之訴願審

議委員會係以內部單位之方式設立，符合目

前之實況。惟由於本法第二十八條規定：「機

關得視業務需要設任務編組，所需人員，應

由相關機關人員派充或兼任。」兼以行政院

組織改造委員會於二００四年十月二十日通

過之「行政院及所屬各級機關組織調整作業

原則」中「貳」之「八」言及：「⋯訴願等單

位⋯原則上以任務編組組成，所需人員應由

相關機關人員派充或派兼」，因而引起訴願會

何去何從？究為常設單位，抑為任務編組？

之疑慮。依吾人所見，鑑於訴願業務之功能

及重要性，原則上應回歸單位建制，僅在案

件數極少之例外情況下才考慮採任務編組方

式。 

六、組織法定原則及其修正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規定，關於國家

各機關之組織者，以法律定之，謂之組織法

定原則。由於此一原則太過嚴格，而且過份

向形式法治主義傾斜，因此憲法增修條文第

三條規定：「國家機關之職權、設立程序及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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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額，得以法律為準則性之規定。」（第三

項）；「各機關之組織、編制及員額，應依前

項法律，基於政策或業務需要決定之。」（第

四項），將此一原則適度鬆綁，而不必一一均

受法律保留原則之拘束，基準法之制定，即

含有回應上揭條文規定之意義。然而，基準

法第四條卻規定：「下列機關之組織以法律定

之，其餘機關之組織以命令定之：一、一級

機關、二級機關及三級機關。二、獨立機關。」

（第一項）將組織法定原則擴及於三級機

關，是否得當？可再斟酌。抑且，除上揭機

關外，其餘機關之組織亦須以命令定之，仍

在法（規所）定的範圍內，限制仍屬嚴格。

再者，依上揭條文規定，相當於二級機關之

獨立機關之組織法規固應以法律定之，即連

其他獨立機關之組織法規亦須以法律定之，

雖說寓有慎其設立之含意，但是否過份擴大

議會保留之範疇，可再深思。 

再者，就機關組織法規所應規定之事

項，基準法第七條設有規定，而就組織內之

細部事項，則於第八條設有規定。 

基準法第七條： 

「機關組織法規，其內容應包括下列事

項： 

一、機關名稱。 

二、機關設立依據或目的。 

三、機關隸屬關係。 

四、機關權限及職掌。 

五、機關首長、副首長之職稱、官職等及員

額。 

六、機關置政務職務者，其職稱、官職等及

員額。 

七、機關置幕僚長者，其職稱、官職等。 

八、機關依職掌有設置附屬機關者，其名稱。 

九、機關有存續期限者，其期限。 

十、如屬獨立機關，其合議之議事程序及決

議方法。」 

同法第八條： 

「機關組織以法律制定者，其內部單位

之分工職掌，以處務規程定之；機關組織以

命令定之者，其內部單位之分工職掌，以辦

事細則定之。 

各機關為分層負責，逐級授權，得就授

權範圍訂定分層負責明細表。」 

第七條規定組織法規的必置事項，一方

面課以規定之義務；但在另一方面如與第八

條對照以觀，則可發現亦同時具有精簡規定

之意義。蓋甚多組織法規為期周全，往往就

內部單位之分工職掌亦設有規定，因而有太

過瑣碎之弊，基準法第八條之規定，可說足

以力矯其弊。又我國過去常有以組織法充當

作用法，以及反之以作用法規定機關組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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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基準法第五條第三項規定：「本法施行

後，除本法及各機關組織法規外，不得以作

用法或其他法規規定機關之組織。」已能矯

正以作用法代替組織法的偏差現象，可資贊

同。 

參、淺評行政法組織法修正草案 

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之規定容或褒

貶互見，存有贊否兩論，但檢視其規定與立

法目的能否落實，行政院組織改造（註十

二），尤其是行政院組織法修正草案（以下簡

稱修正草案）之規定無疑居於關鍵樞紐的地

位，以下簡述並評論之。 

依行政院組織法修正草案總說明所述，

修正草案配合基準法之制定重為修正後，其

修正要點如下： 

「一、明確區分「委員會」及「部」之關係

與運作功能：（修正條文第三條及第五

條） 

（一）增強「傳統八部」核心職能：設

內政及國土安全部、外交及僑務

部、國防及退伍軍人部、財政部、

教育及體育部、法務部、經濟貿

易部、交通及建設部。 

（二）因應新興業務需求，新增五部：

設勞動及人力資源部、農業部、

衛生及社會安全部、環境資源

部、文化及觀光部。 

（三）強化「四會」政策協調統合能力：

設行政院國家發展及科技委員

會、行政院海洋委員會、行政院

原住民族委員會、行政院客家委

員會。 

二、提升「行政院院本部」政策規劃量能，

重新檢討「行政院院本部」組織設計：（修

正條文第四條、第五條、第八條及第九

條） 

（一）參照基準法規定，部與委員會功

能屬性不同。為強化政務委員政

策協調統合功能，爰置不管部之

政務委員九人至十一人，各委員

會主任委員由政務委員或其他相

當政務職務人員兼任，以建構部

擔任綜合性、統合性之業務機

關、委員會為政策統合機關之分

工機制。 

（二）為應行政院政務日趨繁重需要，

行政院副秘書長由現制一人修正

為二人，並將其中一人職務比照

簡任第十四職等，以符實際需

要。另置發言人一人，職務比照

簡任第十四職等，處理新聞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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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事項，以及政務顧問七人至九

人，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

協助處理政策分析、規劃等政策

襄贊事項。 

（三）為落實政府整體的預算及會計管

理、公務人力及組織管理、法制

事務及資訊管理等重大事項，強

化院長政務領導功能，置主計

長、人事長、法制長及資訊長各

一人，由政務委員或其他相當政

務職務人員兼任；副主計長及副

人事長各一人，職務比照簡任第

十四職等。 

三、行政院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

編制表定之。（修正條文第十條） 

四、行政院因業務需要，得遴聘無給職顧問

若干人，提供院長多元廣泛的意見諮詢

管道。（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雖然行政院院本部之組織變革在修正草

案中亦占重要地位，並且其修正幅度不可謂

不大，甚至有謂二級機關以下為組織瘦身，

而行政院院本部則大幅增肥者，惟鑑於行政

院組織改造之重心仍在於二級機關之調整，

以下爰以二級機關為對象，簡介並評釋之。 

依修正草案第三條之規定：「行政院設下

列各部：一、內政及國土安全部。二、外交及

僑務部。三、國防及退伍軍人部。四、財政

部。五、教育及體育部。六、法務部。七、

經濟貿易部。八、交通及建設部。九、勞動及

人力資源部。十、農業部。十一、衛生及社會

安全部。十二、環境資源部。十三、文化及

觀光部。」（畫線者為修正部分─筆者），以

下就上述二級機關之廢置分合逐個檢討。 

1.內政及國土安全部：係整編內政部及海巡

署、文建會、交通部、青輔會業務而來，惟

就其名稱而言，內政本已包含國土安全之概

念在內，故似以舊稱內政部為佳。 

2.外交及僑務部：係整編外交部及僑委會、新

聞局業務而來。惟僑務本可歸為外交之一

環，故仍用舊稱外交部似亦無妨。 

3.國防及退伍軍人部：係整編國防部及退輔會

業務而來，惟退伍軍人之照顧歸之國防部固

無不可，即令歸屬社會安全部亦屬無妨，故

名稱其實可沿用舊稱國防部。 

4.財政部：一部分業務移轉於金管會，但併入

政府採購業務而來。 

5.教育及體育部：整編教育部及體委會、青輔

會業務而來，惟名稱似以舊稱教育部為佳，

蓋教育本即包括德、智、體、群四育在內，

殊無特為彰顯體育之必要。 

6.法務部：名稱及業務不變。 

7.經濟貿易部：整編經濟部及一部分國科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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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輔會之業務而來，惟經濟本即包含貿易在

內，故仍以舊稱經濟部為佳，況且名稱上於

「經濟」及「貿易」間不加「及」，在體例

上亦乏一貫性。 

8.交通及建設部：主要係整編交通部及一部分

工程會、營建署業務而來，惟此等業務過於

龐雜，是否合為一部，可再考量。 

9.勞動及人力資源部：整編勞委會及一部分青

輔會業務而來，惟名稱上並無疊床架屋之必

要，而以勞動部為佳。 

10.農業部：精簡農委會之業務而來。 

11.衛生及社會安全部：整編衛生署及一部分

內政部之業務來。不妨稱社會安全部即可。 

12.環境資源部：整編環保署、經濟部、內政

部、交通部、農委會及原委會之業務而來，

規模過於龐大，且業務包山包海，恐成不

了之局。名稱上則可稱環境部即可。 

13.文化及觀光部：整編文建會、新聞局、蒙

藏會及內政部、交通部之業務而來。名稱

上可稱文化部即可。 

此外，修正草案第五條規定：「行政院設

下列附屬機關委員會： 

一、行政院國家發展及科技委員會。 

二、行政院海洋委員會。 

三、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四、行政院客家委員會。 

前項委員會主任委員，由政務委員或其

他相當政務職務人員兼任之。」 

依吾人所信，組織改造除了精簡的目標

之外，最重要者為水平權限的重分配，此時

需依業務性質的相近性與相容性以決定其組

織歸屬；並須注重業務之均衡性，以及由此

而來的機關均衡性問題。就此而言，修正草

案固以相當程度回應此一要求，然仍不免求

全責備之譏，以下分述之。 

一、各部之名稱 

行政院所屬各部之名稱，除法務部外，

其他各部之功能、職掌均有所增減調整，甚

至有新設或廢除之部會，因此部會之特定名

稱有所調整，亦屬事有必至，理有固然。綜

觀上揭修正條文規定，除法務部及財政部援

用原有名稱之外，其他十一部之特定名稱均

有更易，其變動幅度不可謂不大。一般而言，

名稱調整除名實相符，而可彰顯業務內容的

要求外，尚應符合一貫性及簡潔之要求。修

正草案中各部名稱冗長過甚，不符合簡潔之

要求，令人生文野之嘆；再者特定名稱亦應

有其一貫性，例如名稱中有用「及」字有不

用者，其理由何在雖非不可詮索，然如此引

人費解，則殊無必要。 

二、部會間之均衡性 

業務重分配所帶來之組織調整乃屬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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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然各部所職掌之業務應求其均衡，其結

果各部之規模才能求其均衡，不至於小大之

間懸殊過鉅。觀乎修正草案之設計，大體上

組織規模的均衡性已比目前為佳，此乃部分

因二級機關整編後數目減少之緣故。惟例如

環境資源部規模之大，已有怪獸化之疑慮，

交通建設部亦有過份巨大之現象，似有調整

之必要。再者，若與附屬機關委員會比較，

則其規模大致甚小，有無重行整編之必要，

尤可考慮。例如原民會與客委會如僅從理論

上考量，而不考慮政治效應的話（事實上吾

人認為亦不致有太大之不良效應），則以合併

為「族群平等委員會」為佳。 

三、業務相近性 

業務重分配時應將相近之業務歸屬同一

部會，反之應將業務不相干者分立部會職

掌，此為業務重分配、組織重編之鐵則。惟

或由於過多之政治考量，因此例如交通建設

部之業務即差距過大；又如環境資源部之業

務亦包含過廣、龐雜過甚；再如業務性質相

近之原民會與客委會不能合而為一，亦頗不

符精簡之要求。 

四、機關部與附屬機關委員會之區別 

行政院下所設之各機關部與附屬機關委

員會，雖然在基準法第三條對附屬機關設有

立法定義規定，但其與一般機關間究竟性質

上之差異何在？實則不易索解。觀乎修正草

案所設之四個附屬機關委員會，首先為何設

為附屬機關？即已令人不解，如無基準法總

量管制之問題，則縱令將之設為「部」，亦無

扞格之處。其次為何採取委員會之組織型

態？亦須有一合理之說明，凡此亦付闕如，

令人懷疑機關部與附屬機關委員會是否真有

分立之必要？修正草案之設計是否僅為政治

考量之產物？ 

五、二級機關設置之合理性 

二級機關負責所有行政院施政，權責重

大，又受基準法總量管制，因此其設置應具

相當之合理性。如以精簡之目標檢驗行政院

之組織改造，則可發現行政院所屬部會之數

目將從三十幾個下降到二十二個（其中包括

十三個部、四個附屬機關委員會、以及五個

獨立機關，但後者之隸屬關係尚有疑慮），因

此算術上應已符合組織瘦身之形式要求。惟

如前所述，首先由於組織瘦身尚須配合人員

精簡，因此組織改造之成效可再觀察；其次，

二級機關數之減少其實仍與行政院院本部之

擴增（註十三）息息相關，加減之間雖然或

仍屬符合精簡目標，但其成效將受影響。 

承上，機關設置之合理性應更謹慎考

量。惟例如海洋委員會之設置，除政治意義

外，其必要性與合理性令人質疑；其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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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所述，分別設置原民會與客委會之合理性

亦令人不解，凡此均有必要再深入檢討。 

六、水平權限重分配之原則 

上揭修正草案所表現者雖為行政院院本

部及二級機關組織之變動，實則其前提為行

政權在水平方向之重分配，組織變動僅為其

必然之結果而已。然則，水平權限之重分配

是否有法理可資依循？修正草案之設計又是

否合於組織法理？凡此均有待探討。按水平

權限之重分配，在中央政府組織上由於各二

級機關均以全國為其管轄區域，是故所著重

者為事務管轄權限之合理劃分，而與土地管

轄權無涉，更與人民之身分無關。以此標準

檢驗之，則可發現海洋委員會乃是土地管轄

權觀念下的產物，與事務管轄權產物之各部

實不宜列於同一水平面上；而原民會及客委

會又係以特定族群之人民為施政對象，正如

同目前之蒙藏會一般，其設置合理性頗值存

疑。依吾人之見，即令採妥協作法，亦以合

併為族群平等委員會為佳。同理，僑委會之

併入外交部，雖然仍有反對聲浪，似仍屬合

於組織學理；而陸委會所職掌者並非特定族

群問題，屬廣義外交之一環，修正草案中不

由二級機關部處理，而在行政院內設處（內

部單位）處理之方式，是否得宜？尤應慎重

考量。 

其次，如前所述，水平權限之重分配仍

須考量業務之相近性（從而，相斥性亦須考

量）與機關規模之均衡性，修正草案之規定

平心而論，就此已較目前有所改進，然而，

機關規模之均衡性屬較形式之要求，業務相

近性之實質意義更須留意。修正草案中例如

環境資源部，其業務橫跨管制性及給付性業

務，龐雜過甚，資源過多，易茲疑慮，而有

檢討之必要。又前已言之，此處之權限重分

配應著重在業務之重編，而與身分無涉，是

故退伍軍人之照顧應歸衛生及社會安全部，

而非如修正草案所設計之國防及退伍軍人

部；同理，農業金融亦應歸財政部及金管會

掌理，而不宜歸給農業部。 

肆、代結論─未完之課題 

組織改造乃是新政府重要的革新項目，

因而其改革動力不容忽視，其重要性亦值得

吾人支持。然而，改革首重改良，絕不能僅

為改革而改革，此時民主性與專業性遂為決

定改革成敗的重要因素。當前之組織改造由

於仍須由立法院分別立法或修法才能克竟其

功，在此範圍內可望有其一定程度之民主正

當性。然而，就被列為改造對象之機關與公

務員而言，其參與權亦應被尊重，方符合民

主原則。惟民主往往僅能提供程序上之正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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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實體上之正當性應該以高度專業化的方

式因應，就此而言，職司組織改造者雖不乏

學界之碩彥菁英及優秀公務員在內，但是否

適才適所？專業背景是否符合？似應以較嚴

格之標準檢驗之，才能在結果上符合國家與

全民之利益。 

再者，就行政院院本部之組織改造而

言，截至目前為止，職司組織改造者之改革

熱情與進度應受高度肯定，但就結論上而

言，院本部如何改造，茲事體大，應該多聽

聽學界及院內公務員之聲音。吾人以為，「利

不百，不變法」之想法誠然過於保守，但是

改革無非在擇其窳敗者一新之，因此應先探

討問題之所在，發現有不足者再補強之為

是，否則亦有可能陷入「良者改惡」之困境，

亟宜三思。 

就已完成立法之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

法而言，本法條文數雖然不多，但分成七章，

在體例上亦頗稱完整。然而在第四章「機關

權限、職掌及重要職務設置」中，並未對機

關管轄權相關問題有進一步之釐清規定，殊

屬可惜。蓋我國目前甚多行政法規均規定有

主管機關，但除此之外，尚有另行規定辦理

機關、執行機關者，此時主管機關與此等機

關間，權限究應如何劃分？行政處分權究竟

何屬？均有究明之必要。又如以二級機關為

法律之主管機關，但於其下再設有所屬三級

機關、甚或四級機關者，此時該三級機關或

四級機關能否以其自身之名義（因其法律性

質為機關）做成行政處分？抑或在未獲個別

委任前應以代辦部稿方式，以二級機關之名

義做成行政處分？再如專責機關（例如中央

社會保險局）未設立前，其業務由其他機關

辦理（如農保由勞保局辦理）之時，其權限

究應如何歸屬？在實務上亦生爭議，凡此均

有詳為規定之必要，或可將此列為將來基準

法修正之重點。（本文作者為國立台灣大學法

律學院教授） 

註釋 

註一 有關政府改造的介紹，可參照林嘉

誠，「政府改造的檢討與展望」，收錄

行政院研考會出版『政府改造』

（2003），3頁以下。 

註二 參照拙著，「機關法人化實務問題之探

討─以「行政法人建制原則」之檢討

為中心─」，發表於行政院研考會主辦

之「政府機關（構）法人化研討會」，

2002 年 12月 4日。 

註三 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三十七條

規定：「為執行特定公共事務，於國家

及地方自治團體以外，得設具公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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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之行政法人，其設立、組織、營運、

職能、監督、人員進用及其現職人員

隨同移轉前、後之安置措施及權益保

障等，應另以法律定之。」即對行政

法人之創設，提供必要之法律基礎，

惟其具體設計，仍有待行政法人法之

完成立法。 

註四 關本法之落實及因應之策，參照吳泰

成，「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之落實

與因應」，考選周刊第 980 期（2004

年 9月）。 

註五 法之簡單介紹，與前此之「中央政府

機關組織基準法草案」之比較，可參

照劉昊洲，「從中央政府機關組織基準

法草案到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

法」，公務人員月刊 第 100 期（2004

年），33-35頁；行政院研考會綜計處，

「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淺析」，研

考雙月刊第 242期（2004），3頁以下。 

註六 惟在立法體例上，本法並未明定與其

他法律之適用優先順序，反而時而在

條文中規定「除法律（或法規）另有

規定「之除外條款，因而似反有普通

法之性質。 

註七 惟本法第三十八條規定：「本法於行政

院以外之中央政府機關準用之」，因此

在某種程度仍有擴大其功能之餘地。 

註八 參照蔡茂寅、李建良、林明鏘、周志

宏著，行政程序法實用（第二版，

2001），學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1

頁以下。 

註九 參照拙著，「獨立機關之研究」，預計

刊登研考雙月刊第 244期（2004）。 

註十 依行政院組織法修正草案第五條規

定，行政院下設之附屬機關委員會共

有：行政院國家發展及科技委員會、

行政院海洋委員會、行政院原住民族

委員會、行政院客家委員會等四機關。 

註十一 相同見解，參照吳泰成，前揭文。 

註十二 有關前此行政院組織改造之問題，

可參照葉俊榮，「行政院組織改造的

目標、原則及推動機制」，收錄前揭

『政府改造』，55頁以下。 

註十三 例如號稱不管部，但實際上將領導

院內機關、單位，因而成為管部之

政務委員將擴增為九至十一人；又

如主計長、人事長之設，即有取代

現行主計處、人事行政局之寓意。

修正草案第四條、第九條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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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解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 

 

王文忠 

摘  要 

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以下簡稱組織基準法）是我國中央行政機關

改造之基本法，其所規範之內容，不僅為行政法之範疇，同時也是屬於行政

學之範圍。亦即是，屬於行政法與行政學兩者之間的交錯地帶。對於組織基

準法之析解，本文係從組織基準法之立法過程之梗概先予論述，繼而就其內

容予以析解評述。析解評述之主要內容計有組織基準法與憲法增修條文第三

條第三項之關係，組織基準法與中央法規標準法之關係，機關組織法規及名

稱之研析，行政組織權之研探等項，其中行政組織權之研探尚包括機關設立、

調整與裁撤等等細項。至於對組織基準法所為之析解評述，主要係以行政法

中之行政組織法之理論與行政學中之組織理論、組織結構為析解之理論基礎。 
 

關鍵字：行政權、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機關之設立與調整及裁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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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ing to the Central Administrative 
Body’s Organization Fundamental Act 

By Wen-Jong Wang 

Abstract 

The Central Administrative Body’s Organization Fundamental Act (shorten to the Organization 
Fundamental Act) is considered as essential regulations for our central administrative body to reform 
its organization. The Organization Fundamental Act not only contains the scope of administrative law 
but also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other words, its contents are both of administrative law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It would be written remarks giving some argumentation on legislative procedure further to 
analyze or criticize the Organization Fundamental Act in this essay. The majority comments that 
criticize to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Organization Fundamental Act and article III paragraph III in the 
Amendment of the Constitution as well as the Central Legislative Standard Act. In addition, 
regulations and name of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and the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authority are 
also studied and criticized. Especially, to establish, adjust or abolish on administrative body, etc. 

However, theory of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laws of administrative law, and organization 
theory and structur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ose are analyzed basically for the Organization 
Fundamental Act. 

 
Keywords：executive power；administrative agency ；Organization Fundamental Act；administrative 

body to establish, adjust or abo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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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面對瞬息萬變之國內外環境，唯有具備

高度應變能力與競爭力之政府，才能順勢化

解危機，營造更大的生存空間，從而政府組

織架構的調整，即屬必要。由於我國過去對

於政府機關的組織與人員的配置，均受之於

法律的規範，無法機動與彈性應付組織系統

內外環境的變化，從而無法適時回應各項政

務急遽變動的需求，是以，有制定組織基本

法律以鬆綁目前國家機關組織法律的不當之

限制。而且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三項規

定，國家機關之職權、設立程序及總員額，

得以法律為準則性之規定，從而，制定組織

基準規範，即有迫切需求。基於上開事實與

憲法規範之需求，爰於民國九十三年六月十

一日立法院於第五屆第五會期第二十一次會

議通過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以下簡稱

組織基準法），總統並於九十三年六月二十三

日公布施行。 

上開法律係就中央行政機關組織所為之

共同規範，以期提昇施政效能，其規範之內

容係屬行政法與行政學相互交錯地帶，是

以，本文擬從行政法中之行政組織法理論與

行政學中之組織理論與組織結構等面向作為

檢視析解組織基準法之理論依據，並依據該

等理論對組織基準法依序析解。惟本文之析

解並非全面性析解，係僅就組織基準法與憲

法增修條文、中央法規標準法（以下簡稱標

準法）之關係、機關組織法規及名稱之研析、

行政組織權之研探等而為探討。 

貳、組織基準法立法經過之梗概 

行政院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三

項、第四項規定與為落實經濟發展委員會議

之共識，且期盼達成組織之合理化、架構明

確化、組織精簡化及調整彈性化等目標，行

政院爰與考試院會銜提出「中央政府機關組

織基準法草案」送請立法院審議。惟行政院

雖將草案送出多時，立法院卻遲至九十二年

一月才開始審議。對於中央行政機關組織之

改造，立法院中國國民黨黨團（以下簡稱國

民黨團）亦擬具「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

草案」併案審查。上開草案，立法院院會交

付予該院法制、預算及決算、內政及民族三

委員會併案審查。上開法案之審查分別於九

十二年一月八日、四月二日、五月十二日、

十月八日、十月二十日及十二月一日等日共

舉行六次聯席會議。且分別於九十二年四月

二十四日及五月二十八日舉行公聽會兩次

（註一）。案經上開委員會審議結果，法案名

稱照國民黨團所提草案之名稱（按即為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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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其餘內容大部分係採

國民黨團所擬具草案之內容。另外，因部分

條文極具爭議，保留送院會處理，並附帶決

議：「一、請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及行

政院人事行政局全面清查所有政府出資或捐

助之財團法人，如其能自負盈虧者，應朝向

民營化組織型態轉型，如無法自負盈虧者，

應予裁撤，其餘如能轉型為行政法人者，應

予轉型。⋯⋯」，同時決議該案於院會進行

二、三讀審議前，須交由黨團協商處理（註

二）。 

基於上開審查會之決議，立法院各黨團

於九十三年六月十日、十一日等二日在該院

議場三樓會議室舉行協商，協商結論：法案

名稱定為「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協商

條文多達十六條（按即組織基準法第二、八、

十一、十二、十五、二十一、二十九、三十、

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五、三十七、

三十九條），並作成附帶決議：「一、行政院

應於本法通過後三個月內，依照本法規範意

旨，重行檢討修正『行政院組織法修正草案』

及『行政院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行條例草

案』等諸法案，送請立法院審議，逾期未補

正時，該院得逕依現有議案審議。二、中央

行政組織改造，為政府再造之一環，攸關行

政部門施政效能及國家總體競爭力⋯⋯其餘

相關政府改造法案列為下（六）會期最優先

審議法案，務期於本（五）屆任期屆滿前，

完成『行政院組織法修正草案』及相關配套

法案之審議，以竟其功。三、為釐清各機關

與其附屬機關之關係，各機關使用名稱之原

則如下：（一）『署』，用於業務性質與職掌或

別於本部，兼具政策與執行之專門性或技術

性機關。（二）『局』，用於部所擬定政策之全

國或轄區執行機關。（三）『委員會』，為『院』

之附屬機關；『署』、『局』為『部』之附屬機

關。（四）附屬機關一律冠以依附之本機關名

銜。四、本附帶決議於第二十一條甲案經表

決通過時成立；立法院行使獨立機關之人事

同意權時，由院會交相關委員會審查後，陳

請院會處理，並須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同意

始為通過」（註三）。上開附帶決議第四項，

因組織基準法於表決時採甲案，從而有關第

二十一條人事同意權須依該項決議事項辦

理。 

立法院通過之組織基準法之內容與行政

院、考試院會銜函請立法院審議之「中央政

府機關組織基準法草案」（以下簡稱院版）之

內容主要不同如下： 

一、法律名稱不同：立法院通過之法律名稱

為「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院版之

名稱為「中央政府機關組織基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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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規範之範圍不同：組織基準法之適用對

象為中央行政機關，行政院以外之中央

機關準用之；院版之適用對象包括行

政、立法、司法、考試、監察等院、國

民大會、總統府及國家安全會議。 

三、機關組織法律保留之範圍不同：組織基

準法對機關組織法律保留為一、二、三

級機關與獨立機關，而院版對於機關組

織法律保留為一、二級機關，其餘機關

組織均以命令定之。 

四、組織基準法第四章機關權限、職掌及重

要職位設置與第六章機關規模與建制標

準是為院版所無。另外第七章附則中行

政法人之法源依據，亦為院版所無。 

組織基準法於九十三年六月十一日立法

院第五屆第五會期第二十一次會議通過，總

統於九十三年六月二十三日公布施行，此一

法律的通過對我國中央政府組織改造甚為重

要，是政府組織改造的基本法。 

參、組織基準法之析解 

組織基準法計有七章三十九條，其內容

涵蓋甚廣，除了總則與附則外，尚有機關組

織法規及名稱、機關設立、調整及裁撤、機

關權限、職掌及重要職務設置、內部單位、

機關規模與建制標準等各章。 

組織基準法之立法目的係在於建立中央

行政機關組織共同規範，提升施政效能，其

適用之對象為行政院及其所屬機關，惟行政

院以外之中央機關亦得準用之。組織基準法

其內容所牽涉的除了行政法學之外，尚有行

政學之範疇，亦即是行政法與行政學的交錯

地帶。本文對於組織基準法之析解，是從行

政法中之行政組織法理論為論述之依據，當

然亦會涉及行政學面向的問題，立法資料之

探討亦不可避免。本文於析解時係依據組織

基準法之條文順序而為論述，茲將相關問題

析解如下。 

一、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三項與組織基準

法之關係 

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三項規定，國家

機關之職權、設立程序及總員額，得以法律

為準則性之規定，查其增修理由謂：「⋯⋯本

項增修條文通過後，即制定政府機關組織之

通則性法律，各機關之組設依該法律規定辦

理。而立法機關仍得透過預算及總員額之審

查，作適當之監督」。由上開增修理由觀之，

其增修之目的旨在於國家機關之職權、設立

程序及總員額以法律作準則性之規定，以鬆

綁國家機關之組織採全面國會保留，從而導

正目前之缺失。至於法律規定之內容如何，

則屬立法形成之自由。是以，組織基準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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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並未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三項之

規範。又憲法之施行有賴於行政法之制定，

從而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三項之實現，則

有賴於組織基準法之制定施行。 

二、組織基準法第四條與標準法第五條之關

係 

標準法之立法目的係在用於規範中央法

規之制定、施行、適用、修正及廢止。亦即，

中央法規之定、行、用、修、廢，除憲法規

定外，均依該法之規定。有關國家各機關之

組織，依標準法第五條第三款之規定，應以

法律定之。亦即，國家各機關之組織不分層

級一律保留由國會決定，是為全面的法律保

留。國家機關之組織全面保留予國會決定，

其結果造成機關組織調整缺乏彈性與應變

力，而且無法與時俱進，影響政府效能與行

政效率至鉅，是以，院版草案第五條即規定：

「一級機關及二級機關之組織，以法律定

之；其餘機關之組織，以命令定之」，以突破

目前國家機關組織全面國會保留所造成組織

運作之困境，為期組織靈活與迅赴事功，爰

有上開草案之提出。惟組織基準法第四條第

一項規定，一、二、三級機關及獨立機關之

組織以法律定之，其餘機關（四級機關）之

組織以命令定之，其立法理由為：「⋯⋯因政

府組織執行公權力，且牽涉人民權利與義務

至鉅，其設立應受民意機關監督，不宜由行

政機關恣意設置，以免影響人民自由與權

利。是以，行政機關組織除與人民權利義務

較不密切之四級機關以及附屬機構，可授權

以命令訂定外，其餘三級機關以上機關以及

與人民權利義務有密切相關之附屬機構之組

織，均應立法受國會同意後始可設立。⋯⋯」

（註四）。上開立法理由，立法機關所持之見

解，僅是單一面向想要牽制行政權之運作，

無非是為擴大其立法權而已，與提昇施政效

能與行政效率，似無直接相關連。 

組織基準法第四條規定，一、二、三級

機關與獨立機關其組織以法律定之，其餘機

關之組織以命令定之。以命令設立之機關，

其設立、調整及裁撤，於命令發布時，應即

送立法院。其與標準法第五條之規定，即產

生競合，究以何者為優先，即有討論之實益。

基本上，標準法第五條之規定，是中央法規

之定、行、用、修、廢之基本規範，亦為一

般之規範。而組織基準法第四條之規定，是

針對中央行政機關之組織所為之特別規定，

基於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有關國家機

關之組織之設立、調整或裁撤應優先適用組

織基準法之規定。 

又標準法第五條對國家機關之組織係採

全面法律保留，惟組織基準法第四條對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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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之組織並未採全面法律保留，而係採部

分法律保留，從而，我國國家機關之組織採

法律全面保留即告鬆動。另有學者認為，中

央機關之組織，是否得僅依據標準法之規

定，而斷言應以法律定之，非無疑問，⋯⋯

且標準法僅係有關法規作業之準則規定，其

中屬訓示規定者尤多，自不得作為行政及立

法權限分際之根據，⋯⋯各機關如皆須立法

院制定組織法，就有關事項詳為規定，除立

法院不勝負荷外，亦有礙行政功能之發揮（註

五），而認為標準法於實然面並未採全面法律

保留，是以，組織基準法第四條之規定當然

優先於標準法之適用。 

另組織基準法係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三

條第三項之規定而為立法，從而，組織基準

法即應優先標準法而為適用。 

三、機關組織法規及名稱之研析 

在未就組織基準法對機關組織法規及名

稱研析之前，擬先就「機關」與「單位」之

區別而為說明。機關與單位分別規定於組織

基準法第三條第一款及第四款，所謂機關係

指就法定事物，有決定並表示國家意思於外

部，而依組織法律或命令設立，行使公權力

之組織。所謂單位係指基於組織之業務分

工，於機關內部設立之組織。由上開定義觀

之，單位係隸屬於機關，此乃從功能著手而

為之規範。然行政法上對於機關與單位之區

分，係從客觀上著手，以「組織法規」、「編

制員額及預算」、「印信或關防」為區分之基

準。若組織具有單獨的組織法規、獨立編制

員額及預算、印信或關防等三項即為機關，

否則即為單位。二者區別實益即在於行政救

濟。 

機關組織法規之名稱依據組織基準法第

五條第一、二項之規定，以法律定之者稱為

「法」、「通則」，以命令定之者稱為「規程」、

「準則」，如此之規定，有簡化、統一之效。

惟本條項之規定究屬強制規定抑或訓示規

定，實有討論之必要。如果屬於強制規定，

那麼於本法施行後與該條項牴觸者，必須修

法始可，且於日後新成立之機關組織其法規

名稱必須依本條項之規定，如果屬於訓示規

定，則目前以「條例」、「要點」（如「行政院

所屬各級人事機構人員設置管理要點」）為機

關組織法規名稱者則勿庸修正，於日後各機

關組織法規制（訂）定時，縱使不依本條項

之規定，亦屬無妨。從文義解釋而言，依本

條項之文義觀之，並無強制之規範，從其立

法目的觀之，本條項立法之目的僅在於「組

織法規名稱之簡化及統一，以達明確」而已

（註六），是以，本條項係屬訓示規定。 

於此需再討論的是，組織基準法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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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其規定之性質。依據該項之規定，於

組織基準法施行後，除組織基準法及各機關

組織法規定外，不得以作用法或其他法規規

定機關之組織。上開之規定，其立法之目的，

係在於回歸組織法與作用法之純然性，此可

由其立法理由窺出端倪。查其立法理由謂：

「⋯⋯為區分組織法與作用法，揚棄曩昔法

制未備時，逕以作用法替代組織法之陋習，

並劃一本法適用之優越性，爰於本條第三

項，明文禁止以作用法或其他法規規範機關

之組成」（註七）。行政機關行使職權，固不

應僅以組織法有無相關職掌規定為準，更應

以作用法（行為法）之授權為依據，始符合

依法行政原則。是以，組織法與作用法是否

應予明確區隔而回歸其純然性，即有討論之

實益。基本上，組織法與作用法之關係為：

作用法必須配合組織法訂定主管機關，若組

織法改變致作用法上所規定之機關已不再適

合，而應由他機關任主管機關時，則應修訂

作用法為之調整（註八）。亦即，組織法與作

用法之間有其交錯地帶，且互為相互影響，

想要回歸組織法與作用法之純然性，似有其

困難。換言之，要完全明確區隔組織法與作

用法之純然性，避免組織法中有作用法之功

能或作用法中有組織法之作用，此種純然理

想，殊難想像其可存在。從而，組織基準法

第五條第三項之規定，只是一個理想，似宜

視為訓示之規定，而非強制之規範，如此才

能使機關法制之運作更為靈活。 

現行政府機關使用之名稱，往往不能以

名指實，且上下混淆，體例不一，完全不合

乎科學管理「系統化」、「標準化」之要求（註

九）。上下級間行政機關名稱有相同者、有不

同者，行政機關與內部單位之名稱混淆在一

起，致不易區分何者為上級機關，何者為下

級機關，何者為機關，何者為內部單位。例

如行政院人事行政局其內部單位有考訓處，

而行政院主計處其內部單位有第一局，此種

局中有處，處中有局（註十），或者處中有處，

局中有局，實有改進之必要。是以，組織基

準法第六條之規定，即本此意旨而為規範。

組織基準法第二條第二項將機關定為四個層

級，亦即，行政院為一級機關，其所屬各機

關依層級為二級機關、三級機關、四級機關。

組織基準法第六條對於行政機關名稱之規

定，於一級機關定名為「院」，二級機關定名

為「部」或「委員會」，獨立機關定名為「委

員會」，三級機關定名為「署、局」，四級機

關定名為「分署、分局」，惟機關性質特殊者，

得另定名稱。上開組織基準法之規範，當有

釐清現行行政機關名稱紊亂之功能，且能合

乎科學管理「系統化」、「標準化」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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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機關組織法規之內容，現行之法制

係將設立機關之名稱，設立之依據與目的，

其與他機關相互間之隸屬關係，內部單位的

名稱與數量，機關組織之權限與職掌，機關

首長、副首長之職稱、官職等及員額，機關

幕僚長以下所有職稱、官職等、員額數及附

屬機關數量、名稱等，規定的巨細靡遺，規

範密度之高，前所未有，遇有任何調整或修

正，即涉行政、立法、考試三院之權責，牽

動層面非常廣泛。從而，現行制度之運作即

有修正之必要。為使機關能因應環境變遷與

組織之靈活、彈性與活力，現行制度應予鬆

綁。為使機關能隨著主客觀因素變化與外在

情勢的變更，能機動調整其組織，肆應系統

內、外實際之需求，上開現行立法之規範，

應賦予彈性、機動。從而，機關組織法規之

內容，宜就「機關名稱」、「設立依據或目的」、

「機關隸屬關係」、「權限與職掌」、「機關首

長、副首長之職稱、官等與員額」、「機關有

存續期限者，其期限」等項，而為規定即可。

惟組織基準法第七條對於機關組織法規之內

容所為之規範，除了上開幾項之規定外，尚

要求機關組織法規將政務職務、幕僚長之職

稱、官職等及員額與附屬機關名稱暨獨立機

關，其合議之議事程序及決議方法等項予以

列入。組織基準法第七條對機關組織法規內

容之規定，其中第六、七款對於機關置政務

職及幕僚長其職等之規範，似嫌保守，遇有

職務列等調整就必須修法，徒增困擾而已，

為使機關能更為機動靈活，以應付外來環境

急遽變化，上開兩款有關職等之規定似宜刪

除。 

四、行政組織權之研探 

機關設立、調整及裁撤，所關涉的是，

行政組織權的問題。國家行政組織之建制，

其最重要的問題，係在於行政組織權之歸屬

與控制。行政組織權之歸屬，涉及到行政組

織權，究係屬行政權自主範圍，抑或屬於立

法機關立法規範之法律保留範圍，這其中關

涉到憲法權力分立，有關憲法權力分立問

題，非本文討論之範圍，爰予從略。另行政

組織權之控制係指立法機關對行政組織之控

制，其控制之途徑計有對行政組織規模之控

制、人力編制、預算經費與效率等的控制。 

所謂行政組織權，係指設置、變更或裁

撤行政主體、行政機關以及其他行政組織之

權限（註十一）。行政組織權之行使，一般而

言，必須有法律的依據及事實上之需求，該

等法律與事實，是促使行政組織權運作行使

之原動力。 

行政組織之設置，其步驟，基本上可分

為二。第一步，必須以法律就行政組織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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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以及其結構與管轄等事項，為抽象與具

體的決定。第二步，則是依據第一步所制定

的法律，依照其規範，設立行政組織，決定

公務所在地，配置所需之辦公廳舍、人力、

物力及設備與內部運作秩序。同樣地，行政

組織之變更或裁撤，亦應依照上開步驟為之

（註十二）。 

行政組織權，基本上可分為下列三個層

次（註十三）： 

（一）機關建制權：係指抽象規定應設置機

關之權限。基本上，除憲法直接規定

應設特定機關外，一般均由立法機關

以法律規範機關之設置。 

（二）機關設置權：係指具體決定設置，以

法律抽象規定之機關，並就其事物及

土地管轄、內部組織以及業務運作等

事項為規定。 

（三）機關配置權：對具體決定設置之機關，

決定其公務所在地，配置人力、辦公

廳舍及各項辦公設備及器材。 

在實務運作上，上開機關建制權、機關

設置權及機關配置權，有可能全部或部分相

融合，或由一者過渡到另一者。而機關建制

權及機關設置權，由立法院立法予以規定，

在我國係屬常態。有關行政主體之設置，因

事關國家的重要決定，必須有法律或法律授

權之規定，始可設置，無法律規定，行政部

門不得任意自行設置。我國中央行政機關之

設置，依據憲法第六十一條規定，行政院的

組織，應以法律定之。是以，中央行政機關

之設置，須以法律為之。亦即，行政組織權

係由立法機關立法規範之法律保留（註十

四）。惟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三項規定，國

家機關之職權、設立程序及總員額，得以法

律為準則性之規定。從而，有學者認為，憲

法增修條文，如此之規定，似已將行政組織

權之歸屬予以劃分，立法權就國家機關之職

權、設立程序及總員額得以法律作準則性之

規定，至於各機關之組織、編制及員額則由

各機關基於政策或業務需要決定。亦即，行

政組織權之歸屬，係採取立法部門與行政部

門共享之設計，關於機關設置及總員額上限

等有關機關權限分配、設立條件及程序等外

部事項，係歸由立法機關決定，至於機關內

部單位之組織、編制、員額配置之事項則歸

屬行政機關決定（註十五）。 

上開學者之見解，固有其見地，惟機關

建制權、機關設置權及機關配置權，三者可

能全部或一部融合，或由一者過渡到另一

者。行政組織權，基本上須有法律之依據，

是以，立法機關對機關建制權、機關設置權

及機關配置權，均得以立法規範。亦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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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事項均得以法律為準則性之規範，至於行

政機關，可支配之事項，則須視立法機關，

於立法規範時之規範密度高低而定，立法機

關立法規範之密度愈高，則行政機關可支配

之事項愈少，立法機關立法規範之密度愈

低，則行政機關可支配事項之範圍就愈廣。

另立法機關對行政組織權之控制，一般係藉

由對機關之設置、員額總數及預算加以控

制。亦即，立法機關以立法規範的手段，達

成對行政組織權的控制。 

組織基準法對於行政組織權之立法規

範，有機關設立、調整及裁撤（第三章），機

關權限、職掌及重要職務設置（第四章），內

部單位（第五章），機關規模與建制標準（第

六章）。其規範之內容實已包括機關建制權、

機關設置權與機關配置權在內。亦即組織基

準法之立法規範密度，係採高密度規範，從

而，使行政機關支配之事項相形減少甚多。

有關組織基準法對上開事項之規範，綜陳如

下： 

（一）機關設立、調整及裁撤之準據、衡量

因素及其程序 

1﹑準據： 

機關設立、調整及裁撤之準據在於組織

評鑑，透過組織評鑑之方式，深入瞭解機關

建構之需求與組織設置之適當與否。亦即，

以組織評鑑，瞭解機關業務是否與他機關之

業務互相重疊，或業務可由單一機關辦理，

或業務萎縮或擴增，或業務有合併之必要，

或者可委由民間辦理，或機關行政效率低落

與效能不彰，或階段性任務完成或政策改

變，或機關人員配置不當與業務量不相稱，

或機關管轄區域變更或事物管轄增減，或機

關行政績效或營運績效不佳，或機關組織規

模是否過大與控制幅度是否得當，或機關之

機能是否一致等，以決定機關之設立、調整

及裁撤與員額之配置。是以，組織基準法第

十三條規定，一級機關（行政院）應定期辦

理組織評鑑，作為機關設立、調整及裁撤之

依據。基本上，組織評鑑結果，通常會涉及

員額配置之問題，惟上開條文並未規範到員

額調整問題，似屬立法缺漏，於解釋時應將

員額調整納入才符法意。 

2﹑衡量因素： 

行政機關為任何行為或政策時，通常是

透過衡量原則為之。所謂衡量原則，係指行

政機關在作行政計畫時，應對計畫所涉之各

種情況，特別是公共利益與私人利益，予以

衡量，並依此擬定行政計畫（註十六）。同樣

地，行政機關在作組織評鑑時，亦應衡量，

經衡量結果以作為機關設立、調整及裁撤與

員額配置之準據。從而，衡量時即需有衡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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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之存在，才能做出準確的評鑑。評鑑衡

量之因素，可從組織基準法第九條、第十條

窺出端倪。基本上，機關評鑑之衡量因素，

分為下列各項： 

(1)業務：應衡量被評鑑機關其業務是否與他

機關或其所屬機關相重疊，或可由他機關

予以取代，或業務已萎縮，或業務日益擴

增，或業務可由民間辦理較為經濟效益或

業務調整或移撥至他機關或單位等。 

(2)功能：機關之功能是否已萎縮，或機關之

功能須與他機關合併或調整始能發揮，或

機關功能與他機關明顯重疊，或機關功能

因階段性任務已完成需加以調整或裁併或

機關之功能業由他機關取代等。 

(3)管轄：因法律的制定、修正、廢止因而產

生機關管轄的變遷，如職務管轄、區域管

轄、事物管轄等之調整變遷或管轄區域調

整裁併。 

(4)人員配置：機關於設立時寬估人力，致冗

員過多，或預估之人力與業務量不相當，

致人力不足或因業務增減造成人力不足或

過剩，或機關功能增長或萎縮造成人力運

用的不合理與不適當等。 

(5)效率或績效：行政效率低落或效能不彰，

或行政績效不佳或營運績效不良等。 

(6)政策：因政策的制定或修正或改變或廢止

等，所為之變動。 

上開評鑑衡量因素，於機關之設立、調

整及裁撤，應詳加衡量，以促使機關運作的

靈活與彈性，俾使機關能夠應付主客觀環境

的變化，達到行政效率的提高與效能的增

進，同時使行政績效與行政成本效益的提升。 

3﹑程序： 

基本上，可從機關組織之設立、調整及

裁撤之程序，看出立法機關立法規範之密

度，若立法機關對於機關組織之設立等程序

均須以法律為之，並提由立法機關審議者，

則可知立法機關係採高密度的全面法律保

留。倘立法機關僅對某些層級之機關組織之

立法規範，以法律為規範，其餘機關則授權

由行政機關以命令定之，則立法機關之立法

規範之密度，則隨之降低，從而立法機關對

機關組織係採較低密度之規範，亦即立法機

關對機關組織之設立等程序係採相對的法律

保留。有關機關組織之設立、調整及裁撤，

組織基準法第十一條、第十二條設有明文之

規定，依據上開條文之規定，機關組織以法

律定之者，其設立、調整及裁撤之程序，於

一級機關部分，逕行提案送請立法院審議；

二、三級機關與獨立機關，由其上級機關或

上級指定之機關擬案，報請一級機關轉請立

法院審議。至於四級機關或組織法規以命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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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之機關部分，其設立或裁撤，由上級機

關或上級指定之機關擬案，報請一級機關核

定；於調整時，由本機關擬案，報請上級機

關核轉一級機關核定。從上開條文之規定可

知，組織基準法對於機關組織之立法規範雖

非如標準法所採之全面國會保留之高密度規

範，惟其立法規範之密度，與標準法相較結

果所降之密度，亦屬有限，可謂是採相對較

高密度之規範，亦即是採相對的法律保留。 

（二）機關間指揮監督、職權法定原則及重

要職務設置 

組織基準法第四章其章名為「機關權

限、職掌及重要職務之設置」，惟觀其條文實

際規範之內容，卻與章名不完全符合，揆其

條文之規定，實際是規範機關間指揮監督關

係、職權法定原則與附屬機關之設立、機關

首長法定職權與重要職務之設置等事項。有

關機關間指揮監督、職權法定原則及重要職

務設置，析陳如下： 

1﹑機關間之指揮監督： 

行政機關之相互關係，基本上有指揮監

督關係及合作關係，本文因討論範圍之需

求，僅就指揮監督關係予以研析，合作關係

則予從略。基本上，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之

執行法律具有指揮權，得作成指示，惟對於

一些特殊的機關為期能夠確保其獨立行使職

權，法律特別規定，上級機關不得行使指揮

權。至於監督關係，則指上級機關對下級機

關所為之監督。所謂監督，於法律意義上，

不僅限於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所為之視察，

同時亦包括指示在內，其所為之監督具有左

右下級機關的行為。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所

為之監督，主要有法律監督、事物監督、勤

務監督等項，法律監督是指上級機關對下級

機關所為個別行為合法性的審查，而事物監

督則為上級機關所為之合目的性及合法性的

審查，勤務監督則是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所

為人力物力配置當否的審查監督。基本上，

一個機關皆有其自身核心職掌事項與核心任

務，機關對於其自身核心事項與任務是不容

許他機關侵犯。一般而言，機關對其自身核

心職掌事項的行使、任務的執行、人力物力

之配置等事項均有其自身形成的自由，上級

機關不得任意指揮監督，僅得以建議或指示

來要求下級機關，同時上級機關不得侵犯下

級機關核心領域的職掌事項與其任務，更不

得在法律未明文規定或未在法律授權之下，

自行或指定他機關來接管下級機關的事物，

否則即重大影響下級機關存立之目的，是

以，為防止上級機關濫權及避免上級機關逾

越或侵犯下級機關職務之執行，宜對上級機

關之指揮監督權加以限制。對上級機關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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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限制，基本上，基於依法行政原則，上級

機關對下級機關可為指揮監督之範圍與界限

應以法規明文規定為宜，以避免上下級機關

間因指揮監督事項產生爭議。亦即，上級機

關對下級機關所為的指揮監督應以法規明文

予以規範，以防其流弊。組織基準法第十四

條規定，上級機關對所屬機關應依「法規」

行使指揮監督權，於不相隸屬機關間之指揮

監督，亦應以「法規」有明文規定者為限，

顯然係採指揮監督法定原則（主義）之立法

例，以防止上級機關濫權及避免上級機關逾

越或侵犯下級機關職務之執行。 

2﹑職權法定原則： 

機關職權法定原則，係指機關組織以法

律所規定之權限、職掌，即為該機關的管轄

權，機關僅能在其法定的管轄權範圍內進行

活動。基本上，學者通說認為，「管轄權」一

詞與「權限」是以同義詞視之。唯有學者認

為，管轄權與權限，仍有所不同，就主觀而

言，行政機關執行特定行政任務之權利或義

務為管轄權，就客觀而言，行政機關執行該

特定行政任務之權利或義務之內容或標的，

是為權限，是以，權限仍管轄權之標的（註

十七）。上開學者之見解雖有見地，惟若如此

細分，造成管轄權與權限不必要複雜之區

別，於適用上反而必須先區別何者為管轄

權、何者為權限後，才能進一歩適用法規，

增加適用上之繁複程序，實屬不必要。 

行政程序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五項規

定，行政機關之管轄權，依其組織法規或其

他行政法規定之；管轄權非依法規不得設定

或變更。此乃管轄權（權限）法定原則與管

轄恆定原則之明文。從而，行政機關之管轄

範圍，亦即其權限，必須以法規規定為準，

不得任意變更或設定。組織基準法第十五、

第十六條之規定，即為職權法定原則之體現。 

3﹑重要職務設置： 

何謂重要職務，此乃一不確定法律概

念，究竟機關組織中何等層級職務才屬於重

要，此乃仁智之見之問題。機關組織中之重

要職務，基本上，不外乎機關正、副首長、

正、副幕僚長等。該等職務之設置是制度上

的層級與功能單位。首長在於綜理機關事

物，對外代表機關，並指揮監督所屬機關與

人員，副首長及正、副幕僚長則是襄贊機關

首長處理各項事物。組織基準法對重要性職

務設置係規定在第十七條至第二十條，其所

規定之重要性職務為機關正、副首長、正、

副幕僚長等。 

於此須加以討論的是，組織基準法第二

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依據該條項規定，獨

立機關之首長、副首長及其合議制之成員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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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明定其任職期限及任命程序，相當二級機

關者，由一級機關首長提名經立法院同意後

任命之，其他機關由一級機關首長任命之。

本條項創設一級機關首長提名獨立機關首

長、副首長及合議制之成員之提名權及立法

院對該等人員之同意權，是否妥適，頗值斟

酌。對於二級機關之首長之任用，依據憲法

第五十六條規定，係由行政院院長提請總統

任命之。而相當二級機關之獨立機關之首

長、副首長及其合議制之成員，何以必須由

一級機關首長提名並經立法院同意始能任

用，此一規定是否牴觸憲法第五十六條之規

範，應予釐清。 

所謂獨立機關，依據組織基準法第三條

第二款之規定，係指依據法律獨立行使職

權，自主運作，除法律另有規定外，不受其

他機關指揮監督之合議制機關。其組織成員

依據組織基準法第二十一條之規定具有一定

的任期，法定的任命程序，其職務為專任，

其成員具有同一黨籍者不得超過一定比例。

亦即，獨立機關因其權限及職掌性質特殊，

行使職權必須嚴守客觀、中立及專業立場，

以確保公共利益，其機關之首長、副首長及

其合議制之成員之任期受有保障，合議制成

員為專任，並受黨籍一定比例之限制，對於

職務之執行之偏頗，有防微杜漸的功用。而

行政院院長之內閣人事權係憲法第五十六條

所賦予的專屬權利，而相當二級機關之獨立

機關，其首長相當於部會首長，首長之任用，

依憲法第五十六條規定，其人事權係屬行政

院院長憲法上專屬權利，組織基準法第二十

一條第一項規定，獨立機關首長、副首長及

其合議制成員，由行政院院長提名經立法院

同意後任命，其同意權繫諸於立法機關，如

此規定似已違反憲法權力分立原則，立法權

不當侵犯行政權。又一級機關之首長，依據

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一項規定，係由總統

任命之，勿庸經過立法院之同意，何以相當

二級機關之獨立機關之首長、副首長及其合

議制之成員，反而需要提經立法院之同意始

能任命，其規範不當之處即一目瞭然，從而，

組織基準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顯已牴

觸憲法第五十六條之規定。 

（三）內部單位之設置 

所謂單位，依據組織基準法第三條第四

款之規定，係指基於組織之業務分工，於機

關內部設立之組織。準此，內部單位，則是

指機關內部之部門。內部單位之設置，其所

涉及的是組織結構的問題，一般的組織結構

要能明顯的完成組織之效率（efficiency）、溝

通 （ communication ）、 工 作 滿 足 （ job 

satisfaction ）、 齊 一 組 織 （ organiz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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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ty）等功能，至於組織原則，其內涵則

可分為階梯原則、機能原則、幕僚原則、協

調原則、完整統一的原則、協同一致的原則、

指揮運如的原則、管理經濟的原則、事權確

實原則等原則（註十八）。機關內部部門之設

置，應遵循上開原則而為設計，才能達到組

織結構的真正功能與需求。基於分工原則，

於機關設立若干小規模之分支組織，是為內

部單位，該等單位於行政法上並非獨立之組

織，並無單獨的法定地位（註十九）。機關內

部究應設立多少單位，則須視各機關地位、

組織大小及職權範圍而定。 

基本上，內部單位之設置，其種類、名

稱及層級應予明確，且同樣須透過衡量，才

能達到組織需求，茲將相關問題析明如下： 

1﹑單位之種類、名稱及層級： 

基本上，內部單位可分為業務單位與幕

僚（輔助）單位，依組織基準法第二十三條

規定，所謂業務單位，係指執行本機關職掌

事項之單位，亦即是，專責直接的執行職能。

所謂幕僚單位，係指辦理秘書、總務、人事、

主計、研考、資訊、法制、政風、公關等支

援服務事項之單位。亦即是，不屬於組織中

的層級節制體系，係專門襄贊或支援業務單

位之單位。內部單位之命名應以「一目瞭然」

原則為之，才能夠以名指實，從而應以其職

掌事項為單位名稱之依據，讓民眾一看便知

道單位辦理之事項，不致於辦事無門的現象

產生。 

機關內部層級，不宜過多，否則容易造

成高架式的組織結構，同時應注意控制幅度

的大小，否則容易招致工作推展的障礙，機

關層級過多時，不但溝通費時，協調亦難期

一致，從而容易造成行政效率低落與行政效

能的不彰，無法立即回應系統外之環境變

化，是以，內部單位層級之設置，應因事制

宜，以富彈性，才能達成上下、內外體系分

明及秩序井然之目標。組織基準法第二十五

條規定，機關之內部單位層級分為二級，得

因機關性質及業務需求彈性調整，不必逐級

設立，但四級機關內部單位以設立一級為

限。即本於組織層級化而為規範。 

單位之定名，於一級內部單位，按機關

層級分別定名為：「處」（一級機關、相當二

級機關之獨立機關及二級機關之委員會之業

務單位）、「司」（二級機關之業務單位）、「組」

（三級機關業務單位）、「課」（四級機關業務

單位）、「處、室」（各級機關輔助單位），於

二級內部單位，定名為「科」。 

上開組織基準法之規定，可以匡正行政

機關與內部單位名稱上下互相混淆，體例不

一之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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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單位設置之衡量因素： 

內部單位之設置或調整，基本上，必須

經過衡量，唯有透過衡量，才能設計出符合

機關組織之需求。然而，於進行衡量時，一

般而言，其衡量因素有單位職能之類同性

質、單位間業務量的均衡性、單位間權責事

項劃分的明確性、內部控制幅度之考量、溝

通的協同性、指揮監督的機動性與便利性、

管理經濟、整體配合、規模適中等因素。組

織基準法第二十二條之規定即本此意旨而為

規範。 

（四）機關主管業務劃分與規模建制標準 

組織基準法第六章章名為「機關規模與

建制標準」，此章名與其規範之內容並未完全

吻合，顯示立法者對於法案之審查，並無深

入且未盡全力，殊感腕惜。關於機關主管業

務劃分與規模建制標準之探討，分別析研如

下： 

1﹑機關主管業務劃分： 

一般而言，對於機關主管業務之劃分均

以「功能」為劃分之基準。對於功能一致或

相同者，宜歸於同一機關掌理，對於相對立

或相制衡之業務，宜歸由不同機關掌理，縱

於日後因政策之改變，機關職掌之調整或修

正，亦應以「功能」為區劃之基準。組織基

準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對於機關主管業務劃

分之基準，係採「功能」與「政策」為區劃

基準。基本上，一個政策從規劃到執行，均

是以功能為其主軸，從而機關主管業務劃分

之基準，以功能為其基準即可，實勿庸以政

策與功能並列。 

於此須加以討論的是，組織基準法第二

十九條第二項，部總數之規定。依據該條項

之規定，部之總數以十三個為限，惟總數何

以十三個為限？是否有其特殊理由？其規定

之依據或者理論基礎為何？頗值探討。經查

其立法理由謂：「日本一九九八年六月公布之

『中央省廳改革基本法』將當時日本一府二

十一省廳之中央行政組織架構，於二 OO 一

年精簡為一府十省二廳；韓國中央行政機

關，目前亦僅設置十八部；新加坡則更只有

十四部，均遠較我國現行中央行政機關三十

五個部會之水平規模更為精實。為呼應國人

改革期望，滿足未來政府施政效能，遂參酌

上開與我國情且經濟結構相近之競爭鄰國，

全盤調整中央行政組織架構，明定各部建制

原則，並限制部之總數以十二個為限（按嗣

後經政黨協商結果為十三部），藉以落實精簡

規模，提昇效能，增進福祉之改革目標」（註

二十）。 

由上開立法理由觀之，其立法基準係採

比較政府方式為之，而僅以中央行政機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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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數與經濟結構為其選項，其餘可供參酌之

事項立法機關似乎沒有再進一歩較廣泛的研

探，殊感可惜。基本上，若從比較政府之觀

點為其立法之立論基礎，那麼必須從比較之

各國之國情、歷史因素、人口素質、人口總

數、教育資源、政經背景、地理環境、政治

及法律制度、天然資源、國民生產力、民族

特性等等因素進行比較，互為參酌。似乎不

能僅憑以國家中央行政機關之總數與經濟結

構作為立法的立論基礎。立法機關如果沒有

以一個較為宏觀理論或實務操作之結果作為

立法依據，那麼，立法之結果，可能與其比

較或模仿之國家制度間產生極大的落差，不

但無法與仿效之國家之制度作出內涵上的真

正之比較，從而容易造成立法上的偏失，況

且制度上之引進或模仿常有「橘逾淮則枳」

的現象，立法機關似乎並未予正視。其實立

法機關應審酌上開因素，而不要急於改革，

否則日後恐徒留不必要紛擾與行政機關運作

之困境。當然改革之成效如何，則有待日後

運作之檢驗。又部之總數，其最後的數目，

立法機關並非以學理為其立法依據，亦無透

過衡量活動，而為規劃設計，而是以「政黨

協商」為其立法基準，此種立法現象在我國

而言，是為立法常態，惟立法機關以「政黨

協商」方式運作法案時，似宜有學者專家之

參與較為妥適，如此不但可使法案政治運作

較為圓熟，同時可使法案的內容其實然面與

應然面趨於一致，以避免政治運作結果使法

案內容過於粗糙。 

2﹑規模建制標準： 

行政組織的考量要素與運作時，應注意

對各該行政任務的實現做必要的配合，但亦

應具備足夠的彈性，俾其能適當處理該當任

務及其相關條件的變遷（註二十一）。是以，

行政組織規模之大小與其建制，應依此原則

為之，才能使組織有足夠能力應付內、外系

統環境的變化。組織規模及建制，依據組織

分工原則，組織結構的職能分化，可分為平

行的分化與垂直的分化，組織之結構則由平

行的分化與垂直的分化合組而成。亦即，組

織之結構係由平行的部門分化與垂直的層級

分化所構成。 

組織規模建制其衡量之因素以其功能為

主軸，同時須考量組織權限、管轄事項及區

域、業務量大小及其繁簡難易、政策規劃執

行、控制幅度、行政任務、管理經濟、指揮

監督之便捷與迅速、溝通協同性等因素。透

過衡量活動所建立起之組織規模建制標準，

才能合符實用，否則，不但無法達到改革目

的，欲增進行政效率與行政效能及達成行政

任務，無異是海市蜃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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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基準法對於組織規模建制標準似乎

並不採取上開衡量原則，而係採組織容積觀

念，以總量管制方式作為規模建制標準（註

二十二），其所參採的係日、韓等國之法制，

惟立法機關所採取的總量管制，其總量設計

之基準為何，其衡量因素為何，並未見立法

理由說明，只見其政黨協商，惟採政黨協商

方式作為立法手段，於政治運作過程中欲加

入學說理論或其他立法基準或衡量原則，諒

係有其困難。因有上開的困難，立法機關於

政黨協商時，許多的重要面向就無法顧及，

從而容易造成立法的缺失。就組織基準法之

組織規模建制之立法而言，似乎容易讓人認

為立法機關是以組織容積概念與總量管制之

名，而行組織控制之實。至於各機關、單位

之數量除了仿日、韓等國之機關總數外，並

無學理依據或其他理論作為立法之設置基準

或準據，而是以政黨協商方式決定機關、單

位之總數。如此的立法模式，因存有其政治

運作上先天之缺陷，從而似乎亦讓人認為立

法機關容易流於立法之恣意。 

組織基準法第三十條至第三十四條對組

織規模建制標準之規定，即屬政黨協商之產

物，經政黨協商結果，組織規模建制標準為：

「各部組織規模建制標準於其業務單位設六

至八司，各司設四至八科，而司之總數以一

０四個為限；行政院設附屬機關委員會以四

個為限，委員會之業務單位設四至六處，各

處設三至六科；相當二級機關之獨立機關以

五個為限，其業務單位設四至六處，各處設

三至六科；各部及與其相當之獨立機關，得

設附屬機關署、局，署、局之總數除地方分

支機關外，以五十個為限，而署、局之業務

單位設四至六組，各組設三至六科；行政院

及各級機關輔助單位不得超過六個處、室，

每單位以三至六科為限」。上開組織基準法之

規定之妥適性，頗值商榷，立法機關自稱以

組織容積觀念與總量管制為其立法依據，惟

對組織權限、管轄事項、業務量多寡與其繁

簡難易、政策規劃執行、控制幅度、行政任

務、管理經濟、指揮監督之便捷與迅速、溝

通協同性等因素，並未權衡，如此之立法方

式，對於以功能或政策為行政任務為取向之

行政組織而言，先天上即存在缺陷，以總量

管制方式作為規模建制標準，對於行政效率

與效能之達成，其關聯性與因果性並無必然

的關係，是以，上開組織基準法之規範，實

有重新檢討之必要。 

肆、結論 

組織基準法係政府機關改造之基本法，

其所涉及的不只是行政法上的行政組織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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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論，同時也是行政學上的組織理論、組織

結構的問題。從而，組織基準法之內容為行

政法與行政學理論之交錯地帶，於此交錯地

帶蘊含組織改造的原理原則。基本上，組織

法與作用法兩者之間欲回歸其純然性，而完

全明確區隔組織法與作用法，避免組織法中

有作用法之功能或作用法中有組織法之作

用，於實然面，殊難想像。 

組織基準法對於行政機關、單位名稱的

訂定，基本上，有釐清及匡正現行行政機關、

單位名稱紊亂、上下混淆、內外體例不分以

及無法以名指實等缺失。惟組織基準法對於

機關建制權、機關設置權與機關配置權之立

法規範，其規範密度顯屬過高，從而使行政

機關對組織權之形成自由的空間受到限縮，

無法立即應付主客觀環境的變化。又對於相

當二級機關之獨立機關其首長、副首長及其

合議制成員之任用須經立法院之同意，組織

基準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如此之規定，與憲

法第五十六條規定牴觸。 

中央行政機關之總數，立法機關僅以

日、韓、新等外國之國家機關總數及其經濟

結構作為我國中央機關總數之立法參酌之依

據，此等立法即顯示出立法機關對於改革的

躁進，同時也顯示出我國立法機關對於國家

重要事項之立法非以學理為根據，而是以政

黨協商取代，如此的立法品質，頗值堪憂。 

機關、單位之數量其總量之立法依據，

立法機關係採組織容積觀念，以總量管制方

式作為規模建制標準，並未經過衡量活動進

行衡量，對於以功能或政策為行政任務取向

之行政組織而言，欲發揮其組織功能與效

率，先天上即受到限制。當然改革之成效如

何，則有待日後行政機關運作之檢驗。（本文

作者為雲林縣口湖鄉立托兒所所長） 

註釋 

註一 立法院，《立法院議案關係文書（立法

院第五屆第五會期第十六次會議議案

關係文書，院總字第一七六七號）》，

93年 5 月 12 日印發，頁討 11。 

註二 立法院，前揭文書，頁討 20。 

註三 立法院黨團協商會議，協商結論原稿

影本，頁 5-6。 

註四 立法院，前揭文書，頁討 27。 

註五 陳敏，《行政法總論》，作者自版，92

年 1月，頁 903-904。 

註六 立法院，前揭文書，頁討 30-31。 

註七 立法院，前揭文書，頁討 31。 

註八 黃異，《行政法總論》，台北：三民書

局，90 年 6月修訂四版一刷，頁 260。 

註九 張潤書，《行政學（一）》，國立空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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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十五 朱武獻、周志宏，前揭文，頁 284。 

註十六 王文忠，〈行政法上之衡量原則在考

銓政策確定之運用與地位〉，刊：《考

選周刊》909期，92 年 4月 17日，

第三版。 

註十七 陳敏，前揭書，頁 882。 

註十八 張潤書，前揭書，頁 192-195。 

註十九 吳庚，《行政法之理論與實用》，作

者自版，92 年 8月增訂八版，頁 182。 

註二十 立法院，前揭文書，頁討 56-57。 

註二十一 陳愛娥，〈行政任務取向的行政組

織法－重新建構行政組織法的考

量觀點〉，刊：《月旦法學教室》

第五期，2003 年 3月，頁 73。 

註二十二 立法院，前揭文書，頁討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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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醫師考試改進之研究 

 

李震洲 

摘  要 

從法醫學緣起、法醫學與刑事鑑識學之區隔，探討教育體系中台灣大學

醫學院法醫學研究所碩士班與中央警察大學鑑識科學系所課程內容差別，以

及目前法醫師教育培養、養成訓練及考試制度現況，兼論及法醫人力進用困

難之原因，並對法務部草擬之法醫師法草案立法內容涉及考試權相關條文加

以析論，最後對法醫師教、考、用制度提出具體改進建議。簡而言之，國內

法醫師人力不足是一個長期以來始終存在的問題，要能夠有效解決問題，主

要還在教育體系放量，增加法醫師培育人數；但同時必須將法醫師與醫師加

以分流，才不會造成法醫師人力流失。同時職務列等提高、待遇增加、工作

環境改善等也必須配套推動。司法人員特考法醫師類科，未來也應該分組報

名及考試，以配合法醫教育改革趨勢。 
 

關鍵字：法醫學（Forensic Medicine）、刑事鑑識學（Criminal  Science）、法
醫師考試、法醫師與醫師分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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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Improvement of 
Examinations for Forensic Medical Examiner 

By Lee Chen-Chou  

Abstract 

Based on the segment of the Origin of Forensic Medicine, Forensic Medicine and Criminal 
Science, the difference of courses provided by the Department and Graduate Institute of Forensic 
Medicine, College of Medicin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nd Department of Forensic Science, 
Central Police University are discussed in this article,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ducating, 
cultivating, training forensic medical examiners and the examination system being mentioned. It also 
discusses the reasons for the difficulty in recruiting forensic medical examiners, analyzes related 
articles concerning the right to take examinations in the Forensic Medical Examiner Law (Draft) drew 
up by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and finally, it raises practical recommendations on how to improve the 
system of education, examination and employment of forensic medical examiners. Actually, the 
insufficiency of forensic medical examiners in Taiwan has been an issue for long time and effective 
solution of the problem lies in the release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forensic 
medical examiners, and at the same time, differentiating them from physicians, to avoid brain drain. At 
the same time, other matching measures such as a raise in the grading of position, increase of 
treatment, and improvement on working environment etc. should also be promoted. In the future, the 
section of forensic medical examiners in the special examinations for judicial personnel should also 
have a group registration and examination, to cooperate with the reformation trend of forensic medical 
examiners education.  

 
Keywords: Forensic Medicine, Criminal Science, Examination for Forensic Medical Examiners, 

Stratification of Forensic Medical Examiners and Physic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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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法醫學緣起 

法醫學（Forensic Medicine）為研究有關

法律之醫學及自然科學上的問題並藉著醫學

知識來鑑定犯罪之證據，以提供法官作為公

正裁判之依據。換言之，法官之審判案件，

經常必須要有醫學基礎的支撐，看到法醫提

出來的鑑定報告，許多疑點才能解釋釐清，

所以法醫學又稱為裁判醫學或法律醫學。 

法醫學之應用，最早起源於中國。宋朝

理宗淳祐年間鄭興裔著檢驗格目，宋慈著洗

冤集錄，其後趙逸濟亦作平冤錄，至清朝更

有張鶴山洗冤錄續集、王又槐洗冤錄增輯、

王輿無冤錄等，其中內容均係根據各種命案

和實際經驗，再經過不斷的求證而後增修補

充，是檢驗技術上的實用書籍，其中尤以宋

慈洗冤集錄之影響最為深遠（註一）。該書廣

泛性、系統性對屍體外表檢查並累積經驗，

對屍體變化現象、窒息、創傷、現場檢查等，

都有詳細觀察與歸納。不過在當時中國的社

會環境，負責檢驗、相驗的仵作，社會地位

並不崇高，也沒有進一步就屍體進行解剖。

至於在西方世界，Mises法典有處女凌辱、獸

姦之記載，Talmud法典有不妊症及胎兒生死

記載，羅馬時代 Jaline Caser被暗殺時曾有醫

師在其傷勢鑑定中確認第二創傷係致命傷之

記錄；依法官之命令立誓而鑑定者，首見於

西元 1249 年義大利外科醫師 Hugon Lucca；

至 16世紀末，多位醫學專家編纂了法醫學著

作問世，法醫學才逐步的成為獨立專門學

科；到了 18、19世紀，歐洲的法醫學術有相

當進展並產生許多法醫學者，成為近代法醫

學的發源地（註二）。 

就我國法醫學發展來看，民國成立以

後，雖然 1912 年刑事訴訟律，已制定有關法

醫解剖及鑑定人才之法律依據，但因當時並

未培育及進用專業法醫師，因此均聘請一般

醫師來擔任法醫工作。1930 年林几在北京大

學醫學院設立中華民國第一個法醫教室，並

由林几擔任主任。1932 年司法單位急需法醫

師，因此由司法部派林几成立上海司法部法

醫研究所；1935 年再設立廣東司法部法醫研

究所，招收醫師加以一年之訓練，並由司法

部發給法醫師證書，惟實施成果不佳。因此

1942 年開始在司法人員高等考試中招考法醫

師，並以普通考試招考檢驗員，結果僅招到 2

名醫師，檢驗員甚至無人報考。1945 年 5月

16 日國民政府公布司法行政部法醫研究所組

織條例，其中第 1 條明訂「法醫研究所隸屬

於司法行政部，掌理法醫學之研究、民刑事

案件之鑑定檢驗及法醫人才之培育事項」；

1947 年第二次司法人員高普考試法醫師及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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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員類科同時舉行，應考者亦很有限。政府

遂瞭解法醫師來源必須透過教育體系去培育

養成，1948 年中央大學成立法醫研究所，下

設法醫師師資班及法醫師訓練班，同時在中

山大學醫學院成立司法檢驗專修科，以培養

層級較低之法醫檢驗員。1949 年中央政府播

遷台灣以後，司法行政部囿於過去大陸時期

法醫師培育失敗經驗，爰以「本部原有法醫

研究所，自政府遷台，該所原有設備及技術

人員均已散失。⋯鑑於台灣醫事設備比較完

整，該項業務可以委託醫院或衛生機構辦

理。」理由，訓令法醫研究所於 1950 年 4月

30 日予以結束。但是遺憾的是台灣的醫院或

衛生機構並未負起培育法醫學教師及法醫師

責任，遂使台灣法醫學的發展進入黑暗期（註

三）。直到 1990 年法務部高等法院檢察署成

立任務編組之法醫中心，由台大醫學院法醫

科方中民主任召集台大、三總、國防、成大、

高醫等醫學院所病理醫師，負責全台灣主要

法醫解剖鑑定工作。1997 年 4月 23日法務部

法醫研究所組織條例公布施行，該所並在

1998 年 7月 1日正式成立，目前也正積極推

展法醫學研究及培育法醫人才工作；該所設

有法醫病理組、毒物化學組、血清證物組 3

組，掌理生體、病理及死因之檢驗、鑑定及

研究，毒物、生物及藥物化學之檢驗、鑑定

及研究，證物之檢驗、鑑定及研究，法醫學

上疑難鑑驗之解釋及研究等事項。 

貳、法醫學與刑事鑑識學之區隔 

醫學大體分為基礎醫學與應用醫學，基

礎醫學再分為解剖學、生理學、藥理學、細

菌學、病理學、生物化學、寄生蟲學等；而

應用醫學則分為治療醫學、預防醫學、法醫

學 3 類。其中法醫學除需具備解剖、生理、

病理、生化、藥理等基礎醫學外，還需兼通

內外各科臨床醫學及公共衛生學，才能運用

自如。由於法醫學鑑定之對象，包括活體、

屍體、物品、現場、書類檢查等，所以其探

討研究範圍極其廣泛，舉凡血痕、毛髮、精

液、骨骼及齒牙檢查，指紋檢查，屍體鑑別

及變化，妊娠及分娩、墮胎，性法醫學，自

然及窒息死亡，損傷，中毒，精神疾病，親

子鑑別等，都屬法醫學重點（註四）。所以未

必僅在刑事犯罪案件裡，才會借重法醫學之

專業功能，在民事案件中，也有越來越多的

訴訟必須依賴法醫專業鑑定加以解決；比如

親子關係之認定，透過人類遺傳特性法則來

進行血型檢定或 DNA檢驗，以查明父母與子

女是否具有血緣關係；又比如醫師因為錯誤

或不當的醫療程序導致患者死亡，除刑法上

業務過失致人於死罪而外，民法上的損害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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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就要有法醫學的專業證據才能釐清責任

歸屬（註五）。簡而言之，傳統法醫學

（Traditional Forensic Medicine）涵蓋了法醫

病理學、法醫毒物學、法醫血清學，而現代

的臨床法醫學（Clinical  Forensic Medicine）

則擴大至活人的部分，如法醫精神醫學等，

所以法醫學的發展範圍其實是越來越廣的。 

刑事鑑識學（Criminal  Science）則為應

用自然科學的知識方法，對於物證予以鑑

定、個化及評估，用以重建犯罪現場，提供

偵察方向，俾提供法官作為判決參考依據。

其探討重點包括：證物與現場處理、體液證

物、槍擊證物與工具痕跡、指紋證物及個人

鑑識、文書證物、微量證物、濫用藥物、毒

物、刑事攝影等，另亦需要刑事齒科學、刑

事精神病學、臨床心裡學、刑事病理學等相

關知識輔助（註六）。 

若就法醫學與刑事鑑識學加以比較，前

者是將醫學知識應用在司法上，主要是就死

因之鑑定，經由法醫師解剖屍體以判定死亡

原因及死亡方式；後者則是對犯罪現場調查

及物理證據之蒐證，由鑑識人員對物證作分

析鑑定與判讀，以及現場重建。前者專業知

識在於有能力去作病理解剖及死因鑑定，並

蒐集分析屍體之證據，檢驗死因及方式；後

者專長在現場蒐集證據及現場重建，包括指

紋、輪胎及鞋印、工具痕跡比對、火藥殘餘

物檢驗、以及生物跡證（包括血液、唾液、

精斑、DNA鑑定）等。以國內情形來說，前

者組織為法務部法醫研究所及各地方法院檢

察署法醫師，後者組織則為內政部警政署刑

事警察局鑑識科。就工作性質及流程來看，

二者各自獨立，但在整體團隊中互為不可或

缺之工作伙伴。 

從公務人事制度角度來看，前二者職系

說明書內涵有明顯區隔。其中法醫職系職務

係基於傷亡鑑定之知能，對屍體外傷檢定，

內臟分析化驗，死者生前年齡、職業、嗜好

之特殊狀態鑑定，致死原因確證等，從事計

畫、研究、擬議、審核、督導及執行等工作。

刑事鑑識職系職務則為基於運用科學方法，

為刑事罪證之鑑識，對警用物理化學、電氣

機械、土木、犯罪現場指紋、足印、痕跡、

照像、複製、放大、分析、鑑定、紀錄、血

跡、血型、毛髮、毒物化驗、凶器、筆跡及

現場物證鑑別、犯罪心理及一般刑事鑑定

等，從事計畫、研究、擬議、審核、督導及

執行等工作。 

參、法醫學研究所與鑑識科學系所比較 

台灣大學醫學院之下，分有內科、外科、

婦產科、小兒科、皮膚科、復健科、精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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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科等多科，其中亦列有法醫學科。1984

年恢復設立之法醫學科，並在大學部醫學系 6

年級開設法醫學、牙醫系 5 年級開設牙科法

醫學、法律系 3、4 年級開設基礎法醫學與實

用法醫學；教授內容則有法醫病理學、法醫

毒物學、法醫血清學、法醫分子生物學、法

醫精神學等課程。基本上法醫學科只授課而

不招生。 

92年 3月 15日台灣大學校務會議修正通

過增設醫學院法醫學研究所碩士班，該所設

立目的為培育現代化法醫人才、提升法醫學

研究以達國際水準、支援法醫解剖協助法醫

鑑定以維護基本人權、為國家永續儲備法醫

人才；發展重點則是法醫病理、死因、親子、

毒物、DNA、精神、牙齒、臨床等方面之鑑

定。原計劃招收碩士班研究生 15名（其中限

醫學系、牙醫學系報考之甲組擬招收 7 名、

限其他醫學或生物相關科系報考之乙組擬招

收 8 名），分別修習 31 學分（包括法醫病理

學、法醫毒物學、法醫分子生物學、法醫精

神學、醫療糾紛、民刑事訴訟法、刑事證據

法、法醫遺傳學、刑事偵察學等）或 45學分

（除法醫及法律專業課程外，增列部分基礎

醫學課程，包括人體解剖學、病理學、醫用

化學、組織學、胚胎學、內科學、外科學等）

並通過論文考試，即授予法醫學碩士學位（註

七）。93 年 7月第一屆法醫學研究所招生考試

共有 54人報考，錄取醫學系畢業醫師 1人，

醫學相關系科畢業者 5 人，總算對專業法醫

師之培育跨出了重要的一步（註八）。 

中央警察大學在民國 78年成立鑑識科學

系，民國 85 年成立鑑識科學研究所碩士班，

是目前國內惟一培育鑑識科學人才之學府，

該系所主要培養學生運用鑑識科學知識與技

術，從事跡證採取與鑑定，以期引導犯罪偵

察走向，提昇破案績效。以大學部為例，需

修習分析化學、生物鑑識、消防化學、法醫

學、毒物化學、分子生物學、指紋學、光譜

鑑析等，最低畢業學分數為 128 學分；碩士

班部分，除必修鑑識科學研究法、電腦輔助

鑑識、現場重建、法醫學等課程外，另有化

學鑑識、生物鑑識兩大領域選修科目，最低

畢業學分數為 24學分。 

肆、法醫師教育培養、養成訓練及人

力進用狀況 

監察院 84 年度中央巡察司法機關後，陳

光宇、趙昌平 2 位監察委員自動調查「各地

方法院檢察署法醫師異常缺額，影響檢察官

辦理相驗案件之進行及正確，十分嚴重，違

背憲法及相關法規保障人權之本旨」，調查報

告中指出：檢察官為法律專家，對於相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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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之判斷，有賴法醫師憑其專業醫學及經

驗，協助檢察官正確明瞭死者之死因，因此

法醫師相驗屍體為檢察官偵察非病死案件之

重要程序；而法醫師之素質及員額充足與

否，將直接影響死者冤情能否得以申張之關

鍵所在。查法務部所屬各級法院檢察署 85 年

度編制員額，為主任法醫師 4人，法醫師 28

人，檢驗員 27人，合計 59人；而同年度實

有員額為主任法醫師 3人，法醫師 17人，檢

驗員 25人，合計 45人；實際缺額計主任法

醫師 1人，法醫師 11人，檢驗員 2人，合計

缺額 14人。法醫師編制員額與實際缺額，尚

有相當差距。且現有法醫師中，有即將退休

者，有正在延退階段者，有檢驗員在法醫師

人事費項下支薪者，整體來看法醫師年齡有

偏高情形；甚至多數相驗工作，是由榮譽法

醫師或特約法醫師來擔任。該報告最後並提

出多項建議，包括：提高法醫師待遇，將法

醫師職缺提報司法人員特考俾便取材，甄選

病理專科醫師擔任法醫師，在大學醫學院廣

設法醫學科（組），籌設法醫研究所，改善法

醫師工作環境等（註九）。 

目前依各機關學校適用醫事人員人事條

例職務一覽表規定，法務部各級檢察機關之

主任法醫師、法醫師，為應適用醫事人員人

事條例職務；各機關學校師級醫事職務級別

訂列基準第 2點規定，主任法醫師列師（二）

級，法醫師每滿 3 人得列師（二）級 1 人，

其餘法醫師列師（三）級。而醫事人員人事

條例第 5 條復規定，經公務人員考試醫事相

關類科考試及格並取得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

發之醫事專門職業證書者，或經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考試醫事相關類科考試及格並取得

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發之醫事專門職業證書

者，取得各級醫事人員任用資格。目前法醫

師進用途徑有下列 4 種管道：其一、公開甄

選：依據公務人員陞遷法第 5條第 2項規定，

職務出缺如由他機關人員陞任時應公開甄

選，法務部所屬各檢察機關之法醫師出缺，

外補時必須登報或上網公告，辦理公開甄

選。如法務部曾在 90 年 7月登報及上網公告

公開甄選主任法醫師及法醫師，結果甄選進

用台北地方法院檢察署法醫師 1名，91 年 12

月經公開甄選進用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法醫

師 1 名。其二、公費培育進用：為解決法醫

師人力不足，法務部在 79 年至 82 年間曾委

託國立成功大學代招學士後醫學系法醫師公

費生計有 14 名，目前已賠償公費並解約 4

名，另 10名已畢業分赴各公私立醫療機構實

習中。其三、特約法醫師：依法務部所屬檢

察機關及監院所遴聘特約法醫師醫師實施要

點第 2 點規定，就具有下列條件者遴聘為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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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法醫師，（一）年齡在 70 歲以下，身心健

康且具有醫師法規定之醫師資格者；（二）品

行端正，未曾受刑事處分者；（三）富有工作

熱忱者。其四、榮譽法醫師：為解決各地檢

署法醫師不足，由各地檢署視業務需要聘請

具病理分析專長之公私立醫療機構醫師擔任

榮譽法醫師，按次計支報酬。 

根據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之統計資料，

截至 2004 年 4月底為止，台灣高等法院檢察

署暨所屬各地方法院檢察署，主任法醫師預

算員額有 4 人，現有 0 人，缺額 4 人；法醫

師預算員額有 16人，現有 5人，缺額 11人；

檢驗員預算員額為 36人，現有 35人，缺額 1

人；以上法醫師及檢驗員合計預算員額為 56

人，現有 40 人，缺額 16 人。其中檢驗員部

分幾乎滿額，法醫師部分則仍大量懸缺。實

際相驗工作進行，各地方法院檢察署仍必須

依賴 218位按件計酬之榮譽法醫師，3位聘任

特約法醫師，2位聘任兼任法醫師來處理（註

十）。另根據法務部法醫研究所之檢討，國內

法醫師人力長期不足原因有以下多項：一、

培養法醫師困難：因為要訓練一位醫師成為

一位法醫病理專科醫師，需要很長的時間，

國外平均至少需要 12年才能培養出一位有經

驗的法醫病理專科醫師。二、待遇低報酬不

合理：法醫病理專科醫師專業程度高，比一

般醫院之解剖病理更為專精，但一位師（三）

級法醫師，包括本薪、專業加給、檢驗屍傷

職務加給、相驗費、鑑定費等，每月薪資約

在 10 至 15 萬元之間，相較於一般醫師任職

於公私立醫療院所收入所得，確實相對偏

低。三、專業未受重視解剖設備不足：解剖

需要設備及經費，因經費不足致設備缺乏，

加之法醫師專業在檢察體系中未受足夠重

視，致專業不能充分發揮。四、升遷管道狹

窄：依法院組織法規定，高等法院以下各級

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置法醫師，法醫師在 2

人以上者置主任法醫師，迄今全國只有 4 位

主任法醫師職缺，法醫師職等為薦任第 7 至

第 9 職等，主任法醫師為薦任第 9 至簡任第

10 職等；但地方法院檢察署法醫師得列委任

第 5職等。相較於同為地檢署層級之檢察官，

列薦任第 8 至第 9 職等或簡任第 10 至第 11

職等，主任檢察官列薦任第 9 職等或簡任第

10至第 11職等，法醫師列等明顯偏低（註十

一）。五、工作環境惡劣：法醫師職掌驗屍，

必須上山下海或於太平間工作，與一般醫師

工作環境迥異；各地檢署解剖屍體場所更多

在各縣市殯儀館，解剖室環境髒亂不堪，工

作環境及條件甚差。由於以上多項原因交互

影響，遂造成不少勘驗或解剖案件由非法醫

師專業之一般醫師擔任，導致採證不良、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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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品質及解讀未盡正確，影響司法裁判公信

力（註十二）。 

伍、現行國家考試法醫師相關類科辦

理情形及其缺失 

現行國家考試中有 3 種管道辦理法醫師

相關類科考試：其一、高考三級考試刑事鑑

識職組法醫職系法醫師類科：本類科最早係

79 年 4月考選部公告全國性公務人員高考二

級考試類科及應試科目表時首次增列（當時

高考二級考試法定應考資格為公私立專科以

上學校畢業），其後公務人員考試法 85 年 1

月修正高考分為三級，85 年 4月 24日修正發

布之公務人員高考三級考試分試考試應考資

格表即予調整後列入，其應考資格為公私立

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

上學校醫科或醫學系畢業得有證書者，並領

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醫師執業證書者；應

試科目則為第一試考解剖學、生理學與病理

學等 2 科，第二試考解剖學、生理學與病理

學、刑事訴訟法、內外科學、法醫病理學、

法醫毒物學與診斷學、國文等 7科（註十三）。

高考三級自列入法醫師類科以後，迄今用人

機關法務部從未提報過法醫師職缺。其二、

高考三級考試刑事鑑識職組法醫職系法醫病

理醫師類科：85 年 1月修正之公務人員考試

法第 4 條明定「高科技或稀少性工作類科之

技術人員，經公開競爭考試，取才仍有困難

者，得另訂考試辦法辦理之。前項考試錄取

人員，僅取得申請考試機關有關職務任用資

格，不得調任。」因此考選部設計了引用公

務人員考試法第 3條為法源依據，應考資格、

應試科目、考試方式和一般公務人員特考相

同，採普通限制轉調原則之高科技或稀少性

技術人員特考規則，以及引用公務人員考試

法第 4 條為法源依據，需先公開競爭考試無

人錄取或錄取不足始得辦理，採嚴格限制轉

調措施之取才困難高科技或稀少性技術人員

考試辦法。前者公開競爭之高科技或稀少性

技術人員特考，曾在 87 年 1月辦理過一次，

其中稀少性三等考試法醫職系設有法醫病理

醫師類科，計有桃園、台中、南投、宜蘭、

澎湖 5 個地方法院檢察署各提報法醫師缺額

1名，共計 5名；法醫病理醫師應考資格為公

私立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

科以上學校醫科或醫學所系科畢業得有證書

者，並具有行政院衛生署頒發解剖病理專科

醫師證書者；應試科目則為普通科目中華民

國憲法、國文 2 科，專業科目病理學、法醫

學、法醫毒物學及微證物檢查學、法醫病理

解剖實務、法醫相驗實務、法醫死因調查鑑

定書寫作等 6科；結果該類科有 21人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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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全程到考，暫訂需用名額 5名，共錄取 4

名（最低錄取標準 50分），錄取名額尚不足 1

名（註十四）。根據法務部資料，錄取之 4

名法醫病理醫師均全數報到，惟其中有 2 人

已於 88 年辭職。另 86 年 7月 17日考試院第

9 屆第 42次會議曾決議：由於政府機關用人

甚急及時效因素考量，高科技或稀少性技術

人員考試於 87 年 1月舉辦完畢後，併入高普

考試辦理；至於取才困難之類科（包括無人

錄取及錄取不足情形），則依特種考試取才困

難高科技或稀少性技術人員考試辦法規定迅

速辦理考試。考選部爰配合修正高考三級及

普考應考資格表、應試科目表，增列高科技

及稀少性相關類科，及增訂高考三級及普考

分試考試規則第 7條之 1，賦予舉辦取才困難

高科技或稀少性特考法源依據，及釐清高普

考試與本考試之間因果關係（註十五）。 

其三、司法人員特考中之法醫師類科：

中央政府遷台以後，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

人員考試規則最早係民國 43 年 6 月 12 日訂

定發布，其甲級司法人員（相當高等考試）

分為推事檢察官、監獄官、法醫師 3 類科，

乙級司法人員（相當普通考試）分為法院書

記官、監獄官、檢驗員 3 類科。法醫師應考

資格為公立或立案之私立專科以上學校或經

教育部或考試主管機關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

學校修習醫學 4 年以上畢業得有證書者（此

和推事檢察官應考資格需公立或立案之私立

專科以上學校或教育部或考試主管機關承認

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法律政治各系科畢業得

有證書者，不限最低修習年限明顯不同）；經

高等檢定考試法醫師考試及格者；有醫學專

門著作經審查合格者。法醫師類科應試科目

則為國父遺教、國文、本國歷史及地理、憲

法、醫化學、解剖學及診斷學、病理學及精

神病學、法醫學、藥物學、刑事訴訟法等 10

科。其後基於尊重教育主管機關職權，應考

資格各類科通案將「考試主管機關承認（國

外學歷）」文字刪除，亦將有專門著作經審查

合格條款刪除。78 年 8月 21日法醫師應考資

格修正為「一、公立或立案之私立專科以上

學校或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醫

科或醫學系畢業得有證書者。二、經高等檢

定考試相當類科及格者。」另法務部為提振

檢驗員士氣，曾於民國 79 年 1 月建議考選

部，乙等法醫師應考資格增列第 3 款「現任

各級法院檢察署檢驗員擔任屍傷檢驗工作 3

年以上，最近 3 年考績 1 年列甲等，2 年列乙

等以上者。」俾利現職資深優秀檢驗員應考，

以充實法醫人力。但因無學歷或低一等級考

試及格資格限制，與公務人員考試法中高等

考試應考資格專科以上學校畢業、高檢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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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科及格、普考相當類科及格滿 3 年規定不

符，考選部爰函覆建議改為「經普通考試或

相當普通考試之特種考試法院檢驗員考試及

格後，並任法院檢驗員，擔任屍傷檢驗工作 3

年以上者。」（註十六）83 年 8月 24日司法

人員考試應考資格表再修正，增列乙等檢驗

員，刪除丙等法院檢驗員，以招收大專院校

醫學、牙醫、藥學、復健、護理、公共衛生、

醫事檢驗背景人才投身檢驗員，以補法醫師

人力不足。 

早期司法人員特考中設置法醫師類科，

僅是聊備一格，用人機關並未提報法醫師職

缺，自民國 77 年開始法務部始於請辦是項考

試計畫案中提報該類科缺額。從統計數字中

可以得知，民國 77 年迄今，司法人員特考中

設置法醫師類科共 12次，合計總報名人數為

144人，到考 78人，暫訂需用名額為 80名，

實際錄取 21人；到考人數比需用名額還少，

但因為應考人總成績需滿 50分，所以每一次

都不足額錄取，甚至還有 2 年發生無人錄取

情形。所以對法醫師而言，在人才市場上呈

現的是嚴重的供給太少致不能滿足需用情

形。（歷年司法人員特考法醫師類科統計資料

見表 1） 

 

 

表 1  司法人員特考歷年法醫師類科報考、到

考、公告需用名額及錄取人數 

資料來源：考選部特種考試司 

年別
報名 
人數 

到考 
人數 

公告暫定
需用名額 

錄取 
人數 

77 3 3 10 3 

79 6 5 10 2 

80 8 8 10 1 

81 17 12 10 2 

82 10 5 5 0 

83 6 4 5 1 

84 22 9 5 2 

85 20 7 5 3 

86 24 11 5 5 

87 15 8 5 1 

88 7 3 5 1 

89 6 3 5 0 

合計 144 78 80 21 

備註

43 年 6月 12日司法人員特考規則訂定發
布時，即列有法醫師類科，惟法務部自民

國 77 年開始才在考試計畫中提報法醫師

職缺。 

92 年 6月考選部曾研修司法人員特考應

考資格表，擬增列法醫師類科需具備專技人

員醫師證書始得報考，惟提報考試院會以

後，部分委員對此有不同看法，有的認為應

增列牙醫系、醫事檢驗系畢業者准其報考；

有的認為增列專技證照限制資格更嚴，取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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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更困難；也有的認為既然醫事人員人事條

例規定，取得專技人員醫師資格，即可取得

公職醫師資格，當然可以擔任法醫師，故法

醫師類科可予刪除，循醫事人員人事條例用

人即可；會中因無共識，考試院會遂決定暫

時不修正（註十七）。由於法務部各級檢察署

93 年度仍有 11名法醫師缺額，該部原有意提

報 93 年司法人員特考，但仍建議增列醫師證

照限制；經考選部邀集相關機關會商後，多

數意見認為各級檢察署法醫師既適用醫事人

員人事條例，屬於醫事人員，與其法醫師增

列專技人員證照限制更加難以求才，不如由

各地檢署自行依據醫事人員人事條例規定以

公開競爭方式甄選即可進用，最後該部遂未

提報法醫師職缺，並採自行甄選方式用人（註

十八）。 

陸、法醫師法草案中涉及考試條文之

評析 

法醫師法草案最早是因為總統府人權諮

詢委員會責成行政院人權推動委員會，行政

院指定政務委員蔡清彥組成小組研究，並指

示法務部研擬法醫師法草案（註十九）。法務

部最早是將法醫師法設計為公務人員特別人

事條例性質，並以公設法醫師為主，所以「中

華民國國民經法醫師考試及格，並經中央主

管機關核發證書者，得充公設法醫師。曾任

法醫師經銓敘審定有案者，得續任法醫師。」

此和法醫學界所提出以專技人員考試為定位

之法醫師法草案，有極大差距。經過郭宗禮、

陳耀昌、邱清華等多位學者提出本法立法 3

大原則訴求，將法醫師考試定位為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員考試、應考資格應限定為法醫學

系（所）畢業者、法醫師公務人員任用應與

法醫師法分開處理並另訂法規（註二十）。最

後終於得到多數機關支持，法醫師法草案立

法爰重新定位為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職業

法。 

93 年 5月 3日法務部邀集相關機關及學

者最後一次會商法醫師法草案，會中主要針

對附則中過渡條款加以處理。本草案中涉及

考選部職掌條文包括：第 4 條「中華民國國

民經法醫師考試及格，並經主管機關核發證

書者，得充任法醫師。曾任法醫師經銓敘審

定有案者，得續任法醫師。」第 5 條「公立

或立案之私立大學、獨立學院或符合教育部

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獨立學院法醫學系或

研究所畢業，並經實習期滿成績及格，領有

畢業證書者，得應法醫師考試。」第 6條「法

醫師連續服務 5 年以上，成績優良且領有證

明者，得申請遴任為民間之法醫師。前項之

遴任由主管機關審查，其審查辦法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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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9條「本法施行前，曾任法務部所屬機關

之法醫師，經依法銓敘審定有案者，得請領

法醫師證書。本法施行前，具有下列資格之

一者，得於本法施行後 3 年內申請取得法醫

師資格，執行第 14 條所列之業務：1、具有

醫師資格，經司（軍）法機關委託，於國內

各公私立醫學院、校及教學醫院，而實際執

行檢驗、解剖屍體業務連續 5 年以上者。2、

具有醫師資格，經國防部及法務部所屬機關

聘為法醫病理顧問、榮譽法醫師、兼任法醫

師及特約法醫師，而實際執行檢驗、解剖屍

體業務連續 5 年以上者。」（考選部所提「本

法公布施行前，於法務部所屬機關，或經司

法機關委託於國內各公私立醫學院校及教學

醫院實際執行相驗、解剖屍體業務連續 5 年

以上之醫師，得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

考試法醫師考試。前項特種考試，於本法公

布施行後 5 年內舉辦 3 次。」條文並未受到

採納。） 

按依憲法第 86 條及專技人員考試法第

14 條規定，專技人員考試應考資格，應屬考

試院職掌，職業管理法律不宜加以規範。未

來如相關職業管理法律完成立法程序，考選

機關研訂考試規則時自會邀集職業主管機

關、公會學會、學校系所來會商，就該專業

業務範圍、相關系所設置情形決定考試等

級、應考資格、應試科目等。另如職業法中

規範應考資格，如與專技人員考試法規定有

所牴觸，依同法第 17條規定，也是適用專技

人員考試法而非職業法。此外新的職業法制

定以後，過去在立法通例上均係在附則中針

對現職從業人員，採取 5 年辦理 3 次特種考

試方式以處理其執業資格問題（如社會工作

師法第 55 條、物理治療師法第 58 條、職能

治療師法第 58條、不動產估價師法第 44條、

不動產經紀業管理條例第 37 條等），考選部

立場始終前後一以貫之。在 87 年 5月 8日司

法院釋字第 453 號解釋出爐，認定商業會計

記帳人屬於專門職業之一種，其執業資格應

由考試院依法考選銓定，不得由主管機關逕

行認可以後，可說是相當程度確保了專技人

員應經考試及格始能執業之唯一途徑。但是

近年來此一防線已經逐漸受到挑戰而鬆動，

比如 92 年 6 月 11 日完成立法程序之發展觀

光條例修正案第 32條第 4項規定，本條例修

正施行前已經中央主管機關或其委託機關測

驗及訓練合格，取得執業證者，得受僱用或

臨時招請繼續執行業務。加上本年 5 月剛完

成立法程序之記帳士法草案，對具一定年資

且有繳稅證明代客記帳業者，可以登錄繼續

執業，都是永續性的。又現正在立法院審議

之消防設備師法草案，其中亦規定本法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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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經各消防職類技能檢定合格者，應於本法

施行後一年內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各該類別

消防設備士證書，充任各該類別消防設備

士。因此對現職從業人員來說，越來越多立

法體例已經打破了 5 年辦 3 次特考之慣例。

與其在相關職業法制定過程中因為堅持本部

一貫 5 年 3 次特考立法原則，因未被職業主

管機關接納，最後全面棄守；倒不如根據不

同資格條件，而彈性分成幾種不同處理原

則。（比如說僅有繳稅證明而完全沒有任何其

他資格能力證明者，應堅持 5 年過渡期間辦

理 3 次限制競爭特考；但已有公務人員或專

技人員同等級且性質相關考試及格證書，則

可採取全部免試制度以取得職業證照，不必

再重複參加考試；對持有其他機關核發類似

技能檢定證書之能力證明者，則不發執業證

書但同意其永久繼續執業）。 

柒、結論與建議 

一、本研究主要發現——代結論 

（一）法醫學（Forensic Medicine）為研究有

關法律之醫學及自然科學上的問題並

藉著醫學知識來鑑定犯罪之證據，以

提供法官作為公正裁判之依據。它的

發展逐漸從法醫病理、毒物、血清，

而擴大至法醫精神醫學、性侵害防

治、兒童保護等。刑事鑑識學（Criminal  

Science）則為應用自然科學的知識方

法，對於物證予以鑑定、個化及評估，

用以重建犯罪現場，提供偵察方向。

兩者所需專業知識及人才來源背景不

同，但皆為偵查工作團隊中不可或缺

的伙伴。 

（二）我國宋代雖有洗冤集錄，對屍體外表

檢查累積相當經驗，對屍體變化現

象、窒息、創傷、現場檢查等，也都

有詳細觀察與歸納。不過在當時中國

的社會環境，負責檢驗、相驗的仵作，

社會地位並不崇高，也沒有進一步就

屍體進行解剖。而具有現代意義之法

醫學科，始於歐洲，不但技術進展快

速，且產生許多著作與知名學者。 

（三）我國法醫師人力需求，長期處於不足

狀態，此期間雖曾透過考試分發、公

開甄選、公費培育等多種管道進用，

但效果皆不甚理想。正式法醫師編制

始終不足，只有靠榮譽法醫師、特約

法醫師、兼任法醫師協助擔任驗屍工

作，或由檢驗員協助法醫師進行檢驗。 

（四）法醫師人力不足，最主要原因是人力

市場供需關係失衡的結果，醫學系畢

業生很少有人願意擔任法醫師，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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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系所國內才剛開始有第一所進行招

生，故未來還是得從供給面，尤其是

教育制度著手放量增加，才能真正解

決問題。倘教育制度不調整、任用條

件（包括職務列等、待遇、陞遷、工

作環境等）不改進，僅從考試本身來

檢討，效果將很有限。 

（五）新增的專技人員職業法，長久以來對

未具執業資格現職人員，考選機關皆

採 5 年辦理 3 次特考方式加以解決；

惟從發展觀光條例修正到記帳士法制

定，現職人員皆有不經考試得繼續執

業的就地合法規定，因此未來對現職

未具執業資格從業人員應分別情形

（如是否具有公務人員或專技人員考

試及格資格、或其他機關發給之如技

術士技能檢定證）加以彈性處理。 

（六）法醫師法草案未來如依法務部版本完

成立法程序之後，司法人員特考之公

設法醫師與專技人員高考民間法醫師

將會同時併行。因為草案中設計公設

法醫師考試及格後，需在法務部所屬

機關連續服務五年以上，成績優良且

領有證明，始得經遴任為民間之法醫

師，以避免法醫師流失。所以新制實

施之初，公設法醫師短期內將難以轉

任民間法醫師。未來民間法醫師之執

業項目，包括人身、創傷、性侵害、

兒童虐待、懷孕流產、牙科、精神、

親子血緣法醫鑑定等多種，預期市場

發展空間極大。 

二、法醫師教、考、用制度未來改進建議 

（一）鼓勵大學醫學院，多設法醫學研究所，

或學士後法醫學系；同時應考資格中

應分醫學系科與醫學相關系科（如醫

事技術、生物化學、公共衛生、藥學

等）兩組分組招生，俾能用較短時間

培育出夠水準法醫師專業人才。換言

之，法醫師要和醫師分流，法醫系所

畢業經過法醫師考試及格，僅能擔任

法醫師而不能擔任醫師，才不會重蹈

過去成大及陽明大學醫學系建制法醫

公費生失敗之覆轍（註二十一）。 

（二）研修法院組織法相關條文，提高主任

法醫師及法醫師職務列等，至少與同

等級之各級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及

檢察官職務列等相同，以激勵士氣留

住人才。 

（三）待遇部分，考量法醫師工作環境特殊

艱困，應將其專業加給、檢驗屍傷職

務加給再加提高，以和一般醫院醫師

待遇維持相當程度均衡，俾使公私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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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療機構之醫師能夠有意願擔任法醫

師。 

（四）將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歸屬法醫職系之

相關職務（如各組組長、研究員、副

研究員、助理研究員等），能比照各級

檢察機關之主任法醫師、法醫師一併

列入各機關（構）學校適用醫事人員

人事條例職務一覽表中，以便該所延

用現職醫事人員，增加法醫師及法醫

病理醫師來源，從而提昇法醫學上疑

難鑑驗案件支援人力水準。 

（五）公務人員高考三級考試法醫師類科，

既久經設置但用人機關從未報缺，爰

建議於類科簡併時予以刪除。至於其

中稀少性法醫病理醫師類科部分，暫

時保留，俟法醫師法完成立法程序以

後，因其中對專科法醫師分科已有細

分（包括病理、牙科、精神、臨診、

毒物、分子生物等法醫專科），屆時本

類科可取消，回歸專科法醫師規範處

理。 

（六）未來俟國內法醫教育之逐步發展，法

醫師與醫師勢必要予以分流，司法三

等特考法醫師類科之下似有必要分成

兩組，應考資格分別規範，一組需醫

學系科畢業且具醫師或法醫師專業證

照，另一組為法醫系所畢業且具法醫

師專業證照，兩組取得公設法醫師資

格雖相同，但未來服務滿六年後轉調

範圍及得適用職系有所不同。 

（七）對新職業法制定，現職未具執業資格

從業人員應分別情形加以彈性處理，

而不宜固定只採一種方式五年辦理三

次特考加以解決。以法醫師法草案為

例，在本法施行前如已經過公務人員

高等考試或相當等級特種考試法醫師

考試及格領有證書者，似得參照醫事

人員及技師考試制度以全部免試方式

取得專技人員法醫師執業資格；如已

具有醫師資格，不論是公務人員或專

技人員考試醫師類科及格，則應給予

減免部分應試科目，僅考法醫師有關

之核心科目即可取得專技人員法醫師

執業資格，或得繼續擔任公設法醫

師，連續服務滿五年後得申請遴任為

民間法醫師。（本文作者為考選部參

事） 

註  釋 

註一 黃維新，「中國古代命案檢驗術」，九

章文化出版公司印行，70 年 7月 1日

初版，頁 1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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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二 葉昭渠，「法醫學」，大學圖書出版社

印行，90 年 3月出版，頁 2至 3。 

註三 郭宗禮、邱清華、陳耀昌，「台灣法醫

師的培育和 法醫實務制度的探討」，

頁 2至 3，載台灣大學醫學院網站法醫

學科暨法醫學研究所法醫相關文獻。 

註四 葉昭渠，前揭書，參見目錄編排內容。 

註五 八十島信之助，「法醫學入門」，牧村

圖書公司出版，2001 年 3月初版 2刷，

頁 185至 193。 

註六 駱宜安，「刑事鑑識學」，明文書局出

版發行，84 年 1月初版，頁 3至 5。 

註七 國立台灣大學 93學年度申請增設法醫

學研究所碩士班計劃書，92 年 3月 15

日，頁 3至 4。 

註八 陳耀昌，「林滴娟、葉盈蘭、法醫所」，

93 年 7月 20日中國時報第 4版名家專

論。 

註九 監察院陳光宇、趙昌平委員自動調查

「84 年度中央巡察司法機關發現各地

方法院檢察署法醫師異常缺額，影響

檢察官辦理相驗案件之進行及正確，

十分嚴重，違背憲法及相關法規保障

人權之本旨」調查報告，頁 1至 2。 

註十 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人事室提供相關

統計資料。 

註十一 法院組織法第 68條、66條。 

註十二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提供相關書面資

料。 

註十三 見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分試

考試應考資格表、公務人員高等考

試三級考試分試考試類科及應試科

目表。 

註十四 見 87年特種考試高科技或稀少性技

術人員考試典試委員會第 2 次會議

記錄。 

註十五 考試院第 9 屆第 120 次會議通過公

務人員高考三級考試分試考試類科

及應試科目表等修正案所附審查報

告。   

註十六 92 年 2月 27日（79）選特字第 1054

號函。 

註十七 考試院第 10屆第 39次會議記錄。 

註十八 93 年 5月 5日考選部研商公務人員

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有關法醫師

類科應考資格等相關事宜會議紀

錄。 

註十九 92 年 9月 9日法務部研商法醫師法

草案及法務部法醫研究所組織條例

修正草案會議記錄，主席顏次長大

和發言。 

註二十 分見 2002 年 11月 21日台大法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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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所擬法醫師法草案，以及 2003 年

12 月 12 日郭宗禮教授等撰法醫師

法立法三大原則。 

註二十一 方中民、郭宗禮等，「建立台灣健

全之法醫師培訓和進用制度建言

書」，91 年 4月 25日，頁 8至 9，

載台灣大學醫學院網站法醫學科

暨法醫學研究所法醫相關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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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精簡後因應知識流失管理之道 

 

黃貝雯 

摘  要 

人力資本是政府機關創造價值的主要資產。然而，政府精簡人力所推行

國營事業民營化以及「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

之政策影響、尚有嬰兒潮世代的退休人口，其所產生「組織失憶症」與腦力

流失之問題，政府機關必須建立延續管理機制，及組織記憶，以留住員工的

腦袋。 
本文根據知識特性的差異，區分隱性知識與顯性知識的延續管理方法，

前者為師徒制，後者為口述歷史、公司史及建構知識檔案。 
完善的知識延續管理，是四種方法交互使用，以補充相互間的不足。並

輔以組織文化與獎勵制度之設計，以驅動員工知識公開與知識分享。 
 

關鍵詞：人力資本、組織失憶症、延續管理、隱性知識、顯性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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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management on losing 
knowledge after downsizing in organization 

By Pei-Wen Huang 

Abstract 

Human Capital is the asset that creates value for government agencies.  However, currently 
government being the largest employer finds itself with the situation of having a large workforce.   

In an effort to deal with this issues there are four situations that will take place in the future, 1) 
privatization; 2) retirement boom; 3)“Basic Law Governing the Organization of Central Government 
Agencies”; 4)“Total Number of Civil Servants Employed by Central Government Agencies.” 

Speculation is however that it will cause the problem of“Corporate Amnesia”and brain-drain. 
Government should build the mechanism of continuity management to maintain knowledge from our 
employee.  

This paper aims to look at the difference of knowledge character to distinguish between implicit 
and explicit knowledge for the study of continuity management. One is apprenticeship, the others are 
debriefing, corporate history and the knowledge profile building.   

Good knowledge continuity management depends on using two ways which complement each 
other. Additionally,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the offering of rewards are factors that help to build, 
open and share knowledge in the organization.         

 
Keywords：Human Capital、Corporate Amnesia、continuity management、implicit knowledge、explicit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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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當組織面臨景氣艱困或組織急速變革

時，組織通常以精簡員額的方式為之因應。

用以節約人事成本，對人力進行更妥善的規

劃。近年來，人力精簡已經是組織不得不為

的保命手段，除了講求利潤與效率的企業

外，國營企業、中央政府機關也因虧損或預

算赤字而不敵裁員、精簡的命運。的確，許

多組織利用撤換員工達到變革的目的，認為

換新血可以讓組織煥然一新，並藉此建立新

的規範與解決方案。然而《金融時報》

（Financial Times）引用一位批評家的話說，

縮編是「越縮越笨」（dumbsizing）（Krans- 

dorff，1998；陳美岑譯，2000：75）。波士頓

顧問集團（BCG）分析師倪科警告，這種作

法可能對組織的人力素質產生長期影響。因

為許多新人即使具有現代專業技能，卻少有

人擁有從豐富經驗中產生的「因應技巧」

（coping skills）（Kransdorff 著陳美岑譯，

2000：73）。諷刺的是關鍵的技術只有在離職

或少數員工的腦袋裡，不論自願性離職或非

自願性離職（註一），每當有人離開公司，組

織裡得來不易且昂貴的經驗就跟著離職者一

起走出組織大門（Kransdorff，1998；陳美岑

譯，2000：64）。組織將自己辛苦培養的寶貴

經驗拱手讓人，讓繼續留在公司的員工增加

工作負擔，繼任員工僅能根據現任員工部分

記憶尋求協助或組織剩餘的外顯知識來做關

鍵的決策。 

Kransdorff指出，當組織面臨（一）員工

離職所產生的腦力流失（brain-drain）、（二）

新人就任適應期延長、（三）無法從前人的經

驗中學習時，組織記憶（ Organizational 

Memory）正是面臨這些問題重要解決方法。

因此，本文旨在分析組織人力資本流失後所

面臨的知識流失因應之道，及如何建立組織

記憶，避免知識斷層，留住員工的腦袋的管

理機制。 

貳、政府人力資本流失現況 

現代政府面臨的主要兩大危機：大量退

休潮帶來的立即威脅、以及因縮編而裁員、

調職、離職帶來的長期威脅。以美國政府近

年檢視人力資本（Human Capital）的一大重

點，是面對大量可能退休的公務人員，根據

聯邦政府統計，在 2010 年以前，合於退休資

格的公務人員約佔總人數的百分之七十一，

各州按計算基礎別不同，統計數字也都在百

分之五十上下（註二）。我國方面，公務人力

精簡的成果，由表一所示，目前人力流失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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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均來自事業機構的民營化。例如台電、中

鋼、中油、中華電信及中國造船公司等國營

事業（註三），以及中華郵政公司提出民營

化的計畫後，總公司 27 個處室簡併為 14 個

處、組織從四級制簡併為三級制；精簡員額

1,989名，裁減幅度達 7%；優退人員為 2,209

人（註四）。此外，將來配合「中央行政機關

組織基準法」，各部會朝「去任務化」、「地方

化」、「行政法人化」、及「委外辦理」等四個

方向作業務職能全面性檢討，以及「中央政

府機關總員額法」草案第四條擬定中央各機

關員額上限，其中包含中央機關政務人員、

文職人員、醫事人員、聘任人員、機關依法

進用之聘僱人員、駐衛警及工友以及司法院

所屬各級機關人員、法務部所屬檢察機關人

員、警察、消防及海岸巡防機關人員、國立

高中職教職員等共二十萬人（註五）相較過

去中央政府機關員額約二十五萬人（註六），

可預見人力流失數量相當可觀；另外，嬰兒

潮世代退休人員，根據表二所示，隱隱湧出退

休大熱潮現象。 

綜上述，我國公務機關的人力流失包

括民營化、「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

及「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退休潮等。

然而，政府機關越倚賴外部知識提供者，

只會讓此種知識流失的風險與損失是無

法控制的（王德玲譯，2003：97），為減

少知識流失產生的負面影響，以及政府機

關行政法人化及委外辦理後，事業機構的

知識壟斷。政府機關必須建立延續機制，

成為監督管理者的角色，使事業機構保留

並傳承知識。 

表一  九十至九十三年度中央政府各機關預
算員額精簡情形 

 
各行政機關

學校 
各國營事業

機構 
合計 

90 年度 -2073 -17104 -19177 

91 年度 -3399 -12758 -16157 

92 年度 -11560 -13484 -25044 

93 年度 -1371 -5744 -7115 

資料來源：范祥偉，民 92，＜契合政府精簡效能

政策，擘劃公務人力資源管理策略

＞，《人事月刊》，第 37卷第 3期，頁
44。 

表二  八十五年至九十一年度公務員退休人
數統計 

年

度
85 86 87 88 89 90 91 

人

數
2,863 7,493 7,452 9,670 18,057 15,523 15,933

資料來源：銓敘部網站http://www.mocs.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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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知識傳承的重要性 

政府機關的組織成員是創造價值的主要

資 產 （ Berkowitz ， 2001 ）， 其 成 員 的

know-how、教育、技能、專業、創新、彈性

能提供利益相關人服務等相關活動。換言

之，人力資本是政府機關中最重要的資產。

然而「人力資本」裡一個重要的特徵是其為

可被個人隨身帶走的資本，包括個人的能

力、承諾、個人的知識經驗等（Mayo，2001）；

Stewart認為人力資本是指員工擁有自己的知

識，且屬於一種動態性的資產，也就是員工

下班後可以帶走的知識；Edvinsson & Malone

也持類似看法指出人力資本並非公司所擁

有，其所指的是公司所有員工與管理者個人

的能力、知識、技術以及經驗。由此觀之，

人力資本有著嚴重的資訊不對稱風險及離職

威脅。因此如何對人力資本進行知識管理的

活動，Dzinkowski 提出對關鍵性人力資本管

理活動： 

一、建立員工職能庫。 

二、審查環境並且決定要發展或取得哪些能

力以達成策略性目標。 

三、發展一套系統來傳遞所需的知識與技

能，或是更新知識。 

四、依據組織策略性目標針對獲取與應用才

能的評估與報酬系統。 

而陳玉玲（1999）認為人力資本管理的

核心在於知識蓄積，意即組織將現有的知識

或創新的知識以文件化、機構化的方式留存

下來，供日後所有組織成員的提取、使用（賴

彥豪，2001）。因此，本文旨在發展一套知識

或技能傳承的方法，並藉以了解達成策略性

目標的關鍵知識。 

肆、知識流失的延續管理 

一、知識分類與知識管理 

由於知識特性的差異，因此針對其不同

的特性，而有不同的管理方式，首先 Polanyi

（1967）將知識分為外顯（explicit）與默會

（tacit），前者是指可以被符碼化、制度化、

有規則、有系統可循，容易透過語言傳遞的

知識，例如標準化程式、公式；後者係指知

識屬於個人，難以形式化，因而不易與他人

分享或無法外顯化，例如：直覺、洞察力、

經驗、訣竅（Know-how）、解決問題的方法、

某種特殊技巧手藝或專門技術。繼而 Nonaka 

& Takeuchi（1995）亦將知識區分為內隱知識

與外顯知識，如表三所示。Badaeacco（1991）

依知識可移動性，分為移動性知識與嵌入組

織的知識（轉引自黃博聲，1998）： 

（一）移動性知識： 

1.存在設計之中的知識：知識可套裝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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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設計手冊，或技術規範。 

2.存在機器的知識：可藉由「逆向工程」

將機器反向拆解以取得製造技術。 

3.存在腦海中的知識：組織中的人員經由

實際工作後時取得實際經驗，因而將經

驗知識儲存於腦海中，當這些人員離開

該組織後，知識也跟著走出公司大門。 

（二）嵌入組織的知識：知識透過內隱的方

式、建立團隊、組織規範或以專業社

群的網絡發展組織的知識，此種知識

很難透過文字或符號移轉給他人，必

須經過長期的努力及熟悉才能習得。 

綜上述，吾人將針對內隱的知識，以人

員作為知識傳遞的機制；外顯化的知識的特

性，以文件作為傳遞的機制。茲分述如下：

（Bonora and Revang，1991；吳思華，1996、

黃博聲，1998；賴建男，1997；涂瑞德，1998）。 

1.人員傳遞機制：屬於人員記憶、組織記憶等

內隱知識。此種知識多以師徒制的方式傳

承。 

2.文件化機制：外顯化的知識以文件/檔案、

資料庫（cell library）等延續管理機制。 

表三  內隱知識與外顯知識的區別 
內隱知識（主觀） 外顯知識（客觀） 

經驗的知識 
  －實質的知識 
同步的知識 
  －此時此地 
類比知識－實務 

理性的知識－心智的 
連續的知識 
  －非此時此地 
數位知識－理論 

資料來源：Nonaka, Kkujiro & Hirotaka Takeuchi, 
1995, The 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p.61 

 

二、延續管理的方法 

本文將介紹幾種知識延續的方法，以儲

存員工腦袋的專業知識，並藉由經驗的傳承

讓繼任員工（無論內部職務調動或職務合

併、重組的繼任者或外部應徵人員）快速上

手，另一方面對組織記憶進行專業化的管

理，因而區分隱性知識與顯性知識延續管理

的方法，前者以師徒制為主，後者強調口述

歷史（ debriefing）、公司史（ corporate 

history）、以及建構知識檔案的管理方式。內

容分述如下： 

（一）師徒制：此為一種由資深員工以一對

一的方式輔導新進同仁，提供工作上

的指導以及經驗的傳承。如同老師父

帶小徒弟的方式一樣，讓即將退休或

調職的員工負責指導接班人，繼任人

員在老師父的教導下，慢慢潛移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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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累積經驗、從做中學，直到新人

能獨立作業。此種知識延續的方式比

翻閱檔案、資料效果更好（Nonaka & 

Takeuchi，1995；賴建男，1995）。然

而，欲建立此制度，必須以個人之間

的信賴感（trust）為前提。（吳承芬譯，

2000：40）。 

（二）口述歷史：又稱口述報告（debriefing），

由於隱性知識不易在正式檔案中被記

載下來、師徒制又需在員工願意分享知

識或延遲離職的情況下，才可能在繼任

員工和現任員工同時在職的情形發

生，口述報告是讓員工在任時以口頭的

方式回憶事件的經過，以傳遞訣竅

（know-how）、解決問題經驗的方式。

參與者須在事件進行期間，每週個別進

行二十分鐘報告，他們應巨細靡遺的向

研究者報告，他們這週作了哪些事，以

及這麼做的原因。其目的是要在特定時

間範疇的架構中，紀錄真正發生過的一

切事件，包括他們的行動或是沒有採取

行動的理論根據與機制所在、他們當時

覺得重要的事情是什麼與組織記憶裡

的人性因素等等。當然，需由一位經驗

豐富，具備管理、人力資源與企業文化

等專業的知識經理負責執行，讓訪談的

內容採用性高且易懂。進行訪談前，除

了界定計畫目標，還要與訪談負責人設

定訪問重點的討論。最後，編排訪談紀

錄，並製作索引，以確保它是清楚的、

連貫的是並且可讀的（Kransdorff，

1998；陳美岑譯，2000：94-144）。如

此，藉以改善人力銜接，縮短新人的適

應期，並能從前輩的第一手經驗中得到

好處，確保先前的想法和解決的方案不

會流失。更重要者，它可以幫助新進員

工更快、更透徹的了解公司獨特的企業

特 性 以 及 工 作 上 的 獨 特 要 求

（Kransdorff，1998；陳美岑譯，2000：

84-105），有效的將離職員工的經驗與

知識融入並保存於組織中。 

（三）公司史（corporate history）：它是一種

企業敘事，是一種有效的，非以數字

表述的工具，可以用來證明組織的價

值。哈立卡納蘇城的歷史學家

Dionysius曾說：「歷史是焠鍊自實例的

哲學。」因為過去的經驗值得效法，

沒有了歷史，人人都得重頭開始。英

格蘭銀行的前任副總裁布蘭登也說：

「組織若不懂得向過去的類似經驗學

習，是相當的愚不可及，因為事件總

是不斷的自我複製，只是形式不同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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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最聰明的做法莫過於不要重蹈覆

轍。」因此即便吾人無法以過去的行

事運用於現在的環境上，沒錯！沒有

什麼事情會一模一樣的，但是通常你

可以在一再重複的事件中找出一個模

式來。在一九八四年，以《管制的先

知》（Prophets of Regulations）一書獲

得普立玆獎的邁考羅形容歷史是一種

思考方式，「一種尋找共通的模式與試

著去驗證同一個模式會不會在其他情

境發生作用的方法。」因為流行常被

誤認為是新知，其實它只是新瓶裝舊

酒而已，如果我們無法從過去的經驗

學習，只是不斷的重頭進行過去已經

解決過的事情罷了（Kransdorff，

1998；陳美岑譯，2000：178-260）。

建立一個有前例可循的機制，讓過去

的經驗成為指導未來行事的方針，因

為「如果無法留住經驗，你將永遠只

是個嬰兒……」。（Kransdorff，1998；

陳美岑譯，2000：309） 

（四）建構知識檔案：除了運用訪談或口述

歷史外，根據《延續管理－留住員工

的腦袋》一書指出，吾人還可以利用

知識問卷的方式進行知識蒐集，以留

存現任員工的專業知識。此外，Kaplan

＆Norton 在《策略地圖》中亦強調建

立「職能庫」（註七）以分析如何「聚

焦」在策略性工作上。根據帕羅多原

則（Pareto Principle）─百分之八十的

產出是由百分之二十的工作量而來的

（王德玲譯，2003：92）。因此，欲成

功達到策略性目標，找出職務的關鍵

性知識是重要先決條件，建構知識檔

案即有助於關鍵性知識能力的發掘。 

如圖一所示，建構知識檔案流程，共分

五大步驟： 

 

 

 

 

 

知
識
檔
案
的
產
生

執行 K-Quest：

（知識問卷） 

規劃 K-Quest：（知

識問卷） 

發展 K-PAQ：（知識

檔案分析問題） 

規
劃
知
識
檔
案 

圖一  知識檔案的規劃與產生 

資料來源：王德玲譯，Hamilton Beazley, Jeremiah Boenisch and David Harden（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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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知識檔案分析問題，必須包含知識

檔案內容的各分類及詳細的內容，此係用來

研擬一套留存現任員工重要專業知識的問題

清單，換言之，這是一種專業知識的問題資

料庫，而知識問卷（K-Quest）是存取重要專

業知識的高度個人化工具，每份 K-Quest 會

因職務、單位或組織性質的不同而改變，在

K-Quest 裡大部分問題多從知識檔案分析問

題而來的，在執行知識問卷過程中，為縮短

執行時間，由現職員工組成專案小組針對相

同職務類別擬好預列答案，只需增加或修

改，無須從頭開始研擬問卷，最後，當知識

檔案電腦化，所有的知識都可以透過問題關

鍵字查詢。若現任員工知識很獨特且對公司

非常重要，訪談的方式比電子問卷調查還來

的恰當。下圖為知識檔案內容四大類與分類

的內容，此為標準化的分類，但知識議題可

隨職務的差異而調整或變化（王德玲譯，

2003：187-191）： 

業務資料 主要專業知識 

 主要營運統計 

 主要資訊 

 主要參考資訊 

 主要資訊來源 

 最優先議題 

 待解決議題 

 主要客戶 

 待完成計畫 

基本專業知識 背景專業知識 

 職務目標       

 基本職務功能 

 呈報系統 

 基本職務活動 

 SWOT分析 

 創新 

 

 知識網絡 

 技術 

 工作表現評估 

 未利用想法 

 現任員工自傳 

 

圖二   知識檔案內容 
資料來源：王德玲譯，Hamilton Beazley, Jeremiah 

Boenisch & David Harden（2003） 
 

知識檔案分析問題所發展專業知識之題

庫，必須隨著專業知識的演進增加新問題或

修正舊問題，例如第三大類的「基本專業知

識」，除了了解職務目標關鍵的知識，其組織

宗旨為何？所屬的單位宗旨為何？在呈報系

統裡，你直接呈報給誰？以及你直接呈報主

管的管理風格為何？他最重要的三項目標為

何？他喜歡什麼樣的溝通方式？另外，有哪

些人不是你直接或間接呈報，但基於政治、

個人或其他理由應該與之分享知識的人，為

什麼？以及如何建立自己的非正式流程，這

類知識除非出現在流程手冊或檔案的備註

裡，否則一般而言，沒有任何文字紀錄（王

德玲譯，2003：202-205）。通常這類的專業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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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非常寶貴，隱性知識只在員工間傳遞，一

旦現職人員離職，這些知識也隨之離開組

織。不過知識檔案內容也可以隨著新血的加

入而陸續的充實，只要對任務的達成有幫助

的方式，皆要納入知識檔案裡。知名的瑞士

發展心理學家皮亞傑（Jean Piaget）認為，知

識不是靜態的，而是動態的，某方面來說，

比較像流程，而不像內容。知識不斷透過人

際互動而紀錄、重組、回應。我們所處的世

界不停在變動，知識也會不斷改變（王德玲

譯，2003：263）。 

成功的建立知識檔案不僅根據上述的完

整規劃，還必須結合組織的獎勵制度與改變

組織文化，讓員工熱衷提供及分享現有知

識。例如升遷、薪資、表揚等方式（王德玲

譯，2003：283-286）。  

伍、延續管理國外實例 

彈性勞動力時代的來臨，吾人不能坐視

人力資本流失的威脅，讓組織癱瘓或知識斷

層，我們亦無本錢一再從頭開始，當組織面

臨自願性離職或非自願性離職知識流失的威

脅時，延續管理（continuity management）─

師徒制、口述歷史、公司史以及建構知識檔

案是知識蓄積的重要方法。觀之國外施行延

續管理的實例，美國田納西河流域管理局，

以一項三步驟方案，避免知識因離職員工而

流失，一、找出需要從離職員工身上留存的

知識；二、藉由移轉該知識的員工訓練、學

徒制、知識紀錄與儲存來留住知識；三透過

許多和知識管理方案相似的流程來儲存知識

（王德玲譯，2003：291）。 

加拿大政府機關知識延續的方法，也與

延續管理的方式有異取同工之妙，例如（王

德玲譯，2003：291-292）： 

一、組織資料庫，按員工的興趣和專長編排，

讓員工能找到內部的知識來源。 

二、員工聯絡簿提供可資請益的前任員工聯

絡資料。 

三、整理檔案資料，讓員工可以學習過去經

驗，避免重蹈覆轍。 

四、新任人員最有可能提出的前十項問題，

交由經驗豐富的員工來回答。 

五、可能的話，讓現任員工與繼任員工同時

在職，在員工退休前直接將知識轉移給

繼任員工。 

六、推出榮譽顧問方案，讓退休員工回到公

司，轉移知識給繼任員工。 

因此，知識即在人和文件之間轉移。換

言之，從人到文件，再回到人身上，意即隱

性知識從現任員工的腦袋轉移到檔案或資料

庫，再轉移到繼任人員身上或其他現任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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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另外，人際間的互動是隱性知識轉移

的管道，從師徒制或同時在職安排可見一

般，是補充文件化知識傳遞不足的重要方式

（王德玲譯，2003：292）。 

陸、結論 

政府再造的右派管理哲學，在民營化、

「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中央政府機

關總員額法」的立法精神中展露無遺，本文

肯定政府為增進行政績效、滿足人民需求而

從事精簡人力之舉。然而，如上文所述，我

們仍需要有一套延續管理機制，以儲存組織

記憶，因為我們無法承擔重蹈覆轍的錯誤或

倚賴外部知識提供者，而冒知識流失的風險

與損失。倘行政法人化或委外辦理的業務的

績效不夠理想或有違公共利益，擁有完善的

延續管理機制，能讓組織隨時將外包的功能

收回（王德玲譯，2003：97）；再者，退休潮

與中央政府機關精簡人力之業務，也可藉人

員傳遞與文件化機制進行知識傳承，並参照

國外知識延續方法，以解決人力斷層問題。 

另外施行延續管理的推手是塑造組織內

延續管理的文化，如勤業管理顧問公司全球

人力資源策略組處長 Richard A. Kleinert 所

言：「知識有三 M：訊息（message）、媒介

（medium）、與動機（motivation），但最重要

的是動機，因為你必須讓人有動機來填寫內

容、使用系統。」因此，欲驅動員工知識公

開與知識分享，組織的獎勵制度設計為不可

忽視之誘因。（本文作者為國立政治大學公共

行政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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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一 根據王德玲譯，Hamilton, Jeremiah and 

David 在《留住員工的腦袋－延續管

理》裡，將非自願性離職區分為裁員、

調職、約聘人員離職。 

註二 請參照網址 http://www.hrd.gov.tw/09_ 

DEVELOP/09_02_info/淺論高階主管

人員的職能發展，由楊麗僅著＜淺論

高階主管人員的職能發展＞ 

註三 摘自二○○四年九月二十五日奇摩電

子新聞，財經新聞以及二○○四年十

月二十日，政治新聞。 

註四 摘自二○○四年五月三十一日經濟日

報，7版，綜合新聞。 

註五 參照詹中原、朱金池、陳德禹、侯漢

君、彭錦鵬、黃錦堂、鄭錫鍇，二○

○二年六月十八日，＜行政院版「中

央政府機關組織基準法草案暨中央政

府機關總員額法草案之評析」座談會

＞，《國家政策研究基金》。 

註六 筆者參照行政院人事行政局統計數

字，以九十二年前公務人員總數扣除

臺灣省各縣市所屬機關以及學校正式

職(教)員之員額總數推估出。 

註七 根據陳正平等譯，Kaplan＆Norton 所

述的「職能庫」包含：（1）知識：執

行工作的一般背景知識（2）技能：輔

助一般性知識的必要技能（3）價值

觀：欲產生卓越績效所需的特性和行

為的組合。（P.296-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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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模式與政策轉移之探究 

 

吳宗憲 

摘  要 

在全球化趨勢之下，西方學界開始建構多元「治理」的概念，在多元「治

理」的理論中，各模式間並無優劣之分，而只有合適與否之別。也因此，各

國政府必須根據環境採取適合自己的治理模式。 
本文首先整理不同學者對於治理模式的分類學研究，並使用這些分類模

型對西方正在進行的公共管理改革方案提出比較。惟為能更具國際觀，本文

後半段將介紹「政策轉移模式」，以及相關的國際比較研究，希望透過這個視

角的觀察，能夠使吾人能夠跳脫出西方沙文主義的觀點，以更寬廣的視野來

看待各國正在進行的行政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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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Management Models and Policy 
Transfer 

By Chuang-Hsien Wu 

Abstract 

In the trend of globalization, west researchers begin to build the concept of “multi-governance”. 
These theories can be well implied in different context, so every country should choice a right one. 

In this article, I try to list different typology researches made first and use these typologies to 
compare modern countries’ civil reform, second, I’ll introduce “policy transfer model” and relative 
comparative research.   

By introducing these theories, we could avoid west Chauvinism, treat every civil reforms in the 
world equ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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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五○年代和六○年代是共識型政治

(consensus politics) 的 時 期 (Kavanagh and 

Morris,1994)，許多的歐洲和北美國家的學者

以及政治人物都呼籲：「終結意識形態」(end 

of ideology)以邁向「後工業社會」 (post- 

industrail society)(Gustafsson,1979)。一方面，

右派人士逐漸向左靠攏，另方面，左派人士

則逐漸保守；再者，一方面，美國的共和黨

總統尼克森宣稱：「我們現在都是凱因斯的信

徒」。另方面，英國的布萊爾首相則不顧左派

反對，堅持推動「第三條路」的改革策略。 

在這個時刻，學界乃至於民眾，對於什

麼是好的政府，什麼是理想的公共政策這種

爭論，逐漸跳脫出「意識形態」的藩籬，而

朝向更務實的方向前進。此種務實態度，在

英美等國當中，逐漸演變成為多元公共管理

模式的競逐，而在國際層次上，則更進一步，

發展出政策轉移模式，企圖透過更多元的行

政改革比較，讓公共管理的政策移轉以及從

事多國比較，呈現出更繽紛的研究成果。 

本文首先整理不同學者對於治理模式的

分類學研究，並使用這些分類模型對西方正

在進行的公共管理改革方案提出比較。惟為

能更具國際觀，本文後半段將介紹「政策轉

移模式」，以及相關的國際比較研究，希望透

過這個視角的觀察，使吾人能夠跳脫出西方

沙文主義的觀點，以更寬廣的視野來看待各

國正在進行的行政改革方案。 

二、公共管理之多元模式 

（一）Guy Peters的多元治理模型 

1.市場模型 

市場途徑有三個基本的智識根源，(1)新

古典經濟學：認為市場的效率可作為社會中

資源配置的最佳機制。(2)公共選擇理論：這

個智識的根源來自 Niskanen, Tullock, Moe, 

Ostrom(轉引自 Peters,1996:24)等學者對於腐

敗的官僚體制的分析，渠等認為官僚成員的

自利行為導致了官僚獨裁的弊病。(3)新公共

管理(NPM)：這種觀點假定無論在哪裡發

生，管理就是管理，有其固定可遵循的原則。 

在市場模型下，基於人是自利的假定，

扭曲的官僚機構會造成政府失靈，因此，除

非必要，政府不應介入市場的運作。 

2.參與型國家 

參與型國家的理念源自於四個方向的研

究：(1)參與管理：包括霍桑研究以來的組織

人本主義，例如：新公共行政以及授能研究、

全面品質管理等 (2)基層官僚 (Street-level 

Bureaucracy)的研究：包括 Lipsky的基層官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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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研究以及顧客導向的主張。(3)對話式民

主：諸如對話式民主、協同民主、強勢民主

等概念，也是參與型國家的理論之一。(4)公

有社會：新左派強調類似無政府主義的公民

社會，也是參與型國家的分支理論。 

在參與型國家當中，公共政策期待是由

公民充分討論獲得結論後，交付具有公共使

命感的公務員來執行，執行的過程中，官僚

的上層亦充分信任且授權予下級執行人員，

整體來說，此一模型充分考量到人性的需求。 

3.彈性政府 

這個模型在四個模型當中最模糊，但卻

是近年改革方案中最受關著者。彈性化是指

政府和其機構有能力制定妥適的政策，以因

應環境的變遷，而不光是用固定的方式回應

新的挑戰而已。 

由於政府常業化的反功能已經受到注

意，因此彈性途徑便成為改變現狀的可行方

案，與前兩個模式相比，這個途徑少了一點

意識形態的味道。 

4.解制型政府 

解制型政府與八０年代尋求減少並嚴格

限制政府活動的政治主張是完全相反的。八

０年代的政治家們對於官僚組織非常厭惡與

不信任，因此嚴格地限制公共官僚組織制定

政策的權力。解制模型的基本假定認為，如

果取消一些對政府組織的限制和制約時，政

府機構就可以將目前的工作處理得更有效

率，而且還可能從事新的創造工作，以改進

社會的整體利益。 

筆者根據四個模性的特性，以知識基

礎、結構、管理、政策制定、公共利益以及

適用情境等面向加以比較，詳見表一。 

 

表一：九０年代的治理模型 

 
市場模型 

Market Models 

參與型國家 

The Participatory 

State 

彈性政府 

Flexible Government

解制型政府 

Deregulatory 

Government 

知識 

基礎 

1.公共選擇理論。 

2.普遍的管理主義。

3.委託人-代理人理

論。 

4.交易成本分析。 

◎診斷：傳統結構最

1.較低層次→Lipsky

的第一線官僚研

究。 

2.較高層次→民主理

論。 

◎診斷：相較於高階

◎診斷： 

1.對永業制的批判→

導致政策與文官處

事風格的保守。 

2.結構─功能考量→

是否必須由政府機

◎診斷：官僚科層結

構並非一無可取；

解除不必要的政府

管制將有助績效的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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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問題在於「缺

乏回性」→大型官

僚組織以正式法

規、權威作為決策

基礎，而非依據市

場供需原則所提供

之訊息。 

官僚，低層文官以

及身為顧客的公民

擁有較充足的政策

相關資訊。 

關來承擔特定社會

職能？ 

3.勞動市場的轉化→

打工族、非全職人

員的增加。 

結構 

宏觀層次→ 

1.授權予較低層級或

較小規模的政府單

位。 

2.利用私人或準私人

組織來促進競爭、

提升效率。 

微觀層次→ 

1.講求企業精神。 

2.提升個人責任。 

1.強調參與→建構各

種可以促進參與的

革新性結構 

2.重視授權（賦予裁

量空間）。 

3.偏好扁平式結構。

結構的彈性化→臨時

組織、跨部門委員

會。 

 

減少集權，採分權機

制→使公共官僚可以

利用其技術、能力來

達成公共目標。 

管理 

1.師法企業管理方

法。 

2.功績原則→以良善

的績效評估作為基

礎。 

＊Bias：過多「管理」

但較少「政策」導

向。 

1.授權低階文官，增

加其裁量空間。 

2.鼓勵公民參與政策

過程。 

雇用模式的彈性化→

臨時人員的增聘。 

＊須考慮： 

1.破壞員工對組織的

承諾感以及追求卓

越的動力。 

2.課責的困難性增

加。 

1.改變官僚組織之文

化。 

2.增加各組織層級的

參與。 

3.強調授權。 

政策 

制定 

1.企業型官僚→自主

決策、承擔風險、

革新精神。 

2.政治化→官僚人員

配合政黨意識形態

1.由下而上的決策制

定過程。 

2.分權化。 

對此部分較少著墨。

但提出以下假設：常

任文官的規模減小，

將有助政客貫徹其政

策主張。 

廣泛授權→【假定】

若官僚組織中存在具

有活力的成員，將可

促進政策制定的品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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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導引。 

＊Critique： 

1 協調-監督的困難。

2.將公民視為顧客的

質疑。 

公共 

利益 

1.降低服務的生產、

輸送成本。 

2.使顧客可以在市場

中自由地進行選

擇。 

公共利益可以藉由員

工／公民的參與而達

成。 

1.減低政府成本是最

須追求之價值。 

2.革新、較不僵化的

政府較有利於公

眾。 

由較具行動力的官員

從事公共服務的輸

送、提供，將較有利

於公共利益的追求。 

適用 

情境 

1.所生產、輸送的財

貨、服務等適合由

市場機制提供。 

2.所生產、輸送的財

貨、服務等少外部

性。 

1.與顧客互動頻繁、

利害關係密切之議

題領域。 

2.專業性高之領域。

政策問題、手段均欠

缺良好界定，有賴網

絡成員共同建構。 

1.人事、採購政策。 

2.須與私部門密切互

動之政策議題。 

3.攸關公民權者不適

合。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繪製，資料來自 Peters(1996) 

 

（二）Ferlie的多元治理模型 

1.效率驅動模型(The efficiency drive) 

此模型盛行於 1980 年代早期到中期，主

要的推動者是柴契爾夫人的新政治經濟學，

但是現在日益面臨挑戰。他代表的是一種試

圖使公部門越來越像企業的企圖。批評者認

為他未考量到公部門組織的特殊屬性。這個

模型強調的概念包括：對財政的有效控制、

專業化的管理手段、對消費者的回應、解除

市場管制、企業化管理、公司治理的型態。 

2.組織精簡與分權模式 (Downsizing and 

decentralization) 

此模式源於 1970年代私部門與公部門的

一種共有趨勢：組織鬆綁及精簡，尋求更大

的組織彈性，企圖脫離一種標準的服務型態

而朝向一種更具彈性與變化的服務體系。相

關的措施則包括：作業脫離高度的標準化、

策略以及預算責任之越形分權、增加外包的

業務範圍、契約管理形式。 

3.追求卓越模式(In searching of excel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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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模式是與 1980年代復起的人性管理的

潮流有關，它拒絕效率驅動模式之高度理性

主義的途徑，轉而強調價值、文化、儀式與

符號在型塑人們工作實際行為的重要性。這

個模型又可分為「由上往下」(top-down)以及

「由下往上」(bottom-up)的兩種途徑，前者

如：「轉換型領導」的管理措施，而後者則如

「組織學習」的激勵方法。 

此一模式發展較遲，未來發展需視其潛

能。採借私部門的概念，但將之用於獨特的

公部門系絡中；其著眼於確保使用者的滿意

以及公務員對於公民的責任。重要概念包

括：全面品質管理、顧客滿意、公民資格的

實踐、權力由中央機構下放民選的地方機

構、強調公共服務的任務與價值等。 

筆者根據四個模性的特性予以比較如表

二中所示。 4.公共服務取向(Public service orientation) 

 

表二：公共管理模型之比較 

模式 The efficiency drive 
Downsizing and 
decentralization 

In searching of 
excellence 

Public service orientation 

特點 

最早的模型出現於

1980 年代，是英國柴

契爾主義的展現，被

Pollitt 批評為新泰勒

主義(neo- Taylorism)

越來越重要的一個

模型，與模型一產生

衝突，強調公私部門

都同時必須要進行

的組織改革 

不要過度理論性，重

視領導的技巧 
  
  

公私部門概念混合 

內容 

內容包括： 
1.由上而下財務的控
制 

2.對於績效的嚴苛考
核 

3.對於顧客的回應 
4.內部勞力市場的彈

性化 

內容包括： 
1.發展準市場機制。
2.使官僚轉換為契約

制。 
3.策略與操作階層的

分離。 
4.去層級化。 
5.一元命令體系成為

網絡組織。 

內容包括 
1.Top-down：願景的
提供、魅力型的領

導方式 
2.Bottom-up：組織發
展、組織學習 

內容包括： 
1.服務品質的強調 
2.考量公民的便利 
3.權力由民選官員還給

地方自治體 
4.公共價值的強調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繪製，資料來自 Ferlie et al(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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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Hood的多元治理模型 

1.Sigma-type： 

下面係體現此一價值的相關制度及管理手

段： 

(1)即時的庫存控制系統，避免將目前不需

要的資源累積在倉庫中。 

(2)根據績效給予酬勞，避免對無績效者給

予獎賞。 

(3) 行 政 上 的 「 成 本 工 程 學 」 (cost 

engineering)，謹慎地使用資源，儘可能

減少成本，毋庸考慮對外造成的負面外

部性。 

2.Theta-type： 

下面係體現此一價值的相關制度及管理手

段： 

(1)允許民眾投票罷黜官員職務之罷免體

系。 

(2)行政法上之「陳述意見」 (notice and 

comment)與「嚴密監督」(hard look)的系

統。 

(3)獨立的反貪污調查機構。 

3.Lamda-type： 

下面係體現此一價值的相關制度及管理手

段： 

(1)透過高度重複性(redundancy)以維持一

個龐大的後援體系，不容許任何的失常。 

(2)透過多樣性(diversity)使得分離的、獨立

自主的單位得以存在，以避免因為集體

盲思而造成「共用模式的失靈」(common 

mode failure)。 

(3)強健的(robustness)概念：較之平常採取

更多的物質以備工作所需。 

以上三組公共管理的核心價值，Hood以

八個面向整理如表三中所示。 

 

表三：公共管理的三組核心價值 (Three sets of core values in public management) 

 
Sigma-type 

保持精簡與符合目的 

Theta-type 

保持誠實與公平 

Lamda-type 

保持強而有力與活潑的 

成功的標準 節約(資源符合目的) 
清廉 

(公平適當地達到義務) 
活潑(可信、適應) 

失敗的標準 浪費(模糊、混淆、無效率) 
貪污 

(不公正、偏見、職務濫權)
毀滅(危機、崩潰) 

判斷成功或失

敗的標的 
金錢與時間 信任與權益 安定與存續 

 184



 

 
考銓季刊

 

控制的對象 輸出 過程 輸入／過程 

組織彈性 低 中 高 

組織目標 固定／單一 非可共存的雙重約束 突現的/多方面的 

資訊特性 花費成本的、片段的 有結構的 頻於交換的、集體的資產 

組織連結性 緊密的 中等的 鬆弛的 

資料來源：資料來自 Hood(1991:11) 

 

（四）Dubnik的多元治理模型 

1.最低限度國家 

最低限度國家論以公共選擇理論為主

軸，主張國家的職能應儘量縮小，轉由市場

機制及企業經營的方式來運作。這種主張，

具有反制官僚化的傾向。這個模型堅持最有

效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而政府的目的在

於有限度地提供公共財和公共服務(企業部

門無法生產者)，由於此一理論認為市場機能

優於政府機制，因此提倡民營化政策。在絕

對必須由公部門機制提供的部分，則認為應

採取嚴密的財務控制，以降低成本及提高效

率。此外，本模式採取新右派的觀點，假定

公務員是理性自利的預算極大化者，因此若

政府內部能夠透過顧客導向等機制，形成「準

市場化」的競爭機制，方可杜絕公務員浪費

的問題。 

2.管理再造的政府 

此模型缺乏完整學術基礎的理論架構，

是以實際成功的企業經驗作為行政革新的標

準。管理再造論者認為，政府的目的是體現

一般民眾所期望的價值，因此，政府未必須

要親自擔任公共服務的划槳者，或許扮演公

共利益的導航者更為重要。再者，管理再造

論者認為公職人員是具有企業化性格的公務

部門工作者，故若組織型態能夠採取扁平化

結構，則公職人員將有更大的彈性協助公

民。本模式的管理途徑則傾向於實際達成目

標的管理手段，諸如：全面品質管理、目標

管理等，均有助於主管人員與基層人員之間

的共識凝聚。 

3.解除管制的政府 

此模型認為過多的管制即約束，足以妨

礙文官體系的正常運作，為了提高政府的績

效，凡是不合時宜的繁文縟節，均應予以革

除、簡化。提倡解除管制論者，認為政府的

目的是解決公共問題，因此應該賦予實際處

理公務的行政人員更多的政策規劃空間及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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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裁量權。再者，只要給予正面的誘因，則

公務員均願意成為尊重公民的積極服務者。

組織型態上，要求寬鬆的組織結構、法規體

系。管理人員則是調停者(mediators)而非仲裁

者，務必保持控制與彈性的平衡。 

Dubnick進一步將上述三種革新理論，與

傳統的行政理論繪表予以比較，請見表四。 

 

表四：官僚典範以及三種改革途徑的特徵  
(Characteristics of bureaucratic paradigm and three reform approaches) 

模    式 傳統行政理論 最低限度國家 管理再造的政府 解除管制的政府 

政府的目的 執行國家的意志 提供集體財貨與服務 符合民意的期待 解決公共問題 

組織的型態 嚴謹的層級節制 競爭式的多元組織 合宜適度的組織型態 放任鬆散的層級節制 

管理途徑的

重點 

監督嚴密的標準

化程序 

最低成本考量的顧客

導向管理 

推動式的管理 

全面品質管理 

協調式管理在控制與

彈性間取得平衡 

公務人員的

本質 

行政中立而具行

政知能 

理性效率、自我利益

為基準爭取預算 
企業型官僚 

尊重公民 

考慮大眾 

資料來源：Dubnik(1994:261) 
 

三、政策聚合與政策離散 

（一）公共管理模式的比較研究 

運用公共管理模式所進行的各國比較研

究是治理模式的重點之一，比較研究較著名

的學者如：Pollitt(1990),Zifcak(1994)便進行歐

洲、英、美、澳等國的比較研究。而 Kettl(2000)

甚至將各國之間的比較結果，更進一步予以

模式化，如表五中所示。 

表五：公共管理改革的類型化面向,1980-96(Dimentions of public management reforms by type,1980-96) 

西 敏 寺 模 式 歐 洲 模 式 美 洲 
改 革 策 略 

英國 紐西蘭 丹麥 瑞典 芬蘭 美國 

民 營 化 高 高 低 低 低 低 

市 場 機 制 高 高 低 中 中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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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權 中 中 中 中－高 中 高 

結 果 導 向 高 高 中 中 高 低 

傳送過程重建 低 低 中 高 高 中 

執行過程改革 中－高 高 低 中－低 中－低 中 

資料來源：Kettl(2000:34) 

 
（二）政策聚合(convergence)與分歧(diver- 

gence)並存的狀況(Kettl，2000) 

Kettl 對治理模式提出比較研究後，渠試

圖對目前的治理模式究竟產生了聚合

(convergence)或者分歧(divergence)提出他的

觀察，他認為目前各國所使用的治理模式基

本上兼具了聚合與分歧的現象。 

1.在聚合的表現方面包括： 

(1)各治理模式均呈現政府規模縮小的趨

勢。 

(2)改革措施重視行政結果甚於過程。 

(3)職權下放的傾向。 

(4)私部門及第三部門扮演更重要的角色。 

(5)各國均尋找在實施方面最佳實務(best 

practice)的其他國家。 

2.但分歧的現象則包括： 

(1)西敏寺模式希望能更清楚劃定公私部門

之間的界線，政府扮演核心角色即可，

其他業務則希望由民間透過競爭產生效

率。 

(2)政府再造模式則企圖將政府作為網絡的

核心，透過各種方式協調民間進行良善

治理。 

四、公共管理之政策轉移 

（一）政策轉移分析模型： 

雖然上述多元模式可對於西方國家的公

共管理模式進行比較，惟並無法對非西方國

家納入考量。為能將更多國家的改革經驗納

入 比 較 研 究 當 中 ， Dolowits & Marsh 

(1998:38-58)在”Public transfer：a framework 

for compareative analysis”一文中，企圖提供一

個更細緻的比較模式，作為比較的基礎(如表

六)。在這個模型當中，包括轉移的時機、原

因、涉入轉移的主角、標的、來源、程度以

及限制(促進)因素，都是納入比較的面向，由

於比較的層次較前文幾種模式更多，故較上

述諸模型更能達成全面性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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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政策轉移比較架構(A framework for compareative analysis) 

轉移的原因 轉移的來源 轉移的

時機 自願 混合 強制 

涉入轉移 

的主角 

轉移的標

的 過去 國內 跨國 

轉移的

程度 

限制及促

進因素 

1.規律

的政

策循

環 

2.危機

發生 

1.對現況

不滿意

／解決

問題 

2.經濟循

環問題 

3.解決政

治衝突 

4.國會的

結論 

1.競爭力

減退 

2.國際間

的共識

3.外部效

果造成

1.直接的

介入 

2.超

(supra)

國家組

織的介

入 

3.跨國

(inter)

組織的

介入 

1.民選官員 

2.專業行政官

僚 

3.企業家或諮

詢者 

4.政黨 

5.壓力團體/非

政府組織 

6.智庫 

7.國際組織網

絡 

8.議題倡議組

織 

1.政策 

2.制度結

構 

3.意識形

態 

4.創意 

5.負面教

材 

6.未移轉

的部分

1.內部

2.全球

1.國際

組織

2.地方

政府

1.國際

組織 

2.地方

政府 

 

1.全盤

複製 

2.模仿 

3.混合 

4.啟發 

1.政策複

雜性 

2.過去的

政策 

3.結構／

制度因

素 

4.各面向

可行性 

5.語言 

6.過去的

符號 

資料來源：Dolowits & Marsh(1998:39) 
 

（二）影響治理模式選擇的因素 

1.政治支持因素 

kettl(2000)認為一般人常高估行政改革

的內在理性邏輯，忽略了政治環境在行政革

新當中所扮演的角色。目前西方公共管理基

本上均獲得政治人物的支持，因而發展中國

家亦須取得政治人物支持才是上策。 

2.治理系統因素 

世界銀行總裁Wolfensohn指出，四項基

本要素是行政改革所須具備的：1.好的治理環

境 2.好的司法系統 3.好的財務系統 4．好的社

會系統。因而在發展中的國家，一個強有力

的政府可推動國家的各項建設，未必一定要

將職權下放給其他部門才能達成行政改革

(轉引自 Kettl，2000:56)。 

3.經濟及文化因素 

行政生態的作者 Heady以及 Riggs (轉引

自 Common:64-65)均表示，西方的新公共管

理措施貿然推動到發展中國家都是一種挑

戰，其理由包括： 

(1)推動民主的改革必須要有堅實的經濟基礎

作後盾，惟發展中國家經濟基礎還需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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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東西方文化背景對於政府的信任強度不

同。西方文化對政府採取不信任的態度，

因此弱化政府正符合西方的文化傳統，惟

東方文化傳統傾向於信任政府，因此弱政

府不見得適合東方文化系絡。舉例而言，

「小而能、小而美」的政府設計，便可能

因此一原因不適合東方的社會。 

（三）實證研究成果 

事實上，許多學者為了解這些影響治理

模型的政策轉移因素，已經開始將焦點移至

非西敏式改革(Non-Westminister Style Reform)

模型的國家。包括： 

1.開發中或未開發國家的研究： 

如迦納(McCoury,1998；Larbi,1998)、烏

干達(McCoury,1998)、越南(Chauncey1998)、

安哥拉(Christoplos,1988)等國家的研究，希望

了解這些國家是否順利地轉移了西敏式的行

政改革措施以及影響改革轉移的因素為何。

Ansari(1996:27)便主張，未發展國家或者發展

中國家的公共政策的發展，必須要由一群力

量強大的精英官僚來領導，因此西敏式的「小

政府」改革模式便與這些國家的發展經驗產

生衝突。 

2.蘇聯及東歐國家的研究： 

Ferlie(1996)在”the new public manage- 

ment in action”書中，特別提出渠對東歐國家

的研究，結論認為，東歐為馬克思主義的發

源地，因此在「公共管理」模型的適用，必

須考慮到其特殊的背景。 

3.西歐國家的研究： 

目前最符合公共管理的原型的則非英國

莫屬。西歐(瑞典、法國)雖然在諸多措施與英

國相同，惟強調法治、層級節制等公共價值

上，與英國還是有很大的差距。因此，公共

管理模型只能作為改革參考(Kettl,2000)。 

五、政策轉移模式對行政改革的啟示 

（一）超越西方沙文主義 

傳統現代論者咸認為西方率先進入科學

革命，因此不論在自然科學、科技發展或者

社會科學上均優於第三世界國家。公共管理

模式的發展就是這種思維下的產物，英美各

國對於所主張的改革方案，抱持著高度的自

信，認為可以放諸四海而皆準，惟實證經驗

發現不然，欲更深入了解發展中國家或第三

世界國家的行政改革，必須透過政策轉移模

式方能一窺梗概。 

（二）跨國行政研究的新契機 

政策轉移模式透過更細節的比較方式，

諸如政策轉移的時機、政策轉移的目的、政

策轉移的標的、政策轉移的主角、政策轉移

的幅度、政策轉移的限制等都有詳細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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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較之多元的公共管理模式而言，將可道

盡更多的細節。相信透過此一模式，未來的

學者可對於非西方國家納入研究的範圍，得

到更多有意義的研究成果。（本文作者為國立

政治大學公共行政研究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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