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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及「教育部體育署」權力分工之研究
─以各該「行政規則」為例 

沈施俊 1
、陳敏男 2

、陳俊良 3
、潘達人 4 

摘  要 

各該體育運動法律中央主管機關或主管機關等自 102 年 01 月 01 日均改為

「教育部」而非「體育署」，前「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以下簡稱「體委會」) 則
配合裁撤，惟「教育部」及「教育部體育署」(以下簡稱「體育署」)，上下隸屬

「機關」屬性不同而針對前開各該事項分權方式為何？自有疑義，本研究則以

「行政院公報」及「體育署」網站上刊載各該「行政規則」為例，賡續研析「教

育部」及「體育署」兩者權力分工。本研究係以「質性研究」之「文獻研究法」

及「觀察法」等，作為研究方法，本研究認為各該體育運動法律主管機關等均

為「教育部」而非「體育署」，此與「體委會」時期處理方式，明顯不同；各該

行政規則發布權責，雖分屬「教育部」及「體育署」，渠等各該管轄事項，仍有

所不同；而「教育部」及「體育署」兩者機關分工事項，除「運動發展基金」

運作等事項有所明朗，其他目前仍待後續實務上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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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按前「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以下簡稱體委會) 前自 102 年 01 月 01 日整併

改制為「教育部體育署」(以下簡稱體育署) 而改隸教育部，《教育部組織法》第

5 條第 2 款及《教育部體育署組織法》第 1 條等相關規定，「教育部」(即「二級

機關」) 下設次級機關即「體育署」(即「三級機關」)，俾以辦理規劃全國體育

政策，並督導及執行學校體育、全民運動、競技運動、運動產業、國際與兩岸

運動及運動設施等事項，至於「體委會」則配合行政院組織整併政策及  總統

103 年 01 月 15 日華總一義字第 10300004894 號令公布廢止《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組織條例》(詳如「總統府公報」第 7122 期第 26 頁) 而於 102 年 01 月 01 日走入

歷史，復揆諸「行政院公報」亦分別有「教育部」及「體育署」等 2 者發布訂

定各該行政規則等現實結果出現，形成各該法規發布主體分別有「教育部」及

「體育署」等 2 者，且「教育部」及「體育署」等 2 者均屬「機關」性質而非

如前「教育部」(係屬「機關」性質) 及前「教育部體育司」(僅為教育部「機關」

內部之「內部單位」性質) 等 2 者關係。設若僅僅基於《行政程序法》第 2 條

第 2 項規定之「行政一體」原則，有關《國民體育法》第 4 條第 1 項前段、《運

動彩劵發行條例》第 2 條、《運動彩劵發行條例》第 2 條及《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設置條例》第 2 條第 1 項後段等相關規定與行政院 101 年 12 月 25 日院臺規揆字

第 1010154558 號公告 (詳如「行政院公報」101 年 12 月 28 日第 018 卷第 252 期)，

各該中央主管機關、主管機關及監督機關均為「教育部」而非「體育署」，自當

如同前開各該法律規定僅由「教育部」名義為之而自無「體育署」置喙之餘地，

或自有「教育部」及「體育署」等 2 者之於各該行政規則發布訂定而「教育部」

及「體育署」2 者權力分工情況究竟為何如何等疑義產生，然《教育部組織法》

第 2 條第 8 款、第 5 條第 2 款、《教育部體育署組織法》第 2 條各款及《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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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署處務規程》第 5 條各款至第 9 條各款等相關規定各該內容，亦非實際上

分權規範；是此有關「教育部」與「體育署」職權工作分工，或仍應自各該「行

政作用法」規範內容當中有所觀察，合應敘明。 

 

 

 

 

【102 年 01 月 01 日】 

 

 

 

     圖 1. 「教育部」及「行政院體育委員會」組織整併圖 

 

既前開各該法律中央主管機關、主管機關及監督機關等均為「教育部」而

非其下級機關「體育署」，且「教育部」及「體育署」兩者分別係屬「二級機關」

及「三級機關」(詳如《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 2 條第 2 項、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4 款等相關規定)，均具有「機關」屬性，而「教育部」及「體育

署」針對前開各該事項分權方式為何？各該法制上，無論「行政組織法」或「行

政作用法」均無明文，付之闕如，自多所疑義，本研究則以「行政院公報」刊

載各該「行政規則」為例，賡續研析「教育部」及「體育署」兩者權力分工範

疇之剖析。 

 

 

教育部 

↓ 

教育部體育署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教育部 (體育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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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教育部」及「教育部體育署」組織上之權力分工圖 

 

本研究之研究動機則以，既前開各該法律中央主管機關、主管機關或監督

機關，均為「教育部」而非「體育署」，惟「教育部」及「體育署」分係「二級

機關」及「三級機關」且均具「機關」屬性，「教育部」及「體育署」兩者針對

前開各該「行政規則」事項分權方式為何？本研究僅係以「質性研究」之「文

件分析法」作為研究方法，未採用量化研究或其他研究方法，至於研究客體則

以體育署 102 年 01 月 01 日設立當時至今而刊載於「行政院公報」或「教育部」、

「體育署」網站上各該「行政規則」作為而不包含法律及法規命令 (即亦包含

「組織性法規命令」)。 

另《教育部組織法》及《教育部體育署組織法》均屬「法律」(即「組織性

法律」)，而《教育部處務規程》及《教育部體育署處務規程》則為「法規命令」

(即「組織性法規命令」)，均非本研究聚焦之「行政規則」，同時前開《教育部

組織法》、《教育部處務規程》、《教育部體育署組織法》及《教育部體育署

處務規程》等前開法令，均屬廣義「行政組織法」而非「行政作用法」，本研

究聚焦之「行政規則」，即便有關任務編組設置及其運作事項，則亦係均屬「行

政作用法」範疇且非「行政組織法」可用之比擬者。 

 

教育部 

教育部體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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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行政規則」法制面向上之研析 

「行政規則」，秉諸《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1 項規定，係指上級機關對

下級機關或長官對屬官，依其權限或職權為規範機關內部秩序及運作而所為非

直接對外發生法規範效力之一般抽象規定。《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2 項規定

則有規範「行政規則」種類，分為 2 款規定而分作下列 2 類： 

一、關於機關內部組織、內部秩序、事務分配、業務處理方式及人事管理等一

般規定，可再區分： 

    (一) 組織、程序及職務規定。 

    (二) 人事管理規定。 

二、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法令、認定事實及行使裁量權而訂頒之解

釋性規定及裁量基準。其牽涉各個行政行為且不以條文文義為限，分為下

列 5 類： 

    (一) 解釋性規定。 

(二) 裁量基準。 

(三) 判斷基準。 

(四) 給付基準。 

(五) 指導基準。 

學者有將「行政規則」區分為「解釋性規定」係指解釋法律或其他法規之

內部行政規範。「裁量基準」係規定行政機關應如何行使裁量權，俾其裁量權限

行使得以一致且公平。「判斷基準」則係規定如何認定事實、如何於具體個案判

斷某具體事實是否符合某一法定要件 (含「不確定法律概念」) (此即「涵攝」作

用)，俾求精確一致。組織規範 (即牽涉行政內部層級及業務運作) 及「指導行

為之行政規則」(即用以控制各個個別行政行為) (林錫堯，2013)，殊值注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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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規則」係屬廣義「行政命令」範疇，而不同於「法規命令」(即「授權命

令」) 及「職權命令」(吳庚，2015)。 

叁、體育運動領域「行政規則」法制上之變遷 

體育運動領域「行政規則」原本分別由「教育部 (體育司)」及「體委會」

主政，即係「教育部 (體育司)」主政「學校體育」業務而「體委會」主政「學

校以外體育」業務 (即俗稱「社會體育」)，然「體委會」102 年 01 月 01 日整併

為「體育署」當時，原屬「教育部 (體育司)」及「體委會」主管各該「行政規

則」甚多，又教育部及體育署，均得基於渠等職權發布訂定或發布修正「行政

規則」，教育部名義發布訂定或發布修正之「行政規則」，體育署自應配合服從

及配合辦理，而體育署名義發布訂定或發布修正之「行政規則」，教育部亦得秉

諸職權審查監督。 

揆諸「行政院公報」上各該刊載，原教育部體育司主管各該「行政規則」

暫時維持不動，仍以「教育部名義」行之，至於原本「體委會」主政者，「體育

署」初步僅將若干「行政規則」專屬於「體委會」使用者，直接以「體育署」

名義令發布廢止之，例如；體育署 102 年 02 月 04 日臺教體署綜 (三) 字第

10200042242 號令發布廢止《運動彩券發行機構遴選會設置要點》(詳如「行政院

公報」第 19 卷第 24 期第 5809 頁)；體育署 102 年 02 月 05 日臺教體署競 (二) 字

第 10200042723 號令廢止《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補助各機關團體購置器材設施管理

使用原則》，自 102 年 01 月 01 日生效 (詳如「行政院公報」第 19 卷第 25 期第

5951 頁)；抑或僅將各該「行政規則」名稱及條文內容而有「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字樣者，分別修整為「教育部體育署」字樣爾爾，例如；體育署 102 年 02 月 05

日臺教體署秘 (一) 字第 10200042811 號令發布修正《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機密文

書處理作業要點》，並修正名稱為《教育部體育署機密文書處理作業要點》，自



20 教育部及教育部體育署權力分工之研究─以各該行政規則為例

 

102 年 01 月 01 日生效 (詳如「行政院公報」第 19 卷第 25 期第 5951 頁至第 5955

頁)；體育署 102 年 02 月 06 日臺教體署競 (三) 字第 10200043192 號令發布修正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運動發展基金辦理運動教練照顧作業要點》，並修正名稱為

《教育部體育署運動發展基金辦理運動教練照顧作業要點》，自 102 年 01 月 01

日生效 (詳如「行政院公報」102 年 02 月 06 日第 19 卷第 26 期)，「體育署」之

於此段期間各該「行政規則」，「體育署」草創階段，幾無「行政規則」新增，

幾乎率如舊章，且分別均為溯自 102 年 01 月 01 日生效，詳如表 1。 

表 1 

教育部體育署初期行政規則範例 

次序 原本態樣 
教育部體育署 

初期處理方式 
備註 

一 

教育部體育司

主管各該「行政

規則」 

仍以「教育部名義」行之而暫

時未予更動。 

教育部內部單位

即體育司 102年 01

月 01日併同裁撤。 

二 

「行政院體育

委員會」主管各

該「行政規則」 

(一) 若干「行政規則」專屬於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使

用者，直接以「體育署」

名義令發布廢止之。 

「行政院體育委

員會」102 年 01 月

01 日併同裁撤。 

(二) 僅將各該「行政規則」名

稱及條文內容而有「行政

院體育委員會」字樣者，

分別修整為「教育部體育

署」字樣。 

此類「行政規則」

特色即係溯自 102

年 01 月 01 日生

效。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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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該「行政規則」名稱及

條文內容而為有「行政院

體育委員會」字樣者，則

毋庸修整。 

 

備註 

(一) 此指「原本態樣」，即指「教育部 (體育司)」及「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101 年 12 月 31 日當時主管各該「行政規則」狀態。 

(二) 此指「初期」，約莫 102 年 01 月 01 日至 102 年 04 月 30 日止。 

(三) 作者自行整理。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復自 102 年 05 月 01 日伊始，「體育署」業務逐漸平穩而步向正軌，有關體

育運動領域「行政規則」亦有不同風貌呈現，以「運動發展基金」業務為例，

則有不同發布型態，原本僅以教育部 102年 05月 27日臺教授體字第 1020015734A

號令發布修正《教育部體育署運動發展基金辦理打擊非法運動彩券組織及防阻

妨害賽事公平案件檢舉獎金及相關措施作業要點》，並修正名稱為《教育部運動

發展基金辦理打擊非法運動彩券組織及防阻妨害賽事公平案件檢舉獎金及相關

措施作業要點》，自即日生效 (詳如「行政院公報」102 年 05 月 27 日第 19 卷第

97 期)；其次則以體育署 102 年 05 月 29 日臺教體署競 (一) 字第 1020015959B

號令發布修正《教育部體育署運動發展基金辦理培育運動教練人才作業要點》

第 3 點規定及附件 1，並修正名稱為《教育部運動發展基金辦理培育運動教練人

才作業要點》，自 102 年 05 月 29 日生效 (詳如「行政院公報」102 年 05 月 29

日第 19 卷第 99 期)；體育署 102 年 07 月 19 日臺教體署競 (一) 字第 1020021473B

號令發布修正《教育部體育署運動發展基金辦理運動選手輔導照顧作業要點》

第 9 點規定，並修正名稱為《教育部運動發展基金辦理運動選手輔導照顧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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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點》，自 102 年 07 月 19 日生效 (詳如「行政院公報」102 年 07 月 19 日第 19

卷第 134 期)，其後則以教育部 103 年 01 月 21 日臺教授體字第 1030002102B 號

令發布修正《教育部體育署運動發展基金辦理非屬亞奧運運動種類人才培育作

業要點》，並修正名稱為《教育部運動發展基金辦理非屬亞奧運運動種類人才培

育作業要點》，自 103 年 01 月 01 日生效 (詳如「行政院公報」103 年 01 月 21

日第 20 卷第 14 期) 等作為主流。 

至於其他範疇事項部分，多係原「教育部 (體育司)」及「體委會」名義發

布修正體育運動領域各該「行政規則」，實際上新增發布訂定且非舊瓶裝新者，

不多，例如：教育部 102 年 08 月 02 日臺教授體字第 1020022939E 號令發布訂定

《體育事務財團法人財務處理要點》；教育部 105 年 11 月 16 日臺教授體部字第

1050034202B 號令發布訂定《教育部運動發展基金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運動代

表隊作業要點》，並自即日生效；教育部 103 年 08 月 15 日臺教授體字第

1030024561B 號令訂定發布《教育部主管之高級中等學校專任運動教練績效評量

基準》，並自即日生效；教育部 104年 03月 26日臺教體署學 (二) 字第 1040008684

號函頒《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運動場館或設施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

件輔導諮詢專案小組設置及作業要點》，並自即日起生效；教育部體育署 105 年

11 月 09 日臺教體署競字第 1050034111 號函頒《全國性體育團體與教練選手權益

事件處理小組設置要點》；教育部 105 年 02 月 22 日臺教授體部字第 1040039315B

號令發布訂定《國際綜合性運動賽會申辦及籌辦作業原則》，並自即日起生效；

教育部 104 年 03 月 09 日臺教授體部字第 1040006244B 號令發布訂定《非都市土

地興設公有運動場館設施申請免受山坡地開發面積不得少於十公頃限制審議規

範》，並自即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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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教育部及體育署之於體育運動領域「行政規則」

分工態樣 

從前開研析初步得悉，體育署有關「行政規則」發布權限，多係以承接原

「教育部 (體育司)」及「體委會」原有「行政規則」發布權限為主，惟「教育

部」僅以「運動發展基金」、「體育事務財團法人財務處理」、「國立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體育運動場館或設施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輔導諮詢專案小組設置

及作業」、「全國性體育團體與教練選手權益事件處理小組設置」、「國際綜合性

運動賽會申辦及籌辦作業」及「非都市土地興設公有運動場館設施申請免受山

坡地開發面積不得少於十公頃限制審議」等等新興業務事項而有以「教育部」

名義發布訂定或修正，至於「體育署」則以「補助」及「細節性」等事項為主，

殊值注意者，當然其中不乏「函頒」僅於教育部及體育署等機關網站披露而未

有刊登「行政院公報」者。 

至於教育部及體育署基於「行政規則」分工態樣研析詳如表 2。 

表 2 

教育部及體育署之「行政規則」分工態樣研析 

次序 態樣 行政規則 研析 

一 

教 育 部 發 布

「 行 政 規

則」，教育部及 

(以下簡稱體育

署)實際執行，  

教育部 102年 03 月

29日臺教授體部字

第 10200098423 號

令發布修正 

召集人由教育部部長就教育

部體育署 (以下簡稱體育署) 

副署長當中擇一擔任，其他委

員，則由體育署遴聘相關學者

專家、社會公正人士、教練、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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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續) 

且以教育部名

義處理。 

《各級學校專任運

動教練資格審定會

設 置 及 審 定 要

點》。 

教育部及體育署人員代表擔 

任，負責「各級學校專任運動 

教練資格審定辦法」審定事

項，聘 (任) 期 2 年。其任期

屆滿者，得續聘 (任) 之。 

二 

教 育 部 發 布

「 行 政 規

則」，體育署實

際執行，且以

教育部名義處

理。 

教育部 102年 05 月

24日臺教授體部字

第 1020015647B 號

令發布修正《教育

部辦理體育人士禮

遇處理要點》。 

教育部發布「行政規則」，體

育署實際執行，且以教育部名

義處理。 

三 

體 育 署 發 布

「 行 政 規

則」，體育署實

際執行，且以

體育署本身名

義處理。 

教育部體育署 102

年 03 月 28 日臺教

體署競 (二) 字第

10200096352 號令

發布修正《教育部

體育署國家運動選

手訓練中心訓輔小

組設置要點》。 

體育署發布「行政規則」，體

育署實際辦理「國家運動選手

訓練中心訓輔小組」計畫，實

際執行，且以體育署本身名義

處理。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伍、結論及建議 

一、前開各該法律中央主管機關或主管機關等均為「教育部」而非「體育署」，

此與「體委會」時期處理方式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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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該「行政規則」發布權責雖分屬「教育部」及「體育署」，渠等各該管

轄事項仍有區隔而多所不同；是此仍有行政法上「教育部保留」事項及「體

育署保留」事項之區別，且兩者「教育部」及「體育署」互動關係基於未

有任一法規強烈規範侷限而恆處於「浮動不固定」狀態。 

三、前開各該「行政規則」「函頒」僅於教育部及體育署等機關網站披露而未

有刊登「行政院公報」者，囿於搜尋不到或搜尋不易，且一般民眾或體育

界人士如係搜尋不到或搜尋不易各該行政規則者，豈有賡續遵循之思維，

搜尋則仍建請刊登「行政院公報」為佳。 

四、至於「教育部」及「體育署」兩者分工事項，除運動發展基金相關各該行

政規則仍由教育部名義辦理；而其他原本由「教育部 (體育司)」及「體委

會」辦理事項則仍由「體育署」自行辦理或接受「教育部」「委任」辦理

等等之外，其他仍待後續實務上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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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entral competent authority or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of sports laws was 

changed to "Ministry of Education" (MOE, also), not "Sports Administration, MOE" 
(SAMOE, also) on January 01, 2013.  The former Sports Affairs Council, Executive 
Yuan (SAC, also) was abolished at the same time. It's so different between MOC and 
SAMOE, SAMOE is attached to MOE, what kinds of matter item ar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OE and SAMOE? This study focused the "administrative rules "are 
published on the gazette website of the Executive Yuan and the website of SAMOE, 
and research the difference of the power distributions continuously.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literature research" and "observation method". 
The central competent authority or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of sports laws was 
changed to MOE, not SAMOE, this is clearly different from the missions of SAC.  
The powers and administrative rules are distributed between MOE and SAMOC, in 
addition to the operation of the Sports Development Fund and others; it's still 
follow-up to the practic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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