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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人與政署之制度選擇

彭錦鵬∗

摘 要
政署（Agency）模式是英國文官體系一百五十年來革命性的改變。先進
國家學習英國「政署化」 (agencification)經驗的結果是，中央政府中類似政
署的制度，約佔經濟合作發展組織國家中央政府50%到75%的公共預算和公
務人力。
英國的政署和行政法人組織型態，在發展過程中，並不以單一、一致性
規定的法律為行政組織建制的基礎，而採取逐步發展、隨時調整法律規範的
作法，呈現務實、理性的結果。我國的法律體系比較固定僵硬，在行政組織
調整方面，要求以法律為規範的基礎，缺乏彈性、容錯、不斷修正的逐步演
化空間，和政署制度、行政法人制度的基本精神有所出入。
我國如果要採取行政組織多元化的途徑，應該學習英國的經驗，並融合
、適應我國的政治文化和行政文化，優先考慮和傳統部會機關比較接近的政
署模式。政署模式運作比較成熟之後，再行考慮採取行政法人的制度，是較
佳的制度選擇。

關鍵詞：新公共管理、行政法人、政署、行政改革、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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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al Choice between Agency and
Administrative Body
Peng Ching-peng

Abstract
Agency model developed and expanded in UK has greatly reshaped British public organizational
format and civil service since 1980s. Agencification trend in the world has also dramatically changed
the financial as well as civil service structure among OECD governments. British agency model and
administrative body model are analyzed and compared. It is suggested that Taiwan should adopt the
agency model first to avoid overt political influence in personnel appointment. No matter what kind of
organizational model chosen, it is suggested that institutional standards and guidance be established.

Keywords：new public management, agency, NDPB, Quango, administrative reform,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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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這一模式及近年來英國文官薪給、職

壹、緒言

等彈性鬆綁的制度變革，共同形成英國政府
歐美先進國家自從1980年代末期以來，

人事制度最徹底、前進的理念與制度更張。

在石油危機的背景下，各國基於不同的因素

英國的政署模式取法自瑞典十七世紀以

努力精簡財政支出、提高政府效率和效能，

來長久採用的獨立性較高之政府單位。瑞典

紛紛採用機關組織重組及人員精簡等措施，

政署數目約達三百個，行政事務儘量不必部

不斷推動行政改革工作。此一風潮從1990年

長干預，而其年度預算則根據其年報成果做

代開始更為世界各國所積極推動，而形成為

分配。瑞典的政署機制變動較大，在1990年

「新公共管理」 (New Public Management,

到1998年間，新成立了大約一百個新的政署

NPM)政府再造運動。1980年代英國開始推

，但同時也結束了約一百六十個政署 (彭錦

動國營事業全面民營化，大幅削減傳統上的

鵬，2000: 90)。就全球的眼光來看，現在採

公部門組織，其後並陸續推動各種績效管理

用某種政署制度的國家，包括了瑞典、英國

的改革工程。

、荷蘭、芬蘭、日本、美國、牙買加、坦桑

就政府組織型態而言，政署制度

尼亞、葡萄牙等國家。雖然目前資料並不是

(agency system)可以說是影響世界各國最大

非常的充分，但經濟合作發展組織最近的預

的組織變革。從1988年開始，英國首相柴契

測是，在中央政府中類似於政署的制度，大

爾夫人根據續階計畫 (Next Steps)陸續推動

概佔了經濟合作發展組織國家中央政府50%

從瑞典引進的「政署」制度，將行政機關中

到75%的公共預算和公務人力 (OECD, 2003)

公權力的行使程度較低而提供服務的性質較

。「政署化」 (agencification)因此成為歐美

高者，改變為由執行長擁有人事和財政裁量

公共行政學者所熱烈討論的主題，而跨國比

權的行政首長。英國實施政署制度以來，將

較研究政署制度的風潮仍然持續之中 (Pollitt

近八成的英國文官都改隸到政署之下。同時

et al., 2004; Pollitt & Talbot, 2004; Pollitt &

，英國的政署制度並向外擴散到世界各國，

Bouckaert, 2004)。

成為各國紛紛學習的對象。從文官體系的制

政署制度的優點是，政署擁有較大的自

度運作而言，政署模式的創設與持續發展，

主空間，將會帶來經濟規模、生產力、或者

是英國文官體系一百五十年來最具革命性的

顧 客 回 應 性 的 改 進 (Pollitt & Boucka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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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175) 。政署的優點從英國文官體系大

除部會碎塊化的情況。然而，績效目標和課

量採用政署型態的組織而言，已經獲得證實

責的關係往往沒有充分整合，也就不能夠發

。單一目的、功能的政署，主要在於追求組

揮效果。Pollitt主張，政署制度是一種交易

織的專門化和服務水準的不斷提升，但其最

的情況，而不是一種矛盾的情況，就實務上

大的問題則是造成行政協調的困難。Rhodes

而言，制度上明顯提升的自主性，其實要付

(1997: 53)對於政署制度的批評就是，政署會

出 政 策 或 計 畫 協 調 的 某 些 損 失 (Pollitt &

造成制度的「碎塊化」 (fragmentation)。目

Bouckaert, 2004: 175)。

前已有部分的文獻指出，最少在紐西蘭

貳、政署制度的分析

(Boston et al. 1996: 88) 、 英 國 (Office of
2002) 和 荷 蘭

英國政署制度源自於政府效率小組

(Roberts, 1997: 106-111)這些國家，「政署化

(efficiency unit)在1988年的一篇名為「改進

」已經使得協調的問題惡化。瑞典上百年來

政 府 管 理 作 為 ： 續 階 計 畫 」 (Improving

已有非常悠久的政署制度，但是仍然發現各

Management in Government: The Next Steps)

部會缺乏「能力」和「專業」以有效管理他

的報告。該報告中歸納了七點結論 (彭錦鵬

們屬下的政署 (OECD, 1998: 4)。對於醫院

，2000: 91-92)：

、學校和福利住宅的個別福利組織而言，較

1.文官體系中95%人員都在提供政府各式服

多的自主空間往往也會造成協調的弱化

務，而其管理與幕僚階層都認為更清楚定義

(Pollitt et al, 1998)。

並做好預算的管理方式是必要而有用的；

Public

Services

Reform,

政署制度的優點和缺點其實是一種交換

2.高階管理層大多為決策制定的人才，他們很

的關係，也就是說，政署會帶來的優點常常

少具有提供服務的實地管理與工作經驗；

在同時之間要付出部會階層欠缺協調的代價

3.高級文官主要在回應部長所設定之政策優

。不過，就算中央集權式的組織中，協調的

先項目，而這些優先項目大多是國會的要

問題仍然是存在的，並不是政署制度才會產

求，和傳達、溝通政府政策；

生協調的問題。

4.許多部會工作繁複多元，再加上國會的要
求、媒體與民眾要求公開資訊，造成部會

要解決協調的問題，政署制度需要倚賴

工作過量；

清楚的績效目標和課責的關係，從而能夠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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鵬，2000: 96)：

5.部會的壓力主要在於爭取支出與活動，以
致對運用資源以得到「效果」一事，反而

1.政署的架構文件。

很少關心；

2.執行長的任命及其待遇。

6.要求改進績效的外來壓力並不多見；

3.整體及業務計畫。

7.文官體太大、太複雜，無法視為單一實體

4.主要績效指標。

加以管理。相對於私人公司及大部分的公

5.政署的預算。

部門組織，六十萬人的文官體系是一個龐

6.政署的年度效率計畫。

大的組織。

7.每五年一次的前置選項評估 (prior options

根據這一份報告，英國開始推動政署的

review)。

制度。政署是英國體系中帶有強烈政策「執

在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推動文官體系改

行」色彩的直屬部會組織，由任期固定而以

革之後二十年後，文官制度已經大幅變貌。

契約方式聘請的執行長全權負責人事、財務

1990 年代文官人數只有不到五十萬人，有

、政署服務之政府單位。

許多臨時性機構及一百多個政署，考選工作

政署的執行長是一準契約性的角色，有

透過徵募及評量服務公司 (Recruitment and

責任執行政署架構文件所設定的工作目標。

Assessment Services, RAS)或各部會辦理 (文

依據1997年一份研究報告顯示，在一百三十

官委員會在1991 年廢除，而其功能部分由

一位執行長中，69%是透過公開競爭的方式

文官委員Civil Service Commissioner取代)，

而任命的，16%是由部會內部任命，另有

薪俸及工作條件由部會及政署在一定限額下

15%是由軍方任命。而在公開甄選出的執行

自行訂定，惠特利委員會制度雖然依舊存在

長中，只有37%是來自於文官體系之外。也

，但大部分被部會及個別的契約所取代。永

就是說，整體而言，75%的執行長仍是由文

任制文官制度不再為主流，文官進出文官體

官體系中選拔出來 (彭錦鵬，2000: 102)。

系的情形越來越普遍，定期工作契約也越來

政署的執行長雖然對於政署的運作，無

越多，也就是變成了以職位競爭為基礎的職

論人事、財務、和政署服務都有相當大的裁

位制度 (OECD, 2004)。

量空間，但是其上的部長仍然有多重管道來

政署制對於英國文官體制的最大衝擊是

控制政署的施政，包括批准以下項目 (彭錦

，原來整體一致而僵硬固定的英國文官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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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無論在考選、任用、升遷等方面都受到

精神之打擊，傳統文官體制強調匿名、非金

根本的挑戰。從1920年代到1960 年代中期

錢激勵、直言不諱、團隊精神等共識，遭到

，英國文官的徵募都由文官委員會中央統籌

了破壞 (彭錦鵬，2000：122-125)。

辦理。但到1994年時，將近90%的考選工作

參、行政法人制度的分析

已全由部會及政署自行辦理或委由民間組織
辦理 (Horton & Farnham, 1996: 109)。而原

國內學者中有人認為，我國行政法人制

來負責考選工作，並取得政署地位的徵募及

度的創設，是學習日本的「獨立行政法人」

評量服務署，現在也已民營化了，於是，英

制度，而日本則是或多或少學習英國的「政

國 文 官 考 選 除 了 「 快 速 升 遷 人 員 」 (fast

署」制度 (蔡茂寅，2002)。但是根據行政院

streamer)以外，再也沒有全國一致性的考選

研考會主委施能傑的說法，行政院組織改造

制度了1 。

委員會在涉及行政法人制度的時候，設計理

英國文官人事制度分權化的結果，特別

念並非來自於日本的經驗而是來自英國的經

是政署的人事權完全掌握在執行長手中的結

驗 (人事行政局，2006: 92)。姑不論我國行

果是，政署成員逐漸發展出其各自的團隊精

政法人制度是學習哪一國的制度，行政法人

神與效忠對象。研究指出，目前的文官更傾

制度究竟有何優缺點，才是我們關切的焦點

向於視自己為某一特定部會或政署的成員，

。本文因之將根據官方說法，針對英國行政

而不是文官體系的一員 (彭錦鵬，2000: 115)

法人制度的特點加以深入剖析。

。他們不再顯現出整體文官體系團隊的精神

英國政府提供公共服務之組織型態，可

，而是在單位內工作，彼此互相競爭，彼此

分 為 部 會 、 部 會 所 屬 ( 含 政 署 Executive

互相批准工作契約，而在此同時，政署以其

Agency)、及公共機構 (Public Body)三大類

成員自己所認定的民間企業費率來收取服務

別。如果更詳細加以區別，英國中央政府組

的費用 (Chapman, 1997: 30)。從英國文官體

織形態其實是更為多元的，從核心的部會向

系的整體而言，政署制度雖然有提高效率、

外延伸，英國政府組織形態包括：核心各部

效能的優點，但是其對文官制度最大的衝擊

會、非內閣部會、政署、特殊保健機構、非

在於對統一、一致 (unified and unity)的文官

部會公共機構、國營事業、國營公司、政府

1

參閱網站 http://www.cabinetoffice.gov.uk/reports/faststream/2005/devprog.aspx, 2007/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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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合夥等類別。而其中的非部會公共機構

英國各個不同的行政法人 (官方名稱為

(Non-Departmental Public Body, NDPB) 在

「執行性非部會公共機構」)並無統一的建

1970年代以前被通稱為準自治非政府組織

制目的，但主要呈現的制度特質是，行政法

(quasi-autonomou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

人基於效率、專業、去政治化和擺脫行政機

ations, Quangos)，總數不到十個，例如英國

關制度的束縛，重視成本效益，執行任務必

廣 播 公 司 就 是 其 中 之 一

(Guardian,

須要對國會及公眾負責，與監督機關之間的

2000/11/20)。在1970年代，準自治非政府組

權利義務關係非常明確，五年定期的檢討機

織則快速成長到兩千個以上。柴契爾夫人執

制，審視機關功能是否適當，並檢驗其組織

政期間大幅減少這些機構，但有時候也需要

方式及任務執行的合宜性。就所有非部會公

增加這一類機構。非部會公共機構又分為四

共機構而言，英國行政法人的年度支出金額

種 ， 分 別 為 執 行 性 公 共 機 構 (Executive

和政府補助經費在四種非部會公共機構類別

NDPB)、諮詢性公共機構 (Advisory NDPB)

中，均居首位，英國行政法人所接受政府補

、仲裁性公共機構 (Tribunal NDPB)、獨立

助經費佔全體非部會公共機構總額達98% (

監督委員會 (Independent Monitoring Board)

許哲源，2005: 12)。

。2006年英國總共有883個公共機構，其中

英國行政法人具有以下幾項制度特徵

包括執行性的公共機構199個、諮詢性的公

(OECD, 2002: 229)：

共機構448個、仲裁性的公共機構40個、獨

行政法人通常是由部長提議設置，代表

立監督委員會149個、公有公司21個、英格

英國政府履行行政、商業、執行、或管制的

蘭銀行、公共廣播公司2個、以及23個健保

功能。

局單位。這四種公共機構中的「執行性」非

1.行政法人任務範圍涵蓋全國。

部會公共機構 (Executive Non-Departmental

2.行政法人組織屬性為法人組織，具有權利
能力的法律人格。

Public Body)在制度歸屬和運作原理上與日本
的獨立行政法人、我國的行政法人制度比較

3.他們不是政府部會，也不是政署。

類似，因此可稱之為「英國行政法人」 (賴

4.他們既非英國皇室管轄單位，也不具皇室
地位。

森本、許哲源，2005: 80；許哲源，2005: 16
；劉坤億，2006: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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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任命小組 (Public Appointments Unit)和財

5.行政法人董事會之人選是由部長、代表部
長的官員和由英國女皇 (在部長建議之下)

政部都分別發布以下各項準則性的命令：

所指派。

1.部會任命公共機構行為準則。

6.部長對於行政法人的績效和存續，附有最

2.如何從事公共任命──遴選人員指南。

終說明的責任。

3.公共機構新任董事指南。

英國行政法人的設置法源並不一致，而

4.公共機構董事行為指南。

係包括以下各種型態 (許哲源，2005: 18)：

5.建立有效之董事會──增進行政法人董事
會之效率。

1.依照個別設置條例而成立的機關。

就運作財源而言，絕大多數的行政法人

2.依公司法登記為公司。
3.登記為基金會。

是由補助的部會提供全部或大多數的財源，

4.依皇室特許狀設置皇室委員會。

其管道主要是透過取得國會同意之專案補助

同時規範行政法人的法律架構也是包括

(grant)款或一般補助款 (grant in aid)的方式

多種層次 (許哲源，2005: 19)：

，部分則是以融資的方式。上述的行政法人

第一層：法律，由國會訂定。

可以向國家融資基金 (National Loans Fund)

第二層：命令，由部會訂定。

貸款 (許哲源，2005: 35)。

第三層：指南、指引、手冊、準則，由部會

我國行政法人推動過程中所碰到的最大

訂定。

問題是人事任命問題，就此而言，英國行政

第四層：管理聲明書、財務備忘錄，由補助

法人在任命董事方面所採行的措施，是最值

的部會訂定。

得我國參考的。英國非部會公共機構的人事

第五層：內部規章，由行政法人訂定。

任命根據1995年諾蘭委員會 (由諾蘭爵士

英國對於數量眾多種類繁雜的非政府公

Lord Nolan主持)的建議，成立「公職任命督

共機構，分別從一般規範、人事規範、財務

察長辦公室」，督察長由女王任命，並有各

規範，訂定各種的準則報告，使非政府公共

部會調派九位資深公務人員協助，提供部會

機構從設立、運作到裁併，都有非常詳盡的

首長有關公共機構董事任命的相關規範、監

規範可供遵循。以人事任命而言，公職任命

督、報導及資訊，並確保所有部會建置一套

督察長辦公室、內閣局 (Cabinet Office)的公

公開、公平之公共機構董事任命制度。公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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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督察長辦公室每年會出版年報，內容包

及人事任命雖然仍有政黨主導的色彩，但基

括有關董事任命之程序，委託會計師之查核

本上已經免除政黨分贓的疑慮和指控。特別

意見、抱怨案件之處理情形、以及其他重要

是在1995年諾蘭委員會之後所成立的「公職

議題 (許哲源，2005: 42)。

任命督察長辦公室」，已將英國行政法人的

正由於英國政府對於董事會人事任命之

人事任命完全制度化。至於行政法人的執行

重視，而成立公職任命督察長辦公室和內閣

長是由董事會以短期任用契約的方式聘任，

局公職任命小組，因此而建立一套公平透明

只要董事會的運作正常，執行長的角色和功

的董事任命機制，從而取得民眾的信任。從

能便能正常運作。

新聞媒體報導中，也甚少聽聞在野黨曾經對

從英國的經驗可以發現，英國行政法人

於人事任命發生重大的質疑。根據英國衛報

的發展過程具有以下的特徵 (劉坤億，2006:

(Guardian)的報導，準自治非政府組織的人

30-31)：

事任命長久以來，基本上是建立在個人的特

1.英國行政法人制度經過漫長時間的演變和

質與成就上，而較少受到政治考慮的影響。

發展，已經相當成熟。

要爭取擔任董事職位的人，必須表明在過去

2.英國政府透過各種法制架構，以及各類指

五年內並未積極的從事政治活動，而不論他

南、手冊及準則等軟法指導架構 (soft-law

們是否屬於任何一個政黨。就以爭論最大的

guidance framework)以強化行政法人的課

醫療部門而言，1999年工黨執政後所任命的

責意識，並導向優質治理。

董事會成員，不到15%是具有政黨傾向的。

3.英國行政法人制度成功的原因在於，董事

保守黨最後執政的1997年，新任命的準自治

會有能、執行長有權、財源穩定、人事鬆

非政府組織負責人只有14%是保守黨人，

綁，以及績效管理制度健全。

2.3%是工黨黨員。1999年則情形改變，新任

許哲源在實地考察英國行政法人的運作

命的準自治非政府組織負責人當中，工黨的

制度之後，歸納英國行政法人得以成功的主

負責人佔15%，而保守黨佔3.4% (Guardian,

要因素包含四項 (彭錦鵬，2005: 67-68)：

2000/11/20)。從這些數字所顯現的政治任命

1.董事會成員之組成兼顧專業性與代表性，

情況，雖然不是完全針對英國行政法人，但

並有一套遴選制度，因而大幅減少政治酬

已經可以大致了解，英國行政法人的運作以

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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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補助部會與行政法人間的關係，從上下隸

案」，於2003年4月22日送立法院審議。5月

屬關係，轉變成為夥伴關係，從而強化互

29日立法院法制委員會召開行政法人法制化

信基礎。

公聽會，林濁水委員建議「行政法人法草案

3.行政法人以成果、績效為導向，補助部會

」與個別組織法可以同時推動。2004年1月9

與國會雖然仍有控制指導權，但均能尊重

日「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設置條例草案」經立

行政法人之自主營運。

法院三讀通過，成為我國第一個行政法人，

4.行政法院課責制度，除引進民間公司治理

也是目前為止唯一的一個。其他曾經被各部

精神外，並注重公共責任之實現，取得績

會考慮轉型為行政法人的機關包括：國立教

效導向與民主控制之間的均衡。

育研究院、國立台灣交響樂團、國家臺灣文

以上對於英國行政法人之研究結果顯示

學館、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國際農業研究院

，英國行政法人實際在配套制度設計上是相

、警察廣播電台、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國

當完備而週延的。英國行政法人制度成功的

家龍潭研究院 (即核能研究所)、勞工退休基

四項因素固然均甚為重要，但就我國推動行

金監理委員會。

政法人的過程和紀錄而言，如何建構功績導

根據行政法人法草案第二條之規定，行

向的董事會遴選制度，以避免大幅政治酬傭

政法人係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執行

，則是最大的挑戰。

特定公共任務，依法律所設立具人事及財務
自主性之公法人。而行政法人之設置要求必

肆、政署與行政法人之制度抉擇

須符合以下五種組織特性：

我國推動行政法人制度的發端，是2002

1.遂行特定公共任務。

年5月29日行政院成立之「行政院組織改造

2.具有專業需求或須強化成本效益及經營效

推動委員會」 (以下簡稱「組改會」)在其第

能。

二次委員會議通過機關業務檢討原則，提出

3.不適合由政府機關推動。

「行政法人化」之改革目標。行政院法規委

4.不宜交由民間辦理。

員會及組改會因之先後擬定「行政法人基準

5.所涉公權力行使程度較低者。

法立法原則」、「行政法人建置原則」。行

由於政府推動行政法人制度至今已超過

政院與考試院兩院會銜研訂「行政法人法草

四年半的時間，但僅成立一個行政法人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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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新的行政組織構想顯然在推動過程中

言，一旦董事會人事任命之後，董事會之運

遭遇重大挫折，其原因為何值得針對國立中

作應有相當大之營運裁量空間。然而從公共

正文化中心，從行政制度的設計和執行面加

課責的角度，董事會之任命權、任命程序、

以探討。

任命之資格要件、國會監督等等，皆應建立

首先就財務面而言，國立中正文化中心

相關配套措施。國立中正文化中心組織設置

設置條例第四條規定中心之經費來源包括：

條例第六條規定：「本中心設董事會，置董

1.營運之收入。

事十一人至十五人，由監督機關教育部自相

2.政府之補助。

關類別人員遴選推薦，報請行政院院長聘任

3.受託研究及提供服務之收入。

之。」另外對於具有執行長角色之藝術總監

4.國內外公私立機構、團體及個人捐贈。

，則根據第十五條之規定，由董事長提請董

5.其他有關收入。

事會通過後聘任之。除此兩項規定之外，中

雖然政府對於政府之補助項目做出明確

正文化中心對於首長主管之任命，並未有整

保證將編列預算支應，然而中正文化中心既

體配套之任命程序、資格要件與公共課責機

然為行政法人，為追求其營運績效，從理論

制。

上來講就必須增加政府補助之外的其他收入

從以上對於英國政署、英國行政法人、

。如果行政法人營運得當，增加其自行創造

我國行政法人的制度描述和分析，並對照傳

之收入，相對地，政府卻可能減少補助數額

統的部會機關特質，可以清楚了解，1980年

，從而形成越努力、越有績效的行政法人，

代歐美先進國家係呼應民意提高服務效能的

卻越可能減少政府的補助。因此，人事行政

需要，而採取各種彈性的機關型態，以便提

局委託研究各部會進行行政法人化情形之報

高政府公共服務的效率和彈性。傳統部會以

告，都指出推動行政法人化機關對於財務獨

外的機關形式，旨在依法取得人事、財政自

立方面的疑慮 (彭錦鵬、劉坤億，2005；彭

主權的提升，使公共「服務作為」 (service

錦鵬、呂育誠，2005；劉坤億，2006)。

delivery)的品質大幅提升，而同時使核心部

行政法人之設置目標既然在於賦予行政

會的功能能夠集中於「決策」，不必包辦決

法人公法人之地位，並使其具有人事上和財

策和服務兩種功能。就決策和服務的提供單

務上之獨立自主裁量空間，因此從理論上而

位分離開來的觀點，核心部會機關和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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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人具有本質上的不同。 (參見表1之

政法人法律上的地位和英國行政法人是相同

組織性質)而就機關的隸屬關係而言，核心

的。就預算而言，不論部會、政署、英國行

部會機關和政署都屬於部會所管轄，縱然政

政法人、我國行政法人其營運經費幾乎全來

署的首長為執行長，但政署仍然隸屬於部長

自於政府預算，只不過就部會機關而言，其

的管轄之下。相對的，英國行政法人的機關

營運經費除少數情形外，全部來自政府預算

隸屬關係，僅是受到補助部會的監督，而非

而已。因此這四種行政機關立基於政府預算

直接隸屬，獨立性相對較大，部長的管轄權

的本質是相同的，不同的只是微小的差距而

和課責度相對較小。英國行政法人的董事會

已。

才是行政法人的主管。就此而言，我國的行

表 1：部會、政署、英國行政法人、我國行政法人之異同
部會

政署

英國行政法人

我國行政法人

組織性質

決策機關

政策執行機關

行政、商業、執行、管
制機構

公共服務機關

設置目的

做成全國性決策

提高效率、效能

提高行政效率和彈性

提高行政效率和彈性

組織定位

全國性決策機關

部會之下的政策執
行機關

部會之外，具有公法人
地位的機關

部會之外，具有公法
人地位的機關

治理結構

部長

執行長

董事會

董事會、理事會

經費來源

政府預算

政府預算

絕大部分為政府預算

絕大部分為政府預算

職員身分

公務員

絕大部分為公務員

大多非公務員

首長產生
方式

政治任命

執行長大多公開招
募

董事由部長任命

業務性質

制定政策

業務不宜民營化，
但不必由部會擔當

具有政策獨立或管理自
主性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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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非公務員雙
軌
董事、首長由部長聘
任，董事長得由行政
院長聘任
專業需求、強化經營
績效、不適合由機關
推動、不宜交由民間
辦理、公權力程度低

考銓季刊
就這四種行政機關的人員身份而言，部

外部監督 (國會、國家審計署、國會監察使

會和政署絕大部分都具有公務人員身分。相

辦公室) (許哲源，2005: 62)。一方面英國行

對而言，英國行政法人和我國行政法人絕大

政法人擁有相當獨立的公法人性質，然而另

部分是由非公務人員身分的成員所組成。雖

一方面則面對相當嚴密而透明的各種監督機

然我國行政法人的規定，係屬公務員和非公

制。相對而言，我國行政法人相關的人事任

務員雙軌共同構成，但觀察中正文化中心的

命和課責機制就顯得相當粗略和粗糙。

人員組成，不但在成立早期，原來的公務人

就我國中正文化中心的運作經驗而言，

員已經大部分轉任其他機關而居於少數，長

其組織條例完成立法之後，原來負責推動立

久而言隨著具有公務人員身分者陸續退休，

法工作的中心主任朱宗慶先生在中正文化中

其成員將逐步為非公務員所取代。

心轉型為行政法人之後，並未出任最具關鍵

最後就人事任命而言，部會機關是屬於

職位的藝術總監工作。作者曾詢問朱宗慶先

文官體系的人事系統。而政署的執行長絕大

生原因為何，其答案則是當時的行政院長想

部分是透過公開甄選而來，基於任期和契約

要干預人事任命，而其推薦人選顯非適當，

而任命，因此也是基於績效任命，並不發生

因此乃極力辭去藝術總監之任命 2 。就公共

政治任命等疑慮。英國行政法人為了防止政

課責而言，各政府機關對中正文化中心之運

治任命的影響，並提高決策人員的水準，因

作，除監督機關教育部之外，負責人力甄補

此不但設立特定的人事任命程序和組織，並

稽核及預算決算審查之機關，基於政府人力

建立各種公共課責的管道。

、預算之監督權責，顯應被賦予查核之權。

英國行政法人不但要面對利益團體、社

然而實際情形是，人事主管機關要求中正文

會大眾、顧客、會計師等非具有公權力者的

化中心提供人事運用之表報，卻遭到拒絕 3

課責要求，就公權力方面而言，也建立多重

。類似此類事件並非絕無僅有，已可見我國

的監督機制，包括：內部監督 (內部稽核、

行政法人之運作，不但出現法規制度不夠完

審計委員會)、準外部監督 (補助部會、內閣

備的情況，也很難避免人事任用上受到政治

局、財政部、公職任命督察長辦公室)、及

任命、政黨分贓之影響與滲透。此種透過執

2
3

作者與朱宗慶先生之訪談，2005/1/27。
作者與前人事行政局人力處長之訪談，2007/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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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機制而進行之人事運作並不會出現在書

境而言，行政組織的多元化和彈性化，雖然

面資料上面，但卻確實明顯有效達成並且避

就正面功能加以觀察，應能產生積極正面的

免掉任何公共課責的機制。作者在2005年研

效果，然而在政治任命的壓力和期待下，如

究勞工保險局組織定位與轉型時，當時比較

何保持行政法人之人事任命，能夠遵循功績

關心勞工保險局組織型態的立法委員楊麗環

導向的原則，仍屬相當不確定的期待。因此

並不支持勞工保險局轉型為行政法人制度，

，從制度選擇的角度來看，我國行政機關的

而比較傾向一般行政機關的模式(彭錦鵬、

多元化和彈性化，仍然應該採取比較保守的

劉坤億，2005:51)。雖然楊麗環的觀點主要

作法，先行採用英國政署的制度模式加以推

在於維持公務人員的一定基本水準，並對勞

廣，而等待我國政治文化、行政文化能夠朝

工退休基金的管理採取比較保守獲利的態度

向較為政治中立、功績導向的公務環境時，再

，但也私下表示，最主要的反對意見還是出

研究採取行政法人的途徑，應該較為妥適。

自於擔心執政黨會透過人事任命的方式，影

伍、結論

響勞工退休基金的管理和投資行為。
現代民主國家從1980年代以來，受到新

英國的政署制度和行政法人制度對於世

公共管理運動的影響，已經就政府組織、行

界各國行政組織的多元化發展，在1980年代

政運作、財務規劃、人力資源管理等等面向

之後產生了廣泛、深遠的影響。英國的政署

進行根本性的變革。而其具體的表徵就是普

和行政法人組織型態，在發展的過程中，由

遍的「政署化」，雖然「政署化」的組織型

於議會內閣制的關係，並不以單一、一致性

態在各國實踐上仍然有些許的不同，但基本

規定的法律為行政組織建制的基礎，因此都

上不會脫離採取在「部會之內」或在「部會

採取逐步發展、隨時調整法律規範的作法，

之外」等兩種形式。以英國的情形而言，不

而呈現務實、理性的結果。相對而言，我國

論政署或行政法人的組織與運作，都有相當

的法律體系比較固定僵硬，在行政組織調整

綿密、制度性的規範，就算行政法人位於「

方面，幾乎毫無例外的要求以法律作為規範

部會之外」，但基本上仍能在人事任命上以

的基礎，缺乏彈性、容錯、不斷修正的逐步

「功績」為導向，避免強烈的政治分贓色彩

演化空間，也就和政署制度、行政法人制度

。而就我國人治色彩比較濃厚的行政文化環

的基本精神有所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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