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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現代國家普遍面臨著資源有限的困境，基於提高資源運用的效率

及效果起見，各國政府莫不建立一套良好的計畫管理機制，確保各項

施政均能順利推動，俾期促進國家發展及民眾福祉的最終目標。從各

國實務中發現，一套良好的計畫管理機制，不僅可將有限資源運用於

國家社會最需要的施政上，更可以積極提升施政或計畫的品質，此

外，各種資訊還可回饋作為後續施政決策之參考，讓政府後續施政更

具效能1。 

「管制考核目的，在於追蹤計畫之正常執行，評估計畫執行績

效，以確保計畫目標之達成。一個現代化國家的政府，必須運用現代

管理科學知識和系統分析原理，推動各項管制考核業務，確實發揮管

制考核的功能，有效達成施政目標。」2。 

施政計畫管制考核制度自民國 58年實施迄今，歷經 30餘年來的

運作，已建立完整的計畫管制考核體系，歷任主任委員亦致力完備體

制，期能發揮行政院重要幕僚角色，例如前主任委員魏鏞於民國 65

年就任後，將現代行為科學，公共行政及管理科學中有關系統理論、

系統分析，資訊評估理論及控制技術與方法，引進管考作業中，使管

                                           

 
1 林嘉誠，「計畫管理的回顧與前瞻」，政府績效評估，台北：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
會編印，2004年 1月，頁 323。 

2 行政院研考會前主任委員魏鏞，「序言」，管考評估作業論文集，台北：行政院研究發
展考核委員會編印，1985年 1月，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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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制度更為科學化、精緻化3。民國 89年林嘉誠主任委員上任後，基

於推動政府改造及考量各類施政計畫性質及所涉層面亦較以往複雜

而廣泛，必須配合良好的計畫管理機制，才能達成預期規劃目標。另

一方面，面對現代電腦資訊科技及知識經濟的發展趨勢，政府計畫管

理機制亦須配合調整，尤應妥善運用各種新科技或知識的優點，始能

持續發揮既有功能4。基此，研考會規劃自 90年度起實施施政計畫三

級管考制度，將施政計畫依重要性區分為由行政院列管、由各部會列

管及由各部會所屬機關自行列管三級，全部納入管制。同時亦於 90

年度起積極推動網路化作業，各機關均透過網路運用施政計畫管理資

訊系統，在研考會建置的網路平台上辦理施政計畫管制及考核作業，

正式開啟中央行政機關網路管制考核機制。 

施政計畫管制考核制度藉由推動分級管考，期使各機關建立施政

計畫自主管理機制，並期透過網路化作業提高效率，管制考核制度自

此邁入新的里程碑，惟經檢討仍有些機關在計畫發生執行偏差時，未

能即時調整計畫，致常有計畫無法依預定期程完成，民眾對於政府重

大計畫的成果有所存疑。探討施政計畫管制考核制度目前所遭遇的問

題，乃是本論文研究重點。 

依據 93年 6月 23日公布頒行「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行

政院組織規模為 13個部、4個委員會及 5個獨立機關，依該法規定，

部會功能界定為擔任綜合性、統合性政策業務之規劃角色，各部會所

屬機關界定為處理技術性或專門性業務之執行機關，部會及所屬機關

                                           

 
3 魏鏞、趙達瑜等，中華民國政府研究發展與管制考核體系之建立與發展，台北：行政
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1999年 3月，頁 35-36 

4 同註 1，頁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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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色功能明確分為規劃與執行二部分。屆時部會本身必須具備政策

規劃與管理功能，而政策及管理的自主性將大幅提高。為因應新的行

政院組織結構與各部會功能之改變，未來應如何繼續發揮計畫管制考

核功能，於當前討論組織與功能整併之際，確有必要併同探究。 

第二節  研究目的 

 依據前述研究動機，本論文之研究目的主要有二： 

一、 分析施政計畫管制考核制度與實務運作遭遇問題，進而研提改進

建議。 

二、 行政院二級機關由原部會局處及所屬 36個縮減為 22個之後，試

擬將來推動施政計畫管制考核制度的相關策略。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本論文採下列的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 

一、研究途徑 

(一)質的研究途徑：本研究採取質化的研究取向，著重訪談對象

所提供的實務經驗及其價值觀，同時以實務參與者的觀察

對研究的問題深入瞭解，並予分析。 

(二)系統研究途徑：本研究以年度施政計畫三級管考制度為投入

變項，中央部會及所屬機關執行情形為轉換變項，施政計

畫執行成效為產出變項，運用三者相互關係，提出制度缺

失及改進建議。 

(三)制度比較研究途徑： 1980年開始，歐美先進國家面對整體

環境變化，紛紛以改造公部門組織與服務品質為施政主

軸。例如，英國柴契爾政府在 1980 年透過政府組織精簡

（Downsizing）、建立效率團隊及財務管理改革方案，首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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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管理的施政；美國亦於 1993年通過「政府績效與成果

法」 (Government Performance and Results Act,簡稱

GPRA)，強化聯邦政府的施政計畫評估。本論文就美國施政

計畫管理制度詳加研析，俾作為研擬相關建議意見之參考。 

二、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 

1.整理分析國內外有關計畫管制考核、政策執行與評估、績

效管理等相關的文獻、期刊或專書，進行理論與實務比

較研析。 

2.筆者參與施政計畫管制工作多年，與各機關研考人員常有

接觸，從業務接洽過程瞭解計畫管考人員生活與工作價

值觀。93年 10月奉指示規劃辦理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三級

管考制度訪查，針對 36個部會及 72個 93年度編製施政

計畫之所屬機關進行問卷調查，以瞭解各機關管考業務

現況，並擇定 15個機關辦理實地訪查，以掌握實情及確

認機關需要之協助。該次實地訪查觀察所獲資料，亦將

作為本文研究分析、驗證及運用。 

(二)深度訪談法 

 選擇具有施政計畫管制考核實務經驗的承辦人員或主管進

行深度訪談，主要訪問其對制度的看法及其經歷的實務困

境，與相關文獻探討進行分析研究，訪談資料及分析詳見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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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本文以下列機關、業務為研究範圍，茲將其說明如下： 

（一）執行機關：實際執行年度施政計畫管制考核工作之部會機

關。 

(二)年度施政計畫管制作業：係從施政計畫中，依據選項列管原

則，選擇重要之計畫項目列入管制，目的為使列管計畫依

照預定目標及進度貫徹執行。管制作業分為三階段，第一

階段為為施政計畫選項，即將施政計畫分為由院、部會及

自行列管三級；第二階段為計畫主辦單位編制年度作業計

畫作為管制基準；第三階段為依管考週期填報工作進度及

預算等執行情形。 

(四)年度施政計畫考核作業：各部會於年度終了，就年度奉核定

選項列管之施政計畫，依行政院列管計畫、部會列管計畫

及部會所屬機關自行列管計畫，分別辦理考核。各機關得

依計畫考核結果對其所屬機關（單位）及相關人員辦理獎

懲。 

二、研究限制 

(一)施政計畫管制考核制度內涵屬於政策執行與評估、公共管理

範籌，惟目前國內學界對於施政計畫管制考核制度實務運

作之研究較少，因而深入探究其實施成效及影響分析的文

獻亦不多，筆者從實務作業層面探究，可能會產生參與觀

察方法方面的偏差。 

(二)由於外國政府相關組織並無與行政院研考會類似的計畫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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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或評估的專責組織，國外文獻資料以組織績效評估方面

較多，以致外國比較文獻蒐集受到限制。 

(三)本文以中央行政機關年度施政計畫管考制度為研究主題，至

於地方政府行政機關部分，尚處於推動試辦階段，故未列

入本文研究範圍。 

第五節  研究架構與流程 

一、研究架構 

 本文研究目的在於提出施政計畫管考制度改進建議及未來推動

策略，茲以施政計畫管制、施政計畫考核、管考組織與人員及資

訊化應用等作為投入，依此轉換 9個執行面，執行後產出 8個成

效指標，本文據以探討三者之關聯性後提出結論與建議。（研究

架構圖如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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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  入                轉  換                產出 
  （政策面）            （執行面）            （成效） 
 

1. 施政計畫管制 

 

2. 施政計畫考核 

 

3. 管考組織與人

員 

4. 資訊化應用 

   

1.1訂管考作業規範
1.2編製作業計畫，為
執行及管制依據

1.3依管考週期檢討
與彙報計畫進度

 
2.1評核列管計畫執
行成效 

2.2依評核結果辦理
獎懲  

 
3.1設立研考專責單
位或人員 

3.2執行人員具備相
關管考專業知識

與經驗 
4.1列管計畫採網路
化作業 

4.2運用系統定期統
計分析相關資訊

1.1建立自我管理機制 
1.2列管計畫依預定期
程達成目標 

1.3提供計畫績效資
訊，提高政策品質 

1.4檢視政策目標與政
策執行的妥適性並

適時修正 
2.1考核結果為擬定政
策及分配資源依據 

2.2釐清政策責任歸屬 
 
 
3.1發揮決策支援功能 
 
 
 
4.1提供決策者、執行
人員與民眾政策資

訊 

 

圖1-1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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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流程 

 本文係藉由行政院施政計畫管制考核制度沿革，檢視管考制度發

展與成果，其次，探討管理理論在管考工作上的運用，以及整理

歷年行政院重要管制考核業務報告與資料，進而運用深度訪談所

獲得的資料與文獻探討結果，互為比較分析與論證，釐清施政計

畫管制考制核度實務缺失，作為探討施政計畫管考制度基礎，最

後提出結論與建議（研究流程如圖 1-2） 

 
界定研究動機 
與目的 

研考業務主管或

主辦人員訪談 

由院列管計畫查證

及三級管考實地訪

查實證分析 

相關政策執行與 
公共管理理論分析 

施政計畫管制考核

制度研究發現 

施政計畫管制考核

制度推動現況與 
分析 

美國計畫與預算管

理制度分析 

結論與建議 

 

圖 1-2  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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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重要名詞界定 

一、年度施政計畫 

(一)定義：依據預算法第 43 條及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年度施政計

畫編審辦法規定，各主管機關遵照施政方針及行政院核定

的預算，並配合中程施政計畫及年度業務發展需要，訂定

施政目標與重點，並擬定主管範圍內的施政計畫，作為年

度施政之依據。廣義而言，所謂施政計畫應包括各級機關

推行業務的各種計畫在內，惟依目前習慣上的說法，施政

計畫已成為「年度施政計畫」的簡稱，包括施政方針，施

政計畫先期作業、施政計畫、預算等。再就狹義而言，年

度施政計畫則僅指配合會計年度的預算編審作業擬定的

「年度施政計畫」5。 

(二)實施程序：各主管部會擬定年度施政計畫後陳報行政院，由

研考會會同有關機關審議後，提報年度計畫及預算審核會

議。各機關依據前述會議結果，配合行政院核定之預算額

度，修正年度施政計畫，經研考會彙編為行政院年度施政

計畫草案，由行政院併同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送立法院。各

機關依據立法院議決結果，配合修正年度施政計畫草案，

經研考會彙編為行政院年度施政計畫，由行政院呈報總

統，並分行各機關據以實施。  

                                           

 
5林克昌，行政專題論述，台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 4月 BOD 2版，
頁 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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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程施政計畫 

(一)定義：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計畫編審辦法」規定，

各機關依據中程施政目標，訂定期程為 4 年之綜合策略計

畫，謂之「中程施政計畫」。個案計畫依期程區分為長、

中程計畫，期程在 6年以上為長程計畫，2至 6年為中程計

畫，施政計畫區分為年度施政計畫及 4年中程施政計畫。 

(二)實施程序：各機關訂定中程施政計畫必須進行內外環境、優

先發展需要及課題評析，依國家長程整體及前瞻發展需

要，配合施政績效評估作業，選定中程施政目標，擬訂策

略績效目標及衡量指標，據以選擇中程施政重點，並配合

國家中程財政目標及可用資源，妥為規劃中程經費總需

求，據以編訂中程施政計畫。計畫內容包含環境情勢分析

及優先發展課題、現有計畫執行成效及資源分配檢討、策

略績效目標及衡量指標、計畫內容摘要、經費總需求表及

計畫關聯表。為提升衡量指標之挑戰性，激勵各機關自我

超越，各機關應參照近 3年之實際達成目標值，訂定未來 4

年目標值，故中程施政計畫以 4 年為期規劃各機關施政目

標。 

三、三級管考制度 

(一)定義：依據「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年度施政計畫選項列管作業

要點」第 2點規定，各機關年度施政計畫應採電腦化作業，

全部列入管制，依行政院列管、各部會列管及部會所屬機

關自行列管分級列管。 

(二)列管分工：年度施政計畫分級列管項目經核定後，由院列管

部分，由研考會會同經建會、國科會及工程會等辦理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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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會列管部分，由各部會研考單位列管；自行列管部分，

由部會所屬機關研考人員或指定專人列管。 

四、追蹤（Follow-up） 

（一） 追蹤為管制基本要務，計畫執行過程中，必須隨時追查，

倘若發現進度落後，有不能如期完工之慮時，應即研究縮

短工期調整計畫，此種查核分析及調整修正的行為即屬追

蹤。依據「院長交辦或指示事項列管作業要點」第 3 點規

定，各機關收到院長交辦或指示之事項後，應訂定具體目

標，預定完成日期，或預定達成關鍵工作事項，提送研考

會據以列管；第 5 點規定研考會應定期追蹤列管事項辦理

情形，並提報行政院重要會議或簽陳院長。故追蹤列管係

指對於尚在研擬階段的計畫，或長官重要的指示或相關會

議具體的結論，要求主管機關定期提報辦理情形，俾瞭解

並掌握其執行進展。凡未涉及進度，僅欲獲知辦理情形或

執行效果之作業程序皆謂「追蹤」。 

（二） 研考會追蹤類別，依據追蹤案件來源，可概分為（1）一

般業務追蹤包括院長在院會、巡視時之決議及提示事項之

追蹤（2）重要會議結論追蹤，例如「全國行政革新會議結

論行動方案」（3）方案追蹤，主要係指各部會因應現勢施

政所必須強化之施政重點，或依行政院指示，研訂相關方

案，經行政院院會決議，或院長指示，或行政院函核定，

或行政院秘書處簽核指定列管者，如「新世紀人力發展方

案」追蹤（4）其他：因應首長特殊時空需求所進行之專案

追蹤，如「總統重要競選政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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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管制（Control） 

（一）管制屬於現代管理之控制範籌，控制是用來確保活動能

按計畫完成，並藉此矯正重大偏差的監督活動過程。即使

計畫如預期進行，管理者仍需參與控制工作，因為，唯有

以原先設定的標準來評估所完成的工作與表現後，管理者

才能真正瞭解部屬是否做的不錯，「控制」目前仍為管理

的有效工具。依據刑祖援解釋管制係運用現代管理方法，

預先訂定標準，並促使計畫或方案能依照預定的目標及進

度執行，以順利完成。「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年度施政計畫

管制作業注意事項」第 2點規定，行政院核定列管計畫後，

主管機關研考單位應協助計畫主辦機關，擬定年度作業計

畫，作為執行及管制之依據。在行政院階層的管制作業分

為「計畫管制」及「專案管制」，計畫管制係指有明確的

計畫、預算及預定進度可作為管控的依據者，專案管制係

指針對每一專案的特質，採取不同的管制方式，例如「維

護公共安全方案」，為使中央主管機關、直轄市及縣市政

府確實依方案規定各項目，持續加強推動，特訂定「維護

公共安全方案管制考核作業規定」，作為管制分工、進度

管制及獎懲作業之依據。 

（二）在研考會實施程序上，施政計畫列管級別確定後，由計畫

主辦單位編製年度作業計畫，作業計畫內容為「計畫緣

起」、「計畫總目標」、「年度目標」、「年度工作項目」、

「預算使用」、「管考基準」「中長程計畫分年度工作摘

要及進度」及「本年度分月工作摘要及進度」等以作為管

制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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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六、評核（Review） 

（一）原文 Review的意思，作為動詞譯為回顧、批評、評論，

作為名詞時指檢閱、新書評論、報告或定期專欄評論及評

估之意。依據刑祖援解釋，評是評論要評論一件工作的優

點和缺點，核是審核，要審核一件工作的是非正誤。依據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施政計畫評核作業要點」第 2點規定，

各部會於年度終了，應就年度奉核選項列管之施政計畫，

依院列管計畫、部會列管計畫及部會所屬機關自行列管計

畫，分別辦理評核。「評核」、「考核」或「考評」皆含

有行政性質的考核，分為對人考核與對事考核，考核的目

的為提高行政效率並藉此激勵組織中各階層人員。  

（二）在研考會實施程序上，由院列管計畫評核作業區分為主

辦機關自評、主管機關初核、行政院複核及評核結果公告

等程序，各主辦機關應於每年 3月 10日前完成自評作業，

各主管機關應於每年 3月 31日前完成初核作業。計畫評核

成績分優等、甲等、乙等、丙等、丁等。複核分數達95分

以上者為優等，85至未達95分者為甲等，75至未達85分

者為乙等，65至未達75分者為丙等，未達65分者為丁等。 

七、考成（Assessment） 

（一）原文 Assessment 的意思為評價、判斷，評估。字面上雖指為

評估，但與所謂「政策評估」有所不同，其與「評核」同屬行政

性質的考核，惟偏重組織績效方面的考核。依據「行政院所屬機

關考成辦法」第 2條規定，各機關工作考成，應就每一會計年度

工作成績詳加考核，評定優點缺點。各機關考成項目涵蓋施政計

畫及政策執行、預算編製及執行、管理之績效及經費、人員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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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考成對象一般係指機關整體業務。 

（二）在研考會實施程序上為（1）分級實施：行政院考核其所屬各

部、會、行、處、局、署及各省、市政府。各部、會、行、處、

局、署考核其直屬機關（2）考成程序：行政院對所屬各部、會、

行、處、局、署之考成結果，應列舉優點缺點，並附具改進意見。

各受考核機關，應於年度終了時，列舉一年來工作成就及其困難

之事實，並附具改進意見，以備考核（3）考成結果應用：各機

關得依考成結果對其所屬單位及相關人員辦理獎懲。 

八、評估（Evaluation） 

（一） 就評估（Evaluation）乙詞係指對某一事物或計畫的評價，不

管主觀或客觀的價值判斷，都是評估的一個過程。評估應依科

學方法與嚴謹程序來進行，使評估所得的結果，真正代表一種

合理價值判斷的產物。依評估的時間不同可分為事前、事中及

事後的評估。在管理學上「評估」與「績效」密不可分，有一

句英文俚語「You get what you measure 」（評估什麼，即可得

到什麼成果），即指績效評估的重要性。績效評估之所以能產

生積極意義，主要因具有績效評估標準與激勵手段之利用，前

者顯示行為者努力之方向或標的，後者賦與行為者努力動機或

力量。行政院基於營造高績效政府之目標，參考美國政府績效

與成果法規劃設計，函頒「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施政績效評估要

點」，依據第 3 點規定，施政績效評估，分為策略績效目標及

年度績效目標之評估。策略績效目標係指各機關依據組織、功

能、職掌及業務推展之需求，提出以 4 年為期程，預期達成之

中程施政目標；年度績效目標，係指各機關為達成策略績效目

標，每年度應訂定之具體性目標。行政機關工作考成制度目前

改為施政績效評估制度，使更符合科學管理及公共管理新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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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二） 施政績效評估實施程序：（1）訂定年度績效目標及衡量指標：

各機關由首長召集內部單位及所屬機關成立任務編組，依據行

政院重大政策方向、策略績效目標及考量國家財政收支狀況

後，據以訂定年度績效目標。（2）撰擬年度績效報告：各機關

應依據年度績效目標及衡量指標檢討執行績效，並撰擬年度績

效報告。年度績效報告內容含年度績效目標及衡量指標、年度

績效目標達成情形、原訂目標未達成原因、改進措施及整體執

行績效。（3）評估結果應用：各機關應將年度績效報告及評核

意見上網公開，並利用媒體，使公眾得知各機關年度績效報告

及評核意見。各機關應依行政院核定之評核意見，對其所屬機

關(單位)及相關人員辦理獎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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