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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故宮）前院長林正儀曾經表示，故宮的願景是朝博

物館法人化的方向，達到專業治理目標1。林前院長此番言論讓成立近百年的故宮，

其組織定位之討論一時間又開始引起關注。 

故宮以典藏中華文化歷代古物、圖書、文獻聞名，主要承襲自宋、元、明、清

四朝宮廷之皇家收藏，加上徵集的古物，2019 年 8 月底總計收藏量達 69 萬 8,689

件。其典藏品之數量及珍貴性，使其與法國羅浮宮、英國大英博物館、美國紐約大

都會博物館及俄羅斯的艾爾米塔什博物館齊名，名列世界前 10 大博物館之一2。然

而從年度參觀人數來看，2017 年度故宮為 443 萬人，相較羅浮宮 810 萬、大都會

博物館 735 萬人及大英博物館 590 萬人3，仍有一段不小差距，且故宮近年參觀人

數自 2014 年 540 萬人持續下滑至 2017 年 443 萬人4，減少近百萬人。又故宮近期

屢有消費合作社收益分配爭議5、受限員額管制人力不足6等問題，傳達出故宮受限

於組織型態，缺乏自主性進行業務發展之訊息。故宮林前院長也表示故宮法人化才

能引進國際⼈才，更有能量建立品牌與國際競爭⼒，讓故宮永續經營。 

從世界知名國家級博物館來看，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英國大英博物館、法國羅

浮宮、東京國立博物館及荷蘭國家博物館等，均為法人組織型態，使其在財務、人

事及營運上相較行政機關具有彈性及自主性。而我國故宮目前屬於行政機關組織

                                                      
1「故宮院長林正儀︰故宮法人化才能永續經營品牌」，自由時報，2017/5/29，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1106120 
2 全球 10 大熱門博物館 台北故宮亞洲第一，自由時報，2016/4/5，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654902 
3 List of most visited art museums (2017),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most_visited_art_museums 
4 故宮網站資料，2018/9/2，https://www.npm.gov.tw/Article.aspx?sNo=03006230 
5 「故宮消合社解散 1.7 億自肥金不願還」，自由時報，2016/3/20，2017/5/29，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970262 
6 「南院只靠保全守文物 故宮院長：盼早日將漏洞補好」，聯合新聞網，2016/11/2，

http://udn.com/news/story/73142062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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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態，隸屬於行政院，但執行多屬低公權力之執行性業務，而非政策性業務，惟其

組織地位屬二級機關，又其業務執行依據法規多為與其平行之文化部所主管，例如

博物館法、文化資產保存法等，故宮與文化部在相關業務分工及執行上多有扞格，

顯示其組織定位有值得檢討之處。又故宮在首長任命、人員進用、員額、財務及營

運管理上，均受限於行政機關之法規規定，無法依其專業自主地發展，在政府資源

有限之下，影響了故宮的國際化及成長空間。 

在陳水扁政府時代，即有將博物館所法人化之討論，惟迄今仍未有具體成效。

推動故宮法人化或許可以解決政府組織龐雜、財務窘迫及人力吃緊等議題，惟公共

行政基本目的在於實現公共利益與社會價值，政府本身職能所具的「公共性」及若

干事務不可被取代性，不會因「效率」的唯一考慮而被忽略或犧牲掉。因此，本文

擬針對故宮推動行政法人化之可行性進行探討，希望能對於故宮乃至其他博物館

所未來的轉型之路有所助益。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目的 

考量行政法人係自國外引進之概念，又國外許多國家級博物館均有推動法人

化之經驗，爰本研究擬從國外博物館法人化之相關討論出發，再回到故宮本體，在

我國政治環境及民情下進行討論故宮法人化可行性分析。本研究欲討論分析問題

如下： 

一、 英、美、法、日國家博物館之組織型態及其法人化經驗為何？ 

二、 故宮目前有哪些經營困境？ 

三、 故宮之組織定位及組織設計是否妥適？ 

四、 故宮推動行政法人化須考量之因素有哪些？ 

五、 故宮推動行政法人化之可行性？  

基於以上研究問題，本文進一步欲達成之研究目的如下： 

一、 從國外知名世界級博物館法人化之背景及推動經驗，回顧故宮近期所遭遇之

經營困境，檢討分析故宮在組織定位及組織設計上可能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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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從國外經驗及故宮本體之特殊性，盤點故宮如欲進行法人化可能必須考量的

內在及外在因素，設計一套法人化可行性評估機制，並進而就故宮法人化之

可行性進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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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章將進行行政法人相關議題的探討，因為行政法人係國外引進之制度，第一

節將從國外行政法人及其他類似之組織型態開始介紹，例如英國的政署（Agency）、

非政府部門公共機構（Non-Departmental Public Body, NDPB）、日本獨立行政法人

及德國公法人（Koerperschaft des oeafentlichen Rechts）等。接著將進而說明我國行

政法人制度及發展情形。故宮身為博物館，因此第二節將討論我國公立博物館行政

法人化之相關研究。 

第一節 行政法人之概念與發展 

壹、 國外行政法人之介紹 

行政法人最早可溯及 17 世紀大航海時代即有類似之制度，荷蘭透過東印度公

司之海權擴張，以私法人公司型態從事一部分國家活動的形式，可視為行政法人之

前身（張文貞，2004）。然而行政法人真正的興起，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開始。

當時為因應民眾需求及國家社會發展，各國公務人力成長已為常態。然而，大有為

的政府卻無法符合日趨民主化及多元化的社會發展需要，人民期待的是小而美、亟

負彈性、機動與反應迅速的政府（彭錦鵬、譚宗保，1998）。因此，自 1980 年代開

始，出現了第一波的文官改革，英國、美國、紐西蘭、加拿大、澳洲等國家陸續推

動政府改造運動，這波運動雖然被賦予不同的稱號，如新右派、新治理、管理主義、

企業型政府、以市場為基礎的公共行政等，但皆具有三種基本要素：1.根源於管理

主義或新泰勒主義（neo-Taylorism）的理念；2.師法私部門企業的管理實務跟技術；

3.新公共管理是一種手段，企圖將官僚、權威式作風以及消極性民主的政體，轉化

成有效率的、回應性及顧客導向的新治理典範（呂世壹，2011；陳維琪，2005）。 

然而在 80、90 年代英美等國偏重企業化與市場化的模式同時衍生出不少問題，

進而產生 1990 年代後針對過度改革的修正行動，強調解除過度管制、授權與市場

化的靈活機制，但若完全放任，擇有公共任務無法達成之慮，因此事後管制與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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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必須被強調。修正新公共管理運動的新文官改革方向，有學者稱之為「第二回

合的改革」（the second round of reform），並從原先的市場治理模式轉向全觀型的治

理（holistic governance），更強調增進政府部門間的協調和一致性及強化政府部門

的行政課責，並重新檢討管制措施，強調「事後的」管制，以績效和品質為改革核

心（漢寶德、陳尚盈、曾信傑，2011；劉坤億、范祥偉，2003）。 

從 1980 年代以後，在新公共管理思潮改革理念下，各國相信政府部門如果能

夠融合企業部門的經營方式，將可以使公共服務的效率和品質提升，開始大規模運

用所謂的半自主或「公私混合型組織」（public-private hybrid organization）的公共組

織提供專業服務，這些服務包羅萬象，例如教育、福利、市場管制，甚至是警政、

監獄管理等。這類組織型態係混合公部門與私部門的特質，其預算雖大部分來自政

府的補助，卻不像一般行政機關受到政府較嚴密的監督控制，僅著重於適法性的監

督，而大幅放寬或不再進行適當性之監督。此一政府組織改造的趨勢，普遍存在於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簡

稱 OECD）國家，亦被稱之為「公共治理分流化」（ distributed public governance）。

OECD 將此非機關之自主性公共組織體界定為「準自主性非機關組織體」（Quasi-

Autonomou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簡稱 Quangos7），包含英國的政署

（Executive Agencies）、非部會公共組織體（Non-Departmental Public Bodies, 簡稱

NDPBs）、美國政府法人（Government Corporations）等均為此一潮流下的產物。事

實上，在全歐洲（包含北歐），乃至於加拿大、新加坡、日本、韓國等國家，也採

取不同形式、但是相近內涵的公共服務機制（OECD，2002、朱景鵬 、朱鎮明，2016；

劉坤億、王文君，2013；陳銘薰、黃瓊慧、劉坤億，2006；范祥偉，2007）。 

行政法人制度亦為新公共管理思潮下之產物，政府企圖引入企業經營管理模

式作為指引，將科層制上下級嚴格區分與監督並經由嚴密法令控制的行政體制，轉

換為分權並進行績效管理有關自已的組織權、人事權、預算編定與動支權。而行政

                                                      
7 根據牛津辭典的解釋：「Quangos 是一種組織類型，其經費係由政府挹注，其高階官員係由政府

派任，但並不受政府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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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有幾個特性，包括：（一）在結構上，是要與原屬的監管部會有所區別；（二）

承擔公共任務及使命；（三）以比較類似企業的方式營運，而非傳統政府的官僚化

作業。行政法人亦為 OECD 建議各國在行政組織上所採行之組織型態。（黃錦堂，

2005；朱景鵬 、朱鎮明，2016；OECD，2002）。以下將分別介紹英國、美國、德

國、法國及日本之行政法人制度： 

一、 英國 

根據英國學者 Matthew V. Flinders 的觀察，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政府組

織持續膨脹，為了減少國家的規模與政府治理的範圍，並進一步借重非民選的

專業管理人才和私部門的管理技術，英國政府依賴並大量創設 Quangos 這類組

織（轉引自劉坤億、王文君，2013）。雖然 Quangos 一詞最早是在 1960 年代末

即出現在美國，後來卻被英國人在 1980 年代後廣泛用於指涉一些準自主性的非

政府機關組織（quasi -autonomou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或準自主性的

國家機關組織（quasi-autonomous national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乃至於也

將一些非機關化的公法人( non-departmental public bodies, NDPBs）稱之 Quangos，

但實際上，英國自 1950 年代即有一波法人化的流行，只因這類型的組織確實是

在 1980 年代保守黨長期執政下更為盛行，連帶地也逐漸受到學術界和實務界

的研究和檢討（劉坤億，2006a）。 

依據英國內閣辦公室（Cabinet Office）的定義，英國政府將 Quangos 此類

組織稱之為「公共組織體」（Public Bodies），英國內閣辦公室對於公共組織體的

定義為「一個提供公共服務的組織，但並非政府部門，並且與部會首長們或多

或少地保持一定距離（arm’s length）」（Cabinet Office,2018）此種模式在英美行

政體系中稱為「臂距原則」（arm’s length principle），目的是讓公共事務得以專

業執行，減低政治干預（黃心蓉，2008）。 

Quangos 在英國盛行的主要理由，這些原因包括：（1）這類組織在功能上具

有單純行政的特性，不需要部會首長天天緊盯著不放；（2）這類組織所執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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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由單一目的的組織來執行，比由傳統的行政機關更具效能；（3）可廣納政

府外部的人才進入服務；以及（4）可跳脫政黨間的政治糾葛，發揮組織之績效

（劉坤億，2006b）。 

而公共組織體尚包含三種類型組織，分別為政署（Executive Agencies）、非

部會公共組織體（NDPBs）及獨立部會（non-ministerial department），而行政法

人（Executive NDPBs）即為非部會公共組織體其中一種類型。截至 2017 年為

止，英國政府設有 305 個公共組織體，其中包含政署 38 個、非部會公共組織體

245 個及獨立部會 22 個（Cabinet Office,2017）。其中獨立部會係強調獨立行使

職權之設計，與我國行政法人設立意旨大不相同，因此以下將僅就政署及非部

會公共組織體進行介紹。 

（一）政署（Executive Agencies） 

受到「新公共管理」思潮與政府改造運動的影響，英國的政署制度出

現於 1988 年的「續階計畫」（The Next Steps Program），目的在改善中央行

政組織龐大且管理僵化的問題，成為中央部會之下執行公共任務的單位。

將公共行政之「決策」與「執行」予以區別，成為政署制度的最大特色（黃

靖雯，2006）。依照英國內閣辦公室的定義，政署為中央部會特定的單位，

在行政管理上與中央部會不同，但法律上仍是中央部會的一部分。政署係

依據與部長的協議，專注於於特定業務的「執行」（Cabinet Office, 2018）。 

換句話說，政署仍然為政府體系的一環，但以民間組織運作精神來行

使公共任務。政署的運作係依據其自行擬定，並報主管機關核可的架構文

件（framework document）為準。政署的管理自主性高，在財政部的授權範

圍下得以彈性運用預算，主管部會則採績效導向，要求政署執行長就任務

於一定年限內達成目標。執行長採公開競爭方式、以契約模式聘請，負責

政署的服務、人事與財務，但執行長不一定來自公務體系，因此民間人士

的加入也為政署帶來更多活力（彭錦鵬，2000；范祥偉，2003；路蓮婷，

2004；黃靖雯，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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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監督部分，政署的主管機關可以就目標達成程度進行監督。政署之

主管大臣對國會亦負有政策規劃與行政監督的執行責任與說明責任，而政

署的執行長對主管大臣有業務執行責任，對國會則有說明責任（路蓮婷，

2004）。因此，政署雖然學習民間組織運作的彈性精神，但卻比私部門更加

嚴格把關，包括財務、法制與課責等（黃靖雯，2006）。不過英國政署制度

沒有獨立的法人格，也不屬於公法人制度，然而其影響日本獨立行政法人

甚鉅（范祥偉，2003）。日本將政署制度轉換為符合國情的獨立行政法人制

度，然而兩者間的組織定位、制度法規、與人員身分等皆已不相同（漢寶

德等，2011）。 

（二）非部會公共組織體（NDPBs） 

根據英國內閣辦公室的界定，非部會公共組織體在國家政府施政過程

中扮演著某一角色的組織，但卻不是一個政府部門或某政府部門的單位，

而且其運作與部長們或多或少保持一定程度的距離（Cabinet Office,2018）。

非部會公共組織體與政署不同處包括：政署是內閣部會的一部分，非部會

公共組織體則部分或完全與內閣部會分割；政署係根據「架構文件」

（framework document）設置，而非部會公共組織體係根據國會法律、皇室

特許狀、皇室特權委託之下，以及依公司法登記等方式設置；政署採首長

制，而非部會公共組織體大多採董事會制。最後，值得特別注意的是，英

國非部會公共組織體與內閣部會間的「距離」，較政署與內閣部會間的距離

為遠（劉坤億，2006b）。從實務面來說，如業務性質涉及大量重複定型工

作，如交通監理處，也較適合政署形式的機關來處理。此應為英國在非部

會公共組織體外，仍設立政署之原因，各部會皆可視需要選擇使用（黃心

蓉，2008）。以下將就非部會公共組織體之內涵進行說明： 

1、 非部會公共組織體可依其業務性質分為四種類型：（Cabinet Office, 

2016）： 

（1） 行政法人（Executive NDPBs）：依據內閣辦公室的定義，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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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行政法人通常係依法律規定設立，以辦理執行性、行政性、

管制性和/或商業功能之業務為主。例如大樂透基金及資訊

專員辦公室。此類型組織是由國會通過之法律、皇室之特許

狀或依公司法設置之法人組織，履行一些行政管理、管制和

商業等功能，其在人員雇用與預算方面具有充分的自主權，

其後會有更一步深入介紹。 

（2） 諮詢性質的非部會公共組織體（Advisory NDPBs）：負責提

供獨立、專業之意見予部會首長，例如低薪委員會及公務行

為標凖委員會。此類組織主要是針對某些中央部會所關注

的特定議題，向部長提供專業且具獨立立場的諮詢意見。本

身並沒有自己的預算經費和正式編制的員工。 

（3） 仲裁性質的非部會公共組織體（Tribunal NDPBs）：針對特

定的法律獨立行使裁量權。例如交通委員會。此類組織通常

依據法律設置，在特定法律領域中具有司法判決之權力，可

決定民眾與政府部會或公共體之權利義務關係，並作為民

眾對於政府部門決策不滿時之申覆管道，以減輕司法體系

之負擔。此類 NDPBs 的員工通常是由主管部會派員兼辦，

且因收支單純故多半沒有自己的預算經費。 

（4） 獨立監督委員會（Independent monitoring boards）：獨立辦理

罪犯管理及非法移民遣返事務。例如英格蘭及威爾斯各地

之移民及遣送中心。 

2、 行政組織轉型非部會公共組織體之評估架構：2010 年 10 月時，英

國鑒於政府對非部會公共組織體（NDPBs）仍缺乏有方法、過程嚴

謹的定期評估機制，致使其規模失控，內閣辦公室部長 Francis 

Maude 宣示推動公共組織體改革。英國內閣辦公室為避免公共組

織體的成立過於浮濫，於 2012 年 12 月發布長達 14 頁的《公共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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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體設立許可程序》（The Approval Process for the Creation of Non 

Departmental Public Bodies），規範各部會成立新公共組織體的行政

流程。這份文件特別強調，在成立新的公共組織體之前，必須妥善

評估服務作為的其它方式，而設置新非部會公共組織體乃是最後

才考慮的手段，而評估的選項包括：（一）政府不作為或完全不設

置新機構；（二）由現存的中央部會或公共組織來辦理；（三）成立

新的政署來辦理；（四）由地方政府或其它地方、區域的公共組織

來辦理；（五）由私人機構或志願團體來辦理；（六）成立臨時性的

機構來辦理；（七）成立新的公共組織體來辦理。需特別說明的是，

英國內閣辦公室主管公共組織體的相關政策，各部會計劃成立新

的非部會公共組織體時，必須與內閣辦公室討論，由內閣辦公室與

考慮成立新行政法人的部會、財政部（HM-Treasury）、國家統計局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來共同決定是否要成立非部會公共

組織體。由於英國近年深受財政赤字的困擾，故英國政府頗為重視

成立新非部會公共組織體對於國家財政所造成的影響，是以，財政

部在評估成立新非部會公共組織體的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英

國之評估選項是非常多元的，非部會公共組織體僅為其中之一。另

需特別說明的是，該評估架構與做法不是針對某一類型之行政組

織轉型為非部會公共組織體而來，而是當部會計劃成立任何一個

新的非部會公共組織體（當然包括行政法人）時，皆要經過相關程

序，並要獲得部會、內閣辦公室、財政部之同意。由於該架構非常

嚴謹，兼顧英國當今之財政處境，並且導入成本效益分析、法人治

理（彭錦鵬、詹鎮榮、劉坤億，2014）。 

誠如上述，英國行政法人（Executive NDPBs）是該國非部會公共組織

體的一種類型，因本文討論主體為行政法人，因此以下將更深入介紹英國

之行政法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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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國行政法人之特徵：英國截至 2015 年 3 月止設有行政法人 111

個8（Cabinet Office, 2015）。其包含以下特徵（彭錦鵬等，2014）： 

（1） 通常由部長提議設置，代表英國政府履行行政、商業、執行

或管制功能。 

（2） 任務範圍涵蓋全國。 

（3） 組織屬性為法人組織，具有權利能力的法律人格，透過以下

幾種方式所設置的：國會法律、皇室特許狀、皇室特權委託

之下，以及依公司法登記設置。 

（4） 不是政府部會，也非政署（executive agency）。 

（5） 不是英國皇室之下轄單位，且不具有皇室地位。 

（6） 組成董事會之人選，是由部長、代表部長的官員和由英國女

皇在部長建議之下所指派。 

（7） 部長對於這些機構之績效和存續，負有最終說明的責任 

2、 治理結構：英國的行政法人的治理結構包含內部的董事會、董事長、

執行長及外部的部會首長，以下分別介紹其職責及互動關係（劉坤

億，2006b）： 

（1） 董事會：英國行政法人的董事長和執行長比其他類的非部

會公共組織體較傾向於採用有給職制，而且執行長的薪酬

一般也比董事長還高。行政法人董事會的角色功能，基本上

和一般企業治理對於董事會的角色期待頗為一致，亦即提

供策略遠景和發揮領導功能。 

（2） 董事長：行政法人之董事長須對部會首長負責，確定行政法

人之政策及作業符合部會之整體目標，並確保行政法人謹

慎執行相關業務；此外，並須與董事會其他董事共同確定行

                                                      
8 內閣辦公室有關非部會公共組織體數量之統計數據，自 2016 年起即未再區分 4 種類型公共組織

體之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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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人營運目標之達成，以及作為董事會成員與部會首長

溝通之橋樑。 

（3） 執行長：執行長在董事會監督之下負責整個組織的管理、人

力運用、財務處理及員工紀律規範等事宜。執行長是以短期

任用契約聘任，與董事會之間簽有績效契約，如果達不到董

事會的所要求之績效目標，便有可能被革職。 

（4） 部會首長：部會首長主要職責包含 A、核准行政法人之策略

目標，以及行政法人營運之政策及績效架構。B、首長有義

務隨時向國會報告行政法人之執行績效。C、在獲得國會之

同意下，核准對行政法人之專案補助款、一般補助款。D、

履行在設置條例等所列之義務，如行政法人董事會成員及

執行長之任命、向國會提出行政法人年度報告及財務報表

等。 

3、 評鑑機制：英國內閣辦公室於 2011 年 6 月發布《非部會公共組織

評鑑準則》，提供各部會辦理法人制度評鑑時依循。根據該準則，

主管部會辦理評鑑時，必須掌握六大原則：比例性、即時性、挑戰

性、包容性、透明化、績效性。法人每三年至少要接受一次評鑑，

而評鑑指標要由主管部會、內閣辦公室共同制訂。評鑑分為兩階段：

第一階段為主管部會確認法人業務繼續必要性與組織屬性；第二

階段為部會檢視法人之內控與治理機制。另外，英國政府為了確保

改革能順利推動、讓評鑑結果可發揮效果，於 2011 年 12 月更進

一步提出《公共組織法》，賦予部會首長推動改革（如決定廢止該

機構、整併等）之權力，並確保改革可在國會之監督下進行（劉坤

億、王文君，2013）。 

4、 課責機制：英國行政法人的課責制度是在「西敏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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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minster Model）9系絡中運行的，因此並沒有一致性的課責

機制，但這並不代表英國行政法人制度缺乏完善的課責機制。事實

上，從 1990 年代以來，英國政府對於強化行政法人和其他各類公

共團體的課責機制日趨重視。再者，英國政府對於這些與部會首長

之控制距離較遠的公共團體，在態度上也越趨於主張積極管理。英

國行政法人並未逸脫出西敏寺模式的各種民主課責機制，在制度

上，行政法人仍須接受內部監督、準外部監督，以及外部監督等各

類課責機制的規約。 

（1） 內部監督機制： 

A. 董事會：董事會是否有能，是行政法人營運成敗的重要

關鍵。英國財政部有鑑於此，於 2004 年 11 月間發布一

份名為《建立有效之董事會：增進行政法人董事會之效

率》（Building Effective Boards: Enhanc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Independent Boards in executive Non-Departmental 

Public Bodies）的報告。這份報告首先指出，行政法人之

董事大多屬獨立董事，不同於民間部門執行董事對於公

司營運能有較為深入之認識，其優點是比較可能提供客

觀的決策，缺點則在於不夠瞭解行政法人之業務。近年

來，英國政府為了強化行政法人及其他各類非部會公共

組織體之董事會職能，訂定了幾項指南、指引、手冊及準

則等軟法準則性架構。這些軟法準則性架構的建立，相

當程度強化了行政法人的內部監督機制。 

B. 審計委員會：英國行政法人和其他各類非部會公共組織

體亦須依據內閣辦公室頒布之《公共團體實務準則指南》

                                                      
9 「西敏寺模式」是指沿循英國國會體制，奉行議會至上原則的議會民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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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ance on Codes of Practice for Public Bodies）及財政

部所公布之《審計委員會政策準則》（此項準則適用中央

政府各機關）等規定，在其董事會中設置審計委員會

（Audit Committee）。 

C. 建置內部稽核：英國行政法人和其他各類非部會公共組

織體之執行長（通常亦被指派為該單位之會計長官），必

須依據財政部頒布之《政府內部稽核準則》（Government 

Internal Audit Standards）建置內部稽核機制，其可自行建

制內部稽核人員，亦可委託民間服務。 

（2） 準外部監督機制： 

A. 補助部會：基本上，各部會應設置補助小組(sponsor team)，

作為部會與行政法人之聯繫、預算控制，以及建立與監

督行政法人之作業機制。建構良好之補助關係，其核心

要素包括：（A）雙方應建立對共同目標具有一致性之利

益，而補助部會之「守門員」（gatekeeper）功能，仍屬重

要之一環，守門員必須做好內部以及外部之協調溝通工

作。（B）雙方應建立共同之風險管理制度，雖然風險已

隨著授權而轉到受補助單位，補助部會仍應對所有風險

負有最終責任。（C）受補助單位對集團目標應達成部分，

須負完全責任。 

B. 內閣辦公室：由於英國政府對行政法人和其他各類非部

會公共組織體係採取軟法之準則規範，因此在內閣辦公

室設有政署暨公共團體小組（Agencies and Public Bodies 

Team）和公職任命小組（Public Appointments Unit），負

責有關這些公共團體相關準則及董事會人事任命之規範。 

C. 財政部：財政部則針對行政法人及其他各類非部會公共



16 
 

組織體，訂定相關之一般規範、人事規範及財務規範以

作為實務指引。 

D. 公職任命督察長辦公室：內閣部會設置「公職任命督察

長辦公室」，以建立一套實務守則，俾利於監督行政法人

及其他各類公共團體獨立董事之任命程序，以期藉由架

構面、財務面、人事面等相關準則和指引之發布，協助補

助部會建置監督行政法人及其他各類公共團體之準據。 

（3） 外部監督機制： 

A. 國會監督：在國會決算委員會中，邀請行政法人之執行

長列席說明，以確保公共資源妥善運用。在實務運作，補

助部會首長雖出席說明，惟並無須對該非部會公共組織

體之相關違失負政治責任，亦即部會首長僅說明但不對

政策之執行面負責（accountable but not responsible）。 

B. 審計監督：在財務審計方面，係依行政法人個別設置條

例之規定，由審計長進行審計或由行政法人或其補助部

會指定會計師進行查核。國家審計署（National Audit 

Office, 簡稱 NAO）關於行政法人之財務審計或績效審計

之程序或標準，則與查核部會或政署無異。 

C. 監察監督：英國國會監察使係依 1967 年通過之《國會

監察使法》（The Parliamentary Commissioner Act 1967）設

置，為國會之官員，由女王所派任，對國會負責，處理針

對中央政府部門及公共團體的陳情。所有新成立之行政

法人，必須於設置條例中規範接受國會監察使之監督。 

D. 社會監督：依據 2000 年國會通過之《資訊公開法》，所

有非部會公共組織體必須接受該法規範，換言之，賦予

民眾可以獲得行政法人及其他各類公共團體之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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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5 年 1 月起，所有非部會公共組織體必須依規定

公開其相關資訊。 

（4） 綜合前述，英國行政法人的課責制度，至少具有以下幾項

特色：其一，除了藉由國會立法和部會之命令外，相當倚

重數量眾多的各類指南、指引、手冊及準則等軟法架構。

其二，積極且具體地導入公司治理原則。其三，補助部會

和行政法人間所建立的新補助關係，所強調的不再是傳統

的下行課責關係，而是強化互信互賴的夥伴關係。其四，

英國首創的「公職任命督察長辦公室」制度，已經跳脫出

傳統強調事後課責的制度設計，而是直接強化行政法人之

事前課責機制。其五，整體而言，英國行政法人之課責制

度，符合透明化、義務之承擔、可控制性、職責及回應性

等標準（劉坤億，2006b）。 

二、 美國 

美國聯邦政府透過成立政府法人（Government Corporation, 以下簡稱 GC）

作為政策工具，以達成政策目標的歷史已久。從制憲初期即有「政府法人」

（government corporation）組織設計方式，由國會授權成立一個獨立的組織體、

以企業化的方式組織與經營、來提供公共的設施與服務。關於美國成立政府法

人之濫觴，最早可追溯至 1903 年，美國聯邦政府購買「法國巴拿馬運河公司」

（French Panama Canal Company），並成立第一個政府法人「巴拿馬鐵路公司」

（Panama Railroad Company），從此之後美國許多政府法人因應第一次世界大戰、

經濟大蕭條、第二次世界大戰等多項國家緊急危機而成立，在 1930、1940 年代

有一波政府法人的高峰期。1945 年，美國國會通過《政府法人法》（Government 

Corporation Control Act）以針對預算、審計、債務管理與存款業務等項目制定規

範標準（張文貞，2004；劉坤億、王文君，2013）。以下將針對美國政府法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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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進行介紹。 

（一） 制度設立目的：學者歸納分析國會設立政府法人的背後往往基於

四個主要的制度需求：1、效率的考量（efficiency）；2、政治獨立

性（political insularity）；3、作為補貼（subsidy）或照顧弱勢族群

的管制手段；以及 4、減少預算赤字（subterfuge）。根據 2011 年一

份提交至美國國會之研究報告顯示，目前美國聯邦政府設有 17 個

政府法人，其所提供的公共服務內容包括：交通、郵政、電力、信

用、保險等項目（張文貞，2004；劉坤億、王文君，2013）。 

（二） 定義與特徵：由於《政府法人法》僅界定政府法人為「具有公私混

合所有權或者由政府完全擁有之法人組織」（31 U.S.C. 9010-10），

且未說明成立該類型組織的條件，因此各研究者對於何謂政府法

人有不同的界定方式。依據 Kosar（2011:2）於提交國會的研究報

告中所提供的定義：「政府法人乃是由國會成立、具有公共目的的

政府機構，其提供市場導向的產品與服務，並且能夠創造利潤，以

維持或接近收支平衡。」此一定義係依據 1948 年，美國總統 Harry 

Truman 曾經針對政府法人設立標準發表看法，指出政府法人應具

有以下三項特點：1、以商業活動形式回應公共需求；2、其商業活

動所提供的收益能維持該組織財務自給自足；3、相較於傳統政府

機構，此一類型的組織在財務方面需要更大的運作彈性。以下從法

律地位及財務管理來說明美國政府法人的特徵：第一，美國政府法

人具有法人身分，在法律資格上獨立於美國聯邦政府，獨立的法律

人格使政府法人在法院中可以成為原告與被告，此一特徵的優點

在於保障與政府法人有契約關係的私人企業之權益，當雙方因業

務往來而產生法律爭議時，可以逕至法院尋求司法裁判，而不需要

透過美國聯邦賠償法院曠日廢時的程序尋求解決。第二，承上之法

律資格特徵，這一類型的組織在財務管理上具有高度自主性與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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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個別組織不需要受到一般的預算審計制度規範。根據《政府法

人法》於 1982 年的增修條文規定，政府完全所有的政府法人應該

在每年遞送「商業型態」預算書給美國總統，內容應該說明上一年

度財務運作狀況，以及對於下一年度的營運計畫及預算規劃，此一

計畫書會合併行政機關的預算書一起送到國會審查。由於政府法

人通常具有財務自給自足性、運作高度回應市場動態需求，且公務

人員通常不具有審查商業型態的預算規劃書的能力，國會鮮少動

用其權力干預政府法人之營運規劃（劉坤億、王文君，2013）。 

（三） 治理模式：《政府法人法》雖為美國政府法人之基準法，但並非適

用於所有政府法人的一般性規範，每一個政府法人的成立，係依據

國會個別通過之法案，因此這些組織的運作方式具有極大的差異

性，以治理模式為例，這些政府法人的治理模式包括：全職的董事

會、兼任董事會選舉產生的執行長、由內閣各部會首長兼任之董事

會、聯邦政府及私人任命之公私混合董事會、或是單一行政首長直

接對總統負責。雖然美國每一個政府法人之治理模式不近相同，但

仍須注意以下原則： 

1、 政治責任（political accountability）：政府法人的設立須基於國會立

法或法律授權，政府法人也應將每年之營運計畫提交國會，確保國

會對於政府法人設立與運作之控制。此外，政府法人的預算必須以

企業預算型態，向總統提出，總統並應將預算提交國會，而政府法

人對於國會的各項報告，都應同時呈交總統以及白宮的預算管理

局，讓總統能對於政府法人的營運成效有所掌握，以能真正確保總

統（或內閣部會）任命政府法人董事或執行長之權責有所相符。 

2、 政策協調（policy coordination）：如何確保政府法人的執行方向與

政府政策一致，而非全然受利益關係人影響，有賴政府法人與內閣

部會、行政首長間的經由報告等正式機制與協調溝通等非正式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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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順暢運行。 

3、 透明機制（transparency）：政府法人除少數例外情形外，都必須公

開、政府法人內部的諮詢會議也必須公開。此一透明化機制，與確

保政府法人的政治責任密切相關（張文貞，2004；劉坤億、王文君，

2013）。 

（四）評鑑機制：目前為止，美國聯邦政府並沒有針對政府法人提出系統性的

評鑑機制。無論是在行政機關或是國會，都沒有專責的監督機構，而僅由

國會中類似政策屬性的委員會對於個別政府法人進行政治課責，而通常

只有在該政府法人發生營運危機的時候，才會受到特別的關注（劉坤億、

王文君，2013）。 

三、 德國 

德國公法人為籠統而集合式的概念，分為公法上社團法人、公法上財團法

人、公法上公營造物法人等三種類型，其中，公法上社團法人也可謂是一個集

合性的概念，而指稱不同類型，包括地方自治團體、宗教團體、農田水利會團

體、各種自由業的同業公會，甚至包括德意志研究組織。公法上的公營造法人

則更是指稱不同類型原為行政機關而後來被賦予法人地位者，例如郵局、醫院、

美術館、博物館、廣播電台、港口、邦媒體監督署、聯邦就業署等（黃錦堂，

2004）。 

德國法人化係指稱如下的程序與構造特色：1、法人化後，即取得獨立資格，

從而從母體機關分離而出；母體機關不再享有原先行政一體性原則下廣泛的監

督權。2、原母體機關對於該公法人，只享有依該公法人設置的法律所規定的監

督權限。3、公法人化應屬例外，須有正當事由（促進該民間團體的自主性，或

為了該領域的業務性質的需要而使取得公法人的地位，並確保國家政治力的介

入）。4、由法律規定該公法人的任務、組織（公法上社團法人一般採民主方式產

生決策機關、公法上財團法人則係由監督者任命董監事、公法上公營造法人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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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類型而定）、權限、人事、經費、監督權限機關以及審計監督等。就係由母

體機關獨立而出，具有一定分離、分權效果及必須有專業法律為依據來看，有

類似日本及我國行政法人的色彩（黃錦堂，2004）。 

儘管「德國公法人由母體獨立而出，且須有法律為依據」與我國行政法人比

較上之類似性，亦不容忽略以下兩點實踐上差異：其一，德國公法人的員工並

非全為公務員或全非公務員，需視該法人之法律而訂；其二，德國公法營造物

之成立目的，係為避免政治力或經濟力入侵，而非著眼於追求績效，因此德國

其實並無直接對應我國行政法人之概念。深究行政法人作為行政組織改造選項

的制度旨趣，亦即組織財政平衡、績效管理、人力素質、服務品質提升、業務執

行成效等改革精神，應予參照者是近年來德國在新調控模式底下引入「績效促

進導向之公法人」類型（行政組織分權化之整體責任模型 Dezentrale 

Gesamtverantwortung der Fachbereiche）（黃錦堂，2004；彭錦鵬等，2014）。以下

將就得德國分權改革之內容簡介如下：（彭錦鵬等，2014；黃錦堂，2010；宋餘

俠等，2005；黃錦堂，2004） 

（一）產生背景：1980 年代盛行於英美的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

理念，滲透到德國法上行政革新進程的版本即是新調控模式。德國在行

政革新思潮底下推行之新調控模式，理念面上著眼於公部門定位之改變，

從行政機關走向服務提供之企業。其制度配套上引進成本效益計算、預

算審計、績效管理、任務歸屬—履行權限—成果責任原則、競爭取向，並

運用非正式之目標協議、績效協定（Leistungsvereinbarung）形塑立法權

與公行政、公行政機關構彼此間的法律關係。其目標是維護德國地方自

治行政，經由強化結果取向、績效管理（Controlling）與報告機制

（Berichtswesen），確保地方自治團體民意機關與行政機關之透明性，而

提昇總體行政效能。 

（二）意義與內涵：被賦予分權化之單位主管負責業務之決定並享有相關整體

責任，包括組織、人事、經費等的自主權。這些被賦予分權化地位的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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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因擁有一定的自主性，乃有學者採用「獨立化的機關單位」

（verselbstaendigte Organisationseinheiten）。 

（三）核心要素：1、將業務處理權與相關資源處理權（包括人事、組織、預算、

財務管理與流用等）一併下授。2、經由目標協議而為調控，而且主要包

括財務管理、人事管理與施政績效三大方面的目標協議。3、必須強化行

政成本與服務績效之透明性。協議一般須以書面為之，雙方之權利義務

從而明確。4、引入企業化預算與會計制度。分權化單位無另設董事會，

且仍為行政機關。 

（四）制度特色：新調控模式重點不在於組織形式意義上之變動，而在於組織

功能如何在任務最適履行與行政決定正確性取向上進行安排；其二，由

於公法人制度由來已久，新調控模式主要落實在機關組織內部的分權改

革，同時進行必要之組織機構整併；其三，主要實踐之法領域涉及組織

法、預算法及人事法，組織法面向著重權限分配秩序、預算法強調彈性與

效益、人事法關心公務員或勞工身份關係之變動，附隨的法領域尚牽連

國家與個人資料保護問題；其四，組織革新之動因必須同時關懷其設置

所欲履行之公共任務內涵，並影響法律調控之密度；其五，憲法意旨與規

範效力在各行政層級與專業事務領域之貫穿，尤其是民主原則的正當性

聯結、法治國原則的組織預算保障、特別基本權利之客觀制度性保障。 

（五）評估架構：新調控模式在德國之實踐並非全面勝利。在追求績效、提升客

服品質的同時，由於事物領域牽連甚廣，上至聯邦下至基層地方自治團

體，仍欠缺一套一體適用於諸個案之新調控模式評估架構，來評斷新調

控模式之實踐是否成功。德國法分權化整體責任模型主要關懷點是如何

鬆綁任務取向之公法人所受的法律規制，使該公法人在組織、人事與預

算三個面向獲得更大之彈性俾追求更大的效率與效能。但既然仍承擔公

任務履行之責任，即應受法治國原則與民主原則之制約。前者著眼於合

法性控制，後者聚焦在民主正當性之連結與課責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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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人事管理：一般而言，為國家機關以外之其他公法人服務的人員基本上

區分為公務員、職員及勞工三種類型。公務員的法律地位由公務人員法

規定，公務員關係屬於由公務員法專門規範的公法上勤務關係，行政職

員和勞工則屬於依照私法規範的服務關係。 

（七）績效管理：德國法人之績效管理(controlling）區分為「策略性監督」及「操

作性監督」。「策略性監督」旨在針對長期與原則性問題，包括組織目標、

任務發展與效果控制等整體調控事項。「操作性監督」旨在針對短期及中

期的面向，檢討組織任務履行的效率性，屬於組織內部的調控。其績效管

理之「報告機制」，係指企業性政府組織需依相關法律規定，向監督者為

定期或針對事故而為之報告，以便監督者得為必要之調查或處置。 

（八）行政組織納入新調控模式變革之概況與問題分析：職司社會保險之聯邦

勞動署，原本名稱為德國勞動機構（Bundesanstalt für Arbeit），德國聯邦

層級遂行新調控模式的組織再造事例。轉型後的聯邦勞動署，從官僚行

政機構轉型成具有獨立法人格、享有自治行政權的公法上社團。其三人

組成的董事會為主要領導階層，取代公務員。領導階層採任期制、升遷

制，薪資支給部分並非依照年資，而係依照行為表現；分權單位在目標協

定的框架內享有預算自主權、藉由建立分紅制度引進競爭要素等。質言

之，聯邦政府希望透過組織再造，引入市場與企業經營思維，重新形塑勞

動市場政策的手段，並容許聯邦政府與聯邦勞動署間成立具有行政契約

效力之績效協定，落實從機構到政署的新調控模式。最為著稱之改革適

例，為國立大學公法人之改造。蓋在全球化及歐盟化之浪潮下，德國國立

大學之傳統組織及營運模式，業已不足以因應競爭激烈的世界高等教育

趨勢。從而，在公法上社團法人之形式組織型態下，德國近年來透過法制

框架之創設，為國立大學公法人爭取營運彈性及強化競爭力之框架條件，

朝向管理主義式—企業形式之大學組織體制，略可相稱於我國「行政法人

化」之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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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法國 

法國之公法人，除國家及地方自治團體外，尚有所謂「公務機構」

(etablissement public，簡稱 EP)，是法國政府為靈活行事，依特定目的、活動而

成立的公法人（public law entity），乃為提供公共服務依法創設接受政府補助及

監督，而享有特定職權並具獨立經營管理與人事、預算等自主權之組織。又中

央政府的公務機構通常屬於國家級公共機構（établissement public national，簡稱

EPN）（范燕燕等，2016；柯立業，2008；黃心蓉，2008）  

根據法國資政院於 2010 年出版的《公務機構》一書的說明，法國公務機構

的設置並非始於今日，早在法國大革命前就已經有相關辦法存在，用以解決社

團、團體、宗教組織或醫院等機構不受繼承問題所影響。「公務機構」這個詞彙

首見於 1804 年法國《民法》之中，以及 1813 年的《財政法》。爾後，在法國大

革命後數十年裡陸續出現。不過，這項工具真正受到重視以及廣泛的使用，則

是始於上個世紀 80 年代後期。法國同其他國家一樣興起了一股公務行政改革

之風，企圖以此提振行政效能。除了風潮所致之外，法國的行政體系過於集中

於中央決策機構更是主要原因。地方分權遂成了當時法國行政體系現代化的重

要國家政策，謂之為「去集管化」(décentralisation)，意圖打破行政管轄權完全集

中於中央的傳統。而具法人身分的公務機構就是政策中的重要功能性行政單位。

自主化的風潮也強烈席捲了公務體系。觀察法國近來行政體系的變化可以發現，

公務機構的數量確實呈現上升狀態，根據法國資政院的研究統計，截至 1990 年

底，每年約有 4-6 所公務機構誕生，2005 年則成長為每年 12 所，2006 年更達

每年 15 所。截至 2010 年為止，全法共有 782 所國立公務機構，性質各異（連

俐俐，2015）。 

EPN 設有董事會，由各方代表包含有關機關、學者專家和員工組成，其人

數多寡並無限制。EPN 組織法中亦明定董事會職權，但可視機構特性而配合調

整。一般而言，董事會職權包括 EPN 發展策略綱領之決議，以及審查 EPN 是



25 
 

否完成使命、達到預定目標。法國濃厚的中央管理制度仍反映在董事會的組成

方式上，中央在董事會中占多數，因此董事會完全在其掌握之中。以羅浮宮為

例，19 名董事裡有 16 名為中央代表或由中央聘任，僅 3 名為員工直選代表，

這種狀況似乎容易引起不夠中立的疑慮（漢寶德等，2011）。 

法人身分是公務機構重要的關鍵核心。這項特質使得每一個公務機構成為

法律的主體，在司法與財政上同時具備自主能力，以及規範力（就其專業範疇）、

資產能力（產權與資產）、法庭訴訟能力。公務機構之自主性亦受到法律的保護，

其方式包括承認機構董事長或主管之組織規範權，以及禁止有礙其專業施展之

國家決策。因為其根本精神就是一旦成為公務機構，就必須賦予它實踐其任務

之行事空間，以利它落實自治與自主之本質。因此，面對公務機構領導者，即便

是上級機構也必須排除層級上的管轄權，尊重公行機構之決策。同樣，它的自

主性也反映在國際事務上，對外，即便是外交領事與相關之成員一樣不得據其

層級干涉公務機構之作為。為確保其自主性不受國家機器之干擾，甚至規定政

府成員不得成為公務機構董事會之董事長（連俐俐，2015）。 

公務機構依業務性質可區分為工商性公務機構 (etablissement public 

commercial，簡稱 EPI) 與行政性公務機構(etablissement public administratif，簡

稱 EPA)，EPI 原則是具營利性質而被稱為工商性公務機構，此類原是私人可從

事之活動。惟基於公共利益考量，由國家介入經營，一般而言與人民關係原則

以私法規範之，並以私法契約聘僱其員工而不具公務員身分，但領導管理階層

仍具公務員身分。EPI 之財會制度使用年度收支預估報表進行財務管理，其收入

是估計性的。在監督機制部分，政府對 EPIC 的管控則較為寬鬆，有時可以事後

再向監督機關報備。EPI 的適用對象包含法國電信公司、法國國家鐵路公司等公

營事業單位（范燕燕等，2016；柯立業，2008）。 

EPA 則是負擔具行政性質之公共服務，與人民關係以公法規範並主要由公

務員組成，其財會制度係比照中央預算編列原則，自行編列預算，其收入是限

制性的，財政自主的高低取決於國家補助的總額與 EPA 自籌款項的多寡。在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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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機制部分，EPA 的各項主要活動必須報請監督機關核准後方可執行。其管轄

機構可以是數個不同的部會，如文化部和預算部。或視其專業的屬性分屬不同

的部會管轄。EPA 的成員包含受行政暨公職總處(DGAFP)監督之法國國家行政

學院(ENA)，及受社會暨衛生部預算補助及監督之國家自主團結處(CNSA) 。此

外著名之羅浮宮、奧塞等公立博物館、美術館，亦屬此類性質（范燕燕等，2016；

連俐俐，2013；柯立業，2008）。 

 

五、 日本 

我國所稱「行政法人」，係源自日本法（黃錦堂，2010），又我國在規劃行政

法人制度時，亦有參考日本「獨立行政法人」之制度設計，因此日本的獨立行政

法人制度影響我國行政法人制度深遠，故有必要先針對日本之獨立行政法人制

度進行介紹。 

（一）制度背景介紹： 

1996 年 10 月內閣總選舉,因財政改革、銀行超貸及醫藥公害等問題,使社

會大眾有感於二次世界大戰後文官制度之弊端，政府財政赤字、經濟成長停滯、

高齡化、少子化等問題，必須縮減政府規模。因此，行政改革遂成各黨選舉政

見之重要議題。日本前首相橋本龍太郎於選舉之際，提出「橋本願景(vision)」，

獨立行政法人制度即為橋本與國民約定政治公約下之產物。自民黨獲得總選舉

勝利後，日本橋本內閣組成，為實現與國民之承諾，召開多次之行政會議，檢

討當時肥大僵硬化的日本政府體制，並參照英國的政署（executive agency）制

度進行改革，逐步建立獨立行政法人之基本方向。1999 年 7 月，日本公布《獨

立行政法人通則法》、《獨立行政法人通則法相關法律整頓法》及《總務省設置

法》等三項基準法。1999 年 12 月，日本國會通過 59 個獨立行政法人之個別

法。2001 年 1 月，前述三項基準法正式施行，並於同年 4 月先成立 57 個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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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人，至 2018 年 4 月 1 日止，日本已成 87 個獨立行政法人10（劉坤億、

王文君，2013；劉坤億，2010；江韶瑩，2003）。 

日本獨立行政法人之倡議，主要係為檢討當時僵化而龐大的政府體制，

期待新的行政制度可以精簡國家行政組織並提升行政效率，將不必由政府辦理，

但也不宜委託民間經營之業務，轉由獨立行政法人辦理。依據行政改革會議的

最終報告書中提到關於設立獨立行政法人的目的：「為提供更接近人民需求的

且有效率的行政服務，基於此一理念，有必要成立政策的企畫立案機能與實施

機能分離、能貼切符合事務目標的組織型態，此類組織力求減少重質分工，強

調效率，並確保其透明，因此創設具有獨立法人資格之獨立行政法人。」因此，

我們可以知道獨立行政法人制度其論點是將國家行政的規劃立法機能與實施

機能分開，並就實施機能中之一定部份，設立有別國家另具法人格之行政主體

即「獨立行政法人」，使其執行所定之事務、事業，以提高效率、提昇品質及

確保其公開性。日本將規劃立法機能與實施機能分開的做法，不難看出日本獨

立行政法人乃師法英國行政改革建立政署之經驗，所不同之者乃日本政府參酌

其本身特有之政經情況與改革需求，使獨立行政法人制度已相當具有日本自己

的特色。因此，日本獨立法人雖然師法自應英國政署制度，但從日本獨立法人

具有法人格這點來看，事實上獨立行政法人之組織性質比較接近英國的非部會

公共組織體（NDPB），而非政署（蔡承芳，2016；黃寧，2014；漢寶德等，2011；

劉宗德，2004）。 

（二）獨立行政法人之定義與特徵：依「獨立行政法人通則法」第 2 條第 1 項

規定，日本獨立行政法人係指基於國民生活及社會經濟安定等公共利益

之觀點，確有實施之必要者，但依其性質非必要由國家直接實施之業務，

如委由民間機構辦理恐有不被實施之虞，或應由單一主體以獨占性方式

實施，促使提升該業務有效率地推動，而依法律規定所設立之法人（蔡承

                                                      
10 日本總務省官網資料，http://www.soumu.go.jp/main_sosiki/gyoukan/kanri/satei2_01.html

（20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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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2016）。獨立行政法人之制度設計具備四項特徵，分別為：1、設置條

例中明定法人設置目的、任務及其課責機制；2、賦予法人營運彈性；3、

維持原有之福利待遇；4、引進評鑑機制評估業務執行成果，並就法人事

業存續之必要性及應否予以民營化等議題，定期予以檢討。（李靜宜，

2005）。 

（三） 獨立行政法人類型： 

依據「獨立行政法人通則法」第 2 條第 2 項，以「業務性質上，該事務、

事業之停滯將使國民生活或社會經濟安定產生直接重大障礙者」、「根據獨立行

政法人之目的及業務性質等綜合考量認為有賦予其幹部或職員國家公務員身

分之必要者」為基準，將其分為「特定獨立行政法人」及「非特定獨立行政法

人」，前者成員具有公務員身分，後者則否。事實上，日本獨立行政法人職員

身分應為非公務員，但改革初期為期順利推動，基於「政治妥協」而產生的公

務員型與非公務員型獨立行政法人，純屬安撫現職公務人員心理之現實考量

（黃寧，2014；李奇等，2014；范祥偉，2003）。 

日本於 2014 年 9 月 2 日通過「獨立行政法人通則法」修正案，獨立行政

法人改按其業務特性，分為「中期目標管理法人」、「國立研究開發法人」及「行

政執行法人」，以強化目標管理之建構11（蔡承芳，2016）：  

1、 中期目標管理法人，計有 53 個，係指以提供公共事務事業為導向，具一定

程度的自主性及自律性，由主管機關首長訂定 3 至 5 年之中期目標並實

施，以推動促進公共利益之獨立行政法人，其成員不具公務員身分。 

2、 國立研究開發法人，計有 27 個，係指以學術研究發展為導向，具一定程

度的自主性及自律性，由主管機關首長訂定 5 至 7 年之中長期目標並實

施，從事科學技術相關試驗、研究和開發，其成員不具公務員身分。 

3、 行政執行法人，計有 7 個，係指以行使公權力為導向，訂定每年度之目

                                                      
11 同註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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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及計畫並實施，基於達成國家會計年度營運目標所訂之計畫，從事與國

家行政事務相關，並須在國家相當程度參與下執行之業務，以確保公權力

行政目的達成之獨立行政法人，其職員具有公務員身分。 

（四） 行政法人設置標準：1997 年行政改革會議最終報告認為事務或事業若

要成為獨立行政法人，其應該具備以下特性：1、從國民生活、社會經

濟安定等公共觀點，確有實施之必要者。2、不必以國家為主體地位直

接實施者。3、若委託民問，無法獲得被確定實施之保證之事業。4、須

具有成立獨立組織所必要之足夠業務量（黃寧，2014）。以業務性質來

看，獨立行政法人化之事務、事業係以「非權力行政」為主，如實驗機

構、研究機構、文教研習機構、醫療福利機構等活動，如涉及公權力行

使之業務，仍應以國家具法定職掌之專責機關執行為主；如認為原本即

非國家組織所應從事之業務，即分別民營化、移轉民間或地方公共團體

經營或廢止之（李奇，2014）。然而實務上，上述獨立行政法人化之事

務、事業，其之所以作為獨立行政法人化之具體判斷標準卻付之闕如，

其間之共通點亦難以理解，顯示日本當年對於中央省廳主管之事務、事

業是否要轉型為獨立行政法人，缺乏明確之評估架構，也因此成為外界

批評的焦點（劉宗德，2004）。另外獨立行政法人化對象的選定，有批

評幾乎各有關機構都是突然被告知決議結果，未尊重各獨立行政法人

預定實施機構的自主性。只從行革片面的觀點,加上配合政治的緊急需

要所設計的獨立行政法人制度，一色地套用在各式不同性質的機關（江

韶瑩，2003）。 

（五）行政法人運作機制： 

日本獨立行政法人係將原公營造物仍然維持公部門之機關，而非民營化，

但此同時引入績效管理的制度，在財務、組織暨人事管理上的鬆綁，改為目

標導向，此外並強化透明性之監督。這種改革一方面給予較大的營運彈性，

並使自負責任（例如職員待遇與業績相連結）。此外將部會首長之監督改為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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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先的目標設定與期間的績效評估，以及經由資料公開而由公眾一併協助參

與監督，而改善向來監督不足的缺點（黃錦堂，2002） 

從法制面來看，依「中央省廳改革基本法」第 38 條規定，獨立行政法

人基本營運制度如下：1、主管機關首長應就獨立行政法人業務營運效率之達

成、服務品質之提供，財務內容之改善等有關業務營運目標，設定 3 年以上

5 年以下的中期目標。2、獨立行政法人為達成所定之中期目標，應訂定中期

計畫，並於中期計畫期間內訂定各事業年度營運計畫。3、獨立行政法人之會

計，係以企業會計為原則，各事業年度損益計算之利益予以累積，按中期計

畫所定使用範圍內，為有效率及彈性之運用。4、國家提供獨立行政法人營運

經費與其他所需要之財源。5、獨立行政法人業務營運，應依業務績效評價結

果為改善及採必要之措施。6、獨立行政法人職員給與及其他待遇，應反映獨

立行政法人業務績效及個人績效。7、獨立行政法人應於各事業年度中，將業

務概要、財務內容、中期計畫、年度計畫、業務實績等評價結果及人員、人

事費相關組織業務重要事項予以公布。8、主管機關首長於中期計畫期間終了

時，應就獨立行政法人業務繼續必要性，及組織業務作全面檢討，並依檢討

結果採必要措施（李奇等，2014）。 

從上述規定可以歸納出，日本獨立行政法人營運之特徵為「目標管理」

及「業績評價」制度。大致呈現為「獨立行政法人依據中期目標擬訂年度計

畫→獨立行政法人按年度工作計畫執行→主管機關之獨立行政法人評價委員

會進行評價與檢討→評價與檢討結果反映在獨立行政法人之下期目標及營運」

的流程。主管部長對於法人之營運僅止於中期目標設定與中期計畫之認可等

法定之干預事項，至於獨立行政法人具體之業務營運，則應該由其自律與彈

性地執行之。惟獨立行政法人也必須接受評鑑，評鑑結果將反映至業務執行

及組織型態之修正。主管大臣根據評鑑結果進行下一個屮程目標之設定、中

程計劃之認可或獨立行政法人首長人事異動(得視必要隨時更換)。（黃寧，

2014；張婉真，2008；劉宗德，2004；江韶瑩，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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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監督機制： 

由於獨立行政法人制度給予法人機構許多財務及人事上之鬆綁，為確保

法人能確實完成所交付任務及目標，因此政府對於獨立行政法人之監督機制

至為重要。日本獨立行政法人績效評估模式之學理基礎係師法全面品質管理

領域之 PDCA（Plan-Do-Check-Action）制度。日本獨立行政法人之監督機制，

分為內部監督、準外部監督及外部監督三種。內部監督方面，獨立行政法人

之財務報表、事業報告書及決算報告書，受監事及會計監察人之監察。準外

部監督方面，強調主管之評價與檢查，主管機關應設置獨立行政法人評價委

員會，負責獨立行政法人業務績效評鑑之相關事項，以及所屬權限內應處理

之事務。外部監督方面，主要為日本會計檢查院（相當於我國審計部）之檢

查（李奇等，2014；黃寧，2014）。 

就主管機關之監督關係來看，日本獨立行政法人制度的評價機制主要分

為事前與事後的審議監督，獨立行政法人提出中期計畫與每年的年度計畫，

經過主管大臣的認可後實施。主管省選任的獨立行政法人評價委員會進行評

鑑，評鑑結果再經由總務省的獨立行政法人評價委員會討論後提出最後結果，

通知該法人。獨立行政法人評價委員會之評價結果除將作為未來營運費交付

金之參考外，同時對於幹部具賞罰分明之成效，獨立行政法人因為績效不彰

時，得解任其幹部。而總務省的評價委員會策重於政策評鑑，但就獨立行政

法人整體的營運方向，以及是否應該民營化或是建議退場機制，評價結果通

常會避重就輕，不去討論存廢及營運目標之結構性問題（黃寧，2014；宋餘

俠、陳錦雲、賴韻琳，2005；金子啟明，中須賀譯，2008）。 

除了相關機關的監督機制外，日本獨立行政法人制度也相當強調資訊公

開之必要，獨立行政法人除適用「情報公開法」外，在通則法中亦設有明訂

資訊公開項目（如中程目標、中程計劃、首長任命解聘、職員薪資等等）、方

式及罰則之機制，以達到公共監督之功能（江韶瑩，2003）。 

（七）人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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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行政法人之人事狀況，主管機關首長應指定獨立行政法人之首長

（以下稱「法人長」）及監事。法人長代表獨立行政法人並綜理業務，監事監

察獨立行政法人之業務，根據監查結果於認為必要時，向法人長或主管機關

首長提出意見。職員由獨立行政法人長任命之。獨立行政法人亦可於法定範

圍內，依照個別需求調整人事員額等項目（黃寧，2014；漢寶德等，2011）。 

日本獨立行政法人之理事、職員之報酬或薪俸係由法人自行決定，獨立

行政法人要運用高薪聘請專業人士，薪資結構的彈性化可在全球市場尋找更

適人才。為加強監督，除增加法人及主管機關首長之說明責任，以提升透明

性外，並要求評價委員會發揮其應有的監督功能，民眾亦可透過法人所公開

之資訊，加強國民監督機制（李奇等，2014）。公務員型的法人職員，其薪資

水準略低於國家公務員，而非公務員型的法人，平均薪資大部分均超過國家

公務員（潘麗雲，2006）。 

（八）財務管理： 

獨立行政法人之財務狀況，必須有資金及其他財產（一般而言，已經預

定由為政府出資）為基礎，日本依據通則法第四十六條，國家提供獨立行政

法人必要之金額的全部或一部分，具體的撥款項目為用於經常業務的「營運

費交付金」與用於建築物興建的「設施整備費補助金」（杉長敬治、富士野行

良，2004：65）。 

又為限制國家干預過於繁瑣細微，尊重其營運之自主性、自律性，同時

提高其透明性。其會計，原則上依照一般企業的會計原則，也就是必須每年

製作資產負債表、損益計算書等必要書表，陳報主管機關首長並經承認後，

應將此等財務報告書表登載於政府公報並訂一定期間供公眾閱覽而且須接受

監事及會計監察人之監督。獨立行政法人原則上採取企業會計原則，但基於

獨立行政法人具有公共性，營利企業之會計原則並非一體適用， 2000 年 10 

月 25 日根據獨立行政法人原則會計基準研究會之決定，另訂「獨立行政法

人會計原則」。至 2010 年通則法修正，並根據國際財務報告基準（ER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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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剩餘財產可不繳回國庫而納入自有財產。（黃寧，2014）。 

而據通則法第四十四條，各事業年度所得盈餘可用於中期計畫，不受一

般行政需事先編列預算以執行業務，且得繳回未用罄之預算的限制（漢寶德

等，2011）。日本行政法人的設立，政府原則上是 100%出資的，即使法人是

以赤字在經營，政府也不會因為法人的財務是赤字就予以廢止，而是要看這

個法人所執行的業務之必要性，如果業務不需要才可能廢止（劉坤億，2006c）。 

貳、我國行政法人制度發展情形 

    OECD 國家在 1990 年代所盛行的行政法人制度，我國係於 2002 年行政院組

織改造推動委員會始確立「行政法人化」將作為政府組織改造選項，目前行政法

人制度在我國之發展已超過 17 餘年。從 2004 年國立中正文化中心改制成為首個

行政法人以來，迄今我國已陸續成立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及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等 5 個行

政法人12，地方政府亦有如高雄市專業文化機構、高雄市立圖書館、臺南市美術

館、苗北藝文中心等新成立或由行政機關改制為行政法人之案例13。由此看來，

行政法人制度在我國已日漸發展成熟，且目前有許多中央部會或地方政府規劃成

立行政法人，行政法人已成為政府推動組織改造之重要選項之一。因此，本研究

有必要先針對我國行政法人之發展情形進行概述，以利後續對於故宮改制為行政

法人之可行性分析。 

一、 行政法人制度發展沿革 

為提升政府運作之彈性與活力，更容易達成績效目標，以及增加公共課責

性，並避免我國行政部門承載過重之業務以及過度擴張員額，政府於 90 年代開

                                                      
12 文化內容策進院之設置條例業於 2018 年 12 月 25 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並於 2019 年 2 月 12

日施行，惟迄今尚未正式掛牌成立。 
13 目前已有多個地方政府規劃成立或改制行政法人，例如臺北市政府規劃成立「臺北市立表演藝

術中心」及「臺北市流行音樂中心」、新北市政府規劃成立「新北市居住服務中心」、臺中市政府

規劃成立「產業再生發展中心」等。上開地方行政法人之設置自治條例均尚在相關機關研議或地

方議會審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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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推動組織改造。行政院於 1998 年頒布「政府再造綱領」，期望打造企業化政

府，重點包括組織再造、人力及服務再造與法制再造等三大面向。行政院於 2002

年成立「行政院組織改造推動委員會」，並於同年 8 月 24 日第二次委員會議，

通過機關業務檢討原則，並確立朝「去任務化」、「委外化」、「地方化」，以及「行

政法人化」等四大方向同步進行改革。自此，行政法人正式成為我國政府推動

組織改造、落實行政分流之重要選項（劉坤億，2006a；彭錦鵬等，2014）。 

行政法人會成為我國政府組織改造主要手段，主要是我國公法型態的行政

組織，受到公部門人事、財政及預算法令的限制，不僅成員、來源必須是公務員

之限制，其行政作為也受到法律相當程度的限制，彈性不大；相反的，私法型態

的行政組織，享有較大的人事進用及財務規劃使用的彈性，但弊端是此種組織

因履行公任務，經費大部分靠國庫資金捐助，且行使任務權限常帶有公權力色

彩，但卻獨立而不受立法及行政的嚴格監督，其結果造成私法組織型態的行政

組織，當其經營不善時，國家最後仍須承擔責任，顯然不符權責原理。因此基於

取其折衷的想法，一方面保留私法型態組織人事及預算靈活性，並兼具公法組

織型態的公共性及行政監督可能性，所以有「行政法人」制度的提議，成為一種

新興組織型態（劉坤億，2006b）。 

然而，行政法人制度並非我國首創，我國在規劃此類組織時，係參採英國

「非部會公共組織體」（NDPBs）及日本「獨立行政法人」之制度設計。這些組

織型態均係以強調效率化、專業化、去政治化、擺脫行政機關束縛等精神創設，

與我國政府組織改造希望透過機關業務檢討，將不必要或不適合執行的任務釋

出，把有限資源運用在更核心的職能上，並採用公私協力方式，引進民間資源

與活力，達成提升政府服務品質與績效之目標十分契合（劉坤億，2006c）。 

行政院為回應 2001 年 8 月 24 日至 26 日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會議共識，以

及落實總統府政府改造委員會之建議，於 2002 年 5 月 29 日正式成立行政院組

織改造推動委員會，負責推動行政院組織改造各項工作之規劃、協調及執行作

業。行政院組織改造委員會認為行政法人制度的建立，是在提供實施特定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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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的另一種方式選擇，以分流的方式提昇相關業務的效能，並解決傳統行政

機關職能壅塞的困境。相關任務的確保實施仍然屬於國家的責任，只是考量此

等任務以傳統科層式行政機關上實施，容易受限於既有人事、會計等法令限制，

不易達到專業化及效率化等需求，因此透過行政法人制度的建立，給予組織、

人事及財務合理鬆綁，本於權責相符原則追求更好的效能，進一步將現行政府

組織形態盡量朝領航型政府推移、轉型。於是，2002 年 8 月 24 日行政院組織改

造推動委員會提出「行政法人化」，至 2008 年由民進黨政府執政期間，行政院

共提出三波行政法人化優先推動個案，但僅有教育部監督之國立中正文化中心

（以下簡稱兩廳院）於 2004 年 3 月完成行政法人化。在第一波優先推動個案中，

除兩廳院之外，尚有國家教育研究院、國家臺灣文學館、國立台灣交響樂團等

機構；第二波優先推動個案為農委會所屬試驗研究機構；至於第三波優先推動

個案，計有警察廣播電臺臺、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核能研究所等機構被列入

名單。然而因《行政法人法》尚未通過、改制單位成員之疑慮及政治氛圍不利行

政法人推動等原因，我國推動的三波行政法人優先個案之過程中，面臨許多阻

力，導制推動不順遂（彭錦鵬等，2014；陳銘薰等，2006；劉坤億，2006a）。 

行政院為推動組織改造，研擬制訂配套五大基礎法案：《行政院組織法》、

《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行政院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中央

政府機關總員額法》及《行政法人法》。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自 2002 年起開始研

議《行政法人法》。惟自 2003 年 4 月 2 日由行政、考試二院會銜首次將《行政

法人法》送請立法院審議以來，法案審議進度緩慢，歷經多次立法院屆期不續

審後，直至 2011 年 4 月 8 日，立法院始三讀通過《行政法人法》。該法為基準

法，規範行政法人共通事項，至個別行政法人之組織法律或通用性法律，得於

本法所定基準之上，依實際需要，就其組織進一步設計（呂世壹，2011）。 

立法院三讀通過同時也通過《行政法人法》的同時，也通過了「施行三年內

改制行政法人數以不超過五個為原則，並俟各該法人成立三年後評估其績效，

據以檢討本法持續推動之必要性」之附帶決議。然而就整體來看，立法院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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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人之態度已漸為開放，只要符合成立行政法人之條件，皆可在立法院討

論。換言之，無論行政組織目前為何種類型，只要主管機關有意將其改制行政

法人，且設置條例於行政院院會通過，立法院便有審議空間。於是，《行政法人

法》之頒布施行後，在 2014 年到 2015 年間，隨著行政院組織改造，國立中正

文化中心裁撤，其所屬廳舍與組織均納入新成立的行政法人國家表演藝術中心。

此外，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國家

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及文化內容策進院等組織陸續成立或改制為行政法人。地

方政府如高雄市政府亦成立高雄市專業文化機構，並將高雄市立圖書館及高雄

流行音樂中心改制或成立為行政法人；臺南市政府亦將臺南市美術館改制為行

政法人等（杜昱潔，2016；彭錦鵬等，2014）。 

另依據行政院 2002 年 5 月 10 日訂頒之《落實員額總量管理精實機關人力

配置策略方案》，其中策略議題 2「改善行政運作環境，活化員額彈性調整」規

定，由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建構適合以行政法人運作之業務領域及具改制條件

機關之認定標準，並以醫療、研究、文教、試驗等機關為優先檢討對象（彭錦鵬

等，2014）。 

行政院為利於行政機關（構）改制為行政法人時，預作規劃相關應辦理事

項，已於 2012 年 10 月 12 日函頒「機關（構）改制行政法人應研擬之法規彙整

表」、「機關（構）改制行政法人應辦理事項、時效及分工表」，規定作業流程以

及需研擬之法規，包括：行政法人董（理）事及監事遴聘及解聘辦法、董（理）

事長遴聘作業辦法、董（理）事及監事利益迴避範圍及違反處置準則、組織章

程、人事管理規章、內部控制規章、稽核作業規章、公有財產管理使用收益辦

法、會計制度規章、績效評鑑辦法、採購作業實施要點、董（理）事會及監事會

議事規則、機關（構）改制前後職務對照表、機關（構）改制行政法人隨同移轉

繼續任用人員人事管理辦法，由監督機關、改制機關（構）、籌備推動小組來擬

定（彭錦鵬等，2014）我國行政法人制度推動過程整理如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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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 我國行政法人制度推動過程 

時間 推動行政法人相關紀事 

1998 年起 

行政院頒布「政府再造綱領」，期望打造企業化政府，重點包括組織再

造、人力及服務再造與法制再造等三大面向，隱含對政府組織型態重

新改造的思考。 

2002 年 5 月 
行政院成立行政院組織改造推動委員會（以下簡稱組改會），負責推動

行政院組織改造各項工作之規劃、協調及執行作業。 

2002 年 8 月 
組改會通過機關業務檢討原則，確定朝「去任務化」、「委外化」、「地

方化」以及「行政法人化」等四方向進行改革。 

2002 年 12

月 至 2003

年 3 月 

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配合推動「行政法人化」，邀請專家學者及相關機

關研擬「行政法人法」草案，作為我國行政法人組織架構及運作機制

之導引。 

2003 年 4 月 行政院、考試院二院會銜第 1 次送請立法院審議「行政法人法」草案。 

2004 年 3 月 

「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設置條例」於 2004 年 1 月 20 日制定公布，同年

3 月 1 日施行並揭牌運作，為我國第一個成立之行政法人。（2014 年 4

月併入「國家表演藝術中心」，為其演出場館） 

2005 年 8 月 行政院、考試院二院會銜第 2 次送請立法院審議「行政法人法」草案。 

2009 年 5 月 行政院、考試院二院會銜第 3 次送請立法院審議「行政法人法」草案。 

2011 年 4 月 
「行政法人法」於 2011 年 4 月 8 日完成三讀程序、同年月 27 日公布

施行。 

2014 年 4 月 

行政法人優先推動個案「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中山科學研究

院」、「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之設置條例均於 2014 年 4 月施行，並

陸續揭牌運作。 

2015 年 1 月 
行政法人優先推動個案「國家運動訓練中心」設置條例於 2015 年 1 月

施行並揭牌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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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推動行政法人相關紀事 

2016 年 1 月 
行政法人優先推動個案「國家資通安全科技中心」設置條例於 2016 年

1 月 20 日施行。 

2016 年 5 月 
「國家資通安全科技中心設置條例」於 2016 年 5 月 25 日經總統令廢

止。 

2016 年 8 月 
「高雄市專業文化機構設置自治條例」於 2016 年 6 月 30 日公布，自

同年 8 月 15 日起施行。 

2017 年 1 月 「臺南市美術館設置自治條例」於 2017 年 1 月 17 日公布。 

2017 年 7 月 
「高雄市立圖書館設置自治條例」於 2017 年 6 月 19 日公布，自同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2017 年 8 月 
「高雄流行音樂中心設置自治條例」於 2017 年 6 月 19 日公布，自同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 

2018 年 8 月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設置條例」於 2018 年 8 月 1 日施行，並

於翌日揭牌運 

2019 年 2 月 
「文化內容策進院設置條例」於 2019 年 1 月 9 日公布，並自同年 2 月

12 日起施行。 

資料來源：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網站，行政法人專區，2019/1/26。 

二、 行政法人之定義 

（一）法源依據 

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 37 條規定：「為執行特定公共事

務，於國家及地方自治團體以外，得設具公法性質之行政法人，其設立、

組織、營運、職能、監督、人員進用及其現職人員隨同移轉前、後之安

置措施及權益保障等，應另以法律定之」，可知《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

準法》為行政法人之設置依據，亦為《行政法人法》之法源依據。 

另依《行政法人法》第 2 條第 1 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法人，指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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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及地方自治團體以外，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執行特定公共事

務，依法律設立之公法人。前項特定公共事務須符合下列規定：一、具

有專業需求或須強化成本效益及經營效能者。二、不適合由政府機關推

動，亦不宜交由民間辦理者。三、所涉公權力行使程度較低者。」由此

可歸類，行政法人應具有三項特徵：1、法律人格：即稱法人自然具有法

律上人格，得為權利義務主體，與機關最大不同在此；2、企業化經營：

具有專業需求或須強化成本效益及經營成效能，既不適合由政府機關推

動，亦不宜交由民間辦理；3、達成特定公共行政目的：賦予公法人地

位，而與公營事業機構有所不同，且視性質不同，行政法人所行使之公

權力程度亦有強弱之別（吳庚，2013）。 

由上述行政法人之定義可以知道，我國行政法係人以法律設置之具

有公法性質的法人，具有法律所賦予的擬制人格，同時採獨立運作體制、

自主管理體制及任務導向體制，與日本獨立行政法人及英國非部會公共

組織體概念最為接近（黃心蓉，2008；王崇斌，2007；陳銘薰等，2006；

劉坤億，2006a）。 

（二）行政法人之目的 

行政法人，是藉由法律的創設，在傳統行政機關之外，成立公法性

質的獨立體（法人），讓不適合由行政機關來推動的公共任務，由一個

與政府保持一定距離的「行政法人」來處理，達到行政分流的目的。一

方面可以引進企業經營精神，使這些業務的推行更專業化、更講究效能，

而不受到現行行政機關有關人事、會計等制度的束縛，另一方面政府仍

可確保這些公共任務之實施。因此，行政法人之創設，提供了政府另一

新興組織型態之選擇，使政策之執行能保有一定監督強度原則下，採取

更具彈性與專業化經營模式，提升政府整體服務品質及效能，促進公共

利益達成（杜昱潔，2016；行政院新聞局，2003）。 

時任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之施能傑曾表示，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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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制度之推行，雖然可能有減少政府組織及人力之結果，也可能減少

政府財政經費的負擔，但並非行政法人設立之意旨。推動行政法人主要

是強調改變某些組織經營管理的模式，需要讓它更有績效的經營管理，

希望它能換更專業治理的模式（劉坤億等，2006c）。 

又政府採行行政法人制度的理由大致可歸納如下（范祥偉，2003）： 

1、 行政法人為傳統公務機關與財團法人之間的第三種選擇，同時具有

公、私組織的優點，即一方面較公務體系擁有彈性的人事財務制度

與營運方式；另一方面保障國家公共任務的落實，擁有嚴格的監督

機制。 

2、 行政法人制度提供更適合專業人才進用需求的人事制度。 

3、 公務會計與採購制度雖以防弊為目的，但卻不利於特殊業務的發展，

行政法人能夠做適當調整以因應業務推展。 

4、 藉由落實績效評鑑與內外監督機制，施以公部門任務企業經營責任

並注重成本效益。 

5、 部分公共服務具有照顧多元利益、使用者付費或機關隸屬與行政一

體的特性，如：文化事務、社會福利或保險等。轉由行政法人制度辦

理可避免公部門專斷之嫌。 

（三）行政法人與行政機關、財團法人之差異  

行政法人、行政機關及財團法人雖然均扮演執行公共任務之角色，

但組織性質及功能均有所不同，主要分述如下：（劉坤億，2006a；宋餘

俠，2005；行政院新聞局，2003） 

1、 行政機關：其特色是具有民主正當性、依法行政、科層體制，為主要

提供公共服務的角色。但其缺點是人事層層限制、行政機關亦缺乏

獨立性、財政制度的束縛、難以衡量績效。 

2、 財團法人：財團法人之設置法源為民法，不需另有其他特別的法律

依據。財團法人雖大量被運用在不具公權力管制色彩或公權力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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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弱的公共任務執行，惟原則上並非以執行公共任務為目的。故無

論出資者為何人，定性上仍屬「民法上的法人」。其優點在於首先用

人具彈性、其次是注重績效、財政、會計制度較為鬆綁。但缺點為易

造成所謂「公法遁入私法」監督不足的情形、私法人組織也容易淪

為政治酬庸的手段。 

3、 行政法人：行政法人可說是行政機關及財團法人的中間類型，一方

面以較行政機關具有彈性的組織及經營管理方式，確保國家任務有

效的履行，另一方面則釐清其公共任務特性，將之保留在公法領域，

以強化監督並避免混淆私法體系。另外，行政法人為負有履行特定

公共任務義務之公法人，相關監督及介入機制較依民法設立之財團

法人為強，其成立須訂定個別組織法律或通用性法律作為法源依據。

在監督機制部分，行政法人監督機制包括立法監督、監察監督、審

計監督、輿論監督、監督機關監督、內部監督等 6 項機制；財團法

人由主管機關適法性監督，監督密度較行政法人為低，除行政監督

外，另有法院介入，但原則尚無立法及監察監督。行政法人的優點

首先是人事鬆綁、其次是財政鬆綁、第三是去政治化、獨立化。行政

法人目前最大的缺點在於大眾對於此制度不如行政機關及財團法人

熟悉，恐仍需進一步說服行政機關、民意機關及社會大眾之支持。 

三、 行政法人之設立標準 

《行政法人法》第 2 條第 2 項規定，公法人執行之公共事務具下列特性

者，得依法律設立為行政法人：「一、具有專業需求或須強化成本效益及經營

效能者。二、不適合由政府機關推動，亦不宜交由民間辦理者。三、所涉公

權力行使程度較低者」。是以，評估某政府機關、機構或組織是否適宜改制為

行政法人時，主要之法律依據即為上開條文。 

另依據行政院 2012 年 5 月 10 日訂頒之《落實員額總量管理精實機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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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配置策略方案》，其中策略議題 2「改善行政運作環境，活化員額彈性調整」

規定，由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建構適合以行政法人運作之業務領域及具改制

條件機關之認定標準，並以醫療、研究、文教、試驗等機關為優先檢討對象

（彭錦鵬等，2014）。 

綜合上開規定，我們可以知道改制或設置行政法人之評估標準，主要之

權責機關為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至於評估標準為何，《行政法人法》第 2 條

第 2 項僅有提供判斷原則，並未提供具體明確之標準，似乎是交由主管機關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依《行政法人法》進行個案判斷。另外從前開《落實員

額總量管理精實機關人力配置策略方案》規定，從其所挑選之醫療、研究、

文教、試驗等機關作為優先檢討對象，大致可以看出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係

以《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所定義之「機構」為對象。依據《中央行政

機關組織基準法》第 3 條及第 16 條規定，機構為機關依組織法規將其部分權

限及職掌劃出，以達成其設立目的之組織，其類型包括：實（試）驗、檢驗、

研究、文教、醫療、社福、矯正、收容、訓練等類型，其層級等同三級機關

或四級機關。行政機構行使之公權力之程度低，其所作所為較不涉及人民之

權利義務，較具轉型為行政法人之可行性（彭錦鵬等，2014）。 

從上述相關規定來看，對於政府機關、機構或組織適合以行政法人型態

營運，行政院仍採由上而下（top down）之決策模式，意即由上級機關決定那

些機關或那些類型之機關適合採取行政法人之組織型態，被改制之機關或單

位則是處於被動地位。至於行政法人之設立標準，目前仍缺乏具體客觀之評

估機制（江妍儀等，2012）。 

四、 行政法人運作機制 

我國行政法人制度乃係參考國外行政法人經驗所創設之新興組織型態，

因此也承襲了國外行政法人制度之精神，意即將企業化經營、目標管理及績

效管理之概念導入公部門，由部會首長核定行政法人所訂定之績效目標，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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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將業務決行權、組織權、人事權、預算權予以下授，並同時鬆綁相關法

令，而使分立而出者有更大的自主決定空間，得專業施政並取得績效，並經

由適當之監督機制以確保公共任務遂行。而依據《行政法人法》，我國行政法

人之運作機制可重點整理如下： 

（一）設立董監事會：行政法人的決策單位可採董（理）事會制或首長制，

惟目前我國均採合議制之董事會。董事採任期制，並由機關聘任，解

聘時亦同。董事會置董事長一人，對內綜理一切事務，對外代表行政

法人。並得置執行長一人，負責行政法人營運及管理業務之執行，另

為健全內部監督機制，行政法人亦應設置監事（會）。董事會為最高意

思機關，負責使命、政策之擬定、績效之監督等，而雇用專業管理人

來協助使命的達成並向董事會負責。目前我國行政法人董事會成員主

要由政府機關代表、行政法人業務領域相關專家學者、民間經營管理

專家及重大貢獻社會人士所組成。在監事方面，除政府機關代表外，

則以法律、會計及財務相關之學者專家為主（杜昱潔，2016；黃寧，

2014；呂世壹，2011）。 

（二）發展目標、計畫、年度營運（業務）計畫及其預算之訂定：行政法人應

訂定發展目標及計畫，報請監督機關核定。此外，行政法人應訂定年度

營運（業務）計畫及其預算，提經董（理）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

備查。行政法人並依據其發展目標、計畫、年度營運（業務）計畫及其

預算，執行各項公共任務。 

（三）績效評核：監督機關應訂定行政法人績效評鑑之方式、程序及其他相關

事項之辦法，且應邀集有關機關代表、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辦理

行政法人之績效評鑑。另外《行政法人法》明訂績效評鑑之內容應包含：

一、行政法人年度執行成果之考核。二、行政法人營運（業務）績效及

目標達成率之評量。三、行政法人年度自籌款比率達成率。四、行政法

人經費核撥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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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國各該法人均依規定擬訂發展目標及計畫並據以訂定年度營運計

畫落實執行，並作為其監督機關評量其績效之重要依據，俟年度終了時，由

行政法人提出年度執行成果報告，再經監督機關邀集嫻熟行政法人及評鑑制

度之機關代表與學者專家組成評鑑小組，就上一年度行政法人營運效能及目

標達成情形予以評鑑。另監督機關均依規定於每年 8 月底前，就行政法人前

年度績效評鑑報告提出分析報告送立法院備查並公開於政府網站上，務使行

政法人營運狀況得以接受各方檢驗。目前各行政法人均能達成監督機關所設

定目標，並呈現朝營運企業化與效率化之走向，滿足公眾需求多樣化及高品

質之服務（杜昱潔，2016）。 

五、 行政法人之監督機制 

行政法人由於在業務決行權、組織權、人事權、預算權等獲得授權，擁

有更大的自主決定空間，因此我國之行政法人從內部至外部均設有監督機制，

來確保其公共任務之達成： 

（一）理監事監督：行政法人於會計年度終了一定時間內，應將年度執行成果

及決算報告書，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提經董（理）事會審議，並經監

事或監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查，並送審計機關。 

（二）主管機關監督： 

1、 對董（理）事、監事之監督：董（理）事、監事之聘任及解聘為主管

機關權責。又董（理）事、監事於執行業務違反法令時，主管機關得

為必要之處分。 

2、 發展目標及計畫之核定：行政法人應訂定發展目標及計畫，報請監

督機關核定。 

3、 年度營運（業務）計畫及其預算之備查：行政法人應訂定年度營運

（業務）計畫及其預算，提經董（理）事會通過後，報請監督機關備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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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績效評鑑：監督機關應邀集有關機關代表、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

士，辦理行政法人之績效評鑑。又行政法人績效評鑑之方式、程序

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監督機關定之。監督機關對行政法人之

監督，可說以績效評鑑制度最為重要，一則可評核其營運與效能及

目標達成情形，作為監督機關未來核撥經費之參據外，同時並可透

過評鑑機制對於行政法人之營運給予指導，以確保其所負責之公共

任務能適切實施（杜昱潔，2016）。 

5、 適法性監督：行政法人有違反憲法、法律、法規命令時，主管機關得

予以撤銷、變更、廢止、限期改善、停止執行或其他處分。 

6、 財務監督：主管機關對於自有不動產處分或其設定負擔之核可、財

產及財務狀況之檢查，具有監督權責。又行政法人所舉借之債務，

以具自償性質者為限，並先送監督機關核定。預算執行結果，如有

不能自償之虞時，應即檢討提出改善措施，報請監督機關核定。 

（三）審計監督：在審計監督方面，有關行政法人之預、決算編製，依行政院

2002 年 8 月 7 日函訂「行政法人依法預算須送立法院之預算編製注意

事項」及同年 10 月 17 日函訂「行政法人依法預算須送立法院之決算

編製注意事項」等規定辦理，並由審計機關負責審計行政法人決算報告

書並將審計結果送監督機關參考。 

（四）立法院監督： 

1、 依法行政：行政法人任務及組織方式都要由立法院制定法律來規定

（行政院新聞局，2003）。 

2、 年度績效評鑑報告：應由監督機關提交行政法人年度績效評鑑報告

之分析報告，送立法院備查。必要時，立法院得要求監督機關首長

率同行政法人之董（理）事長、首長或相關主管至立法院報告營運

狀況並備詢。 

3、 審議預算：政府機關核撥經費超過行政法人當年度預算收入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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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者，應由監督機關將其年度預算書，送立法院審議。 

（五）大眾監督：行政法人之相關資訊，應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相關規定公開之；

其年度財務報表、年度營運資訊及年度績效評鑑報告，應主動公開。 

若將監督機制一併納入考量，可發現行政法人並不致因為缺乏直接民主

監督，從而有逸脫控制之嫌，因為從行政法人內部監督機制、監督機關監督、

監察監督、審計監督、甚至評鑑機制與資訊公開皆可認為係廣義之監督控之模

式。另因行政法人設置目的在於要求彈性及效率，立法監督上之讓步並非不可

想像（劉宗德，2004）。 

六、 行政法人人事制度 

行政法人之設立目的一方面可以引進企業經營精神，使這些業務的推行

更專業化、更講究效能，而不受到現行行政機關有關人事、會計等制度的束

縛，另一方面政府仍可確保這些公共任務之實施。因此，我們可以知道政府

採用行政法人制度很大一個原因在於人事之鬆綁,以改善現行僵化之用人制

度（陳嘉雯，2008）。以下將簡介行政法人之人事制度。 

（一）設計原則：為確保行政法人的自主性及專業性，未來行政法人可以在不

違反相關法律及其任務的前提下，來設計適用於各該行政法人的人事制

度，使其具有一定的人事自主權，因此原則上改制後的行政法人，其新

進人員應不再具備國家公務人員身分，仍確保留任人員的身分與權益不

變（行政院新聞局，2003）。 

（二）身分及權益：行政法人之人事管理事項主要係規定於《行政法人法》第

20 條至 30 條，依渠等規定：1、現職員工改制前可選擇是否隨同移轉，

如隨同移轉，現職編制內人員仍具有公務員身分，係採取「保留身分，

權益不變」原則規劃。2、新進人員不具公務員身分，並依其本身所定

專屬之人事管理規章辦理排除公務員服務法、公務人員考試法及任用法、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之適用，其權利義務關係於契約中明定，因而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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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實務運作需要賦予管理運作及用人彈性（呂世壹，2011；黃寧，2014；

杜昱潔，2016）。 

（三）員額管理：行政法人有關內部組設及其人數配置，係由行政法人依自行

訂定之組織規章及人事管理規章辦理，均不受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

及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有關組設及員額規範之限制（杜昱潔，2016）。 

（四）行政法人人事管理制度之優點：行政法人之人事制度最大優勢在於鬆綁

相關人事規定，以契約彈性進用並運用人力。此外，其相關人事費用占

總支出比率已有呈現下降趨勢，且每位員工平均占總收入之產值亦有所

提升，顯示改制行政法人在降低人事成本支出及提高每位員工產值上已

收相當成效（杜昱潔，2016）。 

（五）行政法人人事管理制度之缺點：根據研究，行政法人制度使員工對未來

個人的工作與權益產生強烈的不安定感；又員工可能認為改制為行政法

人後，工作內容與工作量將產生明顯的變化；此外，員工也可能認為機

關改制為行政法人，將對薪資待遇、福利、退休保障制度、職業生涯發

展等產生衝擊；整體而言，員工對所屬機關改制（設置）為行政法人的

認同程度普遍不高（劉坤億，2006a）。 

七、 行政法人財務管理 

行政法人之另一項特色即是透過鬆綁其財務管理相關規範，藉以提升組

織財務運用效能。因此，行政法人之會計、財產與採購，作適度鬆綁及彈性

處理，原則不再適用政府機關之程序及作業規定（呂世壹，2011）。以下將進

行行政法人之財務管理制度介紹。 

（一）經費來源：行政法人係為遂行公共任務，政府有義務確保公共任務得以

持續推動，而給予適度之經費支持。惟目前行政法人之財源收入，除接

受政府機關核撥及捐（補）助外，亦有自主財源，例如國內外公私立機

構、團體及個人之捐贈、營運之收入及其他等自籌款收入（杜昱潔，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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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查目前各行政法人多具有一定程度自籌財源能力，以 2015 年度各行

政法人實際自籌款比率觀之，均高於或相當於原訂目標值，顯示行政法

人化後，透過靈活的會計與預算運作制度，不僅提高其財務自主性，且

相較行政機關而言，更得以降低對國庫依賴（杜昱潔，2016）。 

（二）會計原則：依《行政法人法》及《行政法人會計制度設置準則》規定，

係授權行政法人依其營運（業務）實際狀況與發展、會計事務性質及管

理上需要，訂定其會計制度規章，使經費運用更具自主性及彈性（杜昱

潔，2016；黃寧，2014）。 

（三）財產管理：行政法人以政府機關核撥經費指定用途所購置之財產，為公

有財產；出租、無償提供使用及前項之公有財產以外，由行政法人取得

之財產為自有財產（黃寧，2014）。 

（四）採購原則：在採購方面，為鬆綁行政法人受採購相關法令之束縛，行政

法人之採購原則不適用政府採購法，並可依業務需求自訂採購管理規章。

（杜昱潔，2016） 

八、 我國個別行政法人之相關研究 

我國對於個別行政法人之研究多集中於國家表演藝術中心，主要還是因

為國家表演藝術中心為我國第一個改制成立之行政法人，為眾所矚目之焦點。

以下將試就我國個別行政法人介紹之。 

（一）國家表演藝術中心： 

1、國立中正文化中心成立背景 

1975 年，前總統蔣中正逝世，由政府主持成立籌建小組，決議在

台北市中正區興建中正紀念公園，內部包括中正紀念堂、國家戲劇院

及音樂廳等三項大型建築。中正紀念堂首先於民國 1980 年 4 月完成，

戲劇院、音樂廳則在民國 1987 年 9 月 30 日完成，並於同年 10 月 31

日正式開幕啟用。管理機構定名為「國立中正文化中心」。但自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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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成立後，長達 16 年間，兩廳院始終依「暫行組織規程」運作，組織

定位工作遲遲未能確立，使得諸多工作的推動，受限於法令的不完備

而無法作更好的發揮（朱宗慶，2005）。 

2、國立中正文化中心時期遭遇困境 

長期隸屬教育部的國立中正文化中心（含兩廳院），始終受困於文

化人員進用管道不足、專業經營無法落實、會計程序與採購法的束縛，

為文化界所詬病。時任國立中正文化中心主任、兩廳院藝術總監的朱

宗慶就多次表示「兩廳院暫行組織章程，不是為藝術專業機構設置的，

因此在公務機關的框架下，容易發生劣幣驅逐良幣的效應。」在實際

運作上，朱宗慶也舉出不利競爭的實例，包括「因為兩廳院定位不清

楚，不但人才進不來，看到好的節目也受限於公務機關的種種規定，

無法馬上引進。」等等（李應平，2016）。 

除此之外，兩廳院受限於國立中正文化中心管理處組織條例（草

案）被立法院擱置 16 年，而以暫行組織規程運作，編制人員以公務

員為主，另大量進用約聘僱人員，推動兩廳院的運作。公務人員的背

景、經驗與訓練，均不同於表演藝術與劇場管理，但是受限於政府體

制，約聘僱的專業人才無論薪資、位階、福利保障都遠不及於公務人

員，能發揮的功能與權限也都受限。另一方面，劇場運作亦非公務機

關，無論是節目邀演、新製作，都需要提前至少一到兩年，受制於政

府預算編列的規定，經常讓節目選購出現困難，更遑論還有層層的會

計制度與採購法制約。此外，政府經費不足，無法全額編列兩廳院營

運費用，要求逐年提高自籌比例，也是爭議之一（李應平，2016）。 

基於以上原因，國立中正文化中心時期的兩廳院受限組織定位未

定及行政機關體制，無法進用適合的人才，也缺乏彈性且足夠之財務

後盾，無法充分發揮其做為我國藝術社群的經營，與觀眾教育與培養

的責任與角色。因此，時任國立中正文化中心主任、兩廳院藝術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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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朱宗慶積極推動組織改造，希望能使兩廳院成功轉型為具有國際專

業及運作彈性之表演藝術中心。 

3、組織轉型過程 

國立中正文化中心（含兩廳院）自 1987 年成立後，兩廳院之組織

法案遭擱置長達 16 年間，致組織定位工作遲遲未能確立。1987 年 5

月「國立中正文化中心管理處組織條例」草案送行政院核轉立法院審

議，經法制及教育委員會聯席會議一讀通過，嗣後即遭擱置。1994 年

8 月將「財團法人中正文化中心設置條例」草案送請立法院審議，時

隔 4 年，始於 1998 年 4 月 13 日由立法院法制、教育及預算委員會進

行討論。然而會中委員意見不一，因此未能獲致任何結果，法案又遭

擱置。1999 年 7 月，行政院函示：在「中央政府機關組織基準法」及

「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兩項法案未完成立法前，各機關之組織調

整法案皆須暫緩報院核處，兩廳院之組織定位推動工作因此停滯。2000

年政黨輪替後，同年 12 月 6 日，行政院再度函示：「國立中正文化中

心朝財團法人規劃，並迅即將有關設置條例草案報院。」2002 年 5 月

11 日教育部長明示兩廳院將朝財團法人方向進行規劃。2002 年 11 

月間，行政院將設置條例送回教育部再審，教育部召開多次跨部會會

議討論，11 月 14 日於教育部舉行之討論會中，行政院組織改造推動

委員會提出「行政法人」之建議，將兩廳院改為朝「行政法人」體制

方向進行。 2002 年 12 月 18 日兩廳院「行政法人」設置條例經行政

院院會審議通過，並於 12 月 24 日報請立法院審議。2004 年 1 月 9 

日立法院三讀通過「國立中正文化中心設置條例」，2004 年 3 月 1 日

國立中正文化中心奉行政院核定正式改制，成為我國第一個施行行政

法人的機構（朱宗慶，2005）。國家交響樂團亦於 2005 年併入中心。 

繼 2011 年「行政法人法施行後」，國內各界希望能成立國家級之

藝文場館，因此立法院通過「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設置條例」，並於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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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月成立「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將「國家兩廳院」、「臺中國家歌劇

院」、「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以及附設團隊「國家交響樂團(NSO)

轉隸屬其轄下，成為我國第一個「一法人多館所」之行政法人機構，

監督機關為文化部，希望「一法人多館所」之模式，能將各館所之相

關行政、工程經驗及場館經營等相互分享，自詡成為扮演我國表演藝

術之領航角色。 

當初兩廳院選擇組織轉型時，捨棄「財團法人」而選擇在當時對

國人還是陌生概念之「行政法人」之主要原因為財團法人在法律定位

上為「民間單位」，因此政府之補助無法正當化、制度化，更無監督之

依據。兩廳院是國家所設的專業機構，以行政法人之型態，政府可以

進行監督，同時也避免兩廳院落入民間私人所有。除此之外，採取「行

政法人」型態，對既有員工之原有身分不受影響。對於員工之保障將

更為周全，同時也降低員工抗拒改變之心理。在財務上，如以財團法

人型態，僅僅要維持兩廳院原有之規模，母金恐怕需要 250 億元，亦

難以依靠基金孳息以維持兩廳院之運作（朱宗慶，2005）。因此，兩廳

院最後是採取行政法人之組織型態，在肩負公共任務之同時，仍能取

得營運、管理、人力及財務上之彈性。 

4、改制前準備 

為順利轉變為「行政法人」理想經營方式，兩廳院在法案推動期

間即開始進行內部改造工程，在前期委託專家學者進行專案研究並設

定發展目標及進行追蹤控管進度。同時，對於員工除進行生涯規劃調

查外，並舉辦相關演講及專業訓練，藉此提升同仁專業能力，首長也

透過每週一信的方式，與同仁進行溝通，分享改制準備之相關過程與

進度，期盼同仁應就心態上有所調整與因應（朱宗慶，2005）。 

因此，我們可以發現，兩廳院在改制為行政法人之前就已經有計

畫性地陸續進行準備工作，除了有助於快速適應新形態的組織及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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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外，更能讓員工先調整好心態，減少內部的阻力、縮短組織變革

的陣痛期，使兩廳院改制過程更加順利。 

5、改制過程所遭遇困難 

任何組織在變革的過程都會遭遇一段陣痛期，兩廳院也不意外。

兩廳院於改制為行政法人之過程所遭遇之困難可略述如下： 

（1） 監督機關、董事會及藝術總監三者間互動的問題：國立中文化中

心改制為行政法人後，第一屆董監事開始運作，也開始了董監事

和藝術總監的磨合期；此一時期，雙方對於董事會和藝術總監的

職權認知出現差異，並對原籌備階段所規劃的制度規章細節有不

同的看法（陳銘薰等，2006）。不過，在第一任藝術總監朱宗慶看

來，在設置條例中早已明訂董事長、董事會及藝術總監的職責功

能和業務範圍。董事會取代原本政府主管機關管理兩廳院，扮演

監督者和協調者的角色；董事長綜理董事會事務，並由董事會遴

聘藝術總監；而藝術總監則綜理兩廳院業務，並對外代表兩廳院

行使職權。因此，行政法人化後的兩廳院，董事會與藝術總監各

有其法定執掌，各自承擔其法定責任，並無所謂的「董事長制」

或「藝術總監制」之爭的疑慮。或許政府和社會各界尚未調整好

心態，總是以現行的財團法人、社團法人或公司的組織型態來思

考行政法人化後的兩廳院運作，才會引發這樣的疑慮和爭論（朱

宗慶，2005）。 

（2） 人事異動與制度變革：國立中正文化中心於法人化前員工總人

數有 257 人，經改制後的人力資源調整後，僅剩 208 人，減少 22

％的人力。然而，這段時間業務不能停頓，所以要一直不斷地招

募，同時因應新的組織型態，招募方式也不斷在改進，所以大概

有差不多將近一年的時間人事變動很大。此外，在改革後，中心

裡具有三種身份的員工，一種是新加入的、一種是原來的簽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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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調整成正式人員，第三種則是公務人員。基本上公務人員跟一

般人員在人事的規章上會相距很多，在兩套不同的人事制度下，

要達到公平合理的激勵機制，會是比較辛苦的地方（陳銘薰等，

2006；劉坤億，2006c）。 

（3） 社會對於行政法人制度之不瞭解：兩廳院為我國第一個行政法

人，然而推動改革的當下，無論是政府官員、執行單位、監督單

位或研擬單位，大部分對「行政法人」都不甚了解，或因不了解

而反對，造成對於行政法人化的誤導（朱宗慶，2005）。許多立法

委員甚至將兩廳院之改制視為逃避國會監督的手段，進而阻擋其

他機關行政法人化的推動（陳銘薰等，2006）。 

6、改制之效益 

兩廳院於 2004 年改制為行政法人，雖然改制過程遭遇種種困難，

但仍不能抹滅改制為行政法人後所帶來之好處，經彙整相關文獻，兩

廳院於改制為行政法人後之成效如下：（朱宗慶，2005；翁郁庭，2007；

陳銘薰等，2006，） 

（1） 人事自由化：兩廳院人事制度鬆綁，得以任用專業人才，不需

要經過國家考試。因此可以直接招攬適合兩聽院藝術環境的人

員。 

（2） 可落實員工績效管理：改制後人力僱用、轉調、升等與晉升將

取決於員工能力能否勝任未來工作，與工作年資脫鉤。非核心

人力、基層服務性人力予以委外或人力派遣來處理。升等與否

完全取決於員工所創造的工作價值。 

（3） 提高專業性及競爭力：以往兩廳院對於節目的審核都是「黑箱

作業」由企劃部呈上教育部考核後，直接告知是否能上檔，兩

廳院對於節目的審核是無法自主的。改制後，兩廳院能直接與

外國團體洽談來台演出事宜，只要價格談妥，兩廳院得以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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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購節目，不須透過國內經濟公司引介，也就不需要經過藝術

經紀公司抽成。 

（4） 強化行銷能力：原隸屬於企劃組之行銷部門於改制後成為一級

業務單位，主導著兩廳院形象及節目宣傳，對外更積極策劃爭

取節目贊助及增加「兩廳院之友」會員人數。此外，兩廳院所

經營的雜誌社其行銷對象擴大，不再侷限於表演藝術團體，藉

由資訊化成為一般藝術人口搜尋藝文資訊之平台，且與表演團

體形成策略聯盟的夥伴關係。 

（5） 採購更具彈性：在過去，兩廳院的節目審核通過之後，便是由

教育部提出補助金額，兩廳院處於一個只能「照單全收」的局

面，成本無法降低。在法人化後，兩廳院得以自行協商節目價

格，降低成本。 

（6） 增加資金來源管道：兩廳院法人化後須自籌 3 成財源，業務做

了許多大幅變動，表演藝術雜誌改版，從專業導向走向大眾藝

術的撰寫，並經營廣告業務。原來圖書資訊室的場地則出租誠

品書店，增加場租收入。 

（7） 會計制度更具彈性：國立中正文化中心依據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及《行政法人法草案》、《行政法人會計制度設置準則草案》、《預

算法》、《會計法）、《決算法》、《審計法）等政府頒佈的法律，並

參酌中心的營業性質、組織型態、內部控制需要與中心之內部

規章，自行訂定《國立中正文化中心會計制度》，並於 2006 年

9 月獲得通過，將提昇會計資訊品質及促使會計作業之效率化，

並增強中心的營運效能。 

（8） 強化監督機制：監督與績效評鑑機制參與者來源較為多元，更

能夠落實專業監督，且財務與運作資訊公開化，可避免法人「黑

箱作業」之疑慮因國家維持必要之年度補助，故可確保國家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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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之妥善執行。 

7、改制成功之關鍵 

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能順利改制為行政法人，並非偶然，而可歸因

於許多內部及外部因素，可大致彙整如下：（劉坤億，2006c；朱宗慶，

2005） 

（1） 機關首長之積極推動：朱宗慶於擔任中正文化中心主任及總監

時，對於該中心能成功改制為行政法人實為功不可沒。在行政

法人對國人來說還是很陌生的名詞實，為推動改制，朱總監一

一拜訪相關立法委員，即使當時行政法人法的草案尚未通過，

他還是說服行政院及立法院先通過中正文化中心行政法人的設

置條例，成為改制為行政法人之依據。在內部朱總監也是不斷

與員工進行溝通及進行相關訓練，協助員工調整心態。因此，

我們可以說如果沒有朱總監之積極推動改革，國立中正文化中

心 

（2） 上級機關支持：朱總監當時將國立中正文化中心改制為行政法

人之想法，獲得當時行政院葉俊榮政務委員的支持，認為兩廳

院如採「行政法人」之組織型態，將能有效解決其定位問題，

在教育部和行政院許多官員在各部會間居中協調，最後終於促

成兩廳院成為我國由行政機關改制為「行政法人」之首例。 

（3） 政府對於財務之資助：政府除同意概括承受改制前之債務問題

之外，並自 2005 年起連續三年每年撥給 6.4 億經費，第四年起

則逐年減少百分之三補助款，再經三年後重新檢討補助措施。，

兩廳院將不必再擔心以往經費短絀的問題，對於改制為行政法

人相當具有誘因。 

（二）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1、 成立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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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原為國防部軍備局中山科學研究院，成立於

1969 年，長期致力於國防科技研發工作，為我國國防武器與大型系統

研發、管理與整合及跨領域的國防科技研發專業機構。為能符合世界

潮流、減少行政機關法令限制、充分發揮組織效能、提升科技能力及

擴大技轉民間效益，並對國內科技與經濟發展，提供更大貢獻。2014

年 1 月 10 日三讀通過「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設置條例」（以下簡稱中

科院設置條例），並於同年 4 月 16 日正式改制為行政法人，轉型為政

府立法設置執行特殊公共任務的「國防行政法人」，除擔負國防部發展

國防科技之主要任務外，並接受政府與民間委託的研究計畫，專責推

動結合民間力量，發展國防科技工業（薛雅萍，2018）。 

2、 組織任務：為提升國防科技能力，建立自主國防工業，拓展國防及軍

民通用技術，故設立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另依據《國家中山科學

研究院設置條例》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之業務範圍： 

（1） 國防科技及主要武器裝備之研究發展、生產製造及銷售。 

（2） 軍民通用科技之研究發展、生產製造及銷售。 

（3） 國內外科技之合作、資訊交流及推廣。 

（4） 國內外科技之技術移轉、技術服務及產業服務。 

（5） 國防科技人才之培育。 

（6） 重要國防軍事設施工程。 

（7） 配合國防部重大演訓及戰備急需之事項。 

（8） 其他與本院設立目的相關之事項。 

（三）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1、成立背景：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之前身為 1997 年 11 月國科會成立之「防

災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其目的是經由跨領域、兼具學術與實務之

科技研發，並透過與部會之共同合作，來強化我國防災科技之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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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 921 地震後，凸顯出防災科技研究對防災、減災工作之重要性，

因此，我國於 2000 年 7 月頒布施行《災害防救法》，其條文第 7 條中

明定「為提供災害防救工作之相關諮詢，加速災害防救科技研發與落

實，強化災害防救政策與措施，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設災害防救專

家諮詢委員會，並得設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行政院爰於 2003 年 5 月

15 日函頒《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設置要點》。國科會遵照要點於

2003 年 7 月 15 日宣佈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正式成立 。該中心負

責防災國家型科技計畫運作，並加強技術移轉與落實應用相關工作，

對我國災害防救工作推動，具有關鍵性之影響。 

因應莫拉克颱風造成台灣重大損失，政府檢討災害防救體系後，

於 2010 年 8 月 4 日公布《災害防救法》部分修正條文，其中第 7 條修

正為：「行政院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提 供

中央災害防救會報及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有關災害防救工作之相關

諮詢，加速災害防救科技研發及落實，強化災害防救政策及措施。」

依據災防法部份修定之內容，以及基於政府組織精簡與再造原則，同

時考量災防科技中心之科技任務屬性，規劃於行政院組改後之科技部

下成立為行政法人，以順利執行各項任務。2014 年 1 月 7 日立法院三

讀通過《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設置條例》，同年 4 月 28 日正式施行。 

2、組織任務：為提升國家災害防救科技研發能力、推動災害防救科技成

果及技術之落實應用，故設立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另依據《國家

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設置條例》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之業務範圍： 

（1） 推動與執行防救災科技之研發、整合加值事宜。 

（2） 推動防救災科技研發成果之落實與應用。 

（3） 運用災害防救相關技術，協助、支援災害防救工作。 

（4） 促進災害防救科技之國際合作及交流。 

（5） 協助大專院校、研究機構參與災害防救科技之研究發展及其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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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6） 其他與防救災科技相關之業務。 

（四）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1、成立背景： 

1975 年 4 月我國為組訓參加 1976 年蒙特婁奧林匹克運動會，由

當時中華體育協進會向軍方借得左營勝利營區，供作選手訓練基地，

經徵得軍方同意繼續使用，遂於 1976 年 11 月正式成立「左營訓練中

心」，1992 年再由教育部與國防部以契約方式繼續借用，並由中華民

國體育運動總會代管。 

1997 年 7 月，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以下簡稱體委會）成立，左營

訓練中心業務輔導由教育部改由體委會辦理，2000 年雪黎奧運結束後，

為落實「選、訓、賽、輔」業務整合政策，並積極準備 2001 年東亞運

等重要國際賽會，遂於 2001 年 1 月由體委會接管左營訓練中心，並更

名為「國家運動選手訓練中心」擔負培育國家優秀運動選手重任。 

2013 年 1 月 1 日因政府組織改造，體委會併入教育部為體育署，

國家運動選手訓練中心由體育署管理。 2015 年 1 月 1 日為強化台灣

競技運動人才的培育，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正式改制為行政法人，繼續

培育優秀運動選手，以提昇國家競技運動實力、成績。 

2、組織任務：為推動國家運動 訓練事務，培育優秀運動人才，提升國際

運動競爭力，爰設立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另依據《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設置條例》國家運動訓練中心之業務範圍： 

（1） 國家級優秀運動選手之選拔、培訓及輔導參賽。 

（2） 國家級優秀運動教練之培育及進修。 

（3） 運動科學支援訓練之執行。 

（4） 本中心場館之營運及管理。 

（5） 優秀運動選手之生涯諮商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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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與國內外運動訓練相關機構之合作交流。 

（7） 其他與競技運動推展相關之事項。 

（五）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1、成立背景： 

近年來，政府積極辦理市區內大面積公有土地、國營事業土地、

港口、車站等周邊地區之政府主導都市更新；並配合私有建物及老舊

公寓重建等相關法令、政策之推動，協助民間自力更新。期藉由政府

及民間攜手合作，達到改善居住環境、落實居住正義理念及活化都市

機能之目標。 

為使政府住宅及都市更新政策逐步落實，《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

心設置條例》於 107 年 2 月 14 日制定公布，由內政部掌理推動國家住

宅及都市更新政策及計畫之發展工作，並於 107 年 8 月 1 日成立「國

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協助推動社會住宅政策，以及政府主導都市

更新案件之執行，以達成政府社會住宅及都市更新政策中，公私有資

產再利用、都市機能活化、改善居住環境及提升公共利益等目標。 

2、組織任務：為推動住宅及都市更新政策，促進居住環境改善，提升都

市機能，增進公共利益，達到都市永續發展目標，爰設立國家住宅及

都市更新中心。另依據《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設置條例》，國家住

宅及都市更新中心之業務範圍： 

（1） 社會住宅之受託管理。 

（2） 都市更新事業之整合及投資。 

（3） 擔任都市更新事業實施者。 

（4） 受託辦理都市更新事業實施者之公開評選及其後續履約管理

業務。 

（5） 社會住宅及都市更新不動產之管理及營運。 

（6） 住宅、都市更新之資訊蒐集、統計分析、研究規劃、可行性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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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及教育訓練。 

（7） 經監督機關指示辦理社會住宅及都市更新業務。 

（8） 其他與社會住宅及都市更新相關之業務。 

（六）文化內容策進院 

1、成立背景： 

我國文化內容產業發展長期處於市場規模有限、產製量不足及人

才流失等困境，且在數位科技蓬發展下，直接面對外來文化產品的挑

戰，故文化部希望從振興文化內容出發，提供產業所需專業支持，全

面性扶植文化內容產業發展。 

根據原《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以下簡稱文創法）第 7 條規定，

為促進文化創意產業之發展，政府應捐助設立文創院。以進行研究、

調查、統計文創業的現況，其研究結果將有助政府制定正確的文創政

策，以促進文創業振興與發展。早在 2010 年文創法通過實施時，文建

會（文化部前身）便很快地制定了文創院設置條例草案，也在立院完

成了一讀，可惜因故未能成功。 

文化部於 2018 年捲土重來，重新擬定《文化內容策進院設置條

例》草案，仿效韓國的「文化內容振興院」將文創院更名為文策院，

並且從財團法人改成了行政法人，期許文策院以國家隊概念振興市場，

支持影視、流行音樂、圖文出版、數位出版、遊戲、時尚設計、藝術

支援及文化科技應用等文化內容產業的產製、傳播及國際化發展。立

法院於同年 12 月 25 日三讀通過該設置條例，並自同年 2 月 12 日起

施行，惟目前尚未正式掛牌成立。 

2、組織任務：為提升文化內容之應用及產業化，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發展，

爰設立文化內容策進院，另依據《文化內容策進院設置條例》，文化內

容策進院之業務範圍： 

（1） 文化內容相關產業之調查、統計及研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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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化內容相關產業專業人才之培育。 

（3） 文化內容開發及產製支持。 

（4） 文化科技之開發、技術移轉及加值應用。 

（5） 文化內容相關產業之投資及多元資金挹注服務。 

（6） 文化內容相關產業市場之拓展及國際合作。 

（7） 文化內容相關產業設施之受託營運管理。 

（8） 文化內容相關產業之著作權輔導。 

（9） 其他與提升文化內容之應用及產業化相關事項。 

（七）高雄市專業文化機構 

1、成立背景： 

為回應高雄市民及業界對於行政組織運作效率及功能提升之期盼，

透過法人化精進並提升藝文館舍的專業度，基於立法行政經濟考量，

故規劃高雄市政府將所轄市立歷史博物館、高雄市電影館及高雄市立

美術館改制為一法人多館所之行政法人。 

歷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文化部審查同意設立後，2016 年 6 月

14 日高雄市議會三讀通過《高雄市專業文化機構設置自治條例》，並

於 2017 年 1 月 1 日正式掛牌營運，為我國第一個由地方政府成立之

行政法人。又該機構之經費由市府承諾，並經高雄市議會附帶決議，

改制後 3 年內維持改制前一年原機關原有預算額度，以維持公共服務

品質。 

高雄市專業文化機構之成立，係期待其未來 10 年內能逐步增加

自籌率，擴大營運規模，改善財政並提升施政效率，強化其營運效能

與服務品質，打造屬於南方城市特有的文化魅力14。 

2、組織任務：為策劃、行銷、推廣文化藝術活動及營運管理高雄市美術

                                                      
14 中時電子報，2016/12/30，〈高雄市專業文化機構 106 年元旦正式掛牌上路〉，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61230004582-260405?chdtv，2019/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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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歷史博物館、電影館等文化機構及場域，爰設立高雄市專業文化

機構，另依據《高雄市專業文化機構設置自治條例》，高雄市專業文化

機構之業務範圍： 

（1） 文化藝術活動之策劃、行銷、推廣、合作及交流。 

（2） 經營管理高雄市美術館、歷史博物館、電影館等文化機構及場

域。 

（3） 受委託辦理文化藝術活動及營運管理文化設施。 

（4） 其他與設立目的相關之事項。 

（八）高雄市立圖書館 

1、成立背景： 

高雄市立圖書館成立於日據時期，原名高雄州立民眾教育館，1949

年更名為高雄市立中山圖書館，1954 年 4 月，正式命名為高雄市立圖

書館。2010 年 12 月 25 日縣市合併後，高雄市立圖書館共計有總館等

59 所圖書館。 

自成立總館後，高雄市的圖書事業進入高峰，亦引領全台各縣市

致力興建總館的風潮，為延續創新改革的腳步，以更有行政效率及財

務彈性的組織架構因應資訊變遷快速的數位時代，因此，高雄市政府

自 2016 年開始規劃市立圖書館轉型行政法人，於 2017 年 4 月 26 日

經教育部審查會議同意設立，2017 年 5 月 26 日高雄市議會第 2 屆第

5 次定期大會三讀通過《高雄市立圖書館設置自治條例》，並於同年 9

月 1 日正式轉型為行政法人營運。 

2、組織任務：為促進本市圖書館之有效經營管理，提供完善圖書資 訊服

務，以推廣多元教育、提升閱讀文化，爰設立高雄市立圖書館，另依

據《高雄市立圖書館設置自治條例》，高雄市立圖書館之業務範圍： 

（1） 高雄市立圖書館之經營管理。 

（2） 圖書資訊與教育文化活動之策劃、行銷、推廣、 合作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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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受託辦理教育文化活動及營運管理教育文化設施。 

（4） 其他與設立目的相關之事項。 

（九）高雄流行音樂中心 

1、成立背景：高雄流行音樂中心屬文化部主辦之公共建設計畫，係為培

育流行音樂文化與人才，提升臺灣音樂產業的創作及演出能量，並成

為高雄的文化新地景。流行音樂中心於 2020 年完工後，將提供給流行

音樂表演者與創作者更高規格的舞台及空間，並將交給高雄市政府以

行政法人方式營運。 

2、組織任務：為經營管理高雄流行音樂中心、扶植流行音樂、培育相關

文創人才及產業，爰設立高雄流行音樂中心，另依據《高雄流行音樂

中心設置自治條例》，高雄流行音樂中心之業務範圍： 

（1） 經營管理本中心及相關文創產業空間。 

（2） 規劃辦理及行銷流行音樂活動，扶植流行音樂產業，培育相關

文創人才及策辦相關展示活動等。 

（3） 受託從事流行音樂相關研究及推廣業務。 

（4） 受託經營管理文創產業空間。 

（5） 其他與設立目的相關之事項。 

（十）臺南市美術館 

1、成立背景：為更有系統地整理、組織臺南市既有豐富資源，開拓多元

美術人才，做為市民終身學習與學校教學利用之場所，2010 年臺南市

縣合併，升格為直轄市之後，市政府宣布籌建臺南市美術館，採行行

政法人制度規畫運作。經過 7 年籌備時期，臺南市美術館於 2018 年正

式開館營運。 

2、組織任務：為辦理臺灣近現代、當代藝術品之典藏研究並推廣藝術教

育，以提升臺南市美術文化水準及城市競爭力，爰設立臺南市美術館，

另依據《臺南市美術館設置自治條例》，臺南市美術館之業務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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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館之營運及管理。 

（2） 美術研究、典藏、展覽、教育推廣、公共服務、資源整合、公

共行銷、出版之策劃與執行。 

（3） 美術相關人才之培訓。 

（4） 國際文化合作及交流。 

（5） 其他有關本館事項。 

（十一） 苗北藝文中心 

1、成立背景：苗北藝文中心 2012 年正式營運，原為苗栗縣政府所屬機

關，但由於過去營運經費無自主權、人員進用受公務職系限制，不利

於藝文中心的長期深耕及推廣，苗北藝文中心藝術總監吳博滿遂極力

爭取，爭取成立公法性質的行政法人，並於 2018 年 12 月獲文化部同

意。《苗栗縣苗北藝文中心設置自治條例》於 2019 年 6 月經苗栗縣議

會審查通過，於同年 9 月 2 日施行。 

2、組織任務：為扶植、推展表演藝術、視覺藝術及藝術教育活動，提升

苗栗文化生活水準，爰設置苗栗縣苗北藝文中心，依據《臺南市美術

館設置自治條例》，苗北藝文中心之業務範圍： 

（1） 本中心場館之營運管理。 

（2） 表演藝術與視覺藝術之策劃執行。 

（3） 受託從事表演藝術之策劃推廣。 

（4） 專業技術及展演相關人才之培育。 

（5） 促進國內外文化合作及交流。 

（6） 其他與設立目的相關之事項。 

第二節 我國公立博物館行政法人化之研究 

壹、 我國公立博物館發展情形 

臺灣博物館的雛型可以說是傳承自日據時期，因此臺灣與日本的博物館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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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歷程、博物館體制、社會環境上都有密切的關連性。在過去一百年間，公立博物

館在臺灣與日本都是由中央政府所支持,提供各項資源,成為重要的社會教育機構

（耿鳳英，2008）。 

臺灣博物館大多為政府設立，博物館被視為展現國家實力之文化建設，係依照

政府政策執行被賦予的任務。因此，過去公設博物館的經費預算,全部來自政府、

公部門按年編列的模式，被視為天經地義之事；但也因為這種隸屬的關係，博物館

的營運經常出現「行政效率低落、文物維護及典藏制度有缺失、博物館建物及安全

設施不符合標準」等等的指謫，甚至博物館從業人員也抱怨沉重的官僚體系以及缺

乏彈性的法令規章，使得博物館經營缺乏效率。研究水準無法提昇，尤其無法應變

緊急的情況，特別是藏品徵集、採購及文物保存維護環境、安全措施方面，常見緩

不濟急的狀況發生。面對已設立、籌設中的公立博物館，特別是國家級博物館的這

種困境，有博物館界人士以「懸崖奔馬」來形容說明大型的公設博物館的體制及營

運模式出現令人不安的狀況。其實這種情形，普遍存在於世界各國，特別是博物館

事業發達、博物館林立的歐陸國家及亞洲的日本，都面臨了整體國家財政壓力、考

慮博物館自主權、調整公營博物館的體制與經營的問題，從 1980 年代起，有許多

國家，包含英國、加拿大、澳洲、荷蘭、法國、日本、南非、紐西蘭等等國家即已

開始重新思考政府所應扮演的角色（江韶瑩，2003、陳維琪，2005）。 

貳、 我國公立博物館發展困境 

我國公立博物館之發展，也與其他國家一樣遇到許多內在與外在困境，分

別說明如下： 

一、 外在困境：（葉貴玉，2008） 

（一）觀眾的質變與量變：國內博物館除了故宮博物院有相當高比例的外籍觀

光客，其餘博物館的主要客源大多為本國民眾，因此國民人口結構之變

化趨勢，將直接影響到博物館觀眾的質與量。 

（二）社會期待日增：在展示方面，單純的展品陳列已經無法滿足觀眾，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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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必須以新穎而活潑的設計吸引觀眾的目光。同時因為同業（如公私立

博物館或古蹟文化機構）和異業（如主題樂園或其他觀光遊憩區）競爭

日益嚴重，博物館除了須在展示和教育的周邊增加一些休閒和娛樂的色

彩，也要設法樹立形象，甚至以行銷手法吸引更多觀眾。 

（三）科技環境的進步：許多博物館都設有網路商店，如紐約的大都會美術館、

當代美術館、美國自然史博物館、大英博物館和大英自然史博物館等。

許多博物館已經利用網路售票，利用它獲取更多社會資源（如招募會員、

贊助者、標本捐贈者以及募款等），從中開發出更多服務項目，或與社

會（甚至擴及全球）建立互動關係。 

二、 內在困境： 

（一）人事制度缺乏彈性，無法配合館務實際需要 

1、組織僵化，員額有限 

我國公立博物館為公務機關，其組織由法律定之，每館都有一個

組織法規，這個法規在單位之設立、員額之配置及職稱均有明確之規

定。使得各公立博物館無法配合政策及業務實際需要，適時予以調整

編制，而須透過冗長的法制作業程序修正其組織法律，始能據以用人，

頗易貽誤時機，嚴重影響博物館之組織編制與人力運用。這種硬梆梆

的做法，可以保障博物館權益，但卻阻礙了博物館發展。（漢寶德，2000；

梁光余，2004；陳維琪，2005）。 

也因為組織法規匡列了個公立博物館的員額，導致國立博物館館

務推動上的困境，編制員額無法符合國立博物館規模與營運之所需；

即使現今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在公務體系下也必須有職缺才能遞補

人員；博物館爲了尋求出路，轉而編列預算僱用委外或派遣人力，形

成正式人力、約聘僱人力與派遣人力失衡的狀況。或許這是博物館解

決燃眉之急的辦法，但非公務員人力之待遇、福利皆欠佳，難以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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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人才，也因此造成博物館人力的流動性大，對於博物館的專業與

核心業務助益有限（漢寶德、陳尚盈、曾信傑，2011）。此外，我國公

立博物館財務全由政府負擔，博物館與其他公務機關一樣，每年只要

定時編製預算，而後照預算執行即可，因此，許多公立博物館在人力

運用上不講求用人成本，結果造成約聘僱人員一大堆的奇怪現象。另

外，即便是正式的行政人員，事實上，博物館是不需要太多行政人員

的，且研究人員可以兼辦行政工作，因此行政人員在數量上確有浮濫

與閒置現象（梁光余，2004）。 

許多研究指出，博物館組織是多樣性的，博物館應該屬於無法具

備統一性的一種行業，如果把它視為公務機關，並強制建立統一的組

織制度，將使博物館陷在公務的窄巷內動彈不得。因為在性質上，博

物館是為民眾提供文化、休閒服務的單位，並沒有管理眾人之事的任

務，因此，解開公務機構組織條件的限制，得到發展的自由，是十分

必要的。最理想的辦法是把博物館是為學校一樣予以涵蓋性立法，在

立法中只規定博物館的基本條件、組織中的基本人員與主要人員資格，

而儘量使博物館組織彈性化。（漢寶德，2000；梁光余，2004；陳維琪，

2005；葉貴玉，2008；黃光男，2008）。 

2、人事制度失衡，人員管理僵化 

我國公立博物館專業人員晉用的途徑約可概分為三類：a.依據「公

務人員任用法」任用；b.依據「公務人員任用法」任用，然必要時得依

據「教育人員任用條例」聘任，所謂「雙軌制」；c.依據「教育人員任

用條例」聘任。然而絕大部分的博物院館是捨「公務人員任用法」任

用，而採用「教育人員任用條例」聘任（陳維琪，2005）。公立博物館

雙軌制的人事制度看似是在公務人員體制之外，另為博物館提供彈性

之晉用人才管道。然而，這種雙軌制的人事制度在實務運作上也產生

許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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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聘任制度易產生用人弊端：進用聘任人員無須透過國家考試選才，

因此任何一位聘任人員的晉用與否，均取決於各該機關首長一己

的好惡，因此衍生了許多弊端（薛平山、薛平海，2004）。 

（2） 人員權益不一致：由於公立博物館採雙軌人事制度，適用「公務

人員任用法」與適用「教育人員任用條例」之人員權益並不相同，

容易造成權益失衡之狀態。例如以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聘用之導覽

人員，不但不必具有公務員任用資格，每月薪水起薪就比一位簡

任第 10 職等的組室主任還多。一位具有博士學位的助理研究員，

其每月薪資也較一位簡任第 13 職等的博物館館長來得高。一位

高考及格之行政人員，竟然比憑學歷或學位聘用之博物館研究人

員月薪相差高達數萬元之多。博物館專業人員與學校教育人員工

作本質並不相同，但卻比照大學教師支薪，也因而造成行政人員

與研究人員間之齟齬，無法建立團隊文化，以致阻礙了博物館之

健全發展（漢寶德等，2011）。 

（3） 無法進用博物館專才人員：即便採取聘任制度可較彈性進用人員，

然而在國內，多數的研究人員來自學校，或選擇學校工作不成後

才來博物館，故大多只懂得所學本科的研究工作，對博物館非常

陌生。譬如歷史考古博物館，有歷史考古學科人員，美術類博物

館，有美術學科人員，科技類博物館，有科技人員。但這些專業

人員，對所屬的博物館所涉及的博物館學，可能所知甚少，甚至

一無所知。所以，專業知識並不代表就是專業博物館知識（薛平

山、薛平海，2004）。 

（4） 缺乏陞遷管道：就研究人員來說，在大學系所中升等並沒有職缺

分層的的規範，但在博物館裡研究人員若要升遷，必須有職缺才

可以申請，導致許多優秀的研究員缺乏晉升的管道（漢寶德等，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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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另外，因為公立博物館員額受到法規限制，正式人力不足部分則

以編列預算僱用委外或派遣人力，因此非公務員人力之待遇、福

利皆欠佳，難以留下優秀人才，也因此造成博物館人力的流動性

大（漢寶德等，2011）。 

3、館長遴派方式無法符合博物館發展需求：現行公立博物館館長多以學

校或學術借調大學教授方式進用，然而許多研究指出這種借調方式不

利博物館發展。其一是館長不僅沒有博物館經營的經驗，也無心於博

物館的營運和發展。而其政治任命、關係任命很容易導致博物館的商

業化、政治化；再加上現在的館長任用制度、任期不明確，使得館長

在位期間不易有大作為，若替換頻繁，亦容易使博物館沒有一致性的

發展，造成管理上的斷層，也容易使員工無所適從（薛平山、薛平海，

2004；黃光男，2008；林佩宜，2010；漢寶德等，2011）。 

4、財源不足，預算運用彈性低： 

（1） 財源不足： 

自 2000 年以後，我國財政赤字與債務日趨惡化，政府對

公立博物館資助將日漸減少，加上博物館的營運成本越來越高，

我國公立博物館的營運已經不可能完全仰賴政府預算。從經濟

學的角度觀之，每一個博物館必然會面臨下列四個面向的問題，

因而導致營運經費日漸提高（陳維琪，2005）： 

a. 收益遞減法則：通常博物館的：產出（如展示和教育活動等）

在一開始（如開館前幾年或新展示剛推出期間），大眾滿意

度會有明顯增加，但是到某一階段之後就會開始走下坡。 

b. 成本遞增法則：由於競爭的關係，博物館必須持續有新的或

數量更多的展示和教育方案產出，或提供其他創新性的服

務，因此其營運所需成本將相對增加。 

c. 經濟規模：產量越大則單價越低的概念，常被應用在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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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品的印製或紀念品的開發上。國外許多博物館的賣店

和書店的收入，是它們非常重要的經費來源。但是到目前為

止，臺灣的公立博物館幾乎都沒有將賣店納入自己的營運

範圍。 

d. 法律環境改變：例如消防法規的改變，使得博物館的展示空

間受到嚴格的規範而縮減，2008 年政府將部分工時納入勞

基法保障之後，博物館的工讀生雇用經費也大幅提高。 

國內公立博物館雖有經費籌措之壓力，但在業務開發和組

織改造方面大多趨於保守（目前較具體的行動普遍只有調高票

價）。除了少數（如國立歷史博物館和臺北的故宮博物院等）

在商品的開發上有所表現，以及委外經營者（如國立海洋生物

博物館和國立科學教育館）較為擅長賣店的經營，其餘在文化

創意商品的開發或藏品的加值利用等方面，皆有待加強（陳維

琪，2005）。 

（2） 預算運用彈性低： 

公務體制預算是按照年度編列之，然而博物館活動事務屬

性特殊，其運作方式與一般行政機關不同，按照傳統公務體制

編之，缺乏彈性運用空間，侷限在經常門或資本門之固定會計

法規中徘徊。每當公立博物館欲跨出自限，辦理國外交流或邀

請等特展，需要大筆之宣傳與籌展、策展費用時，總是碰到原

有會計名目不符，無法依實核銷之問題。博物館人員實際上與

簽辦公文的行政人員無異，為經費與主計人員錙銖必較，對於

自己承辦的活動往往無力追蹤與檢討改進。以國內展覽而言，

普遍出現的問題包括檔期過短，浪費上下檔的時間與費用，同

類博物館之間欠缺交流，無法將展覽作有計劃之巡迴展出，造

成經費無法分攤；而且許多館內所經營之餐飲與販賣紀念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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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為員工福利或繳納公庫，亦無法作為活動之用（陳維琪，

2005）。 

政府一方面為了避免文化支出因依法律及義務性支出之

增加而產生排擠效果，另一方面為了提供公務機關經費較有彈

性與成長空間（蔡怡怡、董澤平、吳祖勝，2013），於是行政

院於 2006 年 5 月 30 日核定「國立社教機構作業基金」計畫，

其設立作業基金之四大目的：a.減輕政府財政負擔，b.促進館

所開源之潛力及意願，c.增加預算編制與執行之彈性、d.作為

轉型行政法人之過渡期。依據《國立社教機構作業基金收支保

管及運用辦法》第 3 條說明館務基金的收入來自政府預算、門

票收入、場地設備管理、推廣教育及產學合作收入、資產使用

費、權利金及回饋金收入、受贈收入及利息收入。而政府期待

國立社教館所實施作業基金以產生效益包含：（趙秀真、劉營

珠，2009） 

a. 促進館所開源之意願及潛力：決算賸餘經行政院同意得以

留供基金循環運用。有助於爭取社會資源之誘因，並可提高

資產使用頻率及效率、靈活財務收支調度等。 

b. 增加預算編制與執行之彈性：深化同仁成本效率，不再以預

算執行率為衡量唯一指標，減少公務預算時期消化預算之

情事。作業基金經費之超收及超支，併入決算處理，增加經

費運用彈性。接受政府補助之結餘款，得以充裕作業基金。

另外資本支出，如因市場狀況之重大變遷或業務實際需要，

得依《預算法》第 88 條規定，報經核准先行辦理，並補辦

預算，增加實務執行之彈性。 

c. 增加資源配置之合理性：業務費及設備費可不受人事費排

擠，預算執行較具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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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自籌收入可即時支應營運需要：委外經營之社教機構，如廠

商無法履約必須提前終止合約時，採作業基金運作方式，門

票等自籌收入無須依照公務預算時期納入統收統支系統，

可立即支應營運需要。 

e. 有利於未來行政法人之推動：面臨政府補助緊縮，實施作業

基金有助社教機構彈性經營，有利於未來行政法人之推動。 

然而，即使博物得以實施作業基金，它仍無法像大學的校

務基金能夠自由運用，如：負擔教授出國發表論文的差旅費，

因此在費用申請上往往無法如願，表面看起來是回歸博物館營

運之用，但許多真正需要的地方仍無法合理地使用。另外，博

物館法雖也授予自籌財源達一定比例之博物館得以設置作業

基金，但作業基金與行政法人仍有一段距離，公立博物館依舊

只能被動捐贈，沒辦法主動募款。對於歐美國家的博物館而言，

捐助是運用社會資源的一部分，亦有助於協助博物館營運，惟

國內博物館雖然歡迎民間企業捐助，但尚未形成完善專業之募

款機制（蔡怡怡、董澤平、吳祖勝，2013；漢寶德等，2011）。 

另外，在國外，博物館商店是博物館重要的收入來源，然

而我國博物館商店則存在著契約規範不公、盈餘分配不妥、以

及賣店業務適法性不當等疑議，仍然有待一個專爲博物館商店

量身打造的法令機制。國立博物館商店的重要性不僅在形象傳

播、教育推廣，更在增加博物館營運的籌碼，促進博物館的發

展。運用分紅機制鼓勵館員積極參與，進而促進博物館商店建

全發展，然而鼓勵機制必須合法，幫助國立博物館商店營運合

理且適法（漢寶德等，2011）。 

參、 博物館法人化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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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對於公立博物館推動法人化之相關研究不少，政府也曾經推動公立

博物館法人化，然而支持與反對之意見均有之，未有共識，迄今也尚未有國立

博物館改制為行政法人。因此，以下將就我國先前推動公立博物館法人化的經

過、正方、反方及有條件支持的意見及進行整理說明。 

一、 公立博物館行政法人化推動背景與過程： 

政府於 90 年代開始推動組織改造，朝「去任務化」、「委外化」、

「地方化」，以及「行政法人化」等四大方向同步進行改革。公立博物

館之行政法人化也在當時提出討論，以下將就當時的推動背景與過程

進行介紹：（行政院新聞局，2003；徐純，2003；張家銘，2003） 

（一） 2002 年 5 月 29 日成立之「行政院組織改造推動委員會」（簡稱

組改會）檢討並審視組織改造推動及協調事項中開動了改革列

車，並進一步透過工作圈及各功能調整小組審視檢討後續結果。 

（二） 前行政院新聞局於 2002 年 12 月 17 日召開文化教育工作圈第 2

次會前會，決議分就「社教及展演場所」、「圖書館」、「博物館」

及「研究機構與文化」等 4 個區塊小組會議，研議組織朝行政

法人或委外化等方向調整之可能性。 

（三） 2003 年 1 月 14 日「博物館區塊小組館長會議」討論的相關主

題為「行政法人化」及「委外化」，並請相關研究領域的學者專

家發表專題報告，前人事行政局及負責業務推動的相關部會也

列席，此項會議堪稱國內產、官、學溝通的關鍵會議。然而由

於當時許多人對於行政法人的概念還不熟悉，多數館所對「行

政法人化」仍存有疑慮、誤解，甚或不具概念而與「財團法人」

混為一談。因此當時各公立博物館的館長們對於改制行政法人，

仍多處於「觀望」、維持現況的態度，因為事實上，這項行政法

人在「人事、會計鬆綁」的遠景與館務現況有落差，他們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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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面對的是大部份館員沒有博物館專業的訓練，在加上預算的

縮減而導致的裁員與委外招商等多種問題。也因此當日與會的

博物館館長在平面媒體的報導的共同標題-「博物館法人化博物

館長多怨嘆」、「把握先機？博物館疑慮多」、「博物館法人化多

位館長表憂慮」共同反映出博物館界的焦慮與不確定感。 

二、 支持理由 

儘管公立博物館法人化推動的不算順利，在博物館界及學界面臨

許多質疑聲浪，然而仍有許多人對公立博物館法人化充滿期待，並認為

是解決現今博物館窠臼的最佳良方。以下將就公立博物館法人化之支持

理由進行彙整及介紹： 

（一） 組織及隸屬關係之解制 

許多研究指出，博物館是專業性極強的業務單位，同時知識

經濟時代要求博物館具備高度靈活性、創造性與能動性，並非時

下以程序與公平至上主義為行動準據的科層行政組織所能勝任。

博物館要和行政體系保持一定的距離，才是比較理想的關係。就

當前各國博物館營運具有成就的幾間博物館觀之，博物館的特性

對於賦予擁有獨立自主的能力有其必要性，在決策上應減少政府

的干預，政府的角色在於協助與監督（陳維琪，2005；黃貞燕，

2004）。 

過去台灣公部門博物館的宗旨、或目標都由政策面決定，以

科層組織運作，對以任務導向的博物館功能有相當程度的「不適

宜性」存在（徐純，2003）。博物館長期在公務體制的制度下，創

意發揮與民眾參與的精神是缺乏的，賦予博物館具有獨立自主性

才能漸漸培養我國公立博物館的創意與活力（陳維琪，2005），而

行政法人是介於傳統公務機關與財團法人之間的第三種選擇，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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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得以擺脫公務體制的束縛，但同時保障國家公共任務與公共

利益的落實（漢寶德、陳尚盈、曾信傑，2011）。行政法人除了獲

得更具彈性的營運空間，其管理原則亦可改變組織內人員對組織

與工作的認知與態度。惟有營運體質整體的改變，博物館才能走

進下一個時代與社會之中（黃貞燕，2004）。 

去「機關化」後的行政法人博物館在法律上還具有獨立的人

格權，一切作為只須依據法律授予之任務自行負責執行，將不再

受行政主管機關的支配與指揮，有助於各博物館素質之提升及卓

越之追求。博物館唯有行政法人化後，專業才可能受到尊重，而

發揮功能。博物館的獨立自主化與自我責任化是相輔相成的。（曾

芝妍，2011；梁光余，2006；游慶生，2004；杜正勝，2003）。 

為國家博物館的永續經營，維持博物館營運的穩定及政策

（事業設立目的）的一致，有效執行保存、維護歷史文化資產，

以觀眾利益為營運導向，讓博物館享有更大自主權，營運得以更

主動、積極、活絡，則博物館「法人化」，也是必然與必要的途徑

（江韶瑩，2003）。但法人化不應視為政府的政策，而是博物館加

強自主性的手段，適應社會變化所需做調整的法源基礎（方力行，

2003）。 

（二） 人力資源之活化 

我國公立博物館當前人事法令過於僵化，如行政法人化，可

鬆綁法令，人事編制得彈性自主地規定，亦可聘用社會專業人士，

人力運用更為靈活，有助提昇博物館及文教機構之效率，專業化

及創新等（游慶生，2004；陳維琪，2005；梁光余，2006；陳孝

盈，2015）。 

（三） 財務運用之彈性 

我國公立博物館因採政府會計制度，法令過於僵化，即使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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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社教作業基金，仍受限於預算法、會計法、決算法、審計法及

相關法令規定辦理，無法完全真正靈活運用。如行政法人化，可

鬆綁法令，財務會計得彈性自主地規定，有助提昇博物館及文教

機構之效率，專業化及創新等（游慶生，2004；陳維琪，2005；

梁光余，2006；陳孝盈，2015）。 

又現行博物館大多呈現負債狀況，不能僅靠門票支撐博物館

營運，行政法人化可使博物館可以有較多盈餘，可作為博物館教

育推廣及公共服務的經費，活化博物館內部設施、多元化經營、

文創商品行銷及軟硬體設備創新，提升整體博物館營運效能。近

年來經濟不景氣，政府財政困難，政府機關業務行政法人化可減

輕政府財政負擔。因此，為讓博物館享有更大自主運用經費，營

運得以更主動、積極、活絡，則博物館「法人化」，也是必然與必

要的途徑（江韶瑩，2002；游慶生，2004；陳維琪，2005；曾芝

妍，2011）。 

（四） 績效評鑑之落實 

行政法人的評鑑機制與行政資訊公開法之適用，有助博物館

的公共性意義從由「形式」決定，轉向由「內涵」決定。行政評

鑑導入的最大目的並不在正確評量績效資訊以進行考核，而是如

何改善行政活動，如做為行政改革的一種技術，藉由評鑑的導入

促使組織人員從評鑑的觀點思考事業的規劃與執行，以達成組織

人員意識改革與行政體質改革的目的。將經營改革的方針具體化

為評鑑之設計原則，藉由事後評鑑之執行促使組織人員能更為確

實地依循改革方針進行事業的規劃與執行。（黃貞燕，2004；曾芝

妍，2011）。 

（五） 公共性之強化 

我國長期來博物館管理與一般行政事務管理原則無異，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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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層行政組織營運長年積累的弊病，大大影響了博物館做為一項

公共文化事業之實質意涵與社會影響力。行政法人介於傳統公務

機關與財團法人之間的第三種選擇，擺脫公務體制的束縛，但同

時保障國家公共任務與公共利益的落實。行政法人化最重要的意

義與目的，是透過組織改造讓國立博物館從「文化行政」時代進

入「公共文化事業」時代，並以這一點做為擬定改制後博物館事

業經營目標與計畫的核心原則。行政法人化將促使政府與博物館

之間的權責關係明確化，並賦予博物館獨立性格、經營的自主權

與自我責任，有助確立我國國立博物館做為「公共文化事業」之

意涵（黃貞燕，2004；漢寶德、陳尚盈、曾信傑，2011）。 

（六） 專業度之強化 

行政法人化將使國家與博物館之間由隸屬關係轉變為類契

約關係，國家必須明確委託法人管理經營的事業之實質內容並明

訂彼此的權責。惟有博物館事業的實質意涵能在其管理體制之中

被明確化與目標化，專業才能受到重視，也因此行政法人化有助

於促進博物館專業經營化（黃貞燕，2004；游慶生，2004；曾芝

妍，2011）。 

（七） 效能之提高 

國人對政府組織型態多持負面印象，如批評其僵化、缺乏彈

性、層級過多、權責不分、效率不彰、浪費、冗員過多等（游慶

生，2004），而行政法人制度應是能將組織帶向高績效結果的變

革措施（方力行，2003；陳銘薰、黃瓊慧、劉坤億，2006）。博物

館行政法人化後對於提升效能部分可列舉如下三點：1、重視成

本效益：重新認識博物館經營效益的意涵。運用多元手法發揮資

產的效益性，如收藏品的文化產業化與版權利益，提高講堂等非

經常使用的設施之利用率或開放外界租用，針對不同觀眾族群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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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提供不同服務的會員制度。2、重視市場需求：重視社會需求與

時代任務，博物館應該從偏重「展覽行銷」的經營現狀，調整為

「行銷博物館」之經營方針，以整體經營之觀點，加強改善、充

實常設展以及觀眾服務等基礎工作，並積極、靈活地加以宣傳。

3、提高生產力：建立「目標達成度」的經營觀念，物館的經營成

果事實上是多元的，除了經營活動的結果本身，如展覽次數、觀

眾人數、出版數、教育活動次數、參加者數等「產出」（output）

之外，還應包括「成效」（outcome）與「影響」（impact）兩大類。

例如有關展覽與成果除了重視觀眾人數之外，也應該重視展覽帶

給觀眾的學習成效，如以觀眾對展覽展示手法與說明的滿意度為

指標，而利用觀眾調查了解實際的目標達成度等等（黃貞燕，

2004）。 

（八） 透明度之增加 

行政法人評鑑制度能促進組織資訊透明化，而透明公開的機

制能超越只是由有權者或少數專家論斷的局面，促使社會也能藉

由評鑑結果思考「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博物館」的問題，甚至引發

多元討論，有助重新形成對博物館公共性意義之認知（黃貞燕，

2004；游慶生，2004）。 

三、 反對理由 

誠如上述，公立博物館法人化有許多吸引人的優點，然而許多研究

對於公立博物館法人化表達擔憂，這可能也是 2003 年我國推動公立博

物館法人未能成功的原因。茲將公立博物館法人化可能的負面影響彙整

如下。 

（一） 員工對變革的抗拒 

為了能與私部門競爭，公立博物館法人化後將從外界引進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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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專業優秀的人才，然而組織內原有之公務人員仍繼續留用。如

此一來，組織內將同時存在兩種不同的人事制度，對於士氣及人

員管理可能帶來衝擊。 

另外，依循公務體系規定的升遷原則勢必會被打破，將使這

些留任的員工對未來充滿不確定感，對改革的反抗也就自然加深。

而對於機構中原有的聘僱人員來說，法人化後必移除組織結構中

過多的層級，可能會造成聘僱員工的失業或轉職，為了維護自身

的權益，也可能引發一連串的反彈與抵制。 

在目前的公部門體系中，普遍存在一種多做多錯、少做少錯、

不做不錯的消極心態，然而法人化後組織內原有之公務人員可能

繼續留用，將不利於創造一個鼓勵創新的環境。另外，員工對於

行政法人制度的不瞭解也可能會影響公立博物館推動行政法人

化的推動（陳銘薰、黃瓊慧、劉坤億，2006；漢寶德、陳尚盈、

曾信傑，2011）。 

（二） 自籌經費的壓力 

對許多公立博物館來說，行政法人後最擔心的是預算來源減

少、或自籌比例增高，因為博物館的教育文化功能很難用金錢或

數字來表現，會覺得不太公平，產生疑慮或反彈。另一方面公立

博物館如行政法人化，自籌經費恐有困難，將不利社會教育的功

能。另外對於娛樂價值低或是研究型的博物館，恐無法永續經營

（漢寶德、陳尚盈、曾信傑，2011；游慶生，2004）。 

（三） 易產生用人弊端 

與行政機關主要以國家考試進用人員不同，行政法人強調人

事鬆綁，得以自行進用人員，因此也容易讓外界有博物館用人不

公之疑慮（游慶生，2004）。 

（四） 績效與社會教育功能的兩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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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事業要改革成功，非要回到博物館事業的社會性意義

這個原點出發，停留在行政層面的文化行政，是一個國家文化事

業的最大隱憂。而博物館行政法人化後，將更為重視績效表現。

然而所謂的績效，事實上大有可能偏重自主營收能力之提昇，甚

至無視對事業品質的影響。公立博物館負有社會教育責任，雖然

行政法人具專業化與節省政府財政等優點，但常犧牲應負之社會

責任問題，如為自籌財源，提高票價，使無法負擔高額藝文消費

者受害，有違社會正義原則，悖離公立博物館存在的目的（黃貞

燕，200；4 游慶生，2004；漢寶德、陳尚盈、曾信傑，2011；）。 

（五） 績效衡量的困難 

所謂最佳績效表現實際上並不一定存在於文化藝術的世界

中，為求績效成果，文化機構勢必要填寫更多的報告書、計畫書，

然而為了表現出高績效的策略書與文件，反而將製造出更多的官

樣文章，不但無法達成原本組織改造所希望的行政減量目的，反

而增加組織成本（陳銘薰、黃瓊慧、劉坤億，2006）。 

（六） 部分修正替代論 

有些研究指出，行政法人著重導入企業經營理念與社會資源

的原則，博物館早已積極推動，有關人事與財務上的鬆綁，也可

藉由修正部分法規來達成，又何必大費周章導入新的制度，又增

加監事、評鑑委員等人事開銷（黃貞燕，2004；漢寶德、陳尚盈、

曾信傑，2011）。 

（七） 文物所有權的疑慮 

部分公立博物館館長對於法人化後文物所有權是否仍歸屬

於國家表示擔憂，博物館實行法人政策的隱憂為文物所有權轉而

為董事會擁有，文物將有保存上之疑慮（漢寶德、陳尚盈、曾信

傑，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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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有條件支持之意見 

（一） 博物館須具有獨立自主之條件 

公立博物館要成為行政法人的首要條件是博物館本身有很

多觀眾、營運很好、口碑很好，且不會常有罷工的情事等。我國

實施館務基金的國立博物館，這些博物館的特質為自籌能力較佳，

且實施意願高，實行的好也將有助於行政法人的推動。也因此，

有研究指出國內的公立博物館除了故宮以外，幾乎再也沒有其他

博物館已經具備轉型為行政法人的條件。以法國羅浮宮為例，羅

浮宮博物館每年參觀民眾大約均可維持在五百萬人左右，而這些

觀光客所給羅浮宮帶來的大量門票、賣店收入，正是支持著羅浮

宮轉型為具有行政性質公共機構後能夠獨立自主的主要動力（梁

光余，2006；漢寶德、陳尚盈、曾信傑，2011）。 

（二） 闡明目標，建立員工對變革的承諾 

研究指出，當組織提供更多訊息給成員，越有利於組織變革

方案的推動。另外員工評估適合改制的認同度越高，支持行政法

人化也越高。因此博物館欲成功變革，必須明確訂立所欲創造的

行政法人組織之類型與願景，並讓組織中從領導者到第一線員工，

每一個人都了解組織存在的目的與所要達的目標為何，並為變革

的每一個過程訂立階段性目標，以降低員工對變革的抗拒（黃貞

燕，2004；陳維琪，2005；陳銘薰、黃瓊慧、劉坤億，2006）。 

（三） 評量標準與培訓制度的建立 

早在 1967 年，美國國會就委託美國博物館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useums）進行博物館標準與博物館的認定程序的

制定，透過每個博物館的「自我檢定」，再由資深館員的「同儕到

館評量」現場審核，最後才有美國博物館協會認定委員會的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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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通過認定程序的博物館可以使用美國博物館協會頒發的一

個標記，讓任何補助單位都可以一望而知，認定這家博物館的公

眾信託度。另一方面，英國一個專為博物館專業訓練，及博物館

從業人員教育訓練之規範的工作小組，其工作的目標是為準備有

效的博物館訓練，以提昇博物館服務工作。多年以來，英國博物

館協會（Museum Association)所執行的主要在職訓練就是這種性

質，這種制度也已為世界廣行採用（陳銘薰、黃瓊慧、劉坤億，

2006）。 

目前博物館法定有博物館評鑑之規定，但是根據公務體制機

關的特性，往往是以保守莫變為主，因此，為順利改制為行政法

人，完善的博物館評鑑機制必須建立，博物館評鑑宜加入該領域

具有公信力、專業的人士共同協助參與評估事宜，並建立一套評

估準則與方法，使評估結果有依據，例如內部員工的支持度、組

織本身自籌財源能力、首長的意願等項目進行評估（陳維琪，2005；

漢寶德、陳尚盈、曾信傑，2011）。 

另外，博物館員工專業程度與學歷都具有相當高的程度，因

此，最快速能使人才接軌的方法，是必須提供企業化經營管理運

作的進修課程，培養現職人員能夠接軌行政法人化的能力，而非

從外部大量引進新人，反而會影響員工的士氣，而應該是要肯定

現職人員的價值，就具備博物館公共任務使命感而言，現職人員

能夠比新進人員認同更深（陳維琪，2005）。 

（四） 利害關係人之確認及參與 

組織變革會影響到每一個員工與顧客，文化教育政策制定的

良窳對每位公民而言都深具重要性。因此必須進行利害關係人的

分析，以確定與組織變革相關的所有人和其他組織為何，亦即那

些關心法人化組織如何運作的人是誰（立法者、行政人員…）。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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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任務即是列出每一個對組織有影響力，或有興趣讓組織成功的

人是誰，以便在變革早期的過程中，即讓這些利害關係人參與加

入（陳銘薰、黃瓊慧、劉坤億，2006）。 

（五） 法人化後政府補助經費之確保 

博物館具有文化保存及社會教育目的，即使行政法人化後也

不應被商業化或營利化取向所取代，因此政府應承諾持續穩定地

給予合理經費補助，並規劃逐步減少預算比例，對於營運預算補

助作明確的承諾，維護其公共任務，改制後的機關，其自籌財源

的能力仍需要長期的磨練與培養，學習自籌財源的能力與經驗，

這也才是達成行政法人化的目的之一（陳維琪，2005；漢寶德、

陳尚盈、曾信傑，2011）。 

（六） 須確定文物所有權歸屬 

文物為博物館之存在目的，維護文物的安全為博物館第一要

務，為解除外界對於博物館行政法人化後文物保存之疑慮，政府

應於相關法規明確規範法人化後博物館文物所有權歸屬，以避免

文物遭變賣或有安全之疑慮（漢寶德、陳尚盈、曾信傑，2011）。 

第三節 小結 

從英國、美國、德國、法國及日本之行政法人制度之發展來看，雖然在各國行

政法人之運作模式、監督機制、人事管理及財務管理鬆綁程度不一，但共通點是組

織結構上，並非政府機關性質，且與監管部會保持一定距離，營運方式類似企業的

方式，而非傳統政府的官僚化作業，特別是在人事及財務上賦予一定程度的彈性，

但仍然承擔著公共任務及使命，也因此需要建立一套評鑑或監督機制。 

相較於國外，我國行政法人制度之推動顯然未盡順利，從 2002 年政府確立行

政法人為政府組織改造目標之一開始，至 2011 年行政法人法完成修法前，僅有國

立中正文化中心於 2004 年成功改制為行政法人，直至 2014 才陸續有國家表演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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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中心、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及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完成改制為行政法人，自此

之後才陸續有其他中央及地方行政法人陸續成立，可以說主要原因在於立法院對

於行政法人始終抱持懷疑及觀望之心態，如不是時任國立中正文化中心總監之朱

宗慶先生積極遊說諸位立委、推動改革，該中心亦難順利改制為行政法人。也因為

國立中正文化中心改制後成效斐然，成為行政法人化之典範，後續才能順利完成行

政法人法之立法，也讓行政及立法部門有信心地繼續推動其他政府機關改制為行

政法人。 

而我國之行政法人制度因係參考國外經驗而來，大抵與英國及日本相似，均係

以企業經營型態執行公共事務，運作模式係由合議制之董事會作為主要決策單位，

擬定發展目標及年度營運計劃，由監督機關進行評鑑考核，因此行政法人具有相當

彈性之用人空間及自主之預算管理。自國立中正文化中心成立以來，各行政法人陸

續成立，且漸漸展現成效，目前也仍有中央及地方政府規劃成立行政法人，顯見行

政法人已正式成為政府作為行政分流主要運用之工具之一。 

然而對於博物館而言，博物館是專業性極強的業務單位，同時知識經濟時代要

求博物館具備高度靈活性、創造性與機動性，惟我國之公立博物館，一向採用行政

機關之組織型態，沉重的官僚體系以及缺乏彈性的法令規章，使得博物館經營缺乏

效率，普遍面臨人事權益失衡、人力不足、財源不足及預算控管缺乏彈性等問題。

因此，政府在 2002 年推動政府組織改造時，就已著手針對博物館行政法人化之可

行性進行研究與討論，惟當時行政法人對國人而言仍屬新興概念，因此多數館所對

行政法人化仍存有疑慮、誤解」，甚或不具概念而與財團法人混為一談，仍多處於

「觀望」、維持現況的態度。 

雖然我國公立博物館行政法人化之推動情形不如預期，但仍有許多研究持續

探討其可行性，支持者多認為行政法人化有助於解構國立博物館層級節制之組織

結構、活化人力及財務運用、提升專業度及效能、增加內部資訊透明度及導入更周

延之評估考核機制。反對者則認為博物館具有社會教育之功能，其績效難以衡量，

自籌經費壓力大，且推動行政法人化勢必引起人員反彈，對於文物之所有權也有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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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如果修正現行法規就能達到鬆綁目的，也減少了改制行政法人之必要性。因此，

也有折衷派認為，如果先就體質良好之博物館先試行，且給予部分財務上之持續支

援，與員工溝通建立共識，搭配合理的評量標準與培訓制度及確保文物之所有權歸

屬，則藉由行政法人化提升公立博物館之經營效能是可以考慮之選項之一。 

 



86 
 

  



87 
 

第三章 故宮發展概況 

第一節 故宮歷史沿革 

故宮緣自於清代北京紫禁城，為我國早期即成立之政府機關之一，因此其成立

沿革大抵伴隨國民政府的歷史背景發展，一樣是橫跨大江南北顛沛流離的發展過

程，以下將依時間順序，分就中國大陸時期、來台初期及轉型時期進行介紹。 

壹、 中國大陸時期（1925 年~1948 年） 

1924 年清遜帝溥儀出宮後，在蔡元培等學者的倡議下，政府組織清室善後委

員會，接收清點清宮內庭的文物，仿效法國羅浮宮設立博物館，以宮廷文物為主的

「故宮博物院」應運而生。1925 年 10 月 10 日故宮博物院正式對外開放。 

故宮博物院自成立開始就是直屬國家最高行政單位的獨立機關。在 1928 年北

伐結束後，國民政府正式接掌故宮博物院，公布《故宮博物院組織法》，第一條規

定：「中華民國故宮博物院直隸屬於國民政府，掌理故宮及所屬各處之建築、古物、

圖書、檔案之保管、開放及傳布事宜。」後來在 1934 年行政院成立後則直隸於行

政院，直到現在故宮博物院仍直接隸屬於行政院，在行政位階上具有遠高於其他博

物館的地位（陳玉珍，2016）。 

而受到九一八事變影響，自1931年故宮擇院藏文物精華者南遷避難。而在1937

年七七事變爆發後，故宮在分三路搶運文物至四川巴縣、樂山及峨眉等地。1945 年

抗戰結束後，故宮博物存置於四川之文物分別啟運還都，並於 1947 年 12 月畢事

（駱芳廷，2011）。 

貳、 來台初期（1949 年~1983 年） 

1948 年 12 月初，在國共戰爭國民黨節節敗退之際，故宮博物院與中央博物

院精選的近三千箱的「國寶」，就連同中央圖書館檔案以及中研院史語所的殷墟文

物，以優先於所有軍民的順位，分為三批以軍艦運送至臺灣。隨國民黨政府來臺後，

確保文物的安全是最重要的任務。在安全與氣候考量下，故宮、中央博物院共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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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會決定在原臺中縣霧峰鄉吉峰村的北溝興建庫房，其後政府以北溝地位偏僻，難

以吸引中外人士前往參觀，乃籌劃於臺北近郊外雙溪興建新館。1965 年 11 月 12

日，國立故宮博物院臺北新館落成揭幕，當日展出之法書、名畫、銅器、織繡、瓷

器，以及玉器、珍玩、圖書、文獻等各類文物，共 1,573 件，分置於六間陳列室、

八處畫廊。 

在 1950 年代末，在「武力反攻」轉成「政治反攻」的脈絡下，國共雙方的戰

爭逐漸從實質的軍事衝突轉化為爭奪誰為正統、誰能代表「中國」的文化戰，最終

促成 1965 年故宮博物院在士林外雙溪「重建」。在「政治反攻」脈絡下，故宮文

物成為其代表「唯一中國合法政府」的有力證明，因此故宮博物院在臺灣的「重建」，

被賦予比民國初年成立的北京故宮，更加濃厚政治意涵（陳玉珍，2016）。 

參、 轉型時期（1983 年~） 

1977 年行政院推動十大建設及接續的十二項建設，教育部推動各縣市設置文

化中心，民眾參與文化藝術活動風氣日盛，1987 年開放黨報禁後，人民思維更為

多元開放，也因此故宮開始進入轉型時期，希望擺脫高不可攀的宮廷象徵，而主張

「文化走入家庭」，轉向人人可共享的文化藝術，像是開始舉辦臺灣畫家展及國外

借展，促進文物國際交流（駱芳廷，2011）。 

而在 2000 年政黨輪替後，故宮更加強導揚本土意識，使展覽以及各項教育推

廣服務愈益接近民眾，並籌設南部院區，期以平衡臺灣南北文化建設。除此之外，

故宮亦辦理院藏文物圖像品牌授權作業，鼓勵國內外設計業界結合傳統藝術元素，

創造衍生性產品；協助推動文化創意發展，並運用數位典藏成果，增益文物展陳內

容（陳玉珍，2016）。 

第二節 故宮現行組織架構與職掌 

故宮的組織發展脈絡大抵是依隨所處的當代環境而變革，從最初 1928 年的《故

宮博物院組織法》，到因應戰時的 1934 年《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暫行組織條例》、

1965 年《國立故宮博物院管理委員會臨時組織規程》，直至 1986 年訂定《國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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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博物院組織條例》，廢除管理委員會改設指導委員會，同時設置器物書畫、文獻

展覽、出版、登記、科技、秘書、人事、會計、總務等室並分科辦事，故宮組織架

構始穩定確立。然而，隨著時代演進，故宮定位為走入民眾及社會，授權、展示及

服務等業務日漸重要，1986 年訂定之《國立故宮博物院組織條例》已不符因應實

際需要，另為配合政府再造組織精簡原則，將原條例修正為《國立故宮博物院組織

法》及修正全文，並自 2008 年 1 月 16 日公布生效。 

故宮雖然目前為行政機關性質，惟政府亦曾經考量將故宮法人化，2002 年前

總統陳水扁於政府改造委員會第三次委員會議說明，為顯示政府對國寶級藝術文

物之尊崇與重視，國立故宮博物院的設置也依照幕僚會議之建議，將改隸為總統府。

惟將來應朝法⼈化的方向研議，其最終目標，在於使故宮博物院成為更自主、更有

活力的文化機構，不但作為我國國寶文物的保管者，更成為精深博⼤中華文化的發

揚者。行政院組織改造文化教育工作圈區塊小組會議亦曾針對故宮行政法人化進

行可行性分析，認為政府應給予足夠的補助，董事會之組成必須具備一定程度之專

業性，並將館藏歸屬國家所有。而故宮法人化後將更具專業性且得以擁有人事自主

權（行政院新聞局，2003）。然而，政策方向仍未落實，故宮最終仍保持行政機關

型態迄今。 

壹、 現行組織架構 

依《國立故宮博物院組織法》及《國立故宮博物院處務規程》規定，故宮置院

長一人，副院長二人（政務、常務各一），主任秘書一人，下設器物處、書畫處、

圖書文獻處、登錄保存處、文創行銷處、教育展資處、南院處、安全管理室、秘書

室、人事室、主計室、政風室，共 7 處 5 室 12 個單位，分別掌理故宮各項法定職

掌及相關業務。組織架構如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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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 國立故宮博物院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故宮網站（2019/9/9） 

貳、 現行職掌 

故宮內部各單位共 7 處 5 室，各該職掌主要係規定於《國立故宮博物院處務

規程》，並依此進行分工。各單位職掌如下： 

一、器物處： 

（一）器物藏品之典藏、管理、研究及編目。 

（二）器物藏品展覽之策劃、布展及相關圖錄、出版品之撰寫與編輯。 

（三）器物藏品之國內外學術交流。 

（四）器物藏品徵集計畫之擬訂及執行。 

（五）其他有關器物藏品事項。 

二、 書畫處： 

（一）圖書文獻藏品之典藏、管理、研究、編目、資訊化作業及閱覽服務。 

（二）圖書文獻藏品展覽之策劃、布展及相關圖錄、出版品之撰寫與編輯。 

（三）圖書文獻藏品之國內外學術交流。 

（四）圖書文獻藏品徵集計畫之擬訂及執行。 

（五）其他有關圖書文獻藏品事項。 



91 
 

三、圖書文獻處： 

（一）圖書文獻藏品之典藏、管理、研究、編目、資訊化作業及閱覽服務。 

（二）圖書文獻藏品展覽之策劃、布展及相關圖錄、出版品之撰寫與編輯。 

（三）圖書文獻藏品之國內外學術交流。 

（四）圖書文獻藏品徵集計畫之擬訂及執行。 

（五）其他有關圖書文獻藏品事項。 

四、登錄保存處： 

（一）本院藏品之登錄及徵集作業。 

（二）本院藏品之預防性保存及科學研究。 

（三）本院藏品之修護。 

（四）其他有關登錄保存事項。 

五、文創行銷處： 

（一）本院出版品發行、智慧財產權之管理、授權及權利侵害之救濟。 

（二）本院藏品之衍生利用、創意加值及產品管銷。 

（三）本院藏品圖像、院景、活動攝照相關業務之執行及管理。 

（四）故宮文物藝術發展基金業務之執行及管理。 

（五）其他有關文創行銷事項。 

六、教育展資處： 

（一）教育推廣活動與觀眾服務之規劃與執行及志工之訓練管理。 

（二）本院與展場之規劃設計及其相關設施之管理與維護。 

（三）資訊業務軟硬體設備之研究、規劃、管理及維護。 

（四）網路資訊服務之規劃、建置、管理、維護及推廣。 

（五）其他有關教育展資事項。 

七、南院處： 

（一）南部院區文物之典藏、管理、研究、出版及展覽。 

（二）南部院區文物之保存、維護及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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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部院區教育推廣活動與觀眾服務之規劃與執行及志工訓練管理。 

（四）南部院區整體營運、行政管理與營繕工程之規劃與執行。 

（五）其他有關南部院區事項。 

八、安全管理室： 

（一）本院安全防護及災害防救業務之規劃、執行與管理。 

（二）本院安全勤務之訓練管理、督導考核及與轄區憲警單位協調聯繫。 

（三）本院安全管制設施之管理與維護。 

（四）其他有關安全管理事項。 

九、秘書室： 

（一）文書、印信、出納、營繕、採購、庶務、財產管理、研考、法制及公關

業務。 

（二）不屬其他各處、室事項。 

十、人事室：故宮人事事項。 

十一、 主計室：故宮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 

十二、 政風室：故宮政風事項。 

第三節 故宮目前經營困境 

故宮成立迄今已近百年，其設立目的從最初僅在於處理故宮及所屬各處之建

築、古物、圖書、檔案之保管、開放及傳布事宜，到目前已擴大為加強對中國古代

文物藝術品之徵集、研究、闡揚等社教功能。故宮憑藉其館藏及知名度，已為世界

等級之博物館，然而從媒體報導或是學術研究可發現故宮目前仍有許多問題亟待

克服，以下將就故宮目前經營困境進行介紹。 

壹、 組織僵化 

故宮成立是為了管理清宮文物，因此組織建置上以典藏和研究功能為主，

在其他博物館功能的提供上較不完整，在行政運作也較為封閉。同時，故宮

也是一個行政機關，凡組織架構、人員編制，都必須依法行政，故宮可以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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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事務範圍越來越大，先前的組織編制已不符實務需要，又因故宮必須依

法行政，即使有改變的理念，受限立法院審議程序，也面臨無法即時反應需

要的窘境。 

儘管故宮的組織法規已經有所調整，但是故宮的部分組織文化仍根深蒂

固，研究為主的組織大業也難以在一時更改，因此儘管表面上在服務有所調

整，但在實務上若真的要發展成一個各功能都周全的博物館，以及擴展博物

館價值進行開發的概念，仍有一定變革空間（張桂慈，2011）。 

此外，在層層節制權力以及極權式組織的環境下，基層人員在實際業務

推動上往往呈現上行下效的情況，對於相關業務的決策自主權仍十分有限，

影響了服務及行政效率（駱芳廷，2011）。 

貳、 預算限制 

故宮為行政機關，因此其預算的編列或執行須遵守政府預算法規限制，

較缺乏彈性，連帶可能使得故宮無法即時因應外在環境而改變。且故宮資金

來源都由國家補助，擁有豐富的資金運作，但受限國家規範因素，相較歐美

國家，故宮的財務策略較為保守（曾芝妍，2011）。 

除此之外，故宮多年以來預算利基並未改變，在政府財政吃緊的情況下

已經很難再增加，但在故宮增加服務與延長運作時間的情況下，原本僅夠支

持基本營運的預算已難以負荷故宮的運作（張桂慈，2011）。 

又博物館受限於經費在廣告的使用或開發上往往相對稀少，相對於私人

經營的主題樂園，博物館在廣告使用上普遍不足。歐美各國博物館在募款活

動部分做的相當完善，以美國及英國的博物館財務報表分析得出，募款所得

占歲入的 10%~30%，而故宮幾乎沒有捐款收入，可見國內博物館的募款能力

有待加強（駱芳廷，2011）。 

參、 人事成本高，人力不足 

在博物館的行政管理費則是以故宮最高，大都會博物館的支出都維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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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左右，大英則是少於 1%，其主要原因在於員工開支上，故宮與大都會在

薪水支出部分開銷較大，大英則擁有龐大志工團隊（曾芝妍，2011）。 

故宮是全台灣唯一擁有完整而獨立文物保存修復部門的博物館，隸屬於

登錄保存處，故宮的文物不送外包，完全自己修，然而現有修復人力已漸吃

緊，因為展覽數量不少，而且展場不只在台北，由於南院也要展書畫，平常

書畫修復室在展前需要進行文物加固處理的數量，除了北院，還新增了南院

的部分15。文物修復工作需要專業的人才，然而故宮受限於政府員額管控，無

法彈性自主運用人力。 

另外，據媒體報導，故宮南院為新成立單位，惟未設置專責駐衛警，僅

聘請保全維護館藏，如北部院區的駐衛警人力不足調撥至南院，仍須向行政

院人事行政總處申請額外駐衛警人力16。因此，由此事件也可以看出故宮的員

額受到行政院嚴格控管，無法因應需要適時補充人力。 

肆、 政治因素影響專業表現 

因為故宮的成立背景特殊，故宮是一個成立已久的文化屬性行政機關，

領導者也在經營上反映了不同使命與政治立場，甚至曾經出現「故宮是政治

符號最多的博物館」的描述。由於故宮的政治性強烈，各領導者的交接之間，

就有可能產生政策執行的延續性問題。此外，故宮因長期背負國家象徵與國

族認同的爭議，因此刻板印象可能為發展上不利之處（張桂慈，2011；駱芳

廷，2011）。 

故宮院長為行政院任命，缺乏任期制，導致故宮常因院長更迭而影響政

策方向。故宮院長吳密察曾表示故宮確實有個人事制度弱點是院長沒有任期

制，會跟著政黨輪替變化，認為應該要有任期制，因為國際一流博物館的館

                                                      
15 「【鄭又嘉專欄】文物保存修復在故宮」，ARTouch 編輯部，2018/5/1，

https://artouch.com/column/content-4107.html。 
16 「南院沒有駐衛警 故宮院長盼早日補齊員額」，聯合影音網，2016/11/2，

https://video.udn.com/news/587666。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95%85%E5%AE%AE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90%B3%E5%AF%86%E5%AF%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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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都不會很快換，故宮也該有這個一流博物館該做的制度變革17。 

另故宮於 2018 年 11 月主動將重要古物「翠玉白菜」及一般古物「翠玉

小白菜」移師臺中花博后里馬場展區展出，因全案核定過程欠缺法令規範，

展覽之成效評估指標亦付之闕如，經監察院於 2019 年 7 月通過糾正案，並函

請行政院轉所屬單位檢討改善。據糾正案文指出，故宮文物赴臺中花博展覽

係故宮前院長林正儀之構想，故宮器物處、文創行銷處、教育展資處與安全

管理室等內部專業單位均曾對「翠玉白菜」於花博展出之安全性提出疑慮，

惟最後花博展出案仍獲核定通過，引發古物安全風險及草率行事議論，也顯

示首長或政治力的介入將影響藏品借展國內其他地區的安全及正當性18。 

伍、 故宮在發展上面臨侷限 

由於展場空間未進行擴建之前，故宮在正館服務的參觀對象已趨近於飽

和，因此故宮正館實際服務人數上難以再向上伸展（張桂慈，2011）。 

依據《Art newspaper》的「全世界最受歡迎博物館」評比，2015 年故宮

還在該項評比中占全球第六強，而至 2018 年已跌出 10 名之外，除了世界排

名「倒退嚕」，參觀人數也由 2016 年的 600 多萬人次，下滑至去年全年跌破

300 萬人次19。 

南院部分，自開館以來一直被外界諷為「蚊子館」，根據故宮統計年報，

2018 年故宮南院的參觀人次最終只有 76 萬，比起 2017 年竟又多掉了近 23

萬，相較 2016 年的 147 萬，已差不多是被腰斬的數字。南院持續衰退的觀光

人數，也顯示其定位及發展策略產生了問題。 

 

第四節 小結 

                                                      
17 「吳密察：故宮院長沒任期制 人事制度弱點」，聯合報，2018/3/20，

https://udn.com/news/story/6656/3708116。 
18 監察院 108 年 7 月 11 日 108 教正 0010 號糾正案文。 
19 「故宮人氣下滑？立委批參觀人次比不上特展」，中時電子報，2019/10/13，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91003003681-260405?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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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成立已近百年，其最初任務僅在於接收清點清宮內庭的文物，然而

隨著我國內民國初年內憂外患的風雨飄搖歷史，故宮也隨同國民政府四處顛

沛流離。在國民政府來台後，故宮終於得以結束逃難的過程，從台中霧峰到

台北外雙溪，故宮營運漸趨穩定，除保存文物的功能外，研究及展示的功能

也漸漸發展成熟。不過也因為國共對峙的情勢，此時的故宮仍被賦予繼承中

華文化道統的重責大任，為「唯一中國合法政府」的有力證明，因此被稱為

政治符號最多的博物館。直至 1980 年代我國政治解嚴後，隨著「文化走入家

庭」的政策，故宮開始轉型，始能發揮其中國古代文物藝術品之徵集、研究、

闡揚及社教功能。在 2000 年政黨輪替後，故宮更走向民眾，加入本土意識及

籌設南部院區，同時發展文化創意，並結合科技強化社教功能。 

故宮目前組織架構之依據為 2008 年 1 月 16 日公布生效之《國立故宮博

物院組織法》，故宮的組織定位為行政機關性質，雖然 2002 年政府曾經考量

將故宮法人化，惟相關研議並未落實，故宮目前仍保持行政機關之組織型態。

故宮目前之編制置院長一人，副院長二人（政務、常務各一），主任秘書一人，

下設器物處、書畫處、圖書文獻處、登錄保存處、文創行銷處、教育展資處、

南院處、安全管理室、秘書室、人事室、主計室、政風室，共 7 處 5 室 12 個

單位，其主要任務在於整理、保管、展出原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及國立中央

博物院籌備處所藏之歷代古文物及藝術品，並加強對中國古代文物藝術品之

徵集、研究、闡揚，以擴大社教功能。 

故宮成立已近百年，為名聞遐邇的知名博物館，然而故宮目前仍有許多

問題亟待克服。在組織方面，故宮受限為行政機關，組織無法即時彈性調整，

層級節制的組織型態也不利於行政效能及博物館專業的發展；在預算方面，

故宮為行政機關，其預算的編列或執行須遵守政府預算法規限制，較缺乏彈

性，又受限於政府有限預算，許多業務之推展或是行銷均受到限制；在人力

部分，行政機關之人力成本較高，且受限於員額控管，故宮無法彈性運用人

力及進用專業人才；此外，故宮的政治性強烈，可能掩蓋其博物館專業，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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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為政治任命，更迭頻繁，不利博物館之專業發展；而在未來發展部分，

故宮受限於場地發展及外在大環境等因素，無論北院或南院之參觀人數均有

下降之情形。 

從以上分析，故宮目前之經營困境，很大一部分係受限於行政機關性質，

組織無法彈性調整、收入來源有限、無法自由運用經費、無法進用專業人才、

院長更迭頻繁、政治因素干擾，最終致使故宮平時法充分發揮其博物館專業，

在面對大環境改變時（如陸客減少）也無法彈性地做出因應作為，產生經營

危機。因此，本研究希望能探討故宮行政法人化之可行性，是否可藉由組織

型態的調整，鬆綁組織、預算及人力之限制，提升其專業校能，進而成為世

界一流之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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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架構及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從公共行政的角度，在進行政策規劃時，必須先進行政策之可行性分析。吳定

(2003)認為可透過 7 個面向進行政策方案之可行性：1、政治可行性：指政策方案

在政治方面受支持的可能性，對象包括一般民眾、標的團體、行政首長、意見領袖、

政黨、利益團體、大眾傳播媒體、民意機構；2、經濟可行性：執行政策所需的一

般資源(金錢預算)與特殊資源(專業性人力、物財、相關資訊)可得性，包括農、工、

商、漁、牧業發展情況、人口、物資及財物資本結構、財金金融制度、教育制度、

國民所得分配情況；3、行政可行性：指行政機關組織結構及能力是否足以承擔政

策方案的執行工作，包含執行機關層次的高低、執行機關內部結構、管理人員、一

般執行人員素質、管理技術的使用情形及外部聯繫情形與民眾的關係定位；4、法

律可行性：法令依據是否完備會影響政策執行的正當性；5、技術可行性：評估技

術知識與能力，如專業知識的權威性、發展水準及認知差異；6、時間可行性：政

策方案規劃的研究發展時間、執行所需時間及產生預期後果所需時間；7、環境可

行性：包含社會環境及自然環境。 

世界知名博物館如大英博物館、羅浮宮及大都會等均採法人型態經營，接受政

府部分預算補助，執行公共任務，但仍與政府保持一定距離，與我國行政法人型態

相似，如果要對故宮法人化之可行性進行分析，參考上述知名博物館之經營模式有

其必要性。 

因此，本研究將以上述吳定之 7 個面行之可行性分析做為理論基礎，並搭配

國外世界級博物館之發展經驗，針對故宮行政法人化進行可行性研究。研究架構如

圖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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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 本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第二節 研究方法 

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方法主要有量化及質性研究方法，其中量化研究方法較

適用於大範圍的調查、預測，較為宏觀，質化的研究方法則較適用於微觀的角度，

對事物進行細緻的描述、詮釋與分析（陳向明，2009）。本研究係針對故宮行政法

人化之可行性進行研究，採微觀研究途徑，因此採用質性研究方法較為適合。而在

質性研究方法中，本研究將採取次級資料分析法及比較分析法做為主要之研究方

法。 

壹、 次級資料分析法 

本研究針對研究主題相關之學術期刊、法令規章、政府機關網站、研究

研究發現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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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新聞報導、報章雜誌及其他相關研究論文等，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

藉由次級資料介紹我國行政法人的內涵與發展歷程，並建構故宮的歷史背景

及組織演變歷程，做為探討故宮行政法人化可行性之基礎。 

貳、 比較分析法 

故宮之館藏名聞遐邇，且故宮向以擠身為世界級博物館做為目標，因此

本文以比較立法例之觀點,分析各國行政法人的發展過程。此外，並藉由分析

大英博物館、羅浮宮及大都會博物館等國際知名博物館其法人化過程，探討

故宮法人化之可行性。 

第三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在蒐集相關學術論文及研討會報告等文獻中，發現有整體博物館

行政法人化之研究及個別博物館行政法人化之研究，故宮為我國最具規模及

代表性之博物館，然而目前卻尚未有針對故宮進行行政法人化之研究，因此

所能參考的論著文獻有限，可能產生綜整蒐集資料與研究主題的間隙落差，

因此對本研究之整體制度架構建立不免有思慮欠周延或不及之處。另外，本

研究主要是係透過其他世界級博物館之法人化情形來對照分析故宮行政法人

化之可行性，然而各博物館之間的發展仍可能會因為國情、政治制度及博物

館背景等因素有所不同，因此此種比較研究的方式可以作為故宮未來組織發

展之參考，但並非唯一且絕對的答案。 

本研究主要是藉由梳理故宮的歷史背景、組織特性及比較分析國外一流

博物館發展情形，作為主要研究途徑，雖有上述資料蒐集及比較分析之研究

限制，然而目前尚未有故宮行政法人化之相關研究，因此本研究對於故宮未

來的組織定位及營運發展，相信仍具一定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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