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組織法論 
 

 

黃錦堂  著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2720



 

 

二版序  

行政組織法涉及憲法之中央與地方分權、行政權對立法權負

責、行政一體性原則、行政院與行政機關之組織法律保留、權力分

立、人民基本權與其他憲法價值保障，涉及時代變遷下之行政任務

與組織方式之調整，並與效率效能相關，屬於國家競爭力之核心一

環，具有重要性，而為多種學門所關注。 

本書屬於法學著作，關注我國整體與各類型行政組織之主要議

題，進行憲法與法律解釋，並略做法政策之討論。本書旨在提供一

個全面且基礎的討論，所以每章以相當篇幅說明條文規定與實施情

形，兼顧德國式大本教科書與專論之性質。本版次改以「直接行

政」與「間接行政」作為架構，並以民主正當性的控制水平與多元

控制面向作為主要的憲法架構，內容上更強調法解釋學，章節更為

完整；行政任務私營化也屬於行政組織法之範疇。 

筆者感謝內人洪昭鳳博士（任教於開南大學）與兩位女兒的愛

護、支持與陪伴。筆者感謝學術界師友與同仁們的鼓勵與批評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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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行政組織法學的任務與課題 

目 次 

壹、 概念與體系：直接與間接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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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政組織法論 

壹、概念與體系：直接與間接行政 

「行政組織」一詞有寬廣不同的定義，得視個別學科或個別學者的

研究目的與旨趣，而有不同。 

一、直接行政 

狹義之行政機關，以行政法學關懷旨趣而言，係指「科層式之行政

組織」，特徵為上下一體，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的軟硬體及人員等配備

享有合於秩序之「職務監督」及就下級機關的職掌業務決定之「特別監

督」，後者包括合法性與合目的性。上下級行政機關形成一體，以完成

對於議會（在中央為立法院，地方為地方議會）之負責。我國中央行政

機關組織基準法所建立的架構為「行政院──部會──三級機關構──

四級機關構」；地方制度法第62條及「地方行政機關組織準則」建立

「地方政府（例如臺北市政府）、地方一級行政機關（例如臺北市政府

教育局 ）──地方 二級 行政機 關（ 例如臺 北市 政府產 業發 展局市 場

處）」之架構1。 

「獨立機關」也為「直接行政」之一種，例如中央選舉委員會、國

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公平交易委員會；性質上為行政機關，但在組織、

人員、職權行使或甚至其他面向（例如預算編列、訴願管轄）上享有一

定的獨立性。此等機關設置之正當性事由、法律保留、法律應有的規範

內容、如何確保國會與上級機關之監督權，或另方面如何輔以其他之監

督機制（例如施政依據與施政績效之資訊公開、聽證、內部自我監督、

績效管理等），以填補立法院及行政院的監督權之減損，為獨立機關法

制上之重要議題。 

                                                        
1  「臺北市政府」與「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二者於「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
並無層級區分，但於訴願法上之訴願管轄則區分為上下級機關。約言之，準
則第5條規定，地方行政機關依下列規定，分層級設機關：一、直轄市政府所
屬機關以分二層級為限，其名稱如下：局、處、委員會：一級機關用之。
處限於輔助兼具業務性質之機關用之。處、大隊、所、中心：二級機關用
之。二、縣（市）政府所屬機關以分二層級為限，其名稱如下：局：一級
機關用之。隊、所：二級機關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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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緒論：行政組織法學的任務與課題

二、間接行政 

除了「直接行政」之外，行政法學尚關注「間接行政」，指於中央

政府或地方政府於科層式行政機關之外所設置或所援引者，使單獨或協

助承擔公共任務，並賦予必要的權力及建立有關的監督，而這因為破壞

了公權力應由行政權機關行使及行政組織構成一個整體以對立法院或地

方議會負責之體制，而須由法律或自治條例作為設置依據，包括： 

公法人 

公法人故名思義為公法上之法人，其係法人，所以具有法人格，其

係在公法上運作而有別於私法人。其係由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或其他公

部門主體作為設置主體，經由法律或自治條例，而直接成立或建立要件

而由行政機關許可設置。若依照德國法，則可分為公法上社團法人、公

法上財團法人、公法上公營造物法人，後二者我國幾乎沒有採用，公法

上社團法人的設置也少，目前只有地方自治公法人。 

行政法人 

這是一種新的公法人類型，出於新公共管理思潮之「績效管理」及

鬆綁法規與決行權下放。在比較法上，得有不同的法制，我國採行政

「法人」模式，從母體機關分立而出之原行政機關享有公法上法人的地

位，從而須有組織法律作為依據，我國行政法人法規定設置理事會與監

事會以及權責，行政法人從而享有一定的自主權。這雖然有獨立性的意

涵，但實則主管部會已經前置性地設置董事會與監事會並指派人選，所

以行政法人的政經獨立性不足，而與德國式之「公法人」強調「與國家

保持距離」（staatsfern），有所不同。 

行政任務之私營化 

「行政任務之去任務化」、「行政任務之私營化」、「行政法人

化」、「行政任務之地方化」為我國行政組織改革（指廣義者）的主要

方案。其中私營化的發展空間很大，得有諸多類型，其中所謂「功能性

之私營化」係指行政任務由私部門主體協助承辦，承辦者依有關法律與

契約規定而得有公權力行使之委託或行政助手之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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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組織法論 

公權力行使之委託 

這是行政機關將管轄權，依法律直接或授權規定，而委託私部門主

體執行，性質上為「管轄權之移轉」。與此相近，但無管轄權移轉者，

為「行政助手」。 

政府捐助的財團法人 

本類型係指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或其他公部門主體作為主要出資

者，所設置之私法上法人，旨在承擔公共任務，但係以私法人方式出

現，是一種方便的間接行政組織，蓋其為財團法人，所以具有封閉性，

可以遂行主要捐資者所設定的目標，而且原則上不受到公法上組織、人

事、預算、會計等法規的限制，公部門主體認為有必要，便得出資設

置，如何使不脫逸公共任務，相關管制值得關注。我國已經制定財團法

人法，其中有專門章節，針對政府捐助的財團法人。 

公營事業 

公營事業係指稱民生公用事業有關者，一般而言，具有規模性、民

生照顧任務性（例如水、電、交通）、壟斷性之特色。早先係由公部門

設置公營造物方式而為經營，性質上為行政機關之一種，晚近數十年來

興起公營事業民營化之風潮，包括組織之公司化、釋股、開放私部門主

體參與競爭，以及因為整體市場隨著相關科技之快速且動態發展而持續

成長中，相關管制乃成為熱門的議題，例如電信管制。 

本書以上的分類，合於德國行政組織法所稱「直接之國家行政」

（Unmittelbare Staatsverwaltung）與「間接之國 家行政」（ Mittelbare 

Staatsverwaltung）架構，以下略作說明。 

於此所稱國家，就「聯邦國」而言，係指「聯邦」。聯邦與邦之間

的權限劃分得分為立法權、行政權（executive power）、財政權等。

「聯邦直接行政」係指聯邦自身所設立的行政組織，前提為，聯邦依據

基本法就該事項（領域）享有行政權。這問題在德國基本法有詳細規

定，旨在避免聯邦侵犯邦之行政權。就聯邦與邦之間的行政權劃分而

言，不同的聯邦國（例如德國、美國、加拿大等）得有一定的差異。德

國係將聯邦法律原則上交由邦執行，聯邦只於基本法明文規定的項目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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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行政權，以強化邦的地位，邦取得執行聯邦法律之權力，從而享有

相關領域之行政機關設置權與業務決行權。邦執行聯邦法律應受到聯邦

的監督。基本法將邦執行聯邦法律區分為兩種模式，就二者聯邦享有的

監督權限高低不同。一是「邦以執行自身事項的身分而執行」，聯邦於

此享有的監督權限較小；第二種為，「邦以受委託辦理的身分而執

行」，聯邦享有較高強度的監督權。在各邦而言，因為邦採行單一國體

制，地方自治團體不是國家，而是一種地域上之自治體，但因重要性而

享有憲法之保障（制度性保障，而非基本權）。 

「直接行政」係指聯邦政府依基本法規定及行政組織法有關規範，

以及邦政府依邦憲法及邦行政組織法（若干邦有制定之）或其他規範，

享有行政權，其為此所設置的行政機關構，尤其「邦內閣」、「部之行

政組織」（Ministerialverwaltung）（我國為「二級機關」）、邦之中級

特別行政機關（我國稱為三級機關構）、邦之下級特別行政機關（我國

稱為四級機關構）。「間接行政」則指稱聯邦政府或邦政府或地方自治

團體為承辦公共任務，所設置之法人或其他組織體，包括邦委託地方自

治團體辦理委辦事項。其類型得涵蓋公法人、行政法人、政府捐助的財

團法人、公營事業、公權力行使之委託，以及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之

受委託辦理委辦事項等2。 

就我國而言，「院──部會──三級機關構──四級機關構」為

「直接行政」；各行政機關不具有法人地位，所以不是權利義務之最終

歸屬主體；至於其得以機關名義而於行政程序法上享有當事人地位及於

及行政訴訟法上得為原告或被告，係出於法律的規定，旨在劃分出不同

的專業機關與層級機關，以利於專業行政。 

地方政府執行自治事項係承辦自己的事項，這是地方政府本身之

「直接行政」。委辦事項為國家的事項，國家立法但不自為執行，而委

託地方自治團體，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於執行時受到主管部會的高強

度監督（包括合法性與合目的性，參見我國地方制度法第75條，例如第

3項「直轄市政府辦理委辦事項違背憲法、法律、『中央法令或逾越權

                                                        
2  Vgl. Maurer/Waldhoff, 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 19. Aufl.,§22 Rn. 1- ff.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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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者』，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報行政院予以撤銷、變更、廢止或停止其

執行」）3。 

貳、相關學門的關懷 

行政組織，尤其科層式組織，其中尤其「部」與所屬機關構之組

織，旨在執行法律，所為之管制政策制訂與個案執行與人民（含業者）

的基本權之落實密切相關，影響整體社會下之政治、經濟、社會、文

化、科技等次體系之發展，與國家競爭力高低密切相關，而為多個學門

所關懷。 

各學門因旨趣不同，重點有別，例如企管學之組織理論，旨在針對

公部門的任務與組織如何因應時代變遷而為推陳出新，以便更有效能與

效率履行。 

政治學門主要從憲法與政府之角度，討論民主體制、權力分立、政

府體制（指總統制、內閣制、雙首長制等）、內閣、部會、部會所屬機

關，以及內閣的組成、閣揆的施政方針決定權與監督權，以及國會的監

督權。 

社會學理論博大精深，其一方面具有宏觀性，針對政經社科技體系

（法學常稱為「周邊條件」）變遷加以理解與掌握，關注變遷所導致的

治理模式興革與在此設定下之行政組織變革。其另方面強調實證研究，

關注行政組織的實際運作與產出情形。 

公共行政學門的一個研究子題，為「公共組織」，旨在討論：科層

式體制；傳統之行政管理；組織文化；激勵理論；公共組織與政策執

行；公共組織與從業人員（含專業知識、判斷與裁量等）；全方位品質

管理；新公共管理（企業型政府、政府再造及私營化、行政組織精

                                                        
3  Vgl. Kemmler, Die mittelbare Staatsverwaltung und ihre ausbildungsrelevanten 

Themenbereiche, JA 2015 S. 328-330. 於此，存有一個小的爭論，亦即以地方自
治團體而言，或以德國基本法第87條第2項、第3項聯邦設置公法上的社團法
人或公營造物法人來承辦業務時，所謂間接行政是否只指稱法人受委託辦理
委辦事項，而不包括自治事項者？「狹義說」採之；廣義說認為，從整體功
能發揮的角度以觀，即使這些公法人係承辦自治事項，也是由國家所劃出，
所以仍可定性為間接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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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緒論：行政組織法學的任務與課題

簡）；行政組織與行政中立、公共利益；公共組織之行政責任；公共

組織與防貪等4。學者林水波指出，公共組織的任務、特色及與環境的

關係5：公共組織的設立，為人類提供諸多必要的服務，執行各項重要

的政策使命，對應外在環境體制的制約，爭取有效的生存空間，奠定持

續運作的基礎，關係到政府的公權力以及公信力，所以對公共組織的分

析，鑽研及論述，一直為學界關切的課題，建構理論與命題的標的對

象，研擬策略的課題，更是公共行政學相當重要的學科。公共組織並非

置身在真空管之內，而是浸染在變化迅速的環境裡，生存於綿密的內外

在體制情境下，每易衍發一些結構不良的問題；職是，組織每要因應內

外在環境的變遷，改變思維體系，重組組織之結構及改造運作構成。以

上約略顯示公共組織之行政學關懷與議題。 

另外有所謂「組織心理學」、「組織行為（學）」、「組織文化

（學）」之理論，旨在討論個人於所屬組織中的行為及如何受到組織的

影響，包括領導統御、公務倫理、行政中立等問題6。這些理論對於經

營管理公共組織（亦即本文所稱的行政組織，包括直接行政與間接行

政），具有意義。 

我國政府也有所推動，舉例言之，銓敘部2014年1月27日制頒「型

塑文官優質組織文化推動方案」，其主要規定為：「壹、依據：依民國

九十八年六月十八日考試院第十一屆第三十九次會議討論通過之『考試

院文官制度興革規劃方案』第一案『建基公務倫理，型塑優質文化』中

程興革事項，訂定本方案。貳、目標與策略：本方案為深化文官廉正、

忠誠、專業、效能、關懷五項核心價值，透過法制建立、宣導訓練、組

織學習、參與建議等策略，以期袪除官場負面文化，強化公民性政府之

治理結構，進而達到型塑文官優質組織文化之目標。」 

以上，因為學科的歷史沿革與專業分殊化要求，一般而言不是法律

學所關注。 

                                                        
4  江岷欽、林鍾沂，《公共組織理論》，修訂再版二刷（2000），散見全書各
處。 

5  林水波，《組織理論》（1999）。 
6  Vgl. Schmidt-Preuß, Steuerung durch Organisation, DÖV 2001, S. 45 (45), 內附進
一步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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