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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地方政府組織與人事

員額之問題 

研究主持人：高永光。研究員：錢政銘 

壹、前  言 

自地方制度法與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相繼通過實施後，

各級地方行政機關擁有相當大的自治組織權，而所謂地方自治

組織權是指地方自治團體基於自治權，訂定自己之組織，亦即

設置機關，以營運地方公共事務，並任免其機關公務人員之權

能。 

理論上，地方政府組織及人事員額問題，看似十分單純，

其實牽涉層面相當廣。眾所皆知，任何機關或團體最重要的莫

過於「錢」和「人」，我國中央與地方之間關係，為了「錢」早

已爭得天下大亂；但是，在「人」上，則尚未將爭執白熱化。

在「人」方面，過去所在意的莫過於地方行政首長對於所屬高

級政治或行政人材，是否有充分的任免權。因此，展現出來的

是有關機要人員及政務職務，究竟有多少位可以由地方首長任

命；此外，則是特殊行政人員如人事、政風、主計及警察等一

級單位主管或機關首長，必須適用特殊之人事條例，導致地方

對中央的不滿，而有所爭執，形成中央與地方衝突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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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政府究竟需要有什麼組織？

以及這些組織需要多少人力資源，卻常被忽視。這些問題關連

到地方政府執行職務的能力（capacity），因能力強弱大小受到

影響的自主性（autonomy），以及效率及效能（efficiency and 

efficacy）等層面，影響至鉅，未來在地方逐漸增加其自主性

的情況下，必定會成為地方重視的焦點，也會形成中央與地方

衝突的來源，值得分析與重視。 

在學理上，地方組織及人事員額，與「人力資源管理」有

關。（江明修，「建立公務人員教、考、訓、用配合制度可能性

之研究」，考試院研究發展委員會專題研究報告彙編（三），民

國89年5月，考試院研究發展委員會編印。）照陳金貴下的定

義（「人力資源管理」應用在公共部門的採討，人事月刊，21

卷，第三、四期）如后： 

一、人力資源管理是使用組織的人力資產，以達成組織目標。 

二、人力資源管理是一種特別的領域，它企圖去發展方案、政

策和活動，以提昇個人和組織在需求、目的和目標的滿足

感。 

三、人力資源管理包含那些為提供和協調組織的人力資源而設

計的活動。 

四、人力資源管理可以廣泛的定義為用策略性和一致性的途

徑，來管理組織最有價值的資產──在該組織工作的員

工，而這些員工則個別的或集體的努力於可證實的利益目

標的達成。 

五、人力資源管理是一系列整合員工作僱用關係的決策，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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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員工和組織的效力。 

六、人力資源管理是有關組織中相關人員管理的哲學、政策、

程序和實務。 

七、人力資源管理是由組織的人力資源的徵募、發展、激勵和

維持所組成的過程。 

因此，如果從「人力資源管理」角度來看，地方政府的組

織及人員數額，就成為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本研究想驗證政

府是否有從這種角度去規列地方行組織？ 

事實上，就現行地方政府組織與人事員額之調整來看，雖

然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及人事員額之「總量控制」原則，給

予地方政府彈性應用空間，以隨地方實際之情況與需要而為組

織機關設置和增減人事員額；但各個地方政府組織架構落差太

大，人事員額總數相差也太懸殊。中央的這種「總量管制」，基

本上，已經不符合人事資源管理的原則。 

另外，本研究將以「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之規定為探

討依據，試著從各級政府之組織與員額配置，來分析與檢討「地

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之適當性，並針對「行政院員額管制政

策及規定」指導下所規劃的各級地方政府總員額數計算方式，

提出原則性的建議。 

貳、組織與人事員額之問題與爭議 

一．組織法制架構無法符合實際需求 

自地方制度法通過後,其第六十二條授權內政部制定地方



110   地方制度研究論文集  

行政機關組織準則，在其規範下地方自治團體已有較大的權限

去建構本身之行政組織。依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第二條規定： 

「本準則所稱地方行政機關，指直轄市政府、縣（市）政

府、鄉（鎮、市）公所及其所屬機關。但不包括所屬事業經營、

公共造產性質機關（構）。」地方自治團體在法制上屬於執行作

用之單位體系如下圖為： 

                    直轄市政府 

                  縣（市）政府 

      鄉（鎮市）公所 

                  所屬機關 

又依該準則第五條之規定： 

地方行政機關依下列規定分層級設機關： 

(一)直轄市政府所屬機關以分二層級為限，其名稱如下： 

1.局、處、委員會：一級機關用之。 

2.處、隊、所、中心：二級機關用之。 

(二)縣（市）政府所屬機關以分二層級為限.其名稱如下： 

1.局、處：一級機關用之。 

2.隊、所：二級機關用之。 

(三)鄉（鎮、市）公所所屬機關以分一層級為限，其名稱為隊、

所、館。 

地方行政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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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所屬機關，依法律規定或因性質特殊，得另定名稱。 

可知現行行政機關在分層設機關時，直轄市與縣市之所屬

機關只能分二層級，而鄉鎮市公所所屬機關只能設一層級，且

各所屬機關之名稱，除依法律規定或因性質特殊，得另定名稱

外，必須依該準則所定名稱為之。因此乃生下列之問題與爭議： 

(一)直轄市政府之行政組織仍延用舊制，無法脫離行政院將其

視為地方派出機關。茲將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第十條、

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之規定分列如下： 

第 十 條  直轄市政府置市長一人，對外代表該市，綜理市政；

置副市長二人，襄助市長處理市政，職務均比照簡

任第十四職等，由市長任命，並報行政院備查。直

轄市政府置秘書長一人，由市長依公務人員任用法

任免之；置副秘書長、參事、技監、顧問、參議，

由市長依法任免之。 

第十一條 直轄市政府所屬一級機關，人口未

滿二百萬人者，不得超過二十九局、處、委員會；

人口在二百萬人以上者，不得超過三十二局、處、

委員會。直轄市政府所屬一級機關首長，除主計、

人事、警察及政風首長，依專屬人事管理法律任免

外，其餘職務均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由市長任免

之。前項所屬一級機關得置副首長，除法律另有規

定外，均由市長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任免之。 

第十二條 直轄市政府所屬一級機關內部單位

為處、科、組、室，其下得設課、股；所屬二級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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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內部單位為科、組、室、課、股，科、室下得設

股。 

直轄市政府所屬一級機關內部輔助單位不得超

過六個；所屬二級機關內部輔助單位不得超過五個

。但醫院及警察、消防機關，不在此限。 

第十三條 直轄市之區設區公所，置區長一人、主任秘書一人

；人口在二十萬人以上之區，得置副區長一人，均

由市長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任免之、前項區公所內部

單位不得超過九課、室。 

有關直轄政府之組織系統可整理如下： 

 

市  副   秘 

－市－ 書 

長 長   長 

      

 

備註：1.未滿 200萬人，一級機關不得超過 29局、處、委員會 

2.200萬人以上者，一級機關不得超過 33局、處、委員會 

3.一級機關內部輔助單位不得超過 6個 

4.二級機關內部輔助單位不得超過 5個 

（資料來源：張正修，地方制度法理論與實用，民國89年，學林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所屬機關 
局、處、委員
會等一級機關

處、科、組、
室等內部單位

課、股 

二級機關 科、室、組等內部單位 股 

區公所－課室（內部單位，不得超過 9個課室）

專業機關 

公共造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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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台灣地區之直轄市如台北市和高雄市，均以此為準

則來組設其市政府之組織，從上述之規定可知直轄市在組織的

自主權較大，可是北、高兩市大體仍保留舊有體制，特別是「一

級所屬機關」的組織架構，仍民國是早期行政院為直接掌控派

出機關之各局處行政所設計之組織。民國八十三年直轄市自治

法特採報備制（即該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市政府組織規

程由市政府擬定，經市議會同意後，報請行政院備查。」），賦

予直轄市擬定組織與變更的權限，但現行地方制度法卻又將之

訂於組織準則內，結果直轄市組織權限受到限制而無彈性，加

上人事、警察、政風與主計體系採「一條鞭」制，直轄市在組

織建構上的自主權似乎受到有意的限縮。 

(二)縣市政府之行政組織設所屬機關之名稱爭議和必要性 

在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第十四條至第十八條之規定下，

有關縣市政府之行政組織規定如下： 

第十四條 縣（市）政府置縣（市）長一人，對外代表該（縣）

市，綜理縣（市）政，縣長並指導監督所轄鄉（鎮、

市）自治；置副縣（市）長一人，襄助縣（市）長

處理縣（市）政，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人口

在一百二十五萬人以上之縣（市），得增置副縣（市）

長一人，均由縣（市）長任命，報內政部備查、 

第十五條 縣（市）政府一級單位為局、室，依下列規定設立： 

一、縣（市）人口未滿二十萬人者，不得超過十四

局、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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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縣（市）人口在二十萬人以上，未滿七十萬人

者，不得超過十六局、室。 

三、縣（市）人口七十萬以上，未滿一百二十五萬

人者，不得超過十八局、室。 

四、縣（市）人口在一百二十五萬人以上，未滿二

百萬人者，不得超過十九局、室。 

五、縣（市）人口在二百萬人以上，未滿三百萬人

者，不得超過二十一局、室。 

六、縣（市）人口在三百萬人以上者，不得超過二

十三局、室。 

縣（市）政府所屬一級機關不得超過七局、處；所

屬二級機關得依業務性質，於所轄鄉（鎮、市、區）

分別設立之。 

第十六條 縣（市）政府一級單位主管或所屬一級機關首長，

除主計、人事、警察、稅捐及政風之主管或首長，

依專屬人事管理法律任免，一級單位主管中三人，

得由各該縣（市）長以機要人員方式晉用；人口在

一百萬人以上，未滿一百二十五萬人者，得增置一

人；人口在一百二十五萬人者，得增置二人外，其

餘均由縣（市）長依法任免之。 

縣（市）政府一級單位或所屬一級機關，除警察機

關，得置副首長一人至三人外，其餘編制員額在二

十人以上者，得置副主管或副首長一人，襄助主管

或首長處理事務，均由縣（市）長依公務人員任用



第五章  地方政府組織與人事員額之問題  115

法或各專屬人事管理法律任免之。 

第十七條 縣（市）政府一級單位下得設課、隊，最多不得超

過七個；其所屬一級機關下得設課、室，最多不得

超過十一個；其所屬二級機關下得設課、股、組、

室，最多不得超過八個。 

醫院及警察、消防機關不適用前項之規定。 

第十八條 市之區設區公所，置區長一人、秘書一人，均由市

長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任免。 

由此可知縣（市）政府之組織系統可整理如下之圖示： 

 

  

 

 

 

 

 

（資料來源：張正修，地方制度法理論與實用，民國89年，學林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縣
市
長 

副
縣
長 

主
任
祕
書 

一級單位：局、室 課、隊 

所屬機關 
一級機關：局、處 課、室 

二級機關 課、股、組、室

區公所課、室（僅市設，不得超過6個）

事業機關 

公共造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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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一級單位 

       

       

       

       

2.二級機關 

 

縣市政府組織中「機關」與「單位」二名稱之使用，有必

要予以釐清與統一。依中央政府機關組織基準法草案第三條規

定：「機關：就法定事務，有決定並表示國家意思於外部，而依

組織法律或命令設立，行使公權力之組織體。單位：基於組織

體之內部分工，於機關內所設立之組合體。」故機關為一獨立

之個體，具有對外個別表示意思與生效之組織體；單位則屬機

關內之分工，不能背離機關獨立存在。 

又依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規定，縣市政府須設「所屬機

關」，但是否確有必要？值得討論，例如前述「所屬機關」乃為

舊制下行政院對地方政府的一種控制，現為落實地方自治應該

人口 20萬以下者，不得超 14個局、室

人口 300萬以上者，不得超 23個局、室 

人口 200~300萬，不得超 21個局、室 

人口 125~200萬，不得超 19個局、室

人口 70~125萬，不得超 18個局、室 

人口 20~70萬，不得超 16個局、室 

 依業務性質於鄉鎮市區設置 

課股組室不得超過 8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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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一級單位」即可。 

(三)鄉鎮市公所行政組織與非自治法人之衝突地方行政機關組

織準則第十九條及第二十條規定如下： 

第十九條 鄉（鎮、市）公所置鄉（鎮、市）長一人，對外代

表該鄉（鎮、市），綜理鄉（鎮、市）政；其中人口

在三十萬以上之縣轄市，得置副市長一人，以機要

人員方式運作，襄助市長處理市政。 

一、鄉（鎮、市）人口未滿三萬人者，置秘書一人。 

二、鄉（鎮、市）人口在三萬人以上，未滿六萬人者，

置主任祕書一人、祕書一人。 

三、鄉（鎮、市）人口在六萬人以上，未滿十萬人者，

置主任祕書一人、祕書一人、專員一人。 

四、鄉（鎮、市）人口在十萬人以上，未滿二十萬人

者，置主任祕書一人、祕書一人、專員二人。 

五、鄉（鎮、市）人口在二十萬人以上，未滿三十萬

人者，置主任祕書一人、祕書一人、專員三人。 

六、鄉（鎮、市）人口在三十萬人以上，未滿五十萬

人者，置主任祕書一人、祕書一人、專員四人。 

七、鄉（鎮、市）人口在五十萬人以上，置主任祕書

一人、祕書一人、專員五人。 

鄉（鎮、市）公所除主計、人事、政風之主管，依

專屬人事管理法律任免外，其餘一級單位主管，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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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鄉（鎮、市）長依法任免之。 

第二十條 鄉（鎮、市）公所內部單位設課、室，其規定如下： 

一、鄉（鎮、市）人口未滿五千人者，不得超過六課、

室。 

二、鄉（鎮、市）人口在五千人以上，未滿一萬人者，

不得超過七課、室。 

三、鄉（鎮、市）人口在一萬人以上，未滿三萬人者，

不得超過八課、室。 

四、鄉（鎮、市）人口在三萬人以上，未滿十萬人者，

不得超過九課、室。 

五、鄉（鎮、市）人口在十萬人以上，未滿十五萬人者，

不得超過十課、室。 

六、鄉（鎮、市）人口在十五萬人以上，未滿三十萬

人者，不得超過十一課、室。  

七、鄉（鎮、市）人口在三十萬人以上，未滿五十萬

人者，不得超過十二課、室。 

八、鄉（鎮、市）人口在五十萬人以上，不得超過十

三課、室。 

前項規定，如情形特殊，得不設課、室。 

鄉（鎮、市）公所得依業務發展需要，設所屬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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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將鄉鎮市公所的行政組織系統整理如下圖： 

 

 

 

 

 

備註 

 

 

 

 

 

 

 

 

＊情形特殊，得不設課、室。 

（資料來源：張正修，地方制度法理論與實用，民國89年，學林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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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屬機關（依業務發展需求設所屬機關） 

事業機關 

公共造產 

人口 5000人以下，不得設超過 6個課、室 

人口 5000人∼1萬人，不得設超過 7個課、室 

人口 1萬人∼3萬人，不得設超過 8個課、室 

人口 3萬人∼10萬人，不得設超過 9個課、室 

人口 10萬人∼15萬人，不得設超過 10個課、室 

人口 15萬人∼30萬人，不得設超過 11個課、室 

人口 30萬人∼50萬人，不得設超過 12個課、室 

人口 50萬人以上，不得設超過 13個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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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為我國民主政治的最基層政治體制，它是政府行政

推動、執行政務的最低層單位，除提供地方住民實踐與參與民

主之場所，也是提供住民服務、需求的第一線。是以地方制度

法第五十七條乃規定鄉鎮市公所置鄉鎮市長一人，對外代表該

鄉鎮市綜理鄉鎮市政，由鄉鎮市民依法選舉之，任期四年，以

落實最基層的地方自治。然歷經五十年的實施，雖已實現民主

之制度，卻也因黑金派系之介入，而為人詬病，但是否變更該

層級的地方行政組織之性質，如由公法人團體轉為非自治法人

團體，鄉鎮長由官派而成為縣市之派出機關？現內政部於地方

制度法修正草案第十四條及第五十四條將鄉鎮市長由民選改為

由直轄市長、縣市長依法任免，並變成非自治法人團體，是否

會得到立院支持，而完成修法，尚有疑問。 

二．人事員額之僵化與過度沿用非正式編制人員 

(一)人事員額之設置與分配欠缺具體、明確之規定 

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對於地方自治團體中的員額設置採

所謂「總量管制」之方式，即設定總員額的最高限額度，而後

在該額度內加以運用、調整的方法，此即以「總量管制」方式，

訂定各級地方行政機關之員額設置基準。當然，醫院、警察及

消防機關之員額，並不適用之。 

然準則只管制地方自治團體之總額，至於各地方自治團體

如何將配置之人事員額分配於組織內之機關或單位？準則並未

明定。此舉造成各級行政機關人事員額之配置與運用有集中或

偏頗之缺失，導致人力浪費，因此準則第二十一條第三項規定：

「地方行政機關員額之設置及分配，應於其員額總數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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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下列因素決定：一、行政院員額管制政策及規定。二、業務

執掌及功能。三、施政方針、計畫及優先順序。四、預算收支

規模及自主財源。五、人力配置及運用狀況。」，應做更明確與

具體之修正或補充。     

(二)地方行政機關人事員額之設置基準彈性不大 

依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地方行

政機關之員額，包括各該地方行政機關公職人員、政務人員及

訂有職稱、官等之人員。第二項規定：「直轄市政府、縣（市）

政府、鄉（鎮、市）公所所屬各一級機關及所屬機關之員額，

由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於其員額總

數分配之；所屬二級機關之員額，由所屬一級機關於其員額總

數分配之。」以及第四項規定：「法律規定應設立之組織，其員

額應於員額總數中派充之。」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遂於民國八十八年九月六日制訂「行政

院員額管制政策及規定」如下： 

1.自民國八十八年七月一日起至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地方行政機關及立法機關員額成長率上限為二．七％。 

2.上述員額管制期間內，各地方行政及立法機關得修編增加編

制內職員高限，依下列規定計算： 

(1)以民國八十八年七月一日之員額作為計算成長率之基準

數。 

(2)地方行政機關員額成長率以各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

鄉（鎮、市）公所暨所屬各級行政機關為一計算單元。 

(3)地方行政機關、學校員額成長率計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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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直轄市政府：區分為一般行政機關、警察、消防及醫院。 

b.縣（市）政府：區分「行政機關」（包含警察、消防及一

般行政機關）、「學校」二類分別計算。 

c.鄉（鎮、市）公所：就各該鄉（鎮、市）公所暨所屬機

關合併計算。 

因此各級地方行政機關組織之總員額乃有下列之計算標

準： 

1.直轄市政府之總員額 

在地方制度法實施之前，直轄市政府之人事員額並無任何

之基準限制，但自地方制度法實施後，於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

則第二十二條規定：「直轄市政府之員額總數，除醫院及警察、

消防機構之員額外，轄區人口未滿二百萬人者，不得超六千五

百人；轄區人口在二百萬人以上者，不得超過一萬五千四百人。」

即直轄市政府之總員額數規定如下表： 

 直轄市人口 直轄市政府總員額數 

200萬以下 不得超過 6500人 

200萬以上 不得超過 15400人 

（資料來源：張正修，地方制度法理論與實用，民國89年，學林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而本條其規劃數額之基準，為參採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

草案之立法意旨，依據北高二市現有編制員額數，以成長 6.7%

之數額，明定各該直轄市政府之員額總數。 

2.縣市政府之總員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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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第二十三條規定：「縣（市）政府除

醫院、警察、消防機關之員額外，以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七月一

日之編制員額總數，為其總員額基準數。以該基準數加分配增

加員額之和，為各該縣（市）政府員額總數。前項分配增加員

額之計算方式如下： 

一、各該縣（市）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十二月底人口數除以全國

縣（市）總人口數所得商之百分之六十，為人口數所佔分

配比重。 

二、以各該縣（市）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十二月底面積除以全國

縣（市）總面積所得商之百分之十，為面積所佔分配比重。 

三、（市）自主財源比率除以全國縣（市）自主財源比率之和，

所得商之百分之三十，為自主財源所占分配比重。 

四、以各縣（市）政府合計增加員額總數之五千人乘以前三款

比重之和，所得之積數之整數為其分配增加員額。 

前項第三款縣（市）自主財源比率，係指各縣（市）八十

五年度至八十七年度之三年度歲入決算數中，扣除補助款收

入、公債及借款收入、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後之數額，占各

該縣（市）歲出決算數之平均值。」 

所以各縣市政府分配增加員額之計算公式為： 

5000人×( 

         

         

 

各該縣市人口數

23縣市人口總
×60%+ 

各該縣市面積 

23縣市面積總和
×10%+ 

各該縣市自主財源比率

縣市自主財源比率之和
×30% ) =各該縣市分配增加員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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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鄉鎮市公所之總員額 

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第二十四條規定： 

「各鄉（鎮、市）公所以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七月一日之編

制員額總數，為其總員額基準數，以該基準數加依下列規定增

加員額之和，為其員額總數： 

一、鄉（鎮、市）人口未滿三萬人者，最多增加三人。 

二、鄉（鎮、市）人口在三萬人以上，未滿六萬人者，最多增

加五人。 

三、鄉（鎮、市）人口在六萬人以上，未滿十萬人者，最多增

加十人。 

四、鄉（鎮、市）人口在十萬人以上，未滿二十萬人者，最多

增加十五人。 

五、鄉（鎮、市）人口在二十萬人以上，未滿三十萬人者，最

多增加二十人。 

六、鄉（鎮、市）人口在三十萬人以上，未滿五十萬人者，最

多增加三十人。 

七、鄉（鎮、市）人口五十萬人以上者，最多增加五十人。」 

此據此條文規定，並經計算民國88年7月1日後各鄉鎮市

增加員額總數為 1920人，其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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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市人口數 
現有鄉鎮

市個數 
增加員額 小計 

未滿三萬人者 160 3人 480人

三萬人以上未滿六萬人者 90 5人 450人

六萬人以上未滿十萬人者 39 10人 390人

十萬人以上未滿二十萬人者 18 15人 270人

二十萬人以上未滿三十萬人者 5 20人 100人

三十萬人以上未滿五十萬人者 6 30人 180人

三十萬人以上未滿五十萬人者 1 50人 50人

合  計 319 133人 1920人

（資料來源：張正修，地方制度法理論與實用，民國89年，學林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綜上所述，當前地方行政機關人事員額之總數計算，所考

量的標準最主要是以各地方政府的人口數、管轄面積及年度預

算為基礎，然而，各級地方政府在人口、面積與自主財源上均

不相同，若僅就此統一考量，組織人力的配置是否失當，值得

斟酌，建議可以加入業務量與功能效率面考量。何況，如依照

前述員額管制方式，將需5至10年才能完全充實地方行政組織

人力。因此，如何縮短時間，讓地方行政機關之組織能符合需

要，實為當前一大問題。 

三、機關單位設置與人事員額之落差 

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第三條規定，直轄市政府應訂定其

組織自治條例，並經直轄市議會通過，送行政院備查，且依此

訂定所屬機關之組織規程；縣市政府，則經縣市議會通過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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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其組織自治條例送內政部備查，並依此訂立所屬機關之組織

規程；鄉鎮市政府經鄉鎮民代表會通過，將其組織自治條例送

縣政府備查，且依此制定所屬機關組織規程。因此台灣地區各

級地方行政機關均依此設立其所需要的組織架構，並在該準則

第五條的分層設級律定下，依各地方的實際狀況，組成符合地

方狀況之行政機關組織。 

又為簡化組織，避免業務相同之機關重複設立，並輔以相

當的人事員額，該準則第六條及第七條有基本的組織機關設立

和調整的原則性規定，然若依現行台灣地區各級地方政府的組

織形態，我們可知其單位數和人事員額的配置，有著極大的不

同和落差。以縣市政府此層級的局處單位數和人事員額就有著

相當大的差異。以下就此提出相關問題，並加以討論： 

(一)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有「重直轄市而輕縣市，鄉鎮市不如縣

市」之情形 

雖依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第五條，直轄市與縣市均分二

層級設機關，但在該準則第十一條、第十五條中，卻予直轄市

政府於人口未滿 200萬人，最多可設29局處委員會，人口在200

萬以上不得超過 32局、處、委員會；縣市政府則在人口未滿200

萬人不得設超過 19局室，人口在 200萬以上，不得設超過 21

局室，人口在300萬以上，不得超過23局室，將直轄市政府與

縣市政府以人口比做機關單位數之限制，其同樣為 200萬以上

之人口，其一級單位之設置卻有至少 9個以上之差距，這種設

計實有商討之餘地。例如，台北縣之人口數於 87年 12月份總

數計為 3,459,642人，早已超過直轄市人口之標準，但礙於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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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最多只能設23個一級單位，不如直轄市同樣人口數之單

位數，雖謂台北縣因具城鄉混合之特性，但似應以準直轄市之

地位來規劃台北縣政府之組織。 

而鄉鎮市在該準則第二十條規定下，同樣以人口數來規定

內部單位數，最多不得設超過 13課室，然若以現今人口統計，

鄉鎮市人口數超過 30萬人以上，計有7個之多，並不比基隆市、

宜蘭縣、嘉義市等人口少，但單位組織設置卻差距 3個以上，

實有檢討之必要。 

(二)縣市政府組織依人口數劃分內部單位及配置人員數其公平

性有待考量 

依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第十五條規定，縣市政府組織附

屬機關數最多為 7個局處，但內部單位則依人口數而有不同的

單位數，例如台北縣與澎湖縣，其人口數各為 34,459,642與

89,463（87年12月底人口數），但兩縣市政府的一級單位數北

縣為23個，澎縣則為14個，差距達9個，而增加人事員額數

北縣為697人、澎縣為67人，差距達630人，其同為縣市級地

方政府，居然有如此大的差別。因此，在考量設置單位和增加

人事員額上的判斷標準是否合理，亦為應思考的方向。 

（三）鄉鎮市公所組織與冗員 

鄉鎮市公所組織與人員配置依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第十

九條及第二十條規定有其一定的標準，特別是在第二十條中規

定鄉鎮市公所如情形特殊，得不設課室，並得依業務發展的需

要，設所屬機關，似乎予以鄉鎮市公所在組織上相當大的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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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但依現行體制，鄉鎮市所管轄之村里，均設有村里幹事，

其上班時間，除上午於公所或村里辦公處辦公外，下午則以「村

里服務」為由而出差，有關之服務績效有待斟酌。因此在內政

部所召集之鄉鎮市代表會議中，曾有代表主張廢除村里幹事制

度，甚至對鄉鎮市公所中兵役課之業務量過少，亦多數建議廢

置。 

但礙於地方派系及既得利益之衝突，似乎對於精簡單位與

人力仍有努力的空間，若欲真的要廢除村里幹事制度，則配套

之措施須詳細規劃。例如，可以考慮以中央政府專業人員借調

至地方服務予以解決。 

（四）各級地方行政機關人事總員額之計算基準有檢證之必要 

在前述各級地方行政機關之總員額數，均有一套計算標準

和原則，但在此方式換算下，是否可考慮予以放寬，予以各級

地方政府更多的人力配置。並且，為提昇地方行政機關人員素

質或建立中央與地方政府人員輪調之機制，而在不違背「小而

精的政府」前題下，似可朝專業性與通才性並重及計算其都市

化程度和該地方之特性來編制人事員額。例如，現行各縣市政

府分配增加員額之總數為 5000人，其數據係經擬定計算公式

時，發現5000人為最適當的規模而採用之，然就其目的而言，

政策性的考量實大於數據性的考量，故對於 5000人之總額數，

並非不可改變。且有關計算公式的內容，除縣市人口數，面積

與自主財源比率外，應可思考加入地方業務特性和城鄉化比率

以求因地制宜之特色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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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解決方案及策略 

一、將地方政府中「所屬機關」之設置，予以精簡、合併、

調整或提高職等 

機關與單位之界定，於前已將其區別予以說明，為求地方

行政機關組織發揮自治的功能及內部權責管理上的順暢及明

確，宜修正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第二條，將該準則中所稱地

方行政機關，限縮於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等範圍，並將所屬

機關作一整體評估，性質及業務功能相同或類似的機關則予以

精簡、合併、調整，甚至可提昇其機關人員的職等，以提高整

體行政效率。同時，於該準則中有關地方行政機關內部機構，

統一以「單位」之名稱來代替「機關」，將原先所屬機關合併於

一、二級單位之內。此不僅可以擺脫中央政府以所屬機關之名

義而干涉地方行政事務，賦予地方政府更大的自主空間，亦可

簡化地方行政機關組織增加地方行政的效率，達到事權統一，

因地制宜之精神。 

二、配套調整地方行政組織架構及準直轄市組織之設立 

為簡化地方行政組織，除於修憲過程中將省級之地方行政

組織虛級化外，可考慮將現行鄉鎮市的地方行政組織非法人

化，歸併成為各縣市之所屬機關或派出機關，並以類似美國「市

經理制」之方式，遴派專業人才擔任首長，發揮行政管理之效

能，且受縣市政府管轄而非監督，即將地方行政機關之層級只

分為「直轄市政府和縣市政府」這兩級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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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鑑於現行有些縣市其人口數遠超過升格直轄市人口的數

目，例如台北縣三百多萬之人口，但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卻

將其縣市政府一級單位設有一定的限制，而無法與直轄市政府

相比，有礙當地政府之發展，而且不盡公平。因此，宜修正準

則中有關之規定，將第十五條縣市政府一級單位為局、室設置

之人口數基準，在超過二百萬人以上時，準用第十一條直轄市

政府局、處設置數目，同時為避免各縣市政府達到一定人口數

後，便積極爭取改制為直轄市，以獲取更多的資源，造成中央

政府之困擾，應一併修正「行政區域劃分法」來相互配合，以

貫徹精簡組織之效能。 

三、增訂地方行政首長人事利益迴避制度 

從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中，可以知道賦予直轄市長及各

縣市長相當大人事任免權，市長可依其權限任用符合資格之一

級單位首長以輔佐市政，對於各級地方政府之市長相當有利。

然而，為避免地方首長利用職權圖利，例如「賣官」之行為，

立法院在 89年 7月曾通過「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在該

法第五條至第七條規範地方首長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

或方法，圖其本人或關係人之利益，也不得與其服務之機關或

受其監督之機關為買賣、租賃、承攬等交易行為，而地方首長

在執行職務時，如因其作為或不作為而直接或間接使本人或其

關係人獲取利益時，應自行迴避等限制。所以，在地方行政機

關組織準則中，宜加入一條文，即「直轄市長及縣市長不得任

免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一級單位主管或首長： 

(一)直轄市長及縣市長之配偶或二親等內之親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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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直轄市長及縣市長本人或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 

(三)直轄市長及縣市長現為或曾為其營利事業機構之負責人或

監察人者。 

前項之情形，若經證明不足以生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

不在此限。」 

四、約僱人員制度合理化與法制化 

由於人事員額採「總量管制」，各地方政府有其人事員額數

的限制，然有時無法符合實際情況的需求，因此為解決臨時性

的業務工作，行政院乃授權地方行政首長依職權雇用非編制內

人員從事臨時性的工作，目前唯一的法規依據為「行政院暨所

屬機關約雇人員僱用辦法」，論其性質，約僱人員與地方政府之

關係為民法上的僱傭契約，且該辦法並非依法律授權制定之法

規。故在不違反相關人事法規的前題下，各級市長得約聘非編

制內人員為執行公務，此雖為地方自治於人事權自治之具體展

現，但為避免產生約僱人員過度膨脹之弊病，宜加強貫徹地方

行政機關組織準則第二十八條有關地方行政機關之聘（僱）用

人員、技工、工友人數及用人計畫，所需人事費用，應循預算

程序辦理，以及地方行政機關增加員額時，應配合預算之編列，

相對精簡現有聘（僱）用人員。同時增加一項規定：「有關聘（僱）

用人員相關事項，由地方議會或民意機關制定聘（僱）用人員

僱用自治條例辦理之。」來約制各級市長將人事任免權當成政

治資源的手段，並且完成約僱人員制度的法制化。 

五、建立彈性化的人事員額管制原則 

(一)以量的精簡，轉為質的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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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精簡組織與員額的前題下，「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草

案明定我國中央各級行政機關人事員額總數為 12萬人，此員額

數遠低於目前中央各機關組織法所規定編制員額預數的17萬2

千餘人。依據世界各國關於精簡政府組織人力的方法，可分為

「積極精簡」和「消極精簡」二種，而我國則參考日本、韓國

的做法以總量控制精簡人力，就目前所規劃的中央政府機關員

額總數12萬人，以公務員總數占總人口數之比例，乃遠低於法、

德、英、美等國，已屬相當精簡。 

因此，未來無論是中央政府或地方行政機關用人均應先行

評估，就現有預算員額調配、移撥，並以菁英主義為未來總員

額法施行後各機關用人的重要審核原則，以促使公務人員人力

品質的提昇。 

(二)平衡中央與地方人事員額之比例 

依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第二十三條所訂之縣市政府分配

增加員額的計算公式算出各縣市政府總員額數為 36084人，再

加上該準則第二十二條所定之直轄市總員額數合計最高不得超

過 30800人，地方級行政機關組織總員額數最高為 66884人，

二者合計員額數約為中央級行政機關人事員額數的 1/2。 

因此，為使地方行政機關組織能發揮其功能，並且將中央

與地方人事員額比例的調整作合理的規畫，宜制訂地方政府機

關總員額法，將地地方人事員額最高數額做一界定。 

(三)將都市化程度與地方業務特性納入增加員額計算公式 

如前所述，在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第二十三條之計算公



第五章  地方政府組織與人事員額之問題  133

式，產生了同級縣市政府的增加員額數相差太大之問題，又其

各縣市政府總員額數未必符合其實際現況與需要，因此該計算

公式宜將該縣市之都市化程度或工商狀況納入考量，即變更為： 

5000人×(               ×40%+                      ×20% + 

         

         

     

肆、結  論 

根據地方制度法與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地方政府人事

員額在「總量控制」下似乎擁有相當大的組織自主權與人事任

免權。但實際上，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的條文規範，使得地

方欠缺彈性以執行人事員額的管理，不僅不合實際，且造成同

級地方政府組織與員額數落差太大。另外，在考量精簡組織與

員額的前提下，中央政府以所謂「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將

機關人事員額總數訂為十二萬人，同時明定地方行政機關在人

事員額的增加上以增加總員額數為五千人為上限，來分配增加

各級地方行政機關組織人事員額數(直轄市除外)，試著以量的

減縮達成質的轉變。這也不符合人事員額的管理，所謂合理的

總員額數應須考慮當地地方政府的特性而做調整，不能僅以單

一公式做人事員額增加的依據。且中央政府機關有「中央政府

機關總員額法」作為人事員額規範的依據，地方政府卻無「地

方政府機關總員額法」之依據，似可考慮增訂地方行政機關員

各該縣市人口數

23縣市人口總數
各該縣市面積 

23縣市面積總和
×10% + 

各該縣市自主財源比率

縣市自主財源比率之和
×30%) 

=各該縣市分配增加員額 

各該縣市工商業人口數

23縣市工商業人口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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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彈性調整之機制。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四六七號曾解釋：「憲法上之各級地域

團體符合下列條件者：一、享有自治事項制定規章並執行之權

限，二、具有自主組織權，方得為地方自治團體性質之公法人」

以落實人事員額管理的諸多要求。明示地方行政機關擁有自主

組織之權。因此，如何在現行的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做一修

正，並做人事員額合理的分配，實為地方政府組織與員額設置

的重要問題！ 

總之，未來地方行政機關及人事員額之調整應可在人事資

源的有效規則下，追求以下目標：  

一、地方行政機關準則之法令位階從命令提高至法律的層次。 

二、健全及提昇地方行政機關管理的能力。 

三、中央與地方之關係應為監督與委辦並列，改變行政一體的

觀念，尊重地方自治權限。 

四、提高地方行機關人員素質，並從職等升高、專業能力強化，

和中央與地方公務人員輪替或借調，來改變地方政府人員

的素質。 

五、平衡人事員額及經費預算，避免有員額而無預算之情形，

適時調整地方財政。 

六、規範地方首長人事任免權，避免派系及黑金之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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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建議增修條文對照表 

原條文 建議增修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準則所稱地方行政
機關，指直轄市政府、
縣(市)政府、鄉(鎮、
市)公所及其所屬機
關。但不包括所屬事業
經營、公共造產性質機
關(構)。 

第二條： 
本準則所稱地方行政機
關，指直轄市政府、縣
(市)政府及其所屬機
關。但不包括所屬事業
經營、公共造產性質機
關(構)。 

 
 
取消鄉鎮市地
方自治團體的
性質，爰以刪
除。 

第十一條 
直轄市政府所屬一級
機關，人口未滿二百萬
人者，不得超過二十九
局、處、委員會；人口
在二百萬人以上者，不
得超過三十二局、處、
委員會。直轄市政府所
屬一級機關首長，除主
計、人事、警察及政風
首長，依專屬人事管理
法律任免外，其餘職務
均比照簡任第十三職
等，由市長任免之。前
項所屬一級機關得置
副首長，除法律另有規
定外，均由市長依公務
人員任用法任免之。 

第十一條 
直轄市政府所屬一級機
關，人口未滿二百萬人
者，不得超過二十九
局、處、委員會；人口
在二百萬人以上者，不
得超過三十二局、處、
委員會。直轄市政府所
屬一級機關首長，除主
計、人事、警察及政風
首長，由市長依專屬人
事管理法律任免外，其
餘職務均比照簡任第十
三職等，由市長任免
之。前項所屬一級機關
得置副首長，除法律另
有規定外，均由市長依
公務人員任用法任免
之。 

 
 
擴大直轄市長
人事任免與管
理之權限，便於
人事管理之順
暢，並避免中央
與地方之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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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縣(市)政府一級單位
為局、市，依下列規定
設立： 
一、縣(市)人口未滿二
十萬人者，不得超
過十四局、室。 

二、縣(市)人口在二十
萬人以上，未滿七
十萬人者，不得超
過十六局、室。 

三、縣(市)人口在七十
萬人以上，未滿一
百 二 十 五 萬 人
者，不得超過十八
局、室。 

四、縣(市)人口在一百
二 十 五 萬 人 以
上，未滿二百萬人
者，不得超過十九
局、室。 

五、縣(市)人口在二百
萬人口以上，未滿
三百萬人者，不得
超過二十一局、
室。 

六、縣(市)人口在三百
萬人以上者，不得
超過二十三局、
室。 

縣(市)政府所屬一級

第十五條 
縣(市)政府一級單位為
局、市，依下列規定設
立： 
一、縣(市)人口未滿二
十萬人者，不得超
過十四局、室。 

二、縣(市)人口在二十
萬人以上，未滿七
十萬人者，不得超
過十六局、室。 

三、縣(市)人口在七十
萬人以上，未滿一
百二十五萬人者，
不得超過十八局、
室。 

四、縣(市)人口在一百
二十五萬人以上，
未滿二百萬人者，
不得超過十九局、
室。 

五、縣(市)人口在二百
萬人口以上，準用
第十一條第一項。

縣(市)政府所屬一級機
關不得超過七局、處；
所屬二級機關得依業務
性質，於所轄鄉(鎮、
市、區)分別設立之。 

將人口數與直
轄市等同之縣
市提昇其組織
架構，視為「準
直轄市」之地
位，此符合實際
情形。爰修正增
列 準 用 之 規
定，並刪除第一
項第六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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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不得超過七局、
處；所屬二級機關得依
業務性質，於所轄鄉
(鎮、市、區)分別設立
之。 

第十六條 
縣(市)政府一級單位
主管或所屬一級機關
首長，除主計、人事、
警察、稅捐及政風之主
管或首長，依專屬人事
管理法律任免，一級單
位主管中三人，得由各
該縣(市)長以機要人
員方式進用；人口在一
百萬人以上，未滿一百
二十五萬人者，得增置
一人；人口在一百二十
五萬人者，得增至二人
外，其餘均由縣(市)長
依法任免之。 
縣(市)政府一級單位
或所屬一級機關，除警
察機關得置副首長一
人至三人外，其餘編制
員額在二十人以上
者，得置副主管或副首
長一人，襄助主管或首
長處理事務，均由縣
(市)長依公務人員任

第十六條 
縣(市)政府一級單位主
管或所屬一級機關首
長，除主計、人事、警
察、稅捐及政風之主管
或首長，由市長依專屬
人事管理法律任免，一
級單位主管中三人，得
由各該縣(市)長以機要
人員方式進用；人口在
一百萬人以上，未滿一
百二十五萬人者，得增
置一人；人口在一百二
十五萬人者，得增至二
人外，其餘均由縣(市)
長依法任免之。 
縣(市)政府一級單位或
所屬一級機關，除警察
機關得置副首長一人至
三人外，其餘編制員額
在二十人以上者，得置
副主管或副首長一人，
襄助主管或首長處理事
務，均由縣(市)長依公
務人員任用法或各專屬

擴大縣市長人
事任免與管理
之權限，便於人
事 管 理 之 順
暢，並避免中央
與地方之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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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或各專屬人事管
理法律任免之。 

人事管理法律任免之。

第十九條 
鄉(鎮、市)公所置鄉
(鎮、市)長一人，對外
代表該鄉(鎮、市)，綜
理鄉(鎮、市)政；其中
人口在三十萬以上之
縣轄市，得置副市長一
人，以機要人員方式運
作，襄助市長處理市
政。 
山地鄉鄉長以山地原
住民為限。 
鄉(鎮、市)公所依鄉
(鎮、市)人口數置下列
人員，均由各該鄉
(鎮、市)長依法任免
之： 
一、鄉(鎮、市)人口未
滿三萬人者，置秘
書一人。 

二、鄉(鎮、市)人口在
三萬人以上，未滿
六萬人者，置主任
秘書一人、秘書一
人。 

三、鄉(鎮、市)人口六
萬人以上，未滿十
萬人者，置主任秘

第十九條 
縣(市)之鄉(鎮、市)設
鄉(鎮、市)公所，置鄉
(鎮、市)長一人，對外
代表該鄉(鎮、市)，綜
理鄉(鎮、市)政；其中
人口在三十萬以上之縣
轄市，得置副市長一
人，以機要人員方式運
作，襄助市長處理市政。
山地鄉鄉長以山地原住
民為限。 
鄉(鎮、市)公所依鄉
(鎮、市)人口數置下列
人員，均由各該鄉(鎮、
市)長依法任免之： 
一、鄉(鎮、市)人口未
滿三萬人者，置秘
書一人。 

二、鄉(鎮、市)人口在
三萬人以上，未滿
六萬人者，置主任
秘書一人、秘書一
人。 

三、鄉(鎮、市)人口六
萬人以上，未滿十
萬人者，置主任秘
書一人、秘書一

取消鄉(鎮、市)
地方自治團體
法人性質，爰以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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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一人、秘書一
人、專員一人。 

四、鄉(鎮、市)人口在
十萬人以上，未滿
二十萬人者，置主
任秘書一人、秘書
一人、專員二人。 

五、鄉(鎮、市)人口在
二十萬人以上，未
滿三十萬人者，置
主任秘書一人、秘
書一人、專員三
人。 

六、鄉(鎮、市)人口在
三十萬人以上，未
滿五十萬人者，置
主任秘書一人、秘
書一人、專員四
人。 

七、鄉(鎮、市)人口在
五 十 萬 人 以 上
者，置主任秘書一
人、秘書一人、專
員五人。 

鄉(鎮、市)公所除主
計、人事、政風之主
管，依專屬人事管理法
律任免外，其餘一級單
位主管，均由鄉(鎮、
市)長依法任免之。 

人、專員一人。 
四、鄉(鎮、市)人口在
十萬人以上，未滿
二十萬人者，置主
任秘書一人、秘書
一人、專員二人。

五、鄉(鎮、市)人口在
二十萬人以上，未
滿三十萬人者，置
主任秘書一人、秘
書一人、專員三人。

六、鄉(鎮、市)人口在
三十萬人以上，未
滿五十萬人者，置
主任秘書一人、秘
書一人、專員四人。

七、鄉(鎮、市)人口在
五十萬人以上者，
置主任秘書一人、
秘書一人、專員五
人。 

鄉(鎮、市)公所除主
計、人事、政風之主管，
依專屬人事管理法律任
免外，其餘一級單位主
管，均由鄉(鎮、市)長
依法任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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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條 
縣(市)政府除醫院、警
察、消防機關之員額
外，以中華民國八十八
年七月一日之編制員
額總數，為其總員額基
準數。以該基準數加分
配增加員額之和，為該
縣(市)政府員額總數。 
前項分配增加員額之
計算方式如下： 
一、以各該縣(市)中華
民國八十七年十
二月底人口數除
以縣(市)總人口
數所得商之百分
之六十，為人口數
所佔分配比重。 

二、以各該縣(市)中華
民國八十七年十
二月底各縣(市)
面積除以縣(市)
總面積所得商之
百分之十，為面積
所佔分配比重。 

三、以各該縣(市)自主
財源比率除以縣
(市)自主財源比
率之和，所得商之
百分之三十，為自
主財源所佔分配

第二十三條 
縣(市)政府除醫院、警
察、消防機關之員額
外，以中華民國八十八
年七月一日之編制員額
總數，為其總員額基準
數。以該基準數加分配
增加員額之和，為該縣
(市)政府員額總數。 
前項分配增加員額之計
算方式如下： 
一、以各該縣(市)中華
民國八十七年十二
月底人口數除以縣
(市)總人口數所得
商之百分之四十，
為人口數所佔分配
比重。 

二、以各該縣(市)中華
民國八十七年十二
月底工商業總人口
數除以縣(市)工商
業人口數所得商之
百分之二十，為工
商業人口數所佔分
配比重。 

三、以各該縣(市)中華
民國八十七年十二
月底各縣(市)面積
除以縣(市)總面積
所得商之百分之

增列縣市工商
業人口數比例
為分配增加人
事 員 額 的 依
據，以為合理配
置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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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 
四、以各該縣(市)政府
合計增加員額總
數之五千人乘前
三款比重之和，所
得之積數之整數
為其分配增加員
額。 

前項第三款縣(市)自
主財源比率，係指各縣
(市)八十五年度至八
十七年度之三年度歲
入決算數中，扣除補助
款收入、公債及借款收
入、移用以前年度歲計
賸餘後之數額，占各該
縣(市)歲出決算數之
平均值。 

十，為面積所佔分
配比重。以各該縣
(市)自主財源比率
除以縣(市)自主財
源比率之和，所得
商之百分之三十，
為自主財源所佔分
配比重。 

四、以各該縣(市)政府
合計增加員額總數
之五千人乘前四款
比重之和，所得之
積數之整數為其分
配增加員額。 

前項第四款縣(市)自主
財源比率，係指各縣
(市)八十五年度至八十
七年度之三年度歲入決
算數中，扣除補助款收
入、公債及借款收入、移
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後
之數額，占各該縣(市)
歲出決算數之平均值。

第二十八條 
地方行政機關之聘
(僱)用人員、技工、工
友人數及用人計劃所
需人事費用，應循預算
程序辦理。 
地方行政機關增加員

第二十八條 
地方行政機關之聘(僱)
用人員、技工、工友人數
及用人計劃所需人事費
用，應循預算程序辦理。
地方行政機關增加員額
時，應配合預算之編

賦予直轄縣市
長及縣(市)長
人事任免權擴
大 之 法 源 依
據，並增強地方
立法權監督行
政權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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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時，應配合預算之編
列，相對精簡現有聘
(僱)用人員。 

 
 
 
 
 

列，相對精簡現有聘
(僱)用人員。 
有關聘（僱）用人員相
關事項，由地方議會或
民意機關制定聘（僱）
用人員僱用自治條例，
辦理之。 

第二十八條之一 
直轄市長及縣市長不得
任免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為一級單位主管或
首長： 
一、直轄市長及縣市長
之配偶或二等親等
內之親屬。 

二、直轄市長及縣市長
本人或配偶信託財
產之受託人。 

三、直轄市長及縣市長
現為或曾為其營利
事業機構之負責人
或監察人者。 

前項之情形，若經證明
不足以產生執行職務有
偏頗之虞者，不在此限。

 
 
 
 
 
 
 
 
一、本條例係增
列。 
 
二、避免直轄市
長及縣(市)長
濫用人事任免
權，爰增列迴避
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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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地方政府組織與人事員額問題之研究審查
會議記錄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九十年二月廿二日（18：30至21：00） 

【開會地點】：國立政治大學綜合院館北棟七樓 

【主持人】：劉佩怡博士（玄奘大學通識中心講師） 

【與會學者專家】：（依姓氏筆畫排列） 

張正修博士（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蔡良文博士（考試院副秘書長） 

【會議記錄】： 

主持人： 

首先謝謝兩位教授專程到政大給予我們指導，這次會議的

目的主要是針對「地方政府組織與人事員額問題之研究」，請兩

位給予我們寶貴的意見。 

張正修博士： 

個人提出以下幾個思考方向，提供研究單位參考： 

一、行政區劃分的問題：各界對於地方制度的前景有許多不同

的思考方向，雖已討論很久但都難以形成共識，這當中牽

涉到鄉鎮市應否廢除的問題，以及台北縣市、高雄縣市、

台中縣市甚至是台南縣市等大都會區應否合併為直轄市的

問題。個人認為若能先就目前的架構歸納出一個方向，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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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各種方案列出並以學理為基礎來作討論，是較可行的處

理方式。 

二、地方府會關係的問題：地方行政與立法機關之間的衝突層

出不窮，造成地方公共事務難以推動，其原因在於制度本

身就會讓府會之間很難融合。國內雖然已經推行地方自治

的概念，但綜觀所有相關法規，其規定都是本法在中央主

管機關為內政部、在省市為省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這導致地方行政機關的首長權力很大，議會擁有的權力卻

很小，所以議會僅能透過對預算的杯葛來加以制衡；以目

前南投縣的情況為例，彭百顯縣長就遭遇到預算永遠無法

通過的難題。由於議會和地方首長之間存有相當大的摩

擦，地方公共事務就會很難推動，若不能從制度上作改變

並賦予地方議會更大的權力，未來將會有更多的問題出現。 

三、地方公務人員的分發的問題：目前制度的規定是由考試院

來分發，地方首長只能接受，可是從中央與地方分權的觀

念來看，地方不應連任免的權力都沒有，這是一個存在已

久大的問題。個人認為德國、法國的制度設計都相當先進，

但考慮到國情不同的因素，國內實施地方自治可參考日本

的那一套方法，日本的制度設計至少在概念上非常清楚，

而我們台灣到現在還沒有辦法做到這樣的地步，許多概念

都還相當模糊。 

四、地方組織設置的問題：就管理概念來看，現今的鄉鎮、縣

市政府可以設置的一級單位包括了政風室、人事室以及主

計室，但鄉鎮市政府的組織編制本來就相當有限，這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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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一旦設置，其它推行業務的單位的設置勢必受到限

制，這已經不僅僅是「一條鞭」的問題。個人認為此三單

位的人員可以留下，但不要設組織，否則組織設置空間就

會變得很小。本來訂定行政組織準則的目的就是要讓地方

首長有彈性去運用，強迫設置這幾個一條鞭的單位將使他

難以施展。這個問題也造成地方政府與法務部、主計處及

人事行政局等單位間很大的衝突，因為法務部等單位一直

堅持這些組織的設置不能改變。總而言之，這個問題不是

人事行政的問題，而是組織的問題，應要靠內部的溝通才

能解決。 

五、主計、人事等權限劃分的問題：個人認為我們可以給主計

處、人事行政局或考試院有很強的監督權，但不應有人事

的分派及調動權，否則一旦發生衝突的情形，地方首長將

很難執行其政策。真正實施地方自治，主計和人事等單位

不應有一條鞭的概念，因為那是共治而非自治。此外需要

考慮的是，地方長期以來養成了依賴中央的習慣，往往缺

少反應能力，現在若要實施地方自治的話就不能什麼事都

依賴中央，地方要有反應及管理的能力。 

六、地方自治制度建構的問題：個人認為國人若對於地方自治

存有疑懼，可以分成幾個階段來實施，並考慮建構機械式

的地方自治制度，像法國內政部那樣龐大的行政監督系統

就相當值得參考。此外法國亦有很強力的中央建構系統，

他們行政基礎很強，萬一地方議會發生錯誤可以解散，我

國早期自治綱要實施的時期亦有此種規定，就是跟法國學

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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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所屬機關的問題：早期因一條鞭的關係，設置了像警察局、

環保局、衛生局等附屬機關，但事實上它要受到兩方面的

指揮監督，一邊是縣長，一邊是主管機關。後來是因地方

自治的實施而設立所屬機關，所以說所屬機關幾乎都是以

前附屬機關留下的。像各個位於台北市的公營事業中都有

許多主計人員，由於台北市機關單位都是一級機關，原本

都有人事人員、主計人員的編制，這些公營事業中的主計

人員在民營化之後對地方政府來形成了很大的負擔，造成

每個單位都要各自辦理這些事項而不能統合，這都是以前

機關留下來的問題。 

八、都市制度的問題：目前台灣人口達到五萬的都市超過九十

個，其中板橋市人口已達五十幾萬，中壢亦已經是桃園的

一個都會圈，像台中的大里、豐原、太平這些地區人口也

都超過十萬，卻均用縣轄市的制度來處理，造成都市問題

沒有辦法解決，而人員又不斷在增加。此一問題應由中央

來解決，因為按照組織來講跨級的要由中央來統籌，但是

中央又無明定責任的歸屬，造成問題的複雜化。此外，個

人認為國內都市體制最大的缺點，在於都市一旦發展之後

就被獨立成直轄市或省轄市、縣轄市，造成人口的集中化，

此種制度若不改變將會造成很大的問題。 

蔡良文博士： 

個人對於這篇文章的意見可分成下列幾點來說明： 

一、地方人員素質不佳的問題：用考試來分發的人員素質並不

會差，因為錄取率僅有3%到5%不等，但這些人員一直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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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往中央跑，造成地方人員的素質長期以來一直無法提

升，因此會有在縣市服務五年才能請調的規定。常任文官

制度往往流於僵固，造成首長想做事卻無人可用，年輕的

進來一下又要走，留下來的又是一些和地方派系勾結或是

不願意接受挑戰的。此一情況目前已逐漸改善，因在精省

之後職務列等大幅提高，讓很多人願意下鄉，簡單的來說

本來縣市的一級主管是九職等，現在提升為十職等或十一

職等，而副縣市長本來是沒有的，現已設置一名並比照十

二職等；縣市首長在用人方面亦更具彈性，至少可有五個

機要人員，讓他能夠找一些比較特殊的人才。在制度上的

職務列等以及放寬人事任免等問題，漸進來說都是可以改

進的。 

二、文官長制度的重要性：目前很多縣市的局處首長都只有高

中學歷，當局處首長的專業認知不足、對文官體制發揮不

了功能時，對人事、主計等事項就會有誤解、排斥。所以

我們一直倡導各級縣市政府要設有主任秘書，這樣等於是

設立一個文官長制度。文官長制度對於整個人事法制和相

關法制和專業知能上面都能有所因應，至少在面對不同縣

市長時，仍然不會受到影響能很具體的發揮。譬如說所有

的人事、政風、主計單位都無法刁難考試院，因為我們對

法制的瞭解比他們更清楚，專業知能也更充足，由此可見

文官長制度的重要性。 

三、個人對於約聘顧人員的問題的一些感想：約聘顧人員在一

個機關裡面大約只佔百分之五而以，比例並不是非常大，

人數也不是很多，真正多的是臨時的約聘人員；那臨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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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的經費是從何而來的呢？主要是從業務經費而來。目前

有好幾個縣市長從中央立法院轉任到縣市長單位去，常說

發不出薪水，其實這裡面是有學問的：若把人事費編的很

少，業務費編得很大，就可以選取一些臨時的約聘人員，

這些人員的薪水又可以從業務費裡面付；人事費地方發不

出來，中央一定得付，這就是編領預算的技巧問題。如此

一來人事又可以調整，業務又可以推動，又能達成業績目

標。 

四、就文章內容部分，個人提出下列較具體的說明： 

(一)關於各級組織落差很大或是人事員額差距太懸殊的問題，

我基本上的看法是，這個有時候各級政府的組織結構有落

差，應該是屬於一種正常的現象。本來政府存在就是為民

服務，故組織結構的規模取決於他所需服務人數的多寡。

建議在前言應該提出張教授之前所提的都市制度的問題，

要不然我會覺得本研究基本上出發點就有偏差。 

(二)再來是文章內容的部分，個人對此提出一個粗淺的看法，

文中提到它有不符實際需求，那應把它不符實際需求具體

的原因加以說明，以避免使推論過於空洞。其次是直轄市

的部分，它除了是自治團體之外，又具有執行中央委辦事

務的義務，因此它事實上也有派出機關的性質，由此可見

直轄市的性質是跟目前縣市政府的性質是不一樣的。那未

來縣市政府是不是能夠提升仍有問題，因為縣市政府還沒

有完全發揮地方自治的精神。我們只能說它在這方面的法

治能力還有相當待改善的空間。地方自治已經實施那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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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但很多地方制度法授權給它的事項，它還沒有完全的

去發揮運用，很可能是因為一些潛藏的原因。若是人才欠

缺的問題，可將職位作調整，人才就願意進來；譬如說原

本九職等薪水六萬元，升到十一職等一個月就八九萬元，

十一職等再加上其它的加級，那就有十幾萬元了。 

(三)文中提到警政人事權受到行政控制徒增中央與直轄市的衝

突和不便，我的淺見是因為很多人借用這種問題來凸顯不

同黨派在互相較勁的問題。事實上目前不論人事、主計、

警政等主管機關的態度已經是相當卑微，對於人事問題通

常是薦三舉一，如果不滿意就再換三個人選，這已經是相

當尊重的了。之所以仍有此種議題存在，原因在於政治性

的目的或媒體的炒作，我想這是實然的部分。 

(四)所屬機關乃是舊制下行政院一種控制的組織，早期若如此

推論我們不能否認，但與現階段的情況是存有誤差。以目

前設立的文化局、都發局等單位為例，這事實上是組織結

構的調整的問題，且其本身已有獨立的運算與編制，其組

織法制亦應獨立出來，這方面應從好的方面來看。 

(五)鄉鎮如果擁有了法人的性質以後，它的組織和人事員額的

規劃部份，是個很重要的議題，特別它是能不能真正脫離

派系的問題；事實上它的組織結構和非自治法人之間的衝

突是屬於民主價值、專業價值的問題，故此一部分可再做

斟酌。 

(六)探討約僱人員問題真正原因在哪裡，是否與憲法規定的地

方制度法的精神相呼應，個人初步的建議是將憲法和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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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法看過然後再對這個部份加以對照。我們對臨時人員

裡已經有很多的條例，有聘用條例、派用條件，因為我們

有聘任和約聘人員的人事條例，這都有具彈性的人才任用

的標準，所以在法制上我們做了，但因在立法院並沒有通

過，所以我們對文化、科技人才暫時是不可以鬆綁的。 

主持人： 

感謝二位教授不吝抽空撥冗來此共同參與討論，並提供了

許多相當寶貴的建議與研究方向；包括張教授提出的上層的問

題，以及蔡教授提供的理想修正方式，要如何在前言及結論的

部分加以陳述，都相當值得研究人員再去深入思考。我們一定

會參照兩位的意見，將本案的內容作全盤的考量與調整。 

【散  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