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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英國文官制度雇用政策之價值分析 
 

英國早期因受到君主政治之影響，人事制度充滿貴族制、恩惠制的色彩，直

到 1854 年由當時的國會議員諾斯寇特脫拉維揚提出改革文官制度的《常任文官

組織報告書》，建議由競爭考試來取代原有的恩惠制，以功績原則取代年資做為

升遷的主要依據，由是建立現代化的文官體制，經過一個多世紀以來的發展，英

國文官體制不論在文官的素質、效率、政務官與事務官的分野等都得到相當高的

評價。 

1970 年代之前的英國文官體制，基本上變化不大，文官適用同一套管理規

則，然由於經濟的衰退，文官體制開始受到批評，1979 年柴栔爾首相上台，即

立刻對英國的文官體制進行改革，不論在文官員額數、考選方式、進用規定、待

遇、考績等方面，都有極大的改變，這種轉變深受新右派的理念所影響，強調管

理主義，希望將私部門的管理技術轉移至公部門，並引進市場機制，期望藉此提

升行政效率。1990 年底梅傑繼任首相，有感於柴契爾政府反體制之作法，造成

文官過度政治化，政府與文官關係不穩定，而改採較溫和的改革措施。整體而言，

保守黨所推動的文官改革方向主要乃是師法企業，採取市場模式，重視競爭、經

濟、效率、效能等價值觀念，並將之引入人事制度的改革。以 B. Guy Peters(1996)

的觀點，這種改革趨向於市場模式，在結構上強調的是分權式的結構，在管理上

重視的是績效，並運用私部門的管理技術。 

1997 年改由工黨布萊爾擔任首相，並未大幅調整保守黨的改革路線，仍強

調績效管理等措施，只是它在雇用政策上比較重視平等就業機會的議題，1999

年所發表的「現代化政府」白皮書，並將多元化管理納為功績原則的一環。 

現在的英國在人事行政上已經脫離了中央集權、一元化式的管理方式，而朝

向分權、彈性化的方向發展，目前文官雇用政策的內容主要由四項法令來規範，

一是 1995 年文官樞密院令(A Civil Service Order Council in 1995)，二是依據上開

樞密院令所頒布的文官管理準則(Civil Service Management Code)，三是文官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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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所頒布的甄補法典(Civil Service Commissioners’ Recruitment Code)，四亦

是由文官委員所頒布的高階職位甄補指導綱領 (Guidance on Civil Service 

Commissioners’ Recruitment to Senior Post)，本章除在說明早期英國文官制度的雇

用政策，必須引述過去規定外，現階段雇用政策主要以上開四項法令的內容為核

心。以下我們將參照第三章的論述方式，說明英國文官制度雇用政策的價值取向

與變革，第一節將就文官的服務型態與任用型態加以說明。第二節則探討文官的

數量變化。第三節的重點則是弱勢族群的雇用政策。第四節是雇用方法與模式上

的轉變。 

 

第一節  文官的服務型態與任用型態 
 

本節有關服務型態與任用型態，重點在於結構層次的人力運用問題，也就是

職位設計的問題。在說明此一議題之前，我們有必要先對於英國文官的範圍或定

義加以界定，英國的相關法律並未對文官的範圍或定義有任何的界定，特姆林

(Tomlin)委員會(1929-1931)曾在其報告中定義為「以文職身分受雇，其薪資係由

議會所通過，除政治性或司法性官職以外，為國王效勞的臣僕。」此一定義目前

仍為英國歷年文官統計年報所引述1，因此，英國的文官乃是於中央政府各部與

各局(署)中工作，並執行其政策的人，警察、軍人、地方政府、國營企業及國民

健康局的員工均不算在英國文官範圍之內，至於文官的職責主要是提供政策建議

與執行政策，在內閣發生更迭的情況下，他們的存在保證了政策的穩定性與連續

性。 

本節對於英國文官的分類，採用與前一章相同的文字，主要是為了討論上的

方便，實際上，英國的文官並未如美國一樣有各種明確的分類系統，而是一種大

體的分類，其特點是籠統的，不詳細分析的形式列舉。 

 

                                                 
1 2002、2004 年的文官統計仍有上開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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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服務型態 

 

服務型態的區分主要有二，一是根據文官雇用原則，區分為一般職、除外職

與例外職。二是依據文官的工作性質，區分為事業人員與與非事業人員。第三部

分則說明文官的分類體制。 

 

一、一般職 vs.除外職、例外職 

根據 1995 年文官樞密院令的規定，一般職文官必須依照公開競爭與功績原

則遴選，除外職位與例外職位則不受限制公開競爭與功績原則的規範。雖然如

此，但英國文官體制對於一般職文官並未有明確的定義，只能說除外職與例外職

之外的文官均屬之。至於何謂公開競爭的功績原則呢？文官委員(CSC, 2004: 46)

的解釋如下： 

 

以功績為基礎的考選有二個目標：1.除非應徵者具備足夠的能力，否則不可

能被任用。2.如果有二個以上的應徵者符合任用的標準，必須選擇能將工作

做的最好的人。因此，功績考選代表為工作選擇最好的可能人選，但功績的

選擇並非是一個具體的概念，功績的考選只能是一個相對的概念，它要求的

是在特定的系絡因素下進行決定，而不是依據理論上的要求。 

 

文官甄補法典2並進一步規範四點原則： 

(一) 對於可能的應徵者必須給予公平、合理的管道，以提供充分的考試及取

才過程的資訊。 

(二) 取才的每一個階段，必須在功績的基礎上公平地評判每一位應徵者。 

(三) 取才時對於所有的應徵者，必須一致地考量其與工作的相關標準。 

(四) 取才的技術必須可靠與避免偏見。 

                                                 
2 Civil Service Commissioners’ Recruitment Code” Appendix 1 to Part I: The Principles of Fair and 

Open Competition and Selection on M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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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除外職位3是指(1)擔任該職位的人是由英王直接任命；(2)擔任該職位者

係由部長直接任命，且目的是為了提供部長建議，任期係與部長同進退。而所謂

例外職位4的情形相當多，包括任期不超過五年，且係基於職務需要者、借調、

曾經公開競爭考試及格人員之復職或再任等。綜合上述，這二種服務型態的人員

偏向於機要職務、現職人員的調任、離職人員再任、或因特殊需要，而任命時間

較短者，人數並不多5。因此，多數英國的文官是依循公開競爭考試的功績原則

而進用。據第二章有關功績原則的說明，我們首先可以判斷，從服務型態的角度

而言，在公開競爭、功績原則的要求下，英國文官的雇用政策偏向於效率的價值，

而事實上早期英國文官所表現出的效率也為各國所稱羡。即使目前工黨政府對於

功績原則的要求，增加了社會公平的意涵，強調多元化管理的雇用政策，但實際

上多元化管理的政策並未偏離效率的價值。 

 

二、非事業人員(non-industrial staff)vs.事業人員(industrial staff) 

這種區分主要是以工作領域為標準，之所以有此區分，是為了反映公部門內

白領和藍領員工的差別，而且也反映出分屬不同工會。在所有的文官體中，國防

部的事業人員比例最高，包括在皇家兵工廠和皇家海軍船塢等事業單位的工作

者，1976 年文官總數達 76萬人的最高峰時，事業人員總數達 180,390人，占全

體文官數 24%，但近年來由於民營化的結果，人數持續下降，1990年只剩下 67,480

人，2000 年為 29,440人，到了 2004 年，則只剩下 20,030人，且多數服務於國

防部(Cabinet Office, 2004)。至於非事業人員則是指在其他政府各部門工作者，這

種人占文官的大部分，近年來由於敘薪與列等的人事權大多授權給各部門自行訂

定，此類區分逐漸失去意義(Cabinet Office, 2003: 68)，在雇用政策上亦未有明顯

                                                 
3 Civil Service Order Council in 1995” Exemption from selection on merit”. 
4 Civil Service Order Council in 1995” Exemption to selection on merit”. 
5根據文官委員的年度報告(CSC,2003: Appendix E；2004: 17)指出，例外職位一般可由各機關自行

進用，但部分高階職位，或少數特殊情形職位，必須經文官委員同意後，始得免除公開競爭原

則，依據文官委員的統計，2000-2001僅有 26人經文官委員同意進用為例外職位，其後三年分

別也只有 32人、15人及 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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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價值差異。 

 

三、人事分類體制 

過去的人事分類制度不外乎品位分類制與職位分類制，但根據 OECD(2004: 

16)的研究，現在的趨勢是：職位分類體制強調更多的彈性，與允許個人化的人

力資源管理；品位分類體制則強調更多的分權。二種分類體制有某種匯流的情

形，其中更多分權的品位分類制，由於各機關在甄補、待遇、績效管理上的獨立

性，以及人員的生涯發展路徑以任職機關為主的趨勢來看，OECD將其稱為以部

門為基礎(department-based)的制度。 

英國早期的文官並未如美國一樣有各種明確的分類系統，在 1970 年代前，

英國的人事分類偏向於品位分類制的精神，但由於富爾頓委員會的建議，專業化

文官的興起，以及分權、彈性化的人事運作趨勢，現階段的人事分類已脫離品位

制的概念。依照 OECD(2004: 17)的研究，它目前是偏向於以職位為基礎的制度，

即偏向職位分類制的精神。但除了高級文官之外，目前各部會與政署擁有相當大

的人事管理權，文官也傾向於視自己為某一特定部會或政署的成員，而非文官體

系的一部分，因此，英國文官也可以說是逐漸走向一種以部門為基礎的制度。這

種以部門為基礎的概念，亦如政署有其獨特的管理體制一樣，顯示的也是部門間

分殊化的現象。 

英國文官等級區分，係與不同教育階層的畢業生相配合，自 1855 年開始考

試用人後，歷經數次的變化，這些改變主要是因應時代環境的變遷。前已說明，

在富爾頓委員會的改革建議前，英國的人事分類制度是一種品位分類制的精神，

其雇用政策建立在個人生涯發展與承擔責任的能力之上(Shafritz et al., 1986: 

164)。1966 年富爾頓委員會批評當時的文官分類過多，阻礙行政工作的進行，建

議重新建立文官的分級，改以工作評價為基礎的統一職級結構來取代，同時，富

爾頓委員會的報告認為英國文官的甄補採通才取向，無法符合專業化的需求，尤

其高級文官多來自牛津、劍橋的文史學科畢業者，也缺乏足夠的管理才能，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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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建立專業化的文官。 

富爾頓委員會的建議受到部分採納，於是 1971 年英國文官除了保留較高階

的開放結構職務，仍有等級的區分外，其餘職務改成一種無共同官等之職務分類

體制，廢除級與級之區分，並分成行政、社會安全、科學、專業與技術等各種職

組，茲舉例彙整如表 4-1(Pyper, 1995: 25；Pilkington, 1999: 37)。 

 

表 4-1 英國 1971 年之後文官職組與等級之劃分 
開放結構 

常務次長(一等) 
副次長(二等) 
司處長(三等) 
副司處長(四等) 
助理司處長(五等) 
資深科長(六等) 
科長(七等) 

行政職組 
資深執行官 
高級執行官 
行政練習員 
執行官 
行政官 
行政助理 

經濟職組 
資深經濟助理 
經濟助理 

資訊職組 
資深資訊官 
資訊官 
助理資訊官 

圖書職組 
資深圖書館員 
圖書館員 
助理圖書館員 

專業暨技術職組 
資深專業及技術官 
高級專業及技術官 
專業及技術官 
練習員 
技術一級人員 
技術二級人員 

秘書職組 
管理人員 
資深人事秘書 
人事秘書 
打字員 

資料來源：摘錄自 Pyper(1995: 25)、Pilkington(1999: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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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結構原僅包括一等至五等的職務，在 1984 年及 1986 年二度擴張，始涵

括至七等的科長職務(許濱松，民 87：110)。開放結構的文官進用管道較為寬廣，

其職缺可以透過商調其他機關的現職文官加以補實，至於其他職務，只能透過內

升的過程甄補或透過競爭考試的方式取才。 

由上述內容可知，英國文官的等級區分，在柴契爾首相推動改革前仍是一種

偏向品位制的設計，其特色是永業發展、彈性運用，每一品位涵蓋相當大的工作

空間，不論是橫向的工作性質或縱向的等級區別，人力運用的空間相當廣泛，但

專業性較不足。從此一層面來看，似乎相當重視文官的永業生涯發展，對於文官

的保障相當充足，我們可以說它具有效率及個人權利二項價值的色彩。富爾頓委

員會雖然建議推動專業化的文官制度，但其建議並未完全落實，改革後的文官職

組與等級結構，仍是一種粗略地劃分，維持著相當程度的品位制色彩。 

1994 年英國政府發表《文官體制：永續與變遷》政策白皮書，提出高級文

官的改革構想，1995 年文官樞密院令將開放結構的一等至五等合併為統一職

級，不再分級，統稱為高級文官(Senior Civil Services, SCS)，並自 1996 年 4 月

開放實施，同時除了高級文官外，其餘文官職等均予取消，換言之，自 1996 年

起，英國文官等級已有重大變革，除了高級文官外，不再統一規定，而是授權各

部部長自行訂定。因此有必要對於高級文官進一步說明。 

(一)高級文官的範圍 

根據英國文官管理準則規定，高級文官係指其工作評價權重分數至少在七分

以上，至於實際上哪些職位應屬高級文官則由各機關自行決定之。具體而言，高

級文官職位包括各政署的執行長(Chief Executives)和現職開放結構第五職等以上

的所有人員。 

(二)高級文官建制的理念 

英國高級文官建制的理念背景，即是保守黨政府行政革新的理念，包括管理

主義、市場化、政署化以及回應政治領導(考試院，民 94：49)。在《文官體制：

永續與變遷》政策白皮書中，指出「文官必須由一群高度專業化的高階參謀與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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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人員領導，這些人密切與各部大臣配合，規劃發展與執行政府政策，並從事服

務的管理。高階文官領導者必須具備隨時更新的分析、管理與領導技能，也需能

接受新觀念與員工(Cabinet Office , 1994:35)。 

(三)建制目的與制度特色 

英國建立高級文官的主要目的，是希望透過創新、具有凝聚力的高級文官，

發揮其個人潛質，提供維持政府核心價值所需要的領導能力，同時塑造更開放、

多元的文官結構(Mountfield, 1997: 309-310)。OECD(2003: 25)的報告也指出，英

國建立獨立的高級文官制度，主要理由在於推動政府及文官內部的績效管理目

標，並希望透過新的制度強化各部會間的合作、協調，改變文官的管理文化、建

立以效率為基礎、重視成果的組織文化。 

過去英國高級文官之甄補，首相或部長一向不多做干預，其目的是為了維持

文官的中立地位，但自柴契爾首相起，偶有發生首相介入常務次長人選決定的情

事(Pyper, 1995: 83-88)，而且少數具有政策決定或負責重要政策執行的高級文

官，在正式甄補之前，大臣可以有正當理由進行關切，包括職缺公告、職務內容

說明、資格條件及遴選標準等，均需與大臣討論並獲同意，大臣對於可能合於遴

選標準的人選若有意見，亦可交遴選小組。上述說明均顯示高級文官不再只是扮

演傳統上公正、中立的角色，它必須有能力去服務任何一個新的政府，而大臣介

入高級文官甄選的過程，也使得高級文官的政治意涵更加突出。這些特徵，如以

本文第二章第六節各項政策價值的評量指標來看，它顯然具有濃厚的政治回應色

彩，惟高級文官身負管理與提升行政績效的責任，當然亦具有效率的意涵。 

(四)高級文官的核心能力 

英國政府對於高級文官，主要定位是管理者而非決策者，因此另定高階文官

的核心能力架構來甄選適合的人才，高級文官應具備六大面向的能力：(1)設定

目標及方向，為未來塑造願景。(2)發揮個人影響力，以身作則。(3)策略思考與

規劃，掌握理念與機會達成目標。(4)激勵員工士氣，促其達成高績效。(5)學習

與改善，善用經驗與新的觀念提升績效成果。(6)強調服務的傳送，達成經費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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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及成果(Cabinet Office, 2004b)。這六項核心能力的要求，歸結為一項總目標，

即是有效領導力。這六項能力顯然與傳統高級文官的角色是提供政策建議、強調

政治中立有所差異。 

綜合上述，我們可以說，傳統的英國文官，從服務型態上而言，主要是效率

的思考，另外，由於文官具有充分的保障，因而個人權利價值也相當濃厚。但自

富爾頓委員會的報告之後，英國開始推動專業化的文官體制，1995 年的改革，

則打破了英國文官統一、標準化的職級結構，這些轉變主要是為了行政效率的要

求，但這並非表示過去的文官缺乏效率，而是由於行政複雜化的因素，為了因應

環境變遷而有的改變，正如本文第三章所提到的，效率一向是文官體系重視的價

值，但效率的表現方式卻會因為時空環境的差異而有所調整。至於高級文官的設

計，則具有政治回應與效率的雙重價值立場。 

 

貳、任用型態 

 

從英國內閣辦公室所發布的文官統計資料來看，英國文官的任用型態可區分

為永業任用與臨時任用，臨時任用人員一般的任用時間在一年以內，例外情形最

多二年，以與永業任用人員區隔。永業人員並無明確的任期規範，但永業文官包

括全職與兼職二種，所謂兼職人力，指的是每週的工作時數低於正常的三十六小

時者。但不論永業任用與臨時任用，均得以契約型態規範，與傳統上永業文官幾

乎受終身雇用的保障，只有臨時人力才以契約規範的概念不同。 

Sylvia Horton(2000: 210-211)曾指出，文官的永業取向是英國傳統人事管理

的特性之一，這種永業的生涯結構，提供了人員的升遷管道與路徑，同時英國文

官還具有強調人事集權化、雇用程序標準化、勞資關係集權化等特徵。傳統文官

由於高度雇用的保障，以及按年資升遷的制度，相對造成文官的保守心態及同事

間相互袒護的心理。資深文官一般會袒護部屬，維護文官受雇權益。從各項價值

的雇用關鍵因素與評量指標來看，Horton指出了過去英國文官對於正當程序的尊



 - 142 -

重，以及員工具有強烈地永業雇用保障，因而相當偏向於個人權利價值的維護，

這種特徵與本節第一部分「服務型態」的討論結果相同。但上述特徵在經過保守

黨的改革之後，已有相當大的改變，最主要的變動便是文官雇用地位改以契約訂

定，愈來愈接近私部門的型態。 

1994 年《文官體制：持續與變遷》白皮書，宣示永業文官的觀念已不合宜，

但英國文官由永業制走向契約制，主要改變乃是來自於政署的成立，英國政署模

式是源於效率小組在 1988 年的續階計畫。續階計畫提出三項具體的改革建議

(Efficiency Unit, 1988；引自蘇彩足、施能傑，民 87：33-34)： 

1、各部會應成立相關的「政署」，專司執行該部會所屬的服務提供工作。這些政

署與部會之間須籍由「架構文件（framework document）」來加以聯結。 

2、各部會須確保政署人員能受到適當的訓練，並須具備提供服務的實際經驗。

機關成員須負責使機關達到最大效能的產出。 

3、指定一位相當於常務次長級的官員出任專案管理者，俾使「續階計畫」能夠

儘速推動。 

 

根據 1995 年文官樞院令的授權及文官管理準則的規定，除了高級文官之

外，政署可以自行辦理或委託民間專業機構辦理人員的考選，各部門或機構享有

決定本身召募程序、作法的權力，並為其任用職位訂定相關的資格要件，如年齡、

知識、能力、專業程度、性向、潛能、健康情形等。換言之，各個政署對於內部

文官的管理措施均不相同，大體而言，政署的文官是採契約方式進用，契約進用

公務人力的宗旨就在於打破官僚僵化，使人力資源政策更靈活、更有生產力，學

者們認為政署機構的成立，使英國文官由標準化走向分裂化的情形(Fry, 1997: 

695；)。 

由於各政署在人事措施上，以彈性、分權為主軸，政署的執行長有權決定政

署員工的職務等級、考核及工作指派等，在甄補層面上，重視核心能力的要求，

但此舉也打破了永業制的文官型態，依循本文第二章有關政策價值的論述，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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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永業制走向契約制的任用型態，對於文官的個人權利有所傷害，表現的是重視

效率的價值偏好。至於政署的執行長，則以公開競爭的方式從公、私部門中選任，

執行長的任期通常是三年，其續任與否依其績效表現，因此沒有文官永業的保障

權利。英國的文官管理，傳統的白廳模式與新建立之政署模式對照如表 4-2。 

 

表 4-2 白廳模式與政署模式之對照 

 白廳模式 政署模式 

組織型態 文官體是整體而單一 各政署依架構文件個別運作 

體制特性 自主職業體，與社會截然不同 形成各專業機構，與企業類似 

組織特質 包括各種決策及服務功能 專注於提供服務 

管理理念 強調統一、一致性管理 強調個別彈性管理  

首長任命 依階層制運作 執行長依功績、競爭方式聘用 

主管人才特性 政治通才 管理專才 

主管權限 服務政治考慮  注重專業價值，免於政治控制  

人事制度特性 文官適用一致性職等、俸給等

人事法規 

政署各有彈性的人事制度 

課責方式 由部長向國會負責 部長向國會負責，但由執行長向

部長負責，執行長亦需向國會及

大眾解釋其業務 

文官文化 文官以其身分為傲 文官視政署為認同的對象。 

資料來源：彭錦鵬(民 89：121)。 

 

現階段英國的高級文官全數均須與政府訂定雇用契約，契約內容大致包括待

遇、雇用條件、任期及績效責任等，達成績效責任者，可以獲得紅利。至於其他

在政署任期的文官，也大多以契約方式雇用，而依照內閣辦公室的統計，在政署

服務的文官達文官總數的四分之三，我們將在下一節詳細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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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小結 

 

綜合上述的說明，如以 1979 年柴契爾首相上任後的改革為區分，1979 年前

後英國文官的服務型態與任用型態之價值取向彙表如下。 

 

表 4-3  英國文官改革前後服務型態、任用型態與其偏好的政策價值 

  改革前的價值偏好 改革後的價值偏好 

一般職文官 效率、個人權利 效率 服務型態 

高級文官 (無) 政治回應、效率 

任用型態 效率、個人權利 效率、個人權利的弱化 

 

有關服務型態部分，傳統英國文官的職位設計，主要是以效率、個人權利的

維護為思考，不論是一般文官升遷體系或快速升遷體系的設計，均強調功績精

神，而其人事分類體制偏向於品位制的結果，使得文官職位具有永業發展，終身

雇用的特色，這種情形也充分顯示出對於文官個人權利的保障相當多，但近年已

有朝向職位分類制的傾向，不再強調永業服務。 

新建置的高級文官本質上是一種契約用人的制度，是一種任期制的聘用職

位，職位本身原則上是定位成非政治性職位，但卻也非永業職位，政治首長給予

其充分的管理權限，但要求高階行政主管對所負責之功能業務負管理績效的成敗

和去留責任(施能傑，民 91：266-269)。嚴格說來，高級文官的去留主要是依據

績效，而非時間，而其績效的衡量主要是能否有效傳送政策服務，因此，這種績

效表現本身就反應著效率與政治回應的雙重價值，高級文官即同時具有政策及管

理的角色(OECD, 1999: 10)。再者，部長介入高級文官的遴選過程，難免會令人

質疑有無政治性之操作，即透過高級文官的遴選，選擇較具政治回應的人選，因

此，高級文官的設計，本質上包括二種價值取向。 

有關任用型態部分，早期英國法院根據普通法之傳統概念，多認為文官之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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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升遷、調職及免職等事項，是屬王室特權，而非司法審查之對象。因此，英

國文官制度雖制定有懲戒程序，但這種程序純屬內部事宜，並沒有一套完整之公

務員懲戒法存在。英國文官在法律上是英王的僕人，並沒有任期的保障，就任用

型態而言，好像是臨時人力，但實際上，由於憲政的慣例及近年來許多保障文官

法律的制定，傳統英國文官具有高度的保障，永業制的文官在個人權利的維護上

相當周全，但此一情勢在政署機構成立之後，逐步打破，政署之人力主要以契約

性為主，與過去英國文官的終身制及工作保障比較，現在個人權利的保障較少。 

 

第二節  文官數量的變化 
 

本節將從數量的觀點，探討英國文官數量的變化與雇用政策價值的關係，主

要內容為各類型文官數目的增減情形，包括永業文官、臨時人員等，另外，永業

文官可進一步區分為全職與兼職人力。第二部分則說明英國政府如何推動員額的

精簡措施，具體方法為何；最後則就高級文官的數量及變化情形加以探討。 

 

壹、文官總數的變化 

 

文官的定義選擇不同，在人數計算上會產生很大的差異性。例如許多部份工

時的雇用人員，由於亦支領政府薪資，因此與全職文官被等同計算歸入政府文官

總數，但這種不加轉化為精確的任職時數，以計算全時工作的人數時，文官的總

數便會被不實際地增加。基於這種考慮，早期英國文官人數的統計只有「就職總

數(Headcount)」，但在 1995 年起，增加第二種方式為「相當全職(Full- Time 

Equivalent, FTE)」(Cabinet Office, 2003 : 68)，前者屬人口調查的方式，不論工作

性質為全職或兼職，不論是永業任用或臨時任用，均計入文官總數中，惟以算人

頭的統計方式，對於執行業務所需人力或薪資，較難有全面性的了解。至於相當

全職的計算方式，即計算前述就職總人數工作時數比例，以推算出相當於全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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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的人數，例如全職人員每週工作三十六小時，則每週工作十八個小時的兼職人

員，採相當全職之方式計算時，採計為 0.5人。 

英國在柴契爾首相上任前三年，即 1976 年的時候，文官達到有史以來最高

峰的 76 萬人，但當時的英國卻面臨失業率高升、財政嚴重負擔的危機，難怪柴

契爾對於這麼龐大的官僚體系卻無法處理實際的問題感到厭煩，但經過一連串的

精簡措施後，2004的文官總數為五十萬人，相關數據變化情形如表 4-4。 

 

表 4-4  英國文官員額數變動情形(1976-2004)(FTE) 

常任人員 
年度 

非事業人員 事業人員 常任人員總數
臨時人員 全體雇用數 

1976 570,510 180,390 750,900 11,100 762,000 

1979 567,770 167,660 735,430 7,560 742,990 

1982 529,790 139,190 668,980 6,920 675,900 

1985 499,790 101,520 601,320 10,670 611,990 

1988 509,530 73,390 582,920 10,310 593,230 

1990 499,100 67,480 566,580 13,120 579,700 

1992 509,450 61,390 570,840 16,860 587,700 

1994 494,140 46,150 540,290 21,110 561,410 

1995 474,880 42,020 516,890 18,240 535,140 

1996 458,660 35,920 494,570 20,010 514,580 

1997 439,630 36,030 475,660 19,610 494,660 

1998 430,460 32,800 463,270 17,670 480,930 

1999 428,850 30,750 459,600 16,670 476,370 

2000 445,980 29,440 475,420 11,300 486,720 

2001 453,770 28,930 482,700 12,260 494,930 

2002 462,940 27,280 490,220 12,550 502,780 

2003 490,190 21,110 511,300 9,630 520,930 

2004 503,550 20,030 523,580 10,820 534,400 

資料來源：Cabinet Office, Civil Service Statistic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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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本表，我們可以進一步解讀如下： 

 

一、有關常任人員總數與全體雇用數部分  

這二項數據在 1976 年均達到歷史新高點，1979 年柴契爾首相上台後，採行

員額精簡與民營化措施，以降低文官總數，她在 1990 年下台時，常任文官總數

僅剩下 566,580 人，任內減少幅度約 23%。梅傑繼任首相後，至 1997 年保守黨

敗選下台時，常任人員再減少至 475,660人，任內減少幅度約 15%，與柴契爾首

相任內的政策比較，他採取的是比較溫和的作法。總計保守黨執政的十八年間，

常任人員共刪減了二十五萬人，下降幅度達到 34%。 

工黨在 1997 年執政，1997-1998二年間，文官總數仍然持續下滑，但自 1999

年起，人數又開始上揚，1999到 2004 年間，常任文官與全體雇用數均增加了約

六萬人，增加比例約 13%，雖然工黨並未對保守黨的文官改革路線有重大的調

整，但明顯地，文官總數逐年上升，顯示出二個政黨對於文官數量的控制有著不

同的思維。 

保守黨政府所推行的政府再造，相當重視管理改革，致力於提升生產力、金

錢的有效運用及較佳的傳送服務，這種作法偏向於市場模式的操作，將人民視為

顧客，改革的重點在於績效的提升、管理技術的精進、成本效益的考量等，政策

方向上強調分權、彈性、競爭、金錢誘因等市場機能。至於工黨政府，布萊爾首

相在 1999 年發表的「現代化政府」白皮書，轉而強調政策能力，包括政策的協

調與一致性，公民導向的服務傳送等，1999 年 4月並在內閣辦公室之下成立「管

理及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Management and Policy Studies，CMPS)」，作為政府

組織學習與發展的中心，以強化文官的領導與傳送服務的能力6。該中心的訓練

課程不再強調市場原則的理念，反而加強政策間的協調性，工黨政府並以「聯合

型政府」為行政改革的目標之一。另一個重大的差異在保守黨政府 1991 年的公

民憲章，強調將「顧客導向」的觀念注入公共服務的傳送，工黨則由顧客導向的

                                                 
6 http://www.cmps.gov.uk/aboutus/index.asp(2005/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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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轉而強調「公民」在公共服務提供過程的角色，因而強調以公民為主體的服

務傳送。 

英國二十餘年來的員額精簡措施，帶來的最直接效益便是節省了政府的人事

成本，根據 OECD的調查報告，1990-1997 年間，英國政府在文官待遇總支出上，

占 GDP的比率已下降了 34.2%，是 OECD會員國中成效最好的(Kettl, 2000: 56)，

這種經濟上的效率，其實反應的即是整體行政改革的效率思維。 

但英國的員額精簡真的達成目標的嗎？本文第三章探討美國人力精簡時，曾

提出 Light(1999)的質疑，對於英國我們也有同樣的疑問，不同的計算基準、不同

的概念界定，均可能影響數字的多寡。Peters(1988: 59)即曾指出，公務員並不如

我們所想像的那麼容易識別，在我們要說明公共雇用數目時，所代表的概念與操

作性的困難均必須清楚說明，但這也使得公部門的真正勞動力有多少變成一項可

被統計上操縱的問題。 

英國近五年來，員額已逐年上升，這種數目的增減，似可以解釋為是一種行

政改革的循環現象，果真如此，欲透過員額精簡達成減低財政負擔的目標，似乎

並非是一項良方。值得說明的是，英國在經過一連串的人事改革之後，所謂常任

人員亦多改由契約方式進用，在文官統計年報中，只要是屬於永業任用，不論是

兼職人員，甚至於階段任期人員，均計入永業人力，這些人力與傳統「終身雇用」

的文官已有不同，並不具有久任的保障，僅管實務上，多數文官仍維持著永業的

任期，但已逐漸被更多元、不確定的雇用型態所取代(Farnham and Horton, 1997: 

21)，這種情形顯然是效率為主的價值，對於員工個人工作權益的保障則相對減

弱。 

 

二、臨時人員數量變化 

1980 年代保守黨採取市場途徑的改革模式後，相當強調彈性的雇用政策，

因此臨時人力的比例逐年增加，但總數仍相當有限，最高也只達到 1994 年的二

萬餘人，占全體雇用數的最高比例為 4%，而且工黨執政之後有下降的趨勢，到

了 2004 年下降至 10,820人，大幅下滑了 48.7%，占全體雇用數的比例也只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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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這種情形與美國類似，亦即公務人力雇用政策變革之際，文官的永業特性

仍受到一定的重視，雖然許多永業文官改採契約方式進用，但實務上仍具有一定

的保障，且臨時人力所占比例相當低。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實務上文官的永業特性仍予保留，但人力的彈性化運

用，仍可透過其他方法加以操作，其中之一即是增加兼職人力，近年來許多 OECD

國家，政府部門兼職的人力大幅增加即是例證。1976 年英國文官只有 31,000人

(4%)屬於兼職工作者，到了 1992 年增加為 7.8%，至 2002 年則已達到

14.9%(Cabinet Office, 2003)。以近十年的數量統計，兼職人員占永業人力的比例

由 1994 年的 9%，到 2004 年的 17%，再以絕對數字來看，全職永業人力減少四

萬餘人，相當於兼職人力所增加的人數，甚至於部分高級文官職位也採用兼職型

態。 

 

表 4-5 1994-2004 年英國文官全職與兼職永業人力之變化 

 全職之永業人力 兼職之永業人力 兼職人力占永業人力比 

1994 507,370 52,100 9% 

2004 461,050 93,060 17% 

增減情形 -9.1% +78.6%  

資料來源：Cabinet Office News Release,  21 Oct. 2004. 

 

兼職人力的多寡，是雇用彈性的指標之一7(Farnham, 1997: 7)，此種彈性著重

於工作時間的安排，透過最有利的工時安排，以助於政府控制人事成本，因此從

雇用成本來看，兼職人力的增加，有助於雇用政策上的效率價值。另外，兼職人

員中，女性占絕大多數，顯示彈性工時的設計，對於女性兼顧家庭與事業二項角

色似有正面助益。 

前已提及，英國文官在任用型態上，永業人力仍佔多數，但必須提醒的是，

英國的永業文官包括全職、兼職、固定任期等人力，且由於多數永業文官任職於

                                                 
7 其他指標包括：工作時間的彈性、解職的難易度、部門內更具功能性的彈性分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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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署，而政署組織的基本雇用型態是契約方式，使管理者在雇用上有更大的彈

性，包括更多彈性工作時間設計、更容易解職、彈性與簡化的甄補過程、雇用期

限彈性化、簡化終止雇用或資遣等，這種彈性化的雇用政策，彰顯的即是效率的

價值。 

 

三、事業人員與非事業人員的人數變化 

事業人員與非事業人員雖然均呈現出下降的趨勢，但事業人員下降的趨勢更

為明顯，1976 年事業人員達十八萬人，二十餘年來一直下滑，2004 年只餘二萬

人。同一時期，非實業人員由 57萬下降至 50萬，雖然在 1998 年的時候曾下降

至 43萬人，但隨後再上升至目前的 50萬。此一情形也可以相當程度地解釋英國

文官的主要精簡策略是事業機構的民營化措施，也因此非事業人員的人數變化較

少，而事業人員則是大幅減少。 

 

貳、文官數量減少的原因 

 

OECD(1999c: 53)各會員國家的精簡人力有二個基本取向：積極的精簡與消

極地自然耗損，並配合雇用凍結二種。積極性的精簡人力包括，運用自願與非自

願性裁減方案和選定精簡標的，但由於積極的精簡措施影響層面較廣，多數國家

是採用自然耗損的方法。英國在 1979 年-1997 年保守黨執行期間精簡 34%的員

額，主要方式是透過政府業務的移撥和人員移轉至私部門、提早退休或辦理資遣

等方式達成，配合自然耗損及出缺不補，直到 1992 年開始採用離職與提早退休

的獎勵措施。因此英國政府在進行員額精簡的過程中，並無真正積極性的精簡人

力專案，但是透過生產力的要求、民營化與減少冗員、鼓勵優惠退離、組織改制

等手段，已大幅降低文官數。同時，保守黨執行期間，要求各機關必須自行吸收

預算的刪減，各機關普遍的作法是減少雇用員額，使得英國文官數大量減少

(OECD, 1999: 6)。以下我們將針對這些原因說明如下(Cabinet Office, 200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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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營化與契約外包 

1976 年英國文官人數達到最高峰，為降低文官數，以減輕政府的財政負擔，

柴契爾首相主要的方法之一便是國營企業的民營化，她擔任首相任內是民營化的

高峰期，文官數在此一期間也大幅下降，事業人員在 1979 年的時候尚有近十七

萬人，但到了 2004 年只剩下二萬人，同一時間文官雇用總數減少約二十一萬人，

事業人員精簡數占全體文官精簡數的七成以上。 

 

二、公共服務傳送體系的改變 

(一)政署之成立 

柴契爾首相施政之根本理念是「政府引進企業化體制」，包括「機關組織精

減」與「員額精簡」。其中對政府組織變革影響最大者，當屬 1988 年所推動的「續

階計畫」，該計畫目的在增進政府管理與公共服務的遞送，試圖將政府機制分割

成為「核心部門」與「政署」。政署內的文官大多以契約方式進用，其具體影響

是政府機關大幅度裁併、重組並縮減文官員額。綜合而言，政署在雇用上有二項

特徵如下： 

1. 政署附屬於各部，擁有自主的人事及財務分配權，惟政府仍以架構文件的方

式來設定政署的任務目標，並透過核定經費加以控制其成本，而此項經費多

寡應經財政部認可。是以各政署可透過人事成本的控制，有效調整人力，因

此政署內的文官多所屬契約方式進用。 

2. 各政署均有一位執行長，由內閣大臣以公開競爭方式取才，因此，可能來自

非文官體系者出任，通常有一定的契約任期，職位出缺或任命須通知內閣辦

公室及文官委員會參加甄選過程，最後人選需獲文官委員會書面同意，各部

部長始可任命。 

 

續階計畫的實施，對英國文官範圍造成相當大的影響，自 1988 年二月柴契

爾首相宣示推動續階計畫後，在第一年只有三個政署成立，分別是車輛監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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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署及皇家書局（已於 1996 年民營化），下轄之文官人數只有 5,510人。第二

年也只設立了四個政署，下轄 775人。前兩年的成績並不理想，續階計畫的首任

專案管理者 Peter Kemp，其手下的幕僚及管理顧問人數並不多（彭錦鵬，民 89：

93）。第三年（1990）開始，設置政署的情形轉趨理想，至該年年底已累計設立

了 34 個政署，下轄八萬名文官成員。1992 年累計已設立了 76 個政署，所轄人

數佔文官總數之 50％。近年來更大幅上升，2002 年三月止，累計設立了 127個

政署，下轄文官人數達 373,000人，約佔文官總數之 78%（490,420人），比例達

到最高峰，2004 年人數稍增為 381,260人，惟比例下降至 73%，整體而言，可以

說已達成續階計畫當初所定目標，將四分之三的文官改置於政署下。 

 

 

         

 

 

 

 

圖 4-1  1990 年到 2004 年政署文官8占全體文官數的比例 

資料來源：Cabinet Office(2004a) 

（二）市場測試 

英國的行政改革相當重視市場競爭的精神，梅傑首相在 1991 年公布實施服

務品質競爭計畫，要求政府每一部會及政署，得就其部分業務民營化，但在民營

化之前必須經過「市場測試」，以確定是否可經由市場提供公共服務(HM Treasury, 

1991)，此種活動得以與民間企業相較，以決定由政府或民間提供服務，此項計

畫要求政府部會提出 30%能夠轉包出去的工作，使得部分文官服務的工作開放給

契約承包商。在 1992 年到 1993 年間，共計進行 389 項市場測試方案，其中有

                                                 
8 此一部分包括「按照政署原則運作(work on Next Steps lines)」之機關，如關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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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項工作經由契約外包由民間承作(Pyper, 1995: 68)，自 1992 年 4月至 1995 年

3 月，共計三萬四千八百個職位，經此一計畫的市場測試後予以裁撤(OECD, 

1995)。 

 

三、政策變遷 

政策變遷包括 1997 年工黨執政之後所推動的新政方案 (New Deal 

Initiative)，及內閣辦公室為強化職能所做的聯合型政府政策，這些政策已略為修

改過去保守黨的主張，而強調社會公平的價值，促進多元化的文官政策，及對於

弱勢族群的優惠措施，也因此，文官數量在工黨執政期間有上揚的情形。 

 

參、高級文官數量的變化 

 

英國自 1996 年設置新的高級文官制度，人數約三千餘人，高級文官建制的

目的之一，在於引進具有私部門經驗的管理人才，同時高級文官居於政策層級與

管理層級的介面，除了實際上負責文官管理的工作外，亦需具有政治上的敏銳度

以體現首長的政策主張，因此必須兼備政治判斷和行政領導技能，而且高級文官

的獨立建置，亦有助於遂行政府的績效管理目標，因此高級文官相關數據的變

化，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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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英國高級文官相關數據統計(FTE) 

年份 
高級文官

總數9 

透過文官委員

的甄補人數 
來自現職文官

來自其他公部

門 

來自私部門或

非營利機構 

1996/97 3,700 96 32(33%) 37(39%) 27(28%) 

1997/98 3,720 83 27(33%) 36(43%) 20(24%) 

1998/99 3,570 107 32(30%) 44(41%) 31(29%) 

1999/00 3,720 158 55(35%) 59(37%) 44(28%) 

2000/01 3,850 202 77(38%) 98(49%) 27(13%) 

2001/02 4,020 200 77(39%) 86(43%) 37(19%) 

2002/03 4,210 146 42(29%) 47(32%) 57(39%) 

2003/04 4,450 89 43(48%) 19(21%) 24(27%) 

說明：尚有少部分的高級文官是來自國際組織等其他來源，本表並未列入，因此

總數加總比例未必是 100%。 

資料來源：根據 CSC (1999；2002；2003)自行統計整理 

 

根據表 4-6的數據，我們可以進一步解讀如下： 

一、本章第一節曾介紹過高級文官的範圍，它包括過去開放結構的一等至五等的

職務，初建置時人數約三千餘人，占文官總數比例接近 1%。新的高級文官

制度採開放競爭的甄補模式，非現職文官或其他公部門的人員亦可參加甄

選，其甄選方式將在本章第四節說明。依據 1996 年文官管理準則的規定，

文官委員辦公室對於各部會及政署對外公開考選高級文官，具有監督之權，

文官委員並訂有「高級職位甄補指導綱領」，作為高級文官甄補的規範。當

機關欲從外部甄選人員出任高級文官時，應儘早與文官委員辦公室諮商，決

定文官委員辦公室是否參與考選過程，當文官委員辦公室決定不直接參與

時，用人機關可依文官委員所核准的甄補程序，自行辦理公開競爭甄補人

員，完成後再交文官委員報告。表 4-6的第二個欄位即是透過文官委員直接

                                                 
9高級文官總數係依據文官年度統計資料，1996/1997係指 1997 年 4月的數字，以下年度亦同。

其他欄位的數字則係依據文官委員各年度之年度報告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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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所進用的高級文官數。特別要說明的是，自 2000 年起，每年需經文官

委員直接介入甄補過程的高級文官達到 200人以上。為了進一步授權，爰修

正文官樞密院令，自 2002七月起，高級文官薪資等級訂列為 1及 1a之職務

10，授權各部會自行辦理11，因此自 2002 年起，由文官委員直接參與的高級

文官甄補數有下降的情形(CSC, 2003: 37)。 

二、根據本表的統計顯示，來自私部門的高級文官，除了 2000-2002 年之比例低

於 20%之外，其餘年度的比例均高四分之一，2003 年更高達近四成。富爾

頓委員會的報告曾指出，英國的高級文官多來自牛津、劍橋等貴族學校，形

成文官菁英化、學閥化的現象，封閉的文官系統以致於本職學能無法與時俱

進；同時，文官與社會之間缺乏足夠的瞭解，有礙於國家政策之制定，而且

高級文官的甄補是以通才為主，缺乏專業化的素養，因而提出改革建議。柴

契爾首上任後，認為傳統高級文官長期在政治中立觀念的影響下，失去對於

國家發展的熱情，並且不再服膺政務官的領導，於是希望透過文官管理文化

的改變，強化文官的治理能力，其中高級文官來源的多樣化，便是改變官僚

文化的作法之一。從上面的數據來看，雖然多數高級文官仍是由現職文官或

其他公部門人員擔任，但至少已有四分之一左右的新進高級文官係來自私部

門，這對於傳統封閉的、強調逐級升遷的文官體系有著相當大的衝擊，特別

是常務次長亦開放外界甄補的作法，對於改變文官體系的文化，改變高級文

官的組成結構，有極大影響。 

三、高級文官建制的目的之一，在於引進具有私部門經驗的管理人才，但從上開

數據可以發現，高級文官的主要來源仍是公部門的人員，來自私部門的比例

大體上在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之間，這對於傳統強調內升的高級文官體系，

已是強烈衝擊。但同時也顯示出部分公務體系的所需的才能，不易經由私部

                                                 
10 高級文官的薪俸等級，係秉持與績效相連結及彈性原則而訂定，根據「高級職位工作評估制

度」（Job Evaluation for Senior Posts, JESP）之規定，SCS的薪俸在 2002 年以前共分為九個年薪

級距，而在 2002 年 4 月簡化為三個年薪級距，而各部會可自行裁量在兩種不同最低年薪級距

中（1，1A）擇一適用，而各不同的級距間依其績效評估的差異又可分為四個等級，包括「1，
1A，2及 3」（Review Body on Senior Salaries，2003：5）。 

11資料來源：http://www.civilservicecommissioners.gov.uk/whatsnew.htm(2005/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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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的管理經驗取得，亦即高級文官所具有的政治與管理特質中，政治的部分

不易由私部門的工作經驗獲得。這也顯示出公部門無法完全採用私部門人事

管理的現象，其實公部門人事管理的價值必須考量公部門的政治特性，這些

考量包括憲法、市場的、主權的及公共利益的，而這些因素除了市場的之外，

其他因素私部門大多不存在，因此私部門中的優秀管理者，如未能洞悉公部

門的政治本質，未必能扮演好高級文官的角色。 

四、高級文官在 1996 年建置時，英國文官員額精簡的高峰期已過，本節前面已

提及。自 1999 年起，文官總數開始上揚，此時高級文官的數量亦呈現略為

上升的情形，其比例大致與文官總數的上升情形雷同，顯示出高級文官範

圍、數量相當穩定，並未如其他國家高級文官的數量明上升的情形。 

五、值得說明的是，各政署的執行長亦屬高級文官集團，其執行長亦開放公開競

爭，以 1994 年為例，所甄補的 100 位執行長中，便有 37 位來自民間部門

（Pyper, 1995: 88）。政署的執行長任期通常是三年，其續任與否依其績效表

現，因此沒有文官永業的保障權利。 

 

綜合上述，從高級文官相關數量的變化，可以顯示出高級文官的政治與管理

面向，這即是本章第一節所提出，高級文官具有效率及政治回應的雙重價值取

向，至於那一項價值優先，與美國的情形相當類似，即端視領導者的偏好，保守

黨政府的市場改革模式，無疑重視的效率的面向，至於工黨政府則較偏好政治回

應的價值，並弱化高級文官對於市場模式的偏重。 

 

肆、小結 

 

綜合上述的說明，英國文官數量的變化，主要目的是經濟性的，亦即希望透

過文官數量的下降，減輕政府的財政負擔，以三 E：經濟、效率、效能三個層面

來評估文官制度的功能與績效，透過將政府業務移轉民營、外包、資訊技術自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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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等措施，精簡政府組織與文官人數，其並將私人企業中成本效益的概念引入文

官制度中，除對各部會進行效率稽核，整頓文官體系的運作效率與效能，並實施

一連串的改革方案，建立文官成本觀念及績效管理的理念。 

嚴格來說，英國政府的員額精簡措施是成功的，它最直接的效益就是人事成

本的下降，而臨時人力、兼職人力的增加，也提供政府在控制人事成本時的有效

工具，並增加雇用上的彈性，而彈性化的雇用政策，從四種政策價值的觀點而言，

傾向於效率的價值。 

 
第三節  弱勢族群的雇用政策 

 

根據美國的發展經驗，對於弱勢族群的優惠雇用政策，大多是透過平等就業

機會與弱勢優惠行動方案，英國的情形也相似，只是名稱未盡相同。英國 1996

年文官管理準則的規定，平等就業機會之政策，是指對工作適合的所有人員均應

有的就業及升遷機會，不得因年齡、身心障礙與否、性別、婚姻狀況、性傾向、

種族、膚色、國籍、人種、原始國籍或社區背景12等因素，而有不公平的情形。

此一準則並課予各部門責任，要求各機關在組織內部實施平等就業機會政策，各

部門必須根據平等就業機會政策，發展出本身的策略及行動方針，目前各機關有

關平等就業機會的主要推動對象為少數族裔、身心障礙者及女性，而這三種團體

也是英國文官制度中平等就業機會政策的主要受惠者。 

 

壹、弱勢族群的雇用政策演進 

 

英國政府對於公部門平等就業問題的重視始自 1970 年代末期，但由於是時

的人事管理相當集權化，雇用條件的規定相當嚴格，各機關並未有效執行此一政

策，因此實務上並未落實這項主張。直到 1980 年代開始進行人事管理的改革，

                                                 
12 在此主要是指北愛爾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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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向分權化、彈性化的方向，要求各機關制定並實施此一政策，平等就業機會的

議題才逐漸受各機關重視。相關法律亦是近三十餘年來才陸續制定，包括 1970

年的同酬法，強調男女應同工同酬；1975 年的性別歧視法、1976 年族群關係法，

禁止基於膚色、種族、國籍、出生地等條件的歧視；1974 年的更生保護法、1999

年身心障礙者歧視法，禁止在甄補、升遷、訓練、工作條件及免職的人事管理措

施中，對於身心障礙者有任何歧視，並且要求給予身心障礙工作者合理的工作條

件之調整，以改善其工作環境，克服所需的工作效率。平等就業機會政策在實務

上，並由族群平等與公平機會委員會發布各種作業準則，提供各部門實務的操作

方法，以避免歧視現象。 

早期英國平等就業政策未能有效達成預定目標的原因在於執行此一政策的

權責在各部會，各部會缺乏足夠的誘因或動力推動之，且缺乏制裁規定，各部會

對於女性、少數族裔等之需求不一，使得推動情形參差不一。工黨在 1997 執政

後，於 1999 年發布現代化政府白皮書(Cabinet Office, 1999a)，認為文官體制為了

反應社會的實際情況，必須積極推動多元化的政策，包括提高女性、少數族群、

身心障礙者等弱勢團體就業的機會。 

另外，由於英國文官體制逐步走向契約用人制，這個趨勢對於弱勢族群的雇

用政策影響如何呢？Farnham and Horton(1997: 21-22)曾表示，契約制的進用帶來

雇用的彈性，在最初的時候，契約可能是公平的，但隨著時日的變動，契約的公

平性也可能受到破壞，反而影響平等就業機會的原則。Susan Corby(1997)亦曾為

文指出人事管理彈性化對於平等就業機會的影響，他認為彈性化管理對於員工而

言，在俸給彈性、契約彈性上有不利影響。以契約彈性來說，對女性而言，彈性

化的工作型態，使得他們得以兼顧家庭與事業二種角色，這是提高女性就業比例

的因素之一，但是由於彈性與否，是由雇主決定，是以雇主的認知將影響彈性化

政策的施行，如果雇主本身完全基於效率的思考，忽略社會公平的面向，反而可

能影響平等就業政策的推行。Peters(1996：89)也曾憂心的表示，彈性化和社會

公平的保障可能互不相容，反而可能使得居於弱勢地位的個人或團體更加不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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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我們分別就性別、種族與身心障礙者的相關規定說明如下。 

 

一、有關性別平等 

    英國早期的就業市場中，充斥許多就業問題，包括職業隔離、薪資差距及家

庭與工作間的衝突等，因此它也師法美國，分別制定同酬法、制定禁止性別歧視

法及就業關係法，主要目的是要藉由保障兩性的同工同酬，進而促使兩性在雇用

上的各個層面均達到公平的對待。其中 1975 年的禁止性別歧視法對於雇用政策

的兩性平等影響最大，該法主要是為了防止雇主因性別歧視，而使女性無法受雇

於和男性相同或相似價值的工作，不論公私部門均適用。該法對於歧視的種類區

分為二種，一為直接歧視，就是指在同樣的處境下與異性比較，其待遇明顯處於

不利情況時，即是直接歧視。除了性別的因素之外，基於競爭者的婚姻狀況、扶

養責任、身心狀態、性取向、種族、膚色、民族別、國籍、宗教、政治立場、社

會背景、部分工時者、年齡等因素而給予的不利考量，亦屬直接歧視。第二種稱

為間接歧視，也就是意指表面上看起來似乎是公開且開放給兩性公平競爭，但事

實上，其要求只有特定性別的人才有機會做到，即為間接歧視，換言之，對於所

有應徵者雖均一致對待，但實際上造成對於特定的個人或團體不利的情形。 

由於上述這些法律的制定，使得英國文官兩性在雇用政策上逐漸趨向平等，

而根據 OECD(1999:7-8)的研究，強化女性在文官體，尤其是高級文官的代表性，

是近年 OECD國家的共同趨勢。 

 

二、有關族群平等 

英國有關種族問題，在 1950 年發生種族暴動事件之後才逐漸受重視，這是

由於帝國主義時代的殖民主義而引起的，也成為日後文官制度優惠政策的原因。

1976 年族群關係法規定，禁止基於膚色、種族、國籍、原籍等條件的歧視，任

何雇用的要求如對於特定族群不利時，將被視為違法。而有關少數族裔在文官體

系的代表性問題，英國文官委員會在 1991-1993 年間曾進行研究指出，少數族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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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僅在文官代表性不足，在高級文官的代表性更形嚴重。 

 

三、有關身心障礙者 

1999 年身心障礙者歧視法規定，禁止在甄補、升遷、訓練、工作條件及免

職的人事行政作業中，對於身心障礙者有任何歧視。並且要求給予身心障礙工作

者合理的工作條件的調整，以改善其工作環境克服所需的工作效率。有關身心障

礙人員的應徵情形，根據 1995 年的文官樞密院令規定13，在不傷害文官委員的

權力下，文官委員有權對於符合相關標準，且已由各部與政署予以遴選的身心障

礙者予以例外的規定，但必須符合二項規定：(1)遴選係基於公平、公開競爭，

而且係以功績為基礎。(2)遴選程序上已給予身心障礙者協助與鼓勵，包括面談

時的保護，或保證進入面談階段、使用簡答題等。 

英國在 1997 年由工黨執政之後，將功績與多元化的概念相結合，並列為政

府優先處理的議程，而為了提高就業率，布萊爾首相並在 1999 年二月提出新政，

它是一項結合政府、民間企業的方案，期望透過合夥關係，給予身心障礙者就業

機會的方案。在新政之下，文官部門必須成為模範雇主，提供雇用的各種選項，

提高整體市場的就業率，文官的雇用機會政策必須在新政的方案下進行甄補，並

且符合文官委員的甄補準則規定，且必須符合文官管理準則的平等就業機會政策

的規定(Cabinet Office, Employment Conditions and Statistics Division, 2001b)，英國

殘障福利法並規定 3%的最低雇用標準，以加強身心障礙者的雇用機會。 

由此可見，平等就業機會政策受到英國政府相當的重視，甚至於在高級文官

的甄選過程，也可以事先決定是否對於身心障礙的應徵者有特別考量，若同意，

則可依文官樞密院令的規定，對於身心障礙人士採取優惠的措施，例如保障進入

面談的階段、給予協助等。 

 

 

                                                 
13 Civil Service Order in Council 1995” Disabl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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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弱勢族群實際雇用情形 

 

一、女性就業情形 

根據 OECD(1999: 11)的研究，英國在 1985 年至 1997 年保守黨執政期間，

女性在中高階職位的比例呈現上升的情形，相對的，低階職務的比例則下降，1997

年改由工黨執政，女性占全體文官的比例並無明顯變化，但 1999 年迄今，女性

占中高階職務的比例更超越過去，顯見工黨仍持續保守黨文官改革的政策方向，

甚至於更強調社會公平的價值。就整體雇用政策而言，女性占全體文官數為五成

左右，性別平等大致達成。我們根據歷年的統計年報，分析女性占各層級的比率

演變情形。 

 

表 4-7  1984、1999-2004 年女性占文官**各層級之人數與比例(FTE) 

1984 1999 2001 2004 
職責層級 

女性人數 比例 女性人數 比例 女性人數 比例 女性人數 比例

高級文官級 21214 5.9% 600 17% 810 21% 1,120 25%

第六、七級 1,336 7.4% 4,760 22% 5,530 26% 8,300 32%

資深/ 
高級執行級 

8,257 11.7% 19,930 27% 23,450 33% 35,210 39%

執行級 36,788 29% 49,180 48% 57,300 51% 68,860 53%

行政與 
助理員級 

194,304 68.3% 137,480 60% 138,470 61% 142,900 60%

合計*** 240,897 47.8% 212,140 49% 229,410 51% 258,990 51%

**本處所指文官係指「非事業人員」。 

***依據內閣辦公室所發布的文官統計，有關文官職責層級之區分，除了上述等

級外，尚有未知(unknown)的部分，故各級層合計之人數與比例，尚須加上

未告的部分才完整。 

資料來源：Cabinet Office(2004a；1999b) 

                                                 
14  高級文官是 1996 年新建立的制度，1984 年的統計資料是以相當階級的高級文官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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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表 4-7的數據，我們可以解讀分析如下： 

(一)就高級文官部分：  

從女性占文官總比例的五成來看，占高級文官的比例太低，就性別代表性而

言，顯然是不足的。1984 年的時候，女性占相當目前高級文官等級的比例僅有

5.9%，1996 年建置新的高級文官時，女性占此一等級之比例仍低於 15%，近年

來逐年上揚，到了 2004 年已達 25%。Pilkington(1999: 39-41)曾指出，1988 年的

時候，雖然女性首相柴契爾夫人已執政近十年，但當時的英國文官常務次長等

級，竟然沒有一位是女性，開放架構的女性比例亦僅 5%；反之，66%的書記級

文官是女性，幸而這種情形在 1990 年代起逐步調整。 

(二)行政級與助理員級 

此一層級即是文官的最低層級職務，1984 年的時候女性比例達到 68%，到

了 1999 年的時候下降至六成，近年比例未有重大變動，女性所占比例一直占六

成左右。如果我們再加上執行級的人數，1999 年加總後共 186,660人，占女性文

官總數 88%；到了 2004 年，合計 211,760，占女性文官總數的 82%，亦即八成

以上的女性文官處於文官的低階職務，這種比例顯然比男性高，顯見女性仍佔較

低層級的多數職位。 

(三)其他層級 

首先就第六、七級的高階職位而言，在 1984 年的時候，比例仍低於 10%，

到了 1997 年已上升至近 20%，近年更大幅度上升至 32%，與前述高級文官職級

合併來看，女性占高階職務的比例確實大幅上升。次就資深/高級執行級來看，

其趨勢與第六、七級相似，至於執行級，屬於文官的中低階職務，女性比例有上

升情形。 

總體趨勢而言，近數十年來，女性占文官總數的比例一直占五成左右，但多

數是低階職務，此一情形直到 1990 年代才開始明顯改善，但其比例仍屬低度代

表的情形。根據 2004 年的統計，永業職中有 51%的女性，但女性仍佔較低層級

的多數職位，同時高級文官中的女性比例也明顯增加，但與所占文官的比例數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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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仍偏低(Cabinet Office, 2004a)。 

有關女性的文官代表性問題，另有一個部分值得注意，那就是兼職人力所占

的比例。據 OECD(1999:9)的統計資料出，英國文官的兼職工作者之性別之比例

如下。 

 

表 4-8  英國文官兼職工作者之比例 

男性 女性 全體 

1986 1996 1986 1996 1986 1996 

0.5% 1.3% 8.7% 22% 4.6% 11.3% 

資料來源：整理自 OECD(1999:16) 

 

從上開數據來看，1986-1996 年間，兼職工作者的比例大幅上升，本章第二

節已有說明。其次就性別比例來看，由於兩性占文官總數的比例相當，均在五成

上下，據此可以推算，1986 年及 1996 年間，女性兼職工作者的人數均在男性兼

職工作者的十倍以上(8.7%/0.5%、22%/1.3%)，女性占兼職工作者的絕大多數情

形並未有明顯改變，均在九成左右，令人覺得有趣的一點是，高級文官亦有部分

職務是兼職工作者，1999 年的時候女性占 66%，幾乎是所有的統計資料中有關

高級文官比例女性高於男性的唯一一項。根據 2002 年的統計，兼職人員約 76090

人，其中女性佔了 70,560人，2004 年為 91790人，女性則占了 82660人(Cabinet 

Office, 2004a)，可見兼職人力以女性為主，相對而言，全職工作者男性所占的比

例則高於女性。 

 

二、少數族裔 

英國文官少數族裔的資料並不易精確統計，因為我們如果假設扣除白人之

外，其餘人員均為少數族裔，但實際上，此一假設在文官統計上並不完全正確。

根據文官的統計年報顯示，以 2004 年的高級文官為例，總數有 4,510 人，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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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人占 3,550人，亞裔(不含中國籍)者為 50人，黑人 20位，中國人 10位，少數

族裔混血者 30位，其他少數族裔 20位，總數加起來只有 3,670人，因為尚有高

達 840人並未表達(non-response)其種族，因此少數族裔的統計上有實際困難，我

們只能根據已表達的少數族裔來計算。 

 

表 4-9  1989-2004 年少數族裔占文官**各層級之比例(FTE) 

職責層級 1989 1997 1999 2002 2004 

高級文官級 1.8% 1.7% 1.7% 3.0% 3.3% 

第六、七級 1.6% 2.6% 2.7% 4.4% 4.9% 

資深/高級執行級 1.7% 2.5% 2.8% 4.9% 5.8% 

執行級 2.9% 5.1% 4.9% 7.4% 8.9% 

行政與助理員級 5.9% 7.3% 7.1% 9.4% 9.7% 

合計 4.2% 5.6% 5.6% 7.6% 8.3% 

**限於非事業人員。 

資料來源：Cabinet Office (1999b: 21；2002；2004a) 

 

從上開數據來看，少數族裔所占的總比例逐年上升，工黨執政之後，自 1999

年發表現代化政府白皮書之後，其上揚情形更加速，自 2002 年起，少數族裔占

文官總數的比例已高於其人口比例所占的 6.1%，也高於全國勞動人口少數族裔

所占的 6.5%。除了總比例的增加之外，文官各層級的比例也大多成比例的增加，

高級文官的部分，在 2004 年所占比例達到 3.3%。 

除了上述的數據之外，有關歷年高級文官的進用情形，亦值得我們關切，我

們統計了 1996-2002 年，經文官委員直接參與甄選雇用的高級文官數，其女性錄

取人數與比例15。從歷年的數據看來，女性的錄取均在三成上下，雖然與目前女

性占高級文官比例 25%還高，但仍有不足。 

                                                 
15根據相同的資料，我們亦統計白人與少數族裔的申請人與錄取人數比例，並參考美國有關平等

就業機會「不利影響」的計算公式，自行推算是否發生歧視現象，經計算結果並無歧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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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1996-2002 年經文官委員甄選之高級文官女性錄取人數與比率 

年份 
年度雇用數 女性錄取人數 女性占錄取人數比

率 

1996/97 96 22 23% 

1997/98 83 28 34% 

1998/99 107 38 36% 

1999/00 158 59 29% 

2000/01 202 59 37% 

2001/02 200 68 34% 

資料來源：整理自 CSC(1999; 2003; 2004) 

     

三、身心障礙者 

    我們比照女性及少數族裔的相關數據，統計身心障礙者占文官各層級的比

例。 

 

表 4-11  1989-2004 年身心障礙者占文官各層級之人數與比例(FTE) 

職責層級 1985 1999 2002 2004 

高級文官級 N/A N/A 1.8% 2.3% 

第六、七級 0.3%(+SCS) 2.2%(+SCS) 2.4% 3.0% 

資深/高級執行級 2.0% 2.9% 2.5% 3.9% 

執行級 1.1% 3.9% 3.6% 4.7% 

行政與助理員級 4.2% 3.9% 3.6% 4.4% 

合計 1.3% 3.6% 3.1% 4.3% 

資料來源：Cabinet Office(1999b；2002；2004a) 

 

從上開數據來看，其比例也是大幅提高，2004 年的總比例甚至是 1985 年的

三倍以上，比較值得說明的是，雖然總比例呈現上升的趨勢，但從各層級來看，

最低層級的比例並未明顯增加，反而是中高階文官中，身心障礙者的比例有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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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度的成長，而實際上，自 2002 年起，身心障礙者的代表性，也已高於其在全

國人民的代表性。 

 

參、小結 

 

由於美國是典型的移民社會，存在許多不同的種族，故社會公平一直是美國

人事管理上極重要的議題，尤其是種族、性別上的歧視。英國文官進用上的社會

公平問題，並不像美國那麼嚴重，而這個差異同樣也反應在文官政策上，美國的

民權運動曾有過激烈的抗爭，在文官體系內積極平等就業機會、弱勢優惠行動方

案均遭遇若干波折，在三個憲政部門也有著明顯的政治角力。英國則相對單純，

憲政部門也沒有太多爭議，但二個國家均重視社會公平的議題，包括如何適當兼

顧遴選社會中處於不利地位或長期受歧視的人力資源，美國強調平等就業機會和

弱勢優惠行動方案，鼓勵進用女性和少數族裔，英國則凸顯對殘障人士的照顧，

但二國並未因此要求必須定額進用保障這些人力，而強調給他們更多的機會，或

更積極發覺這些人力，參與競爭程序(施能傑，民 88b：28)。 

柴契爾首相雖然特別強調效率的價值觀，但從實際雇用數據來看，即使在保

守黨政府執政時期，女性、少數族裔及身心障礙者的進用情形已有相當程地改

善，可見，英國在行政改革的過程中，雖然重視效率，但在雇用政策上，並未放

棄社會公平的價值。 

 

第四節  文官的雇用方法與模式 
 

  本節將首先探討英國文官的雇用原則。其次，將文官區分為一般文官體系、

快速升遷體系與高級文官體系，分別說明這三種體系的雇用方法，最後再就雇用

模式加以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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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雇用原則 

 

英國政府在 1855 年首次採用考試制度作為文官雇用的依據，1870 年確立公

開競爭的考試方式，所秉持的是公平、公正與功績的原則來徵選人才。這些原則

亦為 1996 年的文官管理準則所揭示之進用原則。Robin Butler(1993: 403-404)曾

表示，英國經過幾次重大的文官改革之後，有其變與不變之處，其中不變的部分

即包括堅持公開競爭考試用人與以功績決定升遷的原則，以及對於政治徇私與分

贓制度的去除。 

目前有關文官遴選的主要規定為 1995 年文官樞密院令、1996 年的文官管理

準則、文官委員所頒布的甄補準則，以及規範高級文官甄補的之高級職位甄補指

導綱領等。其中 1995 年 5月 1日生效之文官樞密院令，大幅進行人事分權的作

法，將原屬財政部管轄的人事事項移轉給各部部長，文官之考選不再集中辦理，

只要符合公平、公開原則，開放各機關可以自行辦理或委託民間專業機構辦理。

同時，各部門或機構享有決定本身召募程序、作法的權力，並為其任用職位訂定

相關的資格要件，如年齡、知識、能力、專業程度、性向、潛能、健康情形等。 

除此之外，1995 年的樞密院令，擴大了文官委員的角色，文官委員獨力負

責以公平、公開競爭為基礎的功績原則遴選文官之解釋權，包括例外規定，自此，

文官委員保留高級文官的甄補任命權，同時負責訂定各種規定，審核各部與各政

署之人才甄補制度，以使符合文官之甄補法典之規定。 

依據文官委員所定的甄補準則規定，政府需要的是能力高、政治中立、高廉

潔標準的文官，其甄補原則的主要立論有三：第一，任何職位出缺，均應本於個

人功績表現來甄補最佳人員，而不受種族、性別等個人因素的影響；第二，任何

職務出缺的甄補作業，均要排除｢恩寵｣關係的考量；第三，任何職務出缺的甄補

作業，都要強調公務人員的政治中立地位，確保所進用的文官持政治中立之立場

行事。基於以上的理由，甄補準則的施行需符合下列五項目標： 

一、所有職務出缺的訊息均應公開並公告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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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所有選拔的階段都要符合公平與客觀原則。 

三、最後被選定任用者，均要具備符合職務需求的技能。 

四、最後被選定任用者，也應該是所有候選者人最優秀的。 

五、法律所規定的每一項人員招募程序，都要確實執行。 

 

各部會人事部門或單位均應基於上述五項目標設定機關之甄補作業規定，只

有在甄補準則許可範圍下，方可訂定排除適用人員。依據甄補準則的規定，下列

情況得不須經過公開甄審的方式來甄選人員(CSC, 1999)： 

一、短期進用：在十二個月以下的短期進用人員；或若因其高度專業技能與經

驗，以公開甄選方式難以覓得適當之人才，最長不得逾五年，且在其進用期

間享有升遷與轉任的權利；任用時間在二十四個月之內的高級文官短期進

用，亦無須透過公開公平的方式來進行甄選。 

二、人員借調：機關間借調期限原則為三年，最長不得逾五年，機關應先行建立

侯選人員名冊，從許多機關與人員來加以評選，若超過五年以上之借調則須

經文官委員同意。 

三、回任：回任人員之能力與資格須合乎職務所需，且在回任以前係依公開競爭

方式甄選而獲進用者。 

四、其他人員：包括轉任、其他機關裁併人員之移撥或身心障礙人員。 

 

至於何謂公平、公開競爭的考試，並依據功績決定進用人選，文官委員並進

一步提出四點說明，主要內容與甄補準則所要達成的五項目標類似，不再重複。 

綜合上述，顯然英國文官的雇用政策也是強調功績原則，同時，由於 1995

年文官樞密院令的授權，文官委員並不負責中、下階級文官的甄選，而是由各部

會、各機關自行負責，文官委員只負責監督。根據文官委員 2004 年的年度報告

(CSC, 2004: 13)指出，在 2004 年他們總計查核了 31個機關的文官甄選過程，以

確保各機關的甄選能符合甄選準則的規定。這種人事分權的作法，與美國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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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甄選、任用的權力委任給各機關，美國競爭職文官過去是人事管理局管轄，然

而在今日，考選權均已下放至各部會，由各部會自行招募、檢討與進用，人事管

理局的職責也已改為監督、協助的機關，實質上已退居成為第二線的文官考選機

關。 

 

貳、三種不同體系人員的雇用方法 

 

英國的文官雇用方法，可以劃分成一般進用體系、快速升遷體系與高級文官

體系三種，分別說明如下： 

 

一、一般進用體系 

一般體系進用的文官並無明確界限，主要係指快速升遷體系及高級文官體系

以外的國內文官，近年來，英國文官的考用權責已大幅下授給各部會及局(署)。

早期的文官甄補係集中由文官委員會辦理，1982 年時才開始授權各部會中高階

文官之甄補，1982 年文官樞密院令規定，文官考選的職責區分為二：一為文官

委員會；另一為各部之部長。文官委員會負責中、高階層人員的考選(約佔文官

總數之百分之十五)，其餘低階文官(約佔文官總數百分之八十五)，係由各部自行

遴選。1991 年起，各部與各局(署)進一步地承擔超過百分之九十五的文官考選，

該年起，第七級科長以下，除快速陞遷管道文官人員外，各部會與政署得自行辦

理所屬文官之甄補工作，而各部會與政署辦理甄選事宜時，逐漸由私人專業顧問

公司代辦，不再由政府獨力自辦，僅有部份高級文官之進用須獲得文官委員之核

可。在此同時，文官委員會演變為二個機關，分別為文官委員辦公室16（Office of 

the Civil Service Commissioners）及甄補及評量服務中心17（Recruitment and 

Assessment Service, RAS）。 

                                                 
16 文官委員辦公室係支援文官委員業務的單位，目前隸屬內閣辦公室。 
17 甄補及評量服務中心係獨立於文官委員之外的組織，其在續階計劃（Next Steps）下所設立，

為各部會及其他公共組織提供文官甄補、諮詢及其他相關服務。該中心在一九九六年十月一日

民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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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1994 年「文官體制：持續與變遷」的政策白皮書，文官委員被定位為

對高級文官級甄補之直接監督，並就部會及政署辦理甄補一般文官事宜予以督

導，因此除了高級文官之外，文官委員已不直接介入實際文官甄選工作。 

現階段文官的雇用大致區分成三個等級，分別是大學以下、大學畢業及研究

所畢業者，另外並有特殊專長者的進用規定，如統計、數學等，以甄補特殊專長

人力， 

各部會及政署決定甄補文官之途徑計有三種：(1)自行承擔甄補工作；(2)委

託私人機構辦理；(3)委託甄選處辦理。因此，除高級文官仍受文官委員辦公室

監督，及快速升遷體系的文官仍集中辦理外，其餘文官均由各機關自行辦理面

試、測驗、審查學經歷等方式，依文官規則所定公平、公開競爭原則進用所需人

員。現階段英國各機關甄補人員時，亦均運用核心能力的概念，而且每一個機關

的核心能力均有不同，由各機關依業務差異自行決定18。 

 

二、快速升遷體系 

英國政府機關每年約進用數萬名文官，其中約有 300名-500名係循快速升遷

系統進入政府工作。快速升遷體系自 1969 年開始採用，其目的乃鑑於一般公務

人員之進用方式，過於僵化，缺乏誘因以羅致政府機關所需要之人才。為期吸引

大學畢業具有優異才能與潛能者，乃建立此快速升遷體系，讓錄取的人員可以在

較短時間內能有一快速升遷管道，自行政見習員逐級晉升至科長乃至助理部長在

一個職位上的任職時間約十二個月至十八個月，以求快速在不同職位中歷練。 

快速升遷方案的應考資格為大學第一或第二級優異學位或同等學歷條件

者，無年齡限制，但實務上錄取人員甚少超過三十歲。目前快速升遷的職務類別

包括(1)一般快速升遷體系，此一體系並再細分成內閣辦公室、科學及工程、歐

洲事務快速升遷、外交服務及國會書記人員等六大類。(2)政府通訊總部；(3)經

濟類；(4)統計類；(5)國內稅務19。 

                                                 
18http://careers.civil-service.gov.uk/index.asp?txtNavID=150&635132=(2005/4/25) 
19 http：//www.faststream.gov.uk (2005/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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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考選體系競爭相當激烈，以 1996 年為例，共有七千人競爭一百三十個

名額，錄取率不到 2%，2003 年超過二萬人報考，只錄取 546人。參加快速升遷

計畫者要參加二項考試，一是資格測驗，包括三個性向測驗與一個個背景的問卷

調查，通常在地區的電腦測驗站舉行。第二階段的考試是由在倫敦的「文官考選

委員會」(the Civil Service Selection Board,簡稱 CSSB)辦理，歷時二天，包括書面

測驗、團體測驗與面談三個部分。 

2003 年起，此一考試經由契約外包，委由 Parity公司主辦20，2004 年起本項

考試增加電腦輔助措施，包括線上申請、線上資格考、在考試中心辦理電腦式認

知測驗等21。目前英國高級文官約有百分之四十二來自各個快速升遷方案。 

英國在經過續階方案成立政署，將人事權大幅度下授給各機關，及 1995 年

文官樞密院令的人事分權之後，除了快速升遷之外，全國已無統一性的文官考

試，而各機關在甄補的作業上有各自的流程，亦沒有統一的作法22。 

 

三、高級文官體系 

1996 年建置高級文官之後，其雇用方法與過去比較，最大的差異便是開放

非現職文官的公開甄選，這種甄選方式也顯示出政府希望吸納具有私部門經驗的

管理人才，引進私部門的經營理念、競爭精神。依據 1996 年文官管理準則的規

定，文官委員對於各部會及政署對外公開考選高級文官，具有監督之權，各機關

(構)任用高級文官必須取得文官委員辦公室的書面同意。文官委員訂有「高級職

位甄補指導綱領」，當機關欲從外部甄選人員出任高級文官時，應儘早與文官委

員辦公室諮商，決定文官委員是否參與考選過程，文官委員參與的過程中，主要

職責包括：擬定並核准資格條件、核准職缺公告及廣告事宜、主持甄選過程及作

成最後決定。高級文官的測試方法，一般以面談為主，並利用評鑑中心、性向測

                                                 
20 http://parity.mondosearch.com/cgi-bin/MsmGo.exe?grab_id=75&EXTRA_ARG=SUBMIT%3Dgo%

2B%25BB&CFGNAME=mssfind%2Ecfg&host_id=42&page_id=2818048&query=Fast+Stream&hi
word=Stream+STREAMERS+STREAMS+Fast+FASTER+ 

21http://www.ea.sinica.edu.tw/intro/lp/tcppeng/select-4.pdf(2005/3/11) 
22 http://careers.civil-service.gov.uk/index.asp?txtNavID=151&txtOverRideDocID=335&635132=(200

5/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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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等輔助方法。 

當文官委員辦公室決定不直接參與時，用人機關可依文官委員所核准的甄補

程序，自行辦理公開競爭甄補人員，完成後再交文官委員報告。高級文官的遴選

會一般會組成遴選委員會，如文官委員直接參與時，由文官委員擔任主席，如文

官委員辦公室未參與時，由機關自行聘請主席。另外，自 2002 年七月起，再度

擴大授權範圍，高級文官薪資等級訂列為 1及 1a之職務，其甄補完全授權各部

會自行辦理，無需取得文官委員之書面許可。 

有關高級文官之考選程序，經整理後詳如圖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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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英國高級文官之考選程序 

資料來源：根據文官委員所頒布的高階職位甄補指導綱領等資料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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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考選摘要報告，相關資料歸檔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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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小結 

 

一、分權化的雇用模式 

從英國的改革中，可以發現文官委員只制定應遵守的規定與原則，並扮演中

立監察角色，至於實際作業方式、選拔標準，以及執行，均由用人機關自行辦理。

這與美國競爭性文官的考選權下放至各部會，由各部會自行招募、進用的方式相

同。實際上，各部與各執行機構已承擔超過百分之九十五的文官考選，可以看出，

英國已走向考選「分權化」，讓用人的各部會依據相關的程序規範，以公開競爭

的方式，甄選其業務所需人才，其文官人事主管機關亦已轉型成為操舵的機關型

態。同時，招募作業由公務人員體系辦理，機關首長雖然有權提供意見，但依慣

例其並不參與其中，以維持作業過程的公正客觀。這種分權化的作業規定，最重

視的即是甄補效率，包括節省甄補的時間、成本，並希望經由各用人機關實際參

與甄選的過程，確保所進用者符合機關的需要。 

     

二、公開競爭原則的堅持 

英國文官體系雖然經過巨幅的變動，但公開競爭取才的原則仍然堅持，除非

基於顯見的特別目的外，人才招募與考選過程的每一環節，均要以公開競爭方式

為之，換言之，除了要採用擇優錄取方式進用人才外，也要重視職缺廣為公告等

程序措施，確保更多合格應徵者知道可以參加競爭的訊息，既要競爭，更要「公

開」競爭。同時，英國高級文官自 1996 年起，更開放供非現職文官的甄補，使

高級文官的進用來源更廣泛。當然，不論是過去由文官委員會統一辦理考試，或

目前改由各部會及政署自行辦理，文官的遴選仍維持公開競爭的功績原則，而這

種精神正是效率價值的基本表現。當然，功績原則並不純粹只是效率價值，但它

所代表的效率意涵則是最重要的。 

 

 



 - 175 -

三、考試技術的改變與電子化雇用模式的趨勢 

在考試的技術方面，早期英國文官委員會所舉辦考試幾乎以筆試為主。惟嗣

後，其他考試方式如口試、心理測驗、能力評量等逐漸取代傳統筆試方式。近年

來由於一般體系文官均授權各部會自行辦理，而各部會則常委託民間公司，最常

採用的方法仍是筆試，只是許多筆試已改為電腦測驗的形式，這些方法偏向於效

率的價值。至於快速升遷體系，所使用的方法相當多，包括測驗、面談、評鑑中

心等，而高級文官的甄補，最常採用的是個人資歷審查與面談的方法。這二項體

系的雇用方法，除了仍有著效率價值外，高級文官體系也有政治回應的思考，採

用面談可以有效審查應徵者的政治傾向或意識形態，並增加雇用的彈性，有利於

操作相同政治理念的應徵者進用。快速升遷體系的雇用方法，其實是為了找到最

有發展潛能的應徵者，這種邏輯其實仍是傳統英國文官甄補的邏輯，其雇用方法

多元且耗時，主要目的就是為了詳細審查，增加考試的效度，因此我們仍可將它

視為是效率為主的雇用方法。 

 

第五節  本章結語 

 

    本節將整理英國自 1979 年保守黨執政之後的文官改革，在雇用政策上的價

值偏好，從上述四節的內容，我們整理各項指標的變化情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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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英國 1979 年之後雇用政策價值的偏好 

 1979 年之後的轉變 價值偏好 

新建 SCS制度 政治回應與效率 

品位制走向職位分類制、部門分類制效率 

服務型態與 

任用型態 

文官體制由統一走向分裂模式 效率 

常任文官與文官總數量的減少 效率(成本、彈性用人) 文官數量的變化 

兼職人力、臨時人力的增加 效率、弱化個人權利價值

弱勢團體進用比例增加 社會公平 弱勢族群的雇用

政策 弱勢優惠行動的轉向多元化管理 社會公平轉向效率 

雇用方法與模式 多元化的雇用方法 

分權化的雇用模式 

效率 

 

經由本表的說明，可以證實 1979 年柴契爾首相上任後的改革，是以效率為

核心，雖然在不同的面向上，價值之間仍有相互的取捨現象。但即使如此，我們

仍可以清楚地說，效率是 1979 年之後最重要的價值取向，政治回應與社會公平

次之，而個人權利價值則受到壓縮。這種趨勢與美國一樣，因為二者的改革理念

均是新公共管理的主張，也因此二國在雇用政策上的價值偏好上呈現相同趨勢。 

效率價值

社會公平價值

個人權利價值

政治回應價值

 
圖 4-3  1979 年之後英國文官制度雇用政策的價值偏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