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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10年4月21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6396 號

案由：本院委員江啟臣等 22 人，鑑於政府捐助成立財團法人之目的
，係為因應特殊行政任務需要或為協助政府推動落實公共政
策，為政府治理之延伸，政府派任之董事、監察人係為政府
之代表，負責確保政策之落實並維護政府權益。為避免政府
捐助之財團法人之董事、監察人及其他人員年齡過長或其職
位淪為退休人員酬庸之用，爰擬具「財團法人法第五十一條
及第五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董事、監察人及其他人員之素質，攸關其運作良窳及政府捐助目的之
達成。為促使其人事派任年輕化，避免淪為退休人員酬庸之用，立法院於 103 年 1 月 14 日
（立法院公報第 103 卷第 8 期院會紀錄）曾通過決議，要求「行政院及所屬各部會針對各
該財團法人之政府遴（核）派之董事長、執行長、總經理、院長或秘書長等職，其初任年
齡不得逾 62 歲，任期屆滿前年滿 65 歲者，應於 3 個月內更換之。但處理兩岸、國防或外
交、貿易及科技事務之財團法人負責人或經理人，因有特殊原因或考量，報經行政院核准
者不在此限。」惟查行政院 108 年配合財團法人法制定，廢止「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董監
事報院遴聘派作業規定」並制定「行政院遴聘派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董事監察人作業辦法
」，然有關董事、監察人之派任年齡之限制卻未配合修正，仍維持初任年齡年滿 65 歲，任
期屆滿前年滿 70 歲不得派任之規定，亦未將立法院決議納入。
二、依據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法第十九條規定，公務人員年滿 65 歲即應屆齡退休。根據人事行政
總處提供之資料，目前政府派任財團法人董事長或經理人，初任年逾 62 歲以上者有 44 人
，目前在職者年逾 65 歲以上有 34 人，顯與立法院決議有違，未能落實人事派任年輕化及
避免淪為退休人員酬庸之要求，爰予修法明定政府捐助財團法人人事派任年齡，避免行政
機關藉由自訂行政命令規避監督。
三、政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係由政府捐資成立設置，協助政府推動政策，實為政府施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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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之「準政府組織」。政府派任之董事、監察人及其他人員，均負有代表政府落實公共
利益、維護政府權益之職責，各財團法人設立目的均有不同，人事派任應以專業為原則，
以利配合政策落實。立法院於 103 年 1 月 14 日（立法院公報第 103 卷第 8 期院會紀錄）曾
通過決議，要求「行政院及所屬各部會應於官方網站公開揭露各該財團法人政府遴（核）
派人員之相關規定，及政府遴派人員之姓名、任期、遴（核）派理由等相關資訊」；「各
財團法人應將政府遴（核）派人員之職權說明、個人簡歷資料（學、經歷）、薪酬、福利
（各名義之獎金及補貼等）等相關資料，一併函送立法院，以利國會監督。」，目的係在
藉由公開透明，促其人事派任專業化、年輕化，以及避免淪為酬庸之用。惟現行各機關雖
有於網站上公布相關資料，但內容不一，故有以法律明定公布標準之必要，使政府捐助之
財團法人之人事派任更加公開透明，俾利公眾檢視，落實有效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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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法第五十一條及第五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第五十一條

條

文

政府捐助之財團

現

行

第五十一條

條

文

說

明

政府捐助之財團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係政府治

法人之董事或監察人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由主管機關解

法人之董事或監察人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由主管機關解

理之延伸，政府所遴聘之董事
、監察人及其他人員負有代表

除其職務，並通知法院為登
記：

除其職務，並通知法院為登
記：

政府落實公共利益、維護政府
權益之職責。為落實立法院預

一、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
告。但受緩刑宣告或因過

一、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
告。但受緩刑宣告或因過

算決議有關政府遴派財團法人
人員應年輕化、避免淪為退休

失犯罪者，不在此限。
二、執行董事或監察人職務

失犯罪者，不在此限。
二、執行董事或監察人職務

人員酬庸之用之要求；另考量
若干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特

有違反法令或捐助章程之
行為，致損害公益或財團

有違反法令或捐助章程之
行為，致損害公益或財團

殊性，其派任之人員如於學術
或相關實業學有專精或聲譽卓

法人利益。
三、政府機關依法遴聘之董

法人利益。
三、政府機關依法遴聘之董

著，經報請行政院核准者，得
不受前揭年齡之限制。爰於第

事、監察人、第四十八條
第三項第二款或第三款所

事、監察人、第四十八條
第三項第二款或第三款所

二項增訂第三款明定董事、監
察人之年齡限制及例外規定，

定之董事、監察人，執行
職務未遵照政府政策，致

定之董事、監察人，執行
職務未遵照政府政策，致

並增訂第三項，將政府派任之
人員納入本條之適用。

違反遴聘或指派之目的。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

違反遴聘或指派之目的。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

得充任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之董事或監察人，其已充任

得充任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之董事或監察人，其已充任

者，當然解任，並由主管機
關通知法院為登記：

者，當然解任，並由主管機
關通知法院為登記：

一、受破產宣告或依消費者
債務清理條例經法院裁定

一、受破產宣告或依消費者
債務清理條例經法院裁定

開始清算程序，尚未復權
。

開始清算程序，尚未復權
。

二、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
未撤銷。

二、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
未撤銷。

三、初任年齡年滿六十二歲
，或任期屆滿前年滿六十
五歲。但從事學術或相關
實業學有專精，聲譽卓著
，報經行政院核准或依法
當然兼職者，不在此限。
政府遴聘、指派之人員
，亦適用本條規定。
第五十六條

主管機關對於政

第五十六條

主管機關對於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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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業務與
財務運作狀況及投資情形，

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業務與
財務運作狀況及投資情形，

由政府捐資成立設置，協助政
府推動政策，實為政府施政之

應定期以書面或其他方式查
核，並得視需要實地查核；

應定期以書面或其他方式查
核，並得視需要實地查核；

延伸之「準政府組織」。政府
派任之董事、監察人，負有代

查核時，得命其提出證明文
件、表冊及有關資料；政府

查核時，得命其提出證明文
件、表冊及有關資料；政府

表政府落實公共利益、維護政
府權益之職責，各財團法人設

捐助之財團法人應配合提供
相關資料，不得規避、妨礙

捐助之財團法人應配合提供
相關資料，不得規避、妨礙

立目的均有不同，人事派任應
以專業為原則，以利配合政策

或拒絕。
違反前項規定，規避、

或拒絕。
違反前項規定，規避、

落實。立法院於 103 年曾通過
決議，要求「行政院及所屬各

妨礙或拒絕查核或提供資料
者，處行為人新臺幣三萬元

妨礙或拒絕查核或提供資料
者，處行為人新臺幣三萬元

部會應於官方網站公開揭露各
該財團法人政府遴（核）派人

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
得按次處罰。

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
得按次處罰。

員之相關規定，及政府遴派人
員之姓名、任期、遴（核）派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
預算、決算書、政府遴聘、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
預算、決算書及第一項定期

理由等相關資訊」；「各財團
法人應將政府遴（核）派人員

指派人員之相關規定及遴聘
、指派人員之姓名、年齡、

查核情形，主管機關應於網
站主動公開之。

之職權說明、個人簡歷資料（
學、經歷）、薪酬、福利（各

學歷、經歷、任期、遴（核
）派理由、薪酬、福利等相

名義之獎金及補貼等）等相關
資料，一併函送立法院，以利

關資料及第一項定期查核情
形，主管機關應於網站設置

國會監督。」，目的係在藉由
公開透明，促其人事派任專業

專區主動公開之。

化、年輕化，以及避免淪為酬
庸之用。惟現行各機關雖有於
網站上公布相關資料，但內容
不一，故有以法律明定公布標
準之必要，爰修正第三項，增
列主管機關應於網站設置專區
，公開政府之遴（核）派董事
、監察人之相關規定及遴（核
）派人員之姓名、年齡、學歷
、經歷、任期、遴（核）派理
由、薪酬、福利（各種名義之
獎金及補貼等）等相關資料，
以促使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董
事、監察人之派任更加公開透
明，俾利公眾檢視，落實有效
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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