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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關鍵詞：總員額法、人力評估、食品安全、資訊管理、觀光促進 

壹、研究緣起 

人事行政總處為能評估與運用最合理的公務人力規模達成政府高效能之

發揮，並針對外部環境變動、機關內部組織架構、人力結構、業務職掌等進

行檢討，促使機關在總量管理下將有限人力配置於真正具重要性、優先性之

核心業務，進而強化政府效能及服務品質，本計畫乃透過調查現行中央機關

公務人力配置及運用現況，並建構機關或業務領域人力供需推估模型。藉此

瞭解未來中央機關各類人力供需情形，俾利人事行政總處先期掌握人力動態

需求，妥適配置適當人力，並採行務實、有效的人力管理措施，進而達到提

升公務人力素質與政府競爭力之效益。 

本計畫調查中央機關公務人力配置及運用現況，進一步釐清及界定影響

公務人力供需及配置衡平之重要關鍵業務或職能因素，據以建構機關或業務

領域人力供需推估模型。根據分析結果，推估未來 10 年《中央政府機關總員

額法》（以下簡稱《總員額法》）規定架構下中央機關各類公務人力供需情

形，並從公務人力之供需、運用及管理機制等面向，提出機關運用所建立之

模型自行評估未來人力供需及制定管理策略之實務可行、具操作性之建議。

本研究主要目的包括： 

（一）進行組織診斷掌握人力供需問題，俾利人事行政總處預為規劃相關人

力管理及因應策略。 

（二）建置合理公務人力供需預測模型範例，作為日後運用至各機關或業務

領域範疇之基礎。 

（三）提出相關人力管理措施及因應策略，俾利增進人事行政總處決策品質

及強化公務人力運用效能。 

貳、研究方法及過程 

本研究的研究內容與範圍，主要可以分為兩大部分，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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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調查現有中央機關業務內涵及相對應之公務人力配置現況，包括：臨

時人力、派遣人力及承攬人力等。瞭解公務人力所面臨之問題，以及

未來 10 年業務發展及用人需求規劃的可能變化情形等。 

（二）選定食品安全、資訊管理、觀光促進 3 項政府業務作為本研究之範例，

主要研析其影響業務工作量多寡及人力需求的影響因素，作為未來擴

大應用至其他機關或業務領域之基礎。 

在研究方法方面，本研究共計採用 5 種研究方法，分別為：文獻分析法、

問卷調查法、焦點團體座談法、深度訪談法、統計分析法。 

（一）文獻分析法 

本研究針對影響公務人力供需及配置衡平之主要因素與相關模型，透過

相關文獻，掌握國內外相關研究的觀點。從而進行理論面與實務面之分析與

研究探討，並統整分析以為後續建立人力需求判斷之參考。 

（二）問卷調查法 

透過擬定之人力狀況調查問卷，蒐整中央政府三級以上機關人事單位提

供之相關數據，進行次級資料分析。本研究掌握現有中央機關業務內涵及包

含臨時人力、派遣人力及承攬人力在內之公務人力配置現況，俾利後續研究

之開展。 

（三）焦點團體座談法 

本研究分為兩階段舉辦 4 場焦點團體座談會。第一階段的 2 場焦點座談

會，係經由文獻與次級資料分析所得之環境影響因素，與中央機關公務人力

配置及運用現況之調查發現，藉由焦點團體座談，研析機關間、機關內部各

類人力配置是否合理、機關重點核心業務及相對應之人力類型間之配置情

形、是否合理及相對重要性、優先性與排序等，並從員額管理角度分析未來

公務人力應支應之重要業務發展需求、具財政可支撐性之合理員額總量規

模，以及可能的精簡幅度、趨勢。同時，進一步釐清與界定出影響公務人力

供需及配置衡平之重要關鍵業務或職能因素。第二階段的 2 場焦點座談，則

是分從理論面與實務面提出人力管理機制與因應策略之建議。 

（四）深度訪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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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在期中報告後，就食品安全、資訊管理、觀光促進等 3 項業務，

以深度訪談法深入瞭解 3 項業務所屬機關人事、業務承辦人員、以及主管的

看法，瞭解後續擬定影響業務量多寡因素的各種重要面向。 

（五）統計分析法 

本團隊採用線性規劃的方法，並輔以專家意見來推估政府人力需求，主

要的理由是在政府面臨食安危機時，需要大規模的改革，過去數字並不可靠，

而必須仰賴食品安全專家們的專業與經驗，討論出合理的人力需求狀況，然

後再利用線性規劃的觀念來加以整合之。 

參、重要發現 

以下分別就理論及文獻資料、公務人力配置現況、及業務領域工作量之

影響因素 3 個部分，綜述研究過程中的重要發現。 

一、理論及文獻資料 

（一）美國國會課責總署在人力資本管理上，主要是提供一個有用的「參考

模型」，作為行政機關理想人事管理措施的標竿模範。包括美國國會

課責總署研提「機關人力資本自我檢測清單」，以及人力資本調查結

構問卷內容及施測方法，均具參酌之重要價值。 

（二）澳大利亞公共服務委員會（Australian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 2011）

出版「人力資源規劃指南」（Workforce planning guide），為澳洲政府

的公務人力改革與發展提供指導框架。其中，在需求分析方面，影響

未來人力需求的外部動力包括政治、經濟、社會、科技、環境、與法

律等面向。 

（三）2001 年韓國盧武炫政府中央人事委員會委託韓國勞動研究院針對政

府未來面對「電子化時代」種種挑戰開發所需之人力供需模型方案。

其主要目的為追求 OECD 國家所提出之「Government of the Future」

概念以及達成電子化下民間要求政府不斷革新訴求之情況下推估韓國

未來 10 年之政府人力供需。然由於韓國政府組織與法律制度常隨著總

統更迭而有巨大變動，或因突發事件而調整組織、人力，故該 2001

年之人力預測模型並無法驗證其預估結果是否符合後來實際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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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務人力配置現況 

（一）根據本研究問卷調查的結果，在統計資料的 33 個中央行政機關，單獨

以預算員額及人事費預算內之現有員額而言，各部會機關仍有預算缺

額。 

（二）在「既有人力需求評估與調配機制之檢討」方面，目前的「人員增額

機制」主要是取決於：長官政策的要求、議題發生與媒體曝光、回應

民意、以及非典型人力的替代。至於現行「員額評鑑制度」的缺失，

則包括：機關缺乏人力資源規劃的觀點、人事人員受限於人事一條鞭

制、外在評鑑的專業性疑慮、過於偏重人數的考量、評鑑易受機關提

供資料正確性影響、評鑑無法與績效真正結合，過度的人事保障是主

因。 

三、業務領域工作量之影響因素 

本研究藉由焦點團體座談獲知影響公務工作業務量的主要因素，從概念

化角度，提供合理評估業務量增減的論述與因果關係。一方面整體說明影響

公務工作業務量消長的因素，另一方面則分從食安、資訊、觀光 3 項業務，

進行業務、組織與人力之檢討與印證。 

（一）公務人力需求的評估主要取決於公務工作的業務量，而工作業務量的

多寡則是取決於「法定工作事項」。影響公務人力法定工作事項的因

素主要有直接因素與間接因素 2 類來源。其中，影響法定工作事項多

寡的直接因素，包括：法規、機關作業規定、多年度的延續性計畫、

以及其他非本業的事項。間接因素包括（1）外部環境：政治、法律、

經濟、社會、環境、科技，（2）利害關係人要求：政府內部、政府外

部，（3）政策目標：政策價值偏好、施政策略、政策需求評估、其他

政策目標之衝突狀況，（4）政策方案設計：機關權責劃分、四化策略、

策略行動方案，（5）內部行政因素等：人力資本、人力發展趨勢、工

作簡化。 

（二）經與焦點團體座談之專家討論，「食品安全」管理的業務面向包括風

險評估與檢驗、生產管理、進口管理、製造管理、後市場監測及消費

管理等。「資訊管理」的業務面向包括資訊策略規劃、資通安全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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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用資源管理、應用服務、資通建設、資訊推廣行銷溝通等。「觀光促

進」的業務面向包括觀光策略規劃、觀光資源開發與經營管理、觀光品

質維護及安全管理、觀光行銷推廣等。而影響各面向業務量的因素，

綜整為本報告表 5-1。 

四、食品安全業務人力需求模型建構與實作 

本團隊採用線性規劃的方法，並輔以專家意見來推估政府人力需求，主

要理由是政府面臨食安危機時，需要大規模的改革，過去數字並不可靠，而

必須仰賴食品安全專家們的專業與經驗，討論出一合理人力需求狀況，再利

用線性規劃的觀念加以整合之。本研究研提之人力需求模型的建構步驟，共

有 7 項步驟，分別為： 

（一）將某一機關或業務領域依其業務性質區分為幾個子業務構面。 

（二）分析影響各子業務構面的影響因素。 

（三）判斷各子業務構面的業務成長量，決定人力需求順序。 

（四）決定各子業務構面的理想人力比重。 

（五）加總目前中央政府在各子業務構面中的人力狀況。 

（六）利用線性規劃模式，估算此機關或業務範疇所需要的總人力員額及需

求。 

（七）將步驟 6 所得到的結果與步驟 3 所得到的結果相比較，若相似的話，

則能確認各子業務構面的人力需求，以及這業務範疇或機關的總人力

需求。 

就中央政府整體而言，食品安全管理業務應有一定的員額需求。惟必須

注意的是，在增補員額之前，仍應視業務重要性優先配置必要人力。即在規

範之總量內，考量業務委縮或非核心業務部分，在人力有限下，仍應調用至

當前重要業務，所以仍有調減勻用之必要。 

肆、主要建議意見 

一、立即可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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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針對各部會要求增加人力之情形，可根據本研究「各機關要求增加人

力之檢核表」（本報告表 5-2），請各部會完成全面性、科學性之人力

盤點，以為決策之參考依據（各部會主辦、人事行政總處協辦） 

公務人力需求的評估，主要取決於公務工作的業務量，而工作業務量的

多寡則是取決於「法定工作事項」，而決定「法定工作事項」事項者，包括

法律、法規、機關作業規定、多年度的延續性計畫、以及其他非本業的事項

等直接因素，以及外部環境因素、利害關係人要求、政策目標、政策方案設

計、內部行政因素等間接因素。申言之，有關人力需求的幾個變項之間的關

係是「直接或間接因素→法定工作事項→工作業務量→公務人力需求」。本

研究擬定之表 5-2「各部會要求增加人力之檢核表」，係取自本研究質化研

究之調查結果，以及藉由 3 項業務之實際檢證，可作為一個整體性、概括性

的普遍因素表。 

（二）釐清機關核心業務以界定核心人力（各部會及人事行政總處主辦） 

每個中央機關所執行的業務相當多且複雜，同一個部會轄下的機關可能

包含不同業務功能別。從國家整體政策發展的角度來看，以業務功能為區別

的人力盤點，已有調查之必要性。就人事行政總處的立場而言，未來在進行

機關的人力需求評估時，應先釐清機關的核心業務，繼而確認除預算人力、

編制人力外，其他非正式編制的人力，如非典型人力、勞務派遣、承攬、替

代役…等各式人力也應清楚界定。 

二、長期性建議 

（一）視機關業務性質，檢視各部會之預算員額及運用未編列預算員額類型

人力運用之適當性與合理性，據以作為未來調整《總員額法》員額高

限之參據（人事行政總處主辦、各部會協辦） 

《總員額法》通過施行後，確立員額管理的「總量管理」原則。在總量

管理原則的實施下，基本上在公務人員數量層面已有明顯的「控制」機制，

即經由設定總量額度，達到機關員額數量有效控制的目標。同時，從「管理」

層面來看，各機關在總量管制之下均需遵守最高上限額度的規定，因此，在

歷經幾年的施行與調整後，各機關現有的預算員額配置大致上已處於平衡的

狀態。未來在進行人力調整時，仍宜由部會機關視實際業務消長，在總量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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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彈性調用配置所需人力為優先，例如非核心業務人力調移核心業務，而

人事總處則應配合員額評鑑採取符合實務運作之經驗法則，了解各機關的業

務運作情況，除採「當增則增、當減則減」策略外，尚就機關縮減業務人力

調移新增業務機關等通盤考量，促使部會機關間人力彈性運用。未來應進一

步了解國內各機關實際運用非正式編制人力之緣由以及比較國際經驗，在資

料及資訊充足的情況下，重新檢視《總員額法》對公務人力計算定義及員額

上限。 

（二）各機關如需對未來中長程人力需求進行預測，可參考本案研提之人力

需求推估模型原則，視機關業務特性擇選妥適變項及統計方法進行建

置（各部會主辦） 

本團隊採用線性規劃的方法，並輔以專家意見來推估政府人力需求，主

要的理由是在政府面臨未來環境變化時，需要相當程度的變革，必須仰賴專

家們的專業與經驗，來討論出一個合理的人力需求狀況，然後再利用線性規

劃的觀念來加以整合。如圖 5-1 所示，本團隊將人力需求模型的建構區分為

7 個步驟，分別為：（一）區分子業務構面、（二）分析影響因素、（三）

判斷成長量、（四）決定理想人力比重、（五）目前人力加總、（六）估算

人力需求、（七）確認與檢視。整體而言，此評估步驟相當符合經驗法則與

實際所需，未來可適用在中央政府某一機關或業務領域上。 

（三）以授權部會方式，彈性調整部會人力之供需（各部會及人事行政總處

主辦） 

本研究建議，人事行政總處未來僅負責調整部會層級的人力員額總數，

至於各部會機關內的實際人力員額需求，則原則上由各部會機關自行彈性調

配。一方面可依照整體政策目標，調整公務人力配置，另一方面則讓部會機

關更加重視及掌握內部人員勞逸分配情況，並以人力配置的彈性處理方式解

決機關內部人力需求的問題。此一建議之主要用意，在於要求各部會發揮彈

性用人之精神，確實規劃各部會之實質員額評鑑工作。各部會應在各單位、

部會各機關間彈性務實調整人力，而非由單獨部會或因單項業務原因，即向

人事行政總處提出增員需求。 

未來除繼續在既有員額評鑑的基礎上進行修正與續行外，並配套聘請專



中央政府機關總量管理下人力供需評估及因應策略 

 XIV 

業人力評鑑小組到受評鑑機關，進行 1~4 週的全時「蹲點」評鑑。專業人力

評鑑小組可派員入駐機關，透過一定時間的現場觀察，記錄機關人力運作實

況，據以評估實際人力需求。目前經濟部已有「駐點」的試行方案，惟實際

運作結果顯示，機關駐點過程需消耗大量專家人力，必須相對給付適當之鐘

點薪資。未來在實務推動上，為能有人力評鑑專家協助，「駐點」調查應提供

符合私部門市場價格水準之待遇。 

（四）訂定核心人力與輔助人力的適當配比（人事行政總處主辦、各部會協

辦） 

依據〈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業務與員額合理配置原則〉，各機關應於各年

度行政院核定主管機關及所屬機關預算員額總數內，依組織及業務構面，核

實檢討各項組織業務運作情形，俾據以辦理員額分配及調整相關事宜。惟前

揭合理配置原則並未訂定輔助人力與核心人力的適當配比。本研究調查顯

示，現有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不含中央銀行）所有員額為 173,236 人，其中，

業務人力為 142,695 人，輔助人力則高達 30,541 人，輔助人力中，秘書及總

務更將近 2 萬人，合計輔助人力占比達到所有員額的 21.4%，超過 1/5。未來

除需檢視輔助人力中秘書及總務的人力需求性之外，更應針對輔助人力與核

心人力的員額訂定適當配比。 

（五）以「未來十年影響人力需求消長因素查核表」（本報告表 5-1）決定機

關（或業務）人力需求，降低政治因素（各部會及人事行政總處主辦） 

實際員額的增減主要與業務有關，應「當增則增，當減則減」。然而，過

去請增員額未有制度化機制，基本上是以「政治考量」做最後決定，並且只

有「請增員額」，未曾有過「請減員額」。本研究建議未來在決定機關人力

需求時，依據表 5-1「未來十年影響人力需求消長因素查核表」，由請增機

關（或業務）進行自評，據以決定機關（或業務）人力需求，以便將人力需

求決定時之政治因素降到最低。相對地，機關提出增員計畫時，必須全面檢

視各項影響業務量消長之因素。而人事行政總處在進行機關人力需求評估

時，不應僅聚焦在員額精簡，而係當增則增、當簡則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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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主題與緣起 

21 世紀以來，由於網路科技高度發展的結果，傳統上人類社會所存在的

時間和地理差距，幾乎全面消除。在網路社會中，人民對於政府的要求和期

待，與 20 世紀產生明顯的差異。我國政府在面對全球化衝擊、國內外政經環

境巨變、勞動力供需市場結構變遷、人口結構邁向高齡化和少子女化，以及

政府財政負債膨脹等環境變動下，整體公務人力的結構和發展應有所因應與

調整。基於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以下簡稱人事行政總處）為行政院人事政

策幕僚，負責統籌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各地方政府和國營事業之人事行政，

對國家未來公務人力供需與發展，有預為推估瞭解之必要。 

行政院組織法修正後，行政院於 2012 年起，將原有的 37 個部會分階段

整併為 14 部、8 會、3 獨立機關、2 總處、2 附屬機構，總計 29 個機關。《中

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以下簡稱《總員額法》）通過後，總員額上限從當

時的 19 萬 2 百人減至 17 萬 3 千人。立法院在完成《總員額法》三讀時，曾

做成附帶決議，要求《總員額法》範圍內之員額必須在該法施行後 5 年內降

至 16 萬人。 

近年來，中央政府機關員額規模大致維持穩定零成長的情形，然而，預

估未來財政負擔將趨於嚴峻，而人口結構隨少子化、高齡化的趨勢，將使社

會所須承受政府人事成本的負擔更為加重等趨勢。黃富源、王崇斌（2012）

因此指出，我國公共人力資源管理必須採取更全面性的策略作為，以達成員

額精簡的目標。 

（一） 建構員額管理的健全機制：加強施政計畫、單位設置及員額管理三個

主要行政職能的整合，同時精進員額評鑑方法，提升其信度及效度，

並確實掌握機關員額變動、用人情形，提升員額配置決策的正確性。 

（二） 減少用人需求面：面對業務成長及期望升高的行政環境，要減輕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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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需求，減少員額不當利用，落實行政作業及流程簡化、委外、行

政法人及移轉地方等，避免因無用作業流程及無效率的手續，使人力

無法充分配置運用於核心業務。 

（三） 合理資源分配：總量管理強調員額配置的效率，評估員額配置於特定

部門的機會成本，並依比較利益原則決定最有效的配置。 

（四） 落實員額評鑑為有效的管理工具：《總員額法》施行後，員額評鑑為

落實員額管理最重要的管理工具，主管機關如何經由定期檢討所屬機

關組織成立之目的、現行狀況以及未來發展願景等，瞭解業務變化趨

勢及人力消長情形，並據以重新調整現有人力之配置，將是《總員額

法》能否成功施行之關鍵。為使各機關確能依據評鑑結果進行員額合

理調整，避免評鑑淪為形式主義，必須妥善規劃設計周延可行之評鑑

機制，提升評鑑之信度及效度，並提供評鑑資訊流通與分享，以強化

機關評鑑能力。 

人事行政總處為能評估與運用最合理的公務人力規模達成政府高效能之

發揮，並針對外部環境變動、機關內部組織架構、人力結構、業務職掌等進

行檢討，促使機關在總量管理下將有限人力配置於真正具重要性、優先性之

核心業務，進而強化政府效能及服務品質，本計畫乃透過調查現行中央機關

公務人力配置及運用現況，並建構機關或業務領域人力供需推估模型，藉此

瞭解未來中央機關各類人力供需情形，俾利人事行政總處先期掌握人力動態

需求，妥適配置適當人力，並採行務實、有效的人力管理措施，進而達到提

升公務人力素質與政府競爭力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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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目的 

本計畫調查中央機關公務人力配置及運用現況，進一步釐清及界定影響

公務人力供需及配置衡平之重要關鍵業務或職能因素，據以建構機關或業務

領域人力供需推估模型。根據分析結果，推估未來 10 年《總員額法》規定架

構下中央機關各類公務人力供需情形，並從公務人力之供需、運用及管理機

制等面向，提出機關運用所建立之模型自行評估未來人力供需及制定管理策

略之實務可行、具操作性之建議。本研究主要目的包括： 

（一）進行組織診斷掌握人力供需問題，俾利人事行政總處預為規劃相關人

力管理及因應策略。 

（二）建置合理公務人力供需預測模型範例，作為日後運用至各機關或業務

領域範疇之基礎。 

（三）提出相關人力管理措施及因應策略，俾利增進人事行政總處決策品質

及強化公務人力運用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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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本研究的研究內容與範圍，主要可以分為兩大部分，分述如下： 

（一）調查現有中央機關業務內涵及相對應之公務人力配置現況，包括：臨

時人力、派遣人力及承攬人力等。瞭解公務人力所面臨之問題，以及

未來 10 年業務發展及用人需求規劃的可能變化情形等。 

（二）選定食品安全、資訊管理、觀光促進 3 項政府業務作為本研究之範例，

主要研析其影響業務工作量多寡及人力需求的影響因素，作為未來擴

大應用至其他機關或業務領域之基礎。 

在研究方法方面，本研究共計採用 5 種研究方法，分別是：文獻分析法、

問卷調查法、焦點團體座談法、深度訪談法、統計分析法。有關研究方法之

實施目的，所蒐集之資料性質和內容，以及研究方法的操作流程，茲分述如

下： 

（一）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是經由「文獻資料｣進行研究的方法，係以系統而客觀的界

定、評鑑，並綜括證明的方法，以確定過去事件的確實性和結論。本研究針

對影響公務人力供需及配置衡平之主要因素與相關模型，透過相關研究報

告、國內外文獻、專書、期刊論文、學位論文等，掌握國內外相關研究的觀

點。針對上述的理論依據分析其優缺點，進行理論面與實務面之分析與研究

探討，並統整分析以為後續建立人力需求判斷之參考。 

（二）問卷調查法 

問卷調查法主要是透過擬定之人力狀況調查問卷，蒐整中央政府三級以

上機關人事單位提供之相關數據，進行次級資料分析。藉由次級資料之蒐整

與分析，本研究掌握現有中央機關業務內涵及包含臨時人力、派遣人力及承

攬人力在內之公務人力配置現況，俾利後續研究之開展。 

（三）焦點團體座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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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分為兩階段舉辦 4 場焦點團體座談會。第一階段焦點座談召開 2

場，邀請公共政策、公共行政、人力資源管理、企業管理等領域的學者專家，

以及政府機關代表等，共計邀得 11 位學者專家與會。第一階段的 2 場焦點座

談會，係經由文獻與次級資料分析所得之環境影響因素，與中央機關公務人

力配置及運用現況之調查發現，藉由焦點團體座談獲致下列兩個目標。首先，

於 2014 年 6 月 10 日下午舉辦之第一場焦點團體座談，主要是研析機關間、

機關內部各類人力配置是否合理、機關重點核心業務及相對應之人力類型間

之配置情形、是否合理及相對重要性、優先性與排序等，並從員額管理角度

分析未來公務人力應支應之重要業務發展需求、具財政可支撐性之合理員額

總量規模，以及可能的精簡幅度、趨勢。其次，藉由 6 月 11 日上午舉辦之第

二場焦點團體座談，更進一步釐清與界定出影響公務人力供需及配置衡平之

重要關鍵業務或職能因素。 

期中報告審查完成後，舉辦第二階段的 2 場焦點團體座談會，主要目的

是邀集專家學者，共同研析影響 3 項業務量增減的關鍵因素，從而將影響因

素概念化，作為未來擴大應用至其他機關或業務領域之基礎。第二階段的 2

場焦點座談於 12 月 8 日舉行，上午場次邀集 3 項業務領域的主管人員分別與

會，共計 6 人出席。下午場次則是邀得 3 位熟稔公務人力需求評估的學者專

家與會，分從理論面與實務面提出人力管理機制與因應策略之建議。 

（四）深度訪談法 

本研究在期中報告後，就食品安全、資訊管理、觀光促進等 3 項業務，

以深度訪談法深入瞭解 3 項業務所屬機關人事、業務承辦人員、以及主管的

看法，瞭解後續擬定影響業務量多寡因素的各種重要面向。總計 3 項業務領

域訪談 28 人次，分別為食品安全 14 人次、資訊管理 6 人次、以及觀光促進

8 人次。 

（五）統計分析法 

在建構人力需求模型時，可以採用的方法有許多種，例如單一變數法、

主觀判斷或專家意見、迴歸模型、及線性規劃（linear programming）等。單

一變數法也就是利用過去幾年人力數量的平均成長率或移動平均或是更複雜

的時間序列模型來加以推估未來的人力需求；迴歸模型則是分析影響人力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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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因素，以建構一個計量模型，然後再推估這些影響因素的未來數值，再

套入模型，用外插的方式預測未來的人力需求。 

本團隊採用線性規劃的方法，並輔以專家意見來推估政府人力需求，主

要的理由是在政府面臨食安危機時，需要大規模的改革，過去數字並不可靠，

而必須仰賴食品安全專家們的專業與經驗，討論出合理的人力需求狀況，然

後再利用線性規劃的觀念來加以整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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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員額管理與精簡 

在當前行政治理環境中，我國公務人力資源管理所面對的挑戰，包括提

升國家競爭力評比的壓力、人民對政府要求的增加、公共治理環境複雜化對

公務員職能專業的高度要求等（彭錦鵬、劉坤億，2009）。Cohen（2013：

66）認為，未來公部門可能面臨「人口結構改變」（shifting demographics）

與「市場需求增強」（market force demands）的挑戰。在人口結構方面，公

部門人力組成將會愈趨多元，這雖能讓公務人力的知識與技能涵蓋範圍更

廣，有利於提供「公民為中心」（ citizen-centered）與「聚焦顧客」

（customer-focused）式的服務，卻也會增加管理的困難與複雜程度；在市場

需求方面，因為政府人力精簡，公部門職員在提供公共服務時，其責任與回

應性的需求將會逐漸加重。 

從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的角度來觀察，Pynes（2004: 33）認為策略性人

力資源的涵蓋範圍，不僅是特定人事措施而已，更及於組織內外環境的綜合

考量，因此其落實工作也能是全面性的。基本上整個策略落實包含下列六項

步驟：（1）界定組織策略條件（strategic business definition）、（2）評量工

作負擔（workload assessment）、（3）評量能力（competency assessment）、

（4）人力組合評量（workforce composition assessmen）、（5）落差分析（gap 

analysis）、（6）提出解決方法與未來發展途徑（solution and recommendation 

development）。 

對公部門而言，策略性人力資源管理除了也要兼顧組織與人員雙重需求

外，更要從宏觀角度考量社會整體資源的限制，以及公部門的生產力或貢獻

（McGregor, 1988: 941-946）。公部門進行策略性人力資源管理，意味著機關

在辦理原有人事行政或人事管理業務時，除了考慮內在因素，也要納入外在

策略規劃與資源限制等因素影響，進而能有效提升生產力（呂育誠，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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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代後期，各國政府與企業常將「員額精簡」視為重要策略，期望

達成減少人事費用支出、降低組織官僚化程度、增進決策速度與品質、促使

行政溝通順暢、培育恢宏的企業精神及提高組織生產力的目標。員額精簡依

諸學者觀察應有以下幾項意義：Cascio（2002）認為員額精簡係指組織有計

畫地刪減組織中的職位及工作，亦稱為「減肥」或「精簡」。Kozlowski 等

人（1993）也對員額精簡提出解釋，其等指出員額精簡是對組織減少勞動力，

而用以增進組織績效的策略。Hellriegel 及 Solcum（1992）認為，員額精簡是

為了改善組織績效，裁撤員工是一種過程。Dewitt（1993）也說明，員額精

簡是當組織面臨本身及對外環境，需要有所調適時，管理者為促進組織績效，

所從事對於組織人力及預算運用的縮減。總而言之，就是縮小組織的規模，

減少組織的員工。 

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在 1979 年上任後，藉由國營

企業的民營化，大幅減少文官總數，並對各部會進行效率稽核（efficiency 

scrutinies），整頓文官體系的運作效率與效能。效率稽核的方式主要是指派

2 到 5 名成員，駐點在特定機關及單位，蒐整文官工作的相關資訊，並且在

90 天之後提出報告（Haddon, 2012）。1979 年英國文官總數為 732,300 人，

而到 1998 年只剩 463,270 人，20 年間減少比率為 36.73%（彭錦鵬，2000）。 

Cameron 與 Freeman（1993）歸納出組織員額精簡之類型為：趨同變遷

（convergence）與轉向變遷（reorientation）兩種。趨同變遷指對於組織重組

係採漸進且溫合的策略與途逕，重組的目標在強化原有組織任務與策略目

標。趨同變遷係以組織精簡引導組織重組，精簡策略具有調適的特質，其目

的在整合組織中的「內部活動」、「政策取向」，使之產生較高的一致性。

轉向變遷則採激進、嚴苛的精簡與策略，重組的目標在重訂新的組織任務與

策略目標，強調較高層級、較為激進的精簡途徑。依照 Cameron、Freeman

與 Mishgra（1993）對於員額精簡策略的分類，包括（1）勞動力縮減：主要

焦點在於減少員工人數，其內涵包括鼓勵提前退休、轉介工作、解僱、出缺

不補等。（2）組織重新設計：此策略之焦點在於工作業務的縮減而非組織成

員的縮減。其內涵包括減少組織功能、減少組織層級、裁併部門及簡化產品

種類。（3）系統性改變：此項策略乃是以改變組織文化及員工的態度、價值

為焦點，將組織精簡重新定義為組織重獲新生命的途徑且持續的過程，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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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單項方案或標的。 

針對員額管理的實務操作層面，劉坤億（2011）說明《總員額法》執行

的問題與挑戰，包括（1）觀望態度限制員額精簡成效，（2）本位主義挑戰

員額管理專責機關，（3）員額管理難以跳脫政治角力，（4）人事單位的專

業能力尚待強化，（5）員額管理不等於人事成本的控制。同時建議，員額管

理專責機關可依員額與業務間關係，將各級機關分為「業務成長」、「業務

穩定」及「業務萎縮」等 3 類，採取不同且適宜的員額管控原則。 

事實上，完全以數字為導向的員額管理措施，有調整之必要。即實務員

額管理的典範，必須要從數字上精簡轉移為與策略需求相配合的合理化觀

念。其重點包括，第一，有效的員額管理，應以最適化規模（rightsizing）為

目標，以求組織的永續性（Wilkinson, 2004）。進行精簡前，須先進行人力

盤點，瞭解人力有節餘空間的部門或單位，並配合組織目標決定實質裁減方

向，以及認定組織面對未來挑戰必須具備的人才，使組織人力在經過裁減後，

仍能契合未來發展。第二，組織員額配置的合理化，在強調維持員額規模的

動態性，亦即對於組織配置的人力，必須配合組織外在環境及運作需要的改

變而彈性調整。為達員額配置合理化，組織人力資源部門的重點在於強調彈

性管理，而非剛性管制。也就是必須要從策略性的觀點，審度組織各階段策

略規劃及執行所必須具備的人力規模，同時採取有效的管理工具，促進節餘

人力的退離或必要人力的遴補，同時相對應的組織流程、工作簡化等措施，

亦須相對調整。第三，應強調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概念。面對經營環

境改變，「人力精簡（down-sizing）」一直是組織控制成本規模的主要手段。

「資本（capital）」的概念，則強調對於人力管理，必須考量投入與產出之

間的連動關係，強調每一單位投入所獲得產出的「投資報酬率」（Davenport,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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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際人力供需評估之經驗檢視 

本研究案之目的主要聚焦在建制合理公務人力需求範例，惟檢視國內的

學術現況，相關理論及實證研究相對少見。在國外實務上，香港政府的「人

力資源管理指南」、韓國勞動研究院進行之人力供需模型、美國聯邦政府推動

之「公務人力資本評鑑制度」，以及國會課責總署在人力資本管理上的作為值

得參酌。另外，澳洲公共服務委員會的「人力資源規劃指南」，提供公務人力

變革與發展提供指導框架，尤其是評估影響未來人力需求有關內外需求動力

的技術，特別具有本案執行的參考價值。 

一、香港 

香港可以說是亞洲較早引入人力資源管理觀念進入政府體系的地區。由

於香港作為英國的前殖民地，政府人事制度深受英國文官制度所影響，即便

1997 回歸中國大陸後，香港文官制度仍維持殖民時代的基本體制。香港公務

員並沒有統一的官等或職等，也沒有國家考試作為統一銓敘之制度，而是以

職位為主的分類，由每個部門或職系因應人力需求公開招聘人才，所以民眾

是應對個別職位招聘而進入公務員體系，因此，公務員之聘用與一般私人機

構之人事聘用並沒有太大差別。（蘇偉業，2007） 

香港公務員事務科在 1993 年曾進行檢討， 以找出在執行人力資源管理

時需要哪些改革， 才可以盡可能補足和支持政府在對權力下放、服務為本和

提高服務水準方面的新工作重點；並提出「人力資源管理指南」（1996），

作為進行人力管理時應有的抱負和應遵從的準則及一套具體辦法。並先後於

2000 年 7 月及 2003 年 3 月推行了兩輪自願退休計畫，讓已經或預期出現人

手過剩的職系員工可以自願退休，並獲得退休福利和補償金。兩期計畫分別

有 9,800 人及 5,300 人，獲准自願退休。1
 

根據「人力資源管理指南」，香港政府部門對人力進行策劃方面，可依

各部門的工作任務、計畫，並考慮到本部門任務之輕重緩急， 做出短期至中

                                                 

1
 請參閱香港公務員事務局官網，網址http://www.csb.gov.hk/tc_chi/admin/csr/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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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人力需求計畫。一個部門若其工作任務或其它環境因素變動得越大， 進

行人力策劃就顯得重要。通過人力策劃可以顯示以下幾點： 

（一）預測出在一段特定期間內須招聘人員的數目， 以及人才是否可求； 

（二）及早指出留任或招聘新人員的潛在困難； 

（三）及時發覺某些職系或職級的人手過剩或不足； 

（四）及時發覺是否有適當資歷及經驗的接班人。 

香港政府的「人力資源管理指南」中，人力策劃主要包含有兩個部分： 

（一）接班計畫： 

接班計畫需對重要職位人員的可能流失的情況做出預計， 並物色出將來

可以填補這些職位的適當人選，以及確保這些人能得到適當的訓練及讓他們

參與多方面的工作以取得應有的經驗，使他們將來可以勝任更高職位的工

作。由於執行接班計畫所需的工作及支援甚大，所以通常這項計畫只限於首

長級及其下一級的人員，和流失率大或有意擴充的職系。 

接班計畫的重要性在於盡量減小因主要職級人員流失所造成的影響，同

時及早提醒政策科或部門可能會缺乏哪種技術人才或在找尋適當補充人員時

可能有困難。接班計畫最好能作 3 至 5 年安排， 並且應說明： 

1.主要職位及可能的接班人； 

2.流失的原因； 

3.接班人的才幹及所需的訓練； 

4.無適當接班人的職位及補救方法。 

根據接班計畫所載的資料來安排有關人員培訓， 讓他們得到應有的訓練

或調派到有關部門做適當的工作， 以取得預定職位工作所需的經驗。 

（二）人員流失情況： 

人員流失是指退休、辭職及員工過剩造成的現象。雖然辭職等現象是不

可控的， 各部門也不可能為人員流失而預先訂個計畫，但各部門仍可以監察

人員流失的情況以減少留住員工的困難。如果預見或遭遇留住員工有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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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就須找出原因， 並及早把困難解決。解決困難的方法， 有例如激勵員

工， 或讓員工有接受培訓及發展的機會。 

部門在解決接班及人員流失的問題時，尚須考慮其他的人力策劃因素，

包括內在與外在兩部分： 

（一）內在因素： 

部門須按其目前及預計的未來工作來計算出在特定期間內所需各級人員

的數目。並按計算結果來決定須增加或減少人手。 

（二）外在因素： 

部門是否可以從人力市場中招聘人才， 是受若干因素影響的。這包括在

一段特定期間內市場上是否有具備所需資格、技術和經驗的人才， 這些人才

在私營機構中的就業機會和一般的經濟狀況。 

綜上所述，香港政府基於由各部門（職系）因應人力需求公開招聘人才，

對應的是個別職位的招聘，所以公務人力的供需首重職位本身的功能需求，

並依部門的工作計畫來決定人手。其次，才是外部市場的因素等。 

二、韓國 

2001 年韓國盧武炫政府中央人事委員會（중앙인사위원회）2
 委託韓國

勞動研究院（한국노동연구원）針對政府未來面對「電子化時代（디지털시대）」

種種挑戰開發所需之人力供需模型方案。其主要目的為追求 OECD 國家所提

出之「Government of the Future」概念以及達成電子化下民間要求政府不斷革

新之情況下，推估韓國未來 10 年之政府人力供需。 

由於韓國「政府人力」之定義隨著時間而不同，依照目前（2014）韓國

                                                 

2 該委員會於1999年5月4日由金大中政府將原先「行政自治部（행정자치부）」中公務人員

任免、身分、任用公務員候選人登記與推薦、高等公務員考試、普通公務員考試等業務移交

而來。早於韓國民主化後首任總統金泳三時代，當時為了因應民主化政治之變遷而成立「行

政改革委員會（행정개혁위원회）」，會中決議為確立專業公務員制度而有必要成立該委員會

專責管理公務員制度，於金大中政府時終於成立。至2008年2月28日政黨再輪替李明博政府

上台後廢止，期間約有10年時間主管韓國公務人員相關業務。參見한겨레신문（1990）與

위키백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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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公務人員法（국가공무원법）》第 2 條之規定，韓國公務人員分為「經

歷職公務員（경력직 공무원）」與「特任職公務員（특수경력직공무원）。  

「經歷職公務員」乃依據法定經歷與資格而任用之公務員，其內部再細

分為一般職公務員（일반직공무원，即一般常任文官）、特定職公務員

（특정직공무원，即指法官、檢察官、警察、消防員、軍人、憲法法院憲法

研究官、情報員等具有特殊業務之公務員）。2012 年 12 月修訂法案實施前尚

有「技能職公務員（기능직공무원）」亦屬之。2012 年 12 月以後，技能職公

務員併入一般職公務員中。 

「特任職公務員」則又可細分為「政務職公務員（정무직공무원，指依

靠選舉或政治任命而生之職位，如總統、市長、區廳長、駐外大使等）」與「別

訂職公務員（별정직 공무원，指依據法定指定為非依照一般常任任用之秘書

官或秘書等輔佐首長之職位）」。以我國用語而言，特任職公務員即指政務人

員和機要人員。2012 年 12 月修訂法案實施前尚有「契約職公務員

（계약직공무원，只與國家透過契約關係而成立的一定期限內任用之公務

員）」亦屬此大類別。3
 2011 年 5 月新修法案實施前還有「僱用職公務員

（고용직공무원，指單純從事勞務工作之公務員）」。4
 

2001 年韓國勞動研究院提出人力供需模型時，對「政府人力」之定義為

「經歷職公務員」與「特任職公務員」兩大類。兩大類別上雖至今仍同樣使

用該名稱，然內部之細類則已不同於目前韓國法律界定之公務人員細項類

別。更毋須待言該研究的統計取材 1980 至 2000 年之公務員類別變動。由於

韓國政府人力分類隨著各時期法律修改而在定義上有不同變化，為了防止「一

般職公務員」可能隨著年份不同有不同定義，進而產生不同之員額算法，該

研究於後來模型操作上，按該研究自身之算法得出「一般職公務員」數量。 

該研究首先於第三章針對其他OECD國家曾採用之人力評估模型進行優

                                                 

3 經過修法後，契約職公務員改列為「任期制公務員（임기제공무원）」之一種，並將任期

制公務員劃入一般公務員類別中，該變革於2013年12月12日轉換完畢後，韓國「經歷職公務

員」類別下便包含類似我國約聘僱、聘僱職務代理人（한시임기제공무원）、計時制公務員

（시간선택제임기제공무원）等三大類型之任期制公務員，該類別便不再約略等同於我國「常

任公務員」之類別。參見：이경호（2013）。 

4 2011年5月修訂時，以該條款自2005年以後便很少使用而刪除。參見법제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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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點比較，其列舉了產業勞動力推估上，美國勞動統計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使用之 BLS 模型5、英國沃里克大學下設之職業研究學會（Warwick 

Institute for Employment Research）的 IER 模型、德國公共研究所性質之職業

研究學會（Institut für Arbeitsmarkt- und Berufsforschung）IAB 模型、荷蘭馬

斯垂克大學（Universiteit Maastricht）下設教育與勞動力市場研究中心

（Research Centre for Education and the Labour Market）ROA 模型等優缺點進

行簡單比較。因該研究之標的僅鎖定經歷職公務員類別下的「一般職公務

員」，經該研究團隊評定後，認為美國 BLS 產業勞動力模型較為適合，決定

採美國 BLS 模型為基底並稍加變形後，利用自 1981 年至 2000 年近 20 年間

的資料來推估未來韓國一般職公務員之供需。 

選定 BLS 模型後，該研究針對政府人力預測擬定四階段具體作法

（국노동연구원，2001：152-154）：  

第一階段以政府部門占國民所得之比重方式，得出政府部門之實質國民

所得。研究利用 1981 至 2000 年之統計資料推定政府部門占國民所得之比重

後（參見表 2-1），在推定政府部門比重中可找到很多相關因素。由於利用推

定的算式得出政府部門比重時，得到的因素很多，乃做出一定限制，以排除

過多的因素。接著，研究再將人均實質國民所得與前年政府部門 GDP 比重含

入在解釋變數之推估式中進行推定，使用該推估式推導過程中，再以韓國統

計廳之年中人口數的展望值和針對 2001~2010 年間全體國民所得年平均成長

率（假定高成長為 4%而低成長為 2%）為假定基礎，依據此兩種狀況算出不

同的政府部門所占比重以及政府部門之實質國民所得之推估值（參見表 2-2）。 

 

  

                                                 

5 美國由勞動統計局BLS模型乃用來預測10年期之產業別、職業別僱用水準，1970年代後每

2年更新一次對未來10年約319個行業及725個職業別就業推估趨勢，模型計算分成6大階段。

BLS所作之人力推估模型包括勞動力、總體經濟、最終需求、行業別產出、行業別就業及職

業別需求等計量模型，提供約725個職業別就業推估趨勢。而供給面推估則僅由人口普查局

（Census Bureau）進行人口推估，BLS再依此推估分析勞參率變動趨勢，而得前述之勞動力。

相較其他國家而言，該模型之人力需求推估並未進行供需比較分析。參見樓玉梅等（2006：

7）、한국노동연구원（2001: 147-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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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 政府部門比重推導表 

年度 
政府部門支出占

國民所得比重 
國民總生產毛額 政府部門 GDP 總量 人均 GDP 

1981 24.28 122,412 29,719 316 

1982 23.33 131,286 30,634 334 

1983 21.49 145,331 31,226 364 

1984 19.98 157,318 31,440 389 

1985 19.09 167,502 31,981 410 

1986 17.71 185,869 32,916 451 

1987 16.43 206,287 33,884 496 

1988 15.49 227,864 35,295 542 

1989 15.28 241,726 36,925 569 

1990 14.65 263,430 38,594 615 

1991 13.92 287,738 40,061 665 

1992 13.72 303,384 41,614 693 

1993 13.36 320,044 42,767 724 

1994 15.52 346,448 43,366 776 

1995 11.57 377,350 43,654 837 

1996 11.15 402,821 44,905 884 

1997 10.75 423,007 45,488 920 

1998 11.40 394,710 45,017 850 

1999 10.41 437,709 45,564 934 

2000 9.56 476,269 45,531 1,007 

資料來源：譯自국노동연구원（2001：156）。 

 

表 2- 2 利用推估式評估並考慮高低成長率推出數據 

年度 
年中人口數

估計 

實質國民所得 人均國民所得 

4%成長時 2%成長時 4%成長時 5%成長時 

2000 47,275 476,269 476,269 1,007 1,007 

2001 47,676 496,320 486,795 1,039 1,019 

2002 48,062 515,133 496,511 1,072 1,031 

2003 48,431 535,738 506,421 1,106 1,044 

2004 48,785 557,168 515,529 1,142 1,067 

2005 49,123 579,454 525,840 1,180 1,070 

2006 49,450 602,633 536,357 1,219 1,085 

2007 49,764 626,738 547,084 1,259 1,099 

2008 50,066 651,807 558,025 1,302 1,115 

2009 50,351 677,880 569,186 1,346 1,130 

2010 50,618 704,995 580,570 1,393 1,147 

2001-2010 0.69 4.00 2.00 3.29 1.31 

資料來源：譯自국노동연구원（200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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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則利用過去 20 年之全體政府部門之人力統計資料扣除特定職

公務員和政務職公務員，推定出一般職公務員之數量。於推估式中，將政府

部門實質國民所得、人均實質國民所得、前年度政府人力數目納入解釋變數。

然考量 1998 至 2000 年韓國經歷亞洲金融風暴，導致該時段之政府人力驟減

可能導致估計偏誤，在該特定年份之估算式中將多加入「是否為小政府」之

虛擬變數。因此，研究設定兩種情境：2001 至 2010 年若維持小政府情況下；

與 2003 年以後由小政府轉為大政府情況下分別進行分析。從第一階段後，再

經第二階段得出之資料將有 4 種情況，分別為：高成長小政府情境、高成長

大政府情境、低成長小政府情境、低成長大政府情境。 

第三階段則從一般職公務員中算出中央政府一般職公務員所占比重為起

點得出中央政府一般職公務員，之後將政府部門實質國民所得、人均實質國

民所得、小政府虛擬變數、前年度中央一般職公務員所占比重都納入推估式

之解釋變數。不過以「比重」方式推估未來 10 年之最後一年 2010 年時，將

沒有前後比較之對象，故該比重乃直接採用 2000 年中之比重。 

第四階段則推估中央政府業務別、職級別政府人力需求。該研究第 2 章

將中央政府業務類別區分為 4 大類：國家管理別、經濟產業別、教育文化別、

福利勞動環境別等分類，並從該 4 大類中進一步細分 13 個小分類，分別如表

2-3。 

區分類別完畢後，再以過去 20 年間資料為中心，依照推估式推估出來

後，再按照前幾階段所提出之 4 種情況設定展望值。不過在此過程中，也會

依據電子化政府的推進可能造成之中央政府人力需求變化一併進行考量。 

而在職級別分類上，以一般職公務員之職級為準區分為 1-3 級、4-5 級、

6-7 級、8-9 級、研究指導職等 5 個大類。 

該研究依據此 4 大步驟進行分析後，得出許多相關人力供需數據。然由

於韓國政府組織與法律制度常隨著總統更迭而有巨大變動，或因突發事件而

調整組織、人力，該 2001 年之人力預測模型並無法驗證其預估結果是否符合

後來實際情況。前者如 2008 年李明博政府上台後，便將韓國公務員法定類別

進行整併修訂。後者則如 2014 年世月號海難事件後，韓國政府將消防災害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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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體系重新整併後，人力也隨之有所調整。 

表 2- 3 2001 韓國人力供需模型之政府業務別分類 

大類別 細類別 實際包括機關 

國家管理別 

（국가관리기능） 
政策制定別 

（정책조정기능） 

總統（大統領）秘書室、總理室、國

務調整室、統計廳、採購廳（조달청）、

法制處、監察院 

外交安全別 

（외교안보기능） 

外交通商部、國防部、役政廳

（병무청）、國家報勳處、國家安全會

議、和平統一事務處（평통사무처） 

內部治安別 

（내무치안기능） 

法務部、檢察廳、行政自治部、警察

廳、海洋警察廳 

經濟產業別 

（경제 및 산업 

기능） 

經濟調整別

（경제조정기능） 

企劃預算處、公平交易委員會

（공정거래위）、金融監督委員會、國

稅廳、關稅廳、預算廳 

產業資訊別 

（산업 및 정보 

기능） 

產業支援部、中小企業廳、特許廳、

資訊通訊部（정보통신부） 

農林水產別 

（농림수산기능） 

農林部、農村振興廳、山林廳、海洋

水產部 

建設交通別 

（건설교통기능） 
建設交通部、鐵道廳 

科學技術別 

（과학기술기능） 
科學技術部、氣象廳 

教育文化別 

（교육 및 문화 

기능） 

教育別（교육기능） 教育人力資源部（교육인적자원부） 

文化別（문화기능） 文化觀光部、文化財廳 

福利勞動環境別 

（복지노동환경 

기능） 

福利別（복지기능） 保健福利部、食藥廳 

勞動別

（노동기능） 
勞動部 

環境別

（환경기능） 
環境部 

資料來源：筆者譯自국노동연구원（200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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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國 

美國聯邦政府建立公務人力資本評鑑制度之背景，可以追溯至柯林頓總

統主政時期開始的「新政府運動」（Reinventing Government），及其後進行

的一連串公部門改造措施。人力資本的理念，在強調組織人力運用，必須要

與策略發展、落實與執行的需要緊密契合。因此，進行人力資本調查，必定

是以先前的策略規劃活動存在為前提。也就是組織已經先進行策略規劃活

動，確定了一定時間內組織發展的方向及重要工作，然後進一步進行人力資

本評鑑，確保策略目標的實現。 

呂育誠（2008）所執行《建立總員額管理架構下之人力評鑑制度》之計

畫中，曾檢視美國施行員額管理與人力評鑑之作法。其中，根據美國「聯邦

法規」規定，各機關的人員額度、任用與職位刪減乃由各部會機關自行決定。

有關美國各機關人力評鑑的特色包括：（1）由人事管理局（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 OPM）提供人力評鑑原則性手冊，授權由各機關自行設計與執

行人力評鑑。（2）藉由人力評鑑之執行，判定機關運作的效率、效能與公平

性，展現公共課責。（3）人事管理局扮演各機關評鑑系統設計的把關核准者

與諮詢促進者之角色。（4）重視正式評鑑前的組織目標、業務、人員配置、

財務運用與環境影響等面向的預評估。（5）人事管理局提供各機關多樣的員

額管理配套措施。 

然而，2001 年 6 月，美國參議員 Fred Thompson 在 1993 年「政府績效

與成果法」（Government Performance and Result Act, GPRA）通過實施的 8

年後，於「政府事務委員會」提出「處在懸崖邊緣的政府：布希政府面對嚴

重聯邦管理問題的各機關檢視」（Government at the Brink: An Agency by 

Agency Examination of Federal Government Management Problems Facing the 

Bush Administration）專案報告。報告中提出當時政府管理層面，存在「聯邦

人力運用」、「財務管理」、「資訊科技」、「組織職權重疊」等四大領域

的問題（Thompson, 2001）。其中，在人力運用管理的問題方面，該報告的

分析重點如下： 

（一）短視的員額精簡 

柯林頓政府時代，將政府員額的精簡當作一種數字遊戲，完全不論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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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的業務需要，而進行固定比例的人力精簡。因此，即使聯邦政府人力的

帳面數字似乎並未增加，但是組織精簡並未產生使政府運作更為有效的預期

結果。人力精簡並未將政府施政策略的因素考量進去，也沒有關注到技術能

力、工作績效等質的人力面向。而購買年資鼓勵提前退休則是主要的精簡手

段，造成許多政府重要的人力在 50 歲前退休。如此非策略導向的精簡方式，

使政府喪失許多完成施政策略的必要人力。也就是說，人力精簡由於未考量

機關策略需求，以致於精簡的人力，往往是落實該策略所需要的核心人力，

形成政府施政的危機。 

（二）頭重腳輕的官僚結構 

美國 1990 年以來的人力精簡，多半精簡的是低階實作者的人力。之所以

產生這種現象，主要是由於政府裁減的人力，大多是最容易裁減的部分，而

容易裁減的人力，都是屬於流動率較高或低度政治性質的職位。以致於高階

與低階人力的比例逐漸趨於接近，如此的配置與人力結構，對於政府策略的

執行，相當不利。 

（三）文官管理體系的失靈 

除了人力結構方面的問題之外，在文官管理方面也產生失靈現象，包括

聯邦政府的人力甄補及升遷過程過於冗長，以及無法依據工作績效對員工課

責，無法有效明確區分工作績效優良與不良的員工，並分別給予相對應的獎

懲措施。 

由於以上各種問題的存在，以致於政府不僅無法吸引所需的人才投入公

職，而且也無法適當的將人與事密切配合。政府缺少足夠且優秀的人力提供

民眾即時且高品質的服務。同時，在美國聯邦政府致力於策略規劃的同時，

由於人力管理存在的問題，即使政府擁有再完美正確的策略，終將因為欠缺

落實執行策略所需的人力，而功虧一簣。 

近年來美國聯邦政府管理及預算局（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OMB）、人事管理局等主要管理幕僚機關，以及美國國會課責總署（U.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GAO）等，均致力於政府策略管理的研究

與推廣。就整體的管理策略革新而言，布希政府就任後，聯邦政府管理與預

算局提出了「總統管理議程」（The President’s Management Agenda），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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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五大聯邦政府管理策略，包括：人力資本的策略管理、政府民間夥伴關係、

建全政府財政、政府電子化、績效預算制度等，強化績效管理的制度建立，

成效明顯。 

但是，美國國會課責總署深入研究後指出，人力資本是政府管理「失落

的環節」（missing link），而為了要重新連結這一個失落的環節，美國國會

課責總署致力於人力資本管理方法的研究，將人力資本管理正式依面向予以

架構化（GAO, 2000）。美國國會課責總署研提「機關人力資本自我檢測清

單」（Human capital: A self-assessment checklist for agency leaders），由五個

主要面向所組成，包括策略規劃（ strategic planning）、組織的連結

（organizational alignment）、領導（leadership）、才能（talent）、與績效文

化（performance culture）。在每一個面向之下，則提出幾個關鍵問題（key 

questions），作為檢測的基礎（表 2-4）。 

美國國會課責總署進一步以「人力資本自我檢測清單」為基礎編製結構

性問卷，隨機抽樣機關主管及員工進行調查，根據統計結果，以認定機關所

具備的人力資本管理要素為何。該問卷的設計過程中，與受測機關相關人員

進行討論，並選擇部分機關進行前測，修正問卷之後才正式進行調查。調查

樣本的結構配置，以 25%的主管人員，以及 75%的一般員工為原則。以針對

環境保護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的人力資本調查結構性問卷

為例，該問卷之題目如表 2-5 所述。 

表 2- 4 美國國會課責總署提出之「機關人力資本自我檢測清單」 

面向 定義 關鍵問題 

策略

規劃 

明確界定機關的核

心業務、未來願景、

核心價值、目標與預

期績效結果。 

1. 機關是否擁有明確界定且充分傳達給所屬員工瞭解的共同願景？在

設定共同願景的過程中，是否有將顧客或利害相關人的意見納入？是

否有確實監測內外在環境的發展趨勢？ 

2. 機關是否有規劃一套完整的人力資本管理計畫及措施，能夠幫助機關

達成所設定的共同願景及策略？ 

組織 

的 

連結 

機關的人事管理措

施及策略，能與機關

主要的業務相互配

合。 

1. 機關是否對人力需求及運用進行明確而具體的規劃？機關的人力規

劃，是否依據機關整體的業務推動狀況進行分析，並據以預測機關的

人力需求以及所需要的員額規模？是否依據業務推動的需要彈性配

置所需人力以及規劃訓練及能力提升計畫？ 

2. 機關的人力資源管理部門是否整合入機關運作？機關的人事部門，是

否在機關進行策略規劃的過程中，提供人力資本的政策建議？機關的

人事部門，是否與業務單位的主管建立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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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 

建立對機關具有認

同感與承諾感的領

導團隊，同時規劃合

理且有延續性的領

導團隊接班計畫。 

1. 機關是否明確界定領導人的角色、職責、特徵、績效期待及應具備的

能力？ 

2. 資深領導人是否致力於團隊合作？是否將機關的共同願景傳遞給每

一個階層的成員？以及是否隨時接收員工的意見回饋？ 

3. 機關是否有完善的接班人計畫，使領導能具有持續性？ 

才能 

有效的甄補、發展及

留用具備完成機關

任務所需要的人才。 

1. 機關的人力甄補及進用策略，是否能同時滿足機關短期及長期的人力

資本需求？是否能有效填補機關所面對的人力斷層？ 

2. 機關是否積極投資於員工的教育及訓練？是否提供員工足夠的能力

發展機會，使員工能具備達成機關所交付任務的能力？ 

3. 機關人力的配置，是否能與任務達成的需要有效配合，使機關的運作

能符合效率、效能及經濟性的要求？ 

4. 機關的俸給制度，對於達成任務所需要的人才而言，是否能發揮吸引

人才、激勵、留用及獎勵的效果？ 

5. 機關的管理，是否具有足夠的彈性？所提供的服務及生涯發展規劃，

是否能夠幫助機關吸引人才？是否能夠提高員工的工作滿意度？是

否能夠增加員工的對機關共同願景的承諾及認同？ 

績效 

文化 

有效的授能並激勵

員工，確保機關工作

場所的公平性及課

責。 

1. 機關的績效管理制度，能否增進個人及團體的績效，且引導機關員

工，努力追求任務及共同願景的實現？對於員工工作績效的設定，是

否依據其實際上所具備的能力以及機關策略的需求來客觀設定？是

否建立一套客觀的、可信賴的個人及單位績效衡量工具？ 

2. 機關是否提供有效的誘因，讓機關的績效管理制度能夠有效的運作？

對於機關整體、團隊以及個人等層次的工作績效，能否提供不同的誘

因來激勵員工追求績效表現？誘因必須要是實質的才有意義，同時必

須要與績效衡量的客觀結果結合，依據績效衡量的結果來發給。 

3. 機關是否鼓勵並激勵員工持續的學習及追求工作改進？是否建立知

識管理系統，促進知識的分享，將工作經驗與知識制度化的整理保

存？是否提供員工建言的管道，讓員工盡情表達觀點與建議？ 

4. 機關的管理者能否擔負鼓舞員工追求工作績效的責任？ 

5. 機關的作業手續、技術、工具等，能否有效且經濟的幫助員工完成工

作及任務？ 

6. 員工是否能夠充分運用資訊科技來完成工作、蒐集或傳播資料？ 

7. 機關的人力進用是否具有足夠的包容性？是否能進用不同專長或背

景的員工，來因應業務的多元要求？ 

8. 機關員工與管理階層之間，是否存在互惠合作共同達成機關任務目標

的建設性關係？ 

資料來源：GAO（1999）；翻譯自王崇斌（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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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5 美國環境保護署人力資本調查問卷 

1.  就您所知，機關最近採行的人事管理改革措施有哪些？其中您認為最重要的是哪一項？ 

2. .  您認為所接受的訓練，是否有助於有效的達成工作？ 

3.  您對您所接受訓練的量及質的評價為何？機關的業務主管是否提供足夠的訓練經費？ 

4.  您認為是否有您所需要的訓練，但機關卻沒有提供您受訓的機會？ 

5.  過去五年來，我所屬的單位填補職務空缺的能力是否有所提升？ 

6.  所屬單位人力甄補的速度是否有所提升？是否能補到好的人才？ 

7.  我認為新的彈性薪給制度，相較於過去以職等為基礎的薪給制度，是較好的？ 

8.  我認為新的薪給制度是公平的？ 

9.  您對新的薪給制度的評價為何？ 

10.  將獎金從績效評核中排除，能使績效評核的過程更為公平？ 

11.  績效評核的結果，能提供有用的資訊，使我瞭解我的績效表現及待改善之處？ 

12.  相較於五年前，機關目前獎勵或表揚的實施，更能顯示員工實際的績效表現？ 

13.  相較於五年前，機關在升遷方面，更能讓最適合的人優先升遷？ 

14.  相較於五年前，機關的主管是否更為機關任務的達成負起應盡的責任？ 

15.  機關員工的協會能對人事改革發揮影響力？ 

16.  相較於五年前，員工與管理階層之間的關係是否有所改變？這種改變是如何產生的？ 

17.  相較於五年前，員工的工作士氣是否有所改變？這種改變是如何產生的？ 

18.  機關的員工對於機關人事措施的改革能充分發表意見？ 

19.  我瞭解我的工作目標為何？ 

20.  我能夠及時且完整的瞭解機關的人事改革措施？ 

21.  機關的人事改革措施，讓機關成為一個更適合工作的職場？ 

資料來源：王崇斌（2003）。 

 

美國國會課責總署是美國隸屬國會的機關，在三權分立的基本架構下，

並無法依指揮系統，直接要求聯邦政府的行政機關落實人力資本的管理措

施。因此，其在聯邦政府人力資本管理的實施上，主要扮演「引導」及「監

督」行政機關落實法律要求的角色。整體而言，美國國會課責總署觀察「政

府績效與成果法」通過後執行的過程中，發現聯邦政府的人事管理，仍停留

在注重管制、標準化作業程序的傳統功能，同時仍存在將人力視為成本或負

債的錯誤觀念。此種人事管理的取向，與策略規劃及績效管理所強調的結果

導向、創造價值、彈性授能的基本原則並不相容，儼然成為「政府績效與成

果法」落實的障礙。因此，國會課責總署建議以人力資本的管理，來重新調

整政府人力管理的取向。 

綜上所述，國會課責總署在人力資本管理上的努力，主要是提供一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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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參考模型」，作為行政機關理想人事管理措施的標竿模範，其目的在

引導行政機關改進人事管理措施，以落實「政府績效與成果法」所要求的策

略規劃及績效管理。國會課責總署所建立的架構，對行政機關並無法發揮直

接的關係，而只能透過「引導」來建議行政部門應有的改革方向，透過「監

督」行政運作的職責，對特定行政機關的問題進行診斷，其效果都是間接的。

對我國未來人力供需評估之機制而論，未必是以立法部門扮演監督的角色，

惟包括美國國會課責總署研提「機關人力資本自我檢測清單」，以及人力資

本調查結構問卷內容及施測方法，均仍具參酌之重要價值。 

 

四、澳洲 

澳大利亞公共服務委員會（Australian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 2011）

出版「人力資源規劃指南」（Workforce Planning Guide），為澳洲政府的公

務人力改革與發展提供一指導框架。該指南是由專業的人力資源人員以及其

他澳大利亞公共服務專業人員共同合作，建立在既有資料的基礎上，研提出

普遍通用的方法來規劃公務人力資源。主要包括 8 塊模組（modules），分別

是（1）引介和如何應用澳大利亞公共服務人力資源規劃指南；（2）人力資

源規劃解釋；（3）啟動和規劃人力資源規劃；（4）人力資源分派；（5）需

求分析；（6）供給分析；（7）差距分析及戰略與發展；（8）實施和監測、

評估、審查和調整。其中，值得我國未來人力供需評估制度設計參酌者，主

要是需求分析與供給分析兩項，以下分別進一步論述。 

（一）需求分析 

需求分析必須考慮目前和未來的人力需求，其關鍵在於充分地回答以下

問題：第一，組織最需要的究竟是人力數量（capacity）還是能力（capability），

是針對現在的情況，還是針對未來所提供業務成果之需要？第二，當組織獲

得人力之後，將會如何配置？第三，在什麼時間點需要人力？ 

評估目前的人力需求，必須了解組織的核心業務以及其成果與產出。透

過與第一線管理者（line manager）諮詢，大致上可以獲得可用的資訊（包括

量化及質化數據），並且了解第一線管理者需要多少人力。計算目前人力需

求最簡單的方法是，將所有現職員工及短缺的人力全數加總（由第一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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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判斷），但必須同時考慮每個職位所需的技能和能力。有關評估目前人力

需求的關鍵問題，詳如表 2-6 所述。 

表 2- 6 評估目前人力需求的關鍵問題 

1.  你被要求必須要提供的成果（outcomes）、產出（outputs）與服務是什麼？ 

2.  你所提供的這些成果、產出與服務是否在規定的時間及預算範圍內？ 

3.  如果不是，這是因為你缺乏具體的能力嗎？是什麼能力呢？你覺得是否應該再增

加一個全職人力來協助你？這麼協助是否足夠？ 

說明：如果有額外的人力需求必須是理由正當且證據充分，而且必須證明不是為

了要降低自己的工作負荷。以下的問題可以證明是否確實有額外的人力需求。 

4.  你覺得是不是因為潛在的預算壓力，所以才無法獲得額外的人力需求？ 

5.  如果改變職場的一些基礎設施（例如業務流程或通訊技術支持系統），是否就能

降低這個額外的人力需求？ 

6.  如果改變職場結構，是否就能降低這個額外的人力需求？ 

7.  在你負責的業務當中，有沒有哪些是你認為應該被終止的？或是有哪些是認為應

該被創建的呢？ 

8.  你認為自己目前的職位是設計正確的嗎？有沒有可能透過某些新的技能或是扮

演新的工作角色，而讓你負責的業務變得更有成效？有沒有哪些工作技能的缺陷

是非常顯而易見的？ 

9.  如果你有機會從頭開始建立自己的業務領域，你將如何構建呢？需要多少人，在

什麼工作崗位，在什麼級別，在什麼位置，具備什麼能力？（從零開始的需求） 

資料來源：Australian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2011）。 

 

在評估未來人力需求時，必須考慮兩個面向的關鍵問題。第一面向與業

務方向有關，必須掌握組織未來 1 年、2 年、3 年、甚至 4 年以上的戰略方向，

這戰略方向可能會受到什麼影響，導致組織未來將承擔更多的工作？有沒有

什麼新的活動將會被納入預算之中？又什麼活動可能因為預算終止撥付而停

辦？當發生這些改變的時候，有哪些特別的產出將受到影響？將如何繼續提

供這些產出呢？第二個面向則與人力需求直接相關，其關鍵問題包括：對於

人力的職能、人數、配置、功能定位、服務提供有什麼影響？是否有新的技

能或工作角色有助於提供業務成果？有什麼工作職能或技能是未來不再需要

的？有沒有哪些工作方式已正在改變？科技進步將對工作產生哪些改變？ 

由於預測未來需求具有無法避免的不確定性，因此人力資源規劃在此階

段通常是採「情境規劃」（scenario planning）的方式。這樣做的目的是要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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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些可能發生的未來業務情境（通常不超過 3 個）（可能事件的組合），

而這些情境將可能對人力需求產生不同程度影響。在公部門中，最常面臨的

業務情境可能包括：（1）實施新法規所要求的內部組織結構調整；（2）出

現新的政策方案；（3）在新的政策方案出現後，政府運作方式改變；（4）

意想不到的選舉結果所產生的新政策；（5）新的政策方案終止；（6）因為

同仁離退，而使長期專責的業務產生變化；（7）預算刪減導致人力負擔減少。 

根據這些情境大致上可以獲知「已知路徑」（known path），這將成為

人力資源規劃的主要焦點。規劃者必須分析這些路徑的未來人力需求，以及

任何決定可能對未來產生的影響。在分析已知路徑及預測可能的未來情況

時，有三種可以加以應用及考量的重要技術，第一是需求預測技術（如何預

測所需要的未來人力方向），第二是內部需求動力（組織中哪些因素會影響

人力需求），第三則是外部需求動力（哪些組織以外的因素將影響人力需求）。 

1. 需求預測技術（demand forecasting techniques） 

在預測未來的人力需求時，需求預測技術特別重視人力所具備的技能以

及組織所需的能力類型（一般是針對已確認的工作職組、工作職能或工作角

色）。需求預測技術主要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定性預測（qualitative 

forecasting），例如依功能（或分類）的分組實驗、德菲法、結構化面試、焦

點團體。第二類是定量或統計預測（quantitative or statistical forecasting），例

如迴歸分析、決策分析、零基編制、人力配比或績效表現評估等。 

2. 內部需求動力（internal demand drivers） 

關於未來人力需求的潛在內部需求動力，主要是思考外環境改變後可能

對機構或部門的整體影響，以及對組織產生的間接影響。內部需求動力包括：

策略規畫、業務計畫、預算預測、正在規劃中的新方案、正在規劃中的新技

術、正在規劃中的機構或部門重組、目前的和規劃中的服務內容安排、組織

績效、客戶反饋、施政白皮書或改革方案。 

3. 外部需求動力（external demand drivers） 

藉由與政府相關的產業及研究報告、出版品或新聞文章，可以了解未來

一、兩年的外部需求動力，以及對人力需求的影響。影響未來人力需求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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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動力包括政治、經濟、社會、科技、環境、與法律等面向，簡稱 PESTEL

模式，詳如表 2-7 所述。 

表 2- 7 影響未來人力需求的外部動力 

面向 政治 經濟 社會 

指標 

政府方向 金融環境與利率 工作性質 

未來的服務需求 失業情況 人口老化 

稅收 出口和進口 地理人口轉移 

新的立法 產業對產品與服務業需求 工作態度 

  所得分布 

以客戶為中心的服務方式 

面向 科技 環境 法律 

指標 

電子服務 轉向綠色活動 新興判例 

服務存取 碳稅 司法機關立場 

通訊頻道 全球暖化 法律和法規 

創新  健康和安全 

 就業法 

資料來源：Australian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2011）。 

 

（二）供給分析 

澳大利亞政府「人力資源規劃指南」（Australian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 2011）指出，藉由供給分析可以了解如何去研判內部人力供給的

情況，並從人力資源規劃的角度，分析未來公務人力的人口特徵條件、所需

職能、與技術能力。供給分析也幫助我們分析外部潛在的人力供給來源，了

解哪些人可能在目前或未來加入組織運作。供給分析應與需求分析同時考

量，才能分析潛在人力資源的差距，制定具有針對性的策略和措施，以減輕

人力供需的風險。進行供給分析時，須從「目前 v.s.未來」以及「內部 v.s.

外部」兩個面向討論，兩相交乘後將形成四個不同層面的判定標準：目前內

部供給（current internal supply）、未來內部供給（future internal supply）、

目前外部供給（current external supply）、及未來外部供給（future external 

supply）。 

1. 目前內部供給 

分析目前的政府內部供給情況時，必須選擇以下所列出的部分或所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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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並取決於組織人力資源規劃的進步程度。藉由目前內部供給的情況分析，

可以獲知目前人力的人口特徵、職能與技能，以及這些項目對整體人力資源

規劃的影響。目前內部供給分析的 3 個要件包括：（A）建立「人力數據庫」

（workforce database）來管理重要員工的資訊，以支持人力資源規劃活動；

（B）進行職能和技能的審核（audit）（並納入人力資源檔案中）；（C）透

過目前人力的人口特徵進行趨勢分析。 

（1） 人力數據庫 

人力數據庫包含所有員工的詳細資料，例如基本的人口統計特徵資訊，

員工的職能與技能，以及接受教育和培訓的情況，藉以完整地了解目前人力

供給情況的輪廓。透過電子表格的形式，組織可以針對人力數據庫提供的數

據從事更具體的操作，製作資訊豐富的專業人力資源報告，提供有關當局參

考。 

（2） 職能和技能的審核 

對於大型組織來說，審核所有每一個職位所需的職能和技能可能會非常

耗時。但一旦能夠完善地審核職位所需的職能與技能，就能夠清楚地判斷組

織的職組、工作職能、與工作角色，並決定組織應該針對業務成果提供那些

有關職能與技能的培訓。組織可以考慮設置一個「技能資料庫」（skills bank），

要求員工將目前職位所需的職能與技能，登載到資料庫中。關於職能與技能

的審核標準，除了描述性的條件之外，還包括執照與證書、教育程度與正式

資格、以及曾經接受的訓練課程。 

（3） 目前的人力分析 

主要是針對人力的人口統計特徵進行分析，項目包括員工人數、職位分

布情況、財務數據（預算與實際結算）、年齡分布、階層組成情況（classification 

composition）、性別分布、就業型態組成（全職或兼職、正式公務人員或承

包商）、人力的多元化平衡（diversity balance）、總年資與現職年資。 

整體而言，分析「目前內部供給」主要是聚焦在一些關鍵問題，包括： 

A. 目前人力的性別、年齡、分類、配置、與年資情況？ 

B. 正式公務人員的比例是多少？依賴臨時人力（顧問、契約人員、臨時人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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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組織聘僱臨時人力獲得哪些職能與技能的協助？相較於臨時人力，正式人

力的職能與技能如何？哪些工作目前由臨時人力處理，為何會有這樣的決

定？ 

D. 人力的年齡分布情況如何？這對人力資源的現況與未來有什麼意義呢？ 

E. 組織的任期模式是什麼？從人力資源規劃的角度來看，具有什麼意義？ 

F. 是否有充分反映平等就業機會的政策？ 

G. 人力分布有什麼明顯的模式嗎？相較於整個組織有何明顯的差異？在若

干年後，會產生什麼樣的變化？ 

H. 人口統計特徵的數據是否凸顯哪些風險（例如，平均年齡偏高的分布情

況，可能意味著人力將在某個時間點大幅流失）？ 

I. 有哪些方式是目前人力情況的有利條件（例如，人力條件在每個階層都平

均分布，有利於未來的職位傳承和晉升）？ 

2. 未來內部供給 

圖 2-1 顯示影響內部人力流入與流出的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在圖的底

部是影響員工外流的因素，亦即影響未來內部供給情況的最大變數。透過人

力分析的趨勢數據，或是員工問卷調查及訪談資料，可以假定若干年後，預

測人力流失的情況。進行員工的問卷調查時，建議可涵蓋以下問題：到目前

機構或部門服務之前，是在哪邊服務？這份工作有什麼吸引你的地方？有沒

有什麼情況會導致你離開現在的職位？在未來的幾年（2 年或 5 年）有什麼

可能會影響你職涯或退休的規劃？2 年之內你覺得自己會有什麼變動嗎？如

果你離開現在的職位後，有可能再回任嗎？ 

有關人力發展的趨勢，必須要蒐集以下這些項目的數據：招聘、裁員、

晉升、職位空缺、借調（調入或調出）、組織的健康和安全、調職（調入或

調出）、年資、辭職、休假（病假、育嬰假、長照價）、退休、勞動退休金、

人力規模、其他相關趨勢（例如女性勞動力或外部勞動力）、解僱、培訓與

學習發展的投資回報。 

3. 目前外部供給 

為了解有多少人具備組織所需職能與技能，應與負責招募的單位密切聯

繫，這樣做不見得確實可以不斷地招募人才，但至少可藉此評估組織在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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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管理方面有何需要改進之處。分析目前外部供給有一些重要的關鍵問

題：什麼是目前所需的職能與技能？你在哪裡獲得這些職能與技能？當透過

廣告招募人才時，通常找到好人才的機率是多少？有沒有哪些職位所需的特

別職能與技能，是相對比較難取得的？平均招募時間是多少？各個職組之間

的差異會很大嗎？相較於目前的內部員工，富有潛力的外部員工具備多少談

判籌碼？ 

 

 

圖 2- 1 內部人力的流入與流出 

資料來源：Australian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2011）。 

 

4. 未來外部供給 

分析未來外部供給情況又稱為「環境掃描」（environmental scan），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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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透過政府相關統計部門提供的年報進行評估（表 2-8）。主要的關鍵問題

包括：什麼是組織最需要的以及最可能獲得的關鍵職能與技能？組織目前所

採行的人力分工方式有沒有可能存在某些風險？外部基礎指標的趨勢為何

（例如薪資水平、技術水準）？外部環境數據的趨勢為何（通脹、競爭力、

失業率）？ 

表 2- 8 未來外部供給的參考指標 

 指標 資料來源 

1.  政府的政策和方向 可能會影響組織的政策機構網站 

2.  就業和失業的趨勢 勞動力統計報告（http://www.abs.gov.au） 

3.  經濟趨勢 最近的預算文件（http://www.budget.gov.au） 

4.  勞動參與率 勞動力統計報告（http://www.abs.gov.au） 

5.  職位空缺率和趨勢 職位空缺統計（http://www.abs.gov.au） 

6.  
針對具備關鍵職能與技能

者，其他競爭者的需求情況 
 

7.  
教育趨勢（多少大學畢業生

具備所需的專業能力） 
高等教育出版物和統計（http://www.deewr.gov.au） 

8.  技能和訓練趨勢 
就業情況（http://www.deewr.gov.au）、技術短缺

（http://www.ncver.edu.au/research/about.html）、 

9.  人口趨勢 
人口推算 2006-2021 年報（http://www.abs.gov.au）、

世代關係報告（http://www.treasury.gov.au） 

10.  社會發展趨勢 澳大利亞社會趨勢報告（http://www.abs.gov.au） 

11.  技能短缺名單 
區 域 技 能 短 缺 名 單

（http://www.immi.gov.au/skilled/sol） 

資料來源：Australian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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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內人力供需評估之研究 

就各行業整體人力需求之推估，主要是採用人力需求方法（Manpower 

Requirements Approach, MRA），根據未來經濟成長、生產力及其他經濟變數，

由計量模型預測未來各行、各業之就業情勢。經由總體經濟與各部門生產預

測，應用結構方法（structural approach），推計行、職業別細分類人力需求。

由於所應用之經濟變數相當複雜，且有許多資料，就目前統計細緻度不足情

形下，在實證上取得困難（龍文彬，2011）。至於在人力供給估測方面，通

常應用社會需求方法（Social Demand Approach, SDA），計算由各種教育科

系、訓練專業，進入勞動市場之預期流入量，推計進入各行、職業的新增人

力，減去退出勞動市場人力，成為當期之人力供給量。若加上當期僱用人力

存量，可得當期人力總供給量（陳玉芳，2005）。 

龍文彬（2011）接受考試院委託執行《民國 101-105 年我國公務人力供

需之前瞻性研究》計畫，內容研提公務人力供需的量化推估架構，並以量化

統計方法進行公務人力供需推估與實證分析。同時，針對公務人員整體人力

的供需情形，歸納影響未來公務人力供需因素分析，主要分成外部環境與內

部環境兩個面向。其中，在外部環境方面，包括經濟因素、人口因素、社會

因素、兩岸因素等因素，至於內部環境則包括政策法令、晉用制度、激勵制

度、發展（培訓）制度（表 2-9）。 

事實上，不論公部門或私部門，「人力精簡」已經成為與組織、業務改

造密切連結的核心價值，縮減組織人力規模，減少用人成本及經常性經費支

出，成為改變組織運作、促進績效提升的主要措施。然而，人力精簡必須以

契合組織職掌設計及不影響機關業務正常運作為前提，否則將可能造成目標

錯置的情形。直接裁員或縮編人力往往僅能在短期產生效果，然就長期而言，

不正確的裁員及人力縮編對於組織的生產力及發展反將造成負面的影響（江

岷欽、林鍾沂，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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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9 影響未來整體公務人力供需的因素分析 

面向 因素 指標 

外部

環境 

經濟

因素 

景氣變動對公務人力供給之影響 

景氣消長對公務人力素質之影響 

人口

因素 

高齡化 

少子化 

社會

因素 

民眾觀點對於公務人力供給之影響 

學者觀點對於公務人力運用之影響 

兩岸

因素 

臺灣在大陸工作臺商人數與日俱增 

兩岸簽訂 ECFA，我國總體就業人數可望增加 

後 ECFA 時代，對國內有利產業之人力需求，剛好與公務人

力市場需求具有高度同質性 

未來因國內勞動供給逐年下滑，公務人力市場除了面對民間

人力市場競爭外，還需面對中國大陸之人力競爭 

內部

環境 

政策

法令 

《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 

地方政府組織改造，五都合併或改制 

經建會「人才培育方案」有關政府公務人力運用政策 

晉用

制度 

考選辨識度 

內部勞動市場職務晉升 

增額錄取 

激勵

制度 

考績制度 

陞遷制度 

薪資結構 

俸級級數幅度 

發展

制度 

培訓制度 

高階人才培育 

生涯與職涯發展 

資料來源：龍文彬（2011）。 

 

近年來，各國推行政府改造成為一種全球化運動，我國中央政府員額規

模的變動及消長，從而也成為朝野關注的政府管理重要議題。每年中央政府

總預算案之審查，各機關編列預算員額數及人事費之支出，均為審查重點。

2001 年至 2014 年以來，我國中央機關預算員額數，呈現整體向下精簡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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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 2002 年度至 2004 年度之間有較大幅度的減額外，在 2005 年度之後，

由於預算員額數已貼近實際進用員額數，因此整體預算員額數大致維持穩

定，並呈現逐步小幅精簡之趨勢（表 2-10）。 

表 2- 10 2001 年度至 2014 年度中央政府機關預算員額數 

年度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員額數 266,068 260,762 237,826 229,638 229,543 227,692 229,058 

與前年度

相較 
 -5,306 -22,936 -8,188 -95 -1,851 1,366 

年度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員額數 229,485 229,499 232,978 233,145 233,204 231,313 229,775 

與前年度

相較 
427 14 3,479 167 59 -1,891 -1,538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全球資訊網。 

 

《總員額法》施行後，中央政府機關員額管理模式已然改變，由過去個

別審酌機關業務需要做法，轉型為在法律規定員額總量上限額度內，充分運

用原配置預算員額支應各項業務需要。為落實《總員額法》立法精神，促使

各機關員額配置合理精實，並使機關用人與人事成本結合，強化機關首長及

人事主管用人成本概念，減輕政府財政負擔，並確保政府施政及業務推動順

遂，行政院 2012 年制定「落實員額總量管理精實機關人力配置策略方案」就

影響機關員額配置之相關因素進行檢視，規劃《總員額法》施行後應採行之

員額管理策略，並明定具體做法、權責分工及辦理期程。本策略方案共分四

項策略議題，包括「確實精簡節餘人力，調整員額管控方式」、「改善行政運

作環境，活化員額彈性調整」、「健全員額管理體制，建構正確管理觀念」及

「精進評鑑機制效能，強化員額管理工具」，各策略議題並分列具體做法，明

定其辦理期程及主、協辦機關（圖 2-2）。 

以策略方案中第二項「改善行政運作環境，活化員額彈性調整」的具體

作法為例，希望能建構以策略為導向的員額配置檢討機制，落實人力「用所

當用，省所當省」，針對機關或單位之間業務消長情形、重要性，及與員額配

置合理性進行通盤評估，並研訂各機關業務結構與人力配置檢討作業準則，

俾提供各主管機關據以檢討調整員額分配合理性。建立機關輔助人力合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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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基準，全面盤點各機關業務人力與輔助人力配置結構，並依盤點結果將超

過基準之輔助人力列管出缺不補，或調整為業務人力。然而，目前規劃多屬

原則性作為及規範，缺乏量化指標計算為依據，同時仍是以各機關業務結構

為考量，缺乏整體性的通盤規劃。 

方崇雄、程挽華（2013: 183-184）從策略導向的觀點探討政府的員額管

理，過去 10 年間員額管理的重點，主要還是在「量」上的精簡，不易建立其

變化與政府策略間的相互連結關係。公務人力規模與政府策略管理較具有連

結性的部分，反而是政府組織與體制的改變（如精省、縣市改制直轄市）。

組織面的變革乃造成我國政府員額規模變化的主要因素（彭錦鵬，1995），

而代表業務層面的施政策略，其對員額配置的影響相對而言是較為間接而不

確定的。而探究造成我國政府員額管理在策略導向的落實尚有所不足的主要

原因，主要包括：策略規劃的落實程度有所不足、員額管理上的慣性、以及

策略需求量化的困難（方崇雄、程挽華，2013：184）。 

黃富源與王崇斌（2012）更進一步指出，組織、業務與人力的配合，是

編制設計的基本原則，如何因應未來政府業務需要，將原有人力重新部署，

有效運用，並適度依據機關新的施政願景及重點，引進新的人才，是主要的

設計課題。而其內容應包括：釐定新機關編制職務架構、設定合理的員額規

模、以及規劃人力流動及安置派職。同時，在行政院新機關組織及編制架構

順利啟動運作後，黃富源與王崇斌（2012）認為應進入以員額精實化為目標

的階段。由於近程階段的編制設計必須兼顧人員安置及權益保障，因此勢必

有若干機關存在人力重複配置或閒置的情形，要進一步評估員額合理規模及

超額人力的運用與精簡。至於在員額合理規模的評估方面，如發現組織結構、

業務、員額配置無法相互契合之不合理情形，則進行必要調整，關鍵在於「歸

零思考」，不受各機關目前架構及人力配置之限制。有關超額人力的運用與

精簡，則是在確定機關員額合理規模後，進一步要有效控管超過合理限度外

的超額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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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 落實員額總量管理精實機關人力配置策略方案架構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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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中央政府機關員額評鑑制度 

《總員額法》已於 2010 年 4 月 1 日正式施行。該法除規定中央政府機關

總員額上限為 17 萬 3 千人外，立法院在通過《總員額法》時作成要求中央政

府機關預算員額總數在《總員額法》施行 5 年後須降至 16 萬人之附帶決議。

面對員額具有限性的事實，人事行政總處基於員額管理專責機關之立場，有

義務協助各機關於面臨行政院組織改造及員額管理制度重大轉變之際，能善

盡統籌配置員額之職責，妥適運用有限員額推動職掌業務。同時，在員額高

限的基本架構下，合理分配各機關施政所需員額，另透過全面員額評鑑的制

度，由各機關定期檢視機關業務變動及人力配置情形，依評鑑內容適時調整

人力（人事行政總處，2013）。 

就理論上而論，面對業務無法或難以精簡的前提，政府人力又難以增加，

許多組織於是進行或推動所謂人力評鑑方案，透過人力評鑑，瞭解各單位人

力配置與工作量分配的情形，作為組織重分工、人力調配或組織精簡的重要

參考（孫本初，2001：413-448）。在實務上，員額評鑑係指：「透過一套標

準化之評量技術，對於受評機關、團體或單位組織結構、功能職掌、員額配

置及人力運用等面向，進行客觀理性之評估，從而發現缺失並謀求改進之一

種檢查工作」。其評鑑的重點為機關員額配置的適當性、效率、效能與特殊

政策考量等（呂育誠，2008）。楊永年（2007）指出，從過去我政府機關進

行人力評鑑方案的過程，似乎存在許多執行的盲點，導致組織發展受到限制，

值得深入探討。一般而言，評鑑方式包括組織自行進行人力評鑑與方案設計，

以及由上級或由組織外部（含專家學者）組成人力評鑑小組推動的人力評鑑

方案，進行人力評估。不論是那種方式，目的都在瞭解目前組織人力運用情

形，進一步作人力流通或調配策略之規劃，最終希望提升組織績效，或至少

能將組織人力資源作最大的發揮與運用。 

詳細的員額評鑑內容，規範於《總員額法》第 8 條及〈中央政府機關員

額管理辦法〉（以下簡稱〈員額管理辦法〉）第 15 條至第 20 條之規定。根

據〈員額管理辦法〉第 17 條規定，評鑑重點應包括組織、業務、人力、財務、

工作方法與流程及其他評鑑重點。評鑑的面向包括：（1）組織面：著重於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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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歷史沿革、組織結構及功能、未來組織規劃及與其他縣市政府辦理類似業

務之組織比較。（2）業務面：著重組織業務職掌、內部單位分工、業務量消

長及其他非核心業務（得以四化替代：去任務化、地方化、行政法人化、委

外化）之比較。（3）人力面：著重機關近 3 年員額變動情形、人力進用來源

及素質，以及正式人力與非正式人力辦理業務之區分。（4）財務面：著重機

關預算編列及執行程度、人事費數額及其比率分析。（5）工作方法及流程面：

著重工作流程簡化、創新辦理成效、標準化作業流程執行情形。 

〈中央政府機關辦理員額評鑑作業注意事項〉（以下簡稱〈員額評鑑作

業注意事項〉）第 5 條規定，「員額評鑑作業，以實地評鑑為原則，書面評

鑑為例外」。但受評機關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時，宜以實地評鑑方式進行：

（1）配合行政院組織調整後，受評機關之組織業務調整或人員移撥情形較為

複雜者。（2）最近 5 年內曾經行政院專案核增預算員額，且核增預算員額之

增員率達預算員額總數 10%以上者。（3）受評機關職員、警察、法警、聘

用人員及約僱人員預算員額缺額總數，逾其預算員額總數 5%者（不含一級

單位主管以上、機要、留職停薪、考試分發列管、商調遴補中及借調他機關

等 6 類職缺）。（4）職員、警察、聘用人員及約僱人員預算員額，經列管出

缺不補，且就超額人力之精簡及運用情形有深入瞭解之必要者。（5）配合業

務推動需要，於員額總量範圍內有調整各類人員員額數之需求者。（6）數個

所屬機關間因業務或人力屬性具共通性等因素，實施跨機關員額總量管理

者。（7）數個所屬機關間因業務移撥人力有爭議未解決者。（8）因業務萎

縮、工作簡化或流程改善（含電子化）可大幅減少人力者。（9）其他因機關

職掌業務、單位組設或人力運用情形特殊考量，而有辦理實地評鑑之必要者。

有關實地評鑑作業的流程圖，請見圖 2-3。 

針對我國現行員額管理與人力評鑑之實務運作，呂育誠（2008）提出檢

討，包括（1）設定評鑑者的基本條件。（2）設定多元的評鑑指標。（3）應

增加四種不同評鑑過程的考量：第一，除外部評鑑外，同時進行機關自我評

價；第二，除實地訪查外，同時採行書面的審查；第三，除定期訪查外，也

包括不定期的訪查；第四，除全面性的普查外，也容許隨機性或針對特殊情

形所進行的抽查。（4）確認評鑑制度的重要性。（5）確認評鑑結果的效力。 

人事行政總處（2013）提供給全國各界之書面資料「關於員額管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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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您可以這樣做」，提出「建構有效管理機制、達成人力妥善運用」的目標，

以及「尚有超額人力不宜再增員、調整節餘人力至需人單位、新增人力缺口

總額內支應」等三項原則。 

有關員額評鑑的執行方式，根據人事行政總處於 2012 年 2 月 20 日所公

布之「修正員額評鑑各類書面資料參考格式」中之「行政院辦理（二級主管

機關名稱）實地員額評鑑計畫參考格式」，以及〈員額評鑑作業注意事項〉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100 年 10 月 28 日局力字第 10000565061 號函訂定）（詳

參人事行政總處，2014），在程序面上的要點包括（呂育誠，2014）： 

1. 辦理所屬二級機關之員額評鑑作業，以實地評鑑為原則，書面評鑑為例外。 

2. 評鑑實際執行工作係由評鑑小組執行。本小組成員是由評鑑機關、相關機

關代表及相關專業領域學者專家等組成的任務編組。 

3. 受評機關（二級機關）應於評鑑開始前完成對所屬機關之評鑑，並將辦理

所屬機關之評鑑情形及員額配置合理性檢討，納入受評書面報告，並於評

鑑十日前提出受評書面報告送評鑑機關分送評鑑小組先行審閱。 

4. 評鑑小組應依評鑑計畫內容進行評鑑；評鑑結束後評鑑小組成員應填具評

鑑意見表送交評鑑機關。 

5. 評鑑機關應依評鑑小組所提出之發現與建議，撰擬評鑑結論初稿，並邀集

評鑑小組成員、受評機關、評鑑結論初稿內容所涉及之其他機關進行會商

後，提出評鑑結論，經行政院核定後，函送受評機關執行。 

6. 受評機關應依評鑑結論所列各項建議事項確實改進，每半年將執行情形函

送評鑑機關管考；評鑑機關得視受評機關填報之執行情形，邀集原評鑑小

組成員進行追蹤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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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3 實地評鑑作業的流程圖 
資料來源：人事行政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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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額評鑑作業注意事項〉第 7 條第 5 項規定，工作小組擬定員額評鑑

計畫時，依〈員額管理辦法〉第 17 條第 2 項所定之組織、業務、人力、財務、

工作方法與流程及其他等評鑑重點，訂定該次員額評鑑項目。受評機關前次

評鑑結論建議事項尚未執行完畢之管考項目，亦應納入評鑑項目（表 2-11）。 

表 2- 11 員額評鑑資訊項目一覽表 

組織面 

1. 受評機關設置之法令依據。 

2. 受評機關組織結構。 

3. 受評機關或內部單位整併或其他調整情形。 

業務面 

1. 機關和其他中央、地方機關之業務分工情形及協調流程。 

2. 機關業務量消長情形及原因。 

3. 機關非核心業務檢討以四化（去任務化、地方化、行政法人化、委外

化）、運用志工及其他替代措施之情形。 

人力面 

1. 近三年機關預算員額、現有員額及缺額之變動情形。 

2. 近三年人力進用來源（考試分發或由他機關商調）。 

3. 近三年人力素質（年齡、性別、學歷、公務年資等）。 

4. 近三年人力動態情形(內部人力調整、人員離職率等)。 

5. 近三年正式編列預算員額之人力以外所進用之非正式人力類型（臨時

人員、派遣勞工、勞務承攬等）。 

6. 近三年正式人力與非正式人力、業務人力及輔助人力人數及比率。 

7. 近三年正式人力與非正式人力辦理業務之區分。 

財務面 
1. 機關預算編列、執行（自辦或捐補助）程度。 

2. 人事費數額及其比率。 

工作方

法及流

程面 

1. 工作方法創新之辦理成效（包含推動電子化成效）。 

2. 業務訂定標準化作業流程情形。 

3. 相關工作流程簡化之檢討成果。 

其他 評鑑機關視評鑑需要請受評機關提供之資訊。 

資料來源：人事行政總處。 

 

整體而論，在員額評鑑的內容面有 3 項值得注意的重點，第一，員額評

鑑不只是評鑑「人員數」或「人員編制」而是包括了與員額有關的組織與工

作等層面；第二，受評機關應將過去 3 年資訊一併提供參考，而非只提供當

前資訊；第三，評鑑結果會立即影響員額配置與相關人力運用。整體而論，

員額評鑑內容面的要點包括（呂育誠，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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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評鑑機關得要求受評機關提供員額評鑑相關資訊，受評機關提供之員額評

鑑資訊，以最近 3 年為原則。 

2. 評鑑小組應參考員額評鑑計畫之評鑑重點，選擇受評機關人員進行面對面

訪談；受評機關人員於受訪人員接受訪談時，應行迴避，並不得有其他影

響訪談之行為。 

3. 評鑑機關應將評鑑結論分別納入員額評鑑結論分析情形統計表。本表對於

員額處理方式包括裁減員額、移撥員額、調整員額、簡併組織、調整業務

功能、改進流程、4 化（含去任務化、地方化、行政法人化及委外化）、

運用志工、處理不適任人員及其他等項目。 

4. 評鑑蒐集資訊主要分為八大面向，即組織、業務、人力、財務、工作方法

與流程、業務委託民間辦理、非典型人力進（運）用及管理，以及其他。 

呂育誠（2014）則認為員額評鑑與人力運用必須納入績效觀點的員額評

鑑內涵，包括要再定位評鑑目標、賦予評鑑積極內涵。同時，提升人員的職

能與之能的績效潛力，員額評鑑除了要考慮蒐集資訊與測量的正確性之外，

更可以藉以作為績效管理的動力，即藉由評量呈現人員與組織運作表現上的

優劣，再據以進行相對的管理或改進作為，如此組織運作方可形成「修正／

改善」的正向循環。 

  



中央政府機關總量管理下人力供需評估及因應策略 

 42 

 



第三章 中央機關公務人力配置及運用現況 

 43 

第三章 中央機關公務人力配置及運用現況 

第一節 資料蒐集與研究方法 

一、問卷調查 

為調查中央機關公務人力配置及運用現況，進而建構業務領域人力供需

推估模型，本研究在初步擬定調查問卷後，即與委託機關討論問卷項目之合

適性。調查問卷內容主要涵蓋幾個部分，除了前言的說明外，分別是填表單

位基本資料、公務人力配置現況調查表、調查對象說明、回覆期限與方式、

填表內容定義、填表方式、以及「填表範例」等。 

有關公務人力配置現況調查表之項目，主要分成身分別與業務別兩大面

向，並分別計算預算員額與現有員額。其中，身分別包括職員、警察、法警、

駐衛警察、工友、技工、駕駛、聘用、約僱、駐外雇員等編列有預算員額人

力，以及臨時人力、派遣人力、承攬人力等未編列預算員額人力。另外，在

業務別方面，則主要分成業務人力與輔助人力兩項，輔助人力包括人事、政

風、主計、秘書與總務、研考、公關、資訊、法制等（詳參附錄一）。 

在委託機關協助之下，研究團隊請交通部觀光局進行前測，協助試填問

卷。經多次內部工作會議及修改、調整，於 2014 年 5 月 13 日起託請委託機

關發放問卷，協助進行「我國中央行政機關公務人力配置現況調查」。除經

由電子郵件方式寄發問卷外，並同時於台灣競爭力論壇學會網站

（http://www.tcf.tw/）公開置放、提供協填問卷之諮詢專線，俾利各機關能精

確掌握問卷調查事項及內容（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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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 本研究調查問卷之網路載點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次問卷調查對象為行政院及其所屬各級機關（構）（不含公立學校、

軍職人員），包括行政院本部、派出機關、31 個中央行政機關（不含中央銀

行），及所屬三級機關。至於三級機關（構）所屬之四級機關（構），由上（三）

級機關（構）彙總所屬人力配置情形，並與三級機關（構）人力數合併加總

填列。公務人力配置的現況，係以 2014 年 3 月 31 日各機關之人力情形為統

計時點。 

二、焦點團體座談會 

在大致收齊各機關回覆之問卷後，本研究初步統計人力配置及運用現

況，於 2014 年 6 月 10 日下午及 6 月 11 日上午，分別召開專家學者焦點座談

會，共計邀得 11 位人員與會。背景涵蓋國內大學院校之學者專家，以及政府

相關官方代表。基於個資保密原則，與會者姓名採匿名方式依據場次別分別

進行編碼，有關與會者之代碼與背景整理如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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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 焦點團體座談與會者一覽表 

代碼 職稱 

第一場次 

（6/10） 

A1 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 

A2 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 

A3 臺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教授 

A4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副教授 

A5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專任委員 

第二場次 

（6/11） 

B1 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B2 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副教授 

B3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B4 玄奘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副教授 

B5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簡任官員 

B6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專任委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焦點座談會的主題，主要是請與會者針對初步調查結果進行評論及建

議，以蒐集專家學者對於我國公務人力配置及運用現況之意見，從中獲致相

關人力需求評估的觀點，以提供作為後續建立業務領域人力需求預測之基

礎。在焦點座談會的題綱方面，本研究植基委託單位研究目標，根據研究方

向所需，參酌國內外重要相關文獻與人力配置調查結果，擬定第一階段兩場

焦點座談會之題綱。在焦點座談會正式舉辦（2014 年 6 月 10 日、11 日）之

前，先於 2014 年 5 月 7 日召集研究團隊內部工作會議，初步擬定題綱，並在

5 月下旬約訪專家學者與會時，同時寄交題綱初稿，俾利受邀者參酌，作為

應允出席與否之依據。 

本研究第一階段焦點座談會之題綱主要包括 4 個部分，分別為研究背

景、研究目的、公務人力配置初步調查結果、以及座談題綱。有關座談題綱

之內容，主要係聚焦在本案研究目的一「進行組織診斷掌握人力供需問題，

俾利人事行政總處預為規劃相關人力管理及因應策略」，分述如下： 

（一）我國中央政府員額管理基本法律《總員額法》已於 2010 年 4 月 1 日正

式施行，該法除規定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上限為 17 萬 3 千人外，並在

員額高限的基本架構下，分類分配各機關施政所需員額，另透過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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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額評鑑的制度，由各機關定期檢視機關業務變動及人力配置情形，

依評鑑內容適時調整人力。 

1. 在《總員額法》規定員額總量上限額度的條件下，您認為未來哪些機關（業

務）最需要配置較多的人力？什麼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 

2. 從理論上來看，請問您認為影響機關（或業務）公務人力需求有哪些？在

進行整體配置衡平工作時，又應該考量哪些重要的因素？ 

3. 就實務而論，我國目前各機關在請增員額時，決定成功與否的關鍵性因素

為何？又哪些機關（業務）最常遭到精簡員額的情況？ 

4. 對於目前施行的員額評鑑制度，您有什麼看法？員額評鑑的結果是否足以

作為人力需求評估及整體配置衡平的依據？ 

（二）以下是本計畫初步研擬之公務人力需求評估架構圖： 

5. 請問，除了圖 3-2 中初擬的分析構面及各項變數外，您認為在建構業務人

力需求推估模型時，必須考量的重要因素還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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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 本計畫初擬公務人力需求分析構面及變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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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央機關公務人力配置現況 

一、公務人力配置現況分類標準 

為調查中央機關公務人力配置現況，有關調查問卷之設計，本研究首先

參酌英美兩國公務人員的分類標準。其中，根據英國國家統計辦公室（UK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的資料（2014），公務人員可依專業（profession）

分類，標準包括通訊及行銷、經濟、工程、金融、人力資源…等，共計 25

類。而在美國方面，依照公務人員的功能別（functions），可能為財務管理、

其他政府管理部門、司法和法律、國防與國際關係、警察保護…等，共計達

29 個類別（表 3-2）。 

表 3- 2 英美公務人員分類標準 

英國 美國聯邦政府 

通訊及行銷 政策服務 財務管理 公園與康樂 

經濟 採購與契約管理 其他政府管理部門 自然資源 

工程 計畫與專案管理 司法和法律 固體廢物管理 

金融 心理 國防與國際關係 污水處理設備 

人力資源 教育督察與培訓 警察保護 供水 

資訊技術 科學 消防 電力 

內部審計 社會與市場研究 矯正 天然氣供應 

法律 統計 高速公路 交通 

知識和資訊管理 稅務專業人士 航空運輸 教育 

醫療 獸醫 水上運輸與港口 圖書館 

業務服務 物業資產管理 公共福利 太空研究與技術 

業務研究 其他 健康 郵政 

規劃 

 

醫院 國家酒類專賣店 

 
社會保險管理 其他與未能分類者 

住宅與社區發展  

資料來源：UK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2014）；U.S. Census Bureau（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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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揆諸英美兩國的公務人員分類標準，部分並無法切合國內現行公務人

員提供的公共服務內容。例如，英國公務人員的專業分類包括獸醫、物業資

產管理等類別，對照國內公務人員的人數，該等類別顯然不足以自成一類。

同時，在美國聯邦政府公務人員類別中的「太空研究與技術」一項，就是美

國國家太空總署（NASA）的專屬業務，在國內幾乎不可見。因此，若以英

美公務人員的分類標準進行調查，在歸類及統計上，可能無法適用於國內的

調查情況。 

為能精確地調查出我國中央機關公務人力配置現況，本研究依據「中華

民國 102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編製作業手冊」（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務預算處，

2014）中，由行政院主計總處訂定的「各機關歲出按職能及經濟性分類應行

注意事項」，將公務人員依照職能別分類表，分為一般公共事務、防衛、公

共秩序與安全、教育、保健、社會安全與福利、住宅及社區服務、娛樂、文

化與宗教、燃料與能源、農、林、漁、牧業、礦業（燃料除外）、製造業及

營造業、運輸及通信、其他經濟服務、環境保護、其他。相關之子類目以及

各職能別的詳細說明，請參見附錄二。 

二、調查結果分析 

本研究依據問卷調查結果，整理如表 3-3、3-4、及 3-5。其中，「預算員

額」是指各機關以人事費編列預算之實際可進用人數上限，包含職員、警察、

法警、駐衛警察、工友、技工、駕駛、聘用、約僱、駐外雇員；「預算內現

有員額」係各機關在前述各類預算員額限度內實際在職之人力數；「所有現

有員額」，則係除前述編列有預算員額人力類型之「預算內現有員額」外，

尚納入未編列有預算員額現有人力數，包括臨時人力、派遣人力、承攬人力

等非正式公務人員；至於「未編列預算員額」係指未編列預算員額之臨時、

派遣、承攬人力現有員額情形。 

表 3-3 是依照機關別6
 來呈現各中央機關在 2014 年第一季底之預算員額

與預算內現有員額數，並依「預算員額與現有員額之差額」的未用員額多寡

                                                 

6
 依據「中央銀行編制表」，中央銀行編制所列員額非屬「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規定員

額總數範圍。因此，中央銀行不在本次調查之列。 



中央政府機關總量管理下人力供需評估及因應策略 

 50 

排序。表 3-3 顯示，就預算員額來看，最高的幾個中央機關依序為內政部、

法務部、退輔會、財政部、交通部、衛生福利部，皆超過 1 萬人。相對地，

前述 6 個機關，在預算內現有員額數目亦皆超過 1 萬人。 

就預算員額與預算內現有員額的關係來看，所有中央機關的預算內現有

員額皆低於預算員額，顯示各機關尚有缺額未予運用，總計高達 10,683 人。

而其中包括內政部、退輔會、衛生福利部、交通部等，現有員額數與預算員

額數之間差距達到 1,000 人以上。 

表 3-4 進一步依照機關別呈現各中央機關之預算員額、預算內現有員

額、所有現有員額、未編列預算員額，並依「未編列預算員額／預算員額」

的「占預算員額比率」多寡排序。從表 3-4 發現，在預算內現有員額皆超過

1 萬名的中央機關中，除內政部及法務部屬於例外，其他機關的所有現有員

額皆超過其預算內預算員額。以「所有現有員額」（C）減去「預算員額」

（A）可得到「未編列預算員額」（B）之數值，即各機關在預算員額之外，

所運用之臨時、派遣、承攬人力等非典型人力之現有員額。就此而論，未編

列預算員額運用人數最多的前五個中央部會，分別是衛生福利部（9,768）、

退輔會（8,888）、交通部（3,931）、農業委員會（3,373）、勞動部（3,141）。

至於公平交易委員會、中央選舉委員會、人事行政總處、蒙藏委員會、行政

院院本部、國防部、法務部、海岸巡防署、內政部等部會機關，其所有現有

員額中併同所運用之非典型人力，仍未超過預算員額。7
 部會機關運用較多

未編列預算員額人力（非典型人力），顯示公務人力需求超過法定預算員額，

惟尚無法推論此公務人力需求係屬核心業務或非核心業務，亦難以推論是否

需要運用更多編列預算員額人力。 

 

  

                                                 

7
 在表3-4中，公平交易委員會、中央選舉委員會、人事行政總處、蒙藏委員會、行政院院本

部、國防部、法務部、海岸巡防署、內政部等部會機關，其「未編列預算員額」為「負數」，

意指「所有現有員額」的總數（包括非典型人力）與「預算員額」之間的差距。突顯的是，

部會機關可依照預算員額進用之人員數量，在實際上並未完全用罄，且即便將「非典型人力」

累計加總，仍未達「預算員額」。至於「未編列預算員額占預算員額比率」一欄，「負數」表

示「未編列預算員額」的差額占「預算員額」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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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3 中央行政機關之現有員額與預算員額（不含中央銀行）（機關別） 

機關別 預算員額（A） 預算內現有員額（B） 未用員額（C=A-B） 

內政部 23,851 21,361 2,490 

退輔會 15,525 13,799 1,726 

衛生福利部 12,004 10,817 1,187 

交通部 13,689 12,522 1,167 

法務部 18,128 17,139 989 

財政部 15,306 14,703 603 

海岸巡防署 7,193 6,657 536 

勞動部 3,859 3,530 329 

經濟部 6,848 6,540 308 

農業委員會 7,961 7,668 293 

原子能委員會 1,288 1,140 148 

教育部 2,167 2,027 140 

文化部 1,823 1,714 109 

行政院院本部 744 658 86 

外交部 1,218 1,150 68 

科技部 843 780 63 

國防部 287 231 56 

原住民族委員會 229 179 50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531 484 47 

國立故宮博物院 487 445 42 

國家發展委員會 673 634 39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21 986 35 

人事行政總處 443 412 31 

主計總處 809 782 27 

環境保護署 963 937 26 

公平交易委員會 232 213 19 

蒙藏委員會 69 52 17 

大陸委員會 298 282 16 

中央選舉委員會 350 339 11 

僑務委員會 271 261 10 

客家委員會 164 156 8 

行政院派出機關 82 78 4 

公共工程委員會 165 162 3 

總計 139,521 128,838 10,68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說明：以上員額欄位皆包含業務人力與輔助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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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並指出，在統計資料的 33 個中央行政機關中，未編列預算員額除

以預算員額的比率，唯一 1 個比率大於 100%的中央機關是客家委員會。客

家委員會的預算員額有 164 個，未編列預算員額則達 195 個，未編列預算員

額占預算員額比率達到 118.9%。整體來看，未編列預算員額占預算員額比率

超過 50%以上的中央機關包括：客家委員會的 118.9%、勞動部的 81.4%、衛

生福利部的 81.4%、教育部的 66.8%、退輔會的 57.2%、文化部的 54.8%。就

此而論，這幾個機關實際運用的未編列預算員額，已較各機關編列之預算員

額高出一半以上。 

上述之分析是依據機關別來做人力配置之統計，但每個中央機關所執行

的業務相當多且複雜，例如內政部所執行的業務包含維護公共秩序（警政署

及入出國及移民署）、促進住宅與社區服務（土地重劃工程處）、及其他的

經濟服務（國土測繪中心）等，甚至還包含部分防衛的功能（役政署）。因

此，若單純從機關的類別來看，顯然無法顯示中央機關究竟配置多少人力在

何種業務類別上。故而，本研究植基各機關所統計的資料，進一步根據所執

行業務的功能別整理資料如表 3-5。表 3-5 所顯示的資訊包含業務人力及輔助

人力，並依「未編列預算員額／預算員額」的比率多寡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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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4 中央行政機關之所有現有員額與未編列預算員額（不含中央銀行）

（機關別） 

機關別 
預算員額

（A） 

預算內現有

員額（B） 

所有現有

員額（C） 

未編列預算員額

（D=C-A） 

未編列預算員額占預

算員額比率(D/A, %) 

客家委員會 164 156 359 195  118.9  

勞動部 3,859 3,530 7,000 3,141  81.4  

衛生福利部 12,004 10,817 21,772 9,768  81.4  

教育部 2,167 2,027 3,614 1,447  66.8  

退輔會 15,525 13,799 24,413 8,888  57.2  

文化部 1,823 1,714 2,822 999  54.8  

農業委員會 7,961 7,668 11,334 3,373  42.4  

科技部 843 780 1,160 317  37.6  

原住民族委員會 229 179 295 66  28.8  

交通部 13,689 12,522 17,620 3,931  28.7  

國立故宮博物院 487 445 611 124  25.5  

公共工程委員會 165 162 202 37  22.4  

經濟部 6,848 6,540 8,253 1,405  20.5  

原子能委員會 1,288 1,140 1,551 263  20.4  

外交部 1,218 1,150 1,420 202  16.6  

行政院派出機關 82 78 91 9  11.0  

環境保護署 963 937 1,061 98  10.2  

財政部 15,306 14,703 16,749 1,443  9.4  

國家發展委員會 673 634 728 55  8.2  

僑務委員會 271 261 291 20  7.4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21 986 1,091 70  6.9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531 484 565 34  6.4  

主計總處 809 782 842 33  4.1  

大陸委員會 298 282 309 11  3.7  

法務部 18,128 17,139 17,771 -357  -2.0  

行政院院本部 744 658 721 -23  -3.1  

中央選舉委員會 350 339 339 -11  -3.1  

公平交易委員會 232 213 224 -8  -3.4  

人事行政總處 443 412 426 -17  -3.8  

內政部 23,851 21,361 22,635 -1,216  -5.1  

海岸巡防署 7,193 6,657 6,685 -508  -7.1  

國防部 287 231 231 -56  -19.5  

蒙藏委員會 69 52 52 -17  -24.6  

總計 139,521 128,838 173,236 33,715  24.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說明：以上員額欄位皆包含業務人力與輔助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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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顯示，就預算員額來看，預算員額最高的幾個業務功能依序為：

公共秩序、一般公共事務、保健、運輸及通信、其他經濟服務，皆超過 1 萬

人。就預算員額與預算內現有員額的關係來看，所有業務功能的預算內現有

員額皆低於預算員額，顯示各業務功能運用的人力皆未達到預算員額上限。 

在 14 種業務功能別中，所有現有員額最多的功能別依序是公共秩序、保

健、一般公共事務、其他經濟服務、運輸及通信等，此些類別的所有現有員

額皆超過 1 萬名。在所有業務功能中，除了公共秩序之預算員額 41,139 人、

而其所有現有員額為 37,380 人之外，其他業務功能的所有現有員額皆超過其

預算員額。 

若就未編列預算員額除以預算員額的比率來看，最高的幾個業務功能依

序為保健 71.4%、社會安全與福利 54.5%、農林漁牧業 50.3%、教育 50.1%，

其比率皆在 50%以上。在現有統計資料的 14 個業務功能中，除了公共秩序

外，其餘均因運用非典型人力，故現有所有人力有高於預算員額之情形。 

最後，就中央政府中的輔助人力來看，在約 3 萬的所有現有員額中，最

多的輔助人力是秘書及總務，其所有現有員額約為 1.9 萬人。就預算員額來

看，預算員額最高的輔助人力類別為秘書及總務，約為 1.2 萬人。就預算員

額與預算內現有員額的關係來看，所有輔助人力類別的預算內現有員額皆小

於預算員額，例如政風超過 115 人、資訊超過 71 人。 

在這些輔助人力中，就未編列預算員額除以預算員額的占預算員額比率

來看，比率最高的是秘書及總務的 55.5%，其他依序為資訊 45.9%、公關

21.1%、政風 18.1%、研考 17.3%、主計 14.2%、人事 12.2%、法制 1.1%。 

整體來看，既有《總員額法》的人力估算和所有現有員額的實際人力之

間存在落差。未來必須正視現有員額與預算員額之間存在差距的問題，而所

有現有員額應充分納入人力成本結構的考量，促使機關合理運用非正式人力

以達成法定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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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5 中央行政機關之現有員額、預算員額、所有現有員額（功能別） 

功能別 
預算員額

（A） 

預算內現

有員額（B） 

未用員額

（C=A-B） 

所有現有

員額（D） 

未編列預算員

額（E=D-A） 

未編列預算

員額占預算

員額比率

(E/A, %) 

業

務

人

力 

保健 19,089 17,338 1,751 32,715 13,626 71.4  

社會安全與福利 4,107 3,687 420 6,345 2,238 54.5  

農林漁牧業 6,189 5,927 262 9,303 3,114 50.3  

教育 385 356 29 578 193 50.1  

娛樂文化與宗教 2,386 2,228 158 3,564 1,178 49.4  

其他經濟服務 10,332 9,713 619 14,535 4,203 40.7  

燃料與能源 879 808 71 1,183 304 34.6  

住宅與社區服務 1,477 1,353 124 1,939 462 31.3  

運輸及通信 10,537 8,800 1,737 12,532 1,995 18.9  

礦業製造業與營造業 149 146 3 166 17 11.4  

一般公共事務 19,994 18,833 1,161 21,409 1,415 7.1  

環境保護 708 608 100 749 41 5.8  

防衛 294 241 53 297 3 1.0  

公共秩序 41,139 37,270 3,869 37,380 -3,759 -9.1  

業務人力小計 117,665 107,308 10,357 142,695 25,030 21.3  

輔

助

人

力 

秘書及總務 12,419 12,412 7 19,310 6,891 55.5  

資訊 1,494 1,423 71 2,179 685 45.9  

公關 213 201 12 258 45 21.1  

政風 1,073 958 115 1,267 194 18.1  

研考 566 540 26 664 98 17.3  

主計 3,358 3,351 7 3,836 478 14.2  

人事 2,375 2,312 63 2,665 290 12.2  

法制 358 333 25 362 4 1.1  

輔助人力小計 21,856 21,530 262 30,541 8,685 39.7  

總計 139,521 128,838 10,683 173,236 33,715 24.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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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焦點團體座談會內容分析 

綜整前兩場焦點團體座談會的學者專家意見，以下分從「既有人力需求

評估與調配機制之檢討」及「公務人力需求評估之決定因素」，摘述相關重

點，並初步根據座談會意見，研提可能的政策建議（座談會摘要紀錄詳參附

錄三及附錄四）。 

一、既有人力需求評估與調配機制之檢討 

（一）人員增額機制 

政府組織再造啟動之後，對於組織和員額的控管，基本上是非常積極的。

以《總員額法》為例，首先，總額蓋頂的正向功能確實發揮，也就是將中央

政府總員額控制在 17 萬 3 千人以下，避免過去強調萬能政府或救濟型政府的

員額不斷擴增。自 1949 年國民政府來臺後，政府員額只有增加，沒有減少。

自採取總額蓋頂的方式後，至少在核心人力的部分已有控制。其次，過去組

織的員額數是以組織法來規範，也就是所謂的法定數額，現在《總員額法》

則是採取法律授權，在總額下主管機關可以彈性調整，但每一機關受限編制

員額上限，因此調整空間受限。基本上，實際員額的增減應與業務有關，應

「當增則增，當減則減」。從業務上來考量，即牽涉到未來的發展趨勢，亦即

新的公共服務發展。然而，過去請增員額未有制度化機制，易受政治因素影

響，並基於機關立場多為請增，少有請減，有以下幾種情形： 

1. 長官政策要求 

從既往的經驗來看，員額請增減還是取決機關首長的決定，即便動員人

力進行員額考核，仍舊不敵首長的要求。從另一個角度觀察，如今在總額管

制下，加上員額評鑑，組織人力的增加極不容易，即便業務量增加，單位人

力不足，但為了避免增加麻煩仍避免請增員額，反而促使機關檢視人力配置，

正面檢討在現有人力內員額與業務如何合理分配。整體而言，不論是民選首

長或政務官員的政策要求，或是避免機關長官的困擾，均與員額評鑑的結果

無關，反似政治性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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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議題發生與媒體曝光 

除了長官的重視之外，組織員額增加的原因還有議題發生的緊急性。多

數是一些特殊的事件或狀況，引起媒體的注意與增加曝光率所致，政府機關

借力使力，趁勢請增員額。如 2014 年 3 月發生的太陽花學運或同年 5 月臺北

捷運殺人事件，由於議題發酵與其急迫性，藉由媒體的曝光率，可借力使力

要求請增警察人力，而成功增加員額的機會也會比較大。 

3. 回應民意 

由於地方自治的關係，民選政府重視民意的回應，地方首長通常要求，

只要民眾提出要求，就一定要回應。即使是一些無理的民意要求，政府還需

有所回應。回應就需要人力、時間，無形之中，基於對民意回應的要求，增

加很多的業務量，並導致員額增加的可能性。 

4. 非典型人力的替代 

目前機關在運用人力與業務推動上仍是較為傳統與僵化，亦即採取所謂

「一個蘿蔔一個坑」的方式，致使組織無法靈活調度人力。當機關單位業務

量增加之際，並無法立即增加編有預算員額人力，被迫運用非典型人力的方

式，不使用人事費，而採業務費進用，導致廣義的臨時人員不斷地膨脹。雖

然現行臨時人員、勞動派遣等人力運用均設有運用上限及管理規範，非任由

機關無限制擴增進用，但非典型人力的人數總量仍相當可觀。 

（二）員額評鑑制度 

整個員額評鑑，包涵的項目有組織面、業務面、人力面、財務面、工作

方法與流程等方面，歸納焦點團體座談會之專家意見，可能的問題如下： 

1. 機關缺乏人力資源規劃的觀點 

「人力資源規劃」是機關本身的目標必須先行確定，之後定出需要的部

門和人力去配合，然我國政府機關向來缺乏策略性的人力管理與運用，甚少

進行未來預測，進而定立目標。員額評鑑應依組織的特色與發展而有差異，

必須先行組織評估始能進行人力評估。目前員額評鑑跟組織評鑑已經合一由

人事行政總處控管，這兩者要分開處理，還是要合併處裡，各有利弊，但整

體而言，在進行人力評估時，必須同時把組織評估與課題一併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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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事人員受限於人事一條鞭制 

在員額評鑑的過程中，經常可以發現，不論三級機關或四級機關，乃至

二級機關，人事主管所面對的是一種雙重關係。一方面在人事一條鞭下，必

須遵循員額評鑑，但另一方面又因為常駐在機關內部，機關首長幾乎不可能

容許人事人員撰寫評鑑報告時，進行客觀分析。此為結構性的問題，難以單

靠人事人員可以解決。 

3. 外在評鑑的專業性疑慮 

現行員額評鑑往往借重機關外的評鑑人員，但是現在機關外的評鑑人員

存在幾個問題。首先，評鑑待遇過低，相對卻任務過重；其次，許多評鑑人

員未接受專業訓練，即便是學者可能不具人事行政的專業背景；復次，評鑑

人員只是短暫固定的時間進行審查，幾乎不可能深入了解；最後，評鑑人員

對業務的了解不如受評單位的人員高，若是受評者故意掩飾或是欺瞞，外在

評鑑人員很難有效掌握整體人力的盤點。 

4. 過於偏重人數的考量 

組織員額的評鑑一直是用數人頭的角度在看待，焦點侷限在人數的增減

上。但事實上，除了數人頭的方式之外，應考慮將人事費與業務費同時考量。

除了員額數的調整外，也應該包括人事費與業務費的調整，而非只是一昧地

放在員額數的調整。 

5. 評鑑易受機關提供資料正確性影響 

員額評鑑牽涉到被評者的心態問題，平心而論，多數機關並不願意接受

評鑑，原因為擔心員額遭到縮減，因為員額縮減，代表的是業務縮減，象徵

組織重要性的減低。因此，被評者甚難勇於提供正確業務與人力需求資料，

或是運用一些文書技巧加以掩飾人力及業務狀況，如果評鑑者本身對於該機

關業務不夠全面了解，或不具備評鑑能力時，則難以產生完整與客觀公正的

評鑑結果。 

6. 評鑑無法與績效真正結合，過度的人事保障是主因 

人力的增減應與工作績效有關，但即便組織存在冗員，在現行的人事制

度與保障上，對於工作績效不張的公務人力沒有完善的淘汰機制，於是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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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素質無法有效提升的前提下，人力增減就僅能在現有的員額數目打轉。過

度的人事保障，使組織無法真正落實「汰劣獎優」的人事績效評估，導致認

真做事者反而受到影響，形成惡性循環。 

二、公務人力需求評估之決定因素 

有關公務人力需求評估之決定因素，學者專家研提之意見主要包括業務

重要性、業務複雜性、人力配置與運用、及時間因素等四大項。 

（一）業務重要性（核心與非核心） 

從策略性人力資源規劃理論而言，機關的業務涉及機關的目標及未來走

向，目標及走向確定才可決定部門及人力，以及組織狀況如何配合。機關業

務需要人力搭配，如果人力過剩則需裁減，若有不足，則需增補。但就國內

目前情況而言，現階段僅考量單位數量及人員編制，之後置入人力再評估賸

餘情況。惟此種形式之人力需求評估，在核心業務增加但人力無法配合補實

時，業務將無法有效推動。根據現行情況判斷，具有以下情形之機關或業務，

為主要檢討精簡員額之對象：（1）機關或內部單位裁撤或簡併。（2）業務及

功能萎縮。（3）現有業務由民間或地方辦理較有效率或便利。（4）完成國家

重大建設、專案業務或計畫等階段性任務。（5）實施組織及員額評鑑所為裁

減或調整移撥員額之決議。（6）實施分層負責、逐級授權，或推動業務資訊

化、委任、委託、外包及運用社會資源節餘之人力。（7）其他因政策或業務

需要須為裁減或調整移撥之情事。 

政府主要部會與二級單位本身並未清楚定義核心業務，因此也無法確定

哪些工作可以採用派遣形式增加人力。部分機關業務可能涉及機密、國家安

全、或是會影響民眾重大權益，可能變成所謂的核心業務。這些核心業務必

須進行有效的盤點工作，之後為核心業務保留必要的人力。非核心業務的部

分則相對可以透過所謂的勞務採購或勞務承攬或其他方式來處理，據以增加

非典型人力的比例。部分機關的核心業務並有改變之可能，例如林務局從砍

伐到造林，人力結構必須轉換，而退輔會也可能因為服務對象變動，致使主

要功能轉換。其原因可能是法制性調整，新制訂或修正作用法明定設置機關

或專責人力辦理相關業務，或立法院審議預算案或法案時作成決議要求充實

辦理相關業務之人力時，基於法制面的要求，必須考量配置合理人力。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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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也可能基於效益性而產生改變，當機關面對不同業務之人力需求，應評

估比較當前投入人力所可能產生之效益，並依比較利害法則，優先將員額配

置於能產生較大效益之機關或業務。 

地方機關與中央機關的核心業務並不相同，地方機關必須考慮外部因

素，包括服務人口數的多寡，服務人口數與地方公務員的比例。同時，業務

單位的上下游對口業務單位，以及橫向的業務單位數量，對口單位的人力規

模大小以及與其他相關單位合作的網絡關係等，都將影響核心業務的多寡。

整體而言，可以先挑選核心業務處置良好的標竿機關，作為其他核心業務相

近機關比較與對照的基礎，進而進行人力需求評估的判斷工作。 

（二）業務複雜性（例行性與變動性） 

回歸到機關本身來看，任何機關均認為自身業務最具重要性。機關經常

處理所謂的例行性業務，但往往同時必須面對政策性的與臨時性的任務，導

致組織變化、業務調整、活動調整、以及服務變化。惟此例外業務的情況，

如何反應在員額、人事費，或是組織的增減，必須回歸到每一個機關的主體

上來判斷，而非從一個總員額的「蓋頂」觀念。 

就例行性工作而言，從近年來機關員額變動情形觀察，員額有精簡或檢

討精簡空間者主要有：（1）第一線為民服務機關其服務項目已電子化，或業

務性質主要為操作性工作，其工作人力已以自動化或數位化設備取代者：如

基本資料登打工作之相關業務人力，基層戶政、地政單位人力等。（2）業務

未涉或低度公權力行使之機關：包括文化社教機構、研究訓練機構等，除核

心職掌業務仍須配置人力執行外，對於涉及實際營運、展示、場館維護管理

等事項，均有檢討採取公私協力體制提供服務，或改制行政法人，其人力需

求有檢討空間。（3）事務性人力：包括技工、工友、駕駛、駐衛警察等事務

性之人力，目前均已控管不在新進人力，並視現有人員退離情形精簡員額。（4）

特定任務屬性之機關：基於特定業務需要所成立之機關，如特定業務完成，

其原配置人力應精簡或相對移撥其他機關，如部分執行特定工程所成立之機

關即為此類。（5）配合組織調整應裁撤機關：組織調整機關如有機關或單位

裁撤情形者，或因業務須逐步去任務化，或因現有人員保障等因素，而未能

立即裁撤，須持續控管逐步精簡，如因臺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所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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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之中部辦公室或改隸機關，控管於現有人員出缺後減列。 

組織可能因為業務或組織調整，必須考慮員額增補的問題。從業務上來

考量，那些業務配置較多人力，哪些機關需增加員額，並無一定準則，包括

新的公共服務發展、新的業務提供、強烈需求團體的建議與影響、以及上層

長官的重視等。機關之所以會臨時被加諸變動性業務，主要與民主回應性有

關。為對民意有效回應，政府首長通常必須概括承受，即便面對一些無理的

民意要求，但仍必須耗時回應。無形之中，基於民主及民意的要求，其實增

加公務人員許多業務量。 

因應行政環境的變化趨勢，政府員額配置的重點，需具有以下特性：第

一，施政優先性：具有指標性、領頭性的重要施政，必須確實檢討人力是否

契合實際業務需要，並進行必要之調整。第二，民意關注性：與民眾切身相

關之重要民生議題或公共問題之解決，必須配置適當人力，以凸顯政府維護

權益、解決問題之能力。第三，急迫性：因突發公共問題之解決，或新興重

要政策之推動需要，如有現有人力不足以支應之情形，應優先調整其他不具

急迫性之人力。第四，媒體的曝光率：在媒體曝光之下，可獲得民眾的關注，

產生借力使力的效果，也較可能讓機關請增員額成功的機會增加。 

（三）人力配置與運用（內部管理、人力素質） 

1. 人力結構 

目前機關並未統計所屬人員平均退休年齡的數據，平均退休年齡較早的

機關，可能顯示因為工作業務繁重，致使勞力增補迅速。就此而論，包括平

均退休年齡、人力老化的情形都必須統計。機關的人力結構還可以考慮平均

年資、年資比、甚至男女性別比。事實上，性別比例的大小可能對整個組織

產生影響，包括影響組織的規模，以及業務承載力。 

2. 人力管理 

估算出約略每個時間可能會有多少流動人力的相關概念，而此流動是因

為個人因素或是其他因素造成。不當的管理會耗損機關投入人力所能發揮的

功能，包括機關是否合理配置人力、是否有業務分配勞逸不均或未充分運用

閒置人力之情形、機關作業方式是否有簡化空間、工作技能及設備是否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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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可能、業務是否可委外辦理等，均可納為人力需求評估的考量。 

3. 檢討工作流程 

機關可檢討既有之工作流程，尋求更具效率的流程與方法以縮短時間，

進而降低人力的運用。 

4. 人力素質 

許多私人企業單位均在訂定職能，但相對地，政府所訂的職能大部分都

比較偏一般性，而非執行業務相關的專業性能力。一般性能力其實是偏向服

務性的，公務人員必須要具備完成自己所分派職能所必要的專業知識與技

能，始可謂之具備完整的工作職能。業務人力必須要具備準備充足

（well-prepared）的概念，亦即須從相關的知識或職能去定義公務人員所必須

具備的專業知識。然而，就我國目前的情況來看，政府設有許多職系，而同

職等者可以互相申請輪調或占缺。如果調任後的職位與原專業職能相差甚

遠，即便職等相同，但對於本身的工作專業性，顯然將出現不足的情況。 

在相同組織結構及業務量之下，機關所需人力數量與人力素質將成反

比，換言之，當人力素質高時，所需人力規模則相對較低。因此，有關機關

進用人員的背景、專長以及工作能力是否合乎業務的需要，亦將影響機關員

額規模。 

5. 人力成本 

決定組織人力需求的要素之一，是與組織其他構成要素之間的相互關

係。根據組織理論，組織構成要素包括結構、任務、財務及人力，各要素彼

此間相互關連，難以獨立評估。因此，對於機關如何配置合理人力規模，應

綜合考量機關組織屬性及單位設置情形、業務量及消長情形，以及財務資源

對於人力投入成本的可支應程度。 

在人力成本方面，第一，需考量每一位人員分配到的人事費，平均計算

過去五年來，每一位人員分配人事費的數額。第二是業務費，亦即業務費與

員額之間的比例，係純粹以執行業務時的費用除以人數。第三是人事成本，

可以切割成兩個部分，一個部分是輔助單位的用人成本，另一個則是業務單

位的用人成本，並以五年算出平均數。計算所得之平均數是以業務（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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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之間互較，同性質的機關之間相互比較。根據比較之結果，從各個部會

機關挑出標竿，像行政院研考會的標竿的組織就做得很好，將其業務費與人

事費之間的占比數字、最適化的規模公告諸知。 

（四）時間因素（長期或暫時） 

部分機關的業務內容具有季節性、臨時性，應採更具彈性的配置方式，

而非在員額上以常態性的編制處理。例如警力，如果全數分配到分局或派出

所，將使每個分局或派出所的警力不足。因此，在編制上，派出所所需人力

僅需保持必要程度即可，主要執行例行性之戶口訪談工作，其餘人力則可成

立機動隊，在臨時任務交付之際，進行必要性的支援工作。藉此彈性配置，

採用工作指派的任務支援，應可控制警察人力不斷膨脹增加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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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業務領域工作量影響因素分析 

公務人力需求之消長主要取決於所負擔之「工作業務量」，而工作業務

量之多寡則與「法定工作事項」相關。因此，為評估公務人力需求，必先掌

握影響工作業務量消長的因素，亦即決定法定工作事項的直接因素與間接因

素。本計畫以食品安全、資訊管理、與觀光促進 3 項重要業務，作為業務領

域工作量影響因素分析的範例。以下首節先介紹資料蒐集與研究方法，次節

根據焦點座談學者專家的說法提出公務工作業務量影響因素整理分析原則概

念，繼而分從 3 項業務說明該業務領域工作量影響因素分析情形。 

第一節 資料蒐集與研究方法 

一、深度訪談與焦點座談 

本研究透過焦點團體座談與深度訪談 2 種實證研究方法，針對食品安

全、資訊管理、與觀光促進 3 項重要業務領域，蒐集資料。本研究係採取非

隨機抽樣法之「立意抽樣」（purposive sampling）以獲致訪談樣本。約訪過

程係先透過電子郵件或傳真，將訪談題綱、研究主旨與問題等資料傳送給抽

樣對象，待抽樣對象同意接受訪談之後，再透過電子郵件或電話與受訪者本

人或其助理聯繫，以確認訪談的時間和地點，由計畫主持人、協同主持人、3

位研究員、及研究助理分組搭配進行訪談。另外，在徵求受訪者本人的同意

後，訪談的過程會同步錄音，結束後即將存放於錄音筆的電子檔譯出，做成

逐字的訪談記錄俾利於分析工作。 

在食品安全業務方面，共計邀訪 14 位各界學者專家進行深度訪談（表

4-1）。包括中央食安業務主管機關（含農委會、衛福部、環保署）主管 8 位，

學者專家 2 位，縣政府衛生局官員 3 位，以及 1 位法務部地檢署主任檢察官。

涵蓋層面相當廣泛且周詳，諸如中央機關與地方政府，藉以了解食安業務的

垂直分工模式與實際運作情況。並從法務部犯罪事實調查的觀點，說明地方

政府的食安相關人力概況。同時，也從具有實務經驗的學者專家的角度，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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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理論與實務，一方面獲知食安業務的梗概，一方面並從業務量影響因素評

估的觀點，分析業務增長與人力需求的配置（訪談題綱請參附錄五）。 

表 4- 1 食品安全業務深度訪談受訪者一覽表 

時間 受訪者 職稱 

07 月 29 日 C1 農委會農糧署首長級主管 

08 月 01 日 C2 衛福部食藥署首長級主管 

08 月 12 日 C3 財團法人專家 

08 月 22 日 C4 農委會漁業署首長級主管 

08 月 28 日 C5 農委會防檢局首長級主管 

08 月 29 日 C6 農委會畜牧處科長 

08 月 29 日 C7 衛福部食藥署組長 

09 月 04 日 C8 國立臺灣大學毒理學研究所教授 

09 月 01 日 C9 環保署處長 

09 月 15 日 

C10 縣政府衛生局局長 

C11 縣政府衛生局科長 

C12 縣政府衛生局衛生稽查員 

C13 地檢署主任檢察官 

C14 衛福部食藥署區管中心技正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資訊管理業務方面，自 1998 年 1 月行政院頒布「政府再造綱領」以來，

中央政府機關的資訊單位遵循「行政院所屬各機關資訊組織及人員設置參考

原則」，進行資訊組織再造。包括「資訊組織層級與權責向專責資訊單位集

中」、「推動資訊長制（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簡稱 CIO）」與「專責資

訊單位建立與法制化」等推動重點（宋餘俠，2005）。由於我國政府機關資

訊單位人力緊縮，為統籌運用資訊資源，乃有在不增加資訊總員額下重新組

合資訊人力配置之議。按行政院 2009 年 5 月 25 日院授研綜字第 0982260684

號函訂頒「行政院及所屬各機關組織調整作業原則」，行政院部會或縣市為

原則來配置資訊組織，將分散在各層級機關的資訊單位，統一向上集中至專

責資訊單位，以集中資訊資源，並暢通資訊人員升遷（蔣麗君、顏上晴，2011: 

149-150）。就此而論，資訊人員基本上已遵照資源集中、人力集中的原則進



第四章 業務領域工作量影響因素分析 

 67 

行推動。因此，本研究有關資訊管理業務量影響因素之探討，以符合多年來

的制度路徑為準則，深度訪談則是以熟稔國家整體資訊發展者為立意抽樣的

對象。共計邀訪 6 位中央部會資訊處公務先進進行深度訪談（表 4-2），包

括 4 位處長、1 位副處長、1 位科長等。據此，一方面獲知資訊管理業務目前

的集中發展情況，另一方面則分析業務量消長影響因素與人力需求的配置（訪

談題綱請參附錄七）。 

表 4- 2 資訊管理業務深度訪談受訪者一覽表 

時間 受訪者 職稱 

07 月 25 日 D1 中央部會資訊處副處長 

08 月 13 日 
D1 中央部會資訊處副處長 

D2 中央部會資訊處科長 

08 月 21 日 D3 中央部會資訊處處長 

08 月 22 日 D4 中央部會資訊處處長 

08 月 29 日 D5 中央部會資訊處處長 

08 月 29 日 D6 中央部會資訊處處長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觀光促進業務方面，共計邀訪 8 位各界學者專家進行深度訪談（表

4-3）。包括中央觀光促進業務主管機關科長層級以上主管 5 位，國家風景區

管理處 2 位主管人員，以及 1 位民間觀光從業公會理事長。分從中央機關、

觀光局所屬國家風景區、及民間業者的不同角度，了解觀光促進業務的垂直

分工模式與實際運作情況，還有相關利害關係人的考量與建議。一方面獲知

觀光業務的發展，一方面並了解影響業務量消長之因素，分析業務增長與人

力需求的配置（訪談題綱請參附錄九）。同時，本研究為取經國外政府機關

觀光業務單位的經驗，訪談過程中並邀約韓國觀光公社臺北支社鄭支社長，

惟對方因公務繁忙婉拒，僅惠覆《大韓民國觀光公社組織法》英文版，供做

參酌。 

本研究共計成功完成 28 位相關專家學者的深度訪談，其中食安業務 14

位、資訊業務 6 位、以及觀光業務 8 位。經綜整深度訪談逐字稿及文獻資料

後，初步歸納影響個案業務量消長的重要構面與變數，從而在 12 月 8 日一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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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 2 場焦點座談會。當日第一場焦點座談會分別邀請食安、資訊、觀光 3

項業務的公務人員，共同協助檢視初步成果，並進一步調整影響業務量消長

的構面與變數。焦點座談會的題綱集中在兩個問題：（1）針對本研究所研提

之「業務量構面」，您覺得是否需要增刪？（2）針對本研究所初擬的「業務

量變數」，請目前實際的業務項目提供修正建議。為相應於焦點座談會的主

要目的，邀請對象主要是擇定自曾接受本研究深度訪談、並確實熟悉相關業

務者，共計 6 位，請參件表 4-4。 

表 4- 3 觀光促進業務深度訪談受訪者一覽表 

時間 受訪者 職稱 

08 月 19 日 E1 觀光局首長級主管 

08 月 22 日 E2 民間觀光從業公會理事長 

09 月 17 日 E3 交通部科長 

10 月 14 日 E4 交通部觀光局組長 

10 月 14 日 E5 交通部觀光局組長 

10 月 27 日 

E6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管理站主任 

E7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人事室主任 

E8 觀光局科長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 4 第三場焦點座談會受訪者一覽表 

時間 場次 受訪者 職稱 

12 月 08 日 

09:00-10:30 
食安 

C15 衛福部食藥署簡任技正 

C16 行政院食品安全辦公室主管 

12 月 08 日 

10:30-12:00 
資訊 

D3 中央部會資訊處處長 

D6 中央部會資訊處處長 

12 月 08 日 

12:00-13:30 
觀光 

E9 交通部觀光局首長級主管 

E10 交通部觀光局副組長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12 月 8 日的第二場焦點座談會則是邀請 3 位學者及現職官員與會，彼等

均有非常豐富的實際行政歷練，並熟稔公務機關業務運作及公務人力需求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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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等事項（表 4-5）。本場焦點座談的主要目的為了獲知影響公務工作業務

量的主要因素，以及從概念化角度，提供合理評估業務量增減的論述與因果

關係。為便於說明，次節在論述上的邏輯，將首先陳述最後一場焦點座談的

成果，整體說明影響公務工作業務量消長的因素，繼而分從食安、資訊、觀

光 3 項業務，進行檢討與印證。 

表 4- 5 第四場焦點座談會受訪者一覽表 

受訪者 職稱 曾任職中央部會 

F1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研考會 

F2 中央部會參事 人事行政局、經濟部 

F3 中央部會人事處長 
經濟部、人事行政局、外交部、

法務部、研考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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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公務工作業務量影響因素整體分析 

根據第四場焦點座談會的專家意見，公務人力需求的評估主要取決於公

務工作的業務量，而工作業務量的多寡則是取決於「法定工作事項」。如圖

4-1 所示，影響公務人力法定工作事項的因素主要有直接因素與間接因素 2

類來源。其中，影響法定工作事項多寡的直接因素，包括法律、法規、機關

作業規定、多年度的延續性計畫、以及其他非本業的事項（例如準備記者會

資料、回覆立法委員函件資料…等）。而直接因素會受到間接因素的影響，

間接因素包括外部環境因素、利害關係人要求、政策目標、政策方案設計、

內部行政因素等。同時，間接因素除了會影響直接因素之外，也可能略過直

接因素，在未明定法律、法規、作業規定、非延續性計畫的情況下，逕自影

響法定工作事項。 

 

 

 

 

 

 

 

 

 

圖 4- 1 影響工作業務量的直接因素與間接因素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舉觀光博弈業務為例，未來觀光博弈發展工作業務量的多寡必然與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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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事項相關，而法定觀光博弈工作事項的範圍，必然規範在目前正在立法

院審議的「觀光賭場管理條例草案」，以及後續其他配合訂定之法規與作業

規定（直接因素）。然而，未來觀光博弈發展的法定工作事項消長，也可能

直接受制於兩岸關係發展的外在環境政治因素，或是觀光博弈發展特區當地

居民的需求…等，從而決定觀光發展人力的工作業務量，以及後續的公務人

力需求。 

圖 4-2 進一步圖解說明人力需求、工作業務量、法定工作事項、直接影

響因素、間接影響因素之間的關係。首先，如前所述，法定工作事項、工作

業務量、與人力需求 3 者之間存在非常密切的直接相關，亦即法定工作事項

決定工作業務量，而工作業務量多寡決定公務人力需求。其次，在方框中央

的橢圓圖形是影響法定工作事項的直接因素，而在橢圓圖形之外則是影響法

定工作事項的間接因素，包括（1）外部環境：政治、法律、經濟、社會、環

境、科技，（2）利害關係人要求：政府內部、政府外部，（3）政策目標：

政策價值偏好、施政策略、政策需求評估、其他政策目標之衝突狀況，（4）

政策方案設計：機關權責劃分、四化策略、策略行動方案，（5）內部行政因

素等：人力資本、人力發展趨勢、工作簡化。相較於本研究初擬之圖 3-2，

圖 4-2 除涵蓋外部因素、法制因素、內部行政因素外，更考量政策方案設計

與利害關係人要求，愈臻詳盡及周全性。 

表 4-6 再進一步說明影響工作業務量消長各項間接因素及考量變項，以

外部環境的政治因素為例，需要考量的變項包括輿論／民情／兩岸關係、外

國相關政策規範及問題、國際趨勢、危機、大型抗議活動／社會運動等。一

旦前揭政治方面的考量變項改變，將可能直接影響公務人力的法定工作事

項，或者是先影響行政執行依據的法規、作業規定、延續性計畫、或其他非

本業事項，從而影響法定工作事項。又如政府內部的利害關係人要求，可能

之考量變項包括上級長官、其他政府單位（如監察院／立法院之決議及法院

之判決等）、立法院資訊要求／質詢、內部客戶的數量與需求等，都將直接

影響法定工作事項，抑或導致行政執行的法規依據改變，造成法定工作事項

縮增及工作業務量之消長。 

以國內近來層出不窮的食安事件為例，立法院可能為了降低食品安全危

害的發生率及民眾恐慌，修改《食品衛生管理法》，以提高食品安全風險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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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食品業者衛生管理、食品衛生管理、食品標示及廣告管理、食品輸入管

理、食品檢驗、食品查核及管制、罰則等等各面向的管理密度。一旦業管法

律修改與新增時，負責食品安全相關業務的部會機關，包括負責農漁畜牧產

品安全的農委會，管轄食品安全與食品工業的衛生福利部，以及管轄環境與

生態的環保署等，勢必大幅增加法定工作事項與工作業務量。而在如此外部

法律環境改變前提下，公務人力需求始有提高之必要。 

 

 

 

 

 

 

 

 

 

 

 

 

 

 

圖 4- 2 影響工作業務量消長之主要因素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然而，現代國家功能日益增進，政府行政事務繁雜且多元，未必所有工

作業務量之消長均涉及表 4-6 之面向、因素、與考量變項。以資訊管理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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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例，該業務之法定工作事項可能受到外部政治環境的輿論、電子化政府的

國際趨勢影響，但卻不太可能與大型抗議活動或是社會活動連結。因此，為

了解本節所提之影響因素的共同性，以及在適用不同業務的差異性，以下將

分別以食品安全、資訊發展、觀光促進 3 項業務為例，逐一檢討影響業務個

案的工作量消長的因素。 

表 4- 6 影響工作業務量消長之面向、因素、考量變項 

面向 因素 考量變項 

外部環境 政治 輿論/民情/兩岸關係 

外國相關政策規範及問題 

國際趨勢 

危機 

大型抗議活動/社會運動 

法律 業管法律的修改與新增 

經濟 進出口貿易量 

產業發展趨勢（智慧財產專利） 

勞動人口變化 

社會 一般人口數 

文化 

民間習慣與特性 

環境 氣候變遷 

自然生物地理特性 

科技 資通訊科技發展與創新/資安要求/生科發展 

利害關係

人要求 

政府內部 上級長官 

其他政府單位（如監察院/立法院之決議及法

院之判決等） 

立法院資訊要求/質詢 

內部客戶的數量與需求 

政府外部 被管制者/民眾/消費者等之總數量及新增數量

/規模/複雜程度/了解及遵守法規程度/策略行

為/習慣/需求 

利益團體的數量與需求 

NGO 及公民團體 

媒體 

政策目標 政策價值偏好與選擇  

施政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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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需求評估  

目的陳述之明確程度及與其

他政策目標之衝突狀況 

 

政策方案

設計 

各部會之間/中央與地方權責

劃分與整合及法律授權程度 

 

採用之政策工具 市場機制/誘因/法規/非市場之提供/保險及緩

衝 

四化  

策略行動與具體方案  

內部行政

因素 

人力資本 單位之人數/預算/需要之核心能力/專業/心態 

人力發展趨勢 進用、激勵、培訓、調任、離退 

工作簡化 人事法令、行政程序與規則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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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食品安全業務量影響因素分析 

一、食品安全業務範圍 

臺灣近年來出現一些重大食品安全事件，例如稻米農藥殘留、塑化劑、

斃死豬、瘦肉精、毒澱粉、餿水油等事件，顯示政府在食品風險的管制上出

現一些問題，因食品安全所涵蓋的範圍甚廣，世界衛生組織（WHO）將食品

安全風險的管制及管理功能分為三類：即風險評估（risk assessment）、風險

管理（risk management）及風險溝通（risk communication），其中「風險評估」

乃是以科學的方法，來評估人類暴露在食物危險源下，對健康所造成的後果，

它包含對危險源的確認、危險源對於健康危害程度定性及定量的了解、人體

暴露於危險源的程度對於健康的影響程度、及風險特性的了解；「風險管理」

包含執行方案的評估及選擇、執行方案、監督與檢查等；「風險溝通」乃是對

於政府內外部之利害關係人進行資訊交換及溝通等。因此當我們選擇食品安

全業務的人力供需作為研究個案時，食安業務相關的人力資源即包含上述這

幾項業務的人力狀況。 

臺灣的食品安全管理主要是由三個部會，也就是農委會、衛生福利部、

及環保署來共同管理的，在權責劃分上，農委會負責農漁畜牧產品之安全，

因此針對食物的栽種、養殖、生產、及收獲進行管理，例如農藥的核准、製

造、販售及農民使用端的輔導皆是農委會的職責；衛生福利部管轄食品安全

與食品工業，它會規定食品添加物用法、用量或汙染物的殘留量，並會不定

期抽驗市面上的食品，包含檢驗市場端的農藥殘留；環保署則管轄環境與生

態。大致來說，農漁畜產品在離開批發市場之前，是屬於農委會管轄的；產

品離開批發市場後，就轉由衛生福利部管轄。 

在這研究個案中，因許多部會的業務與食品安全業務有關係，例如經濟

部的商業登記與標章認證等，或是環保署中的一些業務，但這樣的關係並不

密切，且可能是由某些人力兼管，為了使本研究能夠在時限內完成，並且集

中精力在最直接相關且重要的部門業務，因此本研究捨棄了一些與食品安全

間接相關的部門與業務，換句話說，這些間接相關的業務並不會對食安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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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體業務量及人力供需產生重大影響，因此本個案研究是以衛福部及農委

會為主。 

在一連串食安危機下，政府在食品安全業務上亟須改進，因此需要相關

人力的配合，為了推估人力之供需，研究團隊認為必須要先了解哪些因素會

影響政府在食品安全管理上的整體業務量，若在分析之後，發現有許多因素

會影響政府在食安管理的業務量時，政府就應該增加相關部門的人力，如此

也才能推估人力的需求與供應。 

研究團隊認為人力的供需取決於未來的業務量變化，而未來業務量變化

則是取決於政府食安管理的大策略，在宏觀管理面上，不宜以現有政府組織

架構作為考量的面向，而應該以食品安全管制的整體面向來看，也就是從風

險評估、風險管理、及風險溝通三大面向出發，特別是在風險管理面向上，

因為牽涉的部會及業務眾多，如何進行有意義的切割是一大難題，研究團隊

在經過一連串深度訪談後，整理出初部的構想，並在第三場焦點座談中提出

討論，再經過參與人員討論確認後，認為以主要業務面向為主的考量方式較

為適當，並且確認了食品安全管理的六大業務面向，也就是：風險評估與檢

驗、生產管理、進口管理、製造管理、後市場監測及消費者保護、及風險溝

通等，如下表 4-7 所示。 

表 4- 7 專家評定食品安全業務面向與範圍 

業務面向 業務範圍 

風險評估與檢驗 對於食物及食品相關風險來源對於人體健康的評估與分析  

生產管理 
有關農產品、動物、水產品等相關的農藥、動物用藥、飼

料添加物、防疫檢疫、及環境汙染等之管理  

進口管理 有關原料、食物、及食品之輸入輸出之管制及稽查等  

製造管理 有關食品製造、加工、運輸等之管理  

後市場監測及消

費管理 
有關販賣、餐飲、標示、廣告、及食品中毒之管理  

風險溝通 
與政府內外部之利害關係人及國際組織等進行資訊交換及

溝通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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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響食品安全業務消長之因素 

在確認食品安全管理的六大業務面向後，後續將針對這六大面向的主要

業務，及影響其業務量的因素分別闡述之（逐字稿摘要詳參附錄六）： 

（一）風險評估與檢驗 

此面向的主要業務是分析食物及食品中的風險來源，並以科學的方法提

供相關證據，用來評估其對人體健康的影響，以利政府訂定食品安全之各項

標準。此外，也包含檢驗相關業務，如發展新的檢驗方法，及執行檢驗業務

等。誠如受訪者 C3 表示： 

很多食品安全問題要看接觸的劑量與接觸時間長短而決定是否對人體有
害，而在食安領域最重要的就是風險評估，如急性且重大之傷害個案，就
屬於風險較高之個案，如化學品中毒等。（受訪者 C3） 

影響這項面向總業務量的因素包含：食安事件、新科技的發展、媒體、

民眾、及廠商的要求、及政府未來將採取的管制策略等。茲分述如下。 

近年來的食安事件，如餿水油事件，引發政府外部利害關係人，如民眾

及媒體等，對於政府所制定的油品標準之不滿，政府也因此將食品安全列為

施政重點。 

例如在餿水油事件中，餿水油在經過精煉後，雖然符合法令上的一些標

準，且政府官員也曾宣稱問題油品是符合國家油品標準的，但一般人都知道

這問題油品可能有致癌的風險，但當時並沒有科學的證據顯示究竟其風險多

大，吃了多少油會提高多少的致癌機率，主要的原因是當時缺乏科學性的評

估證據，這使得民眾對於政府所制定的油品標準產生疑慮，且也可能使得消

費者在未來進行集體訴訟要求賠償時會面臨一些困境。 

此外，C2 也提到之前瘦肉精標準設定的事件，美國豬肉瘦肉精的殘留標

準為 30 ppb，台灣在政治考量下，想要設下零檢出的標準，但後來台灣標準

為 10 ppb 這過程所反映的除了臺灣風險評估之證據不足外，也顯示風險溝通

的不足，但即使政府積極改善，未來相關的標準設定可能還是有政治因素的

考量。 

但不論如何，政府必須檢討食物及食品中有關成分的標準，因為若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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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作不好，將無法產生足夠的科學證據來支持食品安全政策中有關藥物或

化學品殘留的標準。 

但制定食物或食品中各種成分的標準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它會橫跨

許多學科領域，例如食品科學、生農、醫、藥、公衛、及毒理學等，但這也

是目前政府人力最感不足的處，除了人數不夠之外，欠缺專業能力及跨領域

的整合也是一大問題，這使得政府目前所能做的風險評估業務是有限的，亟

待未來人員的補充。 

此外，在檢驗業務上，每次食安事件發生後，衛福部都需要增加查驗相

關食品的數量，因此可能需要在短期間中進行數量龐大的檢驗工作，甚至還

可能需要開發新的檢驗方法，來因應市面上新的或故意添加的食品添加物

等，這些因素都大幅增加其業務量。例如食藥署區管中心所主導的稽查業務

大幅增加，在流通稽查上，由 2011 年的 1,966 件增加至 2013 年的 2,924 件，

流通檢驗上也由 2011年的 7,583件增加至 2013年的 9,454件；在檢驗業務上，

每年度所增加的新的檢驗方法逐年增加，例如檢驗方法公開數由 2011 年的

52 件增加至 2013 年的 107 件，對食品的檢驗數量也從 2011 年的 4,010 件增

加至 2013 年的 6,907 件等。 

另外，隨著食品科技及生農科技的進步，產生許多新的食品添加物、製

程、及基因改良食物及食品等，這些都會增加政府檢驗與風險評估的業務量。 

最後，雖然上述因素會大幅增加政府風險評估及檢驗之業務量，但政府

員額、能力、及能量有限，因此未來可能會委託國衛院或其他單位來幫忙研

究，因此可以透過委外的方式來減少政府本身所需要執行的業務。 

應建立跟民間合作機制，以能夠適時補位，能將檢驗量補足之一套檢驗體
系。一定要民間實驗室進來，因為政府檢驗能力有限，在一個重大食安案
件需要臨時要驗 300-400 件，怎麼會有人力？所以一定要靠委外，變成一
個堅強的網絡，讓外面檢驗體系堅強，要有一定的委外量，讓其能夠維護
維持盈虧。因為每個檢驗設備進來 1~2 千萬，固定成本很高，如果委外
量太少，實驗室養不起，所以政府應該有效率去思考，實驗量是要大到夠
穩定。要弄出一個檢驗的產業，政府不能再膨脹自己檢驗人力跟檢驗設
備，因為檢驗設備維護成本非常高。（受訪者 C10） 

因此，在風險評估與檢驗上，食安事件所帶來的政治壓力，使此項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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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的業務量提高；食品科技及生農科技的進步，將研發並生產更多的食品

添加物及基因改良之食物及食品等，這些都會增加政府在風險評估上的業務

量。但另一方面，食品檢驗技術的發展，可能會使檢驗單位的生產力提高，

可能會降低其業務量。此外，在政府的政策價值偏好及施政策略上，倘若政

府願意將這些業務委託給國衛院大專院校或是其他單位，則將可減少政府本

身的業務量。反之，若政府想增加自己的檢驗能量，則業務量會上升。 

（二）生產管理 

政府在這面向上的主要業務為：有關農產品、動物、水產品等相關的農

藥、動物用藥、飼料添加物、防疫檢疫、及環境汙染等之管理。這面向主要

需要加強的業務在農藥登記管理、動物用藥管理、及家畜及家禽屠宰衛生檢

查等方面。由於業務繁多，茲分述如下。 

在農藥登記管理上，舉凡農藥的製造加工分裝、輸入、輸出等，都必須

向農委會防檢局申請，特別是輸入、製造、加工等，都必須取得農藥的登記

證，才可以合法去做這些相關的事情。在農藥的登記管理上，農委會防檢局

會與農委會下的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合作，因為藥物毒物試驗所在這個專業

上會有比較多的人力以及經驗，所以在接受廠商申請時，有一個單一窗口在

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接件以後，要就農藥本身的藥物的毒理、理化性的試

驗、安全性的試驗、有效性的試驗等資料進行評估審查，這些做完了以後，

最後會送到農藥的諮議會來決定，另外有一些農藥的管理、查緝、證照的核

發等，則是由防檢局負責。 

在這些業務上，主要是因為在新的農藥登記上，因為申請費用不低，因

此針對某些少量作物，廠商不願意花錢去登記可以使用的農藥，加上目前法

規規定登記的藥只能用在申請當時所登記的作物上，也就是說，合法登記在

某種作物上的農藥，不能使用在其他的作物上，譬如 C5 舉例說小葉菜類，

若某農藥只有登記在小白菜上使用，則此項農藥就不能使用在青江菜或是其

他菜上，但台灣一個田裡面可能種植了好幾種小葉菜，那農藥殘留的問題就

變成大家關切的事情，所以農委會進行了多項延伸用藥；此外，隨著科技的

進步，新藥的審查，以及生物農藥的審查增加，針對這項業務的增加，農委

會未來考慮用計畫的方式來委託農科院來辦理；此外，也要加速相關登記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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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的部分，因防檢局在這項業務上的人力總計 6 人，即使考量未來委託農科

院來處理但仍有小幅增加之必要。 

另外，台灣一年四季氣候溫暖，適合許多不同種類的蔬菜水果生長，但

高溫高溼度的環境，使得病蟲害問題成為我國農業發展一大限制，為了降低

病蟲對農作的損害及提升單位產量，農民有時會使用多種農藥混藥噴灑、施

用非法農藥、或是在安全採收期間內施用農藥等，造成市售蔬果農藥殘留，

而農藥殘留又無法以肉眼區辨，這會損害消費者健康，是食品安全中的嚴重

問題，也是國內食安管制的焦點，因此防檢局在近年也積極追查取締非法農

藥。例如受訪者 C5 表示： 

以去年由楊秋興政委，就中央非法農藥的查緝專案小組，跨部會合作，去
年查到了 74 公噸，103 年 6 月為止，已經查了 60 案，累積查獲了 84 餘
公噸農藥。（受訪者 C5） 

在動物用藥管理上，則是由農委會防檢局的 13 個人來負責台灣的動物用

藥輸出入以及國內製造、加工的登記、審查、與管理。在動物用藥的製造上，

農委會要求製造的工廠必須要取得 GMP 的認證，所以工廠的整個的設置是

否符合 GMP 也是由防檢局同仁負責查核。 

在核准動物用藥登記上市前，防檢局要推薦一個藥物殘留的容許值，然

後給衛生福利部去做參考。C5 表示防檢局的困境是過去都是由這 13 位同仁

來做，雖然也有委託財團法人農科院部分的人力，但沒有委託給其他大專院

校，目前新藥的技術審查約要花半年以上的時間，去驗證它的有效性、安全

性、成分狀況、及殘留部分，因此需時較久，為加速新藥審查，未來可能會

以計畫委託方式請農科院幫忙。 

最後在動物用藥殘留的採樣及檢驗上，C5 表是採樣計畫是委由台大的獸

醫專業學院利用往年監測的風險高低，利用統計學來評估與規劃，然後交由

各地方政府執行；檢驗則是委託由中央畜產會執行，因此農委會在這些業務

上的人力需求主要在動物用藥的新藥審核上，需要增加一些員額，因為它可

以委託給農科院來幫忙處理。 

在漁產品方面，C4 表示農委會在養殖水產品上市前會做藥物殘留的檢

測，目前是委託給養殖基金會來執行，然後在抽取樣本時，會請縣市政府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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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場，以公權力協助基金會，檢驗工作也是經由公開招標來外包，所作的

藥物殘留檢驗採樣，從 98 年到 102 年的數量分別為 1,000 件、1,501 件、1,387

件、1,421 件、及 1,568 件。另外位因應福島核能廠事件，也新增對水產品的

輻射檢測，這是從 2011 年開始的新業務，從 2011 年的 262 件增加到 102 年

的 313 件。 

在防疫檢疫上，家畜及家禽屠宰衛生檢查上，農委會自 93 年開始推動家

禽屠宰管理，加上 102 年 5 月 17 日實施傳統市場禁宰活禽政策後，畜禽屠宰

場數量已由 93 年的 18 場增加到現在的約 155 場，屠宰衛生檢查業務量明顯

增加，檢查人力相當不足，C5 表示目前這項業務係委託中央畜產會執行，主

要任務為執行屠宰衛生檢查、輔導屠宰場設立及變更、督導屠宰場符合法令

規定、辦理查緝取締工作、消費者宣導等，其經費目前以農委會防檢局預算

編列，目前僱用人數約 570 人，未來政府應增加經費繼續委外執行，並不需

要增加中央政府的員額。 

此外，近年所發生的食安事件，如病死豬、蔬果或有機米殘留禁藥、及

吉園圃標章遭到仿冒等事件，也引發民眾對於農林漁牧產品的恐慌，需要政

府加強管理。 

最後受訪者 C1 表示，在生產管理上，若管得太嚴，則農民會受害，管

得太鬆，則消費者所面臨的風險提高，這是一個兩難的情況，因此這是一個

食品安全與農民福利間之政策目標與價值的取捨。更有受訪者 C10 表示： 

因為著眼點不一樣，農政機關他是站在輔導農業，希望農畜牧業越
蓬勃發展越好；而衛生局是把關的單位。但是很多法令將把關的權
力交給農政單位，嚴格執行把關會對於農畜產品衝擊很大。（受訪者
C10） 

綜合上述，政府在生產管理上的業務量受到食安事件、法律規定的變更、

台灣氣候特性、農友的種植方法、新科技所研發之新藥、外部利害關係人之

需求、政策目標與價值之取捨、及委外之影響。 

（三）進口管理 

政府在這項業務面向上的主要業務是對於進口的食品相關原料、食物、

及食品之輸入輸出之管制及稽查等。因為台灣有許多食物及食品原料來自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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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近年所爆發的黑心油品及棉仔粕事件，甚至地方政府的稽查經驗也顯示

有時候問題是出在進口階段。例如廠商進口一個化學品，其實政府不知道這

化學品的流向，使得衛生單位的製藥管理，與農委會在農藥及動物用藥管理

上產生模糊地帶；另外一個例子是飼料奶粉用農產品進來，但其實它最後轉

為食品，這也很難追查，與上次棉仔粕事件相同。如受訪者 C8 及 C10 表示： 

飼料奶粉進來時，係用農產品進來，其實最後轉為食品也不知道，所以很
難追查。（受訪者 C8） 

進口食品上也有問題。譬如動物奶粉，國外的動物奶粉跟人吃的一樣，其
成分可能事實上在國外可人食，不過進口業者用動物奶粉名義進口（為了
省關稅等因素），進口後再轉做人食，這些都是在源頭管理牽涉到進口食
品，這很多複雜環節，假如不做制度面的變更（就沒有辦法）。像我們之
前查那個辣椒油，辣椒油加辣椒色素，查到後來是一個進口從印度進來。
（受訪者 C10） 

所以政府在進口管理上是有一些制度需要修改，且有一些漏洞需要補

正，這些食安事件也促使政府加強進口之管理。 

另外，因為台灣食安事件持續爆發，或是其他國家對於食品安全的標準

提高，都會引發其他國家對於台灣食物及食品的疑慮，甚至提出到國內工廠

進行稽查的要求，對於這樣的要求，政府為了釐清其疑慮、及促進國際之間

食安資訊的溝通，通常都會配合， 

例如 C4 表示俄羅斯及歐盟訂了很多新規定，俄羅斯就表示台灣產品不

符合規定，因此不能進口至俄羅斯，然後就直接派一個團隊要到台灣的加工

廠去檢視，有沒有符合他們的衛生標準，當然我國政府只能被動配合，但為

了公平待遇原則，我們也應到其他國家去查廠，例如衛福部就有計畫至大陸

查廠，這就是新增加的業務。 

政府為了落實源頭管理，除了修正法規，積極推動食品添加物追溯追蹤

系統外（這包含進口來的食品添加物），也在規劃對於大量進口至國內的外國

廠商，可能也要對其進行實地稽查，以確保國人健康，因此這也會使進口管

理的業務量增加。 

綜合上述，影響進口管理面向業務量的因素為：食安事件、食品原料與食

物的進口量、民眾的強烈需求、法規變更、及政府管理重點偏向源頭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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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製造管理 

政府在此面向上的主要業務為有關食品製造、加工、運輸等之管理。因

台灣目前所有的食品加工業者約有數十萬家，再加上有許多沒有登記的地下

工廠或家庭式加工廠，使得政府在食品製造管理上要面對數量龐大的食品加

工業者，在政府有限的預算與人力下，輔導稽查的工作量龐大，因此受訪者

表示： 

食品是低密度管理，雖也強調全程管理，但無法像藥品一般的高密度管
理，因為食品範圍太廣太多了，實務上也沒有人力去管。從國外的例子上
看，先進國家在食品領域無法全部管理，故食品安全是由各業者負責，政
府去監督業者是否達到最基本之要求。（受訪者 C3） 

當初藥廠稽查現在是全部在中央，稽查時候才通知地方政府派人過去，這
樣做一個稽查，那藥廠可以啊，藥廠從 8 百多家到 5 百多 2 百到現在剩下
1 百多家，可能還會在刪，也許到 1 百家，我們可以做得到，但是食品工
廠是以幾 10 萬起跳的，這些人都可能在中央嗎？ 不太可能。（受訪者 C8） 

國內在過去僅能透過廠商認證、自主管理、及有限的輔導稽查來進行管

制，但黑心廠商的存在，在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下，政府面臨非常難以管制的

大環境。 

在近年來所爆發的食安事件中，爆發違法事件的有獲得 GMP 驗證的工

廠，也有地下工廠，使得民眾對政府的信任感下降，對於食安的要求也越來

越高，因此政府修改法令，未來將透過建置食品添加物追溯追蹤系統及食品

業者登錄制度等來落實管理，C2 表示在 2014 年底就要有十萬個登錄，因此

需要政府去追進度。 

研究團隊在與地方政府衛生局訪談後，地方官員提出不同的看法，研究

團隊也很認同，因此研究團隊將這些意見整理後，於第三場的焦點座談中提

出來討論，也就是針對未來食品安全個業務面向的組成及未來發展重點做一

些討論，並獲得共識，故將整體意見整理在此節中。 

首先，受訪者認為食品源頭管裡的難度非常高，這是因為食品工廠的家

數有數十萬家，產品也有百萬種以上，不可能依賴查驗人力去一一檢查；其

次，食品的產銷體系是一個流動的供應鏈，其複雜的程度跟電子業差不多，

因此不可能仰賴人力去查廠或商品，而應該順著食品的產業結構去順藤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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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誠如地方官員所表示的： 

源頭管理的難度非常高，要對其足夠了解。第一，源頭出來後，包含製造
源頭、整個流動產銷體系等面向，所以一旦處理到下游，那個已經複雜的
跟電子業差不多，還有其的供應鏈、回收鏈。（受訪者 C10） 

夜市事實上是兩個層次的問題。第一是現場衛生，因為東方的食物都是熟
食，出現微生物問題的機會不大，可是夜市有其特殊供應鏈，譬如夜市麵
包很便宜，有專門在做夜市麵包的產銷鏈，但強調夜市的稽查其實重點沒
錯，看用到裡面都是比較低價的產銷鏈，比較有問題，所有夜市賣的東西
背後都有產銷鏈，比方煎牛排，牛排都是哪邊醃製的，再從哪邊出來，後
面有一個產銷結構。但過度強調夜市稽查，怎麼會有餘力做整個產銷鏈的
了解，要瞭解夜市產銷鏈是很複雜的。（受訪者 C10） 

若要進行食品產業鏈的調查處理，目前所常用的稽查方式是不容易查出

來的，它必須仰賴專案稽查，因此必須配置一定的人力在專案稽查上，且需

要很長的稽查時間與不同的稽查技巧。 

在稽查計巧上，例如 C10 就舉一個例子，X 縣在追查 Y 違法添加物的流

向時，後來才學習到如何利用地檢署的搜索權，將 H 公司跟 I 公司的進出貨

資料整個扣起來，這樣才能蒐集到完整的資料，類似這種經驗，是因為與地

檢署共同合作，才能學習到如何去稽查，去了解原料產品的流向，釐清它的

供應鏈。因此與檢調單位的合作是很重要的，如受訪者表示： 

稽查很需要實務經驗，有時候不見得是不處理，是如果沒有搜索權，有些
物證無法第一時間看到扣押，或是廠商偷藏起來，特別是不肖廠商利用晚
上、半夜做或是特殊的情況，如在民宅做，有些很多是沒有辦法一般的例
行沒有辦法去發現。（受訪者 C11） 

一般稽查人員若僅執行過後市場查驗，而沒有追查過這類案件的經驗，

可能無法了解追查案件的重點在什麼地方，因為一般稽查在進行後市場查驗

時，就是看標示違規就開罰，沒有進入複雜產銷鏈裡面的經驗，也就沒有辦

法培養應該具備的稽查能力。 

在所需的稽查時間上，C11 所舉的例子是 X 縣在追查維力食品三個產品

裡醬包的問題時，稽查人員是清晨五點出發，晚上十二點多才回來，這樣才

把醬包的流向勉強查清楚，因此是非常耗費時間，也才勉強查出一些產業鏈

的線索。因此，專案稽查也依賴稽查技巧，與一般後市場查驗狀況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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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受訪者認為目前的政府所著重的後市場稽查及現在所規畫的追溯

系統或登錄系統等，可能無法發揮應有功能，但這樣的策略對於製造管理的

業務量增加有限，主要是建置系統及後續管理的業務，但因政府人力有限，

應不會花費太多人力來稽核登錄資訊。 

受訪者認為可能無法發揮功用的主要的原因是地下工廠的存在及食品業

者登陸的意願並不高，且即使登錄，其資訊也可能是不全或是不實的，政府

也沒有足夠的人力或物力來進行稽核；其次，則是沒有足夠的罰則來強制登

錄或確保登錄的即時性與正確性；最後則是無法將背後的犯罪結構揪出來，

這樣將無法剷除整個犯罪集團或主謀，對黑心廠商的嚇阻力不夠。如受訪者

表示： 

登錄只是靜態的，因為所有的產品店都是動態的，應該是同時去考量管理
上的配套，不是就是登錄上去，所以這也是一樣，是那個管理模式沒有調
整，所以會弄十萬登錄，結果登錄都是餐飲業跟麵店小吃攤這類型，小吃
攤只是給菜單而已，只是登錄這個麵是跟哪一家做麵廠。（受訪者 C10 及
C13） 

但若能一年做幾個專案稽查，將某一兩項食品的整個產業鏈揪出來，將

會對黑心廠商產生很大的嚇阻力，誠如受訪者所說的： 

專案稽查的嚇阻可能比例行性稽查還要有強度。（受訪者 C13） 

果能到源頭去查的話，那真的是事倍功半，在源頭查好都不會違規。（受
訪者 C14） 

所以事實上，政府在食品安全管理上應當進行轉型，不僅是專業能力的

轉型，還有管理方式的轉型，也就是從目前的管理方式，應將部分資源轉向

去執行專案稽查，甚至由中央政府來協助執行。 

但過度強調夜市稽查，怎麼會有餘力做整個產銷鏈的了解，要瞭解夜市產
銷鏈是很複雜的。（受訪者 C10） 

所以以前那種一家一家去看，打游擊戰根本不是現在還要這麼做，現在哪
有人力去查上萬家，不可能，所以一定要順著他的產業結構裡面要順著藤
摸瓜，所以事實上是專業能力還有管理方式的轉型，這種轉移我的感覺其
實很多的縣市中央還沒有感受到，這個要用很多的食安事件去轟炸（才能
得到）。（受訪者 C11） 

因此影響製造管理業務量的因素為食安事件、民眾要求、法律變動、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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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產業發展趨勢（食品業者家數及規模等） 、科技的發展（如追溯及登錄系

統的建置） 、及政府管理策略的可能改變等。 

（五）後市場監測及消費者保護 

政府在這面向的主要業務是有關販賣、餐飲、標示、廣告、及食品中毒

之管理，並對於地方政府執行中央計畫之協助、協調、監督、及考核等。這

些業務主要是由地方政府負責執行的，中央政府扮演輔助的角色，例如規劃

全年查驗計畫，績效管考，技術訓練、解決法律疑義、並由區管中心協助執

行查驗等，在食安事件爆發後，查驗數量會因媒體報導、民眾需求、及立委

或監委的要求而暴增；此外，也會因販賣業者及餐飲業者家數而變化。但誠

如前述，過去政府的食安管理策略以後市場查驗為主，但受訪者 C3 認為此

策略是有局限的，且此種作法緩不濟急，與先進國家的作法或國際組織的主

張不同，也與公共衛生的基本原則「預防勝於治療」不同，未來應轉向源頭

管理或生產鏈的管理。因此，這面向的業務量可能會因食安風暴、經濟性因

素、或政府外部利害關係人要求而有小幅增加。 

（六）風險溝通 

政府在這面向的主要業務是對於政府內外部之利害關係人及國際組織等

進行資訊交換及溝通等。這業務的重要性可以從衛福部在面對一連串食安風

暴時的作為可以看得出來，食安管理單位常常無法適當的說明其工作內容與

進度，無法取信於民眾，在面對民眾立委或媒體的疑問時，常反應不當或緩

慢，特別是在網路時代，政府面對誇張不實的報導時，無法及時且正確的回

應，因此亟待加強這方面的能力。 

此外，食安事件會導致許多政府內的其他部門，如立法院及監察院的介

入、質詢、與調查，這些都會增加相關單位的業務量；此外，在規畫法律修

正時，食安管理單位也要與其他政府相關部門、政府外部的利害關係人、以

及立委們進行溝通協調，這包含資訊及意見的交換溝通，甚至需要採用某些

機制來強化民眾參與及專家監督等，這些都會影響風險溝通的業務量。 

綜合上述，本節對於影響食品安全管理業務量的因素進行分析，茲將這

些因素與所影響的業務面向整合成下表，以利讀者查核勾稽。表 4-8 則顯示

影響中央政府在食品安全管理上的人力需求之因素有外部環境因素（如一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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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的食品安全事件）、利害關係人之要求（如立法院及監察院的質詢與監督，

以及媒體及民眾對資訊的要求等）、政府之政策目標（如政府已將食品安全

列為重大施政目標）、政策方案之設計（如採取委外化及地方化的策略，或

是建置食品添加物追溯追蹤系統及食品業者登錄制度）、及內部行政因素（如

目前人力的數量、能力、專業、及跨領域的合作不足）等。在每個大項的影

響因素之下，進一部細分了較細的影響因素，如表 4-8 所示。整體來看，人

力需求評估的結果有可能是增加或減少，因此，在表 4-8 中，符號「+」代表

造成人力需求增加的因素，符號「-」則代表是造成人力需求減少的因素。 

（一） 影響食品安全風險評估與檢驗人力需求的因素，包括政治與科技等外

部環境因素、政府外部的利害關係人需求、政策價值偏好與選擇、施

政策略、四化、策略行動與具體方案、及人力資本的內部行政因素。

例如食品安全事件的持續爆發，帶來政治的壓力促使政府需要增加人

力；食品及生農科技的進步，將研發並生產更多的食品添加物及基因

改良食物及食品等，這些都會增加政府在風險評估上的人力需求，但

另一方面，食品檢驗技術的發展，可能會使檢驗單位的生產力提高，

可能會降低其人力需求；另外，在政府的政策價值偏好及施政策略

上，倘若政府願意將這些業務委託給國衛院大專院校或是其他單位，

則將可減少政府本身的人力需求，反之，若政府想增加自己的檢驗能

量，則人力需求會上升。 

（二） 影響食品安全生產管理人力需求的因素，包括政治、法律、社會、環

境、科技等外部因素、政府外部的利害關係人需求、政策價值偏好與

選擇、及四化的政策方案設計。例如在政治上，政府若想要保障農漁

牧產品的安全性，則需要增加相關人力，但若想多保障農漁民權益，

則人力需求反而下降；在法律上，若政府制訂新的規定或更嚴格的法

規，則政府需要多一些人力來規畫執行，但若政府採取自主管理的策

略，則政府相關人力可以減少；另外，若年紀較輕的農民逐漸替換年

紀較大的農民來進行耕作，則因種植觀念的改變，可能使政府人力需

求減少，但一般社會大眾對食安的重視，則會使政府人力需求增加。

在科技發展上，若有新的農林漁品種出現，則將增加人力需求，但若

政府能妥善運用新的資通科技，則可能可以減少人力需求；在自然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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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上，若地球暖化持續，則病蟲害會增加，需要噴灑更多農藥，將增

加政府的人力需求。 

（三） 影響食品安全進口管理人力需求的因素，包括政治、法律、經濟等外

部環境因素、政府外部的利害關係人需求、政策價值偏好與選擇、施

政策略、策略行動與具體方案的政策方案設計。例如在國際經貿持續

開放下，越來越多的食物或食品進口，增加政府邊境查驗的人力需

求；且在政府越來越重視源頭管理下，這也增加政府之人力需求。 

（四） 影響食品安全製造管理人力需求的因素，包括政治、法律、經濟、科

技等外部環境因素、政府外部的利害關係人需求、政策價值偏好與選

擇、施政策略、策略行動與具體方案的政策方案設計。例如政府若制

訂新的規定或更嚴格的法規，則政府需要多一些人力來規畫執行，但

若政府採取自主管理的策略，則政府相關人力可以減少；此外，若食

品產業進行整合或國內景氣狀況變化，使食品業者家數減少，則政府

人力需求可以稍減，否則人力需求應是向上的；此外，若政府越來越

重視源頭管理，推動登錄系統等，則將增加人力需求，但若政府推動

食品業者自我管理，則人力需求或可稍減。 

（五） 影響食品安全後市場監測及消費管理人力需求的因素，包括政治、經

濟等外部環境因素、政府外部的利害關係人需求、施政策略、四化、

策略行動與具體方案的政策方案設計。例如食品安全事件的持續爆

發，帶來政治的壓力促使政府需要增加人力；政府若強調源頭管理，

而較不重視後市場檢測，則政府在此方面的人力或可減少。 

（六） 影響食品風險溝通人力需求的因素，包括政治、法律、科技等外部環

境因素、政府內外部的利害關係人需求、政策價值偏好與選擇、施政

策略、策略行動與具體方案的政策方案設計。因政府持續推動新的食

品安全相關法規，需要與政府內部及外部之利害關係人溝通，因此需

要較多的人力，此外新科技的發展，政府或可運用新科技來簡化風險

溝通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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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8 未來十年影響食品安全人力需求消長因素查核表 

影響因素 

 

 

 

 

 

 

 

 

業務面向 

外部環境因素 
利害 

關係人 
政策目標 政策方案設計 內部行政因素 

政

治 

法

律 

經

濟 

社

會 

環

境 

科

技 

政

府

內

部 

政

府

外

部 

政策

價值

偏好

與選

擇 

施政

策略 

政策

需求

評估 

目的

陳述

之明

確程

度 

權責

劃分

與整

合及

法律

授權

程度 

採用

之政

策工

具 

四化 

策略

行動

與具

體方

案 

人力

資本 

人力

發展

趨勢 

人事法

令、行

政程序

與規則 

風險評估與檢驗 +     +/-  + +/- +/-     - +/-    

生產管理 +/- +/-  +/- + +/-  + +/- +/-     - +/-    

進口管理 + + +     + + +      +    

製造管理 + +/- +/-   +/-  + +/- +/-      +    

後市場監測及消

費管理 
+  +/-     +  +/-     - +/-    

風險溝通 + +    +/- + + + +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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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訊管理業務量影響因素分析 

一、資訊管理業務範圍 

本研究邀集 6 位中央部會資訊管理業務的主管，進行深度訪談，藉以獲

知資訊管理業務的面向與範圍。同時，在初步綜整資訊管理業務範圍後，再

次進一步邀請 2 位熟稔目前資訊資源向上集中的資訊豐富者，參與焦點座

談，協助本研究調整及確認適切的業務面向與範圍。 

依照國家發展委員會電子化政府業務項下之「資訊改造推動現況」，為

克服現行各部會資訊業務推動所面臨問題，如資訊組織架構、資訊經費、資

訊人力、跨機關資訊服務協調、科技快速變遷等，國家發展委員會配合行政

院組織改造進程，推動資訊資源集中整合、資訊組織法制化、資訊預算結構

調整及資訊職能優化等系列資訊改造措施（如圖 4-3），期使資訊服務無縫

移轉，並進行前瞻性改革以進一步強化電子化政府服務效能。 

 

 

 

 

 

 

 

 

 

圖 4- 3 中央部會資訊改造原則與策略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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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關資訊資源向上集中與整合運用乙項，包括組織、計畫、人力

等資源均向上集中，以期達成資訊組織法制化、資訊計畫盤點、資訊人力集

中化等目標。與本研究相關的是，由於現行中央部會各級機關屢次反應資訊

人力普遍不足，尤其四級機關資訊人員匱乏，資訊人員升遷機會受限，造成

資訊業務無法有效推展及資訊人員升遷管道受限等問題。因此，國家發展委

員會為克服上述挑戰，逐步要求各部會須整體規劃資訊業務，以落實資訊資

源整合共享，減少資訊資源重複投資並強化資訊安全。 

為利各部會掌握資訊職能優化之契機，加速推動組織改造及資訊改造業

務，行政院已訂頒「機關資訊單位內部設置參考原則」提供各機關作為訂定

資訊組織內部功能區塊之參考（國發會，2013）。其中，關於資訊管理的業

務範圍，資訊單位之職能秉棄過往按分析、設計、機器操作等功能別或以地

區別設計，而以資訊策略規劃、資通安全管理、共用資源管理、應用服務、

資通建設、資訊推廣服務等為分工設計準則。事實上，經本研究與 6 位任職

中央機關資訊單位並熟稔資訊業務之主管訪談（名單請參表 4-2），確認資

訊管理的業務面向，與前述資訊單位六大職能相差無幾。其中，受訪者 D1

大致上是在目前資訊資源集中的前提下，強調資訊統合機關的資訊策略規劃

業務，以及各機關營運所需的應用服務。受訪者 D2 則認為，資訊管理的業

務的重要面項包括資通安全管理、共用資源管理、資訊推廣行銷溝通。受訪

者 D3 因業務涉及資訊資源集中政策，對於歷來之國家資訊通信發展方案

（91-95 年、96-100 年、101-105 年），以及行政院「國家資訊通信發展推動

（NICI）小組」能有完整之掌握，從而能夠廣泛且周延地提出完整六大業務

面向。受訪者 D4、D5、D6 則各分別提出 4 個資訊業務面向，除了資通建設

一項具有共同看法外，其餘分別著重在不同的業務重點（逐字稿摘要詳參附

錄八）。 

為了解 6 項資訊業務面向的涵蓋範圍，本研究進一步邀集 D3、D6 等 2

位資訊業務主管參與焦點團體討論，協助釐清及彙整各資訊業務面向下的重

要工作事項。在討論過程中，本研究初步係以行政院訂頒之「機關資訊單位

內部設置參考原則」，所規定的業務職掌為編修基礎，據以提出讓 D3、D6

依據個人豐富的行政經驗，釐清各資訊業務面向下適當的業務範圍。經焦點

座談會討論與專家建議，綜整之資訊業務範圍內容如表 4-9 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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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資訊策略規劃」面向涵蓋資訊整體規劃事項、資訊管理與審議

事項、資訊政策與治理事項、及單位業務之綜合規劃、協調、追蹤及管制、

訓練事項，「資通安全管理」面向的範圍有資通安全之推動及督導事項、機

關個人資料保護，「共用資源管理」面向包括行政資訊服務規劃、管理與推

動、及標準制定事項，「應用服務」面向的業務範圍是業務資訊服務之支援

事項，「資通建設」業務面向的範圍是資通訊基礎架構、法規標準之規劃與

管理事項、政府資訊公開政策之落實，最後，「資訊推廣行銷溝通」面向則

涵蓋相關資訊服務管理制度之推動、政府外服務行銷與社群的維護溝通。 

表 4- 9 專家評定資訊管理業務面向與範圍 

業務面向 

（受訪者意見） 
業務範圍 

資訊策略規劃 

（D1、D3、D5、D6） 

資訊整體規劃事項 

資訊管理與審議事項 

資訊政策與治理事項 

單位業務之綜合規劃、協調、追蹤及管制、訓練事項 

資通安全管理 

（D2、D3、D4、D5） 

資通安全之推動及督導事項 

機關個人資料保護 

共用資源管理 

（D2、D3、D4、D5） 
行政資訊服務規劃、管理與推動、標準制定事項 

應用服務 

（D1、D3、D5、D6） 
業務資訊服務之支援事項 

資通建設 

（D3、D4、D5、D6） 

資通訊基礎架構 

法規標準之規劃與管理事項 

政府資訊公開政策之落實 

資訊推廣行銷溝通 

（D2、D3、D4、D6） 

相關資訊服務管理制度之推動 

政府外服務行銷與社群的維護溝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影響資訊管理業務消長之因素 

在確認資訊管理的六大業務面向後，後續將針對這六大面向的主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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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及影響其業務量的因素分別闡述之。 

（一）資訊策略規劃 

根據前述焦點座談會的分析，資訊策略規劃面向的主要業務是（1）資訊

整體規劃事項，（2）資訊管理與審議事項，（3）資訊政策與治理事項，（4）

單位業務之綜合規劃、協調、追蹤及管制、訓練事項。整體來看，決定資訊

策略規劃業務的多寡，主要取決於外部環境的科技因素，以及政策目標，亦

即多年來推動的資訊資源集中政策及後續採行的施政策略。 

（1）資訊整體規劃事項 

與會受訪者的討論指出，影響「資訊整體規劃」業務事項的主要因素是

配合機關業務發展策略，發展資訊願景、目標與策略方向與計畫。 

目前中央政府統籌管理資訊人力的機關由國發會管理。負責規劃我國資訊
之政策方向。（受訪者 D1） 

業務單位必須對業務如何資訊化有一些想法和想像，資訊人員才能按照這
個想像去配合研擬。換句話說，也需要業務單位的配合與願景描述，畢竟
絕大多數部會之資訊單位都還是幕僚單位，無法取得政策的主導權。（受
訪者 D2） 

（向上集中）主要目的是要把資訊單位、資訊資源、資訊人力、資訊預算、
資訊計畫全部向上集中到部。以部為中心去統籌所屬，這就類似相趨的概
念。將每個獨立的 node，變成一個 mash，就是把部變成粽子的頭，整把
提上來後，由部統合規劃所屬資訊計畫。（受訪者 D3） 

如果政府整體都有此向上集中方向，大家慢慢這樣調整，也不會有怨言。
因為基本維運大家很清楚，那當然也許會有個級距，100 人以下之單位還
是會有基本資訊人員，而到 500 人以上就不是 0.2 的比例他可能就是 0.15

或是更少，就是有級距概念，甚至於說將來要走向雲端，是不是基本維運
人力又可更減少。（受訪者 D6） 

（2）資訊管理與審議事項 

「資訊管理與審議」事項的多寡，主要取決於資訊機關進行計畫與預算

之審議、管制及考核的密度。亦即，當資訊在策略上規劃針對計畫與預算，

進行高密度的管制時，將會增加資訊管理與審議事項。例如受訪者 D3 指出，

「我們要做的就是把資訊單位、資訊資源、資訊人力、資訊預算、資訊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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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向上集中到部。就是以部為中心去統籌所屬，這就有一點相趨的概念」。

其他提及與管制密度相關概念的受訪者包括： 

現在政府機關跟人事一樣，原來預算多少就是多少，這叫「額度制衡預
算」，反正就這麼多錢，員額多少就多少，但負責人事與管控經費的主計
碰到問題時，卻沒有責任，責任都在業務單位上。（受訪者 D4） 

主計有一筆預算，因為業務單位要跟主計要錢，所以業務要聽從主計意
見，要符合既定 request，主導性不足，欠缺大政府大策略的位置去要求、
去命令整個國家資訊的發展，我們現在政府欠缺一個主管單位。（受訪者
D4） 

資訊經費在法務部裡是弱勢的，被砍經費第一個要檢討資訊不用那麼多？
資訊科技在每個部會都有預算的數據顯示，例如金融業可能是百分之
5~6，一般的企業裡約 3%~4%，政府機關連 1%都沒有，我們機關只有
0.05%。（受訪者 D5） 

現在來看當然是因為電腦使用大家都有，可是整個資訊的開發到底要不要
統合?就像開發薪資系統，業務單位說由誰出面來做，資訊沒有人力，則
找人事部門來做，但人事部門卻說薪資不是人事部門在管，而是只涉及薪
資表。會計室及出納抑是沒有管薪資，只管出帳及匯錢。開會怎麼辦時，
卻由資訊單位主持會議，若要推動這個系統，則不知道是由哪一個單位為
主。（受訪者 D6） 

（3）資訊政策與治理事項 

「資訊政策與治理」事項主要涵蓋機關資訊法規、標準、資訊作業流程、

資訊治理機制之研議等推動事項。依據國發會「資訊改造推動現況」說明，

行政院於 2012 年 4 月 24 日函頒修正「行政院國家資訊通信發展推動小組設

置要點」，確立設置兼任資訊長二級制，由行政院國家資訊通信發展推動小

組（NICI）總召集人兼任院級資訊長（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CIO），以

行政院的高度來統籌協調及推動電子化政府資通建設應用發展政策。同時，

依 99 年 7 月 23 日行政院函頒「人事、政風、主計、資訊、法制單位設置原

則補充說明」，更進一步明確律定中央四級機關（構）原則不設立資訊單位，

以落實資訊資源向上集中策略。準此，整體資訊治理機制已依照政策規劃策

略逐步前進，業務上需配合資訊長機制，推動跨單位資訊業務與協調機制。 

除了資訊專長的人以外，還需要採購的能力，行政協調的能力。（受訪者
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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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業務也應該有些專業管理的資訊主管可以協調、溝通的，文化溝通管
理，因為要做服務，跟人家溝通，都要去強化。（受訪者 D5） 

政府推動資訊化其實都蠻早的，但整合的部分相當欠缺，而資訊又是最需
要整合，但與各部會溝通協調的時候，還是需要花一點工夫。（受訪者 D6） 

（4）單位業務之綜合規劃、協調、追蹤及管制、訓練事項 

此業務涉及資訊人力發展藍圖、相關派駐辦法與輪調辦法訂定，教育訓

練與推廣之整體規劃以及其他之綜合資訊業務。此業務項目強調資訊部門的

主導性，以及更勝於業務部門的資訊能力，在未來資訊資源集中的階段性任

務完成後，資訊部門人員將必須具備更佳的規劃與協調能力。 

像法務部裡面，跨機關合作、跨機關的業務服務會帶來更新的更大的價
值，這是資訊部門比較看重的部分，業務部門只看到自己的業務，比如檢
察只看到檢察，矯正只看到矯正，但資訊可以看到全部，則可提供一些新
想法，可是因為目前沒有這個計畫的角色。（受訪者 D4） 

（二）資通安全管理 

網際網路為人類帶來便利與快捷，然而伴隨網路普及化與消費者行為改

變，引發的網路犯罪及個資保護等課題，已逐漸成為影響國家安全、社會安

定的隱憂。為強化國家資通訊安全防護能力，由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研

提「國家資通訊安全發展方案（102 年至 105 年）」，於 2013 年 12 月 18 日

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第 25 次委員會議決議通過，並於同年 12 月 25 日核

定分行實施，以供各政府機關現階段推動辦理資通訊安全防護計畫之重要依

據。有關資通安全管理的實際業務，在機關運作上主要包括（1）資通安全之

推動及督導事項、及（2）機關個人資料保護兩項。 

（1）資通安全之推動及督導事項 

由於諸多資通訊業務採委外方式進行，因此，受訪 D5 直截地指出「我

問你，資安要不要內部人員，委外去做資訊安全你放心嗎？」又如受訪者 D4

更明白地指出，「我們現在最大的風險在哪裡，是委外，事實上是這樣，委到

最後政府一點治理的能力都沒有，因為現在公務人員進來，早期都自己寫程

式，要很有自信，現在進來都直接辦理委外工作，就辦採購行政，所以政府

現在這些人，比較像採購行政、資訊採購行政人員就變這樣，就失去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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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這是國家很大的風險。」推動機關落實資訊安全政策。除了委外的風險

外，資訊人力不足所造成的業務量負荷過重，或是資訊人員資訊能力不足，

也都是造成資訊安全風險的因素。 

DBA 寫程式與管理，但寫程式的人員不能接觸資料，這些程式要測試，
所以這些資料需分得很清楚與細，不過需要有相當多人，這樣做才能嚴格
的區隔，才相對安全。但現在情況卻是恰巧相反。一個資訊安全到最後都
是很難控制的，所以人只能用彼此制衡的方法來做，則財稅中心這才是最
有效的方法。（受訪者 D4） 

現在所講資訊安全，是針對寫的程式進行程式檢查的工具，國內沒有很好
的這種工具，包含程式安全檢查，這個廠商很有機會去開發的，可是政府
沒有扶植這樣的廠商協助政府做程式安全檢查。（受訪者 D4） 

要建構大系統，開發資安防護的大系統給大家用，不可仰賴外包，而是要
培養內部同仁，讓自己本身要有能力，並且要可以馬上判斷及時處理系統
異常的部分。（受訪者 D5） 

主要擴充共用系統是資訊資源整合，這需要正式的來推動。（受訪者 D6） 

（2）機關個人資料保護 

目前政府推動機關個人資料保護的詳細業務，包括落實個人隱私與資料

保護政策，並推動導入相關管理制度，如服務管理制度 ISO20000 等。根據

受訪者的意見，中央部會機關的屬性是影響此項業務的關鍵因素，同時，若

能採用適當的機制設計，也能完善資通訊安全，保護機關個人資料。 

法務部這邊的資料幾乎不會比財政中心少，因為辦案的需要，其實整個財
稅資料、整個戶政資料都有。所以，資料的安全性需要重視。（受訪者 D4） 

最核心控制系統的是誰？說到最後都是人，所以人是最重要的，不管技術
再怎麼好，環境再怎麼好，都是以人為最重要。（受訪者 D4） 

像目前在推動數位保險數位建設，是非常深奧的資訊技術，所以資訊安
全、數位建設甚至密碼學，這個都是一個很深的領域，這需要一些特殊的
人才，一般資訊人員還做不來。（受訪者 D4） 

緊急應變人力一定要有，絕對不可能靠現有人力，像治安的問題，一定要
有緊急應變的人，可能在 100 個人左右，要能馬上 take over 突發狀況。
另外，假如說有這樣統合的人力，整個在規範、開發就會比較有相銜接，
譬如內政部做自然人憑證，各機關都要用，可是變成都要去溝通。（受訪
者 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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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共用資源管理 

共同資源管理的主要業務是行政資訊服務規劃、管理與推動、標準制定

事項。此項業務的細項內容包括（1）推動公文、表單、機關內網、知識平台

等服務，進行專案建置與管理。（2）推動使用主管機管所提供之共同性行政

資訊系統如人事、會計等。（3）關於機關對外網站之規劃、管理與營運、相

關標準制定事宜。如同受訪者 D2 指出「一般機關之資訊業務分成兩大塊，

一種是機關內部 OA：與內部員工管理、溝通等有關的資訊辦公系統。另一

種是配合業務單位的資訊化：如對外業務、架站與資料庫等。尤其是某些部

會特別需要的專業業務需求，如：氣象局的氣象資訊系統等。」其中，「共通

性系統，供維系統是大家都要用的，應該統一來開發、eamil 系統、會議系統

（受訪者 D6）。」至於影響共用資源管理的作業方式，則是取決於外在的資

訊環境以及整體的資源政策。 

很多個別之公文系統、人事系統，假如每套維護費是 20 塊，假設一個部
底下有 10 個局，這樣就要 220 塊。若由部來統籌，開發一套共用的資訊
系統，只需花 50 塊，則可用預算可節省 170 塊。這就是資訊資源向上集
中的結果。（受訪者 D3） 

系統要整合、共構，那所謂的整合、共構，文化部整合共構是比較單純，
本部和所屬機關十九個單位，如每個單位各自都去發展一個資訊系統，不
是很浪費嗎？故本部出來統整，把 19 個機關整合為一個資訊系統建立起
來。（受訪者 D5） 

組織向上集中是這樣，但由於會計系統由主計一條鞭直接管轄，資訊沒辦
法越權，該系統由主計處他們主導，要檢討到很多行政業務整合。（受訪
者 D5） 

（四）應用服務 

資訊管理的應用服務是指業務資訊服務之支援事項，包括（1）協助機關

業務資訊系統之規劃、設計及管理，以及（2）電子化政府相關資訊系統服務

之規劃、設計及管理。此項業務是涉及本身服務機關的重要職掌，也就是資

訊人員的資訊專門業務。受訪者 D1 明白地指出，「基層資訊人員往往處理

很多採購等行政業務，往往沒太多時間應用資訊能力（如：寫程式等），真

正寫程式或開發軟體的部分是外包給廠商。導致資訊人力 coding 的能力與市

場脫節，僅能進行管控監督與驗收。」因此，影響機關資訊應用服務業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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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寡，除了科技的外部環境因素，政策因素之外，還取決於資訊人員的能力，

亦即資訊人力的資源發展。 

因為原本應該自行負責的工作，只要做行政簽公文發包，資訊人員最後就
變笨了，所以要給他們足夠訓練，就會跟廠商甚至更聰明，大家現在對公
務單位不太信任，認為廠商才有能力，公務人員就乾脆不做，這是不對的，
人力一定要不斷訓練，要不然永遠就只能聽廠商說了算。（受訪者 D4） 

另一個系統，介接了 54 個系統，幾乎涵蓋台灣的重要藝文活動，售票系
統，兩廳院、寬宏與年代售票系統介接，縣市政府藝文活動網站再介接，
之後介接所屬機關官網。考量從源頭做起，就是活動報名系統，另外一個
就是提供 APP，可透過手機查詢附近活動。（受訪者 D5） 

人力編制類似 pool 的概念，各自系統有需求時就會有支援人力。假設人
事總處有業務需求，一直增加人力也是不可能，則可以由 pool 中調派人
力支援。相反的案例，像以前有個縣市，有一陣子要蓋馬路、橋樑，交通
局就晉用這類的人，那現在要蓋水庫，那些人又不太能用了。雖然都是工
程，可是還是有點差。（受訪者 D6） 

（五）資通建設 

經第三場座談會中受訪者 D3 及 D6 的討論與建議，資通建設面向下的業

務除了資通訊基礎架構（Core Infrastructure Service Management）與網路服務

之規劃與管理事項外，尚包括法規標準之規劃與管理事項、政府資訊公開政

策之落實等。申言之，涵蓋電腦機房／資料中心之規劃、設計、管理及營運，

機關內外網路之規劃、設計、管理及營運，以及基礎服務如電子郵件、目錄

服務、PKI、身分驗證等之規劃設計、管理及營運。影響資通建設業務量多

寡的主要因素，同樣是外部的科技環境、政府內部的延續性計畫及政策、相

關的政策目標與方案設計，以及內部行政因素等。 

地方性使用者，設備就以個人電腦、印表機、防毒軟體，公文系統只需要
人員教育，因此地方性人員的專業不用太高階，也不用正式員工。（受訪
者 D5） 

現在來看當然是因為電腦使用大家都有，可是整個資訊的開發到底要不要
統合?就像開發薪資系統，業務單位說由誰出面來做，資訊沒有人力，則
找人事部門來做，但人事部門卻說薪資不是人事部門在管，而是只涉及薪
資表。會計室及出納抑是沒有管薪資，只管出帳及匯錢。（受訪者 D6） 

（六）資訊推廣行銷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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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資訊推廣行銷溝通面向的主要業務，是對於政府內外部之利害關

係人及組織等進行資訊交換及溝通等。各機關的業務人員往往容易著重在工

作事項本身，而忽略向外界適當的說明工作內容與進度，無法取信於民眾，

在面對民眾立委或媒體的疑問時，常反應不當或緩慢，特別是在網路時代，

政府面對誇張不實的報導時，無法及時且正確的回應，因此亟待加強這方面

的能力。資訊推廣行銷溝通涵蓋相關資訊服務管理制度之推動、以及政府外

服務行銷與社群的維護溝通，影響的因素除了外部科技環境外，更重要的是

政府外部利害關係人的需求、相關政策目標與策略，還有內部的行政因素。 

 

一般資料庫是法律人查可以查，本處的資料庫是要服務所有一般的民眾，
所以有很多 friendly 的地方。（受訪者 D4） 

國發會就是在協調這些部會，透過溝通，讓地方政府第一線的服務可以更
方便。（受訪者 D3） 

要從民眾的角度去想，要整合民眾的需求，透過查詢資訊系統告訴民眾可
以怎麼做。（受訪者 D3） 

系統除了硬體之外，基本上統一管理，但每個機關裡面至少要有人在管理
地方服務，因為這個滿意度，也沒有人在實地接觸，基本上依靠遠端來說
不太可行。（受訪者 D4） 

 

綜合上述，本節對於影響資訊管理業務量的因素進行分析，茲將這些因

素與所影響的業務構面整合成下表，以利讀者查核勾稽。表 4-10 則顯示影響

中央政府在資訊管理的人力需求因素有外部環境因素（如日新月異的科技發

展）、利害關係人之要求（如政府的延續性計畫及政策，以及媒體及民眾對

資訊的要求等）、政府之政策目標（如資訊資源向上集中與整合運用之原則）、

政策方案之設計（如採取委外化及地方化的策略，或是人員派駐管理與經費

編列、推動資訊服務預算結構調整、推動資訊職能優化等資源向上集中配套

措施）、及內部行政因素（如目前人力的數量、能力、專業）等。在每個大

項的影響因素之下，進一部細分了較細的影響因素，如表 4-10 所示。整體來

看，人力需求評估的結果有可能是增加或減少，因此，在表 4-10 中，符號「+」

代表造成人力需求增加的因素，符號「-」則代表是造成人力需求減少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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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影響資訊策略規劃人力需求的因素，包括外部科技的環境因素、政府內部

的利害關係人需求、政策價值偏好與選擇、施政策略、採用之政策工具、

策略行動與具體方案、人力資本、及人力發展趨勢的內部行政因素。 

2. 影響資通安全管理人力需求的因素，包括外部科技的環境因素、政府內部

的利害關係人需求、政策價值偏好與選擇、施政策略、採用之政策工具、

四化、策略行動與具體方案、人力資本、及人力發展趨勢的內部行政因素。 

3. 影響共用資源管理人力需求的因素，包括外部科技的環境因素、政府內部

的利害關係人需求、政策價值偏好與選擇、施政策略、採用之政策工具、

四化、策略行動與具體方案、人力資本、及人力發展趨勢的內部行政因素。 

4. 影響資訊應用服務人力需求的因素，包括外部科技的環境因素、政府內部

的利害關係人需求、政策價值偏好與選擇、施政策略、採用之政策工具、

四化、策略行動與具體方案、人力資本、及人力發展趨勢的內部行政因素。 

5. 影響資通建設人力需求的因素，包括外部科技的環境因素、政府內部的利

害關係人需求、政策價值偏好與選擇、施政策略、採用之政策工具、四化、

策略行動與具體方案、人力資本、及人力發展趨勢的內部行政因素。 

6. 影響資訊推廣行銷溝通人力需求的因素，包括外部科技的環境因素、政府

外部的利害關係人需求、政策價值偏好與選擇、施政策略、政策需求評估、

採用之政策工具、策略行動與具體方案、人力資本、及人力發展趨勢的內

部行政因素。 

綜觀前述資訊管理業務六大面向對於人力需求的影響，分從 3 個部分加

以說明。首先，在資訊策略規劃業務方面，隨著科技環境進步、大數據時代

來臨，導致政府本身需要更多人力處理資訊規劃業務，從整體上位角度，決

定資訊業務管理的走向。同時，政府內部在政策執行上也將會有更多搭配資

訊策略的方案，需要增補資訊人力提供協助。在政策目標方面，因應目前世

界追求「智慧型政府」（smart government）的潮流，以及開放數據（open data）、

大數據（big data）的治理模式，未來包括在政策價值與偏好選擇、施政策略、

採用的政策工具、策略行動方案等，也將必然需要更多的資訊人力加入。此

外，隨著內部人力資本提升、人力資源發展，在人力素質提升後，將相應增

加資訊管理的應用，亦將需要更多整體的資訊策略規劃。 



第四章 業務領域工作量影響因素分析 

 101 

其次，在影響資通安全管理、共用資源管理、應用服務、資通建設四大

業務面向的因素大致相同。除了前述科技環境因素、政府內部利害關係人、

政策價值偏好、施政策略、政策工具、策略行動方案、人力資本、人力發展

趨勢等，造成各項資訊業務人力需求增加外，未來在政策方案設計採取的四

化措施，則可能造成資訊人力增加或減少的情況。主要的原因在於，目前各

項相關業務多已採委外管理方式，未來隨著政府機關對於資通訊依賴程度升

高，是否仍繼續委外辦理，承擔可能的資訊風險，抑或增加人力需求，將重

要關鍵資訊業務改採內部管理形式，需要共識與政策方向決定。 

最後，在資訊推廣行銷溝通業務方面，隨著政府未來應用數據治理的情

況日趨普遍，包括在相關資訊服務管理制度之推動、政府外服務行銷與社群

的維護溝通，都將扮演吃重的角色。是否能將政府的施政作為有效地傳達給

外部利害關係人，正確地評估政策需求，勢將成為政府治理良窳的關鍵所在。

惟必須說明的是，本研究的受訪者均指出，政府目前在資訊管理方面並未配

置人力，從事資訊推廣行銷溝通業務。因此，未來在政策方案設計上，不宜

採取四化形式，減少相關資訊人力。相對地，應當配置相當人力做好資訊推

廣行銷溝通業務，俾利民眾及其他外部利害關係人了解政府的治理作為。 

 



中央政府機關總量管理下人力供需評估及因應策略 

 102 

表 4- 10 未來十年影響資訊管理人力需求消長因素查核表 

影響因素 

 

 

 

 

 

 

 

 

業務面向 

外部環境因素 
利害 

關係人 
政策目標 政策方案設計 內部行政因素 

政

治 

法

律 

經

濟 

社

會 

環

境 

科

技 

政

府

內

部 

政

府

外

部 

政策

價值

偏好

與選

擇 

施政

策略 

政策

需求

評估 

目的

陳述

之明

確程

度 

權責

劃分

與整

合及

法律

授權

程度 

採用

之政

策工

具 

四化 

策略

行動

與具

體方

案 

人力

資本 

人力

發展

趨勢 

人事法

令、行

政程序

與規則 

資訊策略規劃 
 

    + +  + +    +  + + +  

資通安全管理 
 

    + +  + +    + +/- + + +  

共用資源管理 
 

    + +  + +    + +/- + + +  

應用服務 
 

    + +  + +    + +/- + + +  

資通建設 
 

    + +  + +    + +/- + + +  

資訊推廣行銷溝通 
 

    +  + + + +   +  + +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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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觀光促進業務量影響因素分析 

一、觀光促進業務範圍 

在觀光促進業務方面，本研究共計邀訪 8 位受訪者，分別涵蓋了中央與

各區、政府與民間等各界代表，從中央機關、觀光局所屬國家風景區、及民

間業者的不同角度，瞭解觀光促進業務的垂直分工模式與實際運作情況，以

釐清觀光促進業務的範圍與內容。與食品安全管理業務相較，我國負責觀光

促進業務的中央政府機關相對單純，以交通部觀光局為主，部分業務牽涉交

通部路政司觀光科。但觀光促進業務的範圍卻不限於觀光旅遊的推廣行銷，

還包括了各種涉及與觀光相關的其他領域，譬如：飯店旅宿等的管理，甚至

也可涵蓋時下多所討論的休閒農業、觀光醫美、博弈觀光等各種不同領域。

因此，今日觀光業務的內容變得極為多元。 

首先，我國觀光業務範圍與內容，從現行觀光局組織架構中也可以瞭解

觀光業務概況。現共有企劃組、技術組、業務組、國際組、國民旅遊組等五

個組，與旅賓館查報督導中心、遊客服務中心兩種類型的派遣單位，也就是

任務編組單位，此外，還包括 13 個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以及 12 個駐外辦事

處等。業務範圍不僅如前述的觀光行業，包括旅行業、旅館業跟旅遊業的人

員及人才培育與教育訓練與督導等，亦涵蓋觀光政策發展的整體性規劃、風

景區開發和建設與地方政府觀光產業發展的環境整備、國際行銷、宣傳、推

廣與服務。 

其次，我國觀光業務範圍與內容，從發展歷程來看，早期的著重觀光行

業發展與管理，到現在發展國際觀光，甚至將觀光視為一個平臺或載具，各

種產業都可以藉由觀光這個平臺包裝後對外行銷。於是觀光業務從旅行社、

旅館、觀光遊樂三個主管行業的管理，擴大至國際觀光之發展。以近十年來

的觀光業務發展的目標來看，從「觀光客倍增計畫」，到 98 至 103 年之間落

實的「觀光拔尖領航方案」，都著重在吸引國外觀光客來臺。根據圖 4-4 可

以發現，來臺旅客人數大幅增加，從 93 年的 2,950,342 人次，到 102 年的

8,016,280 人次，增加了 5,065,938 人次。今（104）年起至 107 年所推動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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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國行動方案」，也是持續在提振臺灣的國際觀光競爭力。政府原設定在

2016 年可以達到 1,000 萬旅客來臺的目標，現在看來也比預期的還要早一年

到達，臺灣可望成為觀光大國。來臺旅客人數的大幅增加，相對地，「質」的

提升更是重要的環節，反映在滿意度、重遊率、每人平均消費金額等的提高

上，所以這幾年在環境整備上也著力很多。但相對於處理觀光促進業務的人

力卻並未明顯增加。近年來僅在 90 年政黨輪替後，以及 97 年開放大陸民眾

來臺觀光兩個時間有增加人力（圖 4-4）。 

 

圖 4- 4 近十年來臺旅客人次變化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2015）。 

 

實務上，包括國人的出國、外國旅客來臺，到國人國內旅遊等全部都要

顧及，不是只有宣傳。因此，觀光的各個面向幾乎無所不包，即便很細微的

事，如陸客來臺生病的醫療保險問題8，最後也是要觀光局協助處理。換言之，

與觀光客來臺若出現問題，觀光局就會需要介入處理，與相關的單位溝通協

                                                 

8
 目前只有旅行平安險，生病並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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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因為觀光促進業務很多部分是需要人力來執行、接觸、與對方建立互信

關係，而不是僅僅行銷廣告而已。觀光就是服務業，化成量化數據，強調的

是滿意度。基本上，高科技對於觀光領域是新穎且有利的宣傳利器，但僅是

一個減少時間增加效率的工具，很多工作還是要靠人的因素。所以觀光產業

是人力密集的產業，滿意度好壞，人是很重要的因素。因此，觀光客數量的

增減將很直接反映在業務的消長上。 

為瞭解未來觀光促進業務人力的供需，需對觀光促進業務的範圍與內容

進行掌握。關於觀光業務之確認，本研究以交通部觀光局的核心業務為基礎，

在經過一連串深度訪談後，初擬出觀光促進之業務面向。並舉辦第三場焦點

座談會，借重 E9、E10 兩位與談者在交通部觀光局的豐富經驗，協助釐清並

確認觀光促進業務各面向的業務範圍。經焦點座談會的討論與專家建議，綜

整之觀光促進業務面向與範圍如表 4-11 所列。 

表 4- 11 專家評定觀光促進業務面向與範圍 

業務面向 業務範圍 

觀光策略規劃 
觀光旅遊產業政策的規劃，包含觀光旅遊產業的資料

蒐集、彙整、統計、分析、投資推動、創新、企劃。  

觀光資源開發與經

營管理 

觀光旅遊資源與產業的整合、執行與維護，包含觀光

資源之開發、興建、營造、輔導、獎勵。  

觀光品質維護及安

全管理 

觀光旅遊相關的食、住、行、育、樂等環境與設施的

安全管理，包含住宿、交通、設施、衛生、秩序等的

督導、稽核、管控。  

觀光行銷推廣 
觀光旅遊之推廣行銷與諮詢，包含行銷、宣傳、推廣、

諮詢、解說、文宣、培訓（觀光大使）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其中，「觀光策略規劃」面向主要是指觀光旅遊產業政策的規劃，包含

觀光旅遊產業的資料蒐集、彙整、統計、分析、投資推動、創新、企劃等業

務。「觀光資源開發與經營管理」面向的範圍有觀光旅遊資源與產業的整合、

執行與維護，包含觀光資源之開發、興建、營造、輔導、獎勵等。「觀光品

質維護及安全管理」面向涵蓋觀光旅遊相關的食、住、行、育、樂等環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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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的安全管理，包含住宿、交通、設施、衛生、秩序等的督導、稽核、管

控等。最後，「觀光行銷推廣」面向則為觀光旅遊之推廣行銷與諮詢，包含

行銷、宣傳、推廣、諮詢、解說、文宣、培訓（觀光大使）等。 

二、影響觀光促進業務消長之因素 

在確認觀光促進的四大業務構面後，後續即針對這四大構面的主要業

務，及其影響業務量的因素分別分析如下（逐字稿摘要詳參附錄十）。 

（一）觀光策略規劃 

此構面的主要業務是「觀光策略規劃」面向，主要是指觀光旅遊產業政

策的規劃，包含：觀光旅遊產業的資料蒐集、彙整、統計、分析、投資推動、

創新、企劃等業務。 

我國整體觀光政策的方向，牽涉到高層的決定，這會影響觀光促進業務

的改變。目前在法規制度上，交通部是觀光事務的主管機關，負責政策決策，

觀光局是執行機關，但在組改之後成為觀光署，就會是結合政策與執行兩項

任務。此外，行政院設置有一個行政院觀光發展推動委員會，對於事涉跨部

門觀光政策也有決定性的影響。而政策大方向的調整事涉上級長官的政策目

標與政策價值偏好的選擇。觀光政策方向的決定，會影響觀光相關業務的改

變與消長，例如：開放免簽就會帶動觀光客的數量變化。E3 就表示由於政府

將推動觀光發展列為國家重要經濟發展政策，故近年來積極推動及行銷觀光

活動、景點開發及建設、觀光產業發展等多項措施，致使近年國外來臺旅客

每年以增加百萬人次的方式快速成長。 

由於政府對於國際觀光市場的重視，不僅使得觀光客激增，還有一個最

大的變化，就是與亞洲周邊國家的競爭變得非常激烈。E1 就表示，以前整個

郵輪市場是以歐洲、美洲為主，占七至八成，但現在亞洲郵輪市場漸漸升溫，

歐美則經濟不景氣，所以郵輪開始靠往亞洲。但由於新增的發展郵輪觀光業

務，會涉及到港埠的問題，由港務公司負責理所當然。但因又與觀光業務相

關，於是又要去有一批人去處理郵輪市場發展整體性的策略規劃。顯見時代

的潮流、觀光產業的發展，以及政策的權責劃分等，都會影響觀光策略規劃

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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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近年奉行政院交派下新增的博弈業務為例，因博弈部分以國際度假區

附設賭場的方式經營，與觀光業務具有關連性，所以將該業務交由交通部路

政司觀光科辦理規劃。E3 指出，博弈法現已在立法院審查，且馬祖的博弈公

投已經該地區人民同意，在這樣的氛圍下，後續推動博弈、國際度假區的發

展已勢不可擋。博弈業務若比照新加坡的案例，估算大約 120 人，一旦條例

通過後即將面對新增業務人力的問題。可以看出立法院的要求與當地輿情都

是觀光策略規劃業務新增的因素。 

實際上，觀光就是一個平臺或載具，把不同產業加進觀光這個元素進去，

重新包裝，就會成為一項新的產品或服務。例如：農業、工業加入觀光元素

就可以形成觀光農場、觀光工廠。不同產業相關人員的想法與需求，會影影

響觀光策略業務的內容。E1 就表示，臺灣本身醫療環境跟水準都非常好，除

了現在的健保制度之外，醫界希望能夠結合觀光，跨出醫療的部分，也就是

所謂的醫療觀光。但就醫療觀光本身而言，醫界對於醫療是否為產業都還有

很大的問號。有些人認為醫生是天職，不要把它當作產業，不應從市場面去

思考。又有些人會認為還是要從市場去考量，希望推出所謂重症醫療，才能

彰顯台灣醫療的層級。但對觀光而言，會考慮產值比較高、低侵入性的醫美、

健檢這部分，所以雙方邏輯不一樣。又如原住民觀光產業也有同樣問題，有

些原住民地區的族人認為，需要透過觀光包裝，把原民文化提顯出來。但同

樣也會會有一些人反對原住民本身的祭典或是其他的活動讓外人參與。 

除觀光策略的規劃外，新增的觀光業務同時也會加重資料蒐集、彙整、

統計、分析等工作任務。藉由有系統和客觀資料的蒐集分析，可以提供選擇、

修正、持續或終止方案所需的資訊。E8 就提到，譬如「台灣好行」路線的增

長就需要人力去做路線考評，觀光服務品質好壞也需要去做問卷調查，這都

使得業務增量。但對於觀光策略規劃業務的增量，可以考慮透過委外、或法

人化來處理。如 E9 所述： 

像第一個策略規劃部分，統計調查工作，其實都是學術單位在協助。做一

些資料搜集，調查分析。[...]台灣觀光協會現在人數有 20 幾個人，藉由標

案在幫忙做國外的推廣行銷、觀光專題研究及人才培育。另打算成立研訓

院，因為觀光局人力已經超載，希望能從外部組織來解決人力不足問題。

（受訪者 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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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因為時空的變遷，新的潮流創造新的觀光趨勢，落實成政策，就需

要有許多法規的配套以為完善，這也是觀光策略規劃重要的一環。E9 就

認為： 

現有觀光法規有非常多要去檢討，現在法律人員不夠，因為沒有一

個法律單位，現在有一些法規相關事項如訴願等都是交通部法規會

在處理。組改觀光署之後，法規會就只是協助。全部通通觀光署自

己來，所以會有一個觀光科出現。（受訪者 E9） 

綜合上述，政府在觀光策略規劃上的業務量受到觀光產業發展的趨勢、

研究單位的法人化、業管法律的修改與新增、觀光客數量增加、立法院的要

求、施政策略、長官想法、權責劃分與整合及法律授權程度、政策價值偏好

與選擇等因素的影響。 

（二）觀光資源開發與經營管理 

政府在這構面上的主要業務為：「觀光資源開發與經營管理」面向，範

圍有觀光旅遊資源與產業的整合、執行與維護，包含觀光資源之開發、興建、

營造、輔導、獎勵等。 

早期觀光人數尚未蓬勃、觀光資源也未開發時，觀光局的整合性還沒有

很到位。但慢慢地隨著觀光業務愈來愈受到政府與民眾的重視，許多觀光資

源的開發與經營管理也就愈發顯得重要。譬如：觀光轄區的擴大，勢必要進

行相關的觀光工程與建設以利觀光發展，但首先就牽扯到用地取得的問題，

會與各部會之間或中央與地方權責劃分與整合相涉。E6 就表示，在開發的時

候，風景管理處與縣政府、台電、林務局的土地重疊太多，甚至有一些是違

規佔用需要去排除。但不論是行政官司或排除工作都使得業務量增加。而透

過 BOT、BOO 等的委外化方式，與民間合作開發，會是解決未來長期發展

的一個選項。而擴大觀光轄區，同時使得業務量增多，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如

路域、水域的清潔，以及保全業務等。如 E9 所言，在觀光資源管理上，國

家風景區管理處本來只要做觀光相關職掌的工作，可是現在就變成海域垃圾

清理、汙水處理，縣市政府認為是在觀光局的國家風景區內就必須自行處理。

觀光局變成也需要去處理垃圾焚化爐、處理汙水，這有些是需要專業人員，

這些額外產生出來的問題，現在也還在與相關部會釐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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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新的觀光資源開發業務會比較繁重，但已開發的觀光資源，後續的

經營管理會變成是另一個重點。以交通運輸為例，公路總局主要是針對國內

乘客的需求與使用進行規劃，但從觀光客的角度會期望可以直達到景點旅

遊，兩者使用者的特性不同，因此，開發出臺灣好行、臺灣觀光巴士的路線，

以及交通疏運。像 E8 即表示，臺灣好行的部分路線已也有 33 條路線；臺灣

觀巴也有 78 條路線，國外旅客搭乘率幾乎到達 60%。為建立整體友善的旅

遊環境，相關的路線還在不斷在擴充中。路線的增長造成管理上的需要，要

去輔導縣市政府、管理處，業務量因而增加。 

此外，為了提升觀光品質，創造環境無污染的旅遊環境，可以運用新的

科技，但就需要與觀光資源開發地區的相關業者取得共識，改變業者觀念與

習慣，因而增加了業務的繁重性。如受訪者 E3 與 E6 表示： 

日月潭風景很美，希望旅客旅遊不會造成環境無污染，為了提升觀光品

質，從柴油船改成電動船。（受訪者 E3） 

電動船政策，行政院要求要在 8 年內把船都替換成電動船，所以在執行上

是新的業務。目前我們的措施是用補助編列的方式，鼓勵現有的船變成電

動船。這部分要耗費溝通的力量，要跟業者去詢問年限，去誘導業者在年

限到期以後，願意來申請補助款。這個東西的難度在於，業者會有其它疑

慮，譬如說技術上的疑慮與使用方便度，電動船的效能還是不如柴油船。

現在的執行率沒有很高，所以要想些很特殊方法鼓勵這些業者，多提供誘

因讓他們來轉換。我們在思考些新的措施，包含可以讓現在的舊船直接去

換引擎，還是換一種不一定是電，是另外一種氫電池的。所以要不停地配

合現在科技進步，思考新的措施，讓業者願意配合政策。（受訪者 E6） 

綜合上述，政府在觀光資源開發與經營管理上的業務量，主要受到產業

發展趨勢、各部會之間或中央與地方權責劃分與整合、觀光客人數的增加、

新科技的運用、外部利害關係人之需求與習慣、政策目標與偏好之取捨，以

及委外等的影響。 

（三）觀光品質維護及安全管理 

政府在這項業務構面上的主要業務是「觀光品質維護及安全管理」面向

涵蓋觀光旅遊相關的食、住、行、育、樂等環境與設施的安全管理，包含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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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交通、設施、衛生、秩序等的督導、稽核、管控等。 

一直以來，旅行社、旅館與觀光遊樂等相關的行業管理，都是我國觀光

業務的核心之一。首先，在旅行業管理業務上，有很大的一塊是屬於稽查業

務。由於我國旅行業採特許制度，需經政府許可始能經營旅行業。在這種管

制下就會有查緝非法旅行社、導遊等業務的需求，即便是合法旅行業者也有

可能有違規情事發生。尤其是近五年，開放大陸人士來臺政策，促使整個觀

光稽核業務量大增。由圖 4-5 可以發現，陸客自開放來臺觀光後，人數倍增，

自 97 年 7 月 18 日起全面開放大陸地區人民來臺觀光至 102 年止，已由 384

萬人次增加至 801 萬人次，短短五年左右急遽成長逾 400 萬人次，103 年 12

月初來臺旅客已經突破 900 萬人次，遠遠超過排名第二的日本觀光客。陸客

市場穩健發展，已成為我國客源市場首位，再加上陸客自由行從 100 年 6 月

28 日起開放迄今，旅客人數亦快速成長，根據觀光局統計，自由行陸客入境

數於 103 年 11 月底也超過 100 萬人次。預計於 2016 年前要達成 1000 萬來客

數的目標，依現在觀光客成長趨勢，陸客將會是主要客源，無疑地會加重相

關的稽核業務。 

 

圖 4- 5 近十年來臺主要客源國旅客成長趨勢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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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 E1 所言，由於中國大陸不是一個自由競爭市場，而是完全被掌控

的市場，所要處理的許多事務，是與吸引日本客來臺是不一樣的概念。比如

說，從申請來臺的作業開始，每一個陸客團就要先報准，填寫相關資料，到

來臺後陸客脫團、旅行業者違規等事項的稽核，都是執行的重點。陸客來臺

人數愈多，相關的業務量也就會相對增加。相對的，旅行社的申請，以及旅

遊紛爭的申訴案與調解案，都因量大而增重之觀光業務。因此，外界對於執

行查緝的要求更為嚴謹。E5 就指出在陸客團違規稽查業務上，必須補強民眾

舉發案件的違法情事之蒐證，強化證據力。例如：有民眾檢舉機場有人收購

香菇，即使附上現場相片，但也無法純粹依據相片來證明是否真有收購行為，

所以尚需再去查證是否真有買賣等事實。與此相關的還有低價團的問題，因

此有購物店稽查的業務，這是臺灣的特殊現象，因為在國外，政府不會管旅

行團進去專賣店的多寡。目前處理大陸觀光團事務設有全天候 24 小時輪值受

理接待內容變更與相關個案通報事項，提供旅行業及導遊人員相關諮詢，據

統計，102 年通報案件量計 3 萬 6,600 件、103 年 1 至 8 月計 3 萬 5,410 件；

並以事前審查方式，過濾大陸觀光團體接待內容，97 年審查 2,185 團次，98

年 23,290 團次，99 年 45,512 團次，100 年 49,342 團次，101 年 70,363 團次，

102 年 67,817 團次，103 年 1 至 8 月 57,134 團次；103 年 1 至 8 月並受理民

眾陳情申訴案件 378 件，自 102 年起實施大陸觀光團優質行程措施，至 103

年 9 月共計審查旅行業申請案 2,546 件，從趨勢來看，可以發現各項業務量

都大幅增加。相較於其他客源市場，陸客市場有其特殊性，再加上這個市場

很大，源頭的陸方管理、我方接待旅行社的競爭，以及陸客素質與習慣，在

在讓陸客市場一直有不正常情況發生，很難完全將市場導入正軌，以致稽核

業務繁重。E5 更進一步表示，受限於兩岸關係工作之特殊，國安工作與公權

力行使之考量，以及管理事項屬中央主管業務，即便計畫將工作分配予地方

政府，多為地方反對，因此，委外化、地方化等方式皆屬不易。但正如 E6

所述，就算稽核沒有高深的技術性可言，但就是會花掉一個人力外出執行相

關稽核業務。 

其次，伴隨觀光客的快速增長，旅宿業也呈現大幅成長的趨勢；相對的，

管理業務也會增多。針對旅宿違規的稽核，E1、E2，以及 E5 皆不約而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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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日租套房取締的問題： 

業務組還負責管理觀光飯店業務。一般的旅館則是由縣市政府負責，目前

此部分的業務為會同其他如消防、衛生等單位定期或不定期前往登記飯店

查察品質與是否有違反相關法規，還有一部分就是查緝違法日租套房業者

等工作。（E5） 

旅宿現在比較麻煩的是日租套房的問題，因為現在大家（對房地產）投資

比較多，所以大家在買這些房地產之後不知道要如何使用。如果當出租公

寓就算了，但是現在大家都會用節約的經濟手法去處理，而以日租套房非

法型態經營，日租套房存在很多問題，是整個旅宿管理中重點。（受訪者

E1） 

人力變化狀況今日與過去不同，取締日租套房等業務卻沒有足夠人員，光

輔導正式旅館、民宿就已經人力不足。（對於合法的業者就已經業務不堪負

荷，無暇管到非法）（E2） 

觀光遊樂設施的安全管理也是隨著觀光活動與人潮的增加而加重業務負

擔。但因為電子化與標準作業程序的建立，可以將業務量舒緩。例如：E6 所

述，觀光旅遊現場管理大部分都是交給管理站處理，把管理系統電子化，讓

比較初階的人力如助理、替代役，或是一些承辦人去巡查、報修的工作，透

過一套流程完成報修、核銷。另外，還可以透過持續在人力運用上精進其職

能。 

最後，可以預見的，未來新增的博弈觀光業務，以國外博弈管制單位的

成員大多屬警政、金融、會計、法治、司法等背景人員來看，也會產生密集

管制的需求。 

綜合上述，影響觀光品質維護及安全管理構面業務量的因素為：被管制

者規模增加、兩岸關係的改善、利害關係人要求、政策目標與需求、觀光產

業發展趨勢、科技的引入、行政程序與規則的完備，以及內部人力資本等。 

（四）觀光行銷推廣 

政府在此構面上的主要業務為「觀光行銷推廣」面向則為觀光旅遊之推

廣行銷與諮詢，包含行銷、宣傳、推廣、諮詢、解說、文宣、培訓（觀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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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等。 

觀光已為政府推動的六大新興關鍵產業之一，而發展國際觀光，仰賴國

際行銷宣傳。雖然來臺觀光客即將突破千萬大關，但正如 E9 所言，因為每

一年觀光人數都是從零開始計算，因此，不是去年有多少觀光客來臺，今年

就會依此自動往上增加。尤其是突發的國際的狀況或如先前發生食安事件、

大規模傳染疾病等，都有可能影響旅客來臺意願，針對國際行銷推廣的業務

便須更加投入。依據受訪者之經驗，如果疏忽鬆懈而不進行國際宣傳推廣，

來客數反而可能下降。 

由於各國狀況不同，國際行銷推廣業務的需求也不相同。如美國、法國、

德國、英國等這些先進國家，因其知名度高，民眾會主動爭相前往觀光。亞

洲國家相較於美、英、德、法等國，則顯然不同，彼此之間都在爭取國際觀

光客，競爭劇烈，所以更要加強在國際行銷宣傳，觀光行銷推廣的業務量不

減反增。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下，相對於其他鄰近國家或地區，如南韓、香港

等，不論預算或人力皆倍於我國，我駐外單位的有限人力，使其業務負擔更

顯吃重。且為了輔導協助政府內、外部利害關係人之觀光行銷推廣需求，國

際行銷業務更是不斷增加。E3 就表示，包括：替相關部會行銷宣傳與整合於

觀光活動等，例如衛福部的醫美觀光、經濟部的會展觀光、農委會的休閒農

業觀光、文化部的文創產業觀光、教育部的青年觀光等多元觀光的整合與行

銷。E8 也指出，近來也輔導到業者走向國際化，協助國際的行銷宣傳。外國

的觀光機構，其任務是以國際宣傳為主，與國外相比，國際宣傳的業務繁重，

因此，有一些國際行銷宣傳，會委由所謂的公關公司或臺灣觀光協會來操作。

E4 更表示，過去也有討論行政法人化的作法來解決國際行銷業務增多的情

形。 

在觀光行銷推廣業務方面，拜會接待等公關事務也變得繁重。先前述及，

觀光產業是人力密集的服務業，滿意度的好壞，人的因素占很大。所以對於

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建立，會直接反映在相關業務的增量上。誠如 E6 與 E1 所

言： 

接待業務要花很多人力，每天最少會有兩個團來到這裡。外交部、局裡面

的媒體也會有，然後還有一些其它的公司團體，還有陸客。（受訪者 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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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局一直做公關業務，人力需求就很大。管理處有些運用志工的制度，

像幾個機場也會跟學校結合，也是種去任務化。但還是要有人員去做管理，

所以都是在既有的業務範疇外再做這些事。但需要去專責管理，就像管志

工的也要去跟志工搏感情，有時候是沒有辦法的，要讓志工跟本局有良好

的互動。（受訪者 E1） 

總之，影響觀光行銷推廣業務量的因素為施政目標與策略、國際競爭、

流行病或食安等危機發生、觀光產業的發展趨勢、法人化、委外化、利害關

係人，如：政府其他政府單位與外部團體的要求等。 

綜合上述，本節對於影響觀光促進業務量的因素所進行分析。表 4-12 顯

示影響中央政府在觀光促進管理上的人力需求之因素，包括有外部環境因素

（如兩岸關係的改善、觀光產業的發展趨勢）、利害關係人之要求（如被管

制者之規模、管制密度）、政府之政策目標（如觀光發展以為政府推動的六

大新興關鍵產業之一）、政策方案之設計（如與地方政府的分工與整合），

以及內部行政因素（如專業職能的提升）等。在每個大項的影響因素之下，

進一部細分了較細的影響因素，如表 4-12 所示。整體來看，人力需求評估的

結果有可能是增加或減少，因此，在表 4-12 中，符號「+」代表造成人力需

求增加的因素，符號「-」則代表是造成人力需求減少的因素。 

（一）影響觀光策略規劃人力需求的因素，包括政治與經濟等外部環境因

素、政府內外部的利害關係人、政策價值偏好與選擇、施政策略、政

策需求評估、權責劃分與整合及法律授權程度、及四化的政策方案設

計。我國整體觀光政策的方向，牽涉到高層的決定，這會影響觀光促

進業務的改變，進而影響觀光人力的需求。由於政府將推動觀光發展

列為國家重要經濟發展政策，故政府政策價值偏好與選擇和施政策略

會使得觀光業務人力需求增加。而且觀光本身被視為一個平臺或載

具，把不同產業加進觀光這個元素進去，重新包裝，就會成為一項新

的產品或服務。以郵輪為例，加入觀光元素就會成為觀光產業，於是

牽涉到所採取的施政策略與政府權責劃分與整合的程度等因素。若郵

輪運輸劃歸為觀光業務，則觀光業務人力需求勢必增加；若劃歸為港

務，則人力需求不會相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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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響觀光資源開發與經營管理人力需求的因素，包括政治與經濟等外

部環境因素、政府內外部的利害關係人、政策價值偏好與選擇、政策

需求評估、權責劃分與整合及法律授權程度、及四化的政策方案設計。

隨著觀光業務愈來愈受到政府與民眾的重視，許多觀光資源的開發與

經營管理也就愈發顯得重要。觀光轄區的擴大，不僅牽涉到用地取得

的問題，相對陸域、水域的清潔，以及保全等業務人力需求都會增加。

例如：在觀光資源的開發經營管理上，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本來只要做

觀光相關職掌的工作，可是現在就變成海域垃圾清理、汙水處理，縣

市政府認為是在觀光局的國家風景區內就必須自行處理。觀光局變成

也需要去處理垃圾焚化爐、處理汙水，這有些是需要專業人員。若是

在權責劃分與整合上歸屬中央觀光業務單位，觀光業務人力需求將大

增。若是賦予地方政府職責，則中央觀光人力需求可以減少。另也可

採取 BOT、BOO 等的委外化方式，與民間合作開發，人力需求亦可

減少。 

（三）影響觀光品質維護及安全管理人力需求的因素，包括政治、經濟、科

技等外部環境因素、政府外部的利害關係人、政策需求評估、人力資

本與人事法令、行政程序與規則的內部行政因素。例如：旅行社、旅

館與觀光遊樂等相關的行業管理，是我國觀光業務的核心之一，其中

在旅行業管理業務上，有很大的一塊是屬於稽查業務。由於我國旅行

業採特許制度，查緝非法的稽核業務人力需求只增不減。尤其是從政

治面上，兩岸交流的頻繁與關係的改善，已促使陸客成為觀光主要客

源，但相較於其他客源市場，陸客市場有其特殊性，以致稽核人力需

求增加。 

（四）影響觀光行銷推廣人力需求的因素，包括政治、經濟等外部環境因素、

政府內外部的利害關係人、施政策略、政策需求評估、採用之政策工

具與四化的政策方案設計。觀光已為政府推動的六大新興關鍵產業之

一，國際觀光發展仰賴國際行銷宣傳。但各國狀況不同，如美國、法

國、德國、英國等先進國家，觀光客會主動前往。我國則需要加強國

際行銷宣傳，尤其是每年來臺觀光客都是從零開始計算，在突發的國

際狀況下，或是如食安事件、大規模傳染疾病等，都有可能影響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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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臺的意願。在此情形下更需增強國際行銷推廣，而觀光行銷推廣人

力需求只會持續增加。推動四化則是減少人力需求壓力的可行方法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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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2 未來十年影響觀光促進人力需求消長因素查核表 

影響因素 

 

 

 

 

 

 

 

 

業務面向 

外部環境因素 
利害 

關係人 
政策目標 政策方案設計 內部行政因素 

政

治 

法

律 

經

濟 

社

會 

環

境 

科

技 

政

府

內

部 

政

府

外

部 

政策

價值

偏好

與選

擇 

施政

策略 

政策

需求

評估 

目的

陳述

之明

確程

度 

權責

劃分

與整

合及

法律

授權

程度 

採用

之政

策工

具 

四化 

策略

行動

與具

體方

案 

人力

資本 

人力

發展

趨勢 

人事法

令、行

政程序

與規則 

觀光策略規劃 +  +    + + +/- +/- +  +/-  -     

觀光資源開發與

經營管理 
+  +   + + + +/- +/- +  +/-  -     

觀光品質維護及

安全管理 
+  +   -  +   +      -  + 

觀光行銷推廣 +  +    + +  +/- +   +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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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節 食品安全業務人力需求模型建構與實作 

本計畫係在中央政府機關人力總量管制下，建置合理之公務人力供需模

型。就行政院為分析單位而論，公務人力供需模型將牽涉到各部會間合理的

人力分配，基本上應屬於行政院院長的政治考量與決策，甚難以一量化模型

加以侷限行政最高首長的決策權力。此外，因公務人力供給面向可由政府內

部或是政府外部補充，在目前國內高等人力充足，且一般民眾對公部門職位

高度競爭的情況下，本研究暫不考慮人力供給的部分，而將研究重點置於人

力需求的模型建構。 

本節將分為兩部分，首先將說明人力需求模型的建構步驟與原理，然後

以食品安全管理業務為例，進行一個實作的說明，建構人力供需模型。未來，

相關單位在應用上須詳細審酌實務上的條件與考量，從而將此模型推演到其

他的業務類別或機關。 

一、人力需求模型建構步驟與原理 

在建構人力需求模型時，可以採用的方法有許多種，例如單一變數法、

主觀判斷或專家意見、迴歸模型、及線性規劃（linear programming）等。單

一變數法也就是利用過去幾年人力數量的平均成長率或移動平均或是更複雜

的時間序列模型來加以推估未來的人力需求；迴歸模型則是分析影響人力需

求的因素，以建構一個計量模型，然後再推估這些影響因素的未來數值，再

套入模型，用外插的方式預測未來的人力需求。 

上述兩種方法有一些基本假設：例如過去人力數量是有效率的，因此外

插得出的結果才是有效率的；影響人力需求的所有影響因素皆會被列出，且

能被量化，其隱含的是未來沒有新的影響因素或新的業務出現。這些假設在

實務上是很難滿足的，特別是第二項假設，因為隨著時代變動，民眾需求一

直在改變，為滿足民眾需求，政府也須進行改革以回應民眾需求，因此新的

政府業務一直出現，在一開始時，因為缺乏相關數據，所以很難得知影響這

些新業務人力需求之因素，這也就限制了迴歸模型的適用性。換言之，假設

某項政府業務所面臨的政治經濟社會環境是較為穩定，其業務沒有太大的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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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時，或許可以採用上述兩種方法，否則則應採用其他方法。 

以本節所要推估的食品安全業務為例，在幾年之前，可能很少人能夠預

測到食品安全風暴會持續發生，導致政府面臨如此大的治理危機，而需要進

行大幅改革，加強管制，以彌補過去數十年來的積弊，因此產生很多的人力

需求，倘若使用時間序列法或迴歸模型法，縱然或許可以得出簡潔清楚的模

型數字，但這是脫離現實，且無法推估政府合理的人力需求。 

因此本團隊採用線性規劃的方法，並輔以專家意見來推估政府人力需

求，主要的理由是在政府面臨食安危機時，需要大規模的改革，過去數字並

不可靠，而必須仰賴食品安全專家們的專業與經驗，來討論出一個合理的人

力需求狀況，然後再利用線性規劃的觀念來加以整合之。換言之，在某政府

業務所面臨的政治經濟社會環境有較大變動，且需要大幅改革，而產生許多

新的業務或做法時，應採用線性規劃與專家判斷等方法。 

本團隊將人力需求模型的建構區分為 7 個步驟，其中的步驟一到步驟五

可以適用在中央政府某一機關或業務領域上。 

（一）將某一機關或業務領域依其業務性質區分為幾個子業務構面。這幾個

子業務構面應是與自身相似，但與其他子業務構面不同，如此才可如

同前節一般找出影響其業務量的因素。 

（二）分析影響各子業務構面的影響因素。如同前節一般，針對每一個子業

務構面，找出影響其業務量的因素。在這步驟中，如何找出影響因素

是非常重要的，政府人事單位如果沒有該項政策領域的專業，則只好

借助外力，因此可以請問業管單位或是學者專家，但要找出真正的影

響因素，而且要將所有的影響因素都找出來，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此本團隊針對前述三項政府業務，花費許多心力進行資料蒐集分析

及質性訪談，才能找到一些影響因素，唯有透過上述步驟找到這些因

素後，才有可能透過統計分析或專家座談來確認其是否真得是重要的

影響因素。但誠如上述所說明的，若某項政府業務所面臨的政治經濟

社會環境是較穩定的，其業務沒有太大的變化時，或許可以採用迴歸

統計或時間序列等方法來確認之，否則建議採用專家座談是較佳的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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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判斷各子業務構面的業務成長量，決定人力需求順序。各機關或行政

院本部應召開會議，彙整上述各子業務構面的影響因素，據以判斷每

一個子業務的未來成長量，並對每一子業務構面的未來人力需求進行

排序。如同前一步驟，這部分也可採用統計模型或專家座談來確認之，

使用時機亦如前述。 

（四）決定各子業務構面的理想人力比重。針對每一機關或業務範疇，若依

照前述步驟，將其區分成數個子業務構面，則機關或行政院本部應召

開高層會議，針對這幾個子業務構面所需要的人力進行檢討，並討論

決定理想的人力配比。 

（五）加總目前中央政府在各子業務構面中的人力狀況。 

（六）利用線性規劃模式，估算此機關或業務範疇所需要的總人力員額及需

求。從步驟六起，為本團隊針對食安業務所量身訂作的人力需求模型。

因已知各子業務構面的現有人力，再依照各子業務構面的理想人力比

率，即可估算各子業務構面的人力員額，並據以判斷此業務範疇之總

人力員額應當為何，然後再與目前人力狀況相比，確定各子業務構面

的人力需求。其中線性規劃的原理如下： 

如何在有限的人力資源下進行最有效的調配與運用，使得工作的效用

達到最高，可以說這是個典型的線性規劃下的 1 個議題。線性規劃發

展較晚，但也是近年來相當實用的數學方式來求解最佳化問題的方

法。以前揭食品安全管理業務為例，將食品安全管理業務區分為 6 個

子業務構面，故線性規劃的問題是如何最小化所需人力員額： 

                                    

                         

                   

 

   

   

                          

其中，Y 代表在食安管理上的總人力員額，  代表 6 個子業務構面，A

與  代表參數，並且 A 為係數矩陣，b 代表每項變數的限制資源，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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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評估人力需求時，人員所能配置在該變項之容許時間因子量。 

（七）將步驟 6 所得到的結果與步驟 3 所得到的結果相比較，如果相似的話，

就能確認各子業務構面的人力需求，以及這業務範疇或機關的總人力

需求。相反地，若步驟 6 與步驟 3 所得到的結果不相似，則要重複上

述步驟，直到結果相似為止。 

二、以食品安全管理業務為例的實作運用 

在介紹中央政府人力需求模型建構的步驟之後，以下將以食品安全管理

業務為例，來進行實作，以提供實例說明其具體操作情形。 

（一）召開焦點座談，將食安管理業務區分成 6 個子業務構面，如同表 4-7

所示。 

（二）分析影響各子業務構面業務量的因素，如同前揭進行方式，並整理在

表 4-8 中。 

（三）判斷各子業務構面的未來業務成長量及人力需求排序。 

在整理各子業務構面之業務量影響因素後，再次召開焦點座談，將前

一節的研究結果呈現給座談參與者。經過討論後，與會者認為未來 10

年中，食安相關業務中，中央政府人力需求最多的構面依序為：製造

管理、風險評估與檢驗、風險溝通、進口管理、後市場監測及消費管

理、及生產管理，研究團隊將討論結果匯整如表 4-13。 

表 4-13 顯示的是中央政府食安業務中，各子業務構面在未來 10 年的

業務量變化、人力需求、及影響因素等，因專家座談的結果屬於質性

的資料，為了能簡單清楚的呈現專家座談意見，本團隊進行某程度的

量化，針對專家座談所認為的變化幅度，例如很多，較多，非常需要

等用語轉換成量化的符號，也就是在表 4-13 中，以「」多寡代表變

化的幅度，並在焦點座談中獲得專家們的共同認可後予以呈現，以清

楚呈現各子項目變化幅度大小，但因這只是概略的量化，因此有不夠

精確的部分，例如「」並非代表是「」的兩倍，而僅代表較多的

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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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3 食安人力需求模型：判斷未來業務成長量 

子業務 

構面 
影響未來業務量之主要變數 

增加

之業

務量 

非中央政府人

力之其他可能

人力來源 

對政府員額

之淨影響 

風險評

估、分

析、及檢

驗技術之

建立與執

行等 

1. 更廣泛建立農藥或是動物用藥的殘留

標準，並提供科學證據 

2. 整合食科、生農、醫、藥、公衛、毒理

來進行研究 

3. 成立國家實驗室 

4. 大量公布檢驗方法 

 1. 未來計畫委

託國衛院或

其他單位研

究 

 

生產管理 1. 加強農藥及動物用藥的審核速度及登

記管理 

2. 強化農漁牧產品的管制 

3. 強化屠宰衛生檢查 

4. 強化非法農藥的查緝工作 

 1. 目前已委託

中央畜產會

及養殖基金

會管理 

 

進口管理 1. 落實源頭管理，針對進口原料、化學

品、及農產品等加強查驗與管制 

2. 到國外工廠進行稽查 

3. 國際資訊通報 

   

製造管理 1. 落實源頭管理 

2. 落實食品工廠登錄系統及食品添加物

追溯系統 

3. 餿水油的清查管理 

4. 行政院宣布對於一些重要食品原料，如

麵粉、糖、醬油、黃豆等進行普查 

5. 逐一清查重要食品的供應鏈 

6. 加強對於食品工廠的輔導檢查及認證 

 1. 地方政府負

部分權責 

2. 目前非常重

要，需要一

一檢查 

 

後市場監

測及消費

管理 

1. 加強對廣告標示的管理 

2. 提供地方政府更多協助與技術指導 

 1. 地方政府負

擔主要責任 

 

風險溝通 1. 加強與民眾的溝通，建立友善管道如網

路平台及教育宣導等 

2. 加強與政府內部，如監察院、立法院、

及其它部門的溝通協調 

3. 加強與外國之溝通、諮商、談判、及國

際接軌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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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決定各子業務構面的理想人力比重 

經召開焦點座談會後，針對中央政府在食安管理的 6 個子業務構面所

需要的人力進行分配，經過專家們的反覆檢討，最後討論得出理想人

力配比，如表 4-14 所示。表 4-14 所顯示的是，假設政府在食品安全

管制業務的總人數為 x 人，則各子業務構面所應分配到的員額數為表

中的理想人力配比乘以 x 人，這也就顯示在理想的狀況下，各業務子

構面所需要員額數。基本上，以中央政府所屬機關來看，各子業務構

面所需的人力員額從高至低分別是：風險評估與檢驗、進口管理、製

造管理、生產管理、後市場監測與消費管理、及風險溝通等。 

表 4- 14 食安人力需求模型：決定各子業務構面的理想人力比重 

子業務構面 定義 

理想人

力配比 

 

風險評估、分

析、及檢驗技術

之建立與執行等 

對於食物及食品相關風險來源對於人體健康的

評估與分析，訂定食品安全之標準研擬，並發

展新的檢驗方法，及執行檢驗業務 

25% 

生產管理 

有關農產品、動物、水產品等相關的農藥、動

物用藥、飼料添加物、防疫檢疫、及環境汙染

等之管理 

15% 

進口管理 
有關原料、食物、及食品之輸入輸出之管制及

稽查等 

20% 

製造管理 有關食品製造、加工、運輸等之管理 15% 

後市場監測及消

費管理 

有關販賣、餐飲、標示、廣告、及食品中毒之

管理，並對於地方政府執行中央計畫之協助、

協調、監督、及考核等 

15% 

風險溝通 
對於政府內外部之利害關係人及國際組織等進

行資訊交換及溝通等 

10% 

合計 1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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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央政府目前在各子業務構面的人力狀況 

綜整前述的研究結果，如人力調查問卷及訪談結果，粗略估計中央政

府目前在各子業務構面上的人力狀況，如表 4-15 所示。 

需要說明的是上表中的數額是在有限的時間與資料中，從研究結果所

找尋到的數字。由於有些子業務構面並沒有確定的機關或科室負責，

或者有些科組負責兩項以上的子業務，而無法做清楚的區分，因此上

表中的數字僅是最佳估計。由於本個案只是要展示此模型如何操作，

並不是用來作為精確的人力需求估計，因此上表中的數字是有誤差

的，但此應不致影響此模型操作的說明。 

表 4- 15 食安人力需求模型：目前在各子業務構面的人力狀況 

子業務構面 包含的中央部會機關 
目前人力狀況

（單位：人） 

風險評估、分析、及檢驗

技術之建立與執行等 

包含食藥署的研檢組及區管中

心的部分人力等 
62 

生產管理 
包含農委會畜牧處、農糧署、漁

業署、及防檢局等之部分人力 
72 

進口管理 
食藥署區管中心部分人力及農

委會防檢局部分人力 
76 

製造管理 食藥署部分人力 11 

後市場監測及消費管理 
食藥署食品組及區管中心部分

人力 
69 

風險溝通 食藥署及農委會部分人力 10 

合計 3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六）估算人力員額與需求 

本步驟應用線性規劃方法，其具體的估算方式如表 4-16 所示。因已知

各子業務構面的目前人力狀況，又知道各子業務構面的理想人力比

率，因此可以從每一個子業務構面的現有人力推估食安管理業務之總

人力，也就是將各業務子構面的現有人力除以理想比率（表 4-16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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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計算結果如表 4-16 中的 C 欄所示。 

因從各子業務構面所得到的食安管理總員額不同（即 C 欄中的數字不

同），因此必須在表 4-16 的 C 欄中，選擇中央政府食安管理業務的總

人力員額，這是一個需要判斷的步驟。 

因國內食安危機一直存在，有許多業務需要強化，因此在完善解決國

內食安問題的前提下，可考慮選擇 C 欄中的最大值，也就是 480 人

（300+180），作為中央政府在食安管理上的總人力員額。此外，做這

選擇的主要假設是本團隊認為不應該刪減任何一個業務子構面的現有

員額。因為假設將政府在食安管制的總人力設定為 380 人，則在生產

管理子構面上，其所分配到的員額就會是 57 人（380*15%），較現有

人力的 72 人少，因此需要刪減 15 個員額。但本研究的訪談結果顯示

各業務子構面的人力基本上都是不足的，因此本團隊認為不應刪減任

一子業務構面的員額，在這樣的假設下，研究團隊選取了 480 人的總

員額數。 

決定 480 人總員額後，再乘以各子業務構面的理想人力配比，即可得

到各子業務構面理想之人力員額，再減去現有人力，即得到各子業務

構面的人力需求。 

惟須注意，增補員額前，仍應視業務重要性優先配置必要人力。即在

規範之總量內，考量業務委縮或非核心業務部分，在人力有限下，仍

應調用至當前重要業務，所以仍有調減勻用之必要。 

（七）比較調整 

從步驟 6 所得到的結果顯示，就中央政府整體而言，食品安全管理業

務有約 180 人的員額需求，因此非常需要政府撥補人力，其中最需要

增加人力的子業務構面為製造管理，其次是風險評估與檢驗，再來則

是風險溝通及進口管理，在生產管理及後市場監測及消費管理上則較

不需要人力。此外，從步驟 3 所得到的結果是未來 10 年中，食安相關

業務中，中央政府人力需求最多的構面依序為：製造管理、風險評估

與檢驗、風險溝通、進口管理、後市場監測及消費管理、及生產管理，

與步驟 6 所得到的結果相比較，其人力需求的順序相同，因此，此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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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所估算出來的結果有較大的可信度。 

表 4- 16 食安人力需求模型：估算人力員額與需求 

子業務構面 

理想人力

配比 

（A） 

目前人

力狀況 

（B） 

推估之食安業務

總人力員額

（C=B/A） 

推估之各子業務構

面之人力需求 

（480*A-B） 

風險評估、分

析、及檢驗技

術之建立與

執行等 

25% 62 248 58 

生產管理 15% 72 480 0 

進口管理 20% 76 380 20 

製造管理 15% 11 73 61 

後市場監測

及消費管理 
15% 69 460 3 

風險溝通 10% 10 100 38 

合計 100% 300  18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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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共計採用文獻分析法、問卷調查法、焦點團體法、深度訪談法、

統計分析法等 5 種研究方法，一方面爬梳國外有關人力供需評估的文獻資

料，另一方面則聚焦在國內的實務運作，包括調查現有中央機關業務內涵及

相對應之公務人力配置現況，選定食品安全、資訊管理、觀光促進 3 項政府

業務，分析業務量消長與人力需求的影響因素，最後並研提人力管理措施及

因應策略。以下綜整各章節內容之重要研究發現。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節分別就理論及文獻資料、公務人力配置現況、及業務領域工作量之

影響因素 3 個部分，綜述研究過程中的重要發現。 

一、理論及文獻資料 

（一）美國國會課責總署在人力資本管理上，主要是提供一個有用的「參考

模型」，作為行政機關理想人事管理措施的標竿模範。包括美國國會

課責總署研提「機關人力資本自我檢測清單」，以及人力資本調查結

構問卷內容及施測方法，均具參酌之重要價值。「機關人力資本自我

檢測清單」目的在引導行政機關改進人事管理措施，以落實「政府績

效與成果法」所要求的策略規劃及績效管理。 

（二）澳大利亞公共服務委員會（Australian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 2011）

出版「人力資源規劃指南」（Workforce planning guide），為澳洲政府

的公務人力改革與發展提供指導框架。其中，在需求分析方面，影響

未來人力需求的外部動力包括政治、經濟、社會、科技、環境、與法

律等面向。 

（三）2001 年韓國盧武炫政府中央人事委員會委託韓國勞動研究院針對政

府未來面對「電子化時代」種種挑戰開發所需之人力供需模型方案。

其主要目的為追求 OECD 國家所提出之「Government of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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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以及達成電子化下民間要求政府不斷革新訴求之情況下推估韓國

未來 10 年之政府人力供需。然由於韓國政府組織與法律制度常隨著總

統更迭而有巨大變動，或因突發事件而調整組織、人力，故該 2001

年之人力預測模型並無法驗證其預估結果是否符合後來實際情況。 

（四）龍文彬（2011）接受考試院委託，執行《民國 101-105 年我國公務人

力供需之前瞻性研究》計畫，內容研提公務人力供需的量化推估架構，

並以量化統計的的方法，進行公務人力供需推估與實證分析。同時，

針對公務人員整體人力的供需情形，歸納影響未來公務人力供需的因

素分析，主要分成外部環境與內部環境兩個面向。其中，在外部環境

方面，包括經濟因素、人口因素、社會因素、兩岸因素等因素，至於

內部環境則包括政策法令、晉用制度、激勵制度、發展（培訓）制度。 

（五）根據〈員額管理辦法〉規定，評鑑的面向包括：（1）組織面、（2）

業務面、（3）人力面、（4）財務面、（5）工作方法及流程面。針對

員額管理的實務操作層面，劉坤億（2011）說明《總員額法》執行的

問題與挑戰，包括（1）觀望態度限制員額精簡成效，（2）本位主義

挑戰員額管理專責機關，（3）員額管理難以跳脫政治角力，（4）人

事單位的專業能力尚待強化，（5）員額管理不等於人事成本的控制。

同時建議，員額管理專責機關可依員額與業務間關係，將各級機關分

為「業務成長」、「業務穩定」及「業務萎縮」等 3 類，採取不同且

適宜的員額管控原則。呂育誠（2014）則認為員額評鑑與人力運用必

須納入績效觀點的員額評鑑內涵，包括要再定位評鑑目標、賦予評鑑

積極內涵。同時，提升人員的職能與知能的績效潛力，員額評鑑除了

要考慮蒐集資訊與測量的正確性之外，更可以藉以作為績效管理的動

力，即藉由評量呈現人員與組織運作表現上的優劣，再據以進行相對

的管理或改進作為，如此組織運作方可形成「修正／改善」的正向循

環。 

二、公務人力配置現況  

（一）根據本研究問卷調查的結果，在統計資料的 33 個中央行政機關，單獨

以預算員額及人事費預算內之現有員額而言，各部會機關仍有預算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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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 

（二）在「既有人力需求評估與調配機制之檢討」方面，目前的「人員增額

機制」主要是取決於：長官政策的要求、議題發生與媒體曝光、回應

民意、以及非典型人力的替代。至於現行「員額評鑑制度」的缺失，

則包括：機關缺乏人力資源規劃的觀點、人事人員受限於人事一條鞭

制、外在評鑑的專業性疑慮、過於偏重人數的考量、評鑑易受機關提

供資料正確性影響、評鑑無法與績效真正結合，過度的人事保障是主

因。 

三、業務領域工作量之影響因素 

本研究藉由焦點團體座談獲知影響公務工作業務量的主要因素，從概念

化角度，提供合理評估業務量增減的論述與因果關係。一方面整體說明影響

公務工作業務量消長的因素，另一方面則分從食安、資訊、觀光 3 項業務，

進行業務、組織與人力之檢討與印證。 

（一）公務人力需求的評估主要取決於公務工作的業務量，而工作業務量的

多寡則是取決於「法定工作事項」。 

影響公務人力法定工作事項的因素主要有直接因素與間接因素 2 類來

源。其中，影響法定工作事項多寡的直接因素，包括：法規、機關作

業規定、多年度的延續性計畫、以及其他非本業的事項（例如準備記

者會資料、回覆立法委員函件資料…等）。 

間接因素包括（1）外部環境：政治、法律、經濟、社會、環境、科技，

（2）利害關係人要求：政府內部、政府外部，（3）政策目標：政策

價值偏好、施政策略、政策需求評估、其他政策目標之衝突狀況，（4）

政策方案設計：機關權責劃分、四化策略、策略行動方案，（5）內部

行政因素等：人力資本、人力發展趨勢、工作簡化。 

相較於本研究報告圖 3-2「初擬公務人力需求分析構面及變數」，圖

4-2「影響工作業務量消長之主要因素」更考量政策方案設計與利害關

係人要求，愈臻詳盡及周全性，並可作為工作業務量消長之評估依據，

從而判斷公務人力需求之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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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與焦點團體座談之專家討論，「食品安全」管理的業務面向包括風

險評估與檢驗、生產管理、進口管理、製造管理、後市場監測及消費

管理等。而影響各面向業務量的因素分述如下，並綜整為表 5-1。其

中，符號「+」代表造成人力需求增加的因素，符號「-」則代表是造

成人力需求減少的因素。就食品安全人力需求評估而論，可以各面向

業務量的影響因素消長為基礎，從而依據業務量之實際消長，決定是

否有增補食安公務人力之必要。 

本研究針對影響食品安全業務量消長的因素進行分析，並在每個大項的

影響因素之下，還細分了較細的影響因素如下。 

1. 影響食品安全風險評估與檢驗人力需求的因素，包括政治與科技等外部環

境因素、政府外部的利害關係人需求、政策價值偏好與選擇、施政策略、

四化、策略行動與具體方案、及人力資本的內部行政因素。例如食品安全

事件的持續爆發，帶來政治的壓力促使政府需要增加人力；食品及生農科

技的進步，將研發並生產更多的食品添加物及基因改良食物及食品等，這

些都會增加政府在風險評估上的人力需求，但另一方面，食品檢驗技術的

發展，可能會使檢驗單位的生產力提高，可能會降低其人力需求；另外，

在政府的政策價值偏好及施政策略上，倘若政府願意將這些業務委託給國

衛院大專院校或是其他單位，則將可減少政府本身的人力需求，反之，若

政府想增加自己的檢驗能量，則人力需求會上升。 

2. 影響食品安全生產管理人力需求的因素，包括政治、法律、社會、環境、

科技等外部因素、政府外部的利害關係人需求、政策價值偏好與選擇、及

四化的政策方案設計。例如在政治上，政府若想要保障農漁牧產品的安全

性，則需要增加相關人力，但若想多保障農漁民權益，則人力需求反而下

降；在法律上，若政府制訂新的規定或更嚴格的法規，則政府需要多一些

人力來規劃執行，但若政府採取自主管理的策略，則政府相關人力可以減

少；另外，若年紀較輕的農民逐漸替換年紀較大的農民來進行耕作，則因

種植觀念的改變，可能使政府人力需求減少，但一般社會大眾對食安的重

視，則會使政府人力需求增加。在科技發展上，若有新的農林漁品種出現，

則將增加人力需求，但若政府能妥善運用新的資通科技，則可能可以減少

人力需求；在自然環境上，若地球暖化持續，則病蟲害會增加，需要噴灑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131 

更多農藥，將增加政府的人力需求。 

3. 影響食品安全進口管理人力需求的因素，包括政治、法律、經濟等外部環

境因素、政府外部的利害關係人需求、政策價值偏好與選擇、施政策略、

策略行動與具體方案的政策方案設計。例如在國際經貿持續開放下，越來

越多的食物或食品進口，增加政府邊境查驗的人力需求；且在政府越來越

重視源頭管理下，這也增加政府之人力需求。 

4. 影響食品安全製造管理人力需求的因素，包括政治、法律、經濟、科技等

外部環境因素、政府外部的利害關係人需求、政策價值偏好與選擇、施政

策略、策略行動與具體方案的政策方案設計。例如政府若制訂新的規定或

更嚴格的法規，則政府需要多一些人力來規畫執行，但若政府採取自主管

理的策略，則政府相關人力可以減少；此外，若食品產業進行整合或國內

景氣狀況變化，使食品業者家數減少，則政府人力需求可以稍減，否則人

力需求應是向上的；此外，若政府越來越重視源頭管理，推動登錄系統等，

則將增加人力需求，但若政府推動食品業者自我管理，則人力需求或可稍

減。 

5. 影響食品安全後市場監測及消費管理人力需求的因素，包括政治、經濟等

外部環境因素、政府外部的利害關係人需求、施政策略、四化、策略行動

與具體方案的政策方案設計。例如食品安全事件的持續爆發，帶來政治的

壓力促使政府需要增加人力；政府若強調源頭管理，而較不重視後市場檢

測，則政府在此方面的人力或可減少。 

6. 影響食品風險溝通人力需求的因素，包括政治、法律、科技等外部環境因

素、政府內外部的利害關係人需求、政策價值偏好與選擇、施政策略、策

略行動與具體方案的政策方案設計。因政府持續推動新的食品安全相關法

規，需要與政府內部及外部之利害關係人溝通，因此需要較多的人力，此

外新科技的發展，政府或可運用新科技來簡化風險溝通人力。 

（三） 經與焦點團體座談之專家討論，「資訊管理」的業務面向包括資訊策略

規劃、資通安全管理、共用資源管理、應用服務、資通建設、資訊推廣

行銷溝通等。而影響各面向業務量的因素分述如下，並綜整為表 5-1。

其中，符號「+」代表造成人力需求增加的因素，符號「-」則代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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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人力需求減少的因素。就資訊管理人力需求評估而論，可以各面

向業務量的影響因素消長為基礎，從而依據實際業務量之消長，決定

是否有增補資訊管理公務人力之必要。 

本研究針對影響資訊管理業務量消長的因素進行分析，並在每個大項的

影響因素之下，還細分了較細的影響因素如下。 

1. 影響資訊策略規劃人力需求的因素，包括外部科技的環境因素、政府內部

的利害關係人需求、政策價值偏好與選擇、施政策略、採用之政策工具、

策略行動與具體方案、人力資本、及人力發展趨勢的內部行政因素。 

2. 影響資通安全管理人力需求的因素，包括外部科技的環境因素、政府內部

的利害關係人需求、政策價值偏好與選擇、施政策略、採用之政策工具、

四化、策略行動與具體方案、人力資本、及人力發展趨勢的內部行政因素。 

3. 影響共用資源管理人力需求的因素，包括外部科技的環境因素、政府內部

的利害關係人需求、政策價值偏好與選擇、施政策略、採用之政策工具、

四化、策略行動與具體方案、人力資本、及人力發展趨勢的內部行政因素。 

4. 影響資訊應用服務人力需求的因素，包括外部科技的環境因素、政府內部

的利害關係人需求、政策價值偏好與選擇、施政策略、採用之政策工具、

四化、策略行動與具體方案、人力資本、及人力發展趨勢的內部行政因素。 

5. 影響資通建設人力需求的因素，包括外部科技的環境因素、政府內部的利

害關係人需求、政策價值偏好與選擇、施政策略、採用之政策工具、四化、

策略行動與具體方案、人力資本、及人力發展趨勢的內部行政因素。 

6. 影響資訊推廣行銷溝通人力需求的因素，包括外部科技的環境因素、政府

外部的利害關係人需求、政策價值偏好與選擇、施政策略、政策需求評估、

採用之政策工具、策略行動與具體方案、人力資本、及人力發展趨勢的內

部行政因素。 

在資訊策略規劃業務方面，隨著科技環境進步、大數據時代來臨，導致

政府本身需要更多人力處理資訊規劃業務，從整體上位角度，決定資訊業務

管理的走向。同時，政府內部在政策執行上也將會有更多搭配資訊策略的方

案，需要增補資訊人力提供協助。在政策目標方面，因應目前世界追求「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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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型政府」（smart government）的潮流，以及開放數據（open data）、大數據

（big data）的治理模式，未來包括在政策價值與偏好選擇、施政策略、採用

的政策工具、策略行動方案等，也將必然需要更多的資訊人力加入。此外，

隨著內部人力資本提升、人力資源發展，在人力素質提升後，將相應增加資

訊管理的應用，亦將需要更多整體的資訊策略規劃。 

其次，在影響資通安全管理、共用資源管理、應用服務、資通建設四大

業務面向的因素大致相同。除了前述科技環境因素、政府內部利害關係人、

政策價值偏好、施政策略、政策工具、策略行動方案、人力資本、人力發展

趨勢等，造成各項資訊業務人力需求增加外，未來在政策方案設計採取的四

化措施，則可能造成資訊人力增加或減少的情況。主要的原因在於，目前各

項相關業務多已採委外管理方式，未來隨著政府機關對於資通訊依賴程度升

高，是否仍繼續委外辦理，承擔可能的資訊風險，抑或增加人力需求，將重

要關鍵資訊業務改採內部管理形式，需要共識與政策方向決定。 

最後，在資訊推廣行銷溝通業務方面，隨著政府未來應用數據治理的情

況日趨普遍，包括在相關資訊服務管理制度之推動、政府外服務行銷與社群

的維護溝通，都將扮演吃重的角色。是否能將政府的施政作為有效地傳達給

外部利害關係人，正確地評估政策需求，勢將成為政府治理良窳的關鍵所在。

惟必須說明的是，本研究的受訪者均指出，政府目前在資訊管理方面並未配

置人力，從事資訊推廣行銷溝通業務。因此，未來在政策方案設計上，不宜

採取四化形式，減少相關資訊人力。相對地，應當配置相當人力做好資訊推

廣行銷溝通業務，俾利民眾及其他外部利害關係人了解政府的治理作為。 

（四）經與焦點團體座談之專家討論，「觀光促進」的業務面向包括觀光策略

規劃、觀光資源開發與經營管理、觀光品質維護及安全管理、觀光行銷

推廣等。而影響各面向業務量的因素分述如下，並綜整為表 5-1。其中，

符號「+」代表造成人力需求增加的因素，符號「-」則代表是造成人

力需求減少的因素。就觀光促進人力需求評估而論，可以各面向業務

量的影響因素消長為基礎，從而依據業務量之實際消長，決定是否有

增補觀光促進公務人力之必要。 

本研究針對影響觀光促進業務量消長的因素進行分析，並在每個大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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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因素之下，還細分了較細的影響因素如下。 

1. 影響觀光策略規劃人力需求的因素，包括政治與經濟等外部環境因素、政

府內外部的利害關係人、政策價值偏好與選擇、施政策略、政策需求評估、

權責劃分與整合及法律授權程度、及四化的政策方案設計。我國整體觀光

政策的方向，牽涉到高層的決定，這會影響觀光促進業務的改變，進而影

響觀光人力的需求。由於政府將推動觀光發展列為國家重要經濟發展政

策，故政府政策價值偏好與選擇和施政策略會使得觀光業務人力需求增

加。而且觀光本身被視為一個平臺或載具，把不同產業加進觀光這個元素

進去，重新包裝，就會成為一項新的產品或服務。以郵輪為例，加入觀光

元素就會成為觀光產業，於是牽涉到所採取的施政策略與政府權責劃分與

整合的程度等因素。若郵輪運輸劃歸為觀光業務，則觀光業務人力需求勢

必增加；若劃歸為港務，則人力需求不會相對增加。 

2. 影響觀光資源開發與經營管理人力需求的因素，包括政治與經濟等外部環

境因素、政府內外部的利害關係人、政策價值偏好與選擇、政策需求評估、

權責劃分與整合及法律授權程度、及四化的政策方案設計。隨著觀光業務

愈來愈受到政府與民眾的重視，許多觀光資源的開發與經營管理也就愈發

顯得重要。觀光轄區的擴大，不僅牽涉到用地取得的問題，相對陸域、水

域的清潔，以及保全等業務人力需求都會增加。例如：在觀光資源的開發

經營管理上，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本來只要做觀光相關職掌的工作，可是現

在就變成海域垃圾清理、汙水處理，縣市政府認為是在觀光局的國家風景

區內就必須自行處理。觀光局變成也需要去處理垃圾焚化爐、處理汙水，

這有些是需要專業人員。若是在權責劃分與整合上歸屬中央觀光業務單

位，觀光業務人力需求將大增。若是賦予地方政府職責，則中央觀光人力

需求可以減少。另也可採取 BOT、BOO 等的委外化方式，與民間合作開

發，人力需求亦可減少。 

3. 影響觀光品質維護及安全管理人力需求的因素，包括政治、經濟、科技等

外部環境因素、政府外部的利害關係人、政策需求評估、人力資本與人事

法令、行政程序與規則的內部行政因素。例如：旅行社、旅館與觀光遊樂

等相關的行業管理，是我國觀光業務的核心之一，其中在旅行業管理業務

上，有很大的一塊是屬於稽查業務。由於我國旅行業採特許制度，查緝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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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稽核業務人力需求只增不減。尤其是從政治面上，兩岸交流的頻繁與

關係的改善，已促使陸客成為觀光主要客源，但相較於其他客源市場，陸

客市場有其特殊性，以致稽核人力需求增加。 

4. 影響觀光行銷推廣人力需求的因素，包括政治、經濟等外部環境因素、政

府內外部的利害關係人、施政策略、政策需求評估、採用之政策工具與四

化的政策方案設計。觀光已為政府推動的六大新興關鍵產業之一，國際觀

光發展仰賴國際行銷宣傳。但各國狀況不同，如美國、法國、德國、英國

等先進國家，觀光客會主動前往。我國則需要加強國際行銷宣傳，尤其是

每年來臺觀光客都是從零開始計算，在突發的國際狀況下，或是如食安事

件、大規模傳染疾病等，都有可能影響旅客來臺的意願。在此情形下更需

增強國際行銷推廣，而觀光行銷推廣人力需求只會持續增加。推動四化則

是減少人力需求壓力的可行方法之一。 

四、食品安全業務人力需求模型建構與實作 

在建構人力需求模型時，可以採用的方法有許多種，例如單一變數法、

主觀判斷或專家意見、迴歸模型、及線性規劃等。惟單一變數法與迴歸模型

假設某項政府業務所面臨的政治經濟社會環境是較穩定的，其業務沒有太大

的變化時，或許可以採用上述兩種方法，否則則應採用其他方法。本團隊採

用線性規劃的方法，並輔以專家意見來推估政府人力需求，主要理由是政府

面臨食安危機時，需要大規模的改革，過去數字並不可靠，而必須仰賴食品

安全專家們的專業與經驗，來討論出一個合理的人力需求狀況，然後再利用

線性規劃的觀念來加以整合之。本研究研提之人力需求模型的建構步驟，總

共有 7 個步驟，分別為： 

（一）將某一機關或業務領域依其業務性質區分為幾個子業務構面。 

（二）分析影響各子業務構面的影響因素。 

（三）判斷各子業務構面的業務成長量，決定人力需求順序。 

（四）決定各子業務構面的理想人力比重。 

（五）加總目前中央政府在各子業務構面中的人力狀況。 

（六）利用線性規劃模式，估算此機關或業務範疇所需要的總人力員額及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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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七）將步驟 6 所得到的結果與步驟 3 所得到的結果相比較，如果相似的話，

則能確認各子業務構面的人力需求，以及這業務範疇或機關的總人力

需求。 

目前國內處理食品安全管理業務的人力約為 300 人，然因國內食安危機

一直存在，有許多業務需要強化。就中央政府整體而言，食品安全管理業務

應有一定的員額需求。惟必須注意的是，在增補員額之前，仍應視業務重要

性優先配置必要人力。即在規範之總量內，考量業務委縮或非核心業務部分，

在人力有限下，仍應調用至當前重要業務，所以仍有調減勻用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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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 未來十年影響人力需求消長因素查核表：以食品安全、資訊管理、觀光促進業務為例 

影響因素 

 

 

 

 

 

 

業務面向 

外部環境因素 
利害 

關係人 
政策目標 政策方案設計 內部行政因素 

政

治 

法

律 

經

濟 

社

會 

環

境 

科

技 

政

府

內

部 

政

府

外

部 

政策

價值

偏好

與選

擇 

施政

策略 

政策

需求

評估 

目的

陳述

之明

確程

度 

權責劃

分與整

合及法

律授權

程度 

採用

之政

策工

具 

四化 

策略

行動

與具

體方

案 

人力

資本 

人力

發展

趨勢 

人事法

令、行政

程序與

規則 

食

品

安

全 

風險評估與檢驗 +     +/-  + +/- +/-     - +/-    

生產管理 +/- +/-  +/- + +/-  + +/- +/-     - +/-    

進口管理 + + +     + + +      +    

製造管理 + +/- +/-   +/-  + +/- +/-      +    

後市場監測及消費管理 +  +/-     +  +/-     - +/-    

風險溝通 + +    +/- + + + +      +    

資

訊

管

理 

資訊策略規劃 
 

    + +  + +    +  + + +  

資通安全管理 
 

    + +  + +    + +/- + + +  

共用資源管理 
 

    + +  + +    + +/- + + +  

應用服務 
 

    + +  + +    + +/- + + +  

資通建設 
 

    + +  + +    + +/- + + +  

資訊推廣行銷溝通 
 

    +  + + + +   +  + + +  

觀

光

促

進 

觀光策略規劃 +  +    + + +/- +/- +  +/-  -     

觀光資源開發與經營管理 +  +   + + + +/- +/- +  +/-  -     

觀光品質維護及安全管理 +  +   -  +   +      -  + 

觀光行銷推廣 +  +    + +  +/- +   +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說明：表中符號「+」代表造成人力需求增加的因素，符號「-」則代表是造成人力需求減少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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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政策建議 

一、 視機關業務性質，檢視各部會之預算員額及運用未編列預算員額類型人

力運用之適當性與合理性，據以作為未來調整《總員額法》員額高限之

參據（中長期建議，人事行政總處主辦、各部會協辦） 

《總員額法》通過施行後，確立員額管理的「總量管理」原則。在總量

管理原則的實施下，基本上在公務人員數量層面已有明顯的「控制」機制，

即經由設定總量額度，達到機關員額數量有效控制的目標。同時，從「管理」

層面來看，各機關在總量管制之下均需遵守最高上限額度的規定，因此，在

歷經幾年的施行與調整後，各機關現有的預算員額配置大致上已處於平衡的

狀態。未來在進行人力調整時，仍宜由部會機關視實際業務消長，在總量內

自行彈性調用配置所需人力為優先，例如非核心業務人力調移核心業務，而

人事總處則應配合員額評鑑採取符合實務運作之經驗法則，了解各機關的業

務運作情況，除採「當增則增、當減則減」策略外，尚就機關縮減業務人力

調移新增業務機關等通盤考量，促使部會機關間人力彈性運用。 

本研究調查結果發現，許多部會機關的「未編列預算員額」數量非常可

觀，幾乎都大量地晉用非正式人力。以客家委員會為例，在實際人力運用上，

未編列預算員額（203）甚至還多於屬於《總員額法》員額管制下的現有員額

（156）。在所有調查的 33 個中央行政機關之中，所有現有員額佔預算員額

比率在 10%以上的有 17 個部會，而 6 個預算員額達 10,000 人以上的部會機

關中，有 4 個存在所有現有員額超過預算員額的情形。 

從國外的經驗來看，依 OECD 對關於政府僱用非傳統久任公務員比例的

調查，在 1996 年時澳洲有 5%的非傳統公務員，加拿大有 4.6%，法國有 8.7%，

英國有 11.3%，瑞典則達 22%。此外，德國與紐西蘭對於非傳統永業型公務

員之進用比例更超過五成。而美國在 1997 年時，聯邦政府使用非傳統永業型

公務員已超過一成，其中契約型人力的比例約有 12%（鄭津津等，2010：

33-34）。整體而言，各國之間對於非典型人力的運用比例存在相當程度的落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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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際工作場合中，非屬預算編列員額之人力，其工作負荷也可能不亞

於正式公務人員。因此，在考量我國實際運用公務人力之情況所產生的法律

與現有人力運用的落差，本研究建議，未來應進一步了解國內各機關實際運

用非正式編制人力之緣由以及比較國際經驗，在資料及資訊充足的情況下，

重新檢視《總員額法》對公務人力計算的定義及員額上限。 

二、 針對各部會要求增加人力之情形，可根據本研究「各機關要求增加人力

之檢核表」（表 5-2），請各部會完成全面性、科學性之人力盤點，以

為決策之參考依據（短程建議，各部會主辦、人事行政總處協辦） 

本研究在探究食品安全、資訊管理、觀光促進 3 項業務時，均先邀請業

務領域的專家評定業務面向與範圍，從而研析影響業務量消長的因素。研究

結果顯示，各項業務的消長受到不同因素的影響。以食品安全業務為例，影

響業務量消長之因素有外部環境因素（如一連串的食品安全事件）、利害關

係人之要求（如立法院及監察院的質詢與監督，以及媒體及民眾對資訊的要

求等）、政府之政策目標（如政府已將食品安全列為重大施政目標）、政策

方案之設計（如採取委外化及地方化的策略，或是建置食品添加物追溯追蹤

系統及食品業者登錄制度）、及內部行政因素（如目前人力的數量、能力、

專業、及跨領域的合作不足）等。 

公務人力需求的評估，主要取決於公務工作的業務量，而工作業務量的

多寡則是取決於「法定工作事項」，而決定「法定工作事項」事項者，包括

法律、法規、機關作業規定、多年度的延續性計畫、以及其他非本業的事項

等直接因素，以及外部環境因素、利害關係人要求、政策目標、政策方案設

計、內部行政因素等間接因素。申言之，有關人力需求的幾個變項之間的關

係是「直接或間接因素→法定工作事項→工作業務量→公務人力需求」。本

研究擬定之表 5-2「各部會要求增加人力之檢核表」，係取自本研究質化研

究之調查結果，以及藉由 3 項業務之實際檢證，可作為一個整體性、概括性

的普遍因素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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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 各機關要求增加人力之檢核表 

自評業務項目 

說明 

（須具體回應自

評業務項目） 

1. 

外部

環境 

（1） 政治（例如輿論／民情／兩岸關係、外國相關政策規範及

問題、國際趨勢、危機、大型抗議活動／社會運動） 

（2） 法律（例如業管法律的修改與新增） 

（3） 經濟（例如進出口貿易量、產業發展趨勢、智慧財產專利、

勞動人口變化） 

（4） 社會（例如一般人口數、文化、民間習慣與特性） 

（5） 環境（例如氣候變遷、自然生物地理特性） 

（6） 科技（例如資通訊科技發展與創新／資安要求／生科發展） 

 

2. 

利害

關係

人要

求 

（1） 政府內部（例如上級長官、其他政府單位[如監察院／立法

院之決議及法院之判決等]、立法院資訊要求／質詢、內部

客戶的數量與需求） 

（2） 政府外部（例如被管制者／民眾／消費者等之總數量及新

增數量／規模／複雜程度／了解及遵守法規程度／策略行

為／習慣／需求、利益團體的數量與需求、NGO 及公民團

體、媒體） 

 

3. 

政策

目標 

（1） 政策價值偏好與選擇 

（2） 施政策略 

（3） 政策需求評估 

（4） 目的陳述之明確程度及與其他政策目標之衝突狀況 

 

4. 

政策

方案

設計 

（1） 各部會之間／中央與地方權責劃分與整合及法律授權程度 

（2） 採用之政策工具（例如市場機制／誘因／法規／非市場之

提供／保險及緩衝） 

（3） 四化（去任務化／地方化／行政法人化／委外化） 

（4） 策略行動與具體方案 

 

5. 

內部

行政

因素 

（1） 人力資本（例如單位之人數／預算／需要之核心能力／專

業） 

（2） 人力發展趨勢（例如進用、激勵、培訓、調任、離退） 

（3） 工作簡化（例如人事法令、行政程序與規則） 

 

結論或綜合說明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未來在進行人力需求評估時，必須考量各部會機關及業務專業性及特殊

性。亦即在機關提出增員申請時，必須請由各部會自行研提業務量的變化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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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並說明造成各項業務消長的因素。由於各機關及業務項目非常多元，必

須特別重視個別的業務量消長因素。以本案研究之 3 個業務為例，食品安全、

資訊管理、觀光促進均有各自不同的子業務構面，以及造成各項子業務構面

業務量消長的差異因素。就人事行政總處的角色而言，應依《總員額法》之

規定與精神，藉由本研究研提之人力消長因素檢核表，幫助機關建立專屬的

評估基準、評量模型和模式，然後交由部會機關自評。在部會機關完成自評

後，由各部會自行調整部會人力。 

關於「公務人力需求」之評估，有鑑於各機關加班情形在加班費之發給

受到制度性監督，而「加班」又非公務人員所喜愛之工作環境與條件下，「加

班」情形相當程度可客觀表達機關業務量與人力配置有所不足的情形，本研

究強烈建議，可考慮以「刷退紀錄」作為加班需求及加班趨勢的統計依據。

利用既有的打卡刷退紀錄，統計各年度、各單位的加班模式，評估各機關（業

務）的人力欠缺情形，作為人力需求的依據。此外，也可考慮以各機關或單

位的平均未休假剩餘天數，作為人均業務量的統計依據。大致上，若機關或

單位的平均未休假天數剩餘越多者，應可參酌判斷人力可能有所不足，以作

為人力增補之標的。惟必須加以考量者，影響加班及休假之因素，除業務量

外尚包含勞逸不均、工作方法、工作效率、不休假獎金、同儕對加班之不同

反應與行為等因素。因影響因素眾多，未來倘若考慮以加班及休假情形論斷

人力需求，信效度可能遭受之質疑，亦須加以衡酌，相關配套說明與實施辦

法均應納入考量。 

三、 各機關如需對未來中長程人力需求進行預測，可參考本案研提之人力需

求推估模型原則，視機關業務特性擇選妥適變項及統計方法進行建置（中

長程建議，各部會主辦） 

有關如何決定人力增加之科學查核，本研究之第四章已詳載業務查核因

素之選取及選取程序，可供參考。針對特定業務之盤點結果，需要進一步決

定增加人力之數額與方式，亦可參採本研究提供有關食品安全管理業務估算

模式之各步驟。 

在建構人力需求模型時，可以採用的方法有許多種，例如單一變數法、

主觀判斷或專家意見、迴歸模型、及線性規劃（linear programming）等。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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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變數法與迴歸模型兩種方法的重要基本假設是，過去人力數量是有效率

的，因此外插得出的結果才是有效率的；影響人力需求的所有影響因素皆會

被列出，且能被量化，其隱含的是未來沒有新的影響因素或新的業務出現。

換言之，假設某項政府業務所面臨的政治經濟社會環境是較穩定的，其業務

沒有太大的變化時，或許可以採用上述兩種方法，否則則應採用其他方法。 

本團隊採用線性規劃的方法，並輔以專家意見來推估政府人力需求，主

要的理由是在政府面臨未來環境變化時，需要相當程度的變革，必須仰賴專

家們的專業與經驗，來討論出一個合理的人力需求狀況，然後再利用線性規

劃的觀念來加以整合。如圖 5-1 所示，本團隊將人力需求模型的建構區分為

7 個步驟，分別為：（一）區分子業務構面、（二）分析影響因素、（三）

判斷成長量、（四）決定理想人力比重、（五）目前人力加總、（六）估算

人力需求、（七）確認與檢視。整體而言，此評估步驟相當符合經驗法則與

實際所需，未來可適用在中央政府某一機關或業務領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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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 本案研提之人力需求模型步驟 

 

四、 以授權部會方式，彈性調整部會人力之供需（中長程建議，各部會及人

事行政總處主辦） 

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組織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4 款，行政院人事

行政總處的職能內容包括「機關員額管理之研析、規劃、監督、評鑑與有關

法令之研擬及解釋」。因此，中央部會機關有增加員額的需求時，程序上係

對人事行政總處提出。然而，事實上，誠如人事行政總處（2013）提供給全

國各界之書面資料所指，「員額管理不再是人事主管機關獨自擔負的責任，

應由最能掌握人力運用狀況的用人機關，衡酌實際業務推動情形予以妥善調

（一）區分子業務構面 

•機關自提（參考本研究表5-1）。 

•子業務構面之間需盡可能不重疊。 

（二）分析影響因素 

•機關自提或專家座談（參考本研究表5-2）。 

•外在環境穩定時可採迴歸分析或時間序列方法。 

（三）判斷成長量 

•決定人力需求順序。 

•機關內部會議後，透過統計模型及專家座談確認。 

（四）決定理想人力比重 

•由機關或高層會議決定各子業務構面理想人力配比。 

（五）目前人力加總 

•加總目前中央政府在各子業務構面中的人力狀況。 

（六）估算人力需求 

•利用線性規劃模式，估算所需總人力員額。 

•與目前人力相比，確定各子業務構面的人力需求。 

（七）確認與檢視 

•比較步驟6與步驟3所得到的結果。 

•若不相似，則要重複上述步驟，直到結果相似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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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員額」。據此，本研究建議，人事行政總處未來僅負責調整部會層級的人

力員額總數，至於各部會機關內的實際人力員額需求，則原則上由各部會機

關自行彈性調配。一方面可依照整體政策目標，調整公務人力配置，另一方

面則讓部會機關更加重視及掌握內部人員勞逸分配情況，並以人力配置的彈

性處理方式解決機關內部人力需求的問題。此一建議之主要用意，在於要求

各部會發揮彈性用人之精神，確實規劃各部會之實質員額評鑑工作。各部會

應在各單位、部會各機關間彈性務實調整人力，而非由單獨部會或因單項業

務原因，即向人事行政總處提出增員需求。 

過去幾年員額評鑑之後進行人力增減調整之效果並不明顯，目前的「人

員增額機制」主要是取決於：長官政策的要求、議題發生與媒體曝光、回應

民意、以及非典型人力的替代。現行「員額評鑑制度」的缺失則包括：機關

缺乏人力資源規劃的觀點、人事人員受限於人事一條鞭制、外在評鑑的專業

性疑慮、過於偏重人數的考量、評鑑易受機關提供資料正確性影響、評鑑無

法與績效真正結合，過度的人事保障是主因。 

本研究建議未來除繼續在既有員額評鑑的基礎上進行修正與續行外，並

配套聘請專業人力評鑑小組到受評鑑機關，進行一到四週的全時「蹲點」評

鑑。專業人力評鑑小組可派員入駐機關，透過一定時間的現場觀察，記錄機

關人力運作實況，據以評估實際人力需求。從英國的經驗來看，英國首相柴

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在 1979 年上任後，藉由國營企業的民營化，

大幅減少文官總數，並對各部會進行效率稽核（efficiency scrutinies），整頓文

官體系的運作效率與效能。效率稽核的方式主要是指派 2 到 5 名成員，駐點

在特定機關及單位，蒐整文官工作的相關資訊，並且在 90 天之後提出報告。

1979 年英國文官總數為 732,300 人，而到 1998 年只剩 463,270 人，20 年

間減少比率為 36.73%。就國內的情況，目前經濟部已有「駐點」的試行方

案，惟實際運作結果顯示，機關駐點過程需消耗大量專家人力，必須相對給

付適當之鐘點薪資。未來在實務推動上，為能有人力評鑑專家協助，「駐點」

調查應提供符合私部門市場價格水準之待遇。 

五、 釐清機關核心業務以界定核心人力（短程建議，各部會及人事行政總處

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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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除依照機關別呈現各中央機關在 2014 年第一季底之「預算員

額」、「現有正式員額」、及「所有現有員額」（「現有正式員額」與非正

式人力之加總）外，並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訂定的「各機關歲出按職能及經

濟性分類應行注意事項」，將公務人員依照職能別分類表，分別調查公務人

力「預算員額」、「現有正式員額」、及「所有現有員額」。實際上，每個

中央機關所執行的業務相當多且複雜，同一個部會轄下的機關可能包含不同

業務功能別。從國家整體政策發展的角度來看，以業務功能為區別的人力盤

點，已有調查之必要性。就人事行政總處的立場而言，未來在進行機關的人

力需求評估時，應先釐清機關的核心業務，繼而確認除預算人力、編制人力

外，其他非正式編制的人力，如非典型人力、勞務派遣、承攬、替代役…等

各式人力也應清楚界定。 

以資訊管理業務為例，隨著科技環境進步、大數據時代來臨，導致政府

本身需要更多人力處理資訊規劃業務，從整體上位角度，決定資訊業務管理

的走向。然而，目前實際上包括資通安全管理、共用資源管理、應用服務、

資通建設等各項相關業務，多採委外方式辦理。亦即，就資訊管理業務而論，

未來應確定核心業務的範圍，以界定所需之核心人力與數額。尤其，隨著政

府機關對於資通訊依賴程度升高，繼續委外辦理，將隱含非常高的資訊風險。

政府實應規劃將重要關鍵資訊業務，例如各部會軟硬體計畫之規劃，整合型

政府網通計畫等業務，視為核心業務，改採內部管理形式，配置核心人力。 

六、 訂定核心人力與輔助人力的適當配比（中長期建議，人事行政總處主辦、

各部會協辦） 

為確保各機關員額配置與業務密切配合，依據〈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業務

與員額合理配置原則〉，各機關應於各年度行政院核定主管機關及所屬機關

預算員額總數內，依組織及業務構面，核實檢討各項組織業務運作情形，俾

據以辦理員額分配及調整相關事宜。同時，「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及特

定性且未涉公權力之非核心業務，在符合相關控管規定前提下，應調整由臨

時人員辦理。事務性、重複性、機械性等行政服務工作、適合委託民間辦理

且不涉公權力之業務項目等，應優先評估以勞務承攬方式辦理，或檢討改採

志工、替代役等其他人力替代措施，以活化整體公務人力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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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前述的合理配置原則並未訂定輔助人力與核心人力的適當配比。

事實上，在本研究調查公務人力現況的過程中，諸多機關承辦人甚至無法釐

清輔助人力與核心人力之差異。調查顯示，現有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不含中

央銀行）所有員額為 173,236 人，其中，業務人力為 142,695 人，輔助人力則

高達 30,541 人，輔助人力中，秘書及總務更將近 2 萬人，合計輔助人力占比

達到所有員額的 21.4%，超過五分之一。未來除需檢視輔助人力中秘書及總

務的人力需求性之外，更應針對輔助人力與核心人力的員額訂定適當配比。 

七、 以「未來十年影響人力需求消長因素查核表」（表 5-1）決定機關（或

業務）人力需求，降低政治因素（中長期建議，各部會及人事行政總處

主辦） 

實際員額的增減主要與業務有關，應「當增則增，當減則減」。然而，過

去請增員額未有制度化機制，基本上是以「政治考量」做最後決定，並且只

有「請增員額」，未曾有過「請減員額」。本研究焦點座談專家指出，既往

的經驗來看，員額增減還是機關首長決定的因素最大，不論是民選首長或政

務官員的政策要求，或是避免機關長官的困擾，均與員額評鑑的結果無關，

反似政治性的決定。此外，機關員額增加的原因還有議題發生的緊急性及媒

體的曝光度與批評。 

本研究經焦點團體專家座談討論，釐清公務人力需求、工作業務量、法

定工作事項 3 者之間的密切關係，亦即法定工作事項決定工作業務量，而工

作業務量多寡決定公務人力需求。影響法定工作事項的直接因素，包括法律、

法規、機關作業規定、多年度的延續性計畫、以及其他非本業的事項。而影

響法定工作事項的間接因素，則包括（1）外部環境、（2）利害關係人要求、

（3）政策目標、（4）政策方案設計、（5）內部行政因素等。影響法定工作

事項及人力需求的間接因素繁多，且在不同時間、情境下，都有可能成為重

要的決定因素。 

本研究建議未來在決定機關人力需求時，依據表 5-1「未來十年影響人

力需求消長因素查核表」，由請增機關（或業務）進行自評，據以決定機關

（或業務）人力需求，以便將人力需求決定時之政治因素降到最低。相對地，

機關提出增員計畫時，必須全面檢視各項影響業務量消長之因素。而人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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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總處在進行機關人力需求評估時，不應僅聚焦在員額精簡，而係當增則增、

當簡則減。 

  



中央政府機關總量管理下人力供需評估及因應策略 

148 

 

  



附錄 

 

149 

 

附錄 

附錄一 我國中央行政機關公務人力配置現況調查表 

敬愛的公務先進，您好： 

行政院為調查現有中央機關業務內涵與相對應之公務人力配置現況，以

評估未來十年業務發展與用人需求規劃的可能變化，特由人事行政總處委託

本研究團隊進行《中央政府機關總量管理下人力供需評估及因應策略委託研

究》計畫。希冀藉由此次調查，確實掌握我國中央行政機關公務人力配置之

現況。懇請您撥冗填寫，提供目前貴機關（機構、單位）的公務人力數額。 

衷心感謝您的合作，敬祝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計畫主持人：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彭錦鵬 

協同主持人：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王宏文敬上 

聯絡人：台灣競爭力論壇學會 周先生 

（方便聯絡時間：平日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9：30 至下午 18：00） 

聯絡電話：(02)2357-6900；(02)2351-2551 

FAX:(02)3393-8816 

E-Mail: wwwtcf@yahoo.com 

民國 103 年 5 月 

一、填表單位基本資料： 

1.填表機關單位名稱：（機關、機構）（單位）： 

2.填表人姓名：  

3.填表人聯絡電話： 

4.填表日期：103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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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務人力配置現況調查表：以下為「正式調查表」，請填寫 103 年 3 月 31 日之「預算員

額」與「現有員額」 

（填表前請參見下頁注意事項） 

身分別 

 

 

 

業務別 

職員 警察 法警 
駐衛 

警察 
工友 技工 駕駛 聘用 約僱 

駐外 

雇員 

小計 臨時 

人力 

派遣

人力 

承攬 

人力 

小
計 

總
計 

預

算

員

額 

現

有

員

額 

預

算

員

額 

現

有

員

額 

預

算

員

額 

現

有

員

額 

預

算

員

額 

現

有

員

額 

預

算

員

額 

現

有

員

額 

預

算

員

額 

現

有

員

額 

預

算

員

額 

現

有

員

額 

預

算

員

額 

現

有

員

額 

預

算

員

額 

現

有

員

額 

預

算

員

額 

現

有

員

額 

預
算
員
額 

現
有
員
額 

 

現有

員額 

現有

員額 

現有

員額 

現
有
員
額 

現
有
員
額 

業務人力                            

輔

助

人

力 

人事                            

政風                            

主計                            

秘書與總務                            

研考                            

公關                            

資訊                            

法制                            

總計                            

提醒您：請於 103 年 5 月 23 日以前回覆。再次感謝您的合作，敬祝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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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調查對象說明： 

1.調查對象：為行政院及其所屬各級機關（構）(不含公立學校、軍職人員)。 

2.填復方式如下： 

（1）行政院及所屬二級機關，請填列調查表 1 份（例：法務部填復 1 份）。 

（2）三級機關（構），請填列調查表 1 份，惟有所屬四級機關（構）者，請

彙總所屬人力配置情形，並與本機關(構)人力數合併加總填列於調查表，如

無所屬僅填列本機關資料即可（例：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請加總本署及所屬各

分署資料填列 1 份）。 

（3）無隸屬三級機關（構）之四級機關（構），請填列調查表 1 份（例：教

育部「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四、回覆期限與方式： 

1.請於 103 年 5 月 23 日以前回覆。 

2.回覆方式：以下列三種方式擇一回覆即可 

（1）以電子檔「.doc」格式回覆至電子信箱：wwwtcf@yahoo.com（如需「調

查表」 .doc 電子檔可至「台灣競爭力論壇學會」官網下載，網址：

http://www.tcf.tw ）。電子檔並請依照「『（機關構全名）』人力配置現況調查表

回覆」命名檔案，以利區分。（例：教育部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其填復檔案

命名為「教育部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人力配置現況調查表）。 

（2）以紙本信函回覆至地址：臺北市中正區鎮江街 1 巷 3 號 1 樓 B 室「台

灣競爭力論壇學會」周先生收。 

（3）以傳真方式回覆至傳真號碼：(02)3393-8816。（並請致電確認是否

收到）。 

五、填表內容定義： 

1.「輔助人力」：係指各機關組織法規中「『秘書、總務』、「人事、主計、研

考、資訊、法制、政風、公關」等單位之人力（含主管），並依「中央行政機

關組織基準法」第 26 條之規定進行區分（第 26 條規定：「輔助單位依機關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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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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單位

工作與本機關職掌相同或兼具業務單位性質，報經該管一級機關核定者，不

受前項規定限制，或得視同業務單位」）。如：「研考單位」於 A 機關之規定

屬輔助單位，於 B 機關之規定屬業務單位，則按各機關之規定而填於表中「業

務人力」或「輔助人力」之不同欄位。 

2.「業務人力」：是指各機關組織法規中除上述第 1 點「輔助人力」（『秘書、

總務』、人事、主計、研考、資訊、法制、政風、公關」等單位）外之承辦業

務之人力（包含首長、主管）。 

3.「職員」：係指政府機關（構）擔任組織法規所定範圍內職務支領俸給之文

職人員，但不包括公立學校教職人員、軍職人員、駐衛警察、聘僱人員、工

友（技工、駕駛）、駐外雇員、事業機構非依各該組織法規所定範圍內進用之

人員、臨時人員。 

4.「警察」：係指依「警察人員人事條例」所進用之人員。 

5.「駐衛警察」：係指依「各機關學校團體駐衛警察設置管理辦法」規定進用，

並編列預算員額之駐衛警察。 

6.「工友、技工、駕駛」：均指依「工友管理要點」進用之人員。 

7.「聘用」：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進用且編列有聘用人員預算員額之人員。 

8.「約僱」：依「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進用且編列有約僱人

事預算項下之人員。 

9.「駐外雇員」：依「駐外使領館暨駐外代表處（辦事處）雇員管理要點」規

定進用且編列預算員額之人員。 

10.「臨時人力」：依「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

規定進用之人員，並以 103 年 3 月 31 日實際進用人數為計算基準日。 

11.「派遣人力」：依「行政院運用勞動派遣應行注意事項」規定，係派遣事

業單位指派所僱用之勞工至機關，派遣勞工接受機關指揮監督管理，並提供

勞務之行為，並以 103 年 3 月 31 日實際進用人數為計算基準日。 

12.「承攬人力」：係指廠商依「政府採購法」勞務採購得標後，為履行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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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訂工作內容，指派至機關提供勞務，並全權由廠商指揮監督管理之人員。

調查範圍僅限 103 年第 1 季全日工時（即 103 年 1 月 1 日至 103 年 3 月 31

日期間每一工作日均全日提供勞務）且實際在機關工作場所辦理相關業務之

勞務承攬人力，但不包括以下各類人員： 

（1）專案計畫下之承攬人員。例如：委託公私立大學或各種研究機構之研究

計畫案工作人員。 

（2）勞務承攬之採購案件由行政機關（構）、國營事業或公立學校得標者。 

（3）屬業務整體委外者。例如：文化園區委託民間經營管理後，由廠商僱用

之人力。 

六、填表方式： 

1.請依「身分別」與「業務別」兩標準判別後，於調查表格中以阿拉伯數字填

寫 103 年 3 月 31 日之「預算員額」與「現有員額」（「預算員額」是指各機關

以人事費編列之員額；「現有員額」係各機關在預算員額限度內，已補之員額）。 

2.若該人數為「0」者，請略過勿填。 

3.「職員、警察、法警、駐衛警察、工友、技工、駕駛、聘用、約僱、駐外

雇員」等十項細項人力數額填寫完畢後，請於「小計」欄分別填寫「預算員

額」與「現有員額」兩類各自加總的數目。 

4.「臨時人力、派遣人力、承攬人力」等三項細項人力數額填寫完畢後，請

於「小計」欄填寫「現有員額」加總的數目。 

5.所有細項人力數額填寫完畢後，請於「總計」欄填寫「現有員額」加總的

最後總數目。 

6.「輔助人力」之「秘書」與「總務」合併為「秘書與總務」一欄合計之。 

7.填寫範例：若某機關（單位）中屬於「職員」與「業務人力」類者之「預

算員額」有 5 人、「現有員額」有 4 人；屬於「聘用」與「業務人力」類者之

「預算員額」有 2 人、「現有員額」有 2 人；屬於「臨時人力」與「輔助人力」

中「秘書與總務」類者有 5 人；其餘為零，則填寫方式如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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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身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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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人力 5 4             2 2     7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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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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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行政院主計總處職能別分類表及說明 

職能別分類表 
編號 名稱 編號 名稱 

01 一般公共事務 05 保健 

 01.1 行政、立法、財政、外交  05.1 醫院 

 01.2 基礎科學研究  05.2 診所、醫師、牙醫及醫事輔助人員 

 01.3 其他一般公共事務  05.3 公共衛生 

   
05.4 醫藥品、醫療設備、器具及其他與保健有

關之產品 

02 防衛  05.5 有關健康及醫療之應用研究和實驗發展 

 02.1 國防及民防  05.6 其他保健 

 02.2 與防衛有關之應用研究與實驗發展   

 02.3 其他防衛 06 社會安全與福利 

   06.1 社會安全 

03 公共秩序與安全  06.2 福利服務 

 03.1 警政、消防及海巡  06.3 其他社會安全與福利 

 03.2 法院   

 03.3 獄政 07 住宅及社區服務 

 03.4 其他公共秩序與安全事務  07.1 住宅發展 

   
07.2 社區發展 

07.3 自來水供應 

04 教育 

 

07.4 街道照明 

07.5 住宅與社區服務之研發 

07.6 其他住宅與社區服務 

 04.1 學前及初等教育   

 04.2 中等教育 08 娛樂、文化與宗教 

 04.3 高等教育  08.1 娛樂、運動事務 

 04.4 無法分等之教育  08.2 文化事務 

 04.5 教育補助  08.3 傳播出版事務 

 04.6 其他教育  08.4 宗教及其他團體的事務 

 08.5 其他娛樂、文化與宗教  12.2 管線及纜線運輸系統 

   12.3 通信 

09 燃料與能源  12.4 其他運輸及通信 

 09.1 燃料事務   

 09.2 電力和其他能源 13 其他經濟服務 

   13.1 買賣業(包括倉儲)及餐旅業 

10 農、林、漁、牧業  13.2 觀光事業 

 10.1 農業  13.3 多目標發展計畫 

 10.2 林業  13.4 一般商業及勞工事務 

 10.3 漁、牧業  13.5 其他經濟服務 

 10.4 農業研究和實驗發展   

 10.5 其他農、林、漁、牧業 14 環境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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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別分類表 
編號 名稱 編號 名稱 

   14.1 廢棄物管理 

11 礦業(燃料除外)、製造業及營造業  14.2 廢水管理 

 11.1 礦業(燃料除外)  14.3 污染減少 

 11.2 製造業  14.4 物種與景觀保護 

 11.3 營造業  14.5 環境保護之研發 

 11.4 其他礦業、製造業及營造業  14.6 其他環境保護 

    

12 運輸及通信 15 其他支出 

 
12.1 道路、水上、鐵路及航空運輸 

 
  

＊分類標準以工作計畫為原則。   

 

職能別分類說明 

01 一般公共事務 

凡有關行政、立法、財政、外交及基礎科學研究等事務支出均屬之。 

01.1 行政、立法、財政、外交 

a.行政、立法：包括各級政府首長及立法機關之經費（含顧問、幕僚或圖書等

相關服務及因其所產生之長期性委員會等），另不與某一特定職能有關之綜

合性政策規劃、人事、研考、法規、資訊、統計服務等管理及作業支出亦

屬之。 

b.財政：指財政之監管、稅務之作業及公產、公債之管理等；亦包括政府預算、

會計、審計業務，以及有關財政之研究發展、資訊發布及統計服務等。 

＊銀行業之監管歸入 13 （其他經濟服務）。 

＊公債發行費用和還本付息支出歸入 15（其他支出）。 

c.外交：指有關對外事務、派駐國外之單位或國際組織之部門及超越國界的資

訊、文化等之傳播；對外政策之研究；國際組織之會費；對外國政府之經

濟援助及捐贈。 

＊對國際間維護和平作業之援助、派駐國外之軍隊及對他國之軍事支援係歸

入 02 （防衛）。 

＊處理一般國外商業事務例如對外貿易、國際財政或其他外國商業及技術等

事務歸入 13 （其他經濟服務）。 

01.2 基礎科學研究 

基礎科學研究之定義為凡可增進科學知識或拓展科學新領域，而不具任何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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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應用目的之研究；惟具有應用目標之研究，則須按其實用目標歸屬於各職

能別。 

01.3 其他一般公共事務 

包括考試、監察之管理及作業支出。 

02 防衛 

凡有關國防、民防及其應用研究等事務支出均屬之。 

02.1 國防及民防 

a.國防：國防事務與部隊的管理，監督及作業；有關國防工程、運輸、通訊、

情報、物資、人員及其他非戰鬥性武力及後勤支援等。對國際性和平維護

機構之捐獻、役政業務支出、軍事駐外機構及軍事援助亦歸此。 

＊軍事學校因其教授課程與一般學校類似，歸入 04（教育）。 

＊軍事醫院管理及作業歸入 05（保健）。 

＊軍職人員之退休、撫卹等歸入 06 （社會安全與福利）。 

b.民防：民防之管理、作業與支援事項及民間團體對臨時性計畫及演習之支援

等所需物資、設備。 

02.2 與防衛有關之應用研究與實驗發展 

關於軍事武力及民防之研究與實驗發展事項，至於基礎研究則歸入 01 （一

般公共事務）。 

02.3 其他防衛 

為整體防衛系統之建立而從事於跨部門間之資訊傳遞、統計資料整合及預算

編製等工作。 

＊有關已退伍職業軍人事務之管理歸入 06 （社會安全與福利）。 

03 公共秩序與安全 

凡有關警政、消防、海巡、法院及獄政等事務支出均屬之。 

03.1 警政、消防及海巡 

a.主管警政、救火與預防火警業務之機關，包括正規警力、消防員與義警、義

消及港口、邊界、海岸、海上巡護及海上救生救難等特殊警備隊。 

b.警政尚包含交通管制、外僑管理、警政研究作業、統計等業務及其所需之設

備（含汽車、航空器及船舶）；警員訓練亦歸屬於此項。 

＊警察學校因其教授課程與一般學校類似歸入 04（教育）。 

＊森林火警之救火與預防之裝備（尤其是訓練）歸入 10（農、林、漁、牧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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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 法院 

民事及刑事法院的管理作業；執行罰鍰及法定和解之法院人員；鍰刑及假釋

制度之管理與作業；行政訴訟按其性質歸入各職能別，例如勞工糾紛仲裁歸

入 13（其他經濟服務）。 

03.3 獄政 

監獄及其他供拘留或協助犯罪者重返社會之管理與作業；包括監獄農場、工

廠、感化院以及犯罪性精神病收容所。 

03.4 其他公共秩序與安全事務 

未歸入上述之其他公共秩序與安全事務，如有關公共秩序與安全的整體規

劃、政策釐訂、大眾傳播、應用科學研究及違反公共安全事務之取締查處等。 

04 教育 

依聯合國國際教育標準分類定義，教育係指有組織且持續的學習，可經由正規學

校系統、相關機構或其他方式共同達成；包括學前及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

教育、無法分等之教育、教育補助及其他教育；軍校、警校、勞工職業訓練等亦

屬之。 

04.1 學前及初等教育 

學前及初等教育之管理、督導、作業及支援。 

04.2 中等教育 

中等教育之管理、督導、作業及支援，包括一般教育計畫及職業、技術教育

計畫及未歸入上述之其他中等教育機構、業務及支援。 

04.3 高等教育 

包括提供高等教育之大學或學術機構、無法取得大學學位的高等教育（修習

時間較短且較實用的課程，大多採部分時間或夜間上課）及其他未歸入上述

之高等教育機構、業務及支援。 

04.4 無法分等之教育 

無法分等教育之行政、督導、作業及支援。此類教育並不需要特別入學資格，

惟與未具既定教學目標、學習類別、學習程序與持續性之閒暇活動不同。如

職業訓練中心之職前或養成訓練因非針對特定功能及目的而辦理，類似職業

學校之延伸，其經費歸入教育支出，惟公務人員訓練中心、司法官訓練所等

專業或在職訓練經費，則列於一般政務或特定職能。 

＊休閒活動應歸入 08（娛樂、文化與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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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5 教育補助 

有關各級學生之交通、食宿、醫藥與牙科醫療等教育補助的行政、管理、作

業、督導及支援。 

04.6 其他教育 

未歸入上述之其他教育事務。包括：教學方法與方針、教育原理與教育史以

及學習理論與課程發展等之應用研究；一般教育系統之資訊提供以及教育統

計資料之收集、分析與發布；整體性政策發展及計畫、預算之編製等。 

05 保健 

凡醫院、診所、醫師及醫事輔助人員，公共衛生，醫藥品、醫療設備、器具等與

保健有關之產品及其應用研究與實驗發展等事務支出均屬之。 

05.1 醫院 

包含綜合醫院、專科醫院、軍事醫院、衛生所、護理和療養院等服務；亦包

括興建醫院、員工宿舍及購置設備、一般用品等支出。 

＊政府對病患因住院而損失所得之補貼，歸入 06（社會安全與福利）。 

＊老人之家（僅提供少量醫療服務）之管理與作業，歸入 06（社會安全與福

利）。 

05.2 診所、醫師、牙醫及醫事輔助人員 

包括綜合或專科醫療診所及開業人員、綜合或專門牙科診所、牙醫師、口腔

衛生學家或其它牙科手術助手。 

05.3 公共衛生 

有關血庫、疾病檢查、預防及家庭計畫等服務之管理、作業與支援。另有關

公共衛生資訊之編製與發布亦包括在內。 

05.4 醫藥品、醫療設備、器具及其他與保健有關之產品 

有關醫藥、義齒義肢、醫療設備和用具或其他特定健康產品事務的行政工

作，以上產品主要用在醫療機構以外之個人或家庭。 

05.5 有關健康及醫療之應用研究和實驗發展 

05.6 其他保健 

未歸入上述之其他保健事務，包括發布資訊、整理統計資料、編製預算等。 

06 社會安全與福利 

包括社會安全給付及福利服務。 

06.1 社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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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安全服務係政府為補償所得之減少或損失，以及對無賺錢能力者所作之

無償性移轉支出（包含實物支付），包括： 

a.疾病、生產或暫時無法工作之給付：通常係依據社會保險計畫或相關勞工法

規辦理，故有關社會保險業務支出即分類於此。 

b.公務人員退休撫卹給付：包括文職、軍職及其遺屬。 

c.老年、殘廢或遺屬給付：對於永遠失去工作收入之全部或部分殘障者、老年

及已故者之配偶或子女之給付。 

d.失業救助：對於失業而失去收入之個人（含退伍軍人）之救助給付。 

e.家庭及兒童津貼：補助有子女需扶養家庭之給付。 

f.對個人之其他社會救助：包含因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而造成財產損失之補

償給付，以及對租屋者、退伍軍人之貼補等。 

g.其他：包括社會安全資訊傳播、統計資料整合、預算編製等。 

＊醫療服務歸入 05（保健）。 

06.2 福利服務 

福利服務係對特殊需要之個人或團體如孩童、老年或殘障者提供住所或非住

所之服務。 

a.孩童福利服務：為孩童提供住所之服務，如兒童之家、孤兒院、托兒所等，

亦包括提供服務給無獨立能力的母親及其子女之機構，如婦幼之家。 

＊因犯罪受監禁之青少年觀護機構支出，列入 03（公共秩序與安全）。 

b.老人福利服務：指為老年人（包括虛弱或殘障者，需要少許或不需要醫療服

務的老人）提供住所之服務。 

＊為老人設計的康樂服務費用列入 08（娛樂、文化與宗教）。 

c.殘障者福利服務：主要係提供給殘障者住所之服務，如失明、失聰者或心智

障礙者，並包含為殘障者所設計及裝備之日間照料中心等服務。 

d.其他收容機構福利服務：未歸入上述之其他收容機構之福利服務，包括提供

給遊民及不需醫療照料之毒癮者，或移民暫住的住所等。 

e.非提供收容所之福利服務：如個案服務、家庭訪問等亦包括在內；另包含有

關福利事務之資訊傳布、統計資料彙整、預算編製等。 

06.3 其他社會安全與福利 

未歸入上述之其他社會安全與福利事務。 

07 住宅及社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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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有關住宅及社區發展、自來水供應、街道照明等事務支出均屬之。 

07.1 住宅發展 

住宅發展事務與服務之管理：住宅發展活動之提倡、監督與評價；住宅標準

的發展與規範；依住宅規章清除貧民區；為住宅興建所需的土地取得；一般

民眾或特殊需求者之住宅興建、購置和整修。 

＊對家庭之房租津貼，係視為所得補助的形式應歸入 06（社會安全與福利）。 

＊有關建築結構標準的發展和法規應歸入 11（礦業、製造業及營造業）。 

07.2 社區發展 

社區發展事務與服務之管理；區域劃分法令、土地利用與建築物規範之管

理；新社區與重建社區之規劃；社區設施改進與發展之規劃。 

＊計畫付諸實現之建設經費請依其功能歸入適當職能。 

＊有關農田重劃和土地整頓應歸入 10（農、林、漁、牧業）。 

＊有關營建標準的管理應歸入 11（礦業、製造業及營造業）。 

07.3 自來水供應 

飲用水供應事務之管理、監督與規範，包括水質純淨、價量管制。 

＊與灌溉有關之供水系統支出歸入 10（農、林、漁、牧業） 

＊廢水的收集及處理歸入 14（環境保護）。 

07.4 街道照明 

街道照明事務之管理；街道照明標準的發展與規範；街道照明之裝置、作業、

維護與改進等。 

＊有關公路興建及作業的照明事務與服務應歸入 12（運輸及通信）。 

07.5 住宅與社區服務之研發 

a.從事關於住宅與社區服務應用研究與實驗發展之政府機關管理及作業。 

b.以捐贈、貸款或補助方式資助從事住宅與社區服務應用研究與實驗發展之非

政府組織（如研究機構與大學）。 

＊營建方法或材料之應用研究與實驗發展歸入 11（礦業、製造業及營造業）。 

07.6 其他住宅與社區服務 

未歸入上述之住宅與社區服務相關活動之管理、作業或資助。 

08 娛樂、文化與宗教 

凡有關娛樂、運動、文化、傳播出版、宗教及其他團體等事務支出均屬之。 

08.1 娛樂、運動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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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動態或靜態運動及娛樂活動之事務，含容納觀眾之設施；對國際性、區域性

或地方性代表隊在各種比賽及設備、教練、訓練所需之經費（包括對職業

球隊或個人競賽的補助）。 

b.動態運動設施包括運動場、球場、拳擊場、溜冰場、體育館等；靜態運動設

施主要包括提供類似橋藝、棋賽等活動的特別場地；娛樂活動的設施包括

公園、海灘、露營區及游泳池等。 

＊附屬於學校之運動、娛樂設施的營運管理分類於 04（教育），例如學校內體

育館、游泳池之維護支出。 

08.2 文化事務 

圖書館、博物館、藝術館、電影院、紀念館、歷史館、古蹟、動植物園、水

族館等之管理、營運、贊助；音樂會、劇場及電影作品、藝術秀等之製作、

營運、贊助；對藝術工作者及從事推廣文化事務機構之移轉或其他型態的贊

助；對非為吸引觀光客之國際性、區域性或地方慶典的經費。 

＊為吸引觀光客之國際性、區域性或地方慶典的經費分類在 13（其他經濟服

務）。 

＊超越國境的文化表演之經費分類在 01（一般公共事務）。 

08.3 傳播出版事務 

傳播及出版服務的管理、營運及以移轉、貸款、補助或其他型式對其提供贊

助。 

＊政府印刷工廠之經費分類在 01（一般公共事務）。 

08.4 宗教及其他團體的事務 

對宗教及其他團體（如兄弟會及市民、青年、社會的組織和勞工團體、政黨

等）之移轉、貸款或其他形式之贊助。 

08.5 其他娛樂、文化與宗教 

未歸入上述之娛樂、文化與宗教事務，如改善喪葬設施計畫、殯儀館及葬場

之管理等。 

09 燃料與能源 

凡有關固體礦物燃料、石油、瓦斯、核子燃料、電力及其他能源等事務支出均屬

之。 

09.1 燃料事務 

固體礦物燃料（如各等級煤、褐煤、泥煤）、天然瓦斯、液化石油氣、筒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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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斯及石油、核子燃料元素等資源之探勘、維護、發展、提煉、製造或分配

之法規制定與監督；以貸款、移轉或補助方式贊助固體礦物燃料、瓦斯製造

業、石油提煉業、核子礦業與處理業。 

＊從事石油和瓦斯運輸事務歸入 12（運輸及通信）。 

＊有關輻射性廢物之管理經費歸入 14（環境保護）。 

09.2 電力和其他能源 

電力（包括火力、水力、風力、太陽能或核子發電等）生產、傳送和分配之

法規制定及監督；電力供給之發展、可用電力配置及價格決定（含費率之訂

定）；對水壩興建和其他主要為提供電力設計工作之經費；以蒸汽、熱水或

熱氣之形式來生產熱能之事務；以貸款、移轉或補助方式贊助電力供應業及

實行有關獲取太陽能源之研究。 

10 農、林、漁、牧業 

凡有關農、林、漁、牧及自然資源保育等事務支出均屬之。 

10.1 農業 

a.從事於農地的管理、整頓、重劃。研究有關農地的水土保持問題；規劃農業

方案以提升農村生活水準之支出。實質工作如土地清理，補助農業用建築

之興建，農田水利及灌溉系統之營建，休閒農場之規劃及營運等。 

b.農業推廣事務，包括農業知識傳播、推動觀摩展示計畫、選定示範農場、推

廣農業教育。另含對農產品的品種改良或產量提高等支出。 

c.穩定農產價格及增進農民所得之支出，如補助農民購買農機、農藥或肥料；

稻米、雜糧差價補貼；農產品受進口損害救助等。 

d.提供獸醫服務之管理、預防治療動物疾病的醫事工作，以及惡性傳染病之控

制等，如根除或控制惡性傳染病、蟲害、植物疾病或對販售農藥商店之管

理。 

＊建造水壩之經費若屬多目標使用（電力、防洪、灌溉、娛樂等）歸入 13（其

他經濟服務）。 

＊發生天然災害時，政府對農民所得救助以及農民保險之補助歸於 06（社會

安全與福利）。 

10.2 林業 

林業事務之管理，包括從事或補助於林業經營管理，防治森林病蟲害，造林

活動，森林防火、救火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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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漁、牧業 

捕魚及狩獵事務，以及對野生動物等自然資源之保育或研究事務之支出等。

捕漁事務包括養殖業、近海及遠洋漁業等，狩獵事務包括動物之捕捉、繁殖、

保護及保存。 

＊遠洋漁業之管制屬警政事務歸入 03（公共秩序與安全）。 

＊自然公園及保護區的管理、作業或資助歸入 14（環境保護）。 

10.4 農業研究和實驗發展 

農業研究和試驗發展之管理，例如藉由實驗發展來改良肥料使用及研究家畜

疾病防治等。 

10.5 其他農、林、漁、牧業 

未歸入上述之其他農、林、漁、牧業事務。 

11 礦業（燃料除外）、製造業及營造業 

凡有關礦業（燃料除外）資源之採取、開發與發售之支出；製造業、營造業設備

等事務支出均屬之。 

11.1 礦業（燃料除外） 

有關從事於礦產資源之探勘和開採、礦坑安全檢查及相關法規之制定等。至

於政府以貸款或其他方式補助採礦和礦產資源問題研究之經費；或對採礦和

礦產資料之宣傳、收集和編印也涵蓋在內。 

11.2 製造業 

有關以貸款或其他方式補貼製造方法、材料和產業經營之研究經費支出；另

包含對工廠營運的安全設施之檢查，違章工廠管理及取締，製成品之抽驗等。 

＊煉油業、製煤業等燃料製造業歸入 09（燃料與能源）。 

11.3 營造業 

有關從事於建築法規之研議，營建相關執照發給、建築物結構、安全設施之

審核；營建方法、材料、生產力和改進建築物建造之研究；建築管理資訊之

蒐集和編印等。 

＊以貸款等補助方式興建住宅歸入 07（住宅及社區服務）。 

＊以貸款等補助方式興建農村建築物歸入 10（農、林、漁、牧業）。 

11.4 其他礦業、製造業及營造業 

未歸入上述之其他礦業、製造業及營造業事務。 

12 運輸及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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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有關陸、海、空運及電纜、電信、郵政等事務支出均屬之。 

12.1 道路、水上、鐵路及航空運輸 

a.道路運輸：有關道路、橋樑、隧道、停車設施等之興建，及從事公路監理業

務或大眾運輸系統之規劃等行政管理作業。補助研究道路系統設計者或大

眾運輸營運者亦包含在內。 

＊街燈設立歸入 07（住宅及社區服務）。 

＊街道清潔、訂定車輛污染標準歸入 14（環境保護）。 

b.水上運輸：有關港口及航海輔助設施、運河、水道、防坡堤、碼頭等之興建

及水上運輸行政作業之管理。 

＊海關業務係提供財政服務之部門歸入 01（一般公共事務）。 

c.鐵路運輸：有關火車站、鐵軌、隧道、橋樑之興建與從事長途及市區鐵路業

務、市區捷運業務等行政作業之管理。 

d.航空運輸：有關飛機場、飛機跑道、停機坪、航空輔助器等固定建物或設備

之興建及航線安排、機票價格制定、空難事件調查或補助航空運輸營運者

等行政作業之管理。 

＊訂定噪音污染標準或偵測噪音程度之檢查站，屬管制污染之行政業務歸入

14（環境保護）。 

＊道路及水上交通管制為警政業務歸入 03（公共秩序與安全）。 

＊對陸、海、空等交通工具之製造業者補助支出歸入 11（礦業、製造業及營

造業）。 

12.2 管線及纜線運輸系統 

有關空中電纜、地下管線等管線及纜線運輸設備之建造行政作業管理。 

12.3 通信 

通信業務包括郵政、電話、電信、無線電通信系統及通信衛星等。內容包括

通訊系統之設計與建造及制定法規、頻道分配、規範收費標準等通訊系統管

理。 

＊收音機、電視廣播系統屬傳播事務歸入 08（娛樂、文化與宗教）。 

12.4 其他運輸及通信 

未歸入上述之其他運輸及通信事務。 

13 其他經濟服務 

凡有關買賣業（包括倉儲）、餐旅業、觀光事業、多目標發展計畫、一般商業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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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等事務支出均屬之。 

13.1 買賣業（包括倉儲）及餐旅業 

a.買賣業（包括倉儲）之管理，亦包括消費者保護事務；度量衡儀器的檢查；

從事於發展和監督有關倉儲工業的規定；市場價格傳播；統計資料之收集。 

b.餐旅服務的管理包括對餐旅業建設的援助，以及發展和監督有關餐旅業運作

的規定。 

13.2 觀光事業 

從事吸引觀光客之國內外業務，以及觀光事業之研究、統計資料之收集及彙

編。 

13.3 多目標發展計畫 

多目標發展計畫之工作，例如包含發電、防洪、灌溉、航運及娛樂等綜合設

施。 

＊具有一項主要目標（例如：發電），而其他功能均屬附帶性之支出，應依該

主要目標歸屬於各職能，例如水力發電廠雖可作為蓄水、娛樂等用途，仍

應歸入 09（燃料與能源）。 

13.4 一般商業及勞工事務 

a.一般商業事務：涉及一般經濟政策的形成，及一般經濟活動的規定或援助，

例如進出口貿易、國際金融、銀行業的監管、獨占的管制等；專利權、商

標、版權的管理、氣象預報服務、測量機構之經費。 

b.勞工事務：從事於制訂及執行與一般勞工事務有關之政策及規定，例如勞動

條件（工時、工資及安全等）；職業介紹工作；增進勞工就業、提供勞工仲

裁協調之支援及其他勞工事務；傳布資訊及統計資料。 

13.5 其他經濟服務 

未歸入上述之其他經濟服務事務。 

14 環境保護 

凡廢棄物、廢水、污染、物種、景觀等與環境保護有關之事務及其應用研究等支

出均屬之。 

14.1 廢棄物管理 

廢棄物（含核廢料）收集、處理與處置系統之管理、監督、審查、作業或資

助。 

14.2 廢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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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系統及廢水處理之管理、監督、審查、作業或資助。 

14.3 污染減少 

包括空氣周圍及氣候保護、土壤及地下水保護、噪音及震動減少與幅射防護

等活動的管理、監督、審查、作業或資助。 

14.4 物種與景觀保護 

有關動、植物類物種（包括已絕種生物的再生與瀕臨絕種威脅生物的挽救）

保護、棲息地（包括自然公園及保護區之管理）保護，以及景觀（包括為了

強化藝術價值重建已毀損景觀，以及修復廢棄礦坑與採石場）藝術價值保護

等活動的管理、監督、審查、作業或資助。 

14.5 環境保護之研發 

a.從事關於環境保護應用研究與實驗發展之政府機關管理與作業。 

b.以捐贈、貸款或補助方式資助從事環境保護應用研究與實驗發展之非政府組

織（如研究機構與大學）。 

14.6 其他環境保護 

未歸入上述之環境保護事務與服務。 

15 其他支出 

凡有關公債交易及各級政府間之一般性移轉均屬之。 

a.公債交易：債務還本付息支出及發行公債之費用。 

＊公債管理之行政費用歸入 01（一般公共事務）。 

b.各級政府間之一般性移轉：無法歸入特定職能之各級政府間一般性移轉。 

c.其他：未歸入上述各職能之其他支出，如國家賠償金。 

＊第二預備金於預算時分類於此，決算時則依經費實際支出性質歸屬適當職

能。 

 



中央政府機關總量管理下人力供需評估及因應策略 

 168 

附錄三 第一場焦點座談會逐字稿摘要 

時間：103 年 6 月 10 日（星期二）15：00-17：00 

地點：臺灣大學社科院第三會議室（臺北市徐州路 21 號行政大樓 2 樓） 

計畫主持人：彭錦鵬 

協同主持人：王宏文 

與談者（5 位與談專家學者）： A1、A2、A3、A4、A5 

A1： 

1. 每個單位都要求加人，但是結果不能加人，若不能加人，第二個可能就是不要

減人，即人力保衛戰。總員額管控下，也沒有多大空間，因為中央機關《總員

額法》的規定就卡死，一個單位有編制幾個科幾個組是固定的，每一個編制內

有幾個人也是固定的，所以根本沒有什麼空間，設定多少組織就有多少人員在

裡面，這只是在說會不會浮編或是不夠人。所以這是僵化的制度，為什麼還沒

有整體確定之前，先框住十幾萬人降到十六萬人，在本身沒有一個估算的前提

之下去立法，將來對各單位的員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所在。如果以目前各單位

人員不夠，可是中央法卡住，所以進行員額評鑑，人員不夠又沒有辦法，上級

釋不出來。 

2. 建議是人力資源規劃，就是這個機關本身要往哪裡走，有目標才制定需要哪些

部門及人力，組織狀況要怎麼去配合。每個部門確定，人員就可以確定，太多

人要裁減，不足要補。可是這些都沒有去考慮，只知道現階段有幾個單位和編

制，就把人力放進去。如果業務臨時增加，變成不能增加人，所以業務量就卡

死。所以整個來講就是要有理論上的考量，就是有沒有做人力資源規劃。 

3. 員額上的考量，還有一個組織的發展，不是每一年都一樣，可能有新任務，藉

著狀況來調整。因為新增的業務的出現，沒有人力可以配合。在策略性的考慮

下，必須考慮怎樣補充適當的人力出來，因為預備的人力進來，而不是一個蘿

蔔一個坑。結果新的業務就沒有人去做，所以應該根據新業務的發展而進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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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時候去做調配，不要這麼多舊的人力，補充一個新業務的人力。 

4. 有些業務大部分都缺很多人，有的因素是因為業務的調整，有的是因為新的業

務增加，有的是因為組織的變遷，所以人員增或少。還有一個更糟糕的是長官

不敢去爭，有的長官很敢爭。所以說從業務上來考量，哪一個業務配置較多人

力，哪一間機關要增加，沒有一定準則，而是看未來整個發展。 

5. 如果是一個重要政策，當然爭取人員增加的機會比較大，還有更大的是重要政

策當然是長官的需求。政府如果要推某一個方向的發展，當然在這方面會有要

求。還有，一個議題發生，特殊的狀況，不過這個比較來的快去的也快，不可

能有人員的緊急調度。還有功能改變，像林務局從砍伐到造林，這些人就要轉

換，退輔會也是一樣，很多的功能都在轉換。 

6. 還有一個很爭議的，就是資訊人員。很多單位想設資訊室，但是因為編制裡都

沒有資訊室，所以都增不到。資訊發達以後人力會減少，可是資訊發達反而造

成人員增加，是很荒謬的事情。還有一個是單位長官不重視這個業務，所以要

砍人要人力調度就從那個單位去調度。另外一個就是有些單位很認真在做，也

用到人，可是他檢討之下，就會詢問怎麼不用非典型人力？怎麼不外包？還用

派遣人力？人力不足是因為不會運用，所以怎麼還可以再加人？ 

7. 在目前這組織基準法和《總員額法》評鑑，人評鑑不夠不能加給他，不能動他，

那評鑑出來有什麼意義呢？從基本上典型的人力，就是正式人力跟聘僱人員之

外，還有非典型的，這些基本上都沒有解決。還有，要組織評估才有辦法對於

人力的評估，組織評估過去是研考會在做，變成在人力評鑑上處理。 

A3： 

1. 假設業務比重很重，那就是經常性要處理很多事情，那另外輔助性人力其實都

是去做決策跟規劃的。所以，兩個因素是業務比重的管理，還有面對群眾的觀

念。那另外就是因為不同部會有不同業務的薪水，有可能像在經濟學裡不同產

業裡所謂的人力係數。 

2. 正式員額跟派遣人力部分，政府主要的部會和二級單位本身有沒有把核心業務

定義清楚，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核心業務定義清楚之後，才有辦法算出某一

工作要不要派遣，做業務盤點。假設核心業務保留必要的人力，其實另外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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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相對的就可以透過所謂的人力派遣或其他的方式會勞務採購的方式處理。 

3. 在人力結構跟人力老化這個問題是必須要優先處理，必須要有人過來銜接。交

接的過程中，可能要比原來實編的還要多一點才有可能交接。另外，說業務量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像有些部會的工作量是變動的，那業務量也會變動，那

有沒有依制去調整人力。這個背後其實有沒有一個機構來控管這所謂的中央政

府，因為有一些職能是相通的，有一些是中央跟地方相通的，有一些跨部會相

通，那這有沒有人來控管人力的調整，因為業務會有相交。 

4. 員額管制針對核心跟編制人力與非編制人力，但是現在觀察到很多單位的非編

制人力，是用約聘的。這批約聘的人力有些執行很重要業務，但是沒有安全感。

離開後，單位又要花更多的人事成本訓練新人，經驗就永遠沒辦法傳承。對業

務本身來講，不熟悉業務的新人使執行業務的量又降下來。 

A2： 

1. 人力部分有預算人力、編制人力等等，那麼包括非典型人力、勞務派遣、承攬、

替代役以及其他方式，到底要把他框在哪個部分？這可能要界定清楚，不同的

計算基準考量點會不一樣。 

2. 人事行政總處也必須釐清，一直用數人頭的角度來算人力，為什麼一定要用這

種數人頭的方式？為什麼不把人事費這樣的邏輯算進去？日本是把員額的控管

切成兩塊，一塊是員額數的調整，一塊是人事費的調整，這兩個可以同時考量，

而不是只是放在員額數調整上。 

3. 到底基於什麼樣的情況、條件或標準之下可增加人力或精簡人力，這個才是應

該要去考量的。建議回歸到每一個機關的主體上來看，而不是從一個總員額。

因為從總員額來看的話，不僅根本沒有辦法比較，因為性質差異太大，類型差

異也太大，根本無從比起。 

4. 機關本身先建立一個評估的基準，再根據這些指標來決定。其實根本不需要那

麼的努力跟積極去評每一個機關的員額總數，因為一來做不到，二來也沒有辦

法接觸到業務真正的型態。所以個人比較傾向，總處幫助各個機關去建立屬於

自己的評估的基準、評量的模型和模式，然後再由機關做自己的自評，總處的

角色是去做稽核，或是挑出不合理之處即可。 



附錄 

 171 

5. 如何說服總處給機關人力的員額，第一個就是歸零，計算某個時間點，當做歸

零的基準點。去計算過去三年或是五年內，人員數的相關指標。包括每一個人

員分配到的人事費，還有業務費跟人事間的比例。第三是人事成本，可以切割

成兩塊，一個是輔助單位的用人成本，一個是業務單位的用人成本。這些指標

可以用譬如五年，算出平均數，之後，可以業務單位跟業務單位之間來比較，

輔助單位跟輔助單位比較，同性質的機關跟同性質機關做比較。再以這基本概

念對照未來可能會面對的專案的政策、季節性的政策，或是一些變動性的政策，

然後去概估費用可能要增加多少，相對來說，人力可能要增加多少。 

A5： 

1. 就員額評鑑來講，過去只有請求增加，絕對不會請求減少。人事總處怎麼給，

坦白說是一種政治交易的過程，這也是最有權力的地方。員額評鑑牽涉到幾個

因素，包括評鑑者的能力及經驗，或是使用的方法及工具，這都很重要。另外

在評鑑的作業過程，其實一個機關的員額數要增要減，機關的人最清楚，只要

沒有本位主義，講坦白話該機關最清楚。所以評鑑作業，自評其實很重要。 

2. 基本上來講，員額增減第一個跟政策及業務有關，另一個是跟人力的素質有關。

又因為民主的要求是對民意的一種回應，因為地方自治的關係，選民的要求，

地方政府首長通常都會要求只要有民眾提出要求，就一定要回應。因為民主的

要求，所以其實增加很多的業務量。 

3. 員額增減及政策跟人力素質其實是有關係的。從績效來談到員額組織的調整，

基本上這個政策當然現在政府體制是很重要的。而且，應該仿照日本的做法，

不只是談員額數，也要看人事費，甚至業務費運用到人事的部分也應該去注意。

常常在講現在 2 條高速公路，第一條正式高速公路已經建妥了，就是常任文官

的高速公路。現在銓敘部要建立第 2 條高速公路，就是政務官的制度。第 3 條

是聘用人員，本來聘用人員只是在輔助不足，現在人數已經多到要求要建立第 3

條高速公路。 

A4： 

1. 到機關去看業務的話，比較從行政層面去了解。哪個地方要配置比較多人力，

要看退休年齡早的那個機關，但沒有做生平退休年齡的指標。退休年齡早的機

關表示勞力增補的很快，這個地方流動性快，需要的人就多，大家趕快退，因



中央政府機關總量管理下人力供需評估及因應策略 

 172 

為累。 

2. 要考量公務人力的需求，一定要看工作量和工作性質，量的多寡和工作性質。

然後在進行整體衡平性功能時要考慮哪些因素？最主要還是要考慮核心職能在

哪裡？核心業務實在不能夠用替代人力。 

3. 應該做一些各方面模型的指標出來，然後讓各個組織自己先自評。讓組織自評，

因為畢竟只有自己知道。這自評的內容，就像 KPI 值一樣要考慮多一點。就圖

（指該次訪談提綱上提供之架構圖）來看，可以考慮平均年資，這個在員額評

鑑裡也有平均年資、年資比、退休年齡，還有男女比。除了性別主流化會講男

女比，一般不會講男女比，可是男女比很有用。要考慮到這一塊和整個組織會

產生的影響，甚至會影響其的規模，因其的業務承載力不足。 

A5： 

1. 請增員額能不能成功的關鍵因素，大概有兩個因素。第一個就是長官政策的要

求，把長官抬出來都很好用。第二個大概就是所謂的媒體曝光率，比如像是所

謂的借力使力，成功的機會都會比較大。現在很多的常任文官急流勇退，在兩

次政黨輪替時，退休的情形最明顯，這其實非常不好，但是也很無奈。所以就

談到長官的要求和媒體的曝光，可能對於員額的請增會比較有正面的幫助。 

2. 人力的素質水準評估指標其實有很多，包括終身學習。有時候在談工作的能力

也很重要，其實工作的態度更重要，有沒有這個心，現在年輕朋友基本上考試

及格，學力素質都滿好的，這是值得肯定的。但也因對權利意識過於重視，早

期的刻苦耐勞或耐磨耐操那種精神已經慢慢的淡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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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第二場焦點座談會逐字稿摘要 

時間：103 年 6 月 11 日（星期三）10：00-12：00 

地點：臺灣大學社科院第三會議室（臺北市徐州路 21 號行政大樓 2 樓） 

計畫主持人：彭錦鵬 

協同主持人：王宏文 

與談者（5 位與談專家學者）：B1、B2、B3、B4、B5、B6 

B4： 

1. 理論上看，這圖不錯（指該次訪談提綱上提供之架構圖），但可能要提到幾個觀

念。例如：圖的內部行政因素，到底「內部的行政」是什麼？有幾個可能要再

強調，如內部組織編制、簡薦委分派比例為何？人力結構上很多問題，包括人

力素質，還有人力上的配置、應用情形。關於人力盤點，到最後哪些涉及後面

有關的整個因素，如：哪些無用處的人，哪些人有效人力等，都要考慮清楚。 

2. 針對外部環境因素，財稅可能放在經濟欄裡比較好。「環境因素」裡提到區域發

展重點，這是不是所謂「跨域管理」觀念，所謂大都會型治理可節省人力？另

外，法制因素裡面可以考慮到「晉用管理法律規定」，這裡面是不是考慮到總量

管理制度，有沒有考慮到人力評鑑制度？ 

3. 從實務上來看，題綱裡的二、三、四，人力評鑑要落實的話，一定要有人力蹲

點的觀念。我國政府目前沒有人力成本概念，全部成本有多少也不知道，只有

數字的概念，沒有值的概念，只有量的概念。如果將來做人力評 

4. 從過去的經驗來看，機關首長因素最大。所以人事處本身要做一個人力上出口

狀況調查，要增加人的時候報到行政院來。然後再派一些人去看看是否需要調

整人力，並在總處的大口袋裡面有可調節性的人力。 

B6： 

1. 其實人力需求當然就與機關業務有關聯，那業務發展就是剛才講的政治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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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政策上到底要給不給，這是典型的高度屬人性。就是組織編制個聯合審

查，然後從機關的組織開始，然後到員額。但實際上，原則是對付那些沒有辦

法的機關，有辦法的機關還是照樣沒有給。 

2. 哪些機關最常遭到精簡員額？看起來應該是一些不用做的業務，但是如果今天

發生了重大的事情，可能非給不可，有天大的理由都阻擋不了。應該用預算來

框，但這種方法後來沒有做，做不來。第二個就是總員額法，日本就是用這種

方法，這個都有學。 

B2： 

1. 在員額控管這件事情上，其實《總員額法》還是有它的作用。至少框定總數，

在理論層次上要思考有關員額的管理這件事。如果認為可由人事單位一條鞭來

處理，最高境界就是聯合管控。特別是現在法治化，可如果要進一步去思考對

於人力運用的效能，重質也重量。 

2. 英國透過內閣辦公室來主導，在美國是 OPM，結果是英國是說到做到，但美國

可發現正式的人力即使下降，可非典型人力增加非常多。臺灣跟美國狀況一樣，

因為聯邦政府的 OPM 在處理這件事情，所以業務單位被擋住這邊的門，就從另

個門找人力出來。 

3. 人事行政總處員額評鑑其實一直精進，如：整個評鑑的資訊項目已經是在組織

面、業務面、人力面、財務面、工作方法跟流程等其他方面。從評鑑的六個項

目當中，人力面其實只是一面，可實際看機關員額評鑑。但特別是在三級機關

辦員額評鑑的時候，各單位在填寫的時候是均一模式，如果在只能看書面時而

不能到現場時，很容易用煙霧彈、悲情主義等方式告訴評審已經無可減了。恐

怕只有透過蹲點仔細去觀察整個業務運作，才有辦法做這件事情。 

4. 在人力方面來說，人事行政總處只能在數量上進行管制，對於人力資本提升或

人力成本控制其實相當困難。何況是員額評鑑過程中，經常看到不管是三級機

關、四級機關乃至二級機關，人事主管面對的是雙重關係，一是「人事一條鞭」，

要遵循員額評鑑，可因為長年駐在機關內，其機關首長容許人事主管在寫評鑑

報告時做分析嗎？不敢分析。 

5. 目前機關運用人力上與業務推動上仍非常傳統跟僵化，一個蘿蔔一個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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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做人力的靈活調動。當這個單位業務量增加的時候，沒有辦法增加人力，

唯一增加人力的做法即運用非典型方式。 

B3： 

1. 《總員額法》有其效果，但是看到很多實務幾乎沒有任何效果，長官會按照評

鑑結果去重新調整員額配置是少之又少。現在的業務都是只有加法沒有減法，

所以與其在那邊用組織管控，不如要求每個部會會議減 20%，業務減百分之多

少。 

2. 人事主管就是幕僚，常駐在那個機關裡，是請問有沒有提供很多的數據？譬如

說哪個職位大概花多少工時？這個職位這個人大概每天要上班多久？根本沒拿

出很客觀的數據讓大家心服口服。如果不管想要調動的時候，至少一目了然讓

主管比較好做事。主管現在要調人很辛苦，要背著很多黑函的危險，人事主管

都沒有做這種事情，應該把每個員工的工作量都弄清楚。 

3. 輪調的制度要落實，至少勞逸不均的機會可以減少一下。本研究計畫核心部分，

核心是要去兼顧一個模型，然後給各部會主管一些原則去教導該怎樣去掌控部

會人力變化，這是這計畫最重要的核心。那麼大一個模型，真的要做預測的時

候，其實都沒有用，因為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變化是很難完全掌握的。 

4. 人事主管的工作是把這個部會的人力資料庫建立起來。像私人部門一樣，內部

人力結構、年齡、退休等等，這可能用個預測模型可以預測得出來。特殊項目

包括主管異動導致的意志更迭，主管想要加強的是這塊業務，而不是以前的業

務，或突然的危機，如：地震，要增加救難人員，這種叫做特殊項目。因為在

預測裡面有特別項目的預測，平常是就有一個資料庫，正常是怎麼樣、退休是

怎麼樣、業務在正常的成長之下會怎麼成長等等。 

5. 首長的意志最重要，只要換一個首長，它的意志會不一樣。但預測裡面，沒有

一個模型可把政治或經濟等項目全都弄出來，頂多能夠做出那種人力結構因

素，並列出特殊因素項目出來。從民眾的角度來講，社會福利、社工方面及老

人安養這方面，現在真的是嚴重的不足。資訊人員有很強的需求，各部會的資

訊人員質的缺乏反而比量的缺乏還重，跟不上外面趨勢。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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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整個組織的目標及願景開始，我們的願景目標應該讓各部會，甚至是部會下

的每一個單位局處都很清楚整體的目標。在私部門有一道平衡計分卡，把這些

整個組織的目標分解到各個科，甚至是部門的目標到個人的身上的話，那個人

的目標就要設定得很清楚。我去做人員的評鑑的時候，每個部會都說好忙，那

主管到底對裡面人員的工作量掌握度，有沒有人在那邊但是並沒有做到該做的

量，這是一個部會主管需要去評鑑的，這牽扯到設定目標並要清楚讓每個部會

清楚知道其目標與使命。 

2. 其實換一個角度看，人力成本就是人力資本。最主要就是能力、動機，跟它本

身對工作得熱忱，因為它可以創造價值。如果把人力成本看成是一種人力資本

的話，這個人就不是成本的問題，因為這個人在創造價值。現在就是好像沒有

把這觀念帶到公部門看，到底這些人是不是人力資本的一環，是不是有能力跟

動機及熱忱做這些工作。 

3. 很難去掌握整個人力的盤點，所以還是要落實在各自部會的主管。人力資源單

位雖然要下放，可是還是要整合在每一個部門或是每個事業部，上面還是有一

個一個人力資源的總數。人力資源部的主管負責整個調度，各個事業部的人力

資源的運用。那當然各個事業部有其事業部的主管，可其要配合組織整體的策

略來共同運作，讓整個組織的運作會更好。 

B6： 

1. 剛剛有幾位老師都提到讓人事單位做蹲點，現在人事有點怠惰，在裡面那麼清

楚為什麼不顯現出來？人事單位現在是有兩個老闆，廢人事一條鞭變成一個老

闆，那嚴重性會更大。相對地，私部門的人事單位為什麼功能會這麼強？事實

上，就是老闆有需求，但公部門就沒有。 

2. 現在人事單位偏重管理，一般性的執行面太多，功能性的反而沒有辦法發揮。《總

員額法》雖然是有作用，但是就管制單位來講，擔心的是，該去的去不了，冗

員在那邊。 

B5： 

1. 第一題的部分，因應未來行政環境的變化趨勢，政府員額配置的重點，應具有

以下特性：（一）施政優先性：具有指標性、領頭性的重要施政，必須確實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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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是否契合實際業務需要，並進行必要之調整。（二）民意關注性：與民眾切

身相關之重要民生議題或公共問題之解決，必須配置適當人力，以凸顯政府維

護權益、解決問題之能力。 

2. 第二題，（一）基本上，員額規模是以數量呈現，但員額規模的決定並非只考量

數量問題，至少涉及到三個主要變數，一為人力配置與組織其他構成要素的相

互關係，二為組織的人力素質及生產力，三為組織的管理效能：1.與組織其他構

成要素的相互關係：依組織理論，組織構成要素包括結構、任務、財務及人力，

各要素彼此間相互關連，不可能獨立評估。因此，對於機關應配置合理人力規

模，應綜合考量機關組織屬性及單位設置情形、業務量及消長情形，以及財務

資源對於人力投入成本的可支應程度。2.人力素質與生產力：在相同組織結構及

業務量下，所需人力數量與人力素質成反比，人力素質高，所需人力規模則相

對較低，因此，機關進用人員的背景、專長以及工作能力是否合乎業務的需要，

亦影響機關員額規模。3.機關管理能力：不當的管理將會耗損機關投入人力所能

發揮的功能，如機關是否合理配置人力，是否有業務分配勞逸不均或未充分運

用閒置人力之情形，機關作業方式是否有簡化空間，工作技能及設備是否有提

升可能，業務是否可委外辦理等等，均應納入員額審議時的考量。（二）機關進

行員額配置時，應考量的重要因素，在員額總量管理資源有限的前提下，員額

配置勢必要審酌「取捨」（trade-off），取捨應考量因素包括：1.法制性：新制訂

或修正作用法明訂設置機關或專責人力辦理相關業務，或立法院審議預算案或

法案時做成決議要求充實辦理相關業務之人力時，基於法制面的要求，必須考

量配置合理人力。2.急迫性：因突發公共問題之解決，或新興重要政策之推動需

要，如有現有人力不足以支應之情形，應優先調整其他不具急迫性之人力。3.

效益性：面對不同業務之人力需求，應評估比較當前投入人力所可能產生之效

益，並依比較利害法則，優先將員額配置於能產生較大效益之機關或業務。 

3. 第三題，（一）請增員額成功與否的關鍵：1.主管機關是否有自行調整之空間：

總員額法施行後，已改變過去個別審議機關請增員額之模式，而要求主管機關

必須在總員額額度內跨機關調度員額支應，因此，除非主管機關已無未充分運

用之人力或閒置人力可再調整給有用人需求之機關，否則不可能另再增加預算

員額。2.機關有人力需求之特定業務，符合前開法制性、急迫性及效益性之情形。

3.基於新興業務需要新成立機關，除由原機關現有人員移撥外，如有另新增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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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業務，另增加必要人力維持其基本運作需求。（二）哪些機關或業務較常遇到

精簡員額之情況：1.具有以下情形之機關或業務，為主要檢討精簡員額之對象：

（1）機關或內部單位裁撤或簡併。（2）業務及功能萎縮。（3）現有業務由民間

或地方辦理較有效率或便利。（4）完成國家重大建設、專案業務或計畫等階段

性任務。（5）實施組織及員額評鑑所為裁減或調整移撥員額之決議。（6）實施

分層負責、逐級授權，或推動業務資訊化、委任、委託、外包及運用社會資源

節餘之人力。（7）其他因政策或業務需要須為裁減或調整移撥之情事。2.就近年

來機關員額變動情形觀察，員額有精簡情形或檢討精簡空間者主要有：（1）第

一線為民服務機關其服務項目已電子化，或業務性質主要為操作性工作其工作

人力已以自動化或數位化設備取代者：如基本資料登打工作之相關業務人力，

基層戶政、地政單位人力等。（2）業務未涉或低度公權力行使之機關：包括文

化社教機構、研究訓練機構等，除核心職掌業務仍須配置人力執行外，對於涉

及實際營運、展示、場館維護管理等事項，均有檢討採取公私協力體制提供服

務，或改制行政法人，其人力需求有檢討空間。（3）事務性人力：包括技工、

工友、駕駛、駐衛警察等事務性之人力，目前均已控管不在新進人力，並視現

有人員退離情形精簡員額。（4）特定任務屬性之機關：基於特定業務需要所成

立之機關，如特定業務完成，其原配置人力應精簡或相對移撥其他機關，如部

分執行特定工程所成立之機關即為此類。（5）配合組織調整應裁撤機關：組織

調整機關如有機關或單位裁撤情形者，或因業務須逐步去任務化，或因現有人

員保障等因素，而未能立即裁撤，須持續控管逐步精簡，如因臺灣省政府功能

業務與組織調整所設置之中部辦公室或改隸機關，其相當員額數即控管於現有

人員出缺後減列。 

4. 第四題，（一）員額評鑑仍為確保人力有效配置運用之必要工具：總員額法某種

程度上，代表員額調配權限的下授，仍需要有制度化的機制，檢視主管機關之

調配行為是否符合相關管理原則，有無濫用情形。（二）目前員額評鑑機制主要

問題，在於仍相當程度仰賴各機關通用的作業規範，且受限於行政成本，亦無

法進行工作的細部盤點或分析，僅能發掘顯著的人力運用問題，較難透過員額

評鑑發掘個別機關之個案性問題。（三）員額評鑑著重於精簡空間的檢討，雖有

利於整體員額規模的控管，但員額配置著重施政優先順序的契合性，此部分將

策略規劃概念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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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食品安全業務深度訪談題綱 

一、中央食安業務主管機關 

1. 請問貴局在食品安全業務上的主要業務為何？有沒有新增的主要業務？

原因為何？ 

2. 在幾種主要業務上，近幾年（5 或 10 年）的業務量分別為何？造成變化

的主要原因為何？ 

3. 在幾種主要業務上，各自是由哪幾個單位（科）負責？主要的業務人力大

約各為多少人？輔助人力（例如秘書、總務、資訊、法制、研考、公關等

人力）的狀況為何？ 

4. 在這幾種主要業務或是新業務上，有無利用四化（去任務化、地方化、行

政法人化、及委外化）或其他方式（如簡化行政流程或電子化）來處理這

些業務，以節省人力。可否舉例說明貴局的實際成效。 

5. 近幾年來在處理食安相關業務時，最感人力不足的業務領域為何？為什

麼？如何填補調整？ 

6. 為達成食品安全管理的目標，貴局未來可能會新增的業務或是要擴增的業

務為何？可能的業務量（或增加量）為何？規畫用何種方式達成？還需要

多少人力？ 

二、地方政府食安業務主管與檢察機關 

1. 就地方政府層級而論，在處理食品安全衛生業務的工作流程為何？ 

2. 請問衛生局、食藥署區管中心、地檢署等相關機關單位在食品安全業務的

業務範圍？彼此之間在業務上如何聯繫？ 

3. 在幾種主要食品安全業務上，近幾年（5 或 10 年）的業務量分別為何？

造成變化的主要原因為何？ 

4. 目前 貴機關（單位）負責食品安全主要相關業務（案件調查）的人力，

大約各為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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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就您的觀察，近幾年來中央派出（地方）機關（單位）在處理食安安全相

關業務時，最感人力不足的業務領域為何？為什麼？如何填補調整？ 

6. 就您的觀察，針對風險評估之相關業務，按食品管理工作流程（生產管理

→製造管理→消費管理與進口管理）來看，哪部分之風險控管最為重要？ 

7. 為達成食品安全管理的目標，就您的觀察，未來可能會新增的業務或是要

擴增的業務為何？可能的業務量（或增加量）為何？規劃用何種方式達

成？可能需要多少人力？ 

三、財團法人專家 

1. 您認為食品安包含哪些業務範圍？又此些業務當中，您認為哪幾類型之業

務範圍為食品安全最主要之業務？而在幾種主要業務上，過去之業務量分

別為何？就您認為造成變化的主要原因為何？您認為未來食品安全議題

上還需要含括哪些業務？原因為何？ 

2. 就您過去經驗，處理食安相關業務時，是否感到人力不足，又最感人力不

足的業務領域為何？為什麼？ 

3. 就您瞭解，您認為未來在食安政策方向上，哪些機關必須主要負責？ 

四、學者專家 

1. 根據您的經驗，請問衛福部在食品安全業務上的主要業務為何？面對近年

來許多與食品安全有關之是件上，有沒有新增的主要業務？原因為何？ 

2. 衛福部食藥署在幾種主要業務上，近幾年（5 或 10 年）的業務量分別為

何？造成變化的主要原因為何？ 

3. 衛福部食藥署在幾種主要業務上，各自是由哪幾個單位（科）負責？主要

的業務人力大約各為多少人？輔助人力（例如秘書、總務、資訊、法制、

研考、公關等人力）的狀況為何？ 

4. 根據您過去的經驗，在這幾種主要業務或是新業務上，有無利用四化（去

任務化、地方化、行政法人化、及委外化）或其他方式（如簡化行政流程

或電子化）來處理這些業務，以節省人力。可否舉例說明貴局的實際成效。 

5. 衛福部食藥署過去幾年來在處理食安相關業務時，最感人力不足的業務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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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為何？為什麼？如何填補調整？ 

6. 為達成食品安全管理的目標，您認為衛福部食藥署未來可能會新增的業務

或是要擴增的業務為何？可能的業務量（或增加量）為何？規劃用何種方

式達成？還需要多少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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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食品安全業務深度訪談逐字稿摘要 

一、C1 場次 

時間：2014 年 07 月 29 日（星期一）15:30-16:30 

地點：農糧署會議室 

問：請問貴署在食品安全業務上的主要業務為何？有沒有新增的主要業

務？原因為何？ 

（一） 本署在食品安全業務上的主要業務： 

1. 農產品安全監測與管理 

2. 推廣吉園圃安全蔬果 

3. 推廣 CAS 優良農產品 

4. 推展有機農業加值 

5. 擴大推動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 

（二） 為推動地產地消，減少對進口產品需求，將「鮮享在地」觀念導入國

人膳食習慣，提供我國新鮮、安全、質優農產品，本署在強化農特產

品食品安全作為上新增辦理下列兩項業務： 

1. 台灣農糧產品生產追溯制度 

（1） 目前具有追溯機制的有產銷履歷、有機及吉園圃，惟有機不得檢出農藥，產銷履歷

申請手續繁複、申請經費偏高，兩者申請門檻都較偏高，致無法普及所有農糧產品；

為擴大農糧產品可追溯性，並強化生產者自主安全管理責任，本署於今年推動生產

追溯制度，讓消費者於購買臺灣農糧產品時，可以透過智慧型手機等行動裝置掃描

其包裝資材上的二維條碼，立即得知產品的生產者（或包裝集運的經營業者）、產地

等資訊，增進生產與消費彼此間的信任感，也讓農民多一份責任心。 

（2） 此制度對生產者而言可簡化申請程序，無須驗證費用；對通路/賣場業者，可強調產

品溯源，增加宣傳效果與消費者認同，促進銷售，於食安事件發生時，亦可立即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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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來源，釐清責任，降低損失。 

2. 輔導設置農夫市集及農民直銷站 

（1） 本署輔導的農夫市集與農民直銷站，強調的是新鮮、安全、安心、降低食物里程環

保的理念，與一般超市、大型量販店的差異，是以自 102 年 5 月訂定「輔導試辦農

夫市集及農民直銷站執行方案」，計已設立集集鎮農夫市集、花蓮市農會農民直銷站、

北埔鄉農會農民直銷站等據點。 

（2） 透過自治管理、產品抽驗等機制，進行品質及安全把關，不僅可以提供消費者直接

向生產者購買的選擇，更因為事前宣導，讓農民更重視用藥安全，賣場或產品上並

負責任、誠實揭露生產者、產品相關資訊，以利消費者辨識、選購，確認農產品安

全、建立信任感管道。 

（3） 經由生產者與消費者雙方直接連結，建立責任感及信任關係外，並透過自治管理抽

驗及政府不定期的抽樣送檢，輔導生產者落實日常管理，並為消費者食用安全有效

把關。 

3. 有關農產品農藥殘留 

（1） 農產品農藥殘留管制工作由產至銷，已建立一良好之分工體系，上市前之田間及集

貨場抽檢，由農委會依「農藥管理法」負責管理。 

（2） 為確保國產農作物安全品質，強化農藥殘留風險管理，除推動吉園圃、農機農業及

產銷履歷等安全認驗證制度外，並從農產品田間用藥管理及高風險蔬果抽檢，每年

辦理田間及集貨場農作物農藥殘留監測，不合格者立即由直轄市、縣（市）政府通

知農民不得採收上市，視農藥消退檢驗合格始得上市，並辦理訪談、追蹤、安全用

藥輔導及依農藥管理法查處，並逐案回報不合格案件追蹤輔導情形，予以建檔管理。 

（3） 另為提供外界查詢蔬果農藥殘留監測相關資訊，本署除按月將田間及集貨場蔬果農

藥殘留監測資訊函送相關單位外，並將不合格案件資料公布於本署網站，周知消費

者。 

（4） 本署將持續加強農民田間用藥管理及安全採收期教育，對於市售抽驗不合格之農產

品，亦將配合衛生署之抽驗結果，溯源追蹤管理，導正農民用藥習性，以確保農產

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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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關農作物重金屬污染 

為維護農業生產環境及農產品安全，農地土壤污染監測及農作物重金屬污染監測分別由環保機關

及農政機關（單位）依權責分工辦理。本署每年成立「農作物污染監測管制及損害查處」計

畫，辦理田間食用作物重金屬污染監測作業，針對曾受污染解除控制場址農地、鄰近高污染

工廠之農地或民眾檢舉疑遭污染等農地之食用作11物，列為重點監測對象，每年約採樣監測

500件食用作物。食用作物重金屬含量超過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所訂重金屬限量標準者，立

即管制採收並剷除銷燬，防止流入市面，並通報環保機關檢測農地土壤與水質，追查阻斷污

染源，防範再發生或造成污染擴大情事。 

5. 新增主要業務： 

（1） 歷年來農政機關監測田間農作物重金屬含量，發現部分農地之土壤鎘、鉛濃度未達

土壤污染管制標準（鎘 5 mg/kg、鉛 500 mg/kg），但所種植水稻等農作物之鎘、鉛

含量卻超過食品安全衛生標準（食米鎘限量標準 0.4ppm、鉛限量標準 0.2ppm；蔬果

植物類可食部分鎘限量標準 0.05-0.2ppm 以下、鉛限量標準 0.1-0.3ppm 以下），該等

農地稱為「高污染風險農地」。為確保農業永續發展及農產品安全品質，農委會已建

請環保署專案處理，並利用可行之土壤整治技術，將土壤中外來之鎘、鉛等污染物

抽離，回復土壤原貌品質，以澈底解決田間農作物鎘鉛含量屢次超過食品衛生標準

問題。 

（2） 考量環保機關辦理高污染風險農地之土壤改善或整治作業緩不濟急，為維護農民生

計及活化高污染風險農地，本署自 102 年起與大學院校及農委會各試驗改良場所合

作辦理低鎘、鉛吸收作物種類或品種之篩選試驗。俟完成篩選試驗後，將優先推廣

於高污染風險農地，輔導耕作農民種植該等低鎘、鉛吸收作物種類或品種，以降低

農作物鎘、鉛污染風險。 

（三） 本署食米就食安業務，主要在於確保國人食米之食用安全，包括稻米

農藥殘留量監控及農民用藥安全輔導。在金墩米事件爆發後，為了加

強市售食米安全衛生，本署擴大辦理稻米田間用藥安全抽檢、增辦留

樣抽檢措施，並與衛生福利部辦理民間糧商業者聯合稽查抽檢，增加

抽檢強度及密度，除了公糧管理外，並補強對民間業者之監控管理，

以符合消費者的期待。 

問：在幾種主要業務上，近幾年（5 或 10 年）的業務量分別為何？造成



附錄 

 185 

變化的主要原因為何？ 

（一） 本署於 93 年元月成立迄今已 10 年餘，期間積極配合政策，執行行政

院核定新增及重大業務，並歷經全球氣候變遷、國際糧食危機、農產

品衛生安全議題、貿易高度自由化等衝擊，實際業務隨時空環境變遷

而大幅成長，單以總公文件數成長約增 15.7％，而人力卻減少 18.5

％。 

（二） 造成變化的主要原因： 

1. 農業環境與政策變遷：全球氣候變遷、貿易自由化趨勢 

2. 業務規模成長：推動有機農業各項方案、農地污染監測面積 

3. 推動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計畫 

4. 強化農產品安全措施： 

（1） 為強化農藥殘留風險管理，每年辦理田間及集貨場農作物農藥殘留監測約 1 萬件，

不合格者立即由直轄市、縣（市）政府通知農民不得採收上市，視農藥消退檢驗合

格始得上市，並辦理訪談、追蹤、安全用藥輔導及依農藥管理法查處，並逐案回報

不合格案件追蹤輔導情形，予以建檔管理。 

（2） 近幾年為加強學校食材來源風險管理，協助地方政府教育單位，整合各吉園圃產銷

班產品，以契作方式生產蔬果安全品質供應學校午餐食材。針對校園食材抽驗不合

格案件後續處理，督處地方政府農業局（處）對違規用藥農戶施以訪談，正確用藥

輔導，列入重點教育對象，並持續監測物將強抽測。 

（三） 在主要業務上，往年較偏向公糧衛生安全之管理，近年來除了加強與

衛福部共同稽查民間糧商業者外，亦不斷提高農戶抽檢之件數及強度，

並透過增加留樣抽檢機制，以強化監控措施，防堵不符食品衛生安全

之稻米流入市面。 

問：在幾種主要業務上，各自是由哪幾個單位（科）負責？主要的業務

人力大約各為多少人？輔助人力（例如秘書、總務、資訊、法制、

研考、公關等人力）的狀況為何？ 

（一） 本署依組織職掌分工事項，內部一級單位設企劃、作物生產、農業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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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運銷加工、糧食產業、糧食儲運等 6 個業務單位；另設秘書、人

事、政風、會計及統計室等 5 個輔助單位。 

（二） 近 3 年業務單位人力及輔助單位人力員額配置情形如下： 

員額類別 

 

 

名稱/年度 

職

員 

聘

用 

約

僱 

合

計 

比率 

（%） 

非典型人力 

合計 
比率 

（%） 

臨

時

人

員 

派

遣

人

力 

勞

務

承

攬

人

力 

業務

單位

人力 

100 162 6 16 184 68.9 0 4 2 190 68.3 

101 158 5 15 178 70.6 0 2 3 183 68.5 

102 159 4 14 177 71.4 0 2 4 183 69.3 

現

行 
154 4 14 172 71.1 0 2 18 190 71.2 

輔助

單位

人力 

100 73 0 10 83 31.1 0 2 3 88 31.7 

101 66 0 8 74 29.4 0 3 7 84 31.5 

102 63 0 8 71 28.6 0 3 6 81 30.7 

現

行 
63 0 7 70 28.9 0 3 7 77 28.8 

（三） 本署統計室除辦理一般公務統計業務外，並自 99 年 1 月 1 日起承接

農糧產品生產成本、農產品價格查報等農糧統計調查業務，兼具業務

單位功能屬性；另因本署分設南投縣中興新村及台北市杭州南路 2

個辦公區，是以輔助單位人力須於兩地分別相對配置，因此，本署輔

助單位人力配置比率略顯較高。為應規劃及推動農田耕作制度調整計

畫等各項業務人力需求，已適時將秘書室出缺職務調整至業務單位運

用，近年業務人力比率已逐漸提升。 

（四） 另農作物重金屬污染監測作業及農藥殘留監測由作物環境科負責，主

要的業務人力為 2 人，輔助（約僱）人力 0.5 人。 

（五） 在稻米生產安全管理方面，主要由糧食產業組糧食經營科負責，在市

售食米衛生安全管理方面，主要由糧食產業組糧食管理科負責，主要

之業務人力均各由 1 名承辦人兼辦，無輔助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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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這幾種主要業務或是新業務上，有無利用四化（去任務化、地方化、

行政法人化、及委外化）或其他方式（如簡化行政流程或電子化）

來處理這些業務，以節省人力。可否舉例說明貴署的實際成效。 

（一） 本署暨所屬機關自 93 年成立迄今，為配合政府精簡政策，陸續執行

出缺不補人數（含職員、約聘僱人員、技工、工友及駕駛）約 160

人，為因應新增業務人力調配、維持機關服務品質及機關事務性及勞

務性工作正常運作，目前辦理之各項業務，經朝四化檢討後，已採「地

方化」者有「小地主大佃農政策」1 項（有關受理申請、協助提報經

營計畫等部分，已檢討逐步委由縣市政府辦理）；另採「委外化」者

計有：各項資訊系統功能增修及維護暨駐點服務、農產品走私銷毀計

畫及菇類生產成本調查及經營效益之研究及環境清潔等事務性之業

務。 

（二） 本署近 3 年來推動或執行之重要行政流程簡化、工作簡化、擴大授權

措施計有：飼料米撥售簡化作業 1 項；以資訊化或其他簡化替代措施

計有：電子化核發茶葉出口同意文件、簽審通關共同作業平台系統

-CITES 進出口許可證跨機關電子交換、大宗蔬菜種植登記及供育苗

量作業系統、推動學校午餐食米網購作業、推動公儲撥網路系統公糧

業者端子系統、農友 IC 卡運用於農機用油及肥料補貼資訊化作業及

開發線上版行動調查系統辦理農作物種植面積調查等項。有關簡化流

程及電子化具體成效舉例說明如下： 

工作項目 業務內容 具體（預期）成效 

農友 IC 卡

運用於農機

用油及肥料

補貼 

為建構農業雲端服務體

系，規劃建置農友 IC 智慧

卡，結合自然人憑證，農

民將 IC 卡作為進入各農

業資訊平台之身分憑證，

藉以整合農民生產及各項

業施政資訊化作業，提供

農民多樣性服務。目前運

用於 

1.農機用油補貼：以農友

農友卡取代現行紙本免稅油

憑單，可簡化補貼申領作業

程序，減少作業成本，並可

整合分析農友購油資訊，作

為改善補貼作業參據及掌握

農機用油流向。 

農友卡運用於肥料補貼作

業，可排除非農民之購肥補

貼，掌握農民生產資訊及補

貼肥料流向與用量，俾利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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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業務內容 具體（預期）成效 

卡取代現行紙本免稅油憑

單，簡化農民申請、公所

核發及油品公司申領補貼

作業程序。 

2.化學肥料補貼：將農民

耕地資料歸戶，並登錄耕

作面積及作物種類。農民

持農友卡至肥料銷售點購

肥，替代紙本聯單開立作

業，購肥紀錄及肥料補貼

作業資訊化。 

合合理化施肥政策之推動。 

1.農機用油補貼：已於 102

年 9 月於南投縣草屯鎮及彰

化縣埔鹽鄉 2 鄉鎮辦理發卡

及農機用油購油試辦。 

2.化學肥料補貼：已建置「農

民購肥資訊管理系統」，103

年 4 月於臺中市清水區、彰

化縣埤頭鄉及南投縣草屯鎮

試辦。 

 

（三） 為因應正式人力精簡及推動新增業務需要，目前已委外業務除事務性

業務外，其餘均屬必要之基本維運人力。往後，政府面臨民意高漲等

複雜及多元之情況，服務範疇不斷擴增，恐非檢討四化方式可資替代，

建議行政院正視機關人力不足之窘境，放寬員額之限制，使各機關人

力運用漸趨合理化。 

（四） 在食安主要業務上，已採地方化請本署各區分署辦理地區性抽檢事務，

並依農藥管理法由各縣市政府進行農民訪談輔導及裁處事宜，此外亦

透過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協助進行稻米農藥殘留

量之檢驗工作。 

問：近幾年來在處理食安相關業務時，最感人力不足的業務領域為何？

為什麼？如何填補調整？ 

（一） 最感人力不足的業務領域及原因： 

1. 農產品農藥殘留違規案件中約 8 成以上使用未核准登記用藥，部分農作物防治藥劑不足，

農民違規使用農藥造成農產品農藥殘留問題。 

2. 基於合理病蟲害防治及足夠科學數據證實有效性及安全性等原則下，需長期持續辦理農

藥延伸使用範圍評估作業，故無法全面性辦理藥延伸使用 

3. 未來仍考量病蟲害需求、食品安全及殘留風險等問題持續辦理本項工作，並加強農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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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教育，以有效提供正確、完整之用藥指引，俾加強推動農藥合理使用，兼顧農業生產

需要及農產品衛生安全。 

4. 在處理食安相關業務時，最感人力不足之處在於規劃推動各項措施時，需與各單位溝通

協調、修正作法，並需前往各地宣導、說明，才能取得共識。此外，在稻米田間管理部

分，因稻米生產時期密集，必須在稻穗成熟至收割前之有限時間內完成抽檢工作，人力

常感到不足。經收留樣時，則因經收業者（如農會等）於經收期間十分繁忙，亦需增加

人力因應。 

（二） 本署組織條例有科員、辦事員出缺不補之限制，係依 93 年組織成立

時之時空環境所定，已不符現行實際業務需求。本署目前除須執行上

開職員出缺不補，同時亦須執行聘僱人員出缺不補，多重人力管制，

人力難以負荷。對本署員額出缺不補管制措施，已不符現行業務人力

需求，惟有解除列管，稍可紓解本署業務人力不足之困境。 

問：為達成食品安全管理的目標，貴署未來可能會新增的業務或是要擴

增的業務為何？可能的業務量（或增加量）為何？規畫用何種方式

達成？還需要多少人力？ 

（一） 在建立生產追溯制度方面： 

1. 鼓勵所有生產者及國產農糧產品經營業者（包括農民、產銷班、農民團體、農場、農業

企業機構及糧食業者等）都可以申請，其審查核發與查核作業更涉及公所、農會、直轄

市、縣（市）政府、農業合作社（場）、農民團體及本署（含所屬機關）等機關/單位，

層面相當廣泛，對於協調管理等作業，亦需有充足人力處理。 

2. 本制度之推動，要求生產者（或經營業者）在農糧產品包裝資材上套印（或張貼）生產

追溯條碼，將造成其資材或人力作業成本增加，本署在實務推動方面，需研擬相關配套

措施鼓勵申請。 

3. 另於配合推動作業面，亦需研擬管理作業規範（或辦法），並對追溯條碼不當使用或仿

冒等違規事項進行查核追蹤管理，龐大之業務量，除少部分（如宣導、客服、協助查核

等）擬委外辦理外，各項統籌及管理等相關業務，仍需由本署執行，現有人力實顯不足。 

（二） 在推動農夫市集及農民直銷站方面： 

目前已有多家農民團體進行洽詢並表達有辦理之意願，本署並為有效區隔協助設立之農夫市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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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直銷店係政府輔導有案，規劃提供共同識別視覺使用，體系上雖透過自治管理機制、產

品抽驗，進行品質及安全把關，以自主管理為主軸，本署在各據點籌備、試辦營運階段，將

加強觀念宣導、抽驗結果、營運現況及實績追蹤，並適時協助行銷推廣等工作，現有相關工

作係採兼辦方式，惟隨據點逐漸擴充，現有人力勢必難以負荷，未來視據點增加密度及數量，

可酌予增加人力。 

（三） 農作物農藥殘留部分： 

1. 為加強農作物生產安全，建立農民正確使用農藥之責任生產觀念，本（103）年將規劃

試辦留樣制度，主要針對單一作物、面積及產量大、產品混堆供選及集貨場有配合意願

者，經篩選試辦留樣包括稻米（公糧）、茶葉（製茶廠）、集貨場芒果及檸檬等。 

2. 為因應抽驗件數增加，人力不足問題，執行方式，由產業單位協助留樣，並由地方政府

及本署各區分署會同產業單位逢機取樣送驗。 

（四） 針對歷年來農政機關（單位）監測田間農作物重金屬含量，所發現之

土壤鎘、鉛濃度未達土壤污染管制標準，但所種植水稻等農作物之鎘、

鉛含量卻超過食品安全衛生標準之高污染風險農地（約 33 公頃以上），

仍有待環保機關及農政機關（試驗單位）之通力合作，利用可行之土

壤整治或改良技術，將土壤中外來之鎘、鉛等污染物抽離，後續再進

行相關復育措施，回復土壤原貌品質，以澈底解決田間農作物鎘、鉛

含量屢次超過食品安全衛生標準問題，人力明顯不足。 

（五） 本署針對食米部分，未來可能擴大辦理留樣抽檢業務，並加強與衛福

部成立聯合稽查小組擴大督導民間糧食業者庫存稻穀原料之安全。 

（六） 目前對本署人力最迫切之問題，應解除對本署出缺不補之列管；為達

成食安管理目標，尚須增加 10 至 20 之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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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C2 場次 

時間：2014 年 08 月 1 日 （星期五）15：00-16：00 

地點：衛服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會議室 

C2：  

1. 重大食品安全發生後，組織往往會隨之變動，如下： 

甲、 民國 68 年，以餿水油提煉食用油遭受多氯聯苯汙染的事件，原隸屬於衛

生署藥政處下的 1 個科改為食品衛生處。 

乙、 民國 97 年，大陸乳品摻加三聚氰胺的事件，衛生署規劃成立食品藥物管

理局（TFDA），由衛生署內藥政處、食品處 2 單位，藥檢局及管制藥品管

理局二機關，並於 99 年 1 月 1 日整併。 

丙、 民國 102 年 7 月 23 日行政院組改由局改署。 

丁、 食品管理歷史演變則是從一個科變成一個處（含四個科），然後整併成立

TFDA 後，從原來的 4 科增為 6 科，增加餐飲衛生管理，整併後特增加了

餐飲衛生管理的部分。 

2. 目前在 TFDA 組織架構裡，政策的部分是食品組主政，檢驗在研究檢驗組，稽

查的部分在區管中心，區管中心分北、中、南三區，北區還包括東部辦公室。 

甲、 整併前：輸入食品在食品處委託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在邊境做輸入食品查驗

的工作。 

乙、 整併後：因發生食安的事件，如在塑化劑之後，因食品添加物的問題增員

45 人，但增加之人力並不是全部加到食品，還有加到其他組，所以他們

才會員額數尚不足需要增加。因應油安事件後，請增 43 人力，行政院以

約聘人員方式核給。聘僱部分，3 年內要轉成正式的，其中有 10 人維持

聘僱，就是 3 年內只留下 10 個聘僱。 

3. 食品安全主要有 3 個業務，政策是食品組，檢驗是研檢組，稽查是區管中心，

目前人力配置狀況，食品組約 47 人，研檢組 101 人，但包含藥品、醫療器材及

化妝品、中藥，還有就是生物製劑，如只負責食品，只有 2 個科近 4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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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食品稽查方面，中央與地方上依行政命令各有分工。地方人力使用，因是地方

自治，中央不干涉。基本上，中央是訂法規標準及行政指導，地方依中央所訂

的規範去執行。但有時中央會以委辦費支援地方，地方再聘臨時人力，即用業

務費去聘人。稽查實務上，地方衛生局會去查，中央也會去查，採交叉稽查，

有專案時候中央可配合一同出席。餐廳部分，餐飲業有分級，是由食品組餐飲

衛生科，依優良食品的規範（GHP），由地方政府負責稽查。 

5. 包括水產品在內一年約有 40 幾萬批進口量。因此不是全部都要抽樣，一般是抽

2%到 5%。當抽樣驗到不合格時，下次抽檢會要求全數抽樣。 

6. 為了食品添加物的事情，近 4 年內修了 2 次《食品衛生管理法》，並加上「安全」

進去，變成「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食安法）」。修法後增加很多的工作，對於

食品業者管理，將以 8 大行動綱領主軸及積極推動 6 大管理策略。 

甲、 第一，食品業者全登錄，源頭管理從食品添加物製造及加工業者、販售業

者等登錄制度之建立，食品業者追溯追蹤系統建置，建置食品雲，並與農

委會及環保署雲端系統界接，相互勾稽資料，避免化工原料流入食品鏈。 

乙、 第二，來源流向需紀錄，食品產品追溯追蹤系統，及食品原料及銷售流向

紀錄管理。 

丙、 第三，強制業者定期驗，首波公告 5 大業別，自明年起應依風險控管原則

進行檢驗。 

丁、 第四，全面普查食品廠，結合地方進行食品工廠 GHP 普查。 

戊、 第五，提高獎金核撥率，由 5%增至 10%。 

己、 第六，罰鍰罰金納基金，成立基金專戶，罰鍰罰金及不法利得均可提撥，

作為食安消費訴訟、風險評估費用。需投入大量人力。 

7. 近幾年所謂「食安事件」，如：鼎王等案皆為欺騙行為，即宣稱與實際不合，是

廣告、標示不實問題，但未造成健康損害等問題，因此，嚴格上非食安問題。 

8. 本署跟農委會的業務關聯性大，農食管理是否要合併，未來在食品安全的會報

裡可提出討論。關於此，各國狀況不大一樣，像比利時是農食合一。 

9. 未來希望教育全國民眾由「量」來判斷健康風險，就不會有這類食安問題，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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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恐慌。如用紅綠燈的方法，紅燈、黃燈、綠燈，紅燈表示此物比較危險，採

取此方式教育民眾，《食安法》應該多加入風險溝通、做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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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C3 場次 

時間：2014 年 08 月 12 日（星期一）15:30-16:30 

地點：台灣競爭力論壇學會辦公室 

C3： 

1. 目前食品安全決策者並非食品相關專業，而主要是學藥的。藥品業為高密度管

理之產業，除了資金與技術之門檻很高以外，製造與販賣都需要經過特許才能

執業。然而食品不是這樣，食品是低密度管理，雖也強調全程管理，但無法像

藥品一般的高密度管理，因為食品範圍太廣太多了，實務上也沒有人力去管。

從國外的例子上看，先進國家在食品領域無法全部管理，故食品安全是由各業

者負責，政府去監督業者是否達到最基本之要求。 

2. 要與國外看齊，需要投入很多資源，且民眾消費態度也要更改，要有花錢買安

全，而不是只看價格。國外業者自律與法律上對業者課責之較深，這是我國還

缺乏的地方。過去臺灣的食安個案，如假油事件，頂多只能算是詐欺，並沒有

危害到消費者安全，故嚴格上來說，並不算是食安事件。很多食品安全問題要

看接觸的劑量與接觸時間長短而決定是否對人體有害，而在食安領域最重要的

就是風險評估，如急性且重大之傷害個案，就屬於風險較高之個案，如化學品

中毒等。但有多少本錢能夠向美國 FDA 學習。其實按照目前之人力與資源已比

以前好。不過離歐美先進國家還有差距。且食品安全不僅靠食品部門之努力，

還牽涉到環保、科技、經濟等部門等大環境都好，食品安全才會好。 

3. 組織再造後成立四合一（食品衛生處、藥政處、藥物食品檢驗局、管制藥品管

理局）的食藥署，但藥品還是藥品，食品還是食品，很多藥物食品檢驗局的人

力抽調至食品行政管理，並沒有整體增加人力。管食品的人力還是差不多，反

而是透過弱化檢驗人力來調整食品行政業務。 

4. 針對防止對消費者健康產生危害的物理性、化學性或生物性因素所採取的措施

（食品安全管理），傳統上主管機關採取被動式的抽查與抽驗，但目前先進國家

皆已改採基於業者自主管理，由農場到餐桌全程監控的預防性管理。國內也將

管理業務分為針對生產、邊境、製造與消費等階段進行分工合作。 

5. 主要變化是從 2010 年 1 月時衛生署將原有食品衛生處與藥政處兩個幕僚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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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藥物食品檢驗局與管制藥品管理局兩個附屬機關，以四合一的方式，整合

成為一個擔負食品、西藥、管制藥品、醫療器材、化粧品行政管理與檢驗研究

合一的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TFDA）。更在 2011 年 1 月，將委由經濟部標準

檢驗局代為執行的進口食品邊境查驗工作收回自辦。因此，事權較以往統一，

改善了原有的管理條件。 

6. 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於 2013 年 7 月因為衛生福利部的成立，配合更名為衛生

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但內部組織與人力不變。無論國內外，食品安全管理

必定牽涉到數個不同業務的主管機關，在推動全程管理時，加強機關間的聯繫

協調絕對重要。此外，參考先進國家與國際組織的作法，未來必須加強的工作

包括：借重國際規範、落實源頭管理、溝通食安風險以及強化管理資源。 

7. 長久以來管理資源即非常不足，即使組織重整成立 TFDA，主要仍係中央主管機

關內部人力調動，未能整體增置人力，且業務範圍增加（進口食品邊境查驗收

回自辦、與外界互動增加等等），人力運用時更顯得捉襟見肘。負責第一線業務

的地方衛生局，不但人力不足，專業也不夠，大多以末端產品抽驗為主要工作。

其中尤以源頭管理（食品工廠管理等）以及食安風險評估的人力最感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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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C4 場次 

時間：2014 年 08 月 22 日（星期五）13:30-14:30 

地點：臺北市中正區和平西路二段 100 號 8 樓 

C4： 

1. 在水產食品安全方面，除了漁業署，還有標準檢驗局、衛福部等。主要有四項

業務： 

甲、 首先，漁業署主要從事養殖漁業未上市部分。譬如：檢測養殖魚的過程中，

投餌料、漁業用藥等「未上市養殖水產品的藥物殘留」有沒有符合安全的

規定。 

乙、 第二是產銷履歷制度，從生產端到市場端整個自主管理，每關要有紀錄。 

丙、 第三是輔導水產品外銷，包含海洋漁業，要符合國外的安全規定，發來源

證明，這一部分的業務也是越來越重。 

丁、 第四是特殊新增的業務，譬如輻射檢測，有沒有受到輻射汙染？水是會流

動的，我國沿、近海有沒有受污染？若消費者要放心，就要做安全檢查採

樣送原能會檢驗。 

若按比重看，第一項業務超過 50%，約 53%。第二項大概 40%。第三項 6%，

新增風險大概 1%左右。這是用經費下去估算的。預期未來會增加有兩項，都

是針對外國的水產和食品安全。 

2. 水產品上市前檢驗很耗費人力，故需要較多經費。國內部分，養殖漁業就要投

入很多，整個養殖漁業有一個養殖組負責，下設有 4 個科；還有養殖基金會等

外圍的協助人員。國外的部分，台灣的船在全球遍布三大洋洲，遠洋漁業是全

球有名的，台灣遠洋漁業總生產量差不多六成，養殖差不多三成，沿近海大概

是一成。台灣的遠洋漁業發達，我們擁有很多很大的船隊，是世界幾乎數一數

二的遠洋漁業國家，要投入很多人力去管理。這麼龐大的業務，現在的人力需

求幾乎沒有辦法應付。 

3. 在使用四化上，很難做的就是去任務化，也沒有所謂地方化。中央地方要合作，

譬如地方政府查到養殖違規用藥時，要禁止違規漁獲離開，地方政府要投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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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沒有經過同意不得買賣。 

4. 稽查業務由中央出錢，委辦或委辦地方與法人團體協助。如：養殖基金會或養

殖協會。中央就猶如頭腦，要先計畫清楚，並決定要花多少錢，再透過基金會

分派，並與地方政府配合。所以漁業署本身不檢驗，檢驗業務幾乎委外，透過

公開招標辦理，只要是政府有認證的、合法的廠商都可以投標。 

5. 近年來最感人力不足的業務領域首推是「稽查業務」。業者依規定須申報之項目

是否如實、或跟業者宣導用藥、輔導，甚至要有獸醫師。獸醫師是地方政府的

人力來支援，也是人力比較不足的部分。獸醫編制在防檢局，雖也協助漁業用

藥管理，但人力不是很多，多針對陸上經濟動物為主，如：人禽畜共通傳染病

檢疫等疫病方面。但是水產的這部分比較少，因為人魚間疾病會共通機率低。 

6. 做好源頭管理，經過源頭檢查也可以減少事後抽檢的頻繁度，降低後端業務負

擔。如果出口國這國家制度好，根本不用看檢查。雖然不能百分之百，基本上

不用特別檢查也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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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C5 場次 

時間： 2014 年 8 月 28 日（星期四）09:00-10:00 

地點：臺北市中正區和平西路二段 100 號 8 樓 

C5： 

1. 防檢局整體的人力有 500 多人，有總局和四個分局（基隆分局、新竹分局、台

中分局、高雄分局），只要在有機場、港口，有貨物、人員進出之地方，都有分

局人做現場檢疫把關，其中分局部分還有包括肉品檢查課，就是負責督導屠宰

場的衛生及屠宰。 

2. 防檢局的業務是農委會食品安全業務總窗口，食品安全涉及到農、漁、牧產品，

農產品部分由農糧署主管、漁產品由漁業署、畜牧產品是畜牧處。防檢局負責

業務包含：農藥與動物用藥登記管理、肉品屠宰衛生檢查（包括屠宰場的登記

審核以及屠宰場的肉品衛生安全檢查）。農委會負責上市之前的食品衛生安全業

務，上市之後則交由衛福部。在行政院下面有設立三部會署食品安全業務溝通

聯繫平臺，就是農委會、衛生福利部、環保署三個單位，因為食品安全業務會

涉及到環境以及食品安全的部分，由這三個單位定期開會協商，防檢局是農委

會負責整個業務的聯絡的總窗口。 

3. 本局負責業務，第一是「農藥的登記管理」部分：農藥的製造、加工、分裝、

輸入、輸出等都必須要來局申請，輸入、製造、加工等還須取得農藥登記證。

農藥登記管理與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合作，有個單一的窗口在農業藥物毒物試

驗所，接件後要就農藥本身的藥物的毒理、理化性的試驗、安全性的試驗、有

效性的試驗等資料進行評估審查。做完後，會送到農藥的諮議會，就是農藥（諮

議）審議委員會審議決定是否准予登記上市。農藥管理、查緝、登記證核發等，

也是本局來執行。非法農藥的查緝的部分，會同各地方政府一起來辦理，局內

植防組內有關農藥的部分，正式人力只有 6 個人，計畫人力約 10 幾位，負責全

台灣非法農藥查緝工作，查緝工作相當吃力。因為行政院非常重視這個工作，

所以去年由楊秋興政委，就中央非法農藥的查緝專案小組，跨部會合作，去年

查到了 74 公噸，103 年 6 月為止，已經查了 60 案，累積查獲了 84 餘公噸農藥。 

4. 農業用藥業務上是輔導、檢查以及農民正確用藥，這部分還有農糧署以及農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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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各個地區的改良場所共同參與。輔導農民正確用藥，以及農場端的抽驗的部

分，由農糧署負責；局裡是負責檢查農藥販賣業者。每年大概檢查 1,000 家、市

售成品農藥大概 1,000 件。針對農藥販賣業者，有辦 20 幾個場次的訓練及講習，

對農民的部分則辦了 200 場次以上。另外就是加強劇毒農藥管理，有些劇毒農

藥目前還是有其需求性，尚無辦法禁用。 

5. 有關動物用藥的部分，目前正式人員 7 位，計畫人員約有 6 位，負責台灣的動

物用藥輸出入以及國內製造、加工的登記審查與管理。動物用藥要求製造工廠

必須要取得 GMP 的認證，所以工廠的設置是否符合 GMP 也是由防檢局同仁負

責查核。 

6. 本局跟衛福部的分工，局負責上市以前的農場端、屠宰場、集貨場端。農藥、

動物用藥登記管理，在核准藥品登記上市前，都會給衛福部藥物殘留容許值做

參考，衛福部再邀請相關諮議會來制定農藥殘留的容許值（MRL，藥物殘留容

許值）。 

7. 動物檢驗業務主要委由中央畜產會，包括食品安全監測的部分。《畜牧法》民國

87 年修正公告家畜禽屠宰必須在屠宰場為之，畜禽屠宰場總共有 155 場，總共

聘了 578 位的屠檢獸醫師及屠檢人員。去年因為傳統市場活禽禁宰之後，家禽

屠宰場增加，屠檢人員的人力是絕對不足。由於經費有限，但是要聘的人越來

越多，每一個屠宰線都要派人去，照畜牧法的規定，當初在修法時擬定跟業者

收費，到立法院後被拿掉，理由為執行公權力，應由政府來負擔。還有一項工

作就是斃死豬的部分，由化製廠的處理。以畜牧處統計，大概有 15%比率會死

亡。從畜牧場出來的斃死豬，都會填寫化製三聯單，由化製車去監測，送到化

製廠，再由化製廠清點。此部分之人力配置只有 2 位正職人員，其他是動物防

疫機關去做。 

8. 人力的部分，農藥的部分 6 個人，動物的部分 7 個人，家畜禽屠宰衛生檢查的

部分總局是 6 個人，4 個分局有 22 個人，所以總共是 38 人，屠檢人員跟獸醫師

是 575 位。 

9. 因為業務繁重，防檢局的流動率很高。民國 87 年成立防檢局時，是一個專業且

非常技術的單位，所以爭取了較多技正名額。但組改後，總局有 14 個技正員額

被刪減，出缺只能改成技士；分局也有 10 個名額改成技士。改為技士後現在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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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找不到人，工作這麼辛苦，像動物防疫組在去年在狂犬病時，同仁足足 3 個

月每天搞到 12 點，甚至 2 點才回家。職等調降問題也延伸出中央地方溝通問題，

特別在五都升格後職缺職等提高，中央是對地方政策指導，但中央人員職等比

地方低，地方根本不理會，這是很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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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C6 場次 

時間：2014 年 08 月 29 日（星期五） 14:00-14:30 

地點：行政院農委會南海路大樓 

1. 環保署負責與土壤、水、空氣有關之稽查、管理業務。 

2. 民國 60 幾年的多氯聯苯事件，是第一起重點食品安全事件。 

3. 最近幾起所謂食品安全問題，如：假油問題、塑化劑問題，嚴格來說不是食安

問題。 

4. 本科做農產品認證工作，還有家畜生產科進行牧場管理，飼料管理科主要負責

牧場飼料管理。農委會主要是在農民輔導與農業生產管理部分。應該要納入風

險分析的概念進行評估，並對外界進行風險溝通，不是只做末端查核，也透過

溝通使民眾能夠了解而免於恐懼。 

5. 食品加工科的人力與預算和業務 

業務：CAS 認證（300 家業者，每年查驗 1000 家次，另還有產品抽驗 3000 多

件，抽驗次數包含委託的驗證機構次數）、產銷履歷認證。（委辦驗證機構進行，

查核驗證機構） 

人力：6 位（5+1 約聘）    預算：6000~7000 多萬 

本科之績效指標：認驗證次數。 

6. 畜牧場目前有 19000 多家，實際飼養家數 15000 多家，未來呈現逐漸下滑趨勢。

本科的人力與以前相比，逐漸減少。 

7. 經濟部工業局 GMP 認證也有關。 

8. 查驗的地方政府人力的確不足。驗證管理的查核與抽驗也需與地方政府農業局

查核。 

9. 人力永遠沒有夠的時候，突發事件的妥善處理，就不容易產生人力不足的狀況。 

10. 「安全」是一種標準問題，標準的嚴格程度決定該食品是否安全。看國際安全

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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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C7 場次 

時間：2014 年 8 月 29 日 16:00-17:00 

地點：衛福部食藥署大樓 

C7：  

1. 地方衛生局人力與能力非常不足。100 年度時「五五清雲方案」，在全國食品安

全大會時特別提出來，之後也寫了一個計畫希望增加地方人力。但中央說：「這

是地方政府權責，沒有辦法。」地方衛生局在第一線管理食品業者，一定要是

食品、農學專業人才。可地方有很大的問題，因為人員早期很多是護士，所以

有流動率高。過去辦很多訓練班，訓練 1~2 年資格取得後就離開了，所以一直

不停在做訓練。 

2. 最大問題在考試任用資格，目前人事的職系是被僵硬的制度卡住。有關的職系

有「行政職系」，也有叫「技術職系」（檢驗職系）。行政職系部分，97 年三聚氰

胺事件之後，同意設食品衛生行政人員二級。在行政人力裡面，多一個「食品

衛生行政」，解決一些問題。可是在這個領域是非常獨特，以食品藥物管理署來

講，食品、藥品、醫療器材、化妝品原來（彼此）的專業領域差很多。且技術

單位任用人員有技士、技正、技佐、助理研究員，職系被框住後，只能用衛生

技術人員或者檢驗職系人員。目前因為職組、職務歸類的問題，衛生技術人員

裡面沒有食品衛生技術。民國 100 年時，報高考出缺名額，報衛生技術，結果

進來全是醫檢師，新進人員無法適應，也沒有食品衛生專業。幸有人事室幫忙，

把食品組的「衛生技術」改成「食品衛生檢驗」，去年高考後食品組進來 10 多

位是「食品衛生檢驗」職系，協助檢驗處理。 

3. 食品技師任用也是問題，這幾年考試院每年招考 2 次，但食品技師因為《技術

人員任用條例》廢止後，去年考試法特許可再從專技考試人員轉公職，但必須

再考兩科專業的筆試跟口試。 

4. 目前整個中央管理食品政策在食品組，查核業務在區管中心，風險管理組只有 4

個科：風險管理科（從組織的業務面看整個組織，從危害因子、危害程度去判

定出等級，以及每天的輿情監控，蒐集各媒體情報並傳簡訊給長官，通報如何

處理。還有產品上市後流通安全監控、抽樣檢驗的監控。食品安全監控中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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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反應」或者「藥品不良反應」、實驗室管理科（國內食品檢驗、藥品檢驗、化

粧品檢驗、醫療器材檢驗實驗室能力認證等，例如 SGS）。食品風險評估、管制，

以及邊境查核管制，都區管中心跟食品組的職責，食品工廠管理是在食品組、

食品工廠的查核是管區中心。 

5. 食藥署有 4 個業務組，食品組、藥品組、醫療器材管理組、管藥組，都是負責

管產品、溝通。有項業務是做「藥物食品週報」，由各組寫初稿，風險組會改寫

成易懂文字。 

6. 負責全國食品管理的人力還是不足。以美國 FDA 為例，約 12,000 人，直接做食

品管理政策就 900 人，做區域查核的約 4～5000 人；換句話說，做食品相關的

人力佔了快一半。個人從食品衛生處接轉過來時才 28 人，現在裡面有 3～40 人，

就管理人數，是已逐步補齊。但問題是能力與經驗有很大的斷裂。食品組內部

成員經歷分佈，有 2/3 都是年資不到 2 年之新人。 

7. 稽查主要是地方政府與區管中心業務，食品組本身比較不會去做稽查。食品組

本身除擬定法規政策外，還有各國經貿諮商與各部會、國會溝通協調，其實如

果沒有相當經驗，很容易會出錯。所以，從 99 年由 29 人補到現在 40 幾人，給

食品組補了 10 幾位。但是還要看要各個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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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C8 場次 

時間：2014 年 9 月 04 日 11:15~12:15 

地點：仁愛路一段 1 號 540 室 

C8： 

1. 美國中央跟地方的分權是非常清楚，沒辦法學美國。 

2. 當初藥廠稽查現在是全部在中央，稽查時候才通知地方政府派人過去，這樣做

一個稽查，那藥廠可以啊，藥廠從 8 百多家到 5 百多 2 百到現在剩下 1 百多家，

可能還會在刪，也許到 1 百家，我們可以做得到，但是食品工廠是以幾 10 萬起

跳的，這些人都可能在中央嗎？ 不太可能。而地方衛生局因為人力配置問題，

導致人力不敷業務需要、流動率高。加上現在唯一能夠有專技轉公職就只有護

士，所以很多人是護士，沒有專業、公權力是很困難的。 

3. 當初的環保警察其實是屬於警察保七總隊，只是在其 job description 當中加了一

項「環境保護」，就編列了一個小組。後來組織再造時改掉就沒了。 

4. 如果要給地方衛生局的話，給彰化縣多一點的，像北部比較少的食品工廠就少

一點。但是現反過來，臺北市因為預算較多，所以稽查人員特多。但很少食品

工廠直接設在臺北，所以檢查只是市場末端之販賣產品，然後末端的產品查到

之後就回到原來的工廠所在的地方衛生局。不過有個好處就是很多的總公司是

設在臺北市，所以最後的處分還是回到臺北市。 

5. 食品安全架構其實很複雜，各自為政。之前一直在討論，第一步是農委會跟衛

生單位的這個跟食品安全相關能否適度的整合。以前飼料奶粉問題，其實不知

道流向，也造成衛生單位管製藥。同樣的問題也發生在農委會的農藥問題或動

物用藥問題。第二個就是說飼料奶粉進來，係用農產品進來，最後轉為食品也

不知道，很難追查到，其實大家不是不願意講而是根本不知道，所以會有一些

漏洞。然後也有管理權責的問題，農藥的前端的使用不當，一定是造成最後的

那個市面產品的不合格，所以現在其實有很多的國家就一直在研討整併到農業

單位還是衛生單位。歐洲的很多國家大部分就是朝單一的管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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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C9 場次（書面答覆） 

時間：2014 年 09 月 01 日  

本處目前有關食品安全業務如下： 

1. 持續配合行政院定期召開之會議，如「食品安全會報」及「食品安全聯合稽查

及取締小組會議」等，其為配合跨部會共同查緝是否有非法食品添加物質流用

於食品之流向，以避免流入市場造成食安問題。 

2. 為防止毒化物流用於食品業，造成食品安全事件，本署主動以人工方式跨查經

濟部商業司「工商登記資料查詢」網站，不定期比對毒化物運作場所兼營食品、

化妝品及藥品相關之事實，已多次密送業者名單予衛生福利部進行比對及交互

稽查，強化防堵。 

3. 本署亦將「毒性化學物質許可管理系統」中可供跨部會運用之資訊內容，提供

予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現已改制成為勞動部）之「國家化學物質登錄管理與資

訊應用平台」，以利相關部會於該系統上相互勾稽。 

4. 另為加強環保署、衛生福利部及農業委員會間之業務通報機制，除定期召開三

會署「環境保護與食品安全協調會報」，並主動提供跨查工商登記兼營食品業之

廠商名單予衛生福利部進行交互稽查。該會報除由三會署副首長共同擔任主持

人外，並已建立「環境保護與食品安全通報及應變處理流程」及聯絡窗口，以

便共同處理食品安全緊急事件，藉由農業、環保及衛生間互相合作，讓相關之

食品安全問題，均能迅速地獲得妥善處理。 

5. 有關人力配置部分，除毒性化學物質管制部分係於本處負責管制，上述食安業

務則由本處 1.5 位同仁共同負擔，其餘如污染源督察及檢驗部分則請本署其他單

位負責。 

6. 為達成食品安全管理之目標，本署將持續配合跨部會會議之交辦事項，強化源

頭控管及毒性化學物質申報制度，並配合環境介質監測資料，以達成掌握食品

安全管理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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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C10、C11、C12、C13、C14 場次 

時間：2014 年 9 月 15 日（一）16:00~17:00  

地點：彰化縣政府衛生局 3F 簡報室 

 

C10、C13： 

1. 近年來的趨勢來看，關於食安的法規，其實是越修訂越重，但不代表案件會變

少，其實犯罪率不是下降而是上升。有效的稽查比有嚴格的法律還要重要，譬

如說彰化衛生局可能在例行性稽查不見得會比外縣市好，但是在專案的稽查方

面方非常的深入，專案稽查的嚇阻可能比例行性稽查還要有強度。 

2. 農政單位其實都知道農畜產品問題，但沒有去管。因為著眼點不一樣，農政機

關站在輔導農業立場，希望農畜牧業越蓬勃發展越好；而衛生局是把關的單位。

但是很多法令將把關的權力交給農政單位，嚴格執行把關會對於農畜產品衝擊

很大。 

3. 夜市事實上是兩個層次的問題。第一是現場衛生，因為東方的食物都是熟食，

出現微生物問題的機會不大，可是夜市有其特殊供應鏈，譬如夜市麵包很便宜，

有專門在做夜市麵包的產銷鏈，但強調夜市的稽查其實重點沒錯，看用到裡面

都是比較低價的產銷鏈，比較有問題，所有夜市賣的東西背後都有產銷鏈，比

方煎牛排，牛排都是哪邊醃製的，再從哪邊出來，後面有一個產銷結構。但過

度強調夜市稽查，怎麼會有餘力做整個產銷鏈的了解，要瞭解夜市產銷鏈是很

複雜的。 

4. 進口食品上也有問題。譬如動物奶粉，國外的動物奶粉跟人吃的一樣，其成分

可能事實上在國外可人食，不過進口業者用動物奶粉名義進口（為了省關稅等

因素），進口後再轉做人食，這些都是在源頭管理牽涉到進口食品，這很多複雜

環節，假如不做制度面的變更（就沒有辦法）。像之前查那個辣椒油，辣椒油加

辣椒色素，查到後來是一個進口從印度進來。 

5. 中央現在想做十萬家業者登錄，但意義不大。況且登錄只是靜態的，因為所有

的產品店都是動態的，應該是同時去考量管理上的配套，不是就是登錄上去，

所以這也是一樣，是那個管理模式沒有調整，所以會弄十萬登錄，結果登錄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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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餐飲業跟麵店小吃攤這類型，小吃攤只是給菜單而已，只是登錄這個麵是跟

哪一家做麵廠。 

6. 應建立跟民間合作機制，以能夠適時補位，能將檢驗量補足之一套檢驗體系。

一定要民間實驗室進來，因為政府檢驗能力有限，在一個重大食安案件需要臨

時要驗 300-400 件，怎麼會有人力？所以一定要靠委外，變成一個堅強的網絡，

讓外面檢驗體系堅強，要有一定的委外量，讓其能夠維護維持盈虧。因為每個

檢驗設備進來 1~2 千萬，固定成本很高，如果委外量太少，實驗室養不起，所

以政府應該有效率去思考，實驗量是要大到夠穩定。要弄出一個檢驗的產業，

政府不能再膨脹自己檢驗人力跟檢驗設備，因為檢驗設備維護成本非常高。所

以應該說，非不得已或是高階的特殊的檢驗政府自己來做，其他應該委外。 

7. 還有一個重要是建立消費者求償機制。目前消費者求償機制不應該依據《食品

衛生管理法》，應該回到《消保法》去處理。 

 

C12： 

1. （彰化縣衛生局）稽查科現在的正式人員，正式稽查大概 17 個，稽查業務除了

食品、醫政、藥政、營業衛生、菸害，全部都是稽查科的稽查人員要做，每一

個類別都有法規在管。 

2. 在稽查時就是全部從頭看到尾，菸害、食品全部一起看，才可以達到最大的效

益。一年要稽查 3 萬多家次，然而真正在跑的外面稽查員大概 13 個到 14 個稽

查員，平均一個稽查員一年要做 2,000 多家，一天至少要做 9.5 家。這麼大的量

要能夠達到目標，只能快速的進行稽查，如果比較重要案件會用專案稽查。 

 

C11： 

1. 中央會給稽查大方向，縣政府也會要求訂目標數。中央只規範幾項比較特別，

其他由地方依自己產業特性做規劃。 

2. 小型製造業不是工廠設立的部分，這部分其實中央有中央的目標，縣政府有縣

政府的目標。因為末端稽查要衝案數，變成無法全力投入在源頭檢查。中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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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立法院質詢也是要數字，跟中央反應要從源頭來做，但民意代表要數字，

數字漂亮就表示管理好，但是源頭管理 10 家或許勝於末端的 10,000 家。因為都

是針對第一線的市售產品來做，中央也是一樣，譬如乳品要檢驗幾件、什麼要

幾件，完全沒有考慮到整個系統結構，所以治理模式調整其實是目前最大的問

題，希望做源頭管理，可人力幾乎（不足），這些人力用在衝那些（末端查驗）

就忙翻了。 

3. 源頭管理的難度非常高，要對其足夠了解。第一，源頭出來後，包含製造源頭、

整個流動產銷體系等面向，所以一旦處理到下游，那個已經複雜的跟電子業差

不多，還有其的供應鏈、回收鏈。所以要源頭管理，當前稽查人員專業能力還

有整個 KPI 的制度上，要大幅調整。而且現場稽查等業務因需要靠稽查的技巧，

因為這個是上游製造產銷業，所以查一家要花費大量人力。而源頭管理上，農

政單位很重要，抽驗違規裡 1/3 都是在前端出問題，然後 2/3 才在加工製造廠出

問題，1/3 的源頭進口的還有前端的農畜產品，如果源頭沒做好，可能要吃掉地

方一半人力去做後端違規案件查察。 

4. 這幾年食品產業的產業結構性的變化太大，可是基本上中央到地方例行的稽查

工作，結構沒有調整，管理 KPI 也都沒有調整。從民國 60 幾年到現在，30 多年

的管理模式沒變。所以以前那種一家一家去看，打游擊戰根本不是現在還要這

麼做，現在哪有人力去查上萬家，不可能，所以一定要順著他的產業結構裡面

要順著藤摸瓜，所以事實上是專業能力還有管理方式的轉型，這種轉移我感覺

其實很多的縣市中央還沒有感受到，這個要用很多的食安事件去轟炸（才能得

到）。希望不要迷信數字管考，因為現在等於是在用數字管考。 

5. 稽查很需要實務經驗，有時候不見得是不處理，是如果沒有搜索權，有些物證

無法第一時間看到扣押，或是廠商偷藏起來，特別是不肖廠商利用晚上、半夜

做或是特殊的情況，如在民宅做，有些很多是沒有辦法一般的例行沒有辦法去

發現。 

C14： 

1. 如果能到源頭去查的話，那真的是事倍功半，在源頭查好都不會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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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資訊管理業務深度訪談題綱 

1. 政府各部會運用資訊科技的地方均不相同，請問決定各部會資訊科技運用量多

寡的主要因素為何？與其編制人力有關嗎？若否，主要決定因素為何？在各部

會資訊的運用上，是供給（資訊人力與預算）決定需求（資訊科技的運用量）？

還是需求決定供給？ 

2. 中央政府一直強調運用資訊科技來減少人力負擔或強化流程速度等

（e-government），請問您覺得目前政府運用資訊科技的狀況如何？有何改進的

空間或是應該擴充運用的業務？又您覺得可以如何完成這些改進或擴充的業

務？多依賴外包或是非正式人力？政府正式人力的角色又為何？ 

3. 請問您目前（及過去）所任職的中央部會或單位對於資訊管理這項業務所作的

組織安排為何？為什麼？您覺得這樣的組織架構有何優缺點？您覺得可以如何

改善？ 

4. 您目前（及過去）所任職的中央部會或單位轄下各資管單位所負責的業務為何？

有哪些外包？有哪些聘用非正式人力來完成？政府資管人員主要負責的業務又

為何？為什麼做這樣的分工？您覺得這樣的分工有何優缺點？可以如何改善？ 

5. 政府資訊管理人員在政府組織中的角色為何？是否常處理總務或採購？這樣是

否有點浪費人力？您認為政府部門中的資管人員的培養及業務應如何重新定義

來使其發揮專長？ 

6. 在政府部門之資訊管理業務中，是否需要除了資訊管理專長的人？例如法務或

財務專長的人來共同處理委外事務，請問政府目前的作法為何？有何改進空

間？可以如何改善？會牽涉到組織的調整或是人力的需求嗎？ 

7. 您覺得資訊管理人員的員額若要擴充，應優先分配到哪些業務上？或是哪些單

位？或是應該著重做哪些事？為什麼？ 

8. 同上題，您覺得政府若要改善其資訊科技的運用而要擴充員額，應優先招募哪

些專長的人？為什麼？如何培養？分配到哪些業務上？或是哪些單位？或是應

該著重做哪些事？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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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資訊管理業務深度訪談逐字稿摘要 

一、D1 場次 

時間：2014 年 7 月 25 日（星期五）11:00-12:00 

地點：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第一會議室 

（一） 有關新設供給系統部分： 

1. 由各機關填報之年履歷表資料內容所製成。 

2. 非正式人員之部分則僅能知道人數，比較不詳細。 

3. 沒有蒐集組編資料，預算員額（例如：應有幾個科長、科員等）無法展現，無

法得知每個機關有多少缺，只有現在情況。 

（二） 有關資訊人員於各政府機關實況部分： 

1. 一般資訊人員之工作看各機關而定。很多三級機關構的人員業務會比較雜，二

級的資訊人員會比較集中於資訊專門業務。 

2. 目前中央政府統籌管理資訊人力的機關由國發會管理。負責規劃我國資訊之政

策方向。 

3. 各部會安置資訊人員之組織型態不同，負責資訊業務之下級單位亦有所不同，

如：內政部：資訊業務各司處負責、法務部：由部之中心統合整理。 

4. 基層資訊人員往往處理很多採購等行政業務，往往沒太多時間應用資訊能力（如：

寫程式等），真正寫程式或開發軟體的部分是外包給廠商。導致資訊人力 coding

的能力與市場脫節，僅能進行管控監督與驗收。 

5. 政府機關有能力 coding 的機關多為需自行撰寫程式之機構，如：中央銀行、財

稅資訊中心等。 

6. 原先負責監督全國各資訊之預算由主計總處電算中心。但現在萎縮成主計總處

之內部單位，現在預算由國發會負責。國發會只掌控資經費之分配，但也只做

經費之分配，並沒有辦法整合業務。且我國資訊人員都算幕僚單位，而非像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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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一樣有一個專責資訊部會。且資訊人員沒有太多升遷空間，到部會之資訊處

長（資訊中心）已經幾乎是頂了，沒有更高的位置能夠升遷。 

7. 中央政府當前對資訊業務走向之政策：目前國發會對資訊業務能夠一條鞭式管

理，然從實際上來看，資訊系統仍然分散各部會自己做，沒有統合在一起。 

8. 地方縣市政府之資訊單位通常位於研考會之下，屬於幕僚，只有臺北市政府設

有一級機關資訊局。 

9. 人事總處資訊處主管全國人事系統維護與建制之負責人員共 7 位，而處理一般

資訊勞務採購業務約 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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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D2 場次 

時間：2014 年 7 月 25 日（星期五）11:00-12:00 

地點：人事行政總處 9F 史料室 

1. 資訊業務的需求在每個部會不同，要看機關首長重視的程度。以前不受重視，

近來受國外影響才開始慢慢重視，不過仍不如民間企業。總處資訊處也是在首

長的支持下才成立。決定各部會資訊科技運用量的多寡，與其編制人力無關，

資訊人力受限的主因，是因為人、錢等資源的限制。如靠政府用人制度，往往

很慢才能增補，無法馬上解決人力需求。但是資訊用人應該講究速度，才能因

應資訊快速的變動。因此，必須依賴多元人力的運用，例如：透過聘用等方式

來增補，或是委外給資訊廠商。 

2. 因為政府資訊人力晉升管道有限，加上不容易與外界交流，容易在技術上落後。

因此，還是要靠委外來解決。只要是無涉機密性，在預算許可下，就可以委外。

但是機密或核心業務，則仍需由內部資訊人力負責。 

3. 一般機關之資訊業務分成兩大塊，一種是機關內部 OA：與內部員工管理、溝通

等有關的資訊辦公系統。另一種是配合業務單位的資訊化：如對外業務、架站

與資料庫等。尤其是某些部會特別需要的專業業務需求，如：氣象局的氣象資

訊系統等。 

4. 評估的客觀指標可以上述兩塊的資訊化程度來判斷，如：內部業務 OA 資訊化做

到什麼程度？對外業務是否有高度資訊化的必要？資料蒐集與整合需求程度

等。 

5. 業務單位必須對業務如何資訊化有一些想法和想像，資訊人員才能按照這個想

像去配合研擬。換句話說，也需要業務單位的配合與願景描述，畢竟絕大多數

部會之資訊單位都還是幕僚單位，無法取得政策的主導權。 

6. 機關業務資訊化後，業務人力仍然沒有減少，這部分其實可以做調整，如：內

部幕僚人力便可以減少。 

7. 資訊採購 SOP 應該簡化。 

8. 資訊人力很難流通，無法轉換至其他職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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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關於資訊人員的教育訓練部分，之前資訊人力訓練由主計總處負責，現在改由

國發會負責，另部分由行政院資訊安全辦公室負責資訊安全訓練。 

10. 現行資訊人員專業加給給予三條件：屬正式資訊單位、資訊職系（正式員額）、

工作內容是資訊業務。 

11. 人事總處資訊處升格後，人力總數仍然不變，僅有統計人力靠內部轉換缺額調

度。未來資訊處可能需要的人力，如：資料分析的統計分析人力。但是依照職

系規定，統計職系無法轉至資訊職系，故在人力調配上往往受到限制。 

12. 資訊安全部分則應該像上集中，由專業單位統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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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D3 場次 

時間：2014 年 8 月 21 日（星期四）09:00-10:00  

地點：臺北巿濟南路一段 2-2 號 8 樓 

1. 資訊業務的人力處理，包含正式人力與約聘僱人力，跟考試院協調，現任約聘

僱可透過公職技師考試轉為正式的公務人員。以往大部分資訊單位都是任務編

組，所謂任務編組就是並非正式單位，人員都是約聘雇的，有些一約聘就 10 幾

年。當資訊單位轉成正式單位後，就會有員額的問題，那就必須是正式的公務

人員。那原約聘雇的公務人員怎麼辦？剛開始的時候有些人想說：「沒關係，讓

其解聘。」但問題是不可能，為甚麼？因為到最後這些約聘僱的人員經驗最多。 

2. 約聘雇的人員轉成正式人員的理由是業務的銜接。就部會來講，很多單位是任

務編組，則相當多為約聘僱人員。約聘僱人員都非常有經驗及能力，大型系統

規劃多是由約聘僱人員完成。如果不讓這些約聘僱人員留下來的話，這些系統

及經驗要如何傳承？將造成服務中斷。 

3. 從組織來看，機關首長的支持度與重視度是最重要的，若重點業務則人員會多。

以資訊人員來講，目前多數專案是以委外方式進行，與實際在單位有多少資訊

人力倒也未必相等。以本會為例，有科室目前約是 4 人，但處理的預算約 3 億，

每人約經手 8000 萬左右之預算，是負責全國性的工作，例如全國性政府機關之

網路運作，包括全國的憑證、自然人憑證、商工憑證、醫事憑證還有政府憑證、

組織憑證，這些憑證其實也在一個人手上。是一個窗口、一個專案管理者，可

是後面是有個團隊在處理。從這點來看，網路運作所需人力並不多。但由團隊

來看，約有上百人。基本上就在於機關首長對事情的重視度，則並非業務會跟

與人力成比例。 

4. 資訊單位會因機關首長之重視程度而有所變動，尤其是縣市政府，但中央受限

於制度而比較難調整。例如部分縣市，原本來是資訊室(科)，因業務做得好，縣

市長將資訊室(科)提升為資訊處(室)，但改為不重視資訊之縣市首長之後，則又

會由資訊處(室)降為資訊室(科)。中央而言，行政院、部會、署、分署，分別屬

於一至四級機關。原先四級機關都擁有 10 幾個人的資訊單位，但沒有資訊專長

的人員。最後只是在做 Operational（操作性）的工作，意指資訊人員只是在修

電腦、拉網路線等。這是不是資訊人員的核心價值？不是。部分二級部會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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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單位；三級機關方面，有些機關也是少數人在處理資訊業務。這少數人受

限於人力不足，沒有辦法透過受訓來成長。則本會在資訊改造過程，資訊單位

的建置，是重點之一。規定二級部會必須要有正式的資訊單位。資訊單位可以

是業務單位或輔助單位。三級機關不能有資訊單位，除非是全國性業務。四級

機關則一律不准有資訊單位。主要目的是要把資訊單位、資訊資源、資訊人力、

資訊預算、資訊計畫全部向上集中到部。以部為中心去統籌所屬，這就類似相

趨的概念。將每個獨立的 node，變成一個 mash，就是把部變成粽子的頭，整把

提上來後，由部統合規劃所屬資訊計畫。如此作法，可將整個資訊計畫更緊密

結合。以預算為例，原來部是 100 塊的預算，三級機關局或署之預算是 70 塊，

現行各單位有很多個別之公文系統、人事系統，假如每套維護費是 20 塊，假設

一個部底下有 10 個局，這樣就要 220 塊。若由部來統籌，開發一套共用的資訊

系統，只需花 50 塊，則可用預算可節省 170 塊。這就是資訊資源向上集中的結

果。 

5. 在 5-6 年前做資訊改造的時候，就提出資訊資源向上集中概念。與各部會說明時

強調，資訊預算沒辦法增加，但透過資訊資源向上集中來增加可用的預算。這

資訊系統是屬於共同性的，這類系統約有 13 個。全國不含學校，有 3936 個機

關，這就是規模，從單一機關來看並不多，但當量大時省掉那一塊錢的效益就

出現了。像機房，最小部會的 Server（伺服器）起碼有 50 台，一樣的概念，如

果把部跟所屬的三級機關向上集中，可以省下很多錢。尤其現今虛擬技術的強

大，會省下更多經費。在談資訊資源集中時，就包括預算、機房及人力集中，

其中最為相關的就是人力向上集中。一樣的概念，三級機關有大小、業務有淡

旺季之分，譬如機關有 10 員，這是該機關在旺季所需之人力，但到淡季只需要

2 員，則剩餘 8 員為閒置人員。相對的，若機關淡季時需 10 員，到旺季將會不

夠，變的又要增加人力。則彈性調整做法是，假設將這 10 員集中向上到部，由

部統籌運用，每個機關淡旺季時間不同，人力就可以由部分配，這就是人力資

源向上集中的概念。國發會就是在協調這些部會，透過溝通，讓地方政府第一

線的服務可以更方便。要從民眾的角度去想，要整合民眾的需求，透過查詢資

訊系統告訴民眾可以怎麼做。 

6. 在初期是 transform 的過程，以科技部來說，有中科、南科、竹科，如果人力向

上集中，則南科人就要來台北上班？這涉及同仁權益，則訂定一個派駐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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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同仁先派駐在當地，但考績、指揮權是由部來處理。這樣方式讓資訊人員可

以輪調、訓練、休假，這跟預算概念一樣，可以讓人力增加。 

7. 執行上，在組織改造底下去做資訊改造，資訊改造有定義出 7 大核心工作圈。

其中，這個部分要配合組改才有辦法做。透過組改，人力、預算、計畫才有辦

法向上集中。現在組織法通過的部會，原則上都是照這樣方式在做，這不會是

百分之百的完美。人力與單位要配合組改，其他機房整併、系統的整併可以不

用配合組改。例如文建會、現在的環保署就在做這樣的事情，機關的系統就是

統籌之後，由這個部來開發給所有人用。環資部雖然沒成立，但是環保署就開

始做機房的整併，整併不是 consolidate 到一個 physical location。舉例來說，從

一個雲端的概念，北中南各有一個集中的地方，成為這個部的雲端中心。政府

很重視服務的可用性，通常有一個主機房一定會有備援機房。如果主機房有 fail

的時候，會自動 switch 到備援機房去。所以在雲端的概念下，這個方式反而比

較容易。 

 以往都是單一部會有 1 個主中心、1 個 DR 的中心。但是 DR 中心使用率非常

低，常常會有浪費。雲端技術出來後，大家都可以共用。有過幾種作法，第一

是北部有一個中心、中部有一個中心、南部有一個中心，進行分流。類似 load 

balance 的方式，就是台中以北的流量全部倒到北部，台中以南全部倒到中部，

透過這種雲端方式更容易。國發會的備用中心就可以讓環保署使用，則國發會

的角色就是，從政府角度讓大家可以共用資源。幾年前，在推動資訊改造的時

候，研考會就把機房移出去，並邀集當時的陸委會、人事總處等把設備一起移

出來變成共構中心，空間與費用就相對減少。接著成立經營小組，由大家來決

定共構機房的作法與決策。第一步是讓機器放在一起，第二步是彼此分享應用

服務，所以當時請主計總處開發一個mail的服務，給參與共構機房的機關使用。

對小機關而言，mail 就已足夠。 

8. 編制及人力配置方面，原來部可能沒有資訊部門，或者是任務編組。所以在組

改的時候，就律定每個部或委員會，在成立資訊單位時必須要有哪些基本職能。

若人力及必要性上需設兩個科，則這兩個科的名稱、職能、職掌應是為何？依

據這些特點，最終以設定 6 個科為主體。 

9. 6 個科訂定出來後，會與部會互相協調。假設兩個科來說，就分別定義出策略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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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科及應用服務科。如果 3 個科，就是資訊策略、資通安全管理及應用服務。

同時也會有相關的行政命令，告訴這些部會甚麼情況可以設，甚麼情況不可以

設；從組織面，就會有編制員額限制。在組改過程中，很重要的是權利保障，

職位在組改前後是不變的，薪資在組改後不可低於組改前。組改主要是把員額

留下，編制上移。實務上情況，大部分三級機關很多是兼辦與資訊業務有關，

加減後人員並無大幅增加。加上每個部會跟所屬機關在組改時候，一定是搶人，

則 80%的兼辦人員會留在原單位。實際上，向上集中的人數不會那麼多。 

10. 現況的向上集中沒有到 100%，原則上都是現有人員留住，如果機關沒有資訊部

門，則人力就會往上掛。這些就涉及到約聘僱，譬如，中央機關的資訊中心是

以任務編組方式存在，為避免組改使這些約聘雇不見，變通方法就是同意以任

務編組形態存在。 

11. 任務編組形態是否會影響工作品質？就資訊職系很少有這樣。因為資訊職系正

式人員與約聘僱做的工作幾乎一樣。現在約聘雇的跟正式沒有不同，一約聘就

約聘到退休，很少中途會被解聘。那考試有一些科目就由國發會資訊處來訂，

然後送給考試院。最大問題在於新資及年資，部分約聘雇薪水是比正式公務人

員還高，所以這些約聘僱人員都希望確定，年資可不可以續？薪水可不可以續？

不過，從正式公務人員來講，必須考慮到公平性。 

12. 資訊單位之科別是部會內部協調決定。現在有總員額法，這個部會總共有多少

人，在組改的過程，會律訂這個部會有幾個業務司、業務處。立法院決定總額，

並決定幾個部、會、業務司、三級所屬。在此框架底下，國發會(原研考會)就會

去設計出來。透過架構圖，再去跟部會協調資訊單位有幾個科，再分配幾個人。

就衡平性來看，以規劃內政部為例，當初提資訊服務處有七科，在最後組改小

組核定就給七科。教育部，原來也分七科，但到院組改小組核定就變六科。 

13. 人的部分由立法院決定。質的部分看不到。只能看到編制的合理性及組織的合

理性。行政院組改過程中，必須依部會組織法及處務規程做準則。審議過程中，

委員會分為法規組審組織法、人事分組審編制表、組織分組審組織、資訊分組

審資訊部門是否合適、檔案分組審查檔案管理、財產分組審查辦公廳舍。因為

有總員額法，所以人數是被框住的，資訊單位屬業務單位或輔助單位，由部去

建立出。如果是業務單位，律定要 6-8 個科，如果是輔助單位不能多於 6 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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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部分，業務單位及輔助單位中每一個科的人數，將有其規範，得出整個部

的人力。質的部分就包括資訊人員的職能訓練，從科員至資訊長，用每階段訓

練來提升質的部分。 

14. 全國資訊人力需求要看由哪個角度出發，Outsourcing（外包）的話那算不算？就

本人的了解，少部分機關堅持一定要自己開發，則人力保證不夠。回過頭來說，

有必要甚麼都自己來嗎？那政府資訊人員核心職能是甚麼？越基層的機關越會

有外包情況，因為基層比較沒有資訊人力。在資訊改造過程中，必須是用標準，

不是鎖定在某一個特定的。很多機關都會發生這樣的情況，不過這幾年都有在

改。舉個例來說，大家都用 Office，站在國發會角度要不要改？要。但是不能今

天說明天改，這樣業務會中斷。應要定義在幾年內完成。國發會資訊管理處所

定的資訊職能，是專案的管理及規劃，這才是資訊單位的核心職能，而不是去

開發，開發是可以 outsourcing 的。 

15. 立法院不同意設立資訊中心（GDS），並且 GDS 有一半是正式人員，一半是約

聘僱人員。英國來講，任務結束就換是很正常的。在台灣來講，任務結束不能

換，以台灣來說這是種文化，並使單位老化而沒有創造力。對比到資訊預算，

主計總處負責所有預算，資訊只是其中的一環。但計畫審議是本單位在管理，

則必須 REVIEW 所有計畫，竭盡所能讓計畫不要重複推動資訊改造。大型系統

開發部分，決定不要有 200 人來開發，歸咎於國內文化，沒辦法計畫結束就開

除這 200 人。 

16. 資訊人力的運用主要於資訊核心職能，譬如說，回到政府的資訊核心職能，人

員的核心職能是什麼？如果是專案管理規劃，這是 ok 的。如果從這個資訊專案

的開發過程、分析、建置、驗收，中間還有一個，對不對？那這些其實是可以

做到的事情。那創新這一件事情，可以分幾個部分來看，第一個，政府本身有

沒有創新？要如何去培養政府公務人員的創新力？。第二是委外團隊有沒有創

新能力？政府資訊人員的角色應該是在管理規劃而不是在開發。 

17. 從系統來看，現在對地方來講最困擾的就是中央給的系統。戶政系統、社政系

統等，會根據其個別需求而有一套系統。然後對地方來講，結果是社政與戶政

資料是不能互通。所以這個事就必須處理，主要是在協調這些部會必須透過溝

通，可以方便地方政府的第一線服務。在很多機關，看到的地方政府會去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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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系統的目的就是要去整合。舉新北為例，有做一個福利自己查系統，每個縣

市政府都想要，但費用是每系統要 500 至 60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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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D4 場次 

時間：2014 年 8 月 22 日（星期五）16:00-17:00  

地點：法務部資訊處 

1. 政府部門一直都希望用所謂科技來解決一些人力不足的問題。但資訊人力是從

來不能加的，因大部分的業務都轉到資訊，可是資訊卻不能加人力及錢。現在

的業務是一直在改變，而人力狀況應該是嚴重不足。就行政執行署的人力資源

看來，沒有一個資訊人員，且執行署的資料比財政資料中心還多，署內掌握的

資料，對國家風險來說是相當高的，而必須增加人員以降低風險。這個問題，

與人事行政溝通，得到的結論是，「現在是總員額法的關係，所以無法增加人員」。

所以本處資訊部門人力可能只有財政中心的四分之一，但要承擔相同的風險，

財政中心的要承擔的風險，跟這邊承擔的風險是一模一樣的。法務部這邊的資

料幾乎不會比財政中心少，因為辦案的需要，其實整個財稅資料、整個戶政資

料都有。所以，資料的安全性需要重視。這是個很嚴重的問題。 

2. 建議要建立一個，依照編制的人力來算資訊人力比，就是說多大的機關員額就

應該配置多少的資訊人力，那這邊可以給一個 turning factor，就是有一個調整參

數，這個參數就是一定的比例。 

3. 目前存在很大的風險，譬如，有千萬筆重要的資料的機房在，機房不可以委外，

因委外會提高風險，但人力缺乏，則風險提高之程度也相對高。 

4. 面對高風險卻無法解決，主要是人員限制的問題，例如美國 Samuel 委外造成的

風險事件，柯達公司第一個主張委外的人讓柯達公司倒了，為什麼？因委外，

而不知道核心價值，失去核心技術，則失去存在之價值。 

5. 最核心控制系統的是誰？說到最後都是人，所以人是最重要的，不管技術再怎

麼好，環境再怎麼好，都是以人為最重要。 

6. DBA 寫程式與管理，但寫程式的人員不能接觸資料，這些程式要測試，所以這

些資料需分得很清楚與細，不過需要有相當多人，這樣做才能嚴格的區隔，才

相對安全。但現在情況卻是恰巧相反。一個資訊安全到最後都是很難控制的，

所以人只能用彼此制衡的方法來做，則財稅中心這才是最有效的方法。 

7. 現在中央政策是要集中，資料最核心的價值在所屬機關，檢察署才不是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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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料，行政執行分署就有限制，重點是這樣，當然這邊有一份彙整的資料，

但系統一定是用人力資源最經典的方法，因為所有體系全部資料沒有人力可執

行，所以在系統上做適度的整合，所以目前已經做到所謂的 ASA，系統除了硬

體之外，基本上統一管理，但每個機關裡面至少要有人在管理地方服務，因為

這個滿意度，也沒有人在實地接觸，基本上依靠遠端來說不太可行，record 要有

人做，那一方面是服務，二方面講真的就是監督，資訊安全沒有人看，風險是

很高的，local 一定要有人，所以現在以找統計人員為主。 

8. 各政府機關裡面目前沒有一個合度的人力，覺得資訊安全的風險很大，以目前

的情形之下，知道不可能要求太多，所以要有一個基本的 maintain 支持是很重

要，要不然在講整個國家的資訊安全，現在最大的安全問題在於委外與否。事

實上，委外的結果將造成政府一點治理的能力都沒有，資訊公務人員只會作委

外行政工作而沒有核心價值。最核心的價值就在 know how。 

9. 基礎的預算費用的比例也是很重要的，機關有多少總預算，依照比例，應該有

多少預算是要給資訊預算，這比例應該是要定下來，不然資訊部門一般在機關

比較是弱勢。 

10. 現在政府機關跟人事一樣，原來預算多少就是多少，這叫「額度制衡預算」，反

正就這麼多錢，員額多少就多少，但負責人事與管控經費的主計碰到問題時，

卻沒有責任，責任都在業務單位上。主計有一筆預算，因為業務單位要跟主計

要錢，所以業務要聽從主計意見，要符合既定 request，主導性不足，欠缺大政

府大策略的位置去要求、去命令整個國家資訊的發展，我們現在政府欠缺一個

主管單位。 

11. 建議要建立一個資訊部門運作合理的機制，所以要有一個合理的資訊人力比，

合理的資訊預算比，這樣這些部門才有一個公平合理運作的空間。 

12. 向上集中是概念的，實際上人還是要回到機關，機關裡面一定要有一定 operation

的人去支持住，要維持 daily operation，所以機關裡面還是要有一點人。 

13. 簡單講，要識貨才能嫌貨，所以最好是要自己 run 過一遍，就自行開發的個程式、

系統，用意就是讓新手自己去練兵，練兵練完再來做這個事情的時候，會搞得

比較清楚一點，然後至少知道哪些是關鍵點要抓緊。目前這裡還是留二至三人，

負責處理一些小型系統，因為要維持這些人對新的技術有一些 touch，那也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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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可以由這些人來提供，對新技術能夠 catch up。 

14. 一個部會多少人做委外，就看管到怎樣的程度，就是委外的時候，如果說反正

把採購的行程辦完就不太管了，那這樣就很少人，風險就極高，所以其實委外

的觀念跟財務槓桿差不多，只有很少的錢要 run 一個很大的 project，財務槓桿要

很高，風險就很高，可以稱為委外槓桿。因為原本應該自行負責的工作，只要

做行政簽公文發包，資訊人員最後就變笨了，所以要給他們足夠訓練，就會跟

廠商甚至更聰明，大家現在對公務單位不太信任，認為廠商才有能力，公務人

員就乾脆不做，這是不對的，人力一定要不斷訓練，要不然永遠就只能聽廠商

說了算。 

15. 現在所講資訊安全，是針對寫的程式進行程式檢查的工具，國內沒有很好的這

種工具，包含程式安全檢查，這個廠商很有機會去開發的，可是政府沒有扶植

這樣的廠商協助政府做程式安全檢查。 

16. 只是因為每天預算，所以要服從，在真實的主導性上，欠缺一個真正的一個

position 的，而且整個要大政府的策略，沒有這個角色，也沒有這個 position 去

要求、去命令整個國家資訊的發展，這嚴重的問題就是現在政府欠缺一個主管

單位。不同部會有不同使命，其實現在不同部會，大家都有一定的使命，所以

對資訊的需求，很少單位是可以說沒有資訊就可以運作下去，大部分都是靠資

訊在作業，那到最後很多業務都會移到資訊，可是業務部門的人絕對不會少。

就是說所有政府部門裡面要 follow 一個這個國家的資訊架構，所以必須要有一

個主導部門。 

17. 若未來資訊管理人員若要擴充，應優先分配到哪些業務上？或哪些單位？這樣

問題是不太明確的，為什麼這樣講呢？就是說其實目前是以人員來服務業務；

例如檢察機關，在軟體上就有一個要負責檢察機關的業務，那當然也有負責設

備、技術的、網路的設備，那就不是所謂的機關，所稱業務就是所謂的負責校

正檢察機關、行政執行機關或是廉政署的建議。 

18. 資訊安全目前是最大的 weakness，還是政府自己的技術和業務的主控性是比較

不足的。另外有一點很重要，現在的資訊業務要有不斷往前走的空間，也就是

跨機關服務，像法務部裡面，跨機關合作、跨機關的業務服務會帶來更新的更

大的價值，這是資訊部門比較看重的部分，業務部門只看到自己的業務，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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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只看到檢察，矯正只看到矯正，但資訊可以看到全部，則可提供一些新想

法，可是因為目前沒有這個計畫的角色，碰到比較 positive 的主管可能會合作，

其他人可能就不願意。 

19. 一般資料庫是法律人查可以查，本處的資料庫是要服務所有一般的民眾，所以

有很多 friendly 的地方。資訊部門在未來要有更多的角色，未來應該要把資訊

安全，像目前在推動數位保險數位建設，是非常深奧的資訊技術，所以資訊安

全、數位建設甚至密碼學，這個都是一個很深的領域，這需要一些特殊的人才，

一般資訊人員還做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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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D5 場次 

時間：2014 年 8 月 29 日（星期五）08:30-09:30 

地點：新莊聯合辦公大樓 

1. 資訊軟硬體如何規劃設計與執行，看過 7、80 年代中華電信資訊系統是各做各

的系統，發現資源整合是重要的事。以前行政機關為各自獨立，後來開始做機

房整併，以文化部是總公司的概念，則所屬機關是分公司，不需要訊系統，簡

單概念就是以部為中心，資訊業務向上集中，就是資訊業務、經費與人力，集

中到本部這邊來。系統要整合、共構，那所謂的整合、共構，文化部整合共構

是比較單純，本部和所屬機關十九個單位，如每個單位各自都去發展一個資訊

系統，不是很浪費嗎？故本部出來統整，把 19 個機關整合為一個資訊系統建立

起來。組織向上集中是這樣，但由於會計系統由主計一條鞭直接管轄，資訊沒

辦法越權，該系統由主計處他們主導，要檢討到很多行政業務整合。 

2. 跟部外也要介接連線，比如說外交部、國藝會、台北市文基會，今年就快完成，

國藝會去年就完成，這個好處就是，舉例說明如文化資產申請補助，有兩個單

位傳藝中心與文資局處理補助款，在系統一查，哪個單位來申請，系統畫面旁

邊就會 show 出來，有沒有在其他單位在今年或去年、歷年做什麼，作為文化統

計這個基礎就好。另一個系統，介接了 54 個系統，幾乎涵蓋台灣的重要藝文活

動，售票系統，兩廳院、寬宏與年代售票系統介接，縣市政府藝文活動網站再

介接，之後介接所屬機關官網。考量從源頭做起，就是活動報名系統，另外一

個就是提供 APP，可透過手機查詢附近活動。 

3. 現今是文化、藝文活動整合服務世代，另外一個就是文化資源，文化資源就是

博物館的文物典藏管理系統，可以在網路上查到所有的博物館，比如說每個博

物館典藏的東西，可能有一點相雷同，透過盤點管理文化資產，但是開始在追

那個典藏源很累，管理者都持反對意見，認為不需要共構。共構起來就有很多

好處，共構並非全數成功，也是有失敗，主因在於廠商的良莠，需要負責人員

有專業的判斷能力，以判斷出廠商的良莠。 

4. 業務單位的分工很清楚，軟體開發及維護內部負責，資料為期網站的行銷推導

由外部自行負責，否則會跟業務單位一定扯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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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政府的機關如果要在資訊科技的應用上面要好，真的要好好培養人才，應該以

部會為中心，不是每個機關都配置資訊人力，這不是一個好方法，資訊業務沒

有必要在小單位，三四級機關要做，有的比較重要三級機關，像研考會要做，

以部會為中心的資訊，因為以院為中心則規模太大，每個地方不一樣，以部會

為中心的人力組織應該要適當的給予。 

6. 因為組改有的在中南部的機關，本來有資訊能力，不可能向上集中，而且人員

在台中也可以工作，因有內部都有網路，打卡、刷卡、請假都可。事實上組改

對公務人員有相當大的便利性，只要透過網路，可在不同機關看公文，所以這

就解決人員不同地方的問題。 

7. 資訊經費在法務部裡是弱勢的，被砍經費第一個要檢討資訊不用那麼多？資訊

科技在每個部會都有預算的數據顯示，例如金融業可能是百分之 5~6，一般的企

業裡約 3%~4%，政府機關連 1%都沒有，我們機關只有 0.05%。 

8. 資訊單位的編製，強烈建議不要放在幕僚單位，在組織上面這不是很好的組織，

在部會裡頭應該是當部長的業務單位，才可以充分運用科技資訊。因為要推動

電子治理，放在幕僚單位經費少，編製人員又不能太多，因為業務人員跟幕僚

人員的比例很高，所以這不是供給需求的問題，而是真正組織要去改變。應該

讓組織明確化，人力先確立，第二個是經費應該固定給個多少。 

9. 所有資訊業務都委外，就不要資訊人力?其實是錯的想法。第一個是資訊安全問

題需要內部人員管理，第二個人員的專業在哪裡，廠商是要賺錢的，做完就走

人了，將造成後續維護上的困難。 

10. 不是，駐點人員跟廠商現在不是都集中，可是在附屬機就派廠商比較簡單的電

腦 PC 的工程師一定要，工程師電腦的維修、日常軟體的維護，網路幫看著，盡

量都已經向上集中，那塊花了 1 年大概 1800 萬，19 個機關都派 1 個點 1 個人，

那種比要低階的，讓廠商去駐點就好了，有問題每個月開會，開立行會來處理，

當然要阿，那如果都沒有人，在哪麼遠，怎麼去，當然要有一些辦法，經費、

資用、作業管理那些一定要去做。 

11. 地方性使用者，設備就以個人電腦、印表機、防毒軟體，公文系統只需要人員

教育，因此地方性人員的專業不用太高階，也不用正式員工。要建構大系統，

開發資安防護的大系統給大家用，不可仰賴外包，而是要培養內部同仁，讓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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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本身要有能力，並且要可以馬上判斷及時處理系統異常的部分。 

12. 主計、政風是一條鞭，人事一條鞭，那如果人事總處也認為這個可以建立這樣，

資訊要不要也一條鞭，資訊一條鞭但上面並沒有一個單位。若要一條鞭化，需

考慮到機關首長是否會同意讓自己的資訊人員離開，如果要實現資訊一條鞭的

組織架構，也需要一個頭。這個想法若可以，人事單位可以，政風單位可以，

資訊單位不知道可不可以，因為是幕僚制度是不允許。 

13. 目前所有軟體開發、維護、資安都是外包，內部人員基本上是做規劃，外包不

代表全部交給廠商去做就都沒工作，這樣做的方法就是目前發生問題的狀況，

內部人員的角色是運用專業把業務和廠商溝通好，廠商的專業不足則內部人員

要去看，然後指導廠商該怎麼做，面臨十幾個廠商，每個廠商做法不一樣，當

廠商遇到瓶頸，則內部人員需要從旁協助。 

14. 現在政府的資訊正式員工的費率不是總務的採購，這是分工上的問題。例如本

部來看，資訊人員應該開規格給秘書室去做採購，但秘書室卻不願意。則全程

皆由資訊人員包辦，這樣會有個很重大的缺點，從規劃、採購、驗證到後面的

驗收都是資訊人員，一定會出問題。 

15. 除了資訊專長的人以外，還需要採購的能力，行政協調的能力。擴充原則的專

長要有網路、資料庫認證，高考、高普考不重要。這牽涉到專業能力及整合能

力。 

16. 一個單位待的愉不愉快這是很重要的，第二個是成就感夠不夠，第三個同事間

的配合默契。資訊業務也應該有些專業管理的資訊主管可以協調、溝通的，文

化溝通管理，因為要做服務，跟人家溝通，都要去強化，如果當上科長就是要

磨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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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D6 場次 

時間：2014 年 08 月 29 日 08:30~09:30  

地點：廣博大樓 2F 

1. 從整體來想，若問一個機關人夠不夠?答案一定是不夠。所以一定要找出衡量、

比較的指標。資訊、人跟錢這是任何組織的三個要素。人就像肌肉、錢就像供

給營養跟血液循環，資訊就像神經。所以假如以這樣來看，運用資訊科技的地

方均不相同，主要因素在於沒有做整合聯繫，目前在最主要的整合聯繫要點在

於政府資訊整個沒有一個領導者，沒有一個強而力的決策機構。 

2. 緊急應變人力一定要有，絕對不可能靠現有人力，像治安的問題，一定要有緊

急應變的人，可能在 100 個人左右，要能馬上 take over 突發狀況。另外，假如

說有這樣統合的人力，整個在規範、開發就會比較有相銜接，譬如內政部做自

然人憑證，各機關都要用，可是變成都要去溝通，發生不一致的情況。 

3. 目前最欠缺的是整合，現行整合只有在內部，而沒有對外部的整合。所以 25

年前就跟內政部講，以後民眾出生就提供一個 email，政府跟民眾溝通就是透

過 email，這方案可以讓民眾選擇要或不要。如此一來，民眾就多一個跟政府

溝通的管道，如此一個人調到哪裡都沒有關係，依然可以連絡到民眾。這就像

是個人名片，若換單位，單位的 email 也會換，則名片也要換。但是若把這整

個通訊機制建立起來，只要當事人授權可以取得通訊，不管搬到哪裡都還是可

以連繫。 

4. 組改前這邊是主計資訊處，組改後分成兩塊，一塊分到研考會的資管處，負責

電子化政府。另外一部分是做主計資訊的業務，人數有 62 個人，主管所有主

計機構的資訊計畫的任務，就不是只有主計總處，包括經濟部的主計室、包括

新北市的主計處。所以現在有開發預算會計系統，中央就 672 個機關在用，縣

市有開發另一套，現在有 14 個縣市在用，將來希望所有都用同一套系統，將

來預算會計的統合就很快完成。 

5. 現在來看當然是因為電腦使用大家都有，可是整個資訊的開發到底要不要統合?

就像開發薪資系統，業務單位說由誰出面來做，資訊沒有人力，則找人事部門

來做，但人事部門卻說薪資不是人事部門在管，而是只涉及薪資表。會計室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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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納抑是沒有管薪資，只管出帳及匯錢。開會怎麼辦時，卻由資訊單位主持會

議，若要推動這個系統，則不知道是由哪一個單位為主。在資訊單位人力要有

比較正常化的情況出來，再去討論主導的部門為何。 

6. 請各部會來調整預算經費的使用，約可分成三部分。基礎維運就是，有電腦、

PC 平板、網路、可能印表機、紙張、通訊費等，這些基本的維運費用，這費

用就是按人頭分配。第二個可能是共通性系統，供維系統是大家都要用的，應

該統一來開發、eamil 系統、會議系統，是屬於最重要的。但是單位過小，則

牽涉到維護成本過高，不符合經濟成本，但共通型的業務應該是當務之急，而

且其成效也比較好。最後是業務型，是依照業務單位之性質，建構業務單位專

屬之系統。 

7. 共通性系統還有安全的問題，目前 email 信件中，垃圾信大概有八成到九成，

造成最大維安因素在於垃圾信中的病毒。也發現攻擊或病毒傳播就從 email 而

來，因為 email 最容易大量且廣泛的傳送。所以回過來說，最主要擴充共用系

統是資訊資源整合，這需要正式的來推動。 

8. 政府推動資訊化其實都蠻早的，但整合的部分相當欠缺，而資訊又是最需要整

合，但與各部會溝通協調的時候，還是需要花一點工夫。另一方面是要立法成

立機關，因機關的角色比較有獨立行使之權力，不然就會受到那個機關內部限

制。 

9. 人力編制類似 pool 的概念，各自系統有需求時就會有支援人力。假設人事總處

有業務需求，一直增加人力也是不可能，則可以由 pool 中調派人力支援。相反

的案例，像以前有個縣市，有一陣子要蓋馬路、橋樑，交通局就晉用這類的人，

那現在要蓋水庫，那些人又不太能用了。雖然都是工程，可是還是有點差。 

10. 如果政府整體都有此向上集中方向，大家慢慢這樣調整，也不會有怨言。因為

基本維運大家很清楚，那當然也許會有個級距，100 人以下之單位還是會有基

本資訊人員，而到 500 人以上就不是 0.2 的比例他可能就是 0.15 或是更少，就

是有級距概念，甚至於說將來要走向雲端，是不是基本維運人力又可更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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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觀光促進業務深度訪談題綱 

一、中央觀光業務主管機關 

1. 請問貴機關（編組）在觀光業務上的主要業務為何？有沒有新增的主要業

務？原因為何？ 

2. 您認為觀光包含哪些業務範圍？又此些業務當中，您認為哪幾類型之業務

範圍為觀光最主要之業務？而在幾種主要業務上，近幾年（5 或 10 年）

的業務量分別為何？造成變化的主要原因為何？ 

3. 在幾種主要業務上，各自是由哪幾個單位（科）負責？主要的業務人力大

約各為多少人？輔助人力（例如秘書、總務、資訊、法制、研考、公關等

人力）的狀況為何？ 

4. 在這幾種主要業務或是新業務上，有無利用四化（去任務化、地方、行政

法人化、及委外化）或其他方式（如簡化行政流程或電子化）來處理這些

業務，以節省人力。可否舉例說明貴局的實際成效。 

5. 近幾年來在處理觀光相關業務時，最感人力不足的業務領域為何？為什

麼？如何填補調整？ 

6. 為達成觀光管理的目標，您認為未來可能會新增的業務或是要擴增的業務

為何？可能的業務量（或增加量）為何？規畫用何種方式達成？還需要多

少人力？ 

二、民間觀光從業單位 

1. 目前臺灣觀光產業之現況為何？若以國家人次區分，分別為何？又您認為

最具成長潛力的觀光客類型為哪類？（自由行、團體客、公務出差旅客） 

2. 您認為政府的觀光政策應該包含哪些項目？又這些項目當中，您認為哪幾

類之項目範圍是對觀光促進最具重要性？在這些項目之比重中，近幾年（5

或 10 年）造成變化的主要原因為何？ 

3. 請問您認為目前政府辦理觀光政策的業務人力是否充足？哪些觀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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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業務，需要進一步增補公務人力？ 

4. 就您的觀察，近幾年來業者與觀光業務公務機關互動時，您認為業者最感

人力不足的業務領域為何？您建議應如何填補調整？ 

5. 在政府觀光政策的主要業務或是新創業務上，您認為哪些業務適合利用新

的方式，如透過外包、簡化行政流程或電子化等方式處理這些業務，以節

省人力與提升效率？ 

6. 請問您對於臺灣目前整體的觀光政策有什麼看法？未來應該朝往哪個方

向？ 

7. 配合未來觀光政策的走向，請問您認為我國政府在觀光政策的業務人力，

有哪些需要調整或有檢討之必要？ 

8. 為達成觀光促進的目標，您認為未來可能政府觀光政策會朝哪些重點方向

發展（如：醫療觀光、產業觀光等等等）？可能的業務量（或增加量）為

何？您會建議採用何種方式達成？ 

三、國外政府機關觀光業務單位 

1. 目前韓國觀光產業之狀況為何？韓國觀光公社目前之營運狀況為何？主

要業務為何？又依據《韓國觀光公社法（한국관광공사법）》之規定，

韓國「公社」（공사）組織是否等同於臺灣的「公營事業」（공기업）

？ 

2. 韓國政府的觀光政策主要業務包含哪些項目？就您認為，對韓國觀光促進

最具重要性之業務為何？ 

3. 「韓國觀光公社」與韓國中央政府「文化體育觀光部」（문화체육관광

부）之間的關係為何？彼此間如何合作？ 

4. 您認為若要擴大韓國歡光，韓國政府（或韓國觀光公社）最感人力不足的

地方為何？您建議應如何填補調整？ 

5. 依據您的觀察，對於臺灣政府目前推動之觀光業務有什麼看法？是否有值

得貴國學習之處？是否也能臺灣政府應該學習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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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觀光促進業務深度訪談逐字稿摘要 

一、E1 場次 

時間：2014 年 8 月 19 日 10:30~11:30  

地點：交通部觀光局 

1. 應該每個機關都會覺得自己人力不夠，但這是一機關屬性或是國家發展策略的

問題。以觀光局而言，從以前到現在，我們的業務變的很多元。現在整個地球

村的概念之後，其實觀光局的角色，很多是在做吸引觀光客進到台灣來，這才

是我們主要的業務。 

2. 要吸引國際觀光客進來，周邊配套的東西就很多。除了旅行業本身，還包含航

空、醫療觀光、休閒農業等等，最近增加了一個更大的業務：博弈。要單純成

立一個博弈管理單位，還要牽涉到內政、警政等等社會福利項關事項，目前先

放到觀光局底下，希望觀光局成立一個組去專責負責。 

3. 旅宿現在比較麻煩的是日租套房的問題，因為現在大家（對房地產）投資比較

多，所以大家在買這些房地產之後不知道要如何使用。如果當出租公寓就算了，

但是現在大家都會用節約的經濟手法去處理，而以日租套房非法型態經營，日

租套房存在很多問題，是整個旅宿管理中重點。 

4. 因為政府整體大環境問題，所以現在很多機關在發展上會思考用觀光作為標

的。觀光是一個平台、載具，只要有一個產業丟到這平台上，透過觀光的包裝，

可以再去做一些行銷，甚至是擴大。 

5. 從量化指標來看，希望 2016 年能夠達到一千萬旅客來台灣，讓台灣成為觀光大

國的一個目標。對觀光局而言，本身是「質」要能夠提升，在 KPI 上面作法是：

滿意度提高、重遊率提高、每人平均消費提高，這些才是「質」的提升，所以

觀光局在處理業務上，就是從這些 KPI 上去做處理，這幾年在環境整備上費了

很多的力量。 

6. 近五年開放大陸人士來台，因為開放後，他不是一個自由競爭市場，而是完全

被掌控的市場，要做的事情跟在日本要吸引客人進來是不一樣的概念。比如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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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陸客團進來都要先報准，還要填寫相關資料，讓電腦做管控，會派人去查

緝。人力上的問題，在業務上利用了四化概念。 

7. 在駐外跟風景區人力量至少要補足，一個是預算問題，一個是人的問題。預算

當然一定不夠，但是至少要有人去做這件事。否則現在的 loading 都非常的大，

像包括一些奇怪的非主管事務，例如：拜會，各單位只要講到拜會，都會先想

安排到觀光局來，就一天到晚接客，那這個能不做嗎？不行，因為它是一種關

係的建立，甚至要思考如何跟對方合作… 

8. 觀光局一直做公關業務，人力需求就很大。管理處有些運用志工的制度，像幾

個機場也會跟學校結合，也是種去任務化。但還是要有人員去做管理，所以都

是在既有的業務範疇外再做這些事。但需要去專責管理，就像管志工的也要去

跟志工搏感情，有時候是沒有辦法的，要讓志工跟本局有良好的互動。 

9. 最賺錢的旅館是 40 個房間以下，觀光局最近在輔導，所以現在很多管顧公司去

收老旅館來重新整修。投資也許好一點就 4、5000 萬，其實大概三年會回本。

觀光局當初評估全臺灣的旅館數量是夠的，但是「質」不夠，所以觀光局會輔

導，補貼利息。 

10. 觀光旅館是由觀光局主管，處理發照。觀光旅館又分兩級，分為國際觀光旅館

和一般觀光旅館。一般觀光旅館我們已經要請直轄市直接發照，而不在觀光局

身上。另外一個等級叫做一般旅館，一般旅館跟民宿的審核發照都是由地方政

府負責，中央只能做監督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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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2 場次 

時間：2014 年 8 月 22 日（星期五）09:30-10:30 

地點：臺北市中山區長春路 38 號 

1. 人力變化狀況今日與過去不同，取締日租套房等業務卻沒有足夠人員，光輔導

正式旅館、民宿就已經人力不足。（對於合法的業者就已經業務不堪負荷，無暇

管到非法） 

2. 如果認為觀光是重點產業，則不能限制人數，要積極投入。查報中心旅館課應

該派人駐點在公會，了解公會實際需求，與業者之溝通與推廣。 

3. 政府機關很多業務太多紙上作業，造成業者很多麻煩。 

4. 全國有 3 分之 1 的旅館都是小型合夥模式，未來觀光旅客提升，有必要予以輔

導。 

5. 如果現在政府有人，應該先改善政府的行政流程，簡化不必要之手續。 

6. 未來如何提高旅客質（自由行）和量（團客）: 散客平均 1,800 元、團客約 1,300

元。用旅館的特色吸引散客，例如裝潢、飲食等。臺灣旅館現況就是「不到位」，

大型旅館業用薪資挖角，導致員工流動率大，訓練不足。 

7. 全國旅館平均 40 間房間，15 位員工左右。未來旅客增加必須要考慮如何提升。 

8. 政府應該做教育訓練，讓旅館業品質水準達到一定同質性。並要能夠永久經營

下去，臺灣只應有旅館人，而非生意人。 

9. 各中央機關與旅館業相關之業務內容：（1）內政部營建署：解決小型旅館無障

礙設施。（2）行政院消保處：旅客直接訂房定型化契約。（3）經濟部智產局：

音樂二次公播業務。（4）交通部觀光局：非法旅館與日租套房查緝、星級旅館

評鑑、老舊旅館更新補貼與利息補貼。（5）勞動部：遵守《勞基法》勞動時數

問題。（6）行政院環保署：旅館取得環保標章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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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3 場次 

時間：2014 年 09 月 29 日（星期一）09:30-10:30 

地點：交通部通訊大樓 

1. 目前交通部路政司下設了一個觀光科，有四人，人力上當然是不夠。原因是因

為交通部路政司業務內容包括海、路、空，路有鐵路、道路、公路，還有一項

就是觀光。路政司的特性上跟一般不一樣，因為路政司除了政策幕僚外還有法

規研訂，比較偏重執行面或執行的法規就會落到部所屬機關。 

2. 觀光局成立比較晚，當時路政司的業務很重，因轄管運輸業產業、高鐵、捷運，

還有道路及鐵路工程，所以在人力的配置上本身就不足。因此把大部分的業務

由觀光局協助處理，交通部路政司轄下觀光科這邊就負責督導以及協助、審查

的觀光業務。 

3. 由於政府將推動觀光發展列為國家重要經濟發展政策，故近年來積極推動及行

銷觀光活動、景點開發及建設、觀光產業發展等多項措施。致使近年國外來台

旅客以每年增加百萬人次方式成長，而目前的人力上沒有增加，業務卻不斷增

加。 

4. 近年奉行政院交下新增博弈業務，以國際度假區附設賭場的方式。其係因博弈

部分與觀光具有關連性，所以將該業務交由交通部路政司觀光科辦理。由於交

通部路政司觀光科並無多餘的人力可以辦理，爰就以現有的同仁去分擔業務。

故此部分業務，未來仍應有必要適度增加新增博弈業務所需人力。博弈法案對

於離島的委員來說，是有助於離島經濟發展，像馬祖地區相關的民意機關都是

希望政府盡快通過來推行。在這樣的氛圍下，後續推動博弈、國際度假區的發

展，在目前現有的觀光人力下勢必不足。  

5. 由於博弈業務係數需高度管制業務，與觀光業務上是不相同的，且國外博弈管

制局成員大多屬警政、金融、會計、法治、司法等背景人員來成立。因為博弈

係屬新增業務，目前沒有這個單位，未來在人力上應該比照國外成立一個這樣

的單位及編制相關人力因應。 

6. 對大部分的人而言，旅遊並不是絕對的必需品，也不算是奢侈品，應該算是人

在經濟上達到某一個程度後，需要放鬆、需要帶全家人去旅遊，可能算是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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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生活品質提升的一種產品。最主要的原因是在經濟，如果經濟上大家都是富

有的，那將會促進國內旅遊更多。此外，另一個是產品的吸引性，有沒有辦法

吸引國人一遊再遊？塑造產品的吸引性以及特殊性，因為旅客喜歡的特性不一

樣。。 

7. 活動是一個促銷的方式，我們會協助地方把活動包裝，不懂得包裝，就無法讓

國際旅客有所興趣。國內活動也要讓國外的人看得到，就是要去做一個整合，

把不同的活動把它整合串聯起來，變成一個大型的活動。把臺灣的文化、特殊

性包裝起來，這是針對我們國內的部分。每個季節也會做不同的包裝，像是溫

泉季，對日本客來說是非常有吸引力。 

8. 旅宿業，包括觀光飯店、一般飯店、民宿。旅宿業一直在大幅的成長，那大幅

的成長勢必在管理人力上是不足。因觀光客一直成長，將促使每年旅館投資一

直在增加，相對管理的人數也應該成正比的增加。在旅行社的部分，觀光目前

都是成長的業務，但觀光局的人力當時都沒有增加，因為受到總員額法的規範，

每個局處單位員額都很吃緊。可是這幾年每年來臺客數百萬人次在突破，可是

觀光局人力還是一樣維持，這就不是一個很合理的狀態。 

9. 觀光其實是一個平台，早期觀光人數沒這麼蓬勃的時候，觀光局的整合性還沒

有這麼到位。可是慢慢地觀光業務越來越多時，觀光局要慢慢地把很多業務包

含在活動裡或是整合。如日月潭電動船的部分，日月潭風景很美，希望旅客旅

遊不會造成環境無污染，為了提升觀光品質，從柴油船改成電動船。但管理處

人力不足，日月潭這麼大，管理處才 20 多個人，要管理業者、旅客、當地環境、

週遭景點建設，這當中又包含會計、主管，這人力明顯的不合理。業務增加這

麼多、要做的事情這麼多，而且要做一個整合性的工作以及包裝，但人力沒有

完全增加，所以造就觀光局在人力不足，同仁業務相當繁重及痛苦。 

10. 地方和中央觀光局本來就是分權的，地方的觀光事務就地方自己去辦，因為中

央沒有這麼多的人力。但是地方會跟中央要補助款，中央就會給補助款及指導，

所以不是說絕對都是觀光局去掌握，大家都會分工。  

11. 觀光局也希望協助地方政府把一個活動慢慢變成國際性、常態性的活動，像是

熱氣球在這個季節辦就會辦得很熱鬧。但不是說只有這個季節才搭得到，現在

臺東把它發展成平時也可以搭乘熱氣球，這是一個相當成功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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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當業務越來越多的時候，其實他分工會越來越細，那分工越來越細，同仁要做

好一件事情就需思考時間。如果給不足的人力時候，尤其在做政策上是比較容

易資料收集不足、時間不足。沒有辦法把它真正的思考得更周延，所以足夠的

人力對品質上來說是絕對有幫助。。 

13. 觀光局未來會新增博弈業務，博弈業務依照新加坡的案例，估算大約 120 人，

若條例通過後即將面對新增業務人力的問題。雖然目標是 120 人，但初期不需

要這麼多，未來還是需要事情況增補。 

14. 那觀光業務的部分，未來當然觀光局會變觀光署。在總員額限制下，所分配人

力仍然不足，在不足的狀態下依然會想辦法去做其他的處理，像是委外的部分，

或是可能利用觀光發展基金去增聘約聘人員來做彌補。但是約聘人員並非是一

個長久之計，因為不能賦予他一個很重的責任，因為正式員額本身有受到公務

人員法令上的規定，重要的部分還是需要正式人員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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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E4 場次 

時間：2014 年 10 月 14 日（星期一）10:30-11:00 

地點：交通部觀光局 

1. 對於觀光局國際組來講，目前最大的工作還是把臺灣行銷出去，駐外業務就是

由觀光局國際組來聯繫督導。 

2. inbound 是指來台旅客數，來臺才會創造經濟效益，outbound 是指出去花外匯，

所以要努力宣傳推廣吸引更多人來台。若臺灣到達 1,000 萬時要去思考，因為一

千萬後格局應該不一樣，是一個觀光大國，所以組織人力也應順應調整。 

3. 約聘僱他是一年一簽的，隨時可能離職，所以經驗的傳承上可能會遺失掉。現

在培養一個人，一年或二年後找到更好的工作就走了。但如果是正式的公務員，

相對穩定且能累積經驗，對單位來說，整個投資是沒有浪費的。因此希望培養

的人是在裡面能做比較長期服務，長時間的累積不是短時間。 

4. 觀光產業是人力密集的產業，滿意度好壞人的因素占很大，所以服務業就是人

的接觸。 

5. 國內外同仁每天在全世界在做推廣活動，很多的宣傳推廣及促銷要不斷推陳出

新，這些點子是要想、要去執行、找人去合作，這些都要靠人去執行。另外，

建立合作關係需要經常接觸，人家才會信任，類似業務對推廣觀光很重要，不

能只靠自己，需廣結善緣，爭取支持。 

6. 觀光這個領域來講，高科技是宣傳利器，是一個減少時間增加效率的工具，但

很多工作還是要靠人這個部分。 

7. 最主要的人力還是擺在促進來台宣傳推廣促銷業務，開發來台客源，因為每個

辦事處辦很多宣傳推廣活動，每天有來自國外詢問及訊息要處理。觀光是一個

平台，很多東西來了以後是一個綜合性的，需要找相關民間及公部門單位來協

調。常常做一件事情看似簡單，但他中間花費的時間是蠻多的，尤其是協調，

通常協調 4 至 5 次還正常。 

8. 如果人力少，所分配的工作壓力就大，就會影響到好的產出。很多業務是蠻急

的，很多事情是需要思考，尤其是行銷這東西需要思考的層面比較廣。但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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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急就章，有很多東西要討論，醞釀出好的策略作法，這樣效果才會好，而

不是一般沒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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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E5 場次 

時間：2014 年 10 月 14 日（星期一）14:00-15:00 

地點：交通部觀光局大樓  

1. 業務組的業務主要分成三大面向，第一為旅行業管理，第二為觀光飯店業管

理，第三為觀光產業人力現況與其未來評估分析和培訓等三大面向。 

2. 針對旅行業管理業務上，很大的一塊是稽查業務，如針對陸客團違規、旅行業

者違規等業務。而旅行社的申請以及旅遊紛爭的申訴案與調解案，也是另一塊

花費人力之業務。在陸客團違規稽查業務上，需要嚴格查緝並投入人力執行查

緝，針對違法之裁處需要嚴謹的蒐證，需要人力去補強民眾所舉法之案件之違

法情事蒐證，補強民眾檢舉案件之證據力。 

3. 針對陸客脫團之稽查業務，觀光局自 97 年起設立 24 小時通報業務，成功降低

陸客脫團案例，故增加約 18 位約聘人力。但這個部分隨著陸客團愈來愈多，

人手卻沒有增加，且外界對於稽查的嚴謹度又不斷要求，導致現行人力仍然不

足，甚至影響處理其他業務之作業。 

4. 購物店稽查，有限制旅行團進購物店的家數上限，防止低價團。而陸客旅行團

會在全臺跑，各地的購物店都需要有人去站崗，檢查是否有任意喊價宰殺，以

及該團是否超過進購物店家數上限。所以這邊就需要派員到各地站崗，有時候

只能派出 1 名人員去外地購物店實際稽查，購物店就會玩「貓抓老鼠」，人來

了就關門，人走了又開張攬客，稽查人力也顯得不足。當然這是臺灣的特殊現

象，由於我國旅行業採特許制度，經過政府許可者才能經營旅行業。這種管制

下就需要稽查非法旅行社、導遊等業務，更何況即使是合法旅行業者也有可能

有違規情事發生，故也要人力。 

5. 業務組還負責管理觀光飯店業務。一般的旅館則是由縣市政府負責，目前此部

分的業務為會同其他如消防、衛生等單位定期或不定期前往登記飯店查察品質

與是否有違反相關法規，還有一部分就是查緝違法日租套房業者等工作。 

6. 在委外、地方化等議題上，本局受限於兩岸關係工作之特殊，以及國安工作與

公權力行使之考量與管理事項設中央主管業務，已有多次計畫將工作分配予以

地方。但多為地方反對等因素，難以執行等。所以，目前我們組共配置 1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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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大陸觀光團事務，全天候 24 小時輪值受理大陸觀光團接待內容變更及相

關個案通報，提供旅行業及導遊人員相關諮詢（102 年通報案件量計 3 萬 6,600

件、103 年 1 至 8 月計 3 萬 5,410 件），並以事前審查方式，過濾大陸觀光團體

接待內容（97 年審查 2,185 團次，98 年 23,290 團次，99 年 45,512 團次，100

年 49,342 團次，101 年 70,363 團次，102 年 67,817 團次，103 年 1-8 月 57,134

團次），103 年 1 至 8 月並受理民眾陳情申訴案件 378 件，自 102 年起實施大陸

觀光團優質行程措施，至 103 年 9 月共計審查旅行業申請案 2,546 件，各項業

務繁重，人力調度吃緊。 

7. 來臺旅客人數自 97 年至 102 年，由 384 萬人增加至 801 萬人，急遽成長逾 400

萬人次，預計（103）年將可突破 900 萬人次。其中 97 年 7 月 18 日起全面開

放大陸地區人民來臺觀光，市場穩健發展，已成為我國客源市場首位，另陸客

自由行自 100 年 6 月 28 日起開放迄今，旅客人數亦快速成長，有必要增加相

關業務人力。 

 

  



附錄 

 241 

六、E6、E7、E8 場次 

時間：2014 年 10 月 27 日（星期一）14:00-16:00 

地點：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E6： 

1. 現在有 4 個主要的業務課、3 個管理站，還有人事、還有輔助課室，主計室等輔

助人力。那四大業務課裡面，目前企劃課有三個正式人力，一個是科長在加上

三個正式人力。企劃的主要內容就是在主要風景區做觀光跟保育的工作，所以

有資源一定要查明，在未來幾年內要做什麼事情的政策綱領要出來。也許明年

內就希望會有一個成長，還是一個服務品質的、量的提升，這部分要訂出來未

來的方向。 

2. 經建會有要求我們做自償率，即風景管理處必須要自己賺錢，不是只有在花錢。

現在必須要活化利用之後，收錢進來，準備提出一些自償的方案。承辦人員自

己必須要有理念去做這些事情，結合我們課室之間去做這樣的規劃。除了這些

以外，還有一些 BOT 的案子，日月潭九族纜車的 BOT 是我們自辦的，未來到

車程的 BOO 纜車案，目前是這樣規劃。包含周邊的開發，跟結合旅宿業的開發，

目前都是企劃課的工作，做擘劃工作。 

3. 企劃課業務的困難跟人力素質會有很大的關係，現在缺乏怎樣去把自償率設定

比率。譬如說未來要達到多少的收入，還要先去理解我們各課室所能達到的一

個目標，所以必須要有整理的能力去做這一塊，比較沒有辦法有多餘能量去處

理這塊工作。 

4. 承辦人的素質都很好，但現在雜事很多，如土地糾紛等。在開發的時候，風景

管理處跟縣政府、台電、林務局的土地重疊太多，甚至有一些是違規占用的東

西需要去排除。打這些行政官司或排除工作需要花很多人力，如果要做一些比

較思考性的東西，需要將處理日常工作的人力切割開來。 

5. 工務課跟年度的工程預算比較有關係，現在一年大概是四億元的建設經費。在

公路總局來講只是小錢，那對我們來講，這錢在使用上細膩度會很高。管理處

定位比較難像其它單位有那麼大的自主權，因為我們必須跟縣市政府協調，很

多東西是有重疊的。所以我們溝通的工作非常的多，這在管理課或工務課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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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劃課花更多時間在這上面。 

6. 管理課主要業務在既有設施、工程設施在完成之後，移交做現場執行與管理，

還有維護與修繕的工作。管理課目前政策面的部分，包含「電動船推廣」。電動

船政策，行政院要求要在 8 年內把船都替換成電動船，所以在執行上是新的業

務。目前我們的措施是用補助編列的方式，鼓勵現有的船變成電動船。這部分

要耗費溝通的力量，要跟業者去詢問年限，去誘導業者在年限到期以後，願意

來申請補助款。這個東西的難度在於，業者會有其它疑慮，譬如說技術上的疑

慮與使用方便度，電動船的效能還是不如柴油船。現在的執行率沒有很高，所

以要想些很特殊方法鼓勵這些業者，多提供誘因讓他們來轉換。我們在思考些

新的措施，包含可以讓現在的舊船直接去換引擎，還是換一種不一定是電，是

另外一種氫電池的。所以要不停地配合現在科技進步，思考新的措施，讓業者

願意配合政策。 

7. 遊憩課主要是四大業務：第一個是活動辦理，跟承辦人數有關。一個承辦人專

門負責活動辦理，包含四大節慶活動，其實量非常大。一年春夏秋冬都有活動，

只有一個承辦人在做。第二個是文宣品，包含了外面所看到的摺頁跟影片，也

是一個承辦人。再來是友善旅遊環境的建置，包含日月潭好行、日月潭套票的

業務，也是一個承辦人。目前像本課承辦人只有 3 位而已。還有一項是大陸事

務的工作，觀光局在開放陸客之後，考量到陸客跑到每個定點之後，怎樣去管

旅行社有沒有違規行為。像日月潭有九成的陸客都在風景處這個集合點，所以

用了很多第一線人力、承辦人力去做這個工作。這個部分比較耗人力的，但沒

有什麼很大績效的工作。 

8. 接待業務要花很多人力，每天最少會有兩個團來到這裡。外交部、局裡面的媒

體也會有，然後還有一些其它的公司團體，還有陸客。 

9. 接待室行政助理跟約僱人員要排行程，去現場去送禮務，到每個點還要去聯絡，

要配合一下給比較便宜的費用或是免費。就是很細瑣，就像一般接待旅行社接

待的業務一樣，這個就很耗時間。 

10. 大部分的人力都用到接待的事情，所以反而在執行稽核業務就沒有執行到局裡

面的要求。前陣子被檢討過，稽核數量太少。那現在已經重新要啟動，要把這

個強度提高。所以耗掉管理站的人去做這業務，連替代役都要下去。方式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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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車場，就是在陸客遊覽車要進來的時候，做遊覽車稽核還有導遊的稽核。我

們沒辦法像局裡面是跟車，就是只能在定點抽查，抽查導遊的資料，有沒有去

購物店，到底這些遊客來自於哪裡、有沒有符合規定。 

11. 以整個處裡面來看，業務課需要的是思考性的人力，必須要辦活動一樣怎麼去

思考。如果按照以前的模式，當然都沒問題，像文宣品的東西就是招標這樣做

就好。但因為每年的範圍會變動，承辦人必須要有一定的訓練。譬如像是主管

要負責訂出這個展望，例如也在思考文宣品一定要印摺頁嗎？當不做這件事情

的話，要用什麼方法去改變。承辦人整個的思路、思維就要大翻轉。現在最常

用的就是 APP，那真的摺頁還是最重要的嗎？  

E7： 

1. 本處的預算員額現在是 33 人，職掌轄區業務由原來的九千公頃，擴增為一萬八

千多公頃。管轄的範圍由埔里、漁池、到水里車埕等，轄區擴大，業務增多，

可是人力沒有增加。那很多業務的執行，光靠正職現有員額 33 人，根本就無法

負荷，所以有部分業務委託民間辦理，如路域、水域的清潔及保全業務等，另

運用些輔助人力，如志工、替代役役男及派遣勞工等。除了有正式人力，還有

輔助人力，還有志工。我們現在志工有 145 人。還有替代役，替代役原則上維

持 13 到 16 人。還有行政助理人員 21 人（區分一般業務之行政助理 18 人及專

業之行政助理 3 人），基本上它們的費用都是編列在「一般管理費」及「工程管

理費」內勻支，所以輔助人力就分三個：志工、替代役與行政助理，來協助我

們管理處業務的執行。 

2. 我們這裡職員都是高考進來的，往年高考錄取分發人員，拿到證書服務滿 1 年

即申請調職，因工作壓力大之故，所以流動率相當高。今年的高考錄取分發人

員因規定的修改，分發至單位後需服務三年始可請調，不然以前時間到了就走。

雖說職缺期間可招聘職代人員，但進用職代的人其實是作用有限的。因他們只

能做幾個月，業務都還不熟悉就要離職，所以職代的進用對機關重要業務執行

沒有太大的效能，只能交辦些簡單且定期辦理的業務。所以當職務出缺的時候，

聘用職務代理人也不容易正常地執行一切業務。以長期來看，為順遂推行單位

職掌業務，還是以正式人力較符單位需求。 

3. 勞務派遣所負的責任跟正式公務人員不一樣，他們是行政助理，沒辦法承辦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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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什麼業務，只是協助執行業務。真正業務的承辦跟執行，從規劃到執行，

還是要靠我們正式人力。 

4. 33 個正式人員裡面，扣掉處長、副處長跟祕書，現在連處長都當承辦人在用，

很難從業務量增加跟人員運用調配取的平橫點。從業務執行而言，一個人只會

做一件事，例如稽查，一個人出去就是一天、半天。不能說業務那麼少，但就

是要一個人去執行。 

E8： 

1. 依國旅組來講，觀光主要業務大概分成三個部分、三個科。第一科就是「觀光

遊樂業的輔導跟管理」，第二科是「觀光活動」部分，第三科是「友善旅遊環境

（營造）」，也就是旅遊資訊服務跟旅運接軌、交通接軌、服務等這四個部分，

由我們三個科來辦理。 

2. 觀光遊樂業的部分就是產業輔導，包含了從投資開發、事業計畫及變更審查、

觀光遊樂業的輔導管理、觀光遊樂業行銷推廣。活動的部分除了觀光局有自辦

的一些相關的活動，就是輔導縣市政府或協會去辦理相關的活動。「旅遊諮詢服

務」就是設置旅遊服務中心，以及旅遊服務中心的輔導跟管理，還有旅運接駁

服務。像我們目前比較常做、比較知名的就是像臺灣觀巴、還有臺灣好行的路

線及交通疏運，並與公路總局等單位協調。 

3. 在輔導產業的過程中會有新增的業務，譬如觀光遊樂業的輔導管理，除了國內

輔導、例行性行銷宣傳以外，近來也輔導到業者走向國際化，譬如像是國際的

行銷宣傳。還有觀光遊樂業在面對很多競爭環境壓力下，也需要協助業者強化

在經營品質及營運上面，或是在園區的安全、維護等整體的輔導。 

5. 旅遊資訊服務會持續提升品質及拓展辦理之業務。旅遊資訊服務分四個層面：

從國際觀光客來臺後的機場是第一層旅客服務中心，各地縣市的旅遊服務中心

是第二層，第三層是觀光景點的遊客中心，最後第四層分布在各個據點的店面

的旅遊資訊提供。至於臺灣好行也有 33 條路線，臺灣觀光巴士也有 78 條路線，

整個路線及相關的業務也不斷在擴充中，以建立整體友善的旅遊環境。 

6. 國際觀光客很多，所以不管是資訊的提供或者是友善環境的建置、交通接駁服

務的需求等也很大。所以，必須要去跟各個機關協調，例如公路總局、鐵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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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服務機關，透過協調合作讓遊客來臺灣的整個旅遊的品質做提升。從旅客

一下了飛機之後，到各個景點的交通接駁及旅遊資訊等等都強化。這幾年產業

的部分也面臨免費新興景點增加、觀光活動多樣化及少子化的衝擊，該如何來

加強觀光遊樂業競爭力的提升都是產業輔導的重要課題。 

7. 委外部分目前以整個辦公室清潔人力的外包業務，春節期間交通疏運業務有部

分外包。剛剛也提到交通接駁，就是交通疏運的部分，不管是連續假期或者是

是春節期間等，都需要一些人力在假日的時候去做交通疏運協調聯繫及相關統

計工作，包括旅客人數的統計、擁塞路段、停車場等疏運上的問題。 

8. 人力不足的部分，以替代役來處理人力問題，協助行政工作。或是由其他同仁

來兼辦這些業務，本組類似變形蟲組織，業務比較忙的時候，就會請其它同仁

做業務上的調配。目前只能用替代役，才會有人力吃緊的情形，所以才說需要

正式人力來處理這些公務事項，讓公務的內容更為精細，在處理上面也可以做

的更好。 

 

 



中央政府機關總量管理下人力供需評估及因應策略 

 246 

附錄十一 第三場焦點座談會逐字稿摘要 

一、食品安全場次 

時間：103 年 12 月 8 日（星期一）09：00-10：00 

地點：臺灣大學新社科院 631 會議室 

與談者：C15、C16 

C16： 

1. 過去的觀念認為，產品做出來最後衛生單位會把關。可是現在的觀念是，開始

在源頭就要有一個基本的把關機制。所以，甚至連環保署都投入。例如夜市的

廢油回收，過去環保署也有做，是針對大的餐飲業，像麥當勞這種的，以及做

速食麵的工廠。現在發現，小的業者沒有管，所以門檻降下來。不過，環保單

位也沒有那麼多人力去監督，也是一個問題。 

2. 至少在衛福部這邊，地方要增加能力很困難，可是業務又要去執行。所以，衛

福部去跟行政院爭取經費人力。但這些人力是放在區管下面，區管會視需要把

人力派駐到某些衛生局去協助。 

3. 以衛生單位來講，要去規劃各種後市場的監測的計畫，要做哪些對象的食品。

例如餐飲類別，要做哪些、做到什麼程度管控，實際上也蠻花精力要去規劃。

規劃後，實際上就請地方衛生局執行，所以也要有一定程度的監督。 

4. 邊境管理實際上要講的是，輸入產品的管理。目前修法之後，整個措施就不是

等著貨品來，而是要跑到國外去實地檢查。所以只要往國外跑，人力就很重了。 

5. 因為國家的發展，業務的變動，還有國外的新的各種措施，所以食安領域越來

越複雜。尤其在食品、食安的管理，是跟民眾密切關聯的。幾乎每一個民眾對

於食安都有意見，所以這一方面的業務顯然用過去的角度來評估就不足，需要

增加。 

6. 從比較純理論的角度來看，可以想像各種環境的物質都有可能跑到原料裡面，

在精製過程中間，也可以假設沒有完全被去除掉。這些都要有數字來做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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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都是用想像的。環境裡面的物質實在是太多了，如果都要本地的數字來完

成各種的評估，很多年都做不完。所以基本上還是參考國外國際組織、先進國

家的數據，然後把一些基本的重要數字套進去。 

7. 不管農藥、動物用藥或者食品添加物，現在看起來沒事，可能事實上應該每隔

五年就再看一次。評估上一次的結果有沒有需要再做調整，如果評估結論說不

需要調整，也是一個再評估。這種工作在比較進步的國家是不斷進行的，但因

為資源不足，所以譬如說 5 年前核准的，核准之後就一直繼續下來。 

8. 管理制度由中央設計，譬如現在要所有的業者要去登錄，然後產品分類要去做

追溯、追蹤。還有這個工廠生產自己對於原料半成品、成品要做檢驗，要找人

家來做驗證。這整個一套管理制度都是中央在設計，設計完了交給地方，或者

是委託民間來做執行。 

C15： 

1. 例如食品稽查的工作，一般來說主要是在地方執行。不過因為地方人力流動或

經驗的問題，也常力有未逮。所以目前中央為了要協助這塊，也有派一些專人

偕同，進行一些稽查的工作。 

2. 考評指標的部分，有時候衛生局可能為了要衝高分，就找個比較方便執行的方

式。譬如說查標示，衛生局可能為了要件數，就找販賣場所，因為同時可以有

很多標籤。這樣稽查，可能會有落差。 

3. 針對衛生單位，衛生、地方衛生局提供的考評指標，其實在今年度、乃至於明

年度，都有做一些修正。因為消費意識的抬頭，他們對於這個資訊的揭露、的

完整性或真實性非常注重。所以，最近相關的法規的修正，就是食安法在修法

的時候也特別關注這一塊，所以後續子法的訂定，還有執行，其實這兩個業務

量也增加非常多。 

4. 餐飲業管理部分，因為都是平常、日常生活外食的話一定要接觸到的。所以衛

生管理，也都列為目前中央政府機關管理重點，以業務量也增加。多年經驗下

來，已建立一個模式，所以民眾或許不特別感覺說，好像有什麼特別的政策出

來。但的確是有個較完整的一個管理架構、有一些跨部會的管理。 

5. 食品組也有一個進口管理科，比較是針對一些進口、國外的產品的訊息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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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國外不合格的產品，然後在邊境上可以採取什麼樣管控措施。或者，如果

要作國外查廠的話，哪些是可能可以優先的。認為比較高風險，需要優先列入

查核的對象，會有一些政策上的規劃。 

6. 如果依照國際的作法完整整套，其實風險評估要投入的人力跟經費非常高。因

為以往資源有限，所以重心先放在其他的面向。如果有國際的一些風險評估報

告，就拿來參考、引用。事實上，應該要針對本土的飲食、背景來做風險評估。

但是，風險評估的人才、專業人才，的確不是那麼充足。目前的話，有幾個計

畫是委託國衛院來協助。 

7. 尤其這個衛生、地方衛生局在稽查的時候，進入到一個工廠，其實要稽查的面

向很多、很細。那但是哪些項目是最重要的、核心的，要稽查的項目，這個也

都是中央它會給予地方一些指導。 

8. 如果事前都不要提醒，說以加班時數來作為人力評估的話，數據或許可以參考，

但一定有落差。看到的絕對比實際值加班的數量要少，不過至少有看到多跟少，

要比相對性是可以的。 

9. 平常可能到立委的辦公室說明，或者參加立委召開的記者會。所以現在的食品

組組長，應該要設有食品組副組長，專門去溝通。還有國際業務也非常繁重，

國內外的溝通。假如說真的是要跟國際接軌，要有一批人常常去參加國際的會

議，但目前派不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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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訊管理場次 

時間：103 年 12 月 8 日（星期一）10:30-11:30 

地點：臺灣大學新社科院 631 會議室 

與談者：D3、D6 

D3 

1. 國發會近幾年一直在推動的人員集中、資源集中，還有幾份報告就是這些構面

跟定義。第一個是資料安全管理的部分，政府資訊公開政策的落實，這個部分

應該是資通建設的部分。因為它是一個基礎，或者是說它是一個資訊策略的一

個規劃。相關資訊服務管理制度之推動，比較難定義的是，什麼叫做資訊服務

管理「制度」的推動。它會是資訊推廣服務中的一環，那如果要調整，資通安

全管理的部分應該是有這兩個部分要調。那為什麼說政府資訊公開政策的落

實，會是資訊策略規劃或是資通建設，因為在談資通建設不是在談基礎的服務

就叫資通建設，譬如說網路，這些就叫資通建設。 

2. 政府的資通建設，它不是只談硬體、技術。那在資通建設裡面的硬體跟技術的

部分，通常它是 outsource 在實際執行。那所以政府端，其實它是管理、設計、

規劃、協調、整合。所以為什麼會把資訊公開，放到資通建設這裡，當然資訊

公開它可以放到資訊策略規劃，也可以放在資通建設，也可以放在資訊推廣，

那 depending on 怎麼去定義它。 

3. 談政府的資訊公開，其實是談政府透明治理。那資訊公開是其中一個，那是保

障知的權利，現在在推的是資料的開放，那是保障用的權利。接下來其實就是

所謂的治理、透明這一塊，那透明跟治理這一塊，就是包括到這個流程的改造

等等。其實它會涉及到的包括策略規劃，和基礎建設還有推廣這一塊都是。 

4. 資訊公開比較建議放在資通建設，是因為到最後其實必須有法規的一個支撐，

那如果從法規支撐來講它就是屬於基礎建設。所以定義的資通建設是屬於基礎

建設，那文字上的確是寫資訊的基礎設施，跟網路服務的規劃跟管理，可是實

際上在講資訊的基礎，是包括法規的。 

5. 所謂資訊服務管理制度的推動，是一個制度。其實包括到人力的培訓，還有包

括到怎麼去做到各機關善盡服務水準的提供，還有專案的管理。這些推廣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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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是國發會的資管處跟其他資訊部門差別最大的地方，所以單獨設一個資訊

推廣服務，那在資訊推廣服務概念裡面，其實不是只在做 promotion 這件事。概

念上類似一個 presale 的概念，也就是說，對於政府的一些試行，或是政府不知

道怎麼去做這件事的時候，那會經由資訊推廣服務，開始做前導研究，然後提

出一些試做的一個情況，依照它事情的結果，然後融入到資訊策略規劃裡。 

6. 資訊其實是從整個國家的資訊政策、資訊策略、資訊服務，甚至講資訊國力這

個方向來看。我們談的都不是資訊技術，因為技術面是可以委外去處理的，不

必政府自己來處理。那政府其實要的是一個管理策略規劃協調整合，要怎麼制

定。所以應用服務做的是這一件事，包括政府內部的一個服務，的一個協調、

推動，包括政府對民眾的一個服務的協調推動，跨機關的一個整合。 

7. 在共用資源管理部分的話，其實在談的是行政資訊服務。所謂共用資源的管理

是從整個國家的一個資訊服務裡面應該包括哪些，譬如說行政資源的資訊系

統，譬如說業務資源的資訊系統。這些怎麼去規劃、層級是什麼、怎麼去做跨

機關的協調、怎麼去做資料的交換、流程的整合？其實這個部分就會是在公用

資源的一個管理面。 

8. 資通安全的部分，其實不是資訊安全而已，包括到整個資通安全的管理。其實

是政府的戰略，譬如說怎麼去跟其他國家交換資訊，還包括到資安協防，甚至

到整個資安防禦的深度，其實不是技術面而已。 

9. 各機關的確是要有一個人力比，但是會回過頭來問，政府有沒有必要養資訊技

術服務的人？加拿大在四年前，其實在更早之前有一個所謂 share service，來統

整整個國家的服務流程。之後，它其實是大概花了兩年時間，然後開發，在那

個時候其實變成是世界上推動電子化政府的顯學。可是兩年後，其實沒有辦法

再往下，因為沒有辦法變動。所以後來在幾年前推動 Service Canada，做法其實

是滿簡單的，就是定義 Service Canada 只提供基礎服務，包括機房、email、網

路，原則上只提供這三件事。回過頭來問，Service Canada 裡面，有沒有自己養

人去開發維護？其實沒有的。 

10. 以韓國為例，韓國有所謂的工作機房，在兩個機房裡面，第一個是做一個 IDC

的 consolidation。第二，還養五百個人開發政府專用的行政資訊系統。這五百個

人其實是可以 outsource 的，那政府回過頭來看，有沒有必要這樣做。英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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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GDS，裡面有部分市政府的公務人員，其它不是。GDS 定標準，然後之後審

核其他部會的計畫。英國並未定義一個服務比例，沒有人力比，。 

11. 在定義人力比的時候，要問的是人力比取決於要服務的使用者，是指內部還是

外部的服務使用者？其實定義人力比的數字是容易的，可是要達成的是什麼？

目的是什麼？如果要解決的是，資訊人力不足這一件事，那這是一種方法，就

必須精算到底怎麼樣是合理的資訊人力比。那又回歸到部會的資訊單位的目的

是什麼，那這樣子才容易談。要不然其實一直在談資訊人力比，其實很難去定

義。 

D6： 

1. 資訊發展，不管說有多少人力，到底有沒有辦法讓民眾了解？現在大家需要的

是連結，其實在推動的就是，把資料一攤開來，然後由資訊部門來扮演角色，

傳達跟連結。以前資訊系統開發就僅限於內部，所以後來發現，這一塊不管是

行銷跟社群的個回應或溝通，其實可能將來在資訊部門蠻重要的。 

2. 把應用服務做公共資源管理做好，去行銷才有東西。譬如說現在做一個系統，

覺得說可能要牽連很多。譬如說毒品，就不是只有法務部啊？內政部警政署也

要、那教育部也要，那食品…那整個都要做起來。 

3. 現在投入太多在所謂共用資源、應用服務跟資通建設。因為沒有整合，譬如說，

公文系統，現在每個業務都要做，其實應該是共用的。 

4. 目前大家花太多力氣在資通建設的基礎，譬如說電腦維護還要去幫他修嗎？事

實上，搞不好整個大台北區就找幾家外包廠商，有壞就來修，根本不需要跑去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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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觀光促進場次 

時間：103 年 12 月 8 日（星期一）12:00-13:00 

地點：臺灣大學新社科院 631 會議室 

與談者：E9、E10 

E9： 

1. 在政策上，基本上是以觀光局為主。在行政體系上，交通部那邊還有一個路政

司觀光科。在法規制度上，交通部是觀光主管機關，負責政策決策，觀光局是

執行的機關。組改之後成為觀光署，就是政策跟執行都在觀光署。局和署有一

點差別，現在所擬的觀光政策和計畫都還是要到交通部報告，但行政執行還是

以觀光局為主。在行政院有一個行政院觀光發展推動委員會，那是政務委員當

召集人，看院長對觀光的重視程度。政觀推也會對觀光政策造成影響，因為層

級比較高。有一些跨部會政策的時候，在那邊做成決策，各部會配合執行。 

2. 觀光局有五個組，比國外的觀光單位多很多業務。國外的觀光單位是以爭取國

際旅客進來的國際行銷宣傳工作為主，但在我國，觀光行銷只有在國際組，一

個單位的業務而已。 

3. 觀光的各個面向全部都要顧到，包括國人的出國、外國旅客來台灣和國人國內

旅遊、不是只有宣傳而已。在資源管理上，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本來只要做職掌

工作，現在卻變成海域垃圾清理、汙水處理，也幾乎縣市政府都說，因為在觀

光局的國家風景區內，觀光局就要去處理。 

4. 旅遊管理安全的部分，因為有牽扯到公權力，像現在想要有一個稽察小組，就

是因為有公權力的關係，所以旅遊安全這部分業務人力就放不出去。國際宣傳

的部分，真的比國外人力少很多，因為外國觀光機構幾乎都是在做國際宣傳，

是真的少很多。觀光局的人力配置並沒有把人員配比重點全部擺在國際組，因

為有一些國際行銷宣傳，用所謂的公關公司在操作。 

5. 安全管理是因為公權力的關係無法委外，像第一個策略規劃部分，統計調查工

作，其實都是學術單位在協助。做一些資料搜集，調查分析。國際觀光宣傳，

除了公關公司，還有台灣觀光協會。台灣觀光協會現在人數有 20 幾個人，藉由

標案在幫忙做國外的推廣行銷、觀光專題研究及人才培育。另打算成立研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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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觀光局人力已經超載，希望能從外部組織來解決人力不足問題。 

6. 如果只有用人力來看的話，因為管理處有十三個，當然會吃掉人力。但每個管

理處人不多，因為借助外圍人力，譬如說像財團法人。如果真的要講，這些人

力也是在做觀光推廣的事情，但從這裡看起來，就會感覺好像分配比例不太對。 

7. 安全管理的人力配比可以 25%，下面的行銷宣傳 15%好像太低，因為在實際業

務上，不論來台千萬或九百萬觀光客都是要靠行銷宣傳來的，因為每一年人數

都是從零開始。如果放鬆不宣傳，人數馬上就會往下掉。 

8. 現有觀光法規有非常多要去檢討，現在法律人員不夠，因為沒有一個法律單位，

現在有一些法規相關事項如訴願等都是交通部法規會在處理。組改觀光署之

後，法規會就只是協助。全部通通觀光署自己來，所以會有一個觀光科出現。 

9. 有一種狀況是在家加班，加班時數是算不出來的。所以有一些同仁將長官給的

工作帶回家，晚上把小孩安頓好了之後，再來做。但是這個就沒辦法給加班費，

也記錄不到。這種狀況，在觀光局是容許的，但是這可能就算不進去人力負擔。 

E10： 

1. 從國際組的角度來看，有四個構面。第一個構面就是政策研習，第二個就是產

品的開發面，第三個應該是產品的維護面，譬如產品開發出來，如何維護這個

產品的品質。第三個是一個產品的行銷面，至於解說、咨詢、文宣、培訓，比

較是產品的維持面，要培訓一些人員，維持產品品質。所以，建議增列一個產

品行銷。 

2. 實務上，國際組最主要做的就是 promotion 跟 marketing，是做行銷面。行銷最

主要就是推廣行銷，包括後面咨詢、文宣，其實就是觀光行銷推廣。最主要在

打造台灣的觀光印象，基本上十三個駐外辦事處，就是因為沒有人力，所以每

一個辦事處幾乎只能派一個正式人員出去。跟其他國家的觀光局比較，外派人

員非常之少，駐外點也非常少。 

3. 有些東西是可以減的，去探討這個業務是不是可以 contract 出去。如果可以，公

務人力是可以減的。如果說可以 outsource 出去，那人力是可以減的，建議要從

業務面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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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二 期中報告審查意見回覆對照表 

編號 審查意見 回覆修正說明 

壹、人事行政總處 

一 

（一）第 7 頁至第 25 頁：  

1 

請豐富文獻內容，除應增加與研究主題

相關之文獻外，國際經驗不應侷限美國

及澳洲。 

本案後續將全力聚焦在建置合

理公務人力預測模型範例，並提

出相關人力管理措施及因應策

略，達成委託計畫研究目標。 

2 

第 14頁至第 15頁關於檢察機關人力合

理化之研究部分，考量檢察機關業務屬

性相同為單一市場分析，與本研究關聯

性不大，請研究團隊審酌刪除。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二）第 27 頁至第 30 頁：為利較為精確

蒐集關於業務人力需求推估模型之分析構

面及影響變數，未來參與焦點團體座談對

象除含括對該業務領域熟悉之學者外，請

納入機關內部專家。 

未來辦理第三場焦點團體座談

時，將遵照本項審查意見辦理。 

（三）第 31 頁至第 35 頁：  

1 
請敘明預算員額、現有正式員額、所有

現有員額之定義。 

已遵照審查意見補充修正。 

2 

應注意現有機關用人數未必是機關人

力合理需求數，應融入影響機關人力需

求數之因素作整體客觀評估為宜，爰請

進一步與內外在影響因子、機關業務屬

性及業務量扣合來分析正式人力合理

需求數，並從現行多元人力運用之妥適

性觀點切入提出現況描述為宜。 

未來在建置合理公務人力預測

模型範例時，研究團隊會綜整各

項因素，推估合理需求數。 

3 

表 3-6 部分，關於住宅及社區服務之現

有正式員額大於預算員額及所有現有

員額，請再確認數據正確性並作修正。 

經確認後該數字為誤植，已遵照

審查意見修正。 

（四）第 36 頁至第 42 頁：  

1 第 36 頁提及非典型人力的替代，導致 已遵照審查意見補充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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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人員不斷膨脹一節，考量現行臨時

人員、勞動派遣等人力運用均設有運用

上限及管理規範，尚非任由機關無限制

擴增進用，請酌修相關文字。 

2 

第 38頁至第 41頁提及公務人力需求評

估之決定因素部分，請評估納入人力資

本員工投入度之可行。 

有關公務人力需求評估之決定

因素，研究團隊會針對三項業務

領域之實證結果，具體提出可行

之參酌範例。 

（五）第 43 頁至第 44 頁：  

1 

本研究政策建議請朝總量管理下如何

找出節餘人力及如何跨機關當調則

調，例如如何判斷業務重要性及優先次

序找出那些業務領域有節餘人力之空

間，俾進行機關間預算員額之調移。 

研究團隊將針對三項業務領域

之實證結果，具體提出可行之參

酌範例。 

2 

請適度著墨相關質化資料未來如何套

用相關統計方法並據以建構人力供需

推估模型。 

研究團隊將針對三項業務領域

之實證結果，具體提出可行之參

酌範例。 

（六）第 65 頁至第 101 頁逐字稿部分：基

於本研究報告係屬公開性之研究，請在合

乎學術倫理之考量下審酌是否將逐字稿內

容全數納入研究報告附錄中，或請酌作調

整後呈現，以避免個人較為偏頗言論，衍

生後續不必要爭議。 

已遵照審查意見補充修正。 

二 
第 4 頁及第 45 頁，研究進度說明研究團隊

將儘快與本總處會商確認 3 項業務領域部

分，經會後討論，尊重研究團隊以食品安

全、觀光促進及資訊管理 3 個業務領域作

為重點研究範疇。 

經確認後，以食品安全、觀光促

進及資訊管理 3 個業務領域，作

為重點研究範疇。 

三 

請研究團隊於 103 年 10 月 23 日前提出本

委託案期末報告初稿。 

研究團隊將竭力依約提交期末

報告初稿，若有意外情事，亦將

儘早與委託單位溝通並尋求協

助。 

貳、國家發展委員會 

一 

未明確說明本案擬採行研究方法、數據來

源，以及推估預測模型建構所依據之標

本案擬採行研究方法、數據來

源，以及推估預測模型建構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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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後續請納入期末報告進行說明。 據之標準，研究團隊將納入期末

報告進行說明。 

二 

建議再行檢視建構模型之原則或標準，以

明確後續預測我國機關人力供需變動情形

及合理配置員額規模，並作為擴大應用基

礎。 

建構模型之原則或標準，研究團

隊將納入期末報告進行說明。 

三 

針對探討美國及澳大利亞制度部分，選取

依據與理由，及其與我國制度之相關性，

未臻明確，請具體補充說明，俾提升實務

參考價值。 

本案研究目的主要聚焦在建制

合理公務人力需求範例，惟相關

理論及研究在學術現況相對少

見。在國際檢視方面，美國聯邦

政府推動之「公務人力資本評鑑

制度」，以及國會課責總署在人

力資本管理上的作為是值得參

酌的實務經驗。另，澳洲公共服

務委員會的「人力資源規劃指

南」，提供公務人力變革與發展

提供指導框架，尤其是評估影響

未來人力需求的內外需求動力

的技術，特別具有本案執行上的

參考價值。相關說明已遵照審查

意見，補充至報告內文之中。 

四 
檢視報告內容，似未就日本人力供需評估

制度進行深入探討，請研究團隊提出本項

建議理由及其與本研究主題之關聯性。 

有關日本公務人力需求評估制

度主要是將員額數與人事費相

提並論，相關說明主要參酌參與

座談之專家學者，相關性與可行

性將經研究團隊審慎檢視後，再

決定是否納入期末報告。 

五 

檢視本報告內容，未通盤就我國未來經濟

發展、區域發展重點、社會人口老齡化、

少子女化、國土資源保育等重大政策、人

民關切議題加以扣合，以提出相應人力管

理機制及因應策略建議，請補充相關資料

納入期末報告說明。 

相應人力管理機制及因應策略

建議，研究團隊將納入期末報告

進行說明。 

六 

本報告初步研究結論與建議部分，請扣緊

本研究原預期研究目標，以作為我國中央

有關本案之研究成果與具體政

策建議，將在期末報告提出更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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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機關總量管理下人力供需評估政策制

訂之參考，並提出更具體論述說明。 

體的論述說明。 

七 

本研究業確認食品安全、觀光促進與資訊

管理等 3 個業務領域作為重點研究範疇，

俾建立人力供需推估模型參考，未說明選

取理由及與研究主題關聯性，請納入期末

報告說明。 

經與人事行政總處確認，本案以

食品安全、觀光促進及資訊管理

3 個業務領域，作為重點研究範

疇。 

八 

本案係屬人力資源管理分析之研究，爰建

議於焦點團體座談或深度訪談中，邀請研

究主題相關組織人員，以強化建議事項可

行性，請納入思考並於期末報告內呈現。 

未來辦理深度訪談及第三場焦

點團體座談時，將遵照本項審查

意見辦理。 

九 

（一）年代涉及法案公布或通過時間者請

以民國呈現，其餘請以西元年呈現。另本

文數字請採阿拉伯數字呈現，並統一格式。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二）封面標註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

請修正為國家發展委員會。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三）第 23 頁（3）以下標號未列 1.及 A.。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四）第 24 頁引述英文資料，請翻譯為中

文。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五）第 27 頁 5 月 13 日前請加年度。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六）第 30 頁圖 3-3 請修正為圖 3-2。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七）第 35 頁政風也超過…前請加逗號。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八）第 43 頁圖 3-3 請修正為圖 3-2。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九）參考文獻依學術研究格式請置於附

錄前。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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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三 期末報告審查意見回覆對照表 

編號 審查意見 回覆修正說明 

壹、人事行政總處 

一
、
蕭
參
事
博
仁 

（一）表 3-5 及表 3-6 之員額總數不一致及現

有正式員額(A)大於預算員額(C)如主計、人

事、政風及研考之人力數部分似有誤，請全面

檢視修正。 

已遵照審查意見，全面檢視修正表

3-5 及表 3-6，並同步更正內容之文

字敘述。 

（二）政策建議二第 2 段提及我國現有公務人

力配置現況與各國之比較部分，請就正式與非

正式人力配置比例之國外經驗為更詳細之分

享。 

已遵照審查意見，增列相關文獻於

第二章第二節，並補充說明政策建

議二。 

（三）表 3-5、表 3-6 及第五章第一節研究發現

二、公務人力配置現況提及現有正式員額及現

有所有員額部分，請將「現有正式員額」修正

為「現有員額」、請刪除「現有所有員額」改以

「未編列預算員額人力」或「非典型人力」呈

現。另現有所有員額(D)大於預算員額(C)部

分，僅能顯示非核心業務運用較多非典型人力

或未編列預算員額人力，尚無法據以推論須運

用更多編列預算員額人力，並推論中央政府機

關總員額法規定員額上限有不足之情形，請配

合修正相關表格及內文。 

已遵照審查意見，配合修正表 3-5、

表 3-6 及內文。 

（四）第 54 頁最後一段以立法院秘書處人力為

例，請改舉其他機關為例。 

已刪除該段立法院秘書處人力為例

之敘述。 

（五）第 65 頁第四章第三節關於食品安全業務

量影響因素分析之內文、表 4-7、表 4-8 漏列風

險溝通部分，請配合增列。 

已增列風險溝通部分於表 4-7、表

4-8、及相關內文說明。 

（六）第 117 頁提及影響法定工作事項之直接

及間接因素，請增列各因素對人力影響之百分

比重情形。 

有關各因素對人力影響之百分比

重，本研究已於第四章第六節增列

「食品安全業務人力需求模型建構

與實作」，補充相關說明。 

（七）第 119 頁提及以加班及休假趨勢作為業

務量及人力需求之評估依據部分，考量影響加

班及休假之因素，除業務量外尚包含勞逸不

均、工作方法及工作效率等因素，因影響因素

政策建議以加班及休假情形論斷人

力需求，已增補相關文字說明，避

免可能遭受之質疑及妥適性。 

表 3-5 及 3-6

仍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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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多，信效度將受質疑，爰僅以加班及休假情

形論斷人力需求是否妥適，請再予衡酌。 

（八）請按需求規格書所列研究問題、研究內

容逐一比對清楚，例如人力供需模型、相關變

項操作性定義及信效度、未來人力需求推估

等，依約應於研究結論與建議中呈現，請務必

逐一明確化，促使報告更為完整。 

本研究已於第四章第六節補充「食

品安全業務人力需求模型建構與實

作」，補充相關說明。該模型範例涵

蓋相關變項操作性定義及信效度、

未來人力需求推估等。同時，包括

在研究發現、研究建議部分，亦均

依約增補文字內容。 

二
、
蘇
教
授
彩
足 

（一）第 12 頁提及美國國會課責總署之英文用

字有誤，請配合修正。 

已遵照審查意見，修正美國國會課

責總署之英文用字。 

（二） 

1. 第 43 頁表 3-5 關於部會之編排方式，請以

有意義的方式呈現較為嚴謹，例如以現有

所有員額除以預算員額比值高者排前。 

2. 比值高者亦未必如報告所言代表該機關預

算員額編列不足，或許僅是該部會有較多

業務費可以進用非典型人力，請併予審酌。 

3. 各部會以基金進用人力是否有納入統計，

請予釐清並明確相關員額之定義後，再予

比較或下結論較為妥適。 

1. 表 3-6 已依現有所有員額除以

預算員額比值高者進行排序。 

2. 已遵照審查委員意見，除表述調

查結果之事實外，審酌內文用

語。 

3. 本研究調查之公務人員身分別

包括職員、警察、法警、駐衛警

察、工友、技工、駕駛、聘用、

約僱、駐外雇員等正式公務人

員，以及臨時人力、派遣人力、

承攬人力等非正式公務人員。 

（三）第 115 頁提及「我國公務人員及教師之

總數占總人口數之比率約為 2.33%，占就業人

口之比率約為 4.8%，與同屬亞洲國家的日本

（3.49%及 6.7%）、南韓（2.86%及 5.7%）及新

加坡（2.5%及 4%）比較，可發現呈現相近性」，

此推論不夠嚴謹，請配合修正。 

審查委員所指該段文字，係出自總

處（2013）提供給全國各界之書面

資料。而本報告引述之目的，係從

實際運用公務人力（正式+非正式）

的角度，提出對該段文字之審酌。 

（四）附錄之逐字稿應予適當修正，以提高可

讀性，過於口語化者，不應未經修飾列入。 

已遵照審查意見，大幅刪修附錄之

逐字稿。 

（五） 

1. 第 113 頁及第 120 頁表 5-1 及表 5-2 查核表

或自評報告，因各影響因素及自評業務項

目之定義不夠明確及權重亦未予區辨，機

關在填列上絕對會有困難，作為人力評估

之依據，其效益亦將受限。 

2. 另政策建議一提及授權部會處理人力需

求，現行總員額法下已有授權機關處理之

1. 表 5-1、表 5-2 之查核表與自評

報告，主要係提供增員業務／機

關自評業務量消長之影響因

素，相對偏向質化說明。至於量

化之人力需求模型，本研究已於

第四章第六節增列「食品安全業

務人力需求模型建構與實作」，

補充相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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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此建議之實質價值有限。 

3. 以加班作為評估業務量之依據不夠客觀，

如有人會為消化預算而加班。 

4. 請朝協助人事總處瞭解機關是否確有增員

需求，以及授權部會處理人力需求，現行

總員額法下已有授權機關處理之機制，此

建議之實質價值有限 

2. 感謝審查委員指正，本研究之建

議係期許未來在實務上，確由總

處負責調整部會層級的人力員

額總數，至於各部會機關內的實

際人力員額需求，則交由各部會

機關自行彈性調配。 

3. 該政策建議已增補相關文字說

明，避免可能遭受之質疑及妥適

性。 

4. 有關機關是否確有增員需求，本

研究已於第四章第六節增列「食

品安全業務人力需求模型建構

與實作」，補充相關說明。 

（六）焦點團體及深度訪談內容請予收斂，並

歸納出對本研究有助益之事項。 

已遵照審查委員意見，重新檢視本

研究焦點團體及深度訪談之文本內

容。 

（七）以單一機關或業務建立人力供需推估模

型尚非不可行，請至少以一業務領域為例建立

人力供需推估模型。 

本研究以食品安全業務為例，建立

人力需求模型，請參第四章第六節

增列之「食品安全業務人力需求模

型建構與實作」。 

三
、
吳
科
長
宛
樺 

（一）國外文獻只提供美澳兩國，請再予豐富，

俾提高參考價值。 

已於第二章第二節處，增列香港案

例之相關文獻。 

（二）表 3-5 及表 3-6 屬於實然面結果，參考

價值有限，至本研究報告第 114 頁及第 115 頁

與各國之比較，則屬應然面之論述，請就如何

推論至總員額法上限不足、所採理由，再予補

充說明，否則參考價值有限即無作為政策建議

之必要。 

本研究團隊在蒐整表 3-5 及表 3-6

之調查結果，確實耗費諸多時間與

人力。精細地調查出轄屬三級機關

（構）之人力運用現況，並能夠針

對機關提供之員額數量，進行重組

與計算。包括在調查方法以及接續

以業務別作為統整的計算方式，均

具實務參考價值。 

本研究調查結果發現，許多部會的

「未編列預算員額」數量非常可

觀，所有的部會幾乎都大量地晉用

非正式人力。其中，以客家委員會

為例，在實際人力運用上，未編列

預算員額（203）甚至還多於現有員

額（156），至於衛生福利部的情況，

則更加嚴峻，現有員額 10,817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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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未編列預算員額更高達 10,955

名。在實際工作場合中，未編列預

算員額之人力，其工作負荷也可能

不亞於正式公務人員。因此，本研

究建議重新檢視《總員額法》之員

額最高限，一方面是考量實際運用

公務人力之情況，另一方面則是期

待未來能進一步探究國外有關非正

式編制的人力與正式編制人力之間

的比例。從而能夠精確地回應總處

（2013）提供給全國各界之書面資

料，了解是否應維持目前我國政府

員額的規模。 

（三）第四章陳述影響三項業務領域業務量之

因素，惟較少論述與人力需求之關聯，會後提

供完整書面審查意見（如附件 1），併同會議上

各委員意見及國家發展委員會提供之審查意見

（如附件 2），均請配合修正。 

有關機關是否確有增員需求，本研

究已於第四章第六節增列「食品安

全業務人力需求模型建構與實

作」，補充相關說明。 

（四）請補充說明 3 項業務領域之人力供需模

型建置情形及如何進行人力推估，並進一步說

明如何推展運用至其他機關及業務區塊，至於

採何種模式呈現，請研究團隊衡酌修正。 

有關機關是否確有增員需求，本研

究已於第四章第六節以食品安全業

務為例，增列「食品安全業務人力

需求模型建構與實作」乙節，補充

相關說明。 

（五）會議紀錄送達後 15 日依審查意見及需求

規格書規定完成修正，如逾限或未符需求規格

書將依契約執行，契約書均有明定，請研究團

隊務必注意。 

本研究團隊將於會議紀錄送達後 15

日，依審查意見及需求規格書規定

完成修正。 

四
、
王
專
門
委
員
崇
斌 

（一）表 3-5、表 3-6 提及現有所有員額（D）

大於預算員額（C），係納入未編列預算員額之

派遣、承攬及臨時人員所致，其代表之意涵未

必如報告推論為預算員額編列不足，並於政策

結論二建議調整總員額法員額高限部分，如改

以總員額法總量管理角度切入，機關運用非典

型人力多，按查核表（P120）可能代表四化程

度高，則相對運用編列預算員額人力要少始為

正確，亦或受機關業務性質影響例如執行性業

務未必要由機關編列預算員額人力自為執行，

爰（D）/（C）比值高未必就代表預算員額編

已遵照審查委員意見，除表述調查

結果之事實外，審酌內文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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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規模不足致與業務量無法契合，請研究團隊

配合調整。 

（二）請加強說明各業務面向與影響因素間如

何勾稽、其判斷標準或原則，以及各變項對於

人力需求之影響趨勢，經完整補充說明後或許

可作為檢視業務及人力合理需求之模式，並將

建立之模式於研究結論與建議中敘明，以符研

究需求規格書之要求。 

表 5-1、表 5-2 之查核表與自評報

告，主要係提供增員業務／機關自

評業務量消長之影響因素，相對偏

向質化說明。至於量化之人力需求

模型，本研究已於第四章第六節增

列「食品安全業務人力需求模型建

構與實作」，補充相關說明。 

貳、國家發展委員會 

一 

第四章業務領域工作量影響因素分析上，判別

業務量消長因素改為外部環境、利害關係人要

求、政策目標、政策方案設計及內部行政因素

等 5 項，除與原設定因素有異，各因素下之項

目歸類繁雜且未臻明確，例如外部環境政治面

向就包括象徵、儀式、政治氣氛、輿論、民情、

兩岸關係、外國相關政策規範及問題、國際趨

勢、危機、大型抗議活動、社會運動等項目，

至於可能影響人力供需外部環境因素如資訊科

技發展對於公務人力消長的衝擊、內部行政因

素所涉人力結構、業務類型及財政狀況等均未

提及，請補充說明理由。 

本研究建議未來在決定機關人力需

求時，依據表 5-2「（業務／機關名

稱）工作業務量消長自評報告」，由

請增機關（或業務）進行自評，據

以決定機關（或業務）人力需求。

至於可能影響人力需求外部環境因

素如資訊科技發展對於公務人力消

長的衝擊、內部行政因素所涉人力

結構、業務類型及財政狀況等均已

納入表 5-2 之考量因素。 

二 

前於期中報告建議通盤就我國未來經濟發展、

區域發展重點、社會人口老齡化、少子女化、

國土資源保育等重大政策、人民關切議題加以

扣合，以提出相應人力管理機制及因應策略建

議，惟檢視期末報告初稿，仍未扣合上述議題，

例如我國人口老齡化、少子女化情形，僅引用

龍文彬 2011 年列表（第 25 頁），另對照第五章

建議事項部分，亦未提出未來 10 年間社會可能

變化情形及人力供需具體因應策略，請補充說

明。 

本研究經與人事行政總處確認，係

以食品安全、資訊管理、觀光促進

3 項業務，作為分析對象。根據統

整的結果顯示，影響業務量消長之

因素，列如表 5-2 所示。包括審查

意見所提之「經濟發展、區域發展

重點、社會人口老齡化、少子女化、

國土資源保育等重大政策、人民關

切議題」等，均須依照機關或業務

之不同，進行差異化考量以及自評

回應。另，本研究已於第四章第六

節補充「食品安全業務人力需求模

型建構與實作」，補充相關說明。該

模型範例涵蓋相關變項操作性定義

及信效度、未來人力需求推估等。

同時，包括在研究發現、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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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亦均增補文字內容。 

三 

檢視表 5-2 自評表，尚未具體化或可操作性，

且涉及不同部會專業領域業務，如何一體適

用、適用標準為何，似未說明。另提及未來設

計評估指標及後續執行或相關疑問句，是否表

示研究尚未完成，請補充說明。 

表 5-2 自評表所列之各項影響業務

因素，係歸納自第四章食品安全、

資訊管理、觀光促進 3 項業務（詳

細查核內容請參見表 5-1），相關具

體化及操作過程，均有詳述。 

另，本研究指出，有關人力需求的

幾個變項之間的關係是「直接或間

接因素→法定工作事項→工作業務

量→公務人力需求」。故而，在後續

執行上，需要進一步研究如何依照

工作業務量之消長，決定公務人力

需求。而此「工作業務量→公務人

力需求」之聯繫，尚須另案辦理。 

四 

1. 檢視本報告政策建議事項，對於非正式編

制人員定位、非正式編制與正式編制人力

間比例，以及兩類公務人力占就業人口比

率，僅提出疑問句，均未提出具體說明。 

2. 中央機關人員核心業務及核心人力為何，

包括非正式編制人力之確認如非典型、勞

務派遣、承攬及替代役等人力界定尚未明

確，似難以進一步針對中央機關總量管理

下人力供需進行評估並提出因應策略，請

補充說明。 

1. 已針對政策建議一進行增補。 

2. 就核心業務而論，行政院各部會

相對較有明確界定，惟是否從事

核心業務者即為核心人力，亦不

得驟下定論。在在實際工作場合

中，未編列預算員額之人力，其

工作負荷以及所擔負的核心業

務功能，也可能不亞於正式公務

人員。因此，有關核心業務及核

心人力之定位，未來無論在實務

上及理論上，確實具有研究價

值。 

五 

檢視本報告研究結論與建議，如授權部會處理

人力需求、重新檢討總員額上限、釐清機關核

心業務人力等部分，均較傾向由各部會自行控

管，無法具體回應原欲立基上位之整體員額控

管角度，以進行整體人力規劃運用之研究目

的。為有利後續預測我國機關人力供需變動情

形及合理配置員額規模，建議具體補充說明，

俾提升實務參考價值。 

表 5- 2 之「業務／機關工作業務量

消長自評報告」，可作為人事行政總

處，未來從上位之整體員額控管角

度，進行整體人力規劃運用之工

具。就人事行政總處的角色而言，

係藉由此業務消長查核表，幫助機

關建立專屬的評估基準、評量模型

和模式，然後交由機關自評。在機

關完成自評後，人事行政總處扮演

的主要是稽核角色，或是挑出機關

在自評階段不合理之處。 

另，本研究已於第四章第六節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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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業務人力需求模型建構

與實作」，補充相關說明。該模型範

例涵蓋相關變項操作性定義及信效

度、未來人力需求推估等。同時，

包括在研究發現、研究建議部分，

亦均增補文字內容。 

   

六 

附錄部分達 442 頁，相較本文僅占 124 頁，超

過三倍以上，建議附錄座談會或深度訪談意

見，可採摘述並分段落方式呈現，以利閱讀。 

已遵照審查意見，大幅刪修附錄之

逐字稿篇幅。 

七 

格式錯誤或錯漏字之處，請研究團隊再行檢視

修正。 

已已遵照審查意見，再行檢視格式

錯誤或錯漏字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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