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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本章主要分為四節，第一節為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二節為研究方

法，第三節為研究範圍與限制，第四節為重要名詞界定。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二十一世紀所處的是一個動盪的、多變的環境，所有的事物都在

變，唯一不變的只有「變」（劉昊洲，2005），「快速」、「變化莫測」

是全球產業環境的共通現象。在這種產業環境下，組織或企業唯一生

存之道就是「變革」。自 Hammer, M. and Champy, J.寫了「企業再造

（Re-engineering the Corporation）」一書後，全球吹起了一股變革的

風氣（陳子平、劉念琪，2002：1），面對瞬息萬變的環境與各式各樣
的競爭及衝擊，必須因應外部與內部環境的改變，不斷進行局部或整

體的調整，藉以提高組織本身因應變遷及解決問題的能力，所以組織

變革可說是組織或企業生存及提升競爭力的必要條件。 

面對全球化之趨勢，民眾之需求逐漸多樣化與複雜化，促使政府

職能與角色轉變，加上日益窘迫的財政危機，致世界各國均面臨沈重

的改革壓力，莫不積極尋求解決方案。八○年代以降，幾乎世界主要

國家都在積極推動政府改造，政府再造隱然成為文官體系提升績效的

改革聖杯，甚至轉化為象徵治理能力的政治圖騰（江岷欽，1999：
1-17），既是提升國家競爭力的奠基工程，也是當前世界先進國家追

求高度發展的重要策略。 

政府再造的基本理念是引進企業管理精神，以建立一個創新、彈

性、有應變力的政府。我國為達到政府再造的目標，在民國八十七年

通過「政府再造綱領」，全力推動「政府再造」（劉昊洲，1998：22-23），

分從組織再造、人力及服務再造、法制再造等三個方向，根本改造政

府體制結構以及公務人員的觀念心態（劉昊洲，2005）。兩千年政黨

輪替後，政府為加速完成政府改造工程，提升國家整體競爭力，依據

民國九十年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議共同意見，組成「政府改造委員

會」。確立了政府改造的願景為「具全球競爭力的活力政府」，提出「彈

性精簡的行政組織、專業績效的人事制度、分權合作的政府架構、順

應民意的國會改造、興利創新的服務機制」等五大目標；設計「四化」

作為策略，包括政府不再負有部分執行業務的「去任務化」，適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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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自治團體辦理者改由地方辦理的「地方化」，將原本由政府負責

的業務，改以更具彈性與企業精神的行政法人辦理之「法人化」，可

借重民間效能與市場機制的「委外化」等（研考會，2004，引自王毓

仁，2004：55）。 

我國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制度自民國三十二年建制以來，均採由政

府編列預算支付退撫給與的恩給制，嗣因時代環境變遷，為減輕政府

財政負擔，合理改進退撫制度，爰研究推動退撫改革，改採由政府及

軍、公、教及政務人員共同撥繳退撫基金之提存準備制，並由政府負

最後支付保證責任。為穩固退休撫卹財務收支，妥善運用累積之基

金，爰於考試院銓敘部下設置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以

下簡稱基金管理會）負責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以下簡稱退撫基金）

之收支、管理及運用，期以有效之專責經營，提高退撫基金之收益，

以作為支付退撫給與之財源；並於考試院設立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

監理委員會（以下簡稱基金監理會），負責退撫基金收支、管理、運

用之審議、監督及考核。由於基金運作之良窳，對於退撫基金支付能

力具有關鍵性的影響，且涉及全國軍公教人員及各級政府退撫經費之

負擔，影響軍公教人員退撫權益至鉅，而隨著退休人數之增加、支領

定期退撫給與人數之成長及國民平均壽命延長，支付壓力漸增。是

以，退撫基金管理運用機關──基金管理會能否引進企業管理理念以

靈活妥善運用基金，使基金之經營績效穩固成長，以減輕政府財政負

擔，保障參加基金人員之退撫權益，乃當前刻不容緩之課題。自民國

八十四年七月一日正式建立退撫基金以來，退撫新制運作已逾十年，

基金運作尚稱順暢，經營績效也堪稱穩固，然亦有若干問題逐漸顯現： 

（一） 監督重疊問題：基金運用之機關基金管理會屬三級機關，層

級較低，受行政官僚體制層層節制之監督，在基金操作運用

上缺乏彈性，致基金經營趨向保守，影響基金之運用績效。 

（二） 人才難以羅致問題：由於基金管理會屬於行政機關，適用一

般軍公教人員待遇類型，無論是在人員進用、陞遷及待遇問

題上均影響專業人才之羅致。 

（三） 人力運用不足問題：退撫基金規模成長迅速，自成立迄今成

長已達數倍，然囿於公務體系制度上之規範與限制，人員進

用缺乏彈性，人力無法隨著基金規模及業務之成長而相應增

加，長期以往，恐影響基金之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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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運用績效問題：由於近幾年來世界經濟環境的不景氣，以及

當前投資環境的不盡理想，影響退撫基金近幾年來之整體運

用績效，而引致各界對調整退撫基金提撥費率係為彌補基金

運作虧損、政府操盤虧損而由公務人員買單之誤解。 

在退撫基金成立這十年內，基金規模不斷成長，迄今已逾二千九

百億元，而參加基金人數及支領定期給與之退休人數亦快速增加，

至九十四年十二月底止，分別各達五十九萬六千六百餘人及十二萬

餘人。由退撫基金歷年參加人數、支領定期給與、基金規模成長比

較表（如表 1-1），足見退撫基金不論基金規模或參加人數均頗為可

觀，是以如將管理運用退撫基金之機關行政法人化，影響層面牽連

相當廣，殊值得對此一問題深入探討。 

表 1-1 歷年參加退撫基金人數、支領定期給與及基金規模成長比較表 

支 領 定 期 給 與
年 度 參加基金人數（人） 

人 數 （ 人 ）金額（千元）
基金規模（千元）

85 452,211 574 2,499 15,640,991

86 564,979 4,403 47,517 43,769,258

87 581,609 11,846 215,024 72,920,024

88 596,947 21,560 582,312 111,044,651

88下半年及
89 年度 

607,607 38,028 2,128,800 133,595,141

90 616,871 51,368 2,860,817 165,334,004

91 617,844 67,529 4,563,347 187,331,867

92 617,113 84,214 6,695,290 239,491,978

93 605,739 102,578 9,401,412 261,107,991

94 596,650 121,544 13,026,270 298,788,789

註：九十四年計算至十二月底止。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鑒於退撫基金於八十八年委託精算機構辦理基金第一次正式精

算結果顯示，基金投資績效對正常成本費率有相當之影響，當完全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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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支領一次退休金假設時，平均投資報酬率如能增加一個百分點，則

正常成本費率約可下降一個百分點；當完全採用支領月退休金假設

時，平均投資報酬率如能增加一個百分點，則正常成本費率約可下降

三點五個百分點（基金管理會委託辦理基金第一次正式精算案精算報

告，2000）。因此，有效提高投資績效，創造更佳之基金財務狀況，

應為減輕提撥率調漲壓力最為直接有效之方法。 

是以，以目前基金管理機關定位為一般行政機關之組織型態設

計，能否靈活運用基金以提高投資績效，加上國際金融環境變化迅

速，金融商品不斷推陳出新，以及投資項目的日漸多元化、國際化，

爰其組織型態、運作方式及其職掌，實應針對環境的變遷及實際的情

況加以檢討，務使此一機構能夠以有效的組織型態呈現，而遂行其職

能。 

二、研究目的 

綜合前述研究動機，具體而言，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有下列三項： 

（一） 探討基金運用機關組織型態之合理性及利弊：退休基金由行

政機關經營管理，在基金操作、保管營運上以及專業人才之

引進與激勵上，是否存在缺乏彈性，或可能易受政治力干涉

與介入之困擾？基金管理運用機關如果行政法人化，是否可

以改善？ 

（二） 探討基金運用機關是否適宜採行行政法人組織型態：基金管

理機關在現行體制下，在基金管理運用及對市場變動反應上

產生之問題為何？並探討其組織型態變革為行政法人之可行

性。 

（三） 提供基金管理機關組織改革與規劃之參考：藉由基金管理機

關個案觀察與分析，以及其組織成員對組織改制為行政法人

之態度為何，提供組織變革決策者進行改革之參考，期能藉

此對基金管理機關的組織改革與規劃有所助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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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研究的方法上係採「質性的研究途徑」進行，研究的進

行係循文獻探討與深度訪談及個案研究等方式逐步為之，俾能瞭解本

研究主題之問題所在，以及提供切實可行之建議供參考。茲分述其內

涵如次： 

一、文獻探討 

為檢索及釐清相關的邏輯與論題，經由蒐集國內、外行政法人及

公務員退休基金管理及我國推動行政法人制度概況之相關文獻，予以

系統性整理、比較，分析，據以檢視我國行政法人制度與退撫基金管

理制度在實務操作上之優、缺點，以分析我國退撫基金管理機關行政

法人化之可行性，俾作為我國相關部門未來改革方向之借鏡。 

二、深度訪談 

深度訪談法是質性研究中較常被用來進行資料蒐集的方法，是一

種有目的談話過程，透過談話過程，使研究者進一步了解受訪者對問

題或事件的認知、看法、感受與意見（潘淑滿，2003：134-136），經
由請教相關人士對於該議題的個人看法與建議，可彌補文獻分析法之

不足。本研究訪談對象以基金管理會及其上級機關部分相關主管人

員，以及對本研究主題有深度接觸及瞭解之專家學者為對象，為降低

可能的偏誤，爰須設計訪談的大綱，作為訪談指引方針。首先，擬由

研究者依據研究問題與目的，以預先設計好開放式的訪談問題，針對

基金管理會及其上級機關部分相關主管人員進行面對面訪談，以實際

明瞭該機關及其上級機關對基金管理之機關行政法人化的實際看

法。並且根據所得的質化資料，進一步加強原先設計的訪談問題，再

針對對本研究主題有深度接觸及瞭解之專家學者進行面對面訪談。透

過溝通過程來收集相關資料，以瞭解其對於本議題之認知、觀點與意

見，俾對研究主題能有更深入、完整之瞭解。 

三、個案分析 

Robert K. Yin對個案分析所下旳定義為：個案分析是一種經驗性
的探究，它對當代真實生活環境中的現象進行調查及研究，並採用多

面向的證據及資料來進行分析（轉引自丘昌泰，1995：217）。因此，
本研究以基金管理機構為標的，針對其現狀作全面性的探討與檢視，

用以推論基金管理機構行政法人化之可行性。又由於在機關改制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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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雖然員工心態並不必然會影響改革之走向，惟亦不能忽略員工之

感受，且組織變革之成敗主要關鍵之一在於現職員工之支持，爰針對

基金管理會成員以問卷調查其對機關改制為行政法人之態度。 

為達成本研究之目的，首先就國內外相關文獻資料進行蒐集整

理，以歸納出相關組織型態之優缺點；其次，探討基金管理會現行組

織型態及面臨之困難，並對相關人員進行深度訪談，加以彙總說明分

析。最後，就基金管理會組織型態應如何調整或變革，提出結論與建

議。研究步驟如圖 1-1。 

 

 
 
 
 
 
 
 
 
 
 
 
 
 
 
 
 
 
圖 1-1 本研究之研究步驟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繪。 

 

 

蒐集資料，構思研究主題 

國內外相關文獻資料蒐集彙整及分析 

建立訪談問題綱要 

資料分析與整理 

結論與建議 

進行實際訪談 個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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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為落實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會議共識，行政院於二○○二年成立

「行政院組織改造推動委員會」（以下簡稱組改會），推動行政院組織

改造，朝「去任務化」、「委外化」、「地方化」及「法人化」方向進行

改革，並積極推動機關行政法人化之政策方向。 

依現行法律規定，為辦理退撫基金之收支、管理及運用，爰設置

基金管理會負責之，並設置基金監理會負責基金之審議、監督及考

核。本研究主要係以我國退撫基金管理機關作為研究相關問題之標的

機構，並探討其現行組織型態產生之問題，及對退撫基金管理機關未

來行政法人化之可行性進行探究與分析，研究重點除探究該組織員工

對機關是否改制為行政法人之態度外，並運用深入訪談法，期對研究

主題有更深入瞭解，以研析其行政法人化之優、缺點，俾作為基金管

理機關未來改革之參考。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在研究過程中，設計上雖力求完善，惟受人力、物力及時

間等條件因素限制下，仍有未臻理想之處，茲將本研究之研究限制說

明如下： 

（一） 個人因素之限制：行政法人制度涉及之層面非常廣泛，由於

研究時間及研究資源之限制，僅能就某幾方面進行資料蒐集

與分析，可能會對研究課題在瞭解上有不夠周延之處。 

（二） 研究方法之限制：由於本研究係採取個案研究方法，因其所

側重之研究對象常只有一個或少數幾個，故其研究最為人所

詬病之問題便是類推化（generalization），致其研究結論的代

表性常遭受質疑。本研究僅針對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

機構行政法人化可行性進行研究，因而在掌握行政機關所面

臨之法人化問題，難免有所疏漏，且基於個案不宜作過度推

論之原則，亦難以運用研究結果類推適用到我國其他預計行

政法人化之機關上。 

（三） 研究對象之限制：各國行政法人制度均有其不同的環境背

景、文化及法律因素考量，爰僅能就有限之文獻資料中，試

圖勾勒其發展趨勢。而從過去國內的相關研究也可以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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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法人化之相關研究側重於大學、醫院與社教機構方面，

目前國內亦僅有國立中正文化中心完成法人化，其他尚僅止

於研究評估階段，至於行政機關法人化則仍未成形。因此，

本研究只能針對相關文獻及理論基礎作一檢視彙整，作為基

金管理機關行政法人化機制之建議與參考。 

第四節 重要名詞界定 

一、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 

係指基於年金保險、風險分擔之原理，經由精算得出合理之費

率，由公務人員與政府按月提撥一定金額建立之特種基金，交由基金

管理機關運用孳息俾籌措支付退撫給與之財源（基金監理會等，

2000：10）。 

我國自八十四年七月一日正式建立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以作

為支付公務人員退撫給與之財源，由參加人與政府共同提撥資金成立

基金，除提撥之收入以外，並經由投資以產生運用收益或利息所得，

創造累積盈餘，以支應退休人員退休金。依公務人員退休法、撫卹法

之規定，公務人員退休金、撫卹金，應由政府與公務人員共同撥繳費

用建立之退撫基金支付之，並由政府負最後支付保證責任。另查學校

教職員退休條例、學校教職員撫卹條例、陸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例

及軍人撫卹條例亦有相同之規定。而依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條

例（以下簡稱基金管理條例）之規定，政務人員、教育人員及軍職人

員之退撫基金亦均併入退撫基金統一管理（惟政務人員因「政務人員

退職撫卹條例」通過，已於九十三年一月一日起不再參加退撫基金；

然九十三年一月一日前已繳付基金費用，在九十三年一月一日後離職

之政務人員，仍就其原繳付基金費用部分所核定之年資辦理撥付給與

之作業），由基金管理會統籌收支、管理及運用，惟均按政府別、身

分別分戶設帳。故廣義上而言，退撫基金除包括公務人員本身之退撫

基金外，尚包括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之退撫基金。 

二、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機構 

退撫新制自八十四年七月一日正式建置，由政府與公務人員共同

撥繳費用，為穩固退休撫卹財務收支，爰依據基金管理條例第二條之

規定，設置基金管理會負責退撫基金之收支、管理及運用，並設基金



 9

監理會負責基金之審議、監督及考核。是以，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

管理機構是由基金管理會以及基金監理會所組成。兩機關皆於八十四

年五月一日正式成立，基金管理會隸屬銓敘部，基金監理會隸屬考試

院。 

基金監理會由有關機關代表與軍公教人員代表組成委員會以決

（審）議該會各項監理事務，主任委員由考試院副院長兼任，下設執

行秘書，承主任委員之命負責推動委員會決議事項及日常會務，會內

分設業務、稽察二組，而人事、會計、統計及政風業務，則由考試院

派員兼辦。委員人選由代表政府機關之行政院、司法院與考試院秘書

長及銓敘部、國防部、財政部、教育部、行政院主計處、行政院人事

行政局、台灣省政府、福建省政府、台北市政府、高雄市政府等機關

之首長，與分別代表中央機關公務人員（一人）、軍職人員（二人）、

教育人員（三人）、台灣省政府及台灣省縣市公務人員（一人）、台北

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公務人員（一人）、高雄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公務人

員（一人）的軍公教人員代表共同組成。 

基金管理會採委員會組織型態，置主任委員一人，由銓敘部部長

兼任，置專任副主任委員一人以襄理會務，委員十三人至十七人，由

銓敘部遴聘國防部、財政部、教育部、行政院主計處、行政院人事行

政局、台灣省政府（精省已不派代表）、台北市政府、高雄市政府業

務主管各一人及專家學者若干人組成之，每月開會一次。另為應業務

需要，得遴聘相關領域之專家學者若干人為顧問。該會內設業務組、

財務組、稽核組、資訊室、秘書室、人事室、會計室等單位，以辦理

所掌理事項及執行委員會各項決策事項。 

三、行政法人 

行政法人制度係一個新的行政組織型態，藉由法律之創設及彈性

的授權，將行政機關由傳統層級節制體制獨立出來，成立公法性質的

獨立法人。主要目的係為提昇政府施政效率，同時確保公共任務之妥

善實施。依我國行政法人法草案第二條對於行政法人之定義：「行政

法人」指國家及地方自治團體以外，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執

行特定公共任務，依法律設立之公法人。其乃在行政機關以外成立之

具有公法性質之獨立體，打破以往政府、民間體制上之二分法，俾使

政府在政策執行方式之選擇上，能更具彈性；新進人員不具公務人員

資格，使人員之運用上更具彈性。其主要任務雖是在執行公共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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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又與政府保持一定之距離，同時引進企業經營精神，俾使業務推展

更具效能及專業化。 

我國創設此新型態之行政法人制度，旨在將不適合由行政機關推

動之公共任務，交由行政法人處理，並強調鬆綁組織、人事、預算、

財務及採購方面的管制。制度之內涵，即是藉由鬆綁現行人事、會計

等法令之限制，由行政法人訂定人事管理、會計制度、內部控制、稽

核作業及相關規章據以實施，並透過內部、外部適當監督機制及績效

評鑑制度之建立，以達專業化及提升效能等目的。另透過制度之設

計，使政府對於行政法人之補助、行政法人財產之管理及舉借債務，

能正當化、制度化及透明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