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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階文官培訓制度發展現況：
國際趨勢的反思

Senior Civil Service Training System in Taiwan: Reflection on 

International Trend

摘要

本文首先依序整理及分析臺灣政府高階

文官和高階主管的範圍，以及高階文官培訓

制度的輪廓和培訓方案的圖像。其次，本文

嘗試從先進國家培訓高階文官的發展趨勢，

反思我國高階文官培訓的現況。最後，本文

對於我國高階文官培訓制度與內涵，提出未

來發展的幾項具體建議，這些建議包括：高

階文官培訓的基本價值和觀念有必要進行根

本的轉換，人事行政局和保訓會應落實公務

人員訓練進修協調會報功能，兩大文官培訓

系統應共同確立亞太暨全球架構的高階文官

培訓政策，以及強化高階文官跨域管理能力

的培訓。

關鍵詞：高階文官、文官培訓、培訓制度

壹

前言

卓越的領導人或領導階層是各種組織

和團體卓越運作的關鍵因素。政府組織是否

能運作順暢，與是否擁有卓越的文官體系領

導階層具有密切的關係。雖然民主政體中，

政策的決定權為執政政府及執政黨所擁有，

但基於政黨輪替的可能性及政務人員的變動

性，政府之實際運作主要仍須依賴健全的常

任文官體系，而常任文官體系之健全運作又

必須依賴優秀的高階文官領導階層；是以，

如何培育和訓練高階文官領導階層，實為當

前政府的重要課題之一（彭錦鵬，民94）。

近年來，基於國家內外環境的急遽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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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為了有效提升政府的應變能力，以及

強化機關的政策規劃、協調和執行力，俾利

充分回應日益提高的各類民意需求，有關中

高階文官的培訓已受到應有的重視，其中，

高階文官和高階主管的培訓發展方案，亦逐

步被慎重研議和系統化建置。例如，考試院

院會於98年6月18日第11屆第39次會議通過

「文官制度興革規劃方案」，其中第四案即

為「健全培訓體制，強化高階文官」，此案

的中程方案（101年6月止）即包括「建構高

階主管特別管理制度」和「建構完整之高階

文官、主管培育歷練體系」1。又如，行政院

人事行政局於98年9月7日簽奉行政院核定中

高階公務人員培訓整體規劃，依層級別、中

央及地方需求，規劃國內、外培訓課程，以

有系統培訓各層級領導人才，其中亦包括針

對培育高階主管的「高階領導研究班」（國

內）及「全球化及領導能力研習班」（海

外）2。然而，我國現階段高階文官的培訓

制度發展，是否能夠充分回應政務推動的實

際需求？特別是面對全球化因素的衝擊和挑

戰？

本文嘗試從先進國家培訓高階文官的發

展趨勢，反思我國高階文官培訓的現況，而

在此之前，本文將依序先整理及分析我國政

府高階文官和高階主管的範圍，以及高階文

官和高階主管培訓與發展方案的圖像。

1 引自考試院網頁，施政重點─文官興革規劃方

案。網址：http://www.exam.gov.tw/public/

Data/01610135071.pdf，瀏覽日期：100.07.17.
2　引自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網頁，中高階文官培訓園地

學習資訊專區。網址：http://www.cpa.gov.tw/ct

.asp?xItem=7647&CtNode=233&mp=4（公告日期：

99.01.26），瀏覽日期：100.07.17.

貳

高階文官與高階主管的範圍

我國現行法律和人事法規中，對高階

文官和高階主管並無明確規範及界定。而依

據考試院院會於98年6月18日第11屆第39次

會議所通過「文官制度興革規劃方案」之定

義，高階主管職務之範圍為簡任第十一職等

（含）以上正、副主管職務。另依據公務人

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於99年4月7日所提出

「高階文官培訓方案（草案）」之定義，高

階文官係指稱簡任第十職等（含）以上人

員。

再者，依據銓敘部截至99年1月8日之

統計結果，各類高階文官之人數統計，包

括行政機關、法官檢察官、警察人員、關務

人員、交通事業資位人員、醫事人員，合計

10,033人；其中主管職務者計有5,149人，非

主管職務者計有4,884人。詳見表一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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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次，若依據「文官制度興革規劃方

案」之定義，各類高階主管之人數統計，包

括行政機關、法官檢察官、警察人員、關務

人員、交通事業資位人員、醫事人員，合計

3,355人。詳見表二所列：

表一：高階文官官職等人力結構（簡任【或相當簡任】）
資料統計時間：99年1月8日

 人

　 員

銓　    

審

結

束

行政機關

法官

檢察官
警察人員 關務人員

交通事業

資位人員
醫事人員

合計

中央 地方

主

管

非

主

管

主

管

非

主

管

主

管

非

主

管

主

管

非

主

管

主

管

非

主

管

主

管

非

主

管

主

管

非

主

管

第十

職等
1,202 1,469 396 220 6 198 64 78 81 40 28 47 17 0 3,846

第十一

職等
1,066 796 361 127 57 366 80 13 25 0 162 187 33 33 3,306

第十二

職等
639 412 47 32 45 166 28 6 3 0 4 6 44 15 1,447

第十三

職等
180 87 16 0 23 118 7 0 0 0 27 0 223 75 756

第十四

職等
120 35 2 0 161 358 2 0 0 0 0 0 0 0 678

合 計 3,207 2,799 822 379 292 1,206 181 97 109 40 221 240 317 123

10,033

總 計 6,006 1,201 1,498 278 149 461 440

備註：1.本表資料來源為銓敘部99年1月12日部統字第0993152085號函。

      2.另，第十三職等機關首長人數共約有115人，包含：法官檢察官7人、其餘人員108人。

資料來源：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99.04.07，「高階文官培訓方案（草案）」，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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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加以注意的是，對於高階主管的範圍

界定，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於99年5月28日舉辦

「高級文官團制度設計研討會」中，與會學

者專家均強烈建議高階主管人數不宜太多，

人事行政局局長吳泰成先生於會中表示，制

度實施初期，可先以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人

員納為高階主管職務範圍。銓敘部於99年8

月所提「建構高階主管特別管理制度規劃報

告」中，對於高階主管職務範圍，亦建議擬

採分階段方式辦理，即制度實施初期，暫以

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正、副主管職務為高階

主管職務範圍，俟推動順遂後再回歸文官興

革規劃方案之界定範圍（銓敘部，民99：

69）。

實際上，由目前國內建構高階主管特別

管理制度的現況觀察，對於適用該制度的高

階主管是採取「嚴謹選拔」，依據前述銓敘

部所提之規劃報告，係進一步參考OECD國家

高級文官制度之規劃經驗，多僅以中央政府

為主，並將特定公職排除於此一制度之外。

銓敘部據此，目前篩選出的簡任第十二職

等以上正、副主管（含首長、副首長、幕僚

長，不含地方政府機關職務及歸入審檢職系

之司法官）職務數計有774個（銓敘部，民

99：69-71）。該項規劃報告擬列入高階主管

特別管理制度的職務範圍，詳見附錄一。

相對於前述對高階主管適用範圍界定的

限縮，同一規劃報告中，對於高階主管的訓

練制度，在培訓對象方面則相對採取寬鬆認

列。依據該項規劃報告，由國家文官學院所

表二：高階主管官職等人力結構（簡任【或相當簡任】，含副主管）

資料統計時間：99年1月8日

  人

銓    員

 審    別

  結

   果

行政機關

法官

檢察官

警察

人員

關務

人員

交通

事業

資位

人員

醫事

人員
合計中央 地方

第十一

職等
1,066 361 57 80 25 162 33 1,784

第十二

職等
639 47 45 28 3 4 44 810

第十三

職等
180 16 23 7 0 27 223 476

第十四

職等
120 2 161 2 0 0 0 285

合計 2,005 426 286 117 28 193 300 3,355

備註：1.本表資料來源為銓敘部99年1月12日部統字第0993152085號函

      2.另，第十三職等機關首長人數共約有115人，包含：法官檢察官7人、其餘人員108人。

資料來源：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99.04.07，「高階文官培訓方案（草案）」，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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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之高階主管訓練，其對象範圍係擬依人

事行政局所提供之前一年度高階主管職務出

缺總人數之2至3倍為預計訓練人數，每班以

40人為原則。另一方面，人事行政局對於高

階文官的培訓範圍，係根據不同官職等及培

訓項目，採取寬鬆不一、同等嚴謹推薦的方

式實施。以98年高階領導研究班為例，其訓

練對象為行政院所屬各機關現任簡任第十一

職等副司（處）長、三級機關主任秘書、組

長等人員，並含職務列等為簡任第十至十一

職等、簡任第十一職等人員，此一培訓班別

係採寬鬆認列、嚴謹推薦方式實施；但另一

方面，在國外進修方面，則採取培訓對象嚴

格認列、嚴謹推薦方式實施，以行政院於100

年首度開辦選送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高階公

務人員出國短期研習為例，首屆僅核定選送3

名高階文官。

參

高階文官培訓圖像

有別於其他民主國家的憲政體制，我

國現行為五權憲法的政府體制，文官培訓體

系可分為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不包括直轄市

或縣市政府所屬之訓練機構），以及考試院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以下簡稱保訓

會）等兩大系統。

根據91年1月30日制定公布的「公務人

員訓練進修法」第2條規定：「公務人員訓練

進修法制之研擬，事關全國一致之性質者，

由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辦理之。公務

人員考試錄取訓練、升任官等訓練及行政中

立訓練，由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辦理

或委託相關機關（構）、學校辦理之。公務

人員專業訓練、一般管理訓練、進用初任公

務人員訓練及前項所定以外之公務人員訓練

及進修事項，由中央二級以上機關、直轄市

政府或縣（市）政府辦理或授權所屬機關辦

理之。」實際上，前法所定之文官培訓分工

體系，是經過考試院與行政院先前協商而來

的。考試院與行政院兩院副院長，曾分別於

82年6月4日及84年1月10日兩度舉行協商，

明確劃分兩院之分工事項，考試院掌理全國

公務人員考試筆試錄取人員之訓練、升任官

等訓練、行政中立訓練及其他有關訓練；行

政院則掌理其所屬公務人員之專業、一般管

理訓練及其他有關訓練（國家文官培訓所，

民89）。考試院保訓會之訓練項目係採列舉

方式，所稱其他有關訓練，是指行政院暨其

所屬以外各機關公務人員之訓練，包括總統

府、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等機

關人員之訓練；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之訓練項

目則以概括方式規範，定為行政院所屬公務

人員之訓練。

考試院保訓會於88年7月26日設立國家文

官培訓所執行訓練業務，該所又於99年3月26

日正式改制為國家文官學院；行政院人事行

政局則較早於85年1月22日設立公務人力發展

中心（由原公務人員訓練班改制），以及地

方行政研習中心（原臺灣省政府公務人力培

訓處，88年7月因精省改隸並更名）執行訓練

業務。誠如前述，由於我國文官培訓體系分

屬行政院和考試院兩大系統，是以，以下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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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加以整理和說明；再者，由於行政院系

統係將中高階文官培訓共構規劃，在說明時

只能一併討論。

一、行政院的中高階文官培訓體系

近年來，行政院為因應內外環境的嚴峻

挑戰，已日益強化我國中高階文官的培訓，

92年12月5日，人事行政局奉行政院核定，

連續4年（民93～96）實施「行政院所屬中

高階公務人員能力躍升計畫」，該項計畫以

「系統課程、全員參訓、多元管道、分年研

習」為規劃原則，將行政院所屬中央機關第

九職等主管以上人員分為3個層級，由該中

心辦理「領導」（第十二職等以上人員）、

「管理」（第十至十一職等人員）、「實

踐」（第九職等主管人員）3個研習營，課

程則以「政策內化」及「領導管理」2大單

元為主軸，並依中高階人員在機關中所扮演

之角色、權責及應具知能著重「策略思考」

或「業務操作」面向，安排不同層級的系統

課程，每次研習2天為原則（公務人力發展

中心，民92）。有關此一計畫之策略構想邏

輯，如圖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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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為強化中高階公務人員策略領導與創新管理之相關知能，並接續前項

計畫，實施「行政院所屬中高階公務人員卓越領導研習計畫」，分別開設前瞻領

導研習營和卓越管理研習營兩個班別，前者以行政院暨所屬中央主管機關一級內

部單位正、副主管及相當職務人員為培訓對象，後者則以薦任第九職等主管以上

人員為培訓對象，但不包括前瞻領導研習營之參加人員，實施期間自 2008 年至

2009 年止，為期 2年，每一期以為期 2天之實體課程研習（劉坤億，2009）。 

復次，人事行政局為培育具備國際觀及前瞻領導規劃能力之公部門高階領導

人才，以提升我國高階文官之國際競爭力，並強化國際網絡關係，加速與世界接

軌，乃依據「選送公務人員出國專題研究實施計畫」辦理選送公務人員出國專題

研究，自 2008 年 5 月至 2010 年 8 月，共辦理 15 班，合作對象包括美國哈佛大

學甘迺迪政府學院、美國喬治亞華盛頓大學、美國研究所（原隸屬農業部），英

國倫敦政經學院、英國劍橋大學、英國皇家公共行政學院及國家政府學院、日本

早稻田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政府及公共服務學院等國際學術機構，選送

薦任第九職等主管以上人員計 510 人出國進行短期研習（范祥偉，2010）；2011

年再擴大辦理，選送具長期發展潛力之中高階公務人員赴布魯日歐洲學院進行短

期進修
3。再者，行政院為多元化培育公務人才，以應國家建設發展需要，於 2011

年恢復停辦 18 年之選送中高階公務人員赴國外進修學位機制，2010 年 10 月經過

                                             
3 引自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網頁，中高階文官培訓園地學習資訊專區：

http://www.cpa.gov.tw/ct.asp?xItem=7647&CtNode=233&mp=4（公告日期：2011.3.26），瀏覽日期：
201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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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行政院所屬中高階公務人員能力躍升計畫策略圖
　　　　　　　　　 資料來源：公務人力發展中心，民92

再者，為強化中高階公務人員策略領導

與創新管理之相關知能，並接續前項計畫，

實施「行政院所屬中高階公務人員卓越領導

研習計畫」，分別開設前瞻領導研習營和卓

越管理研習營兩個班別，前者以行政院暨所

屬中央主管機關一級內部單位正、副主管及

相當職務人員為培訓對象，後者則以薦任第

九職等主管以上人員為培訓對象，但不包括

前瞻領導研習營之參加人員，實施期間自97

年至98年止，為期2年，每一期以為期2天之

實體課程研習（劉坤億，民98）。

復次，人事行政局為培育具備國際觀及

前瞻領導規劃能力之公部門高階領導人才，

以提升我國高階文官之國際競爭力，並強化

國際網絡關係，加速與世界接軌，乃依據

「選送公務人員出國專題研究實施計畫」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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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選送公務人員出國專題研究，自97年5月至

99年8月，共辦理15班，合作對象包括美國哈

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美國喬治亞華盛頓

大學、美國研究所（原隸屬農業部），英國

倫敦政經學院、英國劍橋大學、英國皇家公

共行政學院及國家政府學院、日本早稻田大

學、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政府及公共服務

學院等國際學術機構，選送薦任第九職等主

管以上人員計510人出國進行短期研習（范祥

偉，民99）；100年再擴大辦理，選送具長期

發展潛力之中高階公務人員赴布魯日歐洲學

院進行短期進修3。再者，行政院為多元化培

育公務人才，以應國家建設發展需要，於100

年恢復停辦18年之選送中高階公務人員赴國

外進修學位機制，99年10月經過兩階段甄審

作業，行政院吳院長已核定13名優秀公務人

員於今年赴國外進修碩博士學位4。

最後，在高階文官（簡任第十二職等以

上）的培訓方面，自83年起，人事行政局在

行政院的指示下，陸續辦理國家建設研究班3

期、國家策略研究班4期、女性領導者研究班

2期，與行政院國家發展研究班及女性領導發

展研究班各為7期。上述培訓班別，每期為期

約4週。97年8月至9月期間，行政院為儲備國

家高階人才，培育具宏觀思維、跨域治理及

領導能力，並瞭解國際政經發展趨勢之高階

人才，以應國家永續發展之需要，人事行政

局在行政院指示下開辦國家政務研究班，每
3 引自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網頁，中高階文官培訓園

地學習資訊專區：http://www.cpa.gov.tw/ct.a

sp?xItem=7647&CtNode=233&mp=4（公告日期：

100.3.26），瀏覽日期：100.7.17.
4　資料出處同註腳3，公告日期：99.10.15，瀏覽日

期：100.07.17.

年2班，每班40人，每期為期6週5。另外，行

政院為加強培訓高階公務人員之國際視野，

於100年首度開辦選送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高

階公務人員出國短期研習，首屆核定選送3名

高階文官6。

新近，人事行政局於98年9月7日簽奉行

政院核定中高階公務人員培訓整體規劃案，

依層級別、中央及地方需求，規劃國內、外

培訓課程，以有系統培訓各層級領導人才。

其規劃藍圖如圖二所示。在此一規劃案中，

亦包括針對培育高階主管的「高階領導研究

班」，訓練對象為行政院所屬各機關現任簡

任第十一職等副司（處）長、三級機關主任

秘書、組長等人員，並含職務列等為簡任第

十至十一職等、簡任第十一職等人員，前述

人員年齡均應為55歲以下，並以擔任中央部

會副司（處）長及所屬機關簡任主管為優先

調訓對象（引自范祥偉，民98）。訓練期

為5週，每週四至週六上課，合計15天，每

期學員人數以40人為原則（其中女性至少10

人）7。

 

5 資料出處同註腳3，公告日期：99.07.29。瀏覽日

期：100.07.17.
6 資料出處同註腳3，公告日期：100.02.16。瀏覽日

期：100.07.17.
7 資料出處同註腳3，公告日期：99.09.03。瀏覽日

期：100.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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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行政院中高階公務人員培訓規劃圖
                          資料來源：范祥偉，民98

整體而言，行政院對於其所屬高階文

官和高階主管的培訓發展，具有幾項明顯的

特徵：其一，係以中高階公務人員培訓為規

劃基礎，並據此做為高階文官和高階主管之

長期性的培訓計畫。其二，過去的高階文官

培訓方案並非常態化，大多依當時政經環境

需要，由行政院指示或人事行政局規劃奉核

辦理，各班別之辦理期數不定並隨時有停辦

之可能，但近年相關培訓方案日趨穩定和系

統化。其三，97年開始辦理的國家政務研究

班，訓期為6週；98年開始辦理的高階領導研

究班，訓期5週（實際為15天），均顯示行政

院之高階主管培訓期程逐漸增長（過去類似

班別訓期僅4週）。其四，中高階公務人員

國外培訓方案明顯增加，並且恢復辦理選送

中高階公務人員赴國外進修碩博士學位。其

五，自100年起，開始辦理選送十二職等以上

高階文官出國短期進修。

二、考試院的高階文官培訓體系

有關考試院對於高階文官的培訓發展，

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公務人員

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組織法》於85年1月26日公

布，保訓會正式成為我國公務人員保障暨培

訓的專責機關，惟此一階段保訓會所掌理的

法定訓練並不包括高階文官的培訓；第二階

段是98年11月18日通過《公務人員保障暨培

訓委員會組織法》之修正，於該法第2條規定

中，賦予保訓會掌理高階公務人員之中長期

培訓事項。

在第一階段中，儘管保訓會所掌理的法

定訓練項目，並不包括高階文官的培訓，但

基於考試院與行政院兩院副院長，曾分別於

82年6月4日及84年1月10日兩度舉行協商，

明確劃分兩院之分工事項，考試院掌理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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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考試筆試錄取人員之訓練、升任官

等訓練、行政中立訓練及其他有關訓練；行

政院則掌理其所屬公務人員之專業、一般管

理訓練及其他有關訓練（國家文官培訓所，

民99：297）。保訓會之訓練項目係採列舉

方式，所稱其他有關訓練，是指行政院暨其

所屬以外各機關公務人員之訓練，包括總統

府、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等機

關人員之訓練；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之訓練項

目則以概括方式規範，定為行政院所屬公務

人員之訓練。在前述兩院明確劃分訓練範疇

的情況下，保訓會曾辦理過行政院以外之高

階主管研究班，以及以管理核心能力為主題

的研習班。

保訓會所辦理的高階主管研究班，訓

練對象為行政院暨所屬機關以外機關簡任

第十二職等至第十三職等之高階主管人員，

88年至93年共辦理6期訓練131人次。以管理

核心能力為主題的研習班，訓練對象為行政

院暨所屬機關以外機關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第

十三職等及擔任主管或副主管職務之簡任第

十一職等人員，94年至97年，每年辦理6項主

題，每主題1班，4年期間共辦理24班訓練376

人次（銓敘部，民99：4-6）。

進入第二階段後，保訓會於99年4月7

日提出「高階文官培訓方案（草案）」，並

交由國家文官學院執行此一方案8。此一方

8 98年4月2日考試院院會通過「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

委員會組織法修正草案」及「國家文官培訓所組織

條例修正草案」，於次日隨即發函立法院審議。

98年10月23日立法院第7屆第4會期三讀通過「國家

文官學院組織法」，總統於同年11月18日公布，原

國家文官培訓所於99年3月26日改制為國家文官學

院。

案也稱為「高階文官飛躍計畫」（Take Off 

Program for Senior Civil Servants，簡

稱TOP-SCS），保訓會為發展高階文官培訓

課程，曾成立專案小組並委託學者調查高階

文官之核心能力，經歸納計分為決策能力、

領導能力、管理能力及人格特質等4個核心能

力構面（保訓會，民99）。藉由層級分析法

（AHP）的調查結果分析9，簡任第十職等至

簡任第十一職等高階文官，以管理能力最為

重要，規劃施予管理發展訓練（Management 

Development Training，簡稱MDT）；簡任

第十二職等至簡任第十三職等高階文官，以

領導能力最為重要，規劃施予領導發展訓

練（Leadership Development Training，

簡稱LDT）；簡任第十三職等機關首長至簡

任第十四職等高階文官，以決策能力最為

重要，規劃施予決策發展訓練（Strategy 

Development Training，簡稱SDT）。高階文

官各職等核心能力比重，如圖三所示。

保訓會於99年8月開始試辦高階文官培

訓，第一期管理發展訓練班（MDT）25人，領

導發展訓練班（LDT）24人，決策發展訓練班

（SDT）9人，共計58人。領導發展訓練和決

策發展訓練部分課程併班實施。

100年，保訓會第二年試辦高階文官培

訓，在培訓對象方面，各班別均開放各大專

校院、學術機構現任相當等級教授，非政

府組織或非營利組織相當等級主管，以及公

9 經保訓會研議高階文官培訓之專案小組討論，人格

特質暫時不列入核心能力之排序分析。相關調查分

析，請詳參劉坤億，民99a，《高階文官核心能力

360度意見調查及分析》，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

員會年度專案委託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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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營事業機構總相當等級主管。在遴選受訓

人員方面，初審係由薦送機關於薦送前針對

報名參訓人員之資格條件辦理書面審查，複

審係由保訓會採用評鑑中心法進行評測遴選

作業，最後由遴選作業小組審議通過後，由

國家文官學院辦理調訓事宜。在正式訓練之

前，由保訓會參酌高階文官核心職能需求，

導入高階文官職能評鑑系統，針對通過遴選

者進行職能評鑑，據以開發客製化之培訓課

程及驗證行為評量指標；同時，要求學員訓

前須閱讀保訓會指定教材或至國家文官學院

「文官e學苑」之TOP-SCS館研習數位課程，

並參與線上互動研討。100年的培訓，規劃

國內課程（8～9月實施）及國外課程（9月

實施）；國內課程訓練地點包括國家文官學

院、外交部外交領事人員講習所、國立臺

灣大學管理學院及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國

外課程訓練地點包括法國國家行政學院、英

國國家政府學院及德國聯邦公共行政學院。

在訓練方法方面，依課程需要採用課堂講授

法、個案教學、行動學習法、角色扮演、工

作坊、田野訪查及拓展訓練等教學方法。在

訓練成效追蹤方面，由保訓會於訓後進行學

員訓後職能評鑑，提出訓前訓後能力差異分

析報告；再者，訓練結束後，亦將由國家文

官學院適時辦理回流訓練10。

0.213 0.229 0.243

0.28 0.31 0.194

0.334 0.303 0.173

0 0.2 0.4 0.6 0.8 1

累積權重值

G10-G11

G12-G13

G13-G14

職

等

決策能力

領導能力

管理能力

圖三：高階文官核心能力（決策、領導、管理能力）比重示意圖

                資料來源：劉坤億，民99a

10 引自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網頁，網址：

http://www.csptc.gov.tw/pages/detail.

aspx?Node=38&Page=5490&Index=3（公告日期：

100.03.09）。瀏覽日期：100.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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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所述，可以清晰的發現，在98年

底《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組織法》未

修正之前，由於保訓會所能培訓的高階主管

範圍不包括行政院暨其所屬機關，是以所能

培訓的對象有限，且培訓與發展的系統性相

對不足。保訓會組織法修正後，此一情況已

明顯轉變，由於保訓會掌理高階公務人員之

中長期培訓事項已有了法源，在建立高階文

官的系統性培訓上，已有了良好的利基，然

而其所面臨的挑戰是現行制度面的問題，亦

即，高階文官分屬行政院和考試院兩院個別

辦理，保訓會雖積極鼓勵各機關、機構推薦

人員受訓，但就目前參訓的學員數仍未達原

訂的目標。

再者，在前述保訓會組織法通過修正

前，有一段有關考試院和行政院兩院協商的

歷程，值得觀察和檢視。98年3月25日，考

試院和行政院兩院院長正式會面協商並獲致

結論，行政院同意考試院將國家文官培訓所

改制為國家文官學院，除辦理原有初任公務

人員訓練、行政中立訓練與升官等訓練及辦

理國際交流之會議與活動外，另新增辦理高

階文官核心能力與核心價值培養的訓練。在

此一協商案內容中，考試院所擬，由該院

集中辦理高階文官培訓之理由，包括：在屬

性上為中、長期性之管理及領導發展訓練，

不一定要由行政系統辦理；高階文官的培訓

課程，應從考試院所辦升簡任官等考試及晉

升簡任官等訓練肇其端，並將其後的簡任第

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的養成訓練，到簡任第

十二職等以上的高階主管訓練，連結成為帶

狀訓練11（劉坤億，民99b）。

除此之外，保訓會為落實考試院文官

制度興革規劃方案（第四案），並配合高階

主管特別管理制度之建置期程（預定101年

6月完成立法），於高階文官培訓方案（草

案）中，已初步完成「建構完整之高階文

官、主管培育歷練體系」、「充實自初任人

員至高階主管、非主管至主管之整體性訓

練」之規劃（預定101年開始正式實施）。

由下圖（四）所示，簡任第十職等至簡任第

十一職等高階文官，可經各派訓機關推薦，

參加管理發展訓練（MDT），經評量合格列

入人才庫，以作為晉升至簡任第十二職等和

高階主管職務之參考；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簡

任第十三職等高階文官，經領導發展訓練

（LDT），以及簡任第十三職等機關首長至

簡任第十四職等高階文官，經決策發展訓練

（SDT），可成為適用高階主管特別管理制度

之成員。

11 資料出處：98年5月1日，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對成立

「國家文官學院」之意見說帖，附錄「行政院與考

試院協商議題結論（第10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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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高階文官、主管培訓發展示意圖
                           資料來源：保訓會，民99

整體而言，保訓會已逐步建立高階文

官和高階主管長期性和系統性的培訓發展

方案。然而，在培訓方面，保訓會與主要派

訓機關行政院暨其所屬機關的協調、相互配

合，則仍須進一步觀察；在高階主管人員發

展方面，儘管銓敘部在「高階主管特別管理

制度規劃報告」中，已訂定「嚴謹選拔」、

「進文官學院專業訓練」、「建立國家高階

主管人才庫」、「成立跨部會之甄選培育委

員會」、「建構專屬俸給制度」與「建構嚴

格考核及退場機制」等建制重點，惟上述任

一重點都仍待考試院和行政院兩院的進一步

協商確認。

肆

高階文官培訓的國際趨勢

觀察各先進國家的公務人力資源發展，

可發現先進國家皆重視公務人員的訓練與發

展，並且逐步建立完整的中高階公務人員培

訓制度。進一步檢視英國、美國、法國、德

國、日本與新加坡等六國的高階文官培訓制

度，至少有下列幾項發展趨勢，值得我國參

考：

一、設立統合性培訓機構以集中高階文官

培訓資源

各先進國政府皆十分重視高階文官之

培訓發展，因而紛紛仿效法國的國家行政學

院，將國家重要訓練資源加以集中，並以中

高階文官為主要之培訓對象，成立國家級培

訓機構，例如英國設有國家政府學院，美國

設有聯邦行政主管學院，德國設有聯邦公共

行政學院，日本設置公務員研修所，新加坡

設有公共服務學院等，這些國家的政府都競

G13（首長）-G14

G12（非首長）-G13

G10-G11

評量合格，列入人才庫

管理發展訓練

G10、G11經薦述

經甄選培育委員會遴用

管理發展訓練(MDT)

領導發展訓練(LDT)

決策發展訓練(SDT)

非
主
管

主
　
管

G12 G11以上

高
階
主
管
特
別
管
理
制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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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投入眾多資源，為高階人才的養成進行長

程規劃。

二、強調與職務歷練結合之人才培訓計畫  

各先進國家政府對未來公部門所需的

高級人才，大多藉由國家級之訓練機構負責

長期性的高階人力資源培訓，以期能為國家

高階公務人員的接班梯隊做有計畫的培育工

作。這些國家會透過國家級公務人員訓練機

構，整合培訓中高階公務人員的培訓資源，

發展與職務歷練相結合的人才培訓計畫，期

經由計畫性訓練與試用後，深化公務人員的

基礎能力，並使其與升遷、調任相互結合。

三、提供誘因鼓勵各機關主動提出訓練需

求

各先進國家的高階文官培訓機構，十

分鼓勵各行政機關主動提出訓練需求，並

依據其訓練需求，提供客製化的課程與訓練

計畫。因為培訓課程是由行政機關主動的提

出，受訓學員也會有較強烈之學習動機，亦

較能收到訓練之效果。各國這種鼓勵各機關

主動提出訓練需求，並加以提供客製化的培

訓課程方式，對於提升訓練成效具有一定之

作用。

四、發展兼顧實務訓練與理論教學的多元

培訓方案

檢視英、美、法、德、日與新加坡等

國的國家級訓練機構，在課程的設計與規劃

上，均著重實務研習與兼重理論探討，普遍

採用個案學習教學、課堂講授與測驗、數位

學習、專題演講、參訪等多元學習形式，在

電子資訊科技的遠距教學上也被廣泛運用。

另方面，這些訓練機構尤其重視參與性質高

的實務操作及個案研究等訓練，期待透過實

際的操作演練，模擬公務職場上將會面臨的

種種問題，以使訓練成效能真正回饋到職場

所需。

這些國家級訓練機構除了規劃資料分析

等電腦職能訓練，並設計線上學習網站，內

容涵蓋個人發展及組織策略議題，鼓勵公務

人員學習及分享個人職場經驗。而隨著電子

網路以及遠距教學系統的普及，可使公務人

員能更快速吸收資訊和反應效果，這種結合

理論、實務與數位化之混成學習方式，已成

為各國高階文官培訓的主流。

五、重視培訓機構外之實習與參訪活動

檢視這些國家的高階文官培訓方案，皆

可發現其訓練課程中，為拓展學員視野，增

加學員在實務的多元學習與瞭解不同性質機

關之運作，都十分重視實習與參訪。在實習

課程的設計上，主要可分成國內實習與國外

實習、政府部門實習與企業部門實習。國內

實習原則上是到國內各中央或地方的公部門

實習，這是多數國家廣泛採取的形式；其次

也有國外實習，其中法國的海外實習設計是

較為多元的，除到法國的駐外單位外，也會

到歐盟或其他國際組織進行實習工作，而英

國與德國的海外實習，則是較偏重歐盟組織

的實習，希望藉此參與國際交流與參加歐盟

相關的計畫。

六、加強國際事務之接軌與研習

由於全球化的浪潮，使得國際事務日

益增多與複雜化，國家內各公務機關與涉外

相關之事務也日益增多，因此中高階公務人

員都必須具備足夠的國際觀，強化其全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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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野的領導洞見，為此，各國國家訓練機構

皆十分重視與加強國際事務的培訓與研習，

例如，德國於2007年接任歐盟輪值主席時，

當時德國聯邦公共行政學院即配合規劃並執

行「歐洲架構」的文官培訓計畫，德國聯邦

公務人員依職務之需要，均須接受聯邦公共

行政學院的指派，前往歐盟學習與歐洲事務

範疇相關的實務課程。另外，德國的聯邦公

共行政學院也與美國的哈佛大學訂有長期策

略合作關係，提供其聯邦公務人員公費前往

哈佛大學進修，進行該大學最著名之個案教

學的學習與進修國際關係等相關課程，藉此

落實該國文官培訓方案融入「全球架構」之

中。又例如，1990年代，英國政府警覺到歐

陸統合成功，歐盟的崛起，勢將衝擊英國在

區域、乃至全球的發展，因此提出「歐洲架

構」的文官培訓計畫，試圖能充分回應此一

趨勢。英國政府的具體作法，除了透過短期

訓練、簡報和研討會，增進文官對歐洲及其

他海外地區事務之瞭解外，並進一步藉由調

派文官至歐洲議會觀摩見習，以及強化外派

人員的輪調，以增強國內文官對歐洲及全球

事務的處理能力。

伍

反思與精進高階文官培訓

高階文官是國家政策規劃、協調和執行

的主力，政府施政計畫能否周延完善，跨部

門間政務協調能否順暢，乃至各項政策方案

能否務實執行並達成預定目標，高階文官都

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是以，高階文官素質

良窳、能力強弱，將直接影響到政府部門的

治理能力。長久以來，各先進民主國家率皆

以建立完備的高階文官培訓體系，投入合理

的教育訓練資源，並藉由強化高階文官的職

能，有效提升政府的競爭優勢，以因應全球

化、民主深化和知識經濟時代來臨的種種挑

戰。

持平而論，過去幾年來，在公務人力

培訓主管機關的努力經營下，臺灣的公務人

力素質持續在提升中；同時，面對國內民主

深化和急速全球化的衝擊與挑戰，無論是行

政院人事行政局或是考試院保訓會，都在高

階文官培訓政策上，投入更多的資源和培訓

方案。然而，檢視目前我國高階文官的培訓

內涵，其具體的限制和困境仍有如下幾項：

一、決策者未意識到全球架構內涵的高階文

官培訓的重要性，以致於未投入合理的預算

和培訓方案，反而在國會的壓力下刪減相關

培訓經費，這是一種寧靜危機，將逐漸侵蝕

和弱化我國中高階文官的競爭優勢。二、各

部會在專業主義的迷思下，各自派送人員出

國進修或出國進行專題研究，由於缺乏精確

的訓練需求評估和明確的培訓目標，致使培

訓方案的執行成效有限，並降低了有限且珍

貴的訓練經費支用效益。三、全球架構的文

官培訓方案，除了必須能夠強化文官與國際

事務的連結能力，同時也必須建立其跨政策

領域管理的能力，目前我國高階文官的培訓

雖有跨域管理的課程，但一如其他培訓課程

的問題，由於訓練方法保守，較偏重於知識

的傳授，而缺乏跨域管理及回應全球化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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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操作和職能訓練（劉坤億，民98b）。藉由

前一節歸納先進國家高階文官培訓的經驗與

發展趨勢，值得我們反思的地方很多，以下

進一步提出幾項精進我國高階文官培訓制度

之建議：

一、轉換高階文官培訓的基本價值和觀念

先進國家高階文官培訓方案，已逐漸由

傳統的訓練途徑轉換為以顧客為導向的訓練

途徑，是以，鼓勵派訓機關和受訓人員提出

訓練需求，供作規劃和執行高階文官訓練機

構的參考並實質納入訓練課程，藉以提高訓

練成效。論者分析，傳統和顧客導向訓練途

徑兩者間的主要差異包括如下幾項：(一)傳

統的訓練途徑係在單純地執行訓練方案，顧

客導向的訓練途徑則在一開始就會注意到受

訓者的感受和需要；(二)前者係著眼於短程

的訓練規劃，而後者則兼顧到長程的教育訓

練及生涯發展；(三)前者係「餵」課程給受

訓者（“you take what I offer”）或讓受

訓者只能在訓練項目中挑選課程（“choose 

from our menu”），而後者是儘量設計受

訓者在實務上所需要的訓練課程；(四)前者

的訓練目標僅反映出訓練人次和訓練課程數

量，後者的訓練目的則在於滿足受訓者的實

際需求，以及能否產生有效的訓練移轉，進

而對機關組織的實際績效產生作用（Sims，

2002）。

二、落實公務人員訓練進修協調會報功能

根據公務人員訓練法第3條之規定：

「為加強公務人員訓練進修計畫之規劃、協

調與執行成效，應由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與公

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會同有關機關成立

協調會報，建立訓練資訊通報、資源共享系

統；其辦法由協調會報各相關機關協商定

之。」然而，持平而論，此一協調會報機制

的功能仍待進一步落實和強化。具體建議包

括：(一)為能建立我國高階文官具備回應民

主深化和全球化之行政能力，建議兩大文官

培訓體系可藉由年度協調會報機制，落實涉

及高階文官「重要訓練進修計畫與重大議

題」之協調，以及共同研擬「全球架構」或

「亞太架構」的文官培訓方案。(二)正如前

述，我國的文官培訓體系並非單一制，是

以，對於具備全球架構意涵的高階文官培訓

目標，兩院的培訓機構必須進行訓練策略校

準（alignment），以避免該訓不訓、重複

訓練、訓練課程前後不能銜接，以及訓練資

源重複投入等現象的發生。(三)依本文之淺

見，負責高階文官發展性訓練的國家文官學

院，應以培育高階文官的核心職能（core 

competencies）為主要培訓目標；而人事行

政局的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和地方行政研習中

心，則應以訓練高階文官之政策規劃、跨域

管理和政策執行為主要之培訓目標。前者著

重於基本核心職能之培養，後者為快速反應

政務機關之實際需求。(四)須加以特別注意

的是，行政院體系的高階文官培訓，各部會

之間、乃至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培訓目標，亦

有必要進行策略和組織之校準，共同發展出

具有系統和實務性的高階文官培訓方案。

三、確立亞太暨全球架構的高階文官培訓

政策

此項政策建議之目的，在於能夠快速

提升我國高階文官回應區域及全球環境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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遽變遷的能力。其具體的作法包括：(一)行

政院人事行政局和考試院公務人員保障暨培

訓委員會應共同發展「亞太暨全球架構之高

階文官培訓計畫」，並由行政院協調、整合

各部會公務人員培訓計畫及資源。各部會現

行出國考察、選送人員赴國外進修等之計畫

及經費，應一併納入此一計畫，以提高資源

整合與培訓之實際成效。(二)培訓對象首重

主管人員。培訓對象依序為簡任十二職等以

上主管、簡任官等主管、薦任官等主管，以

及簡、薦官等具發展潛力者實施。(三)依國

家當前重大發展需求，研擬亞太暨全球標竿

國家學習之旅，以及重要國際組織之參訪見

習，分期、分批將受訓者送往各個國家、國

際組織，藉由實地參訪、研習、座談及其他

方式進行培訓。(四)部分培訓方案，可邀請

亞太或全球標竿國家官員、國際組織代表、

智庫專家學者，到臺灣進行專題演講、工作

坊及其他方式的培訓課程。

四、強化高階文官跨域管理能力的培訓

此一政策建議之目的，在於強化我國高

階文官在跨域管理、跨部會政策統合及規劃

之能力，以提高回應國內、外環境急遽變遷

和危機處理之能力。如前言所述，在急速全

球化的時代，越來越多的政策問題和政策需

求，已經超越國界侷限，並且不能再以傳統

的部會業務分工來加以對應處理。雖然行政

院政務委員具有跨部會協調之功能，但眾多

政策方案之規劃、研議，必須藉由部會間幕

僚協調作業完善，始能有效提高政策統合，

迅速合宜的回應人民的需求。目前各部會司

處層級，對於跨部會政策及業務之協調、統

合，仍難脫本位主義之窠臼，跨域管理之能

力猶待進一步培養。在強化中高階文官跨域

管理能力方面，具體的作法包括：(一)訓練

規劃及執行機關應檢討現行跨域管理課程，

是否符合實際問題導向之課程內容設計，並

以更為強調互動和實際演練的訓練方法，引

導來自各部會的高階主管進入實境，模擬協

力合作發展跨域治理的政策方案。(二)培訓

對象應以行政院各部會司處長、三級機關主

管為優先，再根據實際需要擴增至副司處長

及三級機關副首長，並同步於各類高階主管

班強化此一訓練項目。(三)依現行公務人員

訓練進修法的規定，人事行政局僅負責行政

院暨所屬機關高階文官之培訓，保訓會則負

責行政院暨所屬機關以外之高階文官培訓，

實際上，高階文官跨域管理能力的培養，亦

應考慮規劃跨院合班培訓，例如審計官員若

能與行政院各部會高階文官一起受訓，在推

動績效審計的工作上將會更為順利；是以，

建議兩院應藉由年度公務人員進修訓練協調

會報，利用考試院保訓會目前所規劃之高階

文官培訓方案，以及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目前

積極推展的各個國外培訓方案，強化高階文

官因應全球化所需具備之跨域管理能力。

陸

結語

美國行政學者A l i  F a r a z m a n d在

19 9 9年，曾發表一篇名為「全球化與公

共行政」（Globalization and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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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ion）的論文，指出全球化資本

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形成與擴散，已觸發世

界各國從事政府改造的風潮，公共行政的

理論與實務須能回應全球化；時隔10年，

Ali Farazmand又於2009年發表一篇名為「建

構因應急速全球化時代的行政能力：21世紀

的審慎處方」（Building Administrative 

C a p a c i t y  f o r  t h e  A g e  o f  R a p i d 

Globalization: A Modest Prescription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的論文，再度強

調全球化對任何一個國家的公共治理，其衝

擊和挑戰是全面性且無所不在的，他認為政

府的行政能力必須全面提升，沒有行政能力

就沒有治理權力（Farazmand，2009）。

換言之，在全球化的時代，政府部門所

面對的多重衝擊日益升高，除了政務官須直

接回應這些挑戰外，高階文官也必須與政務

人員協力因應施政環境的劇烈變遷。以臺灣

為例，97年的全球金融海嘯、98年H1N1流感

的全球肆虐、99年兩岸簽署ECFA的議程，乃

至近年來日趨嚴重的全球氣候變遷與糧食安

全等，這些政策問題涵蓋的層面很廣，實難

以用單一政策領域來加以理解和因應，更重

要的是，這些政策問題的本質和解決方案，

都涉及到區域性或全球性的國際事務。顯然

的，無論是任職於哪一個部會或層級的高階

文官，如果未能具備豐富的跨域治理的能

力，以及足夠的國際事務知識和經驗，恐怕

很難要求他們能夠做到「立足臺灣，放眼世

界」，以及「全球思維，在地行動」。

本文嘗試藉由先進國家文官培訓的發

展經驗和趨勢，提供作為反思我國高階文

官培訓的現況問題和未來精進方向。平心而

論，近年來行政院和考試院所屬的文官培訓

體系，持續在高階文官的培訓方案上努力興

革，由人事行政局的中高階文官培訓規劃方

案的執行，以及保訓會近兩年來所試辦的高

階文官培訓方案，都可以觀察出其對高階文

官的培訓策略和執行方案，都已逐漸符合國

際先進國家的發展趨勢。本文則基於精益求

精的態度，對於我國高階文官培訓制度與內

涵，提出未來發展的幾項具體建議，這些建

議包括：高階文官培訓的基本價值和觀念有

必要進行根本的轉換，人事行政局和保訓會

應落實公務人員訓練進修協調會報功能，兩

大文官培訓系統應共同確立亞太暨全球架構

的高階文官培訓政策，以及強化高階文官跨

域管理能力的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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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等態樣 正副主管職務 備註

簡任第十四職等

中央一級機關:

總統府局長

五院常任副秘書長

中央二級機關:

各部會處局署常務副首長(常務次長、副主任委員、副署長、副局長、副

審計長、副主計長)、國史館副館長、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司法院司

法人員研習所所長、中華民國駐世界貿易組織代表團副常任代表

簡任第十三職等至

第十四職等

中央一級機關:

行政院顧問

行政院法規委員會主任委員

國家安全會議處長

中央二級機關:

秘書長

國家安全局主任秘書、主任、副指揮官

中華民國駐世界貿易組織代表團副常任代表

中央三級機關:

外交部駐外大使館大使、代表處代表、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局長

國防部軍事情報局局長

法務部調查局局長

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所長

簡任第十三職等

中央一級機關:

總統府主任

中央三級機關:

部會處局署所屬機關之機關首長(如署長、局長、主任委員、館長、處

長、總局長、總隊長、所長、副主任委員)

簡任第十二職等至

第十三職等

中央一級機關:

總統府副局長、副主任

立法局局長、主任、館長、處長

國家安全會議副處長

總統府、立法院、司法院人事、會計、統計、政風處之處長

中央二級機關:

副執行秘書、執行秘書

中央三級機關:

部會處局署所屬之機關首長(如署長、局長、主任委員、館長、所長、院

長)

簡任第十二職等
中央二級機關:

部會處局署主任秘書、內部一級單位主管(如司長、處長、總隊長)

製表:銓敘部                                  資料時間:99年7月

備註：行政院組織改造訂於101年1月1日實施，本表所列高階主管特別管理制度擬列之職務將隨之更動。

資料來源：銓敘部，民99，建構高階主管特別管理制度規劃報告，頁71-72。

附錄一：職務列等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正副主管職務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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