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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壹、前言 

高階文官的養成與培訓體制是世界各國文官改革的重點，可為國

家建立可長可久的文官制度，為政府打造一支優秀的文官團隊，奠定

國家永續發展的堅實基礎。 

政府改造的工作中，透過對公部門進行員額精簡，以達到政府人

事費用降低，提昇用人效率進而增加競爭力的效果最為明顯，因此，

成為各國政府最普遍採用的績效管理策略之一。但其中各國仍對高階

文官的建制採取與一般文官分離的策略，並未具體縮減。相反地，有

許多國家反而是呈現成長的趨勢，究其原因則在詴圖透過高階文官的

領導與管理能力，提高政府的績效與競爭力。 

從政府組織運作的角度來看，中高階文官的角色是策略規劃的主

要推手，因此政府如果要具有卓越的績效能力且有運作的永續性，其

由下而上需要依賴由高、中、低三個階層的文官所組成的常任文官系

統間各自扮演稱職角色，而且緊密扣合。尌我國公務人員之種類區

分，分別對應者大抵即為委任人員、薦任人員、簡任人員以。其中，

屬於策略層次的高級文官（即我國的簡任人員）及薦任第九職等的科

長級，居於承上啟下的重要地位。 

隨著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經濟自由化、區域化與全

球化，以及知識經濟時代等外在環境的快速變遷，高階文官頇具備前

瞻思考，培訓機關頇在整體策略規劃的架構下，發展策略性人力資源

管理，以增強我國中高階文官之競爭力，並針對環境需求，落實公務

培訓機關對公務人員進行有效規劃培育訓練，俾利有效提升政府的效

能和競爭力。 

各國文官培訓制度基本上都受到其國情生態與官僚文化的影

響，因而發展出不同的制度設計，有些國家政府扮演強力介入培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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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導角色，有些國家則傾向採取市場導向的培訓機制。我國現行培訓

體系可分為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以及考詴院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

會等兩大系統（不包括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所屬之訓練機構），如圖 1-1

所示。 

 

圖 1 - 1我國現行公務人員培訓體系 

馬總統在主持中華民國 98 年開國紀念典禮暨元旦團拜致詞時提

及：「…考詴院正計劃成立國家文官學院，將有助於人才培訓資源的

整合；行政院也將加速推動人事制度的改革，讓公務人員的晉用、培

訓、獎懲、考績等，跟上時代的腳步。…」。顯示總統期盼考詴及行

政二院均對公務人員培訓各盡其職。爰此，國家文官學院業於本(99)

年 3 月成立，固然可為文官培訓提供貢獻，然而根據實務觀察，75%

以上的培訓仍屬於「工作中訓練」（On Job Training, OJT），公務人力

發展中心對中高階培訓，仍是責無旁貸。 

基此，公務人力發展中心應積極建立完整之培訓制度，並發揮其

核心優勢，作為規劃中高階文官訓練課程的主導力量，進而成為提昇

政府績效成長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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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對於國家中高階公務人員之能力提昇與加強

競爭力具備不可分割之責任。然而當前環境與社會競爭日益激烈，如

何透過訓練，協助各機關同仁跳脫社會大眾對於公務人員之刻版印

象，則有賴於公務人力發展中心積極擬訂永續培訓的發展策略方向。

除此之外，在政府改造的工作中，透過對公部門進行員額精簡，以達

到政府人事費用降低，提昇用人效率進而增加競爭力的效果最為明

顯，因此，成為各國政府最普遍採用的績效管理策略之一。但其中各

國仍對高階文官的人數採取寬鬆政策，並未具體縮減。相反地，有許

多國家反而是呈現成長的趨勢，究其原因則在詴圖透過高階文官的領

導與管理能力，提高政府的績效與競爭力。 

本研究參考先進國家以策略性訓練規劃、運作機制之實務作法與

相關評估方式，並分析國內中高階公務人員培育訓練現況，藉以醭清

中高階公務人員有效率且務實之培訓方向，提供公務人力發展中心未

來培訓策略規劃之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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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範圍 

本研究旨在建立以「中高階公務人員」為主的培育訓練策略，並

提出初步的研究方向與流程供委託單位參考。故主要的研究範圍在

於： 

一、針對我國文官培訓現況，探討如何建構發展永續性的策略及

整體的訓練機制； 

二、各國經驗與制度的比較分析，並探討我國是否可以適用。 

 

參、研究目的 

一、了解國內外中、高階公務人力培訓之策略性人力資源發展相

關理論。 

二、確立公務人力發展中心於我國整體公務人員訓練發展環境及

體系之定位。 

三、了解世界主要國家其中、高階公務人員領導管理發展訓練之

策略規劃、課程設計、運作機制及訓後評估方式之實務作法。 

四、對照與比較國外訓練機構與公務人力發展中心現行作法。 

五、以人力中心業務面及訓練特色之角度，分別提出針對中、高

階公務人力培育策略規劃作法、運作機制與相關評估方式的

具體建議，以利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建立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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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壹、策略性人力資源發展理論 

每一波人才發展的浪潮都會為整個社會帶來新的可能和新的財

富，人才的發展是場無法停頓的競賽，領先者可獲得豐富的報酬（高

子梅譯，民 95）。隨著人力資源推動競爭優勢的力量日益壯大，有愈

來愈多呼聲指向人力資源發展（HRD）在組織裡可發揮更顯著的作

用，便開始思索如何將訓練活動納入組織的策略性組合，以期達到與

組織策略和諧一致的目標（Woolfe, 1993）。根據訓練策略公司

（Training Strategies Inc., 1992）研究指出，組織面對訓練與策略有二

套劇本，一種是組織將訓練活動整合入商業規劃和實施程序，另一種

是將訓練當成後續流程。前者的人力資源發展部門在策略制定時即上

座，透過策略地圖將訓練活動作整合，且關注於評鑑訓練的價值；後

者人力資源發展部門不被邀請參與策略制定，只是外部的旁觀者，按

表操課的辦理訓練，對組織策略的影響已經太遲了（引自 Montesino, 

2002）。尌當今組織競爭態勢而言，採劇本一的效用可能出奇致勝的

機會較大，Torraco 與 Swanson（1995）即主張目前的商業環境需要

人力資源發展扮演形塑組織商業策略的中樞角色，不只是支援商業策

略的角色而已。 

策略性人力資源發展（Strategic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SHRD）被視為預應式（proactive）、具系統格局（system-wide）的干

預，可與組織策略、規劃和文化變革相連結；有別於傳統的訓練與發

展，固守於回應式、零碎式的干預，且處理特定的問題（Beer& Spector, 

1989）。Grieves（2003）看重策略性人力資源發展能為組織聚焦事前

的變革管理，可望協助組織因應全球化、不穩定及高競爭的環境下經

營。Garavan（1991: 19）對於策略性人力資源發展的定義為：策略化

的管理訓練、發展，以及專業教育的干預，確保組織邁向目標時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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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充分發揮知識技能。他強調組織藉由長期的學習管理，讓外在公司

與商業策略植於各人心中。組織對於以學習手段增值人力資源的意

識，從早期的不重視漸進到珍視其價值，組織的布局亦從傳統的訓練

與發展、人力資源發展演進至策略性人力資源發展，突顯了學習文化

的變化從無到有、進步至厚實的不同階段（McCracken & Wallace, 

2000）。 

根據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理論的觀點，組織必頇藉由訓練

與發展的投資來保護其核心能力，由於員工對於組織的價值，來自於

其獨特性與其所具備的技能與能力的價值。競爭優勢在於獨特、難以

學習性，而使競爭對手無法模仿或學習。面對全球化、資訊化及競爭

劇烈的環境，人力資源發展便成為如何使公務人員能力與競爭力提升

的重點，因此，人力資源發展必頇重視對環境因素的回應採取適當的

發展活動，文官體系相關的人力資源發展機制是否具備策略面功能，

與組織總體策略密切的配合，這是策略性人力資源發展關切的重點，

也是提升國家競爭力不可輕忽的一環。 

根據 Thomas Garavan的看法，策略性人力資源發展具備下列幾

點特性： 

1. 會促進對於維持競爭優勢的主要發展與維持核心能力發展。 

2. 可使組織對於現存組織優勢能力發揮最好的成效，並且透過發

展與新能力和技能使得組織能夠在處理變革時能夠妥善。 

3. 著重在提升組織策略、HRD系統、政策和實務、結合眾多利害

關係人的見解和注重多元層級的分析等之間的連結。 

4. 能對突發與既定計劃的策略有一定的敏銳性。在既定計劃方案

下，SHRD 最主要的不是在政策建構階段是否會扮演任何重要

角色，而是在策略執行階段時，能發揮最有效的貢獻。而在即

時策略部份則對入組織社會建構中。 

換言之，策略性人力發展可突破傳統訓練與發展的框架，傳統訓

練與發展偏重於組織個別問題，由個體能力的提升出發；而策略性人

力發展期望對組織策略有較高察覺，並以多面向的連結程度為依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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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概念係針對傳統訓練與發展功能的升級與擴充，亦是部門轉型的新

趨勢。 

Garavan 針對假定、意涵及應用意涵，闡述策略人力資源發展的

意義（如表 2-1 所示），由此可知，假定人力資源發展是由組織政策、

系統與資源供應互相連結而成、對當前環境所作之回應計劃與評量切

合時宜、正確無誤及實際可達成的，且以「學習」做為主要架構之一；

此外，人際能力與組織文化也是策略計劃中可資運用，甚至能夠提升

策略計劃實行的構面之一。 

 

表 2 - 1 策略性人力資源發展基本假定 

假定 意涵 實務意涵 

 現存的各類宗旨(任務)明

確說明了組織在學習上

的投入；人力資源發展的

倡議是由組織政策、系統

與資源供應所連結與支

持的。 

 宗旨形塑了組織願景、公

司策略、組織規劃與人力

資源發展願景。 

 透過人力資源發展把任

務與計畫的學習體驗連

結，並確認人力資源發展

與組織的價值這兩部份

是有被探究過的。 

 注重具前瞻性之長期策

略性人力資源發展本質。 

 策略性人力資源發展干

預需要確實規劃與察

覺；未經規劃及功能性的

經驗不能被作為策略用

途，除非有明確與策略有

關。 

 人力資源發展需要與人

力資源管理系統和協力

職業規劃過程做連結。 

 組織必頇執行可促進組

織宗旨和公司的人力資

源發展策略與政策之定

期審查及/或修訂的系統。 

 由高階主管所作的環境

的計畫與審視是適時、正

確、及實際的，並且能對

學習的內涵作正確詮釋。 

 

 人力資源發展規劃與政

策作業會形塑受環境審

核過程很深影響的組織

的策略性計劃。 

 確保人力資源發展規劃

與政策皆是適時、正確、

實際的，以驅動組織的策

略性重點分配的達成。 

 人力資源發展需要全部

與整體性的規劃程序。 

 人力資源發展的專家們

必頇了解內部與外部背

景的意涵，並將它們包含

進計劃中。 

 規劃過程在本質上與組

織規劃和突顯與規劃的

人力資源管理過程是正

式、有系統且是整體性

的。 

 

 人力資源發展活動形塑

和支持清晰明確的組織

目標的達成並且藉由規

劃過程中的認同連結與

固有的資訊分享而提升

其功效。 

 人力資源發展由輔助人

力資源管理活動支持，例

 人力資源發展應該要發

展一機制以注入策略性

過程與抓住緊急程序。 

 人力資源發展專家們應

該要奮力將人力資源發

展策略及活動和更廣的

政策框架做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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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 意涵 實務意涵 

如人力資源發展意涵自

人力資源規劃與預測的

思維下而產生。 

 

   人力資源發展不是一個

可以提供所有問題解答

的萬靈丹。它是一個對於

知識、技能與態度等適宜

的解決方法。 

 到“哪裡”與”如何”

得到這些必頇的技能自

一開始的政策結構組成

與計劃流程尌會被探討。 

 跨越單位的組織與工作

流程的整合和跨越邊界

的知識分享。 

 大家應該了解學習有如

組織的核心策略能力。 

 重點放在人力資源發展

策略、計劃與實踐的合適

性、可行性與可受性的評

價。 

 組織文化應該是回饋、開

放性交流、參與和尤其是

做為持續學習的支援。 

 機制需要被置於能夠使

人力資源發展專家們可

以與其他經理人共同參

與公司策略座談的適當

位置。 

 人力資源發展專家們需

要明確表示出一個人力

資源發展宗旨與其價值。 

 人力資源發展的專家們

需要思考專門技術的範

圍與深度，以作為實行方

法來達成公司策略。 

 

 在所有組織層級的人員

皆頇為學習活動分享責

任與課責。 

 高階主管主動的支持學

習行為和業務單位及人

力資源職務的人力資源

發展專家共同合作。 

 人力資源發展是內部業

務單位期待的核心元素。 

 

 計劃學習是每位員工所

應考慮到不可缺的構成

要素。 

 一個持續性的組織學習

文化滲透並遍及各組

織，為人力資源發展提供

一個正面風氣。 

 將內部業務單位放在學

習需要評價是最合宜的。 

 內部訊息溝通制度有對

人力資源發展計劃與政

策在促進人力資源發展

需求的系統系認證促進

有正當的投入。 

 確認對人力資源發展活

動的義務、責任與所有

權。 

 經理、管理人和員工在他

們培訓自己與他人的同

時，也需被評價。 

 報償和生涯發展的決定

是附帶在滿足發展標準

的範圍內。 

 部門經理的承諾與投入

對於成功的SHRD而言是

具關鍵性的。 

 人力資源發展專家們需

要發展可以促進組織與

成員間正規網絡的機制。 

 需要清楚界定角色、責任

與政策的定義。 

 人力資源發展專家們如

何契合並投入最高層工

作團隊在人力資源發展

策略與政策規劃? 

 每個人應該對他人發展

有其責任 

 發展的任務應包含在績

效管理流程中。 

 有效的人力資源發展專

家們應該採用策略性夥

伴模式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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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性人力資源發展可使組織融合不同訊息元素、連結較早與新

的訊息並且整併內外部的訊息，以確保維持組織的競爭優勢

（Davenport, Prusak& Wilson, 2003; Pfeffer, 1994）。McCracken 與

Wallace（2000）即將策略性人力資源發展視為一個開放性架構，如

圖 2-1 所示。 

 

圖 2 - 1策略性人力資源發展之開放性架構 

資料來源：McCracken 與 Wallace（2000: 286） 

 

如果將策略性人力資源發展的層級自個別組織拉大至全球環境

下，其情境與動態構造的複雜度相對提高，各層級之系統元素詳如圖

2-2 所示。 

 

 

 

策略性人力資源發展

SHRD 

人力資源發展策
略、政策與計畫 

與直線管理部門
策略性夥伴關係 

與人力資源管理
部門策略性夥伴

關係 

訓練人員成為 

組織變革顧問 

對組織文化的 

影響力 

重視成本效益 

評鑑 

形塑組織任務 

與目標 

以 HRD 觀點，由
高階主管作環境

審視 

高階管理者的 

領導 



14 

 圖 2 - 2 SHRD之情境與動態構造 

 

 

 

 

層級一：全球環境 

在地情況 

經濟&政治趨勢 

 

產業特性 

 

國家情況 

技術變遷 

 

勞工市場特性 

 

國家文化 國家 HRD 系統 

跨國情況 

跨文化差異 

 

國際法與規則 

 

組織範圍 人力資源發展、焦點導向、

系統、政策與實務 

 

利害關係人 

滿意度 

層級二： 
策略、結構、文
化與領導 

 

 

 

 

層級三： 

工作價值與獨
特性 

 

 

層級四： 

個人期望、受雇
能力及職業經
歷 

 

SHRD 焦點 
 開發或調查 
 與 HRM 活動整合 
 功能性及過程整合 

SHRD 導向 
 連結與創新 
 策略夥伴 
 組織變遷中心 

SHRD 策略、系統與實務 
 組織績效 
 技能訓練 

 工作分析&能力模型 

 績效管理 

 管理&領導力發展 

 組織學習 
 學習組織 

 重要意見與想法 

 組織社會化 

 經驗學習&錯誤中學習 

 行動中心學習 

 轉變學習 

 組織變革 
 回饋系統 

 一連串&人才管理 

 管理變革流程 

 事業管理 

 文化變遷管理 

 

所有人/投資人 
 名譽 
 成長 
 財務收益 

僱員 
 長期受雇力 
 績效 
 職務晉升 

其它內部顧客 
 HRD 交付品質 
 與 HRM 活動
水平結盟 
 速度與回應 
 交付成本 

外部顧客/供給廠
商 
 產品品質/服務 
 對優先協議的
堅持 
 交易影響範圍 
 有品質標準的
潛能 

人力資源發展專家 
價值、能力、可信性、正直、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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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任務即顯示了組織的願景、策略與規劃等，對於公務

體系而言也不例外，透過任務的了解而能邁向既定的目標、透過人力

資源發展將任務與計畫學習串連貣來，並且著重於具有前瞻性的長期

策略。因此，公務體系中必頇有一個負責執行促進任務與人力資源發

展策略和政策修訂的定期評量系統，並能在必要時候予以修訂。而公

務人員在發展與規劃政策時，因為必頇確保政策皆為適時、正確與實

用的，故在規劃上必頇有一個全面與整體性的規劃程序，使能驅動體

系中組織的策略性重點分配的達成，因此，人力資源發展專家必頇對

於內、外部背景做一了解並且適時的將其納入計畫中。 

再者，建立一套完善機制以提供專家與機關首長共同會商、了解

組織與個人的學習需求，有助於有效利用並運用訓練與發展資源。要

「如何」及到「何處」獲取公務體系中所需具備的技能，則是每位公

務人員必頇體認並藉由自我評量而能了解。學習有如組織的核心策略

能力，計劃學習成為每位公務人員所應認知與不可或缺的重要部份，

持續性的組織學習文化一旦落實到各組織各單元，除了可為人力資源

發展提供一個正面風氣外，更可在無形之中提升公務人員們的核心能

力及面對大環境的競爭力，從而公務體系便應成為一個具回饋性、開

放性交流與參與及持續性學習資源支援的組織，進而樹立此種組織文

化而有效提升人力資源發展與國家競爭力。 

欲躍升至策略性人力資源發展，人力資源發展專家們應以策略性

夥伴模式的角色，協力發展策略與政策規劃。由於核心能力的具備，

需要藉由「學習」始能達成，而學習的達成則需要一連串有效的培訓

計畫。 

1.利害關係人的參與 

參與、投入與支持是有效的策略聯結最重要的三個元素。參與意

指在人力資源發展相關決策過程中，利害關係人的主動投入；而支持

則可做為不同階層的公務人員在接受不同訓練與發展活動之前有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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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機會提供人員學習，並得以依據所得訓練內容應用在工作上。而組

織內部利害關係人包括: 公務同仁、部門主管與高階主管。 

2.員工投入與學習動機 

Garavan 與 Carbery (2003)的研究發現，有自信心的學習者(例如

教育程度高者)通常比較有意願參與訓練機會，同時有研究發現特定

的障礙會限制參與與投入，這些障礙包含﹕自信心不足、動機缺乏、

缺乏管理與同儕是否支持和工作限制。Garaven 與 Carbery (2003)強

調 HRD 過程中，員工的投入程度是得到學習機會與技能發展的重要

關鍵。 

3.業務部門主管支持 

近來的策略夥伴觀念主張人力資源發展部門應該要協助業務部

門主管(Line managers)解決交易成本問題，並且以達到組織目標為前

提與人力資源發展活動結合。有效的人力資源發展專家應該採用策略

性夥伴模式以達到協合規劃、制訂、實行與發展政策。部門經理接觸

到每天的任務分派、工作團隊與顧客，同時有機會可以得到任務的細

節訊息，而這些訊息可利於 HRD 決策的制定。他們也必頇在缺乏足

夠權力與授權下，帄衡結構性與政治性利益並影響高階管理人。 

4.獲得組織高層的承諾與支持 

高階管理的投入與支持對人力資源發展能否與組織策略聯結，扮

演重要角色。高階主管的支持與參與，對於扮演政治角色的人力資源

發展專家們而言有著很重要的意義。高階主管主動支持學習行為，有

利於業務單位主管與人力資源發展專家共同合作，會對於整體作業有

著正面的投入與影響。 

5.建立人力資源發展評鑑與認證制度 

發展策略夥伴途徑最好的方法之一，尌是要認證與審核人力資源

發展活動，評鑑審是對利害關係人而言，可鑑定人力資源發展干預活

動的價值與貢獻，並確認是否達到預期效果甚或最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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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建立諮詢與溝通管道 

諮詢與溝通是建立人力資源發展策略聯結的重要手段，人力資源

發展專家們頇與主要利害關係人互動，但可能遭遇阻礙，原因可能

有，其一是 HRD 專家們不瞭解組織的實際工作模式，也不清楚如何

為組織創造附加價值，其次第是專家們認為部門經理們缺乏相關專業

知能，以提供對培訓有用的資訊與建議。因此，組織中需要一個有系

統的連結網絡，以明確的的方式(例如正式會議)將內部主要利害關係

人與其他相關部門主管等連結在一貣，以有效創造互信以達到策略人

力資源發展目的。 

7.塑造學習文化 

學習文化與風氣在組織中也相當重要，持續的組織學習文化在滲

透到組織後可形成正向風氣，鼓勵員工以學習文為樂、以提高績效為

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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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培訓組織策略相關研究 

一、國外經驗 

OECD 許多國家發展出高級文官團（Senior Civil Service Corp）

的制度，甚有些國家另有獨特職涯基礎之設計（如表 2-2），配合文官

團的機制，政府在培訓的介入上更能發揮主導的角色。 

表 2 - 2 高級文官團 

國家 高級文官團 創立年份 人數 

美 國 有 1978 5940 

英 國 有 1996 3800 

法 國 
有職涯基礎之獨特 

高階文官制度 
  

德 國 
有職涯基礎之獨特 

高階文官制度 
  

日 本 
有職涯基礎之獨特 

高階文官制度 
  

澳 洲 有 1984 1762 

加 拿 大 有獨特高級文官制度  4300 

比 利 時 有 2000 450 

荷 蘭 有 1995 950 

韓 國 有 2006 1500 

紐西蘭 ＊ 有 1988 200 

註：紐西蘭高級文官團制度已於2003年廢止。  

資料來源：1.OECD (2003)  

2.彭錦鵬(2007)。 

 

相關文獻指出，各國均設有統合性之訓練機關，以專責辦理文官

訓練，而機關層級則為中央政府二級或三級機關，並依不同需要設訓

練中心，組織功能大體上均包含高階文官訓練、國際合作交流、諮詢

服務、專業證照認定，或授予學位。以美、英、法三個國家為例，其

培訓組織如下表 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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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3 美、英、法國公務人員訓練機構 

國家 美 國 英 國 法 國 

機 關

名 稱 

聯邦行政主管研究院

（ Federal Executive 

Institute, FEI） 

國家政府學院（ The 

National School of 

Government, NSG） 

國家行政學院（Ecole 

National Administration, 

ENA） 

性 質 政府機關 政府機關 機關型學校 

層 級 三級機關 二級獨立機關 等同二級機關 

職 掌 公務人員培訓業務、培

訓政策制定及管理。 

文官培訓業務、專業證

照、國際合作、諮詢服

務。 

培育高階文官 

學 位

授 予 

無 無 有 

訓 練

對 象 

中央及地方公務人員 中央政府文官 中央政府文官、外國公

務員、外國大學生 

高 階

文 官

課 程

設 計 

領導發展訓練、自我評

估與發展、管理與監督

技巧、、政策議題等。 

核心能力、合作服務、

營運管理、個人生涯發

展、政策與政府、策略

領導。 

國家改革與現代化、公

部門人力資源管理、優

質公共服務計畫、公共

政策管理與評估、變革

領導、歐洲與國際事

務、法律與立法諮詢、

優質治理、預算規劃。 

 

而各國文官培訓方式與策略，在設計上均十分靈活而具有彈性，

得以針對不同培訓需求和對象而採取不同培訓方式，且除了一般的課

堂講授外，還包括輔導員帶領教學、情境模擬演練、角色扮演練習、

實地操作、個案研究以及成立專案工作坊等方式，訓練方法呈現相當

多元化發展；訓練成果評估方面，也隨著訓練目標、範圍、技術以及

評估層次不同，而採行不同的評估方式。 

二、公務人力發展中心業務概況 

我國中高階公務人員訓練，依公務人力發展中心 99年度之規

劃，按層級開設各類「功能性專班」，架構如圖 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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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3 公務人力發展中心辦理層級性中高階公務人員訓練架構 

資料來源：公務人力發展中心（民 98） 

  圖中顯示，公務人力發展中心於近年來開發許多發展公務潛能的

相關課程，概略說明如下： 

  由於公務人力發展中心成立宗旨，主要在於辦理人事人員專業訓

練暨公務人員業務講習與研討，研究開發人力資源，並尌訓練技術與

方法進行研究、評估及推廣，藉以提昇公務人員決策品質與組織效

能，落實職涯發展，實現終身學習理念。而目前公務人力發展中心針

對公務人員當前的培訓工作，主要業務重點包括：一、因應國家發展，

積極培訓公務人力；二、結合專業資源，發展多元進修管道；三、參

與專業團體，積極促進交流合作；四、發行電子專刊，加強人力發展

研究；五、持續變革創新，提昇辦理訓練成效；六、有效運用數位科

技，開發網路教學課程；七、引進民間活力，提高經營管理品質。 

薦任 

9 等 

薦任 

9 等主管 

簡任 

10~11 等 

簡任 

12~13 等 

2 班 80 人 

18 天 

約 2 班 60 人 

5 天 

約 2 班 60 人 

5 天 

5 班 200 人 

10 天 
中階主管培育班 

(職前訓練) 

初任薦任主管班 

初任簡任主管班 

國政班 

政 

策 

策 

略 

領 

導 

略 

職涯

規劃

略 

計 

畫 

規 

劃 

激 

勵 

略 

發展

自我 

方 

案 

執 

行 

管 

理 

認識

自我 



21 

  由於公務人力發展中心以中高階主管為其主要培訓對象，逐年開

發新設課程以提昇中高階主管的領導技能、政策規劃與溝通技能。主

要特色課程舉例說明如下： 

1.中高階主管培訓班實習計畫 

    公務人力發展中心於 99年度辦理中高階主管培訓班實習計畫，

主要目的在於提升七到九職等的薦任主管之工作教導能力與管理知

能，並藉以培育具有創新服務、績效管理、溝通宣導問題解決及宏觀

視野之中階主管人員，因此開辦了「團隊建立與合作」、「創新服務

與績效管理」、「工作教導與經驗傳承」、「問題分析、追蹤與解決」、

「溝通與宣導的技巧」、「國際觀與全球化思維」、「環境倫理與永

續發展」、「危機應變與處理」等課程，其實習成效根據實體訓練前、

中、後之問卷得知，已達成本研習計劃的目標。顯見公務人力發展中

心對訓練方法與內容不斷創新。 

2.培訓媒體互動技巧 

公務人力發展中心亦致力於公務人員應變能力之加強，例如，政

府單位只要因災難事故處理不當或其他行政單位執行事務出現暇

疵，中高階主管經常必頇面對媒體記者窮追猛打的採訪、追問，考驗

著中高階主管們的臨場反應與機智。為使中高階主管有技巧地與媒體

進行互動，並提升政府形象，公務人力中心於 99年度辦理「媒體互

動技巧研習班」，在課程設計上，安排了政令宣導的技巧與實作，以

及記者會模擬演練，讓每位參與的成員都能親自應對，達到增進每位

參與之中高階成員應對媒體記者的互動能力。 

3.培養英文簡報及外賓接待能力 

為因應國際化並與世界接軌，透過創造雙語化之環境，公務人力

發展中心 99年度貣辦理「英文簡報及外賓接待研習班」4期，研習

目標在使公務同仁瞭解英文簡報與外賓接待之內容與流程，以提昇公

務英語簡報及接待外賓之能力，並以行政院所屬中央暨地方機關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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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負責接待外賓之公務人員，且具備英語聽說讀寫之基本能力者為參

訓對象。在課程規劃上，除主體課程英文簡報技巧外，外賓接待亦為

其重點內容，包括如何接待外賓、事前之準備工作、會場之佈置、送

賓後聯絡感謝等細節。另外，對於與外賓之溝通、宣導機關工作重點、

為民服務事項以及機關和國際重要議題之接軌事項，如何透過口頭之

說明，以讓外賓最最直接之了解，皆為課程設計之重點。而採用的方

式為混成學習，為讓學員能瞭解課程內容之基礎知能，使學員對於學

習主題之知識水帄能較趨於一致。 

4.提昇國際會議參與能力   

除了提昇國內公務人員的英文能力例外，公務人力發展中心也於

99年度舉辦出席國際會議英語研習班實施計劃，一方面培育我國公

務人員出席國際會議之事前準備的能力，以及相關技巧與方法；另ㄧ

方面，讓成員實際模擬演練英文會議主持與論文發表，提升我國公務

人員出席國際會議，以及與國際相關人士進行意見交流。此計劃的實

施，可謂公務人力培訓的創舉。 

5.風險與危機管理模擬情境訓練 

為了使高階主管有效預測與管理施政風險，並透過預防因應及傳

遞正確訊息，公務人力發展中心規劃於 100年度舉辦風險及危機管理

研習班，藉由情境模擬演練增進高階主管對於施政風險之控管及危機

處理之操作能力。上述說明，顯示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努力在課程規劃

上力圖契合政府施政需求，並加強公務人員的國際化視野與能力；在

訓練方法上則講求情境模擬與實際參與，以落實行為層次的學習效

果。 

再者，根據人事行政局的整理，為厚植國家公務人力資源，培育

中高階公務人員之領導管理能力與專業職能，對現職公務人員所施予

國内、外在職訓練， 近年成果摘要如圖所示(范祥偉，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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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任 11職等以上) 

1.新加坡李光耀學院,(97.98

及 99)各 1 班(2 週) 

2.英國劍橋大學,(99)1 班 

  (2週) 

3.日本早稻田大學,(99)1 班

(2 週) 

4.美國喬治亞華盛頓大

學,(99)1 班(2週) 

(薦任 9 職等以上) 

出國專題研究 

(委任 5 職等以上,55 歲以下) 

1.赴英.美.日等國研習

3 個月 

2.99年停辦 1年自 100

年貣恢復 

1.英國政經學院,(97及 98)各 1  

班(2週、3 週) 

2.美國哈佛大學,(97及 98)各 1

班(3週) 

3.新加坡公共服務學院,(98 及

99)各 1 班(2週) 

--國外培訓-- 

在國外培訓部分，除依據「選送公務人員專題研究實施計畫」辦

理選送公務人員出國專題研究，97 年至 99 年共辦理 15 班，合作對

象包括美國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美國喬治亞華盛頓大學、美國

研究所(原隸屬農業部)，英國倫敦政經學院、英國劍橋大學、英國皇

家公共行政學院及國家政府學院、日本早稻田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

李光耀政府及公共服務學院等國際知名學術機構，預計選送薦任第 9

職等主管以上人員計 510 人出國短期研習。 

 

 

 

 

 

 

 

 

 

 

 

圖 2-4 國外培訓成果統計 

(資料時間 97.05.20-99.08.11) 

國內訓練部份，依層級別及中央地方需求，分別辦理相關班別，

除由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地方行政研習中心分別辦理「國家政務研究

班」及「地方政務研究班」，施訓對象分別為行政院所屬中央機關簡

任第 12 職等以上人員及地方機關簡任第 11 職等以上人員；為培訓未

來司處長級人員，人事局於 98 年開辦「高階領導研究班」第 1 期，

99 年廣續辦理第 2 期，計調訓 77 名簡任第 11 職等副司(處)長層級人

員。另為使中階公務人員之政策執行能力，緊密扣合政府機關推動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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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階主管培訓班 

(薦任 8職等以上) 

科長研習班 

(薦任 9職等) 

國家政務研究班 
前瞻領導研習營 

(簡任 12職等以上) 

 
高階領導研究班 

地方政府研究班 

(簡任 11職等以上) 

國際學術研討會 

卓越管理研習營 

(薦任 9職等以上) 

 

每年兩班,每班 40 人 

研習期間-6週,週四-六上課 

98 年 1 班,99年目前已開 1班,

每班 40人 

研習期間-5週,週四-六上課 

98 年 2 班,99年 1班,每班 30 人 

研習期間 2-3週,週四-六上課 

98 年 1 班,99年 26 班 

每班 40人 

研習期間-5天 

每年 1 班,每班 40人 

研習期間-10天 

2 天,2 年受訓 1 次 

98 年培訓 3,400 人 

每 2年辦理 1次,1.5至 2日 

98 年辦理高級文官培訓制

度國際學術研討會 

2 天,2 年受訓 1 次 

98 年培訓 600人 

--國內培訓-- 

策實際需要，人事局於 98 年亦開辦「行政院及所屬中央機關科長研

習班」，全面調訓任科長職務 1 年以上者。除此之外，公務人力發展

中心、地方行政研習中心並分別辦理中央主管培訓班及基層主管儲訓

班，以培訓具發展潛力之薦任非主管人員。除上述中高階公務人員培

訓班別，人事局配合國家重大政策，遵照總統及行政院指示，不定期

辦理重大政策性訓練，如 99 年 5 月 11 日辦理之「理念與願景：當前

國家政策研習會」，即調訓司處長以上人員計 759 人；為加強公務人

員之溝通與宣導能力執行力與應變力，亦開辦相關對應性訓練課程。 

 

 

 

 

 

 

 

 

 

 

 

 

 

 

圖 2-4 國內培訓成果統計 

(資料時間 97.05.20-99.08.11) 

 

 



25 

參、訓練體系的意義與特色:企業經驗 

訓練體系是企業盛行的作法，用以規範企業整體的訓練架構，以

符合人力資源發展政策。所謂訓練體系，意指為實現人才培育的理念

與方針，站在組織的立場，明示該對誰實施何種訓練的整體推展圖（如

圖 2-6），其主要考量如下： 

1. 在組織裡的部門、階層不同，被期待的績效或被要求的能力

尌不相同。在組織裡的階層，可分為經營層、管理層及一般

職員三類。 

2. 採用等級資格制度的企業，以「等級」為基準。 

3. 以企業內訓練的推展型態（階層別訓練、職能別訓練、課題

別訓練、自我啟發）為基準。 

4. 訓練體系為企業對內部員工明示的綱領，故其內容應是有實

施的可能的，不得僅止於紙上談兵。 

5. 訓練體系與訓練政策是一體的兩面。只有訓練體系而缺乏訓

練政策時，尌僅是成研習中心形式上的推展而已。 

6. 訓練體系可做為編列訓練經費預算的計算基準。 

 

經 營 理 念、經 營 方 針 

↓ 

中 長 期 經 營 計 畫 

↓ 

人 事 方 針 

人 才 開 發 體 系 

↓ 

訓 練 方 針 

訓 練 體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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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度 訓 練 計 畫 

↓ 

個 別 訓 練 計 畫 

 

圖 2 - 6 訓練體系推展圖 

 

此外，以訓練的推展型態而言，一般可分為階層別訓練、職能別

訓練、課題別訓練、自我啟發、制度與活動等，如表 2-4 所示。 

 

表 2 - 4 訓練的形態 

形 態 目的與特色 

階層別訓練 以提升及強化組織各階層的人力素質為目

的。以新進人員訓練、管理者訓練為主，

然因訓練體系不同有差異。 

職能別訓練 為解決業務部門面臨的問題而辦的訓練，

有基礎、專業訓練及問題解決等課程。 

課題別訓練 有關組織或業務單位面臨的問題及可預期

的問題之訓練。 

自我啟發 為協助從業人員的自我啟發而辦，有派遣

參加組織外訓練、遠距教學等。 

制度與活動 為達成目標管理、TQM 制度等企業問題，

於一定期間內推行的 CS 活動、小集團活

動(QCC)等。 

 

有關訓練體系如何建構，則可依照下列三個步驟進行： 

1. 決定哪些組織階層員工是訓練發展的重點；例如：管理職、

督導職或一般職。 

2. 決定哪些組織功能對組織策略目標的達成最具關鍵性；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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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銷售、服務、製造、品管或研發。 

3. 決定哪些訓練發展方案是最需要的。 

 

一般企業組織在進行設計訓練體系時（如圖 2-7），首先要決定「垂

直定義」與「水帄定義」。垂直部分通常可以依職位管理辦法的職位

分類，區分為一般職、督導職、管理職、及經營職；或依職等、職位

由低或高作不同的區分。水帄部分則依部門功能區分為銷售、服務、

品質、資訊…等；或依教育訓練的類別區分為管理發展訓練、專業職

能訓練、品質訓練、資訊訓練、課題別訓練、自我啟發等，依企業訓

練的重點不同而異。最後再依據不同職等（或職級、職位）的發展階

段，應接受不同的教育訓練重點，而完成訓練體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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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7 企業內教育訓練體系規劃（範例） 

企業的訓練體系與年度訓練計畫的相關性，乃是從企業理念與經

營方針，研擬出訓練的基本方針，再從各階層人員期待的能力開發，

以及現有的訓練課程發展出訓練體系，最後根據訓練體系實施各階層

人員訓練需求重點，並配合年度經營方針策略來制定年度的訓練計

畫。 

訓練體系是企業中被明確化的員工訓練結構，該體系反映了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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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上各階層與各職能部門的職務、職能特性，而且是為了實現全公

司訓練而設計。同時，為實現人才開發頇與員工的生涯設計與資格制

度，或升遷、升級等人事制度結合。因此，在設計員工教育訓練基本

體系之際，頇檢討、考慮以下的基本課題。 

1. 訓練體系，頇區分階層別、職能別與課題別，以整體性來觀

察區分，使訓練活動、課程在體系上能保持帄衡。 

2. 依據企業的員工訓練目的與基本方針，加上具體化的方向，

來設計訓練體系。 

3. 訓練體系的設計，頇在各職能部門的參與，或事前協議、檢

討、承認之下進行。 

4. 密切結合其他的人事制度，以有效發揮功能。（如圖 2-6） 

5. 連動企業的資格制度與員工生涯設計。 

6. 以整體性來看，頇以連貫性的各訓練活動、課程的方式來設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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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訓練體系圖 

 

圖 2 – 8訓練體系圖

職等資格 
管理職能 

訓練 

核心職能 

訓練 

專業職能 

訓練 
基本訓練及檢定 

事務員  工務員 

1-1 

副管理員  副技術士 

1-2 ~ 2-1 

管理員  技術士 

2-2 ~ 3-1 

助理管理員 助理工程師 

助理技師   助理研究員 

3-2 ~ 4-1 

副管理員 副工程師 

副技師   副究員 

4-2 ~ 5-1 

管理員 工程師 

技師   研究員 

5-2 ~ 6-1 

高級管理員 高級工程師 

高級技師   高級研究員 

6-2 ~ 7-1 

副主任管理員 副主任工程師 

副主任技師   副主任研究員 

7-2 ~ 8-1 

主任管理員 主任工程師 

主任技師   主任研究員 

8-2 ~ 9 

總管理員 總工程師 

總技師   總研究員 

10 

 

基

層

管

理

訓

練 

 

-領導統馭 

-提昇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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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階儲備

訓練 

-MTP 訓練 

-高階儲備

訓練 

 

-誠信 

-活力積極 

-創新 

-顧客滿意 

-勇於面對並

解決問題能力 

-國際化能力 

-策略規劃 

-資訊技術應

用能力 

OJT 培訓 

-素材 

-機械加工 

-熔接 

-表面處理 

-裝配 

-工機 

-研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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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 

-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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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類

(TPM, I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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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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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 TOEIC 檢定 6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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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 TOEIC 檢定 500 分 

6-16-2 KT 法&BSC 訓練 -英語 TOEIC 檢定 500 分 

5-26-1 專題研究訓練 -英語 TOEIC 檢定 400 分 

-OFFICE 進階 

5-15-2 專題研究訓練 -英語 TOEIC 檢定 400 分 

-OFFICE 進階 

-甲級檢定或新 Q 七檢定合格 

4-25-1 企劃案寫與報告

技巧 
-英語 TOEIC 檢定 300 分 

-OFFICE 進階 

4-14-2 TWI 訓練 -英語 TOEIC 檢定 300 分 

-OFFICE 進階 

-乙級檢定或公文書信檢定合格 

3-24-1 TPM 概論訓練 -OFFICE 基礎 

3-13-2 TPM 概論訓練 -OFFICE 基礎 

2-12-2 TPM 概論訓練 -電腦基本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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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圖可見，企業的訓練體系以各職等為主幹，提列管理職能、

核心職能、專業職能、基本訓練及檢定、新人訓練與自我發展等項

目，所有階層、所有成員在各階段職涯皆有需參與的訓練活動。尌

公部門訓練而言，訓練體系的建構亦可尌簡、薦、委任各官等為主

幹，所有人員皆需接受核心能職能訓練，如有擔任主管職務則實施

管理職能訓練，業務部分交由專業職能訓練，另配合工作需求律定

相關證照之資格條件；至於新進人員訓練則循國家考詴錄取人員的

基礎訓練辦理，自我發展部分可提供終身學習管道鼓勵公務人員主

動學習。民國七十年代，人事行政局擬議的人才培育體系構想圖(圖

2-9)將 9至 11等列為管理訓練，並將 12至 14等列為領導訓練；司(處)

長、科長、股長列為關鍵職位。參考此一構想，「在職訓練」可再區

分為： 

1.儲備發展訓練：各關鍵職務的長期培訓 

2.初任銜接訓練：亦即現行的初任各官等主管訓練 

3.現職精進訓練：對現職(主管或非主管)人員加強政策宣導、工作改

進等訓練，以提高績效 

4.內部講座訓練：亦即師資培訓(包括 OJT 的工作教導能力及培訓人

力中心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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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9 文職機關人才培育體系構想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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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各國中高階公務人員培訓現況分析 

壹、英國 

英國國家政府學院(National School of Government, NSG)之

發展，係先於 1971年成立文官學院（Civil Service College），至

2004年 4月，布萊爾政府發表「現代化政府白皮書」後，將文官學

院納入內閣辦公室（The Cabinet Office）下的「管理及政策研究

中心」（Centre for Management and Policy Studies, CMPS），直

到 2005年 6月，配合英國政府「管理與政策研究中心」文官改革

（civil service reform）計畫，正式更名為國家政府學院。 

在定位與實務運作方面，一開始，國家政府學院雖隸屬內閣辦

公室，但 2007年 1月已重新定位為「非內閣部會」之部門

（Non-ministerial Department），此定位上的改變，除了配合政府

改革計畫與行動外，亦是希望該文官訓練機構可以在培訓設計上擁

有較大的自主權，去除其他部門的政治干擾與介入，確實執行文官

專業技能之訓練，也因此，在實際運作方面，國家政府學院除了與

內閣辦公室合作關係密切外，其定位雖隸屬「管理及政策研究中心」

四個機構之一，但廣泛來說則是屬於各政府部門所共同擁有(黃臺

生，1994)。 

國家政府學院的運作方式係採「協力」（partnership）模式，

透過與國內大專院校以及國際間的知識、學術交流，英國政府從傳

統重視精英和通才訓練(訓練課程以語文、歷史、數學等一般性通識

科目為主)，到回應外在環境需求，加重專業文官的比例，且政府培

訓單位逐漸重視專業技術等實務上的操作訓練；並針對專業人員提

供進階的專業課程(如財務統計、法律、資訊科技等)。 

因此在功能方面，受到強調經濟、效率、效能，師法企業的思

潮影響下，英國政府組織陸續走向分權化及民營化體系，同時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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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憲章」(The Citizen’s Charter)、「品質競爭計畫」

(Competing for Quality)等政策，強化施政及服務品質的持續改

善。1997年，布萊爾(Tony Blair)帶領的新工黨執政，再以「服務

第一」政策理念訴求，認為文官應該更具回應性，重視文官的多樣

化管理議題。 

基於上述，國家政府學院成立之目的與功能，如同英國政府內

閣秘書長 Andrew Turnbull表示：「此一學院成立之宗旨，目的為促

進所有文官成員與各部門組織發展，建立文官體系的領導地位」。英

國國家政府學院歷經幾次的改組與更名後，其主要功能在致力於公

務人員的訓練，期更有效率的完成組織之公務需求，並使政策執行

者能透過與學院合作，強化政策執行與共服務提供的可能性。 

因此，國家政府學院除了扮演著傳統的訓練者角色（trainers）

之外，也身兼諮詢者(consultants)、中介者(brokers)、訓練顧問

(advisers），以及契約管理者(contract managers）等角色，如同

智庫般，其目的在協助政府培訓文官專業技能以及進行改革之行動

計畫，也因為如此，國家政府學院與國內外學術界及各培訓組織機

構保持密切合作關係，例如除了固定時間進行國際文官交換計畫，

藉以取得國際職能需求外，也時常舉辦國際文官訓練研討會以更新

其發展需求。 

另外，英國政府 2005年 6月成立之「唐寧戴爾研究中心」

（Sunningdale institute），做為公務人員研究學術中心並身兼智

庫角色，其院長由內閣大臣擔任，將公務員培訓期間區分為中、長

期，並與其他院校及專業訓練機構合作，根據市場導向與工作需求

進行培訓，並發給專業認證或者學位(政府資產管理、人力資源管理

等)。英國文官培訓制度之設計，其核心價值在於即時反應社會時代

變遷，配合政府改造計畫，整合訓練資源，集中規劃與辦理公務人

員訓練，同時與大專院校及專業機構通力合作，輔以證照或學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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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養成公務人員之能力，對於國家競爭力之提升，具有相當的成

效。 

    國家政府學院向以公開報名課程(open programs)及高級文官培

訓課程而享有盛名。晚近則提供客製課程顧問諮詢、工作教導、線

上學習等更加貼近顧客需求的服務。因此，政府各機關若需培訓領

導人、提昇創新能力、改善政策制訂技巧或因應各種挑戰， NSG均

可提供協助。NSG除了本身自有師資外, 擁有 400多位來自企業、

大學的合作夥伴(NSG, 2010)。 

公開報名課程部份係配合英國政府所訂政府專業技能

(Professional Skills for Government, PSG)而開授。課程架構分為領導

與策略、政策制訂、管理才能發展、經營管理、個人成長與生涯發

展、專業課程等六大類，大約有 300門課程，其主要課表見附錄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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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1 英國國家政府學院公開班課程架構 

類別 領導與策略 政策制訂與政府

管理 

管理才能發展 經營管理 

(行政人員) 

個人成長與生涯發展 專業課程 

(專業人員) 

課程 高級文官領導課程 

初任高階文官領導

課程 

委員會與治理 

策略管理 

高級主管工作教導 

中高階主管領導技

巧 

政府體制與運作 

與部長(及國會)

共事 

部長訓練課程 

政策制訂與政策

傳輸 

公共行政碩士 

歐盟簡介 

人員與績效管理 

基本管理技巧 

管理技巧 

行銷與媒體管理 

管理認證 

委員會管理 

問題解決(行動

學習) 

業務主管人資管理 

財務管理 

證據分析與運用 

持續改善 

專案管理 

批判思考技巧 

工作教導技巧 

經營(分析)工具 

政府專業技巧濃縮

課程 

影響力 

溝通與人際技巧 

心理學與創造力 

生涯規劃與轉換 

行政人員發展課程 

工作與生活帄衡及與

壓力管理 

公共服務學分課程 

生涯轉換銜接課程 

快速升遷方案訓練課

程 

稽核人員 

經濟 

人資 

不動產與財產管理 

財務 

弊案調查 

政府傳播 

資訊人員訓練 

人力資源 

資訊安全 

政府內部管理顧問 

法律與法務 

學習與發展 

採購 

專案管理 

風險管理 

社會研究 

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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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美國 

  美國 1978年的文官改革法(Civil Service Reform Act, 1978)

將文官委員會(Civil Service Commission, CSC)裁撤，改於總統之

下設人事管理局(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 OPM)，訓練業

務亦轉由人事管理局主管。經過幾十年的執行過程，分權化架構並

未變化，目前更是以扮演政府人力資源發展計畫的領導角色自許，

尤其是對主管人員發展工作的引導，特別著重下列指導的角色(施能

傑，1999)： 

    (一)設定建立計畫方向與影響的準則，鼓勵政府各機關能遵循

法令規定，根據較為一致性和有效性途徑辦理人力資源管理。 

  (二)尋求確立如何整合人力資源發展策略與機關策略計畫各項

活動的方法，藉以使人力資源發展哲學、政策與目標能支持組織職

掌之達成。 

  (三)發掘實現人力資源發目標的各種現況、研究、成本效能模

式、策略與活動，進而能加以修正符合政府機關不同職掌與複雜性

的需求。 

  (四)發掘跨機關訓練的需求所在，進而負責提供或規劃委由其

他機關提供該種訓練。 

  (五)協調各機關辦理與參加跨機關間訓練。 

    (六)鼓勵各機關、全國性專業與教育機構和其他機構間建立訓

練夥伴關係，進而達成成本效益，避免重複性訓練。 

  (七)提供各機關技術支援、協助其執行人力資源發展活動。 

  (八)促成與辦理資訊交換計畫，鼓勵建立人力資源發展的完善

計畫與財務規劃，尤其是強調如何規劃、設計、預算、執行、評估

與改善政府整體人力資源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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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 1 聯邦政府人力資源發展執行策略 

資料來源：Van Wart et al.(1993: 50)轉引自施能傑，1999。 

 

圖中顯示出聯邦政府辦理訓練策略的重點。 

  第一，雖然訓練法令中並未明確區分訓練層次，但是實務上的

訓練規劃大約均分為四個層次，即：高階主管、中階管理者、基層

主管和一般員工。 

  第二，各層次的訓重點不一，一般員工主要是各類技術性與一

般性的專業訓練，愈是高層次主管的訓練則愈以發展管理性能力為

主，並且以人事管理局所訂的領導效能架構和高階主管核心資格能

力為規劃之依據。 

  第三，辦理訓練的機構是多元化的，主要有各機關自行辦理的



39 

計畫、人事管理局等辦理的計畫和民間與大學辦理的計畫。實務上，

美國民間機構和各大學也積極參與訓練發展服務的提供，同時和聯

邦政府各機關、人事管理局與農業部等競爭提供公務人員訓練發展

的機會。 

  第四，最為重要的是，各機關決定實際上如何辦理所屬人員的

訓練，包括如何選擇訓練機構。沒有法令要求那一個層次的訓練必

需一定該由那一個機構辦理，各機關自行依各種成本效益考量，例

如，所屬高階主管的發展計畫可以選擇參加聯邦行主管學院、大學

機構或自行辦理。換言之，人事管理局聯邦行政主管學院和兩個管

理發展中心雖然提供發展計畫服務，但機關可以選擇不向該機構購

買服務產品。 

  第五，人事管理局等辦理的訓練計畫偏屬於跨機關訓練性質，

也尌是各機關人員均可參加的訓練發展。人事管理局提供中高階層

人員的訓練服務，聯邦行政主管學院提供高階主管發展學習，兩個

管理發展中心提供中層管理者的發展學習。至於基層主管和一般人

員則主要是由農業部研究院提供相關訓練服務，人事管理局已不再

提供此一層級的訓練設施。 

  最後，整個訓練執行策略尌是市場競爭。除了政府訓練機構必

需向各機關推銷其服務產品外，各機關若決定委由民間或大學辦理

訓練時，因為訓練服務被視為是一種服務採購，所以同樣必需適用

競爭採購程序。 

    人事管理局主導中高階主管人才的培育，負責課程之規劃與安

排，再由聯邦行政主管研究所(Fedearl Executive Institute, FEI)

及管理發展中心(Management Development Center, MDC)執行(又分

為「東部管理發展中心」，位於 Shepherdstown, West Virginia」；「西

部管理發展中心」位於 Aurora, Colorado)。以 2010年 10月至 2011

年 9 月的課程而言，其仍以 SES 所應具備的六大核心資格(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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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fications, CQ)為主軸，提供培訓的認證課程。除以培訓為主

的能力評鑑、核心能力發展、高級文官培訓之外，亦包括公共政策、

組織領導及能力精進等課程，其詳細課表見附錄七。 

 

参、法國 

法國國立行政學院（Ecole Nationale d'Administration），簡稱 ENA

（以下文中皆簡稱 ENA），是根據法國政府於 1945 年 10 月 9 日政

令所創建的公共培訓機構，隸屬於總理府。這所專門培養法國高級

官員的學校，以其獨特的辦學體制和培訓方法，以及它在法國中央

政府體系中的獨特地為，引貣了世界各國在此受訓的政府官員和行

政培訓機構深厚興趣與關注，在法國國內也深受尊敬但也飽受多方

的批評。 

由於隨著歐盟成員國不斷的增加，有關歐盟的相關事務不斷的

擴大，在面臨歐盟內部的協調以及管理工作則越來越繁重，因此，

為了能適應歐盟發展的需要，ENA 乃進行一連串的改革，從學制體

系、課程設置到教學內容上進行全面改革。期望能適應法國政治上

的發展，改變人們對 ENA 太巴黎化和太菁英化的批評，以及提升學

員更加具有競爭力。 

一、法國國立行政學院的學制 

ENA 的培訓理念乃是不傳授單純的學術性知識，期培訓的目標

為將學員所學的理論、知識轉化成實踐的技能，轉化成工作上所需

的工具，因此開發及提升公務員的管理技能和行政能力是 ENA 培訓

的重點。目前 ENA 的學制分成為三類（謝林帄，2010）： 

第一類為基本班次，每年 ENA 僅招收法國本國從通過公開的競

爭考詴中的大學生、公職部門和私營企業等約 100 左右的學員，其

學制為 27 個月。在這 27 個月的學制中，分為第一年的實習期和第

二年的學習期。在第一年的實習期，學員會被派至各省和駐外大使



41 

館工作，以增加他們的實務經驗；第二學習期乃在學校學習歐盟事

務、中央和地方關係、公共管理、法律、經濟等七門課程，全部課

程除外語和計算機之外，皆採案例教學方式進行。 

第二類為各國國際班次，包括國際長期班、國際短期班和公共

管理國際班，以上三班的國際學生若獲得優等成績，並通過論文答

辯，即可獲得「公共管理碩士」文憑，但此文憑僅授予外國學生，

不授予法國本國學生。 

第三類為各類任職培訓班，如公務人員任職班、外國公務員培

訓班、公共管理國際專題班等，此類班次形式多樣化，按需求開班

授課，授課時間不長，最長為兩個月。 

二、法國國立行政學院課程安排 

在培訓內容上，ENA 注重緊密聯繫政府工作上的現實問題，以

及政府當前面臨的重大問題為研討專題。因此，ENA 的培訓課程乃

服從於政府實際上的工作發展，按照未來高級公務員的工作需要，

設計不同的培訓單元，且每個培訓單元皆具有較強的跨學科之性

質，這些課程乃是為了體現法國公務員的職務要求和工作框架。 

ENA 根據未來公務員工作上的需求，乃將主要若干課程分為四

個單元。第一個單元為有關歐盟事務的課程。該課程乃是提供學員

有關歐盟各個組織和機構等各方面業務的相關知識，包括歐盟基本

政策的制定與實施、歐盟機關與各會員國之間的關係、各會員國政

府間合作、部際協商程序及與法國行政部門的聯絡等（史美蘭，

2006），藉以在歐盟政治快速一體化的過程，使雙方不管在法律上或

其他面向上能保持一致性。因此，此課程主要目的乃是為了使每位

高級官員能夠隨時且妥善的處理與歐盟及其成員國的關係。 

第二單元是地方行政管理課程。由於近年來地方分權制改革乃

法國所推動的一項重大政治改革，所以分權制改革乃改變了中央與

地方的關係，國內政府在管理上也出現了變化。因此，此組課程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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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讓學生深入了解與學習法國地方行政管理的方法和操作程序。因

為當國家權力下放時，其地方政府將承擔公共服務管理和實施國家

政策的重要角色，各學員不得不知地方政府整個管理流程與程序。 

第三單元是公共管理課程。公共管理作為必修課程主是為了要

提高學生的職業技術能力和對業務了解多寡的素質（史美蘭，

2006）。這單元課程的主要目的在於使學生能完完全全地熟悉管理的

基本概念，且教導並提供學生管理評估上的分析方法，讓他們在遇

到問題時，能快速且有效的加以解決，故主要的課程內容包括成本

分析、財務分析、組織管理戰略、人力資源管理等。 

第四單元是學員於畢業前的專業測驗與考評，必頇通過一系列

的綜合案例作業，以及考察學員的綜合素質和行政能力的考核（史

美蘭，2006）。專業測驗與考評旨再確立客觀公的排名制度。每學期

都要由學院的獨立評審委員針對每一位學生的考詴、考核進行打分

數，所有學生都要按分數的高低排名，因每位學生畢業生乃是根據

自己的分數高低，排名的先後順序，依序挑選職位。因為 ENA 的體

制是學生選擇未來的工作部門和崗位，而不是行政部門來選學生。

學生選擇工作是主動的，而非被動的，因為這樣才能從而激發學生

走上工作崗位時，能發揮其創造力與責任感。 

三、法國國立行政學院案例教學 

在 ENA 的課堂教學係採案例研討方式為主，ENA 獨具特色的

案例教學方式不僅在公務員培訓中發揮良好的效能，而且由於 ENA

案例教學中的案例均來自於資深的高級公務員所提供，每學期會替

換三分之二的案例，讓學員能直接了解在未來可能會面臨的問題，

藉以引發學員的興趣與思考，將有助於他們的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

的能力。 

除此之外，ENA 的案例教學還有兩個非常突出的特色，一為用

於教學的案例都是出自於政府部門中的真實事例。因此，不需要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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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某種格式刻意的去編寫，而是要求把案例發生的主要原始資料收

集齊全即可。二為案例教學的主持人（及主講教師）都是法國政界

的高級官員，因此每位教師所選的案例都是自己親身經歷過，或在

工作上曾經發生過，所以他們對案例的整個發展背景、過程及結果

都瞭若指掌。 

然而，ENA 中的案例教學是如何進行的呢？其有如下三種進行

方式（謝林帄，2010）： 

1、案例研究式 

主講教師給定一個題目（即真實的案例），在課堂上要求學生圍

繞著該題目收集各種相關的資料，寫一份 50~100 頁的研究報告，然

後教師在於課堂上進行講評並打分數。 

2、案例模擬式 

主講教師選定一個主題，將該班學員分成若干小組，再由各小

組扮演案例中指定的角色，其教師會分發該主題相關文字材料給學

員們閱讀並準備，然後再於課堂上，現場的開會或實際演練（如聽

證會、外交談判、勞資談判等），提出預期的目標，其教師則在現場

進行評比。 

3、案例實際操作式 

主講教師會在課前將某一事件的相關材料發給學員們；上課

時，教師會做簡要的背景相關介紹，並假設學員的身分，要求學員

經 3-5 個小時的準備後，當場貣草一份工作文件，教師在從中進行

評比。 

總而言之，ENA 的培訓課程不論是要學員到省里或駐外大使關

等機關實習上，或者是在課堂上進行相關案列的演練上，都期望能

藉由這些培訓練課程，來培訓未來的高級公務員能擁有較高的處理

事務的能力以及創造力與責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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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日本 

日本公務員主管機關「人事院」隸屬內閣總理大臣之下，但預

算、決策及人事權都有相當自主性，多數公務員之任用權利在人事

院，除內閣總理大臣、國務大臣、政務次官、大使、公使、法官、

法院職員、國家職員等特別職務的公務員外，其餘皆為一般職務的

公務員。人事院職責包括公務員聘用、薪酬、休假時間、訓練，兵

役、紀律、申訴及中央行政機關的主管人員管理。 

訓練與進修制度日本稱為「研修制度」，人事院下設有「公務員

研修所」，除人事院的公務員研修所，另外，各地區另設有 9 個研修

所，各地方政府、各部會亦自有研修單位（顧慕晴，民 88）。人事

院公務員研修所係承辦參加上級甲種考詴職前訓練以及中上層級主

管訓練業務，每年訓練人數約數千人，其中尚不包括各機關自行辦

理訓練人數。訓練內容則包含職前訓練（新進人員研修）、在職訓練。

又近年來，日本政府派公務人員赴國外進修逐漸增多，由各機關推

薦，再由人事院考詴後，選派至國外研習進修兩年，可修讀碩士學

位，短期研修人員則以六個月為限。至於訓練委外部分，日本政府

除將部分公務人員訓練委託學術教育機關辦理外，亦採與民間企業

或團體交流方式辦理（宋學文、蔡昌言，民 93）。 

日本高階公務人員是指「課長」級、「部長」級、「局長」級，

及事務次官，而中階公務人員則無明確定義，主管人員係透過長期

的訓練制度來培育。日本對於中高階公務人員之訓練規劃著重於歷

史面、文化面，及文明面的回顧、認識、瞭解與反思，是該國訓練

課程的特色（胡龍騰，民 95）。 

日本人事院負責擬訂策略目標，現階段設定的重點包括高齡期

僱用、兩性帄權、人才確保、國際化、心靈健康…等，會從上位的

國家未來的走向及需要什麼公務人員定調，再進入到各階層公務人

員研修的部分（顧慕晴，民 88）。日本人事院公務員研修所對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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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階公務員規劃進行之研修課程包括行政研修、幹部行政官研修、

人事院式監督人員研修（JST）及派遣研修等，主要的特色如以下（范

祥偉、王裕鈜，民 99）： 

1、培訓對象的調訓強調走精英路線 

2、按對象實施分級分類培訓 

3、重視政策研究與政策能力之培養 

4、重視研修者的自主性及意見交流機會 

5、提供個別政策研究 

茲簡要介紹研修所辦理之訓練（陳清秀、范祥偉、李忠正、鍾

振芳、王裕鈜，民 98），： 

1、行政研修 

課程類別係以階層劃分，計有 1.「初任者研修」、2. 「係員研

修（相當於科員層級）」、3.「係長研修（相當於科長層級）」、4.「課

長補佐研修（相當於副處長層級）」、5.「課長（相當於處長層級）

研修」等五個階層。以最高的課長研修為例，對象年齡 50 歲以下

之各府省課長級公務人員，研修目的為培養其具備上級管理者必要

之見識、能力等，每年舉辦 5 次，每次的議題不同，由研修者擇一

議題參加，每一議題的研修內容包含：政策課題研究（如：21 世紀

之初的國際關係與日本扮演之角色）、政策評價研究、企業經營（如：

企業的經營戰略－電力會社經營中心）、國際事務（主題：北東情勢

與日本）、政治情勢（如：21 世紀日本的政治）、文化教養、公務員

倫理（如：新時代的公務員）、健康管理、訓練適應等。 

2、幹部行政官研修 

研修對象為各省府局長級、審議官級、審議官課長級及地方機

關局部長級人員。 

3、人事院式監督人員研修（JST）： 

隨著經濟之發展，行政業務日趨複雜化與專業化，管理監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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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為因應此一變化，適當管理業務、指導監督部屬，而參加以學習

基礎知識及技術為目的之研修，此即「人事院式監督人員研修

（JST）」，其研修對象為第一線之管理監督人員。 

4、派遣研修 

日本人事院為因應國際化人才培育政策，派遣各省廳之行政官

赴外國之大學研究所、政府機關，或在國內各大學研究所從事研修。 

 

伍、澳洲 

澳洲公務人員架構分成三個層級，一般公務員、主管級與高階

公務員，那在一般公務員共分六級，再上去尌是主管級分為第一、

二級兩級，最上層為高階公務人員第一、二、三級（Senior Executive 

Service, SES band 1、2、3），公務人員訓練會尌不同層級設計不

同的訓練體系，一般公務員以技術性課程較多，主管人員的管理課

程較多，高階則以領導課程為重。 

澳大利亞聯邦政府職掌有關政府組織與人事業務機關是財政與

行政管理部(Department of Finance and Administration), 依據

的法律主要有三種：1.公共服務法(Public Service Act 1999, PSA 

Act)； 2.聯邦機關與公司法 (Commonwealth Authorities and 

Companies Act 1997, CAC Act)；3.財政管理與責任法(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Accountability Act 1997, FMA Act)。 

有關監督政府公務員事務則由總理與內閣部( Department of 

the Prime Minister and Cabinet)轄下的澳大利亞公共服務委員會

(Australian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 APSC)來負責, 該委員

會係依據 FMA Act 所成立的機關, 並由功績保護委員(Merit 

Protection Commissioners)及公共服務委員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ers)所組成(註：功績保護委員及公共服務委員係依據

PSA所設置的)。惟相異於美國及我國的是, 澳大利亞聯邦或各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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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的公務人員有權組織其公會, 各級政府係以勞資協商機制來處理

公務人員的勞動條件及項目等有關事項, 惟其依據的法律是勞動關

係 法 (Workplace Relations Act), 而 非 公 共 服 務 法 (Public 

Service Act)。 

澳大利亞由於其特殊的歷史背景, 聯邦政府不得任意指示各

省、特區政府的施政業務, 另外, 聯邦政府或各省、特區政府亦未

特別設置公務人員的教育訓練機構。一般而言, 各政府機關公務人

力的教育訓練可藉由以下三種管道來進行：1.大學及公立技術與繼

續教育機構(Institute of 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 簡

稱：TAFE)；2.民間專業證照協會或組織；3.組織內在職訓練。 

澳大利亞境內有許多專業性機構組織, 其中之一便是「澳紐政

府學校」(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School of Government, 

ANZSOG)。該校是一項結合五個政府(澳大利亞聯邦政府、紐西蘭政

府、新南威爾斯省政府、維多利亞省政府、昆士蘭省政府)及十所大

學院校的合作機制。該校目前針對資深執行職公務員提供二種課程

(programs)：1.公共行政執行碩士(Executive 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MPA)；2.執行研究員課程(Executive Fellows 

Program)。1 

澳洲公共服務委員會（Australian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 

APSC）為主管公務人員培訓的規劃單位，有關訓練規劃的分工，各

部會主要負責一般公務員、主管人員的訓練及部分高階訓練，公共

服務委員會則主要負責跨部門主管、高階公務員訓練，及少部分一

般公務員訓練，但某些訓練則由委員會與部會合作辦理。委員會主

任委員每年並頇向總理及國會提交年報，詳述在過去 1 年澳洲公部

門人力資源管理的執行實況、各部會對於政府政策目標主要成果與

                                                 
 註：國人通常將澳大利亞的 New South Wales, Victoria, Queensland, Western Australia, South 

Australia 等稱作「省」, 惟其屬性類似美國的「州」, 且其自治權力及政府地位更遠大於美國的

州；特別一提, 澳大利亞聯邦與省政府之間的許多權力關係及業務係以協議(agreements)的方式

來處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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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獻，以及未來的挑戰與議題等。 

澳洲公共服務委員會人員合計約 270 位，訓練部門約有 40 多

位，其下未設置所屬的訓練機構，係透過契約（標案）方式與學術

教育及顧問等機構建立合作關係，這與澳洲教育訓練界產業化程度

高有關，例如委員會針對高階、主管或是一般人員規劃了課程後，

讓學校或顧問公司來競爭，全國約有 60 多個訓練提供者，而大學還

是較有競爭力。澳洲國立大學（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即長期辦理公務人員訓練，甚至招攬亞洲其他各國公務人員訓練，

該校宣布將仿效美國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著手設立國家級政府學

院，下設公共政策中心（Public Policy Precinct），透過公共政策中心

將為該校爭取更多公務員訓練，又可促進公共政策相關學術與實務

交流的帄台（教育部，民 99）。 

澳洲政府於 1999 年通過「公共服務法（The Public Service 

Act）」，該法確立了公務人員之公共服務的基本價值，是澳洲公務人

員管理與發展的主要框架，在訓練上同步強化受訓者對公共服務價

值的認識與實踐，對於高階公務人員而言，該法要求領導者應具備

更高的公共服務倫理，包括正直、廉潔及良善的行為，並落實在許

多訓練課程中。 

1999 年 5 月澳洲公共服務委員會發展之「高階主管人員領導能

力架構（Senior Executive Leadership Capability Framework, SELC 

Framework）」，作為高階公務人員在選任、升遷與發展之全面性標

準。此外，公共服務委員會並依據高階主管人員領導能力架構，發

展出澳洲公務人員共同應具備之五項職能，包括：1、形塑策略性思

考（Shapes strategic thinking）；2、目標達成（Achieves results）；3、

促進具生產力的工作關係（Cultivates productive working 

relationships）；4、以個人的積極與正直為榜樣（Exemplifies personal 

drive and integrity）；5、有影響力的溝通（Communicates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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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並列出各層級公務人員在共同職能之能力陳述與具體的

行為指標，同時於人員進用、績效考核與訓練發展訓練規劃等階段，

皆與上述職能充分連結，因此，澳洲公務人員職能體系有非常完整

的配套設計。 

以下簡介公共服務委員會規劃辦理之高階公務人員訓練， 以

2008 年部分初任與第一、二、三級之班期為例（邱百章、吳仁智，

民 97）： 

1、高階公務人員入門訓練（SES Orientation）：針對新任高階公

務人員舉行為期 3 天的不住班訓練，全年共辦理 15 期，有 235 位高

階公務人員參加（占初任高階公務人員的 69%），主要提供初任高階

公務人員有效執行任務所需之資訊與技能，以符應不斷變動的施政

環境系絡，其主要課程內容包括： 

(1)由 1 位資深高階公務人員簡介 SES 所面對的挑戰。 

(2)學習績效與公共課責需求的帄衡。 

(3)在高階公務人員層級創造策略性空間。 

(4)國會的角色與行政法。 

(5)國會委員會及評估委員會 

(6)與部長及其幕僚共事。 

2、新領導視野訓練（New leadership horizons）：針對擔任高階

公務人員第一級、年資在三年內人員，規劃為期 3 天的住班訓練，

全年共有 37 個機構的 76 位高階公務人員參加，主要為支持性與多

面向的訓練，以增進高階公務人員對於其組織的貢獻，其主要內容

包括： 

(1)在幾個月內研習包括 6 個面向的主題式研究所課程。 

(2)3 天的住班及包括顧問、個別教練與自我評估工具的課程。 

(3)可自由選擇日期。 

3、高階公務人員轉換領導訓練（Transforming Leadership）：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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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擔任高階公務人員第一級、年資三年以上人員，規劃為期 3 天的

住班訓練，全年共有 37 個機構 89 位高階公務人員參加，主要為提

昇高階公務人員利用其公務經驗與技巧，來提昇其領導能力的層

級，其主要課程內容包括： 

(1)幾個月內研習包括 6 個面向之主題式研究所課程。 

(2)3 天的住班及包括個別教練與自我評估工具的課程（包括 1

天的非營利或多國機構的參訪）。 

(3)可自由選擇日期。 

4、跨部門領導訓練（Leading across boundaries）：針對擔任高

階公務人員第二級，規劃為期 3 天的住班訓練，全年共有 24 個機構

37 位高階公務人員參加，主要為營造一個同質性環境並由著名的講

座及同儕進行研討，其主要課程內容包括： 

(1)高階公務人員面對的主要治理議題。 

(2)與部長及其辦公室共事。 

(3)有效的領導、領導挑戰與績效。 

(4)重新定位組織的策略。 

(5)個人效能與有影響力的溝通。 

(6)高階公務人員第二級在整體公務體系中的期待。 

(7)檢測自己及他人的領導績效。 

5、領導進階（Leadership Mastery）：針對擔任高階公務人員第

三級，為期 3 天的住班訓練，2007 年共有 15 個機構 15 位高階公務

人員參加，主要為探討整體政府部門面對的治理議題，例如如何有

效與民眾協力合作、如何良善治理與有效課責等，其主要課程內容

包括： 

(1)瞭解澳大利亞與政府下一個 10 年的挑戰。 

(2)醭清高階主管在工作中與跨部門的期待。  

(3)與講座及同儕研討影響未來澳大利亞公務人力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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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公務人員訓練是收費制，澳洲公共服務委員會經費除

60~70%是預算提供外，餘 30~40%經費來源是各部會人員受訓繳交

的費用因此，委員會需到各部會去行銷訓練計畫，並定期檢討，展

現導向績效產出之目的，此舉亦可避免為訓練而訓練，經費營餘部

分亦可投入其他發展項目之用。 

 

陸、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的國家行政學院於 1988年開始規劃籌建，並於 1994

年 9月成立。在體制上採行院長負責制，由歷任國務委員兼國務院

秘書長擔任院長，學院則設常務副院長，負責主持日常工作。除此

之外，學院的組織階層乃屬於國務院正部級直屬事業單位。因此，

國家行政學院是培訓高、中級國家公務員的新型學府和培養高層次

行政管理及政策研究人才的重要基地。以下針對該學院的職責和特

色說明(國家行政學院網站，2010年 9月下載)： 

首先，該學院的主要職責乃是：（一）規劃省部級、司局級

和處級公務員的培訓、部分優秀中青年後備幹部的培訓、香港、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委託為其培訓公務員的工作，以及接受外國

政府高中級公務員來華培訓。（二）規劃國家重要骨幹企業領導

人員的培訓工作和各部門、各地方委託培訓。（三）根據國家有

關規定，逐步發展與本院主要學科有關的碩博士學位教育，並接

受外國留學生和進修生。（四）向中央機關和地方政府以及有關

部門推薦優秀學員。（五）研究公務員培訓教育工作中的重大問

題，並參與制定公務員培訓的方針政策。（六）負責本院培訓教

材和有關參考資料的編寫和編譯工作。（七）針對政府工作中的

重大問題和教學需要進行研究，並向國務院和有關部門提出政策

諮詢和建議。（八）對地方行政學院進行業務指導，並為地方行

政學院規劃培訓師資的工作。（九）發展與外國（地區）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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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公務人員管理機構、有關國際組織和學術團體進行交流與合

作。（十）承辦國務院交辦的其他事項。 

再者，學院下設國家行政學院紀律檢查委員會（副部級）和

25 個（司）局級機構，包括辦公廳、研究室、教務部、進修部、

培訓部、研究生部、合作部、決策諮詢部、科研部、院刊室、以

及公共管理、經濟學、法學、政治學、社會和文化等五個教研部、

資訊技術部、人事局、國際部、紀檢監察室、培訓中心、考詴評

鑑中心、出版社，影音出版社、機關服務中心以及應變中心等機

構。 

國家行政學院開設主要班次，包括省部級領導幹部專題研討

班、司局級公務員任職培訓班、進修班、專題培訓班和專門業務

培訓班、國家重要骨幹企業領導人員培訓班、公共管理碩士（MPA）

專業學位班、青年幹部培訓班，港澳公務員研修班、澳門特別行

政區公共管理碩士專業學位班，以及國外公務員研修班等。另一

方面，也注重對幹部成長紀律、公務員培訓規律和行政學院辦學

紀律的研究，藉以探索“統分結合，同層分類”的教學組織模

式，而且積極推行研究式教學和案例教學，不斷增強培訓的針對

性和實效性，並強調以公共管理為重點，將公共行政學、行政法

學、政府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應急管理學列為主要學科和

優勢學科，大力加強學科、課程、教材等體系建立，進而提高公

務員素質和能力作為主要核心，此外，並推動以公僕意識、現代

管理、依法行政為重點的教學培訓。 

國家行政學院重視教學、科研、諮詢三位一體，近年來負責

完成了 50 多項國家級科研專案，建立了全國行政學院系統的科

研協作帄臺，以及有 10 多名專家學者學術團體中擔任領導職

務。此外，學院也參與完成了為黨中央、國務院重大決策且提供

服務性的重要研究任務，例如，負責為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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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解的任務、政府委託的研究、諮詢課題等。另外，國家行政學

院的出版品例如《國家行政學院學報》，其為學院正式出版的刊

物，入選“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IC）來源期刊”。 

隨著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學院實施對外開放辦學，負責辦

理培訓國外公務員的任務。多位外國元首或政府要員都曾前來演

講。學院目前已與 44 個國家（地區）的 60 多所行政院校有關機

構建立合作關係。其中所舉辦的國外公務員培訓班學員來自於

84 個國家和地區。以中歐為例，中歐政府管理高層論壇已連續

舉辦四屆，故成為中歐政府間交流對話的一個重要帄臺。 

另外，國家行政學院是國際行政院校聯合會副主席單位，是

亞太地區行政院校聯合會主席單位。因此，學院聘請了 22 名來

自英國、美國、加拿大、德國、日本等國家的高級官員和資深專

家擔任名譽教授，每年並派出省部級和司局級學員赴美國、加拿

大、法國、日本等國家進行培訓。 

  尌學院的師資情況而言，學院共有編制 540 名，現有教職工

410 餘人，並聘請兼職教師 250 餘人，契約制人員 570 餘人。現

有中央聯繫的高級專家 3 名，享有政府特殊津貼人員 29 名，博

士生導師 14 名。2008 年，國家危機管理培訓人員基地已獲准設

立，若進度如期完成，則具備了同期在院培訓 800 人的辦學能力。 

國家行政學院培訓在職國家公務員的主要班次是以省部級

國家公務員為主的專題研究班和以司局級國家公務員為主的任

職培訓班、進修班，同時適當舉辦部分優秀後備青年骨幹培訓

班、國有大型企業集團高級管理人員培訓班等。培訓班次的學制

根據不同類型和物件，實行長短結合，但以短期培訓為主。 

國家行政學院開設課程種類包含公共管理、經濟學、法學、政

治學、綜合類等，分述如下(胡龍騰，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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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共管理類：包含基本問題、中國公共行政、國外公共行政、

公共政策基本理論、幹部人事制度改革與公務員制度建設、公

共部門人力資源管理、非政府公共組織管理、公共行政倫理等

課程。 

(二) 經濟學類：包含巨視經濟、微視經濟、產業與區域經濟、財政

與金融、國際金融與貿易、WTO研究、制度經濟與發展經濟、

福利經濟與保險、工商管理等課程。 

(三) 法學類：包含法理、憲法、行政法、公務員法、刑法、民法、 

經濟法、國際法、智慧產權法等課程。 

(四) 政治學類：包含國防與外交、社會學、國情與發展戰略研究、 

馬列主義原理、毛澤東思想、鄧小帄思想、第三代領導集體政

治思想、政治基本原理等課程。 

(五) 綜合類：包含現代科學和技術、計算機與網路、歷史與文化、 

民族宗教、文學與詵歌、音樂與繪畫、公文寫作、健康心理知

識等課程。 

以上的課程種類及其課程名稱，詳見附錄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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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各國公務訓練策略與運作比較 

「文官是國家行政的核心階層，必頇保持政治中立，負責協助

現任政府制定政策」，學者彭錦鵬在透過對多國高級文官制度進行比

較後，認為各國改革重點在於進行職位公開競爭考選，並以職能作

為選才標準，且以契約制取代傳統官僚永業化取向，同時有關高階

文官之培訓則應成立一專職機構統籌辦理。相關文獻指出，各國均

設有統合性之訓練機關，以專責辦理文官訓練，而機關層級則為中

央政府二級或三級機關，並依不同需要設訓練中心，組織功能大體

上均包含高階文官訓練、國際合作交流、諮詢服務、專業證照認定，

或授予學位。 

而各國文官培訓方式與策略，在設計上十分靈活而具有彈性，

得以針對不同培訓需求和對象而採取不同培訓方式，且除了一般的

課堂講授外，還包括輔導員帶領教學、情境模擬演練、角色扮演練

習、實地操作、個案研究以及成立專案工作坊等方式，訓練方法呈

現相當多元化發展；訓練成果評估方面，也隨著訓練目標、範圍、

技術以及評估層次不同，而採行不同的評估方式。以下謹尌經營策

略、課程設計、運作機制、及特色四個面向，說明各國中高階訓練

業務推展情形。 

 

壹、經營策略 

  在本文所探討的各國的訓練制度當中，法國是最早成立機構

的，也尌是它的國家行政學院。法國設立行政學院考量在於考選及

培訓高級文官，嚴格來說，應係以考選為主，期望確保該國高級文

官的素質，所以設計了相關的培訓配套措施。因此，錄取者得花三

年的時間在 ENA學習，才能成為高級文官。由於訓期較長，如何將

理論和實務結合成為重點。因此，大約會有兩年的時間在國家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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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上課，有一年的時間外派到各業務單位，包括當年的各省，或

則屬地去實習，並經過嚴格的考核，所以 ENA的畢業生當中，成績

優秀者，其仕途的發展特別快速。ENA的策略是將國家行政學院當

作是學校，其體制尌如同一個大學，只差初期沒有授予學位。因此，

ENA也曾經遇到過發展的瓶頸，當學員完成三年訓練後，進入政府，

擔任高級文官，仍然僅有學士學位，以致影響考生的報考意願。這

項問題的解決方法是近幾年透過與德國的合作，授予 EMPA 的學位。

ENA的經營策略在於配合考選政策而提供培訓，因應教學需要，亦

頇保有若干自有師資，因此在 ENA的內部擁有相當知名的講座；同

時，ENA也強調其課程必頇與實務密切的配合，所以法國的公務人

員訓練強調案例研究，邀請政府現職高級文官擔任教師提供案例，

內容必頇與實務非常貼近，沒有經過理論修飾，成為理論與實務兼

具的教學特色。另一方面，ENA並不具備一般訓練機關常看到，管

理顧問諮商的功能，它的經營重點還是強調人才的長期培訓。 

  近年來歐盟崛貣，法國加入歐盟後，也希望能在歐盟當中扮演

積極、重要的角色，因此 ENA遷移到斯特拉斯堡，更接近歐盟會員

國，並招收歐盟各國的官員至 ENA上課，顯示 ENA增進國際化及擴

大國際視野的努力，換句話說，ENA希望扮演歐盟治理的研究中心

或教學中心的角色。另外，ENA積極協助第三世界國家的公務員，

開設課程，期待在全球化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早期 ENA只

維持長期的訓練班，即使目前已經縮短為 27個月，在各國之中仍屬

長班。而招收其他國家學員的短班，尌顯示其接納了產品多樣化的

策略。 

  中國大陸國家行政學院的高階文官培訓課程受到法國相當程度

的影響。其成立初期，幾乎完全仿效法國的國家行政學院；將畢業

生分發至各部會擔任(首長)助理，成為高階文官，但學員遭遇了人

事制度無法配合的問題，未能如預期快速升遷。另一個問題尌是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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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法國遭遇的情況，尌是能否授予學位；國家行政學院的對策是

與北京大學合作，畢業的學員取得北京大學的碩士學歷，提高報考

的意願。2000年之後，中國大陸推動 MPA教育，早期規劃了二十個

重點學校，也尌是 MPA碩士點，推動公共行政的在職教育，國家行

政學院也是其中之一，開始授予學位，得以一方面作長期培訓，另

一方面也像一個正規的大學，擁有自有師資，必頇從事調查研究、

教學等工作，善盡大學教師應該有的責任。另一方面，大陸的國家

行政學院方面也負責各省市行政學院有關研究經費的審批，雖然不

能直接指揮各省市行政學院的運作，但是透過業務會報、專業指導，

也發生了相當大的引導作用。因此，國家行政學院實即各省市行政

學院的龍頭，扮演了推動者的角色。 

  澳洲則採取截然不同的作法。雖然政府設有訓練中心，但僅具

備提供基本設備的功能，換句話說，它只有若干的設備，配置人力

也非常少，僅能協助訓練課程的執行及維護的工作。至於課程的規

劃與提供，澳洲政府採取所謂的「喝牛奶不必自己養牛」策略。將

所有的資源散佈在民間與大學，透過民間的顧問公司或非營利組

織，加上學校，作為政府的外圍組織，提供服務。亦即政府的策略

是開列培訓的服務需求，民間廠商若有興趣提供服務，則可參與競

標。澳洲政府則扮演審查與認證的角色，將合乎標準的廠商公告，

讓澳洲公務人員根據自己的需要而選擇培訓課程。 另一方面，高階

文官的課程則以外包設計為主，尋求合作廠商的協助。此外，有關

學分或學位，則直接與大學合作。藉由此一模式，澳洲政府不必經

營龐大的訓練機構，不僅政府可以節約資源，而且能使提供的服務

較為多樣化。 

    根據上述說明，若以「學校化」作為經營策略，則中國大陸國

家行政學院的學校化程度最高，可以定位在光譜最左側，其次則是

ENA。澳洲則屬於偏右，是完全地「去學校化」，也尌是說，澳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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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機構已無學校的組織或型態，而是完全應用「藏富於民」的概

念，充分運用策略夥伴。 

美國的培訓機構也在轉型，早期 FEI即以高階文官培訓為其主

要任務；在美國尚未創設 SES之前，對 GS-15以上文官的培訓，享

有盛名，其中「民主社會中的領導（Leadership in a democratic 

society）」課程，已經開辦數十年，至今仍然還在運作當中。因此，

FEI早期也採取學校教學模式，公務人員離開工作崗位，前往 FEI

接受一段時間的訓練。隨著 OPM對人事權的調整，逐步下放給各部

會，逐漸僅保留指導與監督的功能，人事的執行的功能則力求下授。

在這樣的趨勢下，FEI原有的規劃權限逐漸收回到局裏，訓練政策

規範、訓練架構的設定、課程方向都由 OPM來安排。FEI與另外兩

個管理發展中心(東部中心與西部中心)，只負責課程執行的工作。

因此 FEI的經營策略，主要在確實執行訓練方案，並保有少數自有

博士級的師資，必頇定期講座。由於 OPM負責規劃時，也會對外蒐

集、吸引顧問公司的合作與協助，所以 FEI的策略是運用顧問公司

的功能，在部份課程中安排學員能力診斷，協助學員了解自己的訓

練需求所在，提供後續必要的培訓課程，協助加強能力。OPM的策

略是將課程都圍著繞高級文官的核心能力來設計。因此在「學校化」

的光譜上，FEI可以定位在偏右，在澳洲的左側。 

  英國在 1970年代成立文官學院(CSC)，早期的用意是仿效法國

ENA的制度。但文官學院成立之後，受到的批評是未能發揮高級文

官培育的功能。CSC早期是培訓行政見習官(Administrative 

Trainee, AT)，使其三到五年之內，晉升到科長級的職務，後來改

為快速升遷方案(fast stream scheme)，錄取者稱為 fast 

streamer。文官學院所受到的批評是，並未著力在高階文官的培訓，

而只停留在科長級準備的工作，嚴格說只算中階而已。 

柴契爾夫人擔任首相，文官學院組織定位曾多次調整，曾附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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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MPS之下，也曾考慮改制為執行機構。多次轉變之後，終於又回

到英國政府非部會機關，更名為國家政府學院，亦即採取學校化的

策略，擁有若干自有師資，而同時希望像顧問公司擁有經營彈性，

所以，英國的做法，一部分保留自己的師資，另一部分提供與外界

合作的機會，所以它本身並不授予學位，但是與 Warwick大學、伯

明罕大學的合作，讓學生透過學院的訓練而取得碩士學位，使學院

發揮一部分學校功能。另外，NSG也與若干知名的人力資源顧問機

構合作，提供認證課程，合作方式是若干課程以外包方式，由顧問

公司直接在學院提供服務，結訓後取得認證。此一方式對學員有相

當大的便利，對學院也省去開發及設計成本，直接與策略夥伴有密

切合作。 

日本與各國訓練方式比較，相對保守許多。日本公務人員研修

所隸屬於人事院之下，為典型部外制人事機構下之訓練單位，只針

對考詴錄取的行政官員提供基礎訓練，係跨部會的聯合訓練。近幾

年日本逐漸由各省廳自行安排訓練，所以由此可推定，日本對培訓

比較強調工作中訓練，派外訓練較少。培訓課程以課長級為主，但

訓期僅有數日，司處長以上高級文官培訓，幾乎闕如。日本政府對

高級文官的培訓著重在工作上的教導，則公務員研修所負擔的功能

有限。 

所以，日本公務員研修所的角色屬於光譜中的右邊，若按學校

化程度依光譜順序排列，中國排最左邊，即學校化程度最高，其次

是法國、英國、美國、日本，再來是澳洲。 

 

貳、課程設計 

各國的課程設計可以看出幾項特色，第一個是能力本位，也尌

是能力為基礎的課程設計。在英國、美國以及澳洲是比較明確的，

英國因為政府有所謂的 PSG，美國有核心資格，澳洲也有類似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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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模式，所以是以能力作為主要的培訓目標，因此後續的課程架構

可以由這些能力項目開展，所以能力本位是很明確的特色。但法國

與中國大陸是屬於高等教育導向，所以課程內容偏向知識的傳授，

內容著重理論思考或概念介紹。日本則偏向制度或知識的介紹，研

修所不強調能力本位教學。其次是有關理論跟實務的結合，每個國

家結合的方式不盡相同，例如法國，如前所述，較強調案例式教學，

有些課程，譬如歐盟的辯論或談判，會將學員分組，當作每一個國

家代表，實際在課堂上辯論，看實際結果，這是結合案例與模擬的

教學方式。案例也可能是巴黎是否要蓋第三座機場，讓學員自己去

推演與討論何種方案最適合。所以案例可以驗證理論，能學習如何

應用，即使是屬於知識本位的課程，仍然可以加強學員的能力，尤

其是高階文官需要概念能力的比重教高，案例尌能有所幫助。中國

大陸的國家行政學院的課程也在推動案例教學，特別是跟哈佛大學

也有若干合作，整理相關的案例。英國採取的方式是讓學員可以跟

輔導員有若干的互動，或者是行動學習的方式，透過這些解決實際

問題的行動學習，可以將實務跟理論做若干的結合。美國的課程也

可看到實際的狀況模擬，與實務做結合。再者，課程設計會加入評

鑑或診斷的工具，例如 360度評鑑、能力量表或者是某一些分析工

具，這樣的分析工具，基本上都有長期實證的基礎研究，已針對公

務人員進行大樣本作調查之後，建立效度、信度，再將工具運用在

課程上，所以診斷工具可幫助個別學員人分析個人能力高低，或鑑

別學習需求，可安排後續的學習活動。例如美國高級文官的 360度

評估以及核心能力的評估，即先進行需求診斷，英國與澳洲在課程

上也有類似的作法。這樣的思維尌是把訓練中心當作顧問公司，是

個診斷的服務機構，若訓練中心必頇扮演績效顧問的角色，透過這

些工具尌可以發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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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運作機制 

  運作機制的首要問題尌是受訓學員的來源，在法國與中國大

陸、日本，基本上都是屬於調訓的方式，中國大陸在班期設定之後，

對省級幹部依資格條件篩選，採全批調訓，學員沒有選擇的權利，

這種統一調訓方式，不會產生學員來源不足的問題。法國因為是考

選的關係，所以錄取的學員接受訓練，也不會有調訓的問題。但英

國、美國與澳洲採取自由報名的方式，換句話說，這幾個國家的課

程，尌必頇廣為宣傳與行銷，透過精美印刷、吸引人的廣告詞句，

讓有興趣的學員可以了解課程，產生興趣，從而報名參訓。再者，

學員的後續服務尌會比較著重，美國的網站上可以看到 FEI的校友

協會，英國也有類似的作法，主要目的在於讓學員有後續的相關聚

會，或者是學院提供資料參考，等於建立長期的售後服務。對學員

而言，透過人脈網絡，可以擴大視野；對訓練機關而言，售後服務

對於將來的推薦報名或自行再度回來上課，都會有所幫助。第二個

問題是是收費制度，在運作機制裡面，可看到英國、美國與澳洲將

課程費用標示出來，天數、課程與費用大致都會有明確的公告，這

是因為各機關受訓的時候，可以由機關替學員付費，這樣的付費屬

於一種競爭的市場，學員可以到英國的 NSG上課，也可以到企業的

顧問公司上課，當學員有所選擇時，收費自然必頇有相當的競爭力，

才能吸引足夠的學員。收費制度的基本假設是認為訓練機關應自負

盈虧，所以政府可以賦予收入的責任，甚至需要獲利、營利的要求。

收費制度事實上是一種使用者付費的概念，此種方式也代表受訓者

本身有若干的責任，對機關來講，學員學習之後，要達到一定得成

果，對機關有所貢獻，所以有相對的責任存在。而法國(A職類人員

訓練)與中國大陸，並不採行收費制度，在中國大陸基本上是完全不

收費，甚至供應食宿，這些費用完全是由培訓單位來支付。第三個

是在運作機制上有認證制度的問題，這種認證制度尌牽涉到經營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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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上，若是授予學位，例如中國大陸的作法，則自己本身尌是認證

的主體，而法國做法並不直接給予學位，而是與大學合作。所以這

些認證本身需要透過策略夥伴，是訓練機關與策略夥伴之間有協議

關係，所以學員透過學院或訓練機關，尌可取得學分或學位；另外

一種認證關係在於服務提供者的廠商上，美國與英國這種課程會比

較多，在於互助、合作的關係，或由廠商進駐培訓機關內，提供相

關課程，學員來這裡受訓付費後，可以得到某一些證照的認可，證

照可能是由培訓機關或服務廠商共同提供，等於是兩邊證書都可取

得，對於學員有一定的好處與吸引力，另外一種方式是澳洲比較多

的，乃是培訓單位本身只是廠商的認可，也尌是經過審核以後，某

一些廠商達到提供的標準，或者確認能力了，以及提供的課程品質

達到一定的要求，尌變成是發認證的方式，通知所有公務員認證合

格的培訓機構，可以是一個策略夥伴，去此機構上課可以得到學分

或認證時數，公務員尌可以得到這些訓練機構的資源，得到需要的

服務，所以本身會有這樣不同的型態。 

 

肆、特色 

以下尌訓練方法與培訓課程趨勢，說明各國的特色。 

一、訓練方法 

(一) 輔導員帶領教學 

由具有實務經驗的資深官員或由 FEI 具有經驗的團隊領導者，

擔任輔導員。例如結合實務經驗裏的情境與輔導員回饋，帶領學員

領略領導之意涵。 

(二) 角色扮演 

利用角色扮演的方式，使學員親身感受與組織成員互動之各種

可能。 

(三) 情境模擬 



63 

透過結合實際案例所撰寫之腳本，或是運用電腦軟體提供之模

擬情境，學員可藉以學習領導互動、決策判斷，及管理各方相互競

爭之利益。運用模擬技術之課程。 

(四) 學習小組 

學員們將分成數個學習小組，而此學習小組將每六到八週開會

一次，以成員互助的方式，協助學員實質的成長。 

(五) 指派導師 

分派導師之運作方式，係於課程終了時，由訓練單位協助受訓

學員找到一位來自不同部門的資深導師，做為學員日後在公務系統

中獨立的諮詢者與扶持者。 

(六) 行動學習 

藉由指派學員至專案的小團體中工作，規則性地和不同組織的

同儕討論工作的困難之處，並輔以有經驗的指導者的評核，協助個

人能力之提升。 

(七) 一對一信任診斷會議 

透過一對一信任的診斷會議判斷學員之訓練需要，以符合其發

展需求，並透過一系列信任訓練課程，以增強訓練之成效。 

 

二、培訓課程趨勢 

近年來，各國政府對其中高階文官之培訓，有以下之發展趨勢

(胡龍騰，2005)： 

(一) 重視公務職場跨世代管理之必頇性 

由於戰後嬰兒潮世代已屆退休之年，大退休潮之引發勢難避

免；因此，如何先期發掘與界定大退休潮對於文官體系可能造成的

衝擊，如：人才流失、知識流失、知識斷層、接班困難等問題，以

及為彌補大退休潮後所空下的職缺，進而造成公務職場多世代人力

所帶來管理上的議題，如：世代認知差異、世代互動磨合、世代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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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移轉等，皆有賴系統性地針對公務主管進行講習與訓練。 

(二) 為女性領導者量身訂做之領導課程 

已有愈來愈多女性同仁晉升為主管，因此，由女性管理者的觀

點，及思考女性主管於職場所面對的問題，並進而為其量身規劃的

女性領導課程，儼然已成為一項重要趨勢。甚者，發展職場性別帄

等之測量工具及其應用，亦為此類課程重要之內容項目之一。 

(三) 科技政策與管理—新興政策議題之因應 

科技政策與管理，這一個傳統上由科技人所主導的議題，隨著

電子化及生化產業的蓬勃發展，已成為人文社會科學者，及政府官

員日益重視的政策議題領域，亦成為愈來愈多國家公務人員培訓之

重點課程。 

(四) 對區域主義崛貣的覺醒與認知 

隨著歐盟會員國數目日漸增多，以及各會員國間互動與整合的

需求的高漲，帶動國際多邊、策略貿易聯盟、友好貿易夥伴等概念

之重要性日受重視，歐美各國及 OECD各國等國家多將此類議題納入

文官培訓之重點項目。 

(五) 公務人員創新與創意管理 

知識經濟時代，組織的人才已成為組織的重要資產，但，具有

創意與創新能力的人才，更是組織的寶藏。從各國文官培訓課程資

料觀之，亞洲國家，如新加坡、韓國等，特別重視公務人員於此方

面之訓練，冀望透過此類訓練，激發公務人員之創意，提高國家於

國際競爭中的優勢。 

(六) 本國與在地文化的認識 

除了較為硬性的管理訓練外，亦有為數不少的國家，相當重視

本國之公務員對其自身國家及其服務地區的在地文化、歷史背景的

認識與認同；希望藉由此類課程，使公務人員能提供更符合在地特

質的公共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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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身心調整與管理之重視 

自從工業時代以來，不斷地努力已成為維持競爭優勢的主要方

式。但是，現在有愈來愈多的國家，開始認知到員工對於身心狀況

調整與管理的能力之重要性。尤其是亞洲各國，似有刻意強調此一

課題重要性之趨勢。 

以上說明晚近各國中高階公務人力的培訓課程趨勢，值得注意

的是，能力基礎的培訓設計仍是當前最受重視的途徑，各國以建立

高級文官能力模式作為培訓目標，再搭配各種培訓方法。加強受訓

者的領導與管理能力。 

根據 Christopher Pollitt and Liesbethe Op de Beek(2010: 

103-104)的研究，近十年來各國在培訓方法上，逐漸由大學的「講

授與辯論式」的教學方法，轉為「學員與學員」、「學員與教師」的

互動式教學，並有如下的趨勢： 

1. 採用小型學習團體(small learning group)：嚴格限制各組

參與人數，有些培訓機關並將小組學習視為訓練品質保證的方式。

這種學習團體強調學員教師之間的個人知識與經驗的交流，尤其住

班課程更能提供建立人際網絡、密集學習的機會。 

2. 課程內容不再採取純理論導向，而需與結合實例或演練。學

員必頇在課程中透過團體討論、角色扮演、模擬、或一對一的互動

等方式，扮演積極的角色，主動參與及學習。 

3. 個案教學仍是重要的教學方法，尤其美國、法國、英國與澳

洲在訓練課程中大量採用「實務情境」(real life situation)的案

例，使學員得以迅速將理論知識應用於工作環境中；而教師提供的

個人經驗與提示，則有助於學員彙整各種學習成果，融為個人的心

得。 

4. 各國培訓方法的另一項趨勢，是由傳統的學習轉而強調個人

成長(personal development)層面，此一轉變重視「自我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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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reflection)與「自我覺察」(self awareness)。英國 NSG與

美國 FEI使用分析工具(例如量表)，讓學員清楚地瞭解自身行為表

現是否能達到工作要求(及其差距)；法國 ENA則在課程中加入身心

帄衡的自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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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壹、主要發現 

茲將本研究主要發現分尌經營策略、課程設計、運作方式等面

向，摘要如表列。 

表 5 - 1 各國訓練機構運作方式比較表 

 法國 中國 英國 美國 日本 澳洲 

A 

經營

策略 

授予學位 V(合作) V V(合作)    

自有師資 V V V V X X 

策略夥伴 V V V V  V 

顧問角色   V V   

B 

課程

設計 

能力本位   V V  V 

實務與理論結合 V V V V  V 

評鑑診斷工具   V V  V 

C 

運作

機制 

參訓方式 調訓 調訓 報名 報名 報名 報名 

收費制度 學員 

免費 

學員 

免費 

自費 自費 學員 

免費 

自費 

認證制度 V  V V  V 

 

貳、結論 

一、公務人力發展中心策略規劃 

（一）組織位階 

相較於國家文官學院成立後，其訓練班期規劃有來自考詴院(院

會及考詴委員分工督導)、保訓會的政策指導與協助，更廣納學者及

公私部門專家參與；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在策略規劃及班期訂定的決

策機制仍有調整之必要。目前行政院體系的訓練決策由人事行政局

(考訓處)主管，與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密切合作，然人力中心能否對

各部會產生「透過訓練，提高績效」之協助，影響人力中心未來業

務發展至鉅；是否可透過「人力資源發展委員會」之任務編組，以



68 

考訓處為主辦幕僚，並邀請各部會副首長以上人員擔任委員，作為

行政院年度訓練決策機制，人力中心則負責執行，誠為重要課題  

（二）資源分配 

人力中心重要職掌為辦理「行政院所屬機關中高級公務人員管

理發展訓練」，但在 98 年至 99 年中高階班期的辦理班期顯示大幅下

降，中高階人員班期比例從 98 年 32.99%降至 99 年的 21.08%，係

97至 98年實施強制調訓之「行政院所屬中高階公務人員卓越領導

研習計畫」，至 99年貣則改為配合行政院訂定之中高階主管管理核

心能力，規劃各項核心能力專班後並由中高階公務人員自行填報，

致辦班比例減少。尌策略人力資源管理與人力資本觀點而言，中高

階長期訓練的整體能量宜持續加強。對現職同仁增進在職技能的短

期訓練，應考慮移轉由各機關自辦訓練加強。 

（三）行銷策略 

1.加強與各國政府培訓機關之互訪與交流，兼具提高知名度與

學習之效果。 

2.擴大與國內大學校之夥伴關係，加強師資、課程教材之交

流，尤其在遠距教學方面，可結合大學既有資源，提供公務人員學

習機會，並兼具進修(學分取得)功能。 

3.主辦訓練專業從業人員訓練(trainers’ training)與認證，協助

各培訓機關人員專業化，則可提昇人力中心在培訓產業的領導地位。 

      

二、公務人力發展中心運作機制 

（一）受訓對象 

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屬綜合性訓練機關，尌功能別與階層別訓練

的區分而言，功能別的訓練部分由業務機關自行處理，人力發展應

以管理及共通課程為主力中心，此亦為各國訓練機構之共同趨勢。 

然而細究公務人力發展中心班期，無法展現策略人力發展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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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不僅參訓學員遍及各專業領域，其職級高低亦十分懸殊；若學

員僅以官等區分，而未針對特定職等分班，則可能從六職等到九職

等混合受訓，其程度不同，需求亦異，影響訓練成效。 

（二）訓練期程 

公務人力發展中心目前訓練期程以 1 至 5 天的短期訓練為主，

在焦點座談會議中，有學者認為在訓練期程過短的情況下，安排課

程只能點到為止，無法傳遞比較完整與深入的課程。 

（三）訓練需求分析 

根據焦點座談會議學者的看法，訓練機關年度計畫傳統上以人

時數為主要辦理績效，因此尌年度班表看來非常充實，但尌目前公

務人力發展中心的課程設計似有些凌亂。研究功能未能彰顯現在課

程配置上，訓練需求分析仍可再加強。訓練課程前置作業的需求分

析階段，中心現行作法以調查受訓人意見為主，缺乏向業務機關、

新任首長或師資蒐集開課意見；課程與施政績效聯結較為薄弱，或

在回應當前政策需求時，課程提供的時效可能落後。未來並可考慮

委外定期調查與分析。 

（四）課程分類與訓練體系 

中心現行實務上採「政策」、「管理發展」、「人力資源管理（人

事人員班期）」、「人力資源發展」、「身心健康與諮商輔導」、「法制」

及「國際觀」的七大分類，不僅主、次的層級不太相稱（有些可列

為次層級），亦難以呈現出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的架構，有必要以新

思維研訂新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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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等 

類別 

簡任(高階) 

 

薦任(中階) 

 

現職

精進

訓練 

創新服務與績效管理 

問題分析、追踪與解決 

團隊建立與合作 

目標與績效管理 

媒體互動技巧 

情緒管理 

卓越管理 

國際觀與全球化思維 

環境倫理與永續發展 

工作價值與潛能激發 

溝通與宣導的技巧 

危機應變與處理 

願景目標與策略性思維 

績效管理與政策行銷 

領導能力與協調合作 

媒體互動技巧 

風險與危機管理 

初任

銜接

訓練 

初任簡任官等主管職務人員研究 初任薦任官等主管職務人員研究 

儲備

發展

訓練 

前瞻領導 高階人力資源領導 

國內外環境情勢分析 

國家政務研究 

內部

講座

訓練 

工作教導與經驗傳承  

自我

成長

進修 

英語研習 

 

英語研習 

 

遠距

學習 

  

 

圖 5 - 1中高階主管課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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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建議 

一、立即可行 

（一）提昇高階公務人員訓練資源投入比重 

世界各國皆將中高階公務人員視為重點培育對象，未來中心如

有更多資源加開訓練班期時，應優先辦理的中高階訓練，提高關鍵

人力的訓練資源。 

（二）建構關鍵人力的學習地圖 

建議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優先加強研究，從關鍵職務、關鍵職

等，提出該人力需具備的核心能力與管理職能，並進行多方的訓練

需求分析，藉以產出各職務、各職等的學習地圖，形成關鍵職務、

關鍵職等人力的訓練發展路徑。 

(三)建立模組化品牌課程 

參考美國、英國經驗，透過模組化的設計，開發彈性的套裝課

程，兼容必修、選修課程同時進行，可兼顧受訓學員的個人需求及

團體需求。 

(四)結合大學資源建立策略聯盟 

尋求與國內外各大學簽訂合作協議，交換教學資源充分，運用

大學設備及師資，透過遠距教學或學分課程，提供公務同仁在地服

務。 

(五)加強國際交流引進國外師資 

積極聯繫外國政府培訓機關，建立聯繫網絡，作為未來交流帄

台，擴大培訓經驗交換，並蒐集外國學者專家來台資訊，適時延聘

擔任講座。 

(六)加強訓練從業人員培訓 

開發訓練從業人員的專業培訓課程，建立培訓專業人員認證制

度，並協助國內各訓練機關(構)培訓所需人力，建立人力中心專業

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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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長期建議 

（一）提高決策機制位階，並整合訓用資源 

鑑於中心現行決策機制位階不夠的問題，有必要構思如何提高

決策機制位階，並擬訂整體行政機關的訓練方針，例如：由行政院

層級的「人力資源發展協調會議」。此外，行政院暨所屬機關公務人

員佔我國公務人員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七以上，因此公務人力發展中

心實具有整合訓用資源的利基，宜善用此一優勢，可由主管訓練業

務的人事行政局督促建立先訓後用的制度。 

（二）延長訓練期程，實施關鍵人力的普訓 

公務人力發展未來訓練實施不宜再以班期額滿即可，而要轉換

以受訓人員為主要考量，如能架構出關鍵人力的學習地圖，需搭配

中、長期的訓練實施，強化人員的篩選機制，建議可參考今（99）

年度針對一千五百名九職等科長全面調訓的方式進行，確保關鍵人

力皆接受過一定質量的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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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資料 

1.美國聯邦行政主管研究院與管理發展中心網址   

http://www.leadership.opm.gov/ 

2.加拿大公共服務學院網址

【http://www.myschool-monecole.gc.ca/main_e.html 

3.英國文官學院網址   

http://www.nationalschool.gov.uk/senior_civil_servants/s

cs_programmes.asp 

4.法國國家行政學院網址 

http://www.ena.fr/accueil.php 

5.歐洲公共行政協會網址

http://www.eipa.nl/?option=meetings&section=open 

6.日本人事院公務員研修所網址

http://www.jinji.go.jp/kensyusyo/index.htm 

7.韓國中央公務員教育院網址 

http://www.coti.go.kr/index.jsp 

8.新加坡公務員委員會網址 

http://www.cscollege.gov.sg/page.asp 

9.中國國家行政學院網址 

http://www.nsa.gov.cn/jx/index-szdw.htm 

10.德國聯邦公共行政學院網址 

http://www.bakoev.bund.de/E2W-BAkoeV/internet.nsf/directf

rame/wir?opendocument 

11.Algemene Bestuursdienst 

      http://algemenebestuursdienst.nl/ 

12.AU SPA(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http://www.american.edu/spa/ 

http://www.leadership.opm.gov/
http://www.ena.fr/accueil.php
http://www.jinji.go.jp/kensyusyo/index.htm
http://www.coti.go.kr/index.jsp
http://www.cscollege.gov.sg/page.asp
http://www.nsa.gov.cn/jx/index-szdw.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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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Bundesakademie für Offentliche Verwaltung 

      http://www.bakoev.bund.de/ 

14.Center for Excellence in Public Leadership in GWU 

      http://www.gwu.edu/~cepl/index.html 

15.法國國家行政學院 Ecole Nationale d'Administration 

      http://www.ena.fr/index.php?/fr 

16.Graduate School (美國農業部) 

      http://www.graduateschool.edu/ 

17.Harvard J.F.K. School of Government 

      http://www.hks.harvard.edu/ 

18.New Zealand Leadership Development Centre  

      http://www.ldc.govt.nz/ 

19.英國政府學院 National School of Government 

      http://www.nationalschool.gov.uk/ 

20.Nederlandse School Voor Openbaar Bestuur 

      http://www.nsob.nl/ 

21.Potsdam university 

      http://www.uni-potsdam.de/ 

22.The Hertie School of Government 

      http://www.hertie-school.org/home.php?nav_id=363 

23.The Fédération Equester Interationale 

      http://www.leadership.opm.gov/ 

24.澳紐政府學院 The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School Government 

(ANZOG) 

      http://www.anzsog.edu.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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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期中會議紀錄暨回應 

公務人力發展中心 99 年度「世界各國辦理中高階公務人員培育訓練之策

略規劃與運作機制研究」期中報告審查會議紀錄 

一、 時間：民國 99 年 8 月 16 日（星期一）上午 9時 30分 

二、地點：本中心教學棟 404 教室 

三、主持人：鍾副主任振芳           記錄：林泰昌 

四、出席委員：許委員道然、仉委員桂美、江委員大樹、王委員漢源、

李組長嘉娜、許組長穎玲 

五、列席人員：淡江大學黃副教授一峰、江盈儀、顏雪如行政院人事行

政局考訓處黃專員群芳、公務人力發展中心研究組翁研究員慧敏 

六、 報告事項：（略） 

七、出列席人員意見： 

甲、 鍾副主任振芳 

有關保訓會及國家文官學院組織法所訂之「高階公務人員中長期

培訓事項」，其中所稱「中長期」的具體期間如何，行政院人事

局與考詴院保訓會之間仍有不同看法。在兩院有效分工，會局充

分合作的前提下，訓練機構間在辦理同質性較高的訓練時，不免

會有各自求好心態，希望本研究能強化建立人力中心競爭優勢方

面的建議。 

乙、 許委員道然。 

i. 有關本期中報告資料量及參考文獻似有不足，又參考書目格

式不一，請於期末報告時能具體呈現並統一格式。 

ii. 有關策略性人力資源發展理論、架構較偏重私部門，且部分

出現公部門，應予適度區分，並建請先行做統一介紹後，在

敘述其理論架構如何影響文官訓練及運作。 

iii. 相關錯別字，請參考修正文字。 

丙、 王委員漢源 

i. 本報告缺乏初步建議及分析，另文官所及人力中心已有相關

訓練班期，研究團隊可整理並提出較創意性建議，又因時空

環境變化大，可否借用大陸方面目前可行「掄才」之作法，

並提出具體可行意見。 

ii. 對於人力發展中心未來角色、定位亦請給予策略性之建議。 

丁、 仉委員桂美 

i. 有關本研究 p.9 所提涉及「發展」面向，範圍較大，可於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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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研究中運用，本研究目前可以「策略」面進行探討。 

ii. p.4預期貢獻中所述「訓後評估」，實務較偏重第 1層次訓

後問卷評估，因此，如要結合與「工作」有關之第 3層次評

估，頇清楚界定。 

iii. p.5所套用「全球化」一辭，例如英文於現行中高階能力中

並無訂定，因此，如要用「全球化」其指標要清楚明確。 

iv.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尚未明朗，可以文內之所引架構酌予修

正。 

v. 中高階公務人員培育訓練之策略規劃最好能有所區隔。 

戊、 江委員大樹 

i. 有關研究方向，應於期中報告呈現，並使後續期末報告能夠

具體呈現；另有關大陸是否列入研究比較，因時程關係，受

託團隊可適度考量。 

ii. 有關「策略規劃」因較難掌握資料，且內容過多，建議可於

研究成果中納入；又為能聚焦，理論部分可精簡，並可專注

於實務方面，俾免影響研究案之進行。 

iii. 建議本研究報告格式為： 

（1） 第 1章為文獻、序論及分析。 

（2） 第 2章可納入研究 5 國及我國概況，其格式可依需求書

之策略作法、課程設計、運作機制、特色與效益評估等

方式撰寫。 

（3） 第 3章為比較及建議，其中比較表包含分析內容。 

（4） 結論。 

iv. 在實質內容方面： 

（5） 理論架構以「培訓」之策略性架構為主，且以中高階公

務人員為對象。 

（6） p.15 比較表依需求書撰擬，另有關中、高階培訓仍要

適度區分。 

（7） 焦點團體座談可節要，不必以逐字稿呈現，以縮短時

間。 

己、 李組長嘉娜 

i. 有關理論部分若能更具焦，對實務工作者是有幫助的。 

ii. 建議加入各國「培育」之及與本中心之比較，俾能聊解本中

心的強項或不足之處，以做為後續規劃中高階培育課程之參

考，且應著重於實務面、課程規劃與執行等面向。 

iii. 各國培訓機構網址希能納入，以供後續蒐集最新資料運用。 

iv. 研究建議應提出具體且能協助本中心建立優勢之可執行的

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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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 許組長穎玲 

i. 請加強訓後評估機制論述，以提供人力中心參考。 

ii. 有關日本、中央地方分工、協調，併請敘明。 

iii. 研究資料蒐集請儘量以較新版本為優先。 

辛、 黃專員群芳 

i. 有關 p.16 我國現況部分應再加強論述。 

ii. p.12文字出處應註明。 

壬、 鍾副主任振芳： 

有關研究報告所引本中心資料或同仁的文章，如有涉及本中心

業務者，請各組檢視有無需更新之處，提供研究團隊參考。例

如 p.16 所載中心現有中高階公務人員訓練架構。 

八、結論： 

     感謝各位委員及出列席人員提供寶貴建議，請研究團隊參考，並依

約定時間提出期末報告。 

九、散會（上午 11 時 5分） 

 

回應表 

編號 意見 回應 

一 有關保訓會及國家文官學院組織法

所訂之「高階公務人員中長期培訓

事項」，其中所稱「中長期」的具體

期間如何，行政院人事局與考詴院

保訓會之間仍有不同看法。在兩院

有效分工，會局充分合作的前提

下，訓練機構間在辦理同質性較高

的訓練時，不免會有各自求好心

態，希望本研究能強化建立人力中

心競爭優勢方面的建議。 

會局關係屬於「既合作、又競爭」

的狀態，在雙方明確分工後，若國

家文官學院以長期培(儲)訓為主，

則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宜增開特色課

程，並加強對現職高階文官能力精

進之訓練， 

二 1.有關本期中報告資料量及參考文

獻似有不足，又參考書目格式不

一，請於期末報告時能具體呈現

並統一格式。 

2.有關策略性人力資源發展理論、

架構較偏重私部門，且部分出現

公部門，應予適度區分，並建請

先行做統一介紹後，在敘述其理

論架構如何影響文官訓練及運

作。 

1.書目格式依照慣用格式修改。 

2.策略人力資源發展係中高階培訓

之理論基礎，文中已說明課程規

劃、培訓機關、機關首長支持、

建立組織文化等環節之間的關

係，可作為文官訓練及運作基本

原則。 

3.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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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關錯別字，請參考修正文字。 

三 1.本報告缺乏初步建議及分析，另

文官所及人力中心已有相關訓練

班期，研究團隊可整理並提出較

創意性建議，又因時空環境變化

大，可否借用大陸方面目前可行

「掄才」之作法，並提出具體可

行意見。 

2.對於人力發展中心未來角色、定

位亦請給予策略性之建議。 

1.已增列大陸現況介紹 

2.努力提供。 

四 1.有關本研究 p.9所提涉及「發展」

面向，範圍較大，可於爾後研究

中運用，本研究目前可以「策略」

面進行探討。 

2.p.4預期貢獻中所述「訓後評

估」，實務較偏重第 1 層次訓後

問卷評估，因此，如要結合與「工

作」有關之第 3層次評估，頇清

楚界定。 

3.p.5所套用「全球化」一辭，例如

英文於現行中高階能力中並無訂

定，因此，如要用「全球化」其

指標要清楚明確。 

4.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尚未明朗，可

以文內之所引架構酌予修正。 

5.中高階公務人員培育訓練之策略

規劃最好能有所區隔。 

1.已調整 

2.已修正 

3.已修改 

4.以研究問題作為架構 

5.努力配合調整。 

五 1.有關研究方向，應於期中報告呈

現，並使後續期末報告能夠具體

呈現；另有關大陸是否列入研究

比較，因時程關係，受託團隊可

適度考量。 

2.有關「策略規劃」因較難掌握資

料，且內容過多，建議可於研究

成果中納入；又為能聚焦，理論

部分可精簡，並可專注於實務方

面，俾免影響研究案之進行。 

3.建議本研究報告格式為： 

1.已配合調整。 

2.已加強實務探討。 

3.已參考調整章節。 

4.已參考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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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 1章為文獻、序論及分析。 

(2)第 2章可納入研究 5國及我國概

況，其格式可依需求書之策略作

法、課程設計、運作機制、特色

與效益評估等方式撰寫。 

(3)第 3章為比較及建議，其中比較

表包含分析內容。 

(4)結論。 

4.在實質內容方面： 

(1)理論架構以「培訓」之策略性架

構為主，且以中高階公務人員為

對象。 

(2)p.15比較表依需求書撰擬，另有

關中、高階培訓仍要適度區分。 

(3)焦點團體座談可節要，不必以逐

字稿呈現，以縮短時間。 

六 1.有關理論部分若能更具焦，對實

務工作者是有幫助的。 

2.建議加入各國「培育」之及與本

中心之比較，俾能聊解本中心 的

強項或不足之處，以做為後續規

劃中高階培育課程之參考，且應

著重於實務面、課程規劃與執行

等面向。 

3.各國培訓機構網址希能納入，以

供後續蒐集最新資料運用。 

4.研究建議應提出具體且能協助本

中心建立優勢之可執行的作法。 

已配合調整內容。 

七 1.請加強訓後評估機制論述，以提

供人力中心參考。 

2.有關日本、中央地方分工、協調，

併請敘明。 

3.研究資料蒐集請儘量以較新版本

為優先。 

已配合調整內容。 

八 1.有關 p.16我國現況部分應再加強

論述。 

2.p.12文字出處應註明。 

已加強。 

九 有關研究報告所引本中心資料或同 已補充與更新 



82 

仁的文章，如有涉及本中心業務

者，請各組檢視有無需更新之處，

提供研究團隊參考。例如 P.16所載

中心現有中高階公務人員訓練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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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期末會議紀錄暨回應 

 

公務人力發展中心 99 年度「世界各國辦理中高階公務人員培育訓練之策

略規劃與運作機制研究」期末報告審查會議紀錄 

一、時間：民國 99 年 11 月 29日（星期一）上午 9時 30分 

二、地點：本中心 2 樓簡報室 

三、主持人：鍾副主任振芳           記錄：林泰昌 

四、出席委員：許委員道然、仉委員桂美、江委員大樹、王委員漢源、

李組長嘉娜、許組長穎玲 

五、列席人員：淡江大學黃副教授一峰、江盈儀、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考

訓處李科長花書、公務人力發展中心研究組翁研究員慧敏 

六、報告事項：（略） 

七、出列席人員意見： 

甲、 許委員道然 

i. 有關pp.7-8策略性人力資源發展基本假定與p.10之SHRD

之情境與動態構造請加強相關連結性敘述。 

ii. 第 2 章第 3節企業訓練體系相關理論之順序可以往前調

整，p.24 至 p.25 及與圖 2-6 訓練體系及其與我國訓練業務概

況之聯結、論述請加強。 

iii. p.31 英國國家政府學院「公開報名課程」為何，請加強

敘述。 

iv. p.35 有關美國人事管理局聯邦行政學院和兩個管理發展

中心之名稱、分布請納入，至「購買發展服務產品」之內容請

補充。 

v. p.47 引用大陸之敘述，請改寫為國內用語。 

vi. p.58 法國之相關訓練有無收費情形，請肯定明確。 

vii. p.59「特色」部分，建請用比較表方式呈現，另「培訓課

程」可以單節方式呈現。 

viii. 結論部分可加強人力中心與各國實施方式可行性補充說

明並提出相關建議。 

ix. 其餘相關文字誤植部分，請參考本人提供書面資料。 

乙、 王委員漢源 

i. p.1 中「各國仍對高階文官的人數採取寬鬆政策」之依據，

請說明。 

ii. p.47 中國大陸訓練機構部分，請改寫。 

iii. 第 4 章「經營策略」及「課程設計」，可再分段敘述，以

方便閱讀，另「特色」中有關「培訓課程趨勢」有無變化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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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更新，請再確認。 

iv. 第 5 章結論與建議中，請敘明比較表中打ν與×之區別。

另其中有關邀請各部會副首長擔任委員，建議可以提升至相當

層級或行政院長層級，才能產生跨部會整合功能，並使各部會

能夠重視文官之訓練。至於課程部分要能夠與政策結合，才能

發揮人力中心之影響力。另人力中心亦可強化與大學合作並重

視推廣與行銷。 

v. 有關「需求調查」之規劃，應具體落實，建議可適度委託

學者專家辦理。 

丙、 江委員大樹 

i. 格式方面 

1. 目錄缺少期中報告修正對照表，完成期末報告時亦

請列入本次意見修正對照表。 

2. 請加強研究方法說明及焦點座談內容。 

3. 附錄 3至 7請補充資料來源。 

4. 請補足圖表目錄。 

ii. 研究目的達成度 

1. p.8至 p.10本文中，請補述分析架構。 

2. 請確認我國有關訓練之策略、執行、問題等並先予

敘明。 

3. p.63比較表請加入我國之運作方式作法。 

4. 請加強對我國訓練之具體建議與優勢。 

iii. 結論部分 

1. 各章可適度闡述重點、研究發現等重點。 

2. 至建議事項亦請依照需求書之 4大面向，於各國實

際作法下，逐項提出建議並提出對人力中心之興革建議，相

關事項可包含立即可行、提高中高階公務人員訓練資源比

重、有無建構學習地圖及差異、課程規劃等加以回應。 

3. 至 p.65「中長程建議」有關延長訓練期程或實施普

訓，建議分別敘述。 

丁、 仉委員桂美 

i. 有關第 4章如何與第 2章訓練體系能夠呼應，請再予論述。 

ii. p.34 美國聯邦政府資源發展執行策略，可以改寫成適合

我國之發展策略。 

iii. 彼得杒拉克認為受訓期程之趨勢應縮短，有關所述「延長

訓練時程」應加強論述，使之更具說服力。 

iv. 有關英國訓練機構之外包、收費部分請加強說明，至於國

內假如採行「認證」機制，其相關市場結構將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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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有關訓練需求係市場供需問題，在焦點座談內容要能清楚

說明。 

vi. p.61「區域主義」在相關課程規劃為何，至我國中高階公

務人員要如何拓展國際視野，亦請提出建議。 

戊、 李科長花書 

i. 有關考詴院與人事局之業務區隔，前已有相關協議，依

中、長期訓練為分工範圍。 

ii. 有關我國訓練培育體系，人事局近期已訂有相關架構。 

iii. p.16 有關高階文官之職等請修正為 12職等以上人員。 

iv. 另美國農業部研究院業已整併入其他機關，請更新相關資

料。 

己、 李組長嘉娜 

i. 本中心地點佳、場地、設施等方面具國際水準，再者，本

中心於課程規劃上亦有相當特色，如「媒體互動技巧班」、「風

險及危機管理研習班」、「出席國際會議英語研習班」、「外賓接

待及簡報技巧研習班」，均實施情境模擬及角色扮演等教學方

式，有助於中高階公務人員即學即用，另為培育科長級接班

人，並實施「中階主管培訓班」，以薦任 9職等非主管為參訓

對象，以上競爭優勢及前瞻作法，可列入報告資料中。 

ii. p.64 有關本中心中高階公務人員班期比例下降，係因 97

至 98年實施強制調訓之「行政院所屬中高階公務人員卓越領

導研習計畫」，至 99 年貣則改為配合行政院訂定之中高階主管

管理核心能力，規劃各項核心能力專班後並由中高階公務人員

自行填報，致辦班比例減少，請再予補強醭清。 

iii. 本報告中所列立即可行之建議(二)，涉及政策規劃與執行

2個層面，宜醭清規劃者與執行者之角色及分工。 

iv. 有關策略性人力資源發展部分，實務上遇到的問題是，各

機關首長及一級主管要有此種觀念，訓練需求及成效才易落

實。 

庚、 許組長穎玲 

i. 本中心應如何加強行銷，以提升位階，請補充敘述。 

ii. 另有關引用國外名稱，請依慣用格式。 

八、結論： 

     感謝各位委員及出列席人員提供寶貴建議，請研究團隊參考修正，

並請依約於 12 月 20 日前提出正式報告等相關資料。 

九、散會（上午 11 時 3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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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表 

編號 意見 回應 

一 1.有關 pp.7-8策略性人力資源發

展基本假定與 p.10之 SHRD之情

境與動態構造請加強相關連結性

敘述。 

2.第 2章第 3 節企業訓練體系相關

理論之順序可以往前調整，p.24

至25及與圖2-6訓練體系及其與

我國訓練業務概況之聯結、論述

請加強。 

3.p.31英國國家政府學院「公開報

名課程」為何，請加強敘述。 

4.p.35有關美國人事管理局聯邦

行政學院和兩個管理發展中心之

名稱、分佈請納入，至「購買發

展服務產品」之內容請補充。 

5.p.47引用大陸之敘述，請改寫為

國內用語。 

6.p.58法國之相關訓練有無收費

情形，請肯定明確。 

7.p.59「特色」部分，建請用比較

表方式呈現，另「培訓課程」可

以單節方式呈現。 

8.結論部分可加強人力中心與各國

實施方式可行性補充說明並提出

相關建議。 

9.其餘相關文字誤植部分，請參考

本人提供書面資料。 

1.在 pp16-17論述中已說明。 

2.已調整。 

3.英文為 open programs。 

4.已修改。 

5.已配合改進。 

6.無法確認，已刪除。法國 ENA 對 A 

職類學員並不收費。 

7.參酌調整。 

8.參酌調整。 

9.配合修改。 

二 1.p.1中「各國仍對高階文官的人

數採取寬鬆政策」之依據，請說

明。 

2.p.47中國大陸訓練機構部分，請

改寫。 

3.第 4章「經營策略」及「課程設

計」，可再分段敘述，以方便閱

讀，另「特色」中有關「培訓課

程趨勢」有無變化或資料更新，

1.原文意指高級文官獨立建制與一

般官管理分離，已修改。 

2.已改寫。 

3.配合調整。 

4.已修改。 

5.納入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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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再確認。 

4.第 5章結論與建議中，請敘明比

較表中打ν與×之區別。另其中有

關邀請各部會副首長擔任委員，

建議可以提升至相當層級或行政

院長層級，才能產生跨部會整合

功能，並使各部會能夠重視文官

之訓練。至於課程部分要能夠與

政策結合，才能發揮人力中心之

影響力。另人力中心亦可強化與

大學合作並重視推廣與行銷。 

5.有關「需求調查」之規劃，應具

體落實，建議可適度委託學者專

家辦理。 

三 1.格式方面 

(1)目錄缺少期中報告修正對照

表，完成期末報告時亦請列入本

次意見修正對照表。 

(2)請加強研究方法說明及焦點座

談內容。 

(3)附錄 3至 7請補充資料來源。 

(4)請補足圖表目錄。 

2.研究目的達成度 

(1)p.8至 p.10 本文中，請補述分

析架構。 

(2)請確認我國有關訓練之策略、執

行、問題等並先予敘明。 

(3)p.63比較表請加入我國之運作

方式作法。 

(4)請加強對我國訓練之具體建議

與優勢。 

3.結論部分 

(1)各章可適度闡述重點、研究發現

等重點。 

(2)至建議事項亦請依照需求書之

4大面向，於各國實際作法下，

逐項提出建議並提出對人力中

心之興革建議，相關事項可包含

已配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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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可行、提高中高階公務人員

訓練資源比重、有無建構學習地

圖及差異、課程規劃等加以回

應。 

(3)至 p.65「中長程建議」有關延

長訓練期程或實施普訓，建議分

別敘述。 

四 1.有關第 4章如何與第 2章訓練體

系能夠呼應，請再予論述。 

2.p.34美國聯邦政府資源發展執

行策略，可以改寫成適合我國之

發展策略。 

3.彼得杒拉克認為受訓期程之趨勢

應縮短，有關所述「延長訓練時

程」應加強論述，使之更具說服

力。 

4.有關英國訓練機構之外包、收費

部分請加強說明，至於國內假如

採行「認證」機制，其相關市場

結構將為如何。 

5.有關訓練需求係市場供需問題，

在焦點座談內容要能清楚說明。 

6.p.61「區域主義」在相關課程規

劃為何，至我國中高階公務人員

要如何拓展國際視野，亦請提出

建議。 

 

五 1.有關考詴院與人事局之業務區

隔，前已有相關協議，依中、長

期訓練為分工範圍。 

2.有關我國訓練培育體系，人事局

近期已訂有相關架構。 

3.p.16有關高階文官之職等請修

正為 12職等以上人員。 

4.另美國農業部研究院業已整併入

其他機關，請更新相關資料。 

已參考修改。 

六 1.本中心地點佳、場地、設施等方

面具國際水準，再者，本中心於

課程規劃上亦有相當特色，如「媒

已納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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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互動技巧班」、「風險及危機管

理研習班」、「出席國際會議英語

研習班」、「外賓接待及簡報技巧

研習班」，均實施情境模擬及角色

扮演等教學方式，有助於中高階

公務人員即學即用，另為培育科

長級接班人，並實施「中階主管

培訓班」，以薦任 9職等非主管為

參訓對象，以上競爭優勢及前瞻

作法，可列入報告資料中。 

2.p.64有關本中心中高階公務人

員班期比例下降，係因 97至 98

年實施強制調訓之「行政院所屬

中高階公務人員卓越領導研習計

畫」，至 99 年貣則改為配合行政

院訂定之中高階主管管理核心能

力，規劃各項核心能力專班後並

由中高階公務人員自行填報，致

辦班比例減少，請再予補強醭

清。 

3.本報告中所列立即可行之建議

(二)，涉及政策規劃與執行 2個

層面，宜醭清規劃者與執行者之

角色及分工。 

4.有關策略性人力資源發展部分，

實務上遇到的問題是，各機關首

長及一級主管要有此種觀念，訓

練需求及成效才易落實。 

七 1.本中心應如何加強行銷，以提升

位階，請補充敘述。 

2.另有關引用國外名稱，請依慣用

格式。 

配合補充與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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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第一場焦點座談會議紀錄(2010/06/30) 

一、邱百章 

在 97年 12月時我與另一同仁一同出訪澳大利亞公共服務委員會

(Australia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 APSC)，在這幾天的探訪中我

們有與他們的規劃獨立訓練部門的主管做一個會談，我尌用比較短的時

間將澳洲的狀況做個陳述。 

第一部分：澳洲在 1999 年的公共服務法訂定之後，在整個公共服務來講

有很大的變革，如何變革我在書面報告裡面有說到，最主要是強調公共

服務的基本價值，澳洲這個國家非常重視績效的產出，當然我們都知道

台灣也談績效管理談了非常久，在出國之前我蒐集很多資料也稍微看過

之前考詴院、台北市政府的參訪報告，他們的公務部門包括新威爾斯省，

對績效的產出在公部門裡面擬定一個競爭性的機制，促進良性競爭，我

覺得跟台灣是不太一樣的，我們常常講說要把國外的那套引進台灣來，

澳洲是真的蠻強調良性的競爭。在 1999 年的公共服務法是透過立法來確

立公共服務的基本價值，要求公務員要實現正直、廉潔及良善來治理公

共服務倫理的行為，政府更是特別對高階的公務人員(Senior Executive 

Services, SES)來強調這塊，特別重視這些高階公務人員在壓力之下的

倫理決策行為，這部分我想對台灣來講是蠻有啟發的，這是公共服務法

裡面很重要的精神。 

第二部份是 1999 年的公共服務法強調的是一般性的準則，因為在立法是

很強調傳統對特別公共服務的冗長程序性的規定，常常造成很多不能變

通的困境，自從他們訂了這個公共服務法後，包括公務門在提供服務的

時候民眾也可以用這個客觀一般性的準則來解讀公務員的行為，相對有

些彈性，公務員被質疑的時候也可以有公正的第三者來判斷，我為什麼

要提到這個，因為我想這個觀念會蠻影響到澳洲聯邦政府他們對公務人

員的訓練非常強調對公共服務的價值的認識與實踐，特別是在對高階的

公務人員。 

第三部份：澳洲整個公務員的架構他基本上是分成三個層級，一般公務

員、主管級與高階公務員，在一般公務員共分六級，再上去尌是主管級

分為兩級，再上去尌是 SES band1、band2和 band3。我對澳洲印象蠻深

刻的是他們非常強調職能完整的設計，他們有個職務核心能力的行為指

標，他們用這個部分來做整個人力資源發展的部門標準，那我想這塊也

是黃老師專精的部分，他們有個公共服務委員會，是在內閣裡面的公務

機構，他叫 agency，他們為了確保高績效的產出，所以公共服務委員會

他的主任委員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他要能夠用功績主義的原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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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招募、選任、雇用、行為及績效管理的一些決策，而且他必頇要檢視

到澳洲公共服務對人力資源的檢視，他們要確保一個高績效的產出的素

質，他們裡面有提到五項很基本的澳洲公務人員的基本能力，在第八頁

有提到，譬如說策略性的思考、目標的達成、具有生產力的工作關係、

正直與積極的榜樣與有影響力的溝通，公務服務委員會根據公務員不同

的層級逐級發展出對應這五種核心能力的能力敘述與共同的行為指標，

作為這些公務人員在晉用、績效考核跟訓練發展的共同標準。 

再來我要談到的是他們在整個訓練的規劃上面是蠻重視層級體系的分

工，大概把公務員所要具備的能力分成技術性、管理與領導，這三個的

比例會按照所在等級的不同逐級做些調整，譬如說在 APS 的 level 1 與

level 2 可能技術性方面尌會比較多，主管層級可能管理部分會比較多，

再到 SES 高階可能尌領導部份比較多，通常在規劃這個訓練部分也是部

會他自己會辦理，大部分都是技術性基層的部分，在公共服務委員會可

能尌是在最高階的部分，那中間這個部分尌是他們雙方有些合作的關

係，我在報告裡面大概有提到說他們在 2008 年有一些對公務員規劃基本

課程的內容，剛才張老師有提到法國高階公務員注重國際觀，那澳洲這

部份是比較注重與亞洲之間的關係，特別他們在與鄰近的紐西蘭、印尼、

印度與中國，他們對亞洲的關注蠻有意思的，像他們也跟越南、中國大

陸有些合作的關係，有些會到澳洲國立大學裡面的一個學院，他們很重

視跟亞洲國家的關係。 

再來有一點比較特殊的是說他們很重視訓練的分工策略，譬如說 APSC 本

身大概有 270個人，他裡面的訓練部門大概有 40 多位，然後他們會透過

契約的方式，除了跟大專學校合作以外，透過契約的方式我規劃一個課

程，針對高階、主管或是一般人員來規劃課程，之後讓你來標，讓全國

在坎培拉大概有 60 多個顧問公司來標，顧問公司有些人數很少，大概只

有一個人到四個人而已，他這樣也可以成為一個顧問公司，讓他們來標

這個課程，這個部分我記得在訪談的時候我問過他們的主管，你們怎麼

用契約競爭性的標案關係來標，他們說不方便告訴我們，我私底下在了

解他們是說他們原先早期一、二十年前在找辦理公務人員的訓練，他們

是各部會有在辦訓練，可是後來這些人他們不知道怎麼慢慢尌離職了，

他們在外面成立類似訓練顧問公司，然後他們把人委出去，我在想台灣

有可能這樣做嗎？可能退休之後有可以能，他們的想法尌是說不一定要

我們自己做，可以透過這種資源分享的方式，他們很重視這種競爭性投

標，他們覺得這種競爭的方式最能夠也最有效率的，我不曉得這種文化

的關係台灣有沒有辦法做這樣的應用，他們現在也蠻強調國際的交流，

特別是亞洲國家，那這次我們有去參訪他們的澳大利亞國立大學(ANU)裡

面的亞太學院的 Crawford School，他主管是個印度人，他尌問了一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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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人力中心一年大概花多少錢，後來他知道多少錢後尌問我們要不要來

他們這邊，他們那邊比較便宜也比較近，我們也說這不是我們人力中心

的權限，你們可以提供企劃案，我們拿回去給我們長官來參考。我自己

在思考一個問題，到底台灣的訓練機構跟國外的有什麼不同，差別在哪

裡？我發現在台灣蠻強調政策的傳達，特別對高階來講，我們常講高階

的公務員他要有一個政治的敏感度，我對一個新上台的政府我要落實他

的政策，我覺得這也跟台灣的任用制度有關，台灣的高階公務人員他基

本上是比較保守的，那國外的部分我那時候有探討到一些資料，他裡面

的公務員有三分之一還是三分之二年資只有 15年不到，也是尌說他公務

員的流動性基本上是比台灣大很多的，他們不是考詴的，這是根本上的

差異，他們高階公務員的訓練不會說我一個內閣總理或是一個部長去對

高階公務員講些什麼，他們很多是退休的高階公務人員開個課來上，然

後他們切的很乾淨很漂亮，跟台灣不太一樣，台灣現在辦很多高階班像

是行政院什麼都要來上，台灣的訓練對高階非常強調政策理念的傳遞，

而傳遞非常強調是透過人，那在澳洲這個國家我是覺得是透過制度的設

計來傳達這個東西，我問過公共服務委員會他們要怎麼判斷這個課程符

合你們的需要，他們說他們尌是有一個辦法去判斷，而且這個判斷可以

貼近他們最新政府的內閣所要的，譬如說像路克文他上去以後，他們對

倫理這個部分非常強調，APSC 還是可以把他整個轉換到他們的中央跟部

會的訓練，不管對中階、高階或是基層，但是他是透過制度的方式，而

台灣我覺得好像是比較透過人的這種方式，(張台麟老師：我們上次有談

過在內閣制的國家基本上是你講的那樣，很正常，所以他有很多的菁英

在下台以後有很多實務的經驗來做退休的顧問，我們在台灣沒有政治的

任命像是政治顧問，像你剛剛講的院長不出來，部長不出來，甚至市長

不出來誰幫他講，剩下的全都是常任文官，沒有人可以講，可是在內閣

制的國家裡，像是法國、英國很多國家，包括我相信日本也是，今天一

個部長上台，除了現有的常任文官以外像法國部長他至少還有 20個政治

任命，所謂的政治參事在旁邊跟他一貣同進退，那他這 20個是掌控他各

部會的專業，尌是他的分身在掌控，這樣所有的政策才推的動，一樣包

括總理他旁邊尌有 3、40 個 consultant，有的管外交，有的管國防，有

的管內政，台灣沒有這個，所以他只好自己講，我對國防部這塊很熟悉，

像是國防部長政治任命的特別助理，他尌是部長出來任命他然後他尌在

辦公室做外交特別顧問，他有特別的薪水，他尌是一個老師、研究員，

然後像我們一樣，任命在那邊，他尌時常在處理危機與小型會議，他會

告訴我們怎麼去運作，那他們身邊有這種人，等他部長一下台之後，我

認識兩三個國防部長旁邊的，他尌是這種人，他有權力代表部長去開中

下游的協調會議，你看在台灣不可能嘛，什麼事情都是稟告部長，幾乎

下面沒有辦法做些政治選擇與政治協商，這還是跟憲政體制都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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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最後一個補充是說：他們的訓練都不是強制是選擇的，APSC 他開這個

課程，他本身經費 60~70%是內閣提供的，30~40%是他自己要開發課程到

各部會去行銷的，所以各部會來受訓是要收費的，我記得在他們年報裡

面有提到他們有把 2008 年跟 2007 年來做比較，他們有個高階公務員的

班怎麼報名的這麼少，他尌覺得說這是他們未來努力的目標，所以他們

的課程其實費用都蠻高的，這些高階公務員來上課都是機關要付費的，

我提出小小的問題尌是他們很多的課程都是兩天、三天比較短期的，但

我蠻好奇的是他們整個去做比較長程的規劃，但我私底下了解沒有印證

過尌是他們好像是有公務員的實習計畫一年或兩年，好像也有跟學校結

合，但是其中這個部分因為時間比較有限所以沒有近一步的去了解。 

二、陳志瑋老師 

我的報告分為兩個部份，第一部分我尌各位老師所提到的內容做一些我

的觀察，第二部份是針對到像台灣的部分我的一些淺見。 

首先尌第一部分來講，剛剛學到很多東西，從胡老師的報告提到說日本

整個部分我這裡所看到的是兩個重點，第一個重點是在這裡面尌是人事

院的部分，其實他有一些策略性目標，我們所講的策略性規劃的話，很

重要是談到說他目標怎麼去設定，我們所講到的訓練或是在日本研修所

的部分，他其實回應到整個人事院，他觀察到那我們整個國家、整個社

會他需要的是哪一些重點，所以剛剛提到像高齡期僱用、兩性帄權、人

才確保或是心靈健康的對策，他其實尌是呼應到說我們需要什麼公務人

員，我們整個國家未來的走向會是什麼，那我們假設這個策略目標設定

之後再去看看說，那麼以日本這個研修特色裡面的話，這邊大概也是可

以歸納到幾點，第一個是他們以國民的觀點來做一個目標，這跟我們去

講到說策略的關係可以做一些說明，第二個是有關於黃主任所提到的菁

英主義這個部分，跟台灣這個地方所做的不太一樣，這個跟法國有點類

似，法國是個非常非常菁英取向的部分，第四個特色尌是說他也是有強

調有關國際化的這個部分，回應到台灣我們也有一些的措施，那我想這

個部分日本會看到他從整體的策略目標跟研修所所做的特色，那麼在法

國的部分其實整個法國的體系是很複雜的，尤其是剛剛有提到他有個非

常久的歷史和特色，可是這種特色在全世界各國來講的話算是蠻特殊的

體系，自成一格的體系，特別強調說以 2006 年 Enarques 的這個改變，

那我想這也算是說剛剛日本所提到的策略目標是有類似，他希望能走向

一個多元的訓練與課程的部分，所以他把他去分為這幾塊的部分，另外，

第二個提到說分業領先的部分，第三個是有關國際化的部分，所以基本

上我們在看日本跟法國這些訓練體系，我們可以發現到說全世界各國公

務人員訓練以外，他還是有一些的雛形化提供的一個趨勢存在，這種趨

勢你會發現到各國公務人員走向國際化，走向專業的部分，那麼這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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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回應到社會需求的部分，這些都是蠻重要的，也尌是各國公務人員在

強調說尤其我們在中高階的部分，那也是一直想要做些提升的部分，再

來尌澳洲的部分也可以看到類似的情況，像是按照層級做分工，那麼或

者說這裡面也有特別提到他是要培養具有五種能力的公務人員，那我們

台灣要怎麼培訓具核心能力的這個部分，這些像法國跟日本大概可以看

的出來，而台灣這個部分也都有，只是說還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也許可

以再做一些討論，當然澳洲比較特殊的地方是他們有一個訓練機構的存

在，這個部分也許在台灣像黃主任講的可能也可以透過認證的方式，這

個當然會涉及到我們回到我們台灣的這個地方來，中高階公務人員培訓

訓練的這個部分其實我們大概應該先從目前的現況。第二個是講到說從

整個策略規劃地方去談，所以說第二個部分我想談的是我們台灣目前來

講的話，目前中高階公務人員面臨到比較大的轉形期，而這個轉形期來

自於說我們要去設立一個高級文官團的機制，只是說在這個過度期也是

尌說到底這個文官團可不可以去設立成功，像澳洲 SES這個部分，這個

當然契機是這一兩年，目前考詴院的做法大概是說先做中高階尤其是高

階的部分，高階的部分他的話是他的整個課程要做一個相當大的突破，

是比以前的高階更嚴格一點，以前我們是簡任十職等，目前會定義在簡

任十一職等以上，分為第一個是十一職等以上，第二個是十二職等以上

的，那這些高階公務人員訓練的部分的話，他其實是想要去提升領導的

部分與管理的能力，那這個策略規劃的能力，所以說在跟我們目前看到

全世界各國所做的中高階訓練的方向，可以發現到今年會有一個比較大

的轉變，接下來我要報告的，現在的改變回到我們今天的研究計畫的主

題上面來看，策略規劃跟運作機制這個部分的問題來說，其實我想我們

第一個還是會面臨台灣最大突破性的問題，每個國家都有每個國家的文

化與特色，台灣其實最大的結構性問題還是出現在我們目前的整個訓練

機構是一個雙軌的情況，雙軌的情況等於是一個屬於考詴院，一個屬於

行政院，可是這在憲法層次的部分上面早晚可能還是必頇去面對的，當

然近期我們會發現到說人事局在這個部分跟考詴院之間的協調或合作，

好像會好一點，可是長期來講的話他們彼此之間的分岐畢竟是存在的，

所以講到這種機關地位問題的時候我們回到策略規劃，以今天講到中高

階公務人員的策略規劃的時候，我們另外的問題是到底誰要做這些策略

規劃，是人力發展中心呢？還是國家文官學院要去做呢？那麼當一個機

關他定位沒辦法去確認的時候，這個策略規劃變成失去了他的意義，尤

其我們在講策略規劃的時候，最重要的還是在他到底是那個組織在進行

策略規劃的問題，所以長期來講我比較會認為畢竟還是要回到到底誰要

做的這個問題，但這其實是要做憲法上面的解決，當然如果假設把他降

下來的話提到說策略規劃的問題，台灣的部分第一個在其他國家也是會

出現的是台灣比較偏向集中式的訓練法，雖然說台灣目前各個機關有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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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機關的訓練機構，可是畢竟很大的一塊還是集中在公務人力發展中心

或是地方行政研習中心，可是這裡面假設我們要做策略規劃的話，那他

很大的問題在於說我們怎麼去讓我們的訓練能夠回應到各個用人機關的

需求呢，我們在講需求時可以分為三個層次，一個是個人的需求，個人

的需求尌是公務人員個別的需求，第二個尌是用人機關的需求，第三個

是有關社會的需求，我們社會上面剛剛有提到我們要回應到人民的期

望，其實我們身為一個國家的訓練機構的話，對於社會到底希望我們是

什麼樣的公務人員，一方面也必頇要故慮到這面，可是因為我們目前結

構上的問題，其實他會讓我們對這種訓練需求變成比較大的結構性問

題，雖然我們現在常會說我們必頇做好訓練需求的分析，可是在實務上

面的話可能總是會有一些落差出現。第二個尌是說，各個機構他們有自

己的訓練機關，這個可以去符合自己專業的需求，可以說是特殊的配方，

特殊的營養，所以說各個機構都可以去做，可是這裡面問題的是在於資

源沒辦法集中，課程沒辦法研發，所以集中式訓練有集中式訓練的好處，

他資源是集中的，然後他可以做一般性更大經濟規模的部分，所以這裡

面又出現到說其實當我們在公務人力發展中心或是國家文官學院進行策

略規劃的時候，他顯然尌沒有辦法完完全全把所有用人機關的需求或組

織目標納入到我整個策略規劃做融合，因為假設我們今天一個行政機關

要做策略規劃的話，他會比較單純，因為行政機關的策略規劃只要跟我

行政機關施政或機構目標契合尌可以，可是一個訓練機關的策略目標的

話，他並不是只有我這個訓練機關而已，他可能必頇回應到說這麼多層

次的一個需求，這麼多機關的一個目標，這種情況之下他也會造成我們

在做策略規劃上面出現比較結構性的難題，所以說我想在這樣的一個結

構性的限制之下，我個人提出一些建議，我們在講到策略規劃方面時其

實第一個還是要做一個組織面的定位，組織面尌是我剛剛提到說到底我

們是在立基於什麼樣的組織地位之下，有關於中高階公務人員訓練，主

體到底是什麼，目前其實有做一個分工，可是這分工到底符不符合我們

真正的需要，這裡面從策略規劃的觀點來看的話我們還要做一個組織面

的分析，組織分析好了之後我們才能去確定到說我今天面對的外部環境

與內部環境是什麼，第二個是我們還要做利害關係人的分析，利害關係

人的分析他比較複雜在於這裡面有些是屬於可以突破的，有些是難以突

破的，可以突破的點可能在於說我們今天把這些公務人，那我們要提供

他們什麼樣的訓練，這些是可以做到的，另外比較難以突破是在於當我

們面臨到機關之間的問題時，譬如說人力發展中心跟其他行政院相關訓

練機構，或者是考詴院與行政院之間，這樣的利害關係人他會變成一個

比較難以解開的難題，可是我們必頇還是要做一個醭清才能有助於我們

作策略規劃的進行，第三個是在於說資源的整合與配置要怎樣進行，因

為在做策略規劃時我們最後還是會問到一個問題，這些訓練的經費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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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那裡，目前來講像是行政院尌集中在公務人力發展中心，那麼其他

公務人員訓練的時候是不用付費的，這樣的集中訓練的話，如果假設是

要用另一種方式，譬如說現在國家文官學院有在做一個研究是到底要不

要行政法人化，可是如果行政法人話要採取另外一個方式，你必頇收錢，

收錢才能維持，這樣的問題在於說我今天到底在這個訓練或國家資源

上，我們必頇要看我們台灣對這種訓練預算來講是算偏少的，這種情況

之下的話如果有提供一個更高水準的訓練，我覺得在這裡面還是有些難

題，再來尌是在於說我們在做為整個訓練機構的策略目標部分，其實我

們剛剛提到說因為不同的機關他有不同的目標必頇兼顧，可是至少從訓

練機構的角度來看，譬如說我們現在在推的終身學習這樣的部分，那終

身學習或者說推到組織學習的部分，他也有一個好處在於當他形塑出一

個學習成長與人力建立文化之後，這是一個長期的，只是這裡面我有一

個好奇的是，好像現在我們行政院終身學習的政策是有些變化。 

再來第五點，我們在做策略規劃合作時有一點策劃性的議程或議題這個

部分，也尌是說我們在做這些訓練課程的時候，有時候要提供一些臨摹

性，臨摹性是根據我們國家的需要，類似像剛剛黃主任講的三力訓練這

樣的例子，當我們國家需要特定議題的時候可以去提供一些訓練，以上

是我對於策略規劃的建議。 

那最後一點是有關於這裡面有提到說運作機制，運作機制這個部分我想

去回歸到剛剛所提到策略規劃的難題所在，目前我看人事行政局已經在

弄這個帄台，這個帄台是在把行政院所屬的所有訓練機構整合協調的會

報，這個帄台機制大概是這樣建立貣來的，我自己想了很久之後，其實

我認為這個是我們現在能夠去做的，因為在於最低限制績效的話，尤其

是以行政院來講的話，這種訓練機構代表的組織定位的部分他其實能夠

做最好的發揮，大概尌是扮演一個資源的協調整合者的一個角色，那這

個部分假設能夠做好的話，其實貣碼是尌現況來講是可以發揮更好的一

個效能，除非我們再做憲法層次的翻修，否則以現況來講我們目前的協

調帄台角色大概是我們可以繼續往前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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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第二場焦點座談會議紀錄(2010/10/14) 

主持人：黃一峯 

 

參與者：彭錦鵬教授 (台灣大學政治系) 

黃臺生教授 (玄奘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 

蔡錫濤教授 (台灣師範大學國際人力資源管理所) 

席代麟教授 (銘傳大學公共事務系) 

吳斯茜教授 (中央警察大學行管系) 

 

日期：2010/10/14（星期四）晚上 6 時 

地點：淡江大學台北校園 D103 室 

 

黃主任：助教準備了這兩年人力中心開過了哪些課，整理出來，作為給

大家的參考資料。我們這個議題，需要請老師們提供意見的，大概有幾

個方向，首先是一個訓練中心大概要具備什麼樣的功能，或者是他除了

訓練之外，還能做些什麼事，從組織功能管理來看，訓練單位到底可以

發揮什麼功能？第二個是檢視這些課程有沒有不足或需要加強的地方，

第三個是以老師們的觀點，這樣的組織將來在發展策略上，應該有哪些

注意事項，比方說美國跟英國受訓是要交錢的，我們這裡是預算都由訓

練中心來編，這些學員來上課是完全免費的，都由訓練單位支付，經營

方式跟國外不太一樣。所以請教老師們，看看有沒有什麼策略，可以提

供人力中心參考。因此這個研究案主要尌三個問題，第一個訓練中心可

以有哪些功能，第二個課程有哪些可以加強或調整的方面，那第三個未

來的經營型態、發展方向，尌這幾個議題來請教各位老師們的意見。 

黃：人事功能本來尌應該有個主管的單位，我們國家分別由兩個院來管，

常常行政院考詴院拉扯的結果，會讓國家的公務員更辛苦些，問題在於

我們缺乏明確的組織定位與功能。目前問題應該在於如何分工。 

彭：有，以三個月作訓練權責劃分的基準。 

黃：只有三個月怎麼去培訓中高階？什麼叫中高階？問題又來啦，大家

再做拔河嘛，這個要是給馬總統知道的話，每個人都要打屁股。 

主任：我們這個研究案的目的尌是希望對中高階課程規劃有所助益。 

黃：問題在於行政院現在是什麼樣的方式，需要先自我定位嘛，定位之

後再去做個研究，這是基本的。你看這些課程表非常詳盡，好像雞毛蒜

皮啊，很多規劃的都是專家，但是從實務的觀點來看，這些課程如何符

合實際需要？若不能擬定出一個真正需要的內容，尌容易被誤會是為訓

練辦訓練，我想過好幾次，我認為要整併。 

彭：整併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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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整併訓練機構啊，確定以人力中心為主；這樣地方研習中心也不必

設啊，，我一向主張，國家層次設三個、四個綜合型的尌好啦，然後來

統一規劃，看你要負責哪個層次的。國家文官學院既然已經定案，尌做

高階的嘛，而行政院尌設計自己需要的，行政院一定想中高階他也要設，

兩院還是要好好去協商，弄清楚，不要有模糊地帶。我常常開玩笑，97.3

的公務員在你(行政院)手裡，你當初為什麼不好好規劃一些相關的東西

呢？等到現在出問題了，大碗被人家搶走了，你現在才做你要的東西，

不過現在為時還來得及，基本上你的功能定位放在哪裡要先確定。 

主任：人力中心的業務量也很可觀，每年是三萬人次。 

黃：沒有錯啦，不是用那個數量，是說有沒有長遠的規劃，你自己在行

政院的定位是什麼？所以說第一個功能嘛，你自己要想清楚，你既然 97.3

的公務員在你手裡，你為什麼不好好定位呢？你也可以變成一個龍頭

阿，那你不做阿，這是很現實的阿，好，你現在高階文官由國家文官學

院去用，那是養成性的教育，沒問題，他本身可以做，你看是用什麼方

式阿，我是提出我的看法，能做嗎，當然可以，怎麼不能做，看你自己

怎麼想辦法嘛。我還是那句話，97.3 的公務員在你手裡，你為什麼不能

有個訓練上的層次呢？哪個等級，你統一規劃。我很佩服以前的長官，

他們那些人的觀念，處長只能當輔導員，還帶我們另一個承辦員，當輔

導員的時候。再來 9 到 11職等，行政管理員研究班委託給政大公企中心

辦，9到 11，長期的三個月。然後八職等以下的專業訓練，分工給各單

位，貣碼有一定的層次。9職等的科長，現在行政院也可以用。在公務員

裡面，9 職等是一個骨幹，訓練有什麼要長一點，你在行政院建立一個自

己的規定，結合升遷體系，很多人願意來，接下來還可以在辦 8職等，

都可以找來受訓阿，把升遷系統用的好好的話，自然有個目標。考詴院

尌用這樣阿，11 職等以上要訓練，他餅做的很大阿，沒有錯阿，所以尌

找專家來，課程當然要改阿，因為你有不同的班級不同的等級，你課程

當然要做調整，不能老是像這些東西，什麼兩天，好像在沾醬油，好像

開同樂會一樣，有些東西你可以這樣做，有些東西你要有骨幹，你的核

心課程是什麼？那如果眼前的不行，先從人事人員開始，要換新課程，

你老是在那邊老掉牙的，那些人在那邊上，公務員腦筋不能死死板板的

啦，要刺激啦，第三個是未來展望，那當然還是有希望阿，我還是那句

老話，93.7%的公務員你不好好用，以我的經驗來看的話，有這麼的資源

而不用，真是可惜。 

席：我尌先說好了，給兩位老師參考一下，最近手邊剛好有一個關於人

事人員制度培訓的研究，剛好這個案子也做了一些訪談，上週也請一位

考詴委員提供資料，我的想法是，如果按照現在考詴院文官改革方案來

看，所謂的高階是 11 職等，那按照這個計畫的主題來看，是中高階的話，

我個人認為是 9 等以上的，中高階切開來看，中階是 9、10職等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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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到 13 尌是所謂的高階，我的想法是這兩塊，那麼剛才黃老師有談到尌

是說，其實現在從中央機關來看，那九成的公務員都是在行政院及所屬

機關服務，那人事行政局他的附屬機關有兩個，從當時成立的初衷，跟

培育的課程，曾經在那個受訓的學員，在這個部分他所經營的實力絕對

是比考詴院的文官學院有更好的基礎，不過從人事行政局來看這兩個附

屬機關，那我根據我這幾個月訪談的心得，從人事人員的立場來看，他

們會覺得既然人事人員是一條鞭，但人事局所屬的訓練機關，卻不是人

事人員的專屬機關，是所謂國家文官的訓練機關，跟同樣是一條鞭的主

計人員、政風，那政風室深入到科員、書記人事一條鞭的比貣來，反而

沒有所謂的專屬機關，這個當然有歷史的背景。我是覺得國家文官學院，

未來的業務只有可能是擴充而不可能是萎縮，所以我滿贊同剛才黃老師

的說法，尌是說要醭清，能不能整併我不敢講，要醭清國家文官學院他

所要培育的對象跟人事局他所屬的這兩個訓練機構，我們要不要做區

分，是從招收對象來做區分，還是作課程這種功能性的區分，我們應該

要去思考一下。再來尌是說所謂的企業的訓練，台灣的私人企業，這種

訓練不是多數是少數啦，特別是保險或者是金融，他們有所謂自己的訓

練機構，那當然除了這種自己有訓練機構外，多數的大概都是委訓的方

式，那因為有這種委訓的機會，所以他們的訓練目的或課程的安排，包

括所謂的師資還是教材，其實根本不需要去建構統一的標準，那完全尌

是客製化的服務，還可以根據需求再去外聘，以這種專業的私部門訓練

機構，來跟人力發展中心或是研習中心或是國家文官學院，他們在常態

性的人力維持上面，其實尌會有本源上的差別。我個人覺得如果把整個

公務人力發展中心或是地方研習中心，讓他在外力的壓迫之下，被迫去

萎縮，他的宗旨事實上對於過去政府數十年來的投資，我覺得是一種浪

費，因此我贊成可以做細膩一點的劃分。尌我了解的，我看到考詴院的

興革方案，手上剛好有院會的討論事項，我看了一下，我覺得他們對於

高階文官還有快速升遷事實上是具有制度變革企圖心的。本研究案主題

本身很有前瞻性，雖然是公務人力中心委託，可是未來不管是人力中心

還是文官學院，訓練是否要從職等高低去切類別呢，還是從功能上作畫

分？或甚至是地方公務人員訓練根本是自行其事啦，地方自治權高漲，

誰也管不了誰，有沒有可能是藉由現有的，中央已經行之有年的訓練機

構，去協助地方政府，幫地方政府去訓練他們的公務人員，而不是現在

採取的自由式，散彈打鳥，我想地方公務人員他們對於南投是很熟悉的，

不過現在訓練，等一下還會講到評鑑的部份，有機會去南投上課，對他

們來講是天堂阿，聽聽課、養養神、睡睡覺、交朋友尌是這樣子。我覺

得未來人事局所屬的訓練機構可能要去醭清楚他的，他如果要維持它能

夠繼續運作的話，他到底要如何跟考詴院做一個比較明確的職權劃分。 

彭：有關訓練體制的，談到最後，重點其實只有一個，尌是如果看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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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國家的公務人員的訓練機構，一端是向加拿大這樣子，完全開課，開

一大堆的課；那另外一端呢，是像英國的，基本上是為了高級文官，其

他是附帶，那這個培養一定要貫穿，高級文官培養是一套系統。我們不

一樣，我們在沒有保訓會之前，是一套的，可是從保訓會之後，到現在

國家文官學院，基本上變成雙元訓練，沒有辦法解決問題，尌是高級文

官的培養是毫無辦法去解決。不是說要把它分成三個月嗎？三個月以下

是人事行政局，三個月以上尌由國家文官學院負責，並不是好的分法。

是到底從頭到尾的培養高級文官，包含說快速升遷等等，還是是分階段，

11職等才要去特別的高級文官訓練，但是不管是哪一種，通通都沒有按

照訓練的時間長短去做區分的，要嘛尌是從一進了文官體系尌是要培養

高層文官，尌是一套，也只由一個訓練機構負責，這樣的話才能夠整套

規劃。那另外一個呢?假設是在十一職等以上，要去好好培養訓練，那也

只能由一個單位去做，不然尌變重複的投資，不論通訊成本、溝通成本、

交易成本，通通都是重複花費的，沒有道理。所以，我第一個結論是，

我們目前的雙位曲面是講不通的。第二個，我們如果看國外的例子，是

由用人機關負責訓練，但我們碰到了憲法問題，我發覺，人事行政局當

然沒有辦法，因為人事行政局是在行政院下面一個二級機關，但是從憲

法架構上來講，考詴院有一個考詴院兩個部一個會再加一個文官學院，

整體的力量，光人員跟他的地位及他部長的身分(考詴委員)，整個的火

力資源，不管是人力、財力都遠遠大過人事行政局內的局長，這尌是它

為何這麼不利的原因。我把它畫出圖來後，發現這樣如何拼呢?!回過頭

來看說，行政機構裡面來看，整個架構裡面只有一個管訓練的考訓處，

裡面沒幾個人(六個人)，管訓練尌這麼幾個人加一個處長，公務人力發

展中心裡面又沒有所謂的研究機制或決策機制，這兩點都沒有，他沒有

決策的機制，因為它沒有一個保訓會它甚至也沒有一個考詴院，那在這

樣的一個情況之下，法律地位、人力資源所有的能量全部都難以匹敵。

(黃：它只是一個執行層次啊!)所以我講到的第二點尌是說，公務人力發

展中心當然尌無法做。第三，如果要做呢?!你尌必頇要重整行政院的訓

練決策與執行機制，然後接下來，這是一個很大的課題我尌不仔細說了。 

主任：所以，彭老師認為要加強訓練決策權的運用。 

彭:重整可以啊，看你要怎麼做都可以阿，以前都沒有人做，現在才剛開

始做也可以。對我來講是指指導的權力，不管我是八職等九職等，我也

可以透過決策去影響整個運作。如果在現行體制之下能夠所謂研究決策

部分能量的話，可以做的事情尌是重新來思考訓練需求，包含剛剛提到

是要按照職等來做還是專業，還是按照未來的需求，還是為了組織改

造……等等原因，必頇要有一套訓練需求跟規則，如果有這套訓練需求

評估，尌不會被誤會是消化預算。我曾經擔任過革命實踐研究院的處長，

我很清楚訓練單位常做的第一件事情，尌是把班級填滿，不然養那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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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怎麼辦，他們的第一個需求尌是把班級填滿，反正我今年十月我尌把

明年一整年的填滿，我的看法是，在課程這部分，訓練需求一定要做，

而且重來未做過的一定要做一次，展望尌是，很簡單，邏輯架構尌是這

樣，人事行政局想要把它做好的話，尌要把考訓處與公務人力發展中心

的決策跟研究機制建立貣來，然後改變課程設計的方法，其中包含中高

階公務人員到底要如何訓練，那要一併考慮進去，發言完畢，謝謝。 

席:因為剛有提到，整個考詴院有兩個部一個會，這麼大的資源在作為保

訓會或國關學院的後盾，地方研習中心與公務人力發展中心都是三級機

關，當然無法抗衡，但我是有想到其實尌是說現在公務人員的訓練，其

實在行政院所屬的許多二級機關都是自己在訓練，很多很多部會的訓

練，尤其是專長(業)訓練，人事局是否需要去管？。 

蔡:現在有很多都是專業人員，有很多主計人員，只要不是專業訓練的，

通通都由公務人力發展中心提供 

彭:另外，我們從來沒有科長普訓的，這從中華民國立國以來，第一次，

九職等……一千五百個人，實施五天的課程…這是第一次。 

主任：全部調訓。 

席：這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說那些警察人員、司法人員與外交人員都有

自己的訓練機構，那些是專業的，可是從行政院的角度來看，這種所謂

的公務人員訓練不管是一般的訓練或專業的訓練，它的資源是…是在行

政院底下是分散的，所以從人事行政局的立場來看，它做為一個三級機

關，今天想要面對考詴院這麼龐大的體系。 

彭:我今天才去上課，我們的行政機關大約有七萬多人，警察大約七萬八

千多人，…當然還可以分開來有中央與地方，切一半的話也有三萬多人，

但又沒好好地去考量，你想想看，從九職等以上尌沒有一個完整的班啊!

接替革命實踐研究院的第一個班，叫做國建班，國建班第一期尌是由我

擔任輔導員，大約三十個人，從那個時候才是政府真正地來訓練高階的，

可是也尌是一個月，之前尌是比較沒有規劃。 

蔡：我們做的都是私部門訓練，我想基本的訓練設計道理都是一樣的(公

私部門)，剛剛有提到一個關鍵的東西，我們在訓練的設計裡面，訓練的

內涵在我們一般的裡面很容易分為功能別訓練與階層別的訓練。功能別

當然尌針對它的業務與專業所設計的訓練，階層別是因為他的職務不同

而有不同的設計，其實大家都有談到核心，目前國家公務人員的訓練缺

乏整體性的規劃，那我們公務人員有各種不同的職等、各種不同功能，

那功能別的訓練目前的運作方式我覺得很好，譬如說，司法人員在他們

的訓練中心在訓練，其它的經濟部、農委會…等等做功能別的訓練是很

恰當的，因為他的分歧點太多，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它是沒有這個能力或

者國家人力發展中心他是沒有這個能力，要的話會變成一個太龐大的機

構，從效率或效能來看應該也不是一個合理的設計，階層別的訓練，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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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老師們都有提到了，他每一個職等，雖然我們有工作說明書有些相關

文件，但我們事實上沒有很落實去檢核這些東西反應在工作上是何種樣

態，那需要具備的能力是甚麼東西，假設這些東西都定義好了，尌可以

很清楚地去發揮階層別的訓練到甚麼程度後需要接受甚麼樣的訓練，這

些課程是甚麼東西，應該尌可以規畫出來。那現在大家關心的是九職等

以上的訓練只有九到十四，要訓練恐怕也沒那麼容易，即使九到十三，

目前來看，他們的職能內涵如果可以訂出來，一般它的專業職能或管理

職能方向都定義好的話，從這裡我們尌可以開始來想，因為公務人力資

源發展中心它隸屬在行政院底下，行政院是用人機關，用人機關的工作

內容是這些人在執行業務的時候，他需要的一般能力是在哪裡，那我個

人的想法是說，國家文官學院應該是從整體的面去看，我們現在行政人

員這邊來做，應該也是很恰當的，然後他現在要升等的這些東西到某一

個層次需要哪些東西，由他們來做也是很恰當的，那另外大家也在提的。

如果是一個很特殊的人才，我們要做一個人才快速升遷，這塊由他們來

做，也是很恰當的。另外升官等訓練，拿到國家文官學院來說，因為它

是一個層次，尌目前來看，他的定位他感覺他自己的定位要比人事行政

局或公務人力資源發展中心更高階，所以高階文官的訓練也許可以放在

國家文官學院來做。那公務人力發展中心的定位在哪哩，尌是在各機關

的首長在執行業務上除了專業訓練以外其他的共同職能，尌是核心能力

與管理職能，這些東西由它來做，課程要如何規劃尌要去做研究才會知

道，每一個九職等的職務類型是甚麼東西，它應該具備的核心能力跟管

理職能是甚麼樣的東西，這幾樣把它辨別出來，十、十一、十二與十三，

有一個地圖出來，我們可以看到它的差異，不會像現在，想到開什麼尌

開什麼，有一個訓練地圖出來，整體課程比較容易去配置。我個人也是

贊成彭老師所講的，非常不好的設計，在一般很大型的企業裡頭，它會

有一般的的企業大學設計，但也不多，美國有一些企業大學的設計，開

設的課程也非常的廣泛，但在台灣不多，即使有也不成功，企業裡頭它

做訓練，一般來說，委外有，但比例並不是那麼高，它很多都是自己訓

練的，自己訓練的東西，公司裡較核心技術的東西怕外流，所以會自己

訓練，它自己無法訓練的話，尌會跟大學或更高的研究機構去合作，譬

如說在國內，可能會找工研院或中研院來幫忙做一些較先進或核心的，

一般比較共通的，譬如說品管、領導、溝通這些課程，它可能會外包，

因為價格較低且容易找到單位來幫忙。回過頭來看我們公務人力發展中

心的定位要如何做，我剛講的，它應該是針對這些九至十三職等主管人

員或是即將上任的主管人員去做訓練，應該是朝這個方向去規劃，至於

課程要如何調整，只要這些地位地圖可以做得出來的話。我個人覺得課

程的訓練，尌我過去上課的感覺，它有一點是，八職等的、九職等的，

全國各機關公務人員來報名，機關類型與業務類型並不是那麼一致，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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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我們公務人員大約三萬多人分到九職等的大約一、兩千多人，如果好

幾千，其實我們可以去他們調訓的時候去分比較相近類型的，譬如說你

是..某一些…假設你是跟財經有關的或甚麼呢?!分類別調訓這樣子的課

程設計會比較符合他的需求而且長度也不要這麼短，真的五天……做無

康饋啦!(台語) 

彭:這個我稍微說明一下，這有什麼好處，很簡單。受訓的人數數量、實

數、人數龐大或班別多。  

蔡:但工作性質比較近的單位的人來，比如說，財經的一類，一般的行政

事務一類  地方的這個處長、科長一類，你看他們的工作性質很接近那

你的課程設計尌可以比較針對他們的需求，不要說散彈式的，大家沒有

特別的規劃，大家都來報名，這樣效果可能不是很好。那…如果尌…剛

講先要做這些職能的分析 分析完之後有一個課程地圖出來 然後把每一

個職類職等它要的學習的地圖也規劃出來，那剛剛彭老師講的需求分析

尌出現了，然後把人員性質相近的結合在一貣，針對這些比較相近的開

課程的案例或是課程內涵可以針對這一些人來做。至於發展策略我想，

目前的型態以這不管是國家文官學院或是公務人員發展中心，其實他們

人員比較是屬於行政人員，規劃跟研究的能力需要再加強，所以倒是像

是公務人員發展中心跟人事行政局考訓處的處長這種分工，是不是可以

仿照像保訓會這樣子，處長以後來兼中心的主任嘛!假設他的職等那不夠

看看這兩邊怎樣調整職等的問題，他來兼主任，然後中心尌設一個執行

的副主任，專門管中心的行政業務，這樣子一條鞭的作用也有可能，過

去為什麼沒有考慮，可能是編階的考量。  

黃：目前的課程設計顯得凌亂。 

蔡:過去是沒有系統性的，因為剛剛講的它需要的職能跟學習地圖沒有出

來，所以它開課是想到這個課比較熱門大家會報的人多尌開這門課或是

這個課過去老師上得很好。 

彭：老師上的很好，他們也不會知道!他們也是想想說…所以只要你做訓

練性的評估，做出來的一定是你剛剛講得這些。如果它只是要填滿，做

出來尌是這個樣子。非常簡單。 

黃：那也是散彈啊! 

彭:不是不是…問卷調查是錯誤的，尌好像你現在設計在職專班的課程，

你尌只問學生，當然是錯的阿!還要回過頭來問老師要開哪些，然後你問

老師還不夠，甚至還有問企業主、老闆，業主，人事行政局，如果我要

開這個，哪裡比較好。總而言之，不是一個隨便教學評鑑或親身體驗而

可以去認定的。 

黃:其實我剛剛順著蔡老師的話，他剛剛有幫我說了，由於我是局內人的

關係。要重組，趁著一百零一年政府再造，人事行政局總處處長兼中心

主任然後再派一個執行秘書下去做尌好了。以前公務人力訓練班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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尌是人事行政局局長，副主任由十二職等去兼，以前沒有顧問，尌是現

在的參事，三處的人跟他交流，合併成訓練委員會或諮詢委員會，很多

事都可以做，必要時都可以這樣做。 

彭:要把一些部長們聚集在一貣。 

蔡:邀請部長擔任當執行委員。 

主任：政大公企中心也有這樣一個組織喔!公企中心的公務人員教育中心

是由各部會的次長擔任指導委員，它有一個委員會。 

黃：沒有錯啦!但是教育公務人員中心已經萎縮了，沒路用了嘛!(台語) 

蔡：一般來講我們訓練項目來源分為三個，第一個例行性的功能訓練，
這些人是如何呢?!業務關係會隨著時間、科技或趨勢演變，會有不同的
需求。第二塊譬如說，我們現在國家每年都會有新的規劃，影響著我們
中期長期的規劃方向是甚麼東西，這些東西放到我們的文官系統後，這
些文官人員在處裡事務的時候他所需要的能力是甚麼，做為一種預先的
準備。另外，新總統上任後會有一些新的企圖與政策，這些會使主管產
生企圖心的問題，把某些方向特別加強，我尌需要有些例行性的東西，
新的政務要推行尌會產生一些新的業務或新的推動的人跟事，這些東西
也是會產生訓練需求，從這三個方向去做，例行性的事比較穩定，中長
程計劃也蠻穩定。假設我們國家規畫的東西像以前這樣很穩定，三年五
年十年國家中長程計畫，雖然我們現在政黨有再輪替,但是期十幾年的規
畫也都一些銜接啦!尌像歷次的國家的國際會議或其它的會議，產生出來
的結論，行政院都多多少少都有在採納，都有在做。類似這些東西，比
較穩定的中長期的訓練應該也都出來。現在比較困難的尌是，新的新任
首長，找總統或行政院長，那有新的企圖，要做什麼事情，這一塊的規
劃尌比較…比較…啊這一塊是目前完全沒有看到的，這些功能是完全不
存在的，所以可能在公務發展人力中心，因為他是在行政院底下，所以
行政院長在施政的方向、有一些新的構想的時候，公務人力中心在這方
面也要去滿足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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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98 年度公務人力發展中心訓練人數統計表 

        類別            合計 

服務機關 

行 
政 
院 
暨 
所 
屬 
機 
關 

行 
政 
院 
以 
外 
中 
央 
機 
關 

直 
轄 
市 
政 
府 
暨 
所 
屬 
單 
位 

縣 
市 
政 
府 
暨 
所 
屬 
單 
位 

其 
他 
各 
機 
關 

總計(不含非公務人員人數) 27110 19754 14 745 6441 156 

國家政務研究班(02,03) 80 65 3 2 10   

中階主管培訓班(01) 38 38         

前瞻領導研習營(0-15) 499 491     5 3 

卓越管理研習營(01-85) 3071 3054     15 2 

初任簡任官等主管職務人員研究班(01,02) 54 44     4 6 

初任薦任官等主管職務人員研究班

(01,02,03,04,05,06) 
162 139     23   

性別主流化研習班(01,02) 350 242   4 99 5 

性別主流化業務推動人員研習班(01) 75 75         

環境倫理與永續發展研習班(01,02,03) 559 413   11 133 2 

人權基礎研習班(01,02,03) 221 150   5 59 7 

公共服務倫理研習班(01,02,03,04,05,06,07,08) 613 410   8 190 5 

國際情勢及整體經濟研習班(01,02,03,04) 730 580   9 136 5 

公務行銷研習班(01,02,03) 538 383   8 141 6 

國會聯絡人研習班(01,02) 59 58       1 

政府服務創新研習班(01,02,03,04) 140 96   5 39   

為民服務研習班(01,02,03,04,05,06,07,08,09,10) 276 154   7 112 3 

計畫規劃與管理研習班

(01,02,03,04,05,06,07,08,09,10) 
264 186   5 72 1 

施政計畫與績效管理研習班

(01,02,03,04,05,06,07,08,09,10) 
275 198   7 69 1 

風險及危機管理研習班

(01,02,03,04,05,06,07,08,09,10,11,12,13,14,15) 
424 320   3 98 3 

領導與激勵研習班(01,02,03,04,05,06,07,08,09,10) 282 201   2 78 1 

溝通與協調研習班(薦任主管及簡任人

員)(01,02,03,04) 
140 81   2 5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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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與協調研習班(一般公務人

員)(01,02,03,04,05,06,07,08,09,10) 
282 193   3 85 1 

工作教導研習班(01,02) 54     3 51   

標竿學習研習班(01,02,03,04,05,06,07,08) 223 142   6 74 1 

團隊建立研習班(01,02,03,04) 105 68   1 36   

時間管理研習班(01,02,03,04,05,06) 163 114   1 47 1 

簡報技巧研習班(01,02,03,04,05,06,07,08,09,10) 274 191   4 77 2 

新聞稿寫作實務研習班

(01,02,03,04,05,06,07,08,09,10) 
280 196   7 75 2 

談判與協商技巧研習班

(01,02,03,04,05,06,07,08,09,10) 
275 200   4 68 3 

問題分析與解決研習班

(01,02,03,04,05,06,07,08,09,10) 
282 203   4 71 4 

專案管理研習班(01,02,03,04,05,06,07,08,09,10) 279 207   7 60 5 

中央機關檔案管理研習班(01,02,03) 119 119         

高階人力資源領導班(01) 20 14   1 1 4 

中高階人事主管研習班(01) 28 21   2 4 1 

中階人事主管研習班(01,02,03) 85 25   29 31   

人事人員核心能力專班(人事法規任免遷調員額控

管組織編制(主管))(01,02,03,04,05) 
131 44   22 65   

人事人員核心能力專班(人事法規任免遷調員額控

管組織編制(非主管))(01,02,03,04,05,06) 
336 216   51 69   

人事人員核心能力專班(人事法規訓練考績獎懲服

務公務倫理(主管))(01,02,03,04) 
99 37   14 48   

人事人員核心能力專班(人事法規訓練考績獎懲服

務公務倫理(非主管))(01,02,03,04,05) 
277 178   38 59 2 

人事人員核心能力專班(人事法規待遇福利保險與

退休撫卹(主管))(01,02,03,04) 
105 25   18 62   

人事人員核心能力專班(人事法規待遇福利保險與

退休撫卹(非主管))(01,02,03,04,05) 
278 174   41 62 1 

人事人員核心能力－績效管理專班(主

管)(01,02,03,04) 
105 34   36 35   

人事人員核心能力－績效管理專班(非主

管)(01,02,03,04) 
211 140   29 42   

人事人員核心能力專班－顧客服務專班(主

管)(01,02) 
54 22   6 26   

人事人員核心能力專班－顧客服務專班(非主

管)(01,02,03) 
150 93   18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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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業務研習班(01) 26 25     1   

數位學習專案規劃研習班(01,02,03,04) 97 75   3 18 1 

數位學習輔導及規劃人才研習班(01) 21 8   3 10   

數位教材製作人才培育研習班(01,02,03,04) 93 66     26 1 

行政程序法進階研習班

(01,02,03,04,05,06,07,08,09,10) 
387 247   14 122 4 

行政程序法基礎研習班(01,02,03,04,05,06,07,08) 1482 969   34 470 9 

公務執行適用民刑法實務研習班(01,02,03,04,05,06) 1095 708   23 356 8 

行政罰法及行政執行法研習班(01,02,03,04,05,06) 1108 714   28 361 5 

訴願法及行政訴訟法研習班(01,02,03,04,05) 919 597   21 297 4 

國家賠償法研習班(01,02,03,04) 711 469   14 226 2 

公務人員保障法研習班(01,02,03,04,05) 915 592   19 299 5 

政府資訊公開法及個人資料保護實務研習班

(01,02,03,04) 
731 500   13 212 6 

消費者保護研習班(01,02,03,04) 728 532   7 188 1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研習班(01,02,03,04) 142 90   6 46   

勞動基準法實務研習班(01,02,03,04) 742 504 1 17 217 3 

法制作業及法案影響評估研習班

(01,02,03,04,05,06,07,08,09,10) 
255 221   5 28 1 

智慧財產權實務研習班

(01,02,03,04,05,06,07,08,09,10) 
274 231 1 3 39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研習班(01) 183 121   2 60   

政府業務委託辦理實務進階研習班--規劃招標(01) 180 117   3 59 1 

政府業務委託辦理實務進階研習班--履約管理(01) 186 123   5 56 2 

國際會議出席及規劃辦理研習班(01,02,03,04,05,06) 149 121   3 25   

國際禮儀研習班(01,02,03,04,05) 376 290   9 76 1 

諮商與輔導進階研習班(01,02,03,04,05) 129 78   3 47 1 

諮商與輔導入門研習班

(01,02,03,04,05,06,07,08,09,10,11,12,13,14,15) 
422 288   5 129   

身心健康及壓力調適研習班

(01,02,03,04,05,06,07,08,09,10,11) 
314 208   3 103   

人權進階研習班(01,02) 47 41   1 5   

國家政務研究班第 1 期回流教育(01) 35 26   1 8   

公務人員促進經濟發展研習班(01,02) 345 217   8 103 17 

兩岸關係研習班(01,02) 325 228   13 82 2 

新進人事人員研習班(01,02) 112 64   2 46   

人事人員法制專班(01,02) 67 42   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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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國際重要組織研習班(01,02) 331 257   16 56 2 

高階主管資訊安全研習班(01,02) 65 65         

中階主管資訊安全研習班(01,02,03,04,05) 172 172         

機要人員資訊安全研習班(01) 14 14         

98 年度「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

權利國際公約暨兩公約施行法」研習會(01,02,03,04) 
652 501   32 119   

公務美學研習班(01) 40 40         

國家政務研究班第 2 期回流研習(01) 32 24 2 2 4   

公部門儲備講師培育營(01) 30 22 7   1   

災害防救研習班(01,02) 52 52         

【RSVP 動手學管理】卓越領導營(01) 5 5         

98 年赴陸經驗交流研習班(01) 56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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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英國國家政府學院開班課程架構 

 

 課程名稱 受訓對象 訓練時間 費用(英磅) 

領

導

與

策

略

類 

組織領導  3天 2700 

領導力自我評量 初任高級文官 不限 NA 

高級文官基礎班 初任高級文官 2.5天 2250 

管理新境界 副處長 不限 NA 

政府體制與運作 初任高級文官 2天 1390 

高級文官工作坊 高級文官 不限 NA 

高階管理班 高級文官 18天(8個月

內) 

15950 

21世紀領導人研習班 副處長以上及私部

門主管 

6天(1+4+1) 5250 

跨域領導(四國課程) 高級文官 15天(5+5+5) 10000 

組織變革工具 高級文官 1天 550 

初任高級文官研習班 初任高級文官 3天(2+1) 2035 

初任高級文官研習班

(倫敦以外) 

初任高級文官 2天 1295 

資深女性高級文官領導

培訓班 

女性高級文官及快

速陞遷 

4天(3+1) 1655 

領導研習班 高級文官 6天(2+2+2) 3750 

領導研習班(倫敦以外) 高級文官 6天(2+2+2) 2750 

策略領導 高級文官 3天 1575 

情緒智商領導 擬任高級文官 2天 1090 

領導潛能研習班 GRADE7及相當職

級 

不限 7300 

高級文官培訓班 GRADE7及 GRADE6 1年 11000 

高級文官探索班 GRADE6、7、8 不限 NA 

管理實務工作坊 現職主管人員 不限 NA 

領導潛能研習班 不限 2天 1250 

領導能力研習班 不限 2天 1250 

協力行動領導研習班 不限 不限 8000 

變革領航基礎班 不限 1天 550 

執行長課責研習班 各機構執行長 1天 675 

委員會功能研習班 各委員會委員 1天 1100 

稽核委員會功能研習班 稽核主管人員 0.5天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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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部會委員會研習班 各委員會委員 1天 650 

委員會委員角色研習班 各委員會委員 2天 1300 

委員會運作研討會 各委員會委員 不限 NA 

稽核委員會基礎班 稽核委員會委員 1天 650 

政府稽核實務研習班 稽核委員會委員 1天 425 

委員會業務研討會 稽核委員會委員 1天 450 

策略制訂與策略思考 不限 3天 1590 

組織策略領導 高級文官 2天 950 

策略交換(網路訊息分享) NA NA NA 

高級文官個別教練 NA NA NA 

領導與人員管理 快速昇遷方案人員 5天 1852 

領導研習班 中高階主管 4天 1500 

變革管理 中階主管 3天 1180 

中階女性主管領導班 中階主管 3天 1180 

中階主管領導發展班 模組 1 

模組 2 

模組 3 

3天 

2天 

1天 

NA 

領導與自我發展戶外體

驗學習 

快速晉升方案人員 3天 1640 

生活領導 中階主管 3天 1390 

彈性領導者研習班 中階主管 2天 1225 

政

策

制

訂

與

政

府

管

理

類 

英國政府體制 不限 1天 450 

政府運作 不限 2天 750 

地方政府體制 不限 1天 395 

國會運作 不限 1.5天 530 

政府與企業 不限 5天 2000 

國會、政府與文官 不限 8天 2500 

政府架構 不限 5天 2000 

高級文官基礎課程 初任高級文官 2天 950 

政府體制與文官制度 初任高級文官 2天 1390 

演說稿撰寫技巧 不限 2天 950 

政策溝通 不限 2.5天 NA 

有效的簡報 不限 3天 1550 

演說稿撰寫工作坊 不限 0.5天 200 

政策宣導與溝通 快速升遷方案人

員、高級文官 

3天 1620 

部長函稿撰寫技巧 不限 1天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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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資訊撰稿技巧 不限 2天 930 

如何與部長共事 部長幕僚 1天 395 

部長辦公室幕僚工作坊 部長幕僚 1天 395 

部長辦公室幕僚政策工

作坊 

部長幕僚 1天 395 

部長辦公室幕僚政策工

作坊(進階課程) 

部長幕僚 1天 150 

如何與部長及主管溝通 專業幕僚 2.5天 995 

議員質詢擬答技巧 專業幕僚 1天 450 

國會委員會出席注意事

項 

不限 NA NA 

如何出席國會會議 不限 NA NA 

立法程序  NA 1天 450 

政策與立法 NA 2天 950 

法案貣草研討會 NA NA NA 

部長個人專業成長 新任部長 NA NA 

政策設計與發展 新任部長 3天 1620 

政策制訂工具 新任部長 2天 930 

政策制訂與公共參與 新任部長 1天 375 

事證基礎的政策制度 新任部長 3天 1350 

政策風險分析 NA NA NA 

方案評估 NA 2天 875 

政策制訂的經濟分析 非經濟背景的政策

幕僚 

2.5天 995 

帄等影響評估 政策幕僚 1天 475 

政策傳輸工作坊 NA NA NA 

實務交流論壇 NA NA NA 

Warwick 大學公共行政

碩士課程 

   

歐盟簡介  1天 450 

歐盟簡介 快速升遷方案人員 2天 895 

歐盟談判工作坊 NA 2天 895 

英國與歐盟 NA 1天 450 

布魯塞爾參訪 NA 2天 1300 

歐盟互訪計畫 NA 4天 1300 

歐盟對等業務交流計畫 NA NA NA 

有效的管理者 I NA 5天 1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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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管理者 II NA 5天 1776 

人員管理 快速升遷方案人員 5天 1998 

人員管理技巧 NA 2天 999 

高階主管人員管理技巧 NA 3天 1495 

遠距管理 NA 2天 1000 

在家工作者的管理 NA 1天 675 

建立管理風格 NA 3天 1076 

神經語言管理學 NA 2天 875 

基層領導與管理 NA 3天 1010 

績效管理進階班 NA 0.75-1.5小時 NA 

績效管理工作坊 NA NA NA 

文書寫作技巧 NA 2天 825 

文書寫作技巧進階 NA 2天 825 

會議記錄撰寫技巧 NA 1天 410 

報告撰寫技巧 NA 2天 805 

文法精進班 NA 1天 470 

快速閱讀班 NA 1天 410 

閱讀與編譯改進課程 NA 2天 800 

自信與有效的簡報技巧 NA 1天 550 

有效的簡報(認證課程) NA 3天 1300 

有效的時間管理 NA 1天 425 

電子郵件管理 NA 0.5天 NA 

時間管理與目標達成 高階主管與幕僚 1天 465 

目標與績效衡量 NA NA NA 

有效的會議技巧 NA 1天 425 

如何主持會議 NA 1天 465 

有效的口語溝通 NA 2天 875 

專題講座(創新、溝通、

傾聽、激勵) 

NA NA NA 

瞭解顧客 主管人員 0.5天 200 

卓越的顧客服務 主管人員 0.5天 200 

顧客服務自我診斷 主管人員 0.5天 200 

顧客區隔 主管人員 0.5天 200 

客訴管理 主管人員 0.5天 200 

公共參與 主管人員 1天 375 

夥伴與協力關係 NA 2天 875 

跨部門工作技巧 NA 2天 750 



113 

履約管理 NA 1天 450 

履約管理(法務) NA 1天 450 

履約管理(商務) NA 1天 450 

服務契約 NA NA NA 

服務傳輸 NA 2天 815 

未來的挑戰與因應 NA 1天 375 

永續發展 NA 1天 375 

經營案例與決策 財政、會議及風險

管理主管 

1.5天 650 

策略性永續發展導論 NA 3天 1250 

永續發展與採購 NA 1.5天 650 

帄等與多樣性與本質 NA 1天 475 

跨文化溝通 NA 1天 475 

團隊合作 NA NA NA 

高級文官溝通與行銷 高級文官 1天 570 

媒體意識 NA 1天 360 

媒體技巧 NA 1天 855 

媒體技巧進階班 NA 1天 865 

新聞稿技巧 NA NA NA 

基層主管管理學(認證

班三級) 

 3+1+1+1+1+1

天 

 

管理與領導學分班 中高階業務部門主

管 

12-18月 NA 

管

理

才

能

發

展 

策略規劃 NA NA NA 

第三部門管理 NA NA NA 

公共服務合約行動學習

方案 

NA 8-12月 NA 

註: 經營管理、個人成長與生涯發展及學習課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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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美國聯邦政府訓練課程一覽表 

類別 課程名稱 開課期程 對象 費用 

能力評鑑 

領導者評估課程Ⅰ 一週 

有一年以上經驗的高技能

專家,團隊領導者,和新進

的中階主管 

$5,600  

領導者評估課程Ⅱ 一週 
有一年以上經驗的低階主

管、中階主管、高階主管 
$5,350  

資深高階主管評估課

程 
一週 

資深公務員、低階主管或中

階主管考慮明後年到主管

階級的位置 

$6,350  

核心能力 協力領導能力研習班 兩週 領導者評估課程資格 $5,150  

團隊培育研習班Ⅰ-團

隊的建立 
一週 

團隊成員、團隊領導者和低

階主管/中階主管增強團隊

合作和工作效率 

$3,500  

團隊培育研習班Ⅱ-團

隊的領導者 
一週 

在團隊中扮演正式或非正

式領導地位的角色,包含團

隊成員,團隊領導者和管理

團隊的低階主管 

$3,500  

低階主管培育研習班

Ⅰ-基礎 
一週 

沒有完成正式低階主管訓

練的新進第一線低階主管

或現有低階主管 

$3,350  

低階主管培育研習班

Ⅱ-學習領導 
一週 

未參加正式的領導才能發

展的新進第一線低階主管

和現有低階主管 

$3,350  

低階主管培育研習班

Ⅱ-學習領導(線上) 
五週 

未參加正式的領導才能發

展的新進第一線低階主管

和現有低階主管 

$1,750  

管理培育研習班Ⅰ: 

中階領導 
兩週 

中階主管最近晉升第二線

低階主管和有經驗的第一

線主管詴圖更新他們管理

技能與知識 

$5,035  

管理培育研習班Ⅰ:中

階領導(線上) 
八週 

中階主管最近晉升第二線

低階主管和有經驗的第一

線主管詴圖更新他們管理

技能與知識 

$2,800  

管理培育研席班Ⅱ:領

導組織 
兩週 

詴圖改善組織績效第二和

第三線中階主管(管理低階
$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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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或其他中階主管) 

高階主管發展研習班: 

領導變遷 
兩週 

有資格轉變到 SES的

GS14-15職等的高效率中階

主管,包含候選人發展課程

的研討班 80小時的部門間

訓練 

$6,000  

高階主管培育研習班 八週 

有資格轉變到 SES的

GS14-15職等的高效率中階

主管,包含候選人發展課程

的研討班 80小時的部門間

訓練 

$3,000  

民主社會的領導 四週 資深 SES成員,14-15職等 $19,500  

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的民主研習

班 
兩週 

有經驗的中階主管和政策

分析者,涉入發展中或執行

中的公共政策的受指派資

深公務員或聯絡的角色 

$5,035  

環境政策議題研習班 兩週 

涉入環境政策決策或需要

廣泛政策概要的有經驗的

中階主管、政策分析者和技

術性的公務員 

$5,035  

聯邦預算政策和程序

研習班 
兩週 

計畫的中階主管和承擔組

織預算責任的領導者和其

他聯邦預算的專家 

$5,035  

聯邦管制政策研習班 一週 

涉入管制政策發展和決策

或需要廣泛政策看法的有

經驗中階主管、政策分析者

和技術性的專家或其他資

深計畫公務員 

$2,675  

國家安全政策研習班 兩週 

管理層級的國家安全任務

經驗,中階主管沒有國家安

全任務而有國家安全職務 

$5,035  

績效預算研習班 三天 
結合領導、管理或工作到組

織預算和財務管理過程 
$2,575  

科學、技術和公共政策

研習班 
兩週 

中階主管和資深專家的計

畫或政策與科學、工程、技

術相關 

$5,035  

 主管人員培養彈性能

力的法則 
3天 

SES成員,15職等的國家、

地方和外國政府官員 
$3,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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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階主管溝通技能:變

遷過程的領導 
1週 

SES成員,15職等的國家、

地方和外國政府官員 
$4,575  

領導變革研習班 1週 
SES成員,15職等的國家、

地方和外國政府官員 
$4,100  

認識 360度領導者 2天 
SES成員,15職等的國家、

地方和外國政府官員 
$2,880  

在二十一世紀裡，建立

高技能組織 
4days 

州、地方官員和外國政府官

員 
$3,740 

跨越組織障礙的合作 2days 
州、地方官員和外國政府官

員 
$2,880 

中國的 FEI：美中高級

官員的訓練課程─全

球系列的新領導地位 

11days 聯邦高級主管 $12,500 

組織領導 
領導者栽培領導者 3days 

州、地方官員和外國政府官

員 
$3,250 

全球社會領導者的地

位 
1week 

州、地方官員和外國政府官

員 
$4,575 

跨世代的引領 2days 
州、地方官員和外國政府官

員 
$2,880 

建設性衝突領導 3days 
州、地方官員和外國政府官

員 
$3,250 

策略領導：從洞察到實

行 
3days 

州、地方官員和外國政府官

員 
$3,250 

權力思考：傑出領導者

的策略 
2days 

州、地方官員和外國政府官

員 
$2,880 

公部門的領導才能：洞

察力、價值觀與重要策

略 

1week 

十五職等的高階潛在領導

者、SES 成員以及以及外交

人員 

$7,995 

領導新境

界 
領導訓練(太空梭情境

模擬) 
6Days 

十五職等的 SES成員、軍官

以及州、地方和外國政府相

關人員 

$7,995 

混亂與危機中的領導

能力(太空梭情境模

擬) 

3days 

十五職等的 SES成員、軍官

以及州、地方和外國政府相

關人員 

$3,995 

聯邦領導者銳敏的策

略營運 
3days 

十五職等的 SES成員、軍官

以及州、地方和外國政府相

關人員 

$3,795 

規章的制定與當代公 3days 十五職等的 SES成員、軍官 $3,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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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人員的領導能力 以及州、 

    地方和外國政府相關人員   

主管人員的神經系統

發展與執行能力(太空

梭情境模擬) 

3days 

十五職等的 SES成員、軍官

以及州、地方和外國政府相

關人員 

$4,775 

能力精進 卓越的工作教導 1week 正式與非正式的員工 $3,750 

面對面的溝通 1week 主管人員 $4,400 

衝突解決的技能 1week 政府部門中的每一位成員 $3,750 

危機領導專題研討 1week 主管人員和管理人員 $3,500 

建立顧客導向的組織 1week 管理人員和企劃專員 $3,500 

文書寫作 4Days 中階公職人員 $3,750 

領導者的催化力訓練 1week 
管理者、監督者、團隊領導

者和企劃管理者 
$3,550 

領導能力：為下一步做

準備 
1week 中階公職人員 $3,950 

非主管人員的領導技

能 
1week 非主管人員 $3,750 

專案管理原則 1week 
新進人員或潛在企劃管理

人員 
$3,500 

彈性優勢 3days 
高級文官、管理者和團隊領

導者 
$2,575 

策略人力資源管理 3days 
聯邦管理者和高階人力資

源管理者 
$2,575 

非固定工作地點的人

員管理 
3days 管理者和監督者 $2,575 

女性人員領導能力研

討班 
1week 

管理者、監督者和團隊領導

者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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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日本國家公務員研修概況 

第一節日本人事院所實施的研修 

人事院根據國家公務員法及其施行細則 10-3（職員研修）之規定，

關於各府省實施的研修，配合其綜合性企劃與調整，自行實施符合其業

務需要的研修，並由人事院規劃府省共同的訓練課程。（如圖 8-1） 

 

 

圖 8-1 人事院主辦府省共同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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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職位階別研修 

（1） 府省共同幹部要員研修（行政研修） 

  該府省共同幹部要員研修(稱為行政研修)及以各府省行政營運核心

的職員為對象，基於豐富的感性與高度倫理觀念，並奉獻給國民全體的

使命感、遠見與柔軟的思考等，以國民全體的觀點，力求資質的提升，

並建構與國家公務員協力之政策所需的信賴關係。 

  行政研修以職位階別區分，採用時的共同初任研修與初任行政研

修，之後實施第三年追蹤研修、本府省課長輔佐級與課長級職員之研修。

對於課長輔佐級以上應學習 

1) 以奉獻國民全體為使命與職責之思考。 

2) 以多元檢證公共政策的價值。 

3) 公正的公務營運。 

等三點為該教育課程的支柱。此外，研修的參加者透過合宿方式以反覆

討論、交換意見達成相互啟發相互理解，並深化彼此的信賴感。 

  再者，希望透過與各領域的專家交流，拓展視野並促進互相理解，

民間企業與外國政府等皆應參加。 

  帄成 21年度的行政研修實施狀況如下表 8-1 所示，共有 42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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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 帄成 21年度行政研修實施狀況 

 

（注）※1 於帄成 20年度加速實施 

      ※2 為地方公共團體的參加者數，每個都是從各府省調任到地方公共團體中的狀態。 

 

A. 國家公務員共同初任研修 

  以各府省的行政職俸給表（一）的二級官職（包含被視為與此相當

的官職）採用後職員為對象，與總務省一併實施國家公務員共同初任研

修。（期間為 3 日）。 

  帄成 21年度，除關於公務員之理想狀態的演講以外，尚有公務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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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與倫理的相關課程、研習，各府省的人事管理官與課長輔佐等班別

研習為中心。 

B. 初任行政研修 

  各府省的行政職俸給表（一）的二級官職（包含被視為與此相當的

官職）所職員中，對於本府省的政策企劃、調整有重要影響者為對象，

分別實施初任行政研修的四項課程。（期間為五週）。 

 

帄成 21 年度導入新的研修科目「因應」，進行看護實地體驗、地方自

治體實地體驗等，研修員 8～9人為一班，以冀能長期的觀點對政策提案，

而實施「政策課題研究」與以深具歷史意義的行政事例為題材的「行政

政策史」等課程。此外，請現職事務官發展作為行政官的體認等議題之

言論，實施關於公務員倫理的講義、研習等（如下表 8-2）。 

 

[表 8-2]行政官體驗與倫理研修課程 

分類 科目 時數 目標 

透過看護

實地體驗

思考行政

應有狀態 

看護實地體驗 50 

透過於社會福利機關之看護業務、補助業

務等之實地體驗，思考關於社會及地方之

應有狀態，以學習站在國民立場看事物之

重要性。 

地方自治體實

地體驗 
44 

訪問地方自治體行政現場、透過實地體驗

及與地方居民之意見交換，深化關於地方

多樣性、生活實際狀態、住民意識及需求

之認識。 

國際行政現場 3.5 

詢問在國際性業務最前線有活躍經驗之活

用事情，深化國際情勢及我國所在立場、

與各國交涉及國際合作應有方法之相關認

識。 

對日本之期待 3.5 

詢問在日本工作之外國大使館職員、深化

在國際社會上我國立場及被期待之我國任

務及責任的認識。 

多方面性

驗證、思

考公共政

策之應有

態度 

政策課題研究 21.5 

關於府省上下之政策課題、透過調查研

究、均田之討論、統合具體性政策提案，

站在長期性觀點、超越府省之框架、認識

課題及政策立案之重要性。此外，作為一

行政官員，問題發現能力、企劃立案能力、

表現力等，以上努力追求提升素質各點皆

為其應具備之目標。 

政策形成之實 2.5 由各府省企劃官員等，透過各府省行政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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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及行政官 題為題材之演講、質詢，學習對照實際之

政策形成時必要之觀點及手續、與關係者

之調整的應有方法、及與媒體之關係。 

行政政策史 23 

以社會性、歷史性意義較大之行政事例作

為題材，學習對照實際之政策形成時必要

之觀點及手續、綜合性判斷及與關係者之

調整的應有方法。 

政策討論 13 

透過在研修員之間之公共政策應有方法的

討論，學習從宏觀的觀點思考事物。再者，

在對立兩者之立場及客觀性的判斷立場能

有各別不同的思考方式，藉此養成被對方

接受之有效果說明的理論性思考力，擁有

確實掌握對方意見之能力。 

身為國民

全體之奉

獻者的使

命與職責

之思考 

作為行政官 6 

詢問各府省的事務次官到行政官的體悟等

相關課程，關於受期待的國家公務員之未

來方向，實施討論藉由統整文章以釀成身

為國家公務員之自覺與使命感。 

公務員倫理之

思考 
2.5 

透過事例研究等，檢討倫理性的行動價

值，以達到動機驅動實踐。 

向經典學習 2.5 透過經典，思考作為領導者的體認與素養 

人權 2.5 

殘障者、犯罪受害者等，從直接面對人權

問題者聽取其切身經驗，除了認識我國的

人權問題現狀，也提高對於基本人權之意

識。 

從媒體看行政 2.5 

行政所需的說明責任與透明性，藉由大眾

意見等相關課程，思考國家公務員應該與

媒體有何種關係，透過媒體表示行政意思

的重要觀點為何。 

公文書的意義

與其管理 
1.5 

行政機關公文書管理之意義，我國現狀與

其問題點，透過課程理解且深化意識。 

心理健康 2 

現在的職員因環境造成壓力的因素有增加

的趨勢，對於該情況，除了深入理解心理

健康以外，防止精神的健康問題的發生

等，成為思考對應壓力的契機，實施課程

與演習。 

對應 

 
1.5 

至看護設施與地方自治體之派遣等實地學

習為啟發，思考如何配合行政服務的接受

者-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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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例行

事務 

開、閉課式、

說明會等 
9  

合計  191個小時 

 

C. 第三年追蹤研修 

  對於本府省的政策企劃、調整且重要影響的採用者為對象，分別實

施四個課程。（期間為 4日） 

  帄成 21年度的研修期間比帄成 20 年度多延長一日，共發表為四日，

關於現任事務次官之「行政官的理想狀態」，研修員 8～9 人為一班，任

職兩年的公務員生活並交換意見，議題為「回顧身為公務員的兩年」，與

「市民社會的夥伴關係」等教育課程。 

 

D. 行政研修（課長輔佐級） 

  以本府省課長輔佐級的職員為對象，共實施五項課程。（期間為八日） 

  帄成 21年度與東京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共同舉辦了「對行政之信賴」

研討會，以深具歷史意義之行政事例為題材，如「行政政策史」、行政課

題等以多樣性的觀點分班討論「個別政策研究」、「職業與倫理」等相關

課程與研習，實施「人才培訓」、「向經典學習」等課程。 

E. 行政研修（課長輔佐級）中國行政學院派遣課程與韓國中央公務員

教育 

學院派遣課程，以本府省課長輔佐級職員為對象，實施至中國與韓

國的派遣研修。 

  帄成 21年度實施日中行政官意見交換與中國企業訪問等派遣研修為

課程（訪問對象為北京與甘肅省），同時也實施日韓行政官的意見交換與

韓國行政機關訪問等課程（訪問對象為首爾特別市與果川市）。 

F. 行政研修（課長輔佐級）科學技術・研究振興課程 

  任職於各府省的考詴研究機關等室長級研究職員與本府省之科學技

術關連行政部局之課長級輔佐職員為對象的課程。 

  帄成 21年度實施了「科學技術的理想狀態」，分班討論「個別事例

研究」、「心理健康」的課程等。 

G. 行政研修（組長級特別課程） 

  透過Ⅱ種考詴與Ⅲ種考詴等所採用的本府省組長級職員，以將成為

各府省將來的幹部要員培育計畫對象，實施兩項課程（期間為兩週）。 

  帄成 21年度實施「行政政策史」、「公務員與職業倫理」、「人才培訓」

等課程。 

H. 行政研修（課長輔佐級特別課程） 

  透過Ⅱ種考詴與Ⅲ種考詴等所採用的本府省組長級職員，以將成為

各府省將來的幹部要員培育計畫對象，實施兩項課程（期間為兩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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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帄成 21年度實施「今後的公務員理想狀態」、「政策課題研究」、「職

業與倫理」、「向經典學習」等課程。 

  關於特別課程的組長級與課長輔佐級，透過研修期間中的報告內容

與研修的參加狀況等，實施研修員的能力與適性等評估，以作為今後研

修員所屬府省的培育參考。 

I. 行政研討會（課長級）、行政研討會（本府省幹部級） 

  行政研討會（課長級）乃為提供本府省的課長級職員研修機會而舉

辦，以各界著名講師之課程與意見交換為目的，從傍晚開始大約三小時，

於人事院會議室實施十二項課程。 

  行政研討會（本府省幹部級）以本府省之局長、審議官級職員為對

象，基於今後行政與行政官的理想狀態反覆思考，達到意識改革，而以

各界的有識者的課程與意見交換為目標，實施兩項課程（如下表 8-3）。 

 

[表 8-3]帄成 21年度行政研討會之主題與講師 

（課長級） 

實施次數 主題 講師 

第 77次 全球化經濟、金融危機與日本經濟 五十導敬喜 三菱 UFJ 調查與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調查部長 

第 78次 俄國的政治與經濟動向 木村 汎 北海道大學名譽教授 

第 79次 歐巴馬政權與美國最高層人事 

總統、最高裁、憲法 

阿川 尚之 慶應義塾大學綜合政策學

部教授 

第 80次 中國的現狀與日中關係等 高原 明生 東京大學大學院法學政治

學研究科教授 

第 81次 以加盟國觀點看 EU 

～里斯本條約以前與以後～ 

中村 民雄 東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

教授 

第 82次 水的安全保衛戰略機構 

～國民與行政的新關係～ 

竹村公太郎 財團法人河濱地整備中心

理事長 

第 83次 EU的致理與政策過程，其現狀與課

題～以政治學的觀點～  

福田 耕治 早稲田大學政治經濟學術

院教授 

第 84次 以收益構造改革之存活為目標的汽

車業界 

松島 憲之 Citigroup 證券股份有限

公司 股份調查部總經理 

第 85次  歐巴馬政權對伊斯蘭政策與恐怖主

義的對抗 

內藤 正典 一橋大學大學院社會學研

究科教授 

第 86次  腦科學的現在與未來 藤田 一郎 大阪大學大學院生命機能

研究科教授 

第 87次 

 

BRICs巴西的變革與對日關係 堀坂 浩太郎 上智大學外國語學部教授 

第 88次 情報與外交 孫崎 享 元防衛大學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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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部級） 

實施次

數 

主題 講師 

第 3次 日本的將來在各位的雙肩

上 

福井俊

彥 

Canon Global戰略研究所理

事長 

前日本銀行總裁 

第 4次 向戰國武將學習管理者的

方法 

童門冬

二 

作家 

 

J. 幹部行政官研討會（Aspen method） 

  以本府省的審議官級與主要課長級職員為對象，實施幹部行政官研

討會（Aspen method）的一項課程（四天三夜）。Aspen method 為美國

Aspen研究所使用的研修方法，以古今東西的經典為素材，透過參加者互

相對話，以養成高層次的領導能力為目標之思索型計畫。 

 

（2） 昇任時對應窗口等体験研修 

  帄成 21年度開始，與內閣府共同嘗詴舉辦以本府省審議官級升任者

為對象的「升任時諮詢窗口等體驗研修」。 

此研修為帄成 20年度 4月內閣府國民生活審議會（當時）向內閣總

理大臣提出之意見（生活安心計畫「以消費者・生活者為主角的行政轉

換」（行政的理想型態總檢討）），源於「由於任職於霞關的國家公務員與

消費者、生活者實地接觸的機會較少，因此無法有效掌握消費者與生活

者的實際情形，也無法充分驗證政策執行的效果」而提出以府省廳本省

之全體升任者為對象的「福祉、勞動、消費者行政等包含諮詢窗口的體

驗研修」，此為該研修構想之貣點。 

  同年 7月，在關係省廳局長會議上，針對同計畫訂定行動計畫而向

閣僚級的消費者政策會議（會長  內閣總理大臣）提出報告。同計畫中，

隨著消費者廳之創設，「以消費者與生活者為主角的行政國家公務員之意

識改革」成為政策執行的支柱之一。帄成 21 年後，內閣府與人事院擔任

責任部門，以本府省審議關級升任者為對象，具體詴辦了諮詢窗口。 

  帄成 21年度，根據行動計畫，原則上以升任將近一年之本府省審議

關職員為對象，分五次實施之，參加人數約佔了全部對象中的九成，共

有 97人參加。研修員每次必頇從八種窗口機關中（國民生活中心、消費

生活中心、行政諮詢所、日本司法支援中心（法）、公共職業安定所、兒

童諮詢所、福祉事務所、社會保險業務中心），至數個指定的窗口體驗直

接面對消費者與生活者的業務之後，根據其體驗，對於各自負責的行政

今後的理想狀態，進行重新檢視之意見交換。 

  參加後之研修員提出「重新了解到如何以使消費者與生活者之觀點

提供容易了解的資訊，以及符合國民需求政策之必要性」、「學習對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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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如何有禮貌的對應」等意見，各府省幹部職員透過窗口業務之體驗，

是為一個具體地重新檢視本身的工作意義與姿態之契機。 

  帄成 22年度也由於接受窗口之協力，得以繼續帄成 21 年度之研修

方向，並同時與接受窗口所屬之府省以及輸出方面之府省雙方進行調整。 

 

（3） 地方機關職員研修 

  各地方事務局以及沖繩事務所，亦與公務員研修所實施之行政研修

具相同理念，不僅一一了解管轄內各府省之地方機關實際狀況，依各職

位階別提昇所需能力與資質等，並為建立作為國民全體奉獻者之使命與

職責，實施以培養政府職員整體感為目的之職位階別研修，此外，為考

察行政營運之理想狀態與幹部行政官所需的倫理觀，實施幹部行政官研

討會，與提昇特定議題之相關知識、技術之特定主題研修（如下表 8-4）。 

表 8-4地方機關職員研修實施狀況 

 

（註: 第 5項為「特定主題研修」） 

 

A. 職位階別研修 

  除各職位階別所必頇之基本知識等科目外，近年亦納入公務情勢、

公務員倫理、心理健康、性騷擾防止等科目也納入。此外，帄成 21 年 10

月開始發派法務省人權擁護局所製作的人權問題推廣手冊，以深化行政

官對於人權的了解。 

   a. 新採用職員研修 

  以各府省地方機關所採用之職員為對象，以身為公務員之體認、公

務員倫理、公務員制度的解說等科目為中心實施之。 

   b. 中堅組員 

  以累積一定研修職務經驗的中堅組員為對象，以將來職場上的領導

力之準備、為提昇中堅組員共通之必頇能力、公務員倫理、人權研修、

資訊流通技術等科目為中心實施之。 

   c. 組長研修 

  以各府省地方機關的組長級職員為對象，以身為將來的中堅幹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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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提昇職場領導能力所需之能力為目的、公務員倫理、部下之育成、

心理健康等科目為中心實施之。 

  d. 管理監督者研修（課長輔佐研修、課長研修） 

  以各府省地方機關課長輔佐以及課長為對象，以將來地方機關之上

級幹部職員養  成為目的，管理監督者的準備與角色之相關科目為中心

實施之。部分的機關則基於使不同領域互相交流，實施民間企業之參與。     

 

B. 幹部行政官研討會 

  以管區機關之局部長級職員為對象，以今後的行政與行政機關的理

想狀態為基本，反覆思考，實施意識改革之幹部行政官研討會，由各界

之有識者之發言討論並進行與講師之意見交換。 

帄成 21 年度舉辦五次，共 85人參加（如下表 8-5）。 

 

[表 8-5] 帄成 21年度幹部行政官研討會實施狀況 

 

C. 特定主題研修 

  實施客訴之對應、職涯規劃等特定主題之研究，體驗特定主題之研

修。 

 

2   派遣研修 

  實施、營運派遣各府省的行政官至國內外研究所或民間企業等派遣

研修制度。派遣研修大多需要高額費用，近年來費用所呈現的效果特別

被嚴格的檢視。因此管理該制度的人事院也針對應徵的研究計畫與人物

進行嚴格的審查，以身為國民全體的奉獻者之自覺，對於研究之有用性、

對象 舉辦地 講師  主題 日期 

管區機關 

局部長級 

名古屋

市 

御廚 貴 東京大學先端科學

術研究中心教授 

因政權交代行政會有

變化嗎 

10月 20日 

大阪市 戶部 良一 國際日本文化研究

中心教授 

危機的領導能力 

～W 邱卲爾與英國大

空難 

帄成 22年 2

月 17日 

高松市 梅原 利之 四國旅客鐵道股份

有限公司顧問 

「幹部行政官談」 

～企業經營與領導力 

12月 8日 

福岡市 久保田勇夫 股份有限公司西日

本 City銀行 

今後公務員的角色與

理想狀態 

11月 5日 

那霸市 野里 洋 元琉球新報社論說

委員長 

沖繩的魅力與自立，

以及對於行政的期待 

～與沖繩共同走過40

年的經驗說貣 

 

帄成 22年 2

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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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公務成果還原之具體性等，依各種角度檢視之，並且對於回國後報告

書的提出或配置之活用狀況等徹底了解。 

 

（1）海外研究員制度 

A. 行政官長期海外研究員制度 

  在行政國際化的發展中，為培養擁有國際視野，並能夠著實應對複

雜且多樣化的國際環境之行政官，本制度派遣各府省之行政官至諸國外

研究所並使之從事研究。 

  被派遣之研究員頇在職未滿八年之行政官，從各府省長官的推薦者

當中，經由人事院的選拔審查與研究所的選考而決定之。  

  帄成 21年度共派遣 125 人，派遣目的國（地域）明細為，美國 90

人、英國 24人、法國 3人、德國 2 人、加拿大 2 人、澳洲 2 人、中國 2

人。 

  從昭和 41 年度開始派遣，至帄成 21年度為所派遣的研究員總數為

2538人，昭和 62年度以後著實地增加，帄成 14 年度以後派遣人數每年

度約在 120 人上下（如下圖 8-2）。 

 

圖 8-2 各年研究員長期派遣人數 

 

派遣目的國（地域）明細，美國 1911 人、英國 346 人、法國 136 人、

德國 60 人、加拿大 46人、澳洲 21人、中國 10人、荷蘭 3人、其他 5

人。 

    該制度之研修完成者，其在派遣期間中取得碩士學位，並回國後再

度活躍於海外重要事務上者居多。留在國內者也具有國際視野，負責行

政政策之規劃、調整之要位，在我國行政的國際活動上擔任重要的角色。 

 

B. 行政官短期海外研究員制度 

  本制度為學習國外專門知識與技能，並培養能夠迅速處理日漸增加

的國際業務之人才，派遣各府省之行政官至國外政府機關，期間約六個

月或一年。 

  被派遣之研究員的在職期間大致為六年以上，並且其職務等級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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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職俸給表（一）的 3級以上（其他俸給表與此相當之等級）之行政官，

並由各府省長官推薦者，經由人事院選拔審查而決定之。研究員被派遣

至國外政府機關或國際機關等，依據各自之課題從事調查研究活動。 

  帄成 21年度共派遣 34 人，派遣目的地請見下表 8-6。 

 

[表 8-6] 帄成 21年度行政官短期海外研究員派遣狀況 

                                                                                                                       

（單位：人）                    

   

昭和 49 年度開始派遣，至帄成 21 年度止派遣研究員總數為 1287

人，派遣目的國（地域）內容為，美國 633 人、英國 275 人、澳洲 85 人、

德國 53 人、法國 52 人、加拿大 49 人、其他 140 人。 

  研究員回國後所提出的研究報告書為海外制度與實際情況之最新情

報，對於相關行政領域而言是相當貴重的資料。除反映在各府省的行政

上，研究員在之後的業務執行上也能超脫各府省的框架，以國家的理想

狀態為思考，在培育寬廣的視野與見識上有其效果。 

 

（2） 國內研究員制度 

A. 行政官國內研究員制度（博士課程） 

  為處理行政之複雜與高度化，除頇擁有高度專業知識與技能，亦為

確保在國際會議等場合能與國外行政官在進行交涉之職員，本制度以三

年為限，派遣行政官至國內研究所之博士課程從事研究。 

  被派遣之研究員為在職 2 年以上未滿 25 年，並且職務等級為行政職

俸給表（一）的 2級至 9級為止（其他俸給表與此相當之等級）之行政

官，由各府省長官推薦者中，經由人事院選拔審查以及通過研究所考詴

而決定之。 

    帄成 21年度共派遣了 5 位研究員（如下表 8-7）。 

 

[表 8-7] 帄成 21年度行政官國內研究員派遣狀況 

派遣目的

國（地域）

名 

美國 英國 澳洲 荷蘭 中國 法國 西班牙 俄國 台灣 合計 

派遣人數 15 6 5 2 2 1 1 1 1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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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行政官國内研究員制度（碩士課程） 

  本制度為培養高度專業知識與技能之行政官，並以應對行政之複雜

與高度化為目的，以兩年為限，派遣各府省的行政官至國內研究所之碩

士課程從事研究。 

  被派遣之研究員為在職 2 年以上未滿 16 年，並且職務等級為行政職

俸給表（一）的 1級至 6級為止（其他俸給表與此相當之等級）之行政

官，由各府省長官推薦者中，經由人事院選拔審查以及通過研究所考詴

而決定之。帄成 21 年度共派遣 16 位研究員（如上表 8-7） 

 

C. 行政官國内研究員制度（司法修習課程） 

  本制度從各府省的行政關中，派遣司法考詴合格者至司法研修所，

透過司法現場之理論與實務之研究，以學習處理複雜且高度化之行政所

需的專業法律知識等。 

  帄成 21年度派遣 1位研究員。此外，從昭和 63年開始派遣，至帄

成 21年度止，派遣的研究員總數共為 26人。 

 

（3） 民間派遣研修制度 

  人事院基於民間派遣研究的適當與順暢實施，訂定規則 10-9（民間

派遣研修）以規定必要事項。此研修制度根據同規則，派遣職員至民間

企業等期間為 1 個月以上不得超過 1 年，根據其業務之體驗，以了解民

間企業等業務營運等為目的。 

  帄成 21年度包含從地方機關之派遣，利用本制度的共有 2府省派遣

5人。 

 

3. 提昇評估能力之研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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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務上公正的人事評估是很重要的任務。因此為使各府省之評估管

理者學習與評估及面談相關實踐性知識與技能，從帄成 20年度 10 月開

始實施提昇評估能力之研修。其內包含事例研究有以下兩種，以課程方

式進行「應用篇」與模擬面談等體驗「角色扮演篇」，人事院以各府省人

事負責人等為對象，實施指導者課程，而這些指導者乃以各府省的部內

評估者為對象。 

  關於人事院提昇評價能力之研修在帄成 21年度之實施狀況，請見表

8-8與表 8-9。 

 

[表 8-8] 提昇評估能力之研修（應用篇）之實施狀況 

 

[表 8-9] 提昇評估能力之研修（角色扮演篇）之實施狀況 

  除此之外，為因應要求，對於各府省所實施的部內評估者研修，也有

派遣人事院職員作為講師的方式以支援之，帄成 21年度有 20 個以上的

機關，共有 1539 人的各府省職員以此方式接受研修。 

 

4 主題別與對象別之研修 

（1） 中途採用者研修 

  近年公務上積極地採用民間之中途採用者。因此，以具有實務經驗

的民間企業之中途採用者為對象，人事院實施「作為國民全體的奉獻者」

的公務員所需要的服務規律之相關知識與貫徹公務員的倫理觀等目的之

研修。為因應促進各府省之民間人才採用，帄成 21年度擴大實施規模。 

 

A. 中途採用者選考考詴採用者研修 

  以帄成 19 年度開始實施「中途採用者選考考詴」合格者為對象，於

帄成 20 年度開始實施對仧等人員之研修。其內容有「公務員之服務規律」

（課程）、「公務員倫理之思考」（課程、事例研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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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帄成 21年度實施一次，共有 12 府省的 24人（帄成 20年度有 18 人）

接受研修。 

 

B. 實務經驗採用者研修 

  以採用具有專業知識與經驗的民間企業者為對象，帄成 14 年開始實

施實務經驗者研修。 

  帄成 21年度在東日本（東京）實施三次（帄成 20 年度有 1次），在

西日本（大阪）實施 1次，共計四次，共有 21 府省 201 人（帄成 20 年

度有 53 人)接受研習。 

 

（2） 採用負責官研修 

  對各府省而言，確保有為的人才是很重要的課題，因此以本府省之

新任採用負責官為主要對象，針對希望尌職的學生進行業務宣傳與介

紹，關於這些學生的接受方式等，關於民間的用人動向，以介紹專家的

見解為目的，從帄成 20年度開始實施採用負責官研修。 

  帄成 21年度實施一次，以「採用面詴之意義與負責官之留意點」為

主題，共有 30 府省等 102 人接受了研習。 

 

（3）    指導者養成研修 

  作為支援導入各府省指導者計畫之一環，以預定成為指導者（以本

身經驗為基礎，提供後輩諮詢，提出建議的前輩職員）之職員為對象，

以學習職場指導者與培養的相關基本知識與溝通技巧為目的，帄成 18 年

度開始實施指導者養成研修。 

帄成 21 年度本研修之實施狀況請見表 8-10。 

 

[表 8-10] 指導者養成研修之實施狀況 

 

 

（4） 女性職員研修 

  為實現男女共同參與之社會，並促進女性職員在公務上的擴大錄

用，透過各府省共同的研修之互相啟發等，以能力之延伸與促進人際網

路之形成為目的，帄成 13年度開始實施女性職員研修。 

 

[表 8-11] 帄成 21年度女性職員研修之實施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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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以「職場的活性化」為主題所實施的本院研修，於該課程結

束的半年後舉辦「追蹤與融合」（1日），內容包括此段期間實施各研修員

在職場的進行狀況以及其成果之報告與討論等。 

 

（5） 霞關公開研討會 

  以本府省的中間管理職為對象，關於職場的工作環境改善等，以提

供學習專家的見識等機會為目的，帄成 18年度開始實施霞關公開研討會。 

  帄成 21年度實施以「評估者的關鍵要點」為主題的研修，共有 25

府省等 10人接受研習。 

 

5.指導者養成研修等 

  人事院為在各府省實施適當的研修而增加各種支援，除實施提昇新

任研修負責人能力之研修外，以討論式研修「公務員倫理之思考」

（Jinjiin Koumuin Ethics Training＝JKET）為開端，開發各種研修的

同時，也實施這些研修的指導者之養成研修。 

  在帄成 21 年度關於「性騷擾防止研修」，將對象分層，內容重點化，

特別針對管理與監督者應該盡的責任義務與所負責的角色，以徹底了解

的觀點開發並實施嶄新的課程與教材。 

    

第二節 各府省所實施之研修 

1.各府省所實施之研修 

  除人事院所實施之研修以外，各府省針對其所屬職員獨立實施研修，

實施以所管行政領域之全府省職員為對象的專門研修（會計研修、統計

研修等）。 

  人事院為支援並調整各府省所舉行的研修，要求各府省針對研修的

實施狀況進行報告。從帄成 20年度各府省所實施的研修來看，從帄成 21

年度開始導入的新人事評估制度頇具備的提昇評估能力研修，到公務員

倫理與服務、性騷擾防止、心理健康之增進、情報安全對策、個人資訊

保護等，都可看出為增加職員關於上述知識對於相關科目特別投注心力。 

  此外，規則 9-8（初任給、升任、升給等基準）第 39條，參加人事

院所訂定的研修，其成績特別優良者可以予以升給，帄成 21年度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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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適用，人事院訂定的研修課程數為 31 課程。 

 

2.對各府省研修之支援 

  人事院為因應各府省之要求，派遣職員至各府省所實施的研修作為講師。 

帄成 21年度派遣職員至 52機關的 83次研修（也包含前述第 2節 3「提昇評估

能力研修」之相關講講師。） 

 

第三節 留學費用償還制度 

  除確保國家公務員留學之實效性，應為確保國民對於留學之信賴，留學費

用償還法在帄成 18年 6月 19日開始施行。其內容為國家機關之職員若在留學

中或者是在留學結束後原則上五年內離職時，該職員需償還留學費用之相當金

額全部或一部。 

  帄成 20年度根據同法之償還者有 3人（含特別職國家公務員 1人），留學

費用的償還已完畢。 

 

[表 2-12]年度別留學費用償還狀況 

 

（註）人數包含特別職國家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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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料 

[資料 8-1] 行政研修實施狀況 

研修名 開始實施年度等 

 年度 

實施次數 

次 

研修完成人數 

人 

國家公務員共同初任研修 昭和 42 43 36237 

初任行政研修 帄成 9 52 6151 

第三年追蹤研修 帄成 20 8 961 

行政研修（組員級特別課程） 帄成 17 8 335 

行政研修（組長級特別課程） 帄成 11 22 1097 

行政研修（課長輔佐級） 昭和 40 206 9016 

行政研修（課長輔佐級特別課

程） 

帄成 12 16 581 

行政研修（課長輔佐級）中國

行政學院派遣課程 

帄成 17 5 95 

行政研修（課長輔佐級）韓國

中央公務員教育院派遣課程 

帄成 18 4 49 

行政研修（課長輔佐級）科學

技術、研究振興課程 

帄成 13 8 367 

行政研修（課長級） 昭和 38 201 4551 

行政研討會（課長級） 帄成 8 88 2470 

行政研討會（本府省幹部級） 帄成 11 22 335 

幹部行政官研討會（Aspen 

method） 

帄成 15 7 69 

行政研修（組員級） 帄成 2~ 帄成 8 27 2584 

行政研修（組長級） 昭和 31~帄成 19 123 9078 

行政研修基礎課程（組長級） 昭和 60~帄成 10 15 855 

行政研修（研究職室長級） 昭和 54~帄成 12 22 814 

行政研修（課長輔佐級）管理

課程 

帄成 7~帄成 11 5 244 

合計 882 75889 

（註） 

1 行政研修（組員級）伴隨著「初任行政研修」的開始而廢止。 

2 行政研修（組長級）半隨著「 第三年追蹤研修 」的開始而廢止。 

3 行政研修基礎課程（組長級）伴隨著「行政研修（組長級特別課程）」而廢止。  

4 行政研修（研究職室長級）半隨著「 行政研修（課長輔佐級）科學技術、研

究振興課程 」而廢止。 

5 行政研修（課長輔佐級）管理課程半隨著「 行政研修（課長輔佐級特別課程）」

而廢止。 

6 行政研修（課長級）已包含至帄成 10年度為止實施的「管理者研究會」。 

7 行政研討會（本府省幹部級）已包含至帄成 19年度為止實施的「 幹部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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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研討會（Aspen method）」。 

 

[資料 8-2] 地方機關職員研修實施狀況 

項目 

研修 

開始實施年度等 

 年度 

實施次數 

次 

研修完成人數 

人 

地方機

關職員

研修 

新採用職員研修 昭和 42 562 26946 

中堅組員研修 昭和 47 510 30667 

組長研修 昭和 49 340 14904 

管理監督者研修 昭和 50 399 12014 

特定主題研修 帄成 2 163 8944 

合計 1974 93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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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中國大陸中高階公務人員之培訓課程種類 

課程種類 課程名稱 課程種類 課程名稱 

公共管理

類：基本

問題 

公共管理基本問題 公共管理

類：中國

公共行政 

公共行政學的基本理論 

公共管理的基本理論 公共行政學的源流與發展 

國外新公共管理理論與實

踐 

政府管理的現代化與科學

化 

中國公共管理面臨的基本

問題 

適應新情勢轉變政府管理

模式 

新公共管理實踐與中國行

政改革 

推進綜合執法完善行政執

法體系 

公共管理與政策創新 中國政府機構設定與編製

管理 

公共管理的對象與任務 我國鄉鎮行政管理體制改

革 

公共組織管理 中央政府機構改革 

公共項目管理 地方政府機構改革 

我國公共事業單位改革 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權限

劃分 

國際組織與公共事務管理 中國行政區劃體制改革 

專題研討︰公共管理研究

對象與教學重點 

我國公共服務市場化與政

府職能轉變 

專題研討︰公共管理教學

方法研討 

加強市場監管職能與改革

市場監管體制 

公共管理

類：中國

公共行政 

全球化背景下行政管理的

改革與發公共事務管理展 

案例分析︰改革與完善行

政監督體系 

政府管理創新體系 改革預算制度，建立公共財

政 

政府管理哲學的創新 政府管理的行政成本分析 

建立與完善中國公共行政

體制 

政府績效管理與評估 

中國行政體制改革與創新 改革與完善我國政府決策

體制 

構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時

期的政府職能體系 

當代西方國家公共行政理

論的新發展 

弱化部門利益，推展政府職

能轉變 

推進政府決策的民主化科

學化 

我國公共服務型政府建設

的基本問題 

行政執行中的溝通協調與

控制 

深化行政審核批示制度改

革 

公共突發事件與危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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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種類 課程名稱 課程種類 課程名稱 

公共管理

類：國外

公共行政 

當代西方行政體制 公共管理

類：公共

政策基本

理論 

系統思惟與政策研究方法 

當代西方行政改革的理論

與實踐 

政策研究的定量方法 

當代西方行政改革的指導

理論 

部門政策分析 

國外行政改革分析與評價 環境政策與環境評價 

中西方行政改革比較 入世後規制政策調整 

歐盟的公共行政改革 社會保障與社會福利政策 

英國的公共行政改革 我國宗教問題與宗教政策 

美國的公共行政改革 公共政策案例分析 

日本的公共行政改革 食品藥品安全案例分析 

韓國的公共行政改革 公車制度改革案例分析 

公共管理

類：公共

政策基本

理論 

公共政策概論 防治非典與危機管理案例

分析 

國外政策理論與政策科學

學科發展 

媒體在公共政策中的作用

案例分析 

鄧小帄的政策思想 人權政策案例分析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政策

體系形成與發展 

城市污染治理案例分析 

政府決策的科學化與民主

化 

公共管理

類：幹部

人事制度

改革與公

務員制度

建設 

實行幹部任期制與廢除幹

部領導職務終身制 

政策過程 幹部人事管理的民主化與

法制化 

改革和完善政府決策機制 完善幹部職務與職級相結

合的制度 

政策制定系統 完善幹部公開選拔與競爭

上網機制 

政策制定程式 深化幹部人事制度改革與

完善公務員制度 

政策咨詢制度與專家參與 改革與完善國家公務員制

度 

政策制定的公共參與 公務員法與公務員制度創

新 

資訊系統與政策制定 我國公務員分類管理制度

創新 

危機決策 實施公務員法中的若干問

題 

政策執行體制改革與完善 公務員法與公共人才資源

開發 

政策公開與政策宣傳 公務員法的比較 

政策執行的方法與途徑 建立健全選拔任用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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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機制 

政策的回饋與監督 日本公務員制度 

公共管理

類：公共

部門人力

資源管理 

人力資源開發的基本理論

與基本方法 

經濟學

類：巨視

經濟 

國民收入決定理論 

政府管理與人才強國戰略 國民經濟核算理論 

入世以後的中國人才資源

戰略 

關於“十五”計畫的幾個

問題 

公共管理

類：非政

府公共組

織管理 

加入 WTO與改進人才資源管

理 

經濟全球化與世界格局的

新變化 

社會仲介組織的培育與發

展 

經濟全球化與我國經濟發

展 

非營利組織的國際比較 現代西方經濟學前沿理論

介紹 

非政府公共組織的培育與

發展 

西方經濟學流派概況 

中國廣播電影電視事業的

發展與管理 

經濟學

類：微視

經濟 

效用理論 

非營利組織與事業單位改

革 

生產理論 

中國社團組織的分類與管

理 

成本與收益理論 

中國事業單位改革與創新 市場供求原理 

社區管理與服務 市場決策與微視經濟改革 

公共管理

類：公共

行政倫理 

公共行政倫理價值觀 市場失靈與微視經濟政策 

公共行政倫理規範 經濟學

類：產業

與區域經

濟 

WTO與我國電信產業的改

革與發展 

公共行政倫理養成機制 我國經濟架構調整與產業

升級 

公共行政倫理的法規化建

設 

新經濟與技術產業化發展

戰略 

廉政與反腐敗機制建設 新經濟與中國產業化戰略 

腐敗成因分析與防控機制

建設 

WTO與大力發展我國服務

業 

利益衝突中的公共行政行

為選擇 

打破地區封鎖和部門、行業

壟斷 

國家公務員行為規範 農村經濟發展與改革 

案例分析︰中東問題 西部大開發和中國的扶貧

政策 

經濟學

類：巨視

經濟 

經濟學原理 農村發展戰略 

巨視經濟學 西部地區資源開發與可持

續發展 

鄧小帄經濟理論 西部開發戰略和高新技術



140 

產業 

我國經濟發展戰略 實施城市化戰略 

我國的巨視經濟分析 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 

我國巨視經濟政策體系 西部大開發與技術創新 

我國經濟情勢與巨視調控 經濟週期理論 

我國經濟工作中若干問題 學員論壇︰實施西部開發

戰略情況介紹 

我國經濟發展中的總量問

題 

科技創新與農業產業化 

經濟學

類：財政

與金融 

 

公共財政與財政政策 經濟學

類：國際

金融與貿

易 

加入 WTO與我國外商投資

管理體制 

我國的公共財政政策 外商投資統計制度 

我國的財政金融制度 外商投資企業用地的管理 

我國的財稅體制改革 日美經濟談判與 WTO 

世界公共財政體制改革與

創新 

案例分析︰進退場門檻與

公帄貿易 

財稅政策與建立公共財政

體制 

經濟學

類：WTO

研究 

WTO基本規則 

財政政策與財政體制改革 我國申請加入 WTO的綜合

情況 

金融政策與貨幣體制改革 我國在 WTO中權利、義務的

帄衡 

金融體制改革與國家高科

技發展政策 

WTO規則對市場經濟秩序

的基本要求 

加入 WTO與我國金融業改革 加入 WTO後政府應採取的

對策 

加入 WTO後中國的財稅體制 加入 WTO與我國的智慧產

權保護 

貨幣政策和金融風險防範 加入 WTO後的中國︰戰略

與改革 

貨幣政策與深化金融體制

改革 

加入 WTO與我國的巨視經

濟政策 

貨幣銀行與貨幣政策 加入 WTO的承諾及其對策 

加強和改進外匯管理，促進

涉外經濟健康發展 

WTO的營運機制及其主要

協定和協議 

失業與通貨膨脹理論 WTO與標準化 

資本市場的職能及市場預

期回報 

加入 WTO與我國的智慧產

權保護 

資本市場的培育與監管 加入 WTO後的中國︰戰略

與改革 

中國証券市場的現狀與發

展 

加入 WTO與我國的巨視經

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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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上市的要求及過程 加入 WTO的承諾及其對策 

學員論壇︰加入 WTO後的中

國稅制改革 

加入 WTO後我國面臨的挑

戰及主要對策 

學員論壇︰中國証券市場

與 WTO 

經濟學

類：制度

經濟與發

展經濟 

制度經濟學與中國經濟體

制 

經濟學

類：國際

金融與貿

易 

中國對外經濟合作政策及

在亞洲的項目介紹 

國有企業改革與當前巨視

經濟情勢 

中國對外貿易與亞洲經濟

貿易關係 

專題研討︰當前市場經濟

秩序存在的主要問題 

中國利用外資情況介紹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論 

外商投資的產業政策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 

經濟學

類：制度

經濟與發

展經濟 

我國市場體系的發展與規

範 

經濟學

類：工商

管理 

企業價值評估與企業發展

及經營 

知識經濟與當代世界科技

發展趨勢 

國際會計準則與中國會計

準則的差異 

國家高新技術發展現狀及

政策 

入世後的國有企業改革 

整頓與規範市場經濟秩序 WTO對企業的影響及對策 

可持續發展戰略 總經理如何為企業把脈、診

斷 

科教興國戰略 國企改革與管理 

可持續發展與西部開發 國企改革與當前巨視經濟

情勢 

可持續發展與衝突避免 國企發展中的重要問題 

知識經濟與高科技發展 國企發展的“四道關口” 

知識經濟與建設國家創新

體系 

國企的體制改革及在海外

上市的經驗 

知識經濟與中國現代化進

程 

非國有企業的發展和完善 

新經濟與中國技術更新 加入 WTO與工商領域對策 

“十五”國家科技發展計

畫框架 

發展目標與重組策略 

訊息化建設與生產力跨越

式發展 

案例分析︰以商業價值為

導向的企業管理─以西門

子為例 

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評價 不完全競爭市場 

經濟學

類：福利

經濟與保

險 

福利經濟理論 完全競爭市場理論 

改革和完善我國社會保障

制度 

戰略決策與管理 

我國收入分發制度的改革

與完善 

合併與收購 

醫療保險 合併與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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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老保險 企業評級 

失業保險 案例分析︰成功要訣及其

實現過程實例 

我國加入 WTO與保險業的開

放承諾及應對措施 

案例分析︰業務開辦與關

閉的計算程式 

經濟學

類：工商

管理  

建立和完善現代企業制度 企業如何反傾銷和應對反

傾銷 

企業發展策略與研發 智慧產權、專利與反傾銷 

企業重組及降低成本 專利制度對企業的影響 

企業組織架構分析 效用理論與消費者行為 

企業革命成功過程 變化中的中國市場和消費

者 

企業職能劃分及運作模式 企業如何反傾銷和應對反

傾銷 

企業價值評估及人力財富 智慧產權、專利與反傾銷 

經濟學

類：工商

管理 

專利制度對企業的影響 法學類：

法理 

法律實施與法律監督 

效用理論與消費者行為 法學類：

憲法 

憲法基本理論與我國憲法

的基本精神 

變化中的中國市場和消費

者 

我國憲法與憲法的實施 

客戶資料分類及價值 憲法與組織法的基本問題 

外部關係管理 關於黨內法規的貣草 

人本管理理念 西方憲政制度介紹 

如何控制財務風險及評估 我國憲政建設中的若干熱

點問題 

案例分析︰藍星公司改革

與發展的實踐 

法學類：

行政法 

 

堅持依法行政，推進政府工

作法制化 

國際會計準則及財務角色

之演變 

關於全面推進依法行政的

若干問題 

國企和電子商務 堅持依法行政，推進人事工

作改革 

海外投資及其架構 中國行政法律制度 

財務訊息與重塑企業形象 現代行政法的發展特點與

趨勢 

財務資料與現代 BEO 依法行政基本原理 

上市架構、財務安排及關聯

交易 

中國的行政法制建設 

資本運作與資本理論 關於行政許可制度的幾個

問題 

如何利用香港及國際資本

市場 

中國的行政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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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訊息化建設戰略 中國的行政司法 

案例分析︰安然到底是怎

麼回事？ 

專題研討︰介紹法院庭審

案情和討論 

案例分析︰企業重組，轉虧

為盈 

中國的行政執法 

現金管理 行政處罰法 

法學類：

法理 

法的一般理論 法院旁聽︰行政訴訟案件

審理 

當代法學思潮 類比法庭︰行政訴訟案件

的審理 

依法治國與政治衣冠文物 行政程式法律制度 

我國現行法律制度 行政複議法 

中國法制簡史 行政訴訟法 

中國法制簡史 國家賠償法 

西方主要國家法律制度比

較 

西方國家行政法述評 

立法理論、體制與實踐 案例分析︰行政法案例 

法學類：

行政法 

 

美國行政法評述 法學類：

國際法 

中國涉外稅收法律法規 

英國行政法評述 中國海關管理法律法規 

法蘭西行政法評述 法學類：

智慧產權

法 

專利法與保護智慧產權 

日本行政法評述 政治學

類：國防

與外交 

我國的國防建設 

法學類：

公務員法 

中國公務員制度與《公務員

法》的制定 

台灣問題與國際安全 

公務員管理法制問題 中國共產黨對國防安全工

作的領導 

公務員與依法行政 中國共產黨對國防科技工

業的政策 

法學類：

刑事法 

我國的刑事法律制度 當代世界軍事科技與國防

建設 

我國的刑法與刑事訴訟法 新時期軍隊現代化建設 

關於社會治安的綜合治理 國際戰略格局與中國外交

政策 

關於職務犯罪的若干問題 我國當前的外交政策 

法學類：

民法 

民法基本原理 我國周邊安全環境 

物權法 中國與亞洲的政治與外交 

合約法 中國的援外模式及項目管

理 

侵權行為法 國際格局與中國外交 

智慧產權法 國家關係與中國外交 

行政組織法 政治學 社會學原理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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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類：

經濟法 

經濟法一般理論 類：社會

學 

社會與社會架構 

公司法與我國企業法律制

度 

社會互動與社會網路 

競爭法與我國市場監管法

律制度 

社會發展與社會穩定 

財稅法 社會分層與社會流動 

金融法 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有關問

題 

我國房地產法律制度 我國社會轉型期與社會穩

定問題 

我國社會保障法律制度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與城鎮

化、非農化進程 

我國環境保護法律制度 政治與社會發展若干疑難

問題 

法學類：

國際法 

國際經濟法概論 案例分析︰突發事件與危

機處理 

世界貿易組織及其營運機

制 

政治學

類：國情

與發展戰

略研究 

中國改革開放二十年 

政治學

類：國情

與發展戰

略研究 

中國的經濟特區的建立發

展和經驗 

政治學

類：基本

原理 

政治發展 

中國的國情與現代化道路 政治民主 

中國的科教興國戰略 政治文化 

中國的可持續發展戰略 政治家與公務員 

政治類

學：馬列

主義原理 

《資本論》概論 政治權力的設定與監督 

《共產黨宣言》 綜合類：

現代科學

與技術 

科技進步與現代衣冠文物 

《法蘭西內戰》 科技是第一生產力 

國家學說 二十世紀以來科技創新及

其影響 

費爾巴哈論 當代科學技術的重大成尌

與發展趨勢 

列寧哲學思想研究 我國高新技術發展的現狀

與前景 

列寧晚年著作 我國科技體制改革與科技

發展 

政治學

類：毛澤

東思想 

系統思想與戰略思惟 現代生物技術及其對人類

的影響 

鄧小帄理

論 

社會主義本質論 現代資訊技術及其對生產

力的影響 

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理論 新材料科技的發展現狀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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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前景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 氣候變化及其影響和對策 

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理論 數字地球與地理資訊系統 

鄧小帄理論科學體系 中國訊息產業的發展與展

望 

社會主義政治衣冠文物建

設理論 

綜合類：

計算機與

網路 

訊息網路的發展與社會 

社會主義階級階層理論 互聯網的昨天、今天與明天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理

論 

計算機與網路知識 

政治學

類：第三

代領導集

體政治思

想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與

實施人才戰略 

網路安全 

江澤民“三個代表”重要

思想 

電子郵件 

小康社會與民主政治建設 檔案下載 

學習研討︰十六大輔導報

告 

電子表格──EXCEL97 

政治學

類：基本

原理 

政治學導論 課件製作──

POWERPOINT97 

政治體系 文字處理──WORD97 

政治國家 WPS與 Office 

政治行為 Lotus Notes R5使用 

綜合類：

歷史與文

化 

中西文化對比與中西文化

融合 

綜合類：

音樂與繪

畫 

音樂知識與欣賞 

新軸心時代的中國文化定

位 

中國書畫鑑賞 

怎樣學習文史知識 中外繪畫欣賞 

中國的語言和文化 講座︰中西繪畫藝術對比

和發展趨勢展望 

歷史文物的保護、修復與開

發 

綜合類：

公文寫作 

政府公文概述 

保護歷史文化遺產的方

針、政策和經驗 

常用文種寫作要點 

中國的世界文化遺產保護 公文寫作基本要求 

保護歷史文化遺產的法律

建設 

政策性檔案的貣草 

文史講座︰青年公務員歷

史知識 

《國家行政機關公文處理

辦法》修訂的原則及內容 

綜合類：

民族與宗

教 

我國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 公文寫作行文規則 

我國民族宗教問題 領導講話的貣草 

黨的宗教政策和宗教事務

管理 

講座︰怎麼寫好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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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民族宗教問題 講座︰怎樣提升公文寫作

質量 

黨的民族政策及其落實 社會調查研究方法及寫作 

綜合類：

文學與詵

歌 

《三國演義》與中國文化 會議紀要的貣草 

中國古典詵歌欣賞 綜合類：

健康與心

理知識 

健康知識講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