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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公部門人力運用與人事成本相關議題研究 

 
 

第一節 政府人事支出的成長及其本質 

 
 
壹、人事支出為何成長？ 

 
人事費為政府消費支出最主要的項目，多具有持續擴張且不易收縮的特性，若

以政府支出的結構而言，其實是佔有一個非常大的比重，雖然就政府支出為何成

長這個問題，相關的文獻無論是理論的或是實證的均已非常的普遍，但專門針對

人事支出為何成長這個子題的研究就比較少見，多半是在探討政府支出為何成長

時有相關的探討，早期的觀點強調的是是社會的進步而造成了人民對於各項公共

財的需求與日俱增，進而也更需要更多的人力來從事這些活動。 

   
在工業化的過程中，國民生產增加，課稅能量提高；隨著經濟、社會、政治的

進步，各項活動的複雜性與相互依存關係也與日俱增。同時由於進步的壓力所

致，政府在法律、秩序及經濟管制上的功能擴大。也正是由於這樣不斷的發展，

人民對於交通、教育、都市建設等服務的需求與日漸增，而這都會形成政府支出

的有增無減。華格那有一非常重要的假說即在於政府部門職能擴大的速度超過總

體產出的成長，也就是在實證上許多學者所經常驗證的假說---公共支出的所得彈
性是否大於一。而這樣的假說藉由觀察公部門人數的變動，相較於公共支出的變

動必須考慮到名目變數與實質變數之間的轉換的複雜性，實質的公部門人數成長

更能顯示出政府部門擴張的程度(Vatter&Walker，1986) 
 
由於政府部門的產出大多屬服務性質及勞動密集性產業，在沒有與民間部門一

般的競爭壓力與激勵誘因的缺乏下，生產力提升的表現相較之下只會比一般民間

的製造部門為低，而服務於政府機關內的工作者卻往往會要求其薪資的調幅與民

間部門相同，無形之中即會使公共部門的成長速度相對較快，以薪資來衡量的相

對價格也就有較高的現象(Baumol，1967)、(Ratchford，1971)。 
 

Niskanen (1971) 、Tullock(1974)，更進一步指出這種現象是來自於官僚決策特
性，就傳統的經濟理論而言，最適的公共產出規模應當是以邊際成本=邊際效益
來衡量的。但民意機關在審查預算時往往並不清楚官僚決策的邊際成本與邊際效

益為何，在謹守收支平衡的原則之下多是以總成本=總效益來決定產出規模。在
這樣子的情形之下供給過多的情形也就無法避免。官員們為了追求預算的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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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僱用部屬、設立更多的分支機構，以有裨益於自己的聲望地位等。Winston Bush 
and Arthur Denzau(1977) 更指出官僚體系的成員為維護自身的利益通常會有比
私部門的成員有更高的投票率支持公部門的擴張，而行政效率不彰、冗員過多的

現象也將是非常自然的現象了。朱楠賢(1994)、許濱松(1986)也都有同樣的看法，
他認為官僚人員本身即是帶動擴大預算的人，他們常控制有關資訊同時粉飾實際

之支出，以便編列超過超過其實際需要之預算，此係因官僚人員關切自身之前程

甚於公眾之利益、缺乏正確的用人心態且沉溺於權力之誘惑所致。 

 
由上述的說明，我們可以發現當社會發展到一定的程度之後，人事支出的增加，

最主要的原因其實可以說是來自於整個公部門的特性，亦即為官僚決策模型所導

致，就人事管理的觀點而言，人事政策的官僚本位常常使得各項人事政策的推展

並不以成本效益為優先考量，例如職位的調升與薪資級距的調整未與員工工作的

權責程度相符(亦即職位調查缺乏客觀的分析)常常是導致人事支出不當成長的
主因之一(Ratchford，1971)、(藤井得三，1987)、(Cetrangolo，1997)、(徐仁輝，
2002)。 
 
貳、人事成本對政府財務問題的相關議題探討 

 
 自 70年代以後，各國政府多已注意到政府規模的擴充有其限制性，當政府已不
再是市場失靈的萬靈丹之後，政府也會失靈的概念自然也就成為政府不能再任意

擴張的基本圭臬。而各國政府也從這時候開始注意到當人民要求政府的職能必須

有所轉化時，政府的支出就必須更為有效的運用。在 1970及 1980年代許多的開
發中國家皆面臨了人事支出佔經常支出比重十分龐大的困擾，而這樣龐大的人事

支出往往壓縮了其他經常性支出的維持，甚至導致服務效能的低落。(Chew，1997) 
 
公共服務是屬於勞力密集產業，因此人事成本經常佔公共支出的最大宗，有關

僱用公務員所需的各項成本，自然是公共財務管理應重視的課題。而各種人事決

策所造成的財務問題，如職務調整或裁員對於薪資、福利、行政管理費用與其他

相關成本的影響已是目前受到相當重視的課題，而人事成本所包含的面向著實十

分廣泛，包含了一切直接的成本如薪資、獎金、津貼、退休金等等及與人有關的

相關成本如辦公室設備及其租金。徐仁輝(2002)將人事成本的觀察途徑分成三方
面來談： 

 
1. 觀察受雇員工從其工作的工作組織中獲得哪些利益，即哪些財務資源？ 
2. 觀察單位勞動的成本，即公共組織給予每單位勞動多少成本及每單位勞動生
產的結果為何？ 

3. 從預算的角度觀察，即組織人事對於預算的影響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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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最強調的即在於公共組織僱用人員，除了付給員工的直接利益之外，尚包

括受雇員工所使用的辦公設備及休閒設施等資本支出，而這樣全面性的對於受雇

員工所付出成本之觀察對於規劃有效的財務狀況是相當重要的。 

 
根據此一觀點加以延伸，最重要的是從預算的觀點，他認為就預算的觀點來看

有三個因素應予以考量： 

 
1. 與其他成本的關聯： 
管理者應觀察在預算上人事成本與其他成本，如經營成本、資本成本等之關係，

因為人事或職位結構的改變，如不配合調整其他預算，將造成嚴重的後果 

 
2. 預算應顯示人事成本的變動： 
任何人事上的決定，例如薪資、生活津貼、休假制度、病假、職務分類等皆會

影響到人事成本。 

 
3. 人事成本對未來預算的負擔： 
管理者應了解目前的人事政策皆可能對政府長期財務負擔有重大的影響，因此

有關人事政策的變動自應事先做好財務評估。 

 
 然而，這也就是公部門人事支出的問題所在，政府在薪資政策的訂定上較少會
考慮到預算的限制，公部門薪資的兩個最主要的基本哲觀即是內在公平與外在競

爭(internal equity and external competitiveness)，內在公平指的是組織所支付給每
一人的報酬與他所帶給組織的價值相符合，大多數的機關運用工作評價系統來決

定一個工作在組織內的相對價值，也就是每一個工作所應給付的報償必須與其他

工作相比較；而外在競爭性則是指組織所給付的薪資水準必須與其勞動市場上的

競爭對手相比較。然而公部門的待遇政策通常較優先考慮的是維持組織的內在平

衡性，而非與外部市場作比較。(Fay，1998)、(Risher，1998) 
 

Fay曾提到公部門與私部門的在薪資政策上的最大差別在於單一結構薪俸的
依賴程度，私人企業多半將薪資給與之類型分成臨時性、正式職員、專業人員及

管理階層，而臨時性與正式職員階層其薪資成長的幅度是遠低於專業人員及管理

階層的，長時間累積起來，兩類之間的薪資差異就會明顯拉開。而公部門所採用

的單一結構薪俸6所造成的影響就是其薪資曲線相較於私人部門會來得比較平滑
許多，而結果就是較低階層的員工，其薪俸將會高於市場水準，而專業人員及管

理階層的高級文官其薪俸則會明顯低於市場薪資水準。而公部門這樣的現象就無

                                                 
6 此處所指的單一薪俸結構指的應是公務機關均一體適用一套公務人員俸額表，而這樣子的俸額
表往往高低層級差距並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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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避免的形成了雙重不平衡的現象(double imbalance)，基層公務員的薪資較私部
門基層員工為高，而公務機關高階主管的薪俸，又比私部門高級主管低(OECD，
1996)，如下圖所示： 

 
圖 2-1 公私部門薪資結構分析 

 
 
    俸給                        私部門 

 
                                 公部門 

 
 
 
                                      職業層級 

                                       
具基本技能 / 至少能勝任的       高技能 / 高度能勝任的 

 

資料來源：引自 OECD(1996) : Pay Reform in the Public Service , pp.9. 

 
當機關內大部份的員工皆屬於較一般階層的員工時，也就是所謂的金字塔型結

構時，這樣子的薪資政策就無法避免的會使人事支出產生膨脹的現象，也無法吸

引及維持較具專業性及競爭性的人員，也使得政府無法將這些較無效率的支出節

省下來而移轉至其他支出項目以增進政府運作效能(Elliot&Lucifora&Meurs，
1999)。而這樣子的結果往往是因為公部門員工的薪資決定過程其政治性的因素
往往大於經濟性的考量。也往往就是因為這樣的限制才會造成政府人事成本易放

難收的特性(Chew，1993)。 
 
也就是因為這樣的限制，使得人事支出的控制多半只是權宜性的做法，尤其是

公部門不同於一般謀求公司本身最大經濟利潤的工商企業，本身代表國家，無生

存威脅之顧慮，在用人和給付薪津方面受限制多，彈性少，，更缺乏成本效益的

概念，因此人事支出的控制若不能建立在人事支出的合理化之前提之下，則對於

政府的運作將會受到更大影響。(劉水深， 1990)以下我們即將討論有關縮減人
力規模，精簡人事支出的可行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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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政府員額精簡及人事成本控制的相關議題 

 
 
 在探討了政府人事支出為何成長，及人事政策所造成的政府財務問題之後，則
進一步我們要探討的是就精簡政府用人，控制人事支出成長的問題上有無較為具

體且客觀的方法？ 

 
 
壹、策略性公務人力資源管理理論 

  
人事支出的不當成長，最容易讓人聯想到的就是政府機關員額的管理不當所

致，相較於私部門對於員額管理的效率化與彈性化，公部門的員額管理似乎長期

以來也就較缺乏有效的管理措施。也因為政府人事成本比例的僵固與沉重，也就

有許多意識到了必須對公務人力的運用有完整而科學的評估，以建立政府人力運

用的成本效益概念。 

 
 在私人企業裡，人事成本佔企業營運成本也多半都在五成以上，因此人力資源
管理的相關學理是企業人事成本規劃所不可或缺的一環。而公部門的人事成本規

劃，因以往政府較不易感受到經費預算的壓力，對於公務人力的管理也就較缺乏

較為系統的分析。 

 
 然而，隨著時代的轉變，現在世界各國普遍的均感受到因預算緊縮所帶來的各
種壓力，若不對公務人力資源詳細的加以評估，則難免就會形成只為了減輕財政

負擔而以平頭式經費裁減來達成縮小人事成本比例的目標。 

 
 施能傑(1997)首先提出了策略性公務人力資源評估這樣的一個理論，公務人力
的評估包括了六大面向，即人力數量、人力結構、人力素質、人力運用、工作態

度與人事成本，而前面五項因素都是影響人事成本高低的關鍵因素。 

 
人力數量與人力運用的評估主要提供我們機關的員額是否有過剩的現象？有沒

有產生勞逸不均影響工作士氣的現象？ 

 
組織架構的疊床架屋為公部門與私部門在人事成本方面所共同面臨到的問

題，在私部門裡越大的公司，從總經理到第一線的業務員或生產單位的操作員，

其中夾雜著無數的職位，諸如總經理、副總經理、常務董事、董事、廠長、經理、

副理、課長、股長領班等，階層越多人力金錢等消耗浪費也就多，若組織的架構

不予以精簡則人事費的支用無效率自然較有可能發生(李克仁，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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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的英國學者白京生（C. Northcote Parkinson），就曾對這種政府用人的缺乏
成本概念有了很生動的描述： 

 
機關首長不顧在業務上有無其必要性，並對現有人力先作評估檢討，而一昧動

輒請求增設單位、配置員額以彰顯其權勢，對於階段性任務已結束，或業務緊縮

而須裁撤或裁併之單位，則不加思索精簡。 

 
 彼得原理則是另一有趣的例子： 

 
遲早，每個職位都會被不適任該職位的人所佔據，而目前工作是由那些還沒有

達到能力階層之員工所完成。許多主管未能體認員工知識迅速折舊之事實及加強

訓練之重要，故不求對於已較不勝任現職者施以在職或專長訓練，反而以推動機

關新增業務為由，引進新人以代替之，依此循環，機關人力成本將快速沉澱累積，

形成彼得原理中所謂之「彼得螺旋」(Peter Spiral)，使機關冗閒人員日益增加。
而此一原理實為公務機關人事費用長期以來無法有效下降之一大原因。 

 
許濱松(1986)曾以當年我國民政部門為例來說明相同性質的機關並未隨著業
務萎縮而將職掌重新劃分，單位與員額配置並未隨之裁撤或調整： 

 
在早期民政單位包括民政、地政、兵役與選舉等部門，而現在這三部門已經分

別獨立，但民政單位的組織與員額並未改變，中央機關也有這樣的情形，如文建

會的成立，大部分由教育部的職掌劃分出來，小部分由內政部劃出，但被劃分出

去的機關其員額配置卻沒有減少，沒有一個機關因業務萎縮而裁減單位和員額。 

 
 而人力素質與工作態度的評估則能顯示出在現有的人事成本資訊下，員工是否
能相對的有適當的生產效率與服務品質？而這樣的一個議題其實也是整個人事

成本分析的核心所在。政府的人力素質，均較一般私人機關為高，但就民眾的印

象而言，政府機關員工的服務態度不佳，長期以來均為人所詬病，勞逸不均的現

象似乎在公務機關裡特別的嚴重，有的工作太忙，有的則太過閒逸，而太忙的人

則會有不公平的心態，而降低自己的工作量，而此一結果自然會造成生產力的低

落。(許濱松，1986) 
 
 人力結構則是評估組織內人力在層級、不同工作性質間的分配狀況，以及人力
進用方式等方面是否與組織目標與需求相配合。尤其是職務列等的安排能否與員

工的職責程度相符合？另一方面，臨時性、約聘僱契約式或長久僱用模式等方式

究竟組織裡的人力結構以何種方式安排或者是何種比例安排為宜，也是在評估的

過程中與人事成本的高低密切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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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能傑(1999a)，針對這一點非常的強調人力資源的經營成本意義，尤其是雇
用全職非契約性人力，他認為政府必須深思下列問題：公務人力是否一定要以終

身雇用模式的公務員形式僱用？應否採取更為多樣性的人力組合，包括各式臨時

性人力或契約外包人力等？什麼工作性質適合臨時性人力擔綱？臨時性人力的

管理制度又應如何設計才能顯著的達到彈性、減少成本但又維持工作生產力境

界？ 

 
策略性觀點所帶給我們的啟示是說機關組織的功能若非為核心部份，就是適合

考慮運用臨時性人力或契約性人力，因此縱然機關內仍有需要自行設置該種職

務，未必要採行自行雇用培育發展的人力運用模式。以目前推動的小學英文教

育，由於第二外語未必要是國民義務教育的核心課程，自然可以考慮用契約外包

臨時性聘用方式，一則減少終身雇用之成本，二則更可以經由契約競爭確保英文

師資之品質。 

 
 以下圖為例，人力運用究竟採向外僱用或內部培育應視四種情境而定，而四類

情境乃由兩個變項交叉形成，一是人力資本對組織的價值(顧客由公務人力服務
之提供所得之效益與其人事成本間之比值)，二是人力資本對組織的獨特性(所具
知能的特殊、難以學習模仿的程度)。而小學英文教師就是屬於第三象限可用契
約外包，減低人事成本負擔，確保人力品質的類型。 

 
           圖 2-2 公務人力僱用方式判別準則 
     
       高  

 
   人力 
   資本     組織之間        自行雇用 
   之獨     交互運用          
   特性 
            契約外包        市場購買 

 
 
       低        人力資本價值          高 

         
         資料來源：引自 Lepak & Snell (1999) : “The Human Resource Architecture: Toward 

                 A Theory of Human Capital Allocation and Development.”,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 24. p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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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機關組織功能的核心價值，Musgrave(1982)亦提供了我們一個很好的判定
標準，即為我們必須清楚的了解公共提供(public provision)與公共生產(public 
production)在政府部門中所代表的意義，也就是公共服務在生產過程中所具有的
公共性程度(publicness in production)。公共生產代表的是所提供服務的本質即具
有必須由公共來提供的特性，而公共提供則純粹只是政府部門提供了這樣的一個

服務，而這樣的服務是極容易以私部門來取代，如學校為防止疾病傳染而為學童

接踵疫苗，這樣服務的提供已非學校組織基本核心價值，也很容易外包給私部門

來執行。又如清潔人員及停車管理人員皆非實質上具有公共生產的特性，經由外

包競爭更可確保服務的品質。 

 
貳、員額精簡與人事費控制 

 
 承續先前所闡述的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的理論，若思考的角度是必須對於員額
有所精簡以降低人事費規模，則政府勢必有所改造，必須由大政府演變為精簡政

府，政府萬能提升為政府授能，也就是政府的角色必須有所轉變，幾個重要的準

則是否能夠切實的達成，實為十分地關鍵：(OECD，1997b) 
 
1.公共利益準則：目前所提供的服務是否符合大眾的需要？ 
 
2.政府角色準則：政府所提供的服務是否是合理且必要的？ 
 
3.合夥準則    ：哪些服務是可以全部或部份移轉到私部門？ 
 
4.效率準則    ：如果服務要繼續提供則如何增進服務的提供效率？ 
 
5.財政能力準則：政府是否有能力承擔所有的服務，如果不行，該放棄什麼？ 
 
以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的論點觀之，政府組織在人力數量的維持上必須確保組

織發展與功能上具核心價值能力的員工，而在其他較與核心價值無關的人力運用

上就必須採取較為彈性的做法，而經由這樣的策略性思考，也同時能對於組織待

遇的管理能有所革新，在政府角色有所轉變之時，最直接影響公務機關組織人事

成本的員工待遇問題，必須也能同時配合個別組織或整體國家的發展，包括了俸

給、獎勵措施、福利、津貼、補助、退撫給與等做一完善的規劃。也可以說待遇

管理是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不可或缺的一部份，藉由人力資源的評估及待遇管理

的檢討，才能對政府人事支出的問題有更深入的了解。 

 
 總而言之，政府人事成本的評估須基於以上的幾個概念，本文對於政府人事成
本的分析也就是根據這樣的理論去分析。但就人事成本評估影響人事費規模的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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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面向如組織人力結構的安排是否能與組織的職能相配合、組織人力的運用是否

產生勞逸不均、生產效率低落的情形、以及待遇政策是否能與員工的努力程度相

配合以避免人事成本無謂浪費等，以作者的個人經驗及資料的詳細程度均難以完

成此一工作，而文獻中對於政府人事費的議題多集中於討論政府待遇改革的措施 
，以維持政府人力素質的水準。若要討論人力運用與人事費支用的合理性，則其

本身就會受到很大的限制，也因此本文也只能對所整理出的資料及統計數據來分

析現階段我國各級政府所面臨到的人事成本問題，而這也是在做政府人事支出的

議題時所受到的最大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