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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第一章各國人事制度與人事機構的類型 

第一節 各國人事制度的概論 

一、各國人事制度的涵義與範圍：許南雄之各國人事制度的意義與範圍如下： 

各國人事制度的涵義：「「「「人事制度人事制度人事制度人事制度」」」」即各國政府人事行政的法制規範即各國政府人事行政的法制規範即各國政府人事行政的法制規範即各國政府人事行政的法制規範、、、、體制結構與管理措體制結構與管理措體制結構與管理措體制結構與管理措

施施施施。。。。所謂法制規範，係指關人事行政事務憲政體制（如我國憲法之考試權分立制），法令

規章（如各種人事法規）；所謂體制結構，係指人事行政體制（如各國最高人事機關的體

制與職能、中央與地方相關人事體系-----）；至所謂管理措施，自係人事管理的各種業務

措施（如文官考試任用以至退休撫卹的管理機制）。 

各國人事制度的範圍：各國人事制度包含的主要體系約可歸納為下列四項：人事法規人事法規人事法規人事法規

體系體系體系體系，，，，人事機關體系人事機關體系人事機關體系人事機關體系，，，，人事管理措施人事管理措施人事管理措施人事管理措施，，，，人事生態環境人事生態環境人事生態環境人事生態環境。。。。 

二、各國人事制度的發展類型：各國人事制度的發展型態有以下幾大類型 

貴族型與寡頭型貴族型與寡頭型貴族型與寡頭型貴族型與寡頭型：：：：國內學者稱：「貴族型」的人事制度係以英國為代表（許濱松.1996）；

「寡頭型」則係指具威權勢術之首長權要對用人行政居於主導地位具影響力，若干亞、歐

王國「貴族型仕紳」，仍有其強人權勢。 

官僚型官僚型官僚型官僚型：：：：官僚型亦與民主型有所區隔，凡人事制度之成長與發展歷經古代近代之傳統背景

者，均帶有「官僚制」色彩，公務員（尤其高等文官）多來自上層階級，亦多自許為「官

員」（public official）而非「公僕」（public servants）此即官僚型主要特徵。 

恩惠型與分贓型恩惠型與分贓型恩惠型與分贓型恩惠型與分贓型：：：：用人行政受恩寵、私情與贍徇影響，即恩惠制，用人行政受政黨分贓公

職之影響，即分贓制。 

民主型與共產型民主型與共產型民主型與共產型民主型與共產型：：：：民主型民主型民主型民主型人事制度，多具有專業化，幕僚化、功績化與人性化色彩。如英、

美、法、德、日等國人事制度之一般特性。共產黨型之特徵如下共產黨型之特徵如下共產黨型之特徵如下共產黨型之特徵如下：：：： 

共產黨的一元領導與以黨領政共產黨的一元領導與以黨領政共產黨的一元領導與以黨領政共產黨的一元領導與以黨領政。。。。 

黨黨黨黨、、、、政政政政、、、、軍人事交流或體制混合軍人事交流或體制混合軍人事交流或體制混合軍人事交流或體制混合。。。。 

公務人員素質之特色力求公務人員素質之特色力求公務人員素質之特色力求公務人員素質之特色力求「「「「既紅且專既紅且專既紅且專既紅且專」。」。」。」。 

功績制型功績制型功績制型功績制型：「：「：「：「功績制功績制功績制功績制」」」」的人事制度以「才能」及「成就」因素為依歸，為現代化民主先進

國家人事制度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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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代化國家人事制度的成長與特性 

公務員角色的演變公務員角色的演變公務員角色的演變公務員角色的演變：：：：公僕角色的特性公僕角色的特性公僕角色的特性公僕角色的特性 

公務員角色是人事制度的核心所在，必影響人事制度的[運作與成效；歷來公務員的角色

經歷三種背景： 

「「「「官吏為帝王之家臣官吏為帝王之家臣官吏為帝王之家臣官吏為帝王之家臣」（」（」（」（as Person Servants）））） 

古代至十四世紀官吏角色為「王臣」（我國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

臣」）。人事制度在此時係帝王政治之一環。 

「「「「官吏為國家之臣僕官吏為國家之臣僕官吏為國家之臣僕官吏為國家之臣僕」（」（」（」（as States Servants）））） 

近代十五世紀至十七世紀君主勢力高張，而國家觀念日漸盛行，官吏角色演變為國家之

臣僕，官吏人事制度屬官僚行政之一環。 

「「「「官吏為國民之臣僕官吏為國民之臣僕官吏為國民之臣僕官吏為國民之臣僕」（」（」（」（as Public Servants）））） 

自十八、十九世紀以來，官吏角色與人事制度之演進過程激起巨變，一則有「恩惠制」

與「分贓制」之污染，再則有「政治」（政務官）與行政（事務官）之區分（英國.美

國-----），官吏並漸有「公僕意識」，奠定人事制度現代化之基礎。 

強化永業制、保障制、功績制與績效制之特性 

永業制：永業制度是指常任文官自任用以至退休期間所適用與依循之各種管理體制。 

保障制：使公務員安心工作，久任其職，而維護行政安定與效能，此即各國人事制度中

公務員保障制度之「正功能」，但公務員如因受保障，只知享盡權益而不盡義務廢弛職

務，甚至違法失職或績效不彰、能力不足，便成為保障制之負功能。 

功績制與績效制：所謂功績制是以才能因素為依據之人事制度；至於績效制屬於功績制

的延伸，著重人事制度的成果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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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人事機構類型 

一、部外制、部內制與折衷制 

 

許南雄老師主張應分為「幕僚制」與「獨立制」兩大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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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人事機構與行政機關的關係來看，有些國家是將人事機構獨立於行政部門之外，有些則附

屬於行政部門之內，有的則採取折衷的方式，因此形成了部外制、部內制和折衷制三種類型。 

部外制 

部外制就是在行政系統之外，設立獨立超然的人事行政機構，全權掌理整個政府的人事

行政事宜。採用此種制度的國家以我國為主，由考試院掌理政府的人事行政。惟自民國

56 年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成立以後，我國得人事機構已轉變為折衷制。 

部外制的優點 

可以不受政黨及行政首長的干涉或控制，能夠客觀公正的為國家選拔人才，且不受政

爭的影響，人事安定。 

易於延攬人才，集中人力、財力、物力，對人事行政事宜作周詳的計劃與考慮，力量

集中，易赴事功，且通盤籌劃，不致支離破碎。 

採用公開競爭的考試方法，錄取以後供行政部門選用，可免除首長援引私人的弊病。 

部外制的缺點 

行政機關、立法機關等每不能與人事行政機構密切配合，甚至加以牽制，使得人事機

構往往感到掣肘太多，不能發揮其功效。 

人事機構獨立於行政系統之外，對實際行政的需要並不十分瞭解，所採措施難符行政

機關之需要，不免有隔靴搔癢或閉門造車之弊。 

破壞首長的行政權，人事機構所掌管的人事權，原應屬於行政機關首長，今強行分出，

不免破壞行政權之完整，使行政首長在履行其職務時，遭遇阻礙，難以克盡職守。 

部內制 

部內制就是所以人事行政事宜，都由各行政部門的主管長官或其內部單位負責掌理。採

用此制的國家以德、法為代表。雖然 1953 年德國設立「聯邦人事委員會」，1993 年法

國設立「人事部」，以統一全國的人事行政措施，惟其人事機構仍屬部內制。 

部內制的優點 

人事機構位於行政部門之內，對於各該部門的實際情形與需要較為瞭解，故其所採措

施多能切中時弊，符合需要。 

人事機構與行政機關和為一體，易收事權統一、步調一致的作用，進而增進效率。 

在工作上不須迂迴往返商榷，行動迅速，是全集中，不致延誤時機。 

部內制的缺點 

因力量分散，人力不足，僅能處理例行性的人事工作，對於積極性的人事制度之建立，

缺乏作為，管理技術難以精進發展。 

今日人事行政的內容已日趨複雜，並高度技術化，須有充實之組織、設備與專門人才，

方易有效推行，在分散的部內制下，人才、設備兩皆不足，不和管理原則。 

人事行政事務之處理，各部各自為政，步調不一，既不符管理經濟的原則， 也影響

到公務員之間的情緒。 

各部自行管理人事行政，常囿於習慣而畏難更張，人事行政措施難以革新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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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衷制折衷制折衷制折衷制 

英國於 1855 年成立獨立的文官委員會，掌管公務人員的考選，至於考選以外的人事行

政業務，則仍由行政機關掌理之。此種折衷的人事制度，其行政機構可以說是半獨立的，

僅考試權獨立，至於其他人事行政事宜，仍歸行政機關管轄，如此既可防止行政首長任

用私人，又不致削弱行政監督權。 

惟自 1968 年英國成立「文官部」以後，文官委員會併如文官部，其人事機構已改變成

「部內制」，1981年文官部裁撤，改設「管理及人事部」，1987年管理及人事部裁撤，

改設「文官大臣事務局」，1993 年改設「公職與科技局」，1995 年改設「公職局」，

1998年公職局裁撤，現行人事主管機關為內閣事務部，仍屬部內制型態。  

二、幕僚制與獨立制 

傳統上均將人事機構的體制區分為部外制、部內制與折衷制，惟許南雄老師則主張應分為「幕

僚制」與「獨立制」兩大類型。圖示如次： 

 
幕僚制幕僚制幕僚制幕僚制所謂「幕僚制」人事機關，其內涵為： 

人事（職）權隸屬於行政權的體系 

人事機關隸屬於行政機關的組織體系，即人事機關係所屬行政機關的幕僚單位 

人事主管機關與各級行政機關所轄人事單位並無『監督------隸屬』關係（非一條鞭制），

而僅具聯繫協調關係。 

人事機構原為行政機關的幕僚單位，幕僚單位尚有會計、總務等部門，而與業務單位構

成行政機關的組織體系，其主管人事業務的總機關，即稱為人事主管機關。如果人事主

管機關係隸屬於行政權管轄，而為行政權的體系範圍，則此一人事主管機關仍為最高行

政首長的人事幕僚單位，此即「人事幕僚機關」的體制。 

如美「人事管理局」、法「人事部」、德「聯邦人事委員會」、日本「人事院」，皆隸

屬於最高行政首長〈總統或內閣總理〉之管轄體系，為行政首長的人事幕僚機關。 

獨立制獨立制獨立制獨立制 

依我國憲政體制，考試院不僅在行政部門之外，且與行政部門分立制衡，故無法與部內

制或部外制相比，而應稱之為獨立制〈獨立於行政機關之外〉或院外制〈脫離於行政院

部外制 鼎文公職 
試閱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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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而人事主管單位以至各級人事機構又自成一條鞭制獨立系統。 

此一獨特的體制，具有下列特徵： 

人事行政職權獨立於行政權之外，人事權與行政權分立制衡。 

人事主管機關獨立於行政機關之外，二者不具「隸屬監督」關係，而係「分立制衡」

關係。 

行政機關所屬各級人事機構〈自人事行政局以至人事管理員〉均據「雙重隸屬」體系。

如人事行政局隸屬於行政院，但其考銓業務受考試院監督；各部會人事處室隸屬於各

部會，但人事業務受上級人事機構監督，人事主管也由上級人事機關〈構〉任免。 

幕僚制與獨立制的比較 

幕僚制之人事權係隸屬於行政權範疇，故不論部外制、部內制、折衷制，其人事主管機

關均屬行政權體系，人事行政與行政組織管理易於配合。獨立制之人事權則獨立於行政

權之外，兩者分立制衡，人事主管機關不歸行政權所屬，獨立行使人事行政決策權，考

銓法規提案權及各級人事機構管理權。 

幕僚制人事機關係各級行政機關之人事幕僚單位，其主管由各該行政機關首長任免，其

人事業務亦由機關首長統籌規劃。獨立制之人事機關則居於雙重隸屬地位，既為各行政

機關之人事幕僚單位，亦為上級人事機關之分支〈派出〉單位，人事主管之任免及人事

業務措施，係由人事主管機關監督之系統職掌。 

幕僚之人事權責系統明確，不論部內制、部外制或折衷制，均隸屬於行政權責機關〈內

閣或總統〉，並由行政首長向國會負施政責任。獨立制之人事權責系統欠明確，若干人

事職權究屬考試院或行政院不免有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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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各國人事機構與制度 

第一節   英國人事機構與制度： 

一、英國人事機構之演進 

英國人事機構變革簡表 

時間 各各機構演變 組織類型 

階段一 

1855～1968 
財政部文官委員會 折衷制 

階段二 

1968～1981 
文官部 部內制 

階段三 

1981～1987 

財政部 

管理人事部 
部內制 

階段四 

1987～1993 

財政部 

文官大臣辦公室 
部內制 

階段五 

1993～1995 

財政部 

公職與科技局 
部內制 

階段六 

1995 至今 

文官大臣 

公共服務局 
部內制 

與人事行政有關之機構： 

惠德利協議會 

文官仲裁法庭 

文官委員 

 

英國人事行政機構之發展演進： 

第一階段（1968 年以前）：設有下列機構： 

文官委員會：負責文官之考選，地位超然獨立，不受內閣指揮監督。 

組織：由委員六名組成，其中一人為主席，採工作分工，各委員分別主管不同之工

作，其六名委員均由首相奏請英王任命。 

職掌：此一委員會處於獨立地位，不受內閣或各部的控制，且不發生關係。 

財政部： 

掌理考選以外之一切人事行政事宜，設「機關組織編制署」負責英國公務人員、軍

鼎文公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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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員及專門技職人員之薪資待遇、徵補任用、升遷、退休等事宜。 

財政部主管人事行政之原因： 

Ⅰ因為首相兼任財政大臣，首相當然應管人事。 

Ⅱ因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各機關濫用人事、自行加薪、形成浪費，財政部為

節省公幣，調查改革這許多不合理現象，因此，奠定爾後人事管理的基礎。 

第二階段（1968～1981 年）：依 1968 年胡頓報告（The Fulton Report）（「胡頓委員

會報告」又稱「富爾頓委員會報告」），主要建議合併財政部所掌管之人事行政與文官

委員會之業務成立專責人事機關，設為文官部，並由首相兼任文官部長，使人是職權劃

一，並設立「文官學院」辦理職前與在職訓練。 

第三階段（1981～1987 年）：1981 年英國首相契爾夫人發現人力管理以及一些需要經

費支援的人事行政業務之處理，仍舊處處要仰賴財政部的支援，由文官部負責處理，則

效果欠佳、更乏效率，於是 1981 年 11 月 6 日撤銷文官部，改設下列機構： 

管理與人事部：專管各機關管理制度與措施的策劃、檢討、改進，及人員的進用、訓

練、培育、退撫及有效的人事服務等工作，其組織及職掌如下： 

首長：由首相兼文官大臣，樞密院國務次級大臣，負行政責任。 

秘書處：主管管理計畫、人事服務、資料、財務等事項。 

管理及效率司：主管各部效率的查核、檢討、措施與功能檢討、管理制度的發展等

事項。 

政府機關組織、文官行為、退休及安全司：主管機關組織、公務員行為、退休及安

全等事項。 

人事管理及醫務司：主管公務員的甄試、進用、訓練、醫務及一般人事管理等事項。 

國會事務顧問室。 

以上各司、處設有司處長，司、處內並分科辦事。「管理與人事部」下設有

文官學院，負責文官訓練；又設有文官委員會，主管中央文官考選及中央各

部、會執行官以上文官統一考選任用事宜。 
財政部：負責涉及財政經費事項之人事業務，內設有： 

中央政府度支司：負責文官及軍人待遇、退休計畫、退撫金給與及組織編制之兼管。 

公務事務度支司：兼管公務人力、工作評價、工作分配、人事查核及評鑑。 

第四階段（自 1987 年～1993 年）： 

文官大臣辦公室：此一時期裁撤「管理與人事部」改設為文官大臣（文官部長）辦公

室，仍由首相兼任部長，負責文官的責任及標準，及文官的考選與發展。 

財政部：其餘人事管理措施則移轉財政部，加重財政部關於人事行政之職權。 

第五階段（自 1993～1995 年）：是梅傑自 1991 年擔任英國首相時，提出「品質競爭報

告書」後，為改進人事行政體制，於 1993 年人事行政機關分有「公職與科技局」及「財

政部」負責。 

第六階段（1995 年 7 月 1 日起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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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公職與科技局」改稱為「公共服務局」（簡稱 OPS），全權負責有關文官管理

及效率事項之規畫，並交各部執行；又其有關科學事務移由「貿工部」管理。 

加強各部首長人事權：1995 年之「文官樞密院令」將原屬財政部所管轄的人事事項

移轉給各部部長。該樞密院令第十條規定：「部長隨時可就下列事項制定規則及頒布

命令：職位的數目和等級，所有職員的職員分類、薪津、津貼、假期、工作時數、部

分工時及其他工作之安排，人員之退休、重新任職、輪調、職務調整，以及所有工作

之條件；文官行為之規範；晉用人員職位之安排；規定晉用人員之資格條件包括年齡、

知識、能力、技術和潛能等。」 

公共服務局： 

公共服務局（The Office of Public Service，簡稱 OPS），成立於 1995 年 7 月 1 日，係自

公職與科技局（公共服務及科學局）改組而來，仍然隸屬於內閣事務部，由內閣秘書長負

責監督其業務，公共服務局掌理有關英國文官結構、組織編制、甄補政策、任用、薪俸與

福利、工作條件、紀律與行為、退休與資遣、管理與發展、文官統計等事項。 

其下設有下述單位： 

競爭考試組（Competitiveness Division） 

資訊組（Information Group） 

高級文官組（Senior Civil Service Group） 

機關組織及標準組（Machinery of Government and Standards Group） 

文官任用組（Civil Service Employer Group） 

秘書處（Central Unit） 

銷管處（Deregulation Unit） 

執行機構處（Agencies Group） 

效率組（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Group） 

公民憲章方案組（Citizen’s Charter Management Unit） 

資訊管管理處（Information Officer Management Unit） 

此外，另轄有： 

電腦及電信中心（Center Computer and Telecommunication Agency） 

文官學院（Civil Service College） 

文官編制總顧問處（Property Advisers to the Civil Estate） 

安全處（Security Facilities Executive） 

採購處（The Buying Agency） 

其他與人事行政有關之機構 

惠德利協議會（J. H. Whitley Council）（又稱「惠德利會議」）： 

設立背景：（成立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在因戰爭影響，經濟上發生巨變，勞資爭議增多，英國

政府於 1917 年組織勞資關係調整委員會，以惠德利為主任委員，負責調查並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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