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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021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0年5月14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6643 號

案由：本院委員林奕華等 16 人，有鑒於行政院即將進行組織調整，
除新設數位發展部外，亦將調整科技部相關組織，將其從原
先「部」改制為具跨部會協調功能之「委員會」。為確保改
制後之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亦能保有原先科技部組織之
功能，延續國家科技發展相關政策，爰擬具「科技部組織法
」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林奕華
連署人：孔文吉

陳玉珍

吳斯懷

曾銘宗

謝衣鳯

林思銘

賴士葆

葉毓蘭

萬美玲

林文瑞

鄭正鈐

李德維

鄭天財 Sra Kacaw

溫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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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組織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科技部組織法於一百零三年一月二十二日制定公布，並自一百零三年三月三日施行，另於一
百零八年十二月十一日修正公布，並自公布日施行。茲配合行政院組織調整，為強化國家科技發展
整體規劃，確保科技部改制為具跨部會協調功能之「委員會」後，亦能保有原科技部組織之功能，
爰擬具「科技部組織法」修正草案，名稱並修正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組織法」，其修正要點
如下：
一、修正機關名稱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修正條文第一條）
二、修正會之掌理事項。（修正條文第二條）
三、定明組織首長、副首長之職稱、官職等、員額與委員人數及組成。（修正條文第三條）
四、為保留內部組設彈性，不再明定主管必要時得以教授資格聘任之單位名稱。（修正條文第七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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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組織法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名

稱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組織法

現

行

名

稱

科技部組織法

說

明

一、科技部於一百零三年三月
三日由原行政院國家科學委
員會調整設立，綜觀近年科
技施政，科研長程超前部署
相當重要，現行組織型態無
法廣納學研產界等外部專業
意見，且科技即時應用已是
各部會共同之重要施政工具
，目前決策機制無法提供定
期高頻率之跨部會首長討論
平台，以即時因應時代變動
擬定對應之科技施政方針，
調整組織型態有其迫切及必
要。
二、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
法第三十一條規定，行政院
基於政策統合需要得設委員
會。茲以涉及跨部會權責之
重要政務多以「委員會」而
非以「部」之組織型態設置
，相較於「部」，「委員會
」更具有協調部會、統籌政
策之空間，爰將「科技部」
修正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
員會」。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第一條

行政院為辦理國家科

條

文

第一條

行政院為推動全國科

一、機關名稱修正為「國家科

學發展與技術研究及應用之
規劃、協調、審議、人才培

學發展與技術研究及應用等
相關業務，特設科技部（以

學及技術委員會」，修正理
由如修正名稱說明。

育、資源分配等業務，特設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

下簡稱本部）。

下簡稱本會）。

說

明

二、修正本會之設立目的為負
責國家整體科學發展與技術
研究及應用之規劃、協調、
人才培育、審議及資源分配
等業務。

第二條

本會掌理下列事項：

第二條

本部掌理下列事項：

一、配合機關組織型態調整為

一、國家科學發展、技術研
究與應用政策之綜合規劃

一、規劃國家科技發展政策
。

委員會，將序文「本部」修
正為「本會」。

、協調、審議及資源分配

二、政府科技發展計畫之綜

二、本會業務性質著重國家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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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國家科學發展、技術研

合規劃、協調、評量考核
及科技預算之審議。

體科學發展與技術研究及應
用之規劃、協調、審議及資

究與應用計畫之綜合規劃
、協調、審議、資源分配

三、推動基礎及應用科技研
究。

源分配等，並具有跨部會政
策整合功能，爰為政策統合

及管理考核。
三、基礎及應用科技研究之

四、推動重大科技研發計畫
及支援學術研究。

之需要，酌修本會掌理事項
。

推動。
四、重大科技研發計畫及支

五、產業前瞻技術研發政策
之規劃、推動、管理、技

援學術研究之推動。
五、產業前瞻技術研發與學

術評估。
六、發展科學園區。

研新創政策之綜合規劃、
協調及推動。

七、管理行政院國家科學技
術發展基金。

六、科學園區發展之規劃及
推動。

八、其他有關科技發展事項
。

七、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
展基金之管理。
八、基礎研究及科技應用人
才之培育及產學媒合。
九、新興學術倫理之制定與
研析。
十、其他有關科學發展與科
學普及教育之推動、技術
研究及應用事項。
第三條

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

第三條

本部置部長一人，特

一、第一項配合機關組織型態

，由行政院政務委員兼任；
副主任委員三人，其中二人

任；政務次長二人，職務比
照簡任第十四職等；常務次

調整為委員會，依中央行政
機關組織基準法第十八條及

職務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
另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四職

長一人，職務列簡任第十四
職等。

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修正
本會首長之職稱與副首長之

等。
本會置委員十一人至十

人數及職稱。另依行政院組
織法第五條第二項及參考國

五人，由行政院院長就研究
機構首長、中央相關機關首

家發展委員會組織法第三條
第一項規定，定明主任委員

長及學者專家派兼或聘兼之
。任期兩年，均為無給職，

由行政院政務委員兼任。
二、新增第二項，定明委員會

期滿得續聘。
第四條 本會置主任秘書，職
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委員人數、任期、組成方式
。
第四條 本部置主任秘書，職
務列簡任第十二職等。

配合機關組織型態調整為委員
會，將「本部」修正為「本會
」。

第五條

本會之次級機關及其

業務如下：

第五條

本部之次級機關及其

業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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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執行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

一、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執行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

例所定事項。
二、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例所定事項。
二、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執行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
例所定事項。

執行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
例所定事項。

三、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執行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

三、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執行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

例所定事項。
第六條

例所定事項。
本部為應業務需要，

一、配合機關組織型態調整為

得報請行政院核准，派員駐
境外辦事，並依駐外機構組

得報請行政院核准，派員駐
境外辦事，並依駐外機構組

委員會，將第一項「本部」
修正為「本會」。

織通則規定辦理。
前項駐外人員擔任駐外

織通則規定辦理。
前項駐外人員擔任駐外

機構科技單位主管職務，必
要時得借調專科以上學校具

機構科技單位主管職務，必
要時得借調專科以上學校具

教授資格者聘任之；聘任期
間不得超過四年，期滿應即

教授資格者聘任之；聘任期
間不得超過四年，期滿應即

歸建。

歸建。

第七條

本會為應業務需要，

本會」。

本會一級業務單位主

第六條

第七條

二、第二項未修正。

本部自然科學及永續

一、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

管必要時得比照專科以上學
校教授之資格聘任；其退休

研究發展司、工程技術研究
發展司、生命科學研究發展

法第七條規定，機關組織法
內容應包括機關名稱、設立

、撫卹比照教師相關規定辦
理，並由本會核定之。

司、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
展司、科教發展及國際合作

依據或目的等，同法第八條
第一項規定機關組織以法律

司之司長職務，必要時得比
照專科以上學校教授之資格

定之者，其內部單位之分工
職掌，以處務規程定之，是

聘任；其退休、撫卹比照教
師相關規定辦理，並由本部

以，毋須於組織法明列各業
務單位名稱，為保留機關內

核定之。

部組設調整彈性，爰修正為
「本會一級業務單位主管」
。另業務單位名稱將由「司
」修正為「處」，輔助單位
仍維持組織調整前以「處」
設置，併予敘明。
二、配合機關組織型態調整為
委員會，將「本部」修正為
「本會」。

第八條

本會為應全球科技快

第八條

本部為應全球科技快

配合機關組織型態調整為委員

速發展，多元化進用科學技
術人才，以提升我國科技競

速發展，多元化進用科學技
術人才，以提升我國科技競

會，將「本部」修正為「本會
」。

爭力，得依聘用人員聘用條

爭力，得依聘用人員聘用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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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之規定，聘用自然科學、
工程技術、生命科學、人文

例之規定，聘用自然科學、
工程技術、生命科學、人文

及社會科學、科教發展、國
際科技合作、永續發展研究

及社會科學、科教發展、國
際科技合作、永續發展研究

、產學及應用科技、科技政
策及管理等領域科技專業人

、產學及應用科技、科技政
策及管理等領域科技專業人

員，其聘用員額不得超過一
百一十人。

員，其聘用員額不得超過一
百一十人。

第九條 本會各職稱之官等職
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第九條 本部各職稱之官等職
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
第十條

。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

政院以命令定之。

第十條

配合機關組織型態調整為委員
會，將「本部」修正為「本會
」。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

政院以命令定之。
本法修正條文自公布日
施行。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本法本次係全案修正，且
施行日期將由行政院定之，
爰依法制體例，刪除第二項
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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