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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 國家高級文官團之經驗

壹、前言
1980年代以前的整個世紀，世界各國政府的運作除了少數的政務人員外，
主要依賴以年資、職涯為基礎的職涯制 (career-based system)文官體制。1980年
代以後，先進民主國家陸續採用新公共管理的做法，朝向建立注重績效的文官
體制，形成以職位為基礎的職位制 (position-based system)人事制度。對於高階
文官而言，這種人事制度改變的潮流，則逐漸形成以競爭性篩選為核心的獨特
性文官體，即高級文官團 (Senior Civil Service)。 1
美國是全世界第一個建立高級文官專有制度，也就是通稱為高級文官團的
國家。美國在1979年7月建立高級主管制 (Senior Executive Service, SES)之後，
陸續有幾個國家跟著建立各自的高級文官特別制度。最近的例子是，韓國從2006
年起建立全新的高級文官團 (Senior Civil Service)制度。在30個經濟合作暨發展
組織國家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中，
逐步形成高級文官團的聚合現象 (彭錦鵬，2007)，之後討論高級文官團的論文，
特別是有關高級文官團的各種運作機制和制度邏輯已經越來越為普遍 (Kuperus
& Rode, 2008; OECD, 2003, 2004 2008, 2009; Page & Wright, 1999)。有鑑於高級
文官團的制度概念在我國的討論仍處初步階段，因此對於為何在OECD國家中，
越來越多國家建立獨特的高級文官制度，其原因顯然值得探討並受到我國學界
和實務界普遍重視。
新的文官制度在未受到廣泛的理解之前，往往不容易受到比較深入的探討
和注意，而基於制度慣性的原因，不論是學界或實務界往往出現忽略或漠不關
心的現象。其中隱含著對於新制度概念不甚理解，也隱含著對於並未親身經歷
的新制度所存有的懷疑、保留和恐懼。究竟新制度會有那些優點和缺點？新制
度的核心概念和運作機制是什麼？以及新制度將會帶來的行政後果？都必須加
1

如本文以下所描述的內容，在英文中 Senior Civil Service 可能包含兩種意義，一種是指獨特的、明確的高級文官團制度，
另一種則是泛稱具有特別地位或工作條件的高級文官階層。在本文中，中文的高級文官團，指的是第一種意義，對於第二
種情形則稱為高級文官。但是對於高階文官在傳統的職涯制度下並無特別的地位或工作條件，則稱為高階文官，以便有所
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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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面地、仔細地檢視，以便減低對於新制度的懷疑和抗拒。最後，如果高級
文官團這個制度是有效的、必要的，則如何進行推動，必須要注意哪一些制度
建立的問題，也是相當重要的考慮。因此，本文將集中討論三個問題：第一，
為何需要高級文官團的制度以及OECD國家建立高級文官團的普遍性。第二，高
級文官團制度的核心運作機制為何，以及第三，韓國如何建立高級文官團？

貳、高級文官團的普遍性與必要性
世界各國的文官制度因為政治發展與歷史演變的不同，呈現非常錯綜複雜
難以歸納和釐清的情形。OECD國家一般被統稱為富有國家的集團，但長年發展
以來，OECD會員國增加到30國，也使得其原來主要為歐美先進國家的組成情
況，產生大幅變化。目前其成員國大致上就其文官制度發展的情況，可以分為
四個類別，初創的會員國、新興國家 (如韓國)、後共產國家 (如波蘭)、以及相
對落後國家 (如墨西哥、希臘、土耳其)。 2
1980年代以前，先進民主國家的文官體制基本上建立在韋伯的官僚體制理
論，在依法行政、組織分工、層級節制、書面規定、因事設職、用人唯才、專
業分工的各項原則下，建構出理想型的官僚組織。而這種理想性的官僚組織長
久發展下來，就演變成為以年資、教育程度等具體條件為擔任文官、文官陞遷
的核心機制，文官體制也呈現穩定、固定、一致性的情況，並同時產生不同程
度的僵化現象。尤其是對於組織龐大的文官體系而言，文官制度僵化的情況也
就更為嚴重，在面對時代變遷的情形下，缺乏管理彈性的弊病就不斷浮現。美
國總統卡特在任時推動文官制度改革，所追求的目標就是建立一個「有效率、
開放，和真正為人民理解和尊重的政府」，希望透過文官改革法 (Civil Service
Reform Act)，「在不影響工作保障的情形下，提供更大的管理彈性，使得績效
越好、報酬越高」 (Carter, 1978)。文官改革法所制定的新文官制度有四項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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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從 1910 年革命以來，歷經專制時期、民主轉型時期、一直到 2000 年才進入民主化時代，2003 年 4 月通過專業永
任法 (Professional Career Service Law)，才逐步擺脫長久以來官僚幫派下，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官僚輪替現象 (OECD, 2007: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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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美國各州所廣泛採用 (Dresang, 1982; Ingrham, 1993)，同時也逐漸擴散到世界
各國，特別是先進民主國家 (Lyon & Manor, 1983; Thomas, 1987; Lah & Perry,
2008)。而這四項新的文官制度則包括：績效考核、功績俸、人事主管和人事管
制分離，以及高級主管制 (Senior Executive Service, SES)。
以美國而言，高級主管制就是將傳統第一職等到十八職等的統一性文官升
遷體系，抽離出第十六到第十八職等的職位，形成獨特的高階文官團體。原來
的文官體系是屬於「職位分類制」 (rank-in-position)，而高級主管制則改變成為
「品位制」 (rank-in-person)。美國高級主管制成立的主因，除了要克服主管階
層徵募人才的挑戰，改進管理階層的激勵機制，同時也要增加官僚體制對於政
治領導的回應性 (Perry & Miller, 1991; Ring & Perry, 1983; Rohr, 1980: 205)。由
於要增加官僚體制對於政治領導的回應性，高級主管制規定，在不高於總人數
百分之十的上限前提，高級主管可由非常任文官擔任，也就是可以採用政治任
命人員。
美國的「高級主管制」制度在先進民主國家擴散時，「高級主管制」的名
稱大致上都被「高級文官團」 (senior civil service)所取代。根據Lah與Perry (2008)
的研究指出，高級文官團的制度已經被30個OECD國家中的24個國家所採用 (表
一)。根據Lah與Perry (2008)的研究，在OECD國家中，高級文官團制度被採用的
普遍性 (80%)，和1980年代以來廣泛被各國採用的績效考核 (80%)、績效薪俸
制度 (93%)幾乎是一樣的 (Lah & Perry, 2008: 290)。 3

3

Lah 與 Perry 的研究牽涉到 30 個國家文官制度的不同面向，難免因為調查數據上的疏漏，而出現錯誤。如本文表一中第二
個欄位的內容並非相當精準，僅能做為參考。這種不夠精準、甚至於出現錯誤的現象在全球性調查中，並非罕見。就算在
OECD 的官方調查報告，經常是由各會員國所提供，但是一直到最近幾年，仍然經常出現資料不全的情形，就可以窺出端
倪。國內學者在引用相關資料時，也需要特別加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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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OECD 國家採用高級文官團制度的情形
國家

人口

1

是否採用
高級文官團制度 2

OECD 調查的
「高級文官」
特別團體 3
V
V

冰島
盧森堡
愛爾蘭
紐西蘭
挪威
芬蘭
丹麥
斯洛伐克
瑞士
奧地利
瑞典

290,570
439,539
3,917,203
3,737,277
4,552,252
5,219,732
5,397,640
5,401,000
7,621,200
8,065,166
8,940,788

V
V
V (2000 年代早期)
1988 年*
V
V (1990 年代早期)
V (1980 年代晚期)
V (2000 年代早期)

匈牙利
捷克
葡萄牙
比利時
希臘
荷蘭
澳大利亞
加拿大
波蘭
西班牙
韓國
義大利
法國
英國

10,197,119
10,230,060
10,356,117
10,396,421
10,964,020
16,105,000
18,972,350
31,629,700
38,230,080
40,847,371
46,136,161
57,321,070
59,492,000
59,787,000

V (2000 年代早期)
V (2000 年代早期)
1979 年
V

V
V
V
V

1996 年
1984 年
1981 年
V (2000 年代早期)
2006 年
V (1990 年代早期)
V (2000 年代早期)
1996 年

V
V
V
V
V
V
V
V
V

土耳其
德國
墨西哥
日本
美國

67,844,903
82,536,700
97,361,711
127,679,000
293,655,404

V

V

V (1990 年代早期)
V (2000 年代晚期)
1979 年

V
V

V
V
V

獨特的
「高級文官團」4
年份
人數

1988

200

1979
2000

450

V

1995
1984
2006

950
1,762
4,300
1,850

2006
1998

1,600
3,900

1996

3,800

1978

5,940

說明：* 紐西蘭高級文官團制度已於 2003 年廢止。
資料來源：
1. Turner (2005).
2. Lah & Perry (2008: 282).
3. OECD (2009: 83).
4. 彭錦鵬 (2007: 639)。

從比較嚴格的面向來加以觀察，OECD國家中，對於特定的高級文官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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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法律上的制度，並給予這些特定文官團體具體名稱，不論其採用的字眼為
何，均可視為明確的「高級文官團」。以這個比較明確的標準而言，OECD國家
學習美國的先例，而建立的高級文官團，包括了以下幾個國家：紐西蘭、比利
時、荷蘭、澳大利亞、加拿大、韓國、英國、和美國 (彭錦鵬, 2007)。就時間序
列而言，美國成立高級主管制的時間最早，是1979年。同年，葡萄牙也建立高
級文官團。澳大利亞則在五年之後，也就是1984年緊接著成立高級主管制
(Senior Executive Service, SES)，再過四年，也就是1988年，紐西蘭也建立同樣
名稱的高級主管制。這兩個大英國協的國家，和英國一樣，完全學習美國文官
改革法所創造的四種新人事制度。紐西蘭設立高級主管制之後七年，即1995年
由荷蘭建立高級文官團 (Senior Civil Service)。隔一年，也就是1996年，英國也
建立了高級文官團 (Senior Civil Service)。義大利在1998年建立高級文官團 (義
大利文為la dirigenza)。再過兩年，也就是2000年，比利時也建立高級文官團的
制度。韓國則在2003年確定建立高級文官團的原則，並且經過密集而有秩序的
規劃後，於2006年設立高級文官團。波蘭也在2006年設立高級文官團。加拿大
雖然並未建立明確的高級文官團制度，但是加拿大在1981年特別建立新的管理
類 (Management Category, 現在稱為主管職團)，將負有管理責任的原來高級主
管職團和55種職業和專業主管，合併為專業管理團隊，並且建立特別的管理制
度，也是類似高級文官團的制度。OECD國家有30個成員國，其中就有10個國家
在短短四分之一世紀中成立明確的「高級文官團」。4 這種高級文官團持續成立
的趨勢，顯示高級文官制度的聚合現象相當明顯 (彭錦鵬, 2007)。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建立獨特高級文官團的國家中，特別集中在
人口1,000萬人到6,000萬人之間的中型國家，OECD國家人口在1,000萬人到6,000
萬的國家，總共有14個，其中有8個國家建立高級文官團的制度。同時，在這14
個國家中，只有希臘沒有高級文官團或高級文官的特別團體，其他全部都有高
級文官團或高級文官特別團體 (其中建立高級文官團的國家是：澳大利亞、比利
時、義大利、韓國、荷蘭、波蘭、葡萄牙、英國。具有高級文官的特別團體包
4

紐西蘭在 2003 年廢止高級文官團制度，但是採用更具有私部門特質、彈性的、長期培訓而產生的契約執行長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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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加拿大、西班牙、法國、匈牙利、捷克。)。
但是在所有OECD國家中，除了9個國家明確建立「高級文官團」的名稱和
制度以外，根據OECD在2006年的調查顯示，30個成員國之中，有22個國家 (也
就是73%)對於高階文官已經建立了獨特的團體，或者視為獨特的團體。目前尚
未對於高級文官成立獨特團體的國家，只有奧地利、丹麥、德國、希臘、愛爾
蘭、墨西哥、瑞典及瑞士。而這些國家中，雖然沒有獨特的高級文官團體，但
是大致上都有特定的歷史背景和制度安排。丹麥的高級文官已經朝向固定任期
制、個別和績效薪俸制發展。瑞典的部會組織和人員精簡，政署數量眾多和政
府分權化的情形下，高階文官相對人數少，而未發展出獨特的高級文官團體 (歐
洲公共行政學院，2005)。
再進一步就國家的文官體制是否對於高級文官設計有別於一般文官的特別
條件來看，則除了希臘、墨西哥、瑞士以外，其他國家對於高級文官階層的管
理體系，呈現四種管理密度不同的國家組合，如表二所示。
高級文官制度受到OECD國家普遍的重視，基本上反映了政府與人民都必需
強化領導階層的要求。其主要原因在於，公部門的領導能力是現代國家的核心
關鍵，也是最需要強化的一環 (OECD, 2001)。就國際的競爭環境而言，全球化、
地方分權化、以及資訊科技日新月異已經大幅度改變政府治理環境。各國政府
必須更為重視公部門領導能力的原因包括 (OECD, 2001: 13-14)：
(一) 人民的行動和思考必須兼顧全球和地方的因素，而政府領導階層也因
之必須注意政策的一致性。
(二) 私部門的待遇條件比公部門更為優越，已經嚴重影響公部門領導階層
的留才工作。
(三) 在知識經濟體系中，政府不但要增加政府業務的知識基礎，更需要新
型態的領導人，以創造和分享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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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外在環境迅速變遷，政府也必須相對快速適應，因此更需領導階層的
能力提升。
表二：OECD 國家高級文官團模式的分布
具有正式的高級文官團地位
是
設
定
高
級
文

是

官
的
特
別
條
件

設
有
中
央
的
高
級
文
官
團
辦
公
室

是

荷蘭、英國

比利時、義大利、波蘭、
否

葡萄牙、韓國、美國、
澳大利亞

否
具
有
獨
特
高
級
文
官
團
體

加拿大、捷克、芬蘭、法國、
是

匈牙利、冰島、日本、盧森堡、
紐西蘭、挪威、西班牙、斯洛
伐克、土耳其

否

否

奧地利、德國、愛爾蘭、丹麥、
瑞典

希臘、墨西哥、瑞士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自 Kuperus & Rode (2008: 8); OECD (2009: 83)。

也就是從正面而言，政府面臨國內外各種快速變遷的環境，必須要有更高
的政策規劃能力、反應力、執行力，而這些能力的要求，除了依賴政務人員以
外，更重要的還是需要文官體制的領導階層是穩定的、能幹的幹才所組成。然
而，就OECD國家而言，政府所面臨的困境是多重的，例如：各國政府的形象都
日漸惡化、勞力競爭市場越趨激烈、相對薪水偏低、缺乏企業精神…等，這些
都使得吸引優秀人才，成為文官體制的領導階層，變得更為重要 (OECD, 2001:
25)。而為了吸引優秀人才成為領導階層，特別為高階文官建立獨特的人事體制，
加強吸引人才、留住人才的誘因，也就變成為OECD國家共同的選擇。OECD在
2008年的研究報告中指出，其成員國紛紛建立獨特的高級文官團制度，主要基
於三類原因 (OECD, 2008: 71)：
(一) 創造團體文化，以克服各部會碎裂化、分部化的情況，從而提供部會
9■

之間的人員流動性。
(二) 提供人員徵募和雇用條件的彈性。這項原因主要在吸引公部門內外的
人才中，屬於優秀和最優秀的一群。同時這一些最優秀的人才通常在傳統政府
體系中是難以培養出來的，例如管理的技能和服務管理的經驗。
(三) 釐清政治和行政之間的界限。
雖然這些國內外因素迫使政府必須強化領導階層的能力，但是在歐美先進
國家中向來都是透過傳統的職涯制文官體系，運用各種不同的訓練制度以培養
和提升高階文官的能力；同時在傳統的升遷體系中，已經建立明確的升遷管道。
那麼，為何要另闢蹊蹺建立獨特的高級文官團的制度呢？
各國建立專屬的高級文官制度，不可避免的受到Lah與Perry (2008)所謂制度
學習的影響，但非一味效法美國的模式，而是根據各國的國情而建立不同型態
的高級文官團制度。正因為各國都考量到不同的國情和政治、歷史背景，以建
立 獨 特 的 高 級 文 官 團 制 度 ， 因 此 ， 並 非 皆 能 用 新 公 共 管 理 (New Public
Management, NPM)所造成的改革風潮加以解釋。也許受到OECD國家和世界銀
行各種研究報告的影響，1980年代以來的各國行政學界傾向認為，既然新公共
管理各種改革方案都得到相當廣泛的支持，因此各種行政改革的方向也應該是
全球性的 (World Bank, 1992; OECD, 1995)。不過，事實上，各國推動行政改革
不能夠用新公共管理理論的典範觀念來解釋一切 (Hood, 1995)，因為各國之間的
相似之處基本上是相當表面的，而各國國情之不同則差異甚大。例如柴契爾夫
人主政的英國，最主要的政策目標是創造一個最小作為的國家 (minimalist state)
(Rhodes & Weller, 2001: 239)，而荷蘭創立高級文官制度則是在解決部會各自為
政的問題。韓國屬於相對後進國家，創立高級文官團制度主要在防止各種形式
的恩惠關係之除弊作用和積極的提升文官體系競爭力 (Korean Civil Service
Commission, 2005，轉引自Kim, 2007)。也就是說，各國雖然面臨同樣的國際壓
力，但是反應卻大不相同。在西敏寺國家中，大規模的改革計畫是比較常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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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然而在大陸型議會內閣制國家中則並不常見 (Rhodes & Weller, 2001:
240)。Pollitt與Summa (1997)也認為，各國行政改革方案有所不同的原因來自於
經濟壓力、政治體系的本質、行政結構、以及政黨的政治信念。不過，不論各
國建立高級文官團制度的原因和背景為何，但是就整體OECD國家而言，建立高
級文官團制度已經成為不可逆轉的趨勢。

參、高級文官團制度的核心運作機制
高級文官團的核心運作機制主要圍繞在高級文官職位的篩選機制。而高級
文官職位的篩選機制又因為各國文官制度的特性，可以分為兩種狀況來加以觀
察，一種是以年資為基礎的職涯制度，另一種則是以職位為基礎的管理制度。
在以年資為基礎的職涯制方面，高級文官大部分依賴對於初任文官的長期培
養，並且從中依賴升遷的過程，逐漸挑選出優秀的文官擔任高階職位。但是如
果沒有設計出比較明顯的快速升遷機制，文官體系就不容易吸引優秀傑出的年
輕人在大學畢業之後，參加國家考試，加入公務人員的行列。基於優秀的年輕
人對於職業生涯的考量，會選擇職業升遷相對順暢、升遷速度相對較快、工作
成就感相對較大的就業途徑，因此文官體系就必須相對設計出符合優秀年輕人
預期的職涯制度。
就1980年代以前的先進民主國家而言，大致上提供兩種途徑來吸引和培養
優秀年輕人加入服務行列。一種是透過早期培養和快速升遷的方式，吸引國家
菁英加入工作行列，例如英國的行政見習官和法國透過國家行政學院的考選和
訓練，使其學員能夠快速升遷，成為該國的高級文官。另外一種則是透過特定
的考選和訓練管道，採行完全封閉的升遷方式，逐層培養未來的高級文官，例
如日本和德國所採用的封閉體系。然而，這兩種方式基本上都要透過比較長久
的時間，使大學優秀畢業生能夠產生對於未來必定可以成為高級文官的強烈信
念，而形成普遍為社會大眾所認知的快速升遷預期心理。從預期理論 (expectancy
theory)的觀點來看，為了要形成對於優秀大學生加入公務體系的激勵結構，20
世紀的高級文官體系，相當程度必須依賴以下各項文官制度的配套措施，來形
成甄選優秀人才的誘因：特定的考試管道、高度篩選、長期或早期的訓練、特
11■

定的升遷管道、快速升遷。英國、法國、日本、德國的文官培養體系，大致上
符合這種甄補培訓的模式 (彭錦鵬，1998)。
但是，1980年代以來，OECD國家的文官制度逐漸轉變成為以職位為基礎的
管理制度。職位基礎的文官制度和傳統的職涯制度之間較大的差異是，職位基
礎的文官制度強調文官身分來自於公法契約、針對職位個別甄補、職位開放外
補、強調終身訓練、強調績效與薪資和升遷的關係、部會分權管理。其所形成
的高級文官團/階層的制度邏輯，因此就和傳統的以年資制為基礎的職涯制，呈
現完全不同的制度設計 (彭錦鵬，2007)。
在傳統的年資制、職涯制文官體系中，高階文官是以相當的教育資格，參
加競爭性的考試而取得公務人員地位，此後不斷透過訓練和升遷而進入高階文
官的職位，並受到永任的保障 (如圖一所示)。相對的，競爭制、職位制則是透
過競爭性的篩選而取得特定職位，通常允許內部官員或外部人員共同所以工作
職能之優劣競爭職位。同時可能採取的配套制度，包括：績效管理、績效薪、
契約制、任期制，甚至於像荷蘭和英國般，設立高級文官的專門辦公室。
封閉性流動

年資

教育等資格

永任

無針對性管理機制

特 定 職 位

公 開 徵 才

競爭性資格

職能

契 約 任 期

有針對性管理機制

職位文官體

文 官 職 等

職涯文官體

圖一：職涯文官體和職位文官體對高階職位的制度邏輯
資料來源：彭錦鵬 (2007: 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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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從以職業生涯為基礎的制度，朝向以職位為基礎的文官制度過程中，
有些國家暫時還是保持以各部為中心的文官制度。因此，在各國文官制度的特
性和該國有關高級文官制度特性之間的關係可以分為四種 (如表三所示)：
(一) 具有中央高級文官團辦公室的國家：荷蘭、英國。
(二) 具有高級文官團制度的國家：比利時、義大利、波蘭、葡萄牙、韓國、
美國、澳大利亞。
(三) 具有獨特高級文官團體的國家：加拿大、捷克、芬蘭、法國、匈牙利、
冰島、日本、盧森堡、紐西蘭、挪威、西班牙、斯洛伐克、土耳其。
(四) 設定高級文官特別條件的國家：奧地利、德國、愛爾蘭、丹麥、瑞典。
從表三各國在高級文官制度方面的光譜式發展情況而言，各國對於高階文
官沒有建立特別的制度和條件，已經屬於極為少數，只剩下民主程度最為發達
的瑞士，和相對落後的希臘與墨西哥。其他27個國家，都對高階文官建立特別
的管理機制或設定特別的工作條件，其中尤以將高級文官視為單獨的高級文官
體，並進一步建立高級文官團制度，為數最多。
進一步觀察各國的文官體制，和各國對於高階文官組織體制的交互關係，
顯現職涯制的國家幾乎都呈現將高級文官視為單獨團體的情況。以部門為核心
的文官制度國家，在高階文官因組織體制的光譜上，呈現最為離散的情況，但
是卻也呈現最明顯的高級文官團制度；在9個國家中，就有5個國家建立高級文
官團的制度，其中荷蘭還有單獨設立的高級文官團辦公室。至於採取職位制的
11個國家，建立單獨高級文官團的國家數目只有3個，並沒有特別明顯的狀況。
這種現象有可能是因為在職位制的國家中，由於採取公開競爭的方式來吸引人
才，並且提供相對於職涯制國家更為彈性的工作條件，反而不必建立正式的高
級文官團制度 (OECD, 2008: 71)。因此，整體而言，仍不足以非常肯定的說，採
用職位制的國家，由於採用競爭制、績效管理、績效薪資、任期制、契約制等
管理工具，而比較可能建立高級文官團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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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OECD 國家文官制度和高級文官相關制度特性之間的關係
高級文官團
+辦公室
職涯基礎制
法國
希臘
匈牙利
愛爾蘭
日本
韓國
盧森堡
斯洛伐克
西班牙
土耳其
部門制
奧地利
比利時
捷克
德國
義大利
墨西哥
荷蘭
波蘭
葡萄牙
職位制
高
澳大利亞
度
芬蘭
授
冰島
權
紐西蘭
中
丹麥
度
挪威
授
瑞士
權
英國
低
加拿大
度
瑞典
授
權
美國

高級
文官團

單獨的高
級文官團
體

高級文官具
特別條件

高階文官不具
特別條件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自 OECD (2003; 2009)。

接著要問的是，OECD國家對於高級文官的管理，究竟採用哪些管理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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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錦鵬 (2007)在討論高級文官團制度之聚合趨勢時指出，高級文官團制度在制
度設計上的主要特點包括：(1)以職位為核心，將職位公開競爭；(2)以工作職能
為選才標準；(3)簽訂契約 (固定任期、明定績效目標、績效薪俸)；(4)中央統籌
管理高級文官團制度。韓國學者Pan Suk Kim (2007: 131)則認為包括以下各項：
(1)建立組織效率和追求結果的文化； (2)對於結果的課責； (3)注重績效考核和
工作職能； (4)徵募過程注重領導和管理技能。針對以上各項高級文官團的運作
機制，筆者在〈高級文官團制度之聚合趨勢〉一文中，已有相當詳盡的敘述和
分析 (彭錦鵬，2007)，而OECD和歐洲公共行政學院也都有相當豐富的調查研究
加以解析 (OECD, 2003, 2004, 2009; Kuperus & Rode, 2008)，本文有鑑於高級文
官團的運作成敗與否，雖然必須依靠各種運作機制的環節，互相配套而形成比
較有效的激勵機制，但是高級文官團是否成功的重點，仍然在於能否吸引他優
秀的人才加入，並且形成良性循環，因此本文的重點將集中於高級文官團的人
才甄選工作。
高級文官團的運作機制，如圖二所示，在理論上應該包括以下的各項環節：
早期培養人才或加速培養人才、競爭性的遴選、職位任期制、契約聘用制、核
心工作職能篩選、集中式篩選人才、提供生涯管理、提供較好的待遇、績效管
理、開放外部人才競爭、不適任人員的退場機制、中央管理辦公室。然而，就
OECD的會員國而言，英國是屬於政治干涉最少，文官體系自主性最高的國家，
其典型的高級文官團制度並未包含以上所有理論上最好都擁有的運作機制。因
此，除了從學術角度探討高級文官團運作機制的理想型以外，從現實實務面上
檢視OECD會員國目前所採行有關高級文官團、高級文官特別團體的運作機制，
將能在適當反應高級文官團制度的現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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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高級文官團的運作機制，個人面和組織面的互動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從表四中可以看出，OECD國家中，除了8個國家以外，其餘都針對高級文
官階層建立許多特別的管理機制和工作條件。按照其在各國出現由多而少的頻
率，這些管理機制包括：績效管理、集中型遴選、給於較高的薪水、採用績效
薪制度、立法規範以避免利益衝突、規定特定的任期、實施早期培養、相對於
一般文官任期較短、具有生涯管理機制、必須得到續約才能重新任命。
從表中的出現頻率觀察，績效管理、績效薪、和較高的薪水顯然形成了主
要的激勵機制，而這種情形也反映了公共管理運動的核心精神，也就是競爭導
向、結果導向、市場導向。但是這種誘因機制的前提，仍然在於高級文官團的
成員是否透過競爭的機制而加以篩選，從而形成高級文官團的同僚之間，都能
認同於同屬優秀的同儕團體，否則以目前世界各國，除了新加坡以外，高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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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的薪資水準仍然普遍低於私部門的情況，單純依賴稍微高一點的薪水，一方
面不見得能夠吸引優秀人才進入高級文官團，另一方面也會因為缺乏素質、整
齊優秀的同儕團體來形成主動、積極的高級文官團之團體文化。
表四：OECDD 會員國採用高級文官特別運作機制的分布
特定
團體

績效
管理

比利時
美國
西班牙
英國
法國
荷蘭
葡萄牙
加拿大
匈牙利
冰島
義大利
挪威
波蘭
芬蘭
韓國
土耳其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澳大利亞
德國
愛爾蘭
日本
捷克
盧森堡
紐西蘭
斯洛伐克
瑞典
奧地利
丹麥
希臘
墨西哥
瑞士

V

集中
型遴
選
V
V
V

較高
薪水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避免
利益
衝突
V
V
V
V
V
V

特定
任期

早期
培養

V

V
V
V
V

V
V
V
V
V

相對
任期
較短
V
V

生涯
管理

換約
才能
任命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績效
薪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自 OECD (2009: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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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高級文官團的雇用模式大致包含以下各項 (Kuperus & Rode,
2008: 10)：
(一) 高級文官的遴選比較不重視工作年資；
(二) 採用固定任期或契約；
(三) 注重績效評量；
(四) 開放內部與外部申請人；
(五) 提供公部門組織之間的流動，以及公私組織的流動；
(六) 考慮候選人管理技能和經驗而進行篩選；
(七) 以提供職涯路徑吸引人才或留住人才；
(八) 為強化高級文官的團體認同，提供領導等在職訓練。
就職涯制的國家而言，一般採用相當多的資源在訓練和發展高級文官，以
便讓他們能夠擔當最高階的行政主管職位，而對於高階文官的管理，通常也都
採用中央集權的方式，並且提供明確的生涯發展路徑。職涯制的國家為了提高
高級文官的競爭力，將會逐漸增加固定任期或契約、績效評量、開放外補人才
的作法 (Kuperus & Rode, 2008: 13)。
而相對的，對於採用職位制的國家而言，高級文官的甄募工作是採用出缺
職位公開競爭徵才的方式，向內部人才和外部人才進行公開。對於個別的職位
而言，候選人必須進行特定知識和技能的競爭。雖然內部升遷仍有可能，但基
本上仍然要依賴績效評估，而不是依賴年資的長短。在職位制的國家言，高級
主管的管理，通常都是採用部會分權的方式進行。職位制的國家比較強調職位
的競爭，但是為了也能夠同時留住人才，因此便必須增加職業生涯的吸引力，
並提供在職訓練 (Kuperus & Rode, 2008: 13)。
為了確保高級文官的選用過程，能夠保證相當程度的功績取向和獨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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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過程需要依賴外在的制衡力量。例如透過以下的方法：小組或遴選委員會、
監督單位、中央組織單位、或是在過程中遴聘外人參與，以確保高級文官任命
過程中的政治中立性和獨立性。例如奧地利、丹麥、英國在遴選高級文官的時
候都設置遴選機關的顧問組織，以提供遴選建議。而在希臘、愛爾蘭、荷蘭等
國，則設置常設的高級文官遴選委員會，以便辦理高級文官職位的公開競爭。
或者是像法國、義大利、波蘭、及西班牙由國家行政學院辦理，比利時採用聯
邦遴選徵募辦公室，匈牙利、葡萄牙透過臨時的職位競爭委員會 (Kuperus &
Rode, 2008: 13)。
從競爭程序而言，比利時、法國、希臘、匈牙利、愛爾蘭、義大利、波蘭、
和西班牙，都制定高級文官職位的競爭程序，或正式的徵募辦法。高級文官職
位的公開競爭通常是全國性的，以便甄募到全國最優秀的人才，這種辦法特別
適用於職涯制的國家。而對於丹麥、芬蘭、荷蘭、波蘭、葡萄牙、瑞典等國而
言，公部門以外的專業經驗在高級文官職位的遴選過程中，是被承認的。而這
種作法是職位制國家最常採用的方法 (Kuperus & Rode, 2008: 14)。
高級文官團或一般高階文官的遴選方法是相當多元的，同時和其文官制度
的設計精神息息相關，最常見的徵募流程包括以下各種方式 (Kuperus & Rode,
2008: 14)：
(一) 在高級文官生涯的一開始階段進行競爭性考試。採用國家包括比利
時、德國、法國、義大利、盧森堡。
(二) 在高級文官的任何職位層次進行個人的競爭。採用國家包括奧地利、
比利時、捷克、丹麥、芬蘭、瑞典、斯洛伐克、英國。
(三) 人才庫，每個人都可以申請，一旦進入人才庫，任何職位都只能從人
才庫中選擇。採用國家為波蘭。
(四) 虛擬的人才庫。每一個人都可能是職位的候選人。採用國家為荷蘭。
(五) 績效評量，高級人才的人才庫是透過績效評量的方法，此後的任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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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人才庫中的排名順序。採用國家為愛爾蘭。
(六) 績效契約，高級文官在契約到期時，必須重新申請。遴選對象限於文
官體系。採用國家為比利時。
(七) 績效契約，高級文官在契約到期時，必須重新申請，但是職位的競爭
包含外部候選人。採用國家為西班牙和葡萄牙。
從以上的分析顯示，高級文官團的運作機制必須要有配套的規劃，同時以
競爭性的遴選人才為核心，而達到任用人才、留住人才的目標。OECD國家的經
驗顯示，高級文官團的人才引用方式是多元的、彈性的，而且從這些過程之中
也可以發現，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是單純地透過專業科目的考試進行人才篩選的
工作。

肆、韓國建立高級文官團的經驗
韓國總統盧武鉉在2003年上任之後，就積極推動設立高級文官團制度，希
望透過高階職位的競爭，以強化高階文官的競爭力，並且建立有能力且值得信
賴的政府。
盧武鉉就任之初，就組成政府創新與分權總統委員會，做為進行公部門改
革的機制，提供改革的路徑圖，而這個委員會的第一項工作就是提出人事改革，
其中包括建立高級文官團，同時高級文官團也是所有人事改革的核心。
為建立高級文官團，韓國政府做出了以下各項準備工作 (Kim, 2007; 彭錦鵬,
2007)：
(一) 在2003年委託獨立的研究機關，進行有關高級文官團的研究計畫。
(二) 在2003年和2004年進行司處長職位的工作分析。2003年針對18個部會
機關相對比較重要的957個職位中的457個職位進行工作分析。2004年針對37個
機關委員會558個職位中的431個職位進行工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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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針對工作分析後的結果，進行研究改進績效的課責、工作職能的分析、
以及待遇的改善。
(四) 在2004年1月進行整個政府的競爭性職位公告和32個部會機關中，32個
司處長層級職位，進行跨機關的高級文官任命。
(五) 1999年才成立的韓國文官委員會針對以上的改革，徵詢廣泛的回饋意
見，對象包括：政府官員、學者、新聞記者、民間團體、以及透過公聽會徵詢
一般民眾的意見。
(六) 文官委員會在2004年12月9日召開高級文官團國際研討會，邀請英、
美、加、澳大利亞、荷蘭等國最資深文官主管、學者發表論文，提供各該國高
級文官團制度的實際運作經驗及建議。
(七) 2004年2月設立跨部會的工作編組規劃高級文官團制度。
(八) 2005年1月在文官委員會設立高級文官團規劃署 (Bureau of Senior Civil
Service Project)進行制度規劃工作，12月完成立法，2006年1月正式實施高級文官
團制度 (韓國相關資料見韓國政府網站及文官委員會出版單張摺頁)。
(九) 推動廣泛的公關活動，以便讓一般民眾能夠了解新的制度。
(十) 高級文官的遴選小組，由包括民間部門專家、文官委員會提名人員、
以及由不同政府機關所推薦的人員共同組成。
( 十 一 ) 高 級 文 官 的 訓 練 由 中 央 官 員 訓 練 院 (Central Officials Training
Institute)負責，訓練內容包括：兩到三天的職前訓練、兩個月在職的行動學習
(action learning)、工作職能評量之後以需求為基礎的一週訓練、以及每一位學員
在內閣部長前面提出研究報告的行動學習會議。
韓國在推動高級文官團的過程中，學習和聽取國外的經驗，並且針對韓國
的文官體系進行全面的分析，從而採取以下的改革措施 (Koearn Civil Service
Commision, 2004, 轉引自Kim,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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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從特定部會、機關的人事管理，轉變到整體政府的人事管理體系，逐
步強化競爭和公開性，也就是採取公開競爭和職位公告。
(二) 從以階層制和年資為基礎的薪資制度 (品位制)，轉變到以職位和績效
為基礎的薪資制度 (職位制)。
(三) 從以年資為基礎的升遷，轉變到以績效評量和競爭為基礎的升遷。
(四) 從不夠嚴謹的績效管理，轉變到透過契約和評量制度以進行績效管理。
(五) 從職位輪調，轉變到特定職位的任期制，同時透過生涯管理計劃，強
化專業性。
(六) 從各部會自行徵募人才，轉變到高級文官團整體取材，以便提高所引
用人才的寬廣、全球性視野。
韓國高級文官團所包含高級文官職位種類多元，不但包括中央政府，也包
含地方政府的副道長、道政府教育廳副廳長、借調人員、外交人員、聘用人員、
非常任文官的除外人員，總人數達到1,600人 (Koearn Civil Service Commision,
2006, 轉引自Kim, 2007)。
韓國採用高級文官團制度之後，在文官制度的領導階層上已經產生了重大
的變化 (Kim, 2007)：
(一) 在高級文官之中，已經沒有階層觀念。薪資表的結構是根據工作分析
的結果。
(二) 20%的高級文官職位成為「開放職位制度」，外補人才一旦任命之後，
可以調動到其他職位工作。
(三) 高級文官必須擁有以下的9項核心工作職能：溝通能力、顧客導向服
務、願景的呈現、協調和整合、目標和結果導向、創新性領導、專業精神、了
解潛在的問題、以及策略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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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每年進行績效合約的簽署，績效評量採用四級制。
(五) 薪資制度採用績效制。薪水包括四個部分：基本薪、職位薪 (根據五
種職位類別)、績效薪、額外薪 (例如津貼)。
(六) 每一位高級文官每五年必須認證一次。認證的委員會由7到9位委員組
成，包括文官委員會主席、副部長、文官委員會推薦的專家、政府外的專家。
認證之後，高級文官可能被重新任命、再訓練、或解除高級文官職位。
韓國對於高級文官職位進行全面的檢討和採行新制度的優點包括： (1)預防
各種形式的恩惠主義，以確保各部會公平和負責的人事行政； (2)確保韓國文官
體系的功績原則，高級文官署可以對績效優良者給予較佳的報酬，從而提高競
爭力； (3)檢討過程可以徹底進行對於特定職位的調查和法律狀態的檢驗。也是
儘量減少頻繁調職以求升遷機會的有效工具 (彭錦鵬, 2007)。檢視韓國實施高級
文官團的經驗，由於該國制度運行只有四年，因此其成效尚有待觀察，韓國高
級文官團能否擺脫政治化的陰霾，尤其令人關心 (Kim, 2007: 139)。但是韓國政
府能夠面對全球化發展中，各國互相高速競爭的外在環境，建立提高國家競爭
力的積極性作為，仍然值得其他國家觀摩和學習。

伍、結論
過去三十年的經驗顯示，OECD國家逐漸朝向建立高級文官團的文官制度發
展，以順利應付日趨多元、複雜、快速多變的國內外環境。以擁有優秀領導人
才的穩定力量，領導整個文官體系達成民選政府所要求的各項任務。實際上的
數據顯示，除了高度發展的民主國家瑞士，和發展程度相對落後的希臘、墨西
哥以外，OECD其他國家對於高級文官階層的管理體系，都已建立不同程度管理
密度的特別制度。對於1,000萬人口到6,000萬人口的中型國家而言，14個OECD
國家中，已經有8個建立高級文官團的制度，也就是57%的中型國家已經認知到
高級文官團的重要性。其中並包括荷蘭與英國都為了高級文官團而設立中央政
府的特別機構，來管理高級文官團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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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檢討OECD國家普遍對於高級文官階層建立特別的管理制度，也闡述其
建立管理制度的原因，並論述韓國實際創立高級文官團的經驗，主要在說明，
我國目前的高階文官體系，已經迫切需要進行整體制度的改進，以便透過競爭
性的遴選機制，形成以優秀領導人才為核心成員、受人尊敬的高級文官，做為
所有政府文官的典範和領導力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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