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二章

行政組織與文官制度研究之十年回顧

彭錦鵬

壹、前言

我國的行政學術界雖然早在 1950 年代已經萌芽，但是在 1960 年代國內各大學才陸

續設立相關學系和研究所。1990 年代開始，行政學相關系所大量設立。1991 年中央警

察大學設立行政管理學系，其後陸續有中山大學、空中大學、暨南大學、中華大學、世

新大學、中正大學、南華大學、玄奘大學、佛光大學、義守大學等新設相關系所。在過

去十年裡面，主要以公共事務為名的系所，也同樣大量開設。其中包括了銘傳大學、東

華大學、開南大學、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中興大學、台南大學、台北市立教育大學、

逢甲大學、彰化師範大學。在此背景下，行政學研究的學術人力也因此大幅增加，各項

相關研究成果在數量上及品質上，也呈現大量成長。

就本章所討論的主題「行政組織與文官制度研究」而言，在過去十年中最大的環境

變動是，從 1996 年開始推動的政府組織再造工作，陸續從修憲的法制層級，演進到有

關《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中央政府總員額法》的立法過程，並從而促進延宕

長達 23 年的《行政院組織法》修法工程。

《行政院組織法》修正作業從 1987 年就已經開始，前後歷經二次政黨輪替，前後

六度函送立法院審議。《行政院組織法》修法的最大動力來自於 2004 年 6 月通過的《中

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對於各部會總數的總量管制規定。配合該法的規定，民進黨政

府在同年 9 月第三次函送立法院《行政院組織法》修正案，設 13 部、四會和五獨立機

關（共 22 個機關）。2005 年 3 月，因立法院法案屆期不續審之規定，《行政院組織法》

第四次函送立法院，設 13 部、四會和五獨立機關（共 22 個機關）。2008 年 2 月，因

法案屆期不續審，《行政院組織法》第五次函送立法院，設 14 部、七會和五獨立機關

（共 26 個機關）。同年 5 月國民黨重新執政，並於 2009 年 4 月經行政院院會通過新版

草案，設 13 部、九會、二總處、一行、一附屬機構和三獨立機關（共 29 個機關），函

請立法院第六次審議，並於 2010 年 2 月 3 日修正公布。行政院部會級組織由現行 37 個

精簡為 29 個，新組織架構應該自 2012 年 1 月 1 日開始啟動，惟至 2013 年 2 月，13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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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級部會的組織法律仍未通過立法。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層次也因為從台北和高雄二個院轄市，轉變為在 2010 年底進

行五都選舉，地方組織結構改變，因應此一情勢發展，地方層級行政組織與文官制度的

研究也相應產生。

雖然在本章撰寫之際，在《行政院組織法》體制下，應該進行的行政院各部會組織

法律更新尚未完全通過立法，但是我國行政體系的中央政府組織架構，大致上已經完成

制定憲法 60 年來第一次重大的組織改組。正由於中央政府組織改造牽涉範圍廣泛，相

關議題眾多，因此我國行政學界無論在學術期刊論文、國科會委託研究計畫、政府委託

研究計畫等各方面，都進行深入而廣泛的研究。

從文官制度的角度來看，過去十年中最大的改變是 1997 年修憲所要求的有關政府

總員額之準則性法律，一直到 2010 年 1 月才完成《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之立法工

作，並和《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行政院組織法》之修正，同時於同年 2 月 3
日修正公布。政府組織改造後之人事行政總處將專責管理中央政府員額管理之規劃、調

整、監督、員額評鑑。中央政府員額總量高限以五院及所屬機關為適用範圍，總統府及

國家安全會議為準用機關，中央政府機關員額劃分五類進行總量控管，總員額高限為 17
萬 3 千人，但不包括軍職人員及公立學校教職員。總員額法的立法精神是增進員額調配

彈性，提升用人效能為目標。在員額總數不高過法定高限為目標下，各機關應於高限內

進行人力彈性調控，以增加行政效率，並進行整體員額管理的策略規劃。文官制度的改

變，除了《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之外，最重要的變遷是 2010 年改變退休制度，並

延長退休年齡。2000 年代其他比較大規模的修法工作，尚包括《公務人員任用法》、《公

務人員陞遷法》、《公務人員俸給法》、和《公務人員考績法》。

本章針對過去十年有關行政組織與文官制度之研究，將充分顯現以上政府組織和文

官制度的法制改變。以下，本章將分段針對行政組織和文官制度二大主題，分別檢討相

關學者所進行的各項研究，並分別從「期刊論文」、「國科會研究計畫」、以及「其他

政府機關委託研究計畫」，進行分析統計和論述。

貳、資料蒐集方法

有鑑於上述三項研究對象在數量上甚為龐大，進行撰寫和研究工作的學界人數眾

多，為有效掌握分析範圍，本章所分析的學者，僅限於台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

合會（Taiwan Association for School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Affairs，TASPAA）各會

員系所的專任教師。2003 年成立的 TASPAA 目前已經有 35 個系所會員。由於 TASP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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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已經得到行政學界制度性的肯定，密切相關的系所已經完全加入，甚至以政治經

濟為名的系所也有加入者。就行政學者的涵蓋性而言，大致上應已概括。以本章所討論

的「行政組織」和「文官制度」而言，未被涵蓋在 TASPAA 會員之專任教師內者，人數

應該在個位數以下。整體而論，本章蒐集之 TASPAA 系所會員的教師共計 410 位，其中

並包括退休（例如張世賢、吳瓊恩）、離職（江宜樺、江啟臣、江瑞祥）、轉職（例如

王信賢）的教師。

一、研究計畫

本章之研究得力於政府推動學術研究資訊公開化和要求上網的機制，研究計畫相關

資料的蒐集，主要是透過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之「政府研究資訊系

統 」（Government Research Bulletin，GRB）（http://grbsearch.stpi.narl.org.tw/GRB/），

該資料庫涵蓋國科會計畫，以及行政院所屬機關委託之研究計畫。有關 GRB 系統之操

作，首先是鍵入「教師姓名」，而後選定在 90 年度之後，所有「社會研究領域」之研

究計畫。搜尋結果顯示，在國科會計畫方面，共計查得 1,335 件研究計畫。經編碼篩選

後，與本章相關者計有 222 件，其中組織相關之國科會計畫有 109 件，文官制度相關之

國科會計畫有 113 件。1

除 GRB 系統所涵蓋之行政院所屬機關委託研究計畫外，作者在資料蒐集過程中並

透過協助，取得「考試院」委託研究計畫之相關資訊。整體而言，TASPAA 系所會員之

教師共計執行 213 件「其他政府機關委託研究計畫」（行政院 191 件、考試院 22 件）。

而經編碼篩選後，與本章相關者計有 141 件，其中與行政組織相關者計有 66 件，與文

官制度相關者則有 75 件。惟必須說明的是，行政院及考試院所屬機關委託研究計畫，

除了計畫主持人之外，經常也會有協同主持人之人事配置，襄助計畫能於較短之期限內

完成，並獲得實際之政策成效。有鑑於計畫主持人必須總負研究計畫之責，同時行政機

關也多以計畫主持人之學經歷及研究成果作為委託與否之重要考量，因此，本章將「其

他政府機關委託研究計畫」之成果，歸屬於計畫主持人。

二、期刊論文

有關 TASPAA 系所會員教師所著之期刊論文資料，本章係搜尋國家圖書館之「台灣

1 本章已儘可能集中鎖定在行政組織與文官制度二項研究主題，並儘量採用較為寬鬆的判定標

準。在此研究過程中，無法達成完全精確的篩選標準，也應先行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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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論文索引系統」（http://readopac.ncl.edu.tw/nclJournal/），將前述 410 位教師之姓名

鍵入「作者」之查詢欄位，進行搜尋工作。經刪除未經審查程序（peer reviewed）、偏

向邀稿性質之期刊文章（如《T & D 飛訊》、《研習論壇》、《國家政策論壇》）後，

與行政組織、文官制度相關者計有 601 篇，其中行政組織相關者有 216 篇，與文官制度

相關者有 385 篇。針對期刊論文「合著」作者的處理方式，本章是將該文章歸屬於第一

作者。若第一作者非為 TASPAA 系所會員之教師，則該文章之成果歸屬於第二順位或遞

序之 TASPAA 系所會員教師。

本章進行分析的研究文獻，前後十年主要係指從 2001 到 2011 年的資料。但為求資

料的完整性和延續性，2012 年 6 月以前所能蒐集到的資料，也將其包括在內（見表

12-1）。納入 2012 年論文，就方法學上來講，不無瑕疵，但有鑑於國內政治學界長年

以來甚少進行文獻回顧之集體計畫，本章仍然將分析資料儘可能予以容納。一方面，學

術上的研究成果往往是落後指標，在計算研究成果時，本來就存在時間上的落差，本章

進行分析也加以充分考慮；另一方面，有別於國外學術研究學門經常針對特定時間內的

期刊表現進行分析，分析的母體固定，計算時間的嚴謹度並不成為問題，這也有別於本

章的敘述、分析和主要旨趣。

參、行政組織之研究

一、期刊論文

由於行政學屬於跨學科的本質，行政學所探討的學術議題容易趨向重要而細瑣，

關注的層面由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由行政程序到政治決定，由服務細部規範到政策規

劃，需要處理的面向多元而複雜。因此，要進行學術領域的回顧和分析，往往會遇到難

以下手的困境。本章在集體計畫規劃下，探討有關行政組織之研究，對於期刊論文進行

表 12-1　TASPAA 系所會員教師相關研究成果數（2001-2012）

行政組織 文官制度 小計

國科會計畫 109 113 222
其他政府機關委託研究計畫 66 75 141
期刊論文 216（49） 385（36） 60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說明：括弧（）內為刊登於 TSSCI 期刊的文章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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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就會面臨難以歸類，或難以歸納出核心議題和理論趨勢的必然現象。針對行政組

織之研究論文，在本章蒐集的 216 篇文章中，計有 49 篇刊登在台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

（Taiwan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TSSCI）期刊。這些文章中，討論地方政府組織

的有 18 篇，組織制度的有 18 篇，民營化的有九篇，中央政府的有四篇。在過去十年

中，有關行政組織之學術論文，除了民營化以外，政府與民間的協力關係也是一個突出

的主題，相關論文共有 11 篇，佔整體文章總數的 22.4%（見表 12-2）。

表 12-2　行政組織研究：TSSCI 期刊論文的主題分布（2001-2012）

次主題
主題

發展 協力 理論 績效
小計

篇數 %
地方 11 5 2 0 18 36.7
制度  5 6 4 3 18 36.7
民營化  7 0 0 2  9 18.4
中央  3 0 1 0  4 8.2
小計 26（53.1） 11（22.4） 7（14.3） 5（10.2） 49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說明：括弧（）內為百分比。

在行政組織的期刊論文中，總計有 27 位作者，發表 49 篇刊載於 TSSCI 期刊的文

章，並有八位學者發表數為二篇以上（見表 12-3）。其中，最特殊的是，林淑馨（2001、
2002a、2002b、2003、2004a、2004b、2005、2006a、2006b、2007、2008a、2008b、
2009、2012）有關行政組織的 TSSCI 期刊論文數目最多，總共有 14 篇（佔所有篇數的

28.6%），但其中九篇，都在討論民營化的議題，並且主要從日本的經驗進行討論。例

如：日本的民營化、日本鐵路改革的民營化、郵政事業民營化等議題。研究日本論文的

另一主題是地方政府協力關係，也是從日本的經驗加以探討，例如：日本地方政府的非

營利組織政策、日本地方政府與非營利組織協力關係之分析，日本地方政府促進非營利

組織協力之理想與現實均由林淑馨所撰寫。其次，朱鎮明（2004、2005、2008、2010）
的四篇期刊論文分別討論：英國地方政府變革、台灣府際關係、協力關係、媒體評鑑地

方政府績效，研究重點在地方政府，但討論之面向有所不同。

也許因為上述文章所討論的因素，有關行政組織的期刊論文中，討論行政組織理論

的文章並不多見。有關行政組織理論的文章例如：彭錦鵬（2005）有鑑於 20 世紀政府

部門分權化與專業化的結果造成政府服務的碎裂化，引介發端於英國的「全觀型治理理

論」；呂育誠（2002）從歷史制度主義探討公共組織變革的發展方向；趙永茂（2003）
試圖從策略途徑，探索台灣的府際關係與跨域管理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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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3　行政組織研究：發表二篇以上 TSSCI 期刊文章之學者（2001-2012）

作者 系所 篇數

林淑馨 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14
朱鎮明 東華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 4
江大樹 暨南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2
呂育誠 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2
李長晏 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 2
孫　煒 中央大學法律與政府研究所 2
曾冠球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2
劉明德 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2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二、國科會研究計畫

在過去十年中，國科會有關「行政組織」的研究計畫總共有 109 件，共有 45 位學

者參與。研究的對象以出現頻率高低而言，分別是政府組織制度（39 件）、地方行政組

織（39）、災害防救（13）、民營化（5）、中央政府（4）、教師（4）、行政法人（3）、

獨立機關（2）。

進行國科會有關行政組織之委託研究學者 45 人中，呈現高度集中的情形。執行委

託研究計畫件數最多的前十位學者，共執行 49 件，其中，有四人各執行六件，一人五

件，五人各四件，佔所有件數的 45%。此外，執行國科會委託研究計畫件數三件的有八

人，二件的有九人，一件的有 18 人。

就研究經費而言，在過去十年中，行政組織的研究計畫總共支出 4,625.8 萬元。獲

得補助經費前十位學者的經費總額，佔所有補助經費的 50%，因此集中的情形相當明

顯。此外，獲得國科會經費補助超過 300 萬元的學者僅有二人，200 到 300 萬元的有四

人，100 到 200 萬元的有 13 人，低於 100 萬元的有 26 人，最低的補助經費是 15.6 萬元

（見附錄一）。

就所有的國科會委託研究計畫而言，整體呈現比較清楚集中的二項主題，是政府組

織再造和非營利組織的研究。政府組織再造相關計畫，有八人參與，共 13 件計畫，經

費支出 539.7 萬元。非營利組織相關計畫，有 11 人參與，24 件計畫，支出經費 986.5 萬

元。其中，政府組織再造的相關計畫基本上比較偏向歷史分析或國外經驗的介紹，只有

二件有關行政法人制度的研究，是討論參採國外經驗用於我國的前瞻性與可行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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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政府機關委託研究計畫

相對於國科會研究計畫比較關注於基礎性的學術研究，其他政府機關委託研究計畫

則均有明確的應用性需求。特別是在過去十年中，政府組織再造的推動工作，必須進行

不同層級、不同領域、不同個別需求的研究規劃，因此非屬國科會的政府委託研究計畫

相對於十年以前，不論在品質上和數量上，都有明顯的成長。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民

進黨執政期間，行政院研考會爭取到立法院的財政支持，自 2006 年開始大幅度增加研

究經費。

在過去十年中，政府各部會（包括考試院，以下同）有關「行政組織」的研究計畫

總共有 66 件，計有 43 位學者參與。研究的對象以出現頻率高低而言，分別是地方行政

組織發展（31 件）、中央政府組織發展（21）、組織制度（8）、警察組織（4）、行

政法人（2）。進一步以研究內容的主題加以分類，如表 12-4 所示，政府各部會有關行

政組織的研究計畫，主要集中在組織發展（42 件，2,917.1 萬元）和組織績效（15 件，

1,584.3 萬元），這二大類就包括了研究經費的 87%。其他項目包括：協力（4 件，373.0
萬元）、貪污（2 件，136.1 萬元）、外國經驗（2 件，129.8 萬元）、法制（1 件，52.0
萬元）。

執行政府各部會有關行政組織之委託研究學者 43 人中，並未如國科會研究計畫呈

現高度集中的情形。共計只有一位執行六件委託研究計畫，一位執行四件，三位各執行

三件，其他都在二件以下。執行委託研究計畫的學者中，有九人各執行二件，其他 29
人各執行一件。

表 12-4　行政組織研究：其他政府機關委託研究計畫主題之執行件數與經費總額
（2001-2012）

主題 件數 經費總額（萬）

組織發展 42 2,917.1
組織績效 15 1,584.3
協力  4 373.0
貪污  2 136.1
外國經驗  2 129.8

法制  1 52.0

總計 66 5,192.3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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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研究經費而言，在過去十年中，政府各部會補助行政組織的研究計畫總共支出為

5,192.3 萬元。正如國科會研究計畫的情形，就經費集中補助的程度來看，也是相當明

顯。此外，獲得國科會經費補助超過 400 萬元的學者僅有四人，超過 200 萬元低於 300
萬的有四人，超過 100 萬元低於 200 萬元的有九人，低於 100 萬元的有 26 人，最低的

補助經費是 6.4 萬元（見附錄二）。

和國科會研究計畫比較不同的是，政府各部會的委託研究最突出的研究主題是政府

組織再造的相關計畫，總共有 30 位學者主持研究 38 件計畫，共使用 3,096.2 萬元。

肆、文官制度之研究

一、期刊論文

在過去十年中，刊登在 TSSCI 期刊的文官制度相關文章，總共 36 篇。這些文章中

幾乎涵蓋文官制度的各面向。大略上加以分類，討論主題涉及相關制度的文章最多，

達到 30 篇，其次則包括契約人力二篇、地方文官二篇、高級文官一篇、警察一篇。進

一步從次主題而論，與管理相關者有 13 篇，行政倫理的有六篇，多元化四篇，待遇三

篇，任用一篇，考選一篇（見表 12-5）。其他文章則探討公務人員的各項理論或實際議

題，例如接班人才計畫、知識分享、文武關係、裁量行為、工作滿意度、工作價值等。

表 12-5　文官制度研究：TSSCI 期刊論文的主題分布（2001-2012）

次主題

主題
管理 倫理 多元化 待遇 陞遷 理論 任用 考選 人力 績效 小計

制度 9 6 3 3 3 2 1 1 1 1 30
契約人力 2 0 0 0 0 0 0 0 0 0 2
地方文官 1 0 1 0 0 0 0 0 0 0 2
中高階文官 1 0 0 0 0 0 0 0 0 0 1
警察 0 0 0 0 0 0 0 0 0 1 1
小計 13 6 4 3 3 2 1 1 1 2 36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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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官制度的相關 TSSCI 論文中，總計有 20 位作者，發表 36 篇刊載於 TSSCI 期刊

的文章，並有十位學者發表數為二篇以上（見表 12-6）。其中，刊登篇數最多的是施

能傑（2004、2006a、2006b、2009），共四篇文章，分別討論考選制度、薪資績效化、

公務倫理、文官體系能力與政府競爭力。彭渰雯（2008；彭渰雯、李秉叡，2011；彭渰

雯、林依依、葉靜宜，2009）刊登的三篇文章全部都在討論職場上的性別關係，和黃煥

榮（2005、2008、2010）的三篇文章相當類似。趙達瑜（2004、2005、2008）的三篇文

章則全部討論公務人員的保障。蔡秀涓（2002、2004a、2004b）的三篇文章則分別探討

組織信任、人力資本理論、工作價值觀。彭錦鵬（2003、2007）的二篇文章分別探討高

級文官團制度的趨勢，和英國公部門待遇制度改革。黃朝盟（黃朝盟、陳坤發，2002；
李俊達、黃朝盟，2010）二篇文章討論組織精神力和行政倫理。蔣麗君（2004；蔣麗

君、顏上晴，2011）二篇文章檢討公務人員與行政電子化、資訊人員員額配置。蘇偉業

（2007；蘇偉業、黎世輝，2011）的二篇文章，則係比較台灣與香港政府契約人力制度，

以及探討初任公務人員職位配置採用的「分發」制度。

從以下二段關於研究計畫的描述和分析，可以清楚看出，研究計畫相當普遍地成為

期刊論文的撰述基礎。尤其是當期刊論文作者的國科會研究計畫主題呈現明顯集中於某

些議題的情形下，將研究成果發表於 TSSCI 期刊上，被接受的程度可望相對提高。

表 12-6　文官制度研究：發表二篇以上 TSSCI 期刊文章之學者（2001-2012）

作者 系所 篇數

施能傑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4
彭渰雯 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3
黃煥榮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 3
趙達瑜 暨南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3
蔡秀涓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 3
胡龍騰 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2
彭錦鵬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 2
黃朝盟 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2
蔣麗君 成功大學政治學系 2
蘇偉業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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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科會委託研究計畫

在過去十年中，國科會有關「文官制度」的研究計畫總共有 113 件，共有 36 位學

者參與。研究的對象以出現頻率高低而言，分別是人事行政各項業務（81 件）、教師

（6）、地方政府人事行政（5）、契約人力（4）、政務人員（4）、警察（4）、檢察（3）、

中高階人員（2）、法院（2）、國營事業（1）、軍人（1）。其次，就人事行政各項業

務的 81 件加以細分，就包括：人事管理（29 件）、倫理（14）、貪污（9）、訓練（7）、

多元化（7）、保障（5）、績效管理（3）、職能（2）、人事行政理論（2）、退休（1）、

待遇（1）、任用（1）。

執行國科會有關行政組織之委託研究學者 36 人中，呈現高度集中的情形。執行委

託研究計畫件數最多的前十位學者，共執行 63 件，佔所有件數的 55.8%。執行國科會

委託研究計畫件數 11 件的有一人，八件的有二人，七件的有一人，六件的有一人，五

件的有三人，四件的有二人。此外，執行三件的有八人，二件的有八人，一件的有十

人。

就研究經費而言，在過去十年中，文官制度的研究計畫總共支出 6,686.6 萬元。獲

得補助經費前四位學者的經費總額，佔所有補助經費的 46.5%。獲得補助經費前十位學

者的經費總額，更佔所有補助經費的 68.7%，因此資源分配集中的情形相當明顯（見附

錄三）。

就整體國科會研究計畫而言，有關文官制度的研究計畫，基本上和研究者的長期研

究興趣密切結合，就研究集中的情況而言，除了上述執行較多研究計畫的學者所呈現個

人化的集中情況外，研究主題也有集中的情形，例如有些學者專注於對於司法體系人員

的研究、對於公務人員保障的研究、對於國小教師的研究等。我們發現研究主題集中有

助於研究計畫持續得到國科會補助的機率。

三、其他政府機關委託研究計畫

和行政組織研究相同的情形是，相對於國科會研究計畫比較關注於基礎性的學術研

究，其他政府各部會委託研究計畫則均有明確的應用性需求。在過去十年中，政府各部

會（包括考試院）有關「文官制度」的研究計畫總共有 75 件，共有 47 位學者參與。研

究的對象以出現頻率高低而言，分別是人事行政各項業務（47 件）、中高階人員（11）、

地方政府人員（7）、契約人力（3）、軍人（3）、政務人員（1）、教師（1）、醫事

人員（1）、關務人員（1）。其次，就人事行政各項業務的 47 件研究計畫再加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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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出現頻率是：貪污（10）、管理（8）、任用（6）、訓練（5）、績效（4）、人力（3）、

多元化（2）、考選（2）、服務（2）、待遇（2）、退休（2）、倫理（1）。

和前述二大類分析比較不同的是，執行政府各部會委託研究計畫的學者分布的程

度，除了少數幾位例外，是相當分散的。執行研究計畫件數較多的，包括執行七件研究

計畫有一人、六件有一人、四件有一人、三件有一人，二件有 12 人，一件有 31 人。

如果進一步觀察政府各部會委託研究計畫的經費分布，將會發現如果扣除掉法務部

對於廉政指標的巨額補助，則政府對於文官制度改革的研究，經費投注是相當薄弱的。

縱然政府各部會在文官制度方面投注研究經費達 4,946 萬元，如果扣除廉政指標及其研

究的經費 1,546 萬元，則實際上在十年中，政府對於文官制度方面的研究經費就只有

3,400 萬元（見附錄四）。

我國和其他已開發國家目前所共同面臨的挑戰是，人口結構產生少子化、老年化所

形成的「雙殺現象」。同時，勞動人口的負擔因之逐漸沈重，也面臨失業率不斷攀升的

就業結構。在此情形下，1980 年代以來先進民主國家不得不進行公務人員員額精簡的措

施，並推出進行文官制度管理分權化、效率化、市場化的改革措施。同時由於各國平均

壽命不斷提高、退休人員享受相對優渥退休待遇的結果，造成各國政府長期財政負擔沈

重的危機，不得不持續進行公務人員退休制度的改革。但是我國人事行政總處在面臨國

內外環境重大挑戰之際，其研究經費則少得可憐。在過去十年中，唯一真正討論待遇制

度的研究計畫是劉坤億所執行的《我國公務人員待遇制度改進方案之研究》。但是受限

於研究經費及承辦機關的自我設限，研究計畫並未得到適當的重視與後續的政策規劃。

以危機情況相當嚴重的退休制度而言，政府各部會也未付出適當的重視和研究。對於我

國中央政府每年需要付出 4,000 億元以上的人事費，但是每年對於待遇制度的研究經費

竟然不到 200 萬元，並且長年以來都是如此，確實為不可思議之研究資源分配。如果再

考慮政府一年編列退休撫卹支出及債務利息達 1,400 億元，則文官制度有待研究與革新

之處，實為不勝枚舉。

伍、結論

過去十年中，我國行政學界對於行政組織和文官制度的研究，由於教學人力因應新

成立系所的需求而增加，研究能量明顯提升。同時由於政府因應國際情勢而進行組織改

造，學界對於行政組織變動進行廣泛深入的研究，也有相當明顯的成果。中央政府總員

額制度終於通過立法，地方政府組織因為院轄市數目增加而有大幅變動，都使各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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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陸續得到重視和推動。

然而從本章分析中也可觀察到，對於行政組織和文官制度的研究，在研究資源的

配置上，在某些部分出現高度集中的情形。研究資源能夠進行有效的集中配置，對於成

長中的研究領域，可能是正確的分配。特別是基礎調查研究的經費如果能夠充分而且寬

裕，對於後續的相關研究所能造成的效益，是可加以肯定的。例如對於廉政指標的研究

及持續性的調查，對於建立清廉的政府，將具有學術與實務上的價值。此外，對於文官

體系的調查，如果能夠符合學界的需求，並預見外國先例移植到國內的可能發展，而建

構合適並被廣泛運用的資料庫，也是值得期待的學術基礎建設。

我國的國家規模和政府、文官體系規模顯然無法提供毫無限制的研究資源，因此也

就更需要珍惜研究資源，隨時檢討研究計畫經費集中的情形，不斷進行學術研究資源分

配之分析。經過此一程序，可望逐漸建立結果導向型的學術研究願景，和社會需求進行

更為密切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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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附錄一 國科會委託「組織」研究計畫詳細資料 

 

件數 系所 主持人 中文計畫名稱 研究期間 

交易成本觀點之市政服務委外決策 9908~10007 

地方政府公共服務民營化之政治經濟學實證分析 9708~9807 

運輸建設委外執行之組織治理型態選擇 9608~9707 

公共服務執行之治理模式選擇 9508~9607 

運輸建設民營化之高階管理團隊逆選擇：東歐經驗

之探討 
9408~9507 

6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 江瑞祥 

運輸建設民營化之管理代理、產品特性與激勵契約

研擬 
9208~9307 

我國與日本地方政府與非營利組織協力的現況、成

果與課題：以台北市和東京都為例 
10108~10207

日本型公私協力的理論與實務──以第三部門和

PFI 為例（II） 
10008~10107

日本型公私協力的理論與實務──以第三部門和

PFI 為例（I） 
9908~10007 

日本地方政府促進非營利組織協力之理論與實證

研究（II） 
9808~9907 

日本地方政府促進非營利組織協力之理論與實證

研究（I） 
9708~9807 

6 
台北大學公共行政

暨政策學系 
林淑馨 

從公共性和企業性的觀點來檢証中華電信的民營

化：和日本電信事業民營化的比較 
9108~9207 

準政府組織與政治控制：對於我國政府捐助設立之

經濟事務財團法人轉型的啟示 
10108~10207

民主治理之中公私部門重新佈局的理論與實踐：行

政組織的機構化與非營利組織的混合化 
10008~10107

我國族群型代表性行政機關的設置理由與制度定

位之研究（II） 
9908~10007 

我國族群型代表性行政機關的設置理由與制度定

位之研究（I） 
9808~9907 

代表性行政機關之研究──以族裔社群為取向 9708~9807 

6 
中央大學法律與政

府研究所 
孫煒 

第三部門與政府關係的政策分析：一個本土性的觀

點 
9408~9507 

6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 趙永茂 
台灣現代與傳統地方社會組織之治理特性及其轉 9808~9907 



件數 系所 主持人 中文計畫名稱 研究期間 

型──農會與民間宗教組織之比較（III） 

台灣現代與傳統地方社會組織之治理特性及其轉

型──農會與民間宗教組織之比較（II） 
9708~9807 

台灣現代與傳統地方社會組織之治理特性及其轉

型──農會與民間宗教組織之比較（I） 
9608~9707 

台灣地方宗教與宗親會組織的治理特性及其轉型 9508~9607 

城市治理網絡的建構及其影響因素分析──台北市

個案的研究 
9308~9407 

台灣縣級府際關係的建構模式──台中市與南投縣

個案比較 
9108~9207 

我國災難管理機制之檢視與重構：跨部門治理理論

觀點下的組織設計研究（I） 
10008~10107

我國災難管理機制之檢視與重構：跨部門治理理論

觀點下的組織設計研究（II） 
9908~10007 

公私協力關係中台灣非營利組織公共課責與自主

性之探究：理論辯證與制度設計 
9308~9407 

地方政府跨域管理機制與互動模式之研究：跨部門

治理觀點 
9408~9507 

5 
中央大學客家政治

經濟研究所 
江明修 

地方政府核心能力之理論辯證與策略析評 9208~9307 

對口支援：中國大陸府際關係的另一種觀察 10108~10207

中介組織發展與官僚部門競爭──中國大陸「國家

－社會」關係新詮 
9608~9707 

中介組織發展與官僚部門競爭：中國大陸「國家－

社會」關係新詮 
9508~9607 

4 
台北大學公共行政

暨政策學系 
王信賢 

將社會帶回？中國大陸中介組織的興起與理論省

思 
9308~9407 

績效弔詭？從公民期望管理析探災害防救之績效

管理（II） 
10108~10207

績效弔詭？從公民期望管理析探災害防救之績效

管理（I） 
10008~10107

危機變數對地方政府策略管理之影響（II） 9908~10007 

4 
中央警察大學行政

警察學系 
王俊元 

危機變數對地方政府策略管理之影響（I） 9808~9907 

我國教育部門集體協商機制及議題之研究──公共

部門勞資關係之觀點 
9908~10007 

日本教師組織政策參與機制之研究──政策網絡與

政策工具的觀點 
9608~9707 

4 
稻江科技暨管理學

院公共事務管理學

系 

林斌 

英美教育部門集體協商範圍之研究：公共人力資源 9408~9507 



件數 系所 主持人 中文計畫名稱 研究期間 

管理之觀點 

我國教師組織集體協商僵局解決制度之研究：以替

代性爭議解決方案（ADR）為核心 
9401~9407 

大台北首都圈行政區劃之研究：首都圈區劃策略之

規劃 
10108~10207

直轄市與市區現行政制分析 10008~10107

準直轄市的組織規模與財源分配 9611~9707 
4 

銘傳大學公共事務

學系 
紀俊臣 

中央與地方府際策略性夥伴關係之構造──地方治

理途徑之分析 
9208~9307 

打開行政機關績效資訊產出與運用行為的黑盒

子：行政院組織改造前後之追蹤比較（II） 
10108~10207

打開行政機關績效資訊產出與運用行為的黑盒

子：行政院組織改造前後之追蹤比較（I） 
10008~10107

真實還是虛假？前進或是停滯？從績效資訊角度

反思政府績效管理之理論與實務（II） 
9908~10007 

4 
台北大學公共行政

暨政策學系 
胡龍騰 

真實還是虛假？前進或是停滯？從績效資訊角度

反思政府績效管理之理論與實務（I） 
9808~9907 

美國地方自治權及其對於我國地方自治發展之啟

示（II） 
10008~10107

美國地方自治權及其對於我國地方自治發展之啟

示（I） 
9908~10007 3 

世新大學行政管理

學系 
方凱弘 

美國市經理制及其在我國鄉鎮市政府組織改革的

應用 
9608~9707 

台灣政黨輪替後政府組織改造之研究 9208~9307 

九二一震災重建的府際管理策略之研究 9108~9207 
3 

暨南國際大學公共

行政與政策學系 
江大樹 

村里與社區組織功能整合之研究：以災區社區重建

為例 
9008~9110 

非營利組織的產業化與跨部門協力模式──以伊甸

基金會為例（II） 
10008~10107

非營利組織的產業化與跨部門協力模式──以伊甸

基金會為例（I） 
9908~10007 3 

義守大學公共政策

與管理學系 
李柏諭 

實效社區治理模式與跨部門協力關係的重組與實

踐──以社區大學傳遞終身教育服務模式為例 
9808~9907 

台中都會區域發展之全觀型治理研究──台中都會

流域生活圈之前瞻規劃與跨部門參與策略（II） 
10008~101073 

東海大學行政管理

暨政策學系 
陳秋政 

台中都會區域發展之全觀型治理研究──台中都會

流域生活圈之前瞻規劃與跨部門參與策略（I） 
9908~10007 



件數 系所 主持人 中文計畫名稱 研究期間 

跨部門治理機制之制度性安排與參與：以「洛杉磯

河整治計畫」為例 
9608~9707 

公私合夥的成因、採行及其成效評估之研究：邁向

一個整合性架構 
10108~10207

「求實際」或「趕流行」？公部門組織創新採行之

研究—以台北市政府網路申辦服務為例 
9808~9907 3 

淡江大學公共行政

學系 
曾冠球 

不情願的夥伴？──「台北市民生活網」公私協力

的個案研究 
9708~9807 

跨域治理中建立協力關係的實證研究──以新竹縣

市為例 
9608~9707 

從高可靠度組織來看我國政府的危機管理：以

SARS 事件為例 
9408~9507 

3 
中華大學行政管理

學系 
葉嘉楠 

社區發展協會與村里制度功能重疊問題之研究 9208~9307 

台灣金融監理制度與資訊不對稱研究（II） 9608~9707 

台灣金融監理制度與資訊不對稱研究（I） 9508~9607 
3 中正大學政治系 廖坤榮 

公私協力治理的理論與實際：台灣農會與政府經驗

探討 
9408~9507 

課責、效率、政治與法人治理──英國和日本行政

法人制度發展經驗及其對台灣的啟示 
9708~9807 

公私混合型組織之研究：台灣行政法人建置之經驗

分析 
9408~9507 3 

台北大學公共行政

暨政策學系 
劉坤億 

地方政府建立績效管理制度之研究──台北市政府

之經驗與挑戰 
9108~9207 

台灣地區府際夥伴關係的測量：初探性研究 10108~10207
2 

東華大學公共行政

研究所 
朱鎮明 

中央與地方政策協調機制建立之研究 9408~9507 

公部門知識分享與組織協同作業之研究 9608~9707 

2 
政治大學公共行政

學系 
吳瓊恩 公部門跨組織間知識管理活動之研究：以 NICI 國

際合作組個案為例 
9401~9412 

行政機關實施績效管理制度之實證分析──以施政

績效評估和績效獎金制度為例 
9608~9707 

2 
台北大學公共行政

暨政策學系 
張四明 

地方政府實施新績效預算制度之可評估性分析：以

台北市政府為例 
9008~9107 

台灣省政府組織精簡過程財政相關爭議折衝的歷

史分析（II） 
10008~10107

2 
台北大學公共行政

暨政策學系 
張育哲 

台灣省政府組織精簡過程財政相關爭議折衝的歷

史分析（I） 
9908~10007 

2 中山大學政治經濟 張其祿 獨立管制機關「獨立性」與「課責性」之研究（II） 9708~9807 



件數 系所 主持人 中文計畫名稱 研究期間 

學系 獨立管制機關「獨立性」與「課責性」之研究（I） 9608~9707 

透明課責與行政立法信任建構：台北市政府府會連

絡機制之研究 
9408~9507 

2 
政治大學公共行政

學系 
陳敦源 

公部門交易與跨域管理：以台北市政府議會聯絡機

制為例的初探性研究 
9008~9107 

我國政府組織應用內部企業網路（Intranet）現況之

探究 
9108~9207 

2 
東海大學行政管理

暨政策學系 
項靖 

e 世代治理：探究我國地方政府數位化之過程、現

況與未來 
9008~9112 

救災醫療體系之研究–以雲嘉南為例──救災醫療

體系組織分工與整合 
10104~10203

2 成功大學政治學系 楊永年 
台灣與美國地方政府救災組織體系之比較研究──

以南投縣與加州洛杉磯縣比較 
9008~9112 

邁向跨部門協力的電子治理：個案研究與能量建立 10108~10207

2 
政治大學公共行政

學系 
蕭乃沂 政府資訊業務委外管理策略：資訊組織設計與資訊

人力資源管理的觀點 
9308~9407 

1 
世新大學行政管理

學系 
余致力 

災難傳播與災難管理之研究──總計畫──災難傳

播與災難管理之研究 
9708~9807 

1 
台北大學公共行政

暨政策學系 
呂育誠 

縣轄市公所組織架構與功能變革之研究──歷史制

度主義的觀點 
9208~9307 

1 
中央警察大學行政

管理學系 
李宗勳 

社會經濟脆弱性因子與災害防救體系之協力效能

與資源運用之評估 
9908~10007 

1 
中興大學國家政策

與公共事務研究所 
李長晏 

應用議價模型分析區域合作的影響因子──北台區

域合作與高高屏區域合作的比較之經驗研究 
9708~9807 

1 
世新大學行政管理

學系 
邱志淳 

災難傳播與災難管理之研究──子計畫──災難傳

播倫理之研究 
9708~9807 

1 
政治大學公共行政

學系 
施能傑 地方政府公共服務績效之長期分析 9308~9407 

1 
政治大學公共行政

學系 
孫本初 

以治理模式分析政府與非政府組織之互動關係──

以兩岸文教交流事務為觀察對象 
9308~9407 

1 
台北大學公共行政

暨政策學系 
翁興利 台灣流域管理委員會之規劃研究 9108~9207 

1 
開南大學公共事務

管理學系 
曹瑞泰 

日本行政改革之研究──以2001年中央省廳重組為

中心 
9008~9107 

1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 彭錦鵬 全觀型治理之理論與實現策略 9208~9307 

1 
元智大學社會暨政

策科學學系 
劉宜君 公部門發展網絡管理之可行性實證研究 9308~9407 



件數 系所 主持人 中文計畫名稱 研究期間 

1 
義守大學公共政策

與管理學系 
劉鴻陞 

誰還記得莫拉克風災？從制度問責到治理問責的

理論與政策實踐 
10108~10207

1 
開南大學公共事務

管理學系 
賴沅暉 

食品安全治理中的公私協力管制──以 HACCP 體

系的運作為例 
9908~10007 

1 

台北市立教育大學

社會暨公共事務學

系 

謝俊義 
在州政府層次影響下的地方政府管理創新──美國

地方委託外包服務與績效評估 
9711~9807 

1 
淡江大學公共行政

學系 
韓釗 公共部門建構學習型組織的障礙因素之研究 9008~9107 

1 
政治大學公共行政

學系 
顏良恭 台北市政府跨機關服務網絡實證研究 9508~9607 

1 
政治大學公共行政

學系 
蘇偉業 

我國政府機關績效管理行為之研究：績效的定義過

程與行為互動 
9908~10007 

1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 蘇彩足 
我國行政機關中科技研發相關部門行政法人化之

可行性分析 
9403~9408 

 



附錄二 其他政府機關委託「組織」研究計畫詳細資料 

 

件數 系所 主持人 
協同 

主持人 
委託機關 中文計畫名稱 研究期間 

陳滄海 行政院研考會 
行政區劃與鄉鎮市自治問題之

研究 
9009~9012 

蔡進良 台中巿政府 
台中縣市合併改制直轄市自治

法規整併銜接 
9903~9903 

席代麟 

陳朝建 

方凱弘 

新北市政府 
新北市行政區域調整委外研究

規劃案 
10007~10104

陳滄海 內政部 
地方政府組織結構與功能之研

究計劃 
9105~9110 

 內政部 
鄉（鎮、市）自治效能檢討與

改革配套措施之研究 
9607~9702 

6 
銘傳大學公共事

務學系 
紀俊臣 

席代麟 

陳朝建 
內政部 台灣基層組織整合之研究 9808~9903 

 行政院研考會 

中央三級機關（署、局）組織

運作及二級機關對其指揮監督

之研究 

10005~10101

張耀懋 

行政院衛生署

全民健康保險

監理委員會 

建構全民健康保險會組織任務

中財務收支連動運作機制之研

究 

10104~10111

 行政院衛生署 
全民健保組織體制未來改革方

向之回顧性研究 
9404~9412 

4 
政治大學公共行

政學系 
陳敦源 

 行政院衛生署 
全民健康保險監理會未來運作

機制規劃之研究 
9505~9512 

張奕華 新北市政府 
台北縣政府推動非營利組織跨

域治理平台之研究 
9804~9812 

 客家委員會 

客家基本法對客家地方行政機

關影響之初探──以桃園縣為

例 

10001~100113 
中央大學客家政

治經濟研究所 
江明修 

 家委員會 
台灣客家跨部門治理策略之研

究—以客家非營利部門為焦點 
9901~9911 

施能傑 

胡龍騰 
行政院研考會 

我國政府績效管理制度檢討與

創新之研究 
10103~101113 

台北大學公共行

政暨政策學系 
張四明 

劉坤億 行政院研考會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績效考核

與課責性研究 
9806~9810 



件數 系所 主持人 
協同 

主持人 
委託機關 中文計畫名稱 研究期間 

張育哲 考試院 
公務機關團體績效指標建構之

研究 
10104~10112

劉淑惠 行政院研考會 行政院組織改造變革管理研究 10105~10109

張瓊玲 行政院研考會 
行政院組織改造效益及其實施

方式之研究 
9709~9712 

3 
台灣大學政治學

系 
蕭全政 

孫同文 

江大樹 

劉淑惠 

內政部 健全地方自治圖貌 9203~9208 

朱鎮明 

高長 
行政院研考會 政府效能國際評比指標之研究 9412~9506 

2 
東華大學公共行

政研究所 
朱景鵬 

朱鎮明 

魯炳炎 
行政院研考會 

地方政府治理能力評估模式之

建構 
9204~9210 

柯志昌 高雄巿政府 
高高屏區域治理機制建構之研

究──都會發展憲章之探討 
9510~9604 

2 
中山大學公共事

務管理研究所 
吳濟華 

吳連賞 

林皆興 

吳文彥 

賴文泰 

鄭博文 

高雄巿政府 
高雄市縣合併總體發展政策規

劃 
9810~9910 

吳秀光 

呂育誠 

張四明 

陳志華 

張育哲 

陳耀祥 

內政部 大都會政府體制之研究 9904~9912 

2 
台北大學公共行

政暨政策學系 
周育仁 

陳志華 

張四明 

吳秀光 

呂育誠 

張育哲 

陳耀祥 

新北市政府 

台北縣政府組織職掌與效能提

升之研究（合併「台北縣升格

準直轄市與中央、公所權責劃

分、整合分工及後續因應方法

之研究」） 

9708~9808 

葉一璋 

陳志瑋 
行政院研考會 

政府組織改造與評估──以日

本、韓國、中國大陸為例 
9802~9812 

2 
世新大學行政管

理學系 
邱志淳 

陳志瑋 
行政院人事行

政總處 

公務訓練機構轉型策略之研究

──以公務人力發展中心為例 
9405~9410 

2 政治大學公共行 施能傑 
呂育誠 內政部 地方行政機關組織評鑑計畫之 10103~10111



件數 系所 主持人 
協同 

主持人 
委託機關 中文計畫名稱 研究期間 

方凱弘 研究案 

政學系 
 考試院 

建立行政機關團體績效評比機

制之研究 
9809~9812 

李長晏 

席代麟 

蔡志恆 

莫永榮 

傅岳邦 

台中巿政府 
台中市政府改制直轄市──行

政處業務委託研究 
9901~9905 

2 
政治大學公共行

政學系 
孫本初 

席代麟 

鄭錫鍇 

蔡志恒 

新北市政府 
台北縣政府各機關年度施政成

果與績效評估作業 
9709~9809 

 客家委員會 
民主治理中我國客家行政機關

的的公共性與責信 
10001~10011

2 
中央大學法律與

政府研究所 
孫煒 

 客家委員會 我國客家行政機關的制度設計 9901~9911 

陳明傳 內政部 
警察機關與警察服務評價機制

之研究 
10003~10012

2 
中央警察大學行

政警察學系 
章光明 

李湧清 內政部 

推動警察機關導入 ISO9001 品

質管理系統中程施政計畫成效

評估 

9503~9511 

江瑞祥 

林子倫 

王宏文 

行政院研考會 
我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

整合之研究 
10006~10002

2 
台灣大學政治學

系 
彭錦鵬 

劉坤億 
行政院人事行

政總處 
成立國家行政學院可行性 9801~9805 

1 
成功大學政治學

系 
王金壽 陳尚志 台南巿政府 

台南直轄市行政區劃調整先期

規劃之研究 
10007~10101

1 
東華大學公共行

政研究所 
朱鎮明 曾冠球 行政院研考會 

行政院組織改造後機關委員會

統合功能之研究 
10004~10012

1 
台北大學公共行

政暨政策學系 
江岷欽  考試院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組

織及功能改進之研究 
9006~9212 

1 中正大學政治系 宋學文 蔡允棟 考試院 

憲政改革與我國中央政府未來

人事組織制度之發展：各國經

驗的比較、分析與借鏡 

9304~9308 

1 

中興大學國家政

策與公共事務研

究所 

李長晏 

陳秋政 

范玫芳 

陳建仁 

行政院研考會 

我國推動非營利組織參與地方

政府跨域治理之可行性研究計

畫案 

10104~10112



件數 系所 主持人 
協同 

主持人 
委託機關 中文計畫名稱 研究期間 

1 
義守大學公共政

策與管理學系 
林寶安 

蕭元哲 

張超盛 
高雄巿政府 

建立高雄市成為台灣非政府組

織（NGO）發展基地之策略研

究 

9308~9402 

1 
中央警察大學行

政警察學系 
洪文玲 

劉嘉發 

王寬弘 
台中巿政府 

大台中地區警政組織再造法制

化與人力資源配置之研究 
9901~9904 

1 
台北大學公共行

政暨政策學系 
胡龍騰 

陳淑芳 

蔡秀涓 
法務部 

我國廉政發展應如何落實《聯

合國反腐敗公約》之研究 
9807~9908 

1 
銘傳大學公共事

務學系 
席代麟 

紀俊臣 

陳朝建 
行政院研考會 我國行政區劃之研究 9706~9711 

1 
台北大學公共行

政暨政策學系 
翁興利 陳愛娥 行政院研考會 

從「精省」經驗規劃未來「政

府改造」 
9105~9111 

1 
中山大學政治經

濟學系 
張其祿 廖達琪 行政院研考會 

強化中央行政機關橫向協調機

制之研究 
9805~9812 

1 
世新大學行政管

理學系 
郭昱瑩 蕭全政 行政院研考會 

行政院組織改造效益評估之研

究 
9906~9909 

1 
東吳大學政治學

系 
陳立剛 

王輝煌 

陳朝建 
行政院研考會 

因應行政院組織改造地方行政

機關功能業務及組織調整之研

究 

10005~10101

1 
中央大學客家政

治經濟研究所 
陳定銘  客家委員會 

政府推動客家文化之跨部門協

力研究—以台北縣政府客家事

務局為例 

9901~9911 

1 
台灣大學政治學

系 
陳淳文  考試院 法國中央人事行政組織之研究 9409~9412 

1 
淡江大學公共行

政學系 
黃一峰 何啟功 行政院研考會 

行政機關業務評估指標之建立

──以衛生署為例 
9108~9112 

1 
台北大學公共行

政暨政策學系 
黃朝盟 蕭全政 行政院研考會 行政院組織改造回顧研究 9908~10006 

1 
開南大學公共事

務管理學系 
黃榮源 王俊元 行政院研考會 

地方政府施政績效評估機制之

研究 
10002~10010

1 
世新大學行政管

理學系 
黃榮護 

余致力 

石振國 

行政院體育委

員會 

設置我國地方運動行政專責單

位及推動策略委託研究案 
9610~9611 

1 
逢甲大學公共政

策研究所 
楊志誠 

陳大鈞 

陳立穎 
行政院研考會 

行政院中部及南部聯合服務中

心組織定位之研究 
9508~9602 

1 
中華大學行政管

理學系 
葉嘉楠 李長晏 

行政院經濟建

設委員會 
行政革新與政府再造之落實 9307~9309 

1 政治大學公共行 詹中原 李宗勳 台北巿政府 台北市政府組織重整之研究 9106~9112 



件數 系所 主持人 
協同 

主持人 
委託機關 中文計畫名稱 研究期間 

政學系 鄭錫鍇 

1 
台灣大學政治學

系 
趙永茂 黃錦堂 內政部 地方政府組織改造策略之研究 9607~9703 

1 

彰化師範大學公

共事務與公民教

育學系 

劉兆隆 許幸惠 行政院研考會 
促進非營利組織與地方政府策

略夥伴關係建構 
9804~9807 

1 
台北大學公共行

政暨政策學系 
劉坤億  

行政院人事行

政總處 

行政法人制度推動誘因及其成

效之研究 
9504~9511 

1 
銘傳大學公共事

務學系 
樊中原 席代麟 內政部 地方府會關係之研究 9202~9208 

1 中正大學政治系 蔡允棟 李南雄 內政部 
中央警察大學、台灣警察專科

學校二校未來組織定位之研究 
9406~9411 

1 
政治大學公共行

政學系 
蕭武桐 陳衍宏 法務部 

政風機構組織設計及職權行使

法制化之研究 
9901~9908 

1 
台灣大學政治學

系 
蘇彩足 

陳淳文 

孫煒 
行政院研考會 

建立行政機關組織評鑑制度之

研析 
9404~9409 

 



附錄三 國科會委託「文官制度」研究計畫詳細資料 

 

件數 系所 主持人 中文計畫名稱 研究期間 

台灣文官調查：方法、結果、與實務意義（II） 10108~10207

台灣文官調查：方法、結果、與實務意義（I） 10008~10107

民主治理下的政府效能：公共服務動機、繁文縟

節、與政務/事務關係（II） 
10108~10207

民主治理下的政府效能：公共服務動機、繁文縟

節、與政務/事務關係（I） 
10008~10107

優質民主治理鞏固之研究─從民眾與公共管理者評

估政府的民主回應、中立能力、與制度課責（II） 
9908~10007 

優質民主治理鞏固之研究─從民眾與公共管理者評

估政府的民主回應、中立能力、與制度課責（I） 
9808~9907 

台灣民主治理機制鞏固之研究─權力轉換與文官中

立─態度、可信承諾、與政務/事務人員關係（II） 
9708~9807 

台灣民主治理機制鞏固之研究─權力轉換與文官中

立─態度、可信承諾、與政務/事務人員關係（I） 
9608~9707 

不同制度論觀點下官僚自主之起源問題：公務人員

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的個案研究 
9308~9407 

政務領導、國會監督、與官僚自主：台灣全民健保

政策「否決者」之研究，1986─2003 
9208~9307 

11 
政治大學公共行政

學系 
陳敦源 

從「行政獨大」到「國會主權」─台灣民主化過程

中官僚體系政治控制制度演變之研究 
9108~9207 

公務部門師徒關係的性別影響─多元理論觀點與經

驗性分析（II） 
9908~10007 

公務部門師徒關係的性別影響─多元理論觀點與經

驗性分析（I） 
9808~9907 

組織社交性行為─議題、影響、倫理與管理 9708~9807 

當愛已成空，好聚為何不好散？─組織中戀情關係

與性騷擾關聯性之探討 
9508~9607 

組織中戀情關係之研究：工作場所戀情之形成、動

態、影響與管理（II） 
9408~9507 

組織中戀情關係之研究：工作場所戀情之形成、動

態、影響與管理（I） 
9308~9407 

非營利部門性別偏差之研究：玻璃天花板現象之探

析 
9208~9307 

8 

台北市立教育大學

社會暨公共事務學

系 

黃煥榮 

組織建築之性別差異─我國女性事業生涯困境之分

析 
9108~9207 



件數 系所 主持人 中文計畫名稱 研究期間 

兩岸四地貪腐研究之現況：1990~2009 英文學術期

刊論文之評估（III） 
10108~10207

兩岸四地貪腐研究之現況：1990~2009 英文學術期

刊論文之評估（II） 
10008~10107

兩岸四地貪腐研究之現況：1990─2009 英文學術期

刊論文之評估（I） 
9908~10007 

民主轉型中台灣廉政之研究─1990~2009 民意調查

與媒體報導資料庫之建置與分析（III） 
9808~9907 

民主轉型中台灣廉政之研究─1990~2009 民意調查

與媒體報導資料庫之建置與分析（II） 
9708~9807 

民主轉型中台灣廉政之研究︰1990~2009 民意調查

與媒體報導資料庫之建置與分析（I） 
9608~9707 

性別差異對公共管理者任用之影響：代表性文官體

系的理論省思與實證探索 
9508~9607 

8 
世新大學行政管理

學系 
余致力 

政黨輪替對文官體系的衝擊與影響：我國中央政府

首次政權和平轉移之實證研究 
9008~9112 

政府公共服務倫理管理：系絡、制度、挑戰與實踐 10108~10207

公共服務倫理政策成效之研究─民主轉型之台灣各

級政府人員認知與政策內涵比較分析（II） 
9808~9907 

公共服務倫理政策成效之研究─民主轉型之台灣各

級政府人員認知與政策內涵比較分析（I） 
9708~9807 

政府部門契約人力與永業文官差異性分析：組織信

任模型 
9508~9607 

台灣政府部門實施契約性公務人力政策可行性研

究 
9308~9407 

公務人力資本政策建構之研究 9108~9207 

7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 蔡秀涓 

公務人員組織信任模型之建構與政策設計─行政院

暨所屬機關之實證分析 
9008~9107 

政府組織重組與政務領導──行政院組織再造及縣

市合併升格的個案研究 
10008~10107

陌生的政務領導者─台灣的政務官及民主治理的藝

術（2000─2010）（III） 
9908~10007 

陌生的政務領導者─台灣的政務官及民主治理的藝

術（2000─2010）（II） 
9808~9907 

陌生的政務領導者─台灣的政務官及民主治理的藝

術（2000─2010）（I） 
9708~9807 

6 
政治大學公共行政

學系 
黃東益 

填補「公民參與」研究脫落的環節─基層公務人員 9608~9707 



件數 系所 主持人 中文計畫名稱 研究期間 

對公民參與態度的初探（II） 

填補「公民參與」研究脫落的環節─基層公務人員

對公民參與態度的初探（I） 
9508~9607 

學校領導新視野的初步建構：區分領導取向 10108~10207

策略領導理論、學校實踐與評量工具之研究：以國

民小學為例（II） 
10008~10107

策略領導理論、學校實踐與評量工具之研究─以國

民小學為例（I） 
9908~10007 

分佈式領導的理論、學校實踐與評量工具之研究

（II） 
9708~9807 

5 
逢甲大學公共政策

研究所 
賴志峰 

分佈式領導的理論、學校實踐與評量工具之研究（I） 9608~9707 

地方政府環境治理─官僚體系─政府與企業 9808~9907 

台灣公部門職場靈性之初探研究（II） 9608~9707 

台灣公部門職場靈性之初探研究（I） 9508~9607 

公務人員在工作危機感下之組織公民行為與知識

分享間關係之研究 
9308~9407 

5 
義守大學公共政策

與管理學系 
蕭元哲 

地方政府領導型態與組織公民行為關係之實證研

究：組織信任為中介變數 
9208~9307 

台灣的檢察改革及其政治效應與回應（III） 10008~10107

台灣的檢察改革及其政治效應與回應（II） 9908~10007 

台灣的檢察改革及其政治效應與回應（I） 9808~9907 

台灣司法獨立改革成效之評估─以台灣地方法院院

長與庭長職務調整為例（II） 
9708~9807 

5 成功大學政治學系 王金壽 

台灣司法獨立改革成效之評估─以台灣地方法院院

長與庭長職務調整為例（I） 
9608~9707 

從歷史制度論與結構功能論檢視我國公務員保障

制度之研究 
9808~9907 

我國公務員保障事件司法審查制度之研究 9608~9707 

我國公務員調職案件之研析 9308~9407 

4 
暨南國際大學公共

行政與政策學系 
趙達瑜 

公務人員保障案件勝訴與敗訴原因之分析研究 9008~9107 

公部門組織成員知識分享行為與績效衡量制度之

連結─迷思還是務實？（II） 
9708~9807 

公部門組織成員知識分享行為與績效衡量制度之

連結─迷思還是務實？（I） 
9608~9707 

4 
台北大學公共行政

暨政策學系 
胡龍騰 

公部門組織成員知識分享行為之研究：以知識貢獻

者之可認定性及所分享知識之可評價性為研究焦

點 

9508~9607 



件數 系所 主持人 中文計畫名稱 研究期間 

知識分享？績效分享？公部門績效衡量制度對組

織成員知識分享衝擊之探討 
9501~9507 

公、私與非營利部門的員工工作滿足感與工作績效

期待的同時發生與前導因素的定群追蹤研究（II） 
10008~10107

公、私與非營利部門的員工工作滿足感與工作績效

期待的同時發生與前導因素的定群追蹤研究（I） 
9908~10007 3 

台北市立教育大學

社會暨公共事務學

系 

謝俊義 

工作態度與行為、政府環境，以及管理改革─台北

市政府員工認知研究 
9808~9907 

高階文官知識領導對公務人員先備知識與資訊評

判標準影響性之研究 
10108~10207

公務人員對於線上學習環境偏好、線上專業發展的

態度、與網路自我效能關係之研究（II） 
10008~101073 

世新大學行政管理

學系 
葉一璋 

公務人員對於線上學習環境偏好、線上專業發展的

態度、與網路自我效能關係之研究（I） 
9908~10007 

地方政府環境治理─官僚體系─以中石化安順廠為

例（III） 
9808~9907 

地政政府環境治理─以中石化安順廠為例─地方政

府環境治理─官僚體系（II） 
9708~9807 3 成功大學政治學系 楊永年 

地方政府環境治理─以台鹼安順廠為例─總計畫暨

子計畫一─地方政府環境治理─官僚體系（I） 
9608~9707 

性別主流化在官僚體制內的實踐與影響（II） 9708~9807 

性別主流化在官僚體制內的實踐與影響（I） 9608~9707 3 
中山大學公共事務

管理研究所 
彭渰雯 

基層員警取締性交易的裁量過程之研究 9411~9507 

我國公務人員數位學習資訊系統之評估：

DeLone&McLean 資訊系統成功模型之應用（III） 
10108~10207

我國公務人員數位學習資訊系統之評估：

DeLone&McLean 資訊系統成功模型之應用（II） 
10008~101073 

中山大學政治經濟

學系 
張其祿 

我 國 公 務 人 員 數 位 學 習 資 訊 系 統 之 評 估

─DeLoneandMcLean 資訊系統成功模型之應用（I） 
9908~10007 

國營事業公司化後人力資本變化之比較研究 9408~9507 

新公共服務（NPS）對後官僚時期改革主張的啟示 9208~9307 
3 

政治大學公共行政

學系 
孫本初 

公部門知識管理中信任倫理之研究─人際信任與組

際信任 
9108~9207 

兩岸廉政及肅貪之比較研究 9208~9307 

中國大陸行政倫理研究 9108~9207 3 
世新大學行政管理

學系 
邱志淳 

中國大陸高級公務員培訓 9008~9107 

3 中央警察大學行政 吳斯茜 
全任務教學設計模式之專精取向警察訓練架構研 10108~10207



件數 系所 主持人 中文計畫名稱 研究期間 

究 

運用心智模擬建構警察用槍時機教學模式之研究 10008~10107
管理學系 

以認知工作分析法建構情境判斷測驗命題模式之

研究 
9908~10007 

台灣政府機關人力進用彈性化改革之實證研究─以

契約人力制度為例 
9808~9907 

2 
政治大學公共行政

學系 
蘇偉業 

台灣政府機關人力進用彈性化改革之實證研究─以

契約人力制度為例 
9708~9807 

全觀型治理觀點之文官制度改革 9308~9407 
2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 彭錦鵬 

歐美國家公部門俸給之制訂機制與俸給改革 9008~9110 

以協力途徑改革公務人力訓練體系之研究 9508~9607 
2 

淡江大學公共行政

學系 
陳志瑋 

公部門人才管理與知識傳承之研究 9608~9707 

台灣、日本、韓國公務人員退休制度研究：行政生

態與政策指標觀點 
10108~10207

2 
世新大學行政管理

學系 
郭昱瑩 

預算編製人員認知一致性與資源分配決策探討分

析 
9008~9107 

初任公務人員民主公共服務認知調查研究（II） 10108~10207
2 

政治大學公共行政

學系 
施能傑 

初任公務人員民主公共服務認知調查研究（I） 10008~10107

國家領導力與廉能政府之關聯性研究─以北京市政

府領導反腐倡廉為例 
9908~10007 

2 
中國文化大學行政

管理學系 
邵建民 

政府領導力與反貪腐成效之關聯性析探—以中國

大陸安徽省政府領導反腐敗為例 
9708~9807 

「地方主義」與「第一線官僚」是調和或對立？─

鄉鎮市區公所公務人員職責認知調查分析 
9808~9907 

2 
台北大學公共行政

暨政策學系 
呂育誠 

城鄉差距對村里幹事職能影響之研究─以台北市與

澎湖縣為例 
9008~9107 

內政部移民署執法人員倫理氣候之研究 10008~10107
2 

開南大學公共事務

管理學系 
王政 

行政機關倫理氣候之研究─以桃園縣政府為例 9908~10007 

1 
東海大學行政管理

暨政策學系 
魯俊孟 文官特質之比較與政策執行力之研究 9108~9207 

1 
逢甲大學公共政策

研究所 
鄧鈞文 

國民中小學教師評鑑政策執行之研究─整合型政策

執行模式之建立 
9608~9707 

1 
元智大學社會暨政

策科學學系 
劉宜君 

社會資本與知識管理：公務人員政策知識網絡之實

證研究 
9208~9307 

1 
淡江大學公共行政

學系 
曾冠球 

掙脫「鐵的牢籠」？：解釋機關員工的創新行為與

挑戰 
10008~10107

1 世新大學行政管理 陳俊明 公民參與與民主的文武關係：智庫、媒體、社會運 9308~9407 



件數 系所 主持人 中文計畫名稱 研究期間 

學系 動與國軍的互動 

1 
暨南國際大學公共

行政與政策學系 
孫同文 

公共服務動機對政策擴散之影響：「閱讀起步走」

計畫之個案分析 
10108~10207

1 
政治大學公共行政

學系 
柏門 

政策制訂過程中的公共經理人─對於中高階文官貢

獻之探究 
9908~10007 

1 
台南大學行政管理

學系 
吳宗憲 

我國促參業務承辦人員行為動機對工作投入及組

織承諾之影響研究─公共服務動機、物質誘因動

機、團隊關係動機之比較 

10108~10207

1 
中央大學客家政治

經濟研究所 
江明修 我國行政改革的倫理機制與運作程序之研究（I） 9808~9907 

1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 王輝煌 由職涯觀點比較德法官僚體系的行為與表現 9208~9307 

 



附錄四 其他政府機關委託「文官制度」研究計畫詳細資料 

 

件數 系所 主持人 
協同 

主持人 
委託機關 中文計畫名稱 研究期間 

黃煥榮 

蔡志恒 
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

中高階公務人員訓練成效之

評估研究 
9905~9912 

傅岳邦 台北巿政府 
1999話務人員工作職能與服

務品質提升之研究 
9903~9912 

劉坤億 
行政院人事行政局地

方行政研習中心 

各機關推動法人化所需訓練

之需求評估 
9208~9302 

劉祥得 

蔡志恆 
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

建立我國公務人員訓練績效

評估制度之研究 
9803~9811 

黃一峰 

李右婷 
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

建構能力導向政府人力資源

管理制度具體策略之研究 
9504~9510 

邱志淳 

黃一峰 
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

建立我國公部門學習成效評

鑑機制之規劃研究 
9605~9610 

7 
政治大學公共行政

學系 
孫本初 

張甫任 

蔡志恒 
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 醫事人員進用管理之研究 9407~9411 

高世垣 法務部 
法務部 100 年台灣地區廉政

指標民意調查 
10004~10012

蘇毓昌 

張國偉 
法務部 

法務部 99 年台灣地區廉政

指標民意調查 
9904~9907 

張宇丞 

包正豪 

高世垣 

法務部 
法務部 98 年台灣地區廉政

指標民意調查案 
9803~9809 

高世垣 

莊文忠 

胡龍騰 

法務部 
法務部 97 年「地方政府廉政

狀況調查」委託研究計畫 
9712~9811 

莊文忠 

余致力 
法務部 

法務部 97 年台灣地區廉政

指標民意調查案 
9703~9712 

6 
世新大學行政管理

學系 
陳俊明 

余致力 法務部 
法務部 96 年台灣地區廉政

指標民意調查案 
9604~9612 

 考試院 
高級文官考選與晉用制度之

研究 
9204~9309 

 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
公務人員忠誠查核相關問題

之研究 
9305~9311 

4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 彭錦鵬 

劉坤億 行政院研考會 
我國公務人力資源改革方向

之研究 
9710~9712 



件數 系所 主持人 
協同 

主持人 
委託機關 中文計畫名稱 研究期間 

劉坤億 

林文燦 
行政院研考會 公研雙軌制度之研究 9907~10005 

 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
行政機關組織員額整合審議

模式之研究 
10101~10112

 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
中央政府跨機關員額總量管

理機制之研究 
9804~9810 

3 
銘傳大學公共事務

學系 
席代麟 

蔡志恆 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 政府契約性用人制度之研究 9604~9610 

陳秋政 考試院 
我國高階文官培訓之前瞻研

究 
9907~9912 

2 
政治大學公共行政

學系 
江明修 

陳定銘 

陳秋政 
行政院研考會 

我國公共服務滿意度調查之

研究 
9709~9807 

洪永泰 

謝立功 

陳俊明 

行政院研考會 國家廉政體系及指標之建構 9404~9410 

2 
世新大學行政管理

學系 
余致力 

 考試院 
公務人員考績制度改進之研

究 
9004~9112 

 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
建立總員額管理架構下之人

力評鑑制度 
9704~9710 

2 
台北大學公共行政

暨政策學系 
呂育誠 

 考試院 
中華民國建國一百年文官制

度的回顧與前瞻 
10004~10012

劉宜君 

曹瑞泰 

張惠堂 

考試院 
公務員服務法「旋轉門條款」

規範內容之研究 
9604~9612 

2 
開南大學公共事務

管理學系 
柯三吉 劉宜君 

曹瑞泰 

張惠堂 

黃榮源 

考試院 

考試院擬定之「聘用人員人

事條例」草案對現行公務人

員體制影響之研究 

9704~9712 

高世垣 

莊文忠 

陳俊明 

法務部 
法務部廉政署 101 年廉政民

意調查及指標研究 
10105~10112

2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 洪永泰 

陳俊明 

余致力 
法務部 

我國廉政體系革新與指標之

研究 
9511~9608 

紀俊臣 內政部 
民主國家公職人員宣誓法制

規範之研究 
10005~10012

2 
中國文化大學行政

管理學系 
張世賢 

 考試院 
我國政務人員職務設置及相

關法制之研究 
9105~9210 



件數 系所 主持人 
協同 

主持人 
委託機關 中文計畫名稱 研究期間 

陳俊明 

洪永泰 

胡龍騰 

台北巿政府 

台北市政府廉政指標之後續

研究及廉政問卷調查委託研

究案（96 年度） 

9604~9612 

2 
世新大學行政管理

學系 
莊文忠 

陳俊明 

胡龍騰 

洪永泰 

台北巿政府 

台北市政府廉政指標之後續

研究及廉政問卷調查委託研

究案（97 度） 

9704~9712 

周元浙 國防部 
募兵制推動，志願服現役女

性後備役管理運用方式研究
10106~10112

2 
元智大學社會暨政

策科學學系 
陳勁甫 

羅新興 

黃一峰 
行政院研考會 

實施募兵制對替代役制度之

影響評估 
9905~9912 

李右婷 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
高級文官管理能力評核與培

訓制度之研究 
9504~9511 

2 
淡江大學公共行政

學系 
黃一峰 

邱志淳 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

世界各國辦理中高階公務人

員培育訓練之策略規劃與運

作機制研究 

9903~9912 

 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
全球化及領導能力研習班訓

練成效評估 
9810~9812 

2 
台北大學公共行政

暨政策學系 
劉坤億 

張育哲 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
我國公務人員待遇制度改進

方案之研究 
9805~9811 

黃煥榮 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
行政機關中高階女性公務人

員培育陞遷問題 
9405~9411 

2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 蔡秀涓 
余致力 

陳敦源 
行政院研考會 統合性政府倫理法制之研究 9512~9603 

 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
實施高階公務人員跨部會決

策型兵棋推演之研究 
10004~10012

2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 蕭全政 

呂育誠 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

行政院各部會副司處長級人

員培訓發展、規劃、執行與

評鑑之研究 

10104~10112

1 
交通大學通識教育

中心 
王俊元  考試院 

高階文官在決策過程扮演的

角色 
9907~9912 

1 中央警察大學 朱愛群  考試院 
契約進用公務人力之範圍、

甄選、權利及義務之研究 
9204~9309 

1 
台北大學公共行政

暨政策學系 
江岷欽 侯漢君 內政部消防署 

內政部消防署消防安全檢查

業務廉政委託研究 
10006~10011

1 
台南大學行政管理

學系 
吳宗憲 許耿銘 考試院 

職務分類制架構檢討改進之

研究 
10103~10112



件數 系所 主持人 
協同 

主持人 
委託機關 中文計畫名稱 研究期間 

1 中正大學政治系 宋學文 蔡昌言 考試院 
全球化對我國公務人員公務

執行之挑戰 
9304~9308 

1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 林水波 
陳定銘 

鄭錫鍇 
台北巿政府 

台北市政府為民服務指標建

立之研究 
9206~9212 

1 
台北大學公共行政

暨政策學系 
林淑馨 呂育誠 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

以公私協力觀點規劃新一代

退休公務人員長期照護策略

之可行性研究 

9806~9810 

1 
世新大學行政管理

學系 
邱志淳 

胡龍騰 

洪綾君 
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

強化我國與國際知名學術機

構合辦理公務人員進修專班

之研究 

9704~9710 

1 
政治大學公共行政

學系 
施能傑 蔡秀涓 

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

會 
活化人力跨業交流管道 9712~9810 

1 
銘傳大學公共事務

學系 
紀俊臣 魏早炳 行政院研考會 地方公務員職等調整之研究 9804~9807 

1 
台北大學公共行政

暨政策學系 
胡龍騰 

黃東益 

莊文忠 

陳俊明 

台北巿政府 

市民評價政府清廉形象關鍵

因素之研究~以台北市政府

第一線為民服務機關為例 

9606~9609 

1 
中央大學法律與政

府研究所 
孫煒  客家委員會 

族群政治、文官價值與制度

選擇：行政院客家委員會的

個案分析 

9801~9811 

1 
台北大學公共行政

暨政策學系 
張四明 王信賢 行政院研考會 

公務出國計畫績效評估與管

考機制之研究 
9710~9808 

1 
台北大學公共行政

暨政策學系 
張育哲 

呂育誠 

陳耀祥 
台北巿政府 

台北市政府廉政指標之後續

研究及廉政問卷調查委託研

究案（98 年度） 

9809~9905 

1 
中央大學法律與政

府研究所 
張桐銳 陳耀祥 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

公務員借調及兼職制度運作

及檢討之研究 
9604~9610 

1 
中國文化大學行政

管理學系 
張瓊玲 蕭全政 考試院 

公務部門人力考評、激勵、

陞遷制度評析及改善建議 
9907~9912 

1 文化大學 曹俊漢 仉桂美 考試院 
面對全球化我國文官甄才與

培訓機制的轉型趨勢 
9806~9812 

1 
空中大學公共行政

學系 
許道然  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

軍公教邊際性福利措施合理

性之研究 
9503~9507 

1 
台北大學公共行政

暨政策學系 
陳金貴 詹靜芬 考試院 

國家考試普通科目設置改進

之研究 
9704~9712 

1 中央大學法律與政 陳英鈐 張永明 法務部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施行成 9811~9909 



件數 系所 主持人 
協同 

主持人 
委託機關 中文計畫名稱 研究期間 

府研究所 劉如慧 

張桐銳 

效檢討之研究 

1 
政治大學公共行政

學系 
陳敦源  考試院 

我國考績制度之檢視－從循

證理論、正義觀點及參與管

理角度檢視 

9809~9812 

1 
中國文化大學行政

管理學系 
陳暉淵  考試院 

創新治理下文官策略性執行

力之研究 
9907~9912 

1 
台北大學公共行政

暨政策學系 
陳耀祥  考試院 德國文官制度之研究 9408~9412 

1 
中國文化大學行政

管理學系 
項程華 廖元豪 教育部 

大學校院教師申訴問題類型

及評議法理分析之研究~以

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為

例 

9606~9612 

1 
台北大學公共行政

暨政策學系 
黃朝盟  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

我國公共建設政策規劃缺失

與改進探討之研究─以蚊子

館等為例 

9809~9812 

1 

台北市立教育大學

社會暨公共事務學

系 

黃煥榮 
蔡志恆 

方凱弘 
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

性別議題在政府人力資源管

理之理論與實務─兼論性別

指標之建立與運用 

9604~9610 

1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 趙永茂 
孫煒 

楊戊龍 
行政院研考會 

中央機關政務領導人才之養

成 
9710~9806 

1 成功大學政治學系 蔣麗君 蕭乃沂 行政院研考會 

政府資訊人力與資訊預算之

研究：現況、挑戰與因應策

略 

9702~9711 

1 
政治大學公共行政

學系 
蕭武桐  財政部 我國關務人事制度之研究 9607~9701 

1 
政治大學公共行政

學系 
顏良恭 吳德美 國防部 軍文關係互信機制之建立 9405~9410 

1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 蘇彩足 彭錦鵬 行政院研考會 
公、教人員退休再就業問題

及對策 
9608~97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