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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關鍵字：行政機關、行政機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行政法人  

 

一、研究緣起  

民國 80 年代初期起，政府積極推動行政革新，和規劃行政院組織

整體改造。民國 91 年 8 月 24 日行政院組織改造推動委員會於第二次

委員會議通過機關業務檢討原則，並確立朝「去任務化」、「委外化」

（民間能做的，政府不做）、「地方化」（地方能做的，中央不做），以

及「行政法人化」（無須由行政機關做的，由其他組織做）等四大方向

同步改革。民國 93 年 6 月 23 日「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通過，

於第 37 條賦予「行政法人」行政組織型態之法源。前後經近 10 年之

推動，《行政法人法》終於民國 100 年 4 月 27 日公布施行，開啟我國

行政組織改造新局。  

依據《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之規定，我國行政組織樣態大

致區分為機關、機構、獨立機關及行政法人。除此之外，我國尚有上

百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負擔公共職責。行政院組織法於民國 99 年完

成重大修正之後，行政院各級組織改造正式啟動，未來各類型行政組

織是否需要進行必要之調整，為我國各行政組織應該思考之議題。針

對行政機關（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及各機關委辦專案等三種行政

組織是否轉型為行政法人，相較於進行其他類型之組織改造，恐須較

長時間之調整與磨合，並面臨諸多變革問題及挑戰。  

《行政法人法》公布施行後，該制度設計係行政院為建構合理之

政府職能及組織規模，提升政府施政效能，確保公共事務之遂行，並

使其運作更具效率及彈性，進而適當縮減政府組織規模。同時藉由引

進企業經營精神，不受現行行政機關在人事、會計等制度上之束縛，

惟為確保履行公共利益之組織職能，仍需維持立法院及上級主管機關

之適當監督權責，並課予行政法人業務營運績效及目標達成度，使其

朝業務推行專業化、效能優化之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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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文化中心改制為我國第一個成立之行政法人，迄今近 10

年。另配合本次政府組織改造，政府選擇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現為

國防部軍備局所屬研究機構）、國家運動選手訓練中心（現為教育部體

育署主管之任務編組國家運動選手訓練中心）、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現為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監管之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所屬研

究單位）、國家表演藝術中心（係整併國立中正文化中心及隸屬文化部

衛武營藝術中心籌備處）、臺灣電影文化中心（現為文化部監管之財團

法人國家電影資料館）等 5 個機構（單位）作為行政法人優先推動個

案。於本計劃完成後不久，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及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之組織條例，皆已於 103

年 1 月三讀通過。至於臺灣電影文化中心，嗣經 100 年 1 月 24 日行政

院組織改造推動小組委員會議決議，考量其籌建及維運方式尚待重新

研議，其組織法案暫不函送立法院。  

考量我國公務組織類型眾多，目前行政法人已施行機構僅有國立

中正文化中心一例，並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進程，選定三種組織：行

政機構（單位）、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以及各機關委辦專案之組織（如

災防、資安、住宅、勞動…等相關計畫委辦專案），因應業務需要轉型

為行政法人之可能。本計畫擬就上開三類型之組織屬性調整為行政法

人之可行性評估、機制及其後續運作進行研究，以事先因應可能發生

之疑義，並周延規劃後續推動作法。  

 

二、研究方法與過程  

根據前述研究主旨、主題背景及研究目標，本計畫之研究過程劃

分為五大階段：第一階段，藉由文獻分析法、次級資料分析法及問卷

調查法，檢視、盤點及調查我國行政機關（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及各機關委辦專案之現況，以及前述三類行政組織與行政法人制度之

本質、差異及其組織屬性轉換過程的相關問題；第二階段，藉由文獻

分析法，蒐集英國、日本與德國之行政機關（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

人及各機關委辦專案轉型為行政法人之方案評估架構、轉型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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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因應方式；第三階段，以前兩階段的研究發現為基礎，藉由焦點團

體座談法，分別探討前述三類行政組織調整為行政法人之法律、行政

與政治可行性，並從中篩選出較具調整為行政法人之個案；第四階段，

進一步篩選出前述三類行政組織各兩個個案，共計 6 個個案進行個案

研究，並藉由深度訪談及焦點團體座談法蒐集資料，以進一步分析個

案調整為行政法人的可行性；第五階段，綜整前述四階段之研究發現，

研提前述三類行政組織屬性調整為行政法人之後續推動具體建議，並

再度藉由焦點團體座談，檢視並補充本計畫所研提之建議方案。  

為完成上述五個階段的各項研究目標，本研究採取文獻分析法、

次級資料分析法、問卷調查法、焦點團體座談法，以及個案研究法等

五種研究方法，進行各類資料的蒐集與分析。以下分別說明各研究方

法之操作：  

（一）文獻分析法  

藉由我國、英國、日本、德國等國家官方文書及網頁、學術專書、

期刊論文、學位論文、專業網頁等途徑，蒐集有關英國、日本及德國

等國家之行政機關（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及各機關委辦專案轉型

為行政法人之方案評估架構、轉型相關問題及因應方式，以及檢視我

國行政機關（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及各機關委辦專案與行政法人

制度之本質、差異及其組織屬性轉換過程的相關問題。  

（二）次級資料分析法  

藉由我國政府官方之文書、網站、統計資料及相關研究之調查統

計分析，針對我國行政機關（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各機關委辦

專案組織進行盤點，並檢視前述三類行政組織的現況，尤其聚焦於潛

在可調整為行政法人的行政組織。  

（三）問卷調查法  

本研究針對經由次級資料分析所盤點出來之三類行政組織，進行

結構式問卷調查，並採取普查之方式施測。此項調查為輔助性質，主

要目的在於瞭解這三類行政組織的現況，以及調查對象對於本身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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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定位和未來屬性調整的偏好，以作為參考。然而，本研究發現行

政機關轉型為行政法人之可行性低，行政機構較有評估之空間；另外，

各機關委辦專案組織之定義模糊，且盤點結果顯示，各部會皆無符合

本案設定之問卷施測條件。是以，本研究最後以行政機構、政府捐助

之財團法人等二類行政組織進行普查。  

（四）焦點團體座談法  

本研究採用焦點團體座談法之目的有三：（1）探討前述三類行政

組織調整為行政法人之法律、行政與政治可行性，並從中篩選出較具

調整為行政法人可行性之個案；此一階段舉辦 4 場焦點團體座談，每

一場次邀請行政機關、相關團體、相關領域學者專家，共計 28 人次。

（2）針對本研究所篩選之標的個案，探討其轉型為行政法人之可行

性，計有 4 個個案之主管機關，以及主責政府組織改造之行政院研究

發展考核委員會派員參加；主管《行政法人法》之行政院人事行政總

處、1 個個案主管機關、2 位學者專家雖未出席，但提供書面意見；另

有 1 位現任立委、1 位卸任立委，雖未出席，但事後接受本團隊之訪

談；本場次之議題，共 11 人參加討論。（3）檢視並補充本計畫研提之

行政組織轉型行政法人評估架構，俾利提高本研究之政策建議的周延

度與可行性，計有 7 人與會。關於本案之 6 場焦點團體座談，共有 46

人次參加（含未出席但提供書面意見 5 人，未出席但會後接受訪談 2

人）。   

（五）個案研究法  

本研究採用「多重個案研究法」（multiple case study），篩選出教

育部主管之國家教育研究院、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農業試驗所、交通部公路總局材料試驗所、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財團法人國土規劃與不動產資訊中心等 6 個較具代表性的個案，並藉

由深度訪談來蒐集質性資料，在文本資料分析後，再進一步藉由前項

焦點團體座談法，針對各類及各個個案，比較分析其調整為行政法人

之可行性與相關問題。在深度訪談部分，6 個個案原預計各訪談 3 位

受訪者，包括個案高階主管、個案主管機關官員、專家學者，但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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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個個案之主管機關業管官員已參加本研究之焦點團體座談，或已另

行提供書面意見，再者，受訪之專家學者皆曾於個案之主管機關任職，

具有雙重身分，且提供之訊息皆相當充分，故最後總計訪談 6 個個案

之高階主管、1 個個案主管機關之業管官員（財團法人國土規劃與不

動產資訊中心之主管機關—內政部營建署之業務主管）、6 位專家學

者，總共 13 人。  

 

三、重要發現  

（一）根據英日德之經驗，各類行政組織改制行政法人或公法人之目

的明確，而且組織屬性調整之選項多元，並重視組織整併，英

國之評估架構尤其具參考價值。  

從英國、日本、德國之經驗來看，這些國家之行政組織改制行政

法人或公法人，目的皆相當明確。英國設置行政法人，目的是為了強

化公共課責並將預算效益極大化，以矯正準政府組織缺乏監督、浪費

政府預算之問題；日本推動中央省廳所管事業、事務、特殊法人、認

可法人轉型為獨立行政法人，係因官僚體系過於龐大，需行政減量與

員額精簡，以及因特殊法人、認可法人弊病叢生，需強化課責；德國

公法人之原先目的為追求專業與避免權威，但自從開啟「新調控模式」

行政革新之後，導入績效促進導向之公法人，並以聯邦勞動署、國立

大學公法人改革最具代表性。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國家在評估行政組

織屬性調整時，除了行政法人或公法人之外，皆會考量其它選項，如

民營化或其它類型行政組織，而且推動業務與組織之整併也是另個重

點。在這三個國家當中，以英國於 101 年 12 月提出之《NDPBs 設立

許可程序》（The Approval Process for the Creation of Non Departmental 

Public Bodies）評估架構最具參考價值。是以，這些國家之經驗提醒

我國，推動行政組織轉型為行政法人應有明確之目的，而且評估個案

屬性調整時，應有多元選項，不可「為改制行政法人而改制」。  

（二）英國成立行政法人及日本將特殊法人、認可法人改制為獨立行

政法人，係將行政組織往內「拉回」，提升課責性，可供我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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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改制行政法人之參考。  

如前所述，英國政府於 1980 年代，將 Quangos 轉型為 NDPBs 時

（行政法人為 NDPBs 之其中一種類型），係著眼於增強其公共課責，

亦即，這是國家將準政府組織自外向內「拉回」，使其更容易監督。日

本將弊病叢生之特殊法人、認可法人改制為獨立行政法人，亦是相同

之道理。然而，我國推動行政法人制度時，常強調制度鬆綁，將行政

組織「外推」，但這僅適用於行政機關（構）之改制，對於政府捐助之

財團法人即不適用。是以，從英國、日本之經驗來看，行政組織轉型

行政法人，亦有增加課責性之考量，而非只有制度鬆綁。由於我國政

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的課責機制不夠健全，故英國與日本將這類課責性

不足的準政府組織向內拉回、強化課責之相關經驗，可供我國政府捐

助之財團法人改制行政法人之參考。亦即，從國外經驗來看，我國政

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確實有改制行政法人之討論空間。  

（三）我國行政機關（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各機關委辦專案組

織、行政法人皆具公共性，但運作方式及制度差異大，自主性

亦高低有別。  

根據本研究之比較分析，我國行政機關（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

人、各機關委辦專案組織、行政法人等行政組織，皆有一定之公共性，

但其法人格有無、意思機關、人事制度、會計制度、年度預算審查、

採購制度、績效評鑑、資訊公開等事項，皆有頗大差別。另外，這些

行政組織之自主性亦高低有別，由低至高依序為：行政機關（構）＜

行政法人＜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各機關委辦之專案組織。  

（四）我國行政機關（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各機關委辦專案組

織改制行政法人，必須於《行政法人法》之框架內形塑，並依

該法第 2 條第 2 項所訂定之法定要件進行綜合評估。  

《行政法人法》業已於 100 年 4 月 27 日公布施行，作為行政法人

設立之準據法及框架法。所有個別或通用法律，皆須在《行政法人法》

所揭示之框架內形塑，始具合法性。至於框架屬性，依不同規範內涵，

不排除有下限規定及上限規定，須視個別條文解釋而後定之。政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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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機構或組織改制為行政法人，除政策引導外，尚應符合法定要件，

始足當之。《行政法人法》第 2 條第 2 項規定公法人執行之公共事務具

下列特性者，得依法律設立為行政法人：「一、具有專業需求或須強化

成本效益及經營效能者。二、不適合由政府機關推動，亦不宜交由民

間辦理者。三、所涉公權力行使程度較低者。」基此，《行政法人法》

提供了三款組織上適宜採行政法人模式之判斷指標。根據法條文義，

此三款行政法人化之實質法定要件應屬必要條件，缺一不可。  

縱此，在實際操作上，因上述要件皆屬不確定之法律概念，故在

個案上仍容有極大不確定性及疑義之處。而且，各要件間亦不乏存在

內部衝突。例如強化成本效益及經營效能，根據一般見解採私法組織

形式為最佳。然《行政法人法》第 2 條第 2 項第 2 款卻又設定一制動

軸——不適合由政府機關推動，亦不宜交由民間辦理者。又政府捐助

之財團法人欲從私法組織形式改組為公法組織形式之行政法人，其法

政策上之正當性其實非在於其事務所涉公權力行使程度較低，毋寧正

好相反，正因為事務性質具較高度之公權力行使色彩，故不宜以私法

組織形式，國家復未委託行使公權力，逕行放讓由私法組織形式之財

團法人以私法行為與人民建構法律關係。  

是以，於法律上評估某政府機關、機構或組織是否適宜改制為行

政法人，《行政法人法》第 2 條第 2 項所設定之法定要件，應整體綜合

酌量評估，避免失之偏倚。  

（五）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多數行政機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首

長認為組織運作缺乏彈性，並受到相當程度的外部監督，但也

認為維持目前之組織屬性為最佳，除少數個案之外，改制行政

法人之意願不高。  

本研究透過問卷普查，蒐集我國行政機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首長對於組織屬性調整之意見。結果發現，無論是行政機構或政府捐

助之財團法人，多數首長皆認為組織之人事制度、會計制度、採購制

度、業務運作缺乏彈性，人員具備專業知識技能、強化成本效益、強

化經營效能、讓社會多元參與之必要性不低，而且組織受到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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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一定強度的外部監督。值得一提的是，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的

首長普遍認為組織受到立法院、主管機關的強力外部監督，其背後之

原因以及有無與成立財團法人之宗旨衝突，皆可再討論。另外，多數

首長也認為，目前組織採用行政機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組織屬

性來運作，即能有效達成組織設置目標。對於組織屬性調整之看法，

多數行政機構首長認為以維持行政機構為優先，改制行政法人為次佳

選擇；至於財團法人，除少數個案之外，多數首長同樣認為應維持目

前之組織屬性，轉型行政法人之意願也不高。  

（六）根據焦點團體之結果，行政機構改制為行政法人之評估可行空

間最大，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次之，行政機關、機關委辦專案

組織較不適合。  

綜合焦點團體受訪者之意見，行政機構為最適合評估行政法人化

之行政組織，尤其實（試）驗、檢驗、研究、文教、醫療等性質之機

構，其公權力程度偏低，若有自籌財源之機會（不等同於需自給自足、

自負盈虧），以及採用作業基金運作時，較具備改制行政法人之討論空

間。若行政機構確定推動改制行政法人，難免面臨員工反彈，有賴於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行政機構之主管機關妥善處理並加強宣導。整

體來看，受訪者對於行政機構改制行政法人，多持正面看法。  

另外，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亦可評估改制行政法人，尤其是對國

家利益或社會福祉有深刻影響之財團法人，即公共性較高（譬如依據

設置條例或特別法設置），以及具財務自籌能力者，較有改制之機會。

但需特別注意的是，多位受訪者也對於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改制行政

法人提出保留意見，如：第一，根據目前法律架構，需先解散財團法

人再成立行政法人，在實務上可行性不高；第二，成立行政法人必須

經過立法院同意，改制成本高；第三，改制行政法人之後，會受到更

高密度的監督，未必有利；第四，行政組織屬性應多元化，財團法人

未必要改制行政法人；第五，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仍屬私法人，政府

不宜介入太深。  

最後，行政機關行使公權力之程度偏高，缺乏改制行政法人之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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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至於各機關委辦專案組織，若其任務之公權力偏高，可回歸行政

機關（構）辦理，但不宜交給行政法人；若公權力偏低，維持委外即

可。是以，受訪者認為這二類行政組織轉型為行政法人之可行性偏低，

較無討論改制之空間。  

（七）根據焦點團體與個案研究之結果，行政機構、政府捐助之財團

法人相關個案，確實具備改制行政法人之法律、行政、政治可

行性，但該結果不宜過度推論至全體行政機構與財團法人。  

本研究藉由焦點團體座談，發展出行政機關（構）、政府捐助之財

團法人組織屬性調整評估架構圖。在行政機關（構）方面，當組織業

務有存續必要、公權力程度低、運作彈性需求高、市場性低，即可進

一步評估改制行政法人之可行性。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方面，對國家

利益或社會福祉有深刻影響之財團法人，以及具財務自籌能力者，較

有改制之機會。依照這些標準，本研究認為，國家教育研究院、國立

自然科學博物館、農業試驗所、臺北醫院、財團法人國土規劃與不動

產資訊中心等個案，可進一步評估改制行政法人之法律、行政、政治

可行性。  

1、法律可行性：依照《行政法人法》第 2 條第 2 項關於行政法人執行

特定公共事務之條件，應僅有國家教育研究院、財團法人國土規劃

與不動產資訊中心具備法律上貫徹可行性。  

就本研究之個案而言，以《行政法人法》第 2 條第 2 項所規定之

行政法人化法定要件進行評估，應僅有國家教育研究院及國土規劃與

不動產資訊中心具有改制為行政法人之法律上貫徹可行性。前者雖不

直接涉及決策，但公共性高，且對國家教育政策有實質影響，影響接

受教育之國民整體素質，並參諸憲法第 13 章第 5 節教育文化之基本國

策內涵，其蘊含有社會國原則之價值秩序要求，不適宜放任民間推行。

以國土規劃與不動產資訊中心為例，該中心部分業務以研究為導向，

其重視資訊輸出品質之結果，不適合欠缺彈性的法適用導向官僚系

統。但從其任務內容涉及不動產資訊的公共性與透明化，得透過該等

資訊影響國土規劃政策與細部土地利用之後續具體化進程，從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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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邊利害關係，故不宜交由民間部門推行。至於其他個案，在法律可

行性評估上較難具改制為行政法人組織型態之正當性者，理由多半在

於並不具「不宜由民間辦理」之要件特性。  

2、行政可行性：根據《行政法人法》草案說帖列舉之行政組織改制行

政法人之理由，國家教育研究院、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農業試驗

所、臺北醫院、財團法人國土規劃與不動產資訊中心皆可行，材料

試驗所雖可行但程度偏低。  

在行政可行性方面，根據《行政法人法》草案說帖列舉之行政組

織改制行政法人之理由，評估改制行政法人之標準有六項：（1）融合

公、私組織之優點與特性；（2）增加用人彈性；（3）適度鬆綁政府會

計和採購的限制；（4）開放多元參與公共服務；（5）強化經營責任及

成本效益；（6）避免出現成立財團法人所可能衍生的問題。從這些標

準來看，國家教育研究院、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農業試驗所、臺北

醫院、財團法人國土規劃與不動產資訊中心，改制行政法人皆有一定

之行政可行性，其中農業試驗所、臺北醫院於改制時，分別可與與其

它農業試驗機構和醫院整併；至於材料試驗所，行政法人化之可行性

較低，亦可考慮其它選項，如民營化等。總之，本研究之個案皆有改

制行政法人之行政可行性，惟程度之高低有別。  

3、政治可行性：經衡量改制單位、主管機關、立法院之立場，以國家

教育研究院、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臺北醫院、農業試驗所、財團

法人國土規劃與不動產資訊中心較為可行，材料試驗所不可行。  

無論是行政機關（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各機關委辦專案組

織，改制行政法人若要具備政治可行性，必須同時符合三個要素—改

制單位接受、主管機關支持、立法院同意，缺一不可。就現況而言，

立法院對於行政法人之態度已比十年前開放，任何類型之行政組織欲

轉型為行政法人，皆可在立法院討論，故只要改制個案、主管機關之

態度愈一致，改制之政治可行性即愈高。衡量本研究之 6 個個案，國

家教育研究院、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之高階主管、主管機關皆明確表

達不排斥行政法人化，故改制之政治可行性最高；至於臺北醫院、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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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法人國土規劃與不動產資訊中心，態度略為保守一些，但也不排斥，

故也有政治可行性；農業試驗所因高階主管未積極支持於現階段改制

行政法人，主管機關長期不排斥，現階段之政治可行性再低一些；至

於材料試驗所，因高階主管及主管機關皆不贊同該機構行政法人化，

不具政治可行性。  

總而言之，本研究之行政機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相關個案，

確實具備改制行政法人之法律、行政、政治可行性。然而，本研究之

調查個案僅有 6 個，無法充分代表全體行政機構及政府捐助之財團法

人，個案研究之結果不可過度推論。任何行政組織要改制行政法人，

仍須經縝密評估。  

（八）外界對於國立中正文化中心改制行政法人之成效認知不足，影

響改制行政法人之意願。  

本研究於進行實證調查之過程中，部分受訪者表示國立中正文化

中心改制行政法人之後，成效不如預期，故認為行政法人是不好的制

度，進而不認同行政組織改制行政法人。平心而論，外界對於國立中

正文化中心行政法人化之認知，常停留於改制初期之摩合階段。然而，

中心自民國 93 年 3 月改制行政法人以來，歷經四屆董事會，並發揮相

當之成效。是以，本研究認為國立中正文化中心改制行政法人後之成

效，應積極向外界說明，以增強行政組織改制行政法人之動能。  

 

四、主要建議事項  

本研究提出四項政策建議。其中，第一項至第三項為近期立即可

行之建議，第四項為中長期建議。有關各項政策建議之內容及其主協

辦機關，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配合政府組織改造，重新建立「行政分流最適化」原則。（主辦

機關：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國家發展委員會；協辦機關：內

政部、法務部、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我國中央政府行政組織之屬性調整，應保持開放之基調，並以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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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之作法，重新建立「行政分流最適化」原則。建立該原則之目的，

在消極面上，為避免行政部門承載過重之業務以及過度擴張員額；在

積極面上，可提升政府運作之彈性與活力，更容易達成績效目標，以

及增加公共課責性。至於行政分流之選項，應包括：行政機關（構）

化、行政法人化、財團法人化、委外化、地方化，以及去任務化。由

於「行政分流最適化」原則與推動行政法人制度之關係密切，本研究

建議，本項業務可作為後續研究項目，由國家發展委員會主辦。另外，

考量《行政法人法》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財團法人法》

草案之主管機關為法務部，《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之主管機關為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組改後改由交通及建設部主管），地方自治之

主管機關為內政部，故本團隊建議，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法務部、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組改後改由交通及建設部主管）、內政部為本

項政策建議之協辦機關，配合國家發展委員會辦理。  

（二）設立「行政法人化推動暨輔導小組」，協助各部會、改制單位、

立法院對行政法人此一選項之組織屬性，有較為完整之瞭解。

（主辦機關：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協辦機關：財政部、行政

院主計總處、國家發展委員會）   

根據本研究之問卷調查結果，我國行政機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

人改制行政法人之意願偏低。行政院推動及執行組織改造之現階段，

應設立「行政法人推動暨輔導小組」，協助各部會進行行政分流時，對

行政法人此一選項之組織屬性有較為完整之瞭解，尤其是對於改制單

位人員權益、行政法人是否要「自負盈虧」等常見問題，應積極說明，

化解各方之疑慮。必要時，該小組亦該向立法院說明，以提升推動行

政法人之政治可行性。另外，配合立法院通過《行政法人法》時作成

「本法公布施行 3 年內，改制行政法人數以不超過 5 個為原則，並俟

各該法人成立 3 年後評估其績效，據以檢討本法持續推動之必要性」

之附帶決議，各行政法人成立 3 年之成效評估結果，亦可作為小組後

續推動行政法人制度之重要參考。需特別說明的是，本團隊認為該小

組之成立時機，無須受限於立法院之附帶決議，平時便可運作，持續

傳達行政法人之正確、完整資訊。本團隊建議，該小組由國家發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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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共同主辦，邀集行政院主計總處（主管預

算）、財政部（主管採購與國有財產管理）、學者專家（至少涵蓋公共

行政、企業管理、財務、法律等領域）參與。  

（三）積極宣導國立中正文化中心改制行政法人之成效，提升各界支

持成立行政法人之誘因。（主辦機關：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協

辦機關：教育部、國家發展委員會、國立中正文化中心）   

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自 93 年 3 月改制行政法人以來，外界對於其改

制成效並未充分了解，甚至有所誤解，以至於對行政組織改制行政法

人感到退卻。本研究建議，100 年恰逢國立中正文化中心改制行政法

人十週年，可藉此機會，積極宣傳中心之改制成效，進而提升各類行

政組織轉型為行政法人之動能，突破行政組織普遍希望維持現狀的困

局。具體之方式，可舉辦研討會或論壇，以及出版成果報告並作為組

織學習教材。本項政策建議由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主辦，國家發展委

員會、教育部、國立中正文化中心協辦。  

（四）依據「行政分流最適化」原則以及本研究研擬之法律、行政、

政治可行性評估架構，各部會主動檢討所管行政機構、政府捐

助之財團法人之組織屬性，各行政組織亦可主動評估，並作必

要之調整。（主辦機關：各部會；協辦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  

配合行政院組改進程，各部會宜依據「行政分流最適化」原則，

以及本研究研擬之法律、行政、政治可行性評估架構，於完成二級機

關組改法制化後，兩年內完成所屬三級和四級機構、捐助成立之財團

法人調整之整體評估；其後，兩年內進行前述行政組織之最適屬性調

整。關於法律可行性，係依據《行政法人法》第 2 條第 2 項所規定之

行政法人化法定要件進行評估，包括：（1）具有專業需求或須強化成

本效益及經營效能者；（2）不適合由政府機關推動，亦不宜交由民間

辦理者；（3）所涉公權力行使程度較低者等三個條件。行政可行性係

依據《行政法人法》草案說帖列舉之行政組織改制行政法人之理由來

評估，標準有六項：（1）融合公、私組織之優點與特性；（2）增加用

人彈性；（3）適度鬆綁政府會計和採購的限制；（4）開放多元參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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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服務；（5）強化經營責任及成本效益；（6）避免出現成立財團法人

所可能衍生的問題。政治可行性方面，評估標準有三項：（1）改制單

位接受；（2）主管機關支持；（3）立法院同意。本研究建議相關檢討

工作，由各部會主動辦理，並由國家發展委員會協辦。需特別說明的

是，除部會「由上而下」（ top-down model）進行檢討之外，各行政組

織亦可「由下而上」（bottom-up model）評估改制行政法人之可行性，

主動發起變革。  

1、行政機構：實（試）驗、檢驗、研究、文教、醫療、社福類優先檢

討，並可評估先實施作業基金，逐步改制行政法人  

根據本團隊之整理，目前行政院各部會所屬三級機構有 44 個、四

級機構有 217 個，合計 261 個，檢討和調整空間較大。其中，以實（試）

驗、檢驗、研究、文教、醫療等機構，轉型為行政法人之可行性較高。

另外，因應老年化時代之來臨，社福機構之組織屬性及業務，可一併

與醫療機構檢討。訓練機構須配合主管機關之人力需求，改制行政法

人較有難度。至於矯正及收容機構，由於其所涉公權力程度較高，目

前調整期組織屬性之必要性不高。各部會自行檢討其業務性質及推動

必要後，提行政院組織改造小組討論，由行政院作成政策決定。需特

別說明的是，主管機關可優先評估實施作業基金之可行性，賦予組織

較多經費自主，逐步轉型為行政法人。  

2、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公共性較高者優先檢討  

行政院各部會主管之政府捐助財團法人，除賡續完備其監督及課

責機制，提高其法人治理能力外，建議優先針對公共性較高之政府捐

助財團法人，評估其改制行政法人之可行性。本研究建議，公共性高

之財團法人，對於國家利益或全民福祉有重大影響，是否依據設置條

例或特別法設立，可作為評估公共性高低之參考。需特別說明的是，

在法人屬性上，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具有私法人之法人格，是以，如

有調整其組織屬性之政策意向，應先完成法人清算解散之程序，再進

行組織屬性調整之法制程序。  

3、各機關委辦專案組織：暫不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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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研究調查之結果，行政院各部會目前的委辦專案組織並不

多，且根據焦點團體座談之結果，現行所採委外化之行政分流方式，

尚未有明顯調整之必要。因而未對此類行政組織進行個案研究，仍建

議主管部會除非已有明確之政策方針，且找到設立機構、行政法人或

捐助成立財團法人之財源，否則可暫時不處理此類組織。  

最後要特別說明的是，法律、行政與政治可行性之評估結果未必

相同。例如，某個案可能具備改制行政法人之行政可行性，但不具法

律、政治可行性。此時，個案之主管部會應做綜合性權衡，決定是否

要將個案行政法人化，承擔決策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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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我國在民國 80 年代開始積極規劃行政院組織的整體性改造，行政

院組織改造推動委員會於民國 91 年 8 月 24 日第 2 次委員會議，通過

機關業務檢討原則，並確立朝「去任務化」、「委外化」（民間能做的，

政府不做）、「地方化」（地方能做的，中央不做），以及「行政法人化」

（無須由行政機關做的，由其他組織做）等四大方向同步進行改革。

民國 93 年 6 月 23 日通過之「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於第 37 條

賦予「行政法人」行政組織型態之法源。歷經近 10 年之推動，《行政

法人法》終於民國 100 年 4 月 27 日公布施行（詳參附錄一）。該法正

式施行之後，行政法人為我國行政分流之政策工具角色更加明確，各

類型行政組織皆可評估轉型為行政法人之可行性。本章將依序說明本

研究之主旨與目的、研究方法與流程。  

第一節  研究主旨與目的  

依據《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之規定，我國行政組織型態大

致區分為機關、機構、獨立機關及行政法人。除此之外，我國尚有 122

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負擔公共職責。行政法人制度完成立法後，各

類型行政組織可能需調整組織屬性，尤以行政機關（構）、政府捐助之

財團法人及各機關委辦專案等三種行政組織是否轉型為行政法人，相

較其他類型之組織改造，恐須較長時間之調整與磨合，並面臨諸多變

革問題及挑戰。  

《行政法人法》之制度設計背景係行政院為建構合理之政府職能

及組織規模，提升政府施政效能，確保公共事務之遂行，並使其運作

更具效率及彈性，進而適當縮減政府組織規模。期以不受現行行政機

關在人事、會計等制度上之束縛，而具有制度運作彈性，惟為確保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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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公共利益之組織職能，仍維持立法院及上級主管機關之適當監督權

責，並課予行政法人業務營運績效及目標達成度，朝業務推行專業化、

效能優化之方向發展。  

國立中正文化中心改制為我國第一個成立之行政法人，迄今近  10 

年。另配合民國 100 年此次政府組織改造，行政院選擇國家中山科學

研究院（現為國防部軍備局所屬研究機構）、國家運動選手訓練中心（現

為教育部體育署主管之任務編組國家運動選手訓練中心）、國家災害防

救科技中心（現為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監管之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

究院所屬研究單位）、國家表演藝術中心（係整併國立中正文化中心及

隸屬文化部衛武營藝術中心籌備處）、臺灣電影文化中心（現為文化部

監管之財團法人國家電影資料館）等  5 個機構（單位）作為行政法人

優先推動個案。目前，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國

家表演藝術中心及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之組織條例，皆已於 2014

年 1 月立法院三讀通過。至於臺灣電影文化中心，嗣經 2011 年 1 月

24 日行政院組織改造推動小組委員會議決議，考量其籌建及維運方式

尚待重新研議，其組織法案暫不函送立法院。  

考量我國公務組織類型眾多，目前行政法人已施行機構僅有國立

中正文化中心一例，並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進程，選定三種組織：行

政機構（單位）、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以及各機關委辦專案之組織（如

災防、資安、住宅、勞動……等相關計畫委辦專案），因應業務需要轉

型為行政法人之可能。本計畫擬就上開三類型之組織屬性調整為行政

法人之可行性評估、機制及其後續運作進行研究，以事先因應可能發

生之疑義，並周延規劃後續推動作法。  

本計畫之研究目標如下：  

一、檢視我國行政機關（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各機關委辦專案

與行政法人制度之本質、差異及其組織屬性轉換過程相關問題。  

二、蒐集英國、日本、德國行政機關（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各

機關委辦專案轉型為行政法人之方案評估架構、轉型相關問題及

因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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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析行政機關（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各機關委辦專案組織

屬性調整為行政法人之法律、行政與政治可行性，並進行個案比

較分析。  

四、研提我國行政機關（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各機關委辦專案

組織屬性調整為行政法人之後續推動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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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流程  

根據前述研究主旨、主題背景及研究目標，本計畫將研究過程劃

分為五大階段：第一階段，藉由文獻分析法、次級資料分析法及問卷

調查法，檢視、盤點及調查我國行政機關（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及各機關委辦專案之現況，以及前述三類行政組織與行政法人制度之

本質、差異及其組織屬性轉換過程的相關問題；第二階段，藉由文獻

分析法，蒐集英國、日本與德國之行政機關（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

人及各機關委辦專案轉型為行政法人之方案評估架構、轉型相關問題

及因應方式；第三階段，以前兩階段的研究發現為基礎，藉由焦點團

體座談法，分別探討前述三類行政組織調整為行政法人之法律、行政

與政治可行性，並從中篩選出較具調整為行政法人之個案；第四階

段，進一步篩選出前述三類行政組織各兩個個案，共計 6 個個案進行

個案研究，並藉由深度訪談及焦點團體座談法蒐集資料，以進一步分

析個案調整為行政法人的可行性；第五階段，綜整前述四階段之研究

發現，研提前述三類行政組織屬性調整為行政法人之後續推動具體建

議，並再度藉由焦點團體座談，檢視並補充本計畫所研提之建議方案。 

為了完成上述五個階段的各項研究目標，本研究採取文獻分析

法、次級資料分析法、問卷調查法、焦點團體座談法，以及個案研究

法等五種研究方法，進行各類資料的蒐集與分析。研究方法、流程與

研究目標之對應表，請參閱表一。以下分別說明各研究方法之操作：  

一、文獻分析法  

藉由我國、英國、日本、德國等國家官方文書及網頁、學術專書、

期刊論文、學位論文、專業網頁等途徑，蒐集有關英國、日本及德國

等國家之行政機關（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及各機關委辦專案轉型

為行政法人之方案評估架構、轉型相關問題及因應方式，以及檢視我

國行政機關（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及各機關委辦專案與行政法人

制度之本質、差異及其組織屬性轉換過程的相關問題。  

二、次級資料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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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我國政府官方之文書、網站、統計資料及相關研究之調查統

計分析，針對我國行政機關（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各機關委辦

專案組織進行盤點，並檢視前述三類行政組織的現況，尤其聚焦於潛

在可調整為行政法人的行政組織。  

三、問卷調查法  

本研究規劃針對經由次級資料分析所盤點出來之三類行政組織，

進行結構式問卷調查，並採取普查之方式施測。此項調查為輔助性質，

主要目的在於瞭解這三類行政組織的現況，以及調查對象對於本身組

織目前定位和未來屬性調整的偏好，以作為參考。然而，本研究發現

行政機關轉型為行政法人之可行性低，行政機構較有評估之空間；另

外，各機關委辦專案組織之定義模糊，且盤點結果顯示，各部會皆無

符合本案設定之問卷施測條件。是以，本研究最後以行政機構、政府

捐助之財團法人等二類行政組織進行普查。  

四、焦點團體座談法  

本研究採用焦點團體座談法之目的有三：（一）探討前述三類行政

組織調整為行政法人之法律、行政與政治可行性，並從中篩選出較具

調整為行政法人可行性之個案；此一階段舉辦 4 場焦點團體座談，每

一場次邀請行政機關、相關團體、相關領域學者專家，共計 28 人次。

（二）針對本研究所篩選之標的個案，探討其轉型為行政法人之可行

性，計有 4 個個案之主管機關，以及主責政府組織改造之行政院研究

發展考核委員會派員參加；主管《行政法人法》之行政院人事行政總

處、1 個個案主管機關、2 位學者專家雖未出席，但提供書面意見；另

有 1 位現任立委、1 位卸任立委，雖未出席，但事後接受本團隊之訪

談；本場次之議題，共 11 人參加討論。（三）檢視並補充本計畫研提

之行政組織轉型行政法人評估架構，俾利提高本研究之政策建議的周

延度與可行性，計有 7 人與會。關於本案之 6 場焦點團體座談，共有

46 人次參加（含未出席但提供書面意見 5 人，未出席但會後接受訪談

2 人）。   

五、個案研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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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用「多重個案研究法」（multiple case study），篩選出教

育部主管之國家教育研究院、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農業試驗所、交通部公路總局材料試驗所、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財團法人國土規劃與不動產資訊中心等 6 個較具代表性的個案進行研

究。並藉由深度訪談來蒐集質性資料，在文本資料分析後，再進一步

藉由前項焦點團體座談法，針對各類及各個個案，比較分析其調整為

行政法人之可行性與相關問題。  

在深度訪談部分，6 個個案原預計各訪談 3 位受訪者，包括個案

高階主管、個案主管機關官員、專家學者，但因有 5 個個案之主管機

關業管官員已參加本研究之焦點團體座談，或已另行提供書面意見，

且受訪之專家學者皆曾於個案之主管機關任職，具有雙重身分，故最

後總計訪談 6 個個案之高階主管、1 個個案主管機關之業管官員（財

團法人國土規劃與不動產資訊中心之主管機關—內政部營建署之業務

主管）、6 位專家學者，總共 13 人。有關前述各種研究方法，以及其

執行之階段、目標，如表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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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研究方法、流程與研究目標之對應表  

研究流程  研究目標  研究方法  

第一階段  

檢視、盤點及調查我國行政機關（構）、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及各機關委辦專

案之現況，以及前述三類行政組織與行

政法人制度之本質、差異及其組織屬性

轉換過程的相關問題。  

文獻分析法  

次級資料分析法  

問卷調查法  

第二階段  

蒐集英國、日本與德國之行政機關

（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及各機關

委辦專案轉型為行政法人之方案評估

架構、轉型相關問題及因應方式。  

文獻分析法  

第三階段  

探討前述三類行政組織調整為行政法

人之法律、行政與政治可行性，並從中

篩選出較具調整為行政法人之個案。  

焦點團體座談  

第四階段  
進一步分析標的個案調整為行政法人

的法律、行政與政治可行性。  

個案研究法  

（運用深度訪談

和焦點團體座談

蒐集資料）  

第五階段  

研提前述三類行政組織屬性調整為行

政法人之後續推動具體建議，檢視並補

充本計畫所研提之建議方案。  

焦點團體座談法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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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包含國外、國內二大類。在國外方面，根據 2005

年印製之《行政法人法草案說帖》，我國設計行政法人制度時，曾參採

英國、日本、德國之經驗，故本研究將英國行政法人、日本獨立行政

法人、德國公法人列為研究對象。在國內方面，計有行政院各機關之

行政機關（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委辦專案組織，並對國家教育

研究院、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材料試驗所、

臺北醫院、財團法人國土規劃與不動產資訊中心進行個案研究。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進行個案研究，目的在於確保本研究提出之評估架構具可

操作性，故評估結果僅供參考，且不宜將該結果進一步推論至其它性

質類似之組織。另外，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僅為輔助蒐集各行政組

織首長對於組織現況、屬性調整之整體性看法，並非本研究主要之研

究方法，故僅作敘述性分析。  



行政組織屬性調整可行性評估之研究 

10 

 



第二章 國外行政組織轉型為行政法人之經驗探討 

11 

第二章  國外行政組織轉型為行政法人之經驗探討  

我國設計行政法人制度時，即曾參考英國、日本、德國等國之經

驗。本章將探討這些國家之行政組織，轉型為類似我國行政法人之評

估架構、相關問題及因應方式，並分成四節，前三節分別探討英國、

日本、德國，第四節為綜合討論。  

第一節  英國  

一、行政法人制度概述  

英國行政法人（Executive NDPBs）是該國「非部會組織公共組織」

（Non-Departmental Public Bodies, 簡稱 NDPBs）的一種類型 1，而

NDPBs 是英國政府對於其國內數量眾多且種類繁雜的「準自主性的非

政府機關組織」（Quasi-Autonomou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簡稱 Quangos）的一種官方名稱（劉坤億，2010）。根據英國內閣辦公

室（Cabinet Office）的界定，NDPBs 為法人機構，在政府的施政過程

中扮演其角色，但它並非部會或部會的一部分，而是在與部長保持「一

臂之距」（arm’s length）地方來運作（Cabinet Office, 2013: 1）。英國

行政法人是執行性質的非部會組織公共組織，其具有下列特徵：（一）

通常由部長提議設置，代表英國政府履行行政、商業、執行或管制功

能；（二）任務範圍涵蓋全國；（三）組織屬性為法人組織，具有權利

能力的法律人格，透過以下幾種方式所設置的：國會法律、皇室特許

狀、皇室特權委託之下，以及依公司法登記設置；（四）不是政府部會，

也非政署（executive agency）；（五）不是英國皇室之下轄單位，且不

具有皇室地位；（六）組成董事會之人選，是由部長、代表部長的官員

                                                 
1
 英國非部會公共組織（NDPBs）分為四種類型，包括：執行性非部會公共組織

（Executive NDPBs，即行政法人）、諮詢性非部會公共組織（Advisory NDPBs）、

仲裁性非部會公共組織（ Tribunal NDPBs）、獨立監督委員會（ Independent 

Monitoring Bo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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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由英國女皇在部長建議之下所指派；（七）部長對於這些機構之績效

和存續，負有最終說明的責任（Cabinet Office, 2006：4-5）。  

英國政治學者 M. Flinders 的研究指出，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英國

政府組織持續膨脹，但卻面臨政府失靈和內閣部會超載等問題，為了

減少國家的規模與政府治理的範圍，並借重非民選的專業管理人才和

私部門的管理技術，Quangos 這類組織被依賴並大量創設；在政治性

的因素方面，Quangos 的創設可以扮演內閣部會組織持續增加的緩衝

器，某種程度也可以隱匿官僚組織的真實規模，政治人物也可藉此展

現其有效控制政府規模的功績，同時能夠取代地方在政策執行上的角

色功能（Flinders, 1999: 29-35；劉坤億，2010：7）。到了 1970 年代，

NDPBs 卻遭到社會輿論與國會的批評，認為其數量過多、浪費、資訊

不夠透明、董事會任命私相授受，以及課責制度不足等（Cole, 2005；

劉坤億，2010：7-8）。是以，英國政府於 1979 年委託 Leo Pliatzky 爵

士研究此類「政府外圍組織」（ fringe bodies），並於隔年提出「非部會

組織公共組織報告」（Report on Non-Departmental Public Bodies），除

了將 Quangos 定名為 NDPBs 之外，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希望對其進

行盤點、調查並加強管理。而這三十幾年來，英國政府並未否定 NDPBs

這類組織的功能，而是藉由核實裁併其單位數量，積極導入法人治理

（Corporation Governance），以及健全其課責監督機制，以確保政府

所補助的預算能夠締造更大公共利益（劉坤億，2010：8）。  

 

二、行政組織轉型行政法人之評估架構與問題分析  

2010 年 10 月時，英國鑒於政府對 NDPBs 仍缺乏有方法、過程嚴

謹的定期評估機制，致使其規模失控，內閣辦公室部長 Francis Maude

宣示推動 NDPBs 改革。改革目標係強化其資訊透明與課責，減少浪

費、功能重複與非必要之活動，同時確保主管部會首長對這類組織提

供之重要公共服務、決策與支出來負責（Cabinet Office, 2013: 3）。英

國內閣辦公室為避免 NDPBs 的成立過於浮濫，於 2012 年 12 月發布

長達 14 頁的《NDPBs 設立許可程序》（The Approval Process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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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on of Non Departmental Public Bodies），規範各部會成立新 NDPB

的行政流程。這份文件特別強調，在成立新的 NDPB 之前，必須妥善

評估服務作為的其它方式，而設置新行政法人乃是最後才考慮的手

段，而評估的選項包括：（一）政府不作為或完全不設置新機構；（二）

由現存的中央部會或公共組織來辦理；（三）成立新的政署來辦理；（四）

由地方政府或其它地方、區域的公共組織來辦理；（五）由私人機構或

志願團體來辦理；（六）成立臨時性的機構來辦理；（七）成立新的 NDPB

來辦理。有關這套評估架構，茲說明如下（Cabinet Office, 2012: 8-10）： 

（一）政府不作為  / 完全不設置新機構  

1、  提出的這項服務或功能，是否真的為必需？  

2、  這如何助於相關部會或政府政策？  

3、  顧客或使用者的需求足夠嗎？  

4、  提供這項服務或功能，是妥善利用公帑嗎？  

5、  若不提供該項服務或功能，其代價與影響為何？  

（二）由現存的中央部會或公共組織來辦理  

6、  若這項服務或功能須由中央政府提供，能否由現存的部會來

作？  

7、  中央政府是否已提供類似的或免費的服務或功能？  

8、  這項服務或功能，是否在別的地方重複執行？  

9、  該服務或功能，可否由現存的公共組織去提供？  

10、  可否在現存的公共組織之下，成立一個附屬單位來提供？  

11、  可否在現存的部會支持下，設置獨立的官員或獨立委員會來

提供，而不要設立新機構？  

（三）由地方政府或其它地方、區域的公共組織來辦理  

1、  這項服務或功能，是否必須由中央政府提供，但又要有一定

程度的運作獨立或決策自主性？如果是，能否由新成立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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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來提供？  

（四）地方政府或其它地方、區域的公共組織  

1、  如果這項服務或功能必須由公部門提供，能否由地方或區域

層級的政府或公共組織來提供？  

（五）由私人機構或志願團體來辦理  

1、  這項服務或功能必須由公部門提供嗎？  

2、  可否由私部門或非營利部門來提供？  

3、  在私部門或非營利部門中，是否已有提供這項服務或功能的

機構？  

4、  可否透過契約，由私部門或志願部門來提供？  

5、  可否由社會企業來提供？  

（六）成立臨時性的機構來辦理  

1、  此功能是否只需在特定期間之內進行？能否設置有期限的機

構，其任務完成後即關閉？  

（七）成立新的 NDPB（行政法人）來辦理  

1、  由新的 NDPB 提供服務或功能，其成本與效益為何？  

2、  NDPB 的自由與彈性，如何對於提供服務或功能帶來好處？  

3、  如何建置 NDPB？需要立法嗎？  

4、  NDPB 會遵守《良善法人治理原則》（Principles of Good 

Corporate Governance）嗎？  

5、  為何 NDPB 比上述的其他模式更適合？  

6、  這項服務或功能有沒有至少符合政府的「三項檢驗」

（Government’s three tests）2的其中一項？   

                                                 
2
 關於「三項檢驗」，其包括：第一，該功能是否為技術性，需外部專家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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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何確保部長對於此項服務或功能的最終課責性？  

8、  是否已經探討、評估其他可能的所有選項了？  

需特別說明的是，英國內閣辦公室主管 NDPBs 的相關政策，各

部會計劃成立新的行政法人時，必須與內閣辦公室討論，由內閣辦公

室會與考慮成立新行政法人的部會、財政部（HM-Treasury）、國家統

計局（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來共同決定是否要成立行政法人

（Cabinet Office, 2012: 7）。由於英國近年深受財政赤字的困擾，故英

國政府頗為重視成立新法人對於國家財政所造成的影響，是以，財政

部在評估成立新行政法人的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Cabinet Office, 

2012: 13）。任何設立新行政法人的提案，都必須由內閣辦公室部長核

准，而且提案必須有符合比例、結構良好且經成本計算的營運企劃書

（business case）來支持。另外，當設置新行政法人可能導致重大支出

或產生財政衝擊，或是需要立法時，財政部應參與研商。在作成任何

關於新行政法人的決定或宣布之前，內閣辦公室部長與財政部長必須

正式參與研商。一旦行政法人的設置提案獲得同意，營運企劃書必須

發佈於相關部會的網站，內閣辦公室可提供建議與支援（Cabinet Office, 

2012: 11）。  

有關新行政法人營運企劃書的內容，英國政府也有詳盡的規範，

至少要有：（一）清楚界定這項服務或功能，並提出證據說明為何它

是必須的；（二）清楚呈現主管部會已探討提供這項服務或功能的所

有可能選項；（三）對於行政法人及其他可行的所有選項，進行更完

整的評估，包括所有選項的成本效益分析；（四）關於行政法人這個

選項，要說明其如何依據《良善法人治理原則》（Principles of Good 

Corporate Governance）來設置，以及如何納入主管部會三年一度的評

鑑；（五）根據財政部的《五項企劃模組》（Five Case Model），各部

會要提出推動變革所需的策略、經濟、商業、財務、管理企劃。營運

企劃書也需要針對該項服務或功能，進行政府「三項檢驗」的評估

                                                                                                                                      
第二，提供該功能，是否必須保持絕對的政治中立，如某些管制性或補助性的功

能；第三，提供該功能是否需獨立於部長（Cabinet Office, 201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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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binet Office, 2012: 11-12）。  

三、小結  

英國於 2012 年發布《NDPBs 設立許可程序》，對於成立新的行政

法人，建立一套嚴謹之評估架構與具體做法。根據這套評估架構，除

了成立新的行政法人之外，必須同時將政府不設置新機構、交由現存

的中央部會或公共組織、成立政署、交由地方政府、交由民間團體、

成立臨時性機構等選項，一併納入評估。換言之，英國之評估選項是

非常多元的，行政法人僅為其中之一。另需特別說明的是，該評估架

構與做法不是針對某一類型之行政組織轉型為行政法人而來，而是當

部會計劃成立任何一個新的 NDPB（當然包括行政法人）時，皆要經

過相關程序，並要獲得部會、內閣辦公室、財政部之同意。由於該架

構非常嚴謹，兼顧英國當今之財政處境，並且導入成本效益分析、法

人治理，對於我國而言，應具相當之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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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日本  

一、獨立行政法人制度概述  

獨立行政法人為橋本龍太郎於選舉之際，提出「橋本願景

(vision)」，並與國民約定政治公約下之產物。1996 年，橋本內閣組成

後，召開多次之行政會議，檢討當時肥大僵硬化的日本政府體制，並

參照英國的政署（executive agency）制度進行改革，逐步建立獨立行

政法人之基本方向。1997 年 9 月 3 日，行政改革會議提出「中間報告」，

揭示獨立行政法人之制度框架（岡本義朗，2008：15-29）。1997 年 12

月 3 日，行政改革會議提出「最終報告」，完成獨立行政法人制度之大

方向（岡本義朗，2008：33）。1998 年 6 月 9 日，日本國會通過《中

央省廳等改革基本法》，並於同月 23 日成立中央省廳等改革推動本部

（以下簡稱「本部」）。1999 年 1 月 26 日，本部提出《中央省廳等改

革相關大綱》，揭示中央省廳改革之細節，之後即刻展開立法作業。4

月 27 日，本部提出《中央省廳等改革推動相關方針》。1999 年 7 月，

日本公布《獨立行政法人通則法》（以下簡稱「通則法」）、《獨立行政

法人通則法相關法律整頓法》及《總務省設置法》等三項基準法（劉

坤億，2010：39）。1999 年 12 月，日本國會通過 59 個獨立行政法人

之個別法。2001 年 1 月，前述三項基準法正式施行，並於同年 4 月先

成立 57 個獨立行政法人（劉坤億，2010：42），其它獨立行政法人亦

陸續設置。迄 2013 年 10 月，日本總計成立 100 個獨立行政法人。 3
 

 

二、行政組織轉型獨立行政法人之評估架構與問題分析  

依據上述《通則法》第 2 條第 1 項，獨立行政法人係指「基於國

民生活及社會經濟安定等公共利益之觀點，對有必要實施但依其性質

非必要由國家親自直接予以實施之事務及事業，如其委由民間機構辦

理恐有不被實施之虞；或有必要令單一主體獨占性地實施，方得以促

                                                 
3日本總務省網站，網址：http://www.soumu.go.jp/main_sosiki/hyouka/dokuritu_n/d

okuhou_ichiran.html，檢索日期：2013 年 10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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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該事務或事業有效率或有效果地推動者，依據獨立行政法人通則法

或個別法之規定所設立之法人。」關於日本獨立行政法人之設置，主

要有二大來源，分別為：將原有中央省廳所管事業或事務獨立行政法

人化，以及由特殊法人與認可法人改制而來，前者又稱為「先行獨立

法人」，而後者則稱為「移行獨立行政法人」（岡本義朗，2008：71-72；

劉坤億，2010：45）。有關這兩類獨立行政法人之轉型過程以及面臨之

問題，以下分別加以說明。  

（一）先行獨立行政法人：由中央省廳所管之事業、事務轉型  

關於先行獨立法人，係指由中央省廳所管事業或事務改制而來的

獨立行政法人，其源於 1998 年 6 月日本制定《中央省廳等改革基本法》

（以下簡稱「基本法」），將獨立行政法人制度納入中央省廳改革（劉

坤億，2010：42）。基此，日本政府根據基本法第 36 條與第 43 條，檢

討國立大學、國立病院及療養院、考試研究機關、檢查檢定機關、文

教研修設施、作業設施、矯正收容設施等事務或事業，是否移轉民間

或地方公共團體、廢止，或獨立行政法人化。經評估結果，符合獨立

行政法人化之事業或事務，計有：考試研究 56 個、文教研修及醫療衛

生 18 個、檢驗檢定 5 個、作業設施 5 個，以及貿易產業研究所、貿

易保險、駐軍等勞工等事務、造幣局及印刷局 5 個，一共 89 個事業

或事務符合獨立行政法人化之條件（劉宗德，2005：16）。1999 年 4

月 27 日，中央省廳改革推動本部決定《中央省廳等改革推動相關方

針》，除了確定獨立行政法人制度骨架，也確定這 89 個事業、事務獨

立行政法人化之方針（劉坤億，2010：42）。  

值得一提的是，這 89 個獨立行政法人化之事務、事業，其之所以

作為獨立行政法人化之具體判斷標準卻付之闕如，其間之共通點亦難

以理解，因而受到批評（劉宗德，2004），顯示日本當年對於中央省廳

主管之事務、事業是否要轉型為獨立行政法人，缺乏明確之評估架構。 

（二）移行獨立行政法人：由特殊法人、認可法人轉型  

移行獨立行政法人係指由特殊法人與認可法人改制而來的獨立行

政法人。根據行政改革推進事務局的定義，所謂的特殊法人，為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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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不適交由企業經營，但限於制度，若由國家自行經營將缺乏效率，

故以特別的法律而設立之獨立法人，在國家監督下，賦予一定程度的

獨立自主來辦理業務。至於認可法人，亦為依據特別法律設立之獨立

法人，由民間等關係人集合而任意設立者（林素鳳，2002），但因須經

主管機關認可，所掌事業或事務內容，多具有公共性，多有由政府出

資成立者，實質上與特殊法人無異（劉宗德，2005：16-17）。長年以

來，特殊法人與認可法人飽受官商勾結、責任不明、經營缺乏效率、

不透明、缺乏自律、組織業務自我繁殖、欠缺自律等批評，或其角色

因時代變遷而失其原來設立目的，或與民間事業之業務重疊而失其存

在必要。  

日本為推動改革，2001 年 6 月通過《特殊法人等改革基本法》，

規定設置「特殊法人等改革推進本部」，自該法施行之日（2001 年 6

月 22 日至 2006 年 3 月 31 日）為集中改革期間（林素鳳，2002）。2001

年 12 月，通過《特殊法人等整頓合理化計畫》，明示將特殊法人等之

事務或事業移轉至獨立行政法人。2002 年 10 月，行政改革推進本部

公布《特殊法人等廢止、民營化及獨立行政法人設立等基本方針》（劉

坤億，2010：42）。日本政府依據「事業維持之意義不高」、「經營顯著

不符收益」、「民營化較有效率」等標準，評估將特殊法人與認可法人

進行廢止、民營化、民間法人化或獨立行政法人化（劉宗德，2005：

17）。最後於 163 個特殊法人及認可法人中，挑選出 38 個，將其整併

為 36 個獨立行政法人（劉宗德，2005：17）。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為加強特殊法人轉型為獨立行政法人之誘

因，2001 年 12 月 19 日內閣官房《特殊法人等組織重新檢討之各類型

基本方針規定》：「關於國家就事業執行應以其責任實施之政策性事

業，以伴隨清算行為之補助金等提供資金。在此，政府承認於獨立行

政法人業務中，國家就其執行負有基本責任之業務亦應存在。」（岡本

義朗，2008：698；轉引自劉宗德，2009：17）換言之，日本行政組織

轉型為獨立行政法人之後，對於國家應負擔之基本職責，政府依然會

預算支持。然而，獨立行政法人僅能依據國家交付之目的來使用補助

金，不能自主運用，此有違獨立行政法人之制度旨趣（岡本義朗，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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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1；劉宗德，2009：18）。   

綜合以上之說明，有關日本獨立行政法人之改制系絡，包含將國

家之業務抽離而成立先行獨立法人，以及由特殊法人（包含極為相似

的認可法人）轉型為移行獨立行政法人，可用圖 2-1 來表示：  

 

圖 2-1 日本獨立行政法人改制系絡圖  

資料來源：総務省独立行政法人評価，網址：http://www.soumu.go.jp/main_sosiki/hyouka/
dokuritu_n/index.html，檢閱日期：2010/5/11；轉引自劉坤億，2010：46。  

 

需特別說明的是，日本在推動中央省廳改革時，以減少 25%之公

務員為目標（林素鳳，2002），獨立行政法人的成員是否要具備公務員

身分，亦為評估法人化的一項重點。是以，依據成員公務員身分的有

無，獨立行政法人可分為兩類：公務員型與非公務員型。公務員型的

獨立行政法人又稱為「特定獨立行政法人」，根據通則法第 2 條第 2

項，這類獨立行政法人為「該業務之停滯，將對國民生活或社會經濟

安定造成窒礙難行者，根據獨立行政法人之目的及業務性質之綜合考

量，有必要賦予其職員國家公務員身份者。」簡單來說，特定獨立行

政法人與國民生活、社會經濟為高度相關，目前有包含國立病院機構

在內的 8 個獨立行政法人屬之，成員大部分具有公務員身分。至於非

公務員型的獨立行政法人，其又稱為「非特定獨立行政法人」，其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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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與國民生活、社會經濟的關係，較特定獨立行政法人來得低一些，

成員不具公務員身分，目前計有 92 個獨立行政法人屬之。 4
 

三、小結  

日本獨立行政法人主要是由中央省廳所管事業或事務，以及由特

殊法人、認可法人改制而來。前者為前行獨立行政法人，類似我國行

政機關、機構或事業單位改制，但因改制缺乏具體判斷標準而受到批

評。後者為移行獨立行政法人，類似我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改制，

依據「事業維持之意義不高」、「經營顯著不符收益」、「民營化較有效

率」等標準，將特殊法人、認可法人廢止、民營化、民間法人化或獨

立行政法人化。另外，獨立行政法人的成員是否要具備公務員的身分，

亦為評估重點。再者，日本在推動成立獨立行政法人之同時，也會將

性質類似之組織整併，可供我國參考。  

                                                 
4
 出處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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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德國  

德國公法人為籠統而集合式的概念，分為公法上社團法人、公法

上財團法人、公法上公營造物法人等三種類型（李建良，2002：43-59；

黃錦堂，2005：294-295），並無直接對應我國行政法人之概念。窺其

發展歷程，德國公法人係自行政機關或其內部單位（指公法上財團法

人、公法上公營造物法人）或民間團體（指公法上社團法人）經歷法

律化之過程（Verrechtlichung）獨立而出，就預算、會計、審計、人事

等方面，享有一定程度之自主性權限，其目的為追求專業、避免權威，

以有效利用民間社會力促進發展（陳小蘭，2007：41；Schröder，2007：

236）。相較於此，我國行政法人制度著眼於國家行政任務中，不適合

或無須由國家行政機關自為執行，將該等行政任務自一般行政部門移

出，交由另行設立之公法人擔當。5此等思維，一部分呼應德國法脈絡

下所謂「行政機關法人化」之概念，行政機關自國家行政科層體制獨

立出，在組織意義上進一步安排入上述三個集合式概念下，俾與國家

保持一個適當距離，從而與行政法人制度有若干類似之處（許宗力，

2007：465-466、491 以下；林三欽，2010：94）。儘管「德國公法人

由母體獨立而出，且須有法律為依據」與我國行政法人比較上之類似

性，亦不容忽略以下兩點實踐上差異：其一，德國公法人的員工並非

全為公務員或全非公務員，需視該法人之法律而訂；其二，德國公法

營造物之成立目的，係為避免政治力或經濟力入侵，而非著眼於追求

績效（黃錦堂，2004：71-73）。準此，行政法人化在組織形式意義上

雖得以籠統對應德國法上組織公法人化的徑路，但深究行政法人作為

行政組織改造選項的制度旨趣，亦即組織財政平衡、績效管理、人力

素質、服務品質提升、業務執行成效等改革精神，應予參照者毋寧是

近年來德國所推展行政革新之內容，即彼邦在新調控模式底下引入「績

效促進導向之公法人」類型（行政組織分權化之整體責任模型）。  

                                                 
5
 按民國  100 年  04 月  27 日通過之行政法人法第 2 條第 1 項之定義，所謂行政

法人，係「指國家及地方自治團體以外，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執行特定

公共事務，依法律設立之公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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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績效促進導向之公法人產生之背景  

1980 年代盛行於英美的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理

念，滲透到德國法上行政革新進程的版本即是新調控模式（Das Neue 

Steuerungsmodell）（Bull/Mehde，2009：510；Wolff/ Bachof/ Stober/ 

Kluth，2010：226；黃錦堂，2005：225）。新調控模式作為調控典範

與改革芻議，係建立在兩個不同方向的修正基礎。一方面著眼於公行

政的組織與內部結構，欲藉由行政組織體的獨立化與功能分流化來突

破傳統行政一體的侷限；另一方面則聚焦在反省公行政與人民的外部

關係，希望透過行政作為企業經營者（Von der Behörde zum 

Dienstleistungsunternehmen）的「指導圖像」（Leitbild）取代以法適用

為取向的官僚模式（KGSt-Bericht Nr. 5/1993；Schneider，2002：114）。

該理念將行政服務視為商品，行政機關與人民關係擬制為顧客關係，

目標在於建構類似私人企業般非集中化的指揮與組織結構。由於非集

中式的分權化組織仍必須由集中式的調控中心作策略性管制

（Schmidt-Aßmann，2006：§ 1 Rn. 41），故法律改革的焦點放在組織、

人事、預算、會計、審計間對於公共任務履行之交互影響，並揭示一

般性的改革藍圖（Deckert/Wind，1996：2-3；Mehde，2000：41ff.）。

針對當前公行政之缺失與困境，諸如欠缺民眾導向的思維、投注成本

無法反映給付績效、沒有策略性的目標指引、僵化的薪資對價結構難

以提供效能導引的動因、資源調控缺乏彈性、績效控管與報告機制效

能不彰、公共財政預算困窘等現象（Deckert/Wind，1996：8-9；

Wolff/Bachof/Stober/Kluth，2010：226-227），新調控模式的重要要素

包括（KGSt-Bericht Nr. 5/1993：16ff.；Reichard，1994：35-36；

Schuppert，2000：1003）：  

（一）  顧客導向思維與企業化經營模式：對於競爭取向保持開放

並引進市場思維；  

（二）  終端調控取代初始之調控（Steuerung über Inputs）：強化

目標與結果之評估甚於嚴格的法適用羈束；  

（三）  分權化的專業責任與資源責任：保持距離（auf Abstand,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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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m’s length）作為策略性調控取代例行公事的持續干預，俾

使行動者享有較高自主性；在有效中央框架調控的前提下進

一步使分權化的行政單源自主調控，取代官僚式中心主義；

在確保清楚、透明的責任結構前提下取向於區段化、進一步

授權的結果責任（專業責任與資源責任之一體性，Einheit von 

Fach- und Ressourcenverantwortung）取代組織一體上無責任

心的境況（organisierte Unverantwortlichkeit）；  

（四）  顧客取向之品質標準與品質管理；  

（五）  強調國家擔保責任：在強化運用外部服務提供者的任務領

域 將 責 任 關 懷 聚 焦 在 地 方 自 治 團 體 的 核 心 權 限

（Kernkompetenz der Kommune）；  

（六）  新興人事、預算、會計調控機制之引入：更致力於成本與

績效的透明性，尤其是藉由全面性的成本算計以及績效之掌

握與評價，此有賴於績效管理與報告機制（Controlling und 

Berichtswesen ）與以預算編定及控制為目的之預算審計

（Budgetierung）之引入；主要取決於績效表現與未來導向之

人事發展的管理方針。  

透過引入成本效益算計思維補充甚至調整官房學（kameralistisch）

傳統下之會計體系（即引進商業經營管理式的雙重簿記），在協商管理

框架下締結目標協議，接著建立預算審計制度與課予分權化資源責

任，最後以品質控管與報告機制落實績效管理，成為上揭思維要素落

實之四大手段，主要實踐在組織法（任務承擔與權限分配）、預算法（財

務會計審計）和人事相關法令（Dahm，2003）。其中，扮演新調控模

式之轍軸即是分權化的整體責任模式（dezentrale Gesamtverantwortung 

der Fachbereich）（Schuppert，2000：708ff.；Schwarting，2005：32-37；

Voßkuhle，2006：§ 1 Rn. 53f.；黃錦堂，2005：231）。德國法上行政

組織課責傳統，係建立在專業責任與資源責任之區分上。當前業務處

理權責與資源處理權責之區分影響著當前對於業務處理權責機關之調

控，主要透過集權式的跨層級機關（Querschnittsämter）居中分派資源。

有鑑於資源運用與組織任務履行間的密切關聯，此種業務與資源處理

權責之區分實踐上已不當限制業務處理機關的活動空間。業務處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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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Fachamt）並無法將某一任務節省下來的資源利用到其他業務目

的，造成機關領導階層對於節約之規範性要求欠缺動因。個別的行政

體（Verwaltungseinheit）既然結構上無法誘發成本意識，而成本意識

恰恰是行政節約的前提要件。其衍生後果是地方業務處理機關與中央

資源處理機關在任務遂行不順的場合彼此扞格、互推責任。比方說中

央機關應當要對於組織缺失負責，而該組織缺失在業務處理機關的權

限範圍內理當可以被排除，但因為有中央機關，所以無法排除。準此，

有必要透過組織變革來矯正此一成本思維，其在於資源責任下放

（Schuppert，2000：709；1998：171ff.）。並將資源責任分權化作為

在行政組織內部建構分權化整體責任的前提（ KGSt-Bericht Nr. 

5/1993：27f.）。被下授權限之單位主管負責業務之決定一方面享有組

織、人事、經費自主權，他方面須為其決定負相關之整體責任。  

在聯邦與各邦層級，均可見到新調控模式之嘗試，其亦不侷限於

直接國家行政（以地域性公法人為行政主體），更擴及到間接國家行政

（以功能關聯性之公法人為行政主體）之層面，例如德國聯邦勞動署

（Bundesagentur für Arbeit）。惟公行政運用新調控模式與分權化整體

責任模式，主要仍在地方自治層級。其組織變革取向於「以分權化資

源責任為基礎的組織形式」（ Dezentrale Ressourcenverantwortung 

unterstützende Organisationsformen）。其重點放在：（一）有司機關或

部門的給付能力作為前提：須以一定規模與給付能力之機關或部門作

為分權對象，給付能力與規模取決於對於組織、人事、會計預算上的

專業性；（二）成本算計的機構建置；（三）享有特別預算之機構；（四）

鑑於特定任務履行設置特別組織形式之彈性化：對於某些具有期程性

的計畫，得以設置期限性的組織形式，例如專案團隊（Projektgruppe）。

專案係以計畫案之描述所界定，其始於規劃的時點並且因此在一定的

期間內配置特定支援完成；（五）強化服務提供者的課責結構

（KGSt-Bericht Nr. 5/1993：27ff.；von Mutius，1997：685ff.）。易言

之，在分權化整體責任模式下，下授業務處理權責與相關資源處理權

責（包括人事、組織、預算、財務管理與留用），使業務處理權責與資

源處理權責在一定範圍內合一，解消權責區分底下責任無從歸屬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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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黃錦堂，2005：252-253）。  

要之， 德國在行政革新思潮底下推行之新調控模式，理念面上著

眼於公部門定位之改變，從行政機關走向服務提供之企業。其制度配

套上引進成本效益計算、預算審計、績效管理、任務歸屬—履行權限—

成果責任原則、競爭取向，並運用非正式之目標協議、績效協定

（Leistungsvereinbarung）形塑立法權與公行政、公行政機關構彼此間

的法律關係。其目標是維護德國地方自治行政，經由強化結果取向、

績效管理（Controlling）與報告機制（Berichtswesen），確保地方自治

團體民意機關與行政機關之透明性，而提昇總體行政效能（Mehde，

2000：85ff.）。  

二、行政組織納入新調控模式變革之概況與問題分析  

德國在聯邦政府層級，受現代行政與主動國家（der aktivierende 

Staat）的理念指引，以高績效、低成本、強競爭為目標，提升任務履

行之效率與效能。為落實此改革方針，聯邦政府在品質管理的準繩下

針對行政效率、過程品質、產品品質、顧客滿意度、員工滿意度等進

行關聯性調查，透過指導圖像之形塑、目標協議之訂立進行績效管理。

另一方面，亦引進成本效益分析與預算編定及控制程序、產品預算制

度與產品改善機制，例如職司社會保險之聯邦勞動署，在《勞動署 20

00（Arbeitsamt 2000）》的改革方案中致力於提升顧客取向、任務履行

之實效性與經濟性（Wirtschaftlichkeit）（Dahm，2003：110-111）。聯

邦勞動署，原本名稱為德國勞動機構（Bundesanstalt für Arbeit），係

於 1952 年以德意志帝國就業服務與失業保險機構（Reichsanstalt für 

Arbeitsvermittlung und Arbeitslosenversicherung des Deutschen Reic

hes）為模範所建置，職司就業服務與失業保險等行政任務，係德國國

家勞動市場政策之主管機關。德國聯邦層級遂行新調控模式的組織再

造事例。其不僅是名稱上改變，更進行徹底的組織變革（Kruse/Lüdtk

e/Reinhard/Winkler/Zamponi，2008：§ 436 Rn. 1；Schmid，2004：7）。

勞動署 2000 的概念是廢除過去個別專業部門，形塑出領導整合性的仲

介、諮詢與績效團隊。其解決方案是採取顧客導向、服務至上的目標。

聯邦勞動署被賦予的改革圖像是：勞動市場的現代服務提供者。取向



第二章 國外行政組織轉型為行政法人之經驗探討 

27 

於以下幾個原則：置服務於競爭市場、聚焦在就業仲介的核心任務、

具現代性的顧客導向的企業經營模式，以法適用為綱領的制度建置轉

換成目的取向、透過上命下從的階層指示進行細部管制與重視過程控

制由目標協定與結果控制取代，並以提高服務效能為目標（BT-Druck.

 16/505，2006：28-29）。轉型後的聯邦勞動署，從官僚行政機構轉

型成具有獨立法人格、享有自治行政權的公法上社團（SGB III § 36

7 Abs. 1）。其三人組成的董事會為主要領導階層，取代公務員。領

導階層採任期制、升遷制，薪資支給部分並非依照年資，而係依照行

為表現；分權單位在目標協定的框架內享有預算自主權、藉由建立分

紅制度引進競爭要素等（Schmid，2004：7）。質言之，聯邦政府希

望透過組織再造，引入市場與企業經營思維，重新形塑勞動市場政策

的手段，並容許聯邦政府與聯邦勞動署間成立具有行政契約效力之績

效協定（SGB III § 1 Abs. §），落實從機構到政署的新調控模式（V

on der „bürokratischen Anstalt“ zum„Agenturmodell“）思維（Kruse/

Lüdtke/Reinhard/Winkler/Zamponi，2008：§ 1 Rn. 11；Schmid，200

4：7）。  

至於各邦各級地方自治團體均有不同形式與程度的實踐。例如柏

林邦係透過頒行行政改革法，推動以新調控模式為內涵之組織革新，

其中與行政法人思維相契合者，要屬行政機關（構）本於新調控模式

治理思維從內部進行之組織調整（Schuppert， 2000：952ff.；黃錦堂，

2005：244-252）。換言之，除了通過外部法人格之賦予而設立公法人，

亦嘗試自內部組織管理模式之調整，目的已不在於爭取一定之自治行

政權，避免母體機關對其法人事務之過度干預及監督。最為著稱之改

革適例，厥為國立大學公法人之改造。蓋在全球化及歐盟化之浪潮下，

德國國立大學之傳統組織及營運模式，業已不足以因應競爭激烈的世

界高等教育趨勢。從而，在公法上社團法人之形式組織型態下，德國

近年來透過法制框架之創設，為國立大學公法人爭取營運彈性及強化

競爭力之框架條件，朝向管理主義式—企業形式之大學組織體制，略

可相稱於我國「行政法人化」之術語（黃錦堂，2010：144）。  

德國國立大學公法人之改革構想，體現在《大學基準法》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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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如：（一）擴大校長權力；（二）大學諮詢監督委員會（Hochschulrat）

之設置；（三）引進績效管理制度；（四）朝向總額預算與企業會計制

度；（五）修改學校教授與學術研究人員之聘任與待遇規定。總體方向

則是從國家高權管制到大學自主管理輔以國家外部框架調控，從學術

自治到管理自治，並納入市場競爭要素與績效取向思維。此外，《大學

基準法》第 58 條第 1 項第 2 句規定國立大學原則上為公法上社團法

人，同時亦屬國家設施。但得以其他法律形式（Rechtsform）設立之。

準此，國立大學不再侷限於公法上社團法人，晚近各邦亦有在大學基

準法之框架內選擇以公法上財團法人之形式，從內部改造原本國立大

學的組織型態（Bull/ Mehde，2009：513；Trute，2012：276-289；黃

錦堂，2010：149-150）。  

然而，行政組織納入新調控模式變革在組織法面向上至少必須受

基本法第 20 條第 3 項導出之法治國原則與民主原則所相繩。首先，基

本法要求之法治國原則所派生之依法行政原則課予改革主體以下義

務，其必須顧慮分權化所伴隨的權限移轉問題有無滿足制度性法律保

留（ institutionelle Vorbehalt des Gesetzes）、經濟性原則

（Wirtschaftlichkeitsprinzip）在公行政享有裁量權之場合是否最適化

地實現在法律效果上、結果目的導向之績效協定或目標揭示能否滿足

規範法明確性之要求（Dahm，2003：169-186）。其次，依照德國聯邦

憲法法院對於民主原則的理解，新調控模式是否與基本法相符可能有

疑義。按其所揭示之民主原則的規範性內涵，民主正當性不僅在於保

障人民，亦在使人民有效影響國家權力之行使，其得透過制度—功能、

組織—人員或事物—內容三個不同取向來獲致（Böckenförde，1991：

301-307；蕭文生，2008：37-41）。地方自治團體之民意機關對於分權

化後之地方公行政在履行公共任務時如何確保其過去之調控能力，即

屬新調控模式無法迴避的規範性提問，比方說何種權限得以下放、在

何種範圍與條件下得以分權（Bull/Mehde，2009：511；Otting，1997：

82-83）。再者，在實定法層面遭遇的另一個法律問題涉及預算法制之

鬆綁。公行政在新調控模式理念下就組織內部變革的形成餘地一方面

必須顧慮預算法上的固有限制，俾滿足法治國原則底下依法行政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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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要求；他方面縱使欲透過修改預算法來達成組織革新目標，預算法

改革本身亦須滿足基本法所框設之規範性界限。比方預算審計制度之

引入可能表面上抵觸地方財政規劃法（Gemeindehaushaltsverordnung）

上個案預算粗估原則（das Prinzip der Einzelveranschlagung），亦即個

別支出必須依其目的在預算計畫中估算、個別收入則依其原因估算。

準此，該原則禁止收支總體估算。在此實定法限制下雖得以從預算執

行期間之流用容許性（zeitliche Ü bertragbarkeit）與預算項目之支給額

度（Deckungsfähigkeit）獲得部分之預算運用彈性，但其鬆綁預算法

規制之成效仍不及於地方制度法本身之改革。例如北萊茵-西發里亞邦

（Nordrhein-Westfalen）立法者在 1994 年之改革中增訂試行條款

（Experimentierklausel），賦予該邦內政部得基於新調控模式之嘗試作

成組織法或預算法上一定期間內規制效力之措施；Baden-Württemberg

邦則依據地方公庫法（Gemeindekassenverordnung）規定得依聲請准予

對於總預算年度之記帳系統採用商業經營管理式的雙重簿記辦理

（Otting，1997：68-79）。最後，則是落實新調控模式組織革新的法律

關係與具體行為形式，尤其是協商管理框架下之目標協議（Ziel- und 

Leistungsvereinbarung）的法律調控：其行為形式得否定性為聯邦行政

程序法第 54 條以下之行政契約？若否，在何種範圍內基於何種理據得

賦予目標協議或績效協議法律上拘束力、違反該等協議之法律效果為

何？又此等形塑此等協議內容之當事人通常非具有獨立法人格之權利

主體，通常僅是行政主體內部之分支單位，如何突破權利主體之預設，

法律關係理論與非形式化之行為形式理論之交錯運用遂扮演槓桿之作

用（Bull/Mehde，2009：512；Otting，1997：86-87）。Thorsten Ingo Schmidt

即明確指出，績效目標並非毫無準繩，其應合於專門性、可測量性、

可達成性、相關性、時間性等要求，且無論如何應受到行政組織法、

預算法與各該專業法律之三重制約（Schmidt，2008：762-764）。  

以德國國立大學公法人之改革為例，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在 2004

年以《德國基本法》第 5 條第 3 項學術自由保障為規範準繩，審查針

對布蘭登堡邦大學法改革案。其指出立法者的任務在於為自由的學術

環境提供有效的組織建構，其不僅有權利、更有義務使大學的運作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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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時代需求。在承認立法者就組織方式之適當性享有評估特權

（Einschätzungsprärogative）與預斷餘地（Prognosespielraum）之前提

下，只要教學與自由之諸結構能獲得充分確保而不因係爭規定產生結

構性危害，其得自由形成相關基本權主體得參與校務的種類與方式。6

該判決進一步檢討校長與院長之職權與權限規定及其指令權行使界

限、校長與院長對於評鑑事項之介入餘地與資源分派權限、評鑑基準

之模式設定與立法者改善義務之課予、院務會議與校務會議和領導階

層之互動關係（監督權、資訊權與罷免權）、評鑑結果與資源配置之聯

結與資源配置權之歸屬、以及大學校長選任過程有大學諮詢監督委員

會之參與等觀點，均值得立法政策上之借鑒（黃錦堂，2010：166-169；

Trute，2012：289-291）。  

不過，儘管改革希冀賦予德國大學校長享有優勢決定權，但實際

運作上仍多遵從系務與院務會議；儘管改革賦予國立大學更高自主

權，如何確保諸如學生甄選程序、大學評鑑結果、大學規劃與決定能

力以及績效指標形構之品質面？甚至容許大學組織採取財團法人之法

律形式，引入外部董事統治模式，在無法擔保董事會人選之膽識、操

守、行事風格與實績前提下，亦可能衍生對於大學之講學與研究自由

有害之負面效果（黃錦堂，2010：170、179；2005：279-280）。  

 

三、公設財團法人在德國法制之不同概況與問題分析  

本研究計畫觀察重點對象之一係「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亦稱「公

設財團法人」），係指國家或其他行政主體為達成特定之公共目的，依

民法、特別法或設置條例捐助其所有財產而成立、具有獨立法人格之

私法上財團法人（林三欽，2010：106；許宗力，2007：496）。因此難

以歸類入德國前揭三種公法人之型態。但德國並不排除得由私人捐助

成立之私法上財團，經由國家之認可（Anerkennung）而取得公法社團

之地位，此在科學領域、教育領域與文化領域，尤為常見（Ehlers，

1984：24）。  

                                                 
6
 BVerfGE 111, 333 = NVwZ 2005, 315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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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法上財團法人得否作為公法上組織型態，向來伴隨著行政機關

組織形式選擇自由濫用之質疑（Fiedler，2004：61ff.）。國家或其他行

政主體透過捐助行為成立私法上財團法人之行為動因，比方說實現國

家政策之目的、地方自治任務之移轉、創設新的社會給付任務、國家

與地方自治團體任務之私部門化等，而訴諸於獨立法人格之創設。惟

其法律調控手段僅得透過外部捐贈額度之控管以及內部私法人意思形

成機關組成席次之影響能力，故相對於公法人受法律規制的密度較低

（Kaluza，2010：16-27、46）。其實務與學理上備受爭議者，要屬公

設財團法人之定性。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認為財團法人之法律屬性為公

法或私法，取決於該組織是否得整合於行政體系中、是否構成國家秩

序之一部分、是否依公法所建置之機構；此外，在組織規定之財團目

的要素與設立規定外，應併同顧慮與成立該財團法人有關聯的所有事

態。7學說上則有見解認為，承認公設財團法人並不適當，應將所有公

部門依私法所成立之財團法人予以公法化，即根本不容許公設財團法

人之型態；反對見解則以組織形式選擇自由出發，強調重點不再法律

形式之定性，毋寧應關注法律調控之手法與密度（Kaluza，2010：

108ff.）。  

由上述德國法採取私法上財團法人的設立動機可以發現，從法人

化的方向儘管與《行政法人法》的精神相當，但背後的思維方向卻截

然對立，從新調控模式對於行政機關（構）與各機關委辦專案組織或

有實益，但對於公設財團法人不但不是鬆綁，反而是再規制。蓋行政

法人的目標在於組織、人事、預算、會計、審計諸面向的鬆綁，但仍

保有一定程度的公法上法律監督權限。較之於此，德國學理上承認公

設財團法人（如果得）作為組織選擇型態之一，其更進一步跳離公法

的規制範疇，進入私法上財團法人之型態，在已經法人化的前提底下，

彼邦思慮者係是否承認公設財團法人之存在、如何強化對於私法人之

實體監督，而有別於本計畫欲不變動法人格之情況下進行法律形式之

調整，著眼於組織形式（而非實體變革之思維。在我國《行政法人法》

通過後，制度上是否仍容許私法上公設財團法人生存之空間，上揭爭

                                                 
7
 BVerfGE 15, 47 (65);  BVerfGE 46, 73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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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或有參考價值。對此，我國學者許宗力認為「大部分既有的公設財

團法人都有行政法人化之條件與必要。但必須承認的一點是，行政事

務的複雜程度是吾人所無法事先全面預見得到的，一律封殺公設財團

法人之存活空間，無異自縛手腳。…如果不再承認公設財團法人，像

海基會這種組織將找不到安身之所，合法性馬上產生問題。」（許宗力，

2007：496-497）林三欽則認為在公設財團法人針對各種監督機制法制

化前，在法人屬性、財產屬性、是否採基金制與監督機制等面向上，

與行政法人仍有本質上差異（林三欽，2010：106-107）。  

四、評估架構  

行政組織乃是藉由人員、工作技術、行為慣例乃至激勵等各種因

素組成的作用脈絡，並通過該整體脈絡影響行政決定之作成。規制行

政組織之行政組織法並不直接控制個別行政決定之內容，毋寧係以正

確行政決定之作成為目標作為影響行政決定之前提要件。德國法脈絡

中，行政行為尤其透過組織與程序加以調控（Schuppert，2006：§ 16 

Rn. 5），而組織與程序調控在法治國原則與民主原則之要求下需要由

法律賦予其結構（ rechtliche Strukturierung）（Trute，1997：272ff.）。

雖然新調控模式在德國之實踐並非全面勝利。在追求績效、提升客服

品質的同時，由於事物領域牽連甚廣，上至聯邦下至基層地方自治團

體，仍欠缺一套一體適用於諸個案之新調控模式評估架構，來評斷新

調控模式之實踐是否成功。單以大學改革為例，有些邦全面採納新調

控模式，有些邦僅部分依循，更有些邦實施後取消，因為德國大學兼

有承載實現公益目的之任務，能否全面引入私經濟企業經營模式、是

否侵蝕到大學自治之核心領域、對於學術、講學、研究自由產生負面

影響，仍飽受質疑；又強調分權化之結果，可能導致政策或行政管理

之錯誤決定無法透過傳統行政階層結構加以課責。  

但是綜合前揭說明，德國法上新調控模式與分權化總體責任模型

之實踐經驗對於我國行政機關（構）與各機關委辦專案組織之行政法

人化有若干可資借鏡之處。例如在行政組織法之層面，分權化總體責

任模型得以鬆綁傳統階層式的行政結構，擴大政府與行政領導階層的

權限範圍，進而使分權化後的機關或法人享有更大的自主權限。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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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管制的角度觀之，其發展方向是強化國家對於分權化行政單元的外

部調控；從自治行政單元的角度觀之，則是如何強化管理機能並同時

兼顧自治權的維繫。至於課責機制未明之質疑，則得透過績效協定、

績效管理來加以調控，例如在行政作用法之層面，將涉及傳統大學公

共任務履行之績效協定，將該等績效協定定性為行政契約，強化公法

規制的實效。至於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雖然無法順著新調控模式之

方向獲得直接之參照，但仍得循其學理爭議，逆著從財團法人法草案

之評估平行比較行政法人化。茲以圖 2-2 呈現新調控模式思維下之評

估架構。  

蓋行政組織法係在法治國原則與民主原則兩道憲法規範性框架

內，以規制政府及行政行為為目的之權限規範。由於規範內容涉及公

任務之分配，依所欲履行之公任務性質，容有不同的組織架構。任務

公共性越高，越需要高密度的法律調控。法律監督之密度，一方面因

是否適用行政一體原則，區分為較高密度的法律與專業監督以及僅受

法律監督之行政單元；他方面依適用法規範性質差異，公法規範又甚

於私法。德國法分權化整體責任模型主要關懷點是如何鬆綁任務取向

之公法人所受的法律規制，使該公法人在組織、人事與預算三個面向

獲得更大之彈性俾追求更大的效率與效能。但既然仍承擔公任務履行

之責任，即應受法治國原則與民主原則之制約。前者著眼於合法性控

制，後者聚焦在民主正當性之連結與課責機制。此外，在大學校制改

革的領域尚須顧慮大學自治享有的制度性保障。這三者均為德國法採

行新調控模式所必須顧慮之規範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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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德國新調控模式思維下行政組織屬性調整之評估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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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結  

綜而論之，德國法的實踐經驗，由於組織形式選擇自由之肯認與

基本思維之差異，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並沒有行政法人化的問題。又

各機關委辦專案的類型，端視專案委託辦理事務之內容所涉公權力

「有無」（而非高低）來選擇對應之組織型態，例如動力車輛檢驗與

勞動檢查等涉及公權力事項，基本均採取公權力受託人制度

（Beleihung）；倘若無涉公權力事項，鑑於組織形式選擇自由或容許

行政機關以私法組織型態履行公共任務，抑或採取公私協力甚至任務

私部門化來達成公共任務適切履行之目標，與行政法人化之思維雖均

受新調控模式影響，但輸出端之組織選擇形式卻大相逕庭。德國法上

較有參考價值者，實屬聯邦勞動署與國立大學公法人改革經驗，兩者

走的路線均屬行政機關（構）轉型成具有分權化、經營效能強化取向

化之獨立公法人。  

經由回顧文獻上德國法制關於新調控模式與分權化整體責任模型

之實踐經驗，儘管形式上我國法組織革新涉及機關行政法人化的問

題，有別於德國法關注在已經法人化的行政單元內部進行改革與鬆

綁，但其精神與旨趣相去不遠。準此，初步可以掌握以下幾個重點作

為建立我國法制之借鏡：其一，新調控模式重點不在於組織形式意義

上之變動，而在於組織功能如何在任務最適履行與行政決定正確性取

向上進行安排；其二，由於公法人制度由來已久，新調控模式主要落

實在機關組織內部的分權改革，同時進行必要之組織機構整併；其三，

主要實踐之法領域涉及組織法、預算法及人事法，組織法面向著重權

限分配秩序、預算法強調彈性與效益、人事法關心公務員或勞工身份

關係之變動，附隨的法領域尚牽連國家與個人資料保護問題；其四，

組織革新之動因必須同時關懷其設置所欲履行之公共任務內涵，並影

響法律調控之密度；其五，憲法意旨與規範效力在各行政層級與專業

事務領域之貫穿，尤其是民主原則的正當性聯結、法治國原則的組織

預算保障、特別基本權利之客觀制度性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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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綜合討論  

根據前三節之說明，無論是英國行政法人（執行性非部會組織公

共組織）、日本獨立行政法人、德國公法人，與我國行政法人之制度設

計皆不完全相同，而且各國行政組織之類型也有頗大差異。有關英日

德之行政組織轉型為行政法人或公法人，本研究綜合前三節之說明，

將這三個國家之經驗彙整為表 2-1：  

表 2-1 英國、日本、德國行政組織轉型為行政法人或公法人之比較  

   國

家  

比較項目  

英國  日本  德國  

行 政 法 人

或 公 法 人

名稱  

執行性非部會公

共組織  (行政法

人) 

獨立行政法人  公法人  

行 政 法 人

或 公 法 人

之 設 置 目

的  

強化公共課責性

與預算最大效益

化。  

行政減量、員額精

簡，以及強化課

責。  

原追求專業、避免

權威，在新調控模

式下為促進績效。 

轉 型 行 政

法 人 或 公

法 人 之 行

政 組 織 類

型  

原由課責性不足

之 Quangos 轉

型。至於新成立

者，各類行政組織

只要通過設立評

估，皆可轉為行政

法人。可與我國行

政機關(構 )、政府

捐 助 之 財 團 法

人、機關委辦專案

組織對應。  

中央省廳所管事

業或事務轉型為

前行獨立行政法

人，特殊法人與認

可法人轉型為移

行 獨 立 行 政 法

人。可與我國行政

機關(構 )、政府捐

助之財團法人對

應。  

在 新 調 控 模 式

下，以聯邦勞動

署、國立大學公法

人改革最具代表

性，皆屬於由行政

機關 (構 )轉型之

案例。可與我國行

政機關(構 )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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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組 織

轉 型 之 評

估依據  

依據 2012 年 12

月發布之《NDPBs

設立許可程序》，

行政組織轉型為

行政法人為最後

之選擇，在此之

前，需先評估：去

任務化、交由現有

的中央部會或公

共組織、地方政

府、地方性公共組

織、民間機構、成

立新政署、臨時機

構等選項。  

1.中央省廳所管

事業或事務轉

型為前行獨立

行政法人，因缺

乏明確的評估

標準而招致批

評。  

2. 關 於 特 殊 法

人、認可法人之

轉型，除改制為

移行獨立行政

法人，亦會評估

廢止、民營化、

民間法人化。  

1.欠缺一體適用

之評估架構。  

2. 在 法 治 國 原

則、民主國原則

下，行政組織任

務 公 共 性 愈

高，需要愈高之

法律調控，由高

至低依序為：行

政機關、獨立機

關、任務取向之

公法人、行政法

人、公設財團法

人、其它私法

人。  

推 動 行 政

法 人 或 公

法 人 之 重

要經驗  

1.跨部會評估。  

2.考量國家財政。 

3.行政組織改制

之選項多元，且

需經成本效益

分析。  

4.改制前必須提

出營運計畫，並

重視法人治理。 

1.行政組織改制

之選項多元。  

2.改制獨立行政

法人後，職員是

否具公務員身

分為評估重點。 

3.同步推動行政

組織整併。  

1.重視組織之功

能甚於組織形

式。  

2.機關組織內部

分權化，並同時

推動組織機構

整併。  

3.關注預算彈性

與效益，以及公

務員或勞工身

分變動。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從表 2-1 可知，國外制度難與我國直接對照，但從各國推動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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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轉型之經驗中，仍可萃取出對於我國有參考價值之處。例如，英

國經驗可供我國行政機關（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機關委辦專案

組織改制行政法人參考；日本經驗可供我國行政機關（構）、政府捐助

之財團法人改制行政法人參考；德國經驗可供我國行政機關（構）改

制行政法人參考。對此，本研究提出四點發現，並說明這些國外經驗

對於我國之啟示。  

一、行政組織轉型為行政法人或公法人，目的必須明確。  

英日德之行政組織轉型為行政法人或公法人，其目的都相當明

確。以英國而言，設置行政法人之目的，在於矯正 Quangos 這類準政

府組織缺乏公共課責之流弊，強化法人治理；另外，藉由與主管部會

保持「一臂之距」，以較有彈性之制度運作，使政府預算能發揮最大效

益。日本推動中央省廳所管事業、事務、特殊法人、認可法人轉型為

獨立行政法人，係因官僚體系過於龐大，設置獨立行政法人之初衷，

乃是行政減量與員額精簡。在德國方面，公法人並非晚近出現之行政

組織類型，其原本目的為追求專業與避免權威，但自從 1980 年代「新

公共管理」風潮進入德國後，引發「新調控模式」之行政革新，導入

「績效促進導向之公法人」，並以聯邦勞動署、國立大學公法人改革最

具代表性。  

總之，各國推動行政組織轉型為行政法人或公法人，背景雖不盡

相同，但皆有明確目的：英國為強化公共課責性與預算效益極大化，

日本為行政減量與員額精簡，德國為追求專業與促進績效。對於我國

而言，推動行政機構（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各機關委辦專案組

織改制為行政法人，其目的究竟為何，應有一貫之邏輯，不可流於「為

改制而改制」。   

二、行政組織屬性調整之選項應多元化，行政法人未必是惟一或最佳

選擇，且應一併考量組織整併，並以英國之評估架構最具參考價

值。  

根據英日德之經驗，行政法人或公法人皆只是多元行政組織類型

之一種型態，在推動組織轉型時，會考量其它選項，包括整併。以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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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為例，該國在評估行政組織轉型為行政法人之前，必須先評估去任

務化、交由現有中央部會或公共組織、地方政府、地方性公共組織、

民間機構、成立新政署或臨時機構等選項，最後才是評估改制行政法

人。在日本方面，當年推動特殊法人、認可法人轉型，係將廢止、民

營化、民間法人化、獨立行政法人化等選項來一併評估。至於德國，

則是在法治國原則、民主國原則之下，檢討行政組織之任務公共性及

法律調控程度，在行政機關、獨立機關、任務取向之公法人、行政法

人、公設財團法人、其它私法人等選項之間，選擇最適合之模式。而

且，日本、德國在推動行政組織屬性調整時，會一併將性質近似之組

織整併。是以，我國在評估行政組織轉型之可行性時，應以更宏觀之

視野、提供更多元之選項來處理此問題，並將性質近似之組織整併列

入考量，而行政法人只是其中一個可能。值得一提的是，英國於 2012

年 12 月提出之《NDPBs 設立許可程序》（The Approval Process for the 

Creation of Non Departmental Public Bodies）評估架構最完整，深具參

考價值。英國經驗最值得我國借鏡之處，在於當評估行政組織個案之

屬性調整時，應提出具體之評估架構（日本、德國相對不明確），同時

思考多元的可能，不宜陷入「改制行政法人」之單一選項。  

三、推動行政組織轉型為行政法人或公法人，亦可視為「課責系統再

定位」之過程，以增加主管機關、國會支持。  

承上，從英日德之經驗來看，轉型行政組織必須經過多元選項之

評估，無論其評估選項與標準為何，評估之過程就是組織屬性再定位

之過程，而且不僅是組織屬性調整，課責系統也會一併改變。英國政

府將 Quangos 轉型為 NDPBs 時（行政法人為 NDPBs 之其中一種類

型），係強調加強其公共課責，而非制度鬆綁或彈性化。日本將特殊法

人、認可法人轉型為獨立行政法人，也是將這類組織往國家靠攏，加

強課責性。同樣地，德國推動聯邦勞動署、國立大學公法人改革，雖

然在組織法、預算法、人事法上給予組織較大之彈性，但除此之外，

吾人也不能忽略在法治國原則、民主國原則之下，組織屬性經調整後，

其法律課責性亦隨之轉變。  

就我國而言，主管機關或監督機關對於行政組織之監督密度，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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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行政機關（構）為最高，行政法人次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再

次之，專案委辦組織為最低。就學理來說，當行政機關（構）改制為

行政法人，制度確實鬆綁，運作可以更有彈性；然而，當政府捐助之

財團法人、專案委辦組織轉型為行政法人，行政與法律之課責性其實

是增強的，運作彈性反而可能下降。當吾人強調行政法人為制度鬆綁，

往往是從行政機關（構）改制之立場出發，而其它行政組織改制之觀

點未必相同。從英國之經驗來看，行政組織轉型為行政法人，反而是

課責性之增強。是以，本研究認為我國未來推動行政組織（尤其是政

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專案委辦組織）改制為行政法人，可適度強調「課

責系統再定位」，以增加主管機關、國會之支持。  

四、英國與日本之行政法人目前處於制度檢討階段，數量雖減少，但

仍有存在之必要。  

究實而論，英國、日本發展行政法人之歷史較我國為長，數量也

較多，但這些國家近年也出現檢討行政法人之聲浪。英日檢討行政法

人之目的，並非要終結它，或是視之為不良的制度，而是重新評估各

行政法人目前執行之業務，行政法人是否為最適合之組織屬性，不適

合者即予以改變，適合者則繼續保留。從這角度觀之，我國行政法人

制度仍處於發展初期，仍有積極研究與討論之價值，不應因為英日出

現檢討聲浪而輕率否定其制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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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國行政組織轉型為行政法人之經驗探討  

我國政府為推動組織改造，行政院組織改造推動委員會於民國 91

年 8 月 24 日第二次委員會議，通過機關業務檢討原則，並確立朝「去

任務化」、「委外化」（民間能做的，政府不做）、「地方化」（地方能做

的，中央不做），以及「行政法人化」（無須由行政機關做的，由其他

組織做）等四大方向同步進行改革（劉坤億，2006）。自此，行政法人

正式成為我國政府推動組織改造、落實行政分流之重要選項。  

根據《行政法人法》第 2 條，行政法人係指國家及地方自治團體

以外，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執行特定公共事務，依法律設立

之公法人。前述之公共事務須符合下列規定：（一）具有專業需求或須

強化成本效益及經營效能者；（二）不適合由政府機關推動，亦不宜交

由民間辦理者；（三）所涉公權力行使程度較低者。根據行政院研考會

前主任委員施能傑的界說，行政法人是政府為達成特定任務所設置得

一種特別性組織，其特別性主要表現於具有準公司化治理型態，以及

與民意機關低度直接互動，其主要之特徵包括：（一）政府擁有所有權

的非營利組織；（二）政府仍會給予財務支持；（三）具有獨立權利或

義務之意思表示的組織；（四）具有獨立之財務會計的個體；（五）受

監督機關宏觀管理的執行組織；以及（六）擁有獨立管理權的執行組

織。行政法人與行政機關不同處在於，行政機關並不是獨立會計個體，

也不具備獨立管理權；但行政機關具有政策決策權，這是行政法人所

不具備的權力（施能傑，2005）。本章第一至三節，將分別說明我國行

政機關（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各機關委辦專案組織之定義、現

況，以及這些組織轉型為行政法人之情形，並於第四節進行綜合討論。 

第一節  行政機關與機構  

為配合政府組織改造，《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於民國 93 年

6 月正式實施，並於民國 99 年 2 月修正。該法建立中央行政機關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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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共同規範，並界定行政機關與機構之意涵。本節將依序說明行政機

關、機構之定義與現況，以及行政院推動行政機構轉型為行政法人之

經驗。  

一、定義與現況  

我國行政機關之定義，係規定於《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

3 條。行政機關為就法定事務，有決定並表示國家意思於外部，而依

組織法律或命令設立，行使公權力之組織。根據基準法第 6 條，行政

機關依其層級，可分為四級：一級機關為院（如行政院），二級機關為

部（如內政部）或委員會（如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三級機關為局（如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或署（如經濟部水利署），四級機關為

分署或分局，但性質特殊之機關得另定名稱。至於行政機構，根據基

準法第 3 條及第 16 條，機構為機關依組織法規將其部分權限及職掌劃

出，以達成其設立目的之組織，其類型包括：實（試）驗、檢驗、研

究、文教、醫療、社福、矯正、收容、訓練等類型，其層級等同三級

機關或四級機關。  

根據行政院研考會前主任委員施能傑之說法，基準法區隔行政機

關、行政機構之初衷，在於機關行使之公權力程度高，其作為涉及人

民之權利義務，組織法必須經國會通過，故機關轉型為行政法人之可

行性低；然而，行政機構行使之公權力之程度低，其所作所為較不涉

及人民之權利義務，較具轉型為行政法人之可行性。是以，本研究在

資料蒐集以探討行政機關、機構轉型為行政法人之可行性時，係以行

政機構為主要對象。  

經本研究之調查結果，迄 2013 年 11 月 22 日，行政院各部會主管

之三級機構有 44 個（詳如附錄二），四級機構多達 217 個（詳如附錄

三），一共 261 個。我國推動行政法人之過程中，曾有多個行政機構

被考慮轉型為行政法人。有關各部會所主管之三級、四級機構數量，

如表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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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行政院各部會主管之三級、四級機構數量一覽表  

日期：2013 年 11 月 22 日  

主管機關  三級機構  四級機構  

內政部  1 4 

外交部  1 0 

國防部  0 1 

財政部  0 1 

教育部  9 2 

法務部  3 74 

經濟部  2 1 

交通部  1 3 

文化部  8 9 

衛生福利部  1 40 

退輔會  3 51 

農委會  7 19 

勞委會8
 1 12 

客委會  1 0 

環保署  2 0 

原能會  2 0 

人事行政總處  2 0 

小計  44 217 

資料來源：本研究團隊與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共同整理。  

註：未臚列於本表之部會，皆無主管之三級機構或四級機構。  

 

二、轉型行政法人  

行政機構受限於人事、會計、採購等公務法規，運作缺乏彈性，

                                                 
8
 2014 年 1 月 29 日，制定公布《勞動部組織法》及相關組織法，2 月 17 日，改制

升格為「勞動部」，本計劃執行期間位於勞動部成立之前，故仍以勞委會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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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難以有效達成組織設立目的。自 2002 年 8 月行政院組織改造推動委

員會提出「行政法人化」，至 2008 年由民進黨政府執政期間，行政院

共提出三波行政法人化優先推動個案，但僅有教育部監督之國立中正

文化中心（以下簡稱兩廳院）於 2004 年 3 月完成行政法人化（詳見第

六章第三節）。  

在第一波優先推動個案中，除兩廳院之外，尚有：教育部之國家

教育研究院（整併對象包括：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國立編譯館、

國立教育資料館、臺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臺灣省中等學校教師

研習會等機構）、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管之國家臺灣文學館、國立

台灣交響樂團等機構；第二波優先推動個案，僅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之國家農業研究院，試圖整併農委會所屬試驗研究機構（整併對象包

括：農業試驗所、林業試驗所、畜產試驗所、水產試驗所、家畜衛生

試驗所、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茶業改良場、

種苗改良繁殖場等機構），並轉型為行政法人；至於第三波優先推動個

案，計有：內政部警政署主管之警察廣播電臺臺、教育部主管之國立

科學工藝博物館、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主管之國家龍潭研究院（計劃

由核能研究所更名）等機構被列入名單。  

我國推動前三波行政法人優先個案之過程中，面臨許多阻力，導

制推動不順遂，主因包括：（一）當時行政法人化的法制要件及其配套

措施不足（多位受訪者認為應先通過《行政法人法》）；（二）政策環境

不確定性高，優先改制單位的組織成員對於行政法人制度仍抱持許多

疑慮；（三）推動行政法人化之相關機關間，以及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

間，對於行政法人制度及其推動工作的共識程度並不高；（四）當時的

政治氛圍並不利於行政法人制度的推動（劉坤億，2006）。  

2011 年 4 月 8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行政法人法》，但院會也通

過「施行三年內改制行政法人數以不超過五個為原則，並俟各該法人

成立三年後評估其績效，據以檢討本法持續推動之必要性」之附帶決

議，顯示立法院仍對行政法人有所保留，未讓行政部門放手推動。根

據行政院之規劃，目前計劃優先推動行政法人化之行政機構，計有國

家中山科學研究院（現為國防部軍備局所屬研究機構）以及衛武營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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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文化中心籌備處（現為文化部主管，將與位於臺北之國立中正文化

中心整併為國家表演藝術中心）等機構，目前其行政法人設置條例皆

已函送立法院審議。  

綜上所述，我國過去以及目前推動行政機構轉型為行政法人，係

以試驗、研究、文教等類型之機構為最大宗。依據行政院民國 101 年

年 5 月 10 日訂頒之《落實員額總量管理精實機關人力配置策略方案》，

其中策略議題 2「改善行政運作環境，活化員額彈性調整」規定，由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建構適合以行政法人運作之業務領域及具改制條

件機關之認定標準，並以醫療、研究、文教、試驗等機關為優先檢討

對象。在此同時，整併性質近似、規模較小之行政機構，亦是一項重

要工作。有關我國行政機構過去推動行政法人化之經驗，茲整理為表

3-2：  

表 3-2 行政院推動行政機構轉型為行政法人之情形一覽表  

行政法人推動個案  監督機關  推動情形  

第

一

波  

國立中正文化中心  教育部  
民國 93 年 3 月 1 日正式成立。現為行

政法人。  

國家教育研究院  教育部  

整併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國立編譯

館、國立教育資料館、臺灣省國民學校

教師研習會、臺灣省中等學校教師研習

會等機構。民國 100 年 3 月 30 日正式

成立，現為三級機構。  

國家臺灣文學館  文建會  
擬由國立臺灣文學館改制。現為四級機

構。  

國立臺灣交響樂團  文建會  
擬由國立臺灣交響樂團改制。現為四級

機構。  

第

二

波  

國家農業研究院  農委會  

擬整併農業試驗所、林業試驗所、畜產

試驗所、水產試驗所、家畜衛生試驗

所、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特有生物研

究保育中心、茶業改良場、種苗改良繁

殖場。目前該些機構皆為三級機構，並

未整併。  

第 警察廣播電臺臺  內政部  擬由警察廣播電臺改制。現為四級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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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波  

構。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

館  
教育部  

擬由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改制。現為三

級機構。  

國家龍潭研究院  原能會  擬由核能研究所改制。現為三級機構。 

推

動

中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  文化部  

擬整併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衛武營藝術

文化中心籌備處。迄 102 年年 10 月 31

日，設置條例仍於立法院審議中。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

院  
國防部  

擬由中山科學研究院改制。迄民國 102

年 10 月 31 日，設置條例仍於立法院審

議中。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另外，行政院為利於行政機關（構）改制為行政法人時，預作規

劃相關應辦理事項，已於民國 101 年 10 月 12 日函頒「機關（構）改

制行政法人應研擬之法規彙整表」、「機關（構）改制行政法人應辦

理事項、時效及分工表」（詳見附錄五），規定作業流程以及需研擬

之法規，包括：行政法人董（理）事及監事遴聘及解聘辦法、董（理）

事長遴聘作業辦法、董（理）事及監事利益迴避範圍及違反處置準則、

組織章程、人事管理規章、內部控制規章、稽核作業規章、公有財產

管理使用收益辦法、會計制度規章、績效評鑑辦法、採購作業實施要

點、董（理）事會及監事會議事規則、機關（構）改制前後職務對照

表、機關（構）改制行政法人隨同移轉繼續任用人員人事管理辦法，

由監督機關、改制機關（構）、籌備推動小組來擬定，詳見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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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機關（構）改制行政法人應研擬之法規彙整表  

法規名稱  辦理機關  備註  

行政法人董（理）事及監

事遴聘及解聘辦法  
監督機關  

個別組織法律或通

用性法律授權訂定

本項規定時  

行政法人董（理）事長遴

聘作業辦法  
監督機關  

首長制者，應研擬行

政法人首長遴聘作

業辦法  

行政法人董（理）事及監

事利益迴避範圍及違反

處置準則  

監督機關  

首長制者，應研擬行

政法人首長利益迴

避範圍及違反處置

準則  

機關（構）改制行政法人

隨同移轉繼續任用人員

人事管理辦法  

監督機關  

 

行政法人組織章程  
改制機關（構）、籌備

推動小組  

 

行政法人人事管理規章  
改制機關（構）、籌備

推動小組  

 

行政法人內部控制規章  
改制機關（構）、籌備

推動小組  

 

行政法人稽核作業規章  
改制機關（構）、籌備

推動小組  

 

行政法人公有財產管理

使用收益辦法  
監督機關  

 

行政法人會計制度規章  
改制機關（構）、籌備

推動小組  

 

行政法人績效評鑑辦法  監督機關   

行政法人採購作業實施

要點  

改制機關（構）、籌備

推動小組  

 

行政法人董（理）事會及

監事會議事規則  

改制機關（構）、籌備

推動小組  

個別設置條例立法

院通過後研擬  

機關（構）改制前後職務

對照表  

改制機關（構）、籌備

推動小組  

個別設置條例立法

院通過後研擬  

資料來源：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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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1945 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我國政府為配合經濟發展政策，開

始捐助成立財團法人，對重點產業進行培育扶植，以及執行公共任務

（劉承愚等，2002：177）。後來，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的性質趨於多

元，除經濟庶務之外，尚涵蓋：政治、外交、法律、教育、傳媒、衛

生、科學、國防、社會服務等（張四明、劉坤億，2010）。以下分別

就我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定義與現況、轉型行政法人之相關文獻

進行探討。  

一、定義與現況  

究實而論，由於法務部主管之《財團法人法》尚未通過，缺乏政

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的法律定義，故目前的認定標準，係依據《預算法》

第 41 條之規定，只要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 50%，以及日本撤退臺

灣接收其所遺留財產而成立之財團法人即屬之。 9
 雖然這類組織目前

雖然還沒有精確的定義，但仍具備共通的特徵，包括：第一，均依據

依《民法》、特別法或設置條例，有捐助財產最低總額限制，並應向

法院辦理登記；第二，以接受政府補助或委辦業務收取的費用，作為

維持運作的主要資金來源；第三，可自訂內部管理規章；第四，接受

政府資源挹注，故其監督密度應比民間財團法人為高（林桓，2005；

黃新福，2008）。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提供之資料，行政院依據《預算法》第 41

條第 4 項之規定，將 102 年度預算書送交立法院審議之政府捐助之財

團法人，計有 122 個（詳如附錄四）。行政院各部會主管政府捐助之

財團法人家數如表 3-4 所示，以農委會主管 24 個為最多，經濟部主管

23 個次之。有關行政院各部會主管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數量統計，

如表 3-4 所示：  

 

                                                 
9
 依據《預算法》第 41 條第 4 項：「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 50%之財團法人及日
本撤退台灣接收其所遺留財產而成立之財團法人，每年應由各該主管機關將其年
度預算書，送立法院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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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102 年度行政院各部會主管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數量一覽表  

主管機關  數量  

內政部  12 

外交部  3 

國防部  1 

金管會  7 

教育部  10 

法務部  3 

經濟部  23 

交通部  6 

蒙委會  1 

僑委會  2 

文化部  12 

衛生福利部  7 

退輔會  1 

原能會  2 

國科會 10
 2 

農委會  24 

環保署  1 

陸委會  1 

原民會  1 

通傳會  2 

行政院  1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提供。  

二、轉型行政法人  

近年來，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頗受媒體與國會的關注，常被質疑

的各種問題主要包括：（一）稀釋政府捐助比例至 50%以下，有規避

                                                 
10

 民國 103 年 3 月 3 日國科會升格為科技部，惟本研究案當時仍為國科會，故行

文時仍以國科會敘述之，在此特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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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監督的疑慮；（二）董監事由主管機關指派，有「球員兼裁判」

的爭議；（三）主管機關對董事會的掌控能力，可能隨法人成立年代久

遠而下降；（四）董事長、高階主管常有人事酬庸之質疑；（五）財務

上仍相當依賴主管機關；（六）有公產轉私產之可能；（七）法人缺乏

退場機制（李天申，2013）。由此可見，我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課

責性有加強之空間，而將其轉型為行政法人，即為可思考之選項。  

有多位學者認為，政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可考慮直接轉型為行

政法人，以強化其課責。例如，林三欽（2010：116）即主張，政府捐

助之財團法人並非公務機關，無需處理公務人員之權益問題，可積極

研議改制為行政法人之可能。另外，孫煒（2012：518-519）亦建議，

可考慮將透過立法而成立的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優先轉型為行政法

人，因為這些財團法人所執行之任務多半是行政機關無法達成，而其

所負擔的內容多具壟斷性、管制性，或規模、金額龐大且具有特殊公

益目的。而根據張四明、劉坤億（2010：176）之實證調查，部分政府

捐助之財團法人及其主管部會也認為，行政法人可列為政府捐助之財

團法人的組織轉型選項，只是尚未建立換軌機制。  

需特別說明的是，在 122 個由行政院各部會主管之政府捐助之財

團法人中，有 11 個是依據設置條例設立，包括：經濟部主管之中華經

濟研究院、工業技術研究院設置條例，文化部主管之國家文化藝術基

金會、中央廣播電臺、中央通訊社，衛生福利部主管之國家衛生研究

院，國科會主管之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外交部

主管之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原民會主管之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

會，以及直接由行政院主管之國防工業發展基金。另外，部分財團法

人是由政府制定特別法予以設置或監督，例如：內政部主管之二二八

事件紀念基金會、衛生福利部主管之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文化部

主管之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教育部主管之高教育評鑑中心基金

會、退輔會主管之榮民榮眷基金會、農委會主管之中央畜產會等（張

四明、劉坤億，2010：39）。這些財團法人之成立，皆經過國會同意，

並被主管機關賦予特殊公共任務，其影響國家利益或全民福祉的程度

可能較高，改制行政法人的討論空間亦相對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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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臺灣電影文化中心（現為財團法人國家電影資料館，文化

部主管）已被列為優先行政法人化之個案，但嗣經 2011 年 1 月 24 日

行政院組織改造推動小組委員會議決議，考量其籌建及維運方式尚待

重新研議，其組織法案暫不函送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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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各機關委辦專案組織  

政府為執行公共任務，過往除了自行捐助成立財團法人之外，亦

可能透過委託民間機構成立專案組織來辦理，但目前尚無有系統的盤

點與研究。根據本研究委託機關之需求，舉例提出資安、勞動、災防、

住宅等類型。以下僅就本研究團隊蒐集之資料，進行介紹。  

一、資安  

行政院於民國 90 年 1 月第 2718 次院會核定通過第一期「建立我

國通資訊基礎建設安全機制計畫」，成立「國家資通安全會報」，並委

託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成立「國家資通安全會報技術服務中心」，

協助行政院研考會執行政府資通安全組相關工作，並提供政府機關事

前安全防護、事中預警應變、事後復原鑑識等技術服務。 11
 

二、勞動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依據《勞動檢查法》第 17 條之規定：「中央主

管機關對於危險性機械或設備之檢查，除由勞動檢查機構派勞動檢查

員實施外，必要時亦得指定代行檢查機構派代行檢查員實施」，委託中

華鍋爐協會、中華壓力容器協會、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辦理

危險性機械或設備之代行檢查，檢查種類包括：起重機具、升降機具、

鍋爐、第一種壓力容器、高壓氣體特定設備、高壓氣體容器。對此，

受委託機構皆成立代檢組，負責執行相關事務。  

三、災防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依據《災害防救法》第 7 條第 3 項之規定：

「行政院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提供中央

災害防救會報及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有關災害防救工作之相關諮

                                                 
11

 參考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技術服務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icst.org.tw
/icst_page.aspx?par=520070007400490044003D0056005F0069006E00740072006F00
6300680074005F0056003100260070006100720032003D003100260070006100720034
003D003300260070006100720035003D003100260070006100720036003D003100260
0660069006C007400650072003D00720061006E006B0073006500710020003D002000
27003100270026006D0073003D00330038003100，瀏覽日期：2013 年 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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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加速災害防救科技研發及落實，強化災害防救政策及措施」，成立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並委由國家實驗研究院代管。該組織之主要

目的為：（1）推動與執行防救災科技之研發、整合加值事宜；（2）推

動防救災科技研發成果之落實與應用；（3）運用災害防救相關技術，

協助、支援災害防救工作；（4）促進災害防救科技之國際合作及交流；

（5）協助大專院校、研究機構參與災害防救科技之研究發展及其應

用；（6）其他與防救災科技相關之業務。 12目前，行政法人組織法案

已函送立法院審議。  

四、住宅  

住宅係由內政部營建署主管。依據《住宅法》第 3 條：「社會住宅：

指由政府興辦或獎勵民間興辦，專供出租之用，並應提供至少百分之

十以上比例出租予具特殊情形或身分者之住宅。」另外，根據同法第

27 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興辦之社會住宅，得自行或委託

經營管理。」但目前並無具體之案例，且內政部正推動社會住宅行政

法人。  

                                                 
12

 參考國家災害科技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ncdr.nat.gov.tw/Introductio
n.aspx?WebSiteID=5853983c-7a45-4c1c-9093-f62cb7458282&id=2&subid=34&PageI
D=2，瀏覽日期：2013 年 7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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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綜合討論  

綜合前三節之說明，本節對於我國行政組織轉型為行政法人之經

驗，進行綜合討論，並聚焦於兩個議題：（一）行政機關、行政機構、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各機關委辦之專案組織、行政法人等五種組織，

其異同為何？（二）根據《行政法人法》第 2 條，行政法人以所涉公

權力行使程度較低者為限，其中「公權力行使程度」之概念究竟為何？   

一、我國各類行政組織之比較  

對於我國行政機關、行政機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各機關委

辦之專案組織、行政法人等五種行政組織，以下分別就其法律定義、

法人格、意思機關、人事制度、會計制度、年度預算審查、採購制度、

績效評鑑、資訊公開等項目，比較本質差異，並整理為表 3-5。  

從表 3-5 可知，本研究認為我國行政機關、行政機構、行政法人

之各項制度已大致完備，監督密度高，不易失控。另外，政府捐助之

財團法人過往常招致批評，但近年其監督密度已大幅增加，不僅主管

機關需對法人辦理績效評鑑，其預算書也需送立法院審議。至於各機

關委辦之專案組織，其本質就是「委外」，組織之自主性也最高。整體

而言，各類行政組織皆具有公共性，但其自主性不相同，由低至高依

序為：行政機關（構）＜行政法人＜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各機關委

辦之專案組織。  

表 3-5 我國各類行政組織之比較表  

行政組織  

 

 

比較項目  

行政機

關  

行政機

構  

政府捐助

之財團法

人  

各機關委

辦之專案

組織  

行政法人  

法律定義  

就法定

事務，有

決定並

表示國

家意思

機關依

組織法

規將其

部分權

限及職

政府捐助

基金累計

超過 50%

之財團法

人及日本

無法律定

義。  

國家及地

方自治團

體以外，由

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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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外

部，而依

組織法

律或命

令設

立，行使

公權力

之組

織。（中

央行政

機關組

織基準

法第 3

條）  

掌劃

出，以達

成其設

立目的

之組

織。（中

央行政

機關組

織基準

法第 3

條）  

撤退臺灣

接收其所

遺留財產

而成立之

財團法

人。（預算

法第 41 條

第 4 項）  

機關，為執

行特定公

共事務，依

法律設立

之公法

人。（行政

法人法第 2

條第 1 項） 

法人格  
無法人

格。  

無法人

格。  

有法人

格。  

無法人

格。  
有法人格。 

意思機關  
機關首

長。  

機構首

長。  
董事會。  

依各組織

之情況而

定。  

以董事會

為原則，例

外可採理

事會或首

長制。  

人事制度  

依公務

人員人

事法規

辦理。  

依公務

人員人

事法規

辦理。  

自訂人事

管理規

章。  

依各組織

之情況而

定。  

自訂人事

管理規章。 

會計制度  

依照政

府會計

法規辦

理。  

依照政

府會計

法規辦

理。  

自訂會計

制度辦

理，符合一

般公認會

計原則即

可。  

依各組織

之情況而

定。  

依《行政法

人會計制

度設置準

則》，自訂

會計制度

辦理。  

年度預算

審查  

必需送

立法院

審議。  

必需送

立法院

審議。  

必需送立

法院審

議。  

必需送立

法院審

議。  

政府機關

核撥之經

費超過行

政法人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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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預算

收入來源

50%者，應

送立法院

審議。  

採購制度  

完全依

照《政府

採購法》

辦理。  

完全依

照《政府

採購法》

辦理。  

除符合《政

府採購法》

第 4 條所

定情形，否

則不適用

該法之規

定。  

除符合《政

府採購法》

第 4 條所

定情形，否

則不適用

該法之規

定。  

除符合《政

府採購法》

第 4 條所定

情形，否則

不適用該

法之規定。 

績效評鑑  

依照《行

政院所

屬各機

關施政

績效管

理要點》

辦理。  

依照《行

政院所

屬各機

關施政

績效管

理要點》

辦理。  

依照《政府

捐助之財

團法人績

效評估作

業原則》辦

理。  

無規定。  

依照《行政

法人法》以

及個別行

政法人設

置條例辦

理。  

資訊公開  

依照《政

府資訊

公開法》

辦理。  

依照《政

府資訊

公開法》

辦理。  

免依照《政

府資訊公

開法》辦

理。  

免依照《政

府資訊公

開法》辦

理。  

依照《政府

資訊公開

法》辦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公權力行使程度」概念之釐清  

依據《行政法人法》第 2 條規定，行政法人為執行特定公共事務，

須符合下列規定：具有專業需求或須強化成本效益及經營效能者；不

適合由政府機關推動，亦不宜交由民間辦理者；所涉公權力行使程度

較低者。該法所稱專業需求、經營效能及公權力行使程度等均屬較為

抽象之法律概念。本節從行政法學之角度，對於「公權力行使程度」

此一概念進行論述。  

（一）公權力之學理  

學理上關於「公權力」概念之討論，多圍繞「行政之種類」。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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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行政任務法律形式觀點進行之分類，可區分公權力行政與私經濟行

政。公權力行政又稱高權行政（ hoheitliche Gewalt, hoheitliche 

Verwaltung），係指行政機關居於高權主體的地位，以公法規定為基礎

所從事的所有行政措施與活動（陳敏，2011：16；吳庚，2008：10-11；

李建良，2012：69-71；董保城，2011：26）。而所謂「高權」，係指實

質行政機關居於統治高權地位，所施行之各種行政。舉凡人民與國家

或住民與地方自治團體間之權利義務事項，均屬公權力行政之對象（李

惠宗，2012：7）。公權力行政的範疇，不僅侷限在干預行政，於給付

行政的領域，亦可見公權力行政的運用。前者為傳統行政作用中最主

要的一種類型，其主要特徵在於行政以一般抽象性的行政命令或個別

性的行政處分，課予人民一定的義務，必要時並採取強制手段，以達

行政目的；後者則是現代民主及社會法治國家的特色之一，強調行政

與人民之間的對等關係，並以公法手段創設、確認、變更、消滅人民

的權利義務。公權力行政的行為方式，主要有行政命令、行政處分、

行政契約及公法上的事實行為等。於地方自治的領域，尚包括地方自

治規章、如自治條例與自治規則。由於公權力行政對於人民權利造成

直接的影響，故通常須嚴格遵守依法行政原則的要求。德國學界有將

公權力行政的概念，再細分為「統治高權行政（狹義的高權行政）」與

「單純高權行政」二者。此種區分主要著眼於國家在個別案件中所使

用的國家權力類型。析言之，行政若運用片面具拘束力的規制措施，

如行政命令、行政處分或自治規章，以規範人民與國家之間的關係，

即屬狹義的高權行政，其主要特徵是規制的「片面性」，例如，稅捐機

關的課稅處分，或警察機關的取締處罰處分，或建管機關對於人民所

提出的建造申請為准駁的處分等。反之，單純高權行為通常指該行政

行為雖係指基於公法規範，但並未運用具片面規制性的公權力（李建

良，2012：69-71）。公權力行為包括：（1）運用命令、強制等手段干

涉民自由權利之行為。例如行使警察權、課稅權。（2）運用提供給付、

服務、救濟、保護、輔助等公法方法，以實現行政目的之行為。例如：

實施社會保險、設置學校、鋪設道路、設置公共設施、提供清潔服務

等，以公法方法實現給付行政（林錫堯，2006：3-4）。前司法院長翁

岳生甚至認為：「公權力幾乎與公法行為相符合，所以凡是不屬於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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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之行為者，則都是公法上的行為。」（翁岳生，1994：23）準此，公

法與私法之區別標準對於公權力行為之界定，至關重要（利益說、主

體說、修正主體說）（李惠宗，2012：9-12）。  

倘擴張公權力之概念及於所有國家權力，則包括立法權、執行權

（行政權）、司法權（審判權）、考試權（行政權）、監察權；執行權又

包括統治權（統治行為）、狹義行政之執行權與軍事指揮權（國防防衛）

（董保城，2011：5）。  

（二）實務見解  

實務上關於公權力之見解，主要聚焦在「國家賠償法」第 2 條第

2 項之解釋論。按最高法院 80 年台上字第 525 號判決要旨：「依國家

賠償法第二條第二項前段規定，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

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國家固應負損害賠償責

任，所謂行使公權力，係指公務員居於國家機關之地位，行使統治權

作用之行為而言。並包括運用命令及強制等手段干預人民自由及權利

之行為，以及提供給付、服務、救濟、照顧等方法，增進公共及社會

成員之利益，以達成國家任務之行為。如國家機關立於私法主體之地

位，從事一般行政之補助行為，如購置行政業務所需之物品或處理行

政業務相關之物品，自與公權力之行使有間，不生國家賠償法適用之

問題。」再按法務部 85 年 5 月 10 日法 85 律決字第 11355 號函：「…

二、按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二項前段所謂『行使公權力』，係指公務員

居於國家機關之地位，行使統治權作用之行為而言，並包括運用命令

及強制等手段干預人民自由及權利之行為，以及提供給付、服務、救

濟、照顧等方法，增進公共及社會成員之利益，以達成國家任務之行

為。」  

（三）小結  

首先，關於公權力之界定，學理與實務概以「公私法區別理論」

將私經濟行政（行政私法、行政輔助、行政營利）排除所剩餘之國家

行為，認為涉及公權力。行為性質上是否具侵益性或授益性，則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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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問。福利行政中意包括許多非權力作用，基於擴大保障人民權益之

立場，亦應包含於公權力之概念內（李震山，2007：65）。  

至於公權力行使高低，關聯於所欲達成之行政任務與所採取之行

政行為形式。傳統國家核心任務諸如稅務行政、軍事行政、警察行政

等以物理力或法律力為後盾執行者，其不僅私經濟行政運用機會較低

（但並非絕不可能，例如軍警亦有採購需求而運用行政輔助行為），亦

較難以用行政契約之行為形式履行該等行政任務，而高度仰賴高權性

格較為濃厚的行政處分。但鑑於行政機關對於履行行政任務所運用的

行為形式（究竟採用行政處分或行政契約甚至私法契約）享有行為形

式選擇自由（Formenwahlfreiheit），尚難逕自僅因某行政機關履行其

執掌之行政任務多運用行政契約，而逆推其公權力色彩較低，仍應輔

以組織法上任務權限與行為法上之職務權能進行綜合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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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行政組織屬性調整之問卷調查分析  

本研究實施問卷調查為資料輔助蒐集之性質，其目的在於通盤瞭

解行政機關（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各機關委辦專案組織之現況，

並調查受測單位對於本身組織目前定位及未來屬性調整之偏好。然

而，本研究在進行問卷調查之前，曾召開焦點團體座談，多位受訪者

表示行政機關行使公權力程度偏高，不適合將其轉型為行政法人；至

於行政機構，其行使公權力程度偏低，較具有行政法人化之討論空間。

另外，本團隊經與委託機關討論，將需問卷調查之各機關委辦專案組

織界定為「各部會委託特定機構成立或代管之專案組織，藉以執行公

共任務，時間至少三年，並且部會每年委辦該特定機構之金額皆達新

臺幣一億元者」，但根據各部會之回覆結果，皆無完全符合條件之組

織。是以，本研究最後以行政機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這二類行政

組織為受測對象，並請組織首長填答。  

需特別說明的是，本研究於問卷正式施測之前，於 2013 年 6 月

10 日至 13 日期間，邀請 9 位於行政機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服務

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在職專班（EMPA）碩士（皆已畢業）試填，

以確保題目容易理解，並將其意見列為問卷修正之參考。在委託機關

之行政協助下，問卷於 2013 年 7 月 29 日至 8 月 19 日期間正式施測。

本章分成三節，前兩節分別就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之行政機構、政府捐

助之財團法人的問卷調查結果進行分析，第三節為小結。  

第一節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三級及四級行政機構  

本問卷（詳見附錄六）係針對我國三級、四級行政機構，對 261

個機構首長接受訪查，總計回收 185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70.88%。

以下分別依問卷之「基本資料」、「組織概況」、「組織業務與監督」、

「組織公共性」、「組織屬性與設置目標」等五個部分，就受測者之

意見來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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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資料  

在組織屬性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有高達 109 個機構的受測者認

為，其所屬單位之組織屬性並非「機構」而是「機關」，比率達到 58.9%，

而自我認知為三級機構、四級機構者，僅分別占 22.7%、36.2%。在員

工實際人數方面，共有 141 個受測機構低於 200 人，占絕大多數之

76.2%。至於首長身分，有 181 個機構首長為公務人員，高達 97.8%。 

表 4-1 行政機構問卷調查結果—基本資料  

題目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目前組織

屬性  

三級行政機關  42 22.7 22.7 

四級行政機關  67 36.2 36.2 

三級行政機構  32 17.3 17.3 

四級行政機構  44 23.8 23.8 

總和  185 100.0 100.0 

正式員工

實際人數  

15以下  10 5.4 5.4 

16~50 45 24.3 24.3 

51~100 47 25.4 25.4 

101~200 39 21.1 21.1 

201~300 16 8.6 8.6 

301~400 6 3.2 3.2 

401~500 6 3.2 3.2 

501~600 2 1.1 1.1 

601~700 3 1.6 1.6 

701~800 1 0.5 0.5 

801~900 3 1.6 1.6 

901~1,000 2 1.1 1.1 

超過1,000  5 2.7 2.7 

總和  185 100.0 100.0 

首長身份  

公務人員  181 97.8 98.9 

非公務人員  2 1.1 1.1 

總和  183 98.9 100.0 

遺漏值  2 1.1  

總和  185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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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組織概況  

關於組織概況，本問卷是調查行政機構之人事制度彈性、會計制

度彈性、採購制度彈性、業務運作彈性。在行政機構之人事、會計、

採購制度等題目方面，這三題認為其彈性「偏低」或「非常低」之受

測者，分別為 40.0%、38.9%、37.3%，「普通」者高達 55.1%、56.8%、

57.8%，至於認為彈性「偏高」或「非常高」者僅有 4.9%、4.3%、4.8%，

顯示人事、會計、採購等制度彈性普遍不高。在業務運作之彈性方面，

受測者之反應稍好，認為「偏低」或「非常低」之行政機構為 17.8%，

「普通」者為 65.9%，「偏高」或「非常高」為 15.7%，代表行政機

構之業務運作彈性為中等。整體而言，行政機構之人事、會計、採購

等三項制度以及業務運作之彈性，受測者是不太滿意的，皆有改善空

間。  

表 4-2 行政機構問卷調查結果—組織概況  

題目  次數  百分比  
有效  

百分比  
平均數  標準差  

您認為貴機關

(構 )現行人事制

度的彈性為？  

1非常

低  
23 12.4 12.4 

2.54 0.801 

2偏低  51 27.6 27.6 

3普通  102 55.1 55.1 

4偏高  7 3.8 3.8 

5非常

高  
2 1.1 1.1 

總和  185 100.0 100.0 

遺漏

值  
0 0 

 

您認為貴機關

(構 )現行會計制

度的彈性為？  

1非常

低  
23 12.4 12.4 

2.54 0.780 2偏低  49 26.5 26.5 

3普通  105 56.8 56.8 

4偏高  7 3.8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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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非常

高  
1 0.5 0.5 

總和  185 100.0 100.0 

遺漏

值  
0 0  

您認為貴機關

(構 )現行採購制

度的彈性為？  

1非常

低  
18 9.7 9.7 

2.59 0.775 

2偏低  51 27.6 27.6 

3普通  107 57.8 57.8 

4偏高  6 3.2 3.2 

5非常

高  
3 1.6 1.6 

總和  185 100.0 100.0 

遺漏

值  
0 0  

您認為貴機關

(構 )現行業務運

作的彈性為？  

1非常

低  
6 3.2 3.3 

2.97 0.708 

2偏低  27 14.6 14.7 

3普通  122 65.9 66.3 

4偏高  25 13.5 13.6 

5非常

高  
4 2.2 2.2 

總和  184 99.5 100.0 

遺漏

值  
1 0.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組織業務與監督  

關於業務與監督，本問卷是調查行政機構之人員具備專業知識技

能之必要性、強化成本效益的必要性、強化經營效能的必要性、讓社

會多元參與的必要性、受到主管部會監督的強度、受到立法院監督的

強度。依據受測者所屬行政機構之業務性質，關於人員具備專業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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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之必要性，認為「偏高」或「非常高」者高達 76.2%，反映多數

行政機構之業務是相當專業的，一般人員未必能勝任。至於強化成本

效益之必要性、強化經營效能之必要性這二題，受測者認為「偏高」

或「非常高」之總比例分別為 44.3%、54.0%，顯示約有半數之行政機

構，有導入企業管理精神之高度需求。在讓社會多元參與的必要性方

面，認為「偏高」或「非常高」者亦高達 57.3%。此外，認為主管機

關、立法院之監督強度「偏高」或「非常高」之行政機構，比例分別

為 63.8%、44.4%，顯示行政機構普遍受到強度不低的外部監督。  

表 4-3 行政機構問卷調查結果—組織業務與監督  

題目  次數  百分比  
有效  

百分比  
平均數  標準差  

依據貴機關 (構 )

業務性質，您認

為人員具備專

業知識技能的

必要性為？  

1非常

低  
0 0 0 

4.02 0.766 

2偏低  4 2.2 2.2 

3普通  40 21.6 21.6 

4偏高  89 48.1 48.1 

5非常

高  
52 28.1 28.1 

總和  185 100.0 100.0 

遺漏

值  
0 0 

 

依據貴機關 (構 )

業務性質，您認

為強化成本效

益 的 必 要 性

為？  

1非常

低  
3 1.6 1.6 

3.40 0.842 

2偏低  18 9.7 9.7 

3普通  82 44.3 44.3 

4偏高  66 35.7 35.7 

5非常

高  
16 8.6 8.6 

總和  185 100.0 100.0 

遺漏

值  
0 0 

 

依據貴機關 (構 )

業務性質，您認

1非常

低  
2 1.1 1.1 3.58 0.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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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強化經營效

能 的 必 要 性

為？  

2偏低  14 7.6 7.6 

3普通  69 37.3 37.3 

4偏高  75 40.5 40.5 

5非常

高  
25 13.5 13.5 

總和  185 100.0 100.0 

遺漏

值  
0 0 

 

依據貴機關 (構 )

業務性質，您認

為讓社會多元

參與的必要性

為？  

1非常

低  
1 0.5 0.5 

3.61 0.854 

2偏低  17 9.2 9.2 

3普通  61 33.0 33.0 

4偏高  81 43.8 43.8 

5非常

高  
25 13.5 13.5 

總和  185 100.0 100.0 

遺漏

值  
0 0 

 

您認為貴機關

(構 )受到主管部

會監督的強度

為？  

1非常

低  
0 0 0 

3.84 0.796 

2偏低  4 2.2 2.2 

3普通  63 34.1 34.1 

4偏高  76 41.1 41.1 

5非常

高  
42 22.7 22.7 

總和  185 100.0 100.0 

遺漏

值  
0 0 

 

您認為貴機關

(構 )受到立法院

監 督 的 強 度

為？  

1非常

低  
3 1.6 1.6 

3.49 0.867 
2偏低  11 5.9 5.9 

3普通  89 48.1 48.1 

4偏高  56 30.3 30.3 

5非常 26 14.1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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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總和  185 100.0 100.0 

遺漏

值  
0 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組織公共性  

關於行政機構之公共性，本問卷分成「所涉公權力程度」、「所

涉公共利益程度」等二題來調查，最高為 10 分，最低為 0 分。13根據

評估之結果，高達 60.7%之行政機構所涉公權力程度為偏低之 0 至 5

分，另有 59.5%之行政機構所涉公共利益為偏高之 6 至 10 分。由此可

見，對於受測之行政機構而言，其所涉公權力普遍不高，但卻有頗高

之公共利益。  

表 4-4 行政機構問卷調查結果—組織公共性  

題目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您認為貴機

關(構 )的主要

業務，所涉公

權力程度

為？  

0 4 2.2 2.2 

1 21 11.4 11.4 

2 18 9.7 9.7 

3 21 11.4 11.4 

4 21 11.4 11.4 

5 27 14.6 14.6 

6 10 5.4 5.4 

7 13 7.0 7.0 

8 20 10.8 10.8 

9 8 4.3 4.3 

10 22 11.9 11.9 

總和  185 100.0 100.0 

遺漏值  0 0  

您認為貴機
0 1 0.5 0.5 

1 6 3.2 3.2 

                                                 
13

 由於公權力程度、公共利益程度之概念較抽象，不易操作化，故本研究係採舉

例之方式來調查。詳見附錄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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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構 )的主要

業務，所涉公

共利益程度

為？  

2 10 5.4 5.4 

3 21 11.4 11.4 

4 11 5.9 5.9 

5 26 14.1 14.1 

6 24 13.0 13.0 

7 27 14.6 14.6 

8 27 14.6 14.6 

9 15 8.1 8.1 

10 17 9.2 9.2 

總和  185 100.0 100.0 

遺漏值  0 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五、組織屬性與設置目標  

雖然受測者普遍認為，採用行政機構之組織屬性來運作，制度與

運作缺乏彈性，也受到頗強的外部監督，且對於人員專業知能、成本

效益、經營效能、社會多元參與有頗高的需求，但卻有 58.4%之受測

者認為，行政機構達成組織設置目標之可能性是「偏高」或「非常高」，

認為可能性「偏低」或「非常低」者僅有 9.7%，顯示多數行政機構對

於組織屬性調整之態度，是相當保留的。  

表 4-5 行政機構問卷調查結果—組織屬性與設置目標 (1) 

題目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

比  

平均

數  
標準差  

整體而言，您

認為貴機關

( 構 ) 以目 前

的 組 織 屬

性，能有效達

成組織設置

目標的可能

性為？  

1非常低  2 1.1 1.1 

3.62 0.872 

2偏低  16 8.6 8.6 

3普通  59 31.9 31.9 

4偏高  82 44.3 44.3 

5非常高  26 14.1 14.1 

總和  185 100.0 100.0 

遺漏值  
0 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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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關於不同組織屬性能有效達成組織設置目標的可能性，本

研究請受測者就各種組織屬性之達成可能性，由高至低來排名。對於

第一選擇，有高達 84.9%之行政機構認為，「維持現狀」最可能達成

組織設置目標，其次才是 7.0%之「改制為行政法人」。第二順位係以

「改制為行政法人」為最多，占 21.6%，且遠高於其它選項。至於第

三、四之選擇，則分別是以「改制為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民營

化」為最多。整體來看，受訪者普遍偏向於維持行政機構，改制為行

政法人則是次佳選項。  



行政組織屬性調整可行性評估之研究 

70 

表 4-6 行政機構問卷調查結果—組織屬性與設置目標 (2) 

題目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對於貴機關

(構 )而言，能

有效達成組

織設置目標

的可能性，排

第1高的組織

屬性為？  

維持現狀  157 84.9 89.2 

改制為政府捐

助之財團法人  
4 2.2 2.3 

改制行政法人  13 7.0 7.4 

民營化  2 1.1 1.1 

總和  176 95.1 100.0 

遺漏值  9 4.9  

對於貴機關

(構 )而言，能

有效達成組

織設置目標

的可能性，排

第2高的組織

屬性為？  

維持現狀  5 2.7 8.3 

改制為政府捐

助之財團法人  
11 5.9 18.3 

改制行政法人  40 21.6 66.7 

民營化  4 2.2 6.7 

總和  60 32.4 100.0 

遺漏值  125 67.6  

對於貴機關

(構 )而言，能

有效達成組

織設置目標

的可能性，排

第3高的組織

屬性為？  

維持現狀  1 0.5 1.8 

改制為政府捐

助之財團法人  
38 20.5 69.1 

改制行政法人  9 4.9 16.4 

民營化  7 3.8 12.7 

總和  55 29.7 100.0 

遺漏值  130 70.3  

對於貴機關

(構 )而言，能

有效達成組

織設置目標

的可能性，排

第4高的組織

屬性為？  

維持現狀  2 1.1 3.9 

改制為政府捐

助之財團法人  
3 1.6 5.9 

改制行政法人  1 0.5 2.0 

民營化  45 24.3 88.2 

總和  51 27.6 100.0 

遺漏值  134 72.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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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捐助之財團法人  

本問卷（詳見附錄六）係針對我國 122 家由行政院各部會捐助之

財團法人最高行政首長（如：執行長、院長、秘書長等類似 CEO 職位

者）進行普查，總計回收 72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59.0%。以下分別

依問卷之「基本資料」、「組織概況」、「組織業務與監督」、「組

織公共性」、「組織屬性與設置目標」等五個部分，就受測者之意見

來進行分析。  

一、基本資料  

根據本研究之調查結果，有 41.7%之受測者表示其所屬財團法人

員工人數在 15 人以下，有 77.8%之人數不到 50 人，顯示規模普遍不

大，業務近似之財團法人應有整併之空間。另外，有 40.3%之受測者

表示，所屬財團法人之董事長具公務員身分，而且兼任財團法人董事

長之公務員，其層級通常不低，通常為主管部會首長或副首長，容易

引起「球員兼裁判」之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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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問卷調查結果—基本資料  

題目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正式員工  

實際人數  

15以下  30 41.7 42.9 

16~50 15 20.8 21.4 

51~100 11 15.3 15.7 

101~200 4 5.6 5.7 

201~300 3 4.2 4.3 

301~400 4 5.6 5.7 

401~500 0 0 0 

501~600 0 0 0 

601~700 1 1.4 1.4 

701~800 0 0 0 

801~900 0 0 0 

901~1,000 0 0 0 

超過1,000  2 2.8 2.9 

總和  70 97.2 100.0 

遺漏值  2 2.8  

總和  72 100.0  

董事長身份  

公務人員  29 40.3 41.4 

非公務人員  41 56.9 58.6 

總和  70 97.2 100.0 

遺漏值  2 2.8  

總和  72 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組織概況  

關於組織概況，本問卷是調查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的人事制度彈

性、會計制度彈性、採購制度彈性、業務運作彈性。對於人事、會計、

採購等制度，多數受測者認為其彈性為「普通」，這三題分別為 55.6%、

62.5%、66.7%，認為彈性「偏低」或「非常低」之比例，亦分別高達

30.6%、34.7%、27.8%，顯示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雖為私法人，但人

事、會計、採購等制度之彈性並不算高，仍受許多限制。至於其業務

運作彈性，認為「普通」者亦高達 66.7%，「偏低」或「非常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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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16.7%，「偏高」或「非常高」者為 15.3%，代表其業務運作彈性

為中等。整體而言，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的制度與運作，不如一般民

間機構來得有彈性，反而與政府機關類似。  

表 4-8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問卷調查結果—組織現況  

題目  次數  百分比  
有效  

百分比  
平均數  標準差  

您認為貴機關

(構 )現行人事制

度的彈性為？  

1非常

低  
4 5.6 5.8 

2.72 0.725 

2偏低  18 25.0 26.1 

3普通  40 55.6 58.0 

4偏高  7 9.7 10.1 

5非常

高  
0 0 0 

總和  69 95.8 100.0 

遺漏

值  
3 4.2 

 

您認為貴機關

(構 )現行會計制

度的彈性為？  

1非常

低  
5 6.9 7.0 

2.59 0.645 

2偏低  20 27.8 28.2 

3普通  45 62.5 63.4 

4偏高  1 1.4 1.4 

5非常

高  
0 0 0 

總和  71 98.6 100.0 

遺漏

值  
1 1.4  

您認為貴機關

(構 )現行採購制

度的彈性為？  

1非常

低  
9 12.5 12.7 

2.65 0.795 

2偏低  11 15.3 15.5 

3普通  48 66.7 67.6 

4偏高  2 2.8 2.8 

5非常

高  
1 1.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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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和  71 98.6 100.0 

遺漏

值  
1 1.4  

您認為貴機關

(構 )現行業務運

作的彈性為？  

1非常

低  
2 2.8 2.8 

3.00 0.737 

2偏低  10 13.9 14.1 

3普通  48 66.7 67.6 

4偏高  8 11.1 11.3 

5非常

高  
3 4.2 4.2 

總和  71 98.6 100.0 

遺漏

值  
1 1.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組織業務與監督  

關於業務與監督，本問卷是調查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的人員具備

專業知識技能之必要性、強化成本效益的必要性、強化經營效能的必

要性、讓社會多元參與的必要性、受到主管部會監督的強度、受到立

法院監督的強度。關於人員具備專業知識技能的必要性，並無受測者

認為「偏低」或「非常低」，認為「偏高」或「非常高」者合計高達

77.8%，「普通」者亦有 20.8%，顯示這些法人的業務性質都有相當程

度的專業性。另外，關於強化成本效益、強化經營效能、讓社會多元

參與的必要性等三題，結果均以「普通」為最多，人數皆超過四成；

次之為「偏高」或「非常高」，皆界於三成至四成之間；至於認為「偏

低」或「非常低」者皆最少；換言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對於強化

成本效益、強化經營效能、讓社會多元參與等需求也不低。另外，政

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來自於主管部會的行政監督、來自於立法院的立法

監督，這二題認為強度「偏高」或「非常高」之比例分別高達 87.5%、

86.1%，顯示法人受到外部監督的強度相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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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問卷調查結果—組織業務與監督  

題目  次數  百分比  
有效  

百分比  
平均數  標準差  

依據貴機關 (構 )

業務性質，您認

為人員具備專

業知識技能的

必要性為？  

1非常

低  
0 0 0 

4.07 0.704 

2偏低  0 0 0 

3普通  15 20.8 21.1 

4偏高  36 50.0 50.7 

5非常

高  
20 27.8 28.2 

總和  71 98.6 100.0 

遺漏

值  
1 1.4 

 

依據貴機關 (構 )

業務性質，您認

為強化成本效

益 的 必 要 性

為？  

1非常

低  
2 2.8 2.8 

3.25 0.890 

2偏低  10 13.9 14.1 

3普通  32 44.4 45.1 

4偏高  22 30.6 31.0 

5非常

高  
5 6.9 7.0 

總和  71 98.6 100.0 

遺漏

值  
1 1.4 

 

依據貴機關 (構 )

業務性質，您認

為強化經營效

能 的 必 要 性

為？  

1非常

低  
0 0 0 

3.56 0.773 

2偏低  3 4.2 4.3 

3普通  34 47.2 48.6 

4偏高  24 33.3 34.3 

5非常

高  
9 12.5 12.9 

總和  70 97.2 100.0 

遺漏

值  
2 2.8 

 

依據貴機關 (構 ) 1非常 2 2.8 2.8 3.25 0.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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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性質，您認

為讓社會多元

參與的必要性

為？  

低  

2偏低  13 18.1 18.3 

3普通  29 40.3 40.8 

4偏高  19 26.4 26.8 

5非常

高  
8 11.1 11.3 

總和  71 98.6 100.0 

遺漏

值  
1 1.4 

 

您認為貴機關

(構 )受到主管部

會監督的強度

為？  

1非常

低  
0 0 0 

4.26 0.671 

2偏低  0 0 0 

3普通  9 12.5 12.5 

4偏高  35 48.6 48.6 

5非常

高  
28 38.9 38.9 

總和  72 100.0 100.0 

遺漏

值  
0 0 

 

您認為貴機關

(構 )受到立法院

監 督 的 強 度

為？  

1非常

低  
0 0 0 

4.22 0.676 

2偏低  0 0 0 

3普通  10 13.9 13.9 

4偏高  36 50.0 50.0 

5非常

高  
26 36.1 36.1 

總和  72 100.0 100.0 

遺漏

值  
0 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組織公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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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的公共性，本問卷分成「所涉公權力程

度」、「所涉公共利益程度」等二題來調查，最高為 10 分，最低為 0

分。在所涉公權力程度方面，高達 84.7%填答 0 至 5 分，且有 38.9%

認為是完全沒有公權力。在公共利益程度方面，有 72.2%填答 0 至 5

分。整體來看，參與本項調查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其所涉之公權

力程度、公共利益程度皆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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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問卷調查結果—組織公共性  

題目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您認為貴機關

( 構 ) 的主要業

務，所涉公權力

程度為？  

0 28 38.9 38.9 

1 9 12.5 12.5 

2 9 12.5 12.5 

3 8 11.1 11.1 

4 2 2.8 2.8 

5 5 6.9 6.9 

6 3 4.2 4.2 

7 3 4.2 4.2 

8 1 1.4 1.4 

9 1 1.4 1.4 

10 3 4.2 4.2 

總和  72 100.0 100.0 

遺漏

值  
0 0  

您認為貴機關

( 構 ) 的主要業

務，所涉公共利

益程度為？  

0 16 22.2 22.2 

1 8 11.1 11.1 

2 2 2.8 2.8 

3 12 16.7 16.7 

4 3 4.2 4.2 

5 11 15.3 15.3 

6 3 4.2 4.2 

7 4 5.6 5.6 

8 6 8.3 8.3 

9 3 4.2 4.2 

10 4 5.6 5.6 

總和  72 100.0 100.0 

遺漏

值  
0 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五、組織屬性與設置目標  

從以上的分析可知，受測者普遍認為所屬財團法人的制度與運作

缺乏彈性，並且受到非常強的行政監督與立法監督。然而，卻也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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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69.4%的受訪者認為，組織以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的屬性來運作，

是能有效達成組織設置目標的，認為「普通」、「偏低」僅有 25.0%、

5.6%，而且無人認為「非常低」。  

 

表 4-11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問卷調查結果—組織屬性與設置目標(1) 

題目  次數  百分比  
有效  

百分比  
平均數  標準差  

整體而言，您

認 為 貴 機 關

(構 )以目前的

組織屬性，能

有效達成組織

設置目標的可

能性為？  

1非常低  0 0 0 

3.89 0.848 

2偏低  4 5.6 5.6 

3普通  18 25.0 25.0 

4偏高  32 44.4 44.4 

5非常高  18 25.0 25.0 

總和  72 100.0 100.0 

遺漏值  0 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若進一步檢視受測者對於組織屬性的看法，有高達 73.6%認為「維

持現狀」是最能達成組織設置目標的組織屬性，同一題中另有 9.7%、

8.3%的受測者分別認為「民營化」、「行政法人化」最能達成設置目

標，至於認為以「行政機關（構）化」為最佳者僅有 4.2%。若以最能

達成組織設置標的第二順位來看，認為「維持現狀」、「民營化」、「行

政法人化」之比例相當，分別為 13.9%、12.5%、12.5%，「行政機關

（構）化」為 6.9%。若從第三順位來看，「行政法人化」以 19.4%為

最高，且遠高於另外三個選項。整體而言，受測者對於政府捐助之財

團法人的組織屬性是否要調整，看法是偏向負面的，而且，除少數個

案之外，受測者對於組織行政法人化的接受度也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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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問卷調查結果—組織屬性與設置目標(2) 

題目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對於貴機關 (構 )

而言，能有效達

成組織設置目

標的可能性，排

第一高的組織

屬性為？  

維持現狀  53 73.6 76.8 

改制為行政法人  6 8.3 8.7 

民營化  7 9.7 10.1 

行政機關(構 )化  3 4.2 4.3 

總和  69 95.8 100.0 

遺漏值  3 4.2  

對於貴機關 (構 )

而言，能有效達

成組織設置目

標的可能性，排

第二高的組織

屬性為？  

維持現狀  10 13.9 30.3 

改制為行政法人  9 12.5 27.3 

民營化  9 12.5 27.3 

行政機關(構 )化  5 6.9 15.2 

總和  33 45.8 100.0 

遺漏值  39 54.2  

對於貴機關 (構 )

而言，能有效達

成組織設置目

標的可能性，排

第三高的組織

屬性為？  

維持現狀  1 1.4 4.0 

改制為行政法人  14 19.4 56.0 

民營化  2 2.8 8.0 

行政機關(構 )化  8 11.1 32.0 

總和  25 34.7 100.0 

遺漏值  47 65.3  

對於貴機關 (構 )

而言，能有效達

成組織設置目

標的可能性，排

第四高的組織

屬性為？  

維持現狀  0 0 0 

改制為行政法人  2 2.8 8.3 

民營化  11 15.3 45.8 

行政機關(構 )化  11 15.3 45.8 

總和  24 33.3 100.0 

遺漏值  48 66.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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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結  

本研究針對行政院各部會所主管之行政機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

人進行普查，分成「組織概況」、「組織業務與監督」、「組織公共

性」、「組織屬性與設置目標」等部分，瞭解首長們對於所屬組織之

屬性的看法。本研究分別就這兩類問卷調查之主要發現，歸納如下：  

一、行政機構  

（一）許多受測者大多認為，所屬組織為「行政機關」而非「行政機

構」，顯示我國行政機構首長對於「機構」與「機關」之差異

不甚明瞭，以及對於「機構」之組織定位亦不表贊同。  

（二）受測者普遍認為，所屬行政機構的人事制度彈性、會計制度彈

性、採購制度彈性、業務運作彈性不高。  

（三）受測者普遍認為，所屬行政機之人員具備專業知識技能、強化

成本效益、強化經營效能、讓社會多元參與的必要性偏高。  

（四）受測者普遍認為，所屬行政機構普遍受到主管機關、立法院強

度不低的外部監督。  

（五）對於受測之行政機構而言，其所涉公權力普遍不高，但卻有頗

高之公共利益屬性。  

（六）受測者普遍認為，以行政機構之組織屬性來運作，可以達成組

織設置目標。  

（七）整體而言，受訪者普遍傾向於維持行政機構，改制為行政法人

則是次佳選項。  

二、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一）受測之財團法人規模普遍不大，其中有高達四成之財團法人，

其員工總人數在 15 人以下，業務近似之財團法人應有整併之空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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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許多財團法人之董事長具公務員身分，而且兼任者通常為主管

部會首長或副首長，容易引起「球員兼裁判」之疑慮。  

（二）受測者普遍認為，所屬財團法人的人事制度彈性、會計制度彈

性、採購制度彈性、業務運作彈性不高。  

（三）受測者普遍認為，所屬財團法人的人員具備專業知識技能的必

要性非常高，而且對於強化成本效益、強化經營效能、讓社會

多元參與的需求也不低。  

（四）受測者普遍認為，所屬財團法人受到主管部會、立法院之外部

監督的強度相當高。  

（五）對於受測之財團法人而言，所涉之公權力、公共利益之程度皆

偏低。  

（六）受測者普遍認為，以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的組織屬性來運作，

能有效達成組織設置目標。  

（七）整體而言，受測者普遍傾向於維持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而且

除少數個案之外，受測者對於組織行政法人化的接受度也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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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行政組織屬性調整之質性資料分析  

為探討我國行政機關（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各機關委辦專

案組織轉型為行政法人之問題與可行性，以及研提這三類行政組織屬

性調整為行政法人之後續推動具體建議，本研究採用焦點團體座談、

個案研究等二種研究方法。本節分成六節，第一節為研究設計，第二、

三、四節分別就行政機關（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各機關委辦專

案組織之實證質性資料進行分析，第五節為個案研究，第六節為行政

組織屬性調整評估架構之設計，第七節為小結。  

第一節  研究設計  

如前所述，本研究採用之質性研究方法，包括焦點團體座談、個

案研究等二種，目的為探討我國行政機關（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各機關委辦專案組織等三類組織轉型為行政法人之可行性，以及研提

政策建議。需特別說明的是，本研究之焦點團體座談、個案研究是搭

配進行的，其中一場焦點團體座談，即與個案研究結合舉辦。本節將

依序說明焦點團體座談、個案研究這二種質性研究方法之研究設計。  

一、焦點團體座談  

本研究之焦點團體座談，分成三個階段舉辦。在第一階段，目的

為探討各類型行政組織轉型為行政法人之法律、行政與政治可行性，

其中針對行政機關（構）召開 2 場，訪談 14 人（代碼 A1-A10）；針

對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召開 1 場，訪談 7 人（代碼 B1-B7）；針對各部

會委辦專案組織 1 場，訪談 7 人（代碼 C1-C7）；在該階段中，一共召

開 4 場焦點團體座談，有 28 人受訪。在第二階段，目的為探討本研究

挑選之 6 個個案轉型行政法人之可行性，召開 1 場，訪談 11 人（代碼

D1-D11，其中 4 人未出席但提供書面意見，有 2 人未出席但會後另行

接受本團隊訪談）。在第三階段，目的為探討本研究研擬之各類行政組

織轉型行政法人之評估架構，召開 1 場，訪談 7 人（代碼 E1-E8，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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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1 人未出席但提供書面意見）。綜合以上說明，本研究一共召開 6

場焦點團體座談，受訪者達 46 人次（含未出席但提供書面意見之 5

人，以及未出席但會後受訪之 2 人）。  

需特別說明的是，本研究之焦點團體受訪者背景非常多元，包含

現任或退休行政官員、立法委員、學者專家。在行政官員方面，受訪

者皆有規劃、推動或參與討論行政法人之經驗。  

受訪者服務機關包括：衛福部（以及其前身—衛生署，主管曾研

議行政法人化之醫療機構—署立醫院）、農委會（主管曾推動行政法人

化之農業試驗機構—國家農業研究院）、原能會（主管曾推動行政法人

化之研究機構—核能研究所）、教育部（監督行政法人國立中正文化中

心、曾推動行政法人化之研究與文教機構—國家教育研究院、國立科

學工藝博物館）、勞委會（主管正研議行政法人化之委辦專案—危險性

機械設備之代檢）、國科會（主管正推動行政法人化之國家災害防就科

技中心）、交通部公路總局（主管本研究挑選之試驗機構個案—材料試

驗所）等各類行政組織之主管機關，以及行政院研考會（主管政府組

織改造、正研議行政法人化之委辦專案組織—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

報技術服務中心）、人事行政總處（主管《行政法人法》）、法務部（主

管《財團法人法》）、主計總處（主管《預算法》）、審計部（主管《審

計法》）。在立法委員方面，國民黨籍、民進黨籍各 1 位，二人皆關心

行政法人相關法案。在學者專家方面，包括公法、公共行政領域之大

學教授，以及服務於行政法人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財團法人國家文化

藝術基金會之實務專家。  

有關這 6 場焦點團體座談之提綱、紀錄，詳參附錄七。至於受訪

者之代碼、個人背景，本研究將其整理為表 5-1。  



第五章 行政組織屬性調整之質性資料分析 

85 

表 5-1 焦點團體座談之受訪者一覽表  

日期 代

碼 

受訪者背景 訪談目

的 

2013

年 6 月

14 日  

A1 
行政院衛生署退休，原簡任級 /主管，曾主管署

立醫院。  

探討行

政機構

轉型行

政法人

之可行

性  

A2 
立法委員，國民黨籍，長期關注行政法人相關法

案。  

A3 
臺北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教授，熟悉行政法人制

度。  

A4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簡任級 /主管，

曾推動農委會試驗機構整併為行政法人國家農

業研究院。  

A5 
審計部退休，原簡任級 /非主管，熟悉行政法人

之審計。  

A6 

行政院主計總處會計決算處，簡任級 /主管，曾

任職於教育部會計處並擔任國立中正文化中心

監察人。  

A7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綜合計劃處，簡任級

/非主管，主辦組改業務。  

A8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綜合規劃處，薦任級 /主

管，主辦行政法人業務。  

A9 政治大學法律學系教授，熟悉行政法人制度。  

2013

年 7 月

4 日  

A10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綜合計畫處，簡任級 /主

管，曾推動核能研究所改制為行政法人國家龍潭

研究院。  

探討行

政機構

轉型行

政法人

之可行

性  

A1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退休，原政務官 /主管，曾推

動農委會試驗機構整併為行政法人國家農業研

究院。  

A12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簡任級 /非主管，曾主辦

行政法人業務。  

A13 
教育部退休，原政務官 /主管，曾推動成立行政

法人國立中正文化中心，並擔任常務董事。  

A14 
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熟悉行政法

人制度。  

2013 B1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總監，公共行政博士。  探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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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

5 日  
B2 

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熟悉行政法

人制度。  

府捐助

之財團

法人轉

型行政

法人之

可行性  

B3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考試委員，熟悉行政法

人制度。  

B4 
東吳大學法律系教授，熟悉我國政府捐助之財團

法人現況與相關制度。  

B5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綜合計劃處，薦任級

/主管，主辦組改業務。  

B6 
法務部法律事務司，薦任級 /主管，主辦財團法

人法業務。  

B7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組編人力處，薦任級 /主

管，曾主辦行政法人業務。  

2013

年 6 月

7 日  

C1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動檢查處，簡任級 /主管，

主管研議行政法人化之危險性機械設備之代檢。 

探討各

部會委

辦專案

組織轉

型行政

法人之

可行性  

C2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企劃考核處，簡任級 /主

管，主管推動行政法人化之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

心。  

C3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高階主管，目前正推動行

政法人化。  

C4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資訊管理處，簡任級

/主管，主管研議行政法人化之行政院國家資通

安全會報技術服務中心。  

C5 
國立中正文化中心主任，行政法人實務經驗豐

富。  

C6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組編人力處，簡任級 /非主

管，曾主辦行政法人業務。  

C7 
政治大學法律系教授，熟悉國內外行政法人制

度。  

2013

年 10

月 14

日  

D1 
教育部綜合規劃司，簡任級 /非主管，主管國家

教育研究院。  

探討本

研究挑

選之 6

個個案

轉型行

政法人

之可行

D2 
教育部終身教育司，薦任級 /主管，主管文教機

構。  

D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科技處，簡任級 /主管，主管

農業試驗機構。  

D4 交通部公路總局，薦任級 /主管，主管材料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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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性  

D5 
衛生福利部附屬醫療及社會福利機構管理會，主

管衛福部所屬醫院，提供書面意見。  

D6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主辦行政法人業務，提供

書面意見。  

D7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薦任級 /非主管，

主辦組改業務。  

D8 
現任立法委員，民進黨籍，關注行政法人相關法

案，面訪。  

D9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籌備處，簡任級 /主管，熟

悉行政法人制度，提供書面意見。  

D10 
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助理教授，熟悉行

政法人制度，提供書面意見。  

D11 
卸任立法委員，民進黨籍，關注行政法人相關法

案，面訪。  

2013

年 11

月 4 日  

E1 政治大學法律系教授，熟悉行政法人制度。  

探討本

團隊研

擬之各

類行政

組織轉

型行政

法人之

評估架

構  

E2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系教授，熟悉行政法人制度。 

E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退休，原簡任官 /

主管，曾推動林業試驗所改制為行政法人國家農

業研究院。  

E4 
教育部，簡任官 /非主管，曾推動行政法人國家

教育研究院。  

E5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總監，公共行政博士。  

E6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綜合規劃處，簡任級 /非主

管，主辦行政法人業務。  

E7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綜合計劃處，薦任級

/主管，主辦組改業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個案研究  

為研析行政組織屬性調整為行政法人之法律、行政與政治可行

性，本研究進行多重個案研究。經委託機關同意後，本研究最後選定

6 個個案，包括：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部綜合規劃司主管之研究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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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教育部終身教育司主管之文教機構）、農

業試驗所（行政院農委會科技處主管之試驗機構）、材料試驗所（交通

部公路總局主管之試驗機構）、臺北醫院（衛生福利部附屬醫療及社會

福利機構管理會主管之醫療機構）、國土規劃與不動產資訊中心（行政

院經建會捐助成立，但由內政部營建署主管）。  

為進行多重個案研究，本研究藉由深度訪談來蒐集質性資料，並

採用立意抽樣（purposive sampling）。根據原先之規劃，6 個個案皆訪

談 3 人，包括個案高階主管、個案主管機關業管官員、熟悉該個案之

專家學者。然而，國家教育研究院、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農業試驗

所、材料試驗所等 5 個機構之主管機關，業管官員皆參加焦點團體座

談，表達主管機關對於行政法人化之具體意見；另外，臺北醫院之主

管機關雖未親自參加焦點團體，但亦針對提綱來提供書面意見。熟悉

前揭 5 個個案之受訪專家學者，皆曾擔任個案主管機關之高階主管，

具備學者專家、主管機關官員之雙重身分。由於這些受訪者皆具高度

之代表性，而且提供之資訊相當豐富，故本研究之深度訪談，最後訪

談 6 個個案之高階主管（代碼 F1-F6）、1 個財團法人個案主管機關之

業管官員（G1）、6 位專家學者（代碼 H1-H6），總共 13 人。有關個案

研究深度訪談之受訪者，本研究將其代碼、背景整理為表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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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個案研究之深度訪談受訪者一覽表  

類別  代碼  受訪者背景  訪談日期  

研究

個案  

F1 國家教育研究院高階主管  2013/10/16 

F2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高階主管  2013/10/18 

F3 農業試驗所高階主管  2013/10/21 

F4 材料試驗所高階主管  2013/10/22 

F5 臺北醫院高階主管  2013/10/30 

F6 國土規劃與不動產資訊中心高階主管  2013/10/21 

主管

機關  
G1 

內政部營建署簡任官，主管國土規劃與不動產

資訊中心  
2013/10/25 

熟悉

個案

專家

學者  

H1 
教育博士，曾任教育部政務官，主管國家教育

研究院  
2013/10/18 

H2 政治學博士，曾任職於教育部，主管社教館所  2013/11/11 

H3 
園藝博士，曾任行政院農委會政務官，主管農

業試驗機構  
2013/10/22 

H4 
大地工程專家，曾任職交通部公路總局，監督

材料試驗所  
2013/11/15 

H5 
流行病學博士，曾任衛生署政務官，主管署立

醫院  
2013/11/7 

H6 土木博士，熟悉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  2013/11/2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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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行政機關（構）改制行政法人之質性資料分析  

根據《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規定，機關、機構是不同的概

念。二者最主要之差別，在於機關行使之公權力程度較高，機構較低。

近十多年來，各界對於行政機關（構）轉型為行政法人有許多討論，

贊成者認為，藉由把機關（構）轉型為行政法人，可讓組織運作較有

彈性，有助於公共目的之達成；然而，部分受訪者之意見較保留。以

下分成「適合改制行政法人之條件」、「改制行政法人之問題與保留意

見」等二個部分來分析，最後提出小結。  

一、適合改制行政法人之條件  

本研究歸納受訪者之意見，適合改制為行政法人之行政機關

（構），主要有二項條件：所涉公權力行使程度相對較低之行政機構，

以及具一定財務自籌能力。以下分別對這二項條件進行分析：  

（一）所涉公權力行使程度相對較低之行政機構   

根據《行政法人法》第 2 條，行政法人執行之特定公共事務，以

所涉公權力行使程度較低者為限，亦即與人民權利義務較無直接關係

者。一般而言，行政機關所涉之公權力高於行政機構，故在研討行政

機關、行政機構轉型為行政法人之議題時，均以行政機構為主。另外，

行政院在推動政府組織改造時，也傾向行政機關尚不宜改制為行政法

人。如 A7、A11、A13 所言：  

「我們在推動行政組織改造的過程當中，機關是不傾向去推

動行政法人化的。」（A7）  

「哪一類屬性的機關適合行政法人？根據我們當時的討論，

跟人民權利義務比較沒有直接利害關係的，比較適合。」

（A11）  

「什麼機構比較適合行政法人化？如果兩廳院的例子來看，

第一，它牽涉到的人民義務權利比較少。」（A13）  

根據《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 16 條，機關於其組織法規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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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權限、職掌範圍內，得設附屬之實（試）驗、檢驗、研究、文教、

醫療、社福、矯正、收容、訓練等機構。根據受訪者 A6、A7、A8、

A11 等人的說法，實（試）驗、檢驗、研究、文教、醫療等行政機構，

改制為行政法人較為適合。其相關說法如下：  

「公營造物具有獨立性，而且是服務性的機構性質，比如說

郵局、航空站、港口、公立學校、博物館、圖書館、文化中

心、公立醫院等，我認為這些比較適合。」（A6）  

「我覺得實驗、試驗、訓練、研究、文教等機構，會比較適

合拿來推動行政法人。」（A7）  

「行政院在 101 年 5 月訂定《落實員額總量管理精實機關人

力配置策略方案》，裡面有規定哪些業務適合行政法人化，包

括：醫療、研究、社教、試驗。」（A8）  

「行政部門常常要有行政措施，研究機關比較沒有那麼強的

行政作為，不涉及太多的人民權利義務關係。」（A11）  

另外，矯正、收容機構雖為行政機構，但其行使公權力之程度偏

高，性質較為特殊。A7、A9、E2 均特別指出，這二類行政機構不宜

行政法人化。相關說法如下：  

「若考量社會接受度，我們覺得矯正、收容機構就不適合推

動。」（A7）  

「矯正、收容機構不宜行政法人化。」（A9）  

「在行政機構的部分，一開始應先看公權力的程度，而不是

業務存續必要，譬如矯正跟收容機構，根本連碰都不應該碰。」

（E2）  

（二）具一定之財務自籌能力   

關於組織之財務自籌能力，是否為行政機構適合轉型為行政法人

之主要條件，意見呈現分歧。根據焦點團體之訪談結果，主張行政組

織需有一定的自籌能力才具備行政法人化條件者，如 A6、A14、E2



行政組織屬性調整可行性評估之研究 

92 

所言：  

「我認為要求行政法人 100%自籌是不可能的，但它仍要有

一定的財務自主性，或是有開拓財源的能力。」（A6）  

「如果一定要推行政法人，首先，要看這個組織有沒有能力

自己賺錢。如果讓圖書館行政法人化，它要怎麼賺錢？除非

它有競爭力，可以自己賺錢、爭取資源，一定要有這些能力

才可以行政法人化。」（A14）  

「要有機會做財務收入，但這不是要它自給自足，純粹是指

要有財務收入的機會，如果有收入的機會越高，就越有機會

走行政法人，因為行政法人是一個會計個體，必須要有這種

可能和空間。」（E2）  

然而，A3 則認為財務自籌能力不應是組織是否適合轉型為行政法

人的主要考量，與上述受訪者之意見截然不同：  

「自償能力不該是行政法人的主要考量，如果自償能力足

夠，乾脆就委外就好了，政府不需要成立它。」（A3）  

長期以來，外界常有行政法人必須「自負盈虧」之認知，導致許

多行政機構不願改制行政法人。本研究認為，由於行政法人之財會制

度較行政機關、機構有彈性，故監督機關期望行政法人有一定程度之

自籌能力，減少對國庫之依賴，乃是可以理解的，但這與「自負盈虧」

仍有程度之差別。所謂「自負盈虧」，應是政府完全不予財政支援，但

事實上，監督機關每年皆可預算挹注行政法人，只是並非全額補助。

至於自籌比例應為何，有賴於各行政法人與其監督機關評估與協調。  

二、改制行政法人之問題與保留意見  

根據受訪者之意見，行政機關（構）轉型為行政法人，除了有員

工反彈的問題需克服之外，亦有受訪者提出其它保留意見，包括：組

織屬性應多元，以及國外推動行政法人已趨向保守。關於改制行政法

人之問題，茲分析受訪者之相關意見如下：  

（一）員工反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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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行政院已宣導行政法人制度多年，所屬機構曾考慮行政法

人化之組織員工，對於其改制後之待遇、權益問題，皆有一定程度之

瞭解，但仍有許多員工對於行政法人化感到疑慮，因而反彈。對此，

行政機構之主管機關以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必須積極處理改制單位

員工（含技工、工友、駕駛）之權益問題，且須不斷宣導，讓正確資

訊廣泛流傳，以降低員工阻力，進而有助組織改制為行政法人。如 A3、

A4 所言：  

「如果宣導做得夠，訊息能夠充分流通，把公務人員權益的

保障做得更周延一點，有很多機構就比較容易轉過去。」（A3） 

「技工、工友的部分，如果將來對這一塊有比較完善的配套，

推動會更容易。」（A4）  

舉例而言，有關單位可以向擬改制機構之員工宣導，改制為行政

法人之後，組織人事制度會更有彈性，可以導入績效待遇或紅利制度，

以增加員工支持改制之誘因。如 A4、A8、A9 所言：  

「行政法人的績效一定要跟福利待遇連結，但是行政法人有

非常高的公益性，而公益性的績效有時候很難作量化評估。」

（A4）  

「改成行政法人以後，如果我幫這個行政法人賺了很多錢，

是不是可以拿一點紅利或者是績效獎金？有發這個，才會讓

公務人員和未來行政法人的新進從業人員，有比較好的的工

作心態，覺得我努力工作了，可以得到相當的回饋和報酬。」

（A8）  

「有關行政法人發紅利，我完全同意。」（A9）  

（二）組織屬性應多元  

究實而論，行政法人只是行政組織的其中一種型態。有受訪者指

出，行政機關或機構之屬性調整，未必要走向行政法人，可評估維持

行政機關（構）、委託經營，或是直接鬆綁法規。如 A1、A8 所言：   

「我建議政府應該用多元化的方式來處理，而不是只有把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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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機關 /構轉換成行政法人的這種模式。」（A1）  

「行政法人不是唯一的一條路。行政法人只是一個工具、一

個選項，不是想要人事鬆綁，就要法人化。我們還是可以在

很多人事法規去做些處理，而不是執意要行政法人。」（A8） 

（三）國外推動行政法人已趨向保守  

近年來，英國、日本行政法人數量有減少之趨勢，態度轉向保守。

是以，A12 主張行政法人化要審慎評估：  

「國外行政法人也有踩煞車、甚至走回頭的，這也是我主張

要審慎評估的理由。」（A12）  

三、小結  

根據受訪者之意見，由於行政機關所涉公權力行使程度偏高，較

無行政法人化之可行性。至於行政機構改制行政法人，當其所涉公權

力行使程度較低，若具一定之財務自籌能力，甚至採用作業基金運作，

即有改制行政法人之討論空間。受訪者也提到，行政機構改制行政法

人時，員工擔憂其工作權益，反彈難免，主管機關必須加強宣導。整

體來看，受訪者對於行政機構改制行政法人，特別是對於實（試）驗、

檢驗、研究、文教、醫療等性質者，認為有較大的討論空間。  

需特別說明的是，有受訪者認為，英國與日本之行政法人數目正

在減少，故對於我國推動行政機關（構）改制行政法人，持保留態度。

但本研究認為，英國、日本近年雖縮減行政法人之數量，但在此之前，

其行政法人數量皆高達上百個，與我國僅有一個行政法人不同。以我

國行政組織之現況而言，行政分流仍有加強之空間，亦即，可進一步

檢視各行政機關（構）之業務，選擇最適合之組織屬性，諸如行政法

人、委外等選項都可以考量。透過行政分流，方可減少行政機關（構）

之業務負擔，避免過度擴張員額。換言之，我國與英國、日本之國情

差異應予考量，不應見國外行政法人之數量有所減少，即輕率否定其

制度之功能與價值。  

最後，行政機構改制為行政法人，必須要有完善的配套措施。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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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立完善的內部控制制度，是增加行政法人自律之關鍵。另外，

依據《行政法人法》第 15 條至第 17 條，監督機關必須對行政法人辦

理績效評鑑；從國立中正文化中心之經驗來看，對於監督機關、行政

法人雙方而言，辦理績效評鑑需要一段磨合期。是以，評鑑機制的設

計，包括委員會的組成、評鑑項目與指標、評鑑方式、評鑑效果等，

都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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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改制行政法人之質性資料分析  

根據《預算法》第 41 條，行政院 102 年度送預算書至立法院審查

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總計有 122 個。長年以來，政府捐助之財團

法人因諸多弊象，例如預算與人事規避國會監督、董事與主管人事酬

庸、公產轉私產等問題，頗受外界詬病，故有學者主張將其改制為行

政法人，以加強監督（詳見第三章第二節）。以下根據焦點團體受訪者

之意見，從「適合改制行政法人之條件」、「改制行政法人之問題與保

留意見」等二個部分來探討，最後提出小結。  

一、適合改制行政法人之條件  

綜合受訪者之意見，適合改制為行政法人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

人，主要有二項條件，分別為：公共性較高、具一定之財務自籌能力。

茲分析這二項條件如下：  

（一）公共性較高  

早期國內並無行政法人之概念，政府常捐助成立財團法人，作為

各機關之政策工具。從學理上來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公共性低

於行政法人，其所受監督之強度也較低。隨時代與環境變遷，有的財

團法人已不再從事當年政府捐助成立時所賦予之任務，但也仍有許多

財團法人依舊配合政府執行特定之公共任務，而且需要一定公權力方

能行使，具有較高之公共性。有受訪者認為，這些公共性較高之財團

法人，較為適合轉型為行政法人。如 B3、B6 所言：   

「在什麼情況下，公設財團法人可以轉換行政法人？就是要

業務量大、具公權力的特性，也就是公共性很高、由公部門

高權決定的，且國際交往性比較低，這類的財團法人才比較

適合。」（B3）  

「假如財團法人的業務性質，是執行《行政法人法》第 2 條

第 2 項所說的特定公共事務，業務性質也涉及行使公權力，

在這種情況下，它的本質就不像是財團法人該做的，但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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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沒有《行政法人法》，所以就遷就當時的法制而成立財團

法人。如果是這種類型的財團法人，就可以考慮把它解散，

另外成立行政法人。」（B6）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設立依據，可分成依設置條例、依特別法、

依《民法》等三種。根據受訪者之看法，公共性較高之財團法人，會

依據設置條例或特別法設立；換言之，這些財團法人之設立，係經過

立法院三讀通過及總統公布，其公共性相對較高，較具有改制為行政

法人之可行性。如 B1、B4、B5 等人所言：  

「如果財團法人在成立時有設置條例，在法制上具有基礎，

轉型為行政法人會比較容易」（B1）  

「我認為只能針對二種類型的財團法人做討論：第一種，就

是有設置條例的財團法人；另一種，就是在法律上有明訂要

成立財團法人，例如 228 基金會等。」（B4）  

「第一，按照設置條例設置的財團法人，有主管機關賦予的

特殊社會公益任務，是比較適合的。第二，依照特別法設置

的財團法人，也有特殊的目的，而且對於社會公益有影響，

這也可以考量。」（B5）  

以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為例，該財團法人依據特別法《文化藝術

獎助條例》而設立，同時也有設置條例，其資深主管 B1 即認為，基

金會實際上已與行政法人類似。相關說法如下：  

「在臺灣，國藝會是依據《文化藝術獎助條例》設立的財團

法人，而且也有設置條例。像國藝會這樣的財團法人很特別，

每年審計部都會和主管機關來做年度決算的查核，所以我們

像行政法人，都有受到審計監督。」（B1）  

然而，財團法人執行哪些業務，可被視為具有較高之公共性呢？

從《行政法人法》第 2 條來看，行政法人係執行公權力程度較低之特

定公共事務，但這概念是抽象的，對於「公權力程度較低」、「特定公

共事務」，並無明確之認定標準。財團法人是否依據設置條例或特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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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僅能作為評斷公共性高低的參考。事實上，也有部分財團法人

雖然依據《民法》設置，並無設置條例或特別法，卻有很強的公共性，

與一般民間的財團法人不同。B7 認為，判斷「特定公共事務」應有更

具體、一致之標準，以助於評估財團法人是否適合改制為行政法人。

其說法為：  

「我個人認為，特定公共任務應該界定在更緊縮的範疇，透

過科學化、技術化的方法，去得出劃一的標準（如食品衛生），

而這個公共任務的本身，與民生、生活安全有極大的相關。

我認為用這樣的方式來限縮，對於討論財團法人是否要轉型

成行政法人，會有比較明確的依據。」（B7）  

（二）具一定之財務自籌能力  

對於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改制行政法人，財務自籌能力是否為考

量之重點，受訪者之意見分歧。B1、B2 均認為財務自籌能力是重要

條件，但 B7 則認為這不是關鍵。渠等之說法如下：  

「組織本身是否有自籌款能力，也是重要的要件。」（B1）  

「財團法人當時會設立這麼多，有哪一個是非要公權力不

可？成立行政法人的前提，是要先能有辦法謀生，讓它可以

自主。」（B2）  

「到底行政法人是不是一定要有經費的自籌能力？就目前的

政策來看，這部分不是很關鍵。」（B7）  

二、改制行政法人之問題  

根據受訪者之意見，有關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轉型為行政法人，

最主要的問題有五項，分別為：（一）需先解散財團法人再成立行政法

人，可行性不高；（二）組織屬性調整之成本高；（三）改制後監督密

度提高，未必有利；（四）組織屬性應多元；（五）政府不宜介入財團

法人太深。關於這五項問題，茲分析受訪者之意見如下：  

（一）需先解散財團法人再成立行政法人，可行性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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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法務部與行政法學者之研究，在現行法律下，政府捐助之財

團法人不能直接「轉換」為行政法人，正確做法應是先將財團法人予

以解散，然後再另外成立新的行政法人。如 B4、B6 之說法：  

「『轉換』的意思，在這時候並不是真正的轉換，其意思應該

是原財團法人消滅，另外再立一個新法，成立行政法人。所

以，這是二道手續，而不是一道手續。」（B4）  

「法務部經研究後，認為行政法人是公法人，但政府捐助的

財團法人是私法人，二者之間沒有相互轉換的可能。」（B6） 

「由法制的角度來看，財團法人轉換為行政法人，實際上是

解散一個政府捐助的公設財團法人，再依法設立一個行政法

人。」（B6）  

對此，B4 進一步指出，政府若能控制財團法人之董事會，要求董

事會做成解散財團法人之決議，意謂主管機關已充分掌握財團法人之

運作，故無轉型為行政法人之必要。其說法如下：  

「如果要有能力把財團法人解散，同時把財產流用到特定機

關，而非一般章程規定的--解散後可捐助其他財團法人，要

做到這種程度只有一種可能，就是現有的公設財團法人已受

到高密度監督，甚至連董事的意願都能被決定。如果已經這

樣，還有沒有必要大費周章地將它轉成行政法人？反之，若

主管機關無法控制董事會，卻要把它解散，幾乎是不可能的。」

（B4）  

另外，B6 引述《民法》第 65 條：「因情事變更，致財團之目的不

能達到時，主管機關得斟酌捐助人之意思，變更其目的及其必要之組

織，或解散之」，主張財團法人之主管機關雖然可因「情事變更」而主

動解散財團法人，但有關「情事變更」應如何認定，則是另個問題。

其說法如下：   

「以目前的法制來看，財團法人有高度的自主性，政府要解

散的話，必須根據《民法》所說的『情事變更』，但這不是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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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說了就算。」（B6）  

是以，行政學者 B2 主張，與其解散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不如

直接成立新的行政法人，讓財團法人與行政法人平行運作。B2 之建議

如下：  

「行政法人有特殊性，如果要執行公權力，當然以行政法人，

但若看不慣財財團法人就解散它，有什麼法律可以這麼做？

還不如直接成立一個新的行政法人。」（B2）  

對於 B2 之建議，  B7 認為財團法人若不先解散，立法院必然會

保留意見成立行政法人之必要性。其說法如下：  

「如果現在已經有一個財團法人，立法院就會問說為什麼還

要另外再成立一個行政法人？」（B7）  

（二）組織屬性調整之成本高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改制為行政法人，主管機關必須先制定設置

條例，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及總統公布，方能正式改制成立行政法人。

在立法過程中，無論是制定、溝通、協調，都必須付出很高的立法成

本，這都要列入考量。如 B3、B6 所言：  

「我認為公設財團法人沒有轉行政法人的必要。公設財團法

人的運作比較自由，也趨穩定。如果要轉為行政法人，而每

一個行政法人都要有一部組織法，轉換成本很高。」（B3）  

「要考量成立行政法人的行政成本，包括：每個行政法人都

要成立一個設置條例，而且成立後，政府需對其債務負擔保

責任。所以，除非性質完全符合《行政法人法》的規定，而

且有成立必要，否則在原則上，不適合將政府捐助的財團法

人來轉型為行政法人。」（B6）  

（三）改制後監督密度提高，未必有利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一旦改制為行政法人，其營運必須接受審計

機關、立法機關之監督，監督密度會提升。付出這些代價是否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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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必須審慎評估。如 B5、B7 所言：  

「財團法人要轉型成行政法人，要先建立完善的會計制度，

並且要考慮財團法人對於轉換後，其決算報告送審計機關審

計的接受程度。」（B5）  

「經費是立法院關注的焦點，因為它就是透過經費來控管政

府的施政。財團法人有它的歷史軌跡，在還沒成立行政法人

前，可能有些經費被隱藏起來，但未來要一五一十交代它的

歷史，這部分的成本是蠻高的。」（B7）  

（四）組織屬性應多元  

依學理而論，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行政法人皆為「公私混合式

組織」。由於混合式組織乃為行政組織發展之趨勢，故 B2 主張保存混

合式組織之多元型態，不急於將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改制行政法人，

待行政法人之狀況更明確後，再思考是否將財團法人轉型。B2 之說法

如下：  

「混合式組織是將來公共行政組織的重要發展，現在應該先

讓多元性存在，然後再來看它的優、缺點。將來，混合式組

織出現第三、第四種變化都有可能。」（B2）  

「把財團法人轉行政法人，並非不可行，但應該讓更多的行

政法人出現後再觀察。如果行政法人運作得很好，讓財團法

人轉為行政法人，才比較有道理。」（B2）  

（五）政府不宜介入財團法人太深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改制行政法人，是增加公部門介入民間部門

之程度。B2、B4、B7 等人，分別從民主政治、法律、行政管理的角

度，提出較保留的意見。相關說法分別如下：  

「如果要改變財團法人，整個法律可能都要修，但這對財團

法人的傷害會很大，民主又要倒退了，所以我認為要慎重思

考。」（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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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民法》的基本概念，捐助出去的財產具有獨立的人

格，所以運作不是由捐助人控制，而是依據基金本身的章程

來運作。如果捐助人不相信自己捐助的財團法人，執意認為

捐助後應該繼續控制，這樣一來，財團法人在《民法》的概

念就全部瓦解了。」（B4）  

「財團法人已經民間化，對於它的控制本來就不應該那麼

強。政府應該善用民間的活力與資源，而非把業務擠回來，

由中央來辦理。如果現在把已經是民營化的業務塞回政府，

到底我們政府的規模或強制力的介入要大到什麼程度，我個

人也會覺得憂心。所以，我傾向於限縮轉型行政法人的對象。」

（B7）  

三、小結  

根據受訪者之意見，財團法人若真的要改制行政法人，其公共性

必須較高，而且要有一定財務自籌能力，方有改制條件。從實務上來

看，財團法人需先解散才能成立行政法人，可行性並不高；另外，改

制之立法成本高、改制後監督密度提升，這些代價都要考量；再者，

亦有受訪者認為，行政組織屬性應維持多元化，而且財團法人為私法

人，政府不宜介入太深。總之，受訪者對於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是否

適合改制行政法人，意見是趨於保留的，雖非完全不可行，但問題很

多，應就個案來審慎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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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各機關委辦專案組織改制行政法人之質性資料分析  

相對於行政機關（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各機關委辦專案組

織之概念較為模糊，無明確界定標準。委託機關提出資安、勞動、災

防、住宅等四例，但較為具體者之組織，僅有行政院委託財團法人資

訊工業策進會辦理之國家資通安全會報技術服務中心，以及行政院國

科會委託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代管之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其

中前者正規劃改制為行政法人，而後者之行政法人設置條例已通過立

法院二讀。另外，對於危險性機械設備之代行檢查、社會住宅之經營，

雖然其主管機關行政院勞委會、內政部皆有成立行政法人之構想，但

皆未成熟。本類行政組織之性質特殊，以下分成「改制行政法人之主

要考量」、「改制行政法人之保留意見」等二個部分來探討，最後為小

結。   

一、改制行政法人之主要考量：提升公權力  

從行政院規劃國家資通安全會報技術服務中心改制為行政法人，

以及推動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改制為行政法人等二個例子來看，「提

升公權力」乃是最主要考量。具體而言，國家資通安全會報技術服務

中心、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皆隸屬於財團法人，但二者之業務分別

與國家資安、災害防救息息相關，影響國家安全與民眾生命財產甚鉅，

若依附於財團法人運作，不利於公共任務執行。是以，主管機關希望

將其改制為行政法人，以取得較高之公權力來執行公共任務。C4、C2、

C3 之說法如下：  

「技術服務中心的業務涉及機密、國家安全，因為它要處理

國安會、總統府的駭客入侵，這方面不適合交給民間來做。

除了要處理資安事件，還到要機房內部側錄，若沒有一定的

公權力，恐怕有困難。我覺得技術服務中心非常適合轉型成

行政法人。」（C4）  

「在災害防救中，科技研發的任務跟財團法人的屬性有扞

格，因為災害防救的研發，必須跟政府要資料、整合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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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用財團法人的名義去要，困難重重，所以國科會才決定要

成立行政法人。」（C2）  

「我們執行任務時，必須跟公務機關做資料的交換與合作，

但很多公務機關的第一個反應是：有這麼多個財團法人，我

為什麼要跟你這個單位合作？。」（C3）  

另外，行政院勞委會委託民間機構代檢危險性機械設備，實際上

也是高度公權力之行使。如 C1 所言：  

「我們代行檢查的制度，是依照《勞動安全衛生法》第 8 條

與《勞動檢查法》第 17 條辦理，是一種高公權力的行使。但

檢查的量非常龐大，公務人力無法負荷。」（C1）  

二、改制行政法人之保留意見  

根據本研究之焦點團體座談結果，受訪者對於委辦之專案組織轉

型為行政法人，態度是相當保留的。歸納受訪者之意見，主要有二項：

其一，高度公權力之業務不宜由行政法人辦理；其二，若能委外應維

持委外。對此，茲分析如下：  

（一）高度公權力之業務不宜由行政法人辦理  

C7 認為，就公法上而言，代檢為行政處分，具有相當之公權力，

故不宜採用低公權力色彩之行政法人，而應採用其它形式。其說法如

下：  

「代檢是一個行政處分，如果將它行政法人化，這會悖離行

政法人與公權力色彩較低的宗旨，可以朝購買型 PFI 的方向

去思考。」（C7）  

（二）若能委外應維持委外  

C2 認為，不需把委辦事項都改為行政法人，若能維持以委外之型

態辦理，就應該維持委外，除非行政法人確實比委外適合。其說法如

下：  

「例如驗車，政府委託民間去驗，我認為這樣就可以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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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因為有了行政法人的法源，就讓很多事情改由行政法人來

做。委辦這件事情，如果它辦理不好，就不要再委託它。我

認為必須是由行政法人來做會比較有效，或是具有機密，或

是委辦出去沒什麼利潤、但又跟公共利益相關，才應該變成

行政法人。」（C2）  

三、小結  

究實而論，委辦專案組織缺乏明確定義。從本研究委託機關所提

供之勞動、資安、防災等案例來看，其委辦專案組織改制行政法人之

主要考量，為增加公權力程度。然而，有受訪者指出，若業務涉及高

度公權力之行使，其實並不宜交由行政法人來辦理。除非有行政法人

明顯優於委外之理由，否則，委辦專案組織改制行政法人之需求並不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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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個案研究之結果分析  

為研析行政機關（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各機關委辦專案組

織屬性調整為行政法人之法律、行政與政治可行性，本研究進行多重

個案研究，個案總數為 6 個，並透過焦點團體座談、深度訪談來蒐集

質性資料。本節分成四個部分，依序為：個案篩選過程、個案簡介、

受訪者意見分析、小結。  

一、個案篩選過程  

根據本研究之原始規劃，各類行政組織皆篩選出 2 個、一共 6 個

組織，作為本案個案研究之標的。 14但依照本研究之調查結果，目前

國內較具體、成熟之機關委辦專案組織，僅有行政院委託財團法人資

訊工業策進會辦理之國家資通安全會報技術服務中心，以及行政院國

科會委託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代管之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等 2

個案例，且因前者行政院已另案進行專案評估，而後者之行政法人設

置條例已於立法院完成二讀，本研究對這 2 個個案進行行政法人化可

行性評估之意義不大。是以，經與委託機關研商，本團隊於維持 6 個

個案之基礎上，可彈性調整各類行政組織之個案數量，並以較具行政

法人化討論空間之行政機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為主。  

為篩選出 6 個個案，本團隊先針對三級機構、四級機構、政府捐

助之財團法人清單進行內部討論，並參考問卷調查結果，初步篩選較

具行政法人化討論空間之個案。需特別說明的是，依照《中央行政機

關組織基準法》第 16 條，行政機構分成實（試）驗、檢驗、研究、文

教、醫療、社福、矯正、收容、訓練等類型，根據本章第二節之分析，

矯正、收容機構具有高度公權力色彩，與行政法人之性質不符，無改

制條件，故本研究於篩選個案時，直接予以排除。之後，本研究將初

步篩選之個案，提供主辦組改業務之行政院研考會綜合計畫處，研請

提供建議。  

                                                 
14

 依據本案之建議書徵求文件，各類行政組織之個案僅要 1 個，即符合本案委託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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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本研究選定 6 個個案，並經委託機關同意。這 6 個個案之

組織類型，涵蓋三級機構、四級機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包括：（一）

三級機構：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部主管之研究機構）、國立自然科學

博物館（教育部主管之文教機構）、農業試驗所（行政院農委會主管之

試驗機構）；（二）四級機構：材料試驗所（交通部公路總局主管之試

驗機構）、臺北醫院（衛生福利部主管之醫療機構）；（三）政府捐助之

財團法人：國土規劃與不動產資訊中心（行政院經建會捐助成立，但

由內政部營建署主管）。  

二、個案簡介  

如前所述，本研究之 6 個個案，包括：國家教育研究院、國立自

然科學博物館、農業試驗所、材料試驗所、臺北醫院、國土規劃與不

動產資訊中心等行政機構或財團法人。關於這些個案之類型、主管機

關、設立目標、性質，本研究將其整理為表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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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研究個案簡介一覽表  

類型  個案  主管機關（單位） 設立目標  性質  

三級

機構  

國家教育研

究院  

教育部綜合規劃

司  

長期從事整體性、系統性

之教育研究，促進國家教

育之永續發展。  

研究機構  

國立自然科

學博物館  

教育部終身教育

司  

辦理自然科學標本與資料

之蒐集、研究、典藏、展

示及對大眾、各級學校自

然科學教育之推廣、協助

業務。  

文教機構  

農業試驗所  
行政院農委會科

技處  

整合農委會所屬試驗研究

機構組成花卉、熱帶水

果、植物種苗等研究團

隊，以建置優質之農業研

發環境，發揮研發能量，

提升農業競爭力。  

試驗暨研

究機構  

四級

機構  

材料試驗所  交通部公路總局  
各種材料之試驗及研發事

項。  
試驗機構  

臺北醫院  

衛生福利部附屬

醫療及社會福利

機構管理會  

辦理國民醫療與健康服務

業務，提供社區民眾醫療

服務，保障弱勢就醫權益

及主動提供人道資源，貫

徹國家公共衛生政策，執

行緊急醫療救護，依指令

即時動員辦理新興疫疾防

治工作等。  

醫療機構  

財團

法人  

國土規劃與

不動產資訊

中心  

行政院經建會捐

助成立，內政部

營建署主管  

協助政府國土規劃，以及

提升不動產資訊透明化、

促進不動產之市場機制。  

政府捐助

之財團法

人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受訪者之意見分析  

以下根據焦點團體座談、深度訪談之結果，就國家教育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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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農業試驗所、材料試驗所、臺北醫院、國土規

劃與不動產資訊中心等 6 個個案，將個案高階主管、主管機關業管官

員、熟悉個案之學者專家等人對於個案改制為行政法人之意見，整理

為表 5-4。  

從表 5-4 可知，國家教育研究院、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之高階主

管、主管機關業管官員、熟悉這二個個案之學者專家看法一致，認為

長遠來看，個案有評估改制行政法人之空間，但是對於國家教育研究

院而言，自籌財源之問題必須克服。在農業試驗所方面，高階主管不

認同改制行政法人，認為只要在現行人事、會計、採購制度上增加排

除條款，試驗機構之運作便能有彈性；但主管機關、學者專家皆認為，

農業試驗機構有行政法人化之空間，而且整併試驗機構是重要工作。

在材料試驗所方面，相關受訪者皆不認為該機構具備行政法人化之條

件。至於臺北醫院，高階主管表示配合行政院及主管機關衛福部之政

策，而衛福部近期無推動醫院行政法人化之規劃，但受訪之專家認為

公立醫院應行政法人化，而且就該專家所知，衛福部其實不反對醫院

行政法人化。最後，關於國土規劃與不動產資訊中心，高階主管表達

希望改制行政法人之意願，而且希望與臺灣地理資訊中心合併；對此，

主管機關內政部營建署樂觀其成，但需尊重該財團法人之捐助者—行

政院經建會；至於該個案之受訪專家，認為中心內部各部門之公共性、

市場性差異大，可以分開來思考是否改制為行政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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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個案改制行政法人之意見分析一覽表  

類型  個案  個案高階主管  個案主管機關  熟悉個案學者專家  

三級

機構  

國家教

育研究

院  

有改制行政法人之

空間，但經費與人

員聘用等問題需克

服。(F1) 

可朝行政法人化

之方向規劃，但需

考量自籌財源。
(D1) 

長遠來看，改制行

政法人或許會比現

在好，但問題是在

財源。(H1) 

國立自

然科學

博物館  

有自籌之條件，認

為改制行政法人會

比現在更好，但擔

憂若採「一法人多

館所」，會減少各

館之特色。(F2) 

現階段不適合推

動 改 制 行 政 法

人，應先讓作業基

金之運作穩定，待

穩定後再評估行

政法人化。  (D2) 

長遠來看，可改制

行政法人，且可考

慮 「 一 法 人 多 館

所」，但人們需調

整對行政法人的觀

念。(H2) 

農業試

驗所  

已錯失行政法人化

之推動時機，只要

鬆綁人事、會計、

採購制度（如排除

條款），即可達成

行政法人化效果。
(F3) 

目前不推動行政

法人化，但長遠來

看，若財團法人農

業科技研究院運

作良好，第二波組

改 推 動 機 構 整

併，以及國立大學

法人化，公立試驗

機構仍有機會改

制行政法人。(D3) 

長遠來看，可推動

改制行政法人，但

農業試驗機構整併

更為重要。(H3) 

四級

機構  

材料試

驗所  

目前人事、會計、

採購制度皆符合需

求，改制行政法人

可能過於強調成本

與績效，且衝擊員

工權益。(F4) 

不 宜 行 政 法 人

化，因試驗所需密

切配合支援公路

總局，員工是否認

同法人化也是問

題，而且人事制度

將由資位制改為

簡薦委制。(D4) 

大學、民間已有許

多 經 認 證 之 試 驗

室，替代性高，若

法人化亦難有自籌

能力。(H4) 

臺北醫

院  

需配合衛福部執行

任務，是否行政法

人化，完全配合行

政院與衛福部之政

策。(F5) 

醫院需執行公共

任務，近期不考慮

行 政 法 人 化  

(D5)，但對於行政

法人化不反對。

支持醫院改制行政

法人，且應將醫院

整併，並將業務轉

型，如長照。(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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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 

財團

法人  

國土規

劃與不

動產資

訊中心  

組織規模小，且經

費來源不穩定，期

望與業務近似之臺

灣地理資訊中心等

單位整併，成立國

土規劃研究院，並

改 制 行 政 法 人 。
(F6) 

內政部營建署尊

重 經 建 會 之 決

定，若要改制行政

法人，以及與臺灣

地理資訊中心整

併，皆樂觀其成。
(G1) 

中心內部，不動產

資訊群類似民間機

構，市場性較高，

可與臺灣地理資訊

中心整併；國土規

劃 群 類 似 政 府 智

庫，公共性較高；

資訊室之角色較為

模糊。是否要行政

法人化，應考慮各

部門之差異。(H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小結  

為評估行政組織改制為行政法人之可行性，本節聚焦於行政機

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等二個類型，並以國家教育研究院、國立自

然科學博物館、農業試驗所、材料試驗所、臺北醫院、財團法人國土

規劃與不動產資訊中心等 6 個組織為個案。  

本研究綜合焦點團體及深度訪談之結果，發現除材料試驗所明顯

不宜改制行政法人，其它個案皆有進一步評估行政法人化之空間。其

中，國家教育研究院、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之所有受訪者，皆認為長

期可考慮改制行政法人，意見相當一致；農業試驗所之主管雖反對改

制，但主管機關農委會、專家皆不排斥行政法人化；至於臺北醫院、

國土規劃與不動產資訊中心，從受訪者之意見來看，皆有討論行政法

人化之相當空間，但需要更細緻之評估。需特別強調的是，組織改制

行政法人與否，應著眼於組織未來長遠發展，即便目前不宜，亦不代

表未來亦無考量之機會。關於這些個案改制行政法人之法律、行政、

政治可行性，第六章有更深入之探討。  



行政組織屬性調整可行性評估之研究 

112 

第六節  行政組織屬性調整評估架構之設計  

為建立行政組織屬性調整之評估架構，本研究召開第六場焦點團

體進行討論。在訪談之前，本研究先繪製評估架構之草圖以供討論之

用，並於訪談結束之後，參考受訪者之意見修改。本節呈現之評估架

構圖，即為根據焦點團體之訪談結果所修改之版本。對此，本節不特

別引述受訪者之修改意見，直接針對行政組織屬性調整評估架構圖進

行說明。由於各機關委辦專案組織缺乏明確定義，且根據本章第四節

之分析可知，這類組織改制行政法人之可行性不高，故本節之組織屬

性調整評估架構，聚焦於行政機關（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等二類

行政組織。  

一、行政機關（構）   

本研究歸納受訪者之意見，將行政機關（構）改制行政法人之評

估架構分成二個階段。第一階段之評估分成四個面向，包括：業務存

續必要、公權力程度、運作彈性需求、市場性。對此，本研究賦予這

四個面向操作性定義如下：（一）業務存續必要：組織目前辦理之主要

業務，是否有繼續辦理之必要；（二）公權力程度：組織辦理該業務時，

對於公權力的需求程度；（三）運作彈性需求：為追求公共利益與經營

效能，當組織辦理該業務時，對於人事、會計、採購等制度的彈性需

求程度；（四）市場性：民間部門可替代行政機關（構）辦理其主要業

務的程度。評估的可能結果包括：（一）若業務已無存續之必要，該機

關（構）即可以直接裁撤；（二）若業務有存續必要、公權力程度低、

運作彈性需求高、市場性高，可予以公司化或民營化；（三）若業務有

存續必要、公權力程度高、運作彈性需求低、市場性低，維持行政機

關（構）不變即可；（四）若業務有存續必要、公權力程度低、運作彈

性需求高、市場性低，可進入第二階段之行政法人化評估。第二階段

之評估包括法律、行政、政治之可行性，當三項評估皆通過時，改制

行政法人方為可行。有關行政機關（構）組織屬性調整之評估架構，

如圖 5-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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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章第五節國家教育研究院、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農業試驗

所、臺北醫院等 4 個行政機構而言，其分別為研究、文教、試驗、醫

療機構。政府設置這些機構皆有公共目的，如：發展教育政策、推廣

自然科學之社會教育、提升農業研發能量、提供醫療服務與執行公衛

政策，業務皆有存在必要，公權力也不高；另外，這些機構之人事、

會計、採購制度皆有頗多限制，組織深受束縛而難以完全發揮成效，

運作需要有更大之彈性，以助於公共目的之達成；再者，教育政策研

究、自然科學之社會教育、農業技術研發等事項，民間願意投入者有

限，市場性偏低；醫療市場上雖有眾多民營醫院，但偏遠地區以及老

年化社會所需之長照服務，仍有賴政府投入。是以，這些案例皆可進

一步評估改制行政法人之可行性。  

二、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根據受訪者之意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是否有改制行政法人之

條件，其公共性高低至為關鍵，亦即，當公共性偏高時，方有評估行

政法人化之必要。本研究將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組織屬性調整之評估

架構，分為三個階段來實施。第一階段係評估財團法人之公共性，即

針對財團法人影響國家利益或全民福祉之程度來評估。當國家利益或

全民福祉之影響程度偏低時，進入第二階段—市場性評估，即評估民

間部門可取代該財團法人辦理其主要業務的程度，其結果為：（一）當

市場性偏高時，可民營化或公司化；（二）當市場性偏低時，維持財團

法人不變。然而，當第一階段之評估結果顯示，財團法人對於國家利

益或全民福祉之影響程度偏高時，其第二階段評估為監督密度需求評

估，結果亦分二種：（一）當監督密度需求偏低時，可維持財團法人不

變；（二）當監督需求偏高時，可進入第三階段評估—行政法人化評估。

第三階段評估同樣分為法律、行政、政治之可行性評估，當三者皆通

過評估時，該財團法人才具有改制行政法人之可行性。有關政府捐助

之財團法人組織屬性調整之評估架構，如圖 5-2 所示。  

以本研究之個案—國土規劃與不動產資訊中心為例，該財團法人

從事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業務，對於國家利益、全民福祉有深刻影

響。另外，國土規劃與我國公共政策之規劃與執行有很密切關聯，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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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較高密度之監督。是以，本研究認為國土規劃與不動產資訊中心可

評估改制為行政法人。  

三、小結  

需特別說明的是，任何一類行政組織改制行政法人，皆茲事體大，

無法透過簡單的圖表即能推導出哪些機關（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應轉型為行政法人之結論。是以，本節呈現之二張評估架構圖，並非

要告訴各行政組織及其主管機關有哪些組織「應改制行政法人」，而是

「可評估改制行政法人」。進一步而言，本研究主張每個欲改制行政法

人之個案，皆須經過嚴謹之多階段評估，當有行政法人化之評估必要

時，才進入行政法人化之法律、行政、政治可行性評估。此外，每個

組織之行政法人化可行性評估架構，應依不同個案而彈性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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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行政機關（構）組織屬性調整之評估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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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組織屬性調整之評估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繪。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第二階段評估 

‧  市場性 

維持不變 

第二階段評估 

‧  監督密度需求 

需較低密度監督 需較高密度監督  

維持不變 評估行政法人

化 

維持不變 

國家利益或全民福祉

之影響偏低 

公司化或民

營化 

第一階段評估 

‧  國家利益或全民福祉之影響程度 

市場性偏高 市場性偏低 

國家利益或全民福祉

之影響偏高 

第三階段評估 

‧  法律可行性 

‧  行政可行性 

‧  政治可行性 

‧  可行性 

視評估結果而定 

維持不變 



第五章 行政組織屬性調整之質性資料分析 

117 

第七節  小結  

本研究透過焦點團體座談及個案研究法，探討我國行政機關

（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各機關委辦專案組織轉型為行政法人之

相關議題。本章為質性資料分析，可以分成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

即本章之第二、三、四節，分析受訪者對於行政機關（構）、政府捐助

之財團法人、各機關委辦專案組織改制行政法人之「整體性」意見；

第二個層次，即本章之第五節，分析受訪者對於行政機構、政府捐助

之財團法人之 6 個個案改制行政法人之「個別性」意見；第三個層次，

即本章之第六節，提出行政機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組織屬性調整

之評估架構（屬性調整之選項多元，「評估行政法人化」僅為其中之

一），並利用該架構，說明相關個案為何能進入第六章改制行政法人之

法律、行政、政治可行性評估。  

在第一個層次中，受訪者對於行政機關（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

人、各機關委辦專案組織改制行政法人，提出許多意見，包括：改制

應具備哪些條件、改制會遇到哪些問題，以及反對改制之理由。整體

而言，受訪者認為行政機關、各機關委辦專案組織，較不具改制行政

法人的條件，而行政機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較有評估改制之可能。

其中，受訪者對於行政機構改制之看法較為一致，但對於政府捐助之

財團法人改制，則有多項保留之意見。對此，茲將受訪者之意見整理

為表 5-5。  

在第二個層次中，受訪者對於國家教育研究院、國立自然科學博

物館、農業試驗所、材料試驗所、臺北醫院、財團法人國土規劃與不

動產資訊中心等 6 個個案，提供改制行政法人之意見。結果顯示，除

材料試驗所明顯不宜改制之外，其餘 5 個個案皆能進一步評估改制行

政法人之法律、行政、政治可行性。再者，若將這 5 個個案，置入第

三個層次之組織屬性調整評估架構，行政機構分析其業務存續必要、

公權力程度、運作彈性需求、市場性，財團法人分析其國家利益或全

民福祉之影響程度、監督密度需求，皆能合理說明為何這些個案可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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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轉型為行政法人。關於行政組織轉型為行政法人之法律、行政、政

治可行性評估，第六章有更詳細之說明。  

表 5-5 行政組織改制行政法人之質性資料歸納表  

 行政機關(構 )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各機關委辦專案組織  

改制

條件  

‧公權力較低之行

政 機 構 ， 如 實

（試）驗、檢驗、

研究、文教、醫

療。  

‧具一定財務自籌

能 力 之 行 政 機

構。  

‧行政機關公權力

高，不宜改制。  

‧公共性較強，如依

設置條例或特別法

設立者。  

‧具一定財務自籌能

力者。  

‧改 制 之 可 行 性 偏

低。  

改制

之問

題與

保留

意見  

‧員工反彈。  

‧組 織 屬 性 應 多

元。  

‧國外推動行政法

人已趨於保守。  

‧需先解散財團法人

再成立行政法人，

可行性不高。  

‧組織屬性調整之成

本高。  

‧改制後監督密度提

高，未必有利。  

‧組織屬性應多元。  

‧政府不宜介入財團

法人太深。  

‧高度公權力事項，

不宜由行政法人辦

理。  

‧能委外者應維持委

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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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行政組織轉型為行政法人之可行性評估  

本章延續第五章第六節之行政機關（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的

組織屬性評估架構（即圖 5-1、圖 5-2），依序從法律、行政與政治等

三個層面，分析行政組織轉型為行政法人之可行性。由於可行性分析

需有實際之個案作為評估標的，是以本章係根據先前所篩選之個案，

包括教育部主管之國家教育研究院、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交通部公路總局材料試驗所、衛生福利部臺北

醫院、財團法人國土規劃與不動產資訊中心等 6 個代表性個案進行分

析。在各節進行個案可行性評估之前，將先概要述明各該項可行性分

析之評估依據或標準。  

第一節  法律可行性分析  

一、行政法人化之通案規範性要素  

行政組織作為調控資源之論調，業已成為當代行政法學之共識。

組織選擇應具備規範性的調控視野，亦即必須充分認識並界定：究竟

是何種公共任務屬性適合透過行政組織達成結構性調控，此乃行政組

織法作為規制公行政組織建置的法規範構造使然。在行政院組織改造

推動委員會推動的行政組織再造潮流中，「行政法人化」始終與機關法

人化的論題軸線相隨，作為制度選項之一。雖然行政法人在法制化階

段前期，僅有「行政法人建置原則」可供依循而備受法律授權之質疑，

但此等疑慮已隨民國 100 年三讀通過並施行之《行政法人法》逐漸化

解，並使行政法人化成為組織再造的重要選項之一。鑑於行政法人化

係以公共任務之適切履行為中心思想，因公共任務之類型繁多，故《行

政法人法》必須作為行政法人化之一般性與通案性規範框架來理解，

其重要規範性要素包括法律保留、公共關聯與組織變革之程序保障，

茲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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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保留：《行政法人法》與個別組織法  

承本研究第二章與第三章所述，行政法人化形式上必須滿足法律

保留原則之要求。《行政法人法》第 2 條第 1 項指出，行政法人乃國家

及地方自治團體以外，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執行特定公共事

務，依法律設立之公法人。同法第 1 條明揭，《行政法人法》之制度目

的，係針對行政法人之設立、組織、運作、監督及解散等共通事項所

為之準則性規範，俾確保公共事務之遂行，並使其運作更具效率及彈

性。循此立法目的，《行政法人法》一方面成為組織行政法人化的一般

性授權依據，從而滿足制度性法律保留之要求，他方面也針對風貌多

元的公共任務群可能涉及的共通事項，特別是新公共管理與新調控模

式關注的組織、預算與人事三方面，劃定行政法人制度形塑的框架，

確保結構性調控之實效性。惟法律保留在組織再造思潮的規範內涵，

並不以總則性法律為足，其尚有國會民主正當性連結之控制機能。除

了透過《行政法人法》來規範設立程序、事務權限及其界限、國家監

督、轉換關聯重要問題外，縱使公共事務的複雜性與特殊性衍生彈性

化之需求，放任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總則性框架內自行依任務需求

訂定設置辦法，並未成為法制化之選項。反之，依《行政法人法》第

2 條第 3 項規定：「行政法人應制定個別組織法律設立之；其目的及業

務性質相近，可歸為同一類型者，得制定該類型之通用性法律設立之。」 

此本項前段之雙重法律授權之規範結構，《行政法人法》具有框架

屬性，並依不同規範內涵，不排除有下限規定及上限規定，須視個別

條文解釋而後定之，此不僅強化國會對於組織再造的法律控制（法治

國意義），同時藉由個別組織法作為適案性準據，賦予其堅實的民主正

當性連結（民主原則意義）。  

而本項後段針對同一類型之行政法人化需求，賦予就同一類型之

行政法人得制定通用性法律，以為組織依據。所指者，例如大學行政

法人設置條例等。就本研究案之標的而言，有鑑於行政機關、政府捐

助之財團法人及政府專案委託機構等三種類型性質各異，且各類型內

之個別機關、組織差異性亦大，欲制定通用性法律，以作為行政法人

化之組織依據，恐難契合行政法人化對於「通用性法律」之定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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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制定通用性法律之考慮，至少應非是上述三種類型化之層次。毋

寧，應將觀察視野細部進入各具體機關及組織，視業務功能同質性高

者（例如研究機構、試驗機構等），始有實踐之可能。  

（二）公共關聯：行政法人化之容許性  

《行政法人法》第 2 條第 2 項所稱之「公共事務」，須滿足以下之

條件：「一、具有專業需求或須強化成本效益及經營效能者。二、不適

合由政府機關推動，亦不宜交由民間辦理者。三、所涉公權力行使程

度較低者。」承前所述，從結構性調控觀點來看，行政法人作為行政

組織調整之制度選項，必須著眼於公共任務之屬性。 15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籌設行政法人時，應充分認識透過行政法人所欲達成的任務

性質，是否兼具《行政法人法》第 2 條第 2 項各項條件，並在此認識

基礎上評估該公共任務之執行是否得藉由行政法人化適切達成。準

此，行政法人設立目的所執行的特定公共事務，遂成為行政法人化的

容許性指標。此外，行政法人既然派生於新公共管理（或德國模式之

新調控模式）理念之具體實踐，其制度形塑之方向與內涵之詮釋，應

取向於本研究第二章與第三章所臚列之改革要素，例如專業導向、結

果取向考量、市場競爭相容性、分權化總體責任配置等，始能契合行

政法人之制度旨趣。  

由於現代社會的急速變遷，國家面對複雜的管制對象，為了迅速、

彈性、有效率地回應社會的瞬息萬變，暴露在更高的調控知識壓力下。

如果要獲得前所欠缺的知識或者至少填補其知識不足，整合並活用私

部門的專業知能遂成為一個管制策略（Eifert，2001：137）。因此具有

「專業需求」之公共事務，不僅是組織行政法人化的正當性依據，亦

                                                 
15

 查《行政法人法》草案一讀版本第 2 條之用語原本為「公共任務」，但在二讀

時草案修正為現行「公共事務」之用語，其修正理由略以：「…俾符合中央行政

機關組織基準法第三十七條規定之用語。」參見立法院第 7 屆第 5 會期第 14 會議

議案關係文書，頁 396。從此立法史料可得推知，立法原意使用「公共任務」概

念，較貼近當代行政法學在討論組織再造與行政法人化之論題核心，修正為現行

法文「公共事務」，僅出於文義體系之考量。故欲探求「公共事務」之規範意涵，

從法學方法論之觀點仍應輔以目的（nach Sinn und Zweck）與歷史解釋，始能切中

行政法人之制度本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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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其必要條件。例如學術行政領域，品質佳、水準高的學術成果植基

於堅實的專業知能，理之自明；又如文化行政領域，對於藝術性與創

造性之人文素材，倘無專業知能與文化涵養之底蘊，難以達成文化形

塑與培養之任務。另一方面，國家為了滿足依法行政之要求，履行任

務之際必須時時恪遵行政一體下的官僚結構，預算支用亦應撙節經濟

性原則，時而無法有效回應公行政服務接收端的需求，欠缺彈性反映

成本效益的空間。是故重視「成本效益與經營效能」的公共事務亦適

合從國家官僚行政組織體中鬆綁，此類型的行政任務尤以給付行政、

社會行政與基礎建設行政為大宗。必須注意的一點是行政法人化所專

業需求與成本效益考量並非著眼於個人。徵諸新公共管理與新調控模

式之精神，分權對象機關或部門之給付能力與規模必須跳脫個人要

素，結構性地從組織、人事、會計預算等面向併同考慮。  

然而，單有專業知能需求或成本效益考量，尚不足以完全滿足行

政法人化之條件。例如新興任務領域之一的風險行政，不論是風險調

查（Risikoermittlung）或是風險管理（Risikomanagement），均需仰賴

專業知能來解決認識論、實用論、技術論與調控論的問題（Weiß，

2007：334；Schulze-Fielitz，2006：§ 12 Rn. 28）。縱令專業知能在風

險調查與風險管理的階段扮演重要角色，但後續風險判斷與風險防護

常涉及高度公權力之行使，尤其當風災防護任務已經躍升為國家核心

任務一環時，單有專業知能並無法擔保公共事務之完成。又在社會行

政領域，社會保險基金之經營管理假使不考慮國家作為保險人的要

素，取向於成本效益與經營效能之保險人或許才是更有力於被保險人

福祉的經管策略。惟國家社會保險乃社會國原則之具體實踐，蘊含有

憲法位階之價值判斷，不允許公行政僅因私部門具有成本效益與經營

效能之優勢而退出該任務領域。  

質言之，在「專業性」與「成本效益與經營效能強化」的考量之

外，須進一步判斷公共事務屬性是否由政府機關推動或交由民間辦理

的「適宜性」。其判準應取向於任務之「分權化需求」、「服務品質導向

需求」與「公益關聯」等基準。「不適合由政府推動」之內涵判斷，繫

諸於新公共治理或新調控模式的批判脈絡，亦即內部關係的組織鬆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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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外部公行政與人民的關係轉型。前者係指任務是否需要透過排除行

政一體所獲得的行政獨立自主性獲得較佳的履行品質，亦即「分權化」

需求；至於後者，倘若國家與人民的法律關係，有空間可以擬制為企

業經營者與顧客間的服務關係，亦即國家作為給付主體、人民作為給

付對象且給付內容服務性質高於公權力性質，則該類法律關係總體關

聯的任務屬性，即適合取向於目標與結果取向的調控而非法適用取向

的官僚模式，亦即「服務品質導向需求」。例如德國聯邦勞動署之改革，

由於其任務內容係大宗之就業服務（例如就業仲介、職業訓練、勞動

市場調查），重點在於如何促使勞工能充分就業、維繫勞動市場供需的

基本條件，而非硬性的法律適用；又如我國已設置的國立中正文化中

心，民眾關心的毋寧是入場後獲得何種心靈饗宴，文化中心則關心節

目是否叫座，雙方的關懷均非法律關係內容應滿足何種構成要件、如

何進行法律適用。  

一旦公共事務經確認不適合由政府推動，進一步要判斷是否「不

宜交由民間辦理」。從行政任務理論的觀點，倘若公共事務具有核心任

務關聯，亦即任務之完成必須以國家物理力獨占為後盾，對社會進行

個別之干預（Schulze-Fielitz，2006：§ 12 Rn. 24；Grimm，2002：1299），

其公權力行使程度甚高，即不適宜交由私部門辦理。再者，倘若任務

具體化之手段及其給付內容如果涉及公法行為形式，私部門因非權限

主體而無法運用公法行為形式，自非妥適之任務承擔者。此外，國家

之所以能夠透過制憲者或立法者將公共任務之履行權限攬在身上，其

正當性基礎在於社會跟市場以自我調控實現公益的能力有限。倘若市

場機制不夠健全，且該市場失靈之風險無法透過公私協力之責任分擔

模式加以承接，則任務權限之配置仍應留在具有國家屬性之獨立公法

人內為宜。承前德國聯邦勞動署例，儘管透過彈性化、顧客服務取向

化的企業經營模式，較之於行政一體的官僚模式，更能適切履行就業

服務與失業保險之任務，但在社會法治國的憲法方針指引下，勞動市

場之穩固與健全實屬國家責無旁貸之任務；又如兩廳院之設置，除了

經管場地與演藝事業外，更要實現「提升國家文化藝術形象、創造國

際競爭優勢，並推廣表演藝術及社會藝術教育活動，提升國民文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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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水準」等目標，其難以單純仰賴私部門之力量完成「文化國」

（Kulturstaatlichkeit）之形塑任務，在此等私人與國家競合的任務場

域，容應由公部門發揮支持、引導、促進甚至規整作用。  

此外，德國國立大學公法人之改革歷程在行政法人化容許性之判

斷上亦可資借鏡。大學作為學術自由之場域，承擔學術發展之公共任

務自不待言。面對全球化與歐盟化的學術市場化挑戰，德國國立大學

公法人也取向於營運彈性與競爭力強化，致力於領導階層、人事編成、

預算鬆綁，此兼有專業需求與經營效能之考量。值得注意者，係大學

任務之實現仰賴制度性保障，一方面透過制度性保障與政府官僚的行

政一體保持一臂之距，他方面學術發展與追求真理的社群公益目標不

宜由個人利益最大化導向的私部門單獨領導，從而適合於中間路線之

行政法人型態來承擔大學任務之實現。  

最後，如果公共任務所關聯之具體法律關係，大部分由行政處分

或行政契約加以具體化之公法關係所構成，即不符合「公權力行使程

度較低」之要件。誠如本研究第三章第五節所示，舉凡秩序行政、風

險（環境）行政、稅務行政、國防行政等率以物理力強制作為後盾所

形成的公法上法律關係，縱使基於專業需求而有引進私人參與之必

要，法制度的選項應屬「公權力受託人」或「行政助手」，而非行政法

人。相對地，在給付行政領域所涉及的高權措施，例如生存照護行政、

社會行政、補貼行政通常帶有須相對人（即人民）協力之色彩，即使

人民因行政處分或行政契約取得一定公法上資格，或負有對待給付義

務，但此等公權力在程度上並無法與植基於國家物理力獨占、單方高

權支配之公權力相提並論。易言之，行政法人化不若「去任務化」或

「委外化」，其「公權力」判斷並非全有全無，而是在公共任務之總體

脈絡下，公權力行使所占任務比重。茲復以德國聯邦勞動署為例。依

據德國聯邦社會法典第三部規定之任務內容，該署除了提供勞工與雇

主雙方面之就業諮詢、就業與職訓仲介、職業訓練等服務（主要透過

績效協定運作）外，尚職司失業救助金之管理與核發、職業訓練促進、

身心障礙者之就業保障等事項，其容有單方作成行政處分或締結行政

契約之權限，並因此受聯邦社會法典第十部之社會行政程序法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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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程序保障：行政法人化之制度轉銜  

誠如《行政法人法》第 1 條所揭示，行政法人之設立、組織、運

作、監督及解散等共通事項應循該法所設立之準則性規範為之。一旦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判斷，就合於該法第 2 條第 2 項要件之特定

公共事務，得推動行政法人化。除應制定個別組織法外，依循新調控

模式之精神應進一步在個別組織法中確立任務清單與權限範圍、具體

化內部監督權限（《行政法人法》第 15 條參照）與外部績效評鑑（《行

政法人法》第 16 條參照），並透過行政法人董（理）事及監事遴聘及

解聘辦法與行政法人董（理）事及監事利益迴避範圍及違反處置準則

明確化組織領導階層之積極與消極要件；針對會計與財務管理部分，

應分別制定相關之會計制度規章、稽核作業規章、採購作業實施要點

與轄下之公有財產管理使用收益辦法；至於人事部分，除了確保機關

（構）改制行政法人隨同移轉繼續任用人員權益不受影響之外，更應

制定適用於此類人員之人事管理辦法，以有別於行政法人內部其他人

事管理規章。  

要之，在現行法規範底下，滿足《行政法人法》第 2 條第 2 項所

揭示之條件，僅意味著得推行後續的行政法人化，其仍須藉由個別組

織法之建置、具體行政法人事務安排，來滿足效率效能調控之明確性、

人事財政預算法制之配套、組織調整之過渡條款、制度性保障等法治

國原則要求，並透過有效國會監督來確保民主正當性連結，甚至在民

生任務企業化經營時應遵循社會國原則之方針指示。綜上所述，可以

發現《行政法人法》第 2 條第 2 項之要件除了第 3 款「公權力」屬於

可供操作之法律概念（Rechtsbegriff）外，其他「專業需求」、「成本

效益」、「經營效能」、「政府或民間辦理之不適宜性」均必須透過新公

共管理、新調控模式以及公共任務理論之輔助，往赴於現存組織型態

與行政法人化後對於任務履行之結果進行詮釋。  

 

二、行政組織轉型行政法人之法律評估  

依照本研究蒐整之現行行政機關（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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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委辦專案組織清單，其共通性在於各該組織體目前從事的任務均有

專業需求。但是否均有分權化需求、公益關聯與低公權力之特性，應

予分別觀察。以下茲先說明三種類型轉型之需求差異，再針對本研究

篩選之個案進行法律可行性分析。  

（一）各行政組織轉型需求差異  

行政機關（構）推動行政法人化的問題境況與政府捐助之財團法

人、機關委辦專案組織，具有本質性差異。依據本研究第二章第四節

之比較（參見表四），行政機關（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與機關委

辦專案組織三者在準據法規、法人格屬性、意思機關、人事制度、會

計、年度預算審查與採購制度、績效評鑑、資訊公開均有不同。從法

律關係理論的分析手法切入，行政機關（構）與機關委辦專案的轉型

需求在於創設新的公法人格，俾取得獨立的法主體地位，而與已享有

獨立法主體地位的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的問題境況截然不同。  

首先，行政機關（構）之轉型需求，正是新公共管理與新調控模

式所欲處理的問題。按《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 16 條第 1 項規

定：「機關於其組織法規規定之權限、職掌範圍內，得設附屬之實（試）

驗、檢驗、研究、文教、醫療、社福、矯正、收容、訓練等機構。」

行政機構係機關依組織法規將其部分權限及職掌劃出，以達成其設立

目的之組織。其雖然具有任務履行的功能專業性，但由於行政機構與

行政機關率由機關首長統籌執掌任務範圍內之事務，並受到嚴格的公

務員法制、預算法制的條件化規程（Konditionalprogrammierung）拘

束，從而履行任務之際並無法適案、彈性、迅速地回應個案的需求。

為了一方面從公行政內部關係調整組織與內部結構，他方面在公行政

與人民的外部關係中引進市場思維與關注顧客服務品質，而將原本鎖

定在行政一體、官僚階層、受指示拘束的行政組織解放，使其成為具

有功能上專業的獨立行政單元，即有藉由行政法人化取得獨立法人格

之必要。再者，行政機關（構）行政法人化之本質係沿著「行政機關

法人化」的軸線派生，但其輸出端並非以私法形式組織為結果，而是

限定在公法人型態，蓋行政法人執行公共任務時仍有行使一定程度公

權力之需要，私法形式組織並無法滿足權限秩序之要求。易言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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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機關（構）行政法人化的改革方向是基於任務適切、彈性、迅速履

行所伴生之分權化需求，在公法體制內賦予行政機關（構）外於國家

法人格以外的獨立性。  

與行政機關（構）不同，專案組織本質上係著眼於任務履行之功

能化組織。機關委辦專案法律關係的本質，已經是委託民間機構成立

專案組織來辦理，受委託之民間機構本身並非自始從屬於國家組織之

一部分，毋寧是基於委託關係而納用於國家組織來完成公共任務。職

此，設若機關委辦專案欲行政法人化，其問題境況在於創設一個官民

共治的公法人格，將原本的民間機構規整入國家組織秩序之一部。  

相對於此，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行政法人化涉及法人再規制而

非組織彈性化、責任分權化的問題，與新公共管理思維迥然有別。政

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係國家或其他行政主體為達成特定之公共目的，依

民法、特別法或設置條例捐助其所有財產而成立、具有獨立法人格之

私法上財團法人，其法律性質不僅是外於國家法人格，更是外於公法

體制。基此，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行政法人化的改革方向是如何將已

經外於國家法人格外的私法組織重新拉回公法體制內，並將私法人格

轉換為公法人格。  

（二）各行政組織轉型之法律可行性  

基於上揭各該行政組織轉型需求之差異性，本研究認為，在滿足

《行政法人法》第 2 條第 2 項之容許性要件、兼具同法第 2 條第 3 項

之個別組織法保留之前提下，行政機關（構）之組織再造呼應新公共

管理與新調控模式之批判徑路，原則上具有行政法人化之一般性，例

外應兼顧行政機關在公共任務履行場合享有組織形式選擇自由，倘若

個別公共任務採取私法組織形式更能適切履行者，其組織再造的選項

即非限於行政法人化，組織私法化亦得納入考量。而機關委辦專案組

織，應進一步細究委託關係之內容，尚不可一概而論。誠如本研究迄

至目前為止蒐集的案例所示，其委託內容大相逕庭：在勞動檢查方面

涉及公權力行使，但現行「公權力受託」模式是否非得轉換為「行政

法人模式」，繫諸於分權化與經費來源之考量；資訊安全專案僅涉及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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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性服務而無關公權力，是否直接具備公共關聯容有疑義；刻正由內

政部在《住宅法》第 3 條基礎上推動之社會住宅方案，其給付內容雖

屬公共任務之具體化，但政府興辦或獎勵民間興辦，不當然非得以行

政法人型態不可，公私協力模式亦屬制度選項之一（詹鎮榮，2005：

5-14）。至於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在尚未有獨立社團法人法之規制下，

為了有效管理公有財產，避免財產民營化規避管制，鑑於該財團法人

之公共任務關聯，原則上亦應肯定其行政法人化之空間。  

本研究所篩選之六個個案中，無疑均有專業需求。其中國立自然

科學博物館（文教機構）與臺北醫院（醫療機構），不容否認兩者分別

肩負文化教育傳承與醫療照護之公共任務，但從新公共管理與新調控

模式的企業經營者角度出發，人民關心的是科博館與臺北醫院結果上

提出何種服務品質，而非過程中如何提出該等服務；又醫療院所與文

化產業市場蓬勃，面對此等競爭要素與經營效能之強化，除非假定科

博館與臺北醫院亦肩負學術研究任務，否則該等任務之適切執行已不

適合由政府機關自行推動；完成公共任務所使用的手段，除了公有公

共設施涉及公物管理，兩者所提供之文化教育資訊傳遞與醫療資源給

付基本上欠缺公權力之色彩，並非一定要透過公法組織形式來執行該

等公共任務。相反地，為了經營效能之強化，採取私法組織形式之彈

性更大。  

性質屬試驗機構之交通部公路總局材料試驗所，依據《交通部公

路總局材料試驗所組織條例》第 2 條掌理：「一、基礎地質鑽探土壤及

各種工程材料之試驗事項。二、路面材料之試驗及設計事項。三、公

路工程材料、路面調查及技術研發事項。四、機務調配、材料供應及

儀器保養管理事項。五、文書、檔案管理、出納及事務事項。六、其

他有關公路工程材料試驗事項。」其業務執掌之內容雖不容否認其專

業性，但技術成分高，且幾乎無涉公權力之行使。又技術事務之執行

與經營效能欠缺實質關聯，難以看出材料試驗所有領導組織、人事、

預算上之分權化需求。倘欲轉型，以私法組織為宜，甚至非不得由政

府資助民間辦理。相對於此，同屬試驗機構之農業試驗所，依據《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暫行組織規程》第 2 條掌理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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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農藝作物栽培方法、品種改良、生理細胞遺傳及生物統計等試

驗研究事項。二、農業機械及設施之設計、改良、試驗、機械化經營

研究與農業氣象資料蒐集、分析、應用研究及試驗研究事項。三、園

藝作物 (果樹、蔬菜、花卉 )之品種改良、栽培方法、園產品加工及處

理等試驗研究事項。四、土壤化學、土壤物理、土壤肥力、植物營養、

農業微生物、農產化學及其加工等試驗研究事項。五、植物病害之調

查、病原菌之生理生態及防治、食用菌類之分類栽培及開發等試驗研

究事項。六、農業害蟲、益蟲及應用動物之研究、防治或利用暨經濟

昆蟲生理生態分類及殺蟲劑等試驗研究事項。七、農業經營、調查綜

合發展、整體區域資源利用規劃、分析及評估等試驗研究事項。八、

作物種原蒐集、保存、繁殖、新種原引進開發利用及國際種子交換等

試驗研究事項。九、農場土地之利用、農場之整理、維護及管理、農

具之保養及管理、肥料之採購及分配、水稻及其他作物原種之繁殖等

事項。一○、農業技術轉移、訓練教育、諮詢服務，農業科技資訊管

理等試驗研究事項。」其服務內容接近於德國聯邦勞動署之就業服務

諮詢，涉及農育事業之諮詢、技術養成與培訓。  

從農業開發之觀點，亦有市場競爭導向與顧客服務取向之分權化

需求。惟不同於德國聯邦勞動署者，我國農業試驗所尚享有諸多之高

權權限。憲法第 146 條明揭「增進地力，改善農業環境，規劃土地利

用，開發農業資源，促成農業之工業化」屬重要之國家任務。在農業

試驗所之任務範疇內，與此具關聯性者，乃農業技術之移轉。此在外

觀上看似並不屬於非由公部門自行執行不可之技術性事項，而容有民

間辦理之空間。然而，農業技術涉及農業之發展及產值，涉及農民權

益甚鉅。倘果全然放任民間辦理或是以經營效率考量之私法組織為

之，對於農業技術之公平及普及移轉，恐有難以確保之虞。有鑑於此，

因農業事業所在農業技術移轉上具有強烈之公共性，轉型方向建議採

公法組織之行政法人為優。  

與前述行政機構不同者，國家教育研究院職司國家層級「長期從

事整體性、系統性之教育研究」（《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第 1 條參

照）涉及政策研究與教育行政，其專業性不可言喻。按同法第 2 條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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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國教院所掌理之事項：「…一、教育制度、教育政策及教育問題之研

究。二、教育決策資訊及專業諮詢之提供。三、教育需求評估及教育

政策意見之調查。四、課程、教學、教材與教科書、教育指標與學力

指標、教育測驗與評量工具及其他教育方法之研究發展。五、學術名

詞、工具用書及重要圖書之編譯。六、教育資源之開發整合及教育資

訊系統之建置、管理及運用。七、教育人員之培訓及研習。八、教育

研究整體發展計畫之擬訂及執行。九、教育研究成果之推廣、服務、

學術交流與合作。十、其他有關國家教育研究事項。」其中第 1 款教

育制度之形塑、第 4 款教育方針之擬定、第 9 款教育研究成果之推廣

等，不僅關聯到憲法第 21 條國民基本教育之具體內容形塑，影響國家

教育委託事務甚鉅，更本質上牽連憲法第 11 條講學自由派生之學術自

由之制度性保障（司法院釋字第 380 號、第 450 號、第 462 號、第 563

號解釋參照），從而為了確保其獨立自主發展，免受行政一體之官僚模

式拘束，具有高度分權化需求，不適宜由政府機關推動。另一方面，

國教院雖不直接涉及決策，但公共性高，且對國家教育政策有實質影

響，影響接受教育之國民整體素質，並參諸憲法第 13 章第 5 節教育文

化之基本國策內涵，其蘊含有社會國原則之價值秩序要求，亦不適宜

放任民間推行。此外，依據《國家教育研究院處務規程》第 4 條規定，

該院設有教育制度及政策研究中心、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測驗及評

量研究中心、編譯發展中心、教科書發展中心、教育資源及出版中心、

綜合規劃室、教育人力發展中心等單位，其中例如綜合規劃室掌理事

項涉及教育研究及發展計畫之研議編製、教育研究及行政事務之管制

考核、教育研究計畫之申請、審核及補助（第 11 條參照），抑或教育

人力發展中心掌理關於「教育人員能力指標之建置」、「教育人員培訓

認證之研究及推廣」（第 15 條參照），均不排除透過高權行為形塑教育

或研究人員與國教院間的法律關係。準此，國家教育研究院實具有行

政法人化之法律上可支持性。  

最後，由行政院所推動設置之國土規劃與不動產資訊中心，其性

質上屬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依其法人設立登記資料，其定位為「臺

灣國土規劃及不動產政策智庫，其任務在以永續發展的觀點進行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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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整合性及長期性的國土規劃研究工作，支援政策研擬，並提昇不

動產資訊透明化、促進不動產之市場機制」 16。由於其給付內容亦以

研究為導向，並重視資訊輸出品質之結果，不適合欠缺彈性的法適用

導向官僚系統。但從其任務內容涉及不動產資訊的公共性與透明化，

得透過該等資訊影響國土規劃政策與細部土地利用之後續具體化進

程，從而影響多邊利害關係，故不宜交由民間部門推行。雖然目前該

資訊中心性質上屬私法上財團法人，其任務執行之內容主要圍繞在研

究、訓練、平臺建構的功能，此部分非一定具公共性，也難配以行使

公權力之權限，但尚不宜逕自推論該等公共任務之履行欠缺公權力之

要素。相反地，在現代資訊社會下，行政程序具有高度資訊依賴性，

不論是資訊獲取抑或資訊運用，亦不排除高權形塑之空間（例如確保

資訊調查品質而賦予具有行政契約規制效果之績效協定），鑑於不動產

資訊及國土規劃政策研究的公共性甚高，同時建立該等資訊成果之威

信及公正度，宜以公法組織形式，不宜由民間辦理。  

（三）各行政組織轉型應注意事項  

鑑於行政機關（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機關委辦專案組織三

者之本質差異甚大，推動各類型之通用性立法時，除應滿足前揭《行

政法人法》第 2 條第 2 項與第 3 項之形式要件，也必須注意各行政組

織原本所承擔的公共任務類型與性質、相應公共任務履行之法律手段

與法律關係，在轉型過程中應當進行什麼樣程度的調整與配套。  

鑑於行政機關（構）本身負載各式各樣的行政任務，屬性眾多，

機關與機構性質各異，任務內容各不相同，故其通用性立法之模式，

應作更為細膩之思考及分類。前揭《行政法人法》第 2 條第 2 項所揭

示之行政法人化公共事務特性，應是可值得思考之類型化基準。包含

掌理事務涉及制度性保障事項（學術自由、廣電自由）之政府機構作

為一種類型，技術研發型政府機構作為一種類型，以建構相關之通用

性法律。例如國家教育研究院轉型行政法人與中山科學研究院轉型行

                                                 
16

 

http://www.cpami.gov.tw/chinese/filesys/fi le/chinese/dept/other/p1020926-_3.pdf 。

最後瀏覽日：2013 年 11 月 17 日。  

http://www.cpami.gov.tw/chinese/filesys/file/chinese/dept/other/p1020926-_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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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人之制度考量顯然無法相提並論。針對第一種涉及制度性保障的

公共任務種類，應當在立法目的揭示所欲保障的基本權類型，同時在

組織法內明確制定國家與該等行政法人的監督關係、行政法人個別成

員與行政法人之服務關係；針對第二種技術研發型之公共任務種類，

由於行政法人化的契機在於結果導向的效能經營方針，重點應放在研

究經費來源與活用方式、研究設備與資源之獲取方式（例如採購程序

之彈性化）、激勵研究成果得採行的法律形式（例如績效協定）與界限。 

同理，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行政法人化時，制定個別組織法律固

無問題。若欲制定通用性法律，可思考之分類基準，除任務性質外，

政府出資比例（全部捐助財產來自政府，或是逾百分之五十）亦屬可

行之分類基準。固然，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轉型過程無人事轉換之程

序保障顧慮，然歷程是從私法上財團法人轉型為公法上行政法人，應

當特別注意法人格消滅之後法律關係的變動問題，包括捐助財產之出

資型態、捐助財產之主體歸屬與處分權限、轉換過程的財務稽核、私

法上權利義務繼受。  

至於機關委辦專案組織，因為其本質上是取向於任務履行之適案

性功能化組織，充其量僅能透過任務性質是否同質來判斷有無制定通

用性法律的空間，例如勞動檢查、動力車輛檢查、工程機具安全檢查

均涉及特定勞務場所與物件是否安全的評價任務。倘欲個別立法，應

當先辨識委辦專案組織執行之公共事務是否涉及公權力行使，並平行

比較公權力受託、行政助手、公私協力等同樣取向於任務履行最適化

與彈性化的制度選項。此種類型之行政法人化，由於民間機構居於基

本權主體地位，其行動之權源乃基本自由，迥異於國家組織之行動權

源乃法規範框架內之權限秩序。故機關委辦專案組織行政法人化除了

要考量分權化需求外，應當審慎評估如何兼顧整合私人參與公共任務

履行與其基本權地位維繫，同時明確識別原本委託法律關係所涉權利

義務與公共關聯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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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行政可行性分析  

一、行政可行性評估要素  

就行政組織而言，一些理論上看起來完美的政策理念或組織改革

方案，放在實際的政策執行環境中，經常可能出現失靈或不如預期的

結果。因此，從行政或政策執行的層面來看，組織變革就要特別注意

其健全度（ robustness）和可改善性（ improvability）（Bardach, 2009: 

35）。易言之，行政組織屬性的調整，或者說行政組織轉型為行政法人，

其組織屬性之調整或轉型，是否能夠讓該組織更具有達成組織目標的

活力？以及能否有效改善其組織績效？這是行政可行性的評估重點。  

回溯我國推動行政法人化初期，行政院所提《行政法人法》草案

說帖中，曾對政府組織採行行政法人化途徑說明如下：「行政法人制度

係政府組織改造可供選擇的途徑之一，而非唯一的選擇，亦非全面取

代現有行政機關之功能與職能」。「行政法人制度，係在舖設另一條軌

道，以分流的方式，提昇相關業務之效能，並解決目前行政機關職能

壅塞之困境」。創設行政法人此一新的機關組織型態，其目的在於「將

部分屬執行性質由行政機關辦理較乏效能之業務，由行政法人來處

理，使政府在政策執行方式的選擇上，更具彈性；同時可以引進企業

經營精神，使這些業務的推行更專業、更具效能」。具體言之，根據《行

政法人法》草案說帖中，所列舉政府組織轉型為行政法人的理由包括

以下幾項（行政院人事行政局，2004）：  

（一）融合公、私組織之優點與特性：行政法人可說是行政機關及民

法上財團法人的中間類型，一方面以較行政機關具有彈性的組

織及經營管理方式確保國家任務的有效履行；另一方面則釐清

公共任務特性，將之保留在公法領域，以強化監督並避免混淆

私法體系。  

（二）避免出現成立財團法人所可能衍生的問題：此種行政機關捐助

成立財團法人並將自身任務委託執行，常產生財團法人依附於

行政機關的現象，法人成立目的即僅侷限於完成行政機關委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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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任務，一旦缺乏行政機關的奧援，即無法獨立存在。  

（三）增加用人彈性：對於部分需要相當專業性及技術性人才的業

務，例如各類文教、科技研究機構等，受限於公務人員相關法

制之規定，形成進用管理上的窒礙，無法延攬留用適當人才。

行政法人制度之設計可以提供較有彈性、更符合其特性需要之

人事進用、管理機制。  

（四）適度鬆綁政府會計和採購的限制：對於部分性質特殊的業務，

例如文物典藏維護、學術研究等，形成束縛及障礙，不利業務

的推展。行政法人制度在會計及採購方面，可以做適性之特別

處理。  

（五）強化經營責任及成本效益：行政法人在獨立自主運作及績效評

估方面，可以透過相關績效評鑑機制的建立及內部、外部適當

監督機制之健全，以強化經營責任及成本效益。  

（六）開放多元參與公共服務：行政法人的意思機關係採多元參與，

民主運作，較諸一般行政機關更能有效地照顧多元利益，公共

服務之執行由行政機關轉移至行政法人，藉由制度設計制定與

業務執行權限的分離，可以避免球員兼裁判的爭議。  

 上述六項理由中，「融合公、私組織之優點與特性」、「增加用人彈

性」、「適度鬆綁政府會計和採購的限制」、「開放多元參與公共服務」

等四項是屬於行政可行性所強調的健全度。亦即，當想要評估某一個

行政機關、機構或組織轉型為行政法人時，前述四項理由可作為健全

度的操作性指標。再者，「強化經營責任及成本效益」則關連到行政

可行性的可改善性，亦即，評估某一行政機關、機構或組織若轉型為

行政法人，能否有效改善其組織目標？至於「避免出現成立財團法人

所可能衍生的問題」這項理由，是一種組織屬性調整時的制度比較與

選擇，亦即，當某一行政機關（構）被考慮轉型為行政法人或財團法

人時，能顧及到該機關（構）的業務性質是否具有某種程度之市場性，

倘若完全缺乏市場性或不宜具有市場性，便可考慮選擇行政法人化，

以確保政府經費挹注的穩定，並俾利其組織績效目標的達成。茲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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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組織轉型為行政法人的行政可行性評估要素，整理如表 6-1。  

表 6-1 行政可行性評估要素  

評估項目  評估重點  評估要素  

行政  

可行性  

健全度  

融合公、私組織之優點與特性  

增加用人彈性  

適度鬆綁政府會計和採購的限制  

開放多元參與公共服務  

可改善性  強化經營責任及成本效益  

制度選擇  避免出現成立財團法人所可能衍生的問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健全度之行政可行性分析  

 健全度作為行政可行性評估的重點，其所強調的是，行政組織若

轉型為行政法人，其組織的運作能否更具彈性、活力，俾利其達成組

織設立之宗旨與目標。以下，將分別從「融合公、私組織之優點與特

性」、「增加用人彈性」、「適度鬆綁政府會計和採購的限制」、「開放多

元參與公共服務」等四項評估要素，分析國家教育研究院、國立自然

科學博物館、農業試驗所、材料試驗所、臺北醫院、財團法人國土規

劃與不動產資訊中心等 6 個代表性個案。  

（一）融合公、私組織之優點與特性  

 根據本研究前述之質性資料分析，以及所篩選並進行個案研究的

6 個個案，基本上都適合採行公、私混合型的組織型態，一方面保留

其在公法人領域，以利確保其任務的公共性，另方面以較行政機關具

有彈性的組織及經營管理方式，強化其達成組織目標和提升組織績效

的活力與能力。當然，這 6 個個案如轉型為行政法人，其所發揮融合

公、私組織之優點與特性仍有程度之差別，例如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國家教育研究院、農業試驗所等 3 個三級行政機構，其組織運作的彈

性化將獲致大幅度提升，臺北醫院和材料試驗所次之。另外，國土規

劃與不動產資訊中心目前之組織屬性為財團法人，其運作上的彈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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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或許改變不大，但若將其轉型為公法領域的行政法人，其公共課

責性將可適度提高。  

（二）增加用人彈性  

 在人員進用和人事管理措施方面，行政法人的組織屬性提供較有

彈性、更符合其特性需要的人事制度。就前述 6 個個案而言，除了國

土規劃與不動產資訊中心為財團法人，其用人彈性較大外，其他 5 個

行政機構個案在現行組織屬性下，仍有程度不一的用人彈性化需求。

究實而論，部分個案即使尚未轉型為行政法人，但為了增加組織運作

的健全度，都曾進行漸進的、局部的人事制度鬆綁，例如臺北醫院的

護理人員進用方式、國家教育研究院研究人員採比照大專院校教師聘

用等。而根據本研究前述之質性資料分析，總的來說，行政機構轉型

為行政法人，將可因增加用人彈性，強化其組織運作的活力。  

（三）適度鬆綁政府會計和採購的限制  

 行政組織轉型為行政法人，並不意味著不受政府會計制度和採購

法之規範，而是獲得適度的鬆綁。以前述 6 個個案而言，除了國土規

劃與不動產資訊中心為財團法人外，其他 5 個個案均屬專業性質高，

且具有成本校易及強化經營效能之行政機構，如能給與適度鬆綁政府

會計和採購制度上的限制，將使組織運作的彈性增加。就這項評估要

素來看，自籌財源之條件與能力愈高之行政機構，愈可從組織屬性調

整為行政法人而獲致健全度增加的效用，例如農業試驗所及臺北醫院。 

（四）開放多元參與公共服務  

一般行政機關（構），如果缺乏與各利害關係人或團體的互動、溝

通機制，其所提供之公共服務，不可避免會出現與民眾實際需求的落

差；相較之下，行政法人意思機關係採多元參與，較諸一般行政機關

更能有效地照顧多元利益。若以此一評估要素分析前述 6 個個案，可

發現國家教育研究院等 3 個三級行政機構若轉型為行政法人，其開放

多元參與公共服務的效果會較為明顯，且即使是組織屬性為財團法人

的國土規劃與不動產資訊中心，也會因為調整為公法領域的法人組

織，而提高其開放多元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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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可改善性之行政可行性分析  

可改善性作為行政可行性評估的重點，其所強調的是，行政組織

或財團法人若轉型為行政法人，其組織屬性及其運作方式能否促進組

織績效顯著提升？以下，將針對強化經營責任及成本效益此項評估要

素，根據本研究前述質性資料和個案研究，分析國家教育研究院、國

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農業試驗所、材料試驗所、臺北醫院、財團法人

國土規劃與不動產資訊中心等 6 個代表性個案。  

首先就國家教育研究院來觀察，其業務性質的市場性相對於其他

個案是比較低的，是以，目前以三級行政機構的組織屬性運作，加上

研究人員係採比照大專院校教師聘用，似乎在經費來源穩定下，足以

產生預期之組織績效。然而，細究其目前之行政機構型態，亦將因直

接受教育部之指揮、行政指導，以及受理教育部委辦研究案，而一定

程度的排擠掉從事長期、系統、整體性的教育研究任務。是以，若能

轉型為行政法人，在公法人領域中，除了可以保持其公共課責性，也

較能兼顧到長期之組織績效的落實。  

其次，就臺北醫院、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材料試驗所，以及國

土規劃與不動產資訊中心，其本身業務的大部分或部分，均具備一定

程度的市場性，若能轉型為行政法人，除了確保其公共課責性的維持

外，行政法人的組織屬性將更有利於其成本效益的提高，並進一步顯

著提高其組織績效。從個案研究中顯示，臺北醫院及國立自然科學博

物館，對此一評估要素的回應最為積極；有趣的是，材料試驗所卻比

較顧慮行政法人化將因強調成本效益而衝擊員工權益。至於國土規劃

與不動產資訊中心個案，目前其不動產資訊群的市場性頗高，如能改

制為行政法人，或可將其不動產資訊業務的收益，挹注在公共性較高

的國土規劃業務，促進其整體績效的顯著提升。  

最後，就農業試驗所來看，從個案研究中顯示，長期而言，改制

為行政法人對於其績效之提升是有極大助益的；然而，前提是最好能

夠先整併農委會所屬之各試驗機構，如此方能提高組織屬性轉型為行

政法人的整體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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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制度選擇之行政可行性分析  

 如藉由前一章所建立的組織屬性調整評估架構進行分析，本研究

所研析的 6 個個案中，國家教育研究院、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農業

試驗所、臺北醫院等 4 個行政機構，從「業務存續的必要性」、「公權

力程度」、「運作彈性需求」與「市場性」進行分析評估，儘管各個個

案之間仍有程度上的差異，但整體而言仍有業務存續的必要性，公權

力程度相對低，對於運作彈性的需求高，以及市場性相對低等特性，

相較於轉型為財團法人，其組織屬性調整為行政法人是比較受到各類

受訪者期待或接受的。  

再者，6 個個案中，唯一的財團法人國土規劃與不動產資訊中心，

根據本研究之質性資料分析顯示，由於目前在國土規劃業務方面，相

當依賴監督機關的經費挹注，使得監督機關對於國土規劃業務的重視

程度，將直接影響到對該財團法人的經費挹注。是以，就制度選項上，

國土規劃與不動產資訊中心似乎可藉由轉型為行政法人，進而能夠在

國土規劃業務推動上獲得穩定與合理資源配置的契機。  

最後，就四級行政機構的材料試驗所進行評析，從本研究之質性

資料與個案研究結果顯示，其制度選擇較具開放性，亦即轉型為行政

法人或財團法人均無甚大差異。然而，如回歸到本研究第五章之行政

機關（構）組織屬性調整評估架構進行觀察，由於國內大學、民間已

有許多經認證之同性質試驗單位，其可被替代性已大為提高，該試驗

所之業務有無存續之必要，似可優先進行進一步的評估。  

五、小結  

綜合以上之分析，本研究認為 6 個個案皆有改制行政法人之行政

可行性，惟程度不盡相同。其中，國家教育研究院、國立自然科學博

物館、農業試驗所、臺北醫院、財團法人國土規劃與不動產資訊中心

等個案，改制行政法人皆為能有效達成行政法人設置目的之組織屬

性，但材料試驗所改制行政法人或財團法人差異不大，甚至可再仔細

評估其業務有無存續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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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政治可行性分析  

關於行政組織改制行政法人之政治可行性，本研究將其界定為政

府推動組織變革受到政治上支持之可能性。根據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行

政法人化之經驗，以及綜合質性研究受訪者之意見，本研究將該政治

可行性歸納為三大要素—「改制單位接受」、「主管機關支持」、「立法

院同意」。本研究認為，不論是行政機關（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各機關委辦專案組織，任何類型之行政組織欲轉型為行政法人，這三

項要素皆缺一不可，而當這三個要素同時存在時，行政法人化即具政

治可行性。對此，本節先比較國立中正文化中心改制成功及其它改制

失敗之案例，說明政治可行性三項要素之重要性，繼而利用這三項要

素，評估我國目前推動行政組織，以及本研究之 6 個個案改制行政法

人之政治可行性，並提出提升政治可行性之建議。   

一、行政法人化之政治要素  

行政院自民國 101 年開始推動行政法人，迄民國 102 年 11 月，十

餘年來僅有國立中正文化中心改制成功。從該機構之經驗來看，惟有

當「改制單位接受」、「主管機關支持」、「立法院同意」這三項基本條

件同時發生時，行政組織才可能成功轉型為行政法人。以下分別從三

個要素來進行分析：  

（一）內部人員接受  

在國立中正文化中心改制之前，國內尚無行政法人之前例，改制

單位基層員工面對未知的變革，難免感到憂慮不安，甚至連改制單位

之主管也未必接受改制。單位成員不接受改制行政法人之理由，主要

是認為法人化帶來工作與權益的不安定感，工作內容與工作量將產生

明顯的變化，以及對薪資待遇、福利、退休保障、職業生涯發展等造

成衝擊（劉坤億，2006）。當年，國立中正文化中心籌備處主任朱宗慶

先生為說服同仁接受中心改制為行政法人，每週撰寫一封信給全體員

工，持續一年，與同仁懇切溝通行政法人化對於機構以及我國文化發

展之願景，並保證妥善處置員工權益問題，才將員工之反彈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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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觀當年改制失敗之國家農業研究院，該研究院原欲整併國內 9 個公

立農業試驗機構，而各試驗機構中皆聘許多技工、工友，由於人員擔

憂權益不保，故結合民意代表阻止設置條例在立法院通過。是以，人

員是否接受改制，乃是影響改制成敗的第一個問題。  

（二）主管機關支持  

行政組織要轉型為行政法人，必須要完成許多前置作業，譬如建

置內部制度規章、人員移撥等，這些工作皆有賴於主管機關之協助。

當年教育部積極協助國立中正文化中心改制行政法人，具體之作為

如：為安置不願在行政法人機構工作之公務員，將其移撥至教育部所

屬其它單位工作；為減輕法人於成立初期之財務負擔，特別給予較多

之財務支持，以減低其壓力，讓行政法人之運作早日步上軌道。平心

而論，以主管機關之立場來看，所屬機關或機構改制為行政法人，不

再是下屬單位，故監督方式也必須配合改變，這對於部分慣於層級節

制運作模式之主管機關而言，要下放權力給運作較有自主性之行政法

人，涉及人員觀念之轉換，並非易事。總之，推動行政組織改制行政

法人，主管機關若無法在制度建置、人事、財務等行政事務上支持，

以及與立法院積極溝通，改制是不可能成功的。  

（三）立法院同意  

根據《行政法人法》第 2 條，行政法人應制定個別組織法律或通

用性法律設立；換言之，立法院是決定行政法人成立與否之最終場域，

若能三讀通過組織法，行政法人便能成立。《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設置條

例》草案於立法院審議時，《行政法人法》尚未通過，因為當時許多立

法委員對於行政法人頗有疑慮，認為行政法人會逃避國會監督，並且

對於中心究竟要採董事會制、藝術總監制有不同意見。為使立法委員

接受中心改制為行政法人，朱宗慶先生一一與朝野立委溝通並加以說

服，立法院因而同意在《行政法人法》尚未通過前，先同意中心之設

置條例三讀通過，使其成為我國第一個、也是目前唯一的行政法人。

相對地，當年行政院推動第一至三波行政法人化之其它優先推動個

案，如國家臺灣文學館、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國家農業研究院、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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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基金監理委員會、國家龍潭研究院等組織之行政法人設置條例草

案，皆已送至立法院審議，但立委不支持，加上當時國會結構為「朝

小野大」，導致功敗垂成。由於立法院各黨派對於行政法人相關法案的

意見未必相同，而各黨派的接受度亦能反映利害關係人的意見，是以，

如何說服立法院同意行政法人之組織法，有賴於改制單位及其主管機

關共同努力。  

總而言之，無論是行政機關（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各機關

委辦專案組織，要評估改制行政法人之政治可行性時，「改制單位接

受」、「主管機關支持」、「立法院同意」等三個條件缺一不可。關於行

政組織轉型為行政法人之政治可行性評估架構圖，如圖 6-1 所示：  

 

 

圖 6-1 行政組織轉型為行政法人之政治可行性評估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繪。  

從圖 6-1 可知，本研究將「改制單位接受」、「主管機關支持」、「立

法院同意」視為三個圓圈，當三個圓圈出現圖中之交集區時，即代表

該行政組織或個案具有改制行政法人之政治可行性；當交集區面積愈

大，即代表改制之政治可行性愈高。  

二、行政組織改制行政法人之政治可行性評估  

如前所述，要推動行政組織改制為行政法人，「改制單位接受」、「主

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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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支持」、「立法院同意」這三項條件缺一不可。在當前之時空環

境下，這三項基本條件是否具備，以利於推動各類行政組織與本研究

之 6 個個案轉型為行政法人？以下分別從改制單位、主管機關、立法

院的角度來分析。  

（一）改制單位  

在過去推動行政機關（構）改制行政法人之過程中，每個改制單

位皆有成員反彈的情形。本研究透過深度訪談，調查國家教育研究院、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農業試驗所、材料試驗所、臺北醫院、財團法

人國土規劃與不動產資訊中心等 6 個個案之高階主管對於行政法人化

之看法。國家教育研究院、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國土規劃與不動產

資訊中心之受訪者皆認為，所屬機構或財團法人可改制為行政法人；

臺北醫院之受訪者表示，配合行政院及衛生福利部之政策；農業試驗

所、材料試驗所之受訪者則明白反對。需特別說明的是，本研究僅針

對個案之高階主管進行質性調查，至於基層員工之看法，本研究並未

進行實證研究。總之，可評估改制行政法人之實（試）驗、檢驗、研

究、文教、醫療機構之高階主管與基層員工，是否已充分了解行政法

人制度以及法人化對於員工權益之影響，本研究之看法較為保留，並

認為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機關（構）之主管機關還需努力宣導。至

於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各機關委辦專案組織，由於這二類組織之員

工沒有公務員資格，若改制為行政法人，工作權益之可能變動幅度有

限，因此，本研究推論其人員之反彈應不會太高。需特別說明的是，

當高階主管贊成法人化，基層員工卻反對時，不代表法人化不可行，

只要主管處理得當，便能將員工之反彈減至最低，國立中正文化中心

即為前例。  

（二）主管機關  

民國 100 年前後，行政院正推動行政院各部會之組織改造，各部

會都必須檢討其所屬機關與員額數量，不得超過上限之規定。由於《行

政法人法》通過之後，行政法人被賦予更明確之規範，成為行政部門

進行行政分流之明確選項。在這個背景之下，亦創造出主管機關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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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屬機關（構）改制為行政法人之時機，特別是行使公權力程度較低

之行政機構。至於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雖不在目前推動組改之範圍

內，但長年以來，這類組織常被外界認為監督不足，一旦改制為行政

法人，主管機關之監督強度可以提升，相對容易掌控。是以，無論是

行政機關（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只要行政法人化更有助於公共

目的之達成，主管機關應能接受。至於主管機關對於委辦專案組織改

制行政法人之態度，應視個案而定，難有一致性判準。  

就本研究之 6 個個案而言，根據實證調查結果，僅有交通部公路

總局明確表示材料試驗所不宜改制行政法人；國家教育研究院及國立

自然科學博物館之主管機關教育部，認為前者可朝行政法人化評估，

但需解決財源問題，至於後者目前不宜法人化，但可於適當時機（作

業基金發展穩定時）評估；農業試驗所之主管機關行政院農委會表示，

現階段不推動行政法人化，但長期視氛圍而定；臺北醫院之主管機關

衛生福利部亦表示，現階段不推動行政法人化，未對長期規劃表達意

見，但曾任行政院衛生署政務官之受訪者認為，衛福部其實不反對醫

院行政法人化；至於財團法人國土規劃與不動產資訊中心之主管機關

內政部營建署，對於該財團法人改制行政法人之態度較為開放，尊重

捐助機關—行政院經建會之決定。整體而言，多數受訪者未明確反對

所屬機構或財團法人改制為行政法人，故有評估之空間。  

（三）立法院  

民國 97 年以前，立法院呈現「朝小野大」之局面，行政院多項法

案常無法三讀通過。然而時過境遷，立法院目前已不再「朝小野大」。

97 年之後，行政院持續推動行政院組織改造，立法院配合通過多項法

案，包括《行政法人法》。雖然《行政法人法》通過時，立法院同時作

出「施行三年內改制行政法人數以不超過五個為原則，並俟各該法人

成立三年後評估其績效，據以檢討本法持續推動之必要性」之附帶決

議，但整體來看，立法院對於行政法人之態度已漸為開放，只要符合

成立行政法人之條件，皆可在立法院討論。換言之，無論行政組織目

前為何種類型，只要主管機關有意將其改制行政法人，且設置條例於

行政院院會通過，立法院便有審議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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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之分析，因立法院對於行政法人之態度已比過往開放，

故目前政治可行性之評估重點，落於改制個案及其主管機關之態度一

致性，當二者之一致性愈高，政治可行性即愈高。由於國家教育研究

院、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之高階主管及主管機關代表之意見接近，故

這二個機構改制行政法人之政治可行性最高；在臺北醫院、財團法人

國土規劃與不動產資訊中心方面，雖然高階主管、主管機關代表對於

改制行政法人之意見不完全一致，但仍有交集，尚有一定之政治可行

性；在農業試驗所方面，因高階主管反對行政法人化，主管機關也未

明確支持，故政治可行性偏低；至於材料試驗所，因高階主管、主管

機關皆不贊同行政法人化，其政治可行性已趨近於零。  

三、提升政治可行性之建議  

本研究認為，「改制單位接受」、「主管機關支持」、「立法院同意」

為行政組織改制行政法人政治可行性評估之三大要素，不論是行政機

關（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或各機關委辦專案組織皆然。當這三大

要素均具備了，改制行政組織自然水到渠成。是以，為提升行政組織

改制行政法人之政治可行性，主管機關必須予以支持及提供行政協

助，並且要與組織成員積極溝通行政法人之願景、宣導工作權益維護

等事項，只要處理得宜，人員反彈應可克服。最重要的是，主管機關

及改制單位必須共同向立法院積極溝通，減少立法委員之疑慮進而獲

取支持，行政組織方能改制行政法人。  

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於進行焦點團體、個案研究時，不只一位

受訪者私下表示，國立中正文化中心為行政法人化之失敗案例，從而

推論行政法人是不好的制度，故不予支持。對於受訪者之說法，本研

究予以尊重，但此項說法反映之情形是，許多人對於國立中正文化中

心行政法人化之認知，停留於改制初期之磨合階段，深受當時媒體報

導所影響，至於中心後續之發展情形，並未清楚瞭解。對此，本研究

認為 2014 年恰逢國立中正文化中心改制行政法人十週年，可藉此機會

宣傳中心之改制成效，扭轉外界對於國立中正文化中心之負面印象，

以增強各類行政組織改制行政法人之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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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本章延續第五章之行政機關（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的組織屬

性評估架構（即圖 5-1、圖 5-2），依序從法律、政治、行政等三個面

向，說明行政組織改制行政法人之可行性評估事項，以及本研究對於

國家教育研究院、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農業試驗所、材料試驗所、

臺北醫院、財團法人國土規劃與不動產資訊中心等個案之可行性評估

結果。  

在法律可行性方面，其評估標準係依據《行政法人法》第 2 條第

2 項，行政法人執行特定之公共事務須符合：（一）具有專業需求或須

強化成本效益及經營效能者；（二）不適合由政府機關推動，亦不宜交

由民間辦理者；（三）所涉公權力行使程度較低者等三個條件。行政機

構方面，本研究認為國家教育研究院具改制行政法人之法律可行性；

至於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國土規劃與不動產資訊中心具改制之法律

可行性。  

在行政可行性方面，評估標準有六項：（一）融合公、私組織之優

點與特性；（二）增加用人彈性；（三）適度鬆綁政府會計和採購的限

制；（四）開放多元參與公共服務；（五）強化經營責任及成本效益；（六）

避免出現成立財團法人所可能衍生的問題。根據本研究之評估，國家

教育研究院、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農業試驗所、材料試驗所、臺北

醫院、財團法人國土規劃與不動產資訊中心皆有行政可行性，惟程度

之高低有別。  

在政治可行性方面，評估標準有三項：（一）改制單位接受；（二）

主管機關支持；（三）立法院同意。當三項條件皆成立時，行政組織即

具改制之政治可行性。根據本研究之訪談結果，立法院目前對於行政

法人之態度較開放，當改制單位及主管機關有改制共識，設置條例經

行政院院會通過後，即能送立法院審議。以本研究之個案而言，國家

教育研究院、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農業試驗所、臺北醫院等行政機

構有改制行政法人之政治可行性；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方面，國土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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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與不動產資訊中心有改制之政治可行性。  

綜合以上之說明，本研究整理為表 6-2：  

表 6-2 行政組織改制行政法人之法律、行政、政治可行性一覽表  

 法律可行性  行政可行性  政治可行性  

評估事項  依《行政法人法》

第 2 條第 2 項，評

估執行特定之公

共事務須是否：  

‧  具有專業需求

或須強化成本

效益及經營效

能者  

‧  不適合由政府

機關推動，亦

不宜交由民間

辦理者  

‧  所涉公權力行

使程度較低者  

依《行政法人法》

草案說帖，評估成

立行政法人之是

否：  

‧  融合公、私組

織之優點與特

性  

‧  增加用人彈性  

‧  適度鬆綁政府

會計和採購的

限制   

‧  開放多元參與

公共服務  

‧  強化經營責任

及成本效益   

‧  避免出現成立

財團法人所可

能衍生的問題  

評估是否：  

‧  改制單位接受  

‧  主管機關支持  

‧  立法院同意  

評

估

可

行

個

案  

行政  

機構  

‧  國家教育研究

院  

‧  國家教育研究

院  

‧  國立自然科學

博物館  

‧  農業試驗所  

‧  材料試驗所  

‧  臺北醫院  

‧  國家教育研究

院  

‧  國立自然科學

博物館  

‧  農業試驗所  

‧  臺北醫院  

政府

捐助

之財

團法

人  

‧  國土規劃與不

動產資訊中心  

‧  國土規劃與不

動產資訊中心  

‧  國土規劃與不

動產資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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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總之，根據個案研究結果，行政機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這二

類行政組織，具備改制行政法人之法律、行政、政治可行性。但需特

別強調的是，行政機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性質及類型皆非常多

元，本研究調查之個案數目有限，並不能將個案之改制可行性分析結

果，推論至所有行政機構及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例如，材料試驗所

即不宜行政法人化；況且，即使推動行政組織屬性轉換，亦可考量其

它選擇，例如民營化，行政法人未必是最適選項。行政機關方面，由

於公權力程度高，不具改制之行政法人條件。至於各機關委辦專案組

織，應視委託之內容而定，不宜一概而論，但若公權力行使程度偏高，

亦不適合交由行政法人辦理；而且，委託辦理行使業務若無明顯之問

題，亦無改制行政法人之必要。最後要特別說明的是，本案對 6 項個

案進行研究，目的在於確保評估架構具可操作性，其結果僅供參考。

至於個案是否要改制行政法人，建議由個案之主管機關、國家發展委

員會、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等機關，進行個別、深入的評估，以求周

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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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  

我國在民國 80 年代開始積極規劃行政院組織的整體性改造，行政

院組織改造推動委員會於民國 91 年 8 月 24 日第二次委員會議，通過

機關業務檢討原則，並確立朝「去任務化」、「委外化」（民間能做的，

政府不做）、「地方化」（地方能做的，中央不做），以及「行政法人化」

（無須由行政機關做的，由其他組織做）等四大方向同步進行改革。

民國 94 年 6 月 23 日通過之「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於第 37 條

賦予「行政法人」行政組織型態之法源。歷經近 10 年之推動，《行政

法人法》終於民國 100 年 4 月 27 日公布施行。該法正式施行之後，行

政法人為我國行政分流之政策工具角色更加明確，各類型行政組織皆

可評估轉型為行政法人之可行性。本章歸納前六章之成果，提出研究

發現，然後分別就近期與中長期，提出我國行政機關（構）、政府捐助

之財團法人、各機關委辦專案組織屬性調整為行政法人之具體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研究從國內外推動行政組織改制行政法人之經驗、問卷調查、

焦點團體座談、個案研究之結果，歸納八項研究發現，分別如下：  

(一 ) 根據英日德之經驗，各類行政組織改制行政法人或公法人之目的

明確，而且組織屬性調整之選項多元，並重視組織整併，英國之

評估架構尤其具參考價值。  

從英國、日本、德國之經驗來看，這些國家之行政組織改制行政

法人或公法人，目的皆相當明確。英國設置行政法人，目的是為了強

化公共課責並將預算效益極大化，以矯正準政府組織缺乏監督、浪費

政府預算之問題。日本推動中央省廳所管事業、事務、特殊法人、認

可法人轉型為獨立行政法人，係因官僚體系過於龐大，需行政減量與

員額精簡，以及因特殊法人、認可法人弊病叢生，需強化課責。德國

公法人之原先目的為追求專業與避免權威，但自從開啟「新調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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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革新之後，導入績效促進導向之公法人，並以聯邦勞動署、國立

大學公法人改革最具代表性。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國家在評估行政組

織屬性調整時，除了行政法人或公法人之外，皆會考量其它選項，如

民營化或其它類型行政組織，而且推動業務與組織之整併也是重點。

在這三個國家當中，以英國於民國 101 年（2012 年）12 月提出之

《NDPBs 設立許可程序》（The Approval Process for the Creation of Non 

Departmental Public Bodies）評估架構最具參考價值。是以，這些國家

之經驗提醒我國，推動行政組織轉型為行政法人之際應有明確之目

的，而且評估個案屬性調整時，應有多元選項，不可「為改制行政法

人而改制」。  

(二 ) 英國成立行政法人及日本將特殊法人、認可法人改制為獨立行政

法人，係將行政組織往內「拉回」，提升課責性，可供我國政府

捐助之財團法人改制行政法人之參考。  

如前所述，英國政府於 1980 年代，將 Quangos 轉型為 NDPBs 時

（行政法人為 NDPBs 之其中一種類型），係著眼於增強其公共課責，

亦即，這是國家將準政府組織自外向內「拉回」，使其更容易監督。日

本將弊病叢生之特殊法人、認可法人改制為獨立行政法人，亦是相同

之道理。然而，我國推動行政法人制度時，常強調制度鬆綁，將行政

組織「外推」，但這僅適用於行政機關（構）之改制，對於政府捐助之

財團法人即不適用。是以，從英國、日本之經驗來看，行政組織轉型

行政法人，亦有增加課責性之考量，而非只有制度鬆綁。由於我國政

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的課責機制不夠健全，故英國與日本將這類課責性

不足的準政府組織向內拉回、強化課責之相關經驗，可供我國政府捐

助之財團法人改制行政法人之參考。亦即，從國外經驗來看，我國政

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確實有改制行政法人之討論空間。  

(三 ) 我國行政機關（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各機關委辦專案組

織、行政法人皆具公共性，但運作方式及制度差異大，自主性亦

高低有別。  

根據本研究之比較分析，我國行政機關（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



第七章 結論 

151 

人、各機關委辦專案組織、行政法人等行政組織，皆有一定之公共性，

但其法人格有無、意思機關、人事制度、會計制度、年度預算審查、

採購制度、績效評鑑及資訊公開等事項，如表 3-5 所述，皆有頗大差

別。另外，這些行政組織之自主性亦高低有別，「由低至高」依序為：

行政機關（構）、行政法人、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各機關委辦之專案

組織。  

(四 ) 我國行政機關（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各機關委辦專案組

織改制行政法人，必須於《行政法人法》之框架內審慎考量，並

依該法第 2 條第 2 項所訂定之法定要件進行綜合評估。  

《行政法人法》業已於民國 100 年 4 月 27 日公布施行，作為行政

法人設立之準據法及框架法。所有個別或通用法律，皆須在《行政法

人法》所揭示之框架內審慎考量，始具合法性。至於框架屬性，依不

同規範內涵，不排除有下限規定及上限規定，須視個別條文解釋而後

定之。政府機關、機構或組織改制為行政法人，除政策引導外，尚應

符合法定要件，始為妥當。《行政法人法》第 2 條第 2 項規定公法人執

行之公共事務具下列特性者，得依法律設立為行政法人：「一、具有專

業需求或須強化成本效益及經營效能者。二、不適合由政府機關推動，

亦不宜交由民間辦理者。三、所涉公權力行使程度較低者。」基此，《行

政法人法》提供了三款組織上適宜採行政法人模式之判斷指標。根據

法條文義，此三款行政法人化之實質法定要件應屬必要條件，缺一不

可。  

縱此，在實際操作上，因上述要件皆屬不確定之法律概念，故在

個案上仍容有極大不確定性及疑義之處。而且，各要件間亦不乏存在

內部衝突。例如強化成本效益及經營效能，根據一般見解採私法組織

形式為最佳。然《行政法人法》第 2 條第 2 項第 2 款卻又設定一制動

軸——不適合由政府機關推動，亦不宜交由民間辦理者。又政府捐助

之財團法人欲從私法組織形式改組為公法組織形式之行政法人，其法

政策上之正當性其實非在於其事務所涉公權力行使程度較低，毋寧正

好相反，正因為事務性質具較高度之公權力行使色彩，故不宜以私法

組織形式，國家復未委託行使公權力，逕行由私法組織形式之財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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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私法行為與人民建構法律關係。  

是以，於法律可行性層面評估某政府機關、機構或組織是否適宜

改制為行政法人，《行政法人法》第 2 條第 2 項所設定之法定要件，應

整體綜合酌量評估，避免失之偏倚。  

(五 ) 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多數行政機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首長

認為組織運作缺乏彈性，並受到相當程度的外部監督，但也認為

維持目前之組織屬性為最佳，除少數個案之外，改制行政法人之

意願不高。  

本研究透過問卷，以普查之方式，蒐集我國行政機構、政府捐助

之財團法人首長對於組織屬性調整之意見。結果發現，無論是行政機

構或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多數首長皆認為組織之人事制度、會計制

度、採購制度、業務運作缺乏彈性，人員具備專業知識技能、強化成

本效益、強化經營效能、讓社會多元參與之必要性不低，而且組織受

到主管機關、立法院一定強度的外部監督。值得一提的是，政府捐助

之財團法人的首長普遍認為組織受到立法院、主管機關的強力外部監

督，其背後之原因以及有無與成立財團法人之宗旨衝突，皆值得探究。

另外，多數首長也認為，目前組織採用行政機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

人之組織屬性來運作，即能有效達成組織設置目標。對於組織屬性調

整之看法，多數行政機構首長認為以維持行政機構為優先，改制行政

法人為次佳選擇；至於財團法人，除少數個案之外，多數首長同樣認

為應維持目前之組織屬性，轉型行政法人之意願也不高。  

(六 ) 根據焦點團體之結果，行政機構改制為行政法人之評估可行空間

最大，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次之，行政機關、機關委辦專案組織

較不適合。  

綜合焦點團體受訪者之意見，行政機構為最適合評估行政法人化

之行政組織，尤其實（試）驗、檢驗、研究、文教、醫療等性質之機

構，其公權力程度偏低，若有自籌財源之機會（不等同於需自給自足、

自負盈虧），以及採用作業基金運作時，較具備改制行政法人之討論空

間。若行政機構確定推動改制行政法人，難免面臨員工反彈，有賴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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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行政機構之主管機關妥善處理並加強宣導。整

體來看，受訪者對於行政機構改制行政法人，多持正面看法。  

另外，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亦可評估改制行政法人，尤其是對國

家利益或社會福祉有深刻影響之財團法人，即公共性較高（譬如依據

設置條例或特別法設置），以及具財務自籌能力者，較有改制之機會。

但需特別注意的是，多位受訪者也對於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改制行政

法人提出保留意見，如：第一，根據目前法律架構，需先解散財團法

人再成立行政法人，在實務上可行性不高；第二，成立行政法人必須

經過立法院同意，改制成本高；第三，改制行政法人之後，會受到更

高密度的監督，未必有利；第四，行政組織屬性應多元化，財團法人

未必要改制行政法人；第五，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仍屬私法人，政府

不宜介入太深。  

最後，行政機關行使公權力之程度偏高，缺乏改制行政法人之條

件。至於各機關委辦專案組織，若其任務之公權力偏高，可回歸行政

機關（構）辦理，但不宜交給行政法人；若公權力偏低，維持委外即

可。是以，受訪者認為這二類行政組織轉型為行政法人之可行性偏低，

較無討論改制之空間。  

(七 ) 根據焦點團體與個案研究之結果，行政機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

人相關個案，確實具備改制行政法人之法律、行政、政治可行性，

但該結果不宜過度推論至全體行政機構與財團法人。  

本研究藉由焦點團體座談，發展出行政機關（構）、政府捐助之財

團法人組織屬性調整評估架構圖。在行政機關（構）方面，當組織業

務有存續必要、公權力程度低、運作彈性需求高、市場性低，即可進

一步評估改制行政法人之可行性。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方面，對國家

利益或社會福祉有深刻影響之財團法人，以及具財務自籌能力者，較

有改制之機會。依照這些標準，本研究認為，國家教育研究院、國立

自然科學博物館、農業試驗所、臺北醫院、財團法人國土規劃與不動

產資訊中心等個案，可進一步評估改制行政法人之法律、行政、政治

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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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律可行性：  

依照《行政法人法》第 2 條第 2 項關於行政法人執行特定公共事務之

條件，應僅有國家教育研究院、財團法人國土規劃與不動產資訊中心

具備法律上貫徹可行性。  

就本研究之個案而言，以《行政法人法》第 2 條第 2 項所規定之

行政法人化法定要件進行評估，應僅有國家教育研究院及國土規劃與

不動產資訊中心具有改制為行政法人之法律上可行性。前者雖不直接

涉及決策，但公共性高，且對國家教育政策有實質影響，影響接受教

育之國民整體素質，並參諸憲法第 13 章第 5 節教育文化之基本國策內

涵，其蘊含有社會國原則之價值秩序要求，不適宜由民間推行。以國

土規劃與不動產資訊中心為例，如就研究觀點，其重視資訊輸出品質

之結果，不適合欠缺彈性的法適用導向官僚系統。但從其任務內容涉

及不動產資訊的公共性與透明化，得透過該等資訊影響國土規劃政策

與細部土地利用之後續具體化進程，從而影響多邊利害關係，故不宜

交由民間部門推行。至於其他個案，在法律可行性評估上較難具改制

為行政法人組織型態之正當性者，理由多半在於並不具「不宜由民間

辦理」之要件特性。  

(2) 行政可行性：  

根據《行政法人法》草案說帖列舉之行政組織改制行政法人之理由，

國家教育研究院、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農業試驗所、臺北醫院、財

團法人國土規劃與不動產資訊中心皆可行，材料試驗所雖可行但程度

偏低。  

在行政可行性方面，根據《行政法人法》草案說帖列舉之行政組

織改制行政法人之理由，評估改制行政法人之標準有六項：(1)融合

公、私組織之優點與特性；(2)增加用人彈性；(3)適度鬆綁政府會計和

採購的限制；(4)開放多元參與公共服務； (5)強化經營責任及成本效

益；(6)避免出現成立財團法人所可能衍生的問題。從這些標準來看，

國家教育研究院、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農業試驗所、臺北醫院、財

團法人國土規劃與不動產資訊中心，改制行政法人皆有一定之行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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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性，其中農業試驗所、臺北醫院於改制時，分別可與與其它農業試

驗機構和醫院整併；至於材料試驗所，行政法人化之可行性較低，亦

可考慮其它選項，如民營化等。總之，本研究之個案皆有改制行政法

人之行政可行性，惟程度之高低有別。  

(3) 政治可行性：  

經衡量改制單位、主管機關、立法院之立場，以國家教育研究院、國

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臺北醫院、農業試驗所、財團法人國土規劃與不

動產資訊中心較為可行，材料試驗所不可行。  

無論是行政機關（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各機關委辦專案組

織，改制行政法人若要具備政治可行性，必須同時符合三個要素—改

制單位接受、主管機關支持、立法院同意，缺一不可。就現況而言，

立法院對於行政法人之態度已比十年前開放，任何類型之行政組織欲

轉型為行政法人，皆可在立法院討論，故只要改制個案、主管機關之

態度愈一致，改制之政治可行性即愈高。衡量本研究之 6 個個案，國

家教育研究院、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之高階主管、主管機關皆明確表

達不排斥行政法人化，故改制之政治可行性最高；至於臺北醫院、財

團法人國土規劃與不動產資訊中心，態度略為保守一些，但也不排斥，

故也有政治可行性；農業試驗所因高階主管未積極支持於現階段改制

行政法人，主管機關長期不排斥，現階段之政治可行性再低一些；至

於材料試驗所，因高階主管及主管機關皆不贊同該機構行政法人化，

較不具政治可行性。  

總而言之，本研究之行政機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相關個案，

確實具備改制行政法人之法律、行政、政治可行性。然而，本研究之

調查個案僅有 6 個，無法充分代表全體行政機構及政府捐助之財團法

人，個案研究之結果不可過度推論。任何行政組織要改制行政法人，

仍須經縝密評估。  

(八 ) 外界對於國立中正文化中心改制行政法人之成效認知不足，影響

改制行政法人之意願。  

本研究於進行實證調查之過程中，部分受訪者表示國立中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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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改制行政法人之後，成效不如預期，故認為行政法人是不好的制

度，進而不認同行政組織改制行政法人。平心而論，外界對於國立中

正文化中心行政法人化之認知，常停留於改制初期之磨合階段。然而，

中心自民國 93 年 3 月改制行政法人以來，歷經四屆董事會，並發揮相

當之成效。是以，本研究認為國立中正文化中心改制行政法人後之成

效，應積極向外界說明，以增強行政組織改制行政法人之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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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政策建議  

本研究提出四項政策建議。其中，第一項至第三項為近期立即可

行之建議，第四項為中長期建議。有關各項政策建議之內容及其主協

辦機關，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配合政府組織改造，重新建立「行政分流最適化」原則。（主辦

機關：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國家發展委員會；協辦機關：內政

部、法務部、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我國中央政府行政組織之屬性調整，應保持開放之基調，並以務

實之作法，重新建立「行政分流最適化」原則。建立該原則之目的，

在消極面上，為避免行政部門承載過重之業務以及過度擴張員額；在

積極面上，可提升政府運作之彈性與活力，更容易達成績效目標，以

及增加公共課責性。至於行政分流之選項，應包括：行政機關（構）

化、行政法人化、財團法人化、委外化、地方化，以及去任務化。由

於「行政分流最適化」原則與推動行政法人制度之關係密切，本研究

建議，本項業務可作為後續研究項目，由國家發展委員會主辦。另外，

考量《行政法人法》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財團法人法》

草案之主管機關為法務部，《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之主管機關為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組改後改由財政部主管），地方自治之主管機

關為內政部，故建議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法務部、行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組改後改由財政部主管）、內政部為本項政策建議之協辦機

關，配合國家發展委員會辦理。  

二、設立「行政法人化推動暨輔導小組」，協助各部會、改制單位、

立法院對行政法人此一選項之組織屬性，有較為完整之瞭解。（主

辦機關：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協辦機關：財政部、行政院主計

總處、國家發展委員會）  

根據本研究之問卷調查結果，我國行政機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

人改制行政法人之意願偏低。行政院推動及執行組織改造之現階段，

應設立「行政法人推動暨輔導小組」，協助各部會進行行政分流時，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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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人此一選項之組織屬性有較為完整之瞭解，尤其是對於改制單

位人員權益、行政法人是否要「自負盈虧」等常見問題，應積極說明，

化解各方之疑慮。必要時，該小組亦該向立法院說明，以提升推動行

政法人之政治可行性。另外，配合立法院通過《行政法人法》時作成

「本法公布施行 3 年內，改制行政法人數以不超過 5 個為原則，並俟

各該法人成立 3 年後評估其績效，據以檢討本法持續推動之必要性」

之附帶決議，各行政法人成立 3 年之成效評估結果，亦可作為小組後

續推動行政法人制度之重要參考。需特別說明的是，該小組之成立時

機，無須受限於立法院之附帶決議，平時便可運作，持續傳達行政法

人之正確、完整資訊。建議該小組由國家發展委員會、行政院人事行

政總處共同主辦，邀集行政院主計總處（主管預算）、財政部（主管採

購與國有財產管理）、學者專家（至少涵蓋公共行政、企業管理、財務、

法律等領域）參與。  

三、積極宣導國立中正文化中心改制行政法人之成效，提升各界支持

成立行政法人之誘因。（主辦機關：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協辦

機關：教育部、國家發展委員會、國立中正文化中心）   

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自 2004 年 3 月改制行政法人以來，外界對於其

改制成效並未充分瞭解，甚至有所誤解，以致於對行政組織改制行政

法人感到退卻。本研究建議，2014 年恰逢國立中正文化中心改制行政

法人十週年，可藉此機會，積極宣傳中心之改制成效，進而提升各類

行政組織轉型為行政法人之動能，突破行政組織普遍希望維持現狀的

困局。具體之方式，可舉辦研討會或論壇，以及出版成果報告並作為

組織學習教材。本項政策建議可由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主辦，教育部、

國家發展委員會、國立中正文化中心協辦。  

四、依據「行政分流最適化」原則以及本研究研擬之法律、行政、政

治可行性評估架構，各部會主動檢討所管行政機構、政府捐助之

財團法人之組織屬性，各行政組織亦可主動評估，並作必要之調

整。（主辦機關：各部會；協辦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   

配合行政院組改進程，各部會宜依據「行政分流最適化」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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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本研究研擬之法律、行政、政治可行性評估架構，於完成二級機

關組改法制化後，兩年內完成所屬三級和四級機構、捐助成立之財團

法人調整之整體評估；其後，兩年內進行前述行政組織之最適屬性調

整。關於法律可行性，係依據《行政法人法》第 2 條第 2 項所規定之

行政法人化法定要件進行評估，包括：（一）具有專業需求或須強化成

本效益及經營效能者；（二）不適合由政府機關推動，亦不宜交由民間

辦理者；（三）所涉公權力行使程度較低者等三個條件。行政可行性係

依據《行政法人法》草案說帖列舉之行政組織改制行政法人之理由來

評估，標準有六項：（一）融合公、私組織之優點與特性；（二）增加

用人彈性；（三）適度鬆綁政府會計和採購的限制；（四）開放多元參

與公共服務；（五）強化經營責任及成本效益；（六）避免出現成立財

團法人所可能衍生的問題。政治可行性方面，評估標準有三項：（一）

改制單位接受；（二）主管機關支持；（三）立法院同意。本研究建議

相關檢討工作，由各部會主動辦理，並由國家發展委員會協辦。需特

別說明的是，除部會「由上而下」（ top-down model）進行檢討之外，

各行政組織亦可「由下而上」（bottom-up model）評估改制行政法人之

可行性，主動發起變革。  

（一）行政機構：實（試）驗、檢驗、研究、文教、醫療、社福類優

先檢討，並可評估先實施作業基金，逐步改制行政法人  

根據本團隊之整理，目前行政院各部會所屬三級機構有 44 個、四

級機構有 217 個，合計 261 個，檢討和調整空間較大。其中，以實（試）

驗、檢驗、研究、文教、醫療等機構，轉型為行政法人之可行性較高。

另外，因應老年化時代之來臨，社福機構之組織屬性及業務，可一併

與醫療機構檢討。訓練機構須配合主管機關之人力需求，改制行政法

人較有難度。至於矯正及收容機構，由於其所涉公權力程度較高，目

前調整期組織屬性之必要性不高。各部會自行檢討其業務性質及推動

必要後，提行政院組織改造小組討論，由行政院作成政策決定。需特

別說明的是，主管機關可優先評估實施作業基金之可行性，賦予組織

較多經費自主，逐步轉型為行政法人。  

（二）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公共性較高者優先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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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各部會主管之政府捐助財團法人，除賡續完備其監督及課

責機制，提高其法人治理能力外，建議優先針對公共性較高之政府捐

助財團法人，評估其改制行政法人之可行性。本研究建議，公共性高

之財團法人，對於國家利益或全民福祉有重大影響，是否依據設置條

例或特別法設立，可作為評估公共性高低之參考。需特別說明的是，

在法人屬性上，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具有私法人之法人格，是以，如

有調整其組織屬性之政策意向，應先完成法人清算解散之程序，再進

行組織屬性調整之法制程序。  

（三）各機關委辦專案組織：暫不處理  

根據本研究調查之結果，行政院各部會目前的委辦專案組織並不

多，且根據焦點團體座談之結果，現行所採委外化之行政分流方式，

尚未有明顯調整之必要。因而未對此類行政組織進行個案研究，仍建

議主管部會除非已有明確之政策方針，且找到設立機構、行政法人或

捐助成立財團法人之財源，否則可暫時不處理此類組織。  

最後要特別說明的是，法律、行政與政治可行性之評估結果未必

相同。例如，某個案可能具備改制行政法人之行政可行性，但不具法

律、政治可行性。此時，個案之主管部會應做綜合性權衡，決定是否

要將個案行政法人化，承擔決策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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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行政法人法條文  

 

公布日期：民國100年04月27日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為規範行政法人之設立、組織、運作、監督及解散等共通事項，確保

公共事務之遂行，並使其運作更具效率及彈性，以促進公共利益，特

制定本法。  

第  2 條   

本法所稱行政法人，指國家及地方自治團體以外，由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為執行特定公共事務，依法律設立之公法人。  

前項特定公共事務須符合下列規定：  

一、具有專業需求或須強化成本效益及經營效能者。  

二、不適合由政府機關推動，亦不宜交由民間辦理者。  

三、所涉公權力行使程度較低者。  

行政法人應制定個別組織法律設立之；其目的及業務性質相近，可歸

為同一類型者，得制定該類型之通用性法律設立之。  

第  3 條   

行政法人之監督機關為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並應於行政法人之

個別組織法律或通用性法律定之。  

第  4 條   

行政法人應擬訂人事管理、會計制度、內部控制、稽核作業及其他規

章，提經董（理）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行政法人就其執行之公共事務，在不牴觸有關法律或法規命令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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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得訂定規章，並提經董（理）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第  二  章  組織  

第  5 條   

行政法人應設董（理）事會。但得視其組織規模或任務特性之需要，

不設董（理）事會，置首長一人。  

行政法人設董（理）事會者，置董（理）事，由監督機關聘任；解聘

時，亦同；其中專任者不得逾其總人數三分之一。  

行政法人應置監事或設監事會；監事均由監督機關聘任；解聘時，亦

同；置監事三人以上者，應互推一人為常務監事。  

董（理）事總人數以十五人為上限，監事總人數以五人為上限。  

董（理）事、監事，任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但於該行政法人個

別組織法律或通用性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  6 條   

董（理）事、監事採任期制，任期屆滿前出缺，補聘者之任期，以補

足原任者之任期為止。董（理）事、監事為政府機關代表者，依其職

務任免改聘。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聘任為董（理）事、監事：  

一、受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判決確定，而未受緩刑之宣告。  

三、受破產宣告尚未復權。  

四、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五、經公立醫院證明身心障礙致不能執行職務。  

董（理）事、監事有前項情形之一或無故連續不出席董（理）事會議、

監事會議達三次者，應予解聘。  

董（理）事、監事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得予解聘：  

一、行為不檢或品行不端，致影響行政法人形象，有確實證據。  

二、工作執行不力或怠忽職責，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  

三、當屆之行政法人年度績效評鑑連續二年未達監督機關所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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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違反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之情事，有確實證據。  

五、就主管事件，接受關說或請託，或利用職務關係，接受招待或餽

贈，致損害公益或行政法人利益，有確實證據。  

六、非因職務之需要，動用行政法人財產，有確實證據。  

七、違反第七條第一項、第二項利益迴避原則及第八條第一項前段特

定交易行為禁止之情事，有確實證據。  

八、其他有不適任董（理）事、監事職位之行為。  

董（理）事、監事之資格、人數、產生方式、任期、權利義務、續聘

次數及解聘之事由與方式，應於行政法人個別組織法律或通用性法律

定之。  

第  7 條   

董（理）事、監事應遵守利益迴避原則，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

會或方法，圖謀本人或關係人之利益；其利益迴避範圍及違反時之處

置，由監督機關定之。  

董（理）事、監事相互間，不得有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之關

係。  

本法所稱關係人，指配偶或二親等內之親屬。  

第  8 條   

行政法人之董（理）事、監事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其所屬行政法人為

買賣、租賃、承攬等交易行為。但有正當理由，經董（理）事會特別

決議者，不在此限。  

違反前項規定致所屬行政法人受有損害者，行為人應對其負損害賠償

責任。  

第一項但書情形，行政法人應將該董（理）事會特別決議內容，於會

後二十日內主動公開之，並報監督機關備查。  

第  9 條   

行政法人設董（理）事會者，置董（理）事長一人，由監督機關聘任

或提請行政院院長聘任；解聘時，亦同。  

董（理）事長之聘任，應由監督機關訂定作業辦法遴聘之。  

董（理）事長對內綜理行政法人一切事務，對外代表行政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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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理）事長以專任為原則。但於該行政法人個別組織法律或通用性

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行政法人設董（理）事會者，得置執行長一人，負責行政法人營運及

管理業務之執行，並由董（理）事長提請董（理）事會通過後聘任；

解聘時，亦同。其權責及職務名稱，應於行政法人之個別組織法律另

為規定。  

董（理）事長及執行長初任年齡不得逾六十五歲，任期屆滿前年滿七

十歲者，應即更換。但有特殊考量，經行政院核准者，不在此限。  

第六條第二項、第三項前段、第四項、第七條、第八條及第十五條第

六款有關董（理）事之規定，於第五項所置執行長準用之。  

第  10 條   

董（理）事會職權如下：  

一、發展目標及計畫之審議。  

二、年度營運（業務）計畫之審議。  

三、年度預算及決算之審議。  

四、規章之審議。  

五、自有不動產處分或其設定負擔之審議。  

六、其他重大事項之審議。  

董（理）事會應定期開會，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由董（理）事

長召集，並擔任主席。  

監事或常務監事，應列席董（理）事會議。  

第  11 條   

監事或監事會職權如下：  

一、年度營運（業務）決算之審核。  

二、營運（業務）、財務狀況之監督。  

三、財務帳冊、文件及財產資料之稽核。  

四、其他重大事項之審核或稽核。  

第  12 條   

董（理）事、監事應親自出席董（理）事會議、監事會議，不得委託

他人代理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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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條   

兼任之董（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  

第  14 條   

行政法人置首長者，應為專任，由監督機關聘任或提請行政院院長聘

任；解聘時，亦同。  

第六條、第七條、第九條第二項、第三項、第六項、第十五條第五款

及第六款有關董（理）事之規定，於前項所置首長準用之。  

行政法人置首長者，依第四條、第十八條第二項及第十九條第一項所

訂定之規章、年度營運（業務）計畫與預算、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

告書，應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第  三  章  營運（業務）及監督  

 

第  15 條   

監督機關之監督權限如下：  

一、發展目標及計畫之核定。  

二、規章、年度營運（業務）計畫與預算、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

書之核定或備查。  

三、財產及財務狀況之檢查。  

四、營運（業務）績效之評鑑。  

五、董（理）事、監事之聘任及解聘。  

六、董（理）事、監事於執行業務違反法令時，得為必要之處分。  

七、行政法人有違反憲法、法律、法規命令時，予以撤銷、變更、廢

止、限期改善、停止執行或其他處分。  

八、自有不動產處分或其設定負擔之核可。  

九、其他依法律所為之監督。  

第  16 條   

監督機關應邀集有關機關代表、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辦理行政

法人之績效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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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人績效評鑑之方式、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

定之。  

第  17 條   

績效評鑑之內容如下：  

一、行政法人年度執行成果之考核。  

二、行政法人營運（業務）績效及目標達成率之評量。  

三、行政法人年度自籌款比率達成率。  

四、行政法人經費核撥之建議。  

第  18 條   

行政法人應訂定發展目標及計畫，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行政法人應訂定年度營運（業務）計畫及其預算，提經董（理）事會

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  

第  19 條   

行政法人於會計年度終了一定時間內，應將年度執行成果及決算報告

書，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提經董（理）事會審議，並經監事或監事

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並送審計機關。  

前項決算報告，審計機關得審計之；審計結果，得送監督機關或其他

相關機關為必要之處理。  

 

 

第  四  章  人事及現職員工權益保障  

 

第  20 條   

行政法人進用之人員，依其人事管理規章辦理，不具公務人員身分，

其權利義務關係，應於契約中明定。  

董（理）事、監事之配偶及其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擔任行政

法人總務、會計及人事職務。  

董（理）事長或首長，不得進用其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擔

任行政法人職務。  

第  2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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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人由政府機關或機構（以下簡稱原機關（構））改制成立者，

原機關（構）現有編制內依公務人員相關任用法律任用、派用公務人

員於機關（構）改制之日隨同移轉行政法人繼續任用者（以下簡稱繼

續任用人員），仍具公務人員身分；其任用、服務、懲戒、考績、訓

練進修、俸給、保險、保障、結社、退休、資遣、撫卹、福利及其他

權益事項，均依原適用之公務人員相關法令辦理。但不能依原適用之

公務人員相關法令辦理之事項，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另定辦法行之。  

前項繼續任用人員中，人事、主計、政風人員之管理，與其他公務人

員同。  

前二項人員得依改制前原適用之組織法規，於首長以外之職務範圍

內，依規定辦理陞遷及銓敘審定。  

第一項及第二項人員，得隨時依其適用之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法令辦

理退休、資遣後，擔任行政法人職務，不加發七個月俸給總額慰助金，

並改依行政法人人事管理規章進用。  

第  22 條   

原機關（構）公務人員不願隨同移轉行政法人者，由主管機關協助安

置；或於機關（構）改制之日，依其適用之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法令

辦理退休、資遣，並一次加發七個月之俸給總額慰助金。但已達屆齡

退休之人員，依其提前退休之月數發給之。前項人員於退休、資遣生

效日起七個月內，再任有給公職或行政法人職務時，應由再任機關或

行政法人收繳扣除離職（退休、資遣）月數之俸給總額慰助金繳庫。  

前二項所稱俸給總額慰助金，指退休、資遣當月所支本（年功）俸與

技術或專業加給及主管職務加給。  

第  23 條   

原機關（構）現有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及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

僱用辦法聘用及約僱之人員（以下簡稱原機關（構）聘僱人員），其

聘僱契約尚未期滿且不願隨同移轉行政法人者，於機關（構）改制之

日辦理離職，除依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規定辦理

外，並依其最後在職時月支報酬為計算標準，一次加發七個月之月支

報酬。但契約將屆滿人員，依其提前離職之月數發給之。其因退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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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之公教人員保險（以下簡稱公保），有損失公保投保年資者，並

發給保險年資損失補償。前項人員於離職生效日起七個月內，再任有

給公職或行政法人職務時，應由再任機關或行政法人收繳扣除離職月

數之月支報酬繳庫。所領之保險年資損失補償於其將來再參加公保領

取養老給付時，承保機關應代扣原請領之補償金，並繳還原機關（構）

之上級機關，不受公教人員保險法第十八條不得讓與、抵銷、扣押或

供擔保之限制。但請領之養老給付較原請領之補償金額低時，僅繳回

所領之養老給付同金額之補償金。前二項公保年資損失補償，準用公

教人員保險法第十四條規定之給付標準發給。  

原機關（構）聘僱人員於機關（構）改制之日隨同移轉行政法人者，

應於改制之日辦理離職，並依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

發給離職儲金，不加發七個月月支報酬，並改依行政法人人事管理規

章進用。其因退出原參加之公保，有損失公保投保年資者，依前二項

規定，發給保險年資損失補償。  

原機關（構）現有依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約僱之人員，

其適用勞動基準法者，不適用第一項及前項所定發給離職儲金之規

定，並依勞動基準法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相關規定發給退休金或資遣費。 

第  24 條   

原機關（構）現有依各機關學校團體駐衛警察設置管理辦法進用之駐

衛警察（以下簡稱原機關駐衛警察），不願隨同移轉行政法人者，由

主管機關協助安置；或於機關（構）改制之日依其適用之退職、資遣

法令辦理退職、資遣，並一次加發七個月之月支薪津。但已達屆齡退

職之人員，依其提前退職之月數發給之。  

前項人員於退職、資遣生效日起七個月內，再任有給公職或行政法人

職務時，應由再任機關或行政法人收繳扣除離職（退職、資遣）月數

之月支薪津繳庫。  

前二項所稱月支薪津，指退職、資遣當月所支薪俸、專業加給及主管

職務加給。原機關駐衛警察於機關（構）改制之日隨同移轉行政法人

者，應於改制之日依其原適用之退職、資遣法令辦理退職、資遣，不

加發七個月月支薪津，並改依行政法人人事管理規章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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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 條   

原機關（構）現有之工友（含技工、駕駛）（以下簡稱原機關（構）

工友），不願隨同移轉行政法人者，由主管機關協助安置；或於機關

（構）改制之日依其適用之退休、資遣法令辦理退休、資遣，並一次

加發七個月之餉給總額慰助金。但已達屆齡退休之人員，依其提前退

休之月數發給之。  

前項人員於退休、資遣生效日起七個月內，再任有給公職或行政法人

職務時，應由再任機關或行政法人收繳扣除離職（退休、資遣）月數

之餉給總額慰助金繳庫。  

前二項所稱餉給總額慰助金，指退休、資遣當月所支本（年功）餉及

專業加給。  

原機關（構）工友於機關（構）改制之日隨同移轉行政法人者，應於

改制之日依其原適用之退休、資遣法令辦理退休、資遣，不加發七個

月餉給總額慰助金，並改依行政法人人事管理規章進用。  

第  26 條   

原機關（構）改制所需加發慰助金及保險年資損失補償等相關費用，

得由原機關（構）、原基金或其上級機關在原預算範圍內調整支應，

不受預算法第六十二條及第六十三條規定之限制。  

第  27 條   

曾配合機關（構）、學校業務調整而精簡、整併、改隸、改制或裁撤，

依據相關法令規定辦理退休、資遣或離職，支領加發給與者，不適用

本法有關加發慰助金、月支報酬或月支薪津之規定。  

第  28 條   

休職、停職（含免職未確定）及留職停薪人員因原機關（構）改制行

政法人而隨同移轉者，由原機關（構）列冊交由行政法人繼續執行。

留職停薪人員提前申請復職者，應准其復職。  

前項人員於依法復職或回職復薪，不願配合移轉者，得準用第二十二

條規定，由主管機關協助安置，或辦理退休、資遣，並加發慰助金。  

第  29 條   

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六條至前條規定，於原機關（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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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規定聘任人員準用之。  

第  30 條   

行政法人之個別組織法律或通用性法律規定有關現職員工權益保障事

項，不得與第二十一條至第二十五條、第二十七條至前條規定相牴觸。 

前項規定，國防部及所屬之聘用及僱用人員不在此限。  

 

 

第  五  章  會計及財務  

 

第  31 條   

行政法人之會計年度，應與政府會計年度一致。  

第  32 條   

行政法人之會計制度，依行政法人會計制度設置準則訂定。  

前項會計制度設置準則，由行政院定之。  

行政法人財務報表，應委請會計師進行查核簽證。  

第  33 條   

行政法人成立年度之政府核撥經費，得由原機關（構）或其上級機關

在原  

預算範圍內調整因應，不受預算法第六十二條及第六十三條規定之限

制。  

第  34 條   

原機關（構）改制為行政法人業務上有必要使用之公有財產，得採捐

贈、出租或無償提供使用等方式為之；採捐贈者，不適用預算法第二

十五條及第二十六條、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及第六十條相關規定。  

行政法人設立後，因業務需要得價購公有不動產。土地之價款，以當

期公告土地現值為準。地上建築改良物之價款，以稅捐稽徵機關提供

之當年期評定現值為準；無該當年期評定現值者，依公產管理機關估

價結果為準。  

行政法人以政府機關核撥經費指定用途所購置之財產，為公有財產。  

第一項出租、無償提供使用及前項之公有財產以外，由行政法人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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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財產為自有財產。  

第一項無償提供使用及第三項之公有財產，由行政法人登記為管理

人，所生之收益，列為行政法人之收入，不受國有財產法第七條第一

項規定之限制；其管理、使用、收益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

定之。  

公有財產用途廢止時，應移交各級政府公產管理機關接管。  

行政法人接受捐贈之公有不動產，不需使用時，應歸還原捐贈機關，

不得任意處分。  

第  35 條   

政府機關核撥行政法人之經費，應依法定預算程序辦理，並受審計監

督。  

政府機關核撥之經費超過行政法人當年度預算收入來源百分之五十

者，應由監督機關將其年度預算書，送立法院審議。  

第  36 條   

行政法人所舉借之債務，以具自償性質者為限，並先送監督機關核定。

預算執行結果，如有不能自償之虞時，應即檢討提出改善措施，報請

監督機關核定。  

第  37 條   

行政法人辦理採購，應本公開、公平之原則，並應依我國締結簽訂條

約或協定之規定。  

前項採購，除符合政府採購法第四條所定情形，應依該規定辦理外，

不適用該法之規定。  

前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第四條規定辦理之採購，於其他法律另有規定

者，從其規定。  

第  38 條   

行政法人之相關資訊，應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相關規定公開之；其年度

財務報表、年度營運（業務）資訊及年度績效評鑑報告，應主動公開。 

前項年度績效評鑑報告，應由監督機關提交分析報告，送立法院備查。

必  

要時，立法院得要求監督機關首長率同行政法人之董（理）事長、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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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或相關主管至立法院報告營運狀況並備詢。  

 

 

第  六  章  附則  

 

第  39 條   

對於行政法人之行政處分不服者，得依訴願法之規定，向監督機關提

起訴願。  

第  40 條   

行政法人因情事變更或績效不彰，致不能達成其設立目的時，由監督

機關提請行政院同意後解散之。  

行政法人解散時，繼續任用人員，由監督機關協助安置，或依其適用

之公務人員法令辦理退休、資遣；其餘人員，終止其契約；其賸餘財

產繳庫；其相關債務由監督機關概括承受。  

第  41 條   

本法於行政院以外之中央政府機關，設立行政法人時，準用之。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可之特定公共事務，直轄市、縣（市）得

準用本法之規定制定自治條例，設立行政法人。  

第  42 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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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三級機構一覽表  

主管機關  名稱  數量  

內政部  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1 

外交部  外交部外交及國際事務學院  1 

教育部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9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國家圖書館  

國立教育廣播電臺臺  

國家教育研究院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國家臺灣圖書館  

衛生福利部  國家中醫藥研究所  1 

法務部  

法務部法醫研究所  

3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  

法務部矯正人員訓練所  

交通部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1 

經濟部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2 
經濟部專業人員研究中心  

文化部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8 

國立國父紀念館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  

國立臺灣博物館  

國立臺灣美術館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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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國立歷史博物館  

人事行政總

處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中心  
2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地方行政研習中心  

環保署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  

2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  

原能會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  

2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輻射偵測中心  

農委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  

7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家畜衛生試驗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勞委會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  1 

退輔會  

臺北榮民總醫院  

3 臺中榮民總醫院  

高雄榮民總醫院  

客委會  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1 

總計  4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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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四級機構一覽表  

日期：2013 年 11 月 22 日  

主管機關  名稱  數量  

國防部  國防部軍備局中山科學研究院  1 

內政部  

內政部警政署警察廣播電臺  

4 
內政部警政署警察電訊所  

內政部警政署民防防情指揮管制所  

內政部警政署警察機械修理廠  

教育部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籌備處  

2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  

經濟部  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  1 

財政部  財政部財政人員訓練所  1 

法務部  

法務部矯正署基隆監獄  

74 

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監獄  

法務部矯正署桃園監獄  

法務部矯正署桃園女子監獄  

法務部矯正署新竹監獄  

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  

法務部矯正署臺中女子監獄  

法務部矯正署彰化監獄  

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監獄  

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第二監獄  

法務部矯正署嘉義監獄  

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監獄  

法務部矯正署高雄監獄  

法務部矯正署高雄第二監獄  

法務部矯正署高雄女子監獄  

法務部矯正署屏東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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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監獄  

法務部矯正署花蓮監獄  

法務部矯正署臺東監獄  

法務部矯正署綠島監獄  

法務部矯正署澎湖監獄  

法務部矯正署金門監獄  

法務部矯正署明德外役監獄  

法務部矯正署自強外役監獄  

法務部矯正署基隆看守所  

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看守所  

法務部矯正署臺灣臺北女子看守所  

法務部矯正署桃園看守所  

法務部矯正署新竹看守所  

法務部矯正署苗栗看守所  

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看守所  

法務部矯正署南投看守所  

法務部矯正署彰化看守所  

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看守所  

法務部矯正署嘉義看守所  

法務部矯正署臺南看守所  

法務部矯正署高雄看守所  

法務部矯正署屏東看守所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看守所  

法務部矯正署花蓮看守所  

法務部矯正署臺東看守所  

法務部矯正署澎湖看守所  

法務部矯正署金門看守所  

法務部矯正署連江看守所  

法務部矯正署東成技能訓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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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岩灣技能訓練所  

法務部矯正署泰源技能訓練所  

法務部矯正署臺北少年觀護所  

法務部矯正署桃園少年觀護所  

法務部矯正署新竹少年觀護所  

法務部矯正署臺中少年觀護所  

法務部矯正署彰化少年觀護所  

法務部矯正署雲林少年觀護所  

法務部矯正署嘉義少年觀護所  

法務部矯正署臺南少年觀護所  

法務部矯正署高雄少年觀護所  

法務部矯正署屏東少年觀護所  

法務部矯正署花蓮少年觀護所  

法務部矯正署基隆少年觀護所  

法務部矯正署臺東少年觀護所  

法務部矯正署澎湖少年觀護所  

法務部矯正署宜蘭少年觀護所  

法務部矯正署金門少年觀護所  

法務部矯正署南投少年觀護所  

法務部矯正署苗栗少年觀護所  

法務部矯正署桃園少年輔育院  

法務部矯正署彰化少年輔育院  

法務部矯正署新店戒治所  

法務部矯正署臺中戒治所  

法務部矯正署高雄戒治所  

法務部矯正署臺東戒治所  

誠正中學  

明陽中學  

法務部調查局幹部訓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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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  

交通部公路總局材料試驗所  

3 交通部公路總局公路人員訓練所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民航人員訓練所  

文化部  

國立臺灣交響樂團  

9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國立臺灣文學館  

國立新竹生活美學館  

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  

國立臺南生活美學館  

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  

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籌備處  

國立人權博物館籌備處  

衛生福利部  

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  

40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衛生福利部苗栗醫院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  

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衛生福利部嘉義醫院  

衛生福利部朴子醫院  

衛生福利部新營醫院  

衛生福利部臺南醫院  

衛生福利部澎湖醫院  

衛生福利部旗山醫院  

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  

衛生福利部恆春旅遊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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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  

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  

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  

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  

衛生福利部樂生療養院  

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  

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  

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  

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  

衛生福利部胸腔病院  

衛生福利部北區老人之家  

衛生福利部中區老人之家  

衛生福利部南區老人之家  

衛生福利部東區老人之家  

衛生福利部澎湖老人之家  

衛生福利部北區兒童之家  

衛生福利部中區兒童之家  

衛生福利部南區兒童之家  

衛生福利部南投啟智教養院  

衛生福利部雲林教養院  

衛生福利部臺南教養院  

衛生福利部少年之家  

衛生福利部彰化老人養護中心  

退輔會  

臺北榮民總醫院桃園分院  

51 

臺北榮民總醫院新竹分院  

臺北榮民總醫院蘇澳分院  

臺北榮民總醫院玉里分院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臺中榮民總醫院埔里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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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榮民總醫院屏東分院  

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北榮譽國民之家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板橋榮譽國民之家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桃園榮譽國民之家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八德榮譽國民之家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新竹榮譽國民之家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中彰榮譽國民之家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彰化榮譽國民之家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雲林榮譽國民之家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白河榮譽國民之家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南榮譽國民之家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佳里榮譽國民之家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高雄榮譽國民之家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岡山榮譽國民之家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屏東榮譽國民之家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馬蘭榮譽國民之家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花蓮榮譽國民之家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北市榮民服務處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新北市榮民服務處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桃園縣榮民服務處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高雄市榮民服務處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基隆市榮民服務處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宜蘭縣榮民服務處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新竹榮民服務處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苗栗縣榮民服務處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中市榮民服務處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彰化縣榮民服務處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南投縣榮民服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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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雲林縣榮民服務處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嘉義榮民服務處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南市榮民服務處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屏東縣榮民服務處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花蓮縣榮民服務處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東縣榮民服務處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澎湖縣榮民服務處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金門縣榮民服務處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武陵農場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福壽山農場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清境農場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彰化農場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東農場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北勞務中心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龍崎工廠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退除役官兵職業訓練中心  

農委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茶業改良場  

19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種苗改良繁殖場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苗栗區農業改良場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中區農業改良場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高雄區農業改良場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東區農業改良場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嘉義農業試驗分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鳳山熱帶園藝試驗分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彰化種畜繁殖場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高雄種畜繁殖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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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臺東種畜繁殖場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花蓮種畜繁殖場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宜蘭分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新竹分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產試驗所恆春分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家畜衛生試驗所動物用藥品檢定分所  

勞委會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北區職業訓練中心  

12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泰山職業訓練中心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桃園職業訓練中心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中區職業訓練中心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臺南職業訓練中心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南區職業訓練中心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青年職業訓練中心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北基宜花金馬區就業服務中心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桃竹苗區就業服務中心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中彰投區就業服務中心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雲嘉南區就業服務中心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高屏澎東區就業服務中心  

總計  21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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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一覽表  

主管機關  名稱  數量  

內政部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12 

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  

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  

財團法人中央營建技術顧問研究社  

財團法人臺灣省義勇人員安全濟助基金會  

財團法人義勇消防人員安全濟助基金會  

財團法人消防發展基金會  

財團法人台灣營建研究院  

財團法人惠眾醫療救濟基金會  

財團法人亞洲土地改革與農村發展中心  

財團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外交部  

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  

3 財團法人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國防部  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  1 

金管會  

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  

7 

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  

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教育部  

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基金會  

10 財團法人私立學校興學基金會  

財團法人中華幼兒教育發展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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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臺灣省社教文化基金會  

財團法人臺灣省中小學校教職員福利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童軍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  

財團法人教育部接受捐助獎學金基金會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

遣儲金管理委員會  

法務部  

財團法人福建更生保護會  

3 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經濟部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23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 

財團法人自行車暨健康科技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財團法人石材暨資源產業研究發展中心  

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驗中心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財團法人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  

財團法人船舶暨海洋產業研發中心  

財團法人台灣機電工程服務社  

財團法人台灣地理資訊中心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財團法人台灣非破壞檢測協會  

財團法人台灣手工業推廣中心  

財團法人台灣區雜糧發展基金會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  

財團法人台灣中小企業聯合輔導基金會  



附錄 

195 

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  

財團法人台灣區花卉發展協會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  

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  

財團法人專利檢索中心  

交通部  

財團法人台灣電信協會  

6 

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  

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財團法人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  

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  

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蒙委會  財團法人蒙藏基金會  1 

僑委會  
財團法人海外信用保證基金  

2 
財團法人海華文教基金會  

文化部  

財團法人中央通訊社◎ 

12 

財團法人國家電影資料館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電影事業發展基金會  

財團法人中央廣播電臺◎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財團法人臺灣博物館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臺灣美術基金會  

財團法人臺灣省文化基金會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財團法人中法文化教育基金會  

財團法人臺灣生活美學基金會  

財團法人金門酒廠胡璉文化藝術基金會  

衛生福利部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 

7 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  

財團法人藥害救濟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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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  

財團法人鄒濟勳醫學研究發展基金會  

醫療財團法人病理發展基金會  

退輔會  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  1 

原能會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輻射防護協會  

2 
財團法人核能資訊中心  

國科會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 

2 
財團法人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農委會  

財團法人臺灣漁業及海洋技術顧問社  

24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對外漁業合作發展協會  

財團法人臺灣區遠洋鮪魚類產銷發展基金會  

財團法人臺灣地區遠洋魷魚類產銷發展基金會  

財團法人臺灣區鰻魚發展基金會  

財團法人台灣養殖蝦類發展基金會  

財團法人農村發展基金會  

財團法人豐年社  

財團法人台灣動物科技研究所  

財團法人中央畜產會  

財團法人台灣優良農產品發展協會  

財團法人台灣香蕉研究所  

財團法人蠶業發展基金會  

財團法人農業信用保證基金  

財團法人中正農業科技社會公益基金會  

財團法人桃園農田水利研究發展基金會  

財團法人水利研究發展中心  

財團法人農業工程研究中心  

財團法人臺中環境綠化基金會  

財團法人曹公農業水利研究發展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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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臺灣兩岸漁業合作發展基金會  

財團法人維謙基金會  

財團法人七星農業發展基金會  

財團法人七星環境綠化基金會  

環保署  財團法人環境資源研究發展基金會  1 

陸委會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1 

原民會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1 

通傳會  
財團法人臺灣網站分級推廣基金會  

2 
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  

行政院  財團法人國防工業發展基金會◎ 1 

總計  122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提供。  

註 1：本表列舉之財團法人，行政院皆依據《預算法》第 41 條第 4 項之規定，將其
102 年度預算書送交立法院審議。  

註 2：財團法人名稱後方以◎標示者，係以設置條例為設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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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機關（構）改制行政法人應辦理事項、時程及分

工表  

 

行政院 101 年 10 月 12 日院授人綜字第 1010054135 號函發布  

壹、草案經院會通過後  

應辦理事項  期程  辦理機關  參考法規  備註  

1.1.1 成立籌備推

動小組（或

委員會，以

下均簡稱籌

備 推 動 小

組）  

1.1.2 訂定籌備推

動小組工作

計畫及工作

進度列管表  

個別設置條例草

案經行政院（以下

簡稱本院）院會通

過至立法院通過

前  

監督機關  行政法人法  一、成立籌備推動小組，

對相關改制作業進

行規劃。  

二、籌備推動小組由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副 首 長 擔 任 召 集

人，成員由該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相

關單位（如人事、會

計、法制等）組成，

另得視需要邀請相

關機關參與。  

三、籌備推動小組可納入

未來董（理）事可能

人選，強化對行政法

人改制規劃能力。  

1.2 研擬行政

法 人 董

（理）事

及監事遴

個別設置條例草

案經本院院會通

過至立法院通過

前  

監督機關  一、  行 政 法 人

法 第 5

條、第 6 條  

二、  個 別 組 織

一、  個別組織法律或通

用性法律授權訂定

本項規定時適用。  

二、董（理）事及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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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及解聘

辦法草案  

法 律 或 通

用性法律  

遴聘及解聘辦法草

案 應 考 慮 下 列 事

項：  

（一）有關專家學者之資

格條件應涵蓋業

務專業及經營管

理才能。  

（二）專職或兼職（如法

無明文）。  

（三）責任（經營績效之

要求）與權利義務

對等考量。  

（四）公開遴選之可能

性。  

（五）監督機制應完整可

行。  

1.3 研擬行政

法 人 董

（理）事

長遴聘作

業辦法草

案  

個別設置條例草

案經本院院會通

過至立法院通過

前  

監督機關  行政法人法第 9

條第 2 項  

一、  合議制適用。  

二、  首長制者，則依行

政法人法第 14 條

第 2 項準用第 9 條

第 2 項規定，研擬

行政法人首長遴聘

作業辦法草案。  

1.4 研擬行政

法 人 董

（理）事

及監事利

益迴避範

圍及違反

個別設置條例草

案經本院院會通

過至立法院通過

前  

監督機關  行政法人法第 7

條、第 8 條、第

20 條  

一、  合議制適用。  

二、  首長制者，則依行政

法人法第 14 條第 2

項準用第 7 條規定，

研擬行政法人首長

利益迴避範圍及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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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置準則

草案  

反處置準則草案。  

三、  可參考公職人員相

關迴避規定。  

四、法有明文得設執行

長、主任或總監等重

要幹部時，應研擬其

迴避範圍及違反處

置之相關規定。  

1.5 研擬機關（構）

改制行政法人

隨同移轉繼續

任用人員人事

管理辦法草案  

個別設置條例草

案經本院院會通

過至立法院通過

前  

監督機關  一、行政法人法

第 21 條至

第 30 條  

二、本院會同考

試 院 訂 定

之「政府機

關（構）改

制 行 政 法

人 隨 同 移

轉 繼 續 任

用 人 員 人

事 管 理 辦

法」  

一、依行政法人法第 21

條及第 30 條之體系

解釋觀之，個別組織

法律或通用性法律

亦得訂定現職員工

權 益 保 障 事 項 辦

法，但不得與本院會

同考試院訂定之辦

法牴觸。  

二、機關（構）改制行政

法人隨同移轉繼續

任用人員人事管理

辦法草案之研擬過

程，應請銓敍部參

與。  

三、監督機關應依據個別

行政法人設置條例

草案及「政府機關

（構）改制行政法人

隨同移轉繼續任用

人員人事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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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關現職人員權

益保障規定積極宣

導。  

四、規範內容為隨同移轉

行政法人繼續任用

人員而無法依原適

用之公務人員相關

法令辦理之人事管

理事項，如職務安置

方式、陞遷作業、考

績作業、工作獎金、

結社、退休撫卹等。 

1.6 檢視機關（構）

改制後應修正

或廢止之相關

法規  

個別設置條例草

案經本院院會通

過至立法院通過

前  

改 制 機 關

（構）、籌

備 推 動 小

組、監督機

關  

中央法規標準

法第 20 條至第

25 條  

視需要辦理（並非所有行

政法人個案均係機關改

制）。  

1.7 研擬下列

草案：  

1.7.1 行政法人組

織規章草案  

1.7.2 行政法人人

事管理規章

草案  

1.7.3 行政法人內

部控制規章

草案  

1.7.4 行政法人稽

核作業規章

個別設置條例草

案經本院院會通

過至立法院通過

前  

改 制 機 關

（構）、籌

備 推 動 小

組  

行政法人法第 4

條第 1 項  

一、  合議制適用。  

二、  為期行政法人得以

有效運作，並賦予一

定程度之自主性，改

制機關或籌備推動

小組應審酌行政法

人未來任務、性質及

其需求，訂定左列內

部規章草案。  

三、  首長制者，則依行政

法人法第 14 條第 3

項準用第 4 條第 1



附錄 

203 

草案  項規定辦理。  

1.8 研擬行政法人

會計制度規章

草案  

個別設置條例草

案經本院院會通

過至立法院通過

前  

改 制 機 關

（構）、籌

備 推 動 小

組  

一、行政法人法

第 4 條第 1

項、第 32

條第 1 項  

二、本院訂定之

「 行 政 法

人 會 計 制

度 設 置 準

則」  

一、合議制適用。  

二、各行政法人業務性質

不同，其會計制度之

設計，並無法將其他

行政法人現有制度

全盤移植運用，而應

考 量 本 身 業 務 情

形、會計事務性質、

將來發展與內部控

制及管理需求妥為

研擬，以符實際需

要。  

三、首長制者，則依行政

法人法第 14 條第 3

項準用第 4 條第 1 項

規定辦理。  

1.9 研擬行政法人

績效評鑑辦法

草案  

個別設置條例草

案經本院院會通

過至立法院通過

前  

監督機關  行政法人法第

16 條第 2 項、

第 17 條  

一、在賦予行政法人彈性

及自主權限時，為確

保其營運績效及效

能，爰導入績效評鑑

制度。  

二、透過對行政法人進行

績效評鑑，可提供監

督機關衡量行政法

人公共事務之遂行

程度、執行效能及提

供未來資源分配依

據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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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研擬行政法人

公 有 財 產 管

理 使 用 收 益

辦法草案  

個別設置條例草

案經本院院會通

過至立法院通過

前  

監督機關  行政法人法第

34 條第 5 項  

有關由機關出租、無償提

供使用及以政府機關核

撥 經 費 購 置 之 公 有 財

產，其管理、使用、收益

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

督機關定之，爰列本項研

擬事項。  

貳、立法院通過後  

應辦理事項  期程  辦理機關  參考法規  備註  

2.1 監督機關確定

掛牌日期及設

置條例施行日

期報本院核定  

個別設置條例通

過後即行辦理  

監督機關   一、預留作業時間以 3 個

月為原則，並考量會

計年度之起始時間。 

二、如前項「壹、草案經

院會通過後」尚有部

分未及完成，應將該

項因素一併納入考

量。  

2.2 製發、換發印

信及廢、舊印

信之繳銷  

個別設置條例通

過後即行辦理  

監督機關  行政法人印信

製發及使用注

意事項  

行政法人印信之製發、換

發及廢、舊印信之繳銷，

比照本院 93 年 10 月 13

日 院 臺 人 字 第

0930032659 號令修正發

布之「印信製發啟用管理

換發及廢舊印信繳銷辦

法」辦理。  

2.3 確定改制當年

度經費來源  

個別設置條例通

過後即行辦理  

改 制 機 關

（構）、籌

備 推 動 小

行政法人法第

18 條第 2 項  

於年度進行中改制或新

成立行政法人，其相關預

算如何銜接執行，以及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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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監督機

關  

費籌編等問題，應洽請本

院主計總處協助，並妥適

處理。  

2.4 監督機關對已

研擬下列法規

作檢視並於個

別設置條例施

行後發布：  

2.4.1 行政法人董

（理）事及

監事遴聘及

解聘辦法  

2.4.2 行政法人董

（理）事長

遴聘作業辦

法  

2.4.3 行政法人董

（理）事及

監事利益迴

避範圍及違

反處置準則  

 

半個月內  監督機關  行政法人法第 5

條至第 9 條、第

20 條  

一、  合議制適用。  

二、  法有明文應置執行

長、主任或總監等重

要幹部時，應一併處

理其利益迴避範圍

及違反處置之相關

規定。  

三、  首長制者，則依行政

法人法第 14 條第 2

項準用第 7 條第 1 項

及第 9 條第 2 項規

定，訂定行政法人首

長遴聘作業辦法及

行政法人首長利益

迴避範圍及違反處

置準則。  

四、  董（理）事長或首長

遴聘作業辦法、董

（理）事及監事或首

長利益迴避範圍及

違反處置準則，得於

個別設置條例立法

通過後，即可依行政

法人法授權規定訂

定發布；董（理）事

及監事遴聘及解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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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如個別設置條

例 有 明 定 授 權 依

據，則須自個別設置

條例立法通過後，由

本 院 另 定 施 行 日

期，始得訂定發布。 

2.5 將「機關（構）

改制行政法人

隨同移轉繼續

任用人員人事

管理辦法」草

案，依程序報

本院會同考試

院核定  

1 個月內  監督機關  一、行政法人法

第 20 條至

第 30 條  

二、本院會同考

試 院 訂 定

之「政府機

關（構）改

制 行 政 法

人 隨 同 移

轉 繼 續 任

用 人 員 人

事 管 理 辦

法」  

視立法通過之個別設置

條例內容，調整或修正已

研擬之「機關（構）改制

行政法人隨同移轉繼續

任用人員人事管理辦法」

草案，並依程序報本院會

同考試院核定。  

2.6 確定董（理）

事、監事人選  

1 個月內  監督機關  行 政 法 人

法第 5 條  

應使各該人選充分理解

其權利義務及應負職責。 

2.7 確定董（理）

事長或首長人

選  

1 個月內  監督機關  行政法人法第 9

條、第 14 條  

一、權利義務及所負權責

應事先溝通、明確釐

清。  

二、董（理）事長由本院

院長或監督機關聘

任，應依法律規定辦

理；另首長制準用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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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研擬下列事項： 

2.8.1 行政法人發

展目標及計

畫草案  

2.8.2 行政法人年

度營運（業

務）計畫草

案  

1 個月內  改 制 機 關

（構）、籌

備 推 動 小

組  

行政法人法第

18 條  

籌備推動小組宜納入預

定董（理）事、監事人選，

又不論是否納入，因本項

涉及擬聘董（理）事、監

事之意願及責任，其研擬

應讓擬聘之人選參與。  

2.9 研擬董（理）

事會及監事會

議事規則草案  

1 個月內  改 制 機 關

（構）、籌

備 推 動 小

組  

行政法人法第

10 條 、 第 11

條、第 12 條  

一、應注意董（理）事長

與董（理）事會及其

他董（理）事間之權

限區分。  

二、重要事項之特別決議

程序應予明定。  

三、議事應依案件類型及

重要程度區分決議

方式。  

四、議事頻率應與權責對

等考量。  

2.10 研擬機關（構）

改 制 前 後 職

務對照表  

1 個月內  改 制 機 關

（構）、籌

備 推 動 小

組  

本院會同考試

院訂定之「政府

機關（構）改制

行政法人隨同

移轉繼續任用

人員人事管理

辦法」  

為使繼續任用人員於行

政法人成立時擔任之職

務，能與改制前所任原機

關（構）之職務等級有對

照準據，應研擬機關（構）

改制前後職務對照表，以

利辦理繼續任用人員之

職務安置作業。  

2.11 調查機關現職

人 員 留 任 意

1 個月內  改 制 機 關

（構）、籌

行 政 法 人

法第 21 條

一、改制機關或籌備推動

小組應依據個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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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  備 推 動 小

組  

至第 30 條  政法人設置條例中

有關現職人員權益

及「政府機關（構）

改制行政法人隨同

移轉繼續任用人員

人事管理辦法」等規

定加以宣導，並確認

隨同移轉人數。  

二、現職人員中休職、停

職 及 留 職 停 薪 人

員，亦應列冊交由行

政法人執行。  

2.12 召開人員安置

會議（安置對

象 包 括 公 務

人員、約聘僱

人員、駐衛警

察、工友【含

技工、駕駛】

等）  

1 個月內  監督機關  行 政 法 人

法第 22 條

至第 28 條  

一、由監督機關針對不願

隨同移轉行政法人

之人員，召開安置會

議，並協助後續安

置，或於機關（構）

改制之日依規定辦

理退休、資遣、離

職、退職等事宜。  

二、召開會議次數依安置

情形決定。   

2.13 訂定發布行政

法人績效評鑑

辦法  

2 個半月內  監督機關  行政法人法第

16 條第 2 項、

第 17 條  

一、行政法人績效評鑑方

式、程序及其他相關

事項，屬行政法人法

第 16 條第 2 項明確

授權事項，得於行政

法人個別法律通過

後，即可依行政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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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先行訂定發布，並

可視需求增列績效

評鑑內容項目。  

二、業務性質相近之行政

法人，可由監督機關

採通案方式訂定。  

2.14 訂定發布行政

法 人 公 有 財

產 管 理 使 用

收益辦法  

2 個半月內  監督機關  行政法人法第

34 條第 5 項  

行政法人公有財產之管

理、使用、收益相關事

項，屬行政法人法第 34

條第 5 項明確授權事項，

於個別設置條例立法通

過後，即可依行政法人法

授權規定訂定發布。  

2.15 研擬行政法人

採 購 作 業 實

施要點草案  

2 個半月內  改 制 機 關

（構）、籌

備 推 動 小

組  

行政法人法第

37 條  

一、採購作業實施要點應

區分一般採購作業

及適用政府採購法

之特殊情形。  

二、一般採購作業應以公

開、公平原則研擬，

並注重內控機制及

權責劃分。  

2.16 由確定之董

（理）事人選

先 行 閱 覽 及

相 互 溝 通 下

列事項：  

2.16.1 行政法人組

織 規 章 草

案  

2 個半月內  改 制 機 關

（構）、籌

備 推 動 小

組  

行政法人法第

10 條  

一、  合議制適用。  

二、  為使行政法人於掛

牌後能順利展開運

作，由董（理）事會

成員於掛牌前就相

關規定先行閱覽及

相互溝通，以期於掛

牌後第一次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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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2 行政法人人

事 管 理 規

章草案  

2.16.3 行政法人會

計 制 度 規

章草案  

2.16.4 行政法人內

部 控 制 規

章草案  

2.16.5 行政法人稽

核 作 業 規

章草案  

2.16.6 行政法人發

展 目 標 及

計畫草案  

2.16.7 行政法人年

度營運（業

務）計畫草

案  

2.16.8 董（理）事

會 及 監 事

會 議 事 規

則草案  

2.16.9 機關改制前

後 職 務 對

照表  

2.16.10 行政法人

採購作業

實施要點

事會即能順利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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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  

參、法人成立時  

應辦理事項  期程  辦理機關  參考法規  備註  

3.1 聘任下列人員： 

3.1.1 董（理）事及

監事  

3.1.2 董事長  

3.1.3 其他重要幹

部  

改制當日  行政法人  行政法人法第 5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第 9 條第 1

項  

一、  合議制適用。  

二、  其他重要幹部於法

有 明 文 得 設 執 行

長、主任或總監等重

要幹部時適用。  

三、  首長制者，依行政法

人法第 14 條第 1 項

辦理。  

3.2.1 召開董（理）

事會議  

3.2.2 審議下列事

項：  

3.2.2.1 行政法人組

織 章 程 草

案  

3.2.2.2 行政法人人

事 管 理 規

章草案  

3.2.2.3 行政法人會

計 制 度 規

章草案  

3.2.2.4 行政法人內

部 控 制 規

章草案  

3.2.2.5 行政法人稽

改制當日，最遲不

超過 3 天  

行政法人  行政法人法第 5

條、第 10 條、

第 11 條  

一、  合議制適用，已研擬

之相關規定，分別依

程序提經董理）事會

通過後，報監督機關

核定或備查。  

二、  首長制者，依行政法

人法第 14 條規定辦

理。  

 



行政組織屬性調整可行性評估之研究 

212 

核 作 業 規

章草案  

3.2.2.6 行政法人發

展 目 標 及

計畫草案  

3.2.2.7 行政法人年

度營運（業

務）計畫草

案  

3.2.2.8 董（理）事

會 及 監 事

會 議 事 規

則草案  

3.2.2.9 機關改制前

後 職 務 對

照表  

3.2.2.10 行政法人

採購作業

實施要點

草案  

3.3 辦理業務、財

產等交代事項  

改制當日  行政法人  公務人員交代

條例  

一、由行政法人會同監督

機關辦理有關業務

及財產等之交代業

務。  

二、辦理交代事項及程

序，依公務人員交代

條例相關條文規定

辦理。  

資料來源：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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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本表係參考用，各監督機關或改制機關仍應依各該行政法人不同之業務特性，增

減其應辦理之業務項目，並於適當期程內完成。  

註 2：個別行政法人設置條例草案經本院院會通過送立法院審議後，如立法委員任期屆

滿，不予繼續審議，或經本院主動撤回時，「草案經院會通過後」所列之應辦理事

項，無需重新辦理，得酌作文字修正。  

註 3：監督機關或改制機關（構）於辦理相關業務時，得視需要邀請本院綜合業務處、法

規會、本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本院主計總處、本院人事行政總處、本院經濟

建設委員會、本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及財政部國產局等機關參與。上開機關配合組

織改造後，如有機關裁併情形，則邀請業務承受機關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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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行政機構及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問卷  

敬愛的先進，您好：  

行政院目前正在推動組織改造，期能進一步提升政府施政彈性、效率與效

能。對此，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委託本研究團隊，進行《行政組織屬性

調整可行性評估之研究》計畫。本研究期待藉由問卷調查，了解我國三級與四

級行政機關（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以及各部會委辦專案組織運作現況。

請您提供目前  貴機構組織定位、未來組織類型調整相關看法。本問卷採匿名

方式填答，請您依照實際狀況與真實感受回答，並請勿遺漏任何一題。您提供

的資料絕對保密，僅供研究之用，請放心填寫。  

懇請您撥冗填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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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詹鎮榮   敬上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副教授  劉坤億  

 

民國 102 年 6 月  

 

第一部分：機構基本資料  

1.  目前組織屬性為：  □三級行政機關       □四級行政機關  

□三級行政機構       □四級行政機構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2.  正式員工實際人數： □  1~50   □ 51~100 □101~200 □201~300 

□301~400  □401~500 □501~600 □601~700 

□701~800  □801~900 □901~1,000 □超過 1,000 

3.  本年度預算總額：  約_______億_______萬元(請填至小數點以下第二位) 



行政組織屬性調整可行性評估之研究 

216 

4.  首長身份：  □公務人員  □非公務人員  

 

 

 

 

 

第三部分：組織業務與監督  

 

非
常
低 

偏

低 

普

通 

偏

高 

非
常
高 

9.  依據  貴機構的業務性質，您認為人員具備專業知識

技能的必要性為？……………………………………… □ □ □ □ □ 

10.  依據  貴機構的業務性質，您認為強化成本效益的必

要性為？………………………………………………… □ □ □ □ □ 

11.  依據  貴機構的業務性質，您認為強化經營效能的必

要性為？………………………………………………… □ □ □ □ □ 

12.  依據  貴機構的業務性質，您認為讓社會多元參與的

必要性為？……………………………………………… □ □ □ □ □ 

13.  您認為  貴機構受到主管部會監督的強度為？……… □ □ □ □ □ 

14.  您認為  貴機構受到立法院監督的強度為？………… □ □ □ □ □ 

 

第二部分：組織現況  

 

非
常
低 

偏

低 

普

通 

偏

高 

非
常
高 

5.  您認為  貴機構現行人事制度的彈性為？…………… □ □ □ □ □ 

6.  您認為  貴機構現行會計制度的彈性為？…………… □ □ □ □ □ 

7.  您認為  貴機構現行採購制度的彈性為？…………… □ □ □ □ □ 

8.  您認為  貴機構現行業務運作的彈性為？……………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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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組織公共性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5.  您認為  貴機構的主要業務，所

涉公權力程度為？（例如，法院

的公權力為 10、民間企業為 0）… □ □ □ □ □ □ □ □ □ □ □ 

16.  您認為  貴機構的主要業務，所

涉公共利益程度為？（例如，行

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業務所涉

公共利益程度為 10、民間企業交

易活動為 0）…………………… □ □ □ □ □ □ □ □ □ □ □ 

 

第五部分：組織屬性與設置目標       

 

非
常
低 

偏

低 

普

通 

偏

高 

非
常
高 

17.  整體而言，您認為貴機構目前的組織屬性，有效達

成組織設置目標的可能性為？…………………… □ □ □ □ □ 

18.  您認為  貴機構未來組織屬性應如何調整，更能有效達成組織的設置目標？

（請排序。例如，若「維持現狀」為最佳選項，請填 1；若「民營化」為次

佳選項，請填 2；其餘以此類推。）  

□ 維持現狀  

□ 改制為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原組織屬性為「財團法人」者，請勿填答本

選項）   

□ 改制為行政法人  

□ 民營化  

□ 行政機關 (構)化（原組織屬性為「行政機關(構 )」者，請勿填答本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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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組織屬性與設置目標       

 

非
常
低 

偏

低 
普

通 

偏

高 

非
常
高 

19.  關於  貴機構組織屬性之現況與未來調整，請問您尚有哪些具體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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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焦點團體座談紀錄  

 

第一場焦點團體座談紀錄  

（行政機關 /構）  

 

時  間：2013 年 6 月 14 日 9：30~12：00 

地  點：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第一會議室  

主持人：彭錦鵬  

與談人：A1（行政院衛生署退休，原簡任級 /主管）  

A2（立法委員，國民黨籍）   

A3（臺北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教授）  

A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簡任級 /主管）  

A5（審計部退休，原簡任級 /非主管）  

A6（行政院主計總處，簡任級 /主管）  

A7（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簡任級 /非主管）  

A8（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薦任級 /主管）  

A9（政治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列席人：莊麗蘭（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研究發展處副處長）  

        許智閔（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研究發展處專員）  

訪談提綱：  

一、就您的看法，屬於哪些業務性質、以及組織本身具備哪些條件的

行政機關(構 )，較適合轉型為行政法人？原因何在？  

二、承上，您認為推動這些行政機關(構 )轉型為行政法人，有哪些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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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必須要克服？  

三、最後，就您的觀察，目前我國推動行政機關 (構 )轉型為行政法人，

其可行性為何？其優缺點為何？  

A1：政府是唯一真正獨占的機關，我會擔心它無限制的膨脹，不管是

其治理權或管轄權。行政法人固然這是一個不錯的、能跳脫傳統

政府機關的替代方法，但要預防過度的膨脹。像在英國，現在也

在限縮 NDPB 的數量。臺灣已經通過《行政法人法》，如果沒有

「有條件」限縮它的設立，擴張可能會相當快速。  

衛生署曾提出「公立醫院多元經營通則」，把公立醫院分三類：行

政法人、委託經營、合作經營。我們認為事業機構，不管是營利

或非營利的，它的用人除了主管以外，都可以不必是公務人員，

而且我們比照國營事業，將醫院營收的 30%當作員工的基本薪

資，若有利潤還可以分紅。我們稱它為獎勵金制度。  

當時設立這樣的制度有兩個原由。第一，擺脫傳統的公務人員薪

給制度，按照個人的生產力來做合理的薪酬；第二，我們為改制

行政法人也好，或委託經營、合作經營也好，來預做準備，把公

務人員的數量降到最低。我們是基於「同酬就同工，且同工務必

同酬」的觀點來看，就算是公務人員的基本薪比較高，但是如果

你同樣年資、同樣職份、同樣表現的話，就用獎勵金做調整。  

從我在衛生署的觀察，我比較擔心的還是機構過度膨脹。如果沒

有一個總額管制的制度，不管是預算總額、員額總額，或是行政

法人總額的管制制度，恐怕政府機構會走旁門左道，無限制的擴

充。另外，機構的績效有沒有辦法鐵面無私地去做考核？國家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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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研究院就曾被質疑。我也擔心大家過度迷信行政法人，認為說

除了行政法人以外，好像就別無他法了。  

其實在現行的制度裡面，還是有其它的方法。例如，萬芳醫院是

公辦民營，臺北市政府不但不要花一毛錢，每年還坐收四千多萬

的權利金，公共責任一樣也不少，而且還把它做到醫學中心。所

以，除了行政法人以外，可能還有一些更好的措施。我建議政府

應該用多元化的方式來處理，而不是只有把政府機關 /構轉換成行

政法人的這種模式。  

A2：我個人的觀察，行政機關對於行政法人化的接受度普遍不高。第

一，改制行政法人必須在人事法規、財務運用還有業務監督上做

鬆綁，這與各機關習慣於集權指揮監督、層層管制的傳統作法有

很大的落差。國家的權力要釋出，這是各個政府機關所不樂見的。

第二，因為機關改制，人事制度跟著改變，原機關的人員會對於

未來的升遷、工作、退休等權益產生不安全感。其實在改制當中，

人員的保障措施不會少，只是大多數人都不清楚而反對。第三，

中正文化中心法人化以後，董事長跟藝術總監的領導爭議和監督

機制的薄弱等，這些都是改制行政法人的疑慮。  

過去立法院對於行政法人化的接受度不高，因為當時母法沒有建

立，而且監督機制不夠完善。現在《行政法人法》不管是對董事

長制還是執行長制，規範都有做到。至於監督方面，各機關都有

監督，立法院有審查預算的權力。法人化現在是可以被立法院接

受的，各機關如果要轉型，都可以來討論。如果機關的任務不涉

及強制性或是公共色彩，自給自足的能力有限，無法透過民間單

位以市場機制來支撐的時候，就可以考慮以行政法人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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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人剛成立的時候，要賺錢比較困難，要用公務預算去支應。

若改制為行政法人，勢必會朝營利導向、績效導向，市場跟政策

這兩方面要如何來兼顧？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也是有待研議

解決的方向，只有這樣才能提高自籌的財源。另外，針對各行政

法人營運的成長能力與未來的前景，我個人是看好的。最主要的

效益可以減少政府支出，讓組織的業務更符合成本效益。  

至於對於改制的成本，除了法規部分的修定跟政策的改變之外，

主要還是人事方面的變動。例如，原隸屬於公務體系的人員，他

們的職務調整、工作保障、福利、退休等，都是成本支出。另外，

引進優秀人員、辦理訓練、增加軟硬體設備等，也要納入成本考

量。  

機關若改制為行政法人，優點是組織可以跳脫官方框架。在人事

上，可以聘用專業的人才，比方說像左營訓練中心，可以請國外

教練。在經費上，可以引進民間企業的合作，增加自主營收財源，

減少政府的財政負擔。另外，臺灣的外交空間有限，官方機構很

難有交流的機會，若以行政法人的組織型態，推動跨國合作、培

訓、交流就更多容易。  

機關行政法人化的限制，最主要的就是沒辦法完全獨立自主，因

為大部份的經費仍然是政府補助，需要政府和國會來監督。第二，

行政法人仍需配合政府的政策，不能過分強調民意導向。第三，

在自籌財源方面，行政法人和民間或企業結合以獲得贊助，相對

來說顯得很重要，但行政法人的運作模式還沒有非常成熟，目前

還在摸索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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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還有哪些機關可以改制呢？考試院的國家文官學院是我推

動成立的，原來是要整合 53 個培訓機構，再變成行政法人國家文

官學院，但現在仍然不是行政法人，還是跟行政機關一樣，以後

要再來努力。另外，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審查一個專利竟要 45 個

月，公務員的心態比較保守，也未必有專業知識來審查專利，所

以智財局應該也要推動行政法人化。  

A3：國立大學是最可以成為行政法人的。我負責臺北大學臺北舊校區

的活化，去年幫學校賺一千五百萬，但我的單位預算增加零，賺

的錢全部被拿去三峽總校區使用。臺北大學臺北校區的多數員工

是臨時約聘人員，工作缺乏誘因。但是行政法人的自籌款，可以

提供員工足夠的工作誘因。  

行政法人的成功與否，首先要看性質本身。自償能力不該是行政

法人的主要考量，如果自償能力足夠，乾脆就委外就好了，政府

不需要成立它。以國立大學來說，它現在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提供

便宜的高等教育，但是以臺大為例，其實臺大學生家長的社經地

位、所得，絕對遠大於私立學校，所以臺灣的高等教育資源分配，

其實跟市場機制相反。如果臺大增加學費，一定還會有人唸，老

師的薪水就可以調整。國立大學是適合行政法人的，可是對於教

授來講，他已經習慣了保障，所以他可能沒有辦法接受。  

推動行政法人一定會遇到抗拒。比較現在和未來改制成行政法

人，如果一點好處都沒有，我為什麼要接受？對於這些比較沒有

生產力、可能會阻礙組織發展的人來說，我們現在就是透過優退、

遇缺不補等方式，讓他們自在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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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過去在宣導行政法人的時候，最擔心的就是人員對未來會發

生甚麼事情不了解，甚至連最基本的保障法條都沒有聽過或看

過，所以反彈。如果宣導做得夠，訊息能夠充分流通，把公務人

員權益的保障做得更周延一點，有很多機構就比較容易轉過去。  

目前正在推動組改，加上在《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的框架下，

各部會要透過內部評鑑去做員額的調配，所以這是推動行政法人

的最好時機。可以先選比較容易成功的，讓那些還沒有看到成果

的人在看到成果以後，也許會接受行政法人的意願會增加。  

A4：農委會現有的三級機構是九個，在六、七年前，我們就要把它變

成「行政法人國家農業研究院」。當時法案要進入二讀之前的協商

就被打掉，最主要有兩個理由：第一，《行政法人法》母法還沒有

通過，很多委員認為沒有法源依據；第二，這九個試驗、研究機

關彼此間沒有共識，等於是國家農業研究院成立之後，上面有一

個帽子，但底下還是這九個機關，各自在原來的領域裡面運作，

大家覺得換湯不換藥，多一個老闆。  

當時，很多技工、工友私下去遊說立法委員，不讓它過。因為這

九個機關在省政府時代就已經存在，而很多技工、工友都是靠省

議員或地方勢力介紹進來的，沒有一個機關首長動得了他們。技

工、工友在地方上有選舉的實力，遊說立法委員大概都講得通，

所以國家農業研究院到最後沒有過。  

《行政法人法》對於公務人員的保障，是照原來的法令，但是技

工、工友、駕駛不是公務員，不適用《公務人員保障法》，所以這

些人很惶恐。我們有很多技工是碩士畢業的，考不上高考卻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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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家機關，所以來當技工。我們當時告訴他們：一旦變成行政

法人以後，人事法規鬆綁，你可能就不必一輩子做技工，有可能

變成助理研究員。但是，技工前後的年資不能銜接，所以他還是

不願意。技工、工友的部分，如果將來對這一塊有比較完善的配

套，推動會更容易。  

未來的農業部底下，改良場變成四級機構而不是機關，表示它行

使公權力的部分比較低，不是主管和行使某些法律，只是作試驗

研究、提供決策參考。這樣的機構如果能找到好的領導人，並了

解行政法人的定位和任務是甚麼，推動行政法人，有非常大的成

功機會。  

我認為要訂定過渡時期的人事、財務制度。另外，改制行政法人

後，進用人員會有比較大的彈性，人才不需要經過國家考試就可

以進來，但這個環節會碰到人事關說，造成看不到的陰影，應該

要處理。行政法人的績效一定要跟福利待遇連結，但是行政法人

有非常高的公益性，而公益性的績效有時候很難作量化評估。這

些部分，希望學術單位能做建議，如此一來，農業部三級機構變

成行政法人的機會還是很大。  

A5：行政法人不可能沒有缺點，但優點大於缺點就該推動。英國這幾

十年下來，雖然制度修修改改，但還是維持運作，日本亦然。我

贊成把一些行政機構轉型為行政法人，因為留在原來傳統的行政

機關 /構組織，沒有效率、沒有彈性，又受到採購法、預算法、人

事法等限制，很難做事。  

《中央機關組織基準法》有規定機關、機構、行政法人，但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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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用機關、哪些適合用機構、行政法人，基準法並沒有說，反

倒是《行政法人法》對行政法人有較清楚的訂定。另外，基準法

太窄化，譬如，政府捐助的財團法人就沒有在裡面。甚至，還有

些單位不是機關、不是財團法人也沒有正式的預算，如國家安定

基金，但它替我們做很多事情。  

我們需要把政府組織架構的全貌弄出來，把它扮演什麼功能、具

備怎樣治理的精神，做比較精準的規範。基準法對於「機構」的

定義，對照行政法人，某種程度是七、八成重疊。但是機構是編

列單位預算，受到比較嚴格的規範，而《行政法人法》的政府預

算如果不超過 50%，就不用送到立法院審議。  

哪些業務性質的機構，適合行政法人化？英國在 2011 年 6 月出版

非部會公共團體指南，提出三個指標，譬如：是否具有技術性，

必須由外部專家來提供？這樣的服務是不是應該完全超脫政治因

素而獨立來提供？第三，這種服務是否應超然於獨立部會，以客

觀公正的事實提出數據？  

《行政法人法》對於人員、董監事的規劃較多，關於內部控制、

內部稽核的部分相對較少。行政院雖然有針對內部控制推出實施

方案，但是這個實施方案的適用範圍，被界定在機關、機構和學

校，不包括行政法人。另外，行政院對於內部稽核也有一個實施

要點、一個注意事項，但適用對象一樣是機關、機構跟學校，也

沒有包括行政法人。  

英國先規範很多行政法人的作業規範，等到累積到某一程度，到

2011 年才正式把它化成《公法人法》  (Public Bodies Act)。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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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日本是一開始就先把母法弄出來，接下來才來弄相關子法，

再去推動行政法人。我們如果要推動行政法人，要思考參採日本

或英國的作法，把相關的治理機制、作業規範再更細膩化。不然

每個部會自己先作，作到最後發現大家都不太像，這時才想要去

統合，困難度就會愈來愈大。  

A6：什麼樣的業務性質比較適合轉型為行政法人？公營造物具有獨立

性，而且是服務性的機構性質，比如說郵局、航空站、港口、公

立學校、博物館、圖書館、文化中心、公立醫院等，我認為這些

比較適合。目前國內這些單位，郵局、港口目前都用營業基金的

型態來運作，至於航空站、公立學校、社教機構、公立醫院，大

部分都是用作業基金的型態來運作。就業務係性質來看，我認為

可以列為評估行政法人的對象。  

我認為要求行政法人 100%自籌是不可能的，但它仍要有一定的

財務自主性，或是有開拓財源的能力。我在教育部時，我們在推

動國立大專校院和所屬社教機構以公務預算改為作業基金，行政

院就曾要求財務的自籌比例最少要 20%，或是要有一定的開源潛

力，作為實施基金的先決條件。中正文化中心本來就是以作業基

金改為行政法人。當時，教育部也想把一些機構改為行政法人，

我們建議先改為作業基金，再轉型為行政法人，讓它有過渡的調

適期。後來，行政院也接受我們的概念。  

如果改為行政法人，卻沒有辦法發揮更大的績效，那麼，改為行

政法人的意義就不大。舉例來說，我們國立大專校院的設置條例

第 10 條規定，國立大學的五項自籌可以排除《預算法》、《會計

法》、《審計法》等規定。我們當時排除這樣的限制，就是要給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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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彈性，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希望學校的自籌比例能夠提升，這

樣才有意義，不是單純只有鬆綁。  

政府的補助費或委辦費，如果是屬於計畫型補助款，就必須按照

各部會的規定來做，不能透過改為行政法人來達到鬆綁的效果。

但是教育部對國立中正文化中心的一年補助有五億，它是沒有指

定用途的經常性補助費，就不會受到採購法的限制。  

根據我的經驗，若要改為行政法人，有幾個地方是需要注意和解

決的。第一，財務健全是未來順利運作跟發展的重要基礎。中正

文化中心在轉型成行政法人之前，有十億多的累積虧損。為解決

這問題，我們增訂《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設置條例》第 27 條：「原

機關改制所需撥補之累積虧損應由原主管機關在年度預算範圍內

分年調整支應，不受預算法第 62 條及第 63 條規定之限制。」我

們在 93 跟 95 年度就運用這條規定，把十億全部補助給它。  

我覺得中正文化中心這幾年能夠順利運作，是因為在行政法人剛

開始時，我們給它穩定的財務基礎，這是非常重要的。後來我在

規劃國立高中職、社教機構改為作業基金時，我都對第一年的補

助款做合理的計算。第一年的計算，是對它重要的承諾，讓它能

夠安心，之後各年度就根據績效來做增減，這樣的遊戲規則就會

比較清楚。  

第二，要鬆綁行政法人，應該要以注意內控跟內部稽核作為配套。

行政法人可以自訂規範和自己用人，除了各部會的計畫型補助

款，都不受採購法限制，鬆綁的幅度很大。我擔任監察人時，特

別注意內控是否有作好。本來中正文化中心沒有內部稽核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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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一直告訴他們說要有內部稽核人員。總之，既然行政法人要

鬆綁，內控和內部稽核一定要作好。  

第三，績效評鑑也是重點。監督機關應該邀集有關機關代表、專

家學者跟社會公正人士，辦理行政法人的績效評鑑，所以，績效

評鑑小組的組成、評鑑的項目及訂定，還有績效評鑑作業的進行，

這是很重要的。但我也很怕績效評鑑流於形式。如何讓績效評鑑

跟補助款的連結，監督機關怎樣根據績效評鑑來考核董監事，這

個很重要。  

A7：我們在推動行政組織改造的過程當中，機關是不傾向去推動行政

法人化的。以機構來講，《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 16 條有

提到幾個類型，包括：實驗、試驗、檢驗、研究、文教、醫療、

社福、矯正、收容、訓練，但若考量社會接受度，我們覺得矯正、

收容機構就不適合推動。我覺得實驗、試驗、訓練、研究、文教

等機構，會比較適合拿來推動行政法人。  

在推動行政法人的過程當中，有什麼樣的問題要克服呢？首先，

要用哪些標準去認定這些機構是適合調整或轉型，這個認定的標

準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第二，行政法人轉型成功之後，

其績效如何彰顯出來？主管機關大概事前審查、事後報告，審查

力度夠不夠要去注意。第三，就是員工權益保障。大家都說現職

公務人員的權益沒有甚麼影響，但行政法人一定會晉用新的人

員，跟著一起轉型過去的公務人員也會陸續退走，因為升遷會有

限制。  

行政法人是可行的。從早期的《行政法人建置原則》，到後來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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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賦予行政法人這一個名詞和定義，之後

再有《行政法人法》，法制漸漸完整，接下來就是如何去推動。整

個行政法人制度，除了之前行政機關推動，立法機關也漸漸對它

有所認識，加上學者專家大力研究，大家對這個制度已經漸漸了

解。只是在推的過程當中，早期警察廣播電臺臺、國家農業研究

院、中正文化中心的經驗，還是會出現一些負面的影響。  

其實在行政法人制度推動的過程中，還是有一些缺點。除了監督、

績效管理、自籌財源的部分，其它都還值得繼續去努力。從我做

組織改造的經驗來看，如果是由機關或機構去轉，只要有現職人

員，都比較會有問題、比較有阻力，如果是一個新設，就會比較

順遂。  

A8：哪些業務適合轉型為行政法人？《行政法人法》第 2 條規定，行

政法人執行的特定的公共事務必須符合三個條件。行政院在 101

年 5 月訂定《落實員額總量管理精實機關人力配置策略方案》，裡

面有規定哪些業務適合行政法人化，包括：醫療、研究、社教、

試驗。這四種類型只是業務，並不代表只要符合這四種類型的機

關構，就一定要行政法人。至於哪些機關要行政法人，要由各機

關自己檢討業務性質，配合任務需要，再提行政院組改小組做討

論，院裡面做政策確定才有後續的推動，或進一步研究改制的可

能。  

有關轉型為行政法人，必須去克服的哪些問題？財務、內部稽核、

評鑑都一定要考量到，因為這是改制行政法人、未來繼續發展生

存的根本。我們會再多想到政治考量。譬如，當時立法院有做一

個附帶決議，就是《行政法人法》通過後，改制為行政法人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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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五個為原則，各個行政法人成立後三年要評估它的績效，以

做為持續推動的必要性。所以，立法院所隱含的意思就是，假設

我們現在在推的行政法人個案，未來績效不好，這個行政法人制

度就有可能關閉。所以，行政院推動行政法人，其實是配合當前

立法院的觀感，採用比較限縮、穩健的方式去推動。  

我們常接到機關或是地方來詢問：我這個機關想要行政法人，有

沒有空間？目前限縮於立法院的附帶決議，已經沒有增設的可

能。假設未來行政法人要擴大推動，解決之道還是要回到立法院，

因為每個行政法人都要要訂設置條例草案到立法院審議，勢必得

由立法院來解套。  

我國目前推動行政法人的可行性如何？衛生署曾有推署立醫院轉

型為行政法人的計畫，另外還有一到三波的行政法人優先推動個

案。那時一直沒有過的原因，除了是政治上的考量，另一個比較

大的原因是人員反彈。現在在推的這四個個案中，人員反彈已經

非常小，因為研考會跟人事總處有成立服務團去宣導，跟他們講

說權益不會有影響，如果想要安置，除了主管機關自己去安置，

必要時還可以做跨部會的協調，所以大家就比較沒有爭議。  

很多機關會說我這個機關一定要行政法人。其實，我認為這是過

度迷信行政法人，這觀念一定要改。行政法人不是唯一的一條路。

行政法人只是一個工具、一個選項，不是想要人事鬆綁，就要法

人化。我們還是可以在很多人事法規去做些處理，而不是執意要

行政法人。  

另外，地方也可以設行政法人，只是中央的監督機制比較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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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立法院、主計總處、各個主管機關等，配套措施都有考慮到。

地方的政治生態比較特殊，而且地方的監督力道是不是有那麼周

延完善，我們是有所顧慮。  

在績效的部份，其實可以做一些處理。譬如，公務人員每年只能

領考績獎金和年終獎金，改成行政法人以後，如果我幫這個行政

法人賺了很多錢，是不是可以拿一點紅利或者是績效獎金？有發

這個，才會讓公務人員和未來行政法人的新進從業人員，有比較

好的的工作心態，覺得我努力工作了，可以得到相當的回饋和報

酬。  

對於行政法人來講，假設政府先給我兩億，我有辦法做到四億，

或是幫政府省下多少錢以後，我省下來的錢是不是一定要繳庫，

或者說省下來的錢可以某一部分做內部員工的獎勵機制？或者可

以挪到下一年度的預算去處理？如果我幫政府省了很多錢，預算

卻一直一直砍，對我來說，這是某種程度的懲罰。  

A9：首先，公立醫院除了行政法人之外，還有第三條路的選擇。萬芳

醫院的委外是非常成功的，但委外有賠償責任的問題，不是只有

績優獎勵。  

立法院可以接受改制行政法人，這個方向是對的。但立法院為什

麼還要做附帶決議，限制只能五個？決議的拘束力如何？  

農委會擔心行政法人化之後，會有人事關說。根據最新討論的《公

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已經正式把

行政法人納入，一旦人事關說，可能就會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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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的行政法人化和國立大學法人化是兩條不同的路，但是我們

現在把他們弄在一起，國立大學的法人化也叫行政法人化，事實

上德國是非常忌諱的，他們認為國立大學不是機關轉型，而是學

術研究機構轉型。  

日本國立大學法人化之後，財會只會愈來愈嚴格，搭飛機只能搭

經濟艙，但好處是校長、副校長的薪俸不受公部門薪資的限制，

本來副校長的年薪約 1,200 萬日幣，現在大概副校長可以到 1,800

萬日幣。  

我去日本看過各大博物館。自從這些博物館行政法人化之後，變

得非常活潑，每個晚上都有 live art，販賣的東西也非常有創意。

這讓我想到，我們的故宮博物院非常官僚，常跟文化部搶權限，

然後也常常出問題。事實上，故宮博物館可以考慮轉為法人性質，

法人化也不會減損它國家級的優勢。另外，全國有很多文教館舍

的土地是無償撥用的，會碰到地方政府要求跟它分算它的作業基

金所節省下來的盈餘，除非你的盈餘掛零，這也是一項困難。  

剛才特別提到，機構先成立作業基金再過渡到行政法人，是不是

會比較妥當？這部分我是沒有意見，因為看起來，目前一些文教

館社都有作業基金，但是否要通篇一律這樣過渡？我認為倒也不

一定。  

矯正、收容機構不宜行政法人化。日本的矯正跟收容也不是行政

法人化，而是委外，透過 PFI，由保全公司花費約兩百億日幣，

建造五棟低度監督的收容監所，做為即將要出獄前的收容設施，

大約要 20 年去攤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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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長期照護的部分，剛開始可能還是委辦，但是最後長照的模

式是要採取安置型還是保險型，都還有爭議，更不用說後面機關

組織的問題。未來長照機制，除了業務本身之外，它的機制組織

是否也有所謂的法人化的可能？如同剛才的智財局一樣，如果有

部分業務切割出來，單獨的部分可以委外，也可以成立法人，不

是整個都改制掉。  

最後，有關行政法人發紅利，我完全同意。另外，政府的一些基

金，都有行政法人化的可能性。  

A6：首先，行政法人如果有剩餘款，是不用繳回的。比如說中正文化

中心，它的剩餘款有兩個作用：第一個轉到基金，讓它的基金增

加；第二個是把錢拿來，將來如果要整修，可以用來作資本性的

支出。  

第二，行政機關改為作業基金當過渡，再改為行政法人，當時的

考慮是以國立大專院來說，即使從公務機關變成作業基金，整個

內部運作就完全不一樣，而且作業基金跟行政法人較為接近。所

以，當時我們認為如果行政機關馬上改為行政法人，可能一下子

衝擊太大，所以把它當作基金過渡，因為基金的財務、營運比較

有彈性，也有一些自主的觀念。所以，我們認為這是個蠻好的方

式，行政院那時候也同意我們的作法。  

第三，我們各館所的作業基金都要折舊，所以本來有剩餘，但提

了折舊之後就變成虧損。但我們都知道，館所的財產都是教育部

用公務預算給的，所以提折舊的意義跟民間不太一樣。所以，表

面上雖然虧損，但事實上還是有現金存在。這很像是「虛虧實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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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02:23:14.17] 

第四，中正文化中心在正式改為行政法人以前，有公務員資格的

人大概就跑了一大半，包括我們的人事、會計，早就跑光光了。

所以，人員的心理感受真的會差很多。  

 

【書面意見】  

A1：研究單位、訓練單位及目前設有作業基金的非營利事業單位均適

合以行政法人方式設立，但單位較小者，可就性質相同之單位合

併設立單一行政法人。且設有作業基金的非營利事業單位，亦得

優先委託民間經營或與民間合作經營，而不必改設為行政法人。

但設有國家安全之研究單位，仍宜以政府機關或機構之方式存續。 

執行行政管理或處分之單位（前者為監理所，後者如行政執行處

或各矯正機關）亦得視政府與民間之接受度，改制為行政法人，

且嚴格而言，更符合「行政」之名。  

政府機關構改造為行政法人，不宜一次大量設置，各部會可先試

行 1 至 2 個單位，有成功之案例後，再逐步推廣。另，行政法人

之設立，宜先以現有政府機關、構改置為原則，而不是藉機擴充

組織數量或規模，並應注意政府預算規模之管控（包括分配型態，

如：不得總預算相同或小幅成長，但資本門大幅減縮，移作輔助

行政法人）。  

行政法人法中授權應訂定之法規命令宜早日完成，必要之行政指

導、行政規則，並應著手研擬。這樣做了以後，如有新的行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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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要設立，立法院在審議其設置條例時，會比較沒有疑慮，較容

易通過。  

A2：基本上據我個人觀察，在行政機關中對於行政法人化的接受度普

遍不高，第一點：改制行政法人必須在人事法規、財務運用及業

務監督上來鬆綁；這對於政府各機關席關於集權指揮監督、上下

層層管制的傳統作法，有很大的落差；也就是說，國家的權力必

須要釋出，讓民間來參與，相對地，人事權，財政方面就無法來

掌控，這是各政府機關所不願樂見的。第二點：原機關職員的反

彈，因為機關改制人事制度跟著改變，當然原機關人員會對於未

來升遷及工作、退休等的權益產生不安全感，當然在改制中、在

法律上，原機關人員的保障的措施是不會少的，只是大多數人都

不清楚，導致不安進而反對。第三點：過去兩廳院中正文化中心

的失敗例子；中正文化中心法人化後，董事長與總監的領導爭議

及監督機制的薄弱等等。這些都是改制行政法人的疑慮，及各機

關一時難以接受的原因，至於立法院則是開放的態度，過去立法

院對於行政法人化接受度不高，是在於母法的沒有建立及監督機

制的不完善，只要立法夠周延，國會的監督機制可以強化，不致

於讓改制的行政法人如脫韁野馬，基本上都算是可以接受的。  

「行政法人法」是政府組織改造中的重要一環，而該法也在 100

年 4 月 8 日三讀通過，並在同年 4 月 27 日公布實施，相信「行政

法人法」中的原則與相關機制建立周延，機關法人化是可以被立

法院所接受的，而各機關若要轉型，適不適宜改制，相信是可以

被大家來討論，而且接受度應該會比過去還高。  

就我的觀點來看，什麼樣的機關適合改制為行政法人，行政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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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主要的理念就是在提昇行政效率，由國家任務的種類來做區

分，如果國家任務不涉及強制性或是公共色彩，又自給自足的能

力有限無法透過民間單位以市場機制來支撐，這時就可以考慮以

行政法人來做；改制為行政法人，就是希望打破以往政府、民間

體制上的二分法，使政府在政策執行方式之選擇更具彈性，並適

當縮減政府組織規模，其特色在於可引進企業經營精神，使這些

業務之推行更具專業及校能，擺脫現行行政機關人事、會計等制

度之束縛。  

其實以目前的狀況看，各機關得自籌財源的能力是有限的，因為

畢竟行政法人剛成立之初，要能賺錢是比較困難的。所以說若改

制成為行政法人，依據過去的資料來看，各機關改制後一段時間，

起碼自籌財源要提高至 15%才勉強可以維持運作。  

而各機關如果改制成為行政法人，勢必要以營利為導向，開辦業

務也要結合產、官、學界，為了要能符合市場需求，及政府機構

需要，業務性質及發展政策還要必須配合政府施政所需，市場與

政策這兩方面要如何兼顧，這是一個重要的課題，也是有待研議

解決的，如此才能要小提高自籌財源。  

但是本人對於個行政法人營運成長能力與未來的前景是相當看好

的，導入企業精神提高效率，再結合個產業的力量、贊助款、場

地租金及其他周邊營運收入，以民間企業計算營收成本的精神，

設計一套營運模式，又能精確的控管成本預算，相信營運成長是

可以預期的。最主要效益可以減少政府投入的成本與支出，讓組

織業務更符合成本效益，藉由法規及人事的鬆綁，引進企業的績

效管理與營運人才，讓資源可以充分的發揮，由於是營利為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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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對於組織業務的效益，自然更加注重「成果導向」，任何對於

提昇組織業務與功能方法都有可能去嘗試，而一位優秀的管理人

才對於國家社會的貢獻是難以估計的，投資在對的人身上，就是

對未來做最好的準備，所以節省政府支出、訓練更有績效、培訓

更多元化，都是行政法人化的效益。  

至於對於改制的常本方面，除了法規部分的修訂與政策的改變之

外，最主要就是人事方面的變動，例如原隸屬於公務體系的人員，

職務的調整、工作保障、優遇退休等等，這些都是重要的成本支

出，加上引進相關專業的優秀人員、訓練講師、企業參與等，都

是需要那如成本來考量的，至於硬體設施方面，相信既有的規模

與設施變動不大，但往後是營運的狀況在來增加的軟硬體亦將納

入成本。  

目前行政法人的概念在國內尚未成熟，當然當初兩廳院改制行政

法人是母法未過子法先行的狀況，現在行政法人法已實施，初步

規劃成立 5 個行政法人機構，包括：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國防

部）、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教育部）、國家表演藝術中心（文化部）、

臺灣電影文化中心（文化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科技部）、

並將逐一制定個別組織條例。  

過去兩廳院母法未過子法先行，雖未明顯違法體制，但亦不宜大

量複製此模式，而兩廳院從 2004 年 1 月立法通過到 3 月改制，迄

今也運作 9 年多了，從其中也發現不少缺失與需要改進的地方，

也引起各界廣泛的討論與檢討的聲浪，而這些都是往後相關機關

改制的借鏡，所以各機關若要改制為行政法人，當然必須依據「行

政法人法」的相關規定，再來研究各機關改制的可行性，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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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法制程序來立法且有明確的法律授權，改制比較不會有問

題，另一方面在母法裡已有完備的制度設計，在改制及日後的運

作過程制度也會比較完備。所以法律與制度的設計對於各機關的

改制，算是影響最大，也關乎改制與否的重要條件。  

若以改制為行政法人來看，其優越面在於：（一）組織行政上可以

跳脫官方框架式的組織運作，在組織行政上更可以因應社會發展

的趨勢，隨著環境做調整。（二）在人事上，將更有彈性的聘用專

業人才，不受公務機關經考試用人的限制，可以招募民間優秀人

才，也可向國際上的專家學者徵召。（三）在經費上也將更有彈性，

引進民間、企業等的合作，加上自主營收的財源，不再全部依賴

政府財政支出，減少政府財政負擔。（四）以績效為導向將更有效

率的整合訓練資源，讓培訓的軟硬體設施可以充分的利用，比較

不會有閒置的狀況發生。（五）以行政法人的形態更利於與國際接

軌、交流，因為臺灣外交空間的關係，若以純官方的機構對外，

恐怕礙於外交現實，許多國家及國際級的機關機構都很難會有交

流機會，若以行政法人的組織型態，相較之下，推動跨國合作培

訓、交流將更加容易。  

在限制面方面：（一）無法完全獨立自主，因為絕大部分經費仍由

政府補助，所以相當程度仍需要由政府及國會來監督。（二）培訓

仍須配合政府政策，所以法人若過分強調營利導向，勢必會和用

人部門與國家政策脫節。（三）在自籌財源方面，因為各機關機構，

要純靠賺錢來獨立維持運作是比較困難的，因此與民間或企業結

合，獲得贊助相對來說顯得重要。（四） .行政法人運作模式尚未

成熟，目前在國內行政法人機構與運作模式都還在磨所階段，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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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達到成熟階段，加上法律施行也都將會有一段磨合期。這都是

改制的限制。  

在可行性方面，現在法制方面已建置完成，有了周延的制度設計，

加上依據各機關涉及公權力的程度與本身業務條件來制定相關子

法，綜合前面所提到的相關層面，我很樂觀的認為，各機關是業

務屬性改制為行政法人是可行的。  

A4：當年國家農業研究院沒有順利完成立法之原因：（一）行政法人

法未完成立法，法源有疑慮。（二）各擬改置機關未獲共識，私下

運作遊說立法委員反對。反對最力的是技工、工友團體，擔心原

有「準公務人員」之權益受損，因為行整法人之組織運作，原機

關公務人員持續維持保障，但技工、工友、駕駛則沒有相對的保

障。  

目前行政院組改作法－對於行政業務涉及行使公權力較少的政府

機關（不是法律主管機關），改以「機構」型態設立，其組織法令

仍比照機關之型態、規模。依法是二級機關（主管部會）認為有

必要遂行其職掌時才設立。此類機構以試驗研究、訓練、檢討資

源調查等為主，若主管部會評估其得以轉型，應是可以行政法人

化的對象。  

優點：彈性用人、彈性待遇、績效激勵、產業接軌而不失公益性。

缺點：人事關說、公務人力冗員唯去化、過度期間勞逸不均、財

改自主性不易達成自給自足、公益性績效不易量化與彰顯。  

成功關鍵－健全的董事會或具領導力的首長、適當的過度時期人

事、財務制度、績效的福利待遇連結、監督機制的合理化（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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鬆綁、目標管理）。  

A6：以目前之政府行政組織，參酌行政法人法第 2 條規定，就業務性

質而言，可列入評估轉型為行政法人者，應為具獨立與服務性機

構性質，非屬可做決策之「特別行政機關或特定目的行政機關」，

亦有稱為「公營造物」者，包括  ：（1）服務營造物：指郵局、航

空站、港口等。（2）文教性營造物：指公立學校、博物館、圖書

館、文化中心等。（3）保育性營造物：指公立醫院、療養院、榮

民之家、勒戒所等。（4）民俗營造物：指孔廟、忠烈祠、公立殯

儀館等。（5）營業性營造物：指公有果菜市場、魚市場等。（6）

研究性營造物：指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等。（7）

傳播性營造物：指內政部警政署警察廣播電臺臺等。  

以上各機關（構），其中（1）國立中正文化中心已轉型為行政法

人。（2）郵局、港口等係以營業基金型態運作。（3）航空站、各

級公立學校、教育部及文化部所屬部分社教機構、公立醫院等系

編制作業基金。其餘大多係編列公務預算。又公法上之財團法人，

如工業技術研究院、中華經濟研究院、國家衛生研究院等；以私

法組織方式設立之行政組織，如各級政府設立之公營企業、各部

會未經特別立法而捐助成立之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蔣經國國

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資訊工業策進會等財團法人；受政府委託行

使公權力之私人或團體，如受交通監理機關委託代行檢驗車輛之

私人汽車修護廠。亦屬可列入評估者。  

上述案業務性質可列入評估轉型為行政法人之對象，似尚須具備

以下之條件或考慮下列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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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具有一定比率之財務自主性，或有較大之開源潛力：教育

部前於推動國立大專校院及所屬社教機構由公務預算改制為作業

基金時，行政院要求各校與館所之財務自籌比率應達 20%以上或

具有相當開源潛力者，作為實施之先決條件。且國立中正文化中

心亦係由作業基金轉型為行政法人者，以及行政法人法第 17 條規

定，對行政法人績效評鑑之內容包含「行政法人年度自籌款比率

達成率」。故此項「具有一定比率之財務自主性」應為評估可否轉

型為行政法人之重要項目，爰如孔廟、忠烈祠及警察廣播電臺臺

等，似不符合此條件。  

（二）轉型為行政法人後，確可發揮更大之績效：依國立大學校

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 10 條規定，各校之捐贈收入、場地設備管

理收入、推廣教育收入、建教合作收入及投資收益等 5 項自籌收

入，可不受預算法、會計法、決算法、審計法及相關法令之限制。

其目的係希望賦予各校更大之使用彈性，俾藉由加強開源節流，

以提升自籌比率。又行政法人法第 17 條規定，對行政法人績效評

鑑之內容包含「行政法人經費核撥之建議」。因此，欲轉型為行政

法人者，仍須先評估是否確可透過法規之鬆綁，引進企業經營精

神，而可發揮更大之績效，並根據所顯現之績效（含年度執行成

果、營運績效及年度自籌比率達成率），作為增減政府撥補經費之

參據，始有其意義。  

（三）接受政府輔助或委辦之計畫型款項部分，仍需依相關法規

辦理：目前政府各機關對所編列輔助或委託辦理之計畫，均訂有

相關規範，如行政院訂有「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

（捐）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教育部訂有「教育部補助及委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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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行政院國科會及其他部會亦分別訂有相

關規定。又政府採購法第 4 條規定：「法人或團體接受機關補助辦

理採購，其補助金額佔採購金額半數以上，且補助金額在公告金

額以上者，適用本法之規定，並應受該機關之監督。」因此，凡

接受政府機關補助或委辦之計畫型款項，無論是財團法人或行政

法人，均需依相關法規辦理，爰對目前接受政府機關補助及委辦

屬計畫型經費，佔其全部支出比率極高之各中心及財團法人等，

欲藉由轉型為行政法人以達放寬預算執行彈性之效果恐較為有

限。除發參考教育部對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補助方式，將原有之計

畫型補助款，改為不指定用途之經常性補助款。  

參酌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轉型為行政法人之經驗，個人認為下列問

題須予注意及解決：  

（一）財務之健全為未來順利運作及發展之重要基礎：國立中正

文化中心在未轉型為行政法人前，因其年度支出大多大於教育部

之補助數及自籌數，致產生累積虧損 11 億餘元，在行政院無法增

賦教育部文化支出額度予以撥補下，爰於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設置

條例第 27 條增列，可由教育部在年度預算範圍內分年調整支應，

不受預算法第 62 條及第 63 條規定之限制。嗣後教育部於 93 至

95 年度分 3 年予以撥補 11 億餘元解決。又教育部對該中心之每

年度經常性補助款亦由 3 億餘元，增為約 5 億元，乃奠定改制為

行政法人後營運正常運作及發展之穩固基礎。嗣後教育部在規劃

國立高中職與社教機構改制為作業基金時，均於第 1 年對政府補

助款做合理計算及編列，以後年度則以第 1 年為基礎，參酌績效

評鑑結果酌予增減。故對爾後如有再將行政機關（構）改制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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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人者，在財務方面似可參考以上方式辦理。  

（二）配合法規之鬆綁應加強內控及內部稽核：行政法人可自行

訂定相關規範及任用人員（含業務、人事、會計等），且除有須依

政府採購法第 4 條規定辦理情形者外，不適用該法之規定，爰為

其確實提升行政法人經營績效，並避免發生缺失及財務弊端，應

責由董（理）事會、監事特別加強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作業。  

（三）績效評鑑如何與政府補助款連結及課予董事會責任：行政

法人法第 16 條規定，監督機關應邀集有關機關代表、學者專家及

社會公正人士，辦理行政法人之績效評鑑。因此，包括績效評鑑

小組之組成，績效評鑑項目（或指標）之訂定，以及績效評鑑作

業之進行等，均為重要課題，應力求審慎及嚴謹，避免流於形式。

並以績效評鑑結果與政府補助款產生連結及作為監督機關考核董

監事之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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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焦點團體座談紀錄  

（行政機關 /構）  

 

時  間：2013 年 7 月 4 日 9：30~12：00 

地  點：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第二會議室  

主持人：劉坤億  

與談人：A10（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簡任級 /主管）  

A11（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退休，原政務官 /主管）   

A12（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簡任級 /非主管）  

A13（教育部退休，原政務官 /主管）  

A14（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  

列席人員：莊麗蘭（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研究發展處副處長）  

吳怡銘（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研究發展處科長）  

許智閔（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研究發展處專員）  

 

訪談提綱：  

一、就您的看法，屬於哪些業務性質、以及組織本身具備哪些條件的

行政機關(構 )，較適合轉型為行政法人？原因何在？  

二、承上，您認為推動這些行政機關(構 )轉型為行政法人，有哪些問

題必須要克服？  

三、最後，就您的觀察，目前我國推動行政機關 (構 )轉型為行政法人，

其可行性為何？其優缺點為何？  

A10：核能所在 95 年時曾提出轉為行政法人的申請，我們很尊重他們

的意願。現在核能所不在行政法人的推動個案中，主因是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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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研所本來要放在科技部，但後來又跑到經濟能源部。最後的決

定是等組改之後，再重新思考它的組織定位，到底是要機構還是

法人。  

核研所是一個研究單位。從行政法人的屬性來看，研究單位法人

化比較容易，也比較可能。核能所本來是個行政機構，組織結構

完整，這樣去轉換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在人力資源方面，不可否

認，核能所現在的正式編制人力有老化的現象，中間也有嚴重的

斷層。  

我們去年作員額評鑑時，有委員認為這個時候不宜行政法人化，

但是應該要特別注意核心專業人力的培訓，核心技術必須要能維

持，才能讓新人比較快接手。核研所當時希望能夠成為行政法

人，目的之一就是希望用人有比較大的彈性、發揮研究能力。如

果行政法人化之後的預算是穩定的，它現在的發展應該可以持

續，而且會再進步。  

除了研究之外，核研所還擔負一些政策性性務。例如，早期進行

核能研究留下的核廢料、國內具輻射性的醫療廢棄物，還有工業

和農業運用輻射所產生的廢棄物，這些東西都不能亂丟，目前都

是放在核研所。將來變成法人之後，能夠不管這些東西嗎？除非

是國家的低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能夠興建完成。  

核能研究所除了作核能之外，也作再生能源、核醫藥物。臺灣有

很多藥物從國外進口，國外藥商認為臺灣沒有生產的能力，會抬

高價錢，增加健保的負擔。所以，核研所也製造一些藥品，而這

些藥品其實是國外有的，但國內有能力製造以後，國外就必須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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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錢降低。核研所對於國內的藥界、健保具有功能，這也是一種

變相的政策性任務，在成為行政法人之後，這個任務要如何維

持，也是必須要考慮的。  

法人化還有人員待遇的問題。核研所有一千多個正式編制的同

仁，但這裡面有很多技術員，還有技工、工友。過去在討論法人

化的時候，他們會比較關切待遇的問題。  

核研所的經費，基本上是公共預算。它也接受臺電或業界的委

託，近十多年也致力於把研發成果作技轉。95 年時核研所提出

法人化，也是希望把研究成果去申請專利。至於新能源、再生能

源的部分，現在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研發能量投入，所以組改之

後，核研所會移到經濟能源部。另外，代處理廢棄物是有收費的，

但是錢非常少。核能所賺到的錢，都還是要繳庫。  

A11：農委會的三級、四級機構，是民國 88 年時從省府農民廳併過來

的。當初想要法人化，主要是兩個問題：第一，他們的高階人員

被大學吸收，又聘不到新人，因為必須通過國家考試才能進去，

不是拿了博士學位就可以進去。第二，他們的經費是年度預算，

每年用不完都要繳回。這兩個原因，限制農業試驗的發展，行政

法人是可以活化的一個方向。  

哪一類屬性的機關適合行政法人？根據我們當時的討論，跟人民

權利義務比較沒有直接利害關係的，比較適合。行政部門常常要

有行政措施，研究機關比較沒有那麼強的行政作為，不涉及太多

的人民權利義務關係。  

有個很重要的問題是：三級、四級機構要怎麼切割？就目前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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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農業部門有 7 個三級機構、14 個四級機構，如果把四級的

農業改良場、茶葉改良場、種苗改良繁殖場，都放在三級的農業

試驗所底下，農業試驗所會龐大到不得了。大家都希望自己是三

級機構，但是行政院組改時有限定三級機構的數目，所以最後的

結果就變成這樣。就屬性來講，農業改良場、農業試驗所過去的

業務是平行的，所以要把三級、四級切割得很清楚，讓階層關係

的管控有一個基礎。  

民國 94 年《科學技術基本法》開始實施之後，這些試驗研究機

構的研發成果可以技轉、申請專利，變成可以銷售的商品。過去

這些試驗研究單位跟改良場都是服務性質，免費提供技術跟研發

的成果，但是我們後來覺得，臺灣的農業就是這樣流失掉的，因

為農民可以免費拿到就不會珍惜，就會轉出去，所以大陸充斥我

們的產品。不管是行政法人化還是財團法人化，我們的品種跟技

術要更加速。  

再來就是經費來源的問題。行政法人可以有產出，所以除了政府

部門的經費支持，譬如固定的人事費用、基本的行政費用以外，

還可以有一些收入，而且可以循環運用。  

我們當初推動國農院時，做了很好的前置作業，訂出 12 個和國

農院相關的法規，然後都送到立法院。當時碰到兩個困難，第一

個就是機構裡低階員工的反彈。因為在法人裡面，薪水、升遷是

根據產出，但是在行政機關是按年資，而低階員工沒有研究能

力，所以很害怕被邊緣化。所以那時候想出雙軌制，有些人可以

維持原來行政體系的的制度，有些人可以用行政法人的制度。行

政法人的升遷、薪水比較不受限制，但也比較沒保障；如果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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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行政部門的做法，會比較按部就班、比較有保障，對低階員

工能起安撫的作用。經過一番討論，低階人員基本上可以接受雙

軌。  

另外一個問題是政治問題。那時候是民進黨執政，立法院國民黨

黨團把法案擋下來。我去找過國民黨的黨團幹部和關鍵委員，說

明行政法人之後的產出、機關屬性會有什麼改變，以及會如何發

揮試驗研究機構的綜效，但是他們聽不進去，唯一考量的是通過

國家農業研究院，只不過多給民進黨政府一個院長、一個董事長

以及相關的職位。  

院長曾找幾位中研院院士，討論農業部門的機構整合問題。中研

院提出兩階段的建議，第一階段先把現在的這些機構整合為農業

科技研究院，第二階段再成立國家農業研究院。他們之所以建議

分兩階段，是因為一次到位比較困難，所以第一階段是整合，第

二階段再把整個架構完成。  

我覺得行政法人的可行性，絕對有，而且這應該要走，因為試驗

研究跟人民的權利義務關係不是那麼強，讓它鬆綁會發揮更大的

效果。缺點就是年度經費在某種程度上要自籌。  

臺灣農業的研發很強，但是沒有農企業，所以要推廣的時候，政

府常要補貼農民。如果有農企業，政府研發之後，就由農企業來

量產，推廣的速度會更快，成果會更明顯。未來農業的競爭力，

必須要強化農企業，農業機構法人化之後，可以把研發的成果給

農企業，創造更大的功效。畢竟，研發成果給農民，政府部門要

怎麼跟農民收錢？這是棘手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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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民國 93 到 97 年這段期間，行政法人是地毯式的檢討與推動，

背景有兩個：一個是國外正好在推動類似我們的行政法人，另外

一個是當時組改推動四化，行政法人化是其中一塊。當時大家對

於行政法人都不是很清楚，國內沒有先例，中正文化中心開張，

也是很意外，就像是小孩子先生了，再討論媽媽長什麼樣子。以

現階段來看，對於行政法人的推動，或是將行政機關轉型為行政

法人，我是採審慎評估的態度。  

行政法人成立與否，只有當員工、主管部會、立法院這三塊框在

一起，而且三者出現交集時才有可能。第一塊是員工，可能是高

階贊成、低階反對，也有的是高階（尤其是首長）反對、低階贊

成。第二塊是部會的心態，認為這個小孩是要往外變行政法人，

還是放在手上來養？第三塊是更關鍵的國會。這三塊，缺一就沒

有了。其實，行政法人的成立，或者是成立以後的運作，都是很

政治的事情。另外，國外行政法人也有踩煞車、甚至走回頭的，

這也是我主張要審慎評估的理由。  

另外，現在重新送去立法院的行政法人設置條例，是不是都符合

《行政法人法》第 2 條？例如，中科院因為羅致人才困難，所以

要轉型為行政法人，但是否適合應該要再審慎評估。  

現在推動組改的情況，跟當初在談四化時有些改變。舉個例子，

以前大家一聽到要改成「研究院」，一定會覺得不可能，認為政

府單位的名稱不應該有「院」，不然好像跟行政院一樣，首長也

叫院長，但現在這個名稱已經可以被接受。另外，以前大家都認

為要讓研究機構有效，就是要朝行政法人，但現在也可以依照《教

育人員任用條例》去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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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在變，人的觀念也會改。是不是要堅持哪個機構一定要行政

法人？現在那條界線，已經不像以前那麼清楚了。但是，這不代

表該機構就不應該行政法人，或是一定要行政法人，而是要回到

我說的那三塊—員工、部會、國會。如果三者剛好有共識，為什

麼不要它呢？但是如果沒有共識，為什麼一定要它呢？可能還有

第二個、甚至第三個選擇。  

A13：國立中正文化中心是藝術機構，轉成行政法人的背景，是因為

它非常專業，需要比較大的彈性。他們以前常跟教育部反映，接

洽國外的節目必須要在兩、三年前就拍板定案，可是沒有把握屆

時預算會通過。第二，當時 NSO(國家交響樂團 )要聘一位指揮，

但是他的人事費很高，遠非我們所能決定。當時朱宗慶在推動兩

廳院行政法人化，主管機關的支持、當事者的主觀意願都具備

了。至於國會，立委對於董事長制、藝術總監制有些爭議，朱宗

慶就一一去說服重視文化藝術的立法委員。  

所以，什麼機構比較適合行政法人化？如果兩廳院的例子來看，

第一，它牽涉到的人民義務權利比較少；第二，需要比較大的運

作彈性，譬如預算經費；第三，不需要有太密集的監督，才能讓

專業充分去發揮。  

兩廳院一路走下來，我認為是 OK 的，即使它有時會有爭議，比

如董事長、藝術總監之間的關係，但制度定得很清楚。另外，

NSO 本來是國家實驗交響樂團，我們為了把它轉成兩廳院下面

的正式樂團，制訂嚴謹的評鑑程序，並從波士頓、維也納找人來

評鑑，而且解雇了六、七個人。當然，這背後的壓力很大，還有

立法委員來問某某人為何會被解雇。現在 NSO 在兩廳院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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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下，我認為它作得很好。監督還是需要，但不是教育部自己監

督，而是績效評鑑小組和董事會，這樣的監督密度也差不多了。 

我認為給行政法人的任務要很明確，而且這個任務的達成與否，

可以跟經費掛勾。另外，我曾在省立博物館擔任館長，那裡也有

研究人員，可是很難對那些研究人員的產出作要求，如果要求多

一點，就有研究員會反彈。所以，機關變成行政法人之後，對任

務的要求要更明確，不然長官可能不好處理，績效考核也沒有具

體的指標。  

A14：我從過去到現在，對行政法人都是持比較保守的態度。我們推

動行政法人，是受到日本獨立行政法人的影響，英國更早之前也

推動政署和公共體。在當時的時空環境下，國外是有推動的條

件，但我們只看到當時的狀況，後期它整個國家的轉向，沒有去

注意。市場化的觀念，如果退回到二、三十年前，這是對的，但

這段期間，歐美國家都在轉變，我們的教材、觀念卻都停留在二、

三十年前。行政法人是混合式組織。因為政府官僚太僵化，所以

需要讓企管進入，讓政府的競爭力更強、更有彈性，但現在政府

本身的彈性就很大了。  

如果一定要推行政法人，首先，要看這個組織有沒有能力自己賺

錢。如果讓圖書館行政法人化，它要怎麼賺錢？除非它有競爭

力，可以自己賺錢、爭取資源，一定要有這些能力才可以行政法

人化。  

第二，它需要專業人力的補充。比如兩廳院，它需要專業人員，

但是若用公務人員制度，是沒辦法聘到的，那就可以用行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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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透過自訂的人事制度去找人。  

第三，就是公權力。之所以要用行政法人，就是要保留公權力，

運用時需要政府背後這隻老虎。更重要的是，它還有政策性的考

量。如果宣示往行政法人走，表示它的政策力量不是很重要，因

為行政法人對國家的要求，可以配合也可以不配合，因為有自己

的發展方向。當然，行政法人還是會比公設財團法人好一點。如

果認為它的政策性考量不是那麼強，但它還需要有公權力，就可

以走行政法人。  

第四，要走向自主。有的行政法人要設董事會，但有的可以不設，

如果要設，就是組織比較龐大的。設立董事會，就是要落實公司

治理，讓它可以自主，政府只在旁邊看，有問題時再幫忙，沒問

題時就是把自己搞好。有這樣的條件能力，就可以走行政法人。 

第五，要能參與市場上的競爭。要參與競爭，才有辦法改進。為

什麼日本獨立行政法人的公務員，很多人放下去就退休了？因為

它不需要競爭，這個單位就擺在那邊。要參與競爭，才有彈性的

空間。而且要有競爭，員工的士氣才會起來。  

走行政法人也會產生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人事問題。公務員去

到那邊，如果想要發揮自我的能力，那就滿好的；但如果只是想

等退休，那影響就會很大。當年臺北大學三峽校區要招生，總務

處缺一個人，但當時大學可能改行政法人或財團法人，沒有人要

來報名，連一個都沒有。後來說財團法人不列入考慮，一下子就

有五、六十人來報名。這很現實，因為公務員很擔心一轉向，所

有的保障都沒了。一般人要進到那樣的組織，待遇一定要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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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才願意來；不過公務員的薪水是固定的，只要坐著、涼涼的

薪水照拿。把這兩種人扣在一起，對組織的運作會不會造成問

題？  

第二，當公權力要運用時，政府能不能叫行政法人做什麼，它就

做什麼？大陸有很多研究院、研究所、研究中心，是政府的智庫，

政府事丟給它做就要乖乖做。臺灣也有很多類似的機構，目前也

是政府在掌控，但如果把它改成行政法人，未來政府要交給它做

時，會不會變成有所選擇，說公權力所要求的跟使命不符，不再

是政府交代就乖乖做？而且，當行政法人執行公權力，人家也可

能質疑你能完全代表政府嗎？  

第三，可能與民爭利。行政法人要賺錢，就要進入市場競爭，而

競爭就是與民爭利。我以前幫一個非營利組織做事，這個團體被

告不公平競爭，質疑你為什麼可以進到校園，因為其他單位都不

可以進校園攬生意。行政法人是半官方、半民營，進場競爭會不

會引起反彈？中正文化中心演出〈歌劇魅影〉時，就曾被攻擊得

很厲害，因為用低價場地的優勢，把原來是要在小巨蛋演出的表

演吃下來。而且，如果農業試驗所研發出新的種子，未來如果是

行政法人的話，要賺錢，所以要開放競標，誰出最高價就賣誰。

這對於國家做研究推展的部分，會不會造成影響？這都是要考慮

的。  

再來，是董事會的問題。法人是要採董事長制還是執行長制？如

果董事會很強、執行長很弱，要怎麼運作？如果執行長太強，董

事會跟他對抗，那要怎麼辦？本來董事會是要給法人彈性運作，

管控要鬆一點，但如果每個董事都很認真、很負責，結果法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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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監控反而更緊。還有一些行政法人不需董事會，首長最大，

有權做所全部的決定，這要怎麼掌控？  

最後，行政法人的經費要自己賺，現在很多的機構屬於學術研究

類，原來是包給人家做，以後它可能要去競標。但問題是它標到

案子，做出來的結果敢不敢真實呈現？搶了很多案，做出來的東

西會不會有問題？它是私營機構又是政府單位，因為它是政府單

位，所以可能會比較保守。  

現在政府的人事不能加，經費也不能加，所以往行政法人的這個

方向走，可能性是很高的。但是，不能因為這些因素，就硬把一

些機關踢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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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焦點團體座談紀錄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時  間：2013 年 6 月 5 日 9：30~12：00 

地  點：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第一會議室  

主持人：彭錦鵬  

與談人：B1（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行政主管）  

B2（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   

B3（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B4（東吳大學法律系教授）  

B5（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薦任級 /主管）  

B6（法務部，薦任級 /主管）   

B7（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薦任級 /主管）  

列席人：莊麗蘭（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研究發展處副處長）  

許智閔（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研究發展處專員）  

訪談提綱：  

一、就您的看法，屬於哪些業務性質、以及組織本身具備哪些條件的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較適合轉型為行政法人？原因何在？  

二、承上，您認為推動這些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轉型為行政法人，有

哪些問題必須要克服？  

三、最後，就您的觀察，目前我國推動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轉型為行

政法人，其可行性為何？其優缺點為何？  

B1：財團法人是否適合轉行政法人，可回到《行政法人法》的本身來

看。《中央政府機關組織基準法》通過時有附帶決議，研考會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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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行政局必須清查所有由政府出資或捐助的財團法人。另外，也

有學者建議，財團法人如果無法自負盈虧要予以裁撤，如果能轉

成行政法人要予以轉型。  

我認為財團法人轉型行政法人的要件，可以從以下幾個方向來

看：第一，這個財團法人的公益目的是否要繼續執行？第二，透

過年度財務報表，檢視財團法人的財務是否有盈餘或虧絀；如果

財務虧絀，但其公共利益仍需要去執行，政府的財政責任不能退

卻，就有轉成行政法人的條件。第三，如果財團法人在成立時有

設置條例，在法制上具有基礎，轉型為行政法人會比較容易。第

四，組織本身是否有自籌款能力，也是重要的要件。  

以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來說，若拿設置條例與《行政法人法》來

比較，無論是監督密度與組織營運，雖然本身是公設財團法人，

但是在精神上、營運上，已經很接近行政法人。  

B2：行政法人是如英國 Agency（政署）、日本獨立行政法人、美國準

政府組織的一種混合式組織。混合式組織有很多種模式，但主要

就是要有彈性，又要有公權力。在傳統上，公部門組織無法有效

地執行任務，解決之道就是減少政治力，並在鬆綁財務、人力，

所以會採用契約，或者發展非營利組織，摘取這精神的混合式組

織就成為現在的流行趨勢。  

早年，政府希望將一些事情交給民間去做，所以設立很多財團法

人。然而，財團法人是獨立機構，不受政府的約束，甚至不受立

法院的管束，所以立法院後來要求設立監督方案，並發現有些本

來是政府捐助的財團法人，因為經營有效而增資，或是有外部經

費挹注，資金的變化很大。後來，只要在成立時政府有 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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挹注的財團法人，都要被立法院監督。  

既然已經有《行政法人法》，為何財團法人還要繼續存在？其實，

我認為這兩件事情是不能相提並論的。《財團法人法》一直沒有通

過，一方面是要維持民間財團法人的自由特性，但另一方面，又

想要掌控公設財團法人，不給它有太大的自由。想把這二種不同

性質的東西擺在同一個法，就會有問題。如果要改變財團法人，

整個法律可能都要修，但這對財團法人的傷害會很大，民主又要

倒退了，所以我認為要慎重思考。  

現在會想把公設財團法人調整為行政法人，主要是認為行政法人

比財團法人好掌控、比較好執行政策，或者比較有效率，而且這

二種組織的公司治理雷同，但問題其實沒那麼簡單。公設財團法

人與行政法人都是混合式組織，但現在對於行政法人的真實運作

狀況還不太清楚。把財團法人轉行政法人，並非不可行，但應該

讓更多的行政法人出現後再觀察。如果行政法人運作得很好，讓

財團法人轉為行政法人，才比較有道理。混合式組織是將來公共

行政組織的重要發展，現在應該先讓多元性存在，然後再來看它

的優、缺點。將來，混合式組織出現第三、第四種變化都有可能。 

B3：政府捐助的財團法人，有一種是有專門的組織條例，如國家實驗

研究院、國家衛生研究院、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等。另一種沒有

專門的組織條例。  

我認為與國際交往相關的公設財團法人，較不適合轉行政法人。

理由在於行政法人就是行政機關，就目前的國際處境，會造成與

國際交往的困難。舉例來說，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海基

會都不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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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我認為公設財團法人沒有轉行政法人的必要。公設財團法

人的運作比較自由，也日趨穩定。如果要轉為行政法人，而每一

個行政法人都要有一部組織法，轉換成本很高。另外，我們的行

政法人有法人格，與母體機關間如何定性？母體機關可能只剩《行

政法人法》所規定的權力，例如設定營運的中程目標、年度目標、

成立董事會、進行年度評鑑等等。  

第三，行政法人就是公務機關，所以適用《行政程序法》，其所做

的決定有訴願、行政訴訟的問題。如果成立行政法人後卻要不到

錢，哪個機關願意呢？因為《行政法人法》沒講清楚，造成各機

關畏懼轉型。  

整體而言，公設財團法人比較自由，有國際交往性，若轉換成行

政法人，其轉換成本很大，所以維持公設財團法人就好。當然，

公設財團法人也有一些問題，例如母體機關是否有掌控的權力。

但我認為這部分是還好，因為可以透過章程的制訂、董監事的指

派，對重要的表決、對董監事下達指令等等。它也可以進行績效

考核。  

在什麼情況下，公設財團法人可以轉換行政法人？就是要業務量

大、具公權力的特性，也就是公共性很高、由公部門高權決定的，

且國際交往性比較低，這類的財團法人才比較適合。  

B4：首先，「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的範圍太廣，應該說清楚，就是

「公設財團法人」。政府捐助的定義，包含機關以及政府的附屬單

位，例如成大捐一點錢給某個單位，這也是政府捐助。  

根據《民法》的基本概念，捐助出去的財產具有獨立的人格，所

以運作不是由捐助人控制，而是依據基金本身的章程來運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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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捐助人不相信自己捐助的財團法人，執意認為捐助後應該繼續

控制，這樣一來，財團法人在《民法》的概念就全部瓦解了。14

個依據設置條例所成立的財團法人，以及《預算法》第 41 條與《決

算法》第 22 條規定的財團法人，預、決算要送立法院，代表的就

是政府要控制，但它也沒有說是由捐助人（政府）來控制，只是

說捐助人把財團法人視為附屬單位，用附屬單位的概念，併同本

機關送立法院做預、決算的審核。因此，建議這方面的定義要釐

清。  

其次，「轉換」的意思，在這時候並不是真正的轉換，其意思應該

是原財團法人消滅，另外再立一個新法，成立行政法人。所以，

這是兩道手續，而不是一道手續。在這兩道手續的情況之下，當

然可以先後分別完成，但最大的麻煩是，屆時是否真的有辦法在

同一目的之下做實質轉換，這將是未來存在的不確定性問題。  

第三，哪些財團法人適合轉換成行政法人？就政府捐助財產的比

例來看，這是浮動性的，也就是說，若今天這個財團法人對外募

款稍微多一點，就變成不是公設財團法人，或者這時政府撥款稍

微多一點，下個年度可能就變成公設財團法人，因此這是屬於不

確定的。  

我認為只能針對兩種類型的財團法人做討論：第一種，就是有設

置條例的財團法人；另一種，就是在法律上有明訂要成立財團法

人，例如 228 基金會等。要先看成立財團法人的前提，如果是為

了公共事務，再來看它在執行上，是否有必要成立行政法人。假

如不是為了公共事務而成立，根本不必討論。例如，國家文化藝

術基金會雖有設置條例，但是它與公共事務的執行，事實上是有

點距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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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行政院在 100 年成立財團法人行政監督專案小組，並分設四個分

組：人事、財務、績效評估與法制，分別由人事行政總處、主計

總處、研考會及法務部來作主辦機關。今年開始，我們請各主管

機關撰寫行政監督的報告，內容包含政府捐助的財團法人的家

數、基金規模的狀況、業務類別，以及政府捐助的情形等。  

人事管理的部分，包含人事規章的完備性、人力資源完善性、董

監事有無長期擔任、人員待遇是否符合財團法人薪資處理原則、

董監事的開會出席狀況等。財務管理的部分，就是配合主計總處

所訂的相關規定，以及年度投資和捐助效益評估。在績效評估的

部分，從去年開始，我們就請各財團法人在三月之前，要提年度

達成的目標給監督機關，年度結束後再辦理績效評估，監督機關

在五月底前完成監督報告。法制規範的部分，就是法務部所擬的

相關條例，看各財團法人是否有按照處理事項來辦。  

要檢驗哪些財團法人比較適合轉換為行政法人，我會從監督的角

度切入。第一，按照設置條例設置的財團法人，有主管機關賦予

的特殊社會公益任務，是比較適合的。第二，依照特別法設置的

財團法人，也有特殊的目的，而且對於社會公益有影響，這也可

以考量。  

行政法人設有董、理事會，也可以按照組織規模或需要，改設首

長，但有設董、理事會的行政法人，會設董事長、理事長一人，

由監督機關聘任或是提請行政院長來聘任。目前，政府捐助的財

團法人只有少部分的董、監事需要報院遴聘派。所以，如果要把

這樣的財團法人轉換為行政法人，董、監事是不是需要報院遴聘

派，也是要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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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目前對於政府捐助財團法人，監督強度比以前增加，不過還

是比行政法人弱，因為行政法人的監督機關有比較大的監督權

限。以目前辦理財團法人績效評估的作法來看，由財團法人在年

度開始的時候，自己去報年度目標、指標送監督機關，年度結束

後再由財團法人提送效益評估報告給主管機關，主管機關再完成

行政監督報告。雖然財團法人與行政法人的績效評鑑內容相近，

但行政法人的績效評鑑，還包含年度自籌款比例的達成率，還有

經費核撥的建議等。  

另外，行政法人的會計制度也比較完備，例如行政法人在會計年

度終了的一定時間內，應該將年度的執行成果與決算報告書委託

會計師查核簽證，經過董、理事會審議通過之後在報給監督機關

備查，並且還要送審計機關。行政法人的決算報告，審計機關可

以進行審計，審計的結果也可以送監督機關或其他機關做必要的

處理。以目前財團法人的決算報告，並不需要送審計機關的審計，

頂多只是將決算送監察院。  

財團法人要轉型成行政法人，要先建立完善的會計制度，並且要

考慮財團法人對於轉換後，其決算報告送審計機關審計的接受程

度。綜合來說，我覺得把財團法人轉換為行政法人，是從私法人

轉換為公法人，監督的強度提升，這很像是把國營事業民營化後，

又再國營化。這是否符合新公共管理的理念，是要再深入探討的。 

B6：《財團法人法》草案在 98 年提送行政院院會討論時，當時就有提

到一個問題：是否要規定在財團法人與行政法人之間，有一個轉

換的機制？針對這個問題，法務部經研究後，認為行政法人是公

法人，但政府捐助的財團法人是私法人，二者之間沒有相互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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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  

由法制的角度來看，財團法人轉換為行政法人，實際上是解散一

個政府捐助的公設財團法人，再依法設立一個行政法人。假如財

團法人的業務性質，是執行《行政法人法》第 2 條第 2 項所說的

特定公共事務，業務性質也涉及行使公權力，在這種情況下，它

的本質就不像是財團法人該做的，但因為當時沒有《行政法人

法》，所以就遷就當時的法制而成立財團法人。如果是這種類型的

財團法人，就可以考慮把它解散，另外成立行政法人。  

最近監察院有兩派意見。有一派認為公設財團法人都績效不彰，

因此要好好管理；另一派則認為，財團法人的財產是社會財，捐

助人（政府）捐出去後，就不應該一直捏著不放，僅能透過捐助

章程的設計去派任董監事，財團法人還是要讓它完全自治，這也

是《民法》上「法人自治」的原則，不過這是少數說。  

財團法人是私法人，有私法自治原則的適用，所受的法律束縛，

本來就比行政法人為低。另外，要考量成立行政法人的行政成本，

包括：每個行政法人都要成立一個設置條例，而且成立後，政府

需對其債務負擔保責任。所以，除非性質完全符合《行政法人法》

的規定，而且有成立必要，否則在原則上，不適合將政府捐助的

財團法人來轉型為行政法人。  

B7：過去行政法人是採取優先推動個案的方式推動，而且前三波的個

案都是由行政機關去轉型。有些機關還蠻有轉型意願的，可是後

來一直推不動，因為《行政法人法》一直沒有過，而且現職人員

會擔憂轉為行政法人之後，個人的權益會受到侵害，例如永業化

的制度可能會不見，還有擔憂因為雙軌制的關係，導致原本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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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機關的人永無升遷的機會。現在的推動個案，像是國家災害防

救科技中心、臺灣電影中心等財團法人，現在都沒有現職人員（公

務人員），受到的反彈與抗拒會小很多。  

為什麼要來談政府捐助的財團法人轉成行政法人？如果是財團法

人，代表它已經相當的鬆綁。我們原本要推行政法人，應該是要

去鬆綁，讓它更有彈性，可是財團法人為什麼不要那麼鬆綁，反

而要加上一些制約，改用行政法人？行政法人的人事、財務、績

效評估，絕對會比財團法人緊縮很多。我的想法是，除了公共利

益的考量，就是為了要執行特定的公共任務。  

《行政法人法》第 2 條有提到特定公共任務。公共任務是範疇很

大的一個概念，例如現在預算送立法院審查的一百多家財團法

人，都有所謂的特定公共任務，可是這個公共任務的強度要到什

麼程度，才需要緊縮回來，成為一個行政法人？我個人認為，特

定公共任務應該界定在更緊縮的範疇，透過科學化、技術化的方

法，去得出劃一的標準（如食品衛生），而這個公共任務的本身，

與民生、生活安全有極大的相關。我認為用這樣的方式來限縮，

對於討論財團法人是否要轉型成行政法人，會有比較明確的依據。 

財團法人已經民間化，對於它的控制本來就不應該那麼強。政府

應該善用民間的活力與資源，而非把業務擠回來，由中央來辦理。

如果現在把已經是民營化的業務塞回政府，到底我們政府的規模

或強制力的介入要大到什麼程度，我個人也會覺得憂心。所以，

我傾向於限縮轉型行政法人的對象。  

B3：政府會出資設置行政機關，表示這個領域上有公共性，因此要確

保它的存在。以德國法的理論，主管機關對還是要經由章程與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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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的任命而有一定的掌控，但這個掌控並不一定要嚴苛，而是

為了促使它能夠履行公共任務之必要。另外，我認為英國的政署

就是執行性的。  

有許多財團法人是政府與業者各出資一半而成立的。為了輔導產

業，經濟部底下有很多財團法人，例如手工業推廣中心，這種類

型的財團法人不可能轉換成為行政法人，因為它是產業經濟，會

隨市場而有不同的轉變。  

我認為公權力比較高的財團法人，才可能轉為行政法人，像 228

紀念基金會，它有一定的公權力與公共性，而且他代表國家的尊

榮。其它如醫藥品查驗中心、高教評鑑基金會、醫院評鑑暨醫療

品質策進會等，也有可能轉換成行政法人。其實這些法人可以整

併，不一定要各設一個行政法人。  

B1：英國也有做藝文補助的組織，跟國藝會類似，稱為 Brt Council，

它就是個 NDPB。日本過去在做藝文補助，也有一個特殊財團，

稱為文化藝術振興基金會，後來這些特殊財團都轉換成獨立行政

法人。在臺灣，國藝會是依據《文化藝術獎助條例》設立的財團

法人，而且也有設置條例。像國藝會這樣的財團法人很特別，每

年審計部都會和主管機關來做年度決算的查核，所以我們像行政

法人，都有受到審計監督。  

在組織的光譜上，之所以要行政法人化，是要把公部門往外推，

但對財團法人是要往內縮，我個人不反對。我看到的是，公權力

相對行使程度較低的財團法人，比較有機會轉行政法人。財團法

人若有機會轉換為行政法人，政府與原來私法人的關係就會有改

變，有助於去解決一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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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國家電影資料館為例，它是文化部監管的財團法人，未來要成

立電影文化中心。電影文化中心有很多公有土地，若設立國家電

影資料的儲存空間並交給財團法人去執行，這當中有政府與私法

人的委託關係，與政府跟行政法人之間的關係完全不同。國家電

影資料館要轉換成行政法人，有助於未來在電影文化中心的任務

推動上，政府與私法人關係之間的轉變。當然，原有的財團法人

要消滅，行政法人的設置條例要通過，有很多法律技術上的問題

要去克服。不過，我認為財團法人轉換為行政法人，還是有其必

要。  

另外，以國藝會為例，我們的基金有 60 億，政府賦予我們做藝文

補助的任務，也就是在做資源分配，但藝文補助的錢要從哪裡來？

就用這 60 億的基金孳息，包括利息、投資收益。現在是微利時代，

要靠母金的收益與孳息來執行公共任務與組織運作，其實很艱

困。過往投資出問題而虧絀時，如果跟主管機關反應，主管機關

的認定都是：你是私法人，因為虧絀所以要拿公務預算去補貼，

辦不到。從國藝會的例子來思考，雖然財團法人的公權力行使程

度相對低，但這個公共任務必須要遂行，政府卻因為你是私法人

而不管你，這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B2：我們以前把政府解放，讓財團法人去做，現在又不相信它，所以

要把權力收回來再管制。但是財團法人有百分百的自主性，政府

要強迫財團法人解散，必須請董、監事去處理，但是董、監事過

得了嗎？當財團法人要先把它解散，成立另外一個行政法人，不

如先設立一個新的行政法人，不要管財團法人，讓它自生自滅比

較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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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們都知道海基會是陸委會的白手套。海基會的人員轉任

曾發生問題，因為他們是從陸委會過去，照理說應該回去陸委會，

但後來發現不行，因為到海基會就是到民間團體，等於是離開公

職。如果當時海基會是用行政法人的方式去處理，人家要不要接

受？這是一個問題。  

我不是認為財團法人一定不能轉向行政法人，而是要考慮到財團

法人與行政法人的性質差異。財團法人當時會設立這麼多，有哪

一個是非要公權力不可？成立行政法人的前提，是要先能有辦法

謀生，讓它可以自主。行政法人有特殊性，如果要執行公權力，

當然以行政法人，但若看不慣財財團法人就解散它，有什麼法律

可以這麼做？還不如直接成立一個新的行政法人。  

B1：就國藝會來說，如果還沒解散，就要先設立行政法人，這很困難。

如果今天是大型財團法人要調整為行政法人，可不可能在解散之

時，董事會做成決議，將費用留給未來成立的行政法人？如果董

事會同意，才能去滿足行政法人的自籌，否則行法法人成立後，

也要想辦法籌錢。   

B6：就目前的法制通說，如果財團法人要解散，除非捐助章程有保留

條款，也就是董事會有解散的權力。如果捐助章程沒有這樣的條

款，財團法人不能自己改章程，也不能自己決議解散。唯一的一

條路，就是根據《民法》第 65 條：「因情事變更，致財團之目的

不能達到時，主管機關得斟酌捐助人之意思，變更其目的及其必

要之組織，或解散之。」  

經濟部有個武智基金會（俗稱糖協），第一次政黨輪替時，民進黨

政府認為它們把公帑變私帑。當時，開了好幾次的跨部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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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以前糖是與國家安全有關的民生必需物資，後來客觀情勢改

變，經濟部認為基金會沒有必要成立，所以用命令把它解散。武

智基金會不服，和經濟部打官司，結果是經濟部敗訴。現在這個

財團法人還存在，而且預算不送法院。因此，以目前的法制來看，

財團法人有高度的自主性，政府要解散的話，必須根據《民法》

所說的「情勢變更」，但這不是政府說了就算。  

最後，財團法人的監督密度比較低，轉為行政法人後，採取高密

度監督，比較容易達到行政目的，這是它的優點。相對來說，改

制的缺點是行政法人所受的法律束縛，會比財團法人更高。這部

分要去衡量。  

B4：如果要有能力把財團法人解散，同時把財產流用到特定機關，而

非一般章程規定的 --解散後可捐助其他財團法人，要做到這種程

度只有一種可能，就是現有的公設財團法人已受到高密度監督，

甚至連董事的意願都能被決定。如果已經這樣，還有沒有必要大

費周章地將它轉成行政法人？反之，若主管機關無法控制董事

會，卻要把它解散，幾乎是不可能的。  

另外，臺灣有些財團法人掌握公共資源，但卻用財團法人來包裝。

例如，前面所說的糖協，就是日治時代留下的公共資產。又如農

田水利會，它是臺灣制度上最大的怪獸，掌控全臺灣超過 80%的

水利資源，但政府只能用間接的、政治的方式對它作影響。我建

議除了關注公共任務以外，也要考慮到臺灣歷史中的公共資源，

並做個檢討。  

B7：到底行政法人是不是一定要有經費的自籌能力？就目前的政策來

看，這部分不是很關鍵。最早是有把這點考慮進去，因為《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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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法》有說要強化成本效益與經營效能。不過推行一段時間之

後，發現這不是推行公法人的目的，因此，中正文化中心的自籌

財源才四成，政府不會要求再增加，政府也還是不斷在挹注經費。 

財團法人的部分，如果現在已經有一個財團法人，立法院就會問

說為什麼還要另外再成立一個行政法人？還有，經費是立法院關

注的焦點，因為它就是透過經費來控管政府的施政。財團法人有

它的歷史軌跡，在還沒成立行政法人前，可能有些經費被隱藏起

來，但未來要一五一十交代它的歷史，這部分的成本是蠻高的。  

從原本由管制低的財團法人要走向管制高的行政法人，若目標只

是要成立一個行政法人，會不會造成目標與結果的錯置？因為我

們想要提高它的效能，可是因為把它從鬆綁到再管制，反而限縮

了他可發揮的空間，就這部分到底是不是我們要成立法人的目

的？會不會造成目標錯置的情況？  

B4：國藝會承擔藝術獎助的行政任務，這就是一個國家任務。由法學

來看，國藝會的公權力是很高的，就獎助的分配爭議，申請人不

滿的話要如何處理？國家捐助＄60 億，將藝術獎助的行政任務交

給財團法人去做，會有正當性連結的斷層。  

B1：對於獎助分配的爭議，目前沒有放在《行政程序法》內的訴願程

序處理，審查標準都沒有公權力介入，我們也不是公務人員。審

查的部分，是由由董事會任令不同類別的評審委員，由這些不同

藝術類別的委員，就申請案件去決定誰可得到多少錢，結果確認

後，再報到董事會核定。  

B2：剛才提到將藝術獎助的經費給財團法人去分配，卻又無法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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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法制面上正當性連結的斷層。政府派了幾個董事進去，就以

為可以掌控，卻沒有想到財團法人內的董事也很厲害，政府根本

無法去操作。我認為要制訂專門的《公設財團法人法》去要求和

限制，才可以解決問題。  

B3：關於國藝會的問題，國家可以透過設置條例來控管，規定基金會

的哪些章程要經過主管部會的許可，例如補助章程。換言之，就

核心的部分，要訂定內規，甚至內規要經過主管機關的許可。另

外，228 基金會有決定要不要發錢，這部分是行政處分還是許可？

所以，假設這些公設財團法人的公權力比較高，是不是應該讓它

有最終的行政處分決定權以及行政調查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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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場焦點團體座談紀錄  

（委辦專案組織）  

 

時  間：2013 年 6 月 7 日 9：30~12：00 

地  點：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第三會議室  

主持人：彭錦鵬  

與談人：C1（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簡任級 /主管）  

C2（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簡任級 /主管）   

C3（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行政主管）  

C4（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簡任級 /主管）  

C5（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行政主管）  

C6（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簡任級 /非主管）  

C7（政治大學法律系教授）  

列席人員：吳怡銘（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研究發展處科長）  

許智閔（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研究發展處專員）  

訪談提綱：  

一、政府為推動公共任務，可能以委辦專案的方式，由民間機構、非

營利組織成立（或代管）專門單位來辦理。就您的看法，這類委

辦專案的單位，若要轉型為行政法人，或是將業務改由行政法人

執行，有哪些問題必須要克服？  

二、承上，就您的觀察，目前我國推動這類委辦專案的單位轉型為行

政法人，或是將其業務改由行政法人來執行，其可行性為何？其

優缺點為何？  

C1：民國 63 年《勞工安全衛生法》通過以後，我們就建立危險性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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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設備的代行檢查制度。危險性機械設備的檢查有分很多種類，

製造前要先有許可，製造過程要管制焊接、鋼材品質，製造完成

後，每一或二年必須定期檢查，報廢也要申請，修改過的也要重

新檢查。我們代行檢查的制度，是依照《勞動安全衛生法》第 8

條與《勞動檢查法》第 17 條辦理，是一種高公權力的行使。但檢

查的量非常龐大，公務人力無法負荷。  

根據原本的規定，可以做代行檢查的機構，包括國營事業單位（如

臺電、中油）、行政機關（如中山科學研究院），還有委託社團法

人辦理。民國 91 年時，監察院提出糾正，事業單位自己檢查自己

的危險性機械設備，是球員兼裁判的行為，所以將它廢除，日後

就只委託社團法人執行。目前委託的單位有三家（中華鍋爐協會、

中華壓力容器協會、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  

就人員的部分，代行檢查機構的檢查員都沒有公務員資格，但甄

選有一定的條件，包括：一定是要機械相關背景，也要經過約兩

個月的職前訓練與實習，這兩項程序必須通過後，才可以擔任檢

查員。若日後行政法人化，我們人事的進用還是會維持現狀。  

收費的部分，檢查要依規定收費。我們一年的收費近三億。在民

國 91 年之前，我們代收的財務狀況是統收統支，也就是代檢機構

留下多少錢，都留在機構內運用。制度變革後，改成政府編預算，

剩下的錢要繳庫。當時為了這件事，我們曾與行政院主計處溝通，

希望解決代檢機構每年都要在立法院審查預算的限制。根據立法

院的慣例，都會將委辦費打折，有時候打九折，有時打八折，導

致執行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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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站在保護勞工生命安全的角度，要求事業單位繳費來接受

檢查。除了維持品質外，要讓這套制度能運轉，讓事業單位安心

生產。以前我們是透過民間團體來做監督，包括書面審查，及看

檢查程序是否符合規定，但現在改由勞委會北中南三區的勞動檢

查所，也就是由公務機關派人到代檢機構做監督。現在每年的滿

意度，都維持在九成以上。  

代檢機構的徵選，是依照採購法，採最有利標。早期是三年一簽，

且可再續約三年，後來發生弊案，改成簽一年約，可續約一年。

就履約方面，《危險性機械或設備代行檢查機構管理規則》有非常

詳細的規定，包括人員、經費的使用、財產的管理等等，依照契

約來處理。我們有派檢查員去代檢機構監督品質，這部分應該沒

有問題。  

C2：隨著社會和科技的發展，越來越多事情需要政府來執行，因此政

府的組織越來越龐大。當政府龐大到一定程度後，效率因而弱化，

所以要有一部份的事情委託民間來辦理。現在《行政法人法》已

經通過，因此許多委辦給民間的事項，開始考慮是不是要給行政

法人來執行。  

我贊同《行政法人法》通過時立法院的附帶決議，剛開始不要膨

脹太大。行政法人一旦設立後，要讓它退場是難上加難。例如驗

車，政府委託民間去驗，我認為這樣就可以了，不能因為有了行

政法人的法源，就讓很多事情改由行政法人來做。委辦這件事情，

如果它辦理不好，就不要再委託它。我認為必須是由行政法人來

做會比較有效，或是具有機密，或是委辦出去沒什麼利潤、但又

跟公共利益相關，才應該變成行政法人。例如，澳洲的航管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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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委辦給民間，很多國家的機場管理都由民間公司在做。  

目前，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是由國研院來代管。國科會底下本

來就有許多研究單位，這些單位要進用公務人員很困難，約聘也

受人事行政局的規範，所以後來成立為財團法人。在災害防救中，

科技研發的任務跟財團法人的屬性有扞格，因為災害防救的研

發，必須跟政府要資料、整合資訊，但用財團法人的名義去要，

困難重重，所以國科會才決定要成立行政法人。這就像我先前說

的，如果透過行政法人來推動會比較有效，才需要成立行政法人，

而不是一有法源依據，就把很多單位轉為成行政法人。  

過去的行政法人，是把原來具有公務人員身份的人也移到行政法

人，才解決公務人員退離的相關問題。但我個人覺得，還是要慎

重思考轉成行政法人的問題，能委辦的還是以委辦民間執行為第

一優先，而行政法人是因為委辦不出去，才需要成立。另外，加

強監督不應該是轉成行政法人的主要考量。不管是公設財團法人

或行政法人，現在的監督方其實已經跟公務機關很類似，這是我

很擔心的部分。  

C3：舊版的《災害防救法》規定：「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設災害防

救專家諮詢委員會，並得設災害防救科技中心。」這法條本身就

有問題，因為災防會不是正式的機關，下面也不能設立機關。當

初在設立這法條時，就是希望未來能正式成立「災害防救科技中

心」。但我們也曾在立法院被質疑：法條上的「災害防救科技中

心」，究竟是不是「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根據最近修正的《災害防救法》，已經把組織法與作為法分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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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設行政院防救災害專家諮詢委員會及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

心，協助中央災害防救會報及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明確賦予我

們協助中央的法源。我們執行任務時，必須跟公務機關做資料的

交換與合作，但很多公務機關的第一個反應是：有這麼多個財團

法人，我為什麼要跟你這個單位合作？   

目前，我們的行政法人化已經到最後階段，在立法院完成二讀，

只要配合科技部組織法的審查，就可以完成立法。我們沒有政府

捐贈的財產，也沒有任何公務人員。目前全部的人員是 93 人，預

算是 1 億 6 千萬。  

《行政法人法》有一體適用的困難，如果可能的話，希望有些條

文可以修正，針對不同特性的行政法人做調適。例如，國家表演

藝術中心可以自籌，但我們中心成為行政法人之後，最大的挑戰

就是自籌的問題，以現在的社會氛圍，也不可能接受我們把防災

資訊賣給民間。但立法院一定會問：你的自籌比例是多少？甚至

要求要有結餘款，這對我們是非常大的挑戰，因為政府給的錢不

可以有餘款，沒有用完就要繳回。另外，行政法人對我們中心的

同仁不全是好事，最大的問題就是福利明顯縮水。  

全世界大概沒有任何國家像我們一樣，設置科研單位來協助政府

做防減災。我們這樣的設置，已經獲得很多國際單位的肯定，因

為它能把科學有效地導入政府施政。當初我們在設置行政法人

時，有討論過是否要把我們放在內政部或消防署的下面。我們堅

持放在科技部，因為全世界的防災趨勢，就是要把科學導入災害

管理。若把我們放在內政部或消防署，我們就會變成行政機構，

喪失科學研發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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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國家資通安全會報技術服務中心是在民國 90 年，為推動網際網

路安全和資安政策而成立的。民國 94 年，在研考會林嘉誠前主委

的任內，行政院將技術服務中心交給研考會管理。102 年（今年）

的 1 月 1 日，技術服務中心又重新交付給行政院本部的資通安全

辦公室。  

從資通安全的專業性來看，它是無法用公務員的體制來處理的。

另外，技術服務中心的業務涉及機密、國家安全，因為它要處理

國安會、總統府的駭客入侵，這方面不適合交給民間來做。除了

要處理資安事件，還到要機房內部側錄，若沒有一定的公權力，

恐怕有困難。我覺得技術服務中心非常適合轉型成行政法人。  

技術服務中心一年的預算規模約 2 億到 2.4 億，人員 93～100 人，

通通不是公務人員，大部分是碩、博士，或研發替代役等專業人

員。當初技服中心要從研考會被拉回行政院時，人員也有不確定

感，不過，這可以溝通、溝通再溝通。我認為技服中心轉行政法

人，人員沒有太大的問題，因為都不是公務員，權利也可以保障，

而且應該會比留在資策會更好。  

在財務方面，政府原來一年給 2 億，假設將來轉行政法人後減為

1 億，另外 1 億改自籌，我相信不會有太大的困難。我以前限定

它不能接外面的計畫，但它其實有這個能量。我認為政府的補助

可以從 2 億變 1 億，甚至連 1 億都不要。技服中心能跟機關收費、

舉辦資安的檢查、人員的教育訓練考照、資安顧問服務等來增加

財源。技術服務中心需要長期穩定的財務經費，讓人員從事件處

理中累積經驗，然後把它轉成可以對國際輸出的資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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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技術服務中心轉成行政法人，最主要的問題就是找不到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科技部是一個選擇。未來的國發會是院的幕僚機

關，不適合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行政院也不可能做。比較接近

的是通傳會，因為它也有資安的相關權責。現在如果沒有找到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將來要轉型成行政法人，會遭遇到很大的挫折。 

技服中心有業務的特殊性，基於國家機密，委託並沒有透過公開

招標。那時候計畫一做就是四年，我們採一加三的方式，除了降

低採購成本，也讓受委託的單位比較能夠穩定地去安排人事與財

務。如果一年一標，人員的安排就會比較不穩定，也會較捨不得

投資。履約管理的部分，除了研考會自己之外，也會找相關領域

的學者專家來參與。  

另外，委託不能與民間商業衝突。因此，民間公司從沒有質疑研

考會怎麼可以委託技服中心，反而是技服中心培養出來的人才，

將知識經驗移轉給民間，讓資安產業有發展的機會。技服中心的

口碑、信賴度、公信力，都是可以接受的。  

C5：中正文化中心在轉行政法人的時候，有四十多位公務人員，目前

232 位員工中，仍有 12 位公務人員，而且這些人除了一般的公務

人員之外，還包括派用人員、教育人員。在改制的時候，人事管

理規章中有關人員福利的部分，其實沒有脫離太多，大部分還是

比照相關規定，最主要是因為我們有很多類的成員，彼此之間不

能有太大的差別。  

公務人員有考核獎金，可是約聘僱人員沒有考核獎金，所以我們

用考核獎金的預算，依照績效評鑑的結果來發績效獎金。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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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考核機制已經跟公務人員脫鉤，但不管是審計部或監察

院，他們都沒辦法接受行政法人有績效獎金，我們每年都要去審

計部說明。另外，國家交響樂團的團員聘任制度是獨立的，團員

是用人事費，但指揮的部分是用節目費，並用場次去計算，因為

預算每年都被刪減，人事費不夠支應。我們當初認為，行政法人

的人事制度會比較有彈性，但其實還是受到很多的監督。  

財務方面，改制行政法人的第一年，政府補助 6.13 億，今年只剩

3.18 億。我們一年的支出至少要 8 到 9 億，所以必須自籌 4 到 5

億。這幾年，我們也有把場租稍微提高，也經常去找贊助，或是

找其他的收入來源。只要我們有營收，隔年的預算就會被刪減。

在改制之初，本來政府是希望對我們的預算補助每年減 3%，但

實際上並沒有按照承諾。  

其實，在改制的初期，政府的預算補助是有增加的。這是因為當

時有公務人員的問題要處理，如發放補助慰助金；另外，中正文

化中心在法人化之前，有很多資金是向銀行貸款，所以有負債，

當我們轉成行政法人之後，政府必須把我們的負債弭平。因為這

兩個原因，讓政府的預算補助一開始好像有增加，不過後來就一

路減少。  

就監督的部分，我們被監督的程度還是很高。除了審計部、立法

院，監督機關的績效評鑑委員，每年都會來評估我們的績效。另

外，人事行政總處也會監督我們的人事成本、人力、訓練等。我

們要做年報，也有資訊公開辦法。在採購方面，我們不適用採購

法，但精神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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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從組織轉型的必要性來看，我們要思考管理的彈性化、組織精簡

與員額管理的效益。二級部會轉成行政法人比較難，三、四級機

關和機構比較有轉型的必要。其次，99 年開始施行《中央政府機

關總員額法》，5 年後要降到 16 萬人，但是在 102 年還有 16 萬 2,792

人，員額管理的效益也要考量。  

關於委辦專案組織的行政法人化，我提出幾點意見來思考：首先，

業務量足不足以支撐？如果只是一些科專計畫，量夠不夠？其

次，經費是單一來源或來自多個部會，會牽涉到不同的會計制度，

這也要思考。第三，委辦的專案組織，以前可以在檯面下運作，

若轉型成行政法人，在立法院的審查就要透明化，過去運作的軌

跡都必須拿出來審查。勞委會的代行檢查機構，過去曾經有球員

兼裁判的情形，所以勞委會希望全部拉回來由政府自己辦，並提

出增員的計畫，但機關大幅增員會抵觸員額管理的效益，所以是

可以思考採用行政法人的可行性。  

從 91 年以來，我們國家對行政法人的信任度很低，到現在只有一

個，但日本現在就有 101 個。英國對行政法人的接受比較高，光

是 DCMS（文化媒體運動部）就有 31 個行政法人。我國行政法

人已經提出逾十年，但大家的接受度還是很低，甚至地方機關都

準備好了，但中央沒那麼快鬆綁。  

C7：勞委會所委託的代檢，可以分為：第一，是提供檢查合格的授權，

例如車檢、機械停車設備檢查等；第二，屬於獨佔的業務，例如

由民間的協會負責全國性的檢驗，我認為這透過委託行使公權力

就夠了，畢竟改用行政法人之後，這些組織可能就失去存續的目

的。另外，代檢是一個行政處分，如果將它行政法人化，這會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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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行政法人與公權力色彩較低的宗旨，可以朝購買型 PFI 的方向

去思考。  

我們不要僅分析這些組織適不適合行政法人，如果它適合，要更

進一步告訴它，還有哪些相關的配套措施要做，這樣才會對於是

否要轉型行政法人更加慎思。我從國立大學聯合大學系統、國家

發展基金、環保署災害防救大隊的相關討論來看，他們各有各自

的盤算，可能是為了人員進用的方便，可能是位了經費上的融通

性，也可能是因為不強調行使公權力。我們要逐一檢驗它的特性，

再來做個案評估。  

有學者認為，日本成立獨立行政法人，是為了民營化的過渡。臺

灣推動行政法人，是為了什麼？其實大家不知道。日本的獨立行

政法人，本來有分為具公務員的、不具公務員的兩類，現在變成

都不需要有公務員。同樣地，日本國立大學剛開始法人化時，也

保留公務員的身份，但後來公務員身份在一夕間就沒了，他們也

覺得沒有問題。我們太在意現在擁有的名分，對於既得的權利，

守得太過嚴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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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場焦點團體座談紀錄  

 

時  間：2013 年 10 月 14 日 14：00~15：30 

地  點：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第二會議室  

主持人：彭錦鵬  

與談人：D1（教育部綜合規劃司，簡任級 /非主管）  

D2（教育部終身教育司，薦任級 /主管）   

D3（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科技處，簡任級 /主管）  

D4（交通部公路總局，薦任級 /主管）  

D5（衛生福利部附屬醫療及社會福利機構管理會，書面意見） 

D6（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書面意見）  

D7（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薦任級 /非主管）  

D8（現任立法委員，民進黨籍，面訪）  

D9（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籌備處，簡任級 /主管，書面意見） 

D10（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助理教授，書面意見）  

D11（卸任立法委員，民進黨籍，面訪）  

列席人員：莊麗蘭（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研究發展處副處長）   

吳怡銘（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研究發展處科長）  

吳宛芸（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綜合計劃處專員）  

許智閔（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研究發展處專員）  

訪談提綱：  

一、請您說明  貴單位監督之行政機構的設立宗旨或目標。  

二、就您的看法，若以行政機構、民營化、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或行

政法人進行比較，何種組織型態最有助於  貴單位監督之行政機構

達成設立宗旨？理由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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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您研判，貴單位監督之行政機構，是否具備轉型為行政法人之

條件？若要推動行政法人化，有哪些問題需要克服？時機以何時

為宜？  

D1：國家教育研究院是依據國家政策需求，進行前瞻性、長期性、整

體性、系統性的教育研究。目前它主要從事的研究，一個是前瞻

性的國家教育發展研究，一個是國家教育政策實施後的評估，還

有一個是即時國家教育論壇研究。它也有三個願景：教育政策發

展的智庫、課程研發的基地，以及領導人才培育的重鎮。  

在 91 年的時候，行政院就指示國家教育研究院以行政法人的模式

來成立，但這案子在立法院一直沒有通過。97 年再度政黨輪替，

這時候部裡面也接獲行政院的指示，希望先以公務機關的模式進

行整併，未來再慢慢朝向基金或法人的模式去評估和發展。行政

院再於 98 年 6 月 17 日將公務機構之「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法」

（草案）函送立法院審議，99 年 12 月 8 日經總統公布並於 100

年 3 月 30 日正式施行。從正式成立到現在，都是公務機關的形式。

不過公務機關畢竟是比較沒有彈性的模式，該院目前預算員額為

154 人，但只有 30 餘人實際從事研究，研究人員及資源是很有限

的。他們也很擔心經費的問題，因為要自籌。  

我覺得未來可以朝基金或法人這方向來規劃，這對組織會有好

處。所以，我們會先請國家教育研究院先做評估規劃，譬如說有

沒有能自籌經費的方式，那人力的部分，希望能夠增加研究員。  

彭：如果可能的話，自籌經費是怎樣來？  

D1：可以發展測驗，這是可以收費的。研習的部分，老師也可以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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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至於研究的部分，目前約一半是他們自己的研究，另一半

是部裡面交給他們做的，這應該還有再進步的空間。  

D2：組改以後，目前留在部裡的科學類博物館，有臺中的自然科學博

物館、臺北的科學教育館、高雄的有科學工藝博物館，另外，委

外的有屏東的海洋生物博物館，基隆的海洋科技博物館。除了海

科館還在籌備，其它的博物館都已經營業十幾年了，本身都有些

收入。  

我們終身教育司管理的社教機構，除了博物館以外，還有三所圖

書館。圖書館要做基金或法人是比較困難的，因為它對外開放而

且沒有營收，所以可行性不高。至於博物館，我們也認為現階段

要朝法人轉型是有困難的。科學類的博物館雖有作業基金，但要

負擔公共任務。中正文化中心實施法人之後也還有公共任務，但

它的自主性非常強，可以對表演團體收費，而且有基本的觀眾群，

可是國內外有很多博物館甚至是不收門票的。其實，對一些博物

館來說，它的營收壓力很大。  

之前在推動第三波行政法人的期間，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原曾規

劃為行政法人優先推動個案，可是後來暫緩推動。這是因為科工

館設於高雄，但該館並未擁有土地所有權，基於土地權屬問題，

實施法人後，高雄市政府可能會跟它收租金，該館沒有自主的權

力，失去作法人的條件。所以，教育部的這些館所，應等作業基

金發展穩定之後，再視後續情形是否有實施可能，惟現階段為確

保各館特定公共任務實施，但目前不適合實施法人。  

D3：農業試驗所是西元 1895 年成立的，它是以農糧作物為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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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也是我們農委會規模最大的試驗場所。今天我們買得到物

超所值的稻米、蔬菜、水果，農試所貢獻很多。農委會轄有 16

個試驗改良場所，之前曾將 9 個場所規劃合併為行政法人國家農

業研究院，組織法案已在立法院通過二讀，但最後被擋下來，因

為農業是政治議題，所以難以處理。民國 97 年政黨輪替後，會本

部曾再與各試驗場所溝通，徵詢推動行政法人化之意願，當然多

表示不願意。  

我們現在正依民法籌設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將其功能定位

在技術商品化、投資事業化、科技產業化及行銷國際化，比照工

研院需直接與產業發展結合。為什麼要這樣做？因為臺灣的農業

科技在國際上是領先的，但囿於公務體系限制，我們的研發成果

不容易產業化，所以要成立財團法人。不過政府成立財團法人就

要編預算，這在立法院不可能會過關。現在只有盼望外界之主動

捐助，如果順利的話，或許今年底前該研究院就可成立。  

彭：這個財團法人跟 16 個試驗場有沒有關係？  

D3：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主要是承接相關試驗研究機構（包括農

委會所屬 16 個試驗改良場所）之研發成果，或與該等機構合作，

將研發成果進一步加值運用。我們採取漸進的方式。如果農科院

運作得很好，待遇也高，我們就設計借調機制，所需人才可以從

所屬試驗改良場所借調，除保障年資，技轉收入也可以分享，自

然就容易吸引人才過來。過去推行政法人化，我們很多試驗改良

場所同仁想辦法離開到大學任教，但以後如果國立大學也法人

化，大家自然會接受研究機構法人化之趨勢。亞洲先進國家的農

業研究機構很少仍維持政府機構，只有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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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所以，目前試驗所的組織屬性不會去碰？長時間來看呢？  

D3：目前不會，長期要看氛圍。第一，如果農科院運作得好，會讓大

家覺得法人化也是不錯；第二，第二波組改有可能進一步調整相

關單位，那也是一個機會；第三，如果我國政府所轄的高等教育

機構（如國立大學）全都法人化，公立的試驗研究機構就會跟著

這個潮流法人化。現行是採取比較漸進溫和的方式，希望自然平

和地朝這方向去推動。  

D4：民國 41 年的時候，政府接受美援要改善臺灣的公路，那時材料

試驗所跟公路總局一起成立，在 42 年時正式編在我們局內的單

位。成立材料試驗所的主要的目的，就是為了提昇我們公路的公

共工程品質。  

公路局的主要業務分成三個：監理、省道與縣道的養護、新建工

程。單以省道來說，全省大約有五千多公里，這麼大的一個數量，

如果是沒有一個試驗單位來支援，不可能把品質都照顧得很好。

目前養護工程處和新建工程處的的品質，都是由材料試驗所來支

援。  

我們要求材料試驗所的任務，不是單純做試驗而已。現在工程會

有規定，有 11 種工程材料要強制送到有實驗室認證的機構，但近

一兩年來，即是認證過的實驗室，也發生很多弊案，材料試驗所

常被法院請去說明，因為它對這方面比較清楚。再來，我們公路

局的施工說明書，也常送到材料試驗所，徵詢工程材料相關試驗

有沒有問題，因為工程材料專業知識、資料收集，大部分都是要

靠材料試驗所。所以，如果把材料試驗所改成法人，未來要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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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養護工程處、新建工程處，可能會有問題，它跟公路局還會配

合得這麼好嗎？另外，公路局的施工說明書，徵詢變成要找法人，

可能不像現在這麼單純。  

另外，材料試驗所如果真的要法人化，現職人員都是考試進來的，

他們認不認同法人化也是問題。然後，目前公路局的組織正在立

法院審議，人事制度由資位制改為簡薦委制，現在如果又傳出要

把它法人化，會有很大的衝擊。  

D5：本部所屬醫院係以辦理國民醫療與健康服務業務，提供社區民眾

便捷、貼心、優質之醫療服務為設立宗旨，並保障弱勢就醫權益

及主動提供人道資源，貫徹國家公共衛生政策，執行緊急醫療救

護，依指令即時動員辦理新興疫疾防治工作，提高所屬醫療機構

水準加強醫學研究為目標。以本部立場，近期不考慮將所屬醫院

以任何方式或型態轉型。  

D6：有關行政組織之型態，係各機關審酌設立目的、執行任務、業務

性質及人力與預算規模等因素後規劃設計，本項因設機關組設，

係屬行政院研考會權責，本總處尊重該會意見。  

查《行政法人法》第 2 條規定，行政法人係國家及地方自治團體

以外，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執行特定公共事務，依法律

設立之公法人；行政法人所執行之特定公共事務須符合（一）具

有專業需求或須強化成本效益及經營效能者；（二）不適合由政府

機關推動，亦不宜由民間辦理者；（三）所涉公權力行使程度較低

者等規定。  

依行政院 101 年 5 月 10 日訂頒之《落實員額總量管理精實機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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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配置策略方案》，其中策略議題 2「改善行政運作環境，活化員

額彈性調整」規定，由本總處建構適合以行政法人運作之業務領

域及具改制條件機關之認定標準，並以醫療、研究、文化社教、

試驗等機關為優先檢討對象。鑑於行政院已初步選定上述業務性

質之機關朝行政法人優先檢討，惟實施時程仍未確定，未來是否

改制為行政法人，仍應由各機關依《行政法人法》第 2 條規定，

自行檢討其業務性質及推動必要後，提行政院組織改造小組討

論，並由行政院作政策決定。  

另查立法院通過本法時作成「本法公布施行三年內，改制行政法

人數以不超過五個為原則，並俟各該法人成立三年後評估其績

效，據以檢討本法持續推動之必要性」之附帶決議，為確保行政

法人運作順遂及長遠發展，行政院秉持「求穩健、不躁進」方式

務實推動，並審慎選定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臺灣電影文化中心等五個行政法人優先

推動個案，現階段各部會尚無再設立行政法人之空間，且依上開

附帶決議，我國行政法人制度是否擴大推動，取決於行政法人優

先推動個案之運作成效。惟本案屬重大政策事項，如經行政部門、

立法院朝野共識結果，認為可設立行政法人時，有關 100 年立法

院之附帶決議，由可由立法院解套處理。   

 

【書面意見】  

D9：我國＜行政法人法＞業於 100 年 4 月 27 日公布施行，中央政府

擬推動的組織再造方案中，亦有推動文教機構「行政法人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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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思。現時業已有「國立中正文化中心」改制為行政法人案例。

我國行政法人制度的創設，係師法日本的「獨立行政法人」制度，

祈使以更具有獨立自主的運作特性，跳脫出行政機關法規框架之

拘束，以締造組織更高的產出效能為目的。  

行政法人它和一般的行政組織有什麼不同？從「中正文化中心設

置條例」大致可以看出它的幾項特色：  

一、 跳脫公務系統：這是基於專業性、彈性與精簡等需求的考量。

文教機構與一般行政組織的最大不同，在於它的獨立性與機動性

強，專業與創意的要求高。一般行政組織如警察、稅務機關等，

其所管轄與民眾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涉及人民基本權益頗深。

而文教機構如博物館、學校等，其管轄範圍大約不出其建築物。

尤有甚者，它們還得想盡辦法來吸引民眾的參與，所以，創意是

文教機構運作的重要條件。這樣的環境是不適合公務員的，而公

務員的參與也不利於這種組織的發展。公務人員在職場上，普遍

缺乏衝勁，凡事只求不出錯，而極少大膽嘗試冒險革新。至於一

些符合專業需求但可能不太會考試的約聘人員，即使能力強，也

礙於法令的規定，無法獲得正式公務員相同的待遇。這也是為什

麼文建會許多附屬單位都支持改制為行政法人的主要原因。  

二、 採合議制：設立董事會與監事會，定期召開會議，前者決定

重要的工作方針與決策，後者審查財務。這樣的組織形式與一般

民間財團法人基本上並無二致。唯一的差別是，行政法人的財源

直接來自國家的預算，而財團法人則屬於民間機構，必須自籌經

費。行政院之所以大力鼓吹文教機構轉型為行政法人，主要就是

因為這樣的組織既擁有民間基金會的活力、效率與彈性，又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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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公家單位的穩定特質。  

從上述特點來看，文教機構行政法人化既能提高效率，又能節省

開支，似乎是個完美的選擇，為什麼仍有反彈的聲浪呢？主要原

因如下：  

一、 自籌經費的疑慮：大多數的公立博物館都反對行政法人化，

此係肇因於自籌經費的壓力。從官辦民營到委外經營，政府的博

物館政策一變再變。然而不管怎麼變，其目的都指向自籌經費一

途。他們耽心，這種壓力可能迫使博物館走向商業化而變質為遊

樂場所，失去了教育的意義。雖然行政法人化不一定非得自籌經

費不可，但是因為它同樣也指向節省政府開支的目的，所以博物

館界很容易將它與民間財團法人劃上等號。  

二、 現職人員疑慮：這可能是行政法人化最大的阻力。而且可以

預期的是，隨著行政法人化機構的增加，現職人員反彈聲浪會越

來越大。行政法人化的目的就是要避免因公務員的惡習造成行政

效率不彰，阻礙組織的進步發展。依「中正文化中心設置條例」，

改制後，原機關的公務人員仍保有其資格，任用至離職為止。新

成立之行政法人為了延攬專業人才，反而可能增加其財政負擔。

事實上，日本自 1997 年倡導獨立行政法人制度以來，就受到行政

官僚的強烈抵抗，最後不得不妥協，將它分成公務員與非公務員

兩種類型。至於公務員型的獨立行政法人制度是否有增加行政效

率，是值得懷疑的。  

行政法人化是政府組織精簡的方案之一，為了減輕政府的財政負

擔與增加行政效率，歷來政治上的改革總是難免遇到阻力，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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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越大，反彈也越強。這固然與大多數的人安於現狀、抗拒改

變有關，但是執行者過於躁進、急著見到成效，對於改革過程中

可能產生的種種副作用缺乏有效的評估與預防的配套措施，才往

往是造成改革失敗的主要因素。為了避免改革所可能產生的弊

端，僅作以下幾點建議：   

一、加強溝通宣導：以宣導和溝通來加強現有組織人員之認同，

化解現職公務人力的反對情緒，「行政法人」是從日本的「獨立行

政法人制度」借用而來的，而獨立行政法人制度又是參考英國的

agency 而創的制度。大多數國人尚且未聽過這個名詞，更不用說

了解其意涵了。  

二、設計更具彈性的制度：行政法人設置的目的之一本是希望賦

與公立文教機構相當的彈性，因此，這項制度的設計自然也應該

符合彈性的原則，配合各機構的特性而調整。以博物館而言，如

果改制為行政法人之後必須自籌經費，只是為了節省政府開支而

抹殺了教育的功能，是得不償失的。  

三、妥善處理公務員的權益問題：行政法人化最直接關係到的就

是現有公務員的權益問題。公務員的態度無疑是此項政策成敗的

關鍵。所以，無論是人員的移撥、鼓勵提早退休或其他配套措施，

政府都應該謹慎處理。  

四、充份的說明與討論：政府在參考他國的行政組織時，應該經

過充份的說明，更應該透過充份的討論與完善的規劃，使該項制

度能真正符合國情。  

D10：行政法人是在政府改造運動中，所提出的一種政策工具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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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在於透過更具彈性的運作模式，以提升公共服務的效能。行

政法人的設立是為了執行特定公共任務，而且該項任務不適合以

傳統的行政機關（構）、民間組織的形式提供。目前討論哪一類型

組織適合設立或改制為行政法人，應該都以此政策核心價值為基

礎，並且了解行政法人只是眾多政策工具選項之一，而非唯一方

法。  

在理想上，政策工具的選擇，是以理性評估結果為決策依據。若

特定組織要改制或設立行政法人，應該要嚴謹評估該組織之業務

是屬於公共任務，而且確認以行政法人形式運作較其他形式（例

如：行政機關、私人企業、財團法人等）運作更佳，才應該選擇

以行政法人形式存在。但是實際推動上則可能遭遇許多情況，以

下提出五點看法：  

一、立法院對行政法人制度尚有不信任感，在民國 100 年通過行

政法人法的時候，作出「施行三年內改制行政法人數以不超過五

個為原則」之附帶決議，顯示其對於此一制度之疑慮。在推動行

政法人過程，立法委員也會受到多方利害關係人的遊說，影響政

策推動的情況。  

二、各方組織機構對於成為行政法人有不同的期待與動機，對於

是否要改制為行政法人，各組織有其不同之考量，有些組織期待

因此獲得運作彈性以提升效能，但也可能是企圖藉此規避管制，

或有組織希望能夠藉由成為行政法人以確認組織定位，或是提升

運作資源的穩定性。這些不同的動機都會對於推動行政法人制度

成為影響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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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政法人是新的組織形式，雖然成立目的是透過運作彈性以

提升效能，亦不可逃避課責機制，這兩方價值的平衡仍需學習。

立法部門、社會大眾及各部會作為監督機關，尚不熟悉也不信任

行政法人之運作，可能仍以採用傳統行政機關管理的觀點，過度

監督行政法人之運作，導致此一政策工具之效果打了折扣。  

四、各行政法人業務皆有其專業性，然而，目前國內對於行政法

人制度熟悉之專家學者仍為少數，因此在推動行政法人制度時，

無法有足夠的專家學者，運用其專業知識，評估特定組織採取行

政法人形式運作之可行性，這可能導致在推動行政法人的事前評

估以及未來成立後的績效考核都缺乏外在專業的觀點。  

五、行政法人之主管機關應該思考未來如何跟社會大眾證明，行

政法人是一項有存在必要的政策工具。未來設立更多行政法人之

後，有些可能運作良好，有些可能績效不彰，政府如何提供績效

證明，行政法人制度之存在，所帶來的公共效益高於成本？若是

日後特定行政法人發生負面的事件，如何讓社會大眾及民意代表

了解，政府針對行政法人採取適當的監督機制，以維護公共利益，

而不會因為少數負面事件導致整體行政法人制度蒙上負面形象、

失去公眾信任。  

【面訪意見】  

D11
17：過去我推動的對象有兩個，一個是國家實驗研究院，另一個是

藝術行政機構，我認為這兩類型還是很重要。國實院底下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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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11 為卸任民進黨籍立委，關注行政法人議題。本場訪談由李天申執行，時間

為 2013 年 11 月 25 日  15：00~15：30，地點為台灣新社會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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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心，但因為彼此關聯性較少，故我對於整併成單一組織有

疑慮，故我傾向將單一實驗室縮併成一個行政法人。我認為這些

實驗專家若透過高普考方式晉用是無法取得需要人才，故應無須

透過考試院進行取材，無奈考試院本身之本位主義作梗而無法成

功。而針對藝術行正部分，原先我打算透過起草《專業人員聘任

條例》草案，試圖將科學專業人員與藝術行政人員晉用與高普考

脫鉤，而在美國而言，藝術行政的主幹是碩士班人才，最優秀的

人員也都是碩士，然而我們卻規定要博士資格，導致無法任用相

關優秀人才，況且藝術行政所需之特質與一般公務員不同，藝術

行政人員需要有比較多的創意，工作時間也不同於一般公務人

員，無奈考試院、行政院卻用比照公務人員等各種方式杯葛，最

後我看到日本透過行政法人模式管理相關藝術行政機構，所以改

成走行政法人化這條路。  

博物館與藝術行政又有不同。現在的公務體系人員，處理純粹歷

史性的博物館尚且可以，但外國美術館也稱博物館。在臺灣訓練

的博物館人才，不清楚其訓練目的，過去博物館訓練是做學問，

沒有在展演上，加上博物館傳統的目的是展示帝國權力，故傳統

博物館比較欠缺展演能力。在我看來，美術館比較具有行政法人

化之可能，不過博物館就比較有帝國傳統，比較不適合。  

D8
18：上一屆立法院通過《行政法人法》，民進黨對於行政法人化，

大方向上、原則上是支持的。不過，我進來立法院之後，剛好在

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我們黨在審中科院設置條例的時候，對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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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8 為現任民進黨籍立委，關注行政法人議題。本場訪談由彭錦鵬執行，時間為

2013 年 11 月 26 日  15：00~15：30，地點為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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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人化有些質疑。中科院的業務關係國家的軍事及科技發展，

不需要那麼大的彈性去授權、商品化，這件事不該優先。另外，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的行政法人化，我們黨的同志也有所質

疑。在災害防救的時候，行政法人在政府組織的指揮層級上面，

很難想像它到底能不能指揮得動。對於中科院、國家災害防救科

技中心行政法人化，我們黨的同志有較明顯的反對跟質疑，我跟

他們的看法也是一致的。  

在組改的過程中，最大的爭議應該是「黑官漂白」的問題。行政

體系用人要有任用資格，當把行政機關切出去、讓它用人更有彈

性時，我們擔心會成為黑官，因為行政法人還是執行國家的業務

和政策，卻開了一個後門。行政法人的彈性用人，會不會流於行

政機關的沉痾，也就是透過私人管道進來？在組改的過程中，對

於決策層級用人的部分，我們覺得不夠透明。為了讓它更有彈性，

用人的決策機制在哪裡？這些配套都沒有談清楚。  

第二個是財務。過去政府用公務預算成立很多的財團法人，就算

是私法人也長不大，不斷地要有公務預算來挹注，或透過私法人

去承辦部分的行政委託。行政法人在財務上面，是不是真的能夠

有捐贈和其他收入，我是蠻質疑的。它仰賴大量的公務預算，可

是在行政體系的指揮、聯繫上出現斷點，立法院能不能監督得到，

我也會質疑。另外，行政法人是公法人，就連私法人都沒有辦法

達到自籌款項的目標，更不用講公法人、行政法人了。所以，對

於財務籌措的配套，研考會在提供我們委員的訊息中，並不太清

楚。  

我覺得研考會對於相關的配套都規避不談。身為在野黨的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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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會覺得這裡面有文章，所以更應該要把關。行政院研考會應

該開誠布公去面對，根據行政法人的目的跟目標，把這這些業務

放在行政法人裡面，到底有沒有扞格？如果有，怎麼解決？如果

研考會自己都注意到了，在推動過程中就不會有這麼多疑慮。現

在是很多委員提出疑慮，從在野黨的角度，法案當然能夠擋的就

盡量擋。  

另外，銓敘部長說退撫基金要在公務體系找公務員操盤，就算這

些公務員的績效好，早晚會被外面挖角，不容易留住人才，而且

好的市場專業人士也不容易聘用，所以要思考用行政法人。從用

人的角度，這目標是很好，但行政法人真的是解決問題的方式嗎？

有時候，我們只是為了要去解套行政機關聘用外部人才不易，激

勵制度也不易留住好的公務員，就退一步弄行政法人，可是退一

步真的是好嗎？我覺得不全然是。如果把你行政法人化，而且你

敢擔保退撫基金每年都有 8%的收益，所有人都不管你了，可是

問題不是！因為你不敢承諾，所以我們也不敢放權，要把手伸進

去監督。  

依照張哲琛部長的特質和行政經歷，我覺得他有充分的經驗操作

退撫基金，行政法人化的論述不一定能成立。所以，我不認為行

政法人是解決現在行政機關僵固用人的方式。有時留在機關內

部，還比較好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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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場焦點團體座談紀錄  

 

時  間：2013 年 11 月 4 日 14：00~15：30 

地  點：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第二會議室  

主持人：彭錦鵬  

與談人：E1（政治大學法律系教授）   

E2（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系教授）   

E3（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退休，原簡任官 /主管）   

E4（教育部，簡任官 /非主管）   

E5（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行政主管）   

E6（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簡任級 /非主管）   

E7（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薦任級 /主管）   

E8（立法委員，書面意見）   

訪談提綱：  

一、請您檢視本團隊研提之「行政組織屬性調整評估架構」是否合理？

以及有哪些需修正或補強之處？   

二、請以您所熟悉之行政組織類型或個案為例，說明您對於行政機構

轉型為行政法人之可行性的看法？  

E1：在行政法上，機關有組織法規、員額編制、獨立預算，機構通常

還要加上事業，兩者要區隔。所附圖表，沒有公權力行使必要性，

或者是沒有業務持續必要的行政機關、機構，就要「廢止」，但「廢

止」是專有名詞，行政機關、機構應是叫「裁撤」。另外，當人事、

財務、採購彈性高，為什麼是行政機關或者是行政機構？行政法

人對於彈性運作的必要性，應該是比較高的。在市場性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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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營化與委外是完全不一樣的。委外通常是事業的委外，還是留

在行政機關，但民營化可能就完全脫離公務部門。圖應有註記說

明，否則每個人的解讀可能會不一樣。  

下圖中，為何有設置條例、特別法的財團法人，一下子就進入到

行政法人化？財團法人跟行政法人是完全不一樣的，如果直接就

跳到行政法人，太快了。同樣的道理，當行政法人化的成本小、

效益大，也不一定就要從財團法人直接變成行政法人。政府捐助

的財團法人，未來在法務部的財團法人法中稱為「政府捐助之財

團法人」，也就是俗稱的「公法上的財團法人」。公法上的財團法

人如果要轉型為行政法人，應該要有一些要件，譬如公權力、運

作彈性、市場性。  

E2：這個研究案的背景，可能是有預期未來要做進一步的組織屬性調

整，但這在實務上的可能性，應該是趨近於零。委辦專案組織行

政法人化是不太可能的，財團法人的可行性也很低，比較有可能、

有討論空間的是行政機構。  

以前法律沒有區分機關、機構，直到 2004 年討論組改時才有這種

想法。當時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 3 條的名詞定義，只有「附

屬機關」，沒有「機構」，不過在 16 條有提到「機構」，直到 2010

年才修改第 3 條，把「附屬機關」改為「機構」。在機關的定義中，

有一個重要名詞—「公權力」，但在界定「機構」時沒有談到這字

眼。我們當時就主張，有公權力才是政府應該要設的機關，因為

機關執行公權力會涉及人民的權利義務，一定要經過國會的同

意，特別是在二級機關。機構不具公權力，所作所為不會影響人

民的權利跟義務，應由行政部門根據需要隨時更動，不需經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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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高度審核。  

我們現在爭論行政機關跟行政機構的屬性，到底兩個真的有沒有

很大的差別？在 2004 到 2008 年期間的設計，是要讓兩者有很大

的差別，不僅執掌不同，立法的技術也要有差別，也就是機構不

立法，機關才立法，所以機構的總數不受限制，但機關的總數要

受限制。2008 年以後，立法部門要求機構也要立法，甚至要求機

構也要寫在部的組織法。走到現在，區分已經失去意義，因為現

在行政機關、機構所受的管理體制完全一樣，包括人事制度、會

計制度、財務制度通通完全一樣，連立法也是。  

在 2004 到 2008 年期間，我們鎖定大量的行政機構，希望轉換為

行政法人，並以基準法第 16 條提到的文教、研究機構為最大宗。

我們當時也講得很清楚，不是要個別機構走行政法人，而是要一

個法人但可以經營好幾個館所。當初鎖定很多研究機構，是因為

我們認為研究機構的問題最大，因為它要適用公務的人事制度，

而且大部分的研究機構不能比照教育人員任用條例，這在運作上

是有困難的。現在通通變成行政機構了，如果要再翻回來，我認

為可行性不大。  

這兩張圖要操作化，有些字眼要再更精細。當你要跟別人說運作

彈性、市場性是什麼，這其實很難操作。公權力只有高跟低的區

別，因為根據現在的基準法，只要公權力高一定是機關，如果不

高，就可以採用機構或行政法人。公權力相對比較低的機構，什

麼比較適合走行政法人？要判斷成本效益很難，我也許會把運作

彈性拉到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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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有四個判準對於機構走行政法人是比較重要的。第一，當

做行政機構時，人力資源很難找。講白一點，如果堅持做行政機

構，考試院不可能另外弄一套人事制度，除非立法通過，譬如比

照適用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二，要有機會做財務收入，但這不

是要它自給自足，純粹是指要有財務收入的機會，如果有收入的

機會越高，就越有機會走行政法人，因為行政法人是一個會計個

體，必須要有這種可能和空間。第三，經營的環境變動要很大，

因為典型行政機關的經營環境不會變動太大，可是機構為了生

存，就要回應服務對象和環境。第四，如果立法監督太細會構成

嚴重的困擾，但這不代表立法監督一定不好，而是要自己判斷。

我建議架構圖最多用兩、三層，不要太複雜，然後找基準法第 16

條中的一些機構類型來展現。  

至於財團法人，我建議原則上不要動。當初政府設置這些財團法

人，就是把它當政策工具。我想到的判準是它有沒有涉及國家利

益。譬如，國科會下面的國家實驗研究院，它裡頭有幾好個中心，

不見得每一個中心都需要變行政法人，但太空中心就涉及高度的

國家安全。撇開這個，我認為財團法人沒有非要轉成行政法人的

必要，因為它在當下已有空間，而且根據預算法，它還是受到立

法部門的監督。。  

E3：研究機構應該要重新檢視。這個架構圖，要讓大家都很容易懂。

第二，如果機構有「裁撤」，也該有「增設」的空間。舉例來說，

這邊只提到廢止、裁撤或者是轉型，但臺灣沒有生態環境的研究

機構，所以我們沒辦法做好環境評估。另外，我認為要把機關、

機構分開，不要合在一起，這樣會比較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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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國家教育研究院原本要做公務機構，民進黨執政時改推行政法

人，但國民黨杯葛，一直延宕到又變成國民黨執政，國家教育研

究院認為行政法人走不下去，所以又改為公務機構。在這整個轉

折的過程中，教育部的態度是重要因素。同仁的支持也很重要，

不然首長要推但同人反彈，這也會做不下去。  

我認為如果要推法人化，公權力程度比較高的機關就不要談了，

機構可以先行。教育部有很多機構，譬如國家圖書館、國立自然

科學博物館、國立科學教育館、國立海洋科學博物館等都是三級

機構，機構可以先法人化。以我的經驗，國家教育研究院就是先

整併機構，成公務機關運作一段時間之後，再伺機法人化。國家

農業研究院也要先整併，不要一下子轉換，因為同時要整併又要

轉型成法人，這會很辛苦。國立中正文化中心是第一個行政法人，

它施行的結果可供借鏡。它剛成立時，教育部每年投入很多經費，

先設法幫它還清債務，然後再扶植起來。政府如果真的要推法人

化，不妨先從整併屬性相同的機構開始，譬如先將農業研究單位

整併，以公務單位的型態，這樣比較能夠獲得支持。如果未來要

走法人化，要有很多很多配套，否則很難獨立生存。  

推動行政法人和機構整併，對國家的長遠發展是有利的，不管是

人事經費的減少、效果的提升，但一開始不容易看到成效。至於

財團法人，我不贊成去動它。研考會與人事總處現在應思考的是，

有哪些屬性相同的機構可以先整併，譬如教育部有很多跟科學、

科技相關的博物館，先做公務機關，再伺機轉成行政法人。  

E5：有些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是單獨立法的，有設置條例，它當然有

公共目的要達成；但也有一些沒有設置條例，也沒有單獨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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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仍有公共任務要達成。圖中提到，當財團法人沒有設置條例

時要評估公益性，但財團法人本身就有公益目的，所以我認為不

是要評估公益性，應該換一個詞，例如是否有達成設立目的。  

另外，當政府捐助財團法人的業務有存續必要，不表示業務要由

這個財團法人繼續執行。如果財團法人做的事情就和行政機構重

疊，它還是要面臨解散。所以，當財團法人的業務有存續必要，

我不覺得是直接推導到維持財團法人，因為財團法人是可以被解

散的，如果財團法人做這個業務的成本很高，交給行政機構去執

行也是對的。  

雖然大家都說實務的可行性不高，但日本推動獨立行政法人時，

就將特殊財團法人全部變成行政法人，其背後的價值就是法制整

理。臺灣的財團法人屬於私法領域，由民法來管理，可是這些財

團法人卻承擔重要的公共任務。從法制整理的角度，我認為還是

要有一些理想性，保留評估的可能，不必完全退怯。  

E2：「民營化」不該跟「委外」放在一起，因為「民營化」就是「去

任務化」，它是政府責任的退卻。財團法人的部分提到「解散」，

如果它是政府捐助的財團法人，政府可不可以主動去解散？還是

說政府就直接「撤資」，不再給補助？即使不講法律，實務上也要

去理解。另外，評估的層次應再縮短。還有，對財團法人來說，

一開始就評估業務的存續必要，這很奇怪，應該是放在最後，一

開始應先談有沒有法律、設置條例。同理，在行政機構的部分，

一開始應先看公權力的程度，而不是業務存續必要，譬如矯正跟

收容機構，根本連碰都不應該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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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如果行政法人是新設的，比較不會有問題，但改制的問題一直很

大。以財團法人來說，它在光譜上是偏向私部門，如果把它抓回

到行政法人，監控密度是增加的。舉例來說，現在在推行政法人

的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本來是國家實驗研究院下的單位，現

在卻特別拉出來，結果現在問我們為什麼改成行政法人，享受不

到行政法人的好處？我告訴他們，因為財團法人變成行政法人，

是把自己綁緊了。所以，是不是要把財團法人抓回來，我認為要

再思考。  

針對行政機構，「市場性」的定義要清楚。在公權力行使的部分，

除收容、矯正機構涉及公權力的程度比較高，其它機構幾乎沒有

涉及公權力。舉例來說，很多部會的訓練機構都沒有涉及公權力，

如果直接套用在這邊，可能會有問題。至於成本效益方面，其實

每個部會自己要推行政法人，內部都會做評估。  

E7：本案除了行政機構、財團法人，還有委辦專案組織。其實，委辦

專案是一個行政組織生命周期之一。例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

心原是行政院委託國實院執行的專案，但後來越做越大，現在要

轉成行政法人，是它自己要求的，因為如果用財團法人的型態，

很多政府部門不提供資料。再舉另一個例子，行政院資通安全辦

公室有委託資策會成立技服中心，現在行政院也在積極推動技服

中心轉成行政法人。內政部營建署在處理社會住宅，他們內部也

有討論把委辦專案轉成行政法人。  

在評估架構方面，我同意 E2 的邏輯區分。另外，行政法人最重

要的精神是彈性，所以在設計這個機制時，在 check list 上也要有

彈性的東西。譬如，最近有食安的問題，有沒有可能去討論 G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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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成行政法人？我的意思是說，世事多變，應該要有一些彈性。  

E2：我們不要讓小機構單獨轉成行政法人，要先把同性質的機構適當

整併後再去作法人。歐洲很多法人是可以有公權力的，譬如發照，

但我們只能就不是公權力的情況。我們可以先提、去設計標準，

除了我原先提到的國家安全，剛才 E7 提到食品安全，這和人民

的生活安全息息相關，也是廣義上的生命財產安全，我們過去是

財團法人來做，這是典型歐洲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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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個案研究訪談紀錄  

 

訪談紀錄  

受訪者：F1 

訪談人：劉坤億  

訪談時間：2013 年 10 月 16 日  16：30~17：20 

訪談地點：國家教育研究院  

 

劉：請問您是否了解過去教育研究院嘗試走行政法人化的歷程？  

F1：歷任籌備處主任都很努力推動行政法人化，但在立法院功虧一

簣，這表示我們對立法院的說服力不夠。   

劉：民國 99 年國家教育研究院的組織法通過後，現行採行政機構之體

制，是否有達成貴機構的設立宗旨與主要業務？  

F1：我們是三級機構，直接管理本院的是教育部綜合規劃司（以下簡

稱「綜規司」），綜規司在管理上有許多行政效能上的考量。對研

究部門而言，一個研究計畫可以為期三年或更久，最後只要交一

份完整的研究報告，但在行政考量下，會希望看到每季的進度，

導致研究的過程中常常需要填進度報表。我們雖名為「研究院」，

因行政管理介入，行政要求偏重，研究員的自由度不高。教育部

是我們主要的經費來源，許多教育資料又被歸為機密，因教育部

有其政治考量，導致我們也要先自評該研究是否為機密。受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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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監督，我們研究過程與成果發表的自由度很小。  

劉：就貴機構在此時期而言，在人事研究人力、會計、採購等方面，

現行制度是否符合組織運作之需求？以及在研究的自主性為何？  

F1：我們的會計、採購，完全是按照政府的相關法規。人事方面，我

們有六十多位研究員的職缺，這是有歷史背景的。國教院是由五

個單位整併，但例如原先是國立編譯館的研究員，過去被賦予做

行政的工作，導致他們雖為研究員，卻已經很久沒實質的做研究，

大概只有過去籌備處的研究員才做研究。但整併之後，所有的研

究員都必須依照研究的多寡與品質好壞來要求。我們的升等是比

照大學教授。現在真正有在做研究的研究員，大約在三十位左右。

我的任務就是要推動所有的研究員都能夠認真做研究，慢慢帶這

些研究員，請他們參與研究案，熟悉研究該怎麼做，最後能夠專

精於特定的教育研究領域，成為這方面的先導者。  

 研究議題形成過程上，綜規司會詢問部內各單位下一年有哪些研

究要做，彙整後再交由國教院，國教院研究員評估哪些研究我們

可以做，可做的就報到綜規司掛號。還有一部分為教育部臨時交

付的緊急案件，這些多半是來自民意機關的質疑或民眾的詢問。

我們期許自己成為一個資料庫，平時就要多方面蒐集資料，遇到

這種狀況才能及時解決。另外，還有一類是國教院研究員自行向

國科會提出的研究計畫。教育部蔣部長給我們「50%、25%、25%」

的研究分配比例，部內的研究案（平時計畫與緊急研究）佔 25%，

國教院提的計畫佔 50%，國教院研究員自行向國科會申請或接受

外面委託的案子佔 25%。達成這個比例，研究的自主性自然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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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相較於現行行政機構之組織屬性，跟民營化、政府捐助之財團法

人、行政法人來比較，何者是最有助於貴機構達成設立宗旨的組

織屬性？  

F1：前十年推動行政法人化都無法成功，所以我現在努力的方向，將

國教院視為大專院校等研究單位，不以行政單位來看待，而非在

組織屬性上做調整。我們也會配合高教司對大專院校的所有要

求，來自我要求，如對研究品質的要求，對研究資源或是研究人

力的要求等。   

劉：您認為國教院是否具備轉型為行政法人之條件？國教院要推動行

政法人化，有哪些問題需要克服？又您認為行政法人應具有何種

特色？國教院未來五年十年的走向為何？  

F1：我認為國教院具有行政法人化的空間，但經費從何而來？在人事

上，聘研究人員也有困難。目前國教院的研究人員仍屬於公務員，

甚至還需要打卡上下班，這種既是研究員又是公務人員的做法，

有利有弊，變為行政法人之後，或許可以改變這種「腳踏兩條船」

的狀況，比照大專院校的教職，與公務員脫鉤。另外，我所認為

的行政法人，主管機關應充分授權，對行政法人要有信任感。如

果國教院變為行政法人，教育部也能充分授權，給我們五年或十

年的時間，提出長遠的教育政策規畫建議，減少短期的臨時救急

研究。  

我對於國教院未來五年內的走向並不擔心。現在我們有兩個可以

做的重點研究方向，一個是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研究，另一個

是教材、教學數位化。只要我們的研究員朝這兩個方向進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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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研究是 ok 的。另外，我們也很鼓勵研究員與國外交流，希望

國教院能與國外的教育研究院互派交換研究員，有較深度交流

後，才能了解其他國家的教育研究和教育政策。  

劉：在我的研究中，國家教育研究院是行政院設定的第一波（或第二

波）推動行政法人化的單位。  

F1：我覺得國教院在推動行政法人化的十年裡，耗掉太多元氣。回頭

來看，也錯過太多有機會的時間點。現在想起來，十分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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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錄   

受訪者：F2 

訪談人：李天申  

訪談時間：2013 年 10 月 18 日  10：00~11：00 

訪談地點：臺灣大學物理系  

 

李：請您先談科博館的概況。  

F2：科博館在國內算是規模很大的社教機構，它不只做科學教育，而

且還是自然史博物館。科博館現在有十五個蒐藏庫，一百二十萬

件蒐藏品，還有六十多位研究員，透過建教合作，以及跟國科會、

文化部等機關承接計畫。研究員的工作和大學教授很相似，也有

很多人員在大學兼課，譬如我自己在臺大，也有其他人在東海大

學、中興大學等地上課。  

李：這些研究人員，除了從事研究之外，要不要負擔行政工作？  

F2：在博物館裡沒有，除非兼主任。生物學組、地質學組、人類學組

主任都是由研究員兼任，他們要負責學組內的研究行政工作，並

監督蒐藏庫的管理等。博物館的研究員跟大學的研究員是有差別

的，在學校只要做研究，但博物館有四大面向—蒐藏、研究、展

示、科教，研究員除了研究，還要策劃展覽、協助科學教育。另

外，科博館的蒐藏品保存是非常專業的，九二一大地震離臺中這

麼近，但當時館內的蒐藏品都沒受到損害。除了蒐藏、研究和展

示，我們還要進行科學教育，一整年的科教活動多達兩萬五千場。

此外，科博館在全臺七所學校設置自然史教育館，以及在蘭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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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金門等離島設置三個自然學友之家。科博館做的事情還真

是很多。  

李：就我手邊的資料，研究員現在是六十六位，總預算員額是三百多

位。您認為科博館在研究員方面，是否還有問題，還是都 ok 了？  

F2：一般而言，社會上對科博館的評價是相當正面的，大家認為這個

館的人力素質很高，而且都很有服務的熱情。對於一個成立快二

十八年的博物館來說，人員還有這麼強烈的服務熱情，是很難得

的，但它被人事行政的規範卡死了。最近改善了一些，譬如副研

究員可以兼主任，但還是有些拘束沒有辦法打破。  

博物館研究員的升遷是很嚴格的，所以正研究員的人數不多，而

且分布不均，像科教組就沒有正研究員，主任只能由副研究員兼

任。原本人事行政總處反對主任由副研究員兼任，理由是科長是

副研究員，主任怎麼也是副研究員？但我認為這沒有關係，如果

一定要正研究員才能當主任，就要由其他學組不同專業領域的正

研究員來兼任，這是說不通的。  

另外，各級研究人員的人數竟然定下了限制，這是很不合理的，

因為這種限制讓科研人員缺乏進取心。如果一位年輕的助理研究

員工作作得很好，但礙於副研究員的總數已經超標，所以無法升

遷，這樣的現象只會讓助理研究員升上副研究員、或副研究員升

上正研究員的升遷管道被堵死，無法鼓勵科研人員發揮所長，認

真做研究。人事行政總處可能擔心機關聘人太浮濫，一進來就是

正研究員，其實這沒有什麼好擔心的，因為大家都是經過嚴格審

查，無論是外聘或內升，都要經過重重關卡，不容易產生流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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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寬限制對鼓勵尖端研究會有積極正面的效益，我任教於臺灣大

學物理系，我系上有四、五十位教授，但只有兩位副教授，六位

助理教授，其他全部都是正教授，就是因為沒有升遷限制，大家

會積極努力做研究。  

李：您系上是一個倒三角形的結構。  

F2：對！因為學校收進來最優秀的教授，他們只要發表精彩論文，很

快就能升到正教授。如果限制正教授不能超過多少人，這不是在

限制他們做研究的動力嗎？如果升到副研究員，前面沒位置上

去，做研究的動力就變低了，反正做了也沒有辦法升遷。副研究

員要退休，助理研究員才能升上去；正研究員退休，副研究員才

能升上去。有很多研究助理有博士學位，他們進來當然希望升遷，

先升助理研究員，之後再往上升，但卻面臨這些限制。年輕的副

研究員、助理研究員還是可以做研究，但升遷不曉得是多遙遠的

事。  

李：所以，現在研究員的流動率應該蠻高的，外面有機會就離開？ . 

F2：不會。因為會到博物館來，都是很喜歡這個環境，可以做研究，

又可以接觸觀眾，可以照自己想做的方法來設計展覽和活動。所

以，博物館跟學校比起來，多出社會回饋的部分。  

李：研究人員全都是依照教育研究員來聘用的嗎？  

F2：是的。  

李：根據明年度的預算書，要聘很多臨時人員跟派遣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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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每年都是這樣，而且人力需求很大。我們有一千兩百位義工。有

些義工在蒐藏庫跟著學組同仁一起做研究，一待就是十幾二十

年，能力甚至比正職人員還強。有些資深的技工、工友，在學術

上也非常厲害。可是從人事行政的角度，技工、工友就是遇缺不

補，而且不能出國。  

李：您分享的狀況，讓我聯想到十年前要推動國家農業研究院轉型為

行政法人，當時碰到最大的阻力就是技工、工友。  

F2：看主管如何處理吧。如果主管知道技工、工友很重要，變成行政

法人不是更活潑嗎？因為可以拿額外的經費去支持，甚至可以讓

他們出國。  

李：您認為科博館有沒有行政法人化的空間呢？  

F2：有，如果行政法人可以給這個機構足夠的彈性，那當然是有空間

的，因為科博館有自籌財源的條件。  

李：自籌財源大概可以分成哪幾塊？  

F2：它可以辦展覽，有門票收入，而且可以支援很多的科學教育活動，

並且把知識作跨域加值。科博館每一年的預算大概七到八億，其

中有五億多是教育部補助，另外有八千多萬是門票收入，還有一

些建教合作的收入。  

李：教育部的補助比例相當高。立法院會不會要求提升自籌率？  

F2：講是會講，但如果要求科博館提高自籌率，就應該給它自己運作

的空間，不能同時要求經費嚴格審查，又要求它要很有彈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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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活地去賺錢。這是一體的兩面。  

李：就行政機構、財團法人、行政法人這些組織類型，您認為哪一種

對科博館的發展是最好的？  

F2：每個方法都有它的好與不好，重點在於看人怎麼操作。目前科博

館是公務機關，在使用與編列經費、進用人員方面，彈性很低。

另外，在公務機關裡面，做不好的人沒辦法淘汰，做得好、願意

做的人越做越累，做不好的人壓力卻越來越小。如果有行政法人，

他們就會有真正的壓力，做不好可能就會被淘汰，也會認真思考

如何開源節流。  

舉例來說，我們剛結束一個展覽，展期是今年的三月到九月，展

出很多從甘肅來的化石。這個展覽原先預定要有一千多萬的收

入，結果達標了，收支平衡，所以大家都很高興。可是我仔細想

想，這個展的收入不該只有一千多萬，因為我們的文宣不像企業

行銷這麼好。如果我們可以拿五十萬來請桂綸鎂拍廣告，再拿五

十萬找最優秀的年輕導演，然後拿三百萬去商業電臺臺最熱門的

時段強力放送，做出來的價值可能會是兩千萬。我們一年的文宣

預算只有兩百多萬，而每年有十檔展覽，平均每檔展覽只有二十

萬。這檔展覽用四十萬，已經算不少了，但其實連要在報紙刊登

兩天廣告都不夠。如果我們有足夠的彈性空間，用四百萬做廣告，

價值可能就是兩千萬，但我們現在做不到，因為要公開招標，不

能說想找桂綸美就找桂綸鎂。  

李：英國跟日本也有很多博物館是走行政法人，日本是一法人多館所。

教育部底下幾個跟科學有關的博物館，除了科博館之外，臺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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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館、高雄有科工館。如果未來也成立一個行政法人，下面分

三個館，您認為可不可行？  

F2：不必要疊床架屋，個別的博物館可以自己成立行政法人。各館所

的特色是不一樣的，目前大家的相處也很好，不會踩對方的腳，

而且會互相支援。當然，你慢慢會發現動物園、科博館、科技館

的界線會越來越模糊，科學和藝術漸漸結合。  

李：從精神上來看，一法人多館所是著眼在資源的整合。  

F2：如果三個館是同一個法人，遇到不好的首長，可能變成都長得一

樣，或是一起被卡死。這三個館各有特色，如果上面再加一級，

卻不幸碰到這樣的首長，這三個館是很難發揮的。科博館有獨立

變成行政法人的條件，它有很深的知識內涵，可以跨域加值、產

生財源。我們要讓科博館更活潑，否則它現在是坐擁寶山卻餓肚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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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錄  

受訪者：F3 

訪談人：李天申  

訪談時間：2013 年 10 月 21 日  14：00~15：00 

訪談地點：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  

 

李：請您先針對提綱做概括性的看法？  

F3：我認為現在推動行政法人，已經錯失最佳的時間點。農業試驗所

過去被規劃為行政法人，但拖了十年，這時程太長，不確定因素

太多，影響這機關的每一份子，有能力的人員早就跑去大學了。  

農業試驗所是隸屬於農委會的三級機構，核心的存在價值是透過

我們開發的品種、技術去支持農產業發展。我國農業是以小農為

主，農企業非常少，所以約有 95%的研發能量來自於公部門。農

試所未來的研究發展方向，如果政府要直接干涉，就不要走行政

法人；如果要法人化，政府就不能干涉太多。如果政府不能有太

多的干涉，我們跟農產業可能就會有落差。  

再來，我們過去在談行政法人，就會說「如果走行政法人以後，

人事、財務、會計就會鬆綁」。如果認為現在的制度不好就要設立

另外一套制度，為什麼不在現有的制度下用「排除條款」？   

李：譬如說是甚麼樣的排除條款？  

F3：我們過去被定位為行政機構，不是研究機構，所以被用行政機構

的規定來規範。我們做研究時，需要國外的人才回來，可是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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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去考高考，而這個部份我已經把它突破了。前幾年有考試

委員來視察，我給他們看我們的研究成果，他們看了以後，才發

現我們具有研究能量與能力，也對產業有貢獻。我當場提出建議，

希望能讓我們有一部分的人員可以依照《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來

任用，最後獲得同意了，而且已經明訂在未來的組織法當中。我

舉人事的例子，是要說明可以使用排除條款，指定某些單位的人

員進用不受公務人員的規定，會計、採購也是一樣。  

在現行的會計制度下，如果我有一百萬的花卉研究經費，做到一

半時發現必須買某種儀器，可能要等到明年才能買，不過研究是

不等人的。就行政單位來講，一年要買的東西很固定，但是做研

究有很多不可預期的因素，如果用這種方式去綁，就會有問題。

如果制度可以讓試驗研究單位做彈性調整，會計、採購就都可以

鬆綁了。我覺得這樣的鬆綁，效率最高的，而且還是維持在公部

門，計畫可以跟政策搭配。  

我們是國內規模最大的農業試驗單位，研究員有兩百四十多人，

研究有兩百多項，一年的研究經費約五億。因為這個基礎夠大，

所以儀器可以相互支援，會計也有彈性調整的空間。但採購是我

們最詬病的，因為採購制度是防弊式的，應對研究人員有多一點

的信任。法人化未必可以完全鬆綁，因為不信任法人，反而可能

有更多的監督。  

說到研究機構的法人化，全美有四十個 FFRDC (Federal-Funde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 )。這些研發中心不接受企業的

委託研究，政府資助佔經費的 70%，另外 30%是技轉收入。FFRDC

只接受政府的經費，就是為了保持超然的客觀性，不受企業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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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企業想要研究成果，就技轉賣給它。再來，這些機構的專長

和政府完全互補，和美國聯邦政府的關係，就類似臺灣的工研院

和政府的關係。每個 FFRDC 都是聯邦政府資助成立，然後就用

這筆錢去營運，不像臺灣是每年要提計畫，分年委辦。而且，

FFRDC 是聯邦政府委託非營利組織來間接管理，政府不直接干涉

組織運作。研究人員是沒有退休制的，只要能力夠就能繼續做研

究，但他們每五年要接受一次大型的評鑑。FFRDC 每五年要接受

一次考核，只要任務結束就裁撤了。  

當研究機構被賦予政策任務時，常有人說那就成立行政法人。不

過，成立行政法人還是不脫離行政，改用董事會去監管，我認為

是做不到的，況且研究的變化性很高。總之，我認為法人化的時

間點已經錯失，而且現在立法院的生態也不太允許。  

還有，人事行政總處認為我們的研究可以委外，最近一次的員額

評鑑要我們減少 40%的技工。不過，研究是我們的核心競爭力，

怎麼可能委外？我們的技工有分一般技工、專業技工，人事總處

希望專業技工回歸專業，把非專業的部分拿掉。不可諱言，我們

有很多專業技工是到行政單位來支援，這是因為我們的一般技工

只有 13 人，但他們要做的事情很雜，跟一般行政機關的技工不一

樣，所以我必須讓專業技工來支援。我們要討論行政法人，必須

要更清楚了解基層的聲音。  

李：每年試驗所的施政目標，是由所這邊自己提，還是由農委會交付？  

F3：我們的計畫分為兩個區塊。一塊是核心業務，也就是我們所專長

的一些研究，要對農業的相關問題做系統性的解決，而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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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對產業有貢獻的，這部分是我們可以自己列的。至於另外一個

區塊，是配合政府施政的需求，譬如說針對「黃金廊道」來研究。 

李：根據資料，試驗所是有 KPI 的，品種權、授權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通常一年下來，品種權和授權大概會有多少的收入？  

F3：我們的研發成果分為無償和有償，至於是要無償或有償，由機關

首長來決定。以我的立場，我們的經費是來自於政府，技術回饋

給產業是理所當然的。假設你是農民，如果是簡單的技術，我只

要跟你講一下就可以知道，通常是無償的。但也有一些技術是即

便我跟你講了，你也沒辦法直接拿到。譬如有些品種，我即使跟

農民說這個品種好，但他們也沒能力繁殖，我就會把它技轉給種

苗商。我們做一個技術的授權可能是十萬、二十萬，但開發一個

技術的成本可能是一百萬、兩百萬。而且，我們的授權對象有很

多都是一般農戶，不是農企業，金額也拉不高。  

如果要規劃行政法人，我們有部份的財源就要自籌，所有的成果

都要賣錢，不會再分無償或有償。在一律有償的情況下，因為農

業沒有研發能力，所以都要來跟我們買，這一定會有問題。因為

我們有 95%的研究是靠公家機關，大家卻要付費才能跟我們拿到

技術，這在立法院一定會被罵很慘。  

李：當年要成立國家農業研究院的目的之一，是要解決各單位互相競

爭資源。就您的想法，未來有沒有再整合的一個空間？可能是成

立國家農業研究院，但不一定為行政法人，或許是行政機構的形

式？  

F3：我認為行政法人是沒辦法做整合這件事的。我們各個農業試驗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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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都隸屬於農委會，如果要整合，主委就可以搞定了，不需要再

多透過一個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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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錄  

受訪者：F4 

訪談人：彭錦鵬   

訪談時間：2013 年 10 月 22 日  15：00~16：00 

訪談地點：交通部公路總局材料試驗所  

 

彭：請說明貴機構之設立宗旨與主要業務。  

F4：關於本所之成立，是起源於民國 41 年公路總局接受美援改善臺

灣公路，應美方要求，為確實維護公共工程品質，成立土壤試驗

室。時代更迭，公路總局對於提升公共工程品質未曾稍懈，此番

作為亦為政府所揭之廉能政治指標，本所亦由土壤試驗室擴編改

制為材料試驗所，故「維護公共工程品質不墜」是本所成立之宗

旨。  

本所隸屬於交通部公路總局，接受其指揮辦理公路工程材料試

驗、公路工程品質稽核、工程材料抽驗、施工規範修訂、工程地

質鑽探資料管理及相關研議案件等，並支援公路總局五個養謢工

程處及五個新工工程處，辦理土壤及各種工程材料之試驗、工地

勘查、路面績效調查、工程品管、施工監造及試驗技術訓練、工

程規範及相關技術資料查詢、技術研發等業務。  

彭：就貴機構而言，您認為在人事、會計、採購等方面，現行制度是

否符合組織運作之需求？   

F4：本所組織運作採行交通事業人員人事制度、行政機關預算及會計

制度、政府採購制度等，迄今均符合本所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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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貴所的人力當中是否有做研究的人員？他們是否需要做更深入的

研究研發？  

F4：本所近幾年新進人員都是高考及格之工程人員，且都有研究所的

學歷，所以我會要求本所同仁，能夠至少在本局的月刊裡發表研

究報告，或是彙整實際工地的相關問題等較基本、小範圍的研究

與研發。但更深入的研究與研發之研究人員，目前還沒有，因為

沒有足夠的經費與人力。  

彭：就您的看法，若以行政機構、民營化、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行

政法人來比較，何者是最有助於貴機構達成設立宗旨之組織屬

性？理由為何？  

F4：國內公共工程品質欠佳為嚴重的問題，而公路總局的工程品質一

直能保持一定水準，這與著重工程品質檢驗有密切關係。本所配

合公路總局，至局屬各工程處辦理抽驗工程材料，稽核驗證工程

品質，提昇工程品質。本所支援局屬各工程處之材料試驗，特別

是技術性高或有爭議性案件，皆送本所檢驗，對全局工程品質有

直接影響。  

本所與局屬各工程處業務密不可分，非僅一般單純辦理公路工程

材料試驗，本所與局屬各工程處業務關聯如下：（一）辦理公路總

局委外試驗室審查，以作為局屬各工程處選擇送驗依據。（二）建

置工程地質鑽探管理資料庫，提供局屬各工程處查詢，如 921 災

變後，本所即時提供震害橋樑地質資料，供搶修作業所需。（三）

建立公路工程材料相關規範及品管技術資料庫，提供局屬各工程

處諮詢。如施工規範釋疑及提供 CNS、ASTM、AASHTO、A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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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關規範。（四）配合公路總局及局屬各工程處所需，辦理新進

及在職工程人員施工監造、材料試驗等技術訓練。（五）應公路總

局指派及局屬各工程處要求，辦理施工前勘查地質，施工中遭遇

材料或地質困難問題，或使用中結構體或路面出現異常狀況等之

勘查及研議處理對策。（六）路面績效調查：定期巡迴檢測公路總

局所管轄路面(每年檢測省道約 9,000 車道公里，縣道約 3,000 車

道公里)，提供局屬各工程處，客觀評估路網狀況、排定維修時程、

分析路面損壞原因及提供維修方式等，並有效合理分配養護預

算。（七）近年來公路工程新材料發展迅速，公路總局極為重視，

經常交辦本所評估驗證其性能，以確保工程品質。  

另藉由本所人員與局屬各工程處間人員之調任交流，進行經驗分

享與交流，教學相長，同時培養與提升本所員工及局屬各工程處

人員之工程品管專業能力，進而提升國內工程產業之施工技術品

質及實務技巧。  

本所除隨時支援局屬各工程處辦理工程材料試驗及疑義案件外，

尚兼有配合公路總局辦理品質抽驗、技術訓練、研發、協助司法

及政風人員工程專精訓練等功能，且有部分試驗係國內唯一具有

辦理能力者（如路基土壤 R 值試驗、路面加州平坦度試驗等）。  

綜上，現行以「行政機構」型式推行材料試驗、工地勘查、路面

調查、工程品管、試驗技術訓練、技術資料查詢等業務，以提升

公共工程品質，最有助於達成本所設立宗旨。  

鑑於極端氣候現象已為常態，維護良好的公路維生系統益形重

要，而公路工程品質的確保，均需本所全力配合。且近來發生國



附錄 

323 

內檢試驗單位（包含部分 TAF 認可實驗室）試驗結果配合造假，

試驗品質堪慮，而本所向為各級政府及司法機關信任，如改制為

行政法人、民營化或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恐陷入將一切都交給

市場力量決定主導，影響工程品質檢驗，故為達成本所設立宗旨，

仍應維持現行行政機構之組織。  

彭：你認為貴機構是否具備轉型為行政法人之條件？若是，則要推動

行政法人化，你認為有哪些問題需要克服？時機以何時為宜？  

F4：就政府推動行政法人化的精神而言，經費來源從政府預算轉變為

各機關需自籌經費，可能過於強調成本與績效，失去工程品質的

意義，貿然實施可能將使組織衝突加劇，製造更多問題，甚而徒

耗更多社會資源與成本。  

如要推動行政法人化，有以下問題需要克服：（一）明確的經費來

源。（二）現職人員認同。（三）為提升工程品質，本所人員與局

屬各工程處人員交流調任問題。  

因交通及建設部公路局組織條例草案已經行政院通過送立法院審

議中，相關人事制度由「交通資位」改制「簡薦委制」，其中因機

關改制非已當事人自願，現驟然研議變更本所組織，對當事人衝

擊鉅大，故應以保障當事人權益為最優先考量。  

且本所可能因為沿用早年制定之名稱而造成誤解，本所並非等同

於民間的材料試驗單位，由上可知，本所與外面民間試驗單位只

單純做檢驗有很大不同，除此之外我們也負責許多相關檢調單位

之公正第三方檢測，甚至我認為本所可不稱為「材料試驗所」，而

改稱為「材料技術處」等名稱，就不會導致有如此之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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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錄  

受訪者：F5 

訪談人：彭錦鵬  

訪談時間：2013 年 10 月 30 日  9：00~10：00 

訪談地點：臺北醫院  

 

彭：請您直接先就提綱回答，我們再做追加詢問。  

F5：公家機關受法律程序規範，採購案件自編預算到執行時效冗長，

而且部份公務人員有任期保障，因此相對於私人企業，公務機關

較沒有競爭力。我擔心醫院變成行政法人後，現有監督單位及法

規程序依舊，公務員也大多留任，沒有實質的效果。  

彭：中正文化中心絕大部分的公務員都先轉到其他的教育部機關，所

以裡頭大部份不是公務員，但少部分的公務員仍然保障。  

F5：民進黨政府時期研究過行政法人，我認為這讓政策去決定就好。

我是把這裡當成民營醫院在經營的，我也不把自己當公務員，而

是要管理這間醫院。至於決策的問題，要求我們怎麼改，我其實

沒什麼意見，但不管是民營化還是法人化，到底要怎麼改？政府

的總體想法是什麼？我們要如何配合推動？這是我比較想知道

的。  

彭：就我們現在看臺灣這樣子，您覺得什麼樣會比較好？  

F5：舉例來說，在 SARS 之前，公立醫療體系好像不存在也不被重視，

但 SARS 的發生改變了公共衛生體系，公立醫院當時發揮防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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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治的一線單位，其存在再次受到重視。民營化可能讓醫院變得

更有效率，但也可能造成健保營運問題的惡化，因為臺灣的醫療

浪費問題是多元的，如果讓所有醫院通通都變成民營，容易誘發

民眾看病的需求。公家醫院目的不在追求利潤，而是推動政策，

雖然日本推動法人化成功，但畢竟我們的醫療環境和日本不同，

日本民眾不會隨意就醫，臺灣人的習慣卻不是如此，對急診室的

利用率也較其他國家高很多。所以，對我來說是要提昇醫院的效

益，而不是把它民營化，因為民營化讓醫院效率變好的結果，會

有另外的問題跑出來，而且現有的公務人員安置也是問題。  

102 年 7 月衛生署及社會司合併改制衛生福利部後，增加社會福

利的工作，衛福部醫院要支援全臺各地的老人之家，而且還有弱

勢醫療、長期照護要推動，負責的政策功能越來越多。如果這時

候要談醫院民營化，我們醫院是還好，但若去訪問偏遠地區，那

邊的醫院經營原本就困難，不知道民營化後的效應為何。我認為

公立醫院應該發展特色，做到沒辦法被民營化。  

醫院民營化的結果，變成製造病人、讓財團進去，如果醫療浪費

的問題不解決，一定是血汗醫院。舉例，為何醫院要開車巡迴去

看病人？照理說，車上應該都是服務殘障或老人，不該鼓勵一般

民眾使用，這種看似便民的做法其實變相鼓勵大家看病，美其名

是服務病人，實際上是醫療資源浪費，造成醫院的惡性競爭。  

彭：您對於行政法人你看法是？  

F5：行政法人的目的，是要讓公家機關變得有效率，但有效率的結果

會變怎樣，我剛才說過了。這也讓我擔心，行政法人的管理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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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達到預期的目的？公立醫院不是要增加效率，而是要做公共服

務。  

彭：但行政法人對於人事和行政是有鬆綁的。  

F5：鬆綁當然是有。不過我長期觀察下來，很多國外的制度到臺灣來，

都跟原先的想像差很多。  

彭：找誰來做比較好？  

F5：這我們曾討論過，到底是要找經營好的醫院還是經營困難的醫院

來做行政法人。當時決定挑一個營運情形好的、一個不好的、一

個中間的，但沒有真的推行過，每個醫院一聽到這就怕了。這其

實挑選也沒什麼邏輯，因為好的醫院為什麼要做？有人會說，好

的醫院做行政法人比較會成功，但也有的人會說，若現在就已經

很有效率的醫院，為什麼要做？  

民進黨政府執政期間，有政務委員很積極在推動民營化，但當時

因為突然發生 SARS 疫情，公立醫院站出來發揮其公醫的角色，

才讓當時疫情得以控制，民營化的議題又暫緩。所以，這問題在

學術上可以討論，但真正的狀況很難預料，有些無所適從。我自

己也在想，到底什麼是對的。所以，我們醫院是業績好但又不要

太強調績效，績效只是一部分，要把公共服務考慮進去。  

彭：您剛剛提到，現在醫院又加了老人照顧的問題，那怎麼變成你們

的業務？  

F5：衛福部成立後，增加福利的部分。北區老人之家在新店，以前是

內政部的社福單位，是找外面的醫療單位去支援，但現在改隸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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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部之後，變成我們去支援。老人之家才剛進來，未來要怎麼整

合還不是很確定，只有說過以後路倒病人、補助款都是我們衛生

福利部醫院要協助執行。  

彭：如果署立醫院改成行政法人，一開始要怎麼做？  

F5：公共政策的推行，需要由上而下，明確指引執行的方向，所以如

果經過充分的討論，行政院及衛福部都確認好政策執行的方式、

配套措施及未來走向，我們也會配合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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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錄  

受訪者：F6 

訪談人：劉坤億  

訪談時間：2013 年 10 月 21 日  13：30~14：30 

訪談地點：財團法人國土規劃與不動產資訊中心  

 

劉：中心成立十多年，目前以財團法人的型態來運作。以年度決算報

告來看，差不多是收支平衡，收入差不多在六千萬？  

F6：我們每年收入約五、六千萬，支出也差不多。每年盈餘不多，今

年就虧本。經建會從中美基金拿出三千八百萬成立我們這個財團

法人，但我們跟民間單位一樣，經建會的案子也要去競標。成立

我們的目的是要協助經建會，但事實上相當多比重的時間都花在

競標。  

劉：目前競標的委託案，最長為期多久？最短的大概幾個月？  

F6：長的三年，大約佔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短的半年，甚至不到。  

劉：做為類似智庫的財團法人，卻不能長久地幫政府做規劃。對於這

種狀況，你們內部有哪些思考？有沒有跟經建會建議過？  

F6：政府成立這些財團法人缺乏前瞻性，本中心規模只有四十多人，

為什麼不集結起來，弄一個比較規模大一點的？我們跟臺灣地理

中心的性質很接近，都是經建會成立的，也都做GIS地理資訊系

統，既然如此，為什麼不整合成立國土規劃研究院？朝行政法人

的方向去整合，是我們現在想做的，因為規模太小，競爭力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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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建築研究所也做類似的事。每個單位都自己開小廚房，沒

辦法變大餐廳，沒有戰鬥力。  

劉：不管是什麼組織形式，改制為機構也好，或是財團法人整併成單

一法人也好，或是說爭取行政法人，大概是碰到哪些阻力？  

F6：就是單位的本位主義。整合就是要重新調整權力與利益，這件事

沒有強而有力的行政主管願意由上而下去推動，而且我們的行政

首長更換太快，有整合概念的人被換了以後，底下的人就不理了。 

劉：哪一個行政首長對此比較有概念，也提出比較前瞻性的想法？  

F6：我們是在民進黨執政時期，由經建會張景森副主委推動成立的。

成立初期前兩年，經建會一年給我們兩、三千萬，初步建置臺灣

不動產資訊系統，但到第三、四年，立法院開始質疑民進黨政府

怎麼能夠直接編預算委託給我們，是否官員卸任後是不是要來這

邊當董事長，所以就斷了。在某個程度上，經建會現在也認同要

編固定費用，給財團法人做跟他們配合的事項，但沒有官員有肩

膀扛這件事。倒是內政部營建署有一個開口契約，一年一千五百

萬，是直接與臺灣建築研究中心配合，為什麼營建署可以？因為

他們有去立法院積極爭取。  

劉：你們幾個相關的政府捐助財團法人，私底下有沒有談過這些問題？  

F6：有，我跟臺灣地理資訊中心討論過，應該跟經建會談合併的事。 

劉：合併之後，朝哪一種行政組織屬性會比較好？  

F6：我想朝行政法人。我們想替政府做一些事，但是經費不穩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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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有，有時候沒有。政府自己要養人，不可能用自己的錢去固

定去這些事，所以現有的制度能夠發揮多少，我非常懷疑？  

劉：如果是行政機構呢？有沒有思考過？  

F6：政府有些研究性質的行政機構，研究人員淘汰率很慢，會老化。

如果是財團法人，成立最初幾年，政府有補助然後逐年遞減，讓

各財團法人逐漸有創造財源的能力，那樣也可以。不過，這對研

究性質的單位並不容易。  

劉：中心主要是被定位在規劃研究的部分？  

F6：我們現在是在因應臺灣未來空間發展的問題。譬如，我們花一年

幫經建會處理臺灣國土空間再調整，所謂的「再調整」就是「遷

都」，那為什麼要遷都？因為有大型天災的顧慮。我們也在思考中

部在高鐵一日生活圈的樞紐地位，還有南部產業空洞化等問題。

有些研究課題事務，經建會官員是沒有時間去思考的。我們對實

價登錄也有一些貢獻，但資料如何加工？加工以後，如何轉成公

開的資訊？資料都躺在那個地方，但是我們沒有人力和經費。我

們一天開門運作的成本就要十萬，一個月要三百萬，沒有競爭力

就會倒。我現在很像在踩腳踏車，腳踏車不踩就會倒。  

劉：您可不可以畫出一個圖像，如果有一個像這樣的行政法人，它應

該跟哪些單位整併？人數規模、年度預算應該要多少？要有多少

自創財源？  

F6：如果要成立國土規劃研究院，可以整併經建會的臺灣地理中心、

國土規劃與不動產中心、內政部的建築研究所、經濟部的中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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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調查所。很多國家都是採這種模式，像韓國的國土規劃院，裡

面就有五百多人。如果能把土地、公共設施、建築這三個領域的

單位整合起來，成立行政法人，政府不用編列百分之百的預算，

只要有個比例是由政府補助，另外一部分是自創收入，用這樣的

模式去經營會比較穩定，生產出來的東西也能跟政策結合。  

劉：如果韓國的國土規劃院有五百人，依照人口比例跟國土比例，我

們大概可以達到兩百五十個。  

F6：只有韓國的一半也無所謂。把相關的整合起來，人當然能精簡一

些。  

劉：你們創造出來的哪些知識或是資訊，是可以販售給民間的？  

F6：我們做 GIS 地理資訊系統，就是把所有的空間資訊視覺化、友善

化，例如把手機拿起來，馬上就能查到周邊的地價。現在我們就

在開發這個。經建會也希望把地理資訊系統變成產業來輸出。只

要一般人容易理解加工後的資料，應用性就非常高，交通業、旅

遊業都很需要。這是知識經濟的產業，下個世代的臺灣就是需要

這種東西的輸出，而且時間要越早越好，因為大陸最近這幾年衝

很快，如果我們再不快一點，時機就會錯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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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錄  

受訪者：G1 

訪談人：李天申  

訪談時間：2013 年 10 月 25 日  9：30~10：00 

訪談地點：內政部營建署  

 

李：請您說明國土規劃與不動產資訊中心的設立背景。  

G1：國土規劃與不動產資訊中心是由行政院經建會中美基金捐助，由

營建署提供捐助章程草案規劃。後由經建會報請行政院同意，並

核示由經建會會同內政部研擬相關監督機制，由於該中心係由內

政部許可設立，所以該中心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交由營建署來

負責監督。  

李：就您的了解，目前貴機關如何監督中心之運作？貴機關與中心之

互動狀況為何？  

G1：營建署與中心的互動，分成業務上的互動與監督上的互動。業務

上的互動是依照《政府採購法》，我們沒有對中心做直接的補助，

完全依照採購法和合約來辦理，中心如同一般的廠商。監督的部

分，是依照內政部訂定的《內政部審查內政業務財團法人設立許

可及監督要點》，監督其是否有按照組織章程來運作。我們也每年

按規定監督來監督。因為中心是百分之百由政府捐助的財團法

人，主要業務也是做研究，所以目前沒有什麼問題。  

李：就中心而言，您認為在人事、會計、採購等方面，現行制度是否

符合其運作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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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雖然我們有監督，但主要由該中心業務自理，自給自足。我們不

處理人事的相關事宜，中心董事長遴派是由經建會簽呈行政院，

內部的人事處理也不歸我們管。中心的預算書是附隨於內政部的

預算書一起送立法院，我們僅審查是否符合立法院規定的要求。

本署依「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財務監督要點」規定，每年對該中

心進行實地財務收支及機構運作之查核督導，該中心符合規定。  

李：整體而言，您認為中心採財團法人之模式運作，能否有效達成其

設置宗旨？理想上，是否有更好的其它組織模式，如改制為行政

機關、民營化、行政法人等？  

G1：關於這部分，本署尊重行政院經建會的意見。當然，行政院經建

會若有更好的組織型式主張，例如行政法人，我們樂觀其成。不

過即便中心要成為行政法人，也不一定是內政部主管，畢竟中心

是由行政院經建會捐助成立的，其組織屬性的調整應尊重該會之

考量。另外，如果該中心與臺灣地理資訊中心整併，我們也樂觀

其成，也會尊重行政院經建會之意見。這兩個中心都是由行政院

經建會捐助成立，主管機關卻分別是內政部與經濟部。經建會的

角色比較特殊，明年經建會與研考會要合併為國發會，這二個中

心是否要調整、如何調整其內部組織，宜先視行政院經建會的意

見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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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錄 

受訪者：H1 

訪談人：劉坤億、李天申  

訪談時間：2013 年 10 月 18 日  15：00~16：00 

訪談地點：臺灣教育大學系統  

 

劉：請教您，國家教育研究院的組織法在民國 99 年通過。它一開始的

設定，是要用甚麼組織屬性？  

H1：《國家教育研究院設置條例》在 99 年 3 月 30 日三讀通過，但籌

備處在 89 年 5 月 26 日就已經掛牌了。我們國家需要專業的教育

研究機構，而且從民國 60 年就開始呼籲，直到 80 年左右才有了

共識，就是國家教育研究院可以籌辦，但一定要把相關的機構整

併起來，包括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中等學校教師研習會、國家

編譯館、國家教育資料館等，不過到 89 年籌備處掛牌前，一直沒

有辦法整併。本來籌備處掛牌之後，就要朝整併去做，但因為組

織屬性的問題，到底要用法人還是公務機關，各方一直有意見。

民進黨執政時，希望教育研究院朝行政法人去做，但因為現有的

公務員在整併之後可能變成非公務員，而且當時《行政法人法》

還沒通過，國民黨也反對。後來國民黨再次執政，變成民進黨反

對。  

部裡曾分析，到底用行政法人還是行政機關比較好，最後認為是

行政機關比較好。法人化比較有彈性、效率，但是教育不是營利

事業，如果要有人來委託辦活動、做訓練，或是做投資，這是做

不到的。教育是非營利的，所以教育研究院如果要走法人化，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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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沒有人看好，因為可能募不到錢來做教育的訓練、研究。財源

是教育研究院法人化的最大困難，它只能倚賴政府編預算。如果

要成立財團法人，需要編一大筆資金，可能要上百億，然後靠孳

息來營運，不過政府沒那麼多錢。既然靠基金和孳息是行不通的，

也沒辦法自籌財源，政府就要扛起來，用行政機構來運作，阻力

障礙也比較少。後來，我們去跟民進黨協商，法案就通過了。  

劉：請問部內當時在討論，有沒有討論要採三級機關或三級機構？因

為在基準法中，三級機關是 70 個。教育部有考慮過三級機關嗎？  

H1：新設的單位才比較可能是三級機關。教育研究院是一個整併的單

位，包括國立編譯館、教育資料館、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中等

學校教師研習會，加起來就已經兩百多人。如果要把人數限制在

一百九十個之內，而且還要留一些名額去聘民調、心理測驗等專

業人員，幾乎是沒有空間的，所以我們把它定位為行政機構。當

時人數還被立委限制，不能增加只能減少。  

劉：您覺得目前教育研究院的運作狀況，有沒有達到原來的期待？  

H1：教育研究院的業務才剛開展，需要一些時間，現在恐怕連要新設

立的單位人員都還沒補齊。它設立的宗旨，是要做整體性、系統

性的教育研究，促進國家教育的永續發展，要做政策建議、問題

研究、專業諮詢、意見調查等，這一定要有專業人員進來，現在

應該還沒完全到位。至於被整併的單位，它們原來的功能都沒有

問題，還有在持續。在人事方面，行政人員多數都有公務人員任

用資格，研究人員則是比照大學教授，研究員以上必須是博士。

現在也有一些行政人員是以專案聘用，不需要任用資格，所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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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聘用已經跟行政法人一樣有彈性。至於原來就有任用資格的公

務人員，將來如果改制為行政法人，資格也是有保障的。  

劉：您說到將來改制為行政法人。它未來組織屬性有調整的空間嗎？  

H1：這要很審慎地去評估。改為行政法人，在人事方面的問題不大，

比較擔心的是財源。目前，人員、採購、會計的運作都是順暢的。

如果改為行政法人，人員的退撫有保障，但問題是財源，政府如

果沒有逐年編預算，它沒有自籌財源的能力。  

劉：除了經費預算，它的設立宗旨是要做長期的研究，但現階段我看

它研究的主題，都是配合教育部，而且那些案子都很迫切，不是

長期的。  

H1：教育部有很多案子是應急性的，有時候教育研究院會變成教育部

的研究部。它如果成為行政法人，可以有計畫地做長期研究，但

有時緩不濟急，而且教育部缺乏研究的機制。教育部把問題提供

給教育研究院去研究，是覺得這樣對政策的研究和執行比較有

利。教育研究院很難脫離教育部完全獨立。它要建立十二年國教

資料庫，要改變老師的教學，所以要設計課程、培育種子老師，

到其他縣市推廣。  

劉：就您的觀察，它從成立到現在三年多，教育部綜合規劃司和國家

教育研究院的互動上，現在的狀況如何？  

H1：互動應該是沒有問題的。教育研究院的配合度很高，歷任院長跟

部裡的配合都很好。現任的柯華葳院長，民國 76 年我在臺灣省國

民學校教師研習會擔任主任時，她就是我們的研究部主任，她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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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等於是重新回去。潘文忠副院長原來是教育部的主任秘書，跟

部裡的配合也很好。現在教育研究院的內部工作壓力很大，最主

要是十二年國教政策委任研究規劃的關係。  

劉：如果我們把時間的尺度再放寬，譬如說，十年、二十年之後，國

家教育研究院仍然是一個三級機構，就您的預測，它能不能達成

您的期待？  

H1：當然，如果國家教育研究院能夠像國家衛生研究院，是一個獨立

的財團法人或行政法人，說不定會有更好的功能，可以做有系統

的長期研究。但我還是要提出經費編列的問題，除非讓它也有一

筆很大的基金，或是有一筆社會資源、硬體給它，不然它很難獨

立。如果用公務機關，它又不像中央研究院被提升到一級單位。

如果把國家教育研究院提升到二級單位，跟教育部平行，教育部

就沒辦法對它要求，二者之間之互動配合，又會是另一個新的問

題。  

劉：我們做一個想像，如果學產基金可以挹注在國家教育研究院上？  

H1：當時設置學產基金，是希望幫忙弱勢的孩子。學產基金有幾百億，

但也要看現金有多少，因為它有些是土地、房舍等不動產。如果

學產基金的錢能夠過來，這是很好的創意和建議。  

劉：過去部裡有沒有討論這個議題？  

H1：沒有。因為國家教育研究院法人化行不通，所以要使用公務預算。

如果學產基金變成行政法人的資源，要跟捐資者溝通。  

李：教育部除了國家教育研究院，其實管了很多社教館所。就您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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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這些社教館所有沒有行政法人化的空間？  

H1：這比較有可能，因為社教館所可以賣票，有賣票就會有收入。但

是，社教機構也非管制單位，無法靠賣票維持基本之營運，仍要

由政府按年度編列預算挹注補貼，否則純靠門票收入，一定入不

敷出。像目前中正文化中心是已行政法人化，但有六成左右之經

費，仍是來自政府公務預算之編列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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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錄 

受訪者：H2 

訪談人：李天申  

訪談時間：2013 年 11 月 11 日  10：00~11：00 

訪談地點：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李：請您先針對提綱綜合來談，我們再進行進一步提問。  

H2：設置社教館所的宗旨，是要推動國民教育、提升國民素養，若沒

有利潤可圖，民間是不願意做的，所以這些文教機構有設置的必

要。譬如，即將開館的海科館花了五十幾億，未來它要做海洋科

學教育，還有蒐藏、展出生物標本，這些事情如果國家不做，那

誰會來做？社教機構也可以補足正規教育的不足，因為正規教育

是套裝知識的傳授，但是有些需要互動情境才能感受的東西，必

須到博物館看才能體驗。另外，圖書館可以讓民眾查閱找豐富課

外讀物，也是很重要的社教機構。  

就教育部所屬的文教機構來說，現行的人事、會計、採購制度是

相當不符合需求的。文教機構是低度公權力的機構，但是人員進

用的限制很多，而且人事行政總處現在實施員額控管，很多優秀

人才進不來。科學教育館是民國 45 年成立的，面積大但是人很

少，現在很多優秀人才都還不是正式公務人員。  

會計是最嚴重的問題。我們現在實施作業基金，不是公務預算，

所以想增加自籌經費。但，我們想用自己賺的錢來做制服，會計

卻不准。如果是研考會、中選會或是勞委會那種機關，他們不必

直接對外，員工不用穿制服，但博物館是要對外服務的機構，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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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服並不是福利。譬如去大型遊樂區、百貨公司，員工通通穿制

服，專業形象就建立起來了。博物館員工為什麼不需要穿制服呢？

我們內部討論很久，但會計說現在行政機關就是不能作制服。另

外，採購受採購法規範，也會拖到時效。  

另外常有外國單位邀請我們的同仁去參加會議和比賽，但預算要

先報准，以致臨時性的都要先報行政院。博物館出國的經費竟然

要報到行政院，是連跨兩級了。我們有一個同仁，他是留英碩士，

受邀參加美國技藝博覽會，我本來想用博物館的自籌經費來贊助

他，但會計說不行，理由是他是契僱人員。後來我還是讓他去了，

但我是自掏腰包，因為我覺得他值得栽培。  

人事、會計、採購的制度基本上傾向防弊，把博物館綁得死死的。

但博物館畢竟是低度公權力的單位，這部份是一定要鬆綁。  

李：請問現在研究人員的升遷管道已經通了嗎？  

H2：我們有兩三位研究員，但都兼行政職務，真正有在做的研究很

少，。其實，博物館沒有做研究，這是很大的問題。不過目前有

個曙光，就是《國立社會教育機構作業基金設置條例草案》在立

法院已經一讀通過，未來自籌經費的運用會比較有彈性，至少我

們自籌經費，可以贊助同仁去國外開會，可以做員工制服。  

李：有一種說法是，只要在人事制度上、會計制度上去做一些突破，

讓它變得有彈性，其實不用做行政法人，這樣也可以呀！您認為

呢？  

H2：行政法人意謂制度鬆綁之後，要承擔更多的責任，經費可以自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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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漸減少對國家的依賴。譬如說，國家圖書館沒辦法有自己的收

入，未來可以把經費轉過去，讓它買藏書。基本上，走行政法人

這條路，除非政府保證經費不會減少，否則大家推動法人化的意

願不會太大，這是很現實的，除非有把握會賺大錢，不然會很辛

苦。  

李：就博物館來說，如果真的行政法人化，那對於創造自己的收入，

會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H2：會有瓶頸。我們現在一年的業外收入約三分之一，業內收入約三

分之二。博物館要吸引人，一定要有新的展覽或活動不斷推出。

我們一年約賺九千萬收入，但是全年的預算要兩億一千萬，如果

是民間公司，這算是虧本。所以，我們正努力把常設展與外面的

廠商合作，還有打算利用空間邀請產學研及 NPO 來來創造人潮及

營收。我們也要把展覽活化，走到外面，跟社區、小學合作辦活

動，讓大家親近科教館。在創營收方面，我們還在努力。  

李：長遠來看，您認為博物館適合行政法人嗎？  

H2：長遠來看，我覺得走行政法人會比較好，但這是一刀兩面。既然

是行政法人，主管機關對於這單位所做的活動，就不能有太多意

見，這也是主管機關矛盾的地方，因為一方面做要放手讓它做、

減少經費補助錢，但另一方面又做了些限制規範，怕它脫軌這會

讓人很辛苦。法人化要處理的事情，有一大塊就是人的問題。法

人化的制度鬆了，但是人的觀念可能沒鬆。  

李：除了人的問題，也有人說如果機構採用基金的方式運作，會比較

有行政法人化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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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這是階段性的，我們正要走這條路。剛剛我們講的作業基金設置

條例，就是有別於公務預算的運作。  

李：臺灣有好幾個跟科學教育有關的博物館，包括臺中科博館、高雄

科工館，之後還有基隆海科館，屏東還有海生館。您認為這幾個

博物館，有沒有可能共同成立一個法人？  

H2：如果是一法人多館所，不要疊床架屋，我認為沒有關係。現在各

博物館都是獨立運作的，頂多是業務合作。將來如果走一法人多

館所，會不會在財務、人員方面交流，這還不清楚。一法人多館

所在其他國家做過，包括日本、英國，我認為我們也不要排斥，

說不定互通有無可以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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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錄  

受訪者：H3 

訪談人：李天申  

訪談時間：2013 年 10 月 22 日  10：30~11：00 

訪談地點：臺灣大學園藝系  

 

李：請您先就提綱來提出您的整體看法。  

H3：農業試驗機構的人事、會計、採購都綁得死死的，這是為了防弊，

但過當的防弊作為會影響工作效率。這不是只有農委會所屬單位

如此，全中華民國的政府機構都是這樣。  

再來，最有助於行政院農委會所屬試驗機構達成設立宗旨的組織

屬性為何？就我的看法，政府捐助的財團法人是不必考慮的，民

營化更糟糕。關於公共利益的事，民營化是無利可圖的，優秀人

才會留不住，功能無法顯現。至於行政機關或行政法人，我認為

都可以考慮，如果政府有決心，不管是行政機構或行政法人都做

得通。  

對於農業試驗機關的屬性，我個人比較偏向行政法人，因為它比

較靈活。現在要到試驗機關的唯一一條路，就是高普考，沒有第

二條路。國家考試是很好的方法，但不是最好的方法，它限制人

員的進用，而科學研究有它的專業。我當年規劃行政法人國農院，

人員的進用是打算採雙軌制。如果要當比較有保障的公務員，還

是要經過高普考；另一套進用方式類似企業徵才，只要符合需求

就可以進來。採用雙軌制，會比較有彈性，人員也比較會有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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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行政機關的公務人員除非犯重罪，否則都可以做到六十五

歲退休，沒有績效也沒關係，不能把不好的人汰換掉。總之，我

支持行政法人有三個理由：人才的進用、績效的顯現、人員的汰

換。  

只要行政院有決心，法人化就可以做得到。在推動法人化的過程

中，干預最多的是民意代表，機構要變成行政法人就會找民意代

表來施壓、關說，這就比較難實現。我認為大選之後是推動的最

適當時機，如果快選舉了，什麼事都不敢做，因為每個人都需要

選票。  

李：試驗機構裡面技工、工友的比例很高，相當抗拒法人化，所以找

民意代表來跟行政院、會裡面來施壓。  

H3：是的，農業試驗所就是其中一例。  

李：有一種說法是，行政法人既然要追求制度鬆綁，那可以不做行政

法人，但一樣在人事制度、會計制度、採購制度上去突破，譬如

規定試驗機構可以彈性處理，這樣子同樣能鬆綁。您認為呢？  

H3：這是改一半，效果不大。為什麼德國在二次大戰時變成廢墟，但

到1960年代就站起來，現在是歐盟最強的經濟體？因為做事就是

要有決心，如果只改一部分，不如不改。所有的改變都會牽涉到

制度重整，人員的衝擊更大。為什麼非要技工、工友不可？這是

一種心態：我是博士，要我下田去摸泥土，這怎麼可以？所以，

變成需要很多的技工、工友。如果一定要這些人才能做試驗，那

乾脆由技工、工友來當研究主持人就好。臺灣要進步，必須調整

觀念，展現行政力，要不然談半天都沒進展。所以，就是要有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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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李：十年前農委會規劃國農院法人化，這是由上而下還是由下而上的

決策？  

H3：這是我的構想。我是農業領域出身的，我發覺研究人員的研究項

目越來越少，而且很多人是隨遇而安。當時，我看到一個水稻育

種計畫，期限竟然寫「永續」，換句話說，研究人員從進來到退休，

只打算做這個計畫。沒有錯，水稻要育種，品種要越改越好，但

計畫還是要有期限，譬如說要在四年內或五年內達成目標，達不

成就放棄。「永續」所代表的意義，就是可以混，沒有壓力就沒有

績效。身為政務官的我，責任就是要制訂、推動政策，不能只做

好人，否則國家要這種政務官做什麼？  

李：國農院其實是整合很多的試驗所，這個想法是怎麼出現的？  

H3：在1970、1980年代，農產品佔臺灣出口值約二分之一。臺灣曾是

全世界最大的蘆筍和洋菇罐頭出口國，香蕉在日本的市佔率曾達

八成以上，現在只有百分之二。今日的農業規模已不如前，我們

有很多農業試驗單位和改良場，穿巨人的衣服，但已不再是巨人，

而只是平凡人，所以我認為要把巨人的衣服收起來。我們不調整，

人家就會質疑農業預算每年有一千多億，但農業產值卻佔GDP的

百分之二不到。我們要人家認同農業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自

己就要做調整，讓別人知道農業不是很保守、很封閉的團體，不

是什麼事都不能改變。而且，農業機構的人員太多了，當你不調

整，最後會被擠到後段班。  

李：當年您要推動整併並改行政法人，用意就是要組織精簡，把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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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的人員淘汰，也可以促進各機構的資源整合。對於整併和法人

化，您還希望能夠發揮出什麼效益？  

H3：二次大戰後，臺灣農業生產力提升，糧食供應充足，部分農業人

口開始移到工業。我們農業曾經很輝煌，最大的優勢是技術和人

力，在亞洲名列前茅。但我們現在已經不種洋菇，變成泰國、馬

來西亞在種，因為他們的人力便宜。農業人力到哪裡技術就到哪

裡，這是限制不住的，我們要維持甚至提升農業的領先優勢，唯

一的做法就是要不斷的領先，更好的技術、更好的品種。  

當年，總統、行政院長都支持我的意見，副主委也支持我，但基

層的技工、工友都很討厭我，覺得我是要把他們消滅。我們應該

仿照民間機構，如果員工要離開，總是沒有功勞也有苦勞，要有

優渥的資譴或者是優退條件，以他們的技術和年紀，或許還能在

民間機構或是其他的地方發展。我們要維持領先優勢，就必須把

不必要的負擔卸除掉，這樣才能跑得快，所以精簡組織、人力調

整是必要的。  

李：您剛提到，當時副主委支持行政法人，技工、工友都不支持。不

知各試驗單位的所長、場長，他們的態度大概是怎麼樣？  

H3：我沒調查，並不清楚。他們表面上是支持我，但我也了解他們做

為中間主管的難處，上面有我的意見，他們必須聽，但底下有反

彈，他們要去安撫。我當時告訴所長們，說不定有一天你會做主

委、副主委，如果你也想這樣做，不如別人先替你開個頭，以後

就可以在樹下乘涼。  

李：長遠來看，您認為農業試驗機構法人化是一定要走的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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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不一定，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機構整併。韓國做事的魄力和決心比

臺灣好，德國更不用說，這正是臺灣所欠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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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錄 

受訪者：H4 

訪談人：彭錦鵬、周延  

訪談時間：2013 年 11 月 14 日  13：00~13：30 

訪談地點：中華地工材料協會  

 

彭：請針對提綱說明您的看法，我們再進一步詢問。  

H4：在早期，公路局要自己施工，為了品管，所以設立自己的材料試

驗所作檢測。材料試驗所的人員是公務員，報告做假就是違法，

這是很嚴重的。現在環境改變了，大部分的工程是發包的，而且

大學、民間有很多經過認證的試驗室。交通部的公路總局、高鐵

局、捷運局等單位都有很多工程，但根據合約，現在廠商只要提

出經政府核可的試驗室報告就可以了，不一定要送到材料試驗所

檢測。所以，材料試驗所的替代性很高，業務可由民間辦理。很

多單位成立法人組織是合宜的，但如果要成立法人組織，這涉及

到財務、未來收入運用的問題。公路局材料試驗所是很小的單位，

要養很多人，若要靠試驗賺錢，市場性是不夠的。或許將來可以

規定，重大工程、機密性工程一律由它來試驗。  

彭：以材料試驗所這樣的情況，裁撤也不會造成行政體系的問題？  

H4：我初步來看，應該是還沒有問題。現在有些單位就有自己的試驗

室了，譬如臺灣營建研究院。現在的環境已經跟二、三十年前不

一樣。  

彭：現在公路工程的試驗市場到底怎樣？利潤高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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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很多大學都有試驗室，譬如臺大、中原大學，每個試驗室都在外

面做生意，所以替代性蠻高的。  

彭：會不會變成殺價競爭？反正學校都是無本生意。  

H4：會不會殺價競爭，這個我不敢講，但現在試驗室都要經過認證。

如果是公立學校的試驗室，人員也屬於半個公務員，報告造假是

蠻嚴重的。私立學校也不太敢造假，因為他們要靠這個來增加收

入。  

彭：民間的試驗室會不會出問題？  

H4：合約上都是會寫經過認證的試驗室。民間的試驗室會做自我品

管，如果不好就不敢拿出去。現在會講三級品管，第一層是自我

品管，第二層是認證，最後才是做品質管理。  

周：如果說實施法人化，會有哪些困難？  

H4：我認為材料試驗所不能法人化。現在交通部的工程是委託民間辦

理，試驗也是委託民間。既然如此，要把民間做的事情拿回來政

府機構，除非規定一定要回到政府機關的試驗室才可以，否則沒

有成立法人的條件，因為自償性不夠。所以，它要法人化，碰到

的問題就是替代性高、自償性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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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錄 

受訪者：H5 

訪談人：李天申  

訪談時間：2013 年 11 月 7 日  10：30~11：30 

訪談地點：臺大醫院  

 

李：請您說明署立醫院的成立背景，還有您對公立醫院法人化的看法？  

H5：當年國民政府來臺灣時，發現公醫系統不夠強，所以想在每個縣

市設立至少一家省立醫院、市立醫院。在這數十年當中，的確公

家醫院也讓民眾接觸醫療保健照護機會的差異有顯著降低，再加

上全民健保實施之後，差異更降到最低。然而，現在公立醫院已

經式微了。  

我在臺北縣衛生局服務時，呂秀蓮副總統主張將縣立板橋醫院、

三重醫院轉給民營，國家政府不要再補助。當時我跟她表達反對，

因為在我接手板橋醫院之前，醫院每個月的營業額才兩千七百

萬，但我進去之後，一個月的營業額可提升到七千萬。政府不是

補助醫療，而是要補助醫院協助政府的公共衛生業務，譬如發生

水災、風災需要派人支援時，可以直接請公家醫院的人去，不必

找私人醫院。後來我擔任衛生署副署長時，行政院也要推動公立

醫院民營化，我跟行政院反映，公立醫院的功能雖然不像五十年

前那樣重要，但從公共衛生的角度，還是有一定的功效，尤其是

發生災害時，政府需要公立醫院幫忙，所以我不同意將公立醫院

民營化。臺灣有很多的民營醫院是以賺錢為目的，尤其在發生

SARS 之後，第一個不收住院病人的醫院就是知名的民營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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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該醫院的院長是總統的好友，他公開拒收病患後，就有其他公

私立醫院仿效，對政府這策的實施造成不小的傷害。  

所以我向行政院建議，公立醫院只能推公法人，絕對不能民營。

我支持公法人的原因是在於當時，只要院長拒絕議員、立委的要

求，包括藥品和器材採購、以及人事關說，就會被民意代表威脅

砍預算。還有，醫院的人事系統、會計系統都是一條鞭，被綁死

了，這都讓經營管理人很頭大。所以，我主張醫院走公法人，人

事、會計不會綁那麼死，民意代表也不能關說。公法人雖然不會

直接被民意代表約束，但畢竟還是公家單位，所以發生公共事件

時，政府還是可以要求醫院，而且醫院不能說不行。  

我那時的想法是，如果由臺大、成大等公立醫學院來接管比較有

規模的署立醫院，這些系統可以控制醫療品質，減輕衛生署的負

擔，而且又是公家單位，必須配合政府。有些地區型的署立醫院，

譬如說彰化醫院，它的附近已經有很多醫學中心，所以它需要轉

型，不賺錢、沒人要做的老人照護就是很好的方向。規模比較小

的醫院轉型為公法人，做沒人想做、不會賺錢的事，我相信大家

會支持。  

李：偏遠地區的醫院，譬如旗山、朴子、恆春、臺東，有沒有法人化

的條件？  

H5：都有，朴子也有。我的老家就是以朴子為生活圈，要當地的老百

姓去住醫學中心是不太可能的，如果朴子醫院把住在周圍鄉鎮的

民眾都納入，大家都可以在那邊就醫。那邊的醫院不是要賺錢的，

而是要服務鄉下人、討海人，做中高級醫院不做的事項。布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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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門、學甲的地下井水還是很多，預防公共衛生疾病是國家的責

任，診所才不會做，因為不賺錢。還有老人的問題，現在都是請

外傭和靠外籍配偶，醫院也可以來承擔某些照護工作。  

李：療養院也是可以考慮法人化？  

H5：都可以。  

李：那法人化對這些機構最大的好處是？  

H5：好處是制度鬆綁，有獨立經營的能力。  

李：法人化有兩種模式，一種是每間醫院各自成立法人，另一種是比

照日本，採一個國立病院，但下有一百多個機構。您覺得哪個模

式會比較好？  

H5：跟日本、大陸、美國相比，我們的人口沒那麼多，地又小，交通

方便，其實不用到處成立。有些小醫院不能跟大醫院競爭，而且

當地的醫療資源已經相當充足，我認為可以改做失智症、老人、

精神、癌末緩和醫療照護等比較特殊的照護，然後成立公法人制

度。如果全臺灣只有一家，可能太少了，可以在北、中、南各成

立一家，不要到處都是。小型的署立醫院幾乎都能轉型。  

李：很多人認為行政法人要自負盈虧，一聽到法人化就覺得政府不管

他們了，要自己想辦法。另外，主管機關怕法人化之後，醫院沒

辦法直接掌控。您對於這兩個說法有甚麼樣的看法？  

H5：改成公法人之後，衛生福利部還是可以控制董事會，董事會選出

對的院長就沒有問題了。成立公法人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在董事



附錄 

353 

會監控之下運作，但不能冀望藉由它來賺錢。  

李：您覺得當時行政院有很支持醫院走公法人嗎？  

H5：當時有支持，因為我跟行政院建議時，他們也覺得有道理。不過

後來沒有推很快，原因我就不清楚了。  

李：就您的了解，現在衛福部對這些機構的看法是？  

H5：衛福部的想法和我差不多，如果把小型醫院以循序漸進、先做好

協調說明與宣導再逐步改用公法人的方式去做，他們在某些條件

配合下並不反對。  

李：您你覺得推動的時機呢？  

H5：隨時都可以推，但是要先做宣導。醫院員工最怕搞不清楚公法人

是什麼，可能會以為要把醫院關掉了，同時又失去公務員資格。

衛生福利部要宣導，專業人員必須留下來，讓民眾了解把醫院改

成公法人不會降低醫療品質，可以盡量來就醫、接受照護。希望

民意代表不要生氣，改成公法人並不是醫院就給別人管理，再也

管不到。  

李：署立醫院的家數很多，是不是可以再併一併？  

H5：絕對可以併。不過花東的狀況比較特別，像是玉里醫院太偏遠，

和花蓮醫院的距離很遠，要併在一起不太容易。  

李：我覺得退輔會系統的整併做得蠻好的，現在已經整併成三大系統：

臺北榮總、臺中榮總、高雄榮總。衛生福利部有沒有可能這樣做？

區域聯盟的模式可以再繼續延伸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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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區域模式絕對可行，不必讓每家醫院都五臟俱全，可以由同一區

塊中的其他醫院就近支援。譬如，我以前擔任北市衛生局副局長

時，希望市立醫院不必要五臟俱全，例如，婦幼醫院可以專門做

婦癌防治與早期療育，把人才集中在這邊訓練，然後再把他們分

散到各個市立醫院去幫忙，不要讓病人去跑，而是讓醫師去跑。

當時我稱它為「特色發展，院際整合」。以署立醫院來說，就可以

把臺中、豐原、彰化、南投等醫院整合在一個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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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錄 

受訪者：H6 

訪談人：劉坤億  

訪談時間：2013 年 11 月 20 日  10：00~11：00 

訪談地點：公務人力發展中心  

 

劉：請就您瞭解簡述國土規劃與不動產資訊中心之設立當初之背景、

宗旨與主要業務，以及對組織屬性調整之可行性做綜合性的說明。 

H6：從中心的智庫性質來看，要做到行政法人能夠自給自足等市場性

較強的狀況有其困難，中心目前有三個部門：國土規劃群、不動

產資訊群、資訊室，以國土規劃群與不動產資訊群性質不太一樣，

不動產資訊群比較類似民間的顧問公司，而國土規劃群則是提供

經建會在國土規劃上的政策評估，比較著重在國土規劃之公共性

與公共財研究上面，故公共性比較強，故透過財團法人的方式比

較好，甚至是可以做為「經建會裡的中研院」模式，改採機構化

也是可以考慮的方案，而採行機構層級如果越高，當然能量比較

不會受限，不過這要看國家如何去看待該中心。  

國土中心是不是能夠有市場性出來，其實不同的單位裡也都有市

場性和公共性交雜的狀況，所以是否要以「整個」組織都行政法

人化是仔細考量，不動產資訊群所做得和民間顧問公司業務類

似，故市場性比較高，在服務的過程中可以收費，而資訊室則比

較模糊一些，其既是為中心成立的資訊室，惟其又可以進行接案，

進行一些系統設計的工作，故其比較模糊，故資訊室角色有必要

再釐清；而國土規劃群則比較像傳統的智庫，雖然其也能夠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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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市場性的案件，如土地開發等（中游部分），然這樣的話，其總

體的土地規劃（上游部分）之業務則會受到影響，近來經建會對

其補助愈來愈少，導致該群基於生存考量而接觸了些中游部分的

案件，短期來看可以賺錢，然而對於經建會所需要的政策評估角

色便會降低，針對每十年必須檢討一次的國土規劃來說有不利之

影響。國土規劃不能夠只依賴學者，因為相關學者可能僅著重特

定領域或者並非長期，有必要依賴一個長期關注的智庫角色，故

國土規劃群部分要轉換成行政法人，我比較有疑義。  

而在經建會臺灣地理資訊中心則可以與中心的不動產資訊群整

併，因為雖然兩者所提供的資訊也具有一定的公共性，然這些公

共資訊有其市場價值，可以朝此方面處理，但若要考慮與內政部

的遙測中心整併則因屬不同部會而比較困難。  

劉：如果以現行財團法人運作，目前國土規劃群與不動產資訊群的人

力配置如何？  

H6：最近國土規劃群約 10 位左右，最近一兩年的流動性比較高，因

為要靠自己接案維持生計，所以經費來源不多，所以每個人的生

產力要很高，加上規劃部份之研究比較需要原創而無法複製過去

狀況，因此加班變多、壓力變大，導致人員流動性大，故人員資

歷結構上有落差，僅有 1 至 2 位是 30 歲以上，大部份都是學校剛

畢業、經驗不足的人員，在傳承上有所落差。而不動產資訊群因

為其提供資訊的模式可以複製，可以有學習曲線效應，故在壓力

上比較小。  

劉：不管行政法人或財團法人對中心而言都很適合，反而是經建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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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而經建會的態度又受到立法院的影響。  

H6：以中心來看，中心受到立法院關切的程度還好，國土規劃群的性

質比較向學校模式運作，而不動產資訊群則可朝民間顧問公司模

式運作。而最近經建會副主委比較重視財務導向，與國土規劃所

強調的社會效益的走向不同，特別在外部效益的處理上面的角度

會不一樣，特別在後端財務重分配與再投入上，目前經建會不太

願意投入太多資源在社會效益之研究上，對於總體和社會的重要

性無法反映在政治上面，導致首長不願意花太多成本於此。  

劉：經建會長官對於中心未來屬性之看法為何？  

H6：我只接觸到處長層級，目前處長考慮走向研究性質，初階研究員

遇缺不補，而用多位初階研究員的薪資來聘用較資深的主管，增

加員工長期留在中心的意願，並以更高的觀點來研究國土規劃，

而非投入民間顧問公司市場性較高的中下游接案。當然也可以做

垂直整合，如最近高鐵站區規劃聘請國土中心當顧問，能提供更

總體的國土區位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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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計畫期末報告審查會紀錄  

一、時間：103 年 1 月 3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二、地點：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7 樓簡報室  

三、主席：廖處長麗娟（莊副處長麗蘭代）       記錄：許專員智閔  

四、出（列）席人員：  

學者專家：  

張教授四明（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黃副教授一

峯（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廖教授達琪（國立中山大學政治

學系）（依姓氏筆劃排列）  

機關代表：  

張專門委員靜瑩（教育部綜合規劃司）、朱科長玉葉（教育部終

身教育司）、洪簡任技正偉屏（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科技處）、行

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請假，提供書面意見）  

研究小組成員：  

彭理事長錦鵬（研究計畫主持人）、詹教授鎮榮（協同主持人）、

劉副教授坤億（協同主持人）、李研究員天申、周研究助理延  

本會列席人員：  

邱簡任視察承旭、吳科長怡銘  

五、主席致詞：（略）  

六、研究小組報告：（略）  

七、發言要點：（依發言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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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廖教授達琪（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系）：  

1、本報告第四章係對我國行政組織屬性調整進行問卷調查分析，

建議將此調查分析結果納入研究發現內並進行補充說明。  

2、本研究目標之一為蒐集英國、日本及德國等國家之行政機關

（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各機關委辦專案轉型為行政法

人之方案評估架構、轉型相關問題及因應方式。惟檢視本報告

內容，未解釋說明為何挑選上開國家之背景與理由，且目前英

國及日本已有反省行政法人推動必要性之聲浪，請研究團隊補

充說明可能理由及我國未來因應作法。  

3、本報告提及「行政院各機關委辦專案組織（如災防、資安、住

宅、勞動等）不多，且現行所採委外化之行政分流方式，尚未

有明顯調整之必要。」，惟未就各適當個案進行調查分析，亦

未舉例解釋其中所存在之問題，請補充說明。  

4、本報告第七章第一節研究發現，請補充說明部分：  

（1）  有關所提英國評估架構尤其完善部分，因英國架構並非針

對某一類型之行政組織轉型為行政法人而來（第 12 頁已敘

明），似不宜列為參照之「完善架構」，建議僅視為重要參

考即可。  

（2）  第 3 點及第 4 點提及「機關委辦專案之組織自主性最大，

如涉公權力低，主張委外即可，卻不須改為行政法人」，其

中推導邏輯未釐清部分，請補充說明。  

5、本報告第七章第二節研究建議，請補充說明部分：  

（1） 「行政分流最適化」議題似仍太大，已是就全部行政機關、

機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等所進行之通盤檢討，委託單位

設計之預期目標似未朝此方向要求，建議研究團隊予以適度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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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評估架構分為法律、行政、政治三方面，惟彼此間之界線，

似較難以釐清。例如目前行政與法律內涵頗為近似，且已列

入政治之主管機關支持及改制單位接受因素部分，性質似亦

頗有行政的成分。而政治層面之評估，是否考量納入包括立

法院內各黨派的接受度、相關利害關係人的支持度等因素項

目，請研究團隊再予以評估。  

（3）  「中正文化中心」只列為未來政策行銷案例，卻未顯示其

轉型所遭遇之問題，殊為可惜。建議增補該中心轉型過程所

遭遇的行政、法律、政治問題及因應方式等資料說明。  

6、 本報告第六章轉型可行性評估部分，提出建議之評估架構（表

6-2，第 133 頁至第 134 頁），請嘗試與評估架構圖 5-1（第

101 頁）及圖 5-2（第 102 頁）加以融合，以扣緊本研究主題

及目標。  

（二）張教授四明（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1、本報告第 4 頁焦點團體座談會中部分機關代表、學者專家及立

法委員未能出席，惟事後均有提供書面資料或由研究團隊進行

訪談，請補充說明各場次訪問時間及地點。  

2、本研究目標之一為蒐集英國、日本及德國之行政機關（構）、政

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各機關委辦專案轉型為行政法人之方案評

估架構、轉型相關問題及因應方式。惟未說明該等國家經驗（譬

如「非部會組織公共組織」（Non-Departmental Public Bodies,

簡稱 NDPBs）設立許可程序評估架構之應用等部分），對我國

推動行政組織轉型有何重要啟發，以及如何應用到後續 6 項個

案討論上（第 32 頁至第 34 頁），請補充說明。  

3、本報告第七章所提政策建議如「行政分流最適化」原則如何具

體落實部分，屬未來研究議題，請研究團隊依照本研究預期目

標，再行調整或補充是項建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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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報告雖針對 6 項個案轉型行政法人之可行性召開 1 場次焦點

團體座談會，惟相關資料似未積極納入第六章可行性評估討論

上。另建議研究團隊針對 6 項個案轉型為行政法人以及其轉型

過程應行注意事項，並提出具體明確的政策建議與說明。  

5、本報告第 16 頁提及「前行獨立行政法人」與「移行行政法人」，

惟未對其定義並說明。另第 44 頁提及：「這些財團法人之成

立，…轉型為行政法人之可行性較高。」，與第六章相關的討

論分析似乎有不一致之處，請研究團隊再行釐清。  

6、本報告第 70 頁至第 72 頁請留意問卷調查分析結果，並考量與

第六章可行性評估說法之一致性。另多數行政機關（構）與受

訪財團法人普遍傾向於維持現狀，其與三種可行性評估相容問

題，有待進一步釐清，請補充說明。  

8、本報告第 47 頁表 3-5 誤植文字，請修正。  

（三）黃副教授一峯（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1、  本研究報告內容中，有關日本部分對於何謂「先行獨立法人」

及「移行獨立行政法人」未說明清楚或有必要轉譯為中文概

念，另未就各國轉型相關問題與因應方式挑選個案，及提出具

體政策建議，請研究團隊補充說明。  

2、本報告第四章對我國行政組織屬性調整進行問卷調查分析，惟

檢視報告內容，未針對研究方法、研究過程、問卷設計（組織

概況、組織業務與監督、組織公共性、組織屬性與設置目標等

面向），以及問卷基本假設等觀念或涵義加以明確釐清，請補

充說明。  

3、本報告進行之次數分配分析，部分採用類別尺度（ category 

scales），組織公共性部分另採區間尺度（ interval scales）其他

尺度，相關衡量尺度（scale）有不一致情形。另建議針對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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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進行交叉分析，以瞭解背後所代表涵義，並充實問卷

調查結果分析內容。  

4、本報告提及「僅有教育部監督之中正文化中心於 2004 年 3 月完

成行政法人化。」，惟未對該中心法人化過程，包括推動背景、

遭遇困難、因應方式及其運作狀況等項目，提出具體參考借鏡

基礎，請補充說明。  

5、 本研究目標之一為研析行政機關（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各機關委辦專案組織屬性調整為行政法人之行政、法律與政治

可行性，惟檢視報告第六章可行性評估內容部分，順序卻調整

為法律、行政與政治可行性，請補充說明或適度進行調整。  

6、本報告第七章第二節政策建議部分，未明確區分為立即可行及

中長期建議。另就行政機關角度而言，對於組織轉型普遍趨向

被動因應，未來應由何機關提出或發動轉型議題，如何建置推

動小組及其運作機制，請研究團隊提出具體建議並補充說明。 

（四）張專門委員靜瑩（教育部綜合規劃司）：  

1、  本報告第七章研究發現與結論部分，請研究團隊補充並納入研

究參考：  

（1）  有關研究發現與結論恐有相互矛盾之處，如第 138 頁指出

問卷調查結果，「多數行政機構首長認為以維持行政機構

為優先…，多數首長同樣認為應維持目前之組織屬性，轉

型行政法人之意願不高」；而經審視第 270 頁個案研究訪

談紀錄，國家教育研究院所表達是「有條件」的接受行

政法人化，此與政治可行性評估中「改制單位接受」恐

有相互矛盾之處，請補充說明。  

（2）  有關國家教育研究院係整併相關公務機關而成立，可優先

評估實施作業基金之可行性，賦予較多經費自主，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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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穩定發展後，再逐步階段轉型為行政法人，較有助於

整體院務功能之發揮與推展，請納入研究參考。  

（3）  國家教育研究院與有營利事實的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臺

北醫院等性質不同，其經費來源穩定與否將是該院可否

改制之最大關鍵，爰其可行性應行再酌，請納入研究參

考。  

（4）  本報告第七章研究建議部分，建議設立「行政法人化推動

暨輔導小組」及部會主動檢討所管機構之組織屬性，皆

屬由上而下模式（ top-down model），以全國唯一行政法

人化之案例（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而言，其過程卻是由

下而上模式（bottom-up model）。因此，讓機構本身認知

到其組織確有需變革與調整之處，進而由下而上主動發

起改革，亦為可考量之處，請納入研究參考。  

2、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為教育部所屬之四級機構，惟本報告附

錄（第 155 頁）將其列為三級機構，請研究團隊予以更正。  

3、  經盤查國內研究機構之組織屬性，除中央研究院依總統府組

織法設立外，其餘目前多為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如國家衛

生研究院-衛福部、工業技術研究院 -經濟部、臺灣營建研究院

-內政部等），建議可瞭解此類研究機構組織型態之現況、發展

與問題，俾供未來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屬性調整之參考。  

（五）朱科長玉葉（教育部終身教育司）：  

1、本報告係採質性研究進行，惟首章未提出待答問題，亦未呈現

重要名詞釋義及研究範圍與限制等項目，請補充說明。  

2、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為四級機構，本計畫將之列為三級機構，

請予更正。另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現雖為四級機構，惟為因應

102 年底全區開館，海科館將調整為三級機構，其組織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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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規程及編制表修正案已陳行政院轉送立法院審議，預期近日

將完成立法程序，請研究團隊屆時納入調整。  

4、本報告問卷調查分析部分，其中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問卷回收

率未達 60％，稍嫌不足，其推論建議稍持保留，請研究團隊調

整或補充說明。  

5、本案雖針對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進行個案研究，惟教育部所屬

各社教機構之任務、性質、環境及軟硬體等條件均有所不同，

建議不宜將科博館之評估情形推論至其他館所。請納入研究參

考。  

6、本報告第七章研究發現與結論，請研究團隊修正部分：  

（1）有關設立「行政法人化推動暨輔導小組」，協助各機關單位、

立法院對此屬性選項有較完整之瞭解 1 項：  

a. 查目前政府組織改造作業已大致完成，且立法院於通過行

政法人法時，曾作出「施行 3 年內改制行政法人數以不超

過 5 個為原則，並俟各該法人成立 3 年後評估其績效，據

以檢討本法持續推動之必要性」之附帶決議。目前已擇選

包括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國家表演

藝術中心、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臺灣電影文化中心等

5 個為行政法人優先推動個案。  

b. 上開各單位行政法人化工作已由其主管機關積極規劃辦

理，並將視其成立 3 年後績效，作為行政法人繼續推動之

參考。是以，基於行政法人推動個案及時程，均受限於立

法院附帶決議，所提建議設立推動輔導小組宣導行政法人

屬性一節，似無必要，或可作為未來之長期推動策略。  

（2）有關積極宣導國立中正文化中心改制行政法人之成效，提

升各界支持成立行政法人之誘因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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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自改制為行政法人以來，以「亞洲第一  

世界一流」為願景，積極打造兩廳院為國際級舞臺，而教

育部亦逐年辦理績效評鑑工作，並將評鑑報告公告網路周

知大眾，歷年成效有目共睹。  

b. 誠如上述之立法院附帶決議，目前已擇選 5 個單位作為行

政法人優先推動個案，爰首要之務應是協助此 5 個單位完

成行政法人化工作，待其運作成效評估後，將可作為整體

推廣行政法人機制之宣傳基礎（含中正文化中心）。建議刪

除本項建議或調整文字說明。  

（六）洪簡任技正偉屏（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科技處）  

    1、本報告第七章政策建議有關政治可行性部分，略以「…農業試

驗所因高階主管反對，但主管機關長期不排斥，現階段之政治

可行性再低一些；…」（第 140 頁），據悉農業試驗所高階主管

並不反對行政法人化，建請明察並確認後予以修正。  

2、《附錄一》所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茶業改良場、種苗改良繁

殖場屬行政院四級機構，建請調整（第 156 頁) 。  

3、《附錄二》所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漁業廣播電臺非行

政機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茶業改良場文山分場及魚池分場現

已為茶業改良場派出單位，非行政院四級機構，建請刪除相關

文字（第 163 頁及第 164 頁）。  

（七）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請假，提供書面意見）  

1、本報告第七章第二節研究建議涉及人事行政總處業務部分，

請研究團隊調整內容：   

（1）本報告建議配合政府組織改造，重新建立「行政分流最適

化」原則部分。有關行政組織之型態，係各機關審酌設立

目的、執行任務、業務性質及人力與預算規模等因素後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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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設計，本項建議因涉機關組設，目前係屬行政院研考會

權責，並配合研考會規劃辦理相關事宜。  

（2） 查立法院通過行政法人法時作成「本法公布施行 3 年內，

改制行政法人數以不超過 5 個為原則，並俟各該法人成立

3 年後評估其績效，據以檢討本法持續推動之必要性」之

附帶決議，為確保行政法人制度運作順遂及長遠發展，行

政院秉持「求穩健、不躁進」方式務實推動，並審慎選定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國家表演藝術

中心、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臺灣電影文化中心等 5 個

行政法人優先推動個案，現階段各部會尚無再設立行政法

人之空間，且依上開附帶決議，我國行政法人制度是否擴

大推動，取決於行政院未來評估行政法人優先推動個案之

運作成效。  

（3）有關建議設立「行政法人化推動暨輔導小組」及相關宣導

事宜等節，人事行政總處將依立法院附帶決議，俟上開各

該行政法人成立 3 年且評估其成效時，作為檢討行政法人

法後續推動之參考。  

2、依行政院 101 年 5 月 10 日訂頒之「落實員額總量管理精實

機關人力配置策略方案」，其中策略議題 2「改善行政運作

環境，活化員額彈性調整」規定，由人事行政總處建構適合

以行政法人運作之業務領域及具改制條件機關之認定標

準，並以醫療、研究、文化社教、試驗等機關為優先檢討對

象。鑑於行政院已初步選定上述業務性質之機關為行政法人

化之優先檢討對象，惟實施時程仍未確定，未來是否改制為

行政法人除應符合立法院前開附帶決議之意旨外，並應由各

機關依行政法人法第 2 條規定，自行檢討其業務性質及推動

必要後，提行政院組織改造小組討論，由行政院作成政策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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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查行政院組織法第 4 條規定：「行政院設下列各委員會：一、

國家發展委員會。」，爰本報告中「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

建議修正為「國家發展委員會」。  

（八）  本會意見：  

1、本研究擬研析英國、日本及德國行政機關（構）、政府捐助

之財團法人、各機關委辦專案轉型為行政法人之方案評估架

構、轉型相關問題及因應方式。惟檢視本報告內容，較多為

探討各國相關法人問題，例如英國為行政法人、日本為獨立

行政法人，以及德國公法人，對於各國行政組織部分，是否

具有對應於我國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三級及四級行政機關

（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或各機關委辦專案之組織型態

個案調整過程與情形，尚未具體說明。另建議於表 2-1 納入

我國部分進行歸納比較分析，並補充相關說明。  

2、本報告第四章問卷調查分析部分，為研究團隊投入相當研究

量能所進行之研究設計。惟該項調查結果回饋至政策建議事

項仍屬有限，例如受訪者普遍反映現行組織能有效達成組織

設置目標的比例相當高，進而在組織調整變革之優先順序

上，有高達 8 成以上受訪者希望能維持現狀。此種在現況上

所呈現的現象，如何回饋到推動組織變革相關政策考量，請

研究團隊予以補充說明。  

3、承上，該項調查反映部分受訪之機關首長（13 人 , 7％）及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9 人 , 12.5％）願意優先轉型改制為行

政法人。其中受訪轉型主觀意願高之機構或政府捐助財團法

人，是否可獨立抽離另予分析，特別可將其置於第五章評估

架構及第六章三項可行性評估上，以比較與本研究原所提 6

個個案是否存在差異性，並進而提具政策意涵之建議。此項

建議請研究團隊評估是否增列納入研究內容進行分析。  

4、本報告第五章為行政組織屬性調整之質性資料分析，第二節

小結提及「整體來看，受訪者對於行政機構改制行政法人，

多持正面看法。」（第 83 頁），惟未說明應屬哪些機構？正

面看法比例為何？另該頁下第一次提及「行政分流仍有加強

之空間」文字，尚未定義何為行政分流概念。該章第三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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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改制行政法人之質性資料分析部

分，提及「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因諸多弊象而受外界詬病，

例如逃避國會監督、人事酬庸等，故有學者主張將其改制為

行政法人」（第 84 頁），分析過程未臻明確，請加註或補充

說明。  

5、本報告第五章第六節針對行政機關（構）與政府捐助財團法

人分別提出評估架構與評估要項，此有助於未來組織改制方

向之評估基礎。惟考量我國各級機關（構）數量及類型眾多，

組織目標各異，以行政機關（構）評估架構為例，第一階段

所列「業務存續」、「公權力程度」、「運作彈性」、「市場性」，

是否能進一步提出予以操作化之定義，俾於運用於各類型機

關（構）之實際評估上。  

6、本報告第六章針對法律、政治與行政進行可行性評估，藉由

挑選 6 項個案進行分析，以呈現其在評估上的解釋能力。惟

6 項個案在上述三項可行性評估結果並不一致。如表 6-2（第

133 頁）呈現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與臺北醫院在法律可行性

評估上，認為可採取私法組織形式，以獲得較大彈性（第

114 頁），但在行政與政治可行性上，又認為適合行政法人

轉型。諸如同一個案在不同可行性評估所呈現不同結果，較

缺乏統整性架構及綜合分析說明，致在未來組織轉型的實務

應用上可能會有所限制，建議研究團隊補充說明。  

7、本報告第七章結論關於研究發現部分，提及「英國成立行政

法人及日本將特殊法人、認可法人改制為獨立行政法人，係

將行政組織往內拉回，以提升課責性，並強調可供我國政府

捐助之財團法人改制行政法人之參考」（第 136 頁）。惟就我

國行政組織調整之評估可行個案又多引三級及四級行政機

構說明，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僅舉 1 個案，似與參酌國外經

驗之建議有異，至於如何參考應用，亦請補充說明。  

8、本案前於期中報告審查即建議針對建立「行政分流最適化」

原則，宜多著墨樹立此原則之依據，並說明其意涵。研究團

隊表示業說明於第七章第一節（第 135 頁）。惟經檢視內容

後，雖強調「我國推動行政組織轉型為行政法人應有明確之

目的，而且評估個案屬性調整時，應有多元選項，不可為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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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行政法人而改制」。惟仍未說明具體明確目的究指為何？

請補充說明。  

9、本案研究為行政組織屬性調整可行性評估，因涉及調整為行

政法人等研究內容，建議將「行政法人法」納於附錄內，以

資參考。  

10、本報告格式錯誤或不一致之處，例如表次圖次字體大小與

粗黑體不符格式，及錯漏字等部分，請修正︰  

（1）  目次第四章第一節標題仍請註明為行政院所屬各機關

三級及四級行政機構。  

（2）  附錄一、附錄二仍請註明為行政院所屬各機關。  

（3）  本研究原規劃（第 4 頁），請刪除原規劃文字。  

（4）  第二章頁眉應為「國外行政組織轉型為行政法人之經驗

探討」（第 7 頁至第 30 頁），請修正。  

（5）  第 42 頁下段所敘內容表 3-3 應為表 3-4；第 48 頁表 3-4

應為 3-5，請修正。  

（6）  「以下簡稱技服中心」文字，請刪除（第 45 頁）。  

（7）  各別，請修正為個別（第 49 頁）。  

（8）  通常只該，請修正為指（第 49 頁）。  

（9）  第 53 頁所指應為研究生，並非碩士。  

（10）  本近年，請刪除本字（第 83 頁）。  

（11）  英國、本，請補列日字（第 83 頁）。  

（12）  第 2 條第 2，漏列項，請補列（第 139 頁）。  

（13）  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請修正為國家發展委員

會。  

（14）  其餘請依本會「委託研究計畫作業要點」及委託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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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期末報告印製格式相關規定修正。  

八、研究小組說明：  

  有關資料修訂部分，研究團隊將依據與會學者、機關代表及委託

單位所提供建議進行修正，本研究所涉行政組織屬性調整影響因素，

將予以釐清、調整相關措辭與用語。並補充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三級與

四級機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屬性調整具體建議資料；另錯漏字亦

會一併更正。  

九、主席結論：  

本報告所提政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是指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

過 50％者，以往由主管機關進行監督，目前已改由行政院依據「預算

法」規定，將其預算書送交立法院監督審議。此外，行政院為督促所

屬機關善盡監督管理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責，並強化政府捐助之財團

法人規劃、協調及推動等行政監督事項，爰於 102 年第 1 次提出「政

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行政監督總報告」，請納入研究參考。另建議事項

提及重新建立「行政分流最適化」原則，建議由國家發展委員會主辦，

考量未來組織改造後國發會辦理業務為提升政府組織效能部分，請另

調整該項建議適切主辦機關。  

再次感謝各位學者專家及機關代表撥冗出席本次審查會，與會貴

賓所提各項寶貴建議意見，請研究團隊參酌採納，儘速修訂研究報告

初稿，並於 1 個月內送本會，俾便辦理後續事宜。  

十、散會（中午 12 時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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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期末報告審查意見回應表  

編號  審查意見  意見回應  

1 本報告第四章係對我國行政

組織屬性調整進行問卷調查

分析，建議將此調查分析結果

納入研究發現內並進行補充

說明。  

有關本研究之問卷調查結

果，已列為第七章第一節之研

究發現五。另外，本團隊接受

本項審查意見，補強該研究發

現之說明。  

2 本研究目標之一為蒐集英

國、日本及德國等國家之行政

機關（構）、政府捐助之財團

法人、各機關委辦專案轉型為

行政法人之方案評估架構、轉

型相關問題及因應方式。惟檢

視本報告內容，未解釋說明為

何挑選上開國家之背景與理

由，且目前英國及日本已有反

省行政法人推動必要性之聲

浪，請研究團隊補充說明可能

理由及我國未來因應作法。  

1、本研究蒐集英國、日本之

資料，係委託機關指定。另據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於 2005 年

印製之行政法人法草案說

帖，我國設計行政法人制度

時，有參採英國、日本、德國

之經驗。對此，本研究新增第

一章第三節研究範圍與限

制，說明選取這些國家之原

因。  

2、關於英國及日本反省行政

法人推動必要性之可能理由

及我國因應作法，已於第二章

第四節加強說明。  

3 本報告提及「行政院各機關委

辦專案組織（如災防、資安、

住宅、勞動等）不多，且現行

所採委外化之行政分流方

式，尚未有明顯調整之必

要。」，惟未就各適當個案進

行調查分析，亦未舉例解釋其

中所存在之問題，請補充說

根據焦點團體座談結果，多位

具代表性之受訪者皆認為此

類組織尚無調整行政組織屬

性之必要。故本團隊經徵得委

託機關之同意，未將此類行政

組織列入個案研究。對此，本

研究已於第七章第二節補充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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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4 本報告第七章第一節研究發

現，請補充說明部分：  

（1） 有關所提英國評估架構

尤其完善部分，因英國架構並

非針對某一類型之行政組織

轉型為行政法人而來（第 12

頁已敘明），似不宜列為參照

之「完善架構」，建議僅視為

重要參考即可。  

本團隊接受本項審查意見，修

正第二章第四節、第七章第一

節中有關「英國評估架構最完

善」之論述，改為具有參考價

值。  

5 第 3 點及第 4 點提及「機關委

辦專案之組織自主性最大，如

涉公權力低，主張委外即可，

卻不須改為行政法人」，其中

推導邏輯未釐清部分，請補充

說明。  

第七章第一節之研究發現

三、四，並無本項審查意見所

指之意涵。其中，研究發現三

說明機關委辦專案之自主

性，高於政府捐助之財團法

人、行政機關（構）；至於研

究發現四之重點，在於各行政

組織是否要改制為行政法

人，應依據行政法人法第 2

條第 2 項之法定要件來評

估。這兩項研究發現之內容，

並無因果關係。  

6-1 本報告第七章第二節研究建

議，請補充說明部分：  

「行政分流最適化」議題似仍

太大，已是就全部行政機關、

機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等

所進行之通盤檢討，委託單位

設計之預期目標似未朝此方

「行政分流最適化」與我國推

動行政法人制度之關係密

切，但非本案所能積極處理之

事項。本團隊建議，將「行政

分流最適化」議題作為後續研

究之項目，並於第七章第二節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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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要求，建議研究團隊予以適

度調整。  

6-2 評估架構分為法律、行政、政

治三方面，惟彼此間之界線，

似較難以釐清。例如目前行政

與法律內涵頗為近似，且已列

入政治之主管機關支持及改

制單位接受因素部分，性質似

亦頗有行政的成分。而政治層

面之評估，是否考量納入包括

立法院內各黨派的接受度、相

關利害關係人的支持度等因

素項目，請研究團隊再予以評

估。  

本案於執行過程中，即面臨各

位受訪者對於法律、行政、政

治可行性之界定都不同的狀

況。由於各種可行性重疊之情

況難以避免，故本團隊經討論

後，決定法律可行性以行政法

人法第 2 條第 2 項、行政可行

性以行政法人法草案說帖為

評估依據。至於政治可行性，

有關立法院同意之部分，自然

涵蓋各黨派的接受程度，而各

黨派的接受度，亦能反映相關

利害關係人的意見。對此，本

團隊已於第六章第三節補充

說明。  

6-3 「中正文化中心」只列為未來

政策行銷案例，卻未顯示其轉

型所遭遇之問題，殊為可惜。

建議增補該中心轉型過程所

遭遇的行政、法律、政治問題

及因應方式等資料說明。  

有關中正文化中心轉型行政

法人之個案，主要為政治問

題，第六章第三節有對此個案

做具體說明。  

7 本報告第六章轉型可行性評

估部分，提出建議之評估架構

（表 6-2，第 133 頁至第 134

頁），請嘗試與評估架構圖 5-1

（第 101 頁）及圖 5-2（第 102

頁）加以融合，以扣緊本研究

本團隊接受本項審查意見，於

第六章開頭敘述及該章第四

節中，加強說明相關圖表之關

聯，即表 6-2 為圖 5-1 及圖 5-2

之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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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及目標。  

8 本報告第 4 頁焦點團體座談

會中部分機關代表、學者專家

及立法委員未能出席，惟事後

均有提供書面資料或由研究

團隊進行訪談，請補充說明各

場次訪問時間及地點。  

本團隊接受本項審查意見，將

事後提供之書面意見，以及接

受訪談之紀錄（含時間、地

點），附於焦點團體座談紀錄

中。  

9 本研究目標之一為蒐集英

國、日本及德國之行政機關

（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

人、各機關委辦專案轉型為行

政法人之方案評估架構、轉型

相關問題及因應方式。惟未說

明該等國家經驗（譬如「非部

會組織公共組織」

（Non-Departmental Public 

Bodies,簡稱 NDPBs）設立許

可程序評估架構之應用等部

分），對我國推動行政組織轉

型有何重要啟發，以及如何應

用到後續 6 項個案討論上（第

32 頁至第 34 頁），請補充說

明。  

本團隊接受本項審查意見，於

第二章第四節加強說明，英國

經驗對我國評估行政組織屬

性調整（即評估個案）之重要

意義，在於評估應有具體之架

構（日本、德國較不明確），

且應思考改制之多元可能。  

10 本報告第七章所提政策建議

如「行政分流最適化」原則如

何具體落實部分，屬未來研究

議題，請研究團隊依照本研究

預期目標，再行調整或補充是

項建議內容。  

「行政分流最適化」與我國推

動行政法人制度之關係密

切，但非本案所能積極處理之

範圍。本團隊建議將「行政分

流最適化」議題作為後續研究

之項目，並於第七章第二節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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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說明。  

11 本報告雖針對 6 項個案轉型

行政法人之可行性召開 1 場

次焦點團體座談會，惟相關資

料似未積極納入第六章可行

性評估討論上。另建議研究團

隊針對 6 項個案轉型為行政

法人以及其轉型過程應行注

意事項，並提出具體明確的政

策建議與說明。  

1、本研究進行第六章個案轉

型行政法人之可行性評估

時，基於閱讀流暢性之考量，

未直接引用該場焦點團體之

受訪者意見，但分析時實已參

酌焦點團體、深度訪談之結

果。  

2、本案對 6 項個案進行研

究，目的在於確保本團隊研擬

之評估架構具可操作性，其結

果僅供參考。至於個案是否要

改制行政法人，以及其轉型過

程應行注意事項等建議，非本

案所能處理之範圍。針對個案

之轉型，本團隊建議由個案之

主管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等機

關，進行個別、深入的評估，

以求周延。對此，本團隊於第

六章第四節之結尾處補充說

明。  

12 本報告第 16 頁提及「前行獨

立行政法人」與「移行行政法

人」，惟未對其定義並說明。

另第 44 頁提及：「這些財團法

人之成立，…轉型為行政法人

之可行性較高。」，與第六章

相關的討論分析似乎有不一

本團隊接受本項審查意見，於

第二章第二節補充說明「前行

獨立行政法人」與「移行行政

法人」之定義，並配合修改本

章相關論述，以避免與第六章

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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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之處，請研究團隊再行釐

清。  

13 本報告第 70頁至第 72頁請留

意問卷調查分析結果，並考量

與第六章可行性評估說法之

一致性。另多數行政機關（構）

與受訪財團法人普遍傾向於

維持現狀，其與三種可行性評

估相容問題，有待進一步釐

清，請補充說明。  

本研究之問卷調查結果，為受

訪者之「整體」意見。然而，

本研究研提之法律、行政、政

治可行性，係針對「個別」行

政組織來評估。是以，當「整

體」與「個別」之意見不同時，

本團隊認為應無矛盾與相容

之問題。  

14 本報告第 47 頁表 3-5 誤植文

字，請修正。  

從行政法的角度來看，國家具

有法人格，但行政機構、行政

機構無法人格，故本團隊並未

誤植表 3-5 之文字。  

15 本研究報告內容中，有關日本

部分對於何謂「先行獨立法

人」及「移行獨立行政法人」

未說明清楚或有必要轉譯為

中文概念，另未就各國轉型相

關問題與因應方式挑選個

案，及提出具體政策建議，請

研究團隊補充說明。  

本團隊接受本項審查意見，於

第二章第二節補充說明「前行

獨立行政法人」與「移行行政

法人」之定義。另外，本研究

係針對國外制度來進行分

析，各國個案非屬於本案之範

圍，建議可作為後續研究。  

16 本報告第四章對我國行政組

織屬性調整進行問卷調查分

析，惟檢視報告內容，未針對

研究方法、研究過程、問卷設

計（組織概況、組織業務與監

督、組織公共性、組織屬性與

設置目標等面向），以及問卷

本研究以質性研究為主，問卷

調查僅為輔助蒐集資料之

用，而非主要研究方法。關於

研究過程，已於第四章開頭敘

述中說明。關於問卷之設計，

本團隊於第四章第一節、第二

節中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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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假設等觀念或涵義加以

明確釐清，請補充說明。  

17 本報告進行之次數分配分

析，部分採用類別尺度

（category scales），組織公共

性部分另採區間尺度

（ interval scales）其他尺度，

相關衡量尺度（scale）有不

一致情形。另建議針對問卷調

查結果進行交叉分析，以瞭解

背後所代表涵義，並充實問卷

調查結果分析內容。  

本研究以質性研究為主，採用

問卷調查之目的為輔助蒐集

各行政組織首長對組織現

況、屬性調整之整體性看法，

故僅作敘述性分析。對此，本

團隊於第一章第三節研究限

制中補充說明。  

18 本報告提及「僅有教育部監督

之中正文化中心於 2004 年 3

月完成行政法人化。」，惟未

對該中心法人化過程，包括推

動背景、遭遇困難、因應方式

及其運作狀況等項目，提出具

體參考借鏡基礎，請補充說

明。  

有關中正文化中心轉型行政

法人之個案，第六章第三節有

具體之說明。  

19 本研究目標之一為研析行政

機關（構）、政府捐助之財團

法人、各機關委辦專案組織屬

性調整為行政法人之行政、法

律與政治可行性，惟檢視報告

第六章可行性評估內容部

分，順序卻調整為法律、行政

與政治可行性，請補充說明或

適度進行調整。  

本團隊接受本項審查意見，將

報告內文中「行政、法律與政

治可行性」，統一修正為「法

律、行政與政治可行性」，以

求與第六章之分析一致。  



附錄 

379 

20 本報告第七章第二節政策建

議部分，未明確區分為立即可

行及中長期建議。另就行政機

關角度而言，對於組織轉型普

遍趨向被動因應，未來應由何

機關提出或發動轉型議題，如

何建置推動小組及其運作機

制，請研究團隊提出具體建議

並補充說明。  

1、本研究已於第七章第二節

開頭敘述，說明第一至三項建

議為立即可行建議，第四項為

中長期建議。  

2、關於組織轉型普遍被動因

應，本報告於政策建議四中，

建議各部會於完成二級機關

組改法制化之兩年內，主動檢

討所管行政組織之屬性，並作

必要之調整。  

3、關於行政法人化推動暨輔

導小組之相關建議，本團隊已

於政策建議二加強說明。  

21 有關研究發現與結論恐有相

互矛盾之處，如第 138 頁指出

問卷調查結果，「多數行政機

構首長認為以維持行政機構

為優先…，多數首長同樣認為

應維持目前之組織屬性，轉型

行政法人之意願不高」；而經

審視第 270 頁個案研究訪談

紀錄，國家教育研究院所表達

是「有條件」的接受行政法人

化，此與政治可行性評估中

「改制單位接受」恐有相互矛

盾之處，請補充說明。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多數行政

機構首長對於改制行政法人

之意願不高，但此項發現為受

訪者之「整體」意見，不可推

論為「個別」行政機構首長，

對於行政法人化之意願皆偏

低。是以，當個案受訪者接受

行政法人化、個案具備改制行

政法人之政治可行性，應未與

問卷調查結果矛盾。  

22 有關國家教育研究院係整併

相關公務機關而成立，可優先

評估實施作業基金之可行

本研究接受本項審查意見，於

第七章第一節研究發現六、第

七章第二節研究建議四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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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賦予較多經費自主，俟機

構穩定發展後，再逐步階段轉

型為行政法人，較有助於整體

院務功能之發揮與推展，請納

入研究參考。  

中，補充「可優先評估實施作

業基金、逐步改制行政法人」

之相關論述。  

23 國家教育研究院與有營利事

實的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臺

北醫院等性質不同，其經費來

源穩定與否將是該院可否改

制之最大關鍵，爰其可行性應

行再酌，請納入研究參考。  

本案進行個案研究，目的在於

確保本團隊研擬之評估架構

具可操作性，其結果僅供參

考。至於個案是否要改制行政

法人，本團隊建議由個案之主

管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行

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等機關進

行深入評估，以求周延。對

此，本團隊於第六章第四節之

最末處補充說明。  

24 本報告第七章研究建議部

分，建議設立「行政法人化推

動暨輔導小組」及部會主動檢

討所管機構之組織屬性，皆屬

由上而下模式（ top-down 

model），以全國唯一行政法人

化之案例（國立中正文化中

心）而言，其過程卻是由下而

上模式（bottom-up model）。

因此，讓機構本身認知到其組

織確有需變革與調整之處，進

而由下而上主動發起改革，亦

為可考量之處，請納入研究參

考。  

本團隊接受本項審查意見，於

第七章第二節政策建議四

中，補充「由下而上」變革模

式之相關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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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為教育

部所屬之四級機構，惟本報告

附錄（第 155 頁）將其列為三

級機構，請研究團隊予以更

正。  

本團隊接受本項審查意見，修

正附錄及內文相關說明。  

26 經盤查國內研究機構之組織

屬性，除中央研究院依總統府

組織法設立外，其餘目前多為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如國家

衛生研究院-衛福部、工業技

術研究院-經濟部、臺灣營建

研究院-內政部等），建議可瞭

解此類研究機構組織型態之

現況、發展與問題，俾供未來

國家教育研究院組織屬性調

整之參考。  

本研究係針對全體行政組織

作為研究對象，並非單獨針對

研究機構。本團隊認為本項審

查意見具有研究價值，可作為

後續研究之項目。  

27 本報告係採質性研究進行，惟

首章未提出待答問題，亦未呈

現重要名詞釋義及研究範圍

與限制等項目，請補充說明。 

本團隊參酌本項審查意見，新

增第一章第三節研究範圍與

限制。  

28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為四級

機構，本計畫將之列為三級機

構，請予更正。另國立海洋科

技博物館現雖為四級機構，惟

為因應 102 年底全區開館，海

科館將調整為三級機構，其組

織法、處務規程及編制表修正

案已陳行政院轉送立法院審

議，預期近日將完成立法程

本團隊接受本項審查意見，修

正附錄及內文相關說明。惟本

研究行政機構之統計資料以

102 年 11 月 22 日為準，故國

立海洋科技博物館籌備處仍

列為四級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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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請研究團隊屆時納入調

整。  

29 本報告問卷調查分析部分，其

中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之問卷

回收率未達 60％，稍嫌不

足，其推論建議稍持保留，請

研究團隊調整或補充說明。  

本團隊透過委託機關行政協

助，針對全體 122 家行政院各

部會捐助財團法人之高階主

管進行問卷普查，回收 72 份

有效問卷，回收率達 59%，

高於一般問卷調查之回收率

（回收率常低於 30%），應無

回收率不足之問題。  

30 本案雖針對國立自然科學博

物館進行個案研究，惟教育部

所屬各社教機構之任務、性

質、環境及軟硬體等條件均有

所不同，建議不宜將科博館之

評估情形推論至其他館所。請

納入研究參考。  

本團隊參酌本項審查意見，於

第一章第三節研究限制、第六

章第四節小結之最末段，補充

說明個案之可行性分析結

果，不可推論至所有行政機

構。  

31-1 本報告第七章研究發現與結

論，請研究團隊修正部分：  

（1）有關設立「行政法人化

推動暨輔導小組」，協助各機

關單位、立法院對此屬性選項

有較完整之瞭解 1 項：  

a. 查目前政府組織改造作業

已大致完成，且立法院於通過

行政法人法時，曾作出「施行

3 年內改制行政法人數以不

超過 5 個為原則，並俟各該法

人成立 3 年後評估其績效，據

本團隊參酌本項審查意見，修

改第七章第二節政策建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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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檢討本法持續推動之必要

性」之附帶決議。目前已擇選

包括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國

家運動訓練中心、國家表演藝

術中心、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

心、臺灣電影文化中心等 5

個為行政法人優先推動個案。 

b. 上開各單位行政法人化工

作已由其主管機關積極規劃

辦理，並將視其成立 3 年後績

效，作為行政法人繼續推動之

參考。是以，基於行政法人推

動個案及時程，均受限於立法

院附帶決議，所提建議設立推

動輔導小組宣導行政法人屬

性一節，似無必要，或可作為

未來之長期推動策略。  

32-2 （2）有關積極宣導國立中正

文化中心改制行政法人之成

效，提升各界支持成立行政法

人之誘因 1 項：  

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自改制為

行政法人以來，以「亞洲第一  

世界一流」為願景，積極打造

兩廳院為國際級舞臺，而教育

部亦逐年辦理績效評鑑工

作，並將評鑑報告公告網路周

知大眾，歷年成效有目共睹。 

誠如上述之立法院附帶決

本團隊於執行焦點團體與深

度訪談之過程中，發現許多受

訪者認為國立中正文化中心

為行政法人之失敗個案，並以

其當例子，作為反對行政法人

化之理由。本團隊認同兩廳院

行政法人化後，成效有目共

睹，但這些正面成效未被兩廳

院、教育部以外之人士充分知

悉，顯示上網揭露績效評鑑報

告之作法，不足以讓外界扭轉

其對於兩廳院之負面印象。是



行政組織屬性調整可行性評估之研究 

384 

議，目前已擇選 5 個單位作為

行政法人優先推動個案，爰首

要之務應是協助此 5 個單位

完成行政法人化工作，待其運

作成效評估後，將可作為整體

推廣行政法人機制之宣傳基

礎（含中正文化中心）。建議

刪除本項建議或調整文字說

明。  

以，本團隊仍建議有關單位把

握兩廳院改制行政法人十週

年契機，主動對外傳達兩廳院

行政法人化之成效，以改變外

界對於兩廳院之片面、錯誤認

知。惟有長期持續傳遞完整之

資訊，方能營造推動行政法人

制度之有利環境。  

33 本報告第七章政策建議有關

政治可行性部分，略以「…農

業試驗所因高階主管反對，但

主管機關長期不排斥，現階段

之政治可行性再低一些；…」

（第 140 頁），據悉農業試驗

所高階主管並不反對行政法

人化，建請明察並確認後予以

修正。  

本團隊參酌本項審查意見以

及農業試驗所高階主管 F3 之

訪談紀錄（經受訪者本人確

認），調整相關文字敘述。  

34 《附錄一》所列，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茶業改良場、種苗改良

繁殖場屬行政院四級機構，建

請調整（第 156 頁) 。  

本團隊接受本項審查意見，修

正附錄及內文相關說明。  

35 《附錄二》所列，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漁業署漁業廣播電臺

非行政機構、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茶業改良場文山分場及魚

池分場現已為茶業改良場派

出單位，非行政院四級機構，

建請刪除相關文字（第 163

本團隊接受本項審查意見，修

正附錄及內文相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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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及第 164 頁）。  

36-1 1、本報告第七章第二節研究

建議涉及人事行政總處業務

部分，請研究團隊調整內容：  

（1）本報告建議配合政府組

織改造，重新建立「行政分流

最適化」原則部分。有關行政

組織之型態，係各機關審酌設

立目的、執行任務、業務性質

及人力與預算規模等因素後

規劃設計，本項建議因涉機關

組設，目前係屬行政院研考會

權責，並配合研考會規劃辦理

相關事宜。  

本團隊接受本項審查意見，於

該項政策建議補充說明，行政

院人事行政總處配合國家發

展委員會辦理「行政分流最適

化」原則之重建。  

36-2 （2） 查立法院通過行政法人

法時作成「本法公布施行 3

年內，改制行政法人數以不超

過 5 個為原則，並俟各該法人

成立 3 年後評估其績效，據以

檢討本法持續推動之必要性」

之附帶決議，為確保行政法人

制度運作順遂及長遠發展，行

政院秉持「求穩健、不躁進」

方式務實推動，並審慎選定國

家中山科學研究院、國家運動

訓練中心、國家表演藝術中

心、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臺灣電影文化中心等 5 個行

政法人優先推動個案，現階段

本團隊接受本項審查意見，於

該項政策建議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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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會尚無再設立行政法人

之空間，且依上開附帶決議，

我國行政法人制度是否擴大

推動，取決於行政院未來評估

行政法人優先推動個案之運

作成效。  

36-3 有關建議設立「行政法人化推

動暨輔導小組」及相關宣導事

宜等節，人事行政總處將依立

法院附帶決議，俟上開各該行

政法人成立 3 年且評估其成

效時，作為檢討行政法人法後

續推動之參考。  

37 依行政院 101 年 5 月 10 日訂

頒之「落實員額總量管理精實

機關人力配置策略方案」，其

中策略議題 2「改善行政運作

環境，活化員額彈性調整」規

定，由人事行政總處建構適合

以行政法人運作之業務領域

及具改制條件機關之認定標

準，並以醫療、研究、文化社

教、試驗等機關為優先檢討對

象。鑑於行政院已初步選定上

述業務性質之機關為行政法

人化之優先檢討對象，惟實施

時程仍未確定，未來是否改制

為行政法人除應符合立法院

前開附帶決議之意旨外，並應

本團隊接受本項審查意見，於

第四項政策建議中加強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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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各機關依行政法人法第 2

條規定，自行檢討其業務性質

及推動必要後，提行政院組織

改造小組討論，由行政院作成

政策決定。  

37 查行政院組織法第 4 條規

定：「行政院設下列各委員

會：一、國家發展委員

會。…」，爰本報告中「行政

院國家發展委員會」建議修正

為「國家發展委員會」。    

本團隊已依據本項審查意見

修正。  

38 本研究擬研析英國、日本及德

國行政機關（構）、政府捐助

之財團法人、各機關委辦專案

轉型為行政法人之方案評估

架構、轉型相關問題及因應方

式。惟檢視本報告內容，較多

為探討各國相關法人問題，例

如英國為行政法人、日本為獨

立行政法人，以及德國公法

人，對於各國行政組織部分，

是否具有對應於我國行政院

所屬各機關三級及四級行政

機關（構）、政府捐助之財團

法人或各機關委辦專案之組

織型態個案調整過程與情

形，尚未具體說明。另建議於

表 2-1 納入我國部分進行歸

納比較分析，並補充相關說

本團隊接受本項審查意見，補

充第二章第四節之相關論

述，以及加強表 2-1 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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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39 本報告第四章問卷調查分析

部分，為研究團隊投入相當研

究量能所進行之研究設計。惟

該項調查結果回饋至政策建

議事項仍屬有限，例如受訪者

普遍反映現行組織能有效達

成組織設置目標的比例相當

高，進而在組織調整變革之優

先順序上，有高達 8 成以上受

訪者希望能維持現狀。此種在

現況上所呈現的現象，如何回

饋到推動組織變革相關政策

考量，請研究團隊予以補充說

明。  

本團隊接受本項審查意見，針

對第七章第二節政策建議二

「設立行政法人化推動暨輔

導小組」，以及政策建議三「積

極宣導兩廳院改制行政法人

之成效」，加強說明這兩項政

策建議係期望強化行政組織

推動組織變革之誘因。  

40 承上，該項調查反映部分受訪

之機關首長（13 人 , 7％）及

政府捐助財團法人（9 人 , 12.5

％）願意優先轉型改制為行政

法人。其中受訪轉型主觀意願

高之機構或政府捐助財團法

人，是否可獨立抽離另予分

析，特別可將其置於第五章評

估架構及第六章三項可行性

評估上，以比較與本研究原所

提 6 個個案是否存在差異

性，並進而提具政策意涵之建

議。此項建議請研究團隊評估

是否增列納入研究內容進行

由於本研究之問卷調查係採

匿名施測，無法得知願意優先

改制行政法人之組織究竟為

哪些，亦無法得知哪些問卷係

為本研究之 6 個個案之首長

所填寫，故本項審查意見無法

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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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41 本報告第五章為行政組織屬

性調整之質性資料分析，第二

節小結提及「整體來看，受訪

者對於行政機構改制行政法

人，多持正面看法。」（第 83

頁），惟未說明應屬哪些機

構？正面看法比例為何？另

該頁下第一次提及「行政分流

仍有加強之空間」文字，尚未

定義何為行政分流概念。該章

第三節有關政府捐助之財團

法人改制行政法人之質性資

料分析部分，提及「政府捐助

之財團法人因諸多弊象而受

外界詬病，例如逃避國會監

督、人事酬庸等，故有學者主

張將其改制為行政法人」（第

84 頁），分析過程未臻明確，

請加註或補充說明。  

本團隊接受本項審查意見，修

改第五章第二節小結之論述

方式，並於第三節之開頭文字

中，強化有關政府捐助財團法

人之弊象的論述。  

42 本報告第五章第六節針對行

政機關（構）與政府捐助財團

法人分別提出評估架構與評

估要項，此有助於未來組織改

制方向之評估基礎。惟考量我

國各級機關（構）數量及類型

眾多，組織目標各異，以行政

機關（構）評估架構為例，第

本團隊接受本項審查意見，已

於第五章第六節補充說明評

估要項的操作性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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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階段所列「業務存續」、「公

權力程度」、「運作彈性」、「市

場性」，是否能進一步提出予

以操作化之定義，俾於運用於

各類型機關（構）之實際評估

上。  

43 本報告第六章針對法律、政治

與行政進行可行性評估，藉由

挑選 6 項個案進行分析，以呈

現其在評估上的解釋能力。惟

6 項個案在上述三項可行性

評估結果並不一致。如表 6-2

（第 133 頁）呈現國立自然科

學博物館與臺北醫院在法律

可行性評估上，認為可採取私

法組織形式，以獲得較大彈性

（第 114 頁），但在行政與政

治可行性上，又認為適合行政

法人轉型。諸如同一個案在不

同可行性評估所呈現不同結

果，較缺乏統整性架構及綜合

分析說明，致在未來組織轉型

的實務應用上可能會有所限

制，建議研究團隊補充說明。 

本團隊接受本項審查意見，於

第七章第二節政策建議四之

最後（即本報告結尾），補充

當法律、政治與行政可行性評

估結果不一致時，應如何處置

之論述。  

44 本報告第七章結論關於研究

發現部分，提及「英國成立行

政法人及日本將特殊法人、認

可法人改制為獨立行政法

人，係將行政組織往內拉回，

本團隊接受本項審查意見，修

改第七章第一節研究發現

二，補充說明英國與日本將行

政組織「向內拉回」以強化課

責的相關經驗，對於我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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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升課責性，並強調可供我

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改制

行政法人之參考」（第 136

頁）。惟就我國行政組織調整

之評估可行個案又多引三級

及四級行政機構說明，政府捐

助之財團法人僅舉 1 個案，似

與參酌國外經驗之建議有

異，至於如何參考應用，亦請

補充說明。  

捐助之財團法人改制行政法

人的參考意義。  

45 本案前於期中報告審查即建

議針對建立「行政分流最適

化」原則，宜多著墨樹立此原

則之依據，並說明其意涵。研

究團隊表示業說明於第七章

第一節（第 135 頁）。惟經檢

視內容後，雖強調「我國推動

行政組織轉型為行政法人應

有明確之目的，而且評估個案

屬性調整時，應有多元選項，

不可為改制行政法人而改

制」。惟仍未說明具體明確目

的究指為何？請補充說明。  

本團隊接受本項審查意見，於

第七章第二節政策建議一，補

充說明重建「行政分流最適

化」之目的與內涵。另外，本

團隊於期中報告意見回應表

中，表示已於第七章第一節說

明該原則，係屬誤植。  

46 本案研究為行政組織屬性調

整可行性評估，因涉及調整為

行政法人等研究內容，建議將

「行政法人法」納於附錄內，

以資參考。  

本團隊已依據本項審查意

見，將行政法人法列為附錄

一。  

47-1 本報告格式錯誤或不一致之 本團隊已依據本項審查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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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例如表次圖次字體大小與

粗黑體不符格式，及錯漏字等

部分，請修正︰  

(1) 目次第四章第一節標題

仍請註明為行政院所屬各機

關三級及四級行政機構。  

修正。  

47-2 (2) 附錄一、附錄二仍請註明

為行政院所屬各機關。  

本團隊已依據本項審查意見

修正。  

47-3 (3) 本研究原規劃（第 4 頁），

請刪除原規劃文字。  

本團隊已依據本項審查意見

修正。  

47-4 (4)第二章頁眉應為「國外行

政組織轉型為行政法人之經

驗探討」（第 7 頁至第 30 頁），

請修正。  

本團隊已依據本項審查意見

修正。  

47-5 (5)第 42 頁下段所敘內容表

3-3 應為表 3-4；第 48 頁表 3-4

應為 3-5，請修正。  

本團隊已依據本項審查意見

修正。  

47-6 (6)「以下簡稱技服中心」文

字，請刪除（第 45 頁）。  

本團隊已依據本項審查意見

修正。  

47-7 (7)各別，請修正為個別（第

49 頁）。  

本團隊已依據本項審查意見

修正。  

47-8 (8)通常只該，請修正為指（第

49 頁）。  

本團隊已依據本項審查意見

修正。  

47-9 (9) 第 53 頁所指應為研究

生，並非碩士。  

本研究問卷前測之受測者，皆

為已自臺灣大學 EMPA 畢業

之系友，故為碩士無誤。對

此，本團隊已補充說明。  

47-10 (10) 本近年，請刪除本字（第

83 頁）。  

本團隊已依據本項審查意見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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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1 (11)英國、本，請補列日字（第

83 頁）。  

本團隊已依據本項審查意見

修正。  

47-12 (12)第 2 條第 2，漏列項，請

補列（第 139 頁）。  

本團隊已依據本項審查意見

修正。  

47-13 (13)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

會，請修正為國家發展委員

會。  

本團隊已依據本項審查意見

修正。  

47-14 (14)其餘請依本會「委託研究

計畫作業要點」及委託研究期

末報告印製格式相關規定修

正。  

本團隊已依據本項審查意見

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