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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獨立機關之特性為獨立性與專業性，因公平會為我國獨立機關，

又近期進行組織改造及修法等多項與國會相關工作，本文擬探究獨立

機關與國會之關係，並期對獨立機關應如何加強獨立性，及公平會應

如何加強國會關係作出建議。 

    本文之章節安排，係由權力分立及權力制衡等學理基礎，探討獨

立機關之本質及其獨立性，並說明我國三個獨立機關之現況及其組織

運作之比較。其次，分析民國 101年至 102年間，公平會與立法院有

關總質詢、業務報告、預算與法案審查及立法院行使人事同意權情

形，並從理論、法制及實務三面向檢討公平會與立法院之關係，最後

提出研究發現並具體建議如下： 

一、獨立機關應修法加強財務自主性，以增加獨立性，建議比照司法

院之預算編列，以彰顯獨立機關之獨立性。 

二、獨立機關應修法排除訴願，由法院作適法性監督，期修法達成行

政處分逕提行政訴訟之目標，以加強其獨立性。 

三、獨立機關首長應重視國會聯絡業務，並加強與立法院溝通協調，

以利法案及預算之遂行，使政務能順利推展。 

四、公平會應比照通傳會修改處務規程，將國會與新聞聯繫列為主任

秘書職掌。 

五、公平會應重視宣導，加強競爭倡議及媒體溝通，以回應行政監督

與立法監督。 

 

關鍵詞：獨立機關、國會關係、獨立性、公平會、國會運作 



ABSTRACT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an independent agency are independency and 

professionalism. To cope with the government reform, the Fair Trade 

Commission (FTC), one of nation’s independent agencies, has been under a series 

of reorganization works recently, including law amendment and institutional 

restructuring. This essay will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ependent 

agencies and the Congress.  Recommendations will be also proposed to the FTC 

on how to enhance the independency and strengthen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Legislative Yuan (Congress).   

The thesis will be unfolded as following. First of all, based on political 

theories, such as the principle of separation of powers and checks-and-balances, 

the thesis will review the essence of independency of independent agencies and 

illustrate 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s of the three independent agencies. In addition, 

I will compare the organic operations of the three agencies. Secondly, the author 

will analyze the agenda of the Legislative Yuan (Congress) containing the general 

interpellation, administration debriefing, budget and law reviews, and the 

Commissioner appointments of the FTC from 2012 to 2013.  Furthermore, this 

thesis review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TC and Congress from theoretic, 

juristic, and practical aspects. Lastly, this thesis will suggest five findings: 

First, the independency of independent agencies should be enhanced by 

strengthening their financial autonomy. It suggests that the independent agencies 

might modify their budget preparation process by following the Judicial Yuan's 

example. Second, the Administrative Appeal Act should be amended to let the 

court supervise the administrative activities of the FTC. Third, the head of the 

independent agencies should place importance on relationship with the Congress 

and strengthen liaison with the Legislative Yuan to boost the passage of bills and 

budgets. Fourth, the FTC should amend its Statute Governing the Department 

Affairs to assign the congressional and the press liaison to the Chief Secretary. 

Finally, in response to administrative and legislative supervision, the FTC should 

enhance advocacy of the Fair Trade Act and strengthen communication with the 

media. 

【Keywords】: Independent Agencies, congressional relationship, independence, 

Fair Trade Commission, congressional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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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政府為求提昇效率與效能，在民國 86年修憲時，增訂之憲法增

修條文第 3條第 3項「國家機關之職權、設立程序及總員額，得以法

律為準則性之規定」與第 4項「各機關之組織、編制及員額，應依前

項法律，基於政策或業務需要決定之」規定，目的在於放鬆法律對機

關組織層次之羈束，俾能因應實際需要調整中央機關之組織結構，彈

性運用編製員額，不必處處受制於立法機關。修憲者顯然有意在組織

法之領域，降低法律之規範密度，僅作「準則性之規定」，保留行政

權自主之空間（吳庚，2005：140）。民國 91年 3月總統府「政府改

造委員會」通過「獨立機關建制理念與原則」，11月間「行政院組

織改造推動委員會」復通過「獨立機關建制原則」作為實務上檢討設

立獨立機關的具體操作原則，包括「獨立機關所為決策不受行政院或

其他行政機關之適當性及適法性監督」、「立法院得藉由立法規範及

預算之審議對獨立機關為監督」等。民國 93年 6月 23日制定公布的

「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正式導入獨立機關法制化，並於相關條

文中將獨立機關共通事項，納入規範，賦予法制化的基礎，使其成為

法律所創設嶄新的組織制度。其中第 4條規定獨立機關之組織，應以

法律定之；第 21條規定獨立機關首長、副首長及其合議制成員，相

當二級機關者，由一級機關首長提名經立法院同意後任命之；其他機

關由一級機關首長任命之（高文誠，2006：2）。因此，建制獨立機

關以推動部分政府機關專業化、去政治化，為行政革新及政府組織體

制的檢討改革重點。 

    英國 Acton爵士曾言：「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腐

化。」這句話一語道破人類的歷史經驗（林子儀等，2008：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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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立機關起源於 19世紀末期美國的獨立管制委員會，為確保行政權

的行使是在專業性、公正性與中立性的考量下完成，獨立機關因此得

到設立的契機。近年來獨立機關為各國所引用，最重要的原因就

在於其特有的獨立性與專業性。強調其獨立性在免於不當政治干

預，不必接受最高行政首長的直接指揮與監督；而專業性則是其

成員多半具有特殊的技術與知識1。當其受任期保障，加以委員會

議以合議制方式運作，並且排除其他機關之指揮監督，則可決策獨

立，依法獨立行使職權，以達追求憲法上公共利益之目的。 

壹、研究動機 

    民國 99年我國行政院組織法及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修正，

將五個獨立機關由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簡稱公平會）、中央選舉委員

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中央銀行，修改為

三個獨立機關，包括公平會、中央選舉委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排除了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及中央銀行，其中公平會成立於民國 81

年，係獨立機關中最早成立之行政機關。有關行政機關與立法院互動

中，常見之預算案、法律案及施政業務報告，獨立機關亦有之。在與

立法院互動關係中，獨立機關與一般行政機關最大差異，在於新任委

員須經立法院出席過半數委員同意後，由行政院長任命之。新任委員

獲任命後，即受任期保障，除非符合免職規定，否則不因內閣改組而

異動，此一任期保障特性亦彰顯獨立機關之獨立性。當獨立機關首長

面對立法委員有關預算案、法律案及施政業務報告之質詢時，可否因

任期受保障而不與其溝通說明，抑或因任期受保障而更應就政策提出

                                                 
1
 行政院研考會，行政一體下的獨立機關定位」媒體座談會，網址：

http://www.rdec.gov.tw/fp.asp?fpage=cp&xItem=4159888&ctNode=12228&mp=100，瀏覽日期

2013/01/22 

 

http://www.rdec.gov.tw/fp.asp?fpage=cp&xItem=4159888&ctNode=12228&mp=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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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護，充分溝通說明，以期尋求獲得支持。因此，有關獨立機關與立

法院之互動關係應如何進行，值得探究。 

公平會於 101年 2月 6日正式揭牌成立，由「行政院公平交易委

員會」更名為「公平交易委員會」，確立為獨立機關之組織型態，並

於 101年間提出「公平交易法修正草案」及「多層次傳銷管理法草案」

送請立法院審查，接續於 102年 2月 1日公平會第 8屆新任委員上任，

依新修正之公平會組織法規定，委員人數由 9人修改為 7人，任期由

3年改為 4年，首屆任期交錯，第 8屆新任委員中 3位委員任期 2年，

另 4位委員任期為 4年，由行政院院長提名並經立法院行使委員同意

權，於出席立法委員過半數同意後任命之。以上有關公平會重要且難

得之事項，包括修法案、新任委員任命案、預算案及施政業務報告案

等，都必須於 101年至 102年間經由立法院審查方能完成。本文擬從

公平會進行組織改造及修法等多項與立法院相關之重要工作出發，探

究公平會與立法院之互動關係，並期有所發現，是為最大之研究動

機。筆者任職公平會國會組已近 16年，能藉此研究融入多年實務經

驗，亦顯得特別有意義。 

貳、研究目的   

    由於獨立機關之職權係來自法律所賦予，應屬於「作用法上之獨

立運作」，僅是在其執行法律所賦予之職務範圍內獨立於行政院，而

非在組織架構上獨立於行政院，因此，獨立機關在「組織法上不獨立」

仍應受行政監督及立法監督。基於行政一體及責任政治原則，行政機

關須服從其首長概括的指揮監督權，惟獨立機關就具體個案不受一級

機關首長之指揮監督，及立法院對獨立機關亦僅就立法、預算審議與

合議制成員之人事同意權，已構成獨立機關為責任政治之例外。 

    本文之研究目的有五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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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獨立機關在「組織法上不獨立」，其仍受行政監督及立法監督，

本文擬探討獨立機關應如何作為，使其上級機關行政院及行立

法監督之立法院，得以了解獨立機關之本質及運作，而尊重其

獨立性。 

 二、獨立機關首長既已獲得行政院長提名且經立法院行使同意權過

半數任命，又受任期保障不因內閣改組而異動，因此，面對立

法委員有關預算案、法律案及施政業務報告之質詢時，本文擬

探討獨立機關首長與立法院應保持何種關係，使既能維持獨立

性又能使政務順利推展。 

 三、國會聯絡人為機關與立法院之溝通橋樑，有關獨立機關之國會

聯絡人應編制於主任秘書職掌或秘書室職掌，現行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及公平會於組織法之處務規程有不同規定，擬探就其

於組織編制之定位。 

四、對於獨立機關之預算編列及審查，仍受行政院及立法院之監督，

本文擬探討此監督是否對於獨立機關自主運作之意旨有所影

響，應如何修正，以彰顯獨立機關之獨立性。 

 五、獨立機關既為「作用法上之獨立運作」，本文擬探討對於現行訴

願階段後，才可提行政訴訟之程序，是否使得獨立機關依法獨立

職權之意旨有所缺憾，應如何修正才不影響其獨立性。 

    本節綜上論述，說明本文之研究動機，擬從公平會進行組織改造

及修法等多項與立法院相關之重要工作出發，探討公平會與立法院之

關係，又筆者任職公平會國會組已近 16年，希望能藉此研究融入多

年實務經驗，並期提出有用之建議，是為最大之研究動機。研究目的

提出五項，主要探討獨立機關之獨立性及獨立機關與立法院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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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 

    一般認為政治研究，係指研究人類政治行為的科學，此所謂政治

行為（political behavior），是指人際間強制性的關係，特別是權力支配

從屬的關係。政治學研究的對象，一般是以國家強制性權力關係的分

配、結構及運作過程為主（許禎元，1997：3）。又政治研究常見的

涵義有（一）政治即是國家的活動，研究重點在國家的結構，探討其

中的理論、組織及管理等問題（Rodee, 1957: 4）。（二）政治即是政

府，政治是政府處理的國家事務，特別是以法律宣達政令的權威當局

（Hyneman, 1959: 26）。（三）政治即是權力運作，包括權力的形成、

分配與運用，不限於依法建立的政府，而及於不同情勢下的權力場

（Lasswell and Kaplan, 1965: 75）。（四）政治是權威性的價值分配，研

究權威的可行性，著重權威價值分配的執行（Easton, 1969: 113）。政

治研究應以公共政策的制定為首要，研究中心為公共政策制定的過程

（Ranney, 1971: 5）。（五）政治是衝突的管理，研究爭議的公共事務，

以尋求相互妥協行動的解決（Dyke, 1960: 134），包括談判、爭執、威

脅、說服、以至於妥協（Banfield and Myerson, 1955: 304-305）。獨立機關

為政府行政機關，國會為公共政策制定中心，亦為政治權力運作中

心，本文在探討獨立機關與國會之關係，亦屬政治研究之範疇。 

    獨立行政管制委員會出現美國制度中，應溯及於 1887年經由州

際商務法（the Interstate Commerce Act of 1887）所成立的州際商務委員會

（Interstate Commission, ICC）。而進入 20世紀後，為了因應社會變遷，

美國漸漸邁入行政國家（administrative state），行政職能擴張，各類管

制委員會也漸增多，如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

成立於 1914年（林子儀，1993：125-126），而我國類似 FTC的組織

設計即為公平會。有關公平會與國會之互動關係研究途徑及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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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分述如下。 

壹、 研究途徑     

    所謂政治研究「途徑」（approach），指學界各個政治學者，因為不

同的觀念、模式與方法，而形成各種研究學派（Charlesworth, 1967: 1）。

在傳統研究途徑（traditional research approach）可以歸納為三種途徑：（一）

政治思想研究途徑（political thought research approach）重視思想家的政治

觀點或對政治意識型態，如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等予以闡

釋。（二）歷史研究途徑（historical research approach）描述政治變遷的來

龍去脈，並解釋其間的因果關係。（三）制度研究途徑（institutional 

research approach）即從法律或制度的角度，來描述國家或政府的制度，

以幫助學者認識規範政府或人民行為的準則。如各國憲法與政府，總

統制或內閣制、及權力制衡等，為 1930年代常採用的研究途徑，有

時被視為傳統研究途徑之代名詞（許禎元，1997：31-32）。本文擬採

制度研究途徑，從學理上說明權力分立、權力制衡與獨立性之意義及

其與獨立機關之關係。權力分立之精義在於「分權」與「制衡」（湯

德宗，2005：312）。權力分立原則（doctrine of separation of powers）可

以說是現代法治國家權力與組織上最為重要的一項憲法原則，旨在於

要求國家權力應予以分離、分立，並且相互制衡。從權力分立原則觀

之，獨立機關可說是行政機關之權力分立；從權力制衡原則觀之，其

對具體個案之決定，排除上級機關在層級式行政體制下所為之指揮與

監督，獨立機關可說是行政機關之內部制衡。 

    其次，從公平會進行組織改造及修法等多項與立法院相關之重要

工作出發，說明並分析 101年至 102年間，公平會努力於修法案、新

任委員同意權行使案、預算案及施政業務報告案等與立法院相關之實

務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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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擬就獨立機關與立法院之關係，分從理論面向、法制面向

及實務面向檢討。從理論面向之檢討，為有關公平會具有準立法權及

準司法權之檢討與公平會獨立性之檢討；從法制面向之檢討，為探討

公平會對獨立機關之定義：「依法獨立行使職權」、「自主運作」等重

要指標之運作情形來加以檢討，而後就公平會機關屬性對權力制衡理

論影響之檢討加以說明；有關實務面向之檢討，擬以公平會之修法案

及人事同意權為例，分就公平會與行政院、公平會與立法部門間之實

務運作情形作說明並檢討。 

    經由上述三途徑之分析及說明，輔以筆者多年來與國會互動之實

務經驗，期能有所發現並提出建議，以作為我國獨立機關與立法院互

動之參考。 

貳、研究方法 

    對於獨立機關，此一特殊的行政機關，本文擬從學理上先行探究

獨立機關之本質及獨立性之意義，說明及分析 101年至 102年間，立

法院對公平會之立法、預算審議與行使人事同意權情形。最後，擬從

理論、法制及實務三面向檢討公平會之地位、運作及與立法院之互動

關係，希望能有所發現，並期提出具體建議，以利獨立機關於施政業

務之推展，本文所採用的研究方法主要為文獻分析法 (literature 

analysis)、制度分析法（institution analysis）及案例分析法（cases anasysis）。 

  一、文獻分析法（literature analysis）：透過閱讀國內相關獨立機關之

著作、期刊論文、報章雜誌及政府部門研究報告、研討會實錄等，整

理分析引用作為參考文獻，另外網路資訊也是本文重要之資料來源。 

    文獻分析法主要運用於本文第二章獨立機關之學理基礎，第一

節從權力分立理論之發展，說明最原始目的係為保障人民的權利，

而將權力分散，讓權力間彼此制衡。此一理論說明著對於人性的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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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而不敢使受委託行使國家權力者，握有絕對的權力。並就提

出權力分立原則之代表人物：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及孟德斯鳩

（Baron de Montesquieu, 1689-1755），說明權力分立之意義，希望透過權

力的分立制衡，達到保障人權與防止權力濫用之目標。而後說明獨

立機關為行政機關之一環，獨立機關就是行政機關內部之權力分

立。第二節權力制衡，說明在憲法上的權力分立，不但重視權力間

的分立與制衡，也強調權力間的相互分享。一方面藉由權力間的分

立與制衡，可避免權力的恣意與濫用，另方面藉由權力的分享，使

得任何權力的行使，皆必須獲得其他機關的認同，才有可能進行。

依司法院釋字第613號解釋，權力制衡之意義「即權力之相互牽制與

抑制，以避免權力因無限制之濫用，而致侵害人民自由權利。惟權

力之相互制衡仍有其界限，除不能牴觸憲法明文規定外，亦不能侵

犯各該憲法機關之權力核心領域。」獨立機關之設置目的，係因領域

專業且影響深遠，其與一般行政機關之首長制相異之處，在於獨立

機關委員會議針對個案之決議，上級不得干涉。因此，就權力制衡

觀點，獨立機關就是一種行政機關之內部制衡。第三節獨立性，說

明行政機關建制之目的與行政權行使，在確保行政一體性與一貫

性。當行政目的之達成特別要求須在專業與政治中立的情況下為之

時，獨立行使職權而不受干涉的獨立機關（Independent Establishments）

即成為重要的選項。依據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3條第2款規

定，獨立機關之定義係指「依據法律獨立行使職權，自主運作，除法

律另有規定外，不受其他機關指揮監督之合議制機關。」獨立機關之

設置，對有關裁決性、調查性或管制性之個案作決定。當委員受任

期保障，加以委員會議以合議制方式運作，並且排除其他機關之指

揮監督，則可決策獨立，依法獨立行使職權，達到追求憲法上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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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之目的。 

 

  二、制度分析法（institutional analysis）：係以我國獨立機關之相關法

規及組織法作為基礎，分析並比較我國中央選舉委員會、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及公平會等三個獨立機關於組織上之差異。 

    制度分析法主要運用在本文第三章獨立機關之發展及現況，第一

節說明我國獨立機關之發展，民國 99年 2月 3日修正之中央行政機

關組織基準法第 21條規定「合議制之成員，除有特殊需要外，其人

數以五人至十一人為原則，具有同一黨籍者不得超過一定比例。」及

第 32條規定「獨立機關總數以三個為限。」因此，行政院組織法將

原五個獨立機關，修改為公平會、中央選舉委員會及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等三個獨立機關，將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及中央銀行排除獨立機

關之列，回歸行政機關，仍依原有狀態運作。第二節我國獨立機關之

現況，依中央選舉委員會組織法第 1條，明定中選會設立目的係為貫

徹憲法保障民主法治及人民參政權之本旨，統籌辦理公職人員選舉、

罷免及公民投票事務。說明中央選舉委員會之法制化歷程，並依中央

選舉委員會組織法及其修法沿革說明中選會之組織運作。其次，說明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為因應全球性之數位匯流發展及監理革新趨

勢，於民國 95年 2月 22日正式成立，此為依民國 93年中央行政機

關組織基準法成立之第一個獨立機關。有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歷經

大法官會議第 613號解釋宣告違憲，說明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之法制

化歷程，並依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及其修法沿革，說明通傳會

之組織運作及比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有關委員之選任方

式。第三節公平會之組織及運作，依公平法第一條立法宗旨即公平會

成立目的在「為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權益，確保公平競爭，促進經



10 

 

濟之安定與繁榮。」先說明公平會之法制化歷程，並依據公平會組織

法及其修法沿革，說明公平會之組織運作，最後以表列方式比較我國

三個獨立機關組織之差異。 

 

  三、案例分析法（cases anasysis）：以公平會為案例，說明公平會與

立法院之關係，經由分析及檢討，綜合研究發現並提出具體建議。 

    案例分析法主要運用在本文「第四章公平會與立法院關係之分

析」、「第五章公平會與立法院關係之檢討」，及「第六章結論」，以公

平會為案例，分析說明公平會與立法院之關係，經由分析及檢討，最

後研究發現並提出建議。第四章第一節先說明立法院職權行使之相關

法制規範，包括一般運作之程序，及說明立法院重要職權有立法權、

預算審議權、人事同意權、行政監督權（包含有質詢權、調查權、倒

閣權及決算審定審議權）、對總統及副總統的罷免與彈劾提議權、憲

法修正案提案權及中央與地方權限爭議解決權等七項。其中，立法權

及預算審議權為立法院職權最重要之核心。第二節說明施政總質詢與

業務報告，以實例說明 101年公平會主任委員參加立法院施政總質詢

及出席立法院經濟委員會作施政業務報告並備質詢情形；第三節說明

公平會法案及預算審查，以實例說明公平會 102年度預算審查情形及

公平法修正案之審查及運作情形；第四節說明公平會人事同意權，因

101年 2月 6日公平會組改通過成為獨立機關，第 8屆公平會委員須

經立法院通過，有關行政院提名與立法院行使人事同意權情形作分析

說明。第五章公平會與立法院關係之檢討，分從理論面向、法制面向

及法制面向，研究獨立機關與立法院關係值得檢討項目，以尋求各自

達成憲法賦予之職權目的。第一節從理論面向檢討，說明公平會權力

屬性對權力分立理論影響之檢討及公平會組織規範對機關獨立性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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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影響之檢討。第二節有關法制面向之檢討，從法制面觀點探討公平

會之獨立性，並就獨立機關定義中有關依法獨立行使職權、自主運作

等重要指標之運作情形來加以檢討，而後就公平會機關屬性對權力制

衡理論影響之檢討加以說明。第三節實務面向之檢討，以公平會之修

法案及人事同意權為例，分就公平會與行政院、公平會與立法部門間

之實務運作情形作說明並檢討。第六章主要分兩節，第一節說明主要

的研究發現，第二節提出若干建議。 

 

    綜上論述，本文研究擬從學理上說明權力分立、權力制衡與獨立

性之意義及其與獨立機關之關係。其次，從公平會進行組織改造及修

法等多項與立法院相關之重要工作出發，說明並分析 101年至 102年

間，公平會努力於修法案、新任委員同意權行使案、預算案及施政業

務報告案等與立法院相關之實務運作。第三，擬就獨立機關與立法院

之關係，分從理論面向、法制面向及實務面向檢討。 

    本文所採用的研究方法為文獻分析法(literature analysis)、制度分析

法（institution analysis）及案例分析法（cases anasysis）。文獻分析法主要

運用於本文第二章獨立機關之學理基礎，制度分析法主要運用在本文

第三章獨立機關之發展及現況，案例分析法主要運用在本文「第四章

公平會與立法院關係之分析」、「第五章公平會與立法院關係之檢

討」，及「第六章結論」，以公平會為案例，說明公平會與立法院之關

係，經由分析及檢討，綜合研究發現並提出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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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文獻回顧與章節安排 
    101年 2月 6日依 100年 11月 14日總統令公布之公平交易委員

會組織法，由「行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改制更名為「公平交易委員

會」，並確立為獨立機關之組織型態，本節擬回顧近 5年來獨立機關

及國會關係之相關文獻，並說明本文之章節安排。 

壹、有關獨立機關之文獻回顧 

  一、黃淑梅於《行政院獨立機關特性與運作之政經分析》論文中指

出，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及中央銀行等 2機關，在面對國際資金流通

快速及全球化浪潮，尤其是在經歷金融海嘯及歐債危機等衝擊後，印

證了其在業務執行上需具備獨立性，惟在政策制定及政策決定上，則

須為一般行政機關組織型態（首長制），以便迅速地做出最符合國家

利益之決定2。文中對我國獨立機關之發展及變遷有諸多闡述，除說

明我國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由 5個獨立機關減為 3個獨立機關之

原因，並檢討我國獨立機關之獨立性。 

二、顏頌偉於《我國獨立機關管制功能之探討：以公平交易委員會

為例》論文中指出，公共行政經常需透過政府管制來達成其服務民眾

的目標，使得政府管制成為公共行政近年來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也成

為當代政府施政的常態。我國自 2004年通過的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

準法，承認了獨立機關的組織型態，經由公平交易委員會此一獨立機

關的設立，進一步探討其扮演政府管制功能及角色的變遷3。文中說

明公平交易委員會之組織及職掌，並以深度訪談方式，說明所扮演的

                                                 
2
黃淑梅（2012），《行政院獨立機關特性與運作之政經分析》，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網址：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Ax5Kie/record?r1=15，瀏覽日期：

2013/06/20。 

 
3顏頌偉（2012），《我國獨立機關管制功能之探討：以公平交易委員會為例》，國立臺北大學

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研究所碩士論文，網址：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0sYSi2/record?r1=2&h1=0，瀏覽日期：

2013/06/2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Ax5Kie/record?r1=15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0sYSi2/record?r1=2&h1=0


13 

 

角色及所提供的管制功能。 

  三、徐世芬於《訴願制度於獨立機關適用性之研究》論文中指出，

我國建制獨立機關，ㄧ方面希望透過法規範確保這類機關的運作維持

相當的獨立性，另ㄧ方面卻忽視與既有訴願制度的衝突性，未就此類

行政機關所為行政處分之救濟設計特別爭訟程序，使其如同ㄧ般行政

機關受訴願監督。由於獨立機關的行政處分通常具有高度專業性、技

術性，訴願管轄機關面臨如何審查其行政處分之適法性與妥當性，以

兼顧獨立機關獨立性保障與訴願功能發揮之問題4。文中並探究訴願

制度適用於獨立機關產生之相關問題及其爭訟程序設計如何符合建

置獨立機關的政策與目的，以提供我國訴願制度適用於獨立機關的思

考，乃至法制變革的法理基礎與方向。 

  四、林易鋒於《獨立機關獨立性之研究－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為

例》論文中指出，獨立性雖提供機關得免於政治操作影響機關決策，

發揮專業功能，但尚得需要課責機制以監督獨立機關之活動，避免機

關失靈，故除探討獨立性之外，尚得瞭解課責與獨立機關的關係及獨

立機關之各項組織建制5。文中除概述獨立機關之發展情況，另就各

國電信管制機關作組織比較。 

  五、徐秀鳳於《獨立機關職掌宜包括擬訂政策－以公平交易法第

25條規定為論》中指出，行政院於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13號解釋

發布後即修正「獨立機關與行政院關係運作說明」，認為獨立機關並

無獨立為政策決定之職權，而僅為個案處理具獨立性，惟該號解釋表

                                                 
4徐世芬（2011），《訴願制度於獨立機關適用性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在職專班碩士

論文，網址：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0sYSi2/record?r1=3&h1=0，瀏覽

日期：2013/06/20。 

 
5林易鋒（2010），《獨立機關獨立性之研究－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為例》，國立中山大學公

共事務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網址：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0sYSi2/record?r1=4&h1=0，瀏覽日期：

2013/06/2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0sYSi2/record?r1=3&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0sYSi2/record?r1=4&h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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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獨立機關得排除行政監督，並未將獨立機關之決定區分為個案決定

與通案政策決定。又行政院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組織法、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組織法及公平交易法皆賦予金管會、通傳會及公平會得為通

案性政策決及法規擬訂之職權。故行政院顯然延伸該號解釋，並剝奪

立法者賦予獨立機關政策決定之職權。我國公平會依據公平交易法第

25條規定，對於公平交易法之執行及政策之研擬，係基於實際執法

經驗所研擬之競爭政策，當更具有解決問題、付諸實行的可能性6。

文中並對獨立機關之獨立性仍受行政監督及行政院不宜干涉獨立機

關之決定有所說明。 

貳、有關國會關係之文獻回顧 

  一、黃明瀚於《教育部與國會關係之研究-國會聯絡組功能性分析》

論文中指出，若要使政黨政治能有顯著之政策貫徹與施政成效，行政

部門與國會間的互動，將會左右行政部門施政成果。其中扮演關鍵角

色的，即是各行政機關不可或缺的部門－國會聯絡組。行政部門為爭

取國會支持，成立專責國會聯絡單位，其任務與功能也逐漸系統化。

不過各部會國會聯絡建制大多未臻法制化，且彼此編組方式不同、成

員的數量不同，運作方法大同小異7。文中並對我國立法院運作及國

會聯絡組之功能分析多所探討。 

  二、王麗美於《台水公司國會聯絡機制之研究-提升國會溝通成效》

論文中指出，國會聯絡人員是行政、立法有效溝通與合作的重要聯

繫，以台水公司的行政處國會組做為此生態的縮影，探究在行政與立

                                                 
6徐秀鳳（2008），《獨立機關職掌宜包括擬訂政策－以公平交易法第 25 條規定為論》，國立中

央大學產業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網址：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0sYSi2/record?r1=7&h1=0，瀏覽日期：2013/06/20。 
7黃明瀚（2011），《教育部與國會關係之研究-國會聯絡組功能性分析》，銘傳大學社會科學院

兩岸關係與安全管理在職專班碩士論文，網址：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VYAlr/record?r1=1&h1=2，瀏覽日期：

2013/06/21。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0sYSi2/record?r1=7&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VYAlr/record?r1=1&h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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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互動過程中，建立聯絡機制之重要性，以期提升國會溝通成效8。

文中並探討國會聯絡之組織、人員、工作及其角色功能的發揮。 

  三、溫志文於《我國行政與立法兩機關互動及溝通之研究-以國防

部國會連絡機制為例》論文中指出，透過國會聯絡機制，將行政與立

法二機關間之互動及溝通串起，可視為兩機關合作的重要機制。此一

聯絡途徑如能通暢，將是維繫行政、立法有效溝通與合作的重要管

道，並可降低行政與立法二機關，在互動過程中造成的誤會及衝突。

我國行政部門的國會聯絡機制發展至今已形成一體系，在行政與立法

部門政策形成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並在兩機構互動與運作上有一

定程度的影響9。文中並專章說明，國會聯絡機制與行政、立法兩機

關之互動功能與溝通作用。 

  四、陳順堅於《我國國會連絡機構運作現況與改善措施之探討》論

文中指出，我國民主化程度日漸提高，民意代表對於自己的職權意識

亦漸漸覺醒、高漲，行政部門在面對民意機關日益增強的壓力下，「國

會聯絡機構」的設置可以說是行政部門自力救濟的產物。在權力分立

的狀態下，國會為提昇職能必須建立龐大的幕僚系統，以彌補其在專

業知識上的不足，也因此國會對抗行政部門的能力已大幅提昇。而行

政部門為使政策能夠有效且順利的推動，除了本身專業能力的強化之

外，亦須積極與國會互動，爭取國會的支持10。文中對國會聯絡人之

                                                 
8王麗美（2013），《台水公司國會聯絡機制之研究-提升國會溝通成效》，長榮大學高階管理在

職專班碩士論文，網址：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tqtL3A/record?r1=1&h1=2，瀏覽日期：

2013/06/21。 

 
9溫志文（2008），《我國行政與立法兩機關互動及溝通之研究-以國防部國會連絡機制為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在職專班碩士論文，網址：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VYAlr/search?s=id=%22096NTNU5227041%22.

&openfull=1&setcurrent=2，瀏覽日期：2013/06/21。 
10陳順堅（2008），《我國國會連絡機構運作現況與改善措施之探討》，中華大學科技管理學研

究所碩士論文，網址：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VYAlr/record?r1=15&h1=2，瀏覽日期：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tqtL3A/record?r1=1&h1=2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VYAlr/search?s=id=%22096NTNU5227041%22.&openfull=1&setcurrent=2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VYAlr/search?s=id=%22096NTNU5227041%22.&openfull=1&setcurrent=2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VYAlr/record?r1=15&h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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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及國會聯絡制度作現況分析，以釐清立法與行政部門聯絡機制的

運作內涵與本質。 

  五、何鴻榮於《台灣行政體系國會聯絡機制之研究--以行政與立法

互動關係為觀點》論文中指出，行政與立法有效院際關係的建構與營

造，正是政府效能能否提升的主要關鍵之一。影響行政與立法關係的

因素向來不一而足，從促進兩者良性關係的中介機制─行政部門的國

會聯絡機制觀之，聯絡員雖非檯面上公眾人物，也非政治人物，但是

他們是一群具有政治性工作色彩的官員，在兩院互動過程中扮演一定

的角色，法案有他們的遊說影響；預算有他們的運作左右；質詢時有

他們的折衝導引；檯面下的接觸有他們的穿梭湊合。希望藉由理性和

公開的探討，揭開聯絡機制不為人知的面紗，尤其是讓立法委員深入

瞭解每天與他們互動聯絡員的角色和功能，讓委員對他們有正常的期

待和要求，間接促進兩者良性之互動；另一方面，讓機關首長認清聯

絡機制應有的定位和可行的策略，更清楚的瞭解互動的本質和聯絡機

制可能的功能和副作用，作為改進制度時的參考。國會聯絡人是兩院

互動極重要的仲介人，行政部門應將其組構成五 C化的團隊，隨時溝

通(communication)，通力合作(cooperation)，相互協調(coordination)，創新

互動方式(creative breakthrough)以突破爭執點，及永續研發突破之道

(continued breakthrough)，用以化解國會的歧見，形塑強健的民主互動11。

文中特別期勉，國會聯絡機制應追求公共利益，盡可能超越黨派或自

身的利益。 

 

                                                                                                                                            
2013/06/21。 

 
11何鴻榮（2001），《台灣行政體系國會聯絡機制之研究--以行政與立法互動關係為觀點》，國

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網址：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VYAlr/search?s=id=%22089NTU02227004%22.

&searchmode=basic，瀏覽日期：2013/06/21。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VYAlr/search?s=id=%22089NTU02227004%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EVYAlr/search?s=id=%22089NTU02227004%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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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章節安排 

    本研究共分為六章，旨在探討「我國獨立機關與國會互動關係之

研究－以公平會為例」，第一章緒論，第一節為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研究動機說明，建制獨立機關專業化及去政治化，為行政革新及政府

組織體制的檢討改革重點。當獨立機關首長面對立法委員有關預算

案、法律案及施政業務報告之質詢時，因任期受保障，其與立法院之

關係值得探究。並希望能藉此研究融入多年國會實務經驗，能有所發

現，提出具體建議，以利獨立機關於施政業務之推展，是為本文之研

究目的。第二節為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本文擬採制度研究途徑

（institutional research approach），研究方法為文獻分析法（literature 

analysis）、制度分析法（institution analysis）及案例分析法（cases analysis）。

第三節為文獻回顧與章節安排，回顧獨立機關及國會關係等相關文

獻，並簡述各章節之安排。 

    第二章獨立機關之學理基礎，第一節權力分立，先說明權力分

立之意義，希望透過權力的分立制衡，達到保障人權與防止權力濫

用之目標。權力分立原則的存在係為使權力間相互監督制衡，獨立

機關亦為行政機關權力分立之代表，其自既有之行政組織中，爲具

專業功能，於業務上及結構上的先行分化，並以委員會合議制方式

整合運作，以使業務運作具公正及中立性。因此，獨立機關為行政

權之一環，亦為行政機關內部之權力分立。第二節權力制衡，說明

獨立機關之設置目的，係因領域專業且影響深遠，其與一般行政機

關之首長制相異之處，在於獨立機關委員會議針對個案之決議，上

級不得干涉。因此，就權力制衡觀點，獨立機關就是一種行政機關

之內部制衡。第三節獨立性，說明獨立性之意義在於獨立行使職

權、自主運作及不受其他機關指揮監督，並說明獨立性為獨立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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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條件之理由，最後期達追求憲法上公共利益之目的。 

    第三章獨立機關之發展及現況，第一節我國獨立機關之發展，說

明我國獨立機關法制化之歷程及民國 99年行政院組織法及中央行政

機關組織基準法修正，將五個獨立機關由公平會、中央選舉委員會、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中央銀行，修改為三個

獨立機關（公平會、中央選舉委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排除

了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及中央銀行的理由。第二節我國獨立機關之現

況，說明中央選舉委員會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之法制歷程，並依據

中央選舉委員會組織法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分析說明其組

織及運作情形。第三節公平會之組織及運作，簡介公平會之法制歷

程，及依據組織法分析說明其組織，並比較我國三個獨立機關之組織

運作。 

    第四章公平會與立法院關係之分析，第一節說明施政總質詢及業

務報告，第二節說明預算與法案審查，第三節說明人事同意權，以公

平會為例，就（一）101年公平會主任委員參加立法院施政總質詢及

出席立法院經濟委員會作施政業務報告並備質詢情形、（二）102年

度預算審查情形、（三）有關公平法修正案之審查及運作情形、（四）

公平會因 101年 2月 6日組改通過成為獨立機關，第 8屆公平會委員

須經立法院通過，有關行政院提名與立法院行使人事同意權情形作分

析說明。 

  第五章公平會與立法院關係之檢討，第一節理論面向之檢討，分

就公平會權力屬性對權力分立理論影響及公平會組織規範對機關獨

立性理論影響提出檢討。第二節法制面向之檢討，從法制面觀點探討

公平會之獨立性，並從獨立機關定義中有關「依法獨立行使職權」、「自

主運作」等重要指標之運作情形來加以檢討，而後就公平會機關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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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權力制衡理論影響之檢討加以說明。第三節實務面向之檢討，擬以

公平會之修法案及人事同意權為例，分就公平會與行政院、公平會與

立法部門間之實務運作情形作說明並檢討。 

  第六章結論，第一節研究發現，本章主要分兩節，第一節說明主

要的研究發現，第二節提出若干建議。 

     

  綜上各節論述，本文擬從公平會進行組織改造及修法等多項與立

法院相關之重要工作出發，探究公平會與立法院之關係，另筆者任職

公平會國會組已近 16年，期能藉此研究融入多年實務經驗，並提出

有用之建議。研究目的提出五項，主要在探討獨立機關之獨立性、獨

立機關與立法院之關係及國會聯絡人之組織定位。對於獨立機關，此

一特殊的行政機關，本文採用的研究方法主要為文獻分析法（literature 

analysis）、制度分析法（institution analysis）及案例分析法（cases analysis）。

從學理上先行探究獨立機關之本質及獨立性之意義，說明及分析 101

年至 102年間，立法院對公平會之立法、預算審議與行使人事同意權

情形，從理論、法制及實務三面向檢討公平會之地位、運作及與立法

院之關係，最後提出研究發現及若干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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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獨立機關之學理基礎 

獨立機關強調獨立性與專業性，獨立性在免於不當政治干預，不

必接受最高行政首長的直接指揮與監督；專業性則是其成員具有特殊

的專長與知識，且成員之任用程序、方式與任期，與一般行政機關不

同。本章擬就獨立機關之相關理論作論述，由權力分立理論，說明獨

立機關就是一種行政機關內部之權力分立，而後由權力制衡理論，說

明獨立機關為行政機關之內部制衡，由獨立性說明獨立機關以獨立性

為必要條件。 

第一節  權力分立 

權力分立理論之發展，最原始目的係為保障人民的權利，而將權

力分散，讓權力間彼此制衡。此一理論說明著對於人性的不信任，而

不敢使受委託行使國家權力者，握有絕對的權力。本節擬就提出權力

分立原則之代表人物：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及孟德斯鳩（Baron 

de Montesquieu, 1689-1755），說明權力分立之意義，而後由行政機關組

織配置說明權力分立與權限分配，最後說明獨立機關為行政機關之一

環，獨立機關就是行政機關內部之權力分立。 

壹、權力分立之意義 

一、洛克之立法權優於執行權 

洛克之權力分立論，係認為人類在自然狀態下，天賦有自由、平

等之自然權，而個人為了維護其生命、自由與財產等權利，因此訂了

「社會契約」，放棄個人部分自由與權利，委託於社會，進而建立以

社會為基礎之國家。因此，最高權利仍應屬於國民全體，而非國家本

身或代國家行使統治權之政府（彭淮棟譯，2000：268-290）。洛克

從自然狀態開始，展開抽象之自然法論，藉著社會契約，將國家與個

人結合在一起，而個人於國家內仍保有自然狀態中之自然權（葉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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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瞿菊農譯，1986：90-92）。基於此一理論思想，洛克將國家權

力區分為立法權(legislative power)與執行權(executive power)，作此區分之

重要理由，是因洛克認為權力慾望乃人性的弱點，若同時擁有立法權

與執行權，其誘惑性太強，會出現球員兼裁判之非法不公情形。洛克

之權力分立論尚有一特徵，即當時並未劃分司法權，是因當時執行權

泛指行政作用與司法作用，立法權與執行權非立於對等之地位，且立

法權優於執行權（許志雄，1982：16）。也就是說，立法者若同時為

執行者，可能不會遵守自己所訂之法律或訂立偏袒某特定人之法律，

不利於共同社會之其他人，而違反組織社會及政府之目的。 

二、孟德斯鳩之立法、執行和司法三權分立 

    孟德斯鳩認為，為防止權力之濫用，必須仰賴制度之安排，以權

力抑制權力（彭淮棟譯，2000：367-393）。孟德斯鳩並將國家權力

區分為立法、執行和司法三種作用，各種權力須遵守各自之權限範

圍，不得侵入其他權力範圍。此外，孟德斯鳩把國家當成一既成事實，

個人自始是社會構造中之單位，不論願意與否，皆應接受法律規制，

服從國家支配，契約無介入之餘地（盛葵陽、崔妙因譯，1990：

618-628）。換言之，國家權力不能集中，必須採取混合政體與權力

分立制度，將國家權力分配給不同階級，讓他們相互抑制，達成均衡。 

三、權力分立在防止權力濫用 

自16世紀以來，對立力量的相互平衡一直支配著歐洲人的思想。

古典的權力分立理論是以自由主義為基本理念，即以節制國家權力，

確保個人自由為其終極目的。為達到此一目的，乃透過特定時空背景

下相互鬥爭的真實的政治實力，使得代表君權的執行權和代表貴族及

市民階級的立法權可以轉換為法定的、制度化的權力，並將這些權力

配屬不同的國家機關掌理，藉由這些代表真實政治力量的權力的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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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衡，以期有效地節制國家權力的濫用，確保個人的自由（劉鋒譯，

2004：244）。因此，洛克與孟德斯鳩之權力分立理論之要求，是將

不同的國家作用，劃歸不同的統治機器掌理，希望透過權力的分立制

衡，達到保障人權與防止權力濫用之目標。 

權力分立原則的存在係為使權力間相互監督制衡，體制的重點，

則在於制度間的完整。一個運行良好並充滿協調論辯及相互尊重的制

度，也許就可以期待一個良好民主體制。行政官員會下台，但是體制

的運作卻是永久。在權力分立原則下，行政機關有其專業素養，並具

備彈性、積極特性，司法則具消極及被動特性，而立法機關則在其民

主正當性前提下，由其立法形成空間下之形成自由，對於事務性質為

劃分，再由行政機關在專業下，為事務性質的衡量。權力分立作為國

家組織法的基本建制原則，它必須更積極地透過理性化的分工，使國

家各個功能的組織配置與權限分配，均能合乎事理地適當地履行其被

賦與的任務。不同國家機關各有不同之組成結構與決定程序，該組成

結構與決定程序因所面臨本質上事務的差異，自然會被賦予所各自作

成之決定之不同份量與不同之正當性（許宗力，1992：138）。在現

代的民主憲政國家，依國民主權的原則，國家一切權力均源自於國民

意志。國民賦與的意義，不再是過去時空背景下反映真實政治力的因

子，這個真實政治力的對抗在現代民主憲政國家，已改由執政黨與反

對黨及社會上各種的利益團體來扮演（陳慈陽，2005：177）。因此，

立法、行政、司法均只是一個統一的國家權力為履行其基本任務所區

分出來的功能領域而已。 

貳、行政機關之權力分立 

  一、行政機關之權限與類型 

    一般將行政組織法上的組織權分為三類權限：（一）機關設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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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規定各種機關的權限。（二）如機關設置權：具體設置某一機關

的權限，通常是以具體規定各該機關的事務管轄、土地管轄及其權限

行使程序的方式來行使機關設置權。（三）機關配備權：對機關配備

以人員、物質的權限（陳愛娥，2000：33）。又行政組織之類型約歸

納可分為九類：（一）即所謂「部會機關」或「科層式行政機關」，

主要係指中央之部會或地方政府之廳、處、局等之組織。（二）屬於

典型的行政機關，但主要係提供人與物之組合，從而有一定之專業

性、服務性或研究性，即為「公營造物」。（三）是行政機關為公法

上之社團、公法上之財團。（四）以私法組織方式出現之「行政組織」，

有「公營企業」和非營利性質之私法組織，包括各部會捐助成立之財

團法人。（五）受委託行使公權力的私人或團體，屬「準行政機關」。

（六）獨立管制之行政委員會，其設立須有法律之依據，採委員制。

（七）具有一定獨立保障但並未具有獨立之法人格之合議制單位。 

（八）諮詢性之委員會，屬常設性。（九）臨時性任務編組，不具組

織法律上之地位（黃錦堂，2000：244-245）。綜上，獨立機關之類

型係採委員制，其設立有法律之依據，具體規定各該獨立機關之職

掌、權限及人員編制。 

    依權力分立之理念，將國家統治權劃分為行政、立法及司法等不

同權限，行政組織就宏觀而言，係指行使行政權限之各級組織之總稱

（吳庚，1999：157）。因此，行政組織乃以憲法及法規為依據而成

立，為管理國家事務之核心，實現國家目標之最主要手段，對其他社

會單位或組織體而言，具有監督及協調之功能。在經過一系列的評

估，確定新設一個機關後，緊接著是選擇將以何種組織型態－獨任制

（首長制）機關或合議制（委員會制）機關來設立。獨任制機關是指

由機關首長一人單獨決策並負其責任之行政機關，亦稱為首長制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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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合議制機關則指決策階層由權限平等之成員組成，通常以多數決

方式作成決定，並同負責任之行政機關，合議制又稱為委員會制（吳

庚，1999：180-181）。政府的政策主管組織應該重視領導效率，獨任

制機關是較佳的組織模式；合議制機關則適合用於規劃與協調性質的

工作（葉俊榮，2002：6）。通常從機關之組成及名稱通常可判斷其為

首長制抑或合議制，名稱為部、署、局之機關者，必屬獨任制。機關

名稱為委員會者，在現行政府機關則未必皆屬合議制機關，如經建

會、農委會型態上為合議制，實質上仍為首長制。獨立機關如中選會、

通傳會及公平會則為實質之合議制，重要決策及處分案於委員會議上

以多數決方式作成決定。     

  二、分權的公共組織為時代趨勢 

    行政學理論之發展，可概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為傳統公共行政

理論（包括 1960年代之新公共行政）；第二階段為公共管理理論（包

括 1980-2000年左右）；第三階段為新公共服務理論（自 2000年左右

迄今）。第一階段以層級組織形式為重點，以「權威」 為控制手段；

第二階段以市場組織為重點，以「價格」 為控制手段；第三階段以

強調社群組織形式為主軸，以「信任」為控制手段。此三階段各有其

不足或限制之處，亦有其互補功能（吳瓊恩等，2004：448）。傳統公

共行政的組織原理是層級節制的型態，以「控制哲學」作為核心觀念，

政府扮演划槳者角色，著重於單一政治目標之政策及執行，為委託者

與選民之關係。新公共管理之組織型態為分權的公共組織，但在機構

內保留主控權，效法企業精神，減少政府規模，政府扮演導航者為市

場力量的觸媒，公共利益為代表個人利益的整合，將民眾視為顧客。

（吳瓊恩等，2004：401、429）。組織設計不外是人類為了因應外在

環境的改變並達成既定目標起見，經由一定的角色關係，所從事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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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分化與整合過程，分化（Differentiation）乃指組織系統分割為數個次

級系統的一種狀態，分化的目的在於指出達成組織目標過程中所應有

之業務上及結構上的劃分；整合（Integration）則是指一個組織為求完

成既定目標，而對於各個次級系統的一種協調與統合過程，整合則指

出了分化後的統合需求（彭文賢，1980：34）。綜上，從行政機關之

組織結構可看出權力分立之精神，新公共管理之組織型態為分權的公

共組織，期能建立小而美的企業型政府。 

參、獨立機關與權力分立 

  一、權力分立之組織制度 

    以最早落實權力分立原則的美國為例，乃基於對於政府權力

（governmental power）之不信任，擔憂其具有侵害人民權利的傾向，故

在政府權力結構的設計上，將其分為行政、立法、司法等三種權力，

且分由三個不同不相隸屬的政府部門行使其權力。廖元豪認為權力分

立原則中有關政府組織的制度設計，至少須符合以下特徵：1.給予各

個政府部門用以對抗、限制其他部門侵犯的動機與憲法手段

（constitutional means）。2.制度設計必須足以預防任一部門取得足以破

壞民主制度以及個人自由權利的機會，形成部門間權力的失衡（廖元

豪，2000：6）。湯德宗亦指出，權力分立之精義在於「分權」與「制

衡」（湯德宗，2005：312），而權力分立原則之目的有二：一為追

求「效率」（efficiency），一為「避免專權暴政」（prevention of tyranny）

（湯德宗，2005：308）。因此，權力分立原則（doctrine of separation of 

powers）可以說是現代法治國家權力與組織上最為重要的一項憲法原

則，旨在於要求國家權力應予以分離、分立，並且相互制衡。 

二、獨立機關為行政機關內部之權力分立 

    獨立機關起源於 19世紀末期美國的獨立管制委員會，為確保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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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權的行使是在專業性、公正性與中立性的考量下完成，獨立機關因

此得到設立的契機。一般論及獨立行政機關（或稱獨立行政管制委員

會）者，均以獨立行政管制委員會為一專業性、合議制、與集行政、

立法及司法三種權限於一身的行政機關。依權力分立原則，行政權受

法律之拘束，並接受司法之審查，行政法院則基於人民權利保護之請

求，依據法律審查行政決定之合法性（林子儀，1993：127）。權力

分立的目的在於保障人民自由權利，政府運作的穩定與效率則涉及整

體公益，而獨立機關在行政、立法、司法等三權中，有其重疊之功能，

並取得一定之「行政立法」權能，其制度設計已兼顧權力制衡與效率

之間的調和，並未破壞權力分立的制衡機制。 

目前我國行政組織之設立、裁撤及調整，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5

條之規定，凡國家機關不問其層級高低，其組織均應以法律定之，因

此我國法制所採之法律保留，立法機關對行政組織權保留之徹底，無

出其右（吳庚，1999：177）。又行政機關乃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所

設置之獨立的組織體，依行政權範圍內之管轄分工，有行使公權力並

代表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為各種行為之權限，其效果則歸屬於國家或

該自治團體（吳庚，1999：164）。 

綜上論述，獨立機關爲行政組織，其組織均應以法律定之，爲維

持專業性、公正性與中立性，以合議方式運作，依行政權範圍內之管

轄分工，經法律授權，有行使公權力並代表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為各

種行為之權限。獨立機關亦為行政機關權力分立之代表，其自既有之

行政組織中，爲具專業功能，於業務上及結構上的先行分化，並以委

員會合議制方式整合運作，以使業務運作具公正及中立性。因此，獨

立機關為行政權之一環，亦為行政機關內部之權力分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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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權力制衡 

    憲法上的權力分立，不但重視權力間的分立與制衡，也強調權力

間的相互分享。一方面藉由權力間的分立與制衡，可避免權力的恣意

與濫用，另方面藉由權力的分享，使得任何權力的行使，皆必須獲得

其他機關的認同，才有可能進行。在這個權力分享、制衡合作的權力

分立原則下，憲法各個權力機關間，既互相獨立、也互相依存。在三

權分立下，更重要的是必須妥善界定行政與立法、行政與司法及司法

與立法三個權力間的分享與制衡（林子儀等，2008：189）。在行政與

立法的權力制衡與分享上，最主要在於人事、立法、財政、外交及重

要事項、調查權等面向。我國獨立機關為行政機關，其中尤以人事決

定權、立法權及財政權與立法院最為相關。 

壹、權力制衡之意義 

依司法院釋字第613號解釋，權力制衡之意義「即權力之相互牽

制與抑制，以避免權力因無限制之濫用，而致侵害人民自由權利。惟

權力之相互制衡仍有其界限，除不能牴觸憲法明文規定外，亦不能侵

犯各該憲法機關之權力核心領域。」爲節制行政權力及因應社會變遷

的考量，並基於行政權與立法權各有其先天上不同的特質，發揮各得

其所之最大效用，依適當功能的機關結構標準來區分立法權與行政權

下之事務（許宗力，2002：14），可使國會的立法權不至於被完全剝

奪或取代，並使行政及立法之權力得以制衡。 

有關權力分立原則發展的歷史脈絡，英國Acton爵士曾言：「權

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腐化。」（林子儀等，2008：132）。

為了保障人民的自由及權利，憲政主義者（constitutionalist）者即主張

以具體的憲法規範，規範政府的組成及權力的行使，以建構一個有限

政府（limited government），權力分立原則因而被提出。其中最有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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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英國的洛克及法國孟德斯鳩的理論，洛克將國家權力分為立法權

（legislative power）及執行權（executive power）。而在洛克提出分權理論

的五十餘年後，孟德斯鳩提出立法權、執行權（行政權）及司法權等

三權分立的分權理論，並主張將此三個權力分屬不同機關職掌。主張

理由是：一、當立法權與執行權集中在同一人或同一群執行官時，自

由便不復存在；因為人們害怕這個君王或元老院制訂殘暴之法律，並

用殘暴之手段執行之。二、如果司法權不和立法權及執行權分立，便

無自由可言。假如司法權與立法權結合，法官就是立法者，市民的自

由與生命將受專制之控制。倘若司法權與執行權結合，法官將握有壓

迫者之暴力。三、如果由同一個人，或由達官貴族或人民組成之同一

機關兼行這三種權力，包括立法權、執行公共決議權、及裁判私人犯

罪或爭訟權，則一切自由不復存在（林子儀等，2008：132－133）。

美國制憲先賢在主張分權的同時，也主張三個權力彼此間的制衡關

係，將立法、行政與司法三種權力加以分立，分別由三個不同的部門

行使。美國國會行使立法權，制訂法律；總統行使行政權，負責執行

法律；聯邦最高法院及聯邦各級法院行使司法權，依據法律解決爭

執。同時，也規定三權之間彼此的制衡關係，政府權力不僅必須分屬

不同的政府機關，同時權力之間還須相互的監督及牽制（checks）。在

分散政府權力時，必須注意權力彼此間在性質與大小上，維持一種平

衡（balances）的狀態，才能相互的監督與牽制。權力如果失衡，權力

較弱的政府機關將難監督與牽制權力較大的政府機關（林子儀等，

2008：134－135）。因此，權力制衡在於權力節制及權責相符。從制

度節制權力，以避免無限上綱，對法律賦予之權力，相對必須課責，

以使權責相符。對於權力的來源必須有法律依據，法律得授權給行政

機關制定法規命令，但授權必須符合「明確性原則」的要求，以使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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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機關取得「行政立法」的權能，並使權責相符。 

貳、行政機關之權力制衡 

依權力分立之理念，將國家統治權劃分為行政、立法及司法等不

同權限，行政組織就宏觀而言，指行使行政權限之各級組織之總稱，

易言之，行政組織乃以憲法及法規為依據而成立，為管理國家事務之

核心，實現國家目標之最主要手段，對其他社會單位或組織體而言，

具有監督及協調之功能（吳庚，1999：157）。由此可見，行政機關

係依組織權限授予之權力，據以實現國家目標。 

許志雄認為，權力分立的目的，本就不是積極增加政府效率，而

是消極防止權力之濫用或權力之恣意行使（許志雄，1992：102）。

湯德宗認為，分權設計愈複雜，權力間的摩擦機會增加，發生專權的

機率愈低，但政府效率相對減低，政治僵局的機率相對增加。就制度

同屬三權分立的英國與美國而言，英國為內閣制（parliamentary system）

較注重效率，美國為總統制（presidential system）較強調防止專權（湯

德宗，2000：186-187）。林子儀認為，分權制衡的權力原則下，三

個權力部門彼此間是相互獨立的，也是相互依存的關係。美國憲政體

制的權力分立原則，並非完全的權力分立，而只是部分的權力分立。

因為每個權力部門藉由對其他權力部門的約制，也參與行使了其他權

力部門的權力。一方面權力部門彼此分立，另一方面同一權力又由政

府不同部門分享（power sharing）（林子儀等，2008：137）。因此，就

行政機關之權力制衡而言，主要仍側重於防止專權，其制衡可分為外

部制衡及內部制衡，謹分述如下： 

一、行政機關之外部制衡 

行政機關之外部制衡，係指立法及司法機關，立法機關可節制行

政機關權力，司法機關則使行政機關權責相符。 



31 

 

立法權本質是抽象法秩序的建構，但在制衡的機制下，立法權機

關對國家政策、人事組織及施政有「事前」、「事中」及「事後」的

監督權。此種基於權力事前制衡所產生權力功能，各個國家因其制度

選擇及國情不同會有所不同面貌，不論是總統制或內閣制，國會大致

對於重要組織成員有事前同意權及預算控制權，亦即國會對政府機構

人員的基本資格與員額可以有所規定；事中的制衡，在內閣制包括對

行政體系的質詢及行使國會調查權，對行政政策的共同參與權，事後

的制衡包括對預算執行效率或政策成敗的考核等。因此，立法權可節

制行政權，立法機關為行政機關之外部制衡。 

當行政機關未依法行政時，司法機關亦可發揮其外部制衡之功

能。一般而言，對行政機關之決定不服時，可循訴願及行政訴訟救濟，

以節制行政權。對公務員之違法失職，司法機關更可移送法辦，以正

官箴。因此，司法權亦可節制行政權，司法機關亦為行政機關之外部

制衡。 

二、行政機關之內部制衡 

    行政機關依組織權限依法行政時，除外部制衡機關節制其行政權

外，最重要的還是行政機關之內部制衡，惟有行政權之自我節制及依

法行政，方使民眾不至於在第一時間權益受損，一般而言，依賴外部

制衡機關多為曠日廢時、緩不濟急。 

行政機關之內部制衡，可由制度之建立加以節制，最後由首長負

責，以使權責相符。行政機關最重要之使命為依法行政，依法律授予

組織之權限，由公務員執行之。就制度面而言，當行政權怠惰行使或

違法失職，管考單位、法務單位、政風單位及人事單位可適時發揮功

能，建議調職或移送法辦，當行政權積極行使，並有績效，則予獎勵，

以發揮權責相符之精神。首長為單位之整體績效負責，爲避免首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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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濫權，惟有依賴外部制衡機關及媒體輿論力量之制衡。 

三、功能制衡及機關制衡 

權力制衡可分為國家權力上功能的制衡及機關的制衡。就功能

上制衡而言，立法功能可以制衡行政功能，如憲法第63條規定，外

交部和外國簽訂之條約，必須經立法院通過條約才生效。又如憲法

增修條文第3條規定，行政院院長及各部會首長必須到立法院作施政

報告並備質詢；立法院經全體立法委員1/3以上的連署，可對行政院

院長提不信任案。行政功能也可制衡立法功能，如憲法增修條文第3

條也規定，行政院對於立法院決議的法律案、預算案、條約案，如

認為有窒礙難行時，也可經總統核准，對立法院提出覆議案。司法

功能也可制衡立法功能及行政功能，如行政機關之行政處分違法侵

害人民權利，行政法院經審判可撤銷該處分。又如立法院制定之法

律如果違憲，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可宣告此法律違憲而無效。就機關

上的制衡而言，經由人事同意權而產生的人事上制衡，尤其顯得特

別重要。如憲法增修條文第5條規定，司法院院長、副院長及大法官

要經過立法院的同意才可以任命；憲法增修條文第6條規定，考試院

院長、副院長及考試委員要經過立法院的同意才可以任命；憲法增

修條文第7條規定，監察院院長、副院長及監察委員要經過立法院的

同意才可以任命；憲法第104條規定，審計長要經過立法院的同意才

可以任命。對於其他機關上的制衡也是存在，如憲法第97條規定，

監察院對於失職或違法的公務人員，可提出糾舉案或彈劾案（許育

典，2006：62）。依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21條規定，獨立機關

之首長、副首長及其合議制之成員，均應明定其任職期限及任命程

序，相當二級機關者，由一級機關首長提名經立法院同意後任命

之，亦為立法機關對行政機關權力制衡之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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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獨立機關與權力制衡 

    在美國獨立管制委員會之所以被稱為「獨立機關」的原因，是因

為其並不受制於總統直接的監督，亦不直接對總統負責，係「獨立」

於總統指揮監督之外的行政機關（林子儀等，2008：371）。美國學

者藉由分析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關於權力分立案件所作之解釋，大體上

認為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所採的解釋方法可概分為二，一是形式論取向

（formalist approach）的解釋方法，另一是功能論取向（functionalist 

approach）的解釋方法。有關形式論者對於權力分立的理解，所強調的

重點是放在權力間的「分立」，政府組織的設計必須貫徹三權分立，

除憲法明文規定者外，一律不許權力的混合，若系爭權力性質為行政

權者，必須由行政機關行之，若非由行政機關行使，即牴觸權力分立

（林子儀，1993：137）。簡言之，權力性質必須搭配其適合之權力

機關，否則即屬違憲。有關功能論者對於權力分立的理解，所強調的

重點在放在權力間的「制衡」，因此功能論者並不認為行政權即應由

總統或其所屬部會才能行使，立法權、司法權亦不專屬於國會或法院

行使不可，認為政府組織可作彈性的設計以維持有效率的政府體制，

只要政府組織的設計未逸脫三權制衡的關係即可，而是否破壞權力間

均衡的判斷標準即在於是否侵越了憲法對於各部門所賦予的核心功

能。重點不在於界定系爭權力的性質，而是判斷系爭政府組織的設計

運作上是不是會破壞權力間的均衡（林子儀，1993：138）。因此，

關於獨立機關的合憲性及是否違反權力分立原則，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卻從未採取形式論取向的解釋方法宣告違憲，反而有些判決還肯認獨

立機關的憲法地位。 

    有關獨立機關的理論，基於制衡總統權力，常在行政權一元論

（unitarians）與反一元論（anti-unitarians）兩者之間論辯，並影響到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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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分立憲政理論及行政法。獨立機關之憲政地位仍有爭論，典型上是

一元論及反一元論之對抗。前者主張總統對於整個行政官僚擁有一元

的行政權力，從而對於獨立機關的合憲性和觀點有所質疑；後者則主

張，對於總統權力的制約乃是正當的（Brown and Candeub, 2010: 791）。

行政一元論者反對獨立機關，因為他們認為獨立機關乃是國會用以攫

取行政權並降低民主課責的高度黨派化擴權工具。反一元論則認為獨

立機關的獨立性可以強化專業官僚決策能力，及促進審議民主價值

（Brown and Candeub, 2010: 792）。委員會的特殊議程可以讓委員會在投

票時超越黨派，此乃當前在論辯機關獨立性時被遺漏掉的重點。倘若

依據黨派意識來投票是一種國會控制或總統控制方式，那麼獨立機關

委員會主席和委員們對此控制的回應方式，有相當大的不同（Brown 

and Candeub, 2010: 792）。基於上述的深度觀察，行政一元論者可能誤

以為獨立機關必然會導致反對黨侵犯總統職權。反行政一元論者也可

能誤認為機關的各種審議就必然進行審議式決策時可以免於政治爭

鬥。相對的，委員們對於會議議程和目的之回應，差異很大，由此顯

示，國會控制和總統控制，就既存的程度而言，有相當大之不同。此

種控制並非機關獨立性之必然特徵，那只是(委員們)個人在行使職權

的風格（Brown and Candeub, 2010: 792）。也說明了委員們在進行投票時，

特殊考量往往比黨派意識還要更具影響力（Brown and Candeub, 2010: 

793）。當委員獨立行使職權，依其專業發表意見並投票，其特殊考量

已超乎黨派意識，因此，獨立機關之合議制設計就是一種權力制衡。 

有關獨立機關之設置，蘇永欽認為，獨立的概念本即排除指揮

監督，以「獨立必要性」作為實質審查的檢驗，能合理化獨立機關造

成民意政治和責任政治相關機制的減弱，避免行政任意遁入獨立機

關，逃避立法部門的監督，侵蝕責任政治和民意政治原則（蘇永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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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99-103）。陳淑芳認為，獨立機關的設置，無非是對行政一體

及責任政治原則的挑戰，在某些行政領域，確實有設置不受其他機

關指揮監督之必要，且獨立機關之設置已為世界潮流。釋字第613號

解釋「原則上不得設置獨立機關，在符合一定條件之例外情況得設

置」所樹立之原則，應予以肯定，由憲法規範體系得出，獨立機關僅

可以是執法機關而非決策機關，執掌事項限於中央立法並執行之事

項，並且僅有在行使職權獨立於行政院，而非組織架構上獨立於行

政院（陳淑芳，2006：50-51）。周志宏認為，獨立機關存在目的在

法律規定範圍內，排除上級機關在層級式行政體制下所為對具體個

案決定之指揮與監督，使獨立機關有更多不受政治干擾，依專業自

主決定之空間，故僅限於具體個案有獨立行使職權可言。若具體個

案涉及政策領域，仍應與行政院各主管部會相互協調溝通，最後並

接受行政院之政策決定（周志宏，2006：19-21）。 

 

本節綜上論述，獨立機關為行政機關，其設置為例外，為避免

獨立機關制度之濫用造成行政權之政治責任體系的崩解，有關獨立

機關的設置及業務職掌的劃定，都必須審慎為之，從權力分立原則

觀之，獨立機關可說是行政機關之權力分立；從權力制衡原則觀

之，其對具體個案之決定，排除上級機關在層級式行政體制下所為

之指揮與監督，獨立機關可說是行政機關之內部制衡。我國中央行

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3條第1項第2款規定：「獨立機關：指依據法律

獨立行使職權，自主運作，除法律另有規定外，不受其他機關指揮

監督之合議制機關。」獨立機關之特性為具專業性及獨立性，專業性

係指委員具有相關領域之學經歷背景，足堪重任並裁決專業領域之

個案。獨立性係指委員獨立行使職權，委員會議之決議為出席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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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多數決，非首長一人能決定。基於責任政治及行政一體之原則，

獨立機關為行政機關之一環，其職權之行使為行政權，獨立機關之

施政業務，目的亦在於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增進人民福祉。獨立

機關之設置目的，係因領域專業且影響深遠，其與一般行政機關之

首長制相異之處，在於獨立機關委員會議針對個案之決議，上級不

得干涉。因此，就權力制衡觀點，獨立機關就是一種行政機關之內

部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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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獨立性 

獨立機關之獨立性在免於不當政治干預，不必接受最高行

政首長的直接指揮與監督。立法院於99年1月12日三讀完成行政

組織改造法案，並將自101年1月1日開始施行，行政院設14個「部」、

8個「委員會」、3個「獨立機關」、中央銀行及附屬機構故宮博物院，

由現有37個部會精簡成27個機關，行政院組織法中3個「獨立機關」

係指中央選舉委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及公平會。在行政一體

的原則下，獨立機關的組織與運作如何確保其「獨立性」值得探究，

本節擬說明獨立性之意義在於決策獨立且不受其他機關指揮監

督，並論述獨立性為獨立機關必要條件之理由。 

壹、獨立性之意義 

    依據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3條第2款規定，獨立機關之定義

係指「依據法律獨立行使職權，自主運作，除法律另有規定外，不受

其他機關指揮監督之合議制機關。」因此，獨立性之意義在於：一、

獨立行使職權；二、自主運作；三、不受其他機關指揮及監督。 

  一、依據法律獨立行使職權 

    蘇永欽認為，無論司法獨立、監察獨立、考試獨立或行政獨立，

決策獨立是獨立體制的真正核心，決策獨立指排除公權力部門（不論

來自行政體系或民意機關）做事物妥當性的監督，自主形成有效力的

決策。而且除了法院和監察機關仍可作事後的合法性監督外，原則上

也排除其他機關作任何事前、事中或事後的合法性監督（蘇永欽，

2008：431），也就是依據法律獨立行使職權，決策獨立。 

二、自主運作 

    蘇永欽認為，在決策獨立以外，一般行政管理也要獨立於層級構

造的行政體系，才足以稱之為機關獨立。沒有決策獨立，即無所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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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獨立，無論司法獨立、監察獨立、考試獨立或行政獨立，都是如此，

所以決策獨立是獨立體制的真正核心，是機關獨立的必要條件。但倒

過來，有決策獨立未必即有機關獨立，因此決策獨立不是機關獨立的

充分條件。機關獨立可以強化決策獨立，但也不可避免的使得機關對

外的運作變得更為複雜，但嚴格意義的獨立機關，應僅指決策獨立與

機關獨立兼備者（蘇永欽，2008：432），也就是能自主運作之機關。 

  三、不受其他機關指揮及監督 

    蔡茂寅認為，獨立機關之核心概念在於行使職權時之獨立性，不

受其他機關之指揮監督，惟此種指揮監督應係指事前之概括性監督而

言，因此不應將其設計成層級機關，例如「建制原則」二之（三）即

明言：相當二級機關之獨立機關，其「主任委員非為內閣閣員，毋須

參與內閣之政務運作及行政院院會」，即寓有保障其獨立性，不使其

居於層級機關內接受事前指揮監督之意。另大法官在釋字第613號解

釋理由書言及：「承認獨立機關之存在，其主要目的僅在法律規定範

圍內，排除上級機關在層級式行政體制下所為對具體個案決定之指揮

與監督，使獨立機關有更多不受政治干擾，依專業自主決定之空間」，

亦同此意（蔡茂寅，2007：9-10），也就是排除上級機關對具體個案

決定之指揮與監督。 

    李惠宗認為，所謂「獨立機關」的「獨立」係指「不受其他機關

指揮監督」的「作用法上的獨立」，而非「組織法上的獨立」，其屬行

政機關的本質並無改變，而所謂「其他機關」，係指本身以外的機關，

特別是指獨立於「最高行政機關」而言，但獨立並非免於制衡，故所

謂獨立並不獨立於立法機關之外，而是個案的運作不受干預而已，故

經由預算上予以控制或人事上予以制衡，尚非不可（李惠宗，2010：

22）。因此，對於立法院之預算審查及人事同意權行使認為係制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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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而非指揮監督關係。 

    有關獨立機關成員，依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21條規定：「經

立法院同意後任命之」，係賦予其「民主合法性」意義。此人事同意

權是立法院對行政院的一種「事前制衡」，此種產生方式與將來該委

員會是否獨立行使職權應屬二事，與該機關是否能夠獨立運作並無邏

輯上之關聯性。因機關或人員在作用法上的運作是否獨立，是委員會

成員內心世界的問題，很難透過任命的方式作為擔保，制度上只能解

除影響獨立的因素而已（李惠宗，2010：22）。因此，認為行政院所

屬獨立機關成員必須經由立法院同意，只有「權力制衡」的意義，並

非獨立執行職務之必要要件。 

    獨立機關的「獨立」是「作用法上的獨立」，而非「組織法上的

獨立」，李惠宗認為是權力也是義務。從權力角度而言，立法機關有

義務透過制度的建置，排除不必要的干預，特別是免於政黨的干預。

余雪明於釋字613號協同意見書中，強調獨立機關所謂的獨立，應包

括機構獨立、人員獨立、功能獨立及財務獨立四個指標。從義務的角

度而言，獨立機關的成員應避免陷入為特定政黨服務的漩渦或牟取個

人利益（李惠宗，2010：22-23）。因此，立法機關對通傳會組織法第

六條中與政黨職務有關的消極任用資格「委員於擔任職務前三年，未

曾出任政黨專任職務、參與公職人員選舉、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有給

職職務或顧問或所派任之有給職職務或顧問。」及第七條任職期間及

離職後的限制性規定，均具有高度正當性。 

貳、獨立機關與獨立性 

  一、獨立機關之建制 

    依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對釋字第613號解釋之釋憲聲請書，有關

我國獨立行政機關建制之沿革及其獨立性內涵，獨立機關在我國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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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用語，主要係源自於民國91年3月30日總統府政府改造委員會所

提出之「獨立機關的建制理念與原則」，故為精確掌握我國獨立機關

建制意義，實有必要就上開建制理念與原則之相關內容詳予細究，茲

摘要於下：1.「二、獨立機關的建制理念」：「獨立機關這種特殊的行

政組織型態，基本上便是為了因應這些特殊公共事務之處理需要所做

的組織安排。這類的機關之所以被界稱為『獨立』機關，乃是因為相

對於講求政治領導與控制的一般行政機關而言，它們必須超越個人或

黨派利益的考量，依據專業以及法律獨立行使職權。」2.「三、獨立

機關的建制原則」：「基於上述的建制理念，獨立機關與行政院之業務

機關及幕僚機關間，應該要有明確的區隔，而最有效的區隔方式，就

是不把獨立機關列計為行政院的所屬部會或個別業務部會的下級機

關，讓它們不受一般行政層級體系的指揮監督，得以自成一種獨特的

行政體系。」3.「獨立機關的立法模式4.」：「擬議中之中央政府機關

組織基準法，應增訂專章或專節，規範獨立機關的設置條件與組織準

則。」4.「對獨立機關的監督機制16.」：「為確保獨立機關之自主決

策空間，其所為決策不受行政院之適當性監督與適法性監督。」綜上

所述，依總統府政府改造委員會對獨立機關之理解，認為獨立機關與

行政院所屬一般部會應明確區隔，不受行政院之適當性與適法性監

督。現行組織基準法第3條第2款有關獨立機關之立法定義：「獨立機

關：指依據法律獨立行使職權，自主運作，除法律另有規定外，不受

其他機關指揮監督之合議制機關」實係受前開民國91年3月30日總統

府政府改造委員會所提之「獨立機關的建制理念與原則」影響，而於

立法院審議該法二讀會程序中，依照各黨團協商通過之首創性立法。

自此，獨立機關在我國已不再只是學理或外國組織制度之探討與介

紹，而係正式邁入法制化之運作。是以，依憲法增修條文第3條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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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及第4項授權制定組織基準法所成立之獨立機關，除法律另有規定

外，不受其他機關指揮監督，尤其是指不受最高行政機關之指揮監督。    

行政院民國91年11月22日院臺規字第0910091659號書函下達及民國

94年1月3日院臺規字第0930092748號書函修正下達之「獨立機關建制

原則」：其中該原則「對獨立機關之監督」規定：「（一）獨立機關所

為決策不受行政院或其他行政機關之適當性及適法性監督。（二）對

獨立機關所為決定不服者，應直接提起行政訴訟；法院得就繫屬案件

中獨立機關所為決定為適法性之監督。（三）立法院得藉由立法規範

及預算之審議，對獨立機關為監督…」是以，依上開行政院所下達之

函內容觀之，行政院亦自認獨立機關不受其適當性及適法性監督。    

對於獨立機關獨立性內涵，亦有如下之理解：倘其非「組織法上之獨

立（即非隸屬行政院之獨立機關）」，至少應係「作用法上之獨立（即

職務行使不受行政院指揮監督）」，否則獨立機關隸屬於行政院組織層

級之下，其行使職權復受行政院指揮監督，此與隸屬於行政院下之一

般部會即無差異。 

行政機關在組織方式上，通常採取層級化（或稱科層化）的組織

模式，縱向存在有上、下級機關間之關係，以確保上命下服，並由政

治任命之機關首長負起最終之政治責任。因此，就行政機關行使職權

之方式而言，係以接受上級機關的指揮監督為常態，惟此種方式雖然

得據以確保責任政治的完遂，但是上級機關之指揮監督則通常無法確

保行政權的行使係在專業性、公正性與中立性的考量下完成，於此乃

得到獨立機關設立的契機（蔡茂寅，2007：2）。因此，行政機關建制

之目的與行政權行使，在確保行政一體性與一貫性。當行政目的之達

成特別要求須在專業與政治中立的情況下為之時，獨立行使職權而不

受干涉的獨立機關（Independent Establishments）即成為重要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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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水亮指出，以美國為例，有關獨立機關之職權包括行政權、準

立法權及準司法權等。一、行政權權限有︰（一）執行權與管理權：

擁有一般行政機關之執行權及管理權。（二）調查權：針對所管理事

務擁有調查權，並得針對管制之事業的活動情況以及其違法案件加以

調查。（三）政策計畫權：對於管制事項有政策計劃權，可以依其專

業為適當的政策規劃。二、準立法權：從獨立管制委員會的成立背景

觀之，其所管制的事項都各具專門性及技術性，國會本質上對複雜、

具體的法規無法負荷，因此就管制事項只作概括及抽象的原則性規

定，其具體內容則授權由各委員會來制定，獨立管制委員會根據這種

授權可以制定各種管制法規，這種授權，美國最高法院法官霍爾莫斯

（O. W. Holmes）稱為「準立法權」，著名的美國行政法學者古希曼（Robert 

E. Cushman），更明白地說此種立法授權不是完全的「立法權」，而是

「準立法權」。三、準司法權：所謂「準司法權」，係指委員會對具

體的違法案件有審查、審判之權限。委員會可以針對違反管制之案件

行使行政權限中的調查權，如調查之結果認定其有違法情事，則可予

以審查、審判，但是對委員會之決定如有不服，仍然可以向聯邦法院

請求「司法審查」，但法院原則上只就法律問題加以審理，對委員會

認定之事實，給予相當的尊重（陳水亮，1986：119-120）。 

我國依據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3條第2款規定，獨立機關之

定義係指「依據法律獨立行使職權，自主運作，除法律另有規定外，

不受其他機關指揮監督之合議制機關。」獨立機關係採委員會議制，

當立法部門授權由委員會對特定事項之決定部分，法律為求作成公平

及專業之決定，經常規定由專家學者及各種團體之代表組成委員會掌

理其事。此種經由委員會作成之決定，其特性正在於由不同屬性之代

表，獨立行使職權，根據不同之觀點共同作成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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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獨立性為獨立機關必要條件之理由 

  （一）決策獨立以依法獨立行使職權 

    蘇永欽認為，無論司法獨立、監察獨立、考試獨立或行政獨立，

決策獨立是獨立體制的真正核心，所謂決策獨立，至少要做到機關外

部的獨立，也就是不受其他上級或平行機關的干預監督，內部未必要

獨立，機關內部可能仍有長官部屬的指揮關係，或長官的異議保留。

反之，如果有內部獨立，通常一定同時有外部獨立，否則獨立的意義

不大。 

    蘇永欽認為，屬於雙重獨立的情形，如合議制法院堪稱典型，憲

法第80條規定：「法官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律獨立審判，不受任

何干涉。」在獨任制法院，法官的個人獨立也就是法院整體對外的獨

立，但解釋上，該條的獨立也當然及於合議制法院的集體對外獨立，

大法官在闡釋本條時，有時候指的是做成裁判的法院，如第38、216、

371等號解釋，有時候單指法官，比如第13、539、601等號解釋。法

律位階的獨立機關中，公平會、保訓會、通傳會等也都屬於雙重獨立

─委員獨立加上委員會議獨立。以公平會為例，公平交易委員會組織

法第8條規定：「本會委員須超出黨派以外，於任職期間不得參加政黨

活動，並依法獨立行使職權。」另外又特別在公平交易法第28條另行

規定：「公平交易委員會依法獨立行使職權，處理有關公平交易案件

所為之處分，得以委員會名義行之。」可以說明（蘇永欽，2008：435）。

因此，雙重獨立常見於法院及獨立機關之委員會，前為法官獨立加上

法院獨立，後為委員獨立加上委員會議獨立，均不受其他上級或平行

機關的干預監督。 

    蘇永欽認為，只有外部獨立而無內部成員獨立者，檢察官便是一

例，在憲法未明文保障檢察官檢察獨立的情形下，大法官仍先後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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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461號解釋，認定檢察官行使檢察權不應受到監察、立法機關的

干預，然而檢察內部體系在「檢察一體」原則下，個別檢察官不能主

張有行使職權的獨立保障，大法官也在第530號解釋也說得非常清

楚。另外如審計權的行使，審計部組織法第12條第1項也設置了審計

官會議：「審計部處理重要審計案件，以審計會議之決議行之。審計

會議以審計長、副審計長、審計官組織之。」所有審計人員也受到獨

立保障（審計法第10條、審計人員任用條例第8條、大法官第357號解

釋），但真正具有憲法機關地位的只有審計長（憲法第104、105條），

因此就審計官會議內部的決策而言，審計長就享有類似行政院院長在

行政院會議中的特殊地位（審計部議事規則第13條：審計長移交覆議

權），就此而言，也可以說審計官和檢察官一樣，在審計內部並不享

有決策獨立（蘇永欽，2008：435-436）。因此，合議制機關不受其他

上級或平行機關的干預監督，並且委員超出黨派以外，依法獨立行使

職權，更可彰顯獨立性之意義。 

  （二）合議制使專業性與政治均衡性並行兼顧 

    獨立機關之獨立性應係表現在機關依據法律獨立行使職權，不受

任何干涉上，而與其組織型態究採首長制抑或合議制無關。例如法院

之審判即有合議制及獨任制之分，兩者均著重其獨立性及公正性，而

與組織方式無關。基準法採合議制設計之成因，主要當係基於專業性

與政治均衡性之考量，以及合議制有助於集思廣益，內部分權，可避

免權限集中於首長一人手中，造成機關內獨裁之結果所致。既然如

此，則除如中選會等特重政治均衡性之機關有採合議制之必然性外，

如僅著重機關之專業性，則因首長制與專業性並不相悖，實無必然採

取合議制之理由（蔡茂寅，2007：5）。因此，依據法律獨立行使職權

為獨立機關之獨立性之重要精神，合議制之設計有助於集思廣益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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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權，因此獨立機關常為合議制，使專業性與政治均衡性並行兼顧。 

  （三）在追求憲法上公共利益 

    民國 95年 3月 2日「獨立機關與行政院關係運作說明」說明獨

立機關之存在理由，依據司法院釋字第 613  號解釋理由書，獨立機

關之存在對於行政一體與責任政治原則有所減損，其設置應屬例外。

唯有設置獨立機關之目的確係在追求憲法上公共利益，所職司任務之

特殊性，確有正當理由足以證立設置獨立機關之必要性，重要事項以

聽證程序決定，任務執行績效亦能透明、公開，以方便公眾監督，加

上立法院原就有權經由立法與預算審議監督獨立機關之運作，綜合各

項因素整體以觀，如仍得判斷一定程度之民主正當性基礎尚能維持不

墜，足以彌補行政一體及責任政治之缺損者，始不致於違憲。 

    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 3條第 2款創設之獨立機關，自應符

合司法院釋字第 613號解釋意旨，必須有正當理由足以證立設置獨立

機關之必要性，其建制目的在於因特定裁決性、管制性或調查性之公

共任務，特別需要踐行高度專業化、去政治化或充分顧及政治與社會

多元價值，乃授與獨立機關以合議制型態，依據法律獨立行使職權自

主運作，除法律另有規定外，不受其他機關指揮監督。是以，獨立機

關組織之運作必須遵循以下重要原則。1.獨立行使職權之意旨，依據

司法院釋字第 613  號解釋，僅指在法律規定範圍內，排除上級機關

在層級式行政體制下所為對具體個案決定之指揮與監督，使獨立機關

有更多不受政治干擾，依專業自主決定之空間。故僅限於具體個案決

定有所謂獨立行使職權可言，不包括政策決定領域。2.獨立機關依據

法律主管之業務應以裁決性、調查性或管制性為主，不負責施政政

策、產業輔導或獎勵等業務，若裁決性、調查性或管制性之個案決定

涉及施政政策領域時，仍應與行政院各主管部會協調溝通，並接受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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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之政策決定。再者，其行使職權之個案決定雖不受行政院或其他

行政機關之適當性及適法性監督，然以獨立機關仍屬中央行政機關，

舉凡中央行政機關在性質上應一致遵行之行政管理事項仍應遵守，否

則行政院作為憲法規定全國最高之行政機關，其完整之行政管理權限

即難以維持。 

    依據行政院94年1月3日「獨立機關建制原則」中有關獨立機關之

設置條件：一、獨立機關之業務職掌，應兼顧權力分立及責任政治原

則，審慎規劃設計，且僅有決策及執行特別需要專業化、去政治化或

必須充分顧及政治與社會多元價值之公共事務，始得交由其處理。

二、獨立機關除為超然行使職權所為之政策規劃執行外，僅負責提供

裁決性、管制性或調查性之公共任務，不宜兼負政策諮詢或政策協調

統合之功能。 

    本節綜上論述，獨立機關之設置，在對有關裁決性、調查性或管

制性之個案作決定。當委員受任期保障，加以委員會議以合議制方式

運作，並且排除其他機關之指揮監督，則可決策獨立，依法獨立行使

職權，以達追求憲法上公共利益之目的。如未能決策獨立，依法獨立

行使職權，則獨立機關與一般行政機關無異，因此，獨立性為獨立機

關之必要條件。 

    綜合以上各節所論，當代憲政民主國家採行獨立機關實有其學理

基礎。獨立機關起源於 19世紀末期美國的獨立管制委員會，為確保

行政權的行使是在專業性、公正性與中立性的考量下完成，獨立機關

因此得到設立的契機，並將獨立機關設置為一專業性、合議制、與集

行政、立法及司法三種權限於一身的行政機關。 

    權力分立理論之發展，最原始目的係為保障人民的權利，而將權

力分散，讓權力間彼此制衡。權力分立之精義在於「分權」與「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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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權力分立原則，行政權受法律之拘束，並接受司法之審查，行政法

院則基於人民權利保護之請求，依據法律審查行政決定之合法性。權

力分立的目的在於保障人民自由權利，而政府運作的穩定與效率則涉

及整體公益，獨立機關在行政、立法、司法等三權中，有其重疊之功

能，並取得一定之「行政立法」權能，其制度設計已兼顧權力制衡與

效率之間的調和，並未破壞權力分立的制衡機制。有關權力分立原則

發展的歷史脈絡，英國 Acton爵士曾言：「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

力使人絕對腐化。」這句話一語道破人類的歷史經驗。獨立機關為行

政機關，其設置為例外，為避免獨立機關制度之濫用造成行政權之政

治責任體系的崩解，有關獨立機關的設置及業務職掌的劃定，都必須

審慎為之，從權力分立原則觀之，獨立機關可說是行政機關之權力分

立；從權力制衡原則觀之，其對具體個案之決定，排除上級機關在層

級式行政體制下所為之指揮與監督，獨立機關可說是行政機關之內部

制衡。合議制之設計有助於集思廣益及內部分權，因此獨立機關常為

合議制，可使專業性與政治均衡性並行兼顧。對於具特殊性之有關裁

決性、調查性或管制性公共任務，特別是需要踐行高度專業化、去政

治化或充分顧及政治與社會多元價值之個案，恐將成為上級機關或政

黨干預之標的，將有違憲法上公共利益之目的。因此，依據法律獨立

行使職權為獨立機關之重要精神，其獨立性為獨立機關之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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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獨立機關之發展及現況     

    有關我國獨立機關之發展，可溯自1980年代，當時臺灣已歷經

解除戒嚴、終止戡亂，及總統直選、政黨輪替等政治、經濟、社會多

元化的發展，而國際上也從冷戰到後冷戰，及區域化與全球化潮流的

變遷，在這些重大的內外政經變遷中，行政院為因應這些變遷，進行

組織結構與職能分工上的大幅度改造，在改變政府角色和政府職能的

同時，更強調政府再造的新政府運動（蕭全政，2012：13-16）。因

此，政府為提升其施政效率和國家競爭力，並強調政府應該重視市場

競爭機制等「小而能」政府理念，也因此我國有了成立獨立機關之構

想。本章第一節擬就我國獨立機關之發展作說明，從2001年10月總統

府設立「政府改造委員會」進行政府改造工程開始，經過獨立機關構

想的提出，到成立獨立機關並完成法制化之歷程，其中並說明原本構

想為5獨立機關後改制為3獨立機關的原由。第二節擬說明我國獨立機

關之現況，從組織法的角度出發，說明現行中央選舉委員會及國家通

訊傳播委員會之法制歷程、職掌、編制與預算規模。第三節擬說明公

平會之法制歷程、職掌、編制與預算規模，並比較3獨立機關組織運

作之差異。 

第一節 我國獨立機關之發展 

壹、獨立機關法制化之歷程 

    民國90年10月總統府設立「政府改造委員會」，進行政府改造工

程。民國91年3月30日總統府政府改造委員會作出「獨立機關的建制

理念與原則」，在前言中指出「獨立機關作為行政組織的一種特殊類

型，其建制精神是要讓若干行政機關獨立、公正地行使職權，以確保

決策上需要高度專業、去政治化或亟需顧及政治與社會之多元價值的

公共事務，能夠合理有效地推動執行。」有關獨立機關的建置理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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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提到「有一些管制性或調查性之公共事務的決策與執行，卻特別

需要專業化、去政治化或在決策時充分考慮到政治與社會的多元價

值，才能夠確保公共利益的實現並獲得人民的信賴。」有關獨立機關

的建置原則為「讓它們不受一般的行政層級的指揮監督，得以自成一

種獨特的行政體系。」並就獨立機關的設置條件、立法模式、組織型

態、職權行使及監督機制等課題，提出20點建制原則，此為我國政府

首次界定獨立機關之建置原則。 

行政院為統籌執行改革任務，特別於民國91年5月29日設置行政

院組織改造推動委員會，民國93年6月23日公布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

準法，正式在法律上出現了獨立機關這種特殊的組織型態，並將其定

義為「依據法律獨立行使職權，自主運作，除法律另有規定外，不受

其他機關指揮監督之合議制機關。」明定五個獨立機關，分別為中央

選舉委員會、公平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及

中央銀行。 

    為了因應此一特殊的組織形態，行政院於民國 94年 1月 3日發

布「獨立機關建制原則」12，有關獨立機關之設置條件、組織、職權

行使及其監督方式均有所規定。其相關重點如：在設置條件提到「僅

負責提供裁決性、管制性或調查性之公共任務，不宜兼負政策諮詢或

政策協調統合之功能。」在組織上有 11 項規定，其中較重要之規定

為「應採合議制；除有特殊需要外，委員人數以五人至七人為原則，

其中一人為首長、一人為副首長；委員具有同一黨籍者不得超過一定

比例，並應為專任。」及「獨立機關之首長，非為內閣之閣員，毋需

參與內閣之政務運作及行政院院會。」在對獨立機關之監督，包括「獨

立機關所為決策不受行政院或其他行政機關之適當性及適法性監

                                                 
12

 「獨立機關建置原則」行政院於 94 年 1 月 3 日發布，98 年 8 月 28 日停止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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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對獨立機關所為決定不服者，應直接提起行政訴訟；法院得

就繫屬案件中獨立機關所為決定為適法性之監督。」「立法院得藉由

立法規範及預算之審議，對獨立機關為監督。獨立機關之預算於交付

立法院審查時應提出業務報告，並接受立法委員就其業務績效所提出

之質詢。但其首長或主任委員得拒絕回覆立法委員就繫屬於該機關行

政程序之個別、具體案件所提出之質詢。」及「各獨立機關應就其業

務執行狀況，定期（每季或每年）公布「工作報告」，俾促進公眾與

輿論之監督。」此建制原則與民國 91年 3月 30日總統府政府改造委

員會作出「獨立機關的建制理念與原則」大同小異，其中委員人數由

「五人至九人為原則」改為「以五人至七人為原則」。 

民國95年3月2日公布「獨立機關與行政院關係運作說明」13，闡

述了獨立機關行使職權固不受行政院或其他行政機關之適當性及適

法性監督，惟其仍屬中央行政機關，舉凡中央行政機關在性質上應一

致遵行之行政管理事項仍應遵守，否則行政院作為憲法規定全國最高

之行政機關，其完整之行政管理權限即難以維持。 

    民國95年7月21日大法官會議釋字第613號解釋，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組織法第4條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之組織及委員產生方式違憲，

嗣後於民國95年10月行政院修正「獨立機關與行政院關係運作說

明」，說明獨立機關之設置必要性，及其建制目的為特定裁決性、管

制性或調查性之公共任務。另該修正說明亦指出獨立機關組織之運作

必須遵循的重要原則：「一、獨立行使職權之意旨，依據大法官會議

釋字第613號解釋，僅指在法律規定範圍內，排除上級機關在層級式

行政體制下所為對具體個案決定之指揮與監督，使獨立機關有更多不

受政治干擾，依專業自主決定之空間。故僅限於具體個案決定有所謂

                                                 
13
 「獨立機關與行政院關係運作說明」行政院於 95 年 3 月 2 日發布，98 年 8 月 10 日停止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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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立行使職權可言，不包括政策決定領域。二、獨立機關依據法律主

管之業務應以裁決性、調查性或管制性為主，不負責施政政策、產業

輔導或獎勵等業務」。 

    民國 99年 2月 3日修正之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 21條規定

「第一項合議制之成員，除有特殊需要外，其人數以五人至十一人為

原則，具有同一黨籍者不得超過一定比例。」及第 32條規定「獨立

機關總數以三個為限。」因此，行政院組織法將公平會、中央選舉委

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及中央銀行等五個

獨立機關，排除了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及中央銀行，修改為公平會、

中央選舉委員會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等三個獨立機關。 

貳、五個獨立機關修改為三獨立機關之分析 

民國93年6月23日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明定獨立機關數目為

5個，行政院並公布了「獨立機關建置原則」及「獨立機關與行政院

運作關係說明」，來規範這行政一體制度下的例外，惟運作6年後，行

政院於民國99年2月3日修正行政院組織法及中央行政機機關組織基

法，將公平會、中央選舉委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金融監督管

理委員會、中央銀行等五個獨立機關，修改為公平會、中央選舉委員

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等三個獨立機關，排除了金融監督管理委員

會及中央銀行等二個獨立機關，並公布該二機關雖不具獨立機關地

位，惟仍維持原狀運作。 

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主管之金融產業具有高度專業性、複雜性及

時效性，為免使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主委在向行政院負政治責任及獨

立行使職權之間搖擺，並為面臨全球日益嚴峻的金融情勢、順應國際

金融監理改革趨勢及我國金融市場發展需要，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之

組成與運作形態，應朝提升金融監理效能並強化政策溝通功能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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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因此，依民國99年2月3日修正公布之行政院組織法第4條，明

定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為行政院所設之委員會，已非屬獨立機關，新

修正之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組織法於民國100年6月29日修正公布，並

於民國101年7月1日施行，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將以首長制委員會運

作，依據責任政治原則，受行政院指揮監督，監理之執行面則維持原

有規定，依法獨立行使職權。 

中央銀行在面對瞬息萬變的貨幣市場，其所追求之政策目標，亟

需政府其他部門採行適當的配合措施，以兼顧經濟成長與安定的最終

目標，若中央銀行享有高度的獨立性，將使各種政策措施之間的協調

配合極為困難，另在現在民主的社會中，過度重視中央銀行超然地位

問題的結果，可能由於其監督機構的不存在而缺乏制衡作用，其決策

可能沒有民恴基礎而變成一意孤行，故中央銀行亦被排除於獨立機關

之外。民國99年2月3日行政院組織法及中央行政機關基準法修正後，

將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及中央銀行排除獨立機關之列，回歸行政機

關，惟其仍依原有狀態運作。依行政院組織改造網站於2010年3月8

日公布「中央銀行及金管會為什麼是維持現狀運作？」14之說明，其

內容略為： 

一、中央銀行負責「貨幣、信用及外匯政策事項之審議及核定」、央

行總裁、副總裁受任期保障，央行理事會及監事會部分，按現況

運作，理事及監事仍受任期保障。修法前後，央行依中央銀行法

等相關規定，於實際運作時均具有高度獨立性。央行總裁非內閣

成員但列席行政院院會，且須定期至立法院財政委員會報告，接

受國會監督，並受行政院主計處及監察院審計部之外部稽核。又

因央行所掌理之貨幣政策同時影響利率、匯率以及經濟成長，與

                                                 
14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行政院組織改造網站，網址：

http://www.rdec.gov.tw/ct.asp?xItem=4485861&ctNode=14598&mp=14，瀏覽日期：2013/05/22。 

http://www.rdec.gov.tw/ct.asp?xItem=4485861&ctNode=14598&m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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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經濟部及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業務關係密切，屬於整體

行政權之一環，考量其配合經濟發展政策之關連性，故仍予維持

現狀運作機制。 

二、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所轄事涉金融產業發展政策，與各部會業務

關係密切，職掌業務多元化，考量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兼負政策

諮詢與政策協調統合功能，故維持為行政院所屬二級機關，按現

狀運作，受行政院指揮監督。依據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組織法第

2條規定，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仍負責「金融市場及金融服務業

之發展、監督、管理及檢查」，第 3條維持現制「金融制度及監

理政策」，所屬四局則分別負責銀行、保險、證券期貨業之監督、

管理與其政策、法令之擬訂、規劃、執行等業務及相關金融檢查

業務。至金融監理業務不涉及政策部分，依同法第 10 條規定，

維持依法獨立行使職權，確保其獨立性與專業性。 

    我國於1980年以前，為維持金融穩定，政府對金融體系多方管

制，1980年代後期，外匯政策由固定匯率改為浮動匯率，民國78年銀

行法修正後，在民營銀行及市場利率方面，做了開放措施（楊雅惠，

1999：430）；1990年以後在金融多元化、科技化的趨勢下，衍生性

金融商品、票券業務及電子銀行業開放，金融業務日新月異且與市場

緊密結合，政府部門之政策往往跟不上業界之創新及變化速度（杜玲

玲，2005：156）。金融自由化及政府推動金融國際化後，固然金融

機構自由度及外國銀行在台分行的家數增加，但政府對金融體系的掌

握力隨之降低，且增加金融監理的困難度（楊雅惠，1999：438），

金融監理機構面對瞬息萬變國際金融局勢下，執行金融法令所面臨的

壓力與挑戰勢更為沈重（杜玲玲，2005：136），亦需具有更敏捷快

速的應變措施的政府體制。蕭全政認為，中央銀行和金融監督管理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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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的業務與政策，雖然會對其標的團體產生明確的利害得失，但是

這些受到影響的標的團體其實並不明確、不特定，故較不易造成系統

性的扭曲或偏差，因此，不需要擔心行政部門的刻意扭曲，故定位為

獨立機關的必要性就沒那麼強（蕭全政，2009：55）。徐良維則認為，

行政院組織法第九條將「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及「中央銀行」從獨

立機關改成「非獨立機關」，或許是為了「拼經濟」，或許是為了貫

徹「行政效率」以拼政績而有其「政治利益」的考量（徐良維，2010：

98-101）。由於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組織法自民國93年成立以來，其

主管業務均維持原有之規範，集金融檢查權、管理權與決策權於一

身，實際運作上來看，民國100年組織法修改前，金融監督管理委員

會經常在向行政院負政治責任及獨立行使職權之間擺盪，使社會各界

質疑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的存在價值及其獨立公正性（鍾菊英，

2009：103）。因此，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第六位主委陳沖上台後，在

立法院財政委員會質詢時就以「行政權單一」觀點直接說明：「金管

會不是獨立機關」。陳沖表示，「依據法律獨立行使職權，每個行政機

關都應該是這樣，如果用『獨立』的字眼來解釋機關的『獨立性』，

將產生『國中有國』（state within the state）的現象，影響行政權的整體

性」。現任金管會主委陳裕璋則為文指出，原金管會組織法係於民國

92年7月23日制定公布，此時法律尚未明文規定獨立機關，但金融監

督管理委員會組織法相關條文中，即已有獨立機關要求之相關規範，

包括合議制委員會運作原則、委員之任期保障、交錯任期制，以及學

識經驗條件等。民國93年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納為獨立機關，惟金融

監督管理委員會組織法未能及時修正，仍為行政院所屬部會，兼負有

金融政策與監理的執行；是以，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未以中央行政機

關組織基準法第3條規定之獨立機關方式運作（陳裕璋，201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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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政策與產業與經濟政策息息相關，屬於國家經濟政策的重要一

環，金融市場變化快速，主管機關常需因應採取適當措施，且需高度

專業及豐富監理經驗，各國金融主管機關主要仍以首長制運作，賦予

金融主管機關之首長充分權限處理金融監理業務。在金融海嘯後，各

國莫不以強化金融監理效能為著眼點，一方面強化金融主管機關日常

監理之權限，另一方面同時強化總體審慎監理與防範系統性風險之功

能，檢討加強金融監理體系中各主管機關（金融監理機關、財政部及

中央銀行）間的政策協調與金融資訊交換的功能（陳裕璋，2012：

142）。因此，有鑒於央行所掌理之貨幣政策同時影響利率、匯率以

及經濟成長，與財政部、經濟部及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業務關係密

切，屬於整體行政權之一環，又考量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兼負政策諮

詢與政策協調統合功能，故均維持為行政院所屬二級機關，按現狀運

作，受行政院指揮監督。 

 

    本節綜上論述，有關獨立機關之建制精神是要讓若干行政機關獨

立、公正地行使職權，在決策需要高度專業、去政治化或亟需顧及政

治與社會之多元價值的公共事務上，能夠合理有效地推動執行，以確

保公共利益的實現並獲得人民的信賴。民國 93年 6月 23日公布中央

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正式在法律上出現了獨立機關這種特殊的組織

型態，並將其定義為「依據法律獨立行使職權，自主運作，除法律另

有規定外，不受其他機關指揮監督之合議制機關。」民國 99年 2月

3日修正之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 21條規定「合議制之成員，

除有特殊需要外，其人數以五人至十一人為原則，具有同一黨籍者不

得超過一定比例。」及第 32條規定「獨立機關總數以三個為限。」

因此，行政院組織法將公平會、中央選舉委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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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及中央銀行等五個獨立機關，排除了金融監

督管理委員會及中央銀行，修改為公平會、中央選舉委員會及國家通

訊傳播委員會等三個獨立機關。 

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因所轄事涉金融產業發展政策，與各部會業

務關係密切，職掌業務多元化，考量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兼負政策諮

詢與政策協調統合功能，故維持為行政院所屬二級機關，按現狀運

作，受行政院指揮監督。又因央行所掌理之貨幣政策同時影響利率、

匯率以及經濟成長，與財政部、經濟部及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業務關

係密切，屬於整體行政權之一環。民國99年2月3日修正行政院組織法

及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將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及中央銀行排除

獨立機關之列，回歸行政機關，仍依原有狀態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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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我國獨立機關之現況 

一般行政機關要求的是行政中立，獨立機關則是更進一步要求達

到獨立。中立與獨立是不同的概念，行政中立仍不免有上級機關本於

行政一體的監督，而獨立除本於行政中立外更要求其他機關不能加以

干涉。另獨立機關所涉及的專業當較一般行政機關多元且複雜，專業

性的程度較一般行政機關高（辛年豐，2010：156），從全球視野分

析觀察，辛年豐將當前許多獨立機關處理事務的類型，區分為專業效

能及分裂預防兩種類型。在專業效能型獨立機關，國會授予規則制定

權，使其可本諸專業彈性處理事務，我國公平會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均屬此類型之獨立機關（辛年豐，2010：157）。在分裂預防型獨

立機關，有許多民主轉型的國家，族群或團體之間彼此的互信並不足

夠，必須成立中立客觀的機關來處理此等事務，盡量使各個族群或團

體均有代表於獨立機關之中，給予充份參與事務運作的機會，以杜絶

事後的紛爭於事前（辛年豐，2010：157-158、161-162）。我國中央

選舉委員會為反映多元意見，人數參考現行委員會之組成予以寬列，

明定中央選舉委員會置委員九人至十一人，即屬於預防型獨立機關。 

民國 99年 2月 3日修正公布行政院組織法及中央行政機關組織

基準法，將五個獨立機關修改為公平會、中央選舉委員會及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會等三個獨立機關。本節擬先就中央選舉委員會之法制化歷

程作說明，並依中央選舉委員會組織法及其修法沿革說明中選會之組

織運作。其次，有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歷經大法官會議第 613號解

釋宣告違憲，說明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之法制化歷程，並依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會組織法及其修法沿革說明通傳會之組織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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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中央選舉委員會 

  一、法制歷程 

    中央選舉委員會之設立係依據民國 69年制訂之「動員戡亂時期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並以行政院擬定之「組織規程」作為組織與

運作的依據，民國 89年政黨第一次輪替後，立法院通過了「公職人

員選舉罷免法」第 8條的修正：「中央選舉委員…其組織另以法律定

之」，但在任命中選會委員的方式上，朝野立委各自擔心中選會不能

發揮「獨立行使職權」，因而造成立法院遲遲未能通過「中央選舉委

員會組織法」，使得「中選會」淪為所謂的「黑機關」15。由於民國

89年修訂「中央選舉委員會組織規程」以規範中央選舉委員會組織，

「規程」為命令位階，共有 17位委員，兩位由在野黨推薦，其餘皆

係執政黨提名任用，致使中選會成員結構失衡，一面倒向執政黨。中

央選舉委員會組織雖是依據「規程」而定，但因執政黨廣納在野黨與

無黨籍委員，使組織結構能有政黨平衡的效果，相關決議日漸取得中

立形象（蕭全政、管碧玲、江大樹，2001：193-194）。惟中選會在

民國 93年「公投綁大選」及民國 97年「一階段二階段投票動線規劃」

等，極具爭議性的選舉事務上，多數委員的決議卻明顯的附和執政黨

的政治主張，而難為社會大眾所認可，因此中選會若不能「依據法律、

獨立行使職權」，反而會傷害我國的民主發展。民國 98年 5 月 22日

國民黨掌握了立法院的絕對優勢席次，「中央選舉委員會組織法」在

溫和抗爭的氣氛下完成三讀程序，中選會完成法制化得以擺脫黑機關

的質疑。中央選舉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政雄於 98年 5月 22日以新聞稿

發表聲明指出，中選會組織法完成立法程序，讓中選會完全法制化是

大家的期望。中選會應為獨立的最高選舉機關，中選會組織法三讀通

                                                 
15隋杜卿（2009/06/02），〈中選會法制化，獨立性更待落實〉，《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憲政

(評) 098-077 號，網址：http://www.npf.org.tw/post/1/5948，瀏覽日期：2012/11/28。 

http://www.npf.org.tw/post/1/5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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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後，在條文規定上卻非主導選舉、罷免、及公投等相關法令及政策

之機關，仍由一個非具選舉專業且非獨立的機關內政部主導，其深感

遺憾。並強調，也因為中選會沒有法令及政策之主導權，對於現行競

選經費中的若干規定，將無法管理，對於選舉將造成不公平的現象，

這也是其最擔憂的一環16。 

    綜上論述，中選會係以行政院擬定之「組織規程」成立於民國

69年，民國 89年政黨第一次輪替，因立法院遲遲未能通過「中央選

舉委員會組織法」，使得「中選會」淪為所謂的「黑機關」。直至民國

98年 5 月 22日國民黨掌握了立法院的絕對優勢席次，「中央選舉委

員會組織法」方完成三讀程序，惟張政雄對內政部仍為主導選舉、罷

免、及公投等相關法令及政策之機關，表示深感遺憾。 

  二、組織運作 

    中央選舉委員會組織法全文 共 13 條，於 98年 6月 10日總統

公布；民國 98年 7月 1日行政院發布定自 98年 7月 1日施行17，擬

就中選會組織法之相關規定及立法沿革，說明中選會之組織運作情

形。 

  （一）設立目的及職掌 

    中央選舉委員會組織法第 1條明定係為貫徹憲法保障民主法治

及人民參政權之本旨，統籌辦理公職人員選舉、罷免及公民投票事

務，設中央選舉委員會。其中條文內所稱「公職人員」涵蓋總統、副

總統及公職人員。有關中央選舉委員會之掌理事項為： 

1.選舉、罷免、公民投票事務之綜合規劃。 

                                                 
16
中央選舉委員會網站，中選會主委張政雄針對立法院三讀通過中央選舉委員會組織法發表聲

明， 網址：http://web.cec.gov.tw/ezfiles/0/1000/attach/8/20090522184648.doc，瀏覽日期

2012/11/29。 
17
中央選舉委員會網站，中央選舉委員會組織法，網址：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00153，瀏覽日期 2012/11/30。 

http://web.cec.gov.tw/ezfiles/0/1000/attach/8/20090522184648.doc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00153


61 

 

2.選舉、罷免、公民投票事務之辦理及指揮監督。 

3.選舉區劃分之規劃辦理。 

4.選舉、罷免、公民投票監察事務之處理。 

5.政黨及候選人競選費用之補貼。 

6.選舉、罷免、公民投票相關選務事項法規制（訂）定、修正及廢止

之擬議。 

7.其他有關選舉、罷免、公民投票事項。 

  （二）委員人數 

考量中央選舉委員會業務性質特殊，為反映多元意見，人數宜

參考現行委員會之組成予以寬列，明定中央選舉委員會置委員九人

至十一人。中央選舉委員會組織法第 3條第 1項明定「本會置委員九

人至十一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特任，對外代表本會；一人為

副主任委員，職務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其餘委員七人至九人。」       

 （三）委員任期及提名 

    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及委員均由行政院院長提名經立法院同

意後任命。委員任期為 4年，任滿得連任一次。但本法施行後，第

一次任命之委員，其中 5人之任期為 2年。 

    行政院院長應於委員任滿 3個月前，依前項程序提名任命新任

委員。委員出缺時，行政院院長應於 3個月內，依前項程序補提人

選，其繼任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但出缺委員所遺任

期不足一年，且未逾 3人者，不再補提人選。 

    委員出缺時，由行政院院長補提人選，並明定其繼任人之任

期，以填補原任期為原則。另為確保委員行使職權之獨立性，並使

新舊委員能有經驗傳承及避免新任委員尚未熟悉業務時所產生之空

窗期，明定本法施行後，第一次任命委員之任期採取交錯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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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委員黨籍之比率限制及為無給職 

    委員應遴選具有法政相關學識、經驗之公正人士擔任。委員中

同一黨籍者，不得超過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符中央行政機關組織

基準法第 21條第 2項之規定。明定主任委員 1人、副主任委員 1人

為專任，其餘合議制成員均為無給職。 

  （五）免職規定 

    為確保委員之品德操守等足以執行職務，主任委員、副主任委

員及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行政院院長予以免職：1.因罹病

致無法執行職務。2.違法、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行為。3.因案受羈

押或經起訴。     

  （六）主任委員出缺代理及委員獨立行使職權 

  明定主任委員出缺或因故無法行使職權時，由副主任委員代

理；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均出缺或因故無法行使職權時，由其他

委員互推一人代理主任委員。 

    組織法中就委員獨立行使職權部分，特別明定為保障委員獨立

行使職權，避免受政治力不當干預，規定委員應超出黨派之外，且

於任職期間不得參加政黨活動，並依據法律，獨立行使職權。 

  （七）明列應經委員會議決議之事項。 

下列事項，應經委員會議決議： 

1. 選舉、罷免、公民投票相關選務事項法規之制（訂）定、修

正及廢止之擬議。 

2. 各項選舉、罷免及公民投票公告事項之審議。 

3. 違反選舉、罷免及公民投票法規之裁罰事項。 

4. 重大爭議案件處理。 

5. 委員提案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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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重大應由委員會議議決事項。 

  （八）委員會議之召開事項及得邀請學者等派員列席。 

    委員會議，每月舉行 1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均由主任委

員召集之。前項會議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任委員未能出席時，由

副主任委員代理。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均不能出席時，由出席委員

互推一人為主席；開會時須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議，

會議之決議，應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如遇重大爭議案件，開會

時須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始得開議，會議之決議，應以委員

總額過半數之同意行之。各委員對重大爭議案件之決議，得提出協同

意見書或不同意見書，併同會議決議一併公布。 

  為使委員會議能有充分之事實及佐證資料作為決議之參考，同時

反映多元意見，使委員會之決策更為周延。明定委員會議，得邀請學

者、專家及與主要議題有關之其他機關派員列席，提供諮詢、陳述事

實或報告。  

   （九）中央選舉委員會及其所屬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委員之任

命及任期。 

    我國各種選舉係由專責機關中央選舉委員會及其所屬直轄市、縣

市選舉委員會，根據「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法」規定，以普通、平等、直接及無記名投票方式辦理。 

    為確保選舉事務公正超然，各級選舉委員會委員均應超出黨派

以外，依法獨立行使職權，其任期為 4年，且委員中同一黨籍者，

不得超過委員總數三分之ㄧ。中央選舉委員會主任委員、副主任委

員及委員 9人均由行政院院長提名經立法院同意後任命；直轄市、



64 

 

縣市選舉委員會委員由中央選舉委員會提請行政院院長派充之，並

指定 1人為主任委員18。 

  （十）預算及編制 

   依中選會 102年度預算書，一般行政 87,462千元，人事費編列

75,837千元，其中包含主任委員 1人、副主任委員 1人、專任職員

48人及技工駕駛工友共 7人。委員係兼職共 9人，每人每月 8,000

元，由業務費支應。另有 5直轄市選舉委員會及 17縣市選舉委員

會，22個選舉委員會人事費編列288,841千元，專任職員有219人，

技工駕駛工友共 70人19。中選會會本部設綜合規劃處、選務處、法

政處、秘書室、人事室、會計室及政風室。其中新聞聯繫及發布由

綜合規劃處辦理，國會聯絡、公共關係由秘書室辦理20。 

 

貳、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一、法制歷程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係依「通訊傳播基本法」及「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組織法」所設立，組織法明定依法獨立行使職權，並於法律中

明定獨立機關之任務、職權及組織。民國 32年交通部修正組織法，

將郵政及電政兩司合併，成立郵電司，同時在其轄下設立電信總局，

為電信政策及法案之制定，電信總局不僅為電信之經營者，亦為電信

之監督者。民國 85年修改電信法規，電信總局仍負責電信政策執行

與電信監理、電波之管理，另成立中華電信公司經營電信服務，此時

電信事業之經營及監理始分離（陳朱強，2003：72）。民國 36年我
                                                 
18中央選舉委員會網站，選舉機關，網址： http://web.cec.gov.tw/files/11-1000-1617-1.php，瀏覽

日期 2012/12/02。 

19
中央選舉委員會網站，預算，網址：http://web.cec.gov.tw/files/11-1000-542-1.php，瀏覽日期

2012/12/03。 
20
中央選舉委員會網站，組織職掌，網址：http://web.cec.gov.tw/files/11-1000-155-1.php，瀏覽日

期 2012/12/03。 

http://web.cec.gov.tw/files/11-1000-1617-1.php
http://web.cec.gov.tw/files/11-1000-542-1.php
http://web.cec.gov.tw/files/11-1000-155-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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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成立行政院新聞局，主要業務為闡明國家政策、宣達政令，為傳播

事業主管機關，民國 62年納入大眾傳播事業的輔導與管理業務（陳

朱強，2003：73）；新聞局所掌業務互有矛盾，其一方面扮演政府發

言人和文宣公關角色，另一方面又要負責大眾傳播媒體的規範、發

照、監督等管制業務。在政府解嚴之後，隨著黨禁及報禁解除、頻道

開放，大眾傳播媒體競爭激烈，新聞局對於言論自由的尺度，並沒有

一個清楚的界限標準，尤其是在涉及政治主張方面，一直是爭議不斷

（蕭全政、管碧玲、江大樹，2001：195）。由於過去我國對於通訊

傳播管制猶如多頭馬車、各自為政，為避免通訊傳播事業以其巨大之

影響力，散播不當之資訊造成社會沉淪，或政治力介入經營影響其中

立性（張宏榮，2007：37），並且隨著資訊、通訊科技的發達，有專

家學者建議參照美國經驗，增設跨部會、超然、獨立的委員會，公正、

集思廣益地管理和協調相關事務（蕭全政、管碧玲、江大樹，2001：

196）。因此，為因應全球性之數位匯流發展及監理革新趨勢，以及

整合現行通訊及傳播分散之事權，規劃成立電信資訊傳播整合監理機

關，以收事權統一，政策整合之綜效。93年 1月 7日「通訊傳播基

本法」與 94年 11月 9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公布施行後，

並於 95年 2月 22日正式成立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開啟了我國通訊

傳播監理的歷史新頁21，為依民國 93年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成立

之第一個獨立機關。 

依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第 4條規定，「本會置委員 13

人，均為專任，其中 1人為主任委員，特任，對外代表本會；2人為

副主任委員，職務比照簡任第 14職等；其餘委員，職務比照簡任第

13職等。委員任期為 3年，任滿得連任 1次。」惟民國 94年國家通

                                                 
21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網站，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施政績效，網址：

http://www.ncc.gov.tw/2011gpr.htm，瀏覽日期 101/12/08。 

http://www.ncc.gov.tw/2011gp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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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傳播委員會之組織法第 4條被大法官以釋字第 613號解釋宣告違

憲，理由為基於權力分立原則，行使立法權之立法院對行政院有關國

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之人事決定權不能予以實質剝奪或逕行取而

代之。依 97年 1月 9日總統令公布修正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

第 4條條文，將委員之提名及任命方式，修正為由行政院院長提名，

並經立法院同意後任命之；委員人數改置 7人，副主任委員改置 1人，

任期延長為 4年，但修法後第 1次任命之委員，其中 3人之任期為 2

年。嗣後配合行政院組織改造，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奉 總統

100年 12月 28日華總一義字第 10000294211號令公布修正，其中第

4條規定，再次修改其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之任命方式，行政院院

長為委員提名時，應指定一人為主任委員，一人為副主任委員22。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共修正 2次，民國 94年 10月 25日

制訂 17條，94年 11月 9日公布。第 1次於民國 96年 12月 20日修

正第 4條，97年 1月 9日公布。第 2次於 100年 12月 14日修正全

文 16條，100年 12年 28日公布，第 4條、第 7條及第 9條自 101

年 3月 1日施行；其餘條文自 101年 8月 1日施行23。 

綜上論述，為因應全球性之數位匯流發展及監理革新趨勢，在民

國 93年 1月 7日公布施行「通訊傳播基本法」及民國 94年 11月 9

日「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公布施行後，於民國 95年 2月 22

日正式成立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此為依民國 93年中央行政機關組

織基準法成立之第一個獨立機關。由於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第

4條被大法官以釋字第 613號解釋宣告違憲，因此，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組織法共修正 2次，主要修正通傳會組織法第 4條，有關委員任
                                                 
22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網站，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施政績效，

http://www.ncc.gov.tw/2011gpr.htm，瀏覽日期 101/12/08。 
23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網站，國家通訊傳播委員組織法，

http://lis.ly.gov.tw/lgcgi/lglaw?@24:1804289383:f:NO%3DC701063*%20OR%20NO%3DC001063%

20OR%20NO%3DC101063$$4$$$NO，瀏覽日期 101/12/04。 

http://www.ncc.gov.tw/2011gpr.htm
http://lis.ly.gov.tw/lgcgi/lglaw?@24:1804289383:f:NO%3DC701063*%20OR%20NO%3DC001063%20OR%20NO%3DC101063$$4$$$NO
http://lis.ly.gov.tw/lgcgi/lglaw?@24:1804289383:f:NO%3DC701063*%20OR%20NO%3DC001063%20OR%20NO%3DC101063$$4$$$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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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由 3年修正為 4年，委員人數由 13人修正為 7人，主委及副主委

選任方式由委員互選修正為行政院指定，有關委員選任方式之比較如

表 3-1。 

表 3-1：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有關委員選任方式之比較 

組織法第 4條

修正日期 

94/10/25 96/12/20 100/12/14 

委員人數及委

員職等 

委員 13人，均

為專任，其中 1

人為主任委

員，特任，對外

代表本會；2人

為副主任委

員，職務比照簡

任第 14職等；

其餘委員，職務

比照簡任第 13

職等。 

本會置委員 7

人，均為專任，

其中 1人為主

任委員，特任，

對外代表本

會；1人為副主

任委員，職務比

照簡任第 14職

等；其餘委員，

職務比照第 13

職等。 

委員 7人，均為

專任。主任委

員，特任，對外

代表本會；副主

任委員，職務比

照簡任第 14職

等；其餘委員職

務比照簡任第

13職等。 

委員任期 委員任期為 3

年，任滿得連任

一次。 

委員任期為 4

年，任滿得連

任。但本法第一

次修正後，第一

次任命之委

員，其中 3人之

任期為 2年。 

委員任期 4

年，任滿得連

任，本法第一次

修正後，第一次

任命之委員，其

中 3人之任期

為 2年。 

主任委員及副 本會應於任命 主任委員及副 行政院院長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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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委員選任

方式 

後 3日內自行

集會成立，並互

選正、副主任委

員，行政院院長

應於選出後 7

七日內任命。主

任委員、副主任

委員應分屬不

同政黨（團）推

薦人選；行政院

院長推薦之委

員視同執政黨

推薦人選。 

主任委員由委

員互選產生後

任命之。 

提名時，應指定

1人為主任委

員，1人為副主

任委員。 

委員提名及任

命 

行政院院長應

於 7日內依審

查會通過同意

之名單提名，並

送立法院同意

後即任命之。 

委員任滿 3個

月前，委員由行

政院院長提

名，經立法院同

意後任命之。 

委員任滿 3個

月前，委員由行

政院院長提名

經立法院同意

後任命之。 

委員專長 本會委員依電

信、資訊、傳

播、法律或財經

等專業學識或

實務經驗等領

域 

本會委員應具

電信、資訊、傳

播、法律或財經

等專業學識或

實務經驗。 

本會委員應具

電信、資訊、傳

播、法律或財經

等專業學識或

實務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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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黨籍 由各政黨（團）

接受各界舉

薦，並依其在立

法院所占席次

比例共推薦 15

名、行政院院長

推薦 3名，交由

提名審查委員

會審查。 

委員中同一黨

籍者不得超過

委員總數二分

之一。 

委員中同一黨

籍者不得超過

委員總數二分

之一。 

資料來源：通傳會組織法，作者自行整理。 

     

  二、組織運作 

    依行政院組織法第 9條規定，行政院設中央二級獨立機關，行政

院為落實憲法保障之言論自由，謹守黨政軍退出媒體之精神，促進通

訊傳播健全發展，維護媒體專業自主，有效辦理通訊傳播管理事項，

確保通訊傳播市場公平有效競爭，保障消費者及尊重弱勢權益，促進

多元文化均衡發展，提升國家競爭力，特設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有

關過渡期間職權之調整，自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成立之日起，通訊傳

播相關法規，包括電信法、廣播電視法、有線廣播電視法及衛星廣播

電視法，涉及本會職掌，其職權原屬交通部、行政院新聞局、交通部

電信總局者，主管機關均變更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其他法規涉及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職掌者，亦同。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24全文共 16條，於 100年 12月 28日

                                                 
2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網址：

http://lis.ly.gov.tw/lgcgi/lglaw?@24:1804289383:f:NO%3DC701063*%20OR%20NO%3DC001063%

20OR%20NO%3DC101063$$4$$$NO 

，瀏覽日期 102/03/20。 

http://lis.ly.gov.tw/lgcgi/lglaw?@24:1804289383:f:NO%3DC701063*%20OR%20NO%3DC001063%20OR%20NO%3DC101063$$4$$$NO
http://lis.ly.gov.tw/lgcgi/lglaw?@24:1804289383:f:NO%3DC701063*%20OR%20NO%3DC001063%20OR%20NO%3DC101063$$4$$$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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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公布，擬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之相關規定及立法沿革，說

明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之組織運作情形。 

   （一）設立目的及職掌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職掌下列事項： 

  1.通訊傳播監理政策之訂定、法令之訂定、擬訂、修正、廢止及

執行。 

  2.通訊傳播事業營運之監督管理及證照核發。 

  3.通訊傳播系統及設備之審驗。 

  4.通訊傳播工程技術規範之訂定。 

  5.通訊傳播傳輸內容分級制度及其他法律規定事項之規範。 

  6.通訊傳播資源之管理。 

  7.通訊傳播競爭秩序之維護。 

  8.資通安全之技術規範及管制。 

  9.通訊傳播事業間重大爭議及消費者保護事宜之處理。 

  10.通訊傳播境外事務及國際交流合作之處理。 

  11.通訊傳播事業相關基金之管理。 

  12.通訊傳播業務之監督、調查及裁決。 

  13.違反通訊傳播相關法令事件之取締及處分。 

  14.其他通訊傳播事項之監理。 

 （二）委員選任及任期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置委員 7人，均為專任，任期 4年，任滿得

連任，由行政院院長提名經立法院同意後任命之，行政院院長為提名

時，應指定 1人為主任委員，1人為副主任委員。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主任委員，特任，對外代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職

務比照簡任第 14職等；其餘委員職務比照簡任第 13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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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正、副主任委員出缺之代理方式及程序與委員免職規定 

    主任委員出缺或因故無法行使職權時，由副主任委員代理；主任

委員、副主任委員均出缺或因故無法行使職權時，由行政院院長指定

委員一人代理主任委員。 

明定免職之事由，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行政院院長予以免職： 

1.因罹病致無法執行職務。2.違法、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行為。3.

因案受羈押或經起訴。 

 （四）委員任用資格及依法獨立行使職權。 

    委員於擔任職務前 3年，須未曾出任政黨專任職務、參與公職人

員選舉或未曾出任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之有給職職務或顧問，亦須未

曾出任由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所派任之有給職職務或顧問。但依本法

任命之委員、依公務人員任用法或其他法律任用之公務人員，不在此

限。委員應超出黨派以外，獨立行使職權。於任職期間應謹守利益迴

避原則，不得參加政黨活動或擔任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之職務或顧

問，並不得擔任通訊傳播事業或團體之任何專任或兼任職務。 

    委員於其離職後 3年內，不得擔任與其離職前 5年內之職務直接

相關之營利事業董事、監察人、經理、執行業務之股東或顧問。 

  委員於其離職後 3年內，不得就與離職前 5年內原掌理之業務有

直接利益關係之事項，為自己或他人利益，直接或間接與原任職機關

或其所屬機關接洽或處理相關業務。 

  （五）應提委員會議決議事項 

    本會所掌理事務，除經委員會議決議授權內部單位分層負責者

外，應由委員會議決議行之。 

  下列事項應提委員會議決議，不得為前項之授權： 

  1.通訊傳播監理政策、制度之訂定及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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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通訊傳播重要計畫及方案之審議、考核。 

  3.通訊傳播資源分配之審議。 

  4.通訊傳播相關法令之訂定、擬訂、修正及廢止之審議。 

  5.通訊傳播業務之公告案、許可案與涉及通訊傳播事業經營權取

得、變更或消滅之處分案之審議。 

  6.編制表、會議規則及處務規程之審議。 

  7.內部單位分層負責明細表之審議。  

  8.預算及決算之審核。 

  9.其他依法應由委員會議決議之事項。 

  人事室、主計室及政風室以外單位主管任免之遴報，由主任委員

行之。 

  （六）委員會議、臨時會議之召開及決議 

    每週舉行委員會議 1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委員會議，

由主任委員為主席，主任委員因故不能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代理；

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均不能出席時，由其他委員互推 1人為主席。  

會議之決議，應以委員總額過半數之同意行之。各委員對該決議得提

出協同意見書或不同意見書，併同會議決議一併公布之。 

  本會得經委員會議決議，召開分組委員會議。本會委員應依委員

會議決議，按其專長及本會職掌，專業分工督導本會相關會務。委員

會議開會時，得邀請學者、專家與會，並得請相關機關、事業或團體

派員列席說明、陳述事實或提供意見。委員會議審議本會掌理事項或

應提委員會議決議事項涉及民眾權益重大事項之行政命令、行政計畫

或行政處分，應適用行政程序法第一章第十節聽證程序之規定，召開

聽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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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專責警察之設置及基金之來源及用途 

    依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第 13條規定，得商請警政主管機

關置專責警察，以協助取締違反通訊傳播法令事項。第 14條就基金

之來源及用途作規定，有關所需之人事費用，應依法定預算程序編

定；委員得支領經行政院核定之調查研究費。依通訊傳播基本法第四

條規定設置通訊傳播監督管理基金；基金來源如下： 

  1.由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 

  2.本會辦理通訊傳播監理業務，依法向受本會監督之事業收取之

特許費、許可費、頻率使用費、電信號碼使用費、審查費、認

證費、審驗費、證照費、登記費及其他規費之百分之五至十五。

但不包括政府依公開拍賣或招標方式授與配額、頻率及其他限

量或定額特許執照所得之收入。 

  3.基金之孳息。 

  4.其他收入。 

  通訊傳播監督管理基金之用途如下： 

  1.通訊傳播監理業務所需之支出。 

  2.通訊傳播產業相關制度之研究及發展。 

  3.委託辦理事務所需支出。 

  4.通訊傳播監理人員訓練。 

  5.推動國際交流合作。 

  6.其他支出。 

  通訊傳播監督管理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由行政院定

之。第二項第二款至第四款之基金額度無法支應通訊傳播監督管理基

金之用途時，應由政府循公務預算程序撥款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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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預算及編制 

    依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102年度預算書25，歲入 36,595,120千

元，歲出 608,363 千元，預算員額 532人（含委員 7人、職員 493

人、約聘雇 7人及技工工友駕駛 25人），設有綜合規劃處 通訊營管

處 傳播營管處 資源技術處 內容事務處 法律事務處、北區監理處 

中區監理處 南區監理處、秘書室 人事室 主計室 政風室。依中華民

國 101年 3月 9日通傳人字第 10111003120號令修正發布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處務規程將國會聯絡、新聞聯繫及輿情反映列為主任秘書權

責之一。 

    本節綜上論述，中央選舉委員會組織法第 1條，明定中選會設立

目的係為貫徹憲法保障民主法治及人民參政權之本旨，統籌辦理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及公民投票事務。中選會於民國 89年政黨第一次輪

替，因立法院遲遲未能通過「中央選舉委員會組織法」，使得「中選

會」淪為所謂的「黑機關」。直至民國 98年 5 月 22日「中央選舉委

員會組織法」方完成三讀程序。依中選會 102年度預算書，一般行政

87,462千元，人事費編列 75,837千元，其中包含主任委員 1人、副

主任委員 1人、專任職員 48人及技工駕駛工友共 7人。委員係兼職

共 9人，每人每月 8,000元，由業務費支應。另有 5直轄市選舉委員

會及 17縣市選舉委員會，22個選舉委員會人事費編列 288,841千元，

專任職員有 219人，技工駕駛工友共 70人。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為因應全球性之數位匯流發展及監理革新

趨勢，於民國 95年 2月 22日正式成立，此為依民國 93年中央行政

機關組織基準法成立之第一個獨立機關。由於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

織法第 4條被大法官以釋字第 613號解釋宣告違憲，因此，國家通訊

                                                 
25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網站，政府資訊公開預算及決算書，網址：

http://www.ncc.gov.tw/2011gpr.htm，瀏覽日期 101/12/09。 

http://www.ncc.gov.tw/2011gp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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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委員會組織法共修正 2次，主要修正通傳會組織法第 4條，有關

委員任期由 3年修正為 4年，委員人數由 13人修正為 7人，主委及

副主委選任方式由委員互選修正為行政院院長指定。依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 102年度預算書，歲入 36,595,120千元，歲出 608,363 千元，

預算員額 532人（含委員 7人、職員 493人、約聘雇 7人及技工工友

駕駛 2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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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公平會之組織及運作 

    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之設立是美國反托拉斯運動之新紀元，早在

19世紀下半葉，基於重視個人財產及自由企業的精神，整個工商產

業，受到各國政府之鼓勵，不斷的擴大發展。尤其在美國，自1864

年內戰結束後，快速之工業化及科技發明刺激了製造業、鐵路及水運

的發展，創造了新貨品及新勞務之需求及市場。為了經營日益擴張的

工商行為，新的商業組織如 Trust 及 Holding Company 不斷的被創立，

藉以適應快速擴張的經濟活動（Lang, 1974: 8-13）。美國聯邦交易委員

會之設立主要目的有四：一、希望設立一個在政治上獨立且積極之反

托拉斯執行機構。二、希望設立一個擁有商業、經濟、法律專業之特

別的反托拉斯機構。三、希望建立一個機構能提供商界及公眾改正托

拉斯問題之指導原則。四、透過建立特殊的行政程序來達成反托拉斯

法律之有效執行（Hobbs, 1985: 341）。我國之反托拉斯主管機關為公平

交易委員會，前身為行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成立於民國81年1月27

日，為我國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的主管機關。101年2月6日依100

年11月14日總統令公布之公平交易委員會組織法，改制更名為「公平

交易委員會」，並確立為獨立機關之組織型態26。 

    公平會的主要任務是在執行公平交易法，公平交易法第一條立法

宗旨即說明公平會成立目的在「為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權益，確保

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對於影響社會經濟之重大案件

向予以重視並妥慎研處。以101年9月主動調查9家民營電廠與台電公

                                                 

26
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本會簡介，網址：

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523&docid=12192，瀏覽日

期 101/12/25。 

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523&docid=12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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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購電合約有無聯合壟斷情事為例，該案經公平會102年3月13日第

1114次委員會議通過，認為9家民營電廠合意拒絕調整與台電之購電

費率行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14條聯合行為禁制規定，共處新臺幣63

億2千萬元，有效維護國內發電市場之競爭秩序。有關查處常見之廣

告不實案，如主動針對商品宣稱「原價」、家電商品宣稱節能省電或

省水、汽車油耗廣告涉有不實者，進行調查，101年總計立案調查36

件，迄102年2月底已全數辦結，其中處分21件，罰鍰合計達新臺幣

1,141萬元。另，公平會為多層次傳銷業務之中央主管機關，自成立

以來即將督導管理多層次傳銷列為重點執法項目，積極依職權或檢舉

查處違法行為，如101年總計處分違法傳銷案件46件，罰鍰金額合計

達1,205萬元（其中主動調查案件計26件，占56.52％，罰鍰計達475

萬元），積極查處違法案件，以有效遏止非法傳銷滋生蔓延。有關國

內民生物資價格波動情形，公平會除持續運作「防制人為操縱物價專

案小組」外，並配合行政院「穩定物價小組」之運作與分工，與經濟

部、農委會、法務部、內政部等相關部會分工合作，共同遏止不法行

為。自96年8月迄102年4月3日，針對相關民生物資業者違反公平交易

法聯合行為規定情事，共已處分42件案件，總計裁處金額共新臺幣68

億8,044萬元（公平交易委員會，2013：1-10）。 

    本節擬先就公平會之法制化歷程作說明，其次，依據公平交易委

員會組織法及其修法沿革說明公平會之組織運作，最後以表列方式比

較我國三個獨立機關組織之差異。 

  壹、法制歷程 

    民國81年1月27日「行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正式成立，

公平會隸屬行政院，為我國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的主管機

關，依法掌理擬訂公平交易政策及法規，以及調查處理事業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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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妨礙競爭的行為，包括獨占、結合及聯合等限制競爭行為及

不公平競爭行為。公平會係依據公平交易法行使職權，民國81

年2月4日公平交易法生效施行。相關之法制歷程為民國80年2

月4日總統令公布「公平交易法」，81年1月13日總統令公布「行

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組織條例」，81年1月27日行政院公平交

易委員會正式成立，81年2月1日公平會第一屆委員就任，81年

2月4日公平交易法生效施行，公平會委員一任3年，99年2月1

日公平會第7屆委員就任，100年11月14日總統令公布「公平交

易委員會組織法」，101年2月6日「公平交易委員會組織法」

生效施行 27。第8屆委員於102年2月1日就任，委員任期由3年修改為4

年，委員人數由9人修改為7人，為經驗傳承採任期交錯制，首屆3位

委員為2年，另4位為4年，公平會委員由行政院院長提名並經立法院

同意後任命。 

「公平交易法」自 81年 2月 4日施行以來，已逾 20年，鑒於近

年來國內外社經環境快速變化，必須加以因應與調整，公平會自 92

年起即開始研議公平交易法修正草案，對現行公平交易法為全面檢視

及修正。為求修法作業妥善周延，廣徵產、官、學各界意見，反覆檢

討研議，歷經 3屆委員審議後，於 101年將「公平交易法修正草案」

報請行政院審查，並獲行政院院會審查通過，於 101年 12月 13日送

請立法院審議。本次修正重點包括：調整限制競爭與不公平競爭行為

之體系，修訂與完善各行為類型之內容：修正獨占事業認定標準、結

合申報門檻制度、聯合行為例外許可制度等。強化主管機關執法權

限：針對限制競爭案件增訂搜索、扣押權，並新增中止調查制度之規

定。提升行政罰裁處效能：將罰則內容類型化，依結合、限制競爭行

                                                 
27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本會簡介，

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522&docid=31，瀏覽日期 101/12/23 

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522&docid=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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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不含結合）及不公平競爭行為 3種行為訂定不同之處罰額度，並

增訂本法對限制競爭行裁處權時效為 5年之規定。 

    公平會有鑒於現行多層次傳銷之管理，係由「公平交易法」與「多

層次傳銷管理辦法」所規範，惟「市場競爭行為」與「多層次傳銷之

管理」，二者性質不同，為建構完整之多層次傳銷管理法制，加強多

層次傳銷事業之管理與監督，因此，積極推動多層次傳銷單獨立法工

作，並擬具「多層次傳銷管理法草案」，以建構完整的多層次傳銷管

理法制，並獲行政院院會通過，於 101年 12月 11日送請立法院審議。

有關多層次傳銷管理法草案內容除包括現行公平交易法關於多層次

傳銷事業管理的相關條文外，並配合現行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等相關

子法規定，架構專法所應有的體系，如多層次傳銷的定義、主管機關

及其業務檢查與調查程序、多層次傳銷事業的報備、對參加人的告知

義務、參加契約的法定內容及其解除或終止條件、變質多層次傳銷的

禁止與其他禁止行為，及違反該法的罰責規定等，並擬提高現行違法

變質多層次傳銷之刑度，以有效遏止重大惡質的多層次傳銷行為，且

建構完整之多層次傳銷管理法制，俾有助於導引多層次傳銷業之健全

發展。 

綜上論述，民國 81 年 1 月 13 日總統令公布「行政院公平交

易委員會組織條例」，81 年 1 月 27 日行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正式成立，81 年 2 月 1 日公平會第一屆委員就任。101 年 2 月

6 日「公平交易委員會組織法」生效施行，第 8屆委員於 102年

2月 1日就任。有關「公平交易法修正草案」歷經 3屆委員審議後，

於 101年 12月 13日送請立法院審議，修正重點包括增訂搜索、扣押

權及對限制競爭行裁處權時效為 5年之規定。另為建構完整的多層次

傳銷管理法制，擬具「多層次傳銷管理法草案」於 101年 12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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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請立法院審議，修正重點擬提高現行違法變質多層次傳銷之刑度，

以有效遏止重大惡質的多層次傳銷行為。 

 

貳、組織運作 

    公平交易委員會組織法 28全文共16條，於100年11月14日總統公

布，擬就公平交易委員會組織法之相關規定及立法沿革，說明公平

會之組織運作情形。 

一、  公平會職掌 

    公平會組織法第1條「行政院為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權益，確

保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特設公平交易委員會。」說明

了公平會成立目的及公平會為行政院之下屬機關。 

    公平會組織法第 2條，明定職掌權限，參考公平交易法相關規

定，及配合多層次傳銷管理法單獨立法，又為使民眾了解公平交易相

關政策及法令，俾保障自身權益，丁守中委員於審議公平會組織法時

特別將其宣導列為職掌之一，並列於第六款中規定。公平會掌理事項

如下： 

 （一）公平交易政策及法規之擬訂。 

 （二）公平交易法之審議。 

 （三）事業活動及經濟情況之調查。  

 （四）違反公平交易法案件之調查及處分。  

 （五）多層次傳銷政策、法規之擬訂及有關案件之調查及處分。 

 （六）公平交易政策及法令之宣導。  

 （七）其他有關公平交易事項。 

                                                 
28

 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公平會組織法，網址：

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38&docid=12202 
，瀏覽日期 102/03/21。 

 

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38&docid=12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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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委員任期及黨籍比例 

  （一）委員之人數及職等： 

    有關委員人數，依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 21條第 3項規定

為 5人至 11人，因此參照與公平會性質相近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組織法第 4條之規定，規劃委員人數為 7人。 

    公平組織法第 4條明定「本會置委員七人，均為專任，任期四年，

任滿得連任，由行政院院長提名經立法院同意後任命之，行政院院長

為任命時，應指定一人為主任委員，一人為副主任委員。本會主任委

員，特任，對外代表本會；副主任委員，職務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

其餘委員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       

  （二）委員交錯任期 

    按交錯任期制係為使新舊委員間能有經驗傳承及避免新任委員

尚未熟悉業務時產生之空窗期，為利於交錯任期制任期之計算及推

動，因此參照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第4條第1項及行政院金融監

督管理委員會組織法第8條第1項之規定，明定任期為4年。 

    公平會組織法第 4條明定「本法施行時，如現任委員任期尚未屆

滿，由現任委員擔任至其任期屆滿為止，不受前項任期及任命方式之

限制。行政院院長應於委員任滿三個月前，依第一項程序提名新任委

員；委員出缺時，其繼任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本會委

員任期屆滿未能依前項規定提任時，原任委員之任期得延至新任委員

就職前一日止，不受第一項任期之限制。本法施行後初次提名之委

員，除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外，其中三位委員任期二年，不受第一

項任期之限制。」 

  （三）黨籍比例 

    為期公平會能超出黨派，獨立行使職權，公平會組織法第4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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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本會委員具有同一黨籍者，不得超過委員總額二分之一。」 

  三、主任委員之代理 

    有關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出缺或因故無法行使職權時之職權代

理方式，公平會組織法第5條明定「主任委員出缺或因故無法行使職

權時，由副主任委員代理；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均出缺或因故無法

行使職權時，由行政院院長指定委員一人代理主任委員。」 

  四、委員學識經驗及調查研究費 

    公平會專任委員應具備之相關專業學識及經驗，公平會組織法第

6條明定「本會委員之任用，應具有法律、經濟、財稅、會計或管理

等相關學識及經驗。」以期勝任其職務。 

    有關委員「調查研究費」每月22,400元，自公平會第一屆委員開

始支領，因其僅為行政命令而無法律依據，因此經常列為立法院審查

預算之檢討項目，為使公平會委員支領相關調查研究費於法有據，公

平會組織法第6條明定「本會委員得支行政院核定之調查研究費。」 

  五、委員之免職 

    按政務人員法草案第22條規定：「政務人員得由具有任命權者，

隨時予以免職。但憲法或法律規定有一定任期者，非有法定原因，不

得任意免職。」為確保公平會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及委員之品德操

守等足以執行職務，因此公平會組織法第7條明定該會委員之免職事

由「本會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行政院院長予以免職：一、因

罹病致無法執行職務。二、違法、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行為。三、因

案受羈押或經起訴。」其中有關所稱「違法、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行

為」諸如因案經通緝之情形。 

  六、不得參加政黨活動 

參照憲法對於法官、考試委員之規定，以確保公平會委員行使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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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之客觀、超然，公平會組織法第8條明定「本會委員須超出黨派以

外，於任職期間不得參加政黨活動，並依法獨立行使職權。」 

  七、委員會議職權 

    委員會議為公平會之決策機構，組織法中特別明定應由委員會議

議決之事項，以發揮合議制之功能。 

    公平會組織法第 9條明定「本會委員會議職權如下： 

  一、公平交易及多層次傳銷管理政策之審議。 

  二、公平交易及多層次傳銷管理法規之審議。 

  三、執行公平交易法及多層次傳銷管理法施政計畫之審核。 

  四、執行公平交易法及多層次傳銷管理法之公告案、許可案及處

分案之審核。 

  五、委員提案之審議。 

  六、其他依法應由委員會議決議事項。」 

  八、委員會議之運作 

    公平會組織法第 10條就委員會議之運作方式、主席人選及決議

之作成均明定。有關委員會議之運作方式明定為「本會每週舉行委員

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因此當例行委員會議適逢假

期，仍會提前召開補足次數，以符組織法規定。 

    有關委員會議之主席人選明定為「會議以主任委員為主席，主任

委員因故不能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代理之。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

均不能出席時，由委員互推 1人為主席。」 

    有關委員會議決議之作成，明定「會議之決議，應有委員現有總

額過半數之出席，及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行之。」以確保決議之慎

重，並發揮合議制之效能。 

  九、委員會議得邀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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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會組織法第11條明定「委員會議認有必要時，除得邀請學

者、專家及與議決事項有關之其他行政機關或事業派員列席，陳述事

實或提供意見外，並得依職權或當事人之申請，通知當事人或與審議

事件有關人員到場說明。」使委員會議能有充分事實及佐證資料作為

決議之參考。並明定「列席人員及到場說明人員，於會議表決前，

應行退席。」以避免影響決議結果。 

  十、委員會議對外不公開及紀錄之公開 

    公平會依法獨立行使職權，為保障不受干擾，公平會組織法第

12條明定「委員會議對外不公開。」另為配合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7

條第 1項第 10款規定合議制機關之會議紀錄應對外公開，明定「但

委員會議紀錄除應秘密之事項外，應予公開。」 

有關委員會議應秘密之事項，明定「委員會議中所有出席、列席

及紀錄人員，對會議可否決議之過程及其他經委員會議決議應秘密之

事項，不得洩漏。」 

有關應秘密事項之保密範圍，公平會組織法第 12條第 3項明定

「會議可否決議之過程及其他經委員會議決議應秘密之事項，其保密

之範圍、解密之條件與期間、對外公開或提供之程序及其他相關事

項，由本會定之。」授權公平會就相關事項訂定法規命令，以資遵循。

公平會於民國 91 年 12 月 12 日訂有「行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

會議資訊保密及公開辦法」並經過 3次修正，配合組織改造，101年

2月 3日公告本辦法之主管機關原為行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自 101

年 2月 6日起變更為公平交易委員會。 

  十一、幕僚長及施行日期 

    公平會組織法第13條至第16條，在說明公平會幕僚長之職稱為主

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12職等。公平會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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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編制表定之。公平交易委員會組織法於100年11月14日總統公布，

101年2月2日行政院發布，並於101年2月6日施行。公平交易委員會處

務規程亦自101年2月6日施行。 

  十二、預算及編制 

    公平會之組織設置有委員會議及綜合規劃處、服務業競爭處、製

造業競爭處、公平競爭處、法律事務處5個業務處，與資訊及經濟分

析室、秘書室、人事室、政風室、會計室 5 個行政支援單位。人力

資源截至101年6月30日實際職員總數為214人29，依學歷統計分析研究

所以上占 43％ 學士學位占 47％。依專業背景統計分析，法律63人

占30％，經濟41人占19％，其它110人占51％（資訊、統計、公共行

政...等）。公平會102年度預算案30歲入編列2億0,104萬6千元。102年

度預算案歲出編列3億4,876萬5千元。依據公平會處務規程第7條及第

14條規定，國會聯絡及媒體公關業務為秘書室職掌。 

 

    本節綜上論述，公平會成立於民國81年1月27日，為我國競爭政

策與公平交易法的主管機關。101年2月6日依100年11月14日總統令公

布之公平交易委員會組織法，由「行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改制更名

為「公平交易委員會」，並確立為獨立機關之組織型態。公平會成立

目的在「為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權益，確保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

安定與繁榮。」對於影響社會經濟之重大案件都十分重視並謹慎辦

                                                 

29
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本會簡介，網址：

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522&docid=34，瀏覽日期

101/12/25。 

30
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主動公開之政府資訊，網址：

http://www.ftc.gov.tw/in ternet/main/doc/docList.aspx?uid=506，瀏覽日期 101/12/25。 

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522&docid=34
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List.aspx?uid=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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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第8屆委員於102年2月1日就任，委員任期由3年修改為4年，委員

人數由9人修改為7人，為經驗傳承採任期交錯制，首屆3位委員為2

年，另4位為4年，公平會委員由行政院院長提名並經立法院同意後任

命。公平會為完備法令制度，除通過「公平交易委員會組織法」外。

另兩項重要法案包括於101年12月11日送請立法院審議之「多層次傳

銷管理法草案」及於101年12月13日送請立法院審議之「公平交易法

修正草案」，目前均於立法院等待審查中。公平會之組織設置，包含

主委、副主委及5位委員組成之委員會議及綜合規劃處、服務業競爭

處、製造業競爭處、公平競爭處、法律事務處5個業務處，與資訊及

經濟分析室、秘書室、人事室、政風室、會計室 5 個行政支援單位，

截至101年6月30日實際職員總數為214人，以102年度預算編列數，歲

入計編列2億0,104萬6千元，歲出編列3億4,876萬5千元，其中人事費

約8成，國會聯絡及媒體公關業務為秘書室職掌。 

 

    綜上各節所述，有關獨立機關這種特殊的組織型態，正式在法律

上出現於民國 93年 6月 23日公布之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並定

義獨立機關為「依據法律獨立行使職權，自主運作，除法律另有規定

外，不受其他機關指揮監督之合議制機關。」依民國 99年 2月 3日

修正之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 21條規定「合議制之成員，除有

特殊需要外，其人數以五人至十一人為原則，具有同一黨籍者不得超

過一定比例。」及第 32條規定「獨立機關總數以三個為限。」由於

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因所轄事涉金融產業發展政策，與各部會業務關

係密切，職掌業務多元化，考量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兼負政策諮詢與

政策協調統合功能，故維持為行政院所屬二級機關，按現狀運作，受

行政院指揮監督。又因央行所掌理之貨幣政策同時影響利率、匯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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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經濟成長，與財政部、經濟部及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業務關係密

切，屬於整體行政權之一環。因此，行政院組織法將公平會、中央選

舉委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及中央銀行等

五個獨立機關，排除了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及中央銀行，修改為公平

會、中央選舉委員會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等三個獨立機關。 

    有關三個獨立機關之法制歷程重點如下： 

一、中選會於民國69年以行政院擬定之「組織規程」成立，民國89

年政黨第一次輪替，因立法院遲遲未能通過「中央選舉委員會組

織法」，使得「中選會」淪為所謂的「黑機關」，直至民國98年5

月22日國民黨掌握了立法院的絕對優勢席次，「中央選舉委員會

組織法」方完成三讀程序。 

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依據民國94年11月9日公布施行之「國家通

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後於民國95年2月22日正式成立，此為依

民國93年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成立之第一個獨立機關。由於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第4條被大法官以釋字第613號解釋

宣告違憲，因此，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共修正2次，民國

94年10月25日制訂17條，94年11月9日公布。第1次於民國96年12

月20日修正第4條，97年1月9日公布。第2次於100年12月14日修

正全文16條，100年12年28日公布，第4條、第7條及第9條自101

年3月1日施行；其餘條文自101年8月1日施行。主要修正通傳會

組織法第4條，有關委員任期由3年修正為4年，委員人數由13人

修正為7人，主委及副主委選任方式由委員互選修正為行政院指

定。 

三、公平會成立於民國81年1月27日，成立目的在「為維護交易秩序

與消費者權益，確保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與繁榮。」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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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的主管機關。101年2月6日依100年11

月14日總統令公布之公平交易委員會組織法，拿掉「行政院」三

個字改制更名為「公平交易委員會」，並確立為獨立機關之組織

型態，對於影響社會經濟之重大案件都十分重視並審慎辦理。第

8屆委員於102年2月1日就任，委員任期由3年修改為4年，委員人

數由9人修改為7人，為經驗傳承採任期交錯制，首屆3位委員為2

年，另4位為4年，公平會委員由行政院院長提名並經立法院同意

後任命。 

        有關我國三個獨立機關之組織運作，擬就中選會組織法、通

傳會組織法及公平會組織法之相關規定，包括委員人數、委員專

業、消極資格、委員任命程序、主委及副主委產生方式、政黨限

制、任期、免職事由、旋轉門條款、新聞及國會聯繫編制及獨立

行使職權規定，比較其組織運作如表3-2。 

 

表3-2：我國三個獨立機關組織運作之比較 

       機關 

比較事項 

 

中選會 

 

通傳會 

 

公平會 

 

 

委員人數及調

查研究費。 

9人至11人， 

主委及副主委

為專任，委員為

兼任。除主任委

員、副主任委員

外，餘為無給

職。 

7人， 

均為專任。 

委員得支領經

行政院核定之

調查研究費。 

 

7人， 

均為專任。 

委員得支行政

院核定之調查

研究費。 

 應遴選具有法 本會委員應具 本會委員之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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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專業 

政相關學識、經

驗之公正人士

擔任。 

電信、資訊、傳

播、法律或財經

等專業學識或

實務經驗。 

用，應具有法

律、經濟、財

稅、會計或管理

等相關學識及

經驗。 

 

 

 

消極資格 

無。 委員於擔任職

務前3年，須未

曾出任政黨專

任職務、參與公

職人員選舉或

未曾出任政府

機關或公營事

業之有給職職

務或顧問，亦須

未曾出任由政

府機關或公營

事業所派任之

有給職職務或

顧問。 

無。 

 

委員任命程序 

由行政院院長

提名經立法院

同意後任命之。 

由行政院院長

提名經立法院

同意後任命之。 

由行政院院長

提名經立法院

同意後任命之。 

主委及副主委

產生方式 

行政院院長為

提名時指定。 

行政院院長為

提名時指定。 

行政院院長為

提名時指定。 

 委員中同一黨 委員中同一黨 委員中同一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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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限制 

籍者，不得超過

委員總數三分

之一。 

籍者不得超過

委員總數二分

之一；委員於擔

任職務前3年，

須未曾出任政

黨專任職務。 

籍者不得超過

委員總數二分

之一。 

 

 

任期 

 

 

 

委員任期為4

年，任滿得連任

一次。第一次任

命之委員，其中

5人之任期為2

年。 

委員任期4年，

任滿得連任，第

一次任命之委

員，其中3人之

任期為2年。 

委員任期4年，

任滿得連任，第

一次任命之委

員，其中3人之

任期為2年。 

 

 

 

免職事由 

主任委員、副主

任委員及委員

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得由行政

院院長予以免

職：1.因罹病致

無法執行職

務。2.違法、廢

弛職務或其他

失職行為。3.

因案受羈押或

經起訴。 

主任委員、副主

任委員及委員

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得由行政

院院長予以免

職：1.因罹病致

無法執行職

務。2.違法、廢

弛職務或其他

失職行為。3.

因案受羈押或

經起訴。 

主任委員、副主

任委員及委員

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得由行政

院院長予以免

職：1.因罹病致

無法執行職

務。2.違法、廢

弛職務或其他

失職行為。3.

因案受羈押或

經起訴。 

 未明定。 本會委員於其 未明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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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轉門條款 

離職後三年

內，不得擔任與

其離職前五年

內之職務直接

相關之營利事

業董事、監察

人、經理、執行

業務之股東或

顧問。 

 

新聞及國會聯

繫編制 

新聞聯繫及發

布由綜合規劃

處辦理，國會聯

絡、公共關係由

秘書室辦理。 

主任秘書權責

之一：國會聯

絡、新聞聯繫及

輿情反映。 

秘書室職掌之

一：國會聯絡及

媒體公關業務。 

 

 

 

獨立行使職權 

本會委員應超

出黨派以外，依

法獨立行使職

權，於任職期間

不得參加政黨 

活動。 

本會委員應超

出黨派以外，獨

立行使職權。於

任職期間應謹

守利益迴避原

則，不得參加政

黨活動或擔任

政府機關或公

營事業之職務

或顧問，並不得

擔任通訊傳播

本會委員須超

出黨派以外，

於任職期間不

得參加政黨活

動，並依法獨

立行使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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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或團體之

任何專任或兼

任職務。 

資料來源：表格參考（施惠芬，2010：11-13），中選會組織法、通傳

會組織法及公平會組織法，作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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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公平會與立法院關係之分析 

   立法院作為最高之民意機關，對於行政部門進行政治監督，在防

止其權力腐化及濫用，以增進公共利益，惟此監督關係並不排除國家

重要政策亦得由行政院與立法院共同決定，如大法官會議解釋釋字第

613號認為，基於權力分立原則，立法院也不能侵犯行政院的專業職

權，尤其涉及核心的人事決定權部份（許育典，2006：349）。因此，

許育典認為，行政院與立法院之互動關係，包括有施政監督與國政共

同參與關係（如人事同意權）、提案與審議關係、決算監督關係、覆

議關係及倒閣關係（許育典，2006：350）。從權力制衡觀點，立法

功能可以制衡行政功能，如憲法第 63條規定，外交部和外國簽訂之

條約，必須經立法院通過條約才生效。又如憲法增修條文第 3條規

定，行政院院長及各部會首長必須到立法院作施政報告並備質詢；立

法院經全體立法委員 1/3以上的連署，可對行政院院長提不信任案。

行政功能也可制衡立法功能，如憲法增修條文第 3條也規定，行政院

對於立法院決議的法律案、預算案、條約案，如認為有窒礙難行時，

也可經總統核准，對立法院提出覆議案。 

    依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 3條第 2款有關獨立機關之立法定

義：「獨立機關：指依據法律獨立行使職權，自主運作，除法律另有

規定外，不受其他機關指揮監督之合議制機關。」依同法第 21 條規

定，獨立機關之首長、副首長及其合議制之成員，均應明定其任職期

限及任命程序，相當二級機關者，由一級機關首長提名經立法院同意

後任命之，獨立機關亦為行政機關，此人事同意權之行使為立法機關

對行政機關權力制衡之例證，亦涉有獨立機關與立法機關之關係。 

    民國94年1月3日院臺規字第0930092748號書函修正下達之「獨

立機關建制原則」：其中該原則「對獨立機關之監督」規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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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立機關所為決策不受行政院或其他行政機關之適當性及適法性監

督。（二）對獨立機關所為決定不服者，應直接提起行政訴訟；法院

得就繫屬案件中獨立機關所為決定為適法性之監督。（三）立法院得

藉由立法規範及預算之審議，對獨立機關為監督…」其中有關立法規

範及預算審議，均涉及獨立機關與立法院之關係。     

    由於公平會為我國三個獨立機關之一，有關本章公平會與立法院

之關係分析，第一節說明施政總質詢與業務報告，以實例說明 101年

公平會主任委員參加立法院施政總質詢及出席立法院經濟委員會作

施政業務報告並備質詢之情形；第二節說明公平會法案及預算審查，

以實例說明公平會 102年度預算審查情形及公平法修正案之審查及

運作情形；第三節說明人事同意權，因 101年 2月 6日公平會組改通

過成為獨立機關，第 8屆公平會委員須經立法院通過，有關行政院提

名與立法院對公平會委員行使人事同意權情形作分析說明。 

   

第一節  施政總質詢與業務報告 

    公平會於 101年 2月 6日組織再造，由「行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更名為「公平交易委員會」，意在突顯獨立機關之獨立性，惟獨立機

關仍為行政機關之一環，國會對獨立機關之監督有其必要性，並藉此

彰顯權力分立及權力制衡之意義，擬以公平會為例，說明立法院對獨

立機關於施政總質詢及業務報告之情形。 

壹、施政總質詢 

  一、施政總質詢之依據 

    依立法委員行使憲法增修條文第 3條第 2項第 1款之質詢權，除

依立法院職權行使法第 16條至第 21條規定進行口頭質詢外，得隨時

提出書面質詢，此項書面質詢應列入議程質詢事項，並由立法院送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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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行政院應於收到質詢後 20日內以書面答復(高明秋，2012：

40-43)。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3條及立法院職權行使法第 21條規定，

行政院長每會期應向立法院報告，立法委員有提出質詢之權，此即為

一般所稱的施政總質詢。 

  二、施政總質詢之方式 

    施政總質詢分為政黨質詢及委員個人質詢，均以即問即答方式為

之，並得採用聯合質詢。政黨質詢時，行政院長及各部會首長皆應列

席備詢。提出政黨質詢人數不得超過各黨團人數的二分之一，由各黨

團提出參加政黨質詢之委員名單，代表政黨質詢的委員，不得提出個

人質詢，每位委員詢答時間 30分鐘。個人質詢，則依各委員會之種

類，以議題分組方式進行，行政院長及與議題相關之部會首長列席備

詢。個人質詢以 2議題為限，各議題詢答時間為 15分鐘。 

  三、公平會施政總質詢之實例 

 （一）總質詢期間不輕易請假以示尊重。 

    立法院每年開議 2次也就是 2個會期，2會期分別於 2月到 5月

及 9月到 12月舉行，必要時可延會或召開臨時會。會議於立法院議

場舉行，由立法院長或副院長主持，行政院由院長率領各部會首長與

會備詢，獨立機關亦為行政院一員，必須全程與會，如須請假，必須

由首長先行口頭向院長請假，書面之請假單再由行政院秘書處統一向

立法院請假，一般而言，部會首長不會輕易請假以表對立法院之尊重。   

立法院議場有關各部會首長之座位，事先由行政院公共關係處先行規

劃後傳送各部會依序入座。以立法院第 8屆第 2會期為例，獨立機關

首長包括通傳會石主任委員世豪、公平會吳主任委員秀明及中選會張

主任委員博雅參加施政總質詢。 

  （二）個人質詢時，公平會為經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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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政總質詢於每週二及週五舉行，視為一次會。施政總質詢可分

為政黨質詢及個人質詢，政黨質詢每位委員詢答時間為 30分鐘，委

員個人質詢登記 2議題，每一議題詢答時間為 15分鐘，登記一議題，

詢答時間為 30分鐘。政黨質詢時，院長及各部會首長全部到齊備詢。

個人質詢時，共分內政組、外交及國防組、經濟組、教育及文化組、

交通組、司法及法制組、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組等 8組，由院長率領

相關部會首長與會。以經濟組為例，經濟組包括經濟部、經建會、農

委會及公平會等 4部會，依委員登記之組別排定詢答日期。以立法院

第 8屆第 2會期為例，立法院於 101年 9月 28日（星期五）開始進

行政黨質詢，10月 23日（星期二）開始個人質詢，公平會為經濟組，

因經濟組登記質詢之立法委員眾多，分別於 101年 10月 26日（星期

五）及 10月 30日（星期二）兩天舉行。 

  （三）事先蒐集詢問主題，主動協助回答。 

    為使行政院院長能圓滿回答立法委員之質詢，行政院公共關係處

於立法院院會前一天，請所屬部會之國會聯絡人對其負責聯繫之立法

委員，先行蒐集詢問主題，並請相關部會以院長角度模擬回答要點，

以利院長之回應質詢。院會當天並就可能詢問院長之最新重大輿情，

摘錄請相關部會於上午 9時前回應並傳真至議場供院長參考。施政總

質詢時，當立法委員質詢相關議題，通常該主管部會首長會立即上質

詢台站在院長身旁協助回答。 

貳、業務報告 

  一、業務報告之依據 

    依立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 2條規定，各委員會得於每會期開始

時，邀請相關部會首長到會作業務報告，並備質詢。又依立法院議事

規則第 9條第 2項規定，委員之臨時提案，如屬邀請機關首長報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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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由主席裁決交相關委員會，因此相關部會首長得至相關委員會作

業務或專案報告並備質詢。 

  二、公平會業務報告之實例 

  （一）召集委員有權排定議程 

    立法院每會期伊始，於各委員會選舉出召集委員，原則上召集委

員負有排定各委員會議程之責，一般而言，每年第一會期安排各部會

施政業務報告及審查國營事業預算，第二會期則除安排部會施政報告

外，並安排審查各部會之預算。因此，各部會首長於各委員會每會期

至少作一次施政業務報告，立法委員就其施政成果及未來施政計畫提

出質詢，此為立法委員對部會監督之重要職權。 

  （二）以詢答彰顯立委問政風格 

  立法委員為求好表現以便於媒體披露其問政績效，利用 10分鐘

左右時間，就其議題與部會首長進行詢答，此時不但彰顯立委問政風

格，亦考驗部會首長之臨場反應並檢驗其施政成果。一般而言，隨著

媒體議題之熱度，登記質詢之委員亦成正比增加，有意成為第一位質

詢之立法委員則常於上午 7時就到會議室登記質詢，以求媒體之曝

光。質詢焦點多為媒體曾大幅報導之議題或通案，選民所託之個案於

國會殿堂質詢則屬少見，事實上也不宜。以公平會於立法院第 8屆第

2會期之施政業務報告為例，立法院經濟委員會召集委員為林滄敏委

員及蘇震清委員，二位召集委員分工，由林滄敏召集委員負責經濟部

及經建會，蘇震清召集委員負責農委會及公平會之議程安排。蘇召集

委員安排 101年 10月 18日(星期四)上午 10時假立法院紅樓 101會

議室舉行公平會施政業務報告並備質詢。是日登記質詢委員共 21

位，主席為蘇震清召集委員，先由吳主任委員進行施政業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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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質詢重點多為媒體曾報導之議題 

    施政業務報告後隨即進行詢答。每位委員 8分鐘，並可延長 2分

鐘，合計 10分鐘，當日質詢重點包括：1.調降奇異果、蘋果及白桃

等進口水果之關稅及調降奶粉關稅是否同幅反映於其產品售價上。2.

台電與民營電廠不公平合約中，其電價訂定是否涉及聯合行為，並要

求於 3個月內提出調查報告。3.有關壹傳媒併購案中之結合規定。綜

合歸納委員重點，多為近日媒體曾經大幅報導過之議題，此質詢方式

一方面可吸引媒體報導後續發展情形，並可藉此監督部會施政成果。 

  （四）重視業務報告主決議 

  施政業務報告進行中，委員可連署提案，決議要求行政部門提出

報告，如上述民營電廠之調查報告於 3個月內提出，又如潘維剛委員

提議常設物價調查小組等。此等主決議，如部會予以忽視而不執行，

於下次預算審查將可能遭到杯葛，亦可能發函請至立法院就該議題作

專案報告。因此，各部會對於立法院之主決議，均十分重視，並依限

回報執行情形。 

參、施政總質詢與業務報告之影響 

    行政機關與立法院關係之良窳，重點在於溝通。溝通是人群互動

關係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它是人與人之間傳遞情感、態度、事實、信

念和想法的過程，所以良好的溝通指的就是一種雙向的溝通過程。立

法委員受選民之付託，監督行政機關之施政效能，藉由施政總質詢，

監督行政院院長，藉由施政業務報告，監督部會首長，經由雙方詢答

的過程，立法委員因此展現其認真之問政風格，行政首長則經媒體披

露，藉答詢使民眾了解其施政成果，達到雙贏效果。反之，質詢無重

點，答詢避重就輕，則將為人民所唾棄，經由公開詢答方式，達到雙

向溝通的效果，因此，質詢權為立法委員監督行政機關重要之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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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立機關亦為行政機關，仍須受國會監督，獨立機關首長對於有行政

院院長在場之施政總質詢，自然兢兢業業，希望有好的表現並為院長

分憂。至於委員會舉行之業務報告或專案報告，獨立機關首長為質詢

之焦點，期能使社會大眾了解其施政績效，因此對業務報告及專案報

告更加重視，更希望能有好的表現。以公平會為例，平日若能與所屬

之經濟委員會立法委員多所溝通，使其了解公平會之施政業務及獨立

機關之性質，維持彼此良好關係，自然有助於總質詢及業務報告之良

好表現。 

 

    本節綜上所述，獨立機關為行政機關之一環，國會對獨立機關之

監督有其必要性。行政院長每會期應向立法院報告，立法委員有提出

質詢之權，此即為一般所稱的施政總質詢。施政總質詢分為政黨質詢

及委員個人質詢，均以即問即答方式為之，並得採用聯合質詢。政黨

質詢時，行政院長及各部會首長皆應列席備詢。個人質詢，則依各委

員會之種類，以議題分組方式進行，行政院長及與議題相關之部會首

長列席備詢。各委員會得於每會期開始時，邀請相關部會首長到會作

業務報告並備質詢或專案報告並備質詢。本節以公平會為例，具體描

述施政總質詢及業務報告等相關會議之運作情形，共同點為會前積極

準備詢答資料，會中積極並有禮的回應委員詢答問題，會後追蹤並回

應委員所重視及關切之議題，所作的一切均在維持與立法委員良好的

關係，並期能在立法委員支持下，貢獻最大的施政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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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預算與法案審查 

    立法院有議決法律案、預(決)算案、戒嚴案、大赦案、宣戰案、

媾和案、條約案及國家其他重要事項等職權。凡法、律、條例、通則

均需經立法院通過、總統公布，方得施行。各機關發布之行政命令則

應送立法院備查，立法院得依法交付委員會審查，若發現其中有違

反、變更或牴觸法律情形，或應以法律規定事項而以命令定之者，均

得經院會議決通知原訂頒機關於 2個月內更正或廢止；逾期未更正或

廢止者，該命令失效。 

    另有關法案除預（決）算案及人民請願案外屆期不繼續審議，主

因考量立法實務，因會計年度為曆年制，立法委員任期 4年，其任期

屆滿日為 1月 31日，營業預算無法於屆滿前完成審議；至於人民請

願案，則在保障人民請願之基本權利（周萬來，2012：137-138）。因

此，屆期不繼續審議議案原則，除符合責任政治之要求外，更可提升

立法品質與議事效率。 

    預算為政府施政之根本，審查、議決預算案，是立法院監督政府

施政的最佳途徑。行政院於會計年度開始 4個月前，應將下年度總預

算案提出立法院審議；立法院應於會計年度開始 1個月前議決；並於

會計年度開始 15日前由總統公布。立法院對於行政院所提預算案，

不得為增加支出之提議，亦不得就預算科目間予以增減移動。至於總

決算之審核報告則由審計長提出31。 

壹、預算審查 

  一、預算審查之依據 

    依預算法第 48條規定，立法院審議總預算案時，由行政院長、

主計長及財政部長列席，分別報告施政計畫及歲入、歲出預算編製之

                                                 
31立法院全球資訊網，立法院簡介，網址：http://www.ly.gov.tw/02_introduce/introduce01.jsp，瀏

覽日期：2012/11/13。 

http://www.ly.gov.tw/02_introduce/introduce01.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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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又依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程序第 2條第 2項規定，前述首長

報告時，立法委員得就施政計畫及有關預算上一般重要事項提出質

詢。依憲法第 105條及決算法第 26條規定，審計長應於中央政府總

決算送達後 3個月內完成審核，編造最終審定數額表，並提出審核報

告於立法院。決算法第 27條第 2項規定，立法院審議時，審計長應

答復質詢，並提供資料；對原編造決算之機關，於必要時，亦得通知

其列席備詢，或提供資料。 

  二、公平會之預算審查 

  （一）召集委員排定預算報告並備質詢日期 

    獨立機關之預算審查與一般部會預算審查程序相同，係由立法院

經濟委員會召集委員於各部會施政報告後，再行排定預算審查日期。

以公平會 102年度預算審查為例，經濟委員會通知於 101年 11月 1

日作預算報告並備質詢，另要求就 101年度預算審查時之決議，有關

物價小組運作情形並作檢討報告。 

  （二）預算中心之審查報告為預算質詢之焦點 

  101年 11月 1日吳秀明主任委員分就「102 年度施政計畫及

收支預算案」及「公平交易委員會『防制人為操縱物價專案

小組』檢討報告」作口頭報告。以 102年度預算報告為例，公平

會預算主要分歲入及歲出兩部分， 102年度歲入編列 2億 0,104萬 6

千元，較上（101）年度法定預算 1億 8,602萬元，增加 1,502萬 6

千元，主要係增加罰金罰鍰收入。102年度歲出編列 3億 4,876萬 5

千元，較上年度法定預算 3億 5,659萬 3千元，減少 782萬 8千元。

（公平交易委員會，2012b：12-13）預算詢答時，多位立法委員就立

法院預算中心提供之審查報告提出質詢，有關公平會競爭中心每日僅

4位民眾使用，年租金卻高達 700餘萬元，未具效益，應當檢討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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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2周後再議，因此當日僅完成預算報告。11月 2日多家媒體以

公平會之競爭中心為「蚊子館」作報導。 

  （三）預算處理時最能感受良好關係的重要性 

    經濟委員會通知於 101年 11月 15日進行預算處理，主席仍為蘇

震清召集委員，先就預算刪減及主決議共 58委員項提案，朗讀後隨

即以「節」為單位進行預算處理。因公平會 102年度預算中，人事費

已達全部預算近 8成，真正屬於業務費約僅 7千多萬，相較其他部會，

公平會為十分「迷你」之部會。預算處理中，執政黨由黃昭順委員長

負責聯繫執政黨委員以支持公平會預算，在野黨包括台聯黨團許忠信

委員及民進黨黃偉哲委員，分就公平會 102年度預算表達看法。會議

決議共有 4項保留案：包括「一般行政」2億 9,954萬 2,000元減列

2％、退休人員年終慰問金與三節慰問金全數刪除、特別費減列 1/2，

均保留院會處理。另歲入增列罰金罰鍰 1,000萬元，歲出減列國外旅

費、調查處理業務費及論文獎補助金等合計 49萬 6,000元。有關退

休人員年終慰問金、三節慰問金及特別費減列案係屬通案處理。另「一

般行政」2億 9,954萬 2,000元減列 2％約 600萬元部分，雖保留院

會處理，實務上仍必須請執政黨提對案，建請刪除本提案。 

    本次預算處理中，執政黨之黃昭順委員長、潘維剛委員與在野黨

蘇震清召集委員、黃偉哲委員、管碧玲委員及許忠信委員互動良好，

並給予公平會充分說明的機會，最後共小刪近 50萬元左右。有關競

爭中心使用效率不足，則請公平會再行研議加強使用。現場媒體記者

於立法院關切之重點則為「壹傳媒」結合申報案，對立法院之決議未

再評論。102年 1月 4日黨團提案截止，102年 1月 7日開始由王院

長主持預算案朝野協商，立法院第 8屆第 2會期於 102年 1月 15日

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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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法案審查 

  一、法案審查之依據 

    依現行法令之規定，我國法案的提出程序，因提案主體而有所不

同。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政府提案之法律規定 

    政府機關向立法院提出議案之前，為求慎密起見，均曾經過討

論。憲法第 58條第 2項：「行政院院長、各部會首長，須將應行提出

於立法院之法律案、預算案、戒嚴案、大赦案、宣戰案、媾和案、條

約案……，提出於行政院會議議決之。」足見行政院提出議案於立法

院之前，必須先經過行政院會議的討論，方屬合法。因此，行政院送

請審議議案函中，均說明此案提經本院第幾次會議決議通過。至於考

試院、司法院、監察院向立法院提出法律案，各依該院會議規則第

11條、第 4條或第 3條之規定，須經院會討論，再送請立法院審議。 

    各機關向立法院提出議案時，應附上相關附件；如係法律案，更

須附上總說明及草案條文，立法院於收到公文後，即交由程序委員

會；程序委員會依該會組織規程第 5條之規定，按法案性質，分配有

關委員會審查，提報院會決定。 

  （二）委員及黨團提案之法律規定 

    立法院議事規則第 7 條：「議案之提出，以書面行之，如係法律

案，應附具條文及立法理由。」第 8條第 1項：「立法委員提出之法

律案，應有 15人以上之連署；其他提案，除另有規定外，應有 10人

以上之連署。」準此二條規定，立法委員所提法律案，應附具條文及

立法理由，並有 15 人以上委員之連署，始可成立，又依立法院職權

行使法第 8 條第 2 項之規定，立法院處理立法委員所提法律案之程

序，與政府提案同，應先送程序委員會，提報院會決定(高明秋，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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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至於其他提案，應有 10 人以上委員之連署，始可成立；其處

理程序，則先送程序委員會，列入院會討論事項  。 

  二、公平會之法案審查 

  （一）行政院送請立法院審議「公平交易法修正草案」。 

    法案審查為立法院重要職掌，行政機關必須依法行政，各法之修

訂須經立法院三讀後方能實施，又因新增及修訂法律關係重大，因此

有其必要程序。以公平會將修訂公平交易法及新訂多層次傳銷管理法

為例，公平交易法修正草案內容於 101年 5月 24日邀集司法院等單

位召開「公平交易法修正草案」部會協商會議，就部會協商會議後重

行研擬條文案，提 101年 6月 13日本會第 1075次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後，於同年 6月 19日將「公平交易法修正草案」全文併同影響評估

資料報請行政院審查。經行政院於 101年 7月 31日及同年 8月 14日

召開二次審查會審查，並經行政院院會通過，由行政院送請立法院審

議。 

  （二）行政院送請立法院審議「多層次傳銷管理法草案」。 

    另有關公平會新訂之多層次傳銷管理法草案曾送立法院上屆（第

7屆）委員審查，惟未能於會期內通過。公平會乃再重新檢視前開草

案內容並召開部會協商會議，經公平會委員會議通過，於 101年 6月

19日報請行政院審查。101年 7月 17日經行政院審查會議審查完畢，

並經行政院院會通過，由行政院送請立法院審議。（公平交易委員會，

2012a：11-12） 

  （三）請召集委員協助排入議程審查。 

    公平交易法自 80年 2月 4日制定，81年 2月 4日施行以來，已

逾 20年，鑒於近年來國內外社經環境快速變化，必須加以因應與調

整，公平會自 92年起即開始研議公平交易法修正草案，對現行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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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法為全面檢視及修正。公平法修正草案之研議，歷來共計召開外

部會議 15場、內部會議百餘場，並邀請 22位學者進行書面審查，廣

徵產、官、學各界意見，反覆檢討研議，歷經 3屆委員審議後，於

101年 6月 19日報請行政院審查。經 7月 31日、8月 14日、10月

16日審查會審查竣事，行政院 101年 12月 6日第 3326次院會審查

通過，並以 101年 12月 13日院臺經字第 1010149963號函請立法院

審議。現行公平交易法及「公平交易法修正草案」中關於多層次傳銷

之規定，將配合「多層次傳銷管理法草案」之立法進度，停止適用或

予以刪除32。有關「公平交易法修正草案」及「多層次傳銷管理法草

案」之立法進度，已於立法院第 8屆第 3會期經立法院院會交由經濟

委員會審查。 

  （四）立法委員提出法案及審查之實例說明 

    以丁守中委員等 25人提具「公平交易法第 27條之 2」修正草案

為例，本提案字號為院總字第 1375號、委員提案第 13759號，立法

院關係文書於 101年 9月 15日印發，本提案於立法院院會通過交由

經濟委員會審查，經濟委員會排訂於 101年 11月 19日審查。 

      1.提案案由 

    節錄案由，提案係鑒於油電雙漲，帶動百貨齊漲，帶給人民極高

痛苦指數。公平會雖聲稱已監控關注及加強查緝聯合壟斷、不法囤積

或哄抬價格等行為，但查處績效實無顯著效果。爰提案予公平會對涉

有違反第 14條第 1項且嚴重影響交易秩序之案件，經檢察官許可與

該管法院同意核發搜索票後，得具有搜索扣押權。藉此強化公平會調

查重大聯合行為時之蒐證能力及效能，且彰顯準司法機關之職權。 

                                                 
32
公平會網站，修法動態，網址：

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179&docid=12594，瀏覽日期：

101/12/31。 

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179&docid=12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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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草案之說明資料中表示，有關搜索、扣押制度，雖金融監督

管理委員會組織法第五條第四項規定，「……對涉有金融犯罪嫌疑之

案件，得敘明事由，報請檢察官許可，向該管法院聲請核發搜索票

後，……，實施搜索。」但消費者保護法第三十四條規定，「直轄市

或縣（市）政府於調查時，對於可為證據之物，得聲請檢察官扣押之。

前項扣押，準用刑事訴訟法關於扣押之規定。」顯見我國現行立法例，

攸關搜索扣押權之實施並非僅侷限於刑事犯罪行為。 

    說明資料中並表示於國際競爭法趨勢，德國限制競爭防止法

（GWB）第五十九條第四項、英國一九九八年競爭法第二十八條第一

項規定，及日本獨占禁止法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均允許該國競爭主管

機關在行政處分案件向法院聲請核發搜索票，以強化其調查蒐證之功

能與效能。相關搜索扣押權僅在涉有嚴重影響交易秩序之案件，經法

院同意核發搜索票後，方具有搜索扣押權，故對人民身體、財產權不

致造成太多干擾程度。同時規定僅在必要實施範圍內，且由公平會會

商法務部定之，故應無須修正現行刑事訴訟法。本增訂條文不會改變

公平法對聯合行為「先行政後司法」之現行制度。（丁守中等 4人，

2012：119-120） 

      2.公平會說帖 

公平會於修正草案之說明資料中表示，本次丁委員等人提案增訂

搜索、扣押制度，立法方向與國際競爭法趨勢相同，可健全本法執法

效能，維護市場交易秩序，充分發揮獨立機關準司法調查之功能，本

會敬表支持。 

因事業之違法獨占、結合及聯合行為等，係透過排擠競爭對手或

限制競爭之手段鞏固本身之市場地位，或消除彼此競爭帶來之不利

益，其不法利得隨時間之久暫、營業規模及市場狀況而累積及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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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遍及整體社會經濟，可責性高而有嚴懲之必要。又因該等違法行

為日益大型化、科技化、隱密化，藉現有之一般行政調查手段常難以

即時、直接取得關鍵證物，致無法有效予以查處。因此於研議修正之

公平法草案，擬增訂有關搜索、扣押之規定，期藉由調查手段之加強，

有效打擊不法。 

      3.委員會審查及詢答 

    立法院經濟委員會排訂於 101年 11月 19日審查丁守中委員等

25人提具「公平交易法第 27條之 2」修正草案，會議由林滄敏召集

委員主持，先進行委員詢答，再進行條文審查。 

      4.有關壹傳媒案之媒體報導 

    立法院詢答中，有多位立委集中質詢公平會未來如何進行台灣壹

傳媒交易轉手的申報審查。蘇震清委員質詢時要求公平會應闡明公平

會立法宗旨，強調壹傳媒出售案重點，就在「米果加蘋果形成言論集

中化的危機」，有違公平法立法宗旨。吳秀明表示，公平會是獨立機

關，絕不會怠忽職守（盧沛樺，2012：A4）。壹傳媒交易案只要確定

買方不管是四方或三方，公平會將化被動為主動，發函或用電話提醒

買方如果符合申報義務，要盡快申報，但現在連誰買都不知道，就不

知道要通知誰來申報。壹傳媒申請案，在沒有交易前根本沒有違法的

問題，公平會沒有辦法主動通知買方申報33。  

      5.初審通過將具有「搜索、扣押權」之媒體報導     

    媒體報導立法院經濟委員會初審通過，增訂公平會將具有「搜

索、扣押權」，公平會主委吳秀明對此樂觀表示，這樣的立法方向是

國際的趨勢，能健全公平會的執法效能，未來公平會可以發揮獨立機

                                                 
33溫貴香（2012/11/19），＜公平會：要壹傳媒買方申報＞，《中央社》，網址：

http://tw.news.yahoo.com/%E5%85%AC%E5%B9%B3%E6%9C%83-%E8%A6%81%E5%A3%B9%

E5%82%B3%E5%AA%92%E8%B2%B7%E6%96%B9%E7%94%B3%E5%A0%B1-051227926.html

，瀏覽日期：2012/11/19。 

http://tw.news.yahoo.com/%E5%85%AC%E5%B9%B3%E6%9C%83-%E8%A6%81%E5%A3%B9%E5%82%B3%E5%AA%92%E8%B2%B7%E6%96%B9%E7%94%B3%E5%A0%B1-051227926.html
http://tw.news.yahoo.com/%E5%85%AC%E5%B9%B3%E6%9C%83-%E8%A6%81%E5%A3%B9%E5%82%B3%E5%AA%92%E8%B2%B7%E6%96%B9%E7%94%B3%E5%A0%B1-051227926.html
http://tw.news.yahoo.com/%E5%85%AC%E5%B9%B3%E6%9C%83-%E8%A6%81%E5%A3%B9%E5%82%B3%E5%AA%92%E8%B2%B7%E6%96%B9%E7%94%B3%E5%A0%B1-0512279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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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準司法調查功能，更強而有力的維護市場競爭公平34。針對法務

部質疑，倘公平會擁有行政搜索扣押權，恐會導致「行政調查」與「刑

事偵查」界線不明的情況。公平會主委吳秀明回應表示，本次修法仍

堅守「先行政後司法」原則，且會取得法院同意聲請核發搜索票。丁

守中則語不保留地斥責法務部，質問法務部過去對不法囤積、哄抬價

格、聯合壟斷做出哪些處分？正因沒有顯著成績，準司法機關公平會

有調查職權，修法通過後，如虎添翼，法務部「未善盡職責不要吃味。」

吳秀明也補充，德、日、英均已在競爭法中明定，主管機關在行政處

分案件向法院聲請核發搜索票，台灣應比照國際趨勢35。 

    民國 101年 11月 20日媒體大幅報導公平法修法賦予公平會搜索

與扣押權之新聞，媒體標題＜獲準司法權 公平會老虎長牙＞，未來

如果廠商不配合公平會調查，公平會具有搜索與扣押的準司法權力，

公平會主委吳秀明昨日指出，「老虎的牙，以後會更為鋒利。」各國

競爭法的執法機關儘管都是行政機關，但是都具有搜索、扣押權力，

唯獨台灣的公平會不具有搜索、扣押權。擔任經委會主席的國民黨籍

立委林滄敏，昨日在會中裁示，全案審議完竣，不需經朝野協商，將

直接提報下次院會處理 (譚淑珍，2012：A4) 。 

      6.反對賦予公平會搜索與扣押權之媒體報導 

  民國 101年 11月 20日媒體亦大幅刊載反對賦予公平會搜索與扣

押權之新聞，媒體標題＜公平會新增搜索扣押權 法部反對＞，公平

會查案將新增搜索扣押權，對此，法務部昨表達反對立場，次長陳守

煌表示，若賦予行政調查行政搜索權，將導致行政權擴張，有侵害人

                                                 
34何庭歡（2012/11/19），＜公平會搜索扣押權 立院初審過關＞，《中廣新聞網》，網址：

http://tw.news.yahoo.com/%E5%85%AC%E5%B9%B3%E6%9C%83%E6%90%9C%E7%B4%A2%E

6%89%A3%E6%8A%BC%E6%AC%8A-%E7%AB%8B%E9%99%A2%E5%88%9D%E5%AF%A9

%E9%81%8E%E9%97%9C-062521854.html，瀏覽日期：2012/11/19。 
35盧沛樺（2012/11/19），＜公平會修法未來得搜索扣押物證＞，《聯合晚報》即時報導，網址：

http://udn.com/NEWS/BREAKINGNEWS/BREAKINGNEWS6/7508625.shtml，瀏覽日期：

2012/11/19。 

http://tw.news.yahoo.com/%E5%85%AC%E5%B9%B3%E6%9C%83%E6%90%9C%E7%B4%A2%E6%89%A3%E6%8A%BC%E6%AC%8A-%E7%AB%8B%E9%99%A2%E5%88%9D%E5%AF%A9%E9%81%8E%E9%97%9C-062521854.html
http://tw.news.yahoo.com/%E5%85%AC%E5%B9%B3%E6%9C%83%E6%90%9C%E7%B4%A2%E6%89%A3%E6%8A%BC%E6%AC%8A-%E7%AB%8B%E9%99%A2%E5%88%9D%E5%AF%A9%E9%81%8E%E9%97%9C-062521854.html
http://tw.news.yahoo.com/%E5%85%AC%E5%B9%B3%E6%9C%83%E6%90%9C%E7%B4%A2%E6%89%A3%E6%8A%BC%E6%AC%8A-%E7%AB%8B%E9%99%A2%E5%88%9D%E5%AF%A9%E9%81%8E%E9%97%9C-062521854.html
http://udn.com/NEWS/BREAKINGNEWS/BREAKINGNEWS6/750862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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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權利之虞，且世界各國僅德國等少數國家有此規範，我國並無以刑

事搜索手段調查行政處罰案件的立法例。 

  提案立委丁守中表示，物價上漲、聯合壟斷，帶給人民很高的痛

苦指數，公平會雖然加強查緝不法囤積或哄抬價格等行為，但沒有顯

著績效，原因或許是因為沒有搜索扣押權，無法掌握事證以嚴懲聯合

行為者，因此提增修案讓公平會可發揮調查功能。國民黨籍立委徐耀

昌擔心如果完成修法後，將和檢調機關功能疊床架屋，公平會主委吳

秀明回應說，絕對不會，因為公平會進行的是行政搜索，處以行政罰

鍰，而檢調機關是針對犯罪行為，以刑事方式處理。但法務部次長陳

守煌指出，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組織法第五條的搜索規定也僅限於金

融犯罪嫌疑案件，並在報請檢察官許可向法院聲請搜索票後會同司法

警察實施，鑑於搜索影響人民權益甚大，法務部對提案持反對立場 

(黃佩珊、蕭博文，2012：A4) 。 

      7.初審通過，民進黨團於院會反對，將再進行朝野協商。 

    立法院經濟委員會初審通過，增訂公平會將具有「搜索、扣押

權」，排入院會議程後，民進黨團表示反對，將再進行朝野協商。另

國民黨部分立法委員亦對我國並無以刑事搜索手段調查行政處罰案

件的立法例，表示行政權擴張，有侵害人民權利之虞。有關丁委員案

將待朝野協商後再列入院會議程。有關丁守中等人提案增訂公平交易

法第 27條之 2有關搜索、扣押之規定，目前待立法院二、三讀，俟

條法文立通過並經總統公布後，「公平交易法修正草案」總說明及條

文對照表將適時相應調整36。 

 

                                                 
36
公平會網站，修法動態，網址：

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179&docid=12594，瀏覽日期：

101/12/31。 

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179&docid=12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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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公平會預算與法案審查之影響 

    獨立機關之預算及法案審查與一般部會程序相同，以公平會為

例，係由立法院經濟委員會召集委員於各部會施政報告後，再行排定

審查日期。召集委員於委員會之重要性無與倫比，其影響力更展現於

法案審查上，由於每委員會中待審之法案非常多，除黨團指定之優先

法案得以優先排入議程外，其餘法案在有限之會議時間中，除非與召

集委員有非常好之互動關係，否則難以排入議程，更遑論初審通過。

另如能由資深委員提案，運用其於立法院之影響力，常能很快完成修

法，以公平會之公平法修正草案為例，由丁守中委員提案增訂搜索扣

押權，很迅速的初審通過。在預算審查部分，有關預算報告並備詢，

係依既定日期排入議程，困難之處在於預算處理階段，平日與委員須

維持良好之互動關係，方能於預算處理中輕騎過關。 

 

    本節綜上所述，立法權及預算權為立法委員最重要之職權，預算

為政府施政之根本，審查、議決預算案，是立法院監督政府施政的最

佳途徑。本節以公平會預算案為例，說明平日與委員須維持良好之互

動關係，方能於預算處理中順利通過。有關法案之提出，可由行政院

提案或由委員提案，以公平會公平法修正草案及多層次傳銷管理法草

案為例，經過多年研議，才由行政院送請立法院審查。法案之審查，

除優先法案或委員有興趣之法案外，平日須與召集委員維持良好之互

動關係，方能有機會排入議程，另如能洽由資深委員提案，運用其於

立法院之影響力，常能很快排入議程並完成修法，本節以公平會之公

平法修正草案為例說明，由丁守中委員提案增訂搜索扣押權，即很迅

速的初審通過。因此，尊重並與召集委員維持良好之互動關係十分重

要，將有助預算案或法案審查之順利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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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人事同意權 

    在民主國家對具有決策權與行政權的官員，均須經代表民意的國

會同意認可，始具有間接民意基礎，也才有行使政治權力的正當性。

國會對人事任命案的審查，可確保其資格條件足以勝任職務，並避免

循私用人。在內閣制的國家，內閣總理的任命須有國會多數的支持，

初任之內閣總理應向國會報告，並要求給予信任投票，信任投票即是

尋求國會的同意。美國的總統制雖無閣揆，但所有部會首長及具有決

策權的政務官，均須由總統提名，經參議院同意後任命。民國 89 年

4 月 25 日修憲後，我國司法院、考試院及監察院等憲法機關的人事

同意權，已由國民大會移轉至立法院(高明秋，2012：34)，另修法賦

予立法院對獨立機關的人事同意權。 

    有關總統提名之司法院院長、副院長、大法官，考試院院長、副

院長、考試委員，監察院院長、副院長、監察委員及審計長，應經立

法院同意任命之。行使同意權時，不經討論，交付全院委員會審查，

審查後提出院會以無記名投票表決，經超過全體立法委員 1/2之同意

為通過。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由總統提名，公平會、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之委員則由行政院長提名，均經立法院同意任命之，以院會

出席委員之過半數為同意門檻37。101年 2月 6日公平會掛牌成立，

正式成為獨立機關，本屆委員任期至 102年 1月 31日，依組織法規

定行政院長於任滿前三個月提名獨立機關第 8屆公平會新委員。 

壹、人事同意權之依據 

一、依憲法規定行使之同意權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至第 7條，包括司法院院長、副院長、大

法官、考試院院長、副院長、考試委員、監察院院長、副院長、監察

                                                 
37

 立法院全球資訊網，立法院簡介，網址：http://www.ly.gov.tw/02_introduce/introduce01.jsp，

瀏覽日期：2012/11/13。 

http://www.ly.gov.tw/02_introduce/introduce01.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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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及依憲法第 104條之審計長，由立法院院長召集黨團協商會議，

決定處理時程及相關事項。再由總統咨文編列議程報告事項。而後交

全院委員會審查，舉行公聽會邀專家學者發表意見。被提名人資料交

陳列查閱。對被提名人資格及是否適任之相關事項進行審查與詢問，

被提名人應列席會議答復詢問。最後，院會進行無記名投票，須有超

過全體立法委員二分之一之同意始為通過。 

  二、依法律規定行使之同意權 

   (一)對象： 

      1.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 21 條規定，獨立機關之首長、

副首長及其合議制之成員，均應明定其任職期限及任命程

序，相當二級機關者，由一級機關首長提名經立法院同意後

任命之。 

      2.民國 95年 1月 13日立法院修正法院組織法，建立檢察總長

之任命機制，該法第 66 條規定，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

由總統提名，經立法院同意後任命。任期 4年。 

      3.民國 98年 5月 22日制定的中央選舉委員會組織法第 3條規

定，該會置委員 9人至 11人（其中 1人為主任委員，1人

為副主任委員），由行政院長提名，經立法院同意後任 命。

其任期為 4年。 

              4.民國 100年 11月 14日修正的公平會組織法第 4條規定，該

會委員 7人，由行政院長提名（提名時，應指定 1人為主任

委員，1 人為副主任委員），經立法院同意後任命。任期 4

年。 

5.民國 100年 12月 14日修正的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第

4條規定，該會委員 7人，由行政院長提名（提名時，應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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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1 人為主任委員，1 人為副主任委員），經立法院同意後

任命。任期 4年。 

   （二）處理程序： 

       1.院長召集黨團協商會議，決定處理時程及相關事項。 

2.總統咨文或行政院函編列議程報告事項。 

       3.交相關委員會審查，被提名人資格及是否適任之審查在相

關常設委員會進行，不在全院委員會。 

      4.提報院會進行無記名投票，經出席投票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即

為通過。此項通過門檻與依憲法行使之同意權通過門檻不

同。 

貳、公平會委員之任命歷程 

  一、行政院長提名公平會委員 

獨立機關通傳會及公平會委員係由行政院長提名，而後送立法院

資格審查，通傳會送交通委員會審查，公平會則由經濟委員會就委員

資格作審查。以公平會為例，第 7屆公平會委員任期至 102年 1月

31日止，行政院依法於 3個月前提出新委員名單，公平會委員一任 4

年，第一任中有 3位委員為 2年，4位為 4年，任期交錯藉以經驗傳

承。公平會於 101年 2月 6日正式成立為獨立機關，依新修公平會組

織法，第 8屆公平會委員於 102年 2月 1日上任。 

  （一）人事總處負責提名作業。 

    有關獨立機關新任委員提名作業，謹以公平交易委員會為例說

明。第 7屆公平會委員於 102年 1月 31日任期屆滿，新任委員與前

任委員有三項重大改變：包括新任委員人數由 9人減為 7人。新任委

員由行政院院長提名經立法院同意後任命；前任委員為由行政院院長

提名，總統任命。新任委員任期四年；前任委員任期三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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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建議提名時尚不指定正副首長人選。 

   為使提名作業順利，人事總處特別於 101年 8月下旬召開「獨立

機關委員任期屆滿新任委員提名作業」會議，會議重點及請公平會

配合辦理事項有二：1.有關新任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人選：於行

政院院長提名時，尚不指定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人選，俟經立法

院同意後，於任命時再行指定。2.依獨立機關與人事總處分工及辦

理事項一覽表規定：（1）提供人事總處有關被提名人相關個人資料。

（2）向被提名人進行簡報，業務專案報告重點有：重要主管法規、

未來及目前施政重點、與其他部會之權責分工。國會詢答應對報告

重點有：國會答詢服裝、立法委員詰問之應對進退事項，如答詢技

巧及態度等。 

  （三）立法院洽詢未指名正副首長人選原因。 

    民國 101年 11月 1日行政院行文立法院議事處有關 7位新委員

名單及其任期，如前述未指名正副首長人選，立法院議事處特別因此

事洽詢公平會國會聯絡人了解原因。公平會回復，全案係人事總處負

責，因公平會組織法規定「立法院同意後任命之」，因此未區分委員

及正副首長。惟因行政院長提名原任公平會吳秀明主任委員續任，因

此雖未表明首長人選，實已不言可喻。 

  （四）以新聞資料公布提名委員，以括號方式註明正副首長人選。 

    民國 101年 11月 1日下午行政院新聞資料以括號註明正副首長

人選以解決外界疑問，新聞資料中說明「本次公平會委員的提名，經

本院考量經驗傳承、引進新血及任期交錯等因素，就相關領域遴選優

秀人才 7 人，其中吳秀明(任命時將指定為主任委員)、孫立群(任命

時將指定為副主任委員)」38公平會吳秀明主任委員因係續任，為使資

                                                 
38
行政院網站，新聞與公告，行政院陳院長已於法定期限內提名公平會委員人選，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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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審查順利進行，有關各項時事之問答、新修正公平法草案要點、增

訂之多層次傳銷法重點、重要職掌及主管法規裝訂成冊，特別要求各

處室依人事總處規定為新任委員作簡報。其中有關媒體報導新委員之

各項訊息，亦由主任委員室即時傳送新委員參考，為立法院資格審查

作最好之準備。 

 二、資格審查前拜會立法院 

   （一）被提名之新任正副首長拜會立法院召集委員 

  行政院依限於任滿前 3個月將新任 7位公平會委員名單函送立法

院審查，並於對外新聞資料中提及「本院在本次本院提名作業期盼立

法院能儘早依法定程序完成審查，讓公平會得以順利運作。」39因此，

公平會吳秀明主任委員與新任孫立群副主任委員於 101年 11月 16日

先行禮貌性拜會蘇震清召集委員就委員資格審查時間等事項交換意

見並尋求支持，蘇召集委員亦禮貌性表示，公平會性質單純，除非有

個人私德問題，原則上敬表支持，為新任委員資格審查奠下良好基礎。 

  （二）行政院秘書長率領新任委員拜會國民黨團 

  民國 101年 12月 21日（星期五）行政院陳士魁秘書長於公共關

係處安排下率領公平會 7位新任委員及通傳會 2位新任委員至立法院

紅樓 101室向執政黨國民黨團拜會並尋求支持。會議進行中，先請各

新任委員作 3分鐘自我介紹，國民黨委員期許作滿任期以免耗費資源

再行審查新人事，並請就書面報告再行充實。 

  （三）經濟委員會臨時通知資格審查日期 

    民國 101年 12月 28日（星期五）下午立法院經濟委員會臨時通

                                                                                                                                            
http://www.ey.gov.tw/News_Content2.aspx?n=F8BAEBE9491FC830&sms=99606AC2FCD53A3A&s

=E3F67B85A1CA737B ，瀏覽日期：2012/11/01。 
39
行政院網站，新聞與公告，行政院陳院長已於法定期限內提名公平會委員人選，網址： 

http://www.ey.gov.tw/News_Content2.aspx?n=F8BAEBE9491FC830&sms=99606AC2FCD53A3A&s

=E3F67B85A1CA737B ，瀏覽日期 2012/11/01。 

http://www.ey.gov.tw/News_Content2.aspx?n=F8BAEBE9491FC830&sms=99606AC2FCD53A3A&s=E3F67B85A1CA737B，
http://www.ey.gov.tw/News_Content2.aspx?n=F8BAEBE9491FC830&sms=99606AC2FCD53A3A&s=E3F67B85A1CA737B，
http://www.ey.gov.tw/News_Content2.aspx?n=F8BAEBE9491FC830&sms=99606AC2FCD53A3A&s=E3F67B85A1CA737B，
http://www.ey.gov.tw/News_Content2.aspx?n=F8BAEBE9491FC830&sms=99606AC2FCD53A3A&s=E3F67B85A1CA73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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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新任委員資格審查訂於 102年 1月 3日(星期四)上午舉行，會議

主席為林滄敏召集委員。此一演變主因立法院第 8屆第 2會期於 102

年 1月 15日休會，102年度預算又將於 102年 1月 7日起由王院長

開始主持朝野協商，公平會 7位新任委員及通傳會 2位新任委員必須

於休會前經立法委員行使同意權通過後，由行政院長任命，方能順利

於 102年 2月 1日上任。因時間緊迫，又為防止原訂 102年 1月 7日

由蘇震清召集委員主持之公平會新任委員資格審查中有變數，因而臨

時改期。國民黨團並以表決方式將通傳會 2位新任委員交付委員會審

查。 

  （四）由經濟委員會、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兩委員會聯席審查  

    民國 102年 1月 3日(星期四)上午 9時於立法院紅樓 101會議室

舉行經濟委員會、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兩委員會聯席審查行政院函送立

法院提名公平會 7位新任委員案，會議主席為林滄敏召集委員，行政

院陳士魁秘書長先簡介公平會組織法相關規定，並請立法院審查吳秀

明主任委員等 7位提名委員，程序為今日通過兩聯席委員會審查後，

再提請立法院會行使委員同意權，依出席過半數委員通過，請行政院

院長任命之。 

    審查會一開始就由黃偉哲委員提程序問題，認為如此重要之人事

案，至少應排一天審查，此案獲執政黨黃昭順委員之呼應，主席因而

宣布今日會議由半天改為一天。每位新任委員先自我介紹 3分鐘，發

言之立法委員詢問之焦點以壹傳媒結合案最多，如民進黨立委陳明

文、邱志偉會中詢問 7位被提名人對反跨媒體壟斷的態度，7人皆同

意反壟斷是普世價值；主任委員被提名人吳秀明並說，若真要反媒體

壟斷，還待制訂專法（曾韋禎，2013：A19）。亦有立法委員對 7位被

提名人之學歷紛紛系出同門表示質疑，如民進黨立委陳明文質疑，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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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不是同學，就是校友，還有公平會的同事，是在搞小圈圈嗎？這個

名單到底是誰提名的？誰推薦的？陳士魁表示，這個提名的名單是相

當謹慎的，各方推薦了很多人，是由行政院長陳冲做最後決定，也有

參考主委吳秀明的意見40 。最後，審查會主席林滄敏召集委員於 102

年 1月 3日（星期四）中午 12時 40分宣布，公平會主委吳秀明、副

主委孫立群以及蔡蕙安等委員合計 7位被提名人的資格審查通過。 

  （五）朝野協商行使人事同意權 

    立法院長王金平 102年 1月 4日（星期五）召集朝野協商，朝野

黨團同意於 14 日（星期一）加開院會，上午行使公平會委員人事同

意權投票，如果交通、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在 102年 1月 10日（星期

四）前完成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委員人事審查，會一併在 14

日上午行使人事同意權投票。102年 1月 14日（星期一）加開院會，

會前朝野兩黨均發出甲級動員，立法院院會行使人事同意權投

票，共發出 106 張票，同意門檻為 54 票。開票結果，均過半

數通過，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順利於 102年 2月 1日上任。 

參、公平會人事同意權之影響 

    對於正副首長人選公布時機之疑義，依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

第 21 條「獨立機關合議制之成員，均應明定其任職期限、任命程序、

停職、免職之規定及程序。但相當二級機關之獨立機關，其合議制成

員中屬專任者，應先經立法院同意後任命之；其他獨立機關合議制成

員由一級機關首長任命之。一級機關首長為前項任命時，應指定成員

中之一人為首長，一人為副首長。」又依公平交易委員會組織法第 4

條「本會置委員七人，均為專任，任期四年，任滿得連任，由行政院

                                                 
40曹逸雯(2013/01/04)，＜公平會委員提名人順利過關 綠委質疑 7 人在搞小圈圈＞，《今日新

聞》，網址：http://news.cts.com.tw/nownews/money/201301/201301031172733.html，瀏覽日期：

2013/01/04。 

http://news.cts.com.tw/nownews/money/201301/201301031172733.html


118 

 

院長提名經立法院同意後任命之，行政院院長為任命時，應指定一人

為主任委員，一人為副主任委員。」人事總處就法論法，認為對於正

副首長之人選，係於立法院同意後，再行指定。惟此一認知與社會期

待有所出入，立法院才會來電洽詢，也才有發言人室之新聞資料以括

號方式註明正副首長之人選。 

    公平會新任委員須經立法委員出席過半數同意後方能獲得任

命，因此，獲得立法委員之同意票支持為最重要使命。正副首長先行

禮貌性拜會召集委員，及秘書長率新任委員先行拜會執政黨團並請

益，於程序上均有加分作用。基於政黨政治，各黨均有其政策及堅持，

於行使人事同意權時，均透過甲級動員黨籍立法委員以全力支持或抵

制，由於先前禮貌性拜會，至少被動員支持之立法委員感受到尊重而

能全力以赴，由此觀之，加強與立法委員維持友善及良好關係更屬重

要。 

 

    綜上各節論述，民主政治乃民意政治，立法院作為最高之民意機

關，對於行政部門進行政治監督，防止其權力腐化及濫用，以增進公

共利益。依憲法第 62條規定，立法院為最高立法機關，由人民選舉

之立法委員組織之，代表人民行使立法權。 

    本章以公平會為例，具體描述施政總質詢及業務報告等相關會議

之運作情形，共同點為會前積極準備詢答資料，會中積極並有禮的回

應委員詢答問題，會後追蹤並回應委員所重視及關切之議題，所作的

一切均在維持與立法委員良好的關係，並期能在立法委員支持下，貢

獻最大的施政成績。 

    又立法權及預算權為立法委員最重要之職權，以公平會預算案為

例，說明平日與委員須維持良好之關係，方能於預算處理中順利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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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有關法案之提出，可由行政院提案或由委員提案，以公平會公平

交易法修正草案及多層次傳銷管理法草案為例，經過多年研議，才由

行政院送請立法院審查中，法案之審查，除優先法案或委員有興趣之

法案外，平日須與召集委員維持良好關係，方能有機會排入議程，另

如能洽由資深委員提案，運用其於立法院之影響力，常能很快排入議

程並完成修法。以公平會之公平交易法修正草案為例說明，由丁守中

委員提案增訂搜索扣押權，即很迅速的於經濟委員會初審通過。因

此，尊重並與召集委員維持良好關係十分重要，將有助預算案或法案

審查之順利進行。 

    有關立法院行使人事同意權，以公平會第 8屆新任委員提名過程

為例，說明公平會新任委員被提名後，須經立法院審查並備詢，此為

嚴格之考驗，因此，被提名公平會新任正副首長先行禮貌性拜會召集

委員，及秘書長率被提名之新任委員先行拜會執政黨團並請益，於程

序上均有加分作用。嗣後，各政黨全力動員黨籍委員行使人事同意

權，或支持或抵制，雖各有其政治考量，惟立法委員之情意相挺或予

針砭，不但使新任公平會委員感到身負重責大任，亦彰顯加強與立法

委員維持友善及良好關係之重要性，公平會委員惟戮力從公，貢獻所

長，以使代表民意之立法委員了解不負所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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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公平會與立法院關係之檢討 

    依憲法第 62條規定，立法院為最高立法機關，由人民選舉之立

法委員組織之，代表人民行使立法權。立法權及預算審議權為立法院

職權最重要之核心；人事同意權則彰顯在民主原則要求下，國家重要

公職皆應具有民主正當性，若未能直接藉由選舉取得，亦應透過民意

代表的同意，間接取得民主正當性；行政監督權之質詢權，依大法官

釋字第 461號解釋認為，由於行政院應依憲法規定對立法院負責，當

邀請政府人員到會備詢時，有應邀說明的義務。因此，立法權、預算

審議權、人事同意權及質詢權等四權為立法委員最常行使之職權。 

    民國 95年 3月 2日「獨立機關與行政院關係運作說明」說明獨

立機關之存在理由，依據司法院釋字第 613 號解釋理由書，獨立機

關之存在對於行政一體與責任政治原則有所減損，其設置應屬例外。

唯有設置獨立機關之目的確係在追求憲法上公共利益，所職司任務之

特殊性，確有正當理由足以證立設置獨立機關之必要性，重要事項以

聽證程序決定，任務執行績效亦能透明、公開，以方便公眾監督，加

上立法院原就有權經由立法與預算審議監督獨立機關之運作，綜合各

項因素整體以觀，如仍得判斷一定程度之民主正當性基礎尚能維持不

墜，足以彌補行政一體及責任政治之缺損者，始不致於違憲。民國

101年 2月 6日依 100年 11月 14日總統令公布之公平交易委員會組

織法，改制更名為「公平交易委員會」，確立為獨立機關之組織型態，

成立目的在「為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權益，確保公平競爭，促進經

濟之安定與繁榮。」為我國競爭政策與公平交易法的主管機關。 

    本章有關公平會與立法院關係之檢討，擬分從理論面向、法制面

向及實務面向，研究獨立機關與立法機關中值得檢討項目，以尋求各

自達成憲法賦予之職權目的。第一節從理論面向檢討，說明公平會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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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屬性對權力分立理論影響之檢討及公平會組織規範對機關獨立性

理論影響之檢討。第二節有關法制面向之檢討，擬從法制面觀點探討

公平會之獨立性，並就獨立機關定義中有關依法獨立行使職權、自主

運作等重要指標之運作情形來加以檢討，而後就公平會機關屬性對權

力制衡理論影響之檢討加以說明。第三節實務面向之檢討，擬以公平

會之修法案及人事同意權為例，分就公平會與行政院、公平會與立法

部門間之實務運作情形作說明並檢討。 

第一節  理論面向之檢討 

    權力分立之精義在於「分權」與「制衡」，依權力分立原則，行

政權受法律之拘束，並接受司法之審查，行政法院則基於人民權利保

護之請求，依據法律審查行政決定之合法性。權力分立的目的在於保

障人民自由權利，而政府運作的穩定與效率則涉及整體公益，獨立機

關在行政、立法、司法等三權中，有其重疊之功能，並取得一定之「行

政立法」權能，其制度設計已兼顧權力制衡與效率之間的調和，並未

破壞權力分立的制衡機制。 

壹、公平會權力屬性對權力分立理論影響之檢討 

    獨立機關強調免於最高行政機關指揮及不受政治勢力的影響，以

期發揮專業化能力，特別是要求不受政黨勢力的影響。但此種機構的

設置，對權力分立原則為一大挑戰。公平會為獨立機關，其是否同時

具有行政權、立法權及司法權，從而有違反權力分立原則之虞?以下

擬就現有法令規定及實務運作情形作檢討。 

    公平交易法第 25條規定：「為處理本法有關公平交易事項，行政

院應設置公平交易委員會，其職掌如左：一、關於公平交易政策及法

規之擬訂事項。二、關於審議本法有關公平交易事項。三、關於事業

活動及經濟情況之調查事項。四、關於違反本法案之調查、處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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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關於公平交易之其他事項。」又同法第 29條規定：「公平交易委

員會之組織，另以法律定之。」蔡秀卿、陳榮隆認為，從此二條規定

來看，公平會係為執行公平交易法而設置隸屬於行政院之行政機關，

自非司法機關，更非立法機關（蔡秀卿、陳榮隆，2001：6）。公平會

為行政機關，其行政權自無疑義，惟有關公平會是否具有準立法權、

準司法權之獨立機關，擬就公平會相關職權分述如下：  

  一、準立法權部分：公平交易法第 25條第 1項所定「關於公平交

易政策及法規之擬訂事項」之職掌，為一般性及概括性的準立法權之

授權條款。至於具體的及個別的授權規定，例如同法第 23條之 4規

定就有關多層次傳銷事業之報備、業務檢查、財務報表應經會計師簽

證並對外揭露、對參加人應告知之事項、參加契約內容、參加人權益

保障、重大影響參加人權益之禁止行為及對參加人之管理義務等相關

事項之辦法，授權公平會訂定「多層次傳銷事業管理辦法」。又如同

法第 11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應申請結合許可之事業銷售金額之下

限，授權予公平會以公告定之（蔡秀卿、陳榮隆，2001：11）。因此，

公平會基於法律之具體明確授權，且有法規命令訂定權，此與一般行

政機關一樣，具有準立法權。 

    賴源河認為，公平法第 25條有關公平交易政策及法規之擬訂事

項，似可為準立法權之依據。實際上只有公平法第 23條有關多層次

傳銷管理辦法及第 48條有關施行細則之訂定，此種母法授權主管機

關訂定子法情形十分常見，不應因此即認為公平會有準立法權。至於

內部自行擬訂之認定標準，僅係執行參考，並無法律上拘束力且可隨

時變動，亦不可因此即認為公平會有準立法權（賴源河，1994：176）。

綜上，對於公平會具有準立法權部分尚有不同見解。 

本文認為，公平會基於法律之具體明確授權，如公平法第 2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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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及第 48條有關施行細則之訂定，係母法授

權主管機關訂定子法之法規命令，此與一般行政機關相同，十分常

見。另如公平法第 21條對於不實廣告訂有瘦身美容案件等 11項處理

原則41及公平法第 24條對於加盟業主經營行為等 10項規範說明42等係

一般行政規則，並無法律上拘束力且可隨時變動，因此不可遽認公平

會有準立法權。 

  二、準司法權部分：公平會組織上雖具相對的獨立性及政治中立性

特質，但依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務規程第 2條「主任委員綜理會務，並

指揮、監督所屬人員」，業務單位必須接受委員會之指揮監督，本身

並無獨立的訴追機能，委員會亦非與訴追機關之業務單位分離，而仍

對其業務單位有指揮監督權，自無獨立審判機能。在委員會與業務單

位一體下，與行政權一體無異，自無準司法權（蔡秀卿、陳榮隆，2001：

14-15）。另實務上，可從業務單位與委員會處理違法事件之程序，委

員會於議決時，既無詢問相對人及關係人提出證據之明確規定，且無

要求相對人及關係人到場陳述而不採取直接審理原則，因此難說是準

司法程序，此亦與委員會無準司法權之設計相互印證。 

    賴源河認為，公平法第 25條之調查及處分權為行政權，此一調

查權不包括搜索、扣押權，僅有第 25條第 2款有關公平交易事項之

審議及第 28條規定之依法獨立行使職權勉強可作為準司法權之依據

（賴源河，1994：176）。德國及日本均由法院審理不正競爭法案件，

並無行政機關審理之情形。美國無行政法院，日本也受美國影響廢除

行政法院，故任何案件，包括聯邦交易委員會所為之裁決，最後均進

入普通法院進行司法審查（judicial review）（賴源河，1994：189）。

                                                 
41

 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不實廣告處理原則，網址：

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List.aspx?uid=165，瀏覽日期：2013/04/08。 
42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欺罔或顯失公平，網址：

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List.aspx?uid=167，瀏覽日期：2013/04/08。 

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List.aspx?uid=165
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List.aspx?uid=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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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有關反托拉斯（獨占、結合、聯合）及不正競爭之合併立法並同

由公平會為執行之主管機關，不但扮演監督之主管機關角色，又同時

兼有檢察官及法官性質，以致地位混淆不清（賴源河，1994：175）。

公平會服務業競爭處及製造業競爭處負責限制競爭，包括監督事業之

獨占、結合、聯合行為，因此公平會與該事業為兩造之當事人，在反

托拉斯案件中，業務單位與檢舉人為同造，當然可依職權加以調查。

公平會自行訂定之會議規則及業務單位處理案件之程序，混淆了司法

審、檢分隸之精神，此自行發動調查，輪值之審查委員介入案件調查，

卻又在委員會議扮演審理委員之角色，已背離司法獨立之本質，亦難

以承認公平會具有準司法權（賴源河，1994：176-177）。公平會之公

平競爭處負責不正競爭，立於中間裁判角色審理仿冒或損害他人信譽

之雙方當事人之爭執，似具有準司法之色彩。當案件進入行政法院，

公平會成為被告之一造，原有爭執之檢舉人與被檢舉人，雙方將有一

方不會出現於行政法院，此乃因制度設計偏差所致。我國因將反托拉

斯法及不正競爭法合併立法，同時扮演雙重角色，使業務單位單位角

色不清，間接影響當事人之舉證責任。美、日兩國之制度於委員會中，

業務單位為扮演告發及追訴之角色，委員為扮演類似法官之裁判角

色，同時不介入業務單位之調查及追訴工作，因此美、日之委員會具

有準司法權並無疑義。我國集調查、追訴、審議於一身之糾問主義（糾

問主義：不採訴訟形式，由裁判機關自行發動，審檢合一，特色為書

面主義、秘密主義。）制度之委員會，僅能說是扮演監督角色之行政

主管機關採用合議制之方式來處理公平法之事件，實難謂具有準司法

權（賴源河，1994：177）。綜上，共同見解為公平會不具有準司法權。 

本文認為，在實務上由承審委員與案件承辦業務處共同完成案件

之調查，實係委員會與業務單位一體，此與行政權一體無異，又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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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目前尚無搜索、扣押權，非如司法機關審檢分隸，只是行政機關採

用合議制方式來監督處理公平法之事件，且公平會之行政處分必須經

由行政院訴願階段，方能提起由法院審查之行政訴訟，綜此，均說明

公平會尚未具有準司法權。 

  三、行政權部分：公平會所掌有之行政權，可概分為： 

  （一）對許可申請之處分：此乃應經公平會許可之事項，例如對事

業結合之許可申請，及對事業聯合行為之許可申請，若符合

所定要件者，得予許可，並得為附款。 

  （二）不利處分：此乃公平會對直接相對人所為不利之行政處分，

例如對聯合行為及對事業結合核駁許可申請。 

  （三）調查權：一般性之職權調查，其具體之調查程序依第 27條

為之。個別性之調查權，例如對聯合行為申請時要求提供相

關資料；對多層次傳銷事業檢查資料及命其定期提供資料。 

  （四）處罰權：例如對違反事業結合之罰鍰；對違反公平交易法之

罰鍰；對違反多層次傳銷行為之罰鍰；對拒絕調查程序之罰

鍰。 

  （五）行政指導：公平會對事業行為有違法之虞者，得實施行政指

導，對特定之多數事業通案實施之行政指導稱為「行業警示」

但導正之內容上，往往課予事業一定之行為或不行為義務等

而具強制性的法效果，實質上行政指導已轉化為行政處分。 

  （六）行政和解：於行政程序法施行前，公平會之實務上即已引進

美國「同意命令協定」（consent order agreement）以及德國行政

程序法上「和解契約」之概念，而有與相對人締結行政和解

契約之實務經驗。此乃為促使行政程序經濟化，並有效達成

行政目的及解決爭執，行政機關與當事人各相互讓步，在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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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觸法規規定的前提下容許行政機關與人民締結和解契

約，以代替行政處分（蔡秀卿、陳榮隆，2001：12-15）。 

    因此，公平會之行政權包括對許可申請之處分、裁罰性處分之不

利處分、調查權、處罰權、行政指導及行政和解等六項。 

     

貳、公平會組織規範對機關獨立性理論影響之檢討 

  一、公平會委員之任期及免職規定 

    任期制、合議制及黨籍比例規定為獨立機關運作之重要特色，均

為維持獨立性，由制度上保障獨立機關成員，以使其獨立行使職權，

因此相關獨立性條款多制定於組織法中。以公平會為例，公平組織法

第 4條明定「本會置委員七人，均為專任，任期四年，任滿得連任，

由行政院院長提名經立法院同意後任命之，行政院院長為任命時，應

指定一人為主任委員，一人為副主任委員。本會主任委員，特任，對

外代表本會；副主任委員，職務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其餘委員職務

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公平會委員由行政院長提名經立法院同意後

任命，因受任期制之保障，與一般國家政務官隨行政院長同進退者不

同，且在職權行使上因合議制及其任期受保障，亦與一般國家政務官

受行政院之指揮監督者不同。 

    因此，理論上委員並無對政策負責之政治責任問題。又公平會委

員因受 4年任期之保障，而與一般國家政務官隨行政院長同進退者不

同。任期制之採用，亦是身分保障的手段，在任期中除非有法定原因，

總統或院長不得藉故任意免除委員之職位，如此始能確保委員會依法

獨立行使職權而免於受院長之指揮監督（蔡秀卿、陳榮隆，2001：8）。

因此，公平會委員受任期制保障，不因內閣改組而更動，以保障其獨

立性，獨立行使職權。有關任期制保障之配套措施為免職規定，按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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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人員法草案第 22條規定：「政務人員得由具有任命權者，隨時予

以免職。但憲法或法律規定有一定任期者，非有法定原因，不得任意

免職。」為確保公平會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及委員之品德操守等足

以執行職務，因此公平會組織法第 7條明定該會委員之免職事由「本

會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行政院院長予以免職：一、因罹病致

無法執行職務。二、違法、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行為。三、因案受羈

押或經起訴。」其中有關所稱「違法、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行為」諸

如因案經通緝之情形。  

  二、公平會委員會議及黨籍比例規定 

    合議制之運作為獨立機關之重要特色之一，依公平會組織法第 9

條明定「本會委員會議職權如下：一、公平交易及多層次傳銷管理政

策之審議。二、公平交易及多層次傳銷管理法規之審議。三、執行公

平交易法及多層次傳銷管理法施政計畫之審核。四、執行公平交易法

及多層次傳銷管理法之公告案、許可案及處分案之審核。五、委員提

案之審議。六、其他依法應由委員會議決議事項。」委員會議為公平

會之決策機構，組織法中特別明定應由委員會議議決之事項，以發揮

合議制之功能。對於委員會議決議之作成，公平會組織法第 10條明

定「會議之決議，應有委員現有總額過半數之出席，及出席委員過半

數之同意行之。」以確保決議之慎重，並發揮合議制之效能。 

    公平會委員依法獨立行使職權，為保障不受干擾，公平會組織法

第 12條明定「委員會議對外不公開。」另為配合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7條第 1項第 10款規定合議制機關之會議紀錄應對外公開，明定「但

委員會議紀錄除應秘密之事項外，應予公開。」有關委員會議應秘密

之事項，明定「委員會議中所有出席、列席及紀錄人員，對會議可否

決議之過程及其他經委員會議決議應秘密之事項，不得洩漏。」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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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秘密事項之保密範圍，公平會組織法第 12條第 3項明定「會議可

否決議之過程及其他經委員會議決議應秘密之事項，其保密之範圍、

解密之條件與期間、對外公開或提供之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由本會

定之。」授權公平會就相關事項訂定法規命令，以資遵循。 

公平會組織法第4條明定「本會委員具有同一黨籍者，不得超過

委員總額二分之一。」參照憲法對於法官、考試委員之規定，以確保

公平會委員行使職權之客觀、超然，公平會組織法第8條明定「本會

委員須超出黨派以外，於任職期間不得參加政黨活動，並依法獨立行

使職權。」以期公平會委員能超出黨派，依法獨立行使職權。 

本文認為，公平會組織法對委員人數有關黨籍比例之限制及再三

提醒委員依法獨立行使職權，任職期間不得參加政黨活動，均係原則

性規範。如依政黨比例任命委員，外觀上亦將造成委員心中只有黨意

的誤解，以致欠缺獨立性。以公平會為例，屬執政黨籍之委員每屆約

1-2位，近幾屆之委員多為無黨籍之學者，又公平會案件多為個案且

以合議制審查，委員黨籍限制之目的在防止其「聯合行為」，在公平

會第1-7屆，每屆委員人數為9位，以執政黨籍1-2位委員，尚不至產

生決定性之影響，因此，重點仍在委員本身的自我尊重及愛惜羽毛，

方能實質依法獨立行使職權。 

  三、從美國經驗檢討我國獨立機關獨立性 

    以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FTC）為例，FTC之權限本質上為行政

機關，具有一般行政機關之行政權，因國會授權而具有準立法權及準

司法權。聯邦交易委員會委員係由總統提名，經參議院同意任命，當

委員不能勝任、懈怠或違反職務時由總統免職。總統不能直接指揮監

督聯邦交易委員會，但可透過人事任免、預算監督與限制、行政管理

及其他非正式管道影響 FTC之政策與執行方向。國會亦可透過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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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財政及調查等方法控制監督 FTC之各項工作，間接影響委員之

政策理念（賴源河，1994：147）。因此，總統及國會雖不能直接指揮

監督聯邦交易委員會，間接仍可影響委員之政策理念。 

    本文認為，由於我國公平會之組織及公平法相關條文，主要係參

考美國 FTC及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之組織及相關條文而建置設立，因

此，以美國 FTC實施之經驗檢討我國公平會之建制，對獨立性理論更

具意涵，特別是發現，總統及國會亦可能透過立法、人事、財政及調

查等方法控制監督 FTC之各項工作，以美國 FTC成立超過百年尚有此

問題，我國公平會成立 20年，如何超越監督而更具獨立性，實為一

項艱巨挑戰。 

  四、我國公平會獨立性之綜合檢討 

    我國公平交易委員會雖隸屬於行政院，但由於其職權行使上具獨

立性及組織上具政治中立性之特徵，為一般行政機關所無，組織及其

構成上自具一定程度之獨立性。司法機關之獨立性，一般而言，係指

不受行政（及政治）及立法機關之干預或介入，甚至指揮監督，係最

嚴格的獨立性。而公平交易委員會組織上之獨立性，僅限定在不受行

政院及其他行政機關之指揮監督而已，公平會終究是行政機關，終不

能免於立法之監督，而且因為憲法第 53條規定行政院為國家最高行

政機關，公平會自不得超越其地位而取代行政院，公平會不得自立於

國家行政體系之外而破壞行政一體之原則，因此在人事權（例如委員

之任命）及預算權上，仍受行政院之監督，自難謂具有絕對的獨立性，

從而公平會組織上之獨立性，僅止於「相對的獨立性」，並非如同司

法機關之「絕對的獨立性」。 

    公平會委員設有任期限制，爲避免委員會受質疑為求連任而失其

公正之可能性，對委員在任期中之身分保障，有必要以法律明訂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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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源河，1994：167）。因此，公平會組織法第 4條已明定「本會置

委員七人，均為專任，任期四年，任滿得連任，由行政院院長提名經

立法院同意後任命之」。並於公平會組織法第 7條設有院長可免職情

況共三項：「1.因罹病致無法執行職務。2.違法、廢弛職務或其他失

職行為。3.因案受羈押或經起訴。」以此保障委員依法獨立行使職權。 

    公平會委員會議中主委本身除為委員外，亦為主席，不能單獨決

定，是為合議制。主委綜理會務是為首長制，因此公平會之組織體系

可謂為混合制。委員會議處分書為以委員會議發布並蓋委員會官防，

僅主委 1人署名，其他委員均未顯名，與日本公正取引委員會之審決

書均由參與決議之委員全體署名不同，從處分書格式，予人有首長制

之感（賴源河，1994：167）。又因為主席為委員會議主宰者，若主席

未依會議規則進行議程時，委員會所作決議是否有效，恐有爭議（賴

源河，1994：168）。因此，屬於違法之決議有以下 4項：（一）非委

員會議職權事項者；（二）應提委員會議議決事項而未經委員會決議

者；（三）未超過半數委員之出席者或未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行

之者；（四）對於審議事件有利害關係應行迴避而未迴避者。因此，

以上混合制之設計及處分書格式，亦使外界誤認為首長制，亦影響公

平會之獨立性。 

 

本節綜上所述，從本節「壹、公平會權力屬性對權力分立理論影

響之檢討」發現，公平會為行政機關，依法行使其行政權，並與一般

行政機關相同可修訂法規，不可據此肯認公平會有準立法權，另就實

務運作上，公平會委員會議與業務單位皆為行政權一體，輪值之審查

委員介入案件調查，卻又在委員會議扮演審理委員之角色，已背離司

法獨立之本質，亦難以承認公平會具有準司法權。從救濟途徑上，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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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直接進入高等法院、最高法院受司法審查。我國須經行政院之訴願

階段後才可提行政訴訟。公平會係隸屬行政院之行政機關，依法不得

提起行政訴訟，因此，當公平會之行政處分被行政院撤銷，必須受行

政院拘束，不得提起行政訴訟。行政院非司法單位，當其受財團或政

策壓力而撤銷原處分時，此一個案不能進入行政法院接受司法審查，

將使獨立機關依法獨立行使職權之美意落空。 

從本節「貳、公平會組織規範對機關獨立性理論影響之檢討」發

現，以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FTC）為例，FTC之權限本質上為行政

機關，具有一般行政機關之行政權，因國會授權而具有準立法權及準

司法權。聯邦交易委員會委員係由總統提名，經參議院同意任命，當

委員不能勝任、懈怠或違反職務時由總統免職。總統不能直接指揮監

督聯邦交易委員會，但可透過人事任免、預算監督與限制、行政管理

及其他非正式管道影響 FTC之政策與執行方向。國會亦可透過立法、

人事、財政及調查等方法控制監督 FTC之各項工作，間接影響委員之

政策理念。因此，總統及國會雖不能直接指揮監督聯邦交易委員會，

間接仍可影響委員之政策理念。 

我國公平會組織上之獨立性，僅限定在不受行政院及其他行政機

關之指揮監督而已，公平會為行政機關，不得自立於國家行政體系之

外而破壞行政一體之原則，在人事權（例如委員之任命）及預算權上，

仍受行政院之監督，自難謂具有絕對的獨立性，從而公平會組織上之

獨立性，僅止於「相對的獨立性」，並非如同司法機關之「絕對的獨

立性」。由於公平會終究是行政機關，有關人事權及預算權仍受行政

及立法監督。加以公平會委員又是行政院長提名並經立法院同意，且

公平會主委於必要時出席行政院院會，因此在政策之方向上無法避免

受行政院院會或院長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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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法制面向之檢討 

我國中央政府組織架構中，有關「獨立機關」之設計與實踐，依

據憲法（含憲法增修條文）之運作，有司法院、立法院及監察院，依

據法律規定設置則有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公平會及中央選舉委員

會，而「獨立機關」之法律用語則首次出現於民國 93年 6月 23日總

統令公布之「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2010：1）。99年 2月 3日公布，自 101年 1月 1日施行的行政院組

織法第 9條規定「行政院設下列相當二級獨立機關：一、中央選舉委

員會。二、公平交易委員會。三、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依中央行

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 3條第 2款規定「獨立機關：指依據法律獨立行

使職權，自主運作，除法律另有規定外，不受其他機關指揮監督之合

議制機關。」而為使合議制方式運作有所依據，依同法第 7條第 10

款規定，應於組織法中明訂「其合議之議決範圍、議事程序及決議方

法。」同法第 21條另就獨立機關其成員之人數、任職期限、任命程

序、同一黨籍者人數比例、停職、免職等規定及程序作規定，似在呼

應依法獨立行使職權自主運作之性質（施惠芬，2010：11）。有關公

平會與立法院互動關係中之法制面檢討，因公平會為行政機關，又是

行政院組織法中法律創設之獨立機關，公平會自 81年成立至今已 20

年，執法成效有目共睹。公平會既為獨立機關，本節擬從法制面觀點

探討公平會之獨立性，並從獨立機關定義中有關依法獨立行使職權及

自主運作等重要指標之運作情形來加以檢討，而後就公平會機關屬性

對權力制衡理論影響之檢討加以說明。 

壹、公平會「依法獨立行使職權」之檢討 

  一、獨立機關應有通案決策權 

    有關獨立機關設置的目的，依大法官在第 613號解釋僅在「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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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級機關在層級式行政體制下所為對具體個案決定之指揮與監督」，

行政院引申為獨立機關不得在通案決策上主張獨立。但只要從該解釋

認定通傳會獨立建制合憲的理由為：「使其從層級式行政指揮監督體

系獨立而出，得以擁有更多依專業自主決定之空間，因有助於摒除上

級機關與政黨可能之政治或不當干預，以確保社會多元意見之表達、

散布與公共監督目的之達成」，蘇永欽認為，上級機關或政黨真正有

興趣的當然是整體的監理政策，包括電信市場的不對稱管制、傳播事

業特許管制的准否標準，而不會只想對特定個案指指點點。由此應可

推知，僅有個案執行獨立而無通案決策獨立，事實上根本無法達到獨

立的目的。獨立行政機關決策獨立範圍應決定於其獨立的正當性，不

能概括排除通案決策權。以通傳會而言，其正當性在於打破政媒不

分、政企不分的行政組織瓶頸，因此在合目的性所及，其決策受到獨

立保障的範圍當然不可以限縮於個案（蘇永欽，2008：437）。因此，

獨立機關若僅有個案執行獨立而無通案決策獨立，事實上根本無法達

到獨立的目的。 

  二、排除濫用市場力以維護競爭秩序 

    對於公平會要獨立的理由，當時立法理由並沒有說明，蘇永欽的

推想是本於新自由主義以自由競爭為「經濟憲法」的基本理念，強調

政府應扮演競爭維護者的角色，排除各種市場力的濫用，包括各種不

當的公權力干預，而九零年代各國競爭法的發展已經融入管制革新的

新思維，競爭與管制分進合擊，從替代競爭的管制到促進競爭的管

制，競爭法的競爭政策和管制法的競爭政策，只是執行技術而不再是

政策理念的分工，因此必須有獨立於產業政策的政府部門機關才能克

盡其責。蘇永欽認為，公平會面向著全體產業，承擔的是以公平法裁

決維護市場競爭秩序的長期任務，期許公平會不該像法院以個案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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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追求為目標，也不該如同產業管制機關以重塑產業為其要務，應對

不同的市場加強宣導競爭的觀念，才能成為永續的獨立機關（蘇永

欽，2012：101）。因此，公平會為獨立於產業政策的政府部門機關，

面向著全體產業，承擔的是以公平法裁決維護市場競爭秩序的長期任

務，扮演競爭維護者的角色，並排除各種市場力的濫用，應有此宏觀

與一致作為才能成為永續的獨立機關。 

三、以回復市場機能為職志 

    對於公平會的未來，蘇永欽以美國政府被譏為因應險峻財金局勢

而成為大量印鈔的製造業為例，提醒公平會不可因日復一日的大量公

平法處分，而淪為類似的製造業。公平會應經由精心的案件選擇及宣

導，讓自由競爭的規則更清晰，使市場參與者自然形成自由競爭的共

識，並敦促市場競爭與管制革新，以回復市場機能為職志（蘇永欽，

2012：102）。因此，公平會應讓市場自由競爭的規則，因為公平會所

作的每個決定而更清晰，並適時競爭倡議，讓所有市場參與者自然形

成公平競爭的共識，不自限於個案裁決，並以回復市場機能為職志。 

貳、公平會「自主運作」之檢討 

  一、財務自主性不足 

    民國 93年 6月 23日通過制定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首次給

獨立行政機關下了一個定義，第 3條第 2款：「指依據法律獨立行使

職權，自主運作，除法律另有規定外，不受其他機關指揮監督之合議

制機關。」同法第 4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這樣的獨立機關，其組織應

以法律定之。第 11條規定獨立機關的設立，由其上級機關或上級指

定的機關擬案，報請一級機關轉請立法院審議。其調整或裁撤則由本

機關或上級機關擬案，轉請立法院審議。該法最具突破性的規定為第

21條有關獨立機關組成的規定：「獨立機關之首長、副首長及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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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制之成員，均應明定其任職期限及任命程序；相當二級機關者，由

一級機關首長提名經立法院同意後任命之；其他機關由一級機關首長

任命之。 前項合議制之成員，除有特殊需要外，其人數以 5人至 7

人為原則，具有同一黨籍者不得超過一定比例，並應為專任。」 

    通傳會為第一個依此規定設置的獨立行政機關（蘇永欽，2008： 

439-440）。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中特別對獨立機關加以界定，

包含「獨立行使職權」與「自主運作」兩大要素。至於其行政上的自

主要達到什麼程度才符合獨立機關的要求，理論和實務都還有很大的

探討空間。公平會及通傳會除了同樣符合法律保留、合議、任期保障

等要件外，通傳會自給自足的非營業基金，則有助於其財務獨立。蘇

永欽認為，如果一定要找一個和非獨立機關區分的標準，大概就在法

律保留的有無，換言之，獨立機關是「法律未規定者，均可自主運作」，

而非獨立機關既以一致性運作為原則，在層級式行政體制下，無待法

律規定即可限制其自主運作。正面的認定雖仍不易，但反面的排除，

也就是非獨立機關的認定，則困難較小。如果法律明定上級機關仍保

有一般性的行政監督，即不具有獨立機關的性質（蘇永欽，2008： 

432-434）。因此，法律保留為自主運作之關鍵，獨立機關是「法律未

規定者，均可自主運作」，如果法律明定上級機關仍保有一般性的行

政監督，即不具有獨立機關的性質，另就法制面而言，通傳會有自給

自足的非營業基金，其財務之自主性遠較公平會為高，公平會之預算

編列及審查仍受行政院及立法院之監督，自主運作之理想仍有距離。 

  二、逕提行政訴訟之理想尚待努力 

    行政院 94年 1月 3日公布的「獨立機關建制原則」，代表行政

院在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通過後，對獨立機關組織及運作上的基

本立場，一共有五大點，涵蓋設置、組織、職權行使與監督等。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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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令對於獨立機關的職權行使表達了高度尊重，排除對獨立機關作適

當性及適法性監督，為此並排除訴願，認為應直接進入訴訟救濟，由

法院來作適法性監督。同樣對於立法委員的質詢，「其首長或主任委

員得拒絕回覆立法委員就繫屬於該機關行政程序之個別、具體案件所

提出之質詢」，對於監察委員和審計官的調查，也「應受必要之限制，

以避免侵及獨立機關之自主決策空間」，凡此都充分體現了基準法的

意旨。對於憲法層次的重要問題，獨立機關和行政院團隊的基本關

係，該原則也很清楚的說：「獨立機關之首長，非為內閣之閣員，毋

需參與內閣之政務運作及行政院院會」，和當初行政院政府組織改造

方案特別強調的：「該等組織都必須獨立於行政權最高首長的指揮領

導，所以並不是所謂內閣團隊的一環，也無所謂組織層級高低的問

題。由於對獨立機關的設計原理缺乏深刻的理解，所以現行制度下的

獨立機關仍與政治領導間存有不適當的連結與互動，並未能確實貫徹

該類組織應有的專業性與去政治性」。蘇永欽認為，獨立機關法制的

形成，不論是制度性保障的設計，或與各機關合理互動關係的建立，

都必須注意各機關所以要獨立各有不同的理由，此一正當性基礎的不

同，也會影響其獨立的類型定性，與獨立的範圍及程度（蘇永欽，

2008：442-443）。因此，「獨立機關建制原則」中已清楚說明，所作

處分應排除訴願，直接進入訴訟救濟；獨立機關之首長毋需參與內閣

之政務運作及行政院院會；對於立法委員就個案的質詢得拒絕回覆。 

    大法官也用司法解釋為這類法律創設的獨立行政機關提供了若

干憲法上的保障，比如第 387號解釋不隨行政院長進退：「至於不具

政務委員身分之行政院所屬機關首長，其辭職應依一般行政程序辦

理，其中任期法律有明文規定者，不受上述行政院總辭之影響，乃屬

當然。」或第 461號解釋無答詢義務：「行政院各部會首長及其所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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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除依法獨立行使職權，不受外部干涉之檢察官、公平會委員等

人員外，於立法院各種委員會依憲法第 67條第 2項規定邀請到會備

詢時，有應邀說明之義務。」（蘇永欽，2008：440）因此，依大法

官解釋，公平會委員不隨內閣總辭；公平會委員對於立法院各種委員

會無答詢義務，此亦為自主運作之表徵。 

    有關「獨立機關建制原則」排除對獨立機關作適當性及適法性監

督，排除訴願，認為應直接進入訴訟救濟，由法院來作適法性監督。

惟現行獨立機關之行政爭訟，最高法院在 97年 12月第 3次庭長法官

聯席會議中，關於通傳會所作行政處分，訴願管轄機關的決議，在國

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及其他法律無特別規定之情形，該會所作行

政處分，訴願管轄機關為行政院（行政院法規委員會，2009：1）。因

此，於目前法律尚未修正變更前，三個獨立機關之裁決訴願機關皆為

上級機關行政院。公平會於研修公平交易法時，也曾將公平會作成之

行政處分逕提行政訴訟納入公平交易法之修正內容，並與司法院作協

調，司法院表達其立場：第一、尊重聽證制度；第二、視獨立機關業

務中專業獨立屬性強度而異。因此未來三個獨立機關就其行政處分逕

提行政訴訟之議題，應加強與司法院及立法院溝通。 

參、公平會機關屬性對權力制衡理論影響之檢討 

    「獨立」與「監督」看似是兩個無法相容並存的概念。「獨立」

意味著自己作決定，不依賴他人。「監督」則指有他人在一旁觀察督

促之意。二者無法相容至為明顯，因為既然獨立，就理應不受監督；

而既然被監督，則就不太可能獨立。但是，在西方立憲主義限制國家

權力與有限政府的想法，與民主體制下要求執政者應負責的理念，共

同架構了「不可能任令國家權力無所節制，不被監督」的基本原則。

從而解決「獨立」與「監督」二者無可避免的衝突，遂成為獨立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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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運作時最根本的課題（陳淳文，2009：5）。因此，依據中央行政

機關組織基準法第 3條第 2款規定「獨立機關：指依據法律獨立行使

職權，自主運作，除法律另有規定外，不受其他機關指揮監督之合議

制機關。」其中特別提到「其他機關」，係指除本機關外，包括上級

機關行政院、其他平行部會、及立法院、監察院等均屬之。整體而言，

意即除法律另有規定外，獨立機關獨立行使職權，不受上級行政院之

指揮監督，亦不受立法院、監察院及其他部會之監督。惟因「不可能

任令國家權力無所節制，不被監督」的基本原則下，獨立機關於「獨

立」與「監督」間應如何運作，實有檢討之必要。 

    劉宗德認為，獨立機關之職權係來自法律所賦予，應屬於「作用

法上之獨立運作」，僅是在其執行法律所賦予之職務範圍內獨立於行

政院，而非在組織架構上獨立於行政院（劉宗德，2010：90）。林明

昕認為，在作用法上，獨立機關確實是獨立的，但是在組織法上獨立

機關仍受某種程度的監督。獨立機關存在，在憲政秩序中為「例外」，

而非原則，其存在之正當性在於「行政之專業性」與「超越政治」，

不受政黨影響。憲法存在著預存的基本價值決定架構，包括共和、民

主、法治原則，獨立機關縱使獨立存在有其目的，還是要透過立法、

司法及行政等監督作為手段，才能與民主國及法治國原則配合，此為

監督的目的（林明昕，2010：96）。因此，獨立機關係指「作用法上

獨立」，在「組織法上不獨立」，獨立機關仍受監督，而其監督可分為

行政監督及立法監督。 

  一、公平會之行政監督 

    對獨立機關之行政監督，劉宗德認為，可分為下述面向：（一）

任命權：最高行政首長對獨立機關委員任免權，雖受委員固定任期

制、交錯任期制及同政黨人數上限之限制，惟於委員任期屆滿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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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最高行政首長對同黨派人士或政策觀點相同之學者專家為委員人

選，對意見相左之委員則不予提名，藉此方式最高行政首長對獨立機

關享有一定程度之影響力。（二）免職權：此亦為行政首長影響獨立

機關之重要工具之一，美國最高首長對獨立機關委員僅能以「無能」、

「不稱職」、「違法失職」等理由方能行使免職權。（三）概算權：最

高行政首長享有編列預算之概算權，由概算權取得對獨立機關活動之

主導權，無形中給予最高行政首長控制獨立機關之機會。（四）爭訟

權：三權制之國家中，最高行政首長直接控制法務部門，因此可直接

控制獨立機關之爭訟策略，法務部門可在未獲獨立機關同意之情況

下，決定對哪些案件繼續進行爭訟，以及命獨立機關提出與最高行政

首長政策觀點一致之答辯。（五）行政管理權：最高行政首長雖未有

直接指揮監督權，但可以透過行政權間接影響獨立機關之政策。（六）

非正式溝通權：獨立機關對政策或決定雖具有獨立性而不受行政指令

之干涉，但行政首長仍有許多機會與獨立機關作非正式溝通，如獨立

機關與相關部會協調時，及有機會被迫進行此種非正式之溝通（劉宗

德，2010：90-92）。因此，行政首長對於獨立機關仍有重要影響力，

尤其藉由任免、預算、爭訟、管理等程序或非正式溝通管道，迫使獨

立機關接受其行政監督，再次突顯獨立機關之「獨立性」並非絕對。

公平會為獨立機關，於個案審查上獨立行使職權，也就是「作用法上

獨立」。然公平會亦為行政機關，對於行政院有關預算及行政管理必

然受其監督，行政院院長又對委員之任免有重要影響力，因此，當社

會關切如物價上漲案，公平會為行政機關一環，基於行政一體之責任

政治，行政院於穩定物價專案小組將公平會納入小組成員，請公平會

本於職權就聯合上漲進行查察，不因其為獨立機關而置身事外，此亦

彰顯公平會於「組織不獨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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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平會之立法監督   

    國會對於獨立機關主要監督方式為相關「法律」之制訂，乃至對

「法規命令」之審查。依法行政原則，在此非但體現了法治國原則精

神，也同時滿足獨立機關之民主正當性要求（林明昕，2010：97）。

對獨立機關之立法監督，劉宗德認為，可分為下述面向：（一）立法

權：基於依法行政原理，國會對行政權之立法控制，且為防免獨立機

關之專斷，必須針對特定事務以法律加以規範。（二）預算權：預算

控制為立法院對獨立機關最重要之監督方式，如未獲立法院對預算之

全力支持，獨立機關業務之推動將停滯不前。（三）人事同意權：獨

立機關之成員選任係經由行政首長與立法院之共同參與所決定，藉由

二者相互制衡以確保委員之中立性與獨立性，同時使獨立機關在權力

分立體制下獲得合憲性基礎。（四）其他：包括對獨立機關之組織形

式加以規劃與設計之組織權，立法院對獨立機關發揮影響力之方法，

尚可藉由法律其他可能設計，如快速立法、同意或否決法案等提案，

對獨立機關加以立法監督（劉宗德，2010：92-93）。因此，獨立機關

之立法監督主要為立法院之預算權及立法權，如公平會每年之預算必

須經由立法院審查，業務宣導或個案調查等施政業務都必須有預算方

能開展，因此預算權確為監督獨立機關最重要之工具。立法院針對特

定事務以法律加以規範，以防免獨立機關之專斷，如公平會有關公平

交易法之修法或多層次傳銷管理法之立法，均必須依賴立法院行使其

立法權，惟國會對於獨立機關之監督，不論以立法權、預算權或質詢

等方式行使，均不得對「個案」加以干涉。 

 

    本節綜上論述，從法制面檢討公平會之獨立性，於「壹、公平會

『依法獨立行使職權』之檢討」過程中發現，公平會不可自限於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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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決，應競爭倡議，以回復市場機能為職志。於「貳、公平會『自主

運作』之檢討」過程中發現，通傳會有自給自足的非營業基金，其財

務之自主性遠較公平會為高，公平會之預算編列及審查仍受行政院及

立法院之監督，自主運作之理想仍有距離。另於目前法律尚未修正變

更前，三個獨立機關之裁決訴願機關皆為上級機關行政院，因此，未

來三個獨立機關就其行政處分逕提行政訴訟之議題，應加強與司法院

及立法院溝通。於「公平會機關屬性對權力制衡理論影響之檢討」之

過程中發現，獨立機關之職權係來自法律所賦予，應屬於「作用法上

之獨立運作」，僅是在其執行法律所賦予之職務範圍內獨立於行政

院，而非在組織架構上獨立於行政院，在組織法上獨立機關仍受某種

程度的監督。因此，獨立機關係指「作用法上獨立」，在「組織法上

不獨立」，獨立機關仍受監督，而其監督可分為行政監督及立法監督。

由「行政監督」發現，行政首長對於獨立機關仍有重要影響力，尤其

藉由任免、預算、爭訟、管理等程序或非正式溝通管道，迫使獨立機

關接受其行政監督，再次突顯獨立機關之「獨立性」並非絕對。由「立

法監督」發現，獨立機關之立法監督主要為立法院之預算權及立法

權，惟立法院均不得對「個案」加以干涉，以彰顯獨立機關之獨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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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實務面向之檢討 

    江宜樺新內閣於 102年 2月 18日上任，由近日有關總統及院長

言論之相關報導，可看出行政院與立法院互動關係之重要性。馬英九

指出，對於新內閣的施政重點，過去一年推動的許多改革，有些在時

程與方法上造成民怨，未來要加強府院黨聯繫，將溝通工作做得更

好，阻力變得更小，馬並點出行政院與立法院的互動，是未來黨政合

作的「關鍵」，須經常保持聯繫，有問題就解決，勿讓問題累積下來

（黃維助、邱燕玲，2013：A3）。江宜樺表示，立法院第 8屆第 3會

期有許多攸關國家整體發展的重要法案等待審查及三讀，有些法案過

去已經送到立法院，有些是陸陸續續要在今年四月中要送立法院，請

相關部會首長務必積極與立法委員、各委員會及各黨團溝通協調，以

爭取其支持讓法案可以通過，如過程中法案思慮不夠周延或窒礙難行

之處，務必及早因應並回報行政院協處。除了要求閣員做好答詢準備

外，並要求閣員因特殊狀況無法出席院會時，「務必親自打電話和立

院院長和副院長說明」43。由上述報導，充分顯示行政院與立法院的

互動關係的重點在於溝通協調，尤其是黨政間的溝通協調及部會首長

與立法委員、各委員會及各黨團的溝通協調，有良好的協調溝通，方

能爭取支持順利通過法案。 

    有關公平會與立法院互動關係實務面向之檢討，擬以公平會之修

法案及人事同意權為例，分就公平會與行政院及公平會與立法部門間

之實務運作情形作說明並檢討。 

壹、公平會與行政院之國會聯繫 

  一、公共關係處負責國會聯繫 

                                                 
43
王鼎鈞（2013/02/21），〈尊重立委質詢權 江宜樺對閣員耳提面命〉，《今日新聞》，網

址 http://news.cts.com.tw/nownews/politics/201302/201302211197055.html，瀏覽日期：2013/02/21。 
 

http://news.cts.com.tw/nownews/politics/201302/2013022111970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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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年行政院組織改造，原行政院國會組改為行政院公共關係

處，負責聯繫院屬各機關國會聯絡單位，公共關係處設有處長、副處

長、參議各 1位、科長 2位及科員 6位。公平會負責國會聯繫單位則

為臨時編組，早期名稱為「公共事務小組」，組改後為「國會及新聞

聯絡小組」由副主任委員擔任發言人，成員有主任秘書、參事及科長

各 1位，小組成員合計共 4位，國會聯絡由參事負責，新聞聯絡由科

長負責，參事及科長間互相代理，此一模式已運作 20年。 

  二、立法院院會資料研析及處理 

    立法院開議期間，每週二及週五為立法院院會，公共關係處主要

以電子郵件事先通知各機關，有關立法院院會中報告事項及討論事項

部分，請相關行政單位先行研析，如「各機關報告事項研析資料；請

於○日中午送本院業務處，業務處資料請於○日下午 3時前送法規會

彙整，訂於○日上午 8時 30分假本院第○會議室召開不推動議案研

商會議(有提報不推動議案機關請出席)」；「第○次立法院院會討論事

項部分，依例請本院業務單位檢視主管議案修正內容有無窒礙或疏

漏，並於○日中午前送法規會彙整後送執政黨團參考。如有窒礙議案

並請通知主管機關向執政黨團說明。註:因避免本院彙整意見外流造

成困擾，資料僅限內部參考」。報告事項研析資料送法規會彙整後，

召開不推動議案研商會議；對委員提案如有窒礙議案並請通知主管機

關向執政黨團說明。公平會於接到電子郵件即自行檢視，如有立法委

員提案即請法務單位配合。 

  三、總質詢資料之彙整 

    以立法院第 8屆第 3會期為例，立法院於 102年 2月 26日（星

期二）開議，預計 5月 31日法定議期結束，6月份是否延會需立法

院院會決議。每週二及週五進行總質詢，本會期共計有 5次政黨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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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26日至 3月 12日），5次個人質詢（3月 15日至 3月 29日）。

立法院 2月 26日（星期二）開議之原訂議程順序為「 9時前簽到入席，

9時國是論壇，10時報告事項，預計10時30分院長上臺報告，質詢委員10位，

每位30分鐘，預計下午6時50分結束。」行政院公共關係處為使院長答

詢順利，前一日彙整委員質詢要旨，並請相關部會以院長角度作擬答

稿。總質詢當日上午 8時前，有關重要新聞報導，將再請相關部會於

9時前傳真擬答稿至立法院議場供院長參考。因此，總質詢期間為各

機關國會聯絡單位最為忙碌期間，各單位須通力配合，以使院長及單

位首長能順利答詢。公平會負責聯繫委員共有 2位，當該委員登記質

詢時，必須回報行政院有關該委員之質詢要旨，因此平日必須與聯繫

委員建立友好關係，方能順利取得質詢題目。 

  四、立法計畫之協商 

    行政院為使各部會立法提案順利進行，依立法院各委員會負責之

相關行政院部會擇一為立法計畫召集單位，分別為內政部、國防部、

經濟部、財政部、教育部、交通部、法務部及勞委會，協助彙提各委

員會院屬各機關立法計畫，以立法院第 8屆第 3會期為例，於 102年

3月 1日前回報行政院公共關係處彙陳。立法院經濟委員會負責行政

院經濟部、農委會、經建會及公平會 4個部會，行政院請經濟部為立

法計畫召集單位，經濟部通知農委會、經建會及公平會 3部會於 102

年 2月 25日（星期一）晚間 6時 30分於經濟部，先期協商立法計畫

及優先順序後據以回報行政院。行政院依政策需要與立法院執政黨團

協商，再提出優先法案。協商立法計畫由經濟部次長主持，公平會由

副主委參加，國會聯絡人陪同。行政院並提醒「102年 3月 7日各委

員會召集委員、委員長名單確認後，請各委員會立法計畫召集人會同

相關部會，拜會召集委員及委員長，向渠說明本會期立法計畫並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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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公平會本會期之立法計畫為公平交易法修法草案及多層次傳

銷管理法草案能順利於立法院經濟委員會安排審查。 

  五、立法提案實務運作之檢討 

    行政部門之立法提案程序，應先整合所屬機關、單位及人員之意

見；接著徵詢及蒐集與法案內容有利害關係或關注相關議題之機構、

團體或人員之意見。必要時，應諮詢專家學者之意見或召開研討會、

公聽會。研擬法案時，應有法制人員之參與，除機關性質特殊或有急

迫情形者外，應與法規委員會或法制專責單位討論、表示意見。草擬

法案後，應與其他相關機關或地方自治團體協商；未能達成共識時，

應將不同意見及未採納之理由附記於法案說明欄（周育仁等，2011：

164）。有關上述行政部門之提案程序，看似完善，但實際運作時仍有

缺失：如（一）行政部門內部的整合溝通有待加強，尤其遇跨部會問

題，更難確認主政之部會。（二）對於法案內容之參與機構、團體或

人員之意見，未見詳細規定，並且欠缺一般民眾的參與機制。（三）

缺乏立法院的參與機制，未見立法委員得以參與法案草擬、諮詢意見

階段的規定。（四）法規會或法制專責單位之意見，對部會提案之拘

束力未見規定。（五）政策影響評估機制仍待強化，絕大部分的法案

無須經過影響評估即可送立法院審議，欠缺政策影響評估規定，致使

長期來行政部門提案的粗糙（周育仁等，2011：164-168）。行政部門

於法案研擬中，由於蒐集資料或擬訂政策不希望受到過度的政治干涉

或關說，因而不希望立法部門介入。然而，針對重要法案，如果缺乏

立法委員參與或知悉之管道，當議案送到立法院時，可能造成立委不

悅與反彈。行政立法間的溝通協調，最重要目標為法案順利通過，因

此由黨籍立委認養法案，事實上就是一種事前與立法委員進行溝通的

管道（周育仁等，2011：171-172）。公平會於實際運作上，有關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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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法修正草案及多層次傳銷管理法草案均已順利交立法院經濟委

員會審查，因此加強與立法委員溝通協調，實為當務之急。  

貳、公平會與立法部門之溝通協調 

    以國會議事運作而論，影響立法運作的主要因素可分為制度上權

力統整的政黨與領導機制、分權的各委員會以及規範立法運作的立法

程序與法規。以立法程序而言，主要過程可劃分為提案付委、委員會

審查及報告、院會審議三大部分。委員會的影響僅在於議案付委審查

階段，政黨的影響則涵蓋了立法程序三階段（周育仁等，2011：173）。

立法部門包括委員會及黨團，主要成員均為立法委員，因此，在法案

各階段審查過程中，與相關立法委員維持良好的溝通協調，非常重

要，使其充分了解法案的精神及重要性，以爭取法案順利通過。 

  一、提案付委階段 

    提案交付委員會審查為議事過程的起點，政府機關所提議案及立

法委員所提法律案，均應先經院會一讀後交付委員會審查，或逕付院

會二讀。立法院程序委員會的組織型態自民國 88年第四屆立法院即

已變更為依政黨比例組成，其為政黨對抗的重要機制十分明顯。理論

上，議案提出後先送程序委員會，程序委員會初步決定交由哪一個委

員會或若干委員會之後，應提報院會作最後決定，惟程序委員會若不

向院會提報，該議案便因無法付委而在議事過程的最初階段停滯不

前。因立法院欠缺明確有效的多數黨控制機制，如遇重大爭議性議案

時，阻止其付委便成為多數黨藉以拖延的有效手段（周育仁等，2011：

174-175）。有關公平會之公平交易法修正草案，修正重點為：（一）

調整限制競爭與不公平競爭行為之規範，如修正結合申報門檻、增訂

聯合行為例外許可概括條款、明文禁止限制轉售價格行為等。（二）

提昇行政罰裁處效能，將罰則內容類型化，並明定限制競爭行為裁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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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時效為 5年。（三）強化執法權限，如增訂限制競爭案件得聲請搜

索及扣押、事業承諾改正違法行為之中止調查制度等。本案已於 101

年 12月 28日立法院第 8屆第 2會期第 15次會議決議交經濟委員會

審查。另有關多層次傳銷管理法草案，立法重點為：（一）將多層次

傳銷之管理單獨立法，並提升為法律位階。（二）明定多層次傳銷事

業之報備、變更報備及停止實施之公告。（三）規範多層次傳銷事業

對傳銷商之告知及說明義務，明定不得招募無行為能力人為傳銷商、

及招募限制行為能力人時之要式規定。（四）禁止變質多層次傳銷及

不當傳銷行為。（五）明定傳銷商解除與終止契約之法定條件及權利

義務。本案於 101年 12月 21日立法院第 8屆第 2會期第 14次會議

決議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二、交付委員會審查階段。 

  立法過程中能夠深入討論法案及各項問題的機制為委員會審查， 

惟其功能之發揮與委員會組成結構息息相關。立法院第 7屆委員總額

自 225人減為 113人，負責法案審查的 12個常設委員會減為 8個委

員會。擔任主席之召集委員人數由 3人減為 2人，召委任期為半年，

各委員會委員任期為一年。由於委員會立法委員成員年年改組，召集

委員又頻繁更動，加上召集委員彼此職權完全相同，並無制度上明確

分工，兩位召集委員可能彼此分屬不同政黨領導，委員會內部又無小

組分工，面對龐雜的政策立法及政府監督工作，現行委員會運作方式

自然難以負荷。委員會審查原本應為議案真正深入討論的階段，法案

所有條文的修正，應在委員會中決定，然後以委員會報告方式向院會

提出建議。但由於多年來黨團協商制度之畸形發展，使體制內的委員

會審查逐漸喪失功能，委員會審查流於形式，法案中重要的爭議點幾

乎無法在委員會中解決。常設委員會如未能處理重要的爭議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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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審查便徒具形式，召集委員的職務亦無多大影響力，立委又將

重心移至選區經營，自然不願花較多心力於立法院，此一現象導因於

黨團協商制度，因黨團協商不但掌握爭議性問題的處理權，更可能進

一步將原於審查會無爭議的部份推翻或作變更（周育仁等，2011：

176-178）。立法院經濟委員會有 2位召集委員，長期來分屬執政及

在野兩黨，召集委員最大影響力在於排議程，當有輿情關注事項，就

可能利用於院會外之週一、週三及週四安排相關部會首長作專案報

告，如物價上漲案，就曾同時邀請公平會、經濟部及農委會首長至立

法院經濟委員會作業務報告並備質詢。又如壹傳媒案，也曾單獨邀請

公平會主委至立法院經濟委員會作業務報告並備質詢。其他如法案審

查及預算解凍案均有賴召集委員排入議程審查，因此，與委員會召集

委員維持友好的互動關係至為重要。 

  三、交付黨團協商階段  

    現行的黨團協商制度，已成為委員會審查後、院會審議前之另一

機制，因其可能相當程度改變委員會議原先審查結果，目前協商制度

將使常設委員會虛位化。協商目的原在尋求共識，但重要爭議性議題

因政黨之政策立場不同，未必能以協商產生共識，最終仍須回到正式

機制內以表決紀錄顯示各自的立場。爭議性議題跳過公開透明的委員

會審查不作公開表決，反而以過程不公開的黨團協商作實質處置，一

方面顯示常設委員會無法貫徹多數黨政策立場的窘境，另一方面更意

味著少數黨乃至少數立委享有拖延立法時程的特權，憑藉此項拖延

權，有時可以取得多數黨某種實質的讓步與交換。又因黨團協商過程

不公開的特性，委員會原先審查結果變更的原因，外界自然無從得知

（周育仁等，2011：179）。立法院第 8屆第 3會期主要黨團：計有

國民黨團、民進黨團、台聯黨團及親民黨團。國民黨團幹部有政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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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長、書記長及首席副書記長，執行長主要督導國民黨團運作，書

記長為該會期運作之主要幹部，首席副書記長則為下會期之書記長，

副書記長人選由國民黨籍委員選舉或協調產生，國民黨政策會執行長

則由國民黨主席指定。民進黨團幹部有總召集人、幹事長及書記長，

由民進黨籍委員互選或協調產生。台聯黨團有總召集人、副總召集人

及幹事長 3人，每會期依序輪流擔任。公平會首長或副首長於各黨團

幹部交接時，均會到場致意以建立並維持良好關係。 

  五、院會審議階段 

    立法院院會審議法案依據三讀會程序進行，第一讀會宣讀標題後

將議案付委；第二讀會為議案經委員會完成審查報告後、或一讀會決

定不經審查逕付二讀議案之審議，第二讀會為院會議案審議的主要階

段，原則上先經廣泛討論後逐條宣讀、逐條修正；第三讀會為全案實

質審議、修正完畢後全文宣讀，三讀完畢後除文字修正外，最後全案

表決。二讀會為立法院院會審議法案的重心，實質爭議多於此一階段

處理。以 100年 1月 4日二代健保法案院會審議過程為例，自當日上

午 10時 3分開會至下午 7時 15分散會，除中午休息半小時外，將近

10小時中記名總表決高達 44次，由該案之逐條討論、逐條修正及表

決方式，似乎浪費了太多時間於重複記名表決上。至於三讀會之後的

全案表決，居然以無異議通過的方式為常態，反而不進行記名表決，

因此外界在評估立委對特定法案的立場時，往往難以依據明確的表決

紀錄來論斷（周育仁等，2011：179-180）。有關公平會 102年於立

法院院會通過之案例為第 8屆公平會委員同意權行使案，經出席立法

委員過半數同意通過，公平會新任委員於 102年 2月 1日上任。102

年 1月 4日(星期五)王院長舉行朝野協商，訂於 1月 14日（星期一）

加開院會，上午行使公平會人事同意權。102年 1月 14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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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開院會，會前朝野兩黨均發出甲級動員，立法院院會行使人事同

意權投票，共發出 106 張票，同意門檻為 54 票。開票結果，

均過半數通過。票數統計如表 5-1： 

表 5-1：立法院行使公平交易委員會及通訊傳播委員會同意權票數統計表  

公平交易委員會 同意票數 不同意票數 無效票數 

吳秀明 64 40 2 

孫立群 66 38 2 

蔡蕙安 67 39 0 

王素彎 66 40 0 

吳成物 66 39 1 

謝杞森 66 40 0 

劉華美 66 39 1 

    

通訊傳播委員會  

 江幽芬 

63 41 2 

資料來源：中央社
44                  製表日期 2013.01.19 

由投票結果觀之，政黨均有其基本立場，執政黨全力支持，在野黨則

持反對立場，此一情形於行使人事同意權最為明顯，也充分顯示政黨

政治之運作。 

  六、行政與立法協調機制之檢討 

    我國目前雖然總統、行政院院長與國會多數皆為同一政黨，但因

為多數黨對於國會議員控制力不夠強勢，行政與立法之間仍缺乏有效

溝通。影響行政與立法之溝通協調機制包括黨團協商制度、委員會制

度及立法院組織架構。在黨團協商制度方面，民國 81年為化解朝野

對立，提升效能與立法品質，賦予黨團法制化。然而，此協商過程容

                                                 
44

 中央社（2013/01/14），〈江幽芬任 NCC 委員 吳秀明接公平會主委〉，網址：

http://tw.news.yahoo.com/%E6%B1%9F%E5%B9%BD%E8%8A%AC%E4%BB%BBncc%E5%A7%

94%E5%93%A1-%E5%90%B3%E7%A7%80%E6%98%8E%E6%8E%A5%E5%85%AC%E5%B9%

B3%E6%9C%83%E4%B8%BB%E5%A7%94-160649938.html，瀏覽日期：2013/01/19。 

http://tw.news.yahoo.com/%E6%B1%9F%E5%B9%BD%E8%8A%AC%E4%BB%BBncc%E5%A7%94%E5%93%A1-%E5%90%B3%E7%A7%80%E6%98%8E%E6%8E%A5%E5%85%AC%E5%B9%B3%E6%9C%83%E4%B8%BB%E5%A7%94-160649938.html
http://tw.news.yahoo.com/%E6%B1%9F%E5%B9%BD%E8%8A%AC%E4%BB%BBncc%E5%A7%94%E5%93%A1-%E5%90%B3%E7%A7%80%E6%98%8E%E6%8E%A5%E5%85%AC%E5%B9%B3%E6%9C%83%E4%B8%BB%E5%A7%94-160649938.html
http://tw.news.yahoo.com/%E6%B1%9F%E5%B9%BD%E8%8A%AC%E4%BB%BBncc%E5%A7%94%E5%93%A1-%E5%90%B3%E7%A7%80%E6%98%8E%E6%8E%A5%E5%85%AC%E5%B9%B3%E6%9C%83%E4%B8%BB%E5%A7%94-1606499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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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削弱委員會的審查功能或取代二讀會，使得委員會的專業功能空洞

化且造成少數人即可主導議事程序，此現象與制度設計的原意相違

背。在委員會召集委員制度方面，立法院為健全主席功能及建立國會

資深制度，於 98年 1月 13日修法通過各委員會召集委員從 3人改為

2人外，更將召集委員任期回復為一個會期，意即半年改選一次召集

委員。然而，因我國立法委員連任率仍偏低，使得召集委員的資深制

度仍難以建立；又召集委員與多數政府不屬於同一政黨時，則容易發

生召集委員依照個人意志安排議程，使國會多數意志不能在委員會貫

徹，法案更難具有計畫性與延續性（周育仁等，2011：181-182）。在

行政立法非正式互動機制方面，國民黨有「五人決策小組」為最高決

策平台，民進黨執政時也有九人決策小組、黨政協調會議、總統黨主

席午餐會報等，建立三方溝通平台，以顯示黨、政、立法溝通協調的

重要性。我國政黨逐漸弱化的趨勢下，黨紀無法約束所有個別立委，

因此立委個人表現、領導人態度、民意趨勢及輿論影響等亦為影響行

政與立法互動之重要因素，領導人態度和意志與政策推行息息相關，

為追求連任更是在意民意趨勢及與論反映（周育仁等，2011：

185-187）。因此，委員會召集委員由 3人改為 2人，當其分屬不同政

黨，容易有勢均力敵問題，以經濟委員會為例，為化解此一局面，協

調由召集委員各負責一大部會及一小部會，如由同一位召委負責經濟

部及經建會，另一位召委則負責農委會及公平會，召委分週主持，輪

值召委則安排所負責之部會作業務報告、預算審查或法案審查。 

  七、獨立機關國會聯絡組織之檢討 

    在許多先進民主國家，皆有設置國會聯絡人作為行政與立法溝通

協調的重要媒介。然而我國國會聯絡單位卻長期為非依法成立的組

織，無固定編制、正式職掌和獨立經費等，因此國會聯絡人一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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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定位不明的問題，使得對內與相關業務單位聯繫或互動時並無依據

（周育仁等，2011：183）。民國 101年政府組織改造，行政院由國會

組改為成立公共關係處，國會聯絡人的定位由臨時編組改成為固定編

制。 

    國會聯絡人之組織編制，於同屬獨立機關之通傳會及公平會並不

相同。以通傳會為例，組織改造前，國會聯絡及新聞聯絡業務之組織

編制為秘書室職掌，由簡任視察帶領 2位專員擔任負責國會聯絡及新

聞聯絡相關業務，雖編制於秘書室，惟秘書室主任不過問相關業務，

全部授權由簡任視察負責，通傳會首長體恤國會聯絡人經常與國會助

理及媒體記者往來，需要較多的花費，而特別給予主管加給。 

    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之國會聯絡與新聞聯繫亦與通傳會為同樣

運作模式，秘書室主任不過問相關業務，由編制於秘書室之專門委員

帶領 5位專員及科員負責國會及新聞聯絡業務，該專門委員亦同樣支

給主管加給，由此均可看出通傳會及金管會首長對國會及新聞聯絡業

務之重視。 

    民國 101年組改後，通傳會修改處務規程，將國會及新聞聯絡置

於主任秘書職掌，簡任視察及 2位專員由主任秘書直轄，考績由主任

秘書考核。金管會則仍維持將國會及新聞聯絡業務編制於秘書室，秘

書室主任負責秘書室業務，該專門委員則專責國會及新聞聯絡業務，

兩人平行運作模式，都同樣支給主管加給，惟該專門委員之考績由秘

書室主任考核。 

    公平會係由參事 1位負責國會聯絡，科長 1位負責新聞聯繫，工

讀生 1位協助輿情剪報，參事與科長同於參事室工作，互相協助並代

理，科長為主委室之職缺，其考績由參事考核，此運作模式長達 20

年。民國 101年組改，公平會之處務規程將國會及新聞聯絡業務列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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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室職掌，參事室科長回歸於秘書室議事科，亦即同時擔任議事科

科長及原來負責之新聞聯繫與協助國會聯絡工作，國會聯絡仍由參事

負責，科長則往來於參事室及秘書室間，其考績改由秘書室主任考

核。形成該科長之業務有兩位長官，議事業務由秘書室主任負責，新

聞業務由負責國會之參事督導，因而有「雙頭馬車」情形。 

    因國會及新聞聯絡業務多為重要資訊，須及時向首長、副首長、

發言人及主任秘書報告相關訊息以為因應。又因國會聯絡之對象為立

法委員或其助理，為表示機關對民意代表之重視，其聯絡人職等由各

部會觀之多為簡任層級。當民國 105年負責國會之參事退休後，在可

預見的將來，有關公平會國會及新聞聯絡業務之運作，可能採：一、

通傳會模式修改處務規程改隸主任秘書；二、金管會模式於秘書室設

專門委員與秘書室主任平行運作；三、維持現行模式新增一位簡任層

級官員取代參事運作；四、依處務規程全部由議事科科長負責議事、

國會及新聞業務。屆時將採何種模式運作，值得關切。 

    本文認為，國會及新聞聯絡之運作，因對象為立法院委員、委員

助理及媒體記者，對其所關切之事項，可能衍生為首長所不能掌控之

狀況，如影響單位預算或負面報導等，多屬應危機處理之業務，因而

各機關首長對於國會及新聞聯絡人均十分倚重，希望藉由其長期累積

之人脈關係及專業經驗，能順利推動機關之法案及預算案，並由新聞

報導為機關形象加分，因此國會與新聞聯繫常編制為同一單位。對於

公平會之國會與新聞聯繫業務，目前編制於秘書室，惟從重要性及專

業性觀之，建議應比照通傳會，修改處務規程，提高負責執行之國會

與新聞聯絡人為簡任職等，並將此業務列為主任秘書職掌。此一修改

有諸多優點：一、可彰顯對國會及新聞之重視；二、因國會與新聞聯

繫所涉業務對象係以各業務處為主，因此提高至主任秘書層級將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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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與各業務單位之溝通，且危機處理所重視之時效因素，亦將較秘書

室之層層向上陳報更能掌握機先。三、從專責角度觀之，公平會之國

會與新聞為對外聯繫單一窗口，權責清楚，國會與新聞聯繫互相合

作，將較秘書室列為一般行政業務更能發揮積極效果。    

 

綜上各節所論，可知權力分立之精義在於「分權」與「制衡」，

依權力分立原則，行政權受法律之拘束，並接受司法之審查，行政法

院則基於人民權利保護之請求，依據法律審查行政決定之合法性。本

章第一節從「公平會權力屬性對權力分立理論影響之檢討」發現，公

平會為行政機關並無疑義，是否具有準立法權及準司法權則尚有爭

議。從救濟途徑上，美日直接進入高等法院、最高法院受司法審查。

我國須經行政院之訴願階段後才可提行政訴訟。公平會係隸屬行政院

之行政機關，依法不得提起行政訴訟，因此，當公平會之行政處分被

行政院撤銷，必須受行政院拘束，不得提起行政訴訟。行政院非司法

單位，當其受財團或政策壓力而撤銷原處分時，此一個案不能進入行

政法院接受司法審查，將使獨立機關依法獨立行使職權之美意落空。

從「公平會組織規範對機關獨立性理論影響之檢討」發現，以美國聯

邦交易委員會（FTC）為例，FTC之權限本質上為行政機關，具有一

般行政機關之行政權，因國會授權而具有準立法權及準司法權。總統

不能直接指揮監督聯邦交易委員會，但可透過人事任免、預算監督與

限制、行政管理及其他非正式管道影響 FTC之政策與執行方向。國會

亦可透過立法、人事、財政及調查等方法控制監督 FTC之各項工作，

間接影響委員之政策理念。因此，總統及國會雖不能直接指揮監督聯

邦交易委員會，間接仍可影響委員之政策理念。由於公平會終究是行

政機關，有關人事權及預算權仍受行政及立法監督。加以公平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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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行政院長提名並經立法院同意，且公平會主委於必要時出席行政

院院會，因此在政策之方向上無法避免受行政院院會或院長之影響。 

    第二節從法制面檢討，公平會於「依法獨立行使職權」運作過程

中，蘇永欽提醒，公平會應經由精心的案件選擇及宣導，讓自由競爭

的規則更清晰，使市場參與者自然形成自由競爭的共識，並敦促市場

競爭與管制革新，以回復市場機能為職志。於「自主運作」之檢討過

程中發現，通傳會有自給自足的非營業基金，其財務之自主性遠較公

平會為高，公平會之預算編列及審查仍受行政院及立法院之監督，自

主運作之理想仍有距離。另於目前法律尚未修正變更前，三個獨立機

關之裁決訴願機關皆為上級機關行政院，因此，未來三個獨立機關就

其行政處分逕提行政訴訟之議題，應加強與司法院及立法院溝通。於

「公平會機關屬性對權力制衡理論影響之檢討」之檢討過程中發現，

獨立機關之職權係來自法律所賦予，應屬於「作用法上之獨立運作」，

僅是在其執行法律所賦予之職務範圍內獨立於行政院，而非在組織架

構上獨立於行政院，在組織法上獨立機關仍受某種程度的監督。因

此，獨立機關係指「作用法上獨立」，在「組織法上不獨立」，獨立機

關仍受監督，而其監督可分為行政監督及立法監督。由「行政監督」

發現，行政首長對於獨立機關仍有重要影響力，尤其藉由任免、預算、

爭訟、管理等程序或非正式溝通管道，迫使獨立機關接受其行政監

督，再次突顯獨立機關之「獨立性」並非絕對。由「立法監督」發現，

獨立機關之立法監督主要為立法院之預算權及立法權，惟立法院均不

得對「個案」加以干涉，以彰顯獨立機關之獨立性。 

    第三節從「行政院與公平會之國會聯繫」之檢討發現，行政院公

共關係處負責聯繫院屬各機關國會聯絡單位，有關立法院院會資料研

析處理、總質詢資料之彙整及立法計畫之協商，希望行政院院長於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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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詢能順利答詢及相關優先法案能順利三讀通過。由於行政、立法間

的溝通協調，最重要目標為法案順利通過，因此可檢討由黨籍立委認

養法案，事實上這也是一種事前與立法委員進行溝通的管道。從「公

平會與立法部門之溝通協調」之檢討發現，立法部門包括委員會及黨

團，主要成員均為立法委員，在法案各階段審查過程中，與相關立法

委員維持良好的溝通協調，非常重要，以爭取法案順利通過。又從「獨

立機關國會聯絡組織之檢討」發現，公平會現行負責國會與新聞聯繫

之制度權責不清，有「雙頭馬車」情形，建議應比照通傳會，修改處

務規程，提高負責執行之國會與新聞聯絡人為簡任職等，並將此業務

列為主任秘書職掌，將較列為秘書室一般行政業務更能發揮積極效

果。  

 

 

 

 

 

 

 

 

 

 

 

 

 

 



158 

 

 

 

 

 

 

 

 

 

 

 

 

 

 

 

 

 

 

 

 

 

 

 

 

 

 



159 

 

第六章  結論 
    本章主要分兩節，第一節說明主要的研究發現，第二節提出若干

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 

經過前述各章之討論，本文的主要研究發現如下： 

壹、獨立機關為行政機關之例外設置。 

獨立機關為行政機關，基於行政一體及責任政治原則，行政機關

須服從其首長概括的指揮監督權，行政權首長向立法機關負責，惟獨

立機關就具體個案不受一級機關首長之指揮監督，不宜由行政院長代

表其向立法院負責。立法院對獨立機關亦僅就立法與預算審議，及合

議制成員之人事同意權，已構成責任政治之例外，因此其設置應謹

慎。從權力分立原則觀之，獨立機關可說是行政機關之內部權力分

立；從權力制衡原則觀之，其對具體個案之決定，排除上級機關在層

級式行政體制下所為之指揮與監督，獨立機關可說是行政機關之內部

制衡。 

貳、獨立機關在「組織法上不獨立」仍受行政監督及立法監督。 

    獨立機關之職權係來自法律所賦予，其存在之正當性在於「行政

之專業性」與「超越政治」，不受政黨影響。民主國家的憲法通常蘊

含著若干基本價值，包括共和、民主、法治原則，獨立機關縱使獨立

存在有其目的，還是要透過立法、司法及行政等監督作為手段，才能

與民主國及法治國原則配合。獨立機關係指「作用法上獨立」，在「組

織法上不獨立」，獨立機關仍受監督，而其監督可分為行政監督及立

法監督。由「行政監督」發現，行政首長對於獨立機關仍有重要影響

力，尤其藉由任免、預算、爭訟、管理等程序或非正式溝通管道，迫

使獨立機關接受其行政監督，再次突顯獨立機關之「獨立性」並非絕



160 

 

對。由「立法監督」發現，獨立機關之立法監督主要為立法院之預算

權及立法權，惟立法院不得對「個案」加以干涉，以彰顯獨立機關之

獨立性。 

參、訴願階段後才可提行政訴訟，依法獨立行使職權之美意落空。 

    從第五章第一節「公平會權力屬性對權力分立理論影響之檢討」

發現，在救濟途徑上，美日直接進入高等法院、最高法院受司法審查。

我國須經行政院之訴願階段後才可提行政訴訟。公平會係隸屬行政院

之行政機關，依法不得提起行政訴訟，因此，當公平會之行政處分被

行政院撤銷，必須受行政院拘束，不得提起行政訴訟。行政院非司法

單位，當其受財團或政策壓力而撤銷原處分時，此一個案不能進入行

政法院接受司法審查，將使獨立機關依法獨立行使職權之美意落空。 

肆、公平會之預算編列及審查仍受監督，自主運作之理想仍有距離。 

    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中特別對獨立機關加以界定，包含「獨

立行使職權」與「自主運作」兩大要素。公平會及通傳會除了同樣符

合法律保留、合議、任期保障等要件外，通傳會有自給自足的非營業

基金，其財務之自主性遠較公平會為高，公平會之預算編列及審查仍

受行政院及立法院之監督，自主運作之理想仍有距離。 

伍、獨立機關政策方向可能受行政及立法監督者影響，國內外皆然。 

    從第五章第一節「公平會組織規範對機關獨立性理論影響之檢

討」發現，以美國聯邦交易委員會（FTC）為例，FTC之權限本質上

為行政機關，具有一般行政機關之行政權，因國會授權而具有準立法

權及準司法權。總統不能直接指揮監督聯邦交易委員會，但可透過人

事任免、預算監督與限制、行政管理及其他非正式管道影響 FTC之政

策與執行方向。國會亦可透過立法、人事、財政及調查等方法控制監

督 FTC之各項工作，間接影響委員之政策理念。因此，總統及國會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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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能直接指揮監督聯邦交易委員會，間接仍可影響委員之政策理念。

由於公平會終究是行政機關，有關人事權及預算權仍受行政及立法監

督。加以公平會委員又是行政院長提名並經立法院同意，且公平會主

委於必要時出席行政院院會，因此在政策之方向上無法避免受行政院

院會或院長之影響。 

陸、公平會應排除市場力的濫用，維護市場競爭秩序。 

    公平會於第五章第二節「依法獨立行使職權」運作過程中檢討發

現，蘇永欽以美國政府被譏為因應險峻財金局勢而成為大量印鈔的製

造業為例，提醒公平會不可因日復一日的大量公平法處分，而淪為類

似的製造業。公平會應經由精心的案件選擇及宣導，讓自由競爭的規

則更清晰，使市場參與者自然形成自由競爭的共識，並敦促市場競爭

與管制革新，以回復市場機能為職志。公平會為獨立於產業政策的政

府部門機關，面向著全體產業，承擔的是以公平法裁決維護市場競爭

秩序的長期任務，扮演競爭維護者的角色，並排除各種市場力的濫

用，應有此宏觀與一致作為才能成為永續的獨立機關。 

柒、立法機關對獨立機關的功能發揮有重要影響。     

    從第五章第三節之檢討發現，針對重要法案，如果缺乏立法委員

參與或知悉之管道，當議案送到立法院時，可能造成立委不悅與反

彈。立法程序主要過程可分為提案付委、委員會審查及報告、院會審

議三大部分。立法部門包括委員會及黨團，主要成員均為立法委員。

因此，在法案各階段審查過程中，與相關立法委員維持良好的溝通協

調，非常重要。又從第五章第三節「七、獨立機關國會聯絡組織之檢

討」發現，公平會現行負責國會與新聞聯繫之制度權責不清，有「雙

頭馬車」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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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綜上各章研究發現，擬具體建議如下： 

壹、獨立機關應修法加強財務自主性，以增加獨立性。 

    由於公平會之預算編列及審查仍受行政院及立法院之監督，自主

運作之理想仍有距離。 

  本文建議，獨立機關之預算比照司法院，由行政院主計總處協調

預算收支，由獨立機關之主任秘書至立法院報告執行情形，行政院及

立法院仍保有其低度監督，無須由獨立機關首長至立法院作預算報

告，以增加獨立性。 

貳、獨立機關應修法排除訴願，由法院作適法性監督，以增加獨立性。 

    由於現行獨立機關之行政爭訟，最高法院在 97年 12月第 3次庭

長法官聯席會議中，關於通傳會所作行政處分，訴願管轄機關的決

議，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及其他法律無特別規定之情形，該

會所作行政處分，訴願管轄機關為行政院。因此，於目前法律尚未修

正變更前，三個獨立機關之裁決訴願機關皆為上級機關行政院。公平

會於研修公平交易法時，也曾將公平會作成之行政處分逕提行政訴訟

納入公平交易法之修正內容，並與司法院作協調，司法院表達其立

場：第一、尊重聽證制度；第二、視獨立機關業務中專業獨立屬性強

度而異。 

  本文建議，在「獨立機關建制原則」中，認為應排除對獨立機關

作適當性及適法性監督，即排除訴願，直接進入訴訟救濟，由法院來

作適法性監督。獨立機關為維持其獨立性，且其專業性必然高於行政

院之訴願會，應加強與司法院及立法院溝通，修法達成行政處分逕提

行政訴訟之目標，以加強其獨立性。 

參、獨立機關首長應重視國會聯絡業務，並加強與立法院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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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立法機關對獨立機關的功能發揮有重要影響，而獨立機關之

立法監督，主要為立法院預算權及立法權之行使。在預算及法案審查

過程中，提案付委、委員會審查及院會審議三階段，主要成員為立法

委員，因此，獨立機關首長為有利法案及預算之遂行，必須與相關立

法委員維持良好的互動關係。 

  本文建議，由於國會聯絡人為首長與國會間的溝通橋樑，有好的

溝通管道，方能有好的互動關係，獨立機關首長重視國會聯絡業務及

國會聯絡人，必然有利對立法院之溝通。 

肆、公平會應比照通傳會修改處務規程，將國會與新聞聯繫列為主任

秘書職掌。 

    由於公平會之國會與新聞聯繫業務，目前編制於秘書室，制度權

責不清，有「雙頭馬車」情形。 

  本文建議，從重要性及專業性觀之，應比照通傳會，修改處務規

程，提高負責執行之國會與新聞聯絡人為簡任職等，並將此業務列為

主任秘書職掌。此一修改有以下優點：一、國會聯絡人為簡任職等，

可彰顯對國會之重視。二、因國會與新聞聯繫所涉業務對象係以各業

務處為主，因此提高至主任秘書層級，有利於與各業務單位之溝通。

三、從時效因素觀之，危機處理首重時效，將較秘書室之層層向上陳

報更能掌握機先。四、從專責角度觀之，公平會之國會與新聞為對外

聯繫單一窗口，權責清楚。五、從專業角度觀之，國會與新聞聯繫互

相合作，將較秘書室列為一般行政業務更能發揮積極效果。 

伍、公平會應加強競爭倡議。 

  由於獨立機關為行政機關之例外設置，又獨立機關在「組織法上

不獨立」仍受行政監督及立法監督，其政策方向可能受行政及立法監

督者影響。公平會為獨立機關，職責在於執行公平交易法，排除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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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濫用，以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 

    本文建議，公平會應經常不斷的加強競爭倡議，以積極回應行政

監督與立法監督。在回應行政監督方面，經由競爭倡議可使上級機關

行政院，充分認知公平會為獨立機關亦為行政機關，係依法獨立行使

職權之機關，其整體施政業務仍為行政一環，如於防止物價聯合上

漲，持續針對民生物資業者加強宣導公平交易法相關規範，加強競爭

倡議工作，共同維持市場競爭機能。另於回應立法監督方面，加強競

爭倡議，可使立法院充分認知公平會為依法獨立行使職權，所有「個

案」之行政決定，係由合議制方式之委員會議決議，非首長可逕行決

定，可使立法委員對於其關切之「個案」不致期待，因此，加強競爭

倡議更可以彰顯獨立機關之獨立性。 

    綜上各章研究發現，獨立機關為行政機關，基於行政一體及責

任政治原則，獨立機關為行政機關之例外設置。獨立機關之職權係來

自法律所賦予，應屬於「作用法上之獨立運作」，僅是在其執行法律

所賦予之職務範圍內獨立於行政院，而非在組織架構上獨立於行政

院，因此，獨立機關在「組織法上不獨立」仍受行政監督及立法監督。

由「行政監督」發現，行政首長對於獨立機關仍有重要影響力，尤其

藉由任免、預算、爭訟、管理等程序或非正式溝通管道，迫使獨立機

關接受其行政監督，再次突顯獨立機關之「獨立性」並非絕對。由「立

法監督」發現，獨立機關之立法監督主要為立法院之預算權及立法

權，惟立法院不得對「個案」加以干涉，以彰顯獨立機關之獨立性。 

    研究並發現，獨立機關政策方向可能受行政及立法監督者影響之

情形，國內外皆然，而經過訴願階段後才可提行政訴訟，使得獨立機

關依法獨立行使職權美意落空，亦對於獨立機關之獨立性有重要影

響。研究發現，有關公平會之預算編列及審查仍受立法及行政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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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獨立機關自主運作之理想仍有距離，而對於公平會的未來，應對

不同的市場加強宣導競爭的觀念，才能成為永續的獨立機關。最後，

研究發現立法機關對獨立機關的功能發揮有重要影響，加強立法院的

溝通協調，必然有利預算及法案之順利通過，而公平會現行負責國會

與新聞聯繫之制度權責不清，有「雙頭馬車」情形。 

    綜上研究發現，擬具體建議如下： 

一、獨立機關應修法加強財務自主性，以增加獨立性，建議比照司法

院之預算編列，以彰顯獨立機關之獨立性。 

二、獨立機關應修法排除訴願，由法院作適法性監督，期修法達成行

政處分逕提行政訴訟之目標，以加強其獨立性。 

三、獨立機關首長應重視國會聯絡業務，並加強與立法院溝通協調，

以利法案及預算之遂行，使政務能順利推展。 

四、公平會應比照通傳會修改處務規程，將國會與新聞聯繫列為主任

秘書職掌。 

伍、公平會應重視宣導，加強競爭倡議及媒體溝通，以回應行政監督

與立法監督。 

    當獨立機關有自主財源，僅受行政及立法低度監督，又當獨立機

關之行政處分不必經過行政院訴願階段，而可逕提行政訴訟的理想得

以實現，將大大提升我國獨立機關的獨立性。民國 101年，公平會成

立 20週年，正式成為行政院組織法中三個獨立機關之一，公平會第

8屆委員為第一次經由行政院院長提名，並經立法院同意後任命之委

員，7位委員於 102年 2月 1日就任，擔負著承先啟後之重要使命。

相信在良好基礎下，如能加強競爭倡議及國會之溝通，必將使公平會

政務更加順利推展，扮演競爭維護者的角色，排除各種市場力的濫

用，成為永續的獨立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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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獨立機關與行政院關係運作說明 

發布時間： 民國 95 年 03 月 02 日 

廢止時間：  民國 98 年 08 月 10 日 

    依據司法院釋字第 613  號解釋理由書，獨立機關之存在對於行

政一體與責任政治原則有所減損，其設置應屬例外。唯有設置獨立機

關之目的確係在追求憲法上公共利益，所職司任務之特殊性，確有正

當理由足以證立設置獨立機關之必要性，重要事項以聽證程序決定，

任務執行績效亦能透明、公開，以方便公眾監督，加上立法院原就有

權經由立法與預算審議監督獨立機關之運作，綜合各項因素整體以

觀，如仍得判斷一定程度之民主正當性基礎尚能維持不墜，足以彌補

行政一體及責任政治之缺損者，始不致於違憲。 

    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以下簡稱基準法）第 3 條第 2 款創

設之獨立機關，自應符合司法院釋字第 613  號解釋意旨，必須有正

當理由足以證立設置獨立機關之必要性，其建制目的在於因特定裁決

性、管制性或調查性之公共任務，特別需要踐行高度專業化、去政治

化或充分顧及政治與社會多元價值，乃授與獨立機關以合議制型態，

依據法律獨立行使職權自主運作，除法律另有規定外，不受其他機關

指揮監督。是以，獨立機關組織之運作必須遵循以下重要原則。1.

獨立行使職權之意旨，依據司法院釋字第 613  號解釋，僅指在法律

規定範圍內，排除上級機關在層級式行政體制下所為對具體個案決定

之指揮與監督，使獨立機關有更多不受政治干擾，依專業自主決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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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故僅限於具體個案決定有所謂獨立行使職權可言，不包括政策

決定領域。2.獨立機關依據法律主管之業務應以裁決性、調查性或管

制性為主，不負責施政政策、產業輔導或獎勵等業務，若裁決性、調

查性或管制性之個案決定涉及施政政策領域時，仍應與行政院各主管

部會協調溝通，並接受行政院之政策決定。再者，其行使職權之個案

決定雖不受行政院或其他行政機關之適當性及適法性監督，然以獨立

機關仍屬中央行政機關，舉凡中央行政機關在性質上應一致遵行之行

政管理事項仍應遵守，否則行政院作為憲法規定全國最高之行政機

關，其完整之行政管理權限即難以維持。 

    為使獨立機關與行政院及其所屬部會機關間之關係明確釐清，確

保獨立機關職權之順遂行使及行政院作為最高行政機關之行政權完

整，茲就相關事項二者間之關係分述如下： 

一、獨立機關之人事任命 

    依釋字第 613  號解釋，行政院為國家最高行政機關，基於行政

一體，必須為包括獨立機關在內之所有行政院所屬機關之整體施政表

現負責，並因獨立機關施政之良窳，與獨立機關首長、副首長及委員

之人選有密切關係，故行政院原則上擁有對獨立機關首長、副首長及

委員之具體人事決定權。立法者雖有一定之制衡權限，惟仍以不侵犯

行政權之核心領域，或對行政院權力之行使造成實質妨礙為限。應本

於釋字第 613  號解釋，須考量行政一體與責任政治之原理，並依獨

立機關之任務性質個別設計，不受限於基準法第 21 條之規定。 

    就獨立機關內部文官任用部分，仍應依現有各部會之制度運作，

即如同各部會一般，獨立機關對其一級主管人選提出建議，行政院則

有決定權。 

二、獨立機關與行政院政務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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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立機關行使裁決性、管制性及調查性之具體個案決定時，雖不

受行政院指揮監督，惟若其執行業務有涉及施政政策或產業輔導等事

項時，須先與主管部會機關充分溝通、協調後，或由負責督導相關業

務之行政院政務委員主持協商，再報請行政院核定之；部會如遇有需

協調事項時，亦應主動要求與獨立機關會商，並由行政院負最後政策

決定之權責。 

    獨立機關之任務功能在超然獨立執行裁決性、管制性或調查性之

個案決定事項，並不負有政策諮詢或政策協調統合功能，依行政院所

頒獨立機關建制原則規定，獨立機關之首長，非為行政院之閣員，毋

需參與行政院院會，惟若因院會討論議程有實際需求時，仍應受行政

院院長指示列席行政院院會。此外，依據司法院釋字第 613  號解釋

所揭示之行政一體原則及精神，獨立機關仍有義務依行政院之要求，

參與行政院必要之會議，包括行政院所設之各任務編組會議，就其法

定職掌範圍，共同完成公共任務，並遵守會議結論。 

三、獨立機關主管法律之訂修 

    獨立機關主管之法律案，包括組織法案與作用法案，其報院審查

程序均與一般機關相同，並應經行政院會議議決後，函送立法院。    

如前所述，獨立行使職權之意旨，依據司法院釋字第 613  號解釋，    

僅指在法律規定範圍內，排除上級機關在層級式行政體制下所為對具    

體個案決定之指揮與監督，使獨立機關有更多不受政治干擾，依專業    

自主決定之空間。故僅限於具體個案決定有所謂獨立行使職權可言，    

不包括政策決定領域。法律案均涉及政策決定事項，故如法律將獨立    

機關定為該法主管機關時，僅表示獨立機關對此等法案有草擬之權

限，該法案之報院審查程序均與一般行政機關相同，獨立機關並無自

行提出法律案於立法院之權限，其主管之法律案依據憲法第 58 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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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項規定，應經行政院會議議決之。 

四、獨立機關應經行政院核定或同意之事項 

    獨立機關作為中央行政機關之一，仍屬行政權之範疇，性質上屬

中央行政機關應共同遵守之通案事項，應經行政院核定或同意，例如： 

（一）處務規程 

      依據基準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機關組織以法律制定

者，其內部單位之分工職掌，以處務規程定之」。復依該條文之解釋

適用事項說明：「以處務規程定之者，由一級機關核定」。又基準法第      

32  條第 1  項及第 34 條對於獨立機關業務單位及輔助單位之建      

制乃有所規定，其處務規程有關內部單位建制規定不得與之相違背，

且鑒於此等內部單位之建制涉及各種高階職務人員（如參事、技 

      監等）及主管人員（如處長、科長等）之設置，亦與編制、員

額及待遇有關，有各中央行政機關一體適用及衡平性問題，故其處務

規程仍應經行政院核定後，再由獨立機關自行發布並函送立法院查

照。 

（二）員額管理 

      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草案已就中央政府機關之總員額總數

最高限有所規定，獨立機關作為中央行政機關之一，其員額乃須計入

行政院獲配之員額其配置員額總數應就行政院分配之總數定之。其餘

員額管理事項並依該法規定辦理。再者，獨立機關相關職稱及官等職      

等之配置，公務人員任用法、各機關職稱及官等職等員額配置準則      

仍有其適用。鑒於此一部分涉及員額編制及官制官規，獨立機關與      

其他中央行政機關並無不同，其編制表仍應報行政院核定，並送考      

試院核備。至於人事費之編列，亦仍依現行預算員額審查方式，與      

其他中央行政機關為相同之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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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決算處理 

      依憲法第 58 條第 2  項及同法第 59 條規定，中央政府總預

算案及其他預算案（如追加減預算、特別預算）之提案權屬於行政院，      

其基本理念在於指定預算籌編權責機關負起促成預算獲得審議通過      

之責，並維護預算之完整性。獨立機關作為中央行政機關之一，應      

與其他中央行政機關為相同之處理，其預決算仍應納入中央政府總      

預算及總決算，由行政院提送立法院。 

（四）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 

      行政院依憲法規定，向立法院提出之年度施政方針及施政報

告，自應涵括所屬各機關施政範疇。獨立機關既為中央行政機關之

一，亦須就其法定職權業務提出施政方針及報告，送行政院核定後，

納入行政院年度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彙編，併送立法院。 

（五）施政計畫 

      依預算法規定，行政院部會均應提出年度施政計畫送立法院。

獨立機關既為行政權之一環，自亦須就其法定職權業務，與行政院部

會同步提出施政計畫，俟送行政院核定後，納入年度施政計畫彙編，      

併送立法院。行政院部會對於獨立機關所提施政計畫內容，如認有      

涉及其政策性職掌時，自得要求與獨立機關會商及進行必要之調整。 

五、其他行政管理事項均與一般行政機關相同，例如： 

（一）人事、會計、政風事項 

      獨立機關作為中央行政機關之一，如法律無特別排除規定，凡

涉及人事、會計、政風一條鞭制度者，仍應依相關法制規定處理，與

其他中央行政機關並無不同。 

（二）其他行政管理事項 

      1.刊登公報作業：行政院自 94 年 1  月起發行「行政院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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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統一刊載行政院及各中央行政機關涉及人民權益之法令等重要

事項。獨立機關依據行政程序法及政府資訊公開法訂定法規命令時，

仍應送刊行政院公報，以維持中央行政機關公報之統一性。 

      2.出國報告管理作業：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法之規定，由政府機

關編列預算派赴國外從事考察、進修、研究或實習所提出之出國報

告，應主動公開。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為便利機關內部管理        

出國報告並提供民眾便捷之查詢管道，已建立「公務出國報告資訊網」

管理平台，掌握各機關出國計畫執行情形（ http://open.        

nat.gov.tw/reportwork） ，獨立機關亦應依此機制辦理。 

      3.出版品管理作業：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業已建立政府

出版品管理制度，訂定政府出版品管理辦法及統一編號、基本形制、        

定價銷售等相關作業法規，供各行政機關遵循辦理。同時並自 8        

6 年起，建置政府出版品網（網址：http://open.nat.gov.tw/-        

gpnet），提供便利之工具以輔助承辦人員辦理政府出版品管理        

作業，並讓民眾得以迅速掌握所有機關完整之出版資訊，獨立機        

關亦應依上開規定辦理，並至政府出版品網登錄及維護書目資料。 

      4.施政管考作業：目前各行政機關所辦理之中程施政計畫、績

效管理及評估等工作，行政院均訂有相關之規範，既不影響獨立機關        

行使職權之獨立性，且有助於其行政效率之提升，獨立機關亦應        

遵守。 

六、有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 之過渡處理方式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 組織法業於 94 年 11 月 9  日總

統令制定公布，惟有關委員產生方式因實質剝奪行政院之人事決定

權，業經司法院釋字第 613  號解釋認定違憲，應於最短時間內加以

修正。在完成修法以前，為彌補其委員產生方式違反憲法權力分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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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一體、責任政治原則及憲法保障通訊自由之意旨，包括對於其人

事、預算，行政院得加以監督，並為適法之處理。涉及 NCC  職掌之

法案，不分組織法或作用法，由 NCC 或相關機關研擬，並應報請行

政院簽請政務委員審查。不服 NCC  作成之行政處分，其訴願應向行

政院提起。至於 NCC  內部單位組織、員額之規劃，亦應報行政院核

定或同意。而關於業務權責劃分之事亦應依法處理，處理完畢後即處

理人員移撥作業。 

    至於其他規劃中之獨立機關，是否符合釋字第 613  號解釋意

旨，亦應一併加以檢討，俾符合憲法行政一體與責任政治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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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獨立機關建制原則 

 行政院 94.1.3院臺規字第 0930092748號書函 

一、獨立機關應依據法律獨立行使職權，自主運作，除法律另有規定

外，不受其他機關指揮監督。 

二、獨立機關之設置條件：                     

(一)獨立機關之業務職掌，應兼顧權力分立及責任政治原則，審慎

規劃設計，且僅有決策及執行特別需要專業化、去政治化或必

須充分顧及政治與社會多元價值之公共事務，始得交由其處

理。 

(二)獨立機關除為超然行使職權所為之政策規劃執行外，僅負責提

供裁決性、管制性或調查性之公共任務，不宜兼負政策諮詢或

政策協調統合之功能。 

三、獨立機關之組織： 

(一)應採合議制；除有特殊需要外，委員人數以五人至七人為原則，

其中一人為首長、一人為副首長；委員具有同一黨籍者不得超

過一定比例，並應為專任。 

(二)委員之任命，應配合政務職位制度之設計，依中央行政機關組

織基準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辦理；委員受有任期保障，並

採交錯任期制，其任職期限及任命程序應於法律中明定。 

(三)獨立機關之首長，非為內閣之閣員，毋需參與內閣之政務運作

及行政院院會。 

(四)獨立機關之委員皆為政務人員，其職位之決定應考量獨立機關

之地位及規模。 

(五)委員之選任，應著重其專業性，並得規範其應具備之專業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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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相當二級機關者，其業務單位以設四處至六處為原則，其他獨

立機關業務單位之設立，依機關掌理事務之繁簡定之；至於輔

助單位，皆不得超過六個處、室。各內部單位以設三科至六科

為原則。 

(七)相當二級機關者，為處理技術性專門性業務需要，經依法設置

附屬機關局時，其業務單位以四組至六組為原則，輔助單位不

得超過六個室，各組、室以三科至六科為原則。 

(八)員額規模及所屬人員職等之編制，得依機關所負業務繁簡，為

不同規範。但不得牴觸中央考銓法規。 

(九)得依業務實際需要，自行決定如何調整其內部組織及進用具備

一定之專業證照或經驗之專業人員，其薪資並應有相關配套措

施。 

(十)會計、政風、人事等輔助性事務及一般性之庶務，必要時得合

併於同一單位辦理。 

(十一)獨立機關之組織應以法律定之，其業務職掌並應於組織法中

具體明確規定。 

四、獨立機關之職權行使： 

(一)主要決策應經委員會議通過；委員會議之議事程序及其決議方

法應於組織法中明確規定。 

(二)負責專業管制性業務之獨立機關於訂定法規命令或作成行政處

分時，應踐行行政程序法所定之相關程序。 

(三)應依所負業務性質，依法公開資訊。 

五、對獨立機關之監督： 

(一)獨立機關所為決策不受行政院或其他行政機關之適當性及適法

性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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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獨立機關所為決定不服者，應直接提起行政訴訟；法院得就

繫屬案件中獨立機關所為決定為適法性之監督。 

(三)立法院得藉由立法規範及預算之審議，對獨立機關為監督。獨

立機關之預算於交付立法院審查時應提出業務報告，並接受立

法委員就其業務績效所提出之質詢。但其首長或主任委員得拒

絕回覆立法委員就繫屬於該機關行政程序之個別、具體案件所

提出之質詢。 

(四)獨立機關或其成員如有行政違失，監察院得對之行使糾正權、

糾舉權或彈劾權；獨立機關之預算執行情形，亦受監察院之審

計監督。但監察院就涉及獨立機關之案件所得行使之調查權

限，應受必要之限制，以避免侵及獨立機關之自主決策空間。 

(五)各獨立機關應就其業務執行狀況，定期（每季或每年）公布「工

作報告」，俾促進公眾與輿論之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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