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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本章共分四節，分別就本研究之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與限制、研

究方法與架構、以及研究流程，提出本研究規畫進行之方向。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人民係藉由公平考選競爭取得公費留學獎學金國家給予之權利，而

在考選競爭前亦已明確瞭解其取得權利後應盡之義務，本項權利與義務

基於法令關係所產生，所形成者應屬平等之關係，宜有公平對等而明確

的約定。此在考選機關教育部與錄取之公費留學生間，當以形成行政契

約方式規範雙方權利義務，為符合依法行政之最妥適作法。本節將述明

本研究之動機與目的，以構建主要研究目標。 

壹、研究動機 

教育部自 1955 年首次在台舉辦公費留學考試，初撥專款，動用清華

大學基金部分利息，選送 18 名學生赴美留學；1960 年開始正式編列預算

考選出國留學，公費留學自此正式成為國家長程之政策制度。自 1955 年

起迄今，已歷經五十餘年，至 2005 年 12 月止，共計培育公費留學生 3591

名。回顧此期間，教育部公費留學政策長期穩定的規劃執行結果，在各

個階段以及各種層面，對於國家的進步發展，都產生了非常大的作用與

效果。 

在此五十餘年間，台灣創造出中國人前所未有的經濟榮景，以一缺

乏天然資源的蕞爾小島，而能躋身全球經濟強林，其中因素固然很多，

但優秀的人才是眾所公認一項主要成功要素。教育部留學政策在 1975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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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無論公自費留學均有考試篩選制度，1976 年後，雖取消自費留學考

試，全面開放留學，公費留學仍然成為經濟基礎較為欠缺之優秀學子努

力的目標。公費留學雖須有返國服務之義務，但無論留學生們返國或在

國外發展，多能從知識經驗及熟悉涉外事務之折衝間為國家發揮力量，

亦建立起國內學術、技術與國際間互動競爭及合作的基礎關係，成為國

家茁壯的發展模式與重要機制。 

公費留學基於國家政策及民眾需要而產生。依據調查研究，大部分

（53.7％）的公費留學生，若不是考上教育部公費留學，根本沒有足夠的

經濟能力自費出國留學（曾玉娟，1998）。在物質不豐的年代，獲得公費

留學，對個人而言，往往即是家庭及人生的重大轉捩點；對國家而言，

是培育優秀青年出國取得國外先進知識與技術的重要管道；對社會而

言，更是鼓勵民眾追求理想，一展報負的激勵與誘因。而優秀之公費留

學生返國後，無論是身居廟堂，擬論國政；抑或春風化雨，傳道授業；

甚或投身財經產業，福國利民，均為各個領域之重要領導者，無不為引

領國家社會民主政治及經濟發展不斷向上提昇之主要關鍵因素。即便是

1980 年代後，台灣以經濟大國之姿儼然成形階段，公費留學不僅仍然是

家境困難之學子奮力企求之目標，亦更是出國留學榮譽的表徵。而經過

國家之肯認，代表具有一定程度之水準，亦為國外優秀大學優選入學之

對象。 

歷經五十餘年之實施，教育部公費留學獎學金之給予在本質上並無

改變，均屬給付行政之一環，惟因應法令制度及社會變遷，公費留學獎

學金之給予方式亦應建立符合時代脈動及依法行政之作為模式，往昔「德

政」或「恩惠」之性質逐漸淡化。1974 年之前，教育部公費留學給予僅

於甄選簡章中載明，並無其他形式之明確約定；1974 年 12 月訂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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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公費留學生須知」，載明公費留學期限、待遇、回國服務、限制等各要

點；1986 年之後，基於公費留學錄取者漸增，為明確辦理公費留學輔導

工作，在行政法法規不備之情形下，乃以「備忘錄」形式建立教育部與

公費留學生間權利義務關係之狀態。惟備忘錄無論就法律形式及行政規

範言，其位階與效力甚而約束力均顯有不足，且形式上仍偏屬高權的行

政行為，僅係教育部單方決定，教育部與公費留學生間無從產生公平對

等關係，就本事項給予性質在當今民主政治之行政行為模式而言，誠應

有調整之必要與空間。 

國家行使職權的各種行為形式是基於人民需要而產生，因此人民需

求轉變時，國家的任務、行政行為形式亦隨之轉換。今日的國家類型由

警察國家轉變為法治國家，再進一步成為社會國家或給付國家，行政行

為形式自然較以往更加豐富而多元（吳秦雯，2001）。為配合國家社會

進步需要，行政行為自當宜以更為公平公開對等之形式進行。是以我國

行政程序法於 1999 年 2 月 3 日公布，自 2001 年 1 月 1 日實施後，「行

政契約」因而產生正式法源，教育部即據於 2002 年全國首創正式以「行

政契約書」為名，與錄取之公費留學生簽訂依行政程序法規定所制定之

行政契約乃應運而生。惟本行政契約書在法制與實務的運作上是否週

延？當事人間權利義務關係是否明確？是否符合公益原則與行政目的？

仍均有探討的空間。尤其行政契約往昔無論在行政法或公共行政領域均

兩遭忽略，稽其緣故應與過往國內相關實體法規不明及法律救濟途徑結

構欠完整所致，惟在行政程序法施行及行政訴訟法修訂後，行政契約之

實施與爭訟之處理已有較明確之依據，然仍因時日短淺，在各行政機關

之應用因屬陌生仍欠普遍，致尚無法形成各類契約形式之範例，行政契

約在公共行政管理實務運作上仍有廣闊之探討空間。以上諸因，是而形

成本研究之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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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目的 

因應社會之變革，國家之功能為滿足人民之需要，逐步走向為社會

國家或給付國家，隨著行政事務日益繁雜，行政權之擴張遂成為不可避

免的趨勢（徐瑞晃，1985）。基於社會國家原則，給付行政領域擴大多樣

而複雜，尤其非權力行政之範疇大增，向來典型行政行為形式的行政處

分已不敷使用（簡銘儀，2003）。往昔之給付行政在政府公權力行為上，

因以行政處分之高權手段行使，僅見「恩給」之態，因而失卻國家照護

人民之原意，流於權力的傲慢。徐瑞晃故認為，為求行政事務之圓滿完

成，在形式或實質上與人民以協議之方式進行，不失為一妥適之作法。

因此，在合法的範圍內，自由選擇公權力行政行為其中之行政契約方式，

應為行政機關未來行政管理涉及人民給付事務時優選考慮方向。 

按契約乃當事人意思合致、互受拘束之一種制度，原屬私法領域之

重要制度，於公法領域尚屬陌生。近年來行政契約作為行政行為之一種，

在建設行政、租稅行政及環保行政等領域已見有運用（簡銘儀，2003）。

在學說或實務均一致認為，公法行政行為形式中，行政處分具有訴訟法

上權利保護、手續法上參與及自我執行、實體法上個別化、闡明及穩定

之機能；而行政契約則具有保護權益、補充取代其他形式、解決問題、

宣示民主之功能（張惠東，1999）。在行政目的上兩者具備等同之功能效

果，惟於執行方式，行政處分係藉行政權力之實施或介入以達成行政目

的，蘊涵上下從屬之關係；在行政契約方面，張惠東續指出則係雙方平

等之法律意思行為，法律效果取決於當事人主觀之意思表示，而非客觀

上法律之規定。其形成需雙方意思表示一致，且雙方之意思表示具有相

同價值，並非上下從屬之關係。 

在行政處分之外，另行架構以行政契約為態樣之行政行為形式，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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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於行政任務更有彈性的完成，尤以處理特殊、非常態之行政事務為

然。是以無論就形式或實質所見，行政契約較能符合現代民主法治國家

之行政理念，蓋若行政任務能透過與人民合意共同來完成，無異承認人

民已非以往之統治客體，而成為獨立之權利主體（簡銘儀，2004）。 

因此本文研究教育部公費留學行政契約書實務作業之目的，主要係

探討教育部與公費留學生間，在公費留學行政契約書中雙方基於給付行

政行為所產生之權利義務的關係，其間包括基本權利之適用、程序參與

之安排、救濟途徑之遵循、以及國家責任之擔負等實務性層面。除冀藉

本文之研究探討，有助於更加釐清教育部公費留學行政契約書的各項概

念與適用上之疑義，並期能再堅實其契約內容實務作業面之公平、合理、

適法性，以及執行面之有效性及可行性。 

在國際化之浪潮下，國內各大學已實施或規劃中之選送學生赴國外

優秀大學短期研修、交換學生及專業實習，甚或以攻讀雙聯學位方式等

各種吸引優秀學子之作法方興未艾，此亦均屬國家鼓勵留學政策之一環

以及具體實踐，教育部亦提供實質之協助與配合。但各大學與選送學生

間權利義務關係，與教育部和公費留學生間情形相當，惟各學校之規範

週延性如何？與選送之學生間權利義務之關係地位如何？實施期間若遇

特殊違反約定狀況如何因應處理等，在處理上有無合宜之作法，殊為可

慮。本文之研究探討結果，相信亦可提供相關學校辦理是類教育行政管

理事務之參考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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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依法行政」係現代化民主政治國家行政管理執行之基本原則。本

文之研究主題，係教育部公費留學行政契約書實務作業，故探討之重心，

同時涉及行政契約相關法制與公費留學行政行為實務兩大領域，有關研

究範圍與研究限制分述如下。 

壹、研究範圍 

就性質言，本文之研究基礎為行政契約之實務運用，而行政契約屬

公權力中給付行政之一種。因此在文獻部分，配合題旨方向，以本國之

相關法制實務為研究之範圍。首先應就給付行政之範疇做基礎性之探

討，以對給付行政形成完整清晰之認識；復因給付行政仍屬公法上執行

公權力之行政行為，在程序及目的上，當均受法律原則所拘束，故次以

行政程序法中所稱之行政行為應受法律所拘束之原則，就所較習見者，

綜合檢視探討；進而續就給付行政領域，我國行政程序法行政契約之定

義、特性、與內涵、類型、目前在國內之運用情形、以及行使方式與效

力等進行探究瞭解；最後將就教育部公費留學歷年變遷概況做一蒐集研

析整理。冀能從上述文獻資料之探討印證，堅實後續章節開展探討教育

部公費留學行政契約書實務作業之理論基礎。 

在論述上，本文將先就教育部公費留學現況與類型等為概述；次就

教育部公費留學各類型行政契約書中，擇其形式與內容最完整之一般公

費留學行政契約書，在行政程序法上之適用關係進行逐項深入探討分

析；復就實務作業層面，探討教育部公費留學行政契約書之操作方式，

參考相關研究方向，自行政契約締結開始，教育部與公費留學生間之合

意、法律地位、要式等問題，再進一步研析行政契約進入履行階段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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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當事人如何為各該義務之履行、權利之主張，契約履行當中之各種

情勢變化又如何因應（吳秦雯，2001），迄履行階段過程中可能發生之情

況與適用的原理原則，此章節當屬本文的焦點；其後，針對教育部公費

留學行政契約書實施以來，有關爭議事件之處理情形及結果與法制關係

間進行勾稽探討，以分析其爭議癥結與問題所在及解決方式；最後並以

問卷方式，探詢契約相對人之觀點。期能透過以上之研究探討，形成妥

適之結論與建議，以達成本文之研究目的。 

公費留學權利義務關係之依據，按演進情形，大體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1955年至1985年間，教育部對於公費留學僅於簡章或須知中

述及權利義務梗概；第二階段為1986年至2001年之間，以「備忘錄」形

式，建立教育部與公費留學生間權利義務關係之狀態；第三階段，即自

2002年開始，教育部與各類別公費留學生依行政程序法訂定行政契約

書。本文在時間研究範圍部分，將針對第三階段，並擇其間涵蓋內容最

完整，且為本研究期間最新版之2005年一般公費留學行政契約書之實務

作業情形加以探討。 

本文係以行政管理之角度出發，著重於行政契約與公費留學事務間

之行政管理功能性層面，冀嘗試於行政法規中檢視公費留學行政契約實

務運作情形，使其在法令及實務上，更能正確運用及兼顧，俾符依法行

政原則。既係以行政管理角度出發，原則不就法學理論進行過度之比較

或分析，故本文對於行政契約在行政法上之界定將僅限於概念性之說明

與比較，縱不免涉及法理，亦係本諸依法行政原則之輔助性闡釋，非屬

法學理論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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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限制 

我國行政程序法於 2001 年 1 月 1 日實施，顯示國家行政行為因應民

主政治之需要，對於行政政策與觀念之重要調整。公法契約在行政程序

法施行前雖已有零星之探討，但在實務上仍屬行政法中較為冷僻之區

域，無論係法學理論抑或行政管理上均甚少涉及。以往我國始終偏重行

政處分的各種問題探討，對於非行政處分之其他行政行為形式研究自有

不足，使得在歐陸法制中，與行政處分扮演幾乎同等重要角色的行政契

約在國內向來欠缺廣泛的研究。大法官吳庚曾稱公法契約在我國係「未

經探索之新地域」，主要原因當係因為我國行政程序法在未實施前，公法

契約在我國法制上一直未取得其適法之地位，對於公法契約基本之規範

亦付闕如。直至司法院釋字第 324 號解釋，呼籲有關機關對公法契約「儘

速立法」，繼而於釋字第 348 號解釋，方始肯認醫學系公費生與教育部締

結的志願書與保證書屬行政契約（錢建榮，1994）。在行政契約的操作實

務上，迄因尚少有具體完整之其他相關文獻資料可供參考，故本文研究

方面難免有不能周全比較分析之限制，因此在相關資料之蒐集、分析、

比較上，實有黔驢技窮之嘆。實務之文獻資料難期完備，此為本文在研

究過程中受到限制的最主要情形其一。期望繼者能對本方面做出更多且

深入的法理或實務之探討，以匡不逮，進而能使行政契約在制度及實務

作業方面更為堅實，未來能在各相關機構產生更周延之適用。 

本文在設計上將以行政程序法及公法契約本國相關研究者之見解為

基礎，加以個人在行政實務操作之認知，就行政契約書實務作業從法理

及行政管理觀點為適用與探討之研究。探析其執行層面之法源依據或因

素，從而釐明教育部公費留學行政契約書法規面、制度面、與執行面其

間之關係。期能以客觀嚴謹之態度，提出本研究之結論，以供實務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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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應用。復因係以行政管理之實務角度出發，著重於行政管理功能性層

面，定位於業務實務輔以法規制度執行層次為主之撰述，自對於涉及法

學理論部分，受限於研究方向及個人能力，未能有更深入之探討。此係

本研究在性質上必然受到限制的情形其二。 

2002 年教育部與各類別公費留學生訂定行政契約書伊始，自作業構

想、研訂、以迄實施，筆者均承命編擬籌劃及辦理執行，其間與行政法

之學者歷經多次之研討請益。因係親身全程參與，在本文之研究上雖有

「因勢利導」之便，惟相對就客觀性而言，或亦有「見木不見林」之可

能，在研究之探討過程中須有適度之抽離1，以避免產生主觀之影響。此

為本研究在論述上應特別注意之處，亦屬本研究限制的情形其三。 

本研究之問卷對象，為使用教育部 2002 年始訂行政契約書後，簽訂

行政契約出國留學並返國服務之公費留學生，惟因公費留學期限因素，

是類公費留學生返國報到者迄本問卷實施期日猶寡，故本問卷結果資料

設定為初探性研究。此問卷對象在目前階段之稀缺，是亦成為本研究限

制的情形其四。 

                                                 
1 江明修，公共行政學研究方法論，未出版，1998，（頁 35-36）。引述 Patton(1990：39-63)質的研究

方法具有下述十二個重要特徵，其中，10.神入中立(empathic neturality)：當研究者在參與現場時﹐必

須能夠融入現場﹐才能夠做到真正的參與﹐繼而對研究情境能有深刻體認。但是研究者的工作就是

要發現研究現場的問題﹐所以當融入現場後﹐還必須要能夠在報導時將自己從情境中抽離出來﹐不

致因過多的情感而影響了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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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依據本研究之動機範圍與目的，本節提出適當的研究方法，並建立

研究架構。 

壹、研究方法 

為探討教育部公費留學行政契約書，並試圖從理論基礎與實務作業

對照中，進行檢視並尋求有意義的結果，本研究係從給付行政、行政契

約、公費留學政策與沿革、教育部公費留學行政契約書之形式內容與行

政程序法上之適用關係、操作方式、法律地位、要式等問題，以及當事

人間如何為各該義務之履行、權利之主張、有關爭議事件之處理情形及

結果等進行探討，以有助於更加釐清教育部公費留學行政契約書的各項

概念與適用上之疑義，期能再堅實其契約內容實務作業之公平、合理、

適法性，以及執行面之有效性及可行性。 

據此，本文所採取之主要研究方法為文獻探討法與參與觀察法；復

因探討過程中必定涉及法制與行政實務應用之關係，故以法律解釋學為

涵攝；而契約相對人對於本契約書在執行上之個人意見與態度如何，亦

宜有適度之瞭解，以供契約執行策進之參考，是復佐以質性之問卷法。

有關研究方法說明如下： 

一、文獻探討法 

質性研究中，文獻探討法是相當重要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釐清研究

概念的層次，將研究有關的變項做系統的介紹，除使閱者易於瞭解外，

亦有助於研究者對於研究主題方向在觀念及邏輯上產生層次的認知，俾

利於研究之進行及研究目的之達成。由於行政程序法在我國歷程尚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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遑論行政契約之行政實務運作，故本文將針對相關學術書籍、研究報告、

期刊、論文、司法解釋、以及教育部在公費留學行政契約之實務運作歷

程等，運用文獻探討之方式，將研究主題作完整之整理與介紹，冀能呈

現本研究架構概念上可資遵循的脈絡。 

二、參與觀察法 

根據Lofland（1984）給予的定義，它是一種實地觀察或直接觀察，

研究者為了對一個團體有所謂的科學了解，而在那個團體內建立和維持

多面向的長期性關係，以利研究的過程。Bryman（1988）亦認為參與觀

察也是探索行動者意義的最佳方法，質性研究方法必須去直接接觸被研

究者，並且設法建立一個互信的關係，採取靠近（get close），即涉入其

中的觀點，在研究過程中去發現什麼是正在持續、什麼是重要的，並從

中尋找意義2。由於筆者即為本研究主題在實務上執行之主管人員，屬於

完全參與者性質，藉由「圈內人角色3」的獨特優勢，可深入且通盤正確

的瞭解政策形成過程及實務作業模式，使本研究之理論與實務密切結

合，排除主觀性之後，對於研究目的之達成，當具有正面效益。 

三、法律解釋學 

任何法律都存在解釋的必要，社會的變遷與時推移，法律往往必須

透過解釋方能配合現時的需要。解釋可能意味著部分分歧的存在，但卻

是所有法律在實務適用過程中的重要部分。吳庚（2000）4指出，行政法

之解釋與適用以今日觀點而言，當然屬於法律解釋學之一部分，與私法

                                                 
2 江明修，前揭文（見註 1），（頁 35-36）。 
3 王昭正、朱瑞淵譯，參與觀察法（Denny L. Jorgensen 著，弘智文化出版，1999）。圈內人角色：多重

角色的扮演，提供進入不同觀點的獨特優勢，研究者可以僅藉由觀察的進行，再加上和不同對象建

立關係的過程，對發生的事件取得較為通盤及正確的描繪。 
4 吳庚，行政法之理論與實用，三民書局，2000 年 9月，增訂 6版，頁 14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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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受相同之解釋法則所支配。法律之適用以正確的解釋及涵攝為先

決條件，故法律之解釋乃法律適用之先前步驟及不可缺的一環。法律之

適用過程以較精緻分段解析，可分為：（一）確定重要之事實關係，指

對於與個案有重要意義之構成要件事實，經由證據認定過程加以確定。

（二）確定與事實關係相當之法規條文，即在眾多法規之中，尋找合適

之條文。（三）確定法條之涵義，解釋之作用在此出現。（四）判斷事

實關係是否與法條涵義所導出之概念相吻合，即所謂涵攝之過程。（五）

最後作成具有特定法律效果之處置。目的即在根據前人之經驗歸納若干

法則（已普遍被接受之理論），以供未來運作時之援用（實用之層次）。

本研究中，法律解釋學並非首要的研究方法，但因與法制密切相關，在

研究之過程中，不可避免的會遭遇到法規解釋之問題，因此，必要時亟

需參酌法律解釋學的研究方法，將法律做為行政行為解釋的主體；或在

探討行政契約之運作實務時，運用法律依據做為行政實務合理化解釋之

客體，將法制與實務之應用形成密切之關係。 

四、問卷法 

問卷法，亦屬訪問調查法的一種形式。問卷，乃是指研究者將其所

要研究的事項，製成問題或表式，以郵寄的方式寄給有關者，請其照式

填答寄回的一種形式，而以問卷作為研究資料蒐集工具的研究方法，即

稱問卷法（蔡保田，1980）。「問卷」是法文Questionnaire的中譯，原意

是「一種為了統計或調查用的問卷表格」，也可以翻譯成「問題表格」

或「訪問表」（楊國樞等，1978）。調查法較偏重於事實資料的蒐集，

問卷法的性質則偏重在對個人意見、態度和興趣的徵求，在應用上，使

用同一問題分發各填答者，藉以分析有關人士對某項問題的看法，以作

為研究者的參考（林錦雲，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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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架構 

經由以上研究目的及研究範圍之確立，得以建立本文之研究架構，

將就本架構闡明本研究探討之實務作業與行政行為及法制間之經緯縱橫

關係，本研究架構如圖1-1。 

 

 

 

 

 

 

 

 

 

 

 

 

 

 

行政契約實務作業 

法制關係 

範疇定義 
形式與內容特性

適用要件 
效力 
行使方式 
行政救濟 

行政行為 

政策與執行 
適法關係 
合議與締約要式 
權利與義務 
履約 
爭議處理 

基本權利之適用 
程序參與之安排 
救濟途徑之遵循 
國家責任之擔負 

公平、合理、適法、有效、可行

圖 1-1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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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流程 

根據研究主題確定研究動機與目的，繼而確立研究範圍，建立本研

究架構，以開展研究流程。 

本研究因同時涉及行政程序法行政契約法制與公費留學行政事務兩

大領域，而行政契約係屬給付行政領域之一環，故在理論建構方面，先

就給付行政、行政契約、及必須符合依法行政之行政行為，對於有關定

義、特性、與內涵進行文獻之蒐集探討，以堅實理論基礎；並為能對公

費留學事務有整體之認識，同時就教育部留學制度歷年變遷情形做文獻

之整理，期使對本研究目的產生較完整清晰之概念。 

其次，探討教育部公費留學現況，歸納整理公費留學行政契約書之

適用情形，就不同型態公費留學類型中，選擇在實務作業完整性較高之

教育部一般公費留學行政契約書，就其形式要件、內容與法規制度間契

合關係進行分析，以深入探討其行政程序之正當性。 

繼就實務運作層面，探討教育部公費留學行政契約與法制關係之勾

稽。自契約締結開始，教育部與公費留學生間之合意、法律地位、要式

等問題，再進一步研析行政契約進入履行階段後，雙方當事人如何為各

該義務之履行、權利之主張，契約履行當中之各種情勢變化又如何因應，

迄履行階段過程中可能發生之情況與適用的原理原則。其後，針對教育

部公費留學行政契約書有關爭議事件之適法處理情形及契約相對人觀點

進行探討，最後形成妥適之結論與建議。本研究流程如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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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研究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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