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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負擔之減縮及合理化 

措施及期限 
有關地方公益法人之措施 

三、特殊法人 

伍、 獨立行政法人之設置基準與改

制現況 
一、獨立行政法人之設置基準 
事務及事業之性質，須具備下

列特性 
事務及事業須具有成立獨立組

織所必要之足夠業務量 
二、獨立行政法人之改制現況 

陸、獨立行政法人之組織與營運 
一、獨立行政法人之組織 
二、獨立行政法人之營運 
業務範圍 
中期目標 
中期計畫及年度計畫 
企業會計原則 
財 源 
業務評估 
俸給 
資訊公開 
計畫終了後之檢討 

三、獨立行政法人評價委員會及政

策評價‧獨立行政法人評價委

員會 
四、監督管理 

柒、獨立行政法人之職員及其身分 
一、普通獨立行政法人 
任用之公正性得否被確保 
俸 給 
身分保障或服務規定 

二、特定獨立行政法人 
三、小 結 

捌、獨立行政法人制度之問題點 
一、非所有業務均得予以量化 
二、 行政精簡與效率提升不一定能 

劃上等號 
三、兩類型獨立行政法人之區別標 

準並不明確 
四、國會不一定能從其報告或資料 

中作正確之判斷 
五、 職員之任用得否確保其公正性 
六、職員之俸給得否客觀地反映其 

業績 
七、身分保障是否落實，服務規定 

是否合理 
（以上見本評論第九十期） 

玖、日本國立大學法人化問題 
一、沿革及改制現況 
二、國立大學法人之組織及營運 
三、國立大學法人之營運 
四、國立大學法人之特色 
國立大學法人化，以確保其得 

以自律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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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進「民間企業概念」之經理

人制度 
將社會人士參與國立大學經營

機制予以制度化 
改採「非公務員型態」且具彈

性之人事制度 
引進由「第三者評價」之事後

監督制度 
五、小 結 

拾、結 語 
附表一 公益法人制度之概要 
附表二 特殊法人與獨立行政法人組

織型態之區別 

附表三 特殊法人經檢討後，決定新設

或整合而成獨立行政法人之

一覽表 
附表四 二○○一年四月一日，業經決

定依法律規定設立之獨立行

政法人一覽表 
附表五 中期目標期間終了時期獨立

行政法人一覽表 
附表六 二○○四年四月一日，設立之

國立大學法人 
附錄一 日本獨立行政法人通則法（中

譯） 
附錄二 日本國立大學法人法（中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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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九○年代以來，不少先進國家有感於中央政府之組織龐大，

成員過多，影響行政效率，為提升國家行政效能，提高國家競爭

力，而有縮減中央政府職能、組織及其員額之倡議及措施。我國政

府自民國八十五年起，亦致力於組織合理化及員額精簡化，並於九

十四年八月八日將「行政法人法草案」，送立法院審議。該草案特

設行政法人制度，以執行具有專業需求或須強化成本效益及經營效

能，惟不適合由政府機關推動亦不宜交由民間辦理，且所涉公權力

行使程度較低之特定公共任務。日本為改革國家行政，期使中央行

政機能精簡並促進其效率，基於政策制定及政策實施分離之理念，

創設「獨立行政法人」制度，將原由中央機關執行之事務或事業移

由獨立行政法人行使，使其成為中央政府之手臂。日本政府為確保

國立大學能自律營運，透過各大學間之切磋琢磨，謀求其國際競爭

力之提升；同時引進董事會及專業經理人制度，藉以實現國立大學

之運作得以透明化且更具機動性與策略性；透過引進第三人評價之

事後監督方式，使各大學之努力及業績得予以適切評價，進而促進

國立大學朝向更有獨自特色之多元化發展方向，於二○○四年四月

一日正式施行國立大學法人化之制度。 
日本之獨立行政法人制度是政治妥協之產物，其制度設計並不

盡如人意。如國家公務員型獨立行政法人與獨立行政法人之性質格

格不入；未設由國民監督或國會監督制度；以績效作為評價標準不

一定正確，績效與公益性，有時實相互矛盾。獨立行政法人對於主

管大臣之違法監督行為，可否提起訴訟？獨立行政法人違法侵害人

民之權益時，如何救濟？政策制定與執行分離之標準為何？又是否

所有之政府職能均適合如此劃分？經濟效率之低落，將導致獨立行

政法人之民營化或廢止；相反的，經濟效率之提高，基於官不與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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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政府不壓迫民間企業之理念，參照包括基本法在內之國家構造

改革構想，論理上應選擇將之民營化。此種矛盾之存在，是否構成

創設獨立行政法人制度之絆腳石，值得吾人注意。 
又現今有部分學者並包括行政院團隊在內，似認引進行政法人

制度即可達成組織精簡及效率提升之目的，為破除此類迷思，本文

試圖藉引介日本獨立行政法人制度，以作為我國現階段是否適合引

進行政法人制度之論據。 

 
關鍵詞：獨立行政法人、非特定與特定獨立行政法人、公益法人、公法人、

特殊法人、由官導向民、由中央導向地方、垂直精簡、水平精簡、

外局、內部部局、政策制定機能、政策實施機能、效率性、公務員

型與非公務員型獨立行政法人、企業會計原則、獨立行政法人評價

委員會、政策評價‧獨立行政法人評價委員會、業績（績效）制

度、身分保障、組織精簡、民營化、國立大學法人法、國立大學法

人、獨立行政法人通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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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見本評論第九十期） 

玖、日本國立大學法人化問題 

一、沿革及改制現況 

日本之大學，有國立、公立及私立之分。國立大學係國家依據

國立學校設置法設立；公立大學則為地方公共團體依各該地方公共

團體條例所設立。無論是國立或公立大學，性質上均為「公營造

物」，屬無法律上人格之非獨立性公營造物100。日本政府之所以

支持國立大學法人化之政策，主要是期待校長發揮其領導力經營管

理學校，高薪聘請優秀研究人員，提高國際競爭力，同時也希望能

積極促成國立大學之統整合併化趨勢101。因而日本政府於一九九

七年「行政改革會議最終報告」中，亦將國立大學列為獨立行政法

人化之對象，然多數學者認為該制度設計之原意，實與大學存立的

性質相違背，尤其是與憲法保障學術自由及與大學自治之理念格格

不入，故而群起反對102。於一九九七年十月之階段，向文部省

（現為文部科學省）提出之反對聲明，主要計有三點103：大學

之教育研究，從長遠之觀點而言，具有多樣性之本質，不適宜改制

為獨立行政法人。獨立行政法人之目的，既為有效地實施業務，

經文部大臣提示三至五年之目標後，各大學基於此目標，作成教育

研究計畫及實施之方案，並於計畫終了後，針對業務繼續之必要性

及應有之設置形態，加以檢討，此種將之制度化之架構，不僅阻礙

                                                   
100 和田英夫，行政法講義，學陽書房，頁327，1982年。 
101 同註20。 
102 山本隆司，同註34，頁132以下。 
103

 晴山一穗、濱川清、福家俊郎編著，同註27，頁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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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學之自主教育研究，亦招致教育研究水準之大幅低落，而不見

得與大學之特質相符。又自效率性之觀點，齊頭式之評價方式，將

喪失各大學之特色，與現行將大學個性化、特色化之理想背道而

馳。在現行財政困難之條件下，如改制為獨立行政法人，無法確

保享有一定之研究費、人事費等，由於日本之大學並不擁有獨自之

資金，其結果將使學術水準低落，無從達到以科技立國之目標。 
政府遂於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七日提出之「中央省廳等改革推

動方針」上揭示尊重大學自主性，並決定至遲於二○○三年以前作

出結論。其後，文部省（二○○一年後改為文部科學省）設立「國

立大學獨立行政法人化之檢討方向」，於二○○一年八月完成中間

報告，二○○二年三月二十六日完成最終報告104。最終報告建

議：一、將國立大學予以法人化，以確保其能自律營運，透過各大

學間之切磋琢磨，謀求其國際競爭力之提升。二、透過國立大學教

職員身分之非公務員化，規劃各教職員得依其時機給予待遇，並促

進產官學間之相互合作。三、社會人士得以出任國立大學董事，引

進董事會及專業經理人制度，藉以實現國立大學之運作得以透明化

且更具機動性與策略性。四、透過引進第三人評價之事後監督方

式，使各大學之努力及業績得予以適切評價，進而促進國立大學朝

向更有獨自特色之多元化發展方向。日本內閣並針對國立大學法人

化之具體方向及內容，擬具包括國立大學法人法（譯文參閱附錄

二）、獨立行政法人國立高等專門學校機構法、獨立行政法人大學

評價‧學位授予機構法、獨立行政法人國立大學財務‧經營中心

法、獨立行政法人多媒體教育開發中心法、以及伴隨國立大學法人

法等相關法律整備法此六種草案條文，於二○○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104 參閱日本文部科學省「平成十四年文部科學白書」：http://www.mext.go.jp/ 
 monkag20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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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向第156屆日本國會提出，於二○○三年七月十六日審議通

過，並自二○○四年四月一日正式施行。 
透過上開法律之施行，將原89所國立大學、15個大學共同利用

機構、55所國立高等專門學校，加上大學評價˙學位授予機構及 
國立學校財務中心等2機構，予以整併，改制成89個國立大學法  
人（詳附表六），4個大學共同利用機關法人以及4個獨立行政法 
人105；簡言之，將原隸屬於文部科學省之161個機關整併為97個法

人106。 

二、國立大學法人之組織及營運 

「國立大學法人」係以設置國立大學為目的，依法律規定所設

置之法人，因此國立大學法人並非獨立行政法人通則法中規定之獨

立行政法人。國立大學法人之組織與獨立行政法人之組織雖有相似

之處，但不盡然相同。以下針對國立大學法人法107之規定，就國

立大學法人之組織及業務作簡要之說明。 
國立大學法人除置有校長（法人之首長）一人、理事若干人及

監事二人外，並設有幹部會、經營協議會、教育研究評議會、校長

選考會議。「幹部會」由校長及理事組成，於校長決定下列事項

時，須經幹部會決議後為之：關於中期目標之意見（原案）及年

度計畫；須經文部科學大臣之認可或承認之事項（如中期計畫

等）；預算之編成、執行及決算；重要組織之設置或廢止；其

                                                   
105 4個大學共同利用機關法人分別為人間文化研究機構、資訊系統研究機構、自

然科學研究機構及高能源加速器研究機構。4個獨立行政法人分別為獨立行政

法人國立高等專門學校機構、獨立行政法人大學評價‧學位授與機構、獨立

行政法人國立大學財務‧經營中心、獨立行政法人多媒體教育開發中心。 
106 參閱：http://www.mext.go.jp/a_menu/koutou/houjin/03052703.htm。 
107 參閱：http://www.ne.jp/asahi/tousyoku/hp/030228hiuanhou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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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幹部會所決定之重要事項。 
「經營協議會」為審議有關國立大學法人經營之重要事項之機

關，由：校長；校長指定之幹部及職員；聽取教育研究評議

會之意見而任命之校外學者專家（校外委員）等構成，其中校外委

員之數量須超過三分之一。經營協議會之職掌有審議：關於中期

目標之意見、中期計畫及年度計畫中關於經營之事項；會計規

程、幹部報酬基準、職員給與基準及其他有關經營之重要規則之制

定或改廢；預算之編成、執行及決算；經營面上之自我評價；

其他有關國立大學法人經營之重要事項等。經營協議會之議長由

校長充任，主持經營協議會。 
教育研究評議會由：校長；校長指定之幹部；學部長、

研究科長、附設研究所長及其他重要之教育研究組織之首長，而由

教育研究評議會決定者；其他由校長依教育研究評議會之決定而

任命之職員等所組成。教育研究評議會之職掌有審議：關於中期

目標之意見、中期計畫及年度計畫中關於教育研究之事項；學則

及其他有關教育研究之重要規則之制定或改廢；關於教員人事之

事項；教育課程編成之方針；對學生之援助；學生入退學或

學位授與等之方針；教育研究面上之自我評價；其他有關國立

大學教育研究之重要事項等。教育研究評議會之議長由校長充任，

主持教育研究評議會。 
校長之任命，係由文部科學大臣基於國立大學法人之提議為

之，至於國立大學法人之提議，則須基於校長選考會議之選考為

之。校長選考會議由經營協議會選出之校外委員及教育研究評議會

之代表共同組成。另依校長選考會議之決定，得再加上校長或理

事，但人數不得超過校長選考會議委員總數之三分之一。理事由校

長任命；監事則由文部科學大臣任命。校長之任期為二年以上，不

超過六年，由國立大學法人基於校長選考會議之決議定之；理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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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不超過六年，由校長定之，但不得超過校長之任期；監事之

任期為二年。幹部均得再任。文部科學大臣於校長有身心障礙、職

務上之義務違反或業績惡化之情形，得基於校長選考會議之提議，

將之解任。校長於理事有身心障礙、職務上之義務違反或業績惡化

之情形，得將之解任。 

三、國立大學法人之營運 

文部科學大臣以六年為期，訂定「中期目標」，向國立大學法

人開示。中期目標包括：關於教育研究品質之改善事項；關於

業務營運之改善及效率化事項；關於財務內容改善事項；關於

自我評價或資訊發送事項；其他重要事項。文部科學大臣於決定

中期目標時，應先聽取並考慮國立大學法人之意見。國立大學法人

基於中期目標作成中期計畫時，應經文部科學大臣之認可。為進行

對國立大學法人、大學共同利用機關法人業績之評價，應設「國立

大學法人評價委員會」（但評價時應尊重「獨立行政法人大學評

價‧學位授與機構」就教育研究評價之結果），已於二○○三年十

月一日設置。 
中期計畫終了時之積金，應經文部科學大臣之承認後始得轉入

下一期。為籌措附屬病院等設施之財源起見，得為長期借入金。又

為籌措國立大學法人等全體設施之財源起見，各國立大學法人就其

處分土地之收入，應將其中一部分支付獨立行政法人財務‧經營中

心。 
改制為國立大學法人時，現行校長繼續擔任至現任任期終了時

為止，現行職員亦承繼其原先之權利義務。為籌措附屬病院財源，

國立學校特別會計過往之長期借入金，除由獨立行政法人財務、經

營中心繼承外，並由各關係國立大學法人分擔。為顧慮法人營運之

自主性，準用獨立行政法人通則法中由國家籌措財源或其他必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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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至於大學共同利用機關法人則準用「國立大學法人」之規

定。 

四、國立大學法人之特色 

國立大學法人法等6種法律已於二○○四年四月一日起正式開

始施行。依前述法規範，國立大學法人制度有如下之特色108：

兼顧國立大學法人所提原草案之意見，由文部科學大臣提示各大學

六年間之「中期目標」，作為各大學之願景，並對社會明確開示；

大幅擴大有關預算、組織、人事之大學裁量；由校長及董事組

成之「幹部會」、審議經營重要事項之「經營協議會」以及審議教

育研究重要事項之「教育研究評議會」，此三者活用其裁量，共同

確立國立大學法人之意思決定系統；由「國立大學法人評價委員

會」對各大學之運作進行評價，但教育研究之評價，須尊重「大學

評價‧學位授與機構」對教育研究部分之評價結果。亦即立於自律

性及透明性，各大學以其自我之判斷及責任，積極開展有特色之研

究及有魅力之教育，並藉由國立大學法人制度形成此一基礎。 
最後針對國立大學法人法內容，歸納國立大學法人制度之要 

旨109如次： 

                                                   
108 參閱合田哲雄‧神山弘，國立大學法人法について，ジュリスト，1254號，

頁131-132，2003年10月；劉宗德，日本公益法人、特殊法人及獨立行政法人

制度之分析，載：法治斌教授紀念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輯，法治與現代行政

法學，頁412，2004年5月。 
109 參閱合田哲雄，國立大學法人法等六法，法令解說資料總覽，261號，頁5-

18，2003年10月。轉載自劉宗德，同前註，頁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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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大學法人化，以確保其得以自律營運 

將國立大學自國家行政組織分離出來，賦予各國立大學具有

獨立之法人格地位。 
大幅縮減對其預算及組織等之規範等之規制密度，課以各大

學自行決定之責任。 

引進「民間企業概念」之經理人制度 

透過引進「董事會制度」實現專業經理人制度。 
設置「經營協議會」，基於全校觀點，在最大限度下靈活運

用整體大學資源，加以經營。 

將社會人士參與國立大學經營機制予以制度化 

引進深具學識之社會人士或專家出任董事制度。 
允許社會人士參與審議經營事項之經營協議會。 
允許社會人士參與遴選國立大學校長選任會議。 

改採「非公務員型態」且具彈性之人事制度 

課以各國立大學應引進得以依據能力及業績核發報酬制度之

責任。 
廢除國立大學教職員兼職限制，擬透過產官學界之通力合

作，將研究能力及成果回饋社會。 
賦予國立大學校長對全體董事及教職員之任命權，實現全校

人事管理之一元化。 

引進由「第三者評價」之事後監督制度 

由第三者機關評價並監督國立大學之教育研究業績。 
依據第三者機關之評價結果，分配資源給各國立大學。 
將評價結果、財務內容、教育研究等資訊，予以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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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 結 

在國會審議本法110時，有兩項規定曾遭致嚴厲批判。其一為

由文部科學省擬具「中期目標」，並認可「中期計畫」之規定，其

主要理由不外此舉將造成國家強力統治，違反大學自治之精神，並

危害學術之自由，遂有應由大學本身擬訂中期目標，至於中期計畫

則改採報備制之提議。同時在中期目標及中期計畫中，有關「教育

研究品質之提升相關事項」，因與教育研究之內容、學術之自由有

關，故有議員提議將其內容限於有關經營性及財務性事項。因而參

議院針對此作成附帶決議，亦即「確認中期目標實際上由法人擬

訂」，又不得涉及關於「個別教員之教育研究活動」，至於文部科

學大臣如欲變更中期目標或中期計畫之原案時，應公開其理由等。

除此之外，針對總務省之政策評價‧獨立行政法人評價委員會之改

廢勸告（準用通則法第三十五條），亦作成附帶決議。另一遭致批

判者為有關大學管理營運組織之規定。強化國立大學校長之權限，

賦予其對全體董事及教職員之任命權，實現全校一元化之經營管理

型態，是否適合大學此種集高等教育及研究目的於一身之場所，非

無疑慮。又財務問題關係國立大學能否正常營運，故營運費用交付

金之算定基準，以及評價後如何反映資金分配之方法，仍須視實際

運作情形而定。 
我國行政院院會於九十二年六月十一日通過大學法修正草案，

增訂「行政法人國立大學」專章，配合政府組織改造，將國立大學

得依其意願及條件改制為行政法人之相關規定納入，擬藉國立大學

行政法人化，達到組織精簡、員額裁減及提升效率之目的，讓大學

更享有人事與經費的自主權。國立大學行政法人化之內涵包括：

                                                   
110 有關國會審議國立大學法人法之經過，請參閱田端博邦，國立大學法人法の

成立，法律時報，75卷10號，頁1-3，200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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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大學得依其意願及條件取得行政法人資格；由國家補助教

學、研究與基本設施所需教育經費之主要部分；得進用不具公務

人員資格之人，並得自訂人事管理規章；不受政府採購法之限

制；專業董事會取代教育部行政監督；原使用之國有財產由國

立大學為管理機關，至其購置之自有財產，其處分應報經教育部核

准，並應建立自我審查體制，受教育部及審計部之法律監督。 

其中爭議性最大者在董事會之設置。一般法人之董事會係法人

內部之機關，但行政法人國立大學之董事會卻可跨行政法人聯合數

校設立，且董事會行使職權時，發現學校有重大違失，應立即報教

育部，使董事會像教育部之派出機關或所屬機關，而非獨立自治之

行政法人之機關111。其次，董事會由教育部遴聘，董事長由教育

部長提請行政院長聘任，而董事會又有權聘任及解聘校長，校長綜

裡校務，負校務發展之責，於職務範圍內對外代表大學，並有權聘

任及解聘校內主要行政主管，無異使行政權力得直接或間接掌控大

學之主要人事；再者，董事總額中有二分之一以上為校外董事，形

成「學外人士控制」即「外行人控制」之局面，違反大學自治中應

由大學成員自主決定大學人事的原則112。 

行政法人設置之目的既為「組織瘦身」、「行政減量」與「效

率提升」，故於組織上設董（理）事會，由監督機關提請行政院長

任命，於人事與組織編制方面，別於一般行政機關，排除一系列公

務員法令適用，並自訂人事規章，解免公務相關法令束縛，業務運

作上有關財務支出、監督，排除現有財政法令適用等，而由行政法

人監督機關負責。然而，將國立大學改制為非統治性團體公法人，

                                                   
111 周志宏，公立大學法人之質變與隱憂，台灣本土法學雜誌，49期，頁3，2003

年8月。 
112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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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目的在於確保大學自治、落實學術自由，至於「分權化」、

「效率提升」、「行政減量」等不是大學法人化主要原因。因而，

大學法人化異於一般行政法人最大特徵在於大學是由教授、研究人

員與學生、職員等共同組成人合性社團，社團所作成決策，是由成

員透過一定參與民主程序由下而上共同形成，反觀，行政法人業務

政策、目標決定，是官派董事會由上而下作成決定，行政法人雖具

有公法性質之法人，由於欠缺成員之特質，無從享有自治權。大學

主體在學校校長與以教授為主組成之校務會議、學術評議會等，不

是學校董（理）事長。兩者主體性在體質上、憲法學理、基本人權

觀察上各有不同，應各自單獨立法113。 

除此之外，在行政法人之層層節制下，能否維持獨立運作？新

制對於大學經費的收支和應用中，會計的稽核作業必須受到教育部

及審計部的監督。大學在運作上將出現左支右拙，看行政單位臉色

的窘境。另外，行政法人化之國立大學，其教學研究和基本設施，

幾乎都仰賴國家補制，但國家補助之比例標準卻未明定，如此很有

可能造成國立大學為補助款而受政府牽制，喪失獨立自主性。國家

要追求大學之卓越，也不應犧牲大學之學術自由及大學自治之原

則。否則，能否提升大學之國際競爭力，讓國立大學不受公務體系

束縛，充分發揮大學獨立自主之精神，實現大學自治與學術自由？

實令人堪慮。所幸，該版本於九十四年一月十八日經立法院朝野協

商後，已將原修正草案中增訂之行政法人國立大學專章刪除，增訂

國立大學法人化之規定，明定國立大學得為公法人，其設立、組

織、運作、監督、解散及其他應遵行事項，另以法律定之。暫時解

決了此問題。 

                                                   
113 董保城，從「學者共和國」到「學術企業體」之兩難，月旦法學雜誌，106

期，頁199，2004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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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學者謂「公立大學倘能法人化，澈底從國家教育行政科層

體制獨立出來，因為從此能與國家保持一個適當的『安全距離』，

所以對大學自治之確保確實是較為有利。但即便在還沒有法人化的

今天，只要其自治權能獲得確保與尊重，也還差堪告慰」114。然

機關法人化或可使其與國家保持安全距離，然此一安全距離似亦可

透過其他機制達成，何以法人化即能確保其獨立性？何以此一獨立

性又可不藉組織手段來達成？均未見進一步說明115。又此等設計

何以能「建構更有利大學創造學術發展環境，提升我國大學之競爭

力，達成追求卓越的目標」，於修正草案中亦未有詳細之說明。 

拾、結 語 

日本為創設獨立行政法人制度而制定獨立行政法人通則法，可

以說是日本首次針對國家及地方自治團體以外之行政主體，制定通

則性法典，對日本之行政組織法具有劃時代之意義116。然而正因

為該制度是政治妥協之產物117，其制度設計並不盡如人意。如為

安撫官僚體系之反彈，設計出國家公務員型與非國家公務員型獨立

行政法人兩種類型，與獨立行政法人之性質格格不入。又獨立行政

                                                   
114 許宗力，國家機關的法人化—— 行政組織再造的另一選擇途徑，月旦法學雜

誌，57期，頁28，2000年2月。 
115 陳愛娥，行政法人化與行政效能，月旦法學教室，12期，頁62，2003年9月。 
116 鹽野宏，行政法Ⅱ，有斐閣，頁83，2001年2版。 
117 藤 田 宙 靖 ， 同 註 16 ， 頁 111 。 中 央 省 廳 等 改 革 基 本 法 所 定 「 十 年 間 減 少

10%」，加上移轉至獨立行政法人之部分，共計減少20%，又為更進一步達到

削減公務員之目標，在自民、自由兩黨之合意基礎上，通過十年減少25%之方

針，並作為「有關國家行政組織等之減量效率化等之基本計畫」之一部分。

參閱透明性の高い行政を實現するために，時の動き，頁38，1999年9月，請

上：http://www.kantei.go.jp/jp/tokino-ugoki/9909/pdf/9_3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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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係由政府出資，雖有評價制度，卻未設由國民監督或國會監督

制度。雖並導入市場原理，以績效作為評價標準。然而如果嚴格採

行績效之評價標準，可能有不少優良之獨立行政法人，因為業務性

質欠缺業績或效率，而遭淘汰之命運。從行政機能之觀點而言，獨

立行政法人一方面強調績效，一方面又強調其公益性，二者實相互

矛盾。如以人民接受或享受其服務之程度，評價其績效，又非易

事。獨立行政法人對於主管大臣之違法監督行為，可否提起訴   
訟118？獨立行政法人違法侵害人民之權益時，如何救濟？而且將

某些行政部門法人化，並不等於將行政事務或業務精簡化或提高行

政效率，而應著重於如何規劃其組織、財務內容及運作模式119。

創設獨立行政法人之最大目的在組織精簡與提高效率，何以創設獨

立行政法人即能達此目標？將政府之實施機能移轉由獨立行政法人

實施，由於獨立行政法人之職員人數不包含在政府人員數額內，從

數字上來看，雖能達到政府組織之垂直精簡，但與效率化間是否有

必然關係，非無疑義。至於以何種標準訂定政策制定與執行分離之

標準，又是否所有之政府職能均適合如此劃分？此論理性探討在最

終報告中均付諸闕如。 
日本預定要在十年內精簡10%之人事，而這10%不包括獨立行

政法人之人員，從被賦予法人格，而擺脫國家行政組織之行列，進

入獨立行政組織之符咒，在業務及財政上受拘束。業務上，獨立行

政法人為行政之一部，雖為有別於國家、地方公共團體之行政主

體，然仍由內閣負成敗責任。財政上，由國家編列預算支應，故受

有關預算之限制。足見獨立行政法人之制度，介於獨立性與受拘束

                                                   
118 學者採肯定見解，參閱山本隆司，同註34，頁129；長谷部恭男，同註13，頁

103。 
119 鹽野宏，同註116，頁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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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之間。又導入會計原理，係著眼於特殊法人「民」之原理不   
澈底——績效不彰；導入評價制度，則著眼於「官」之原理不澈

底——具有公益性。 
為使獨立行政法人之事務及事業具有效率，而設計出之具彈性

自主之行政財政營運模式，可能被嚴苛之評價規律所互相抵銷，使

該評價規律有可能成為絆腳石。通則法中規定主管大臣具有設定中

期目標之權限，涉及統治、監督基準之裁量性設定（通則法第二十

九條），又獨立行政法人應公布「各事業年度」之業務概要、業務

評價結果，人員及人事費等義務（通則法第三十、三十一條），再

加上通則法及其他為達成「經濟上效率」所訂之嚴格規律，有可能

使獨立行政法人之「存在理由」喪失殆盡。經濟效率之低落，將導

致獨立行政法人之民營化或廢止；相反的，經濟效率之提高，基於

官不與民爭，政府不壓迫民間企業之理念，參照包括基本法在內之

國家構造改革構想，論理上應選擇將之民營化120。此種矛盾之存

在，是否構成創設獨立行政法人制度之絆腳石，值得吾人注意。 
又日本政府為提高國立大學之國際競爭力，並積極促成國立大

學之統整合併化，實施之國立大學法人化政策，其中由文部科學省擬

具「中期目標」，並認可「中期計畫」之規定，有可能造成國家強力

統制，違反大學自治之精神，並危害學術之自由。另有關大學管理

營運組織之規定，雖強化國立大學校長之權限，賦予其對全體董事

及教職員之任命權，實現全校一元化之經營管理型態，然是否適合

大學此種集高等教育及研究目的於一身之場所，非無疑慮。又財務

問題關係國立大學能否正常營運，故營運費用交付金之算定基準，以

及評價後如何反映資金分配之方法，仍須視實際運作情形而定。 

 

                                                   
120 晴山一穗、濱川清、福家俊郎編著，同註27，頁11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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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人」是我國政府組織再造在面對民主轉型與全球化時

邁出的重要一步，而原本是黑機關的國立中正文化中心，在二○○

四年三月一日成為我國第一個行政法人機構。行政法人組織使兩廳

院在人事、會計、採購等制度上給予鬆綁，讓更多的公共任務可以

達成。然而兩廳院藝術總監的辭職與繼任人選之紛擾，卻也突顯組

織架構上的問題，不僅模糊了焦點，也讓人懷疑兩廳院的行政法人

化，可否實現國家社會的期望，全力打造「全民共享的文化園區」

的目標與理想。兩廳院可否成為行政法人之標竿，將視其如何適當

活用新制度所給的彈性，在推出合理價格的節目及更多元化的服務

之外，如何拓展樂迷視野、活絡國內藝文環境，營運上如何在創造

利潤及回饋社會之間取得平衡點，將是兩廳院未來努力的目標。誠

然，兩廳院行政法人化不會讓藝術資源分配有太大的改變，但是未

來兩廳院是否會因為自負盈虧而降低自製節目比例？或改變經營型

態？均值得吾人持續觀察。 
將國立大學改制為非統治性團體公法人，主要目的在於確保大

學自治、落實學術自由，至於「分權化」、「效率提升」、「行政

減量」等不是大學法人化主要原因。大學主體在學校校長與以教授

為主組成之校務會議、學術評議會等，不是學校董（理）事長。兩

者主體性在體質上、憲法學理、基本人權觀察上各有不同，應各自

單獨立法。另在行政法人之層層節制下，能否維持獨立運作？九十

二年六月十一日行政院院會通過大學法修正草案，就大學經費的收

支和應用，規定會計的稽核作業須受教育部及審計部的監督。大學

在運作上將出現左支右拙，看行政單位臉色的窘境。另外，行政法

人化之國立大學，其教學研究和基本設施，幾乎都仰賴國家補制，

但國家補助之比例標準卻未明定，如此很有可能造成國立大學為補

助款而受政府牽制，喪失獨立自主性。國家要追求大學之卓越，也

不應犧牲大學之學術自由及大學自治之原則。否則，能否提升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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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國際競爭力，讓國立大學不受公務體系束縛，充分發揮大學獨立

自主之精神，實現大學自治與學術自由？實令人堪慮。所幸，該版

本於九十四年一月十八日經立法院朝野協商後，已將原修正草案中

增訂之行政法人國立大學專章刪除，增訂國立大學法人化之規定，

明定國立大學得為公法人，其設立、組織、運作、監督、解散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另以法律定之。暫時解決了此問題。 
又機關法人化或可使其與國家保持安全距離，然此一安全距離

似亦可透過其他機制達成，何以法人化即能確保其獨立性？何以此

一獨立性又可不藉組織手段來達成？均未見進一步說明。又此等設

計何以能「建構更有利大學創造學術發展環境，提升我國大學之競

爭力，達成追求卓越的目標」，於修正草案中亦未有詳細之說明。 

（續接次頁） 

−266−



       日本獨立行政法人制度初探（下） 21 

 

九十五年六月 

附表一 公益法人制度之概要 

法人名稱 社團法人、財團法人。 
法律依據 民法第34條。 

設立主義 許可主義（主管官廳之許可）（民法§ 34）※主管官廳指內閣

總理大臣、各省大臣、都道府縣知事。 

機 關 

理 事： 
員額：1人或數人（民法§ 52Ⅰ）。 
任期：法律未規定，依「公益法人之設立及指導監督基

準」（以下簡稱指導監督基準）規定，原則上為二年（§ 4
Ⅰ）。 

監 事： 
員額：1人或數人（任意）（民法§ 58）。 

※指導監督基準規定，必置監事（指導監督基準§ 4Ⅱ

）。 
任期：原則上為二年（指導監督基準§ 4Ⅱ）。 

幹部等之構成：法律未規定。 
※指導監督基準規定：理事中，同一家族、特定企業之關

係者、所管官廳出身者，不得超過三分之一（指導監督

基準§ 4Ⅰ）。同一業界之關係者，不得超過二分之一

（指導監督基準§ 4Ⅰ）。 
監事兼職禁止規定：法律未規定 

※指導監督基準規定與理事間兼職之禁止（指導監督基準 
§ 4Ⅱ）。 

社員總會等或評議員會： 
社團法人：社員總會（民法§ 53、§ 63）。 
財團法人：法律未規定。 

※指導監督基準規定：財團法人原則上應設置（指導監

督基準§  4Ⅳ）。 

評議員人數不得少於或至少應與理事數量相同較為理想

（有關公益法人轉換為營利法人等之指針，以下簡稱運

用指針。 
監督規定 由主管官廳所為監督上所必要之命令。 
撤銷設立許可 撤銷設立許可（民法§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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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書類等 

應作成並備置之書類資料：應作成財產目錄，並備置於事

務所（民法§ 51）。 
※指導監督基準規定：應作成下類書類，並備置於主事務

所及主管官廳（指導監督基準§ 7、）： 
章程及捐助行為。 
職員名簿。 
（社團法人）社員名簿。 
事業報告書。 
收支計畫書。 
純財產增減計算書。 
借貸對照表。 
財產目錄。 
事業計畫書。 
收支預算書。 

閱覽對象：法律未規定。 
指導監督基準規定，原則上提供一般閱覽（指導監督基準 
§ 7、）。 

外部監察之 
義務 

法律未規定。 
※不成文規定：對超過一定規模（資產額100億日幣以上或負

債額50億日幣以上或收支決算額10億日幣以上）以上之公

益法人，由各府省要求。 

解散法人之剩 
餘財產分配 

歸屬於章程或捐助行為所指定之人（民法§ 72Ⅰ）。 
經理事或主管官廳之許可，未達與該當法人目的類似之目

的而加以處分（民法§ 72Ⅱ）。 
歸屬國庫（民法§ 72Ⅲ）。 

其 他 

合併規定：無。 
收益事業等之實施：法律未規定。 

※指導監督基準規定：有助公益事業之推進，並具有籌措

公益事業費用所必要程度之規模，又不致傷害公益法人

之信用者，得加以實施（指導監督基準§ 2Ⅵ）。 
區分經理（運用指針）。 

法人數：26264法人。 
社團法人12,889法人。 
財團法人13,375法人（平成12年10月1日）。 

請參閱：http://www.kantei.go.jp/jp/singi/gyokaku/ketti/021018kih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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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特殊法人與獨立行政法人組織型態之區別 

 特殊法人 獨立行政法人 

設置依據 個別設置法。 獨立行政法人通則法及個

別設置法。 

資金之構成 

基本上由政府出資。 
（JH）全額由政府出資。

（首都、阪神）政府：

地方自治體，以1：1比
率出資。 

（本四）政府：地方自治

體，以2：1比率出資。 

（改制為獨立行政法人

時）基本上由政府為現

物出資（繼承資產之評

價以時價為基準由評價

委員評價）。 
政府得基於個別設置法

而追加出資。 
主管大臣之監督 
 
預 算 
決 算 
 
事業計畫等 
 
 
 
 
 
 
 
 
業務方法書 
 
  
幹部之選任、解任 
 
 
 
 
 
 
 
監 察 
 
 

一般性監督及監督上所必

要之命令。 
認可（財務大臣協議）。

財務諸表之承認（財務大

臣協議）。 
事業計畫、資金進化之認

可。 
 
 
 
 
 
   
  
認可（財務大臣協議【JH
等則僅為有關記載事項之

省令】）。 
首長、監事由主管大臣

任命、理事及其他幹部

則經主管大臣認可後，

由首長任命。 
經首長任命之幹部，其

解任應經主管大臣認

可。 
主管大臣應聽取報告，

加以檢查。 
監事之監察。 

限於違反法令及背離中期

計畫相關之導正命令。 
計畫之中期性目標管理： 
主管大臣於聽取評價委

員會之意見後擬定中期

目標。 
法人應擬定達成目標之

中期計畫，主管大臣應

聽取評價委員會之意見

後為認可。 
法人應擬定基於中期計

畫之年度計畫，並向主

管大臣提出。 
 
   
 
首長、監事由主管大臣

任命、理事及其他幹部

則由首長任命並向主管

大臣提出。 
經首長任命之幹部，其

解任應經主管大臣認

可。 
主管大臣應聽取報告，

加以檢查。 
監事之監察（特定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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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法人 獨立行政法人 
 
 
 
業務評價 
 
 
 
 
 
 
 
 
 
  
資產運用及利益處分

等 

會計檢查、行政監察。

 
 
 
 
 
 
 
 
 
 
 
 
  
利益及損失之處理方法，

剩餘金之運用方法有期限

制。 
 
 
 
 
 

行政法人包括會計監察

人之監察）。 
會計檢查、行政監察。 

就中期目標提出事業

報告書。 
由評價委員會就每事

業年度之業務業績，

中期目標之達成狀況

等之評價。 
主管大臣基於評價委

員會之評價，實施所

必要之措施。 
利益及損失之處理方

法，剩餘金之運用方法

有期限制。 
重要財產之轉讓、擔保

之認可（聽取評價委員

會之意見、經財務大臣

協議），但依中期計畫

之處分，無須認可。 
組織營運等 
組織、員額之管理 
 
 
 
 
 
   
職員之身分 
 
 
 
 
 
 
    
 
 

 
幹部、員額之法定。 
透過預算（作成要員管

理計畫等，相當於政府

削減一定員額之管理）

之認可（由財務大臣協

議）。 
全為公務員。 
幹部禁止兼職並負有守

密義務。 
 
 
 
 
 
 
 
 

 
幹部、員額之法定。 
特定獨立行政法人應就

其專職職員人數，於每

事業年度向主管大臣提

出報告，主管大臣則向

國會提出報告。 
因應業務之性質等，特

定獨立行政法人之職員

為公務員；非特定獨立

行政法人之職員則為非

公務員。 
特定獨立行政法人之幹

部禁止兼職並負有守密

義務；非特定獨立行政

法人之幹部禁止兼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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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法人 獨立行政法人 
報酬等 
 
 
 
勞動三權 

給與‧退職津貼支給基準

之 承 認 （ 財 務 大 臣 協

議）。 
 
無限制。 

給與‧退職津貼支給基準

之申報。 
給與‧退職津貼支給基準

應反映業績等。 
特定獨立行政法人無爭議

權；非特定獨立行政法人

則無限制。 

破產時之處理 

無破產能力（一般未考慮

破產之情形，至於組織之

解散，則另依個別法律規

定應採取之必要措施）。

無破產能力（一般未考慮

破產之情形，至於組織之

解散，則另依個別法律規

定應採取之必要措施）。 

請參閱：http://www.kantei.go.jp/jp/singi/road/dai15/15sank0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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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特殊法人經檢討後，決定新設或整合而成獨立行政  
法人之一覽表 

獨立行政法人之名稱 設立或統合期日 
獨立行政法人國民生活中心 
獨立行政法人北方領土問題對策協會 
獨立行政法人和平祈念事業特別基金 
獨立行政法人情報通信研究機構 
獨立行政法人國際協力機構 
獨立行政法人國際交流基金 
獨立行政法人通關情報處理中心 
獨立行政法人日本萬國博覽會紀念機構 
獨立行政法人日本運動振興中心 
獨立行政法人日本藝術文化振興會 
獨立行政法人日本學術振興會 
獨立行政法人理化學研究所 
獨立行政法人宇宙航空研究開發機構 
獨立行政法人勞動者健康福祉機構 
獨立行政法人福祉醫療機構 
獨立行政法人勞動政策研究‧研修機構 
獨立行政法人國立重度智能障礙者總合設施希望園 
獨立行政法人勤勞者退職金共濟機構 
獨立行政法人雇用‧能力開發機構 
獨立行政法人高齡‧身心障礙者雇用資源機構 
獨立行政法人醫藥品醫療機器總合機構 
獨立行政法人農畜產業振興機構 
獨立行政法人農業者年金基金 
獨立行政法人農林漁業信用基金 
獨立行政法人農業‧生物系特定產業技術研究機構 
獨立行政法人綠資源機構 
獨立行政法人水產總合研究中心 
獨立行政法人日本貿易振興機構 
獨立行政法人情報處理推進機構 
獨立行政法人新能源產業技術總合開發機構 
獨立行政法人中小企業基盤整備機構 
獨立行政法人鐵道建設‧運輸設施整備資源機構 
獨立行政法人國際觀光振興機構 
獨立行政法人水資源機構 

2003年10月1日 
2003年10月1日 
2003年10月1日 
2004年4月1日 
2003年10月1日 
2003年10月1日 
2003年10月1日 
2003年10月1日 
2003年10月1日 
2003年10月1日 
2003年10月1日 
2003年10月1日 
2003年10月1日 
2004年4月1日 
2003年10月1日 
2003年10月1日 
2003年10月1日 
2003年10月1日 
2004年3月1日 
2003年10月1日 
2004年4月1日 
2003年10月1日 
2003年10月1日 
2003年10月1日 
2003年10月1日 
2003年10月1日 
2003年10月1日 
2003年10月1日 
2004年1月5日 
2003年10月1日 
2004年7月1日 
2003年10月1日 
2003年10月1日 
2003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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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行政法人之名稱 設立或統合期日 

獨立行政法人汽車事故對策機構 
獨立行政法人空港周邊整備機構 
獨立行政法人海上災害防止中心 

2003年10月1日 
2003年10月1日 
2003年10月1日 

請參閱：http://www.kantei.go.jp/jp/singi/gyokaku/kettei/021018kih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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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二○○一年四月一日，業經決定依法律規定設立之獨立

行政法人一覽表 

改制時間 法人名稱 
2001年4月 
 
 
 
 
 
 
 
 
 
 
 
 
 
 
 
 
 
 
 
 
 
 
 
 
 
 
 
 
 
 

（內閣府）獨立行政法人國立公文書館 
（總務省）獨立行政法人通信總合研究所 
          獨立行政法人消防研究所 
（財務省）獨立行政法人酒類總合研究所 
（文部科學省）獨立行政法人國立特殊教育總合研究所 

獨立行政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獨立行政法人國立奧林匹克紀念青少年總合中心 
獨立行政法人國立女性教育會館 
獨立行政法人國立青年之家 
獨立行政法人國立少年自然之家 
獨立行政法人國立國語研究所 
獨立行政法人國立科學博物館 
獨立行政法人物質‧材料研究機構∗ 
獨立行政法人防災科學技術研究所 
獨立行政法人航空技術研究所 
獨立行政法人放射線醫學總合研究所 
獨立行政法人國立美術館∗ 
獨立行政法人國立博物館 
獨立行政法人文化財研究所 
獨立行政法人教育研修中心 

（厚生勞動省）獨立行政法人國立健康營養研究所 
獨立行政法人產業安全研究所 
獨立行政法人產業醫學總合研究所 

（農林水產省）獨立行政法人農林水產消費技術中心 
獨立行政法人種苗管理中心 
獨立行政法人家畜改良中心 
獨立行政法人肥飼料檢查所 
獨立行政法人農藥檢查所 
獨立行政法人農業者大學校 
獨立行政法人林木育種中心 
獨立行政法人鮭‧鱒資源管理中心 
獨立行政法人水產大學校 

                                                   
∗ 包括金屬材料技術研究所、無機材質研究所。 
∗ 包括國立近代美術館、國立西洋美術館、國立國際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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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制時間 法人名稱 

 
 
 
 
 
 
 
 
 
 
 
 
 
 
 
 
 
 
 
 
 
 
 
 
 
2002年4月 
2002年9月 
2003年4月 

獨立行政法人農業技術研究機構∗ 
獨立行政法人農業生物資源研究所∗ 
獨立行政法人農業環境技術研究所 
獨立行政法人農業工學研究所 
獨立行政法人食品總合研究所 
獨立行政法人國際農林水產業研究中心 
獨立行政法人森林總合研究所 
獨立行政法人水產總合研究中心∗ 

（經濟產業省）獨立行政法人經濟產業研究所 
獨立行政法人工業所有權總合情報館 
獨立行政法人日本貿易保險 
獨立行政法人產業技術總合研究所∗ 
獨立行政法人製品評價技術基盤機構 

（國土交通省）獨立行政法人土木研究所 
獨立行政法人建築研究所 
獨立行政法人交通安全環境研究所 
獨立行政法人海上技術安全研究所 
獨立行政法人港灣空港技術研究所 
獨立行政法人電子航法研究所 
獨立行政法人北海道開發土木研究所 
獨立行政法人海技大學校 
獨立行政法人航海訓練所 
獨立行政法人海員學校 
獨立行政法人航空大學校 

（環境省）獨立行政法人國立環境研究所 
（內閣府）獨立行政法人駐留軍等勞動者勞務管理機構 
（國土交通省）自動車檢查獨立行政法人 
（總務省）獨立行政法人統計中心 

註：除此之外，造幣局及印刷局、應於二○○三年上半年度完成改制，國立醫療

院所，應於二○○四年度改制為獨立行政法人。 
請參閱：http://www.kantei.go.jp/jp/komon/dai21/si6.html。 

                                                   
∗ 包括農業研究中心、畜產試驗場、草地試驗場、果樹試驗場、蔬菜茶葉試驗

場、農業試驗場、家畜衛生試驗場。 
∗ 包括農業生物資源研究所、蠶系昆蟲農業技術研究所。 
∗ 包括水產研究所、養殖研究所、水產工學研究所。 
∗ 包括工業技術研究部門等15研究所、養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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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中期目標期間終了時期獨立行政法人一覽表                               

終了時期 法人名稱 
2003年度末（1法人） 
（2004年3月31日） 
2004年度末（3法人） 
（2005年3月31日） 
 
2005年度末（52法人） 
（2006年3月31日） 
 
 
 
 
 
 
 
 
 
 
 
 
 
 
 
 
 
 
 
 
 
 
 
 
 
 
 
 
 
 
 

◎獨立行政法人教員研修中心 
 

獨立行政法人國立公文書館 
◎獨立行政法人日本貿易保險 

獨立行政法人產業技術總合研究所 
獨立行政法人駐留軍等勞動者勞務管理機構 
獨立行政法人消防研究所 
獨立行政法人酒類總合研究所 
獨立行政法人國立特殊教育總合研究所 
獨立行政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獨立行政法人國立奧林匹克紀念青少年總合中心 
獨立行政法人國立女性教育會館 

◎獨立行政法人國立青年之家 
◎獨立行政法人國立少年自然之家 

獨立行政法人國立國語研究所 
獨立行政法人國立科學博物館 
獨立行政法人物質‧材料研究機構 
獨立行政法人防災科學技術研究所 
獨立行政法人放射線醫學總合研究所 
獨立行政法人國立美術館 
獨立行政法人國立博物館 
獨立行政法人文化財研究所 
獨立行政法人國立健康營養研究所 
獨立行政法人產業安全研究所 
獨立行政法人產業醫學總合研究所 
獨立行政法人農林水產消費技術中心 
獨立行政法人種苗管理中心 
獨立行政法人家畜改良中心 
獨立行政法人肥飼料檢查所 
獨立行政法人農藥檢查所 
獨立行政法人農業者大學校 
獨立行政法人林木育種中心 
獨立行政法人鮭‧鱒資源管理中心 
獨立行政法人水產大學校 
獨立行政法人農業‧生物系特定產業技術研究機構 

−276−



       日本獨立行政法人制度初探（下） 31 

 

九十五年六月 

  
終了時期 法人名稱 

 
 
 
 
 
 
 
 
 
 
 
 
 
 
 
 
 
 
 
 
 
 
 
 
 
2006年度末（8法人） 
（2007年3月31日） 
 
 
 
 
 
 
  
2007年度末（27法人） 
（2008年3月31日） 
 

獨立行政法人農業生物資源研究所 
獨立行政法人農業環境技術研究所 
獨立行政法人農業工學研究所 
獨立行政法人食品總合研究所 
獨立行政法人國際農林水產業研究中心 
獨立行政法人森林總合研究所 
獨立行政法人水產總合研究中心 

◎獨立行政法人經濟產業研究所 
獨立行政法人工業所有權總合情報館 
獨立行政法人製品評價技術基盤機構 
獨立行政法人土木研究所 
獨立行政法人建築研究所 
獨立行政法人交通安全環境研究所 
獨立行政法人海上技術安全研究所 
獨立行政法人港灣空港技術研究所 
獨立行政法人電子航法研究所 
獨立行政法人北海道開發土木研究所 
獨立行政法人海技大學校 
獨立行政法人航海訓練所 
獨立行政法人海員學校 
獨立行政法人航空大學校 
獨立行政法人國立環境研究所 

◎獨立行政法人國際協力機構 
◎獨立行政法人國際交流基金 
◎獨立行政法人科學技術振興機構 
◎獨立行政法人勞動政策研究‧研修機構 
◎獨立行政法人日本貿易振興機構 
◎獨立行政法人原子力安全基盤機構 

自動車檢查獨立行政法人 
◎獨立行政法人自動車事故對策機構 
◎獨立行政法人國民生活中心 
◎獨立行政法人北方領土問題對策協會 

獨立行政法人統計中心 
◎獨立行政法人和平祈念事業特別基金 

獨立行政法人造幣局 
獨立行政法人國立印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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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了時期 法人名稱 

 
 
 
 
 
 
 
 
 
 
 
 
 
 
 
 
 
 
 
2006年度末~2007年度末

（3法人） 
（2007年3月31日~2008年
3月31日） 
  
  
2006年度末~2008年度末

（13法人） 
   
（2007年3月31日~2009年
3月31日） 

◎獨立行政法人通關情報處理中心 
◎獨立行政法人日本萬國博覽會紀念機構 
◎獨立行政法人宇宙航空研究開發機構 
◎獨立行政法人日本運動振興中心 
◎獨立行政法人日本藝術文化振興會 
◎獨立行政法人日本學術振興會 
◎獨立行政法人理化學研究所 
◎獨立行政法人福祉醫療機構 
◎獨立行政法人國立重度智能障礙者總合設施希望園 
◎獨立行政法人勤勞者退職金共濟機構 
◎獨立行政法人高齡‧身心障礙者雇用支援機構 
◎獨立行政法人農畜產業振興機構 
◎獨立行政法人農業者年金基金 
◎獨立行政法人農林漁業信用基金 
◎獨立行政法人綠資源機構 
◎獨立行政法人新能源產業技術總合開發機構 
◎獨立行政法人鐵道建設‧運輸設施整備機構 
◎獨立行政法人國際觀光振興機構 
◎獨立行政法人水資源機構 
◎獨立行政法人空港周邊整備機構 
◎獨立行政法人海上災害防止中心 

（2004年1月設立） 
◎獨立行政法人情報通信研究機構 

（2004年3月設立） 
◎獨立行政法人雇用‧能力開發機構 

（2003年度中設立） 
◎獨立行政法人石油天然氣‧金屬礦物資源機構 

（2004年4月設立）（13法人，包括先行移行之1行
政法人） 
（◎獨立行政法人情報通信研究機構） 
獨立行政法人國立病院機構 

◎獨立行政法人勞動者健康福祉機構 
◎獨立行政法人醫藥品醫療機器總合機構 
◎獨立行政法人日本學生支援機構 
◎獨立行政法人海洋研究開發機構 
◎獨立行政法人國立高等專門學校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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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了時期 法人名稱 

 

◎獨立行政法人大學評價‧學位授與機構 
◎獨立行政法人國立大學財務‧經營中心 
◎獨立行政法人媒體教育開發中心 
◎獨立行政法人環境再生保全機構 

（2004年7月設立） 
◎獨立行政法人中小企業基盤整備機構 
◎獨立行政法人都市再生機構 

註：◎表示特定獨立行政法人以外之法人（即幹部及職員不具國家公務員之身分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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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 二○○四年四月一日，設立之國立大學法人 

北海道大學 北海道教育大學 室蘭工業大學 

小樽商科大學 帶廣畜產大學 旭川醫科大學 

北見工業大學 弘前大學 岩手大學 

東北大學 宮城教育大學 秋田大學 

山形大學 福島大學 茨城大學 

筑波大學 宇都宮大學 群馬大學 

埼玉大學 千葉大學 東京大學 

東京醫科齒科大學 東京外國語大學 東京學藝大學 

東京農工大學 東京藝術大學 東京工業大學 

東京海洋大學 お茶の水女子大學 電氣通信大學 

一橋大學 橫濱國立大學 新潟大學 

長岡技術科學大學 上越教育大學 富山大學 

富山醫科藥科大學 金澤大學 福井大學 

山梨大學 信州大學 岐阜大學 

靜岡大學 濱松醫科大學 名古屋大學 

愛知教育大學 名古屋工業大學 豐橋技術科學大學 

三重大學 滋賀大學 滋賀醫科大學 

京都大學 京都教育大學 京都工藝纖維大學 

大阪大學 大阪外國語大學 大阪教育大學 

兵庫教育大學 神戶大學 奈良教育大學 

奈良女子大學 和歌山大學 鳥取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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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根大學 岡山大學 廣島大學 

山口大學 德島大學 鳴門教育大學 

香川大學 愛媛大學 高知大學 

福岡教育大學 九州大學 九州工業大學 

佐賀大學 長崎大學 熊本大學 

大分大學 宮崎大學 鹿兒島大學 

鹿屋體育大學 琉球大學 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 

北陸先端科學技術大學院

大學 
奈良先端科學技術大

學院大學 總合研究大學院大學 

筑波技術短期大學 高岡短期大學  

請參閱：http://www.mext.go.jp/a_menu/koutou/houjin/houji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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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日本獨立行政法人通則法（中譯） 

平成十一年〔一九九九年〕七月十六日法律第一百零三號制定 

最後修正：平成十四年（二○○二年）七月三十一日法律第九十八號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節  通則（第一條至第十一條） 
第二節  獨立行政法人評價委員會（第十二條） 
第三節  設立（第十三條至第十七條） 

第二章  幹部及職員（第十八條至第二十六條） 

第三章  業務營運 
第一節  業務（第二十七條、第二十八條） 
第二節  中期目標（第二十九條至第三十五條） 

第四章  財務及會計（第三十六條至第五十條） 

第五章  人事管理 
第一節  特定獨立行政法人（第五十一條至第六十條） 
第二節  特定獨立行政法人以外之獨立行政法人（第六十一條至第六

十三條） 

第六章  雜則（第六十四條至第六十八條） 

第七章  罰則（第六十九條至第七十二條） 

附 則 

 

−282−



       日本獨立行政法人制度初探（下） 37 

 

九十五年六月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節  通 則（第一條至第十一條） 

第一條（目的） 
本法除規定獨立行政法人之基本運作及其他基本制度之共通事項外，並與其他

規定有關各獨立行政法人名稱、目的、業務之範圍等事項之法律（以下簡稱個

別法律），共同試圖確立獨立行政法人制度，並使獨立行政法人確實實施公共

性之事務及事業，以促進國民生活之安定及社會經濟之健全發展為目的。 
有關各獨立行政法人之組織、運作及管理，除由個別法律加以規定外，依本法

之規定。 

第二條（定義） 
本法所謂「獨立行政法人」，指從國民生活及社會經濟之安定等公共性之觀

點，有確實實施必要之事務及事業，且國家沒有以主體地位直接實施之必要，

但委諸民間者又恐有難於實施之虞，或有由一主體獨占實施之必要者，為使其

有效率及有效果地實施，依本法及個別法律規定設立之法人而言。 
本法所謂「特定獨立行政法人」，指獨立行政法人中，其業務之停滯將使國民

生活或社會經濟之安定產生直接重大障礙，及其他依該獨立行政法人之目的、

業務之性質等綜合考量而認有對其理監事及職員賦予國家公務員身分之必要

者，依個別法律所規定之法人而言。 

第三條（業務之公共性、透明性及自主性） 
獨立行政法人鑒於自國民生活及社會經濟之安定等公共性之觀點，認有必要使

其事務及事業確實實施者，應致力於適切及有效率地運作其業務。 
獨立行政法人應依本法規定，透過公開其業務內容等方式，致力於使國民明瞭

其組織及運作之狀況。 
適用本法及個別法律時，應充分注意獨立行政法人業務運作之自主性。 

第四條（名稱） 
各獨立行政法人之名稱，依個別法律之規定。 

第五條（目的） 
各獨立行政法人之目的，於第二條第一項之範圍內，由個別法律定之。 

第六條（法人格） 
獨立行政法人，為法人。 

第七條（事務所） 
獨立行政法人，依個別法律所定置主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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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行政法人，得於必要之地置從事務所。 

第八條（財產之基礎） 
獨立行政法人，為確實實施其業務，應有必要之資金及其他財產之基礎。 
政府為使獨立行政法人確實實施其業務，於認有必要範圍內，得依個別法律所

定，由各獨立行政法人出資。 

第九條（登記） 
獨立行政法人，應依法令規定為登記。 
依前項規定應登記之事項，非於登記後不得對抗第三人。 

第十條（名稱使用之限制） 
非獨立行政法人者，不得使用獨立行政法人之名稱。 

第十一條（民法之準用） 
民法（明治二十九年〔一八九六年〕法律第八十九號）第四十四條及第五十條

之規定，準用於獨立行政法人。 

第二節  獨立行政法人評價委員會（第十二條） 

第十二條（獨立行政法人評價委員會） 
獨立行政法人之主務省（指主管該當獨立行政法人之內閣府或各省，以下亦

同），為處理其所管之獨立行政法人事務，應置獨立行政法人評價委員會（以

下簡稱評價委員會） 
評價委員會，負責下列所揭事務： 
一、有關獨立行政法人業務之業績評價事項。 
二、處理其他依本法或個別法律規定屬於其權限之事項。 
除前項規定外，有關評價委員會之組織、職掌事務、委員、其他職員及其他評

價委員會之必要事項，以政令規定之。 

第三節  設立（第十三條至第十七條） 

第十三條（設立之程序） 
有關各獨立行政法人設立之程序，除個別法律有特別規定之情形外，依本節之

規定。 

第十四條（法人之首長及監事） 
主務大臣應任命獨立行政法人之首長（以下稱「法人首長」）及監事。 
依前項規定被任命之法人首長或監事，視為於獨立行政法人成立時，依本法規

定受任命為個別法人之首長及監事。 
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準用於第一項法人首長之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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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設立委員） 
主務大臣應任命設立委員，使之處理獨立行政法人設立之相關事務。 
設立委員於獨立行政法人之設立準備完了時，應即將該意旨呈報主務大臣，並

依前條第一項規定將該事務移轉予被任命之法人首長。 

第十六條（設立之登記） 
依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被任命之法人首長，於接受依前條第二項規定事務之移

轉時，應即依政令之所定，為設立之登記。 

第十七條 
獨立行政法人依設立登記而成立。 

第二章  幹部及職員（第十八條至第二十六條） 

第十八條（幹部） 
各獨立行政法人依個別法律之規定，應置法人首長一人及監事，以作為幹部。 
各獨立行政法人除依前項規定置幹部外，得依個別法律之所定，置其他之幹

部。 
各獨立行政法人之首長名稱、前項規定之幹部名稱、員額及監事之員額，由個

別法律加以規定。 

第十九條（幹部之職務及權限） 
法人首長，代表獨立行政法人，並總理其業務。 
個別法律所定幹部（除法人首長外），依法人首長之規定，於法人首長因故無

法執行職務時，代理其職務，並於法人首長缺位時代行其職務。 
依前條第二項規定所置幹部之職務及其權限，由個別法律加以規定。 
監事，監察獨立行政法人之業務。 
監事，基於監察之結果，於認必要時，得向法人首長或主務大臣提出意見。 

第二十條（幹部之任命） 
法人首長，由主務大臣自下列所揭者中加以任命。 
一、關於該當獨立行政法人所營之事務及事業，具有高度之知識及經驗者。 
二、前款所揭者中，得適切及有效率地經營該當獨立行政法人所營之事務及事

業者。 
監事，由主務大臣任命。 
依第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所置之幹部，由法人首長自第一項各款所揭者中加以任

命。 
法人首長，依前項規定任命幹部時，應即呈報主務大臣，並加以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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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條（幹部之任期） 
幹部之任期，依個別法律之規定。但補選幹部之任期，則補足前任幹部所餘任

期。 
幹部，得再被任命。 

第二十二條（幹部之資格條項） 
政府或地方公共團體之職員（兼任者除外），不得被任命為幹部。 

第二十三條（幹部之解任） 
主務大臣或法人首長，關於其個別任命之幹部，如有該當於依前條規定不得被

任命為幹部之情形時，應將該幹部加以解任。 
主務大臣或法人首長，關於其個別任命之幹部，如認有該當於下列各款之一，

或有其他不適任幹部之情形時，應將該幹部加以解任： 
一、認因身心障礙致無法遂行職務者。 
二、違反職務上之義務者。 
除前項規定者外，主務大臣或法人首長，關於其個別任命之幹部（除監事

外），因執行職務不適當，致該當獨立行政法人之業務業績惡化，如認繼續使

其執行職務不適切時，應將該幹部加以解任。 
法人首長，依前二項規定解任其任命之相關幹部時，應即呈報主務大臣，並加

以公開。 

第二十四條（代表權之限制） 
獨立行政法人、法人首長及其他有代表權之幹部，關於與其利益相牴觸之事

項，不具代表權。此種情形，由監事代表該當獨立行政法人。 

第二十五條（代理人之選任） 
法人首長及其他有代表權之幹部，得自該當獨立行政法人不具代表權之幹部或

職員中，選任代理人，使其得就該當獨立行政法人業務之一部，有為一切裁判

上或裁判外行為之權限。  

第二十六條（職員之任命） 
獨立行政法人之職員，由法人首長加以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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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業務營運 

第一節  業務（第二十七條、第二十八條） 

第二十七條（業務之範圍） 
各獨立行政法人之業務範圍，依個別法律之規定。 

第二十八條（業務方法書） 
獨立行政法人，應於業務開始之際，作成業務方法書，並受主務大臣之認可。

變更業務方法書時，亦同。 
前項業務方法書應記載之事項，依主務省令（指主管該當獨立行政法人之內閣

府或各省之內閣府令或省令而言。以下同）之規定。 
主務大臣，於為第一項之認可時，應先聽取評價委員會之意見。 
獨立行政法人，於受第一項之認可時，應即公開其業務方法書。 

第二節  中期目標（第二十九條至第三十五條） 

第二十九條（中期目標） 
主務大臣，應於三年以上五年以下之期間，訂定獨立行政法人應達成之業務運

作目標（以下稱「中期目標」），除應將該目標指示該當獨立行政法人外，並

應加以公開。該目標變更時，亦同。 
中期目標，應揭示下列所揭事項： 
一、中期目標之期間（指於前項期間之範圍內，由主務大臣所定之期間而言，

以下亦同）。 
二、有關提升業務運作效率之事項。 
三、有關提供國民服務或其他提升服務品質之事項。 
四、有關改善財務內容之事項。 
五、有關其他業務運作之重要事項。 
主務大臣，於訂定中期目標後，如欲變更，應事先聽取評價委員會之意見。 

第三十條（中期計畫） 
獨立行政法人，於受前條第一項之指示時，應基於中期目標，依主務省令之規

定，作成為達成該當中期目標之計畫（「以下簡稱中期計畫」），並受主務大

臣之認可。欲變更該計畫時，亦同。 
中期計畫，應揭示下列所揭事項： 
一、為達成提升業務運作效率之目標，所應採取之相關措施。 
二、為達成提供國民服務或其他提升服務品質之目標，所應採取之相關措施。 
三、預算（包括人事費之預估）、收支計畫及資金計畫。 
四、短期借入金之限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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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欲轉讓重要財產或提供擔保時，該轉讓及擔保之計畫。 
六、剩餘金之使用途徑。 
七、其他有關主務省令所定業務運作之相關事項。 
主務大臣欲為第一項之認可時，應事先聽取評價委員會之意見。 
主務大臣於認已依第一項認可之中期計畫，關於前條第二項第二款至第五款所

揭事項，無法適切及確實之實施時，得命其變更其中期計畫。 
獨立行政法人，於受第一項之認可時，應即公開其中期計畫。 

第三十一條（年度計畫） 
獨立行政法人於每事業年度開始前，應基於受前條第一項認可之中期計畫，依

主務省令之規定，訂定有關其事業年度之業務運作計畫（以下於次項簡稱「年

度計畫」），除應呈報於主務大臣外，並應加以公開。變更年度計畫時，亦

同。 
有關獨立行政法人最初之事業年度之年度計畫，前項中「每事業年度開始前，

應基於受前條第一項認可之」，應改為「有關其成立後最初之中期計畫，受前

條第一項認可後，應即基於該」。 

第三十二條（有關各事業年度業務業績之評價） 
獨立行政法人應依主務省令之規定，就有關各事業年度之業務業績，受評價委

員會之評價。 
前項評價，應就該當事業年度中期計畫之實施狀況，加以調查及分析，並斟酌

該調查及分析之結果，針對該事業年度之業務業績之整體，作通盤綜合性之評

定。 
評價委員會於為第一項之評價時，應即對該當獨立行政法人及政令所定之審議

會（以下簡稱審議會），通知該評價之結果。此時，評價委員會於認有必要

時，得對該獨立行政法人，為業務運作之改善或其他勸告。 
評價委員會於為前項規定之通知時，應即公開與該通知相關之事項（於為同項

後段規定之勸告時，則為有關該通知之事項及勸告之內容）。 
審議會關於依第三項規定通知之評價結果，於認有必要時，得對該當評價委員

會陳述意見。 

第三十三條（有關中期目標之事業報告書） 
獨立行政法人應於中期目標期間終了後三個月內，依主務省令之規定，就有關

該當中期目標之事業報告書，提出於主務大臣，同時並加以公開。 

第三十四條（有關中期目標之業務業績之評價） 
獨立行政法人應依主務省令之規定，就有關中期目標期間之業務業績，受評價

委員會之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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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評價，應就該當中期目標之期間，該中期目標之達成狀況，加以調查及分

析，並斟酌該調查及分析之結果，針對該當中期目標期間之業務業績之整體，

作通盤綜合性之評定。 
第三十二條第三項至第五項之規定，準用於第一項之評價。 

第三十五條（中期目標期間終了時之檢討） 
主務大臣於獨立行政法人之中期目標期間終了時，應就該當獨立行政法人繼續

其業務之必要性、組織之運作及其他與整體組織及業務相關事項，加以通盤檢

討，並基於該結果，謀求所須之措施。 
主務大臣依前項規定進行檢討時，應聽取評價委員會之意見。 
審議會於獨立行政法人之中期目標期間終了時，關於該當獨立行政法人主要事

務及事業之修正或廢止，得對主務大臣為勸告。 

第四章  財務及會計（第三十六條至第五十條） 

第三十六條（事業年度） 
獨立行政法人之事業年度，自每年四月一日開始，至翌年三月三十一日終止。 
獨立行政法人最初之事業年度，則自其成立之日開始，至翌年三月三十一日

（自一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間成立之獨立行政法人，則至該年之三月三十一

日）終止，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第三十七條（企業會計原則） 
獨立行政法人之會計，依主務省令之規定，原則上依企業會計原則。 

第三十八條（財務諸表） 
獨立行政法人，應於每事業年度，作成有關借貸對照表、損益計算書、利益處

分或損失處理之書類或其他依主務省令所定之書類及其附屬明細書（以下稱

「財務諸表」），並於該當事業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提出於主務大臣，受其認

可。 
獨立行政法人，依前項規定向主務大臣提出財務諸表時，應添附該當事業年度

之事業報告書，以及依預算區分所作成之決算報告書，並添附監事就財務諸表

及決算報告書之意見（依次條規定，應受會計監察人監察之獨立行政法人，則

為監事及會計監察人之意見。以下亦同。） 
主務大臣欲依第一項規定認可財務諸表時，應先聽取評價委員會之意見。 
獨立行政法人於受第一項規定之主務大臣認可時，應即將財務諸表公告於官報

上，並將財務諸表、第二項之事業報告書、決算報告書及記載監事意見之書

面，備置於各事務所，於主務省令所定之期間，供一般民眾閱覽。 

−289−



44 政大法學評論                                   

 

第九十一期 

第三十九條（會計監察人之監察） 
獨立行政法人（不包括其資本額或其他經營規模，未達政令所定基準之獨立行

政法人），關於其財務諸表、事業報告書（僅限有關會計之部份）及決算報告

書，除應接受監事之監察外，尚應受監察人之監察。 

第四十條（會計監察人之選任） 
會計監察人，由主務大臣選任之。 

第四十一條（會計監察人之資格） 
有關股份有限公司監察等商法特例之法律（昭和四十九年〔一九七四年〕法律

第二十二號）第四條（除第二項第二款外）之規定，準用於第三十九條之會計

監察人。此時，同法第四條第二項第一款中「第二條」，改稱為「獨立行政法

人通則法第三十九條」。 

第四十二條（會計監察人之任期） 
會計監察人之任期，自其選任日以後，至主務大臣就其最初終了之事業年度之

財務報表，為第三十八條第一項之認可時為止。 

第四十三條（會計監察人之解任） 
主務大臣，於會計監察人該當於下列各款之一時，得將其會計監察人解任。 
一、違反職務上之義務，或怠於職務者。 
二、為不適於會計監察人之行為者。 
三、因身心障礙，致職務之遂行發生障礙，或無法遂行職務者。 

第四十四條（利益及損失之處理） 
獨立行政法人，每事業年度於計算損益時如發現有盈餘，應先彌補由前一事業

年度移轉之虧損，彌補後仍有餘額時，應以該餘額為積金加以整理。但依第三

項規定充作該項用途時，不在此限。 
獨立行政法人，每事業年度於計算損益時如發現有損失，應依前項規定以積金

加以整理減除，整理後仍有不足時，應將該不足額移轉為虧損。 
獨立行政法人，於有第一項規定之盈餘時，得經主務大臣之認可，將該盈餘數

額之全部或一部，充作受第三十條第一項認可之中期計畫（依同項後段規定，

受變更之認可時，則為該變更後之計畫。以下僅稱「中期計畫」）之同條第二

項第六款剩餘金之用途。 
主務大臣，欲依前項規定為認可時，應先聽取評價委員會之意見。 
關於第一項規定積金之處分，依個別法律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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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條（借貸金） 
獨立行政法人，得於規定中期計畫之第三十條第二項第四款之短期借貸金限額

範圍內，為短期借貸。但有不得已之情事，並經主務大臣之認可時，得超過該

限額為短期借貸。 
依前項規定所為之短期借貸，應於該當事業年度內償還。但於資金不足，無法

償還時，於該無法償還之限額內，得經主務大臣之認可，重為借貸。 
依前項但書規定重為借貸之借貸金，應於一年內償還。 
主務大臣，欲為第一項但書或第二項但書之認可時，應先聽取評價委員會之意

見。 
獨立行政法人，除個別法律有特殊規定外，得發行長期借貸金及債券。 

第四十六條（財源之籌措） 
政府得於預算範圍內，對獨立行政法人，交付相當於全部或一部之必要金額，

以充作其推展業務之財源。 

第四十七條（剩餘金之運用） 
獨立行政法人，除依下列方法外，不得運用其業務上之剩餘金。 
一、國債、地方債、政府保證債（指本金之償還及利息之支付，由政府保證之

債券）或其他主務大臣所指定之有價證券之取得。 
二、銀行或其他主務大臣指定之金融機關之儲金或郵政儲金。 
三、經營信託業務之銀行或信託公司之金錢信託。 

第四十八條（財產處分等之限制） 
獨立行政法人，於依主務省令之規定，轉讓重要之財產或提供擔保時，應得主

務大臣之認可。但於中期計畫內依第三十條第二項第五款擬定計畫者，依該計

畫轉讓該當重要財產或提供擔保時，不在此限。 
主務大臣，欲依前項規定為認可時，應先聽取評價委員會之意見。 

第四十九條（會計規程） 
獨立行政法人，於業務開始之際，就有關會計事項，應訂定規程，呈報於主務

大臣。規程變更時，亦同。 

第五十條（主務省令之委任） 
除本法及基於本法之政令所規定者外，有關獨立行政法人之財務及會計之必要

事項，依主務省令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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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人事管理 

第一節  特定獨立行政法人（第五十一條至第六十條） 

第五十一條（幹部及職員之身分） 
特定獨立行政法人之幹部及職員，為國家公務員。 

第五十二條（幹部之報酬） 
特定獨立行政法人，其幹部之報酬及退職津貼（以下稱「報酬等」），應考慮

該幹部之業績。 
特定獨立行政法人，應訂定有關其幹部報酬等之支給標準，呈報主務大臣，並

加以公開。變更該支給標準時，亦同。 
前項報酬等之支給標準，應斟酌國家公務員之俸給、民間企業幹部之報酬、該

當獨立行政法人之業務業績、有關中期計畫之第三十條第二項第三款人事費之

預估及其他情事，而加以訂定。 

第五十三條（評價委員會意見之提出） 
主務大臣，於有依前條第二項規定之呈報時，應將該呈報之報酬等支給標準，

通知評價委員會。 
評價委員會，於依前項規定受通知時，針對該通知之報酬等支給標準，是否符

合社會一般之情勢，得對主務大臣提供意見。 

第五十四條（幹部之服務） 
特定獨立行政法人之幹部（以下自本條至第五十六條，僅稱「幹部」），不得

洩漏其業務上知悉之秘密。其退職後，亦同。 
幹部於任職中，不得擔任政黨或其政治團體之幹部，或積極參與政治活動。 
幹部（不包括兼任者。於次項中，亦同。）於任職中，除獲任命權者同意之情

形外，不得執行其他獲取報酬之職務，或經營營利事業，或從事其他以金錢上

利益為目的之業務。 
幹部，於離職後之二年期間內，不得以商業、工業、金融業或其他以營利為目

的之私企業（以下稱「營利企業」）之地位，承諾就任或就職，於其離職前五

年內，與其任職之特定獨立行政法人或人事院規則所定之國家機關，有密切關

係之職務。但依人事院規則規定，經由任命權者提出，並獲得人事院同意者，

不在此限。 

第五十五條（幹部之災害補償） 
幹部因公務上災害或通勤時災害，所受之補償，及因公務上災害或通勤時災

害，所受之福利事業，依特定獨立行政法人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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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六條（幹部不適用勞動者災害補償保險法） 
勞動者災害補償保險法（昭和二十二年〔一九四七年〕法律第五十號）規定，

不適用於幹部。 

第五十七條（職員之給與） 
特定獨立行政法人職員之給與，除應符合該職員職務之內容及責任外，並應斟

酌該職員所發揮之效率。 
特定獨立行政法人，應訂定有關職員給與之支給標準，呈報主務大臣，並加以

公開。變更該支給標準時，亦同。 
前項給與之支給標準，應斟酌適用一般職職員給與有關法律（昭和二十五年

〔一九五○年〕法律第九十五號）之國家公務員之給與、民間企業從業員之給

與、該當特定獨立行政法人之業務業績、有關中期計畫之第三十條第二項第三

款人事費之預估及其他情事，而加以訂定。 

第五十八條（職員之勤務時間等） 
特定獨立行政法人，就有關職員之勤務時間、休息、假日及休假事項，應訂定

規程，呈報於主務大臣，並加以公開。規程變更時，亦同。 
前項規程，應斟酌適用一般職職員勤務時間、休假等有關法律（平成六年〔一

九九四年〕法律第三十三號）之國家公務員之勤務條件及其他情事。 

第五十九條（不適用於職員之其他法律規定） 
下列所揭法律之規定，不適用於特定獨立行政法人之職員（以下於本條僅稱

「職員」）： 
一、勞動者災害補償保險法之規定。 
二、國家公務員法（昭和二十二年〔一九四七年〕法律第一百二十號）第十八

條、第二十八條（第一項前段除外）、第二十九條至第三十二條、第六十

二條至第七十條、第七十二條第二項及第三項、第七十五條第二項及第一

百零六條之規定。 
三、國家公務員寒冷地津貼有關法律（昭和二十四年〔一九四九年〕法律第二

百號）之規定。 
四、一般職職員給與有關法律之規定。 
五、國家公務員職階制有關法律（昭和二十五年〔一九五○年〕法律第一百八

十號）之規定。 
六、國家公務員育兒休業等有關法律（平成三年〔一九九一年〕法律第一百零

九號）第五條第二項、第七條之二、第八條及第十一條之規定。 
七、一般職職員勤務時間、休假等有關法律之規定。 
 

−293−



48 政大法學評論                                   

 

第九十一期 

八、一般職任期制職員採用及給與特例有關法律（平成十二年〔二○○○年〕

法律第一百二十五號）第七條至第九條之規定。 
職員適用國家公務員法時，同法第二條第六項中之「政府」改為「獨立行政法

人通則法第二條第二項規定之特定獨立行政法人（以下簡稱「特定獨立行政法

人」）」，同條第七項中「政府或該機關」改為「特定獨立行政法人」，同法

第六十條第一項中「依情形，獲得人事院之同意」改為「依情形」，「依獲得

人事院之同意」改為「依」，同法第七十二條第一項中「該所轄廳之首長」改

為「該當職員服勤之特定獨立行政法人之首長」，同法第七十八條第四款中

「官制」改為「組織」，同法第八十條第四項中「給與準則」改為「獨立行政

法人通則法第五十七條第二項規定之給與支給標準」，同法第八十一條之二第

二項各款中「以人事院規則」改為「特定獨立行政法人之首長」，同法第八十

一條之三第二項中「時，獲得人事院之同意」改為「時」，同法第一百條第二

項中「、所轄廳之首長」改為「、該當職員服勤之特定獨立行政法人之首

長」，「之所轄廳之首長」改為「所屬特定獨立行政法人之首長」，同法第一

百條第一項中「政府」改為「該當職員服勤之特定獨立行政法人」，同條第二

項中「官廳」改為「特定獨立行政法人」，同法第一百零三條第三項中「所轄

廳之首長」改為「該當職員服勤或曾服勤之特定獨立行政法人之首長」，同法

第一百零四條中「內閣總理大臣及其職員之所轄廳之首長」改為「該當職員服

勤之特定獨立行政法人之首長」。 
被派駐國際機關等之一般職國家公務員處遇等有關法律（昭和四十五年〔一九

七○年〕法律第一百十七號）第五條及第六條第三項規定，對有關職員之適

用，同法第五條第一項中「俸給、扶養津貼、調整津貼、研究員調整津貼、住

居津貼、期末津貼及期末特別津貼各百分之百以內」改為「給與」，同條第二

項中「人事院規則（派遣職員如適用檢察官俸給等有關法律〔昭和二十三年法

律第七十六號〕時，為同法第三條第一項規定之準則）」改為「獨立行政法人

通則法第五十七條第二項規定之給與支給標準」，同法第六條第三項中「國

家」改為「獨立行政法人通則法第二條第二項規定之特定獨立行政法人」。 
勞動基準法（昭和二十二年〔一九四七年〕法律第四十九號）第十二條第三項

第四款及第三十九條第七項規定，對有關職員之適用，同法第十二條第三項第

四款中「從事育兒休業、介護休業等育兒或家族介護之勞動者福祉有關法律

（平成三年〔一九九一年〕法律第七十六號）第二條第一款」改為「國家公務

員之育兒休業等有關法律（平成三年〔一九九一年〕法律第一百零九號）第三

條第一項」，「同條第二款」改為「從事育兒休業、介護休業等育兒或家族介

護之勞動者福祉有關法律（平成三年〔一九九一年〕法律第七十六號）第二條

第二款」，同法第三十九條第七項中「從事育兒休業、介護休業等育兒或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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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護之勞動者福祉有關法律（平成三年〔一九九一年〕法律第七十六號）第二

條第一款」改為「國家公務員之育兒休業等有關法律第三條第一項」，「同條

第二款」改為「從事育兒休業、介護休業等育兒或家族介護之勞動者福祉有關

法律第二條第二款」。 
船員法（昭和二十二年〔一九四七年〕法律第一百號）第七十四條第四項之規

定，對有關職員之適用，同項中「從事育兒休業、介護休業等育兒或家族介護

之勞動者福祉有關法律（平成三年〔一九九一年〕法律第七十六號）第二條第

一款」改為「國家公務員之育兒休業等有關法律（平成三年〔一九九一年〕法

律第一百零九號）第三條第一項」，「同條第二款」改為「從事育兒休業、介

護休業等育兒或家族介護之勞動者福祉有關法律（平成三年〔一九九一年〕法

律第七十六號）第二條第二款」。 

第六十條（對國會之報告） 
特定獨立行政法人，依政令之規定，應於每事業年度，將必須經常服勤務之職

員（包括依國家公務員法第七十九條或第八十二條規定，受休職或停職處分，

或依法令規定，免除專職義務，或依政令規定，無須經常服勤務之職員在

內。）人數，向主務大臣報告。 
政府應每年對國會報告，特定獨立行政法人經常服勤務之職員人數。 

第二節  特定獨立行政法人以外之獨立行政法人（第六十一條至第 
六十三條） 

第六十一條（幹部兼職之禁止） 
特定獨立行政法人以外之獨立行政法人，其幹部（兼職者除外）於任職中，除

獲任命權者同意之情形外，不得成為以營利為目的之團體之幹部，或自己從事

營利事業。 

第六十二條（準用） 
第五十二條及五十三條之規定，於特定獨立行政法人以外之獨立行政法人之幹

部報酬，準用之。此時，第五十二條第三項中「業績及中期計畫第三十條第二

項第三款之人事費預估」改為「業績」。 

第六十三條（職員之給與） 
特定獨立行政法人以外之獨立行政法人，其職員之給與，應斟酌該職員之勤務

成績。 
特定獨立行政法人以外之獨立行政法人，應訂定有關職員給與及退職津貼之支

給標準，呈報主務大臣，並加以公開。變更該支給標準時，亦同。 
前項有關職員給與及退職津貼之支給標準之訂定，應斟酌該當獨立行政法人之

業務業績，並視其是否符合社會一般之情勢。 

−295−



50 政大法學評論                                   

 

第九十一期 

第六章  雜則（第六十四條至第六十八條） 

第六十四條（報告及檢查） 
主務大臣，因施行本法，如認有必要時，得使獨立行政法人，就其業務及其資

產、債務之狀況，加以報告，亦得命其職員，進入獨立行政法人之事務所，檢

查其業務狀況或帳簿、書類及其他必要之物件。 
依前項規定命其職員進入檢查時，應攜帶足以顯示其身分之證件，並將之提示

於關係人。 
依第一項規定進入檢查之權限，不得解為係因搜查犯罪而被允許。 

第六十五條（違法行為等之導正） 
主務大臣，於認為獨立行政法人或其幹部或職員之行為，違反個別法律或其他

法令，或有違反之虞時，得要求該獨立行政法人，謀求導正該當行為之必要措

施。 
獨立行政法人，遇有主務大臣依前項規定為要求時，應即謀求導正該當行為及

其他認為必要之措施，並將該當措施之內容向主務大臣報告。 

第六十六條（解散） 
獨立行政法人之解散，依其他法律之規定。 

第六十七條（與財務大臣之協議） 
主務大臣，於下列情形，應與財務大臣協議。 
一、欲依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擬定或變更中期目標時。 
二、欲依第三十條第一項、第四十五條第一項但書或第二項但書或第四十八條

第一項規定為認可時。 
三、欲依第四十四條第三項規定為承認時。 
四、欲依第四十七條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為指定時。 

第六十八條（主務大臣等） 
本法所定之主務大臣、主務省及主務省令，依個別法律規定。 

第七章  罰則（第六十九條至第七十二條） 

第六十九條 
該當於下列各款之一者，處一年以下之拘役或科五十萬日幣以下之罰金。 
一、違反第五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洩漏秘密者。 
二、違反第五十四條第四項規定，任職營利企業之職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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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條 
未依第六十四條第一項規定為報告，或為虛偽之報告，或拒絕、妨礙或迴避同

條之檢查時，對為該違反行為之獨立行政法人之幹部或職員，科二十萬日幣以

下之罰金。 

第七十一條 
該當於下列各款之一者，對為該違反行為之獨立行政法人之幹部，處二十萬日

幣以下之罰鍰。 
一、依本法規定應接受主務大臣之認可或同意，而不接受者。 
二、依本法規定應呈報主務大臣，而不呈報或為虛偽之呈報者。 
三、依本法規定應公開，而不公開或為虛偽之公開者。 
四、違反第九條第一項規定之政令，而怠於登記者。 
五、違反第三十條第四項規定之主務大臣之命令者。 
六、不依第三十三條規定提出事業報告書，或未於事業報告書記載應記載事

項，或提出虛偽記載之事業報告書者。 
七、違反第三十八條第四項規定，未備置財務諸表、事業報告書、決算報告書

或記載監事意見之書面，或未提供閱覽者。 
八、違反第四十七條規定，運用業務上之剩餘金者。 
九、未依第六十條第一項或第六十五條第二項規定之報告，或為虛偽之報告

者。 

第七十二條 
違反第十條規定者，處十萬日幣以下之罰鍰。 

附 則 

第一條（施行期日） 
本法自內閣法一部修正法律（平成十一年法律第八十八號）施行之日起施行。 

第二條（有關名稱使用限制之經過措施） 
本法施行之際，關於其名稱中有使用獨立行政法人者，第十條之規定，於本法

施行後六個月內，不適用之。 

第三條（對政令之委任） 
除前條所規定者外，有關本法之施行所必要之經過措施，以政令規定。 

第四條（國家提供無利息貸款） 
國家對獨立行政法人，得暫時以其設施之整備，充作該當於日本電信電話股份

有限公司，活用依股份販賣收入，致社會資本整備促進有關之特別措置法（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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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六十二年〔一九八七年〕法律第八十六號）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所須費用資

金之全部或一部，於預算範圍內，無息貸與金錢。此時，不適用第四十五條第

五項規定。 
前項國家提供貸款之償還期間，為五年（包括二年內據置期間）內以政令所規

定之期間。 
除前項規定外，依第一項規定之貸款償還辦法、償還期限之延長及其他有關償

還之必要事項，以政令規定。 
國家，依第一項規定對獨立行政法人為金錢之借貸時，關於該借貸對象之設施

之整備，應補助相當於該當借貸金額之款項，對該當補助，應於償還該當借貸

金時，交付相當於該當借貸金額之償還金額之金額。 
獨立行政法人，依第一項規定為無息貸款之借貸時，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延

長原定償還期限（不包括以政令規定之場合）時，有關前項規定之適用，應視

為該當償還於該當償還期限屆至時已為償還。 

附則（平成十一年〔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法律第一百四十一號）抄 

第一條（施行期日等）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附則（平成十二年〔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法律第一百二十五號） 抄 

第一條（施行期日）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附則（平成十四年〔二○○二年〕二月八日法律第一號）抄 

第一條（施行期日）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附則（平成十四年〔二○○二年〕七月三十一日法律第九十八號）抄 

第一條（施行期日） 
本法，自公社法施行日施行。但下列各款所揭規定，自各該款所定之日施行。 
一、第一章第一節（包括附表一至附表四）、附則第二十八條第二項、第三十

三條第二項及第三項以及第三十九條規定，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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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條（有關罰則之經過措施） 
有關施行日期前之行為，及依本法規定應依從前之例，或依本附則規定仍有效

力時，該等施行日以後之行為，所應適用之罰則，仍依從前之例。 

第三十九條（其他經過措施之政令之委任） 
除本法所定者之外，公社法及本法施行所必要之經過措施（包括有關罰則之經

過措施），以政令加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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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日本國立大學法人法（中譯） 

平成十五年〔二○○三年〕七月十六日法律第一百十二號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節  通則（第一條至第八條） 
第二節  國立大學法人評價委員會（第九條） 

第二章  組織及業務 
第一節  國立大學法人 
第一款  幹部及職員（第十條至第十九條） 
第二款  經營協議會等（第二十條、第二十一條） 
第三款  業務等（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 

第二節  大學共同利用機關法人 
第一款  幹部及職員（第二十四條至第二十六條） 
第二款  經營協議會等（第二十七條、第二十八條） 
第三款  業務等（第二十九條） 

第三章  中期目標（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 

第四章  財務及會計（第三十二條至第三十四條） 

第五章  雜則（第三十五條至第三十七條） 

第六章  罰則（第三十八條至第四十一條） 

附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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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 則  

第一節 通 則（第一條至第八條） 

 
第一條（目的） 

本法之目的為因應國民對大學教育研究之要求，企圖提升我國高等教育及學術

研究之水準並促使其均衡發展，制定有關國立大學法人、大學共同利用機關法

人之組織及營運事項為目的，使其得設國立大學進行教育研究，及設大學共同

利用機關供大學共同利用。  

第二條（定義） 
本法所稱之「國立大學法人」，指以設置國立大學為目的，而依本法規定設立

之法人而言。 
本法所稱之「國立大學」，指附表一第二欄所揭之大學而言。 
本法所稱之「大學共同利用機關法人」，指以設置大學共同利用機關為目的，

而依本法規定設立之法人而言。 
本法所稱之「大學共同利用機關」，指關於附表二第二欄所揭之研究領域，為

資助大學之學術研究發展，而設置之大學共同利用之研究所而言。 
本法所稱之「中期目標」，指國立大學法人及大學共同利用機關法人（以下簡

稱「國立大學法人等」）所應達成之有關業務營運之目標，而為由文部科學大

臣依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所定者而言。 
本法所稱之「中期計畫」，指為達成中期目標之計畫，而由國立大學法人依第

三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所作成者而言。 
本法所稱之「年度計畫」，指國立大學法人等準用通則法（指第三十五條準用

獨立行政法人通則法〔平成十一年（一九九九年）法律第一百零三號〕，以下

同）第三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並基於中期計畫所定之計畫而言。 
本法所稱之「學則」，指國立大學法人規則中，規定修業年限、教育課程、教

育研究組織及其他修業上之必要事項者而言。 

第三條（教育研究特性之顧慮）  
國家於適用本法時，應經常考慮國立大學及大學共同利用機關之教育研究特

性。  

第四條（國立大學法人之名稱等） 
各國立大學法人之名稱及其主事務所所在地，各依附表一第一欄及第三欄所揭

者。 
附表一第一欄所揭之國立大學法人，各依同表第二欄所揭設置國立大學。 

−301−



56 政大法學評論                                   

 

第九十一期 

第五條（大學共同利用機關法人之名稱等） 
各大學共同利用機關法人之名稱及其主事務所所在地，各依附表二第一欄及第

三欄所揭者。 
附表二第一欄所揭之大學共同利用機關法人，各就同表第二欄所揭之研究領

域，依文部科學省令所定，設置大學共同利用機關法人。 

第六條（法人格） 
國立大學法人等為法人。  

第七條（資金） 
各國立大學法人等之資金，依附則第九條第二項規定，指由政府出資之金額者

而言。 
政府於認有必要時，於預算所定之金額範圍內，得追加其對國立大學法人等之

出資。 
政府於認有必要時，得以土地、建物或其他土地之定著物或附屬於土地之工作

物（在第六項稱「土地等」）為出資種類，追加其對國立大學法人等之出資，

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政府依前項規定，以土地為出資時，國立大學法人等將該當土地之全部或其一

部轉讓者，得附條件命獨立行政法人國立大學財務‧經營中心，於該當轉讓所

生收入之範圍內，支付相當於依文部科學大臣所定基準算定之金額。 
國立大學法人等於政府依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出資時，應依該出資額增加資

金。 
政府以之為出資之土地等之價額，以出資日當時之時價為基準，並經評價委員

會評價者為其價額。 
前項評價委員及其他有關評價之必要事項，依政令所定。 
國立大學法人等將其準用通則法第四十八條第一項本文規定之重要財產中，文

部科學大臣所定者轉讓時，文部科學大臣所定有關該當轉讓部分之金額，視為

政府對該當國立大學法人等並無出資，該當國立大學法人等應依其金額減少資

金。 

第八條（名稱之使用限制） 
非國立大學法人或大學共同利用機關法人者，不得於其名稱中使用國立大學法

人或大學共同利用機關法人之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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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立大學法人評價委員會（第九條） 

第九條（國立大學法人評價委員會） 
為處理國立大學法人等之相關事務，文部科學省應置國立大學法人評價委員會

（以下簡稱「評價委員會」）。 
評價委員會職掌下列所揭之事項： 
一、有關國立大學法人等業務業績之評價相關事項。 
二、處理其他依本法規定屬於其權限之事項。 
除前項規定外，有關評價委員會之組織、職掌、委員、其他職員及其他評價委

員會之相關必要事項，依政令規定。 

第二章 組織及業務  

第一節 國立大學法人  

第一款 幹部及職員（第十條至第十九條） 

第十條（幹部） 
各國立大學法人，應置校長及監事二人，以之為幹部。 
各國立大學法人，應各依附表一第四欄所定員額數以內，置理事以之為幹部。 

第十一條（幹部之職務及權限） 
校長依學校教育法（昭和二十二年〔一九四七年〕法律第二十六號）第五十八

條第三項規定執行職務，代表國立大學法人，綜理其業務。 
校長於決定下列事項時，應經校長及理事組成會議（指第五款所稱之「幹部

會」）之決議為之： 
一、關於中期目標之意見（指國立大學法人等依第三十條第三項規定對文部科

學大臣所陳述之意見，以下同）及年度計畫之相關事項。 
二、依本法應得文部科學大臣認可或承認之事項。 
三、有關預算之作成、執行及決算之相關事項。 
四、該當國立大學、大學部、學科及其他重要組織之設置或廢止之相關事項。  
五、其他幹部會議所決定之重要事項。 
理事依校長之規定，輔佐校長掌理國立大學法人之業務，於校長發生事故時，

代理其職務，於校長缺位時，代行其職務。 
監事監察國立大學法人之業務。 
監事依監察之結果，於認必要時，得對校長或文部科學大臣提出意見。 

第十二條（幹部之任命） 
校長之任命，由文部科學大臣基於國立大學之申請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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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申請，由依第一款所揭委員及第二款所揭委員，以相同人數構成之會議

（以下稱「校長選考會議」）選考定之： 
一、由第二十條第二項第三款所揭者中，於同條第一項規定之經營協議會中選

出。 
二、由第二十一條第二項第三款或第四款所揭者中，於同條第一項規定之教育

研究評議會中選出。 
三、除前項各款所揭者外，於校長選考會議所決定之人外，得追加校長或理事

為校長選考會議之委員。但其數目不得超過校長選考會議委員總數之三分

之一。 
校長選考會議置議長，由委員互選之。 
議長主持校長選考會議。 
除本條所定者外，校長選考會議之議事程序及其他有關校長選考會議之必要事

項，由議長向校長選考會議諮詢後為之。 
第二項規定之校長之選考，應自人格高潔、學識優秀，且就大學之教育研究活

動，得適切且有效地經營者中選取之。 
監事，由文部科學大臣任命之。 

第十三條 
理事，由校長自前條第七項規定者中，任命之。 
校長依前項規定任命理事時，應即呈報文部科學大臣，並加以公開。 

第十四條 
校長或文部科學大臣，於任命各理事或監事時，應包含任命之際非該當國立大

學法人之幹部或職員者在內。 

第十五條（幹部之任期） 
校長之任期，於二年以上不超過六年之期間內，經校長選考會議之決議，依各

國立大學法人規則定之。 
理事之任期，於不超過六年之期間內，由校長決定。但理事任期之末日，應於

任命該當理事之校長任期之末日之前。 
監事之任期為二年。但補選監事之任期，則為補足前一任監事之任期。 
幹部得再任。此種情形，該當幹部於其最初任命之際，前條有關非該當國立大

學法人幹部或職員規定之適用，其再任時視為該當國立大學法人幹部或職員。 

第十六條（幹部之資格條項） 
政府或地方公共團體之職員（兼任者除外），不得擔任幹部。 
教育公務員而以政令規定者，得擔任兼任之理事或監事，不受前項規定之限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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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幹部之解任） 
文部科學大臣或校長，就其個別任命之幹部，有該當前條規定不得擔任幹部之

情形時，應將之解任。 
文部科學大臣或校長，就其個別任命之幹部，有該當以下各款情形之一，或認

有其他不適合擔任幹部之情形時，得將之解任： 
一、身心障礙以致無法遂行職務者。 
二、違反職務上之義務者。 
除前條規定外，文部科學大臣或校長，就其個別任命之幹部（監事除外），因

執行職務不當，以致該當國立大學法人之業務業績惡化者，如認使該幹部繼續

執行該當職務並不恰當時，得將之解任。 
文部科學大臣或校長，依前二項規定為解任時，應依該當國立大學法人之校長

選考會議之申請為之。 
校長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解任理事時，應即呈報文部科學大臣，並加以公

開。 

第十八條（幹部及職員之秘密保持義務） 
國立大學法人之幹部及職員，不得洩漏職務上知悉之秘密。離職後亦同。 

第十九條（幹部及職員之地位） 
國立大學法人之幹部及職員，於刑法（明治四十年〔一九○七年〕法律第四十

五號）或其他罰則之適用，視為依法令從事公務之職員。 

第二款 經營協議會等（第二十條、第二十一條） 

第二十條（經營協議會） 
國立大學法人置經營協議會，作為審議有關國立大學法人經營重要事項之機

關。 
經營協議會由以下之委員組織而成： 
一、校長。 
二、校長指定之理事及職員。 
三、自該當國立大學法人之幹部或職員以外，而對大學具有廣泛及高度智識見

解者中，由校長於聽取教育研究評議會之意見後，依次條第一項規定，加

以任命者。 
前項第三款之委員人數，應為經營協議會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 
經營協議會應審議以下所揭之事項： 
一、關於中期目標意見之事項中，有關國立大學法人之經營者。 
二、關於中期計畫及年度計畫之事項中，有關國立大學法人之經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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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於學則（限於國立大學法人經營之部分）、會計規程、幹部之報酬及退

職津貼支給基準、職員之給與及退職津貼之支給基準或其他有關經營之重

要規則之制定或改廢事項。 
四、關於預算之作成與執行，以及有關決算之事項。 
五、關於組織及營運狀況，其自身所進行之有關檢查及評價事項。 
六、其他關於國立大學法人經營之重要事項。 
經營協議會置議長，由校長充任。 
議長主持經營協議會。 

第二十一條（教育研究評議會） 
國立大學法人應置教育研究評議會，作為審議有關國立大學教育研究重要事項

之機關。 
教育研究評議會由以下之評議員組織而成： 
一、校長。 
二、校長指定之理事。 
三、學部、研究科、大學附設之研究所或其他教育研究上重要組織之首長中，

由教育研究評議會決定者。  
四、其他依教育研究評議會決定，而由校長指定之職員。 
教育研究評議會審議以下所揭之事項： 
一、關於中期目標意見之事項（不包括前條第四項第一款所揭事項）。 
二、關於中期計畫及年度計畫之事項（不包括前條第四項第二款所揭事項）。 
三、關於學則（不包括國立大學法人經營之部分）或其他有關教育研究之重要

規制之制定或改廢之相關事項。 
四、關於教育人事事項。 
五、關於教育課程擬訂之方針事項。 
六、關於支援學生順利從事修業所需之助言、指導或其他援助事項。 
七、關於學生之入學、畢業或課程修了或其他關於學生學籍之方針及學位授與

之方針事項。 
八、關於教育研究狀況，其本身所進行之有關檢查及評價事項。 
九、其他關於國立大學教育研究之重要事項。 
教育研究評議會置議長，由校長充任。 
議長主持教育研究評議會。 

第三款 業務等（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 

第二十二條（業務之範圍等）  
國立大學法人從事以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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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設置國立大學，並經營之。 
二、對學生進行修業、前途選擇及身心健康等相關之協談或其他援助。  
三、接受該當國立大學法人以外者之委託，或與其共同進行研究，或與其他該

當國立大學法人以外者，攜手進行教育研究活動。 
四、開設公開講座或其他課程，提供學生以外者學習之機會。 
五、普及該當國立大學之研究成果，並促進其利用。 
六、有關促進該當國立大學技術研究成果之活用事業，應對依政令規定實施者

加以出資。 
七、執行第一款至前款業務之附隨業務。 
國立大學法人於執行前項第六款之業務時，應得文部科學大臣之認可。 
文部科學大臣於為前項認可時，應先聽取評價委員會之意見。 
國立大學及依次條規定設立之國立大學附屬學校，有關其學費及其他費用之相

關事項，依文部科學省令定之。 

第二十三條（大學附屬學校） 
國立大學得依文部科學省令之規定，設置附屬小學、國中、高中、中等師範學

校、愛盲學校、聾啞學校、養護學校、幼稚園或專科學校。  

第二節 大學共同利用機關法人  

第一款 幹部及職員（第二十四條至第二十六條）  

第二十四條（幹部）  
各大學共同利用機關法人，應置機構長（為其機關首長）及監事二人，以之為

幹部。 
各大學共同利用機關法人，應各置附表二第四欄所定員額數以內之理事。  

第二十五條（幹部之職務及權限）  
機構長代表大學共同利用機關法人，綜理其業務。 
機構長於決定下列事項時，應先經機構長及理事所組成之會議（第五款所稱之

「幹部會」）之決議：  
一、關於中期目標之意見及年度計畫之事項。  
二、依本法應得文部科學大臣之認可或承認之事項。 
三、關於預算之作成與執行，以及有關決算之事項。  
四、關於該當大學共同利用機關或其他重要組織之設置及廢止之事項。 
五、其他幹部會決定之重要事項。  
理事依機構長之決定，輔佐機構長，掌理大學共同利用機關法人之業務，理事

於機構長發生事故時，代理其職務，於機構長缺位時，代行其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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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監察大學共同利用機關法人之業務。  
監事，基於其監察之結果，於認有必要時，得對機構長或文部科學大臣提出意

見。  

第二十六條（有關國立大學法人之幹部及職員規定之準用）  
第十二條至第十九條之規定，於大學共同利用機關法人之幹部及職員，準用

之。於此情形，該等規定中之「校長」改為「機構長」、「國立大學法人」改

為「大學共同利用機關法人」、「校長選考會議」改為「機構長選考會議」，

第十二條第二項第一款中「第二十條第二項第三款」改為「第二十七條第二項

第三款」、同項第二款中「第二十一條第二項第三款或第四款」改為「第二十

八條第二項第三款至第五款」、同條第七項中「大學」改為「大學共同利用機

關」。 

第二款 經營協議會等（第二十七條、第二十八條） 

第二十七條（經營協議會）  
大學共同利用機關法人應置經營協議會，作為審議有關大學共同利用機關法人

經營重要事項之機關。  
經營協議會由以下之委員組織而成： 
一、機構長。 
二、機構長指定之理事及職員。 
三、自該當大學共同利用機關法人之幹部或職員以外，而對大學共同利用機關

法人具有廣泛及高度智識見解者中，由機構長於聽取教育研究評議會之意

見後，依次條第一項規定，加以任命者。 
前項第三款之委員人數，應為經營協議會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 
經營協議會應審議以下所揭之事項：  
一、關於中期目標意見之事項中，有關大學共同利用機關法人之經營者。 
二、關於中期計畫及年度計畫之事項中，有關大學共同利用機關法人之經營

者。 
三、關於會計規程、幹部之報酬及退職津貼支給基準、職員之給與及退職津貼

之支給基準或其他有關經營之重要規則之制定或改廢事項。 
四、關於預算之作成與執行，以及有關決算之事項。 
五、關於組織及營運狀況，其本身所進行之有關檢查及評價事項。 
六、其他關於大學共同利用機關法人經營之重要事項。 
經營協議會置議長，由機構長充任。 
議長主持經營協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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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條（教育研究評議會）  
大學共同利用機關法人應置教育研究評議會，作為審議有關大學共同利用機關

教育研究重要事項之機關。 
教育研究評議會由以下之評議員組織而成： 
一、機構長。 
二、機構長指定之理事。 
三、大學共同利用機關之首長。  
四、其他依教育研究評議會決定，而由機構長指定之職員。 
五、由該當大學共同利用機關法人之幹部及職員以外者，而與該當大學共同利

用機關進行之研究，從事同一研究者中，由機構長依教育研究評議會之決

定任命之。  
教育研究評議會，審議以下所揭之事項： 
一、關於中期目標意見之事項（不包括前條第四項第一款所揭事項）。 
二、關於中期計畫及年度計畫之事項（不包括前條第四項第二款所揭事項）。 
三、關於教育研究之重要規則之制定或改廢之相關事項。 
四、職員中專門從事研究或教育人員之人事相關事項。 
五、關於共同研究計畫之募集及選定之方針，以及關於共同研究之實施方針事

項。 
六、關於研究所教育及其他大學教育之協助事項。 
七、關於教育研究狀況，其本身所進行之有關檢查及評價事項。 
八、其他關於大學共同利用機關教育研究之重要事項。  
教育研究評議會置議長，由機構長充任。 
議長主持教育研究評議會。 

第三款 業務等（第二十九條） 

第二十九條（業務之範圍等）  
大學共同利用機關法人，執行以下業務： 
一、設置大學共同利用機關，並經營之。  
二、將大學共同利用機關之設施及設備等提供給大學教員以外，而與該當大學

共同利用機關進行之研究，從事同一研究者使用。 
三、接受大學之請求，協助從事研究所教育及其他該大學之教育。  
四、普及該當大學共同利用機關之研究成果（包括第二款規定有關利用大學共

同利用機關之設施及設備所為之研究成果，次款亦同），並促進其利用。  
五、促進該當大學共同利用機關技術相關研究成果之活用事業，並對依政令規

定實施者，予以出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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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執行第一款至前款業務之附隨業務。  
大學共同利用機關法人，於執行前項第五款所揭業務時，應得文部科學大臣之

認可。  
文部科學大臣於申請前項認可時，應先聽取評價委員會之意見。  

第三章 中期目標等（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 

第三十條（中期目標）  
文部科學大臣應訂定中期目標，確立國立大學法人等於六年期間內應達成之有

關業務營運之目標，除提示該當國立大學法人等外，亦應公開之。變更時，亦

同。  
中期目標，應揭示下列所揭事項： 
一、有關提升教育研究品質之相關事項。 
二、有關改善業務營運及提升其效率之事項。  
三、有關改善財務內容之事項。 
四、有關教育、研究、組織及營運狀況事項，其本身所進行之有關檢查及評

價，以及有關該當狀況之資訊提供事項。 
五、有關其他業務運作之重要事項。 
文部科學大臣，於訂定或變更中期目標時，應先聽取國立大學法人等之意見，

除尊重該當意見外，並應同時聽取評價委員會之意見。 

第三十一條（中期計畫） 
國立大學法人等，於依前條第一項規定，受中期目標之提示時，應基於中期目

標，依文部科學省令之規定，作成為達成該當中期目標之計畫（「以下簡稱中

期計畫」），並受文部科學大臣之認可。欲變更該計畫時，亦同。 
中期計畫，應揭示下列所揭事項： 
一、為達成提升教育研究品質之目標，所應採取之相關措施。 
二、為達成改善業務營運及提升業務營運效率之目標，所應採取之相關措施。 
三、預算（包括人事費之預估）、收支計畫及資金計畫。 
四、短期借入金之限額。 
五、欲轉讓重要財產或提供擔保時，該轉讓及擔保之計畫。 
六、剩餘金之使用途徑。 
七、其他有關文部科學省令所定業務營運之相關事項。 
文部科學大臣欲為第一項之認可時，應事先聽取評價委員會之意見。 
文部科學大臣於認已依第一項認可之中期計畫，關於前條第二項各款所揭事

項，無法適切及確實之實施時，得命其變更其中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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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大學法人等，於受第一項之認可時，應即公開其中期計畫。 

第四章 財務及會計（第三十二條至第三十四條） 

第三十二條（積金之處分） 
國立大學法人，於準用通則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就中期目標期

間之最後事業年度進行整理後，如有同條第一項規定之積金者，得將與該數額

相當之金額中，文部科學大臣承認之金額部分，依該當中期目標期間之次一中

期目標期間而受前條第一項認可之中期計畫（依同項後段規定受變更之認可

時，則為其變更後之計畫）規定，充作該當次中期目標期間之第二十二條第一

項或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業務之財源。 
文部科學大臣欲依前項規定為認可時，應先聽取評價委員會之意見。 
國立大學法人等，於第一項規定積金數額相當之金額中，扣除依同項規定受認

可之金額後如有殘餘，應將該殘餘繳庫。 
除前三項規定外，支付金之支付程序及其他有關積金處分之必要事項，以政令

規定。  

第三十三條（長期借入金及債券） 
國立大學法人等，為依政令取得土地、設置或整備設施，或充作設備設置所必

要之費用，於經文部科學大臣認可後，得借入長期借入金或發行冠有該當國立

大學法人等名稱之債券（以下簡稱「債券」）。 
國立大學法人等，為充作償還政令所定之長期借入金或債券，於經文部科學大

臣之認可後，得借入長期借入金或發行債券，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但其償還

期間限於政令所定之期間。 
文部科學大臣，欲為前二項規定之認可時，應先聽取評價委員會之意見。 
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債券之債權人，就發行該當債券之國立大學法人等之財

產，有先於其他債權人就自己之債權受償之權利。 
前項優先受償權之順位，僅次於民法（明治二十九年〔一八九六年〕法律第八

十九號）規定之一般優先債權之後。 
國立大學法人等，於受文部科學大臣之認可後，得將有關債券發行事務之全部

或一部，委託銀行或信託公司為之。 
商法（明治三十二年〔一八九九〕法律第四十八號）第三百零九條至第三百十

一條之規定，關於依前項規定受委託之銀行或信託公司，準用之。 
除前項規定外，關於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長期借入金或債券之必要事項，依政

令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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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條（償還計畫） 
依前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借入長期借入金或發行債券之國立大學法人等，

每一事業年度應訂定長期借入金及債券之償還計畫，並經文部科學大臣之認

可。 
文部科學大臣欲為前項規定之認可時，應先聽取評價委員會之意見。 

第五章 雜則（第三十五條至第三十七條） 

第三十五條（獨立行政法人通則法規定之準用） 
獨立行政法人通則法第三條、第七條第二項、第八條第一項、第九條、第十一

條、自第十四條至第十七條、自第二十四條至第二十六條、第二十八條、自第

三十一條至第五十條、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三條、第六十一條及自第六十三條

至第六十六條之規定，於國立大學法人等準用之。此種情形，此類規定中「主

管大臣」改為「文部科學大臣」、「主管省令」改為「文部科學省令」、「評

價委員會」及「該當評價委員會」改為「國立大學法人評價委員會」，除此之

外，次表第一欄為獨立行政人通則法中準用之條款，第二欄為條款中準用之字

句，第三欄則為改讀之字句。 
  
獨立行政法人通則法中

準用之條款 
準用之字句 改讀之字句 

第三條第三項 個別法。 國立大學法人法。 

第十四條第一項 長（以下簡稱「法人首長」）。 校長（大學共同利用機

關法人之情形，則為機

構長，以下同）。 

法人首長。 校長。 第十四條第二項 

本法。 國立大學法人法。 

第二十條第一項。 國立大學法人法第十二

條第七項（大學共同利

用機關法人之情形，則

為同法第二十六條準用

之同項）。 

第十四條第三項 

法人首長。 校長。 

第十五條第二項、第十

六條及自第二十四條至

第二十六條 

法人首長。 校長。 

第二十八條第二項 主管省令（指主管該當獨立行政法

人之內閣府令或省令，以下同）。

文部科學省令。 

第三十一條第一項 前條第一項。 國立大學法人法第三十

一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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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行政法人通則法中

準用之條款 
準用之字句 改讀之字句 

 中期計畫。 同 項 規 定 之 中 期 計 畫

（ 以 下 稱 「 中 期 計

畫」。） 

第三十一條第二項 受前條第一項之認可後。 受國立大學法人法第三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之 認 可

後。 

第三十三條 中期目標之期間。 國立大學法人法第三十

條第一項規定之中期目

標 （ 以 下 稱 「 中 期 目

標」）之期間。 

第三十四條第二項 考慮。 除考慮外，並要求獨立

行政法人大學評價‧學

位授與機構，依獨立行

政法人大學評價‧學位

授與機構法（平成十五

年〔二○○三年〕法律

第一百十四號）第十六

條第二項規定中，就國

立大學及大學共同利用

機關，實施教育研究狀

況之評價且尊重該評價

之結果。 

第三十八條第二項 監事之意見（依次條規定須受會計

監察人監察之獨立行政法人，則為

監事及會計監察人之意見，以下亦

同）。 

監事及會計監察人之意

見。 

第三十八條第四項 及監事。 監事及會計監察人。 

第三十九條 獨立行政法人（獨立行政法人之資

本額或其他經營規模，未達政令規

定之基準者，除外）。 

國立大學法人等。 

第四條（第二項第二款除外）。 第四條。 第四十一條 

獨立行政法人通則法第三十九條。 國立大學法人法第三十

五條準用之獨立行政法人

通則法第三十九條。 

第四十四條第三項 第三十條第一項。 國立大學法人法第三十

一條第一項。 

第四十四條第五項 由個別法定之。 依國立大學法人法第三

十二條規定。 

第四十五條第一項 第三十條第二項第四款。 國立大學法人法第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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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行政法人通則法中

準用之條款 
準用之字句 改讀之字句 

一條第二項第四款。 

第四十五條第五項 個別法有特別之規定。 依國立大學法人法第三

十三條第一項或第二項

規定。 

第四十八條第一項 第三十條第二項第五款。 國立大學法人法第三十

一條第二項第五款。 

第五十條 本法及此。 本法、國立大學法人法

及此。 

第五十二條第三項 業績及中期計畫第三十條第二項第

三款人事費之估價。 

業績。 

第六十五條第一項 個別法。 國立大學法人法。 

第三十六條（與財務大臣之協議）  
文部科學大臣於下列情形，應與財務大臣協議： 
一、依第七條第四項規定訂定基準，或依同條第八項規定訂定金額時。  
二、依第二十二條第二項、第二十九條第二項、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三十三

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六項、第三十四條第一項，或準用通則法第四十五

條第一項但書或第二項但書，或準用通則法第四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欲為

認可時。  
三、依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或變更中期目標時。  
四、依第三十二條第一項，或準用通則法第四十四條第三項規定，欲為承認

時。  
五、依準用通則法第四十七條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欲為指定者。  

第三十七條（其他法令之準用）  
有關教育基本法（昭和二十二年〔一九四七年〕法律第二十五號）或其他政令

所定之法令，依政令規定，將國立大學法人等視為國家，準用此類法令。  
有關博物館法（昭和二十六年〔一九五一年〕法律第二百八十五號）或其他政

令所定之法令，依政令規定，將國立大學法人等視為獨立行政法人通則法第二

條第一項規定之獨立行政法人，準用此類法令。  

第六章 罰則（第三十八條至第四十一條） 

第三十八條 
違反第十八條（包括第二十六條準用之情形）規定，洩漏秘密者，處一年以下

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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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條 
準用通則法第六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未為報告或為虛偽之報告，或拒絕、阻

撓、或規避同項規定之檢查者，為該違法行為之國立大學法人幹部、職員，或

大學共同利用機關法人幹部或職員，處二十萬元以下之罰金。  

第四十條   
該當下列各款情形者，為該違法行為之國立大學法人幹部、職員，或大學共同

利用機關法人幹部或職員，處二十萬元以下之罰鍰：  
一、依本法或準用通則法規定，應受文部科學學大臣認可或承認之情形，而未

受該認可或承認者。  
二、依本法或準用通則法規定，應向文部科學大臣呈報之情形，而未呈報或為

虛偽之呈報者。 
三、依本法或準用通則法規定，應公開之情形，而未公開或為虛偽之公開者。  
四、為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業務以外之業務者。  
五、為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業務以外之業務者。  
六、違反第三十一條第四項規定之文部科學大臣之命令者。  
七、違反準用通則法第九條第一項規定之政令，而怠於登記者。  
八、未依準用通則法第三十三條規定提出事業報告書，或事業報告書應記載之

事項未予記載，或提出虛偽記載之事業報告書。  
九、違反準用通則法第三十八條第四項規定，未備置財務報表、事業報告書、

決算報告書、記載監事及會計監察人意見之書面，或未提供閱覽者。  
十、違反準用通則法第四十七條規定，運用業務上之剩餘金者。  
十一、未依準用通則法第六十五條第二項規定為報告，或為虛偽之報告者。  

第四十一條 
違反第八條規定者，處十萬元以下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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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則  

第一條（施行日期） 
本法自平成十五年〔二○○三年〕十月一日起施行。  

第二條（有關校長指定等之特例） 
文部科學大臣於本法施行之日，應指定本法施行之際，原擔任附則附表一第一

欄所揭大學之校長者，分別擔任同表第二欄所揭國立大學法人之校長。但該當

指定後，如被指定以外之人，擔任該當大學之校長時，則應提名該校長為國立

大學法人之校長，以取代原被指定者。  
有關前項國立大學法人校長之指定，準用通則法第十四條第三項之規定，不適

用之。  
文部科學大臣於附則附表第一欄，所揭大學校長任期末日為平成十六年（二○

○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時，不受準用通則法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之限制，於該

當大學所設選考會議（指校長、副校長及學部、研究科、大學附設研究所或其

他教育研究上之重要組織首長（包括舊設置法〔指依伴隨國立大學法人法等相

關法律整備法（平成十五年，即二○○三年，法律第一百十七號，以下簡稱

「整備法」第二條規定，廢止前之國立學校設置法（昭和二十四年，即一九四

九年，法律第一百五十號），以下同〕第七條之三第一項規定之評議會評議

員，或其他與之相當者）或舊設置法第七條之二第一項規定之營運諮詢會議委

員中，該當大學指定者所構成之會議），自第十二條第七項規定之人中選出

時，應基於該當大學校長之申請，於國立大學法人成立之日，將之任命為同表

第二欄所揭之國立大學法人校長。  
依第一項規定被指定，並依準用通則法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被任命為國立大

學法人等成立時之校長者，其校長任期不受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與附

則附表第一欄所揭大學校長任期之所剩任期相同。  

第三條（國立大學法人等之成立）  
附表一規定之國立大學法人及附表二規定之大學共同利用機關法人，不受準用

通則法第十七條規定之限制，於整備法第二條規定之施行時成立。  
依前項規定成立之國立大學法人等，不受準用通則法第十六條規定之限制，應

於國立大學法人等之成立後，迅依政令規定，為設立之登記。  

第四條（職員之承繼等） 
國立大學法人等成立之際，現為附則附表一第一欄所揭機關之職員者（依獨立

行政法人日本學生支援機構法〔平成十五年，即二○○三年，法律第九十四

號〕附則第二條，或獨立行政法人海洋研究開發機構法〔平成十五年，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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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法律第九十五號〕附則第二條規定，成為獨立行政法人日本學生支援

機構或獨立行政法人海洋研究開發機構職員者，不包括在內），如無其他不得

發布辭職令之情事，於國立大學法人等成立之日，分別成為同表第二欄所揭國

立大學法人等之職員。  

第五條   
依前條規定成為各國立大學法人等之職員者，關於國家公務員法（昭和二十二

年，即一九四七年，法律第一百二十號）第八十二條第二項規定之適用，為使

各國立大學法人等職員，轉成同項規定之特別職國家公務員等，以及為回應任

命權者之要求，將前條規定喪失國家公務員身分者，轉成同項規定之特別職國

家公務員等，均視為已退職。 

第六條 
依附則第四條規定，附則附表一第一欄所揭機關（以下稱「舊機關」）之職

員，轉成同表第二欄所揭國立大學法人等之職員時，對該等人員，不支給基於 
國家公務員退職津貼法（昭和二十八年，即一九五三年，法律第一百八十二

號）之退職津貼。  
各國立大學法人等欲使適用前項規定之該當國立大學法人等職員退職時，如欲

支給退職津貼，該等人員以國家公務員退職津貼法第二條第一項規定之職員

（包含依同條第二項規定，視為職員者）身分繼續任職之期間，應視之為該當

國立大學法人等職員之任職期間。  
國立大學法人等成立日之前一日，任職於舊機關之職員，依附則第四條規定，

繼續轉成國立大學法人等之職員，且繼續以國立大學法人等職員任職後，繼續

轉成國家公務員退職津貼法第二條第一項規定之職員者，依同法支給該等人員

退職津貼時，其算定基礎之在職期間之計算，該等人員以國立大學法人等職員

身分之任職期間，應視為以同項規定之職員身分繼續任職之期間。但該等人員

自國立大學法人等退職時，於其受領退職津貼（包含相當於此之給付）之期

間，不在此限。 
各國立大學法人等於國立大學法人等成立日之前一日，關於任職於舊機關之職

員，依附則第四條規定，繼續轉成附則附表一第二欄所揭國立大學法人等職員

者中，自國立大學法人等成立日起，至取得雇用保險法（昭和四十九年，即一

九七四年，法律第一百十六號）規定之失業等給付受領資格之期間，自該當國

立大學法人等退職，至其退職日止以舊機關職員身分在職，並依國家公務員退

職津貼法第十條規定受領退職津貼之支給者，應支給依同條規定之例，算定相

當於退職津貼金額之退職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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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依附則第四條規定，成為國立大學法人等之職員，並於國立大學法人等成立日

之前一日，依兒童津貼法（昭和四十六年，即一九七一年，法律第七十三號）

第七條第一項（包含同法附則第六條第二項、第七條第四項或第八條第四項準

用之情形，以下於本條，亦同）規定，受文部科學大臣或其委任者之認定者，

於國立大學法人等成立之日，該當兒童津貼或同法附則第六條第一項、第七條

第一項或第八條第一項給付（以下於本條簡稱「特例給付等」）之支給要件

時，對該等人員有關兒童津貼或特例給付等之支給事項，視為已於國立大學法

人等成立之日，受有同法第七條第一項有關市町村長（包含特別區區長）之認

定。此種情形，於視為已受有認定之兒童津貼或特例給付等之支給，不受同法

第八條第二項（包括同法附則第六條第二項、第七條第四項或第八條第四項準

用之情形）之限制，自國立大學法人等成立之日之前一日所屬月份之次一月份

開始。  

第八條（轉成各國立大學法人等職員之職員團體之經過措置） 
國立大學法人等成立之際，現存之國家公務員法第一百零八條之二第一項規定

之職員團體中，其構成員過半數依附則第四條規定，繼續轉成各國立大學法人

等之職員者，該團體將成為適用國立大學法人等成立之際，勞動組合法（昭和

二十四年，即一九四九年，法律第一百七十四號）規定之勞動組合。此種情

形，如該當職員團體為法人時，則成具法人資格之勞動組合。 
依前項規定成為具法人資格之勞動組合，自國立大學法人等成立之日起算，於

六十日之期間內，如未受領勞動委員會認為符合勞動組合法第二條及第五條第

二項規定意旨之證明，並於主事務所所在地為登記者，應即於六十日經過時解

散。  
依第一項規定成為勞動組合者，自國立大學法人等成立之日起算，於六十日之

期間內，不適用勞動組合法第二條但書（限於有關第一款部分）規定。  

第九條（權利義務之承繼等） 
國立大學法人等成立之際，國家現有之權利義務（依整備法第二條規定，廢止

前之國立學校特別會計法〔昭和三十九年，即一九六四年，法律第五十五號，

以下於本項及次條，簡稱「舊特別會計法」〕附則第二十一項規定，基於舊特

別會計法規定，包含自國立學校特別會計〔附則第十一條第一項稱「舊特別會

計」〕中，撥充產業投資特別會計社會資本整備鑑定之撥充金義務）中、各國

立大學法人等依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或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執行之業務，依政

令規定，除政令規定者外，由該當國立大學法人等承繼。 
依前項規定，各國立大學法人等承繼國家所擁有之權利及義務時，自該當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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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法人等承繼之權利、有關財產部分而以政令所定價額之合計額中，扣除承

繼之義務，有關負債部分而以政令所定價額（國立大學法人之情形，依附則第

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該當價額應再加上該當國立大學法人對獨立行政法人國立

大學財務經營中心〔以下簡稱「中心」〕負擔之債務額），相當於其間差價之

金額，依政令規定，視作由政府對該當國立大學法人等之出資。  
前項規定之財產中，關於土地部分，應附加下列意旨之條件而為出資，即國立

大學法人等轉讓該當土地之全部或一部時，於該當轉讓所生收入之範圍內，應

將相當於依文部科學大臣所定基準算定金額之金額，支付與中心。  
文部科學大臣依前項規定訂定基準時，應與財務大臣協議之。  
第二項之財產價額，以國立大學法人等成立日現存之時價為基準，而由評價委

員評價之價額。  
有關前項評價委員及其他評價之必要事項，以政令定之。 

第十條 
國立大學法人等成立之際，基於舊特別會計法第十七條之規定，由文部科學大

臣交付舊機關首長，委任其綜理之金額有剩餘者，應將相當於該剩餘之金額，

於國立大學法人等成立之日，捐助各國立大學法人等，以作獎學目的之用。此

種情形，有關處理該當捐助金之必要事項，以文部科學省令定之。  

第十一條 
整備法第二條規定施行前，有關日本電信電話股份有限公司出賣股份收入活用

之社會資本整備促進特別措置法（昭和六十二年，即一九八七年，法律第八十

六號。附則第十四條第一項簡稱「社會資本整備特別措置法」），依其第七條

第六項規定，自產業投資特別會計社會資本整備鑑定，撥充舊特別會計之金額

（限於依附則第九條第一項規定，由各國立大學法人等承繼者），依附則第十

四條第一項規定，視為由國家以無息貸予該當國立大學法人等，並適用同條第

四項及第五項規定。  
除前項規定外，同項規定借貸款項之償還期間、償還方法、償還期間之縮短，

或其他有關償還之必要事項，以政令定之。  

第十二條（中心之債務負擔等） 
文部科學大臣所定國立大學法人，應依獨立行政法人國立大學財務‧經營中心

法（平成十五年，即二○○三年，法律第一百十五號）附則第八條第一項第二

款規定，負擔中心承繼之借貸債務中，該當於國立大學法人設施及設備之整備

所需，相當於文部科學大臣所定債務金額者。  
文部科學大臣依前項訂定債務額時，應與財務大臣協議。  
依第一項規定負擔債務之國立大學法人，應依文部科學大臣規定，保證中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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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繼之借入金債務。  
依第一項規定負擔之債務，有關其償還、利息之支付，或其他同項規定之債務

負擔，及依前項規定所為之債務保證等必要事項，以政令定之。  
有關前項債務之償還及利息之支付，不得以第三十三條第二項規定之長期借入

金或債券發行之收入充之。  

第十三條（國有財產之無償使用） 
國家得於國立大學法人等成立之際，將現為各舊機關使用之國有財產中，以政

令規定者為限，依政令之規定，為供各國立大學法人等使用，使該當國立大學

法人等無償使用之。  
國家得於國立大學法人等成立之際，將現供各舊機關職員居住使用之國有財產

中，以政令規定者為限，依政令之規定，為供各國立大學法人等使用，使該當

國立大學法人等無償使用之。  

第十四條（國家提供之無息貸款等） 
國家對國立大學法人等，關於其施設之整備中，該當於社會資本整備特別措置

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者，就其充作該所需費用之資金全部或一部，於預算範

圍內，得暫無息貸與之。於此種情形，有關第三十五條規定之適用，同條附表 
第四十五條第五項之項中「第三十三條第一項或第二項」之文字，改為「第三

十三條第一項或第二項或附則第十四條第一項」。  
前項國家貸與金之償還期間，為五年（包含二年以內之據置期間）以內以政令

所定之期間。  
除前項規定外，第一項規定之貸與金償還方法、償還期限之縮短，或其他有關

償還之必要事項，以政令定之。  
國家依第一項規定，對國立大學法人等貸與款項時，關於該貸與對象之設施整

備，應補助相當於該當貸與金額之金額，關於該當補助，應於該當貸與金償還

時，交付相當於該當貸與金之償還金之金額。 
國立大學法人等依第一項規定接受貸與款項時，關於其無息貸與金，如依第二

項及第三項規定，縮短償還期限而為償還者（不包括政令所定之情形），有關

前項規定之適用，該當償還視為應於該當償還期限到來時為之。 

第十五條（有關舊設置法規定之大學等之經過措置） 
附則附表一第一欄所揭大學，於國立大學法人成立時，同附表第二欄所揭國立

大學法人，各依第四條第二項規定，設置附表一第二欄所揭之國立大學。  
舊設置法第九條規定之國立久里濱養護學校，於國立大學法人筑波大學成立

時，轉成國立大學法人筑波大學依第四條第二項規定設置之筑波大學附屬養護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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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 
國立大學法人成立之際，如有附則附表二第一欄所揭國立短期大學在學學生，

同表第二欄所揭國立大學法人，為使該當學生修習必要之教育課程學分，俾得

自該當國立短期大學畢業，應設置同表第三欄所揭之短期大學（以下簡稱「新

國立短期大學」）。 
新國立短期大學於前項規定之學生，不再在學於該當新國立短期大學之日止，

廢止之。  
依第一項規定設置之新國立短期大學之國立大學法人，有關第二十二條第一項

第一款規定之適用，同款中「國立大學」之文字，改為「國立大學（包含附則

附表二第二欄所揭新國立短期大學。以下於本條，亦同）」。  
附則附表二第一欄所揭之國立短期大學，於國立大學法人成立時，分別成為同

表第二欄所揭之新國立短期大學。  

第十七條 
國立大學法人成立之際，依國立學校設置法一部改正法律（平成十四年，即二

○○二年，法律第二十三號）附則第二項規定，於平成十四年九月三十日就學

該當大學者，不再在學之日為止之期間，仍存續之圖書館情報大學、山梨大學

及山梨醫科大學，及依國立學校設置法一部改正法律（平成十五年，即二○○

三年，法律第二十九號）附則第二項規定，於平成十五年九月三十日就學於該

當大學者，不再在學之日為止之期間，仍存續之東京商船大學、東京水產大

學、福井大學、福井醫科大學、神戶商船大學、島根大學、島根醫科大學、香

川大學、香川醫科大學、高知大學、高知醫科大學、九州藝術工科大學、佐賀

大學、佐賀醫科大學、大分大學、大分醫科大學、宮崎大學及宮崎醫科大學，

為使其在學者，修習必要之教育課程學分，俾得自該當大學畢業，或修畢該當

大學研究所課程，附則附表三第一欄所揭者，應分別於同表第二欄所揭之國立

大學內開設教育課程，為此，該當國立大學並應從事必要之教育事項。此種情

形，有關教育課程之修習及其他有關該當學生教育之必要事項，由該當國立大

學定之。 

第十八條（有關不動產之登記） 
各國立大學法人等依附則第九條第一項規定，繼受有關不動產之權利時，關於

其權利所應為之登記程序，得依政令為特例之規定。  

第十九條（法務大臣就國家利害關係訴訟所擁有之權限等相關法律之經過措置） 
國立大學法人等成立之際，有關國立大學法人等依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或第二十

九條第一項規定從事之業務中，現正繫屬中之訴訟事件或非訟事件，而由各國

立大學法人等繼受者，依政令之規定，將該當國立大學法人等視為「法務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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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國家利害關係訴訟所擁有之權限等相關法律」（昭和二十二年，即一九四七

年，法律第一百九十四號）規定之國家或行政官廳，適用同法之規定。  

第二十條（最初之教育研究評議會之評議員） 
國立大學法人等成立後，依第二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二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成立之

最初之教育研究評議會，依下列各款所揭，由該當各款所定之評議員組織之：  
一、國立大學法人之教育研究評議會第二十一條第二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所揭

者。 
二、大學共同利用機關法人之教育研究評議會第二十八條第二項第一款至第三

款所揭者。 

第二十一條（有關名稱使用限制之經過措置）  
本法施行之際，現行於其名稱中使用國立大學法人或大學共同利用機關法人文

字者，第八條之規定，於本法施行後六個月之期間內，不適用之。  

第二十二條（政令之委任）   
除附則第二條及第四條至前條規定外，伴隨國立大學法人等之設立，所必要之

經過措置，或其他有關本法施行之必要經過措置，以政令定之。  

附則附表一 （附則第二條、附則第四條、附則第六條、 
附則第十五條關係） 

機 關 國立大學法人等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之北海道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北海道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之北海道教育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北海道教育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室蘭工業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室蘭工業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小樽商科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小樽商科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帶廣畜產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帶廣畜產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旭川醫科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旭川醫科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北見工業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北見工業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弘前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弘前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岩手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岩手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東北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東北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宮城教育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宮城教育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秋田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秋田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山形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山形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福島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福島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茨城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茨城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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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關 國立大學法人等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筑波大學及舊設置法

第九條規定之國立久里濱養護學校 

國立大學法人筑波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宇都宮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宇都宮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群馬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群馬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埼玉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埼玉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千葉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千葉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東京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東京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東京醫科齒科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東京醫科齒科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東京外國語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東京外國語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東京學藝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東京學藝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東京農工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東京農工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東京藝術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東京藝術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東京工業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東京工業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東京海洋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東京海洋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御茶の水女子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御茶の水女子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電氣通信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電氣通信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一橋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一橋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橫濱國立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橫濱國立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新潟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新潟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長岡技術科學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長岡技術科學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上越教育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上越教育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富山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富山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富山醫科藥科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富山醫科藥科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金澤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金澤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福井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福井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山梨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山梨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信州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信州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岐阜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岐阜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靜岡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靜岡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濱松醫科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濱松醫科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名古屋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名古屋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愛知教育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愛知教育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名古屋工業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名古屋工業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豐橋技術科學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豐橋技術科學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三重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三重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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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滋賀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滋賀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滋賀醫科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滋賀醫科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京都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京都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京都教育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京都教育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京都工藝纖維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京都工藝纖維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大阪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大阪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大阪外國語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大阪外國語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大阪教育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大阪教育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兵庫教育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兵庫教育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神戶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神戶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奈良教育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奈良教育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奈良女子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奈良女子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和歌山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和歌山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鳥取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鳥取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島根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島根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岡山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岡山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廣島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廣島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山口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山口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德島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德島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鳴門教育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鳴門教育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香川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香川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愛媛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愛媛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高知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高知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福岡教育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福岡教育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九州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九州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九州工業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九州工業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佐賀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佐賀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長崎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長崎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熊本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熊本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大分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大分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宮崎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宮崎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鹿兒島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鹿兒島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鹿屋體育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鹿屋體育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表所揭琉球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琉球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之三第一項規定之總合研究大學院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總合研究大學院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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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設置法第三條之三第一項規定之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之三第一項規定之北陸先端科學技術

大學院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北陸先端科學技術大

學院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之三第一項規定之奈良先端科學技術

大學院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奈良先端科學技術大

學院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之五第一項之表所揭之筑波技術短期

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筑波技術短期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之五第一項之表所揭之高岡短期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高岡短期大學 

舊設置法第九條之二第一項規定之大學共同利用機關

（以下稱「舊大學共同利用機關」）中，從事大學共

同利用機關法人人間文化研究機構之研究領域相關研

究之機關，而以政令規定者 

大學共同利用機關法人人間文化研

究機構 

舊設置法第九條之二第一項規定之大學共同利用機關

中，從事大學共同利用機關法人自然科學研究機構之

研究領域相關研究之機關，而以政令規定者 

大學共同利用機關法人自然科學研

究機構 

舊大學共同利用機關中，從事大學共同利用機關法人

高能源加速器研究機構之研究領域相關研究之機關，

而以政令規定者 

大學共同利用機關法人高能源加速

器研究機構 

舊大學共同利用機關中，從事大學共同利用機關法人

資訊‧系統研究機構之研究領域相關研究之機關，而

以政令規定者 

大學共同利用機關法人資訊‧系統

研究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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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短期大學 國立大學法人 新國立短期大學 

舊設置法第三條之五第二項之表所揭之北海道大學醫

療技術短期大學部 

國立大學法人北

海道大學 

北海道大學醫療

技術短期大學部 

依國立學校設置法一部改正法律（平成十二年〔二○

○○年〕法律第十號）附則第三項規定，存續之弘前

大學醫療技術短期大學部 

國立大學法人弘

前大學 

弘前大學醫療技

術短期大學部 

舊設置法第三條之五第二項之表所揭之東北大學醫療

技術短期大學部 

國立大學法人東

北大學 

東北大學醫療技

術短期大學部 

舊設置法第三條之五第二項之表所揭之秋田大學醫療

技術短期大學部 

國立大學法人秋

田大學 

秋田大學醫療技

術短期大學部 

舊設置法第三條之五第二項之表所揭之筑波大學醫療

技術短期大學部 

國立大學法人筑

波大學 

筑波大學醫療技

術短期大學部 

依國立學校設置法一部改正法律（平成十一年〔一九

九九年〕法律第二十一號）附則第三項規定存續之新

潟大學醫療技術短期大學部 

國立大學法人新

潟大學 

新潟大學醫療技

術短期大學部 

舊設置法第三條之五第二項之表所揭信州大學醫療技

術短期大學部 

國立大學法人信

州大學 

信州大學醫療技

術短期大學部 

依國立學校設置法一部改正法律（平成十二年〔二○

○○年〕法律第十號）附則第二項規定存續之岐阜大

學醫療技術短期大學部 

國立大學法人岐

阜大學 

岐阜大學醫療技

術短期大學部 

舊設置法第三條之五第二項之表所揭之京都大學醫療

技術短期大學部 

國立大學法人京

都大學 

京都大學醫療技

術短期大學部 

依國立學校設置法一部改正法律（平成十二年〔二○

○○年〕法律第十號）附則第二項規定存續之山口大

學醫療技術短期大學部 

國立大學法人山

口大學 

山口大學醫療技

術短期大學部 

舊設置法第三條之五第二項之表所揭之德島大學醫療

技術短期大學部 

國立大學法人德

島大學 

德島大學醫療技

術短期大學部 

舊設置法第三條之五第二項之表所揭之九州大學醫療

技術短期大學部 

國立大學法人九

州大學 

九州大學技術短

期大學部 

舊設置法第三條之五第二項之表所揭之長崎大學醫療

療技術短期大學部 

國立大學法人長

崎大學 

長崎大學醫療技

術短期大學部 

舊設置法第三條之五第二項之表所揭之熊本大學醫療

技術短期大學部 

國立大學法人熊

本大學 

熊本大學醫療技

術短期大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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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者 從事必要教育之國立大學 

圖書館情報大學在學者 筑波大學 

東京商船大學在學者 

東京水產大學在學者 

東京海洋大學 

山梨大學在學者 

山梨醫科大學在學者 

山梨大學 

福井大學在學者 

福井醫科大學在學者 

福井大學 

神戶商船大學在學者 神戶大學 

島根大學在學者 

島根醫科大學在學者 

島根大學 

香川大學在學者 

香川醫科大學在學者 

香川大學 

高知大學在學者 

高知醫科大學在學者 

高知大學 

九州藝術工科大學在學者 九州大學 

佐賀大學在學者 

佐賀醫科大學在學者 

佐賀大學 

大分大學在學者 

大分醫科大學在學者 

大分大學 

宮崎大學在學者 

宮崎醫科大學在學者 

宮崎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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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大學法人之名稱 國立大學之名稱 主事務所所在地 理事之員額數 

國立大學法人北海道大學 北海道大學 北海道 七 

國立大學法人北海道教育大學 北海道教育大學 北海道 四 

國立大學法人室蘭工業大學 室蘭工業大學 北海道 三 

國立大學法人小樽商科大學 小樽商科大學 北海道 二 

國立大學法人帶廣畜產大學 帶廣畜產大學 北海道 二 

國立大學法人旭川醫科大學 旭川醫科大學 北海道 四 

國立大學法人北見工業大學 北見工業大學 北海道 二 

國立大學法人弘前大學 弘前大學 青森縣 五 

國立大學法人岩手大學 岩手大學 岩手縣 四 

國立大學法人東北大學 東北大學 宮城縣 七 

國立大學法人宮城教育大學 宮城教育大學 宮城縣 三 

國立大學法人秋田大學 秋田大學 秋田縣 五 

國立大學法人山形大學 山形大學 山形縣 五 

國立大學法人福島大學 福島大學 福島縣 四 

國立大學法人茨城大學 茨城大學 茨城縣 四 

國立大學法人筑波大學 筑波大學 茨城縣 八 

國立大學法人宇都宮大學 宇都宮大學 木縣 四 

國立大學法人群馬大學 群馬大學 群馬縣 五 

國立大學法人埼玉大學 埼玉大學 埼玉縣 四 

國立大學法人千葉大學 千葉大學 千葉縣 六 

國立大學法人東京大學 東京大學 東京都 七 

國立大學法人東京醫科齒科大學 東京醫科齒科大學 東京都 五 

國立大學法人東京外國語大學 東京外國語大學 東京都 三 

國立大學法人東京學藝大學 東京學藝大學 東京都 四 

國立大學法人東京農工大學 東京農工大學 東京都 四 

國立大學法人東京藝術大學 東京藝術大學 東京都 四 

國立大學法人東京工業大學 東京工業大學 東京都 四 

國立大學法人東京海洋大學 東京海洋大學 東京都 四 

國立大學法人御茶の水女子大學 御茶の水女子大學 東京都 四 

國立大學法人電氣通信大學 電氣通信大學 東京都 四 

國立大學法人一橋大學 一橋大學 東京都 四 

國立大學法人橫濱國立大學 橫濱國立大學 神奈川縣 四 

國立大學法人新潟大學 新潟大學 新潟縣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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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大學法人長岡技術科學大學 長岡技術科學大學 新潟縣 三 

國立大學法人上越教育大學 上越教育大學 新潟縣 三 

國立大學法人富山大學 富山大學 富山縣 四 

國立大學法人富山醫科藥科大學 富山醫科藥科大學 富山縣 五 

國立大學法人金澤大學 金澤大學 石川縣 六 

國立大學法人福井大學 福井大學 福井縣 六 

國立大學法人山梨大學 山梨大學 山梨縣 六 

國立大學法人信州大學 信州大學 長野縣 六 

國立大學法人岐阜大學 岐阜大學 岐阜縣 五 

國立大學法人靜岡大學 靜岡大學 靜岡縣 四 

國立大學法人濱松醫科大學 濱松醫科大學 靜岡縣 四 

國立大學法人名古屋大學 名古屋大學 愛知縣 七 

國立大學法人愛知教育大學 愛知教育大學 愛知縣 四 

國立大學法人名古屋工業大學 名古屋工業大學 愛知縣 三 

國立大學法人豐橋技術科學大學 豐橋技術科學大學 愛知縣 三 

國立大學法人三重大學 三重大學 三重縣 五 

國立大學法人滋賀大學 滋賀大學 滋賀縣 四 

國立大學法人滋賀醫科大學 滋賀醫科大學 滋賀縣 四 

國立大學法人京都大學 京都大學 京都府 七 

國立大學法人京都教育大學 京都教育大學 京都府 三 

國立大學法人京都工藝纖維大學 京都工藝纖維大學 京都府 四 

國立大學法人大阪大學 大阪大學 大阪府 七 

國立大學法人大阪外國語大學 大阪外國語大學 大阪府 二 

國立大學法人大阪教育大學 大阪教育大學 大阪府 四 

國立大學法人兵庫教育大學 兵庫教育大學 兵庫縣 三 

國立大學法人神戶大學 神戶大學 兵庫縣 八 

國立大學法人奈良教育大學 奈良教育大學 奈良縣 二 

國立大學法人奈良女子大學 奈良女子大學 奈良縣 四 

國立大學法人和歌山大學 和歌山大學 和歌山縣 四 

國立大學法人鳥取大學 鳥取大學 鳥取縣 五 

國立大學法人島根大學 島根大學 島根縣 六 

國立大學法人岡山大學 岡山大學 岡山縣 七 

國立大學法人廣島大學 廣島大學 廣島縣 七 

國立大學法人山口大學 山口大學 山口縣 五 

國立大學法人德島大學 德島大學 德島縣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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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大學法人之名稱 國立大學之名稱 主事務所所在地 理事之員額數 

國立大學法人鳴門教育大學 鳴門教育大學 德島縣 三 

國立大學法人香川大學 香川大學 香川縣 六 

國立大學法人愛媛大學 愛媛大學 愛媛縣 五 

國立大學法人高知大學 高知大學 高知縣 六 

國立大學法人福岡教育大學 福岡教育大學 福岡縣 三 

國立大學法人九州大學 九州大學 福岡縣 八 

國立大學法人九州工業大學 九州工業大學 福岡縣 四 

國立大學法人佐賀大學 佐賀大學 佐賀縣 六 

國立大學法人長崎大學 長崎大學 長崎縣 六 

國立大學法人熊本大學 熊本大學 熊本縣 六 

國立大學法人大分大學 大分大學 大分縣 六 

國立大學法人宮崎大學 宮崎大學 宮崎縣 六 

國立大學法人鹿兒島大學 鹿兒島大學 鹿兒島縣 六 

國立大學法人鹿屋體育大學 鹿屋體育大學 鹿兒島縣 二 

國立大學法人琉球大學 琉球大學 沖繩縣 五 

國立大學法人總合研究大學院大學 總合研究大學院大學 神奈川縣 二 

國立大學法人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 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 神奈川縣 二 

國立大學法人北陸先端科學技術大

學院大學 

北陸先端科學技術

大學院大學 

石川縣 四 

國立大學法人奈良先端科學技術大

學院大學 

奈良先端科學技術

大學院大學 

奈良縣 四 

國立大學法人筑波技術短期大學 筑波技術短期大學 茨城縣 二 

國立大學法人高岡短期大學 高岡短期大學 富山縣 二 

備 註 
總合研究大學院大學、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北陸先端科學技術大學院大學及奈良先

端科學技術大學院大學，為學校教育法第六十八條規定之大學。 
總合研究大學院大學，將與大學共同利用機關、獨立行政法人宇宙航空研究開發機構

及獨立行政法人媒體教育開發中心，於緊密之提攜及協力之基礎下，從事教育研究。 
筑波技術短期大學及高岡短期大學，為學校教育法第六十九條之二第二項規定之短期

大學。 
本表各項第四欄所揭理事數量為二人而該當各項第一欄所揭國立大學法人置一人以上

之非常勤理事者，有關本表對該當國立大學法人之適用，各該當各項之第四欄中

「二」，應改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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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第二條、第五條、第二十四條、附則第三條關係） 

大學共同利用機關 
法人之名稱 

研究領域 
主事務所 
所在地 

理事之 
員額數 

大學共同利用機關法

人人間文化研究機構 

有關人類之文化活動及人類與社會、自然間關

係之研究 

東京都 四 

大學共同利用機關法

人自然科學研究機構 

有關天文學、物質科學、能源科學、生命科學

及其他自然科學之研究 

東京都 五 

大學共同利用機關法

人高能源加速器研究

機構 

有關利用高能源加速器就素粒子、原子核及物

質之構造與機能從事研究，企圖提升高能源加

速器性能之研究 

茨城縣 四 

大學共同利用機關法

人資訊‧系統研究機

構 

有關資訊科技之總合研究，以及利用該研究有

系統地闡明自然界及社會中各種現象之研究 

東京都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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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troduction to Japan’s    
Independent Administrative   

Corporation System: 
A Discussion about the System of Japan’s 

National University Corporation (2) 

Fee-Mei Chiu *  

Abstract 

Beginning in the 1990s, many developed countries initiated reform 
of governmental bodies that had grown excessively large and rigid in 
order to create a streamlined, efficient and transparent government that 
allows for the effective execution of important state functions. Our 
country also initiated this kind of reform beginning in 1996. The Execu-
tive Yuan passed the draft Law of Incorporating Administrative Agen-
cies to provide a model for transforming an organization. The so-called 
Administrative Legal Person is, in short, a corporation established un-
der public law that can perform a specific public task. The policy-
making member of such a corporation is to be appointed by the state, 
which will continue to provide it with the necessary financial support to 
ensure the fulfillment of a public task. The system of incorporating ad-
ministrative agencies is mainly designed to apply business entrep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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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rship to the public sector, to make the related operations more pro-
fessional, more efficient, and free from the personnel and accounting 
fetters common in an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This is to say that 
when an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has become a corporation, it can 
hire an individual whether he or she possesses the status of a civil ser-
vant or not. The main consideration is not qualifications but evaluated 
performance. Also in Japan, to contribute to the creation of high-level 
policy planning and drafting capabilities, to help ensure a fair, unbiased 
and transparent governmental process, and to provide for an efficient 
administrative services, etc., steps shall be taken to enhance the gov-
ernment's policy-drafting and execution capabilities, based on the prin-
ciple of the separation of the policy-drafting function from the policy-
execution function. The policy-drafting and policy-execution arms of 
government shall endeavor to work in close collaboration, based on a 
clearer designation of their respective responsibilities. Both arms shall 
establish a framework for evaluating policy. The government estab-
lished an “Independent Administrative Corporation” system with inde-
pendent legal status outside the state's normal organizational frame-
work. These corporations shall be designed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the quality of service of certain segments of the executing activity, 
and to ensure the transparency of such activities. Also, it is very mean-
ingful that each national university become an independent corporation 
in order to increase its autonomy in building a “university with a dis-
tinctive identity” or in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nd academic re-
search & study to the highest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From the view-
point of promoting university reform, the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Council of informed experts recommend (1) the possession by each 
university of its own status of a body corporate to secure its auto-
nomous management, (2)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management tech-
niques devised by the private-sector, and (3) the concrete outline of a 
management system having outside members. 

−337−



92 政大法學評論                                   

 

第九十一期 

But just because the “Independent Administrative Corporation” is      
a compromise, this design is not good enough. For example, questions still 
remain, such as whether or not “Independent Administrative Corporations” 
can bring a lawsuit against illegal supervision of a related Ministry? When an 
“Independent Administrative Corporation” violate people’s rights and profits, 
is there any system of redress? What is the standard for separating planning 
and policy-drafting functions from executive functions? Is it possible that all 
the government functions can be divided into these two categories? If effi-
ciency declines, an “Independent Administrative Corporation” should be pri-
vatized or eliminated, but if, on the contrary, efficiency increases,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from the public to the private sectors”, an “Independent Ad-
ministrative Corporation” should be privatized. This appears inco-nsistent. 
These phenomena need to be paid more attention. 

Keywords: Independent administrative corporations, non-particular and  
particular independent administrative corporations, public   
service corporation, public corporation, special public       
institution, from the public sector to the private sector, from  
national to local government, downsizing, minimizing, external 
bureaus, internal bureaus of Ministries and Agencies,      
policy-drafting function, policy-execution function, efficiency, 
downsizing, those with employees given the status of national 
civil servants and those without, corporate accounting principle, 
Operation Evaluation Committees , Policy Evaluation Committee 
for Independent Administrative Corporations, financial results 
system, guarantee of civil servant’s status, streamlining the  
organization, privatization, the Bill of National University   
Corporation, national university corporation, the Bill of       
Independent Administrative Corpo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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