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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研修社會福利行政組織的回顧
孫健忠
壹 、前 言

濟與社會諸多環境的變化，該修正案經過
數次的研修，且曾數次送請立法院審議，

關切國民生活福祉是現代國家重要的

惟迄今尚未通過。最近一次的研修係行政

職責，而這有賴社會福利政策的制定。然

院基於「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的公

而，政策本身並非能自我執行，必須藉由

布施行，依該法規定，行政院最多設 13

行政組織的建立來達成社會福利政策的目

個部、4 個委員會及 5 個相當二級獨立機

標。就我國社會福利行政組織的發展而

關；因此，行政院重新擬具該法修正草案，

言，歷經多次變革。民國 38 年前，行政院

於 94 年 2 月函送立法院，現在立法院審議

分別有社會部與衛生部的設置；38 年後，

中。

政府將該兩部合併於內政部之下，其中原

行政院組織法在歷年研修的過程中，

社會部業務分為社會、勞工、合作三司，

對於機關的設立有許多討論及爭議。其中

衛生部則縮編為衛生司。民國 60 年，衛生

一項重要的討論是關於社會福利行政組織

司擴編為衛生署，直隸行政院；76 年，為

的規劃，由原先主張的「衛生福利部」
，到

加強保障勞工權益，增進勞工福祉，將勞

現今的「衛生及社會安全部」
。在討論的過

工司與職業訓練局合併提昇為勞工委員

程中，議題主要集中在部會的型態，社會

會。民國 88 年，內政部成立兒童局，將兒

福利究應單獨設部，或與衛生合併，抑或

童業務自社會司分出。多年來，社會福利

與勞動合併；其次為合併後部會的定名，

團體及學者鑒於社會司位階偏低，訴求提

以至其後伴隨的部會內部組織分工等。本

昇位階的呼聲始終未曾間斷。

文主要係將行政院組織法研修過程中有關

為因應環境的變化及回應現實的需

社會福利行政組織的討論作一整理，特別

求，行政院自 76 年起即開始研修行政院組

是社福、衛生與勞動三者之間的規劃，以

織法的修正案，期冀將原有 8 部 2 會的基

增進讀者對此背景的瞭解。至於衛生及社

本架構作更新與調整。鑒於國內政治、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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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且與行政院組織法的修正無直接關

保險及社會福利制度，期望殷切，有

聯，本文僅略述及，並未多作探討。

將醫療衛生與社會福利制度結合為一
之必要。爰新設「衛生福利部」
，除辦

貳 、研 修 紀 要

理行政院衛生署原掌工作外，並掌理
全民健康保險，以及有關社會福利事

行政院組織法的修正案，自民國 76

項。
（立法院，民 77）

年開始迄今，行政院共有 4 次的研修，茲
分別說明如下：

該草案於公布初期，學者專家對此建
議案均表歡迎，認為是促成社會福利與醫

一、第一次研修
民國 76 年行政院鑒於事務不斷增

療保健並重的契機，且有助於實施全民健
康保險。然而，其後由於衛生署大「衛生」

繁，為適應國家政務需要，於同年 8 月 11

而小「福利」的見解，因而遭到社會福利

日成立「行政院組織法研究修正專案小

界的反彈，並有單獨成立「社會福利部」

組」，著手 40 年來行政院組織結構的首度

的倡議。
（孫健忠，民 80：22〜23）此項

整修。該專案小組在 10 個月的研究期間，

爭議並持續延燒到該法案於立法院的審

完成行政院組織法修正草案及一份總報

議，甚至在二讀時將「衛生福利部」修正

告。（許介麟，民 79：53）關於社會福利

為「社會福利暨衛生部」
，雖兩者仍合設一

行政組織的規劃，勞工委員會將改制為勞

部，惟已將社會福利改冠於機關名稱之首

動部，至於社政與衛政方面，該專案小組

位。79 年 6 月郝柏村內閣成立，鑒於客觀

於 77 年修正案中曾擬具甲、乙兩案。甲

環境已有諸多變遷，且國是會議召開在

案：行政院應設立「衛生福利部」
，除辦理

即，為因應動員勘亂時期終止後業務發展

行政院衛生署原掌工作外，並掌理全民健

的需要，行政院之組織宜再作檢討調整，

康保險，以及有關社會福利事項。乙案：

俾能有效承擔各項新增任務，因此行政院

行政院衛生署改制為「衛生及健康保險部」

於同年 6 月 29 日，函請立法院撤回前述修

或「衛生部」
，除賡續衛生署原掌工作外，

正草案。

並負責規劃及統一辦理全民健康保險工
作；另提升內政部社會司為「社會福利
署」，加強統籌辦理社會福利事項。
（行政

二、第二次研修
自行政院函請立法院撤回行政院組織

院組織法研究修正專案小組，民 87：282

法修正草案後，各界多有建議儘速完成重

〜283）惟專案小組後決議採甲案辦理。

行研修工作。民國 81 年 2 月起第 2 屆國民

據此，行政院組織法修正草案對成立

大會代表已召集會議，研商憲法增修條文

「衛生福利部」的說明為：

修正事項，俟憲改工作完成後，行政院組
織法即應配合修正。因此，同年 3 月，郝

「衛生福利部」由原「衛生署」

柏村院長於行政院會中指示，行政院組織

改制擴編設立。……我國國民生活水

法應配合憲法的修改，在立法院下一會期

準不斷提高，國人對於實施全民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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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研辦。

專責機關辦理。此外，該小組再度認為單

該研修小組於 81 年 4 月成立，為期短

獨成立社會福利部似不可行，並認為醫療

期內完成此項修正案，以延續 76 年行政院

衛生與社會福利密不可分，尤其全民健康

組織法研究修正專案小組作業經驗，將研

保險及社會福利中老人保健服務、殘障者

修重點集中在部會層次上之組織調整，以

復健重建、低收入醫療服務等均涉及醫療

及新設組織之職掌劃分事項。自同年 4 月

衛生，如有統合之行政體系予以規劃、運

至 10 月底，該專案小組共計召開 16 次委

作與管理，將能提升服務品質，促進福利

員會議，完成行政院組織法修正草案初稿。

資源有效配置與運用，因而主張將社會福

依據該初稿，勞工委員會仍改制為「勞

利與衛生合併。

動部」
。至於社會福利與衛生主管機關之設

對於社會福利與衛生合併之部會名

置，該專案小組認為現階段尚無單獨設立

稱，該小組認為如採厚生部之名稱可避免

「社會福利部」之必要，仍以與衛生主管

福利與衛生孰輕孰重之議；如採福利衛生

機關合併成立一部為宜；至其機關名稱，

部或衛生福利部之名稱，則機關名稱與其

擬具甲、乙、丙三案。甲案：維持 77 年修

業務職掌密合，讓人對機關業務性質一目

正草案，設「衛生福利部」
；乙案：採立法

瞭然。究以何者為宜，由專案小組召集人

院二讀會通過名稱，設「社會福利暨衛生

向連兼院長簡報，後奉裁示社會福利與醫

部」
；丙案：行政院衛生署改制為「衛生部」

療衛生合併，機關名稱採「厚生部」
，除行

（除原掌業務外並掌理全民健康保險，其

政院衛生署原有業務職掌外，另將全民健

他社會福利事項，仍由內政部主管）。其

康保險業務和內政部掌理之社會福利有關

後，專案小組的決議為：
「衛生部」及「衛

事項，劃歸醫療衛生暨社會福利專責機關

生暨福利部」兩案併陳，簽報院長核示。

辦理。
（行政院組織法研究修正專案小組，

最後在行政院組織法修正草案中的規劃為

民 87）惟其後，該法案並未有積極之推動。

設置衛生部（或衛生暨福利部、行政院衛

三、第三次研修
87 年元月，行政院通過「政府再造綱

生總署）
。惟 81 年 11 月，因適值第 2 屆立
委選舉及賡續之行政院改組，該案因而暫

領」
。為落實推動「政府再造」工作，行政

緩辦理。（行政院組織法研究修正專案小

院研考會依據「組織再造推動計畫」所列

組，民 87）

「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組織調整」工作項

待新任連戰院長於 82 年 2 月上任後，

目，簽奉當時蕭萬長院長核定由劉兆玄副

於行政院會議指示由徐立德副院長召集有

院長召集「行政院組織法研究修正專案小

關機關及學者專家組成研修小組，繼續行

組」
，繼續辦理相關工作。專案小組自同年

政院組織法的研修事宜，該小組於 82 年 3

6 月成立以後召開 5 次會議，就行政院組

月成立。關於社會福利專責機關之組織調

織調整架構進行充分討論，並依據已送請

整，該小組建議成立「勞動部」
，除行政院

立法院審議之「中央政府機關組織基準法」

勞工委員會原有業務外，另將行政院衛生

及「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兩草案相關

署掌理之職業病調查研究事項，移由勞動
社區發展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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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進行行政院組織法之研修。

以「勞動社會部」之架構所占比例最高。

依據研修小組報告，專案小組對於「社

然此案的缺點有：各類社會福利人口群

會福利」業務究應與行政院衛生署或行政

難獲醫療衛生單位的配合與支持。易引

院勞工委員會整併，有甲案（衛生福利部

起勞動大，福利小的爭論。

或福利衛生部）
、乙案（社會福利暨勞動部）

最後，專案小組依據調整原則中「業

的提出。甲案的優點為：透過全民健康

務性質相同或相近，事權集中後有利整體

保險運作體系與經驗，協助推動社會福利

決策者，應由同一機關掌理」之原則，考

相關措施，可提供及時且迅速之社會福利

量社會福利業務與衛生行政或勞動行政業

服務。整合醫療衛生與社會福利之行政

務整合各有其利弊，因未獲共識，建議採

體系，可有效提升各項服務品質，促進福

甲、乙兩案併陳，留待行政院做政策性決

利資源有效配置。缺點為：社政與醫政

定。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民 89）

人員之背景異質性較高，專業性不同，未

四、第四次研修
依民國 90 年 8 月「經濟發展諮詢委員

來整合後將增加行政管理之困難。醫療
問題之迫切性較高，未來整合後，容易造

會議」投資組共同意見，陳水扁總統於同

成社會資源移轉至衛生相關政策，反而不

年 10 月邀集各界人士組成「政府改造委員

利社會福利政策之推動。現行醫療體系

會」
，由總統兼任主任委員，推動政府改造

組織規模、人力及資源均較社會福利業務

事宜。在行政院組織案的討論中，該委員

為多，一旦予以整併，恐將造成「衛生大、

會原主張成立「社會安全與人力資源部」，

福利小」之規模，引發民眾認為政府重衛

整合勞工政策、社會福利、醫療與公衛政

生、輕福利之誤解。

策，由單一機關負責，但因部分委員有意

至於乙案的優點為：勞工福利與社

見，最後仍決議成立「勞動及人力資源

會福利關係密切：我國社會福利制度是以

部」
，並將衛生與福利合一，改稱為「衛生

自助、互助、扶助原則為三大支柱，先以

及社會安全部」
。行政院隨後依此議於 91

就業安全為首要考量，透過社會保險的保

年 3 月通過「行政院組織法」法案，並於

障，輔以福利服務為最後的保護，如此交

同年 4 月函請立法院審議，施行日期定為

織成積極、消極兼具之完整社會安全網。

93 年 5 月 20 日。

提升行政效率：就業福利、維持收入福

此次研修確認「衛生及社會安全部」

利及社會福利係福利三大要項，現分由不

為整併衛生及社政單位業務成立之機關，

同行政部門設計與執行。如能將就業福利

該部的職掌限於福利服務、衛生醫療、國

及社會福利主管機關加以整合，將可統一

民年金及社會保險之全民健康保險業務，

事權，減少資源浪費。整合阻力較小：

不包含就業安全、國民住宅、就業服務及

勞政及社政人員之背景相似，彼此領域之

社會保險之勞工保險、農民保險業務。

業務內容較為熟悉。符合世界潮流：世

嗣後行政院配合 93 年 6 月 23 日總統

界各國社會安全體制，不論年金、醫療、

公布之「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規定，

職災、失業及家庭津貼等各項業務，均是
社區發展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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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3 個部、4 個委員會及 5 個相當中央二

事宜。依該小組之分組，衛生署與內政部

級獨立機關的總量管制規定下，及再次審

共同擔任「衛生及社會安全部」規劃之主

酌政治、經濟與社會情勢變遷需要，經檢

辦機關，並由衛生署擔任幕僚事務。經多

討調整，重新擬具行政院組織法修正草

次協商與溝通，於 94 年 3 月完成「衛生及

案，其中「衛生及社會安全部」仍維持原

社會安全部組織調整規劃報告初稿（草

議，並於 94 年 2 月經行政院會議通過送立

案）
」。（行政院衛生署與內政部，民 94）

法院審議，施行日期定為 95 年 1 月 1 日。

根據該報告，衛生及社會安全部的組

依據該修正草案，衛生及社會安全部

織規畫為：內部一級單位：設社會保險

的主要業務為：醫療健康資源及服務、全

及救助司、醫事及福利資源司、婦女及社

民健康保險、疾病防治、藥物食品、中醫

會發展司、長期照護司、社會及家庭服務

藥發展、社會扶助、家庭及婦幼、國民年

司、健康促進及心理衛生司、科技發展及

金、老人照護、社會保險等。調整的理由

國際合作司、綜合計畫司、資訊統計處、

有兩點：近年來由於總生育率下降、未

總務處、主計處、人事處、政風處、法制

婚人口增加、外籍及大陸配偶增加等，我

處，計 14 個內部單位。三級機關（所屬

國人口結構逐漸因少子化、人口老化而改

一級機關）
：設健康保險局、疾病預防管制

變，相對應之社會政策，特別是中老年醫

署、藥物食品管理署、醫療及福利機構營

療保健及安養服務、身心障礙者復健及重

運局、國民年金局（預留）
。四級機關（含

健、婦女權益、兒童養育等政策、國民年

所屬機構）
：共計 70 個。行政法人：藥

金、社會保險業務之規劃等，均需及早預

物食品管理署下設行政法人醫療品審查中

為規劃因應，故整合醫療衛生與社會福利

心及行政法人藥害救濟基金會。另在該報

業務，將有助社會政策與資源整體規劃調

告中，建議「農民健康保險」中央主管機

配，建構完善的社會福利、社會照護及醫

關回歸「農政體系」
。

療保健體制。依據憲法第 13 章第 4 節
「社

參 、爭 議 焦 點

會安全」專節，我國社會安全制度包括充
分就業、勞工及農民之保護、勞資協調合

依據前述行政院研修社會福利行政組

作、社會保險及社會救助、婦女兒童福利

織的過程說明，可以發現主要有三方面的

政策、衛生保健事業，因此整併成立「衛

爭議：其一為社會福利是否應單獨成立部

生及社會安全部」
，將可符合我國衛生福利

會？其二為社會福利究應與衛生或是勞動

之範圍及需求。
（行政院研考會，民 93：

合併？其三為社會福利與衛生合併後新部

19〜20）

會的名稱為何？茲分別說明如下：

在此次研修期間，除了行政院各機關
於 91 年 7 月 8 日成立「行政院組織改造推

一、社會福利是否應單獨設部？
基於對衛生界認為「衛生福利部」係

動委員會」
，其中「中央行政機關功能調整

衛生署的擴大，社會福利不過是附加物見

小組」主要負責推動部會組織及業務調整

解的反彈，社會福利單獨設部的呼聲再

的討論外，行政院為推動組織改造事宜，

社區發展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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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社會福利界於 77 年 11 月在台灣大學

險責任與給付權利相等之概念，再配以政

所舉辦的「提升社會福利體系、確保社會

府所實施之選擇性福利服務措施。社會

安定」的研討會中，呼籲若要成立「衛生

福利之支出與國家財政資源有密切關係，

福利部」，應更名為「衛生暨福利部」，以

政府之社會福利功能若急速擴充，易造成

示兩者地位的平行。此外，並有單獨成立

龐大福利行政體系與財政負擔。實施全

「社會福利部」的倡議。

民性社會福利制度之前提，係以賦稅為基

其後，國建會於 78 年 7 月舉行，該會

礎，……以目前我國屢因稅捐調整引起之

議設有「衛生福利研究組」
，下再分為「衛

強烈反應及國民觀念未能配合，似尚未具

生福利小組」與「社會福利小組」
，該兩小

有實施全民社會福利制度之條件。
（行政院

組亦對衛生與福利是否宜於整合有討論，

組織法研究修正專案小組，民 87）
民國 87 年 7 月的
「全國社會福利會議」

惟並無明顯共識。衛生福利小組主張合為
「衛生福利部」，而社會福利小組則主張

有五個議題的討論，其中之一為「社會福

分，成立「社會福利部」
。之後，行政院組

利行政組織體系」。代表社福界的陳小紅

織法在立法院進行初審時，也在多名立委

（民 87：99）主張體現漸進式改制精神，

贊同下，曾有通過修正為社會福利部，衛

擬先提昇社會司為社會安全或福利總署，

生署改稱衛生總署之議。

長遠則以單獨設社會福利或社會安全部為
依歸。代表衛生界的葉金川（民 87：109）

關於社會福利單獨設部的呼聲一直沒
有消失。民間社會福利團體更成立「社會

則建議整合衛生福利資源為當務之急。其

福利聯盟」，推動成立社會福利部。
（郭登

後，91 年 5 月所舉行的「全國社會福利會

聰主編，民 85）民國 81 年，行政院研考

議」在「如何健全社會福利之組織體系」

會委託學者就社會福利行政體制的規劃專

議題中，結論的共同意見為支持整合社會

案研究報告中指出我國未來社會福利行政

福利與醫療衛生之行政體系。
（內政部，民

組織有甲、乙、丙三個可擇方案。甲案為

91：328）據此，單獨成立社會福利部的聲

社會福利、衛生分開設部；乙案為社會福

音已頻臨消失。

利、衛生整合設部；丙案為社會福利及勞

二、社會福利究應與衛生或勞動合併？
雖然有成立社會福利部的主張，但在

動整合設部。研究小組建議為順應時代潮
流的變遷，貫徹專業分工的政策，避免分

現實情況的考慮下，社會福利界也深知要

合爭論的浪費，我國社會福利行政的中央

達到此理想有許多主、客觀因素的限制。

單位宜以單獨設立社會福利部為宜，並另

因而，社會福利究應與衛生合併或是與勞

分別成立衛生部與勞動部。
（藍中孚等，民

動合併反而是一個主要的討論議題。如前

82）

所述，行政院組織法的初次規劃是將勞工

82 年，行政院研修小組亦對單獨成立

委員會升格為勞動部，而衛生署與社會司

社會福利部曾有討論，惟認為不可行，其

則合併成立衛生福利部。對於此建議案，

主要理由為：  我國未來社會福利之推

醫療、社會福利與保險界專家學者當時均

動，應先加強推動全民健康保險，強調保
社區發展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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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歡迎，認為是促成社會福利與醫療保健

福利、醫療與公衛政策，由單一機關負責，

並重的契機，且有助於實施全民健康保

惟並未有共識。林萬億（民 91：165）也

險。爭議的開端來自於對衛生署的反彈，

指出這或許是下階段可行的改革方向，如

由於衛生署的言論強烈呈現出大衛生，小

果現階段馬上將三者合部，必然造成三方

福利的心態，甚且將社會福利縮小到只是

面均因業務不熟悉而相互杆格。

「健康保險」的代名詞，因而引起社會福

三、社會福利與衛生合併後的名稱為何？
據上所述，社會福利與衛生的合併雖

利界的反彈，也就出現了社會福利不適宜
與衛生合併的討論。

然有爭議，但爭議主要源於對「衛生與福

在不適宜合併的討論中，有許多論

利不是並重，而是衛生吃掉福利」的憂慮，

點。可以歸納為：衛生與福利是不同的

因此兩者合併後的名稱一直有所討論。由

專業領域，兩者執行人員在訓練及理念層

於衛生福利究係何意，不甚明晰，是「衛

次均不相同，此種專業的差異，將會形成

生的福利」？抑或「衛生暨福利」？為了

整合的困難；社會福利的範圍較廣，醫

凸顯兩者的並重，前述 77 年的研討會中建

療保健僅為其中一環，若將衛生與福利併

議更名為「衛生暨福利部」
，以爭取衛生與

在一部，將影響其他社會福利服務發展的

福利的平等。其後，該法案在立法院二讀

空間，甚至淪為衛生的福利，實非恰當。

時，延續分合之爭的情緒，演變為名稱之

由目前社政與醫政的業務、經費與人力

間。主合派認為應成立「衛生福利部」或

來看，衛生大福利小是個不爭的事實。兩

「衛生暨福利部」
，因為衛生優先於社會福

者合併的結果勢將難以消除這個現象，容

利；主分派則認為社會福利範圍較大，應

易造成社會福利界最為憂心的衛生大福利

冠於衛生之前，而稱為「社會福利暨衛生

小的現象。（孫健忠，民 80）

部」
。雖然，立委的表決結果是通過以「社

在此種心結下，社會福利與勞動合併

會福利暨衛生部」為名稱，但導致衛生界

成了另一個替代方案。81 年，行政院行政

及醫事團體的強烈不滿。

院研考會委託學者就社會福利行政體制的

然而，名稱之爭真是如此重要嗎？輿

規劃專案研究報告中的丙案就是社會福利

論即指出：
「平心而論，無論行政院最先的

及勞動整合設部。
（藍中孚等，民 82）又

『衛生福利部』
、執政黨中央堅持的『衛生

在前述 87 年 7 月「全國社會福利會議」中

暨社會福利部』或部份增額立委主張的『社

「社會福利行政組織體系」的討論中，陳

會福利暨衛生部』
，其管轄內容，業務輕重

小紅（民 87：99）主張若單獨設部確有困

緩急，3 個名稱差異似乎都不會太大，說

難時，則可考慮合併社會福利與勞工業務

穿了，三方面的爭議無非是為了『面子』

而成立「社會福利與勞動部」或「勞動社

和決策主導權誰屬的問題。」面臨名稱之

會部」。

爭，一個調和的策略為能以另一個中性或

其後，如前所述，在政府改造委員會

涵蓋的名詞來包括兩者。缪全吉先生即希

討論行政院組織案中，有主張成立「社會

望衛生福利與環保合併，稱為「厚生部」，

安全與人力資源部」
，整合勞工政策、社會
社區發展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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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宏昭先生亦有「社會安全部」的建議。

拖到現在，加上精省不夠澈底所留下的後

（孫健忠，民 80）

遺症，我國社會福利行政體系再不儘速調
整，對於國家發展不利。監察院（民 91：

關於厚生部的名稱，其後亦為由醫事
人員背景所組成的次級問政團體「厚生會」

259〜261）在「我國社會福利制度總體檢

（79 年 3 月成立），倡議。按厚生二字，

調查報告」中也指出「行政院長期將龐大

出自尚書大禹謨篇，「德惟善政，政在養

社會福利預算的編列與執行，分散由多個

民」
，養民的辦法一為治六府（水、火、金、

部會各自辦理，一直未有統籌的運作機

木、土、穀）
，二為行三事（正德、利用、

制，加以有效的管理與運用，導致社會福

厚生）；厚生乃指：「薄征徭、輕賦稅、不

利資源分配的不公、不均與浪費，顯有失

奪農時、令民生計溫厚、衣食豐足。」該

當。」

名稱在行政院組織法第 2 次研修時，連戰

在此種情況下，行政院組織法的研修
實是刻不容緩。惟由民國 76 年迄今，該法

院長即曾裁示以此為名。
惟行政院後在第 4 次研修組織法時，

的研修過程已歷經俞國華、李煥、郝柏村、

採行「政府改造委員會」的建議使用「衛

連戰、蕭萬長、唐飛、張俊雄、游錫堃、

生及社會安全部」之名稱，其主要是政府

謝長廷等閣揆，及至現今的蘇貞昌院長。

改造委員會的委員認為國人雖然對社會福

再觀乎國外社會福利行政組織的調整，在

利較為熟悉，但因為該詞較為負面，且偏

這段期間已多有轉變。如日本的「厚生省」

向免費的概念；又我國憲法中有「社會安

在 2001 年已與勞動省合併為「勞動福祉

全」專節，因而以「社會安全」來取代「社

省」
；英國由原先的「健康及社會安全部」

會福利」一詞。然而，在 93 年 5 月所舉行

轉為分設「健康部」與「社會安全部」
，並

的「全國社會福利會議」
，會議的結論雖贊

於 2001 年將社會安全部與部份教育就業

成整合社會福利與醫療衛生行政體系，但

部功能整合為「就業暨年金部」
，而健康部

建議應定名為「社會福利及衛生部」或「衛

維持未變。換言之，當我們還在引述先進

生及社會福利部」
（內政部，民 91：328）。

國家社會福利行政組織的發展時，殊不知
這些國家本身已因應環境，作了快速必要

肆 、結 語

的變革。因此，我國行政院組織法的研修
本身即呈現出沒有效率與效能的狀態。

行政組織重組的目的是希望建立一個

就現今而言，行政院組織法修正草案

有效率、有效能，以及具有回應內在與外

已再送立法院審議。關於社會福利行政組

在環境的組織體系。檢視我國現行行政體

織，勞工委員會將升格為「勞動及人力資

制面臨諸多的缺失，林萬億（民 91：154

源部」
，衛生與社會福利則合併稱為「衛生

〜155）就指出包括中央社會行政主管機關

及社會安全部」
。目前對於衛生與社會福利

的位階偏低、體制混亂錯置與業務零散割

的合併，除了對合併後的稱謂尚有不同意

裂等問題。他更進一步指出早在十幾年前

見外，社會大致已能接受。誠盼此次的修

就應該調整社會福利行政位階與體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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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衛生及社會安全部的內部組織，也能

考量下，充份達到兩者合併的效果。

彼此溝通，放開本位主義，在國民福祉的

（作者現為臺北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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