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錄一 

政務人員退職酬勞金給與條例 

中華民國六十一年二月五日總統(61)臺統（一）義字第八五三 號令制定公布全

文十五條 

中華民國六十八年十二月二十四日總統(68)臺統（一）義字第 六四五六號令修

正公布第十一條條文 

中華民國七十四年十二月十一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六 一九三號令修正公布

第二條及第四條；增訂第九條之一 、第十條之一及第十一條之一；並刪除第六

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八年六月三十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八八００ 一四九七九０號令修

正名稱及全文十九條（原名稱：政 務官退職酬勞金給與條例） 

中華民國九十三年三月二十九日考台組貳二字第 09300026522  院授人給字第

0930061546 號公告施行期滿廢止  

第一條   政務人員退職酬勞金之給與，依本條例行之。  

第二條   本條例適用範圍，指下列人員：   

一、依憲法規定由總統提名、經國民大會或立法院同意

任命之人員。 

二、依憲法規定由行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人員。 

三、特任、特派之人員。 

四、各部政務次長。 

五、特命全權大使及特命全權公使。 

六、其他依法律規定之中央或省（市）政府比照簡任第

十三職等以上職務之人員。 

  本條例適用範圍，除前項人員外，包括副總統、臺灣省省長及直

轄市市長。 

第三條   政務人員退職酬勞金之給與，由考試院會同行政院辦理。  

第四條   政務人員服務二年以上退職時，依下列規定給與退職酬勞金：

一、服務未滿十五年者，給與一次退職酬勞金。 

二、服務十五年以上者，由退職人員就下列給與擇一支

領之： 

（一）一次退職酬勞金。 

（二）月退職酬勞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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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兼領二分之一之一次退職酬勞金與二分之一之月

退職酬勞金。 

  一次退職酬勞金以退職生效日在職同職務人員之月俸額加一倍

為基數，每服務一年給與一個半基數，最高三十五年給與五十三個基

數。尾數不滿六個月者，給與一個基數，滿六個月以上者，以一年計。

  月退職酬勞金，以在職同職務人員之月俸額加一倍為基數，每服

務一年，照基數百分之二給與，最高三十五年，給與百分之七十為限。

尾數不滿半年者，加發百分之一，滿半年以上未滿一年者，以一年計。

政務人員年齡未滿五十歲具有工作能力而退職者，不得擇領月退職酬

勞金或兼領二分之一之月退職酬勞金。 

  第一項第二款第三目規定之退職給與，依其應領一次退職酬勞金

與月退職酬勞金按比例計算之。 

  政務人員服務未滿二年者，仍得以轉任政務人員前曾任軍、公、

教人員之年資，依其原適用之退休（伍）規定辦理退休（伍）。但政

務人員之年資，應予併計。 

第五條   政務人員因公傷病致心神喪失或身體殘廢而退職者，不受服

務二年以上年資之限制。  

  前項人員請領一次退職酬勞金者，服務未滿二年，以二年計。如

係請領月退職酬勞金者，服務未滿二十年，以二十年計。  

第六條   政務人員退職時，曾任軍、公、教人員者，未曾依規定核給

退休（伍）金或資遣給與之服務年資得合併計算。  

第七條   政務人員服務年資及退職酬勞金之計算，由原服務機關轉請

考試院會同行政院核定之。  

第八條   政務人員退職酬勞金，應由政府與政務人員共同撥繳費用建

立之基金支付之。並由政府負最後支付保證責任。  

  依第五條規定辦理因公傷病成殘退職者，其加發之退職酬勞金另

由各級政府編列預算支付之。 

  第一項共同撥繳費用，按政務人員月俸額加一倍百分之八至百分

之十二之費率，政府撥繳百分之六十五，政務人員繳付百分之三十

五。撥繳滿三十五年後免再撥繳。 

  政務人員離職時不合請領退職酬勞金者，得申請發還其本人原繳

付之基金費用，並以臺灣銀行之存款年利率加計利息，一次發還。如

經領回者，嗣後再任政務人員，該部分年資不得再行核計年資領取退

職酬勞金。 

  第一項基金之撥繳、管理及運用等事項，依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

金管理條例之規定辦理。 

第九條   請領退職酬勞金之權利，自退職之次月起，經過五年不行使

而消滅。但因不可抗力之事由，致不能行使者，其時效中斷；時

效中斷者，自中斷之事由終止時，重行起算。  

第十條   月退職酬勞金，自退職之次月起發給。  

第十一條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喪失其領受退職酬勞金之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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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死亡。 

二、曾受刑事處分者。 

三、因案撤職者。 

四、不遵命回國者。 

五、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 

第十二條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停止其領受月退職酬勞金之權利，至其

原因消滅時恢復：   

一、褫奪公權尚未復權者。 

二、領受月退職酬勞金後再任政務人員或其他有給之公

職人員者。 

第十三條   已領退職酬勞金之人員，再任政務人員或其他公職人員時，

已領之退職酬勞金，無庸繳回；其退職前之服務年資，於重行退

休或退職時，不予併計。  

第十四條   依本條例支領月退職酬勞金或兼領二分之一之月退職酬勞金

人員死亡時，另給與遺族一次撫慰金。   

  前項一次撫慰金，以其核定退職年資及其死亡時同職務之現職人

員月俸額暨第四條之規定，計算其應領之一次退職酬勞金為標準，扣

除已領之月退職酬勞金，補發其餘額，並發給相當於同職務之現職人

員六個基數之撫慰金。其無餘額者亦同。 

  遺族為父母、配偶或未成年子女者，如不領一次撫慰金時，得按

原領月退職酬勞金之半數或兼領二分之一之月退職酬勞金之半數，改

領月撫慰金。 

  領受月退職酬勞金人員死亡，無遺族或無遺囑指定用途者，其撫

慰金由原服務機關具領作其喪葬費，如有剩餘，歸屬國庫。 

第十五條   政務人員退職後，於第九條所定退職酬勞金請領時效屆滿前

死亡，而喪失其領受退職酬勞金之權利者，比照其應領之一次退

職酬勞金標準，發給一次撫慰金，由其遺族具領。  

  前項人員符合支領月退職酬勞金條件而其遺族為父母、配偶或未

成年子女者，如不領一次撫慰金時，得依遺族選擇，按其應領月退職

酬勞金之半數或兼領二分之一之月退職酬勞金之半數，改領月撫慰

金。 

  前項遺族按其應兼領二分之一之月退職酬勞金之半數改領月撫

慰金者，另依第一項規定標準發給二分之一之一次撫慰金。 

  前條第四項規定於第一項人員準用之。 

第十六條   請領退職酬勞金之權利，不得扣押、讓與或供擔保。  

第十七條   政務人員在本條例修正施行前後均有服務年資，應前後合併

計算。但在本條例修正施行前之服務年資，仍依原條例最高採計

三十年。本條例修正施行後之服務年資，可連同累計，最高採計

三十五年。有關前後年資之取捨，應採較有利於當事人之方式行

之。  

  本條例修正施行前年資累計不滿一年之畸零數，併入本條例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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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行後年資計算。 

  政務人員在本條例修正施行前後均有服務年資者，其退職酬勞金

依下列規定併計給與： 

一、本條例修正施行前服務年資，應領之退職酬勞金，

依本條例修正施行前政務官退職酬勞金給與條例原規

定標準，由各級政府編列預算支給。 

二、本條例修正施行後服務年資應領之退職酬勞金，依

第四條第二項至第四項規定標準，由基金支給。 

  政務人員在本條例修正施行前後均有服務年資，合計滿十五年以

上者，其退職酬勞金應選擇同一給付方式請領。 

  本條例修正施行前在職人員已有服務年資未滿十五年，於本條例

修正施行後退職，擇領月退職酬勞金者，另按未滿十五年之年資為

準，依下列規定擇一支給補償金： 

一、每減一年，增給半個基數之一次補償金。 

二、每減一年，增給基數百分之０․五之月補償金。 

  本條例修正施行前服務未滿二十年，於本條例修正施行後退休，

其前後服務年資合計滿十五年支領月退職酬勞金者，依其在本條例修

正施行後年資，每滿半年一次增發半個基數之補償金，最高一次增發

三個基數，至二十年止。其前後服務年資超過二十年者，每滿一年減

發半個基數，至滿二十六年者不再增減。其增減之基數，由基金支給。

  本條例修正施行前擇領或兼領月退職酬勞金人員，其所支領月退

職酬勞金及遺族一次撫慰金，均照本條例修正施行前原規定給與標準

支給。 

  前項支領一次撫慰金之遺族為父母、配偶或未成年子女者，如不

領一次撫慰金時，得由遺族自願按原月退職酬勞金之半數或兼領二分

之一之月退職酬勞金之半數，改領月撫慰金。 

  依第六條規定併計其曾任軍、公、教人員之年資，而其軍、公、

教人員年資未經繳付退休撫卹基金者，其退職酬勞金依本條例修正施

行前原規定及第一項至第四項之規定支給。 

第十八條   本條例施行細則，由考試院會同行政院定之。  

第十九條   本條例自公布日施行。   

  本條例修正條文溯自中華民國八十五年五月一日起施行。 

  本條例自修正條文公布之日起一年六個月後失其效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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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我國政務官決策行為之研究」訪談綱要 

 

一、 請問您對政策在決定前理解的程度如何？所需資訊有無限

制與障礙？  

 

二、 許多學者將決策的模型分為五種：（一）全然理性的、最佳

的決策模型（即以效率或成本效益為抉擇之準則）（二）有

限理性的決策模型（不堅持要採行最佳的政策，而願意採

取次佳的政策，甚或採取任何可以認為滿意的政策）（三）

政治協調的的決策模型（團體壓力的決策模型，亦即尋求

滿足大多數團體政策）（四）非理性的決策模型（其價值包

括宗教、倫理、意識型態等，政策問題通常用上述準則加

以分析，然後決定是否採用）（五）混合（綜合）的決策模

型（對不同的政策問題採用不同的決策模型，亦有對同一

政策問題，同時將兩種以上模型混合運用），請問您的決策

模型是屬於何種型態？原因為何？ 

 

三、 請問您的決策方法係屬群體決策或個人決策？決策過程為

何？ 

 

四、 就您所知您在決策過程中利益團體扮演何種角色？該利益

團體的活動有無必要性？對決策制訂有無影響？您認為有

無爭議之處？ 

 

五、 請問您的決策程序為何？可能影響您決策的因素有那些？

如何協調、說服不同意見？ 

 

六、 您對國內的政治生態環境（包括總統府、行政院及立法院

之政治生態），是否適應？有無改進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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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訪談紀錄 

時間：九十三年三月五日上午、五月十一日下午 

地點：法務部部長辦公室 

對象：A1 

 

「我國政務官決策行為之研究」訪談 

 

一、請問您對政策在決策前理解的程度如何？所需資訊有

無限制與障礙？ 

答： 

  我之前並沒有擔任過律師、法官或是檢察官的工作，

所以四年前進入法務部，所面對的可說是全新的領域。不

過部裡各單位主管對我提供的資料相當充分，再加上我擁

有十四年工商經驗，曾擔任八年地方行政首長以及十一年

的民意代表，這些經歷讓我涉足各種領域，對於中央政府

各部會的業務也很熟悉，所以我想不會發生資訊受到限制

或障礙的問題。 

  我在過去四年當中，提出了很多創見，例如設立坪林

戒毒村，讓宗教團體進入坪林的戒毒所設立佛堂、教堂，

對受刑人進行教化，這是部裡幕僚從未想過的事情。我想

一般事務官任公職久了以後，思想難免會變得僵化、沒有

新意，所以即使各處室很努力的提供意見，但坦白講要求

他們提什麼很創新的意見並不容易，從而過去幾年除了檢

察司所建議的掃除黑金中心以及四個特偵組外，其他都是

我自己的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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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許多學者將決策的模型分為五種： 

1、全然理性的、最佳的決策模型（即以效率或成本效益

為決擇之準則） 

2、有限理性的決策模型（不堅持要採行最佳的政策，而

願意採取次佳的政策，或採取任何可以認為滿意的政

策） 

3、政治協調的決策模型（團體壓力的決策模型，亦即尋

求滿足大多數團體政策） 

4、非理性的決策模型（其價值包括宗教、倫理、意識型

態等，政策問題通常用上述準則加以分析，然後決定

是否採用） 

5、混合（綜合）的決策模型（對不同的政策問題採用不

同的決策模型，亦有對同一政策問題，同時將兩種以

上模型混合運用） 

請問您的決策模型是屬於何種型態？原因為何？ 

答： 

  我的決策主要是從效率或成本效益加以考量，也就是

第一個全然理性的決策模式，第二種「有限理性」的情況

比較少。 

第三種「政治協調」的決策模型是有的，例如花蓮的

自強外役監，本來我主張裁撤，改為戒治所，因為我認為

外役監收容之重刑犯比例太高，已悖離外役監設置意旨；

且犯人得自由返家，有如不定時炸彈，但是地方基於觀光

等考量強烈反對廢除外役監，而且也有政治勢力介入，讓

問題變得更加複雜，所以我衡酌之後也略為讓步。綠島監

獄也是同樣情形，原本法務部基於人權與促進地方發展的

考慮，計畫裁撤綠島監獄，將受刑人遷到本島來，惟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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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希望保留，當時的立法院副院長饒穎奇，甚至動員綠島

的民意代表、鄉公所人員以及居民代表等來部陳情，我考

量到綠島的觀光政策還未臻明朗，裁撤監獄有可能會影響

當地居民的生計，所以僅先裁撤技訓所，監獄的部分則暫

往後延。 

第四個「非理性的決策模型」及第五個「綜合的決策

模型」，我想是沒有的。我在民國九十年就職一週年的記者

會中曾表示：希望三年內修法廢除死刑，現在雖然還沒有

實現，但只是時機未到，政策其實沒有跳票。 

 

三、請問您的決策方法係屬群體決策或個人決策？決策過

程為何？ 

答： 

  「群體決策」和「個人決策」二者都有。例如先前提

到的成立掃除黑金中心及特偵組，這是檢察司提出的建

議，我認為不錯便接納。其他如設立坪林戒毒村、將司法

官養成教育訓練由一年半延長至二年、大學不設法律系等

則是我的創見，不過即使是個人決策，我也會先和部內的

主管充分溝通。 

 

四、就您所知您在決策過程中利益團體扮演何種角色？該

利益團體的活動有無必要性？對決策制訂有無影響？

您認為有無爭議之處？ 

答： 

  利益團體和法務部的政策的確有關聯，以律師的錄取

率來講，我認為合理的錄取率應該在百分之十六到十七之

間，針對此點法務部和司法院也有共識，不過律師公會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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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聯合會則強烈反對提高律師錄取率，因為這樣一來造成

太多律師爭食市場大餅，對他們是不利的。不論如何，在

法務部的努力之下，這二年的律師錄取率已提升到百分之

十左右，比起政黨輪替之前已高出許多。 

  又例如法學教育，我主張大學的法律系應該要廢，改

由從研究所開始學法律，以培養法律人寬廣的視野。這個

構想法務部和司法院也有共識，不過我預見法律系教授等

學界人士可能有所反彈，因為他們認為大學法律系廢止

後，會直接影響他們的飯碗。 

  另一個就是民間司改會，我對於他們針對死刑個案動

輒來部陳情、抗議的行為感到不滿。像徐自強、盧正、卓

長仁等死刑定讞的案子，司改會不但找家屬一起陳情，還

透過監察委員來法務部調案，我認為民間司改會應著重在

司法制度的改革，但他們卻變質成人權團體，屢屢針對個

案，運用其影響力干擾法務部的刑事執行，我覺得非常不

可取。 

  然而，不論這些利益團體如何施加壓力，我個人仍然

是不為所動的。 

 

五、請問您的決策程序為何？可能影響您決策的因素有那

些？如何協調、說服不同意見？ 

答： 

  我今天早上到台中的少年觀護所及女子監獄巡視，對

他們上課的教室、作業工廠、廚房、餐廳等地方都仔細檢

查，從中我便發現許多缺失。例如監所內安全設施的問題，

四年前五月二十一日的晚間，我視察台中看守所時，發現

戒護區內外僅有一道門分隔，受刑人很容易突破脫逃，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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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便通令全國的監所都要裝設二道門，而且出入時二道

不得同時開啟，必須先關第一道才能開第二道。結果四年

之後，我看到台中女子監獄設了四道門，可是門與門的間

距太短，窄得幾乎沒辦法站幾個人，這就變成矯枉過正。 

此外，我要求監所不可以種矮小的灌木，只能種高大

的樹木，因為這種灌木受刑人在脫逃時很容易藏身，形成

監視死角。今天早上我也看到廚房分給六個受刑人一顆大

西瓜，卻讓他們用切蛋糕的小塑膠刀來切，實在不雅也不

便，我於是指示由雜役用西瓜刀切好後再分給受刑人。這

些事情雖然不是什麼重大決策，但是不親自到現場看，光

坐在辦公室是無法發掘問題的。 

  關於受刑人的技能訓練課程，我主張一定要和市場結

合。從前監所有開書法班、國畫班，但這些是用來陶冶性

情的，沒有辦法當作謀生技能。我重視的是受刑人出獄後

能不能回歸社會、自力更生，因此我原本提出設立汽車修

護廠的構想，請民間的修車師傅來指導最重要的板金和噴

漆，並且以真正的事故車、故障車來實作，不過經審慎評

估後覺得市場可能不足而作罷。後來我們又陸續開了很多

新的班，例如教受刑人製作如苗栗的醃漬福菜、菜心、菜

干之類的台灣鄉土小吃，在女子監獄開設看護訓練等，我

想行行出狀元，只要肯學、肯做，出獄後不怕沒飯吃，像

這種實用導向的技能訓練，正是我提出的重大獄政革新之

一。 

至於協調、說服不同意見方面，大致上是沒有。就像

剛剛講到的技能訓練應配合市場需要，我提出來，部裡的

幕僚都沒理由反對，只是過去他們沒想到而已。又例如政

風機動查核小組，也是我提出來的。畢竟一個三、五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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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縣政府有十個政風人員，鎖定風評最差的幾個人盯住就

可以了，只要不怕得罪人，其實要做一點都不難。現在各

縣市政府也都願意全力配合，我想只要是本身很認真、操

守沒有瑕疵的機關首長，應該沒有不配合的理由，好比彰

化縣政府的政風室，他們就成立了廉政委員會，其中包含

了檢、調、法院等各機關人員，成效相當不錯。 

 

六、您對國內的政治生態環境（包括總統府、行政院及立

法院之政治生態），是否適應？有無改進建議？ 

答： 

我已經很習慣國內的政治生態環境了，只是和其他的

先進國家相比，台灣的立法院和媒體的確很不一樣。我們

的立法委員、傳播媒體以至於社會大眾，對於司法都不夠

尊重。現在台灣的司法公信力這麼差，就是司法公信力長

期被糟蹋的結果，例如聯合報社論好幾次說新瑞都案如果

不辦李前總統就是司法不公，玉皇宮案不傳謝長廷就司法

不公，這是非常嚴重的指控，已經逾越了作為一個媒體應

有的分寸。 

台灣現在已成為一個兩極化社會，信者恒信、不信者

恒不信，以李昌鈺博士的三一九槍擊案鑑識報告為例，雖

然現在還沒正式公布，不過至少已經有幾點可以確定：一、

總統腹部的傷痕是槍傷而非刀傷。二、這個槍傷不是隨行

人員近距離所開的槍。不過我相信即使這份報告公布了，

甚至最後抓到兇手證明不是自導自演，我想至少還有二成

民眾咬定那是為了騙取選票的選舉技倆。台灣社會變成這

個樣子，我想媒體、政治人物要負很大的責任，他們讓台

灣的司法公信力遍體麟傷，這點我覺得很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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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年底的美國總統選舉也發生了重大爭議，美國聯

邦最高法院最後撤銷了佛州的驗票裁定，高爾雖然也很不

服氣，但他為了國家的安定仍然接受了最高法院的決定，

因為他們曉得司法是社會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司法既是

社會的仲裁者，便必須建立至高無上的權威，司法的公信

力不能被糟踏，所以才有人說司法就像「皇后的貞操」，不

容被懷疑。但是現在台灣不是這樣，只要有人被起訴、判

刑，就說是司法不公、綠色恐怖。 

台灣的社會過度自由，尤其是各種電子、平面媒體已

經到了泛濫的程度，美國發生九一一恐怖恐擊事件時，美

國的媒體都很自制地把鏡頭拉遠，觀眾看不到血腥殘忍的

畫面，而台灣的媒體相反，在發生重大災難的時候甚至不

顧受難者和家屬的感受，帶著攝影機和麥克風衝到病房去

採訪，實在很離譜。所以我在立法院答詢時，曾將台灣目

前新聞媒體過度泛濫的情形比喻為「新聞專制」和「新聞

獨裁」。 

我在八十九年上任後，便立即要求檢察官必須團隊辦

案以及專業分工，這是因為以往檢察官都是單打獨鬥，且

常常自比法官，不遵守「檢察一體」的規定。我也發現有

部分檢察官專業素養不夠，又欠缺敬業精神，平時只挑曝

光率高的大案辦，小案積案累累，像這樣的檢察官已經不

適任了，但是因為檢察官受到憲法第八十條的保障，再加

上目前沒有針對檢察官轉任的法律規定，所以即便法務部

有檢察官評鑑辦法，但頂多也只能作為上級打考績的參

考，對檢察官仍然沒有實質的約束力。未來我希望能建立

法律位階的檢察官評鑑制度，讓不適任的檢察官轉任律師

或其他公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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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錄 

時間：九十三年三月十七日上午 

地點：經濟部部長室 

對象：A2 

 

「我國政務官決策行為之研究」訪談 

 

一、請問您對政策在決策前理解的程度如何？所需資訊有

無限制與障礙？ 

答： 

  我在決定一個政策之前，會儘可能收集相關的資訊，

希望達到一個完整理解的程度，因為唯有事先徹底瞭解問

題，嗣後做出判斷時才能有效避免失誤。 

  一般而言，經濟部的政策是經過一個集體的程序而產

生的。質言之，部裡的幕僚單位會針對問題及相關資訊加

以瞭解、彙整，而這個過程是相當細膩的，因此基本上我

在決策時並不會發生資訊不足或是受到阻礙的情形。不

過，在若干特殊情況，例如這個政策是來自於行政院或其

他政府高層交辦的事項，儘管資訊比較不足，我仍會努力

蒐集相關資訊，以突破資訊不足的限制與障礙。 

 

二、許多學者將決策的模型分為五種： 

1、全然理性的、最佳的決策模型（即以效率或成本效益

為決擇之準則） 

2、有限理性的決策模型（不堅持要採行最佳的政策，而

願意採取次佳的政策，或採取任何可以認為滿意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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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3、政治協調的決策模型（團體壓力的決策模型，亦即尋

求滿足大多數團體政策） 

4、非理性的決策模型（其價值包括宗教、倫理、意識型

態等，政策問題通常用上述準則加以分析，然後決定

是否採用） 

5、混合（綜合）的決策模型（對不同的政策問題採用不

同的決策模型，亦有對同一政策問題，同時將兩種以

上模型混合運用） 

請問您的決策模型是屬於何種型態？原因為何？ 

答： 

  第一種「全然理性」的決策模型是一種理想狀態，惟

實務上的實踐比較困難，而第二種「有限理性」的決策，

我想是比較符合現狀的。 

  第三種「政治協調」的決策模式，由於很可能偏離甚

至扭曲專業評估的結果，我認為應該儘可能避免，然而現

實上部裡經常要面對來自利益團體的壓力，有時候政策是

跨部會的，甚至政策的最後決定權已超過經濟部的層級，

經過各方的折衝和協調後，導致呈現出來的結果往往和我

們當初的構想有出入。不過，作為一個主管經濟政策的中

央部會機關，我堅持自己決定一個政策之前，仍然要以解

決問題、經濟上的專業考量為優先。 

  第四種「非理性」的決策模式，以經濟部而言不太有

這樣的情形。至於最後一種「混合式」的決策，也就是包

括前述「純理性」、「有限理性」決策等情形，這個我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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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 

  綜上分析，理論上我會朝全然理性的決策模型去努

力，但在實際上我的決策模型比較偏向有限理性決策模型

及混合（綜合）的決策模型。 

 

三、請問您的決策方法係屬群體決策或個人決策？決策過

程為何？ 

答： 

兩種都有，即使是個人決策，也經常是基於對群體決

策的瞭解或認同。申言之，我在做一個決定之前，一般而

言會先與幕僚討論，瞭解狀況後再下判斷，這樣一來便能

避免決策流於個人主觀或擅斷，我想這是一種較為周延的

決策方式。 

 

四、就您所知您在決策過程中利益團體扮演何種角色？該

利益團體的活動有無必要性？對決策制訂有無影響？

您認為有無爭議之處？ 

答： 

  利益團體的活動，有時可表達人民的需要，亦可塑造

可行的議題及對決策者的監督，所以我認為其活動是必然

存在的，也是行政部門應加以面對、協調的行為。 

  我想只要是公開的、合法的陳述，任何人都有表達意

見的權利。因此，以經濟部的立場而言，即便是利益團體

的聲音，我們也願意傾聽，有時候我們亦能藉由這些不同

意見，回過頭來檢討我們的政策是不是有值得改進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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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不同的利益團體間也會產生對立或衝突，經濟部

會扮演一個超然客觀的角色，儘可能避免陷入二造的紛爭

之中，這樣一來外界對於我們的立場便不致有所質疑。 

 

五、請問您的決策程序為何？可能影響您決策的因素有那

些？如何協調、說服不同意見？ 

答： 

在決策的程序部分，我會透過「發掘問題」、「確定問

題」、「確立目標」、「擬定可行方案」、「評量各方案結果」、

「計量分析」、「評定可行方案」、「抉擇」，而後「執行」這

樣的順序來執行。 

關於影響決策的因素，我認為涵蓋的層面相當廣，例

如時間是否急迫、輿論的反應、預算有沒有通過、政府高

層的意見等等，對於經濟部的決策都會有所影響。 

至於不同意見的協調、說明方面，我想我在做一個判

斷之前，會儘可能拋開一些主觀立場，先瞭解一下有那些

不同意見，其理由何在，也給他們充分的表達管道，接下

來再設法溝通、協調。換言之，我認為「尊重」、「溝通」

是面對不同意見時的最好處理方式。 

 

六、您對國內的政治生態環境（包括總統府、行政院及立

法院之政治生態），是否適應？有無改進建議？ 

答： 

我想不論是總統府、行政院的工作指示，或是立法院

的質詢，對於國內的政治生態，我個人已能充分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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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制定任何一個政策，向來是從專業的角度加以

評估、考量，惟政策若和利益團體所代表的利益有所衝突，

他們往往會竭盡所能地影響經濟部的決策，我們即使花許

多時間、心血來解釋、說明，都不見得能排解他們的疑慮。

此外，有時候經濟部的法案經過各方的協商或利益交換

後，最後的結果已和我們的專業規劃有所悖離，這是我覺

得十分可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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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錄 

時間：九十三年四月七日上午 

地點：教育部辦公室 

對象：A3 

 

「我國政務官決策行為之研究」訪談 

 

一、請問您對政策在決策前理解的程度如何？所需資訊有

無限制與障礙？ 

答： 

  教育本身有它的理想性與前瞻性，我在決定一個政策

之前，會收集相關的資訊，儘可能達到一個完整理解的程

度，以有效達成目的並且避免失誤。 

目前國內對於教育相關資訊的掌握，我認為尚不夠週

全。民國八十五年提出的教改諮議報告書中，即曾建議設

立國家教育研究院，惟當時的提議迄今尚未完成。因此，

對於教育相關的基礎研究、國際間教育問題的分析比較等

並沒有一個很完整的資料庫，這是一個值得改進的地方。 

 

二、許多學者將決策的模型分為五種： 

1、全然理性的、最佳的決策模型（即以效率或成本效益

為決擇之準則） 

2、有限理性的決策模型（不堅持要採行最佳的政策，而

願意採取次佳的政策，或採取任何可以認為滿意的政

策） 

3、政治協調的決策模型（團體壓力的決策模型，亦即尋

求滿足大多數團體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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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非理性的決策模型（其價值包括宗教、倫理、意識型

態等，政策問題通常用上述準則加以分析，然後決定

是否採用） 

5、混合（綜合）的決策模型（對不同的政策問題採用不

同的決策模型，亦有對同一政策問題，同時將兩種以

上模型混合運用） 

請問您的決策模型是屬於何種型態？原因為何？ 

答： 

教育行政和一般行政的差異很大，一方面教育行政往

往牽涉到家長、教師、學生、行政人員等，對象較一般行

政複雜而多元，另一方面教育行政之績效並非立即可見，

往往是五年、十年以後才看得到，所以和一般行政所要求

之立即性績效是不同的。 

職是之故，我在決策時必須考慮這個政策會影響到那

些人、對未來的影響又是如何。整體說來，我的決策模式

比較偏向於「有限理性的決策模型」。早年我曾在 Herbert A. 

Simon 的研究小組待過，沒想到現在居然多少在實踐他所主

張的模式。 

 

三、請問您的決策方法係屬群體決策或個人決策？決策過

程為何？ 

答： 

  教育基本法中規定教育必須擺脫政治利益，且需要前

瞻性的規劃，而透過群體參與較能達成這個目標，從而我

個人認為自己比較偏向於群體決策。 

  決策過程方面，教育部每週二早上定期舉行早餐會

報，每個禮拜還有部務會報，因此基本上任何一個重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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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都會經過部裡同仁的集體討論。除此之外，我對於學

者專家或相關教育團體等外部資訊也相當重視，我們也經

常舉行公聽會等活動，藉由多方聆聽讓教育政策更加週

延。不過，即使是群體決策，身為政務官，我對於最後的

決定仍會負起完全的政治責任。 

 

四、就您所知您在決策過程中利益團體扮演何種角色？該

利益團體的活動有無必要性？對決策制訂有無影響？

您認為有無爭議之處？ 

答： 

  我比較傾向使用「關係團體」這幾個字，因為它們並

不必然是有利益的。相較於十年前，目前國內的教育相關

團體呈現相當多元的狀況，我分為以下幾類來說明： 

一、教師團體：例如全國教師會等，其會員總數高達八萬

多人。在教育政策形成的過程中，他們會主動提出建

議，而且教師法也明定任何涉及教師的教育決策，主管

機關必須事先徵詢教師團體的意見，從而我認為教師團

體在我的決策過程中具有相當的影響力。 

二、家長團體：例如全國家長聯盟促進會等。家長團體近

二年發展迅速，我想這和前年九二八教師走到街頭有所

關聯。因為家長們會耽心教師團體的主導性過強，所以

他們也希望教育主管機關尊重他們的意見，只是家長團

體的組織力不若教師團體這麼強。 

三、民間教改團體：從早期的大學教育改革促進會、人本

教育基金會等，到去年的快樂學習教改連線等，這些團

體除了和教育部的互動外，他們也積極和立法機關聯

繫，試圖影響一些決策。 

167  



四、校長團體：目前在高等教育方面，有若干由大學校長

所組成的團體，例如國立大學校院協會、私立大學校院

協進會、私立技專校院協進會等。 

五、私立學校團體：例如私立學校文教協會等，約有三、

四個團體，他們對於私立學校的發展也希望有影響力。 

這些團體或組織，我認為有其存在的必要，因為教育

的目標是多元的，不同團體的訴求，有助於讓政府在決策

時更週延、更符合社會的需要。 

至於是否有爭議之處，我想這亦是難免的，因為每一

個團體所關注的焦點都不同，即便我們已經聆聽多方意見

了，推出的教育政策仍很難讓大家都滿意。所幸近二年我

們發現不同的團體已經慢慢開始整合，不再堅持其本位觀

念，例如教師與家長團體一起研商所謂的「親師合作」，尋

求彼此間的聚焦，這樣的發展可以降低教育部在決策時所

受的干擾。 

我想強調的是，儘管相關團體都有各自的訴求，不過

教育部的立場是任何一個教育政策均應有前瞻的思考，即

如何追求學生最大的利益，以及如何在全球化的趨勢下讓

學生擁有最大的競爭力，這是我們所堅持的最高指導原則。 

 

五、請問您的決策程序為何？可能影響您決策的因素有那

些？如何協調、說服不同意見？ 

答： 

  關於決策的程序，我們可以分為二個類型來看： 

一、對既有問題之解決：例如媒體或是相關團體反應某教

育現場或教育決策出現了一些問題時，我會邀集部裡相

關主管瞭解相關問題發生之原因及影響層面後，以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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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聽會、座談會等公共參與之方式，徵詢各界的意見，

進而擬定解決方案。 

二、對於未來教育發展方向之規劃：也就是目前雖未發現

問題，然而可預見將影響我們教育的發展，例如十二年

國教、新十大建設中設立國際一流大學，以及在人口變

遷的過程中教育制度如何因應等。關於這類決策，我會

事先委託學者或相關單位提出分析報告，部內研擬方案

後徵詢外部意見，最後再送到行政院。行政院裡有一個

教改推動委員會，我是以政務委員身分參與，另外還有

一個教育改革跨部會協調會報，由行政院長召集相關部

會對教育政策形成共識並加以推動。 

影響教育決策之因素方面，我想時間壓力是不容忽視

的，因為社會變化迅速，惟教育體系的調整相對較慢，例

如九年一貫教學的問題，外界便有所批評。政府組織的架

構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例如國內高教體系方面，業管單

位包含有高教司、技職司、體育司、社教司等。申言之，

一個高等教育政策之產生，多半要經過這些單位研擬、會

商，從而在內部如何有效率地協調、整合，對於政策的擬

定自然會有所影響。 

此外，我覺得教育相關法規修正的步調，有時趕不上

教育現場變化的需求，惟在依法行政的要求下，教育部的

作為亦須依循法律，因此法律規範對於教育政策也會產生

若干牽制的作用。 

教育相關議題，社會上已經有一個共識，就是教育應

擺脫政治、意識型態，而教育的核心理念和價植，應順著

社會的發展而改變。例如民國七十六年解嚴後，社會從一

元的價值觀逐漸轉換成多元，政府的管制也一一鬆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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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包括招生制度的改革、師資培育改革、教育市場的開放

等，都是隨著社會脈動漸次形成的教育政策。不過最近又

有一些聲音希望回復聯考、教科書回歸統編、政府應介入

管制等，顯示不同的理念和價值觀之間亦有所有拉鋸，這

對我們制定教育政策多少會造成困難。 

  至於如何協調、說服不同意見，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建

立互信，從而定期、經常性的溝通、協調機制是必要的，

例如教育部和家長、教師等團體間經常舉行會談，讓彼此

的思維相互交流理解，而教育部也有前述的早餐會報、部

務會報等機制，協助部裡同仁找到共同的目標，凝聚多數

共識，再來推動我們的教育政策。 

 

六、您對國內的政治生態環境（包括總統府、行政院及立

法院之政治生態），是否適應？有無改進建議？ 

答： 

  我本人進入政府體系也有相當的時間了，從國科會人

文處處長、行政院政務委員、參與九二一大地震重建工作，

一直到進入教育部擔任部長，我對於國內的政治生態與環

境已相當熟悉。 

目前行政、立法間制衡與監督的機制相當明顯，行政

部門提出任何一個政策，都必須面臨來自立法院的嚴峻考

驗，從而作為一個教育部長，我亦必須花費時間、心力與

立法部門建立互信，否則相關教育政策恐怕難以推動。 

基本上，在教育領域裡，黨派的意識型態並沒有其他

部門來得強烈，因此黨派等政治立場不同的問題並不會對

教育決策造成太大阻礙。對教育部而言，如何整合不同關

係部門的意見是比較重要的，如果這個地方做得好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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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部門也會給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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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錄 

時間：九十三年四月十六日下午 

地點：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辦公室 

對象：A4 

 

「我國政務官決策行為之研究」訪談 

 

一、請問您對政策在決策前理解的程度如何？所需資訊有

無限制與障礙？ 

答： 

如果事務的性質單純，例如大陸人士申請來台參訪

等，由於相關作業都有法律規定，我們只要依循法令規範

要求申請者提出資料再加以審查，因此不致於發生理解不

足或資訊受到限制的問題。 

不過，如果是重大的兩岸政策，由於對岸或國際間的

情資在技術上尚無法完整的收集，此時所需資訊難免會受

到限制與限障，不過我想這個情形非惟陸委會，其他的部

會也會面臨相同的問題。 

 

二、許多學者將決策的模型分為五種： 

1、全然理性的、最佳的決策模型（即以效率或成本效益

為決擇之準則） 

2、有限理性的決策模型（不堅持要採行最佳的政策，而

願意採取次佳的政策，或採取任何可以認為滿意的政

策） 

3、政治協調的決策模型（團體壓力的決策模型，亦即尋

求滿足大多數團體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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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非理性的決策模型（其價值包括宗教、倫理、意識型

態等，政策問題通常用上述準則加以分析，然後決定

是否採用） 

5、混合（綜合）的決策模型（對不同的政策問題採用不

同的決策模型，亦有對同一政策問題，同時將兩種以

上模型混合運用） 

請問您的決策模型是屬於何種型態？原因為何？ 

答： 

  大陸政策所涵蓋的範圍十分廣泛，除了內政之外，還

有中共、美國與國際社會的因素，而且有的政策涉及的層

次極高，例如總統的就職演說便是一個重要的政策宣示。 

  此外，兩岸政策經常不是決定下去之後便能安穩地從

一而終，不管是和立法院或是其他部會的互動也好，何時

要談判？何時該妥協？或是設定一個停損點，什麼時候

停？什麼時候衝？往往是且戰且走，過程中有妥協、修正，

也有衝撞、抗爭。由於兩岸政策的複雜度和變化性極高，

因此，我想我們的決策模式除了非理性決策模型外，其他

四種皆有可能。 

   

 

三、請問您的決策方法係屬群體決策或個人決策？決策過

程為何？ 

答： 

  群體決策或個人決策間很難做一個清楚的界定，因為

即便是個人的決定，惟在政策蘊釀與形成的過程中，亦多

少會吸納各處室或相關幕僚的意見，因此嚴格地講，百分

之百的個人決策恐怕很罕見，何況陸委會業務尚涉及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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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所以比較偏向群體決策。 

  至於陸委會的決策過程部分，有一些是透過公聽會等

公開管道傳達給我們，也有來自於民意代表的壓力，不過

兩岸事務的決策有相當比例是來上級的指示。 

 

四、就您所知您在決策過程中利益團體扮演何種角色？該

利益團體的活動有無必要性？對決策制訂有無影響？

您認為有無爭議之處？ 

答： 

利益團體對於陸委會的兩岸政策確實有相當的影響

力，例如開放大陸觀光以及直航議題，觀光協會與相關的

團體都會主動表達他們的意見。 

必要性方面，我認為利益團體有其存在的價值，因為

兩岸事務複雜且多元，不同團體的訴求，有助於讓政府在

決策時更週延、更符合社會的需要。 

此外，由於這些都是合法的團體，從而只要不是透過

賄賂等違法手段，我並不認為利益團體的活動有何爭議之

處。 

 

五、請問您的決策程序為何？可能影響您決策的因素有那

些？如何協調、說服不同意見？ 

答： 

  陸委會的決策程序經常因事而異，例如中華發展基金

之申請，由於已有相關規範，因此我們便依照法律的規定

循申請、開會、審查、決定額度等程序來進行，至於其他

事務則不一定。 

  影響決策的因素方面，我想來自於對岸、國際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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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利益團體、政黨、民眾甚至政府內部等，或多或少都

會影響我們的決策。 

  基本上，陸委會是站在一個宏觀調控的立場，任何一

個政策都要符合比例原則。當遇到不同意見時，如果是目

標比較明確的，我們會主動去溝通化解，例如實施大陸配

偶新制之前，陸委會便主動和民間的大陸配偶團體溝通。

此外，民意代表針對兩岸議題經常召開公聽會，我們也會

受邀參加，這也是一個理想的溝通管道，從中我們也可協

調、說服不同意見。 

 

六、您對國內的政治生態環境（包括總統府、行政院及立

法院之政治生態），是否適應？有無改進建議？ 

答： 

由於公共政策是個人過去所學專長之一，從而對於國

內的政治生態，不管是國會殿堂的詢答、或是民間的抗爭

活動，我想我已能充分理解並適應。然而，儘管如此，陸

委會在推行政策的過程中仍會遭遇許多阻礙，以「臺灣地

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為例，經過二年間不斷地與

各界協調、遊說，最後一百零二個條文中修正了八十五條，

修正幅度高達百分之八十以上，由此可見兩岸事務的複雜

性與爭議性。 

 

175  



訪談紀錄 

時間：九十三年四月二十日下午 

地點：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主任委員辦公室 

對象：A5 

 

「我國政務官決策行為之研究」訪談 

 

一、請問您對政策在決策前理解的程度如何？所需資訊有

無限制與障礙？ 

答： 

  我在做一個決策之前，會先要求幕僚提供充足的資

訊，而相關的業務部門也會就該議題提出簡報以及可能的

解決方案，因此我想自己在決策前就相關問題已有相當的

瞭解，所需資訊應無受到限制或障礙的問題。 

 

二、許多學者將決策的模型分為五種： 

1、全然理性的、最佳的決策模型（即以效率或成本效益

為決擇之準則） 

2、有限理性的決策模型（不堅持要採行最佳的政策，而

願意採取次佳的政策，或採取任何可以認為滿意的政

策） 

3、政治協調的決策模型（團體壓力的決策模型，亦即尋

求滿足大多數團體政策） 

4、非理性的決策模型（其價值包括宗教、倫理、意識型

態等，政策問題通常用上述準則加以分析，然後決定

是否採用） 

5、混合（綜合）的決策模型（對不同的政策問題採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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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決策模型，亦有對同一政策問題，同時將兩種以

上模型混合運用） 

請問您的決策模型是屬於何種型態？原因為何？ 

答： 

  一般說來，第一種「全然理性」的決策模型比較罕見，

因為勞委會在決策過程中經常要面臨各方壓力，所以完全

以效率或成本作為決策準則並不容易。 

  有時候，勞委會的政策來自於高層的指示，作為一個

政務官便有義務加以貫徹。例如陳總統在二千年時提出「每

一個鄉鎮設立一個就業服務台」的政見，我上任之後為了

達成目標，便針對此議題設定了一個標準作業程序，四年

來逐步推動，到九十二年時全國各鄉鎮已設立三百五十五

個就業服務台，實踐了總統的承諾。 

  從而關於我採取何種決策模型，我想是因事而異的，

必須看議題的類型而定，即便是「有限理性」的決策模式，

它與「政治協調」也未必是互斥的，因此除了非理性決策

模型外，其他四種皆有可能。 

 

三、請問您的決策方法係屬群體決策或個人決策？決策過

程為何？ 

答： 

  我想很多的決策在形成過程中，要分辨究竟是群體或

是個人決策其實並不容易。如果是總統下達的指示，或是

我個人的一些想法，這部分可以歸類於個人決策。若是其

他勞資方面的專業問題，我會傾向於尊重幕僚或業務單位

的建議，我想這就是群體決策了。 

    我在下一個決定之前，一般會先聽取各方的意見，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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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決策的參考。例如民國九十一年四月廿八日頒布施行之

「職業傷害勞工保護法」中，法律明定四月廿八日為工殤

日。由於這個法律已施行二年，我們希望瞭解這二年來是

否真正落實了對因公受傷之勞工的保障，以及相關法令是

否有未盡週全的地方，因此勞委會選在今年的工殤日假公

務人力發展中心召開檢討會，邀集勞、資方代表及專家學

者，聽取他們的心聲和意見，讓我們未來能做得更好。 

 

四、就您所知您在決策過程中利益團體扮演何種角色？該

利益團體的活動有無必要性？對決策制訂有無影響？

您認為有無爭議之處？ 

答： 

  和勞委會職掌有關的利益團體頗多，例如代表勞工的

工會以及資方團體等。儘管勞委會的宗旨是增進勞工權

益，然而我們也不能一味地偏袒勞方，而是應該站在一個

公平、公正的立場來處理勞資問題，這樣子對台灣的經濟

發展才有正面的幫助。 

我上任後積極倡議「縮短工時」案，這是勞工政策方

面的重大突破。儘管在推動過程中資方團體有所抗拒，但

我們在事前已盡力溝通，希望能夠以漸進的步驟來推動。

又例如過去並不允許女性夜間加班工作，但是這樣一來反

而讓女性在現代社會中喪失競爭力，因此我又推動修法，

讓女性夜間加班合法化。 

相關的利益團體或組織，我想確實有其存在的必要，

因不同團體的訴求，有助於讓勞委會在決策時更週延、更

符合社會的需要。 

至於爭議的地方，實務上經常遇到工會向我們要求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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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而勞委會也的確提供了許多經費，例如補助各工會辦

理勞工教育、職業訓練、第二專長訓練等。不過工會團體

一方面希望政府提供補助，另一方面卻又企圖影響政府的

決策，我想這個角色有時會有所矛盾。 

 

五、請問您的決策程序為何？可能影響您決策的因素有那

些？如何協調、說服不同意見？ 

答： 

在決策之程序方面，一般來說我會經由「發掘問題」、

「確定問題」、「確立目標」、「擬定可行方案」、「評量各方

案結果」、「計量分析」、「評定可行方案」、「抉擇」，而後「執

行」等順序來執行。 

  影響決策的因素也有很多，時間的壓力就是一個，例

如總統大選剛結束，我們便必須檢討過去四年勞委會是否

落實了陳總統在二千年時所宣示的政策。除此之外，非惟

組織內的意見，諸如立法院、學界等外部意見對於勞委會

的政策也會有所影響。總括來說，每一個決策視其涉及的

事務性質，亦會有不同的因素加以影響。 

  談到協調、說服不同意見的問題，我想最重要的就是

敞開心胸，傾聽各種不同的聲音。例如召開公聽會、協調

會、研討會等，一方面聽取勞方、資方的意見，一方面促

進溝通、凝聚共識。由於勞委會必須面對來自立法院的壓

力，從而我們也會積極找相關的立法委員多溝通，請他們

支持我們的法案。 

 

六、您對國內的政治生態環境（包括總統府、行政院及立

法院之政治生態），是否適應？有無改進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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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過去我扮演的是一個人權工作者、社會改革者的角

色，如今我成為執行國家權利的政務官，甚至必須承受昔

日戰友對我的批評和指責，這樣的角色轉換對我難免造成

相當程度的衝擊。 

  不過，儘管是從體制外走進體制內，我仍然堅自己的

理念，也就是對於婦女、勞工、殘障等弱勢團體應給予多

一些幫助，即使現實上沒有辦法做到盡善盡美的程度，但

勞委會仍然會全力去實踐。 

  由於目前政府的組織架構未臻理想，未來我期盼能以

修憲的方式，讓總統府、行政院、立法院等政府單位間的

權利義務關係更清楚，建立一套適合台灣的憲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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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錄 

時間：九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上午 

地點：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辦公室 

對象：A6 

 

「我國政務官決策行為之研究」訪談 

 

一、請問您對政策在決策前理解的程度如何？所需資訊有

無限制與障礙？ 

答： 

  我想分為二方面來談，一個是政策的形成面，另一個

是政策的執行面。 

  在政策的形成面部分，由於現在網路十分發達，因此

我們在蘊釀一個政策的時候，能參考的資訊實在太多了，

最大的挑戰反而是如何精簡這些資訊。 

  政策形成之後必須加以執行，我們在實務上經常委託

廠商、非營利組織或其他的民間團體來做，惟那些團體適

合執行青輔會的政策，他們的組織文化又是如何，目前這

方面的資訊則是嚴重不足。 

 

二、許多學者將決策的模型分為五種： 

1、全然理性的、最佳的決策模型（即以效率或成本效益

為決擇之準則） 

2、有限理性的決策模型（不堅持要採行最佳的政策，而

願意採取次佳的政策，或採取任何可以認為滿意的政

策） 

3、政治協調的決策模型（團體壓力的決策模型，亦即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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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滿足大多數團體政策） 

4、非理性的決策模型（其價值包括宗教、倫理、意識型

態等，政策問題通常用上述準則加以分析，然後決定

是否採用） 

5、混合（綜合）的決策模型（對不同的政策問題採用不

同的決策模型，亦有對同一政策問題，同時將兩種以

上模型混合運用） 

請問您的決策模型是屬於何種型態？原因為何？ 

答： 

  我認為自己是一個相當理性的人，當我有一些想法的

時候，通常純粹以效益的角度來考量，也就是所謂「全然

理性」的決策模式。不過當我向幕僚提出這些想法時，他

們會表示意見，我也會做若干程度的妥協。此外，我們請

民間團體來執行的時候，其間難免遇到一些困難，於是又

需要折衝或修正。從而，我認為自己的決策一開始是「全

然理性」，惟在討論與執行的過程中，漸漸地會滲入「有限

理性」、「政治協調」、「非理性」或「混合式」的原素，到

最後可能就變成綜合性的決策模型。 

舉個例子來說，青輔會推動青少年國際參與政策，從

全然理性的觀點來看，我們應該找符合這個屬性的團體來

執行，但我們可能發現這樣的團體在執行上和青輔會的默

契不夠，於是我們便轉而請熟識的團體來做，即便它是環

保團體，和青少年國際參與看起來並不相關。 

 

三、請問您的決策方法係屬群體決策或個人決策？決策過

程為何？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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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決策方法可以用一個循環來形容，如果我有任何

的想法，會先提出來和辦公室的機要秘書、研究委員或主

任秘書一起討論，接下來再請相關的業管處室研究。所以

一開始是個人，再逐步加入團體的決策。不過所謂的「個

人」也不是封閉的，可能是我參加了民間團體或其他部會

的活動後所產生的靈感。 

  青輔會每個星期一的下午固定舉行主管會報，不過我

想這個會議的形式意義重於實質，因為我每隔一、二個禮

拜都會和各處室就細部的事務加以協調、討論，所以常常

在召開主管會報之前便已解決大部分的問題。目前青輔會

編制內的員工有六十幾個人，含編制外員工亦僅一百餘

人，因此這種和各處室各別開會的處理模式，對我而言不

致於造成太大的負擔。 

我的個性喜歡創新，我認為是好的政策，一開始會先

採用小一點的規模來做，評估後覺得不錯的話，再逐年擴

充經費與人力。從而我在決策時重視預算、人力與停損點，

如果執行的成效不理想，我便會儘快喊停，有時部分停，

有時全部停，因為我覺得沒有效益的事情應該及時煞車，

毋須等到做完。 

 

四、就您所知您在決策過程中利益團體扮演何種角色？該

利益團體的活動有無必要性？對決策制訂有無影響？

您認為有無爭議之處？ 

答： 

  以招標案而言，青輔會的發包金額多在新台幣一、二

百萬元左右，甚至更低，相較於其他政府部門是相當低的。

由於我們活動的規模不大，也沒有很顯著的利益，因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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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輔會相關的利益團體雖然存在，但不致於像其他部會一

樣演變成上街頭抗爭或開記者會批判等情事。 

如果某個團體很希望得到青輔會的案子，實務上有一

些人會透過立法委員加以請託，不過立委一般也只是打電

話給我表示關心，盡到他選民服務的義務而已，並不是真

的施加壓力。因此，遇到這樣的情形，我並不認為有何爭

議之處，我會傾向從公關的角度來理解。當然，他們的關

切對我的決策還是會有所影響，因為我便瞭解那些團體偏

好「政治關切」的路線，偶爾提供數萬元的小額補助，讓

這些立法委員得到某些回應，請託的團體也覺得他們得到

回應了，不會什麼都沒有。 

 

五、請問您的決策程序為何？可能影響您決策的因素有那

些？如何協調、說服不同意見？ 

答： 

    我喜歡發掘新的趨勢、推出新的服務，例如青年創業

貸款是個行之有年的政策，我便積極加入輔導婦女創業。

執行政策時先採取小規模試辦，辦得好就擴大，不好就停，

因此我的決策滿快的，不會耗費很多時間及猶豫不決。 

影響我決策的因素很多，首先是民間團體的配合度，

因為如果他們執行力不足，那麼構想再好也沒有用。其次

就是立法院在審查預算時，因為青輔會組織結構的關係，

我們常被批評和勞委會、教育部的業務重疊，所以我常思

考如何推出一個政策既能符合民眾需求，又不會和其他政

府部門重疊。第三點則是關於青輔會的同仁，他們的能力、

意願、接受程度是否足夠的問題。例如志工在傳統觀念裡

多是訴求軟性的慈善團體，不過我認為志工這個領域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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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納入具有批判性的社會改革團體，這個想法剛開始部分

同仁較難適應，因此我還必須花較多時間和他們溝通。 

 

六、您對國內的政治生態環境（包括總統府、行政院及立

法院之政治生態），是否適應？有無改進建議？ 

答： 

  我想國內的政治環境雖然有許多值得改進的地方，不

過我認為個人應如何去適應這個環境其實才是最重要的。

在青輔會幾年來我有一個很大的體會，就是政治事務表面

上看似盤根錯結，但只要回歸人性的基本面，凡事放低身

段、尊重別人，那麼很多問題便迎刃而解了。例如某立法

委員曾親自登門拜訪，他談到某個民間團體的理事會糾

紛，為此我特地請一位處長去瞭解，處理過程並沒有告知

該立委。詎料一個月後這個立法委員氣沖沖地找我，抱怨

為什麼我沒有把處理的結果告訴他，我才瞭解到雙方認知

的不同。於是，我便請處長擇日邀請該立委及民間團體的

代表聚會協調，我親自與會向這位立委說明，而那個團體

因為政府首長和立委都出面了，使得他們士氣大振，一件

可能的紛爭就這樣圓滿解決了。 

在立法院的詢答方面，由於我以前從事婦女運動，也

有街頭抗爭的經驗，對於咄咄逼人的質詢其實並不陌生，

因此沒有適應上的問題。至於對行政院、總統府等上級單

位，由於大家的理念、方向都是一致的，基本上配合並無

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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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紀錄 

時間：九十三年五月十二日下午 

地點：蒙藏委員會辦公室 

對象：A7 

 

「我國政務官決策行為之研究」訪談 

 

一、請問您對政策在決策前理解的程度如何？所需資訊有

無限制與障礙？ 

答： 

  蒙藏委員會所負責的是蒙古和西藏的相關業務，關於

決策的資訊來源方面，目前大致上有四個管道：一、會裡

直接和蒙古政府、西藏流亡政府所建立的聯繫管道。二、

參事室有一個現況部門，經由大眾傳播媒體、網路等獲得

資訊。三、我們和外交部、國安單位定期聯繫所取得的資

訊。四、現況委員會，邀請學者、媒體工作者等人士擔任

現況委員，一個月開會一次交換意見。 

上面這幾個都是固定的資訊來源，所以我想我的決策

資訊是充分的，並沒有限制和障礙。 

 

二、許多學者將決策的模型分為五種： 

1、全然理性的、最佳的決策模型（即以效率或成本效益

為決擇之準則） 

2、有限理性的決策模型（不堅持要採行最佳的政策，而

願意採取次佳的政策，或採取任何可以認為滿意的政

策） 

3、政治協調的決策模型（團體壓力的決策模型，亦即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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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滿足大多數團體政策） 

4、非理性的決策模型（其價值包括宗教、倫理、意識型

態等，政策問題通常用上述準則加以分析，然後決定

是否採用） 

5、混合（綜合）的決策模型（對不同的政策問題採用不

同的決策模型，亦有對同一政策問題，同時將兩種以

上模型混合運用） 

請問您的決策模型是屬於何種型態？原因為何？ 

答： 

我的決策模式主要是第二個「有限理性」的決策模型，

有時候也會有第四個「非理性」的決策模型，第三種「政

治協調」比較不會有。   

由於我們的業務內容主要是和蒙古政府、西藏流亡政

府的互動，從而來自國內的壓力很少。至於為什麼不是第

一個「全然理性」的決策模型，則是因為蒙藏業務在台灣

本來就有意識型態、國家定位、族群的問題，在台灣的蒙

古族、西藏族具中華民國國民身份的人數並不多，因此若

單從成本效益來看，我們舉辦蒙藏相關活動並不符合全然

理性的原則，惟台灣和蒙、藏的交往，實際上也有其他長

遠的考量，所以我才說我的決策是第二種加上第四種的綜

合。 

 

三、請問您的決策方法係屬群體決策或個人決策？決策過

程為何？ 

答： 

  我想群體決策或個人決策很難明確做一個區分，不

過，一般來說會裡的運作都是由我來做最後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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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過程方面，基本上是由會裡的常任文官就蒙藏政

策提出建議，通常有二至三個方案，我也會要求他們提出

順序和優劣分析，若無特別的情況，我也會接納這些幕僚

的建議。 

 

四、就您所知您在決策過程中利益團體扮演何種角色？該

利益團體的活動有無必要性？對決策制訂有無影響？

您認為有無爭議之處？ 

答： 

  就蒙藏業務而言，我們較少遇到利益團體的問題，惟

因為涉及國家定位的爭議，從而不同意識型態的團體對蒙

藏業務便會持不同意見，對政策制定自然會有某種程度影

響。例如政黨輪替後，就比較強調以台灣為本位，也不再

把無中華民國身份證的蒙、藏人民當作我們國民來處理。 

  除此之外，過去我們對於蒙、藏人民有許多優惠的政

策，不過現在已漸漸回歸社福體系，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並

沒有受到什麼阻力，也沒有利益團體對我們訴求，我想這

是和其他的政府部門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五、請問您的決策程序為何？可能影響您決策的因素有那

些？如何協調、說服不同意見？ 

答： 

  如同我前面提到的，會裡的運作模式，一般是由常任

文官提出建議，比較重要的政策，我也會諮詢學者專家的

意見，辦公室的機要人員也會表示他們的看法。 

影響決策的因素部分，我分成下面幾點來說明：一、

前述政黨政治的立場，這是最重要的因素。二、目前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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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限制，例如台灣和西藏流亡政府接觸是由我們出

面，不過西藏方面的立場卻是希望由外交部來出面，這是

法律限制的問題，現行法律裡有規範蒙藏業務的機關，我

們就必須遵守。三、目前社會大眾對於蒙藏政策的接受程

度，例如二年前我們推動不要再把蒙古畫到國家地圖裡，

我們就必須考慮大家接不接受。四、蒙古政府、西藏流亡

政府與北京政府之間的互動，尤其這二年我們推動和蒙古

政府關係的提升，和勞委會合作引進蒙勞等，所以我們要

顧慮到雙方政府的立場。 

  不同意見方面，因為新政府的方針和過去蒙藏委員會

的政策確實不同，所以組織內部的意見調整是第一要務，

關於這一點，我們必須站在如何獲得台灣多數人民之利益

的立場，來整合內部的意見。第二個，在立法院裡面，有

的委員希望蒙藏委員會加速裁撤，有的則主張保留，因為

意識型態的歧見很難化解，我們便著重什麼是實質可行的

作法，例如若把蒙、藏定位為我們領土的一部分，那麼我

們和蒙、藏合作就有困難，又例如是否裁撤，這個則牽涉

修法的問題，若立法院修法，那我們當然要尊重，簡言之

就是由現實可行的角度來化解爭議。 

 

六、您對國內的政治生態環境（包括總統府、行政院及立

法院之政治生態），是否適應？有無改進建議？ 

答： 

  我對於總統府、行政院等國內的政治生態環境已經相

當適應了，我想唯一的問題是目前我們的憲政體制是屬於

總統制或是內閣制還不清楚，其實不只是我們，我認為政

府體制的定位對各部會來說是普遍的問題。 

189  



至於和立法院的互動方面，我發現立法委員對於蒙藏

政策的討論、辯論很少，他們對蒙藏問題也不是很瞭解，

立法委員比較關心的是意識型態立場的宣誓。所以在國會

裡面，大部分的情形也只是各政黨的委員各自表述，相對

而言，對蒙藏業務而言，現實上的影響並不大。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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