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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2000 年台灣歷經華人世界首次的政黨輪替，台灣的民主政治

邁入全新的時代，以往政務團隊半世紀永續執政的可能性不

再，取而代之的是常態性的「陌生人」(strangers)以「政治

任命人員」(political appointees)的身分進入政府，扮演

「政務領導」(executive leadership)的角色，對於「行政

部門」(executive branch)產生全新的意義。未來「新政

府、舊官僚」將是政黨輪替下的民主常態，新上任的政務官

如何領導官僚體系，以及如何與事務官互動，將是未來政務

體系應當面對的重大課題。本研究透過次級資料分析、專家

座談、以及深度訪談 40 位經驗豐富之政務官與事務官，探索

政務事務互動體制以及互動策略等相關議題。研究發現，政

務官與事務官的互動介面上，「上級的人事佈局」、「政務

官的個人作風」、「團隊磨合與衝突」將會影響到政務官與

事務官的互動關係，而消極配合、衝突與積極合作是事務官

與政務官在當前的體制下所呈現的互動策略。在體制層面，

當前「憲政運作存在的弔詭」、「人才培養與招募」以及

「治理經驗的傳承與接軌」將是未來台灣民主社會應當要面

對的挑戰。最後，研究團隊試圖建立量化測量工具，作為未

來汲取更全面政務與事務互動經驗的基礎。 

中文關鍵詞： 政務官、事務官、政治行政二分、政務事務關係、政務領導 

英 文 摘 要 ： In 2000, Taiwan’s government has experienced the 

first-ever’party turnover’ in Chinese society. This 

unprecedented experience brings Taiwan’s democracy 

into a whole new political field. Before 2000, the 

ruling KMT in Taiwan had its permanent political 

power of appointing the executive leaders for 

government； however, in nowadays, these executive 

leaders would easily’come and go’depending on the 

winning of the election. Therefore, these’political 

appointees,’who are just like ’the strangers’to 

the government, have given a new meaning to Taiwan’s 

executive branch. As party turnover becomes normal, 

the concept of ’new government with old 

bureaucracy’ would be an important issue which 

Taiwan’s political leaders have to face in the 

future. At issues are how new arriving political 

appointees lead bureaucracy successfully and what are 

their strategies for interacting with civil servants?

 In order to map the interaction system between 

political appointees and civil servants, and the 



interaction strategies they used, this project has 

conducted secondary data analysis, focus group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more than 40 experienced 

political appointees and senior civil servants. The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top leader’s 

appointment strategies,’ ’the personality of 

political appointee,’ and ’the collaboration and 

conflict within the executive team’ are the key 

elements affect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olitical 

appointees and civil servants. The research also 

demonstrates that’negative cooperation,’ ’positive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are the main 

interaction strategies. However, in the future,’the 

paradox of the constitutional 

implementation,’ ’training and recruitment of 

political appointees,’ and ’sharing and passage of 

governing knowledge’ would be the major challenges 

for Taiwan’s democracy. Finally, through the 

research, this project also develops a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 to depict more broadl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olitical appointees and civil servants. 

 

英文關鍵詞： political appointees, civil servants, politics-

Administration Dichotom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olitical appointees and civil servants, the 

executive l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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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比勝選更重要的事是治理一個國家，那才是一個政黨最關鍵且最終的考

驗，當選舉的激情消逝，選舉旗海與鎂光燈逐漸暗淡的時刻來到，不可

規避的責任就橫在我們的眼前。 

- Adlai Stevenson, July 26, 1952
1
 

現在的問題則是沒有良好的途徑培植政務人員。常務人員隨時有可能調

為政務人員，一旦調為政務人員，專業的延續性就沒有了。…如果常常

從專才裡面尋找具有專業經驗的人，但欲改任其為政務官而沒有經過一

適當的通識教育以培養宏觀的見識，是沒辦法訓練出一個第一等的人才

的。這是中華民國的政務官與常務官責任混淆後所產生的一種毛病。 

-許倬雲, 10.10.1997
2
 

2000 年台灣經歷了華人世界有史以來的第一次政黨輪替，從成立以來，長

期作為反對黨的民進黨在 2000 年取代執政長達 50 年的國民黨，成為新的執政

黨，並在 2004 年的總統大選後繼續執政；然而，選舉只是民主政治的一半經驗，

如上美國 1952 年民主黨總統候選人 Stevenson 所言，選舉過後的日子，才是政務

團隊真正考驗的開始，台灣民主政治從政黨輪替開始進入全新的時代，特別是政

務團隊半世紀永續執政的可能性不再，取而代之的是常態性的「陌生人」

(strangers)以「政治任命人員」(political appointees)的身分進入政府扮演「政務領

導」(executive leadership)的角色，「行政部門」(executive branch)因此將會有全新

的意義。 

比方說，從在 2000 年民進黨執政初期，「新政府、舊官僚」之間的衝突與磨

合經常佔據媒體頭版，就是一個有趣且重要的議題。長期來看，「新政府、舊官

僚」是政黨輪替下的民主常態，關鍵問題是政務團隊的認知與心態，以及相對於

事務系統，面對政策績效不彰的結果時，應該負起怎樣的政治管理責任，這種責

任不只是作不好就下台而已，而是我國的學界與實務界是否已經有足夠的知識，

有系統地提供政治管理知能，協助政務人員進行統治，這正是台灣民主治理議題

的核心之一；近年來「只會選舉，不會治國」的說法，多少反應這個議題的重要

性，而民眾對於中央級政務人員形象認知的下滑3，多少也讓學界與實務界開始

思考政治任命人員的品質與功能的問題。 

事實上，政務人員的養成訓練在我國政府以訓練常任文官為主的政府體系當

                                                      
1
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 Adlai Stevenson 於 1952 年代表大會上接受題名演說內容，轉引自

Straling (2008: 1) 。 
2
經濟日報，1997.10.10，18 版，副刊企管，題目：「從歷史看組織（2）：組織與效率」。 

3
台灣透明組織的調查顯示，民眾對中央政府首長與主管的認知，從 92 年的 14 名，下滑到 95 

年的 18 名，資料請參台灣透明組織網站：

http://www.ti-taiwan.org/ch.files/pdf.files/1210press%20releas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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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是一個亟待開發的領域，從前面許倬雲院士在政黨輪替前所談到的政務人員

訓練的問題，即便在國民黨以高階事務人員拔擢的方式下，仍然是存在的。因此，

未來台灣不論哪一次的總統大選，結果不論哪一個政黨當選，將由新選出的總統

以政治任命團隊組成政府領導階層，這個階層的運作對於我國政府治理績效的影

響，一直被學界與實務界所忽略，2000 年民進黨勝選後執政之初所面臨「新政

府、舊官僚」的衝突是否將再產生？在新政府下，以政務官為主與高級事務官員

的互動過程與模式為何？有哪些變因解釋這些不同的互動模式與過程？而這些

過程與民進黨執政初期政務人員與事務人員關係的樣態有何異同？其原因為

何？更重要的，從這些問題的答案當中，學界與實務界該如何粹取有用的治理知

識，提供更多將要進入政府的「陌生人」儘早進入狀況，作一個稱職有績效的政

務領導者？ 

一、 研究目的 

對於前述問題的解答，在學術上有其重要的意涵。首先，就比較行政的角度

而言，在第三波民主化的潮流下，許多轉型中的國家，如南非、南韓、蒙古以及

台灣等，經歷了首次的政黨輪替，因此研究焦點逐漸從民主化移轉到國家建立

(state-building, Fukuyama 2004)。這些國家在政黨輪替後採行西方國家的民主制

度，其中，西方民主國家為了平衡「民主回應(democratic responsiveness)」與「專

業(professionalism)」，或者「控制(control)相對於「績效(performance)」的價值，

在制度設計上透過一連串的授權關係（陳敦源 2002），來達到民主的課責與回

應。其中最核心的設計是「政治任命人員」與「事務官」的分野，這其中，又以

政治任命人員團隊的組織與經營最為關鍵。在理論上前者負責政策的規劃，隨政

黨進退，後者負責執行，受到永業的保障，這個移植自西方民主國家的制度設計，

在強調權威(authority)且未具備民主文化及歷史根源的東方新興民主國家運作情

形如何？台灣過去八年實施的經驗除可作為跨國家的比較，也可作為面臨轉型國

家的參考。 

其次，就民主行政的領域而言，過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靜態的理論探討(陳

敦源 2002)、體制設計的研究、行政─立法關係，或者是兩者個別的研究，政務

任命人員與文官的互動過程，可說是一個少為人碰觸的黑盒子，然而兩者的互動

不僅牽涉到民主政治的落實、政權的穩定、政策的制定及資源的分配，更牽涉到

政策的穩定及執行的良窳。對於該主題有系統的實証研究將可彌補民主行政領域

中一個重要但脫落的環節。 

其三，就政治管理(Starling 2005)的領域而言，作為公共管理者的高階文官，

必須面對環繞在官僚體系的外在環境，對上必須面對立法部門以及政務任命人員

（馬紹章 1998），對外必須處理與媒體（黃榮護 1998）、利益團體或政策利害關

係人以及一般民眾的關係（陳敦源 1998），對內則必須與其他機關進行協調聯

繫。而在政治管理的各種研究中，政務—事務關係的研究，相對於行政─立法關

係、媒體公關與行銷、民意與公共政策以及跨域管理等領域比較起來，則是顯得



 3 

較為少見的。 

其四，就實證研究而言，政務官與事務官的互動關係以及政務體制的討論，

一直缺乏完善的問卷進行測量，而本研究將透過訪談的內容彙整出重要的議題，

建立一份探詢互動關係與政務官體制的問卷，以便將來作長期實證研究的應用，

提供制度改革的可信基礎。 

就實務而言，本研究也有其重要性，如 Heclo(1977)在其經典著作「陌生人

的政府(A Government of Strangers)」一書中所言，政治任命人員對於官僚的控制

經常像是跳向黑暗的空間一般，難以預測，另外，Mackenzie(1987：xix)稱這些

政治任命人員為「進出者」(The In-and-Outers)，這些隨著政黨進進出出政府的任

命人員，是政府效能的關鍵，他認為： 

當傑出的政務領導者成為政府效能越來越不可或缺的元素時，政府試圖

招募與留住他（她）們的努力會變得越來越困難。 

台灣在民主化後，政黨輪替將成為常態，由人民賦予治理使命的政黨及總統

將依據人民的授權訂定政策，並確保其實施，因此政務人員及高階事務官的互動

則是處於這個關鍵環節的核心位置，更重要的是，對於官僚的有效控制，以及不

阻礙其專業的發揮，將是一個重要的治理環節。因此有必要透過系統性的研究，

將政務─事務互動的樣貌、影響互動的體制或管理或政治因素，予以分析統整，

作為國家治理知識接續(succession of knowledge for governance)的主要內涵。 

除了作為政務及事務人員互動策略的參考，本研究就政務─實務體制的改革

與設計也有其重要的意義，它也是討論民主治理(democratic governance)機制設計

的關鍵之一。根據 Lynn, Heinrich, and Hill(2000)的看法，想要了解治理的真相，

研究者必須同時掌握三個相互影響的元素：統治現象的輪廓、政治利害關係的算

計與行動、以及正式與非正式的權威。如果從前述的治理概念出發，民主治理：

「就是正式與非正式的權威，在民主的遊戲規則之下，由各利害關係人計算與行

動的交互作所產生的統治現象。」在本研究當中，政務與事務關係是統治樣貌重

要的一環，也是民主鞏固國家，追求效能政府不可或缺的一種政治管理技術，當

然，這種治理機制設計問題的知識，也能夠協助實務界整理與發展政務領導經

驗，讓政治管理本身除了是一種志業以外，也可成為一種能夠不斷精進的專業。

過去學界或實務界對於政務官與高階事務官的體制有許多深入的探討（黃臺生

1995；施能傑 1996, 2006 ；蔡良文 2006），不過這些探討主要是集中在法制方

面，或移植其他國家的體制，主要以學者個別的法理分析或經驗觀察為主，其興

革主張較少建立在本土有系統的實證研究發現上。如 Fukuyama(2004:43) 所言，

對於公共行政問題的解決往往有賴於在地的、特定脈絡的資訊 (local, 

context-specific information) ，因此本研究對於建立以證據為基礎(evidence-based)

的公共行政，以及可行的政務體制改革方案將有其貢獻。 

二、 研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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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以上目的，本研究以 2000 年至 2010 年期間，共 10 年三任總統任期兩

次的政權轉化為研究範圍，探討以下問題： 

(一) 在民進黨政府執政期間，政務人員的特質為何？與高階文官各具何種特

質？其流動的情形為何？ 

(二) 在民進黨政府執政時期，政務人員對高階文官採取何種控制策略？高階

文官面對其政治任命上司的控制，採取何種策略？兩者互動關係為何？

對於政策產生何種影響？ 

(三) 在馬英九的新政府中，就初期而言，政務人員及高階文官各具何種特

質？其職務流動的情況為何？兩者的互動策略為何？對於政策產生何

種影響？ 

(四) 在兩次政權轉移中，政務人員及高階文官的特質、職務流動、以及互動

策略各有何異同？原因為何？這些異同以及其對於政策的影響對於政

務體制改革有何意涵？ 



 5 

貳、 文獻回顧   

雖然對於以上所提出的研究問題，國內學界仍未有系統性的研究。但過去學

界從許多不同的角度，分別針對政治與行政之間的互動，進行理論性與實證性的

研究。不論是從官僚與民主的理論性探討、美國學者對於美國政務任命人員及高

階事務官所執行的質化或量化實證研究，國內學者對於政治任命與高階事務官體

制的探討，乃至國內對於政治及行政精英態度的相關研究等等，累積了許多重要

的相關知識。本階段所進行的程序之一，乃是透過分析上述重要相關研究，為了

能彙整出存於行政與政治之介面的重要關鍵因素，以及互動方式等，希冀能為下

一階段的實證調查與訪談，進行預備。對於以上的各類文獻重點，茲評述如下： 

一、 民主 vs.官僚的理論性探討 

公共行政學的起源普遍被認為是 1887 年美國學者 Woodrow Wilson《行政的

研究》(The Study of Administration)一文，其重要性除了促成日後公共行政學正

式成為一獨立學科外，更重要的是其主張「政治/行政二分」(politics/administration 

dichotomy)的概念，認為行政應置於政治的適當範圍之外，因為行政問題不是政

治問題，兩者的區分有助行政專業化發展。Frank Goodnow 贊同 Wilson 的觀點，

於 1900 年的《政治與行政》(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一書中進一步強調「政

治是政策或國家意志的展現，行政則是政策或國家意志的執行」（轉引自 Starling, 

2008: 37）。政治與行政之間的關係或分合，至今仍受到學界熱烈討論。 

是此，政治/行政或者民主/官僚之間的緊張與相容，也成為是西方公共行政

學界爭辯不休的議題。相對於政治/行政二分的另一個主張是 Waldo(1981)所強調

的「最適融合(optimal mix)」，也就是尋求兩者之間更適當的連結。這些爭辯除了

涉及政治學與公共行政兩個學科領域的疆界劃分外，也牽涉到民主與官僚基本價

值與運作方式等根本的差異(Meier 1997; Gawthrop 1997)，展現在官僚及民主機制

運作上互相制衡與衝突之處。 

在政府運作中，民選政治人物以及政治任命的政務人員可被視為「政治的」，

而常任的事務官體系則可被視為「行政的」。但是兩者在政府實務上原本並無區

別，直到 1701 年英國通過「吏治澄清法」(The Act of Settlement)才開始有正式區

別的概念（吳定等，2007）。美國的公部門人事制度發展歷經仕紳制(the era of 

gentlemen)(1789-1828)和分贓制(the spoils system)(1829-1882)，到 1883 年文官法

(The Pendleton Act)通過後，才正式確立「功績制」(merit system)，亦即透過公開

競爭的考試制度來選任文官，以及文官制度的去政治化（林鍾沂，2001）。就理

論上而言，「政務官」是在政黨政治下，隨選舉勝敗而進退，負有一定政治責任

的選任行政首長，及其依法任命的政務主管人員；而「事務官」則是依現代民主

國家的功績主義原則，依法通過考試認定具有專業資格，且其任職受永業保障的

一般行政人員（張世賢，2004: 10）。 

就我國而言，由於特殊的歷史背景，「強行政、弱國會」一直是我國公共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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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的特質。自 1980 年代以來，民主改革進程快速，行政部門不斷面臨民主體制

的衝擊，在西方有關民主/官僚的爭辯與論述也引起國內學界的注意。余致力

(2000)引介著名行政學者 Wamsley 及其四位同僚 1982 年在美國維吉尼亞洲所發

表的「黑堡宣言(Blackburg Manifesto)」，深入探討該宣言有關民主與官僚的論

點。該文不僅重新為面對民主轉型中的我國行政部門角色作定位，同時隨著我國

民主化的開展，以及在政黨輪替後行政/立法之間以及常任/政務官之間衝突不

斷，該著作也開啟了民主與官僚之間相容性理論探討的先河。承續余致力的努

力，陳敦源(2002)從新制度論的觀點，探討民主與官僚的複雜關係，並且有系統

地描繪台灣民主化過程中，官僚體系內部與外部所面臨到民主的衝擊。該著作兼

具理論深度與本土意涵，也指出「民主行政」作為未來研究的領域以及方向。 

二、 政務人員及高階事務官的相關研究 

自 1970 年代起，學者也開始對於美國政務人員以及高階事務官進行實證的

研究。啟發自 McClosky (1964)對於一般大眾以及精英有關民主共識的研究，

Wynia(1974)早在 1969-70 年間針對聯邦政府 405 位官員進行問卷調查，並指出服

務單位、年資、學歷等因素如何影響政治態度。相對於 Wynia 採取量化的研究途

徑，Heclo(1977) 則採取質化的方法並跨大其研究範圍。為了更深入了解聯邦政

府政治與行政的運作動態，透過政府檔案的分析，以及訪談共和黨和民主黨的政

治任命人員、退休及在任的高階事務官以及華府通達內情者共兩百多位，作者描

繪政務人員的選任過程與特質、高階文官的體制以及政務及事務人員兩者的互動

關係，最後回歸到文官體制的改革。Wynia 以及 Heclo 的作品一個集中在文官的

政治態度，另一個則描述文官所處的環境，兩者完整地呈現出政治與行政的樣貌。 

延續 Heclo 的研究成果，Aberbach, Putnam and Rockman (1981)對於國會議

員、政務人員及高階事務人員進行有系統的大規模跨國(英、美、法、德、義、

荷、瑞典)研究。該研究主要針對政務及事務人員的背景及政治態度以及彼此互

動進行調查，有系統地呈現這些國家政治及行政精英的政治態度與互動概況。該

資料的蒐集，促成了許多的研究，如 Putnam(1976)對於英國、德國和義大利的高

階文官政治態度的研究，Gregory 比較澳洲、紐西蘭以及原本 Alberback 等研究

的國家，並從計畫承諾與政治容忍度等兩個面向，將各不同國家的文官加以分

類。除了 1970-74 的研究，Aberbach 以及 Rockman 又分別在 1986-88 以及 1991-92

年美國聯邦政府進行類似的研究，並將長期研究的成果在「環繞在政治的網絡中

(In the Web of Politcs—three Decades of the U.S. Executive)一書中發表(Aberbach  

and Rockman 2000)。Aberbach 與 Rockman 二十餘年長期研究，激發許多相關的

探討，如 Aberbach, Krauss, Muramatsu and Rockman (1990)對於美國及日本行政

精英的比較，Aberbach, Derlien, Mayntz and Rockman (1990)對於美國及德國聯邦

官員政治態度的比較等。Ingraham et al (1995) 比較雷根與布希總統時期政治任

命人員與高階事務官的互動，Stehr(1997) 探討雷根總統執政時期高階事務官對

於政務人員的看法，以及 Aberbach and Rockman (2002)對於其政務/事務人員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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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的探討等。晚近，Maranto(2005)透過深度訪談，對於政務與事務人員的

互動進行深入探討，並對於未來兩者互動提出具體建議及訓練課程。 

論到政務人員與高階事務觀之間的關係，以 Heclo 在 1977 年的經典著作《陌

生人的政府:華盛頓的行政政治》(A Govemment of Strangers: Executive Politics in 

Washington)最負開創性。其書中指出，政務官和事務官彼此之間的互動，在華府

是相當不為人所知的過程，政務官對於官僚體系的控制經常像是跳入黑暗之中一

般，難以預測。Heclo 更認為，政府績效可視為政務領導以及官僚權力互動下的

產物，若政務人員和常任文官之間欠缺有效的工作關係，則通常會削減政府的績

效。Maranto(2005)也提出相同的看法，主張政務人員很難在沒有文官體系的支持

下成功，因為文官體系不僅代表著制度的記憶，同時也是政府的技術專家。 

Ferrara 與 Ross(2005)指出，事務官的重要性在於其代表著美國公共行政的

「制度記憶」，對政務官未來的利益而言，這種可以銜接前後的政策圖像是無價

的資產。美國政治體系的有效治理著實仰賴於政務官與事務官是否、以及如何發

展出一種健康、具生產力的工作關係。但其中的困難在於，雖然他們共享對於公

共服務的承諾，但他們對公共服務的概念卻有歧異。例如，事務官沒有政治抱負，

這並不意味他們沒有事業企圖心，而是他們所謂的公共服務不強調政治或意識型

態的倡導。甚者，對事務官而言，更重要的公共服務意圖在於確保政策制訂者由

技術忠告中獲益，以及政府程序的公開與公平。相形之下，政務官則對政治性更

為開放，他們多半隸屬於兩大黨之一（雖然有些是前朝官員被拔擢），為特定的

政策結果進行倡議。或者可以說，事務官聚焦於政府的「手段」，政務官則是「目

的」；事務官執行國家的業務、政務官決定國家應從事哪些業務。政務官與事務

官之間的差異比較如表 2-1： 

表 2-1 政務官與事務官的比較 

要素  政務官  事務官 

角色認知 決定國家事務、 

聚焦於達成政策結果 

執行國家事務、 

聚焦於確保公平、公開並健全

的決策過程 

黨派性 政黨成員、 

服務特定的總統 

在工作上無黨派、 

服務不同的總統 

專業經歷 經常是政府、學界或私部門

的混合 

政府是他們主要的照顧者 

任期 上任又卸任 

平均在位 2 年，在同一機關

4 年，公部門服務年資 9 年 

長期 

高階文官平均在位 4 年，在同

一機關 19 年，公部門服務年

資更大於 25 年 

時間認知 傾向短期的觀點 傾向長遠的觀點 

資料來源：Ferrara & Ross (200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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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政務官和事務官在本質上的差異，所以實務上兩者之間的關係並不融

洽，時有摩擦產生。隨著政府職能擴張，人民依賴日深，當代行政發展已成為

Dwight Waldo 所謂的「行政國」(administrative state)，其中常任文官人數龐大，

對政策的影響力不言可喻，所以「政務官如何有效地領導日趨龐大並以文官為主

體的行政國？」遂成為當代民主國家的治理難題（吳定等，2007）。要處理這個

問題必須先探求兩者的衝突來源，Maranto(2005: 38-55)歸納出引發政務官與事務

官衝突的原因有：(1)技術專業性(technical credentials)、(2)孤立的文化(culture of 

isolation)、(3)意識型態的差異(ideological differences)、(4)及時性(timeliness)、(5)

工作時間(work hours)、(6)個人風格對張組織氣氛(personal style vs. atmosphere)、

(7)不確定性(uncertainty)。 

而 Abramson & Lawrence(2005: 4-5)認為要改善政務與事務關係，必須先使

雙方相互尊重，並理解彼此的工作分際與角色差異，其差異如表 2-2 所示： 

表 2-2 政務官與事務官角色認知比較表 

政務官 事務官 

透過總統的政策和偏好次序為公眾信任

服務。 

透過文官體系為公眾信任服務 

理解、增加、闡明、強化組織的願景。 在同儕中提供「同儕的」(collegial)領導，

用以發展組織的共享願景。 

在機關內做組織改革，使其變得更好後

離開。 

對他們的組織褔利扮演監護者。 

向公眾溝通組織的社會價值。 對政務人員提供「次級的」領導統御。 

持文官尋求改進組織績效。 在組織內對進行中的方案改革扮演催化

劑。 

資料來源：Abrason & Lawrence(2005: 4-5) 

除上表 2-2 所述之政務官與事務官彼此因屬性和分工不同而易產生摩擦外，

基於兩者的任用來源不同，隨著民主化發展，也意味著政黨輪替促成政務與事務

關係回歸民主政治的常態，所以政務系統相對於事務系統，將永遠是「新政府」

與「舊官僚」的關係（陳敦源 2002）。新政府與舊官僚的衝突在政黨甫輪替之際

特別明顯，因為新任的政務官感覺到常任文官想延續舊政府的議程，而常任文官

則認為新政府領導者企圖引入新的但卻未有明確方向的變革(Harsell 2005)。另一

方面政務官的任期通常都不會太長，Maranto(2005)就發現許多文官的確將他們的

政務上司視為「進出者」(in and outers)、「候鳥」(birds of passage)，甚至直接稱

為「聖誕禮物」(Christmas help)。 

綜觀上述研究，可見美國在相關領域已經累積可觀的成果，其研究焦點與研

究方法值得本土研究的借鏡。不過，美國的政治體制與政治文化與民主發展階段

與台灣有明顯的差異，其所得結果不見得能應用於台灣的特殊脈絡。基於台灣未

來政黨政治將成為常態，而政治與行政的連結對於民主治理又有其重要性，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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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的實證研究仍有其迫切的必要。 

三、 台灣公務人員及政治精英態度的相關研究 

相對於有關一般民眾的政治態度的研究，國內對於公務人員態度文獻顯得較

少。對於公務人員態度的系統性研究，部分從管理的觀點著手，如梁雙蓮（1985）

探討中央政府公務人員的組織認同，從基本個人屬性、人格特質、權利價值取向

及系統功能的評價等因素，解釋公務人員組織認同的變異，嘗試以實證資料建構

因果模型。蔡秀涓（2004）以台北市政府公務人員為研究對象，探討個人屬性、

組織因素、管理風格、組織信任及組織承諾對於組織信任的影響，試圖建立完整

的架構。除此之外，蔡秀涓（2004）及梁雙蓮（2004）分別分析考試院及地方公

務人員的工作價值觀。這些相關公務人員管理面向研究的相關文獻，對於吾人瞭

解公務人員個人的基本屬性、人格特性以及工作承諾感、工作價值觀等如何影響

工作態度及績效態度有所助益，而其研究方法及資料蒐集過程所累積的經驗也值

得學習。 

除了對我國不同層級公務人員管理面向的實證研究，趙永茂（1998，2002）

對於鄉鎮層級地方基層精英的研究，以及趙永茂（1998）對於包括各縣市內立法

委員、國代、省議員、縣(市)長、縣(市)議員、鄉鎮長以及社會團體領袖等地方

精英的研究。雖然，其對象不是公務人員，但其聚焦於民主價值取向，該分析面

向及運作化的方法值得吾人參考。另外，呂育誠（2007）對於村里長的態度調查，

黃東益（2007）對於村里長與村里幹事有關公民參與態度的研究，豐富了台灣基

層精英的研究內涵，呈現台灣基層行政精英的現況。此外，余致力（1999）以郵

寄問卷，探查行政院與考試院暨所屬主管機關內九職等以上之主管（科長、組長、

主任、司長、處長、局長等），瞭解其對訪問當時國家重大議題的態度。該研究

除了對議題的意見，同時也包含政治容忍、精英主義以及計畫承諾等指標。以此

資料為分析素材，Huang, Chen and Yu（黃東益、陳敦源、余致力 2005）從比較

的觀點來看，根據 Gregory(1991)政治容忍指標及計畫承諾兩個面向，為台灣官

僚的特質定位：台灣公共管理者政治容忍指標偏低，而計畫承諾指標則偏高，可

歸類為技術性官僚(technocrat)。作者認為造成台灣官僚政治態度與其他國家的差

異主要在於：台灣受到儒家的影響深遠，加上長期威權統治，強調和諧、共識及

對權威的遵從，較缺乏對於國家爭取權力以及容忍異見的傳統。延續黃東益、陳

敦源、余致力（2005）的研究，陳敦源、黃東益（國科會 2007-2009）針對全國

公務人員進行全面性的問卷調查，主要研究面向為中立價值、政治態度、與外部

互動頻率、民主價值等，這個研究為我國首次對於一般文官的大規模調查，共完

成了 1962 份樣本，成果相當豐碩。不過該研究主要焦點集中於靜態的態度調查，

無法了解動態的互動過程，而且範圍並不包含政務官。本計畫主要為延續該研

究，並填補該研究不足之處。 

四、 台灣政務/事務體制及菁英流動的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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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態度及行為的研究，國內對於政務官或高階事務官的體制已有許多的討

論。彭錦鵬（2002）從理論的觀點分析政治與行政的分際，比較各種模型後，提

出「理想型」模式，嘗試作為各類公職人員政治介面間的行為分際以及各類行政

機關政治行政分際。其對於政治/行政分際視為一連續體的概念，對於公職人員

的分類，有助於吾人釐清政務/事務的範圍。另外，賴惟堯（1996）對於我國與

歐、美等國家高階文官的比較研究、蘇俊斌（1999）對於日本及法國高階文官的

比較以及彭錦鵬（2004）對於荷蘭高級文官的探析皆可作為我國制度興革與標竿

學習的對象。 

在以上理論性的探討以及高階文官的跨國比較研究之外，黃臺生（1995）從

學理、國際比較、我國制度沿革等面向深入探討我國政務官與事務官體制之區

分，指出現制中政務/事務混淆的一些問題。另外，施能傑（1996）從歐美等國

家的體制及運作經驗的分析，提出對於我國政務職位運用的建議。以上文獻針砭

1990 年代我國政務體制的缺失，由於早期規範政務官的「政務官退職金酬勞金

給與條例」已於 2003 年由「政務人員退職撫恤條例」所取代，而且在 2000 年後

經歷了政黨輪替，政黨競爭更形激烈，因此當前政務官及事務官的問題本質已產

生變化。施能傑（2006）對於當前正在研擬中的「政務人員法」以及「政務人員

俸給條例」，針對當前實務運作的需要，提出「政務人員法」的單一法案來統攝

包含總統及副總統等政務人員的規範。蔡良文（2006）對於政務人員法立法過程

及內容進行剖析，並建議未來該法實施後的實務建議。以上研究呈現我國當前事

務官體制的現況、並根據研究者的實務觀察與經驗，針砭當前政務體制運作的問

題並提出未來的規劃方向，對於我國政務體制的改革，有其實務的重要性。不過，

這些研究較缺乏有系統的實證基礎，也無法呈現在不同時期政務與事務人員的實

際互動，並從互動的實務中發現當前體制的問題。 

邱育琤和徐永明（2004）分析我國在 2000 年政黨輪替後民進黨執政菁英之

形成，呈現包括政務以及事務精英結構及事件的流動，以回答「新政府」「舊官

僚」的問題。其研究發現政務菁英（行政院及其所屬一級機關之部長、政務次長）

在年齡層上有世代交替的現象4，亦即過去國民黨執政偏好任用第一世代的菁

英，第二世代次之，而最年輕者則任用比例最低。在政黨輪替後，民進黨政府在

第一個世代人員的任用減少，並在第二個世代上任用了更多的菁英，第三世代菁

英的任用也有增加。兩黨政府在不同省籍菁英的任用概況上也有差異，國民黨政

府較民進黨政府任用較多的外省籍政務人員，民進黨執政後則是一直在減少外省

籍政務人員的任用。另外民進黨政府在政務菁英的任用上也打破了過去政事務體

系界線不明的情形，國民黨政府執政期間，政務人員大多經由資深的事務官晉

升，而民進黨政府執政後則不尋此內部管道，其提供了機會，讓更多來自其他社

會領域的非文官體系菁英擔任政務人員。由以上發現可知，國、民兩黨在政務人

員的任用策略上確實大不相同。該研究呈現集體的概況，並分析我國首次政黨輪

                                                      
4
該研究對三個世代的定義為：第一世代（五十五歲以上，是最年長的一輩）、第二世代（四十

四歲到五十四歲）、第三世代（四十四歲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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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對於行政精英的影響，有其重要貢獻，但該研究未觸及個別的以及動態的治理

藝術。 

新政府面對舊官僚所引發的衝突，在台灣最為人所知的案例，除陳水扁在首

任總統任內多次公開表示舊官僚影響新政府的施政績效外。2000 年政黨輪替後

民進黨政府也確實對高階文官做了明顯的調整。胡龍騰（2007）在對政黨輪替前

後高階行政主管流動之比較中，發現 2000 年政黨輪替後，高階行政主管的流動

頻率為政黨輪替前之兩倍，可見在 2000 年政黨輪替初期，民進黨新政府為快速

掌握行政機關，便大幅調動簡任高階文官。甚至在 2004 年民進黨第二次勝選連

任後，高階文官的流動頻率不僅較政黨輪替後之第一年為高，更是歷年來高階行

政主管異動最頻繁的一年，顯見執政團隊欲掌握官僚體系之期盼。 

五、 小結 

綜觀以上研究，可見美國在相關領域已經累積可觀的成果，其對於行政/政

治關係的理論性探討，相關文獻的研究焦點與研究方法，都值得本土研究的借

鏡。不過，美國的政治體制、政治文化與民主發展階段皆與台灣有明顯的差異，

其所得結果不見得能應用於台灣的特殊脈絡。正如 Fukuyama(2004)對於在地脈

絡的重視，Aberbach and Rockman(2006: 984)在比較美國和德國的文官與其環境

互動後指出，不同的政治體系將影響到政務/事務人員的互動關係，例如立法部

門權力愈大的國家，文官所能進行的賽局將更趨多元，民主治理機制的設計問

題、以及政務人員的養成與訓練問題，越來越重要。可見，我國必須發展在地的

研究，以作為理解現況以及體制改革的根據。對照美國的研究，國內對於高階文

官/政務官相關體制的研究以及政治/行政精英態度的相關研究，已有許多研究成

果，近年來學界所發起的許多實證研究也正在進行當中，不過這些研究主要焦點

集中在態度的量化調查研究，或者是體制的規劃與探討，無法了解政務/事務人

員的歷程以及動態的互動過程。本研究以 2000 年及 2010 年期間包含三任總統兩

次政權轉移為研究範圍，探討政務/事務人員的互動，以填補當前研究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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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設計 

基於本研究的焦點在於民主治理的藝術，其中領導與控制為重要元素，因此

政務官的研究範圍以行政院 38 個二級機關的首長及政務副首長為主要研究對

象，並不包含總統府以及其他四院的政治任命人員。高階事務官則是指各部會之

常務副首長與主任秘書。 

在三年的研究期程中，第一年的前半年完成檔案資料的收集及分析，藉以確

認關鍵個案，後半年及第二年前年針對個案，分別對於政務官及高階事務官進行

深度訪談，第三年則根據第二年的研究結果，建立架構，設計問卷，訪問政務官

及高階事務官，以修正所設計的問卷。研究方法所對應的研究問題如表一所示。

對於以上三種方法進行過程，詳細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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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研究問題與對應之研究方法 

研究問題  資料蒐集方法 研究期程 

一、在陳水扁總統執政期

間，政務人員的特質為

何？與高階文官有何

異同？其流動的情形

為何？ 

次級資料分析： 

全國文官資料庫、 

國史館職名錄檢索系統、 

行政院暨各部會行處局

署主管名錄、 

報紙資料庫 

08/2008—01/2009 

二、在陳水扁總統執政時

期，政務人員對高階事

務官採取何種控制策

略？高階文官面對其

政治任命上司的控

制，採取何種策略？兩

者互動關係為何？對

於政策產生何種影

響？ 

深度訪談、 

個案研究 

02/2009—01/2010 

三、 在 2008 年的新政府

中，就初期而言，政務

人員及高階文官各具

何種特質？其職務流

動的情況為何？兩者

的互動策略為何？對

於政策產生何種影

響？ 

深度訪談、 

個案研究、 

問卷調查法 

 

02/2010—06/2011 

四、在兩次政權轉移中，

政務人員及高階文官

的特質、職務流動、以

及互動策略各有何異

同？原因為何？這些

異同以及其對於政策

的影響，對於政務體制

改革有何意涵？ 

以上資料之分析整理、 

焦點團體座談會 

05/2011—07/2011 

 

資料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一、 研究範圍與對象 

本研究針對 2000 年 5 月 20 日陳水扁政府上台後，至馬英九政府 2011 年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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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1 日期間之政務官、常任副首長、主任秘書等高階人員之互動關係進行研究，

合計觀察對象有 655 人次。 

二、 次級資料分析 

本研究支對象基本資料係彙整自行政院所屬各政府機關職員錄、中央研究院

「行政首長暨官僚資料庫」、總統令、各機關網站資料，最後輔以電話訪談各部

會之人事單位，追尋過去資料中所缺漏的部分，透過各種途徑所取得的資料進行

相互校正，期以建立較完整的之政務官與事務官人事資料庫。各項內容與用途分

別為： 

(一) 政務官，主要是以中央研究院所建立之「行政首長暨官僚資料庫5」，該

資料庫彙整 1984-2011 年間政府首長之背景資料，包含服務時間、服務

機關、性別、最高學歷、出生年等，本研究使用 2000 年 5 月 20 日至

2009 年 7 月 31 日期間之資料。 

(二) 政務副首長、事務官，係整併歷年來行政院所屬各政府機關職員錄為主

要架構。但因職員錄的編制無法詳細記載，短期間內因人事異動所產生

的闕漏，則是透過總統府網站所頒布的「總統令」資料庫，來補全各機

關之常務副首長及主任秘書之人事資料。本研究搜尋方法是從總統令找

尋人事令中各機關之常務副首長及主任秘書名單，再從網路上及其他檔

案資料中找尋該員之基本資料，以補資料庫之闕漏。 

本研究所彙整而成之政務官與事務官人事資料庫，主要用來分析研究範圍期

間整體政務官與事務官之基本資料以及其流動情況，期以瞭解不同總統及不同行

政院長所任用各機關之政務首長、政務副首長、常務副首長及主任秘書其背景屬

性之特徵，以及政務事務流動情況，作為理解政務官與事務官互動界面的基礎。 

三、 內容分析法 

除了上述次級資料以外，研究團隊尚進行新聞資料之蒐集，以內容分析法

(content analysis)探討我國政黨輪替後政務事務互動的各種議題，尤其是在新舊政

府更替，新內閣甫上任這段調適期內。因此，本研究以近三屆總統於選舉結果確

定後，至 5 月 20 日總統就任後的半年內，作為資料蒐集的劃分點，亦即包括 2000

年 3 月 20 日至 2000 年 11 月 20 日，2004 年 3 月 20 日至 2004 年 11 月 20 日，

以及 2008 年 3 月 20 日至 2008 年 11 月 20 日，這三段期間內有關政務官的相關

新聞作為主要的分析資料。至於這三段期間之外的新聞則藉由新聞關鍵字之搜

尋，經由專家判斷若為重大新聞則亦作為補充的分析素材。 

                                                      

5
 中央研究院「行政首長暨官僚資料庫」

http://www.rchss.sinica.edu.tw/cibs_air/database3/index_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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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種新聞傳播媒介中，報紙是最常被選擇作為分析之媒介，因為其以文字

敘述，比起廣播的聲音或電視之影像要易於分析，且保存及取得亦較為方便、迅

速，故本研究以報紙作為新聞資料之來源。 

根據東方消費者行銷資料庫(E-ICP, Eastern Integrated Consumer Profile)對國

內消費者生活型態之調查6，2000 年至 2003 年閱報率7前四名的報紙為中國時報，

聯合報，自由時報，以及民生報，2004 年以後蘋果日報取代民生報進入四大報

之林。民生報之報導內容以民生、體育、影劇消息為主，且自 2006 年 12 月起停

刊，故不列入本研究的蒐集樣本。蘋果日報於 2003 年 5 月 2 日創刊，未能涵蓋

本研究所需資料蒐集範圍，亦予以排除之。自由時報並無建構付費電子資料庫，

其「自由時報電子報」網站雖有提供新聞查詢之功能，但查詢範圍只能上溯至

2005 年，亦不符合本研究之需求。中國時報設有「知識贏家」電子資料庫（收

錄中國時報、工商日報、中時晚報），聯合報亦建有「聯合知識庫」，收錄（聯合

報、聯合晚報、經濟日報、民生報）。故本研究選擇中國時報的「知識贏家」以

及聯合報的「聯合知識庫」作為主要新聞來源。惟本研究欲蒐集之主題具高度政

治性，避免新聞報導的政治偏差(political bias)
8影響分析，於「知識贏家」和「聯

合知識庫」蒐集得到之 2005 年以前的新聞報導，本研究亦藉由圖書館的過期報

紙合訂本，再另行蒐集自由時報對於相同事件的新聞報導作為平衡補充。 

在樣本選取的方法上，首先以事件主體「政務官」、「政務人員」、「事務官」、

「文官」、「內閣」、「閣員」、「部長」、「副部長」、「次長」作為關鍵字搜尋相關新

聞報導（排除社論及讀者投書），再根據下列三大面向為判準檢視報導內容，藉

由立意抽樣之方式篩選出顯著的新聞事件9： 

(一) 人事布局和調動：指政務官和高階事務官之任命、調動，以及內閣改組

或閣員請辭。 

(二) 個人行事作風及言行爭議：個人行事作風的新聞來源除新聞外亦包括新

聞專訪或人物小傳，內容有關個別政務官的施政理念、出身背景；言行

爭議則指引發負面輿論的言論或失當之行為。 

(三) 團隊磨合與衝突：分為兩個層次，政務官與政務官，以及政務官與事務

                                                      
6
 東方消費者行銷資料庫自 1988 年起每年持續進行針對台灣地區消費者生活型態與消費行為調

查，涵蓋人口統計、生活型態、日常休閒、媒體接觸及商品消費實態五大架構，2007 年以

前之調查有效樣本數為 1344 份（在 95%信賴水準下，抽樣誤差±2.67%），2007 年後增為 2000

份（在 95%信賴水準下，抽樣誤差±2.19%）。 
7
 問卷題項為「昨日看過的報紙（複選）」。 

8
 羅文輝、王慧馨、侯志欽（2007）針對過去對我國報紙政治偏差的相關研究之歸納指出，聯合

報對國民黨人士的報導較多，內容也較為正面，對民進黨人士的報導則反之；中國時報對國

民黨人士的報導數量較多，但整體選舉新聞報導和其他報相比較為中立；自由時報引用國民

黨消息來源的比例較低，引用民進黨消息來源的比例較高，對民進黨籍候選人有利報導的比

例也較高。 
9

 按學術慣例新聞不列入參考文獻，直接於註腳中依 APA（美國心理學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格式標註新聞標題、年月日、報紙名稱及版別。惟本研究新聞來源

中，2004 年以前中時報系，以及 2008 年以後的自由時報，其電子資料庫並無顯示報導之版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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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 

四、 深度訪談法 

本研究以期初所建立之政務官事務官人事資料庫為根基，透過研究團隊的網

絡關係，輔以滾雪球方法，共拜訪了 26 位政務官、7 位事務人員，以及 7 位由

事務官轉任之政務人員。陳水扁政府共計 29 位、馬英九政府計 6 位，同時服務

過兩政府共計 5 位。總共訪談了 40 位人員，41 份逐字稿內容，訪談相關人員請

參閱表 3-2，希望透過本研究所列之訪談大綱（請參閱 3-2）瞭解，政務官與事

務官的互動關係，有關訪談大綱之設計說明如下，訪談大綱分為三大部分，第一

部分為上層任命與政務官或事務官個人特質、第二部分為部會領導、分工與角色

認知、第三部分為互動策略。希望先從上層的任命以及政務官、事務官的個人特

質，瞭解上級階層的內閣整體考量，再進一步探討不同部會或內閣的領導風格，

部會內的分工模式，以及個人的角色認知，最後進一步探析政務官與事務官的互

動關係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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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受訪者一覽表 

編號10
 政府別 性別 教育程度 訪談時間 編號11

 政府別 性別 教育程度 訪談時間 

A01 扁政府 男 博士 2009 年 11 月 A21 扁政府 女 博士 2011 年 5 月 

A02 扁政府 男 博士 2009 年 12 月 A22 扁政府 男 博士 2011 年 7 月 

A03 扁政府 男 博士 2009 年 12 月 A23 扁政府 男 博士 2011 年 7 月 

A04 扁政府 男 博士 2010 年 1 月 A24 扁政府 女 博士 2011 年 8 月 

A05 扁政府 男 碩士 2010 年 2 月 A25 扁政府 男 博士 2011 年 10 月 

A06 扁政府 男 博士 2010 年 4 月 A26 扁政府 男 碩士 2011 年 10 月 

A07 扁政府 女 碩士 2010 年 4 月 B01 扁政府 男 博士 2010 年 1 月 

A08 扁政府 男 大學 2010 年 4 月 B02 扁政府 男 大學 2010 年 3 月 

A09 扁政府 女 大學 2010 年 5 月 B03 扁+馬 男 大學 2010 年 3 月 

A10 扁政府 男 碩士 2010 年 5 月 B04 馬政府 男 碩士 2010 年 4 月 

A11 扁政府 女 博士 2010 年 6 月 B05 扁政府 男 碩士 2010 年 5 月 

A12 扁政府 女 博士 2010 年 7 月 B06 扁+馬 男 大學 2010 年 6 月 

A13 馬政府 女 博士 2010 年 7 月 B08 扁政府 女 博士 2010 年 8 月 

A14 馬政府 男 博士 2010 年 7 月 B07 扁+馬 男 博士 2010 年 8 月 

A15 扁政府 男 博士 2010 年 7 月 C01 扁政府 男 博士 2009 年 11 月 

A16 馬政府 男 博士 2010 年 8 月 C02 馬政府 男 博士 2010 年 6 月 

A17 扁政府 男 碩士 2010 年 8 月 C03 扁政府 男 碩士 2010 年 6 月 

A18-１ 扁政府 男 碩士 2010 年 9 月 C04 扁+馬 男 博士 2010 年 7 月 

A18-２ 扁政府 男 碩士 2010 年 9 月 C05 扁政府 女 大學 2010 年 8 月 

A19 扁+馬 男 博士 2011 年 4 月 C06 馬政府 男 博士 2011 年 10 月 

A20 扁政府 男 博士 2011 年 4 月      

資料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10

 受訪者編號中，A 類表示政務官、B 類表示事務官（包含常務副首長與主任秘書）、C 類表示

由事務官轉任政務官。 
11

 受訪者編號中，A 類表示政務官、B 類表示事務官（包含常務副首長與主任秘書）、C 類表示

由事務官轉任政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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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政務官事務官訪談大綱對照表 

討論議題 政務官 事務官 

上層領導

與任命、 

政務事務

人員特質

及認知 

 依照您過去行政經歷中，

各部會首長、政務次長、

常務次長以及主秘主要是

由誰決定？有哪些主要的

考量因素？ 

 請問您認為部會正副首

長、常務副首長以及主秘

這些不同的職位需要具備

哪些重要的能力或特質？ 

 依照您過去行政經歷中，各部

會首長、政務次長、常務次長

以及主秘主要是由誰決定？有

哪些主要的考量因素？不同政

黨執政時期的考量是否會有差

異？ 

 請問您認為部會正副首長、常

務副首長以及主秘這些不同的

職位需要具備哪些重要的能力

或特質？ 

部會領導

與分工、

角色認知 

 您擔任部會首長的時候，

如何界定自己的角色？對

於當時的部會副首長、政

務次長、常務次長、主任

秘書有怎樣的期待跟想

法？如何與他們分工？ 

 就您的瞭解，在政策過程

中，政務官及事務官各扮

演哪些角色？擔任不同的

角色是否會有不同的考

量？ 

 您擔任常務副首長（或主秘）

的時候，如何界定自己的角

色？對於當時的部會副首長、

政務次長、常務次長、主任秘

書有怎樣的期待跟想法？以及

如何與他們分工？ 

 就您的瞭解，在政策過程中，

政務官及事務官各扮演哪些角

色？擔任不同的角色是否會有

不同的考量？  

互動策略  當你初到一個機關時，採

取怎樣的策略去熟悉環

境、瞭解業務？彼此的磨

合期需要多久？ 

 當面臨政策方向與事務官

的建議發生衝突時，您如

何取捨或如何與事務官溝

通？互動情形好壞會否影

響政策推動？） 

 就您的觀察，在部會層

級，過去政務官和事務官

的互動有哪些問題？有什

麼因素會影響高階文官與

政務官互動的好壞？ 

 就您過去的經驗，一個新任政

務官需花多久時間才能熟悉單

位內的業務，以及單位的組織

生態？在這段期間常務副首長

（或主任秘書）扮演什麼樣的

角色？ 

 當面臨專業認知與政務官提出

的政策方向衝突時，您如何取

捨或如何與政務官溝通？ 

 就您的觀察，在部會層級，過

去政務官和事務官的互動有哪

些問題？有什麼因素會影響高

階文官與政務官互動的好壞？ 

體制改革  整體而言，您覺得我國政  整體而言，您覺得我國政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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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事務互動體制有哪些問

題？對於我國政務事務互

動體制有何建議？ 

 對於政務官如何有效領導

事務官有何建議？對於事

務官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

色有何建議？如何建立兩

者的信任關係？ 

務互動體制有哪些問題？ 

 對於我國政務事務互動體制有

何建議？對於政務官如何有效

領導事務官有何建議？對於事

務官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有

何建議？如何建立兩者的信任

關係？ 

資料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五、 問卷調查法 

透過次級資料的分析以及深度訪談資料的整理，抽離出核心的變項，建立架

構，並設計結構式問卷，透過面訪的方式，邀請政務官及高階事務官進行訪問填

寫問卷，並進一步訪問該問卷的不足之處以及建議的修正方向。訪問的對象，以

2011 年底在位的政務官及常務副首長為主，向 38 個部會的政務官與常務副首長

逐一電話邀訪12，僅拜訪願意接受訪問之政務首長與常務副首長，最終願意接受

訪問的受訪者共有 17 位。訪問方式由研究主持人及協同主持人以及助理教授以

上之大學教師進行之，執行時由受訪者親自填寫問卷，並於填畢後以面對面訪問

方式進行訪問，訪問時徵求受訪者同意進行錄音。 

六、 焦點團體座談會  

本研究採取以焦點團體座談之形式，透過專家們針對議題，於短時間內各自

以理性方式陳述己見，提供大量的對話內容，以獲取對各種不同觀點的資料，深

入鎖定本研究所需之各種資訊。由於焦點團體的參與者所提供之資訊，乃是根據

其經驗與情境分析後之解釋，而非單純描述，因此於討論過程中，對於不同議題

之正反意見之論述，確實有助於本研究完整且周延的分析議題。本次研究所舉辦

之座談會主要為兩種不同面向之資料蒐集，分別「政務人員制度座談會」以及「問

卷設計座談會」。 

(一) 政務人員制度座談會 

於「政務人員制度座談會」中，主要是基於在進行深度訪談之後，對於初步

所獲得之資料內容提出當前體制運作之模式，然而對於此模式之運作，本研究為

求將討論議題更加聚焦，且可具體提出針對體制運作之相關討論，因此於 2011

年 08 月 29 日，即針對當前政治人員制度之結構設計舉行一座談會，邀請學術界、

                                                      

12
 排除消費者保護委員會，因為該會之主任委員為行政院副院長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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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界之相關專家以及具有實務經驗者進行會談（與會者名單如表 3-4），共邀請

五位專家學者，針對以下四項議題進行充分討論，分別為： 

1. 政務人員涵括對象應有哪些？各部會是否有必要增設「政治性幕僚」？ 

2. 政務人員薪資待遇是否有提升之必要與可行性？調整後會造成什麼影

響？ 

3. 「政務首長」、「副首長」、「常務次長」及「機要人員」之職權與行為規

範是否應明定於法令中？倘若需要，應如何規範？ 

4. 國家是否應當設立政務人員培訓機制？或者補助各政黨設立機制培育

人才？ 

 

表 3-4 政務人員制度座談會與會者名單 

舉行時間 職稱 出席人員 

2011 年 08 月 29 日 

 

前人事行政副局長 李若一 

台大政治系副教授 彭錦鵬 

銓敘部部長 張哲琛 

人事行政局副局長 顏秋來 

中央大學法政所所長 孫煒 

資料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二) 問卷設計座談會 

此外，針對政務官與事務官之間之互動情形，除以深度訪談以及招開上述專

家座談會之外，本研究同時以問卷之形式，對於政務官以及事務官進行問卷調

查，以三角驗證方式補足深度訪談之內涵，增加量化研究分析之可行。基此，於

100 年 9 月至 10 月之間，共招開五次問卷設計座談會，與會者名單以及座談會

招開時間如表 3-5，邀請淡江大學公共行政學系洪美仁助理教授、淡江大學公共

行政學系曾冠球助理教授、台北教育大學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謝俊義助理教授、

淡江大學公共行政學系李仲彬助理教授、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理學系劉鴻陞助

理教授以及台北大學公共行政暨政策學系胡龍騰副教授，根據本研究之前所得之

分析內容，針對政務與事務人員之間之互動情形、平日工作時間分配、職位角色

認知、體制運作以及與立法部門聯繫等相關議題，完成問卷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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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問卷設計座談會招開時間以及與會者名單 

舉行時間 出席人員 討論內容 

100/09/30  淡江大學公共行政學系洪美仁助理教授 問卷架構的建立 

淡江大學公共行政學系曾冠球助理教授 

台北教育大學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謝俊義助理教授 

台北大學公共行政暨政策學系胡龍騰副教授 

100/10/07  淡江大學公共行政學系洪美仁助理教授 問卷架構的建立 

淡江大學公共行政學系曾冠球助理教授 

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理學系劉鴻陞助理教授 

台北教育大學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謝俊義助理教授 

淡江大學公共行政學系李仲彬助理教授 

100/10/11  淡江大學公共行政學系曾冠球助理教授 測量工具的建立 

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理學系劉鴻陞助理教授 

台北教育大學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謝俊義助理教授 

淡江大學公共行政學系李仲彬助理教授 

台北大學公共行政暨政策學系胡龍騰副教授 

100/10/20  淡江大學公共行政學系洪美仁助理教授 測量工具的建立 

淡江大學公共行政學系曾冠球助理教授 

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理學系劉鴻陞助理教授 

台北教育大學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謝俊義助理教授 

淡江大學公共行政學系李仲彬助理教授 

台北大學公共行政暨政策學系胡龍騰副教授 

100/10/25 淡江大學公共行政學系洪美仁助理教授 測量工具的建立 

淡江大學公共行政學系曾冠球助理教授 

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理學系劉鴻陞助理教授 

台北教育大學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謝俊義助理教授 

淡江大學公共行政學系李仲彬助理教授 

資料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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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政務與事務官互動體制 

本研究主要探討政務官與事務官的互動關係，而在進入互動關係的主題前，

應先了解政務官與事務官的相關脈絡，本章節將先從政務官與事務官的人力基本

資料進行了解以及政務官任職的長期動態情況，再從體制上瞭解部會內部的分工

概況，以建立探討政務/事務官互動關係之基本脈絡。 

一、 政務與事務官人力統計 

首先，將先從法律上各部會所規定的政務副首長與常務副首長的編制員額，

以比較當下各部會的運作狀況。再者，探討陳水扁政府的各內閣時期與馬英九政

府中的劉兆玄內閣及吳敦義內閣前期之政務首長基本資料，最後探討在這幾段期

間所任用過的政務首長、政務副首長、常務副首長及主任秘書之基本資料，期透

過這些基本背景的分析，瞭解政務官與事務官的基本差異。 

(一) 法律規範與實際運作的比較 

表 4-1 係彙整自各部會之組織法，從其規定之政務副首長與常務副首長之編

額彙整如下表，並將研究期間當時所彙整的現行狀況進行比較。從組織法上的規

定來看，各部會的政務與常務分配大約有幾種類型，僅有政務副首長、僅有常務

副首長、無副首長、政務事務各一、政務事務各二、政務副首長多於常務副首長

以及常務副首長多於政務副首長等七類型。而比較現行的類型後發現，除了蒙藏

委員會以及體育委員會沒有依據組織法任用副首長外，其餘部會大多均以法律規

範為主。 

而從現行類型來看，有四個部會是沒有副首長之任用，有 5 個部會係僅有常

務副首長、9 個部會係僅有政務副首長、9 個部會係政務事務各一、1 個部會政

務事務個二、2 個部會係政務多於常務、9 個部會係常務多於政務。政體而言，

大多數的部會均係以常務副首長為主，共有 18 個部會，而性質要為特殊的委員

會則是較仰賴政務副首長。 

從此表可進一步假設，政務官與事務官的互動將面臨一些障礙，僅有政務副

首長的部會，將缺少高階的文官作為文官與政務官的溝通介面，僅能仰賴主任秘

書；此外，僅有常務副首長的部會，將面臨政務首長缺少或決策支援型的助手，

提高政務推動的難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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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部會副首長編制員額與實際運作比較表 

現行類型 部會數 部會名稱 
法律規定 

(政務,常務) 
備註 

一、無副首長 4 

蒙藏委員會 (0,2)   

北美事務協調委員會、消費者

保護委員會、飛航安全委員會 
(0,0)  

二、僅有常務 5       

一位常務 1 青年輔導委員會 (0,1)  

兩位常務 4 
中央銀行、主計處、新聞局、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0,2) 

主計處：1 或 2 位

常務副主計長 

三、僅有政務 9       

一位政務 3 
公平交易委員會、中央選舉委

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1,0)  

兩位政務 2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公共工

程委員會 
(2,0)  

三位政務 4 

經濟建設委員會、 

國家科學委員會、 

大陸委員會、 

僑務委員會 

(3,0) 

經建會：1 至 3 位

政務副主任委員。 

國科會：2 至 3 位

政務副主任委員。 

僑委會：2 至 3 位

政務副主任委員。 

四、政務常務各一 

8 

人事行政局、環境保護署、國

立故宮博物院、金融監督管理

委員會、文化建設委員會、勞

工委員會、原子能委員會、客

家委員會 

(1,1)  

1 體育委員會 (2,1) 
體委會：1 或 2 位

政務副主任委員。 

五、政務長務各二 1 國防部 (2,2)  

六、政務多於常務 

兩位政務 

一位常務 

2 衛生署、農業委員會 (2,1)  

七、政務少於常務 

一位政務 

兩位常務 

9 

內政部、外交部、財政部、 

教育部、法務部、經濟部、 

交通部、原住民族委員會、 

海岸巡防署 

(1,2) 

外交部：1 或 2 位

常務次長。 

財政部：1 或 2 位

常務次長。 

海巡署：1 或 2 位

常務副署長。 

表格整理時間：2011 年 2 月 1 日止。 

資料來源：本研究整理自中華民國法規資料庫及各機關網站。 

(二) 基本資料分析 

表 4-2 彙整自 2000 年 5 月 20 日至 2010 年 7 月 31 日期間個內閣所任用政務

首長之個人背景資料，從表中可以得知在統計期間任期最長者為游錫堃第一內

閣，而其所任用之首長與蘇貞昌內閣並排第一，皆為 49 位政務首長。而任期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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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的則為唐飛內閣，其所任用之首長亦是最少，僅 37 位。而在性別方面，可以

發現兩總統的第一任內閣皆較注重性別，女性首長在此兩內閣期間比例較高。在

教育程度方面，大多數的內閣均仰賴博士學歷的政務首長，馬英九總統任內的兩

內閣更為明顯，所任用的博士學歷以上的政務首長高達 57.8%。相較之下，唯游

錫堃第一次內閣相對較少，僅有 40.8%為博士以上學歷，相較其他內閣，該內閣

亦是大學學歷的政務首長比例相對較高的內閣，佔 28.6%。就職年齡方面，各內

閣任用首長平均年齡為 55 歲以上，其中年齡最高的則是出現在唐飛內閣，高達

81 歲，而最年輕的則是劉兆玄內閣所任用的政務首長，年齡僅為 32 歲。就首長

經歷而言，以唐飛任內之政務首長平均任期最短，僅達 4.7 個月，而張俊雄第二

內閣所任用之政務首長經歷最長，達 31.5 個月。而各內閣最短任期之政務首長

均為一個月，唐飛、游錫堃第一次內閣、蘇貞昌內閣以及劉兆玄內閣均有僅任一

個月之政務首長，而任期最長的政務首長，其經歷高達 122 個月，為中央銀行總

裁，跨越多任總統任期與內閣。 

從上述可以得知，政務官的基本背景除了教育程度的分佈較穩定外，不論是

性別、就職年齡或任職經歷等差異很大，換言之，各部會內的常任文官所面對的

政務首長差異程度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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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2000 年 5 月 20 日-2010 年 7 月 31 日行政院各內閣政務首長基本資料統計 

內閣 唐飛 

2000.5.20 

2000.10.4 

張俊雄一 

2000.10.5 

2002.1.31 

游錫堃一 

2002.2.1 

2004..5.19 

游錫堃二 

2004.5.20 

2005.1.31 

謝長廷 

2005.2.1 

2006.1.24 

蘇貞昌 

2006.1.24 

2007.5.19 

張俊雄二 

2007.5.20 

2008.5.19 

劉兆玄 

2008.5.20 

2009.9.9 

吳敦義 

2009.9.10 

2009.7.31 

總計 

內閣任期(月) 5 15 28 8 12 16 12 16 10 122 

性
別 

男 28 (75.7) 32 (80.0) 41 (83.7) 332(84.2) 36 (85.7) 43 (87.8) 35 (85.4) 34 (75.6) 35 (77.8) 316 (81.9) 

女 9 (24.3) 8 (20.0) 8 (16.3) 6 (15.8) 6 (14.3) 6 (12.2) 6 (14.6) 11 (24.4) 10 (22.3) 70 (18.1) 

合計 37 (100.0) 40 (100.0) 49 (100.0) 38 (100.0) 42 (100.0) 49 (100.0) 41 (100.0) 45 (100.0) 45 (100.0) 386 (100.0) 

教
育
程
度 

大專院校 8 (22.2) 8 (20.0) 14 (28.6) 7 (18.4) 8 (19.0) 10 (20.4) 10 (24.4) 5 (11.1) 5 (11.1) 75 (19.5) 

碩士 8 (22.2) 10 (25.0) 15 (30.6) 12 (31.6) 13 (31.0) 15 (30.6) 14 (34.1) 14 (31.1) 14 (31.1) 115 (29.9) 

博士 20 (55.6) 22 (55.0) 20 (40.8) 19 (50.0) 21 (50.0) 24 (49.0) 17 (41.5) 26 (57.8) 26 (57.8) 195 (50.6) 

合計 36 (100.0) 40 (100.0) 49 (100.0) 38 (100.0) 42 (100.0) 49 (100.0) 41 (100.0) 45 (100.0) 45 (100.0) 385 (100.0) 

就
職
年
齡 

31-40 歲 1 (2.8) 1 (2.5) 0 (0.0) 3 (7.9) 3 (7.1) 2 (4.1) 2 (4.9) 3 (6.8) 4 (9.1) 19 (4.9) 

41-50 歲 9 (25.0) 10 (25.0) 13 (26.5) 7 (18.4) 7 (16.7) 7 (14.3) 4 (9.8) 6 (13.6) 5 (11.4) 68 (17.7) 

51-60 歲 14 (38.9) 17 (42.5) 23 (46.9) 17 (44.7) 19 (45.2) 26 (53.1) 21 (51.2) 17 (38.6) 15 (34.1) 169 (44.0) 

61 以上 12 (33.3) 12 (30.0) 13 (26.5) 11 (28.9) 13 (31.0) 14 (28.6) 14 (34.1) 19 (40.9) 20 (45.5) 128 (33.3) 

合計 36 (100.0) 40 (100.0) 49 (100.0) 38 (100.0) 42 (100.0) 49 (100.0) 41 (100.0) 45 (100.0) 44 (100.0) 384 (100.0) 

最小數 39 39 41 35 36 37 36 32 33 32 

最大數 81 66 69 69 70 68 69 71 71 81 

平均數 55.7 55.3 55.5 55.0 55.2 56.1 57.0 57.3 57.5 56.1 

標準差 8.1 6.6 6.8 8.2 8.0 7.3 7.6 8.6 9.2 7.9 

 

首
長
經
歷(

月) 

最小值 1 7 1 6 4 1 2 1 2 N/A 

最大值 5 20 48 56 68 84 96 112 122 N/A 

平均數 4.7 17.3 28.6 24.2 28.5 30.0 31.5 20.0 23.3 N/A 

標準差 0.9 4.4 15.7 19.7 20.2 23.0 24.5 18.6 20.6 N/A 

人數 37 40 49 38 42 49 41 45 45 N/A 

資料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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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係比較 2000 年 5 月 20 日至 2010 年 7 月 31 日期間所任用的政務首長、

政務副首長、及常務副首長與主任秘書之背景資料。從表中可以得知，在性別方

面，均以男性為主要任用人選，均超過 80%，然而政務首長的女性相對其他比例

相對較高。 

就教育程度方面，主要還是以碩士以上的學歷佔多數，均達 70%以上，而三

種職位上的比較則是以政務首長的學歷最高，高達 51.4%的政務首長是博士學

歷，且高達 80.2%是碩士以上學歷，而政務副首長雖然也是高達 82.5%是碩士以

上學歷，但是學歷最低者亦出現在政務副首長，而常務副首長與主秘則居多係以

碩士學歷為主，高達 48.2%，碩士以上學歷也達 71.2%。整體而言，位處高階職

位的政務首長、政務副首長、常務副首長與主秘教育程度都普遍屬於高等學歷。 

就年齡層方面，三種職位的平均年齡均在 50 歲以上，但年紀最大的則是出

現在政務首長，高達 81 歲，最年輕者則政務首長與常務副首長與主秘均有，僅

有 32 歲。從次數分配來看，政務首長的任用人選年齡差異性較大，標準差高達

8.0 歲。整體而言，政務首長與政務副首長的高年齡層的比例相對於常務副首長

與主祕高，而僅有少數比例的年輕文官能夠擔任常務副首長與主秘之職位。 

職位經歷方面，政務首長與政務副首長的平均任期相近，前者為 25.0 個月

後者為 24.2 個月。經歷最長的是常務副首長與主秘，高達 229.0 個月平均也高達

32.5 個月，但也是差異性最大的，標準差高達 32.8 個月。經歷最短的則三者均

在 1 個月以內。整體而言，常務副首長與主任秘書的職位經歷相較於政務首長與

政務副首長穩定。 

Fararra & Ross (2005)以及 Maranto (2005)都指出政務官及事務官在特質上有

其差異。而本研究亦得到類似的結果，行政院部會的政務事務互動主要職位，不

管是政務官或事務官，都以男性為主，政務官的學歷高於事務官，政務官的年齡

變異較大，任期較短，從這些資料可見政務官及事務官在基本特質上的差異可見

政務官以學歷取勝，而事務官則在資歷上較佔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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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政務官暨常次&主秘背景資料統計次數表 

 政務首長 政務副首長 常務副首長&

主秘 

性
別 

男 150 (84.3) 185 (92.5) 247 (89.2) 

女 28 (15.7) 15 (7.5) 30 (10.8) 

合計 178 (100.0) 200 (100.0) 277 (100.0) 

教
育
程
度 

高中(職) 0 (0.0) 1 (0.5) 0 (0.0) 

大專院校 

(含二專、三專) 
35 (19.8) 34 (17.0) 79 (28.8) 

碩士 51 (28.8) 68 (34.0) 132 (48.2) 

博士 91 (51.4) 97 (48.5) 63 (23.0) 

合計 177 (100.0) 200 (100.0) 274 (100.0) 

年
齡 

31-40 歲 11 (6.3) 9 (4.7) 8 (2.9) 

41-50 歲 35 (19.9) 42 (21.8) 82 (30.0) 

51-60 歲 77 (43.8) 101(52.3) 156 (57.1) 

61 歲以上 53 (30.1) 41 (21.2) 27 (9.9) 

合計 176 (100.0) 193 (100.0) 273 (100.0) 

最小數 32 34 32 

最大數 81 70 65 

平均數 55.4 54.1 53.2 

標準差 8.0 7.1 5.9 

職
位
任
期 

最小值 1.0(月) 0.5(月) 1.0(月) 

最大值 122.0(月)
13

 99.0(月) 229.0(月) 

平均數 25.0(月) 24.2(月) 32.5(月) 

標準差 19.5(月) 19.1(月) 32.8(月) 

人數 178 200 287 

資料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三) 政務官流動情況 

在學理上政務官的背景描述以及流動特質比較，過去一直是研究焦點所在

(Heclo, 1977；Lewis, 2008；邱育琤、徐永明，2004; 胡龍騰，2007)。表 4-4 呈

現的是 2000 年 5 月 20 日至 2010 年 7 月 31 日期間，各部會的政務首長、政務副

首長、常務副首長與主任秘書之平均任期以及擔任人次。從表中可以得知政務首

長中以行政院新聞局長更換頻率最高，期間內共換了 11 任，平均任期為 10.81

個月，而最久的則是中央銀行總裁，期間內未曾換過總裁，任期高達 122 個月。

在政務副首長方面，則是以交通部與內政富更換最頻繁，均換了 9 任部長，而任

                                                      
13

 中央銀行總裁彭淮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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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最長的是海巡署政務副署長，平均高達 59.5 個月。在常務副首長方面則是以

新聞局副局長更換最頻繁，共換了 8 任，而任期最長的是青輔會副主委，平均高

達 61 個月。而主任秘書方面，則是以外交部更換最頻繁，共換了 9 任，而任期

最長則是國科會主任秘書，高達 40.9 個月。整體而言，所有部會的政務副首長

更換頻率最頻繁，平均 7.2 任，而平均任期最短則是主任秘書，僅有 21.2 個月，

最長是常務副首長，高達 32.3 個月。換言之，常務副首長相較其他較為穩定，

流動率較低，而主任秘書則是流動率相對較高。 

表 4-4 政務首長、政務副首長、常務副首長與主任秘書流動表 

部會名稱 
政務首長 政務副首長 常務副首長 主任秘書 

次數 平均數 次數 平均數 次數 平均數 次數 平均數 

行政院新聞局 11 10.81 － － 8 23.63 7 17.1 

北美事務協調委員會 7 14.71 － － － － － － 

財政部 7 17 6 20.17 10(2) 22.1 6 14.8 

經濟部 7 17.29 6 20 8(2) 28.25 6 19.8 

行政院衛生署 7 17.14 11(2) 16.73 3 40.67 4 30 

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7 17.14 4 30.5 2 58.5 7 16.6 

國防部 7 17.29 12(2) 16.83 14(3) 17.38 － － 

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7 17.29 8(3) 43 － － 5 19.4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6 20 8 13 2 61 4 30.5 

外交部 6 20.17 6 19.33 11(2) 21.73 9 11.3 

行政院人事行政局 6 20 5 24.2 3 40.67 5 23.8 

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6 20.17 6 18.50 4(2) 48.75 6 19 

行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6 20.33 － － 6(2) 39.5 7 16 

內政部 6 20.17 9 12 4(2) 59.75 4 30.3 

金融管理監督委員會14
 6 11.33 2 22.5 2 36 5 13.8 

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5 24.4 14(3) 27.43 － － 3 40.7 

行政院客家委員會 5 21 5 21.6 3 35,67 7 14.7 

行政院體育委員會 5 24 11(2) 21.18 2 57.5 8 13.5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5 24.2 7(2) 33.86 4 30 8 15.1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5 24.2 5 22.6 5 23.6 2 18 

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5 24.2 11(2) 21.91 － － 3 39.3 

教育部 5 24.2 3 40.67 7(2) 30.29 7 11.6 

交通部 5 24.2 9 11.56 7(2) 34 5 23.8 

行政院飛航安全委員會 5 24.4 － － － － － － 

                                                      
14

 加底色註明的部會，表示是在研究時間範圍內所成立之部會，各別是客委會成立時間為 2001

年 6 月 14 日，金管會成立時間為 2004 年 7 月 1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成立時間 2006 年 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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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勞工委員會 4 30.5 5 24.4 2 52 3 19.3 

行政院大陸委員會 4 30.5 13(3) 26.15 － － 3 40.7 

行政院青年輔導委員會 4 30.25 － － 2 61 3 35 

行政院主計處 4 30.5 － － 6(2) 40.33 4 29.5 

法務部 4 30.25 7 16.71 6(2) 39.33 5 23.6 

公共工程委員會 4 30.25 12(2) 18.33 － － 6 20 

公平交易委員會 4 30 6 15.17 － － 3 39.7 

國立故宮博物院 4 30.5 6 34.5 1 28 5 23.2 

行政院海岸巡防署 3 40.47 2 59.5 5 26.6 3 38.3 

蒙藏委員會 3 40.33 － － － － － －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3 17.67 3 27.67 － － 2 26.5 

中央選舉委員會 3 40.67 1 10 － － － － 

僑務委員會 2 61 12(3) 28.5 － － 5 23.4 

中央銀行 1 122 － － 4(2) 55.75 － － 

平均 5.1 22.9 7.2 22.7 5.0 32.3 5 21.2 

資料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二、 政務與事務官工作分配 

政務與事務官的分工部分則是援引交通部內部分層分工辦法來代表說明，部

會內之分工概況。從表 4-5 可以得知除了部務會報中的「議程及議事資料之準

備」、政績清查中的「資料蒐集」極機密公文處理三項係可由司處室主管核定外，

其餘的項目均得由第一層中的部次長核定，換言之，部會中的事物決大多數係必

須經過部次長核定方能執行。但在第一層中，所謂的部次長事實上涵括了政務首

長、政務副首長以及常務副首長，此層級正是政務官與事務官互動的第一個介

面，但在分工表上卻沒有明確的訂定，在沒有明確規範下，其分工則必須仰賴部

會首長的領導風格，是故在此層級不同部會首長的風格與慣例的差異下，可能呈

現不同樣貌的分工模式，而不同的分工模式下，也意涵著其政務官與事務官對於

其職務的角色認知、互動關係與策略可能會產生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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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交通部分層負責明細表—秘書室（節錄） 

工  作  項  目 

權 責 劃 分 

備  考 
第3層 第2層 第1層 

科長或 

承辦人 

司處室 

主 管 
部次長 

壹、核稿及文書    

第 2 層在秘書室為主

任秘書、第 3 層為秘

書或承辦人 

一、各單位簽陳及所擬部稿之審核 審核 審核 核定  

二、施政報告     

(一)院長向立法院施政報告資料之提供 擬辦 審核 核定 
 

(二)部長向立法院報告資料之彙整 擬辦 審核 核定  

(三)部長在立法院口頭答覆速記紀錄 擬辦 審核 核定  

三、部務會報     

(一)議程及議事資料之準備 擬辦 核定   

(二)會報之紀錄 擬辦 審核 核定  

四、政績清查     

(一)資料之蒐集 擬辦 核定   

(二)全案之整理與彙編 擬辦 審核 核定  

五、機密公文處理（公文登錄及分辦） 
審核 

或核定 
核定  

「機密」等級以上公

文由第 2 層核定，

「密」等級公文由第

3 層核定 

六、部次長指示交辦事項或函牘文件之交辦 擬辦 審核 核定 
 

資料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三、 政務官體制改革 

制度決定實務運作，體制決定政務官之角色認知。我國目前政務官體制在三

方面亟需加以改革與省思，以利政務官能更加順利推動政務以及與文官體系充分

配合與磨合，大致上可分為「憲政運作的弔詭」、「人才培養與招募」、「治理經驗

的傳承與接軌」等三種。 

在憲政運作上所產生的問題，導致政務/事務實務互動上有其困難，根據受

訪資料可略知有關我國體制運作上的問題，大部分受訪者皆指出我國目前運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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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問題在於總統與院長之間，權責不清的問題由 A10 最清楚地點出「…經

費預算是行政院這邊的，所以有時候院長很可憐，在立法院被問到：這些事情部

長或主任委員有沒有告訴你阿？院長也不能說他不知道，但是他們可能直接告知

總統，但是院長不能說不知道，我相信不只現在是如此…。（A10 訪談記錄）」。 

再者，以人才招募培養以及治理經驗延續傳承等角度，探討目前體制運作上

的問題。由於憲政體制使然，使得政務官招募上較難以延攬較具治理經驗人才，

雖然不乏出身高學歷之背景，但是由於缺乏事務與行政歷練，導致政務/事務磨

合的時間過長，對於國家無疑是種負擔，以及徒增治理成本，更遑論錯誤政策與

失敗磨合所帶來之損失。B02 具體指出問題所在： 

總統制中，總統一下要任命很多人，…但是對政府運作不熟悉，沒有經

過政府行政體系的歷練，你一來當然有問題，…所以來要磨合比較困

難，更何況現在民意那麼強，做不好就換人，那更是困難去累積這種行

政的經驗。（B02 訪談記錄） 

我國目前政務官的甄補來源除了文官外，主要來自為政黨以及學術界，受訪

者認為目前之政務官任用普遍而言，同質性過高與人才庫不足。任政務副首長的

A16，也認同政黨智庫在篩選以及培育人才方面發揮的功能，「像國民黨原來有

革命實踐研究院。像這樣的機制呢，我覺得是非常好的一個訓練政務官的一個搖

籃，也是這個選拔政務官的一個基地。」政黨本身的許多機制即有培養政務官功

能。首先是選舉，A04 與 A18 都認為培養政務官最有效且有用的方法即是透過

「選舉」，「政治甄補過程常常就會靠選舉呀!」，政黨執政時也可以透過位置安

排，培育政務官，「利用次長、政次這種東西來做培養，我覺得這是可行的、可

行的（A17 訪談記錄）。」 

綜上而論，有政務/事務官經驗之受訪者亦提出實務上政務官體制的改革建

議，總統制與內閣制，各有利弊、各有春秋，有人認為內閣制的確有助於在治理

經驗上的延續及傳承、立法及行政上的緊密連結、政務/事務分工清楚。C03 以

英、日等國家內閣制的運作為例，對照我國當前體制下政務未與事務明確分工，

導致政務官必須負全責而產生問題：「如果一個政務的首長或政務官，去參與經

費或人事調動，就很難保證常任文官，如果政務官可以高興怎麼調動就怎麼調

動，中立的傾向就被破壞。」，A05 認為在內閣制體制之下，由於擔任政務官的

內閣過去都有國會議員的經驗，對政府的運作有一定程度的瞭解，更以日本退休

官僚如何參與國會議員選舉，而逐漸由政務官成為大臣的過程，以及此種機制對

於政務官經歷的累積經驗來說明這個制度的優點：「你在內閣制中，有選舉、影

子內閣，無形當中就會累積行政的歷練…」。 

另外則以可行性做實際考量，認為在現行制度下微幅修改，調整總統與行政

院長之角色扮演與權責分配、決策機制之模式建立較為可行。C04 提出實際運作

起來總統有如董事長，行政院長比較像是總經理，兩者若能清楚定位角色，並且

相互尊重，應該可以提升行政效能。A18 則認為可以透過目前現有的種種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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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總統的決策，主張總統是有民意依歸、授權的最高領導者，「就是政策的領

導者，他應該是決策者」，在不違憲的情況下，有幾種決策機制是可行的，「當然

他可以回到九人小組的模式，或者他可以再繼續用國安會議、高層會議的模式」。 

在政務官甄補來源與培育管道，實務上建議可以透過智庫去連結政黨的主張

以及國家的政策。A06 指出：「以國家應該要想辦法讓這個智庫的功能能夠發

揮，，就是讓智庫能夠建立一個資源，對於企業的減稅要更加的減稅，因為民間

智庫跟政黨會自動去連結，因為他必須要跟政策有相關」而建立一套合理的待遇

及福利制度更有助於提供人才誘因，開拓政務官來源。B06 指出：「以前的政務

官待遇太優厚了，現在政務官根本待遇太差了！」，A16 更為政務官打抱不平，「相

對於他的責任和他付出的時間喔，身體的消耗啊，還有風險、實質的 salary 或

reward，其實是少…為什麼負這麼大的責任？」 

除此之外亦須針對政務官所舉辦的正式或非正式的不同訓練機制。這些機制

包括「內閣研討會」、「首長策勵營」，「⋯⋯首長的策勵營，大概每半年或每三個月

會辦一次，所以事實上是有作這方面的訓練，就是讓他們知道一下一些其他不同

的看法，其實我覺得還可以。（A07 訪談記錄）」，或是透過私下聯誼性質首長的

聚會接觸，做經驗的交換，A18 提到，「就把所有首長搞到山林⋯⋯搞到某一個地

方弄兩天這樣子」，「是一些觀念的溝通，然後也許試著讓某一些治經驗不足的首

長，聽一些政治上的判斷…的操作的思維是什麼」，經由國家培養，聚集事務官

與政務官一起上課、培養革命情感不失為一個養成政務官的途徑。具體上 A11

更從政策過程所需的各種能力，主張有系統地建立政務領導方法論，從適應、規

劃、落實、執行步驟分別讓政務官瞭解如何擔任一個政務官，對照 C03 訪談資

料來看，更顯經驗傳承、制度建立之重要「我覺得政務官的訓練對行政部門體制

的瞭解很重要」，「對公務部門瞭解這件事情…這是一個。再來第二個就是…跟民

意機關的互動，府會關係。如果要再加第三個的話…就是說你這些人要進來，我

要讓你瞭解我現在政府裡頭的重要政策是哪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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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政務與事務官互動關係   

一、 互動的問題 

本部分先藉由新聞電子資料庫，搜尋政務事務互動議題之相關關鍵字共 20

個，由個別關鍵字在不同政府任內的數量作一總體觀察，可得知哪些議題或事件

相對被媒體報導的次數較多，可以合理推測次數較多的議題其重要性也較高，據

以描述不同政府任內的政務/事務互動議題之概況。本研究所使用資料庫為中國

時報知識贏家，因為該資料庫可依報導內容之主體、事件屬性及地區設定檢索條

件15，有效排除涵蓋關鍵字但為非政治主體、非政治事件以及國際政治之新聞。

搜尋結果如表 5-1 所示，依據此搜尋資料進行下列各項比較： 

(一) 單一政府時期比較 

1. 陳水扁政府（2000.5.21~2004.5.20） 

關鍵字次數第一至第五名分別是「溝通」、「協調」、「衝突」、「下台」以及「改

組」。故在陳水扁政府第一任內，「溝通」是最常被報導的議題。 

2. 陳水扁政府（2004.5.21~2008.5.20） 

關鍵字次數第一至第五名分別是「下台」、「溝通」、「協調」、「衝突」以及「道

歉」。在陳水扁政府第二任內，最常被報導的議題是「下台」。 

3. 馬英九政府（2008.5.21~2010.11.8） 

關鍵字次數第一至第五名分別是「溝通」、「協調」、「衝突」、「下台」以及「改

組」。可知「溝通」是在馬英九政府上任至今最常被報導的議題。 

(二) 跨政府時期比較 

陳水扁政府第一任期中各個關鍵字幾乎遠較第二任期為多，其中一部分原因

可能是我國首次政黨輪替，各種政務議題均引起人民的好奇心及媒體大量報導；

另一部分原因則可能是陳水扁政府第一任期施政較不順暢，有較多新聞事件所

致。 

陳水扁政府第二任內只有三個關鍵字出現的次數比第一任內多，分別是「降

調」、「下台」和「總辭」。而「調動」、「撤換」、「請辭」、「舊官僚」以及「失言」

這四個關鍵字的次數雖然比第一任內多，但是差距均在 30 次以內。馬英九政府

上任至今，只有「倦勤」和「失言」出現的次數比陳水扁政府第二任內多，而「失

言」出現的次數已達 34 次，僅比陳水扁政府第一任內少 7 次。「舊官僚」的議題

在陳水扁政府第一任內出現的次數最多，至第二任內已明顯減少，而在馬英九政

府上任至今的次數更是只有 2 次，呈現一路下降的趨勢。 

整體而言，三任政府的關鍵字次數前五名有重複出現者為「溝通」、「協調」、

                                                      

15
 本研究將主體設定為總統府 or行政院or立法院，事件為政治事件，地區為台灣。搜尋報紙為

中國時報，搜尋標的則包含新聞標題及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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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以及「下台」，可視為我國近十年來最重要，也是執政者最需要面對的

政務議題。另外也可以觀察到馬英九政府上任至今的關鍵字次數排名，前 5 名的

順序恰巧與陳水扁政府第一任完全符合，或許多少可以說明兩者在政務領導上有

若干的相似性。 

表 5-1 關鍵字檢索一覽 

執政者 

 

關鍵字 

陳水扁政府16

（2000.5.21~2004.5.20） 

陳水扁政府 

（2004.5.21~2008.5.20） 

馬英九政府 

（2008.5.21~2010.11.8） 

次數 排名 百分比 次數 排名 百分比 次數 排名 百分比 

1. 入閣 204 10 2.76 132 10 2.71 52 10 2.78 

2. 組閣 348 7 4.70 266 7 5.47 38 13 2.03 

3. 布局（佈局） 410 6 5.54 201 9 4.13 113 7 6.04 

4. 衝突 842 3 11.38 571 4 11.73 190 3 10.15 

5. 溝通 1811 1
17

 24.48 833 2 17.12 424 1 22.65 

6. 協調 1407 2 19.02 672 3 13.81 255 2 13.62 

7. 異動 154 11 2.08 88 13 1.81 44 11 2.35 

8. 調動 64 16 0.87 47 14 0.97 10 17 0.53 

9. 降調 6 20 0.08 14 18 0.29 3 19 0.16 

10. 倦勤 39 18 0.53 4 20 0.08 9 18 0.48 

11. 撤換 110 12 1.49 109 12 2.24 39 12 2.08 

12. 請辭 282 9 3.81 269 6 5.53 93 8 4.97 

13. 慰留 101 14 1.37 41 15 0.84 32 15 1.71 

14. 下台 549 4 7.42 964 1 19.81 173 4 9.24 

15. 失言 41 17 0.55 24 17 0.49 34 14 1.82 

16. 道歉 342 8 4.62 271 5 5.57 116 6 6.20 

17. 舊官僚 24 19 0.32 5 19 0.10 2 20 0.11 

18. 入黨 92 15 1.24 37 16 0.76 12 16 0.64 

19. 改組 463 5 6.26 204 8 4.19 165 5 8.81 

20. 總辭 108  13 1.46 115 11 2.36 68 9 3.63 

合   計 7397 # 
100.00 

4867 # 
100.00 

# 187

2 
100.00 

資料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一) 陳水扁政府第一任之政務事務互動議題 

1. 人事布局和調動 

                                                      
16

 3 月 20 日總統大選結果確定後勝選者即會開始進行組閣，故三任政府的關鍵字「入閣」和「組

閣」搜尋時間範圍分別為 2000.3.21-2004.3.20、2004.3.21-2008.3.20、2008.3.20-2008.11.8。 
17
次數加網底表示單一政府任內第 1 名；斜體加粗體表示單一關鍵字跨政府比較次數最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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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備受挑戰的閣員任命權 

扁政府在組閣過程中未諮詢黨籍立委推薦人選，也排除黨內輔選功臣入閣，

將不少政務職位給異黨人士，黨內出現不滿的聲音。有立委表示，陳水扁權力不

下放，只靠親信對黨內外進行單線連繫，「這是只重太監、不重大臣」、「未來可

能是國民黨、民進黨聯手修理新內閣18」，新系大老吳乃仁甚至以「民進黨不是

執政黨」來定位新政府19」。或許陳水扁在籌組新政府之初受限於黨內人才經歷

不足，抑或是朝小野大的局勢，以及意欲帶來不同以往的新氣象而組成全民內

閣，但黨內的不滿情緒似乎說明了執政者組閣若不重視黨籍人士的意見，尤其是

同黨立委，往後閣員在面對立院質詢時可能會遭遇較為不友善的對待。 

(2) 高階文官的調動 

在陳水扁政府第一任期之初，有幾位首長曾因調動所屬的高階文官而引起媒

體注意。自經濟部長林信義20、法務部長陳定南21、農委會主委陳希煌22到勞委會

主委陳菊23等皆有在上任後進行大幅度的人事異動。這幾件高階文官調動事件，

其共同點皆在於調動幅度之大幾乎為該部會前所未有，因而引起部會內部以及朝

野的議論。 

(3) 政治生態適應問題 

2002 年 2 月 1 日，宗才怡出任游錫堃內閣的經濟部長，在此項人事案確定

之前，宗才怡即為經濟部以及財政部長的熱門人選。而經濟部長宗才怡、財政部

長李庸三，加上副閣揆兼任經建會主委林信義，皆為來自業界的專業經理人，形

成的財經內閣企業化的現象，為我國財經內閣組成新紀錄24。然而，宗才怡受到

全國矚目而上任，但面臨立法院的壓力25、個人出缺勤狀況以及幕僚疏失26致使

遭受朝野議論，最終在短短四十八天的最短任期紀錄中辭職，並陳述自己「像一

隻誤闖叢林世界的兔子，渾然不知週遭皆是政治陷阱」、「有如碰到烈火焚燒，

兀自抵抗了一個多月27」。宗才怡請辭事件顯示企業家要適應政務官生活並不容

易，畢竟公部門與私部門最大的差異就是受到公共監督，尤其是立法委員的強力

質詢。 

2. 個人行事作風及言行爭議 

(1) 任命突然，新手上路準備不及 

原定國科會主委人選陳唐山因台南代理縣長爭議而不出任，在 520 就任前一

天陳水扁政府臨時才決定由成大校長翁政義接任，由於事出突然，翁政義一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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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閣無我 諮詢也無我（2000 年 4 月 21 日）。聯合報，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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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線爭議情緒衝突 扁與黨團互動現危機（2000 年 4 月 22 日）。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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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信義掌經部 首重人事安定（2000 年 4 月 15 日）。自由時報，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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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部換血 25 名檢察首長異動（2000 年 6 月 18 日）。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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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委會一級主管 717 大撤換 台大幫將全面取代興大幫（2000 年 6 月 29 日）。中時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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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委會高層主管異動（2000 年 8 月 23 日）。中國時報。 
24

 財經部會企業化 新內閣一大特色（2002 年 1 月 24 日）。經濟日報，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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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才怡報告六頁 2000 字 經委會譴責（2002 年 3 月 15 日）。聯合報，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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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幕僚凸槌 宗才怡成箭靶 立委質疑陳韋迪儼然經部「地下部長」 自印名片、要求配車、辱罵

記者 宗允諾周內查明（2002 年 3 月 19 日）。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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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才怡辭職聲明（2002 年 3 月 21 日）。聯合報，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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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甚至還找不到地方住28，首次赴立法院報告只有六天的準備時間，面對立委質

詢，翁政義很多時候也只能回答「很抱歉，這個問題我沒有辦法回答。」甚至坦

承「很多狀況我還不很熟悉」，引來在野黨立委抨擊是「考試不及格29」。 

(2) 上任前的言論引發爭議 

教育部長曾志朗首次到立法院報告，針對他上任前在演講時提到「教育經費

被立委拿走，將來我被哪些立委修理，就是我沒有給哪些人」的話，許多立委群

情激憤要求曾志朗把話說清楚，以免所有立委都被影射，曾志朗多次道歉但並未

平息，施政報告因而散會；隨後曾志朗發表致歉稿說：對個人未加修飾的發言，

導致對委員清譽可能造成傷害鄭重致歉，個人仍會繼續堅持自己理念，也會努力

調適自己角色，「改變過去學者身分所習於的隨興發言30」。曾志朗在記者的訪

談中表示「我只是個單純的學者，一向不懂政治，而且說話心直口快，因此常得

罪人而不自知」，坦承某些言論是不妥當的31。傍晚教委會決議既往不咎，「回

扣說」風波就此正式結束32。 

(3) 政務官失言 

陳定南曾在立法院表示，過去政府一年被浪費、貪汙的金額高達五千一百億

元，占國家總支出的三成，此話一出立刻受到國民黨籍立委的質疑33，地方縣議

員也認為若陳定南說詞不實、沒有憑據，同樣應主動澄清，以免影響基層公務人

員的士氣34。之後國民黨團因不滿陳定南的說法，與新黨聯手杯葛總預算案，民

進黨立委沈富雄呼籲陳定南，可趁機對日前不是「很嚴謹的發言」重新解釋35。

陳定南隨後在立法院公開向立委表示，他日前的說法是很簡單、籠統的講，他承

認其中有誤。在新內閣上任滿月之後，有媒體報導指出「財經部會首長改變以往

直率敢言作風變得謹言慎行，財政部長許嘉棟在沒什麼大事時也走『秘密通道』，

只為避開記者；經建會主委陳博志更在第一次主持的業務會報中即指示少對外發

言；出身企業界的林信義任經濟部長後話變少了36。」似乎是感到「言多必失」

而做出的調適，畢竟政務官的言行舉止容易被媒體、立委放大檢視。不過經建會

主委陳博志之後仍有一段「政府很有錢，可以出售公共資產挹注財政收入」的說

法，引起朝野立委強烈批評是「大嘴巴」、「賣國賊」，陳博志最後也坦承自己的

說法「有欠考慮37」，這些事例都顯示政務官不僅發言要有憑有據、用字遣詞更

要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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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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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政府運作滿月財經部會首長 從直言變成謹言（2000 年 6 月 26 日）。聯合報，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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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錢說 陳博志被罵大嘴巴（2000 年 10 月 19 日）。經濟日報，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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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團隊磨合與衝突 

(1) 政務官與事務官衝突 

陳定南就任法務部長前，高調宣揚理念與預定的改革措施，甚至表示裁撤調

查局，提前引發與法務部內以及調查局間的衝突38，甚至有傳言指出法務部高層

欲集體請辭39，最後陳水扁約見法務部長40，陳定南也低頭才暫時化解危機41，但

雙方日後仍有零星衝突42。而新政府上任後，人事行政局向所有公務行政機關通

令公務人員必須一律於 8 時 20 分發簿簽到，有檢察官認為這是新任法務部長陳

定南新官上任的新措施，引起檢察官群起反彈，事實上這並不是陳定南訂定的措

施，但是陳定南過去的「酷吏」形象，讓他招致誤解43。除了調查局外，陳定南

也和監所體系產生衝突，起因是陳定南認為部分監所有假藉「警備車」名義，購

置首長座車的違法情事，引發監所反彈，基層檢察官也有不同意見44。之後台北

監獄、台北看守所及桃園監獄管理員共同召開記者會，發出獄卒不平之聲，希望

正名為獄警、獲調整合理待遇及休假升遷制度，也希望陳定南不要打擊士氣，要

求陳定南就巡視台中監獄時，指監所管理員素質不如保全人員的失言提出澄清
45。陳定南事後公開回應，指該指控是胡說八道，他懷疑背後有人要串連抗拒獄

政改革46。 

交通部長葉菊蘭就中華電信釋股爭議，中華電信工會擬發動街頭抗爭一事，

指稱工會「貪得無饜47」，引發工會強烈抗議，要求葉菊蘭道歉48，最後葉菊蘭三

度道歉才化解衝突49。針對台鐵事故頻仍，葉菊蘭以「台鐵組織鬆散、員工的老

大心態」譴責台灣鐵路管理局員工50，並決定將台灣鐵路管理局長陳德沛轉調參

事51，引起台灣鐵路工會強烈不滿，要求葉菊蘭向員工道歉，否則將集體休假甚

至上街抗爭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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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在陳水扁政府第一任期，有一則政務官與事務官的衝突是由文官所主動引爆

的，經建會人力處長劉玉蘭因不認同行政院版本的國民年金方案，在經建會業務

會報中面陳主委陳博志，希望請調參事，以免對未來的國民年金案發表太多意見
53。事後陳博志表示「事務官職責在分析，政務官則是為政策負責54」，肯定劉

玉蘭的專業並全力慰留55。不過劉玉蘭事件引來民進黨立委沈富雄批評是「舊官

僚心態56」。閣揆唐飛就此事則認為事務官可堅持己見，但對外而言，政府是一

體的，事務官還是應該聽從政務官的意見57。 

無獨有偶，能源會執行秘書陳昭義對核四替代方案的可行性沒有絕對把握，

請辭執行秘書一職，陳昭義在辭呈中明確表示，經濟部執行的能源政策，有其一

貫性，但新政府上台後的廢核政策，並不符合專業的評估58，並表示對核四替代

方案「覺得毛毛的，沒有信心59」，雖經林信義慰留，但之後表示面對監委約談

核四停建案時會講心裡想講的話，坦承「我想我跟部長是有一點不同60」。 

(2) 新政府與舊官僚 

民進黨初次執政，面對龐大的文官體系處處顯現不信任的態度，「舊官僚」

的批評不斷出現。行政院副院長張俊雄在致詞場合上，談到八掌溪事件，嚴厲痛

批舊政府時代舊官僚心態是「麻木不仁、傲慢推諉61」。經建會人力規劃處長劉

玉蘭因反對政院版本的國民年金方案而請辭，民進黨立委沈富雄指出，劉玉蘭批

評新政府聽不進專業意見，這是舊官僚心態62。民進黨秘書長吳乃仁在談到國安

基金投入股市的問題時，痛批新政府任用的這些舊官僚，已經無法以新思維來思

考、解決這些問題，因此把希望放在這些舊官僚身上有如「請鬼拿藥單」，舊官

僚體系不可能承認自己有錯誤63。文官出身的經建會副主委李高朝則批評政府

「不聽取專家的專案堅持會失去民心；而說出『舊官僚』這種話的人，是最沒有

政治智慧的人64」。面對執政黨指責，文官體系的無力反應在孫運璿學術基金會

在 2000 年底公布公務人員形象調查報告，其中的一項焦點訪談結果發現，公務

員感受到新任首長不尊重、不信任原有的制度或做法，而公務員最不希望聽到上

司以「你們這些舊官僚」否定下屬的意見或做法，此舉易造成士氣低落，政策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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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時報，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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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不易65。 

最引人注目的批評官僚事件，則是在 2001 年 3 月，府院黨九人小組在會議

中，對長期以來政務官與事務官互動問題進行深入討論。與會者不滿部分高級事

務官有「部長你在當，事情我在決」的心態，陳總統也認為一定要處理66，雖然

事後總統府秘書長游錫堃表示總統並未對此做出指示，不過民進黨團幹事長柯建

銘表示「經建會的局處長都是國民黨的，裡頭的開會內容與結論，隔天就立刻傳

到國民黨的智庫裡了。」「沒辦法，經建會的專業幕僚全部都是國民黨的，現在

主持國民黨智庫裡的人，都是他們以前的老長官。」教育委員會的立委陳景峻也

指出，教育部長曾志朗及多位次長為教改上山下海，但底下的事務官從不配合，

也不願積極研擬方案67。隨後事務官也有反彈的聲音出現，認為「首長出現權力

的傲慢」、「新政府任用親信卡位手法拙劣」、「搞不清楚上面要什麼，想什麼」、「外

行領導內行」、「勇於建言被當成搗蛋份子」、「做到流汗，卻被嫌到流涎68」。行

政院也有消息透露外交系統中「連皮宋骨」的比率不低，內部文件外洩給在野黨

的情事時有所聞，而事務官杯葛政務頗多技巧，例如行政院長張俊雄交辦準備的

資料，刻意在最後一刻才交出來，讓幕僚人員無暇消化69。但也有媒體質疑調動

高階文官與政務推動的關係，指出經濟部一年調動了高達 17 位一級主管，但是

經濟部政務並未有明顯突出的表現，部長林信義的滿意度也經常敬陪末座70。 

(二) 陳水扁政府第二任之政務事務互動議題 

1. 人事布局和調動 

(1) 內閣改組的考量－施政績效及政治忠誠 

總統大選後閣揆游錫堃首次與總統進行政務報告，表示他已指示相關部會整

理四年來的施政，及總統大選輔選的績效、為政策辯護的重要內容，提出整體報

告，作為陳總統及游揆的參考依據。外界認為是「閣員更替與留任」的重要參考，

行政院秘書長劉世芳並沒有透露這份報告的完成期限與具體內容，不過她也證

實，部分「綠皮藍骨」選前與藍營唱和的政務官，行政院已經在查，自然會考量
71，但也強調這份概括性報告不會處理事務官的部分72。一位立院黨團幹部則私

下表示，選前誰在做什麼，他們都一清二楚，內閣改組當然會把這些列入考量73。

最後改組規模比外界預期的還大，共有 25 位閣員職務異動，18 位新人入閣74。 

                                                      
65

 常任文官嘆：覺得被否定 指新首長外行領導內行 動不動就說‘你們這些舊官僚’打擊士氣

（2000 年 12 月 1 日）。聯合晚報，4 版。 
66

 九人小組猛批事務官 促調整人事（2001 年 3 月 21 日）。聯合晚報，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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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駕馭不動因素複雜，轉型尷尬期，新舊磨合苦難言（2001 年 3 月 22 日）。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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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配合？事務官：首長出現權力的傲慢（2001 年 3 月 22 日）。中時晚報；事務官反彈情緒持

續發酵（2001 年 3 月 23 日）。中國時報。 
69

 事務官扯後腿？綠與藍的心結（2001 年 3 月 23 日）。自由時報，4 版。 
70

 經濟部 一年換掉 17 位一級主管（2001 年 3 月 23 日）。自由時報，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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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揆見總統 啟動內閣改組機制（2004 年 4 月 2 日）。聯合報，A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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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院評政務官 做為改組參考（2004 年 4 月 2 日）。自由時報，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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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閣改組啟動 各部會奉令提報施政、輔選績效 劉世芳指新閣人事由總統與新閣揆主導 外

傳幾位染藍政務官將遭撤換（2004 年 4 月 1 日）。中國時報，2 版。 
74

 內閣總辭 看守至 520 25 閣員職務異動 18 位新人入閣 5 人留任（2004 年 5 月 12 日）。中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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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無預警下台 

在游內閣改組過程中，有兩位閣員都是在行政院正式公布新人事案前，才突

然地被告知未予留任。文建會主委陳郁秀是被游揆約見，才被當面告知將由政務

委員陳其南接任其職位75，引來黨內人士批評強勢撤換新系「國母」陳郁秀，只

為了安排游揆在宜蘭縣長任內的愛將陳其南76。教育部長黃榮村則是在出國參加

APEC 教育部長會議時，被宣布由杜正勝接任，黃榮村表示，雖然他出國前已有

被換下的心理準備，但對代表國家拜會美國教育部長、參加亞太經合會教育部長

會議陣前換將，「這個時機相當不宜77」。民進黨亦有立委針對陳郁秀和黃榮村突

然遭異動發表共同聲明，認為政府處理閣員下台過程太粗魯、太粗糙，當事人事

先毫不知情，事後才從報紙知道消息，對當事人明顯不尊重78。 

(3) 政務官受利益團體抗議而下台 

近五百家地區醫院院長帶領員工代表上街抗議健保給付不公，造成地區醫院

倒閉，並在行政院前演出「公審張鴻仁」行動劇，點名前健保局總經理、衛生署

副署長張鴻仁，批評張推出健保總額預算制度，未有相關配套措施，並且封鎖資

訊，造成醫院經營不下去，要求張為任內錯誤的決策造成的亂象下台負責79。張

鴻仁面對立委質詢時哽咽回應自願當祭品，於晚間召開記者會聲請將請辭，行政

院發言人陳其邁稍後表示，院長游錫堃強力慰留，張已同意留任署長80。陳建仁

則再三肯定張鴻仁是最瞭解健保制度的人，政府不能沒有他81。針對張鴻仁辭呈

隨被慰留，點名要張鴻仁下台的地區醫院協會秘書長說「這是張以退為進的把戲
82」。隔日張鴻仁澄清，是長官誤會他接受慰留，他為自己話沒說清楚感到抱歉。

他強調，健保已演變成政治問題和信任問題，他早已決心下台解決爭端，從此和

健保議題「一刀兩斷」，不會接受慰留；陳建仁表示，政務官應該為政策負責，

而非因為外在環境壓力而下台，他希望張鴻仁能深思，衛生署會給他幾天時間考

慮83，游揆與陳建仁都向張鴻仁表示，政務官只有為政策負責下台請辭，不應該

為了外界壓力就放棄理想與堅持84。但張鴻仁辭意甚堅，最後行政院只好批准其

辭呈，在請辭記者會上張鴻仁的語氣較先前緩和，強調這次醫界的行動應是「抗

爭事件」，他下台是為了抗爭事件負責，他也認為，地區醫院的抗爭是「對人不

對事」，不像之前健保雙漲的抗議針對議題是「對事不對人85」。 

                                                                                                                                                        
晚報，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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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個人行事作風及言行爭議 

(1) 政務官失言 

內政部長蘇嘉全巡視雲林縣口湖鄉災情時，有人抱怨官員走馬看花，蘇嘉全

突然對地方人士說「決堤就決堤，有啥好看的，給錢就是了。」86而外交部長陳

唐山以指涉男性生殖器的用詞批評新加坡奉承中國，引來星方探詢，以及國內輿

論批評87。 

(2) 常務次長失言 

教育部常務次長周燦德公開表示「外籍新娘素質有問題、要節育」，引發人

權團體和外籍配偶的不滿並赴教育部抗議88。隔日周燦德在新聞稿表示發言原出

於一片善意，但沒想到卻被外界解讀為他要求外籍配偶「少生一點」，他感到「遺

憾」，但也願意對因外界錯誤解讀，而被傷害到的外籍配偶家庭說聲「對不起89」。 

3. 團隊磨合與衝突 

(1) 高階文官降調 

2004 年 6 月張政雄內定為中選會主委後，有媒體報導張政雄表示，曾在公

投辯論會糾正他發言不中立的中選會秘書長蔡麗雪可能遭撤換。而 10 月初，蔡

麗雪，確定遭到撤換、降調為行政院北美事務協調委員會委員，對於媒體提問蔡

麗雪撤換。游揆解釋，中選會主委張政雄認為他和蔡麗雪的「共識性不高」，主

動建議行政院為蔡麗雪另覓職務，人事行政局找不到十四職等的職務缺，「只能

找到這樣」；游揆說，他很抱歉無法讓蔡麗雪平調，但「不是故意的90」，但仍

引發在野黨團批評此舉為破壞文官體制。蔡麗雪接受媒體專訪時認為張政雄是

「有仇報仇91」。有總統幕僚針對此事表示即使陳水扁已經第二任了，他們發現，

政府部門還是有很多公務員一天到晚「動不動就在你背後戳你一刀，而且各部會

都有，不規範行嗎92？」。 

除了上述案例外，尚有北美事務協調會主委林芳玫93、行政院秘書長葉國興

曾找農委會主委陳武雄表示，要他降調十三職等的參事蔡麗雪94、2004 年 8 月底

艾利風災後，水利署北區水資源局長李鐵民降調為水利署副總工程師等調動人事

案例，在在都賞害到政務人員與高階文官的互信與互動關係。一位不願具名的行

政院官員則表示，「雖然下屬『扯後腿』的事情，在民進黨第二次執政後比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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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但還是有人一天到晚理由一堆，就是不甩你，你不叫他走行嗎95？」而對於

事務官也同樣有相關評論，「以後面對部長，雖然是專業分析，要講這種壞消息，

恐怕不能說得這麼白96」，以後願意和長官講真話或提供專業意見的人更少了97。 

(2) 首長與高階文官意見不同 

2007 年底兩階段領投票是否有效的議題引起各方討論，中選會秘書長鄧天

祐在國會備詢時表示「兩階段投票應該還是有效98」，但中選會主委張政雄隔日

開記者會重申，堅持將一階段領投票貫徹到底，各投開票所必須遵照辦理，不容

許發生一國兩制99。張政雄甚至稱鄧天佑的說法是「代表個人意見」，對此鄧天

祐低調表示，選務糾紛不能影響民眾投票權益，他是講一個選務人員該講的話，

但是「政治層面要怎麼解釋，只能尊重長官100」。 

(三) 馬英九政府之政務事務互動議題 

1. 人事布局和調動 

(1) 組閣過程不重視黨內人士遭抱怨 

和陳水扁初次組閣一樣，馬英九在組閣過程中亦因不重視黨內人士而遭抱

怨。黨內高層曾向馬英九推薦二至三名可以遞補的不分區立委，最後無一入閣，

有黨籍立委就抱怨人才被「卡」住不能入閣，成為遺珠之憾，亦有部分黨內同志

為這些人才抱屈101。國民黨團代理書記長謝國樑呼籲，新政府上台後，不要忘了

過去一起打拚的夥伴，立委侯彩鳳則認為，立委經過民意洗禮，若能入閣，一定

會做得更務實、貼近民意，但劉內閣選擇的幾位新閣員，可能在社會觀感及黨內

同志感覺上，都有相當落差；由於新內閣人事引發國民黨立委異議，劉兆玄致電

國民黨秘書長吳敦義，希望安排新閣員與黨籍立委見面，以降低黨內不滿的聲浪
102。 

(2) 人事權下放部會首長 

行政院長劉兆玄在上任前曾表示各部會首長人事權將回歸正軌，即十四等次

長以上人事，及國營事業董事長、總經理人事案，均報請行政院核准，其的人事

案主權導交給各部會首長，只要報行政院核備即可103。劉兆玄也在媒體專訪時強

調，他的領導風格是授權與信任部屬104。上任兩個月後則有人事權下放的具體方

案出爐，對於要經閣揆同意的一千三百個職位，將有一半授權部會首長核定，不

必再上報到行政院，人事局長陳清秀並表示其中有二百卅四個職位的人事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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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北水局長 李鐵民 降調 基層反彈（2004 年*9 月 20 日）。聯合報，A10 版。 
98

 中選會：二階段領投票 也有效（2007 年 12 月 18 日）。中國時報，A1 版。 
99

 中選會：選舉有效否 選後一週認定（2007 年 12 月 19 日）。自由時報。 
100

 中選會：二階有無效 投票後一周確認 鄧天祐：選務糾紛不能影響投票權益（2007 年 12 月

18 日）。聯合晚報，2 版。 
101

 同前註。 
102

 溝通？摸頭？新閣員下週三見藍委（2008 年 4 月 30 日）。自由時報。 
103

 經長尹啟銘︰局處長短期不調整（2008 年 5 月 3 日）。自由時報。 
104

 劉揆：入閣 3 年才能發揮（2009 年 5 月 13 日）。聯合報，A2 版。 



 43 

權，是過去民進黨主政時，將權限從部會拿到行政院105。 

(3) 吳敦義內閣的任命考量 

在吳內閣上任前一天宣布的內閣人事中，四十位內閣閣員共有十四位異動

（包括三位兼職），吳敦義表示，所有人事都是由他與馬英九總統商議後確認，

涉及軍中將領層級由馬英九親自溝通拍板定案，縣市首長並未在本次人事改組入

列，並表示不排除年底有第二波人事改組106至於外界預期的縣市首長、立委未能

入閣，吳敦義解釋，這是為避免外界誤會這是「選舉內閣107」。此次內閣異動的

幅度達到三分之一，調整幅度遠超越外界認知的「風災究責」，且均屬內政、教

育、經濟、國防、外交等重大部會，馬總統主導改組的色彩濃厚108。 

(4) 政策理念差異 

法務部長王清峰明確表態寧願下台，任內絕不執行死刑，就算為死刑犯下地

獄都甘心的言論，與民意相悖而引發輿論波瀾，行政院長吳敦義和總統府都表示

「應依法執行109」。面對立委要求下台的聲浪，王清峰強烈回應全世界沒有一個

國家的法務部長，因主張廢除死刑而被免職，如果她因此而下台，恐怕會成為國

際笑柄110。但當天深夜王清峰向行政院長吳敦義口頭請辭，即刻獲得批准111，外

傳王清峰短短一天內從原本堅守崗位到主動請辭的轉折，來自於府院高層的一通

電話112。王清峰在臨別前強調，要她去執行死刑，就等於要她去殺人，「這是政

府帶頭殺人的行為，我真的做不到」，媒體詢問府院要她辭職的感受，王清峰說

沒有委屈，政務官施政理念不合，就要選擇離開，她無所求，不會感傷113。 

2. 個人行事作風及言行爭議 

(1) 政務官失言 

第一類是政務官的言論欠缺同理心，站在專業立場卻沒想到民眾的感受。面

對南部豪雨農損，農委會主委陳武雄昨在立院答覆立委質詢表示近日農損加起來

差不多是兩千萬元「而已114」，副閣揆邱正雄亦表示南部災情「沒那麼嚴重」，

引發外界批評。對於劉內閣失言，國民黨立委吳育昇表示，這些政務官在發言的

時候，只從自身行政專業出發，沒有考慮到媒體與人民的感受，出狀況的閣員都

有專業官僚系統出身的共同特質，也就是發表意見時，容易見樹不見林、目光如

豆，只看到自己專業的部分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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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往後劉內閣閣員仍多次出現欠缺同理心的不當言論，交通部長毛治國要求

觀光局提供旅遊資訊，供無薪休假族「趁機玩台灣」，昨引發藍綠立委痛批「何

不食肉糜116」。勞委會主委王如玄面對工團體抨擊勞委會同意企業讓員工休無薪

假表示，勞工若生活陷入困難，可以向內政部申請低收入戶生活補助，引來外界

質疑此番言論完全是逼勞工自生自滅117。人事行政局長陳清秀在演講時，抱怨台

灣政務官薪水太少，延攬不到優秀人才，會當政務官都是人間菩薩，甚至說政務

官財產申報就像被脫光衣服，引起綠營立委砲轟118，相關的失言不勝枚數。 

第二類是政務官開玩笑卻適得其反。衛生署長林芳郁在立法院質詢今年腸病

毒疫情，「笑著」脫口而出：「若疫情不如預期，也只能祈禱了。」在電子媒體

不斷反覆重播下，連部分家長都去電向衛生署抗議林芳郁反應不當119。經濟部長

尹啟銘在上任前曾表示若兩岸產業合作，台股遠景可上二萬點，面對輿論質疑，

尹啟銘則回應股市兩萬點只是玩笑話，並澄清他當時談台股的前提是「新政府經

濟藍圖逐步落實」，但仍被在野黨和媒體批評言論失當120。法務部長王清峰到監

獄，說出要收容人抱抱檢察總長陳聰明就能獲假釋的玩笑話，也讓法律界人士認

為太輕浮121。 

第三類是政務官口誤。國安局長蔡朝明在立院備詢指稱 SARS 為大陸的生化

戰劑，引發軒然大波，隔日國安局再發新聞稿澄清，強調蔡朝明因答詢時間有限，

致內容說明不夠精準，造成口誤，向各界表達誠摯歉意，但在立法院總質詢時仍

遭朝野立委砲轟122。國防部長陳肇敏答覆民進黨立委蔡同榮質詢時，誤把部隊沒

吃完的剩餘餐食講成「廚餘」，還很豪爽地答應將會要求內部研究如何將「廚餘」

分發給貧苦民眾123。 

針對失言情況，劉內閣上任屆滿一年後表示，現在媒體對閣員說錯一句話，

放大看待的程度超過從前，提醒閣員要調整心態，過去講錯一句話可能被包容，

但現在生態不一樣了124。之後各部會展開公關課程大集訓，聘請講師指導官員應

對媒體，還教導如何「餵」新聞、如何撰寫有利部會「政令宣導」的新聞稿125。 

(2) 政務官行事作風過於強勢 

馬政府任內第三任衛生署長楊志良因作風強勢屢遭非議。針對國民黨團昨召

開記者會指出克流感藥廠在疫情升高時大發國難財，克流感納入健保給付之後，

藥價立即調漲 18％，楊志良說，若有任何國人能用更低價格買到克流感，他會

向對方鞠躬126。有政論節目推測流感疫情將會大幅提昇，楊志良臨時召開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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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批少數媒體引發民眾恐慌，已嚴重影響防疫，令他非常不齒，並強調非醫事人

員推測疫情將觸犯傳染病防治法127。之後政論節目質疑國產國光疫苗的品質，楊

志良授權疾管局長郭旭崧 call in 到現場澄清，自己則連夜寫了一封七、八百字的

信，以限時掛號寄給節目主持人128。面對節目再次質疑，楊志良公開抨擊該節目

主持人是「理盲又濫情129」。針對二代健保對單身者收取較高健保費，楊志良在

立法院說明時表示，單身者比較容易患精神病，記者會上被媒體要求道歉，楊志

良表示自己所說有研究統計為依據，「你們自己去查 google」，一定可以找到數

據證明130。 

3. 團隊磨合與衝突 

(1) 上任時對高階文官的信任維持不到三個月 

經濟部長尹啟銘表示，上任後會尊重文官體制，經濟部下所有局處長人事短

期內都不作調整131。陸委會主委賴幸媛則決定，陸委會三席副主委人選將全數內

升，現任副主委劉德勳將升任政務副主委，另二席副主委分別由經濟處長傅棟

成、企劃處長張良任升任132。據相關人士指出，張良任與傅棟成都是陸委會「老

幹」，升任副主委後，可以從旁協助賴幸媛儘快進入狀況133。 

劉內閣初上任之時看來是比較信任文官體制，然而過不久即傳出內閣施政頻

出狀況，國民黨內部將問題指向前朝遺患，決定「清查綠官」，清查對象不只是

目前留任的少數政務綠官，更涵蓋中央各部會常務次長、司處長及所屬機關高階

主管的常任文官134。隨後，有消息指出部分部會陸續接到行政院秘書長室的來

電，要求檢討或撤換具「舊思維」官員，有的部會奉令並暗中執行，行政院秘書

長薛香川雖回應不知情，但也表示行政院已不止一次接獲國民黨籍立委的要求，

認為應調整不適任的官員135。不久之後，即爆發行政院政院副秘書長陳美伶被調

動的爭議，據傳是陳美伶向政院高層表示，「加強地方建設擴大內需方案」恐有

違預算編列規定之嫌，以及在行政院 718 水災後，提出擴大內需經費可「移緩濟

急」用於治水，陳美伶當時認為主計處為尋求經費移用的法令基礎，在這個方案

上不適用，此舉又被政院高層認為是唱反調136。院內則議論紛紛，許多公務員都

為陳美伶抱不平，直言「她明明很專業，為何要撤換她137？」行政院計畫調整陳

美伶轉任同為 14 職等的消保會秘書長，不過陳美伶拒絕並提出退休申請，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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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劉兆玄也正式批准138。陳美伶接受媒體專訪時表示，被撤換一事「事前完全

沒有跡象」、「他們已經上路，要用自己的人，這些我都可以尊重，我比較意外

的是，他們並沒有給我一個很好的理由，是我有什麼地方得罪他們139？」在陳美

伶事件不久後，內政部營建署傳出要調動部分國家公園管理處處長的消息，而被

調動的處長任期都不滿「國家公園處長職務輪調實施要點」明定的一任三年任期
140。行政院長劉兆玄則一口氣批准勞保局副總經理賀端藩等三人事免職案，也被

視為是「撤綠官141」。 

(2) 重智庫不重文官 

陳美伶接受前述的專訪時也指出新政府的政策決策過程，並沒有納入文官體

系討論，還是運用智庫等外圍力量，找自己喜歡的學者研究，根本不是真正的執

政者142。也有其他媒體報導劉內閣上任後利用假日到國民黨智庫開會，決策過程

排除文官體系，造成文官「霧煞煞」引發爭議，不過行政院長劉兆玄、副院長邱

正雄僅在上任前與智庫研究政策，其他綜合跨部會業務的政務委員因業務需求，

確實仍往智庫跑，找專家學者諮詢開會143。行政院秘書長薛香川則回應，到智庫

與學者專家交換意見做為施政參考，是很正常的，何況學者專家的建議也未必構

成行政院的政策144。 

(3) 順民者昌失民者亡 

公路總局 2009 年辦理代收汽燃費招標案，原本代收的超商要求調漲手續

費，但公路總局不同意，最後雖由中華郵政得標，但也同時開放民眾可在超商以

補單方式繳汽燃費，只是車籍設在台灣省的車主，至北高兩市的超商需多付八元

手續費，輿論譁然145。行政院長吳敦義也介入關切，交通部長毛治國下令公路總

局手續費不得調漲，並坦言公路總局「太沒 common sense（常識）了146」。之後

在行政院長吳敦義主導下，公路總局長林志明請辭火速獲准，調任技監，吳敦義

隔日在院會強調這不是調漲多少錢的問題，而是關乎政府存在的價值，「順民者

昌、失民者亡」要求公務員要有同理心，公務員私下議論紛紛，有人說「以後皮

要繃緊一點了」，也有人抱屈「為了八元丟官，真是廉價147！」林志明在向同仁

告別的公開信中以「走鋼索」形容公務員目前的處境，還提到「要有肩膀、膽識」，

必須改變過去依法行政、被動因應的心態148。在林志明請辭不久後，高速公路局

長李泰明也被調任參事，據指出，交通部長毛治國多次找高公局研商高速公路電

子收費的未來發展，但毛不滿李無法突破合約提出免費使用車上機等政策，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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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撤換李，最近碰上汽燃費風波，毛順勢提出149。 

4. 政務事務互動介面所存在的議題 

從上述討論可以得知，政務官與事務官的互動介面，有人事佈局、個人言行

以及團隊磨合等重要議題面向。人事佈局不僅是牽涉到政務首長而已，連高階文

官皆有可能在政治意圖或行政需求下被職務調動；而個人言行的部分則是論及，

政務人員本身面臨媒體或立法委員時的應對進退，若稍有閃失則可能面子裡子盡

失，對外不僅無法面對民眾，對內則無法信服文官體係；而就團隊磨合議題部分，

則有內閣團隊的磨合亦有政務官與事務官的磨合兩方面的磨合問題，當團隊無法

在政策與執行方面作理念的磨合，倘出現不同部會或者院與部會的論調不同時，

則會衍生事務官的信服問題，此外，部會中政務官與事務官所建立的團隊若沒有

磨合彼此角色認知與政策理念時，則會衍生政治行政二分問題，換言之，當政務

首長、政務副首長與常務副首長彼此的角色定位不清時，除了無法彼此信服外，

甚有可能無法達到政治行政二分的理想。 

二、 互動的策略配合、衝突與合作  

政治行政二分的探討，民主回應與官僚專業之間與的討論，呈現政務官與事

務官在不同面向角色規範與實務運作之差異。本研究從訪談資料探討從政務官上

任前後的準備與作為、以及彼此的角色界定與合作共事，到最後產生互動的結果

等動態過程。政務首長與事務性的文官之間的衝突或合作，大致可以歸納為「策

略配合」、「衝突」、「合作」等三種模式。 

(一) 策略配合 

你只是不斷的換一些陌生人就像你的 strangers 換上來又去當政務官對

不對，他又開始又不懂然後，到時候你就把他這個推下去游泳，他呢，

就不小心喝了兩口水，你就叫他不要游了，你下台了，那你怎麼辦呢？  

以上乃是一位科技官僚，在剛接任政務官時的反應，某種程度上呈現「陌生

政務領導者」心境，突顯台灣政務事務互動體制的特質。Heclo(1977)曾提及政務

官對於官僚體系的控制，經常像是跳入黑暗之中一般，難以預測，代表著政務事

務之間需要經過一段的調適週期(a cycle of accommodation)過程。一般而言，由

於政務官來源不一，其對於公部門運作、任職機關的業務級人士並不見得熟悉，

因此在承諾擔任政務官之後，需要在就任前及就任後一段時間準備。這個過程隨

著每個人的背景而有所變異。政務官與事務官基於機關穩定持續運作、政策順利

推動，彼此進行策略上之配合。陌生的政務領導者上任初期，在對於機關內部事

務與業務不熟悉的情況下，主要透過「觀察溝通」與事務官互動合作，A07 提到：

「磨合的部分就是你可以說服龐大的行政體系，不管是中央政府或是地方政府，

說服他們說若沒有這樣做，後遺症會是什麼什麼什麼。」，透過此種溝通與說服

避免塑造政黨之間的對峙，A06 同樣強調溝通的重要，為了使得政務推動更加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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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溝通必須從事務官體系的層級節制開始疏通，「你先想辦法用說服、用溝通，

你要處長過來，他一定要過來，不斷不斷地跟他談這個事情，甚至不斷的要求說

到底有什麼問題？有什麼困難？他必須要去想辦法來回答你，那透過這溝通過程

裡面，可以解決一些事情…（A06 訪談記錄）」。 

而文官體制下的事務官則主要透過「批閱公文的數量」探測首長授權程度及

彼此工作型態，B01 認為：「部長授權到什麼程度，那個你要有一段的磨合…行

政分三塊，最上、最 top 那一塊決策，還是你在做中間的那個管理，還是你在做

最底下的執行…」，部分首長初任會核閱大部分公文，在熟悉程度與互信默契建

立後，即會主動要求劃分部屬公文的數量，以減輕負擔，而部分首長為釐清權責

了，則會重新設計公文流程，並降低其批閱數量，「我剛到○○○（部會名稱）的

時候，公文怎麼那麼多，…後來我就推出一辦法，就是說你若把所有的公文通通

分類，分類之後呢，大分類，中分類，分類之後你要編號，你要填誰呢，你要去

找到這個編號，…所以到最後我的公文就降到百分之三、百分之四而已。（C04

訪談記錄）」。事務官亦會經由「適時的提醒」，勇於表達異見，專業輔助合作，

建立信任關係，取得互信基礎，C04 指出：「一個事務官…就是要供你這個過濾

的角色，幾個案子我表達意見，他就會覺得相對來講我就比較龜毛一點…後來幾

個案子之後，他發覺這真是為他好，為這個組織好。所以我就跟他講說，如果你

不高興的話，以後我表達意見的，你好好認真的看，沒有表達意見的，你要簽名

就簽名，隨時可以抽查。那這樣他可以放心對外面，…所以這兩個它搭配起來的

話，他會很有力量…（C04 訪談記錄）」，經過彼此不斷的測試與磨合，以取得首

長的信任，避免首長在監督方面所花費的心力，以發揮政務與事務人員相互合作

更大的力量，策略上之配合更有助於事務運作。 

在政策推動上，彼此不同的態度也將牽動著不同的政務事務互動策略配合，

A01 認為有的文官可以開放式的討論並與政務官達到共識，之後能確實執行政

策，「有的是比較良性的 discussion，最後還是有一個 decision 出來，那這種會比

較有良性的互動。」。第二種是表面聽命，心裡不服氣，「首長如果是屬於那種，

我就是一定要這樣要你改的話，那這時候會…他可能還是 follow 你的 order，但

是他會很不爽」；第三種可能產生較大的衝突情況，則是當政務首長完全無法接

受文官的任何挑戰，「你覺得他現在做的東西應該改個一個東西，他都完全不能

接受，那個是最不好的互動。」 

(二) 衝突 

 

「設陷阱讓政務官跳…（A16 訪談記錄）。」 

 

政務官與事務官互相磨合的階段，若因不同的意識形態、或個人的恩怨，使

得事務官無法接受政務官之政務領導，而產生抗衡策略及衝突場面，最常見是利

用其在公部門長久累積有關業務專業、法令、公文、執行細節的隱性知識，讓政

務官曝露在極高的風險中；或採取耳語、黑函等非體制的方法，企圖影響任命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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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推動，「這種環境或這種時機，會讓這樣的事情發酵或層出不窮，這是另

外一個蠻麻煩的事情。（A16 訪談記錄）」更甚者產生直接或間接的衝突。行政部

門大部分的衝突侷限於機關中，而在機關內的衝突，可能是公開而外顯，例如在

公開場合「拍桌子」、「憤而離席」等激烈行為，亦可能是隱微的存在少數人之間。

像是 A09 就曾經由於部會中文官怠於回應而在會議中拍桌發怒：「我就說這是第

三次了，你這樣講公然欺騙我，我就會拍桌子、叫他自己去想，會不開了！就走

人！」。B01 也憶及曾與政務首長因意見不同而產生的衝突，更加激烈的肢體上

的動作。 

但是大多數的衝突是屬於內部隱微方式呈現，最典型的衝突莫過於使對方處

於實職虛權的「架空」窘境中，A02 提到「我們那個常任副主委幾乎是被晾在一

邊，而他也知道…代，他也樂得當太平公，晾在一邊。」B02 也指出類似的情形，

「有些主任秘書跋扈的不得了，很多事情主任秘書批掉，兩個次長就被架空了。」

而 C01 提到除了公文的架空，政務事務之間關係甚至惡化到彼此之間不講話：「最

後兩個人不講話也有。有時候就會說○○○你東西給我就好，直接給，或者就說「你

給我看過你直接就批」，問題就是他不給○○○看。（C01 訪談記錄）」。 

而造成衝突的來源，最常被受訪者提及的為「角色認知不清楚」，B01 提及

因為個人工作偏好而使得角色混淆及權責不清的情況，造成政務事務的衝突，「怎

麼常次在做政次的事，政次做常次的事，然後他該挑起的責任都閃開…就變一個

人要挑。（B01 訪談記錄）」。再者亦有政治理念、意識形態與政策方向不一致所

產生的衝突，A01 指出若涉及政黨議程配合之相關政策，文官判斷該政策社會風

險過大，即可能會挑戰該項政策，「party 的那種 agenda，這時候是有可能跟常任

文官呢，是衝突，那因為常任文官他考慮的，他可能想像說，如果那個 party  

agenda 在社會上是衝突的事件，…他會怕啦，這時候你就開始 challenge…（A01

訪談記錄）」。C04 指出部分政務首長本身過度介入行政事務，政治爭議性過高、

磨合困難，造成衝突發生機會提高。而彼此之間的「忠誠與信任」的因素亦有所

影響，「主委最怕的是副主委的 loyalty 的問題，所有主管都有非常奇怪的焦慮。」

最後就是 B05 所言之「八字不合」之非理性因素，「有些已經是沒有什麼道理了，

我看你不順眼就是看你不順眼，即使什麼東西都沒有發生，我第一眼看你不順眼

我就不喜歡你…」。 

年齡差異、性別考量、政治文化與政黨態度亦可能是造成衝突原因之一。

A03 提及：「假如是很年輕的…譬如說○○○他是很年輕，很多這個部裡的人都是

他的 senior，他怎麼去處理這些問題？that 's  a question。⋯⋯聽說他那個時候，

對這個比較 senior 的人他都 avoid。因為這個不好 command，所以他就動用了一

些…比較 junior 的。」。A01 表示年齡較長者，溝通、做事模式、觀念上較保守，

易與年輕世代有隔閡，「有時候年齡太大的會倚老賣老，他就說啊，我們過去都

是這樣子，當然有些東西是他可以給你 advice，那你就聽聽，如果你覺得你有用

那就這樣…」。政治文化以及執政黨對於事務官採取的態度也是影響的因素。民

進黨初次執政，面對龐大的文官體系處處顯現不信任的態度，「舊官僚」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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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斷出現。A18 也生動地描繪執政者或是政務官產生「新政府舊官僚觀念」之形

成原因，主要是彼此的陌生加上不信任感，致使這樣的關係更加不確定。A18 也

承認當新政府舊官僚的議題被提出之時，對於政務官領導統御造成的困擾，「如

此造成政務官與事務官甚至文官體系之間更深的不信任感，…跟這優秀的人的公

務員之間拉出了一條鴻溝，必須要花功夫去彌補…（A18 訪談記錄）」。 

(三) 合作 

我一開始也很坦白的說我是外行人，我尊重專家，但是你不能來了兩年

三年還是尊重專家，你自己一定要熟稔這個業務，所以第一個你要讓同

事覺得你是自己人，但是覺得是自己人後，你若是阿斗，也會被人家看

不起，所以要趕快進入狀況，瞭解業務，建立大方向，同仁就會覺得你

不一樣，而不是要來消滅他們的。（A10 訪談記錄） 

「首長的積極投入」以及「與部屬的主動溝通」乃是建立彼此合作互信關係

之基石。C05 說道：「因為你進入一個新的單位的時候，你要建功給人家看，他

看有能力，他就跟著你跑啦」，要獲得部屬的信任，應該積極投入部會相關業務，

儘快建立自己的專業。A13 在就任初期要求看機關所有的公文，以免不知道各單

位負責哪些公文。同樣地，A10 認為在接任初期，透過幕僚對於公文篩選並告知

重要業務。另外 A06 認為「坦誠溝通還是必要的！有一些業務，必須要符合我

們的需求，就坦率的跟他溝通，那他遇到什麼困難，我們拿出來溝通，所以私底

下的互動，我想辦法建立一個平台。…甚至出去宣導或者說有些場合…有些機會

來互動。（A06 訪談記錄）」，其若非政務官主動與事務官建立關係，事務官將不

會輕易信任政務官，政務官應該要利用各種互動機會與場合，主動建立關係。 

多數受訪者皆強調「溝通」對於合作的重要性，A08 認為「要讓主管很清楚

的知道自己在做什麼，而且要有能力去論述一套東西，超乎他原來所想像，又能

夠讓他理解。」，B04 指出：「議題越討論越瞭解啊！如果說有什麼不清楚的話，

我們利用這個機會跟他說明，讓他瞭解，得到他的認同。」政務官尊重專業、事

務官尊重配合，亦是政務事務合作關係中不可或缺的一種默契。B02 曾提到：「若

事務官沒有獲得尊重，那事務官會不願意配合，事務官的心態會是看你做的久還

是我做的久，政務官做了一年半載走掉，我事務官還是在這裡，我就不理你，你

要什麼我都不告訴你。」。相對於政務官的來來去去，事務官是機關的組織記憶，

具備專業知識，政務官應尊重事務官的專業，才能獲得事務官的充分配合，順利

推動欲推行的政策，所以 A08 表示政務官需要尊重事務官，不能恣意調動職位，

一定要公事公辦，不能有任意而為的事情發生。是故 A02 認為事務官是非常努

力在配合政務推動事務，不只事務官尊重政務官，政務官也應當尊重事務官的專

業意見。 

「正確的角色定位」亦是建立「合作」關係之重要關鍵因素，「在政府體系

裡面，政務官就是所謂的領導嘛！政策的制定、決定，那事務官就是執行，用他

的專業來貫徹。（B04 訪談記錄）」。經由訪談資料歸納，在角色期待上政務官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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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官有共同看法。政務官角色定位上，都認為身為一個政務官應該扮演政策「決

策者」，「擬定政策」、「辯護政策」，具有政策倡議與辯護能力外，亦有溝通與協

調能力，本身要具有領導治理的觀念。A14：「政務官不一樣，是你有 power 可

以去推動」。傳統上政務行政的二分法，政務官主導政策方向，事務官負責執行

細節，當然政務官擁有政策的主動發動權，勢必就應該為政策負起全責。C04 更

進一步闡述：「政策的話應該上面要占的層面相對要比較高，否則你為什麼要當

政務官，你要有理想，那有很多細部的制度的改革，就看下面事務官…他(政務

官)就是說捉大方向…可能上面要著墨比較多…」 

事務官角色定位上，都認為身為一個事務官應該扮演政策「幕僚者」，「決策

支援」、「政策執行」，為政策提供專業建議、依法行政，為細節把關。B05 提及：

「他們（政務官）是做決策的、政策的，只是你常務官你有你自己的職責、專業，

你要做好你幕僚的角色…」。A17 認為大多數事務官是行政中立的，說「事務官

是真正一個在整個一個行政體系當中，他是一個…中心，一定要堅持那個行政中

立，做好把關的角色。」。A06 也強調是事務官執行的角色，不過著重在政策執

行過程中各部會的資訊彙整、協調與溝通。是故 A02 認為政務官負責政策方向

規劃，而必須依賴事務官執行政策，像是行政程序、流程與法令等相關事務，即

使業務委外，也要透過對於程序熟悉的常任文官來進行，在此情況下，「絕對不

能與常任文官的關係搞不好…」。 

良好的合作關係將有助於機關事務政策推動，有更有助於機關內部文化之改

變。B02 指出互動良好對凝聚共識以及政策推動的重要性，認為「互動好可以凝

聚共識，以及拉近彼此的立場，對政策推動有所助益。」A02 更指出政務官與事

務官之間的一種交換關係，將事務官「當成利益集團，所以事情比較好辦，可以

交換利益。」。互動的結果影響政策作為的執行，而在執行的過程，事務官扮演

重要的角色。C01 認為互動的確會影響政策推動，「誤解越大以後會影響政務的

推動」。大部分受訪者認為互動和諧的「合作」關係對於政策推動的正面影響，「你

如果說，他就一開始就把他搞成對立，那就完蛋啦！（A02 訪談記錄）」。而改變

機關的文化部分，A10 則表示，抱著保護同仁的心，透過正式管道或由首長出面

解決的方式，一改過去機關的黑函文化，「我上任後就跟府院說，以後這種事情

我不理你，有什麼問題直接來找我…（A10 訪談記錄）」。任職期間的良好合作，

更會延續至日後於公於私的關係延續，A09 提到離職後，機關內同仁都對於共事

期間非常懷念：「所以他們很辛苦，都不敢叫。到我走的時候，他們都很懷念，

想說從來沒有部長做得那麼辛苦。」 

綜上所述，學者指出政務事務的互動將影響到政策的推動，本研究大體上支

持此種論述。不過，正如 Peters(1985)所指出，「村落生活」(village life)的政務事

務互動模式並不見得有助於政務的互動，本研究中有部分受訪者也同意此種看

法。本研究主要是針對一般情況，透過政務官及事務官的互動去探討互動與政策

之間的官僚。未來可選擇政策個案，針對該個案中政務事務關係與政策結果之間

的連結進行更深入的觀察與討論，以對政務事務互動以及政策結果之間的因果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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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能有所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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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量化測量工具建立  

本研究主要研究旨趣在於瞭解政務官與事務官的互動關係，以及政務官的體

制上所存在的問題。有鑑於過去的研究除了是理論上的探討外，甚少有系統性地

進行實證性的研究，其主要原因無非是政務官與高階文官身分特殊，且心繫政

務、日理萬機，甚難配合研究者長時間的深度訪談，而本研究團隊亦透過許多關

係方能接觸到願意接受訪問的 40 位政務官與事務官，但仍僅能解釋互動關係的

一小部分，在在顯露出難以透過逐一訪談的途徑呈現出互動關係的全貌。有鑑於

此，本研究於第三年期間進行量化測量工具的建構，基於次級資料分析、報紙內

容分析、深度訪談及專家座談會之研究基礎，進行量化問卷的建構過程。希冀日

後學者能夠應用此問卷架構進行較具規模的測量，期能較整體地呈現互動關係的

全貌。 

一、 問卷架構建立 

根據次級資料分析、報紙內容分析、深度訪談及專家座談會之研究基礎加上

過去文獻的彙整，本研究提出問卷架構圖 6-1 與表 6-1。圖 6-1 的左側係屬自變

項，右側是屬依變項，在此架構中所呈現的假設關係是，政務官的組織信任、制

度信任、角色認知、首長領導類型、工作經驗等因素會影響到其與的部屬信任關

係、其與事務官的互動關係，進而影響到其與立法委員互動關係。在此架構中，

運用於事務官亦同，事務官的組織信任、制度信任、角色認知、部會首長領導類

型、首長的工作經驗等因素會影響到其與首長的信任關係、其與政務官的互動關

係，進而影響其與立法委員的互動關係。 

除問卷架構圖中，所指的自變項與依變項外，在問卷專家會議座談會時亦有

專家認為政務官事務官的目標模糊、自主性及其對於組織的信心，也會對互動關

係產生影響。另外，座談會議中有專家認為，此問卷測相當難得，應該多測是依

些組織理論中重要的概念，是故意有學者提出官僚政治化與組織效能的測量題

組。最後，因為研究期間適逢行政院組織改造的執行調整期間，諸多部會政務官

與事務官投入探討組織的調整，部分部會也在此時開始準備進行改造，係屬千載

難逢的機會，是故增添了有關於政務官與事務官組改的相關題組，有關架構中變

相的操作化過程，請參閱表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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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問卷架構 

資料來源：本研究彙整 

 

表 6-1 問卷操作化對照表 

構面 概念化定義 操作化題目 

個人背景  1. 請問您在就職政務官的前一份工作屬於以下

哪一類？ 

2.  (承上題)請問您在該部門的職位服務多久？

________年，擔任主管的時間有多久？_____

年(若無，則請填 0) 

3. 請問您在公務部門服務總年資是多久？ 

4. 請問您的出生年、月？ 

5. 請問您的最高學歷為何？ 

6. 請問您的最高學位所屬領域為何？ 

7. 請問您的父親最高學歷為何？ 

8. 請問您母親最高學歷為何？ 

9. 請問您父親的籍貫為何? 

10. 您父親主要(或退休前)的職業是甚麼? 

11. 你母親主要(或退休前)的職業是甚麼?  

組織(制

度)信任 

指組織成員對於組織

制度的信任程度。150
 

49.您是否擁有上級足夠的授權來發揮專業能

力？ 

56.貴部會在面臨重要的決策時刻，是否經常能

蒐集相當充足的資訊？ 

25.有人說「民主政治是最適合我國的政治體

                                                      
150 參考文獻:Teck-Hua Ho and Keith Weigelt (2005). Trust Building among Strangers. Management 

Science, Vol. 51, No. 4: 519-530.  
   測量題目來源：2010 年 TGBS 高階文官調查。 

部屬信任關係 

領導行為 
互動關係 

工作經驗 

組織信任 

制度信任 

信
任 

行政立法互動 

角色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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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請問您同不同意？ 

26.有人說「目前我國憲政體制的運作上有權責

不符的問題」，請問您同不同意？ 

27.有人說「整體而言，我國行政機關缺乏協調

整合」，請問您同不同意？ 

28.有人說「整體而言，行政機關的公務人員素

質優良」，請問您您同不同意？ 

角色認

知—政務

官對政務

官 

政務官認為自己在部

會機關內應該扮演的

角色與職權。151
 

34.下欄是政務首長的四種角色，請您依在組織

中的重要性進行排列： 

○1願景建構 ○2政策溝通 ○3專業領導 ○4內部管理 

○5其他，請說明______ 

角色認

知—政務

官對事務

官 

政務官認為事務官在

部會機關內應該扮演

的角色與職權。 

 

35.下欄是常務副首長的四種角色，請您依在組

織中的重要性進行排列。 

○1配合領導 ○2監督執行 ○3溝通協調 ○4專業輔佐 

○5其他，請說明______ 

角色認

知—期待

落差 

係指政務官對自己的

期待與對事務官的期

待落差。152
 

39.整體而言，常務副首長的表現與您的期待之

間兩者落差如何？ 

角色認

知—實際

觀察 

政務官對事務官的行

為評價 
57.就您的觀察， 貴部會機關首長/單位主管是

否都依法行政？ 

58.就您的觀察， 貴部會機關首長/單位主管對

於政務官的決定是否都是充分配合？ 

59.就您的觀察， 貴部會機關首長/單位主管都

有明顯的政治傾向？ 

60.就您的觀察， 貴部會機關首長/單位主管是

否有開創性不足的問題？ 

                                                      
151

 參考文獻：Garrett, R. Sam, James A. Thurber, A. Lee Fritschler and David H. Rosenbloom(2006).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Bureaucracy Bashing by Electoral Campaign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66(2): 228-240.  

   A. James Barnes(2009). Implementing Presidential Policy Agendas Administratively: A view from 
the Insid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69(4): 586-594.  

   Dean L. Yarwood and Dan D. Nimmo(1976). Subjective Environments of Bureaucracy: Accuracies 
and Inaccuracies in Role-Taking among Administrators, Legislators, and Citizens.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29(3): 337-352.  

   測量題目來源：1.ICPSR. 2.Dean L. Yarwood and Dan D. Nimmo(1976). Subjective Environments of 

Bureaucracy: Accuracies and Inaccuracies in Role-Taking among Administrators, Legislators, and 
Citizens.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29(3): 337-352. 3.研究案訪談 

152
 參考文獻：1.馬紹章(2000)。〈民意機構及政務領導〉。黃榮護主編，《公共管理》。台北：商鼎，

頁 178-225。測量題目來源：自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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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就您的觀察， 貴部會機關首長/單位主管是

否都勝任政策幕僚作業？ 

角色認

知—實際

觀察 

政務官對政務官的行

為評價 

 

67.就您的觀察，大部分政務官是否都願意傾聽

部屬的意見 

68.就您的觀察，大部分政務官是否都具備良好

操守？ 

69.就您的觀察，大部分政務官是否都有勇於為

政策負責任？ 

70.就您的觀察，大部分政務官是否都有良好的

溝通能力？ 

71.就您的觀察，大部分政務官是否都有良好的

跨部會協調能力？ 

角色認

知—權力

面向 

政務官評估自己的權

力網絡，以及機關中高

階 官 員 的 影 響 力 排

序。153
 

 

72.您剛上任時認識大約多少比例的部會首長？
_________% 

73.就任前，您跟總統的關係為何？ 

74.就任前，您跟院長的關係為何？ 

75.任職至今，您跟總統的關係為何？ 

76.任職至今，您跟院長的關係為何？ 

15.在合乎人事制度的規範下，您是否經常依據

自己的想法調整部會人事？ 

16.在合乎預算法規的要求下，您是否經常依據

自己參與決定預算配置？ 

活動時間

分配 

政務人員平日從事的

活動時間分配。154
 

77-a. 批閱公文_________% 

77-b. 接待訪客_________% 

77-c. 部會內討論政策_________% 

77-d. 跨部會/府院溝通_________% 

77-e. 國會溝通/社會溝通_________% 

77-f. 其他? _________% 請說明 

                                                      
153 理論文獻：1.Steven D. Stehr(1997). Top Bureaucrat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fluence in Reagan’s 

Executive Branch. Public Administration, 57(1): 75-82. 測量題目來源：自擬。 
154

 余致力(2000)。〈民意機構及政務領導〉。黃榮護主編，《公共管理》。台北：商鼎，頁

178-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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領導類型 政務官的領導類型從

屬關係。155
 

 

 

40.有關常務副首長在工作上所遇到的問題與需

求，您是否經常可以瞭解？ 

42.您是否會運用您的權力來幫助常務副首長解

決工作上的問題？ 

43.您是否會運用您的權力來掩蓋常務副首長工

作上的缺失？ 

44.常務副首長是否經常支持您的決策？ 

45.您認為常務副首長是否是一個好的工作搭

檔？ 

工作經驗 政務官的工作經驗與

滿意度。156
 

 

23.政務首長的工作中，下面欄位中哪些項目是

最難處理的？ (下位欄位中最多選三項，或

填入自其它自己最合適的項目) 

24.政務首長的工作中，下面欄位中哪些項目讓

您最滿意？ 

○1預算規劃 ○2人事任命 ○3法規制定 

○4政策制定 ○5領導管理○6國會溝通 

○7中央地方協調 ○8府院溝通 

○9跨部會協調 ○10媒體溝通 ○11公眾溝通 

○12願景建構 ○13其他，請說明__________ 

工作經

驗—培訓 

政務人員的訓練經驗

與效用評估157
 

 

18.對於政務官的培育，何者應扮演最重要的角

色？ 

19.您認為目前政府有沒有必要設立政務官的培

訓制度？ 

20.如果要透過政府來培訓政務官，您覺得應由

何者來規劃？ 

21.(承上題)在政務官的培訓課程中，您覺得以

下哪些人士適合來擔任講座？ 

22.您認為稱職的政務官最需要嫻熟哪些事務 

○1預算規劃 ○2人事任命 ○3法規制定 ○4政策

制定  

○5 領導管理○6 國會溝通 ○7 中央地方協調 ○8

府院溝通 ○9 跨部會協調 ○10媒體溝通 ○11公

                                                      
155
測量題目來源: 1.Michael Z. Hackman & Craig E. Johnson.(2009) Leadership: A Communication 

Perspective. USA: Waveland Press. 93. 2. Northouse, Peter Guy.(1997) Leade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Thousand Oaks, California. 126. 

156
測量題目來源：1.CPSR. 2.研究案訪談。 

157
 測量題目來源：1.ICPSR. 2.研究案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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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溝通  ○12 願景建構  ○13 其他，請說明

__________ 

部屬信任

關係 

(首長信任

關係) 

指政務首長對於高階

文官的信任程度。158
 

(指高階文官對於政務

首長的信任程度) 

41.您對於常務副首長的能力有信心嗎？ 

46.您對常務副首長的信任程度如何？ 

47.您可以告訴常務副首長任何關於公務的事

嗎？ 

 

部屬互動

關係 

政務首長與部屬間的

互動關係。159
 

 

29.您是否寧可犧牲與部屬間的關係，也要貫徹

政策目標？ 

行政立法

關係 

政務首長在立法院與

立 法 委 員 的 互 動 經

驗。160
 

 

78.與立法委員平日的互動？ 

79.與立法委員預算審議時的互動？ 

80.與立法委員政策質詢時的互動？ 

81.與立法委員法案審議時的互動？ 

薪資待遇 政務官的待遇評估 12.請問您認為目前政務首長的薪資所得是否

合理？ 

13.(承上題)請問您認為政務首長的薪資應調整

為現在的幾倍才合理？ 

_______倍 

14.具體而言，您對目前政務人員的退職制度是

否滿意？ 

目標模糊  36.您的工作是否有清楚的目標？ 

37.請問您對所擁有權力的行使是否有把握？ 

38.您是否很清楚的知道別人對您的期待？ 

自主性  50.您覺得 貴部會在政策推動上有多大程度可

以獨自選擇所偏好的政策工具？ 

                                                      
158 理論文獻：Paul Lorentzen (1985). Stress in Political-Career Executive Relation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45(3): 411-414. 測量題目來源：1.2010 年 TGBS 高階文官調查 
159

 文獻理論：1.Garrett, R. Sam, James A. Thurber, A. Lee Fritschler and David H. Rosenbloom(2006).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Bureaucracy Bashing by Electoral Campaign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66(2):228-240. 2.王仕圖、官有垣。(1999)。社會政策過程中行政科層與國會互動之研究：以

1977 年社會救助法之修訂為例。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3(1)：141-177。3.Durant, Robert 

F.(1990) Beyond Fear to Favor: Appointee-Careerist Relations in Post-Reagan Era.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50(3): 319-331. 測量題目來源：ICPSR。 

160
理論文獻：1.王仕圖、官有垣。(1999)。社會政策過程中行政科層與國會互動之研究：以 1977

年社會救助法之修訂為例。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3(1)：141-177。2.劉省作。(2005)。

決勝廟堂—行政在國會合與戰的真相。台北：揚智文化。測量題目來源：ICP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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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您覺得 貴部會在設定組織目標上是否深具

影響力？ 

52.您覺得 貴部會的績效好壞是否會面臨到外

界賞罰的壓力？ 

組織信心  53.對於能在 貴部會服務您是否深感榮耀？ 

54.您是否同意 貴部會的行事準則是建立在高

度的倫理標準上？ 

55.您是否同意 貴部會的整體工作品質非常優

良？ 

組織改造  30.請問在行政院組織改造的過程中，您個人意

見被重視的程度？ 

31.對於 貴部會未來組織架構調整的方向，請問

您認為是否合理？ 

32.對於 貴部會未來組織目標調整的方向，請問

您認為是否合理？ 

33.對於 貴部會未來組織人員規劃的方向，請問

您認為是否合理？ 

官僚政治

化161
 

 63.有人說：「與執政黨有相同政治傾向的人比

較容易被任命為政務官。」您是否同意這樣的

說法？ 

64.有人說：「在特定政策上，與執政黨政策偏

好相符的政策倡導者比較容易被任命為政務

官。」您是否同意這樣的說法？ 

65.有人說：「為使政策能順利推動，新的政黨

上台後進行行政機關政務首長的替換工作，乃

是民主的常態。」您是否同意這樣的說法？ 

66.有人說：「機關中，文官的不同政策建議常

會被貼上政黨標籤。」您是否同意這樣的說法？ 

其他162
  17.您覺得目前部會以下幾類人員員額應增減多

少？ 

17-a. 政治幕僚 

17-b. 政務副首長 

                                                      
161

 理論文獻: 1.Eichbaum, C., & Shaw, R. (2008).Revisiting politicization: Political advisers and public 

servants in Westminster systems. Governance, 21(3) 337-363. 2.Mulgan, R. (1998). Politicisation of 
senior appointments in the Australian public service. Australia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57(3):3-14. 3.Spry, M. (2000). Senior public servants: Political discrimination and dismissals. 
Australia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59(2): 95-100.  

162
 測量題目來源: ICP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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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效能  62.整體而言，您對於 貴部會在達成其核心使命

上的效能有何評價？ 

領導行為 政務官在組織運作過

程中的領導與管理行

為 

 

48-1.我能經常暸解他的工作狀況。 

48-2.當他工作遇到挫折時我會適時的給他鼓

勵。 

48-3.當他表現優異時我會適時的給他獎勵。 

48-4.他相信我有能力克服工作上所面臨時困

難。 

48-5.他對我能完全的信任。 

48-6.對於我所指定的任務分配，他都很樂意完

成。 

48-7.我使他熱愛工作。 

48-8.我使他效忠自己的組織。 

48-9.我能將服務民眾的使命感傳達給他。 

48-10.我能促使他重新思考以前從未質疑過的

問題。 

48-11.我能使他以新的角度來思考舊的問題。 

48-12.我能提供他新的方向去解決問題。 

48-13.我會依照部屬績效的優劣而分別給予獎

賞或懲處 

48-14.當他工作表現良好應得到獎勵時，他能隨

時向我反映。 

48-15.當他表現優異時，我會幫他向上級爭取獎

勵。 

48-16.我會將報償適當的給予完成特定目標的

部屬。 

48-17.當他工作上出現缺失時，我會與他溝通，

找出原因所在並採取適當的行動。 

資料來源：本研究彙整 

二、 問卷架構專家效度 

本研究試圖對現任之政務首長以及常務副首長(或是主任秘書)進行問卷調

查，並以配對的方式建構出政務首長與其事務首長之間之互動模式。於經過五次

之問卷設計座談會中，透過相關文獻以及研究結果，建構出問卷內容，其主要議

題則為包含以下幾個個面向，如「個人基本資料」、「對於我國政務官制度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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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擔任政務首長時的經驗評估」、「對於政務首長與常務副首長在部會機關內

所應扮演的角色」、「探討政務首長與常務副首長之間的關係」、「政務首長個人領

導行為」、「政務人員對於事務人員之觀察」、「政務人員彼此之間之觀察」、「政務

人員人際網絡及影響力評估」、「政務人員平日的工作分配」以及「政務人員與立

法委員之互動經驗」。 

問卷執行時程，主要為 2011 年 11 月至 2012 年 2 月間進行訪談。而依

Tourangeau et al(2000)的分類，本研究訪談方式則是採由訪員遞送，受訪者自填

的模式進行，亦即由訪員親自將問卷面交由受訪者，並伴隨受訪者本人親自填寫

問卷內容，並在旁等候，倘若受訪者於填答過程中對題意有所疑惑，則受訪者即

可即時提出問題，並由訪談者直接與受訪者解釋，以利其繼續完成作答，並於完

成之後，由訪談者之助理將問卷內容逐一檢查，確定受訪者每一題皆已回答，確

定之後，隨即將問卷放入信封袋中彌封。此外，於問卷填寫完成後，訪談者一方

面將請受訪者針對問卷內容面向，或是題目本身敘述提出相關修正建議；另一方

面，讓受訪者透過問卷中之內容，再次地針對政務官與事務官之互動情形多做補

充與說明，以利提供更多具有價值之想法與觀點。 

而於執行問卷之訪員，則基於本研究對象身分特殊且問卷部分內容係屬敏

感，必須透過較具有公信力且可靠的訪員進行拜訪及訪問，故本研究之訪員係挑

選過內深具訪問經驗之助理教授擔任，分別由淡江大學公共行政學系洪美仁助理

教授、淡江大學公共行政學系曾冠球助理教授、台北教育大學社會暨公共事務學

系謝俊義助理教授、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理學系劉鴻陞助理教授以及台北大學

公共行政暨政策學系胡龍騰副教授共同執行問卷。 

本次問卷於正式樣本中，預計訪談三十八位政務首長，以及其常務副首長(或

其主任秘書)進行訪談。調查樣本主要分為「政務首長」與「常務副首長(或其主

任秘書)」兩份樣本，每份樣本均有一套正式樣本與三套替代樣本。正式樣本均

是現任吳敦義內閣之部會首長與常務副首長，而第一套替代樣本則是指已卸任的

吳敦義內閣之部會首長與常務副首長，第二套樣本則是劉兆玄內閣中繼任的部會

首長與常務副首長，第三套樣本則是劉兆玄內閣的第一任部會首長與常務副首

長。樣本替代原則是依據各部會之首長與常務副首長上任時間而定，當正式樣本

中的現任者拒訪時，則進一步從第一套替代樣本中找尋相同部會的「已卸任首長」

替代，倘若欲拒訪則依序替代，而常務副首長(或主任秘書)亦依此方式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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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結論 

選舉過後的日子，才是政務團隊真正考驗的開始，台灣民主政治從政黨輪替

開始進入全新的時代，特別是政務團隊半世紀永續執政的可能性不再，取而代之

的是常態性的「陌生人」(strangers)以「政治任命人員」(political appointees)的身

分進入政府扮演「政務領導」(executive leadership)的角色，「行政部門」(executive 

branch)因此將會有全新的意義。因此，本研究專注於瞭解這些所謂的陌生人其特

質為何？是什麼樣的人？而面臨常態性的陌生人進出政府情勢，現行的體制存在

那些問題？其互動的介面存在那些問題？「陌生人」又是如何與組織內的「當地

人163」互動？彼此採取什麼樣的策略互動？ 

一、 「陌生人」與「當地人」的特質 

係屬「陌生人」的政務官因為非長時間服務於部會，所以與屬於「當地人」

的事務官有基本上的差異，其最根本的差異除了對於組織的情感與業務專業外，

亦存在於沒有任用限制的政務官。因為沒有任用限制，所以其看得到的教育程

度、性別、公職經驗與年齡的差異性會很大以外，還包含看不到的個性、專業知

識等。因後者無法測量，所以研究僅能從看得到的部分進行比較，以瞭解「陌生

人」與「當地人」，並比較是否有差異？ 

結果發現，不論是政務官或事務官，主要還是以男性為主，而政務官的學歷

普遍高於事務官，但是事務官的學歷係維持在大學以上，不像政務官可能任用高

中學歷的政務人員；就年齡方面，政務官的年齡變異較大，任期較短，從資料中

可見政務官較以學歷取勝，而事務官則在資歷上較佔優勢。 

若整合各部會的各職位任期進行比較，以常務副首長的平均任期最長，達

32.3 個月，其次為政務首長，平均任期為 22.9 個月，再者為政務副首長，平均

任期為 22.7 個月，最短為主任秘書，平均任期為 21.2 個月。從此資料可以說明，

常務副首長在內閣成員流動過程中扮演著機關穩定的主要力量，而主任秘書雖係

常任文官，但因職位人選常會因首長的變動改隨之改變，另外也可能因為常任文

官的年資，升遷及退休等因素所影響。雖然從各職位年資來看，政務官及事務官

的差別不大，但常任文官要能爬升到主秘或副首長，以其職等來看，就此職位之

前大概都要有 15 年以上的公務資歷，其累積專業知識、法令規章的嫻熟程度以

及組織記憶，都將是非文官轉任的政務官所能望其項背。因此來來去去的政務官

是否能有效「控制」事務官，對民主治理是一種挑戰。 

二、 體制問題 

台灣即將迎向常態政黨輪替的局勢，給予來來去去的政務官的舞台是相當重

                                                      

163
 所指為常任文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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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也就是說，在這樣的舞台上進來的政務官都必須依循該舞台的遊戲規則進

行，一個好的舞台能夠提供好的環境讓演員做呈現好的演出，同樣的對於政務官

也是一樣，一個好的體制也能夠提供政務官順利地融入組織環境，並能有好的表

現。 

研究結果發現，就部會內部的分工規範來看，政務官與事務官的分工並沒有

很明確的區分，因此可能衍生政務官與事務官的角色認知差異的問題，此問題最

容易發生於政務副首長與常務副首長的分工上，當政務副首長與常務副首長分工

不清時，便容易產生政治行政不分的情況，則可能衍生政治行政二分學者所擔憂

的問題。 

此外，本研究亦發現政務官體制存在三方面的問題亟待改善，分別為「憲政

運作的弔詭」、「人才培養與招募」、「治理經驗的傳承與接軌」等三個面向，第一

項所提出的問題係指總統與行政院長的權責不清，致使部會內政務人員之人事任

命權力來源不同，影響到政務官間的互動以及與事務官的互動；第二項所提的問

題係指政務官培訓的問題，多數政務官係未曾有政治經驗或者行政經驗，而且上

任時多屬倉促，剛到部會對於組織運作、官僚體系、行政立法關係等都相當生疏，

是故必須花很長時間適應，而目前政務官體制非常缺乏此部分的訓練；第三項所

提的問題則是指國家機器未能有效的將過去擔任政務官的治理經驗有效的保存

下來，指使許多好的治理經驗、技術、莫會知識(Tacit knowledge)無法傳承給後

繼上任的政務官，對於要建立可長可久的治理機器而言，是相當可惜的缺憾。 

三、 互動介面問題 

在現有的體制裡，各式各樣的政務官上任後，即將面臨的就是一批老練精幹

的事務官，以及甚少認識的政務官同僚，當這樣的一個陌生人進入到組織裡，直

接與事務官面對面互動時，往往會有一些問題產生，而這問題會影響到彼此的互

動行為與策略，甚者影響組織士氣與氣氛，進而可能影響政務政策運作。 

研究結果發現，互動介面的問題可以彙整成三個面向討論，分別為「人事佈

局」、「個人行為作風」、「團隊磨合與衝突」，第一項所提的面向是指每一位內閣

要成立時，總統與行政院長都會著力於人事的安排，此人事安排除了將自己偏好

的對象安置於特定的職位上外，尚會考量整體內閣的形象與戰力，甚至有些總統

或閣揆甚會考量政治與政黨因素等等。不論什麼樣的因素考量，部會裡的職位是

有限的，因此有人進去就表示有人離開，這現象對於政務官而言是常見的，但是

有些內閣卻更動到常務副首長、主任秘書甚至三級機關之首長，此舉對於組織士

氣與氣候產生相當大的影響，而且產生排除異已、清除舊官等非議，對於組織運

作都不是件好事。 

第二項所提面向係指，政務官與事務官的個人行為作風，在此面向上，最常

看到的是穩定性不夠或敏感度不夠之政務官在媒體上失言，造成媒體朝野議論，

研究影響到個人與組織形象，甚至打擊到組織士氣以及部屬信服，進而降低領導

威信；第三項所提的係指部會內政務官與事務官的團隊建立問題，以及政務官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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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或行政院長理念差異的問題，組織內當面臨部屬與首長理念不同時，很容易

產生摩擦或衝突，倘若能夠磨合則能夠促使組織運作順利，倘若不幸無法取得共

識時，則會衍生人事異動的問題。除此之外，政務官對於事務官的信任以及事務

官對於政務官的信任等等都會影響到其團隊的建立，當部會內無法有效建立團隊

時，便會常常看到政策不同調的情況產生，或者事務官不配合政務官的新聞。 

是故政務官與事務官互動的界面係屬相當微妙的平台，當政務官自己本身的

行為與判斷出了錯誤時，也會影響到其與事務官的互動，更何況政務官與事務官

的溝通與合作的過程。 

四、 互動策略 

組織內高層的互動關係會嚴重影響到組織的運作以及政策的執行，因此本研

究方著力於瞭解係屬陌生人的政務官到了部會之後，是如何與事務官建立共識且

形成分工合作的團隊。 

研究結果發現，事務官與政務官的互動策略約略可區分為三種，「消極的配

合」、「衝突」、「積極的合作」。第一項所提的現象是，剛到部會的政務官所面臨

的是非常陌生的環境，而對於事務官而言，在這非常熟悉的環境中去適應陌生的

政務官，相較之下事務官是比政務官來的有優勢。因此，些許較為老練的事務官，

遇到相當生疏的政務官時（尤其是政務副首長），或者與政務官意見不合時，會

呈現出表面上服從，但骨子裡不服的情況。當遇到這樣的情況時，很容易產生事

務官僅執行政務官所交付的工作內容，其餘相關的政策資訊未必會積極的提供，

致使把政務官推進腹背受敵的情況。此種互動策略，對於事務官而言，算是最保

守且安全的作法，面臨自己不喜歡的首長時，表面上附和迎合，但在政務推動時

卻是被動配合，讓政策還是可以慢慢推動。 

第二項所提的現象是指政務官與事務官發生溝通失敗，理念無法取得共識

時，政務官或事務官呈現對抗的狀態，最常見是利用其在公部門長久累積有關業

務專業、法令、公文、執行細節的隱性知識，讓政務官曝露在極高的風險中；或

採取耳語、黑函等非體制的方法，企圖影響任命或政策的推動。與第一項不同的

是，第一項策略是雖然不服政務官，但仍消極的配合，而此項策略則是不僅心理

不服政務官，還主動出擊致使政務官陷入極高風險的處境中。除了這樣叫隱性的

衝突外，也有直些於辦公室或者會議桌上發生口角或爭執的衝突場面。而運用此

策略的事務官，因為有組織資歷與經驗的優勢，可能運用各種管道架空政務官，

致使政務官難有作為，嚴重者影響政務停滯不前，而最可能遇到此狀況的便是面

臨組織內分工不清的政務副首長。 

第三項所提到的現象是指政務官與事務官處於積極合作的情況，此情況的建

立並非剛好志同道合而已，而是政務官與事務官均願意放下己見進行長時間的意

見溝通。「首長的積極投入」以及「與部屬的主動溝通」乃是建立彼此合作互信

關係之基石，首長展現出對政務的積極性並且建立良好的溝通管道，不僅能夠建

立團隊，尚可以提升組織士氣，致使組織順利推動政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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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僅是從訪談資料中粗略分出來的類別，更多細膩的互動關係在前面章節

已有闡述。然而，此處欲要在提醒的是，互動關係的演變端看政務官與事務官如

何進行溝通與磨合，絕非會因為意識型態的差異或者黨派立場的差異而無法建立

團隊。 

五、 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雖然訪問了 40 位經驗豐富的政務官與事務官，但是畢竟僅是台灣政

府中數百位政務官與事務官的冰山一角，故無法全然進行推論至各部會的情況是

本研究的主要限制。但是研究團隊透過數個重要的個案訪談，亦能展現出政務官

與事務官互動的重要面向。然而，要建立一個可以推論與預測的模型，則是有待

量化測量工具的建立，方能夠透過較全面的分析來展現。而本研究所建立的量化

測量工具，因為執行期間適逢組改議題與總統大選等敏感時期，是故部會首長與

常務副首長甚少願意與此時接受訪問，所以僅能以少數樣本進行前測的討論與修

正，修正後的問卷如附件中的問卷所示。 

為了未來可以更全面的了解陌生的政務人員進入了陌生的組織中，如何在陌

生的環境中與事務官互動，並且有效的推動國家大務，本研究提出以下幾項建議： 

(一) 未來應該繼續政務官與事務官互動的相關研究，並且將研究時間範圍拉

大，擴及更多任的總統與內閣團隊，試圖更全面的了解不同時期的政務

官，甚至不同部會的政務官係如何與事務官互動。 

量化測量工具的善用，政務官治理國務，其經驗是國家的資產，應當透過各

種模式，將好的或不好的經驗都留存下來，其中最全面性的方式是透過量化的測

量工作，將政務官上任前與卸任後的經驗與心得均留存下來。以提供學術界研究

政治行政互動的資料，同時提供後代政務官接任政務職時參考，以圖更平順地進

入陌生的工作環境，且有效地推動政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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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政務官問卷 

「政務事務夥伴關係及體制之研究」 

(政務官版) 

敬愛的部長您好： 

我們接受行政院國科會委託，正在進行有關政務官與事務官體制

的學術性研究，希望透過以下問卷，對於該體系運作能有更深入的了

解，以累積國家的治理知識，並提出興革建議。感謝您願意接受研究

團隊的面訪，您所提供的資料僅作整體分析之用，絕對保密，請您放

心填答。再次謝謝您對於本研究工作的支持。 

政治大學公共行政學系教授  黃東益 

  政治大學公共行政學系教授  陳敦源 

台北大學公共行政暨政策學系教授  胡龍騰 

淡江大學公共行政學系教授  曾冠球 

淡江大學公共行政學系教授  洪美仁 

台北教育大學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教授  謝俊義 

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理學系教授  劉鴻陞 

  敬上 

2011 年 12月 

                              聯絡人：謝忠安 

                              電話：(02) 29361556 

 E-mail：99256501@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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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下為關於您個人基本資料、家庭狀況的幾個問題： 

1. 請問您在就職政務官的前一份工作屬於以下哪一類？ 

□民選公職人員 □公務人員 □企業 □民間團體 □政黨 □教

授 

2. (承上題)請問您在該部門的職位服務多久？________年，擔任主

管的時間有多久？_____年(若無，則請填 0) 

3. 請問您在公務部門服務總年資是多久？ 

_______年_______月 

4. 請問您的出生年、月？ 

19__________年（請填寫西元年份後兩碼）_______月 

5. 請問您的最高學歷為何？ 

□高中職(含以下) □大專 □碩士 □博士 

6. 請問您的最高學位所屬領域為何？ 

□文 □法 □商 □社會科學 □理工  

□醫 □農 □其他，請說明___________ 

7. 請問您的父親最高學歷為何？ 

□國小及以下 □國(初)中 □高中(職) □大學(專)  

□碩士 □博士 □其他，請說明：_________ 

8. 請問您母親最高學歷為何？ 

□國小及以下 □國(初)中 □高中(職) □大學(專)  

□碩士 □博士 □其他，請說明：_________ 

9. 請問您父親的籍貫為何? 

□臺灣閩南人  □臺灣客家人  □臺灣原住民   

□大陸各省市  □其他，請說明：_________________ 

以下二題均請參照下表一填寫號碼，若為「（35）其他」，請直接填寫職業名。 

問卷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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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您父親主要（或退休前）的職業是什麼？________________ 

11. 您母親主要（或退休前）的職業是什麼？_________________ 

 

 

表一：職業類別 

公務部門類 

(01)政府行政主管 (02)政府單位與公
營事業部門職員 

(03)政府單位與公
營事業部門勞工 

(04)政府部門研究
人員 

(05)公營事業主管 (06)公營事業工程
師（機師） 

(07)民意代表 (08)公立教育機構
教師 

(09)公立醫療單位
醫事技術人員
（醫師、藥師、護

士、醫療人員） 

(10)軍警調查局人
員 

(11) 法官、書記
官、檢察官、司
法官 

 

私人部門類 

(12)民營事業公司
負責人（自營商

人），有雇用人 

(13)民營事業公司
負責人（自營商

人），沒有雇用人 

(14)民營事業主管 (15)民營事業工程
師（機師） 

(16)民營事業職員 (17)民營事業勞工 (18)家裡有事業，
有幫忙但未領薪
水 

(19)家裡有事業，
有幫忙且領薪水 

(20)私立教育機構
教師 

(21)私人部門研究
人員 

(22)買賣業務人員 (23)服務、餐旅人
員（含攤販、個人

服務、計程車司機） 

其他或專業人士類 

(24)律師 (25)會計師 (26) 文字工作者
(作家、記者、劇作

家） 

(27)非公立醫療單
位醫事技術人員
（醫師、藥師、護

士、醫療人員） 

(28)職業運動專業
人士 

(29)宗教工作者 (30)家管(沒有做家

庭代工) 
(31)家管(有做家庭

代工) 

(32)農林漁牧 (33)待業中 (34)非營利組織工
作者 

(35)其他，請說明
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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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首先，請教您對於我國政務官制度的看法。 

12. 請問您認為目前政務首長的薪資所得是否合理？ 

 

□非常不合理 □有點不合理  □普通 □有點合理 □非常合理 

  (選此兩選項，請續答第 13題)        (請續答第 14題) 

 

13. (承上題)請問您認為政務首長的薪資應調整為現在的幾倍才合

理？ 

_______倍 

14. 具體而言，您對目前政務人員的退職制度是否滿意？ 

□非常不滿意 □有點不滿意 □普通 □有點滿意 □非常滿意 

15. 在合乎人事制度的規範下，您是否經常依據自己的想法調整部會

人事？ 

□完全沒有 □偶爾 □有時候 □經常 □總是 

16. 在合乎預算法規的要求下，您是否經常依據自己的想法參與決定

預算配置？ 

□完全沒有 □偶爾 □有時候 □經常 □總是 

 

 

 

17. 您覺得目前部會以下幾類人員員額應增減多少？ 

17-a. 政治幕僚     

□應刪減，______位 □目前數量剛好 □應增加，______位 

17-b. 政務副首長   

□應刪減，______位 □目前數量剛好 □應增加，______位 

18. 對於政務官的培育，何者應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智庫 □政府 □政黨 □學校 □其他，請說明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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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您認為目前政府有沒有必要設立政務官的培訓制度？ 

□非常不必要 □有點不必要 □普通 □有點必要 □非常必要 

(選此兩選項，請續答第 22題)    (請續答第 20.21題) 

 

 

20. 如果要透過政府來培訓政務官，您覺得應由何者來規劃？ 

□總統府 □行政院 □考試院 □任命部會 □人事行政局  

□其他，請說明________ 

 

 

21. (承上題)在政務官的培訓課程中，您覺得以下哪些人士適合來擔

任講座？(最多選三項) 

□政務人員 □高階事務官 □黨務人員 □大學教授  

□智庫專家 □企業人士 □媒體工作者 □社會賢達  

□其他________ 

22. 您認為稱職的政務官最需要嫻熟哪些事務(下面欄位中最多選三

項，或填入其它自己認為最合適的項目)？ 

最需要___________；其次____________；第三____________ 

23. 政務首長的工作中，下面欄位中哪些項目是最難處理的？ (下面

欄位中最多選三項，或填入其它自己認為最合適的項目) 

最需要____________；其次____________；第三_____________ 

24. 政務首長的工作中，下面欄位中哪些項目讓您最滿意？ 

最滿意為__________ ；其次___________ 第三______________ 

○1 預算規劃    ○2 人事任命  ○3 法規制定      ○4 政策制定 

○5 領導管理    ○6 國會溝通  ○7 中央地方協調  ○8 府院溝通 

○9 跨部會協調  ○10媒體溝通  ○11公眾溝通      ○12願景建構 

○13其他，請說明: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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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下是您擔任政務首長時的經驗評估，想請教您的想

法。 

25. 有人說「民主政治是最適合我國的政治體制」，請問您同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有點同意 □非常同意 

26. 有人說「目前我國憲政體制的運作上有權責不符的問題」，請問您

同不同意？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有點同意 □非常同意 

27. 有人說「整體而言，我國行政機關缺乏協調整合」，請問您同不同

意？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有點同意 □非常同意 

28. 有人說「整體而言，行政機關的公務人員素質優良」，請問您同不

同意？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有點同意 □非常同意 

29. 您是否寧可犧牲與部屬間的關係，也要貫徹政策目標？ 

□非常不同意 □有點不同意 □普通 □有點同意 □非常同意 

30. 請問在行政院組織改造的過程中，您個人意見被重視的程度？ 

□非常不被重視 □有點不被重視 □普通 □有點被重視 □非常

被重視 

31. 對於 貴部會未來組織架構調整的方向，請問您認為是否合理？ 

□非常不合理 □有點不合理 □普通 □有點合理 □非常合理 

32. 對於 貴部會未來組織目標調整的方向，請問您認為是否合理？ 

□非常不合理 □有點不合理 □普通 □有點合理 □非常合理 

33. 對於 貴部會未來組織人員規劃的方向，請問您認為是否合理？ 

□非常不合理 □有點不合理 □普通 □有點合理 □非常合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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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以下想請教您對於政務首長與常務副首長在部會機

關內所應扮演的角色。 

34. 下欄是政務首長的四種角色，請您依在組織中的重要性進行排列。 

_________  >  _________  >  _________  >  _________ 

35. 下欄是常務副首長的四種角色，請您依在組織中的重要性進行排

列。 

_________  >  _________  >  _________  >  _________ 

36. 您的工作是否有清楚的目標？ 

□目標非常清楚 □目標有點清楚 □普通  

□目標有點模糊 □目標非常模糊 

37. 請問您對所擁有權力的行使是否有把握？ 

□非常沒把握 □有點沒把握 □普通 □有點把握 □非常把握 

38. 您是否很清楚的知道別人對您的期待？ 

□非常不清楚 □有點不清楚 □普通 □有點清楚 □非常清楚 

五、 以下是探討您與常務副首長之間的關係，請選擇您覺

得最適合的描述。 

39. 整體而言，常務副首長的表現與您的期待之間兩者落差如何？ 

□沒落差 □有點落差 □普通 □落差有點大 □落差非常大 

40. 有關常務副首長在工作上所遇到的問題與需求，您是否經常可以

○1 願景建構 ○2 政策溝通 ○3 專業領導 ○4 內部管理 ○5 其他，請說明______ 

○1 配合領導 ○2 監督執行 ○3 溝通協調 ○4 專業輔佐 ○5 其他，請說明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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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 

□完全沒有 □偶而 □有時候 □經常 □總是 

41. 您對於常務副首長的能力有信心嗎？ 

□完全沒有 □有點沒信心 □普通 □有點信心 □非常有信心 

42. 您是否會運用您的權力來幫助常務副首長解決工作上的問題？ 

□完全不會 □不太會 □普通 □時常會 □每次都會 

43. 您是否會運用您的權力來掩蓋常務副首長工作上的缺失？  

□完全不會 □不太會 □普通 □時常會 □每次都會 

44. 常務副首長是否經常支持您的決策？ 

□完全沒有 □偶而 □有時候 □經常 □總是 

45. 您覺得常務副首長是否是一個好的工作搭檔？ 

□絕對不是 □有點不是 □普通 □有點是 □絕對是 

46. 您對常務副首長的信任程度如何？ 

□非常不信任 □有點不信任 □普通 □有點信任 □非常信任 

47. 您可以告訴常務副首長任何關於公務的事嗎？ 

□一點也不能告訴他 □有些可以告訴他 □普通 

□大部分的公務可以告訴他 □所有公務都可以告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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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以下是有關於您個人領導行為的描述，請問您是否同意? 

 非常

不

同

意 

不同

意 

普通 同意 非常

同

意 

48-1.我能經常暸解他的工作狀況。      

48-2.當他工作遇到挫折時我會適時的給他鼓勵。      

48-3.當他表現優異時我會適時的給他獎勵。      

48-4.他相信我有能力克服工作上所面臨時困難。      

48-5.他對我能完全的信任。      

48-6.對於我所指定的任務分配，他都很樂意完

成。 

     

48-7.我使他熱愛工作。      

48-8.我使他效忠自己的組織。      

48-9.我能將服務民眾的使命感傳達給他。      

48-10.我能促使他重新思考以前從未質疑過的問

題。 

     

48-11.我能使他以新的角度來思考舊的問題。      

48-12.我能提供他新的方向去解決問題。      

48-13.我會依照部屬績效的優劣而分別給予獎賞

或懲處 

     

48-14.當他工作表現良好應得到獎勵時，他能隨

時向我反映。 

     

48-15.當他表現優異時，我會幫他向上級爭取獎

勵。 

     

48-16.我會將報償適當的給予完成特定目標的部

屬。 

     

48-17.當他工作上出現缺失時，我會與他溝通，

找出原因所在並採取適當的行動。 

     

七、 以下想請教您平常對於 貴部會及事務人員的觀察。 

49. 您是否擁有上級足夠的授權來發揮專業能力？ 

□非常不足夠 □有點不足夠 □普通 □有點足夠 □非常足夠 

50. 您覺得 貴部會在政策推動上有多大程度可以自行選擇所偏好的

政策工具？ 

□ 全部不可以 □大部分不可以 □普通 □大部分可以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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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  

51. 您覺得 貴部會在設定組織目標上是否深具影響力？ 

□非常缺乏影響力 □有點缺乏影響力 □普通  

□有點影響力 □非常具有影響力 

52. 您覺得 貴部會的績效好壞是否會面臨到外界批評的壓力？ 

□非常大的壓力 □有一定壓力 □普通  

□沒有多大壓力 □完全沒有壓力 

53. 對於能在 貴部會服務您是否深感榮耀？ 

□非常不同意 □有點不同意 □普通 □有點同意 □非常同意 

54. 您是否同意 貴部會的行事準則是建立在高度的倫理標準上？ 

□非常不同意 □有點不同意 □普通 □有點同意 □非常同意 

55. 您是否同意 貴部會整體的工作品質非常優良？ 

□非常不同意 □有點不同意 □普通 □有點同意 □非常同意 

56.  貴部會在面臨重要的決策時刻，是否經常能蒐集相當充足的資

訊？ 

□完全沒有 □很少 □普通 □經常 □總是 

57. 就您的觀察， 貴部會機關首長/單位主管是否都依法行政？ 

□完全沒有 □只有少部分機關首長/單位主管 

□大部分的機關首長/單位主管 □所有的機關首長/單位主管 

58. 就您的觀察， 貴部會機關首長/單位主管對於政務官的決定是否

都是充分配合？ 

□完全沒有 □只有少部分機關首長/單位主管 

□大部分的機關首長/單位主管 □所有的機關首長/單位主管 

59. 就您的觀察， 貴部會機關首長/單位主管都有明顯的政治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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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沒有 □只有少部分機關首長/單位主管 

□大部分的機關首長/單位主管 □所有的機關首長/單位主管 

60. 就您的觀察， 貴部會機關首長/單位主管是否有開創性不足的問

題？ 

□完全沒有 □只有少部分機關首長/單位主管 

□大部分的機關首長/單位主管 □所有的機關首長/單位主管 

61. 就您的觀察， 貴部會機關首長/單位主管是否都勝任政策幕僚作

業？ 

□完全沒有 □只有少部分機關首長/單位主管 

□大部分的機關首長/單位主管 □所有的機關首長/單位主管 

62. 整體而言，您對於 貴部會在達成其核心使命上的效能有何評價？ 

□非常不滿意 □有點不滿意 □普通 □有點滿意 □非常滿意 

八、 以下想請教您平常對於對政務官的觀察。 

63. 有人說：「與執政黨有相同政治傾向的人比較容易被任命為政務

官。」您是否同意這樣的說法？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有點同意 □非常同意 

64. 有人說：「在特定政策上，與執政黨政策偏好相符的政策倡導者比

較容易被任命為政務官。」您是否同意這樣的說法？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有點同意 □非常同意 

65. 有人說：「為使政策能順利推動，新的政黨上台後進行行政機關政

務首長的替換工作，乃是民主的常態。」您是否同意這樣的說法？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有點同意 □非常同意 

66. 有人說：「機關中，文官的不同政策建議常會被貼上政黨標籤。」

您是否同意這樣的說法？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有點同意 □非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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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就您的觀察，大部分政務官是否都願意傾聽部屬的意見？ 

□完全沒有 □只有少部分政務官 □普通  

□大部分的政務官 □所有的政務官 

68. 就您的觀察，大部分政務官是否都具備良好操守？ 

□完全沒有 □只有少部分政務官 □普通  

□大部分的政務官 □所有的政務官 

69. 就您的觀察，大部分政務官是否都有勇於為政策負責任？ 

□完全沒有 □只有少部分政務官 □普通  

□大部分的政務官 □所有的政務官 

70. 就您的觀察，大部分政務官是否都有良好的溝通能力？ 

□完全沒有 □只有少部分政務官 □普通  

□大部分的政務官 □所有的政務官 

71. 就您的觀察，大部分政務官是否都有良好的跨部會協調能力？ 

□完全沒有 □只有少部分政務官 □普通  

□大部分的政務官 □所有的政務官 

九、 以下是有關您個人的人際網絡及影響力評估。 

72. 您剛上任時認識大約多少比例的部會首長？ 

□完全沒有 □只有少部分 □認識一半 □認識大部分 □全部都

認識 

73. 就任前，您跟總統的關係為何？ 

□非常陌生 □有點陌生 □普通 □有點熟識 □非常熟識 

74. 就任前，您跟院長的關係為何？ 

□非常陌生 □有點陌生 □普通 □有點熟識 □非常熟識 

75. 任職至今，您跟總統的關係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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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陌生 □有點陌生 □普通 □有點熟識 □非常熟識 

76. 任職至今，您跟院長的關係為何？ 

□非常陌生 □有點陌生 □普通 □有點熟識 □非常熟識 

十、 以下問題想請教您擔任政務官時平日的工作經驗。 

77. 若每週的時間以 100%計算，請問您花在以下各項工作的時間比例

有多少？ 

77-a. 批閱公文_________% 

77-b. 接待訪客_________% 

77-c. 部會內討論政策_________% 

77-d. 跨部會/府院溝通_________%  

77-e. 國會溝通/社會溝通_________% 

77-f. 其他？_________%，請說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 以下是有關您擔任政務官時與立法委員的互動經

驗。 

 友善                               不友善 
  

10 9 8 7 6 5 4 3 2 1 

78. 與立法委員平日的互動？ 
□ □ □ □ □ □ □ □ □ □ 

79. 與立法委員預算審議時的
互動？ 

□ □ □ □ □ □ □ □ □ □ 

80. 與立法委員政策質詢時的
互動？ 

□ □ □ □ □ □ □ □ □ □ 

81. 與立法委員法案審議時的
互動？ 

□ □ □ □ □ □ □ □ □ □ 

~問卷結束~ 

再次感謝您的填答及大力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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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事務官問卷 
「政務事務夥伴關係及體制之研究」 

(事務官) 

敬愛的常務副首長您好： 

我們接受行政院國科會委託，正在進行有關政務官與事務官體制

的學術性研究，希望透過以下問卷，對於該體系運作能有更深入的了

解，以累積國家的治理知識，並提出興革建議。感謝您願意接受研究

團隊的面訪，您所提供的資料僅作整體分析之用，絕對保密，請您放

心填答。再次謝謝您對於本研究工作的支持。 

政治大學公共行政學系教授  黃東益 

  政治大學公共行政學系教授  陳敦源 

台北大學公共行政暨政策學系教授   胡龍騰 

淡江大學公共行政學系教授  曾冠球 

淡江大學公共行政學系教授  洪美仁 

台北教育大學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教授  謝俊義 

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理學系教授  劉鴻陞 

  敬上 

2011 年 12 月 

                              聯絡人：謝忠安 

                              電話：(02) 29361556 

                           E-mail：99256501@nccu.edu.tw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行政學系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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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下為關於您個人基本資料、家庭狀況的幾個問題： 

1. 請問您在現在的職位總共服務多久？ 

 _______年_______月 

2. 請問您的公務部門服務總年資是？ 

 _______年_______月 

3. 請問您的性別是?  

□男性  □女性 

4. 請問您的出生年、月？ 

19__________年（請填寫西元年份後兩碼）_______月。 

5. 請問您的最高學歷為何？ 

□高中職及以下 □大專 □碩士 □博士 

6. 請問您的父親最高學歷為何？ 

□國小及以下 □國(初)中 □高中(職) □大學(專)  

□碩士 □博士 □其他，請說明：_________ 

7. 請問您的母親最高學歷為何？ 

□國小及以下 □國(初)中 □高中(職) □大學(專)  

□碩士 □博士 □其他，請說明：_________ 

8. 請問您父親的籍貫為何? 

□臺灣閩南人  □臺灣客家人  □臺灣原住民   

□大陸各省市  □其他，請說明：_________________。 

以下二題均請參照下表一填寫號碼，若為「（35）其他」，請直接填寫職業名。 

9. 您父親主要（或退休前）的職業是什麼？________________ 

問卷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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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您母親主要（或退休前）的職業是什麼？_________________ 

 

表一：職業類別 

公務部門類 

(01)政府行政主管 (02)政府單位與公
營事業部門職員 

(03)政府單位與公
營事業部門勞工 

(04)政府部門研究
人員 

(05)公營事業主管 (06)公營事業工程
師（機師） 

(07)民意代表 (08)公立教育機構
教師 

(09)公立醫療單位
醫事技術人員
（醫師、藥師、護

士、醫療人員）  

(10)軍警調查局人
員 

(11) 法官、書記
官、檢察官、司
法官 

 

私人部門類 

(12)民營事業公
司負責人（自營

商人），有雇用人 

(13)民營事業公司
負責人（自營商

人），沒有雇用人 

(14)民營事業主管 (15)民營事業工程
師（機師） 

(16)民營事業職
員 

(17)民營事業勞工 (18)家裡有事業，
有幫忙但未領
薪水 

(19)家裡有事業，
有幫忙且領薪
水 

(20)私立教育機構
教師 

(21)私人部門研究
人員 

(22)買賣業務人員 (23)服務、餐旅人
員（含攤販、個人

服務、計程車司機） 

其他或專業人士類 

(24)律師 (25)會計師 (26) 文字工作者
（作家、記者、劇

作家） 

(27)非公立醫療單
位醫事技術人員
（醫師、藥師、護

士、醫療人員） 

(28)職業運動專
業人士 

(29)宗教工作者 (30)家管(沒有做家

庭代工) 
(31)家管(有做家庭

代工) 

(32)農林漁牧 (33)待業中 (34)非營利組織工
作者 

(35)其他，請說明
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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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首先，請教您對於我國政務官制度的看法。 

11. 請問您認為目前政務首長的薪資待遇是否合理？ 

□非常不合理 □有點不合理  □普通 □有點合理 □非常合理 

(選此兩選項，請續答第 12題)       

   (請續答第 13題) 

12. (承上題)如果可能的話，請問您認為政務官的薪資調整為現在的

幾倍才合理？_______倍 

13. 具體而言，您認為目前政務人員的退職制度是否完善？ 

□非常不完善 □有點不完善 □普通 □有點完善 □非常完善 

14. 在合乎人事制度的規範下， 貴部會首長是否經常依據自己的想法

調整部會人事？ 

□完全沒有 □偶爾 □有時候 □經常 □總是 

15. 在合乎預算法規的要求下， 貴部會首長是否經常依據自己的想法

參與決定預算配置？ 

□完全沒有 □偶爾 □有時候 □經常 □總是  

16. 您覺得目前部會以下幾類人員員額應增減多少？ 

16-a. 政治幕僚     

□應刪減，______位 □目前數量剛好 □應增加，______位 

16-b. 政務副首長   
□應刪減，______位 □目前數量剛好 □應增加，______位 

17. 對於政務官的培育，何者應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智庫 □政府 □政黨 □學校 □其他，請說明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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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您認為目前政府有沒有必要設立政務官的培訓制度？ 

□非常不必要 □有點不必要 □普通 □有點必要 □非常必要 

 

(選此兩選項，請續答第 21題)     (請續答 第 19.20題) 

19. 如果要透過政府來培訓政務官，您覺得應由何者來規劃？ 

□總統府 □行政院 □考試院 □任命部會 □人事行政局  

□其他，請說明________ 

20.  (承上題)在政務官的培訓課程中，您覺得以下哪些人士適合來擔

任講座？(最多選三項) 

□政務人員 □高階事務官 □黨務人員 □大學教授  

□智庫專家 □企業人士 □媒體工作者 □社會賢達  

□其他，請說明________ 

21. 您認為稱職的政務官最需要嫻熟哪些事務(下面欄位中最多選三

項，或填入其它自己認為最合適的項目)？ 

最需要__________；其次___________；第三______________ 

22. 政務首長的工作中，下面欄位中哪些項目是最難處理的？ (下面

欄位中最多選三項，或填入其它自己認為最合適的項目) 

最需要____________；其次____________；第三____________ 

23. 政務首長的工作中，下面欄位中哪些項目讓您覺得最滿意？ 

最滿意為_________ ；其次____________ ；第三___________ 

 

○1 預算規劃    ○2 人事任命  ○3 法規制定      ○4 政策制定 

○5 領導管理    ○6 國會溝通  ○7 中央地方協調  ○8 府院溝通 

○9 跨部會協調  ○10媒體溝通  ○11公眾溝通      ○12願景建構 

○13其他，請說明: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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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下是您擔任常務副首長的經驗評估，想請教您的想

法。 

24. 有人說「民主政治是最適合我國的政治體制」，請問您是否同意？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有點同意 □非常同意 

25. 有人說「目前我國憲政體制的運作上有權責不符的問題」，請問您

是否同意？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有點同意 □非常同意 

26. 有人說「整體而言，我國行政機關缺乏協調整合」，請問您是否

同意？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有點同意 □非常同意 

27. 有人說「整體而言，行政機關的公務人員素質優良」，請問您是

否同意？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有點同意 □非常同意 

28. 您是否寧可犧牲與部屬間的關係，也要貫徹政策目標？ 

□非常不同意 □有點不同意 □普通 □有點同意 □非常同意 

29. 請問 貴部會在行政院組織改造的過程中，您個人意見被重視的程

度？ 

□非常不被重視 □有點不被重視 □普通 □有點被重視 □非常

被重視 

30. 對於 貴部會未來組織架構調整的方向，請問您認為是否合理？ 

□非常不合理 □有點不合理 □普通 □有點合理 □非常合理 

31. 對於 貴部會未來組織目標調整的方向，請問您認為是否合理？ 

□非常不合理 □有點不合理 □普通 □有點合理 □非常合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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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對於 貴部會未來組織人員規劃的方向，請問您認為是否合理？ 

□非常不合理 □有點不合理 □普通 □有點合理 □非常合理 

 

四、 以下是想請教您對於政務首長與常務副首長在部會

機關內所應扮演的角色。 

33. 下欄是政務首長的四種角色，請您依在組織中的重要性進行排列。 

_________  >  _________  >  _________  >  _________ 

34. 下欄是常務副首長的四種角色，請您依在組織中的重要性進行排

列。 

_________  >  _________  >  _________  >  _________ 

35. 您的工作是否有清楚的目標？ 

□目標非常清楚 □目標有點清楚 □普通  

□目標有點模糊 □目標非常模糊 

36. 請問您對所擁有權力的行使是否有把握？ 

□非常沒把握 □有點沒把握 □普通 □有點把握 □非常把握 

37. 您是否很清楚的知道別人對您的期待？ 

□非常不清楚 □有點不清楚 □普通 □有點清楚 □非常清楚 

 

 

 

○1 願景建構  ○2 政策溝通  ○3 專業領導  ○4 內部管理 

○1 服從領導  ○2 監督執行  ○3 溝通協調  ○4 專業輔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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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以下是探討您與政務首長之間的關係，請選擇您覺得

最適合的描述。 

38. 整體而言，政務首長的表現與您的期待之間兩者落差如何？ 

□完全沒落差 □小部分有落差 □近一半有落差  

□大部分有落差 □完全有落差 

39. 有關政務首長在工作上所遇到的問題與需求，您是否都可以瞭

解？ 

□完全沒有 □偶而 □有時候 □經常 □總是 

40. 您對於政務首長的能力有信心嗎？ 

□完全沒有 □有點沒信心 □普通 □有點信心 □非常有信心 

41. 您是否會運用您的權力來幫助政務首長解決工作上的問題？ 

□完全不會 □不太會 □普通 □時常會 □每次都會 

42. 您是否會運用您的權力來掩蓋政務首長工作上的缺失？  

□完全不會 □不太會 □普通 □時常會 □每次都會 

43. 政務首長是否經常支持您的決策？ 

□完全沒有 □偶而 □有時候 □經常 □總是 

44. 您覺得政務首長是否是一個好的工作搭檔？ 

□絕對不是 □有點不是 □普通 □有點是 □絕對是 

45. 您對政務首長的信任程度如何？ 

□非常不信任 □有點不信任 □普通 □有點信任 □非常信任 

46. 您可以告訴政務首長任何關於公務的事嗎？ 

□一點也不能告訴他 □有些可以告訴他 □普通 

□大部分的事務可以告訴他 □所有事務都可以告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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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以下是有關於 貴部會政務首長領導行為的描述，請問您是否

同意? 

 非常

不同

意 

不同

意 

普通 同意 非常

同意 

47-1.他能經常暸解我的工作狀況。      

47-2.當我工作遇到挫折時他會適時的給我鼓勵。      

47-3.當我表現優異時他會適時的給我獎勵。      

47-4.相信他有能力克服工作上所面臨時困難。      

47-5.對於他能完全的信任。      

47-6.對於他所指定的任務分配，我們都很樂意完

成。 

     

47-7.他使我熱愛工作。      

47-8.他使我效忠自己的組織。      

47-9.他能將服務民眾的使命感傳達給我。      

47-10.他能促使我重新思考以前從未質疑過的問

題。 

     

47-11.他能使我以新的角度來思考舊的問題。      

47-12.他能提供我新的方向去解決問題。      

47-13.他會依照部屬績效的優劣而分別給予獎賞

或懲處 

     

47-14.當我工作表現良好應得到獎勵時，我能隨

時向他反映。 

     

47-15.當我表現優異時，他會幫我向上級爭取獎

勵。 

     

47-16.他會將報償適當的給予完成特定目標的部

屬。 

     

47-17.當我工作上出現缺失時，他會與我溝通，

找出原因所在並採取適當的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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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以下想請教您平常對於 貴部會及事務人員的觀察。 

48. 有人說：「與執政黨有相同政治傾向的文官比較容易被重用。」您

是否同意這樣的說法？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有點同意 □非常同意 

49. 有人說：「在特定政策上，願意配合政務首長政策旨意的文官比較

容易被重用。」您是否同意這樣的說法？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有點同意 □非常同意 

50. 有人說：「為使政策能順利推動，新的政黨上台後進行行政機關政

務首長的替換工作，乃是民主的常態。」您是否同意這樣的說法？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有點同意 □非常同意 

51. 有人說：「機關中，文官的不同政策建議常會被貼上政黨標籤。」

您是否同意這樣的說法？ 

□非常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有點同意 □非常同意 

52. 您是否擁有上級足夠的授權來發揮專業能力？ 

□非常不足夠 □有點不足夠 □普通 □有點足夠 □非常足夠 

53. 您覺得 貴部會在政策推動上有多大程度可以自行選擇所偏好的

政策工具？ 

□ 全部不可以 □大部分不可以 □普通  

□大部分可以 □全部可以  

54. 您覺得 貴部會在設定組織目標上是否深具影響力？ 

□非常缺乏影響力 □有點缺乏影響力 □普通  

□有點影響力 □非常具有影響力 

55. 您覺得 貴部會的績效好壞是否會面臨到外界批評的壓力？ 

□非常大的壓力 □有一定壓力 □普通  

□沒有多大壓力 □完全沒有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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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對於能在 貴部會服務您是否深感榮耀？ 

□非常不同意 □有點不同意 □普通 □有點同意 □非常同意 

57. 您是否同意 貴部會的行事準則是建立在高度的倫理標準上？ 

□非常不同意 □有點不同意 □普通 □有點同意 □非常同意 

58. 您是否同意 貴部會的整體工作品質非常優良？ 

□非常不同意 □有點不同意 □普通 □有點同意 □非常同意 

59.  貴部會在面臨重要的決策時刻，是否經常能蒐集相當充足的資

訊？ 

□完全沒有 □很少 □普通 □經常 □總是 

60. 就您的觀察， 貴部會機關首長/單位主管是否都依法行政？ 

□完全沒有 □只有少部分機關首長/單位主管 

□大部分的機關首長/單位主管 □所有的機關首長/單位主管 

61. 就您的觀察， 貴部會機關首長/單位主管對於政務官的決定是否

都是充分配合？ 

□完全沒有 □只有少部分機關首長/單位主管 

□大部分的機關首長/單位主管 □所有的機關首長/單位主管 

62. 就您的觀察， 貴部會機關首長/單位主管都有明顯的政治傾向？ 

□完全沒有 □只有少部分機關首長/單位主管 

□大部分的機關首長/單位主管 □所有的機關首長/單位主管 

63. 就您的觀察， 貴部會機關首長/單位主管是否有開創性不足的問

題？ 

□完全沒有 □只有少部分機關首長/單位主管 

□大部分的機關首長/單位主管 □所有的機關首長/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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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就您的觀察， 貴部會機關首長/單位主管是否都勝任政策幕僚作

業？ 

□完全沒有 □只有少部分機關首長/單位主管 

□大部分的機關首長/單位主管 □所有的機關首長/單位主管 

65. 整體而言，您對於 貴部會在達成其核心使命上的效能有何評價？ 

□非常不滿意 □有點不滿意 □普通 □有點滿意 □非常滿意 

 

八、 以下想請教您平常對於對政務官的觀察。 

66. 就您的觀察，大部分政務官是否都願意傾聽部屬的意見？ 

□完全沒有 □只有少部分政務官 □普通  

□大部分的政務官 □所有的政務官 

67. 就您的觀察，大部分政務官是否都具備良好操守？ 

□完全沒有 □只有少部分政務官 □普通  

□大部分的政務官 □所有的政務官 

68. 就您的觀察，大部分政務官是否都勇於為政策負責任？ 

□完全沒有 □只有少部分政務官 □普通  

□大部分的政務官 □所有的政務官 

69. 就您的觀察，大部分政務官是否都有良好的溝通能力？ 

□完全沒有 □只有少部分政務官 □普通  

□大部分的政務官 □所有的政務官 

70. 就您的觀察，大部分政務官是否都有良好的跨部會協調能力？ 

□完全沒有 □只有少部分政務官 □普通  

□大部分的政務官 □所有的政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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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以下是想請您評估政務首長的人際網絡及影響力評

估。 

71. 就您的觀察，您的政務首長私下與總統的關係如何？ 

□非常陌生 □有點陌生 □普通 □有點熟識 □非常熟識  

72. 就您的觀察，您的政務首長在公開場合與總統的關係如何？ 

□非常陌生 □有點陌生 □普通 □有點熟識 □非常熟識 

73. 就您的觀察，您的政務首長私下與院長的關係如何？ 

□非常陌生 □有點陌生 □普通 □有點熟識 □非常熟識 

74. 就您的觀察，您的政務首長在公開場合與院長的關係如何？ 

□非常陌生 □有點陌生 □普通 □有點熟識 □非常熟識  

 

十、 以下問題是想請教您擔任常任副首長時平日的工作

經驗。 

75. 若每週的時間以 100%計算，請問您花在以下各項工作的時間比例

有多少？ 

75-a. 批閱公文_________% 

75-b. 接待訪客_________% 

75-c. 部會內討論政策_________% 

75-d. 跨部會/府院溝通_________% 

75-e. 國會溝通/社會溝通_________% 

75-f. 其他？_________%，請說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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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以下是您擔任常務副首長時與立法院相關人員的

互動經驗。 

76. 請問您是否經常參與 貴部會與國會溝通的工作 

□總是 □經常 □普通 □很少 □未曾 

(依溝通經驗 請續答下列幾題)             (答題結束謝謝!) 

 

 

 

 

 友善                               不友善 

  

10 9 8 7 6 5 4 3 2 1 

77. 與立法委員平日的互動？ 
□ □ □ □ □ □ □ □ □ □ 

78. 與立法委員預算審議時的
互動？ 

□ □ □ □ □ □ □ □ □ □ 

79. 與立法委員政策質詢時的
互動？ 

□ □ □ □ □ □ □ □ □ □ 

80. 與立法委員法案審議時的
互動？ 

□ □ □ □ □ □ □ □ □ □ 

 

 

 

 

 

 

~問卷結束~ 

再次感謝您的填答及大力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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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件數 0 0 100% 件  
技術移轉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碩士生 1 0 100% 

本研究案於後期
需要對於訪談結
果進行大量資料
分析，因此多聘雇
一位碩士生協助
完成成果。 

博士生 2 2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國內 

參與計畫人力 
（本國籍） 

專任助理 0 0 100% 

人次 

 
期刊論文 0 0 100%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論文 0 0 100% 

篇 
 

論文著作 

專書 0 0 100% 章/本  
申請中件數 0 0 100%  

專利 
已獲得件數 0 0 100% 

件 
 

件數 0 0 100% 件  
技術移轉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碩士生 0 0 100%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國外 

參與計畫人力 
（外國籍） 

專任助理 0 0 100% 

人次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

果如辦理學術活動、獲
得獎項、重要國際合
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
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
術發展之具體效益事
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
列。) 

透過研究內容，已順利完成一專書-’’從價值差異到夥伴關係，政務官事務官

的互動管理’’，並且亦以此為主題，多次前往各大專院校進行學術演講交流
事宜。 

 成果項目 量化 名稱或內容性質簡述 
測驗工具(含質性與量性) 0  
課程/模組 0  
電腦及網路系統或工具 0  
教材 0  
舉辦之活動/競賽 0  
研討會/工作坊 0  
電子報、網站 0  

科 
教 
處 
計 
畫 
加 
填 
項 
目 計畫成果推廣之參與（閱聽）人數 0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

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透過研究案相關研究內容，已完成一專書-’’從價值差異到夥伴關係-政務官事務官的互

動管理’’，書中清楚闡釋我國目前政務官與事務官之間互動情形之模式探究。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於學術成就方面，本研究確實保留全球華人社會中第一次政黨輪替治理過程中政務以及事

務人員的互動經驗，並且提供第三波民主化國家的治理經驗，作為與西方民主國家比較的

個案，解答西方民主國家的制度設計移植的問題；此外，在民主行政研究中充實理論架構

下的實證內涵，以作為與理論對話的基礎，填補政治管理相關研究中一個失落的環節；最

後，則是透過研究，累積實證資料，作為長期跨時及跨國比較研究的基礎。 

 

於社會影響與應用價值方面，透過本研究，確實地保留我國國家治理知識，作為未來執政

的政務官與事務官互動策略的參考，將內隱知識外顯化，提供治理經驗給新興民主國家中

新的執政黨作為執政參考，並且呈現當前政務或高級事務官體制上運作面的問題，彌補當

前靜態資料的不足，以作為未來體制興革的參考依據。 

 

而於研究技術應用方面，本研究觸及政治學、民主行政、政治管理、人事行政等相關領域

理論，也採用次級資料分析、精英深度訪談、個案研究以及問卷調查等質量化研究方法；

此外，參與研究的人員乃深入以上探析的相關理論，並已成功執行高難度的訪談及問卷調

查，其累積的經驗將對台灣的精英研究方法有所貢獻。 

 

最後，本研究案之進一步的相關研究中，則是在於 2010 年，我國所推動之行政院組織改



革過程中，再度呈現出政務官與事務官之間互動對於組織整併事務推動的重要性，也基

此，本研究進而即與續申請之「政府組織重組與政務領導----行政院組織再造及縣市合併

升格的個案研究」產生關聯，進一步的將本研究案所呈現之互動內容，應用於上述研究案

中，充實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