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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公評人制度之意義、演進與發展 

本篇在進入英國金融服務公評人制度之介紹之前，首先先介紹「公

評人」(Ombudsman)此一字之意義及目的；而由於「公評人」制度早於

1809 年由瑞典發展開來，因此，本章併同介紹公評人制度發展之演進；

再來，並因瑞典係最早設置公評人制度之國家，因此本文擬介紹瑞典之

公評人制度，分析其種類以及各個公評人所扮演之職責角色；最後，針

對各國實施公評人制度之成效，根據不同之評估標準，作為分析公評人

制度施行以來優劣與否之依據。 

第一節 公評人之意義 

「公評人」一字，學者間有不同之解釋，茲將各解釋分別列舉如下： 

1. 根據Wikipedia網站上之資料，公評人係指「一個官方的組織，

通常是由政府或議會所指派的機關，但並不一定皆是如此。其

功能在於代表公民的利益，處理個別公民所提起的申訴案件」

TP

1
PT； 

2. Gerald E. Caiden, Niall Macdermot, and Ake Sandle等學者認

為，公評人係「用以指稱在人民與官僚體系接觸而產生不滿

時，受理申訴之機關」 TP

2
PT； 

                                            
TP

1
PT 資料來源：HTUhttp://en.wikipedia.org/wiki/Ombudsman.U (2007.06.10TH, web last updated 9 June 2007.) 

TP

2
PT See Gerald E. Caiden, Niall Macdermot, and Ake Sandler, UThe institution of Ombudsma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The OmbudsmanU , Evolution and Present Function,Greenwood Press, 3 
(1983); 另一同義解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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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者Walter Gellhorn認為，公評人具有四個特性：(1)由立法機

關指派之機關，但不受立法機關掌控，功能上獨立；(2)具有不

受限制的調閱資料之權限；(3)可具體地就行政機關施政不妥當

之處提出建議以檢討改進；(4)盡力說明調查申訴案之結果予雙

方當事人，以使其充分明瞭案件處理之狀況TP

3
PT； 

4. 學者Larry Hill提出其對於公評人機制之看法，他認為公評人是

一個監督官僚政治的一個典型角色，公評人具有以下幾點特

性：(1) 他們使得行政機關更受信賴，並使得行政機關對立法

機關負責，而最終對人民負責；(2) 他們調查官僚政治不妥當

之處，如：違法、不公平以及不具資格等；(3) 他們代理民眾

調查與申訴有關之事實；(4) 他們持續地監督官僚政治並為民

眾提供一個方便可利用的救濟途徑；(5) 他們以積極的行動展

開調查；(6) 他們有不受拘束使用資訊的權限；(7) 他們的地位

相當崇高；(8) 他們是自治組織；(9) 他們負責監督官僚政治；

(10) 他們本身也是政府組織之一環，換句話說，他們具有法律

上的地位，但不完全受上級指揮監督，並且有組織地經營運

作；(11) 對於他們的調查權限而言，他們並不受到外部的監

督；(12) 他們的經營運作是獨立於政治力量之外的；(13) 他們

不能推翻行政機關所為之決定，他們只能盡量說服行政機關接

受他們所發現的事實並加以檢討改進 TP

4
PT。 

上述之解釋意義並無太大之不同。將公評人之意義做一總括而言，

可認為係「一獨立於立法以及行政機關以外之組織，具有法律上的權

限，得調查人民與政府之間的申訴案件，並以公正客觀之態度處理案件

                                                                                                                             
HTUhttp://www.ombudsman.gov.au/commonwealth/publish.nsf/Content/aboutus_role UTH (2007.06.10, web last 
updated 2 February 2007). 
TP

3
PT See Walter Gellhorn, UWhen Americans Complain: Governmental Grievance ProceduresU,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9-10 (1966).  
TP

4
PT See Larry B. Hill, UThe Self-Perceptions of Ombudsman: A Comparative Survey,U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The Ombudsman , Evolution and Present Function,Greenwood Press, 43-56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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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機構」。 

公評人會記錄人民之申訴、調查此些事件，並將其所得調查結果告

知申訴者以及被申訴者雙方。對於民眾而言，公評人係一個相當受歡迎

之機關，因此一機關可確保正義得以實現以及行政機關將以公平、適當

以及恭敬的態度對待人民；而對於行政機關而言，公評人制度對於他們

的作業是一項附加的保障，即便錯誤原先並未察覺，經由公評人制度可

發現錯誤並命其改正，並藉此提高行政品質 TP

5
PT。因此，對於人民以及行

政機關雙方而言，公評人制度皆可提供多一層的保障。 

第二節 公評人之目的 

公評人制度對於人民而言最重要的意涵在於當人民對於被行政機

關所掌控的事業或行為感到不滿時，他們有法律上的權利表達不滿，而

受理人民不滿之機關具有法律上的權利代表人民調查此一案件，行政機

關不能有所隱瞞，此一機關必須居中協調爭議並做出最終決定，然後將

其決定予以公開。如此一來，人民才有機會與被申訴者站在一個較公平

之立場上，人民也不需忍受他們所遭受到的不公平待遇。 

然而，並非所有人民都需要此項對於中央政府體制的革新，有些特

定族群的人民可以直接讓他們的不滿獲得補償，甚至有些人民可利用其

他途徑宣洩不滿，例如：他們可以自行雇用律師、政客、有名的公眾人

物等為他們說話。但對於整個社會而言，仍有許多相對處於較弱勢的族

群，他們並不瞭解官僚體制運作的型態、害怕與中央官員接觸以及不甚

願意抱怨他們所受到行政機關的不平待遇，有時，他們甚至不知道自身

的權利已受剝奪。他們希望有個專家能夠完整明確地表達他們的不滿、

                                            
TP

5
PT See Gerald E. Caiden, Niall Macdermot, and Ake Sandler, supra note 2，3; also see 

HTUhttp://www.ombudsman.gov.au/commonwealth/publish.nsf/Content/aboutus_role UTH (2007.06.10, web last 
updated 2 February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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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組織架構他們欲申訴的內容並代表他們進行申訴。他們希望有人能

夠以他們瞭解的語言告訴他們行政組織的運作、幫他們翻譯官方文件以

及有能夠給予他們建議的專業人員，並且對於所為之任何決定皆能告知

他們理由何在。簡而言之，他們需要相當瞭解官僚體制的專業人員並能

將公共行政變為更佳人性化，而此人-非「公評人」莫屬！ 

公評人之職能最重要者即在於向人民解釋政府之行為並降低政府

以及人民之間的藩籬，以下分別簡述公評人所扮演之四個角色：伸張人

權的工具、以民主手段控制官僚體制的獨特機制、對於因不當行政所產

生之不滿提供正式救濟途徑以及對付腐敗官僚體制的手段 TP

6
PT。 

第一項 伸張人權的工具 

行政法院，在行政機關與人民發生爭議當中常被認為是實現法律上

權利的首要手段。司法在一些基礎人權以及基礎自由上扮演一個相當有

力的角色，包括：言論自由、新聞自由、集會自由、人身安全、不受逮

捕之自由以及公平受審判之權利等。但是對於其他權利，如：經濟、社

會文化等，傳統法律的機制較不能解決一般個人所面臨的問題。對於一

般人而言，利用法院解決這些問題所付出的代價相當昂貴(too costly)、

耗費時間(too slow)、太受限制(too restrictive)、太正式(too formal)以及太

保守(too conservative)。 

然而，在一般人民處理與政府有關之事項時，他們希望能夠獲得一

個上訴到公正無私之調解人處的法律上權利，並且他們也希望能夠確保

公共力量是被公正地執行。當人民於行政不當時能充分獲得救濟時，才

是民主之所以不同於獨裁政治的表現。「公評人」不僅提供程序正義

(procedure justice)，亦提供了實質正義(substantive justice)，當人民遭受

不公平對待時，可由公評人處獲得救濟，不論任何種族、宗教、性別或

                                            
TP

6
PT See Gerald E. Caiden, Niall Macdermot, and Ake Sandler, supra note 2 at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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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因素。 

第二項 以民主手段控制官僚體制的獨特機制 

公評人在眾多控制公共行政的機制上具有其獨特之處，當某一案件

落入公評人管轄範圍之內時，公評人即負有義務去調查該案件，不論案

件大小或對於行政機關影響層面之廣泛與否。公評人對於行政機關所行

使之調查是法律上賦予其之權限，公評人並且有權力公開其調查結果，

不論此一結果是否會令行政機關蒙羞。一個有實質意義的公評人扮演著

公民的守護者(citizens’ defender)或民眾看守人(public watchdog)的角

色，假若公評人無法盡到其公共責任或法律上的義務，則其與其他控制

機制蓋無不同，無法發揮其應有之功效。 

雖然公評人在資訊揭露上受有部分的法律限制，但大體而言，公評

人仍得調查行政機關不欲透露的事項，仍可提供行政機關原先拒絕或故

意隱匿的資料(尤其是在一些行政機關享有裁量權限的模糊事項上)，並

且可挖掘出政府不成文的一些內部規定，這些事項都是民眾意欲知悉

者。簡而言之，公評人制度之建立使得民眾有一公開的方式可知悉官方

資訊，這些皆是政府民主化過程的一部份。 

公評人制度的確是一項以民主手段控制官僚體制的獨特機制，它的

運作有如下之幾項特性，使得一些民主的價值得以具體落實： 

1. 民眾在遇到不滿時，並非一定非得求助於公評人，他們有其他

選擇，但他們向公評人求助之理由在於對於公評人運作之方式

感到相當滿意； 

2. 公評人可選擇以行政機關之方式或民間組織方式運作，但實際

上，公評人是獨立於雙方之外，扮演一個公正無私調解人之角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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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於行政機關而言，它可選擇幫助公評人調查或選擇逃避，但

除在少數特殊情況外，行政機關皆會與公評人合作； 

4. 最後，政府或行政機關對於公評人所為之決定可選擇接受或拒

絕，但在絕大多數之情況，他們會選擇接受並予以執行，其理

由在於公評人所為之決定多是基於具體的行政不當之事實而

來，並非無的放矢，行政機關多願意接受善意的批評指教。若

是行政機關認為公評人之決定有誤時，公評人與行政機關會再

進一步去溝通協調，他們要去學習尊重對方所提出之觀點，在

不喪失自尊之前提下承認其所犯之錯誤。 

這些特性，都一再顯示出公評人制度之運作，實為民主機制之表現。 

第三項 對於因不當行政所產生之不滿提供正式救濟途徑 

前曾述及，法律對於行政不當提供許多救濟之途徑，包括有：向較

原單位更高階層申訴的權利、向行政法院提起訴訟或向一般法院提起訴

訟的權利。這些手段有時簡單、快速而且富有效率但大多數時候是必須

花費長時間並且耗費成本的。他們可能必須牽涉到許多繁雜的手續，並

且有時候這些過程對於一般民眾而言不易於利用接近。另一方面，民眾

有時雖認為行政機關之決定有不公正之虞，卻苦無調查之方法來證實行

政機關之行為確有不當之處，此時，當他們向相關機關申訴時，即會因

為證據不足而被駁回，其不滿無處宣洩。 

在上述情況下，民眾非常需要有人比律師或政客擁有更多的權力來

調查他們的申訴案件，並透過協調之方式獲得救濟。「公評人」之角色

即是在協助民眾處理此類案件，假若公評人無法成功的處理這類案件，

民眾對於中央政府之不滿即無處宣洩，最後對整個社會反而會造成不利

之影響。 



 12

第四項 對付腐敗官僚體制的手段 

在不間斷的受理申訴案以及一連串的調查過程中，給予了公評人一

個第一手瞭解行政機關問題所在的機會，並且也讓公評人更加深入瞭解

腐敗中央體制對人民所造成的影響。藉由將行政不當之處予以公開之方

式，公評人制度可帶動行政體制的改革。除此之外，公評人之角色不僅

僅限於消極的觀察行政行為，公評人以及其部屬還被賦予對於行政行為

予以評論並可要求檢討改進之權力。在法國，其「調解人」(mediateur)

是扮演政府行政組織改革計畫的一個重要角色。 

第三節 公評人制度之演進 

1809 年憲制改革後，瑞典首先設立了「公評人」(Ombudsman，亦

有稱之為「監察專員」、「保護官」)，隨後芬蘭(1919 年)、丹麥(1955 年)、

紐西蘭(1962 年)、挪威(1962 年)紛紛設置了此一機關，在 1999 年左右，

葡萄牙開始設置了相類似的機關、西班牙、法國和一些非洲法語國家以

及英國亦皆設置公評人制度，原先在歐洲國家發展的機關模式逐漸延伸

至英聯邦國家 TP

7
PT。 

事實上，「公評人」制度於十九世紀初在瑞典出現時引起極大的驚

奇並對日後產生重大的影響，它結束了皇室中央集權的專制體制。公評

人在當時的職責是在案件中，代理老百姓或對公共行政的違法或不公正

行為提出投訴的人，為其處理相關事項。而公評人如此之角色於其後發

展成為一個機構，此一機構係獨立於皇室、政府、法院和任命他擔任該

職務的機構，擁有強大的權力，包括自行採取行動行使對政府和法院的

監督職能，甚至可以對官員提起刑事訴訟。在瑞典，該機構經憲制委任

                                            
TP

7
PT Jorge Carlos Fonseca，U民主法制國家、基本權利及監察專員U，行政，第四十三期第十二卷，1999
年，頁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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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業的法學家行使對公共行政及司法當局的監督，其甚至有義務監查

所有「封閉」的公共機構，如：監獄、精神病院和軍營等，而不必等待

任何投訴和檢舉，他必須保障入住上述機構的人士及應招服兵役的人員

得到符合法律和有關人權的國際公約規定的待遇 TP

8
PT。由此可看出，從十

九世紀開始，「公評人」此一機構的主要特性在歷史上已經定型：獨立、

公正無私，享有監督權。 

惟到了二十世紀，「公評人」制度於丹麥(1955 年)以及挪威(1962 年)

的發展則不若之前發達。公評人之職權受到了部分的限縮，不再涵蓋司

法權的活動，也不承擔上述對「封閉」的公共機構進行定期監督的義務，

其權力集中在公共行政上面，主要由其運用廣泛的調查權力和其實際權

力負責對違法行政行為加以防範和補救，並且還有向議會提出建議的權

力，其途徑是每年提交年度報告或特別報告，目的是促使議會做出立法

修訂。 

由此之後，「公評人」制度在不同國家，依據其憲政體制或情況所

需，有了不同的發展，相異之處包括名稱上的差異(如：監察專員、居

間人、議會專員、人民辯護員等)、任命的模式(如：有直接經由議會通

過任命者，亦有由內閣會議及君主和總理綜合做出決定者)、權限範圍

(如：有具廣泛權限的公評人，亦有僅對某些事務有權限的公評人)等；

惟即便有上述之差異，「公評人」制度仍有其相當重要之共同點--亦即，

公評人有義務監督公共當局的工作，設法制止政府實施損害公民權益的

違法或不公正的活動，並且擁有憲法或法律所賦予獨立於公共權力的地

位TP

9
PT。 

「公評人」制度之發展於民主國家實具有一重要之影響，蓋其獨特

的獨立機關地位得有效率地執行公共事務，並免受政治力量的干預。目

                                            
TP

8
PT 同前揭註，頁 228。 

TP

9
PT 同前揭註，頁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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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多數國家中皆設立有此一機關或相類似的單位，由於瑞典在此些國家

當中是最先設置並建立此一機關者，因此，本文即以瑞典目前公評人制

度在該國之建置作為觀察之依據，以下即介紹之。 

第四節 瑞典公評人制度 

在瑞典，如何於制訂法律的過程當中保障個人在與政府當局接觸時

的權利是相當重要之事。在發展過程中，「公評人」制度即是對抗司法

以及公共行政的惡政的一項保證。瑞典議會公評人 (The Swedish 

Parliamentary Ombudsman ， Riksdagens Ombudsmän or 

Justitieombudsmännen, 以下簡稱 JO)即是由議會指派，作為維護民眾對

於法院以及其他政府當局的信心之一個機關。 

其他「公評人」適用在一些特殊的領域當中，他們是由政府所指派

(因此，必須受到JO的監督)，負責監督某些領域內的活動。除此之外，

瑞典尚存在「新聞公評人制度」(Press Ombudsman)，其係由新聞媒體所

贊助，並非一公共機構。以下即分別針對瑞典所存在之不同的公評人制

度，就其功能以及角色做一論述TP

10
PT。 

 

第一項 議會公評人 

議會公評人制度(JO)可追溯至 1809 年，其原先設置之目的是幫助

議會議員監督法官、公務員以及軍人等是否確實遵守法律及命令。議會

公評人之人數為四人，任期為四年。該四人當中之一人之職責為負責議

會的行政業務並決定議會活動主要關注的焦點。 

                                            
TP

10
PT 黃宏全，楊雅棠編輯，UThe Swedish Ombudsmen U，消費者保護研究，第四輯，1998 年 2月出版，
頁 359-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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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  監督範圍 

議會公評人監督之範圍包括所有中央以及地方政府組織，包括組織

本身以及內部員工，甚且包括其他執行公權力之人。但在這當中有例外

者：內閣閣員、議會成員或地方政府官員皆不在監督範圍內。 

議會議員賦予 JO充分的裁量權去決定哪些案件需受到調查，JO甚

至有權力轉介案件至其認為最適合調查之機構或政府組織。JO 的職責

在隨時調查政府當局是否有在其監督下合法運作，近幾年來，議會公評

人經常調查的案子包括有：中央政府機關、縣市行政機關、法院、監獄

以及軍方組織等。 

議會公評人也會進行長期的調查，這些通常涉及法令及其執行的審

查，而議會公評人之所以會展開調查，泰半是受到媒體所提出之一些議

題以及民眾申訴案件涉及事項之影響，議會公評人在進行這些調查時並

不需先申明原因。 

另外，在有人員在公共行政上失職時，議會公評人也會扮演特別檢

察官之角色並且有權做出懲戒處分。雖然每年只有少數的案件被議會公

評人提出並做出懲戒處分，但這也是議會公評人作為官方組織具有提出

預審、法律程序以及懲戒處分權力的表現。 

當議會公評人發現有錯誤，但卻未嚴重到需受到處罰，且也無政府

慣例被認為不當或不適合者，則議會公評人會提出批評的意見書，裡面

包括或多或少的嚴重批評，並且也會顯著影響議會公評人每年約六百件

案件的決定。 

議會公評人在處理其監督範圍之案件時，如發現現行法令制度有不

一致、落差或其他缺失之情形時，也有權力去喚起立法機關(議會或政

府)的注意。但每年經由此種方式處理之案件，僅有少部分真正導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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律或命令的修改。 

第二款  受理申訴 

任何一個認為其受到不公平對待之公民皆可向 JO 申訴，每年有大

約 4,700件像這樣的申訴案件是由議會公評人所處理的，其中有三分之

一之案件通常在早期就被證明是沒有根據的，因此可以簡要處理之。議

會公評人著重在處理涉及到公共利益以及個人自由之間衝突之案件。 

第三款  權限範圍 

議會公評人享有來自議會的完全自治權限，議會議員並沒有權力向

議會公評人下達指令。然而，議會公評人所做之官方報告仍必須受到議

會內部的常設委員會之檢查。議會公評人每年度所提交之年度報告中，

不僅有許多對於政府活動的統計資料，尚包括對於最有趣的-換句話

說，也是具原則性、重要的決定之說明，這些案件每年大約有 130件左

右。該委員會以抽查方式檢查報告內容後，需向議會提出其意見說明。 

大眾媒體也被認為對於議會公評人有一定之影響力，蓋其時常提起

爭議的案件引起廣泛的討論。 

第二項 政府指派公評人 
 

第一款 消費者保護公評人 

消 費 者 保 護 公 評 人 (The Consumer Ombudsman, 

Konsumentombudsmannen,以下簡稱 KO)係於 1971 年設立，其設置之目

的是為了確保兩項保障消費者權益之法令之落實：市場法 (The 

Marketing Act)以及不公平契約條款法(The Unfair Contracts Terms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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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保護公評人之職責在於，當有與市場實務、危險產品以及不

公平條款有關之案件發生時，將之提起法律訴訟程序於市場法院中

(Market Court, Marknadsdomstolen)，消費者保護公評人也處理檢舉及告

發之案件。 

不論是經由外部人的告知或被內部董事會察覺，只要消費者保護公

評人發現有違法的市場行為或不公平的契約條款發生，消費者保護公評

人會先與該企業溝通，希望這些人能自願矯正違法行為或不正條款，假

若該企業不願矯正，KO 將會把案件轉交由市場法院處理，要求法院禁

止這些業者繼續從事違法的市場行為或使用不正契約條款。市場法院通

常會發出禁止令或做出處以罰金的裁決，而且這些決定是無法再上訴

的。消費者保護公評人一年大約處理 4,000件的案件，其中 2,000至 2,500

件是與市場法有關的，而這當中大約 15 件左右會再被轉交由市場法院

處理。 

第二款 公平機會保護公評人 

在 1980 年，瑞典制訂有關男女平等就業之法令並予施行之同時，

亦設置公平機會保護公評人 (The Equal Opportunities Ombudsman, 

Jämställdhetsombudsmannen, 以下稱 JämO)。此項法令關注勞動市場之

狀況，它由兩個部分所構成：採取積極的作為創造勞動市場的性別公平

以及消極的禁止性別歧視。此項法令最主要之目的即是在創造男女公平

的就業環境。 

JämO 之職責包括此項法令之兩個構成部分：就「採取積極的作為

創造勞動市場的性別公平」而言，公評人以蒐集所有相關的重要資料、

教育大眾、舉辦研討會以及活動的方式監督個別雇主以及勞動市場上的

各部門是否確實遵循法令；而就「消極的禁止性別歧視」方面而言，當

民眾就性別歧視提出申訴案時，公評人會逐案審視是否有種族歧視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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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發生。在工資歧視方面的申訴案，申訴人必須舉證有一可相比較不同

性別之人並且同樣受僱於同一雇主始為受理。而在團體申訴案件中，公

評人可從中挑出一些以作為試驗之用。 

公平機會保護公評人最主要的職責即在於說服雇主確實遵循法

令。假若雇主拒絕，或可證明公評人無法與雇主達成協議者，公平機會

保護公評人可將該案件送交予勞工法院(Labour Court)處理。如果雇主拒

絕配合的部分是有關該法令「積極創造性別平等環境」的部分，公平機

會保護公評人可將之送交至公平機會委員會 (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ion)，若雇主無法在限期之內改正，該委員會有權裁決罰鍰命令。 

 

第三款 反種族歧視保護公評人             

自 1986 年起，瑞典即設有反種族歧視保護公評人(The Ombudsman 

against Ethnic Discrimination, Ombudsmannen mot etnisk diskriminering,

以下簡稱 DO)，此機關之設置係依據 1986 年所訂定之反種族歧視法(the 

1986 Act to Counteract Ethnic Discrimination)，此法令於 1994 年曾經修

法。該法將「種族歧視」定義為「當一個人或一群人相較於其他的人，

顯受到不公平對待，或因為種族、膚色、國籍或種族、宗教而導致的差

別待遇」。依據本法，反種族歧視保護公評人需對抗在工作場合或其他

社會領域上的所有種族歧視。反種族歧視保護公評人--獨立於政府以及

議會之外--之職責如下： 

1. 藉由提供建議或其他相類似方法，協助那些遭受種族歧視之人

行使其應有之權益。 

2. 經由與政府當局、公司與組織的討論以及形成公意的的活動和

資訊宣導之形式，採取對抗種族歧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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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代表政府提出有關反種族歧視的憲法修正案以及其他措施。 

假若雇主因為員工的種族、膚色、國籍或宗教信仰等而給予他們差

別的待遇，反種族歧視保護公評人可代表他們出席勞工法院，但僅在符

合下列情形時始能為之：一是該員工不能由產業公會或專業組織代表出

席，二是該案件之理由具有原則上重要性或有顯著之理由非由反種族歧

視保護公評人代表出席不可。 

除此之外，所有的雇主在公評人之要求之下，有義務出席討論會並

提供雇主與求職者以及員工之間關係的資料予公評人。另外，主管機關

要求雇主必須參加公評人所舉辦的討論會，並且在他們活動的範圍之內

對於公評人提供必要之協助。 

大多數向反種族歧視保護公評人申訴者，係由於在職場上或應徵時

遭受到歧視待遇，這些場所包括房屋市場、信用市場、進入餐廳或與警

察及海關接觸時等。反種族歧視保護公評人會告知申訴者其所能採取的

法律或實務上的所有資源行動，並且，公評人認為適當時，會與另一方

接觸，並調查問題以達成彌補或消彌誤解為目的。公評人甚且會與貿易

協會、主管階層以及其他人員接觸，而該案件若經警方受理，反種族歧

視保護公評人也將會與警方以及檢察官一同處理該案件。 

動員社會上所有力量持續不懈地在反種族歧視方面努力是反種族

歧視保護公評人最重要且急迫的任務，反種族歧視保護公評人及其幕僚

經常在瑞典及其他國家演講並參加研討會等，然而，他們大部分的時間

奉獻在與媒體、廣播以及電視聯合共同關注在個案以及較一般之議題

上。 

第四款 兒童保護公評人 

自 1993 年 7月 1日開始，瑞典十八歲以下之兒童以及青少年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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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個別之公評人。在那一天，瑞典設置了兒童保護公評人，其目的在確

保兒童以及青少年的權益不論在何種情況之下係受到最大的保障。兒童

保護公評人之職責皆規定在法律以及相關命令當中。 

瑞 典 兒 童 保 護 公 評 人 (The Children’s Ombudsman, 

Barnombudsmannen, BO)最主要之功能係在於看守兒童以及青少年之權

利以及利益。此一工作是由兒童權益保障聯合國大會(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所賦予，瑞典係在 1990 年被認可加

入此一組織。兒童保護公評人之其中一項任務即在確保聯合國大會所賦

予瑞典之此項義務被確實履行。 

兒童保護公評人特別致力於與青少年問題有關之議題，這些議題包

括：孤獨、離婚、監護權爭議或各種毒品的濫用。兒童保護公評人的工

作絕大部分在於參與公眾討論、對於優先議題形成意見以及影響社會對

於兒童以及青少年生活條件的態度。在兒童保護公評人工作之前，與組

織以及處理社會各階層青少年問題的政府當局溝通協調也是極為重要

之事。 

每一年度，兒童保護公評人皆須提交報告與政府，報告內容包括一

年間兒童權益保障聯合國大會要求在瑞典施行事項是否確實執行、尚待

改進事項，以及兒童保護公評人認為政府應採取的官方施政方針為何。

該份報告可作為兒童聯合大會由此年到下一年的地位以及發展之依據。 

為協助兒童保護公評人處理案件，政府指派十二位專家組成委員來

來幫助公評人。兒童保護公評人為該委員會之主席，並得指揮整個活

動。此委員會係作為一諮詢之角色，對於各個專門議題提供建議並以整

體的觀點評估兒童保護公評人之職責是否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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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款 殘障保護公評人 

殘障保護公評人(The Office of the Disability Ombudsman)為一新的

機關，於 1994 年月 1 日成立，以監督與功能性殘障權益有關之議題，

此一機構設置之目的在達成全面性的殘障政策目標，使殘障人士能完全

並平等地參與活動。 

該機關的活動被規定在一項特殊的法令當中，在該法令當中之一項

條款係政府當局不能拒絕提供資訊與殘障保護公評人或拒絕與其協商。 

殘障保護公評人藉由提出建議與政府、提供修改法令的問題等來盡

量彌平法律上的缺失，公評人甚且採取積極的態度以減輕法律對於功能

性殘障者的不公平之處。 

每一年，殘障保護公評人會提交報告與政府，並對政府說明其認為

相當重要之事項。殘障保護公評人之另一職責是負責提出在歐盟與殘障

議題相關之長期監測發展計畫。在其執行上，該機關有一個由政府派任

的委員會，由十五位委員所組成，這些委員掌控該機關之人事委任，並

將其在各社會階層之經驗帶進該機關內。 

第三項 新聞公評人 

瑞典新聞界的自律組織並非來自於法令規定，而是完全自願成立且

其預算來源係來自於三個新聞組織。這些組織並且也負責草擬瑞典新

聞、電視以及廣播之道德法(Sweden’s Code of Ethics for the press, 

television and radio)。 

瑞典的新聞委員會(the Swedish Press Council)成立於 1916 年，它是

這類案件最古老的法庭。並且它是由國家新聞俱樂部、記者聯盟以及報

紙出版協會所共同設立。新聞委員會係由一個法官(其為主席)、上述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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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各一位代表以及兩位代表大眾之民眾所組成，這兩位民眾必須要與報

紙出版者以及新聞組織完全沒有關連始能擔任之。 

而新聞公評人則是在 1969 年設立，其主事者係由議會公評人、瑞

典律師公會以及新聞俱樂部共同組成之特別委員會所指派。在新聞公評

人成立之前，有關違反善良報紙界應有之行為的申訴案皆由新聞委員會

處理，但在新聞公評人成立之後，案件皆送交至此，新聞公評人被授權

得主動處理案件。 

與該申訴案具有利害關係之當事人可向新聞公評人提出申訴，認為

該報紙之行為已違反新聞道德，當該申訴案被提交到新聞公評人處時，

公評人之工作在確認該事件是否可經由報紙之更正或答覆而解決，因

此，他可能會先與報紙一方接觸。當該申訴案並無法經由此解決時，而

新聞公評人發覺該報紙確實有違反道德之情事者，公評人將會先行詢問

新聞主編之意見。提出申訴案有其時間上之限制，即必須在該報紙發行

後之三個月內提出申訴。 

當新聞公評人完成其初步之詢問後，其將有兩個選擇：一是認為該

行為並不構成該對報紙之非難；另一則是證據已足以顯示報紙有違反道

德行為而必須送交新聞委員會評議。 

在第一種選擇之情況下，申訴者可能會向新聞委員會提出上訴，即

便新聞公評人與新聞委員會所做之決定皆為申訴者所不服，此皆不影響

其向普通法院控告之權利。向新聞公評人提出申訴是免費的，新聞公評

人也會對民眾所提出對於新聞操守之質疑做出答覆。 

而若報紙的確有違反道德之行為，新聞委員會將根據報紙之行為做

出裁決，有時，報紙甚至必需支付行政罰鍰。 

在近幾年來，每年大約有 300-400件之申訴案，這些申訴大部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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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於犯罪過程的描述以及個人私人生活隱私權的侵害。在這些申訴案

當中，大約有 30%是在公評人轉介或申訴者自行上訴後，在新聞委員會

方面獲得調解。剩下的案件則基於種種之理由而撤銷掉，例如：申訴者

是無理由的或者是報紙已更正其錯誤。 

第五節 公評人制度實施成效評估 

當一項新制度出現，尤其是像公評人這種誓言要革新行政機關與人

民之間關係的制度，推動該制度之人多半會過度渲染其功效。我們要重

新釐清公評人制度出現所欲扮演之角色地位，亦即-補充目前現存的機

制，包括：法院、立法機關、行政執行機構、行政法院以及行政署，使

這些機構更為健全並更積極主動面對民眾之不滿。 

惟對於公評人對於全體社會之影響，學者Gellhorn TP

11
PT警告某些功能並

非公評人所能發揮者，他認為，公評人身為批評行政體制之角色是有其

影響力的，但他並沒有辦法開創新法規或是成為任何事情之萬靈樂。他

說：「作為批評行政機關之公評人，並沒有辦法創造出一個更好的政府。

公評人自身並沒有辦法制訂健全的社會政策，他們的職責在於當政府所

為偏離正當時，適當地使其回歸正軌。」 

在有關公評人制度實施成效之議題上，重點並不在於此一機構是否

可行，而是公評人制度在各方面是否做的夠好，包括：降低民眾對於行

政不當之不滿、保護基本人權免受政府權力侵害、改善行政表現、降低

民眾對於官僚政治之不信任以及保障人民免受政府之無謂指控。 

在 1960 年代後期至 1970 年代初期，美國的公平機會保護公評人

(U.S. Office of Equal Opportunity) 做了一項研究計畫，根據每一個公評

                                            
TP

11
PT Walter Gellhorn, supra note 3 at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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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表現來評估公評人制度之優點以及缺點。在評估公評人的表現方

面，這些社會科學家利用生產力(productivity，例如：公評人的數量、類

型以及案件完成總數與員工人數之間的比例 )、品質控制 (quality 

control，包括：監督機制、持續追蹤機制以及詢問的口氣)、宣傳品

(publicity)以及易接近性(accessibility)來作為評估依據 TP

12
PT。 

即便在抓取研究資料上有些限制，這些被研究的公評人仍顯示出一

些共同之特性，即「完整地調查申訴案件，對於有理由之申訴案儘速為

其解決，而對於無理由之申訴案則會給予書面詳盡之解釋理由」。而後，

研究單位會利用一些標準來評估公評人之優點，例如：對於個人而言(申

訴案之效率)、對於團體而言(公平利用公評人之機會)、對整個社會而言

(改善行政、較佳的政府表現、民眾信心的增加)、對行政機關而言(對於

政府官員有警示作用、指明需改革之事項以及提升道德)還有對於政治

力量而言(減少其他救濟機制之負擔以及較好的政府表現)。 

最後，他們也利用一些標準來評估公評人制度之成本，例如：民眾

與政府之間所簽訂的契約數量減少、申訴機制之激增以及經由協調之後

雙方爭議仍告協調失敗等。 

同樣地，英國也面臨了如何評估公評人制度施行成效的問題。他們

的專家委員會採用以下幾個標準來衡量公評人之優劣 TP

13
PT： 

1. 可見性(visibility)-相關配套制度必須要廣為人知，特別是要讓

容易利用公評人制度者知悉； 

2. 易接近性(accessibility)-常需要使用公評人制度者應能夠簡易地

掌控作業流程； 

                                            
TP

12
PT Gerald E. Caiden, Niall Macdermot, and Ake Sandler, supra note 2 at 17-19. 

TP

13
PT Id. at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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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獨立性(independence)-決定申訴案是否有理由以及如何處理之

機構(或人)必須不能夠偏頗任何一方； 

4. 專業性(expertise)-此一機構內部必須要有，或能夠獲得，具有

專業知識之人以對於申訴案做出最適當的決定。 

5. 權威性(authority)-任何機關必須要能夠確保其所為之決定具有

強制性； 

6. 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總體而言，此一機關必須能夠適當的

代表社會大眾與被申訴機構對抗。 

學者Larry HillTP

14
PT認為公評人所欲達成之目標有六項：一、糾正個人

錯誤；二、使官僚政治較為人性化；三、減少政府對人民的疏離感；四、

藉由扮演官僚政治的看守人以減少政府權力不當濫用；五、當控告是不

正當時為行政機關辯白；以及六、促使行政機關改革。而學者Brenda 

DanetTP

15
PT更以此一六大目標制訂出三組評估標準衡量公評人實施之成

效，此三組標準包括與客戶有關者、與行政機關有關者以及與公評人有

關者： 

1. 與客戶有關之標準 

(a) 申訴率 

(b) 對於公評人所能提供協助者之知識 

(c) 對於公評人管轄權之知識 

(d) 申訴案的性質-個人或團體 

                                            
TP

14
PT See Larry B. Hill, supra note 4 at 43-56. 

TP

15
PT See Gerald E. Caiden, Niall Macdermot, and Ake Sandler, supra note 2 at 18. 



 26

(e) 格式是否適當、申訴之內容以及申訴人認為申訴案之嚴重

性 

2. 與行政機關有關之標準 

(a) 申訴涉及之機關 

(b) 申訴涉及之內容 

(c) 整體公平性 

(d) 對於公評人所為建議之回應 

(e) 改革之目標 

3. 與公評人自身有關之標準 

(a) 年度案件承辦量 

(b) 員工案件承載量 

(c) 調查程度 

(d) 有效性 

(e) 協助之能力 

(f) 對於行政改革之影響 

學者 Danet 以此為標準衡量公評人制度，而與 Hill 達成相同之結

論，亦即-公評人係一非常成功的組織革新！但她同時也提出警告，這

項評估報告較傾向於強調公評人制度之正面價值而不在負面影響；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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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公評人制度對於民眾個人所帶來之影響大過於對於改善公共行政此

一長遠目標之影響。 

雖然大多數學者對於公評人制度實施之成效皆抱持者正面的態

度，但不容忽視者係，公評人制度仍有其缺陷所在TP

16
PT： 

第一，有些公評人一年受理稀少的申訴案，幾乎感覺不到它的存

在。這使人懷疑在公評人管轄範圍內之行政機關是否做的真有如此好，

或者，僅是該公評人並不為人所知悉因此也無人來利用。 

第二，有些公評人對於其管轄範圍限制甚多，以致於排除許多民眾

利用此一申訴機制，他們對於處理大的議題，如：政治或行政貪污等案

件，行政資源的詐欺、浪費及濫用，以及對於無助民眾施加恐嚇等案件

興致缺缺。 

第三，有些公評人無法自己調查申訴案或者是無法透徹地調查，其

他單位拒絕給予資源或與其合作。行政機關延遲回覆，希望由於公評人

累積之案件過多而淡忘掉該申訴案件。 

第四，有些公評人以過度正式之方式處理申訴案件。他們自身過於

官僚腐敗，認為申訴案件過於麻煩而不予處理，這些都可能因為公評人

制度於實際運用上，是在保護行政機關，而非一般民眾。 

第五，有些公評人未由法律制訂而生，因此他們自身認為尋求案源

是一件不恰當之事，因此，實際來該機關處理申訴案件者較應有之數量

為少。 

最後，那些曾經公開批評過政府或指責高階行政機關人員行政不當

之公評人在其任期屆滿之後，鮮少再受到聘任，甚且，在某些情況之下，

                                            
TP

16
PT Id. at 19. 



 28

根本無法完成其任期。這一現象是在暗示公評人不該讓公權力蒙羞，但

假若公評人致力於避免讓公權力蒙羞，那公評人是否還能繼續發揮其功

效，是值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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