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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英國首相大衛卡麥隆所組成保守和自由

黨的聯合政府於 2010 年 5 月接任之後，為了

快速減少財政赤字和文官體系的支出，立即

推動各項政府改革工作，包括退休金改革、

裁減公務員人數、物品和服務的中央採購制

度、出售閒置建築物以及檢討大規模的公共

建設。激烈改革的結果，光是在 2012 年度

（2012.4-2013.3）就節省 1,000 億元新臺幣。

文官體系人數由就任時的 527,484 人，減少

到 2013 年 3 月的 448,846 人，精簡人數將

近 8 萬人。

卡麥隆政府在就職兩週年之後，於

2012 年 6 月更進一步提出文官改革方案

（The Civil Service Reform Plan）（Cabinet 

Office, 2012a），從5個方向（文官體制規模、

決策能力、政策執行與課責、強化工作能力、

及激勵員工）進行文官制度的改革，一年之

後就提出改革進度報告。英國下議院針對文

官改革方案的執行，也在 2013 年 9 月提出廣

泛聽證之後所完成的檢討報告。下議院報告

雖然肯定英國政府的努力，但是認為在國內

外情勢大幅變動的情形下，文官體制需要有

更深刻的思考、反省和行動，強烈建議組成

兩院聯席委員會進行檢討改革方向，以符合

21 世紀科技環境快速變遷的需求。

英國文官體制從 1960 年代以來，就不斷

進行改革，英國的改革經驗更經常成為世界

各國學習的對象。卡麥隆政府這一波的改革

工作快速而全面，並且提出許多創新的做法，

包括 2012 年 4 月開始，英國政府啟動了全新

的訓練體制，將 1970 年設立文官學院以來的

政府訓練體系完全民營化（請參見本刊第 54

卷第 8 期作者專文）。

貳

英國文官制度改革的方案重點

與成果
英國政府 2012 年的文官制度改革方案主

英國文官制度

的創新成果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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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工作內容包括：（1）更嚴謹的績效管理、

（2）強化工作職能、（3）強化課責、（4）

政策與執行之互相連結、（5）服務作為的新

方式、（6）創造英國文官的現代就業條件、

（7）整合的文官體。

在以上文官體制改革方案中，直接和文

官體系相關的內容主要有 3 項，即釐清英國

文官體系的規模、強化文官體系能力和創造

現代文官體系的工作環境，以下分別討論這

3 項重點。

一、釐清英國文官體系的規模

關於文官體系規模的目標是，到 2015 年

時，英國文官體系將比 2010 年 3 月時精簡

23%，維持在 38 萬人左右，這將是二次世界

大戰以來最低的水準。裁減文官人數的同時，

又要維持服務水準，就需要採用跨部會的服

務共享（shared services）計畫。

二、強化文官體系能力

在強化文官體系能力方面，改革方案主

要強調提高管理階層的管理和領導能力。同

時，由於委外和外包的情形越來越普遍，公

務人員需要有更好的商業和簽約技能，以便

完成委外的工作。英國政府在 2011 年 4 月將

其文官訓練制度命名為「文官學習」（Civil 

Service Learning, CSL）機制，主要目的就

是由中央統籌所有的文官基本學習和發展，

並將教室課程大部分改為線上資源和數位學

習。為了節省文官訓練的經費，「文官學習」

的主要功能就是負責訓練課程的採購工作，

所有英國文官都透過「文官學習」的網站進

行學習和註冊課程。經過公開競標的結果，

由卡皮塔工坊服務公司（Capita Workplace 

Services）得到 2 億 5 千萬英鎊（新臺幣

125 億元）的英國文官訓練合約，成為英國

文官訓練的代表廠商，合約中並規定，「文

官學習」51% 的合約必須透過競爭性招標的

過程。2012 年 4 月開始，英國政府啟動了全

新的訓練體制，也就是將 1970 年設立文官學

院以來的政府訓練體系完全民營化。

三、創造現代文官體系的工作環境

在創造現代文官體系的工作環境方面，

英國政府致力於提升文官體所擁有的核心價

值：誠實、正直、客觀及公正性。為使英國

文官能夠面對國內外情勢變遷和各項挑戰，

必須改善文官工作環境：

1. 創造更少階層制、步調快的工作環境和

文化，強調結果而不是強調過程，支持

創新、同時獎勵主動性。

2. 藉由文官需要表現特定行為的工作職能

架構，而改變工作文化和行為。

經過一年之後，英國政府提出成果報告，

並且用燈號的方式檢討各項改革方案的進

度。綠燈表示改革方案已經完成或接近完成。

黃燈表示改革項目有所遲延，或執行上有所

偏離。紅燈則代表嚴重耽擱或明顯脫軌。紅

燈部分代表執行不力或有重大困難，本文因

此僅就綠燈和黃燈部分說明其執行的進度和

成果內容（Cabinet Office, 2013）。

(一)綠燈部分

1. 檢討公共服務的各種模式。公共服務

模式將包括互助會（mutuals）、合作

社（cooperatives）、 合 資 企 業（joint 

venturess）及其他商業模式，已經完成

檢討報告，並提出一系列計畫。

2. 確保行政資源與各部會施政優先次序

結合。在教育部已經完成零基（z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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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檢討的基礎上，按季進行各部

會的行政資源與施政優先結合之檢討。

3. 確保英國文官擁有最新的政策技能與

工具。已經制定跨政府的「政策課

程」，並設立 6 個「有效作為」（what 

works）中心。改進政府的水平掃瞄

（horizon-scanning）和執行能力。

4. 強化部長在高級文官任命的角色。制定

文官委員會準則，使部長能夠參與常務

次長的任命過程。

5. 增加常務次長在商業和實際運作方面的

經驗。未來各業務執行部的常務次長人

選，應該具有商業或實際運作方面的經

驗或兩者兼具。

6. 引進各部改進規劃的模式。目前在 5 個

部中進行各部改進規劃模式的先導實

驗，將在 2014 年全面採行。

(二)黃燈部分

1. 邁向數位預設（digital by default），使

更多服務上網。已經發布整個政府和各

部的數位策略，唯一的例外是社區與地

方政府部。2015 年 3 月以前將把 25 項

與民眾直接接觸的服務重新設計，提供

上網服務。

2. 設立政府的共享交易服務中心，包括：

人力資源、財政、薪資、採購等。在

2013 年底完成共享服務的必要基礎設

施，並已設定 7 個共享通訊基地。

3. 改善重大建設計畫的執行。透過各部和

重大建設署（Major Projects Authority, 

MPA）的合作，英國政府在 2012/2013

年度改善重大建設計畫的執行，同時節

省經費新臺幣 600 億元。新的重大建設

領導學院（Major Projects Leadership 

Academy）成為世界級的制度。

4. 改善整體管理資訊。英國政府在 2012

年 10 月建立跨政府的管理資訊系統。

各部需要呈報季報，但目前資料品質仍

有待改進，未來將使各部決策和管理資

訊結合，改善各部的資訊管理體系。

5. 強化常務次長的課責。英國政府將公布

新版的「管理公共財」準則，強化常務

次長對大型計畫的責任。

6. 發展和管理文官體系的未來領導人才。

在既有的領導人才方案上，建立「文

官高潛能升遷」（Civil Service High 

Potential Stream）方案，以使人才和業

務需求結合，同時也建立了整體文官體

系的升遷共同標準。目前正致力於建立

跨政府的人才管理制度。

7. 改善文官的文化和行為。英國政府首次

建立跨政府的工作職能架構，最早採用

的 5 個部正在進行評估中，並發展未來

文官體的長程願景，包括組織改革和工

作的方式。

參

文官制度改革的重大創新
以上各項改善成果中，政策創新意涵

比較高的項目，並且值得我國學習的部分

可以稍加扼要詳述如下（Cabinet Office, 

2013）：

一、邁向數位預設（digital by default）使

更多服務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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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民眾已經有 82% 上網，但是只有

一半的民眾使用英國政府的上網服務。政府

數 位 服 務 局（Government Digital Service, 

GDS）目前正擔任讓英國政府成為「數位預

設」的轉型媒介。2013 年政府數位服務局

（根據該局提供作者之資料，11 月全職人

員 225、人臨時人員 187 人）已經將所有部

會的網站內容整合到單一網站（www.gov.

uk）。這個網站得到設計博物館（Design 

Museum）的年度設計獎，平均每天有百萬次

的點擊率，建置之後節省 72% 的網站經費。

透過將民眾直接服務轉變為線上服務，英國

政府將可以節省 18 億英鎊（新臺幣 900 億

元）。一方面政府數位服務局提供廣泛的數

位上網服務給各部會，從而減少各部會的人

力需求和經費支出，另方面政府數位服務局

也協助各部會遴選數位執行長（Chief Digital 

Officer）、科技執行長（Chief Technology 

Officer）以及其他高階科技職位。政府數位

服務局運用其遴選網站，也協助各部會進行

數位專家的遴選工作。英國政府這種統合性

的數位科技人才遴選工作，是相當有效而節

省經費的，或許是值得我國學習的。

二、下代共享服務計畫（Next Generation 
Shared Services programme, NGSS）
此計畫主要是設立政府的共享交易服務

中心，包括：人力資源、財政、薪資、採購

等四類。文官制度的改革如果單純從各部會

的整體結構進行人力評鑑、作業流程簡化、

採購改革固然會得到行政效率的提升，然而

從整體政府的角度來看，各部會單一的改革，

不見得會造成整體政府同時得到行政效能的

提升和政府運作成本的下降（Cabinet Office, 

2012b）。英國政府在這一波的文官制度改

革中，提出各部會「服務共享」的觀念，是

制度上的重大突破。造成成本下降的主要動

力，是來自於經濟規模的擴大。各部會所必

要的各種服務例如人力資源、財政、薪資、

採購等，如能透過分享制度，將使成本大幅

下降，其主要理由包括：

1. 對更多的顧客提供標準化的服務。

2. 透過人員的專業化，減少錯誤或錯誤的

樣態。

3. 顧客群擴大有助於自動化工具的重大投

資。

4. 對更多的顧客提供可以分享的管理專

業。

5. 業務量龐大有助於從供應商取得相同服

務水準的更低價。

6. 更多顧客的分享體系可以降低建置、維

持服務系統的支出。

7. 共通的服務流程和體系可以降低維修和

更新單一或訂做系統的成本。

8. 共享服務中心的規模，能夠避免各部會

必須在櫃檯服務的昂貴地點建置各項設

備，從而減少地租。

9. 提供工作人員更多的升遷機會，從而減

少人員流動以及遴選用人成本。

10. 改善財務控制及透明度。

11. 隨時擁有一致、有效的管理資訊，使政

府能夠在第一線提供更快更好的決策。

12. 各部會可以隨時更新會計報表、財政

部財政資訊體系，從而減少支持和維

修的費用。

13. 可以產生財政部所需要的各項帳目統

計圖表，體系簡單而快速，遠優於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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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會所能單獨制作。

14. 不管在各部會層級或就整體政府，可

以提供更快而成本較低的有關資訊公

開法的查詢業務。

根據英國政府的統計，分享業務將可以

使各部會的交易成本降低 25% 到 40%。另一

方面分享業務也能夠提供更高的服務品質，

主要原因在於（Cabinet Office, 2012b: 8）：

1. 透過績效指標和結果取向的提供服務，

能聚焦於績效管理。

2. 有經驗的服務提供者在顧客服務方面的

經驗比較豐富。

3. 透過顧客論壇或入股的方式，分享服務

中心（Shared Service Centers, SSC）

的治理會有更多的顧客參與。

4. 分享服務中心的專業化將能透過顧客服

務及技術訓練而產生專業的尊榮感。

5. 透過單一的顧客服務管理結構，產生一

致性的服務水準。

英國政府透過共享交易服務中心的全新

設計，將使英國政府和各部會在每年相關分

享業務費用必須支出 15 億英鎊（新臺幣 750

億元）的情形下，節省 4 到 6 億英鎊的經費。

以人力資源管理而言，共享交易服務中

心所提供的核心業務項目就包括：公務員生

命週期的處理程序、新進人員、離職人員、

工作改變、第一階層的人力資源個案管理、

缺勤管理、詢問和解決等等。各種人力資源

管理的選項業務則包括各種薪資管理業務。

共享交易服務中心由於業務量龐大，就需要

運用雲端計算、企業資源軟體例如 ERP 等來

建構基本設施，降低各項人力資源管理的成

本。

三、「下代人力資源」（Next Generation 

Human Resources）計畫

不過，針對文官體系的運作，英國政府

另外透過 4 種分享型專家服務建立「下代人

力資源」計畫，提供各部會、政署、及行政

法人有關公務員政策、遴選服務、學習和發

展、以及組織設計與發展的人力資源管理服

務。而這些服務是未來跨政府專家為基礎的

人力資源管理的整合，並非屬於下代共享服

務計畫。

「下代人力資源」計畫中，主要業務

之一就是公務員的遴選作業，稱之為文官遴

選（Civil Service Resources），各部會都

可以透過這個機制進行人才延攬，並被視

為遴選工作的顧客（The UK Civil Service, 

2013）。「文官遴選」的工作內涵包含：（1）

人才管理、（2）文官體的職缺入口網站、（3）

（遴選）產品發展、商業管理和採購、（4）

人才調派、（5）系統支援。各部會也可以透

過「文官遴選」購買以下的服務：（1）完整

的遴選服務，包括內部及外來遴選的行政工

作、（2）完整的電子化遴選候選人管理系統、

（3）職涯轉換服務、（4）職業心理測驗服務。

「文官遴選」系統已經建立了三種簽約外包

的遴選服務，包括：（1）電子化遴選入口網

站（e-Recruitment Portal）、（2）遴選服務

架構（Resourcing Services Framework）、

（3）主管搜尋（Executive Search）。

實際上的遴選作業是由競標過程取得承

辦資格的廠商負責，遴選的工作透過遴選技

術的標準化作業流程而進行。遴選過程的標

準化作業考慮的因素則包括：評分尺度、匿

名化、業務單位的背書、職缺說明書、預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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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選題目、工作經驗、以及工作職能經歷。

文官遴選的工作透過電子化作業，不但快

速、有效，而且大量減少成本。就目前的運

作情形而言，遴選工作並沒有針對個別部會

訂定相關的工作職能，每一個工作職缺都必

須註明屬於何種文官體系的職等。電子遴選

系統可以讓用人機關依照郵遞區號進行人才

檢索，但以目前情況而言，遴選系統並不能

夠為各部會建立人才庫，也沒有辦法使用關

鍵字或者特定技能進行候選人的搜尋動作。

針對比較高階職位，「文官遴選」會和主管

搜 尋 公 司（Executive Search companies, 

獵人頭公司）進行合作，也唯有如此才能夠

接觸到不會以文官體系為找尋工作對象的優

秀潛在候選人。也就是說，獵人頭公司仍然

是英國政府向外找尋高階主管的重要夥伴。

整體而言，任何人都可以在網站上取得英國

各部會的文官職缺訊息，並且除了少數的

例外，所有職缺都是採用共同的文官工作

職能標準，或者是專業職能（professional 

competencies）進行遴選。求職者可以透過

網站瞭解遴選工作的標準和範例。各部會也

可以按照各自的需求，決定他們所需要的預

先篩選題目。

四、 文官訓練體系民營化

英國文官訓練體系民營化，雖然是為了

因應政府財政赤字不斷擴大，但是就全世界

而言，仍然是一個相當創新的制度。根據國

家審計局（National Audit Office）的調查報

告，英國文官訓練在 2009 會計年度使用 2

億 7 千 5 百萬英鎊（新臺幣 130 億元，每位

文官訓練經費為 547 英鎊，新臺幣 2 萬 6 千

元），並且只有 48% 的文官認為在過去一年

中所受的訓練，有助於改善工作情形（Public 

Service.Co.UK, 2011）。英國政府在 2012

年 2 月透過公開招標的方式招商，最後由卡

皮塔工坊服務公司得到文官訓練合約，成為

英國文官訓練的代表廠商。英國政府訓練民

營化的做法，主要在刺激競爭，並壓低成本，

透過民間廠商為總承包商，再採行向下分包

的工作，比英國政府本身辦理招標流程，將

會更具有效率。訓練民營化之後，「文官學

習」更注重數位學習、線上學習資源以及在

工作場所的學習，例如現場教導（coaching）

和師徒制教導（mentoring）。這種訓練方法

的改變，有助於英國文官選擇對他們最適合

的學習管道。

英國文官訓練民營化會帶來的好處，英

國官方的說法大致上可以歸納為以下4點（參

見 Civil Service Learning 網站）：（1）改善

訓練效果、（2）減低成本、（3）改善反應

性、（4）提升品質。卡皮塔工坊的 2 年合約

在 2014 年 2 月到期，內閣部已經再簽 2 年

的合約到 2016 年 2 月。訓練實施的結果，

在最初的 11 個月中，卡皮塔工坊自行訓練的

部分為 41%，外包的部分則為 59%，同時外

包的部分中，72% 是由中小企業所承攬，也

符合當初的政策目標。民營化後最初 11 個月

中，已經有 32 萬英國文官接受訓練課程，同

時 96% 的受訓人表達，課堂教學符合公告的

學習目標，更有 91% 的受訓人表示，他們已

經將學習成果用於工作。英國官方的評價大

致上認為訓練民營化是一個成功的案例，達

到降低成本的效果，同時在訓練品質上也得

到正面的評價（Capita, 2013）。

英國文官訓練民營化的一個重點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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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增加電子化教學。但是 Civil Service World

（CSW）2013 年 2 月民調顯示，課堂的學

習仍然被認為是最具有價值的教學方式，在

過去 3 年中，持有這種看法的受訪者從 37%

增加到 52%。相對的，只有 6% 的受訪者認

為電子化教學是最具有價值的教學方式，而

有 29% 的受訪者認為電子化教學是最不具

有價值的教學方式（2010 年同樣的調查，回

答的比例分別是 5% 和 30%，幾乎沒有評價

上的變動）（Brecknell, 2013）。這種對於

電子教學的成果評價在訓練民營化之前和之

後，都呈現穩定的負面評價，也許和受訓者

的心理預期，訓練應該具有人際互動相關，

也可能和電子教學比較偏向單向教學有關。

但是設計良好的電子化教學和教學內容，設

置成本也許昂貴，卻具有提供大量人數運用

的低成本優勢，對於知識性、宣導性的教學

內容，具有無可取代的成本優勢。訓練民營

化之後，大量運用電子化教學，將成為不可

能逆轉的趨勢。對於文官訓練仍然由公部門

提供的國家而言，電子化教學的普遍化和品

質提升，都是必須不斷尋求創新的課題。

訓練民營化第一年的經驗顯示，訓練的

實施情形也有不如人意者，例如：51% 的

受訪者感覺不容易得到想要的訓練，而其中

最重要、最想要的訓練是專業訓練（39%）

（Brecknell, 2013）。不過對於英國訓練民

營化的成果評價，也需要考慮到兩個重要的

背景因素。首先是，訓練民營化主要目標在

於維持品質情形下，大幅降低成本。CSW 的

民調顯示，經過一年的運作，34% 的受訪者

認為新制度比較差，29% 認為比較好，22%

認為品質沒有改變。這種評價結果顯示，訓

練制度轉型之初，難免遇到許多制度無法銜

接的困擾和挫折，能夠得到大致上中性的評

價，顯示訓練民營化的政策目標和方向，值

得進一步的期待。其次，推動訓練民營化既

然在整合課程、降低成本，想要受訓的公務

員不免將自己申請受訓的挫折，認為是訓練

預算遭受削減的結果。但是英國文官長 Bob 

Kerslake 則澄清，所謂訓練預算不足的說法

是過於誇大的。

英國文官訓練民營化實施不到 2 年，成

果優劣的評價呈現兩極化的情況，就訓練制

度的設計理念而言，則大致上符合成本考量、

訓練品質的維持等政策目標，但是在實施細

節上，各部會與其文官如何達成申請受訓、

訓練經費、訓練課程等等訓練實務的普遍共

識，並最終反映在 2 年更新 1 次的訓練委託

採購契約，將是未來需要持續改進的課題。

五、引進各部改進規劃的模式

內 閣 部 將 運 用 部 會 改 進 方 案

（Departmental Improvement Plan）來檢測

各部會在多年期的績效表現，從前導期的經

驗中，未來將聚焦於：各部會為了提高執行

效率所採行的措施、各部會如何具有能力去

完成新的或改革的功能、及整合文官改革方

案的其他行動。各部會將必須提出績效改革

的測量指標，作為每年改進措施的衡量標準，

並且報告改進的成果。

六、確保英國文官擁有最新的政策技能與

工具

為使政策專業人員能夠瞭解跨政府的

「政策課程」，他們一年必須在內閣部的政

策學校（Policy School）進修 5 天，讓負責

地方事務的官員進行新的訓練課程，並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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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專家參與授課。設立 6 個「有效作為」

中心分別是「診療健康卓越研究院」、「教

育財團法人」和新設有關減少犯罪、地方經

濟發展、優雅老化、優先介入的中心。這些

中心將提供公部門的決策官員處理相關事務

實際有效的政策資源，以便能產生政策執行

上的效果。英國政府也設立一個委員會，進

行政策方面的水平掃描，可以隨時知道各部

會的政策執行能力和缺點，從而加以改進，

並提供各部會作為參考。

七、增加常務次長在商業和實際運作方面

的經驗

2012 年底內閣部公布一項資料指出，在

同時擔任常務次長的人員中，僅有 25% 的常

務次長在擔任次長之前，具有高階的操作性

或商業經驗。有鑑於具有高階的操作性或商

業經驗對於常務次長在各部會運作上的重要

性，英國政府將採取主動的措施，以確保未

來的文官體系領導者，能夠擁有相關的經驗

和能力。 

肆

英國下議院對於文官改革方案的評

價與建議
英國下議院針對英國政府所做的文官改

革方案和執行成果，在 2013 年 9 月發表一

份報告《Truth to Power: How Civil Service 

Reform Can Succeed》指出，在全球及英國

情勢大幅改變的情形下，英國文官改革的工

作只是「漸進的改變」，而缺乏策略性的思

考，並且批評這些改革工作只是一些缺乏整

合的計畫，大多數僅具有臨時性的功能或終

將失敗。報告中甚至強烈批評文官工作職能

方案（Civil Service Capabilities Plan）是要

培養文官 21 世紀的工作職能，但是 21 世紀

文官所應該扮演的角色並未加以定義。也就

是說，英國政府的文官改革方案並未針對文

官體系所面臨的各項問題及挑戰進行全面性

的評估，也就無法對英國文官領導階層應該

具有的能力進行評估、提出對策。下議院報

告中特別強調改革方案中提到要改變文官體

系的文化和行為，這對 21 世紀的文官體是非

常重要的，但是究竟如何達成，英國政府也

沒有明確的方向。

下議院的報告提出許多對於英國文官體

系運作的觀察，認為要解決以下這些重要和

根本的問題，必須組成國會委員會全面檢討

21 世紀文官體應該扮演的角色和必須具有的

能力，文官改革才能成功。其中主要的面向

包括：

一、 文官文化

大部分的文官對於改變存有慣有的惰

性，對於部長的要求經常踩煞車，活力和驅

力不足。這種現象的來源在於領導階層並未

堅持不斷學習的價值。

二、缺乏對於部長的行政支持

現任或歷任部長幾乎都提到，部長必須

對國會負責，但是部長旁邊缺乏能夠直接協

助部長的政治顧問。前內閣部長 Jack Straw

建議在各部成立中央政策小組，成員包括文

官、約聘人員、政治任命人員，以改善部長

和文官之間的互動介面。報告中特別提到在

政治和政府環境變得越來越不確定與變動不

居的情形下，更需要文官的各個階層都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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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好的裁量和判斷能力。

三、 技能

目前文官體系的失敗在於文官的遴選、

發展和留住關鍵人才上出了問題。而關鍵人

才的流失其實也反映了文官體系對於關鍵專

業人士在薪資與工作條件上的各種限制，最

後造成了嚴重的流失人才問題。

四、任期過短

根據統計，2010 年選舉之後，英國各部

常務次長的平均任期只有 18 個月。其中，交

通部、內政部、國防部和內閣部 3 年中各有

3 位常務次長。相對而言，他們所要主持的

公共建設計畫平均耗時 3 到 10 年，這就造成

關鍵職位的課責出現問題。

五、 常務次長的任命與契約任期

文官改革方案提出部長能夠擁有最終決

定常務次長人選的權力，其主要目的在於強

化部長政策執行的能力。但是這個政策方向

受到國會議員、一般文官、及學者的反對，

認為將使文官中立的傳統受到破壞，產生文

官政治化的現象，也會導致更多的個人恩惠

任命。不過也有學者認為，部長是在經過獨

立遴選委員會過程之後，少數兩三位合格的

文官候選人中進行挑選，並不會造成文官政

治化。2012 年底能源與氣候變遷部常務次長

的任命，英國首相基於商業經驗和談判能力

的考慮，否決遴選委員的第一建議人選，任

命第二人選，保持了首相的否決權，由此例

顯見文官改革方案就常務次長的部長任命權

並不容易推行。常務次長的實際任期縮短不

利於推動政策的一致性，因此改革方案希望

採用 5 年期的簽約聘用，但是長聘制度可能

造成部長個人化的任命，而當部長去職時，

常務次長仍在的困境。

針對以上這些文官制度的重大權力環

節，在 21 世紀的政府運作中，已經成為重大

而緊迫的議題，英國下議院的報告只提出唯

一的建議，就是希望組成兩院聯席委員會，

進行廣泛的討論，希望為 21 世紀的文官體，

訂定全盤的改革方針。

伍

結論
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在 1979 年上任之

後，對於英國文官體系進行全盤性的改革工

作，其對政府管理制度方面的衝擊，是在全

世界先進國家中，匯集成為「新公共管理」

運動的改革浪潮。最近 3 年來，卡麥隆領導

的聯合政府同樣在鉅額財政赤字的背景下，

也對文官體系推動激烈而全面的改革，這些

文官制度的創新作為，也很可能在歐美國家

政府大多債台高築的情形下，成為學習的對

象。尤其是，英國文官制度創新改革的內容

中，主要以「數位預設」、「跨部會服務」

為節省成本、提高品質的重要政策工具，深

深符合網路科技時代的服務精神，不但將為

先進國家作為借鏡，相信也將成為世界各國

學習的對象。我國文官體系大致尚停留在「年

資為基礎」的法定體系中，面對變動不居的

國際環境，應該積極考慮學習英國文官創新

制度的可取之處，提供全民更佳的服務，並

節省鉅額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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