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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1

第一章 緒論 

本章將分成四節進行討論，第一節為研究動機與目的，將介紹研究背

景、動機與目的為何；第二節為名詞釋義與文獻分析，針對本研究之重要

關鍵字進行解釋與文獻討論；第三節為研究方法與範圍，介紹本研究所採

用之研究方法與研究事項、時程及對象等；第四節為待答問題與研究架構，

提出本研究之問題意識與設定研究流程及架構。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背景與動機 

會議為現代政府機關、企業機構和人民團體決策中不可或缺的管理工

具（羅傳賢，2006：序），會議可為履行管理責任和實施管理控制之有效手

段，會議管理的價值在於改善會議的決策效率。中華民國憲法第 62條規定，

立法院為我國最高立法機關，立法院會議主要分為院會與委員會兩種，其

所進行之會議主題絕大部份與民生議題相關，故會議決議乃涉及全體人民

最大福祉。自民國 76 年解嚴之後，立法院的重要性日增，其所受到民眾的

期望亦日趨增加。 

面對社會大眾對政府機關的要求日趨嚴苛，立法院必須以提升會議績

效為首要目標，以改善社會大眾對立法院之觀感，其最終目的為提升立法

院會議績效之滿意度。有鑑於此，如何改善立法院會議績效，成為 90 年代

之後法律學家與公共行政學家所研究探討的議題。例如：陳淑芳（1999：

87-108；2002：26-41）就從法制觀點來剖析立法院議事規範與議事成效之

關係。然而，這些從法制層面對立法院會議績效所做之分析，缺少對於會

議運作狀況之實務探討，其研究結果雖有發人省思之處，卻經常無法與實

際狀況結合，以致立法院會議績效不彰之情況遲遲無法改善。 

會議管理為達成會議目的之手段，並有助於提升組織的競爭力，然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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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管理的角度來看，立法院的會議過程、會議效率以及會議管理之績效，

實有許多尚待改善之處。其中，本研究依據歸納、訪談及文獻探討結果初

步發現，現行立法院會議管理中主要的缺失有二點： 

一、核心策略的不明確。即使立法院內有提升會議績效的方法，因執行工

作繁雜，使得資源分散，無法得到提升績效之成果。 

二、執行過程不易量化，導致無法客觀地衡量績效。這亦是目前政府機關

實施績效管理的一大挑戰。 

為能有效達成會議績效，本研究擬採用平衡計分卡（balanced score card, 

BSC）之理論基礎，透過確定立法院會議之使命與願景，進而在其願景構面、

顧客構面、組織內部流程構面、創新與學習構面及財務構面等五大構面中，

研訂提升會議績效之策略性議題，提出可行的策略性行動計劃方案，導出

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策略地圖，最後建構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模式。 

貳、研究目的 

會議管理的目的是為了提升會議績效，平衡計分卡是目前使用較為廣

泛的發展策略工具之一，策略地圖則是較平衡計分卡更為進階之策略管理

工具，用以連結每一層策略主題及工作項目。透過會議管理的精神，探討

當前立法院會議績效的問題所在，並比較現況以作為往後研究者對相關議

題之研究參考。 

本研究目的為提升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並建立適當之流程，其主要

的研究目的有： 

一、探究現行立法院會議績效不彰之原因為何？ 

瞭解目前立法院會議績效不彰之原因，並將文獻分析資料與深度訪談

結果加以整理，進一步探討立法院會議現況與轉變，藉由對立法院會議與

各黨團、委員間之互動，討論第七屆立法院政治生態改變後之會議績效概

況。並提出適當之修改方向，作為提升立法院會議績效之最佳執行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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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瞭解績效管理相關理論導入立法院會議之適用情形與可行性分析。 

透過企業對會議績效管理之理論與方法，瞭解立法院會議適用這些理

論之情形與可行性評估。綜合績效管理、會議管理、平衡計分卡理論及策

略地圖等概念來評估立法院會議移植這些理論之情形，並了解立法院會議

在移植這些理論後的改善情況如何？ 

三、建構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之關鍵績效指標與策略地圖。 

藉由理論之探討與深度訪談結果，建構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關鍵績效

指標，並應用 AHP分析法，算出各工作項目之權重，提供立法院會議建立

合適之執行策略，並經由本研究提出之架構，將策略主題與策略地圖相結

合，找出最佳策略執行流程，達到提升立法院會議績效之使命與願景。 

四、透過應用 AHP與公民參與之概念，建構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模式。 

由專家意見調查初構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指標，藉由 AHP分析法確立

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指標，讓立法院在提升會議績效管理上具有初步之雛

形，目前政府機關（在此所指的是政府行政部門）普遍逐漸實施該制度情

形下，立法機關是否應該跟進加以實施，或是將其做適度之修正，亦是本

研究想要加以瞭解的。 

 

第二節 名詞釋義與文獻分析 

本研究所討論的重要名詞，依序有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平衡計分

卡、策略地圖、層級分析法及會議管理，分別定義如下： 

壹、立法院會議 

本研究主要是探討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而立法院之會議何其多，院

會、委員會、內部工作會報等等，首先要界定本研究所稱之立法院會議所

指為何？那些會議才是本研究之研究範圍？既然是要探討立法院會議績效

之問題，會議將限縮在立法委員所參加之會議為主，而立法院之主要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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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院會及委員會，因此，本研究所稱之「會議」乃指立法院院會及各常設

委員會。以下將對立法院之「會期」、「會議」作一簡單之介紹： 

一、立法院「會期」 

根據規定，立法院會期每年兩次，自行集會。每年 2月至 5月底及 9

月至 12月底，是法定集會期間必要時得依法延長會期。立法委員於每年 2

月 1日及 9月 1日起報到，由各黨團協商決定開議日期。若經總統解散後

改選者，於選舉結果公告後第 3日起報到，第 10日開議。立法院於停開院

會期間遇有重大事項發生，經立法委員四分之一以上之請求，可以恢復開

會。此外，經總統之咨請或立法委員四分之一以上之請求，得開臨時會。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立法院解散後，應於 60日內舉行立法委員選舉，

並於選舉結果確認後 10日內自行集會；休會期間遇有行政院移請覆議案

時，應於 7日內自行集會。立法院經總統解散後，在新選出之立法委員就

職前，視同休會。惟若遇總統發布緊急命令之情況，則應於 3日內自行集

會。 

二、立法院「會議」 

立法院會議簡稱院會，於每週二、五舉行，必要時經院會決議，可以

增減會次，或由黨團協商合併若干日為一次會議。每次院會 9時至 10時為

國是論壇時間。每次院會須有委員總額三分之一之出席始得開會。 

立法院內設有 8個委員會，分別為內政、外交及國防、經濟、財政、

教育及文化、交通、司法及法制、衛生環境及勞工等委員會與 4個特種委

員會，分別為紀律、程序、修憲與經費稽核等，目的在處理院內特定事項。

委員會會議於院會日期外，由召集委員召集，或經委員會三分之一以上之

委員，以書面記明討論之議案及理由，提請召開，召集委員應於收到書面

後 15日內定期召集會議。院會及委員會會議公開舉行，必要時，可依法召

開秘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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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設委員會審查院會交付審查之議案及人民請願書，並得於每會期開

始，邀請相關部會作業務報告並備質詢。各委員會之員額至少 13位委員，

最多不得超過 15位。委員會置召集委員 2人，由各委員會委員互選之。 

全院委員會是由全體委員所組成，並行使司法院院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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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計長任命同意權，審查總統發布之緊急命令，審查罷免或彈劾總統及副

總統案，審查對行政院院長提出之不信任案，或遇有行政院移請覆議案時

舉行之。委員會會議須有三分之一委員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不足 3

人時不得議決。 

因此，本研究所定義之會議為院會及委員會為主，其中委員會又以審

查預算及法案之 8個常設委員會為主要。 

貳、績效管理 

為建構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指標，藉由績效管理（performance 

management）與會議管理之理論基礎與文獻探討，找出符合立法院會議績

效管理之指標，作為本研究所要探討之部份。 

「績效管理」在企業之中非常受重視，它是用來衡量組織效率的方式

之一。關於績效的概念，可以綜合代表效率、財務指標、市場占有率、內

部激勵結構與企業文化等各種指標，並可透過一定有效途徑整合為可以衡

量或評估企業行為的指標體系。 

根據文獻顯示，績效管理的主要活動可分為以下三種不同的功能性（丘

昌泰，2000：318）： 

一、績效評估（performance evaluation）：一個組織試圖達成某種目標、如

何達成與是否達成目標的系統化過程；績效評估的對象並不是個人的

績效，而是以組織績效為主。 

二、績效衡量（performance measurement）：為進行績效評估，我們必須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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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一套足以衡量組織目標實現程度之指標系統，才能進行不同機關與

不同時期的比較；用來衡量公共組織計畫成果的指標，通常包括量化

與質化指標兩大類。績效指標的建立及管理也成為整套績效管理運作

化的重心。 

三、績效追蹤（performance monitoring）：係指對公共計畫的目標與過程所

進行的持續性考核與紀錄，通常著重於低層次目標的考核。 

許世雨（2006：6-20）認為績效管理的實施過程應包括：（一）界定組

織的目標與策略；（二）設定員工工作目標；（三）建立員工績效計畫；（四）

共同訂定績效指標；（五）持續溝通；（六）了解並解決員工績效問題；（七）

激勵績效管理；（八）資料蒐集、建檔及運用。 

綜上二位所述，績效管理是一個連續的過程，透過組織目標的確立，

進而發展組織願景，依據願景來訂定具體的策略執行方案，並落實執行以

及定期評估成效，加以持續進行與記錄，藉以做績效訂定與策略上的調整

改進，達到組織最終之目標。本研究將上述二位對於績效管理的主要活動

及定義整理如下表 1-1： 

表 1-1：「績效管理」之定義與摘要表 

題目 作者 年代 類別 摘要 

公共管理：理論

與實務手冊 

丘昌泰 2000 專門著作 將績效管理分為三種不同的功能性：

1、績效評估；2、績效衡量；3、績效

監測。 

績效管理全像

圖與應用過程 

許世雨 2006 人事月刊

第 43卷第

3期 

績效管理實施過程包括：1、界定組織

的目標與策略；2、設定員工工作目

標；3、建立員工績效計畫；4、共同

訂定績效指標；5、持續溝通；6、了

解並解決員工績效問題；7、激勵績效

管理；8、資料蒐集、建檔及運用。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第一章 緒論 

 7

 

雖然許多人皆對績效管理做過相關定義與摘要，但本研究對上述二位

績效管理之研究較為透徹，也與本研究之主題較為相關，因此，本研究茲

將二位之重要觀念加以整理，至於其他人對於績效管理之定義，並不多做

描述。 

參、平衡計分卡（balanced score card, BSC） 

平衡計分卡係 1990 年由美國哈佛大學 Robert S. Kaplan及實務界David 

P. Norton共同主持的 Nolan Norton Institute研究專案「未來的組織績效衡量

方法」所發展出來，其目的在找出一個超越以財務會計量度為主的嶄新績

效衡量模式；而其發展概念，則是由蒐集的創新績效衡量系統中的個案--

類比元件公司（analog devices）發明的「企業計分卡」（corporate score card）

衍生而來（曾榮祥，2005：61），在非營利組織運用中，以五項構面為主：

「願景構面」、「顧客構面」、「創新與學習構面」、「組織內部流程構面」與

「財務構面」，構成一個新的衡量系統。其主要是在協助組織有效轉換願景

及策略之行動方案，以推動組織進行改造（Kaplan & Norton, 1996 a; 1998b ; 

1998c ; 2000；2004a ; 2004b : 2005a ; 2005b）。本研究以其理論與管理策略，

作為建構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提升之依據。 

近年來討論平衡計分卡之相關國內、外文獻很多，本研究蒐集之相關

重要文獻如下表 1-2及表 1-3： 

一、國外文獻 

Kaplan & Norton（1992：71-79）以零售業為例，說明平衡計分卡在實

務界應用的情形，並利用個案研究法將個案公司分為五個方向，並轉化為

公司的策略核心，依據平衡計分卡的概念使得公司員工能夠藉此轉化過

程，並可以達到使員工皆清楚公司的策略目標，更可作為金融業推動經營

管理的參考。 

Chow et al.（1997：21-27）將平衡計分卡應用到中小企業進行實證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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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並探索在不同產業中平衡計分卡內容的變化。研究對象包含電子公司、

食物材料公司、商業銀行與生物科技公司等四間南加州的中小型企業，利

用訪談與問卷調查的方式，得到不同產業中平衡計分卡四大構面的各項主

要目標。 

Sim & Koh（2001：18-26）驗證了平衡計分卡的策略性指標是否與企

業的成功有關聯，以美國當地的電子產業為研究對象，並特別強調平衡計

分卡中學習與創新構面和財務績效間的關聯性，其研究結果顯示，平衡計

分卡不僅可以成為監督長期價值創造過程的工具，也確認了學習與成長構

面和財務績效間呈現正比的影響。 

Kaplan & Norton（2004c：40-45）在針對民營機構西北保險互助公司所

做的研究中，利用建立平衡計分卡機制，創造出公司的策略地圖，並且以

可以分發股東盈餘為主要目標。並利用互助方式和價值系統完全謀合，在

達到公司的財務目標時可以同時滿足顧客的需求。 

Sandy & Danette在《策略地圖：Strategy Maps》一書中，對美國商業

司經濟發展局研究指出，該機構將建立合理的組織管理制度、發展成果取

向的績效衡量及提升重要利益關係人之間的溝通品質為主要的轉型目的，

並透過平衡計分卡與策略地圖的規劃達到重要目標，利用人才和資訊強化

機構內部工作流程，因此能為顧客提供更好的服務，達成財務目標，滿足

利益關係人的要求，甚至達到自己所要求的目標，成為美國聯邦政府經濟

發展領域裡的領導機構（轉引自陳正平譯，2004：500-505）。 

Fletcher & Smith（2004：1-17）對食品公司進行個案研究，將公司的經

濟附加價值和平衡計分卡透過層級分析法此兩種制度結合後發現，平衡計

分卡不但使管理者可以更清楚所有管理的因果關係，更可以導出相對高的

經濟附加價值，克服了經理人員對於非績效衡量的困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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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平衡計分卡國外文獻彙整表 

作者 年代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主要結論 

Kaplan & 

Norton 

1992 說明平衡計分卡

在實務界應用的

情形。 

敘述性的研

究方式 

指出個案公司將略組合轉化為

公司核心，並依據平衡計分卡

的概念歸類，使員工更清楚公

司的策略目標。 

Chow et al. 1997 將平衡計分卡應

運於中小企業的

實證研究。 

訪談與問卷

調查 

指出在不同產業的各案公司

中，對平衡計分卡中各構面的

主要目標，皆有不同之處。 

Sim & Koh 2001 驗證平衡記方卡

的策略性指標與

企業的成功是否

有相關。 

問卷調查 平衡計分卡四大購面的關聯性

相當大，且學習與成長購面會

影響財務構面。 

Kaplan & 

Norton 

2004c 利用建立平衡計

分卡機制，創造

出公司的策略地

圖，並且以可以

分發股東盈餘為

主要目標。 

 建立平衡計分卡機制，創造出

公司的策略地圖，並利用互助

方式和價值系統完全謀合，在

達到公司的財務目標時可以同

時滿足顧客的需求。 

Sandy & 

Danette； 

陳正平譯 

2004 建立合理的組織

管理制度、發展

成果取向式的績

效衡量及提升重

要利益關係人之

間的溝通品質。 

 建立組織管理制度、發展成果

取向式績效衡量及提升溝通品

質為主要的轉型目的，能為顧

客提供更好的服務，達成財務

目標，甚至達到自己所要求的

目標。 

Fletcher & 

Smith  

2004 將公司的經濟附

加價值與平衡計

分卡相結合。 

層級分析法 將平衡計分卡與經濟附加價值

結合後，可以提升非績效性的

衡量指標，並可提高經濟附加

價值。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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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國外文獻資料整理，以 1992 年 Kaplan & Norton提出平衡計

分卡概念，到 2004 年等相關研究者對於該理論之應用與研究結果為主，並

將相關理論套用於本研究當中。雖然至今平衡計分卡仍受到許多人之青

睞，不過近來之發展皆以技術性為主，此部分之研究將以 1992至 2004之

文獻為主要依據。 

二、國內文獻 

關於平衡計分卡理論之應用，國內相關文獻資料很多，例如：有研究

者認為平衡計分卡具有更完整的管理功能，不僅考慮所能獲得財務的績效

外，更必須考慮其他構面之影響；能將高階策略轉化及擴展至組織內各階

層與部門，且所發展出的績效指標，能讓組織員工充分了解企業的整體策

略。 

而平衡計分卡應用之領域很廣，本研究大致整理一些較為重要之文

獻，並將其所應用之領域及概念分述如下： 

周齊武、Kamal Haddad、吳安妮（2000a：137-141；2000b：107-113；

2000c：72-77）在〈企業推行平衡計分卡之可行結構－台灣經理人之觀點〉

一文中，指出在不同產業中，平衡計分卡所規劃出策略的差異性，縱使在

不同的產業中，各產業間有相同的目標，最後也會有不同的指標，所以平

衡計分卡可根據產業需求之不同加以調整，讓平衡計分卡可以運用在各種

不同的產業別中。 

林進宗（2002：22-27）在〈以平衡計分卡落實策略管理〉中指出，平

衡計分卡如何連結策略規劃與績效評估，其方法有六：（一）策略主題產生；

（二）發展策略地圖；（三）發展策略目標；（四）設計平衡計分卡；（五）

發展績效衡量指標；（六）策略校準。其中策略地圖又稱策略因果關係圖，

用來描述企業的策略如何相互作用，以達成企業的財務或顧客績效目標。

首先描繪期待之財務目標，然後思考在顧客構面應改善那些策略目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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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財務策略目標，再思考企業內部流程應改善那些策略目標，以達成顧

客構面策略，最後則思考如何提升員工技能、組織氣候和資訊的組織學習

與成長策略目標，以促進企業內部流程策略目標。企業策略地圖如同引導

三軍作戰之戰略地圖，策略地圖是一種描述策略的步驟與方法，用以協助

企業將所欲創造之策略成果，及促成該成果之績效驅動因素，以一連串的

具有邏輯的因果關係，連結四個構面之策略目標。 

鄭國琪等（2004：21-31）簡述了平衡計分卡之功能與內涵，平衡計分

卡係一全方位架構的組織管理方式，運用將策略轉化為執行的語言，以策

略為核心，整合組織資源，並將策略落實為每位員工的日常工作，讓策略

成為持續的循環流程，及由高階領導帶動變革等基本法則。用以協助管理

階層將組織願景與策略串成一套前後連貫，且具因果關係並可追蹤檢討的

架構，同時將組織使命與策略轉換成具體的目標及衡量指標的管理制度。 

施光訓等人（2005：39-58）在〈構築「一流生技公司」之策略地圖-

以台鹽公司之聚焦策略為例〉中，提到策略地圖與平衡計分卡的關係密不

可分，完善的策略地圖，可以使平衡計分卡從績效評估工具轉換成策略執

行工具。透過問卷調查了解公司各項目標並讓各部門參與訂定應達成的目

標與項目，有利於關鍵績效指標之確立，及有效目標達程度的衡量依據制

定，使目標與策略執行更加完善。並透過各部門之檢討，修正為最完善的

策略地圖架構。 

李慶忠（2006：131-146）將〈平衡計分卡導入軍工廠策略管理之個案

研究〉中，利用員工滿意度分析，以職務、學歷、年資、年齡等因素為影

響績效表現之變數，經由敘述統計、信度分析及無母數分析等方式，建構

出符合國軍印製廠的績效衡量指標及策略地圖，其結果有助於精進軍工廠

策略管理作為。 

林俊彥等（2006：39-55）在將〈機構導入平衡計分卡策略地圖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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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證期會測驗中心為個案〉中，著重在部門間關鍵績效指標與整理策略之

連動性，並經由策略地圖的指引，將平衡計分卡衡量項目設定出來，成為

組織策略最有力的工具。 

表 1-3：國內關於平衡計分卡之文獻彙整表 

作者 年代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主要結論 

周齊武、

Kamal 

Haddad、

吳安妮 

2000a、

2000b、

2000c 

在不同產業中，平

衡計分卡所規劃出

策略的差異 

訪談法與問

卷調查法 

不同的產業中，即使有相同的

目標，也會有不同的指標。 

林進宗 2002 落實平衡計分卡策

略管理相關研究 

敘述性研究 平衡計分卡應結合策略主題產

生、發展策略地圖、發展策略

目標、設計平衡計分卡、發展

績效衡量指標、策略校準，來

達到策略目標與績效評估 

鄭國琪、

黃鴻基、

簡朝源 

2004 利用平衡計分卡建

構醫院的策略規劃

敘述性研究 平衡計分卡應將策略轉化為執

行的語言，並以策略為核心，

整合組織資源，且將策略落實

為每一位員工的日常工作。 

施光訓、

林靜雯、

翁群楷、

張惠婷 

2005 構築「一流生技公

司」之策略地圖-以

台鹽公司之聚焦策

略為例 

問卷調查 透過問卷調查了解公司各項目

標及有效目標達程度的衡量依

據制定，使其目標與策略執行

更完善。並透過各部門檢討，

修正為最完善的策略地圖架

構。 

李慶忠 2006 平衡計分卡導入軍

工廠之相關研究 

問卷調查法 結合平衡計分卡的策略衡量與

其架構，可以完善的建構出國

均印製場的績效衡量指標，並

可精進軍工廠的策略管理績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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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俊彥、

郭宗賢、

林楊沅、

郭彥谷 

2006 將平衡計分卡策略

地圖導入證期會測

驗中心 

敘述性研究 部門間關鍵績效指標與整理策

略之連動性，並經由策略地圖

的指引，將平衡計分卡衡量項

目設定出來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本研究綜整出 2000 年至 2006 年國內對於平衡計分卡理論之相關文獻

資料，並依據產業別之不同，提出平衡計分卡在各領域應用之情形，雖然

平衡計分卡之應用可依照產業不同來加以調整，但其精髓依據吳安妮

（2002：26-32）所提到，平衡計分卡的基本功能有：澄清及轉化公司之願

景及策略、加強策略在部門間溝通及將獎勵與績效衡量緊密結合、加強目

標的設立、並增進個人目標及公司目標之相連結，促使組織成員之行動一

致化，而且將公司之策略與資源分配相互連結；促進策略之回饋，覆核與

學習之效果。 

肆、策略地圖（strategy maps） 

Kaplan & Norton（2004a）一文中提出策略地圖就是將平衡計分卡的四

個基本架構，在顧客構面、財務構面、內部流程構面、學習與成長構面中

所歸納出目標項目之策略性議題中，描述項目之間明確因果關係，並分別

思考該項策略主題如何藉由四個構面的連結，以進行一連串的執行策略活

動，並加以落實執行，進而促成策略之有效達成（轉引曾榮祥，2006：65）。 

根據文獻顯示，策略地圖之繪製有幾項重要原則： 

一、策略要在彼此對立力量中求得均衡：投資於無形資本以求取長期營收

的成長，通常與削減成本，及美化短期財務績效相衝突。 

二、策略係基於具有差異性的價值主張：讓顧客滿意一直是企業價值創造

的來源，組織的策略一方面要定義清楚的目標顧客群，一方面還要提

出讓他們滿意的價值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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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價值係經由組織內部運作所創造：在策略地圖與平衡計分卡的財務與

顧客構面，主要在描述組織所希望達成的結果。包括經由營收成長和

生產力的改善來增加股東價值；或經由顧客的招納、滿意、維繫、忠

誠以及成長，來增加顧客消費支出的占有率。組織內部運作、創新與

學習構面主要在推動策略，它們所描述的是組織如何將策略付諸實

施，並有效整合組織內部運作程序，讓價值可以被創造出來，企業能

永續發展。 

四、策略係相輔相成的主題所組成：各群組的內部運作程序，會在不同時

間點上發揮功效，例如：運作程序革新，通常都是經由成本的節省、

品質的提升，而得以產生短期的成效；經由顧客管理程序之改善而營

造出的較佳顧客關係，其效益的發揮通常需要 6至 12個月的時間；至

於創新程序，則通常需要彼此更長的時間才能在營收與利潤的提升上

看到成效。 

五、策略整合決定無形資本的價值：創新與學習構面中，主要描述組織的

資本及其在策略中所扮演的角色。無形資本可大分為三類：人力資本、

資訊資本及組織資本。 

總而言之，針對組織特定策略而製作的策略地圖，能夠將無形資本如

何推動組織內部運作之強化，進一步發揮最大力量，將價值帶給顧客、股

東以及社群的狀況描述清楚。運用策略地圖有助於整合無形資本與策略主

題。 

綜合上述幾項原則，研究者歸納出策略地圖有三大特色，第一能清楚

剖析策略之類型1，並將之模組化；第二為清楚地界定內部流程之管理方向

及內容2；第三為提出平衡計分卡與智慧資本3結合之方向。 

                                                 
1 一般企業的策略類型有：成本領導、產品領導、全方位的顧客服務及問題解決者及系統鎖定。 
2 基本上策略地圖將內部流程的管理方向分為四部份：分別為營運管理流程、顧客管理流程、創新流程、

法規及社會流程。 
3 所謂的智慧資本包括：顧客資本、流程資本、創新資本、人力資本、資訊資本及組織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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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略地圖與平衡計分卡之理論息息相關，關於策略地圖之相關文獻，

本研究根據吳安妮（2005：7）所提出之非營利組織策略地圖之類型來加以

討論，大致可分為四大類： 

一、當組織營運的主要目的在於財務，其學習與成長構面在策略地圖的最

底部，支持內部流程構面，而內部流程構面支持顧客構面，顧客構面

支持財務構面，財務構面再支持學習與成長構面。 

二、當財務只是營運的基本保健因子，其財務構面在策略地圖的最底層，

支持學習與成長構面，而學習與成長構面支持內部流程構面，內部流

程構面支持顧顧客構面，顧客構面進而支持財務構面，至於本研究大

致以此分類為主。 

三、當財務與顧客的需求同等重要時，其學習與成長構面會在策略地圖的

最底部，支持內部流程構面，而內部流程構面支持財務構面及顧客構

面，財務構面及顧客構面會再支持學習與成長構面。 

四、當財務的需求主要的目的在達成服務顧客時，其學習與成長構面在策

略地圖的最底部，支持內部流程構面，而內部流程構面支持財務構，

財務構面再又持顧客構面，顧客構面再支持學習與成長構面。 

平衡計分卡在企業組織中係將「財務」提昇作為組織發展之目標，而

在非營利組織中則以朝向組織的「願景」發展視為重點，同時強調顧客、

組織內部流程、組織成員創新與學習構面之衡量相結合，如此才易促進策

略及願景的達成。 

立法院主要經費來源為社會大眾之納稅，故願景構面是為滿足社會大

眾之需求，在滿足社會大眾之需求後，其財務構面才會穩固，故本研究將

採吳安妮所分類的第二種策略地圖架構，其策略地圖從最底層開始，依序

為財務構面、創新與學習構面、組織內部流程構面、顧客構面加上立法院

最重要的願景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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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此部份將介紹層級分析法之基礎理論與相關文獻，至於層級分析法之

完整介紹，本研究將於第三章作更詳細的描述。 

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乃為解決在面臨複雜且

影響重大的決策問題，由美國匹玆堡大學教授 Saaty於 1971 年在從事應變

規劃問題的研究中所發展出的決策方法，其主要應用於不確定（uncertainty）

情況下及具有多個評估準則的決策問題上（鄧振源，2005，215），也能夠

在進行決策評估時，用一個邏輯性和階層性的結構來組織資料、想法和直

覺上的判斷。AHP 是一個功能強大且富有彈性的決策工具，因理論簡單且

具實用性，同時考慮了數量性（quantitative）和非數量性（qualitative）條

件的複雜多規範問題。AHP 幫助決策者將所要解決問題中的重要考慮因素

架設成類似樹狀的一個階層性結構（hierarchical structure）；將複雜的決策

評估簡化成一連串簡單的比較和排序，並綜合所有的分析結果而得到最後

的答案。 

因此，AHP 不僅可協助決策者作出最好的決定，並為其所做的選擇提

供合理的解釋，AHP 綜合應用了演繹法與歸納法，先用歸納法將複雜系統

問題劃分層級，再利用演繹法分析各部份的性質，最後用邏輯的方式將各

部份串連起來。在過程當中，有演繹法的各種公式計算，而且也用歸納法

來衡量其不明確的感覺判斷的一致性。 

關於層級分析法之相關文獻有： 

Wedley（1990：57-64）在〈結合定性與定量要素的分析法－層級程序

分析法〉一文中，提及層級分析法對於擬定複雜問題的決策時，首先將問

題化為簡明的要素層級，再結合本身定性與定量的特質，來計算衡量要素

的權重，以擬定決策。文中並提及，層級分析法運用得非常廣泛，諸如投

資風險的評估、都市交通需求、土地利用的評估、各種工程投標方案的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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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鄉村經濟發展的策略、高速公路路線經過的安排、政治軍事上的人事

資源安排等，都有良好的效果。 

Lanoue & Revetta（1993：195-209）利用層級分析法為職棒球員的攻擊

表現擬定一個統計評估的方法。首先利用問卷的方式詢問 200 多位球評，

請其評估一個好的球員應在哪些方面必須有好的表現，結果可歸納為打擊

率、速度、力量、出賽場次及防守等五個指標，這些指標又細分為幾個小

項目而構成「評估攻擊表現的層級架構」，再經由 200 多位球評根據這架

構評估出來的結果，可得到每個指標與球員攻擊表現相關性的權重。 

Saaty（1996：327-331）以層級分析法來衡量美國 329個主要城鎮中，

那個是最適合居住的城市，即利用氣候、住屋的供給情形、醫療機構的數

目、犯罪率、交通情形、教育機構的數目、文化氣息、休閒設施及經濟狀

況等九個指標來評估。結果發現：匹茲堡為美國最適合居住的城市，並推

導出層級分析法，可令決策者節省許多時間及沈悶的思慮，因其對不可衡

量的事物有一正確標準的衡量方法，並透過數學的模式表達出來。 

薛義誠、黃振廷（2003：87-98）利用 AHP歸納出影響台灣中草藥製造

業發展的關鍵成功因素有，智財權的保護、專利申請、研發成果歸屬、技

術的取得與移轉、消費者需求趨勢、研發人員的素質、財務融通與規劃能

力以及優秀生技人才的延攬等八項。 

陳文杰（2003）《應用 AHP 建立系統安全工程能力成熟度模式之研究》

中，隨著資訊科技的蓬勃發展，各種交易活動，如商務、行政、金融、投

資等，都逐漸進行數位化交易，然而這些數位化資產的創造、產生、傳輸、

儲存、等生命週期中，都是暴露在不可信任的環境中運作流通，對這些數

位資產進行的認證、稽核、保全、存證、檢驗、仲裁等工作就成為一個可

信任資訊基礎建設的必要任務需求，然後將這些任務需求轉換成一個國家

級資訊基礎建設之同步安全體系（concurrent security architecture）的必要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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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需求，進而建構一個資訊基礎建設之同步安全體系的運作模式（operations 

model），以確保國家與企業的數位資產及其品質。因此，為有效保護各類

資訊基礎建設中交易之數位資產，就必須在國家安全策略層級建立一個國

家級資訊基礎建設的同步安全體系運作模式。 

李儀隆（2005）在《以 BSC結合 AHP建立穩健營運策略以 LCD個案

公司為例》中，以協商與推論外部顧問與組織內部經理人意見之一致性，

提供營運上彈性化的策略主題組合，簡化 KPI 的數量，並已提出的建議的

策略主題與關鍵績效衡量指標為依據，為個案公司設計穩健策略地圖。 

何冠章（2005）在《省道建設引發國家賠償問題之研究》中，為改善

省道建設引發國家賠償各種狀況，特別透過案例分析，採用 AHP 來評選諸

多改善措施達到改善目的之可能性及優先順序。評估層級有技術面、政策

面、經濟面三大類十一項評估準則，其主要的貢獻在於樹立了改善省道建

設引發國家賠償改善方案的評估方式，並實證研究出各種改善方案的優先

順序提供給相關單位負責人作為決策參考。 

林立國（2006）在《中山科學研究院永續經營關鍵因素之評估》中，

藉由 AHP找出影響中科院永續經營關鍵之因素，作為中科院優先實施之事

項，以改善中科院的經營困境，使其能夠永續經營。藉由整合多方觀點，

建立一套客觀、周延及整體性的中科院永續經營關鍵因素評估準則層級架

構，共計四大構面及二十六項評估準則，再以此架構作為問卷設計之主要

內容，並針對中科院內部員工（區分策略研究者、中階主管與高階主官三

個群體）進行問卷調查，經由分析發現：1、中科院永續經營關鍵因素之評

估，調查結果分析發現主要考慮層面為組織變革，次要考慮層面則為改善

營運流程、建案開創與人力資源運用等三項。2、「組織定位」、「確立本

院目標」、「爭取科研計畫案」、「爭取三軍委託案」、「績效評估與管

理」、「組織型態」與「建立核心能力」等七項是中科院永續經營關鍵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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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優先重要考慮執行要項。3、「落實品質管理」、「爭取民間技服案」

與「爭取各部會重大工程案」等三項，在整體權重分別排名倒數三名；權

重排名較後，表示其在中科院永續經營關鍵因素的評估準則分析中比較不

受重視。 

由以上研究可知，AHP 能因應環境的變化，以符合現實環境的需求，

並利用系統的方法處理複雜的問題，對於不同尺度及難以量化的因素，例

如人的感覺、偏好等，也都能加以整合處理分析進而找出關鍵因素，以利

決策之執行。現已有多種計算的電腦軟體，不僅使 AHP 在運用上頗為方

便，且資料分析上也更為嚴謹。換言之，AHP 主要應用在不確定情況下及

具有多個評估準則決策問題，將複雜的問題化成簡單明確的層級架構，透

過專家的評比，找出各個層級要素的重要程度優先順序或貢獻大小，以供

決策者使用。 

陸、會議管理 

一個會議有效的進行，可以達成會議之目的，降低運作成本，達成人

力資源效率化，根據英國 Judith Leigh（2002：44）認為有五種不同的理由：

發表主題報告（presenting）；蒐集資料（getting information）；參與討論

（discussing）；提出建議（proposing）與表示不同意見（disagreeing）時，

人們才會聚集商議。 

羅傳賢（2006：23）提出會議管理是各種組織或團體希望運用會議的

執行與順利完成其事務的具體技術、方法與程序，有效的會議必定有其規

則及流程，透過會議管理能夠有效管理會議及達到最佳的會議效果，並且

提出會議管理有以下四要點： 

一、追求會議的效率化：即為會議的收益應當大於成本。會議的決定可能

帶來的效益就是會議的收益。 

二、追求會議的活性化：即為積極參與會議，而積極活潑之會議的評價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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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有：（一）預定出席會議人數的參加率；（二）參加者的發言率；（三）

所提議見解的實現率。 

三、追求會議的創造化：會議上能提出創意思考的新思維，讓與會者能跳

脫既有的思考模式，共同激發創意，最後融合出最佳的對策。 

四、避免不當和瑕疵的會議：會議難免出現瑕疵，如加以適當的管理，則

可將瑕疵降至最低。 

一個成功、有效率的會議必定有其應循之規律，透過有效的管理可降

低會議成本、提高會議效率、得到良好的會議決議，進而達到最佳會議效

果。本研究將相關文獻對於「會議管理」的主要活動及定義整理如下表 1-4： 

表 1-4：相關文獻對「會議管理」之定義與摘要表 

題目 作者 年代 類別 摘要 

Organizing and 

Participating in 

Meetings 

Judith 

Leigh 

200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發表主題報告；2.蒐集資料；3.

參與討論；4.提出建議；5.表示不

同意見。 

會議管理與法制 羅傳賢 2006 專書著作 會議管理是各種組織，希望運用會

議的執行與順利完成其事務的具

體技術、方法與程序有效的會議必

定有其規則及流程，透過會議管理

能有效管理會議及達到最佳的會

議效果。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由於會議管理並無相關理論，而專論會議管理之書籍亦不多，目前對

於會議管理之論述幾乎皆處於技術之階段，並無相關理論與研究之發展，

因此，本研究只能將介紹會議管理之文獻加以整理，並提出重點摘要之介

紹。 

柒、文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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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立法院議事效率之文獻從 1990 年開始便有許多人做相關討論，而

本研究主要是運用平衡計分卡之理論基礎，來確立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指

標，並由指標之建立導出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策略地圖，進而建構立法院

會議績效管理模式，所以本研究之文獻分析，將從兩方面來著手，一、關

於討論議事效率之部分。二、關於政府績效評、平衡計分卡理論之應用與

實務方面。首先我們將探討關於立法院議事效率之相關文獻，見表 1-5及表

1-6： 

吳威志（1990）討論《立法院議事自律制度之研究》一文中，是以組

織本身議事運作的自律為研究重點；他認為立法委員來自多元的社會，如

「不從外在的制度上加以規範，而要求政治人物從內心的心靈上自我改

造，以致使政治終究要變成道德的辦法，是一種極為不易或幾乎不可能，

實現的空想。加上中國社會尊崇紳貴，常認為本身足以自律，而少律法約

束，但當其無法自我要求與控制時，社會亦無外加的紀律，往往會造成負

面的影響。因而，立法者必須學習如何：「不僅要為自己參與的立法判斷負

責，也要為立法機構的整體功能負責」。便試圖瞭解下列幾項問題：一、釐

清立法院自律的觀念與權益。二、凸顯議事制度與團體法制規範。三、確

立立法院自主功能，防止不當干涉。四、重振立法院議事秩序及院內紀律。

五、彰顯立法院之政治責任，維護民主社會。其主要從許多專家學者之觀

念作分類，並瞭解外國實施之經驗來著手，最後試圖建立立法院之議事制

度。其結論中肯定議事自律之重要性，並建議將議事自律制度作一檢討。

但文中對於如何著手來進行卻無討論，加上撰文之時間較為久遠，對於現

今之立法院之會議狀況多有不同，也是本研究想深入討論之重要原因。 

周永林（1993）討論《國會議事規則之分析—國會議事規則合理性的

探討》一文中，國會是由來自不同背景的國會議員所組成的最高立法機關，

議員人數眾多，數百人於一堂共同議事已屬不易。如果又缺乏一定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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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議事過程所遵循，則縱使議員們個個都是國家一時之選的人才，開起

會勢必就像烏合之眾一般發言盈庭、擾嚷終日，欲求有條理、有效率地處

理問題、解決問題而不可得。自 1980 年以來立法院的氣氛固然引來國人的

側目、肢體的衝突、冗長的辯論、低落的效率和時常無法和諧運作的秩序。

在此之前的立法院同樣也存在許多議事上的問題。這許許多多的事例固然

有著立法院成員結構問題的牽連，而彷彿可以把議事規則暫放一旁。事實

上這部分是由於議事規則未曾建立維持議會秩序的權威和因應環境的變遷

調整，部份是由於違犯者無心及有心的逾越，而造成有理與無理難辦，秩

序與效率難得的情況。 

王幼萍（2002）討論《國會倫理對立法院議事運作之分析》一文中，

認為議案通過的數量並不意味著國會之議事運作順暢，以及立法效率與品

質等量齊觀。近年來議事運行確有部分情形已獲得改善，但距民主國家之

政治運作與人民之期許仍有一大段距離。立法院之議事運作失調，雖有其

歷史結構性因素的制約，然內在自律能力不足、公權力失衡以及缺乏社會

之監督機制，是導致立法委員不易受到規範與制裁之主要原因，並歸納出

下列主要原因：一、內在自律能力不足。二、公權力失衡。三、缺乏社會

之監督機制。因此，對立法院議事運作失調之原因擬提出改進之道及可行

性之建議，作為未來建構國會倫理機制之參考。 

謝聖斌（2004）討論《議事效率與立法院相關立法之分析》一文中發

現，雖然立法院受內、外在環境影響而進行的兩波大規模國會改革立法，

對議事效率有某種程度上的提升，但議事效率受限於立法院組織架構、職

權行使、立法技術與程序，以及立法院倫理等多重環節，因此為提升議事

效而進行的國會改革立法，必須持續不斷的進行。 

李莅蒂（2004）討論《立法院議事資訊公開化之研究—以黨團協商機

制法制化實施前後為例》一文中發現，即民意最希望的是立法效率與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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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的透明課責機制，然而議會雖然是以合議為主，協商中在立法流程中

佔有非常重要的份量，委員們於私下所做的妥協輿交換，必須在公開的場

域中進行爭取、捍衛與辯論，因此提升立法效率與議事資訊公開化是非常

重要的。 

表 1-5：國內討論立法院議事效率及制度之文獻彙整表 

作者 年代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研究結論 

吳威志 1990 立法院議事自律

制度之研究 

歷史研究法 

文獻分析法 

比較法 

歸納法 

詮釋學方法 

肯定議事自律之重要性，並將

議事自律制度作一檢討。 

周永林 1993 國會議事規則之

分析—國會議事

規則合理性之探

討 

歷史研究法 

文獻分析法 

議事規則內容需明確，減少爭

議及規則之貫徹。 

王幼萍 2002 國會倫理對立法

院議事運作之分

析 

文獻分析法 

參與觀察法 

深度訪談法 

議事效率運作失調之主因為利

益衝突之糾葛。 

謝聖斌 2004 議事料率與立法

院相關立法之分

析 

文獻分析法 

比較研究法 

統計研究法 

立法院議事效率與內部結構息

息相關，政治意識型態直接影

響議事效率。 

李莅蒂 2004 立法院議事資訊

公開化之研究—

以黨團協商機制

法制化實施前後

為例 

內容分析法 1、立法院議事資訊不夠透明

化。2、未能充分討論之立法效

率。3、黨團協商會議成為議案

審議的主要場合。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國內自 1990 年開始，便投入對立法院議事效率之研究，因為自 90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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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開始立法院之地位逐漸重要，在精省與國民大會虛級化後，立法院更成

為唯一的民意代表機關，其重要性可想而知。但立法院的議事效率卻一直

為人所詬病，許多人便開始要求立法院改善議事效率、提升立法品質，近

幾年來對於立法院之要求亦越來越高，根據上述的文獻分析，許多人從制

度面檢討立法院議事效率不彰之原因，卻一直提不出有效的改善方式；本

研究試圖移植企業界對於會議績效的管理與方法，將相關理論套用於立法

院會議中，並藉由理論之套用招出立法院會議績效不彰之原因，並找出相

關最佳決策，達到提升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之最終目的。 

關於討論公共部門績效評估、平衡計分卡理論運用與策略地圖之相關

文獻，將介紹如後： 

姚蕙君（2001）討論《政府績效管理之理論與實務—英美實務探究與

我國現況分析》一文中，從公共理論、績效管理等研究途徑，想瞭解政府

部門運用哪些績效管理方法？政府應用績效管理之實際情形如何？最後研

究發現我國早有管理政府效率的考核計畫，但整合上較雜亂無章。在績效

目標設定方面，應避免目標過於遠大、不切實際、口號式的目標，依據組

織存在的「價值」訂定目標，然後再依據此一目標做出方向明確的政策方

案。研究中將企業界績效管理中之目標管理、策略管理等加以套用，但該

論文並未利用平衡計分卡之理論基礎。 

陳嘉祥（2002）討論《公務機關實施績效管理之研究》一文中，同樣

利用績效管理之相關理論來考核政府部門之績效情形，文中試圖想要有效

實施績效管理制度，並提出有實施績效管理流程之條件與步驟，但文中之

個案是以公管中心為研究對象，討論上只著重績效管理之部分，對於其他

公共管理或評估之方式撰述較少。 

葉永豐（2004）討論《我國政府部門導入平衡計分卡之研究—以中央

健康保險局分局為例》一文中，其結論為發展出策略地圖、平衡計分卡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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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並對其實施平衡計分卡提出關於發揮綜效、整合問題、員工訓練、預

算、資訊系統、授權及所屬組織品質衡量等七項建議。該論文以討論健保

局分局實施平衡計分卡之相關議題，對於制度面改善並未介紹。 

曾榮祥（2006）討論《學校經營效能指標建構與應用之研究：以平衡

計分卡管理策略為依據》時，初次將平衡計分卡理論於學校組織應用，可

協助學校發展成以策略為核心之組織、提升學校經營效能、有效建構學校

經營效能指標。因沒有相類似之文章及平衡計分卡之指標可供對照，固有

賴後續研究者進一步去檢視。 

柯嵐祥（2006）研究《結合策略地圖、平衡計分卡與限制理論進行流

程改善—以某政府機關為例》時，其目的為讓企業決策者在思考流程時，

能有全面性之範疇，並依企業之特性規劃最佳之改善行為。並從三項理論

基礎之優缺點，來提供企業績效改善之方向。 

胡龍騰（2007：79-128）探討〈公民引領之政府績效管理：初探性模式

建構〉時，將公民納入政府績效管理之程序中，從公民意見之討論來提升

政府績效管理，其研究發現在推動參與式政府績效評量時，必須面對的挑

戰有三：一、民眾教育績效評量的政策角色，使民眾瞭解績效指標與評量。

二、如何維持公民對於政府績效評量的興趣與熱忱。三、行政官僚對於公

民涉入的抵抗與排斥。其模式之建構雖屬初探性質，但仍經過許多專家與

實務運作者之訪談來強化模式之建構，讓研究者對本研究之會議績效管理

模式建構有了初步的概念。 

陳欣怡（2007）分析《建構醫院策略地圖與平衡計分卡—以某區域教

學醫院為例》中，其目的為發展醫院之策略地圖供其他醫院參考使用，但

其忽略各家醫院之專長、背景與經營目的之不同，因此其所發展出之策略

地圖之實用性如何有待商榷，但也提供研究者如何將平衡計分卡應用於立

法部門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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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嘉宣（2008）瞭解《建構會議管理策略地圖—以立法院會議為例》

中，歸納出立法院會議之有效執行策略，規劃工作項目及工作計畫，建構

策略執行之流程。其深度訪談之對象對立法院之會議狀況認識不深，且有

所偏頗，但已建構立法院會議策略地圖，但討論不夠深入，對於議事效率

低落亦無提出解決之道，純粹將平衡計分卡套用於立法院會議之中，此外，

對立法院願景之瞭解不夠深入。本研究將從專家意見調查建構立法院會議

績效指標，進而建構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模式。 

表 1-6：與本研究議題相關之文獻分析彙整表 

作者 年代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研究結論 

姚蕙君 2001 政府績效管

理之理論與

實務—英美

實務探究與

我國現況分

析 

文獻分析法

個案分析法

我國早有管理政府效率的考核計畫，

但整合上較雜亂無章。在績效目標設

定方面，應避免目標過於遠大、不切

實際、口號式的目標，依據組織存在

的「價值」訂定目標，然後再依據此

一目標做出方向明確的政策方案。 

陳嘉祥 2002 公務機關實

施績效管理

之研究 

文獻分析法

歷史研究法

個案分析法

1、績效管理制度有一定之方法、程

序、步驟。2、以新管理觀念來架構舉

有管理作用之績效指標。3、整合各部

門來發展績效管理制度。4、設置政策

執行機關，俾利組織績效管理成功。

5、加強績效報告品質。6、領導者勇

於突破績效管理迷失。 

葉永豐 2004 我國政府部

門導入平衡

計分卡之研

究—以中央

健康保險局

分局為例 

個案研究法

問卷調查法

發展出策略地圖、平衡計分卡架構，

並對其實施平衡計分卡提出關於發揮

綜效、整合問題、員工訓練、預算、

資訊系統、授權及所屬組織品質衡量

等七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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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榮祥 2006 學校經營效

能指標建構

與應用之研

究：以平衡計

分卡管理策

略為依據 

焦點團體訪

談法 

調查研究法

平衡計分卡於學校組織應用，可協助

學校發展乘以策略為核心之組織、提

升學校經營效能、有效建構學校經營

效能指標。 

柯嵐祥 2006 結合策略地

圖、平衡計分

卡與限制理

論進行流程

改善—以某

政府機關為

例 

策略地圖使

用方法 

平衡計分卡

評估模式 

限制理論之

思維過程 

讓企業決策者在思考流程時，能有全

面性之範疇，並依企業之特性規劃最

佳之改善行為。 

胡龍騰 2007 公民引領之

政府績效管

理：初探視模

式建構 

 推動參與式政府績效評量必須面對的

挑戰有三：1.民眾教育績效評量的政策

角色，使民眾瞭解績效指標與評量。

2.如何維持公民對於政府績效評量的

興趣與熱忱。3.行政官僚對於公民涉入

的抵抗與排斥。 

陳欣怡 2007 建構醫院策

略地圖與平

衡計分卡—

以某區域教

學醫院為例 

個案研究法 建構醫院之策略地圖與平衡計分卡供

其他醫院實施之參考。 

傅嘉宣 2008 建構會議管

理策略地

圖—以立法

院會議為例 

深度訪談法

層級分析法

歸納出立法院會議之有效執行策略，

規劃工作項目及工作計畫，建構策略

執行之流程。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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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幾位的研究結果與分析發現，早期之研究者將研究重點放在

立法委員素質、議事規則及相關法規問題上，後來企業界盛行之績效評估

方法引用至公共部門後，在理論的應用上也得到一些心得與看法。因此，

本研究試圖將平衡計分卡之理論基礎應用於立法院會議中，藉由企業評估

方法之套用，解決立法院長期會議績效不彰之問題。所以，本研究將重新

瞭解議事效率不彰之原因，然後藉由平衡計分卡之理論基礎，輔以 AHP分

析法之應用，建立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策略地圖，最後嘗試建構立法院會

議績效管理模式。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範圍 

本節將介紹本研究之研究方法與研究範圍，研究方法以深度訪談法與

層級分析法為主；關於研究範圍，本研究之研究事項、時程、對象必須做

一界定，以避免產生不夠深入分析之缺憾。 

壹、研究方法 

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研究途徑（research approach）與研究方法

（research method）同等重要。所謂研究方法是指蒐集、處理資料的技術，

而研究途徑則為選擇問題及資料的準則（易君博，1984：98）。換言之，研

究途徑決定切入的面向，並有助於選擇適當的理論作為依據。研究方法則

幫助研究者選擇科學的、合適的研究工具來進行研究。 

本研究目的為發展立法院會議管理之策略，藉由平衡計分卡之五大構

面提出各自符合會議管理之策略主題及工作項目，透過層級分析法將各工

作項目之權重算出，並繪製策略地圖，提供立法院會議管理未來努力之流

程與方向。因此，本論文擬採用以下幾種研究方法： 

一、參與觀察法 

參與觀察法，就是研究者進入研究對象的環境中，與研究對象發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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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面的社會互動，經過一段期間，以漸進的、有系統的方式蒐集資料之科

學調查方法（黃新生，1987：148）。參與觀察法其中一項特點，就是使用

直接觀察和其他方法來蒐集資訊，而參與觀察法的主要優點有下列幾項： 

（一）它提供一些令人難以調查或從旁觀察的團體，一個接近的途徑。因

為參與觀察者，可以在團體中建立互信，進一步獲致信賴，使他們回答一

些問題。 

（二）最顯著的優點是，它在活動進行的自然狀態下研究，故能獲致豐富

詳盡的資料，對所研究的社會團體或情境能夠做更深入的研究。 

其缺點則在於：參與的程度愈高，主觀的成份愈大。又因這種觀察法

事先無法確定設計和控制工具，不同觀察者對同一社會情境視察結果常不

同，所獲得的資料不易再驗證。 

參與觀察法蒐集資料的方式可分為在參與中觀察、訪問、文獻分析、

研究者親身體驗等四大類。這些技術將依照本研究所擬重點和策略需要，

而作不同的組合運用（Burges, 1982：2）。 

首先研究者將進行文獻分析，在文獻分析後進行在參與中觀察，然後

進行訪問，以得知本研究主題之情形，最後配合研究者親身體驗，直接體

驗與觀察是參與觀察法的骨幹。研究者直接參與局內人世界所得的經驗，

是具有絕對價值的研究資料，尤其是研究者若扮演局內人成員的角色並和

局內人經歷同樣生活時，所得經驗特別有價值。 

研究者可以從自己的經驗中找出問題，然後更進一步的去瞭解內部人

員的想法。經由親身經驗去確認資訊，研究者能更敏銳、更深刻瞭解其所

研究的領域與環境。 

二、深度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 

（一） 問卷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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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立法院會議管理相關資料取得不易，首先擬進行專家訪談，了解

立法院會議之整個管理流程與議事重點，規劃願景構面、顧客構面、組織

內部流程構面、創新與學習構面與財務構面等策略主題及工作項目，並在

每個工作項目下提出若干工作計畫，以此設定 AHP問卷，進而使平衡計分

卡之管理理論與立法院會議管理之實務充分配合。 

（二） 調查設計 

由於本研究之個案領域較為特殊與專業，因此擬先進行調查對象訪

問，瞭解哪些受訪者是本研究應進行深入訪談的，然後邀請受訪者接受訪

問並填寫相關問卷。而受訪者之工作內容與專業，均能充分了解立法委員

之職權行使，對於立法院使命、願景與立法院之各種會議皆有深入的瞭解

與認識，顯示這些受訪者之工作經驗，足以提供本研究具代表性的資訊。 

三、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Thomas L. Saaty於 1971 年提出層級分析法，將目標分解成許多評估要

素，再分解成許多解決方案，透過成雙比對（pair wise comparison）而求得

各層級要素或方案的優先順序，最後再經由綜合（synthesis）及比較等步驟，

決定出最佳方案的一套理論。 

本研究擬以平衡計分卡之構面為理論架構，提出各項策略主題、工作

項目，透過層級分析法求算各層級要素權重，並進行整體層級權重估計，

最後依各方案之權重，決定提升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之最佳執行策略方案。 

 

貳、研究範圍 

會議管理、績效管理等相關研究在企業管理方面之應用相當廣泛，然

而立法院會議管理之內容比其他企業會議管理還要複雜，其會隨著時空、

環境及相關因素而有所變化，且牽涉的層面甚廣，現今對於該議題仍存有

許多爭議；加上研究者嘗試去瞭解較不為人所研究的對象—立法院會議，

這些會議在各方因素的影響下，有其一定的複雜性。因此，在從事本文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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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之前，必須要對所欲研究的事項、時程、對象做一研究範圍的界定，以

避免產生研究不夠深入之遺憾。 

一、研究事項 

（一）立法院為我國最高立法機關，立法院所進行之會議大多數與民生議

題息息相關。而會議管理乃為達成會議目的之必要手段，並有助於

提升組織競爭力，但近年來立法院的會議過程、會議效率以及會議

管理之績效，確有許多尚待改善之處。 

（二）本研究擬透過策略地圖的建構，澄清立法院會議之會議價值，提出

具效率之立法院會議執行策略流程，以達成立法院最終的目標與願

景，並提供其他政府部門或地方議會研究上之參考。 

二、研究時程 

本研究目的為找出立法院會議管理之有效執行策略，立法院於第七屆

開始將立法委員席次由 225 席減半為 113 席，其最重要之目的即為提升議

事效率，而立法院會議績效是否因為立法委員人數減半而有所影響，達到

改善會議效率之目的，本論文將對立法院政治生態改變後之情形作一比較

分析與檢討，瞭解立法委員人數減半後，是否誠如減半前所預期的提昇議

事效率，因此時程上將以立法委員人數減半前後之組織變革狀況，作為時

程上之依據。 

三、研究對象 

本研究目的為求取較為客觀之會議績效及會議管理，將採取深度訪談

研究方法，在研究設計方面，問卷的設計、訪談的對象，務求公平、客觀，

盡量做到「平衡」的效果。雖訪談的對象無法對各單位、委員會人員一一

進行訪問，僅針對與會議關係密切，且具代表性之人物進行訪談，但這樣

的方式，對於本研究實際操作上的影響來說，並未失去其原有效果，反而

對於整體性背景資料的釐清，應可有所助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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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待答問題與研究架構 

壹、待答問題 

依據前述研究背景與文獻理論探討發現，在國會改革法案修訂後，第

四屆立法院議事效率不彰問題獲得某種程度的改善，尤其每會期審議通過

法案的數量明顯增加很多，法案的品質問題開始受到重視；經過朝野黨團

協商、委員會及院會層層關卡審議通過的法案，經常因出現重大瑕疵而馬

上復議；每會期末立法院院會挑燈夜戰、法案大清倉的景象，更是令人印

象深刻。 

為推動委員會專業化、提高議事品質、促進議事效率，立法院會議績

效管理的問題更顯重要，而建構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模式，是本研究試圖

想要借用企業界的績效評估、平衡計分卡等理論來提升立法院會議績效，

但引用企業界的績效評估法對立法院之會議績效有無助益？且立法院會議

績效管理的指標建構、策略主題及工作項目分別為何？也是本研究試圖想

要建立與瞭解的議題。 

根據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所欲探討的具體問題如下： 

待答問題一，在政府行政機關普遍引進企業界會議績效評估之方法多年

後，其成效略顯肯定，只是在各方面的整合上尚嫌不足，因此，立法

機關是否亦可仿照行政機關引進企業之平衡計分卡來提升立法院之會

議績效？ 

待答問題二，立法機關引進平衡計分卡之後，是否可以逐步確立願景、顧

客、組織內部流程、創新與學習及財務構面等指標，並找出策略性議

題、工作項目為何？ 

待答問題三，當平衡計分卡之各項構面建構完成後，對於未來立法院會議

績效管理模式之建立是否有實質上之助益，進而提升立法院會議效率。 

據此，本研究將先彙整專家意見之調查結果，進而發展 AHP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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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立立法院會議關鍵績效指標層級架構，最後將層級分析法問卷結果與立

法院會議之實務狀況，來加以驗證分析並提出相關建議與看法。 

貳、研究流程 

首先確立研究主題，經由蒐集與研究主題相關之文獻，並進行研讀、歸

納與分析後，研究方法第一階段擬運用紮根理論，先與立法委員與資深議

事人員及國會助理進行深度訪談，並進行質性分析，深入探究我國立法院

會議之現狀與問題所在，依據平衡計分卡（balanced score card, BSC）之觀

念將問題分為幾大部分：願景構面、顧客構面、組織內部流程構面、創新

與學習構面及財務構面，請立法委員及相關人員就本研究初發展之條列問

題給予專家意見，以作為增刪 AHP問卷發展之基礎。隨後，採用層級分析

法建立問卷架構及資料分析的基礎，問卷回收後之資料分析應用 AHP分析

法來評估各項構面、策略主題與工作項目之互相關係，並導出立法院會議

績效管理策略地圖。本研究流程如圖 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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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研究流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參、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績效管理與會議管理做為提升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之基礎，

經由專家訪談後發展出各策略主題與工作項目，透過層級分析法找出各策

略主題之績效指標權重，目的為發展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策略地圖，因此

本研究分析架構如圖 1-2所示： 

BSC績效管理理論 

AHP 量化分析 

紮根理論 

質性分析 

資料分析與討論 

繪製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策略地圖 

提出結論與建議 

建立觀念架構與研究方法 

建構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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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本研究分析架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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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述分析架構圖可以發現，本研究將先釐清立法院之使命，透過議

事討論與發展策略主題，進行現行立法院會議之檢討，接者確認立法院會

議績效，訂立出會議目標及檢討議事規則；導出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之執

行策略，在配合平衡計分卡理論之五大構面為基礎，導出立法院會議績效

管理策略地圖，最後建構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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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會議績效管理相關理論與研究發展 

本章分別就公共管理、績效管理、平衡計分卡理論基礎及應用與會議

管理來做文獻分析及探討。經研究者歸納、整理相關文獻後，推論相關會

議管理之績效，並利用平衡計分卡做為形成策略之方法，各理論基礎與發

展，將於下列各節做完整之整理與討論。 

 

第一節 公共管理相關理論 

公共管理的主要定義，是指公共部門的管理，其中包含公共管理及非

營利組織，是一種應用性的社會科學，強調策略與領導的藝術。該理論範

圍包括下列幾項：政府部門及非營利組織等。公共管理之目的是在幫助公

共管理者，探究如何貫徹政策的執行與順利完成機關的內部活動。在必須

兼顧組織內部之經營與組織外部問題的情況下，與其他組織間的協力合

作，以貫徹政府方案並解決公共問題。 

壹、公共管理理論 

    本研究將就公共管理的興起、意涵、研究途徑做一完整之討論，並討

論新公共管理興起原因與背景，最後將公共行政與公共管理兩大理論作比

較，瞭解該理論之發展與概況。 

一、公共管理的興起 

自 1970 年代末期開始，公共管理的研究逐漸興起，主要原因乃是對傳

統公共行政典範的反省及挑戰；為了脫離傳統行政體系的僵化及擺脫官僚

體系等問題，於是結合公共政策管理及企業管理將傳統行政學加以轉換、

充實，並依循後官僚典範（post-bureaucratic paradigm）4所強調的可預期性

（anticipatory）、策略性（strategic）、結果取向（results directed）、行政領導

                                                 
4 所謂「後官僚典範」的架構包括：實踐公民的偏好價值、考量施政品質及價值、重視具體的生產力結果、

授權成員主動遵守規範，服務及顧客導向、確立行政責任及工作倫理、講求公民價值的實際傳送、永續

改善程序、解除管制、建立支持性規範、強化回饋系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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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態（executive leadership）、市場取向（market oriented）、顧客導向（customer 

driven）及企業家精神（entrepreneurial）等方向發展（Overman & Boyd, 1994：

67-83）。 

公共行政的發展，在 1887 年由Woodrow Wilson5發表「行政學研究」（the 

Study of Administration）一文後，迄今經歷了五次變遷（paradigm shift）

（Nicholas, 1986：19-23；吳定等，1995：27；黃臺生，1995a：21-23）： 

（一）1900至 1926 年行政與政治分立時期（the politics/administration 

dichotomy）：強調政治是國家意志的表現，行政則是國家意志的執

行；專業與價值二分，行政學的研究可以價值中立，主要是研究經

濟性及效率。 

（二）1927至 1937 年行政原理時期（the principle of administration）：追求

建立一套放諸四海皆準的行政原則，以實現組織目標；注重機械的

效率觀。 

（三）1950至 1970 年公共行政即政治學時期（public administration as 

political science）：行政學成為政治學的重點，而非一門獨立的學科。 

（四）1956至 1970 年公共行政即管理學時期（public administration as 

management）：以管理科學及量化的方法研究公共事務。與上述第三

點同時期競爭，而二者的共同特徵是失去公共行政的獨立自主性，

且在研究上無一定目標方向。 

（五）1970迄今公共行政學即公共行政學時期（public administration as 

public administration）：行政學應獨立自主，發展本身的專業特色。 

關於公共管理的起源，眾說紛紜；「公共管理」一詞最早出現在 Catheryn 

Seckler-Hudson於 1955 年所發表的「公共管理研究的基本概念」一文中，

她認為管理就是有效的利用人力資源與物資，以達成既定目標。（Shafrits & 
                                                 
5 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 年 12月 28日－1924 年 2月 3日），為美國政治家，在 1913-1921
年間擔任美國第 28任總統；公共行政學自 1887 年威爾遜總統提出「行政學研究」（The Study of 
Administration）一文以後，使行政學研究得到獨立的地位。 



第二章 會議績效管理相關理論與研究發展 

 39

Hyde, 1992：203-211）。 

但早在Woodrow Wilson的「行政學研究」一文中，已指出今日公共管

理的特徵（Perry & Kraemer, 1983：1）： 

（一）政府是最基本的組織環境。 

（二）行政功能是研究焦點。 

（三）行政能力發展的主要關鍵是研究更有效的管理原則及技術。 

（四）比較法（comparison）是促成行政領域進步的方法。 

Wilson亦提倡以「師法企業的公共行政」（businesslike public 

administration）來轉換政府的職能，改進政府部門中的人力素質、機關組織

及管理方法，使政府部門的運作能像私人企業部門一樣有效率。 

1970 年代的政策執行運動（implementation movement）也與公共管理

的興起有關。Jeffrey L. Pressman及 Aaron B. Wildavsky所發起的運動轉移了

公共行政的研究焦點：由重視組織結構的過程取向研究變成對公共政策方

案及所產生結果的探討；政府的績效表現成為研究的重點，政策的成敗在

於管理者的組織行為及管理能力，傳統的公共行政技術已經不能符合需

求，因此公共管理成為新的研究風潮（Kettl et al., 1996：4-5）。 

從 1980 年代開始，全球政治、經濟及社會環境急遽變遷，促進了公共

管理理論的發展。各國政府的行政改革運動和公共管理運動密切相關。利

用市場取向、顧客取向等企業的管理技術，突破傳統官僚僵化的運作模式，

使政府能有效的面對環境的快速變化及回應民眾的需求。為了因應這波公

共管理風潮，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6也成立了「公共管理委員會」（Public Management 

Committee），其宗旨在於協助會員國及非會員國確認有關策略性治理挑戰

的動力及趨勢，提昇其政府部門績效；優良治理（good governance）的主要
                                                 
6 OECD：全名為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於 1961
年成立，總部設於法國巴黎，另在德國波昂、日本東京、墨西哥市及美國華府設有辦事處。OECD於 1961
年成立時計有歐洲 18個國家、美國與加拿大共 20個會員國，至 2004 年為止已增加至 30個會員國。 



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模式之建構 

 40

架構包括有：發展更具凝聚力及全球化政策的能力；在變遷的社會中傳達

政策承諾；建構運作透明化、忠誠負責的政府；運用效率及市場力量達成

公共政策、促進競爭以凝聚社會共識等（姚蕙君，2001：11-12）。 

二、公共管理之意涵 

從 1980 年開始，公共管理理論蓬勃發展，但其研究重點與範圍尚處於

眾說紛紜的階段，根據黃臺生（1995a：18-19）及姚蕙君（2001：14-15）

的整理，公共管理的意涵自 1955至 1998 年依時間的發展分別為： 

（一）1955 年 Catheryn Seckier-Hudson在公共管理研究的基本概念中，提

出幾項重要意涵：1、要有效運作需有明確以人民目標為主題之政策；2、

公共管理系統應有指揮中心，並釐清權責；3、建立明確界定工作及功能、

公正分配資源、層級節制關係、足夠領導能力與內部協調的組織；4、建立

並發展達成政策的適當方法；5、建立全面性互動工具；6、回應動態環境

（Shafritz & Hyde, 1992：210-211）。 

（二）1979 年 Graham T. Allison在公共與私有管理：兩者在所有不重要部

份基本上是相同的嗎？（Public and Private Management: Are They 

Fundamentally Alike in All Unimportant Respects?）中，從兩方面來進行討

論：1、1975 年各機關間政策管理協助研究委員會對預算管理局的報告中：

（1）政策管理：需求確認、分析選擇、方案選擇、大範圍資源分配；（2）

資源管理：建立基本行政支援體系；（3）方案管理：政策執行。2、1978 年

Selma Mushkin，從幾個方面著手：人事管理、勞動力規劃、集體協商與勞

工管理、生產力及績效測量、組織與組織重組、財務管理、評估研究與審

計（黃臺生，1995a：19）。 

（三）1983 年 James L. Perry & Kennent L. Kraemer在公共管理：公有與私

有的遠景中，認為結合傳統公共行政規範取向及一般管理的工具取向。 

（四）1983 年 G. D. Garson & E. S. Overman在美國公共管理研究（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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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中，提出兩項看法：1、當代公共

管理結合科學管理；2、公共管理依附在公共行政之理性及技術性解釋；3、

公共管理反映行政的古典原則；4、公共管理是政治系絡中的行政研究；5、

公共管理研究與政策分析方法及技術應用緊密結合；6、為一種應用科學，

反映出科技整合的傳統。 

（五）1983 年 G. D. Garson & E. S. Overman在全美公共管理研究調查

（national public management research survey）中，又提出 PAFHRIER之概

念，其意涵為 PA：政策分析（policy analysis）；F：財務管理（financial 

management）；HR：人力資源管理（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I：資訊

管理（information management）；ER：對外關係（external relations）。 

（六）1984 年 E. S. Overman在公共行政評論中，認為公共管理是公共行政

一般性的科技整合研究。將管理、規劃、組織、控制等功能與人力、財務、

設備、資訊及政治資源的管理加以整合。 

（七）1986 年 Cole Blease Graham Jr. & S. W. Hays在管理公共組織

（Managing the Public Organization）中，認為 1、公共管理為公共行政之一

部分，注重政府機關內部的行政活動及政策執行；2、重心在執行工作之方

法；3、僅關心管理技術的問題。 

（八）1988 年 Jay M. Shafritz在 The Dorsey Dictionary of America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中，提出公共管理強調工具、技術、之事及技能，

期望能將理念與政策轉成實際行動。 

（九）1991 年 J. O. Ott, A. C. Hyde & J. M. Shafritz在公共管理基本讀物

（Public Management: The Essential Readings）中，認為：公共管理是公共

事務或公共行政的一部份，綜觀有關公共行政方案設計與組織重新建構、

政策與管理規劃、透過預算制度進行資源分配、財務管理、人力資源管理、

方案評估及審計等應用方法的科學與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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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1992 年 Robert E. Crew在政治與公共管理（Politics and Public 

Management）中，提出公共管理與公共政策的形成有密切關係；公共管理

的活動是設定公共議程的一部份。 

（十一）1993 年 Bozeman在公共管理概念（Introduction：Two Concepts of 

Public Management）中，強調公共管理的特徵：重視公共管理者及實務經

驗；重視「公共性」、政治因素的影響及兩者之互動與重視管理過程的研究

及管理策略之執行。 

（十二）1993 年 Cole Blease Graham Jr. & S. W. Hays在管理公共組織二版

（Managing the Public Organization）中，認為公共管理偏重政府機關內部行

政活動之研究；關切重點在政策執行。 

（十三）1996 年 Laurence E. Lynn在公共管理為藝術、科學與專業（Public 

Management as Art, Science and Profession）中，提到 1、傳統公共行政已將

管理者角色與其有效表現作結合研究；2、公共管理與傳統公共行政所關心

的主題不變：組織內部人員、功能與結構管理問題；3、對組織資料的分析

與辯證採取描述、分類及綜合方式；4、問題分析辯證的依據是經由文獻探

討及個案建構而來的資料。 

（十四）1998 年 Grover Starling公部門的管理（Managing the Public Sector）

一文中，定義公共管理的範圍：1、政治管理：行政政治關係、府際關係；

2、資源管理：人力資源管理、財務管理及預算、資訊管理；3、方案管理：

政策制定、規劃與評估。 

（十五）1998 年 Christopher Hood在 The Art of the State：Culture, Rhetoric, 

and public Management中，提到公共管理是一股更能符合官僚體制需求、

政府更具企業化及更重視管理者角色的風潮。 

隨後，公共管理在國內亦引起研究風潮，而關於定義與內涵也有許多

不同之說法。而表 2-1，依時間序列將歷年國內相關研究者對公共管理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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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比較分析。 

表 2-1：國內研究者對「公共管理」之定義比較表 

姓名 年代 著作/出處 主要意涵 

黃臺生 1995 銓敘與公保月刊：公共

管理概念探述（上）

（下）。 

◎ 公共管理是公共行政或公共事務之一

部分。 

◎ 將公共管理視為專業，公共管理者為

專業執行者。 

◎ 應用科學管理的技術達成政府部門經

濟及效率目標。 

孫本初 1997 公共管理。 ◎ 公共管理為一應用性之社會科學，反

應科技整合的取向。 

◎ 重視組織內部的運作，亦重視組織外

部環境之關係。 

◎ 強調策略及領導之藝術。 

余致力 1998 公共管理之銓釋（黃榮

護主編）。 

◎ 為幫助公共管理者解決公共問題、滿

乏民眾需求、處理公共事務所需的知

識、技能、策略。 

◎ 建立一績效卓越的政府為目標。 

丘昌泰 2000 公共管理：理論與實務

手冊。 

◎ 公共管理是一種新典範的專業或管理

實務。 

◎ 公共管理是一種新修正的公共行政。 

◎ 公共管理與新公共管理是同義詞。 

◎ 公共管理的特質：將私部門的手段用

於公部門，未改變公共部門主體性；

運用市場機制；吸收修正公共行政及

政策執行內涵；重視與外部環境關

係，焦點在最高管理者的策略設計；

為「公私合夥」的合作模式；與政策

分析關係密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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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允傑 2001 公共管理（吳瓊恩、李

允傑、陳銘薰編著）。

◎ 狹義而言：指公部門的管理。 

◎ 廣義來說：包含公共事務管理，由政

治面到行政面，從公部門到私部門到

第三部門的事務。 

◎ 特質為：重視政治系絡與府際關係；

強調管理知能與策略、科技整合與個

案研究並行，理論與實務並重。 

資料來源：修改自姚蕙君，2001：15。 

 

經由以上的定義可以歸納出：公共管理是公共行政、公共事務及公共

政策之一部份，是一種應用的社會科學。除了關心組織內部的管理及運作，

並企圖應用企業化之管理精神、技術及方式，來提昇政府部門的績效；此

外，也注重對外關係的反應及回應，重視政策的執行過程及結果的影響；

將管理的規劃、組織、控制等功能與人力、財務、設備、資訊及政治資源

的管理加以融合。 

三、公共管理之研究途徑 

公共管理在 1970 年代末期及 1980 年代初期成為新興的研究領域，該

研究將企業管理及公共政策兩學科的主要理論加以彙整。其研究途徑亦受

此兩學門的影響，主要有分為下列兩種途徑（Bozeman, 1993：1-5）： 

（一）「P研究途徑」（the P-approach；public policy-oriented）： 

公共政策學者為了擺脫傳統強調量化分析技術取向的公共行政，故發

展出公共管理理論，其特徵有（Kettl, 1993：57-59）： 

1、拒絕傳統式的公共行政及政策執行的研究。 

2、偏向規範性的理論研究（prescriptive field of study）。 

3、著重高層管理者所做策略之研究。 

4、透過個案研究發展所需知識；經由實務運作及管理者的親身經歷中

獲取最佳管理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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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受到公共政策學派之影響，將公共管理及政策分析視為一體。 

（二）「B研究途徑」（the B-approach；business-oriented）： 

B途徑下的公共管理較接近傳統的公共行政。此派學者多半受過企業

管理或一般管理課程的訓練，較偏向學習企業的精神來提昇政府部門的服

務品質，亦借用許多企業管理概念，如：全面品質管制（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TQ M）、民營化、B O T（build-operate-transfer）、目標管理

（management by object, MBO）、策略管理（strategic management）等。其

特徵有（Bozeman, 1993：3-4）： 

1、偏好運用企業管理的原則。 

2、對公私部門的差異不做嚴格的區分，以經驗性的理論發展解釋公私

組織間的差異。 

3、除了重視策略管理及組織間的管理外，並強調組織設計、人力資源、

預算等過程取向（process-oriented）的研究。 

4、以量化實驗設計作為主要的研究方法，個案研究僅為補充。 

雖然二者有其差異性，但也各有其優點：「P研究途徑」具有公共政策

的基礎，重視實務經驗的學習；「B研究途徑」企圖將公共與私人管理相結

合，強調管理過程。但不論 P或 B研究途徑的差異如何，公共管理的研究

途徑有以下的特性： 

（一）重視組織內部的管理與外部環境的管理。 

（二）強調公共管理的廣義概念；範圍涉及一切與政府部門有關的層面。 

（三）偏重經驗的學習及重視理論的重要性。 

（四）應用不同的研究途徑進行研究時，不必拘泥於某種研究途徑，可試

圖擷取兩研究途徑之優點，採取整合式的研究方向，掌握研究的焦點，如

此便可以更多面向的觀點來進行研究。 

貳、新公共管理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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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理研究途徑中，有關主張「效法企業」來提昇政府部門績效者，

隨後發展出「新公共管理」（new public management, NPM）學派。對於「新

公共管理」各家名稱不同，例如，新右派（new right）、新治理（new 

governance）、管理主義（managerialism）、新管理主義（new managerialism）、

企業型政府（entrepreneurial government）、市場基礎的公共行政

（market-based public administration）等。Mathiasen（1997：90-111）對「新

公共管理」的定義，整理出下列幾項特徵： 

一、「新公共管理」注重「結果」，其中更以效率、效能及服務品質為重。 

二、高度集權的層級節制組織結構，被分權管理的大環境所取代。資源的

分配及提供服務的對象更接近原定目標，並提供顧客及其他利益團體

回饋的空間。 

三、不同的方式彈性監督公共法規，產生更具成本效益的政策結果。 

四、強調「效率」是政府部門提供服務的重點。 

五、政府內部核心領導人有較佳的策略能力；當面對外在環境衝擊時，能

以最少成本及彈性的做出回應。 

而 Hood（1991：4-5）與鄭國泰（1997：37）對「新公共管理」一詞，

歸納出下列七項要點： 

一、政府部門專業管理：其意涵為對組織的主動性、遠見、裁量控制出自

於上層主管的自由管理；而課責（accountability）需要的是對執行責任

明確的指定，而非權力的分散。 

二、明確的績效測量標準：目標及目的定義以量化方式表現，特別是有關

專業服務的領域；其課責需要對目標明確的陳述；效率需要的是對目

標嚴格的審視。 

三、強調產出面的控制：資源的分配與犒賞必須和績效測量相結合；打破

官僚集權式的人事管理；其重點強調結果，而非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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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共部門轉為許多小單位：為打破正式集體單位，以產品為中心及一

條鞭預算方式分權運作；以適當的方式處理與他人關係；目的在建立

「可管理」的單位，因此將供應與生產的利益分離，以簽約外包或授

與特別許可方式，使政府部門內部能像以外的單位一樣達成效率。 

五、政府部門轉為競爭：其意涵為趨向簽約外包及公共投標的方式；而競

爭（rivalry）是降低成本的最佳標準及關鍵。 

六、管理實務上強調私人部門模式：其意涵為放棄軍隊式的公務倫理，在

任用及獎酬上更具彈性，並大量使用公關技巧；其用意在將在私人部

門證明已經有效的管理工具，應用於政府部門當中。 

七、資源運用上著重規定與節約：減少直接成本、提昇勞工訓練；拒絕單

位要求，對職務的「順從成本」（compliance costs）加以限制；並檢視

政府部門對資源的需求，能以少量資源做最多的事。 

隨後，公共行政學者 Rosenbloom在 1998 年亦將「新公共管理」的研

究途徑加入公共行政的管理、法律、政治的研究途徑中，將其「再概念化」

（re-conceptualization），見表 2-2。 

表 2-2：公共行政研究途徑歸納表 

途徑 傳統管理 新公共管理 政治 法律 

主要價值 經濟、效率、效

能 

成本效能分

析、回應顧客需

求 

代表性、回應

性、責任性 

憲法保障、正當

法律程序、健全

實質權利、公平

及公正的保障 

組織結構 理想型官僚科

層體系 

競爭性質、師法

企業 

組織的多元主

義 

抗辯性質、宣告

判決的程序 

對個別公民的

觀點 

對事不對人、理

性的行動者 

顧客導向 團體成員 獨特個人或會

員階級、理性的

個人 

認知途徑 理性的、科學的 理論、觀察、評 協議、民意、社 歸納性個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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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及實驗 會辯論 析、演繹式法律

分析、規範性的

推論與兩造辯

論的程序 

預算編列 理性分析（成本

利益） 

績效導向、效率

基礎、市場導向

漸進增量（利益

與負擔分配） 

權利基金；依法

籌措 

決策方式 廣博理性 分權受能、減少

成本 

漸進主義，邊際

調適 

援先例的漸進

主義 

政府功能 執行政策 執行政策 制定法律 裁定宣告 

資料來源：Rosenbloom, 1998：39；江岷欽，1998：19；孫本初，1999：15。 

 

Ferlie et al.（1996：10-15）認為「新公共管理」不應只討論內容或過程

為何？其認為「理想型的新公共管理」（typology of new public management 

ideal type）應包含四個面向：效率導向（the efficiency drive）、組織精簡及

分權（downsizing and decentralization)、追求卓越（in search of excellence）、

及公共服務導向（public service orientation），見表 2-3： 

表 2-3：新公共管理的四個面向彙整表 

面向 背景 主要命題及特徵 

效率導向 1980 年代初期及中

期，為最早顯露的公共

管理面向。 

增加對財務的控制。 

強調一般管理的概念。 

財務及人事稽核範圍加大。 

重視提供服務者對顧客的責任。 

解除勞動市場管制並增加工作能力。 

減少專家自我管制的權利。 

更少官僚、更多企業精神的管理，但要求嚴

格的課責機制。 

法人管理的新形式，更廣博的指揮模型。 

組織精簡及分權 對1900年至1975年間 發展準市場機制；將政府部門分配資源的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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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傳統政府部門組織

提出相反主張。 

劃性經濟轉為準市場經濟。 

將層級節制的管理轉成契約管理。 

區隔策略核心及運作組織；將非策略性功能

市場化或簽約外包。 

去層級化（delayering）和縮小組織規模。 

區隔部門買方及供方，將面向一的管理形式

轉換成新的管理風格：影響力管理、網絡式

組織型態、組織間策略聯盟。 

由標準化的服務轉化成更具彈性及多樣化

的服務。 

追求卓越 與 80 年代的「卓越」

風潮相關，是 1980 年

代公共行政之特徵。 

由下而上模式（bottom-up）：強調組織發展

與學習；承認組織文化的存在；由上層支持

低層的成果競賽；徹底分權，依結果評定績

效。 

由上而下模式（top-down）：明確追求組織

文化的變遷，突顯由上而下的願景；重視由

上而下聖人式（charismatic）的領導；密集

的企業訓練計劃；增加企業理性；工作詳細

說明且具一致性；明確的溝通策略；重視策

略性人力資源管理的功能。 

公共服務導向 最晚興起，發展基礎

弱，但潛力強。 

重視服務品質、價值取向。 

管理過程中，重視顧客的價值及意見，視為

回饋來源；重視公民精神（citizenship）。 

權力從指定的人轉回民選官員（elected local 

bodies）；懷疑市場在公共服務中的角色。 

強調社會學習發展更重於經常性的例行服

務（routine services）。 

明定公共服務的任務與價值，強調參與及課

責的落實。 

資料來源：修改自姚蕙君，2001：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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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共管理能夠成為公共行政的新典範，主要重點在政府精簡、授權、

企業型、民營化及分權化。根據許南雄的觀點，其影響如下（許南雄，2000：

476-477）： 

一、建立「小而能」的政府（less government, more governance)。 

二、政府的功能為政策的「導航者」。 

三、建構「企業型政府」，引進企業化精神。 

四、組織管理著重授權、分層管理，以提升公共服務的品質，重視回應民

眾的需求等。 

五、建立「顧客導向」的服務體制。 

六、政府機關、私人部門、非營利組織、社區組織及義工團體共同負有「公

共管理責任」。 

綜上所述，公共行政在當代受到來自公共管理的嚴峻挑戰，而公共管

理受到行政學及管理學的影響，試圖努力跳脫其範疇獨立發展；但二者間

在研究焦點、範圍 、對象、研究取向、關心議題、對官員角色定義及行政

功能的看法皆有所不同，根據姚蕙君的整理比較如下表 2-4： 

表 2-4：公共行政與公共管理理論比較表 

項目 公共行政 公共管理 

研究焦點 追求公平、公正、代表性、政府效能、

行政裁量權等，範圍廣闊。 

組織結構、人員激勵、資源分配等管

理層面，範圍確定。 

研究範圍 公共政策及政策執行。 政策執行及其結果。 

研究對象 所有政府部門：官僚體系與行政、立

法、司法機關之關係。 

政府部門間及與之互動的私部門間

之關係。 

研究取向 規範取向（normal orientation） 

過程取向（process- orientation） 

規範取向（normal orientation） 

工具取向（instrumental orientation）

結果取向（result- orientation） 

核心議題 政府制度的研究。 效率、責任、目標達成等管理技術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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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問題。 

官員角色 制度的執行者。 專業管理人。 

PAFHRIER 

PA：政策分析（policy analysis）。 

F：財務管理（financial 

management）。 

HR：人力資源管理（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資訊管理（information 

management）。 

ER：對外關係（external relations）。

功能 POSDCORB 

P：計畫（planning）。 

O：組織（organizing）。 

S：人事（staffing）。 

D：指揮（directing）。 

CO：協調（coordinating）。 

R：報告（reporting）。 

B：預算（budgeting）。 

Garson, G. D. 及 Overman, E. S.認

為：計畫（planning）、分配

（allocation）、行銷（marketing）、

生產力（productivity）、熱忱

（enthusiasm）、協調

（coordinating）。 

資料來源：修改自姚蕙君，2001：22。 

     

公共管理等相關理論派別非常多，本研究主要在提升立法院會議績效

為主，對於公共管理、公共行政等相關理論必須加以討論，並根據各領域

的焦點、範圍、對象等作深入的分析，以瞭解該理論對於本研究之重要性

與運用之情形。 

 

第二節 績效管理相關理論 

績效管理是企業界行之有年且成效不錯的管理方式，績效是企業存在

的目的，管理的目的是為了提升績效。簡單來說，績效管理是組織有企圖

且積極的運用管理工具、以管理的手段提升及改進績效表現的相關活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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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李長貴，1997：3）。 

因此，「績效」之所以成為各國政府組織再造運動的焦點，及公共管理

理論的核心，乃是基於對「理想型政府」的追求；而能滿足人民期望及需

求之政府，應是「大有為」或「小無為」？至今尚無定論。「大有為」政府

對於無法有效運用資源、對環境變化反應遲緩及系統過於龐大而缺乏效

率；而「小無為」政府不能解決龐雜的民眾需求及公共事務問題。因此，

學者對理想型政府之要求，不再以政府之「大小」作為根據，而應開始注

重其「績效」的表現，以最少的資源投人、獲得最佳績效產出，政府集中

資源與精力於領導、決策，扮演著「領航者」（steering）的角色，就是一個

有績效的政府及最理想的政府（范祥偉、王崇斌，2000：155-182）。 

所以，「政府績效管理」可定義為：對公共服務或計畫目標進行設定及

實現，並對實現結果進行系統性的評鑑過程，包括績效的評估（evaluation）、

衡量（measurement）、追蹤（monitoring）等功能性的活動（丘昌泰，2000：

318），政府部門應用績效管理，主要是希望能打破傳統行政上的弊病，建

立一有能力（capacity）的政府，進而嘗試「績效指標」之建立及管理。 

以企業來說，組織內部各級管理人員在各方的壓力下，如何做好績效

管理（performance management），增加組織的利潤、促進公司的成長、提

高組織的生產力、降低經營的各種成本、發揮組織的競爭優勢。這都是績

效管埋的基本要素。李長貴（1997）研擬了一個績效管理模式，如下圖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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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績效管理模式圖 

資料來源：李長貴，1997：3。 

 

績效管理本身就是如何執行策略、達成目標的管理過程。例如經理與

課長要根據年度的目標，依照策略方向訂定各部門的作業計劃，並依據績

效模式和績效標準訂定績效管理架構，作為績效活動的執行規範。而績效

管理的執行要依據績效管理的架構，如方針或重點的管理，當管理者在推

動績效管理時，必然會出現組織績效、部門績效及個體的績效。在評估上

述績效後，可以發現經營者的績效結果、部門及員工的貢獻度，並依據其

貢獻度的指標，給予部門和個人的激勵、教育及訓練。這樣才能維持組織

經營更加順暢，管理人員和工作人員才會執行有價值的管理活動，並對組

織有所貢獻。 

在進行管理活動時，也要注意某些使組織達成預定目標的技術、方法

是否能夠適用，或必須進行檢討以適度調整；若該方法或技術的設置，無

法對組織目標達到任何助益，此時就必須進行檢討與調整，這樣組織的績

效才能順利達成。Gerald T. Gabris（1986）就指出幾項組織在管理技術方面

的「反功能」（dysfunctions）： 

一、官樣文章（process burdens）：過程控制的設計是為了確保每一方案政

目標策略 績效模式 行動要求 組織績效

績效管理 
績效管理

架構 

績效管理

執行 
績效評估

計畫組織 績效標準 比較標準 個體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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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推行，但繁雜的過程及過多的手續卻造成責任推諉，並減緩作業

流程的順暢度；此外，將注意力集中於組織細部的要求，會容易忽略

組織整體原來的目標。 

二、內部無能（internal incapacity）：若組織吸收許多管理技術及方法，但

本身卻缺乏執行及監測的人力、能力與資源的話。又組織外部專家設

計的管理方法，未能詳盡考慮組織的需求與執行力，加上管理人員的

專業素養不足，此時也會造成組織的績效不彰，且無法有效運用這些

管理技術。 

三、信賴感不足（credibility anxiety）：新技術的引進所造成組織的改變，將

引起組織內部的緊張及不確定感，若短時間內無去看見其改變成效，

組織成員就會對管理者產生不信任的心態，使成員因不願隨之改變，

而造成組織績效之低落或成員對於組織願景應付了事。 

四、對結果期望過大（false result expectations）：政策制定者及一般社會大

眾對新技術的使用，常抱有很大的期待，並期望會有戲劇化的變革產

生，造成執行人員莫大的壓力，甚至為迎合大眾期望而產生許多不必

要的工作，如此會因為求表現而耗盡組織的精力，並偏離組織的目標。 

另外，對於管理的迷思也要有所注意（彭懷真，2000：120-121），並非

所有的專業項目都適合數字管理，對於數字所呈現的效率必須保持客觀的

態度，而獎勵系統應盡可能設計多種模式，因個人所需之不同而適用，定

期聽取多方意見並根據意見加以改進。 

近年來許多學者試圖將企業績效管理運用於公部門，但礙於政府部門

與私人企業根本性質上之差異，使政府進行績效或生產力管理時，與企業

之狀況有所不同，其中更有一些不可避免的困境（江岷欽，1993：121-136），

其分析如下： 

一、質（效能）與量（效率）的問題：政府部門在進行績效衡量時，會較



第二章 會議績效管理相關理論與研究發展 

 55

私人企業遇到更多的困難，如：缺乏實際績效的相關精確資訊、標的

團體認定困難、參與成員的複雜性、對政府部門定位缺乏一致性的認

知等，所以「質化」的衡量標準比較適合使用於政府部門。但「量化」

的表示卻較能清楚且明白的說明政府績效表現。而兩者的取捨，應視

所使用的對象而決定。 

二、單面向與多面向的不確定性：私人企業的績效表現就是「獲取利潤」

的單一面向，在績效的衡量上較容易處理。但政府部門所考慮的面向

較多，包括了政治面、分配的公平正義、自由安全的保障、秩序的維

持等。若將政府部門的績效表現專注於單一面向，將會誤導政府的本

質，並影響其他面向的評估。 

三、複雜且模糊的因果關係難以釐清：由於專注的面向過度廣泛，使績效

衡量的因果關係複雜且模糊，造成管理者無法清楚了解部屬的績效表

現，而績效資訊的不清楚亦會造成績效管理的無效。加上民眾通常會

以「理所當然的態度」，來面對提供服務的政府機構，結果對政府的績

效表現當然不盡滿意。 

四、長程衡量與短程衝量的差別：政府機關所提供的服務通常以非營利為

目的，必須經由長時間的進行才能看見其成效，與一般私人企業的短

期即能獲利的績效相比，顯然無法令大眾滿意。此外，民選官員的任

期限制，讓長期衡量績效表現有其困難存在。 

五、政策範團大小難以掌握：政府政策推行與私人企業活動，就其範圍來

說是無法相比較的。政府政策對社會國家有一定的影響範圍及程度，

而私人企業活動僅與其特定的目標有關。 

隨著政府成本意識和公民監督意識之加強，政府績效評估的發展不能

視為單純的績效評估活動，如此容易受到社會大眾的批評，因為政府部門

的績效評估活動面臨著許多困境，如指標的片面性、結果的武斷性等，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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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將系統化與意義廣泛的績效管理，來取代目的單純的績效評估（柳英莉，

2004：18-28）。 

王毓仁（2000：35-45）更引用 Talbot建構的公共績效模型，認為組織

績效的建構在概念上可分為兩大層次：（一）組織本身的活動，即投入與產

出的過程；（二）組織標的對象，即對服務接受者所產生的影響與效果（Talbot, 

1999：15-34）。據此可以了解政府的表現是績效成果的呈現，從公部門在績

效的建構概念，可以經由績效評估、績效衡量及績效監測的過程中，得知

建立績效要有清楚的組織目標、對象、成本的計算、合法的過程，最後產

出最重要的效能問題，如此才能達到建構績效的目的，及真正達到組織想

要的目標。 

至於政府部門績效評估是比較不容易客觀呈現的部份，因為政府的效

能無法像企業一樣容易量化，評估的方式也較複雜。依據丘昌泰（2000）

對績效衡量的解釋與 Talbot（1999）所提出的組織績效概念，政府部門的績

效評估的方式，應先建立組織願景並與績效指標做結合，運用科學的方法、

標準和程序，以對政府的產出、績效做出客觀的評核，最後將評核結果與

組織願景作對照，瞭解是否有達成組織訂立的目標。本研究整理幾位對政

府導入「績效管理」的文獻進行分析，並整理如下表 2-5： 

表 2-5：相關研究者對政府導入「績效管理」之研究彙整表 

題目 作者 年代 類別 摘要 

公部門績效指

標的設計與應

用 

王毓仁 2000 人力發展

第 82期 

引用 Talbot 建構的公共績效模型，認為

組織績效的建構可分為兩大層次：1、組

織本身的活動，即投入與產出的過程；2、

組織標的對象，即對服務接受者所產生的

影響與效果。 

政府績效管理

之理論與實務

姚蕙君 2001 台北大學

公共行政

各國政府受企業型政府概念的影響，師法

企業導入績效管理，政府的績效管理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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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實務探

究與我國現況

分析 

暨政策學

系碩士論

文 

以民意需求和期望所定政策的執行及其

資源成本進行管理。 

地方政府績效

指標之研究─

以英、美、日地

方政府績效指

標為我國借鏡 

柳英莉 2004 中山大學

公共事務

管理研究

所碩士論

文 

政府部門的績效評估本身有許多困境，如

指標的片面性、結果的武斷性等。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政府績效管理受到重視與1970年代英國柴契爾夫人推動行政革新有

關，世界各國政府強調市場機制、顧客導向，並要求績效提升、成本減少，

Osborne & Gaebler（1992）於《政府再造》一書中提及，如果政府不評估績

效，就無從知道成功與否，也無從獎酬、學習、改善與獲得民眾支持，由

此可知績效管理的實施動機與重要性7。而政府機關各單位實施績效管理須

落實課責觀念，才能夠發揮政府機關應有的功能及課與其所負之實際責

任，政府機關應以績效為基礎，以授權取代法規管制，以成果評量取代過

程監督的努力。Callahan（2007）於《有效治理要素：衡量、課責與參與》

一書中，指出治理包含績效、課責與公眾參與三要素，且三要素之間息息

相關，越重視課責越會有好績效；越多公眾參與政府績效衡量，越能要求

政府課責，三要素互相作用，治理從而提升。 

所以，績效管理即是強調組織、計畫與個人的管理以績效成果為依歸，

並重視課責、授權、成果與公眾參與。而本研究希望能將政府績效管理相

關理論運用在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上，藉由理論之應用達到提升立法院會

議績效管理之目的。 

                                                 
7 Osborne & Gaebler在《政府再造》中，提出五項關於政府績效管理的重點：一、如果不評估績效，無從

知道成功與失敗；二、如果不知道成功，就無法獎酬；三、如果不知道成功，就無法從中學習；四、如

果不知道失敗，就無法改正；五、如果不知道失敗，就無法贏得公眾支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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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平衡計分卡理論與應用 

    平衡計分卡為哈佛大學商學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Robert S. 

Kaplan教授和再生全球策略集團（Renaissance worldwide Strategy Group）

創始人兼總裁 David P. Norton所提出。目前已普遍為企業組織所採用，而

在非營利組織中的應用也逐漸受到重視，本節將探討其理論基礎與應用，

茲分述如下（曾榮祥，2006：58-59）： 

壹、平衡計分卡之意涵與內容 

一、平衡計分卡之發展歷程 

平衡計分卡（balanced score card, BSC）的概念，最早於 1988 年提出， 

當時的 Apple電腦公司要「再生」它的幾個主要程序，包括其績效衡量系

統，由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Robert S. Kaplan教

授和再生全球策略集團（Renaissance worldwide Strategy Group）創始人兼總

裁 David P. Norton於 1990 年針對製造、服務、重工業及高科技產業組織績

效的改革，所提出的「未來的組織績效測量方法」--「平衡計分卡」；此研

究共計美國十二家企業參與其中，目的在找出一個超越以財務會計量度為

主的嶄新績效衡量模式；其發展概念是由「企業計分卡」（corporate score 

card）衍生而來。 

相關理論不僅在企業組織中應用廣泛，現今不少非營利組織和公共部

門也跟進採用，獲得相當良好的成效。該理論已成為現今組織經營管理中

不容忽視的重要管理課題。 

二、平衡計分卡之意涵 

平衡計分卡之發展與應用主要源自於對傳統偏重財務表現方面評估的

反動。Kaplan & Norton指出傳統的財務測量有許多問題存在，僅注重呈現

過去資料、營運落後趨勢的財務性指標，卻忽略考量顧客滿意度、組織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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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運作改善、組織創新和學習等具有預測未來發展趨勢的營運性指標。這

些屬於無形資本的組織成員忠誠度和能力、顧客滿意度等，對於組織發展

的影響，更勝於實物和有形資本。 

換言之，平衡計分卡主要在強調「平衡」兼重財務和非財務性指標、

現況評估和未來契機的開創。其次，Lee et al.（2000：407-423）於文中提

到平衡計分卡主要奠基於 Y 理論（theory Y）所強調的人員參與目標制定過

程，可激發自我控制理念，其理念在於以目標適切性，做為增進表現的手

段。 

平衡計分卡理論基礎在於「平衡」和「計分卡」的完美組合。平衡計

分卡可看成以「平衡」為核心精神的本質，具有客觀量化測量和評估作用

的「計分卡」為其主要形式。所以，重視「平衡」是平衡計分卡與傳統模

式不同之處，Kaplan & Norton認為平衡計分卡的意涵有：（一）追求短期和

長期目標間的平衡；（二）重視財務和非財務測量間的平衡，即重視有形資

本和無形資本間的平衡；（三）強調落後指標（lagging indicators）和領先指

標（leading indicators）間的平衡，前者是測量過去努力成果的指標，後者

是驅動未來續效的指標；（四）主張外部和內部效能構面間的平衡，前者指

有關股東和利害關係人滿意等方面外部測量，後者是關於重大組織程序、

人員創新能力、創新與學習等內部測量；（五）注意客觀測量和主觀測量間

的平衡，前者是對具客觀性、易量化成果的測量，後者則屬於主觀性、判

斷色彩續效驅動因素的測量（Kaplan & Norton, 1996a；1998a：147-181）。 

綜合以上，本研究界定平衡計分卡（balanced score card, BSC）為：平

衡計分卡係 1990 年由美國哈佛大學 Robert S. Kaplan及實務界 David P. 

Norton共同主持的 Nolan Norton Institute研究專案「未來的組織績效衡量方

法」所發展出來，其發展概念是由蒐集的創新績效衡量系統中的個案—類

比元件公司（analog devices）發明的「企業計分卡」（corporate score 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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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而來，平衡計分卡運用在非營利組織中，係圍繞著五個獨特的構面：「願

景構面」、「顧客構面」、「創新與學習構面」、「組織內部流程構面」與「財

務構面」，構成一個新的衡量系統。其方法主要是協助組織有效轉換願景及

策略之行動方案，以推動組織目標並進行改造（Kaplan & Norton, 1996a；

1998b；1998c；2000；2004a；2004b；2005a；2005b）。 

貳、平衡計分卡之功能 

Kaplan & Norton認為平衡計分卡不僅具有創新表現檢核、評估的作用

及策略管理的功能，同時具有組織溝通、回饋、學習的功能。而 Niven（2002）

也指出：平衡計分卡具有引導變革，以及結合品質管理和策略分析的工具

（轉引于泳泓譯，2002：18-19）。據此，實施平衡計分卡能有多項的功能： 

一、效能檢核、評估的功能 

平衡計分卡可以讓組織成員有清楚的努力方向，及明確的檢核指標，

能進行客觀、明確的測量評鑑，並進一步發揮效能檢核及評估的功能（Kaplan 

& Norton, 1998b；1998c；2000；2004a；2004b）。 

二、回饙機制的功能 

Niven（2002）認為發展平衡計分卡，能有效促進組織內部成員溝通，

並進行凝聚發展成共識。其次，檢視平衡計分卡，將有助於提供回饋給組

織成員，以掌握明確的組織發展重點，增進對組織運作的了解。所以，平

衡計分卡具有回饋機制的功能（轉引于泳泓譯，2002：35-38）。 

三、策略管理的功能 

策略管理系統為平衡計分卡所有功能中一項相當重要的功能，Kaplan 

& Norton （1998b；1998c；2000；2004a；2004b；2005a；2005b）指出平

衡計分卡可視為一套策略管理系統，該系統不僅要澄青、傳達策略，也要

規劃策略目標，並建立策略施行的回饋制度，換句話說整個平衡計分卡的

運作核心在於策略管理。而 Kaplan & Norton在平衡計分卡中關於管理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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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論述頗多，例如：策略地圖、以策略為核心的組織，均可以顯示出平衡

計分卡具有策略管理系統的功能。 

四、導引組織變革的功能 

Kaplan & Norton（1996a；2000）認為組織實施平衡計分卡，必須詮釋

願景、溝通和聯結、事務規畫、回饋和學習等四階段，所形成的不斷循環、

成螺旋狀變革的歷程與循環，由局部、高層領導、理念等層次，逐漸擴大

為整體、中基層人員、實際施行的層次。在此轉變過程中，經由不斷地制

定、調整、擴大和聯結，使平衡計分卡的實施，不僅推動了制度的改變，

也促進了組織文化革新，及組織成員的專業成長（轉引于泳泓譯，2002：

66-76）。 

五、品質管控與分析的功能 

平衡計分卡可與 SWOT分析8，品質機能展開9（quality function 

development, QFD）等結合，以增益策略規畫和決策的品質（Lee, LD, Leung 

& Ko, 2000：407-423）。換言之，平衡計分卡可以連結一些品質管理工具，

以發揮品質管控與分析的功能。 

綜上所述，平衡計分卡在組織中，若能有效地加以應用，應可發揮多

項功能，如增進組織品質管理、檢核組織效能、提供回饙機制、策略管理，

乃至於導引組織進行革新的功能等。 

參、平衡計分卡之五項主要構面 

平衡計分卡在企業組織中將「財務」構面作為組織發展之目標，在非營

利組織中則以朝向組織的「願景」發展為重點，同時強調顧客、組織內部

運作、組織成員創新與學習構面之衡量相結合，如此才能促進策略及願景

的達成。 
                                                 
8 所謂 SWOT分析：即為一種強弱機會綜合分析法、企業競爭態勢分析方法，及市場營銷的基礎分析方
法，在通過評價企業的優勢(Strengths)、劣勢(Weaknesses)、競爭市場上的機會(Opportunities)和威脅(Threats)
後，用在制定企業的發展戰略，對企業進行全面性的深入分析及定位其市場上之競爭優勢。 
9 所謂品質機能展開(quality function deployment，QFD)：是將顧客需求轉換成產品設計規格的工具。此方
法的實施有賴行銷、設計工程、製造等功能部門組成跨部門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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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為有效落實與實施平衡計分卡，必須將組織發展為「以策略為核心

的組織」（the strategy-focused organization），並有效運用策略地圖（strategy 

maps）、發展核心領導團隊。總而言之，即為本研究所論述之「平衡計分卡

管理策略」，就五項構面內涵而言，亦與平衡計分卡管理策略密不可分，以

下便將平衡計分卡五項主要構面之內涵，加以說明與分析。 

一、「願景構面」之主要內涵 

所謂的「願景」是指組織真實可信且具有吸引力的未來，它代表組織

所有目標努力的方向，能使組織更美好和成功。Bennis & Nanus（1985）認

為願景隨著環境的改變，必須經常評估。因此，願景的主要內容有下列幾

點：（一）願景本身必須是清晰、可信的；（二）隨著環境改變，願景必須

經常進行評估；（三）就組織未來發展而言，提供了長期發展的計劃與願象；

（四）就現況而言，凝聚了成員的願望與理想，作為共同努力的方向。 

Kaplan & Norton（1996a；1998b）設計了平衡計分卡，並提出願景（vision）

與策略（strategy）為組織策略轉化為行動之核心要素，在其他四個衡量構

面上如何實踐策略的管理系統，如下圖 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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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平衡計分卡將策略轉化為行動方案架構圖 

資料來源：Kaplan & Norton, 1996a：52。 

 

綜上所述，本研究願景構面之主要意涵為：組織能塑造成員間共同的

未來，並提供組織成員努力的目標，使組織能更加美好。 

二、「顧客構面」之主要內涵 

平衡計分卡強調以顧客為中心的理念，並要求組織為顧客提供最高服

務價值的願景，轉化為具體的評估指標，以反映顧客的真正需求。所以，

組織應明確以顧客關心的重點為經營目標，並將這些目標轉化成特定可測

量的指標。再以顧客評估的角度，來定義部分的績效評估指標，忠實反映

顧客對組織經營的期望。關於這點，Kaplan & Norton（1996a：68）認為可

由價格、品質、時間等方面去思考，也是對顧客的價值主張、滿意度、延

願景 

與 

策略 

為了財務成功，我們對股東應

如何表現？ 

【財務構面】 

◎目的   ◎標的 

◎衡量   ◎動機 

為了滿足顧客和股東，哪些

流程必須表現卓越？ 

【組織內部流程構面】 

◎目的   ◎標的 

◎衡量   ◎動機 

為了創造遠景，我們對顧客

應如何表現？ 

【顧客構面】 

◎目的   ◎標的 

◎衡量   ◎動機 

 

為了達到願景，我們該如何維

持既有能力，持續改變和革

新？ 

【創新與學習構面】 

◎目的   ◎標的 

◎衡量   ◎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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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率、市場的佔有率、區隔情形等進行瞭解。 

Kaplan & Norton（1996a：68）認為顧客構面的五大核心為：市場佔有

率、現有顧客的維繫、新顧客的取得、顧客的滿意度、顧客的獲利力，重

點在顧客對組織獲利能力之影響程度。關於顧客構面之五大核心衡量意義

彙整於表 2-6與圖 2-3所示。 

表 2-6：顧客構面之五大核心衡量意義彙整表 

市場佔有率 
顧客的數量、花費的金額或售出的單位數量來反映組織生一既定市場

中的銷售比例。 

顧客的取得 
以絕對或相對的數額衡量一組織個體與其吸引或贏得新顧客或組織

比例。 

顧客的維繫 
以絕對或相對的數額，追蹤一組織個體與其顧客繼續維持既有關係的

比例。 

顧客的滿意度 依照顧客價值面計劃中的特定績效範疇，評估顧客的滿意度。 

顧客的獲利力 在扣除用以支援某顧客的特定費用後，衡量一顧客或部門的淨獲利。

資料來源：Kaplan & Norton, 1996a：68。 

 

 
圖 2-3：顧客構面之五大核心衡量圖 

資料來源：Kaplan & Norton, 1996a：68。 

 

關於本研究界定之顧客構面為：組織能忠實反映顧客對組織經營的期

顧客的取得 

市場佔有率 

顧客的維繫 

顧客滿意度 

顧客的獲利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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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並以顧客滿意為核心要素，透過各種管道，瞭解顧客對組織提供之組

織經營效能（績效）與品質的滿意程度，並不斷進行提升與改進。 

立法院之主要功能為代表人民行使職權，並滿足社會大眾之需求，平

常必須蒐集民眾對政府機關之意見，從民眾的觀點做為顧客構面之基礎。

從蒐集之意見中瞭解社會大眾對立法院會議的期望為何，進而改善立法院

會議績效，提升民眾對立法院之滿意度。 

三、「組織內部流程構面」之主要內涵 

在企業組織中，財務方面的高績效部分來自組織內部的運作、決策和

行動的協調配合，傳統測量績效著重監控和改進現有的組織程序，所產生

的價值效果較為短暫。但平衡計分卡則著重在組織內部運作的變革，重心

在可驅動未來大量獲利的影響因素改變，企圖由創造截然不同的產品與服

務，以締造具有長效性的價值效果。因此，在組織內部流程中，可思考的

重點有：組織創新、營運、售後服務等運作程序，以及由創新程序、顧客

管理程序、運作程序、法令與環境程序等面向（Kaplan & Norton, 1996a：

96）。 

組織內部流程構面旨在達成財務面及顧客目標，因此在設計績效衡量指

標前，應先分析組織的價值鏈，從創新流程（innovation process）、營運流

程（operation process）及售後服務流程（post-sale service）三方面，思考如

何滿足顧客的需要，進而建立各種可以達成目標的衡量指標，如圖 2-4所示: 

 
圖 2-4：組織內部流程構面價值鍊圖 

資料來源：Kaplan & Norton, 1996a：96。 

售後服務流程 營運流程創新流程 

滿足 

顧客需求

認識 

顧客需求 

    
 
市場

辨別 

創造產品/

服務供給 

產品/服務

之建立 

產品/服務

之運送 

顧客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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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圖 2-4，本研究將組織內部流程中，三項流程之內容分析如下： 

（一）創新流程：創新流程分為兩個部份，第一部分為市場研究，目的是

辨別市場的規模、顧客的喜好，以及目標產品或服務的價格。第二

部份則是將市場研究的結果，回饋給產品和服務的設計與開發部門。 

（二）營運流程：是價值創造的短波，包含了產品和服務之建立及產品和

服務之運送，強調以高效率、一貫性和及時性的手段，提供好的產

品與服務給既有的顧客群。 

（三）售後服務流程：售後服務流程是內部價值鏈的最後一個階段，若是

企業想要達成顧客所期望的售後服務，可以從衡量營運流程的時

間、品質和成本等因素來衡量售後服務的績效。 

綜合以上，本研究之組織內部流程構面為：組織針對內部行政運作方

式、程序等，讓會議中的與會者及議事人員，在會議上擁有專業且良好的

表現，且不斷進行行政程序革新，以滿足組織成員之需求，讓會議能順利

進行。 

四、「創新與學習構面」之主要內涵 

創新與學習構面主要和組織整體與個別成員有關，重點在關注組織成

員在創新、改善及學習能力的培育，藉由成員的個人學習帶動整個組織學

習，並保持推動變革與改進的動力。依 Kaplan & Norton建立平衡計分卡的

經驗分析，在建立創新與學習構面的績效衡量指標時，應可從「增強組織

成員的潛能」、「增強資訊系統能力」及「增強鼓勵、授權及目標的一致性」

等三方面來思考。 

Kaplan & Norton（1996a：129-133）提出核心衡量指標及特定情勢動因

構成了創新與學習構面各要素之關係架構，其中核心衡量指標有：組織成

員滿意度、組織成員留職率及組織成員生產力；而組織成員滿意度之動因

有組織成員的才能、技術的結構或組織及誘導組織成員行動的氣候。當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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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能加強特定情勢動因時，則組織成員之潛能便能不斷發揮。關於創新與

學習構面的特定情勢動因素，見表 2-7與圖 2-5所示： 

表 2-7：創新與學習構面的特定情勢動因素彙整表 

組織成員的才能 技術的結構或組織 誘導組織成員行動的氣氛 

◎ 策略性的技術 

◎ 訓練水準 

◎ 技術性槓桿 

◎ 策略性技術 

◎ 策略性資料庫 

◎ 經驗的取得 

◎ 專有軟體 

◎ 專利權、商標權 

◎ 主要決策循環 

◎ 策略性的焦點 

◎ 職員的授權 

◎ 個人的合作 

◎ 道德 

◎ 團體精神 

資料來源：Kaplan & Norton, 1996a：133。 

 

 
圖 2-5：創新與學習構面各要素關係架構圖 

資料來源：Kaplan & Norton, 1996a：129。 

 

Kaplan & Norton（2000：93）隨後將上述創新與學習構面衡量內容，進

一步加以擴展，呈現出創新與學習核心衡量架構圖，如下圖 2-6： 

成員留職率 

結果 

成員生產力 

成員滿意度 

成員的才能 技術的結構或組織 誘導成員行動的氣候 

核

心

衡

量

指

標 

動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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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創新與學習構面核心衡量架構圖 

資料來源：Kaplan & Norton, 2000：93。 

 

綜合以上，組織內部流程構面主要內容有：組織提昇內部運作、產品

品質、技術水準和生產力，以及降低成本和加速交貨之衡量指標。創新與

學習指標為組織成員與產品創新和增加附加價值之績效衡量。 

而本研究界定創新與學習構面為：組織能營造出支持成員專業學習與

成長的氣氛，經由組織成員之學習與成長，讓組織成員可以激發潛能並發

揮創新能力。 

五、「財務構面」之主要內涵 

傳統企業最受重視的面向，因為沒有良好的財務成長表現，將使企業

組織無法經營及生存，而平衡計分卡也重視財務方面的表現，並將其列為

不可忽視的主要構面。擁有設計良好的財務性績效指標，便能正確顯示組

織策略的實施成效及利潤成長之情形。關於財務績效指標有：營運成長、

成本降低、生產力改善、資本利用和投資策略等多項主題值得重視。 

對政府機關來說，財務來源為人民之納稅錢，在財務上以有效運用及

管控為主要，經由實質效益與成長，達到以提高行政效率之目標，並以有

效利用固定資源，與開源節流作為財務構面之基礎。 

策略性能力 策略性科技 行動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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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本研究界定之財務構面為：組織能有效爭取相關經費資源，

依據組織需求編列合理預算，辦好組織財務管理工作，並作最佳的運用。 

根據 Kaplan & Norton的研究指出，上述五項構面乃是提供組織參考的

依據，各組織在應用平衡計分卡時，仍可參酌組織的內、外部情境，斟酌

增減構面數或改變構面的內容。于泳泓譯（2002：34）與于泳泓、陳依蘋

（2004：67-70）也談到平衡計分卡的構面可因產業別而有所不同，例如非

營利組織公共部門：可增列願景或使命，臺灣企業組織可加入政府法令等。 

 

肆、平衡計分卡在非營利組織之應用 

從 1992 年平衡計分卡出現至今，已為全球大部分營利事業機構所採

用，一直到 1996 年才被應用在非營利組織上。一般而言，非營利組織包含

政府、醫院及財團法人等機構。由於非營利組織在組織功能中比較不容易

明確定義其策略，因此最初發展之平衡計分卡，比較像關鍵績效指標（KPI）

計分卡，並非以策略為基礎的計分卡，都是把使命視為天職，以作業優勢

為策略主題，強調提升效率、降低成本或減低不良率等（葉永豐，2004：

26）。 

雖然平衡計分卡最初的應用，是為了改善營利事業機構的管理情形，

但是計分卡用在改善政府和非營利機構的管理上效果更好（Kaplan & 

Norton，1996b：53-79），以下將討論平衡計分卡在政府部門的應用概況。 

一、平衡計分卡應用在政府部門 

平衡計分卡並非能運用於所有產業，不同產業狀況、產品策略及競爭

環境需要不同的平衡計分卡。因非營利事業（含政府部門）關注其提供服

務的價值、成立目的是否發揮等與私人組織以股東價值極大化目標不同，

因此，實施平衡計分卡的構面順序宜跟隨調整，平衡計分卡因對象不同而

調整是有必要的。 

劉一新（2004：22）提出政府機構的顧客為全國民眾，其使命應該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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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有效、公正、合理的公務而受惠。所以公共部門主要偏向組織使命的

達成，而財務構面主要目的是在滿足顧客。 

葉永豐（2004：27）提到平衡計分卡在歐美地區的政府部門和非營利

機構的應用已非常普遍，主要原因在實施平衡計分卡，能讓政府和非營利

機構的績效改善，其優點有：（一）平衡計分卡將整個組織步上學習的軌道；

（二）使預算決策更合理化；（三）使改善績效變得更容易；（四）增進與

關係人（人民、立法者、捐贈者）的溝通；（五）標竿管理。 

可見平衡計分卡在非營利機構與政府部門間之應用已非常普遍，其理

由就是在提升組織績效，達成組織願景。 

二、政府部門平衡計分卡之架構 

由於組織屬性不同，適用於一般營利機構的傳統平衡計分卡構面及衡

量焦點，並非可全盤適用於政府組織。Kaplan & Norton（2000：135-136）

認為，政府部門要實施平衡計分卡，財務與顧客構面的順序必須重新思考，

平衡計分卡在政府部門實施，有三個高層構面必須考量作調整，就是將顧

客構面移到與財務構面平行的位置。將構面進行調整之考量因素有： 

（一）社會成本：該構面強調作業效率，所以在成本的衡量上，除了政府

部門外，亦必須考慮人民和相關組織投入之社會成本。政府部門在

執行使命、創造福祉時，需將成本盡量降至最低。 

（二）服務價值或效益：由於政府部門為人民創造之價值與效益不易衡量，

但藉由平衡計分卡之運用，仍可將其產出（output）加以評估與計算。

通常政府部門會盡可能產出相關政策來滿足民眾，但人民與民意代

表只會對其產出與成本做綜合之判斷。 

（三）立法機關和民意支持：對政府部門而言，每年的經費來源必須經由

立法機關的審核與通過，立法機關便是政府的「顧客」。政府部門為

獲得經費的支持，就必須提供相關服務來滿足立法機關與人民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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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與期望。 

吳安妮（2004：120-122）在〈平衡計分卡在公務機關實施之探討〉一

文中亦認同 Kaplan & Norton的觀點，認為公共部門之平衡計分卡架構，學

習成長構面是在最底部支持著內部流程構面，內部流程構面則是支持著財

務構面，財務構面支持著顧客構面，這也代表著顧客構面才是公共部門中

最重要的一個部分，如下圖 2-7所示： 

 
圖 2-7：公共部門的財務/顧客構面圖 

資料來源：Kaplan & Norton, 2000：136。 

 

因此，政府部門要實現其使命，至少必須達成以下三項高層目標：（一）

創造價值；（二）降低成本；（三）贏得立法機構和民意之認同與經費支持。

在上述三項目標下，再進一步界定其內部流程、學習與成長構面，以支持

高層目標之達成。 

Paul R. Niven在《平衡計分卡最佳實務：按部就班成功導入》一書中，

也認為平衡計分卡應適度修正，將其修改成適用於政府部門之架構，如下

圖 2-8所示。 

學習與成長 

 

服務價值/效益 
（包含正面的外部效益）

內部流程 

使 命 

立法機關的支持 

◎ 立法機構 

◎ 選民/納稅人 

 

提供服務的成本 

（含社會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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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公共部門平衡計分卡架構圖 

資料來源：于泳泓譯，2002：389。 

 

Niven（2002）認為「策略」不論在政府部門、大企業或小商店裡，都

是平衡計分卡系統的核心。公私領域平衡計分卡的差異，在於前者將「使

命」置於計分卡系統的最上層，往下則是組織的顧客，組織必須確定誰是

服務對象和如何滿足其需求。財務指標在整個系統中仍占有重要地位，以

最低成本創造工作效率與價值，對任何組織來說都是重要課題，在政府部

門仍適用。政府部門的內部流程指標須從顧客構面之價值定位中擷取，政

府部門流程以滿足顧客需求唯依歸，指標設計也應從中考量。為達成內部

流程、財務與顧客構面所建立的目標，需制定員工學習與成長領域的指標，

使命 

我們的顧客是誰？ 

我們要如何為顧客創造價值？ 

顧客 

在滿足預算限制的情況下提供顧客滿

意，我們必須加強哪一項運作流程？ 

內部流程 

我們如何在控制成本下為

顧客增加價值？ 

財務 

我們要如何維持成長與變化，滿

足法律與公民之需要？ 

學習與成長 

策 

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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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指標須能追蹤訓練計畫的績效，並試圖填補技術落差等（轉引于泳泓譯，

2002：388-392）。 

吳裕群（2003：62-63）在〈平衡計分卡於一般行政機關之運用—政府

財經部門〉一文中，曾就平衡計分卡作各項因素之分析如下： 

（一）顧客構面：首先要瞭解誰是政府部門的顧客？而依據 Kaplan & Norton

主張的顧客價值通用模式，找出顧客面的策略目標，見圖 2-9。 

 
圖 2-9：顧客價值通用模式圖 

資料來源：Kaplan & Norton, 1996a：74。 

 

（二）財務構面：與營利企業組織的財務目標明確不同，在 Kaplan & Norton

建議的三個財務主題中，通常政府部門最多僅能著重於成本降低與

生產力改進的主題上，即如何以最低成本產生最大之工作效率與價

值，以達成組織願景與目標。 

（三）內部流程構面：政府部門的內部流程構面指標，需要從顧客面的價

值中著手，也就是為達顧客滿意，需改善哪一部分的關鍵流程。依

據 Kaplan & Norton的內部流程價值鏈探討在政府機關適用情形如

下：1、創新流程：引進新管理模式、技術與組織制度上之變革等。

2、營運流程：作業時間縮短、作業流程標準化等。3、售後服務流

程：在提供服務後，應持續辦理的工作，例如檔案建管、資料保密

價值 產品/服務的屬性 形象 關係 

功能 品質 價格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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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隱私權維護等。 

（四）學習與成長構面：為達成前三項構面建立之目標，政府部門員工必

學習與增進哪些能力，而且需與策略聯結並持續追蹤其效果。 

根據上述的觀點，本研究認為要探討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從平衡計

分卡各項構面關係來看，必須將其各項構面之關係相連結，本研究嘗試擬

定其各構面的主要關係，如圖 2-10所示： 

 
圖 2-10：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之平衡計分卡關係圖 

資料來源：修改自于泳泓、陳依蘋，2004：70；Niven著、于泳泓譯，2002：389。 

 

自 1992 年 Kaplan & Norton提出平衡計分卡從四項構面來審視企業，

分別為：（一）財務構面（financial perspective）；（二）顧客構面（customer 

perspective）；（三）內部流程構面（internal business process perspective）；（四）

學習與成長構面（learning and growth perspective）等。到國內相關研究者認

為平衡計分卡在非營利組織及公共部門之應用可以發現，在非營利組織與

公共部門當中，平衡計分卡架構有其調整之必要，為了讓平衡計分卡在非

營利組織之應用更為方便與普及，應可增列願景構面一項，使平衡計分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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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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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民眾認為立法院會議

績效是良好的。 

創新與學習構面 

為提升會議績效，組織

成員必須不斷學習與更

新專業知識。 

財務構面 

會議將有效資源應用最

大化，不浪費人民納稅

錢。 

議事人員和與會者在會

議上有專業且好品質的

表現。 

組織內部流程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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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在組織應用上可以更加完備。 

三、政府部門實施平衡計分卡之挑戰 

Paul R. Niven在《平衡計分卡最佳實務：按部就班成功導入》中，提出

一些政府部門實施平衡計分卡的挑戰議題與解決方案（轉引于泳泓譯，

2002：394-401）。其中部分重要項目，如「工作難以被衡量」、「獎酬連結」

擇要如下列所述，供本研究參考10： 

（一）工作難以被衡量：這是大多數公共部門主管與職員抱怨之所在，認

為成果不易被衡量，因為在公共部門的成果需要長時間的累積，短

期成果不易被看見。為克服工作衡量困難之問題，政府部門必須先

區分「成果」與「產出」之不同，將產出視為短中期目標，取代所

希望達成之長期成果，其假設前提為累積短期成果之產出，終可導

致長期成果的出現（轉引于泳泓譯，2002：396）。 

（二）獎酬連結問題：從平衡計分卡的設計者 Kaplan & Norton到追球利潤

的企業人士都同意，為確保組織文化改變，平衡計分卡需以某種形

式與薪資連結，其中北卡羅來納州夏洛市推動以平衡計分卡的目標

達成率規劃職員績效獎金之案例，證明其為可行。就算不能以財務

做為獎賞，政府部門主管也可以平衡計分卡作為獎勵方式，例如：

知識的增加、學習滿意度與預算分配的增加等都是可行的。 

根據上述，平衡計分卡應用於公共部門，能協助組織達成願景與使命，

但也有許多有待調整之處，例如工作衡量狀況、獎酬問題等，但理論基處

運用在公部門之中是可行的。 

本研究目的在提升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因此在立法院的立法效率效

能化是一個重要的層面，為了讓立法院運作發揮功效，並有效執行相關策

略，達成立法院之願景。故將平衡計分卡理論應用在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

                                                 
10 Paul R. Niven在《平衡計分卡最佳實務：按部就班成功導入》一書中提及，除了「工作難以被衡量」、

「獎酬連結」外，其他挑戰議題還有：改變的壓力、技術限制、職員技能...等項，詳情請參照書本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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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架構上，經由強調立法院使命，轉化成為立法院之共同願景，進而建構

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之執行策略方向。願景轉化成為策略目標，建構出策

略地圖，進行策略管理，協助提升立法院會議績效，達成組織願景。本研

究之平衡計分卡理論應用於立法院之策略架構流程，如圖 2-11所示： 

 
圖 2-11：平衡計分卡應用於立法院之策略架構圖 

資料來源：修改自吳安妮，2005：7。 

 

    平衡計分卡在非營利組織之應用，已逐漸受到重視，亦有許多學者探

討有關平衡計分卡在公務機關或政府部門的運用。然而平衡計分卡如何運

用在公務機關各個單位，進而將各部門之政策、策略、施政理想一一落實，

並評估其績效，是現階段非常重要的主題，亦是本研究將平衡計分卡之理

論基礎套用於立法院會議之基礎概念，也希望藉由此概念之應用，能提升

立法院之會議績效，達到提升國會形象之目的。 

 

第四節 會議管理之探討與研析 

在討論完公共管理相關理論、績效管理理論與平衡計分卡理論後，本

研究最後將討論會議管理理論，經過研究者的文獻蒐集與分析，發現目前

學界對於會議管理並無相關理論可以探討，至於會議管理相關書籍亦不甚

多，學界對於會議管理幾乎認定其只是一種開會的形式與技巧而已，並無

策略執行 澄清願景 願  景 

績效管理 績效衡量指標

（KPI） 
策略的衡量 

策略管理 策略地圖 策  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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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理論與研究。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探討立法院之會議績效管理，因此，對於會議管

理亦必須作一清楚的研究與交代，茲將本研究所蒐集的文獻資料作一歸納

與分析如下： 

開會為人類社會生活不可或缺的活動形式之一，也是實施民主政治的

方式；大家透過意見溝通、集思廣益、凝聚共識，達成解決問題的目的。

民主社會的會議，其內涵應該包括會議管理的理念及相關法制。 

會議是現代政府機關、企業機構和人民團體決策中不可缺少的管理工

具，也是領導者、管理階層、企業經理人與所有工作人員進行資訊交流的

重要場所。成功的會議可以確保組織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和效率化，也

可讓與會者相互溝通，避免誤會的產生。因此，沒有科學的會議管理，就

沒有高效能的行政管理和卓越的領導力。 

立法院之會議績效長期以來遭人詬病為沒效率、浪費國家資源，面對

社會大眾對立法院的期待越來越高，立法院必須以提升會議績效為首要目

標，讓社會大眾對立法院的形象改觀。因此此，如何改善立法院會議績效，

便成為許多學者專家想要研究探討的議題。 

為訂定提升立法院會議之績效指標，本研究將藉由公共管理與績效管

理之精神、平衡計分卡與層級分析法之方法加上會議管理之相關文獻討

論，找出符合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之關鍵指標。 

壹、會議的相關概念 

一、會議的定義 

「會議」（meeting）一詞，顧名思義，係會合而商議或議論的意思，也

有人將會議概括為「聚眾議事」，這是最通俗的說法（羅傳賢，2006：1）。 

依據內政部所頒布的「會議規範」第一條即明定為：一人謂之獨思，

二人謂之對話，三人以上，循一定之規則，集思廣益，研究事理，達成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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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解決問題，以收群策群力之效，謂之會議。11所以，會議是為了「研究

事理」（討論）、「達成決議」（決議）、「解決問題」（執行），立法院會議同

樣也是要研究事理、達成決議與解決問題，為了讓立法院會議更有效率，

就必須要達成「會要議」、「議要決」、「決要行」等三項目的，而不是終日

吵鬧、怠惰議事，加深民眾對立法院之負面觀感。 

二、會議構成的要件 

會議構成的要件有三項，根據羅傳賢（2006：2-3）的分析為： 

（一）人數必須三人以上：會議是以出席人數超過半數作為法定人數，故

一個會議至少應有三人以上參加。若有一個會議有三人參加，但開

會時只有二人與會，雖然是過半數，但不足三人時，仍不能宣布開

會。 

（二）會議有一定的規則：會議之進行必須參照議事規範或會議規則。此

規則在一般民間指的是民權初步或會議規範。在其他正式議會或團

體，會依據會議規範的原則或民權初步的精神自訂規則，例如立法

院議事規則等。 

（三）研究事理而為之解決：為解決問題或具體事件而提交會議處理，在

經過充分、自由的討論後，作出妥善的解決方法與決議。 

三、會議的基本特質 

會議是一種群體互動的過程，根據一般人之認知與理解，會議的基本

特質基本上包括三點： 

（一）有固定時間：要求與會者在同時間、地點，共同討論相關議題。 

（二）多樣的意見：讓不同意見進行交流是召開會議的必備要件。會議召

開的優點是能集合大家的想法與觀點。因此，會議的本質就是與會

者對議題持各式各樣的想法，透過會議的過程，讓大家的意見能夠
                                                 
11 內政部所頒佈之「會議規範」，是以孫中山先生之「民權初步」為藍本，根據內政部解釋，會議規範不

是命令、準則、規則，僅是一種規範而已，人民團體需經由章則或決議採用使得最為該團體議事程序之

法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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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共識。 

（三）一定之程序：會議有其儀式、禮儀和形式性的必要。通常會議規模

越大其程序越正式，因為正式的會議必須舉行相關儀式，讓會議召

開的正當性更加充足。 

任何會議通常會有上述三項特質，立法院會議亦是如此，不論是院會

及委員會皆有固定時間及地點，讓不同意見與黨派的立法委員進行溝通討

論，而且會議之程序按照議事規則來進行，所以立法院會議具有會議的三

項主要特質。 

四、會議的功能 

會議的召開有其重要性及目的，因此會議的內容及過程就必須有所發

揮，而根據羅傳賢（2006：19-21）的看法，通常成功的會議具有下列幾項

重要功能： 

（一）促進民主參與：民主政治強調參與，所以必須經過表決或是集會的

方式來制訂各項事務，會議是民主政治的表現方式，會議的雙向溝

通讓達成共識的目的變的可行，議事規則也排除少數人專斷的可能

性，並成功的保護多數人的權益，保障「少數服從多數、多數尊重

少數」的民主原則。 

（二）確立決策正當性：經由會議可以瞭解必要之訊息、工作之分配與做

成相關決策。透過會議的討論，所做成之決定或建議，能使參與者

富有使命與責任感。經過會議的參與及溝通，所做成之決策才有正

當性，有正當性之決策才可使人順從，讓會議決策能順利推行。 

（三）實現組織領導：會議是實施領導的重要途徑，會議提出之要求可使

相關人員依規定執行，而會議的決策亦支持領導者的權威。所以會

議能讓組織更有向心力，並朝組織目標與共識邁進。 

（四）落實資訊交換：經由多數人之意見交流，可以讓與會者激發新的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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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藉由資訊的交換得到不同啟發。所以，會議是集思廣益的重要

場所與資訊交流好方法。 

（五）彌補組織缺陷：當組織責任分工不明確時，會議的召開便能彌補此

種缺憾。當組織工作分派不明確造成互相推諉時，可臨時召集有關

的主管會議，來決定負責的單位或協調責任的分擔。所以，會議可

使有關單位能夠相互支援，並促成分工合作的管理工具。 

（六）培養團隊意識：會議可以促進與會者彼此瞭解，並培養團隊意識。

因為會議提供同事或會員相聚的場所，當每個人置身於會議時，經

由彼此對事務的討論與交換意見，可增進彼此間的合作情感。所以，

會議可使人們養成合群的好習慣，進而培養團隊意識與精神。 

立法院會議亦包含上述幾項功能，在促進民主參與、確立決策正當性、

落實資訊交換與培養團對意識上皆有所幫助，至於落實組織領導與彌補組

織缺憾在立法院會議當中較為困難，但基本上之會議功能皆已包含在內。 

五、會議常見之缺點 

在討論完會議的定義、要件、基本特質與功能後，接著要討論會議的

缺點，因為會議的不當召開或未依照會議管理原則進行時，會造成許多不

具成效或是冗長之會議，而會議常見的缺點主要有下列五點（羅傳賢，

2006：21-22）： 

（一）內容空泛、耗費人力、時間與經費：會議代表之不適當、無權作成

決定、會議缺乏中心議題、與會人員未能把握重點、或發言不踴躍

等原因，導致內容空泛，缺少具體結論，而耗費人力、時間及費用。 

（二）易被少數人操縱：有些會議會因為少數人喜歡發言、地位或聲望較

為突出，而造成發言機會不均的結果，有時做成之決議，都只是少

數人的意見而已。 

（三）成為推卸責任之手段：有些主管遇到困擾的問題時，往往不依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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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行處理，一味將問題送由會議討論，來減輕自己的麻煩。因為經

由會議所作的決議，與會者必須共同擔負責任。未來決議發生偏差

須追究責任時，又產生相互推諉責任的情況。 

（四）容易感情用事：許多意見領袖常會控制會議之進行，作成不客觀或

不理智的決議，讓專業的會議蒙上感性之決議。因此，許多會議常

會有感情用事的情況，讓會議變的很沒績效。 

（五）無效會議的產生：例如會議的召開是基於不正當的理由，或是會議

的舉行只重視形式不論實效，所以常有會而不議的情形。此外，會

議有其權限範圍，經由會議的決議，會因會場的氣氛、情緒的影響，

導致雖有決議但多決而不能執行。 

根據上述幾點，以立法院會議的狀況來說，包含了內容空泛、被少數

人操縱、容易感情用事與無效的會議等，鑑於立法院會議績效不彰，所以

本研究要以提升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為目的，進而提升國會形象及尊嚴。 

貳、會議管理的意義與目的 

管理是達成組織目標運用的一種程序，即經由一種正當程序對於人

員、財物、事務、時間等加以處理和運用，使一個團體的組成分子獲得統

合、協調與運用，並有效果的與有效率的達成組織的目標（傅肅良，1994：

6）。會議是一種資源，可以透過管理而獲得更多的效果，故所謂會議管理，

就是各種組織或團體希望運用會議為手段，以達成組織目標，幫助管理者

探索如何貫徹會議的執行與順利完成其事務的具體技術、方法與程序。 

會議管理的主要目的，是各種組織或團體的成員能夠依據法規規定，

或配合自身的需要，妥善運用其所學到的會議規範與會議技巧，從根本改

變會議體質，以達成追求會議的效率化、活性化及創造化，及避免會議的

瑕疵等目標。 

參、會議管理相關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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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資源分享與達成決議；然而現今由於開會技巧

不佳或過於頻繁，不但無益問題之解決，反而使問題愈形複雜。頻繁的會

議與主管階級零碎的決策，常常是與會人員與執行者的夢魘，無效率的會

議不僅浪費時間、成本，也常造成工作品質的低落。 

因此，一個會議有效的進行，可以達成會議之目的，降低運作成本，

達成人力資源效率化，Judith Leigh（2002：44）認為人們是為了以下不同

的理由才會合商議：一、發表主題報告（presenting）；二、蒐集資料（getting 

information）；三、參與討論（discussing）；四、提出建議（proposing）；五、

表示不同意見（disagreeing）。 

而長期擔任企業管理顧問的 Roger K. Mosvick & Robert B. Nelson

（1999）認為，會議管理即是針對改善惡性循環的會議體質所設計。根據

他們的追蹤與訪談，及從事企業管理顧問六十多年所累積的經驗與觀察，

發現現代企業最頭痛的問題就是開會。因為開會技巧不佳或過於頻繁，反

而使問題更為複雜（高維泓譯，2002：175）。頻繁的會議與主管零碎的決

策，造成員工的莫大困擾與工作品質的低落。因此，他們建議從檢視會議

進行方式的變革，來分析議事缺乏效率的主因，進而提出有效率的開會方

法，以達到確實可行的決議。 

羅傳賢（2006：23-24）在《會議管理與法制》一書中更提出，會議管

理是各種組織或團體，希望運用會議的執行與順利完成其事務的具體技

術、方法與程序有效的會議必定有其規則及流程，透過會議管理才能達到

最佳的會議效果，並提出會議管理有下列四項要點： 

一、追求會議的效率化：所謂有效率，就是會議的收益應當大於成本。會

議的決定可能帶來的效益就是會議的收益。如果會議沒有任何決策，

收益就為零。 

二、追求會議的活性化：活性化即為積極參與會議，一個優良的會議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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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有：（一）預定出席會議人數的參加率；（二）參加者的發言率；（三）

所提議見解的實現率。 

三、追求會議的創造化：會議上能夠提出創意思考的新思維，使與會者能

跳脫既有的思考模式，共同激發創意，做出最佳的對策，並提升工作

效率與組織目標。 

四、避免不當和瑕疵的會議：會議難免出現瑕疵，如加以適當的管理 ，則

可將瑕疵降至最低。 

一個成功、有效的會議必定有其可應循之規律，透過有效的管理可得

到降低會議成本、提高會議效率、得到良好的會議決議，進而達到最佳會

議效果。本研究將上述對「會議管理」的主要活動及定義整理如下表 2-8： 

表 2-8：相關研究對「會議管理」之介紹彙整表 

題目 作者 年代 類別 摘要 

會議管理（We’ve 

got to start meeting like 

this a guide to 

successful meeting 

management） 

Roger K. 

Mosvick 

and 

Robert B. 

Nelson 

1999 專書著作 會議管理，是針對改善惡性循環的會

議體質所設計。1、檢視近年來會議

進行方式的變革，及分析議事缺乏效

率的主因；2、進而提出有效率的開

會方法，以達成面面俱到、確實可行

的決議。 

Organizing and 

Participating in 

Meetings 

Judith 

Leigh 

200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發表主題報告；2、蒐集資料；3、

參與討論；4、提出建議；5、表示不

同意見。 

會議管理與法制 羅傳賢 2006 專書著作 會議管理是各種組織，希望運用會議

的執行與順利完成其事務的具體技

術、方法與程序，有效的會議必定有

其規則及流程，透過會議管理能有效

管理會議及達到最佳的會議效果。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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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會議管理之相關研究與介紹並不多，所有討論幾乎停留在

技術面的探討為主，本研究以立法院會議為研究主體，會議是立法院主要

業務的執行方式，立法院會議主要在審查法案、預算及制訂重大民生福利

政策，因此立法院會議績效非常重要。但衡量立法院會議的績效成果，目

前並無一套客觀的評核制度，多是以主觀的感覺或是法案通過的統計數

字，來做會議績效優劣之判斷。本研究希望將公共管理、績效管理與平衡

計分卡概念相結合，輔以會議管理的相關論述相，制訂出立法院會議績效

管理目標，進而達成會議績效之策略及工作項目，並提供立法院會議參考，

最後達成提升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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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依據績效管理、平衡計分卡理論，藉由深度訪談法完成專家意

見調查，進而建構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指標。而本章第一節將依序說明研

究流程與觀念性架構，第二節為專家意見調查方式、訪談對象之篩選與 AHP

問卷設計及實施程序，最後介紹 AHP問卷方法之理論基礎、評估方式及計

算方法等。 

 

第一節 研究流程與觀念性架構 

    本研究之研究流程與觀念性架構，為使本研究能順利進行，必須先擬

定研究流程，並按照擬定之步驟一步步來進行，接者要擬定觀念性架構，

首先藉由相關文獻分析，初步建立觀念性架構，再藉由深度訪談法確立觀

念性架構，最後交由層級分析法建立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指標。 

壹、研究流程 

    首先要確立研究主題，經由蒐集、研讀、歸納並分析與本研究相關文

獻後，研究方法第一階段擬採用紮根理論，先與立法委員、資深議事人員

及國會助理進行深度訪談，並進行質性分析，深入探究我國立法院會議之

現況與問題所在，然後將平衡計分卡（balanced score card, BSC）理論運用

於立法院會議當中，將提升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之問題分為五大部分：願

景構面、顧客構面、組織內部流程構面、創新與學習構面及財務構面，除

了與論文指導教授多次請益研究外，更請熟悉立法院議事運作之議事人

員、主管及立法委員就本研究初發展之問題進行專家意見調查訪問，作為

設立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之基礎指標，之後在根據專家意見調查訪問之分

析結果，作為增刪 AHP問卷發展之基礎。 

隨後，採用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建立問卷架構

及資料分析的基礎，並將問卷發給相關專家進行填答，問卷回收後應用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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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分析法來評估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各項構面、策略主題與工作項目之互

相關係，作為建構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策略地圖之基礎。本研究之研究設

計如圖 3-1所示： 

 
圖 3-1：本研究之研究設計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確立研究主題 

研究動機與背景 

研究目的 

相關文獻蒐集與分析 

進行專家意見調查與訪談 

AHP問卷設計與發放 

問卷彙整與進行 AHP分析 

研究結論與建議 

建構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模式 

導出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策略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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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確立研究主題階段 

提昇立法院會議績效、改善國會形象一直是立法院努力的目標，也是

落實國會改革之重要課題，現今立法院除了應具備創新與學習之理念外，

也必須因應內外在組織環境改變之狀況與管理革新。而平衡計分卡相關理

論提出了一套嶄新的績效管理策略理論，在企業界實務上之應用已非常成

熟，但此理論可否適用於立法院會議，實際運作後能否得到實質的影響與

價值，是值得我們深入去討論的。 

本研究在廣泛蒐集平衡計分卡理論及相關管理策略資料，並多次請教

二位指導教授修訂研究主題之可行性與價值性，經二位指導教授多次的指

導、提示與修正，使研究者確定研究主題。但是平衡計分卡相關理論引用

在立法院會議績效之指標建構與確立策略地圖流程，應以審慎規畫與評估

方式來進行，以期達到提升會議績效的目的。 

二、蒐集與閱讀相關文獻階段 

研究者於確定研究題目後，廣泛蒐集與閱讀相關文獻，包括：立法院

議事效率相關論文與文章、平衡計分卡之理論基礎及管理策略、層級分析

法在其他領域之應用與發展狀況，並進行文獻資料之歸納與整理。並透過

網際網路以及國家圖書館等地收集資料，包括書籍、中（英）文期刊、雜

誌、學報、論文等重要文獻，加以分析、彙整與閱讀，在獲得基本概念後，

將研究理論進行歸納與評析，最後提出個人之相關意見。 

三、專家意見調查與指標建構階段 

根據文獻指出，平衡計分卡具備整體性績效評估與策略管理之理論與

實務，本階段之目的在建構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指標，首先透過專家意見

調查訪問，先邀請具有豐富實務經驗之立法委員及立法院議事人員為諮詢

對象，進行指標資料之蒐集，再根據專家意見調查訪問結果，來解釋分析

相關資料，並初步修訂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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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於 2008 年 2月開始，多次與指導教授、立法院國會助理、議事

人員討論，並推薦對立法院實際會議狀況熟悉之專家，依據文獻資料之分

析與歸納，初構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指標。隨後進行專家意見調查暨諮詢，

以期將理論與實務兩大層面進行歸納與綜整，進行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指

標之修訂，並完成本研究之指標建構。 

四、AHP問卷設計、發放與彙整階段 

依據本研究所建構之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指標，發展成 AHP問卷，最

後在徵詢二位指導教授意見後，確定 AHP問卷內容，並進行問卷調查與項

目分析，以修正、檢視、建構出本研究之關鍵績效指標與策略地圖。本研

究之問卷發放對象以 30位左右為主，初步將平時參與立法院會議之部門、

人員做二分法，基本上設定 15位服務於立法院之人員（包含國會助理、各

黨團助理、議事人員與立法委員等）為問卷受訪對象，另規劃 15位行政院

各單位聯絡員為受訪對象（平時參與委員會會議與立法院橫向溝通之人

員），並進行統計分析工作。依據鄧振源（2005：278）之建議，應用層級

分析法處理決策問題時，決策處理專家以 5-15人較佳。此階段研究者將完

成指標建構，並將指標轉化為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之 AHP問卷，然後進行

問卷結果分析，最後彙整出各構面之工作項目權重以供參考。 

五、研究彙整與報告撰寫階段 

    本研究將有關指標建構之分析結果，提出結論與建議。在論文初稿撰

寫完畢後，先送請二位指導教授指正，再將研究報告研讀修正，增添心得

和建議，完成研究報告撰寫。此階段研究者將整合質化與量化資料，將研

究結論及建議與二位指導教授討論並修訂相關內容，讓本研究更能反應出

立法院會議之具體問題。 

貳、觀念性架構 

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指標之觀念性架構設計與實施，係研究者依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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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計分卡相關理論與績效管理、公共管理等理論，並依據文獻探討結果加

以發展而成，為了使本研究目的能有效達成，採取層級分析法發展研究問

卷，找出關鍵成功因素。本研究以層級分析法發展研究問卷，並設計出立

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指標觀念性架構圖，如圖 3-2所示。 

 
圖 3-2：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指標觀念性架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根據圖 3-2所示，本研究之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指標初步擬定了五項構

面及二十七項策略主題，隨後將藉由專家意見調查訪問後，將調查訪問結

果加以彙整，確立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指標，在指標確立後，將運用 AHP

顧客構面 

願景構面 

組織內部

流程構面 

創新與學

習構面 

財務構面 

1、塑造立法院共同願景 
2、制訂優質法案 
3、審核中央政府總預（決）算 
4、制訂相關民生福利政策 

1、提升民眾滿意度 
2、提供優質的民眾服務品質 
3、加強收集民意訊息 
4、立法院會議資訊公開化 
5、提升立法院之聲譽與效率 
6、加強監督國會議員問政績效 

1、立法院行政運作程序革新 
2、立法院具備優質運作程序 
3、各單位具備良好績效管理機制 
4、落實立法院法規檢討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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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鼓勵立法院人員創新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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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預算編列符合立法院需求 
2、經費有效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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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算出各項策略主題、工作項目之權重，在依據各項權重導出立法院會議

績效管理策略地圖，以達成本研究之最終目標。 

 

第二節 專家意見調查訪問設計 

立法院議事效率低落的情形由來已久，而立法院會議之相關資料整理

也較為不易，要如何建構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指標，是一項重要且困難的

工程，而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指標之建立必須先藉由專家意見調查來進

行，為使本研究架構更為嚴謹，本論文將進行兩次的專家意見調查訪問，

在進行專家意見調查前，先與多位國會助理、黨團助理及立法院議事人員，

進行立法院會議狀況之初步瞭解，在釐清立法院會議程序與議事重點後，

接著進行專家意見調查表內容設計。 

壹、專家意見調查表之調查設計 

由於本研究之個案屬極專業領域，首先與多位國會助理、黨團助理、

立法院議事人員等進行訪問並製作問卷題目。受訪者工作內容均為協助立

法委員行使職能或協助立法院議事運作進行等，故對立法院使命、願景與

立法院之各種會議皆有深入之瞭解與熟悉，顯示其工作經驗足以提供本研

究重要之參考。訪問調查時間為 2008 年 6月，研究者先對受訪者說明研究

主題、訪問方式及專家意見調查之目的，在根據受訪者回答之內容，進行

歸納、分析，並制訂專家意見調查問卷。專家意見調查表設計前之受訪者

所屬單位如下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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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專家意見調查表設計前受訪對象（單位）一覽表 

受訪對象（單位） 人數 

立法委員國會辦公室 5 

立法院黨團辦公室 2 

立法院秘書長辦公室 1 

立法院議事人員 2 

行政院各單位國會聯絡人 6 

總計 16 

製表：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根據上述受訪者之訪問結果，初步歸納出多位專家意見調查對象，並

分為兩個部份，一個部份為立法院內部之主管人員，另一部份為立法委員。

因為立法院會議之主要參與者為立法委員，所以對於立法委員之意見看法

更顯重要，本研究經過訪問及分析後，初步挑選立法委員 13人，佔全部立

法委員 11.5％；並根據所屬委員會平均分配，其分佈狀況為：內政委員會

委員 1人、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委員 3人、經濟委員會委員 1人、財政委員

會委員 3人、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委員 1人、交通委員會委員 1人、司法及

法制委員會委員 2人及社會福利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委員 1人，除了根據受

訪者其所屬之委員會外，最重要的依據是受訪對象在立法院服務之年限與

資歷，根據此次的調查結果，歸納出來的 13位受訪者其擔任立法委員之平

均資歷為 3.5屆及年資為 8.3 年，顯見受訪者在立法院服務已達一定之年

限，對於相關問題之研究應相當深入之理解，最重要的是擔任本研究受訪

對象有其一定之代表性與正當性，而專家意見調查對象之彙整（立法委員

部份）如下表 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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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專家意見調查對象表（立法委員部分） 

對象/單位 所屬委員會 立法院資歷（年） 

立法委員江義雄 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第六、七屆（2.5 年） 

立法委員吳育昇 內政委員會 第六、七屆（4 年） 

立法委員林郁方 外交與國防委員會 第三、五、六、七屆（10 年） 

立法委員林益世 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第四、五、六、七屆（10 年） 

立法委員林德福 財政委員會 第五、六、七屆（7 年） 

立法委員邱鏡淳 經濟委員會 第四、五、六、七屆（10 年） 

立法委員侯彩鳳 社會福利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第五、六、七屆（7 年） 

立法委員陳根德 交通委員會 第四、五、六、七屆（10 年） 

立法委員曾永權 

（立法院副院長） 

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第二、三、四、五、六、七屆（16

年） 

立法委員劉盛良 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第一、三、四、六、七屆（13 年）

立法委員蔡正元 財政委員會 第五、六、七屆（7 年） 

立法委員賴士葆 財政委員會 第四、六、七屆（7 年） 

立法委員謝國樑 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第六、七屆（4 年） 

製表：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立法院會議之主要參與者除了立法委員外，還有其他院內行政主管及

人員也是過程中重要的參與者，例如院會召開時立法院秘書長或副秘書長

也應到場、關於會議進行是立法院議事處所規劃。因此，此次調查結果認

為除了立法委員之外，應該將立法院相關重要幕僚單位列入訪問對象，並

進行專家意見調查訪問，這樣訪問出來的指標才能更加完整及具有說服

力，根據此次調查結果，歸納出 5位受訪者普遍認為重要且必須進行訪問

的對象，這 5位立法院主管之背景與經歷，見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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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專家意見調查對象表（立法院主管部份） 

對象/職稱 所屬單位 立法院經歷 

林秘書長錫山 立法院 第四、五、六、七屆立法院秘書長。 

莊處長麗珍 立法院秘書處 主任、研究員、簡任秘書、副處長、處長。 

劉局長漢廷 立法院法制局 研究員、組長、副局長、局長。 

張主任萬全 立法院預算中心 科長、預算組組長、研究員、專門委員、主任。

周副秘書長萬來 

兼議事處處長 

立法院 

立法院議事處 

科長、編審、秘書、主任、處長、副秘書長。

製表：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經過上述的調查與歸納，本研究將藉由此次的調查與訪談對象（見表

3-1）之進行，並透過質性問題來取得共識以建立指標，專家意見調查表設

計受訪對象之問題提綱如下： 

一、請問您認為立法院的使命及願景為何？ 

二、立法院是否有提出民眾對立法院會議績效的顧客滿意度指標？ 

三、立法院是否有為了提高民眾滿意度而提出相關改善方案？ 

四、立法委員的表現是否影響民眾對立法院會議績效的滿意度？ 

五、立法院是否針對民眾提供會議詳細的相關資訊與設施？ 

六、立法院會議流程進行時，與會者本身是否有做到良好的會議管理與遵

守會議規範？ 

七、議事規則對會議的規範與進行是否有影響力？ 

八、立法院的會議結論是否對社會大眾帶來利益（如：法案提出、預算審

核及民生議題的產出）？是否有衡量指標？ 

九、立法委員、國會助理與院內相關主管及議事人員是否都具有立法的專

業素養與背景？ 

十、針對提升立法委員、國會助理與院內議事人員的專業素質，立法院是

否有提出相關進修與教育訓練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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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是否有針對提升立法院會議效率，安排完整的教育訓練課程？ 

十二、針對立法院會議相關預算費用是否有檢討機制？ 

根據上述十二項問題之訪問結果，本研究藉由調查歸納出專家意見調

查對象為：立法委員 13人，與立法院相關主管 5人，且根據受訪者調查結

果與文獻分析，本研究初步規劃出五項構面與二十七項策略主題：「願景構

面」4項策略主題、「顧客構面」6項策略主題、「組織內部流程構面」6項

策略主題、「創新與學習構面」6項策略主題與「財務構面」5項策略主題，

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各構面與策略主題之內容，如下表 3-4： 

表 3-4：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指標初構內容彙整表 

構面 策略主題 

塑造立法院共同願景 

制訂優質法案 

審核中央政府總預（決）算 
願景構面 

制訂相關民生福利政策 

提升民眾滿意度 

提供優質的民眾服務品質 

加強收集民意訊息 

立法院會議資訊公開化 

提升立法院之聲譽與效率 

顧客構面 

加強監督國會議員問政績效 

立法院行政運作程序革新 

立法院具備優質運作程序 

各單位具備良好績效管理機制 

落實立法院法規檢討與修正 

立法院會議流程管理控制 

組織內部流程構面 

立法院行政人員教育訓練 

支持與鼓勵立法院人員專業成長 創新與學習構面 

營造優良的立法院組織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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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勵立法院人員卓越能力表現 

鼓勵立法院人員創新表現 

建立專業服務團隊 

 

提升立法院人員之專業知識與能力 

預算編列符合立法院需求 

經費有效運用 

立法院預算定期稽核與管理 

立法院預算執行制度公開化 

財物構面 

立法院組織架構人事配置合理化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因此，本研究將先經由專家意見調查，來建構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指

標，當指標確定後進行工作項目之設立，並建構 AHP問卷，進而使平衡計

分卡管理理論與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之實務充分配合。 

貳、第一次專家意見調查訪問 

專家意見調查對本研究來說非常重要，在經由多位國會助理及相關議

事人員之建議後，歸納出專家意見調查對象為：立法委員 13人，及立法院

相關主管 5人，本研究將進行兩次專家意見調查，並根據每位受訪者之服

務年限與單位，將本研究之專家意見調查訪問分成兩次進行，以求得更完

整之意見與看法。 

第一次專家意見調查訪問對象，以立法院內多位對議事運作熟悉的主

管為主，共邀請 10位專家填寫專家意見調查訪問問卷。受訪者工作內容均

對立法院使命、願景與立法院之各種會議皆有深入的專業與瞭解，顯示受

訪者之經驗足以提供本研究之專業性、正當性與代表性。調查訪問時間為

2009 年 1月至 2009 年 2月，研究者先對受訪者說明問卷填答方式及各項指

標意義後，再由受訪者正式填答並提出相關看法。第一次專家意見調查訪

問受訪對象之概況，見表 3-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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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第一次專家意見調查受訪對象概況表 

職稱 姓名 最高學歷 經歷 

立法委員 江義雄 
日本明治大

學法學博士 

第二屆國民大會代表兼黨團副書記長。 

國立中正大學法律學系教授。 

第六、七屆立法委員。 

立法院副秘書長

兼議事處處長 
周萬來 

台灣大學政

治研究所碩

士 

科長、編審、秘書、主任、處長、副秘書

長。 

立法院秘書長 林錫山 
南亞工專土

木科 

第一、二、三屆立法委員。 

立法院國防、經濟、司法委員會召集委

員、程序委員。 

國民黨立法院工作會司法、經濟委員會委

員長。 

國民黨立法院黨團首席副書記長。 

國民黨立法院工作會副主任。 

國民黨中央委員。 

第四、五、六、七屆立法院秘書長。 

立法委員 侯彩鳳 

中山大學高

階公共政策

碩士 

第三屆國民大會代表。 

第五、六、 七屆立法委員。 

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 

正修科技大學講師。 

立法院 

預算中心主任 
張萬全 

政治大學會

計研究所碩

士 

科長、預算組組長、研究員、專門委員、

主任。 

立法院 

秘書處處長 
莊麗珍 

美國俄亥俄

州立大學都

市計畫、經濟

雙碩士 

 

主任、研究員、簡任秘書、副處長、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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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院 

法制局局長 
劉漢廷 

美國賓州大

學法律碩士 

研究員、組長、副局長、局長。 

立法委員 蔡正元 

美國哈佛大

學政府研究

所碩士 

第五、六、七屆立法委員。 

第三屆國民大會代表。 

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 

國民黨中央文傳會(義務職)主任委員。 

國民黨國民大會黨團書記長。 

立法委員 賴士葆 

美國南加州

大學工業與

系統工程博

士 

第三屆國民大會代表。 

第四、六、七屆立法委員。 

國民黨第十七屆中央常務委員。 

台北市政府顧問團總召。 

台北市政府經發會副總召、首席顧問。 

國立政治大學企研所教授、所長。 

經發會籌備會副召集人兼諮詢委員。 

立法委員 謝國樑 

美國麻省理

工學院科技

管理學碩士 

第六、七屆立法委員。 

立法院第六屆預算委員會召集委員。 

立法院第六屆司法委員會召集委員。 

立法院第六屆紀律、程序委員會委員。 

資料來源：立法院全球資訊網。 

 

在上述 10位專家意見調查完成後，本研究將彙整各專家之意見，並整

理、歸納出共同意見，為使各項指標更具有說服力，在完成第一次專家意

見調查訪問結果後，將整理各受訪者之共同意見，作為修正第一次專家意

見調查訪問問卷之基礎，並將修正後之問卷提交第二次專家意見調查訪問。 

參、第二次專家意見調查訪問 

在完成第一次專家意見調查訪問後，本研究將進行第二次專家意見調

查訪問，第二次調查訪問對象以立法院之立法委員為主，將對 8位立法委

員進行專家意見調查訪問。受訪者工作內容均對立法院使命、願景與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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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之各種會議皆有深入的專業與瞭解，加上長期擔任立法委員之職務，顯

示受訪者之經驗足以提供本研究之專業性、正當性與代表性。調查訪問時

間為 2009 年 2月至 2009 年 3月，研究者先對受訪者說明問卷填答方式及

各項指標意義後，再由受訪者正式填答並提出相關看法。第二次專家意見

調查訪問受訪對象之概況，見表 3-6。 

表 3-6：第二次專家意見調查受訪對象概況表 

職稱 姓名 最高學歷 經歷 

立法委員 吳育昇 

政治大學公共

行政研究所碩

士 

中國國民黨中常委。 

台北市政府發言人。 

台北市政府新聞處處長。 

國立台灣警察專科學校專任講師。 

私立世新大學兼任講師。 

第六、七屆立法委員。 

立法委員 林郁方 

美國維吉尼亞

大學國際政治

學博士 

第三、五、六、七屆立法委員。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略研究所所長。 

立法委員 林益世 
台北醫學大學

牙醫學系 

第四、五、六、七屆立法委員。 

國民黨立法院黨團書記長。 

國民黨中常委、青年總團長。 

國民黨副主席。 

立法委員 林德福 

政治大學法律

實務研究班結

業 

台北縣永和市第三屆市民代表。 

台北縣永和市第四屆代表會副主席。 

台北縣永和市第五、六屆市長。 

第五、六、七屆立法委員 

立法委員 邱鏡淳 

 

美國聖湯瑪斯

大學國際管理

碩士 

 

第四、五、六、七屆立法委員。 

第九、十屆台灣省議員。 

中華大學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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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委員 陳根德 南亞技術學院

財務金融系 

第四、五、六、七屆立法委員。 

桃園縣陳姓宗親會理事長。 

桃園縣議會第 13屆議長。 

立法院副院長 曾永權 

美國諾斯諾普

大學工業管理

研究所 

第二、三、四、五、六、七屆立法委員。

增額國民大會代表。 

中國國民黨中央政策會執行長。 

立法委員 劉盛良 大同大學企管

學士 

第一、三、四、六、七屆立法委員。 

國民黨組發會副主委。 

世界客屬總會理事長。 

國民黨客屬服務總會總會長。 

世界龍崗親義總會主席。 

資料來源：立法院全球資訊網。 

 

經由兩次專家意見調查訪問後，將整理出每位受訪者之最終意見，並

將這些意見與兩位指導教授討論與分析，根據受訪者提出之建議，訂立立

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指標，並將這些意見作為爾後發展AHP問卷設計之基礎。 

 

第三節 AHP問卷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先以專家意見調查訪問方式，初構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指標，

經過 AHP問卷分析後，計算各項工作項目之權重，並發展成策略地圖，依

策略地圖之方向，找出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之最佳決策，以達到提升立法

院會議績效管理之目的。 

壹、問卷設計 

AHP 問卷設計可以達成資訊蒐集之目的，而問卷的內容係以理論的探

討、實地訪察及層級分析法的內涵為依據發展建立。在問卷設計上，主要

藉由成對比較格式構成問卷型式，內容依據平衡計分卡（balanced score card, 

BSC）所發展出的第一層五大構面：願景構面、顧客構面、組織內部流程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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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創新與學習構面及財務構面，及第二層二十七項之策略主題及第三層

之工作項目成對比較，AHP問卷形式（見附錄五）。初步擬定提升立法院會

議績效管理之主要工作內容，如圖 3-3所示： 

 

 
圖 3-3：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主要工作內容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在擬定好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之主要工作後，下一步便要進行 AHP問

卷施測，藉由施測後各項工作項目之權重，進而導出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

顧客構面 

願景構面 

組織內部

流程構面 

創新與學

習構面 

財務構面 

1、塑造立法院共同願景 
2、制訂優質法案 
3、審核中央政府總預（決）算 
4、制訂相關民生福利政策 

1、提升民眾滿意度 
2、提供優質的民眾服務品質 
3、加強收集民意訊息 
4、立法院會議資訊公開化 
5、提升立法院之聲譽與效率 
6、加強監督國會議員問政績效 

1、立法院行政運作程序革新 
2、立法院具備優質運作程序 
3、各單位具備良好績效管理機制 
4、落實立法院法規檢討與修正 
5、立法院會議流程管理控制 
6、立法院行政人員教育訓練 

1、支持與鼓勵立法院人員專業成長

2、營造優良的立法院組織氣氛 
3、鼓勵立法院人員卓越能力表現 
4、鼓勵立法院人員創新表現 
5、建立專業服務團隊 
6、提升立法院人員之專業知識與能

1、預算編列符合立法院需求 
2、經費有效運用 
3、立法院預算定期稽核與管理 
4、立法院預算執行制度公開化 
5、立法院組織架構人事配置合理化

 

提

升

立

法

院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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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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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 

工作項目 

工作項目 

工作項目 

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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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層構面 

第二層 

策略主題 

第三層 

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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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略地圖。 

貳、實施程序 

本研究問卷，藉由受訪者豐富的會議參與及專業的工作經驗，試圖找

出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之策略主題與工作項目。另因考量層級分析法問卷

格式較為特殊，故由研究者親自將問卷送予受訪者，並解說設計精神、填

答方式及層級架構內各項指標意義後，交由受訪者填答。 

在問卷發放的數量上，依據鄧振源（2005：278）之建議，應用層級分

析法處理決策問題時，決策處理專家不宜太多，以 5-15人較佳。為使問卷

回收可以達到一定之標準，所以本研究將發出較多之問卷。此外，立法院

會議除了立法委員及立法院之相關議事人員參加外，行政部門及所屬也都

會參與立法院相關會議，本研究為求兼具主、客觀之平衡性，故將慎選行

政部門及所屬參與立法院會議之職員共 18位，與立法院（包含立法委員 9

人）受訪者 21位，總計將回收問卷 39份。 

問卷回收後，本研究將運用 Expert Choice軟體進行特徵值及特徵向量

的求取，同時檢定每一成對比較矩陣的判斷是否符合一致性的要求（即 C.I.

及 C.R.指標皆需小於或等於 0.1）。在專家偏好的整合上，採事前整合方式，

運用幾何平均法將專家的判斷值加以整合（鄧振源，2005：279）。 

本研究之 AHP問卷預定發放對象名單如下： 

一、立法院部份 

（一）立法委員共 9人，分佈在 8個常設委員會： 

1、立法院內政委員會—立法委員黃健庭、王進士。 

2、立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立法委員林郁方。 

3、立法院經濟委員會—立法委員林滄敏。 

4、立法院財政委員會—立法委員陳杰。 

5、立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立法委員楊瓊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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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立法院交通委員會—立法委員羅淑蕾。 

7、立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立法委員吳志揚。 

8、立法院社會福利及衛生環境委員會—立法委員侯彩鳳。 

（二）立法院各單位職員共 12位，分佈在 11個單位： 

1、立法院秘書長辦公室 2人。 

2、立法院內政委員會 1人。 

3、立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1人。 

4、立法院經濟委員會 1人。 

5、立法院財政委員會 1人。 

6、立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1人。 

7、立法院交通委員會 1人。 

8、立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1人。 

9、立法院社會福利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1人。 

10、立法院議事處會務科 1人。 

11、立法院秘書處研考科 1人。 

二、行政部門及所屬各單位職員共 18位 

（一）總統府國會聯絡人 1人。 

（二）考試院國會聯絡人 1人。 

（三）行政院國會聯絡組 1人。 

（四）內政部國會聯絡組 1人。 

（五）內政部營建署國會聯絡組 1人。 

（六）外交部國會聯絡組 1人。 

（七）外交部領事事務局國會聯絡組 1人。 

（八）國防部後備司令部國會聯絡組 1人。 

（九）教育部國會聯絡組 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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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交通部國會聯絡組 1人。 

（十一）衛生署國會聯絡組 1人。 

（十二）大陸委員會國會聯絡處 2人。 

（十三）國家科學委員會國會聯絡組 1人。 

（十四）農業委員會國會聯絡組 1人。 

（十五）體育委員會國會聯絡組 1人。 

在問卷回收後，研究者將把問卷分成行政部門及所屬與立法院兩部

份，並進行兩次 AHP問卷結果分析，藉此了解兩大部門間之看法與意見差

異，並作比較分析。最後將兩大部門之問卷經過篩選後加以整合，希望可

得出一個兼具行政、立法觀點的綜合分析，讓研究結果數據更具有代表性

及說服力。 

 

第四節 層級分析法理論與應用 

本研究擬根據平衡計分卡理論所發展出之五大構面為架構，提出各項

策略主題及工作項目，透過層級分析法求算各層級要素權重，並進行整體

層級權重估計，最後依各方案之權重，決定提升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之執

行策略之最佳方案。本節將介紹層級分析法之理論基礎、目的、基本假設、

評估尺度、進行步驟與計算方式，最後討論該方法所適用之研究領域等。 

壹、層級分析法理論之基本概念與緣起 

一、基本概念 

Thomas L. Saaty 於 1971 年提出層級分析法理論，將目標分解成許多評

估要素，再分解成許多解決方案，透過成偶比對（pair wise comparison）而

求得各層級要素或方案的優先順序，最後再經由綜合（synthesis）及比較等

步驟，決定出最佳方案的一套理論。 

層級分析法主要在解決不確定情況下及具有多個評估準則的決策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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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鄧振源、曾國雄（1998a：6）認為，層級分析法可經由匯集學者專家

及參與決策者的意見，將複雜的問題系統化，由不同的層面加以層級分解，

並透過量化的判斷，覓得脈絡後加以綜合評估，以提供決策者選擇適當計

畫的資訊，同時減少決策錯誤的風險性。 

層級分析法主要運用在解決決策問題（decision marking problems），依

Saaty的經驗可適用在以下範疇（鄧振源，1989b：1）：（一）規劃（planning）；

（二）產生替代方案（generating a set of alternatives）；（三）決定優先順序

（setting priorities）；（四）選擇最佳方案或政策（choosing a best alternative / 

policy）；（五）資源分配（allocating resource）；（六）決定需求（determining 

requirements）；（七）預測結果或風險評估（predicting outcomes / risk 

assessment）；（八）系統設計（designing system）；（九）績效評估（measuring 

performance）；（十）確保系統穩定（insuring the stability of a system）；（十

一）最適化（optimization）；1（十二）解決衝突（resolving conflict）。 

而本研究亦將套用其相關理論，以立法院會議為對象，先建構其關鍵

績效指標，最後做出最佳決策，以提升立法院會議績效，進而改善民眾對

立法院之不良觀感。 

二、緣起 

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為 1971 年匹茲堡大學教

授 Thomas L. Saaty所發展出來，主要應用在不確定的情況及具有多個評估

準則的決策問題上。1973 年，Saaty將 AHP 法應用在蘇丹運輸研究，至 1980

年間，經不斷應用、修正及證明後，使得整個理論更加完整。AHP 求解包

含多個評估準則的決策問題，應用於處理各領域中多評估準則方案的選取

與資源分配的權重分配（Zahedi, 1986a：96-108；Mendenhall et al., 1990）。

自發展以來，已被廣泛應用在規劃、替代方案的產生、決定優先順序、資

源分配、最適化、績效評量等方面（李宗儒、鄭正鑫，1996：43）。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105

三、目的 

在既定的目標下，如何由所面對的多個可選取方案中做出最佳抉擇，

或如何有效的配置資源，經常困擾著許多決策者。而 AHP 透過系統系的分

解（break down）程序，將問題層級化後採用兩兩配對比較（pair wise 

comparison）方式，找出各決策評核屬性間相對重要性的比值，以求估出各

層級中決策評核屬性的權重（weight），再透過層級架構的上下串聯，求出

各資源配置的權重或用以排列出可選擇方案的優先順序，作為擇取最適決

策的依據，是一項深受肯定的多評準決策問題分析技巧（鄭文英，2000：

433-442）。 

四、基本假設 

由於 AHP發展的目的，主要就是將複雜的問題系統化，並透過不同的

層面給予層級分解，在經由量化的判斷，覓得脈絡後加以綜合評估，可提

供決策者選擇適當方案的充分資訊，同時減少決策錯誤的風險性。 

AHP方法的基本假設，主要包括下列九項（鄧振源、曾國雄，1989a：

7）： 

（一）一系統可被分解成許多種類（classes）或成分（components），以形

成有向網路的層級結構。 

（二）每一層級的要素均假設彼此具獨立性（independence）。 

（三）每一層級中的要素，可以用上一層級內某些或所有要素作為評準，

以進行評估。 

（四）進行比較評估時，可以將絕對值尺度轉換成比例尺度（ratio scale）。 

（五）在進行成對比較（pairwise comparison）後，可使用正倒值矩陣（positive 

reciprocal matrix）處理。 

（六）偏好關係滿足遞移性（transitivity），不僅彼此優劣關係需滿足，同時

其強度關係也需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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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要求完全遞移性並不容易，因此容許不具遞移性之存在，唯需測試

其一致性（consistency）之程度。 

（八）要素的優勢程度，可經由加權法則（weighting principle）求得。 

（九）任何要素只要出現在階層結構中，不論其優勢程度大小，均被認為

與整個評估結構有關，並非檢核階層結構之獨立性。 

五、AHP的評估尺度 

AHP評估尺度的基本劃分包括五項，即同等重要、稍重要、頗重要、

極重要及絕對重要等，並賦予名目尺度 1、3、5、7、9的衡量值；另有四

項介於五個基本尺度之間，並賦予 2、4、6、8的衡量值。有關各尺度所代

表的意義，如表 3-7所述（鄧振源、曾國雄，1989a：12-13）： 

表 3-7：AHP 分析法評估尺度意義及說明表 

評估尺度 定義 說明 

1 同等重要(equal importance)
兩比較方案的貢獻程度具同等重要性。

●等強(equally) 

3 稍重要(weak importance) 
經驗與判斷稍微傾向喜好某一方案。 

●稍強(moderately) 

5 
頗重要(essential 

importance)  

經驗與判斷強烈傾向喜好某一方案。 

●頗強(strongly) 

7 
極重要(very strong 

importance)  

實際顯示非常強烈傾向喜好某一方案。

●極強(very strong) 

9 
絕對重要(absolute 

importance)  

有足夠證據肯定絕對喜好某一方案。 

●絕強(extremely) 

2、4、6、8 
相鄰尺度之中間值

(intermediate importance)  
須要折衷值時。 

資料來源：鄧振源、曾國雄，1989a：12；鄧振源，2005：222。 

 

    根據早期研究發現，人類無法同時對 7種以上的事物進行比較，為了

避免混淆，Saaty採取 9的最高限。為了在不同連續數值中作一同比較，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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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起始值訂為 1，而尺度的範圍訂為 1-9。 

貳、層級分析法的進行步驟與計算方式 

運用 AHP進行決策問題時，主要包含有三個階段（鄧振源、曾國雄，

1989a：15）： 

一、第一階段：建立層級結構 

利用腦力激盪法或德菲法12（delphi）等先將所有相關要素全數列出，

再依據群體決策增刪項目後，將影響系統的要素分解成數個群體，每個群

體再區分為數個相對應的子群體，藉由逐次分層建立全部的層級結構，且

分類時應注意要素間的相互關係及獨立判斷性。由於人類無法同時比較 7

種以上事物之假設下，每一層級要素不宜超過七個，所以若該決策問題有 n

個要素，使用成對比較所獲得的比率尺度需作 n(n-1)/2個判斷，而有效層級

數可以 n / 7 來估計，這樣的層級結構較易進行有效之成對比較，與獲得較

佳之一致性。 

二、第二階段：各層級要素間權重的計算 

（一）建立成對比較矩陣 

某一層級的要素，以上一層級某一要素作為評估基準下，進行要素間

的成對比較。若有 n個要素連結時，則需進行 n(n-1)/2個成對比較。成對比

較時所使用的數值，分別為
9
1
，

8
1
，……，

2
1
，1，2，3，……，8，9，將 n

個要素比較結果的衡量，置於成對比較矩陣 A的三角型部分（主對角線為

要素本身之比較，數值均為 1），而下三角型部分的數值，為上三角型部分

相對位置數值的倒數，成對比較矩陣如下所示： 

                                                 
12 德爾菲法(delphi technique)係 1950 年代美國藍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所發展，其目的在「獲取專
家群可靠而一致之意見」。此研究方法起初用於國防政策之釐訂，繼而用於環境、工業及交通等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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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Aij=Wi/Wj，W1、W2……Wn 代表層級 I的各要素對層級 i-1某要

素的影響權數（weights）。 

若 Aij
=

W
W

j

i  =
WW ij

1 =
W ji

1   則 A為正倒值矩陣，而 AHP法已假設所

有成對比較皆符合正倒值矩陣條件。 

（二）計算特徵權與特徵向量 

成對比較矩陣建立後，即可求取各層級要素的權重。使用數值分析中

常用的特徵值（eiqenvalue）解法，找出特徵向量或稱優勢向量（priority 

vector）；由於成對比較矩陣為正倒值矩陣，而不是對稱矩陣，在矩陣理論

中，W就是矩陣 A的一個特徵向量，λ即為對應的特徵值。 

1、若 λ1，λ2……λn 滿足 Ax=λx，則 n就等於 A的最大特徵值 λmax。 

2、為了得到成對比較矩陣 A 的優先向量（priority vector），必須得到

AW=λmaxW的W值而最大特徵值 λmax 可由下式求得： 

( )
∑
=

=
n

i i

i

nW
AW

1
maxλ  

 

（三）一致性的檢定 

決策者在成對比較時，能達到前後一貫性是相當困難的。因此，需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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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一致性的檢定，做成一致性指標（consistency index, C.I.），檢查決策者回

答所構成的成對比較矩陣，是否為一致性矩陣。一致性指標是由特徵向量

法中求得，以 λmax與 n（矩陣維數）兩者之差異程度作為衡量評估者之判

斷是否達到一致性之基準。因此， 

 =0 表示前後判斷具完全一致性 

>0.1表示前後判斷具有偏差不連貫 

≦0.1表示前後雖不完全一致，但為可接受的偏誤 

max'λ ：矩陣 A之最大特徵值，n：評估準則之個數 

一致性指標可顯示決策者在評估過程所做判斷的合理程度，根據 Saaty

之建議，不論在決策者判斷之評量或層級結構的測試，一致性指標

（consistency index）應在 0.1~0.15（一般採用 C.I.≤ 0.1），其代表具有一致

性或在可容許的偏誤範圍內。 

從評估尺度 1-9所產生的正倒值矩陣，在不同的階數下，所產生不同的

C.I.值，稱為隨機指標（random index, R.I.）。其中矩陣階數 1~11的 R.I.值，

係以 500個樣本所求得的平均值，階數 12~15的 R.I.值，則是用 100個樣本

所求得的平均值（鄧振源、曾國雄，1989a：20；鄧振源，2005：275-276）。 

表 3-8：AHP分析法隨機指標表 

階

數

n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R.I.

值 
0 0 0.58 0.9 1.12 1.24 1.32 1.41 1.45 1.49 1.51 1.48 1.56 1.57 1.58

資料來源：鄧振源、曾國雄，1989a：20；鄧振源，2005：275-276。 

 

若在相同階數的矩陣下，C.I.值與 R.I.值的比率，稱為一致性比率

（consistency ratio, C.R.）即： 

IR
IC

.
...R.C =  

1-n
n-max 'C.I. 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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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 C.R.≤0.1時，則矩陣的一致性程度令人滿意。 

三、第三階段：計算整體層級權重 

各層級要素間的權重計算後，在進行整體層級權重的計算。最後再依

各替代方案的權重，以決定最終目標的最適替代方案，優勢比重值愈大表

示該要素被採納的優先順序愈高，優勢比重值可由各層次的權重相乘加總

而得。當單一比對矩陣通過一致性程度檢定後，尚需針對整個層級架構做

一致性評定，亦即使用 C.R.H（consistency ratio of hierarchy）做檢定，計算

公式如下（鄧振源、曾國雄，1989a：21-22；鄧振源，2005：276-277）： 

∑

∑

=

=== B

i

B

i

M

M

2

)(

2

)(

M
MH..R.C

l

l

 

  ( )2I.C      ， 2=∀l  

 ( ) =Μ l     ( )lΤΒ
～～
Ｃ     ， 3=∀l  

               ( ) ( )ll Τ−

～～
CS 1   ， 3>∀l  

               ( )2I.R       ， 2=∀l  

 ( ) =Μ l    ( )lΤ

～～

Rβ     ， 3=∀l  

               ( ) ( )ll Τ−

～～
RS 1   ， 3>∀l  

( ) ( )k

ik
W

3
(S

=
Π=l )β  ， 3≥∀l  

其中，C.R.H.：整個層級結構的一致性比例值（鄧振源，2005：277）。 

M：各層級( 1>l )一致性指標值的總和。 

Μ：各層級( 1>l )隨機指標值的總和。 
( )lΜ ：第 l層( 1>l )一致性指標值的加權平均值。 
( )lΜ ：第 l層( 1>l )隨機指標值的加權平均值（說明如 ( )l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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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I.C ：第二層級的一致性指標值。 
( )2I.R ：第二層級的隨機指標值。 

～

β：第二層級評估項目在第一層最終目標基準下，要素間的相對權重。 

( )lΤ

～
C ：第 l層級( 2>l )一致性指標值的轉置向量。 

( )lΤ

～
R ：第 l層級( 2>l )隨機指標的轉置向量。 

( )lS ：第 l層級( 2>l )要素間的優勢向量(評點向量) 
( )kW ：第Κ層級( 2>Κ )要素間的相對權重矩陣。 

 

參、應用層級分析法的處理程序 

    處理複雜問題時，需利用有系統的方法加以分析，AHP即是一種簡單

而實用的方法之一。在應用 AHP處理複雜問題時，大致有下列六個步驟： 

一、步驟一：界定問題 

盡可能將影響問題的原因納入問題當中，同時成立規劃群，對問題範

圍加以界定。 

二、步驟二：建構層級架構 

規劃群體的成員，設法找出影響問題行為的評估準則（criteria）、次要

評估準則（sub-criteria）、替代方案的性質及替代方案等。其次，將此一初

步結構，提報決策者或決策群體，以決定是否有些要素需增減。然後，將

所有影響問題的要素由規劃群體或決策群體的成員，決定每二個要素間的

二元關係（binary relation），若由規劃群體決定，則需提報決策者或決策群

體確認。最後建構整個問題的層級結構。 

三、步驟三：問卷設計與調查 

每一層級要素在上一層級某一要素作為評估基準下，進行成對比較。

因此，對每一個成對比較需設計問卷，在 1-9尺度下，讓決策者或決策群體

的成員填寫。問卷必須清楚地敘述每一成對比較的問題，並付加詳細的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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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說明。根據問卷調查所得到的結果，建立成對比較矩陣，再應用計算機

求取各成對比較矩陣的特徵值與特徵向暈，同時檢定矩陣的一致性。 

四、步驟四、五：層級一致性檢定 

若每一成對比較矩陣的一致性程度均符合所需，則尚需檢定整個層級

結構的一致性。若整個層級結構的一致性程度不符合要求，顯示層級的要

素關連有問題，就必須從新進行要素及其關連性分析。 

五、步驟六：替代方案的選擇 

若整個層級結構通過一致性檢定，則可求取替代方案的優勢向量。根

據決策者的人數，並經由評量結果，求取替代方案之優先順序。 

上述為應用層級分析法的處理程序先後步驟，經過完整的程序流程可

提供決策者最佳的處理方案，這也是應用層級分析法的優點之一，關於 AHP

的詳細應用過程，見圖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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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C.R 為單一成對比較矩陣的一致性程度評估比率，H.C.R.表示整個層級的一致性比率 

圖 3-4：應用層級分析法之流程圖 

資料來源：鄧振源、曾國雄，1989b：4。 

確定評估問題

影響要素分析

建立層級結構

求取 H.C.R.值

提供決策參考資訊 

求取相對權重

建立成對比較矩陣 

問卷設計 

求取一致性指標

計算最大特徵值與特徵向量 

問卷填寫 

C.R＜0.1 

H.C.R.＜0.1

決策群體 

否 

否 

規劃群體 

決策群體 

步驟一 

步驟二 

步驟三 

步驟四 

步驟五 

步驟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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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AHP的適用範圍與應用領域 

一、AHP的應用 

AHP主要運用在解決決策問題（decision marking problems），依 Saaty 

教授的經驗可適用在以下範疇（鄧振源、曾國雄：1989b：1）： 

（一）規劃（planning）；（二）產生替代方案（generating a set of alternatives）；

（三）決定優先順序（setting priorities）；（四）選擇最佳方案或政策（choosing 

a best alternative / policy）；（五）資源分配（allocating resource）；（六）

決定需求（determining requirements）；（七）預測結果或風險評估（predicting 

outcomes / risk assessment）；（八）系統設計（designing system）；（九）

績效評估（measuring performance）；（十）確保系統穩定（insuring the stability 

of a system）；（十一）最適化（optimization）；（十二）解決衝突（resolving 

conflict）等議題。 

 二、AHP的應用領域 

 自從AHP法開始發展後，已經被廣泛的應用於各個領域中，依據Zahedi

（1986：347-354）的研究指出，目前AHP法被使用的領域，以下列30個種

類為主，分別為： 

（一）經濟與規劃；（二）能源（政策與資源分配）；（三）健康；（四）

衝突解決、軍事管制及世界影響；（五）材料控制與採購；（六）彈性製

造系統（flexible manufacturing system）；（七）人力選擇與績效評估；（八）

專案計畫選擇；（九）行銷管理；（十）資料庫管理系統的抉擇；（十一）

辦公室自動化；（十二）微電腦的選擇；（十三）預算分配；（十四）投

資組合的選擇；（十五）成本－數量－利潤分析的模型選擇；（十六）會

計與審計；（十七）教育；（十八）政治；（十九）主觀機率的估計與交

叉影響分析；（二十）社會學；（二十一）區域間遷移型態；（二十二）

競爭下的行為研究；（二十三）環境；（二十四）建築；（二十五）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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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fuzzy set）中用以評量隸屬程度（membership grade）；（二十六）

方法論的發展；（二十七）諮詢；（二十八）運輸規劃；（二十九）多目

標規劃；（三十）大規模系統的設計等。 

總而言之，AHP是一種簡單且容易瞭解之決策方法，所以在應用的範

圍及領域上相當廣泛，而本研究目的在解決立法院會議績效不彰之原因，

並找出合乎立法院會議之績效評估指標，在領域的應用上為該方法所涵蓋

之研究範圍當中，因此，藉由層級分析法的應用，應可提出一套具體可行

的最佳決策，讓立法院在會議績效提升上能更加進步。 



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模式之建構 

 116



第四章 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指標建構之分析 

 117

第四章 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指標建構之分析 

由於社會大眾對立法院之期待越來越高，因此，立法院必須以提升會

議績效為首要目標，來改善大眾對立法院之負面觀感。但要如何提升立法

院會議績效，陳淑芳就從法制觀點來剖析立法院議事規範與議事成效之關

係（陳淑芳，1999：87-108；2002：26-41）。但相關研究幾乎都是從法制層

來對立法院會議績效做檢討，缺少對會議運作狀況之實務探討，其研究結

果雖有發人省思之處，卻可能與實際狀況不符合，加上立法委員本身對於

會議的參與狀況不一，以致立法院會議績效不彰之情況遲遲無法改善。 

本研究經由文獻分析指出平衡計分卡具備整體性績效評估與策略管理

之理論與實務，在透過邀請具有豐富實務經驗之立法委員及立法院相關人

員為諮詢對象，進行資料蒐集，依據解釋及分析資料，修訂完成本研究初

構之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指標。 

最後，整合理論與實務兩層面之問題，進行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指標

之修訂，並完成本研究之指標建構。 

 

第一節 第一次專家意見調查訪問結果與分析 

長久以來立法院議事效率低落，如何建構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指標，

是一項重要的工程，而會議績效管理指標之建立必須利用專家意見調查訪

問來進行。因此，本研究將進行兩次專家意見調查訪問，藉由專家意見調

查結果分析、歸納，以釐清立法院會議之管理流程與議事重點。 

第一次專家意見調查訪問對象，以立法院內多位對議事運作熟悉之主

管為主，共邀請 10位專家填寫專家意見調查問卷。受訪時間為 2008 年 12

月至 2009 年 2月，研究者先對受訪者說明問卷填答方式及各項指標意義

後，再由受訪者正式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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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結果共發出 10份專家意見調查問卷，最後回收 8份，回收率高達

80％，第一次專家意見調查問卷回收結果，見表 4-1： 

表 4-1：第一次專家意見調查問卷回收結果一覽表 

職稱 姓名 最高學歷 問卷回收狀況 

立法委員 江義雄 日本明治大學法學博士 否 

立法院副秘書長

兼議事處處長 
周萬來13 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 是 

立法院秘書長 林錫山 南亞工專土木科 是 

立法委員 侯彩鳳 中山大學高階公共政策碩士 否 

立法院 

預算中心主任 
張萬全 政治大學會計研究所碩士 是 

立法院 

秘書處處長 
莊麗珍 

美國俄亥俄州立大學都市計畫、經濟

雙碩士 
是 

立法院 

法制局局長 
劉漢廷 美國賓州大學法律碩士 是 

立法委員 蔡正元 美國哈佛大學政府研究所碩士 是 

立法委員 賴士葆 美國南加州大學工業與系統工程博士 是 

立法委員 謝國樑 美國麻省理工學院科技管理學碩士 是 

資料來源：立法院全球資訊網。 

 

在回收的 8份問卷中，由於部分受訪者不願意公開其作答內容與訪問

結果，基於尊重受訪者的意願，及避免造成受訪者之困擾，本研究遂將所

有受訪者之姓名以代號來顯示，因此，第一次專家意見調查結果分析的 8

位受訪者，本研究將以代號 LYA1、LYA2、LYA3、LYA4、LYA5、LYA6、

LYA7、LYA8 來呈現，所有回收之專家意見調查問卷結果，分析如下： 

                                                 
13 立法院周副秘書長萬來，身兼議事處處長，對於立法院之議事運作非常熟悉，其著作有：一、立法院

職權行使法逐條釋論；二、議案審議—立法院運作實況；三、行憲以來我國法律廢止之研究；四、立法

理論與實務等。本問卷周副秘書長萬來，請長期參與實務運作之立法院議事處簡任編審張家興代為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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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LYA1認為，在提升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的總目標下，以平衡計

分卡所發展出的五項構面中，「願景構面」為：一、塑造立法院共同願景；

二、制訂優質法案；三、審核中央政府總預（決）算。「顧客構面」為：一、

提升民眾滿意度；二、加強收集民意訊息；三、立法院會議資訊公開化；

四、提升立法院之聲譽與效率。「組織內部流程構面」：一、立法院行政運

作程序革新；二、落實立法院法規檢討與修正；三、立法院會議流程管理

控制。「創新與學習構面」：一、支持與鼓勵立法院人員專業成長；二、營

造優良的立法院組織氣氛；三、鼓勵立法院人員卓越能力表現。「財務構

面」：一、預算編列符合立法院需求；二、立法院預算定期稽核與管理；三、

立法院預算執行制度公開化。受訪者 LYA1對本問卷之問題並無提出任何修

改意見及看法，其專家意見調查問卷結果彙整如下表 4-2： 

表 4-2：受訪者 LYA1之第一次專家意見調查問卷結果彙整表 

構面 策略主題 

塑造立法院共同願景 

制訂優質法案 願景構面 

審核中央政府總預（決）算 

提升民眾滿意度 

加強收集民意訊息 

立法院會議資訊公開化 
顧客構面 

提升立法院之聲譽與效率 

立法院行政運作程序革新 

落實立法院法規檢討與修正 組織內部流程構面 

立法院會議流程管理控制 

支持與鼓勵立法院人員專業成長 

營造優良的立法院組織氣氛 創新與學習構面 

鼓勵立法院人員卓越能力表現 

財務構面 預算編列符合立法院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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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院預算定期稽核與管理  

立法院預算執行制度公開化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受訪者 LYA2認為，若要提升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從平衡計分卡的五

項構面來說，「願景構面」為：一、塑造立法院共同願景；二、制訂優質法

案；三、審核中央政府總預（決）算。「顧客構面」為：一、加強收集民意

訊息；二、立法院會議資訊公開化；三、提升立法院之聲譽與效率；四、

加強監督國會議員問政績效。「組織內部流程構面」：一、立法院行政運作

程序革新；二、落實立法院法規檢討與修正；三、立法院會議流程管理控

制。「創新與學習構面」：一、支持與鼓勵立法院人員專業成長；二、建立

專業服務團隊；三、提升立法院人員之專業知識與能力。「財務構面」：一、

預算編列符合立法院需求；二、經費有效運用；三、立法院預算定期稽核

與管理。受訪者 LYA2對本問卷之問題並無提出其他修改意見及看法，其專

家意見調查問卷結果彙整如下表 4-3： 

表 4-3：受訪者 LYA2之第一次專家意見調查問卷結果彙整表 

構面 策略主題 

塑造立法院共同願景 

制訂優質法案 願景構面 

審核中央政府總預（決）算 

加強收集民意訊息 

立法院會議資訊公開化 

提升立法院之聲譽與效率 
顧客構面 

加強監督國會議員問政績效 

立法院行政運作程序革新 

落實立法院法規檢討與修正 組織內部流程構面 

立法院會議流程管理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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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與鼓勵立法院人員專業成長 

建立專業服務團隊 創新與學習構面 

提升立法院人員之專業知識與能力 

預算編列符合立法院需求 

經費有效運用 財務構面 

立法院預算定期稽核與管理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受訪者 LYA3認為，在提升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的前提下，以平衡計分

卡所發展出的五項構面，「願景構面」為：一、塑造立法院共同願景；二、

制訂優質法案；三、審核中央政府總預（決）算。「顧客構面」為：一、加

強收集民意訊息；二、立法院會議資訊公開化；三、提升立法院之聲譽與

效率；四、加強監督國會議員問政績效。「組織內部流程構面」：一、立法

院行政運作程序革新；二、落實立法院法規檢討與修正；三、立法院會議

流程管理控制。「創新與學習構面」：一、支持與鼓勵立法院人員專業成長；

二、建立專業服務團隊；三、提升立法院人員之專業知識與能力。「財務構

面」：一、預算編列符合立法院需求；二、經費有效運用；三、立法院預算

定期稽核與管理。受訪者 LYA3對本問卷之問題提出幾項修改意見及看法，

其專家意見調查問卷結果彙整如下表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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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受訪者 LYA3之第一次專家意見調查問卷結果彙整表 

構面 策略主題 受訪者修正後之策略主題 

塑造立法院共同願景 同意 

制訂優質法案 部份委員提案、政府提案有破

壞制度方法之嫌 

審核中央政府總預（決）算 第二預備金、決算常有屆期未

審定之情形 

願景構面 

制訂相關民生福利政策 有過度討好選民之嫌 

提升民眾滿意度 同意 

提供優質的民眾服務品質 同意 

加強收集民意 同意 

立法院會議資訊公開化 同意 

提升立法院之聲譽與效率 同意 
顧客構面 

加強監督國會議員問政績效 行政幕僚不宜監督國會議員問

政績效，只能盡量協助問政，

提高品質 

立法院行政運作程序革新 同意 

立法院具備優質運作程序 同意 

各單位具備良好績效管理機制 同意 

落實立法院法規檢討與修正 部份法規尚未配合國會減半後

修正 

立法院會議流程管理控制 同意 

組織內部流程構面 

立法院行政人員教育訓練 部份議事人員需要再強教育及

訓練 

支持與鼓勵立法院人員專業成

長 

同意 

營造優良的立法院組織氣氛 同意 

鼓勵立法院人員卓越能力表現 同意 

創新與學習構面 

鼓勵立法院人員創新提案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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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專業服務團隊 同意  

提升立法院人員之專業知識與

能力 

同意 

預算編列符合立法院需求 同意 

經費有效運用 同意 

立法院預算定期稽核與管理 同意 

立法院預算執行制度公開化 同意 
財務構面 

立法院組織架構人事配置合理

化 

勞逸不均，部份人員專業與業

務需求有落差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受訪者 LYA4認為，立法院要提升會議績效管理的目標下，以平衡計分

卡所發展出的五項構面來說，「願景構面」為：一、塑造立法院共同願景；

二、制訂優質法案；三、審核中央政府總預（決）算。「顧客構面」為：一、

加強收集民意訊息；二、提升立法院之聲譽與效率；三、加強監督國會議

員問政績效；四、加強監督國會議員問政績效。「組織內部流程構面」：一、

立法院行政運作程序革新；二、各單位具備良好績效管理機制；三、立法

院會議流程管理控制。「創新與學習構面」：一、支持與鼓勵立法院人員專

業成長；二、鼓勵立法院人員創新表現；三、提升立法院人員之專業知識

與能力。「財務構面」：一、預算編列符合立法院需求；二、立法院預算定

期稽核與管理；三、立法院組織架構人事配置合理化。受訪者 LYA4對本問

卷之問題並無提出任何修改意見及看法，其專家意見調查問卷結果彙整如

下表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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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受訪者 LYA4之第一次專家意見調查問卷結果彙整表 

構面 策略主題 

塑造立法院共同願景 

制訂優質法案 願景構面 

審核中央政府總預（決）算 

加強收集民意訊息 

提升立法院之聲譽與效率 顧客構面 

加強監督國會議員問政績效 

立法院行政運作程序革新 

各單位具備良好績效管理機制 組織內部流程構面 

立法院會議流程管理控制 

支持與鼓勵立法院人員專業成長 

鼓勵立法院人員創新提案 創新與學習構面 

提升立法院人員之專業知識與能力 

預算編列符合立法院需求 

立法院預算定期稽核與管理 財務構面 

立法院組織架構人事配置合理化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受訪者 LYA5認為，在提升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的總目標下，以平衡計

分卡所發展出的五項構面指標中，「願景構面」其並未採納本問卷中之任何

意見，而另外提出三項建議為：一、提升國會形象及尊嚴；二、增進人民

福祉；三、健全民主政治發展。「顧客構面」為：一、提升民眾信任度；二、

加強收集及反映民意；三、立法院會議資訊公開化。「組織內部流程構面」：

一、各單位具備良好績效管理機制；二、立法院幕僚人員教育訓練；三、

立法委員及黨團助理專業輔導功能加強。「創新與學習構面」：一、支持與

鼓勵立法院人員專業成長；二、營造優良的立法院組織氣氛；三、提升立

法院人員之專業知識與能力。「財務構面」：一、預算編列符合立法院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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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立法院預算定期稽核與管理；三、立法院現代會議建築預算之編列。

受訪者 LYA5對本問卷之意見提出部份修改建議及看法，其專家意見調查問

卷結果彙整如下表 4-6： 

表 4-6：受訪者 LYA5之第一次專家意見調查問卷結果彙整表 

構面 策略主題 受訪者修正後之策略主題 

塑造立法院共同願景 提升國會形象及尊嚴 

制訂優質法案 

審核中央政府總預（決）算 

制訂相關民生福利政策 

增進人民福祉 願景構面 

其他 健全民主政治發展 

提升民眾滿意度 提升民眾信任度 

加強收集民意 加強收集及反映民意 顧客構面 

立法院會議資訊公開化 同意 

各單位具備良好績效管理機制 同意 

立法院行政人員教育訓練 立法院幕僚人員教育訓練 
組織內部流程構面 

其他 立法委員及黨團助理專業輔

導功能加強 

支持與鼓勵立法院人員專業成長 同意 

營造優良的立法院組織氣氛 同意 
創新與學習構面 

提升立法院人員之專業知識與能

力 

同意 

預算編列符合立法院需求 同意 

立法院預算定期稽核與管理 同意 
財務構面 

其他 立法院現代會議建築預算之

編列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受訪者 LYA6認為，要提升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的總目標下，以平衡計

分卡所發展出的五項構面中，「願景構面」為：一、塑造立法院共同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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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爭議性之法案需通盤檢討；三、黨團需通盤檢討。「顧客構面」為：一、

提升民眾滿意度；二、提供優質的民眾服務品質；三、加強收集民意訊息；

四、立法院會議資訊公開化；五、提升立法院之聲譽與效率；六、加強監

督國會議員問政績效。「組織內部流程構面」：一、立法院行政運作程序革

新；二、立法院具備優質運作程序；三、各單位具備良好績效管理機制；

四、落實立法院法規檢討與修正；五、立法院會議流程管理控制；六、立

法院行政人員教育訓練。「創新與學習構面」：一、增加立法院人員學習課

程；二、營造優良的立法院組織氣氛；三、鼓勵立法院人員卓越能力表現；

四、鼓勵立法院人員創新表現；五、建立專業服務團隊；六、增加立法院

人員專業知識課程。「財務構面」：一、預算編列符合立法院需求；二、經

費有效運用；三、立法院預算定期稽核與管理；四、立法院預算執行制度

公開化；五、立法院組織架構人事配置合理化。受訪者 LYA6對本問卷之問

題大部分均採支持之看法，亦提出幾項修正建議，其專家意見調查問卷結

果彙整如下表 4-7： 

表 4-7：受訪者 LYA6之第一次專家意見調查問卷結果彙整表 

構面 策略主題 受訪者修正後之策略主題 

塑造立法院共同願景 同意 

制訂優質法案 爭議性之法案需通盤檢討 

審核中央政府總預（決）算 黨團需通盤檢討 
願景構面 

制訂相關民生福利政策 同意 

提升民眾滿意度 同意 

提供優質的民眾服務品質 同意 

加強收集民意訊息 同意 

立法院會議資訊公開化 同意 

提升立法院之聲譽與效率 同意 

顧客構面 

加強監督國會議員問政績效 同意 

組織內部流程構面 立法院行政運作程序革新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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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院具備優質運作程序 同意 

各單位具備良好績效管理機制 同意 

落實立法院法規檢討與修正 同意 

立法院會議流程管理控制 同意 

 

立法院行政人員教育訓練 同意 

支持與鼓勵立法院人員專業成長 增加立法院人員學習課程 

營造優良的立法院組織氣氛 同意 

鼓勵立法院人員卓越能力表現 同意 

鼓勵立法院人員創新提案 同意 

建立專業服務團隊 同意 

創新與學習構面 

提升立法院人員之專業知識與能

力 

增加立法院人員專業知識課

程 

預算編列符合立法院需求 同意 

經費有效運用 同意 

立法院預算定期稽核與管理 同意 

立法院預算定期稽核與管理 同意 

財務構面 

立法院組織架構人事配置合理化 同意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受訪者 LYA7認為，在提升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的總目標下，以平衡計

分卡所發展出的五項構面中，「願景構面」為：一、塑造立法院共同願景；

二、制訂優質法案；三、審核中央政府總預（決）算；四、制訂相關民生

福利政策。「顧客構面」為：一、提升民眾滿意度；二、提供優質的民眾服

務品質；三、加強收集民意訊息；四、立法院會議資訊公開化；五、提升

立法院之聲譽與效率；六、加強監督國會議員問政績效。「組織內部流程構

面」：一、立法院行政運作程序革新；二、立法院具備優質運作程序；三、

各單位具備良好績效管理機制；四、落實立法院法規檢討與修正；五、立

法院會議流程管理控制。「創新與學習構面」：一、支持與鼓勵立法院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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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成長；二、營造優良的立法院組織氣氛；三、鼓勵立法院人員卓越能

力表現；四、鼓勵立法院人員創新表現；五、建立專業服務團隊。「財務構

面」：一、預算編列符合立法院需求；二、經費有效運用；三、立法院預算

定期稽核與管理；四、立法院預算執行制度公開化；五、立法院組織架構

人事配置合理化。受訪者 LYA7對本問卷之問題並無表示任何修改意見及看

法，其專家意見調查問卷結果彙整如下表 4-8： 

表 4-8：受訪者 LYA7之第一次專家意見調查問卷結果彙整表 

構面 策略主題 

塑造立法院共同願景 

制訂優質法案 

審核中央政府總預（決）算 
願景構面 

制訂相關民生福利政策 

提升民眾滿意度 

提供優質的民眾服務品質 

加強收集民意訊息 

立法院會議資訊公開化 

提升立法院之聲譽與效率 

顧客構面 

加強監督國會議員問政績效 

立法院行政運作程序革新 

各單位具備良好績效管理機制 組織內部流程構面 

立法院會議流程管理控制 

支持與鼓勵立法院人員專業成長 

營造優良的立法院組織氣氛 

鼓勵立法院人員卓越能力表現 

鼓勵立法院人員創新提案 

創新與學習構面 

建立專業服務團隊 

預算編列符合立法院需求 財務構面 

經費有效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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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院預算定期稽核與管理 

立法院預算執行制度公開化 

 

立法院組織架構人事配置合理化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受訪者 LYA8認為，若要提升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的目標下，以平衡計

分卡所發展出的五項構面中，「願景構面」為：一、制訂優質法案；二、制

訂相關民生福利政策。「顧客構面」為：一、提供優質的民眾服務品質；二、

加強收集民意訊息；三、提升立法院之聲譽與效率。「組織內部流程構面」：

受訪者 LYA8認為本問卷所列之四項建議，應作適度之修正，其項目有，一、

立法院行政運作程序革新；二、立法院具備優質運作程序；三、立法院會

議流程管理控制；四、立法院行政人員教育訓練，但受訪者並無提出具體

之建議。「創新與學習構面」：受訪者 LYA8認為適合的只有建立專業服務團

隊一項；認為修正後適合的有：一、支持與鼓勵立法院人員專業成長；二、

鼓勵立法院人員卓越能力表現；三、鼓勵立法院人員創新表現；四、提升

立法院人員之專業知識與能力。「財務構面」：受訪者 LYA8認為適合的只有

立法院預算執行制度公開化；認為修正後適合的有：一、預算編列符合立

法院需求；二、經費有效運用；三、立法院組織架構人事配置合理化。受

訪者 LYA8之專家意見調查問卷結果彙整如下表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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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受訪者 LYA8之第一次專家意見調查問卷結果彙整表 

構面 策略主題 受訪者修正後之策略主題 

塑造立法院共同願景 修正後適合，但無提供修正意見 

制訂優質法案 同意 

審核中央政府總預（決）算 修正後適合，但無提供修正意見 
願景構面 

制訂相關民生福利政策 同意 

提升民眾滿意度 修正後適合，但無提供修正意見 

提供優質的民眾服務品質 同意 

加強收集民意訊息 同意 

立法院會議資訊公開化 修正後適合，但無提供修正意見 

提升立法院之聲譽與效率 同意 

顧客構面 

加強監督國會議員問政績效 修正後適合，但無提供修正意見 

立法院行政運作程序革新 修正後適合，但無提供修正意見 

立法院具備優質運作程序 修正後適合，但無提供修正意見 

立法院會議流程管理控制 修正後適合，但無提供修正意見 

立法院行政人員教育訓練 修正後適合，但無提供修正意見 

組織內部流程

構面 

支持與鼓勵立法院人員專業成長 修正後適合，但無提供修正意見 

鼓勵立法院人員卓越能力表現 修正後適合，但無提供修正意見 

鼓勵立法院人員創新提案 修正後適合，但無提供修正意見 

建立專業服務團隊 同意 

提升立法院人員之專業知識與能

力 

修正後適合，但無提供修正意見 

創新與學習 

構面 

預算編列符合立法院需求 修正後適合，但無提供修正意見 

預算編列符合立法院需求 修正後適合，但無提供修正意見 

經費有效運用 修正後適合，但無提供修正意見 

立法院預算執行制度公開化 同意 
財務構面 

立法院組織架構人事配置合理化 修正後適合，但無提供修正意見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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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八位立法院專家意見後，本人將第一次專家意見調查結果彙

整如下表 4-10： 

表 4-10：第一次專家意見調查問卷結果彙整表 

構

面 

策略

主題 

受 

訪 

者 

LYA1 

受 

訪 

者 

LYA2 

受 

訪 

者 

LYA3 

受 

訪 

者 

LYA4

受 

訪 

者 

LYA5

受 

訪 

者 

LYA6

受 

訪 

者 

LYA7

受 

訪 

者 

LYA8

適

合 

修

正

後

適

合 

不

適

合 

未

表

示

意

見

Q1 ○ ○ ○ ○ △ ○ ○ △ 6 2   

Q2 ○ ○ △ ○ △ ○ △ ○ 5 3   

Q3 ○ ○ △ ○ △ ○ △ △ 4 4   

願

景 

Q4 X  △  △ ○ ○ ○ 3 2 1 2 

Q1 ○  ○  △ ○ ○ △ 4 2  2 

Q2 △  ○   ○ ○ ○ 4 1  3 

Q3 ○ ○ ○ ○ △ ○ ○ ○ 7 1   

Q4 ○ ○ ○  ○ ○ ○ △ 6 1  1 

Q5 ○ ○ ○ ○  ○ ○ ○ 7   1 

顧

客 

Q6  ○ X ○  ○ ○ △ 4 1 1 2 

Q1 ○ ○ ○ ○  ○ ○ △ 6 1  1 

Q2   ○   ○ ○ △ 3 1  4 

Q3   ○ ○ ○ ○ ○ X 5  1 2 

Q4 ○ ○ △   ○ ○ X 4 1 1 2 

Q5 ○ ○ ○ ○  ○ ○ △ 6 1  1 

組

織

內

部

流

程 Q6   △  △ X ○ △ 1 3 1 3 

Q1 ○ ○ ○ ○ ○ ○ △ △ 6 2   

Q2 ○  ○  ○ ○ ○ X 5  1 2 

Q3 ○  ○   ○ ○ △ 4 1  3 

創

新

與

學 Q4   ○ ○  ○ ○ △ 4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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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  ○ ○   ○ ○ ○ 5   3 習 

Q6  ○ ○ ○ ○ △ △ △ 4 3  1 

Q1 ○ ○ ○ ○ ○ ○ ○ △ 7 1   

Q2  ○ ○   ○ ○ △ 4 1  3 

Q3 ○ ○ ○ ○ ○ ○ ○ X 7  1  

Q4 ○  ○   ○ ○ ○ 5   3 

財

務 

Q5   △ ○  ○ ○ △ 3 2  3 

○：適合，△：修正後適合，X：不適合。 

 

在完成第一次專家意見調查訪問後，本研究將回收之 8份問卷加以彙

整，為訂立符合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之指標，受訪者將各項問題填答「適

合」與「修正後適合」之總和次數超過 5以上者，將該項目予以留用，其

餘總和次數位達 5者，則予以放棄或依專家之建議於以修正或整併，最後，

經專家意見歸納或修正，建立衡量模式之層級架構與 AHP問卷之基礎。 

根據第一次專家意見調查結果分析發現，「願景構面」中的策略主題確

立為：一、塑造立法院共同願；二、制訂優質法案；三、審核中央政府總

預（決）算。不過其中受訪者 LYA5提出不同意見看法，其認為立法院會議

績效管理之願景應該為：一、提升國會形象及尊嚴；二、增進人民福祉；

三、健全民主政治發展。研究者經與指導教授討論過後，皆認為其所提出

之意見更能涵蓋本研究之主旨。因此，採用受訪者 LYA5之修正意見，並將

該意見當作本構面之策略主題。 

「顧客構面」中的策略主題確立為：一、提升民眾滿意度；二、加強

收集民意訊息；三、立法院會議資訊公開化；四、提升立法院之聲譽與效

率。經過研究者之分析，並參考各專家意見調查後，認為「顧客構面」指

標修正後之策略主題應為：一、提升民眾信任度；二、加強收集及反映民

意；三、立法院會議資訊公開化；四、改善立法院會議效能與效率。 



第四章 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指標建構之分析 

 133

「組織內部流程構面」中，各專家對於本研究所列出之項目，基本上

皆持支持之態度，所以統整出的策略主題為：一、立法院行政運作程序革

新；二、各單位具備良好績效管理機制；三、立法院會議流程管理控制。 

「創新與學習構面」中，各專家對於本研究之項目，並沒有其他表示

意見或看法，因此歸納出的策略主題為：一、支持與鼓勵立法院人員專業

成長；二、鼓勵立法院人員卓越能力表現；三、鼓勵立法院人員創新提案；

四、建立專業服務團隊；五、提升立法院人員之專業知識與能力。 

「財務構面」中，彙整出的策略主題為：一、預算編列符合立法院需

求；二、經費有效運用；三、立法院預算定期稽核與管理；四、立法院預

算執行制度公開化。 

綜合第一次專家意見調查結果，研究者將先前之策略主題經由質性分

析之後，修正成新的策略主題，如下表 4-11： 

表 4-11：第一次專家意見調查結果之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指標初構表 

構面 第一次專家意見調查訪問後修正之策略主題內容 

提升國會形象及尊嚴 

增進人民福祉 願景構面 

健全民主政治發展 

提升民眾信任度 

加強收集及反映民意 

立法院會議資訊公開化 
顧客構面 

改善立法院會議效能與效率 

立法院行政運作程序革新 

各單位具備良好績效管理機制 組織內部流程構面 

立法院會議流程管理控制 

支持與鼓勵立法院人員專業成長 

鼓勵立法院人員卓越能力表現 

創新與學習構面 

鼓勵立法院人員創新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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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專業服務團隊  

提升立法院人員之專業知識與能力 

預算編列符合立法院需求 

經費有效運用 

立法院預算定期稽核與管理 
財務構面 

立法院預算執行制度公開化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經由第一次專家意見調查訪問結果後，本研究初步建構之項目指標

有：五項構面及十九項策略主題。但本研究為求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指標

之建立更具公正性及正當性，將把第一次專家意見調查訪問之結果，進行

第二次專家意見調查訪問，讓本研究之指標建立更具說服力及完整性。 

 

第二節 第二次專家意見調查訪問結果與分析 

在經過第一次專家意見調查結果與分析後，本研究將進行第二次專家

意見調查，此次調查對象以立法委員為主，邀請 8位資深立法委員填寫專

家意見調查訪問問卷，其中一位最具代表性之受訪者為現任立法院副院長

曾永權先生，曾副院長不但連續擔任六屆立法委員，更在第七屆擔任立法

院副院長，曾副院長之受訪讓本研究更具指標性意義及價質性。此次受訪

時間為 2009 年 2月 2009 年 3月，研究者先對受訪者說明問卷填答方式及

各項指標意義後，再由受訪者正式填答。 

第二次專家意見調查共發出 8份專家意見調查問卷，最後回收 5份，

回收率為 62.5％，第二次專家意見調查問卷回收結果，見表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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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第二次專家意見調查問卷回收結果一覽表 

職稱 姓名 最高學歷 問卷回收狀況 

立法委員 吳育昇 政治大學公共行政研究所碩士 否 

立法委員 林郁方 美國維吉尼亞大學國際政治學博士 否 

立法委員 林益世 台北醫學大學牙醫學系 否 

立法委員 林德福 政治大學法律實務研究班結業 是 

立法委員 邱鏡淳 美國聖湯瑪斯大學國際管理碩士 是 

立法委員 陳根德 南亞技術學院財務金融系 是 

立法院副院長 曾永權 美國諾斯諾普大學工業管理研究所 是 

立法委員 劉盛良 大同大學企管學士 是 

資料來源：立法院全球資訊網。 

 

與第一次專家意見調查結果一樣，部分受訪者不願意公開其作答內容

與訪問結果，基於尊重受訪者之意願，本研究將所有受訪者之姓名以代號

來表示，第二次專家意見調查訪問結果分析的 5位受訪者，本研究將以代

號 LYB1、LYB2、LYB3、LYB4、LYB5 來呈現，第二次回收之專家意見調

查問卷內容，分析如下： 

受訪者 LYB1認為，要提升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的目標下，以平衡計

分卡所發展出的五項構面中，「願景構面」其認為：一、提升國會形象及尊

嚴；二、增進人民福祉；三、健全民主政治發展。「顧客構面」為：一、提

升民眾信任度；二、加強收集及反映民意；三、改善立法院會議效能與效

率。「組織內部流程構面」：一、立法院行政運作程序革新、二、各單位具

備良好績效管理機制；三、立法院會議流程管理控制。「創新與學習構面」：

一、支持與鼓勵立法院人員專業成長；二、鼓勵立法院人員創新提案；三、

建立專業服務團隊。此外，受訪者 LYB1認為在提升立法院人員之專業知

識與能力之策略主題應該與支持鼓勵立法院人員中專業成長合併。「財務構

面」：一、預算編列符合立法院需求；二、經費有效運用；三、立法院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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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稽核與管理。受訪者 LYB1對本問卷之問題提出幾項修改意見及看法，

其第二次專家意見調查問卷結果彙整如下表 4-13： 

表 4-13：受訪者 LYB1之第二次專家意見調查問卷結果彙整表 

構面 策略主題 受訪者修正後之策略主題 

提升國會形象及尊嚴 同意 

增進人民福祉 同意 願景構面 

健全民主政治發展 同意 

提升民眾信任度 同意 

加強收集及反映民意 同意 

立法院會議資訊公開化 未表示意見 
顧客構面 

改善立法院會議效能與效率 同意 

立法院行政運作程序革新 同意 

各單位具備良好績效管理機制 同意 
組織內部流程

構面 
立法院會議流程管理控制 同意 

支持與鼓勵立法院人員專業成長 同意 

鼓勵立法院人員卓越能力表現 未表示意見 

鼓勵立法院人員創新提案 同意 

建立專業服務團隊 同意 

創新與學習 

構面 

提升立法院人員之專業知識與能力 可與支持與鼓勵立法院人員專業

成長合併 

預算編列符合立法院需求 同意 

經費有效運用 同意 

立法院預算定期稽核與管理 同意 
財務構面 

立法院預算執行制度公開化 未表示意見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受訪者 LYB2認為，要達成提升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的目標下，以平

衡計分卡所發展出的五項構面中，「願景構面」其認為：一、提升國會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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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尊嚴；二、增進人民福祉；三、健全民主政治發展。「顧客構面」為：一、

提升民眾信任度；二、加強收集及反映民意；三、立法院會議資訊公開化；

四、改善立法院會議效能與效率。「組織內部流程構面」：一、立法院行政

運作程序革新；二、各單位具備良好績效管理機制；三、立法院會議流程

管理控制。「創新與學習構面」：一、支持與鼓勵立法院人員專業成長；二、

鼓勵立法院人員創新提案；三、建立專業服務團隊；四、提升立法院人員

之專業知識與能力。「財務構面」：一、預算編列符合立法院需求；二、經

費有效運用；三、立法院預算定期稽核與管理。受訪者 LYB2對本問卷之

問題並未提出修改意見及看法，其第二次專家意見調查問卷結果彙整如下

表 4-14： 

表 4-14：受訪者 LYB2之第二次專家意見調查問卷結果彙整表 

構面 策略主題 受訪者修正後之策略主題 

提升國會形象及尊嚴 同意 

增進人民福祉 同意 願景構面 

健全民主政治發展 同意 

提升民眾信任度 同意 

加強收集及反映民意 同意 

立法院會議資訊公開化 同意 
顧客構面 

改善立法院會議效能與效率 同意 

立法院行政運作程序革新 同意 

各單位具備良好績效管理機制 同意 
組織內部流程

構面 
立法院會議流程管理控制 同意 

支持與鼓勵立法院人員專業成長 同意 

鼓勵立法院人員卓越能力表現 同意 

鼓勵立法院人員創新提案 未表示意見 

建立專業服務團隊 同意 

創新與學習 

構面 

提升立法院人員之專業知識與能力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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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編列符合立法院需求 同意 

經費有效運用 同意 

立法院預算定期稽核與管理 同意 
財務構面 

立法院預算執行制度公開化 未表示意見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受訪者 LYB3認為，若要提升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以平衡計分卡所

發展出的五項構面中，「願景構面」其認為：一、提升國會形象及尊嚴；二、

增進人民福祉；三、健全民主政治發展。「顧客構面」為：一、加強收集及

反映民意；二、立法院會議資訊公開化；三、改善立法院會議效能與效率。

「組織內部流程構面」：一、立法院行政運作程序革新；二、各單位具備良

好績效管理機制；三、立法院會議流程管理控制。「創新與學習構面」：一、

支持與鼓勵立法院人員專業成長；二、鼓勵立法院人員卓越能力表現；三、

建立專業服務團隊；四、提升立法院人員之專業知識與能力。「財務構面」：

一、預算編列符合立法院需求；二、經費有效運用；三、立法院預算定期

稽核與管理；四、立法院預算執行制度公開化。受訪者 LYB3對本問卷之

問題並未提出修改意見及看法，其第二次專家意見調查問卷結果彙整如下

表 4-15： 

表 4-15：受訪者 LYB3之第二次專家意見調查問卷結果彙整表 

構面 策略主題 受訪者修正後之策略主題 

提升國會形象及尊嚴 同意 

增進人民福祉 同意 願景構面 

健全民主政治發展 同意 

提升民眾信任度 未表示意見 

加強收集及反映民意 同意 

立法院會議資訊公開化 同意 
顧客構面 

改善立法院會議效能與效率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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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院行政運作程序革新 同意 

各單位具備良好績效管理機制 同意 
組織內部流程

構面 
立法院會議流程管理控制 同意 

支持與鼓勵立法院人員專業成長 同意 

鼓勵立法院人員卓越能力表現 同意 

鼓勵立法院人員創新提案 未表示意見 

建立專業服務團隊 同意 

創新與學習 

構面 

提升立法院人員之專業知識與能力 同意 

預算編列符合立法院需求 同意 

經費有效運用 同意 

立法院預算定期稽核與管理 同意 
財務構面 

立法院預算執行制度公開化 同意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受訪者 LYB4認為，要達成提升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的目標下，以平

衡計分卡所發展出的五項構面中，「願景構面」其認為：一、提升國會形象

及尊嚴；二、增進人民福祉；三、健全民主政治發展。「顧客構面」為：一、

提升民眾信任度；二、加強收集及反映民意；三、立法院會議資訊公開化；

四、改善立法院會議效能與效率。「組織內部流程構面」：一、立法院行政

運作程序革新；二、各單位具備良好績效管理機制；三、立法院會議流程

管理控制。「創新與學習構面」：一、支持與鼓勵立法院人員專業成長；二、

鼓勵立法院人員卓越能力表現；三、建立專業服務團隊；四、提升立法院

人員之專業知識與能力。「財務構面」：一、預算編列符合立法院需求；二、

經費有效運用；三、立法院預算定期稽核與管理。關於受訪者 LYB4之第

二次專家意見調查問卷結果彙整如下表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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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受訪者 LYB4之第二次專家意見調查問卷結果彙整表 

構面 策略主題 受訪者修正後之策略主題 

提升國會形象及尊嚴 同意 

增進人民福祉 同意 願景構面 

健全民主政治發展 同意 

提升民眾信任度 同意 

加強收集及反映民意 同意 

立法院會議資訊公開化 同意 
顧客構面 

改善立法院會議效能與效率 同意 

立法院行政運作程序革新 同意 

各單位具備良好績效管理機制 同意 
組織內部流程

構面 
立法院會議流程管理控制 同意 

支持與鼓勵立法院人員專業成長 同意 

鼓勵立法院人員卓越能力表現 同意 

鼓勵立法院人員創新提案 未表示意見 

建立專業服務團隊 同意 

創新與學習 

構面 

提升立法院人員之專業知識與能力 同意 

預算編列符合立法院需求 同意 

經費有效運用 同意 

立法院預算定期稽核與管理 同意 
財務構面 

立法院預算執行制度公開化 未表示意見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受訪者 LYB5認為，在提升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的目標下，以平衡計

分卡所發展出的五項構面中，「願景構面」其認為：一、提升國會形象及尊

嚴；二、增進人民福祉；三、健全民主政治發展。「顧客構面」為：一、提

升民眾信任度；二、加強收集及反映民意；三、立法院會議資訊公開化；

四、改善立法院會議效能與效率。「組織內部流程構面」：一、立法院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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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程序革新；二、各單位具備良好績效管理機制；三、立法院會議流程

管理控制。「創新與學習構面」：一、支持與鼓勵立法院人員專業成長；二、

鼓勵立法院人員卓越能力表現；三、建立專業服務團隊；四、提升立法院

人員之專業知識與能力。「財務構面」：一、預算編列符合立法院需求；二、

經費有效運用；三、立法院預算定期稽核與管理。受訪者 LYB5對本問卷

之問題幾乎表示支持，其第二次專家意見調查問卷結果彙整如下表 4-17： 

表 4-17：受訪者 LYB5之第二次專家意見調查問卷結果彙整表 

構面 策略主題 受訪者修正後之策略主題 

提升國會形象及尊嚴 同意 

增進人民福祉 同意 願景構面 

健全民主政治發展 同意 

提升民眾信任度 同意 

加強收集及反映民意 同意 

立法院會議資訊公開化 同意 
顧客構面 

改善立法院會議效能與效率 同意 

立法院行政運作程序革新 同意 

各單位具備良好績效管理機制 同意 
組織內部流程

構面 
立法院會議流程管理控制 同意 

支持與鼓勵立法院人員專業成長 同意 

鼓勵立法院人員卓越能力表現 同意 

鼓勵立法院人員創新提案 未表示意見 

建立專業服務團隊 同意 

創新與學習 

構面 

提升立法院人員之專業知識與能力 同意 

預算編列符合立法院需求 同意 

經費有效運用 同意 

立法院預算定期稽核與管理 同意 
財務構面 

立法院預算執行制度公開化 未表示意見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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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五位專家之意見後，研究者將第二次專家意見調查結果彙整

如下表 4-18： 

表 4-18：第二次專家意見調查問卷結果彙整表 

構面 
策略

主題 

受訪者

LYB1 

受訪者

LYB2 

受訪者

LYB3 

受訪者

LYB4 

受訪者

LYB5 

適

合 

修

正

後

適

合 

不

適

合 

未

表

示

意

見

Q1 ○ ○ ○ ○ ○ 5    

Q2 ○ ○ ○ ○ ○ 5    願景 

Q3 ○ ○ ○ ○ ○ 5    

Q1 ○ ○  ○ ○ 4   1 

Q2 ○ ○ ○ ○ ○ 5    

Q3  ○ ○ ○  3   2 
顧客 

Q4 ○ ○ ○ ○ ○ 5    

Q1 ○ ○ ○ ○ ○ 5    

Q2 ○ ○ ○ ○ ○ 5    

組織

內部

流程 Q3 ○ ○ ○ ○ ○ 5    

Q1 ○ ○ ○ ○ ○ 5    

Q2  ○ ○ ○ ○ 4   1 

Q3 ○     1   4 

Q4 ○ ○ ○ ○ ○ 5    

創新

與學

習 

Q5 △ ○ ○ ○  3 1  1 

Q1 ○ ○ ○ ○ ○ 5    

Q2 ○ ○ ○ ○ ○ 5    

Q3 ○ ○ ○ ○ ○ 5    
財務 

Q4   ○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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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修正後適合。X：不適合。 

 

在完成第二次專家意見調查訪問後，本研究將回收之 5份問卷加以彙

整，為此本研究訂立之指標更具完整性與說服力，受訪者將各項問題填答

「適合」與「修正後適合」之總和次數較高者，將該項目予以留用，其餘

總和次數位達 3者，則予以放棄或依專家之建議於以修正或整併，最後，

建立衡量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之層級架構。 

根據第二次專家意見調查結果分析發現：「願景構面」中的策略主題

為：一、提升國會形象及尊嚴；二、增進人民福祉；三、健全民主政治發

展。「顧客構面」中的策略主題為：一、提升民眾信任度；二、加強收集及

反映民意；三、立法院會議資訊公開化；四、改善立法院會議效能與效率。

「組織內部流程構面」中，各專家對於本研究所列出之項目，基本上皆表

示支持之態度，所以統整出的策略主題為：一、立法院行政運作程序革新；

二、各單位具備良好績效管理機制；三、立法院會議流程管理控制。「創新

與學習構面」中，各專家對於本研究之項目，並沒有多表示其他看法，因

此歸納出的策略主題為：一、支持與鼓勵立法院人員專業成長；二、鼓勵

立法院人員卓越能力表現；三、建立專業服務團隊；四、提升立法院人員

之專業知識與能力。「財務構面」中，彙整出的策略主題為：一、預算編列

符合立法院需求；二、經費有效運用；三、立法院預算定期稽核與管理。 

綜合第二次專家意見調查訪問結果，研究者將先前之策略主題經由質

性分析之後，修正成新的策略主題，如下表 4-19： 

表 4-19：第二次專家意見調查結果之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指標初構表 

構面 第二次專家意見調查訪問後修正之策略主題內容 

提升國會形象及尊嚴 

增進人民福祉 願景構面 

健全民主政治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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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民眾信任度 

加強收集及反映民意 

立法院會議資訊公開化 
顧客構面 

改善立法院會議效能與效率 

立法院行政運作程序革新 

各單位具備良好績效管理機制 組織內部流程構面 

立法院會議流程管理控制 

支持與鼓勵立法院人員專業成長 

鼓勵立法院人員卓越能力表現 

建立專業服務團隊 
創新與學習構面 

提升立法院人員之專業知識與能力 

預算編列符合立法院需求 

經費有效運用 財務構面 

立法院預算定期稽核與管理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在完成兩次專家意見調查訪問結果後，本研究初步建構之項目指標

有：五大構面及十七項策略主題，作為發展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之層級架

構基礎。 

 

第三節 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指標之層級架構 

經過兩次的專家意見調查分析後，本節將從本研究之五大構面：願景

構面、顧客構面、組織內部流程構面、創新與學習構面與財務構面之內容

加以分析，並說明本研究初構之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指標之概況情形。 

壹、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指標 

一、願景構面指標 

本研究界定之「願景構面」（visionary perspective）係指：立法院能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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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員共同真實可信、具有吸引力的未來，它代表組織所有目標努力的方

向，能使組織更加美好並朝目標邁進。 

依據平衡計分卡理論、專家意見調查訪問及綜合相關文獻分析後，本

研究初步研擬之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願景構面指標內容，如表 4-20所示： 

表 4-20：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願景構面」指標內容表 

第一層 

構面 

第二層 

策略主題 

第三層 

工作項目 

提升立法委員專業素質 

強化常設委員會之功能與專業性 提升國會形象及尊嚴 

黨團法定地位之調整 

制訂優質法案 

審核中央政府總預（決）算 增進人民福祉 

制訂相關民生福利政策 

重視族群平等 

強化政黨政治 

願景構面 

健全民主政治發展 

落實人權保障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二、顧客構面指標 

本研究界定之「顧客構面」（customer perspective）係指：立法院能夠

忠實反映顧客（外部顧客：民眾、選民等；內部顧客：立法委員、公務人

員）對組織經營的期望，並以顧客滿意為核心要素，透過各種管道，瞭解

地方社區、民眾對立法院所提供之問政效能與服務品質之滿意程度，並不

斷進行提升與改進。 

依據平衡計分卡理論、專家意見調查訪問及綜合相關文獻分析後，本

研究初步研擬出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顧客構面指標內容，如表 4-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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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顧客構面」指標內容表 

第一層 

構面 

第二層 

策略主題 

第三層 

工作項目 

加強與民眾之互動 

建立以民眾調查為基礎之評定標準 提升民眾信任度 

立法委員問政表現提升 

了解民眾對立法院之期待 

進行民眾滿意度調查 
加強收集及反映民

意 
確實解決民眾之需求 

將立委出席率與投票狀況詳實記錄，供量民眾查詢

立法院會議內容詳實記錄並對外開放 
立法院會議資訊公

開化 
立法院與國會圖書館網路資訊即時更新 

立法院會議流程透明化 

會議過程詳實記錄與公開 

顧客構面 

改善立法院會議效

能與效率 
監督立法委員問政績效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三、組織內部流程構面指標 

本研究界定之「組織內部流程構面」（internal process perspective）係指：

立法院針對組織內部行政運作方式、程序、制度、法規與環境等，不斷進

行革新，並滿足組織成員之需求。 

依據平衡計分卡理論、專家意見調查訪問及綜合相關文獻分析後，本

研究初步研擬出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組織內部流程構面指標內容，如表

4-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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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組織內部流程構面」指標內容表 

第一層 

構面 

第二層 

策略主題 

第三層 

工作項目 

各單位制度規章更完善 

提升行政工作程序之效率 
立法院行政運作程序革

新 
各單位朝向公開化、制度化、資訊化處理 

訂立合理之工作效能指標 

落實全體職員自我評鑑工作 
各單位具備良好績效管

理機制 
按照進度確實做到年度計畫之執行 

會議流程須依照議事規則進行 

建立良好利益迴避機制 

組織內部流程

構面 

立法院會議流程管理控

制 
監控法律、預算案通過狀況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四、創新與學習構面指標 

本研究界定之「創新與學習構面」（innovation and learning perspective）

係指：立法院能營造出支持成員專業學習與成長的氣氛，激發組織成員潛

能與發揮成員創新能力。 

依據平衡計分卡理論、專家意見調查訪問及綜合相關文獻分析後，本

研究初步研擬出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創新與學習構面指標內容，如表 4-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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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創新與學習構面」指標內容表 

第一層 

構面 

第二層 

策略主題 

第三層 

工作項目 

培養立法的專業素養 

設立完整的教育訓練課程 
支持與鼓勵立法院人員

專業成長 
加強對會議規範之認試 

鼓勵員工盡量展現工作能力 

營造公平的考績與遷調制度 
鼓勵立法院人員卓越能

力表現 
鼓勵員工發揮優質行政才能 

強化幕僚人才之專業知識 

建立助理人才資料庫 

創新與學習

構面 

建立專業服務團隊 

立法院人員配置應專長與業務相配合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五、財務構面指標 

本研究界定之「財務構面」（financial perspective）係指：立法院能有效

爭取相關資源，依據組織需求編列合理預算，辦理好立法院財務管理工作，

整合有限資源並作最佳的運用。 

依據平衡計分卡理論、專家意見調查訪問及綜合相關文獻分析後，本

研究初步研擬出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財務構面指標內容，如表 4-2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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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財務構面」指標內容表 

第一層 

構面 

第二層 

策略主題 

第三層 

工作項目 

預算編列過程公開化 

各單位預算經費應合理協商分配 
預算編列符合立法院

需求 
年度預算經費符合立法院整體需求 

經費之編列與執行適切配合 

預算執行能專款專用 

有效控制預算，達成預期效果 
經費有效運用 

依照立法院需求採買相關設備 

立法院預算執行稽核制度公開化 

依據預算執行成效，修正下年度預算編列 

財務構面 

立法院預算定期稽核

與管理 
立法院財產有良好的管理機制，並有效執行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在介紹完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的五大構面、十七項策略主題後，研究

者亦依照專家意見調查結果與文獻分析，整理出四十九項重要之工作項

目，各工作項目之內容均與提升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之目標有關，可見各

工作項目皆具有一定之代表目的與意義。 

貳、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指標層級架構 

經由兩次專家意見調查訪問確立各項指標，及設立相關之工作項目

後，茲將上述各構面指標項目加以彙整，並確立本研究之立法院會議績效

管理指標層級架構圖，如圖 4-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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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指標層級架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綜合以上，依據文獻探討及專家意見調查訪談結果，本研究將上述各

構面、策略主題、工作項目加以整理，以平衡計分卡管理理論結合層級分

析法之應用，設計符合提升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之層級架構，其中第一層

平衡計分卡之五大構面為：願景構面、顧客構面、組織內部流程構面、創

新與學習構面及財務構面，第二層為依據專家意見調查訪談結果訂立之 16

顧客構面 

願景構面 

組織內部

流程構面 

創新與學

習構面 

財務構面 

1、提升國會形象及尊嚴。 
2、增進人民福祉。 
3、健全民主政治發展。 

1、提升民眾信任度。 
2、加強收集及反映民意。 
3、立法院會議資訊公開化。

4、改善立法院會議效能與效

率。 

1、立法院行政運作程序革新。

2、各單位具備良好績效管理

機制。 
3、立法院會議流程管理控制。

1、支持與鼓勵立法院人員專

業成長。 
2、鼓勵立法院人員卓越能力

表現。 
3、建立專業服務團隊。 

1、預算編列符合立法院需求。

2、經費有效運用。 
3、立法院預算定期稽核與管

理。 

 

提

升

立

法

院

會

議

績

效

管

理 

工作項目

工作項目

工作項目

工作項目

工作項目

第一層 

分層構面 

第二層 

策略主題 

第三層 

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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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策略主題，第三層為依據策略主題與文獻分析，整理出 49項工作項目。

詳細情形如表 4-25所示。 

表 4-25：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各項主題、工作項目彙整表 

第一層 

構面 

第二層 

策略主題 

第三層 

工作項目 

提升立法委員專業素質 

強化常設委員會之功能與專業性 
提升國會形象及

尊嚴 
黨團法定地位之調整 

制訂優質法案 

審核中央政府總預（決）算 增進人民福祉 

制訂相關民生福利政策 

重視族群平等 

強化政黨政治 

願景構面 

健全民主政治發

展 
落實人權保障 

加強與民眾之互動 

建立以民眾調查為基礎之評定標準 提升民眾信任度 

立法委員問政表現提升 

了解民眾對立法院之期待 

進行民眾滿意度調查 
加強收集及反映

民意 
確實解決民眾之需求 

將立委出席率與投票狀況詳實記錄，供量民眾查詢

立法院會議內容詳實記錄並對外開放 
立法院會議資訊

公開化 
立法院與國會圖書館網路資訊即時更新 

立法院會議流程透明化 

會議過程詳實記錄與公開 

顧客構面 

改善立法院會議

效能與效率 
監督立法委員問政績效 

各單位制度規章更完善 

提升行政工作程序之效率 

組織內部流程

構面 
立法院行政運作

程序革新 
各單位朝向公開化、制度化、資訊化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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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立合理之工作效能指標 

落實全體職員自我評鑑工作 
各單位具備良好

績效管理機制 
按照進度確實做到年度計畫之執行 

會議流程須依照議事規則進行 

建立良好利益迴避機制 

 

立法院會議流程

管理控制 
監控法律、預算案通過狀況 

培養立法的專業素養 

設立完整的教育訓練課程 
支持與鼓勵立法

院人員專業成長 
加強對會議規範之認識 

鼓勵員工盡量展現工作能力 

營造公平的考績與遷調制度 
鼓勵立法院人員

卓越能力表現 
鼓勵員工發揮優質行政才能 

強化幕僚人才之專業知識 

建立助理人才資料庫 

創新與學習 

構面 

建立專業服務團

隊 
立法院人員配置應專長與業務相配合 

預算編列過程公開化 

各單位預算經費應合理協商分配 
預算編列符合立

法院需求 
年度預算經費符合立法院整體需求 

經費之編列與執行適切配合 

預算執行能專款專用 

有效控制預算，達成預期效果 
經費有效運用 

依照立法院需求採買相關設備 

立法院預算執行稽核制度公開化 

依據預算執行成效，修正下年度預算編列 

財務構面 

立法院預算定期

稽核與管理 
立法院財產有良好的管理機制，並有效執行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至此本研究已完成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指標之層級建構，指標之確立

有其一定之專業性與代表性，本章在完成各項指標初構後，本研究將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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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章把各項指標製成 AHP問卷，並發放給立法院、行政部門及所屬相關人

員填寫，在 AHP問卷回收後將以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進行分析。因此，第五章將應用 AHP得出各項策略主題、工作項目

之權重，再藉由各項權重導出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策略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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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應用 AHP探討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指標 

本研究建立之指標模式將以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進行，該分析法係由美國 Dr. Saaty於 1971 年提出。綜合應用演繹法

（deductive）和歸納法（inductive），先用歸納法將複雜系統劃分層級，再

利用演繹法分析各部分性質，最後用邏輯的方式將各部分進行串連，可應

用於預測、分析、規劃及解決複雜疑難之問題與系統的決策過程，亦可引

用於方案評估、衝突事件協調或資源分配優先順序之選擇。主要是將影響

因素間之複雜關係利用層級結構（hierarchy structuring）有系統的連結，且

每一層級之兩兩因素成對比較，各因素的相關重要性用主觀判斷給予數

值，綜合這些判斷來決定哪一個因素具最高優先權；另外，其集體決策特

性可以將個別專家學者意見，進行階層系統整合分析，可以幫助決策者保

持凝聚性的思考型態而得到結論。 

應用層級分析法作決策時，問卷發放的數量是一項重點，依據鄧振源

（2005：278）之建議，決策處理專家不宜太多，以 5-15人較佳。但立法院

之會議除了立法委員及立法院相關議事人員參加外，行政部門及所屬單位

也都參與立法院相關會議，故本研究將分別進行兩次施測，將立法院與行

政部門所屬單位之專家問卷分開進行施測，最後綜合立法院與行政部門之

觀點，讓指標數值更具正當性與代表性，以謹慎求得最佳之結論。 

 

第一節 立法院內之 AHP問卷結果分析 

AHP 問卷評估方式為本研究極為重要之步驟，其評估結果及所得之指

標權重將決定本研究計算之正確性及和代表性，為達客觀判斷與科技整合

之目的，本研究選定之專家皆為熟悉立法院議事運作之相關人員，如立法

委員 9 人，立法院各委員會及相關單位人員共 12 人，總計 21 個人次共同

參與評量系統中各項目、因子之權重分配，以瞭解立法院內部人員對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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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會議之看法與意見，經由各項目之權重分析，導出提升立法院會議績效

管理之最佳決策。 

本研究運用「Expert Choice 11」決策支援軟體以 inconsistency 計算 AHP

問卷 I.R.值14（inconsistency ratio，I.R.）≦0.1，根據學者 Saaty之建議一致

性比率小於或等於 0.1，則此矩陣之一致性可被採納。本研究此次共發出 21

份問卷，實際回收問卷 19份，回收率為 90.48％；但回收之 19份問卷中，

有四份為無效問卷15，有效問卷共 15份，有效問卷率為 78.95%。其餘之問

卷 I.R.值皆≦0.1，表示其他問卷之調查資料符合一致性假設，各層級分析

結果如下： 

壹、第一層級—平衡計分卡之五大構面 

由於立法院之會議參與者以立法委員為主體，所以訪問的對象必須具

有相當代表性，本研究為求代表性及分佈性之完整，因此立法院 8 個常設

委員會（內政委員會、外交及國防委員會、經濟委員會、財政委員會、教

育及文化委員會、交通委員會、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社會福利及衛生環境

委員會），各邀請一位立法委員填寫 AHP 問卷，最後共發出 9 份問卷，實

際回收 7份問卷，回收率為 77.78％，回收問卷之受訪者分屬 6個委員會，

其概況見表 5-1。 

 

 

 

 

 

 

 

                                                 
14 EXPERT Choice 軟體以 I.R.來表示一致性比率，所以 C.R.即為 I.R.，一致性比率計算公式

C.R.=I.R.=C.I./R.I.，若 C.I.≦0.1，則一致性程度視為可接受，故 I.R.≦0.1時，一致性程度為可接受。 
15 此四份無效問卷之作答者，對於問卷所提問之問題皆回答「同等重要」或大部分問題皆回答「同等重
要」，所以列為無效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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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參與填寫 AHP問卷之立法委員概況表 

所屬委員會 姓名 其他（立法院資歷） 問卷回收狀況

黃健庭 第五、六、七屆立法委員 是 
內政委員會 

王進士 第七屆立法委員 是 

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林郁方 第三、五、六、七屆立法委員 是 

經濟委員會 林滄敏 第六、七屆立法委員 是 

財政委員會 陳杰 第六、七屆立法委員 是 

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楊瓊瓔 第四、五、六、七屆立法委員 是 

交通委員會 羅淑蕾 第七屆立法委員 否 

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吳志揚 第六、七屆立法委員 否 

社會福利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侯彩鳳 第五、六、七屆立法委員 是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此外，為求研究之完整性與兼具主客觀之需要，本研究亦希望參與各

委員會與院會之立法院人員參與填寫 AHP問卷，參與之人員對立法院之會

議皆有相當之參與與認識，且在立法院服務皆有一定之時間，參與填寫人

員之職務概況為：專門委員 2人、主任秘書 3人、簡任秘書 1人、簡任編

審 1人、科長 3人、專員 1人、科員 1人等，其中最高職等者為專門委員，

顯示本研究所列舉之問卷填答人具有一定之專業性與代表性。此部份共發

出 AHP問卷 12份，最後回收 12份，回收率為 100％，而參與填寫 AHP問

卷之立法院人員職務概況，見表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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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立法院人員參與填寫 AHP問卷之職務概況表 

職務 人數 

專門委員 2 

主任秘書 3 

簡任秘書 1 

簡任編審 1 

科長 3 

專員 1 

科員 1 

總計 12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根據實際參與會議之立法委員及立法院相關人員之問卷分析結果發

現，在提升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之五大構面重要性當中：以願景構面最為

重要，比重為 0.293，樣本結構因素很重。顯示在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中，

願景構面最被重視；其次為創新與學習，比重為 0.218；第三為組織內部流

程構面，比重為 0.170；第四為顧客構面，比重為 0.160；最後是財務構面，

比重為 0.159。其各項權重比值如表 5-3。 

表 5-3：立法院在五大構面之權重比值表 

平衡計分卡五大構面 權重 排名 

願景構面 0.293 1 

創新與學習構面 0.218 2 

組織內部流程構面 0.170 3 

顧客構面 0.160 4 

財務構面 0.159 5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1 

 

貳、第二層級─十六項策略主題 



第五章 應用 AHP探討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指標 

 159

一、願景構面 

在願景構面中共有三項策略主題，最被重視的策略主題為：增進人民

福祉，比重為 0.469；其次為健全民主政治發展，比重為 0.349；最後為提

升國會形象及尊嚴，比重為 0.182，其各項權重比值如表 5-4。 

表 5-4：立法院在願景構面之策略主題權重比值表 

願景構面 權重 排名 

增進人民福祉 0.469 1 

健全民主政治發展 0.349 2 

提升國會形象及尊嚴 0.182 3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3 

 

二、創新與學習構面 

在創新與學習構面中共有三項策略主題，最被重視之策略主題為：支

持與鼓勵立法院人員專業成長，比重為 0.545；其次為建立專業服務團隊，

比重為 0.274；最後為鼓勵立法院人員卓越能力表現，比重為 0.181，其各

項權重比值如表 5-5。 

表 5-5：立法院在創新與學習構面之策略主題權重比值表 

創新與學習構面 權重 排名 

支持與鼓勵立法院人員專業成長 0.545 1 

建立專業服務團隊 0.274 2 

鼓勵立法院人員卓越能力表現 0.181 3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1 

 

三、組織內部流程構面 

在組織內部流程構面中共有三項策略主題，最被重視之策略主題為：

各單位具備良好績效管理機制，比重為 0.349；其次為立法院會議流程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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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比重為 0.327；最後為立法院行政運作程序革新，比重為 0.324，其

各項權重比值如表 5-6。 

表 5-6：立法院在組織內部流程構面之策略主題權重比值表 

組織內部流程構面 權重 排名 

各單位具備良好績效管理機制 0.349 1 

立法院會議流程管理控制 0.327 2 

立法院行政運作程序革新 0.324 3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0007 

 

四、顧客構面 

在顧客構面中共有四項策略主題，最被重視之策略主題為：改善立法

院會議效能與效率，比重為 0.287；其次為加強收集及反映民意，比重為

0.279；其三為提升民眾信任度，比重為 0.253；最後為立法院會議資訊公開

化，比重為 0.182，其各項權重比值如表 5-7。 

表 5-7：立法院在顧客構面之策略主題權重比值表 

顧客構面 權重 排名 

改善立法院會議效能與效率 0.287 1 

加強收集及反映民意 0.279 2 

提升民眾信任度 0.253 3 

立法院會議資訊公開化 0.182 4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0435 

 

五、財務構面 

在財務構面中共有三項策略主題，最被重視之策略主題為：立法院預

算定期稽核與管理，比重為 0.411；其次為經費有效運用，比重為 0.308；

最後為預算編列符合立法院需求，比重為 0.282，其各項權重比值如表 5-8。 

 

 



第五章 應用 AHP探討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指標 

 161

表 5-8：立法院在財務構面之策略主題權重比值表 

財務構面 權重 排名 

立法院預算定期稽核與管理 0.411 1 

經費有效運用 0.308 2 

預算編列符合立法院需求 0.282 3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0002 

 

參、第三層級─49項工作項目 

一、願景構面 

（一）增進人民福祉 

在增進人民福祉中共有三項工作項目，最被重視之工作項目為：制訂

相關民生福利政策，比重為 0.387；第二為制訂優質法案，比重為 0.381；

第三為審核中央政府總預（決）算，比重為 0.232，其各項權重比值如表 5-9。 

表 5-9：立法院在增進人民福祉之工作項目權重比值表 

增進人民福祉 權重 排名 

制訂相關民生福利政策 0.387 1 

制訂優質法案 0.381 2 

審核中央政府總預（決）算 0.232 3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0026 

 

（二）健全民主政治發展 

在健全民主政治發展中共有三項工作項目，最被重視之工作項目為：

落實人權保障，比重為 0.439；第二為重視族群平等，比重為 0.330；第三

為強化政黨政治，比重為 0.231，其各項權重比值如表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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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0：立法院在健全民主政治發展之工作項目權重比值表 

健全民主政治發展 權重 排名 

落實人權保障 0.439 1 

重視族群平等 0.330 2 

強化政黨政治 0.231 3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0021 

 

（三）提升國會形象及尊嚴 

在提升國會形象及尊嚴中共有三項工作項目，最被重視之工作項目

為：提升立法委員專業素質，比重為 0.407；第二為強化常設委員會之功能

與專業性，比重為 0.399；第三為強化政黨政治，比重為 0.194，其各項權

重比值如表 5-11。 

表 5-11：立法院在提升國會形象及尊嚴之工作項目權重比值表 

提升國會形象及尊嚴 權重 排名 

提升立法委員專業素質 0.407 1 

強化常設委員會之功能與專業性 0.399 2 

黨團法定地位之調整 0.194 3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092 

 

（四）願景構面--第三層各項工作項目權重分配 

關於願景構面之九項工作項目，將所有工作項目之權重加以排序，得

知最重要之工作項目為：制訂相關民生福利政策，比重為 0.191；其次是制

訂優質法案，比重為 0.188；第三為落實人權保障，比重為 0.142；權重比

值最低者為：黨團法定地位之調整，比重為 0.035，其各項權重比值如表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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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立法院在願景構面之九項工作項目權重比值表 

願景構面之九項工作項目 權重 排名 

制訂相關民生福利政策 0.191 1 

制訂優質法案 0.188 2 

落實人權保障 0.142 3 

審核中央政府總預（決）算 0.114 4 

重視族群平等 0.107 5 

強化政黨政治 0.075 6 

提升立法委員專業素質 0.074 7 

強化常設委員會之功能與專業性 0.073 8 

黨團法定地位之調整 0.035 9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1 

 

二、創新與學習構面 

（一）支持與鼓勵立法院人員專業成長 

在支持與鼓勵立法院人員專業成長中共有三項工作項目，最被重視之

工作項目為：培養立法的專業素養，比重為 0.461；第二為設立完整的教育

訓練課程，比重為 0.303；第三為加強對會議規範之認識，比重為 0.237，

其各項權重比值如表 5-13。 

表 5-13：立法院在支持與鼓勵立法院人員專業成長之工作項目權重比值表 

支持與鼓勵立法院人員專業成長 權重 排名 

培養立法的專業素養 0.461 1 

加強對會議規範之認識 0.303 2 

設立完整的教育訓練課程 0.237 3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0042 

 

（二）建立專業服務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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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立專業服務團隊中共有三項工作項目，最被重視之工作項目為：

強化幕僚人才之專業知識，比重為 0.456；第二為立法院人員配置應專長與

業務相配合，比重為 0.345；第三為建立助理人才資料庫，比重為 0.199，

其各項權重比值如表 5-14。 

表 5-14：立法院在建立專業服務團隊之工作項目權重比值表 

建立專業服務團隊 權重 排名 

強化幕僚人才之專業知識 0.456 1 

立法院人員配置應專長與業務相配合 0.345 2 

建立助理人才資料庫 0.199 3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0006 

 

（三）鼓勵立法院人員卓越能力表現 

在鼓勵立法院人員卓越能力表現中共有三項工作項目，最被重視之工

作項目為：營造公平的考績與遷調制度，比重為 0.500；第二為鼓勵員工發

揮優質行政才能，比重為 0.259；第三為鼓勵員工盡量展現工作能力，比重

為 0.241，其各項權重比值如表 5-15。 

表 5-15：立法院在鼓勵立法院人員卓越能力表現之工作項目權重比值表 

鼓勵立法院人員卓越能力表現 權重 排名 

營造公平的考績與遷調制度 0.500 1 

鼓勵員工發揮優質行政才能 0.259 2 

鼓勵員工盡量展現工作能力 0.241 3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0043 

 

（四）創新與學習構面--第三層各項工作項目權重分配 

創新與學習構面之九項工作項目，將所有工作項目之權重加以排序，

得知最重要之工作項目為：培養立法的專業素養，比重為 0.254；其次是加

強對會議規範之認識，比重為 0.167；第三為設立完整的教育訓練課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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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為 0.130；權重比值最低者為：鼓勵員工盡量展現工作能力，比重為 0.041，

其各項權重比值如表 5-16。 

表 5-16：立法院在創新與學習構面之九項工作項目權重比值表 

創新與學習構面之九項工作項目 權重 排名 

培養立法的專業素養 0.254 1 

加強對會議規範之認識 0.167 2 

設立完整的教育訓練課程 0.130 3 

強化幕僚人才之專業知識 0.128 4 

立法院人員配置應專長與業務相配合 0.097 5 

營造公平的考績與遷調制度 0.084 6 

建立助理人才資料庫 0.056 7 

鼓勵員工發揮優質行政才能 0.044 8 

鼓勵員工盡量展現工作能力 0.041 9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1 

 

三、組織內部流程構面 

（一）各單位具備良好績效管理機制 

在各單位具備良好績效管理機制中共有三項工作項目，最被重視之工

作項目為：按照進度確實做到年度計畫之執行，比重為 0.400；第二為訂立

合理之工作效能指標，比重為 0.389；第三為落實全體職員自我評鑑工作，

比重為 0.210，其各項權重比值如表 5-17。 

表 5-17：立法院在各單位具備良好績效管理機制之工作項目權重比值表 

各單位具備良好績效管理機制 權重 排名 

按照進度確實做到年度計畫之執行 0.400 1 

訂立合理之工作效能指標 0.389 2 

落實全體職員自我評鑑工作 0.210 3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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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立法院行政運作程序革新 

在立法院行政運作程序革新中共有三項工作項目，最被重視之工作項

目為：各單位朝向公開化、制度化、資訊化處理，比重為 0.439；第二為提

升行政工作程序之效率，比重為 0.288；第三為各單位制度規章更完善，比

重為 0.273，其各項權重比值如表 5-18。 

表 5-18：立法院在立法院行政運作程序革新之工作項目權重比值表 

立法院行政運作程序革新 權重 排名 

各單位朝向公開化、制度化、資訊化處理 0.439 1 

提升行政工作程序之效率 0.288 2 

各單位制度規章更完善 0.273 3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0231 

 

（三）立法院會議流程管理控制 

在立法院會議流程管理控制中共有三項工作項目，最被重視之工作項

目為：建立良好利益迴避機制，比重為 0.419；第二為會議流程須依照議事

規則進行，比重為 0.342；第三為監控法律、預算案通過狀況，比重為 0.238，

其各項權重比值如表 5-19。 

表 5-19：立法院在立法院會議流程管理控制之工作項目權重比值表 

立法院會議流程管理控制 權重 排名 

建立良好利益迴避機制 0.419 1 

會議流程須依照議事規則進行 0.342 2 

監控法律、預算案通過狀況 0.238 3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005 

 

（四）組織內部流程構面--第三層各項工作項目權重分配 

組織內部流程構面之九項工作項目，將所有工作項目之權重加以排

序，得知最重要之工作項目為：按照進度確實做到年度計畫之執行，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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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0.146；其次是訂立合理之工作效能指標，比重為 0.142；第三為建立良

好利益迴避機制，比重為 0.137；權重比值最低者為：落實全體職員自我評

鑑工作，比重為 0.077，其各項權重比值如表 5-20。 

表 5-20：立法院在組織內部流程構面之九項工作項目權重比值表 

組織內部流程構面之九項工作項目 權重 排名 

按照進度確實做到年度計畫之執行 0.146 1 

訂立合理之工作效能指標 0.142 2 

建立良好利益迴避機制 0.137 3 

各單位朝向公開化、制度化、資訊化處理 0.136 4 

會議流程須依照議事規則進行 0.112 5 

提升行政工作程序之效率 0.089 6 

各單位制度規章更完善 0.084 7 

監控法律、預算案通過狀況 0.078 8 

落實全體職員自我評鑑工作 0.077 9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0 

 

四、顧客構面 

（一）提升民眾信任度 

在提升民眾信任度中共有三項工作項目，最被重視之工作項目為：加

強與民眾之互動，比重為 0.440；第二為立法委員問政表現提升，比重為

0.375；第三為建立以民眾調查為基礎之評定標準，比重為 0.185，其各項權

重比值如表 5-21。 

表 5-21：立法院在提升民眾信任度之工作項目權重比值表 

提升民眾信任度 權重 排名 

加強與民眾之互動 0.440 1 

立法委員問政表現提升 0.375 2 

建立以民眾調查為基礎之評定標準 0.185 3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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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善立法院會議效能與效率 

在改善立法院會議效能與效率中共有三項工作項目，最被重視之工作

項目為：立法院會議流程透明化，比重為 0.407；第二為會議過程詳實記錄

與公開，比重為 0.320；第三為監督立法委員問政績效，比重為 0.273，其

各項權重比值如表 5-22。 

表 5-22：立法院在改善立法院會議效能與效率之工作項目權重比值表 

改善立法院會議效能與效率 權重 排名 

立法院會議流程透明化 0.407 1 

會議過程詳實記錄與公開 0.320 2 

監督立法委員問政績效 0.273 3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0889 

 

（三）立法院會議資訊公開化 

在立法院會議資訊公開化中共有三項工作項目，最被重視之工作項目

為：將立委出席率與投票狀況詳實記錄，供民眾查詢，比重為 0.341；第二

為立法院會議內容詳實記錄並對外開放，比重為 0.336；第三為立法院與國

會圖書館網路資訊即時更新，比重為 0.323，其各項權重比值如表 5-23。 

表 5-23：立法院在立法院會議資訊公開化之工作項目權重比值表 

立法院會議資訊公開化 權重 排名 

將立委出席率與投票狀況詳實記錄，供民眾查詢 0.341 1 

立法院會議內容詳實記錄並對外開放 0.336 2 

立法院與國會圖書館網路資訊即時更新 0.323 3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0229 

 

（四）加強收集及反映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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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強收集及反映民意中共有三項工作項目，最被重視之工作項目

為：了解民眾對立法院之期待，比重為 0.440；第二確實解決民眾之需求，

為比重為 0.375；第三為進行民眾滿意度調查，比重為 0.185，其各項權重

比值如表 5-24。 

表 5-24：立法院在加強收集及反映民意之工作項目權重比值表 

加強收集及反映民意 權重 排名 

了解民眾對立法院之期待 0.440 1 

確實解決民眾之需求 0.375 2 

進行民眾滿意度調查 0.185 3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0627 

 

（五）顧客構面--第三層各項工作項目權重分配 

顧客構面之十二項工作項目，將所有工作項目之權重加以排序，得知

最重要之工作項目為：立法院會議流程透明化，比重為 0.117；其次是了解

民眾對立法院之期待，比重為 0.114；第三為加強與民眾之互動，比重為

0.103；權重比值最低者為：建立以民眾調查為基礎之評定標準，比重為

0.043，其各項權重比值如表 5-25。 

表 5-25：立法院在顧客構面之十二項工作項目權重比值表 

顧客構面之十二項工作項目 權重 排名 

立法院會議流程透明化 0.117 1 

了解民眾對立法院之期待 0.114 2 

加強與民眾之互動 0.103 3 

確實解決民眾之需求 0.097 4 

會議過程詳實記錄與公開 0.092 5 

立法委員問政表現提升 0.088 6 

監督立法委員問政績效 0.079 7 

將立委出席率與投票狀況詳實記錄，供量民眾查詢 0.07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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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院會議內容詳實記錄並對外開放 0.073 9 

立法院與國會圖書館網路資訊即時更新 0.071 10 

進行民眾滿意度調查 0.048 11 

建立以民眾調查為基礎之評定標準 0.043 12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1 

 

五、財務構面 

（一）經費有效運用 

在經費有效運用中共有四項工作項目，最被重視之工作項目為：有效

控制預算，達成預期效果，比重為 0.379；第二為經費之編列與執行適切配

合，比重為 0.234；第三為預算執行能專款專用，比重為 0.195；第四為依

照立法院需求採買相關設備，比重為 0.192，其各項權重比值如表 5-26。 

表 5-26：立法院在經費有效運用之工作項目權重比值表 

經費有效運用 權重 排名 

有效控制預算，達成預期效果 0.379 1 

經費之編列與執行適切配合 0.234 2 

預算執行能專款專用 0.195 3 

依照立法院需求採買相關設備 0.192 4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1 

 

（二）立法院預算定期稽核與管理 

在立法院預算定期稽核與管理中共有三項工作項目，最被重視之工作

項目為：立法院預算執行稽核制度公開化，比重為 0.424；第二為立法院財

產有良好的管理機制，並有效執行，比重為 0.289；第三為依據預算執行成

效，修正下年度預算編列，比重為 0.287，其各項權重比值如表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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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7：立法院在立法院預算定期稽核與管理之工作項目權重比值表 

立法院預算定期稽核與管理 權重 排名 

立法院預算執行稽核制度公開化 0.424 1 

立法院財產有良好的管理機制，並有效執行 0.289 2 

依據預算執行成效，修正下年度預算編列 0.287 3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0954 

 

（三）預算編列符合立法院需求 

在預算編列符合立法院需求中共有三項工作項目，最被重視之工作項

目為：年度預算經費符合立法院整體需求，比重為 0.336；第二為各單位預

算經費應合理協商分配，比重為 0.333；第三為預算編列過程公開化，比重

為 0.331，其各項權重比值如表 5-28。 

表 5-28：立法院在預算編列符合立法院需求之工作項目權重比值表 

預算編列符合立法院需求 權重 排名 

年度預算經費符合立法院整體需求 0.336 1 

各單位預算經費應合理協商分配 0.333 2 

預算編列過程公開化 0.331 3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0001 

 

（四）財務構面--第三層各項工作項目權重分配 

財務構面之十項工作項目，將所有工作項目之權重加以排序，得知最

重要之工作項目為：立法院預算執行稽核制度公開化，比重為 0.157；其次

是有效控制預算，達成預期效果，比重為 0.117；第三為年度預算經費符合

立法院整體需求，比重為 0.108；最不被重視的工作項目為：依照立法院需

求採買相關設備，比重為 0.059，其各項權重比值如表 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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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9：立法院在財務構面之十項工作項目權重比值表 

財務構面之十項工作項目 權重 排名 

立法院預算執行稽核制度公開化 0.157 1 

有效控制預算，達成預期效果 0.117 2 

年度預算經費符合立法院整體需求 0.108 3 

立法院財產有良好的管理機制，並有效執行 0.107 4 

預算編列過程公開化 0.106 

各單位預算經費應合理協商分配 0.106 

依據預算執行成效，修正下年度預算編列 0.106 

5 

經費之編列與執行適切配合 0.073 6 

預算執行能專款專用 0.060 7 

依照立法院需求採買相關設備 0.059 8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0 

 

六、五大構面各項工作項目權重分配 

將五大構面總計四十九項工作項目之權重加以排序，本研究將受訪者

之意見加以歸納分析後，將其依照權重比值排序為二十五名，其中排名前

十項重要之工作項目依序為：第一重要之工作項目為制訂相關民生福利政

策，比重為 0.058；第二是制訂優質法案，比重為 0.057；第三為培養立法

的專業素養，比重為 0.050；第四為落實人權保障，比重為 0.043；第五為

審核中央政府總預（決）算，比重為 0.034；第六為加強對會議規範之認識，

比重為 0.033；第七為重視族群平等，比重為 0.032；第八為立法院預算執

行稽核制度公開化，比重皆為 0.027；第九為設立完整的教育訓練課程，比

重皆為 0.026；第十為按照進度確實做到年度計畫之執行、強化幕僚人才之

專業知識等兩項，比重為 0.025。 

至於，權重比值排序最後三名者依序為：第二十三名為了解民眾對立

法院之期待、鼓勵員工發揮優質行政才能，比重皆為 0.009；第二十四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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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勵員工盡量展現工作能力，比重為 0.008；而排序最後者為：建立以民眾

調查為基礎之評定標準、進行民眾滿意度調查等兩項，比重為 0.007，其各

項權重比值如表 5-30。 

表 5-30：立法院在五大構面共四十九項工作項目權重比值 

五大構面共四十九項工作項目 權重 排名 

制訂相關民生福利政策 0.058 1 

制訂優質法案 0.057 2 

培養立法的專業素養 0.050 3 

落實人權保障 0.043 4 

審核中央政府總預（決）算 0.034 5 

加強對會議規範之認識 0.033 6 

重視族群平等 0.032 7 

立法院預算執行稽核制度公開化 0.027 8 

設立完整的教育訓練課程 0.026 9 

按照進度確實做到年度計畫之執行 0.025 

強化幕僚人才之專業知識 0.025 
10 

訂立合理之工作效能指標 0.024 11 

強化政黨政治 0.023 

各單位朝向公開化、制度化、資訊化處理 0.023 

建立良好利益迴避機制 0.023 

12 

提升立法委員專業素質 0.022 

強化常設委員會之功能與專業性 0.022 
13 

有效控制預算，達成預期效果 0.021 14 

確實解決民眾之需求 0.019 

立法院會議流程透明化 0.019 

會議流程須依照議事規則進行 0.019 

立法院人員配置應專長與業務相配合 0.019 

預算編列過程公開化 0.019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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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位預算經費應合理協商分配 0.019 

年度預算經費符合立法院整體需求 0.019 

依據預算執行成效，修正下年度預算編列 0.019 

立法院財產有良好的管理機制，並有效執行 0.019 

 

加強與民眾之互動 0.017 

營造公平的考績與遷調制度 0.017 
16 

會議過程詳實記錄與公開 0.015 

提升行政工作程序之效率 0.015 
17 

立法委員問政表現提升 0.014 

各單位制度規章更完善 0.014 
18 

監督立法委員問政績效 0.013 

落實全體職員自我評鑑工作 0.013 

監控法律、預算案通過狀況 0.013 

經費之編列與執行適切配合 0.013 

19 

將立委出席率與投票狀況詳實記錄，供量民眾查

詢 
0.012 

立法院會議內容詳實記錄並對外開放 0.012 

立法院與國會圖書館網路資訊即時更新 0.012 

20 

黨團法定地位之調整 0.011 

建立助理人才資料庫 0.011 

預算執行能專款專用 0.011 

21 

依照立法院需求採買相關設備 0.010 22 

了解民眾對立法院之期待 0.009 

鼓勵員工發揮優質行政才能 0.009 
23 

鼓勵員工盡量展現工作能力 0.008 24 

建立以民眾調查為基礎之評定標準 0.007 

進行民眾滿意度調查 0.007 
25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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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以上，本研究將立法院在各項構面、策略主題及工作項目之權重

加以分析，求得立法院內部對於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之看法，並釐清其權

重以瞭解各項工作之重要性程度，讓分析結果能更具代表性與客觀性。 

 

第二節 行政部門之 AHP問卷結果分析 

第一節本研究之 AHP問卷發放對象為立法院相關人員，為使本研究能

更周延、客觀，第二節之專家選定將以熟悉立法院議事運作之行政部門及

所屬單位人員為主，包括：總統府、考試院、行政院、內政部及所屬機關、

外交部及所屬機關、國防部後備司令部、教育部、交通部、衛生署、大陸

委員會、國家科學委員會、農業委員會與體育委員會等 15個行政機構，總

計 18個人次共同參與評量系統中各項目、因子之權重分配，以瞭解行政部

門及所屬單位在參與立法院會議時之相關看法與意見，讓本研究更具客觀

性及嚴謹之程度。 

此次共發出 18份問卷，實際回收問卷 18份，回收率為 100％，其中有

三份為無效問卷16（一致性>0.1），有效問卷共 15份，有效問卷率為 83.33%，

有效問卷之 I.R.值皆≦0.1，表示問卷之調查資料符合一致性假設，而各層

級分析結果如下： 

壹、第一層級—平衡計分卡之五大構面 

由於訪問的對象共有 15個行政機構，總計 18個人，受訪者對立法院

會議皆有相當程度之參與及認識。問卷分析結果，五大構面之重要性以願

景構面最為重要，比重為 0.276，樣本結構因素很重。顯示在立法院會議績

效管理中，願景構面最被重視；其次為顧客構面，比重為 0.258；其三為創

新與學習構面，比重為 0.218；其四為組織內部流程構面，比重為 0.140；

最後是財務構面，比重為 0.107。其各項權重比值如表 5-31。 

 
                                                 
16 此三份無效問卷之 I.R.值，分別為：0.75、0.54及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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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1：行政部門對立法院會議五大構面之權重比值表 

平衡計分卡五大構面 權重 排名 

願景構面 0.276 1 

顧客構面 0.258 2 

創新與學習構面 0.218 3 

組織內部流程構面 0.140 4 

財務構面 0.107 5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0606 

 

貳、第二層級─十六項策略主題 

一、願景構面 

在願景構面中共有三項策略主題，最被重視的是策略主題為：增進人

民福祉，比重為 0.414；其次為健全民主政治發展，比重為 0.347；，最後

為提升國會形象及尊嚴，比重為 0.239，其各項權重比值如表 5-32。 

表 5-32：行政部門對立法院願景構面之策略主題權重比值表 

願景構面 權重 排名 

增進人民福祉 0.414 1 

健全民主政治發展 0.347 2 

提升國會形象及尊嚴 0.239 3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1 

 

二、顧客構面 

在顧客構面中有四項策略主題，最被重視的是：提升民眾信任度，比

重為 0.312；其次為改善立法院會議效能與效率，比重為 0.291；其三為立

法院會議資訊公開化，比重為 0.246；最後為加強收集及反映民意，比重為

0.151，其各項權重比值如表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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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3：行政部門對立法院顧客構面之策略主題權重比值表 

顧客構面 權重 排名 

提升民眾信任度 0.312 1 

改善立法院會議效能與效率 0.291 2 

立法院會議資訊公開化 0.246 3 

加強收集及反映民意 0.151 4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0822 

 

三、創新與學習構面 

在創新與學習構面中共有三項策略主題，最被重視之策略主題為：支

持與鼓勵立法院人員專業成長，比重為 0.427；其次為建立專業服務團隊，

比重為 0.358；最後為鼓勵立法院人員卓越能力表現，比重為 0.214，其各

項權重比值如表 5-34。 

表 5-34：行政部門對立法院創新與學習構面之策略主題權重比值表 

創新與學習構面 權重 排名 

支持與鼓勵立法院人員專業成長 0.427 1 

建立專業服務團隊 0.358 2 

鼓勵立法院人員卓越能力表現 0.214 3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0042 

 

四、組織內部流程構面 

在組織內部流程構面中共有三項策略主題，最被重視之策略主題為：

各單位具備良好績效管理機制，比重為 0.403；其次為立法院行政運作程序

革新，比重為 0.332；最後為立法院會議流程管理控制，比重為 0.265，其

各項權重比值如表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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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5：行政部門對立法院組織內部流程構面之策略主題權重比值表 

組織內部流程構面 權重 排名 

各單位具備良好績效管理機制 0.403 1 

立法院行政運作程序革新 0.332 2 

立法院會議流程管理控制 0.265 3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2 

 

五、財務構面 

在財務構面中共有三項策略主題，最被重視之策略主題為：經費有效

運用，比重為 0.415；其次為立法院預算定期稽核與管理，比重為 0.370；

最後為預算編列符合立法院需求，比重為 0.215，其各項權重比值如表 5-36。 

表 5-36：行政部門對立法院財務構面之策略主題權重比值表 

財務構面 權重 排名 

經費有效運用 0.415 1 

立法院預算定期稽核與管理 0.370 2 

預算編列符合立法院需求 0.215 3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4 

 

參、第三層級─49項工作項目 

一、願景構面 

（一）增進人民福祉 

在增進人民福祉中共有三項工作項目，最被重視之工作項目為：制訂

優質法案，比重為 0.485；第二為制訂相關民生福利政策，比重為 0.267；

第三為審核中央政府總預（決）算，比重為 0.248，其各項權重比值如表 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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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7：行政部門對增進人民福祉之工作項目權重比值表 

增進人民福祉 權重 排名 

制訂優質法案 0.485 1 

制訂相關民生福利政策 0.267 2 

審核中央政府總預（決）算 0.248 3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 

 

（二）健全民主政治發展 

在健全民主政治發展中共有三項工作項目，最被重視之工作項目為：

落實人權保障，比重為 0.480；第二為強化政黨政治，比重為 0.263；第三

為重視族群平等，比重為 0.257，其各項權重比值如表 5-38。 

表 5-38：行政部門對健全民主政治發展之工作項目權重比值 

健全民主政治發展 權重 排名 

落實人權保障 0.480 1 

強化政黨政治 0.263 2 

重視族群平等 0.257 3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0049 

 

（三）提升國會形象及尊嚴 

在提升國會形象及尊嚴中共有三項工作項目，最被重視之工作項目為

提升立法委員專業素質，比重為 0.492；第二為強化常設委員會之功能與專

業性，比重為 0.327；第三為強化政黨政治，比重為 0.181，其各項權重比

值如表 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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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9：行政部門對提升國會形象及尊嚴之工作項目權重比值表 

提升國會形象及尊嚴 權重 排名 

提升立法委員專業素質 0.492 1 

強化常設委員會之功能與專業性 0.327 2 

黨團法定地位之調整 0.181 3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7 

 

（四）願景構面--第三層各項工作項目權重分配 

願景構面之九項工作項目，將所有工作項目之權重加以排序，得知最

重要之工作項目為：制訂優質法案，比重為 0.201；其次是落實人權保障，

比重為 0.168；第三為提升立法委員專業素質，比重為；0.116；權重比值最

低者的工作項目為：黨團法定地位之調整，比重為 0.043，其各項權重比值

如表 5-40。 

表 5-40：行政部門對願景構面之九項工作項目權重比值表 

願景構面之九項工作項目 權重 排名 

制訂優質法案 0.201 1 

落實人權保障 0.168 2 

提升立法委員專業素質 0.116 3 

制訂相關民生福利政策 0.111 4 

審核中央政府總預（決）算 0.103 5 

強化政黨政治 0.092 6 

重視族群平等 0.090 7 

強化常設委員會之功能與專業性 0.077 8 

黨團法定地位之調整 0.043 9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1 

 

二、顧客構面 

（一）提升民眾信任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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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升民眾信任度中共有三項工作項目，最被重視之工作項目為：立

法委員問政表現提升，比重為 0.479；第二為建立以民眾調查為基礎之評定

標準，比重為 0.336；第三為加強與民眾之互動，比重為 0.185，其各項權

重比值如表 5-41。 

表 5-41：行政部門對提升民眾信任度之工作項目權重比值表 

提升民眾信任度 權重 排名 

立法委員問政表現提升 0.479 1 

建立以民眾調查為基礎之評定標準 0.336 2 

加強與民眾之互動 0.185 3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0197 

 

（二）改善立法院會議效能與效率 

在改善立法院會議效能與效率中共有三項工作項目，最被重視之工作

項目為：監督立法委員問政績效，比重為 0.412；第二為會議過程詳實記錄

與公開，比重為 0.355；第三為立法院會議流程透明化，比重為 0.233，其

各項權重比值如表 5-42。 

表 5-42：行政部門對立法院會議效能與效率之工作項目權重比值表 

立法院會議效能與效率 權重 排名 

監督立法委員問政績效 0.412 1 

會議過程詳實記錄與公開 0.355 2 

立法院會議流程透明化 0.233 3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026 

 

（三）立法院會議資訊公開化 

在立法院會議資訊公開化中共有三項工作項目，最被重視之工作項目

為：立法院會議內容詳實記錄並對外開放，比重為 0.566；第二為將立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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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率與投票狀況詳實記錄，供民眾查詢，比重為 0.252；第三為立法院與國

會圖書館網路資訊即時更新，比重為 0.182，其各項權重比值如表 5-43。 

表 5-43：行政部門對立法院會議資訊公開化之工作項目權重比值表 

立法院會議資訊公開化 權重 排名 

立法院會議內容詳實記錄並對外開放 0.566 1 

將立委出席率與投票狀況詳實記錄，供民眾查詢 0.252 2 

立法院與國會圖書館網路資訊即時更新 0.182 3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1 

 

（四）加強收集及反映民意 

在加強收集及反映民意中共有三項工作項目，最被重視之工作項目

為：確實解決民眾之需求，比重為 0.496；第二為了解民眾對立法院之期待，

比重為 0.262；第三為進行民眾滿意度調查，比重為 0.242，其各項權重比

值如表 5-44。 

表 5-44：行政部門對加強收集及反映民意之工作項目權重比值表 

加強收集及反映民意 權重 排名 

確實解決民眾之需求 0.496 1 

了解民眾對立法院之期待 0.262 2 

進行民眾滿意度調查 0.242 3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0952 

 

（五）顧客構面--第三層各項工作項目權重分配 

顧客構面之十二項工作項目，將所有工作項目之權重加以排序，得知

最重要之工作項目為：立法委員問政表現提升，比重為 0.149；其次是監督

立法委員問政績效，比重為 0.139；第三為會議過程詳實記錄與公開，比重

為；0.119；權重比值最低者的工作項目為：進行民眾滿意度調查，比重為

0.035，其各項權重比值如表 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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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5：行政部門對顧客構面之十二項工作項目權重比值表 

顧客構面之十二項工作項目 權重 排名 

立法委員問政表現提升 0.149 1 

監督立法委員問政績效 0.139 2 

會議過程詳實記錄與公開 0.119 3 

立法院會議內容詳實記錄並對外開放 0.117 4 

建立以民眾調查為基礎之評定標準 0.104 5 

立法院會議流程透明化 0.078 6 

確實解決民眾之需求 0,072 7 

加強與民眾之互動 0.058 8 

將立委出席率與投票狀況詳實記錄，供量民眾查詢 0.052 9 

了解民眾對立法院之期待 0.038 

立法院與國會圖書館網路資訊即時更新 0.038 
10 

進行民眾滿意度調查 0.035 11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1 

 

三、創新與學習構面 

（一）支持與鼓勵立法院人員專業成長 

在支持與鼓勵立法院人員專業成長中共有三項工作項目，最被重視之

工作項目為：培養立法的專業素養，比重為 0.496；第二為設立完整的教育

訓練課程，比重為 0.312；第三為加強對會議規範之認識，比重為 0.191，

其各項權重比值如表 5-46。 

表 5-46：行政部門對支持與鼓勵立法院人員專業成長之工作項目權重比值表 

支持與鼓勵立法院人員專業成長 權重 排名 

培養立法的專業素養 0.496 1 

設立完整的教育訓練課程 0.312 2 

加強對會議規範之認識 0.191 3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0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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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立專業服務團隊 

在建立專業服務團隊中共有三項工作項目，最被重視之工作項目為：

強化幕僚人才之專業知識，比重為 0.450；第二為立法院人員配置應專長與

業務相配合，比重為 0.279；第三為建立助理人才資料庫，比重為 0.270，

其各項權重比值如表 5-47。 

表 5-47：行政部門對建立專業服務團隊之工作項目權重比值表 

建立專業服務團隊 權重 排名 

強化幕僚人才之專業知識 0.450 1 

立法院人員配置應專長與業務相配合 0.279 2 

建立助理人才資料庫 0.270 3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0019 

 

（三）鼓勵立法院人員卓越能力表現 

在鼓勵立法院人員卓越能力表現中共有三項工作項目，最被重視之工

作項目為：營造公平的考績與遷調制度，比重為 0.475；第二為鼓勵員工發

揮優質行政才能，比重為 0.297；第三為鼓勵員工盡量展現工作能力，比重

為 0.228，其各項權重比值如表 5-48。 

表 5-48：行政部門對鼓勵立法院人員卓越能力表現之工作項目權重比值表 

鼓勵立法院人員卓越能力表現 權重 排名 

營造公平的考績與遷調制度 0.475 1 

鼓勵員工發揮優質行政才能 0.297 2 

鼓勵員工盡量展現工作能力 0.228 3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1 

 

（四）創新與學習構面--第三層各項工作項目權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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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與學習構面之九項工作項目，將所有工作項目之權重加以排序，

得知最重要之工作項目為：培養立法的專業素養，比重為 0.203；其次是強

化幕僚人才之專業知識，比重為 0.170；第三為設立完整的教育訓練課程，

比重為；0.127；權重比值最低者為：鼓勵員工盡量展現工作能力，比重為

0.049，其各項權重比值如表 5-49。 

表 5-49：行政部門對創新與學習構面之九項工作項目權重比值表 

創新與學習構面之九項工作項目 權重 排名 

培養立法的專業素養 0.203 1 

強化幕僚人才之專業知識 0.170 2 

設立完整的教育訓練課程 0.127 3 

立法院人員配置應專長與業務相配合 0.105 4 

營造公平的考績與遷調制度 0.102 

建立助理人才資料庫 0.102 
5 

加強對會議規範之認識 0.078 6 

鼓勵員工發揮優質行政才能 0.064 7 

鼓勵員工盡量展現工作能力 0.049 8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0 

 

四、組織內部流程構面 

（一）各單位具備良好績效管理機制 

在各單位具備良好績效管理機制中共有三項工作項目，最被重視之工

作項目為：訂立合理之工作效能指標，比重為 0.522；第二為按照進度確實

做到年度計畫之執行，比重為 0.279；第三為落實全體職員自我評鑑工作，

比重為 0.200，其各項權重比值如表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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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0：行政部門對各單位具備良好績效管理機制之工作項目權重比值表 

各單位具備良好績效管理機制 權重 排名 

訂立合理之工作效能指標 0.522 1 

按照進度確實做到年度計畫之執行 0.279 2 

落實全體職員自我評鑑工作 0.200 3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1 

 

（二）立法院行政運作程序革新 

在立法院行政運作程序革新中共有三項工作項目，最被重視之工作項

目為：各單位朝向公開化、制度化、資訊化處理，比重為 0.373；第二為提

升行政工作程序之效率，比重為 0.316；第三為各單位制度規章更完善，比

重為 0.311，其各項權重比值如表 5-51。 

表 5-51：行政部門對立法院行政運作程序革新之工作項目權重比值 

立法院行政運作程序革新 權重 排名 

各單位朝向公開化、制度化、資訊化處理 0.373 1 

提升行政工作程序之效率 0.316 2 

各單位制度規章更完善 0.311 3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0752 

 

（三）立法院會議流程管理控制 

在立法院會議流程管理控制中共有三項工作項目，最被重視之工作項

目為：監控法律、預算案通過狀況，比重為 0.387；第二為建立良好利益迴

避機制，比重為 0.386；第三為會議流程須依照議事規則進行，比重為 0.227，

其各項權重比值如表 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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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2：行政部門對立法院會議流程管理控制之工作項目權重比值表 

立法院會議流程管理控制 權重 排名 

監控法律、預算案通過狀況 0.387 1 

建立良好利益迴避機制 0.386 2 

會議流程須依照議事規則進行 0.227 3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0001 

 

（四）組織內部流程構面--第三層各項工作項目權重分配 

組織內部流程構面之九項工作項目，將所有工作項目之權重加以排

序，得知最重要之工作項目為：訂立合理之工作效能指標，比重為 0.172；

其次是各單位朝向公開化、制度化、資訊化處理，比重為 0.142；第三為提

升行政工作程序之效率，比重為；0.120；權重比值最低者為：落實全體職

員自我評鑑工作、會議流程須依照議事規則進行等兩項，比重為 0.066，其

各項權重比值如表 5-53。 

表 5-53：行政部門對組織內部流程構面之九項工作項目權重比值表 

組織內部流程構面之九項工作項目 權重 排名 

訂立合理之工作效能指標 0.172 1 

各單位朝向公開化、制度化、資訊化處理 0.142 2 

提升行政工作程序之效率 0.120 3 

各單位制度規章更完善 0.118 4 

建立良好利益迴避機制 0.113 

監控法律、預算案通過狀況 0.113 
5 

按照進度確實做到年度計畫之執行 0.092 6 

落實全體職員自我評鑑工作 0.066 

會議流程須依照議事規則進行 0.066 
7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1 

 

五、財務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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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費有效運用 

在經費有效運用中共有四項工作項目，最被重視之工作項目為：有效

控制預算，達成預期效果，比重為 0.359；第二為經費之編列與執行適切配

合，比重為 0.279；第三為預算執行能專款專用，比重為 0.249；第四為依

照立法院需求採買相關設備，比重為 0.147，其各項權重比值如表 5-54。 

表 5-54：行政部門對經費有效運用之工作項目權重比值表 

經費有效運用 權重 排名 

有效控制預算，達成預期效果 0.359 1 

經費之編列與執行適切配合 0.279 2 

預算執行能專款專用 0.249 3 

依照立法院需求採買相關設備 0.147 4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0544 

 

（二）立法院預算定期稽核與管理 

在立法院預算定期稽核與管理中共有三項工作項目，最被重視之工作

項目為：立法院財產有良好的管理機制，並有效執行，比重為 0.394；第二

為立法院預算執行稽核制度公開化，比重為 0.311；第三為依據預算執行成

效，修正下年度預算編列，比重為 0.296，其各項權重比值如表 5-55。 

表 5-55：行政部門對立法院預算定期稽核與管理之工作項目權重比值表 

立法院預算定期稽核與管理 權重 排名 

立法院財產有良好的管理機制，並有效執行 0.394 1 

立法院預算執行稽核制度公開化 0.311 2 

依據預算執行成效，修正下年度預算編列 0.296 3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0798 

 

（三）預算編列符合立法院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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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預算編列符合立法院需求中共有三項工作項目，最被重視之工作項

目為：預算編列過程公開化，比重為 0.341；第二為年度預算經費符合立法

院整體需求，比重為 0.336；第三為各單位預算經費應合理協商分配，比重

為 0.323，其各項權重比值如表 5-56。 

表 5-56：行政部門對預算編列符合立法院需求之工作項目權重比值表 

預算編列符合立法院需求 權重 排名 

預算編列過程公開化 0.341 1 

年度預算經費符合立法院整體需求 0.336 2 

各單位預算經費應合理協商分配 0.323 3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013 

 

（四）財務構面--第三層各項工作項目權重分配 

財務構面之十項工作項目，將所有工作項目之權重加以排序，得知最

重要之工作項目為：有效控制預算，達成預期效果，比重為 0.146；其次是

立法院財產有良好的管理機制，並有效執行，比重為 0.130；第三為經費之

編列與執行適切配合，比重為；0.125；最不被重視的工作項目為：依照立

法院需求採買相關設備，比重為 0.066，其各項權重比值如表 5-57。 

表 5-57：行政部門對財務構面之十項工作項目權重比值表 

財務構面之十項工作項目 權重 排名 

有效控制預算，達成預期效果 0.146 1 

立法院財產有良好的管理機制，並有效執行 0.130 2 

經費之編列與執行適切配合 0.125 3 

預算執行能專款專用 0.112 4 

立法院預算執行稽核制度公開化 0.103 5 

依據預算執行成效，修正下年度預算編列 0.098 6 

預算編列過程公開化 0.075 7 

年度預算經費符合立法院整體需求 0.07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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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位預算經費應合理協商分配 0.072 9 

依照立法院需求採買相關設備 0.066 10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1 

 

六、五大構面各項工作項目權重分配 

將五大構面總計四十九項工作項目之權重加以排序，本研究將受訪者

之意見加以歸納分析後，將其依照權重比值排序為二十五名，其中排名前

十項重要之工作項目依序為：第一重要之工作項目為制訂優質法案，比重

為 0.052；第二是落實人權保障，比重為 0.044；第三為培養立法的專業素

養，比重為；0.042；第四為立法委員問政表現提升，比重為 0.036；第五為

強化幕僚人才之專業知識，比重為 0.035；第六為監督立法委員問政績效，

比重為 0.034；第七為提升立法委員專業素質，比重為 0.030；第八為制訂

相關民生福利政策、立法院會議內容詳實記錄並對外開放、會議過程詳實

記錄與公開等三項，比重皆為 0.029；第九為審核中央政府總預（決）算、

設立完整的教育訓練課程兩項，比重皆為 0.027；第十為建立以民眾調查為

基礎之評定標準、訂立合理之工作效能指標，比重為 0.026。 

至於，權重比值排序最後三名者依序為：第二十三名為黨團法定地位

之調整，比重皆為 0.011；第二十四名為落實全體職員自我評鑑工作、會議

流程須依照議事規則進行、鼓勵員工盡量展現工作能力、預算編列過程公

開化、各單位預算經費應合理協商分配、年度預算經費符合立法院整體需

求等六項，比重為 0.010；而排序最後者為：了解民眾對立法院之期待、進

行民眾滿意度調查、立法院與國會圖書館網路資訊即時更新、依照立法院

需求採買相關設備等四項，比重為 0.009，其各項權重比值如表 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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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8：行政部門對立法院會議四十九項工作項目權重比值表 

五大構面共四十九項工作項目 權重 排名 

制訂優質法案 0.052 1 

落實人權保障 0.044 2 

培養立法的專業素養 0.042 3 

立法委員問政表現提升 0.036 4 

強化幕僚人才之專業知識 0.035 5 

監督立法委員問政績效 0.034 6 

提升立法委員專業素質 0.030 7 

制訂相關民生福利政策 0.029 

立法院會議內容詳實記錄並對外開放 0.029 

會議過程詳實記錄與公開 0.029 

8 

審核中央政府總預（決）算 0.027 

設立完整的教育訓練課程 0.027 
9 

建立以民眾調查為基礎之評定標準 0.026 

訂立合理之工作效能指標 0.026 
10 

強化政黨政治 0.024 11 

重視族群平等 0.023 12 

立法院人員配置應專長與業務相配合 0.022 13 

各單位朝向公開化、制度化、資訊化處理 0.021 

營造公平的考績與遷調制度 0.021 

建立助理人才資料庫 0.021 

14 

強化常設委員會之功能與專業性 0.020 

有效控制預算，達成預期效果 0.020 
15 

立法院會議流程透明化 0.019 16 

確實解決民眾之需求 0.018 

各單位制度規章更完善 0.018 

提升行政工作程序之效率 0.018 

立法院財產有良好的管理機制，並有效執行 0.018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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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良好利益迴避機制 0.017 

監控法律、預算案通過狀況 0.017 

經費之編列與執行適切配合 0.017 

18 

加強對會議規範之認識 0.016 19 

預算執行能專款專用 0.015 20 

加強與民眾之互動 0.014 

按照進度確實做到年度計畫之執行 0.014 

立法院預算執行稽核制度公開化 0.014 

21 

將立委出席率與投票狀況詳實記錄，供量民眾查詢 0.013 

鼓勵員工發揮優質行政才能 0.013 

依據預算執行成效，修正下年度預算編列 0.013 

22 

黨團法定地位之調整 0.011 23 

落實全體職員自我評鑑工作 0.010 

會議流程須依照議事規則進行 0.010 

鼓勵員工盡量展現工作能力 0.010 

預算編列過程公開化 0.010 

各單位預算經費應合理協商分配 0.010 

年度預算經費符合立法院整體需求 0.010 

24 

了解民眾對立法院之期待 0.009 

進行民眾滿意度調查 0.009 

立法院與國會圖書館網路資訊即時更新 0.009 

依照立法院需求採買相關設備 0.009 

25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1 

 

綜合以上，本研究將行政部門及所屬對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在各項構

面、策略主題及工作項目之權重加以分析，求得行政部門及所屬單位對於

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之看法，並釐清其權重以瞭解各項工作之重要性程

度，此分析結果與立法院之看法作對照，藉由比較分析之觀點，來平衡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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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門之看法，使本研究富有更重要之研究價值。 

 

第三節 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指標之綜合分析 

在第一節討論完立法院與第二節行政部門對立法院會議之觀點後，第

三節本研究將建立一綜合觀點，在綜合行政部門與立法院之專家後，有效

問卷共有 32位，已超出鄧振源所建議之最佳人數，在衡量各種情況及配合

本研究所運用之「Expert Choice 11」決策支援軟體之限制17，將立法院之有

效問卷 15份，與行政部門之有效問卷 15份中，各取出 12份問卷，總計 24

份問卷，試圖建立提升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之最佳模型。 

根據學者 Saaty之建議一致性比率小於或等於 0.1，則此矩陣之一致性

可被採納。此次研究所挑出之 24份問卷，其 I.R.值皆 0.1≦ ，表示其他問卷

之調查資料符合一致性假設，而各層級分析結果如下： 

壹、第一層級—平衡計分卡之五大構面 

根據本研究所挑出之 24份問卷，以平衡計分卡之五大構面來衡量立法

院會議績效管理上，以願景構面最為重要，比重為 0.297，樣本結構因素很

重。顯示在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中，願景構面最被重視；其次為創新與學

習構面，比重為 0.248；其三為顧客構面，比重為 0.191；其四為組織內部

流程構面，比重為 0.143；最後是財務構面，比重為 0.121。其各項權重比

值如表 5-59。 

 

 

 

 

 
                                                 
17 根據目前市售之 Expert Choice 決策支援軟體，在使用上有人數限制之分別，其版本有 3個人、25個
人及 150人等三種，而本研究所使用之 Expert Choice 決策支援軟體為人數上限為 25人之版本，所以在
衡量決策系統限制的情形下，本研究之綜合觀點，便將行政部門及立法院受訪者各選出一致性最佳之 12
位來進行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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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9：五大構面之權重比值表 

平衡計分卡五大構面 權重 排名 

願景構面 0.297 1 

創新與學習構面 0.248 2 

顧客構面 0.191 3 

組織內部流程構面 0.143 4 

財務構面 0.121 5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1 

 

貳、第二層級─十六項策略主題 

一、願景構面 

在願景構面中共有三項策略主題，最被重視的策略主題為：增進人民

福祉，比重為 0.459；其次為健全民主政治發展，比重為 0.349；最後為提

升國會形象及尊嚴，比重為 0.192，其各項權重比值如表 5-60。 

表 5-60：願景構面之策略主題權重比值表 

願景構面 權重 排名 

增進人民福祉 0.459 1 

健全民主政治發展 0.349 2 

提升國會形象及尊嚴 0.192 3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 

 

二、創新與學習構面 

在創新與學習構面中共有三項策略主題，最被重視之策略主題為：支

持與鼓勵立法院人員專業成長，比重為 0.504；其次為建立專業服務團隊，

比重為 0.318；最後為鼓勵立法院人員卓越能力表現，比重為 0.178，其各

項權重比值如表 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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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1：創新與學習構面之策略主題權重比值表 

創新與學習構面 權重 排名 

支持與鼓勵立法院人員專業成長 0.504 1 

建立專業服務團隊 0.318 2 

鼓勵立法院人員卓越能力表現 0.178 3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1 

 

三、顧客構面 

在顧客構面中共有四項策略主題，最被重視之策略主題為：改善立法

院會議效能與效率，比重為 0.301；其次為提升民眾信任度，比重為 0.294；

其三為立法院會議資訊公開化，比重為 0.213；最後為加強收集及反映民意，

比重為 0.192，其各項權重比值如表 5-62。 

表 5-62：顧客構面之策略主題權重比值表 

顧客構面 權重 排名 

改善立法院會議效能與效率 0.301 1 

提升民眾信任度 0.294 2 

立法院會議資訊公開化 0.213 3 

加強收集及反映民意 0.192 4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0072 

 

四、組織內部流程構面 

在組織內部流程構面中共有三項策略主題，最被重視之策略主題為：

各單位具備良好績效管理機制，比重為 0.377；其次為立法院行政運作程序

革新，比重為 0.355；最後為立法院會議流程管理控制，比重為 0.268，其

各項權重比值如表 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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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3：組織內部流程構面之策略主題權重比值表 

組織內部流程構面 權重 排名 

各單位具備良好績效管理機制 0.377 1 

立法院行政運作程序革新 0.355 2 

立法院會議流程管理控制 0.268 3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0003 

 

五、財務構面 

在財務構面中共有三項策略主題，最被重視之策略主題為：立法院預

算定期稽核與管理，比重為 0.375；其次為經費有效運用，比重為 0.339；

最後為預算編列符合立法院需求，比重為 0.287，其各項權重比值如表 5-64。 

表 5-64：財務構面之策略主題權重比值表 

財務構面 權重 排名 

立法院預算定期稽核與管理 0.375 1 

經費有效運用 0.339 2 

預算編列符合立法院需求 0.287 3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0105 

 

參、第三層級─49項工作項目 

一、願景構面 

（一）增進人民福祉 

在增進人民福祉中共有三項工作項目，最被重視之工作項目為制訂優

質法案，比重為 0.442；第二為制訂相關民生福利政策，比重為 0.322；第

三為審核中央政府總預（決）算，比重為 0.235，其各項權重比值如表 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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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5：增進人民福祉之工作項目權重比值表 

增進人民福祉 權重 排名 

制訂優質法案 0.442 1 

制訂相關民生福利政策 0.322 2 

審核中央政府總預（決）算 0.235 3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0375 

 

（二）健全民主政治發展 

在健全民主政治發展中共有三項工作項目，最被重視之工作項目為落

實人權保障，比重為 0.442；第二為重視族群平等，比重為 0.318；第三為

強化政黨政治，比重為 0.240，其各項權重比值如表 5-66。 

表 5-66：健全民主政治發展之工作項目權重比值表 

健全民主政治發展 權重 排名 

落實人權保障 0.442 1 

重視族群平等 0.318 2 

強化政黨政治 0.240 3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0371 

 

（三）提升國會形象及尊嚴 

在提升國會形象及尊嚴中共有三項工作項目，最被重視之工作項目

為：提升立法委員專業素質，比重為 0.487；第二為強化常設委員會之功能

與專業性，比重為 0.344；第三為強化政黨政治，比重為 0.169，其各項權

重比值如表 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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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7：提升國會形象及尊嚴之工作項目權重比值表 

提升國會形象及尊嚴 權重 排名 

提升立法委員專業素質 0.487 1 

強化常設委員會之功能與專業性 0.344 2 

黨團法定地位之調整 0.169 3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0143 

 

（四）願景構面--第三層各項工作項目權重分配 

願景構面之九項工作項目，將所有工作項目之權重加以排序，得知最

重要之工作項目為：制訂優質法案，比重為 0.206；其次是落實人權保障，

比重為 0.157；第三為制訂相關民生福利政策，比重為；0.150；權重比值最

低者的工作項目為：黨團法定地位之調整，比重為 0.030，其各項權重比值

如表 5-68。 

表 5-68：願景構面之九項工作項目權重比值表 

願景構面之九項工作項目 權重 排名 

制訂優質法案 0.206 1 

落實人權保障 0.157 2 

制訂相關民生福利政策 0.150 3 

重視族群平等 0.113 4 

審核中央政府總預（決）算 0.110 5 

提升立法委員專業素質 0.087 6 

強化政黨政治 0.085 7 

強化常設委員會之功能與專業性 0.061 8 

黨團法定地位之調整 0.030 9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0 

 

二、創新與學習構面 

（一）支持與鼓勵立法院人員專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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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支持與鼓勵立法院人員專業成長中共有三項工作項目，最被重視之

工作項目為：培養立法的專業素養，比重為 0.513；第二為設立完整的教育

訓練課程，比重為 0.261；第三為加強對會議規範之認識，比重為 0.226，

其各項權重比值如表 5-69。 

表 5-69：支持與鼓勵立法院人員專業成長之工作項目權重比值表 

支持與鼓勵立法院人員專業成長 權重 排名 

培養立法的專業素養 0.513 1 

設立完整的教育訓練課程 0.261 2 

加強對會議規範之認識 0.226 3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 

 

（二）建立專業服務團隊 

在建立專業服務團隊中共有三項工作項目，最被重視之工作項目為：

強化幕僚人才之專業知識，比重為 0.480；第二為立法院人員配置應專長與

業務相配合，比重為 0.279；第三為建立助理人才資料庫，比重為 0.242，

其各項權重比值如表 5-70。 

表 5-70：建立專業服務團隊之工作項目權重比值表 

建立專業服務團隊 權重 排名 

強化幕僚人才之專業知識 0.480 1 

立法院人員配置應專長與業務相配合 0.279 2 

建立助理人才資料庫 0.242 3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0003 

 

（三）鼓勵立法院人員卓越能力表現 

在鼓勵立法院人員卓越能力表現中共有三項工作項目，最被重視之工

作項目為：營造公平的考績與遷調制度，比重為 0.495；第二為鼓勵員工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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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展現工作能力，比重為 0.268；第三為鼓勵員工發揮優質行政才能，比重

為 0.237，其各項權重比值如表 5-71。 

表 5-71：鼓勵立法院人員卓越能力表現之工作項目權重比值表 

鼓勵立法院人員卓越能力表現 權重 排名 

營造公平的考績與遷調制度 0.495 1 

鼓勵員工盡量展現工作能力 0.268 2 

鼓勵員工發揮優質行政才能 0.237 3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005 

 

（四）創新與學習構面--第三層各項工作項目權重分配 

創新與學習構面之九項工作項目，將所有工作項目之權重加以排序，

得知最重要之工作項目為：培養立法的專業素養，比重為 0.251；其次是強

化幕僚人才之專業知識，比重為 0.159；第三為設立完整的教育訓練課程，

比重為 0.128；權重比值最低者為：鼓勵員工盡量展現工作能力，比重為

0.043，其各項權重比值如表 5-72。 

表 5-72：創新與學習構面之九項工作項目權重比值表 

創新與學習構面之九項工作項目 權重 排名 

培養立法的專業素養 0.251 1 

強化幕僚人才之專業知識 0.159 2 

設立完整的教育訓練課程 0.128 3 

加強對會議規範之認識 0.111 4 

立法院人員配置應專長與業務相配合 0.092 5 

營造公平的考績與遷調制度 0.089 6 

建立助理人才資料庫 0.080 7 

鼓勵員工發揮優質行政能力 0.048 8 

鼓勵員工盡量展現工作才能 0.043 9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1 

 



第五章 應用 AHP探討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指標 

 201

三、顧客構面 

（一）改善立法院會議效能與效率 

在改善立法院會議效能與效率中共有三項工作項目，最被重視之工作

項目為：監督立法委員問政績效，比重為 0.399；第二為會議過程詳實記錄

與公開，比重為 0.323；第三為立法院會議流程透明化，比重為 0.279，其

各項權重比值如表 5-73。 

表 5-73：立法院會議效能與效率之工作項目權重比值表 

改善立法院會議效能與效率 權重 排名 

監督立法委員問政績效 0.399 1 

會議過程詳實記錄與公開 0.323 2 

立法院會議流程透明化 0.279 3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042 

 

（二）提升民眾信任度 

在提升民眾信任度中共有三項工作項目，最被重視之工作項目為：立

法委員問政表現提升，比重為 0.512；第二為加強與民眾之互動，比重為

0.260；第三為建立以民眾調查為基礎之評定標準，比重為 0.228，其各項權

重比值如表 5-74。 

表 5-74：提升民眾信任度之工作項目權重比值表 

提升民眾信任度 權重 排名 

立法委員問政表現提升 0.512 1 

加強與民眾之互動 0.260 2 

建立以民眾調查為基礎之評定標準 0.228 3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0002 

 

（三）立法院會議資訊公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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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立法院會議資訊公開化中共有三項工作項目，最被重視之工作項目

為：立法院會議內容詳實記錄並對外開放，比重為 0.409；第二為將立委出

席率與投票狀況詳實記錄，供民眾查詢，比重為 0.340；第三為立法院與國

會圖書館網路資訊即時更新，比重為 0.251，其各項權重比值如表 5-75。 

表 5-75：立法院會議資訊公開化之工作項目權重比值表 

立法院會議資訊公開化 權重 排名 

立法院會議內容詳實記錄並對外開放 0.409 1 

將立委出席率與投票狀況詳實記錄，供民眾查詢 0.340 2 

立法院與國會圖書館網路資訊即時更新 0.251 3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0169 

 

（四）加強收集及反映民意 

在加強收集及反映民意中共有三項工作項目，最被重視之工作項目

為：確實解決民眾之需求，比重為 0.544；第二為了解民眾對立法院之期待，

比重為 0.253；第三為進行民眾滿意度調查，比重為 0.203，其各項權重比

值如表 5-76。 

表 5-76：加強收集及反映民意之工作項目權重比值表 

加強收集及反映民意 權重 排名 

確實解決民眾之需求 0.544 1 

了解民眾對立法院之期待 0.253 2 

進行民眾滿意度調查 0.203 3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0952 

 

（五）顧客構面--第三層各項工作項目權重分配 

顧客構面之十二項工作項目，將所有工作項目之權重加以排序，得知

最重要之工作項目為：監督立法委員問政績效，比重為 0.137；其次是立法

委員問政表現提升，比重為 0.133；第三為會議過程詳實記錄與公開，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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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0.111；權重比值最低者的工作項目為：進行民眾滿意度調查，比重為

0.033，其各項權重比值如表 5-77。 

表 5-77：顧客構面之十二項工作項目權重比值表 

顧客構面之十二項工作項目 權重 排名 

監督立法委員問政績效 0.137 1 

立法委員問政表現提升 0.133 2 

會議過程詳實記錄與公開 0.111 3 

立法院會議內容詳實記錄並對外開放 0.097 4 

立法院會議流程透明化 0.096 5 

確實解決民眾之需求 0.087 6 

將立委出席率與投票狀況詳實記錄，供量民眾查

詢 
0.080 7 

加強與民眾之互動 0.068 8 

建立以民眾調查為基礎之評定標準 0.059 

立法院與國會圖書館網路資訊即時更新 0.059 
9 

了解民眾對立法院之期待 0.041 10 

進行民眾滿意度調查 0.033 11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0 

 

四、組織內部流程構面 

（一）各單位具備良好績效管理機制 

在各單位具備良好績效管理機制中共有三項工作項目，最被重視之工

作項目為：訂立合理之工作效能指標，比重為 0.414；第二為按照進度確實

做到年度計畫之執行，比重為 0.357；第三為落實全體職員自我評鑑工作，

比重為 0.229，其各項權重比值如表 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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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8：各單位具備良好績效管理機制之工作項目權重比值表 

各單位具備良好績效管理機制 權重 排名 

訂立合理之工作效能指標 0.414 1 

按照進度確實做到年度計畫之執行 0.357 2 

落實全體職員自我評鑑工作 0.229 3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0255 

 

（二）立法院行政運作程序革新 

在立法院行政運作程序革新中共有三項工作項目，最被重視之工作項

目為：各單位朝向公開化、制度化、資訊化處理，比重為 0.423；第二為提

升行政工作程序之效率，比重為 0.290；第三為各單位制度規章更完善，比

重為 0.287，其各項權重比值如表 5-79。 

表 5-79：立法院行政運作程序革新之工作項目權重比值表 

立法院行政運作程序革新 權重 排名 

各單位朝向公開化、制度化、資訊化處理 0.423 1 

提升行政工作程序之效率 0.290 2 

各單位制度規章更完善 0.287 3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0294 

 

（三）立法院會議流程管理控制 

在立法院會議流程管理控制中共有三項工作項目，最被重視之工作項

目為：建立良好利益迴避機制，比重為 0.424；第二為監控法律、預算案通

過狀況，比重為 0.297；第三為會議流程須依照議事規則進行，比重為 0.279，

其各項權重比值如表 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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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0：立法院會議流程管理控制之工作項目權重比值表 

立法院會議流程管理控制 權重 排名 

建立良好利益迴避機制 0.424 1 

監控法律、預算案通過狀況 0.297 2 

會議流程須依照議事規則進行 0.279 3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0195 

 

（四）組織內部流程構面--第三層各項工作項目權重分配 

組織內部流程構面之九項工作項目，將所有工作項目之權重加以排

序，得知最重要之工作項目為：訂立合理之工作效能指標，比重為 0.158；

其次是各單位朝向公開化、制度化、資訊化處理，比重為 0.149；第三為按

照進度確實做到年度計畫之執行，比重為 0.136；權重比值最低者為會議流

程須依照議事規則進行，比重為 0.074，其各項權重比值如表 5-81。 

表 5-81：組織內部流程構面之九項工作項目權重比值表 

組織內部流程構面第三層之九項工作項目 權重 排名 

訂立合理之工作效能指標 0.158 1 

各單位朝向公開化、制度化、資訊化處理 0.149 2 

按照進度確實做到年度計畫之執行 0.136 3 

建立良好利益迴避機制 0.112 4 

提升行政工作程序之效率 0.102 5 

各單位制度規章更完善 0.101 6 

落實全體職員自我評鑑工作 0.088 7 

監控法律、預算案通過狀況 0.079 8 

會議流程須依照議事規則進行 0.074 9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0 

 

五、財務構面 

（一）立法院預算定期稽核與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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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立法院預算定期稽核與管理中共有三項工作項目，分別為：立法院

財產有良好的管理機制，並有效執行、立法院預算執行稽核制度公開化及

依據預算執行成效，修正下年度預算編列，其權重皆為 0.333，其各項權重

比值如表 5-82。 

表 5-82：立法院預算定期稽核與管理之工作項目權重比值表 

立法院預算定期稽核與管理 權重 排名 

立法院預算執行稽核制度公開化 0.333 

依據預算執行成效，修正下年度預算編列 0.333 

立法院財產有良好的管理機制，並有效執行 0.333 

1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0152 

 

（二）經費有效運用 

在經費有效運用中共有四項工作項目，最被重視之工作項目為：有效

控制預算，達成預期效果，比重為 0.394；第二為經費之編列與執行適切配

合，比重為 0.228；第三為預算執行能專款專用，比重為 0.197；第四為依

照立法院需求採買相關設備，比重為 0.181，其各項權重比值如表 5-83。 

表 5-83：經費有效運用之工作項目權重比值表 

經費有效運用 權重 排名 

有效控制預算，達成預期效果 0.394 1 

經費之編列與執行適切配合 0.228 2 

預算執行能專款專用 0.197 3 

依照立法院需求採買相關設備 0.181 4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0519 

 

（三）預算編列符合立法院需求 

在預算編列符合立法院需求中共有三項工作項目，最被重視之工作項

目為：年度預算經費符合立法院整體需求，比重為 0.353；第二為各單位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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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經費應合理協商分配，比重為 0.324；第三為預算編列過程公開化，比重

為 0.323，其各項權重比值如表 5-84。 

表 5-84：預算編列符合立法院需求之工作項目權重比值表 

預算編列符合立法院需求 權重 排名 

年度預算經費符合立法院整體需求 0.353 1 

各單位預算經費應合理協商分配 0.324 2 

預算編列過程公開化 0.323 3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0663 

 

（四）財務構面--第三層各項工作項目權重分配 

財務構面之十項工作項目，將所有工作項目之權重加以排序，得知最

重要之工作項目有三項：立法院預算執行稽核制度公開化、依據預算執行

成效，修正下年度預算編列及立法院財產有良好的管理機制，並有效執行，

比重皆為 0.134；其次是有效控制預算，達成預期效果，比重為 0.121；第

三為年度預算經費符合立法院整體需求，比重為 0.103；最不被重視的工作

項目為：依照立法院需求採買相關設備，比重為 0.056，其各項權重比值如

表 5-85。 

表 5-85：財務構面之十項工作項目權重比值表 

財務構面之十項工作項目 權重 排名 

立法院預算執行稽核制度公開化 0.134 

依據預算執行成效，修正下年度預算編列 0.134 

立法院財產有良好的管理機制，並有效執行 0.134 

1 

有效控制預算，達成預期效果 0.121 2 

年度預算經費符合立法院整體需求 0.103 3 

預算編列過程公開化 0.094 

各單位預算經費應合理協商分配 0.094 
4 

經費之編列與執行適切配合 0.07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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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執行能專款專用 0.060 6 

依照立法院需求採買相關設備 0.056 7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0 

 

六、五大構面各項工作項目權重分配 

將五大構面總計四十九項工作項目之權重加以排序，本研究將受訪者

之意見加以歸納分析後，將其依照權重比值排序為二十五名，其中排名前

十項重要之工作項目依序為：第一重要之工作項目為制訂優質法案，比重

為 0.060；第二是培養立法的專業素養，比重為 0.055；第三為落實人權保

障，比重為；0.046；第四為制訂相關民生福利政策，比重為 0.044；第五為

強化幕僚人才之專業知識，比重為 0.035；第六為重視族群平等，比重為

0.033；第七為審核中央政府總預（決）算，比重為 0.032；第八為設立完整

的教育訓練課程，比重皆為 0.028；第九為監督立法委員問政績效，比重皆

為 0.026；第十為提升立法委員專業素質、強化政黨政治、立法委員問政表

現提升等三項，比重為 0.025。 

至於，權重比值排序最後三名者依序為：第二十三名為黨團法定地位

之調整、鼓勵員工發揮優質行政才能、預算執行能專款專用等三項，比重

皆為 0.009；第二十四名為了解民眾對立法院之期待、依照立法院需求採買

相關設備等兩項，比重為 0.008；而排序最後者為：進行民眾滿意度調查，

比重為 0.006，其各項權重比值如表 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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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6：五大構面共四十九項工作項目權重比值表 

五大構面共四十九項工作項目 權重 排名 

制訂優質法案 0.060 1 

培養立法的專業素養 0.055 2 

落實人權保障 0.046 3 

制訂相關民生福利政策 0.044 4 

強化幕僚人才之專業知識 0.035 5 

重視族群平等 0.033 6 

審核中央政府總預（決）算 0.032 7 

設立完整的教育訓練課程 0.028 8 

監督立法委員問政績效 0.026 9 

提升立法委員專業素質 0.025 

強化政黨政治 0.025 

立法委員問政表現提升 0.025 

10 

訂立合理之工作效能指標 0.024 

加強對會議規範之認識 0.024 
11 

各單位朝向公開化、制度化、資訊化處理 0.023 12 

會議過程詳實記錄與公開 0.021 

按照進度確實做到年度計畫之執行 0.021 
13 

營造公平的考績與遷調制度 0.020 

立法院人員配置應專長與業務相配合 0.020 

立法院預算執行稽核制度公開化 0.020 

依據預算執行成效，修正下年度預算編列 0.020 

立法院財產有良好的管理機制，並有效執行 0.020 

14 

強化常設委員會之功能與專業性 0.018 

立法院會議內容詳實記錄並對外開放 0.018 

立法院會議流程透明化 0.018 

建立助理人才資料庫 0.018 

有效控制預算，達成預期效果 0.018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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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良好利益迴避機制 0.017 16 

確實解決民眾之需求 0.016 17 

將立委出席率與投票狀況詳實記錄，供量民眾查詢 0.015 

各單位制度規章更完善 0.015 

提升行政工作程序之效率 0.015 

年度預算經費符合立法院整體需求 0.015 

18 

預算編列過程公開化 0.014 

各單位預算經費應合理協商分配 0.014 
19 

加強與民眾之互動 0.013 

落實全體職員自我評鑑工作 0.013 
20 

監控法律、預算案通過狀況 0.012 21 

建立以民眾調查為基礎之評定標準 0.011 

立法院與國會圖書館網路資訊即時更新 0.011 

會議流程須依照議事規則進行 0.011 

鼓勵員工盡量展現工作能力 0.011 

經費之編列與執行適切配合 0.011 

22 

黨團法定地位之調整 0.009 

鼓勵員工發揮優質行政才能 0.009 

預算執行能專款專用 0.009 

23 

了解民眾對立法院之期待 0.008 

依照立法院需求採買相關設備 0.008 
24 

進行民眾滿意度調查 0.006 25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I.R.＝0.01 

     

    本研究將行政部門及立法院之受訪者彙整加以分析，並算出各工作項

目之權重，至此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指標之各項工作項目已經確立，在整

理出各工作項目權重之數值後，本研究將根據各工作項目之數值，導出立

法院會議績效管理策略地圖，找出提升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之最佳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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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策略地圖之建構 

Kaplan & Norton（2004a）認為策略地圖是描述組織如何創造價值的一

向策略工具，而平衡計分卡不僅有助於改善組織之無形資本衡量體系，亦

可以協助推動組織策略付諸實施。因此，「策略地圖」之定義為：策略地圖

乃有助於整合無形資本與策略主題，且轉化組織無形資本成為有形資本，

並能改善組織對無形資本的衡量價值，更聯結組織中各項構面間之因果關

係，呈現出組織各項構面的溝通策略與方向，對於組織如何創造更高的價

值，有賴平衡計分卡發揮其改善組織無形資本衡量體系之功能，以及描述

並推動組織在決策策略付諸實行之策略工具。 

至於組織價值創造的構面，可作為組織行政團隊彼此討論組織發展方

向與優先順序的共同目標，關於策略性衡量指標，除了是各個不同構面的

效能指標外，還應被視為平衡計分卡內各構面有因果關係連結的指標項目。 

要達到提升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之目的，並找出其代表性之執行策略

發展與工作項目，利用專家意見調查訪談與 AHP分析法，建立研究問題架

構與資料分析，其分析結果 I.R.值 0.1≦ ，表示調查結果符合一致性假設，

並求得各構面、各項策略主題及工作項目之權重比值，進而為達成工作項

目而定訂工作計畫，落實工作計畫內容，以達到立法院會議管理之使命與

願景，其各層次分析結果與工作計畫如表 5-8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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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7：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各層次分析結果與工作計畫權重數值表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構面/權重 策略主題/權重 工作項目/權重 

提升立法委員專業素質（0.487） 

強化常設委員會之功能與專業性（0.344） 

提升國會形象

及尊嚴 

（0.192） 黨團法定地位之調整（0.169） 

制訂優質法案（0.442） 

審核中央政府總預（決）算（0.235） 
增進人民福祉 

（0.459） 
制訂相關民生福利政策（0.322） 

重視族群平等（0.318） 

強化政黨政治（0.240） 

願景構面 

（0.297） 

健全民主政治

發展 

（0.349） 落實人權保障（0.442） 

加強與民眾之互動（0.260） 

建立以民眾調查為基礎之評定標準（0.228） 

提升民眾信任

度 

（0.294） 立法委員問政表現提升（0.512） 

了解民眾對立法院之期待（0.253） 

進行民眾滿意度調查（0.203） 

加強收集及反

映民意 

（0.192） 確實解決民眾之需求（0.544） 

將立委出席率與投票狀況詳實記錄，供量民眾查詢

（0.340） 

立法院會議內容詳實記錄並對外開放（0.409） 

立法院會議資

訊公開化 

（0.213） 
立法院與國會圖書館網路資訊即時更新（0.251） 

立法院會議流程透明化（0.279） 

會議過程詳實記錄與公開（0.323） 

顧客構面 

（0.191） 

改善立法院會

議效能與效率 

（0.301） 監督立法委員問政績效（0.399） 

各單位制度規章更完善（0.287） 

提升行政工作程序之效率（0.290） 

組織內部

流程構面 

（0.143） 

立法院行政運

作程序革新 

（0.355） 各單位朝向公開化、制度化、資訊化處理（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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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立合理之工作效能指標（0.414） 

落實全體職員自我評鑑工作（0.229） 

各單位具備良

好績效管理機

制 

（0.377） 

按照進度確實做到年度計畫之執行（0.357） 

會議流程須依照議事規則進行（0.279） 

建立良好利益迴避機制（0.424） 

 

立法院會議流

程管理控制 

（0.268） 監控法律、預算案通過狀況（0.297） 

培養立法的專業素養（0.513） 

設立完整的教育訓練課程（0.261） 

支持與鼓勵立

法院人員專業

成長 

（0.504） 

加強對會議規範之認識（0.226） 

鼓勵員工盡量展現工作能力（0.268） 

營造公平的考績與遷調制度（0.495） 

鼓勵立法院人

員卓越能力表

現 

（0.178） 

鼓勵員工發揮優質行政才能（0.237） 

強化幕僚人才之專業知識（0.480） 

建立助理人才資料庫（0.242） 

創新與學

習構面 

（0.248） 

建立專業服務

團隊 

（0.318） 立法院人員配置應專長與業務相配合（0.279） 

預算編列過程公開化（0.323） 

各單位預算經費應合理協商分配（0.324） 

預算編列符合

立法院需求 

（0.287） 年度預算經費符合立法院整體需求（0.353） 

經費之編列與執行適切配合（0.228） 

預算執行能專款專用（0.197） 

有效控制預算，達成預期效果（0.394） 

經費有效運用 

（0.339） 

依照立法院需求採買相關設備（0.181） 

立法院預算執行稽核制度公開化（0.333） 

依據預算執行成效，修正下年度預算編列（0.333） 

財務構面 

（0.121） 

立法院預算定

期稽核與管理 

（0.375） 立法院財產有良好的管理機制，並有效執行（0.333）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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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計算出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之各項工作項目權重後，本研究將依據

工作項目之重要性與否，導出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策略地圖。並分別依照

各項構面之工作項目權重來加以分析： 

一、願景構面 

    在願景構面中，策略主題之權重為工作項目權重加總而來，最被重視

的策略主題為：增進人民福祉（0.458），因為立法院為國家唯一之民意代表

機關，代表人民行使職權，要達成增進人民福祉之工作項目，必須達成制

訂優質法案及制訂相關民生福利政策來進行。此外，落實人權保障、重視

族群平等及審核中央政府總預（決）算也是重要的工作項目之一，對於要

達到立法院之願景皆是非常重要之因素。 

二、顧客構面 

在顧客構面中，策略主題之權重為工作項目權重加總而來，最被重視

的策略主題為：改善立法院會議效能與效率（0.301），由此可見專家對於立

法院之議事效率皆認為不盡理想，而改善立法院會議效能與效率之工作項

目，可由監督立法委員問政績效開始；在提升民眾信任度中，專家皆認為

立法委員問政表現提升可增加民眾對立法院之信任；在加強收集及反映民

意中，以確實解決民眾之需求為最重要。此構面呈現出專家對於現今議事

狀況之不滿意度，因此，希望藉由對立法委員之問政監督與提升民眾對立

法院之印象來達成顧客滿意度。 

三、組織內部流程構面 

在組織內部流程構面中，各單位具備良好績效管理機制（0.377）為最

被重視之策略主題，其工作項目較重要者亦包含訂立合理之工作效能指

標、按照進度確實做到年度計畫之執行；此外，各單位制度規章更完善、

提升行政工作程序之效率，在立法院會議流程管理控制中以建立良好利益

迴避機制。為達成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之提升，組織內部流程之管理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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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非常重要，在內部流程順暢之情形下，要提升立法院之會議績效便容易

許多。 

四、創新與學習構面 

在創新與學習構面之中，支持與鼓勵立法院人員專業成長（0.504）為

最被重視之策略主題，透過培養立法的專業素養、設立完整的教育訓練課

程來提升各項工作之專業能力；而建立專業服務團隊是專家們所認同的，

要建立專業服務團隊必須先強化幕僚人才之專業知識，唯有專業的知識與

能力，要創造人員之進步與鼓勵人員專業成長才能提升議事效率，此亦是

創造高效率立法院會議管理之最有力基石。 

五、財務構面 

在財務構面中，立法院預算定期稽核與管理（0.375）為最被重視之策

略主題，其工作項目不論立法院預算執行稽核制度公開化、依據預算執行

修正下年度預算或立法院之財產管理有效執行等，其三項權重皆同等重

要。而有效控制預算，達成預期效果、年度預算經費符合立法院需求都是

重要之工作項目。表示立法院之經費預算應公開給社會大眾知曉，透過稽

核、管理與檢討機制，能更加有效利用經費及資源，此為提高議事效率之

不可或缺的一項條件。 

依據平衡計分卡理論與 AHP分析法，Kaplan & Norton（2004a）在策

略地圖的相關論述中指出，組織要如何創造價值，平衡計分卡不僅有助於

改善組織之無形資本衡量體系，亦可協助推動組織策略付諸實施，關於策

略地圖的繪製有下列幾項原則：1、策略要在彼此對立力量中求得均衡；2、

策略係基於具有差異性的價值主張；3、價值係經由內部運作程序所創造；

4、策略係相輔相成的主題所組成；5、策略整合決定無形資本的價值。經

由研究者參照相關文獻，並與指導教授多次討論後，完成立法院會議績效

管理策略地圖之繪製，並提出多項流程建議：分別有主流程、次流程與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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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流程等。其相關細節如圖 5-1所示，關於各流程之因果關係，研究者將說

明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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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

景

構

面 

顧

客

構

面 

財

務

構

面 

組織

內部

流程

構面 

創新

與 

學習

構面 

提升國會形象及尊嚴 
（0.192） 

增進人民福祉 
（0.459） 

健全民主政治發展 
（0.349） 

預算編列符合立法院

需求（0.287） 
經費有效運用 
（0.339） 

立法院預算定期稽核與管理

（0.375） 

立法院行政運作程序革

新（0.355） 
各單位具備良好績效管理

機制（0.377） 
立法院會議流程管理控制

（0.268） 

支持與鼓勵立法院人員

專業成長（0.504） 
鼓勵立法院人員卓越能力

表現（0.178） 
建立專業服務團隊 
（0.318） 

提升民眾信任度

（0.294） 
加強收集及反映

民意（0.192）
立法院會議資訊公

開化（0.213） 
改善立法院會議效

能與效率（0.301）

◎提升立法委員專業素質 

◎強化常設委員會之功能與

專業性 

◎黨團法定地位之調整 

◎制訂優質法案 

◎審核中央政府總預（決）算

◎制訂相關民生福利政策 

◎重視族群平等 

◎強化政黨政治 

◎落實人權保障 

◎加強與民眾之互動 

◎建立以民眾調查為

基礎之評定標準 

◎立法委員問政表現

提升 

◎了解民眾對立法院

之期待 

◎進行民眾滿意度調

查 

◎確實解決民眾之需

求 

◎將立委出席率與投票

狀況詳實記錄，供量

民眾查詢 

◎立法院會議內容詳實

記錄並對外開放 

◎立法院與國會圖書館

網路資訊即時更新 

◎立法院會議流程透

明化 

◎會議過程詳實記錄

與公開 

◎監督立法委員問政

績效 

◎各單位制度規章更完善 

◎提升行政工作程序之效率 

◎各單位朝向公開化、制度

化、資訊化處理 

◎訂立合理之工作效能指標 

◎落實全體職員自我評鑑工作 

◎按照進度確實做到年度計畫

之執行 

◎會議流程須依照議事規則進

行 

◎建立良好利益迴避機制 

◎監控法律、預算案通過狀況 

◎培養立法的專業素養 

◎設立完整的教育訓練課程 

◎加強對會議規範之認識 

◎鼓勵員工盡量展現工作能力 

◎營造公平的考績與遷調制度 

◎鼓勵員工發揮優質行政才能 

◎強化幕僚人才之專業知識 

◎建立助理人才資料庫 

◎立法院人員配置應專長與業

務相配合 

◎預算編列過程公開化 

◎各單位預算經費應合理

協商分配 

◎年度預算經費符合立法

院整體需求 

◎經費之編列與執行適切配合 

◎預算執行能專款專用 

◎有效控制預算，達成預期效果

◎依照立法院需求採買相關設

備 

◎立法院預算執行稽核制度公開化 

◎依據預算執行成效，修正下年度預

算編列 

◎立法院財產有良好的管理機制，並

有效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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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策略地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就五個構面在模式中的位置而言，是具有特殊的意義，在最底層者，

表示它為其他構面之基礎，若以企業組織而言財務構面係居於最上端，因

為企業組織以追求利潤為目的，本研究中係以立法院為研究對象，將財務

構面置於底部係立法院組織中各項事務的推動，常需以健全的財務管理為

其基礎，讓立法院在各項事務的推動上能更順利，並與立法院所編列預算

制度相配合。本研究之財務構面中，其重要性依序為「立法院預算定期稽

核與管理」、「經費有效運用」、「預算編列符合立法院需求」為立法院會議

績效管理指標中要之指標向度，其下又包含各細項。 

在建立立法院健全財務管理制度與運作機制後，立法院將由創新與學

習構面來提昇立法院組織成員的專業知識與技能，良好人才為組織經營成

敗的關鍵因素，配合專業發展規晝與運作提升立法院組織成員專業知能，

在創新與學習構面中包含：「支持與鼓勵立法院人員專業成長」、「建立專業

服務團隊」、「鼓勵立法院人員卓越能力表現」等，為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

指標中重要之指標向度，其下又包含多項重要細項工作。 

而立法院組織藉由組織創新、成員團隊合作與專業成長，提生立法院

組織成員之專業知能，以提供更佳的行政效率與會議品質，進一步促進組

織內部運作的革新，其中包含：「各單位具備良好績效管理機制」、「立法院

行政運作程序革新」、「立法院會議流程管理控制」等三項，若由組織內部

運作的革新讓立法院之運作程序朝向資訊化、效率化發展，有助於會議績

效的大幅提升以及提高立法院組織之顧客滿意度。 

註：主流程      ；次流程     ；第三流程     ；關鍵流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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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顧客構面中包含：「改善立法院會議效能與效率」、「提升民眾信任

度」、「立法院會議資訊公開化」及「加強收集及反映民意」四項重要向度，

其下又包含多項細項重要內涵，朝向提升立法院形象、與民眾保持良好互

動，並提供優質之民眾服務品質，進一步有效地塑造並落實立法院之共同

願景，即最上層的「願景構面」，其中包含：「增進人民福祉」、「健全民主

政治發展」、「提升國會形象及尊嚴」等三個重要的向度，其下又包含多項

細項及重要內涵，用以提升整體與各構面之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 

策略地圖中的箭頭關係，於箭頭的起點為該構面因果關係中的「因」

的部份，而箭頭的終點，則在立法院組織中，表示它與其它構面互動之後

的總結效果。就其所指出開放系統的輸入、轉換歷程（transformation 

process）、輸出和環境四個子系統，願景構面的作用為輸出，顧客構面與財

務構面類似社會、環境、立法院硬體設備與環境規畫的部分，創新和學習

構面作用為輸入部分，而組織內部流程構面則和轉換歷程有關，換言之，

平衡計分卡五大構面與策略地圖亦隱藏著，有系統運作的理念與作為。若

從一般民眾的觀點來看，則立法院組織係是相當複雜的開放系統，構面間

均隱涵了靜態、動態、心態的多重觀點，具有多元、開放的互動關係，若

能有效掌握此五大構面在立法院組織中的因果關係，將有助於立法院會議

績效管理策略聚焦與提升立法院議事績效之作用。 

至於本研究所提出之各項流程，將說明如下： 

一、主流程 

為策略地圖中權重乘積最重之流程，在財務構面中以經費有效運用

（0.339）發展至創新與學習構面的支持與鼓勵立法院人員專業成長

（0.504），接著發展至組織內部流程構面的各單位具備良好績效管理機制

（0.377），再發展到顧客構面的提升民眾信任度（0.294），最後達到願景構

面的增進人民福祉（0.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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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院主要使命為代表人民行使職權，訂立符合人民權益之法案，從

主流程中之內容可以瞭解，從財務構面中的經費有效運用中，從有效控制

預算，達成預期效果（0.394）、經費之編列與執行適切配合（0.228）、預算

執行能專款專用（0.197）、依照立法院需求採買相關設備（0.181）等；接

著支持與鼓勵立法院人員專業成長，工作項目有培養立法的專業素養

（0.513）、設立完整的教育訓練課程（0.261）、加強對會議規範之認識

（0.226）；進而各單位具備良好績效管機制，其方法為訂立合理之工作效

能指標（0.414）、按照進度確實做到年度計畫之執行（0.357）、落實全體職

員自我評鑑工作（0.229）；然後提升民眾信任度，以立法委員問政表現提升

（0.512）、加強與民眾之互動（0.260）、建立以民眾調查為基礎之評定標準

（0.228）等三項工作項目；最後達成增進人民福祉之主題，其中有制訂優

質法案（0.442）、制訂相關民生福利政策（0.322）、審核中央政府總預（決）

算（0.235）等，藉此達成為立法院為民喉舌之最終目標。 

二、次流程 

由策略地圖中次重之權重乘積構成次要之策略發展流程。次流程由下

而上發展，在財務構面以立法院預算定期稽核與管理（0.375），發展至創新

與學習構面的建立專業服務團隊（0.318），接著發展至組織內部流程構面的

立法院行政運作程序革新（0.355），接著到顧客構面的改善立法院會議效能

與效率（0.301），最後達到願景構面的健全民主政治發展（0.349）。將立法

院的預算做定期稽核與管理，其中有立法院預算執行稽核制度公開化

（0.333）、依據預算執行成效，修正下年度預算編列（0.333）、立法院財產

有良好的管理機制，並有效執行（0.333）；進而要建立專業服務團隊，如強

化幕僚人才專業知識（0.480）、立法院人員配置應專長與業務相配合

（0.279）、建立助理人才資料庫（0.242）；接著進行立法院行政運作程序革

新，如各單位朝向公開化、制度畫、資訊畫處理（0.423）、提升行政工作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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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之效率（0.290）、各單位制度規章更完善（0.287）；然後改善立法院會議

效能與效率，如監督立法委員問政績效（0.399）、會議過程詳實記錄與公開

（0.323）、立法院會議流程透明化（0.279）等，最後達成健全民主政治之

目的，其中有落實人權保障（0.442）、重視族群平等（0.318）及強化政黨

政治（0.240）。 

三、第三流程 

    由策略地圖中第三重要之權重乘積構成之策略發展流程。流程由下而

上發展，在財務構面以預算編列符合立法院需求（0.287），發展至創新與學

習構面的支持與鼓勵立法院人員專業成長（0.504），接著發展至組織內部流

程構面的各單位具備良好績效管理機制（0.377），接著到顧客構面的加強收

集及反映民意（0.192），最後達到願景構面的增進人民福祉（0.459）。以工

作項目來說就是從年度預算經費符合立法院整體需求（0.353）、各單位預算

經費應合理協商分配（0.324）、預算編列過程公開化（0.323），接著培養立

法的專業素養（0.513）、設立完整的教育訓練課程（0.261）來加強人員教

育、加強對會議規範之認識（0.226）亦必須加強，進而訂立合理之工作效

能指標（0.414）、按照進度確實做到年度計畫之執行（0.357）、落實全體職

員自我評鑑工作（0.229），顧客構面中以確實解決民眾之需求（0.544）、瞭

解民眾對立法院之期待（0.253）、進行民眾滿意度調查（0.203），最後達到

制訂優質法案（0.442）、制訂相關民生福利政策（0.322）、審核中央政府總

預（決）算（0.235），達成立法院為民謀福利之最終目標。 

四、關鍵流程 

    要將每一項工作都視為重要且關鍵的工作，本研究之目的乃提升立法

院之議事效率，藉由與專家再深入討論，規劃出策略地圖之關鍵流程，流

程由下而上發展，在財務構面以預算編列符合立法院需求（0.287），發展至

創新與學習構面的鼓勵立法院人員卓越能力表現（0.178），接著發展至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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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流程構面的立法院會議流程管理控制（0.268），接著到顧客構面的立法

院會議資訊公開化（0.213），最後達到願景構面的提升國會形象及尊嚴

（0.192）。蓋一國之國會乃代表人民行使職權之單位，國會之形象與效率皆

對人民有極大之影響，因此，提升立法院之形象也更為重要。 

以工作項目來說就是從預算編列過程公開化（0.333）、預算經費合理協

商分配（0.333）、年度預算經費符合立法院整體需求（0.333），進而鼓勵立

法院人員卓越能力表現，以營造公平的考績與遷調制度（0.495）、鼓勵員工

盡量展現工作能力（0.268）、鼓勵員工發揮優質行政才能（0.237），在透過

立法院會議流程管理制度，來提升立法院議事效率，如建立良好利益迴避

機制（0.424）、監控法律、預算案通過狀況（0.297）、會議流程須依照議事

規則進行（0.279），接著從立法院會議內容詳實記錄並對外開放（0.409）、

立委出席率與投票狀況詳實記錄，供民眾查詢（0.340）、立法院與國會圖書

館網路資訊及時更新（0.251），最後提升國會之形象及尊嚴，藉由提升立法

委員專業素質（0.487）、強化常設委員會之功能與專業性（0.344）、黨團法

定地位之調整（0.169）。重新調整各單位職權，並由監督立法院會議之進行，

來促進立法院會議進行之效率。 

在完成上述幾項流程後，其各構面之因果關係皆對提升立法院會議績

效管理有相當之助益，其中主流程之重點在增進人民福祉，其工作包含制

訂優質法案、民生福利政策及審核政府預算；次流程之重點在健全民主政

治發展，代議政治乃民主之一項表徵，也是立法院重要的願景之一，其目

的有重視族群平等、落實人權保障等；第三流程之重點在增進人民福祉，

不過其過程跟主流程不同之處在於，其目的在要求立法院相關人員專業成

長、立法院內部各單位須自我評鑑及管理，這樣才能符合民眾之期待進而

增進人民之福祉；關鍵流程之重點在提升國會形象及尊嚴，透過立法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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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人員之卓越表現、對會議流程之管理加以掌握，並隨時提供立法院會議

資訊讓民眾瞭解或查詢，最後達到提升國會形象之目的。 

在完成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策略地圖後，研究者已經相關流程經由各

項目之權重加乘，根據各構面工作項目之權重高低導出了主流程、次流程、

第三流程與關鍵流程，各流程構面之項目對提升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皆有

其重要之因果關係，顯示這些流程對提升立法院會議績效有一定之幫助，

本研究希望藉由 AHP分析法所導出的各項流程，都能成為提升立法院會議

績效的最佳決策，並達成提升國會形象及尊嚴的最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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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模式的評估與雛形 

本研究在第四章藉由專家意見調查訪問，初構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指

標，第五章藉由 AHP層級分析法確立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評估指標，並導

出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策略地圖，至此在提升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上已具

初步之雛形，而平衡記分卡之理論基礎在移植在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上是

否可行，或有其美中不足之地方，是研究者不可忽視之重要課題，加上政

府機關（在此所指的是政府行政部門）逐漸實施此制度之情形下，對於立

法機關是否應該跟進加以實施，或是應該將其做適度之修正，讓該理論可

以在立法院會議上適用。 

因此，本章將先討論目前立法院之政治生態概況，並從實務觀察與文

獻分析立法院之議事效率問題，進而討論其他制度面之問題（立法院會議

外之制度），例如選區制度、立法委員之產生等，最後，嘗試建構立法院會

議績效管理模式雛形，以期達成提升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之目的。 

 

第一節 立法院政治生態改變之訴求檢討 

自 2000 年政黨輪替後，立法院的議事品質與議事效率一直不盡理想。

當時民進黨部分立法委員參選人認為立法院的議事效率不彰，原因在於立

法委員席次過多，成員良莠不齊所導致，因此提出立法委員席次減半以改

革國會亂象，來提升立法委員的問政品質與專業表現。朝野也有不少立法

委員響應此項訴求。 

然而立法委員席次減半真能保證立法院議事效率與議事品質的提升

嗎？或者只是許多參選人藉以吸收選票的一個工具與方式？立法委員席次

減半的實質效果何在？這些都是值得吾人加以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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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委席次減半」的口號在 2000 年底由民進黨立法委員首先提出18，

並得到其他政黨的支持19。此一口號在 2001 年立法委員選舉中形成主要訴

求之一，反映了民眾對於立法院議事混亂，立法委員個人形象欠佳的反感。

但就制度面而言，立法委員席次如從 225人加以減半設置，其利弊得失為

何，是值得詳細檢討的。 

我國憲法在 1997 年修憲之後，將立法委員人數由原憲法條文採用之按

人口浮動計算制改為固定總額制，立法委員總額將不會因人口變動而不斷

膨脹。同時在考慮立法委員總額應符合歐美先進國家之人數比例，及我國

政治情勢需要下，修憲條文將立委人數增訂為 225人。第四屆立法院於 1999

年初開議以來，國會議事秩序紊亂一如往常。2000 年總統大選後，陳水扁

總統堅持組成少數政府，由於許多政策引起重大爭議，並受到立法院在野

聯盟的強烈挑戰。政府無法提出有效施政政策，形成立法院不斷杯葛行政

院之現象，民眾從而認為立法委員人數過多是立法院議事混亂的主要來源。 

民進黨為求卸責，違背該黨在 1997 年修憲時堅持立法委員人數為 250

人之主張，轉而提出「立法委員人數減半」之國會改革口號，企圖轉移民

眾之焦點（彭錦鵬，2001：172）。因此，針對立法委員人數究竟多少為妥

之憲政問題，及考量立法院之實際運作狀況，並參考歐美各國之經驗，來

檢討立法院政治生態改變後，國會議事效率運作之情形是否如期改善，或

是比以往更為怠惰。 

根據許多研究指出，立法院運作的亂象與選舉制度密切相關。但是此

亂象是否與立法委員人數多寡有關呢？ 根據研究者之歸納發現，立法院之

亂象與立法委員本身立法專業性與問政品質有關，與立法委員人數多寡則

關係微弱。立法院運作良窳和立法委員人數有關係的狀況，在立法委員人

                                                 
18參見彭錦鵬，〈立委席次減半，少數十幾個人便可以決定國家未來？〉，《聯合報》2000.12.4，版 15。 
19 2001 年底立委選舉中，民進黨和台灣團結聯盟將立委席次減半列為共同政見。另一項調查當時 290位
參選人員意見的民調顯示，142份有效問卷中，有 108位贊成立委席次減半。參見《聯合報》，2001.9.29，
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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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明顯太少或太多時才會產生，若非人數差距太大，吾人不應輕易將立法

院亂象歸責於立法委員人數之多寡。相較於歐美各國國會議員人數而言，

我國立法委員人數不但不多，甚至有偏低的現象20。若從立法院的實際運作

來觀察，則立法委員人數減半後議事效率是否增加就更令人存疑。研究者

彙整相關文獻資料，並將支持立法委員席次減半之理由整理如下： 

一、立委席次減半，立法院議事效率提升 

立法院有許多立法委員專業性不足，連法案及預算書都看不懂，對於

國家大政內容瞭解不夠深入，更無法提供優質服務，幾乎把立法院當作「秀

場」21，目的只是爭曝光，對於民生福利法案漠不關心，只有為了某些自肥

的政策及法案才會來開會，有機會便在電視媒體上上演大鬧議場、杯葛議

事等戲碼，若少了這些不適任的立法委員之後，這種「作秀」的事情自然

就會減少。 

二、立委席次減半，節省國家龐大經費預算 

立法委員席次減半為 113席最明確的好處是，能大幅節省立法院每年

支出的人事費用。立法院有權決定立法委員之俸給、福利情形下，立法委

員所得之經費一直在逐屆增加中22。第六屆立法委員月薪 17萬，助理補助

30萬元，國內交通費可報銷，每年可在一會期出國考察等等優惠待遇所費

不少。立法委員席次減半後，當然有助減少立法院的經費預算，減少國庫

支出，節省人民納稅錢。根據計算如果立法委員人數減半後，則每年將可

節省國家經費 6億 7千 8百萬元左右23，而這些經費可以移作其他相關民生

需要使用。 

                                                 
20 經濟合作組織國之中，人口 900萬以上的國家而採用一院制的，國會議員總數最少的是韓國 299人。
其他國家如匈牙利 981萬人，擁有 386位國會議員；希臘 1,060萬人，300位國會員，均遠較我國為多。
因此，和先進國家的一院制大小相比，我國立委人數是明顯偏低的。 
21 許多立法委員都把工作重點放在質詢上；除了在質詢時標新立異，貼大字報、咆哮怒罵、撕預算書、

搗毀物品、上演變裝秀、各項道具一應俱全。 
22 雖然 1994 年通過之憲法增修條文第 7條即已規定國大代表及立委之「報酬或待遇應以法律定之。除年

度通案調整者外，單獨增加報酬或待遇規定，應自次屆起實施。」 
23 參照《自由時報》，2001.9.9，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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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 

    立法委員席次減半會得到部分民意共鳴的原因，除可以節省經費、提

高議事效率外，尚包括：增加選民對立法委員的壓力，立法委員人數減少

素質會提高，人民易於檢視立法委員表現等優點。 

如果有其他配套條件，例如有人提議採取內閣制，這樣才有嚴明之黨

紀，而委員的素質又能提高，則立法委員席次減半後自能得到運作良好、

經費又省的國會。或是選舉制度的改進，制訂更有效的國會觀察機制來達

成，在這些配套條件都存在的情形下，立法委員席次減半對立法院民主的

代表性、專業性及公正性都會有提升之效果。 

第七屆立法委員自 2008 年 2月 1日就任以來，已歷經兩個會期，當初

要求立法委員人數減半之訴求，是要提升立法委員之問政品質與議事效

率，如今一年已過去，立法院之議事效率與立法委員之問政是否有提升，

還是比人數減半前更為怠惰，是吾人想要加以瞭解的，因此，研究者藉由

本身參與立法院之工作狀況及相關文獻探討，將檢討立法院政治生態改變

後與國會議事效率提升是否相關。 

立法委員席次減半的政策，隨之而來的是對立法院方面的影響，至於

其影響之狀況如何，研究者試分析如下： 

一、立法委員問政績效不升反降 

立法委員席次減半後，照理說留在立法院問政的時間應該更為增加，

但從第七屆兩個會期運作下來發現，立法委員開會的時間越來越短，根據

調查發現24，第七屆第一會期 2至 3月之開會情形，院會每次平均召開時間

為 5.9小時，委員會則為 3.1小時，且常有法案審不完，卻提前結束會議之

狀況，因此立法委員問政績效並未見提升之狀況。 

                                                 
24 根據公民監督國會聯盟之調查報告，詳情請參閱監督國會週報第 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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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立法委員出席會議之狀況亦不甚佳，因為立法委員基於地方服務考

量，幾乎把大多數時間都花在選區經營上。因此，立法委員之會議出席狀

況、問政效率均未見提升。 

二、立法委員更偏重地方經營與服務 

立法委員的素質攸關未來立法的品質，在改制單一選區後，更造成地

方經營型、地方派系型的政治人物享有選舉優勢，對中央之問政幾乎漠不

關心，開會時常不在場，把時間都投入在選區服務；加上不分區立法委員

席次不多，各主要政黨的不分區提名皆以提名黨內大老、黨員大戶或資深

立法委員為主，而弱勢族群代表與學者專家均難以取得不分區立法委員提

名，造成立法委員專業素質下降、問政效率不彰，地方派系型及老人型立

法委員充斥立法院，這對於立法品質及議事運作均造成莫大之影響。 

三、立法委員之政商關係更加複雜 

立法委員人數減少後，權力自然擴張，造成少數立法委員把持國家立

法大權、政商勾結、利益團體的遊說情形可能更加嚴重，加上單一選區的

因素，立法委員間沒有選區衝突的問題，不同黨派立委間有默契的共謀政

商資源以利經營各自選區，加上許多立法委員行使職權的利益迴避問題規

定籠統，更造成行政機關難以招架。 

四、立法院黨團協商不夠透明化 

就立法院黨團協商而言，單一選區兩票制的選制改革將促使兩黨制的

政黨政治出現，因此立法院黨團協商可能使兩大黨勢力更增強，但如上述

提及單一立法委員權力大幅提升的變化，可能使黨團協商的成本不降反

升，以往可能黨團三長或加上少數幾個立法委員就達成協商結論，在立法

委員人數減半後使個別委員參與議案協商、討論的機會大幅提昇，每位立

法委員的參與感與使命感提高，未來要達成任何協商結論應該需要更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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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才能完成。因此，對黨團協商的透明化是立法院需要關注的工作，也

是本研究在進行訪問時許多受訪者提出的重要問題之一。 

根據上述幾點發現立法委員人數減半後，國會之問政效率未見提升，

一個機關的編制大小或預算多寡，都必須配合其角色與功能之定位。但是

當初對於國會改革的修憲案，卻看不到政府及任何黨派，認真探討過立法

院的角色與定位；只是在政客的號召及民眾對立法院功能懵懵懂懂的情況

下，這些政黨卻做出了立法委員席次減半、任期延長為四年、選區制度改

變及名額保障的修憲案。 

從學理上來說，民意代表席次多寡的意義乃在於其代表性的高低。民

意代表多，蘊含較少的選民即可產生民意代表席次，其代表民意的程度較

高；民意代表少則反之。因此在席次上的增減，是考量每一位民意代表所

對應的代表選民人口數比例，而非民意機關中成員的素質。實務上，民意

代表席次的多寡會直接導致個別民意代表影響力大小。當民意機關的權限

固定時，席次少，個別民意代表的影響力就大；席次多，個別民代的影響

力就相對會被稀釋。如美國參、眾兩院權限大致相仿，參議院名額僅 100

人，眾議員則多達 435人，一般而言，個別參議員的影響力即高於眾議員。

所以減少立法委員席次，個別立法委員的影響力就會增加。就民意代表的

人數來說，英國下議院有 625名議員，美國眾議院有 435名眾議員，日本

眾議院也有 500名眾議員，人數都比立法委員人數多，可是議場秩序、議

事品質卻比立法院好，可見從先進國家的經驗中，議員人數多寡並非是國

會亂象之根源。 

可見對立法院的會議運作不滿，由減少立法委員席次著手是無法達成

目標的25。事實上，從 1992 年立法院全面改選後，立法院的表現，基本上

是一屆比一屆好。第四屆立法院自 1999 年行使職權以來，整體的議事效率
                                                 
25 多數民眾皆認為立法院的確需要改革。但仔細探究問題所在，恐怕沒有一項會因人數減半而迎刃解決。

立委選舉耗費龐大、買票綁樁早為人所詬病，但過去省議員人數只有 79人，個個都是地方派系領袖，選

風也從未因選區大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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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品質比第三屆立法委員表現更佳，但是第四屆立法委員人數卻比第二、

三屆人數多了近 60名。立法院的亂象基本上是因朝野互信不足、議事制度

規範無法有效發揮，以及政黨黨紀未能貫徹所導致，若要改善國會亂象，

首應加強朝野政黨間的聯絡溝通、會議按照議事制度進行與制訂嚴明的政

黨紀律等。國會亂象的問題不會因立法委員人數增加而引起，反之當然無

法靠減少立法委員席次來解決。 

基於上述原因，「立法委員席次減半」的口號並沒有任何事實或理論

的根據。以第七屆立法院運作至今來看，立法委員人數減半後真正改善的

項目，應該只有減少國家經費預算一項比較明確。其他有關提升議事效率

與品質、解決國會亂象等目標，應該不是因為減少立法委員人數就能達到。

反而立法委員減半後的負面效應更多，例如少數人操縱法案預算、個別立

法委員作秀心態更濃、單獨立法委員施壓行政官員的強度增加等，這些都

是立法委員人數減半後出現的新問題。 

議事秩序的混亂、立法的怠惰是許多人對國會表現不滿的原因，但立

委席次減半之影響，國人卻從未好好討論過，以美國而說，100名的參議員

無論在專業性、議事效率、議事紀律，均遠不及人數 435名的眾議員。當

然，人少效率有時也會較好，例如：楊泰順（2004）提出，過去省議會曾

因與會者的放水，在兩小時內就通過六百個議案，忙得工作人員連唸標題

的時間都沒有。因此，人數的減少對於議事的提升並沒有密切的相關性。 

有鑑於此，民主國家的國會議員人數與該國家的人口數有明顯正相

關。而我國人口數、政經發展程度，及立法院委員會分工專業化的需求考

量，立法委員人數減半後並沒有達到當初的預期效果，反而造成議事效率

草率、立法委員偏重地方服務與選區經營，卻輕忽了中央立法專業與問政

品質之情事，可見立法院政治生態改變後對於議事效率品質的提升並無顯

著的改善與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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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不彰之因素 

影響議事效率的因素繁多，舉凡憲政體制、選舉制度、政黨體制運作、

政治人物的意識型態、政治人物之間的恩怨、政治文化的特質及立法機關

內部的組織結構與運作規範等，都直接、間接影響議事效率（何鴻榮，1996：

13）。當一個立法機關已經制度化（institutionalized），運作進入常軌後會出

現立法有效率、內部組織發展健全（如有良好的委員會制度）、議員懂得自

律，以及在全國政治體制內立法機關有其一定的政治地位等現象。 

檢視立法機關效率的內部因素，舉凡立法機關的開會次數、立法委員

是將代議工作視為是全職或是額外兼職的態度，立法時的參考資訊、立法

機關各委員會的成立、立法機關委員會功能等都是影響議事效率的重要變

數。 

因此，如果無法掌握立法機關議事運作的每個環節，如法案審查、預

算審查、政策監督，並了解各成員（包含助理）、政黨和行政部門之間的互

動聯結情況，只從議事規則等技術性內規著手，則無異將問題過度簡單化，

希望議事效率能有根本性、結構性的提升，不啻緣木求魚難收成效（何鴻

榮，1996：25）。立法院現有的國會制度，主要包括立法院組織法、立法院

各委員會組織法、立法院職權行使法、立法委員行為法，以及立法院議事

規則，基本上包含了立法院的組織、立法委員的職權行使、立法院議事運

作規範、立法院倫理規範等（陳淑芳，2002：26-41）。 

劉淑惠（2002）提出民主法治國家的國會議員通常兼具兩種重要的角

色功能，其一是代表人民進行立法審議的角色，其二是為回應選民的支持

或競選連任而從事選區服務的工作，立法審議的角色固然是要以集體決議

來做成，即使是選區服務，也有許多民眾的需求是必須透過立法過程來落

實成政策，因此，立法審議過程是否有效率、是否達到好的議事品質，不

僅影響國會的整體表現，同時也會影響到國會議員對選民的回應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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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影響立法院議事運作的原因探討，一直是國內學者相當重視的議

題，也進行相當豐富的討論，並提出許多具體的建議。本研究在綜合多位

研究者的看法及結論後，將影響立法院議事運作的因素，區分為非制度面

因素和制度面因素兩大類。 

壹、從非制度面因素的探討 

立法院會議績效之低落，就非制度面因素而言，大致有三項因素值得

加以說明，試分述如下： 

一、國家認同與統獨議題 

由於台灣的歷史發展和政經環境的特殊性，統獨問題自 1980 年代後

期，便開始在社會上逐漸形成鮮明的對立，加上李登輝執政後期推動本土

化運動，使台灣主體意識逐漸高漲，在選舉期間，許多政治人物為求勝選，

經常不斷操弄統獨議題，而統獨議題的爭論也經常在立法院議事過程中出

現，例如：為了台灣及中華台北等名稱互有堅持，並出現激烈的對立，但

有些與統獨議題不相關的法案審議中，也常出現不理性的議事杯葛行為，

然而推究其背後真正的原因，其實是國家認同與統獨問題的發酵，只要統

獨問題繼續在台灣政治上存在，立法院的議事過程就會受到嚴重的干擾。 

二、城鄉差距與南北區域問題 

城鄉差距造成各立法委員對於議題與法案之重視程度不一，對於民生

議題與重大經濟政策也因地域之關係，大家各懷鬼胎，「在地化」議題經常

造成立法院議事運作的不順暢，在立法委員人數減半後，每位立委選區經

營的壓力更重，因此，在爭取地方上的各項補助，大家卯足全力，為了要

顧及每位立法委員的選區，常有僧多粥少的狀況，導致議事運作上經常出

現歧見，這也是目前阻礙立法院議事效率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立法院政治生態結構問題 

立法院議事運作能否順暢，通常會受限於當屆立法院的政治生態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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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其重要關鍵有下列幾點：（一）各黨派之成員結構，每屆立法院的選舉

結果即可大致判斷當屆立法院的議事是否能運作順暢，如該屆立法院中執

政黨佔有半數以上的席次，或者執政黨的席次接近半數，但聯合在野政黨

可輕易過半，那麼該屆立法院的議事應可大致順暢；（二）各黨派之利益分

配，當前立法委員的專業狀況不一，所以黨派的利益便會高於專業理性問

政，（三）是否為分裂政府之狀況，取得總統和行政權的政黨，常會與分屬

不同政黨的國會多數形成政治對抗，造成議事效率低落。上述三項原因，

將使立法院成為政治紛爭和議事紛擾的多事之地。 

四、立法委員之立法專業問題 

代議制度是委託立法委員代表人民行使職權，台灣特殊的選舉文化，

讓人民並不在乎立法委員本身之立法專業素養，通常民眾在意的是立法委

員為地方爭取建設與選民服務，因為台灣許多地區人情味濃厚，較為講求

「情、理、法」的訴求，相對的立法委員的立法專業便較不受重視，所以

在立法院會議上情感的訴求常常會變成主要的焦點。 

貳、從制度面的探討 

在討論完非制度面的問題後，本研究將從制度面來討論，影響立法院

議事運作的相關因素，根據文獻分析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項： 

一、憲政體制定位影響立法院的發展 

民主憲政體制是會慢慢成長的，台灣的憲政體制經歷五十多年的試驗

和修改，可以說既不屬於美式的總統制，亦不屬於英式的內閣制，這種具

有台灣特色的憲政制度並非毫無優點可言，畢竟它經歷一段時間的考驗，

同時是許多政治精英的妥協與多數人民所同意的國家根本大法，只是當前

的憲政架構仍存在多項不符憲政法理的設計，同時對於政府權力制衡的設

計仍有不足之處，更有待全民凝聚共識，加以調整或補充，其中有關立法

院與總統、行政院之間三角的互動關係、立法院與監察院的關係等，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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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值得加以討論的地方，雖然經過多次的修憲，立法院已成為台灣名符

其實的單一國會，但在這些體制性因素未能清楚釐清前，立法院的憲政地

位和所扮演的功能，都不太可能有大幅度的提升。 

二、選舉過於頻繁之問題 

台灣走向民主化之後，定期而頻繁的選舉讓台灣社會經常處於高度動

員的狀態，選舉的勝敗經常加深彼此的個人恩怨，有時更延伸至立法院的

議事過程中，若政治人物無法真正具有民主的精神和素養，那立法院的議

事過程出現非理性的杯葛，也就見怪不怪了。 

三、提升委員會專業化的功能 

立法院會議可以分為兩大類型，一類是由全體立法委員所參與的院

會，這通常是為了獲得全體立法委員多數的認可而舉行的會議，包含重大

事件、議案表決或法案審議的最後階段；另一類則是由部分委員所參與的

常設委員會議，立法院目前設有 8個常設委員會，委員會的參與人數較少，

通常都可藉由理性的溝通，對會議內容達成一定之共識。民主國家的國會

基本上都有這兩種會議的形式，只是偏重的會議不同而已。 

根據劉淑惠（2002）與陳英鈐（2002：33-41）認為，立法院的議事型

態可以說具有「委員會中心主義」的外形，實際上的運作卻是偏向「院會

中心主義」的形式。民主國家的國會應該要重視常設委員會的專業分工，

唯有透過委員會專業的討論，議案的討論才能較為深入，所制訂的法案品

質也較高。除非是緊急或特殊情況的議案，才須交由院會討論，要不然現

今的國會應朝強化委員會專業化來進行才是，這樣才能避免國會主要政黨

的專橫或議事效能低落的現象發生。 

我國立法院遲遲無法建立「委員會中心主義」的原則，其中最大的問

題在於委員會的專業與權威至今仍無法建立，這也與委員會無法建立資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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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制26、委員會出席27與議決人數門檻過低28（形成少數壟斷）、政黨協商

推翻委員會審議結果、法案跳過委員會而逕付二讀的比例過高等因素有關。 

目前各常設委員會未能依資深制度設置單一的主席，使得委員會的運

作顯得相當鬆散，使委員出席委員會的比例偏低，加上委員會的幕僚專業

不強，以至於無法提供專業而充分的意見與諮詢，各政黨又無力約束黨籍

委員應參加何種委員會，使委員會的立法委員組成經常更動29。 

現行制度規定每位委員只能參加一個常設委員會30，但是可以遊走其他

的委員會議，雖不能參與表決，但是可以在會議中登記質詢行政官員，於

是許多委員經常無心審查所屬委員會的法案，而是趕集式的到處趕場，只

為了增加媒體曝光的機會，委員會會議淪為作秀的場合。 

此外，立法院為應付媒體對議事效率的檢視，常常在會期結束前以很

短的時間，透過政黨協商和逕付二讀的方式來完成立法的程序，使富有專

業性的常設委員會無法對該法案進行實質審議，這樣的便宜行事卻降低了

法案審議的品質。 

四、強化國會幕僚專業與知識 

陳淞山（1994a；1994b）及蔡墩銘（1996）都提及強化國會的專業幕

僚將有助於立法委員的專業問政，這些年來，立法院也朝著這個方向進行

多項的改革，包括增設公費立法助理、設置法制局、預算中心等專業性幕

僚單位，但是在實際上，這些改革對於立法委員議事的專業性並未發揮顯

著的效果，這有兩個基本問題存在：第一，立法委員要有強烈的企圖心，

                                                 
26 根據立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 3條之 4規定：立法院各委員會置召集委員 2人，由各委員會委員於每
會期互選產生；其選舉辦法另定之。立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 4條規定：各委員會會議，以召集委員 1
人為主席，由各召集委員輪流擔任。但同一議案，得由 1人連續擔任主席。 

27 根據立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 6條規定：各委員會會議須有各該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一出席，方得開會。 
28 根據立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 10條規定：各委員會之議事，以出席委員過半數之同意決之；可否同數

時，取決於主席。但在場出席委員不足 3人者，不得議決。 
29 其狀況有：新當選的委員可以在第一個會期立刻擔任委員會的召集委員，熱門的委員會有擠破頭的情

形，有些好不容易抽籤進入熱門委員會的委員卻又不經常出席開會的矛盾現象。 
30 根據立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 3條之 1 規定：每一委員以參加一委員會為限；各委員會於每年首次會

期重新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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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專業幕僚的功能才有發揮的餘地，如果立法委員本人並不在意，專業

幕僚的功能再強大，也無法發揮效用；第二，目前立法院專業幕僚的設置

是以委員個人及全體委員作為服務的對象，而未以強化各常設委員會專業

化作為考量，因而無法發揮事半功倍的效果。 

五、調整立法院黨團的功能與角色 

黨團設置的主要目的在於簡化集體議事的流程，避免太多不可控制的

個人因素。在國會改革五法通過後，現行有關黨團的法律地位與權利，試

分述如下：  

（一）每屆立法委員選舉當選席次達三席且席次較多之五個政黨得各組成

黨團；席次相同時，以抽籤決定組成之。立法委員依其所屬政黨參

加黨團。每一政黨以組成一黨團為限；每一黨團至少須維持三人以

上。未能依前項規定組成黨團之政黨或無黨籍之委員，得加入其他

黨團。黨團未達五個時，得合組四人以上之政團；依第四項將名單

送交人事處之政團，以席次較多者優先組成，黨（政）團總數合計

以五個為限。前項政團準用有關黨團之規定。31 

（二）符合上述立法院組織法第 33條規定之黨團，除憲法另有規定外，得

以黨團名義提案，不受本法有關連署或附議人數之限制。32  

（三）為協商議案或解決爭議事項，得由院長或各黨團向院長請求進行黨

團協商；黨團協商經各黨團代表達成共識後，應即簽名，作成協商

結論，並經各黨團負責人簽名，於院會宣讀後，列入紀錄，刊登公

報。33 

（四）各黨團在委員會之席次，依政黨比例分配之；各黨團應提出所屬委

員參加各委員會之名單及實際席次。34  

                                                 
31 參照中華民國 98 年 1月 21日公布修正之立法院組織法第 33條。 
32 參照立法院職權行使法第 13章第 75條及立法院議事規則第 59條。 
33 參照立法院職權行使法第 68條至第 74條。 
34 各黨團在各委員會席次，依政黨比例分配。分配算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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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團制度是歐陸民主國家國會中常見的制度設計，它賦予黨團特殊的

法律地位，以協助議事的進行，但我國現行的黨團制度卻有不少問題值得

討論，首先是有關黨團組成人數的門檻過低所引發的問題（陳淑芳，2002：

2），依現行立法院職權行使法和立法院議事規則的規定，立法委員提出的

法律案或其他提案，至少應有 15人以上或 10以上之連署，在其他議事程

序方面，包括提出停止討論、逕付表決、採用表決器表決、復議的提出等，

亦規定至少需有 15人以上或 25人以上的連署或附議的規定。可見為了避

免少數人的不當議事杯葛，所以任何提案必須達到一定的人數才能進行。 

但黨團可以黨團名義提出各項提案，不必受限於 20或 30人以上連署

或附議的限制，該制度讓許多經過委員會審查之提案再次被提出，有時黨

團三長為顧及與個別委員之關係，讓個別委員以黨團名義提案，造成一案

多次審查的可能性增加，不但降低議事效率，亦使委員會之審查功能弱化，

加上有些小黨團頻頻提案，造成嚴重阻撓議事進行的現象發生。35 

在黨團協商上，亦出現許多不合理之現象，因黨團協商時各黨團係居

於平等的地位，必須獲得各黨團的共識協商才有結果，但許多小黨團因協

商不成不願簽字時，就會造成少數否決多數的不合理情況。 

黨團協商的經過與結論應該要公開透明化，而現行制度只要求黨團協

商的結論必須於院會宣讀並刊登公報，至於協商時各方意見和妥協的過程

卻沒有公開，這都違反了國會議事公開的原理原則。 

因此，立法院黨團協商角色確立、協商過程公開透明化及遵守協商共

                                                                                                                                                         

委員總數院會席次－第三條之二

各黨團人數
×（13－依第三條之二抽籤分配至各委員會委員席次） 

依前項算式分配席次如有餘數，且所屬委員尚未分配完竣之黨團，由餘數總和較大者，依序於未達

最低額之委員會選擇增加一席次；各委員會席次均達最低額時，得於未達最高額之委員會中選擇之，至

所分配總席次等於各黨團人數止。 
各黨團應於前條委員抽籤日後二日內，提出所屬委員參加各委員會之名單。逾期未提出名單或僅提

出部分名單者，就未決定參加委員會之委員，於各該黨團分配席次抽籤決定之。 
前項抽籤辦法另定之。第 1項院會席次之計算，依第 3條之 2第 2項規定。 

35 小黨團不僅可以不斷以黨團名義提出不受重視或無通過希望的法律案，同時也可以善用這項提案工具

來達到杯葛議事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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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等，都是促進立法院會議績效提升的重要原因。 

（五）會議資訊公開化與透明化 

國會資訊公開化，讓民眾能輕易瞭解各項會議資訊，可以避免政府濫

權，同時也是教育民眾、培養公民智識的重要管道。立法院為民主國家之

代議機關，也是民眾與政府溝通的橋樑，讓民眾瞭解政府機關在作些什麼，

立法院又幫民眾爭取了什麼，民眾有權利知道更多政府的資訊。 

近年來因為立法院會議績效低落，加上許多行政機關已開始走向公開

和透明的施政方向，要求立法院議事資訊公開與透明的呼聲再起，經由讓

人民能自由、輕易的取得相關會議資訊，讓立法院可以隨時受到民眾的監

督，進而提升立法院的議事效率。 

此外，會議資訊的公開與透明人民可以隨時得知立法委員開會之出缺

席狀況、開會的發言和投票表決的情形等，將有助於改善立法委員不出席

開會的情況，同時也會對其立法行為產生壓力。 

目前立法院提供了各種媒體的即時報導，對於議事的相關資訊主動以

平面文字和電子媒體加以公開散布，已達到先進民主國家國會的資訊公開

程度，但根據黃榮護（2001）的研究，仍有許多地方還可加以改進：  

1、網站內容在與民眾互動的功能方面明顯不足，因為立法院網站主要是以

單向資料提供為主，在與民眾雙向互動的設計上明顯得過於保守，尤其

在民眾意見的表達、與個別委員網站的整合上功能缺乏，此外，立法院

會議資訊公開化部份也不進理想，常有會議資訊找尋不易與內容不完整

之情形發生。 

2、立法院網站上有關立法院的基本資料明顯不足，例如國會選舉制度介

紹、歷屆立法委員選舉結果等，都未能以深入淺出的方式來呈現，似乎

已經假設人民對這些相關資訊已瞭若指掌，因此網站的宣導與教育的功

能應可再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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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無法透過立法院網站快速聯絡立法院內部各行政單位或幕僚組織（包括

國會圖書館、法制局、預算中心），這個部分的聯結仍屬單向的資訊提

供，網站上雖設置立法委員的個別網頁，但有許多委員的網頁內容相當

貧乏，顯見立法院對於該院整體資訊的對外開放性仍嫌不足，因此資料

的整理與收集應在深入才是。 

作為現代資訊交流的最佳通路，立法院網站應該更進一步提供民眾能

夠據以評量立法委員議事行為、監督立法院整體表現的統計數據，包括每

個會期中立法委員的出缺席紀錄、表決紀錄、委員違反紀律所受處分以及

黨團協商的相關紀錄等。唯有將這些資料公開，才能對立法委員產生壓力，

民眾也才能了解選區立委是否真的認真問政，並確實的反映選民的需求。 

綜合本節所論述的相關原因，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不彰的因素很多，

不論是制度面或是非制度面的問題皆非一朝一夕可以處理的，許多的問題

是觀念性的，有些是歷史因素使然，而目前立法院可以努力的方向就是先

把相關制度建立完整，藉由制度之建立讓立法委員遵循相關意識規範來進

行開會，經由制度性問題之解決，才可以依照相關制度來改變錯誤的觀念

及習慣，這樣要提升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的目標才能逐步達成。 

 

第三節 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模型的評估 

要理解立法院目前的狀況，吾人可以用「功能」、「角色」等概念來

分析或分類國會，這些研究主要盛行於1960年代到1970年代行為主義

（behaviorialism）仍當道時（Hedlund, 1985：325-27）。在Jewell & Patterson 

（1977：3-29）的研究中，將立法的功能主要定為兩大項：一為社會衝突的

處理（management of social conflict）；一為社會整合（integration）。不過，

他們僅以美國國會為例，並未將他們的功能架構運用到跨國比較上。 

而「為民服務」不僅為政府的天職，亦是立法院之主要職責所在。但



第六章 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模式的評估與雛形 

 241

是民眾對於政府施政良窳的評價，卻多僅能消極地藉由民意調查或是民眾

滿意度調查予以表達（Kelly & Swindell, 2002：610-621；Van Ryzin, 2004：

9-28；Van Ryzin et al., 2004：331-341；Van Ryzin & Immerwahr, 2004：

144-173），對施政方向的主導權力，仍極為有限。 

在90年代席捲世界各國的新公共管理（new public management），或是

政府再造運動（reinventing government），強調政府的角色在於領航

（steering），而非搖槳（rowing），重視施政的產出與成果，及公共管理

者的課責，使得政府績效的管理與衡量，再度獲得青睞（Hughes, 1998；

Osborne & Gaebler, 1992）。而相對也提供了民眾檢視政府施政，對其課責

的機會，立法院會議績效的提升也應該強調民眾參與之概念，雖說立法委

員代表人民行使相關政權，但其代表性是否能確實反映民眾的需要，是有

待商榷的。 

2000年由Robert B. Denhardt & Janet V. Denhardt 所提出的「新公共服

務」（new public service）之觀點，便立基於公民資格、公民社會，及民主

的對話與論述三大主軸上，對新公共管理提出批判，直指政府的角色並不

在於社會領航，而在協助公民聯結並實現公民的共同利益；立法院的功能

在實現公民的共同利益，因此，借用新公共服務的觀點來加以檢視有其必

要性。而新公共管理者並未完全忽略公眾的角色與地位（Hughes, 1998:70），

Holzer & Callahan（1998）同時亦強調「政府—公民」夥伴關係建立之必要

性；近年來立法院會議績效不彰，其代表人民行使權利的正當性逐漸受到

挑戰，如何將「政府—公民」的伙伴關係應用於立法院當中是研究者想要

深入瞭解的原因之一。 

雖然有新公共服務論述的提出，但有幾項公共行政中的重要問題：如

由誰來領航？公民的角色為何等？都是必須先加以定義與解決的問題，綜

觀新公共服務論述，其目的在將公民精神重新帶回公共行政之中，從新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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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公民」的重要地位，並將公民之意見與需求列為重要項目，而政府則

是扮演協助問題解決與協助公共利益實現的角色（Denhardt & Denhardt, 

2000：549-559）。民眾對政府的滿意度僅能由民間監督團體與媒體報導等

消極途徑來評量政府施政之情況，同樣的，民眾對於立法院的會議績效也

應藉由公民的實際參與，來改變現行的缺失與消極的評量。 

本研究藉由新公共管理與新公共服務兩大理論的相互激盪下，將從公

民之需求為出發點為，將「績效管理」此項工具，讓公民有充分參與之機

會，探索績效管理與公民參與結合之可能性，並透過他國現有之經驗，試

圖發展與建構適合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之運作模式。 

壹、以政府績效指標之建構做為借鏡方式 

郭昱瑩認為政府績效評估結果的好壞，與社會大眾對其施政滿意與否

有極大的關連（郭昱瑩，2004：161-162）。而績效的衡量有助於民眾瞭解

相關的問題（Holzer & Yang, 2004：17）36。 

儘管政府績效的評量與管理，在近幾年來受到某種程度的重視，但在

績效指標的建構與使用上，仍多以管理者為核心，並從管理者的觀點出發，

民眾少有意見表達與參與的機會（Ho & Coates, 2004：29-50）。 

以我國2001年行政院頒訂之「行政院所屬各機關施政績效評估要點」

為例，該績效目標及指標之訂定，係由首長召集內部單位及所屬機關（或

於必要時邀請學者專家）、顧客代表成立任務編組，採行目標管理37及全員

參與的方式，規劃機關整體發展願景，再依據願景訂定「業務」、「人力」

及「經費」三個面向之策略績效目標，進而據以擬定評量指標；而在衡量

                                                 
36 其問題有大致為：1、政府機關是否確實執行其任務？2、政府機關或政策的執行是否產生副作用或非

預期的影響？3、政府之施政是否回應民眾的需求？4、政府機關或政策的執行是否照顧到全體民眾的利

益？抑或只是獨惠某些團體？5、機關的行為是否在授權的範圍內？6、機關的行為是否具有生產力？ 
37 目標管理（management by objectives, MBO），由 Peter Drucker於 1954 年在《管理的實踐》一書中所提

出，主張經由主管與當事人的討論，以溝通和連結的方式讓組織的目標由上而下與員工的工作目標相環

扣，使組織上下努力的方向與組織目標一致。同時，員工會將注意力與資源投入在這些工作目標上，主

管也會將焦點投入在確保員工達成目標的使命，由員工自我控制與自我管理，將時間集中在規劃、領導

與解決問題等較具貢獻的地方，無需進行太多的例行性人員管理和監督。此理論完全基於以成果為績效

導向、參與式管理和員工自我控制（Y 理論）的管理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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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上，分為共同性指標及個別性指標，除個別性指標係依各機關組織業

務性質訂定，在共同性指標上，則就「降低服務成本」、「提升服務水準」

及「顧客滿意度」自行選列（林嘉誠，2004：7-10）。 

而目前立法院在其會議績效管理上並未實施該項要點，但從實務上之

觀察，應可參照此一發展模式，進行會議績效之管理與指標建立。並讓民

眾有參與或提供意見的機會，避免滿意度之評量，皆由行政人員與專家對

績效目標與指標之擬定之情形，應讓公民有充分參與之機會，讓該績效考

核能更加確實與深入。 

貳、公民參與之政府績效管理 

公民參與的興起，部份原因在於對長久以來行政部門抱持菁英主義與

專家主義的反動，希望能從民間爭取發聲之機會（deLeon, 1992：125-129；

Fischer, 1993：165-187；Forester, 1989；King et al., 1998：317-326）。在強

調參與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的概念下，透過對民眾自主參與的

鼓勵，讓公民、行政官僚、與專家學者間，能求得相互之理解與共識。 

目前是強調公民治理的時代（the era of citizen governance），而政府治

理的挑戰，已不再是如何達成管理的效率，而是如何實現民眾之需求，並

如何予以實現（Box, 1998：35）。因為時代、觀念的轉變，二十一世紀的

官僚體系必然走向小而美、績效導向的趨勢，行政官僚也將被要求扮演信

任公民、協助公民解決社區問題的角色（Bowornwathana, 1997：294-308）。 

對於公民的角色與定位，有下列幾種不同看法與意見： 

一、丘昌泰（2000）及Hughes（1998）認為：隨著新公共管理的興起，在

師法企業的思維下，公民之於政府已被視為顧客之於企業一般。 

二、新公共行政大師Frederickson則認為：當代公共行政與管理以顧客為中

心的變革模式，是選擇了錯誤的隱喻圖像；他主張公民應為政府的擁

有者（owners）而非顧客（customers），因為「顧客」僅是消極地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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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喜歡、不喜歡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務，但「擁有者」卻是扮演決定

政府施政應當如何的積極角色（轉引自Schachter, 1995：530）。 

三、Schachter（1995：532-535）則認為：應思考將「視公民為政府顧客」

的訴求，轉變為「視公民為政府擁有者」的觀點，因為只有「擁有者」

才會為了希望組織效率提升，共同努力改變組織型態，並承擔起改善

政府績效的責任。這樣公民才會在提升政府績效、參與政府監督中積

極扮演其功能與角色。 

四、Box（1998）也認為：公民應扮演「擁有者」的角色，並有足夠的權力

要求政府之課責，以及依其所觀察與認知的績效表現，要求政府改變。 

五、Smith & Huntsman（1997：313）則認為38：將「視公民為顧客」的觀

點過於消極，因為公民與政府的互動不只有交易、民意調查，與申訴

請願而已，不應認為公民只從自利的意圖來參與社區的公共事務；至

於「視公民為擁有者」的模式，則過於強調公民對於公共事務的責任

與義務，忽略現實中公民行使所有權及參與的意願或能力的問題。 

六、Vigoda（2002：528）認為39，將公民視為顧客僅止於消極的「經理人」

與「顧客」的關係，降低了政府與公民分享、參與、合作與合夥的主

動意願；因為將民眾被視為顧客時，民眾是不會積極涉入社會的運動

或事務之中，他僅是選購服務或貨品的消費者而已。 

綜合以上的觀點，在傳統及現行的參與架構中，公民是被置於距離討

論議題最遠的邊陲地帶，公民幾乎無更改議程、決策、程序的參與權利；

行政結構與流程則是最接近議題核心的要素，而行政官僚介於行政結構與

公民之間，通常行政官僚只有在討論議題已被決定之後，才被賦予決策之

                                                 
38 Smith & Huntsman提出「以價值為核心」的公民—政府互動的新觀點：認為公民乃是社區的股東
（shareholders），而政府則為受託管理人（trustee）的角色；政府的角色是在於為公民創造價值（create 
incremental value），該價值即是：政府能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務，讓民眾心理的感受是居住於此地很值得。 
39 Vigoda將政府與公民互動模式的演進（包括公民的角色、政府的角色，以及政府與公民的互動形）分
為五個階段，其中公民的角色：由受政府統治的對象、選民、顧客或客戶、夥伴，演進至政體之擁有者。

而政府的角色：則從統治者、受託管理人、經理人、夥伴，演進至為公民所擁有之對象。因此，政府—
公民的互動形式，則由政府強制治理、授權（delegation）、回應、合作，到公民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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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力，此時公民的參與只是一種形式與表徵，並無實質的意涵。 

為避免民眾的需求仍被排除於行政流程之外，如何將民眾意見由議題

形成到最終決策，此時公民所扮演之角色僅次於討論議題的核心地位，具

有掌控過程與最終結果的權力，而行政結構與流程則是最邊陲的角色，行

政官僚則扮演二者間的橋樑（King et al., 1998：321）。這種對於公民重視

的觀念，應可利用於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的問題上，立法院為代表人民行

使權利的機構，但是立法委員常常不來開會，造成會議績效不彰，人民在

投票結束後對於立法委員的約束力降低，這是造成立法委員行為怠惰及會

議績效不彰的主要原因，若能確立公民在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的角色與定

位，研究者認為對立法院會議績效應有所提升。 

因此，若能確立公民參與之必要性與未來性，對於如何提升政府績效

評量或是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才是民眾所關心的重要課題。在傳統官僚

體系已無法滿足民眾對於公部門的期待與要求，唯有透過公民的實際參與

才能讓政府施政績效提升。 

根據Nalbandian（1999：187-197）的研究發現：過去地方政府管理者

的角色與責任正在不斷地改變；因為社區民眾愈來愈期望地方公共管理

者，能轉變成為協助民眾參與決策制定與地方問題解決、分享更多的權力、

及發展夥伴關係等的角色，這也是地方公共管理者的角色在不斷的改變當

中，許多的施政必須轉變成以民眾需求為主的導向。 

另外，Glaser & Denhardt（2000：49-73）亦透過大規模的實證研究，

檢視影響公民對地方政府績效觀感的因素，其研究結果發現，政府的回應

性仍是最主要的因素。因此，未來政府的績效評估與管理，將是透過績效

管理理論與公民治理的概念相結合，以提升政府治理的品質；也就是政府

機關與公民間能否能成為積極的夥伴關係？要實現公民治理的理想與提升

政府績效管理，就必須讓公民的參與的概念能夠實行，藉由創造完整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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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會，來提升政府績效的可能性。 

目前民眾對於公共事務之參與機會不高，對於政府機關的報告也甚少

接觸，更遑論與高階行政人員或與決策者進行互動；對於平常政府施政滿

意度的評量，幾乎是主觀的感受為主；由於民眾對於政府的信任與評價愈

來愈低，甚至連帶造成行政官僚常會對於相同的施政滿意度調查（citizen 

survey），過度悲觀地預期與看待民眾對政府真正的評價（Melkers & Thomas, 

1998：327-334）。 

因此，若能提供民眾參與政府績效評量的機會，應可深入瞭解民眾的

想法與提出切身之需求（Berman, 1997：105-112）。本研究亦將採用這樣

的概念，讓公民參與提升立法院會議變的可行，藉此提升立法院會議績效，

讓立法院會議因為公民的參與評量變的更有效率。 

以政府機構之績效評比來說，缺乏民眾參與的政府績效評量將會發生

兩種狀況：第一，缺乏利害關係人聲音的績效衡量，民眾將無以支持；第

二，若是績效衡量的標的與民眾所關切者相去太遠，民眾將不會關心衡量

之結果（Ho & Coates, 2004：30）。因此，如何將公民參與之觀念加以推行，

讓政府機構能接納民眾之需求，讓績效評量變的更為可行不至流於形式，

或只是政府接受民眾定期考核的一種形式而已。 

唯有透過充分對話的民眾參與，公民才有機會深思熟慮地提出他們之

需要，引領政府施政的方向更貼近民眾的需求（Roberts, 1997：124-132）。

Roberts（2002：658-669）亦指出，透過公民與官員的對話，不僅提高了政

府施政的透明度與能見度，而參與對話的公民也獲得了學習與審慎思辨的

機會。本研究藉由公民參與的概念，讓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能有所提升；

這樣的參與，必須是一項具備資訊充足、自在的、便利的、充分對談與審

議的（deliberative）高品質公共參與（high-quality participation），以促成

參與之公民對於政府回應能力及過去績效的正確認知與瞭解，同時也讓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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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理解，當政府面對多元而衝突的民意時，所不得不採取的妥協措施

（Halvorsen, 2003：535-543）。將這樣的概念導入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上，

讓公民的需求能夠實現，除了更貼近民意外，在提升會議績效管理上亦有

所幫助。 

根據文獻分析顯示，二十一世紀的政府績效評估將是朝向透過對政策

利害關係人的授能，如：公民大眾、企業、媒體、利益團體等，以強化整

體的績效改善系統。在美國，現已透過三種不同的績效評量設計40，將政府

推向參與式政府績效評量，或謂「公民驅動之政府績效管理」（citizen-driven 

government performance）的方向（Holzer & Yang, 2004：21-29）。根據胡

龍騰（2007：91-97）一文中，介紹了兩個史隆基金會所推動的「地方政府

績效評估計畫」的個案，主要目的在於鼓勵各地方政府廣泛地採納與創建

可客觀測量施政結果的政府績效指標系統，且該計畫強調績效指標系統之

建構，必須符合公民的需求，這些對公民而言是具有意義的，該計畫強調

透過公民的涉入與參與（citizen involvement），以確保施政績效所評量的

項目，皆能符合民眾的關切，及避免評量結果受到政府官員的扭曲與不當

運用，而導向對官員有利的解釋。根據這兩項研究可以發現，強調公民參

與政府績效評量之概念已在許多地方開始實行，並證明公民參與之重要性

與日遽增。 

因此，將績效最終評比之權歸還公民，過程中將政府與公民間互相合

作的（collaborative）型態充分發揮，並授與公民扮演夥伴的角色，且最終

產出公民的設計與決策（King et al., 1998：321），將這樣的概念應用在立

法院會議績效管理上，讓公民參與立法院會議績效評量指標之建立，在評

量結果公布後，依據民眾所需提出相關建議及需求，並於次年作適度之改

善與修正，讓立法院會議績效能大幅提昇。 

                                                 
40 此三種不同的績效評量設計，分別為績效評量實驗（performance assessment experiments）、公民調查
（citizen surveys）、與績效報告標準（performance-reporting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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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所述，未來公共行政與政府之治理，不僅需將公民置於施政

的核心當中，更重要的是透過績效評量與管理，讓公民有引領政府施政之

能力。本研究將以公民之需求為出發點為，讓公民在充分參與過程之機會

中，探索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與公民參與結合之可能性，配合本研究所運

用之平衡計分卡理論，從指標之發展、關鍵績效評估指標之確立，到發展

出策略地圖，最後嘗試建立立法院會績效管理模式雛形。經由本節對公民

參與政府績效管理之探討與評估後，本研究將於第四節嘗試建立「立法院

會議績效管理模式」之雛形，並分析該模式對於提升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

之可行性推測。 

 

第四節 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模式之雛形 

本研究使用 AHP分析法，確立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指標，並根據指標

勾勒出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策略地圖，試圖為提升立法院會議績效做出最

佳決策，本研究亦根據 AHP分析法算出之各項權重，導出策略地圖並提供

幾項最佳決策流程。 

本研究之目的不只在提供最佳決策給立法院作參考，也根據此決策作

為基本之步驟，建立基本模型概念，讓立法院會議之參與者可以做為參考

與施行之依據。根據學者丘昌泰（1995）之概念，他認為當前政府部門之

績效管理與評估，應可跳脫過去專家主義之思維，而由公民的角度，思考

參與式績效評量的可能。陳敦源（2004）亦認為在民主的體現上，可實踐

由非專家的公民參與公共事務之認識性民主價值，專家及專業人士僅扮演

建議諮詢者或協助者的角色，而非掌控及主導者（Box, 1998：10-12），而

朝向公民治理之初步模式。 

本研究經過長時間之觀察與文獻之探討、專家討論分析發現，民眾對

於立法院之表現有著很深之期待，這與立法院代表人民行使職權有著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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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關係，例如在願景構面中，有增進人民福祉之策略主題；顧客構面中，

有提升民眾信任度、加強收集及反映民意等策略主題，這都一再顯示民眾

對於立法院之重要性，反之立法院的任何決策都與民眾切身息息相關。 

學者 Box（1998：164）指出，公民治理需具備三項要素： 

一、協調委員會（coordinating council）：將行政機關高層的角色由決策核心

轉變為公民協調者的角色。 

二、公民委員會（citizen's boards）：依政府機關各功能結構，成立相對應之

公民委員會，以協助地方公共事務之執行。 

三、協助者（helper）：將行政官僚從控制者的角色，轉變為協助公民瞭解

地方議題、公共服務，並在資訊充足的情況下做成決策，及日常任務

之執行。 

根據先前的介紹，不論是以公民為主體的績效小組、或是與地方政府

人員合作之夥伴關係，以及由專業人員所扮演之輔助角色等，都是公民參

與之具體表現。而績效指標建立過程中，除公民的充分參與外，地方政府

代表的納入，更提高了公民導向之指標系統的可行性（朱景鵬、朱鎮明，

2004：52）。 

基於文獻分析與他國之經驗，並參酌相關公民驅動之政府績效評估模

式理論，本研究嘗試建構「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模式」（Legislative Yuan 

Meetings Performance Management Model），試圖由制度面與非制度面等因

素，建立其發展模式。而此「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模式」的組成與運作，

見圖 6-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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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模式」雛形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為使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能有所提升，本研究嘗試建立立法院會議績

效管理模式雛形，該模式之組成，主要有幾項重點：一、以增進人民福祉

為前提；二、組織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團隊；三、收集民意，發展績效評

估指標；四、以提升國會形象及尊嚴為最終目的。這四部份構成本研究之

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模式，至於該模式之細節部分，將分析如後。 

壹、「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團隊」之組成架構 

「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模式中最重要的部分，即為「立法院會議績

效管理團隊」（Legislative Yuan Meetings Performance Management Team），

該單位最主要之任務，即是由公民的觀點出發，收集與反映民眾之需求，

加上專家學者對歐美先進國家之經驗與理論的瞭解，與立法院內所指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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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共同參與組成，從會議運作實務的角度來共同合作，並發展立法院會

議管理績效評估指標，以符合民眾對立法院之期待。換言之，透過績效評

估指標之建構，將立法院的願景與代表民眾爭取福利的使命相結合，藉由

社會大眾的參與，及每年最終評量結果之公布，提供立法院會議績效改進

之參考。 

因此，在「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團隊」的組成上，將包含三個主要部

分，立法院代表、公民及專家學者。公民代表須包括地方社區組織的意見

領袖、民間社團的成員、學校教師及熱心參與之民眾等。再者，為避免「立

法院會議績效管理團隊」之組成過於理想化或空洞化，與實際之會議流程

相去甚遠，團隊中有一部份人士由立法院推派代表組成，以協助公民及專

家學者清楚瞭解立法院會議之實務運作方式，更希望藉由彼此間之互動，

建立夥伴關係。更重要的是為求「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團隊」成員能具有

各方觀點之代表性，必要時亦可透過公開招募，以補足成員結構上代表性

不完整的部分。 

貳、「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模式之運作方式 

在「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模式的運作上，在進入第一個步驟時，必

須瞭解民眾之期望與需要，以「增進人民福祉」的觀點切入，確實收集與

瞭解民眾對政府及立法院會議之現狀反映。而以下之步驟可以分為五項： 

一、收集與反映民眾之需求：當「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團隊」組成後，必

須先針對立法院之願景、目標、單位的組織架構、運作方式及財務預

算等方面，進行瞭解與學習。當然立法院最重要之角色與工作在代表

人民行使職權，對於民眾之需求及反應，不論是社會福利措施、訂立

優質法案、加速地方建設等都應極力爭取。「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團隊」

可依地方之特色、需求、關切，或共同認為應改進之施政項目，在共

識的凝聚下，作為發展立法院會議工作項目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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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展立法院會議績效之各項工作項目：本研究以平衡記分卡之五大構

面（願景、顧客、組織內部流程、創新與學習、財務）為基礎，利用

文獻分析與深度訪談之方式發展出五項構面之十六項策略主題，在依

據各策略主題發展四十九項工作項。 

三、建構立法院會議績效評估指標：按照 AHP層級程序分析法之權重，得

出各項工作項目之重要性，並依各項工作項目之重要性，逐步發展立

法院會議績效評估指標，並試圖瞭解其關鍵要素為何。 

四、定期考核立法院之會議績效：基於以上所界定之關鍵要素，「立法院會

議績效管理團隊」應定期要求立法院，針對其發展出之工作項目，提

供相關之績效資料，亦可利用民意調查問卷、民意監督機構與媒體報

導等進行績效資料之蒐集，根據所蒐集之資料進行分析，針對分析結

果進行評估與詮釋，將關鍵要素轉化並發展為清楚、明確、可衡量，

以及有用的績效指標，以準備公布績效評量結果。 

五、公布評量結果並提供下次改進之參考：績效評量報告完成後，由「立

法院會議績效管理團隊」進行公布，立法院根據評量結果應作適當之

回應。而立法院亦須與「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團隊」合作，將評量報

告之期望目標、績效指標、評量結果，與次年之施政策略規劃、預算

編列以及服務改進策略等進行結合，藉由這些工作達到提升國會形象

及尊嚴，以取得民眾對於立法院作為民意代表機關之正當性與信任，

最終達到提升立法院會議績效之目標，擺脫民眾長久以來對立法院之

負面觀感與印象。 

本研究從檢討立法委員人數減半後之會議績效情形，到討論現行立法

院會議績效不彰之原因，第三節配合策略地圖之內容，並引進公民參與之

觀點，討論公民參與政府績效評估之現狀與實務，最後，將前三節之內容

作一彙整，提出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模式之雛形，該模型配合第五章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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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指標與策略地圖，將三者之概念將加以整合而提

出，藉由該模式之提出希望能達到提升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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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論 

    一個有效率的會議，必須充分運用人力資源與避免時間浪費，才可達

成會議之目的。在精省與國民大會虛級化後，立法院成為唯一的民意代表

機關，其地位日漸重要。本研究主要目的為提升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並

建立適當之流程，進而建構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模式之雛形，而根據前面

幾章的文獻分析、專家意見調查訪問及 AHP問卷回收後，經過質性分析與

統計數據後獲得研究發現，研究者將進一步歸納研究結論，並提出研究建

議與未來展望，以期對改善國會形象能有所裨益。 

 

第一節 研究發現 

究竟是什麼原因造成讓立法院之會議績效如此低落？陳英鈴認為唯有

促進委員會專業化，才能使國會議事效率更佳提升，我國屬於院會中心主

義的國家，相形之下委員會的功能被弱化，加上立法委員的專業素質不一，

所以會議績效無法提升。而劉淑惠認為立法院議事能否順暢，通常會受限

於當屆立法院的政治生態結構，不論是執政黨或是在野黨、國家利益、地

方利益或是個人利益、城鄉差距以致於國家認同都是造成立法院會議績效

不彰的原因。所以，立法院的政黨版圖與政治生態會對會議績效造成影響，

連帶使民眾對立法院的觀感不佳。黃德福則希望建立委員會資深制度，他

認為委員會資深制無法建立的原因有立法委員連任率不高、每個委員會因

自己或選區之利益來選擇所屬委員會，唯有建立委員會資深制開始，立法

委員才可以專業、理性問政以提高立法院會議績效。根據本研究的發現大

致有下列幾點： 

一、立法委員席次減半對立法院的影響有：（一）立法院黨團協商不夠透

明化；（二）立法委員之政商關係更加複雜；（三）立法委員問政績

效不升反降；（四）立委更偏重地方經營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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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立法院會議績效不彰之原因大致上有：（一）非制度面之因素：1、國

家認同與統獨議題；2、城鄉差距與南北區域問題；3、立法院之政治

生態結構問題；4、立法委員之立法專業問題；這些問題由來已久，與

台灣社會之歷史背景、文化、風俗習慣及政治人物之政治操作息息相

關。（二）制度面之因素：1、憲政體制定位影響立法院的發展；2、選

舉過於頻繁之問題；3、提升委員會專業化的功能；4、強化國會幕僚

專業與知識；5、調整立法院黨團的功能與角色。此外，立法委員常常

為了個人之利益或爭取媒體版面而阻撓議事之進行。 

三、要提升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可從幾方面著手：（一）以目前政府績效

指標之建構做為借鏡方式；（二）藉由「公民參與」之概念作為提升

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之方法；（三）將本研究所建構之立法院會議績

效管理模式加以運行，並不斷修正以符合民眾之期待與要求。 

此外，根據本研究提出的三項待答問題，研究者試分析如後： 

待答問題一，在政府行政機關普遍引進企業界會議績效評估之方法多年

後，其成效略顯肯定，只是在各方面的整合上尚嫌不足，因此，立法

機關是否亦可仿照行政機關引進企業之平衡計分卡來提升立法院之會

議績效？ 

根據相關文獻分析，平衡計分卡可以嘗試導入到政府機關，但立法機

關與行政機關不論在性質、作為等各方面，皆有所不同，在實務導入之過

程，考量我國特殊文化及現實環境等狀況，可能會遭遇以下問題： 

一、立法院與政府行政機關、民間企業績效評估特性上的差異（參考邱永

和等，2005：192-196）： 

（一）民間企業在績效評估上較全面性，但政府機關因受整體社會、經濟、

環境等無法控制的因素影響，策略目標較為模糊。因此，政府行政

機關在借鏡平衡計分卡之精神時，績效衡量指標通常較偏向可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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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計畫目標層次，而立法院為代表人民行使權利之單位，在借鏡平

衡計分卡時與政府行政部門之觀點又有所不同，根據文獻分析資料

顯示，其構面順序程序亦有所不同（見表 7-1）。 

（二）政府機關（包括立法院）之薪資、獎懲與績效的結合因人事法規的

限制，缺乏激勵效果，不若企業有靈活的獎勵、升遷制度，所以公

務機關在導入平衡計分卡時，必須將績效獎金制度加以調整，這樣

才能改善組織內部之控制流程，對於組織之願景達成率才會提高。 

（三）政府機關（包括立法院）最重要的原則就是必須依法行政，但業務

繁雜常造成聯繫上之困難與責任歸屬不明，這與民間企業強調專業

分工，及利用市場機制尋求合作之情形有所差異。 

（四）政府機關（包括立法院）之績效評估指標比較偏向主觀質化，與民

間企業績效評估指標較客觀化不同，加上公共政策目標多元化，往

往必須考量政治競爭（選舉）的現實而有所調整（劉順仁，2004：

12-23），因此，政府機關在設立關鍵績效衡量目標、指標時，可以配

合公民參與及民意調查等作法，才能使評估結果更具客觀量化。 

表 7-1：立法院會議與政府行政機關、民間企業之平衡記分卡流程順序表 

 民間企業 政府行政部門 立法院會議 

學習成長構面 學習成長構面 財務構面 

內部流程構面 內部流程構面 創新與學習構面 

顧客構面 組織內部流程構面 

財務構面 

財務構面 顧客構面 

顧客構面 

平衡

計分

卡各

構面

之順

序流

程 

願景構面 

資料來源：本研究建構與彙整。 

 

    為提升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本研究認為立法院應可將平衡計分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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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加以導入，藉由平衡計分卡理論與專家意見調查訪問訂定出提升會議績

效的指標，經由 AHP問卷分析後，得出提升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之關鍵績

效指標，由公民定期考核，在考核完畢後向大眾公布結果並通盤檢討，讓

會議績效指標能夠隨時間變化而改變，當作為下年度考核指標之基礎。 

待答問題二，立法機關引進平衡計分卡之後，是否可以逐步確立願景、顧

客、組織內部流程、創新與學習及財務構面等指標，並找出策略性議

題、工作項目為何？ 

依據文獻探討及專家意見調查訪談結果，本研究初步歸納五大構面、

十六項策略主題與四十九項工作項目，並設計符合提升立法院會議績效之

層級架構： 

一、第一層平衡計分卡之五大構面為：願景構面、顧客構面、組織內部流

程構面、創新與學習構面、財務構面。 

二、第二層為依據專家意見調查訪談結果，訂立十六項策略主題：在願景

構面為：提升國會形象及尊嚴、增進人民福祉、健全民主政治發展；

在顧客構面為：提升民眾信任度、加強收集及反映民意、立法院會議

資訊公開化、改善立法院會議效能與效率；在組織內部流程構面為：

立法院行政運作程序革新、各單位具備良好績效管理機制、立法院會

議流程管理控制；在創新與學習構面為：支持與鼓勵立法院人員專業

成長、鼓勵立法院人員卓越能力表現、建立專業服務團隊；在財務構

面為：預算編列符合立法院需求、經費有效運用、立法院預算定期稽

核與管理。 

三、第三層為依據專家訪談結果與文獻分析訂立四十九項工作項目，依序

為：提升立法委員專業素質、強化常設委員會之功能與專業性、黨團

法定地位之調整、制訂優質法案、審核中央政府總預（決）算、制訂

相關民生福利政策、重視族群平等、強化政黨政治、落實人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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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與民眾之互動、建立以民眾調查為基礎之評定標準、立法委員問

政表現提升、了解民眾對立法院之期待、進行民眾滿意度調查、確實

解決民眾之需求、將立委出席率與投票狀況詳實記錄，供量民眾查詢、

立法院會議內容詳實記錄並對外開放、立法院與國會圖書館網路資訊

即時更新、立法院會議流程透明化、會議過程詳實記錄與公開、監督

立法委員問政績效、各單位制度規章更完善、提升行政工作程序之效

率、各單位朝向公開化、制度化、資訊化處理、訂立合理之工作效能

指標、落實全體職員自我評鑑工作、按照進度確實做到年度計畫之執

行、會議流程須依照議事規則進行、建立良好利益迴避機制、監控法

律、預算案通過狀況、培養立法的專業素養、設立完整的教育訓練課

程、加強對會議規範之認識、鼓勵員工盡量展現工作能力、營造公平

的考績與遷調制度、鼓勵員工發揮優質行政才能、強化幕僚人才之專

業知識、建立助理人才資料庫、立法院人員配置應專長與業務相配合、

預算編列過程公開化、各單位預算經費應合理協商分配、年度預算經

費符合立法院整體需求、經費之編列與執行適切配合、預算執行能專

款專用、有效控制預算，達成預期效果、依照立法院需求採買相關設

備、立法院預算執行稽核制度公開化、依據預算執行成效，修正下年

度預算編列、立法院財產有良好的管理機制，並有效執行。 

本研究依據平衡計分卡理論，先確立五大構面，經由專家意見調查結

果訂立十六項與提升立法院會議績效相關之策略主題，最後經由文獻分析

設定四十九項與提升會議績效相關之工作項目，最後設計符合立法院會議

績效管理之層級架構，至此提升立法院會議績效之各項工作項目已設定完

成，在經過AHP問卷調查後即可提出相關最佳決策供立法院會議運作參考。 

待答問題三，當平衡計分卡之各項構面建構完成後，對於未來立法院會議

績效管理模式之建立是否有實質上之助益，進而提升立法院會議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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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計分卡五大構面與策略地圖隱藏著有系統的運作理念與作為。各

構面間具有多元、開放的互動關係，經由各構面的互動，可以提出最後的

總結效果，願景構面的作用為輸出，顧客構面與財務構面類似社會、環境、

立法院硬體設備與環境規畫的部分，創新與學習構面作用為輸入部分，而

組織內部流程構面則和轉換歷程有關，也就是經由開放系統的輸入、轉換

歷程（transformation process）、輸出和環境四項因素，提出幾項重要的策略

流程供立法院參考： 

一、主流程 

為策略地圖中權重乘積最重之流程，在財務構面中以經費有效運用發

展至創新與學習構面的支持與鼓勵立法院人員專業成長，接著發展至組織

內部流程構面的各單位具備良好績效管理機制，再發展到顧客構面的提升

民眾信任度，最後達到願景構面的增進人民福祉。立法院主要使命為代表

人民行使職權，訂立符合人民權益之法案，從主流程中可以瞭解，要達成

增進人民福祉之主題，其中有制訂優質法案、審核中央政府總預（決）算、

制訂相關民生福利政策等，藉此達成為民爭取福利的最終目標。 

二、次流程 

由策略地圖中次重之權重乘積構成次要之策略發展流程。次流程由下

而上發展，在財務構面以立法院預算定期稽核與管理，發展至創新與學習

構面的建立專業服務團隊，接著發展至組織內部流程構面的立法院行政運

作程序革新，接著到顧客構面的改善立法院會議效能與效率，最後達到願

景構面的健全民主政治發展。 

三、第三流程 

    由策略地圖中第三重要之權重乘積構成之策略發展流程。流程由下而

上發展，在財務構面以預算編列符合立法院需求，發展至創新與學習構面

的支持與鼓勵立法院人員專業成長，接著發展至組織內部流程構面的各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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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具備良好績效管理機制，接著到顧客構面的加強收集及反映民意，最後

達到願景構面的增進人民福祉。 

四、關鍵流程 

    要將每一項工作都視為重要且關鍵的工作，本研究之目的乃提升立法

院之會議績效，藉由與二位指導教授深入討論，規劃出策略地圖之關鍵流

程，流程由下而上發展，在財務構面以預算編列符合立法院需求，發展至

創新與學習構面的鼓勵立法院人員卓越能力表現，接著發展至組織內部流

程構面的立法院會議流程管理控制，接著到顧客構面的立法院會議資訊公

開化，最後達到願景構面的提升國會形象及尊嚴。蓋一國之國會乃代表人

民行使職權之單位，國會之形象與效率皆對人民有極大之影響，因此，提

升立法院之尊嚴與形象是本研究重要且關鍵的事項之一。 

要提升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可借鏡國外公共部門之案例經驗、目前

有將政府績效指標建構加入公民參與概念之案例，配合相關理論之應用，

例如會議管理、績效管理、公共管理與平衡計分卡理論，先發展出立法院

會議績效管理之關鍵指標，並應用層級分析法算出各工作項目之權重，導

出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策略地圖，做出最佳決策。 

藉由上述各項理論探討，本研究試圖建構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模式之

雛形，該模式之主要核心即為「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團隊」（Legislative Yuan 

Meetings Performance Management Team），該單位最主要之任務是收集與反

映民眾之需求，加上專家學者提供歐美先進國家之經驗與理論，與立法院

代表三方共同參與並達成共識，在根據共識定期考核立法院會議績效，並

於年底公布考核結果，依據結果作通盤檢討以提供下年度重新考核之基

礎。希望藉由此模式之建立能讓立法院會議績效有所提升，改善民眾對立

法院之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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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在提出研究建議之前，研究者必須先將研究過程中所遭遇到之困難提

出：一、本研究主題之前並無相關的研究著作可供參考，研究者所蒐集到

之文獻討論都將重點落在政府行政部門之績效評估上，對於立法部門之討

論付之闕如，筆者只能參酌相關資料，並藉由文獻探討與本身在立法院服

務之經驗，逐一找出其相關問題並加以解決；二、在專家意見調查過程中，

因為每位受訪者的主觀意識與相關顧慮，也可能造成關鍵績效指標的失

真，並可能導致策略地圖之決策無法於現實中加以實行；三、基於研究時

程與相關資源的限制，所建構之會議績效管模式，能否接受現實之考驗，

也是吾人目前無法作深入的研究與剖析的。 

壹、研究限制 

任何研究都會遇到一些限制，關於本研究之研究限制有哪些，研究者

試分析如下： 

一、時間限制：本研究在時間上以立法院第六屆及第七屆之會議情形為主，

依據本研究流程時間上可進行至第七屆第二、三會期，因無法涵蓋第

七屆八個會期共四年的時間，因此，時間之因素乃為不可確定性，對

於立法委員人數減半後之優缺點，吾人所提出之看法可能因觀察時間

等因素，造成本研究之最大限制之一。 

二、理論之運用：將績效管理、會議管理及平衡計分卡等理論運用於立法

部門之案例不多，相關學界的討論亦尚未成熟，技術上的突破也處於

發展中之階段，因此，研究取樣基礎資料較為不足且有待突破。而本

研究重點在建構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之成功機制，此模式之建構在於

經驗資料與實證觀察的基礎上，可以作為歸納資料的思考架構，當然

主要的目的是可以用來導出立法院成功會議之策略地圖，不過畢竟立

法院會議與企業之會議狀況不盡相同，要如何建構一個適合國會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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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功會議管理模式有其困難度，這也是本文有待日後補正之處。 

三、深度訪談：深度訪談有兩項方法上的問題，是較無法解決的。（一）接

受訪談的對象，務求其表達自己的意見，但有可能會於訪談的內容時，

加入訪問者當時的對話與環境因素，甚至訪問者的技巧等的限制，而

有偏頗。（二）由於受訪對象，不是研究者能力所可控制，因此有些重

要人物是必須訪問的，但可能因當事人不願接受訪問，或是沒時間接

受訪問等因素而無法達成。（三）關於本研究之專家意見調查訪問對象

之黨派與背景，本研究進行之專家意見調查訪問對象，是研究者經由

多方諮詢訪問歸納出之結果，可能在兼顧各黨派之代表性與比例性上

有所不足，也是本研究的一項缺憾。 

本研究題目為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之模式與建構，但本研究在進行

時，難免會遭遇相關困難與限制，這些困難與限制是研究者無法避免與進

一步解決的，希望藉由本研究之提出，讓後續研究者避免陷入相同的問題

當中。 

貳、研究建議 

經過本研究之分析與討論，研究者發現平衡計分卡運用在非營利事業

機構（含政府部門）中，重點在關注其所提供之服務價值，與私人企業組

織以股東價值極大化之目標截然不同。因此，在實施平衡計分卡時，其構

面順序必須有所調整（見表 7-1）。 

至於未來立法院會議導入平衡計分卡時，所必須注意之事項，研究者

將提出下列幾項建議： 

一、將平衡計分卡之應用當作「策略管理制度」之一環，而不是一種「績

效評估制度」，平衡計分卡是用來指引策略之方向，必須讓管理階層和

基層員工瞭解那些是組織的願景目標。因此，平衡計分卡必須從衡量

系統變成管理體系，才能真正發揮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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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最高領導階層的全力支持是導入平衡計分卡的關鍵成功因素，未來立

法院會議若要導入平衡計分卡，必須先健全、整合內部相關意見，並

取得主管與員工的支持，最重要的是要參酌民眾的期待與所需。 

三、立法院會議在導入平衡計分卡時，必須重視與強化各構面的整合性，

發揮各管理機制的功能。各項指標構面的設計亦必須強調多元、平衡

與實用，藉由創新與效率的精神，簡化繁瑣的行政程序，來提升會議

績效，及人民對立法院的滿意度。 

四、立法院會議績效評估制度的目標應該在於如何達成機關的願景與使

命、提高民眾滿意度與人員之成長。在引進平衡計分卡時，必須考量

立法院之使命與任務，再根據重要性建構平衡計分卡之各項構面順序。 

五、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模式之運作，本研究所建構之模式，主要是以公

民參與之概念為主，融合平衡計分卡之理論基礎，藉由專家意見調查

與深度訪談法建構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之關鍵績效指標，並利用 AHP

分析法，算出各構面、策略主題與工作項目之權重，進而導出立法院

會議績效管理策略地圖。因此，模式之建構必須有完整的關鍵績效指

標，所以在建構指標時，必須審視立法院會議之各項所需流程，並參

酌民眾之意見，建構客觀、能提昇效率並迎合民眾需要之指標。 

因此，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模式之運作，必須建立在兩項基礎上：一、

必須讓公民充分參與與發表相關意見及看法；二、即便在導入平衡計分卡

之後，仍然必須依照實際執行的狀況不斷來調整，包括策略主題之修正、

關鍵績效衡量指標之修訂，都必須適時進行檢視與評估。公民之參與及平

衡計分卡之動態修正與調整，對立法院來說是相當重要的一環。立法院會

議績效管理模式之運作，在制度上的配合與維護主要有以下幾個部分： 

一、例行的管理會議：平衡計分卡的檢視必須放在高階執行團隊的例行管

理會議中，才能更具體落實平衡計分卡在管理上的意義、展現立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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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導入平衡計分卡的決心與魄力。本研究希望藉由設立「立法院會

議績效管理團隊」，來匯集民眾、專家學者與立法院三方面之意見，並

藉由投入增進人民福祉之觀點，以達成提升國會形象及尊嚴之目標。 

二、策略主題與工作項目之動態維護：管理團隊必須要不斷收集民意、發

展工作項目、建構關鍵績效指標及考核立法院會議績效，讓平衡計分

卡之策略主題、績效衡量指標能夠符合立法院會議當時之執行狀況，

在公布考核結果後，作為下次改進之參考。 

三、不斷調整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模式：平衡計分卡之內容必須作動態之

修正，除了創新之概念外，讓民眾之心聲與專家之專業意見可以與立

法院之實務作結合，這樣可以降低民眾對立法院負面之觀感，另外，

也可以擴大民眾之參與，讓立法院名符其實成為民主國家之代議機

關，讓立法院可以更貼近民意，並提升民眾對立法院之滿意度。 

最後，要提升立法院之會議績效管理，必須要有幾項重要條件：一、

理論上：必須以績效管理、平衡計分卡為基礎，輔以會議管理與公共管理

等概念，藉由專家意見調查與深度訪談為研究方法，建構立法院會議績效

管理指標，利用 AHP法為工具，求出各指標之權重，並導出策略地圖。二、

實務上：藉由公民參與之概念，讓民眾與專家可以參與訂立立法院會議績

效管理指標，從民意之收集、工作項目之確定到定期考核立法院會議績效，

最後公布結果提供下次修正參考為止，來達成提升立法院會議績效之最終

目的。 

 

第三節 研究展望 

從本章的分析可知，立法院會議導入平衡計分卡具有潛在的效益，但

是也可能遭遇一些問題，例如導入程序需要經過很長時間等。另外，從我

國與其他國家目前的實施狀況來分析，亦有許多須要改進之處。短期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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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要施行，可以先從與基層員工溝通，及整合員工的意見著手進行，尤其

是共識的凝聚與策略系統之形成。至於中、長期則可以朝導入平衡計分卡

來規劃。經由本研究之分析、討論與歸納後，研究者在此提出一些相關建

議，作為未來繼續研究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者之研究方向： 

一、提昇人民福祉，改善國會形象與尊嚴為目標：針對行政院的各種施政

規劃，包括總統政見、國家發展願景、國家重大建設與發展計畫與民

意調查等資料，立法院會議必須進行嚴格審核查，因為立法院之重要

工作為提升民眾福祉，與改善為國會形象及尊嚴。 

二、立法院會議行政運作革新與會議流程管制為過程：嘗試更新立法院之

行政程序，藉由績效管理制度，改善立法院議事怠惰之問題，加強會

議流程與控制，以瞭解法案與預算案之審查進度，進而提升立法院會

議績效目標與衡量指標之連結，透過定期的修正、檢討使關鍵指標更

具多元性、平衡性與彈性，經由會議過程不斷革新與嚴格之管理，讓

會議流程能更加順利進行。 

三、鼓勵立法院員工卓越表現與成長並建立專業團隊為基礎：將績效評估

制度與獎懲激勵制度作整合，使績效獎金制度能夠確實建立在績效評

估制度之上，而績效評估制度也能夠藉由獎勵制度，激發員工卓越表

現，進而建立專業團隊以逐步改善立法院會議績效。 

四、立法院經費有效運用並定期稽核管理為原則：持續進行績效評估與預

算編列制度，促使各單位規劃執行策略、行動方案之同時能考量其預

算資源，並且藉由績效評估制度的事前規劃、事後評估成效來爭取未

來預算資源，使績效評估與預算制度能夠更有效整合並發揮效用。 

五、強化民意收集，整合執行與溝通系統為依歸：藉由公民參與之概念，

來加強民意收集與反映民眾之需求；此外，取得首長與相關主管的支

持，強化策略形成系統，使各單位能夠有更明確的施政規劃與參考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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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加強與基層員工溝通來釐清組織單位之使命、任務、目標，並且

提出具體的行動方案，以利工作項目之推展。 

上述幾點，乃根據本研究之關鍵績效指標及策略地圖所彙整出來，當

前段之工作完成，便可將後段之會議績效管理模式加以運作，如此一來，

要提升立法院之會議績效與改善國會形象便指日可待。 

立法院之會議績效，自 2000 年政黨輪替後，其議事品質與議事效率便

不盡理想。有人認為主要原因在於立法委員席次過多，或成員良莠不齊所

導致，根據本研究之分析這些都只是原因之一，重點是立法院會議績效沒

有客觀的評定標準，本研究將相關理論套用於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之提升

上，經由建構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模式，試圖解決立法院議事效率低落之

問題，模式之建立有其一定之理論與結構之完整性，但該模式適用於立法

院會議績效管理上之情形，是研究者後續必須加以證實與討論的。 

本研究乃是第一部將平衡計分卡、績效管理相關理論與 AHP層級分析

法，套用於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評估上之論文，本研究雖有一定之創建性

與吸引性，但理論之套用與模式之建構應仍有不足之處，希望藉由本研究

之拋磚引玉，能提供後續研究者一定之理論基礎，當作往後驗證與討論之

對象，並希望本論文之提出能對國會研究者有所裨益與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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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院 

秘書處處長 
10 年 

2009/02/18 劉漢廷 
立法院 

法制局局長 
12 年 

2009/02/19 蔡正元 立法委員 7 年 

2009/02/23 賴士葆 立法委員 7 年 

2009/02/25 謝國樑 立法委員 4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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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深度訪談—第一次專家意見調查問卷 

 

您好，這是一份關於「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模式之建構」的研究調查

問卷。 

感謝您百忙之中撥空接受訪問並填寫問卷。本研究問卷主要目的是要

確立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指標並建構合適的會議績效管理策略地圖。您提

供的寶貴意見，將使本研究結果更具可閱讀性。此次的專家意見調查訪問

純屬學術研究，您所回覆的答案與建議僅供資料分析，不作個別批露，更

不會另作他用，請放心做答。 

問卷內容是要瞭解，在「提升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的目標下，藉由

平衡計分卡（BSC）理論之五大構面：「願景構面」、「顧客構面」、「組織內

部流程構面」、「創新與學習構面」與「財務構面」等，依據文獻分析與探

討，列舉各項策略主題，請依據您的專業與實務經驗，從各構面問題中，

選出至少三項策略主題，以建立「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指標」。 

此次專家意見調查結果，將成為本研究之重要參考依據，希望經由您

寶貴的意見，可使本研究結果更具專業性及代表性。再次感謝您對學術研

究所貢獻的時間與心力。 

敬祝 

事事順心，心想事成 

 

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      黃  城  博士 

蘇聖珠  博士 

博士班研究生  陳偉杰  敬上 

E-mail：iou680515@yahoo.com.tw 



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模式之建構 

 290

※懇請按以下方式惠予填答： 

（1）依據目前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之狀況，請您在下列五項構面問題中進

行填答，每個問題至少提出三項建議或修正建議。 

（2）請依照您對每一小題的瞭解，在「適合」、「修正後適合」及「不適合」

的□中打「√」。 

（3）若有其他修正意見，懇請不吝賜教，煩請書寫在該題下方的修正意見

欄，或其他欄位，作為研究者修正改進之參考。 

 

願景構面（visionary perspective）係指：立法院能塑造成員共同真實

可信、具有吸引力的未來，它代表組織所有目標努力的方向，能使組織更

加美好。 

 

【問題一】請您針對提升立法院的會議績效管理在願景構面中，根據您的

專業選出【至少三項】之建議或修正意見。 

1、 塑造立法院共同願景………………適合□…修正後適合□…不適合□。 

修正意見：＿＿＿＿＿＿＿＿＿＿＿＿＿＿＿＿＿＿＿＿＿＿＿＿＿。 

2、制訂優質法案………………………適合□…修正後適合□…不適合□。 

修正意見：＿＿＿＿＿＿＿＿＿＿＿＿＿＿＿＿＿＿＿＿＿＿＿＿＿。 

3、審核中央政府總預（決）算………適合□…修正後適合□…不適合□。 

修正意見：＿＿＿＿＿＿＿＿＿＿＿＿＿＿＿＿＿＿＿＿＿＿＿＿＿。 

4、制訂相關民生福利政策……………適合□…修正後適合□…不適合□。 

修正意見：＿＿＿＿＿＿＿＿＿＿＿＿＿＿＿＿＿＿＿＿＿＿＿＿＿。 

5、其他＿＿＿＿＿＿＿＿＿＿＿＿＿＿＿＿＿＿＿＿＿＿＿＿＿＿＿＿。 

6、其他＿＿＿＿＿＿＿＿＿＿＿＿＿＿＿＿＿＿＿＿＿＿＿＿＿＿＿＿。 

7、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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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構面（customer perspective）係指：立法院能忠實反應顧客（外

部顧客：民眾、選民等，內部顧客：立法委員、公務人員）對組織經營的

期望，並以顧客滿意為核心要素，透過各種管道，瞭解地方社區、民眾對

立法院所提供問政效能與服務品質之滿意程度，並且不斷進行提升與改進

之努力。 

 

【問題二】請您針對提升立法院的會議績效管理在顧客構面中，根據您的

專業選出【至少三項】之建議或修正意見。 

1、 提升民眾滿意度……………………適合□…修正後適合□…不適合□。 

修正意見：＿＿＿＿＿＿＿＿＿＿＿＿＿＿＿＿＿＿＿＿＿＿＿＿＿。 

2、 提供優質的民眾服務品質…………適合□…修正後適合□…不適合□。 

修正意見：＿＿＿＿＿＿＿＿＿＿＿＿＿＿＿＿＿＿＿＿＿＿＿＿＿。 

3、 加強收集民意訊息…………………適合□…修正後適合□…不適合□。 

修正意見：＿＿＿＿＿＿＿＿＿＿＿＿＿＿＿＿＿＿＿＿＿＿＿＿＿。 

4、 立法院會議資訊公開化……………適合□…修正後適合□…不適合□。 

修正意見：＿＿＿＿＿＿＿＿＿＿＿＿＿＿＿＿＿＿＿＿＿＿＿＿＿。 

5、 提升立法院之聲譽與效率…………適合□…修正後適合□…不適合□。 

修正意見：＿＿＿＿＿＿＿＿＿＿＿＿＿＿＿＿＿＿＿＿＿＿＿＿＿。 

6、 加強監督國會議員問政績效………適合□…修正後適合□…不適合□。 

修正意見：＿＿＿＿＿＿＿＿＿＿＿＿＿＿＿＿＿＿＿＿＿＿＿＿＿。 

7、其他＿＿＿＿＿＿＿＿＿＿＿＿＿＿＿＿＿＿＿＿＿＿＿＿＿＿＿＿。 

8、其他＿＿＿＿＿＿＿＿＿＿＿＿＿＿＿＿＿＿＿＿＿＿＿＿＿＿＿＿。 

9、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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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內部流程構面（internal process perspective）係指：立法院針對組

織內部行政運作方式、程序、制度、法規與環境等，不斷進行革新，滿足

組織成員需求。 

 

【問題三】請您針對提升立法院的會議績效管理在組織內部流程構面中，

根據您的專業選出【至少三項】之建議或修正意見。 

1、 立法院行政運作程序革新…………適合□…修正後適合□…不適合□。 

修正意見：＿＿＿＿＿＿＿＿＿＿＿＿＿＿＿＿＿＿＿＿＿＿＿＿＿。 

2、立法院具備優質運作程序…………適合□…修正後適合□…不適合□。 

修正意見：＿＿＿＿＿＿＿＿＿＿＿＿＿＿＿＿＿＿＿＿＿＿＿＿＿。 

3、各單位具備良好績效管理機制……適合□…修正後適合□…不適合□。 

修正意見：＿＿＿＿＿＿＿＿＿＿＿＿＿＿＿＿＿＿＿＿＿＿＿＿＿。 

4、落實立法院法規檢討與修正………適合□…修正後適合□…不適合□。 

修正意見：＿＿＿＿＿＿＿＿＿＿＿＿＿＿＿＿＿＿＿＿＿＿＿＿＿。 

5、立法院會議流程管理控制…………適合□…修正後適合□…不適合□。 

修正意見：＿＿＿＿＿＿＿＿＿＿＿＿＿＿＿＿＿＿＿＿＿＿＿＿＿。 

6、立法院行政人員教育訓練…………適合□…修正後適合□…不適合□。 

修正意見：＿＿＿＿＿＿＿＿＿＿＿＿＿＿＿＿＿＿＿＿＿＿＿＿＿。 

7、其他＿＿＿＿＿＿＿＿＿＿＿＿＿＿＿＿＿＿＿＿＿＿＿＿＿＿＿＿。 

8、其他＿＿＿＿＿＿＿＿＿＿＿＿＿＿＿＿＿＿＿＿＿＿＿＿＿＿＿＿。 

9、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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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與學習構面（innovation and learning perspective）係指：立法院能

營造出支持成員專業學習與成長的氣氛，激發組織成員潛能與發揮成員創

新能力。 

 

【問題四】請您針對提升立法院的會議績效管理在創新與學習構面中，根

據您的專業選出【至少三項】之建議或修正意見。 

1、 支持與鼓勵立法院人員專業成長…適合□…修正後適合□…不適合□。 

修正意見：＿＿＿＿＿＿＿＿＿＿＿＿＿＿＿＿＿＿＿＿＿＿＿＿＿。 

2、 營造優良的立法院組織氣氛………適合□…修正後適合□…不適合□。 

修正意見：＿＿＿＿＿＿＿＿＿＿＿＿＿＿＿＿＿＿＿＿＿＿＿＿＿。 

3、 鼓勵立法院人員卓越能力表現……適合□…修正後適合□…不適合□。 

修正意見：＿＿＿＿＿＿＿＿＿＿＿＿＿＿＿＿＿＿＿＿＿＿＿＿＿。 

4、 鼓勵立法院人員創新表現…………適合□…修正後適合□…不適合□。 

修正意見：＿＿＿＿＿＿＿＿＿＿＿＿＿＿＿＿＿＿＿＿＿＿＿＿＿。 

5、 建立專業服務團隊…………………適合□…修正後適合□…不適合□。 

修正意見：＿＿＿＿＿＿＿＿＿＿＿＿＿＿＿＿＿＿＿＿＿＿＿＿＿。 

6、 提升立法院人員之專業知識與能力…適合□…修正後適合□…不適合□。 

修正意見：＿＿＿＿＿＿＿＿＿＿＿＿＿＿＿＿＿＿＿＿＿＿＿＿＿。 

7、 其他＿＿＿＿＿＿＿＿＿＿＿＿＿＿＿＿＿＿＿＿＿＿＿＿＿＿＿＿。 

8、 其他＿＿＿＿＿＿＿＿＿＿＿＿＿＿＿＿＿＿＿＿＿＿＿＿＿＿＿＿。 

9、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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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構面（financial perspective)係指：立法院能有效爭取相關資源，

依據組織需求合理編列預算，辦理好立法院財務管理工作，整合有限資源

並作最佳的運用。 

 

【問題五】請您針對提升立法院的會議績效管理在財務構面中，根據您的

專業選出【至少三項】之建議或修正意見。 

1、 預算編列符合立法院需求…………適合□…修正後適合□…不適合□。 

修正意見：＿＿＿＿＿＿＿＿＿＿＿＿＿＿＿＿＿＿＿＿＿＿＿＿＿。 

2、 經費有效運用………………………適合□…修正後適合□…不適合□。 

修正意見：＿＿＿＿＿＿＿＿＿＿＿＿＿＿＿＿＿＿＿＿＿＿＿＿＿。 

3、 立法院預算定期稽核與管理………適合□…修正後適合□…不適合□。 

修正意見：＿＿＿＿＿＿＿＿＿＿＿＿＿＿＿＿＿＿＿＿＿＿＿＿＿。 

4、 立法院預算執行制度公開化………適合□…修正後適合□…不適合□。 

修正意見：＿＿＿＿＿＿＿＿＿＿＿＿＿＿＿＿＿＿＿＿＿＿＿＿＿。 

5、 立法院組織架構人事配置合理化…適合□…修正後適合□…不適合□。 

修正意見：＿＿＿＿＿＿＿＿＿＿＿＿＿＿＿＿＿＿＿＿＿＿＿＿＿。 

6、 其他＿＿＿＿＿＿＿＿＿＿＿＿＿＿＿＿＿＿＿＿＿＿＿＿＿＿＿＿。 

7、 其他＿＿＿＿＿＿＿＿＿＿＿＿＿＿＿＿＿＿＿＿＿＿＿＿＿＿＿＿。 

8、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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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深度訪談—第二次專家意見調查對象表 

 

訪問時間 姓名 職務 備註（立法院年資） 

2009/03/09 林德福 立法委員 7 年 

2009/03/16 邱鏡淳 立法委員 10 年 

2009/03/18 陳根德 立法委員 10 年 

2009/03/11 曾永權 立法院副院長 16 年 

2009/03/12 劉盛良 立法委員 13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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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深度訪談—第二次專家意見調查問卷 

 

您好，這是一份關於「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模式之建構」的研究調查

問卷。 

感謝您百忙之中撥空接受訪問並填寫問卷。本研究問卷主要目的是要

確立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指標並建構合適的會議績效管理策略地圖。您提

供的寶貴意見，將使本研究結果更具可閱讀性。此次的專家意見調查訪問

純屬學術研究，您所回覆的答案與建議僅供資料分析，不作個別批露，更

不會另作他用，請放心做答。 

問卷內容是要瞭解，在「提升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的目標下，藉由

平衡計分卡（BSC）理論之五大構面：「願景構面」、「顧客構面」、「組織內

部流程構面」、「創新與學習構面」與「財務構面」等，依據文獻分析與探

討，列舉各項策略主題，請依據您的專業與實務經驗，從各構面問題中，

選出至少三項策略主題，以建立「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指標」。 

此次專家意見調查結果，將成為本研究之重要參考依據，希望經由您

寶貴的意見，可使本研究結果更具專業性及代表性。再次感謝您對學術研

究所貢獻的時間與心力。 

敬祝 

事事順心，心想事成 

 

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      黃  城  博士 

蘇聖珠  博士 

博士班研究生  陳偉杰  敬上 

E-mail：iou680515@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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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懇請按以下方式惠予填答： 

（1）依據目前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之狀況，請您在下列五項構面問題中進

行填答，每個問題至少提出三項建議或修正建議。 

（2）請依照您對每一小題的瞭解，在「適合」、「修正後適合」及「不適合」

的□中打「√」。 

（3）若有其他修正意見，懇請不吝賜教，煩請書寫在該題下方的修正意見

欄，或其他欄位，作為研究者修正改進之參考。 

 

願景構面（visionary perspective）係指：立法院能塑造成員共同真實

可信、具有吸引力的未來，它代表組織所有目標努力的方向，能使組織更

美好。 

 

【問題一】請您針對提升立法院的會議績效管理在願景構面中，根據您的

專業選出【至少三項】之建議或修正意見。 

1、提升國會形象及尊嚴………………適合□…修正後適合□…不適合□。 

修正意見：＿＿＿＿＿＿＿＿＿＿＿＿＿＿＿＿＿＿＿＿＿＿＿＿＿。 

2、增進人民福祉………………………適合□…修正後適合□…不適合□。 

修正意見：＿＿＿＿＿＿＿＿＿＿＿＿＿＿＿＿＿＿＿＿＿＿＿＿＿。 

3、健全民主政治發展…………………適合□…修正後適合□…不適合□。 

修正意見：＿＿＿＿＿＿＿＿＿＿＿＿＿＿＿＿＿＿＿＿＿＿＿＿＿。 

4、其他＿＿＿＿＿＿＿＿＿＿＿＿＿＿＿＿＿＿＿＿＿＿＿＿＿＿＿＿。 

5、其他＿＿＿＿＿＿＿＿＿＿＿＿＿＿＿＿＿＿＿＿＿＿＿＿＿＿＿＿。 

6、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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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構面（customer perspective）係指：立法院能夠忠實反映顧客（外

部顧客：民眾、選民等，內部顧客：立法委員、公務人員）對組織經營的

期望，並以顧客滿意為核心要素，透過各種管道，瞭解地方社區、民眾對

立法院所提供問政效能與服務品質之滿意程度，並且不斷進行提升與改進

之努力。 

 

【問題二】請您針對提升立法院的會議績效管理在顧客構面中，根據您的

專業選出【至少三項】之建議或修正意見。 

1、提升民眾信任度……………………適合□…修正後適合□…不適合□。 

修正意見：＿＿＿＿＿＿＿＿＿＿＿＿＿＿＿＿＿＿＿＿＿＿＿＿＿。 

2、加強收集及反映民意………………適合□…修正後適合□…不適合□。 

修正意見：＿＿＿＿＿＿＿＿＿＿＿＿＿＿＿＿＿＿＿＿＿＿＿＿＿。 

3、立法院會議資訊公開化……………適合□…修正後適合□…不適合□。 

修正意見：＿＿＿＿＿＿＿＿＿＿＿＿＿＿＿＿＿＿＿＿＿＿＿＿＿。 

4、改善立法院會議效能與效率………適合□…修正後適合□…不適合□。 

修正意見：＿＿＿＿＿＿＿＿＿＿＿＿＿＿＿＿＿＿＿＿＿＿＿＿＿。 

5、其他＿＿＿＿＿＿＿＿＿＿＿＿＿＿＿＿＿＿＿＿＿＿＿＿＿＿＿＿。 

6、其他＿＿＿＿＿＿＿＿＿＿＿＿＿＿＿＿＿＿＿＿＿＿＿＿＿＿＿＿。 

7、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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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內部流程構面（internal process perspective）係指：立法院針對組

織內部行政運作方式、程序、制度、法規與環境等，不斷進行革新，滿足

組織成員需求。 

 

【問題三】請您針對提升立法院的會議績效管理在組織內部流程構面中，

根據您的專業選出【至少三項】之建議或修正意見。 

1、立法院行政運作程序革新…………適合□…修正後適合□…不適合□。 

修正意見：＿＿＿＿＿＿＿＿＿＿＿＿＿＿＿＿＿＿＿＿＿＿＿＿＿。 

2、各單位具備良好績效管理機制……適合□…修正後適合□…不適合□。 

修正意見：＿＿＿＿＿＿＿＿＿＿＿＿＿＿＿＿＿＿＿＿＿＿＿＿＿。 

3、立法院會議流程管理控制…………適合□…修正後適合□…不適合□。 

修正意見：＿＿＿＿＿＿＿＿＿＿＿＿＿＿＿＿＿＿＿＿＿＿＿＿＿。 

4、其他＿＿＿＿＿＿＿＿＿＿＿＿＿＿＿＿＿＿＿＿＿＿＿＿＿＿＿＿。 

5、其他＿＿＿＿＿＿＿＿＿＿＿＿＿＿＿＿＿＿＿＿＿＿＿＿＿＿＿＿。 

6、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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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與學習構面（innovation and learning perspective）係指：立法院能

營造出支持成員專業學習與成長的氣氛，激發組織成員潛能與發揮成員創

新能力。 

 

【問題四】請您針對提升立法院的會議績效管理在創新與學習構面中，根

據您的專業選出【至少三項】之建議或修正意見。 

1、支持與鼓勵立法院人員專業成長…適合□…修正後適合□…不適合□。 

修正意見：＿＿＿＿＿＿＿＿＿＿＿＿＿＿＿＿＿＿＿＿＿＿＿＿＿。 

2、鼓勵立法院人員卓越能力表現……適合□…修正後適合□…不適合□。 

修正意見：＿＿＿＿＿＿＿＿＿＿＿＿＿＿＿＿＿＿＿＿＿＿＿＿＿。 

3、鼓勵立法院人員創新提案…………適合□…修正後適合□…不適合□。 

修正意見：＿＿＿＿＿＿＿＿＿＿＿＿＿＿＿＿＿＿＿＿＿＿＿＿＿。 

4、建立專業服務團隊…………………適合□…修正後適合□…不適合□。 

修正意見：＿＿＿＿＿＿＿＿＿＿＿＿＿＿＿＿＿＿＿＿＿＿＿＿＿。 

5、提升立法院人員之專業知識與能力…適合□…修正後適合□…不適合□。 

修正意見：＿＿＿＿＿＿＿＿＿＿＿＿＿＿＿＿＿＿＿＿＿＿＿＿＿。 

6、其他＿＿＿＿＿＿＿＿＿＿＿＿＿＿＿＿＿＿＿＿＿＿＿＿＿＿＿＿。 

7、其他＿＿＿＿＿＿＿＿＿＿＿＿＿＿＿＿＿＿＿＿＿＿＿＿＿＿＿＿。 

8、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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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構面（financial perspective）係指：立法院能有效爭取相關資源，

依據組織需求合理編列預算，辦理好立法院財務管理工作，整合有限資源

並作最佳的運用。 

 

【問題五】請您針對提升立法院的會議績效管理在財務構面中，根據您的

專業選出【至少三項】之建議或修正意見。 

1、預算編列符合立法院需求…………適合□…修正後適合□…不適合□。 

修正意見：＿＿＿＿＿＿＿＿＿＿＿＿＿＿＿＿＿＿＿＿＿＿＿＿＿。 

2、經費有效運用………………………適合□…修正後適合□…不適合□。 

修正意見：＿＿＿＿＿＿＿＿＿＿＿＿＿＿＿＿＿＿＿＿＿＿＿＿＿。 

3、立法院預算定期稽核與管理………適合□…修正後適合□…不適合□。 

修正意見：＿＿＿＿＿＿＿＿＿＿＿＿＿＿＿＿＿＿＿＿＿＿＿＿＿。 

4、立法院預算執行制度公開化………適合□…修正後適合□…不適合□。 

修正意見：＿＿＿＿＿＿＿＿＿＿＿＿＿＿＿＿＿＿＿＿＿＿＿＿＿。 

5、其他＿＿＿＿＿＿＿＿＿＿＿＿＿＿＿＿＿＿＿＿＿＿＿＿＿＿＿＿。 

6、其他＿＿＿＿＿＿＿＿＿＿＿＿＿＿＿＿＿＿＿＿＿＿＿＿＿＿＿＿。 

7、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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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AHP層級分析法問卷 

您好，這是一份關於「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模式之建構」的研究調查問卷。 

感謝您百忙之中撥空閱讀並填寫問卷。本研究問卷主要目的是要確立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指標並導出適合立法院會議的策略地圖。

您提供的寶貴意見，將使本研究內容更加完整，您所回覆的答案與建議僅供本研究作資料分析，不作個別批露，更不會另作他用，請放

心做答。 

此問卷為第二階段層級程序分析法 AHP問卷，主要目的為「提升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藉由平衡計分卡（BSC）之五大構面：「願

景構面」、「顧客構面」、「組織內部流程構面」、「創新與學習構面」與「財務構面」等，經文獻探討與專家訪談後羅列工作項目共 49項，

請您依據過去實務經驗，從以下問題中兩兩相比遴選相對重要的選項（貢獻程度）： 

1. 總目標「提升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 

2. 平衡計分卡五大構面「願景構面」、「顧客構面」、「組織內部流程構面」、「創新與學習構面」、「財務構面」。 

3. 工作項目，由問卷中經兩兩比較後圈選出相對重要之項目。 

再次感謝您對學術研究所貢獻的時間與心力。 

敬祝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黃  城 博士 

蘇聖珠 博士 

博士班研究生：陳偉杰 敬上 

E-mail：iou680515@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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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您開始依序填寫問卷：請兩兩比對下列選項中的相對重要性。 

問題一：請您在平衡計分卡之「五項構面」中選出其相對重要性。 

平衡計分卡所有構面之重要性 

絕對

重要

非常

重要
重要

稍重

要

同等

重要

稍重

要 
重要

非常

重要

絕對

重要項    目 

9 8 7 6 5 4 3 2 1 2 3 4 5 6 7 8 9 

項    目 

願景構面                           顧客構面 

願景構面                           組織內部流程構面 

願景構面                           創新與學習構面 

願景構面                  財務構面 

顧客構面                           組織內部流程構面 

顧客構面                           創新與學習構面 

顧客構面                  財務構面 

組織內部流程構面                  創新與學習構面 

組織內部流程構面                  財務構面 

創新與學習構面                  財務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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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構面（visionary perspective）係指： 

立法院能塑造成員共同真實可信、具有吸引力的未來，它代表組織所有目標努力的方向，能使組織更美好。 

 

問題二：請您在「願景構面」中，從下列選項中選出其相對的重要性。 

絕

對

重

要

非

常

重

要

重

要

稍

重

要

同

等

重

要

稍

重

要

 
重

要

非

常

重

要

絕

對

重

要

項    目 

9 8 7 6 5 4 3 2 1 2 3 4 5 6 7 8 9

 項    目 

提升國會形象及尊嚴                   增進人民福祉 

提升國會形象及尊嚴                   健全民主政治發展 

增進人民福祉                   健全民主政治發展 

提升立法委員專業素質                   強化常設委員會之功能與專業性 

提升立法委員專業素質                   黨團法定地位之調整 

強化常設委員會之功能與專業性                   黨團法定地位之調整 

制訂優質法案                   審核中央政府總預（決）算 

制訂優質法案                   制訂相關民生福利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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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

對

重

要

非

常

重

要

重

要

稍

重

要

同

等

重

要

稍

重

要

 
重

要

非

常

重

要

絕

對

重

要

項    目 

9 8 7 6 5 4 3 2 1 2 3 4 5 6 7 8 9

項    目 

審核中央政府總預（決）算                   制訂相關民生福利政策 

重視族群平等                   強化政黨政治 

重視族群平等                   落實人權保障 

強化政黨政治                   落實人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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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構面（Customer Perspective）係指： 

立法院能夠忠實反映顧客（外部顧客：民眾、選民等，內部顧客：立法委員、公務人員）對組織經營的期望，並以顧客滿意為核心要素，透

過各種管道，瞭解地方社區、民眾對立法院所提供立法院問政效能與服務品質之滿意程度，並且不斷進行提昇與改進之努力。 

 

問題三：請您在「顧客構面」中，從下列選項中選出其相對的重要性。 

絕

對

重

要

非

常

重

要

重

要

稍

重

要

同

等

重

要

稍

重

要 

 
重

要

非

常

重

要

絕

對

重

要

項    目 

9 8 7 6 5 4 3 2 1 2 3 4 5 6 7 8 9

項    目 

提升民眾信任度                   加強收集及反映民意 

提升民眾信任度                   立法院會議資訊公開化 

提升民眾信任度                   改善立法院會議效能與效率 

加強收集及反映民意                   立法院會議資訊公開化 

加強收集及反映民意                   改善立法院會議效能與效率 

立法院會議資訊公開化                   改善立法院會議效能與效率 

加強與民眾之互動                   建立以民眾調查為基礎之評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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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

對

重

要

非

常

重

要

重

要

稍

重

要

同

等

重

要

稍

重

要

 
重

要

非

常

重

要

絕

對

重

要

項    目 

9 8 7 6 5 4 3 2 1 2 3 4 5 6 7 8 9

 項    目 

加強與民眾之互動                   立法委員問政表現提升 

建立以民眾調查為基礎之評定標準                   立法委員問政表現提升 

了解民眾對立法院之期待                   進行民眾滿意度調查 

了解民眾對立法院之期待                   確實解決民眾之需求 

進行民眾滿意度調查                   確實解決民眾之需求 

將立委出席率與投票狀況詳實記

錄，供量民眾查詢 
                  

立法院會議內容詳實記錄並對外開放 

將立委出席率與投票狀況詳實記

錄，供量民眾查詢 
                  

立法院與國會圖書館網路資訊即時更

新 

立法院會議內容詳實記錄並對外開放                   立法院與國會圖書館網路資訊即時更新 

立法院會議流程透明化                   會議過程詳實記錄與公開 

立法院會議流程透明化                   監督立法委員問政績效 

會議過程詳實記錄與公開                   監督立法委員問政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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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內部流程構面（internal process perspective）係指： 

立法院針對組織內部行政運作方式、程序、制度、法規與環境等，不斷進行革新，滿足組織成員需求。 

 

問題四：請您在「組織內部流程構面」中，從下列選項中選出其相對的重要性。 

絕

對

重

要

 

非

常

重

要

 
重

要
 

稍

重

要

 

同

等

重

要

 

稍

重

要 

 
重

要
 

非

常

重

要

 

絕

對

重

要

項    目 

9 8 7 6 5 4 3 2 1 2 3 4 5 6 7 8 9

項    目 

立法院行政運作程序革新                    各單位具備良好績效管理機制 

立法院行政運作程序革新                    立法院會議流程管理控制 

各單位具備良好績效管理機制                    立法院會議流程管理控制 

各單位制度規章更完善                    提升行政工作程序之效率 

各單位制度規章更完善                    各單位朝向公開化、制度化、資訊化處理 

提升行政工作程序之效率                    各單位朝向公開化、制度化、資訊化處理 

訂立合理之工作效能指標                    落實全體職員自我評鑑工作 

訂立合理之工作效能指標                    按照進度確實做到年度計畫之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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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

對

重

要

 

非

常

重

要

 
重

要
 

稍

重

要

 

同

等

重

要

 

稍

重

要 

 
重

要
 

非

常

重

要

 

絕

對

重

要

項    目 

9 8 7 6 5 4 3 2 1 2 3 4 5 6 7 8 9

項    目 

落實全體職員自我評鑑工作                    按照進度確實做到年度計畫之執行 

會議流程須依照議事規則進行                    建立良好利益迴避機制 

會議流程須依照議事規則進行                    監控法律、預算案通過狀況 

建立良好利益迴避機制                    監控法律、預算案通過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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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與學習構面（innovation and learning perspective）係指： 

立法院能營造出支持成員專業學習與成長的氣氛，激發組織成員潛能與發揮成員創新能力。 

 

問題五：請您在「創新與學習構面」中，從下列選項中選出其相對的重要性。 

絕

對

重

要

非

常

重

要

重

要

稍

重

要

同

等

重

要

稍

重

要

 
重

要

非

常

重

要

絕

對

重

要

項    目 

9 8 7 6 5 4 3 2 1 2 3 4 5 6 7 8 9

項    目 

支持與鼓勵立法院人員專業成長   鼓勵立法院人員卓越能力表現 

支持與鼓勵立法院人員專業成長   建立專業服務團隊 

鼓勵立法院人員卓越能力表現   建立專業服務團隊 

培養立法的專業素養   設立完整的教育訓練課程 

培養立法的專業素養   加強對會議規範之認識 

設立完整的教育訓練課程   加強對會議規範之認識 

鼓勵員工盡量展現工作能力   營造公平的考績與遷調制度 

鼓勵員工盡量展現工作能力   鼓勵員工發揮優質行政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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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

對

重

要

非

常

重

要

重

要

稍

重

要

同

等

重

要

稍

重

要

 
重

要

非

常

重

要

絕

對

重

要

項    目 

9 8 7 6 5 4 3 2 1 2 3 4 5 6 7 8 9

項    目 

營造公平的考績與遷調制度   鼓勵員工發揮優質行政才能 

強化幕僚人才之專業知識   建立助理人才資料庫 

強化幕僚人才之專業知識   立法院人員配置應專長與業務相配合 

建立助理人才資料庫   立法院人員配置應專長與業務相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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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構面（financial perspective）係指： 

立法院能有效爭取相關資源，依據組織需求合理編列預算，辦理好立法院財務管理工作，整合有限資源並作最佳的運用。 

 

問題六：請您在「財務構面」中，從下列選項中選出其相對的重要性。 

絕

對

重

要

非

常

重

要

重

要

稍

重

要

同

等

重

要

稍

重

要

 
重

要

非

常

重

要

絕

對

重

要

項    目 

9 8 7 6 5 4 3 2 1 2 3 4 5 6 7 8 9

項    目 

預算編列符合立法院需求   經費有效運用 

預算編列符合立法院需求   立法院預算定期稽核與管理 

經費有效運用   立法院預算定期稽核與管理 

預算編列過程公開化   各單位預算經費應合理協商分配 

預算編列過程公開化   年度預算經費符合立法院整體需求 

各單位預算經費應合理協商分配   年度預算經費符合立法院整體需求 

經費之編列與執行適切配合   預算執行能專款專用 

經費之編列與執行適切配合   有效控制預算，達成預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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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

對

重

要

非

常

重

要

重

要

稍

重

要

同

等

重

要

稍

重

要

 
重

要

非

常

重

要

絕

對

重

要

項    目 

9 8 7 6 5 4 3 2 1 2 3 4 5 6 7 8 9

項    目 

經費之編列與執行適切配合   依照立法院需求採買相關設備 

預算執行能專款專用   有效控制預算，達成預期效果 

預算執行能專款專用    依照立法院需求採買相關設備 

有效控制預算，達成預期效果    依照立法院需求採買相關設備 

立法院預算執行稽核制度公開化   依據預算執行成效，修正下年度預算編列 

立法院預算執行稽核制度公開化   立法院財產有良好的管理機制，並有效執行 

依據預算執行成效，修正下年度預算編列                   立法院財產有良好的管理機制，並有效執行 

 

受訪者基本資料： 

姓名：＿＿＿＿＿＿＿＿；單位：＿＿＿＿＿＿＿＿＿＿；工作年資：＿＿＿；問卷填寫時間：＿＿＿＿＿＿。 

 

《問卷到此結束，請檢查是否有漏答之處，感謝您的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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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立法院議事規則 
中華民國37 年 5 月20 日立法院第 1 會期第 2 次會議制定 

中華民國37 年11 月19 日立法院第 2 會期第21 次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42 年 1 月19 日立法院第10 會期第30 次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44 年11 月29 日立法院第16 會期第19 次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45 年 4 月13 日立法院第17 會期第14 次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49 年 4 月 1 日立法院第25 會期第12 次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56 年12 月26 日立法院第40 會期第27 次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57 年 8 月 6 日立法院第41 會期第37 次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69 年12 月26 日立法院第66 會期第26 次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75 年 7 月 8 日立法院第77 會期第41 次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78 年 7 月13 日立法院第83 會期第44 次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80 年 3 月13 日立法院第87 會期第 7 次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80 年 6 月14 日立法院第87 會期第36 次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81 年 1 月 7 日立法院第88 會期第34 次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82 年 1 月15 日立法院第90 會期第23 次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83 年11 月10 日立法院第2 屆第4 會期第18 次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88 年 1 月12 日立法院第3 屆第6 會期第14 次會議通過修正全文 

中華民國89 年 5 月12 日立法院第4 屆第3 會期第15 次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91 年 1 月15 日立法院第4 屆第6 會期第13 次會議修正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及第三十九

條條文 

中華民國91 年11 月29 日立法院第5 屆第2 會期第12 次會議修正第二十二條條文 

中華民國96 年 6 月14 日立法院第6 屆第5 會期第17 次會議修正第二十二條條文 

中華民國96 年11 月30 日立法院第6 屆第6 會期第13 次會議修正第八條、第九條、第十一條、第十四

條、第十七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六條、第三十二條、第三十三條、第三十五條、第三十九條、第四

十二條、第四十六條、第五十七條及第六十三條條文 

 

第 一 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本規則依立法院職權行使法第七十六條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院會議，除憲法、立法院組織法、立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立法院職權行

使法及立法委員行為法另有規定外，依本規則行之。 

第 三 條 立法委員席次於每屆第一會期開議三日前，由院長召集各黨團會商定之。席

次如有變更時亦同。 

前項席次於開議前一日仍未商定者，由委員親自抽籤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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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條 立法委員因事故不能出席本院會議時，應通知議事處請假，未請假者列為缺

席。 

第 五 條 本院會議，秘書長應列席，秘書長因事故不能列席時，由副秘書長列席，並

配置職員辦理會議事項。 

第 六 條 本院會議出席者及列席者，均應署名於簽到簿。 

第 二 章 委員提案 

第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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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條 立法委員提出之法律案，應有十五人以上之連署；其他提案，除另有規定外，

應有十人以上之連署。 

連署人不得發表反對原提案之意見；提案人撤回提案時，應先徵得連署人之

同意。 

第 九 條 出席委員提出臨時提案，以亟待解決事項為限，應於當次會議上午十時前，

以書面提出，並應有十人以上之連署。每人每次院會臨時提案以一案為限，

於下午五時至六時處理之，提案人之說明，每案以一分鐘為限。 

臨時提案之旨趣，如屬邀請機關首長報告案者，由主席裁決交相關委員會。

其涉及各機關職權行使者，交相關機關研處。 

法律案不得以臨時提案提出。 

臨時提案如具有時效性之重大事項，得由會議主席召開黨團協商會議，協商

同意者，應即以書面提交院會處理。 

第 十 條 經否決之議案，除復議外，不得再行提出。 

第 十一 條 修正動議，於原案二讀會廣泛討論後或三讀會中提出之，並須經十人以上

之連署或附議，始得成立。 

修正動議應連同原案未提出修正部分，先付討論。 

修正動議之修正動議，其處理程序，比照前二項之規定。 

對同一事項有兩個以上修正動議時，應俟提出完畢並成立後，就其與原案

旨趣距離較遠者，依次提付討論；其無距離遠近者，依其提出之先後。 

第 十二 條 修正動議在未經議決前，原動議人徵得連署或附議人之同意，得撤回之。 

第 三 章 議事日程 

第 十三 條 議事日程應按每會期開會次數，依次分別編製。 

第 十四 條 議事日程應記載開會年、月、日、時，分列報告事項、質詢事項、討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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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或選舉等其他事項，並附具各議案之提案全文、審查報告暨關係文書。 

由政府提出之議案及委員所提法律案，於付審查前，應先列入報告事項。 

經委員會審查報請院會不予審議之議案，應列入報告事項。但有出席委員

提議，十五人以上連署或附議，經表決通過，應交付程序委員會改列討論

事項。 

第 十五 條 本院會議審議政府提案與委員提案，性質相同者，得合併討論。前項議案

之排列，由程序委員會定之。 

第 十六 條 議事日程由秘書長編擬，經程序委員會審定後付印；除有特殊情形外，至

遲於開會前二日送達。 

第 十七 條 遇應先處理事項未列入議事日程，或已列入而順序在後者，主席或出席委

員得提議變更議事日程；出席委員之提議，並應經十五人以上之連署或附

議。 

前項提議，不經討論，逕付表決。 

第 十八 條 議事日程所定議案未能開議，或議而未能完結者，由程序委員會編入下次

議事日程。 

第 四 章 開 會 

第 十九 條 本院每屆第一會期首日舉行預備會議，依下列程序進行之： 

一、委員報到。 

二、就職宣誓。 

三、推選會議主席。 

四、院長選舉： 

(一)投票。(二)開票。(三)宣布選舉結果。 

五、副院長選舉： 

(一)投票。(二)開票。(三)宣布選舉結果。 

前項第四款及第五款之選舉，如第一次投票未能選出時，依序繼續進行第

二次投票。 

第一項會議之時程，由秘書長定之。 

第 二十 條 本院會議於每星期二、星期五開會，必要時經院會議決，得增減會次。 

本院會議超過一日者，經黨團協商之同意，得合併若干日為一次會議。 

第二十一條 本院舉行會議時，出席委員不得提出更正議事錄、臨時提案、會議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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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宜問題、秩序問題或其他程序之動議，但得以書面為之。 

第二十二條 本院會議開會時間為上午九時至下午六時。但舉行質詢時，延長至排定委

員質詢結束為止。 

出席委員得於每次院會時間上午九時起，就國是問題發表意見，時間不得

逾一小時；依其抽籤順序，每人發言三分鐘，並應遵守立法委員行為法第

七條第一項之規定。發言時間屆至，應即停止發言，離開發言台。 

前項委員發言之順序，應於每次院會上午七時至八時四十分登記，並於上

午八時四十分抽籤定之。 

已屆上午十時，不足法定人數，主席得延長之，延長兩次，仍不足法定人

數時，主席即宣告延會。 

第二十三條 議事日程所列報告事項，按次序報告之。 

報告事項內程序委員會所擬處理辦法，如有出席委員提議，八人以上連署

或附議，得提出異議，不經討論，逕付表決。如在場委員不足表決法定人

數時，交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 

前項出席委員提出異議時，不足連署或附議人數，依程序委員會所擬處理

辦法通過。 

第二十四條 報告事項畢，除有變更議程之動議外，主席即宣告進行討論事項。 

第二十五條 院會進行中，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告休息。 

第二十六條 議事日程所列之議案議畢，或散會時間已屆，主席即宣告散會。會議進行

中，出席委員得提出散會之動議，經十五人以上連署或附議，不經討論，

由主席逕付表決。 

第二十七條 散會時間已屆而議事未畢，主席得徵詢出席委員同意，酌定延長時間。 

第 五 章 討 論 

第二十八條 主席於宣告進行討論事項後，即照議事日程所列議案次序逐案提付討論。 

第二十九條 出席委員請求發言，應親自向主席台議事處簽名登記，並依登記順序發言，

如經雙方同意者，得互調發言順序。 

登記發言之委員，經主席唱名三次仍不在場者，視為棄權。 

主席得於討論適當時間，宣告截止發言之登記。 

第 三十 條 委員發言之時間，由主席於發言前宣告之。 

超過前項時間者，主席得中止其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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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條 除下列情形外，每一委員就同一議題之發言，以一次為限： 

一、說明提案之要旨。 

二、說明審查報告之要旨。 

三、質疑或答辯。 

第三十二條 預備會議時，出席委員提出權宜問題、秩序問題、會議詢問或其他程序之

動議時，主席應為決定之宣告。 

院會時，出席委員提出權宜問題、秩序問題、會議詢問或其他程序之動議

時，應以書面提出，由主席逕為決定之宣告。 

前二項宣告，如有出席委員提出異議，經十五人以上連署或附議，不經討

論，主席即付表決。該異議未獲出席委員過半數贊成時，仍維持主席之宣

告。 

第三十三條 主席對於議案之討論，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度時，經徵得出席委員同意

後，得宣告停止討論。 

出席委員亦得提出停止討論之動議，經十五人以上連署或附議，不經討論，

由主席逕付表決。 

第 六 章 表 決 

第三十四條 討論終結或停止討論之議案，出席委員有異議時，主席得提付表決。如當

場不能進行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之表決時，主席應即宣告定

期表決及表決日期，並於表決前三日通知之。 

第三十五條 本院議案之表決方法如下： 

一、口頭表決。 

二、舉手表決。 

三、表決器表決。 

四、投票表決。 

五、點名表決。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所列方法之採用，由主席決定宣告之。第五款所列方

法，經出席委員提議，二十五人以上之連署或附議，不經討論，由主席逕

付表決。但有關人事問題之議案，不適用記名或點名表決方法。 

採用表決器記名表決，須經出席委員十五人以上之連署或附議。 

第三十六條 表決，應就可否兩方依次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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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口頭方法表決，不能得到結果時，改用舉手或其他方法表決。 

用舉手或表決器方法表決，可否兩方均不過半數時，應重行表決；重行表

決時，以多數為可決。 

用投票或點名方法表決，可否兩方均不過半數時，本案不通過。 

第三十七條 修正動議討論終結，應先提付表決；表決得可決時，次序在後之同一事項

修正動議，無須再討論及表決。 

修正動議提付表決時，應連同未修正部分合併宣讀。 

第三十八條 主席宣告提付表決後，出席委員不得提出其他動議。但與表決有關之程序

問題，不在此限。 

第三十九條 出席委員對於表決結果提出異議時，經十五人以上連署或附議，得要求重

付表決。但以一次為限。 

用投票或點名方法表決，非有足以明顯影響表決結果之重大瑕疵者，不得

要求重付表決。 

第 四十 條 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記錄之。 

第四十一條 院會進行中，出席委員對於在場人數提出疑問，經清點不足法定人數時，

不得進行表決。 

第 七 章 復 議 

第四十二條 決議案復議之提出，應具備下列各款： 

一、證明動議人確為原案議決時之出席委員，而未曾發言反對原決議案者；

如原案議決時，係依表決器或投票記名表決或點名表決，並應證明為贊成

原決議案者。 

二、具有與原決議案不同之理由。 

三、二十人以上之連署或附議。 

第四十三條 復議動議，應於原案表決後下次院會散會前提出之。但討論之時間，由主

席徵得出席委員同意後決定之。 

第四十四條 對於法律案、預算案部分或全案之復議，得於二讀或三讀後，依前兩條之

規定行之。 

第四十五條 復議動議經表決後，不得再為復議之動議。 

第 八 章 秘密會議 

第四十六條 本院秘密會議，除討論憲法第六十三條所定各案，或經行政院院長、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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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首長請開者外，應於本院定期院會以外之日期舉行。但有時間性者，不

在此限。 

在公開會議進行中，有改開秘密會議之必要時，除法律另有規定外，得由

主席或出席委員提議改開秘密會議，不經討論，逕付表決；出席委員之提

議，並應經十五人以上之連署或附議。 

第四十七條 本院舉行秘密會議時，除立法委員及由主席指定之列席人員暨會場員工

外，其他人員均不得入場。 

立法委員憑出席證入場。列席人員及會場員工憑特別通行證入場。 

秘密會議開始前，秘書長應將列席人員及會場員工人數、姓名、職別，一

併報告。 

第四十八條 秘密會議中之秘密文件，由秘書處指定專人蓋印、固封、編定號數，分送

各委員簽收；其有收回必要者，當場分發，當場收回，不得攜出會場。 

關於繕印、保管、分發秘密文件之手續，及指定負責辦理此等事項員工之

管理，由秘書處另定辦法，嚴格執行。 

第四十九條 秘密會議議事日程中，政府首長報告案，必要時得列入報告事項第一案。 

第 五十 條 秘密會議之紀錄及決議，立法委員、列席人員及本院員工，不得以任何方

式，對外宣洩。 

關於秘密會議，如須發表新聞時，其稿件應經院長核定之。 

第五十一條 秘密會議文件，除法令另有規定者外，於全案通過，總統公布後，得予公

開。但有關國防、外交及其他機密文件已失秘密時效者，得由院長於每會

期終了前，報告院會解密之。 

第五十二條 立法委員違反本規則第五十條規定者，應付紀律委員會議處；本院員工違

反者，由院長依法處分之；列席人員違反者，由本院函各該主管機關依法

辦理。 

第 九 章 議事錄 

第五十三條 議事錄應記載下列事項： 

一、屆別、會次及其年、月、日、時。 

二、會議地點。 

三、出席者之姓名、人數。 

四、請假者之姓名、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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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缺席者之姓名、人數。 

六、列席者之姓名、職別。 

七、主席。 

八、記錄者姓名。 

九、報告及報告者姓名、職別，暨報告後決定事項。 

十、議案及決議。 

十一、表決方法及可否之數。 

十二、其他事項。 

第五十四條 每次院會之議事錄，於下次院會時，由秘書長宣讀，每屆最後一次院會之

議事錄，於散會前宣讀。 

前項議事錄，出席委員如認為有錯誤、遺漏時，應以書面提出，由主席逕

行處理。 

第五十五條 議事錄應印送全體委員，經宣讀後，除認為秘密事項外，並登載本院公報。 

第五十六條 院會中出席委員及列席人員之發言，應由速記人員詳為記錄，並將速記錄

印送全體委員。 

第 十 章 附 則 

第五十七條 各種委員會會議關於連署或附議人數，應依本規則所定人數五分之一比例

行之。但臨時提案、修正動議之提出，須經三人以上之連署或附議。 

各種委員會會議得不適用本規則第三十一條之規定。 

第五十八條 各種委員會會議列席委員得就議案發表意見或詢問。但不得提出程序問題

及修正動議。 

第五十九條 符合立法院組織法第三十三條規定之黨團，除法律另有規定外，得以黨團

名義提案，不受本規則有關連署或附議人數之限制。 

第 六十 條 各種委員會委員發言之登記，由委員於開會前一小時起，親自登記於該委

員會登記簿；該委員會委員在開會前登記者，得優先發言。 

第六十一條 各種委員會開會時，除出、列席及會務工作人員外，不得進入旁聽。 

第六十二條 本院會議旁聽規則、採訪規則，由院長訂定，報告院會後施行。 

第六十三條 本規則由本院會議通過後施行。 

本規則中華民國九十六年十一月三十日院會通過之條文，自立法院第七屆

立法委員就職日起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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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七：立法院議事規則 
中華民國三十六年三月三十一日公布全文二十七條 

中華民國三十六年十二月二十五日公布修正全文二十七條 

中華民國三十七年四月三日公布修正第五條及第十九條條文 

中華民國三十七年五月八日施行 

中華民國三十七年六月十日公布修正第三條至第五條條文 

中華民國三十七年六月二十六日公布修正第十九條條文 

中華民國三十九年三月十八日公布修正全文二十五條 

中華民國四十一年十二月二十七日公布修正全文二十八條 

中華民國四十二年三月六日公布修正第十九條及第二十條條文 

中華民國四十五年十一月十九日公布修正第二十五條及第二十六條條文 

中華民國四十七年七月二十六日公布修正第十八條條文 

中華民國六十年八月三十一日公布修正第二十條條文 

中華民國七十年五月二日公布修正第二十二條條文 

中華民國七十一年一月二十日公布修正第五條條文 

中華民國七十五年一月十七日公布修正第二十條條文 

中華民國七十五年五月十四日公布修正第二十五條條文 

中華民國七十七年六月八日公布增訂第二十六條之一條文 

中華民國七十八年七月二十八日公布修正第五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公布修正第五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一年一月二十九日公布修正第十九條及第二十條；增訂第二十五條之一、第二十六條之二

及第二十七條之一；並刪除第四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二年二月二十日公布修正第十九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二年十月二十日公布修正第十八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二年十二月二十四日公布修正第十五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三年十一月二十三日公布修正第七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四年一月二十日公布修正第七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八年一月二十五日公布修正全文三十五條 

中華民國八十八年六月三十日公布增訂第十九條之一；並修正第十一條、第十五條、第二十二條、第二

十四條至第二十八條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年十一月十四日公布修正第三十三條及第三十五條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一年一月二十五日公布刪除第十一條；並修正第三十三條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四年一月十二日公布增訂第二十二條之一、第二十二條之二、第二十七條之一、第二十七

條之二及第三十三條之一；並修正第十五條、第二十三條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四年二月二日公布修正第三十三條及第三十五條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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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九十六年十二月十九日公布修正第十條、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五條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六年十二月二十六日公布增訂第三十三條之二；並修正第九條、第二十三條、第三十三條

及第三十五條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八年一月二十一日公布修正第十條條文 

 

第 一 條 （立法依據） 

本法依憲法第七十六條制定之。 

第 二 條 （職權之行使） 

立法院行使憲法所賦予之職權。 

前項職權之行使及委員行為之規範，另以法律定之。 

第 三 條 （院長及副院長之產生） 

立法院設院長、副院長各一人，由立法委員互選產生；其選舉辦法，另定之。 

立法院院長應本公平中立原則，維持立法院秩序，處理議事。 

第 四 條 （會議以院長為主席） 

立法院會議，以院長為主席。全院委員會亦同。 

院長因事故不能出席時，以副院長為主席；院長、副院長均因事故不能出席時，

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 

第 五 條 （會議公開原則及例外） 

立法院會議，公開舉行，必要時得開秘密會議。 

行政院院長或各部、會首長，得請開秘密會議。 

第 六 條 （臨時會之召集） 

立法院臨時會，依憲法第六十九條規定行之，並以決議召集臨時會之特定事項

為限。 

停開院會期間，遇重大事項發生時，經立法委員四分之一以上之請求，得恢復

開會。 

第 七 條 （程序委員會之設置） 

立法院設程序委員會，其組織規程，另定之。 

第 八 條 （紀律委員會之設置） 

立法院設紀律委員會，其組織規程，另定之。 

第 九 條 （修憲委員會之設置） 

立法院依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二條之規定，得設修憲委員會，其組織規程，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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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第 十 條 （各委員會之設置） 

立法院依憲法第六十七條之規定，設下列委員會︰ 

一、內政委員會。 

二、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三、經濟委員會。 

四、財政委員會。 

五、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六、交通委員會。 

七、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八、社會福利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立法院於必要時，得增設特種委員會。 

第 十一 條 （刪除） 

第 十二 條 （委員會組織之訂定） 

立法院各委員會之組織，另以法律定之。 

第 十三 條 （院長、副院長之任期及職掌） 

立法院院長、副院長之任期至該屆立法委員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立法院院長綜理院務。 

立法院院長因事故不能視事時，由副院長代理其職務。 

第 十四 條 （秘書長、副秘書長之職務及職掌） 

立法院置秘書長一人，特任；副秘書長一人，職務列簡任第十四職等，均由院

長遴選報告院會後，提請任命之。 

秘書長承院長之命，處理本院事務，並指揮監督所屬職員。副秘書長承院長之

命，襄助秘書長處理本院事務。 

第 十五 條 （各處局館中心之設置） 

立法院設下列各處、局、館、中心： 

一、秘書處。 

二、議事處。 

三、公報處。 

四、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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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資訊處。 

六、法制局。 

七、預算中心。 

八、國會圖書館。 

九、中南部服務中心。 

十、議政博物館。 

第 十六 條 （秘書處掌理事項） 

秘書處掌理下列事項︰ 

一、關於文書收發、分配、繕校及檔案管理事項。 

二、關於文稿之撰擬、審核及文電處理事項。 

三、關於印信典守事項。 

四、關於研究發展及管制考核事項。 

五、關於國會外交事務事項。 

六、關於公共關係事項。 

七、關於新聞之編輯、發布及聯絡事項。 

八、關於新聞資料之蒐集、分析、整理及保管事項。 

九、關於本院視聽媒體之規劃、設計及運用事項。 

十、關於新聞媒體之聯繫及委員活動之報導事項。 

十一、其他有關秘書業務事項。 

十二、不屬其他處、局、中心、館之事項。 

第 十七 條 （議事處掌理事項） 

議事處掌理下列事項︰ 

一、關於議程編擬事項。 

二、關於議案條文之整理及議案文件之撰擬事項。 

三、關於本院會議紀錄事項。 

四、關於會議文件之分發及議場事務之管理事項。 

五、關於議案文件之準備、登記、分類及保管事項。 

六、其他有關議事事項。 

第 十八 條 （公報處掌理事項） 

公報處掌理下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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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於本院會議及委員會會議之錄影錄音事項。 

二、關於本院會議及委員會會議之速記事項。 

三、關於公報編印及發行事項。 

四、關於各類文件之印刷事項。 

五、關於錄影錄音之複製及發行事項。 

六、其他有關公報事項。 

第 十九 條 （總務處掌理事項） 

總務處掌理下列事項︰ 

一、關於事務管理事項。 

二、關於款項出納事項。 

三、關於公產、公物之保管事項。 

四、關於委員會館管理事項。 

五、關於醫療服務事項。 

六、關於營繕、採購事項。 

七、關於車輛管理事項。 

八、關於警衛隊之管理事項。 

九、關於民眾服務事項。 

十、其他有關一般服務事項。 

第十九條之一 （資訊處掌理事項） 

資訊處掌理下列事項︰ 

一、關於立法資訊系統之整體規劃、系統分析、設計、建置及維護事項。 

二、關於委員服務資訊系統之整體規劃、系統分析、設計、建置及維護事項。 

三、關於行政資訊系統之整體規劃、系統分析、設計、建置及維護事項。 

四、關於網路、網站之整體規劃、設計、建置及維護事項。 

五、關於資訊訓練之規劃與執行事項。 

六、其他有關資訊服務事項。 

第 二十 條 （法制局掌理事項） 

法制局掌理下列事項︰ 

一、關於立法政策之研究、分析、評估及諮詢事項。 

二、關於法律案之研究、分析、評估及諮詢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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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於外國立法例及制度之研究、編譯及整理事項。 

四、關於法學之研究事項。 

五、其他有關法制諮詢事項。 

第二十一條 （預算中心掌理事項） 

預算中心掌理下列事項︰ 

一、關於中央政府預算之研究、分析、評估及諮詢事項。 

二、關於中央政府決算之研究、分析、評估及諮詢事項。 

三、關於預算相關法案之研究、分析、評估及諮詢事項。 

四、其他有關預、決算諮詢事項。 

第二十二條 （國會圖書館掌理事項） 

國會圖書館掌理下列事項︰ 

一、關於立法書刊光碟資料之蒐集、管理及運用事項。 

二、關於立法報章資料之蒐集、管理及運用事項。 

三、關於立法資料之分析、研究、檢索及參考事項。 

四、關於立法出版品之編纂及交換事項。 

五、關於國會圖書館館際合作事項。 

六、其他有關圖書館研究、發展及服務事項。 

第二十二條之一 （中南部服務中心掌理事項） 

中南部服務中心掌理下列事項： 

一、關於本院與行政院暨其所屬機關中南部單位及辦公室間業務聯繫事項。 

二、關於本院受理及協調中南部民眾陳情請願事項。 

三、關於本院中南部委員服務及聯繫事項。 

四、關於中南部服務中心秘書及庶務等事項。 

五、關於中南部服務中心員工訓練進修事宜。 

六、其他有關中南部民眾服務事項。 

第二十二條之二 （議政博物館掌理事項） 

議政博物館掌理下列事項： 

一、關於議政史料之蒐集、整理、典藏及展覽事項。 

二、關於議政史料之分析、研究及運用事項。 

三、關於議政史料數位化及服務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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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有關議政資料之聯繫服務事項。 

第二十三條  （顧問及參事之設置） 

立法院置顧問一至二人，職務列簡任第十三職等至第十四職等，掌理議事、法

規之諮詢、撰擬及審核事項；參事十二人至十四人，職務列簡任第十二職等至

第十三職等，掌理關於法規之撰擬、審核及院長指派之事項。 

前項員額中，參事七人出缺不補。 

第二十四條 （人員之編制） 

立法院置處長五人，職務列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第十三職等；副處長五人，職務

列簡任第十一職等至第十二職等；秘書十人，職務列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二職

等；編審十人、高級分析師二人至三人、主任一人，職務列簡任第十職等至第

十一職等；科長三十一人至三十四人，職務列薦任第九職等；專員二十八人至

三十三人、技正二人至三人、編譯三人至五人、分析師三人，職務均列薦任第

七職等至第九職等；編輯六人至八人、設計師五人至六人、管理師七人至八人、

藥師一人，職務均列薦任第六職等至第八職等；護士長一人、技士四人至六人、

科員五十二人至六十三人、速記員四十人至六十人，職務均列委任第五職等或

薦任第六職等至第七職等；助理管理師九人、操作員七人至八人、護士二人至

四人、藥劑生二人、檢驗員一人、病歷管理員一人、校對員十二人至十六人、

技佐六人至八人，職務均列委任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其中助理管理師五人、

操作員四人、護士二人、藥劑生一人、檢驗員一人、校對員八人、技佐四人，

職務得列薦任第六職等；辦事員二十二人至二十八人，職務列委任第三職等至

第五職等；書記三十五人至三十九人，職務列委任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本法修正施行前依雇員管理規則進用之現職書記，其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

者，得占用前項書記職缺繼續僱用至離職為止。 

第二十五條 （法制局之編制） 

法制局置局長一人，職務列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第十三職等；副局長一人，職務

列簡任第十一職等至第十二職等；組長五人，由研究員兼任；研究員十一人至

十七人，職務均列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二職等；副研究員十三人至十九人，職

務列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助理研究員十三人至十九人，職務列薦任第

八職等至第九職等；科員一人，職務列委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六職等至第七職

等；辦事員一人，職務列委任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書記一人，職務列委任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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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第二十六條 （預算中心之編制） 

預算中心置主任一人，職務列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第十三職等；副主任一人，職

務列簡任第十一職等至第十二職等；組長五人，由研究員兼任；研究員十一人

至十七人，職務列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二職等；副研究員十三人至十九人，職

務列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助理研究員十三人至十九人，職務列薦任第

八職等至第九職等；科員一人，職務列委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六職等至第七職

等；操作員一人，職務列委任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辦事員一人，職務列委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第二十七條 （國會圖書館之編制） 

國會圖書館置館長一人，職務列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第十三職等；副館長一人，

職務列簡任第十一職等至第十二職等；秘書一人、編纂二人至四人，職務均列

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二職等；編審三人至四人，職務列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

職等；科長三人，職務列薦任第九職等；專員五人，職務列薦任第七職等至第

九職等；編輯八人至九人，職務列薦任第六職等至第八職等；科員九人至十二

人，職務列委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六職等至第七職等；辦事員九人至十二人，

職務列委任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書記三人至七人，職務列委任第一職等至第

三職等。 

第二十七條之一 （中南部中心之編制） 

中南部服務中心置主任一人，職務列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第十三職等；副主任一

人，職務列簡任第十一職等至第十二職等；秘書一人，職務列簡任第十職等至

第十二職等；編審二人，職務列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科長三人，職務

列薦任第九職等；專員五人，分析師一人，職務均列薦任第七職等至第九職等；

管理師一人，職務列薦任第六職等至第八職等；科員十人，技士一人，職務均

列委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六職等至第七職等；辦事員三人，職務列委任第三職

等至第五職等；書記二人，職務列委任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第二十七條之二 （議政博物館之編制） 

議政博物館置館長一人，職務列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第十三職等；副館長一人，

職務列簡任第十一職等至第十二職等；秘書一人，編纂一人，職務均列簡任第

十職等至第十二職等；科長二人，職務列薦任第九職等；專員二人，職務列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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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第七職等至第九職等；編輯三人，職務列薦任第六職等至第八職等；科員三

人，職務列委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六職等至第七職等；辦事員二人，職務列委

任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書記二人，職務列委任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第二十八條 （聘用人員） 

第二十五條及第二十六條所列之研究員、副研究員、助理研究員，必要時得依

聘用人員聘用條例之規定聘用之。 

前項聘用人員之待遇，除依相關規定外，得由立法院另定之。 

第二十九條 （人事處職務、職掌） 

立法院設人事處，置處長一人，職務列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第十三職等；副處長

一人，職務列簡任第十一職等至第十二職等，依法辦理人事管理事項；其餘所

需工作人員，就本法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 三十 條 （會計處職務、職掌） 

立法院設會計處，置會計長一人，職務列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第十三職等；副會

計長一人，職務列簡任第十一職等至第十二職等，依法辦理歲計、會計並兼辦

統計事項；其餘所需工作人員，就本法所定員額內派充之。 

第三十一條 （警衛隊之編制） 

總務處警衛隊，置隊長一人、副隊長二人、督察員一人、警務員一人、分隊長

四人、小隊長十二人至十四人、警務佐一人、隊員一百二十人至一百五十人，

掌理本院安全維護與警衛事宜。 

前項警衛隊員警，由內政部警政署派充之。 

本法修正施行前僱用之駐衛警，得繼續僱用至離職時止。 

本院安全維護遇有特殊情況時，得商請內政部警政署增派人員。 

第三十二條 （公費助理） 

立法委員每人得置公費助理八人至十四人，由委員聘用；立法院應每年編列每

一立法委員一定數額之助理費及其辦公事務預算。公費助理與委員同進退；其

依勞動基準法所規定之相關費用，均由立法院編列預算支應之。 

第三十三條 （黨團、政黨） 

每屆立法委員選舉當選席次達三席且席次較多之五個政黨得各組成黨團；席次

相同時，以抽籤決定組成之。立法委員依其所屬政黨參加黨團。每一政黨以組

成一黨團為限；每一黨團至少須維持三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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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依前項規定組成黨團之政黨或無黨籍之委員，得加入其他黨團。黨團未達

五個時，得合組四人以上之政團；依第四項將名單送交人事處之政團，以席次

較多者優先組成，黨（政）團總數合計以五個為限。 

前項政團準用有關黨團之規定。 

各黨團應於每年首次會期開議日前一日，將各黨團所屬委員名單經黨團負責人

簽名後，送交人事處，以供認定委員所參加之黨團。 

黨團辦公室由立法院提供之。 

各黨團置公費助理十人至十六人，由各黨團遴選，並由其推派之委員聘用之；

相關費用依前條之規定。 

第三十三條之一  （中南部服務中心及議政博物館之人員編制） 

本法第二十七條之一、第二十七條之二所需人員，優先自臺灣省諮議會移撥，

其中原依雇員管理規則僱用之現職雇員，其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得占用

第二十七條之一、第二十七條之二書記職缺，繼續僱用至離職時為止。 

第三十三條之二  （自願退休人員） 

為配合第七屆立法院委員會組織調整及人員精簡，立法院任職滿二十年，年滿

五十歲任用、派用之人員，得准其自願退休，擇領或兼領月退休金或支領一次

退休金，不受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限制。 

前項自願退休人員之職稱及數額，依下列各款規定，並依申請順序核准之： 

一、參事以上或同陞遷序列職稱者共七人。 

二、秘書或同陞遷序列職稱者或單位副主管共四人。 

三、編審或同陞遷序列職稱者共四人。 

四、科長或同陞遷序列職稱者共四人。 

五、專員或同陞遷序列職稱者共四人。 

六、編輯、科員、校對員、書記或同陞遷序列職稱者共四人。 

前項第一款至第五款之人員自願退休，不得再行遞補或進用之職缺，為參事、

委員會秘書、編審、科長、專員。 

自中華民國九十七年二月一日起，依第一項辦理自願退休者，最高得一次加發

七個月之慰助金，每延後一個月退休者，減發一個月之慰助金，實施日期至中

華民國九十七年八月三十一日止。但於實施期間屆齡退休者，依提前退休之月

數發給慰助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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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慰助金指俸額、技術或專業加給及主管職務加給。 

支領慰助金人員，於退休生效之日起七個月內再任有給公職者，應由再任機關

追繳扣除退休月數之慰助金。 

依第一項辦理自願退休之人員，除符合規定得請領公教人員保險養老給付或勞

工保險老年給付者外，其損失之公教人員保險或勞工保險已投保年資，準用公

教人員保險法第十四條或勞工保險條例第五十九條規定之給付基準，發給補償

金。所領之補償金，於其將來再參加各該保險領取養老或老年給付時，應繳回

立法院；其所領之養老或老年給付金額較原補償金額低時，僅繳回與所領之養

老或老年給付同金額之補償金。 

第三十四條 （處務規程之擬訂） 

立法院處務規程，由立法院秘書長擬訂，經院長核定，報告院會後施行。 

第三十五條 （施行日） 

本法自公布日施行。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六年十一月三十日及十二月七日修正之條文，自立法院第七

屆立法委員就職日起施行。 

 

 

 

 

 

 

 

 

 

 

 

 

 

 

 

 

 



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模式之建構 

 334

 

 

 

 

 

 

 

 

 

 

 

 

 

 

 

 

 

 

 

 

 

 

 

 

 

 

 

 

 

 

 

 

 

 



參考文獻 

 335

附錄八：立法院職權行使法 
中華民國八十八年一月二十五日公布全文七十七條 

中華民國八十八年六月三十日公布修正第十九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九年五月二十四日公布修正第十八條至第二十四條、第二十八條及第七十五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九年十一月二十二日公布增訂第七章之一章名及第四十四條之一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年六月二十日公布修正第二十九條及第三十條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年十一月十四日公布修正第十三條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一年一月二十五日公布增訂第十條之一及第七十一條之一條文；並修正第十一條、第六十

八條、第七十條、第七十二條及第七十四條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六年十二月十九日公布修正第五條、第八條至第十條、第十一條、第十七條、第二十條、

第二十九條、第六十條、第六十七條、第六十八條、第七十二條及第七十七條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七年五月十四日公布修正第七十條及第七十一條之一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七年五月二十八日公布修正第二章之一章名及第十五條之一至第十五條之五條文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立法依據） 

本法依立法院組織法第二條第二項制定之。 

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令之規定。 

第 二 條 （委員之報到及開議日之決定） 

立法委員應分別於每年二月一日及九月一日起報到，開議日由各黨團協商決定

之。但經總統解散時，由新任委員於選舉結果公告後第三日起報到，第十日開

議。 

前項報到及出席會議，應由委員親自為之。 

第 三 條 （就職宣誓及院長、副院長選舉） 

立法院每屆第一會期報到首日舉行預備會議，進行委員就職宣誓及院長、副院

長之選舉。 

第 四 條 （開會額數及總額計算標準） 

立法院會議，須有立法委員總額三分之一出席，始得開會。 

前項立法委員總額，以每會期實際報到人數為計算標準。但會期中辭職、去職

或亡故者，應減除之。 

第 五 條 （會期延長之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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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院每次會期屆至，必要時，得由院長或立法委員提議或行政院之請求延長

會期，經院會議決行之；立法委員之提議，並應有二十人以上之連署或附議。 

第 六 條 （會議之決議） 

立法院會議之決議，除法令另有規定外，以出席委員過半數之同意行之；可否

同數時，取決於主席。 

第二章 議案審議 

第 七 條 （議案之議決） 

立法院依憲法第六十三條規定所議決之議案，除法律案、預算案應經三讀會議

決外，其餘均經二讀會議決之。 

第 八 條 （第一讀會程序） 

第一讀會，由主席將議案宣付朗讀行之。 

政府機關提出之議案或立法委員提出之法律案，應先送程序委員會，提報院會

朗讀標題後，即應交付有關委員會審查。但有出席委員提議，二十人以上連署

或附議，經表決通過，得逕付二讀。 

立法委員提出之其他議案，於朗讀標題後，得由提案人說明其旨趣，經大體討

論，議決交付審查或逕付二讀，或不予審議。 

第 九 條 （第二讀會程序） 

第二讀會，於討論各委員會審查之議案，或經院會議決不經審查逕付二讀之議

案時行之。 

第二讀會，應將議案朗讀，依次或逐條提付討論。 

第二讀會，得就審查意見或原案要旨，先作廣泛討論。廣泛討論後，如有出席

委員提議，十五人以上連署或附議，經表決通過，得重付審查或撤銷之。 

第 十 條 （對立法原旨有異議之補救程序） 

法律案在第二讀會逐條討論，有一部分已經通過，其餘仍在進行中時，如對本

案立法之原旨有異議，由出席委員提議，二十五人以上連署或附議，經表決通

過，得將全案重付審查。但以一次為限。 

第十條之一 （第二讀會不須黨團協商之議案） 

第二讀會討論各委員會議決不須黨團協商之議案，得經院會同意，不須討論，

逕依審查意見處理。 

第 十一 條 （第三讀會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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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讀會，應於第二讀會之下次會議行之。但如有出席委員提議，十五人以上

連署或附議，經表決通過，得於二讀後繼續進行三讀。 

第三讀會，除發現議案內容有互相牴觸，或與憲法、其他法律相牴觸者外，祇

得為文字之修正。 

第三讀會，應將議案全案付表決。 

第 十二 條 （議案之撤回及法律案之併案審查） 

議案於完成二讀前，原提案者得經院會同意後撤回原案。 

法律案交付審查後，性質相同者，得為併案審查。 

法律案付委經逐條討論後，院會再為併案審查之交付時，審查會對已通過之條

文，不再討論。 

第 十三 條 （任期屆滿不予繼續審議之議案） 

每屆立法委員任期屆滿時，除預（決）算案及人民請願案外，尚未議決之議案，

下屆不予繼續審議。 

第 十四 條 （憲法修正案審議程序準用之規定） 

立法委員提出之憲法修正案，除依憲法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二款之規定處理外，

審議之程序準用法律案之規定。 

第 十五 條 （總統發布緊急命令之追認程序） 

總統依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三項之規定發布緊急命令，提交立法院追認時，

不經討論，交全院委員會審查；審查後提出院會以無記名投票表決。未獲同意

者，該緊急命令立即失效。 

總統於立法院休會期間發布緊急命令提交追認時，立法院應即召開臨時會，依

前項規定處理。 

總統於立法院解散後發布緊急命令，提交立法院追認時，立法院應於三日內召

開臨時會，並於開議七日內議決，如未獲同意，該緊急命令立即失效。但於新

任立法委員選舉投票日後發布者，由新任立法委員於就職後依第一項規定處

理。 

第二章之一 聽取總統國情報告 

第 十五 條之一 （立法院每年集會聽取總統國情報告） 

依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第三項規定，立法院得於每年集會時，聽取總

統國情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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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五 條之二 （總統赴立法院做國情報告之要件） 

立法院得經全體立法委員四分之一以上提議，院會決議後，由程序委員會排定

議程，就國家安全大政方針，聽取總統國情報告。 

總統就其職權相關之國家大政方針，得咨請立法院同意後，至立法院進行國情

報告。 

第 十五 條之三 （印送書面報告之期限） 

總統應於立法院聽取國情報告日前三日，將書面報告印送全體委員。 

第 十五 條之四 （立法委員提問及總統補充報告之相關程序） 

立法委員於總統國情報告完畢後，得就報告不明瞭處，提出問題；其發言時間、

人數、順序、政黨比例等事項，由黨團協商決定。 

就前項委員發言，經總統同意時，得綜合再做補充報告。 

第 十五 條之五 （立法委員發言紀錄送請總統參考） 

立法委員對國情報告所提問題之發言紀錄，於彙整後送請總統參考。 

第三章 聽取報告與質詢 

第 十六 條 （提出施政報告與質詢之規定） 

行政院依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二項第一款向立法院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

告，依下列之規定︰ 

一、行政院應於每年二月一日以前，將該年施政方針及上年七月至十二月之施

政報告印送全體立法委員，並由行政院院長於二月底前提出報告。 

二、行政院應於每年九月一日以前，將該年一月至六月之施政報告印送全體立

法委員，並由行政院院長於九月底前提出報告。 

三、新任行政院院長應於就職後兩週內，向立法院提出施政方針之報告，並於

報告日前三日將書面報告印送全體立法委員。 

立法院依前項規定向行政院院長及行政院各部會首長提出口頭質詢之會議次

數，由程序委員會定之。 

第 十七 條 （施政方針變更時之報告與質詢） 

行政院遇有重要事項發生，或施政方針變更時，行政院院長或有關部會首長應

向立法院院會提出報告，並備質詢。 

前項情事發生時，如有立法委員提議，十五人以上連署或附議，經院會議決，

亦得邀請行政院院長或有關部會首長向立法院院會報告，並備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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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八 條 （質詢之種類） 

立法委員對於行政院院長及各部會首長之施政方針、施政報告及其他事項，得

提出口頭或書面質詢。 

前項口頭質詢分為政黨質詢及立法委員個人質詢，均以即問即答方式為之，並

得採用聯合質詢。但其人數不得超過三人。 

政黨質詢先於個人質詢進行。 

第 十九 條 （政黨質詢） 

每一政黨詢答時間，以各政黨黨團提出人數乘以三十分鐘行之。但其人數不得

逾該黨團人數二分之一。 

前項參加政黨質詢之委員名單，由各政黨於行政院院長施政報告前一日向秘書

長提出。 

代表政黨質詢之立法委員，不得提出個人質詢。 

政黨質詢時，行政院院長及各部會首長皆應列席備詢。 

第 二十 條 （個人質詢） 

立法委員個人質詢應依各委員會之種類，以議題分組方式進行，行政院院長及

與議題相關之部會首長應列席備詢。 

議題分組進行質詢，依立法院組織法第十條第一項各款順序。但有委員十五人

連署，經議決後得變更議題順序。 

立法委員個人質詢，以二議題為限，詢答時間合計不得逾三十分鐘。如以二議

題進行時，各議題不得逾十五分鐘。 

第二十一條 （質詢之登記及書面要旨之送交） 

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質詢，於每會期集會委員報到日起至開議後七日內登記

之。 

立法委員為前項之質詢時，得將其質詢要旨以書面於質詢日前二日送交議事

處，轉知行政院。但遇有重大突發事件，得於質詢前二小時提出。委員如採用

聯合質詢，應併附親自簽名之同意書面。 

已質詢委員，不得再登記口頭質詢。 

第二十二條 （質詢與答復） 

依第十七條及第十八條提出之口頭質詢，應由行政院院長或質詢委員指定之有

關部會首長答復；未及答復部分，應於二十日內以書面答復。但質詢事項牽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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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廣者，得延長五日。 

第二十三條 （質詢與答復應列入議事日程） 

立法委員行使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二項第一款之質詢權，除依第十六條至第

二十一條規定處理外，應列入議事日程質詢事項，並由立法院送交行政院。 

行政院應於收到前項質詢後二十日內，將書面答復送由立法院轉知質詢委員，

並列入議事日程質詢事項。但如質詢內容牽涉過廣者，答復時間得延長五日。 

第二十四條 （質詢提出之規定） 

質詢之提出，以說明其所質詢之主旨為限。 

質詢委員違反前項規定者，主席得予制止。 

第二十五條 （質詢答復之規定） 

質詢之答復，不得超過質詢範圍之外。 

被質詢人除為避免國防、外交明顯立即之危害或依法應秘密之事項者外，不得

拒絕答復。 

被質詢人違反第一項規定者，主席得予制止。 

第二十六條 （行政院及各首長應親自出席備詢） 

行政院院長、副院長及各部會首長應親自出席立法院院會，並備質詢。因故不

能出席者，應於開會前檢送必須請假之理由及行政院院長批准之請假書。 

第二十七條 （質詢事項不得為討論議題） 

質詢事項，不得作為討論之議題。 

第二十八條 （預決算案報告之答詢程序） 

行政院向立法院提出預算案編製經過報告之質詢，應於報告首日登記，詢答時

間不得逾十五分鐘。 

前項質詢以即問即答方式為之。但經質詢委員同意，得採綜合答復。 

審計長所提總決算審核報告之諮詢，應於報告日中午前登記；其詢答時間及答

復方式，依前二項規定處理。 

行政院或審計部對於質詢或諮詢未及答復部分，應於二十日內以書面答復。但

內容牽涉過廣者，得延長五日。 

第四章 同意權之行使 

第二十九條 （同意權行使程序及表決） 

立法院依憲法第一百零四條或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第一項、第六條第二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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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條第二項行使同意權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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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之一之同意為通過。 

第 三十 條 （審查範圍及被提名人列席說明） 

全院委員會就被提名人之資格及是否適任之相關事項進行審查與詢問，由立法

院咨請總統通知被提名人列席說明與答詢。 

全院委員會於必要時，得就司法院院長副院長、考試院院長副院長及監察院院

長副院長與其他被提名人分開審查。 

第三十一條 （同意權行使結果之咨復） 

同意權行使之結果，由立法院咨復總統。如被提名人未獲同意，總統應另提他

人咨請立法院同意。 

第五章 覆議案之處理 

第三十二條 （覆議） 

行政院得就立法院決議之法律案、預算案、條約案之全部或一部，經總統核可

後，移請立法院覆議。 

第三十三條 （覆議案之審查） 

覆議案不經討論，即交全院委員會，就是否維持原決議予以審查。 

全院委員會審查時，得由立法院邀請行政院院長列席說明。 

第三十四條 （覆議案之表決） 

覆議案審查後，應於行政院送達十五日內提出院會以記名投票表決。如贊成維

持原決議者，超過全體立法委員二分之一，即維持原決議；如未達全體立法委

員二分之一，即不維持原決議；逾期未作成決議者，原決議失效。 

第三十五條 （休會期間覆議案之處理） 

立法院休會期間，行政院移請覆議案，應於送達七日內舉行臨時會，並於開議

十五日內，依前二條規定處理之。 

第六章 不信任案之處理 

第三十六條 （不信任案提出之要件） 

立法院依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二項第三款之規定，得經全體立法委員三分之

一以上連署，對行政院院長提出不信任案。 

第三十七條 （不信任案之審查及表決） 

不信任案應於院會報告事項進行前提出，主席收受後應即報告院會，並不經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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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交付全院委員會審查。 

全院委員會應自不信任案提報院會七十二小時後，立即召開審查，審查後提報

院會表決。 

前項全院委員會審查及提報院會表決時間，應於四十八小時內完成，未於時限

完成者，視為不通過。 

第三十八條 （不信任案連署之撤回及參加） 

不信任案於審查前，連署人得撤回連署，未連署人亦得參加連署；提案人撤回

原提案須經連署人同意。 

前項不信任案經主席宣告審查後，提案人及連署人均不得撤回提案或連署。 

審查時如不足全體立法委員三分之一以上連署者，該不信任案視為撤回。 

第三十九條 （不信任案之表決方式） 

不信任案之表決，以記名投票表決之。如經全體立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贊成，

方為通過。 

第 四十 條 （不信任結果之咨送） 

立法院處理不信任案之結果，應咨送總統。 

第四十一條 （再提不信任案之限制） 

不信任案未獲通過，一年內不得對同一行政院院長再提不信任案。 

第七章 彈劾案之提出 

第四十二條 （彈劾案） 

立法院依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第五項之規定，對總統、副總統犯內亂或外患

罪，得提出彈劾案。 

第四十三條 （提議彈劾案之程序） 

依前條規定彈劾總統或副總統，須經全體立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提議，以書面

詳列彈劾事由，交由程序委員會編列議程提報院會，並不經討論，交付全院委

員會審查。 

全院委員會審查時，得由立法院邀請被彈劾人列席說明。 

第四十四條 （提出彈劾案之表決） 

全院委員會審查後，提出院會以無記名投票表決，如經全體立法委員三分之二

以上贊成，向國民大會提出彈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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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之一 罷免案之提出及審議 

第四十四條之一 （罷免案之提出及審議） 

立法院依憲法增修條文第二條第九項規定提出罷免總統或副總統案，經全體立

法委員四分之一之提議，附具罷免理由，交由程序委員會編列議程提報院會，

並不經討論，交付全院委員會於十五日內完成審查。 

全院委員會審查前，立法院應通知被提議罷免人於審查前七日內提出答辯書。 

前項答辯書，立法院於收到後，應即分送全體立法委員。 

被提議罷免人不提出答辯書時，全院委員會仍得逕行審查。 

全院委員會審查後，即提出院會以記名投票表決，經全體立法委員三分之二同

意，罷免案成立，當即宣告並咨復被提議罷免人。 

第八章 文件調閱之處理 

第四十五條 （立法院得調閱文件） 

立法院經院會決議，得設調閱委員會，或經委員會之決議，得設調閱專案小組，

要求有關機關就特定議案涉及事項提供參考資料。 

調閱委員會或調閱專案小組於必要時，得經院會之決議，向有關機關調閱前項

議案涉及事項之文件原本。 

第四十六條 （調閱委員會設立之限制） 

調閱委員會或調閱專案小組之設立，均應於立法院會期中為之。但調閱文件之

時間不在此限。 

第四十七條 （受要求調閱文件機關之處理方式） 

受要求調閱文件之機關，除依法律或其他正當理由得拒絕外，應於五日內提供

之。但相關資料或文件原本業經司法機關或監察機關先為調取時，應敘明理

由，並提供複本。如有正當理由，無法提供複本者，應提出已被他機關調取之

證明。 

被調閱文件之機關在調閱期間，應指派專人將調閱之文件送達立法院指定場

所，以供查閱，並負保管責任。 

第四十八條 （機關或人員違反調閱規定之處理） 

政府機關或公務人員違反本法規定，於立法院調閱文件時拒絕、拖延或隱匿不

提供者，得經立法院院會之決議，將其移送監察院依法提出糾正、糾舉或彈劾。 

第四十九條 （調閱委員會所需工作人員之指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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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閱委員會所需之工作人員，由秘書長指派之。 

調閱專案小組所需之工作人員，由立法院各委員會或主辦委員會就各該委員會

人員中指派之。 

調閱委員會及調閱專案小組於必要時，得請求院長指派專業人員協助之。 

第 五十 條 （查閱人員之限制及應遵守事項） 

立法院所調取之文件，限由各該調閱委員會、調閱專案小組之委員或院長指派

之專業人員親自查閱之。 

前項查閱人員，對機密文件不得抄錄、攝影、影印、誦讀、錄音或為其他複製

行為，亦不得將文件攜離查閱場所。 

第五十一條 （文件調閱終結後應提出報告） 

調閱委員會或調閱專案小組應於文件調閱處理終結後二十日內，分向院會或委

員會提出調閱報告書及處理意見，作為處理該特定議案之依據。 

第五十二條 （保密） 

文件調閱之調閱報告書及處理意見未提出前，其工作人員、專業人員、保管人

員或查閱人員負有保密之義務，不得對文件內容或處理情形予以揭露。但涉及

外交、國防或其他依法令應秘密事項者，於調閱報告及處理意見提出後，仍應

依相關法令規定保密，並依秘密會議處理之。 

第五十三條  （不得為最後決議之情形及例外） 

調閱委員會或調閱專案小組未提出調閱報告書及處理意見前，院會或委員會對

該特定議案不得為最後之決議。但已逾院會或各該委員會議決之時限者，不在

此限。 

前項調閱專案小組之調閱報告書及處理意見，應經該委員會議決後提報院會處

理。 

第九章 委員會公聽會之舉行 

第五十四條 （公聽會之舉行及秘密會議） 

各委員會為審查院會交付之議案，得依憲法第六十七條第二項之規定舉行公聽

會。如涉及外交、國防或其他依法令應秘密事項者，以秘密會議行之。 

第五十五條 （舉行公聽會之要件） 

公聽會須經各委員會輪值之召集委員同意，或經各委員會全體委員三分之一以

上之連署或附議，並經議決，方得舉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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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六條 （公聽會之主席及出席人員） 

公聽會以各委員會召集委員為主席，並得邀請政府人員及社會上有關係人員出

席表達意見。 

前項出席人員，應依正反意見之相當比例邀請，並以不超過十五人為原則；其

人選由各委員會決定之。 

應邀出席人員非有正當理由，不得拒絕出席。 

第五十七條 （公聽會前之準備） 

舉行公聽會之委員會，應於開會日五日前，將開會通知、議程等相關資料，以

書面送達出席人員，並請其提供口頭或書面意見。 

同一議案舉行多次公聽會時，得由公聽會主席於會中宣告下次舉行日期，不受

五日之限制，但仍應發出書面通知。 

立法院對應邀出席人員，得酌發出席費。 

第五十八條 （公聽會報告之提出） 

委員會應於公聽會終結後十日內，依出席者所提供之正、反意見提出公聽會報

告，送交本院全體委員及出席者。 

第五十九條 （公聽會報告之效力） 

公聽會報告作為審查該特定議案之參考。 

第十章 行政命令之審查 

第 六十 條  （各機關訂定之命令應提報會議） 

各機關依其法定職權或基於法律授權訂定之命令送達立法院後，應提報立法院

會議。 

出席委員對於前項命令，認為有違反、變更或牴觸法律者，或應以法律規定事

項而以命令定之者，如有十五人以上連署或附議，即交付有關委員會審查。 

第六十一條 （行政命令審查之期限） 

各委員會審查行政命令，應於院會交付審查後三個月內完成之；逾期未完成

者，視為已經審查。但有特殊情形者，得經院會同意後展延；展延以一次為限。 

前項期間，應扣除休會期日。 

第六十二條 （行政命令違法之救濟程序） 

行政命令經審查後，發現有違反、變更或牴觸法律者，或應以法律規定事項而

以命令定之者，應提報院會，經議決後，通知原訂頒之機關更正或廢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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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條第一項視為已經審查或經審查無前項情形之行政命令，由委員會報請院會

存查。 

第一項經通知更正或廢止之命令，原訂頒機關應於二個月內更正或廢止；逾期

未為更正或廢止者，該命令失效。 

第六十三條 （行政命令審查得準用之規定） 

各委員會審查行政命令，本章未規定者，得準用法律案之審查規定。 

第十一章 請願文書之審查 

第六十四條 （請願文書之處理方式） 

立法院於收受請願文書，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秘書處收受請願文書後，應即送程序委員會。 

二、各委員會收受請願文書後，應即送秘書處收文。 

三、立法院會議時，請願人面遞請願文書，由有關委員會召集委員代表接受，

並於接見後，交秘書處收文。 

四、請願人向立法院集體請願，面遞請願文書有所陳述時，由院長指定之人員

接見其代表。 

前項請願人，包括經我國認許之外國法人。 

第六十五條 （請願文書之處理程序） 

立法院收受請願文書後，應先由程序委員會審核其形式是否符合請願法規定，

其有不符或文字意思表示無法瞭解者，通知其補正。 

請願文書之內容明顯非屬立法職權事項，程序委員會應逕行移送權責機關處

理；其屬單純之行政事項，得不交審查而逕行函復，或委託相關委員會函復。

如顯有請願法第三條、第四條規定情事，依法不得請願者，由程序委員會通知

請願人。 

第六十六條 （請願文書之審查及查復） 

請願文書應否成為議案，由有關委員會審查；審查時得先函請相關部會於一個

月內查復。必要時得派員先行瞭解，或通知請願人到會說明，說明後應即退席。 

請願文書在審查未有結果前，請願人得撤回之。 

第六十七條 （成為或不成為議案之處理方式） 

請願文書經審查結果成為議案者，由程序委員會列入討論事項，經大體討論

後，議決交付審查或逕付二讀或不予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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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願文書經審查結果不成為議案者，應敘明理由及處理經過，送由程序委員會

報請院會存查，並通知請願人。但有出席委員提議，十五人以上連署或附議，

經表決通過，仍得成為議案。 

第十二章 黨團協商 

第六十八條 （黨團協商） 

為協商議案或解決爭議事項，得由院長或各黨團向院長請求進行黨團協商。 

立法院院會於審議不須黨團協商之議案時，如有出席委員提出異議，十人以上

連署或附議，該議案即交黨團協商。 

各委員會審查議案遇有爭議時，主席得裁決進行協商。 

第六十九條 （黨團協商參加者及舉行時間） 

黨團協商會議，由院長、副院長及各黨團負責人或黨鞭出席參加；並由院長主

持，院長因故不能主持時，由副院長主持。 

前項會議原則上於每週星期三舉行，在休會或停會期間，如有必要時，亦得舉

行，其協商日期由主席通知。 

第 七十 條 （指派參加黨團協商代表） 

議案交由黨團協商時，由該議案之院會說明人所屬黨團負責召集，通知各黨團

書面簽名指派代表二人參加，該院會說明人為當然代表，並由其擔任協商主席。 

各黨團指派之代表，其中一人應為審查會委員。但黨團所屬委員均非審查會委

員時，不在此限。 

依第六十八條第二項提出異議之委員，得向負責召集之黨團，以書面簽名推派

二人列席協商說明。 

議案進行協商時，由秘書長派員支援，全程錄影、錄音、記錄，併同協商結論，

刊登公報。 

協商結論如與審查會之決議或原提案條文有明顯差異時，應由提出修正之黨團

或提案委員，以書面附具條文及立法理由，併同協商結論，刊登公報。 

第七十一條 （協商結論） 

黨團協商經各黨團代表達成共識後，應即簽名，作成協商結論，並經各黨團負

責人簽名，於院會宣讀後，列入紀錄，刊登公報。 

第七十一條之一 （定期處理未達成共識之協商議案） 

議案自交黨團協商逾一個月無法達成共識者，由院會定期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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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二條 （協商結論之效力） 

黨團協商結論於院會宣讀後，如有出席委員提議，八人以上之連署或附議，得

對其全部或一部提出異議，並由院會就異議部分表決。 

黨團協商結論經院會宣讀通過，或依前項異議議決結果，出席委員不得再提出

異議；逐條宣讀時，亦不得反對。 

第七十三條 （經協商議案及待表決條文之派員發言） 

經協商之議案於廣泛討論時，除經黨團要求依政黨比例派員發言外，其他委員

不得請求發言。 

經協商留待院會表決之條文，得依政黨比例派員發言後，逕行處理。 

前二項議案在逐條討論時，出席委員不得請求發言。 

第七十四條 （議案分發協商之順序及數量） 

程序委員會應依各委員會提出審查報告及經院會議決交由黨團協商之順序，依

序將議案交由黨團協商。 

議案有時效性者，負責召集之黨團及該議案之院會說明人應優先處理。 

第十三章 附 則 

第七十五條 （連署或附議人數限制之例外） 

符合立法院組織法第三十三條規定之黨團，除憲法另有規定外，得以黨團名義

提案，不受本法有關連署或附議人數之限制。 

第七十六條 （議事規則之訂定） 

立法院議事規則另定之。 

第七十七條 （施行日） 

本法自公布日施行。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六年十一月三十日修正之條文，自立法院第七屆立法委員就

職日起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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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九：立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 
中華民國三十六年十二月二十五日公布修正全文十七條 

中華民國三十九年三月十八日公布修正全文十六條 

中華民國四十一年十二月二十七日公布修正全文二十一條 

中華民國四十二年三月六日公布修正第四條、第五條條文 

中華民國四十五年十一月十九日公布修正第十九條條文 

中華民國五十二年四月二十三日公布修正第四條條文 

中華民國六十二年十一月二十七日公布修正第十四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一年二月二十二日公布修正第四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八年一月二十五日公布修正全文二十二條 

中華民國八十八年六月三十日公布修正第三條、第二十條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一年一月二十五日公布增訂第三條之一至第三條之四、第四條之一、第六條之一、第十條

之一及第十條之二；並修正第三條、第五條及第十條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六年十二月十九日公布修正第三條至第三條之四、第四條之一、第九條及第二十二條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六年十二月二十六日公布修正第二十條、第二十二條；並刪除第十七條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八年一月二十三日公布修正第三條之四及第二十二條 

 

第 一 條 （立法依據） 

本法依立法院組織法第十二條制定之。 

第 二 條 （議案及人民請願書之審查） 

各委員會審查本院會議交付審查之議案及人民請願書，並得於每會期開始時，

邀請相關部會作業務報告，並備質詢。 

第 三 條 （委員會之人數） 

立法院各委員會席次至少為十三席，最高不得超過十五席。 

第三條之一 （委員會參加之限制） 

每一委員以參加一委員會為限。 

各委員會於每年首次會期重新組成。 

第三條之二 （未參加政團委員加入委員會） 

未參加黨團或所參加黨團之院會席次比例於各委員會不足分配一席次之委

員，應抽籤平均參加各委員會；其抽籤辦法另定之。 

前項院會席次，以每屆宣誓就職之委員數計之；如有異動，於每年首次會期開

議日重計之。 



立法院會議績效管理模式之建構 

 350

第三條之三 （政團在委員會席次分配方式） 

各黨團在各委員會席次，依政黨比例分配。分配算式如下： 

委員總數院會席次－第三條之二

各黨團人數 ×（13－依第三條之二抽籤分配至各委員會委員席次） 

依前項算式分配席次如有餘數，且所屬委員尚未分配完竣之黨團，由餘數總和

較大者，依序於未達最低額之委員會選擇增加一席次；各委員會席次均達最低

額時，得於未達最高額之委員會中選擇之，至所分配總席次等於各黨團人數止。 

各黨團應於前條委員抽籤日後二日內，提出所屬委員參加各委員會之名單。逾

期未提出名單或僅提出部分名單者，就未決定參加委員會之委員，於各該黨團

分配席次抽籤決定之。 

前項抽籤辦法另定之。 

第一項院會席次之計算，依第三條之二第二項規定。 

第三條之四 （召集委員之選舉） 

立法院各委員會置召集委員二人，由各委員會委員於每會期互選產生；其選舉

辦法另定之。 

第 四 條 （委員會會議之主席） 

各委員會會議，以召集委員一人為主席，由各召集委員輪流擔任。但同一議案，

得由一人連續擔任主席。 

第四條之一 （議程之議決） 

各委員會之議程，應由輪值召集委員決定之。 

第 五 條 （會議之召集） 

各委員會會議，於院會日期之外，由召集委員隨時召集之。 

各委員會三分之一以上之委員，得以書面記明討論之議案及理由，提請召開委

員會議。召集委員應於收到書面後十五日內定期召集會議。 

第 六 條 （開會人數限制） 

各委員會會議須有各該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一出席，方得開會。 

第六條之一 （擬訂立法計畫） 

各委員會召集委員，應於每會期共同邀請各該委員會委員擬定該會期之立法計

畫。必要時，得邀請相關院、部、會人員列席說明。 

第 七 條 （審議案件之程序） 



參考文獻 

 351

各委員會審議案件，須經初步審查者，由委員若干人輪流審查，必要時得由召

集委員推定委員若干人審查。 

第 八 條 （列席人員之發言） 

各委員會開會時，應邀列席人員，得就所詢事項說明事實或發表意見。 

第 九 條 （會議公開原則及其例外） 

各委員會會議，公開舉行。但經院會或召集委員會議決定，得開秘密會議。 

在會議進行中，經主席或各該委員會委員五分之一以上提議，得改開秘密會議。 

應委員會之請而列席之政府人員，得請開秘密會議。 

第 十 條 （議事之決定） 

各委員會之議事，以出席委員過半數之同意決之；可否同數時，取決於主席。

但在場出席委員不足三人者，不得議決。 

第十條之一 （議案協商） 

各委員會於議案審查完畢後，應就該議案應否交由黨團協商，予以議決。 

第十條之二 （異議權） 

出席委員對於委員會之決議當場聲明不同意者，得於院會依立法院職權行使法

第六十八條第二項提出異議。但缺席委員及出席而未當場聲明不同意者，不得

異議，亦不得參與異議之連署或附議。 

第 十一 條 （審查議案後應以書面提報院會） 

各委員會審查議案之經過及決議，應以書面提報院會討論，並由決議時之主席

或推定委員一人向院會說明。 

第 十二 條 （議事錄） 

各委員會會議結果，應製成議事錄，經主席簽名後印發各委員。 

第 十三 條 （聯席審查） 

各委員會所議事項，有與其他委員會相關聯者，除由院會決定交付聯席審查者

外，得由召集委員報請院會決定與其他有關委員會開聯席會議。 

第 十四 條 （聯席會議之召集） 

聯席會議，由主辦之委員會召集之。 

第 十五 條 （聯席會議之主席） 

聯席會議之主席，由主辦之委員會召集委員擔任之。 

第 十六 條 （指定人員紀錄聯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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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席會議之紀錄與其他事務，由主席於各該委員會職員中指定若干人擔任之。 

第 十七 條 （刪除） 

第 十八 條 （專門委員） 

各委員會各置專門委員一人，職務列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第十三職等，擔任議案

及人民請願書之研究編撰及草擬事項。 

第 十九 條 （主任秘書） 

各委員會各置主任秘書一人，職務列簡任第十二職等至第十三職等，處理各委

員會事務。 

第 二十 條 （編制） 

各委員會置秘書十二人，職務列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二職等；編審十二人，職

務列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一職等；科長十二人，職務列薦任第九職等；專員十

二人，職務列薦任第七職等至第九職等；科員二十四人至三十二人，職務列委

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六職等至第七職等；辦事員八人，職務列委任第三職等至

第五職等；書記八人，職務列委任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前項員額中秘書四人、編審四人、科長四人、專員四人出缺不補。 

本法修正施行前依雇員管理規則進用之現職書記，其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

者，得占用第一項書記職缺繼續僱用至離職時止。 

第一項人員，由院長視各委員會事務之繁簡配用之。 

第二十一條 （委員會會議之依據） 

各委員會會議，除本法規定者外，得準用立法院組織法、立法院職權行使法、

立法委員行為法及立法院議事規則有關條文之規定。 

第二十二條 （施行日） 

本法自公布日施行。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六年十一月三十日及十二月七日修正之條文，自立法院第七

屆立法委員就職日起施行。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八年一月十三日修正之條文，自中華民國九十八年二月一日

起施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