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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理論基礎與文獻探討 

本研究係探討機關改制問題，而機關改制為行政法人是一種組織

變革的過程，爰所涉及之主要概念包括「組織變革」、「政府再造」及

「行政法人」，以下分別說明其內涵。 

第一節 組織變革之理論 

組織之結構乃人為設計出來之系統，在本質上並非完美，因此須

因應環境之變遷作適度之調整，才能適應全球化所帶來之改變及衝

擊。 

一、組織變革（change）的意義 

變革──「change」一字源於古法文「changer」，意味「彎曲」
或「轉彎」，就像樹枝或藤蔓趨向陽光一般。今天，在商業界和企業

界，「變革」有時指科技、顧客、對手、市場結構或社會、政治環境

等外在改變；也指為因應外在環境變化而生的內部改變，即組織因應

環境改變而做的調適。Peter Senge認為必須關注的是：內部改變（如
做法、看法和策略）如何與外在改變的步調配合（轉引自廖月娟、陳

琇玲，2001：25）。是以，Peter Senge 揭示出所謂變革就是成長因
素（促進變革）和抑止因素（阻礙變革）之間的互動關係。 

有關組織變革的真正涵意，許多學者有不同見解，茲將國內、外

學者有關組織變革之見解整理如表 2-1。 

表 2-1 組織變革之意義 

研究者 

（年代） 
定 義

Mosher 

(1967) 
組織進行變革時，會著重其外在關係與內在結構的組合，是以組

織變革是指組織結構有計劃的變遷，包括職位的增加、任務的重

新安排、現職人員的更迭、預算的增減等。 

Fried & 

Brown 

(1974) 

組織變革是一種促進結構和過程(例如人際關係、角色)、人員(例
如風格、技巧)和技術(例如更多的慣性、更多的挑戰)的變革和發
展之方法。簡單而言，組織變革是組織為追求生存及積極發展，

對於不合時宜的組織結構及工作關係等進行有計劃的改變，以因

應新事務與新需求之過程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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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amon 

(1981) 
組織變革是機關或企業的組織結構或計劃在組織中所處地位之改

變。 

Recardo 

(1991) 

組織變革是組織為使成員行為與以前有所不同所做的策略規劃與

行動。 

吳秉恩

(1994) 
組織變革是組織為提升組織文化及成員能力，以適應環境變化，

維持均衡，進而達到生存與發展目標之調整過程。是以，任何組

織試圖改變舊有狀態所作的努力，都屬於組織變革之範疇。 

許士軍 

（2002） 
這種改變的發生是在於組織的控制之內，是組織蓄意努力改變

的，因而屬於計畫性的改變；相反地，未在控制之內的變化，則

屬於非計畫的改變。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組織變革是組織適應環境的一種手段和結果，也是組織發展的一

種方式（陳光榮，1999：57）。而由以上學者對組織變革之看法，改
變的發生是在於組織的控制之內，即有計畫性的改變；而未在控制之

內的變化，則屬於非計畫性的改變。通常非計畫的改變可能是伴隨組

織成長而來，其改變是緩慢的；而有計畫之變革，為了達到效果，相

對而言是較為急遽的，故常會引發較多抗拒。換言之，當組織受到外

在環境的衝擊，並配合內在環境的需要，而調整其內部的若干狀況，

以維持本身的均衡，進而達到組織生存和發展的目的，此調整即為組

織變革。 

綜言之，組織變革是管理學及行政學的重要概念，也是工商企業

界、政府單位以及學校單位，近年來積極追求的重要目標之一。組織

變革可說是指一個組織進行局部或整體調整的過程，是一個組織在開

放系統之下，為因應內外環境之變化，重新調整其組織結構、人員配

置、工作設計、或引入新科技，以達成提升整體經營績效的最終目的。 

二、組織變革的模式 

一般而言，組織變革分為漸進式與革命式變革兩大類，前者是漸

進的、有特定焦點的，後者則是迅速的、激烈的、涉及整個組織的（鍾

從定，2002）。有關組織變革模式的研究相當多，茲舉數種變革模式

說明如下： 

（一）Lewin的組織變革模式 

一九四○年代末期，有「變革理論之父」之稱的著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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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理論學家 Kurt Lewin 即發展出第一個變革過程的理論模

式，他認為任何變革都需經過三個步驟：解凍、變遷、再結凍，

即組織變遷應被看成是種解凍、變遷和再結凍三階段的過程

（Ricky，2004：407）。 

1. 解凍（unfreezing）：解凍為組織打開變遷之門，是告知那些
會被變革影響的人要進行變革的理由，使員工相信支持此

項改革可因此提升組織之長期執行。此一階段通常包括減

少維持當前組織行為水準的力量，有時需要一些刺激性的

主題或事件，使組織成員知道變革之資訊而尋求解決之道。 

2. 變遷（change itself）：此一階段改變組織或部門之行為，以

達到新水準，包括經由組織結構及過程之變革，以發展新

行為、價值與態度。 

3. 再結凍（refreezing）：也就是強化及支持變革，使之成為整
體系統之一部分，亦即組織對變遷予以結構，令其有序的

運作，並監視其解凍是否帶來改進。此一階段在使組織維

持在一種新的均衡狀態，通常是引用支持之機制來完成，

亦即強化新的組織狀態，如組織文化、規範政策與結構等。 

（二）Gersick的周延變革模式 

Connie J. G. Gersick （1991）所提出的周延的變革模式（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to change）是基於系統觀點所勾勒出

的一系列特定步驟，步驟的有效實施會使得變革成功。組織變

革步驟如圖 2-1所示，說明如下： 

1. 首先就是管理者認知到變革的需求：例如生產力下降、銷

售量下滑、離職率上升、大多數同業在進行變革或預測到

新市場之潛力等，都是引起變革的原因，也會使管理者意

識到某一程度或某一範圍的變革是不可避免的。如果各項

指標顯示不久之將來須進行變革，管理者即應發起變革。 

2. 其次為設定變革目標：例如增加市場佔有率、進入市場、

提振員工士氣、解決罷工問題及確認投資機會等，可能都

是變革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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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變革模式之步驟 

資料來源：Ricky，2004：409. 

3. 判斷造成變革需求真正之理由：例如，變革的立即趨動因

素－離職率居高不下，其原因可能是由於薪資偏低、工作

環境不佳、管理者無能或員工本身不知足所致，因此，管

理者須了解真正原因之所在，才能夠正確的變革。 

4. 選擇適當的變革技術以達成變革目標：以離職率為例，如

果是因薪資偏低，則需發展一套新的報酬制度，如果是管

理者無能，則管理者需接受管理技術之訓練。 

5. 擬定變革的執行計畫：此時變革之成本、變革對組織其他

領域所造成之影響、員工的最適參與程度等，均為此一階

段需要考量之因素。 

對變革需求之認知 

設定變革目標 

判斷造成改變需求之真正理由 

選擇適當之變革技術 

擬定執行變革計畫 

實際執行 

評估實施變革之成果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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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實際執行所擬定之變革執行計畫：在實施變革策略時，須

考量變革實施之時機及變革所牽涉的範圍，執行變革時，

最好是階段性的執行，避免操之過急，以免適得其反；而

無論牽涉變革範圍的大小，管理者均不應忽視小部門或小

團體的組織變革計劃，因為也許其會與組織的生存有關。 

7. 經過一段時日之變革實施後，須檢視有無達成目標：假如
變革依計畫執行，則應評估實施變革的成果，若未達到預

期之目標，即表示組織須另外採取其他的變革計畫（Ricky，
2004：408-409）。 

（三）Leavitt 之變革模式 

Leavitt(1965)認為，組織改變可經由三種不同的機能作

用完成，即組織變革可概分為三類（陳光榮，1999）： 

1. 組織結構的變革：透過正式工作結構及職權關係之改善，
以改善績效。強調組織結構與制度層面之修正，例如：以

組織系統、預算編制、規章更動的方式來引導組織政策與

程序的改變。組織結構的改變，使得一些正式的工作及職

權之定義會產生變化，例如企業實施新的工作方法，包括

工作豐富化、工作擴大化等，使得工作本質及結構會產生

變化。 

2. 技術的變革：將資源轉變成產品或服務的任何新方法之應
用，包括機械化、電腦化等。強調工作流程的重新安排，

藉著工作方法、工作技術、或實體物質佈置的改變達成組

織變革的目的。 

3. 人員的變革：指員工態度、技能與知識基礎的改變，主要

目的在提升人員之生產力，並與其他人協同一致的完成指

派之工作。例如團隊的建立，目的是透過解決問題時之互

動，使成員間能夠更加熟悉與信任，建立共識與認同，俾

利方案日後之執行。此方式強調態度激勵及行為技能的改

變，如藉助甄選、訓練、考評來完成變革。 

（四）Donnelly, Gibson ＆ Ivancevich 等三人之「組織改變之管

理模式」 

此一模式係指組織之外在環境給予組織各種衝擊，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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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任務即在環境衝擊情形下，將自身控制系統及其他來源

之資訊予以整合分析，以擬出各種改變力量及本身變應之

道。主要包括八個步驟：1.促進改變力量；2.發掘改變需要；

3.問題診斷；4.辨認改變方法與策略；5.分析限制條件；6.

選擇改變之方法及策略；7.實施改變計畫；8.檢討計畫（許

士軍，2002：452－456）。如圖 2-2 所示。 

 

 

 

 

 

圖 2-2 Donnelly 等人之組織變革管理模式 

資源來源：許士軍（2005：453）。 

第二節 政府再造之理論 

二次世界大戰後，因應戰後重建之需求，許多資本主義國家遵從

凱因思主義的理論，擴大公共投資、維持就業與福利國家體制，大政

府成為時代背景下的產物。但是到了一九八○年代左右，公共投資的

增加促使通貨膨脹更為嚴重，經濟停滯隨著通貨膨脹同時出現，隨著

政府的財政困窘以及效率不彰，這股迷思逐漸被打破，加上石油危機

的發生，導致凱因思主義的失敗（詹中原，2005：1），取而代之的是
新公共管理的風潮。自一九七九年新公共管理之思維發軔於英國後，

新右派的學者以效率為核心，展開了長達近四分之一世紀的政府再造

運動（OECD, 1995, Loeffler, 1997：1-2）。 

由於全球化的新公共管理運動，不約而同地在北美、西歐乃至

澳、紐等地竄起，迄今仍持續影響這些地區國家進行公共行政改革，

而積極推動政府再造（吳瓊恩，2001：671）。政府再造（Reengineering 
government）中「再造」的概念，依Mihcael Hammer(l995)所指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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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事務的過程」，而「政府」則指涉實體組織（詹中原，1999：7）。
故談政府再造之前應先了解「再造」之意義。 

一、再造的意義 

「再造工程」此一概念最早見於 Hammer（1990）在《哈佛商業
評論》（Harvard Business Revies）所發表的〈Reengineering Work：Don’t 
Automate, Obliterate〉一文中（引自孫本初，1998：391）。按 Hammer
之原意，「再造」所強調的是「過程」──尤其是為顧客（服務對象）

創造價值的全面性連接過程。依 Hammer之說法，再造是對實務過程

之根本性的再省及重塑。所以，再造是一項政府工作過程、觀念及方

法的全程革命（end-to-end revolution），目的在期望為人民創造生活
資源的附加價值，這也就是人民導向（people orientation）之意涵(詹
中原，2002)。然不同研究者對再造之意義各有不同見解，茲將國內、

外學者有關再造意義整理如表 2-2： 

 表 2-2 再造之意義  
研究者 
（年代） 

定 義

Michael 
Hammer 
（1990） 

對於組織過程的徹底再思考及根本性巨幅再設計，以促成組織績

效劇烈的進步。 
 

Hammer 與
Champy 
（1993） 

根本重新思考，徹底翻新作業流程，以便在現今衡量績效的關鍵

上，如成本、品質、服務和速度等，獲得巨大的改善。 

Hale 
（1994） 

重新顯現與重新設計組織的核心工作流程，以達成在運用及支應

成本、服務層次與循環或工作完成時間、產品與品質革新，以及

員工對服務與組織目標之責任等方面有顯著且快速的改善。 
R. Linden 
（1994） 

透過流程、系統、結構與結果的徹底重新設計，以挑戰過去建構

組織時所依據的基本假定。 
Lowenthal 
（1994） 

是以組織核心能力為焦點，針對運作流程與組織績效重新思考且

重新設計，以達成組織績效的巨大改善。 
David 
Osborne與 
Peter Plastrik
（1997） 

對公共體制和公共組織進行根本性的轉型，以大幅提高組織效

能、效率、適應性以及創新的能力，並通過變革組織目標、組織

激勵、責任機制、權力結構以及組織文化等來完成這種轉型過程。

W. Bennis與 透過挑戰既有的信條、實務及活動，創新地將資本與人力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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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Mishe
（1995） 

等，重新配置在跨功能的作業流程之中。此種改造策略旨在充分

提昇組織的競爭地位、對股東的價值及對社會的貢獻。 
E. Crego與 P. 
Schiffrin
（1995） 

以員工為中心重塑組織的策略、系統和結構，由內而外地重新改

造組織，俾利於創造全面性的顧客價值。 

詹中原 
（1999） 

再造不只是對現有結構的調整或是修正，其應是工作過程巨幅的

重新創造及再設計，亦即行政程序的調整及改變，以促成組織績

效之進步。其根本觀念不只是工作形式的表面不同，更重要的是

行政規劃及執行策略在行政理念及邏輯上之重塑。 
譚士林 
（2001） 

指組織基於前瞻性觀點，對運作過程所涉及之要素，如目標、結

構、成本、人員、工作流程及方法、品質及服務等，從事根本性

之重新思考與設計，以大幅提高運作績效，滿足顧客要求，並提

昇組織競爭力。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以上學者對再照之定義，David Osborne與 Peter Plastrik以及譚
士林對組織結構進行根本性的思考、設計及轉型；Crego 與 Schiffrin
係以員工為中心，其他學者則多則偏向流程面，本研究所探討的重心

較偏向組織型態之轉變，與 David Osborne與 Peter Plastrik以及譚士
林的主張較為接近。因此有關「改造」之定義參採三位學者看法，係

「對組織進行根本性的思考、設計及轉型，以大幅提高運作績效及競

爭力。」 

二、政府再造的概念 

（一）政府再造之意義 

「政府再造」（Reengineering government）一詞，主要源
於 D. Osborne 與 T. Gaebler 出版的暢銷書「新政府運動」
(Re-inventing Government)，其倡議政府改造，主要目的在於採
「重建政府」或「政府再造」之治理能力的策略，並建立「企

業型政府」（Entrepreneurial Government），將政府由官僚體

系改變成有企業精神的機構，以因應外部變遷迅速的環境(張
福財，2001)。而政府再造究係何指？學者之界定各有不同，

茲將國內、外學者有關政府再造之見解整理如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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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政府再造的意義 

研究者 

（年代） 
定 義

Michael 

Hammer 

（1990） 

政府再造絶非等同「組織精簡」，亦非「組織重組」，有關工作單

位部門的合併或重置，組織精簡或組織重組可視為政府再造中，

工作程序及觀念改變的結果，而非政府再造之內容及目標。 

Lowenthal 

（1994） 

政府再造係以組合新能力為焦點，針對運作流程與組織績效，重新

思考及重新設計，以達成組織績效的巨大改善（杜曉惠，2002）。 

W. Bennis）

與 M. Mishe

（1995） 

政府改造工程係透過挑戰既有的信條、實務和活動，並將資本與

人力資源，重新配屬於跨功能的流程中。此種改造策略，在充分

提昇組織的競爭地位、對股東的價值和對社會的貢獻等（杜曉

惠，2002）。 

E. Crego 與

P. Schiffrin

（1995） 

由顧客至上的角度出發，認為政府再造工程，係以員工為中心，

重塑組織的策略、系統和結構。由內而外改造企業，以便創造全

面的顧客價值（杜曉惠，2002）。 

David 

Osborne 與 

Peter Plastrik

（1997） 

主要是指通過對組織目標、組織激勵、組織責任、權力分配和組

織文化進行變革，來重構公共組織和公共體制；創造一種能夠持

續尋求高效途徑的公共組織，尋求保證績效最大化的合適組織規

模，提高政府管理的效能。 

用企業化體制來取代官僚體制，即創造具有創新慣性和質量持續

改進的公共組織和公共體制，創造具有內在改進動力的公共部

門，亦即使政府具備能夠應付無法預知的挑戰的能力。 

江丙坤

（1998） 

政府引進企業管理的精神，精簡組織、精實人力、簡便業務，建

立一個新、彈性、有應變能力的「高效能」而不是「大有為」的

政府，使政府可以像私人企業一樣的有效率地為人民解決問題。

吳瓊恩等 

（2001） 

政府再造工程是「高難度的政治工程」，所涉及的不只限於行政

體系，更需立法及司法體系的改革相互配合，方能克竟全功。 

資料來源：部分研究者自行整理，部分引自杜曉惠（2002）。 

由表 2-3 所列學者對政府再造之定義，Lowenthal 針對流程與績

效之改善，Bennis ＆ Mishe 則透過挑戰既有信條、實務及活動等，
Crego ＆ Schiffrin則以員工為中心，David ＆ Peter用企業化體制取
代官僚體制來重構組織，江炳坤引進企業管理精神並同時考慮組織及

人力，吳瓊恩等則涉行政及政治等面向。本研究係探討引進企業精神

及專業能力並促進組織、業務運作之變革，與 David ＆ Peter和江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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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之定義較能吻合。因此對本研究而言，政府再造之定義為，引進企

業管理的精神，精簡組織、精實人力、簡便業務，建立一個新、彈性、

有應變能力的「高效能」的政府，使政府可以像私人企業一樣的有效

率地為人民解決問題。 

如以新世紀的目光尋求政府再造的時代意義，由社會經營權之角

度省思，將發現民主行政是當前政府再造之一項重要基本理念，政府

角色從「控制」與「管理」轉為「掌舵」與「服務」（丘昌泰，1997：
1-21），由「顧客導向」轉為「公民導向」的公共服務。希望藉由企
業經營上重視品質、成本、顧客滿意等策略之推動，注入政府之運作

中，亦即藉由這些觀念之指引，使政府的運作更有效率，更具品質，

從而成為「具企業精神的政府」（吳瓊恩等，2001：43）。 

（二）政府再造之理論建構 

詹中原對「政府再造」是否具有理論架構提供了一種敘述，有助

於吾人對於「政府再造」之學術基礎與理論架之根源有所瞭解： 

若干中外論者質疑，「政府再造」缺乏完整學術基礎與理論架構的途徑

（Wamsley, 1996）。然而若深究各國政府再造的深層背景，可發現無論是

Osborne ＆ Gaebler 的Reinventing Government，英國的W. Niskanen對Thatchar

「續階計畫」影響，及「代理人理論」（principal-agent theory）對紐西蘭政府

再造之影響，恐怕均無法支持前述論者之見解。或許有些政府再造的文件所

呈現之表達方式不符傳統學術文獻之要求，但並不能因此否決其思想主張的

根源。無論是「管理主義」（managerialism）（Butcher, 1995）或新公共管理（New 

Public Management）（Boston, 1996； Hood, 1991； Lan and Rosenbloom, 1992）

均顯示理論與當代世界性再造風潮的淵源（詹中原，1999：17）。 

詹中原以行政革新修正概念為基礎，配合「政府再造」的執行階

段，建構了政府再造的理論建構，如圖 2-3所示，表示政府部門的再
造運動應包括結構技術層、工具觀念層、認知領域層等三個層面，在

此三個層面之間，尚有下列三項關係特質： 

1. 結構技術層可透過「器化」之方式，由外力干預而達成，就行政

系統而言，是屬於「被動性」；而工具觀念層可透過學習或知識擴

散（knowledge dissemination）途徑獲得觀念，屬於「學習性」；而

認知領域層，是公務員之自我修練，以帶來「組織活化」，屬「主

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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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府再造理論建構雖劃分為三個層級，但事實上，其間是相互滲

透影響的。 

3. 系絡之內容均會與行政系統內之成員、策略、工具、意識及觀念

互動，不得忽略系統本身之系絡特性。此是按 Y 理論時期之管理

思想，超系統與系統間之互動（詹中原，1999：18-20）。 

本研究探討雖著重在組織重組之結構面，然亦涉及工具觀念之公

私部門合作及企業精神政府，而組織變革能否成功涉及員工對政府再

造之認知與支持，惟本研究則較少涉及，因此，與本研究有關者涉及

結構、工具二部分。 

  

圖 2-3 政府再造理論建構 
資料來源：詹中原，199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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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行政法人概念界說 

自新公共管理思潮興起，政府再造運動席捲全球，這幾年來世界

各主要國家無不採取新型態的行政組織，透過公私部門交流或協力之

方式為民眾提供更佳的公共服務，以有效提升服務品質及效率，法人

化是新公共管理思潮下的一項策略性作為，我國政府為改善因受限於

法令規章及層級節制之無效率問題，並確保公共任務之妥善實施，爰

擬創設一個新的機關組織型態，亦即行政法人制度，將不適合行政機

關推動之公共任務由行政法人來處理。為進一步瞭解我國行政法人制

度之內涵，以下爰分別就行政法人制度緣起、意涵、建置理念及其創

設目的、定位與行政機關以及與財團法人之比較等，說明如下： 

一、行政法人制度緣起與意涵 

自一九八○年代起，由英國柴契爾政府所倡導的公共事務「民營

化」概念開始，世界各國政府競相學習以改善政府效率與效能（程燕

玲，2003：1）。而面對僵化的政府官僚體系以及財政赤字的加大，因

此有引進企業化經營精神及管理方式、縮減政府規模、減少政府財政

赤字之呼聲出現，以適應社會的實際需求及適時提供民眾所需之服

務。在歐、美、日等國，已有部分的政府機關組織之業務，由國家另

設與法人有別之另一擁有獨立法律人格之法人來分擔特定國家任務

之履行。依聯合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之報告指出，「行政法人」──

即是將原來為行政機關的組織法人化──不管在各國實踐時所採取

之名稱為何，該組織設計之核心理念，是以獨立內閣部會之外、非傳

統行政機關之組織形式，提供公共服務或執行公共任務之獨立法人

（OECD，2002：11-14；轉引自張文貞，2003：14）。OECD 對於行

政法人之描述，對我國發展行政法人制度應可提供思考的方向。 

依我國行政法人法草案第二條對於行政法人之描述如下：「本法

所稱行政法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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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特定公共任務，

以具有專業需求或須強化成本效益及經營效能，不適合由政府機關推

動，亦不宜交由民間辦理，且所涉及公權力行使程度較低者為限。」

而我國「行政院組織改造推動委員會」（以下簡稱組改會）通過之「機

關業務檢討原則」，所謂將行政機關「法人化」，「係將仍屬於國家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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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而無法自任實施必要之業務，設立法人交由其實施，而該法人應屬

公法性質之行政法人；至如可交由民法性質之法人辦理者，並無繼續

列為國家任務之必要，從而屬於去任務化之範疇。」可知所謂「機關

法人化」即指「機關的公法人化」（李建良，2002：3；紀和均，2003）。
由以上可知，行政法人本質上是公法人。 

行政法人制度並非我國首創，在世界主要先進國家早已存在類似

的公法人制度，例如英國的「政署」（Executive Agency）、德國公法
人以及日本的「獨立行政法人」等均是。這些同時具有公私部門性質

之「混合型組織」（hybird roganizations）在各國被紛紛創設之理由包

括：（1）這類組織可全神貫注於單一政策目的；（2）可精鍊其專業領

域以利達成既定政策目的；（3）從原先之主管機關之科層節制中鬆脫
出來；（4）使營運更具彈性與回應力；（5）擺脫政治之糾葛而更具獨

立性；（6）超脫國家或地方自治體傳統之管轄權限；（7）克服導因於
權力分立所造成之羈絆和延宕；（8）便於政策利害關係人、顧客及利

益團體之參與；（9）利於採行師法企業之運作途徑（Frederickson, 
2004；轉引自陳銘薰、劉坤億，2004：9）。 

大致言之，「行政法人化」是我國中央政府組織再造方案中的一

項重要之變革，目的係為解決公部門受制於人事、財政、法令規章及

層級節制等限制所導致之效率不彰，提昇政府施政效率，並確保公共

任務的妥善實施，因而引進企業經營精神，俾使政府在政策執行上能

更具彈性。而依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九十一年度自行研究報

告，行政法人之建置理念如下（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九十一年

度自行研究報告，2002：20；紀和均，2003）： 

（一） 基於憲法上規範之考慮：主要指學術自由與廣播電自由，前

者乃國家與大學保持距離以確保大學自治，使不受到國家過

度干預而妨礙到學術自由，例如歐陸很多國家將大學由教育

行政科層體制獨立出來，賦予其獨立之法人資格；後者則為

避免讓稀少之無線電波由國家控制或被私人壟斷，而設置獨

立法人，代表社會多元利益經營無線廣播電視頻道，例如我

國之公視即屬之。 

（二） 基於功能與效率等因素之考量：國家任務無需由國家親自執

行之必要，或不宜由國家親自執行，但基於其他因素仍有民

營化之困難或顧慮者，改由獨立之法人執行，即成為另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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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二、我國行政法人制度創設目的 

為提升國家競爭力，政府積極推動行政機關組織再造，行政院為

落實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議共識，依總統府政府改造委員會之建議，

於二○○二年五月二十九日成立組改會，推動行政院組織改造、行政

革新等各項工作之規劃、協調及執行作業。為期能建構行政院合理職

能及組織，組改會通過機關業務檢討原則，並朝「去任務化」、「地方

化」、「法人化」、「委外化」四大方向同步進行改革（陳銘薰、劉坤億，

2004：10）。其中之法人化，係有鑑於部分公共任務因受限於法令規

章及層級節制之束縛，致行政運作上缺乏效率及彈性，為提昇政府施

政效率，爰參考世界主要先進國家之機關組織，有朝向公法制度規劃

者，將原本由政府組織負責之公共服務自政府部門移出，以公法人來

專責辦理之經驗，創設一個新的機關組織型態──即行政法人制度

（引自行政法人法草案總說明，2005）。 

根據國內學者專家之觀察，「行政法人」之概念可說是師法日本

的「獨立行政法人」制度，而日本則或多或少取法自英國「政署」

（Executive Agency）制度（蔡茂寅，2002）；又依行政法人法草案說

帖內容，行政法人制度是政府組織改造可供選擇的途徑之一，但並非

唯一的選擇，亦非全面取代現有行政機關之功能與職能。其係在舖設

另一條軌道，以分流的方式，提昇相關業務之效能，並解決目前行政

機關職能壅塞之困境。所以將部分由行政機關辦理較乏效能而屬於執

行性質之業務，由行政法人來處理，使政府在政策執行方式的選擇

上，更具彈性；同時可以引進企業精神，使這些業務的推行更專業、

更具效能。上述我國創設行政法人之目的與前述各國發展公私混合型

組織的理由相同。又由我國政府改造之相關報告書，可發現「組織瘦

身」、「行政減量」與「提昇效率」為行政法人制度創設之重要目標（蔡

茂寅，2002；陳銘薰、劉坤億，2004：10）。 

我國創設行政法人制度之理由，根據行政法人法草案說帖所列舉

者，有如下幾項（行政院人事行政局，2003）： 

（一） 融合公、私組織之優點與特性：行政法人可說是介於行政機

關及民法上財團法人的中間類型，有比行政機關更具彈性之

組織及經營管理方式，確保國家任務之有效履行；另外則釐

清其公共任務特性，將之保留在公法領域，可強化監督並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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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混淆私法體系。同時，行政法人具有獨立之法人人格，僅

受適法性監督，可鬆綁具特殊性質或有特別需求的機關之人

事、會計等制度之束縛。 

（二） 避免出現成立財團法人所可能衍生的問題：財團法人以服膺

自治為原則，此種行政機關捐助成立財團法人並將自身任務

委託執行，常產生財團法人依附於行政機關之現象，法人之

目的既僅侷限於完成行政機關委託之任務，一旦缺乏行政機

關之奧援，即無法獨立存在。實務上行政機關亦易基於衡平

考量，於預算、人事或待遇上，與行政機關強求一致，欠缺

彈性。 

（三） 增加用人彈性：我國行政機關之組織型態以考試進用之公務

人員為主力，其相關權義規定均有完整法制規範。但對於部

分需要相當專業性及技術性人才之業務，由於受限於公務體

系相關法制限制，形成進用管理之窒礙，致無法延攬及留用

適當人才。而行政法人制度之設計，可提供較有彈性、更符

合其特性需要之人事進用及管理機制。 

（四） 適度鬆綁政府會計和採購的限制：目前政府會計及採購有相

當綿密之防弊規定以防止貪瀆、浪費並提升採購效率及品

質，但對於部分性質特殊之業務，如文物典藏、學術研究等，

形成束縛及窒礙，對業務推展不利，行政法人制度可在會計

及採購方面做適性之特別處理。 

（五） 強化經營責任及成本效益：行政機關之特質在落實公權力之

執行，講求公平與正義，有時無法兼顧成本與效率，惟政府

職能中亦有可參採企業精神，強調成本效益之部分。行政法

人在獨立自主運作及績效評估方面，可透過相關績效評鑑機

制之建立，及內部、外部適當監督之健全，以強化經營責任

及成本效益。 

（六） 開放多元參與公共服務：行政機關所執行之公共服務，因部

分具有照顧多元利益及需使用者付費等性質，如文化事業、

社會福利等，由其辦理易被質疑為專權擅斷或欠缺正當性；

且行政機關主管遊戲規則之訂定，易衍生球員兼裁判爭議。

行政法人的意思機關採多元參與，民主運作，較一般行政機

關更能有效地照顧多元利益；而行政法人執行公共服務，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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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制度設計制定與業務執行權限之分離，可避免球員兼裁判

的爭議。 

三、行政法人之定位 

如前所述，行政法人為法人之一種，其屬性為公法人。我國法制

對於公法人資格之賦予與大陸法系國家相較，有顯著之不同，其他國

家有各種具有公法人資格之組織（如公法上營造物、財團等），在我

國均不存在。依現時之制度，除國家、各級自治團體及法律有明文規

定之農田水利會為公法人外，其他各種職業團體或社會團體等均非為

公法人。至於單獨立法或設置之組織體如中央銀行、中央信託局、工

業技術研究院等，或為政府機關或為金融事業機構或為財團法人，並

不具備公法上之法律人格。公法人資格之取得，依我國現行制度甚為

嚴格，其他公法人迄今為止，僅農田水利會屬之（吳庚，2005：
175-177）。 

依已送請立法院審議之行政法人法草案第二條第一項，所謂行政

法人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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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條第二項則對特定公共任

務作有立法解釋：「前項特定公共任務，以具有專業需求或須強化成

本效益及經營效能，不適合由政府機關推動，亦不宜交由民間辦理，

且所涉及公權力行使程度較低者為限。」（吳庚，2005：178） 

依照我國法人之分類體系，目前概分為公法人與私法人兩大類，

私法人又分財團法人及社團法人；公法人則包括統治團體（如國家及

地方自治團體）及其他公法人；行政法人屬於其他公法人之範疇（陳

銘薰、劉坤億，2004：15）。行政法人在我國法人分類中之定位，可

由圖 2-4清楚顯示。 

 

 

 

 

 

圖 2-4 行政法人之定位圖 
資料來源：蔡茂寅，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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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法人係將原本由政府行政機關負責之公共服務等事項，自政

府部門移出，改由行政法人來處理，打破以往政府、民間體制上的二

分法，俾使政府於政策執行方式之選擇能更具彈性，引進企業經營精

神，使業務之推動更專業、更講究效能，而不受現行有關法規或制度

之束縛。至於有關行政機關、行政法人、公法財團法人等，在公權力

及營利等面向上之相對關係，詳如圖 2-5（賴森本、許哲源，2005：
79），而由圖示亦可知，行政法人僅是公私混合型組織型態之一。 

 

 

 

 

 

 

 
 
圖 2-5 行政法人在法人體系中之相對關係圖 
資料來源：賴森本、許哲源，2005：79。 

行政法人可說是介於行政機關與民法上財團法人的中間類型，一

方面以較行政機關彈性的組織及經營管理方式，以確保公共任務之履

行；一方面釐清其公共任務特性，將之保留在公法領域，以強化監督

並避免混淆民法體系。其具有獨立的法人人格，不若行政機關一樣受

國家全面適法性及適當性監督和指揮，而僅受適法性監督（陳銘熏、

劉坤億，2004：15）。以下分別就行政法人與行政機關，以及行政法

人與財團法人之不同比較如下。 

（一）行政法人與行政機關之不同 

行政法人係政府為達成特定任務所設置的一種特別性組織，其具

有準公司化之治理型態，而與民意機關間則低度直接互動之特別性，

其經營的價值乃非營利化，但須經營管理效率化及重視財務收入最大

化。行政法人與行政機關間之差異，如表 2-4所示（施能傑，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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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行政法人與行政機關之比較 

 行政法人 行政機關 

非營利屬性 ˇ ˇ 

高公權力業務 × ˇ 

獨立意思表示 ˇ ˇ 

獨立會計個體 ˇ × 

內部自主管理權 ˇ × 

政策決策 × ˇ 

業務執行 ˇ ˇ 

資料來源：施能傑，2005。 

（二）行政法人與財團法人之不同 

關於財團法人，在德國民法有公法財團與私法財團之分，但我國

雖然表面上看來財團法人體制與德國相當類似，但民法中卻未提及公

法財團法人，據推測，可能是當年我國公法學基礎薄弱，無從了解公

法相關制度之意義與重要性，為避免引起其他問題，乾脆不予規定（陳

惠馨等，1995：197-198，231；程燕玲，2003：45）。而現今之財團
法人，即使是有設置條例者，目前亦被當作私法在操作、對待，這是

一種長久以來的狀態（程燕玲，2003：45）。而由於公法人有適用會
計、人事法規之問題，與私法組織的彈性效率、便宜性、去政治化等

優點有所差別，爰公、私財團在功能結構上不完全相同；但依學界通

說，均認為我國目前並無公法人之財團，即使是由政府出資所設立之

財團，其法律上性質仍為民法中之財團（陳惠馨等，1995：197；程
燕玲，2003：45）。有關行政法人與財團法人之差異如表 2-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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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行政法人與財團法人之比較 
 行政法人 財團法人 
 
 
基本概念 

以組織變革方式將原由行政機關

實施之公共任務專業化及提升效

能，為負有履行特定公共任務義務

之公法人，相關監督及介入機制較

財團法人為強。 

服膺私法自治之私法人，原則上不

負有履行特定公共任務之義務，而

係依公益考量予以必要之制約。

 
成立 

 

無捐助財產最低總額問題，須訂定

個別組織法律或通用性法律作為

法源依據，但無須向法院辦理登

記。 

有捐助財產最低總額限制，應經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後向法院登

記，主要依據民法成立，無須訂定

特別法。 
公權力 行使公權力來自法律授權，而非行

政機關之委託。 
本質不行使公權力，但可由行政機

關個別委託行使之。 
意思機關 以董事會為原則，例外可採理事會

或首長制，成員原則上由行政機關

指派。 

董事會，成員原則上透過內部機制

產生。但政府捐助成立之財團法

人，其董事會多由主管機關遴聘。

組織人事 自訂人事管理規章，但公務人員隨

同移轉者可保留身分。 
無特別規定（自行決定）。 

財務會計 會計制度應依行政法人會計制度

設置準則訂定；財務報表應由合格

會計師查核簽證；舉借債務以具自

償性者為限。 

會計制度應採曆年制及權責發生

制，並符合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符

合一定情形者，財務報表應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 
財政支持 國家應給予必要之財政支持。 無國家財政支持問題。 
績效評鑑 有績效評鑑制度，要求定期評鑑。無規定。 
資訊公開 依政府資訊公開法規辦理；一定資

訊並應主動公開。 
無規定。 

監督機制 由監督機關為適法性監督，監督密
度較財團法人為高。除行政監督外

另有立法及監察（審計）監督。

由主管機關為適法性監督，監督密

度較行政法人為低。除行政監督外

另有法院介入機制，但原則上無立

法及監察監督。 
解散清算 由監督機關提請行政院同意後解

散之（不許自願解散）；應了結現

務但不依民法進行清算程序；有賸

餘財產需繳庫，債務則由監督機關

概括承受。 

分為自願解散及法院宣告解散，清

算程序依民法之規定；賸餘財產原

則上依捐助章程之規定；未規定者

歸屬地方自治團體。 

資料來源：行政院組織改造推動委員會、行政院人事行政局，2003。 

綜上所述，組織需因應內外環境之改變而實施變革，方能在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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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環境生存與發展，而面對全球化之趨勢及新挑戰，為提升效能，加

強競爭優勢，行政組織的改革自亦不能置身度外。政府再造要達成的

目的之一，是重新調整目前已無法因應實際需求的組織架構，從不合

時宜的法律條文中鬆綁，建立一個權責分明、效能出眾的政府。而「行

政法人化」是我國中央政府組織再造方案中的一項重要之變革，惟由

於其將機關組織作結構性變革，所以對現狀之影響非常深遠，加上我

國長期缺乏此種組織的運作經驗，爰無論學界或實務界都有不少的懷

疑及反對聲浪。 

第四節 相關文獻之檢視 

依研究者目前手邊資料檢閱，國內探討行政法人制度的論述已有

相當規模，茲分研究報告、學位論文與期刊論文三部分，列表如下： 

一、研究報告部分 

表 2-6-1 我國行政法人制度相關研究－研究報告 

年份 研究者 研究主題 研究內容 

1999 許宗力等人 國家機關組織法人化

之研究－以港務局法

人化為中心 

1. 提出行政機關法人化之因素。 

2. 檢視日本及美國法人化之發展，

並草擬我國高雄港務局法人化之

法律草案。 

2004 陳銘薰、劉

坤億 

行政法人公司治理模

式可行性 

1. 探討我國行政法人現行制度發展

與公司治理模式間是否具有可相

容性。 

2. 實際評估各類行政法人採行公司

治理模式的可行性。 

2005 考試院研究

發展委員會 

 

行政法人設置有關問

題之研究 

1. 介紹日本、英國行政法人制度設

置之背景及制度概要。 

2. 探討我國行政法人制度相關設

計，並以國外推動經驗作為改進

之參考。 

2005 劉坤億 

 

台灣推動行政法人化

之經驗分析 

1. 探討我國行政法人制度採行公司

治理模式之可行性，以及我國優

先推動行政法人機關之成員對組

織改革之認知態度及訓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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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藉由國立中正文化中心法人化之

個案觀察，檢討我國推動行政法

人化之組織變革經驗與治理現

況，並提出具體的政策建議。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二、學位論文部分 

表 2-6-2 我國行政法人制度相關研究－碩士論文 

年份 研究者 學校系所 研究主題 研究內容 

2002 周傳良 義守大學管

理科學研究

所 

港口管理機關組織法

人化可行性之研究－

以高雄港務局為例 

由政府再造角度探討高雄

港務局法人化之變革以及

衝擊性，並進行可行性分

析。 

2003 康育斌 國立中正大

學法律學研

究所 

公立大學法人化再思

考 

1. 公立大學法人化是達

成大學自治之可能方

式之一，但不是唯一方

式。 

2. 公立大學行政法人化

是否為公立大學之最

好出路，仍有探討及思

索之空間。 

2003 陳俊良 國立交通大

學經營管理

研究所 

台北市立天文科學教

育館民營化或行政法

人化的策略選擇 

1. 探討公立博物館營運

模式應作何改變之策

略選擇。 

2. 目前機關面臨之營運

困境與衝擊，以 SWOT

策略分析方法，提出天

文館未來可能可行之

策略，並歸納出「公、

民合營」為最佳之營運

模式。 

2003 張淑真 國立臺灣大

學法教分處

政治學研究

我國公立醫院行政法

人化之研究   

1. 從政府提出行政法人

之緣由及新公共管理

理論闡述，並參考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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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及日本法制經驗。 

2. 探討公立醫院行政法

人化之目的與可能產

生之問題，分析轉型是

否適當，並提出其他轉

型模式。 

2003 程燕玲

 

國立政治大

學行政管理

碩士學程 

行政機關委外與行政

法人化之研究：以教育

部所屬博物館為例 

1. 探討教育部所屬博物

館去行政機關化之可

行性。 

2. 以委外及行政法人二

途徑分析其是否適用。

2004 楊乾聖

 

國立東華大

學公共行政

研究所 

行政法人制度之研究

－以我國高雄港務局

為例 

1. 檢索與比較德國、英

國、日本及我國行政法

人制度。 

2. 由世界主要國家航港

體制探討高雄港務局

進行行政法人化之演

進並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2004 田靜波

 

銘傳大學公共

管理與社區發

展研究所碩士

在職專班 

臺北市內湖垃圾焚化

廠之組織轉型 

針對營造物之轉型進行研

究，就轉型原因、轉型方

向與整備措施等探索，以

提供轉型思考方向。 

2004 戴一凡 國立暨南大

學公共行政

與政策學系

研究所 

我國國立大學行政法

人化之論述分析 

1. 行政法人制度應用於

國立大學體制上之優

點與疑慮。 

2. 探究應如何規範及修

正相關法案，並提出適

當政策建議。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三、期刊論文部分 

表 2-6-3 我國行政法人制度相關研究－期刊論文 

年份 研究者 研究主題 研究內容 

2000 許宗力 國家機關的法人化－ 1. 指出於國家之外另設特殊法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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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組織再造的另一

選擇途徑。 

因素。 

2. 探討特殊法人定性、任務、監督

等，提出如何在彈性與控制間取

得平衡之建議。 

2001 彭錦鵬 

 

英國政署制度之沿革

與成效 

1. 設立政署非立基於法律之規定，

亦無預先規劃之設立時程，具組

織改組上之制度彈性。 

2. 探討政署推動過程、制度設計、

發展現況以及運作機制。 

2002 蔡進良 中央行政組織法變革

之另一取向－日本獨

立行政法人制度之引

介 

從日本獨立行政法人制度緣起、目

的、運作及監督等之介紹，指出我國

中央政府組織法制改革之另一思考

方向。 

2002 李建良 

 

論公法人在行政組織

建制上的地位與功能

－以德國公法人概念

與法制為借鏡 

1. 由行政主體之概念探討公法人在

行政組織法上的地位。 

2. 介紹德國公法人的概念、類型與

法制實務，以作為我國行政法人

制度法制興革的借鏡。 

2002 蔡秀卿 

 

日本獨立行政法人制

度 

探討日本獨立行政法人制度創設背

景、制度化過程、主要法令、制度概

要與國立大學行政法人化問題。 

2003 林明鏘 

 

評「行政法人法」草案以行政院九十二年二月「行政法人

法」草案為中心，檢討評析立法目

的、適用範圍、成立程序、組織、監

督、財務等，並提出修正意見，以供

我國未來修法或立法之參考。 

2003 陳愛娥 

 

行政法人化與行政效

能 

1. 探討我國行政機關行政法人化之

緣起與法律草案之演變。 

2. 從日本及英國公法人建制情況以

探究我國政府組織改造應面對之

問題。 

2003 劉宗德 日本公益法人、特殊法

人及獨立行政法人制

度之分析 

1. 探討日本公益法人、特殊法人及

獨立行政法人等制度之發展現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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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指出日本單以行政事務減量為改

革核心，未考慮行政內容特殊性

之行政組織改革，其未來發展及

具體成效，值得持續觀察。 

2004 陳月春 行政法人推動實例－

國立中正文化中心改

制行政法人之簡介 

探討國立中正文化中心改制前之定

位、問題、改制原則、員工權益保障

及改制後之展望。 

2005 賴森本、許

哲源 

 

行政法人監督機制之

研究 

1. 探討英國、日本等先進國家推動

行政法人之趨勢及其對行政法人

監督機制之規範。 

2. 將我國行政法人監督機制與先進

國家比較，並提出建議意見。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上述文獻中，有的針對我國尚未完成法制作業之「行政法人法」

草案進行評析；有的由公共議題角度研析行政法人制度；有的由學理

角度探討行政法人制度之緣起並與國外相關制度進行比較，評估其可

行性，而有關國外體制之探討則多借重德國、英國、日本等國之政府

機關法人化之經驗；有的針對個別類型行政法人進行檢討，探討我國

機關單位行政法人化之優劣，至於個別類型行政法人之檢討則多集中

於研究機構、文教研習機構、醫療福利機構、港務局以及公立大學等

非公權力行政機關之行政法人化之研究；有的則研究行政法人課責制

度及其監督機制。 

由於我國行政法人法制作業尚未建置完成，以及行政法人適用對

象間之差異性，致研究者多從法條內容進行檢討評析或探究行政法人

法律定位。又從過去國內的相關研究也可以發現，國內法人化之相關

研究側重於大學、醫院與社教機構方面，無法將其他論述研究成果類

推於本文之適用上。是以，本研究計畫除探討國外行政法人制度並進

行比較分析，以找出可供借鏡之處外，並透過對基金管理會 SWOT
的分析，尋求其如採行政法人制度可能遭遇之問題及解決方案；復亦

針對研究對象特色，從不同觀點拓展研究面向，就國內外政府基金管

理制度進行評析，藉以反觀我國制度有何可參採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