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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競爭下的高級文官新制構想 

 

彭錦鵬 

摘  要 

基於國際環境快速變遷、人民對於政府效能要求提高、私部門待遇相對

較高等因素，歐美先進民主國家從一九九○年代以來積極改革高級文官制

度，英國、荷蘭兩國並建立獨特的高級文官團制度以為因應。 
有鑑於歐美先進國家對於高級文官制度的重視，及我國所面臨的國際性

挑戰日趨明顯與劇烈，筆者在接受考試院委託主持「高級文官考選與晉用制

度之研究」計畫後，與研究團隊成員自始即多方進行比較研究，並從我國現

制之各種情況進行不同觀點的激烈討論，反覆思考是否可能在現行法制中，

尋求改進高級文官考選與晉用措施之道。但研究團隊在充分腦力激盪之後，

一致同意我國需要建立全新的高級文官制度，以便健全我國的文官體系，形

成整體合理配套而負責國家政策規劃的精英團隊，維持公共政策的回應性、

前瞻性、一致性、及持續性。 
本文首先檢討「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國家改革高級文官制度的趨勢，分析

我國高階文官人事制度的問題，指出高階文官獨立建制的必要，並引介英、

荷兩國在一九九○年代獨立建制的經驗，最後提出研究團隊基於我國文官現

制各項因素考慮下的建制構想。 
關鍵詞：高級文官、高級文官團、文官制度改革、行政改革、績效薪俸、考

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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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al Proposal for Taiwan Senior Civil 
Service 

By Thomas Ching-peng Peng 

Abstract 

Senior civil service reform is a trend among OECD countries since 1990. The reform background 
and major trend are analyzed. The Examination Yuan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commissioned a 
project to review the selection and appointment problems of senior officials. Through a series of group 
discussions among scholars and practitioners on Taiwan’s higher civil service, the problems of the 
system are explored and debated. 

The research team concludes that a new Senior Civil Service is a necessary institution for 
revitalizing the civil servic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for a new Senior Civil Service is proposed. 

 
Keywords: senior civil service, civil service, civil service reform, performance-based pay, 

Examination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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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卓越的領導人或領導階層是各種組織和

團體卓越運作的關鍵因素。政府組織是否能

運作順暢，與是否擁有卓越的文官體系領導

階層，因之關係密切。雖然民主政體中，政

策的決定權為執政政府及執政黨所擁有，但

基於政黨輪替的可能性及政務人員之變動

性，政府之實際運作主要仍須依賴健全運作

的常任文官體系。而常任文官體系之健全運

作又必須依賴優秀的高級文官領導階層。高

級文官之考選與晉用制度，因之為一國政府

運作是否能充分反應政治、經濟、社會各方

面民意需求及外在挑戰的最重要課題。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在公元兩千年對會員

國的調查研究發現，在現代國家治理的核心

關鍵中，公部門領導能力是最需要加強重視

的一環（OECD, 2001）。整體而言，全球化、

地方分權化，以及廣泛的運用資訊科技，已

經成了二十一世紀政府治理的基本環境因

素。各國政府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政策都

必須考慮到全球化以及區域化所帶來的影

響。資訊科技的普遍運用則造成中央政府的

服務和人民的要求之間的差距，無法再以地

理或時間的因素為藉口而延緩處理。在這種

大環境之下，各國政府更加重視公部門領導

能力的原因包括（OECD, 2001:13-14） 

（一）人民越來越需要在思考和行動方面，

兼顧全球和地方的考慮因素，政府領

導階層因而必須特別注意政策一致

性。同時由於人民和政府之間的權力

關係改變，公部門的領導能力越形重

要，高級文官的責任也就越為加重。 

（二）在許多經濟合作發展組織國家中，私

部門工作的吸引力包括薪水等各項誘

因相對高出許多。而且待遇、工作環

境差距越來越高的情況，已嚴重影響

到公部門的留才工作。對許多國家而

言，如何確保高品質的領導階層就越

來越重要。 

（三）在知識密集的經濟體系中，政府必須

不斷增加政府業務的知識基礎，也要

不斷收集和整合各種知識。知識生產

和管理的工作需要有新型態的領導人

物，以便啟發部屬來創造和分享知識。 

（四）外在環境迅速變遷，政府也必須要相

對快速適應。此一工作更需要領導階

層的能力提升，尤其是高階文官。 

值得注意的是，過去二十餘年中，有許

多國家建立了有別於一般文官體系的高級文

官制度。最早是一九七八年美國所建立的高

級主管制（Senior Executive Service），在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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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代則分別有一九九五年荷蘭所建立的

「高級文官團」（Senior Public Service, SPS，

荷文 Algemene Bestuursdienst）和一九九六年

英國所建立的「高級文官團」（Senior Civil 

Service）制度。 

有鑑於歐美先進國家對於高級文官制度

的重視，及我國所面臨的國際性挑戰將日趨

明顯與劇烈，筆者在接受考試院委託主持「高

級文官考選與晉用制度之研究」計畫後，與

研究團隊成員自始即多方進行比較研究，並

從我國現制之各種情況進行不同觀點的激烈

討論，反覆思考是否可能在現行法制中，尋

求改進高級文官考選與晉用措施之道。但研

究團隊在充分腦力激盪之後，一致同意我國

需要建立全新的高級文官制度，以便健全我

國的文官體系，形成整體合理配套而負責國

家政策規劃的精英團隊，維持公共政策的回

應性、前瞻性、一致性、及持續性。本文首

先檢討 OECD 國家改革高級文官制度的趨

勢，分析我國高階文官人事制度的問題，指

出高階文官獨立建制的必要，並引介英、荷

兩國在一九九○年代獨立建制的經驗，最後

提出研究團隊基於我國文官現制各項因素考

慮下的建制構想。 

貳、OECD 國家改革高級文官制度的趨勢 

OECD 三十個會員國裏，大部分的國家

對於高級管理階層都有清楚的定義，並且明

定其範圍。許多國家都在創造或重組其高級

文官體系，以便建立和一般文官之制度有所

區別的管理方式。OECD 二十九個接受調查

的會員國中，沒有正式的高級文官制度的國

家包括奧地利、捷克、丹麥、德國、希臘、

冰島、愛爾蘭、日本、韓國、墨西哥、葡萄

牙、斯洛伐克、西班牙、瑞典，及瑞士等十

五國。不過，有的國家雖然沒有特定的高級

文官體系，但是仍然可以看得出來，例如日

本和韓國對於高級文官規定了不同的管理方

式，而西班牙也對於最高階的文官職位訂定

特別的規定（OECD, 2004:10）。是否具有規

範高級文官的特別制度，可以從以下幾個方

面加以檢視，包括：甄募和遴選、管理的彈

性、績效的管理、俸給的決定、懲戒和免職

措施、工作保障、離職後的僱用限制，以及

專業倫理的標準等。整體而言，OECD 三十

個國家裏，即有十七個國家具有某種程度規

範高級文官的特別制度，其他如德國亦有對

於高階文官的層層考核制度，即顯見各國重

視有別於「一般文官」的高階文官制度之普

遍現象。 

進一步觀察發現，OECD 會員國中有十

二個國家從一九九○年代以來，已經分別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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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比較漸進式的改革或大幅度的高級文官

制度變革（OECD, 2003:6）。比較漸進式改革

的國家包括：加拿大、芬蘭、法國、墨西哥、

紐西蘭、西班牙、英國和美國等八國；而採

取比較強烈改革計畫的國家包括比利時、加

拿大（全新的公職雇用法將自二○○五年十

二月生效）、義大利、韓國和荷蘭等五國（加

拿大改革採日出條款，因此也同時歸類為採

漸進式改革國家）。英國及荷蘭更是建立全新

的高級文官團，益可見先進民主國家對於高

級文官制度之重視與不斷強化的趨勢。 

傳統上對於文官制度的分類可以分成兩

種。第一種是以職涯為基礎（career based）

的文官體系，第二種是以職位為基礎（position 

based）的文官制度。以職涯為基礎的文官體

系，基本上是以「人」為核心，而以職位為

基礎的文官體系則是以「職位」為核心（OECD, 

2003:4-5）。此一分類最主要的差別是在於管

理、甄募和任命的過程上有所不同。以職涯

為基礎的文官體系，是在文官的篩選方面，

早在大學畢業的職涯初期就進行，而且透過

競爭性的考試。這種文官體系，注重高級文

官的發展和生涯，以便培養他們能夠擔當高

階主管的職位，因此對於高級文官的管理，

經常採用中央集權的方式，並且具有清楚的

職涯歷程。政府扮演強力介入的角色，從高

級文官的最初培養階段開始，不論是考試、

訓練，或生涯管理等等人事行政的環節，都

是由中央政府統一管理。最著名的例子就是

法國的「國家行政學院」（Ecole Nationale 

d’Administration, ENA）制度，從一九四五年

以來國家行政學院就扮演了培養法國行政精

英，乃至於政治菁英和經濟菁英的關鍵性角

色。法國國家行政學院畢業成績在前面 20％

的學生，就能夠加入法國文官體系中五種最

為菁英的文官團（grand corps）。亞洲國家中，

日本和韓國也是採用相同的策略，不但有特

別的考試取材管道，也從擔任公職開始逐步

培養高階文官。相對的，以職位為基礎的文

官體系，則採用比較開放的甄募過程，要求

高階的職缺應該對於所有的文官加以開放，

甚至於開放到整個人力市場。這種文官體系

能夠擴大候選人的來源，而對於高階主管的

管理則比較傾向採用部會分權制。一九八○

年代以來採用這種取才策略的國家正在增加

之中。這種取材的方法就是由中央政府只扮

演很輕微的協調性角色，而將所有的高階職

位公佈出來，理論上達到讓所有能夠符合技

能和知識條件的人參與競爭的境界。紐西蘭

可以說是採用這一種策略的代表性國家。 

以職涯為基礎的文官體系，通常能夠建

立一個和諧的文官制度，而使高級主管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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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同的文化，能夠打破政府組織的疆界而

一起工作，並有利於內部人事的流動。但此

種文官制度的缺點則是缺乏對於高階職位的

競爭性，比較偏向所謂「通才」、「技能」的

重視，同時因為職涯歷程裏比較封閉的特

性，而使得高階文官最後和整個社會的距離

越來越遠，甚至於無法達到社會預期他們提

供的服務。 

相對的，以職位為基礎的文官體系，最

大的優點是能產生比較多的候選人，也就是

候選人能夠擁有專才的技能，並且能夠促進

競爭、文化的更新、以及整個文官體系的適

應調整。不過以職位為基礎的文官體系，可

能會造成在任命和陞遷方面，未能基於功績

制的原則。因此，這種文官體系就需要在程

序規定方面比較嚴格，以便預防任用私人。

如果以職位為基礎的文官體系，能夠建立透

明的任用機制，則其主要的缺點仍在於缺乏

高階主管之間共同的文化、高階主管在組織

間的流動性，以及比較高的更迭頻率。 

過去十五年，大多數採行高級文官制度

改革的國家，都是希望使其文官體系對於政

策決定和人民的需求能夠更有效的反應，也

就是更強調「績效」，而不是強調符合法定的

過程，其目的就是要透過管理決策的分權化

以及更強調高階主管個人的責任以達到更高

的績效。這種改革的方向使得公共責任能夠

進一步「個人化」（individualize），其所採行

的方法是透過客觀目標的設定以及課責的機

制，和以個人為基礎的獎懲措施來達成。同

時從 OECD 的研究報告可知，此種以績效為

基礎的高階主管管理制度在各國之間有非常

大的歧異，並且和該國採用的是職涯為基礎

或職位為基礎的文官體系制度息息相關。從

OECD 國家改革高級文官制度的調查中顯

示，許多國家都在使其對於高級文官的管理

能夠重新中央集權化（OECD, 2003:8）。中央

統籌高級文官制度的作法包括採用以下的措

施：界定強制性的整個政府所採用的任用標

準、監督任用的過程、建立整個政府目前以

及未來高階主管的資料庫，及定義高階主管

的績效標準等。有些國家則在檢討陞遷和調

動的制度，以便使有意留在政府的高階主管

能夠有清楚的並且較好的職涯歷程。 

不過最重要的是，各國對於高級文官制

度的改革是一直在演進之中。整個改革的趨

勢是使高階主管這個團體能夠有更強的功能

性定義，也就是唯有擔負比較大的組織以及

較多部屬責任的人，才將其列為高級文官。

這些主管精英能夠在各個部會之間流動，並

鼓勵他們能夠進行對於績效、指標、結果的

對話，以形成一致性的團體認知。傳統上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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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由中央控制的高級文官體系國家，目前則

逐漸開放其甄募的過程，以增加高階主管的

競爭性，藉此來提升未來主管的績效，並且

對整個文官體系引進文化上的改變和體制改

革。觀察過去十五年來，兩種不同的文官體

系，分別進行不同的中央集權以及下放授權

的趨向，可以看到某些對於高級主管管理制

度的滙合（covergence）情況。從下表中可以

看到，以職涯為基礎的文官體系在分權部

分，是引進目標管理的制度，而對於甄募、

升遷和訓練則採行集權的作法。對於以職位

為基礎的文官體系則在人員的任用權、陞遷

和訓練方面採用部會分權的作法，但是相對

的，則在任用標準、人才庫的建立以及跨部

會的人員資料庫方面採用中央統籌的方式。

（OECD, 2003:8） 

表一：不同高級文官制度進行改革時的集權與分權趨勢 

文官體系 

改革趨勢 
「職涯」體系 「職位」體系 

分  權 目標管理 任用權、陞遷、訓練 

集  權 
徵募、陞遷、訓練 中央規定的任用標準，現任及未來高級文官的人才資

料庫及跨部會資料庫 

資料來源：OECD, 2003:8. 

根據 OECD 對於過去十五年中進行高級

文官制度改革的十二國（英國、荷蘭、比利

時、加拿大、義大利、韓國、芬蘭、法國、

墨西哥、紐西蘭、西班牙、美國）研究，以

下分別就高級文官制度的各種主要業務項目

來進行分項的趨勢分析。 

一、人員甄募 

在十二個國家中，來自於文官體系外部

的人員基本上仍然佔少數，特別是來自於私

部門的高階主管比率只在一、二成左右。不

過有關於甄募的最主要趨勢是甄募人才的開

放性，成為絕大部分國家所採行的標準，包

括比利時、加拿大、芬蘭、荷蘭、紐西蘭、

英國和美國都採取開放性徵募的做法（OECD, 

2003:11）。也就是說高階文官的甄選標準是聚

焦在其以往的管理經驗，各國採用不同於一

般文官的甄募流程，而且是把職位充分開

放。不過，雖然來自於公部門以外的人數，

佔的比例很小，仍然是相當重要的發展。甄

募公部門以外具有領導才能的主管，最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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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用意是要鼓勵文官體系心態的改變，並且

吸納社會的變遷。從 OECD 國家的經驗看

到，許多國家都特別強調增加婦女和少數民

族的代表性。比較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採用

以職涯為基礎的封閉性文官體系，也開始在

鼓勵甄選外來的人才，並且鼓勵其原有的高

級文官能夠具有國際性的、私部門的，或從

事研究的經驗，以便增加高級文官的競爭

性、文化更新，以及適應能力。 

二、任用和契約 

在 OECD 所研究的十二個會員國中，大

部分的國家其高級文官的任命是採用固定任

期制。這些國家都訂定了非常詳細的個人績

效契約，甚至於有些國家如芬蘭和英國，更

將這些私人化的契約和組織目標及長程計畫

加以結合。而在採用以職涯為基礎的文官體

系國家，高級文官如有任用契約，則其契約

是和特定的職位結合，不過他們一旦取得高

級文官的任命，則任用的性質基本上是永任

制的。高級文官的任命附有契約及任期限制

的國家包括：比利時六年、芬蘭五年、義大

利三年、韓國開放職位制度二到五年（開放

職位制度），荷蘭最多七年，紐西蘭五年、英

國五年（美國雖然是永任制，但是績效不理

想也可能導致免職）（OECD, 2003:13）。 

三、績效考評與薪俸 

越來越多的國家逐漸採用比較複雜的績

效考評制度，以便能夠建立目標和結果之間

的連結性。為了要達到這個目的，大部分的

國家都希望使其高級文官之績效評量和職涯

發展能夠有正式的規定。而大多數國家高級

文官的待遇中有一部分是變動薪，並且清楚

地和目標達成的程度具有相關性。相對而

言，以職涯為基礎的文官體系，雖然高級文

官的俸給有所不同，但不一定和績效評量有

相關。但是採用以職位為基礎的文官體系，

則大部分強調績效薪俸。比利時和荷蘭可以

說是比較特殊的例外，在這兩國中並未給予

高級文官特別的待遇制度。同時有許多國家

都將個別高級文官的薪俸水準之決定授權給

各部會（OECD, 2003:14）。 

四、訓練和發展 

對於採用開放的、以職位為基礎的文官

體系國家而言，通常比較注重特定的訓練。

因為採用這種制度的國家，高級文官的來源

比較分散，同時缺乏共通的文化，也可能需

要對於政府事務和程序的訓練。相對的，採

用盡早培養高級文官領導人才的國家則比較

注重早期的訓練，而不是注重終身學習。不

過不管採用那一制度的國家，目前比較明顯

的傾向是，各國都集中注意力在「領導能力」

以及「管理能力」的發展（OECD, 20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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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訓練有助於擴展高級文官的心胸，並能

夠增加他們在全球化以及政治的環境中協商

和工作的能力。大多數國家的訓練計畫是由

中央所統籌，但是訓練的工作則可能授權給

大學或其他獨立的訓練中心。 

參、我國高階文官人事制度的問題 

我國公務人員之教育程度，隨著教育之

普及，人力素質已顯著提高。惟我國文官制

度一向強調法制化及制度化，公務人員經由

考試錄取進入政府部門服務後，依循相關人

事法規之規定任用、陞遷、考績、敘級、退

休及撫卹，其身分受到相當之保障。保障完

整周到的文官體制固可達到文官永業之目

的，但隨著國際環境之變遷、國內民主政治

之發展，以及公共事務問題之複雜化，亦顯

露公務人員對於相關問題應變之能力不足，

而易遭致民眾對政府部門缺乏效率之批評。

由於我國現行人事法制並未針對高階文官之

業務特性，就其考選與晉用另為規劃設計，

導致高階文官之取才及人員之任用產生下列

問題（彭錦鵬等，2005: 37-42）： 

一、進用管道缺乏彈性 

依憲法規定，我國公務人員須經考試及

格，而民間企業或學術界之專業人才，除政

務人員或機要人員外，因未經考試及格而無

法進入政府部門服務，且私部門人員因在民

間企業之資歷甚深，亦多無參加國家考試之

意願。復以國家政務經緯萬端，政府職能日

益擴張，行政事務之範疇也越來越錯綜複

雜，對於高素質之專業及技術人才之需求也

日益殷切。惟面對大環境之變遷，負責政策

研擬與推動執行之高階文官，其所需專門經

驗、學識、技術及能力，有時難免無法經由

考試途徑中選拔。行政機關之組織結構設計

一般皆係由下而上逐層人數遞減，高階領導

職位僅占總職位數的一小部分，因此，升任

高職等職務之機會，因個人條件、知能及際

遇，本即有所不同，難以取得衡平。且因我

國人事管理制度，經早年各自發展而來，以

致制度結構不同，法令分歧，且人事管理權

責機關不同，遂形成今日多軌併行，多元管

理之局面。但因機關類型及人員屬性不同，

所適用之人事制度互異，所具之資格條件寬

嚴不一，但均需依缺乏彈性之法制而行任

用，致常發生人員不易交流之問題。 

二、專業侷限，不夠宏觀 

現代社會公共政策的複雜性與專業性，

使政治人物往往不能在缺乏專家的輔佐與建

議之情形下，制定政策。不僅如此，許多機

關重要的政策，其初步建議與構想亦可能來

自文官體系。但現制下大部分的高階文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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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重視內部管理能力，亦較缺乏引導變革的

能力，係與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條規定，「公

務人員之任用應本專才、專業、適才、適所

之旨，初任與升調並重，為人與事適切配合」

之制度性設計有關。因為公務人員之任用既

以專才專業為考量，則將侷限於其專業體系

中之逐級陞遷。又現行公務人員法制中復規

定，除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之合格實授者得

於各職系間調任外，其餘各職等人員之任用

仍應受職組之限制。基此，經由考試及格分

發任用之人員，大多僅在其專業體系中調

任，逐級升遷之結果，在其專業範疇中固有

高度之專業知能，唯因我國公務體系間，並

無類似國外有跨部會輪調歷練之機制，因此

造成高階文官因僅專精於其專業體系之知

能，而有流於本位觀點、缺乏宏觀視野之缺

點。 

三、培育歷練明顯不足 

目前之高階文官大多數由高等考試或相

當高等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人員逐級陞遷，

如晉升至簡任職務最快要十年以上，平均年

資則超過二十年。因為缺乏完善之培訓制度

亦未強迫必須參加訓練，對於訓練缺乏誘

因，以致於許多公務人員十幾年都未參加過訓

練，而職位越高參加訓練機會愈少（註一）。

由於高階文官之培訓機制未臻完備，不僅使

得高階文官於面對快速變化之社會環境時，

每未能即時掌握時效有效因應，對於社會需

求的回應力明顯遲緩，同時亦使得高階文官

之管理知識與技能，無法適應環境變遷之需

要。 

四、職等及待遇不稱職責 

現行人事法制對職稱之設置並未有明確

規範，致各機關為彰顯其機關之特殊性，每

於訂定其機關組織法規時，爭相創置職稱，

因此，為數眾多的職務在十四職等架構之限

制下，除須以跨列二至三個職等或跨列官等

方式，予以區隔其職責程度與所需資格條件

外，甚多主管職務與非主管職務之列等上限

相同甚或列等相同者。例如中央二級機關專

員列薦任第七職等至第九職等，其職務列等

上限與單列薦任第九職等之科長職務相同。

而中央二級機關之司（處）長、技監及參事

則同列簡任第十二職等。復以我國政府部門

並無類似國外公私部門人員交流之制度，為

方便人員之任使，機關組織法規中乃普遍設

置列等上限相同或相同列等之調節性職務，

凡此均造成職務之列等與其職責程度不相當

之情況。 

此外，依現行公務人員俸給法規定：職

務加給係對主管人員或職責繁重或工作具有

危險性者加給之。公務人員加給給與辦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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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職務加給之給與，應衡酌主管職務、職

責繁重或工作危險程度等因素訂定。各機關

組織法規規定並實際負領導責任之主管人

員，支給主管職務加給。簡任（派）非主管

人員職責繁重，得由機關首長衡酌職責程

度，比照主管人員核給主管職務加給之，其

人數不得超過該機關簡任（派）非主管人員

預算員額二分之一。據此，現行公務人員俸

給法制，除對於實際負領導責任職責程度較

重之主管人員，給與主管職務加給外，復允

許職責相對較輕之簡任（派）非主管人員亦

得以支領主管加給，以致主管人員與非主管

人員支領之待遇與其職責程度未能相稱之情

況。 

五、職等與職責未盡相符 

再以隨著政府事務之日益繁雜，在現行

中央政府組織體系中，由中央二級機關內部

單位負責之政策擬定業務，亦有逐漸移至中

央三級機關另成立專責機關辦理之趨勢。但

在上下級機關仍存有指揮監督關係之前提

下，少部分組織規模較小之機關，其機關首

長列等尚較上級機關內部單位主管之列等為

低。且現行職務列等之定列，如部分中央二

級機關之一級業務單位主管均係列為簡任第

十二職等，其於機關內部執掌事項調整或移

列中央三級機關辦理後，即便職責程度有所

變動，惟基於衡平之考量亦未因而重新調整

其列等，從而產生職務列等與該職務之職責

程度不符之爭議。 

除以上各項現行制度下高階文官人事運

用上的缺點外，相較於不斷改革的歐美先進

國家而言，我國缺乏對於「高級文官」的獨

特規範。我國不但沒有以「職涯」為核心的

培養體系，也不具以「職位」為核心的競爭

體系，因此無以形成具有競爭性、充分活力、

彈性管理的高階文官領導層，成為高階文官

人力運用上最值得重視的課題。 

具體地說，就高階文官人力資源而言，

可以觀察到值得憂慮的現象包括（彭錦鵬

等，2004: 41-42）： 

1.人力遴選管道與方法單一化，高階文官來

源未朝開放、多元發展。 

2.高階文官少有政府以外工作職場經驗，對

於民間組織的經營方式瞭解甚弱。 

3.高階文官具備卓越領導和有效管理的能

力不足。 

4.不重視高階文官的績效管理，無法獎優汰

劣。 

5.高階文官缺乏資源管理的成本意識與管

理意願。 

6.高階主管的培養缺乏獨特制度，不利培養

宏觀與開放、創新的領導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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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高階主管對於如何進行政府卓越管理的

知識和技能顯有不足。 

8.高階主管缺乏善盡人力資源管理職責的

責任壓力，習於要求增加人力，但卻缺乏

對現有人力運用，進行有效、持續和堅定

的員額規劃調整與管理。 

肆、高階文官獨立建制的必要 

民主政府的運作主要依賴四個層次的公

務人力來達成任務，包括政治層次、策略層

次、計畫管理層次和服務傳送層次人力。政

治層次的功能是由民主選舉產生的政治領導

者和政治性任命者提供、選擇和決定政府主

要政策和公共資源配置的方向。 

但是，政府的持續性運作主要是依賴其

他三個層次，這三個層次必須依據政治層次

所已設定的方向運作。政府必須設計清楚的

策略層次職務，擔任政府機關組織中政治（政

策）層級與計畫管理和服務傳輸層級的介面

（表二）。為了甄補和留任卓越的政府高階人

力資源，因應之對策不能將其僅視為甄補與

任用之問題，而必然要涉及績效評估、薪資、

福利、人力發展與退休等領域。 

表二：政府運作的職能層次與設計 

 政治層次 策略層次 計畫管理層次 服務傳送層次 

核心職能 政策決定 

決策輔助 

政策設計 

單位領導 

計畫領導 

專業主義知能 專業執行技能 

職務類別 政務人員 

政策機要 

政策參事 

單位主管 

高階文官 

政策或研究顧問 

公務人員 契約聘用人員 

政策角色 政策決定 政策方案規劃與評估 計畫規劃與執行 計畫執行 

人力本質 隨時替換 培育與購買 培育發展 市場隨時替換與購買 

來源模式 外  補 外  補 

機關內升 

機關內升 

機關間流動 

外補 

外  補 

方  法 政治理念 

政策理念 

發展遴選 

市場 

競爭考試 

競爭升遷 

競爭遴選 

數量規模 極少 極少 有限 大量 

資料來源：施能傑，20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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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現行高階文官的進用方式顯然無法

因應文官體系所需要的領導、管理需求，則

第一種因應方案是維持現行整套文官體制設

計，而僅修改個別領域的人事法制。第二種

因應方案則是單獨建立一套政府高級文官的

人力資源管理體制。本研究最終建議採用新

的管理制度的主要理由是： 

1.我國文官體制的立法慣例為，同一項法制

採取一體適用的解釋。如另有必要，就採

取單獨立法方式，例如醫事人員、司法人

員和警察人員，就將其人力資源管理的課

題單獨立法。因此，如果為了達成新的高

級文官制度政策目標，就必須修改幾乎

所有個別的人事法制，如此將產生立法

不經濟的問題。 

2.採取個別法制的修改方式，可能在同一套

法制上造成差異性，對主管機關而言，容

易造成被要求援引比照的壓力。譬如說，

政府應該提供更多的資源和機會，規劃辦

理高階文官的發展培育工作，但對於中低

階文官不必然需要採行類似的方式。同套

法制就必須有極大不同的設計，在其他國

家採取這種作法或許不成問題，但台灣文

官期待被「平等性」對待的認知，會使得

問題變得極為複雜。 

3.如果要修正高階文官俸給制度，將面臨許

多技術上的困難。譬如說，各國逐漸採用

的俸點制以外的薪資方式在我國就會遭

遇極大的困難。 

4.現行制度下，要讓政府有機會引用更多具

備非政府部門以外工作經驗的高階文

官，例如建立新的公私部門工作交流派遣

等制度，難度將甚高，且效果未必顯著。 

5.為使高階文官具備國際觀、政府整體觀、

跨部門工作能力，則現行有關高階文官之

陞遷和任用法制必須作根本性的改變。 

總之，修改相關法制的作法，實務上的

可行性較低，改採單獨立法建制的作法，除

可以避免前述各項問題外，更重要的是，這

種方法將能傳遞表現一種「集團」（corporate, 

corps）的文官概念。「文官團」的專有稱號不

但能建立高級文官的獨特性和認同感，也正

是許多國家採行單獨建立制度的原因。高級

文官一方面獲得名譽上的肯定、更優厚的工

作條件和對待，但同時也被課以更嚴格的責

任。另一方面，集團概念的人力資源管理，

也同樣地傳遞給政府所有文官一個生涯發展

的目標和挑戰。單獨建立高級文官制度，並

非否定現職高階文官的價值，而是強調只有

經由競爭性取才，方能建構卓越的文官領導

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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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英、荷創制高級文官團的經驗 

本研究為深入探討歐美先進民主國家高

級文官的考選任用等制度，分別對於英國、

美國、加拿大、荷蘭等以職位為基礎的文官

制度，和法國、德國、日本等以職涯為基礎

的文官制度進行深入探討。但有鑑於英國和

荷蘭政府效能之傑出，以及英國和荷蘭分別

在一九九○年代創立「高級文官團」的新制

度，本節特別引介英、荷創制高級文官團的

經驗，做為我國創立高級文官團的章本。 
一、英國高級文官團的制度設計 

根據世界銀行二○○二年的一項跨國比

較研究顯示，如果以全世界十大國內生產總

值（GDP）國家的政府效能而言，英國領先

於其他九國。而單以經濟合作發展組織國家

而言，荷蘭則名列第一，英國名列第二，其

後分別為加拿大、澳大利亞、德國、美國、

法國、西班牙、日本和義大利（Kaufmann, 

2003）。英國《經濟學人》雜誌二○○二年的

一項調查報告，將英國列為受調查六十個國

家中，有關「企業架構指標」（Entrepreneurial 

Framework Index）（一九九七～二○○一）的

第一名（註二）。這些指標包括：官樣文章、

對私人企業和善、有衡平的稅法、開放與高

度發展的金融體系、以及彈性的勞力市場和

現代化網絡基本架構。事實上從富爾頓報告

在一九六八年出版之後，英國已經先後採取

多項措施來改善其政府運作，包括：財政管

理方案（一九八六年）、續階計畫（一九八八

年）創立政署（agency）制度，而一九九四年

「持續與變革」和一九九五年「更進一步持

續與變革」二項政府報告催生了在一九九六

年創立的「高級文官團」（Cabinet Office, 

2004:7）。 

英 國 高 級 文 官 （ High Civil Service, 

1984-1996; Senior Civil Service, 1996-）居於

政務官之下，乃文官體之中流砥柱，是常

任文官體系中之領導層。英國於十九世紀

中期，建立現代文官體制起，即於著名之

「 諾 斯 考 特 ‧ 崔 維 元 」 吏 治 改 革 報 告

（Northcote-Trevelyan Report 1853）提出將

行政職位劃分為高、低二層級，其重視高

級文官由來已久（許南雄，1999:412）。自

一九九六年四月起，高等文官制改為「高

級文官團」，其定義為：「被首相歸類為高

級文官之成員」，包括上述常次（一等）以

下至副司處長（五等）計約 3800 人（二○

○五年二月查詢內閣事務部所得資料），約

佔文官人數的 1％。 

英國高級文官除在一九九六年時整體性

轉任外，其人員甄補採開放模式，允許非現

職文官參與高級文官職位的競爭，希望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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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型態的人力引進方式，將外界新血引入

公部門，以協助有效推動強調績效管理改革

的計劃。英國高級文官甄補主要是由文官

委 員 辦 公室 （ Office of the Civil Service 

Commissioners）負責。共包括十位委員，

均由英王直接任命，而且皆非現職文官。文

官委員的工作並非全職，不受大臣指揮，同

時每年必須向女王提交年度報告。具體而

言，文官委員在參與高級文官甄選過程中，

主要的職責有(1)參與擬定並核准職位工作資

格條件草案。(2)核准如何辦理職缺公告與廣

告事宜。(3)主持甄試小組與甄試過程。(4)作

成最後同意書。英國高級文官甄補過程共計

分成職缺公告、組成遴選小組、遴選標準與

方法、以及產生最後決選名單等四個程序。 

英國高級文官的遴選標準即為核心職能

架構的幾個面向與所需能力。遴選程序則是

由委員會以面談方式進行，但準則鼓勵遴選

小組儘量採取其他的測試方法。主要原因

為，一方面傳統面談方法常未能獲致充分有

用的決策資訊，另一方面是因為非現職文官

的應徵者常習於一對一的面談程序，所以多

採用其他方法較容易讓他們相信遴選的公平

性。無論機關決定採用何種遴選方法，基本

原則是必須確保所有應徵者受到相同對待，

且任何初期評估意見均應提交遴選小組參

考。 

為了要培養高級文官團的候選人，英國

主管文官體制的內閣事務部，已經訂定新的

計畫，希望透過長期的結合政府的學習交流

計畫、三百六十度評估法等方法來構成發展

計畫。快速陞遷人員（fast streamer），現仍為

培養高級文官團成員的主要管道。目前由內

閣事務部所訂定的培養人才計畫尚包括：(1)

通道（Pathways）計畫，主要在培養具有少

數種族背景的人員。(2)公共服務領導人計畫

（Public Service Leaders Scheme），使文官

和其他公部門的人員能夠共處學習工作。(3)

高 階 管 理 準 備 計 畫 （ Preparing for Top 

Management），在為期一年的時間裏，透過教

導、真實的個案研究、以及交換計畫，使具

有培養潛能的文官能夠學習到領導、策略、

提供服務（Cabinet Office, 2004:19）。而對於

目前已經是高級文官團成員的人，則已經有

發展高階管理（Developing Top Management）

計畫，和高階管理計畫（Top Management 

Programme）。這兩種計畫，混合了公、私部

門和自願部門的人員，並且發展他們的個人

和組織能力，以使得策略領導和提供服務能

夠達到全國性的水準。二○○四年新設的高

潛能發展計畫（High Potential Development 

Scheme），是由各部推薦選出五十名左右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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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文官團優秀成員參與受訓，讓這些人員能

夠有機會預先準備，在短期內完成文官最高

階職位的準備（Cabinet Office, 2004:19）。 

高級文官依「高階職缺職位評價法」（Job 

Evaluation of Senior Posts, 簡稱 JESP）將高級

文官之工作，依所管理之人數、職責程度、

裁量權限、影響力及專業能力等五大衡量指

標，加以計算每一工作職位之分數，以作為

任用、陞遷、薪俸等人事管理之依據。 

英國現行高級文官薪俸新制自一九九六

年四月一日起實施，又可區分為適用「常務

次長」者及之下之高級文官二種。常務次長

以下之高級文官薪俸制度，從二○○二年四

月一日起，又有所變革。 

常務次長級薪俸係由「常務次長薪俸委

員會」（Permanent Secretaries Remuneration 

Committee, PSRC）訂定，該委員會之成員由

國內文官長、財政部常次及「高階薪俸評鑑

委員會」（Review Body on Senior Salaries, 

SSRB）主席、二名委員等五人組成，獨立負

責常次級文官薪俸之審議工作（詳見「文官

管理法規」第七章：7.1.11），並作成建議提

交首相核定。 

二○○二年四月一日起，新的常務次長

級薪俸寬帶訂定原則，除參酌私部門高階主

管的薪資水準外，並與常次級之下高級文官

薪俸寬帶新制中之「第三薪俸寬帶」（pay band 

3）相連結。 

新高級文官薪俸制度具有下列特色（彭

錦鵬，2003:80-81）： 

1.新制更為強化薪俸與績效之關連。新制將

薪俸分為基本俸（base pay）與年度績效

獎金（bonuses）二類。基本俸之設計與

年度績效表現結合，而不以服務年資之長

短為基礎。基本俸以外之年度績效獎金，

則是直接以年度績效表現為給付衡量標

準。 

2.新薪俸寬帶之設計，具有市場導向，即薪

俸水準能與私部門相競爭，並優於公部門

其他文官之薪俸。從而在徵募高級文官之

優秀人才時，容易從私部門幹才（如企業

高階主管）及公部門其他文官中擇優任

用，並有助於日後加以留任。 

3.新制增進公開性、一致性和公平性，並使

績效管理得有一明確之目標和方法。此外

新制亦強調高級文官之競爭力、團隊合作

精神、創新能力、專案和風險管理能力等

高級文官應具之領導能力。 

英國高級文官薪俸新制在獨立成為「跨

部會而一致」的體系下，充分實現了以績效

為導向，並與私部門薪資水準逐漸看齊的彈

性制度。高級文官職務擬任者若來自於文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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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以外時，機關有權在該項職務對照的薪

俸區間自行決定起敘之薪俸水準，無須先經

公共服務局同意；但若欲自超過區間範圍起

敘，則需提出該案例乃屬非常情況之證明，

並先經公共服務局高級文官處之同意。 

英國高級文官核心能力架構是以「結果

導向的領導能力」（leadership for results）為

主軸，因為文官改革計畫最主要的目的，就

是要改變高級文官的文化。基本上，英國高

級文官核心職能架構大致有六個核心面向

（Cabinet Office, 2004）。 

1.設定目標和方向：創造與溝通組織未來的

願景。 

2.發揮個人的影響力：展現前瞻的方向，以

身作則。 

3.策略性思考：運用想法與機會達成目標。 

4.激勵人心使發揮最大潛能：激發人員追求

卓越。 

5.學習和進步：提出經驗與新想法以改善結

果。 

6.強調服務之提供：實現確有所值與預期結

果。 

英國的高級文官團目前已經採用四年任

期制，並且回溯生效，如果各部願意的話，

常務次長也包含在內。任期制基本上視各部

的需要而決定，任期超過四年是否仍然可以

保留職位，決定於各部，而不是決定於個人

的意願。 

二、荷蘭高級文官團的創制經驗（註三） 

荷蘭是一個地方分權化的政府，三級政

府包括：中央政府、省政府、和市政府。荷

蘭的中央政府包括十三個部，由部長向國會

負責。有兩位「部長」其實只是政務委員，

因此荷蘭現在有十五個「部長」。從國際比較

的觀點來看，荷蘭的中央政府是相當小的。

荷蘭人口 1,600 萬人，略少於我國，面積

41,500 平方公里則略大於我國。荷蘭中央政

府全時工作的公務人員只有約十三萬人。 

荷蘭的中央政府各部是由具常任文官身

份的祕書長（Secretary-General）負責主管部

務，其下再分成許多司（directorate）和科

（division）。各部會並不互相管轄，但是由內

政和王國關係部（Ministry of Interior and 

Kingdom Relations）負責文官體系的人事政策

之協調。荷蘭的文官體系保持相當高的中立

性，荷蘭的部長並沒有像其他國家所設置的

私人機要或政務隨從人員，而是由部內最資

深的文官祕書長擔任部長的主要政策顧問。

原則上，部裏面的高級文官並不隨著政權轉

移而改變事務和功能，縱然是總務部的政策

顧問也是一樣。不過，從一九七○年代以來

荷蘭社會的政治化也影響到政府的運作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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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體系，文官的黨籍原來是一種阻礙，現在

則變成為生涯發展的資產。政治因素會影響

到高階文官的徵選和晉升。但是政治主導的

任命仍然是先考慮到專業的需求。整體而

言，文官體系的權力很大，甚至有人稱之為

「第四權」（Roy, 1976）。 

從一九七○年代開始，荷蘭設立許多官

方的委員會檢討文官制度現代化的問題。這

些委員會包括翁霍夫公共管理結構委員會

（Vonhoff Commission on Public Management 

Structure）和威格憲法與行政革新委員會

（Wiegel Commission on 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Renewal）。這兩個委員會都建

議高級文官必須要集中考選，並且建立明確

的陞遷架構。但這些建議最主要是要形成為

文官體系的新結構，因此遭受到政府內部強

烈的反對。一九九○年代早期政府提出明確

的人力資源政策以便提高品質，新的改革氣

候才逐漸形成。 

荷蘭高級文官制度建立的第一步是在一

九九二年成立高級文官記錄制度（intertop 

system），文官體系之內的高階主管陞遷歷程

被詳細地記錄下來。由各部的秘書長在一九

九三年所共同提出的報告中建議，各部會之

間應該有更好的合作。最後終在一九九五年

正式成立「高級文官團」。當時的決策是，對

於這個制度將不會有非常確定的藍圖和模

式，而讓其有自主成長和發展的空間，希望

能提高文官體系專業化的程度，並提升荷蘭

文官體系的品質和能力。高級文官署（Office 

of Senior Public Service, OSPS）也在同年成

立。荷蘭政府希望藉由高級文官署和高級文

官團的建立，確保高階文官管理的人事行政

發展，能夠建立在有系統的和結構性的方式

上。高級文官制度應該能夠解決文官管理方

面的四大問題（Boelens, 1999:4）： 

第一、政府政策問題的日益複雜化和國

際化。 

第二、對於公部門主管人員的要求日漸

增加。 

第三、高級文官應有更大的流動性。不

斷變動的社會環境需要高級文官保有更大的

彈性，能夠不斷的創新並且提出實際的解決

方案，能夠隨時注意外在因素的變化，以及

對於政治情勢的敏銳判斷。這些特質能夠經

由不同職位的定期任命而培養出來。職位歷

練亦能夠照顧到組織管理需要的不同型態。 

第四、目前的勞動市場迫使政府更難遴

選人才和留住人才。 

高級文官領導層具有獨特的徵募、考選

等制度，有助於形成高階文官的「獨特感」

與尊榮地位，並從而吸引、留住優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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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第一任的高級文官署署長 Dr. Benita 

Plesch（Boelens, 1999:4）的說法，許多想要

成為高級文官的人，願為政府服務的原因正

由於有「高級文官團」的存在。高級文官團

的存在使政府變成了對高階文官及幹才而

言，一個具有吸引力的雇主。 

事實上，根據高級文官署長 Jan Willem 

Weck 接受訪談（註四）時透露，推動設置高

級文官團的政治動力主要來自於內部，總務

部（Ministry of General Affairs）的高級官員

們對於祕書長、司長等表現不滿意，經過多

方分析後的結論是，最高階的常任文官階層

在其職位上已經待太久而形成績效不彰。而

當時的管理發展政策是以各個「部」為基礎，

並無法照顧到高級文官整體的品質發展。同

時也認為，只有「由上而下」的方式才能夠

達到和諧的政策，同時能夠促進部會之間的

相互溝通、以及培養一個能夠適應政府特殊

需要的現代化管理團隊（OSPS, 2000:6）。在

一九九五年高級文官團剛成立的時候，因此

只有包括十七職等以上負責政策規劃和執行

全盤性責任的高級文官（註五）。 

荷蘭高級文官署自從一九九五年設立以

來，就對各個部會在填補高級文官職位方面

提供建議和指導，並採用開門（open door）

政策。雖然採用開門政策，但是從公部門以

外所甄選到的高級文官在過去幾年內，大約

只有 10％，另外從比較低階職等的文官中大

約選拔了 25％，其餘 65％職位的補缺則是透

過以下甄選過程脫穎而出的高級文官團成

員。 

高級文官團補缺的工作，包括兩項基本

原則：一是尋求「絕配」（perfect match），一

是要求任期制精神。「絕配」是要找到絕對適

當的人來填補空缺（OSPS, 2000:11）。高級文

官團在填補空缺的時候，就只尋找最能夠符

合組織需求的候選人。同樣的，高級文官團

的成員也在尋找最能夠符合他們個人特質的

工作。除了工作需求之外，某個特定部會的

文化和策略也是考慮的因素。同時，高級文

官團之任期最短為三年，最長為七年。高級

文官團職位的實際任期一般平均為五年。這

個政策最主要的用意在追求公部門的最大效

益，也就是在同一個工作領域長期發展的關

係，有助於促成更高的工作效益。高級文官

的七年任期，是建立在一個工作每五年便進

行輪調的假設上。在特殊情況之下，任期也

能夠加以延長。除了以上兩項原則，高級文

官團的職位任用原則也包括以下幾項內容： 

1.在高級文官團中部會及跨部會的工作流

動 

2.高級文官團提供水平和垂直的工作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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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級文官團的本質是開放的 

4.高級文官團最後必定要反映他所服務的

社會 

在遴選高級文官團成員的時候，運用「高

級文官團職位出缺遞補的程序」以及高級文

官團核心能力管理系統。十九職等的高階主

管則採用特別的程序規定。高級文官團的運

作與成長，初期是建立在「由上而下推動」，

以及「職務出缺才進行遞補」的漸進式方法。

一直到公元兩千年才採取強迫性的方式，將

十九職等的職位完全採取「任期制」的方式

強 迫 實 施 。 根 據 荷 蘭 高 級 文 官 署 的 年 報

（OSPS, 2002），一九九七年時，高級文官團

的人數只有 366 人，到二○○二年成長到 900

人，二○○三年九月的人數則為 950 人（二

○○三年九月三日訪談時的數目）。 

由於高級文官團的流動性比較大、人數

不斷增加、希望管理品質有所改善，因此高

級文官團需要有策略性的選擇，包括更有效

的管理規劃，或是生涯發展的策略性應用。

同時由於朝向單一的「集團」（corporate）公

職的趨勢，也就意味著管理發展方面，必須

對於高階管理要提供更具結構性和專業性的

諮詢服務，並且得到公共服務部門整體的支

持。 

高級文官署從一九九七年就開始建立核

心職能的制度。剛開始的核心職能項目包括

二十八項，二十八項核心職能可歸納為七個

部分（例如：一致的管理，彈性），每個部分

又分成為四項核心職能（例如：未來的願景、

學習能力）。每一個特定職位有其特定幾項必

要的核心職能，也就是說擔任某種特定職位

的官員，應該在這幾項核心職能上面特別優

異，而其他的核心職能應該要達到基本的水

準。核心職能制度是高級文官團職位出缺

時，尋求適當候選人最主要的客觀標準，也

可以用在其他的人事行政業務，因此「核心

職能制度」成為高級文官團以功績用人的關

鍵制度。核心能力制度的用途包括： 

1.徵募和篩選高級文官。 

2.討論以及提供有關高級文官績效的深入

看法。 

3.對於下一階段生涯發展提供正確建議。 

高級文官署除了建立核心職能制度以

外，也用評鑑中心方法甄選人才以及測驗高

級文官發展的潛能。同時也撰寫實際有用的

手冊，以進行績效評估和評量發展潛能。事

實上高級文官團的部會之間流動的機制，得

到 82％高級文官的肯定和支持（Nelissen et al, 

1995:20-24）（註六）。 

根據筆者實地考察的經驗，雖然署長為

內政部長之下屬，法定職位位階不如英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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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官長，但署長對於高級文官之任免具有相

當重要的影響力，甚至有力量影響各部秘書

長的任命。從中央政府文官體系來說，署長

的職責相當類似英國文官長的份量，但是他

又非在法制上高於各部的所有文官，因此何

種文官能勝任此一工作，方能使高級文官團

運行順暢，堪稱高級文官署成敗之關鍵。筆

者詢問署長應有何種資格要件時，Weck 的回

答是擔任此一職位者的條件包括以下幾點： 

1.工作的年資是非常重要的。署長對部長提

供非常個人性的諮詢和生涯規劃設計的

意見，曾有不同部的職位歷練與較長的年

資因之非常重要。 

2.不能太有野心。署長應該專心於做好署長

的職務，不能想要利用這個職位，以便在

未來能夠得到更好的職位。 

3.要對所有的資訊保持祕密。對部長或對於

各個職位的候選人都是如此。對於從事人

力資源發展的人來講，或對這個職位來

講，保持祕密是非常重要的。 

4.因此，不能夠只任用一個對人力資源管理

非常熟悉的人，而是需要一個曾經擔任過

行政主管的人來擔任此一職務。如此才能

夠跟相關的部會互相溝通，不會產生誤解

或是不能了解的地方。 

荷蘭政府在一九九五年創設「高級文官

團」制度，主要在於解決各部會之間政策無

法一致、高級文官久任一職、無法應付全球

化治理環境等問題的需要。荷蘭高級文官團

的制度運作由於採用由上而下，逐步推動的

方式，逐漸摸索出符合荷蘭政治行政文化的

政策方針，因此運行以來得到相當的肯定（註

七）。 

陸、「高級文官團」新制方案 

為整體配套改善我國高階文官階層之考

選與晉用問題，本研究經長期討論及研議後

主張，我國高階文官制度必須改弦更張，建

立 獨 立 建 置 的 高 級 文 官 團 （ Senior Civil 

Service），以整合高級文官制度之考選、任

用、薪俸、訓練、績效管理、退離等各項人

事功能，藉以強化我國文官體系之高級領導

層能力。 

為使研究發現與結論更具實用性，本研

究提出全新的高階文官新制度，並暫命名為

「高級文官團」。同時為使「高級文官團」之

制度能順利啟動，且能避免對現行高階文官

制度造成全面性之重大衝擊，本研究並建議

「高級文官團」之建置，應該採用荷蘭新設

高級文官團之方式，「由上而下」、「漸進」、「擴

大」施行，以便在運行過程中，逐步化解新

制度施行之初不免產生的各項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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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擬議建構之「高級文官團」，其職

位總數約八百個（理由詳見研究報告），由考

試院與行政院共同決定，並定期加以檢討。

必須進行檢討的最高職位層級為簡任十四職

等的常務次長，最低則為簡任十二職等單位

主管。高級文官團之人力甄補採「漸進」方

式，並以「全面開放」為主要設計。是以，

屬於上開職位者一旦出缺，即公告讓現任或

曾任簡任十一職等以上職務二年以上者得具

應考資格外，其他凡年滿三十五歲以上具備

高級文官核心職能者，包括現任十職等以上

之公務人員，或民間企業人士，或其他各類

才幹之士，得由中央部會以上機關、直轄市

政府或縣（市）政府之推薦報考，俾拔擢優

秀人才進入政府體系服務。 

高級文官團人力的甄補係在考試院的授

權下，組成一個五人常設性的獨立委員會負

責政策統籌運作。委員會成員應包括考試、

行政兩院官員及孚眾望的學者專家或社會公

正人士。在獨立委員會之下應另行設置工作

（或任務）小組，負責高級文官之考選、遴

用、考核、發展、待遇、退離等機制之幕僚

性作業。 

關於高級文官的考選，因係遇有高級文

官團的職位出缺時才進行考試，並採即考即

用為原則，以未來建構的高級文官團職位總

數約八百個而言，預計約五至十年左右才完

成全面建置。之後並可採每年訂定應行考選

之職位百分比，作為績效考核淘汰之依據。

高級文官之考選方法係兼採筆試、審查學經

歷證明與評鑑中心法，並以分階段方式進

行。第一階段筆試及審查學經歷證明，第二

階段則採用評鑑中心法進行遴選。 

高級文官一旦考選及格獲得遴用，對其

任職期間之績效自應加以考核。由於高級文

官之職位屬於一定任期制（譬如最長七年）

的聘用職位，表現優異者自應有機會調任其

他更重要之職務。而績效表現符合職能資格

與組織目標之要求者，任滿時亦應予調任其

他高級文官職務，以利高級文官之工作歷練

與能力發展，藉以培養其更卓越的領導、溝

通、協調能力。至於績效表現欠佳者，自應

淘汰使其離開高級文官之職位。至於高級文

官的績效考核應著重其所領導的機關或單位

之業務績效、內部行政管理、人力運用等等，

是以訂定完整周妥的明確評量標準，建立評

估高級文官工作績效的具體項目，均屬必要

之配套設計。 

在高級文官的訓練發展方面，則著重於

強化其核心職能，以符合對高級文官的能力

期待。具體的作法包括：規劃初任人員訓練

發展課程、建立在職訓練發展制度、建構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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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調動訓練發展制度、整合高級文官訓練機

構、結合並善用大學及民間訓練資源、加強

國際交流之訓練發展等。 

在高級文官待遇機制方面，因高級文官

團制度之精神在於與績效密切結合，是以高

級文官之待遇機制採績效待遇原則，待遇內

涵則包括俸給與績效獎金兩部分，並考量引

進「俸給寬帶」的作法，依實際績效表現決

定次年之俸給。 

至於高級文官團的定俸機制則由高級文

官團委員會下設的俸給評鑑委員會負責審

議，委員會成員宜包括財政、主計、人事等

相關機關代表，並納入學者專家及民間企業

代表，亦可考量將公務人員協會代表納入委

員會。 

而在高級文官的退離機制方面，因高級

文官能否續任繫於其績效表現，績效考核則

以功績原則為依據，由獨立委員會下設置之

工作小組加以管考。高級文官除自願退離者

外，如係非自願退離（不包括限齡屆退，如

年滿六十五歲者；或強制命令退休，如心神

喪失或身體殘廢不堪勝任職務者），則或可能

因年度考績、專案考績欠佳而被免職；抑或

因違失行為受懲戒而撤職，此與一般常任文

官之情形並無二致。另為因應高級文官的來

源可能包括現職簡任公務人員及來自學術

界、企業界之優秀人才，對於其退離給與自

應予以分別設計如下。 

1.來自現職簡任公務人員的部分：仍適用原

有的公務人員退休制度，其退休金由政府

與公務人員共同撥繳費用建立之退休撫

卹基金支付之。其撥繳費用之費率、比

例、年資採計、發給等，均適用公務人員

退休法及其施行細則等相關法規。 

2.來自私部門之學術界、企業界的人員部

分：參考政務人員與聘用人員離職儲金制

度設計的精神，採取離職儲金的方式，由

政府與高級文官共同按月提撥離職儲

金。離職儲金依高級文官俸給總額一定比

例訂為費率，由高級文官繳付一部分作為

自提儲金，政府撥繳其餘部分作為公提儲

金。離職儲金於高級文官離職或死亡後，

一次核發。 

以上有關「高級文官團」之制度擬議已

經研究團隊反覆研商並已充分反應我國憲政

體制運作下之可能改善空間及制度之具體需

求。唯因「高級文官團」之制度在我國係屬

首倡規劃之項目，難免無法細密週全，因此

進一步聽取各界建言及修正意見，自屬必

要。但為建立現代化、符合全球化潮流、資

訊社會需求之高效能文官體系，「高級文官

團」誠乃不可或缺之制度。（本文作者為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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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副研究員、國立台灣大學

政治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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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第 37 輯（2003 年 12 月），但

為提供我國創立新制之參考，特再擇

其創制之核心經驗予以摘述。 

註四 筆者於二○○三年九月三日訪談位於

荷蘭海牙高級文官署之署長及有關官

員。此一論文之寫作及赴歐洲研究經

費係由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所支

持。荷蘭政府官方文件均係使用荷蘭

文，有關荷蘭文官制度之研究除跨國

比較性研究外，甚少有英文著作可供

參考。 

註五 根據荷蘭高級文官署的報告（二○○

三年）也指出，需要公部門的資深經

理階層，原因來自於：勞動力市場比

較緊張、公部門的職位缺乏競爭力、

資深管理團隊逐漸老化，同時預期有

大量高級文官會離開公職。 

註六 目前的核心職能清單包括以下四十二

項：適應性、預期能力（an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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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控運作、果斷、政治意識、對工作

的承諾、概念的彈性、授權、目標導

向的管理、勇氣、能量（energy）、彈

性的行為、資訊分析、主動、正直、

人際之間的敏感度、顧客導向、學習

能力、傾聽、口頭表達、強烈動機、

網絡能力、對環境的認識、幫助下屬

發展、判斷力、組織導向的領導、組

織敏感度、說服力、計畫和組織、追

求績效的動機、和諧的領導、合作、

心智能力、抗壓性、工作導向的領導、

未來的願景、奉獻、堅持到底、進度

控制、自我反省意識、自我發展、自

信。 

註七 據署長 Weck 的評估，荷蘭高級文官

團在過去幾年中已達成以下幾項重要

成果：(1)對於高級文官團保持懷疑態

度的言論已經漸漸減少，管理潛能的

評鑑工作受到肯定。(2)專業知識和共

同的核心職能已經取得平衡點，因此

也形成適當的人才庫。(3)各部會之間

產生更好的溝通，對於管理工作的結

果也有適當的回饋。(4)改善文官體系

的男女性別差距，公部門主管的女性

比例大約一成，比荷蘭的私人部門只

有 4％或 5％，已經有所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