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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院長序

王院長序
做為亞洲地區的第一個國家級民主基金會，臺灣民主基金會
的核心目標之一在於凝聚民間力量，以鞏固並深化我國得來不易
的民主成果。此處所謂的民間力量，自然也包括了學界的厚實知
識與廣博智慧。因此，臺灣民主基金會成立以來，不僅與學術界
互動頻繁，對學術出版亦不遺餘力，經常針對重大政策議題或在
社會轉型之際，出版專書，引進理論新思維與彙集學者專家之研
究成果，以期帶動更多務實可行的政策方向與具體方法。
邁入二十一世紀後，我國面對六都改制的地方治理新格局。
民國 99 年 12 月 25 日，新北市、臺中市、臺南市與高雄市正式
改制為直轄市；民國 103 年年底，桃園縣亦隨之改制，成為我國

第六個直轄市。此一轉型，乃是我國地方制度史上具有重大歷史
意義的里程碑，它不只對政府內部的組織架構、公務人力的流
動、以及預算資源的統籌配置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對於中央各部
會與直轄市和其他縣市政府間的權力互動、乃致於公部門與民間
社會的合作關係，也都帶來了更多衝擊與不確定性。面對此一嶄
新局面及其衍生而來的各種挑戰，臺灣民主基金會不例外地再次
援引學界的研究能量，出版「地方治理之趨勢與挑戰：臺灣經驗」
一書，期盼能在提升地方治理品質的進程上，盡一份心力。
本書集結多位優秀學者的智慧，關注的焦點集中於近年來國
際上所倡導的「由政府到治理」的典範轉移，深入討論此一觀點
如何為我國地方治理提供有效的指引，尤其是該典範強調的各級
政府和公私部門之間的「彈性靈活的合作夥伴關係」如何在臺灣
紮根的問題，更是我國地方治理必須認真思考的方向。本書不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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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地方治理領域開啟新的研究思維，也協助公部門在面臨衝擊和
挑戰時，思考可能的因應原則與政策方向，對於提升我國地方治
理之品質有極重要的意義。
臺灣民主基金會非常感謝參與本書撰寫工作的諸位學術先
進，更要感謝蘇教授彩足積極協調規劃，讓本書可以圓滿完成。
也希望本書的出版能激起國內外更多的回響，使我國在地方治理
的議題上能更為成熟，民主運作更為穩健。

立法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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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施行地方自治，迄今數十寒暑。由剛開始時的形式民主，
逐步發展到今日的地方公民實際當家做主，改變與進步幅度之大，
有目共睹。而在此一民主發展過程中，我國社會有兩項明顯的改變
值得一提。首先是隨著民主制度的深耕與茁壯，一般民眾對於「政
府」概念的理解，不再如威權時代一般，只侷限於中央單一政府主
體的範疇，而愈來愈注重地方政府提供的服務和福利；因而現在民
眾經常藉由不同的管道，直接向地方政府表達意見與需求；例如，
1999 市民熱線和地方首長信箱皆已成為民眾表達需求、敦促地方
執政者有積極作為的重要管道。
另一項改變乃是現今各級政府之間的互動與權力關係，與威權
時代也大不相同。當今地方政府不再被動地順從中央政府的工作指
派，取而代之的是展現高度的地方自主性；因此府際關係已由昔日
的單向命令關係，拓展成雙向溝通的互動模式。而且，攸關地方自
主性高低的預算資源與公務人力的配置，更成為地方政府爭逐的焦
點。
除了上述兩項觀念與作法的改變之外，六都升格改制的實施，
對 於 我 國 地 方 縣 市 政 府 亦 帶 來 新 的 衝 擊。2010 年 12 月 25 日 與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六都相繼升格改制生效之後，顛覆我國原有的
兩個直轄市、二十三個縣市的行政區域版圖。此一地方區劃的改
變，引發了地方政府功能定位、法規制度、組織人事、財政資源、
權力分配各層面的調整需求，連帶也影響了地方政府的治理理念、
施政規劃與績效表現。因此，面對這一連串的社會觀念、作法與外
在環境的變動和新增挑戰，政府應如何調整與面對？這是每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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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團體必須嚴肅思考與面對的重要議題。
為了回應此一發展趨勢、以及其所引發的地方治理挑戰，臺灣
民主基金會於民國 103 年 7 月 5 日舉辦「地方治理之趨勢與挑戰：
臺灣經驗」學術研討會，邀集數十位長期關心地方治理議題的專家
學者與會，進行深度對話和討論，並於研討會中發表多篇學術論
文。會後並請作者參考與會人士的專業評論和建議，進行潤飾和修
改，然後再經由嚴謹的匿名審查程序，去蕪存菁，挑選其中九篇論
文集結成書。此書的出版，不僅希望能散播最新知識與學界智慧，
同時也企盼能引起更多學者與實務界人士的關注，共同為臺灣的地
方治理盡一份心力。
本書第一篇論文為「從『地方自治』到『地方治理』：台灣
地方政府研究定向的檢討與展望」。作者丘昌泰教授在文中明白指
出，我國學者的研究雖與西方國家同步，能夠掌握當代地方政府研
究的核心概念 – 回應性、課責性與分權化等，但可惜大都仍停留在
概念介紹的階段，對於治理模式運作方式的探討仍屬不足。因此，
他建議我國研究者應掌握地方治理的核心內涵，結合「地方制度
法」，選擇地方事務個案，從地方治理觀點提出更具體的研究建議，
才能有助於提升我國地方治理的能量。
第二篇論文為「從地方政府到地方治理：趨勢、特徵與理論發
展」，它提供一個相對宏觀的角度，協助我人歸納和掌握地方治理
的複雜意涵。史美強教授在文中表示，與以往比較，現今地方政府
組織運作與管理者的角色呈現五項特質：一、治理環境與結構網絡
化；二、無邊界化跨域整合的興起；三、多元利益與公民參與的講
求；四、在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上，呈現分權與委託的趨勢；五、夥
伴關係與協力治理的重視。理想上，在這些特質的交互運作下，地
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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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治理可以形成一種所謂的「我們 (we)」模式的善意網絡關係，得
以整合資源，創造社會資本，以回應社區的期待。
人力與金錢是地方政府施政時不可或缺的兩大基本要素。施能
傑教授的「地方政府公務人力資源的比較分析（2000-1012）：趨
勢與課題」一文、以及方凱弘教授的「地方財政行為與制度之相互
強化與鞏固：我國地方財政困境的再詮釋」，分別探討地方人力和
財政議題。施教授認為，雖然公務人力資源影響政府經營能力，但
我國地方政府研究長期忽略人力資源配置的相關主題。因此，他有
系統地分析 2000-2012 年間各地方政府在人力數量、人力運用配置、
人力資本、和人力組合結構上的變化與發展，同時也指出地方政府
所面臨的兩項核心人力資源的問題，即人力運用配置失衡、以及人
力資本較弱的缺失。
方凱弘教授企圖從地方財政政策倡議聯盟的政策核心信念切
入，重新詮釋我國地方財政困境。他認為，作為地方財政政策次領
域的政策倡議聯盟一員，地方財政主管官員已發展出專業領域內既
定的政策核心信念；這些核心信念支持並強化現行地方財政制度與
行為的運作和維繫。因此，任何偏離該核心信念的改革方案，其成
功機會微乎其微。故方教授建議，我國地方財政的改革策略應遵循
「小幅變革、漸進學習」的策略，透過小幅度的制度變革與行為調
整，提供政策學習的機會，才能有效的促成政策核心信念的轉變。
「從官僚到網絡城市：五都改制後高雄市議會作為之探討」一
文由廖達琪教授等人合撰而成。該文指出，過去十多年來，以城市
為中心的發展模式已獲得普遍的認同，且其發展主流為能容納多元
參與的「網絡城市」。而要有效的促使大都會發展成為一個成熟的
網絡城市，不能只依賴靜態的法律規章，而需要有創意、有動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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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實踐。作者選擇高雄市議會為案例，具體探討其如何建構並發
展以市議會為主體的城市網絡系統，以彌補市政府動能之不足。本
文的特色在於提供雙元民主體系下 ( 市長及市議員均直接民選 )，
從市議會角度切入來探討地方治理問題的新視角。
江大樹、張力亞兩位學者合著「生態城鎮的轉型與治理：『再
現埔里蝴蝶王國』行動研究」一文。文中開宗明義表示，我國近年
來的體制變革並未有效提升基層自治能量，反而導致縣市與鄉鎮這
兩級地方政府陷入績效不彰的結構困境。因此，作者將關注焦點放
在位居第一線自治體的鄉鎮 -- 藉由觀察埔里鎮的企業、社團組織與
公民社會共同推動的蝴蝶復育計畫，瞭解到惟有結合必要的行動條
件，並採行跨域治理策略，才能突破傳統政治與行政的失能框架。
由於絕大多數的災難發生在地方或社區，因此地方治理的重大
挑戰之一為災變管理機制的設計與落實。在「地方政府發展災變服
務協力網絡的挑戰與展望：莫拉克風災個案探討」一文中，張四明
教授評估 2009 年時高雄縣、屏東縣和嘉義縣等地區，在莫拉克颱
風來襲時的災變現場緊急救援、以及災後復原重建的作為。他發現
來自全國各地、不同類型的非營利組織、宗教團體和企業，積極介
入參與莫拉克颱風的災中應變和災後復員重建工作，與軍方、地方
政府形成一種互補、甚至於是替代性的合作關係，是一次彌足珍貴
的跨部門合作經驗。
孫煒教授在「台灣地方政府社會服務的契約治理」一文中，先
指出當代民主國家已由「自行生產服務者」的統治角色，調整轉變
為「服務的購買者」的治理角色。接著再討論台灣社會服務契約委
外的發展脈絡，並以契約治理為架構，討論我國地方政府社會服務
契約的性質與環境、地方政府的契約管理、社會服務的契約設計、
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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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福型非營利組織的契約執行、以及案主的契約影響等五大層面的
內涵。在結論中則提出有關社會服務契約治理的建言與未來的研究
議題。
本書末章為「飛向雲端？五都資訊匯流的機會與挑戰」。作者
曾冠球教授等人以縣市政府電子化跨域整合管理為研究焦點，探究
五都升格後，是否有意願挾其相對豐沛資源，運用資通科技來帶動
周邊城市資訊的發展與資訊共享？該研究發現，五都大多不傾向於
主動扮演領頭羊角色，反而主張應由中央扮演規劃指導和資源提供
的牧羊人角色。同時，雖然研究討論的是資訊匯流帶動區域性公共
服務創新的議題，但多數研究的受訪者對於資訊匯流、地方雲的建
置持保留態度，且持有保留態度的關鍵因素與科技問題無關（亦即
並未涉及雲端運算風險與效益評估的實質問題），而是受制於區域
合作過程中經常碰到的施政優先順序、基礎建設、法制、資源、合
作事項等根本問題。此一態度，不只反映出中央電子化政策行銷力
道不足的問題，更凸顯出中央與地方角色分工不易釐清、以及政策
誘因不足的困境。
綜合以上討論可知，本書不僅有宏觀的治理理論的探討，也
回應丘昌泰教授的呼籲，有若干篇章係以我國地方事務個案為研究
對象，進行理論與實務的深度對話。惟受限於篇幅，本書無法涵蓋
地方治理的所有重要主題，然而這九篇論文已清楚展現「從政府
（government）到治理（governance）」的當代地方治理特徵。這
些文章不僅具有學術價值，對實務探討也有相當具體的貢獻。特別
是目前我國中央與地方政府間的權限劃分與合作互動，距離理想的
協力關係仍有一段距離，而且六都升格後的行政區劃調整過程也出
現不少與過往不同的新議題和新挑戰。因此，本書希望藉由地方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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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理念的再詮釋、以及臺灣本土個案的經驗分享，為我國地方治理
能量之提升，略盡棉薄之力。

國立臺灣大學公共事務研究所所長、政治學系教授

蘇彩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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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地方自治」到「地方治理」：
台灣地方政府研究定向的檢討與展望
丘昌泰 *
元智大學

摘 要
本文旨在探討在西方地方治理研究趨勢下，台灣的地方治理研
究的特徵與問題為何？首先從國際組織觀點重構地方治理的核心概
念—課責性、分權化與回應性，再從我國地方制度法界定地方治理
的運作方式為跨域治理。復以上述概念與法制架構為基礎，蒐集國
家圖書館台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過去十六年來（1997-2012）有
關地方治理的研究文獻 74 篇，運用內容分析法，就其研究定向加
以分析。本文發現：我國地方治理研究的發展雖與西方國家同步，
為當代地方政府研究之新主流，但明顯仍停留於概念介紹的初步階
段，且偏離地方治理的核心概念，而對於運作方式的探討更是寥寥
可數。本研究建議相關研究者應掌握地方治理的核心內涵，結合地
方制度法，選擇地方事務個案，從地方治理觀點提出更具體之研究
建議，俾有助於提升地方治理能力。
關鍵詞：地方自治、地方自治規則、地方治理、地方政府、新地方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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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從地方自治到地方治理
近年來，在地方政府研究領域中，地方治理概念的應用相當普
遍，幾乎等同於地方政府的代名詞，誠如 Richards 與 Smith（2002:
15）指出的：當代中央與地方關係的研究必須反映從「政府時代」
到「治理時代」的趨勢。英國學者 Lafﬁn(2009:1-2) 指出：英國中
央與地方政府關係雖曾是一個普遍被輕忽的研究課題，且多數的地
方政府研究幾乎集中於地方層次的政治與制度變革，但近年來隨著
治理概念的崛起，已經改變了地方政府的研究重點，學者期盼透過
地方治理的研究，以掌握非地方政府因素與政府行動者彼此互動下
的地方決策過程與後果。他並指出：戰後英國福利國家體制的社
會福利政策係立基於中央政府與大官僚機構（large bureaucracies）
的角色，目前由於金融危機與經濟蕭條而逐漸重視非國家機構的
影響力與多元行動者的互動關係，以致於形成多層次的組織關
係。如此類似的看法，在西方相關學者的研究中可謂俯拾即是，
如 Twining(1998:138）指陳的，目前地方政府的經營模式已經走上
以非國家機關行動者（non-state actors）為主體的新多邊主義（new
multilateralism），以取代以傳統國家機關行動者為中心的舊多邊主
義（old multilateralism）。Peou(1998:439) 認為過去是國家中心主
義（state-centrism），但在充滿不確性的環境中，近年來則重視多
元中心主義（multicentrism）；Woods(1999:39-61) 認為過去強調以
國家為中心的組織（state-centered organizations）作為實踐善政的
工具，目前則以多邊性組織（multilateral organizations）追求善政
目標。
長 期 以 來， 西 方 福 利 國 家 體 制 就 一 直 反 映 強 中 心（strong
center）的觀點，中央政府透過分而治之的策略（divide-and-rule
strategy），透過地方政府制度的分殊化安排，中央政府對於地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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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擁有支配性的統治權，從而更加強了中央政府的強中心地位。
然而，地方治理研究的出現卻正好反映出弱中心（weak center）
時代的來臨，中央政府已經無法掌控地方民主與地方民眾的需
求， 形 成 一 個 弱 中 心 的 現 象， 甚 至 成 為 一 個 空 洞 國 家（hollow
government），Rhodes (1986:667) 的看法正好是這項命題的典型代
表，他認為：英國政府制度的分殊化與多元化已經侵蝕了中央政府
的統治權，目前英國的中央政府機關不過是由政府與社會行動者所
構成的組織間網絡之集合體，並未具備傳統主權權威，足以操控或
管制網絡行動者及該網絡的進行。中央政府面對自我組成、對抗中
央的地方政策網絡終於失去其控制權，究其原因乃是地方治理概念
的崛起，徹底轉變了中央與地方的垂直關係。不過，若干學者，如
Marsh、Richards 與 Smith (2001, 2003) 雖然同意地方治理的崛起確
實造成中央政府失去若干直接控制權（direct control），但中央政
府卻以不同形式嘗試爭取更有效的控制力量（effective control），
俾 使 其 在 府 際 網 絡 中 擁 有 不 對 稱 的 權 力（asymmetric power），
維持優勢支配權，多層次治理（multi-level governance）就成為其
重要主張，在不同的地域範疇中，各種不同層級的政府，宛如蜂
巢式政府組織進行連續性的協商與互動，甚至形成一個多元中心
（polycentrism）的組織體。後來 Capano、Rayner 與 Zito(2012) 就
從英國、德國與加拿大的跨國比較觀點，針對環境、教育與森林政
策之多層次治理嘗試建立一個宏觀的地方治理架構。
近十餘年來，台灣地方政府研究者亦不遑多讓，紛紛出現地方
治理的新觀點，以取代傳統地方自治的法制觀點，地方自治研究與
地方治理研究之相異點在於，前者是係以「政府」為中心的時代，
地方自治事務的決定係由地方行政機關與地方立法機關基於民主制
衡與政黨政治原則而推動，地方自治只需考量府際關係即可，至於
政府以外的公民社會都僅扮演「被管制者」與「受支配者」的被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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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以「政府」為中心的地方自治研究，多數採取法制途徑，重
視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權限劃分研究，強調的是上下隸屬或平行協調
的府際關係，很少探究非政府部門扮演的角色；重要的法制規範，
如憲法、大法官會議解釋、地方制度法、財政收支劃分法等，其目
的是希望建立一個無所不能，有求必應的「大有為地方政府」。
後者則是以「社會」為中心的時代，公民社會、非營利組織
與市場對於公共事務的影響層面愈來愈廣，地方自治事務的決定必
須委由政府、非營利組織與市場共同協力完成，因而地方自治必須
將這些行動者視為一個不可分割的組織互動關係進行有效的網絡管
理，每位行動者都是地方自治事務的治理者，必須以共同治理、公
私合夥的精神推動這些地方事務。地方治理研究係採公共管理觀
點，重視中央與地方政府間、政府機關與社區間；政府、非營利組
織、社區與企業的合夥關係，強調的是由中央與地方政府、市場、
社區與非營利組織所構成的網絡治理關係。重要的法制規範，除前
述各項法規之外，還重視的是：委外經營法令、促進民間參與公共
建設條例、地方稅法通則、志願服務法、地方特色產業發展的相關
法案等，其目的是希望建立一個後官僚主義、公共治理導向的「小
而強地方政府」。
本文旨在探討在西方地方治理研究趨勢下，台灣的地方治理
研究的特徵與問題為何？本文的目的是期望透過西方概念建構與台
灣本土研究進行初步的對話，以找出過去台灣的研究方向究竟有哪
些特質？有何問題值得檢討？未來研究方向為何？本文首先從國
1. 有鑒於地方治理文獻多如過江之鯽，本文不再採用各言其是，令人無所適從的「學界定
義」，以其難以選定比較具代表性的說法。本文採取國際組織的共同觀點——聯合國環
境規劃署與世界銀行，這些國際組織的論點不僅較能反映實務界的意見，而且也具有全
球的代表性，甚至已成為國際重大經濟援助計畫核撥與否之重要參考依據，可以作為本
文檢視台灣地方治理研究的判準。
4

從「地方自治」到「地方治理」：

台灣地方政府研究定向的檢討與展望

際組織觀點 1——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 UNEP）與世界銀行（World Bank, WB）對於地方治理的
定義著手，澄清與重構地方治理的核心概念為課責性、分權化與回
應性，再依《地方制度法》找出地方治理運作方式的法源基礎——
跨域治理。復以上述概念與法制架構為基礎，蒐集國家圖書館台灣
期刊論文索引系統中，過去十六年來（1997-2012）有關地方治理
的研究文獻，運用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就其研究定向
（research orientation），包括研究主題、學科角度、核心概念、運
作方式、個案焦點等加以分析。本文期望能夠透過西方理論概念與
台灣本土研究的對話分析，尋找出目前我國在地方治理研究上的優
缺點，並提出若干建議以供後進者參採改進，俾為提升地方治理能
力略盡棉薄之力。

貳、地方治理核心概念的再澄清
關於地方治理的意義，乃是一個非常廣泛的概念，學者定義
浩如煙海，各云其是，它是指地方政府層級的集體行動之形成與執
行。本文從兩個國際組織——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與世界
銀行（WB）對於地方治理的定義，澄清地方治理的核心概念。
一、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定義
聯 合 國 環 境 規 劃 署（UNEP）OSLO 治 理 研 究 中 心（Oslo
Governance Centre）指出：過去十年間，民主地方治理（democratic

local governance）成為地方發展途徑的一部份，並為分權化改革與
地方政府能力的建立提供一個合理化的論證依據。良好地方治理意
味著地方施政與地方公共服務的提供具備高品質、高效果與高效率
的水準；也意味著地方公共決策制定程序具備高品質、包容性、透
明度與課責性。地方治理通常係指地方政府在地方治理結構中是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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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制度建立的基礎，此外，尚包括政府的與非政府的制度、機制與
過程，使得公共財或勞務得以順利地提供給民眾，以滿足其需求。
基本上，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對於地方治理的核心概念比較重視分
權化（decentralization）的觀點，有時候甚至將之視為地方治理的
同義名詞，並且被該署視為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普世原則（universal
principles），因而特別強調必須建立一個友善發展的分權化治理

（development-friendly decentralized governance）， 以 確 保 貧 民、
女性等弱勢團體的聲音能在地方政府決策過程中被重視與被關心
（Wilde et al., 2013:5-6)。
分權化的原則必須整合治理與民主、代議式民主與參與式民
主的觀念，要求地方權威機關、民選官員與民意代表均應秉持有效
的分權原則，將治理課責、政策管理、決策權威與充分資源之權力
分散於各地方政府，才能創造永續的地方治理發展，該分權化原則
之內涵如下：（一）分權化過程必須加強能力建立與制度改革，以
提升地方權威機關的執行能力。（二）透過公民包容與授能所建立
的民眾參與，必須成為決策制訂、執行與追蹤的潛在規則。（三）
地方權威機關必須確保公民社會中不同的選民團體應能參與其社
區的發展。（四）無歧視原則（the principle of non-discrimination）
應適用於中央與區域政府、地方權威機關與公民社會組織之間所
有的夥伴。（五）管理公共事務的公民代表應該被不同政策過程
中不同程度之民眾參與予以強化。（六）為了加強公民涉入（civil
engagement），地方權威機關應該採取新的參與形式，如社區委員
會、電子化民主、參與式預算（participatory budgeting）、公民創

制與複決等。（七）資訊與文件必須公開，且公民必須擁有完整的
權力參與這些文件與資訊的決策過程（Wilde et al., 201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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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為了評鑑各國地方治理能力，其所設計的
評鑑指標包括四個構面：（一）分權化指標：主要係衡量地方政府
在財政、立法與行政的分權化程度。（二）地方治理評鑑指標：係
指政治體系是否採取選舉、重視人權程度、法治、公民社會、資訊
自由度等、地方制度運作議題（如貪腐、採購、公共行政、財務管
理）、社會互動議題（如政策過程、預算過程、性別主流化、服務
提供等）與環境經營環境。（三）地方民主指標：地方民主必須展
現參與民主與代議民主的雙重特質，是否舉行定期的選舉？多數
決、少數與反對團體影響公共政策的權力、民權與政治權利為何？
（四）地方政府與地方政府績效指標：地方政府在服務提供、收支
方面的產出與結果，衡量地方政府績效指標，應該包括：能量、品
質、效率與結果。
在該署的附錄中列出了二十二種評鑑地方治理能力的指
標 來 源， 其 中 南 非 民 主 研 究 所（The Institute for Democracy in

Southern Africa, IDASA）與荷蘭發展組織（Netherlands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SNV）協力組成的衝擊聯盟（Impact Alliance），曾提
出著名的地方治理氣壓計（local governance barometer, LGB）2 ，包

括：（一）效果（effectiveness）：如領導力、財務資源的管理效果等。
（二）透明與法治（transparency and rule of law）：如腐化程度、
2. 衡量地方治理指標的國際機構非常之多，其他如 International IDEA Democracy at the
Local Level 的衡量指標包括：1.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equality, equity)；2.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openness, fairness, transparency, responsiveness, accountability)。good
governance for local development – GOFORGOLD，包括下列七項指標：1.representation,
2. participation, 3. accountability, 4. transparency, 5. effectiveness, 6. security, 7. equity。UNHABITAT Urban Governance Index 的指標如下：1.effectiveness, 2. equity, 3. participation, 4.
accountability。詳情請參見（Wilde et al., 2013）。有關衝擊聯盟的網站資料，請參閱：
http://www.impactalliance.org/ev_e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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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公開與接近程度等。（三）課責性（accountability）：係指政
府回應性程度、權力制衡等。（四）參與和公民涉入（participation
and civic engagement）：包括民主參與的制度安排、公民參與管道
等。（五）公平（equity）：係指平等機會可以分享基本服務、權力、
資源等。
綜合上述，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對於地方治理核心概念的界定可
歸納如下：（一）分權化：強調中央政府對於地方政府的行政權、
立法權與財政權予以制度上的尊重與保障。（二）參與性：該署非
常重視地方民眾參與地方治理決策過程，亦強調地方治理的民主性
質，地方民主成為衡量地方治理指標關鍵的參考指標。（三）課責
性：強調政府對於公民必須負起政治、行政與法律責任，以回應民
意需求。（四）透明性：強調資訊公開與透明，民眾查閱資訊能力
的尊重等。
二、世界銀行的定義
根據世界銀行對於全球地方政府創設來源的分析，可以分成幾
大類：地方政府係經由全國性憲法（如台灣、巴西、丹麥、法國、
印度、義大利、日本、瑞典等）、州憲（澳洲、美國等）、較高層
級中央政府所頒佈的法令（紐西蘭、英國或多數其他國家等）、省
或地區立法（加拿大或巴基斯坦等）或行政命令（如中國大陸或威
權時期的台灣）而創設的特定政治機構或政治實體，目的是為相對
狹小的行政區域民眾提供特定的公共服務。
根據世界銀行的定義，地方治理是為了追求公民／公民與公
民／國家互動的集體行動、集體決策與地方公共服務的提供，包括
地方政府與政府層級節制體系中正式組織所扮演的直接與間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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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以及非正式規範、網絡、社區組織與鄰居協會的角色 (Shah,
2006a, 2006b:2-3)。依此，地方治理的核心概念是：（一）地方治
理由政府正式組織與非政府組織或規範所共同構築的角色系統，此
與過去地方自治所強調的地方政府組織層級節制體系是迥然不同
的。（二）地方治理目的在於追求集體行動、決策或提供地方公共
服務。（三）該集體行動、決策或地方公共服務的提供可能包含公
民對公民、公民對國家的互動關係。換言之，地方治理通常包括多
元的、生動的、活絡的與生態保育的多元自治社區。良好的地方治
理不僅提供一系列地方公共服務，而且也必須保障居民生活與自由
的權利，創造民主參與和公民對話的空間，支持市場導向的地方環
境永續發展，以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質。
根據世界銀行為工業化國家與開發中國家地方治理的定義指
出，雖然地方治理與人權歷史同樣悠久，但直至最近才在實務界與
學術界引起廣泛的對話，地方治理的崛起乃是因為全球化與資訊革
命迫使全球人類重新思考公民對國家的互動關係、政府與政府以外
的實體所呈現的各種不同形式關係及其角色，在這種情況下，地方
治理議題自然更加受到重視。
根 據 世 界 銀 行 的 分 析， 地 方 治 理 原 本 是 屬 於 發 展 經 濟 學
（development economics）的研究範疇，但由於過去太過著重於地
方政府如何提出發展社區的補助或協助計畫，並不關心整體制度環
境以及地方政府與各種公私組織的合作、競爭與關聯，以致於並未
建立完整的地方治理架構。若干學者就曾批判：地方治理應該包含
官方與非官方的行動實體，必須建立超越地方政府組織以外的整
體性分析架構，若欠缺該架構，則作一個為促進地方民眾生活品
質，提供地方公共服務的地方政府就沒有實際的意義 (Bailey,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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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llery and Wallis, 2001; Rhodes, 1997)。有鑒於此，世界銀行建立

一個廣泛的地方治理概念架構，涵蓋下列三大構面（Shah, 2006a:34）：

（一）回應性的地方治理：服務地方民眾必須作對的事情—提
供符合地方公民需求偏好的地方公共服務；Stigler (1957) 曾提出兩
個重要的回應性原則：第一、愈接近民心的代表性政府，則其運作
愈好；第二、人民應有權利為其所希望的公共服務種類進行投票與
選擇。同時，回應性的地方政府必然是一個負責任的地方治理，能
以正確的方式作對的事情—做得更好、成本更少，且以最佳實務為
標竿；且能有效地管理財務資源，應該要贏得民眾的信任，俾能做
得更好、成本更少，並為社區民眾有效地管理財務與社會風險。地
方治理者要為改進公共服務的質與量而奮鬥，為了達成該任務，必
須尋找值得學習的最佳實務標竿。
（二）課責性的地方治理：地方治理的核心議題是課責性。傳
統地方自治研究重視的是行政責任（responsibility），主要是指行
政組織內部的內控機制（internal control mechanism），以解決地方
治理者的責任，課責的標準是公務員是否符合效率、效果與經濟的
準則，至於課責的機構則是層級節制系統。主要是以行政組織以外
的外控機制（external control mechanism）解決公共管理者的課責問
題，課責的標準是績效（performance）與成果（results）。地方治
理研究則反對傳統以內控機制達成課責的方法，認為這是無效的作
法，容易形成「官官相衛」的弊病。他們主張，有效的課責機制應
該是由民意機構代表民眾來發動，為了促使此項課責機制能夠受到
社會輿論的支持，此項課責機制主張應該藉由權利基礎的途徑，民
選人物向公民與民意機構負責；必須忠誠地捍衛公共利益。為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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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責性，有時必須從事法律與制度的改革，諸如公民憲章或罷免機
制的建立等（Shah, 2006a: 2, 15）。
（三）分權化的地方治理：Oates (1972:55) 指出：每一項公共
服務應該由具有管轄權的機關提供，該機關對於其管轄區域應採行
最低的控制，內化其利益與成本。地方決策制定必須充分回應服務
對象的需求，因而鼓勵財務責任性與效率。此外，非必要的管轄權
層級應儘量予以刪減，管轄權之間的競爭與創新必須要加強。理想
的分權化體系是確保公共服務的水準與組合，俾符合選民的偏好；
當為這種服務的效率而提供誘因時，某種程度的中央控制或補償性
的補助可能是需要的；面臨外部性、規模經濟與行政與服從成本必
須要納入地方治理過程中予以考慮。當兩個行政區域相互重疊時，
管轄權之劃分應依據行政功能而劃分，個人與社區可以依其自由意
志選擇其所支持的管轄權。個人與社區並可直接透過創制與複決
權的行使表達其偏好，管轄權為完成其使命，對其成員有統治權
威性，亦有權提高稅賦（Frey and Eichenberger, 1995:209-229）。
基此，Oates (1972:55) 並指出在分權化地方治理中，必須貫徹兩

項原則：第一、補助原則（the subsidiarity principle）：根據該原
則，課稅、支出與管制功能都應由最基層的政府來執行，除非有絕
對充分的理由必須交由上級政府去處理。第二、一致性原則（the
correspondence principle）：決定公共財水準的管轄權應該要包括公
共財的消費者，消費者需求必須與公共財支出水準保持一致性。
世界銀行指出：凡是符合上述三項原則的地方政府就可稱為
公 民 中 心 的 地 方 治 理（citizen-centered governance）， 這 種 地 方
治理通常奉行下列準則：（一）透過權利基礎途徑（rights-based
approach），授能公民；（二）對於施政成果採取由下而上的課責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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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三）將政府績效的評估視為生產者網絡與公共服務消費者
之間的促進者 (Andrews and Shah, 2005:153-182)。
綜合世界銀行對於地方治理的核心概念與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
定義相當類似，前者包括：回應性、課責性與分權化，後者則包括：
分權化、參與性、課責性與透明性；由於「參與性」強調民眾介入
政府決策過程的必要性，而政府的回應態度至關重要，故相關文獻
中經常將「參與性」視為與「回應性」為一體之兩面，息息相關；
「透明性」則通常要求政府決策過程不能黑箱作業，必須公開透明
接受檢驗，這是「課責性」的另一種負責任表現。總結本節敘述，
國際組織對於地方治理的核心概念應該包括三個構面：分權化、課
責性與回應性。

參、地方治理的運作方式
作為一個全球性的概念，地方治理在地方政府實際運作上，
應如何加以操作？應採取哪些具體的執行方式，以落實地方治理
的理念？學者分別從理念上提出各種不同的運作模式，如 Leach 與

Percy-Smith（2001）提出三種地方治理模式：市場模式（market
model）、 網 絡 模 式（network model） 與 社 群 模 式（community

model）；至於 Newman（2001）則提出層級節制模式（hierarchical
model）、理性目標模式（rational goal model）、開放系統模式（open
system model），和自我治理模式（self-governance model）。在國
內學術界最常討論的治理方式為跨域治理，該等方式又可在現行我
國《地方制度法》找到法源依據，因此本文以跨域治理及其相關法
制作為探討焦點。
跨域治理係指針對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不同部門、團體或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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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因彼此之間的業務、功能和疆界相接及重疊而逐漸模糊，導致
權責不明、無人管理與跨部門的問題發生時，藉由地方政府、私人
企業、社區團體以及非營利組織的結合，透過協力、社區參與、公
私合夥或行政契約等聯合方式，以解決棘手難以處理的問題（林水
波、李長晏，2005）。根據前述的定義，跨域協力包括下列核心要
素：（一）跨域治理的方式非常多元，涵蓋跨轄區、跨部門、跨政
策領域之間的夥伴合作關係。（二）跨域治理的法制化程度不一，
可以採行完全法制化的方式，亦可採任務編組方式，運作方式非常
多元。（三）跨域治理是高度政治性的課題，涉及地方自主權，故
需密切的政治協商與雙贏談判。（四）跨域治理需以民意為基礎，
故應博采周諮，凝聚共識。（五）跨域治理過程應盡量引進第二部
門（企業）與第三部門（NPO）之資源，以擴大跨域協力的參與者
（丘昌泰，2012）。
依現行《地方制度法》規定，地方自治團體可分為直轄市、縣
（市）、鄉（鎮、市），故跨域治理自治事務亦可分為：（一）甲
類：直轄市與縣、直轄市與市、直轄市與縣（市）。（二）乙 類：
縣與縣、縣與市、縣與縣（市）、市與縣（市）。（三）丙類：鄉
與鄉、鄉與鎮、鄉與市、鎮與鎮、鎮與市、市與市、鄉與鎮（市）、
鎮與鄉（市）、市與鄉（鎮）（紀俊臣，2003:167-168）。跨域自
治事務又可分為：全部區域之跨域與部分區域之跨域，其處理方式
可採相同方式，亦可採不同方式，唯均涉及土地管轄權之行使。但
就土地管轄權之完整行使，全部區域之跨域管轄較為單純；但部分
區域之跨域管轄，則易有管轄特殊化之爭議，不易操作成功。
以我國地方自治法制運作經驗而言，跨域治理的方式甚多，
《地方制度法》第 24-1 條：「直轄市、縣（市）、鄉（鎮、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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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處理跨區域自治事務、促進區域資源之利用或增進區域居民之福
祉，得與其他直轄市、縣市）、鄉（鎮、市）成立區域合作組織、
訂定協議、行政契約或以其他方式合作，並報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
關備查。」依此，有許多不同方式，如可以成立區域合作組織，台
北市長郝龍斌、新北市長朱立倫為聯合打造「黃金雙子城、淡水曼
哈頓計畫」，聯手成立「淡水河流域管理委員會」，這是中央、地
方催生淡水河專責機構，這是 20 多年來首度打破行政藩籬，成立
跨市委員會，而淡水河整治，從過去的分管、到現在的共管，將更
有效率整治淡水河及推動曼哈頓計畫，這就是跨域協力的具體表現
（丘昌泰，2012）。
地方自治團體間亦可簽訂行政協議，由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
統籌指揮各相關地方自治團體共同辦理某一共同跨域治理事項，或
者必要時，由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指定其中一適當地方自治團體
限期辦理，《地方制度法》第二十一條：「直轄市、縣（市）、鄉（鎮、
市）自治事項如涉及跨直轄市、縣（市）、鄉（鎮、市）事務時，
由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統籌指揮各相關地方自治團體共同辦理，
必要時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得指定其中一適當地方自治團體限期
辦理。」此類案例甚多，如台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的興建，1970
年代，本案由中央政府（交通部）主導先行規劃，後來編列預算補
助後，交由台北市政府的捷運工程局負責興建，台北市大眾捷運股
份公司負責營運，即使許多路網涉及新北市轄區，唯均全權委由台
北市政府主政。
自治團體之間亦可以基於彼此互惠的原則，在獲得各地方議
會同意的前提下，共同設置專責事業組織以處理彼此的私經濟行政
跨域事務。《地方制度法》第二十四條：「直轄市、縣（市）、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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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市）與其他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合辦之事業，
經有關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市）民代表會通過後，
得設組織經營之。前項合辦事業涉及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
鄉（鎮、市）民代表會職權事項者，得由有關直轄市 議會、縣（市）
議會、鄉（鎮、市）民代表會約定之議會或代表會決定之。」

肆、目前我國相關文獻分析
一、研究方法
前節將地方治理核心概念與運作方式予以釐清後，本節擬檢
討台灣過去地方政府研究定向為何？若與西方理論對話，到底台灣
本土研究呈現何種趨勢與特徵？有何問題？本文之研究樣本為過去
有關地方治理研究之文獻，係蒐集國家圖書館台灣期刊論文索引系
統，過去十六年來（1997-2013）相關研究文獻 3 ，總計得到 260 篇
文獻；該文獻所屬之學術期刊係根據國科會（科技部前身）人文社
會學門審查研究計畫之期刊標準，具有嚴謹審查制度之學術性期刊
為主，有屬於 TSSCI 期刊者，如《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公
共行政學報》、《行政暨政策學報》、《中國大陸研究》、《臺灣
民主季刊》等；亦有屬於非 TSSCI 期刊者，如《人事月刊》、《臺
灣經濟研究月刊》、《研考雙月刊》、《政策與人力管理》等。然
後，透過內容分析將文獻內容中的研究定向予以計數歸類，並計算
出簡單的百分比，以了解該文獻的整體研究趨勢。
研究定向係指某一研究領域學者共同關切的主題或議題方向，
3. 本文之所以選擇 1997 年作為蒐集文獻之始，主要是基於該年為精簡省府組織工程的啟
動年，國內地方政府研究開始萌芽發展，值得觀察其發展趨勢；至於原文中的 2012 年
係指作者撰寫該論文之期間，因本文修正時已到 2014 年，故修正為 1997-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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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分析則係指經由客觀地與系統性地認定任何特定訊息的特質，
並且做出推論的資料分析技術（Holsti, 1969:601）。內容分析中所
指稱的訊息（messages）類別甚為多元，包括研究文獻、報章雜誌、
新聞刊物、信件日記、會議紀錄等，本研究主要係指研究文獻。客
觀性是指內容分析時必須依據明確的類別（category），將文獻內
容予以客觀地歸類計數；系統性則係指文獻內容的排除與包容皆須
依據一致性的標準。為了達成內容分析的客觀性與系統性目標，本
文首先將研究定向分為五大類別：（一）研究主題：該文獻之研究
主題為何？（二）學科角度：該文獻之學科角度為何？（三）核心
概念：該文獻指涉的有關地方治理之核心概念為何？（四）運作方
式：該文獻是否曾提及地方治理的運作方式？若有，其方式為何？
（五）個案焦點：該文獻有無探討具體個案？若有，屬於台灣或國
外個案？屬於地方政府或其他層級個案？
決定了該五項主軸類別後，其次以開放性編碼（open coding）
的方式，將每篇文獻在每一主軸編碼的架構下，進行初步的次級編
碼之認定，採取開放性編碼的好處是隨時可以更改次級編碼之內
容，經過至少三次的檢視後，本文確定內容分析的編碼簿（coding
book）如表一。接著只要根據這個編碼簿，針對每篇文獻進行歸類
與計數，最後再做簡單的統計分析即可 4 。

4. 有關本文之效度與信度，並無問題；效度方面係根據國際組織與相關地方政府法制推論
出來的理論與法制架構，依該理論與法制架構設計編碼簿，故具有理論效度（theoretical
validity）。至於在信度方面，由於本編碼簿之類別定義相當明確，歸類時不易出差錯，
故信度亦無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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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主軸編碼

本研究之編碼簿

次級編碼

備註

研究主題

1. 傳統地方自治研究的出版年度與篇數
2. 當代地方治理研究的出版年度與篇數

依據該文獻的研究主題加
以認定

學科角度

1. 公共行政（行政管理、政治或其他）
2. 中國大陸研究
3. 其他（經濟學、都市計畫或其他）

依該文獻的學科背景角度
加以認定。

核心概念

1. 課責性
2. 分權化
3. 回應性

依據研究題目的內容是否
呈現該三種核心概念而加
以認定。

運作方式

1. 一般性的敘述，並未提出具體方式
2. 跨域治理方式
3. 其他方式

依研究題目的內容是否提
出具體的運作方式加以認
定。

個案焦點

1. 一般性的敘述，並無具體個案
2. 台灣本土個案
3. 外國個案

依研究題目的內容是否提
出具體的研究個案加以認
定。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二、內容分析結果分析
（一）研究主題：在台灣地方政府研究中，大約可以分為傳統
的地方自治研究與現代的地方治理研究，前者係公法學者關注的領
域，著重於《地方制度法》及其他相關法制研究，研究課題包括：
地方自治區域、人民、事權、法規、選舉、財政與監督等。另外則
是當代的地方治理研究，係「公共行政學者」關懷的主題，包括地
方治理、協力治理、跨域治理等課題，著重於地方治理功能的提升
與公共管理機制的推動。在地方自治與地方治理研究兩個主軸下，
本文以地方自治、地方治理、地方政府為關鍵詞，並經過適當的篩
選，刪除那些明顯並非學術性論文，且並非地方政府研究之相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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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總計得到 260 篇文獻，其中 180 篇（69%）為傳統的地方自治
研究，80 篇（31%）為當代的地方治理研究，明顯地可以看出，從
總量發展趨勢而言，當代的地方治理研究並未取代地方自治研究。
進一步觀察圖一的發展趨勢，橫座標為年度，縱座標為發表篇數，
在 1997-2003 年間，乃是傳統地方自治研究的全盛時期，特別是精
省後的 1997-1998，更是地方自治研究的高峰期，可是從 2002 年出
現第一篇有關地方治理的研究文獻後（劉坤億，2002），地方治理
研究有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直至 2007 年後的近五年間，可謂地
方治理研究的尖峰時期，逐漸拉近與地方自治研究文獻的距離，遂
成為一門顯學，由此檢視台灣地方政府研究的發展趨勢，台灣確實
有從地方自治研究逐步邁向地方治理研究的趨勢，該趨勢與西方文
獻中所指陳的發展方向大體相同，顯示我國的研究趨勢與國外同步
進展。

圖一 地方自治與地方治理文獻的發表趨勢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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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科角度：根據本文的內容分析結果顯示，公共行政學
科角度為當前地方治理的主要研究途徑，約佔 59 篇（74%），中

國大陸研究途徑者約為 14 篇（18%），其他學科則為 7 篇（8%），
地方治理為台灣與地方政府研究相關領域的「最愛」，這是不容否
認的事實，與西方研究趨勢大體相同，但較為特殊者為中國大陸研
究亦佔了第二位，此為相當特殊的現象。畢竟以本文參採國際組織
對於地方治理核心概念的定義與衡量指標的訂定而言，皆相當重視
民主政治的本質和參與民主的治理精神，且非常強調地方治理機構
對於課責性、分權化與分權化的要求；在西方國家眼中，地方治理
幾乎等同於地方民主或人權治理；然而，在一個並非民主國家的中
國大陸，相關研究學者卻大量應用該概念於中國大陸問題的探究
上，委實不可思議。進一步分析其何以致此，應是國內學者往往將
地方治理視為「中性的公共管理名詞」而濫加援引應用，實則此與
西方國家所堅持民主價值取向的地方治理之核心意義顯有差異。
（三）核心概念：檢視台灣過去十六年來有關地方治理的研
究趨勢，檢視每篇文獻的核心概念，台灣地方治理研究並未系統
而具體地回應國際組織所強調的課責性、分權化與回應性三項核
心概念，絕大部份的研究仍停留在對於地方治理的一般性與概念
性之介紹，高達 69 篇（86%），探討課責性者僅 1 篇（陳志瑋，

2004），分權化者 6 篇（8%），回應性者 4 篇（5%）。從這種研
究趨勢可以看出，台灣地方治理研究仍停留於基本的介紹階段，並
未顯著進步；不少有關地方治理的研究論文不斷地圍繞著地方治理
的基本概念打轉，甚至提出若干相當類似的含糊名詞，如地方協力
治理、地方網絡治理、地方永續治理等，既未拓展其研究面向於課
責性、分權化與回應性，更未應用於地方治理個案研究，使得台灣
地方治理研究並未跟上國際地方治理實務與理論的發展趨勢，值得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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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
（四）運作方式：檢視台灣過去有關地方治理的運作方式，本
類別之內容分析結果顯示，絕大部份的地方治理研究，約有 70 篇
（88%），大多是採取一般性的方式，並未有具體的運作方式可資
參採；若有採取具體治理方式者係以跨域治理方式為主，約有 10
篇（12%），仍屬少見。從此項研究發現可以看出，台灣地方治理
研究者習慣於地方治理一般性的概念解析，對於具體的治理方式議
題興趣不高，特別是涉及法律專業更是避之唯恐不急，以致於許多
文獻並未提出具體的運作方式，對於地方政府如何有效經營公共事
務的助益極其有限。實際上，《地方制度法》已訂定有關跨域治理
的法源，地方特色產業的發展亦逐漸成為地方政府研究的主流，地
方治理研究者應該在法制基礎下發展具體的地方治理模式，才能對
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有所助益。
（五）個案焦點：本項目的內容分析結果顯示，約有 28 篇
（35%）研究文獻為完全理論性與概念性的介紹，並無具體的研究
個案。以台灣為個案者約有 26 篇（32%），在該等台灣個案研究

文獻中，約有 8 篇集中於五都直轄市政府層次，5 篇集中於縣市政
府層次，4 篇為鄉鎮市層次。此外，約有 15 篇（19%）為中國大陸

研究個案，比例不低；至於西方國家個案則約有 11 篇（14%），
幾乎都集中於英國個案。從上述發展趨勢可知，地方治理研究個案
焦點雖尚稱多元，但個案應用的比例仍有待提升；最可議者為中國
大陸研究個案，以中國大陸之專制體制而言，竟然可以應用地方治
理概念而毫不加以修正，試問如何運用民主、參與、透明、課責等
概念於中國大陸的地方治理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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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台灣地方政府研究定向的檢討與展望
誠如前述，本文的目的是期望透過西方概念建構與台灣本土研
究進行初步的對話，以探詢台灣過去的地方治理研究到底出現哪些
特質？有何問題值得檢討？在地方治理核心概念上，本文重構地方
治理的核心概念為課責性、分權化與回應性，再依《地方制度法》
尋找出地方治理運作方式的法源基礎——跨域治理。以上述概念與
法制架構為基礎，以內容分析探討台灣地方治理研究定向，包括研
究主題、學科角度、核心概念、運作方式、個案焦點等。
無可否認地，從有關地方治理主題在台灣受到重視的程度，而
非固守於地方自治研究的傳統途徑，吾人可以看出：台灣地方治理
的研究趨勢幾乎與國外同步進展，此點值得欣慰，地方治理研究雖
尚未取代傳統地方自治法制研究，但確實成為年輕學子從事地方政
府研究的新主流。該發展趨勢足以反應出傳統法制途徑的地方自治
研究，不足以解決性質日益複雜、範疇日益廣闊、政黨對立日益嚴
重的地方統治問題；當前的地方權威機關若欲達到善治目標，必須
整合政府、非營利組織、社區與企業之多元觀點，並且善用跨域治
理的技巧加以落實，以提升地方治理能力。
然而，本文亦發現：我國地方治理研究的發展雖與西方國家同
步，但明顯地仍停留在概念介紹的初步階段，且明顯偏離國際組織
對於地方治理核心概念的界定，而對於具體運作方式與個案的探討
更是寥寥可數。下面提出幾點有關研究定向上的問題，並且嘗試提
出研究建議，藉以拋磚引玉：
一、過去地方治理研究中充斥著概念性的基礎研究，缺乏實質
內涵，其與西方地方治理的核心概念漸行漸遠，產生明顯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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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對於我國發展地方治理成為一門獨立研究專業，勢必造成學術發
展上的障礙。地方治理概念包含課責性、分權化與回應性；對照台
灣地方治理的歷史，經常出現民選首長與民意代表欠缺明確的課責
機制、公務採購資訊晦暗不明以致於弊端叢生、公共服務無法滿足
人民需求等弊端；基此，後進者應如何課以民選地方治理者之政治、
行政與法律責任？如何建立廉能的地方政治？如何提供滿足人民需
求的公共服務？上述議題皆是值得繼續深入研究的主題。
二、國內學者習慣將地方治理視為中性概念而濫加引用，以
致於失去應用的價值，實際上，地方治理是民主價值取向的研究，
不宜脫離民主本質；地方治理所標榜的良好治理，良好政府（good
governance, better government）之高遠目標，是指一個人民主權、
參與民主的地方治理模式。基此，中國大陸研究若欲援引該概念，
應特別注意民主、參與等概念在中國體制下如何重新詮釋其意義，
若不加以修正，顯然與西方國家的地方治理本質有所矛盾，在解釋
上將難以自圓其說。
三、台灣地方治理研究者習慣於地方治理一般性概念的解析，
對於具體的治理方式興趣不高，且甚少涉入《地方制度法》等相關
法律專業的探究。實際上，在依法行政的地方政府實務中，必須發
展出法制規範下的地方治理，若無法律規範為基礎，則所提出的地
方治理工具都將成為空言，毫無實益。例如，國內學者相當感興趣
的地方特色產業發展問題，涉及不少中央部會的主管法規，更何況
《地方制度法》已賦予明確的跨域治理法源，地方治理研究者應加
強行政法學的素養，在法制基礎下發展地方治理模式，才能對地方
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有所助益。
四、當前地方治理研究中，進行個案研究者僅佔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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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不夠普及，而該等個案研究又欠缺系統而深入的探討，有待我輩
學者共同努力將地方治理理論應用於地方事務個案，以加強理論與
個案的結合。例如，地方政府面對繁複而多元的民眾需求，所面臨
的不僅是人力不足與經費欠缺問題，而是重重法規制約，難以突破
施政瓶頸。就以建築物招牌管理而論，乃是極其繁複而又容易得罪
的工作，涉及法規相當繁複，但地方政府之建管人員，動輒得咎，
薪資低微，以致於流動率甚高，如此怎能管好招牌管理工作？因
此，本研究建議地方治理研究者應掌握地方治理的核心內涵，結合
《地方制度法》或其他相關實務，選擇更具體的地方政府公共事務
個案，從地方治理觀點提出更具體之研究意見，以提升地方治理能
力。
五、地方政府工作不外乎是道路要平、水溝要通、電燈要亮、
食物要安全、環境要整潔、交通要順暢等，這些公共事務的執行樣
樣需要充分的執行人力與預算，但在人力日益精簡、預算規模日益
縮小的狀況下，唯有提升地方治理能力一途。因此，地方政府必須
充分結合企業、社區、非營利組織等一起推動與居民息息相關的公
共事務，以提升地方政府回應地方居民需求的能力。
至於如何提升地方治理能力？本文因篇幅所限，無法在此回
答這個問題，但企圖拋磚引玉，指出當前地方治理研究的趨勢與問
題，並提出研究建議，期盼大家能夠共同努力，以造福地方民眾，
形塑安和樂利的地方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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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Local Self-government＂to“Local

Governance＂: An Evaluation of Research Orientation
for Local Government Studies in Taiwan
Chang-tay Chiou *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evaluate the research orient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studies in Taiwan and to set out a future research agenda.
The author begins with clarifying the core concepts of local governance
based upon the UNEP and the World Bank. Three dimensions are
identified: accountability, decentralization, and responsiveness. Then
searching for 74 local government studies from 1997 to 2012 through
the PerioPath (Index to Taiwan Periodical Literature System).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local government studies in Taiwan mostly focused on
the local governance instead of traditional legal approach--local selfgovernment. However, most of these studies belong to introductory
analysis, diverging from the core concepts of local governance by
the UNEP and the WB, and do not demonstrate specific local public
affairs cases and local governance strategies.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local governance researcher should address more cases to help local
governments to develop local governance capability to improve the
residents´ the quality of life.
Keywords: local self-government, home rules, local governance, local government, new localism.

* Chang-tay Chiou is a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Social and Policy Sciences, Yuan-Ze
University. His specializations are environmental policy, disaster management, Hakka studies,
local government and governance, and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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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

摘 要
隨著各國地方政府的角色與功能發生劇烈的轉變，學者對地方
政府的觀察，也逐漸從地方政府過渡到地方治理概念。相較以往，
地方政府組織運作與管理者的角色，都出現了全新的形式。綜合而
言，此種轉換顯現了五種特質：第一、治理環境與結構網絡化；第
二、無邊界化跨域整合的興起；第三、多元利益與公民參與的講求；
第四、在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上，呈現分權與委託的趨勢；第五、夥
伴關係與協力治理的重視。
目前，有關地方治理的理論，夥伴關係、協力治理、網絡社區
治理為三種較廣泛的發展趨勢。儘管三者的焦點有所差異－夥伴關
係，在起源上較強調的是公私間的關係；協力治理，最初較偏向部
門間關係；而網絡社區治理著重的是社區的角色。然而，在應用上，
此三種概念已有混同的狀況，彼此間有相當高的重疊性。在權威割
裂和邊界滲透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鑲嵌於各種不同的網絡關係中，
透過價值分享和公民參與，以領航來型塑共同願景，協力夥伴關係
的建構與深化，可以創造社會資本和整合資源、協調行動。同時，
責任的共同承擔也有助於「我們（we）」關係的形成。透過此種
具有善意的網絡關係，地方政府在地方治理中可以發揮創新精神，
善用社會資源，不但可以靈活回應環境的變遷與民眾日益高漲的期
待，更能提升施政品質，貼近社區，體現民主價值。
關鍵詞：治理、地方治理、夥伴關係、協力治理、網絡社區治理
* 史美強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教授。研究領域為組織理論、組織網絡、行政學、
地方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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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全球化與資訊科技發展兩股浪潮的衝擊下，人類社會產生
了巨大的、徹底的變化，世界形成一個單一體系，國家與國家間、
地區與地區之間的界線漸趨模糊；知識或信息透過資訊科技所建立
的網絡傳遞，形成一個「無邊界」的世界。「全球化」通常也意味
著國際社會控制機制（control mechanism）呈現多元化，傳統專屬
於主權國家的治理權威有逐漸移轉的趨勢，整個過程涉及不同層
級、層次的授權關係，與不同單位間的管轄領域呈現重疊、政治責
任模糊與曖昧性的特徵。其中，控制機制從傳統層級命令，轉為多
層次與多元化，進一步更強調社會體系間的協調、夥伴關係與策略
合作等互動模式（吳得源，2006:1-3）。無論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
府，都鑲嵌在這流動空間的網絡社會中，也產生了跨邊界的連結。
Frederickson（2005:138-143）指出公共行政已經存在於一個邊界模

糊的年代中，國家的主權（sovereignty of jurisdiction）出現了向上
蒸發、向旁洩漏與向下滲出的現象。
傳統的行政是建立在轄區劃分的假設上，而目前公共事務跨疆
域與跨部門的特質，導致政府無法快速回應劇烈變動的環境，此變
動劇烈的環境對地方政府治理職能的影響尤其重大。基此，行政的
連結須從廣域的正式與非正式以及水平和垂直的合作鏈結來設計。
隨著全球化的發展，當今許多國家在公共事務與政策的推動上，已
逐漸由傳統的由上而下（from top to down）運作方式，轉變成由許
多行動者（actors）間協調合作的多元治理模式。現今，政府面臨
著一個高度不確定的環境，公共政策的推動往往涉及許多的政府部
門、企業、非營利團體與社區等各種不同的組織，且現代的治理過
程中，越來越重視這種自主性、連結性與凝聚力強的網絡組織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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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非政府組織、社區、及各種團體的發展無法再由政府由上而下
的來操控，行政控制已轉變成多元民主協商的過程。
自二十世紀末以來，公共行政呈現出三大發展特質（Koppel,
2010:46）: 1. 在公共服務的輸送上，具有政府與非政府混合特質的
組織，扮演了核心的角色；2. 許多政策領域偏好運用市場機制，
去從事稀有資源規範與配置的工作；3. 在回應跨國界的問題挑戰
上，跨域合作愈來愈普遍。在此趨勢之下，不僅有愈來愈多非傳
統式政府組織出現，而公私界限的模糊，更對傳統官僚組織的運
作方式帶來了改變。Johnston（2010:124-126）在 2020 治理的基礎
結構一文中，指出聰明的、以參與為基底的治理基礎結構（smart
participation-based governance infrastructures）可以賦能人民，同時
提高課責性。而此 2020 年治理的基礎結構，應具備下列二大特質 :

一、從代表性到參與的治理：現行的選舉制度，使得人民離代表性
愈來愈遠，因此除了選舉投票外，需要設計其他的替選方案，
以促使一般人可以積極地參與公共問題的解決。
二、相互課責（mutual accountability）：當權力歸還給人民時，連
帶的，人民也應擔負起行動後的責任。此相互課責有下列四大
要求：
（一）資訊透明：傳統的官僚階層結構，產生了冗長的課責鏈，阻
礙了監督，亦使得政治影響力增加。因此，對於政府績效表
現的資訊透明要求，在課責方面，更形重要。
（二）負責（liability）：在治理中，要將結果與表現連結在一起，
賞罰分明，要對行動所產生的後果，擔負起應有的責任。
（三）控制與責任（controllability and responsibility）：當組織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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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變得愈來愈複雜和去中心化時，領導者要從控制轉換為接
納民眾參與的心態，以誘因為導向的機制，去創造人民參與
的條件，共同合作。
（四）回應性：直接回應人民的需求。新的治理基礎結構可以採用
如市場預測去預測未來需求與挑戰。此外，以人為本位的決
策機制亦可用來促發人民的決策參與。
在傳統的、以功能分劃為主軸的政府組織無法面對邊界模糊化
的挑戰時，Kettl（2002:123-146）指出新的策略要被設計出來處理
委託（devolution）、全球化、功能與地域的整合，以及高度的多
元主義四種治理需求的轉型。在地方政府的層級中，傳統以行政區
劃為主的權責分配方式與官僚體系組織運作形態，在面對跨領域、
甚至跨國界問題時，其缺點與不足，特別明顯。舊有層級式的管理
方式與新公共管理的政府再造，都陷入治理的困境。在分權化、去
中心化、邊界模糊化以及網絡化的趨勢下，傳統由上而下的統治方
式，逐漸由講求水平與多元參與整合的新治理所取代。吾人應以全
新的視野來檢視上述治理的問題，並創造出相對應的治理機制。據
此，本文將聚焦於近年來地方政府職能轉變的趨勢、特徵與理論的
發展，希望藉由文獻檢閱的方式系統性的耙梳相關概念。第二節將
討論地方政府職能轉化的原因，並進而在第三節比較歐美國家與臺
灣的地方政府職能轉變的經驗，歸納從地方政府到地方治理的發展
趨勢。第四節到第六節間開始討論地方治理模式的特徵、相關論述
的發展與理論的內涵，第七節則提出本文的結論。

貳、地方政府職能轉化原因
地方政府制度的本身，並沒有絕對的優劣差異，亦沒有一個
國家之制度會一成不變，必須隨著時代環境的潮流演進，而適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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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因應。現代地方政府面臨著包括財政、權限不足等各種的挑戰
與困境，迫使地方政府必須思索著未來的因應對策，以達成地方民
眾的需求與滿足。地方政府做為行政體系一環，其角色也在改變。
二十一世紀的地方政府，無論在服務輸送、財政赤字、公民參與或
人口結構各方面都遭遇了迥異於二十世紀的挑戰。交通便捷所帶來
的移動加速、公共問題的跨域特質、跨專業與跨公私部門整合的需
求急速提升，都迫使地方政府必須以全新的定位與角色出發，講求
創新，提高服務品質，方能回應民眾的需求。
長久以來吾人在探討地方事務時，均會以「地方行政」或「地
方自治」等概念加以論述。這一方面是因為地方政府附屬在中央政
府之下，接受中央政府指示，扮演政策執行之角色；另方面則是地
方政府本身仍就屬於層級節制的官僚權威模式，重視組織內部運
作，較無關注地方政府外部系絡，因此對於地方社群而言，重視的
大多是一種上對下的權威關係。但是邇來，地方政府的角色與職能
已出現了大幅度之轉變，此轉變是受到下列六項因素之影響（John,
2001:9-14；丘昌泰，2000:74-75；劉坤億，2002:238-241）：
一、全球化之衝擊
「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詞在二十世紀末九○年代成為
一個流行性用語（Ney and Donahue, 2000:1）。全球化產生了世界
性的市場競爭，造成企業選擇的區位投資，是考量區位所具備的競
爭優勢為何，因此地方政府必須積極營造良好的區位環境以吸引企
業投資。從過去的經驗來說，地方政府採取做法包括調整政策以滿
足企業需求，甚至讓企業參與決策過程，幫助地方政府解決公共政
策議題等。簡言之，受到全球化壓力的結果，地方政府一方面要被
動迎合企業的要求；另方面也要積極與私部門建立聯盟，發揮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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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與提升治理能力。
爰此，全球化導致地方政府與企業、國際組織間的互動更為頻
繁。地方政府也因此更須具有全球視野與意識，並在「全球性思維、
地方性行動」（think globally and act locally）的視野架構下， 地方
政府管理提供機會與可能性（Jun and Wright, 1996:4）。全球化城

市（global cities）逐漸崛起，地方政府必須面對全球化衝擊下所出
現的種種議題，如智慧財產權保護、跨國犯罪、國際勞工等議題，
公共問題的複雜化與跨層級的特質，使得新地方治理模式的建構日
趨重要。
二、邁向後官僚政府（post-bureaucratic state）
後官僚政府是強調重視「影響力」的組織結構，而非權力的結
1

構 （吳瓊恩，2001:318）。亦即強調水平平等關係，而不是垂直
之權威關係。尤其在 1980 年代，企業業已體認到單獨依靠中央與
地方政府規劃的經濟發展政策時常是無用的，企業必須積極參與公
共事務之制定與規劃，因而增加了企業與地方政府更多水平互動關
係（Parkinson et al., 1992）。再者，地方政府將一些屬於技術性的
工作事項採取業務委外服務的運作模式。然業務委外服務造成更多
私部門參與公共政策運作，因此產生更複雜的政策過程。故地方政
府如果在委外服務過程中缺乏有效的管理工具，將導致地方政府被
企業俘虜，造成委外關係不穩定之狀態。
三、新型態政策議題之挑戰
傳統地方政府所處理的公共政策類型，不外乎水資源、醫療、
1. 一般說來，後官僚政府不僅強調政府與外部組織間水平之互動關係，也強調政府內部領
導人與員工間的水平互動關係，在此筆者論述對象為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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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與交通等民生議題。此等政策類型在政策規劃時程上著重於未
來性與長久性，亦即政策內容無法快速反應地方政府所面臨之危
機。但是近來突發性的公共事件，如 SARS、恐怖攻擊等新型態重
大危機議題對地方政府造成極大政策挑戰，促使地方政府亟需思考
如何建立快速反應政策機制，以提高治理能力。因此，現今地方政
府面臨前述政策壓力下，地方政府亟需思考如何建立跨域功能的機
制，以解決新型態之政策議題。而此種跨域機制是能夠建立中央與
地方、地方與地方、地方與其他社群組織間聯繫的橋樑輸送帶，藉
以協調與吸納多元的資源，其目的是能夠及時化解新型態之政策議
題挑戰。
四、公共參與本質與範圍的蛻變
1970 年代以來，地方公民越來越不滿意地方政府的施政成果，
亦即對政治運作失去信心，造成公民開始積極參與社團與非營利組
織（Norris, 1999）。尤其非營利組織所具有「使命」（mission）性
質，能激發公民歸宿感與凝聚心，能讓公民願意盡一分服務心力。
然 90 年代公民參與範圍更是擴大到了「社區」（community）層

次，產生所謂「社群主義」2（communitarianism） 的主張，亦即強
調參與公共事務不只是權利，更是公共責任；社區成員唯有在其權
益與義務相符時，才是自由和自主的人；在不侵犯公民自主性原則
下，使其政治上與道德上均能自治。因此造成另一個新型態組織之
出現－社區（丘昌泰、陳欽春，2001）。進言之，現今政治參與除
2. 社群主義為 Oldﬁeld（1990）在《公民精神與社區》一書中，所提出之「公民共和主義」
（civic republicanism）觀點而興起。一般說來，社群主義可以從三個角度加以剖析，茲
分述如下（Butcher, 1993:11-30；轉引自鄭勝分，1997:117-118）：（一）敘述性之社區
（descriptive community）：乃指具有同屬感的一群人所構成的人際網絡關係，產生一種
習習相關的命運共同體之感覺。因此敘述性社區一方面強調社區居民的「心理層面」（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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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地方政府與私部門外，又包括非營利組織與社區。這非但造成公
民參與公共事務的性質與規模的轉變，也創了地方政府必須嘗試與
非營利組織、社區建立起跨域合作聯繫關係的需求。
五、中央政府權力的下放趨勢
隨著 80 年代以來政府再造與地方分權的發展趨勢，中央逐漸

將部份職權下放予地方政府。美國在 2000 年小布希總統甫一上台，
隨即承諾將賦予各州，即地方政府更多權柄，尤其有關教育、運輸、
健保、社福及環保等事項，皆擬把處理重心從聯邦政府轉移到各州
（江大樹，2001:3）；另方面，台灣則是在民國 88 年通過地方制
度法，賦予地方更多自主權，希冀建立中央與地方的夥伴關係。是
以隨著中央政府權力下放，一改過去地方政府僅僅是中央政府之執
行組織，因此地方政府權力逐漸提升。
六、知識經濟的興起為地方政府營造不少發展機會
國際知名的經濟學者 Lester C. Thurow（1999）在其著作《創

造財富》（Building Wealth）一書中指出「知識經濟時代」掌握新
科技的應用，乃未來創造財富之祕訣。同時他也指出人類目前已進
入「第三次工業革命」，亦即當今「微電子科技」、「生物科技」、
「新人工材料技術」、「通訊」、「電腦科技」以及「自動化機械
同屬感、分享經驗、命運共同體、文化認同感），另方面則強調民眾之間的互動所構成
的「社會層面」。（二）價值性社區（valuative community）：這是社區在社會過程中所
顯現的價值取向，以作為判斷社區存在與否的地位，許多學者與實務專家相信，一個健
全的社區至少可以扮演凝聚性（solidarity）、參與性（participation）與共識性（coherence）
的功能價值；社群主義能否成立，亦必須視社區本身可否實現前述三種價值目標。（三）
主動性之社區（active community）：是指現代社區的特徵之一是扮演積極性與主動性。
換言之，社區成員在公共政策過程中扮演主動的參與性角色（non-paternalistic role），
一方面充分反應政策利害關係人的觀點與利益，另方面則可以實現民主政治之價值。

34

從地方政府到地方治理：

趨勢、特徵與理論發展

技術」這六大科技的發明互動，改變人類的生活型態和思考模式。
人類的工業文明已經走到一個「以知識為基礎」的國際經濟期（史
美強、廖興中，2001）。在知識經濟衝擊下，傳統以層級節制為運
作基礎的政府型態將被知識平台取代，政府運作將逐漸突破部會疆
界的限制，以建構有利於知識流通、轉換、創造與整合之組織型態，
亦即成為「知識型政府」3（史美強、朱智帆，2003:19）。 無疑地，
在以往環境下，地方政府受限於政府管轄區域的規模與資源的限
制，無法與其他國家的地方政府發生密切的互動關係，然而知識經
濟的出現卻為地方政府的未來創造無限的發展機會，透過網際網路
可以快速地建構地方政府間與民間社會之資源互賴關係。
總的來說，從上述地方政府角色轉變因素可以發現，地方政府
受制於外部環境的衝擊，導致地方政府必須適時回應環境需求，以
維持組織穩定度與生存。換言之，地方政府現今面臨跨不同服務界
限政策問題的影響，非常需要部門之間的合作，或跨部門合作—包
括公部門、私部門、第三部門或志願性組織和團體，而這些跨部門
之間的合作關係，形成的是一種網絡化的治理環境。如此多部門、
跨部門的工作，正是地方政府轉換到地方治理的核心（Leach and

Janie Percy-Smith, 2001:9）。故地方政府須重視網絡互動關係，以
促成「從地方政府邁向地方治理」之實現（John, 2001; Goss, 2001;
Leach and Percy-Smith, 2001）。

參、歐美與台灣地方治理發展經驗
Bozzini 和 Enjolras（2012:11）在對西歐國家地方政府的研究
3. 知識型態政府包括知識核心與知識結構兩方面；在知識核心方面須具備資訊蒐集能力、
知識流通速度、知識流通廣度與創新、整合能力。而在知識結構方面須具備人力資本、
結構資本與外在資本（史美強、朱智帆，2003: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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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發現西歐國家對地方政府的能力與權威，以及中央與地方的
關係，都做了大幅度的修正。此種修正，朝著分權化、夥伴關係
建構和參與式治理的方向邁進（John, 2001:17）。這種轉變，象
徵了由地方政府轉換成地方治理的趨勢。Brunet-Jailly 與 Martin

（2010:239）在對澳洲和加拿大地方政府的研究中也發現，政策制
定的網絡化趨勢、分權化，民主課責壓力劇增，以及府際關係中
多層次關係競逐影響力等情形的出現，這些情形的發生，對地方
政府的運作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Reddy 等（2008:2-6）在檢視亞
洲、非洲與拉丁美洲國家地方政府變遷趨勢時，指出在全球化、都
會化與貧窮的壓力下，地方政府必須調整其角色與功能，而他們共
同的特徵均是採取分權或委託的做法，鼓勵公眾參與，以解決問題
並確保社區滿意。Agranoff 與 McGuire（2003:2-5）指出在二十世
紀，科層式的管理思維主導了政府的作為，但此種觀點早已無法回
應現今管理者所面對治理方向的挑戰，在二十一世紀，城市管理者
是在一個複雜的，部門與部門，組織與組織間相互依賴的環境中運
作，而許多的功能與政策領域中，跨域的協力管理（collaborative
management）扮演了核心的角色，都市的公共管理者也必須更注重

網絡管理的技巧。Denters 和 Rose（2005:246-262）在研究西歐 12
個國家的地方政府時，指出在都會化、全球化、歐洲化、新需求的
產生與新參與要求高漲的剌激下，這 12 個國家的地方政府具有朝

向地方治理轉換（from government to governance）的趨勢，強調的
是夥伴關係、多元參與，以及跨邊界政策網絡關係。
Goss（2001:3-11）在研究英國的地方政府時，發現有三大變
遷因素影響了近期英國地方政府的運作，因此主張在概念的轉換
上，要以地方治理來取代地方政府。第一種變遷因素，是政府與人
民和公民與國家關係的改變。社區角色，在以往是由上往下的控制
36

從地方政府到地方治理：

趨勢、特徵與理論發展

形式，但現今的互動關係是一分享的、協商的行動。第二種為管理
者與行動者的角色變化，他們要打破傳統上以專業為導向以及封閉
式的官僚思考模式，為了解決公共問題，管理者將必須與更多、不
同的行動者互動。當然，他們也將遭遇一連串不同的挑戰。第三種
因素為公部門組織的改變，變遷的方向是夥伴關係與網絡關係的浮
現。當地方政府組織都已進行跨域工作時，治理所代表的集體決策
過程，無疑更能貼近現實的情況。Stoker（1999:15）在觀察英國地
方政府時，發現有所謂的社區治理（community governance）出現，
此種治理模式強調的是與不同利害關係人夥伴關係的建立。
美國地方政府的發展亦遭遇上述的挑戰，也出現地方政府角色
轉變的現象。Warner（2010:145-147）在探討 21 世紀的地方政府時，
提出對美國地方政府的五項預測：第一、民營化過程的翻轉；第
二、在國際層次和基礎建設投資方面，民營化的壓力仍將很高；第
三、未來十年，要重構地方政府的能力；第四、私人俱樂部（private
clubs）來提供公共財，將割裂地方政府並對社會融合與對地區整
合不利；第五、地方政府應領導扮演長程規劃角色。在此五項預測
下，地方政府應設計出新的整合模式 。Hayward （2010:130） 則
呼籲美國地方政府在扮演社區召集、服務提供，與建構管制三種角
色時，更要運用極化管理（polarity management）的概念，去平衡
此三種角色。地方政府不只是聚焦於對與錯的問題解決方式，而是
轉換成共同或連合（both/and）的取向。Dodge （2010:148）主張
美國地方政府應建立一種區域憲章（regional charter），講求合作，
以有效地執行工作。
在臺灣，過去採取中央集權的體制，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間屬
於階層領導的關係，然由於地方制度法的制訂，又加上臺灣六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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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趨勢，致使中央的控制權力已慢慢的逐漸轉移到與地方政府
共享資源與責任的治理模式。且臺灣社區組織也因為社區總體營造
與六星計畫的推動，與地方政府間的合作關係也日益熱絡，各種不
同的公私協力社區服務輸送計畫均積極的開展，政府部門也透過促
參條例吸納社會部門的資源，似有符合西方國家從地方政府到地方
治理的轉換趨勢。然相較於西方的政治制度，臺灣的地方政府所面
對的環境較為特殊，也會對地方政府在面對複雜環境的治理能力造
成程度不等的影響，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臺灣地方政治長期以來
處在派系政治、恩庇侍從政治、黑金政治、特權政治，以及封閉政
治、權力壟斷政治、非正式政治以及腐敗政治與失能政府的生態中
（趙永茂，2007:11-12），隨之而來的地方政府首長的貪腐與制度
或政策過程的不透明，往往地方治理的正面意涵與效應造成扭曲。
因此，雖然台灣社會在若干縣市已經具有發展地方治理與公民參與
的雛形，但仍須在制度面加強公開性、透明性與建立監督機制，以
強化地方治理在臺灣扎根的深度與廣度。
基於上述的分析，各國地方政府的角色與功能都發生了劇烈的
轉變。從學者對各國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觀察，從地方政府的概念
過渡到地方治理概念已成為全球性的共識。為了因應更動態與複雜
的治理環境，地方政府組織運作與管理者角色，相較以往，都出現
了全新的形式，展現出更為彈性、扁平的特質。綜合而言，各國地
方政府的轉換過程，顯現了五種共同特質：第一、網絡關係是其治
理架構；第二、無邊界化的跨域整合的興起；第三、多元的行動者
與公民參與的講求；第四、在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上，分權或委託是
趨勢；第五、重視夥伴關係與協力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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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地方治理之特徵
從歐陸的發展經驗來說，受到 90 年代中期治理思潮之影響，
政府職能產生三種職權轉讓之現象：向上移轉（例如歐盟）、
向外移轉（例如非營利組織與社區）與向下移轉（例如地方政
府）三種不同層次之授權過程，亦即是多層次治理之情況（multilevel governance）（Pierre and Peter, 2000）。 然 地 方 治 理（local
governance）是把政府角色定位在以地方政府為核心，並與中央政
府、私部門、非營利組織與社區間所產生的結構性互動關係。
地方治理開展可追溯自英國新工黨上台後所致力推行地方民
主改革計畫，一時之間在西歐產生風起雲湧之效。一般提到地方治
理會強調網絡概念所產生的領導力，尤其是專注於網絡互動所產生
的政策結果，及其闡釋治理結構變遷之原因。學者 Stoker（1999,

2000）進一步強調地方治理須具備兩項重點：第一、地方治理已使
西敏式的政府結構轉換為地方治理系統，是以公共事務議題無法單
純就官僚體制加以處理，而必須從複雜的公、私部門間網絡互動才
能有助於解決公共事務議題，也就是地方的公共管理者必須具有網
絡管理的能力。第二、地方治理研究途徑是呈現多樣化（例如地方
經濟、教育、社區、環保、財政等等）情況，甚至地方治理也會受
制於國際系絡之影響。總言之，地方治理研究必須以網絡為其核心
焦點。
上述 Stoker 觀點是較強調網絡成員互動過程，而學者 Bogason
（2000）則更進一步強調地方治理政策產出，必須重視網絡成員互
動所依據的「制度網絡」（institutional network），因此地方層次
的公共政策需以由下而上（bottom-up）的網絡互動才能了解政策
產出的情況。但 John（2001）則持不同看法，他認為西歐地方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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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應重視由下而上（bottom-up），也要重視由上而下（top-down）
層面上歐盟與中央政府所扮演的關鍵角色，尤其政府擁有權力分配
能力，能夠主導區域（地方）政策之擬定，以及建立跨部門間的協
調組織，以解決複雜政策問題。是以地方治理所形成的政策網絡實
則受到正式與非正式兩種制度之影響。
此外，在地方治理理論興起的同時，社區角色也受到重視。
尤其在英國的地方治理，重視地方社區（local community）與社

區領導力（community leadership）的重要性。強調地方治理要能
夠建立組織間彼此的互助合作，才能使地方治理克盡全功（Leach
and Percy-Smith, 2001）。因此 1997 年英國新工黨重新獲得執政權
時，除了力主中央與地方夥伴關係外，也鼓勵地方與社區的發展，
目的在建立參與民主，及其強調組際間的工作與夥伴關係（interagency working or partnership）（朱鎮明，2004:37）。
綜上所述，地方治理所呈現之特徵有下列幾項：
一、公私邊界的模糊性
傳統的地方政府型態是側重地方政府本身的施政做為，然
現 今 地 方 治 理 體 系 將 不 再 局 限 於 此， 而 是 具 有 自 我 組 織（selforganizing）4 與 組 際 網 絡（interorganizational networks）5 之 特 質
（Stoker, 1999）。換言之，地方政府是鑲嵌在網絡關係中，並與其

它參與者產生平行互動的結構，因而產生組織邊界模糊的情況。例
如國營企業民營化、政府業務委外的興起。然值得一提的是，公私
4. 是 強 調 長 時 間 連 結 而 產 生 之 相 互 依 賴 與 互 惠， 俾 於 相 互 間 的 適 應 能 力（Newman,
2001:35）。
5. Easterby-Smith, Araujo 與 Burgoyne（1999）指陳，組際網絡有助於彼此間之學習，且經
由學習過程有利於協調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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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界的模糊將對地方政府課責產生威脅。因此，地方政府必須扮演
公平正義之角色，避免網絡關係產生失序之情勢（例如，避免地方
政府被其他網絡成員所俘虜）。誠如 Jessop（1998:42-48）指陳，
政府作為一種制度性的次級系統，雖然只是更廣闊複雜社會中的一
部份，但是依一般規範，政府又具有整合社會機制與社會凝聚力的
責任。
二、資源流動性
地方治理既為網絡結構，勢必產生各類資源流動之情勢。根
據 Rhodes 與 March 將網絡結構的資源區分為（Rhodes and March,
1996:214）：

（一）權威（authority）：決策與授權的權力。一般都是由政府所
占有。
（二）經費（money）：組織擁有的金錢。
（三）合法性（legitimacy）：乃指一個組織是否擁有民意基礎，
及其代表某一政策領域的利害關係者。
（四）資訊（Information）：具備制定政策的各種資訊。
（五）組織（organization）：包括人員、技術、硬體設備等。
然網絡資源其實不僅只有上述這些而已，應還包含制度與知識
兩項資源。其中制度方面則存有正式與非正式兩種關係。因此，地
方治理體系是呈現各項資源的流動，並進一步形成資源依賴關係。
換言之，網絡結構中的任何一個成員均無法掌握所有資源，唯有透
過成員間的交換或者協商互動，才有利於資源運用的極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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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區授能（empowerment）
一般說來，網絡成員包含公、私部門與非營利組織，但現今
地方治理所呈現的特徵更加強化社區組織（又稱第四部門）所扮演
的角色與功能。英國 Blair 首相（1998:4）主張，政府必須明瞭社
區扮演著管制者或提供者的角色，並對國家利益有絕對之影響力。
在二十世紀左派之基本教義者錯誤信仰國家可以取代公民社會，以
提高自由度。而新右派雖然改變了這個極端看法，卻極力主張大量
去除國家角色。因此國家必須繼續在影響力上扮演關鍵力量，促進
社區與非營利組織能夠與政府成為夥伴關係，俾於處理新的社會需
求。
綜上所述，地方治理系統乃呈現公私界限愈趨模糊，及其強調
組織間資源依賴之特性。此外，地方政府在治理過程中將進一步轉
型為網絡管理者，重視網絡成員的夥伴關係，並進一步強化社區角
色。

伍、地方治理相關論述
1990 年代以來新公共管理觀點下的「政府再造」席捲全世界，
運用市場競爭機制來創造一個具有企業精神的政府，這不僅在理論
上且在實務上亦成為主流，然這一切至 1995 年以後逐漸為有識者
所質疑，政府再造所帶來的可能不是績效的提升，而是公權力讓渡
出去之「空洞化」（hollow out）現象。因此，「治理」（governance）
的觀點受到了重視，自 2000 年之後，研究治理的學者提出政府權
力發生「向外」、「向上」、「向下」移轉的現象，政府的公權力
不斷的在複雜的治理環境中重組，並在各個政策的場域中產生了許
多與社會、私部門合作與衝突的現象。治理的概念所反映的是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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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化」、需求「多樣化」與運作「複雜化」的現象。Pierre 和
Peters （2000:14）因治理概念的混淆，曾提出傘狀的概念，認為治
理應包含：政策網絡、公共管理、企業協調、公司治理、公私夥伴
關係，善治等現象。有關治理概念的定義，眾說紛云，學者從各自
的研究旨趣，提出相對應的論述。若以傘狀的概念來統攝治理的論
述，地方治理應屬此傘狀概念的一環。現今對治理的論述，可謂汗
牛充棟，但細檢視各種治理相關概念之後，可歸納出兩大特徵：一
是對現象的描述，另一則是價值觀的取向。在現象描述構面，各治
理定義均指向網絡關係的結構特質，換言之，治理是在網絡關係的
結構中進行，地方治理也不例外。現舉一些重要學者的觀點，分析
如下。
首先是將地方治理當成是網絡治理的理論性論述，這一類的
文獻多集中於外國專家學者對於網絡治理的研究結果，如 Rhodes
（1997） 提 出「 自 我 管 理 的、 組 織 間 的 網 絡 」（self-organizing,
inter-organizational networks）的觀念，認為政府的決策是由許多
關係複雜的、資源互賴的組織，經由自主的網絡關係進行連結，
Rhodes 對於網絡的特性、定義、參與者、結構、分類、文化及權
力關係的論述，成為國內學者研究的典範。Kickert 等（1997:34-36）
認為「公共治理」是「複雜網絡的管理」（public governance is the

management of complex networks），透過社會過程的引導作用，形
成一種自主式的「網絡治理」（network governance），同時更進一
步的分別從「工具」（instrumental）、「互動」（interactive）和
「制度」（institutional）等三個不同層次來說明此種「網絡治理」
的概念，建構出一套「網絡治理」的完整架構。Kooiman（1993:58;
2002:77）認為「治理是一個社會上主要行動者互動、干預的結果」
政府不再獨占最高的統治權威，政治系統已經變成一個多中心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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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因此其特性在於資源互賴以及多元核心，沒有任何一個機構或
團體擁有絕對的權利，和掌握所有的資源，組成要素之間的關係是
彼此相互牽動且依賴的，在一個多元化的社會中，這種網絡治理
模式已經在地方政府的治理行為漸漸取得了其主導地位。此外，
O´Toole 和 Meier （2004:474）則分別從「網絡」（networks）、「鬆
散組合系統」（loosely coupled system）及「組織與制度」等三個

面向來解釋何謂「網絡治理」的概念，因此可知，網絡是目前對於
「治理」那種鬆散特性的一種比喻，在於強調具有自由度，但行為
者之間卻有著相互依存的、相對複雜的結構；他們之間的決策、互
動、聯繫與溝通行為有異於傳統的官僚組織（O´Toole, 1997b:117;
Alter and Hage, 1993）。

對於網絡治理的實務性研究，由於「網絡」必須包括二個或
更多不同單位所組成的模式，但是這些主要的構成要素，並不是包
含在單一層級節制的組織中（OT́oole, 1997a:45-52），網絡中的行
動者經常是位於行政組織中，同時也連接著外部的其他組織或單位
（Hall and O´Toole, 2004:186-207）。因此，此類的研究多集中在
於地方政府與社區以及非營利組織間的合作、互動關係上。
再者，若從政策網絡（policy network）的角度來談論地方治理
模式，所謂網絡（networks），可稱是政策相關成員的所有「互動」
關係，並由此作出或執行決策，因此成員之間互動關係與結構，都
是網絡分析的重點（Mandell, 1990:34）。政策網絡重視的是各機
關在多元參與的政策環境中專業價值之間的協調與整合，而不是層
級節制與命令。近來有關政策網絡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的學者同樣
是英國 Rhodes（1997）指出政策網絡概念包含五個面向，包括：1.
依專業功能與服務內容所產生的利益匯集、2. 成員或參與者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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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垂直的獨立性、4. 水平獨立性與連結狀況與、5. 資源分配與交換
情形。同時，考慮網絡組成的穩定性與其他網絡及社會大眾疏離程
度、資源分配情形，指出政策網絡的五種模式，包括：政策社群、
議題網絡、專業網絡、政府間網絡、生產者網絡等。Sørensen 和
Torﬁng（2005）則進一步分析，認為政策網絡的研究可以區分為兩
個階段。第一個時期研究的重點，在於政治與社會行為者如何互動
而出現政策的內容、社會參與者之間的參與涉入對政策產生彈性的
調整與修改，以及探討治理網絡、政策社群、國家統治與市場機制
的不同；而第二階段，雖然形成緩慢，但已逐漸在發展當中，主要
探討政策網絡的失靈（failure）或成功，政策網絡中包含了哪些資
源、情境或是條件，以及分別從政策網絡當中，可以衍生出何種民
主問題與民主潛能等。
第三、若從治理的概念來檢視地方治理，陳金貴（2013:31-35）
將治理概念的發展，區分為四大類型： 第一、組織內部治理，相
關概念有網絡治理（network governance） ；第二、組織外部治理，
相關概念有新治理（new governance） 與協力治理（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 第 三、 距 離 性 質 治 理， 相 關 概 念 有 地 方 治 理 與

多 層 次 治 理（multilevel governance） ； 第 四、 良 善 治 理（good
governance） 。由此可知，網絡所形成的治理，是國家和地方政府

間來達成協調的有效工具，其中包括了服務的提供、創造或維持過
程的知識等。這些網絡的連結是持續發生的（Kimberly and Keith,

2005:149-165），在此情形下，公共機構連結、公民的參與、分權化、
社會議題導向等不斷的交織作用，而公部門間的界線也相對糢糊化
（Kenneth and OT́oole, 2001:271-294）。
地方治理作為治理概念的一環，與其他治理觀點，除了在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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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與焦點著重的不同之外，在網絡結構的本質上，各種治理論述反
映出的皆為相同的特質。無論是從全球治理、多層次治理、全觀型
治理、善治、民主治理、地方治理、公司治理，乃至於社區治理，
其脈絡環境均為網絡關係，亦是一種跨邊界、跨層次、跨專業、跨
群體、跨個人的連結關係。假若，吾人以政府為網絡的行動者觀點
出發，可以歸納出有關治理的共同陳述：政府是存在於治理網絡中
（governance network） ，要進行網絡治理（network governance）

的工作，藉由網絡管理（network management）的作為，追求社會
公平、正義的實現。而此陳述包含了三個環節：一是網絡環境（立
足點）；二是網絡治理的主導價值觀（腦）；三是網絡管理的策略
及行動（手）。政府在網絡中，應扮演的是領航的角色，甚至從事
網絡建構的工作，以體現民主的價值。

陸、地方治理理論發展趨勢
Bovaird 和 Löfﬂer （2002:16） 將地方治理定義為「一套正式
或非正式的規則、結構和過程，用以規範個人或組織影響其他利
害關係人，共同訂定攸關地方福利的政策方案。」此外，Löfﬂer
（2009:220-221） 更指出地方治理應強調：第一、網絡與夥伴關係
的領導；第二、平衡策略利益；第三、勞動市場的管理；第四、資
源和知識管理；第五、注重內外關係管理；第六、注重多面向績效
的衡量；第七、發展好的地方治理。Bevir（2009:117-120）將地方
治理定義為，「在中央政府之下，所有層級的政府與行政。」而其
中的特色，主要考慮區域主義和區域化的影響。陳金貴（2013:34）
認為地方治理是指地方的公共決定權，從政府移轉到治理網絡，其
治理網絡包括非政府、企業部門、第三部門或民間協會的人員共同
組成。劉坤億（2003:246-250）指出地方治理的運作具有多層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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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多元化部門、資源依賴以及政策網絡治理等四大特徵。朱錦鵬
和朱鎮明（2013:92-96）則強調我國的地方治理應著重於：第一、
地方政府應以策略暨預算管理，落實地方性；第二、設計參與機
制，公佈縣市政府財政情況與預算配置；第三、運用專職且專業的
公共機構推動區域合作。以上有關地方治理的論述，多偏向除中央
政府外，地方政府水平互動關係的描述，較少特殊價值觀的指涉。
Stoker （2004:10-15） 在研究英國地方政府變遷時，指出 21 世紀
的英國地方政府已從新公共管理的影響下，逐漸轉換到網絡社區治
理（networked community governance）模式。此種新地方治理模式，
具備以下特質：
一、在治理系統的主要目標方面：為公眾最關心問題的有效解決。
二、在主導意識型態方面：為管理主義和地方主義。
三、在公共利益的界定方面：由複雜互動過程產生的個人與公眾偏
好。
四、主要課責模式：由民選領袖、管理者和主要利害關係人共同為
社區問題和服務輸送，尋求解決方法。此種系統將受到選舉、
公民投票、審議式論壇、功能監督與民意的挑戰。
五、服務輸送系統的偏好：根據實際情況選擇的方案。
六、在公共服務精神方面：沒有一個部門有獨佔權；透過分享價值
觀來維持關係。
七、與上一層政府的關係：複雜而多元的；磋商和彈性的。
丘昌泰（2007:41）認為所謂的社區治理指的是政府機關、社
區組織、企業、居民等，基於公共利益和社區認同，協調合作，解
決社區需求問題，優化社區秩序的過程與機制。社區治理是由以
政府機關為主體的「單邊化」决策模式，轉變為以社會為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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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邊化」的決策模式。此新地方治理模式，強調的是地方主義
（localism） 中社區的重要。公共服務輸送在傳統公共管理之下是
屬於福利國家的一部份，在新公共管理之下，講求的是降低成本，
以顧客為導向。不同於前兩者，網絡社區治理的精神是要滿足社區
的需求，而此種需求是由複雜的多層次治理所界定。網絡社區治理
的目標不僅是效率的達成，更是公共價值的實踐。
Giguère 和 Considine（2008:1-7）在研究地方治理與經濟發展
時，提出夥伴關係理論架構，他們認為夥伴關係是超越公私夥伴
關係，而是一種牽涉多元利害關係人分享責任的制度。Considine
（2008:18-25）認為夥伴關係是一種具備善意的網絡，其中的社會
資本，社區可用來動員以協力合作。同時，夥伴關係可被視為一種
領航和學習的制度，以解決地方問題。Giguère （2008:52-56） 更
指出夥伴關係作為地方成長的驅動力，在創新、技術整合、企業精
神、協調、調適、參與等方面，是重要的支柱。
Kim（2010:112-114）的研究發現，在社會發展和分權化的影
響下，公民對地方政府在回應性、透明和課責等方面的要求愈來愈
高。在此情形下，他認為在地方治理促進公開和公民參與方面，以
協力為基礎的策略包含了公私夥伴關係、非政府組織與志工活動。
領導者應扮演協力領導的角色，在創新、透明、協力合作、資源確
保各方面，將有重大的作用。Pardo 等（2010:132-133）將協力治
理視為在網絡組織中的協力合作關係。最特殊的是，協力治理是具
有互通性（interoperability）的一種政策、管理和科技混合的狀態。
協力治理下的互通性對提升民主與公民參與、透明和信任、政府管
理和經濟發展、政府長程策略和政策制定等，有重大貢獻。
目前，有關地方治理理論的主要發展趨勢包括了：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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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力治理、網絡社區治理此三種較廣泛的觀點。夥伴關係在起源上
較強調的是公私部門彼此間的關係；協力治理，最初較偏向部門間
關係；而網絡社區治理著重的是社區的角色。然而，依上述的分析，
已有混合的趨勢，彼此間有相當高的重疊性。在權威割裂和邊界滲
透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鑲嵌於各種不同的網絡關係中，透過價值分
享和公民參與，以領航來型塑共同願景，協力夥伴關係的建構與深
化可以創造社會資本和整合資源、協調行動，同時，責任的共同承
擔有助於「我們（we）」關係的形成。透過此種具有善意的網絡關
係，地方政府在地方治理中可以發揮創新精神，善用社會資源，如
此一來，不但可以靈活的回應環境的變遷與民眾日益高漲的期待，
更能提升施政品質，貼近社區，體現民主價值。

柒、結語
21 世紀的地方政府，已不能從傳統的功能劃分、行政區劃、
上下層級指揮體系來觀察，在全球化與網絡化的影響下，各國地方
政府在面對資源稀少、人口結構改變、經濟發展和自然環境變遷的
挑戰時，必須以全新的視野和策略來設計地方治理的功能以及地方
治理的能力。世界上很多國家在地方層級已由地方政府概念，轉換
成為地方治理，反映的是地方政府存在環境系絡的變化，亦蘊含了
新的期待在內。地方治理作為治理傘狀概念的一環，並不否定地方
政府存在的必要性，愈貼近地方的政府，愈知道地方的需求，「所
有的政府，都是地方的」，現在看來，更具有特殊的意義。
地方治理理論的發展趨勢雖然展現了夥伴關係、協力治理、網
絡社區治理此三種較廣泛的觀點，呈現出多元化及以社會為中心的
特質。但我們仍不能忽視地方政府的重要性及其所能發揮的功能。
Lafﬁn（2009:23）指出在英國對治理的觀點有兩種看法，一是弱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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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觀點；另一是強政府的觀點。Imire 和 Raco （1999:46）以及

Andrew 和 Gldsmith（1998:106）認為新地方治理並非是治理模式
的劇烈變遷，而是一種存在於老式（old-style）地方政府和新形式
地方治理之間的連續體，地方政府在新地方治理中扮演關鍵性角
色。Lowndes 和 Wilson （2001:632）更指出在社會資本與地方治理
間需要一種適當的制度設計以提升社會資本。
具有無邊界行政特質的地方治理，地方政府可以思考扮演網絡
建構者和網絡管理者的角色，以實現公共利益為目標，以協力夥伴
為精神，以開放、主動負責的態度，促進公民參與，提升為民服務
績效。網絡關係作為地方治理的架構環境，同時具有穩定性與變動
性的特質，網絡關係可能是一場賽局，其中有可能是資源依賴或交
易關係，更有可能是權力關係。地方政府作為網絡節點之一，亦有
可能產生「誰治理誰」（who governs who），和課責不清的問題，
對於治理能力的要求，恐更有甚於傳統的地方政府。值此治理模式
從「由上而下」轉成「由下而上」之際，全球在地化的要求，必須
在地方治理理論的指導下，將網絡建構深化，此種「制度深化」的
工作，才能成為地方治理強而有力的支柱（孫同文，2003:223）。
地方治理作為一種過程，要貫徹民主精神；然而，地方治理也應重
視結果，讓個人、倡議團體、地方政府官員、管理者對網絡治理有
信心（Milward and Provan, 2000:255），相信在網絡治理中能有效
的解決公共問題，凝聚信任，如此，地方治理才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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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Local Government to Local Governance:
Trend, Characteristics and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Mei-chiang Shih *

Abstract

The role and func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have been transformed
dramatically nowadays, and the concept to illustrate this trend and
characteristics has been shifted from local government to local governance.
Generally speaking, there are ﬁv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can be identiﬁed in
this changing tide of wave: ﬁrst, the networking of governance environment
and structure; second, the rising of across-boundary integration; third, the
participation demand of various interests and citizen; fourth, the trend of
delegation and devolution in the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and ﬁfth, the
emphasis of partnership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Partnership,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nd network community
governance are three widely discussed theories which related to local
governance theory. Although their original focus of attention is different: the
concern of partnership is on public and private relationship;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focus more on sectorś relationship; and network community
governance emphasizes on the role of community, however, these three
concepts, in application, have developed highly overlapping characteristic.
Local government is embedded in different kind of network relationships,
by means of value sharing and citizen participation, collaborative
partnership can be created to enhance the accumulation of social capital and
the integration of resources. Meanwhile responsibility-sharing also helps
to form the intimate we-relationship. In the good-will network relationship,
local governance not only will create innovative capability, but also can
increase citizenś quality of life and fulﬁll democratic values.
Keywords: governance, local governance, partnership,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network
community governance
* Mei-chaing Shih is currently a faculty member of Department of Public Management and
Policy, Tunghai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specialty is on organization theories, organization
network,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loc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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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雖然公務人力資源影響政府經營能力，但台灣地方政府研究焦
點很少置於人力資源狀況課題。本文採用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理論
概念，發展出分析人力狀況的重點面向，包括人力數量、人力運用
配置、人力資本和人力組合結構。然後，有系統地分析 2000~2012
間各地方政府公務人力資源在上述面向的變化狀況。根據官方統計
數據重新整理的證據基礎途徑，本文更深入地發掘地方政府所面臨
的核心人力資源議題，提出幾項重要議題及其意涵，特別是增進地
方政府整體服務能力的兩大領域課題，即人力配置比例失當與人力
資本偏低。
關鍵詞：地方政府、公務人力分析、公務人力資本

* 施能傑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特聘教授，研究領域為政府人力資源管理、政策分
析、政府績效管理、比較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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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台灣中央與地方政府體制採取單一體制，中央政府一向扮演政
策法制和預算資源配置等重要角色。儘管臺灣中央政府居於優勢地
位，但是隨著地方政府民選行政首長定期改選競爭程度更形激烈，
更重要的是 2011 年起設置更多新直轄市政府，地方政府在國家整
體公共服務的質量上勢將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除了傳統上的執行法
令外，也會更積極規劃轄區內公共事務的自治事宜。
地方政府角色愈行加重之際，所擁有人力資源狀況必然是更重
要的課題。目前中央政府公務人員數占全國比例精省後大幅增長至
2012 年的 55%，公教人員數占 42%。這個狀況和許多國家有所不
同，26 個 OECD 會員國有 17 個國家的地方政府雇用超過半數以上
比例的總公務人力，而且過去十年間地方政府比例有增長趨勢；聯
邦體制國家都是如此，單一體制國家的差異性則極大，日本和瑞典
低於 20%，但紐西蘭、愛爾蘭和土耳其都超過 90%（OECD, 2013:

104-105）。地方政府公務人員數量比例較低的環境下，更需有效
運用有限的人力，也重是有限人力的服務能等課題。
地方政府研究焦點比較少置於人力資源管理課題，特別是分析
人力狀況。施能傑 (1997, 1998) 曾分析 1994 年前地方政府和中央
政府的一般性人力狀況，但並未深入以各地方政府為單元細究。本
文延續作者早先研究主軸，更有系統地分析台灣各地方政府公務人
力資源的變化狀況，尤其是公務人員體系的狀況。首先採用策略性
人力資源管理理論概念，論述與發展出分析人力狀況的重點面向。
接著分就各分析面向說明地方政府實際變化狀況。最後，綜合提出
分析結果呈現的重要議題與意涵討論。本文依賴的公務人力資源資
料均為官方公佈的年度統計資料，包括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地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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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人員統計資料、 1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公務人
員概況 2 和銓敘部中華民國銓敘統計年報。由於地方公務人員統計
資料是 2001 年起才有，資料格式也較具備一致性，同時台灣更進
入民主社會的環境，因此，本文選定分析的期間是 2000~2012 年。

貳、策略觀點的人力資源評估面向
組織績效依賴人力資源是常識。經濟學教科書入門內容就指出
人力是四大生產要素之一，人力資源管理的資源基礎觀點（Barney,
1991; Colbert, 2004） 深入論稱，組織成員乃是知識創意的產生主
體，相對於價格、設備、通路等其他資源，組織人力若能較競爭對
手愈具有價值性、稀少性、難模仿性等能力，就愈能持續地掌握競
爭優勢所，重視知識創新的服務業組織和研發組織尤其需實踐這個
觀點。當然，資源基礎的人力資源必須依賴其他人力資源管理措施
的搭配，較高薪資和福利等顯然就勢必要的成本。
地方政府並不必如同企業那麼般地接受這套資源基礎理論，
畢竟兩者運作所面對環境不確定性和變動性確實有別，但也不能忽
略人力資源是否具備達成公共服務所需的職能等。因此，地方政府
需要深思的是根據自己的經營環境，需要怎要的人力資源，如何評
估所擁有人力是否符合需求，而不是單純追求更多人力或更高質人
1. http://www.dgpa.gov.tw/lp.asp?ctNode=1753&CtUnit=621&BaseDSD=7&mp=1， 該 項 統 計
資料僅提供縣市政府，不包括直轄市政府，因此合併或改制為直轄市的縣市政府之資料
均僅至 2010 年。資料內容包括各類別的人力數資料，如公務人員、教師、聘僱、清潔隊、
技工友、臨時人員等等。精省後幾年台灣省政府人事處出版年度台灣省各縣市人事統計
指標分析 (1999 ~2002)，但僅有人力數量。精省前省政府人事處出版的年度臺灣省人事
統計提要 (1975~1998)，內容包括諸多面向。
2. http://www.dgpa.gov.tw/ct.asp?xItem=9163&ctNode=393，該資料庫 2011 年以前提供直轄
市政府資料，此後則包括各地方政府資料。此資料庫提供各地方政府公務人員、教師和
警察數等。不過，這個資料庫的數據和中華民國銓敘統計的數據間存有部分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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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換言之，高人力資本的人力資源需支付更高人事成本和其他制
度去獲取與維持，地方政府思考的人力資源組合就不能是單面向思
考。
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理論提供更複雜但務實的指引。這套理
論的基本主軸論稱，組織人力資源管理系統與組織策略方向等等
特性更細緻結合，組織就能夠產生重大的競爭力 (e.g., Lengnick-

Hall and Lengnick-Hall, 1988; Delery and Doty, 1996; U.S. OPM, 1999;
Becker, Huselid and Ulrich, 2001; Dessler, 2012)。Donald E. Klingner

(1995:633) 稱策略性公務人力資源管理是：「刻意經由對人力資源
行政與政策議題的設計安排，用以強化公務機關達成其任務目標的
能力。」因此，人力資源管理的主要環節，包括人力資源規劃、人
力遴選、人力配置運用、薪資福利規劃、人力訓練與發展等等，都
可以應該搭配組織策略方向和階段，定期檢視所設計的管理制度之
合宜性。Brain E. Becker, Mark A. Huselid 和 Richard W. Beatty (2009)
就論稱組織應將所擁有的人力資源當作是一種投資組合，不應將所
有人力同等對待，而是要運用管理工具區辨出人力對組織貢獻度的
位置，然後全力投資於那些創造最多組織價值的人力。
作者早先即曾借用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理論的啟發，提出政府
組織人力資源評估的六個重要面向（施能傑，1998），包括六大面
向，即人力數量、人力結構、人力素質、人力運用、工作態度與人
事成本。檢視這些面向的變化狀況，並對照組織業務角色發展需求
等策略層面，有助於政府組織發掘自身面對的人力資源總體面向上
的課題。本文參酌這個架構，將地方政府人力資源分析焦點置於四
大面向：人力數量、人力運用配置、人力資本與人力組合結構。
最常用來瞭解地方政府服務能量的重要觀察面向之一是其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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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力資源數量。表達人力數量狀況可分為兩大類型：絕對數量和
相對數量。絕對數量類型的指標中，最精確者是所有直接雇用的人
力數，稱為「實有人力數」， 3 較狹義者是僅指正式職員數，稱為
「公教人員數」，這類人力是地方政府最依賴從事公共服務者。相
對數量類型的指標中，較常用者是公務人力密度，意指每計算單位
（如千人、萬人等等）中政府的實有人力數或公務人員數，另外常
見的指標是勞動力比例，意指就業人口中受政府部門雇用的比例。
相對數量類型的指標，因是採用同一參考基準下的數據，更適合做
跨年度和闊政府別的比較。透過人力數量和正式公教人力所佔比
例，可以了解地方政府用人政策上的方向。
其次，地方政府實際上如何運用人力是另一個需要關注的課
題，最核心的分析焦點是瞭解人力資源如何配置於各項主要的公共
服務業務領域，以及配置比例和地方政府重要業務變動間的搭配情
況。人力運用配置狀況如果和地方政府重點策略失衡，除了影響組
織工作能力外，也可能潛在著某些領域過於充沛的現象。
第三，地方政府人力資源本身特性也是影響組織具備知識技能
等軟性但核心能力的重要因素，這是典型強調人力資源對組織績效
影響的關注面向。地方政府不是追求最高的人力資本，但要重視人
力資源具備基本或進階工作知識、技術和能力等，這些人力資源的
人口特性和工作服務能力間有關連性。
最後，地方政府要重視組織人力組成結構狀況。政府部門人力
3. 政府經由委外或獎補助等方式交給民間社會執行公共服務所衍生的雇用人力，理論上也
應該視為政府的實有人力，參見 Light (1999)。政府人事部門統計資料中並無這方面資
料，行政院勞委會就業統計調查中有接近的數據，即雇主的部門性質，但該項統計指標
只有全國性資料並未提供各地方政府資料，因此也無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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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結構的主要觀察指標是職等和官等，即各職等或官等配置多少
人力比例。人力組成結構一方面影響服務能力，例如，當執行性人
力需求遠大於決策性需求時，高職等人力比例就不必過多，但專業
性執行性人力需求大於行政性執行人力時，就也不適合大量比例屬
於職等，亦即過於扁平型金字塔的人力組成結構未必適合。當然，
每一職等所涉及的人力費用成本有所不同，人力組成結構的樣貌自
然代表著地方政府的總人事費用狀況。

參、地方政府公務人力數量與人力密度
地方政府所有直接雇用人力稱為「實有人力數」，狹義者是指
正式職員的「公教人員數」。簡要地說，地方政府實有人力數是由
幾類人員所組成，包括：公務人員、教師、聘雇用、技工工友、駐
衛警、清潔隊員、臨時人力和臨編人力。前兩者統稱公教人員，公
務人員中又可區分為一般行政人員和警察兩個次類。表一提供實有
人力數和公教人力數兩大類型 13 年間變化狀況，包括絕對數量和
相對數量（人力密度），大體上可做以下的觀察：
第一，目前各縣市政府中桃園縣實有人力數最多約三萬人，有
八個縣雇用超過或接近一萬人，基隆市、嘉義市、花蓮縣和台東縣
介於七至八千人，嘉義市最少是四千六百人（舊台北縣實有人力數
2010 年時則已超過六萬人）。多數地方政府實有人力數都成長，

桃園縣成長率最高達 17%，舊台中市、台中縣、新竹市、新竹縣、
新北市（延續台北縣）和苗栗縣的成長率都超過一成。基隆市、舊
台南市、嘉義縣和彰化縣則有小幅減少。
第二，五個直轄市的變動狀況是，2011-2012 年間新北市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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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人力數量與密度
實有人力數

宜蘭縣
桃園縣
新竹縣
苗栗縣
臺中縣
彰化縣
南投縣
雲林縣
嘉義縣
臺南縣
高雄縣
屏東縣
臺東縣
花蓮縣
澎湖縣
基隆市
新竹市
臺中市
嘉義市
臺南市
高雄市
新北市
台北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2000
8957
26206
8231
9926
22380
19827
10670
12781
10613
17924
19163
15815
6970
8159
3898
7300
6234
15253
4586
12151
34213
54131
78421
35547
24765
45670

2012
9509
30680
9307
11006
25076
19434
10675
13187
10363
18300
20318
15704
7341
8088
3901
7053
7069
17244
4615
11834
28919
60185
62382
36012
24818
45601

成長
6.2
17.1
13.1
10.9
12.0
-2.0
0.0
3.2
-2.4
2.1
6.0
-0.7
5.3
-0.9
0.1
-3.4
13.4
13.1
0.6
-2.6
-15.5
11.2
-11.6
1.0
1.0
1.0

公務人員數
2000
3490
7659
2940
3675
6823
6920
3800
4861
3985
6401
6463
6129
3169
3311
1929
2790
1969
4224
1699
4095
12076
13781
31099
14933
11520
19073

2012
3700
9794
3457
4092
8207
7679
4285
5127
4325
7197
7443
6304
3163
3548
1770
2841
2476
6171
1934
4160
12026
19629
26089
15379
11578
19234

成長
6.0
27.9
17.6
11.3
20.3
11.0
12.8
5.5
8.5
12.4
15.2
2.9
-0.2
7.2
-8.2
1.8
25.7
46.1
13.8
1.6
-0.4
42.4
-16.1
1.0
1.0
1.0

每千人口（6-15 歲學生）數
實有
公務
警察
教師
2000 2012 2000 2012 2000 2012 2000 2012
19.3 20.7 7.5 8.1 2.4 2.6 49.2 65.7
15.1 15.1 4.4 4.8 2.0 1.8 41.3 53.5
18.7 17.8 6.7 6.6 2.1 1.9 48.4 55.0
17.7 19.5 6.6 7.3 2.2 2.1 44.7 62.9
15.0 16.0 4.6 5.2 1.6 1.5 42.4 53.8
15.1 15.0 5.3 5.9 1.9 2.1 44.5 54.1
19.7 20.5 7.0 8.2 2.4 2.7 54.8 69.1
17.2 18.5 6.5 7.2 2.0 2.1 48.2 57.3
18.9 19.4 7.1 8.1 2.2 2.3 54.0 67.6
16.2 16.6 5.8 6.5 1.9 2.5 46.2 54.9
15.5 16.3 5.2 6.0 2.0 2.2 48.8 58.1
17.4 18.3 6.8 7.3 2.3 2.2 48.8 65.0
28.4 32.4 12.9 14.0 5.3 4.4 64.2 85.4
23.1 24.1 9.4 10.6 3.6 3.5 54.8 71.3
43.6 39.5 21.6 17.9 10.8 7.3 75.6 93.4
18.8 18.7 7.2 7.5 3.1 3.0 43.5 62.8
16.9 16.6 5.3 5.8 1.9 2.2 44.3 53.6
15.8 15.9 4.4 5.7 1.9 3.1 41.6 49.0
17.2 17.0 6.4 7.1 2.5 2.8 41.0 49.4
16.5 15.3 5.6 5.4 2.6 2.4 43.4 48.5
23.0 18.9 8.1 7.9 3.3 3.1 32.3 64.6
15.2 15.4 3.9 5.0 1.7 2.3 42.2 53.9
29.6 23.3 11.8 9.8 3.0 3.2 69.4 51.7
13.3 13.4 5.6 5.7 2.6 2.7 53.3 55.3
13.2 13.2 6.1 6.2 2.6 2.5 53.1 55.6
16.5 16.4 6.9 6.9 2.8 2.8 63.5 66.1

說明：
1. 本表僅提供兩年資料作對照。斜體字為 2010 年數據。各類人力數均取自註 1 資料庫，每
千人口數由作者自行計算。直轄市教師數由於包括高中職教師，因此對應的每千國中小學
學生教師數之數值應該是更低。最後五列為 2011 年後的五個直轄市政府，因此（台北市
除外）所對應的 2000 年一欄均為 2011 年數據。
2. 各直轄市政府實有人力數不似各縣市政府包括了清潔隊員、臨時人力和臨編人力，因此，
兩類政府的數據不適合直接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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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成長超過一成，目前有六萬人，台中市、台南市和高雄市街微幅
成長 1%。台北市並非新設置之直轄市，總人力數自 2000 年持續減
少迄今略超過一成，但目前仍居最高的 6.2 萬人。

第三，轉換成相對數量的人口密度指標後，多數縣市政府每千
人口政府實有人力數約在 15~20 人間，差異性不大，澎湖縣接近

40 人是極端的高值，東部台東縣、花蓮縣和宜蘭縣也都超過 20 人。
相對地，台北市有極端 23 人外，五個直轄市每千人口實有人力數

多低於縣市政府。就每千人口公務人數（含警察）而言，地方政府
間有較大差異性，基本上縣市人口數量和公務人口密度成反比，桃
園縣最低不及 5 人，澎湖縣最高有近 18 人；五個直轄市政府中，
最低的新北市是 5 人，台北市最高有近 10 人（換言之，新北市和
桃園縣每一公務人員服務 200 位縣民，澎湖縣則降至 55 位）。過
去 13 年間，多數地方政府每千人口實有人數和公務人員數皆呈現

增加趨勢，舊台中市和新北市最高比例都約近三成，南投縣、高雄
縣和嘉義縣次之，不少縣市的成長也都超過一成，澎湖縣相對減少
17%。
第三，各地方政府每千人口警察人力數的高低狀況，多數和每
千人口公務人員數相當接近，只是地方政府間差距相對縮小。舊台
中市成長超過六成，新北市和台南縣其次都超過三成，不過，有九
個地方政府呈現負成長，澎湖縣減少超過三成，人口眾多的桃園縣
也減少一成。換言之，澎湖縣平均每 143 名縣民配置 1 位警察，桃
園縣則是每一警察平均服務 555 位縣民。

第四，每千國民義務教育學生（6-15 歲）教師數而言，目前澎
湖縣 (93 人 ) 和台東縣 (84 人 ) 顯著高於其他縣市政府，次高的是
花蓮縣和南投縣，嘉義市和舊台中市相對最低約是 49 人，而五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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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政府多為 50 餘人。換言之，澎湖縣平均每位教師照顧 10.7

名學生，直轄市則增至約照顧 18 名學生。就成長率分析，幾乎多
數地方政府成長率是超過兩成，其中，基隆市和苗栗縣最高皆超過
四成，就台南市最低約是一成。
第五，就政府部門與當地就業人口相比較而言，本文跟運用行
政院勞委會 2011 年資料計算顯示，4 多數地方政府每千就業人口中
約有 30~40 人的雇主是政府部門，澎湖縣特別顯著地高有 101 人，
台東縣次高有 70 人，花蓮縣和台北市是第三組約是 54 人。新北市
相對最低有 24 人，台南市次低 27 人。每千就業人口中政府部門公

教人員數約降為 25~33 人，地方政府間差異性和前一指標相同，最
高仍是澎湖縣 68 人，最低是新北市 22 人。

肆、地方政府公務人力的運用配置
地方政府實有人力與公務人員運用配置狀況，分別說明下。
一、實有人力配置
地方政府實有人力包括不同類別，表二顯示 2012 年各類人力

數量和 2000~2012 年間人力成長率，大致上有幾點重要現象。

首先，2012 年時地方政府實有人力中，公務人員此類人數最
多的政府數目居多，台北市和花蓮、台東、澎湖、雲林與嘉義縣更
是明顯。相對地，桃園縣、新北市和台中市的教師人數是顯著最多。
臨時人力數量是居第三多的類別，有 15 個縣市政府超過或接近千
人，舊台北縣政府最多超過一萬人。

4.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網站上提供各地方政府每年的就業人口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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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實有人力數與人力配置比例
總人數 (2012)
公務
人員

成長率 (2000~2012)

公務
教師 警察 清潔隊 技工友 臨時
教師 警察 清潔隊 技工友 臨時
人員

宜蘭縣

3700

3265 1202

440

674

923

-0.9

6.0

44.8

桃園縣

9794 13845 3719

2025

1203

2244

27.9 18.9

6.0

7.1

46.2

新竹縣

3457

3646 996

456

721

551

17.6 11.5

9.2

28.2

苗栗縣

4092

3870 1198

589

887

963

11.3

6.9

-0.7

臺中縣

8207 10995 3039

1453

1334

2163

20.3

8.3

30.1

彰化縣

7679

8025 2775

1022

887

1279

11.0

-7.4

南投縣

4285

3818 1385

438

665

986

12.8

-7.6

雲林縣

5127

4411 1519

660

1060

1396

5.5

嘉義縣

4325

3554 1249

460

752

995

8.5

臺南縣

7197

6463 2381

1036

941

1785

高雄縣

7443

7979 2715

1112

1283

屏東縣

6304

5800 1848

770

1125

臺東縣

3163

2094 997

219

花蓮縣

3548

2538 1183

314

澎湖縣

1770

856 725

基隆市

2841

新竹市

2476

臺中市
嘉義市
臺南市

-2.3
-8.4

-4.8

62.3

6.6

16.7

58.3

-10.9

10.5

13.7

33.5

-37.4

-4.6

8.7

43.9

-11.9

-0.4

-1.7

3.5

15.6

-13.9

9.6

-2.7

0.2

28.9

-32.9

1.8

12.4

-6.7

11.5

26.4

-35.2

12.2

1620

15.2

-1.7

1188

2.9

459

991

-0.2

466

898

7.2

100

421

622

-8.2

2433 1125

440

628

210

2896 952

352

399

582

6171

7350 3358

770

787

1775

1934

1743 762

196

332

261

4160

4546 1833

926

582

新北市 19629 22096 9246
臺北市 26089 21187 8621

4517

11.5

43.3

-11.2

0.2

-3.0 -11.5

38.3

-3.5

18.8

3.5 -23.0

23.8

-31.2

87.7

-5.8

33.5

-36.1

13.0

1.5 -24.8

20.3

8.8

25.4

1.0

-7.3

16.3

25.7 15.5

33.3

0.0

46.1 12.1

80.7

29.4

13.8

2.8

13.1

0.0

-11.5 -44.2

1109

1.6

-5.6

-3.7

0.0

-36.6

11.9

-0.4

-5.1

7.2

2117 10283

42.4

-3.3

50.1

50.6

-22.9

12.6

-16.1 -11.0

-0.2

高雄市 12026 11544 4779

1.8

-3.1

-40.3 -47.4
-15.3

-6.9

-20.0 -10.7

臺中市 15379 17967 7123
臺南市 11578 10731 4745
高雄市 19234 19049 7899
說明：斜體數據是 2010 年 公務人員總數包括警察。聘僱用人員數不高所以未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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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比例
公務人員
2000

2012

教師
2000

清潔隊員

2012

2001

技工友

2012

2001

臨時人力

2012

2000

2012

宜蘭縣

39.0

38.9

36.7

34.3

3.2

4.6

7.3

7.1

9.6

桃園縣

29.2

31.9

44.4

45.2

5.8

6.6

5.5

3.9

10.8

9.7
7.3

新竹縣

35.7

37.1

39.8

39.2

3.3

4.9

9.3

7.7

7.0

5.9

苗栗縣

37.0

37.2

36.5

35.1

3.6

5.4

8.0

8.1

8.3

8.7

臺中縣

30.5

32.7

45.3

43.9

4.5

5.8

6.2

5.3

8.7

8.6

彰化縣

34.9

39.5

43.7

41.3

3.5

5.3

6.9

4.6

6.8

6.6

南投縣

35.6

40.1

38.7

35.8

3.4

4.1

6.8

6.2

9.3

9.2

雲林縣

38.0

38.9

35.2

33.4

3.9

5.0

9.4

8.0

10.0

10.6

嘉義縣

37.5

41.7

34.5

34.3

3.3

4.4

10.2

7.3

9.2

9.6

臺南縣

35.7

39.3

38.7

35.3

3.9

5.7

7.9

5.1

8.9

9.8

高雄縣

33.7

36.6

42.4

39.3

4.0

5.5

7.1

6.3

8.4

8.0

屏東縣

38.8

40.1

37.8

37

3.9

4.9

7.2

7.2

6.3

7.6

臺東縣

45.5

43.1

29

28.5

2.3

3.0

9.4

6.3

7.6

13.5

花蓮縣

40.6

43.9

32.1

31.3

3.0

3.9

8.5

5.8

9.7

11.1

澎湖縣

49.5

45.4

21.6

21.9

2.1

2.6

9.6

10.8

12.7

15.9

基隆市

38.2

40.3

33

34.5

5.6

6.2

13.4

8.9

5.5

3.0

新竹市

31.6

35.0

40.2

41

4.1

5.0

7.1

5.6

10.0

8.2

臺中市

27.7

35.8

43

42.6

4.8

4.5

6.2

4.6

13.0

10.3

嘉義市

37.0

41.9

37

37.8

4.0

4.2

7.7

7.2

10.2

5.7

臺南市

33.7

35.2

39.6

38.4

5.0

7.8

7.5

4.9

8.2

9.4

新北市

25.5

31.4

42.2

37.5

5.7

7.5

5.0

3.5

16.9

17.1

台北市

39.7

41.8

30.1

34

高雄市

35.3

42.2

37.1

41.8

說明：技工友含駐衛警。臨時人力含臨編人員。直轄市政府皆無後三類人力的資料。台北市
和高雄市資料是 2003 vs.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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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和 2000 年相比較，幾乎所有地方政府公務人員數量都
成長（詳後）。台中市以北的西部各縣市教師數多有相當幅度的增
長率，桃園縣和新竹市幅度最高達 15% 以上，但台北市、新北市
和其他縣市則多是負成長。較多縣市的臨時人力數呈現增長現象，
台東縣成長達 87%，基隆市和嘉義市則減少超過四成。除苗栗和澎
湖縣外，各縣市技工工友數都是負成長，有七個縣市的減幅達三成
以上。各縣市清潔隊員數量都呈現大幅度成長，最高依序是苗栗縣
62%、台中縣 58% 和舊台北縣 50%，桃園、宜蘭、南投和高雄縣
也都超過四成。
第三，就各類人力配置比例而言，目前公務人員與教師兩類
人力占實有人力比例多在 75% 左右，彰化縣最高有 80.8%，澎湖
縣和舊台北縣最低是 67.3%。其他三類人力合計比例，絕大多數縣
市皆在 20% 以上，其中，有 11 個縣市的臨時人力比例超過或接近

10%。此外，以變化趨勢觀之，僅有少數縣市的三類人力比例呈現
成長趨勢，澎湖縣增加幅度最為明顯；換言之，多數縣市政府實有
人力配置在公務人員和教師兩大類別的比例是增加中。
最後，根據表二換算，目前約有半數縣市公務人員比例超過
40%，澎湖縣最高有 45%，桃園縣和舊台北縣最低皆約僅有 32%。

相對地，桃園縣教師比例最高有 45%，澎湖縣僅有 22%。其他三類
人力比例，絕大多數縣市皆在 20% 以上，彰化縣和桃園縣最低約
是 17%，澎湖縣和舊台北縣最高有 29%，少數縣市的比例是成長

趨勢，澎湖縣增加幅度最為明顯。臨時人力比例較高的前三者是舊
台北縣 17%、澎湖縣 16% 和台東縣 13%，基隆市最低僅 3%。技工

工友比例以澎湖縣最高有 11%，舊台北縣和桃園縣最低皆少於 4%。
各縣市政府清潔隊員比例的差異性相對較低，多數集中在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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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務人員配置
地方政府公務人員主要分為簡薦委官職等行政人員和警察人員
兩大類。一般行政人員服務於地方政府所屬行政機關各局處、各鄉
鎮市區公所和學校職員。表三顯示 2000 年和 2012 年各類人力配置
比例，大致上有幾點重要現象。
第一，目前有三個直轄市政府公務人員數量都接近或超過兩萬
人，台北市最多有 2.6 萬人，縣市政府多數在四千人以下（桃園縣

例外，接近一萬人）。和 2000 年比較，各地方政府公務人數量都
是增長的，舊台中市和新北市增加幅度最大皆高過四成，桃園縣、
新竹市和原台中縣成長幅度都超過二成。台北市是明顯人數減少的
地方政府，澎湖縣次之。
第二，地方政府公務人員中最大量人力配置在警察部門，目前
有十個政府警察比例超過或接近四成（特別是直轄市政府），相對
比例較低的五個縣市（新竹、苗栗、雲林、嘉義、屏東縣）也約是
29%。台中市比例特別高，舊台中市時即高達 54%，合併後目前也
達 47%。2000~2012 年間，直轄市和省轄市政府警察比例多呈現正

成長，台中市成長幅度最高有一成，相對地，縣市政府幾乎都是負
成長，台東縣和桃園縣的降幅最高分別是 9% 和 7%。
第三，各縣政府鄉鎮市公所是第二高比例的公務人員配置地
點，除了桃園縣和舊台北縣的比例顯著為低外，幾乎各縣政府都有
超過二成比例的公務人員配置於鄉鎮市公所，屏東縣最高有 24%。
不過，2000~2012 年間，鄉鎮市區公所的比例幾乎都是下降趨勢，
減幅約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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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地方政府公務人員工作領域的配置比例
公務人員總數
2000

2012

警察人員
2000

2012

鄉鎮市區
2003

學校職員

2012

2003

消防

2012

2003

2012

宜蘭縣

3490

3700

32.5

32.5

23.3

20.9

11.3

11.9

3.9

5.8

桃園縣

7659

9794

45.3

38.0

17.8

13.5

12.2

12.6

8.1

10.5

新竹縣

2940

3457

31.0

28.8

22.5

18.9

11.2

12.8

6.9

9.8

苗栗縣

3675

4092

32.8

29.3

22.6

19.3

7.7

11.1

5.7

9

臺中縣

6823

8207

34.2

37.0

23.4

20.7

10.8

11.9

5

6.6
6.4

彰化縣

6920

7679

35.3

36.1

25.6

21.5

7.6

10.7

5.3

南投縣

3800

4285

33.5

32.3

23

20.6

8

10.5

6.5

8.9

雲林縣

4861

5127

30.2

29.6

27.5

23.6

7.8

11.4

5.6

7.2

嘉義縣

3985

4325

31.3

28.9

24.6

22.6

8.4

9.3

7.9

8.9

臺南縣

6401

7197

33.4

33.1

22.9

22

8

9.9

5.7

7.3

高雄縣

6463

7443

37.7

36.5

20.1

18.7

9.6

11.3

6.6

7.3

屏東縣

6129

6304

34.1

29.3

26.5

24.3

8.4

9.5

5

8.9

臺東縣

3169

3163

40.9

31.5

19.7

19.1

9.4

10.7

4.7

9.1

花蓮縣

3311

3548

37.9

33.3

20.8

19.1

9.6

11.4

3.8

6.4

澎湖縣

1929

1770

50.0

41.0

17

16

2.4

3.5

8.4

9

基隆市

2790

2841

43.5

39.6

10.2

10.3

8.9

10.5

6.4

8.2

新竹市

1969

2476

36.3

38.4

6.9

6.3

10.9

13.5

7.6

9.3

臺中市

4224

6171

44.0

54.4

6.9

5.5

8.8

8.3

6.5

8

嘉義市

1699

1934

39.7

39.4

7.1

6.3

6.4

7.7

9.7

10.9

臺南市

4095

4160

46.5

44.0

7.8

7.5

9.3

9.9

6.9

8.7

高雄市

12076

12026

36.0

39.7

新北市

13781

19629

44.7

47.1

16.9

13.1

9

8.8

5.9

10.5

台北市

31099

26089

27.6

33.0

臺中市

14933

15379

47.1

47.7

臺南市

11520

11578

41.6

41.2

高雄市

19073

19234

40.2

41.4

說明：直轄市政府皆無後三類人力的統計資料。斜體數據均為 2010 年。台北市和高雄市警
察比例為 2002 vs.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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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地方政府公務人員工作領域的配置比例（續）
衛生

戶政

2003 2012

2003

稅捐

2012

2003

地政

2012

2003

環保

2012

2003

縣府

2012

2003

2012

宜蘭縣

5.4

5.5

3.2

2.9

3.3

3.2

3.1

3.1

1

0.9

11.8

13.3

桃園縣

3.5

3.2

4

3.4

2.9

2.8

3.4

3

1

1.2

7.9

11.8

新竹縣

7

6.5

3.2

3

3.3

3.1

3.3

3.4

1.2

1.3

12.2

12.4

苗栗縣

7.1

6.1

3.9

3.7

3.1

2.9

4.5

4.5

1

1

11.6

13.1

臺中縣

4.5

4.2

4.6

2.9

2.7

3.4

3.3

1.2

8.3

13.6

彰化縣

4.4

4.2

4.2

3.9

2.9

2.9

4.1

3.8

1

1

8.2

9.5

南投縣

6.1

5.8

3.3

3.3

3

2.8

3.7

3.4

0.8

0.7

11.5

11.7

雲林縣

5.3

5.4

3.9

3.8

3.5

3.2

4.1

4.1

0.6

0.6

10.4

11.1

嘉義縣

6.3

6.6

3.3

3

2.8

3

3.6

3.9

0.7

0.8

11.9

13

臺南縣

6

5.8

4.4

3.9

3.1

3.1

4.6

4.5

1.1

1

8.8

9.4

高雄縣

5.8

5.4

4.3

4.1

2.8

2.7

3.6

3.4

1.1

1

8.9

9.6

屏東縣

7.6

7.7

4.1

3.8

2.5

2.4

3.5

3.3

0.7

0.9

9.2

9.9

臺東縣

8.4

8.4

2.6

2.4

2.4

2.3

3.1

2.9

0.8

0.9

12.7

12.7

花蓮縣

5.9

6

3

2.9

2.8

2.4

3.5

3.2

0.8

0.9

13.3

14.4

澎湖縣

5.8

6.1

1.7

1.6

2.6

2.4

1.6

1.6

0.7

1

16.9

17.8

基隆市

6.6

5.8

3.3

3.1

4.1

4.1

1.6

1.6

1.4

1.4

15.8

15.4

新竹市

3

2.9

3.8

3.6

4.5

4.3

2.6

2.5

1.7

1.9

17.5

17.3

臺中市

2.8

2.3

4.3

3.5

4.1

3.3

3.2

2.7

1.7

1.3

12.1

10.7

嘉義市

3.5

3.3

3.7

3.6

5.4

5.7

3.1

3

1.8

2

18.8

18.1

臺南市

2.9

2.7

4.3

4.3

4.5

4.5

3

3.3

1.5

1.5

14.3

13.5

台北縣

4.7

3.9

4.3

3.8

2.5

2.6

2.8

2.6

1.1

1.3

7.9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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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學校職員是公務人員配置的另一個高比例地點，絕大
多數縣市政府的配置比例超過一成，而且過去十多年間，比例皆
呈現小幅增長。目前新竹市最高有 13.5%，澎湖縣是特別例外僅有
3.5%。

第五，多數政府又有接近一成左右人力是配置於消防業務上
（宜蘭縣最低也近 6%），且十年間比例各縣市政府都有明顯增加
（尤其是原台北縣、台東縣、屏東縣和苗栗縣）。緊接著的是衛生
業務人力，配置比例多超過 5%。戶政和稅捐稽徵業務領域的人力
比例再次，比例高於環保和地政領域，這些業務領域人力比例都略
微減少，戶政和衛生領域減少比例相對略高。換言之，扣除前述幾
個領域的人力後，縣市政府府內各局處單位所配置的人力比例大致
上約是介於一成左右，省轄市政府配置比例則較高，比例都呈現小
幅增長現象。
上述人力比例配置現象，也可從公務人員所擔任工作類別比例
得到對照，52012 年時地方政府人力配置上，除了廣義的一般行政
職系（24%）外，民政工作比例最高有 10.6%，戶政、財稅行政、

會計、人事行政、土木工程和地政等職系的人力比例都約是 5~6%。
工作領域人力比例超過 1% 者僅有社會行政、經建行政、教育行政、
測量製圖、社會工作、政風、衛生技術、資訊處理等職系。

伍、地方政府公務人員的人力資本與特性
政府行政機關服務能力除受人力數量和運用配置影響外，人力
資源的人口特性是常提及的另一組因素。本節說明地方政府主要公
5. 各職系人力數引自銓敘統計（但無縣市別），本文自行計算各職系人力占行政類和技術
類職系人力的比例，分母未採計「無職系」一類（如警察、事業機構、醫事人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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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服務者的公務人員（包括警察人員）之人力資本和人力特性，由
於統計資料並未分就警察和官職等人員兩類公務人員的人力資本和
特性詳列，雖然兩類人員是有一定差別性，但本節無法提供細部對
照分析。
一、教育年數和國家考試資歷
經濟學者的一般性觀點是，人力資本的重要指標是教育年數，
特別是高等教育年數，認為其與知識技能間有正相關。政府部門公
務人員因需透過國家考試途徑，因此考試及格也被用來公務人員視
為是具有更好知識基礎的指標。表四提供這兩項指標的狀況，說明
如下：
第一，具備高等教育年數可再細分為三項指標，目前地方政府
公務人員具備三項指標的高等教育年數上明顯不同。具備「專科以
上」資歷者的比例最高，多數政府超過八成，新北市和台北市最高
均接近九成。「大學以上」資歷者的比例則幾乎減少一半，多數政
府是四成多，至於「研究所」資歷者的比例多約近一成。整體而言，
直轄市政府在三項指標的比例最高，如大學以上比例多超過半數，
次高組是北部各縣市政府。
第二，和 2003 年比較，地方政府公務人員具備大學以上教育
資歷比例的增長幅度非常顯著，多數地方政府超過一倍。不過，和
中央政府比較，縣市政府大學以上比例仍有接近 20% 的落差，研
究所比例差距更超過一倍以上。台北市和新北市政府是教育年數最
高者，仍低於中央政府平均值。
第三，就各地方政府公務人員具備各種國家考試及格資歷的比
例而言，從 2003 年平均 81% 成長至目前的 92%，直轄市和省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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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地方政府公務人員教育背景和國家考試資歷
研究所
2003

76

大學以上

2012

2003

2012

專科以上
2003

2012

高考
2003

高普考

2012

2003

2012

宜蘭縣

2.6

9.5

20.7

44.6

61.7

82.5

5.9

10.2

11.8

15.3

桃園縣

2.4

11.8

22.1

48.2

65.4

86.5

5.5

11.2

11.7

16.8

新竹縣

2.8

11.0

26.1

50.1

68.3

84.2

5.5

12.3

11.3

17.8

苗栗縣

1.9

9.9

20.2

46.0

61.5

83.4

4.8

11.4

11.2

17.1

台中縣

2.2

8.2

22.9

39.2

66.1

81.6

6.8

10.5

15.3

16.8

彰化縣

2.1

9.2

21.7

45.2

62.2

81.7

5.1

8.8

11.6

14.9

南投縣

2.4

9.2

20.8

39.8

61.8

78.5

5.7

8.6

11.3

13.6

雲林縣

1.8

8.9

18.6

44.0

58.5

81.4

4.1

9.9

8.5

14.6

嘉義縣

2.2

9.9

18.5

45.3

60.3

81.8

4.6

9.7

10.7

14.6

台南縣

2.8

9.0

22.8

43.8

60.1

78.0

6.0

10.2

13.5

16.9

高雄縣

2.5

9.2

19.1

40.2

57.1

73.2

5.0

9.1

12.3

15.2

屏東縣

1.2

7.6

17.1

41.8

54.3

75.7

4.3

8.6

11.6

15.0

台東縣

1.8

9.0

16.8

38.7

52.9

76.6

3.2

7.0

6.5

9.2

花蓮縣

1.4

7.9

14.9

38.3

56.8

80.7

2.4

6.0

5.1

8.7

澎湖縣

1.9

8.1

13.7

40.2

51.2

74.7

2.5

4.9

4.9

7.0

基隆市

1.9

9.2

23.2

44.7

63.8

84.3

4.1

8.7

8.6

13.3

新竹市

4.2

11.3

27.6

50.6

68.2

85.1

6.4

12.3

12.5

17.3

台中市

3.3

11.9

24.7

45.3

64.7

82.8

6.9

9.4

12.4

14.2

嘉義市

3.0

17.4

23.3

52.6

64.1

82.8

6.0

8.6

11.9

14.3

台南市

2.0

9.1

23.8

42.3

61.5

78.0

6.0

10.7

12.9

16.0

高雄市

4.3

14.2

27.4

67.2

80.2

9.0

14.8

18.2

21.2

台北縣

2.8

13.7

24.1

54.5

65.2

88.7

5.6

16.6

11.1

25.0

台北市

6.4

16.4

36.0

56.0

76.6

88.5

11.9

13.9

22.3

19.3

台中市

12.8

48.6

85.0

13.6

19.7

台南市

12.5

51.3

82.4

12.7

19.4

高雄市

15.0

52.8

81.9

13.9

19.9

地方

3.3

12.5

24.8

49.6

65.2

84.0

6.9

12.4

14.0

18.3

中央

9.6

22.2

42.7

64.1

76.1

86.4

12.0

18.1

18.4

23.5

地方政府公務人力資源的比較分析 (2000 ~ 2012)：

趨勢與課題

政府比例相對更高，新北市和台東縣同為最低的 87%。不過，對
照公務人員自己認為難度最高的高普考試及格資歷，縣市政府的比
例多在 15% 以下，直轄市政府約近 20%，皆低於中央政府平均數
（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任用的大量警察是特考資歷）；新北市政府
有 25%，相對顯著地高。若更限縮為高考及格資歷，比例更低，直
轄市政府除外，北部以外其他縣市多在 10% 以下。整體而言，和
2003 年比較，高普考試或高考資歷者比例有相當高幅度的成長，
高考比例成長一倍更為顯著。
二、年齡與年資
組織人口學關切組織人力的人口特性，包括：性別、年齡、工
作年資等等，理論認為這些人口特性對於人力資源的工作能力有可
能產生某些影響，或者對於人力資源管理措施有重要意涵 (Pfeffer,

1985; Arnould, 2007; Bossaert, 2012；施能傑，2009)。地方政府公務
人員的平均年齡等特性如表五所示，分幾點說明之。
第一，多數地方政府女性公務人員比例超過四成，台北市和新
竹縣最高皆有 44%，澎湖縣僅 29% 是極端的低值，南投縣和基隆

市次低皆約 37%。十年間，女性比例也都有增加，雲林、嘉義、屏
東、苗栗縣和新竹市的增幅都超過或接近 6%，新北市以外的直轄
市政府增加比例相對較緩。
其次，工作年資部分，目前各地方政府多在 16 年以上，新北

市僅有 11.5 年是特別低，桃園縣也較低是 13.6 年，澎湖縣則相對
特別高有 18.9 年。地方政府工作年資較全國行政機關平均工作年

資 15.6 年略高。過去十年間，縣市政府平均工作年資都呈現小幅
增加，澎湖縣增加 4.3 年特別高，合併設置和改制直轄市政府相對
地皆是年資變得略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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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地方政府公務人員人口特性比例
年齡
2003

年資
2012

2003

女性
2012

2003

宜蘭縣

39.9

42.26

13.91

15.77

36.6

40.7

桃園縣

38.51

39.44

13.5

13.65

35.0

38.0

新竹縣

40.35

41.16

14.25

14.67

40.1

44.6

苗栗縣

41.03

41.92

15.33

15.49

34.1

40.0

台中縣

39.71

41.89

14.35

16.22

38.0

39.8

彰化縣

40.01

41.87

15.08

16.36

34.9

38.4

南投縣

40.91

43.21

15.54

17.39

33.8

37.4

雲林縣

41.77

42.59

15.99

16.55

34.7

41.1

嘉義縣

40.97

42.18

15.58

16.19

32.2

38.5

台南縣

40.69

42.15

15.58

16.52

32.0

36.3

高雄縣

40.39

42.31

15.29

16.71

32.4

37.0

屏東縣

42.26

43.32

16.36

16.97

32.7

38.9

台東縣

40.33

42.5

14.7

16.28

32.2

36.1

花蓮縣

41.01

42.64

15.27

16.04

35.2

38.0

澎湖縣

39.27

43.71

14.59

18.93

24.0

28.2

基隆市

40.55

42.42

15.3

16.51

33.1

36.9

新竹市

39.16

41.36

14.41

15.75

35.3

41.0

台中市

40.05

40.33

16.19

16.52

29.9

29.9

嘉義市

40.97

42.75

16.72

17.74

32.9

35.6

台南市

41.2

42.83

16.55

17.98

32.0

34.4

高雄市

41.89

42.95

16.86

17.58

37.1

39.4

新北市

37.71

37.78

12.83

11.53

33.2

38.3

台北市

39.63

41.43

13.56

14.97

43.6

44.5

台中市

41.12

40.95

15.84

15.52

36.4

37.5

台南市

42.41

42.3

17.01

16.77

36.3

37.5

高雄市

42.63

42.41

17.12

16.84

38.9

39.0

說明：台中市、台南市和高雄市等三個直轄市 2000 年該欄為 2011 年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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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2012 年各縣市政府所屬機關公務人員平均年齡約是 41
歲多，與全國行政機關平均年齡約略相當，南投、屏東和澎湖縣高
出兩歲，新北市僅有 37.7 歲相對最低。細部分析縣市政府各工作
領域的平均年齡，發現有相當差異性：（1）消防局平均年齡顯著
最低 36.85，但澎湖縣和嘉義市超過 40。（2）警察局平均年齡是
41.63，澎湖、台東、屏東和南投縣皆超過 43 歲，台北縣顯著最低

是 36.22，桃園縣和舊台中市也略低於平均數。（3）戶政事務所平
均年齡最高達 45.6，花蓮和宜蘭縣最高都超過 48 歲。（4）衛生局
及所屬 43.62，苗栗縣衛生局本身平均年齡最高接近 47 歲，屏東縣

也相對高。（5）稅務局平均年齡 43.52，澎湖縣 50 歲最高，台東、
雲林和嘉義縣次高都超過 45 歲。（6）鄉鎮市公所平均年齡也很高，
公所本身 44.65，所屬機關更是 48.54。

陸、地方政府公務人員人力組成結構與人事成本
本文分析的最後一項人力資源指標是政府部門人力組成結
構，亦即各地方政府公務人員各職等和官等的人力比例。由於
統計資料並無職等的人力數，因此下列僅更為粗略的官等作為
分析單元。表六提供這方面的數據結果，並做以下幾點說明：
第一，目前各地方政府的主體人力是薦任官等，縣市政府
薦任官等人力比例多超過 58%，新竹市最高有 65%，較低者是
台 東（52%）、 花 蓮（52%） 和 雲 林 縣（55%）。 各 直 轄 市 的 比
例都超過六成，新合併設置的三個直轄市薦任官等人力比例尤
其 高， 接 近 三 分 之 二。 和 中 央 政 府（ 總 統 府 與 五 院 ）59.5% 相
比較，各地方政府並不亞於中央政府。各地方政府其他人力比
例幾乎全屬於委任官等，縣市政府大體上約是四成，直轄市政
府 約 三 成 多， 委 任 官 等 人 力 比 例 也 略 高 於 中 央 政 府 的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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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地方政府公務人員官等比例與單位人事費
薦任比例
2001

2012

委任比例
%

2001

2012

單位人事費（元）
%

2005

2011

成長率

宜蘭縣

43.8

57.0

30.1

54.7

40.8

-25.4

959488 1060323

10.5

桃園縣

46.1

60.1

30.4

52.7

37.5

-28.8

942628 1097805

16.5

新竹縣

46.9

61.0

30.1

51.2

36.4

-28.9

1020529 1067405

4.6

苗栗縣

50.4

59.7

18.5

47.9

38.0

-20.7

976319 1065819

9.2

臺中縣

50.7

61.3

20.9

48.1

36.9

-23.3

936937 1003797

7.1

彰化縣

47.7

59.2

24.1

51.0

39.1

-23.3

1077423 1172620

8.8

南投縣

43.0

59.2

37.7

55.1

38.6

-29.9

1032271 1143158

10.7

雲林縣

47.6

55.6

16.8

50.8

42.3

-16.7

954654 1031737

8.1

嘉義縣

47.6

60.5

27.1

50.7

37.3

-26.4

948454 1025943

8.2

臺南縣

48.7

61.8

26.9

49.9

36.2

-27.5

988890 1029367

4.1

高雄縣

46.2

63.4

37.2

52.3

34.4

-34.2

963580 1085678

12.7

屏東縣

51.3

58.9

14.8

47.1

39.0

-17.2

999932 1102611

10.3

臺東縣

43.9

52.7

20.0

54.2

44.3

-18.3

1024106 1080040

5.5

花蓮縣

43.3

53.0

22.4

54.8

44.5

-18.8

1071955 1147885

7.1

澎湖縣

47.5

58.5

23.2

48.8

37.3

-23.6

1009518 1108693

9.8

基隆市

47.1

58.1

23.4

51.3

39.2

-23.6

1067135 1263496

18.4

新竹市

49.8

64.7

29.9

47.7

32.1

-32.7

1147939 1305428

13.7

臺中市

57.0

63.7

11.8

41.5

34.1

-17.8

1188174 1228263

3.4

嘉義市

50.3

60.7

20.7

46.9

36.1

-23.0

1307190 1333927

2.0

臺南市

51.2

62.9

22.9

47.8

34.9

-27.0

1199018 1240093

3.4

高雄市

47.9

64.0

33.6

48.3

33.5

-30.6

新北市

48.1

61.7

28.3

50.9

36.9

-27.5

台北市

48.6

59.6

22.6

46.8

38.4

-17.9

台中市

62.3

65.2

35.7

32.9

1364391

台南市

63.5

65.6

34.7

32.6

1385019

高雄市

65.2

65.4

32.7

32.5

中央政府

50.5

59.5

41.0

32.5

17.8

944947 1366002
1196098

1364134
-20.7

說明：台中市、台南市和高雄市等三個直轄市 2000 年該欄為 2011 年數值。單位人事費 = 總
人事費決算數 / 實有人力數（不含臨時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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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因為中央政府有約 8% 的簡任官等人力比例，地方政府簡任
官等比例卻僅約 2%6。

第二，和 2001 年比較，各地方政府薦任官等人數皆大幅增加，

不少的成長幅度超過三成，南投縣成長 38% 為最高；相對地，各
地方政府委任官等比例則也都顯著下降超過兩成，新竹市減少 33%
為最多。新合併設置的三個直轄市兩年間的薦任比例也呈現微幅成
長。

第三，由於薦任官等的人事費用高於委任，第二點的變化結果
自然反映在平均單位用人經費上的增加，根據 2011 年人事費用決

算數資料估算，7 各縣市政府單位人事費皆超過百萬元（包括薪俸、
獎金、保險和退休金等等），嘉義市和新竹市超過 130 萬元。直轄

市政府幾乎都超過 130 萬元，台北市反而是較低者。和中央政府相
比較，單位用人成本其實差距並不大。

柒、重要課題討論
地方政府實務界就人力資源課題經常提及的待改善議題不外
是人力數量不夠和職務列等過低，並認為兩者會影響服務能力和服
務績效，研究地方政府人力資源管理相關文獻也常贊同此一觀點。
本文希望透過人力資源數量、配置、人力資本和人力結構等數據分
析，先說明三個重要現象，提供運用證據基礎的討論方式，並輔以
6. 但根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的資料分析顯示，2012 年底純行政院各部會及所屬三四級機
關的平均簡任官等人力比例是 6%、薦任 68% 和委任 26%（各部會薦任和委任比例之間
的差異性極大；如薦任比例從中央銀行 81% 到故宮 41%，委任比例從法務部 53% 到陸
委會 5%）。
7. 各縣市年度總人事費決算數除以實有人力數（不含臨時人力）。實有人力數取自表一，
人事費數據取自財政部國庫署 (http://www.nta.gov.tw/web/AnnA/listAnnA.aspx?c0=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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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所提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與評估觀點，才有助於更深入地發
掘地方政府所面臨的核心人力資源議題。
首先，地方政府人力組成結構圖像究竟是扁平金字塔、合理
金字有其需要性，塔或橄欖球型？表六官等結構顯示的圖像並非是
地方政府所認知的扁平金字塔，過去十多年間薦任官等比例已大幅
成長五分之一，委任官等比例相對大幅減少，目前的圖像反而比較
像橄欖球型，意指低職等人力比例不是最高，薦任官等人力乃是主
力，推估是第 5-7 職等。相對於行政院各部會及所屬的人力結構組

合是 6-9 職等為主體，兩者更主要差距是地方政府第 9-11 職等人力

比例確實低。8 就此而言，地方政府當然期待薦任官等中能有更多
第 8-9 職等比例的人力，作者也認為此一制度設計有其必要性，地
方政府的科長職務應該和中央政府同樣可至第九職等，並給予略多
比例的第 7-8 職等職務，一方面提供地方政府公務人員適當培育發
展升遷機會，對於總人事成本的影響也不至於太大。
其次，各地方政府單位人事費用目前平均皆已經超過百萬元，
和行政院各部會相當，但各縣市和直轄市政府人事費占總歲出比例
平均分別是 48% 和 46%，占自有財源（歲入扣減中央補助收入）

則上升至 78% 和 103%，占自籌財源（自有財源扣減中央統籌分配
稅款）更逐年上升至 123% 和 168%，當後兩者數字超過 100 表示

自有財源經費尚不足以支付總人事費用，因此，影響單位人事費用
最大的官職等比例結構，更需謹慎因應之。這意旨，地方政府不少
仍屬例行性的執行業務，因此，要更重視各職等（和跨職等）的人
力比例，而非純以官等人力比例為指標。
8. 部會所屬三級機關或機構的人力主力比例是以 7-9 職等。縣市政府所屬一級機關或單位
的公務人員數量通常比各部會三級機關構少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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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表一顯示地方政府實有人力和公務人員數都是增加趨
勢，每千人口公務人員數（含警察）也呈現成長趨勢，目前多數是
約 5-7 人間。對照中央政府（含五院）純行政機關而言，每千人口

公務人員數從 2001 年後迄今都穩定約是 4 人，9 地方政府反而略高；
但若與國外相比較，中央和地方政府相對又都會比較低。因此，人
力數量高低的判斷是個相對比較的課題，而且判斷時經常要同時慮
及業務性質，例如地方政府主要角色仍是執行性，本來就需要更高
的人力密度，因此目前高於中央政府乃屬自然之事。
提高官職等的論點認為因之可吸引到更優秀人力，由此產生
更加的服務績效。增加人力數量和密度的論點認為可以有更佳品質
和更深入的服務能量。這些論點既然都言之成理，那麼問題的討論
就更該回到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理論會提出的關鍵議題，即當人力
數量、密度和人力組合結構都持續改善十多年，也有相當顯著變化
後，地方政府服務能力和服務績效是否也有顯著提升？以地方政府
國中小學教師人力為例，一般的認知是師生比影響教學品質或學生
互動關係等，但對照表一各地方政府的數據和一般理解的所屬國中
學生基測表現（各 PR 值人數比例），大致上可推測說每千學生教
師數愈高的政府，該縣市學生國中基測平均成績未必更佳。再以地
方稅務稽徵人力為例，稅務人力數占警察以外公務人員比例是居地
方政府前矛，但每年稽徵總額卻並不高，人力數量變動和總稽徵額
間關連性不大，這與稅務體系一直希望提升單位人力稽徵額未必相
符。最後，以人力最大宗的警察為例，地方政府警察人力密度和該
縣市每千人口刑案發生數及刑案破獲率間的相關性程度也非極高。
本文並不適合，也沒有足夠證據，回答地方政府人力資源變
9. 銓敘統計年報顯示，2001 年中央政府行政機關有 91806 名公務人員，2012 年有 90541 人。

83

地方治理之趨勢與挑戰：

臺灣經驗

化與服務績效的關連性，但這是未來研究臺灣地方政府人力資源課
題者可以嘗試努力的方向。運用各核心領域人力數量資料和公共服
務績效間的長時間統計分析，或者和較為主觀的地方政府競爭力評
比結果進行相關性分析，例如衛生體系人力密度與公共衛生服務績
效…等等。不過，前段所舉的事例似乎顯示人力數量和密度不會是
影響服務績效的最關鍵因素。
參照上述幾節的分析結果，本文認為地方政府更應該深思兩大
課題：人力配置比例失當與人力資本偏低，這是增進地方政府整體
服務能力的更根本課題，茲再論述本文的觀點如下：
第一，長期以來地方政府人力配置一直失衡，表一和表二清
楚地顯示這個現象。實有人力中從事核心公共服務的公教人員人力
比例約不及四分之三，換言之，地方政府繼續負擔高比例人事費之
餘，有四分之一人力對地方政府創造民眾服務績效的價值性卻相對
不高（參考 Lepak and Snell, 1999），更嚴肅的現象是這部分人力
比例的並未顯著減低，清潔隊員數量更是大幅增長。純就公務人員
而言，表三顯示警察人力配置超過三成，學校職員約一成，鄉鎮市
公所約有兩成，扣除這三個單一領域人力比例後，縣市政府其他府
內各一級局處單位和各府外機關合計所配置的人力比例大致上約是
介於三成至四成。對照地方政府一級機關與府內局處單位數量至少
都超過 20 個以上，包括民政、財政、建設、工務、教育、社會、
農業、衛生、環保…等等，因此各主要局處平均人力規模都很小，
甚至少於 50 人（參見施能傑，2012）。就縣市政府三大領域外的
人力配置分析，廣義的行政幕僚人力比例推估約有 25% 以上，10 資

10. 會計、人事、政風、法制和統計職系合計有 15% 人力，再加上一般行政職系 24% 的半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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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化和整合化趨勢下戶政業務目前卻仍位居第三高比例的人力配置
超過 6%，民政業務人力比例居第二位有 10% 但卻與其他業務結合
度不強 11。

然而，地方政府整體施政策略重點、服務績效或是民眾滿意
度評價，絕非僅是依賴前三大領域和部分工作項目的貢獻。隨著人
口結構、生活品質需求、公共問題在未來會有結構性變化，人力配
置比例失衡早成的影響顯然是明顯且嚴肅性的議題，例如，每千食
品家數稽查員人數、每千社會弱勢人口社工員人數、每千勞動場所
勞動檢查員人數…等等因之難以獲得應有的增長，這些工作不是完
全適合以委外處理的，未來才會更是重要的人力配置重心。總之，
當警察人力和教師人力佔了公教人員的六成，但這兩大類人力數和
服務績效間又沒有清楚證明，且面對人口高齡化和少子化的人口趨
勢，未來警察和教師數量不應朝減少趨勢嗎？仍須維持高的戶政人
力？地方政府積極進行人力比例重新配置的前瞻性人力資源規劃，
應該和單向強調增加人力數是同等重要的議題。
第二，人力資本狀況是地方政府應該特別重視的另一個關鍵性
課題。表四顯示地方政府公務人員，尤其是縣市政府，具備「大學
教育以上」比例仍不及半數，遠低於中央政府。教育年數雖然與工
作知能間的正相關強度仍有待驗證，但是對照台灣高等教育發展環
境的變動脈絡，大學教育仍代表著較深入的專業知識學習經歷和潛
在學習能力。此外，表五顯示平均年齡和平均年資持續增長中，這
代表著工作中如果沒有機會和意願持續學習，即使本來具備大學教
11. 戶政事務所一向是每個鄉鎮市都設置的縣市政府二級機關，但台東縣和屏東縣近年已
經大幅整併戶政事務所數量，新北市也提出跨戶所服務等措施，這些都顯示戶所數量
設置無須再如傳統般的綿密，因此人力自然可以釋放到其他領域。民政職系人力中有
相當比例是里幹事，如何更多元性和整合性運用這部分人力，也是經常被討論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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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資歷者的工作知識和技能也會快速落伍。
知識服務業的政府部門擁有更多知識型和學習型成員，就更能
做好規劃性和執行性工作，並因應民主社會、資訊社會、網路社會、
公民社會、國際影響等環境的挑戰。地方政府過去少有人力資源訓
練發展的制度性推動機制，許多民選首長也少願意投資培育公務人
員，特別是主管職位的培育養成，因此，地方政府人力資本狀況一
直改善較為緩步。提升人力資本除了選定對象培育其具備更高階的
教育學位資歷外，更根本的仍是工作中持續學習機會和態度，這些
方面是地方政府人力資源訓練發展的核心策略重點。
本文認為人事制度也應該有突破性的作法，協助增進地方政府
吸引和培育人力資本。作者主張的方案並非是單獨將地方政府職務
列等全面提升，而是用地方政府公務人員總數為分母，讓可設置第
9-11 職等比例不要中央政府差距過大，然後由地方政府自行決定
如何在所屬機關或單位中配置這些高職等職位。一方面地方政府會
較承擔所增之人事費用，再則讓中央與地方間中高階人力有交流機
會，或者讓地方政府可有效培育公務人力避免高職等的跳空現象。

捌、結語
公務人力資源永遠是政府服務能力和服務績效的關鍵生產要
素，本文核心主旨是提供讀者系統性地理解各地方政府人力資源變
化狀況，包括人數數量、人力密度、人力資本和人力組成結構。透
過數據分析，本文補充研究文獻上少見的證據基礎，作者相信這樣
的分析結果，提供解釋和對話的事實基礎。
作者根據分析結果認為，地方政府面對的人力資源課題並非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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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是人力數量和人力密度的問題，也不是職等結構偏低的問題，相
對地，更核心但長期被忽略的課題是人力運用配置失衡和人力資本
較弱。本文根據證據基礎推衍的觀點和主張方向，未必與過去研究
文獻的重點一致，甚至尚有不同見解之處，這些都值得研究者再深
入對話。不過，不變的方法是，只有更清楚地找出問題所在，再施
予對應性人力資源改善措施，人力資源管理的績效才會彰顯，亦即
協助提升民眾最關切的地方政府服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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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ublic Workforce in Local
Governments (2000 ~ 2012): Trends and Issues
Jay N. Shih *

Abstract

Very few studies had concentrated on examining the changing face
of human resources at local governments that affect signiﬁcantly the level
of government capabilities. This paper tries to fill up this research gap.
Four main workforce analysis dimensions are ﬁrst identiﬁed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strategic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cluding the number
of workforce, the allocation of workforce, the human capital of workforce
and the structural figuration of workforce. This paper then analyze
systematically the changes of these dimensions and their key indicators at
all local governments in Taiwan during 2000~2012. Taking such evidencebased analysis approach, this paper is able to point out the crucial trends
faced by local governments collectively and individually. Finally, several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key issues are discussed, especially the impact
of the mismatch between workforce allocation and local government core
functions, and the issue of relatively low level of human capital.
Key words: local governments, government workforce analysis, human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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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財政行為與制度之相互強化與鞏固：
我國地方財政困境的再詮釋
方凱弘 *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

摘 要
我國學術界針對地方財政問題，不是從制度面就是從行為面
進行研究。制度面的研究大多聚焦於府際財政制度的改革，希望透
過合理化府際財政收支劃分增加地方財源；而行為面的研究則主要
分析中央請客地方買單，地方財政支出快速成長，以及地方缺乏財
政自我努力與負責觀念等財政行為，對於我國地方財政惡化的影
響。然而，不論是制度面或是行為面相關研究所提出的政策建議，
都無法有效解決我國地方財政困窘的問題。基此，本文從地方財
政政策倡議聯盟（advocacy coalition）之政策核心信念（policy core
beliefs）切入，指出我國地方財政主管官員，作為地方財政政策次

領域之政策倡議聯盟的一員，已經發展出專業領域內既定的政策核
心信念，而此信念，也支持著並且強化現行地方財政制度與行為的
運作與維繫。任何改革方案，若偏離了該政策核心信念，成功的機
會也微乎其微。
因此，任何改革都必須將政策核心信念的改變納入考量。本文
認為，我國地方財政之改革策略，應遵循「小幅變革、漸進學習」
的策略，漸進且持續地透過小幅度地方財政制度變革與行為調整，
* 方凱弘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助理教授。研究領域包括地方政府、地方財政與公共政
策。
本 文 初 稿 曾 先 後 發 表 於「 地 方 自 治 60 週 年 」 學 術 研 討 會（ 台 灣 省 諮 議 會，
2010/10/25），以及「地方治理之趨勢與挑戰：臺灣經驗」工作坊（臺灣民主基金會，
2013/7/5）。作者感謝蔡吉源、郭乃菱、江大樹、蘇彩足與丘昌泰等幾位教授及匿名審
查人在研討會、工作坊或匿名審查過程中所提出之寶貴意見與修改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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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政策學習的機會，試圖長期促成政策核心信念的轉變。短期而
言，應先強化中央對於地方財政之監督，降低地方過度支出對於地
方財政之傷害，並且鼓勵地方更有效率地配置有限之地方財政資
源；長期而言，則應聚焦於建立與強化地方財政收入與支出間的關
聯性，除了設法逐步降低中央財政移轉性財源在地方收入中的重要
性之外，也必須強化我國地方公共服務的價格機制。
關鍵詞：地方財政、地方財政制度、地方財政行為、政策核心信念、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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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我國地方政府之財政狀況一向不佳，要求修改財政收支劃分法
增加地方財源的呼聲也從無間斷，但是財政收支劃分法（財劃法）
自從 1999 年修正之後，雖然立法院在 2002 年初曾通過當時被稱為
「馬版」的財劃法修正案，但在行政院提出覆議而讓修法功敗垂成
後，至今財劃法仍未因應地方政府地位的提升與地方財政需求的增
加進行修法。此外，近幾年中央政府陸續推動的一些政策，包括勞
退新制的實施、國民年金制度的建立、國中小減班、土增稅的減半
與降低、遺贈稅的調降、以及十二年國教的推動等，都對狀況已經
不佳的地方財政雪上加霜，也讓地方政府「缺錢」的狀況，不但沒
有好轉的跡象，反而出現更加惡化的現象。
另一方面，地方制度法的通過以及精省工程的完成，使得我國
縣市政府的地位大幅提升，不但在地方局處首長的任用上擁有更大
的彈性，包括地方政府組織調整與人員職務列等的提高，都使得我
國地方政府在「缺人」與「缺權」的問題上獲得改善。六都時代的
來臨，讓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以及即將改制之桃園市，
在人與權上的範圍與自主性更進一步提升。然而，在我國地方政府
地位獲得提升、職能隨之擴大後，更多中央對地方財政資源的挹注
並沒有伴隨而來，地方財政也在近年持續惡化。
學術界過去對於我國地方財政問題不是從制度面就是從行為面
進行研究。制度面的研究近年大多聚焦於如何透過府際財政制度的
改革，增加地方財源，並且設計合理之府際財政收支劃分，改善過
去中央集權又集錢之府際財政制度（賴恒宗，2005:49；黃耀輝，
2006:116-119；葉嘉楠、詹貌，2006:9；王有康，2007:12-13；黃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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輝、羅時萬，2008:105-109）。另一方面，行為面的研究則主要在
於透過中央或地方財政行為之分析，理解我國地方財政的問題（徐
仁輝，2001:6；廖坤榮、吳秋菊，2005:85-88；吳重禮、吳秋菊，
2003:67；黃耀輝，2006:117-118；葉嘉楠、詹貌，2006:8-9；王有康，
2007:12-13），而其研究的焦點，則包括「中央請客地方買單」對

於地方財政的侵犯，地方民主化後地方財政支出成長之惡化，以及
地方缺乏財政努力與自我負責觀念之分析。
從我國近十年地方財政實務之發展進行觀察，我們可以發現不
論是制度面或行為面相關研究所提出之政策建議，都無法落實到地
方財政之相關法制，進而在實務上改善我國地方財政困窘的問題。
在 2002 年財劃法修法功敗垂成，以及同年地方稅法通則與規費法

完成立法後，我國地方財政制度除了在 2013 年透過修正公共債務
法放寬舉債上限之外，便沒有較重要的制度性變革，而地方財政行
為也未出現明顯變化。
過去我國地方政府為改善財政困窘的問題，焦點多集中於爭
取中央透過修正財劃法下放更多財政資源，或者希望中央透過修正
公共債務法取得更多的舉債空間，但是，對於運用既有之地方財稅
工具增加地方財源便顯得較不積極。舉例來說，地方稅法通則雖然
已經制定超過十年，但是地方政府對於依據該法的授權開徵特別稅
課、臨時稅課及附加稅課並不熱衷；此外，面對財政困境，各地方
政府對於可調整稅率或稅基之房屋稅、地價稅或娛樂稅等地方稅，
仍以從低徵收為原則。
為何制度面或行為面相關研究之政策建議，不但無法引導地
方財政制度發生變遷，也無法促使地方政府之財政行為產生改變？
Dunn（1994）提出第三類型錯誤（Type III Error）的概念，強調「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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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正確的政策問題、解決正確的政策問題」的重要性。本文基於這
樣的思維，嘗試從我國地方財政主管官員對於地方財政制度之政策
核心信念如何影響地方財政行為與制度切入，希望重新詮釋與建構
我國地方財政之困境，說明地方財政行為與制度如何相互強化與鞏
固，進而使得我國地方財政制度難以變遷，地方財政行為不易改
變。本文期待據此建構出思考我國地方財政問題的另外一條途徑，
提供我國地方財政之政策利害關係人，在建構我國地方財政之政策
問題與提出政策建議時參考，希望有助於找到對的問題，提出對的
解決方案。
本文以下首先瀏覽近年有關我國地方財政之相關研究，指出
在制度面與行為面研究的基礎上，還要將政策利害關係人之政策核
心信念納入考量，才能全觀性地建構與詮釋我國當前之地方財政困
境。其次，本文希望藉由檢視我國偏向中央集權之地方財政制度，
勾勒出我國之地方財政制度如何引導地方財政行為與形塑政策核心
信念，以及地方財政制度變革如何影響地方財政制度與行為，進而
指出政策核心信念在制度與行為交互影響過程中所扮演之角色。最
後，本文嘗試基於上述對於我國地方財政問題的再詮釋，省思解決
我國地方財政困境之政策方向。

貳、文獻檢閱：政策核心信念對於地方財政研究之
補充
由於我國地方財政困窘的問題長期存在，因此傳統研究的焦
點，便在於從制度面提出政策建議，試圖設計出更合理的法規與制
度。由於我國地方政府之財政收入主要來自地方稅、統籌分配稅、
一般型補助款與計畫型補助款，而規範這些財源的法源，包括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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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劃分法、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分配辦法與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
府補助辦法等，皆是由中央所主管之法令規章，也因此，從制度面
檢視我國地方財政問題的研究，也就將焦點放在財政收支劃分、統
籌分配稅款以及補助款等制度上，包括：我國中央政府集權又集錢
的問題以及建立合理之財政劃分制度（賴恒宗，2005:49；黃耀輝，
2006:116-119；王有康，2007:12-13；徐仁輝，2009a:29-31；徐仁輝，
2009b:88-92；李述德，2009:82-84）；稅源的規劃不合理與稅率僵
固或偏低（葉嘉楠、詹貌，2006:9；徐仁輝，2009b:92-93），使得
我國地方財政在依賴中央的情況下，長期面臨財源不足的問題；中
央委辦事項及地方自治事項之府際權限與費用分擔之規範不明確，
造成地方政府的財政負擔增加的問題（黃耀輝，2006:116；王有康，
2007:13）。事實上，由於規範地方財政的法令規章，甚至是規範
地方制度的相關法令，都由中央政府的行政或立法機關掌握其修訂
權，也因此，造成地方政府並沒有法定權限在相關制度設計或修訂
時，捍衛其需求與權益，因此，便使得制度的設計向中央傾斜。
舉例來說，我國在 2001 年將營業稅由地方稅改為國稅後，便出現
了中央保留 60% 而未全數納入統籌款分配地方的情況（王有康，
2007:13）。

然而，制度面的相關研究與建議，並不足以有效改善我國地方
政府的財政問題，也因此，近年來對於財政行為面的研究開始逐漸
增加，另闢一條理解地方財政問題的途徑。針對財政行為的理解，
我們可以從中央財政行為以及地方財政行為分別切入。首先，就中
央財政行為來看，「中央請客、地方買單」對於地方財政的影響最
為嚴重（吳重禮、吳秋菊，2003:67；黃耀輝，2006:117；葉嘉楠、
詹貌，2006:8；徐仁輝，2009a:32），而其形式不論是由中央增加
地方公共服務或社會福利負擔，或是通過地方租稅減免之法案，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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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讓原本已經困窘的地方財政雪上加霜。雖然依據財劃法第 38
條之一的規定，欲增加支出或減少收入必須事先籌妥經費或替代財
源，但如上所述，相關法規的修訂權都掌握在中央手中，使得地方
在相關法規的修訂上居於劣勢，也使其權益容易受到侵犯。此外，
在現行中央對於地方的補助制度下，由於各中央部會橫向聯繫溝通
與配合之不足，使得地方局處各自在所屬中央單位補助下所進行的
各項地方建設，無法發揮綜效（王有康，2007:12），甚至由於接
受補助之項目需要地方編列配合款，反而使得地方政府為求順利取
得補助，而將有限之財源移作配合款，造成地方優先施政項目原本
已經不足的財源更加拮据，地方財政之資源配置更加扭曲。
針對地方財政行為相關研究的焦點，大都集中於我國民主化
後地方財政支出的成長，以及地方缺乏財政努力與自我負責的觀
念。我國 1994 年通過自治二法直選省長與直轄市長，使得地方首
長的地位大幅提升，而 1999 年通過的地方制度法，更增強了地方

政府提供地方公共服務的角色與職責。然而，由於任期的限制，民
選地方首長為了爭取連任或經營其政治生命，每逢選舉就亂開選舉
支票，使得各項地方建設與社會福利支出快速上升，在地方財源
沒有相對增加的情況下，地方財政狀況也就不斷惡化（徐仁輝，
2001:6；廖坤榮、吳秋菊，2005:85-88；黃耀輝，2006:117-118；葉
嘉楠、詹貌，2006:8；王有康，2007:13）。然而弔詭的是，面對
著支出的不斷增加，相關的研究也發現，地方政府並沒有因為財政
的惡化而提升其財政努力的程度，甚至反而為討好民眾而捨棄原有
財源，如工程受益費的停徵，或者握有調高稅基的自主權力卻棄而
不用，如不願提高土地稅之公告現值評價。此外，雖然地方稅法
通則已於 2002 年通過，但是地方政府也未積極善用該法的授權，
開徵地方稅增加地方財源（葉嘉楠、詹貌，2006:8-9；黃耀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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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17；徐仁輝，2009a:43；張其祿，2010:24-25）。
從財政行為的相關研究中，我們可以觀察到幾點有趣、但卻令
人十分擔心的現象。首先，地方支出隨著地方政府權限的增加而上
升；其次，雖然地方財政持續惡化，地方首長卻仍持續積極以建設
或社福之名擴張支出，但在另一方面，他們對於利用現行法令所授
予之彈性提高地方稅收卻又顯得消極；最後，在財政支出需求增加
但稅收卻無法相對成長的情況下，地方政府對於中央補助的依賴日
益增加，甚至願意為了爭取補助款而調整地方支出的優先順序，以
配合款的形式優先挹注財源於可以獲得中央補助之施政項目。
基於上述觀察，吾人不難想像為何我國地方政府對於中央之財
政依賴日深，也不難理解地方財政狀況惡化的情況為何會越來越嚴
重。黃世鑫（2000:19）曾指出，傳統開源節流的作法，或者將地
方財政改革的焦點擺在稅源的分配，以提高地方自有財源，或者意
圖將部分支出移由中央負擔，不僅未能解決地方財政的問題，反而
治絲愈棼，使地方財政問題更加嚴重。吳重禮、吳秋菊（2003:67）
也認為：「當地方財政依賴一旦成為體制性，往往無法課以財政責
任；當無法對地方政府課以財政責任時，即可能導致財政紀律的鬆
弛與財政權力的濫用。」但是我國過去地方財政相關研究所無法解
答者，在於為何體制性的財政依賴，在近年來地方財政問題已經受
到高度關注的情況下，不但無法解決，甚至出現強化的現象？為何
地方財政改革之政策方案的焦點，都集中在下放更多的中央財源或
增加地方舉債空間，而非建立制度性的獎懲機制，矯正地方對中央
財政之依賴與地方財政紀律鬆弛的問題。
為了回答上述問題，本文從 Morgan（1997:215-249）心靈囚籠

的概念與 Sabatier（1988）對於政策倡議聯盟之政策核心信念的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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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切入。Fang（2007）引用 Morgan（1997:215-249）心靈囚籠的概
念，試圖釐清我國地方財政制度、地方財政行為與地方財政改革間
的關係。Morgan（1997:215）認為組織可以被理解為社會建構的實
體，而這一個被建構出來的實體，自我存在並且具有力量，足以反
過來控制那些創造或組成此一組織的人。由於我們在建立組織的過
程中，我們也同時創造了正式與非正式的規則以規範人們的組織行
為，這些規則除了規範組織成員的外在行為之外，也更進一步無意
識地內化成為組織成員的思考模式，並影響他們認為在組織中適當
的行為是什麼。而這一些被組織成員認為是對的思考模式與行為，
最後便會反過來變成認知陷阱，將組織成員的思維模式與行為限制
在由自己社會建構出來的世界，並且阻止其他世界的出現（Morgan,
1997:219）。
Berger 與 Luckmann（1966:19-20）便指出，人們所認知的真
實是社會建構下的產物，而社會建構的過程至少包括了兩個相互影
響的階段。首先，真實是經由人們的行為與彼此間的互動所社會建
構出來並且維繫的；其次，人們會將社會建構下的真實視為共享
的規則系統，並且遵循這個系統決定他們的行為以及與人們的互
動方式。Harre（1979）以及 Burns 與 Flam（1987）便將這些規則

系統稱為「社會文法（social grammars）」，意指這些分享的規則
體系，在組織生活的系絡下，不但會指引組織成員怎麼樣的行為
是適當的，同時也會變成組織成員定義、解釋、分析與理解組織
生活的邏輯。當這些規則體系逐漸被強化，便會發展成 Nilakant 與

Ramnarayan（2006:105）所稱之心智模式（mental model），而當
心智模式一旦出現，人們便會停止去尋找其他不一樣的心智模式，
也會忽略環境中和其心智模式不相容的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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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將組織視為社會建構出來的實體，我們便可以將更多
的注意力放在組織生活中所隱含的價值與思考模式對於組織成員行
為的影響，以及這些隱含的價值與思考模式如何直接或間接地妨
礙組織成員接收新的訊息、學習新的價值與調整新的行為模式。
Hassard（1993:23）指出每個系統一定都擁有某些核心的價值，而
這些核心的價值也同時限制了哪些組織的規範可以被發展出來，哪
些規範不被組織成員認可。從這樣的角度理解，組織成員的行為並
不是自由的，而是被依據組織核心價值所發展出來的規範所引導並
限制。在這樣的情況下，新的資訊將無法被接受，新的思考邏輯將
不被認為可能。
若是將我國中央與地方主管地方財政的官員，視為我國地方
財政次系統中的倡議聯盟，Morgan（1997:215-249）心靈囚籠的
概念便可以讓我們對於我國地方財政的困境產生不一樣的理解。
政策倡議聯盟是由來自於不同機關組織的行為者所組成的，成員
間彼此共享著一組政策信念（Sabatier, 1999:9; Sabatier and JenkinsSmith, 1993:5）。這些行為者可以是利益團體、行政人員、政治人

物、新聞媒體、學術研究人員以及關心議題的社會大眾（孫煒，
2002:127）。Sabatier（1988） 所 提 出 的 倡 議 聯 盟 架 構 認 為 各 個
倡議聯盟所持之共享信念體系可以區分為三個層級，最高而且最
廣泛的層次為共享信念的深層核心（deep core），包括了本體論
（ontological）與規範性的信念，定義了倡議聯盟行動者對於某項
政策的哲學基礎，而此價值基本上是給予的；下一個層次稱為政策
核心信念，它代表了一個聯盟面對整個政策場域（policy domain）
或次系統，在根本上所持有的規範性承諾以及他們對於政策因果關
係的認知，而各倡議聯盟也基於這些政策核心信念發展出基本的
策略與政策立場，以追求該政策場域的核心信念。這些信念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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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通常需要十年或更多的時間，並可能導致政策大幅度的變遷；
最低一個層次的共享信念為聯盟信仰體系的次級觀點（secondary
aspects），它是由一組數量較為龐大，但是範圍較為狹隘的信念所
組成，亦即許多執行政策核心信念所必須的工具性決策與對資訊的
搜尋，而次級觀點的改念，僅會導致小規模、漸進式的政策變遷
（Sabatier, 1988:144; Sabatier and Jenkins-Smith, 1999:121-22; 方 凱
弘、梁綰琪，2009:132-133）。
根據 Sabatier（1988）的看法，政策大幅度的變遷，必須是政
策倡議聯盟的政策核心信念發生改變，而他也進一步提到，倡議聯
盟的政策導向學習僅有工具性的目的，也就是一種各個聯盟的成員
透過對於世界的更加了解，以設法達成他們所追求之政策目標的過
程，在政策學習過程中所獲的經驗或資訊，都將主要用來強化倡議
聯盟的政策核心信念或深層核心（Sabatier, 1988:151; Sabatier and
Jenkins-Smith, 1999:123）。基於上述之政策導向學習模式，政策倡

議聯盟之政策核心信念便逐漸轉化為 Morgan（1997:215-249）所
描繪的心靈囚籠，讓政策倡議聯盟的成員陷入認知陷阱，使他們不
論在相關政策領域之決策或行為，都因為必須符合他們所形塑出來
之政策核心信念而受到限制，並進一步使得這些政策倡議聯盟的成
員，在特定政策領域內所建立之制度以及彼此互動後所形成之集體
層次的行為，也都會被限制在政策核心信念所建構出的框架內。由
於政策核心信念、制度與行為彼此反覆地相互強化，造成大幅度改
革的推動不但無法打破心靈囚籠，反而會因為改革的失敗，變相地
提供證據印證原本心智模式下的認知是對的，並且再進一步強化與
鞏固了原本的制度與行為。
結合心靈囚籠與政策倡議聯盟政策核心信念的概念，有助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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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重新理解我國地方財政在制度面以及行為面所面對的困境。首
先，由於財政業務具有高度專業性，因此我國之財政主管官員在公
務生涯之調動與升遷，大多侷限在中央之財政部、各地方政府之財
政局處、以及過去精省前之省政府財政廳，而這也使得他們在推動
財政業務的互動過程中，逐漸凝聚成專業性很強且同質性很高之官
僚社群，並建構出他們在財政業務上共享之政策核心信念；同時也
由於財政業務之專業性，這些主管地方財政之官員，不論是服務於
中央或地方政府，對於地方財政制度之設計以及地方財政議題之決
策都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基此，本文將我國中央與地方主管地方財
政之官員視為我國地方財政次系統中的倡議聯盟。
如圖一所示，組成政策倡議聯盟之個別財政主管官員，不論
是參與地方財政制度之決策或地方財政業務之推動，都將秉持其政
策核心信念，因此，政策倡議聯盟之政策核心信念，便透過個別成
員參與政策之決策與執行，形塑與強化了地方財政制度與地方財政
行為，並使得政策核心信念成為穩定與強化地方財政制度與行為的
黏著劑。在這樣的系絡下，任何變革的提出，都須符合政策倡議聯
盟的政策核心信念，因此也只能針對現行的地方財政制度進行小幅
的修正。變革的成功，除了促成地方財政制度的微幅調整之外，也
再進一步強化了政策倡議聯盟的政策核心信念與既有之地方財政行
為；另一方面，任何可能促成大幅度政策變遷的改革，由於缺乏政
策倡議聯盟政策核心信念的支持，不是無疾而終，便是可能因為政
策倡議聯盟的反對而失敗。而這些變革的失敗，也提供了有力的證
據，證明只有符合政策核心信念的變革方案才有可能成功，並且因
此強化了倡議聯盟政策的政策核心信念以及地方財政之制度與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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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地方財政政策核心信念維繫模式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針對圖一的演繹與詮釋，可以從政策倡議聯盟之政策核心信
念、地方財政制度與地方財政行為所構成之三角互動關係切入。本
文以下先針對財政地方分權化之相關文獻進行檢閱，作為理解我國
地方財政政策倡議聯盟之政策核心信念的基礎，接著再從我國地方
自治發展的系絡中，描繪我國偏向中央集權之地方財政制度，並說
明這樣的地方財政制度，如何影響我國之地方財政行為以及地方財
政政策倡議聯盟之政策核心信念。其次，在我們理解圖一外圈之三
角互動關係後，本文討論的焦點也將轉移到圖一內部之地方財政制
度變革，檢視相關變革與政策核心信念相符與否，對於變革成敗所
造成的影響，並且說明變革之成敗如何再回過頭強化地方財政行為
與制度。本文以地方稅法通則立法之地方財政制度變革為例，說明
圖一如何協助我們理解地方財政制度變革與政策核心信念不相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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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變革便容易失敗，進而轉化為強化政策倡議聯盟政策核心信
念及地方財政制度與行為之力量。最後，本文在結論中將嘗試論
證，透過地方財政政策核心信念維繫模式重新建構與詮釋我國地方
財政困境，對於我們理解地方財政困境及其改革之道所可能產生的
影響。

參、政策核心信念：財政地方分權化之途徑
由於我國地方政府的權責與政治影響力在近年來大幅提升，也
使得我國地方財政制度之改革所需處理之政策問題，不再是思考是
否要將「權」與「錢」下放地方，而是在於如何下放。因此，以下
透過對於財政地方分權化兩種不同途徑的討論，作為理解以及後續
討論我國地方財政政策倡議聯盟政策核心信念的基礎。
財政地方分權化（ﬁscal decentralization）的概念，從英文字面
上解釋，包括了「財政」與「分權化」的概念。Litvack、Ahmad,
與 Bird（1998:10）認為，財政地方分權化主要是在每一個層級的
政府進行適當的財政收支劃分，以及設計適當的府際間財政移轉制
度。由此可知，除了透過財政收支的劃分給予地方政府在支出面與
收入面更大的權限之外，經由府際間財政移轉制度的重新設計，也
就是由中央政府提供更多的補助款到地方，雖然只牽涉到「錢」的
下放而無關「權」的分享，但由於地方政府在獲得更充足的財政資
源後得以在地方服務的提供上享有更大的自主空間，因此一般也納
入財政地方分權化的討論中（方凱弘，2006:53）。
Fukasaku 與 Mello（1999:9） 曾 經 指 出：「 財 政 地 方 分 權 化

已經在 OECD 以及非 OECD 國家中，成為財政制度改革的重要一
環。」而其推動，在概念上不外乎是透過中央財源的移轉或是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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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稅權的下放，讓地方政府得以獲得提供地方公共服務所需要的財
源。方凱弘（2006:61）引用 King（1997）的分類，將推動財政地
方分權化區分為中央主義者途徑（centralist approach）與地方主義
者途徑（localist approach）。

中央主義者途徑主張中央政府應透過財政移轉機制將中央財源
移轉到地方，也因此，中央政府的政策偏好主導了地方財政政策的
方向，Boadway（2001b:105）就指出，府際間的財政移轉可以被視
為促進財政責任分權化（decentralization of ﬁscal responsibilities）的
政策，因為它確保了分權化利益的取得，將不需以國家整體的效率
與社會公平作為代價。另一方面，地方主義者途徑所強調者，則在
於課稅權的下放，讓地方政府可以依據公共服務的水準向地方民眾
課稅，建立地方公共服務與地方稅課間的連結。
中央主義者途徑強調中央或聯邦政府應在財政地方分權化的過
程中，以及改革後的地方財政制度中，持續扮演關鍵的角色，透過
府際財政移轉機制，將更多的中央財源移轉到地方政府。Bird 與
Vaillancourt（1998:23）指出：「中央政府作為民眾意志善意的解
釋者，必須指引如何建構府際系統的制度性規則，以確保地方政府
的作為能符合中央的期待。」Boadway（2001a:111-112）也認為，
把地方支出的權限下放到地方政府比下放課稅權還有理由。根據他
的觀察，雖然許多國家在許多重大的政策領域，已經給予地方政府
更大的權限決定如何提供地方服務，但是租稅的課徵權還是由中央
掌握執行。這樣的制度設計可以避免因為租稅制度過於紊亂分散
4. 是 強 調 長 時 間 連 結 而 產 生 之 相 互 依 賴 與 互 惠， 俾 於 相 互 間 的 適 應 能 力（Newman,
2001:35）。
5. Easterby-Smith, Araujo 與 Burgoyne（1999）指陳，組際網絡有助於彼此間之學習，且經
由學習過程有利於協調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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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gmented）所造成的經濟活動扭曲（distortion），也可以讓所
得重分配的水準各地一致。此外，將財源集中於中央政府，也讓中
央得以透過財政移轉的過程，掌握一項有力的政策工具，用以維繫
國家整體的經濟效率與公平正義。
從以上討論的角度思考，中央主義者途徑者希望能夠一方面取
得將公共服務分權化的好處，但卻又想要避免財政過於分權所可能
出現的問題。我國目前地方財政制度的發展似乎也朝向這樣模式發
展，也就是在地方政府地位提升與職權擴大後，中央政府也設法提
供更多的中央財源到地方，包括研議中的財政收支劃分法，希望能
夠把餅做大，擴大中央分配給地方財源之金額。
地方主義者途徑強調課稅權下放在財政地方分權化中的重要
性，主張在財政地方分權化的過程中，必須讓地方政府擁有根據地
方支出水準調整地方稅課水準的自主性，進而使地方民眾必須依據
其所享受之公共服務水準負擔地方稅賦，建立地方公共服務的價格
機制，而這樣的機制，也讓民眾能夠更理性地決定合理的地方支出
水準。
與中央主義者途徑相較，地方主義者途徑的支持者認為，同
時在支出面與收入面上賦予地方政府更大的彈性，除了讓地方政府
更能主導地方施政的方向之外，也形同要求地方政府必須徵詢地方
民眾的意見，同意以賦擔地方稅的形式支持其政策。如此，地方支
出與地方稅賦之間的關係更加明確，也才得以讓地方資源的配置更
有效率。Boyne（1996:712）指出，即使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務的提
供方式上擁有很大的自主性，如果中央補助占地方收入的比例過
高，地方政府相互競爭的利益也就無法完全實現。當中央移轉的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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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或補助款過高，讓地方政府可以將他們地方服務的成本外部化
（externalize），而由中央政府與全國各地的民眾共同負擔，地方
政府間將無法真正競爭（Dye, 1990:xvi）。
此外，由於透過地方主義者途徑推動財政地方分權化，地方政
府得以享有向地方民眾課稅的權力，而這樣的權力，讓地方政府可
以透過地方稅的開徵，取得真正不會受中央政府控制或干擾的自有
收入（own-source revenues），除了可以減少地方政府對於中央政
府的財政依賴之外，也可以減少地方財源受到「中央減稅、地方買
單」的侵犯，並且將財政上的獨立性轉化為地方施政上的自主性空
間。然而，Miller（2002:15）也特別指出，對於自有收入的依賴可
以是一把雙刃刀（two-edged sword），他認為地方政府的財源若大
部分來自向地方民眾所收取的稅賦，雖然可能讓地方政府獲得地方
資源配置最終的自主性（ultimate autonomy），但這也可能在地方
政府間引發可能會是危險與激烈競爭的戰鬥，反而使資源配置的效
率受損。
我國推動地方財政改革，不是透過中央主義者途徑就是透過地
方主義者途徑的方式，調整原本偏向中央集權的地方財政制度，讓
地方政府擁有更多的財政資源以完成其提供地方公共服務之責任與
使命。因此，地方財政政策倡議聯盟對於地方財政改革之政策核心
信念，也不外乎這兩種改革途徑。我國 1999 年修改財劃法增加中
央統籌分配稅款的規模，以及主計處於 2001 年整合分散在各部會
的計劃性補助款為一般性補助款，便可以視為偏向中央主義者途徑
的改革，前者增加了地方財政資源的規模而後者則增加了地方使用
中央補助款的自主性。而我國於 2002 年通過之地方稅法通則，就
邏輯上而言，便是偏向地方主義者途徑的改革，賦予地方政府課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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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稅、調整地方稅課收入水準的彈性。基於這樣的理解，本文以
下將更具體地描繪圖一所提及的各項概念。

肆、監護型地方自治系絡中發展出之地方財政制度
如圖一所示，地方財政政策核心信念維繫模式的最外圍，是由
政策倡議聯盟之政策核心信念、地方財政制度與地方財政行為所構
成之三角互動關係。由於我國在民主化以前，地方政府體制高度中
央集權，也因此，我國地方財政政策倡議聯盟之政策核心信念、地
方財政制度與地方財政行為，也就在中央集權的地方政府體制下逐
漸被形塑出來並強化。本節針對圖一左下角之地方財政制度進行討
論，從我國地方自治的發展切入，描述與分析我國偏向中央集權之
地方財政制度。
一、中央集權之地方政府體制
1987 年解嚴以前，「權」與「錢」都集中在中央政府，我國
地方政府在「監護型之地方自治」下，普遍缺人、缺錢、缺權（黃
錦 堂，1995:1-2）。 吳 重 禮、 吳 秋 菊（2003:66-67） 引 用 丘 昌 泰
（1998）的看法指出，台灣地區的地方自治是建立在父權導向的政
治制度中，以中央政府為「中心」，以地方政府為「邊陲」的統治
理念，而這也使得地方政府在財政上也處於「邊陲」的困境。蔡吉
源、林建次（2005）更以「中央富、地方窮；院轄市富、縣市窮」，
以及「中央集權、地方依賴」形容監護型地方自治下之中央與地方
財政關係。
隨著民主化的進程與民進黨地方包圍中央策略的推動，地方政
府的施政不再完全以中央的意見為依歸，1994 年 7 月立法院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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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讀通過「省縣自治法」與「直轄市自治法」，並由總統公布實施
後，開啟了我國地方自治史上的新紀元（黃錦堂，1995:1），也使
得我國自 1950 年頒行「臺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後所建

構出的地方自治體系，開始產生質變。地方制度法於 1999 年通過
加上後續幾次的修正，更使得地方政府的地位大幅的提升。在取得
更大的自治權限之後，如何讓地方政府擁有更充裕的財源進行自治
也受到更多的關注。但是我國之地方財政制度卻沒有在這樣的氛圍
中如同地方自治體系一般產生質變，仍然偏向中央集權，特別是在
地方財源的籌措上，直到今天，相關法規賦予地方政府提高地方收
入水準的空間仍然有限。
二、中央集權之地方財政制度
我國稅源掌握與分配方法皆由中央立法決定，地方政府僅在少
數地方租稅擁有相當有限的稅基調整能力（曾廣誼，2008:127）。
就直轄市與縣市政府來看，其收入主要來自於地方稅課收入、統籌
分配稅收入以及補助收入。其中，地方稅課收入中各稅目之稅率與
稅基大多由中央立法規範，而統籌分配稅款與補助款的分配，也都
是根據中央所訂定的法律或行政命令，而這也使得我國中央政府對
於地方財源的多寡具有關鍵的影響力。如表一所示，根據我國 2012
會計年度的決算資料可以知道，稅課收入僅占直轄市與縣市收入的
30.18%；統籌分配稅收入則占直轄市與縣市收入的 20.28%；中央
補助收入（含一般型補助款與計畫型補助款）占直轄市與縣市收入
的 34.22%；而以上三種收入以外的收入僅占直轄市與縣市收入的
1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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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直轄市與縣市 2012 會計年度決算收入來源別
地方稅課收入
統籌分配稅收入
補助款及協助收入
其他收入

總計

直轄市

省轄市

縣

30.18%

36.56%

28.25%

18.99%

34.22%

25.75%

41.21%

48.50%

20.28%
15.32%

20.63%
17.07%

20.19%
10.35%

19.66%
12.86%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主計處縣市重要統計指標系統 (2013)。

若進一步分析地方稅課收入中之各項稅目，鄭文輝、官有垣
（1996:28）曾經指出，我國地方稅課的稅率與稅基缺乏調整的彈
性，而這樣的觀察在 17 年後的今天（2013 年 7 月），仍然適用。
表二以 2012 會計年度為例，列舉出直轄市與縣市政府各項地方稅

課收入占其總地方稅課收入的比例。在表二中所列之各項稅目中，
包括土地稅、契稅、印花稅、遺贈稅與菸酒稅等，如果要調整稅率，
就必須由中央修法調整。其次，機動車輛與船舶之使用牌照稅額，
已明訂於使用牌照稅法中，而這部份之稅額，如要調整，也必須由
中央修法通過，僅有非機動車輛與船舶之其他交通工具，可以由直
轄市及縣 ( 市 ) 政府擬訂，提經同級民意機關通過，並報財政部備
案。此外，針對房屋稅與娛樂稅，雖然賦予地方政府針對稅率可以
在有限的範圍內調整或設定上限，但各地方政府大都從低課徵（鄭
文輝、官有垣，1996:28-30）。值得注意的是，房屋稅與娛樂稅合
計占 2012 會計年度直轄市與縣市稅課收入的比例尚不及 18%，亦
即有超過 80% 之直轄市與縣市稅課收入的稅率與稅基，都是由中

央政府透過法律所決定，而修訂的權力也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地
方政府沒有提高或降低這些地方稅課收入水準的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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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土地稅 *
房屋稅
契稅
使用牌照稅
印花稅
娛樂稅
遺贈稅
菸酒稅

直轄市與縣市 2012 會計年度各項地方稅比例
合計

直轄市

省轄市

縣

40.11%

49.22%

43.88%

46.57%

15.76%

16.34%

21.37%

37.43%

17.23%
3.26%
2.79%
0.44%
7.88%

12.53%

20.44%
3.87%
3.73%
0.43%
5.96%
0.00%

22.60%
4.86%
3.80%
0.70%
2.79%
0.00%

12.54%
0.00%
3.46%
0.00%
0.00%
0.0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財政部財政統計系統 (2013)。
說

明：* 土地稅包含地價稅與土地增值稅。

統籌分配稅款與補助款分配的權力，也同樣掌握在中央政府手
中。雖然統籌分配稅款被列為地方稅課收入中的一種，但是其本質
還是一項由中央政府決定其分配方式的財政移轉制度，並分別在財
政收支劃分法以及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分配辦法詳定分配的公式。就
補助款而言，除了計畫型補助款是由各主管部會決定其補助額度，
地方政府僅能盡量爭取之外，行政院於 2001 年所進行的補助制度
改革，大幅提高一般性補助款的比例，而其分配方式，也被訂定在
行政命令位階的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中。徐仁輝
（1998:6）針對精省前各級地方政府補助收入占其歲入百分比進行
分析，發現省府及各縣市依賴上級補助的程度不低，而鄉鎮市幾乎
六成的財源皆依賴上級補助，可謂毫無財政自主能力可言。但是我
們若將一樣具有財政移轉性質的統籌分配稅款納入分析，透過表三
以 2012 會計年度為例，我們可以發現，縣市政府依賴中央財政移
轉的情況至今並沒有改善，對於中央的財政依存仍高，其收入中皆
有超過六成是來自於統籌分配稅款與補助款；直轄市政府的收入
中，雖然具有中央財政移轉性質之收入占整體收入的比例較低，但
也接近五成，達 4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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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直轄市與縣市 2012 會計年度決算收入財政依存統計表
合計

直轄市

省轄市

縣

具有中央財政移轉性質之收入 *

54.50%

46.38%

61.40%

68.15%

不具中央財政移轉性質之收入

45.50%

53.62%

38.60%

31.85%

資料來源：作者統計整理。
說

明：* 具有中央財政移轉性質之收入 = 統籌分配稅轉收入 + 補助款收入。

綜合以上所述，在目前的地方財源結構下，我們可以觀察到地
方財政收入中具有移轉性質之收入比例過高，以及我國地方稅法制
的立法權大都由中央掌握，除了統籌分配稅款與補助款的分配方式
由中央訂定之外，地方稅課收入內各項稅目之稅率與稅基，也大都
明訂於中央的各項稅法中，必須透過修法的程序才能調整。地方政
府對於增加或減少地方收入的影響力有限，而這樣的情況，也進一
步對於我國地方政府之財政行為產生影響。

伍、制度與行為的交互作用：地方支出增加的制度
性誘因
歸納上節對於圖一左下角之地方財政制度的描述，一方面由
於我國地方政府有一大部分的財源是來自具有中央財政移轉性質之
收入，地方政府對於這部分的財政收入，並沒有直接的影響力；另
一方面，在不具中央財政移轉性質的收入中，由於地方稅法制的立
法權大多由中央掌握，地方政府能夠調整之稅率與稅基有限，因此
地方政府對於地方稅課收入水準之設定，亦沒有很大的影響力。基
於上述兩項因素，我國當前之地方財政制度仍偏向中央集權，我國
地方政府就整體地方收入水準之提高或降低，所具有之影響力皆不
大，而這樣的情況，也形塑並強化圖一右下角之地方財政行為，以
及圖一上方我國地方財政政策倡議聯盟之政策核心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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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方財政行為之形塑與強化
受到我國中央集權之地方財政制度的影響，地方政府在收入面
與支出面所展現出來的財政行為，也皆不利我國之地方財政狀況。
就收入面而言，我們可以觀察到開拓財源所能帶來的財政收益並不
明顯，且增稅所可能引發之地方民意與政治壓力極大，但若是迎合
民意在權限範圍內從低徵收地方稅，一方面對於整體地方財政收入
的影響有限，另一方面甚至可能有助於施政滿意度的提升，因此造
成地方政府財政努力普遍消極的現象；從支出面檢視，我們則可以
觀察到鼓勵地方政府擴張支出的制度性誘因，而此誘因對於地方財
政造成的傷害，甚至可能遠大於地方財政努力不足所造成的影響，
以下進一步說明。
由於我國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水準是由中央政府設定，地方政
府所能影響的規模不大，也因此，地方政府也就無力透過地方稅的
課徵在財政收入與財政支出間建立起密切的關連性，地方民眾也自
然不會因為要求更多的地方服務而擔心地方稅會因此增加。Tiebout
（1956）曾經指出，地方政府支出的水準，將以轄區內中位數投票
者（median voter）的偏好為依歸，而其他納稅人則會透過遷徙，
尋找最能符合其偏好的地區居住，透過地方政府間的競爭以及居民
根據其偏好遷徙的方式，地方資源配置的整體效率將會提升。而其
理論建構的重要前提，便是地方支出的財源來自於地方稅課收入，
換句話說，地方民眾若願意支付較高水準之地方稅賦，地方支出的
水準便可以較高，反之，若地方民眾希望負擔較低水準之地方稅
賦，地方支出的水準便隨之降低。但是，如果地方支出之主要財源
並非來自於地方稅課收入，那麼地方支出的成本，便無法透過稅賦
的課徵由地方民眾負擔，而會產生外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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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表三，在我國地方政府的收入中，有超過 50% 是來自

於具有財政移轉性質的統籌分配稅款與補助款，根據 Buchanan
（1987:131）財政幻覺（ﬁscal illusion）的理論，當公共服務的總支
出與個人所納稅收間的關係不清楚時，納稅人將無法作出正確的財
政抉擇。因為補助款使得民眾無法清楚地知道地方服務的利益與其

成本間的關係，因此容易低估地方公共服務真正的代價，進而要求
地方政府提高地方服務的提供水準，造成地方過度支出。此外，基
於現行之地方稅制，地方政府無力調整地方稅之水準，因此也不擔
心增加支出後，會出現必須提高地方稅賦，並回應伴隨增稅而來之
政治壓力。在我國目前的制度下，地方官員與政客的心態是：爭取
中央更多的補助，在下一次財劃法修法時，繼續爭取中央統籌分配
稅款基礎的擴大，即所謂的把餅做大，並且爭取對自己縣市有利的
分配公式。以此觀之，雖然財劃法修正草案通過後，統籌分配稅款
的總金額一定會增加，它對於地方政府財政健全的效果仍將是有限
的（蔡吉源、林建次，2005:151）。
進一步來看，蔡吉源（2005:14）曾指出財政的基本原理是：「納
稅人納稅的邊際犧牲要小於或等於納稅人享用公共財的邊際受益，
否則，人民就想盡辦法逃漏稅或進行資金逃避，讓租稅負擔大幅下
降！」從這樣的觀念引申，回到我們先前的討論，中央政府由於掌
握對於地方稅之稅率與稅基的立法權、以及對於統籌分配稅與補助
款公式的訂定權，可以直接或間接影響 80% 以上的直轄市與縣市

政府收入，顯示了現階段，我國地方政府針對其收入中的 80% 以
上，幾乎沒有設定或調整其水準的能力。基此，我國地方民眾不會
因為居住地管轄地方政府的不同、所享受公共服務水準的不同，而
必須面對不同的地方稅率與稅基，繳交不同水準的地方稅賦。換句
話說，在我國目前的地方稅制下，納稅人繳交的地方稅是常數，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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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率與稅基並不會因為居住地點的不同，或者地方支出水準的變動
而有差異，亦即納稅的邊際犧牲為零，而這也讓地方民眾有很大的
誘因，要求地方民選首長盡可能地提高地方公共服務整體支出的水
準，即使邊際收益隨著總支出水準的提升已經降至極小的水準，但
由於增加地方支出的邊際犧牲為零，因此民眾仍會追求總收益的成
長。從這樣的角度來看我國地方政府的財政行為，地方過度支出的
結果也就不足為奇了。
在地方財政依賴中央補助的結構下，我國地方財政的惡性循環
也逐漸形成（張其祿，2006:15）。在我國現行之地方財政制度下，
地方政府增加或減少地方收入的彈性都不大，無法透過強化地方財
政資源運用效率與減少地方支出的方式，減少地方民眾的地方稅負
擔；因此在增加支出也不會產生地方稅增稅壓力的情況下，地方政
府也就理性地透過支出的擴張，以提升其施政的績效。換句話說，
在現行之地方財政制度下，地方首長的施政績效，將展現在擴張支
出以提升地方建設和社會福利水準，甚至是因此造成財政困窘而得
以獲得更多中央財政的奧援，現行的制度並沒有對於妥善運用財政
資源，減少地方支出之財政行為給予財政上的實質獎勵，反而可能
因為財政健全而失去帶來更多中央財政挹注的機會，使得財政健全
實質上成為一種變相懲罰。
二、政策倡議聯盟政策核心信念之形塑與強化
本文至此所描繪之地方財政制度與行為，進一步形塑並強化
了我國地方財政政策倡議聯盟所持之政策核心信念。在政策倡議聯
盟中之政策利害關係人，基於實務上觀察或實際參與地方財政之運
作，都發現在現行制度下，增加地方建設與福利經費、積極向中央
爭取財源是地方政府常態且理性之財政行為。而這樣的觀察，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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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形成他們對於我國地方財政制度的規範性認知。Fang（2011:4041）透過 Q 方法論發現，該研究所找到的五種財政地方分權化認知，
皆認為我國應採取中央主義者途徑推動財政地方分權化，亦即中央
在地方財政制度改革的過程中，仍應該扮演積極的關鍵角色，除了
挹注更多的財源到地方以解決地方財政困窘的問題之外，也應該建
立獎懲機制，對地方政府之財政行為課責。
進一步分析，參考方凱弘、梁綰琪（2009:132-133）根據倡議
聯盟架構（Sabatier, 1988:144; Sabatier and Jenkins-Smith, 1999:121-

22）對於共享之信念體系的理解，認為「我國在單一制國家的制度
下，政策應有一套整體制度」的思考脈絡可以視為是深層核心；而
「我國需要一套整體的財政政策」、「中央必須分配更多的財源到
地方」、與「中央必須對於地方政府財政行為監督」等觀點則可以
視為政策核心信念；而「地方財政自主性」或「地方財政自我負責」
就僅為次級觀點（方凱弘、梁綰琪，2009:147-148；Fang, 2007）。
而這樣的思維模式，又與我國地方自治在監護型地方自治下的思考
脈絡一脈相承，認為台灣是單一制國家，為避免一國多制，地方各
自為政，造成人民無所適從，中央應在各項政策領域中整體性地建
立一套制度。
基此，在我國地方財政政策倡議聯盟的政策核心信念中，一
方面認為地方財政之健全，應該透過中央政府在中央地方財政劃分
制度上進行改革，分配更多的財源到地方，並強化對於地方過度支
出之財政行為進行課責；但在另一方面，由於我國民主化後，地方
首長與民意代表因為連任或定期選舉的壓力，將增稅視為票房毒藥
（張其祿，2006:16），在不將增稅視為政策選項的情況下，對於
地方政府在健全地方財政、增加地方財政收入上所應該扮演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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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也就沒有太多著墨。而這樣的政策核心信念，也對於我國地方
財政改革方案的擬定與落實，產生了關鍵性的影響。
本文至此初步完成了圖一最外圈，由政策倡議聯盟之政策核心
信念、地方財政制度與地方財政行為所構成之三角互動關係。而此
互動關係形成後，政策倡議聯盟之政策核心信念，也就成為地方財
政主管官員共享之心智模式，引導這些官員之決策與行為，並且忽
略其他不相容的訊息，進而維繫或強化既有之地方財政制度與地方
財政行為。本文以下進一步討論圖一內部，思考地方財政制度變革
對於外圈之三角互動關係所產生的影響。

陸、地方財政制度變革的回饋與強化：地方稅法通
則的改革
根據圖一所示，地方財政制度變革可以大致區分為兩類：一類
是被政策倡議聯盟之政策核心信念所支持者，另外一類是不被政策
倡議聯盟之政策核心信念所支持者。而這兩類制度變革，也會進一
步對於既有之政策倡議聯盟政策核心信念、地方財政制度與地方財
政行為，產生回饋與強化的作用。本節將進一步針對這樣的現象進
行描述。
首先，圖一內部左邊所繪製之地方財政制度變革，是被政策倡
議聯盟之政策核心信念所支持者，而其在實務上改革的焦點，則主
要都聚焦在由中央移轉更多的財源到地方。其中，財政收支劃分法
於 1999 年修正，透過增加中央統籌分配稅款規模的方式，試圖提
供地方政府更充足的自主財源；而行政院 2001 年針對中央對地方

政府補助制度的改革，便是希望以提高一般性補助款的比例，並明
定分配公式，冀望建立地方財政自主自律精神（李泰興，2005:18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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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由於上述改革方案是針對當時之地方財政制度，在符合政策
倡議聯盟之政策核心信念的前提下進行調整，雖然在推動上較為順
利，但是由於沒有根本扭轉地方政府擴張支出的制度性誘因，因此
雖然暫時地增加了地方財源，解決地方燃眉之急，但是就長期來
看，不但沒有根本解決我國地方財政之問題，反而深化了我國地方
政府對於中央財政資源的依賴，進而強化了既有之地方財政行為；
此外，由於這些改革在短期上看起來是成功的，因此也再一次強化
了政策核心信念，讓政策倡議聯盟的成員更加相信，唯有符合政策
核心信念之變革，才有成功的可能。
其次，圖一內部右邊所繪製之地方財政制度變革，是不被政策
倡議聯盟之政策核心信念所支持者，而我國於 2002 年完成立法之
地方稅法通則便屬於此類。該法對於我國地方財政改革最重要的意
義，在於提供了地方政府開徵地方稅的法源，也讓地方政府得以在
爭取中央財源之外，有了另外一條增加地方財源的管道。亦即從財
政地方分權化的途徑檢視，該法的通過，代表著中央政府希望藉由
地方主義者途徑推動財政地方分權化，解決我國地方之財政問題。
雖然這代表著地方政府若能善用該法所賦予的權限，便可以透過開
徵特別稅課、臨時稅課與附加稅課增加地方財政收入，進而讓我國
長期依賴中央的地方財政制度產生質變，但是我們同時也必須注意
到，該法所希望建立之地方財政制度與鼓勵之地方財政行為，和地
方財政政策倡議聯盟所持之政策核心信念並不相符，而這也造成該
法對於地方稅收增加的助益並不明顯。以下我們從開徵地方稅之前
的政策認知、開徵地方稅法定程序與實務所存在之障礙、以及地方
稅實際開徵的情形，檢視地方財政政策倡議聯盟的政策核心信念，
對於地方稅法通則之政策變遷與執行所產生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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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徵地方稅前的政策認知
本文前面提到，在我國當前的地方財政制度下，直轄市與縣
市歲入中，僅約有 30% 為稅課收入，而在稅課收入中，又有超過
80% 的收入，其稅率與稅基非地方政府所能調整。基此，地方政府
提高地方稅課收入所能帶來的財政收益並不明顯，加上考慮增稅所
可能引發之地方民意與政治壓力極大，因此地方政府大多在權限範
圍內從低徵收，進而造成地方民眾低估地方公共服務的價格。而當
這樣的思維與行為內化為政策核心信念時，當政策目的是希望地方
政府以開徵地方附加稅、特別稅或臨時稅為手段，增加地方財源的
地方稅法通則完成立法後，由於與政策核心信念不符，因此政策倡
議聯盟中之利害關係人，也就對於開徵地方稅抱持著較為保留的態
度。
在一項專訪中，學者黃世鑫便不看好地方稅的開徵可以增加地
方的稅源。他指出，現有的法律本來就賦予地方政府一些空間，如
房屋稅稅率、地價稅的公告地價等，但是每個地方政府幾乎都盡量
壓低，因此，在現有的制度下，地方政府都不做了，則在稅法通則
下，地方政府就敢做嗎（汪欣寧，2004:21-22）？即使規劃開徵，
劉彩卿、林建仁（2004:25）也觀察到，在所提出的地方稅申請中，
大都開徵特別稅與臨時稅，而不敢調高地方稅之稅率與開徵國稅之
附加稅。魯炳炎（2003a:191；2003b:136）在針對地方政府財政主
計單位首長與立法委員所進行的兩項調查中發現，超過 67% 的受

訪立法委員以及 76% 的受訪地方財主單位首長，認為在地方稅法
通則完成立法之後，亦難開徵新稅。蔡吉源、林建次（2005:151）
觀察指出：「很多地方官員認為地方稅法通則和規費法的通過，對
地方政府赤字問題的解決並不會有很大的幫助，因為課徵新稅或加
徵規費的政治成本，比起向中央要求補助大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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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瀏覽地方稅法通則立法過程中相關之新聞報導，我們可以
更清楚地觀察到地方首長對於地方政府開徵地方稅的態度。首先，
在地方稅法通則於 2001 年 5 月 3 日在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完成初審
的次日，聯合報的一篇報導（聯合報，2001）指出：除了少數縣市
長持正面看法外，絕大多數縣市首長並不看好，「包括桃園代縣長
許應深、彰化縣長阮剛猛、雲林縣長張榮味、高雄縣長余政憲、屏
東縣長蘇嘉全等縣市長及多位縣市財主單位主管，都認為 [ 地方稅
法通則 ] 不可行。」在 5 月 5 日自由時報（自由時報，2001）的另

外一篇報導中，也以「開徵新稅，地方首長不以為然」為標題，指
出包括時任之台中市長張溫鷹、台北縣長蘇貞昌、宜蘭縣長劉守
成、花蓮縣長王慶豐、桃園縣代理縣長許應深以及屏東縣長蘇嘉全
等多數地方首長，都「認為中央減稅、地方加稅，時機不對還將引
起民怨。」
進一步看，在地方稅法通則於 2002 年 11 月 19 日完成立法的
次日，聯合報（2002）報導時任台南市長之許添財認為，開徵地方
稅是「拿刀給縣市長殺人」；台南縣長蘇煥智也說：「這塊餅好看
但不好吃。」除了上述兩位地方首長之外，該篇報導另外歸納當時
台中市長胡志強、花蓮縣長張福興、台東縣長徐慶元、苗栗縣長傅
學鵬、新竹縣長鄭永金、三重市長李乾龍等多位受訪地方首長的看
法，指出當時地方首長對於開徵地方稅的看法偏向保留，認為「徵
稅」不如向中央「爭稅」；即使少數要開徵地方稅者，開徵的對象
也非一般民眾。該篇報導這樣描述當時地方首長對於開徵地方稅的
政策認知（聯合報，2002）：「多數縣市和鄉鎮長都說，最有利的
徵稅時機已經過了，現在給地方徵稅權，是叫縣市長拿刀子殺人。
桃園、台中兩縣是少數打算開徵特別稅的縣市，但目標鎖定台電、
砂石業等特定對象，不是一般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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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的觀察與研究成果，在地方稅法通則完成立法前後，
不論是地方財政學者的觀察，或是媒體對於地方首長意見的報導，
都顯示出我國地方財政政策倡議聯盟之政策認知，對於依據該法開
徵地方稅持較保留的立場，而這樣的消極期待，如何反映在開徵地
方稅之制度設計與政策執行？是否也影響了依據地方稅法通則開徵
地方稅的實際情況？
二、開徵法定程序與實務上之障礙
地方政府開徵地方稅之立法程序，明訂於地方稅法通則第六
條：「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開徵地方稅，
應擬具地方稅自治條例，經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市）
民代表會完成三讀立法程序後公布實施。地方稅自治條例公布前，
應報請各該自治監督機關、財政部及行政院主計處備查。」根據該
項條文之規定，能夠影響地方稅立法之主要利害關係人，包括應擬
具地方稅自治條例之地方政府、應完成自治條例三讀程序之地方議
會、自治監督機關以及在實務運作上主要決定備查與否之財政部。
為清楚勾勒出地方稅自治條例立法過程之實務運作，方凱弘、
梁綰琪（2009:144-147）曾整理自民國 2002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08
年 12 月 15 日止有關地方政府開徵地方稅之相關新聞，並將地方政
府在地方稅自治條例立法過程中所可能遭遇到之障礙整理如表四。
根據表四所示，首先，在地方政府擬具自治條例草案的過程
中，各局處基於業務專業，對於針對特定標的開徵地方稅的看法並
不一定有共識，對於地方稅法通則的詮釋也不一定會相同，而這樣
的情況，也使得在地方政府內部形成共識、針對反對意見進行溝通
成為開徵地方稅的第一道關卡（方凱弘、梁綰琪，2009:145）。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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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機關別

地方稅開徵過程中之制度面壓力或阻力
法訂權限

決議理由

可採取之行動

地方政府內部局處

自治條例之研擬

開徵之技術困難、違 提出反對意見
反地方稅法通則第四
條不得開徵之事項

地方民意機構

自治條例之審議

開徵之程序不完備、 退回、否決或提對應
配套措施不足、開徵 草案
影響太大

自治監督機關（僅適 轉文
用鄉鎮市自治條例）

無法令之否決或通過 拖延
權限

財政部（中央政府）

違反地方稅法通則第 未獲核備退回、再議
四條不得開徵之事
項、針對新稅目認定
為國稅、牴觸地方稅
法

備查

資料來源：方凱弘、梁綰琪（2009:147）。

例來說，台北縣政府曾於 2007 年由各局處提出包括攤販稅、寵物
稅、體育發展臨時稅、土石採取特別稅等可開徵地方稅之稅目，但
財政局認為這些稅目的開徵都會有困難，因此暫不考慮開徵（李光
儀，2007）。
其次，在自治條例草案送進議會審議的過程中，議員可能針對
開徵地方稅的程序不完備或針對特定稅目所可能產生的影響提出質
疑（方凱弘、梁綰琪，2009:146）。例如台中縣政府於 2008 年中
提出「土石採取特別稅自治條例」，但在議會審議的過程中，一位
議員提出未召開聽證會、未與公所討論如何分配稅收、以及開採會
對環境造成影響等質疑；而雲林縣政府所提之「土石採取稅徵收特
別條例」，則遭議員以中央尚未開放課徵砂石稅，並擔心造成砂石
價格攀升而增加民眾負擔，因此該案遭程序委員會以配套措施尚未
完備退回（王良新，2007；詹士弘，2007；謝鳳秋，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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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就自治監督機關而言，主要係指鄉鎮市公所通過之自治
條例，由於縣府具有轉文的權限，因此也就在實務上取得對於該自
治條例通過與否的實質影響力（方凱弘、梁綰琪，2009:146）。舉
例來說，淡水鎮民代表會於 2006 年底通過「台北縣淡水鎮建築工
地稅臨時 自治條例」後，鎮公所隨即請縣府代轉文給中央，但縣
府卻發文鎮公所建議：「立法過程應與台北縣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
會，台灣區營造工程工業同業公會…等相關同業公會加強溝通，或
實施前先行辦理說明會。」（林敬殷，2007）。
最後，若是地方稅自治條例獲得議會的通過，接著就必須依規
定報請各該自治監督機關、財政部及行政院主計處「備查」。雖然
地方稅法通則在用語上使用的是備查，但在實務運作上，是由財政
部組成地方稅審議委員會，針對報請備查的地方稅自治條例進行審
核，而財政部長、甚至是行政院長甚至握有最後的決定權（方凱弘、
梁綰琪，2009:146）。如表五所示，地方稅法通則實施至 2013 年 7
月止，共計有 7 個地方政府所提之 9 項地方稅，中央決定「不予備
查」。
根據以上的討論我們知道，地方稅自治條例之順利完成立法，
必須經過重重關卡，才有可能最後獲得財政部備查，完成立法之程
序。但是我們也須注意，即使獲得備查，也曾發生桃園縣體育發展
臨時 因為沒有訂定開徵日期而沒有開徵的例子，而這也再一次印
證在我國開徵地方稅的困難，即使已經完成立化的程序，也可能在
執行的階段出現反彈或其他問題而無疾而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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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中央不予備查之地方稅及其原因

地方政府

稅目

不予備查之原因

桃園縣政府

機場不動產特別稅

涉國外公司飛機起降課稅問題

機場噪音區回饋特別稅

涉國外公司飛機起降課稅問題

煉油廠特別稅

涉國營事業權益

雲林縣政府

節能減碳特別稅

損及國家整體利益，不適合由地方政府個
別課徵

花蓮縣政府

碳稅

為國稅而非地方稅

台南市政府

石料轉運特別稅

如同徵收通行費、過路費

金門縣政府

環境維護臨時稅

涉及限制自然人進出

屏東縣霧台鄉公所 生態維護臨時稅

涉及限制自然人進出

台東縣綠島鄉公所 觀光資源生態維護臨時稅

涉及限制自然人進出

資料來源：陳美珍（2004）；洪瑞琴（2007）；田俊雄（2008）；賴昭穎（2008）；王信人
（2009）。

三、實際開徵的情形
雖然地方稅法通則自 2002 年通過至今已經超過 10 年，但目

前（2013 年 7 月）僅有宜蘭縣、桃園縣、苗栗縣、南投縣與花蓮

縣等 5 個縣政府以及屬於鄉鎮市層級之員林鎮公所，正依據地方稅
法通則的規定開徵臨時稅或特別稅。若進一步將過去曾經開徵地方
稅但是目前已經停徵者納入計算，在縣市的層級，也僅再增加已經
併入台中市與高雄市之台中縣與高雄縣曾經開徵過地方稅，其中，
台中縣曾經開徵特殊消費特別稅，高雄縣則曾經開徵土石採取特別
稅。就鄉鎮市的層級來看，也僅有在台北縣改制新北市後，已經改
制為區之土城市、淡水鎮、鶯歌鎮、五股鄉、八里鄉與三芝鄉曾經
開徵建築工地臨時稅。從上述開徵臨時稅或特別稅個案不多的情
況，我們可以知道雖然各縣市政府與鄉鎮市公所普遍面臨財政困窘
的情況，但是卻沒有積極運用地方稅法通則的授權開徵地方稅增加
地方財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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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針對地方稅之收入進行分析，我們可以更進一步發現，如
表六所示，開徵地方稅之縣市政府，在其 2013 年度總預算中，自
治稅捐收入不論就金額或就占歲入比例來看，對於這些縣市政府整
體歲入的重要性皆不高。就金額來看，縣市層級之地方政府，在
2013 年度僅預計徵收 5 億 7 千多萬元，其中以南投縣最高，達 3
億 2 千萬元，而以苗栗縣最低，僅 3 百多萬元。就占歲入百分比來

看，僅南投縣與花蓮縣之自治稅捐收入占整體歲入比例超過 1%，
而宜蘭縣、桃園縣與苗栗縣皆不足 0.3%。
表六
地方政府

縣市政府 2013 年度總預算之自治稅捐收入彙整表
金額

百分比

宜蘭縣

$44,325,000

0.24%

桃園縣

$33,200,000

0.05%

苗栗縣

$3,145,000

0.01%

南投縣

$320,000,000

1.58%

花蓮縣

$175,000,000

1.01%

總計

$575,670,00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各縣市 2013 年度總預算書。

最後，如表七所示，若從地方政府開徵地方稅的納稅義務人
以及其課徵標的進行檢視，我們可以發現目前所開徵之地方稅，主
要以營建工程、礦石開採以及土石採取等特定產業之業者為納稅義
務人，而課稅的標的，也以土石方產出或收容數量、土礦石採取數
量或樓地板面積等為主。換句話說，少數願意依據地方稅法通則開
徵地方稅的地方政府，在納稅義務人與課徵標的選擇上，也極為侷
限，而不願意在關稅、貨物稅以及加值型營業稅之外的國稅中附加
徵收地方稅，也不願意將納稅義務人擴及一般民眾，嘗試透過地方
稅的開徵，在財政收入與支出間建立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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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地方政府

宜蘭縣政府

桃園縣政府

苗栗縣政府

南投縣政府

花蓮縣政府

稅目

地方稅之納稅義務人及課徵標的彙整表
納稅義務人

課徵標的

營建剩餘土石 營建工程承造人（廠商）、建築工 縣轄內產出之餘土或收
方特別稅
程之起造人、拆除執照之申請人或 容外縣市之土石方數量
收容外縣市土石方者
礦石開採特別 礦石開採之礦業權者或擅自開採 大理石（原料石）、白
稅
礦石之違規行為人
雲石、瓷土之開採數量
營建剩餘土石 營建工程承造人或土石方收容處 產出、收容營建剩餘土
方臨時稅
理場所
石方之數量
土石採取臨時 土石採取申請人
稅

向主管單位申報開採土
石之數量

土石採取景觀 土石採取人
維護特別稅

所申報土石之數量

營建剩餘土石 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或土石方 所申報、收容之營建剩
方特別稅
收容處理場所
餘土石方數量
土石採取景觀 取得土石採取許可之土石採取人、 縣轄內採取之土石數量
維護特別稅
機關辦理標售之得標人或違規採
取土石之違規行為人
礦石開採特別 取得土石採取許可或公共造產之 縣轄內土石採取數量
稅
土石採取人、機關或事業辦理標售
或價購之得標人或價購人、礦業權
人或違規採取土石之違規行為人
礦石開採景觀 開採礦石之礦業權者或擅自開採 石灰石、大理石、白雲
維護特別稅
礦石之行為人
石、蛇紋石之開採數量

員林鎮公所

建築工地臨時 使用執照登記之建築起造人
稅

建築工地總樓地板面積
規模在五百平方公尺以
上者之全部樓地板面積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各地方稅自治條例。

從我國實施地方稅法通則的經驗上，可以觀察到兩種現象值得
我們思考：開徵新稅成功的個案極少以及地方政府不願向民眾直接
課稅。首先，在制度設計與地方政治的交互影響下，地方政府成功
開徵地方稅的例子仍屬鳳毛麟角，而我們也發現地方政府到目前為
止，仍不願意直接向地方民眾課稅，擔心地方民眾可能產生反彈。
上述現象，使得我國地方財政制度雖然透過地方稅法通則賦予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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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開徵地方稅課的彈性，但是這樣的制度性改革並沒有對於我
國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地方財政行為產生很大的影響，地方政府財政
上最重要的收入，還是來自於中央握有主導權的地方稅以及具有府
際移轉性質的統籌分配稅款與一般性補助款。回到圖一進行檢視，
地方稅法通則作為地方財政之制度性變革，由於沒有打破我國地方
財政支出增加的制度性誘因，因此原本地方財政制度的本質不但沒
有改變，反而更加鞏固；但是由於該法的實施不如預期，反而使得
政策倡議聯盟的成員更加相信，要求地方政府課稅在我國並不可
行，並因而強化了其原本偏向中央集權之政策核心信念，也合理化
了原本依賴中央之地方財政行為。
本文於第二節之圖一提出地方財政政策核心信念維繫模式，並
於第三節到第六節分別針對圖一中的各個概念進行演繹與詮釋，指
出在我國地方財政實務運作的系絡下，圖一中提及之各項概念的內
涵為何，並將相關內容摘要整理如圖二所示。

圖二

地方財政政策核心信念維繫模式之演繹與詮釋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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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
本文論述的焦點，不在於提出並且分析解決我國地方財政問題
之政策方案，而是在於理解我國地方財政問題的本質與核心。筆者
並不否認在過去偏向中央集權之地方財政制度下，財政資源大多集
中在中央，除了原本之北、高兩直轄市外，各縣市政府所分配到之
財政資源普遍不足，而這也使得在直轄市與縣市政府職能大幅擴張
的今天，中央必須透過財政劃分挹注更多的財政資源到地方。但是
藉由本文的分析，筆者也想指出不論是透過中央挹注更多的財源，
或是合理化中央地方財政收支之分配，都只能短期舒緩、但卻無法
根本解決我國地方財政所面對的嚴重問題。
民眾真的會反對任何加稅的議案嗎？在不看好地方稅法通則的
原因中，最常被提到的是民眾不會支持任何加稅的議案，而其所選
舉出來的民意代表，自然也不會支持。陳漢雲（2007:39）的研究
發現，我國民眾不瞭解地方稅收來源，而這也更證明了我國地方民
眾並不具備由地方民眾支付地方稅賦獲取地方公共服務的觀念。這
樣的發現也使我們必須追問，到底是民眾不會支持任何地方稅加稅
的方案，還是地方民眾根本不具備由地方政府課徵地方稅支付地方
公共服務的概念？而主管地方財政的中央地方官員，是否也像民眾
一樣不認為地方政府應該透過向民眾課稅支付地方公共服務？或者
換個角度來看，認為在我國當前的地方財政系絡下，尚無法推動以
地方政府所課徵的稅賦支應一定比例的地方公共服務支出？
本文前面的分析指出，在現行地方財政制度與行為的互動下，
存在著很強烈的制度性誘因鼓勵地方政府及其民眾增加地方支出，
而在此制度性誘因消失前，我國地方財政問題也無法根本獲得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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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就像任何公共政策的制定與執行過程一樣，地方財政制度的
設計很難是理性辯證下的產物，Lindblom（1959:80）曾經告訴我
們，以廣博理性與邏輯實證途徑為基礎的技術，大都只適用於解決
變數不多、價值問題單純的小範圍問題，也因此無法解決政治上具
有爭議性的議題。基此，漸進主義，不但是一個描述性的理論，也
是規範性的理論。Wildavsky （1966:307）更進一步提出政治理性
（political rationality）的概念，認為在政治決策中，大多數行為背
後所隱藏的動機，不是基於方案的優劣，而是取決於誰做決定以及
誰在反對。
回想我們前面的討論，基於地方稅法通則實施至今的經驗，
我國中央與地方財政主管官員作為地方財政政策次領域之政策倡議
聯盟的一員，可能已經發展出專業領域內既定的政策核心信念，而
此信念也支持著並且強化現行地方財政制度與地方財政行為的運作
與維繫。弔詭的是，若是我們在此政策核心信念下進行改革，那麼
任何的改革方案，由於不能過於偏離政策核心信念，大幅度制度性
的變革不會出現，現行地方過度支出的制度性誘因便無法消除，也
無助於改變我國地方政府的財政行為，進而解決地方財政困窘的問
題；反過來說，若是我們希望擴大改革的幅度，嘗試建立與強化地
方財政收入與支出間的連結，由於這樣的改革邏輯不被當前的政策
核心信念所支持，那麼改革成功的機會也微乎其微。基此，改革之
道也就不能僅聚焦於財政分配制度與財政誘因機制的改革，而必須
將政策核心信念的改變納入改革方案研擬之考量。
由於任何的改革方案，都必須符合政策利害關係人所持之政策
核心信念，成功的可能性才能提高，因此我國地方財政之改革，應
遵循「小幅變革、漸進學習」的策略，漸進且持續地透過小幅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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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財政制度變革與行為調整，提供政策學習的機會，試圖在長期
促成政策核心信念的轉變。基此，就短期而言，應先強化中央對於
地方財政之監督，降低地方過度支出對於地方財政之傷害，並且鼓
勵地方更有效率地配置有限之地方財政資源。而其作法，可以在財
政分權的原則下，透過專業超然之地方財政評鑑機制以及獎懲誘因
機制的建立，設法在當前之地方財政制度下，漸進調整地方財政行
為，以提升地方之財政努力與財政效益。此外，由於使用者付費的
觀念較容易被接受，因此也可以鼓勵地方政府透過規費的徵收，逐
步培養民眾付費使用地方公共服務的觀念。
隨著政策核心信念逐漸轉為支持，長期而言則應建立與強化地
方財政收入與支出間的關聯性。而其落實，除了要設法逐步降低中
央財政移轉性財源在地方收入中的重要性之外，也必須強化我國地
方公共服務的價格機制。在我國目前的法制與地方財政系絡下，應
先建立制度性之誘因機制，鼓勵地方政府依據地方稅法通則的規定
開徵附加稅、特別稅或臨時稅，特別是開徵以地方民眾為租稅之法
定與經濟歸宿的地方稅，讓地方民眾切身感受到地方公共服務、建
設與福利之價格，而這也將是我國改革地方財政制度、健全地方財
政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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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thening and Maintaining Each Other between
Local Fiscal Behavior and Institutions:
Reinterpretation of Local Fiscal Problems in Taiwan
Kai-hung Fang *

Abstract

Studies on local ﬁscal problems in Taiwan often focus on the problems
of fiscal institutional design or fiscal behavior. On the one hand, most
studies on fiscal institutional design pay their attention on reforming
the intergovernmental fiscal assignments. The aim is to rationalize the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and local ﬁnancial resources to increase the size of
overall local revenue. On the other hand, studies on ﬁscal behavior often
make efforts to analyze the impacts of national policy changes on increasing
local ﬁnancial burden and spending. Lack of ﬁscal efforts and irresponsible
behavior performed by local governments are also frequently identiﬁed as
causes to worsen local ﬁscal condition. However, policy recommendations
proposed to reform ﬁscal institutions or correct ﬁscal behavior have failed to
overcome the problem of poor local ﬁscal health in Taiwan. This research
intends to understand how policy core beliefs of advocacy coalition of local
public ﬁnance may contribute to the local ﬁscal problems. It is argued that
officials in charge of local fiscal policies can be deemed as members of
advocacy coalition in the policy subsystem of local public ﬁnance. They
have developed their policy core beliefs in the ﬁeld of local public ﬁnance to
support and reinforce existing local ﬁscal institutions and behavior. Should
any reform proposals deviate from the policy core beliefs, the likelihood of
the policy being successfully implemented would be drastically decreased.
Therefore, any reform efforts on dealing with local fiscal problems
should begin with the attempt to change policy core beliefs of advocacy
coalition.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strategy of reforming Taiwan´s local ﬁscal
system should be able to facilitate incremental policy learning to result in
small policy changes. In other words, by providing the opportunities of
* Kai-hung Fang is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Shih
Hsin University. His majo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local government, local public ﬁnance,
and public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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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learning through incremental and continuous institutional reforms
on local public finance, as well as adjustments on local fiscal behavior,
advocacy coalition´s policy core beliefs may be changed in the long run. It
is recommended that local ﬁscal behavior should be better monitored by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in the short run to ensure that local ﬁscal condition will
not get worse due to local overspending. Moreover, local governments in
Taiwan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allocate limited resources more efﬁciently.
In the long run,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linkage between local revenue
and local spending should be established and strengthened. In addition to
decreasing the ﬁscal dependence of local governments on national transfers,
a price mechanism of local public services should be restored.
Keywords: local public finance, local fiscal institution, local fiscal behavior, policy core belief,
local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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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官僚到網絡城市：
五都改制後高雄市議會作為之探討
廖達琪 吳心喆 李承訓 *
中山大學

摘 要
過去十多年來，隨著民主化與全球化的潮流，都市規模的擴
大，國家權力的減弱，以城市為中心的發展模式逐漸得到重視，而
都市治理的理論也成為重要的議題。更進一步來說，在實務方面，
為了提高城市的政治和經濟競爭力，有些國家便開始合併或整合城
市附近的區域而成為大城市，並給予較大的自治權。2010 年，我
國內政部同意了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和高雄市的合併和升格。
在這些城市擴張或整合後所形成的大都會，如何能進行有效的城市
治理，便成為實務面重要的議題。
就理論面而言，學者們對地方治理的理論逐漸從韋伯的金字塔
官僚分析，轉向新公共管理水平式治理的理論論述。與此同時，一
個可以涵蓋更多參與者，如非政府組織或其他網路使用者，而形成
地方治理網絡的網絡模型亦被學者提出。在現代社會中，國家的能
力不再具有主宰作用，且原有的由上而下垂直的官僚管理模式，亦
無法滿足現在社會中的地方治理所需，網絡城市逐漸成為現代地方
* 廖達琪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研究領域為比較政治理論、資訊與政
治、組織與決策理論。
吳心喆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學術興趣為比較政府與政治、政治
文化與民主化、東亞地區比較政治研究、網路與政治
李承訓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政治學領域專長為比較政治與議會研
究，資訊領域為文本探勘與網站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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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模式的主流。
從實務面來說，如何使這些大都會發展成為網絡城市，不能只
依賴靜態的法律規章，而需要有創意、有動能的援引法律來具體實
踐。本文因此選擇高雄市議會為案例，主要探討高雄市議會議員和
市議會本身如何建構並發展以市議會為主的城市網絡系統，而相當
程度補上市政府不足的部分。本文認為，市議會和市議員透過旁聽
安排，公聽制度及問政質詢等所形成的網絡，相當具體的反應出市
政府施政的缺憾處，而突顯出議會在市政中既代表民意又監督政府
的角色。就理論層面來說，本文的研究發現也提供了在雙元民主體
系下（市長及市議員均直接民選），從市議會切入來探討地方治理
問題的新視角。
關鍵詞：地方治理、網絡城市、官僚城市、市議會、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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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十多年來，伴隨著民主化與全球化的發展，都市規模的擴
大，國家權力的減弱，以城市為中心的發展模式逐漸受到重視，而
城市治理的理論模式也成為政治學門的熱門議題之一。進一步在實
務上，為了提升城市在全球的政治經濟競爭力，有些國家會透過合
併附近的區域形成廣域行政，並賦予地方更大的自治權限（楊鈞
池，2009）。台灣在 2008 年的總統大選時，候選人亦提出類似政
見，例如馬英九總統，便對此提出了三都十五縣的概念，並提出三
階段的發展主軸，其最終目的，便是以台北、台中與高雄為區域中
心，將台灣分成北中南東四區，以城市為核心，帶動區域和生活圈
整合，促使台灣的均衡發展（陳華昇，2009）。而最終在 2010 年，
內政部核定了新北改制、台中縣市、台南縣市與高雄縣市合併升
格。隨著地方行政區的擴大，其管轄的事務、權責和資源亦隨之增
加；但隨著我國稅收的減少，中央能撥予地方的補助與地方能自行
籌得的款項與資源有限，近年來往往發生地方政府無力承接中央所
撥予的權責。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地方如何治理？尤其是整合擴
大規模後的城市，如何有效管理，發揮全球在地化發展的綜效，更
是實務上的重要課題。
首先，從理論層面來看，在民主化與全球化的脈絡下，學者
們對於地方治理的概念，逐漸由原來著重在韋伯式官僚體系金字塔
式的應用分析，轉而探討新公共管理論述中水平式的治理模式，並
發展出加入更多的參與者，如非政府團體的角色等網絡的概念，因
此在城市治理的理論概念上，逐漸確立了官僚與網絡兩個體系的討
論，並以網絡為主（陳金貴 , 2013）。如 Leach 與 Percy-Smith (2001)
便提出三種治理方式，網絡模式就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方式；而陳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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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 (2013) 引述 Fenger 與 Bekkers (2007) 的文章亦說明在現代社會，
國家權力已不再獨大，原有垂直式以國家為討論核心的治理方式，
已經無法因應現在國民的需求，而政府部門需要與其他民間組織或
國際組織合作，乃成為一當代治理之主流論述。
其次，在實務層面，台灣的五都改制，1 雖受「地方制度法」
及相關法規規範，但各都情況不一，五都如何能發展成理論上的網
絡城市，大約不是法規能提供答案，而必須有待各城市在法規授權
下，發揮創意努力去實踐。在五都之中，本文選擇的是高雄市議會
為討論案例，其原因有三：其一，在台灣，地方政府和地方議會在
「地方制度法」上具有雙元正當性，但回顧多數學者的研究，主要
停留在行政部門的探討，鮮少關注地方制度法上同等重要之議會，
故學者研究的案例選擇大多還是著重在行政部門，而忽略了議會部
門的重要性。第二，高雄市在五都之中，幅員最為遼闊，且傳統產
業落差大，治理上似特別需要發展網路；第三，本文審視各都對於
網絡發展的實際情況後，發現高雄市議會的公聽會和旁聽制度已逐
步建立，與其他各都十分不同。故本文選擇高雄市議會為案例，探
討在五都改制後，高雄市議會和議員們如何建構及發展以議會為主
體的網絡，帶動民間和社團對於市政的參與，彌補市政府的不足，
並突顯出議會在市政中代表民意又監督政府的角色。
本文將分為以下幾個部分：首先說明本文研究動機；其次，本
文將先探討官僚到網絡治理的概念發展，同時，本文將建構以市議
會為主的網絡城市討論架構及解釋高雄市議會的案例選擇。第參部
分，將說明本文的研究方法。第肆部分，本文將從法制面探討五都
1. 本文撰寫時，只有台北、新北、台中、台南、高雄等五都，故本文提及五都，主要是指
這五個城市。另桃園縣即將於 2014 年 12 月 25 日升格為第六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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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制後議會角色轉變，再從實際作為等面向，檢視高雄市議會的城
市網絡建構與發展；最後，是本文的結論。

貳、官僚城市到網絡城市：理論概念與高雄市議會
案例的選擇
一、從官僚到網絡的理論概念
官僚這個名詞最早是由韋伯提出，依照韋伯的構想，政府組織
透過專業化的分工、科層制度，明確的規範各單位的職權，並任用
具有專業知識且中立的官僚們來處理事務，在此一情況下，韋伯認
為官僚組織是單一統治，且可以提供高效率而不受私人因素影響的
治理模式 (Roth and Wittich, 1978:212-226)。早期的地方治理理論，

也大致上是由官僚為出發點來討論，如 Goodsell (2003) 便以美國
的官僚體系為案例，為官僚制度進行學理上的辯護，指出官僚體制
雖然複雜，且有一些被誤解之處，如拒絕改革或比民間體系沒有效
率，但大體上依然可以維持政府運作所需。Ejersbo 與 Svara (2012)
文中對於地方政府與民主的討論中亦指出，雖然現代社會有許多官
僚無法處理的部分，但目前的地方政府依然維持引入新元素與官僚
並存的狀態。然而，官僚的治理模式在現代多元民主的社會中，確
實備受批判，面臨許多困境：如現代的事務繁雜，並不太可能完全
如韋伯所規劃的將官僚體系專業分工；且讓其日趨龐大，卻仍無法
反應現代民主社會或民眾的需求，而與現代民主社會逐步脫節。總
之，官僚治理模式雖然有許多正面的部分，但其負面的成分相當
多，如分工枯燥、非人情取向導致缺乏士氣、科層制度導致溝通阻
塞、法規導致僵化與目的錯置，組織疊床架屋，政策缺乏統整以及
受到保護而不易面對挑戰或改革等等（林鍾沂，2008:11; Hoy and
Miskel, 1987:115; 王輝煌，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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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原有公共管理在現代民主社會的問題，Hood、Barzelay 和
Osborne 等學者提出了新公共管理的論點，其最大的差異點在於，
他們將政府視為一個服務民眾的機關，整個新公共管理以企業為範
本，將民眾視為客戶，其他如社區組織為合作對象，政府主要職責
是引導而非實作，引入公部門的競爭和評鑑來提升公部門的效率和
服務品質 (Barzelay and Armajani, 1992; Barzelay, 2001; Osborne and
Plastrik, 1998; Hood, 2000)。

此一理論的轉變，亦剛好搭配上 1980 年代開始各國政府因為
預算不足，大幅刪減公共支出，並將公有部門民營化，且建立客戶
服務導向與績效評鑑的機制，政府開始扮演引領的角色，並引入私
部門參與公共事務，使得原有的民間組織和社區組織得以承擔公共
服務，並壯大組織（史美強，2005; 史美強、王光旭，2008; 陳金貴，
2013; Fenger and Bekkers, 2007）；而關於公共治理討論中的行為者，
也開始從「政府」單一角色，轉向「治理」概念，治理的參與者中，
政府不再為獨佔角色，學者開始思考如何將公民與非政府組織或民
間團體的聲音納入，政府與非政府部門形成一個互依互存的網絡關
係。
台灣學者針對地方自治類的文章和研究案也十分眾多，而其
概念探討亦逐漸從官僚走向網絡。根據內政部所委託的研究案件
顯示，從民國 91 年到今年有關地方自治府會關係類型的，共有 14
件，而研究案件大多著重於處理地方自治類研究，如府會關係、
地方制度、中央地方權限或區域整合（可參閱葉如萍， 2011; 紀俊
臣，2008; 陳慈陽，2006; 蔡宗珍，2005; 蔡茂寅，2004; 樊中原，
2003; 吳介英，2003; 蕭全政，2003; 紀俊臣，2008）；另一部分則
著重於地方治理，如組織再造或評鑑（可參閱施能傑，2011; 郭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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瑩，2010; 趙永茂，2007）；僅有一篇著重於地方議會之研究（可
參閱廖達琪，2009）。孫同文、史美強 (2012) 的研究報告分析了
行政院研考會 237 個研究案件亦發現：公共政策、公共管理、府會
關係等議題是研究案中比例最多的；而研究案件大多與政府現階段
政策相符，如五都改制、電子化政府、政府職能與角色等方面；而
地方治理中組織改造、議題網絡與公私立夥伴關係等議題則將成為
未來的趨勢。由行政院內政部及研考會官方的研究案件可看出，我
國地方自治官方部門的研究核心，原本較為偏重於傳統的地方自治
類型，旨在解決地方制度法上制度面所產生的各項問題；而近年來，
逐漸轉移到組織再造的文章，顯示關於行政部門組織效能及再造等
議題也逐步受到重視，且研究方向較為偏向建構政策網絡而非官僚
主導。
目前國內的研究趨勢也因為地方治理的複雜性增高、國家能力
與財務狀況下降，原有的政府功能已經無法滿足民眾所需，因此研
究方向逐漸由地方自治轉向地方治理，納入非政府單位的討論。如
孫同文 (2005)、史美強、王光旭 (2008) 等學者，都提出過去長期以
來，由於政府的權能較為強大，因此學者的研究大多圍繞著強而有
力的政府，以及如何改善政府效能為討論核心。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參考研考會、內政部的政府研究案件中，
或國內外學者的研究議題可看出，無論是官方或學界的研究核心，
大多著重於行政部門的研究，或探討五都改制的配套和如何提升五
都的政府職能，或以行政部門為主角的地方治理概念與案例，鮮少
有提及議會的角色。然而，綜觀我國地方制度法的規定，議會與政
府同為地方制度法上平行重要的機構；下一部分即將從網絡治理的
概念和案例著手，並結合網路的概念，來建構市議會發展網絡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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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架構。
二、網絡治理的概念與案例
網絡治理的概念源自於對於原有將政府放在核心角色，建構階
層性治理的失望。學者們原本將研究方向著重於如何在以政府為主
要角色的官僚體系中，改善其行政及執行程序，提升效率，但由於
國家逐漸地失去原有強大的角色，使得政府無法有效地面對複雜的
政策領域和社會上各行動者的要求，因此學者轉而開始研究水平式
的治理概念，重新考慮在政策制定上的權力分配角色，網絡治理的
理論概念也因應而生，此一概念並且被認為優於傳統的科層式理論
(Milward, Kenis and Rabb, 2006)。原有的科層管理概念大多基於垂
直管理的概念，有別於原有官僚治理的概念，城市的網絡治理並不
將所有的行動者放在同一個階層體系中，而是將他們視為一個互動
網絡，管理者藉由互動的方式與其他行動者合作，以提升其工作職
掌的效能，因此網絡政策基本上是由行動者為主的 (actor-based) 政
策制訂程序 (Börzel, 1998:263)，構成這項政策制定程序的幾個重要

因素包含：政策行動者、行動者各自掌握部分資源、行動者各自有
政策偏好、因為資源互相依存而可以合作；行動者未必僅來自於公
部門，許多行動者是來自於非政府部門，依既定的遊戲規則而捲入
參 與 (Börzel, 1998; Meier and O´Toole, 2001; Kenis and Schneider,

1991; Carlsson, 2000; Milward, Kenis and Rabb, 2006; Rhodes, 2007;
Fenger and Bekkers, 2007; Compston, 2009)。

Börzel(1998) 指出，在一個行動者為主的政策制定程序，包含
了理性選擇和制度主義的假設，行動者基於共同的目標建構了非正
式的網絡，在既有的制度限制內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偏好，並藉由互
動減少交易或資訊成本，同時建立互信。而公部門與非公部門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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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者們，則藉由此一網絡交互資源，相互依賴並實現政策目標。英
國學者 Rhodes 亦指出，網絡治理是一個正式機構與非正式機構，
政府與非政府機構等成員構成的政策制訂與執行的集合體（Rhodes,
2007）。網絡治理的概念，是提出了原本官僚治理上的侷限性，點
出原有的政府體系，可以透過和非政府體系的合作，來擴大治理的
範圍。Rhodes 自行歸納了五種網絡治理的特色如下：2（1）任何一
個組織是依賴其他組織以獲得資源；（2）為了達成目標，組織之
間必須交換資源；（3）即使組織的決策都受到其他組織的制約，
網絡中的主導聯盟卻享有部份的行動自由，並且可以決定哪些關係
會被視為是問題，以及要追求哪些資源；（4）主導聯盟從現存遊
戲規則當中，採取某些策略以規範資源交換的過程；（5）自由行
動程度的差異，是組織目標以及互動組織之間相對權力大小交互作
用的產物，而相對權力是由組織資源、遊戲規則、以及交換過程來
決定 (Rhodes, 2007:1245)。
綜合國內外學者的討論，網絡治理的概念大致可認定為在網
絡模式中，管理者與其他行動者是因為共同目標和資源而互相依存
的，其他的行動者可能來自於其他公私立部門，或志願性團體。但
是管理者本身必須要了解其擔任的責任，和在網絡中所該扮演的
角色，以主導議題（Meier and OT́oole, 2001; 林玉華，2002; Fenger
and Bekkers, 2007）。然而政策網絡研究的困境在於案例必須要能

有效的證明政策網絡實際上影響了政策 (Milward, Kenis and Raab,

2006)，針對此一網絡模式， Rhodes 與國內學者江大樹、張力亞各
自提出了實際的案例證明網絡的重要性：
Rhodes 是以英國的中央或地方政府在後柴契爾時代為概念。
2. 中文翻譯擷取自孫同文、林玉雯 (2011)；他們引述自 Rhodes (1999: 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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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代，柴契爾夫人面對龐大政府體系，決定引進市場機制來
進行政府改革。他繞過原有的政府體系，透過嚴格的預算控制和管
理來限制政府部門的權力。政府部門在面對此一情況下，無可避免
的開始與非政府部門合作，彼此提供服務。因此新的非政府部門與
志願部門加入了公共服務的行列。依照 Rhodes 的看法，英國政府
目前主要擔任政策領航的角色，並可以用資金來限制網絡中其他參
與者的行動，但整體而言，政府的服務大多依賴其他的參與者提
供，政府整合、諮詢網絡中的行動者，並透過資金和立法來畫出框
架 (Rhodes, 2007)。
國內學者江大樹、張力亞 (2008, 2011) 也以南投縣埔里為案例，
討論了桃米村與埔里蝴蝶王國計畫。在此一研究中，南投縣府、埔
里鎮公所、學界（包含大學、小學和研究中心）、社區團體、地方
的基金會等建構出一個公私部門互相支援、合作以繁榮地方，建構
社會企業平台，以避免原有的官僚體系影響成效。
以上這兩個案例多著重於行政部門與其他網絡行動者的互動，
相對於此，國內學者林玉華（2002）則提出了以歐盟為案例的討論。
林玉華的研究中提到在歐盟的決策過程中，歐洲委員會負責法案議
案起草的階段，而部長會議則負責決定的階段。林玉華的貢獻在於
提出了歐洲委員會與歐盟部長會議成員均來自於歐盟各成員國，而
歐洲委員會起草前，必須透過諮詢程序，並與部長會議合作，以取
得議案的通過。也因此各成員國的政府與非政府機構，都會成為網
絡的一部分，「在夥伴關係和補助款的前提下，歐盟政策將歐洲、
國家、次級國家公部門、以及私人企業，統合的利益團體結合起來」
( 林玉華，2002，轉引自 Brans, 1997:391)。然而本文認為，此一概

念可以更進一步的修正。根據 2009 年生效的歐盟里斯本條約規定，
148

從官僚到網絡城市：

五都改制後高雄市議會作為之探討

歐洲議會 (European Parliament) 與歐洲理事會 (European Council，
部長會議 ) 共同分享了決策權 (Publications Ofﬁ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07)，因此可見得此一網絡將由會員國的層級，逐漸深入
到各歐洲議會會員國內各歐洲議員選舉區。與原本的歐洲理事會以
國家部長為網絡節點建構該國網絡相比，每一位歐洲議員將成為一
個網絡節點，透過歐洲議會選舉區，將歐盟的網絡建構與發展更細
緻化。
三、市議會城市網絡建構的概念架構
前一節中，本文討論了網絡政策與治理的理論與學者提出的案
例，其中歐盟案例在 2009 年加入歐洲議會為決策一環後，應將可
以更有效的建構網絡。因網絡是一虛擬存在，為了讓其更具象的呈
現，本文以下先引入台灣學術網路架構圖建構的概念，來進一步解
釋從市議會角度談城市網絡的建構。

圖一

臺灣學術網路架構圖

資料來源：國立成功大學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2013)，
http://cc.ncku.edu.tw/ﬁles/11-1255-3312.php。
149

地方治理之趨勢與挑戰：

臺灣經驗

圖一是台灣學術網路的架構圖，由該圖可以看出，教育部將台
灣學術網路建構了四個大的節點，分別在台北、新竹、台中與台南，
而每個大節點中再分出中型節點，中山大學隸屬於台南節點。由圖
二可以看出，中山大學的節點又分支出了許許多多的小節點到各地
方的學校，因此構成了台灣學術網路綿密的網絡。此一學術網路的
架構，與本文的構想相近。教育部的 TaNet 骨幹，如同市議會，而
每個區網中心則是市議員，市議員再藉由自身辦理公聽會或其他與
選民互動的方式，建立自身的網絡。最後，由每個市議員建立的網
絡，搭配市議會作為骨幹，形成了以市議會為主體的網絡。

圖二 臺灣學術網路骨幹網路架構
資料來源：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2009)，http://www.edu.tw/userﬁlesurl/20130605105646/
TANet%E6%9E%B6%E6%A7%8B%E5%9C%9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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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歐盟的案例和台灣學術網路建構的概念來看，以市議會為一
重要節點建構網絡城市，除了網絡治理的理論期待外，主要還是基
於議會的特殊性。市議員在於各選區，如同網路上的各個小節點，
每一個市議會議員以市議會為主要根源，可以在各自的選區和服務
區塊建構並發展每個市議員各自的網絡。每個議員在其選區或服務
區的網絡建構，則可能比市政府更為綿密的涵蓋整個都市，回應市
民的需求，概念構想如圖三。

圖三 市議會網絡城市構想圖
資料來源：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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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雄市議會案例選擇
如前文所言，台灣對於地方治理的研究，長期著重在行政面的
研究，對於同為地方制度法上重要的機關―議會，卻付之闕如。然
而就案例選擇上，本文需要挑選一個能說明以議會為重要節點，來
建構網絡城市可能性的個案；再就五都的狀況來說，本文挑選的是
高雄市市議會，其原因如下：
（一）地方議會和地方政府雙元正當性
根據地方制度法的規定，地方議會與地方政府同樣由選民選
出。兩者享有同等的正當性，地方政府擔負行政責任，而地方議會
則與地方政府成為制衡的狀態（鄒文海，1961:418）。根據本文的
文獻回顧顯示，過去無論是國外或國內對於地方治理或網絡治理的
探討，多以行政部門為主體，但地方議會和地方政府各自為地方自
治的主體，因此探討地方治理的議題時，對於地方制度法上的另一
個實體―議會，也應該給予同等的關注與討論。
（二）高雄市的幅員遼闊
在五都改制後，台北市為原本就存在的都市，在五都改制後，
無論是面積、產業或人口都沒有大幅變動。而新北市亦為原本台北
縣升格，除了面臨鄉鎮市層級消失，面臨治理問題外，也並沒有涉
及到大幅產業變更或面積改變。台中與台南則是原本省轄市和縣合
併升格。只有高雄市為直轄市與縣合併升格，面臨的改變和挑戰與
其他四都不同。又根據內政部的資料，高雄市在五都得面積上排在
首位，並遠遠的超過第二名：台中市（見表一）。高雄市由一個人
口密集的集中型直轄市，轉而變成一個台灣大都會中面積幅員最遼
闊的都會，就治理的實際面而言，面積愈大，網絡佈建的需求應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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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故高雄在案例選擇上，具有優先性。
表一

新北市

五都人口及面積 (2013)
面積

人口

2,052.57

3,945,789

2,214.90

2,693,892

271.7997

臺北市
臺中市

2,681,554

2,191.65

臺南市

1,882,526

2,947.62

高雄市

2,779,092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月報 (2013)，http://sowf.moi.gov.tw/stat/month/m1-01.xls。

（三）合併前傳統產業 ( 農、林、漁、牧 ) 落差大
前文提到台北、新北兩都為原有轄區升格或原本已經是直轄
市，而台南市原本人口不足百萬，但台中、高雄兩都原本均為人口
百萬人的密集型都會城市，在這類型的城市中，產業主要以服務業
為主，由表二可知，兩都在升格前均為服務業和工業等的密集城
市，但台中縣與高雄縣相比，高雄縣的傳統農林漁牧業比台中縣多
一些，並與原高雄市的傳產形成較大的落差；而在合併後，新高雄
市府如何能顧及這些龐大的傳統產業人口，不無疑問。
表二

台中市、高雄市合併前之產業狀況 (2010)
中縣

中市

高縣

高市

農、林、漁、牧業

5.23%

0.82%

8%

1%

其他 ( 含工業、服務業 )

94.77%

99.18%

92%

99%

資料來源：台中市政府主計處 (2010)，http://www.dbas.taichung.gov.tw/lp.asp?CtNode=2823&
CtUnit=1087&BaseDSD=7&mp=113010；高雄市政府主計處 (2010)，http://kcgdg1.kcg.gov.tw/
pxweb2007p/dialog/statﬁle9lo.asp。

本文作者在訪談高雄市議會吳修養副秘書長時，3 他即提到原
本治理集中都會區的市府團隊，一開始在面對廣域城市的治理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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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縣市合併產業的差異無法有效因應，特別是對於農林或漁業等
議題並不熟悉，直到最近一段時間換回原本高雄縣農業局的首長
後，此一情況才得到改善。由此可知，原高雄縣市合併後，市政府
面對原本集中城市的治理到廣域城市的治理，較不了解原高雄縣傳
統產業的需求和問題；而這一落差，市議會做為一重要網絡節點，
相關的市議員做為分枝節點，有無角色扮演，編織起新市府到這一
群傳產人口的交流網絡，值得探索。
（四）高雄市議會已初步在發展網絡
高雄市議會目前已經初步建置兩套具有發展成網絡的系統：公
聽會與旁聽制度。此兩項制度，基本上可說均為其他都市議會目前
所沒有的。
由表三可知，4 高雄市議會議員使用公聽會之頻率為五都之冠，
自民國 99 年以來，每年幾乎都有六十多場公聽會，其他各都市議
會則幾乎沒有由市議員提出、市議會出面召開之公聽會。 高雄市
議會無論在場次或預算上，與其他都市議會比起來，均顯得獨樹一
格。其次，高雄市議會目前已經邀請學校學生與部分社會團體參與
市議會議事旁聽，並計畫擴大辦理，此一旁聽制度，亦為其他四都
所沒有。

3. 此訪談於 2013 年 7 月 15 日進行；在此也特別感謝吳副秘書長的諸多協助。
4. 本文特別說明，並非其他直轄市市議員沒有召開公聽會，其他直轄市市議員多以個人名
義舉辦，而高雄市議會之公聽會，需要由議員提出，高雄市議會來舉辦，場地也須在市
議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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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縣市別
台北市
新北市
台中市
台南市
高雄市

97 年

98 年

99 年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7 月

0

1場

1場

1場

0

0

45 萬

預算
件數

30 萬

預算

五都歷年舉辦公聽會及座談會狀況比較表
45 萬
30 萬

45 萬
30 萬

45 萬
30 萬

45 萬
30 萬

45 萬
30 萬

件數 座談會皆以議員個人名義舉辦，聽證會須經大會通過，10 年內未曾舉辦。
預算 沒有單獨編列座談會及聽證會的預算，由「議事運作協調會預算」中支應。
0

件數

0

預算

0

件數
預算

150 萬

件數

26 場

0
0
0

150 萬
44 場

0

2場

0

0

0

20 萬

6萬

6萬

300 萬

400 萬

400 萬

300 萬

0

58 場

0

68 場

2場

64 場

0

37 場

資料來源：高雄市議會 5。

這兩套建置，其目前運作的狀況，以及其作為以市議會及議員為中
心的網絡發展及效用，本文後面會做探討。

參、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四個主要的研究方法：法制面分析、訪談、問卷調查
與敘述統計、及第一手資料探勘與地理資訊呈現，以期能回答並提
出實證來說明市議會在城市網絡的建構上何以能扮演重要角色：
一、法制面討論
一般討論地方治理文章大多停留在概念性或理論性的介紹，並
未將理論運用於實際案例探討，尤缺乏對於法制面 ( 地方制度法 )
的引用分析，故本節先討論地方制度法上直轄市議會之職權及議員
之功用，以說明市議會在地方自治運作上的重要性。
5. 本文特別感謝高雄市議會專門委員林愛倫的大力協助於 2013 年 7 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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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地方制度法制定施行以來，地方議會與地方政府為地方自治
中兩大主角，根據地方制度法第四節中關於地方自治組織的分類，
第一項就是地方立法機關（地方議會），其次才是地方行政機關（地
方政府），顯見地方制度法明確的表示地方議會和地方政府為地方
自治團體的兩大機關（法務部全國法規資料庫工作小組，2013）。
又根據地方制度法第 35 條至第 37 條規定，地方議會擁有預算、法
規、課稅、財產處分、議決地方政府所提之地方法規、議決地方政
府提案、議決地方政府所提之決算、議決議員提案及接受人民請願
等事項。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地方制度法將地方立法機關擺在
地方行政機關之前，但在法律上對於議會卻有許多限制，特別是在
預算、覆議和提案權的規定，都強化了行政機關對於議案掌控的權
力，弱化了議會部門的監督能力。
除了上述地制法的問題外，在五都改制後，由於原本的鄉鎮市
公所和代表會消失，行政部門的權力更為強化，但也出現了改制後
的困境，本文將從此點切入，來進一步分析議會在五都改制後的角
色。
二、訪談
本文在撰寫之初，即由作者群前往高雄市議會拜會市議會副秘
書長吳修養、資訊室主任莊澤生與簡任秘書羅日春。期間就五都改
制後高雄市所面臨的困境；高雄市議會如何建構網絡，在市政監督
質詢中納入社會團體；市議員如何補上因縣市合併，原有鄉鎮市公
所及代表會廢除後，需承擔更沉重的反映選區民情的角色；市議會
公聽會的召開；以及未來市議會計畫的措施等等進行訪談。相關訪
談內容，本文如有引述，均在文中附說明或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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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問卷調查與敘述統計
為了探尋改制後第一屆高雄市議員自我網絡建構的方式與廣度
深度，我們製作了一分問卷，透過高雄市議會議事組通傳、6 傳真
給議員和親自拜訪議員等方式發放並回收問卷，7 我們一共發放 63

份問卷（至 2013 年 7 月，市議會共有 63 位議員），成功回收 39
份問卷，8 回收率為 61.9%。問卷設計共分為三大主題：公聽會、
網絡建構與市議員是否能補上市府不足之處。
公聽會的部分，我們詢問了市議員是否舉辦公聽會、邀請的對
象、舉辦公聽會的目的、公聽會後的後續處理、是否使用其他議員
的公聽會資料、以及使用其他議員公聽會資料的後續處理等問題。
城市網絡建構部分，我們詢問了市議員與各種網絡對象往來的頻繁
程度、如何與網絡中的對象建立關係（我們區分了直接面對面方式
和間接使用網路、電視廣播等工具）。在最後一個部分，關於市議
員是否能補上市府不足之處，我們詢問了議員關注的議題是否原本
即被市府關注，及詢問議員平時所關注的議題等等。
本文將市議員的問卷回收整理登錄後，透過敘述統計呈現在三
個方面：（一）公聽會：市議員使用公聽會的比率、如何使用公聽
會的資料，以及如何使用其他議員公聽會的資料。（二）議員網絡
建構與發展：市議員與網絡對象往來的頻繁程度、如何建構網絡、
工具的使用等等。（三）議會是否補上市府不足之處。
6. 本文感謝高雄市議會資訊室主任莊澤生與議事組曾揆開先生對於通傳問卷的協助。
7. 問卷發放和回收，原本計畫請市議會議事組通傳，但因為議員自主性較高，故本團隊除
了請議事組通傳外，亦同時採取電話連絡服務處和議員，以及親自拜訪議員，並請議員
當場親填或傳真回中山大學政治所所辦。
8. 有一份問卷因回傳時間過晚，已過了本文分析時間，故不予列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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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一手文獻的資料探勘 (text mining) 與地理資訊呈現
本文直接由高雄市議會網站擷取一手文獻資料，以確保文獻的
真實與正確性。這些資料主要運用在呈現以高雄市議會為主的城市
網絡。本文研究團隊將高雄市議會的議事資料輸入資料庫後（資料
來源如表四），用資料探勘技術，9 將公聽會與提案（含市府及議
員的）探索分析後，將議題類別與其中提到的地點名稱篩選出來，
點在高雄市地圖上，以地理資訊圖呈現，以突顯出市議會議員和市
政府在各項議題關注上的分佈差異。從表五中已可以清楚的看出市
政府相對於市議員對各議題關注程度頗有出入。本文第肆節會較詳
細呈現這些議題所涉及的地理資訊圖，以及議員和市府提案所觸及
地點分佈的差異。
表四
類別
公聽會
提案 *

蒐集日期
2010/12/25~2013/7/16
2010/12/25~2013/7/13

資料探勘資料來源
筆數
128
2194

來源
http://online.kcc.gov.tw 10
http://cissearch.kcc.gov.tw/

資料來源：本研究
說

明：* 提案僅蒐集「二讀通過」之部分，包含市政府提案 690 筆，議員提案 ( 含臨時
提案 )1504 筆 11。

市議會議員的提案部分，主要採用已經通過二讀會的提案，因
為經過二讀會審議的議案，已經具有法律效力，故本文採用二讀會
9. 資料探勘技術所用的分析工具，主要以 CKIP 斷詞系統跟 Google Map 為主，較詳細之
說明，請參見附件一。
10. Online Journal 為市議會定期出刊之線上刊物，恐亦為五都市議會中唯一上線者，網址
為：http://online.kcc.gov.tw/mp.asp?mp=1；公聽會資料全部由此線上刊物蒐取。
11. 根據高雄市議會議事規則第 37 條與第 40 條之規定，二讀會通過的提案，在三讀會除
了「發現議案內容有互相牴觸或與中央法令牴觸者外，僅得為文字之修正，不得變更
原意」（高雄市議會，2012a），又在 2009 年所發布之議會會刊亦指出，「當二讀會做
出決議後，除非發現議案內容有相互抵觸或與中央法令抵觸以外，三讀會只能針對議
案的文字做修正，是不得變更原意的，提案到此才算是完成讀會程序。不過，不是所
有的議案都得經過三讀，除了市府提出的法規案及預算案之外，其餘提案只要完成二
讀程序即可。」（高雄市議會，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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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市議會議員議案的基準。公聽會的部分，則從議會 Online Journal
取得。12 兩項資料時間均為 2010 年 12 月五都改制高雄市議會議員
就任起，到 2013 年 7 月。
表五
民政
社政
財經
教育
農林
交通
保安
工務
法規
總計

議員提案
135
161
48
203
170
251
140
396
0
1504

提案及公聽議題類別統計
市政府提案
96
163
99
86
96
42
26
75
7
690

公聽會
11
12
17
12
14
20
16
24
2
128

資料來源：高雄市議會。

肆、高雄市議會城市網絡建構與發展之作為探討
本節主要以一手文獻、訪談、問卷與敘述統計及地理資訊圖等
方式，來討論並實證高雄市議會目前的實際作為，以及其城市網絡
建構與發展。本節將分為三大部分。第一大部分將從法制面切入，
分析市議會在改制後角色的轉變和市議員網絡建構。第二部分將以
議員的觀點，和地理資訊圖客觀的呈現，來探討高雄市議會之城市
網絡是否有補上高雄市政府施政不足之處。第三部分將舉出市議會
目前實際的作為及未來展望，並將分為四項：第一，公聽會；第二，
議會對偏鄉和農林的照顧，並以市議會副秘書長所提的水蜜桃案例
為例；第三，旁聽制度與民間社團的參與；第四，以市議會為重要
節點的城市網絡建構發展，和未來的規劃。
12. 請參見註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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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方制度法的變革與議會角色的轉變及網絡建構
依照地方制度法第 14 條規定，鄉鎮市為與縣市、省和直轄市
同為地方自治團體，依照地方制度法的規定辦理自治事項，而依照
地方制度法第 20 條及第 37 條規定，鄉鎮市不但享有九項的自治事
項及財政自主權，也同時有基層的鄉鎮市民代表會負責監督鄉鎮
市公所，反應鄉鎮市民需求（法務部全國法規資料庫工作小組，
2013）。然而在五都改制後，高雄縣部分的鄉鎮市公所及市民代表

會就依照地方制度法第 7-2 條及第 7-3 條規定消滅，設區為直轄市
政府的派出機關，區長由直轄市政府任免，根據市府的命令執行區
的業務（內政部民政司，2013）。但區公所的定位至今依然不明確，
雖然內政部表示是市政府的派出機關，但也有的直轄市認為區公所
附屬在民政局之下，為附屬機關（葉明勳、劉坤億，2012）。然而
無論是派出或附屬機關，直轄市的區與原本縣市政府時代的鄉鎮市
公所不同，直轄市政府的區並非憲法或地方制度法擁有自主權的
「地方自治團體」，其功能和原有的鄉鎮市公所及代表會相差甚遠。
而五都改制後，除了台北市外，其他四都均面臨了區功能的整
合問題，例如陳朝建 (2011) 便提到原本各鄉鎮市公所及代表會各為
自治團體，各自具有預算和法規之權，也因此各自發展出不同的福
利措施，在原有鄉鎮市廢除後，如何因應這些不同點，亦成為改制
後的難題。儘管學者們對於區的定位有建議，認為應授予區公所更
大的自治權限（陳朝建，2011; 葉明勳、劉坤億，2012），但在正
式修法前，市政府與基層聯繫網絡中出現了空缺，市府以下，只有
里長具備民選的角色，原本鄉鎮市的角色留出了空缺，而區公所又
未必能如原本鄉鎮市公所或代表會一樣了解地方需求，形成了反映
民意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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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這個空缺，高雄市實際上面臨了市政府到基層沒有具有選
舉背景的機構或民意代表可以代表民意，反映意見；而市議員在此
一情況下，便取代了原本鄉鎮市公所與鄉鎮市民代表會的角色，成
為市政府與基層民眾間的意見反映和溝通管道。表六便反映了此一
現象。由表六可看出，議員平時關注市政議題時，最頻繁往來的對
象有二：選區選民和里長。由數據可看出，無論是平均數、或眾數
（最多議員選擇的對象），都落在選區選民或里長兩個對象。
又透過表七可以看出，議員和選區選民、里長與官方代表的
往來最為頻繁，頻繁程度都落在經常往來和非常頻繁往來，其他的
對象則不如這三項頻繁，顯見在五都改制，原有鄉鎮市公所和鄉鎮
市民代表會消失後，議員在市府與基層民眾間的重要性，議員相對
於市府和民眾，已經形成了一個連接的橋梁和網絡。透過議員的問
政，可以蒐集民眾的意見和問題，透過公聽會、或於議會中、或直
接聯絡市政府的代表來反映民意。目前在直轄市中基層唯一透過直
選產生的里長也成為議員接觸的焦點，在本文的訪談中，副秘書長
便提及里長時常會向選區議員反映民情，透過議員在議會提案，會
比透過區公所有效果。而在實地走訪議員服務處時，也可以發現里
長或里幹事較常在議員服務處出現，各區的里長聯誼會和議員亦有
相當密切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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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平時關注市政議題時，與下列各種對象往來的頻率為何 *（總體資料）

表六

產業代表 官方代表 學者專家 選區選民
個數
平均數
中位數
眾數

32
3.2500
3.0000
3.00a

31
3.7419
4.0000
4.00

32
3.0938
3.0000
3.00

32
4.6250
5.0000
5.00

非選區選民 相關社會或
里長
其他
的一般大眾 利益團體
31
31
30
3
3.0968
3.4516
4.2667 3.6667
3.0000
3.0000
4.5000 4.0000
2.00
3.00a
5.00
4.00

資料來源：本文。
說

明：* 往來頻率分成 5 刻度計分：(1) 不太往來，(2) 很少往來，(3) 偶爾往來，(4) 經
常往來，(5) 非常頻繁。
a 存在多個眾數，根據 SPSS 的預設，顯示的為最小值。

表七

您平時關注市政議題時，與下列各種對象往來的頻率為何（分項資料）
產業
次數

不太往來
很少往來
偶爾往來
經常往來
非常頻繁
總和

2

官方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6.3

2

6.5

3

34.4

9

29.0

14

9

29.0

2

5

15.6

11

34.4

10

100

31

11
3

32

學者

百分比

9.4

1

3.2

32.3
100

不太往來
很少往來
偶爾往來
經常往來
非常頻繁
總和

2

6.5

0

25.8

11

12.9

4

9

29.0

8

25.8

8
4

31

100

31

0

0.0

43.8

1

28.1

32

6.3

100

7

23
32

8

3.1

21.9
71.9
100

其他
0

0.0

26.7

1

33.3

20.0

35.5

14

46.7

100

30

1

3.1

3.3

6

12.9

1

里長

35.5

11

9.4

9

1

16.1

百分比

12.5

0.0

5

次數

4

非選區選民的一般大眾 相關社會或利益團體

選區選民

百分比

3.3

100

0
2
0
3

0.0

66.7
0

100

資料來源：本文。

本文透過問卷，進一步探詢了議員平時如何建構與選民互動的
網絡。我們利用問卷，將互動方式分成面對面直接的方式，以及透
過網路、電話、廣播電視等間接方式，請議員分別排序三項議員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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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與選民互動的方式，其結果如表八。由該表可看出，在直接方式
的部分，議員們的方式主要還是在傳統的服務處接待選民，其次為
參加婚喪喜慶和參與社區舉辦的活動，第三則有議員本身不定期舉
辦活動。此一結果顯示議員網絡的在地性。也呼應了表六和表七的
結果。議員本身有各自的選區和選票來源，也因此議員最關心的還
是在地的問題和選區選民的需求，故利用傳統在服務處招待選民，
並傾聽他們的需求，做成書面紀錄，並形成服務案件向選民回報的
方式，還是最能夠建構和基層選民互動的網絡。13 而參加婚喪喜慶
和社區活動，也是議員傳統與選民拉近距離的場合，透過這些場
合，可以讓選民實際的感受到議員的存在感。而議員不定期地舉辦
法律服務或其他選民服務的活動，也是提供一個協助選民的平台，
以便於發掘議題和建立資源互賴的關係。
為了探索議員對於網路工具或其他大眾媒體的使用，本文也透
過問卷詢問了議員最常間接與選民接觸的方式為何。由表九可知，
議員們最常使用的方式還是傳統的電話連絡。但議員本身也開始願
意使用網路工具與選民互動，如 facebook、blog 等社群網站，也成
為議員間接方式的第二選擇。而令人意外的是，「即時通訊工具」
而非「Email 或網頁」等成為議員的第三選擇，顯見在智慧型手機
普及的時代，部分議員已願意改變其與選民溝通互動的方式，新的
網路工具也因此成為議員網絡建構與發展的一部分。

13. 研究團隊訪問議員時，多數的議員服務處均正在進行面對面的選民服務，顯見此一方
式仍為議員重要且最常用的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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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您平時與選區選民的互動方式為何（直接）
最常

在服務處接待選民
定期邀請選民來服務處
常參加婚喪喜慶
參與社區舉辦之相關活動
總和

次數

百分比

25

65.8

6

15.8

38

100.0

1

2.6

6

15.8

次常
沒選滿
在服務處接待選民
定期邀請選民來服務處
不定時舉辦活動
常參加婚喪喜慶
參與里民大會
參與社區舉辦之相關活動
總和

次數

百分比

1

2.6

4

10.5

2

5.3

3

7.9

12

31.6

4

10.5

12

31.6

38

100.0
第三常

次數
沒選滿
在服務處接待選民
定期邀請選民來服務處
不定時舉辦活動
常參加婚喪喜慶
參與里民大會
參與社區舉辦之相關活動
總和
資料來源：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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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百分比
2.6

4

10.5

10

26.3

4
7
5
7

38

10.5
18.4
13.2
18.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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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

您平時與選區選民的互動方式為何（間接）
最常
次數

百分比

網路互動工具，如 facebook、blog、twitter

13

34.2

即時通訊工具，如 Line、whatsapp

1

2.6

Email、網頁
電視廣播
電話
總和

2

5.3

2

5.3

20

52.6

38

100.0
次常

沒選滿

次數

百分比

1

2.6

網路互動工具，如 facebook、blog、twitter

12

31.6

即時通訊工具，如 Line、whatsapp

6

15.8

Email、網頁
電視廣播
電話
其他
總和

8

21.1

1

2.6

8

21.1

2

5.3

38

100.0
第三常

次數
沒選滿
網路互動工具，如 facebook、blog、twitter
Email、網頁

即時通訊工具，如 Line、whatsapp
電視廣播
電話
其他
總和

3

百分比
7.9

7

18.4

9

23.7

6
6
5
2

38

15.8
15.8
13.2
5.3

100.0

資料來源：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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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此資訊化時代，市議會本身也努力建構資訊系統供市民查
詢，如市議會所建構的高雄市議會 Online Journal，便強化協助了

議員與市議會網絡的建構與發展。該 Online Journal 包含了議事錄、
公聽會紀錄、議員介紹與針對主題邀請相關人士撰寫熱門話題文
章。而此一網站亦可連結 Facebook 或 Google 帳號，進一步的透過
網路平台與民眾互動，可加強網路上的網絡發展。 14
二、議員利用網絡補上市府施政不足
前文提到市議會和市政府同為地方自治的兩個實體，市議會的
權限中亦有提案、預算審議和法規制定等權力，而前文也證實市議
會議員實際上已經透過公聽會和選民的接觸服務時建構了自我的網
絡。本節將進一步透過問卷和地理資訊圖實證市議會網絡事實上可
以補上一些市政府施政的不足。
首先從市議員的角度，本文詢問了議員們關於市府對於他們
所關注的議題，是否也有同步關注，由表十可知，有 89.5% 的議
員同意市府有關注，而為了進一步了解市府關注的程度為何，本文
則追問了市府關注的程度，並呈現於表十一。有 45.7% 的議員表
示，市府原本是不太關注，等議員提出後，市府開始關注，有過半
數 51.7% 的議員則指出市府只是稍有關注，但議員本身很關注該議
題，並促使市府關注。也就是說，有 97.1% 的議員認為，是因為議
員本身對於議題的關注，才帶動了市政府的關注。
除了近九成的議員表示市府多少有關注他們所關注的議題外，
也有一成的議員表示市府沒有關注他們常關心的議題，而他們會透
過議會質詢或其他方式來讓市府關注，如表十二所示。
14. 請參見註 10 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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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

您覺得您最常關心的議題，市府相關單位是否有關注
次數
34
4
38

有
沒有
總和

百分比
89.5
10.5
100.0

資料來源：本文。
表十一

若市府相關單位有關注，您覺得該議題是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市府原本不太關注，是我提出後，市府才
開始關注
市府原本稍有關注，我也相當關注，並督
促市府持續關
市府原本就相當關注，我只是稍微提醒，
請市府持續關注
小計
未答

16

42.1

45.7

18

47.4

51.4

1

2.6

2.9

35
3

100.0

總和

38

92.1
7.9

100.0

資料來源：本文。
表十二

若市府相關單位沒有關注，請問您會採取下列哪些措施

於議會中質詢
於議會中提出議案或法案
召開公聽會
聯絡媒體，形成輿論壓力
總和

個數
3
2
2
2
9

百分比
33.3%
22.2%
22.2%
22.2%
100.0%

資料來源：本文。

透過地理資訊圖，更可以看出市議員關懷的議題分佈地理網絡
如何補上市府不足之處。本文透過資料探勘技術，將已經完成二讀
之議員和市府提案分別輸入資料庫，並結合地圖後呈現出市政府提
案的關注地區和市議員提案所關注的地區。圖四是市議會議員和市
府通過二讀會提案的地理資訊圖，圖的左邊是市政府提案，右邊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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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市議會議員提案。由圖四可以清楚的看出市議員提案的涵蓋區域
遠比市政府提案多且廣泛，顯示在五都改制縣市合併後，市政府的
確在原本高雄縣的地方關注點略為缺乏，而市議員和其問政關懷的
地理網絡則可以適時的補上市政府的不足。
再透過附件二的議題分類，則可看出在交通、保安、工務、教
育、民政及社政等分類議題上，議會的提案都明顯地補上了市府的
不足，市府只有在財經議題上略為勝出。而就關注的地點來看，議
會部分的熱點大多在原高雄縣的部分，市府的部分則在北高雄和旗
山一帶。

圖四

議員與市府提案 ( 二讀後 ) 地理資訊圖 ( 全部類別 )，左市府、右議會

資料來源：高雄市議會、本文。

本節透過問卷和地理資訊圖，已經明顯地呈現了市議員的網絡
在地方議題反映上的重要性，由於高雄縣市合併後，新高雄市只有
設置區公所，原有的鄉鎮市公所及鄉鎮市民代表會均已廢除，區公
所不具有自主性和財政權，僅為市府的派出機關，故很難完全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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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而由問卷和資料探勘技術所歸納出來的資訊，可以看出市議
員在五都成立後的高雄市所扮演的積極反映民意民情與補上施政缺
口的角色。
三、市議會網絡建構目前作為與未來展望
（一）公聽會
公聽會是高雄市議會議員問政中最常用的工具之一，15 召開
時，由市議會代表議員出面邀請參與對象，召開地點在市議會中，
而其會議記錄會刊登在市議會的官方刊物和議會的 online journal

中。由表十三可知，在回收的問卷中，有 84.2% 的議員表示曾經獨
自或與其他議員同僚針對市政議題召開過公聽會。
表十三

請問您是否獨自，或與其他議員同僚曾針對市政議題召開過公聽會

是
否
總和

次數

百分比

32

84.2

38

100.0

6

15.8

資料來源：本文。

圖五則是呈現了高雄市議會議員召開公聽會議題所涵蓋的地理
區位，由圖五可看出高雄市議員公聽會所涵蓋的區域十分廣泛，除
了較為偏遠的山地鄉外，幾乎已經涵蓋了所有的人口稠密區，顯見
高雄市議員能夠使用公聽會來關注市政議題，以監督市府施政不足
的部分（議題分類請參考附件三）。

15. 高雄市議會公聽會法源係借用聽證會法源，但由議員提出，市議會籌辦，議員主持公
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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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公聽會議題地理區位圖

圖五 公聽會議題地理區位圖
資料來源：高雄市議會、本文。

探詢過高雄市議會議員召開公聽會的頻繁度和議題地理區位
後，本文將繼續討論公聽會邀請的對象、往來頻繁程度來探詢議員
以公聽會來建構網絡的狀況。
由表十四可以看出，議員在公聽會最常邀請的對象有學者專
家、官方代表和相關社會或利益團體，顯見議員在召開公聽會時，
所找的對象大多為議題導向，目的在了解公聽會內所討論的議題，
至於選民或一般大眾則不是議員公聽會網絡建構的對象。
表十四

請問您召開公聽會最經常邀請的對象為何 ?

產業代表
官方代表
學者專家
選區選民
非選區選民的一般大眾
相關社會或利益團體
里長

資料來源：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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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數
14
24
26
10
4
17
7
102

百分比
13.7%
23.5%
25.5%
9.8%
3.9%
16.7%
6.9%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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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十五可知，議員得知公聽會對象的方式主要為平時互動，
其次為主動拜訪，顯見議員平時便已經主動建構網絡，而非等待網
絡對象拜訪，此一部分亦顯見在公聽會的部分，議員本身已經成為
一個資源提供者，並納入其他網絡團體加入，針對公共議題討論，
議員可從中獲得資訊以便於進行後續處理，而網絡對象則可以透過
議員反映市政議題，將本身所關注的面向透過議員，要求政府注
意，這個部分則已經有了政策網絡理論面所期待的型態。
表十五
平時互動
受邀對象主動拜訪
您主動拜訪受邀對象
幕僚介紹
選民介紹
其他

您如何得知這些受邀對象
個數
30
14
20
10
5
3
82

百分比
36.6%
17.1%
24.4%
12.2%
6.1%
3.7%
100.0%

資料來源：本文。

討論完網絡建構的對象後，本文將繼續討論議員召開公聽會的
目的和後續處理措施，在前面的理論面提到，網絡的形成需要一個
資源互賴的過程，而議員若能將公聽會的議題形成具體議案要求市
府關注，則可以讓公聽會參與者的需求得到關注。表十六呈現了議
員召開公聽會的目的，其中可看出議員們召開公聽會最主要的目的
在於「反映民情，於議會中提出質詢」和「形成議案，於議會中提
出」。由此一部分可知，公聽會對於議員來說，是一個監督及補上
官方關注不足的平台，因為反映民情與提出議案，大多可能因為市
府未能在這些議題上多所關注，故議員透過市議會並召集相關人士
與官學人士參與公聽會，欲形成可行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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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六

您召開公聽會的目的有哪些

蒐集意見，提升自我問政能力
反映民情，於議會中提出質詢
形成議案，於議會中提出
其他

個數
11
29
19
1
60

百分比
18.3%
48.3%
31.7%
1.7%
100.0%

資料來源：本文。

表十七則呈現了議員在公聽會後的處理方式。由表十七可知，
議員對於公聽會的結果大多採取較為快速直接的方式，如連絡市
府、和在議會中質詢官員。顯見議員對於公聽會討論的議題，希望
市府能盡快改善或處理，此一措施可以監督市府改善原有的弊病，
也可以協助議員強化其公聽會網絡。
表十七

請問您召開完公聽會的後續處理措施有哪些

立即連絡市府相關單位處理
做成報告公布 , 如議會 online journal
做成資料用於議會中質詢
形成議案，於議會中提出
聯絡媒體，形成輿論壓力

個數
28
4
28
19
10
89

百分比
31.5%
4.5%
31.5%
21.3%
11.2%
100.0%

資料來源：本文。

討論完議員本身召開公聽會的目的和後續處理後，本文將繼
續呈現議員和議員之間的公聽會網絡。表十八呈現了議員除了本身
參與的公聽會外，是否還會使用其他議員的公聽會，由該表可知，
多數的議員表示會使用其他議員同僚的公聽會資料；再由表十九可
知，這些議員網絡中的資料，不同於議員自己本身召開公聽會的目
的，多數用於提升自我問政能力，其次才是反映民情。這一部分也
呈現了每個議員有其區域性，故其他議員的公聽會資料未必能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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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選區，但議員們同意其他議員同僚的公聽會資料有其參考性，
願意蒐集其他議員同僚的公聽會資料，以提升本身的問政能力與技
巧。

表十八

除了您所參與的公聽會外，您是否有使用其他議員同僚所召開公聽會之資料
次數
22
16
38

是
否
總和

百分比
57.9
42.1
100.0

資料來源：本文。
表十九

請問您如何使用其他公聽會之資料 ?

蒐集意見，提升自我問政能力
反映民情，於議會中提出質詢
形成議案，於議會中提出

個數
19
17
9
45

百分比
42.2%
37.8%
20.0%
100.0%

資料來源：本文。

如前所述，公聽會為高雄市議會的獨有特色之一，其召開之
頻率與經費亦為五都之冠，而透過本文的問卷調查和地理資訊圖亦
可了解，議員召開公聽會的議題涵蓋範圍遍及高雄市的人口稠密
區，議員本身也願意透過公聽會擔任資源主導者，建構自身的意見
網絡；並能透過公聽會反映民情和形成議案，要求市政府注意。由
公聽會的部分可知議員的公聽會網絡建構，可以一方面監督市政，
一方面補上市政府施政上的不足，議員亦可聯絡產學及相關團體結
合形成以議員為中心的網絡，形成一個資源互賴的網絡系統。而議
員和議員之間，亦透過市議會為平台，將公聽會資料透過市議會公
布，形成公聽會資料的資源共享，建構成以市議會為主體的網絡節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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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議會網絡與弱勢及偏鄉的照顧
議員的網絡同樣反映在弱勢、農林或偏鄉原民等議題上。在問
卷中，我們詢問了議員最關注的議題，經過整理呈現於表廿。從表
中可發現，扣除熱門的教育、工務、交通等議題外，社會（包含弱
勢、身心障礙）等成為重要的議題，而議員們在回答最常往來的網
絡對象時，弱勢也成為主要的選項。
表廿

請問您 ( 議員 ) 關注的議題類別有哪些

民政
財政
教育
經發
海洋事務
農業
觀光
都發
工務建設
水利
社會 ( 包含弱勢、身心障礙 )
礦業

個數
5
8
22
7
2
6
9
7
11
5
18
1

百分比
3.3%
5.3%
14.7%
4.7%
1.3%
4.0%
6.0%
4.7%
7.3%
3.3%
12.0%
0.7%

勞工
警政消防
衛生醫療
環保
捷運
文化
交通
原民
客家事務
偏鄉
漁業
總和

個數
9
3
4
10
1
2
13
3
2
1
1
150

百分比
6.0%
2.0%
2.7%
6.7%
0.7%
1.3%
8.7%
2.0%
1.3%
0.7%
0.7%
100.0%

資料來源：本文。

而前文所提到的高雄縣市合併時，原本高雄縣的農業問題在一
開始並不被市府所重視，也在圖六呈現出來。圖六為議員和市府通
過二讀會提案農林類別的地理資訊圖， 透過這個圖可以很清楚的
看出，市政府對於農林議題關注不多，主要也集中在少數區域。相
較於市府的提案，議員們的提案並經由二讀通過的，幾乎涵蓋了高
雄非山地地區的大部分，顯見如前文所說，面對高雄縣市合併，集
中型，原以工商服務業為主的高雄市府未必能考慮到原高雄縣地區
的農業發展，而出身於農業區的市議員，則可以補上這個部分，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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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提案促使市府關注。
高雄市議會副秘書長亦提供了一個例子，來說明議會如何協助
農業及偏鄉產業發展。由於高雄市偏鄉地區，如那瑪夏區的水蜜桃
產量不大，亦沒有通路，故來自於當地的柯姓議員便透過市議會網
絡行銷並收購偏鄉的水蜜桃，解決當地農民的困境（高雄市議會，
2011a, 2012b）。此一案例亦顯示了透過市議會議員網絡，可以關
注市政議題的層面和範圍比市府和區公所來的有效和廣泛。與其他
直轄市議會比較，台中多為市府和市議會一起行銷，而其他都大多
為市府行銷，高雄市議會的狀況則較為特別，顯見在農林議題上，
市議會網絡可以相當程度彌補市政府的不足。

圖六

議員與市府提案（二讀後）地理資訊圖（農林），左市府、右議會

資料來源：高雄市議會、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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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旁聽制度與民間社團的參與
除了市議員本身的網絡建構外，市議會亦已經開始推動學校與
社會團體參與旁聽議會大會的計畫。此項計畫的目的是為了讓學生
能夠了解議會功能和和議事運作，並由高雄市議會文書組安排學生
參訪議會總質詢，以了解議員監督市政及民主政治的運作。 16 根據
高雄市議會提供的資料顯示，目前已經邀請 3574 位學生參訪議會
總質詢。並獲得學生的回應。高雄市議會文書組的資料指出，國小
學生主要是希望看到議會打架的鏡頭，此一希望主要來自於媒體報
導立法院時有衝突鏡頭。但此衝突畫面在地方議會較為少見，故學
生並無法看見。高雄市議會表示，雖然學生沒有如期望的看到全武
行的鏡頭，但卻可以讓學生了解議會總質詢的方式及多數議會質詢
是以溫和的方式進行（高雄市議會，2013）。至於國中生，因為公
民教材的關係，對於地方運作稍有了解，在參與旁聽議會質詢後，
也可以了解議會的實際議事運作。
另一方面，有部分議員已經對長期關注的某些議題，自行蒐
集資料，或與社團結合獲得資料等方式來監督市政。如楠梓區黃姓
議員長期在地方關注中油廢水排放問題，並質詢市政府（高雄市議
會， 2011b）；小港區李姓議員長期關注紅毛港案，並代表社區要
求市府妥善處理遷村和後續環保問題（高雄市議會，2011b）；黃
姓議員長期透過召開公聽會的方式反映議題，並透過登山山友蒐集
民眾意見（高雄市議會， 2011c）等。多數議員大多有各自的網絡
系統，每個議員透過各自的網絡，各自反映一部分的議題，再透過
市議會構成一個較為全面以市議會為主體的城市網絡，因此議員可
透過市議會網絡的平台，將民眾問題反映，並要求市政府改善。在
16. 這裡的資料特別感謝市議會文書組的簡任秘書羅日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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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網絡中，可以讓更多的市民和民間社團參與，讓市議會議事監督
和反映民情更加全面。
（四）未來網絡的發展
在前文各節中，本文已經探討了目前高雄市議會網絡的建構與
初步發展，根據本文訪談所得，高雄市議會行政單位未來將採取一
些措施，以促進市議會網絡的持續發展，以下即依訪談結果，整理
其要點如下：
第一，市議會考慮未來議會質詢時，邀請相關的社會團體旁
聽，這些團體除了可以站在市民的角度監督議員外，也可以促使議
員與社會團體合作，擴大議員的網絡，並在市政議題中有系統的納
入民間的聲音。
第二，市議會亦考慮與中山大學合作，開設服務課程，讓學生
更深入了解議事運作，也讓議員可以在學生的面前，呈現更專業的
問政表現；同時讓學生有實際參與議事運作的機會。
第三，市議會資訊室持續協助議員建構資訊網路，除了目前的
Online Journal 定期的報導市議會的議員工作與資訊、各項會議資
訊與公聽會記錄外，資訊室亦將開拓各項新的網路工具，以深化議
員的問政與擴大其網絡建立。

伍、結語
本文一開始先討論了地方治理的理論流變，由最早韋伯提出的
官僚治理的模式，逐漸走向水平式治理，而因為國家預算緊縮和公
部門不足以因應現代社會複雜的事務，故學者提出了以公部門為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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舵者，與其他私人部門和社會團體合作的網絡模式 (Rhodes, 1999,
2007; Meier and OT́oole, 2001; 林玉華，2002)。在此網絡模式下，

公部門將成為資源提供和議題主導者，引入私人部門合作，並形成
一個資源互賴的網絡系統 (Börzel, 1998; Rhodes, 1999, 2007)。治理
模式逐漸從官僚走向網絡。
回顧過去國內外的文獻，對於網絡的探討大多集中在行政部
門的探討，鮮少有以議會為案例的網絡治理探討；本文則加入網路
布建概念，再加入網絡治理的理論，並以高雄市議會來探討市議會
在地方治理上不可或缺的角色。本文以市議會為網絡的總匯集點，
並將每一位議員視為一個分支的節點，每一個市議員則以市議員的
職務為中心開展自身的網絡。每一個市議員的網絡又以市議會為平
台，可以將關注的市政議題涵蓋城市較廣的範圍。在本文中，我們
採用高雄市議會這一案例。主要因新的高雄市為台灣幅員最遼闊，
且整合後係產業差異較大的城市，網絡建構有其必要性。
欲建構網絡城市，必須先發展城市網絡。在實證過程中，本
文探討了高雄市議會如何以議會本身和議員建構及發展城市網絡。
本文在方法上透過訪談、問卷和地理資訊圖的方式來證實了市議會
的網絡事實上能夠更廣泛的關注市政議題。從法制面和改制後的問
題來看，高雄市府面臨了原有鄉鎮市公所和代表會消失，區公所又
非自治團體，故無法深入了解基層民意的困境，市議會透過議員的
網絡建構，使得市議會在面對五都改制高雄縣市合併後的新高雄
市，實際上更能協助民眾反映民情，敦促市政府關注，成為基層和
市府溝通的重要管道，補上了原有鄉鎮市公所和代表會消失後的空
缺；從高雄市議會本身的努力來看，首先，公聽會是高雄市議會特
有監督市政的方式。多數的市議員都利用了這個方式，且有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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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聽會網絡，旨在反映民意解決事情，或用於議會質詢。再者，透
過議會的網絡，議員也能較為有效率的協助弱勢和偏鄉的發展。第
三，由民間社團參與來看，高雄市議會行政組織本身也願意透過民
間與社團參與的方式來發展網絡，提高民間對於公共議題的參與。
最後，高雄市議會亦有未來的網絡發展和旁聽制度方案，加強議會
和議員的網絡建構，進一步發展以議會為一重要樞紐節點的城市網
絡。
總結高雄市議會之經驗，在未來網絡城市的建構與發展上，本
文認為仍有賴於以下兩方面的條件，才能發展更健全的城市網絡。
首先，主事者的意願十分重要，在高雄市議會的案例中可以發現，
議長、議員和市議會行政單位等願意採取積極作為，17 才逐漸的帶
動了以議會為主城市網絡的建構與發展，但若下一屆議會主事者不
願意採取積極措施，則原有建構發展的網絡可能衰退。其次，未來
修訂相關法規時，應賦予議會更為平等的地位和權限。本文中探討
了議會的法定權責，並指出議會雖然在預算、法案和市政提案上頗
受行政部門限制，但議會依然發揮了補上市府施政不足的效果，故
未來在相關法規修正時，應考慮賦予市政府和市議會較為平等的權
力 18。
同時，本文以網絡城市為理論概念，並以高雄市議會為案例，
探討了從議會這一民主設計機構，協助發展建置城市網絡的目前具
體作為及未來可能性，希望可以提供其他各都一個參考的範本，亦
可以讓主管機關在法令修正時，考慮到議會部門在城市網絡布建的
17. 本文特別感謝 39 位高雄市議會議員參與問卷，及市議會秘書處吳修養副秘書長、資訊
室莊主任及議事組等單位的協助，提供本文一手資料。
18. 比如議會的預算，能在預算法中取得獨立地位，而不需包含於行政部門的預算中，讓
行政部門有權決定是否全額撥付給議會。參見預算法第 46 及 96 條。
179

地方治理之趨勢與挑戰：

臺灣經驗

重要性。同時，本文也要呼籲，如從民主理論層面來看，市民和社
團的主動參與才更是發展城市網絡，達成網絡城市不可或缺的一
環；此一部分則仰賴市民和民間社團願意參與市政治理，共同為城
市發展貢獻心力。
最後，本文必須指出，在世界各國的地方體系中，歐洲較多為
議會成員為民選產生，行政首長多為議會成員，行政機關和議會間
權力融合的地方體制；美國的體制較為複雜，而東亞的台灣、日本
及韓國，則是維持縣市長議會制，即縣市首長和議會議員均為民選
的雙元正當性下的地方體制，行政和議會部門互相制衡。本文的研
究則是以台灣的高雄市議會為起點，建構以市議會為核心的城市網
絡架構，而此城市網絡架構；或可為我國其他直轄市，或日韓等與
我國地方體制相似之國家作為參考，發展出東亞模式的議會城市網
絡架構。

180

從官僚到網絡城市：

五都改制後高雄市議會作為之探討

參考書目
王輝煌（2000）。〈官僚制度與民主政治：以美日臺的結構性比較分析為例〉，《中
央研究院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12 卷，第 2 期，頁 347-386。
內政部民政司（2013）。〈我國地方制度概況〉，《地方制度》，內政部民政司。
http://www.moi.gov.tw/dca/02place_001.aspx。2013 年 8 月 10 日。
史美強（2005）。《制度、網絡與府際治理》。台北：元照出版公司。
史美強、王光旭（2008）。〈台灣府際財政治理的競合關係：一個網絡分析的實
證研究〉，《公共行政學報》，第 28 期，頁 39-83。
江大樹、張力亞（2008）。〈社區營造、政策類型與治理網絡之建構：六星計畫
的比較分析〉，「府際關係與地方治理學術研討會」論文。埔里：國立暨
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10 月 25 日。
（2011）。〈生態社區的理念、政策與行動案例 〉，《研習論壇》，第 122 期，
頁 41-52。
吳 介 英（2003）。 地 方 自 治 團 體 跨 區 域 事 務 合 作 之 研 究， 內 政 部 委 託 研 究。
法 務 部 全 國 法 規 資 料 庫 工 作 小 組（2013）。〈 地 方 制 度 法 〉，《 全
國 法 規 資 料 庫 》， 法 務 部。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
aspx?PCode=A0040003。2013 年 8 月 11 日。
林玉華（2002）。《政策網絡理論之研究》。台北：瑞興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林鍾沂（2008）。〈科層官僚制的理論發展及其內在理路〉，「探索公共行政之
真義 : 吳定教授榮退紀念學術研討會」。台北：政大公共行政學系。
紀俊臣（2008）。〈地方民選公職人員停職與解職制度之研究〉，內政部民政司
與中國地方自治學會委託之專題研究成果報告。台北 : 內政部民政司。
施能傑（2012）。〈地方行政機關組織評鑑計畫之研究〉，內政部民政司委託之
專題研究成果報告。台北 : 內政部民政司。
郭昱瑩（2010）。〈地方自治團體基本資料指標建構之研究〉，內政部民政司委
託之專題研究成果報告。台北 : 內政部民政司。

181

地方治理之趨勢與挑戰：

臺灣經驗

鄒文海（1961）。《各國政府及政治》。台北：國立編譯館大學用書編審委員會。
高雄市議會（2009）。〈議會制度〉，《議會會刊》，高雄市議會。
http://www.kcc.gov.tw/magazine/2009_02/07-1.htm。 2013 年 8 月 9 日。
高雄市議會（2012a）。〈高雄市議會議事規則〉，高雄市議會。http://www.kcc.
gov.tw/Laws/LawClause_Context.aspx?id=118。 2013 年 8 月 9 日。
高雄市議會（2012b）。〈那瑪夏盛產「尚青」水蜜桃柯路加議員希望上山「挽鮮
桃」〉，《高雄市議會 Online Journal》，2012 年 7 月號。
高雄市議會（2011a）。〈柯路加議員全力促銷那瑪夏家鄉生產的水蜜桃〉，《高
雄市議會 Online Journal》，2011 年 7 月號。
高雄市議會（2013）。〈高雄市議會辦理高雄市中、小學生參訪議會成效報告〉。
高雄：高雄市議會。
高雄市議會（2011b）。〈黃石龍議員－環保尖兵永不妥協〉，《高雄市議會
Online Journal》，2011 年 9 月號。
高雄市議會（2012c）。〈李順進議員－紅毛港文化園區應回饋紅毛港的鄉親〉，
《高雄市議會 Online Journal》，2012 年 11 月號。
高雄市議會（2011c）。〈黃柏霖議員－召開公聽會最多的市議員〉，《高雄市議
會 Online Journal》，2011 年 8 月號。
孫同文（2005）。〈全球化與治理：政府角色與功能的轉變〉，《空大行政學報》，
第 22 期，頁 19-56。
孫同文、林玉雯（2011）。〈一個或多個政策網絡？：中部科學園區開發與營運
的個案分析〉，《國家菁英》，第 1 卷，第 4 期，頁 1-15。
孫同文、史美強（2012）。我國社會發展政策關鍵議題與發展趨勢—政府治理系
列，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委託研究成果報告。台北 : 行政院研究發
展考核委員會。
陳金貴（2013）。〈治理之理論與發展〉，《公共治理季刊》，第 1 卷，第 1 期，
頁 25-36。
陳慈陽（2006）。〈中央與地方自治團體就自治事項權限劃分之研究〉，內政部
182

從官僚到網絡城市：

五都改制後高雄市議會作為之探討

民政司委託之專題研究成果報告。台北 : 內政部民政司。
陳華昇（2009）。〈「推動台中縣市合併升格，建構台灣北中南三大都會」之分
析〉，《國政評論》。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http://www.npf.org.
tw/post/1/5425。
陳朝建（2011）。〈改制直轄市後區公所功能業務調整及其治理能力提升策略〉，
《研考雙月刊》，第 35 卷，第 6 期，頁 71-87。
葉如萍（2011）。外國地方行政區域整併案例之研究，內政部民政司委託之專題
研究成果報告。台北 : 內政部民政司。
葉明勳、劉坤億（2012）。〈「五都」新制下區公所法制定位與治理職能之研析〉，
《文官制度季刊》，第 4 卷，第 2 期，頁 93-126。
楊鈞池（2009）。〈從全球都市的興起與發展來評析我國「三都十五縣」的政經
意義〉，《國政評論》。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http://www.npf.
org.tw/post/1/5728。
趙永茂（2007）。〈從地方治理論臺灣地方政治發展的基本問題〉，《政治科學
論叢》，31，頁 1-38。
廖達琪（2009）。地方民意代表員額與會期之研究，內政部委託研究。
蔡宗珍（2005）。地方自治法規之效力及其監督之研究，內政部民政司委託之專
題研究成果報告。台北 : 內政部民政司。
蔡茂寅（2004）。地方自治監督與行政救濟之研究，內政部民政司委託之專題研
究成果報告。台北 : 內政部民政司。
樊中原（2003）。地方府會關係之研究，內政部民政司委託之專題研究成果報告。
台北 : 內政部民政司。
蕭全政（2003）。健全地方自治圖貌，內政部民政司委託之專題研究成果報告。
台北 : 內政部民政司。
Barzelay, Michael (2001). 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 Improving Research and
Policy Dialogu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arzelay, Michael and Babak J. Armajani (1992). Breaking Through Bureaucracy: A
183

地方治理之趨勢與挑戰：

臺灣經驗

New Vision for Managing in Governm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örzel, Tanja A. (1998). “Organizing Babylon - On the Different Conceptions of Policy
Networks.＂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 76, No. 2:253-273.
Brans, Marleen (1997). “Challenges to the Practice and Theor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Europe.＂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Vol. 9, No. 3:389415.
Carlsson, Lars (2000). “Policy Networks as Collective Action.＂ Policy Studies
Journal, Vol. 28, No. 3:502-520
Compston, Hugh W. (2009). Policy Networks and Policy Change: Putting Policy
Network Theory to the Test.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Ejersbo, Niels and James Svara (2012). “Bureaucracy and Democracy in Local
Government. In Karen Mossberger, Susan E. Clarke and Peter John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Urban Politics (pp. 152-17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enger, Menno and Victor Bekkers (2007). “The Governance Concept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Victor Bekkers, Geske Dijkstra, Arthur Edwards, and
Menno Fenger (eds.), Governance and the Democratic Deficit (pp. 13-33).
Hampshire, England: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Goodsell, Charles T. (2003). The Case for Bureaucracy: A Public Administration
Polemic, 4th Edition. Washington, DC: CQ Press.
Hood, Christopher (2000). The Art of the State: Culture, Rhetoric, and Public
Manage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y, Wayne K. and Cecil G. Miskel (1987).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New York: McGraw-Hill.
Kenis, Patrick and Volker Schneider (1991). “Policy Networks and Policy Analysis:
Scrutinizing a New Analytical Toolbox.＂ In Bernd Marin and Renate Mayntz
(eds.), Policy Networks: Empirical Evidence and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pp.
184

從官僚到網絡城市：

五都改制後高雄市議會作為之探討

25-62).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Meier, Kenneth J. and Laurence J. OT́oole Jr. (2001). “Managerial Strategies and
Behavior in Networks: A Model with Evidence from U.S. Public Educatio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Vol. 11, No. 3: 271–294.
Leach, Robert and Janie Percy-smith, Janie (2001). Local Governance in Britain.
Basingstoke: Palgrave.
Milward, H. Brinton, Patrick Kenis and Jörg Raab (2006). “Introduction: Towards the
Study of Network Control.＂ International Publ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 9,
No. 3:203-208.
Osborne, David and Peter Plastrik (1998). Banishing Bureaucracy: The Five Strategies
for Reinventing Government. New York: Plume.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07) Treaty of Lisbon amending
the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and the 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y, signed at Lisbon.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C 303,
14 December 2007, avaliable at: 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
ALL/?uri=OJ:C:2007:303:TOC (January 3, 2014).
Rhodes, R. A. W. (1999). Understanding Governance: Policy Networks, Governance,
Reflexivity and Accountability.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7). “Understanding Governance: Ten Years On.＂ Organization Studies,
Vol. 28, No. 8:1243-1264.
Roth, Guenther and Claus Wittich (1978).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85

地方治理之趨勢與挑戰：

臺灣經驗

附件一

文本探勘與地理資訊系統的相關說明

本研究所採用的方法以文本探勘〈text mining〉為主，並搭配使用地理資訊系統來
呈現探勘結果；在斷詞處理的部分，以中央研究院辭庫小組所開發的 CKIP 斷詞
系統，先將文本資料切割為單詞後，再行擷取、比對與轉換相關地理位置；最後
利用 Google Map，以 Heat Map 的方式標示於地圖上。流程詳見下表一與圖一：
表一
流程
資料蒐集
資料轉換
斷詞處理
取得地理資訊
經緯度轉換
資訊呈現

資料分析流程說明

內容
將提案與公聽會相關資料下載並儲存為 HTML 格式。
提取 HTML 檔案裡所需之資訊，並轉存至資料庫內。
連線至中研院 CKIP 斷詞系統，將資料做斷詞與詞性標記。
針對斷詞內容，擷取與比對相關之各區、里與路段等資訊。
連線至 Google Map 系統，將地理資訊轉換為 WGS84 經緯度。
利用 Google Map API，以 Heatlayer 圖層的方式標示於地圖上。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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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二讀通過提案的地理資訊圖—議題分類 （市府與議會網
絡比較）
交通

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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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議員公聽會地理區圖—議題分類
交通

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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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

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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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Bureaucratic City to the Network City: a Case
Study of Kaohsiung City Council after Institutional
Reform of Five Special Municipalities in Taiwan
Da-chi Liao, Hsin-che Wu and Chen-hsun Li *

Abstract

Over the past decade, along with democrat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urban expansion, and the weakening of state power, the city as the
center of development model is gradually taken seriously, and theories
of urban governance has also become important topic. Furthermore, in
practical aspect,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city´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global competitiveness, some countries merge or integrate cities and
surrounding areas to form big cities, and give greater autonomous power
to these city authority. In 2010, the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Taiwan
approved plans for New Taipei city, Taichung city, Tainan city and
Kaohsiung city merged and upgraded. With the city expansion and the
integration and expansion of big cities, how they can effectively manage
with globalization synergy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practice.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he concept of local governance
from scholars gradually turned from the Weberian bureaucratic pyramid
analysis to 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 discourse horizontal governance,
and then to a network model which includes more participants , such
as the role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other network
participants , and form a network theories of local governance in the
discussions. In modern society, state power is no longer dominant and
the original vertical model cannot satisfy the needs of modern local
authorities. Instead, the network city gradually becomes a mainstream
discourse of contemporary governance model.
From the practical perspective, how these municipalities can
develop to be the network city as theories discussed may not depend on
laws and rules, but need actual practices under relevant regulations by
city authorities of these municipalities. This paper selects Kaohsi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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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Council as case study to explore how councilors of Kaohsiung
City Council construct and develop a council-based network to make
up the lack of Kaohsiung city government.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city network has been constructed by councilors and city council,
and can cover the issues that have been ignored by city government.
Meanwhile, this network has become a bridge between citizens and the
city government. Results in this paper reﬂect that councilors´ role can
either represent the public or supervise the city administration by taking
citizens and groups into their networks. Furthermor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also provide a possibility for a council´s perspective of local
governance study in a dual democratic system.
Keywords: local governance, network city, bureaucratic city, city council, Kaohsiung Taiwan

* Da-chi Liao is professor of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interests are Comparative Politics, Comparative Legislatures, Party and Interest
Groups, Organization Theory, Party and Election, Comparative Local Politics, and Politics and
Information.
Hsin-che Wu is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of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are Comparative Politics in East Asia, Political Culture
and Democratization, Internet and Politics.
Chen-hsun Li is PhD candidate of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are Comparative Politics, Comparative Legislatures, Textmining and Websit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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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發展災變服務協力網絡的挑戰與展望：
莫拉克風災個案探討
張四明 *
臺北大學

摘 要
重大災變發生以後，經常有大批的政府機關、非營利組織、
公司企業，甚至是外國政府及國際組織積極參與災變服務，因此不
論從全球或地方災難治理的發展趨勢，都愈來愈重視政府與民間多
元參與者夥伴關係建構的重要性。由於絕大多數的災難是發生在地
方或社區，地方政府如何有效建立災變服務協力網絡，平時就深化
政府與民間組織之間的連結關係，有效媒合彼此的資源、人力與專
業，以促使跨組織及跨部門間的協力合作能夠發揮最大的綜效，已
成為當前地方災難治理的重大挑戰。
2009 年莫拉克颱風造成台灣南部地區嚴重的災情，在莫拉克
颱風災中應變及災後復原重建上，地方政府廣泛運用協力網絡模式
來回應災民的需求及社區復原重建工作。中華民國紅十字總會亦延
續「512 川震台灣服務聯盟」的經驗，再度發展出一個臨時性的災
變服務聯盟平台 -「八八水災服務聯盟」，並首次締造災民收容營
區的中繼安置模式。本文從協力治理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觀
點，探討此一災變服務協力網絡在實務運作上所面臨的挑戰與未來
突破之道。
關鍵詞：莫拉克颱風、協力治理、災變服務、協力網絡
* 張四明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兼臺北大學研發長。研究領域為公共政
策、政府預算、績效管理、災難管理。

* 本文初稿〈政府與民間組織災變服務合作模式之探討：莫拉克風災的經驗檢視〉，曾發
表於台北市立教育大學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主辦之 2011 年 TASPAA 年會暨國際學術研
討會。感謝王瑞夆、葉明勳、陳昱旗等博士生在研究資料蒐集與初稿撰寫提供的協助，
三位匿名審查人惠賜鞭辟入裡的審查意見與修正建議，亦在此一併致謝，惟任何疏漏或
論述不週之處，仍應由作者自行負責。
199

地方治理之趨勢與挑戰：

臺灣經驗

壹、前言
由於重大災變發生以後，經常有大批的政府機關、非營利組
織、公司企業，甚至是外國政府及國際組織積極參與災變服務，因
此不論從全球或地方災難治理的發展趨勢，都愈來愈重視政府與民
間多元參與者夥伴關係建構的重要性。當政府不再是災難治理過程
中唯一主導的角色，如何善用非政府組織或非營利組織的力量，逐
漸成為公共行政探討災難管理的重要課題。再者，有鑑於絕大多數
的災難是發生在地方或社區 (all disasters are local)，災難管理強調

採行社區基礎途徑 (community-based approach)，尤其關注災民自救
優先、社區自主防災應變的能力，以及地方政府統合跨機關及跨部
門多元參與者的角色。
基於此，每當重大災變造成嚴重災情時，地方政府須與民間
組織快速建立災變服務的協力網絡 (collaborative network)，有效進
行彼此間資訊與資源、人力與行動之整合，方足以提供大批災民迫
切的民生需求。然而在災中緊急回應階段，地方政府普遍面臨大量
民間組織爭相投入災區參與災變服務，若相關機關單位與民間組織
之間平時的連結不深，民間組織彼此又相互競爭有限的服務資源與
機會，難免會導致協力網絡的運作陷入失序混亂的狀態。從過去
921 地震的救災重建經驗，即印證此一問題的嚴重性；由於政府與
民間組織之間出現協調與整合的鴻溝，無法有效協調與媒合民間的
資源，導致救災資源的重疊與斷層，減弱救災能力的有效發揮（劉
麗雯、邱瑜瑾、陸宛蘋，2003:140）。因此，地方政府如何有效建
立災變服務協力網絡，平時就能深化政府與民間組織之間的連結關
係，有效媒合彼此的資源、人力與專業，以促使跨組織及跨部門間
的協力合作能夠發揮最大的綜效 (synergy)，已成為當前地方災難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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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重大挑戰。
為促進各級政府在災害防救與災後復原重建上，能夠更有效地
結合民間組織的力量，現行「災害防救法」第 31 條賦與各級政府
成立災害應變中心的指揮官，可以指揮、督導、協調國軍、消防、
警察、相關政府機關、公共事業、民防團隊、災害防救團體及災害
防救志願組織執行救災工作。此外，該法第 36 條中亦明訂各級政
府為實施災後復原重建，得鼓勵民間團體及企業協助辦理相關的災
變服務，譬如：（1）災情、災區民眾需求之調查、統計、評估及
分析；（2）捐贈物資、款項之分配與管理及救助金之發放；（3）
志工登記與分配；（4）傷亡者之善後照料、災區民眾之安置及災
區秩序之維持；（5）衛生醫療、防疫及心理輔導；以及（6）環境
消毒與廢棄物之消除及處理等事項。從「災害防救法」有關公私協
力參與災變服務的法源依據來看，各級政府在災變協力網絡是被賦
予網絡開拓 (network spanning) 及織網 (networking) 的主導角色，希
望能有效整合民間團體的資源與力量來進行集體的災變回應。
2009 年莫拉克颱風及當時旺盛的西南氣流，造成台灣南部嚴

重的水災與土石流災害，總計有 673 人死亡，26 人失蹤，農業損

失超過 195 億元，受創較為嚴重的地區包括高雄縣 1 、屏東縣及嘉
義縣等（交通部中央氣象局，2009）。各地方政府亦迅速透過災變
協力網絡的運作，來連結與整合相關民間團體提供災區民眾多元的
災變服務；不管從災中緊急救援及災民收容安置，一直到災後復原
重建階段的組合屋與永久屋興建，或者生活重建計畫與社區復原計
畫的推動，大多透過地方政府與民間組織之間的協力合作來進行。
1. 2010 年 12 月 25 日高雄縣、市合併改制為目前的高雄市，考量莫拉克颱風導致當時的高
雄縣嚴重受災發生在前，因此本文相關討論依舊稱呼為高雄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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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在莫拉克颱風災中應變及災後復原重建上，地方政府廣
泛運用協力網絡模式來回應災民的需求及社區復原重建，中華民國
紅十字總會亦延續「512 川震台灣服務聯盟」的經驗，再度發展出
一個臨時性的災變服務聯盟平台 -「八八水災服務聯盟」，並首次
締造災民收容營區的中繼安置模式，從協力治理的觀點，這些跨部
門合作或公私協力災難治理的經驗彌足珍貴，且頗為值得深入探
討。然而，無庸諱言的，地方政府在重大災變服務協力網絡的建構
與發展上，目前仍面臨許多難題的挑戰而有待進一步釐清癥結問題
所在，並展望未來災變服務協力網絡改善與強化之方向。基於此，
本研究透過官方檔案報告與網站資料的文獻分析，以及深度訪談曾
參與統合協調地方災變服務的高階首長、社政業務主管以及民間基
金會執行長，探討地方政府如何運用公私協力觀點從事莫拉克災中
應變及災後復原重建工作，並析論此一災變服務協力網絡在運作上
所面臨的挑戰與未來突破之道。本研究討論的重心以地方政府為範
疇，但限於文章篇幅的考量，暫不觸及中央政府統合協力的角色；
此外，考量研究時間有限，有關軍方參與協力的角色及志工運用部
分，亦不在本研究主要的討論範圍。

貳、相關理論探討與文獻回顧
一、協力治理相關理論
近二十餘年來，協力治理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已成為公
共行政研究領域的顯學之一，公私協力與夥伴關係此一新興治理模
式，甚至被認為可彌補傳統「層級節制」與「市場途徑」的不足（曾
冠球，2011:44）。不過，陳恆鈞認為由於每一種模式都有其難以
克服的「罩門」，因此三種治理模式同時並存在實務運作過程已逐
漸成為常態（陳恆鈞，2008: 183）。其中，協力治理模式被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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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drickson(1997) 讚譽為新公共行政精神 (new public administration
spirit)，網絡治理蓬勃發展的趨勢下，私部門的企業與第三部門非
營利組織逐漸被納入公共服務的行列中，原本由國家機關獨力承擔
的服務輸送責任，轉變為由公私部門及第三部門共同分擔。
Ansell 與 Gash (2008:544) 指出：協力治理是一種新興的統治

安排模式，透過一個或多個公共組織與非政府的利害關係人 (non-

state stakeholders)，共同參與集體決策來制定與執行一項公共政策，
而此種集體決策通常是一種正式的、共識取向的及深思熟慮的過
程。關於協力治理或協力公共管理的研究，大致區分為兩種類型；
其一如 Booher(2004) 和 Cooper(2009) 探討公民參與治理的管道為

主，其二的文獻主要討論多元組織間協力合作 (Bryson, Crosby and

Stone, 2006; McGuire, 2006; O´Leary et al., 2009)，本研究即屬於此
一類型。在理想狀況下，協力網絡的重要特徵通常包括：政府與民
間是一種合作治理方式，國家機關主要扮演授能者的角色，民間組
織則是合作的夥伴，彼此之間的互動強調是一種互賴與互惠的關
係。不過，或由於欠缺網絡連結相關的要素，前述的理想狀態實務
上未必都能逐一達成。
根據多元參與者間合作的緊密程度及協議內容，Sullivan 與
Skelcher(2002) 將協力關係區分為：鬆散的網絡、夥伴關係、聯盟
以及整併等四種類型。亦即，跨部門協力關係是呈現一種光譜分化
的形式，從非正式、特殊關係的鬆散網絡，不同形式的夥伴關係或
者參與者同意讓渡部分自主權來建立聯盟組織，一直到參與者合併
為單一組織的官僚體制。
此外，Brinkerhoff 對政府與非營利組織之間的夥伴關係有更
為 完 整 的 概 念 界 定， 依 照 相 互 依 賴 程 度 (mutuality) 與 組 織 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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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 identity) 的高低，可區分出四種關係型態：契約關係

(contracting)、夥伴關係 (partnership)、延伸關係 (extension)、納編
與逐步吸納關係 (co-optation and gradual absorption) 等。當非營利
組織對自身組織使命與核心價值有高度的認同，其與政府之間的關
係，若是高度互賴，則呈現夥伴關係，若是互賴程度不高，則是契
約關係。但當非營利組織對自身組織使命與核心價值的認同度偏低
時，其與政府之間的關係，若是低度的互賴關係，將成為政府的延
伸，成為政府附屬的角色，若是高度的互賴關係，那將進一步使非
營利組織組織逐漸為政府所納編與逐步吸納 (Brinkerhoff, 2002:2226)。

影響協力治理成功與否的因素相當多元，舉其犖犖大者包括：
（1）先前經驗是衝突或合作；（2）利害關係人參與的誘因；（3）
權力與資源不平衡情形；（4）有效領導；（5）制度設計，以及（6）
協力過程所包含的溝通對話、信任、承諾與共同理解等六大要素
(Ansell and Gash, 2008)。此外，公共管理者的角色與能力建構議題
也受到研究者關注。假如忽略公共管理者能否勝任新治理模式的要
求，在當前公共政策環境愈趨向複雜化的情況下，政府治理實務除
傳統上存在的市場失靈或政府失靈問題，又將額外衍生出「協力網
絡失靈」與「協力治理能力落差」等現象（曾冠球，2011:29）。
因此，論者陸續主張跨域管理者 (boundary spanner) 或網絡開拓者
(network spanner) 的能力建構，對於公私協力與夥伴關係的發展動

向至為關鍵。譬如，夥伴關係的發展端賴於跨域管理者是否具備激
發他人協力行動的領導力 (Sullivan and Skelcher, 2002:103-104)。
關 於 跨 域 管 理 者 應 優 先 培 養 的 協 力 能 力 (collaborative

capacity)，曾冠球 (2011:39-42) 歸納相關文獻提出下列五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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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運用各項管理策略，激勵網絡成員朝向協力目標邁進的「協力
領導」；（2）承諾依照既有規則來運行，但搭配創意思考的「心
智管理與創新」；（3）涵養人際溝通、信任建立及團隊建立等織
網或連結 (networking) 能力的「關係經營」；（4）跨域管理者扮
演衝突解決者角色，善於溝通協商、衝突解決與共識建立的「衝突
管理」；以及（5）具備契約管理能力與風險分析多元技能的「契
約管理」。
二、地方災變服務協力網絡之相關研究
隨著中央政府逐漸將災害管理的權力與職責下放給地方政府，
加上災害防救工作的推動愈來愈重視因地制宜 (locality) 的需求，

使地方政府成為災害管理過程的重要樞紐 (Kusumasari, Alam and

Siddiqui, 2010:442)。Col(2007) 對中國唐山大地震的個案研究，發
現中國地方政府青龍縣積極投入災害預防與減災整備的工作，灌輸
民眾防災意識與果斷撤離民眾的決策，使災害的損害降至最低，在
建築物毀損嚴重的狀態下卻無任何人員的傷亡，說明地方政府在
災害預防與減災整備中扮演相當核心的角色，並左右了災害管理
的成敗。但對於地方政府更為沈重的挑戰，通常是在災變回應階
段，各式政府災害防救組織、非營利組織、與民間企業皆穿梭在
災變現場，因此如何有效建立跨組織間的網絡連結，及促進災變
服務協力網絡的有效運作，也成為地方政府日益面臨的重大挑戰
(Kusumasari, Alam and Siddiqui, 2010)。
對地方政府而言，若能善用水平網絡治理的機制，積極與非營
利組織及民間企業建立協力關係，將有助於提升災變回應的能力及
擴大災變服務能量。Kapucu 等人 (2010a) 檢視佛羅里達州政府與地
方政府災變協力網絡的運作情形，研究發現參與救災的組織有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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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是在地的民間團體，雖然美國紅十字會在災害協力網絡中扮演
重要的連結角色，但整體協力網絡並未發展出相當緊密的互動與互
賴關係。
此外，Kapucu, Arslan 與 Collins (2010b) 對卡翠納 (Katrina) 及

瑞塔 (Rita) 颶風風災的研究發現，約有 580 個救災組織投入救災與
復原工作，其中 355 個 (61%) 災害防救組織是隸屬於州、郡、市政

府，而投入災害應變與復原的非營利組織與民間企業組織則有 171

個 (30%)，州與地方政府機關超過六成，企業與非營利組織約占三
成；顯示救災工作仍然是以政府機關（單位）為主，但非政府組
織或非營利組織參與的情形也愈來愈普遍；再者，整個災變服務
協力網絡的互動並不緊密，彼此互賴程度不高 (Kapucu, Arslan and

Collins, 2010b)。前兩項研究結果中，也發現整個災變協力網絡存
在幾個重要的救災群組 (cliques)，這些協力次團體 (sub-group) 的內

在互動比較強，雖有助於次團體內的集體行動，但也可能形成跨群
之組間資訊與資源交換的障礙 (Kapucu, Arslan and Collins, 2010b)。
因此，擔任網絡開拓與連結主導角色的地方政府必須有效促進這些
群組與次團體彼此的連結，方有助於整體災變協力網絡的應變能力
與服務能量之提升。
雖然協力網絡的建立與連結有助於災變回應能力與服務能量
之提升，但研究也顯示災變協力網絡的運作依舊面臨諸多的挑戰。
國際救災組織在科索沃提供救災與賑濟服務時，發現災變協力網絡
的建立與運作存在三個重大問題，分別是：（1）聯合國為主的救
災組織所形成的次網絡 ( 或次團體 )，讓整個人道救援的服務輸送
網絡更為複雜；（2）各個國際救災組織因為媒體曝光度的爭取、
資源競爭、國家利益與組織使命的差異，皆使得協力網絡的整合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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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困難；（3）聯合國雖以資金作為網絡整合的誘因，但對財源較
為獨立的國際救災組織即缺乏吸引力。雖然如此，該項研究也發現
資訊交換與資源分享是組織間整合的有效誘因；此外，強化相互瞭
解與信任的社會網絡關係確實有助於協力網絡的連結與運作，這
才是促成組織間協力合作的關鍵所在 (Stephenson Jr. and Schnitzer,
2006)。由此可知，地方政府需找出組織間合作的關鍵誘因與要素，
才能促使災變服務協力網絡有效的運作。
政府與民間組織在災變服務協力關係的建立，主要是來自經
濟與社會因素兩大解釋。首先，經濟因素的解釋主要依據交換理論
(exchange theory) 的觀點，主張跨組織合作是資源相互依賴的結果。
Ludin(2007:652) 認為：由於組織是一理性的行動者，會以自身的

意識與意圖來達成組織的目標，若組織之間擁有彼此所需的資源，
而且合作的利益是大於合作的成本時，合作關係自然會形成。換言
之，當組織之間能取得各自所需的資源、人力、財產、資訊與正當
性等資源，彼此形成資源的互惠與互補時，協力關係也較容易形成
(Thomson and Perry, 2006:27; Kapucu, 2006:208)。
再 者，Shaw(2003) 指 出 政 府 與 非 營 利 組 織 之 間 協 力 成 功 的
要素，不應只侷限於經濟因素的探討，過去經濟理論 (economic

theory) 與網絡交換理論 (network exchange theory) 以利益動機來解
釋政府與民間組織之間協力關係的建立，但相對忽略了社會因素的
探討。社會因素強調人際與組織之間是否已發展出社會網絡的基
礎，並建立起彼此的信任關係，這是協力合作能否順利形成的關
鍵 (Kapucu, 2006, 2007)。在美國 911 事件中，紐約市政府透過非營
利組織聯絡目錄找出各專業領域的領導者，快速建立組織協力的平
台，並透過資訊會報的召開來進行組織間資訊的交流與分享，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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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地方災變協力網絡的形成與運作，成功扮演網絡開拓者的角色
(Kapucu, 2006:213; 2007:555)。這些研究顯示地方政府在災變協力
網絡的運作除了資源誘因的提供之外，仍需建立彼此社會互動與信
任關係。對此，Jennison(2008) 主張地方政府在災前即應與非營利
組織與民間企業建立常態的互動關係，災害發生時才得以提供協助
與相互支援。
綜合上述的研究發現可知，地方政府在災害管理上經常面臨如
何發展與運作災變服務協力網絡的挑戰；由於參與救災的民間組織
彼此間的使命與資源優勢存在相當大的差異，協力次網絡的形成有
時反而會造成跨部門合作的斷點，以及財源較為獨立自主的大型民
間組織不願參與協力互動等困境，使得鬆散的災變協力網絡難以有
效形成緊密的連結關係。然而，本文認為地方政府在協力網絡的開
拓與連結上有其不可迴避的責任，因此如何妥適運用各種資源誘因
與社會網絡關係，作為災變協力網絡快速形成與良善運作的基礎，
都是地方政府努力提升災變回應能力與擴大災變服務能量須加以正
視的議題。

參、莫拉克颱風災變服務協力合作之經驗檢視
根據各國政府從事災難管理 (disaster management) 強調：災前
預防與整備、災中應變與回應、以及災後復原重建等三階段循環之
架構（趙鋼、黃德清，2010），本研究以莫拉克風災受創較為嚴重
的嘉義縣、高雄縣和屏東縣為觀察個案，透過深度訪談曾參與統合
協調地方災變服務的高階首長、社政主管以及民間基金會執行長，
2. 相關訪談執行期間介於 2010 年 10 月 4 日至同年 12 月 13 日，主要訪談對象包括：海棠
基金會執行長陸宛蘋博士，以及當時擔任嘉義縣政府祕書長吳容輝、高雄縣政府社會處
吳麗雪處長、屏東縣社會處李涂怡娟處長及許慧麗副處長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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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蒐集相關地方政府與民間組織在莫拉克災變服務的協力合作概

況，以及對於這一段共事經驗的評價，並佐以官方文獻資料逐次說
明嘉義縣、高雄縣和屏東縣政府與民間組織的合作內涵如下：
一、嘉義縣個案分析
嘉義縣政府在平時即努力與民間組織建立緊密的協力網絡關
係，來強化地方的災害應變能力。首先，為了進一步整合民間團體
的救災力量，嘉義縣政府消防局主要透過：（1）編訓災害防救團
體；（2）強化民間救難團體及救難志願組織的裝備器材；（3）建
立協勤機制，邀請救難團體領導幹部召開聯繫會報，交換救災經驗
與資訊，以溝通觀念與作法，並舉辦救災演習觀摩，使其能熟悉救
災指揮系統；（4）評鑑與表揚民間救難團體與鳳凰志工隊協勤績
效；以及（5）建立「協勤民力資訊管理系統」，以整合各地消防
隊所轄協勤民力資料，作為調度及運用民力之參考等五種作法。3
在災變救援的分工上，嘉義縣政府消防局負責動員義消總隊、鳳凰
志工、水工救生協會以及睦鄰救援隊，來協助政府進行災前疏散作
業及災中的緊急救援，社會處動員志工管理救災物資及災民收容作
業，衛生局邀集志工協助緊急醫療工作。
其次，在賑濟與收容部分，嘉義縣政府及各鄉鎮市公所也整備
一套民間資源清冊，透過業務上的往來暢通資源網絡的連結；其中，
嘉義縣政府的清冊包含中華民國紅十字總會嘉義縣支會、法鼓山社
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財團法人張榮發慈善基金會等 33 個非政
府組織，鄉鎮市公所的清冊中則有慈濟嘉義分會、佛光山南美館、
仁里慈善會等 35 個在地民間組織。由此可見，嘉義縣政府在災前
3. 參見 2010 年 11 月 12 日訪談嘉義縣政府吳榮輝秘書長之後，嘉義縣政府消防局書面回
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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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備階段即已民間組織建立災變資源的協力網絡，有效盤點在地民
間組織參與救災及賑濟收容的服務能量 4。
莫拉克風災造成嚴重災情時，嘉義縣政府災害應變中心隨即啟
動災民收容機制與緊急救濟物資供應機制，由社會處負責收容所開
設與管理，救濟物資受理及發放、救濟物資及災區志工召募，並動
員民間團體來提供相關的災變服務，譬如：(1) 災民收容場地與設
備的提供與管理；(2) 救濟物資的提供、運送與管理；(3) 水上機場
災民服務站；(4) 災民需求調查；(5) 弱勢族群收容安置等。其中，
較為著名的非政府組織或民間團體包括：中華民國紅十字總會、慈
濟基金會、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法鼓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
金會、至善社會福利基金會、台灣世界展望會、中華基督教救助協
會、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中華心理衛生協會、山達基教會、張老
師基金會、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瑪納有機文化生活促進會
等。
在災民收容安置過程，嘉義縣政府、國防部與中華民國紅十
字總會是主要的行動者，最初的緊急安置開設 13 個收容所，安置
約 257 位災民，由大林鎮佛光山文教基金會南華會館、中信飯店等

在地民間組織提供災民收容場地。之後中繼安置的環境考量下，特
別將災民集中在嘉義縣水上鄉中庄營區和阿里山鄉新美社區活動中
心。從嘉義縣公私協力網絡的運作經驗，發現不同類型民間組織參
與災變服務是有各自的功能定位；其中，災民的安置與管理由較大
型的地區性民間組織，如紅十字會嘉義縣支會來協助辦理，但在救
濟物資的提供、救濟物資的運送、災民需求調查，以及災民收容所
設施設備提供的災變服務，大多是仰賴全國性的大型民間組織如世
4.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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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展望會來協助災民需求調查，紅十字會總會、慈濟基金會及張榮
發基金會等提供救濟物資 5。
災後復原重建階段的組合屋與永久屋興建，依舊是仰賴全國性
大型民間組織的協助。嘉義縣政府分別在阿里山樂野村、來吉村與
里佳村三處興建組合屋 76 戶，皆是委由紅十字總會辦理。在永久
屋的興建上，紅十字會總會也擔任重要的角色，世界展望會只負責
阿里山鄉三處永久屋的興建。此外，內政部將嘉義縣的災區重建規
劃為四區，並分別委託雙福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台灣世界展
望會、南投縣社區家庭支援協會、敏道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等
承接各區生活重建服務中心，深入各受災據點提供各項福利服務，
協助受災民眾重建家園。
二、高雄縣個案分析
如前一節的嘉義縣個案，高雄縣政府在災前整備階段，即致
力於民間團體資源網絡與窗口之建構。剛好在莫拉克風災之前，社
會處與縣內各式的民間組織建立合作的夥伴關係，藉由辦理相關的
聯繫會議與防災訓練研習，將轄區內民間非營利組織納入防救災的
資源網絡。再者，定期邀請民間組織來參與救災聯繫會報，溝通聯
繫有關政府的災害救助措施，並研商民間團體可參與的災變服務內
容，如物資提供與運送、經濟補助、助念、訪視關懷慰助等；此一
定期互動的平台除了溝通政府災害救助的最新措施，也可盤點民間
組織參與災變服務的資源類型與能量。此外，社會處也在各地社福
中心開設「物資銀行」，區域社福中心並透過聯繫會報與在地慈善
團體建立良好的互動模式（吳麗雪、趙若新，2010:35-36）。
5. 參見 2010 年 11 月 12 日訪談嘉義縣政府吳榮輝秘書長之後，嘉義縣政府社會局書面回
應資料。
211

地方治理之趨勢與挑戰：

臺灣經驗

在莫拉克災變回應階段，高雄縣共有 82 個宗教團體、163 個

基金會、32 志工團體，以及 180 個民間企業直接參與各種災變服
務，此一災變協力網絡不僅提供災民所需的生活物資，也提供災民
收容安置的服務。首先，在生活物資提供與調度的部分，由社會處
協調法鼓山與慈濟基金會來提供災民飯糰或香積飯，並透過張榮發
慈善基金會、古嚴普濟會、正德社會福利基金會、環保婦女志工隊、
高雄縣賽車會、高雄縣吉普車運動協會、鳳山市忠孝社區發展協會
等民間團體，前往各災民安置所、物資中心協助接駁災民與運送物
資，共計運送 536 人次，548 趟次 6。
其次，災民收容安置區分為緊急安置與中繼營區安置兩個階
段。高雄縣在莫拉克風災中受災範圍遼闊，原先設置的災民收容所
也受到波及，幸賴旗山禪淨中心、內門紫竹寺、甲仙龍鳳寺等在地
宗教團體提供緊急收容安置的場所，並搭配聯合勸募協會、高雄醫
大社工系、張老師基金會、幼教協會等民間組織的專業社工與志工
提供災民多元的收容服務及從事收容場所的管理，才得以度過難關
( 蘇麗瓊、劉玲珍，2010:25)。然而，災民緊急安置是屬於應急、
臨時的收容服務，許多同一家或同族的災民被安置在不同的收容場
所，親族分隔兩地不只聯繫非常不便，也無法同家共商或同村共決
討論長期的安置計畫。因此，高雄縣政府透過軍方與中華民國紅十
字總會為首的「八八水災服務聯盟」的協助，同年八月底陸續在鳳
雄營區、燕巢陸軍工兵學校、仁美營區開設中繼收容所，並由紅十
字總會與「八八水災服務聯盟」盟員，如勵馨基金會、世界展望會、
至善基金會、介惠基金會、中華溝通分析協會及兒童福利聯盟等民
間團體，駐點營區提供多元的收容安置服務，譬如：（1）居民入
住與遷出需求輔導與管理；（2）兒童少年照顧服務，如課後照顧
6. 資料來源：高雄縣政府，《八八莫拉克颱風：社會處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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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課業輔導、兒童托育及學前教育、兒少育樂活動；（3）展開社
區培力工作，協助居民成立自治會；以及（4）整合社會資源，提
供居民食衣住行育樂等照顧服務（吳麗雪、趙若新，2010:46）。
高雄縣政府在每一營區內有兩名常駐社工，搭配民間團體的志工提
供各項收容安置服務，中繼營區安置成為莫拉克風災災民短期安置
的新模式。
在災後重建復原階段，高雄縣政府也與許多大型全國性民間
組織相互協力，來完成永久屋的興建，譬如甲仙鄉五里埔基地由中
華民國紅十字總會負責興建，以安置小林村的災民，杉林鄉的永久
屋則委由慈濟基金會負責籌建，用來安置那瑪夏鄉民族村及其他甲
仙鄉的災民。生活重建計畫主要是透過社區營造模式來運作，過
去 921 震災的生活重建中心大多是由地方政府來發包委外，但莫拉
克風災重建則改由中央政府來委外辦理，參與的非營利組織包括介
惠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台灣世界展望會以及佛教慈濟慈善基金會
等，透過協助在地社區發揮群體力量，就近照顧社區災民與服務重
建區之民眾。
三、屏東縣個案分析
相較來說，屏東縣在地民間團體不管在數量或服務專業上均
有所不足，因此莫拉克風災發生以後，格外仰賴全國性大型非營利
組織提供協助。總共有 51 個民間組織投入救災服務，當中 18 個屬

於跨域性慈善志願組織，14 個是地方性慈善志願團體，另有 7 個
是跨域性專業團體，12 個屬於地方性專業團體，合計有三分之二
是慈善志願團體，且近半數來自全國各地的民間團體；主要的團體
包括：介惠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中華溝通分析協會、伊甸社會福
利基金會、弘道志工協會等民間社工組織，以及中華基督教衛理公
213

地方治理之趨勢與挑戰：

臺灣經驗

會、穆林教會、長老教會等宗教團體。民間組織投入救災的區域多
數集中在屏東市、內埔鄉、萬丹鄉、新園鄉、東港鎮、南州鄉、林
邊鄉、佳冬鄉、枋寮鄉、霧台鄉、三地門鄉等災區；所提供的災變
服務亦相當多元，譬如家園清理、慰問金發放、心理諮商、物資分
配搬運及發送、家庭緊急生活補助、受災戶需求調查、接送災民就
醫等（許慧麗、趙善如、李涂怡娟，2010:254）。
由於災民的緊急安置超過鄉鎮公所能力所及範圍，因此屏東
縣政府介入在潮州忠誠營區、枋山鄉加祿堂營區、內埔鄉龍泉營
區，以及中央廣播電台長治分台開設四個收容中心，共計收容災民
1459 人。加祿堂營區的災民安置與管理，是政府與民間組織的合
作模式較為特殊個案；屏東縣府先介入安置災民，再轉交給中華社
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負責營區生活與物資的管理，後來聯合勸募協
會面臨人力召募的困難，又改由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來接手管理。
此時政府與民間團體的互動模式為：縣政府負責對外資源的連結，
並以協調及委託方式來與非政府組織建立互動關係 7。
在永久屋與避難屋的興建上，屏東縣也是和全國性非政府組織
相互協力合作。屏東縣政府相關局處統籌五個永久屋興建專案，並
配合協助各項專案的推動 ( 例如，建設處負責協助建照與使用執照

的取得 )，包括「瑪家專案」、「25 林班地專案」、「高士專案」、「長
治電台專案」及「新豐專案」。至於各永久屋興建專案，則交由台
灣世界展望會與慈濟慈善基金會等負責執行。再者，避難屋的興建
也是循相同的合作模式，由屏東縣政府相關的專責處局來協助，中
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分別在泰武、來義、佳冬、滿州等鄉興建避難
屋。
7. 摘錄自 2010 年 12 月 13 日訪談屏東縣政府社會處李涂怡娟處長及許慧麗副處長的重點
摘要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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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重建計畫則是優先與地方型的非政府組織進行合作，希
望培力在地民間團體，特別是鼓勵社區發展協會參與災區生活重建
的相關計畫，以建立救災協力的網絡基礎。屏東縣政府運用莫拉克
風災的企業捐款成立「屏東縣八八水災－民間團體參與社區重建計
畫」（總經費共計 1000 萬元），希望能夠培力在地社團來辦理災
區服務工作，不只協助受災戶重建，亦能建立轄區內救災協力團隊
網絡。此外，屏東縣政府也希望透過生活重建中心委託民間團體負
責管理，來聯結鄉鎮公所與非政府組織的互動關係，以促進災難資
源的整備與相關工作規劃。

肆、重大災變服務協力網絡的運作評價與挑戰
綜合前一節的分析，嘉義縣及高雄縣在地民間組織平時已形成
一個非正式、特殊關係的鬆散網絡，莫拉克風災發生以後，在重大
災變情境壓力，救災為先、災民第一的信念驅使下，地方政府與民
間組織迅速發展出不同型式的夥伴關係，並已成功建立一個臨時性
的聯盟組織 -「八八水災服務聯盟」。然而，各地方政府與非營利

組織之間的合作模式卻不盡然相同。如以 Sullivan 與 Skelcher(2002)
四種協力關係的類型而言，嘉義縣個案較偏向於夥伴的協力關係；
當時嘉義縣政府祕書長吳榮輝同時兼任紅十字總會嘉義支會的會
長，縣政府與民間團體的合作自然以嘉義支會為核心，因此其合作
過程的溝通協調相對簡單，所需的磨合時間相對也就減少許多。此
外，高雄縣與屏東縣的情況則呈現出鮮明的對比，高雄縣擁有為數
眾多的在地民間組織，而且受災的規模與嚴重性算是最大，地方政
府主要合作對象為「八八水災服務聯盟」，因此高雄縣個案已具有
聯盟協力關係的雛形，透過該聯盟組織來統合在地民間資源網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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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全國各地的非營利組織。相較而言，屏東個案是屬於鬆散網絡
組織的類型，屏東縣在地民間團體的質量均較為不足，因此除了仰
賴全國性非營利組織來協助災民安置、永久屋的興建外，也特別重
視從生活重建計畫的執行來培力在地民間團體。
一、災變服務協力網絡的運作成效
從協力治理理論觀點，政府與民間組織協力網絡的制度安排、
網絡開拓者或網絡管理者的有效領導、是否具有經濟上或專業上互
補與互惠的關係，以及存在相互瞭解與信任的社會網絡關係等，都
是促成災變服務網絡成員彼此間協力合作的重要元素。換言之，災
變服務協力網絡的運作成效取決於地方政府或民間組織是否積極扮
演網絡開拓與連結的角色，善用資源交換的誘因來建立彼此的互賴
關係，以及社會網絡關係來鞏固災變協力網絡的連結。從莫拉克風
災個案探討，本研究發現相關的核心要素確實影響到地方公私協力
防救災網絡的運作成效。以下將逐次討論，這些要素對災變服務協
力網絡運作成效之影響：
（一）平時就積極發展災變服務協力網絡的重要性
嘉義縣與高雄縣在莫拉克風災發生之前，地方政府即與在地民
間組織建立資源網絡及聯繫窗口，因此在災中應變階段能迅速動員
資源網絡內的夥伴組織，來提供賑濟物資與災民收容安置等服務；
屏東縣則是在災後才進行民間組織資源的盤點與資源網絡的建構，
所以在災變回應行動的整合上相對較為吃力。顯見，若在平時、災
前即能有效建立災變協力網絡的連結，有利於地方政府迅速動員及
整合在地民間組織投入災變服務工作。再者，由於嘉義縣與高雄縣
政府災前即盤點與掌握在地民間組織可提供的救災資源與服務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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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因此當來自全國各地的非營利組織與企業紛紛投入救災行列
時，多賴「八八水災服務聯盟」承擔協調中心的角色，聯盟平台根
據在地的資源清冊更快進行災變服務分工，使既有的公私協力救災
網絡能夠持續運作。
此外，從嘉義、高雄的災變服務協力經驗，也觀察到在地民間
組織主要是負責賑濟物資與收容場所的提供，具有特殊專業的全國
性非營利組織則負責災民收容安置的管理，特別是在高雄縣營區收
容安置的物資提供與生活管理，是由「八八水災服務聯盟」來直接
負責，以滿足災民多元的服務需求。從地方政府平時即積極建構在
地的災變資源網絡，一直到「八八水災服務聯盟」主導民間組織參
與莫拉克災變服務的實際例證，顯示地方政府與聯盟組織在災變服
務協力網絡的建構與運作上非常的重要。
（二）網絡開拓者在公私協力網絡的發展上扮演關鍵角色
在公私協力防救災網絡的建構與發展上，成功的網絡開拓者
(network spanner) 向來位居關鍵的地位。從「512 川震台灣服務聯
盟」與「八八水災服務聯盟」的發展歷程與運作上，中華民國紅十
字總會扮演網絡開拓者的角色，一再發揮關鍵的影響力即是最佳的
例證（張四明、王瑞夆，2011）。在莫拉克颱風災中應變與災後復
原重建過程，地方政府與「八八水災服務聯盟」先後扮演災變服務
網絡開拓者或網絡管理者的角色，有效連結不同類型民間組織多元
的專業與資源，並發揮媒合災民多元化災變服務需求的功能。
由於莫拉克颱風對台灣南部地區造成嚴重的災情，且受災區域
相當廣大，大幅仰賴民間組織提供多元的災變服務自是緊急情勢下
所需；具體言之，政府礙於體制僵化與行政程序繁複，各項災變服
217

地方治理之趨勢與挑戰：

臺灣經驗

務的輸送經常是緩不濟急，在大批災民流離失所之際，非營利組織
的靈活、彈性及多樣化的災變服務，恰能彌補其間的差距，即時填
補地方政府在災變回應能力不足的缺口。雖然如此，大量非營利組
織投入災區進行救災、賑濟及災民收容服務時，需要政府提供災區
資訊及進入營區負責收容安置服務的機會與正當性。由於不同類型
的民間組織在災害應變階段各自擁有不同的服務重心與優勢，地方
政府透過整合平台提供災情資訊、災變服務的分工，以及營區收容
安置服務的進場機會等，都有助於將民間組織導入災變服務協力網
絡之中。
（三）應善用有形與無形的多元網絡協調機制
建立一個初階、鬆散的網絡組織其實並沒有那麼困難，重要
的是如何善用各種有形與無形的網絡協調機制，來強化聯盟組織經
濟與資源誘因的交換以及促進社會網絡關係的發展，網絡成員的互
動才有機會邁向更緊密協力合作的夥伴關係。從莫拉克風災個案發
現，嘉義縣政府和高雄縣政府平時即透過各種有形的網絡協調機
制，譬如：在地民間團體資源網絡清冊、聯繫窗口、聯繫會報、防
救災訓練、觀摩研習等，來維持與促進彼此的互動、互惠與互賴的
關係。再藉由人際或組織之間定期互動逐步發展的社會網絡關係，
這些無形的網絡協調機制所形成社會資本或公民信任基礎，確實有
助於公私協力防救災網絡的形成與運作。
前述的公民信任理論觀點，在莫拉克颱風災變服務經驗中再次
得到印證。嘉義縣政府負責災害應變的政府官員，本身即是中華民
國紅十字嘉義支會的會長，由於身兼政府與民間災變回應的領導要
職，有助於政府與民間組織在資訊與資源的協調與整合。紅十字總
會與嘉義分會在此次投入嘉義縣災變服務，除了負責救濟物提供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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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送之外，也協助政府來管理災民的收容。其次，高雄縣政府透過
聯繫會報與防災演練來增加與民間組織在災變協力的互動，也有助
於社會資本的累積，促使災變發生後的協力網絡運作能夠更快迅速
與通暢。
二、地方政府發展災變服務協力網絡面臨的挑戰
然而，綜合莫拉克風災個案的探討，發現地方政府在災變服務
協力網絡的發展與運作上依舊面臨三大主要挑戰，分別是：民間組
織提供災變服務的能力與品質仍然受限不足、在地民間組織的資源
網絡整合不足及缺乏橫向連結，以及民間組織在災變服務輸送的衝
突問題等，相關內容分述如下：
（一）地方民間組織提供災變服務的能力依然參差不齊
地方政府雖然透過在地民間組織資源網絡的盤點，及早掌握在
地民間組織可提供的救災資源與災變服務，且在地民間組織在災害
應變階段大多是負責賑濟物資提供與運送、緊急收容安置服務場地
的提供。然而，地方民間組織不論在社工人力、災變服務專業與組
織資源等方面，都遠不如外來的全國性民間組織或者「八八水災服
務聯盟」的盟員。譬如，在高雄縣營區收容安置服務發生社工員經
驗不足，因而無法有效回應災民的服務需求；8 屏東縣營區收容服
務也有民間組織因志工人力不足而退場，只能轉交伊甸社會福利基
金會來接手。9 整體來說，在地民間組織參與災變服務的能力與服
務能量是較為不足，甚至在有些的服務功能領域相當受限，但全國
性、大型非營利組織亦普遍面臨未能和在地社區連結及深耕地方的
8. 摘錄自 2010 年 11 月 29 日訪談高雄縣政府社會處吳麗雪處長的重點紀要。
9. 摘錄自 2010 年 12 月 13 日訪談屏東縣政府社會處李涂怡娟處長及許慧麗副處長的重點
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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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擾。
此外，當大量民間組織投入災區參與災變服務時，若地方政府
無法有效協調管制，並進行災變服務的分工，民間組織的災變服務
可能發生災民所獲得的服務重疊、過量或不足的問題，或者災區服
務可能因為非營利組織組織本身人力與資源調度的困境，而產生災
變服務品質低落，甚至中途退場等問題；亦即，所謂的「協力網絡
失靈」與「協力治理能力落差」等現象 ( 曾冠球，2011)。
（二）在地民間組織的資源網絡整合不足且缺乏橫向連結
過去的研究指出：多數的災變服務協力網絡是屬於連結較為鬆
散的結構，跨組織、跨部門之間並未發展出較為緊密的互動與互賴
關係 (Kapucu, et al., 2010a；Kapucu, Arslan and Collins, 2010b)。就
本研究的個案而言，雖然嘉義縣與高雄縣已發展在地的民間資源網
絡、建立民間組織資源清冊，以掌握在地民間組織參與災變服務的
資源與能力取向，高雄縣政府亦透過例行的防災會報與防災演練，
來強化災變服務協力網絡的連結。這些在地民間資源網絡與協調機
制雖有助於地方政府在災中動員民間力量，提供賑濟物資及協助災
民緊急收容安置，但此一民間資源網絡的結構仍然相當鬆散；換言
之，既無法強化在地民間團體之間平時的聯繫與互動，亦未能提供
民間組織一個公共論壇平台來交換彼此參與災害防救的寶貴經驗。
再者，地方政府與民間組織彼此在災變服務的協調與整合仍待
改善，既有的公私協力網絡尚未成為在地民間組織之間救災資源、
資訊協調及行動整合的平台。嘉義縣政府過去即曾試圖成立「慈善
團體聯合會」來整合在地民間團體，促使地方救災物資與志工人力
能在災變前進行整合，惟囿限於缺乏有效領導及資源不足等因素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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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仍未整合成功。有鑑於在地民間組織的資源網絡整合不足，而且
缺乏有效的橫向連結，因此如何發展一個在地民間組織共同參與的
災變服務整合平台，來交換民間團體彼此災害防救的經驗，同時建
立災害防救的共識與原則，以及協調彼此在災變服務的專業分工，
都是地方政府與民間組織未來需優先關注的課題。
（三）民間非營利組織在災變服務輸送的衝突問題
協力雖具有合作精神與互助氛圍，但協力網絡也存在衝突的可
能性，因為參與組織之間會相互競爭地盤 (turf) 與資源 (Agranoff,

2006:61)。在災變服務輸送上，民間組織可能發生的衝突問題包括：
服務競爭、服務不均、服務不足或過量等。高雄縣營區收容安置是
由「八八水災服務聯盟」來負責，此一聯盟容納不同專業的非營利
組織雖有能力提供災民所需的安置服務，但在地民間組織因沒有機
會參與而對此多表不滿，認為縣政府在營區收容安置不重視在地的
民間力量，反而是接納外來的全國性大型民間組織。換言之，雖然
高雄縣政府已發展出在地民間組織的資源網絡與任務分工，但莫拉
克風災變後大量非在地的民間組織投入災區，形成外來的全國性災
變服務聯盟與在地民間組織之間在災變服務出現相互競爭的現象。
此外，本研究也發現民間組織大量湧入災區提供服務時，經常
發生災變服務分配不均的現象；有些災區受到較多的媒體關注，而
享受到較多的民間組織提供服務，相對的偏遠災區民眾的需求卻容
易被忽略。屏東縣當時即發生有些災區湧入較多的民間團體提供服
務，但部分偏遠災區因為媒體的關注程度不高，非營利組織提供的
災變服務相對較為不足；再者，在救濟金和慰問金的發放上，也出
10. 內容分析摘錄自 2010 年 11 月 12 日深度訪談嘉義縣政府吳容輝秘書長的重點摘要紀錄。
11. 摘錄自 2010 年 11 月 29 日訪談高雄縣政府社會處吳麗雪處長的重點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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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民間組織之間步調不一致的情形。民間組織參與爆炸的情況下，
如果缺乏地方政府的協調與整合，災變服務出現「現金發放滿天
飛」與「救災物資供過於求」的問題，將會時有所聞。

伍、優化地方災變服務協力網絡之建議
綜上所述，莫拉克風災救災過程中，雖然地方政府與民間組織
間已建立災變服務協力網絡的連結，但因屬於即興式、短期的協力
合作模式，因此整體的運作成效仍有大幅提升的空間。誠如 Howitt

與 Leonard (2006) 指出：長期以來政府災害防救體系在資源快速連
結、組織加速磨合，以及建立集體行動等網絡協力面向一直面臨重
大考驗，特別是地方政府位居災變服務的第一線，在災害防救的資
源與人力向來即較為匱乏，因此更迫切需要與民間組織之間建立公
私協力的聯盟組織。馮燕等人 (2011:63-65) 調查發現：高達 96.5%
受訪者認為台灣需要建立常設性的非營利組織災變服務聯盟，另外
近八成受訪者同意常設性災變服務聯盟具有可行性。本研究呼應地
方政府與民間組織在災變服務的協力合作，未來應該朝向常設性聯
盟組織的模式發展。此外，地方政府在災變服務協力網絡應該扮演
更為積極的角色，除了制訂普遍有效的遊戲規則，以供所有網絡
夥伴共同遵行外，亦需協助解決網絡內資源分配與依賴的問題，
並監督管理網絡內及網絡間的民主及公平的互動 ( 孫煒，2007:198199)。

基於此，未來地方政府在優化重大災變服務的協力網絡，不僅
要從社區培力 (community empowerment) 觀點強化民間組織提供各
種災變服務的能力與能量，更要透過有效串連與協調在地、外來民
間組織等次團體的資源，促使民間非營利組織之間能夠快速整合，
讓整體的協力網絡能夠發揮最大的綜效 (synergy)。具體言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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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可透過下列三種途徑來強化與提升災變協力網絡的運作效能：
（1）地方政府與民間組織協力網絡與運作機制的強化；（2）在地
民間組織資源網絡與服務整合平台的建立；以及（3）提升民間組
織參與災變服務的專業能力等面向。相關具體作法分述如下：
一、地方政府與民間組織協力網絡與運行機制的強化
誠如許慧麗、趙善如與李涂怡娟 (2010:266) 所言：公私部門的
協力合作應秉持車之雙軸、鳥之兩翼的態度，採取「事前即進行整
備盤點、事中功能連結、事後檢討儲備」的方式來進行。是以，地
方政府平時應與在地民間組織建立良好的協力網絡關係。首先為了
強化在地民間組織從事災變服務的能力與能量，在防災整備階段即
應鼓勵民間組織參與例行的聯繫會報或防災會報，並透過民間組織
災變服務能力與能量的盤點，積極建構地方防災應變的服務協力網
絡。其次，地方政府應針對地方潛在的災害風險進行評估，對於主
動參與災害防救的在地民間組織提供人員訓練、設備器材的增添、
災變服務專業素養的教育，促使在地民間組織能夠自主發展災害防
救的服務專業。其三，透過平時災害防救的共同演練，實際動員在
地組織的資源與服務網絡，使災變服務組織之間能夠瞭解彼此在協
力網絡中的角色定位與分工，從而促成在地民間組織之間的社會網
絡關係發展，讓重大災變回應能夠更為快速，並減少組織磨合與衝
突狀況。
二、在地民間組織資源網絡與服務整合平台的建立
地方政府在平時即應建立在地民間組織資源網絡與服務整合平
台，並透過此一常設性整合平台來連結全國性大型非營利組織，如
主導「八八水災服務聯盟」的中華民國紅十字總會，以及在國內擁
有綿密志工網絡的慈濟基金會（張四明、王瑞夆，2011；張四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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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昱旗，2012）。具體來說，全國性大型非營利組織在重大災變服
務上享有多重的優勢，首先透過此一整合平台得以針對災害潛勢地
區，協助相關地方政府進行防災與整備的規劃。再者，全國性非營
利組織與在地民間團體藉由此一整合平台的互動，定期交流防救災
資訊並深化、鞏固彼此社會網絡關係的發展，有助於化解次網絡組
織之間的隔閡與衝突。從三縣市個案分析，說明全國性非營利組織
擁有豐富的災害防救專業與經驗，對於在地民間團體深具有啟發的
功效。因此，未來地方政府應積極建立一個民間組織資源網絡與服
務整合的平台，邀請全國性與在地民間組織來共同參與，使彼此的
資訊、資源、人力與專業有更多的交流與學習機會。
此外，過去地方政府多仰賴社政單位擔任政府與民間組織資
源整合的角色，但本研究發現社政單位對於夥伴組織進場提供災變
服務的整合成效仍然有限，特別是在營區收容安置，以及災後組合
屋、避難屋與永久屋的興建。因此，為了有效統合在地民間組織與
大型非營利組織的災變服務能量，地方政府未來應將資源整合平台
的層級拉高至災害應變中心。
三、提升民間組織參與災變服務的專業能力
針對民間組織參與災變服務出現志願服務失靈的狀況，譬如服
務分配不均、品質欠佳以及因為人力與資源不足導致退場的問題，
雖然在災中緊急變應階段，許多民間組織自發性投入災區提供災民
賑濟物資與慰問金等，比較難以進行全面的規範，但在中繼收容安
置的管理與其他專業服務上，可透過事先協定方式優先讓具有充沛
人力、資源與專業的民間組織進場提供服務。如此一來，不僅有助
於民間組織在災變服務的專業分工與分流，也能促進災變服務品質
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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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民間組織平時即應強化本身的專業訓練與服務技巧的研
習，地方政府亦應積極推動民間團體參與災變服務的認證制度，來
規範民間組織執行災變服務的專業要求與品質水準。過去中央政府
對民間救災團體投入災害搜救工作已經實施認證制度，藉由「災害
防救團體或災害防救志工志願組織登入辦法」，有效篩選及管理民
間組織救災人員的專業、人力與設備，讓具有認證過的災害防救團
體與志願組織，方得以進入災區來協助政府救災。

陸、結論
西元 2009 年莫拉克颱風造成台灣南部嚴重的人員傷亡及經濟
損失，特別是高雄縣、屏東縣和嘉義縣等地區。由於莫拉克帶來的
災難規模相當大，遠超出第一線鄉鎮公所及在地民間團體所能負荷
的範圍，因此來自全國各地、不同類型的非營利組織與企業，大舉
介入參與莫拉克災中應變與災後復原重建工作，並與地方政府形成
一種互補、甚至是替代的合作關係。其次，由於在地宗教團體的香
客大樓能滿足大型住宿需求，有效回應災民食衣住的問題，使得宗
教團體意外地在高雄災民緊急安置上也扮演重要的角色。此外，首
創的災民營區中繼安置模式，是交由軍方、縣政府社會處及非營利
組織共同運行災民的收容與生活管理。地方政府與民間組織協力參
與莫拉克災變服務，這些都是相當彌足珍貴的跨部門合作經驗。
地方政府在莫拉克風災個案透過災變服務協力網絡的發展，促
使民間組織得以協調與整合彼此災變服務的資訊、資源、人力與專
業，提供災民多元化的災變服務。綜觀三個縣市政府運行災變協力
網絡的經驗，發現災前若能積極與民間組織建立資源網絡的連結，
將有助於災變服務協力網絡的形成與運作。由於地方政府在災變服
務網絡中具有相當獨特的地位，使其成為網絡資源與服務分配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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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透過災情資訊提供、災變服務分工，與營區收容安置服務的進
場機會等資源誘因，來導引民間組織進入協力網絡來提供多元與專
業的災變服務。此外，善用各種有形與無形的網絡協調機制，對於
政府與民間組織公私協力提供災變服務也發揮相當正面的影響，
特別是災變服務網絡樞紐角色的領導者，若同時具有政府與民間組
織豐沛的人脈與社會網絡連結，將有助於串連不同災變服務的次網
絡，大幅提升災變協力網絡的回應能力。
雖然地方政府已認知到災前建立災變資源網絡的重要性，也
在災害應變階段快速導入民間組織進入災變協力網絡之中，但災變
協力網絡的連結與運作仍然面臨相當大的挑戰，包含民間組織提供
災變服務的能力仍然參差不齊、在地民間組織的資源網絡整合不足
及缺乏橫向連結，以及民間非營利組織在災變服務輸送的衝突問題
等。因此，地方政府未來有必要透過強化地方政府與民間組織協力
網絡機制的運行、在地民間組織資源網絡與服務整合平台的建立，
以及提升民間組織參與災變服務的專業能力，來強化地方災變協力
網絡的服務能量與品質，讓重大災變對整體社會的衝擊與傷害能夠
降至最低。
最後，協力治理可能是高度正式化與持續性安排的正式協力
關係，也可能是非正式的、即興的及短期的協調行動 (McGuire,

2006:35)。從莫拉克個案研究發現，多元組織參與該次重大災變服
務，屬於 McGuire(2006) 非正式的、即興的及短期的協調行動，如
何建構正式的制度化協力關係網絡是未來研究重要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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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llenge and Prospect for Local Governments
in Developing the Collaborative Network of
Disaster Services: Case Study on Morakot Typhoon
Catastrophe
Ssu-Ming Chang *

Abstract

A bulk of government agencies,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NPOs),
private enterprises, even for those foreign countri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often actively involved in disaster services after a major
disaster, and thus, from the trend of global or local disaster governance,
it´s increasingly important for those multiple actors to establish an
effective partnership. However, since all disasters are local, how to
construct the disaster service network effectively has become a big
challenge for both local governments and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In 2009, Morakot Typhoon caused a catastrophic damage to southern
parts of Taiwan. Local governments used the collaborative approach
with many of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not only in responding the
urgent needs of flooding victims but also in the recovery of community
reconstruction. Additionally, Taiwan Red Cross Organization extending
its experience from “Taiwan Alliance for 512 Sichuan Earthquake＂
organized once again a temporary disaster service platform called “Service
Alliance for 88 Flooding＂. The Service Alliance for 88 Flooding newly
invented a relay placement approach by housing those ﬂooding victims in
military camps. Capitalized on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theory,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challenge and prospect for local governments in developing the
collaborative network of disaster services.
Keywords: Morakot Typhoon,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disaster services, collaborative network

* Ssu-Ming Chang is professor and dean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His areas of research interest include public policy, government budgeting,
performance management, disaster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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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城鎮的轉型與治理：
「再現埔里蝴蝶王國」行動研究
江大樹、張力亞 *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摘 要
臺灣的地方政局雖陸續於 1994 年開放省市長民選，1999 年公
布地方制度法，2010 年通過五都改制；但相關的體制變革並未有
效提升基層自治能量，反而讓縣市與鄉鎮這兩級地方政府持續陷入
運作績效不彰的結構困境。面對地方治理的日益惡化，位居第一線
自治體的鄉鎮，如何尋求嶄新發展願景，結合跨部門資源，積極突
破傳統政治與行政的失能框架，無疑是一項重要的興革課題。
本文係以「再現埔里蝴蝶王國計畫」作為個案探討對象，採取
行動研究方法，參與、觀察並剖析這項計畫的推動過程，其對埔里
鎮地方發展所引發的轉型效應，進而歸納所採取的治理策略。研究
發現：基於永續發展理念，藉由蝴蝶復育行動，此計畫嘗試引導埔
里鎮民思考生態城鎮轉型與跨域治理的可能性。以新故鄉文教基金
會為平台的行動團隊兼採：形塑願景聚合社群力量、公民社會引領
政府行動、建構跨部門對話與合作機制、多元方案併用擾動公民參
與，及成立社會企業鞏固轉型動能等各項創新與實踐計畫，已初步
獲致諸多良善的地方治理綜效。
關鍵詞：生態城鎮、轉型治理、再現埔里蝴蝶王國計畫、新故鄉文教基金會、行動研究
* 江大樹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特聘教授兼教務長、水沙連人文創新與
社會實踐研究中心主任、財團法人新故鄉文教基金會董事。主要研究領域：地
方治理、府際關係、城市競爭力、社區營造。
張力亞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人文學院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研究員、公共
行政與政策學系兼任講師。主要研究領域：非營利組織、社區營造、永續發展、
轉型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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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臺灣地方政局已陸續於 1994 年開放省市長民選、1999 年公布
地方制度法、2010 年通過五都改制，形式上逐步確立我國地方自
治具備「國家制度保障說」的法制基礎，賦予地方自治團體更完整
職權，開啟第三波地方治理改革工程（張正修，2003:41；江大樹，
2006:14-15）。然而，相關的體制變革並未有效提升基層自治能量，
反而讓縣（市）與鄉（鎮、市）這兩級地方政府持續陷入運作績效
不彰的結構困境。例如，政治運作層面，雖有四年一次的地方首長
選舉，卻仍受制地方派系與黑金勢力影響，民選首長政黨屬性不同
導致地方割據主義等問題；行政管理方面，則經常遭遇中央與地方
權限劃分不清、財政收支劃分不盡合理、行政區劃久未調整、區域
治理平台薄弱、基層自治機制設計不足，及城鄉發展與資源分配不
均等諸多問題（陳立剛、李長晏，2003:6-7；劉坤億，2006；趙永茂，
2007:13；張力亞，2008）。這些長期積累的結構化問題，依然直
接或間接地束縛著地方治理能力的有效提升。
是以，如何形塑具備「創能型治理」（enabling governance）
思維與能量的嶄新運作模式，應是當前臺灣地方治理的重要變革課
題（吳英明、施惠文，2008）。在改革的理念與作法上，除應摒除
傳統以政府為單一核心的政策運作思維，轉而鼓勵採行「仿效市
場」的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運作模式外，更應從
「新公共治理」（new public governance）的角度，重新省思政府

職能應如何適度調整，以及如何培力公民社會行動能量的問題（詳
如表一），方能擘劃具前瞻性的地方治理願景（江大樹、張力亞，
2009:80；廖俊松、張力亞，2010:18-19; Osborne, 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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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類型

不同理論視野的地方治理意涵

傳統公共行政

項目

新公共管理

新公共治理

理論根基

政治科學、公共政策

理性與公共選擇理論

制度與網絡治理

後設價值

專業主義、政黨關係

管理主義、顧客主義

多元主義、地方主義

地方政府的本質
關注的焦點

單一管制
政治系統

管理
組織本身

多元
組織所處的環境

關懷的課題

政策的創造與執行

組織資源與績效的管理

價值與意義的協商、
關係的建構

資源集結機制

層級

市場、契約

網絡、關係契約

公共利益的定義、 政治家、專家
政策議程的設定
（僅少數是公共輸入）

公 民 團 體、 企 業 部
績效受顧客選擇所支配 門、政府部門，因議
題而異

公共服務的途徑

無獨佔性的公共服務
存在懷疑公共部門的思
思想，以價值分享為
維，而崇尚顧客服務
必要基礎的關係聯繫

獨佔性的公共部門

資料來源：本文增修自 Osborne（2010:10）。

綜觀全球新興的地方願景發展趨勢，強調以「生態環境為本，
公民參與為用，跨部門治理為體」的生態城市（eco-city）或生態
城鎮（eco-town）模式，乃是當前面對全球環境變遷的激烈挑戰，
可引領都市或城鎮轉型發展的重要方向之一（Hoff, 1998）。在國
際上已有許多具體行動案例。例如 : 荷蘭 Venlo 小鎮（王曉玟，

2010）、瑞典 Overtornea 小鎮（呂孟娟〔譯〕，James and Lahti〔原
著〕，2010），美國的西雅圖（黃光廷、黃舒楣〔譯〕，Diers（原
著 ），2009）， 英 國 的 Totnes 轉 型 城 鎮（Hodgson and Hopkins,

2010）等等，都是以生態城市或生態城鎮作為新一波地方發展願
景，期望藉由跨部門協力合作，及積極性的公民參與，帶動整個城
鎮嶄新的蛻變。Hoff（1998）歸納各個生態城鎮的轉型經驗指出：
轉型的關鍵並非僅是簡單的操作技術，而是一項攸關人們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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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與文化積累的複雜課題。簡單而言，生態城鎮轉型與否，是一
項根本性的社會文化改革運動（Caiden, 1991），過程中需仰賴政
治、社會、文化等各面向的扎根教育、觀念啟蒙、行為改變，與制
度建構，方能克竟全功。
關於生態城鎮願景形塑及實踐經驗的研究，在國際間已有許
多學者從不同的觀點進行探討，研究範疇含括 : 空間規劃（薩支

平〔譯〕，Philip et al.（原著）2009）、非營利組織參與（Lubell,
Feiock and Handy, 2006; O´Connell, 2009; Portney and Zachary,

2010），以及個案城鎮轉型（寇永霞、朱力﹝譯），Ozawa﹝主
編﹞，2010；中台文化顧問公司﹝編譯﹞， Chamberlin﹝原著﹞，
2010）。至於國內地方治理研究大多關注縣市治理（趙永茂、王皓

平，2011；江大樹，2006；吳英明、施惠文，2008）、都會區域（李
長晏，2012；趙永茂、陳銘顯、王皓平，2011），及社區營造（江
大樹、張力亞，2008）等面向；至於，生態城鎮的研究，則大多聚
焦於空間規劃（楊沛儒，2011；郭瓊瑩，2011）、綠建築設計（丁
育群，2004；何明錦、陳伯勳，2009；李彥頤等，2009）、評估指
標體系建構（王小璘等，2011），較少針對生態城鎮的轉型與治理，
進行相關學理論述與實證研究。
本文係以財團法人新故鄉文教基金會（以下簡稱新故鄉）
從 2010 年起推動的「再現埔里蝴蝶王國計畫」作為探討個案，

筆者採取文獻分析及行動研究 1 等研究方法，從地方治理（local
1. 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是社會心理學家 Kurt Lewin（1890-1947）於 1940 年代，希
望能將研究與社會變遷歷程相結合，而提出的研究方法。此項研究方法是紮根於實證主
義的典範，希望研究者扮演「改革行動者」的角色，採取「批判」的視野，藉由觀察、
反思與行動三個階段，將資料進行彙整，同時回饋給被研究者，最終得以對參與的事務
提出改善的行動方案，以促進社會情境的轉型，而非受制於現實世界的侷限。換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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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ance）的視野切入，針對計畫推動過程中，生態城鎮轉型的
願景形塑及生態城鎮治理的實踐策略等課題，進行反思性探究。具
體的章節安排如下 : 首先，概述國際間推動生態城鎮的相關實務案
例；其次，簡介「再現埔里蝴蝶王國」的計畫源起及方案內容；再
者，剖析生態城鎮轉型的各種良善治理策略；最後，摘要本研究的
核心論點，並針對生態城鎮的轉型模式，提出對臺灣地方治理具正
向效益的政策建議。

貳、生態城鎮轉型與治理的國際經驗
生態城鎮的理念，國際上已有不少組織積極進行倡議，並且
在許多國家或城市展開實踐。例如：早在 1992 年聯合國《里約宣
言》（Rio Decla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與《21 世

紀議程》（Agenda 21）公布之前，位處北歐的瑞典，鑑於「環境
問題與經濟發展」兩者之間過度單一化解決，因而經常陷入衝突
困境的問題，於 1983 年開始，Overtornea 鎮即結合生態、社會、

經濟三種發展模式進行社群運動。1988 年 Karl-Henrik Robert, Karl-

Erik Eriksson 與 John Holmberg，從「不能永續的後果」立場，構
思讓人類能更永續發展的道路，並尋找行動原則與方案。經過數年
努力，形塑出以建構夢想綠色區、生態自治市為目標的「自然的下
一步」（next nature）政策發展指導框架，1995 年進一步成立國家
生態自治市協會（Sekom），協助自治市的永續生態發展規劃與技
術協助等各項工作（呂孟娟譯，James and Lahti〔原著〕，2010:4說，行動研究除了需要有清楚的問題意識，更重要的是，研究者希望採取行動藉以改變
現況，而非單純的觀察與紀錄。此項研究方法是質性研究資料分析的一項，並與批判
俗民誌（critical ethnography）、行動科學（action science）存在一些關連性（游美惠，
2003:2；張芬芬〔譯〕，Miles and Huberman﹝原著﹞，2005:18-19；莊明貞、陳怡如〔譯〕，
Glesne﹝原著﹞，2005: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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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32）。然而，如何將傳統城鎮發展轉型成為兼具「環境保育、社
會公平、經濟成長、文化保存」的生態城鎮？其具體的操作模式為
何？以下依據「行動主體」，援引幾個國際案例扼要說明。
一、英國生態城鎮計畫
生態城鎮（eco-twon）自 2007 年以來，開始被視為是一項新的

城鎮計畫。英國社區與地方政府部門（Department for Commun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 CLG）主張，期盼能於 2008 年 6 月營造出

10 個生態城鎮，這項計畫獲得城鎮規劃委員會（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Association）的支持（Manns, 2008）。嗣後，在城鎮規劃
架構下，2009 年將生態城鎮的內涵納入該年度的「規劃政策宣言」
（Planning Policy Statement）。生態城鎮的推動目標：企盼在空間
規劃、房舍建築、交通運輸與能源使用的規劃設計過程，可以營造
出具備環境容受力的永續生活空間。具體操作項目包含：追求零碳
排放（zero-carbon）、提升資源循環再利用率並降低浪費（waste
and recycling）、嚴格的建築與都市設計規範標準（high standards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design）、重視街道與開放空間的設置品質

（quality of the strees, public realm, parks and open spaces）、公共運
輸系統（public transport）、以社區資產進行社區培力（community
empowerment）、 評 估 是 否 有 在 地 工 作 機 會（employment）、 以
行 動 設 計 的 方 案 促 進 健 康 生 活（action design for healthy living）

等內容，並將此作為「生態城鎮」落實與否的評估依據（DCLG,
2007:13-18）。此外，生物多樣性、水資源利用、生態廊道設計、
社區參與等項目，亦是生態城鎮規劃所關注的重要因素。
具體言之，生態城鎮的營造，在策略上可以透過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zoning）方式，輔以「宜居社區」（livable community）、「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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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長」（smart growth）、及「新都市主義」（new urbanism）等
理論觀點，分別針對生態廊道、土地使用、交通運輸、社區機能等
各面向的需求課題，逐步規劃一個適合人居住的空間配置（薩支平
譯，2009）。只是，除了理性的空間規劃與設施建置，如何透過「環
境教育訓練、審議式民主」等方式，培力社區居民具備環境知識，
並共同參與討論，從生活價值與行為意識逐步轉化，亦是生態城鎮
建構與落實永續發展的關鍵所在（Hoff, 1998；江大樹、張力亞，
2011）。

二、美國永續西雅圖經驗
美國著名的城市西雅圖，當地市政府鑑於「布蘭特報告」
（Brundtland report） 與《 我 們 共 同 的 未 來 》（Our Common

Future）一書所倡議的永續發展理念，積極思考如何重新整合經濟、
環境與社會等不同目標，據以建構城市發展的新願景。1990 年西
雅圖市召開首次「全球明日聯盟」（Global Tomorrow Coalition）
會議，採取市民自願參與市民廣場的形式，籌組永續西雅圖組織
（Sustainable Seattle Organization）。經歷工作小組與二百多位義工
兩年的努力，運用座談會與民意調查的方式，在百餘項的民間資訊
與既有研究報告指標項目中，篩選出涵蓋：環境、人口與資源、經
濟、文化與社會等四大面向，共 40 項指標，並於 1993 年公布名為

「永續西雅圖 1993」（Sustainable Seattle 43）的永續社區指標系統
報告。
嗣後，1995 年納入另外 20 項指標，同時更名為「永續西雅圖

1995」（Sustainable Seattle 47）。1998 年與 2002 年再針對指標系
統作修正，以期該指標系統符合時空變化之實際需求。 另一項特
殊作法則是，從 2001 年起設置「永續社區傑出領袖獎」（sustai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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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outstanding leadership awards），作為鼓勵相關組織積極
參與推動的配套措施。
三、英國轉型城鎮運動
英國托特尼斯的轉型城鎮經驗（transition town totnes），則是
以民間公民社群為主體，逐步推動生態城鎮的轉型治理運動。此項
轉型城鎮運動源自 2006 年，一群有志之士鑑於氣候變遷與產油高
峰的趨勢走向，擔憂人類未來將面臨許多不利的自然環境與生活型
態，因而開始思考轉型願景的可能性，希望人類未來的生活可以友
善環境，促進整體地球村的可持續性運作。
托特尼斯轉型城鎮的案例，原本只是當地少數居民，鑑於傳統
經濟發展之下導致許多高度能源耗費而產生的不永續問題，為求能
源使用減量，積極發起各類活動，規劃設計一系列的實作方案，例
如：在地貨幣、在地食物指南、轉型街道、低碳生活行動計畫等創
新方案，積極鼓勵政府部門、社區居民，以志願自主提案的方式，
參與城鎮轉型計畫，用實際的新型態生活經驗，讓公民直接參與並
知識學習，藉以翻轉過往因追求經濟發展而產生高碳排放量的生活
模式（Hopkins, 2008；中台文化顧問公司﹝編譯）， Chamberlin﹝原
著﹞，2010；蔡錫昌，2012）。
這個以民間公民社團為主體的倡議行動，獲得英國南漢斯區地
方議會的支持，嗣後陸續規劃設計「轉型街道計畫」（Transition
Street）、「小型農園協會」（Allotment Association），並透過法令
規範「友善建築」的營建條件（蔡孟薰，2011）。目前，英國轉型
城鎮運動以網際網路連結的方式，已擴散至 13 個國家，且系統化

的將一些操作性經驗進行整理並陸續出版：Transition Hand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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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ition Timeline、Transition Guide to Food、Transition Guide

to Local Money、Transition Guide to Local Sustainable Homes、
Communities, Councils and a low carbon future 等書籍，提供各國相

關社群組織學習之用（Hopkins, 2008；中台文化顧問公司﹝編譯﹞，
Chamberlin﹝原著），2010; Hodgson and Hopkins, 2010）。
四、小結
綜合上述國際經驗可以發現：生態城鎮的轉型，是目前全球重
要的地方治理發展願景之一，而治理策略則深具多元性，參見（表
二）。其中，英國生態城鎮計畫採取「由上而下」法令規範模式，
透過空間規劃的理性手法，輔以政策資源的應用，推動生態城鎮的
轉型與營造。不過，缺乏公民直接行動參與，則是主要缺點。反觀
美國永續西雅圖及英國轉型城鎮運動，雖然都具備公民參與的情
況，不過美國永續西雅圖相較於英國城鎮轉型運動，所採取的策略
較偏重於「參與式民主」模式，強調透過公民行動參與，共同架構
出整體城市未來發展的願景目標；至於，英國轉型城鎮運動，似乎
更強烈地突顯出公共性社團的主導角色。
表二
案例

英國生態城鎮計畫

項目

緣起因素

行動主體
協力部門
操作模式

不同生態城鎮轉型的推動模式比較表
美國永續西雅圖

英國轉型城鎮運動

受到「布蘭特報告」
有感於「氣候變遷」
受到生態環境規劃的思維 與《我們共同的未來》
與「產油高峰」的發
影響
兩本書，永續發展觀
展趨勢
念的啟蒙
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地方公民
地方公民團體、地方
企業部門、規劃公司
地方公民團體
議會
制訂法規，研擬指標項
參與式規劃模式，建 理念倡議、行動企劃
目，進行規劃管制
構城市發展指標
執行、建構操作手冊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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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比較上述三種不同的案例，筆者認為：在臺灣當前的地方
治理現況下，要推動生態城鎮轉型，應從下列三個面向同時著手努
力：
（一）專責非營利組織的建置：英國轉型城鎮的經驗顯示，以倡議
生態城鎮轉型為主體的非營利組織，扮演居民與地方政府間
「橋接社會資本」（bridge social capital）的溝通對話平台
（Portney and Zachary, 2010），以及引領政策創新的角色。

（二）創新方案的實驗設計：不論是英國轉型城鎮或永續西雅圖經
驗，都存在多樣的地方公共社群行動參與方式的創新實驗
（Orr, 2007; Cameron, 2010）。
（三）民主行政的政府型態：在以上三個案例中，都顯示「政府部
門的政策心態開放與否」與「多元政策模式的運用」兩項條
件，是全面性生態城鎮轉型與治理的重要影響變數（江大
樹、張力亞，2012）。以上三項條件，無疑值得臺灣推動生
態城鎮轉型與治理的借鏡學習。

參、「再現埔里蝴蝶王國」計畫簡介
「再現埔里蝴蝶王國」計畫緣起，源自新故鄉與埔里在地公共
社團針對桃米社區轉型經驗所提出的省思與擴散性行動。1999 年
921 大地震之後，桃米社區在新故鄉長期培力與陪伴下，以社區為
生活學習基地，利用在地自然與人文資源，藉由「震災導致價值觀
的轉變」、「專業團隊的啟發與陪伴」、「政府與民間資源的支持」，
及「社區居民的夢想與學習」等四項要素，逐步發展出「共同協力
模式」，讓老舊社區創發嶄新風采，轉型成為國內外知名的生態村
（江大樹，2006:301-303；江大樹、張力亞，2008；新故鄉文教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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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會，2011）。這項在地實踐的成功經驗，在大埔里地區有志之士
心目中，早已埋下如何擴散的積極想像，而此顆種籽在 2010 年大
埔里地區觀光發展協會（以下簡稱大埔里觀光協會）設立之後，得
以顯露萌芽與成長的契機。
在一次大埔里觀光協會所主辦的畫展中，協會總幹事、18 度
C 文化基金會（以下簡稱 18 度 C）及新故鄉兩個組織的董事長，
三人曾共同激盪出一個促進埔里城鎮轉型的願景目標：「是否能將
桃米生態村的永續發展模式予以擴散，讓埔里未來朝生態城鎮的方
向轉型？」。嗣後，在地方各界熱烈響應與積極串連下，大埔里觀
光協會於 2010 年 9 月 29 日，籌設「埔里鎮願景規劃與執行推動委
員會」，同時設置：願景規劃、實踐推動、文宣推廣等三個分組，
並展開各項創新與轉型方案的推動。
首先，願景規劃小組從文獻中發現，1960-1970 年代間，埔里
是全世界蝴蝶標本重要輸出產地。2 可惜，伴隨城鎮的經濟開發，
原本蓊鬱的山林與棲地已多被砍除，破壞蝴蝶生存環境。嗣後，因
保育觀念興起與全球蝴蝶標本產業移轉至東南亞國家，致使埔里蝴
蝶王國的榮景，逐漸被人們遺忘（顏新珠，1999:46-65）。擔任願
景規劃召集人的新故鄉，陸續邀請學者專家，針對生態城鎮的內涵
及操作案例，進行演講與座談，並廣泛邀請埔里在地居民共同參與
（新故鄉基金會，2013），參見（表三）。經過數次演講與座談，
大家初步決定以埔里早期「蝴蝶王國」為核心意象，希望藉由鄰里
家戶及公共空間的環境美化，以及生態保育觀念、生態旅遊知識及
2. 蝴蝶數量是生物多樣性物種監測的指標項目之一。蝴蝶生長的環境，基本上是一個良好
的棲地環境，且儘量減少人為干預或破壞，同時可讓植物多樣化地自然生長，每一個季
節都有蜜源可以給蝴蝶吸取，甚至有蝴蝶幼虫的寄主植物。參考：臺灣多樣性生物入口
網，http://www.taibif.org.tw/zh/node/2633（檢索日期：2013.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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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的學習，引導居民理解蝴蝶生態營造的價值，朝向生態城鎮轉
型的目標邁進（張力亞，2013）。推動之初，為重新且深入檢視埔
里蝴蝶生態現況，18 度 C 捐助 20 萬元給新故鄉，聘請生態專家彭
國棟教授，投入第一階段大埔里地區蝴蝶資源調查。
表三
舉辦日期

2010 年「生態城鄉」演講與座談

題目

講師

10 月 13 日

生態城市的國內外範例分享

10 月 20 日

邀請埔里鎮廣成里、泰安里、北梅里里長及熱心義工，進行埔里鎮未來發
展願景座談。

11 月 13 日

「日本社區水資源空間營造」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創意及生活學系：黃世
案例
輝教授
行政院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簡
「埔里蝴蝶生態資源調查」
稱：特生中心）：彭國棟前副主任

11 月 25 日

生態城市的建構

東海大學景觀系：侯錦雄教授

國立高雄大學都市發展與建築研究所：曾
梓峰副教授

資料來源：本文彙整。

就在 2011 年初，生態城鎮願景才剛推動之際，適逢行政院文
化建設委員會（現已改制文化部）公告徵選三年期「社區營造亮點
計畫」（文化部，2010）。其中，「社區跨域合作」計畫目標旨
在：輔導地區團體跨越組織、地域、專業等領域，以「人」與「生
活」為核心，發展具永續性之文化產業或其他創新發展機制，創造
優質之人文體驗、藝術傳承、環境學習、節慶活動等文化產業。而
且，文化部也特別鼓勵具備兩年以上經驗的非營利組織積極提案，
因此，新故鄉乃以原本的「生態城鎮」調查為基礎，研擬「南投縣
大埔里地區『再現埔里蝴蝶王國』-- 生態城鎮見學網絡的建構與推
展計畫」（以下簡稱再現埔里蝴蝶王國計畫），經過評審後獲得連
續三年經費補助，每年平均大約 25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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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現埔里蝴蝶王國計畫」的整體方案內容，詳如（圖一）
所示。各項計畫推動目標則有如下所列三項（新故鄉文教基金會，
2013:5）：
一、開啟在地學習、生活學習與社群合作的學習關係，在過程中培
養跨域網絡的互信與互助能力，奠定社區營造的基盤。
二、以文化為根，生態為本，社區為體，產業為用，開創文化、創
意、產業結合的生活文化創意產業模式。
三、以社群組構的方法，超越社區組織的限制，開啟公民社會參與，
實驗 NPO 結合公部門的創新區域公共治理模式。

圖一

「再現埔里蝴蝶王國計畫」具體方案內容

資料來源：新故鄉文教基金會，20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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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現埔里蝴蝶王國計畫的推動主軸在於：藉由跨部門治理平台
的建構、基礎資料調查、人力資源培育等三項核心工作，奠基日後
推廣環境教育及擴大公民參與的基石。截至 2014 年元月為止，此
項計畫業已持續推動三年，期間陸續完成諸多工作項目，主要包括
（一）10 條賞蝶生態步道的調查：自 2011 年 4 月 1 日至 2012 年 3
月底，完成 120 次調查並發現大埔里地區的蝴蝶種類高達 214 種，

佔臺灣蝴蝶種類 51%（新故鄉文教基金會，2013）。（二）培訓解
說員，整備生態旅遊基礎：分梯次舉辦「大埔里地區蝴蝶生態解說
員初階及進階課程」及「大埔里賞蝶之旅」，培養 29 位在地蝴蝶
生態解說員。（三）擾動公民參與：為能擴大在地居民共同參與，
辦理「我的蝴蝶夢―蝴蝶棲地自力營造」與「與蝶共食種植」等活
動，鼓勵居民及學校同學，從實作中學習生態知識。除此之外，也
規劃發行「蝴蝶風」生態報，舉辦「蝴蝶風生態城鎮系列講座」、
「『蝶迷．迷蝶，劉明浩和他的蝶友們』攝影展」、「埔里蝴蝶辨
識大賽」、「蝴蝶風起系列音樂會」、「埔里蝴蝶風藝術祭系列」
等各式各樣生態教育與學習活動，企盼能積極形塑生態城鎮轉型與
治理的運作氛圍。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為能充分利用蝴蝶生態意象，新故鄉開始
系統性的蒐集與彙整埔里蝴蝶產業的相關資料，並且透過訪談的方
式，建構文字及影音紀錄，充實「蝴蝶風」網站與社區報的內容，
累積「再現埔里蝴蝶王國」紀錄片製作與發行的豐富素材。期待在
基礎資料的建構之上，未來能以文化創意的思維，將蝴蝶意象轉化
成為文創商品，讓更多不同領域的行為者加入共同行動行列。
要之，以「蝴蝶」作為意象的生態城鎮轉型運動，就筆者的參
與經驗及觀察，的確已經在大埔里地區引起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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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初步累積許多網絡治理的機制與動能。未來，能否及如何更進
一步擴散在地的公民參與，積極落實「再現埔里蝴蝶王國」的願景
目標？值得密切觀察與持續努力。

肆、生態城鎮的轉型與治理策略
臺灣要邁向良善的地方治理，除了囿於「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
不清」、「行政區劃遲未通盤檢討」的結構限制，同時面臨「地方
自治體制不健全」、「地方公民社會力量薄弱」等諸多治理困境（廖
俊松、張力亞，2010:18-19）。本行動研究的焦點置於：「如何培
力公民社會力量，突破既有地方自治體制不健全」的課題，並以「再
現埔里蝴蝶王國計畫」作為實證分析對象。「再現埔里蝴蝶王國計
畫」自 2010 年 9 月起推動迄今，已有三年時間，在實作過程中，
負責整個計畫執行的新故鄉，面對地方多元的社群組織，究竟採取
哪些協力治理策略，而能逐步將一群原本鬆散的網絡行為者，群聚
成為一個具備共同關注核心議題的議題網絡（issue network），3 藉
以突破既有的地方政局困境？以下將分項扼要說明之。
一、在地經驗形塑願景，聚合社群力量
地方城鎮發展的願景建構，乃是轉型與治理的首要課題。只
是，應如何植根於地方的人文、歷史、社會及自然環境等資源，引
發在地居民的共鳴與集體行動，無疑是關鍵所在（江大樹、張力亞，
2009:80-81；朱景鵬、朱鎮明，2013:92）。「再現埔里蝴蝶王國計畫」

3. 「議題網絡」係指：對於某項政策議題有興趣的行為者所構成的溝通網絡，包括：政府
機關、國會議員、遊說者、學者專家與新聞記者等，在議題網絡內的成員會經常性的溝
通對政策的意見，以產生新的政策主張，這是一種約束力較為鬆散且具開放性的組織型
態（孫本初、賴維堯，2008：423-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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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標示出：這是一個深具實驗性格的在地學習過程。至於，這項
計畫的願景建構基礎為何？以及如何引起地方公民社群共同行動參
與，都是必須要審慎面對的治理課題。
首先是願景的建構。根據歷史文獻記載，埔里的蝴蝶產業自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就已開展，並且盛行於 1960-1970 年代中期，是
全球蝴蝶標本輸出的主要產地之一。當時的產業規模，不僅創造許
多的在地就業機會，更造就埔里「蝴蝶王國」的美譽，因而成為埔
里地區中壯年民眾早期生活的重要共同記憶之一。另一方面，新故
鄉自 921 大地震以來，即積極輔導在地社區從事重建工作，透過長
期培力與陪伴，協助地方居民營造各項特色，形塑嶄新願景，重整
與活絡社區組織能量，讓一些社區創造出新的發展契機。其中，尤
以「青蛙、蜻蜓」作為生態旅遊主體，架構出「桃米社區轉型生態
村」的成功經驗，更是 921 震災重建的經典案例之一（江大樹、張
力亞，2008）。基於地方民眾的共同生活記憶與在地社區營造輔導
經驗，新故鄉在推動大埔里地區轉型成為「生態城鎮」的實踐路徑
中，自然而然地仿效「桃米生態村」的經驗，大膽選取「蝴蝶」作
為溝通媒介，希望藉由這個在地的共同生活記憶，喚起埔里各界積
極參與生態城鎮轉型與治理的共鳴，同時將此行動經驗延續留傳給
下一代，參見（圖二）。
具體而言，出生或成長於 1960-1970 年代的埔里鎮民，目前都
屬在地中壯年以上之人口，這些人力資源廣泛分布於大埔里地區的
各行各業。因此，新故鄉所勾勒的願景目標是：企盼喚醒「蝴蝶王
國」的在地共同記憶，讓埔里各行各業的居民都可以用簡單的共同
記憶，作為生態城鎮的願景思考，藉以啟發並聚合民間社群的認同
意識與行動力量，突破以往城鎮願景經常流於空中樓閣的推動難
題。
248

生態城鎮的轉型與治理：

「再現埔里蝴蝶王國」行動研究

圖二

生態城鎮願景形塑的圖像

資料來源：本文繪製。

總之，「再現埔里蝴蝶王國計畫」在擘劃生態城鎮的發展願景
與方案設計上，雖然不如英國生態城鎮的具體與完整，但是此項計
畫已跳脫單純生態復育的層面，而同時涉及觀光產業、文化創意、
公民參與等多元面向（參見圖一）。這種積極創新與縝密設計的地
方治理推動模式，相當值得肯定。
二、公民社會率先行動，引領政府支持
當前臺灣地方政府普遍面臨政治結構惡化、行政管理效能不彰
的運作困境（江大樹，2006；趙永茂，2007）。然而，各項公共事
務的政策執行，政府部門卻往往又是不可或缺的主導角色。因此，
如何解構、翻轉與突破既有地方治理的結構困境，形塑一套有別於
傳統的新公共治理模式（new public governance, NPG）（Osbor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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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朱景鵬、朱鎮明，2013），乃是非常重要的地方政局興革課
題。
「再現埔里蝴蝶王國計畫」在方案執行上，考量民間社團的行
動力，相較於公部門更具有彈性與活力，故決議先以大埔里觀光協
會為推動主體，一方面邀請特生中心前副主任彭國棟教授，針對埔
里近郊 11 條步道進行蝴蝶生態的調查，同時規劃一系列的解說員
訓練及認證課程；另一方面，委由新故鄉規劃行動方案，結合有興
趣的社區組織與民間團體，展開蝴蝶生態復育及文化創意等實踐設
計（張力亞，2013）。這種「公民社會率先行動，然後引領政府支
持」的積極態度與執行策略，在推動之初即獲得埔里鎮公所的象徵
性支持，例如：鎮長親自參與「再現埔里蝴蝶王國計畫」推動記者
會。
嗣後，隨著「社造亮點計畫」提案獲得通過，新故鄉陸續拜會
交通部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農委會林務局南投林管處，及南
投縣政府觀光處等各級政府部門，簡報本計畫各方案推動情形與需
要協助之處。期間，縣府觀光處長曾指示在「愛蘭橋頭親水公園」
的植栽工程與「地理中心碑」的綠美化工程中，都要將蝴蝶食草及
蜜源植物納入規劃；並希望 2013 年能舉辦第一屆蝴蝶祭活動，同
時主動協助新故鄉向中央政府爭取觀音瀑布步道維修、鯉魚潭至
虎頭山登山步道的解說牌設置等等（新故鄉文教基金會，2012:4041）。
在此同時，新故鄉也持續與鄉鎮公所的行政系統進行連結。
首先，在埔里鎮公所的支持下，假公所禮堂舉行「再現埔里蝴蝶王
國計畫」推動諮詢委員會議，邀請鎮內所有的里長、社區理事長、
鎮民代表、縣議員共同參與，會中決議推動「蝴蝶苗木公益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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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置，與會的地方人士亦多慷慨解囊，贊助所需經費；三位埔里
鎮籍縣議員當場允諾，將擔任「再現埔里蝴蝶王國計畫」與縣政府
對話的溝通窗口。其次，南投縣籍立委馬文君也協助邀請南投林管
處及埔里工作站等業管單位，協調「賞蝶步道沿線棲地營造的土地
所有權」等問題。再者，南投縣政府秘書長也曾為本項計畫親自
召開縣府專案會議，分別邀請農業處、觀光處、南投林管處、農
委會特生中心等單位，共同商議分工事項（新故鄉文教基金會，
2012:41）。
綜上所述，藉由公民社會先行的在地扎根行動，不僅可讓民
間團體瞭解推動過程可能遭遇的實務問題，同時在持續性擴散效果
之下，也能喚起公部門的關注，甚至給予適當且必要的協助，進而
達成公私協力的綜效。這種公私協力運作模式與英國生態城鎮轉型
計畫的推動經驗，確有若干相似之處。當然，這個以「蝴蝶」為意
象的生態城鎮轉型與治理工程，是否及如何讓公部門不僅侷限於協
力參與，而能化被動為主動，甚至發揮行政主導效能？尚待後續評
估。另一方面，由民間引領政府行動的過程中，應如何避免出現「人
存政舉，人亡政息」的政策不延續現象，也是推展地方治理所必須
審慎關注的重要課題。
三、建構跨部門對話與合作機制
公私協力與跨域合作等理念，早已是地方治理的重要圭鎳；然
而，學理概念如何有效實踐？創新機制如何獲致成果？「再現埔里
蝴蝶王國」計畫執行期間，為擴大地方公民團體的參與，新故鄉扮
演網絡治理的串連平台，積極邀請大埔里地區涉及本計畫執行有關
的政府部門與社會團體，包括：文化部、農委會林務局、南投林管
處埔里工作站、集集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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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處、南投縣政府文化局及農業處、埔里鎮公所、仁愛鄉公所、大
埔里觀光發展協會、暨南大學等諸多單位，共同組成「再現埔里蝴
蝶王國計畫」協調推動小組，並且不定期舉辦「跨部門協調會議」
（新故鄉文教基金會，2011: 46-50）。希望藉此建構跨部門意見交
流與對話平台，瞭解各組織的相關意見、參與能量及可能的行動限
制等等。
再者，新故鄉陸續規劃許多方案內容，創造地方民眾共同參與
的場域，包括：「蝴蝶棲地營造」、「賞蝶營隊」等活動，積極地
扮演橋接協力合作的平台角色，讓對本計畫感興趣的社區組織及地
方居民，都能有共同參與的機會。舉例來說，南投縣政府農業處免
費提供苗木、食草及蜜源植物的培育，設置禁止獵捕蝴蝶的警告標
誌及導覽解說牌（新故鄉文教基金會，2012:8-13）；暨南大學資工
系參與再現埔里蝴蝶王國手機 APP 功能建置計劃（新故鄉文教基
金會編輯群，2012）等，陸續都有各方資源的支持與專業技術的協
助。另外，埔里鎮公所及各級民意代表（立法委員、縣議員、鎮民
代表）紛紛大力支持，不僅出錢贊助蝴蝶苗木公益銀行的設立，更
積極投入計畫方案推動的跨部門協調工作。
圖三扼要勾勒出「再現埔里蝴蝶王國計畫」推動過程的網絡圖
像。此一網絡圖像顯示，以新故鄉為核心的地方治理網絡，不僅為
大埔里地區各公私組織，提供一個願景發想的可能性，更透過「社
群組構」模式（李松根，2002），依據不同議題，與不同的社群團
體（如：學校、政府、地方產業、非營利組織、社區）建立各類型
的協力合作關係（廖嘉展，2012:188）。吾人可透過行為者所處的
網絡地位與彼此互動關係，據以釐清主要與次要的合作夥伴。另
外，也可運用「鍊條式溝通」管道（徐仁輝，2004:230），藉由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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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行為者的參與，將相關消息傳遞給對本行動計畫感興趣的個人、
團體及組織。如此，一方面可消弭各行為者彼此的認知差距與溝通
障礙，另一方面，也可試圖引領公部門及民意代表的支持與參與，
建構全面性生態城鎮轉型與治理之地方公共社群的協力合作能量。

圖三

「再現埔里蝴蝶王國計畫」生態城鎮轉型與治理的網絡圖像

資料來源：本文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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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多元方案併用，擾動公民參與
為能喚起更多的大埔里在地居民、社團共同關注並積極參與
「再現埔里蝴蝶王國計畫」，最近三年來，新故鄉陸續規劃執行多
項靜態或動態活動。以下分別針對各項重要活動的方案內容與操作
方式，扼要羅列說明。
（一）靜態活動
首先，「靜態活動」部分，除舉辦展覽外，最重要的莫過於發
行「蝴蝶風」社區報，及辦理「生態城鎮」系列講座。就前者而言，
每兩個月出版一期，每期發行 2 萬份，採取社區派報、重點單位郵
寄等方式，宣傳「再現埔里蝴蝶王國」計畫推動理念與重要工作項
目。「蝴蝶風」社區報的內容，除了邀請學者專家，針對生態城鎮
的新興趨勢與重要議題進行專文撰稿，推廣生態城鎮相關知識內
容，同時也包含：學習活動紀錄、蝴蝶苗木介紹等內容。這項社區
報的宣傳效果甚佳，根據新故鄉 2011 年所作「蝴蝶風社區報滿意
度問卷調查分析」統計顯示：4 高達 80% 受訪者認為，社區報有助

於瞭解「再現埔里蝴蝶王國」計畫推動情形，並可瞭解生態城鎮的
發展趨勢（32%）、增進生態知識（24%）、瞭解埔里蝴蝶產業史
（22%）（新故鄉文教基金會，2012:20-23）。從而觀之，「蝴蝶風」
社區報對埔里居民生態知識的傳遞與增進，有其正向效益；後續如
何能更有系統地透過社區報的媒介，蒐集與回應地方居民對生態城
鎮轉型的各項意見或疑慮，例如：廣泛種植蝴蝶食草是否會危及埔
里鎮生態系統的平衡？或蝴蝶復育與生態城鎮之間的關係應如何建
構？都是下一階段可更精確因應與妥善處理的重要課題。
4. 調查日期，2011.5.19-2011.5.31，調查區域以埔里鎮市區為範圍，透過人工派報方式，共
發出 200 份，回收有效樣本為 172 份，佔整體的 86%（新故鄉文教基金會，20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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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後者，新故鄉從 2012 年起，曾規劃一系列的「生態城鎮
講座」，每個月定期舉辦一次，而兩年來操作方式也略有彈性調整。
最初原本希望透過巡迴舉辦鄰里講座，能夠引導一些社區鄰里幹部
自發性的投入及參與，但是預期成效並未彰顯。因此，2013 年改
採固定地點的「課程講座」（阿朴咖啡社會服務中心）及「實務參
與」兩天活動，讓參與者能有更多實際學習及對話機會。未來如何
在每個講座議題舉辦後，能讓在地有興趣的行為者，更緊密地持續
討論，甚至提出行動方案來嘗試實踐理念，不再只停留於「聽講」
層次，乃值得持續努力的課題。
（二）動態活動
動態活動方面除舉辦攝影展及藝文表演外，尤其以「蝴蝶生
態解說員培訓」及「蝴蝶棲地營造」兩項活動，為生態城鎮的轉型
理念發揮諸多的文化轉繹作用。為培訓蝴蝶生態環境教育的種子教
師，新故鄉持續邀請特生中心彭國棟前副主任與邱美蘭研究員，協
助規劃系列的「大埔里地區蝴蝶生態解說員初階與進階課程」，課
程內容包含：「課堂講解」、「蝴蝶調查、辨識、資料彙整與報告」、
「蝴蝶步道現場解說演練」、「蝴蝶步道食草與蜜源植物辨識、解
說、植栽及管理」、「各賞蝶步道之植物、鳥類、蜻蛉等辨識與調
查」等。各項的理論與實務演練課程，都有嚴格規範學習紀律，請
假或缺課時數超過 36 小時者一律取消其解說員學習資格。課程結
束之後，並依「訓練課程出席情形」、「帶隊解說情形」、「年
度複檢考試」三個項目進行考核（新故鄉文教基金會，2013:2224）。截至 2013 年底為止，業已培訓 35 位初級、20 位進階的蝴
蝶生態解說員。展望未來，蝴蝶生態解說員的角色，應該不再僅侷
限於「生態解說」，更應肩負「生態城鎮營造」環境教育工作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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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角色與職能。
再者，「我的蝴蝶夢―蝴蝶棲地自力營造」活動，更是在地
參與的行動典範。此項活動目的乃在鼓勵居民、社區、學校重整環
境，從實作中學習生態保育知識。自 2011 年起開始推行，依照：
計畫的創意性（15%）、可行性（30%）、影響性（20%）、動員
力（15%）、後續維護管理（20%）為評選標準，分為「家戶型」
及「路段型」兩類甄選。各年度獲補助的提案名稱，參見表四。每
一個參與蝴蝶棲地自力營造的工作團隊，都必須參與「認識蝴蝶食
草及蜜源植物」的教育學習活動。期間，透過學者專家與在地居民
的參與式討論與規劃，相互協力合作完成蝴蝶棲地營造。新故鄉期
盼藉由共同協力營造方式，增進參與者的革命情感，日後可以成為
推動「再現埔里蝴蝶王國」的中堅幹部。這種社造策略不僅能深化
地方民眾生命共同體的價值理念，更可強化生態城鎮轉型的治理動
能。
五、成立社會企業，鞏固轉型動能
誠如 Hoff（1998）所稱：永續社區的實踐，不僅只是一項簡
單的技術問題，更是一項攸關人類生活價值與行為變遷的社會文化
（sociocultural）深層課題。社會文化的變遷，需仰賴長期性的社
會運動，作為持續改變的基礎動能。是以，如何讓「再現埔里蝴蝶
王國」這股生態城鎮轉型與治理的能量，不會因政府補助計畫結束
即告終止；新故鄉基於桃米生態村與紙教堂見學園區的社區營造經
驗，積極提出「成立社會企業，鞏固轉型與治理動能」的運作構想
（參見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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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蝴蝶棲地自力營造參與計畫
年度

類型

提案單位

計畫名稱

路段型

綠景山莊：綠景山莊的蝴蝶夢、自在三人組：給蝴蝶一片自在的
藍天綠地、暨大附中隊：暨大附中樺斑蝶復育計畫、麒麟小學隊：
麒麟蝴蝶心，共造故鄉情、梅子腳蝴舞隊：濃情蜜意，彩蝶飛舞

家戶型

洪旭輝：「窯」見蝶暉、黃坤議：種瓜路 9 號、劉明環：挑米農莊、
邱富添：桃米綠屋

路段型

王惠美（青蛙ㄚ婆ㄟ家）：埔里桃米 再現風華、林盈寬（富泉國
際開發公司）：蝶舞鯉魚潭、施乃仁（虎嘯山莊）：蝴蝶愛上了
老虎、蔡鴻銘（東光社區發展協會）：向天圳賞蝶區、陳義正（埔
里同聲里）：與蝴蝶做鄰居

家戶型

黃宗嚴：上林園賞蝶 復育步道、王俊隆：我家門前有 ~ 蝶舞 ~、
江嬌媚：原莊夢蝶，紛飛起舞、施文傑：敲敲木工坊、林正敏：
蝴蝶蜜園、施光和：翠林蝴蝶花園、曾惠梅：江山樂活休閒農場、
游義誠：享飛、董瑞芳：蝴蝶的安居樂活村、魏志傑：陳綢少年
家園夢工廠、姜俊偉：南山溪蝶道交流園地、鄭坤全：水舞 ‧ 蝶
飛 ‧ 樂桃米、黃偉華：麋蝶香、桃源國小：蝴蝶花園 蝶舞紛紛

路段型

張文烈：張隊長咖啡、袁柏浩：五彩林農場、董瑞芳：蝴蝶的安
居樂活村

家戶型

蔡秋菊：蛙鳴蝶舞風情再現、黃富強：滿星蝶、林榮發：麒麟故
鄉點滴心，再續黃裳鳳蝶情、吳保傑：6 號角落、王惠美：美夢起飛，
風華再現、施力嘉：蝴蝶的自助 Bar（翠林蝴蝶花園二部曲）、洪
旭輝：戲綠川民宿

2011

2012

2013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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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生態城鎮可持續運作的社會企業網絡治理圖像
資料來源：本文繪製。

首先，新故鄉以社區見學園區為經營實體，逐步與「以蝴蝶
生態為基礎」的不同產業別商家，進行蝴蝶生態學習旅遊行程的連
結，形成一個地方產業網絡，企盼藉此深化生態旅遊模式，同時增
加在地就業機會。具體策略如下：新故鄉先結合特生中心，進行蝴
蝶生態解說員培訓、賞蝶步道規劃與復育、賞蝶手冊編製、蝴蝶資
訊 APP 系統開發，建構埔里蝴蝶生態解說旅遊的基礎運作系統。
其次，再以蝴蝶生態資源及地方文史資料為基礎，出版系列性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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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紀錄片，並且融入文化創意思維，開發各種具蝴蝶意象的文創商
品。此外，也以蝴蝶蜜源食草作為食物素材，鼓勵在地餐廳創作「與
蝶共餐」的美食料理。
再者，在創造觀光產業效益的同時，新故鄉也積極構思並推
動兼具產業升級輔導、生態復育與弱勢關懷等三種經費運用目的之
「公積金」機制的設置問題。希望參與這項社區見學網絡的地方業
者們，在獲利之餘，能夠主動認養蝴蝶棲地、賞蝶步道維護、苗木
銀行，或是提供不同社會目的之回饋事宜，使得「再現埔里蝴蝶王
國計畫」推動的生態旅遊產業，能落實「綠色經濟」所強調的「永
續性」與「社會公義」兩項價值理念（周賓凰、徐耀南、王絹淑
﹝譯），Cato﹝原著﹞，2011）。其中又以 2013 年成立的「埔里
Butterﬂy 交響樂團」，最為地方民眾所津津樂道，也是城鎮轉型與
治理的重要里程碑。該樂團的成立宗旨有二：
（一）提供熱忱、優秀、懷抱理想的音樂工作者一個音樂舞台。以
推廣音樂活動、促進水沙連地區音樂發展為目標，讓音樂走
入群眾，讓藝術融入生活，貼近自然，提昇大埔里地區民眾
的生活品質。
（二）培養在地音樂人才，建立由國小、國中、高中、大學到社會
不同階段的專業能力，建構一優秀的交響樂團。
在實務運作上，新故鄉透過見學園區的平台，將交響樂團與不
同產業作結合，一方面籌措交響樂團運作基金，培養在地音樂人才；
另一方面，交響樂團也回饋提供產業界各項音樂表演活動。當然，
Butterﬂy 交響樂團亦定期前往大埔里地區的社會機構與鄰里社區，
進行許多公益表演。要之，這個以「再現埔里蝴蝶王國」為永續發
展願景的社會企業網絡治理模式，乃是一項頗具社會創新與實踐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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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的特殊運作方案，而且也在短短兩年時間之內，就已獲致良好的
推動成果。

伍、結論
綜觀臺灣地方治理現況，尤其鄉鎮層級，依然普遍且長期陷入
黑金政治橫行、公民社會意識薄弱及行動參與不足的運作困境（趙
永茂，2007:8-9, 12）。面對如此嚴重的政治生態與結構性難題，
如何尋求一個能破繭而出的可行途徑？亟待深刻反省並積極努力尋
求突破性的解決之道。Gurstein and Leonora（2007）認為：民主與

良善治理的建構，需要有學習型公民社會（learning civil society）
做為基底，藉由民間社群的行動觀點，與政府建構夥伴關係，提供
公共政策諮詢功能，讓政府能真正瞭解社會需求，扮演更聰明的
治理職能（Koliba, Meek and Zia, 2011: 5）。如此一來，才能夠將

Kooiman（1993:58）所倡議的「社會與政治系統」（social-political
system）共同治理的願景加以有效落實。畢竟，「有好的選民，才
有好的政治」（顏湘如﹝譯），Boyett﹝原著﹞，2009）。
本文係以「再現埔里蝴蝶王國計畫」推動過程作為行動研究
案例，從轉型與治理的角度，探討新型態的地方發展模式如何能被
有效實踐？筆者從案例中發現，一個以民間公益團體為推動核心的
生態城鎮轉型願景，歷經三年努力，同時採取：以在地經驗形塑願
景，聚合地方社群力量；公民社會率先行動，引領政府的支持；建
構跨部門對話與合作機制；多元行動方案併用，擾動公民參與；創
立社會企業運作平台，鞏固生態城鎮轉型動能等諸多的創新治理策
略，藉以重新凝聚一群對地方發展願景具有共同目標，而且願意付
諸行動的協力治理夥伴，避免持續陷入傳統地方政局的結構性運作
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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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從新公共治理的角度分析，此項創新行動方案，
主要是針對當前地方治理的現實結構困境，所做出的反思與行動。
而且，核心的行動者在規劃與執行此項方案時，業已存在網絡治理
的後設觀念，以及無獨佔性的公共服務思維。為避免陷入地方政治
的不良結構與運作困境之中，核心行動者並未將「再現埔里蝴蝶王
國」的生態城鎮轉型課題，設定為「政府主導」的傳統途徑，而選
擇改以「民間優先」的治理模式。集結跨領域的學者專家與民間團
體，形成生態城鎮的治理網絡，針對「蝴蝶復育」、「生態城鎮」
各項公共議題發起一系列的持續行動，然後再引導各級政府的相關
單位，進行適當且必要的參與及支持。這樣的假設與操作，已初步
獲致諸多良善的地方治理綜效。這種嶄新的地方治理模式，顯現出
「公民社會引領政府行動」的應然性與可行性，成為一項新公共治
理的成功案例。
綜上所述，「再現埔里蝴蝶王國計畫」所推動的生態城鎮轉型
與治理模式，對當前臺灣地方政府運作效能不彰的結構性困境，應
具「標竿學習」的參考價值。至於，這個以「民間引領政府行動」
的協力治理模式，能否及如何被複製？依據筆者的參與及觀察所
得，大致必須具備三項重要的實務運作基礎：
一、在地方上存在讓各個社會團體共同信任的專業型非營利組織。
透過專業且以生態城鎮轉型為職志的非營利組織，方能聚合集
體的願景與資源，規劃各項執行方案，並且予以有校落實。
二、已顯現初步成效的在地創新與實踐經驗：在地小型的實作經驗
成功與否，可同時具備「眼見為憑」與「增強信心」的雙重效
用，有助地方社群的凝聚共識與積極行動。
三、民間企業具有社會責任：城鎮轉型是一項長期性的課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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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個企業、社團組織及公民社會，長期性的公共關懷與協力行
動，才能發揮社群集體力量。
總之，結合以上三項重要的行動條件，並參酌採行前述五種跨
域治理策略，應有機會將一群鬆散的網絡行為者，群聚成一個具備
核心關注議題的「議題網絡」（issue network），甚至可更進一步

架構成「政策網絡」（policy network），據以推動我國生態城鎮
的轉型與治理。就此，「再現埔里蝴蝶王國計畫」應該是一項值得
關注與參考的實踐行動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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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再現埔里蝴蝶王國計畫」推動宗旨與各年度的工作目標
新故鄉文教基金會（以下簡稱本會）自 921 大地震後長期投入埔
里鎮桃米里社區重建事務，透過社區資源調查和願景的形塑，並在跨
領域的多元合作下，引入生態倫理、生態工法和生態教育，讓桃米社
區逐步轉型為兼具生態保育與生態旅遊的生態村發展模式。
現今「青蛙頭家」所帶動的社區新興產業〈民宿、解說、餐飲、
工藝、工班等〉，提供超過五分之一以上的就業人口，創造一年超過
一億新台幣的產值，促進住民的工作權、收入與福祉，讓生態產業化、
產業生態化相結合，見證生態、生產、生活三生一體的理想，可在地
化實踐。

推動宗旨

1960~1970 年代中的 10 多年間，是台灣蝴蝶採集、加工及外銷的
全盛期，當時在台北縣烏來、南投縣埔里、高雄縣六龜及台東縣蘭嶼
等地，有成千上萬的人以蝴蝶的採集、加工及貿易為業。其中埔里鎮
更是蝴蝶產業中心，蝴蝶加工廠、標本館及商店等超過百家，每年由
全省各地送到埔里加工的蝴蝶超過 2,000 萬隻，也為埔里鎮贏得「蝴
蝶鎮」的稱呼。但曾是台灣蝴蝶盛產地的埔里，隨著經濟開發的步伐、
生態棲地的淪陷等環境因素，蝶況早已不復往日。
隨著時代變遷，過去的標本產業已不可行，如何結合生態保育與
生態產業的發展，為被邊緣化的鄉鎮找到一條可以兼具地域振興與社
區營造同軌前進的發展道路，成為諸多埔里人的殷切期待。
為執行本計劃，本會與相關團體已召開過多次討論會，也邀請多
位學者蒞臨演講並參與討論。我們希望下一個 10 年，從青蛙村到蝴蝶
鎮，讓大埔里區域的魅力與持續性發展，被看見。

年度

2011 年：
人與環境的整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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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目標
□凝聚共識、形塑願景
□完成蝴蝶生態資源調查
□啟動蝴蝶解說員教育培訓課程
□大埔里蝴蝶產業史田野調查與影像紀錄
□蝴蝶棲地的營造與保護
□賞蝶步道的評估
□成立再現埔里蝴蝶王國跨域合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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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邁向生態城鎮見
學試營運期

□完成 12 條步道蝴蝶資源的調查及監測
□完成 5 條賞蝶步道基礎解說系統的設置與影響評估
□舉辦 80 小時蝴蝶生態初級解說員進階課
□完成 5 條賞蝶步道沿線蝴蝶食草及蜜源植物的種植
□舉辦 40 場的賞蝶活動與見學網絡的效益評估
□完成 5 處路段型、10 處家戶型蝴蝶棲地創意方案的推動
□舉辦 10 場「蝴蝶風」生態講座
□舉辦 3 天 2 夜兒童生態營
□蝴蝶風社區報的發行
□完成「蝴蝶風」網站的建置
□完成 3 座蝴蝶裝置藝術
□推動「三隻毛毛蟲闖天下」兒童音樂劇的演出
□推動產官學合作，研發蝴蝶文創產品
□再現埔里蝴蝶王國計畫跨域合作平台 9 人小組會議的召開與運作
□籌組「埔里生態城鎮」規劃小組與運作
‧ 尋求外部資源，共構再現蝴蝶王國之推動效益

2013 年：
生態城鎮見學運
轉推動期

□蝴蝶生態資源的調查及監測
□賞蝶步道的規劃與執行
□蝴蝶棲地的營造與保護
□ 2013 年「我的蝴蝶夢」――蝴蝶棲地營造創意方案的甄選與辦理
□推動蝴蝶苗木銀行及蝴蝶志工的招募與推動
□生態教育的推廣與解說培訓
□「蝴蝶風起」生態城鎮講座之辦理
□辦理蝴蝶生態解說員進階訓練計畫
□大埔里地區蝴蝶資訊庫的建立
□蝴蝶文化產業的研發與推廣
□「再現埔里蝴蝶王國」紀錄片的發行
□「埔里蝴蝶風」藝術祭系列活動
□蝴蝶王國宣導活動之辦理
□發行「蝴蝶風」社區報
□ 2013 年「蝴蝶辨識」大賽之舉辦
□生態城鎮見學網絡的建構與推展
□成立「再現埔里蝴蝶王國跨域合作平台」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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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nsition and Governance of Eco-Town
— A Case Study of Reinventing Puli Butterﬂy
Kingdom Plan
Ta-shu Chiang and Li-ya Chang *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self-government in Taiwan has undergone
many reforms, such as direct popular elections of city or province mayors
for Taipei and Kaohsiung municipalities and Taiwan province in 1994, the
implementation of Local Governance Act in 1999, and ﬁve municipalities
reform in 2010. Although these events has consummated many institutional
and legislative issues, but they do not had to promote the capacity efﬁcient
of local self-government. In the Local Governance age, how to make the
governance capacity of local self-government progressing, that has been a
critical issue.
This paper takes the Reinventing Puli Butterfly Kingdom Plan, to
explore the transformation effect in the Puli Township. In order to get this
empirical study well done, we use the action study method to analysis this
plan how to be implemented. According to three years study, restoration
butterfly has been a critical element of the sustainable idea localization
in Puli Township. There had some governance functions of platform by
Newhomeland Foundation: 1. To gather community power by town vision, 2.
To steer government actions by civil society, 3. To build the discourse and
collaboration mechanism for cross-section partnership, 4. to strengthen the
transition force by social enterprise.
Keywords: eco-town, transition governance, reinventing Puli butterfly kingdom plan,
Newhomeland Foundation, action study
* Ta-shu Chiang is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His areas of major research include local
governance,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city competitiveness, community empowerment.
Li-Ya Chang is research fellow in the College of Humanities, Shui Sha Lian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 Innovation and Social Practice,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His Areas of research
include non-proﬁt organization, community empowerm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ransition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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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方政府社會服務的契約治理
孫煒 *
國立中央大學

摘 要
當代民主國家以契約委外作為政策工具，由「自行生產服務
者」的統治角色調整定位為「服務的購買者」的治理角色，已成為
全球化的趨勢。其中大多數的社會服務乃經由地方社會福利行政機
關與社會福利型非營利組織進行契約委外。首先，本文建構一個契
約治理的分析架構，探討其意義與理論，並分析社會服務契約的特
殊性質與其「準市場」環境。之後，本文討論台灣社會服務契約委
外的發展脈絡，且以契約治理為架構，針對台灣地方政府社會服務
的經驗研究進行文獻探討，分析其契約管理、契約設計、契約執行
以及契約影響等層面。最後，本文在結語之中，提出有關社會服務
契約治理的建言以及未來的研究議題。
關鍵詞：社會服務、契約治理、契約委外

* 孫煒 國立中央大學法律與政府研究所教授。研究領域為行政學、公共政策、非營利組
織。
271

地方治理之趨勢與挑戰：

臺灣經驗

壹、前言
在全球化思潮與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運動
等因素的影響之下，當代公共行政的結構與運作受到衝擊，使得政
府的權威與職能逐漸朝向三個方向移轉：向上移轉至國際組織與行
動者；向下移轉至區域、城市與社區；向外移轉至私部門組織（Pierre
and Peters, 2000），其中以向下移轉與台灣近年來推動政府再造的
「地方化」相互呼應。因此，地方治理（local governance）遂成為

台灣公共行政理論與實務發展之中，最受矚目的議題之一。所謂地
方治理乃是相對於中央政府的次級國家體系，引用治理的相關概念
與運作模式，以適應地方環境的需求。更確切地說，在與公民日常
生活密切相關的地理區域內，結合政府組織、企業組織和民間公民
組織等各種組織化的網絡體系，因應地方的公共問題，共同完成和
實現公共服務與社會事務管理的改革與發展過程。就治理結構而
言，地方治理應至少包括了地方政府概念下的地方首長及地方行政
官僚，以及治理概念下所強調的政府以外的活動者（actor），例如
營利企業、非營利組織以及社會大眾等等。這些活動者之間的合作
與緊密的互動，將影響地方政府未來發展方向與施政績效。地方治
理所涉及的層面相當複雜，包括地方民主、地方政府管理、府際關
係、區域治理、地方發展等（許文傑，2009:8-9）。具體而言，地
方治理就是地方政府團隊與企業、非營利組織以及社會大眾聯結的
各種治理結構，所呈現的社會福利、經濟發展、文化傳承、環境保
護等層面的施政作為。
與地方治理最為密切相關的全球化公共行政發展趨勢，則是
從 1980 年代以來，流行的新保守主義意識型態認為政府提供公共

服務（public services）的能力有所不足，且主張文官體制應縮小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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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並維持小政府的角色（Johnston and Romzek, 2010:396-398）。民
主國家傳統「大有為」的政府角色迭遭質疑，國家與社會之間上下
層級的統治關係明顯弱化，傳統由政府權威主導公共行政與政策的
統治典範，已然逐漸轉變為依賴私部門的企業、非營利組織以及
社會大眾的網絡典範。此種典範的核心理念便是公共問題不單僅
是政府的責任，而需經由公部門與私部門協力的制度設計與政策
工具以共謀解決（Denters et al., 2003）。在公私協力之中，民營化
（privatization，另稱私有化）已是當代公共行政的主流趨勢，它
是指政府將全部或部分的功能與責任移轉至私部門的過程，也代表
由高度政府涉入轉變至低度政府涉入的制度性安排與政策（Savas,
1987:88; GAO, 1997:1），而契約委外（contracting out，也稱為外
包 outsourcing）可謂民營化趨勢之中，最具代表性的政策工具（孫

本初、傅岳邦，2010:3；陳重安，2011:111）。契約委外是將原本
政府所生產以及傳送（delivery）的公共服務，交由企業、非營利
組織或其他政府單位來生產傳送，但它的性質仍具有公共性，因
為資金主要來自社會大眾所繳納的租稅，且公共服務的數量、品
質、分配等仍由政府決定。契約委外與民營化方式之差異，在於
民營化是將公共服務的經營權及所有權均交由民間辦理；契約委
外則將經營權委託民間，而所有權及監督權仍在政府（莫永榮，
2004:77）。
近三十餘年來，當代民主國家以契約委外作為政策工具，由
「自行生產服務者」的統治角色調整定位為「服務的購買者」的治
理角色，已成為全球化的趨勢（Kettl, 2000:1-3）。契約委外使得
私部門的運作邏輯以及營運體制，逐漸改變了政府的職能與結構。
在治理的理念之下，公部門的政府權威得以延伸至私部門的生產過
程與傳送，以達成政府的公共目標。另一方面，私部門的運作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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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營運體制也會影響政府的決策過程與結果，來達成私部門的目
標。早期有關契約委外的學術研究大多基於意識型態的立場，可分
為三種觀點（Frederickson and Frederickson, 2006:17-19）：抱持支
持立場的學者如 Savas（1987）以及 Osborne 與 Gaebler（1992），
相信市場競爭的邏輯可以適用於公部門，也認為政府具備評量契約
委外績效的能力，並且可以向私部門組織進行課責。贊同者大多以
經濟觀點肯定此一政策工具，主張契約委外可以經由增加競爭性降
低公共服務的成本並提升其效率，甚至可以促成創新、增加彈性、
改善品質、減縮政府人力以及財政負擔等等（Bretschneider and Ya
Ni, 2007; Savas, 2000; Schick, 2011）。抱持反對立場的學者如 Sclar

（2000）以及 Handler（1996）卻指出契約委外不必然降低成本、
可能導致政治力干預、不利於政府專業能力的培養、升高提供公共
服務的不確定性、公私部門的價值、動機以及利益並不相同。甚至
契約委外可能扭曲了政府與私部門的適當界限，而傷害政府的制度
忠誠、核心能力以及課責等等（Yang, Hsieh and Li, 2009:681）。
有些經驗研究顯示契約委外僅有在某些政策領域以及條件因素
（circumstance） 之 下 適 於 採 用（Yang, Hsieh and Li, 2010:77）。
第三種立場稱為精明買家（smart-buyer）觀點，如 Kettl（1993）
主張做為一個拿人民稅收去購買公共服務的政府，必須在各種因
素的綜合考量下，扮演一個精明的買家進行「精明委外」（smart
contracting）。然而，政府往往並不是一個契約委外的精明買家，
因為隨著契約委外的範圍不斷擴大，與政府直接互動的不再是人
民，而是提供公共服務給人民的簽約廠商；政府甚至不再擁有實際
執行政策的知識，而僅知悉如何進行契約監督的程序，這將使政府
逐漸失去推行公共事務的正當性。
當代契約委外已由意識型態的哲學思辨轉變為實際的行政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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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公共服務契約委外的應用非常廣泛，包括硬體性質的工程設備
以及軟體性質的福利服務，例如教育、警政、資源回收、資訊科技
等政策領域（Brown and Potoski, 2003:154），每種政策領域皆有服
務管理、市場競爭、公民參與、施用地區等特性。政府決策者大
致上有四種委外選擇（sourcing choices）：由政府內部自行生產傳
送、與其他政府簽約進行跨政府的合作、與營利企業簽約以及與非
營利組織簽約（Hefetz and Warner, 2011）。其中大多數的社會服務

（social services）乃經由社福行政機關與非營利組織進行契約委外，
因為從事生產傳送社會服務的非營利組織（以下簡稱社福型非營利
組織）在現今社會之中相當發達，而且在社會政策領域之中，縮減
政府管轄範疇以及降低政府管制密度已成為當代主要的政治共識
（Van Slyke, 2007:166）。
社會服務是指僱用社會工作者或相關專業，以達成社會福利目
標的政府計畫或措施（Johnson, 1986:12-13）。在英國稱為個人社

會服務（personal social services），在美國稱為人群服務（human

services）， 在 台 灣 則 稱 為 福 利 服 務（welfare services）， 它 針 對
那些因為個人或社會環境的影響而導致特有需求的人口群所提供
的服務（林萬億，2006b:13-14）。因此，社會服務的意涵非常廣
泛，與社會福利與社會工作兩者息息相關，社會福利泛指國家的方
案、給付以及服務體系，用來協助滿足人民的經濟、社會、教育
及健康等需求的經濟補助及服務（萬育維，2007:50-51；林萬億，
2010:3）。社會工作是指處理人們與環境之關係以及影響此關係朝
向最大社會功能發展的專業工作。兩者的差異在於社會福利是社會
制度或體制；社會工作是執行此一社會制度或體制的專業活動。具
體而言，社會服務是現代社會福利體系的一部分，包括了兒童（含
少年）福利、身心障礙者福利、老人福利、家庭福利等主要部分（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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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億，2006b:12）。由於社會服務的性質特殊，且台灣的社會服務
在歷史脈絡以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結構之中展現與西方國家社會服
務有異的獨特性，社會服務的民營化特別是契約委外值得學術界深
入研究，作為設計或調整相關制度性安排與公共政策的根據。
長久以來，台灣的社會服務的輸送也朝向地方化發展，而且幾
乎全數地方政府的各項社會服務都以契約委託的方式，由社福型非
營利組織來供應（劉淑瓊，2001:36）。因此，以地方政府與社福
型非營利組織所簽訂社會服務的契約委外，相當可以代表地方治理
的核心理念與動態經驗。本文將由契約治理的意義與理論、社會服
務契約的性質與環境、台灣社會服務契約委外的發展脈絡與實務經
驗等議題，整體地探討地方政府社會服務的契約治理，並在結語之
中，針對台灣地方政府公共行政的經驗特色，提出有關社會服務契
約治理的建言以及未來研究議題。

貳、契約治理的意義與理論
所謂契約治理意指政府開放或降低公共服務的生產與傳送，
利 用 市 場 機 制 以 契 約 形 式 外 包 給 第 三 方（third parties）， 提 供
公共服務予受益民眾的公私協力模式（O'Connor and Ilcan, 2005;

Reeves, 2008）。所謂第三方是指根據契約或補助間接執行公共
政策來實現公共目標的私部門組織、地方政府或其他次級政府
（subgovernment）等等（Kettl, 1988）。1 契約治理運作的前提是將
公共服務的購買者角色與提供者角色予以分離（purchaser/provider
split），即政府由原先的公共服務的提供者角色轉變為購買者角色
1. 契約治理之中的第一方是指民選政治人物及其任命的官員，與負責政策制定的高階公務
人員；第二方是指直接負責政策執行的政府機關以及公務人員。參見 Frederickson and
Frederickson, 20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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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方），而提供者角色（賣方）則由第三方擔任（Lewis et al.,
1996）。深入言之，在契約治理之中，公共服務的買方與賣方，經

由契約委外將彼此結合：一方面，政府藉由契約明定（specify）公
共服務的品質與數量且選擇適合的賣方，並運用權威向第三方進行
課責，確認其提供適當的公共服務；另一方面，第三方也藉由契約
獲取公共資源，並運用市場機制使公共服務的提供更具效率，以達
成預定的政策目標。此外，第三方依據契約提供公共服務的品質與
數量，將影響使用方受益民眾的權益，而受益民眾也回應其需求。
根據以上論述，契約治理之中，公共服務的買方、賣方與使用方經
由契約的互動關係可由圖一表示。

圖一 公共服務的契約治理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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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人－代理人理論（principal-agent theory，簡稱代理理論）
是當代學術界契約研究的主流理論。代理理論具備以下兩個基本假
定：一、委託人與代理人的目標衝突。二、代理人比委託人擁有較
多的資訊，並將社會生活視為一組契約行為：財貨與服務的買方是
委託人，而賣方就是代理人（Waterman and Meier, 1998:174）。經
濟學觀點將之應用至政府公共服務的契約委外，主張契約的主要功
能在於使政府有效地控制第三方的自利及投機行為（Lamothe and
Lamothe, 2010:1），即是身為委託人的政府可以經由簽約控制第三

方的行為，使之有效完成公共任務以及達成政策目標。然而，政府
公共服務的契約委外可能面臨兩種問題：一、簽約之前的投機行為
（precontractual opportunism）：因為政府與第三方的資訊並不對稱，
而第三方往往比政府更具專業性。第三方可能利用資訊的優勢，而
產生政府在簽約之初，購買了較低品質之財貨與服務的逆向選擇
（adverse selection）問題；二、簽約之後的投機行為（post-contractual
opportunism）：政府與第三方往往具有不同的目標與利益。一旦

簽約之後，第三方可能追求自身而非契約（政府）目標的道德風險
（moral hazard）問題（Van Slyke, 2007:162）。代理理論主張委託
人基於成本與專業的考量而選擇與代理人簽約，也就是說，如果委
託人認為本身缺乏資源或專業知識生產特定的財貨與服務，或由委
託人本身生產的成本將超過代理人的生產成本，則委託人會將此特
定財貨與服務契約委外予代理人。代理理論也主張政府將極大化本
身的利益與價值，而且獨立於第三方的利益與價值，即政府與第三
方雖對於契約內容達成共識，但是政府仍將監督評估第三方（Yang,
Hsieh and Li, 2010:79）。
為了解決政府與第三方之間的逆向選擇問題與道德風險問題，
政府必須要投入相當大的資源在簽定契約過程的各層面，增加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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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契約委外的交易成本，大致上可區分為五個主要層面（Johnston
and Romzek, 2010:403-413）：一、協商與議價成本：政府必須投入
可觀的資源在簽約過程之中與第三方互動，來降低提供公共服務的
不確定性。二、建立與維持競爭性的成本：契約委外的效率往往來
自於第三方爭取公共服務契約的競爭，但是公共服務的市場往往缺
乏競爭性，不但合格之第三方的數量有限，且憚於政府契約的複雜
僵化程序，降低了主動爭取的意願。三、處理市場失序的成本：契
約委外的定期換約與違約處分的特性，使第三方之間產生「階層化
現象」，即承擔公共服務的第三方「轉包」給其他第三方的情形；
甚至過度競爭也可以造成第三方因為無利有圖而退出市場或降低品
質等等，皆須政府處理。四、調適不同的組織文化：契約委外是結
合公私部門的機制，然而政府與第三方往往具備不同的組織文化，
甚至在公部門內不同政府機關也各有非正式氛圍。政府需花費相當
的精力與資源，來磨合簽約各方的組織價值與運作邏輯。五、契約
課責的成本：在契約委外之中，具有法律課責、政治課責以及專業
課責等各種課責，特別現今契約委外可能產生上述的「階層化現
象」，更使得課責關係難以釐清。政府可能增加了處理資訊不確定
的成本、處理多重利害關係人的成本、不易測量契約績效的成本以
及缺乏監督契約能力的成本等等。
上述契約委外的交易成本皆根源於代理理論的基本假定：委託
人與代理人資訊並不對稱且具有不同的目標與利益。但是以代理理
論分析契約委外引發不少的批評，例如政府（委託人）與第三方（代
理人）兩造之間，可能存在著互為委託與代理的關係，亦即在原本
代理人在獲利不變的情況下，任何不被發現的代理怠惰行為（agent
slack）都是一種額外的獲利，因此委託人必須付出監控、調查、裁
判、賞罰成本的理由，事實上在兩造之間都有可能發生（王篤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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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迪理、吳秀照，2010:105）。因此，研究者發展出另一理論作為
替代性分析架構。Davis, Schoorman 與 Donaldson（1997）立基於社

會學與心理學，提出委託人－管家理論（principal-steward theory，
簡稱管家理論，又稱忠僕理論）作為契約委外的分析架構。在管家
理論中，主張人是認同組織的、集體的目標與價值，而非僅追求個
人的、自利的行為。因此，人的行為不會脫離所屬組織的利益，即
使委託人的組織利益與自身的利益相違，也會成為委託人的「管
家」（steward）滿足於內在的回報，例如尊嚴提升、自主擴大、責
任提高、工作穩定、使命持續等（Davis, Schoorman and Donaldson,
1997:24-27）。管家理論假定訂約人並不為個人目標所影響，其動

機與委託人的目標相互一致（goal congruence），而且買賣雙方發
展出基於信任、名譽、互惠以及共同目標的長期契約關係。
因 此， 在 管 家 理 論 中， 上 述 道 德 風 險 的 問 題 將 大 為 降 低
（Brown, Potoski and Van Slyke, 2006:327; Van Slyke, 2007:184）。

管 家 理 論 主 要 訴 諸 於 買 賣 雙 方 之 間 起 初 的 信 任 感（initial trust

disposition），即使簽約初期買賣雙方的磨合需要較高的交易成本，
來了解對方的問題、資訊、需求等特性，一旦雙方建立了信任關係，
之後的長時間因為委託人信賴第三方的動機與行為不致違於契約目
標，所以契約重新招標與議約的投入資源將可大為降低，契約雙方
皆可得利（Van Slyke, 2007）。也就是說，代理人必須花費在監督、
獎勵、懲罰第三方的成交成本，在代理人與管家之間將可大為降低
（Marvel and Marvel, 2008:177）。因此，管家理論較適合分析在社
會服務契約委外之中，政府買方與第三方賣方的關係。

參、社會服務契約的性質與環境
西方學術界已研究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協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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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aboration），例如 Young（2000）的互補型（complementary）、
抗 衡 型（adversarial）、 補 充 型（supplementary） 三 分 法 以 及
Najam（2000） 的 合 作（cooperation）、 吸 納（co-optation）、 互
補（complementarity）、 對 立（confrontation） 的 4C 模 型 等 等。

Gazley 與 Brudney（2007）更發現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發展協力關係
的主要理由是非營利組織需要政府的資金；政府則需要非營利組織
的專業性與能力。因為社福型非營利組織的運作邏輯乃是基於追求
公共利益與價值的使命（mission），並為少數、弱勢與非主流團體
提供直接服務或進行價值倡議，此點與民主政府之社會福利政策的
施政原則並無本質上的差異，因此，當代社福型非營利組織便經常
與社福行政機關進行協力，簽定契約提供社會服務，以達成相關政
策目標。
然而，契約治理也可能產生簽約失靈（contracting failure）的
現象，其根本原因是公共服務性質的不確定性。如果一項公共服
務的市場之中具備賣方數量眾多、容易認明賣方條件、容易進出
市場、容易確認明服務的成本品質及數量、賣方容易接受市場壓
力等性質，則此公共服務的性質較為單純（Brown, Potoski and Van

Slyke, 2010: i41）。相較於單純的公共服務，社會服務具備以下性
質：一、社會服務經常涉及對於受益對象（案主）的親身服務，而
案主服務的問題相當複雜，同質性較低需個別處理；二、有些案主
需要非常專業的特殊服務，有些案主則需要長時期投入心力；三、
社會服務之中各領域的市場競爭程度不一；四、法律規定的社會服
務的發展與執行具有時效與經費的限制；五、若干社會服務計畫的
政策目標與指示相當模糊（Van Slyke, 2007:159）。基於上述社會
服務的性質，社會服務的契約委外的可能出現以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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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福利的服務過程難以詳細描述；服務績效也難以具體評估。
因為其涉及了社福型非營利組織與案主之間的同理、關懷、同
情等心理層面，增加了在契約之中明定社會服務達成目標的困
難度，使得社福行政機關不易向社福型非營利組織進行有效課
責。
二、提供社會服務的社福型非營利組織需要投資大量的成本以及長
時期的培訓，方能理解及解決案主的問題，並採取客製化的服
務方式以滿足案主的特定需求，並非提供標準化的社會服務所
能勝任。
三、社福行政機關的控制機制也隱藏著較高的交易成本，因為社會
服務計畫的政策目標與指示的模糊性予以社福型非營利組織相
當大的詮釋空間，合理化本身的自利或投機行為。另一方面，
社福型非營利組織也掌握著社會服務的獨特知識或管理案主的
特別方式，甚至社福型非營利組織在特定社會服務領域長久經
營，投入甚深，社福行政機關欲達成契約目標，尚依賴此類社
福型非營利組織，而不易進行有效平等的契約協商。
四、社會服務的不易形成具有競爭性的市場，有些社會服務類型無
利可圖，無法吸引營利廠商加入市場；有些社會服務類型則是
需要社福型非營利組織提供特殊的服務，無法找到與之競爭的
社福型非營利組織，此種情形在地方社福行政機關特別嚴重，
往往形成賣方獨占的現象。
因 此， 基 於 社 會 服 務 的 性 質 與 問 題， 一 方 面 社 會 服 務 契
約 治 理 的 買 方： 社 福 行 政 機 關 困 擾 於 價 值 的 不 確 定 性（value
uncertainty），即社福行政機關不易知悉所購買社會服務的品質及
效力的實際市場價格；另一方面社會服務契約治理的賣方：社福型
非營利組織困擾於成本的不確定性（cost uncertainty），即社福型
非營利組織不易知悉所提供社會服務的品質及效力達成政策目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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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花費（Brown, Potoski and Van Slyke, 2010: i43）。欲降低價值
與成本的不確定性的方法之一是「特定資產投資」（asset-speciﬁc
investment），就是社福型非營利組織提供符合政策目標的特定社
會服務；社福行政機關也根據社福型非營利組織提供的特定社會服
務來訂定契約。然而，此種「特定資產投資」可能導致「鎖定」
（lock-in）問題，即契約的一方不能退出契約，因為它無法即時轉
移「特定資產投資」，則契約的另一方可能利用此問題進行投機行
為。以社會福利為例，就社福行政機關層面而言，一旦鎖定某一社
福型非營利組織提供提供特定社會服務，不僅其他的社福型非營利
組織投入此項社會服務的意願將大為降低，與社福行政機關簽約的
社福型非營利組織也可降低品質。就社福型非營利組織而言，唯一
的買方：社福行政機關也可能強迫社福型非營利組織接受低於成本
的社會服務價格，造成社福型非營利組織的損失。上述鎖定問題往
往將契約關係由原本買賣雙方單純的市場關係轉變為複雜的政治策
略（Brown, Potoski and Van Slyke, 2010: i43-i44）。根據上述社會服
務的特殊性質以及可能衍生的問題，可知社會服務契約治理的環境
不同於一般公共服務，所採用的契約形式及適用的理論亦與一般公
共服務有異，下文將提出較細緻的分析，作為本研究計畫的概念基
礎。
政府將公共服務契約委外之主要理由，就是契約委外可以形
成公共服務的賣方：第三方之間的競爭，有利於公共服務的買方：
政府在契約委外的決定階段之中選擇條件最佳的第三方，或在契
約委外的執行階段之中淘汰績效不良的第三方。因為生產公共服
務的第三方之間的競爭將強化政府的議價空間；另一方面，第三
方之間的競爭也促使其接受政府加諸的監督限制與課責形式。因
此，形成公共服務之第三方的競爭性市場，乃是契約委外達成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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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以及增加效率的前題（O´Flynn and Alford,2008:205-207）。但
是，政府所需要的公共服務可能並不存在或僅有少數的第三方，或
是提供公共服務存在著技術上、政治上與規模上的障礙，而無法
形成競爭性市場。此外，契約委外使得第三方必須依賴政府的財
務資源以及遵循法定的監督限制與課責形式，這些監督限制與課
責形式與自由競爭性市場明顯不同，所以公共服務的買賣雙方形
成自由市場的基本假定也不完全成立（Johnston and Girth, 2012:7;
Ya Ni and Bretschneider, 2007:535）。因此，政府公共服務的契約委
外，特別是基於社會服務的特殊性質可能是在不具自由競爭性市場
條件的「準市場機制」（quasi-market，或稱內部市場機制 internal
markets）之中進行，實有深入探究必要。

在自由競爭性市場機制中，大多數公共服務是由其供給與需
求，決定價格與產量。然而，當代推動社會服務契約委外的驅力，
並非是典型的市場機制，而是準市場機制（Ferlie, 1992:80）。準市
場機制的形成背景乃是在 1980 年代後期英國柴契爾夫人政府所推

動的一系列社會立法，諸如教育改革法（the Education Reform Act

1988）、住宅法（the Housing Act 1988）、地方政府財政法（the
Local Government Finance Act 1988）以及國民健康保險與社區照
顧法（the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and Community Care Act 1990）等

等。這些法案代表英國福利國家的重新建構，將政府體制朝向新公
共管理運動的企業化方向發展（Bennett and Ferlie, 1996:49），特
別是國民健康保險帶來全新的社會服務，在制度上以及組織上所進
行的變革（Vincent-Jones, 2006:180）。因此，準市場機制是英國學

者在 1990 年代初期，為了反映傳統上專由政府提供的社會服務，
調整為由第三方來提供的福利國家改革，所發展出的概念架構（Le
Grand and Bartlett,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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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迄今準市場機制仍沒有明確的定義，它是介於典型的
市場機制與層級節制式政府體制之間重疊與交互的地帶（陳金哲，
2006:96），也可說是政府模仿市場效果（mimicking the effects of
markets）的制度性安排（Thompson, 2000:198）。一般而言，準市
場機制具備以下五點性質（Kahkonen, 2010:232）：一、準市場機

制是由政府所建立且維持的。二、準市場機制提供的社會服務，不
僅要達成政策目標，也預期降低成本並提高效率。三、政府不僅是
準市場機制提供社會服務的管制者，也擔任買方的角色。四、在準
市場機制中各種提供社會服務的第三方，如企業、非營利組織、其
他政府組織彼此競爭。五、在準市場機制中大多數社會服務的使用
方不需完全付費，而主要是由政府支付賣方。
基於上述性質，準市場機制迥異於由政府獨占供給公共資源
的方式，但也與傳統的市場機制不同。相較於傳統市場機制具備的
特徵，例如消費者可以自由選擇賣方、價格具有透明性、價格是以
財貨與服務的質量作為評量標準、可以自動地達成報酬的分配等
（Thompson, 2000:209-210），以此對照準市場機制的性質，一方
面準市場機制是由政府以公共經費來支付社會服務，並以此取得
管制的立場；甚至政府有權使績效不彰的第三方退出準市場機制
甚或令其破產，這就是其「準」的意涵（Ferlie, 1992:81; Cutler and

Waine, 1997:3）。另一方面準市場機制是由社會服務的第三方之間
的競爭，取代由政府的獨占供給。就供給面而言，社會服務將吸引
不同類型的第三方彼此競爭，亦即不僅吸引追求利潤的企業，也可
以爭取以社福型非營利組織；就需求面而言，政府除了契約委外，
亦可採用具備競爭性的「特定目的預算」（earmarked budget）或「使
用券」（voucher）等政策工具來提供社會服務，這也就是其「市場」
的意涵（Vincent-Jones, 2006:18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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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一般，準市場機制也可能產生失靈的
現象。準市場失靈（quasi-market failure）有三種來源（Warner and

Hebdon, 2001）：一、市場形成的失靈：提供公共服務的第三方數
量不足，無法形成具有競爭性的市場，特別是在地方政府提供中社
會服務的社福型非營利組織相當有限。二、偏好錯誤的失靈（failure
by preference error）：相較一般的公共服務，社會服務的性質複雜，
政府難以在契約認定時，明確知悉社福型非營利組織的相關資訊，
也提升了契約監督的成本。此外，政府也可能並未考慮社會契約的
外部效果（externality），例如社會服務是勞力密集產業，契約委
外固然可以降低政府成本，但往往是以降低工資為代價，特別是降
低了婦女、少數族群等弱勢者的工資。三、偏好替代的失靈（failure
by preference substitution）：準市場機制的前提之一是將供給消費
者（政府）與生產消費者（受益民眾）劃分。然而，某些社會服務
供給所帶來的社會價值超越了社會服務本身，例如由地方政府提供
老人安養的社會服務，也可能帶來提升地方政府的施政正當性、凝
聚社區意識等價值。契約委外雖可降低成本，但可能失去了這些社
會價值。
因此，如果社會服務的準市場機制如要避免失靈，達成兼顧
效益、回應、公平等政策目標，社會服務的契約委外應該符合以下
條 件（Le Grand and Bartlett, 1993:14-19; Ranade, 1995:243-244）：
一、必須滿足競爭性市場的要件，即進出社會服務市場的障礙不
能過高。二、供需雙方應提供成本與品質的充分資訊。三、契約
委外所耗費的交易成本不應超過競爭而產生的效益獲利（efﬁciency
gains）。四、社會服務的第三方：社福型非營利組織應以追求自利
作為簽約的部分動機，而買方：社福行政機關必須以受益民眾的需
求與期望作為簽約的主要動機。五、受益民眾必須受到公平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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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致產生 cream skimming 的現象。2 然而，依據經驗性研究，上

述準市場機制的條件大多難以真正落實（Ranade, 1995:244）。因
此，在準市場機制中的買賣雙方應該簽定較為符合社會服務之特殊
性質的契約形式，以規範社福行政機關與社福型非營利組織的關
係。
簽約可被視為為買賣雙方簽署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以
確定彼此的權利義務關係。然而，簽約往往被視為純技術性的工
作，但事實上低估了它的重要性，特別是社福行政機關與社福型非
營利組織所簽訂的社會服務契約的特殊性。整體而言，在民營化趨
勢之中，政府與第三方的契約關係相當動態複雜，政府採取了各種
契約形式來生產傳送公共服務，以降低未來的不確定性與風險。政
府與第三方簽定的契約大致上分為兩種形式（Lavoie, Boulton and

Dwyer, 2010:666）： 典 型 契 約（classical contract） 與 關 係 型 契 約
（relational contract）。以下詳述兩者的意涵、性質與差異。

典型契約是一種詳定買方與賣方義務與角色關係的約束性法律
協定，其中提供的財貨或服務均被要求明確說明，並明定哪一方如
未履行承諾所必須採用的懲處辦法。典型契約的主要目的是保障買
賣雙方的權利並防止可能的投機行為。因此，利他行為不被期待，
受害的一方應訴諸於法律而非另一方的善意回應。典型契約的條件
是在一定期間之內得到特定且可以具體評量的（deliverable）的產
2. Cream skimming 是指政府在社會服務契約之中，明定使用方的定額給付，例如照顧一個
獨居老人每月 5000 元，則社會服務的第三方可能利用其資訊與專業的優勢，選擇照顧
成本低於給付金額的案主。此種第三方行為是為了確保契約績效的達成，並且提升在簽
約中的聲譽，但是卻可能不利獨居老人與政府，因為這些照顧成本超過契約定額給付每
月 5000 元的獨居老人，可能就無法接受社會服務；另一方面，政府也可能應該負擔超
過契約的成本而不自知。這種現象在社會服務市場小，且競爭程度低的地方政府中較易
發生。參閱 Savas (2000:312) 及 Van Slyke (2003: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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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Sclar, 2000:101）。典型契約應盡可能地降低在契約執行期間
買賣雙方的溝通，因為只要契約訂定完美，買賣雙方的相互期待必
將清楚，當有問題發生，只需根據契約的懲處辦法予以因應，並不
需要太大的協商餘地（Lamothe and Lamothe, 2010:2-4）。典型契約
是在資訊完全流通，且未來不確定極低的理想市場之中，管制買方
與賣方的自願性交換的機制。
自 1960 年代起，研究者便發現商業交易經常不會訴諸契約或
法律制裁來解決契約糾紛，而是採用一種關係性的且非正式的解
決方式，強調應用規範角色、責任意識以及商業習慣，來降低典
型契約制裁耗費的資源（Bennett and Ferlie, 1996:51）。美國法學

家 MacNeil（1974, 1978, 1983）提出了關係型契約的概念，作為在
現代社會與經濟之中分析契約複雜性質與延展期限的分析架構。相
較於典型的商業契約，關係型契約相當開放而且深為買方與賣方的
互動經驗與社會關係所影響。關係型契約並沒有如同典型契約一般
嚴格，維持買賣雙方的長期關係是主要考量，因而爭議訴諸法律並
非是主要的解決方式。當契約產生問題，買賣雙方期待持續的溝通
與協調，彼此相互調適以求挽救問題並延續關係。關係型契約比典
型契約周期長，買賣雙方履行一個長期協議，具有持續性以及不確
定性，因而契約的履行與爭議的處理均以保護此種長期的關係為基
礎（湯洪源，2008:92）。買賣雙方簽訂關係型契約的主要理由是
考慮降低交易成本，例如買方可能投入可觀的資源在撰寫正式計畫
方案、評估投標者的能力、撰寫與執行契約等作業。一旦買方簽訂
契約之後，可能不願輕易結束與現有賣方的關係另起爐灶。另一方
面，賣方也可能為履行契約投入了可觀的資源、設備與知識等等，
也難以承擔中止契約的損失。此外，買方也可能「依賴」現有的賣
方履行契約，因為買方並沒有資源或能力提供特定的公共服務，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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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也難以找到足以與現有賣方匹敵的替代者（Williamson, 1985）。
若此種關係型契約發展到極端，買賣雙方關係的維持將成為首要考
量，賣方將會「自律地」以符合買方的利益，簽訂契約的交易成本
因此而降低。
除了上述經濟方面的考量之外，根據經驗性研究（Lamothe
and Lamothe, 2011），關係型契約也將因為買方「信任」賣方而簽
定，信任的理由包括賣方以往的工作表現、較高的社會聲譽、較強
的社區連結以及來自相似政策領域的夥伴如其他政府組織的經驗等
等。深入言之，若是以契約雙方在契約交易之中接觸的密度、賣
方投資公共服務的程度以及契約情境的不確定程度三項標準而言
（Sclar, 2000:101-128），典型契約大多設定在短期的履約期限之
內，買賣雙方的接觸機會不高，而且賣方投入於公共服務的專業培
養以及成本也不至太高。由於公共服務的品質的評量較為明確，不
確定程度也較低。相對地，關係型契約大多履約期限相當長，買賣
雙方的接觸機會就比較多，而且賣方往往已投入可觀的專業與成本
於特定的公共服務，無法輕易轉換或放棄契約。再者，由於公共服
務不容易明確評量，認定品質的標準可能出現爭議，因而契約情境
的不確定性也較高。
政府採購一般標準化的公共服務時，所採行的制式契約應較
符合典型契約的性質（Bennett and Ferlie, 1996:50）；相對而言，
社福行政機關將社會服務契約委外時所擬定之契約，應較符合關
係型契約的特色。因為準市場機制所採用的契約並不具備典型契
約的特性，它較缺乏法律的強制性，也無法完全符合買賣雙方的
預定目標，且受限於政府的管制，不似一般的市場機制（Ferlie,
1992:91）。就理論而言，在準市場機制中，賣方有高度的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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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投機的行為，即隱藏實際的行動與資訊，形成了道德風險。
但實際上此種現象鮮少發生，買方也不至經常訴請法律解決契約
爭議。這是因為準政府機制的契約是在獨特的環境之中運作，此
一環境包含了超越法律的規範，諸如道德、慣例、潛規則以及買
方與賣方過去的契約經驗以及對於未來的期待（Vincent- Jones,
2000:321）。在此環境之中，買方與賣方之間可能發展出「關係

性 」（relationality）。Vincent- Jones（2000: 322-324） 認 為 此 種
關係性包括以下意涵：一、互惠（reciprocity）：買賣雙方了解契
約對於彼此皆有利。二、契約持續性（contractual solidarity）：買
賣雙方預期未來契約可以符合彼此的需求。三、角色忠誠（role
integrity）： 買 賣 雙 方 建 立 彼 此 行 為 的 確 定 性。 四、 執 行 規 劃
（implementation of planning）：買賣雙方經由一致協議來處理未

來 的 不 確 定 性。 五、 形 成 同 意（effectuation of consent）： 買 賣
雙方默認契約的侷限並願意接受它。六、彈性（ﬂexibility）：買
賣雙方承認事前規劃的限制並盡力避免規劃可能的風險。七、有
限的選擇空間（limited freedom of exercise of choice）：買賣雙方
皆自我設限，認為未來選擇行動與方案是有限的。八、體認權力
（acknowledgement of power）：買賣雙方接受契約結果取決於雙
方的權力關係。九、手段妥當性（propriety of means）：買賣雙方

接受對方的行動模式，並分享共同的價值。十、社會基礎的調和性
（harmonization within the social matrix）：買賣雙方的行動符合一
般的社會倫理。由上述意涵的詮釋，「關係性」具備以下特性：買
賣雙方的契約乃是基於相互信任、彼此的情感、特定夥伴的承諾、
利他的行為、解決問題的合作，以及長期的社會關係等要素與價值
（Davis, 2007:386）。
一般而言，社會服務契約委外是在準市場機制下運作，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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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福行政機關與社福型非營利組織所簽訂的關係型契約，其嚴謹程
度將明顯不及典型契約。不但社會服務的內容無法詳盡列出，也可
能隨時變換，而且也不太明確地規定違反契約的懲罰條文。當在契
約履行期間產生問題時，買賣雙方將進行溝通協調，以協助彼此保
持社會服務的效率和品質。一旦爭議產生，解決方式也將傾向經由
買賣雙方的協商洽談共謀解決之道，甚至改變原有契約的內容以
保全彼此的關係，並期待此種關係行之久遠。因此，除非現有社
福型非營利組織發生不能和解的問題（irreconcilable problems），
否則契約將不再重新招標（Lavoie, Boulton and Dwyer, 2010）。因
此，典型契約與社會服務之關係型契約代表兩種不同的契約環境
（contractual environments），其對照如表一：
表一 典型契約與社會服務之關係型契約的契約環境
典型契約

社會服務之關係型契約

性質

政府經由多個典契約分別提供經費第 社福行政機關經由長期且彈性的契約提
三方
供經費予社福型非營利組織

經費

短期、競爭性高、每年不穩定，政府 長期、不具競爭性、以受益民眾為依據、
以官方訂定標準來分配經費
穩定，社福行政機關以過去受益民眾需
求以及與社福型非營利組織的互動經驗
來分配經費

目標設定 較集中在個別的或單一的公共服務之 較涉及全面性受益民眾的社會服務的提
上
升
交易成本 行政成本較高

風險

行政成本較低，但也可能包含建立關係
與協商的成本

第三方較高，因為其需負擔獲取與運 社福行政機關較高，因為其需負擔社福
用經費的責任
型非營利組織績效不彰，以及不續約的
責任

監督要件 第三方需提出明確的產出，且契約報 契約監督的成本相當高，但契約報告的
告的要求相當繁重
要求卻比較低
資料來源：改寫自 Lavoie, Boulton 與 Dwyer (2010: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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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服務之關係型契約之中，雖然社福行政機關可能喪失部
分裁量權，但是能夠減少投機行為，加強契約關係的穩定性，保障
長期契約下案主的權益，也能夠提高社福型非營利組織對於契約委
外的向心力（湯洪源，2008:95）。因此，上述的管家理論較適合
分析在社會服務契約委外之中，社福行政機關與社福型非營利組織
關係的分析架構，亦即社福行政機關扮演保障少數、弱勢、非主流
團體之案主權益的守護者角色；社福型非營利組織扮演追求公益使
命、忠誠履行契約的管家（忠僕）角色，社福行政機關與社福型非
營利組織存在著長期穩定的信任感。相較於典型契約的契約治理如
圖一所示，可以區分為買方、賣方、契約以及使用方等四個部分，
社會服務關係型契約的契約治理的架構可由圖二顯示：

圖二 社會服務之關係型契約的治理模式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292

台灣地方政府

社會服務的契約治理

肆、台灣社會服務契約委外的發展脈絡與實務經驗
面對全球政經環境的快速變遷，各國政府為提升公共行政能
力、增進服務公民的效率，無不積極從事行政革新與政府再造運
動，企盼以市場化、參與式、解除管制、彈性化等治理模式，創新
政策執行機制，解決官僚組織僵化及彈性疲乏的問題，獲取公民信
任。自 1980 年代以來，隨著冷戰結束及全球化的發展，國際之間
逐漸形成以區域主義為形式的合作（經濟合作與安全合作）代替對
抗（意識形態對抗與貧富對抗）之形勢。這樣的變遷不僅改變台
灣政府在國際上的政經角色，也促成國家職能的重構，政府再造
的中心思維從「小而美」轉向「小而能」。另一方面，自解嚴以
來，台灣民間社會力不斷呈現多元蓬勃的發展，各種風起雲湧的教
育改革、環境、婦女、勞工、農民、無住屋者等社會運動陸續爆
發，各種非營利組織也大量設置。此種民間力量崛起，對政府政策
產生「施政監督」與「遊說法案」的影響，並提供政府政策諮詢
的服務，乃開啟了政府轉向與民間社會合作的契機（張瓊玲、張
力亞，2009）。其時，台灣也在西方「福利多元主義」以及「福
利的混合經濟」思潮觸發下，帶動了臺灣社會服務輸送的典範移
轉，其中社會服務委約委外便是在國家職能重構以及第三部門（the
third sector）發展影響之下的政策產物，政府開始將福利服務的生
產責任以契約委託方式轉由民間承擔（郭振昌，2005；劉淑瓊，
2011:462）。
在社會服務的施政方向上，由 1980 年代起，推動社會服務民
營化成為台灣社會服務輸送體系最主要的施政方向。所謂社會服務
民營化，是指將原本由政府提供或負責的社會服務工作及項目，交
付或移轉到私人部門，而政府的服務提供角色逐漸縮減。檢視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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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民營化的發展背景，可歸納為以下原因：一、1980 年代
中期，隨著政府解嚴後，民眾對社會福利意識或消費意識提高，對
於自身的權益或社會福利主張的「公平正義」原則更加重視。二、
政府開始推動組織與人事精簡政策，但是社會服務為因應民眾多
元需求，業務只有增加並無減少，造成人力無法相對增加之窘境。
三、1990 年代政府推動國家建設六年計畫，在社會福利部分，政
府所興建的福利硬體設施多屬大型機構，俾滿足大量的需求，然而
硬體建設雖已完成，其所需配置的經營與管理人力不在少數，而政
府精簡政策並不容許增加員額。因此，1994 年制定「社會福利政
策綱領」時，在「福利服務」之中明確揭示：「採取補助、委辦、
公設民營等方式，並充分運用志願服務人力，由政府支援經費及設
施，透過民間組織提供多樣化及合適的服務。」至此，台灣社會服
務民營化的政策導向可說已十分明確（蘇麗瓊、陳素春、陳美蕙，
2005:1-2）。台灣社會服務的民營化，大體上從政府針對個案提供
補助開始，逐步發展出方案委託、公設民營和照顧服務產業化等四
個模式（林萬億，2006a:129-144）。
1980 年 代 之 前， 政 府 向 第 三 部 門 購 買 服 務（purchase of

services），彼此的權利義務關係完全不存在雙方主辦人員的認知

之中，因而多年來一直稱之為「補助」，對於第三部門的社福型非
營利組織協助政府辦理社會服務，或接受政府委託辦理收容服務的
作法，並未定出一套正式的規範或契約（林萬億，2006a:131）。
自 1983 年之後，政府有意將本身無力承擔的部分社會服務交由民
間福利組織來執行的態度日趨明朗。內政部社會司在該年訂頒「加
強結合民間力量推展社會福利實施計畫」規定社會司為策畫機關，
地方政府社會局處為執行機關。其中明文指出，各縣（市）政府為
推展社會福利工作，得以補助、獎勵或委託民間合法社會福利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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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辦理，也指出中央政府將以對等補助的方式，協助各地方政府
推動與民間機構合作項目。此政策開啟了台灣購買式社會服務契約
的開端，台北市政府接著就訂定「社會福利設施委託民間專業機構
辦理實施要點」，為地方政府執行購買式服務契約的先鋒（黃琢嵩、
吳淑芬、劉寶娟，2005:147-148）。在 1980 年代的後期，許多地方
政府不僅在內政部所通過的社會服務委託民間辦理的相關辦法和規
定外，與之間也多以正式契約的形式將雙方的期望、角色及財產的
歸屬等，做了更清楚的規範（林萬億，2006a:131-135）。1990 年
代之後，政府更將過去適用於工商建設的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引進社會服務領域，試圖藉以擴大引進民間資源的範圍、對象與手
段，以期因應社會變遷下多元、新興的社會問題與需求（劉淑瓊，
2011:462）。內政部吸納地方政府經驗，於 1997 年年 1 月 30 日公
布「推動社會福利民營化實施要點及契約書範本」，確立台灣社會
服務持續走向民營化的方向，規範委託民營方式為公設民營與委託
服務兩類，作為往後各地方政府持續辦理委託服務契約的依據（林
萬億，2006a:139-140）。
在社會服務的法制建設上，大部分地方政府在內政部所頒訂
的「加強民間力量，推展社會福利實施計畫」（1983）、「加強
社會福利獎助作業要點」（1989）、「委託民間辦理殘障福利服
務實施要點」（1994）、行政院院會的「社會福利政策綱領實施
方案」（1994）、「政府鼓勵民間辦理社會福利服務實施要點」
（1996）、「推動社會福利民營化實施要點」（1997）的行政命規
範下，推動了福利民營化的相關措施（王篤強、高迪理、吳秀照，
2010:94）。然而，行政程序法於 2001 年 1 月 1 日正式實施後，「推
動社會福利民營化實施要點」因未取得法律（或法規）授權，且其
所附契約書範本部分條文，如與變更、終止或解除契約相關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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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程序法第 146 條至 148 條有關行政契約規定亦有所不符。因

此，內政部乃依相關規定於 2002 年正式廢止該要點。之後相關業

務的主要法令參據依其性質轉為適用在 1998 年制定「政府採購法」
以及 2001 年制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簡稱促參法）或

由地方政府自行訂定自治條例，已大致完成民營化的法制基礎（劉
淑瓊，2011:466）。在「政府採購法」第四條明定：法人或團體接
受機關補助辦理採購，其補助金額占採購金額半數以上，且補助金
額在公告金額以上者，適用本法之規定，並應受該機關之監督。賦
予了社會服務契約委外的法律正當性。此外，近年來在民營化的政
策導向下，促參法第三條規範公共建設的各種公私協力模式被廣泛
運用在各種領域，也包括了「社會及勞工福利設施」（孫迺翊，
2010:241）。
就政府社會服務的輸送模式而言，台灣政府在 1998 年到 2002

年的 5 年之間，可說是確立輸送模式的關鍵年代。這段期間橫跨不
同政黨執政，雖然意識型態立場與施政重點有別，但是在社會服務
的供應策略上卻顯現極高的近似性與延續性。由國民黨執政時代的
精簡員額與政府再造，到民進黨執政時代的建立公私夥伴關係，台
灣的兩個主要政黨在社會服務的輸送上，展現了施政方向的延續
性，政府與第三部門之間社會服務的契約委外成為臺灣近年來公共
治理的核心內涵（劉淑瓊，2011:464）。
在台灣探討社會服務契約的發展脈絡之後，本文以前述契約治
理為架構，針對台灣地方政府社會服務的經驗研究進行文獻探討，
分為五個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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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方政府社會服務契約的性質與環境
目前台灣地方政府社會服務契約委外，可將之區分為兩種主要
的模式：（一）招標模式：以採購法為契約形成的規範，其主要透
過較為正式的採購流程，不論是公開、限制或選擇性的招標方式，
契約內容在採購流程之初便已由招標單位準備完成，在內容上亦受
到較多採購法規之約束，例如社會福利中心或個案管理中心之公設
民營契約簽訂即屬此種模式。（二）補助模式：以補助方式所簽訂
的契約。依據公共工程委員會的解釋函說明，確立了補助案主 / 服
務使用者關係不適用採購法之原則，例如政府與民間機構間就身心
障礙者托育養護費用之補助契約即屬此種模式（黃源協、蕭文高，
2006:188）。
依據上述分析，在 1980 年代初期台灣社會服務的準市場機制，
即已在地方政府逐漸成形，由社福型非營利組織在準市場的體系中
針對社會服務契約彼此競合，並取代國家的供應角色，讓國家成為
唯一的購買者（purchaser），試圖縮減公共財政支出，擴大社福型
非營利組織的公共參與，由國家創造制度誘因，引入市場競爭機
制，提供社會服務，讓國家及公民以交互合作方式，共創最佳效率
的社會服務（陳金哲，2006:96-97）。然而，由於與傳統的自由經
濟市場不同，地方政府的社會服務市場往往難以形成完全的競爭，
社會服務的使用者亦無法享有充分的選擇權（黃源協、蕭文高，
2006:174）。
一般而言，競爭的最低門檻應設定在至少有三個投標者參與，
如果各組織彼此間已存在競爭市場佔有率（market share）的事實，
在勢均力敵的態勢下，兩個行動者可能就足以構成實質的競爭了
（劉淑瓊，2008:73）。但是，根據台灣對於地方政府身心障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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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與婦女服務兩個委約契外的經驗研究，但都缺乏實質競爭，只
有一家來投標的委外案均高達八成以上；兩家以上來投標的都在一
成五上下；三個以上服務供應者競標的案件數更是只有 5％左右（劉
淑瓊，2008:96-97）。而且，非都會型地方政府的社福型非營利組
織較少，一般縣市政府沒有太多的選擇性，往往造成一旦有社福型
非營利組織願意承接，該公設民營場地就「永遠」是此家社福型非
營利組織所承辦，甚至有政府單位私下個別拜託、有意扶植、向外
邀請以及選用有利法規等方式因應（黃琢嵩、吳淑芬、劉寶娟，
2005:150；王篤強、高迪理、吳秀照，2010:111）。即使是最具競
爭態勢的地方政府：臺北市，社會服務在初次契約委外時往往是一
種假性競爭，即在重新公告招標時絕大多數都可說是「一旦委託，
終生委託」，對大型的以及早期進場的社福型非營利組織較為有利
（劉淑瓊，2008:97）因此，台灣地方政府社會服務契約的一大特
徵是缺乏競爭性。
在政府買方與非營利組織賣方的互動過程中，政府買方強調
非正式關係的重要性，且部份非營利組織賣方亦習慣舊有的互動模
式，這讓許多契約幾乎是建立在非正式關係的基礎之上，可見非正
式關係的重要性並不亞於正式關係。政府買方與非營利組織賣方
非正式的訊息交換，不僅可使得政府買方熟悉非營利組織賣方與使
用方的生活知識，避免契約內容之規劃與現實脫節，它亦可形成一
種穩定的互動規則或信任關係，成為後續雙方持續互動的基礎，長
期而言，隨著雙方熟悉度與信任度增加，亦將有助於減少非營利
組織賣方的投機行為，提昇契約執行之成效（黃源協、蕭文高，
2006:202）。台灣社會服務的契約治理就在政府買方與非營利組織
賣方之間的彼此配合，並於私人情誼的互惠與計算中展開，可視為
台灣社會服務未具競爭市場條件下制度要能運作的潤滑劑，特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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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華人文化社會脈絡下，關係性契約期待買賣雙方共同參與、共同
負責、長期合作、減少投機行為，並在信任與關係的基礎上，利用
正式與非正式的溝通機制填補契約的空白（王篤強、高迪理、吳秀
照，2010:116, 134）。
二、地方政府的契約管理層面
在契約治理之中，政府買方的重心在於契約管理的能力，特
別是地方政府為了要完成長期的關係型契約，必須強化特定專業領
域的能力，以進行有效的契約管理。地方政府應具備的契約管理能
力包括選擇適當的契約買方、預估未來的契約運作環境、協商契約
的形式與內容以及監督執行契約等等。若地方政府這些專業領域的
能力進行充分的投資，便難以有效地管制長期的關係型契約，甚至
損及公共利益（Yang, Hou and Wang, 2013:302）。在政府簽約的過
程中，政府買方至少應具備契約管理的三項專業能力（Brown and

Potoski, 2003:155）：（一）可行性的鑑別能力：契約管理者考慮
公共服務是否適合簽約委外以及是否有適當的非營利組織賣方存在
的能力；（二）執行能力：契約管理者選定提供者並與之協商議定
契約內容的能力；（三）評估能力：契約管理者監督與評估非營利
組織賣方的績效，以決定其是否完成契約的責任。
台灣社會服務的政府契約管理者對於福利福利服務民營化的
根本方向並沒有提出質疑，他們所關切的只是如何操作而已（王篤
強、高迪理、吳秀照，2010:110）。然而，由於目前地方政府的福
利措施常缺乏具體的政策方向，再加上業務開辦之壓力，讓契約委
外反而成了目的而非方法，服務只是為委外而委外，契約管理者因
而對契約委外的核心價值、明確內涵與方向感到困惑（黃源協、蕭
文高，2006:198）。此外，地方政府社會服務的政府契約管理者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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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採購法規以及契約知識相對陌生，當其進入這個領域後，相關技
巧亦容易顯得缺乏；再加上地方政府委外項目日漸專業化，更讓契
約管理者感受到督導與監督才能之侷限性與不足。如何依循並瞭解
採購法及相關法律條文所制定的契約內容，已成為契約管理者辦理
契約委外的首要挑戰。法律性的契約用語對契約管理者常是陌生，
相關才能之不足卻難以在短期之內獲得補充，唯有經過長期經驗
之累積或持續性學習，才有助於知識之增長（黃源協、蕭文高，
2006:197）。再者，在社會服務的契約的績效監督與責信方面，可
說是目前社會服務民營化過程之中較弱的一環，監督僅及於日常運
作的產出量，離成效與品質的要求還有很遠的距離（黃琢嵩、吳淑
芬、劉寶娟，2005:149-150）。
三、社會服務的契約設計層面
在契約治理之中，社會服務契約的重心是契約設計的合理性。
目前地方政府社會服務契約委外最常使用的法源依據是《政府採購
法》，而《政府採購法》之中採購精神、罰則等等的規定，其實是
與《公司法》關係密切。然而，台灣社福界仍有「採購法是惡法」
的看法，主要集中在三個理由：（一）採購程序繁瑣冗長：委託與
受託雙方在整個委外的過程中都必須耗費相當可觀的行政成本；
（二）彈性不足：一旦完成委外程序，基於公平原則就無法再更
動招標內容，必須等到重新公開招標才能更動；（三）不確定性
高：契約期程及重新公開招標規定帶給第一線服務提供人員高度的
不確定感，不只留不住人才，也會在契約存續交替期間造成人心
浮動（劉淑瓊，2011:466-467）。由於採購法並沒有要求所有的社
會服務均須採取強制競標，而招標模式的制度化程度相對於補助模
式較高，使得契約管理者認為其可形成某些保障，例如避免業務上
圖利他人之疑慮，並減少地方政治力量之介入（黃源協、蕭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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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89）。因此，政府採購法一方面在某種程度上是拘束契約管
理者的來源；但就另方面來說它卻也是地方政府相關人員取得保障
的來源（王篤強、高迪理、吳秀照，2010:114）。
在契約委外之中，服務契約之內容難以預防所有的突發狀況，
為減少契約失靈的風險，或因專業間認知之差異，常使得契約過程
難以任由社會行政專業自行決定，主計、採購乃至法制單位的意見
往往扮演了最後守門員（gatekeeper）的角色，並間接影響契約管
理者的行政效率（黃源協、蕭文高，2006:190）。採購法所界定的
招標方式有公開、限制與選擇性三種，其中限制與選擇性招標有預
先由業務單位篩選服務供給對象之功能，可說是扮演初步的服務品
質確保作用，不過因為其須負擔相對較高的行政責任，例如，背負
圖利他人或是行政過失之質疑，讓契約管理者寧願以犧牲行政效率
的方式採取公開招標，換取個人的風險避免，這讓限制性招標保障
服務品質的效果可能因而降低（黃源協、蕭文高，2006: 200）。
四、社福型非營利組織的契約執行層面
在契約治理之中，社會服務契約的執行重心是對於社福型非
營利組織的影響。社福型非營利組織接受政府的契約委託，除在財
源上借重或依賴政府的經費補助外，無論在軟體或硬體方面均可以
獲得相當的提昇（沈明彥，2005:155）。台灣大部分接受契約委託
的社福型非營利組織的把自身定位在「服務提供者」的社會福利角
色認知上，此種角色認知產生以下效果：（一）接受契約委託有助
於聘請更多的專業人員，並且有助於開發新方案與提昇服務品質。
（二）有些組織以運用政府的契約委託方案的資源，進行組織改造，
開發一些以往未曾有過的方案來擴大服務範圍。（三）社福型非營
利組織被要求展現服務品質，而進行提升服務品質的改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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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於對案主服務傾向標準化而非個別化，這是因為政府對於
同類型問題的案主以相同的方式作為處遇，有標準化的付費模式，
因而有些複雜個案或法定資源不給付的服務方案往往被忽略（邱瑜
瑾，2005:102）。
然而，社福型非營利組織接受政府的契約委託，對其本身的發
展也帶來相當程度的衝擊與威脅，諸如（一）使命偏離：政府契約
限制了社福型非營利組織對服務案主與服務內涵的選擇，而社福型
非營利組織最初始的慈善使命。（二）契約與自主性之兩難：政府
取得契約關係中的主控地位，彷彿本身已成為社福型非營利組織經
費和專業的提供者，產生對組織本身「獨立性」與「自主性」的地
位之疑慮。（三）走向市場化與商業化：社福型非營利組織在強制
性競標的環境裡，由於必須隨時關心組織應建立何種角色，或盲從
於潮流而走向市場化與商業化趨勢。（四）財源之不確定性：當社
福型非營利組織擁有愈多政府經費，捐款人可能認為應將錢捐予其
它資源缺乏的機構，造成捐款的排擠效應。（五）造成另類的無效
率：當社福型非營利組織因契約的取得而擴大其組織時，也可能仿
效政府部門的結構和組織，在直接個案服務和行政工作上聘僱更多
員工，造成組織的無效率（沈明彥，2005:156）。
五、案主的契約影響層面
在契約治理之中，政府社會服務契約委外的研究重心是課責，
特別是被服務對象（案主）對於契約委外的課責。然而，現今台灣
現今由課責角度檢視地方政府社會服務之績效的經驗研究十分欠
缺。在現今有限的經驗研究之中，由於社會服務的特殊性質、案主
與服務提供者間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以及社會服務的案主大都是社會
之中少數、弱勢、非主流團體（劉淑瓊，2001:32），對於政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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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服務往往抱著「消極的」態度，沒有特別的偏好，只要有人願意
提供社會服務就好了，至於誰來辦理都沒關係。案主認為社會服務
是「公家的」比較好，因為「公家的」比較有保障，而且能夠紓解
照顧壓力以及減輕家庭經濟壓力。此外，案主藉由社會服務契約委
外所舉辦的各類活動，可以得到較為正向之支持。整體而言，案主
對於社會服務契約委外是採不反對的態度，只要品質、安全和健康
能夠符合目前政府的標準。案主也建議社會服務契約委外之後，應
該採不定期的評鑑，藉由不斷地評鑑品質提升服務品質（許庭涵、
陳政智、陳桂英，2010:328）。

伍、結語：研究議程的建構
在全球化的公共管理運動之中，契約委外是公共財貨與服務民
營化的重要工具，而現今台灣地方政府的大多數社會服務也是由政
府與社福型非營利組織簽定契約，由社福型非營利組織依契約供應
與傳遞社會服務給案主，政府再根據契約向社福型非營利組織進行
課責以保障案主的權益，彼此形成了公私協力的契約治理。然而，
現今研究公私協力的主流理論：委託人－代理人理論可能並不適合
分析社會服務的契約治理，因為社會服務的性質使得政府與社福型
非營利組織的代理關係的交易成本相當高昂。因此，強調兩者目標
與利益相似的委託人－管家（忠僕）理論，較可作為契約治理的理
論基礎。此外，社會服務的契約委外也與一般公共財貨與服務的契
約委外容易形成競爭性市場不同，而是在準市場機制下運作，可說
是政府模仿市場效果的制度性安排。因此，社會服務可能並不符合
運用典型契約的特質，而應採用強調政府以及社福型非營利組織有
之長期穩定信託感的關係型契約，作為社會服務契約治理的規範架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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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80 年代起，推動社會服務民營化即成為台灣社會服務輸
送體系最主要的施政方向。迄今雖然中央政府歷經政黨輪替，但是
在社會服務的供應策略上卻顯現延續性，而地方政府更以契約委外
作為傳遞社會服務的最主要方式之一。本文以契約治理為分析架
構，基於經驗研究分別由台灣地方政府社會服務契約的環境與性
質、地方政府的契約管理層面、社會服務的契約設計層面、社福型
非營利組織的契約執行層面以及案主的契約影響層面等五個層面，
分別探討台灣的實務經驗，歸納得出以下心得：台灣地方政府推動
社會服務契約委外多年，政府買方與社福型非營利組織賣方已累積
相當豐富的互動經驗，但是仍然面臨不少問題與困境，例如投入地
方政府社會服務契約委外的社福型非營利組織競爭性不足；政府買
方與社福型非營利組織在制式契約形式之外，發展出長期互惠關
係；政府買方的契約管理能力與專業知識有待加強；社會服務契約
設計未完全符合台灣的實務特色；社會服務契約對於社福型非營利
組織的可能負面影響；社會服務實主對於契約的認識不足與態度消
極無法落實有效課責等等，皆需要研究者與實務者共同調整與規劃
更周延的制度性安排與公共政策。
地方政府社會服務的契約治理是在台灣社會服務民營化潮流
之中極為重要，但又長期為公共行政研究忽視的議題，為了更深入
由公共行政的角度探討此一議題，本文根據基於社會服務契約的性
質與環境的理解，將社會服務契約治理分別定位在契約管理能力、
契約設計、使命定位、績效評估與課責等四個層面，對應買方（社
福行政機關）、賣方（社福型非營利組織）、社會服務之關係型契
約以及使用方（案主）四個契約治理的要素，結合準市場機制的性
質，各自提出一組命題作為未來提出研究問題以及進行經驗研究的
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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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題一：社福行政機關執行社會服務契約委外之公務人員的態度將
會影響其契約管理能力。
在契約治理中，與契約相關的民選政治人物、行政機關首長，
甚至一般受益民眾皆會影響社會服務契約委外的執行，但實際執
行的公務人員對於社會服務契約委外的態度，勢將影響社福行政
機關對於推動契約委外的行動與決策。當前學術界對於公務人員
的契約委外態度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取向：保守者理論（conservator
theory）以及俘虜理論（capture theory）。保守者理論假定公務人
員將堅守保護公共利益的價值，較嚴格地看待契約，因為契約委
外可能危及政府的核心專業認同、減少公務人員的權力與權威，
甚至降低了公務人員對於政府忠誠程度。俘虜理論則假定公務人
員是為利益團體而非一般大眾服務，基於自利的動機而不致嚴格
看待契約，也不願意接受契約委外失敗的結果（Yang, Hsieh and Li,

2010），特別是執行社會服務契約的公務人員與社福型非營利組織
的「關係距離」（relational distance），包括公務人員與社福型非

營利組織的互動時間、互動頻率、互動經驗、投入契約管理的時間
比例、與社福型非營利組織在契約之外的互動等等，皆可能影響公
務人員的態度（DeHart-Davis and Kingsley, 2005）。因此，執行社
會服務契約委外的公務人員，對於契約的預期心態，勢將影響其契
約管理能力的培養。
深入言之，如同典型的公共政策循環（public policy cycle）
一般，社福行政機關的契約管理能力可以區分為四個層面（Yang,
Hsieh and Li, 2009）：（一）簽約設定能力：包括機關確定契約委
外的動機與目標、適合契約委外的服務類型、契約相關的決策公開
透明且有特別團隊負責等。（二）簽約規劃能力：包括機關諮詢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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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組織來設計契約、發展出一套管理契約的標準程序、掌握非營利
組織賣方與簽約過程的所有相關資訊、契約本身的詳盡具體以及明
確程度、契約本身明確訂定責任與課責關係。（三）簽約執行能力：
包括機關與非營利組織買方定期討論契約進度、強調在契約執行時
期與非營利組織賣方的相互支持與合作、持續溝通以協助認清及解
決操作問題、與非營利組織賣方合作發展標準服務程序、確定充分
資源在契約執行時到位等。（四）簽約評估能力：包括機關設計正
式的監測系統與監測技術評估非營利組織賣方完成契約的程度、要
求正式的績效報告（包括行政成本與服務品質）、機關持續地監測
契約的服務等。因此，基於此一命題所提出的研究問題是：執行社
會服務契約委外的公務人員對於簽約的態度，如何影響其簽約設定
能力、簽約規劃能力、簽約執行能力以及簽約評估能力？
命題二：社會服務契約的設計將影響社會服務的競爭程度、成本、
傳送與品質。
社會服務契約是在準市場機制的環境之中運作，因而具備關係
型契約的性質。因此，社會服務的契約設計亦與一般公共服務的契
約設計不同，而應反映社會服務的特殊性質。一般而言，契約設計
的要素可分為三個層面：（一）給付方式：買方給付賣方的方式有
兩種：固定價格（ﬁxed-price）契約是以賣方的產出為買方給付的
基礎；成本補償（cost-reimbursement）契約是以賣方的輸入（如設
備與時間）為買方給付的基礎。（二）契約期限：期限就是生產傳
送服務的時間。短期契約由賣方承擔較高風險，因為固定的期限必
須遵守；長期契約由買方承擔較高風險，因為無法確定社會服務實
際傳送的時間。（三）契約價值：契約是實際價格取決於類型與期
限，固定價格契約在簽約之前就決定了價值，成本補償契約在履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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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方決定價值，而且契約期限也決定了其價值（Kim and Trevor,
2012）。

在社會服務的契約治理之中，固定價格契約是由社福型非營利
組織承擔較高風險，因為社會服務的價格在簽約之初固定之後，社
福型非營利組織的生產成本可能高於契約價格；成本補償契約是由
社福行政機關承擔較高的成本，因為社福行政機關可能隨著生產成
本的變動而給付。另一方面，由於大多數社會服務契約是關係型契
約，契約期限較長，而由社福行政機關承擔較高風險，特別值得注
意的是：由於社福型非營利組織對於特殊的服務領域已投入大量的
資源與時間，並累積了豐富的專業知識，一經社福行政機關「鎖定」
則不易更動簽約對象。在此種條件之下，社福行政機關與社福型非
營利組織所簽定的社會服務契約的要素，如類型、期限、價值等可
否提升或降低其他社福型非營利組織投入競標市場的誘因？可否增
加或減少社會服務的成本？是否可能即時或延遲社會服務的傳送？
可否增益或減損社會服務的品質？這些都是與契約設計密切相關的
研究問題。因此，基於此一命題所提出的研究問題是：如何設計社
會服務契約以提升契約價值？
命題三：社會服務契約將影響社福型非營利組織對於使命的定位。
非營利組織的使命是組織的設置宗旨與初衷，也提供了職
工、志工及捐贈者的行動依據以及分配資源的指導原則，特別是
社福型非營利組織的使命同時具有工具性（instrumental）與表達性
（expressive）的面向，亦即使命標示出對於組織具有重要性的目
標，而認同使命的職工、志工及捐贈者提供時間、金錢等資源，藉
由實際的行動以表達其價值觀。然而，當代社福型非營利組織承接
社福行政機關社會服務的契約委外，已成為重要的收入來源。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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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契約的政策目標可能與社福型非營利組織的使命相關，但
卻不一定完全符合，因而勢將引發社福型非營利組織進行變革。社
福型非營利組織需能重新定位使命以涵蓋組織的變化，但是定位的
幅度則是社福型非營利組織審慎拿捏，以避免不信任的產生而失去
外界資源的支持，因此如何平衡組織的使命與集體的認同是社福型
非營利組織的一大挑戰。
一 般 而 言， 非 營 利 組 織 的 變 革 可 以 分 為 保 守 調 適
（accommodation）、 積 極 求 變（proactive change）、 拒 絕 變 遷
（resistance to change）、 重 新 定 位（reorientation）、 使 命 替 代

（mission displacement）等不同模式（Minkoff and Powell, 2006），
研究重心是社福型非營利組織是否因承接社福行政機關的社會服務
契約，而產生移轉業務活動，而產生「使命漂離」（mission drift）
的現象？更值得注意的是：若干信仰型非營利組織（faith-based
organization）經由契約委外，承接了大規模的社福行政機關的社會
服務，而信仰型非營利組織不同於其他的非營利組織，其組織使命
伴隨著宗教信仰，當承接了社福行政機關的契約委外業務之後，對
於原有伴隨宗教色彩之使命的影響值得深入探討。因此，基於此一
命題所提出的研究問題是：承接社會服務契約的社福型非營利組
織，特別是信仰型非營利組織如何平衡組織的使命與政策目標？
命題四：社會服務契約委外的績效評量與課責是在準市場機制與關
係型契約的環境之中進行。
政府公務人員在簽約之前，應該具備議題設定、規劃、執行、
評估各方面的契約管理能力，方能成為精明的買家，但在契約執行
期間，也應該擁有評量契約績效，並向第三方進行課責的條件，才
能成為契約委外的「審慎的收益人」（prudent purchaser）。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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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嚴謹地評量契約的績效，並進行有效的課責，是確保政府契約
委外的合理性基礎。然而，由於社會服務的績效涉及有形的資源投
入以及無形的精神關懷等多重層面，相當難以評量。此外，社會服
務契約是在社福行政機關擔任管制者與買方角色，並在要求達成政
策目標的準市場機制進行。此外，社福行政機關與社福型非營利組
織之間關係型契約的重心在於培養雙方長期的信任關係，在此種契
約環境中，雙方對於提供社會服務的不確定性、交易成交，甚至產
生道德風險的敏感度較低（Romzek and Johnson, 2005:436-437），
雙方傾向透過協商與互動來調整彼此對於契約績效與課責的期待
（Sclar, 2000）。
研究者對於一般公共服務契約的績效評估集中在三個層面：
經濟（減少行政成本）、效率（提升市場競爭以及減少行政程序）
與品質（提高案主的滿意程度）（Yang, Hsieh and Li, 2010:89-90;
Yang, Hsieh and Li, 2009:685）。然而，由於案主與提供服務社會
服務的社福型非營利組織之間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以及社會福利服務
的案主大都是社會之中少數、弱勢、非主流團體，若干案主及其家
屬對於社會服務的品質抱持保守消極的態度，認為只要有人服務
即可，至於是誰提供服務，甚至服務品質也不甚關心（劉淑瓊，
2001:32）。這種態度勢將影響社會服務契約的績效與課責，也提
高了契約失靈的風險。此外，在社會服務契約委外中，還應考量一
項特別的指標：風險。深入言之，社福行政機關與社福型非營利組
織均要承擔若干風險，而社會服務契約應該決定雙方如何劃分風險
（Yang, Hsieh and Li, 2010:90）。一般而言，社福型非營利組織可
能較社福行政機關更可採取策略來規避社會服務契約的風險，來減
少成本與提高效率，然而，由於與社福行政機關簽訂長時期關係型
契約，簽約期間的環境已經改變，甚至社福型非營利組織也可能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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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雙方情誼，而承擔更多的業務，因而也可能遭到財務不穩甚至損
失的風險（Romzek and Johnston, 2005:439）。另一方面，社福行政
機關根據社會服務契約的績效，對於社福型非營利組織進行課責也
是一項複雜的議題，社福行政機關如何平衡案主的滿意程度、行政
成本、市場競爭、行政程序、風險各種績效指標，以適當地獎勵或
懲罰社福型非營利組織，以及持續契約的推動，將是本研究計畫最
主要的研究議程。因此，基於此一命題所提出的研究問題是：社會
服務契約委外如何在準市場機制與關係型契約的環境進行嚴謹的績
效評量以及有效的課責？
總結言之，契約委外是公共財貨與服務、民營化的主要政策工
具；契約治理則為社會福利服務契約委外的主要推動者：政府、社
福型非營利組織、案主與契約本身之間正式與非正式關係的分析架
構。台灣致力社會福利服務已逾 30 年，學術界與實務界應對於社
會福利服務契約治理進行積極深入地研究，以理解主要行動者的複
雜互動模式以及相關制度性安排與政策的績效，方可確實保障台灣
少數、弱勢、非主流團體的利益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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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actual Governance of Social Services of Local
Governments in Taiwan
Way Sun *

Abstract

When a democratic country adopts contracting out or outsourcing
to guide policy decisions, their role of governance turns from a“service
provider＂to a“service purchaser.＂This phenomen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common in countries worldwide. Most social services are
nowadays contracted out by local social welfare authorities to social
welfare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In the beginning,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analysis framework of contract governance, discusses the meaning and
the related theories, and then further analyzes the specific traits of social
service contracts and its quasi-market. After that, this paper overviews the
development threads of Taiwan ś social service contracts. Using contract
governance as the framework, the researcher conducts literature reviews
regarding Taiwan local governments´experiences on social services, and
analyzes the aspects on contract management, contract design, contract
execution, and the influences from these contracts. In the end, this study
also proposes recommendations and topics for future studies on contract
governance of social services.
Keywords: social services, contractual governance, contracting out, outsour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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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了回應全球的跨域或區域治理的新趨勢，我國地方制度業
已發生重大變革。在此同時，隨著數位科技與數位內容運用之日益
普遍，資訊載具和資訊近用管道的多元化，觸發了跨域資訊整合及
資訊匯流 (information convergence) 的可能。爰此，本文以五都升
格後所涉及各縣市政府之電子化跨域整合管理發展為研究焦點，主
要研究目的在於：探究五都及其周邊都會區域運用地方雲端運算技
術，邁向電子化跨域整合管理可能遭遇之困難與挑戰，並對此一施
政方向之可行性預作評估分析。在研究對象方面，本文選擇五都與
其周邊都會區域之業務和資訊主管或人員；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係
以文獻檢閱法及深度訪談法為主。整體而言，本文將針對國內、外
雲端運算技術之當前發展，以及是類技術於政府部門應用之現況、
效益、風險和挑戰，透過廣泛性文獻檢閱進行分析和探討，不僅對
雲端運算之概念獲致深入之瞭解外，更能掌握公部門於採納這樣新

* 曾冠球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研究領域為電子治理、政府創新，跨域管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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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文忠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研究興趣包括公共政策分析、民意調
查、績效管理、非營利組織研究、廉政治理及電子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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穎技術時所需謹慎以待之重點，將有助於本文轉化關鍵議題於後續
地方雲預評估之討論架構，使所獲發現更能回饋於現今政府於雲端
運算應用之計畫。
關鍵詞：電子化跨域整合管理、後端組織、五都、資訊匯流、雲端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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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管理與資訊公開政策。
張鐙文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博士候選人，研究興趣包括電子參與及治理、公共服務
創新、風險感知理論。
* 本研究感謝台灣電子治理中心「電子化跨域整合管理第三階段：五都與周邊區域之服務
資訊匯流、整合及挑戰」（編號：RDEC-MIS-100-002）的研究支持。作者們非常感謝
三位匿名審查人之寶貴修正建議。
322

飛向雲端？

五都資訊匯流的機會與挑戰

壹、研究背景與問題
面對快速變遷的外部環境及日益增多的大眾需求，公共管理者
在治理上至少面臨三大挑戰：（1）愈來愈多公共事務與議題之處
理須靠政府機關跨部門協調合作方能有效解決；（2）民眾對於政
府服務品質和效率之要求日漸增高，「政府一體」的概念已非主政
者之口號，而是公眾和利害關係人對於公部門的認定和要求；（3）
對政府而言，前述二項挑戰儼然已由地方、區域，延燒至中央，迫
使政府上下必須導入所謂的「全觀型治理」之理念，以尋求有效的
解方。
全球化的趨勢引發世界各大城市間的相互競逐，行政院推動縣
市改制直轄市政策之目標，乃期望藉由相關縣市合併改制直轄市，
對外提高國家的國際競爭力，對內帶動鄰近縣市的發展（朱景鵬、
吳松林，2010:15）。雖然若干研究認為五都升格效益的展現，仍
有賴中央與五都政府提出更多政策或法制上的配套措施（趙永茂、
陳銘顯，2010；王文誠，2011），但大體上多認可直轄市升格是大
刀闊斧、正確的制度變革方向（呂建德，2011；黃庭瑄、謝啟賢，
2011；徐仁輝，2010），並期待五都日後能充分扮演領頭羊的角色，
透過區域合作機制與平台的建立，帶動相關區域的整體發展，同時
提供區域內民眾更優質的公共服務。
根據過往實務經驗觀察，以「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為
例，諸如休閒遊憩、交通運輸、產業發展、環境資源、防災治安、
文化教育、健康社福，以及原住民客家族群與新移民等都有可能成
為多方合作的議題，但這是偏重在政策議題層面的交流，也是遷就
地方政府既有組織體系而產生的合作與分工模式。然而，政府創
新的態樣其實很多，上述透過區域合作產生的「政策創新」(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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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只是其中一類，「政策創新」(service innovation) 也是重
要的一環，對民眾生活帶來的影響不容小覷。
幸 運 的 是， 隨 著 數 位 科 技 (digital technologies) 與 數 位 內 容

(digitized contents) 運用之日益普遍，資訊載具 (information devices)
和資訊近用管道 (information access) 的多元化，觸發了跨域資訊整

合及資訊匯流 (information convergence) 的可能。在此脈絡下，如何
從宏觀面向來整合電子化政府的各項資訊系統，乃未來電子化政府
發展的關鍵因素。機關間資訊系統有效整合之優點，在於確保資訊
科技之應用更為集中，並且促進不同單位間的協力合作，連結機關
間所提供的服務，主動為民眾創造更多價值 ( 宋餘俠，2006:40)，
打造無縫隙的政府服務。綜合前述，這意味著 科技導向的服務創
新 或許是未來五都政府可以著力的施政方向。
事實上，行政院早在 99 年 4 月 29 日通過「雲端運算產業發展

方案」1。其中，「建置政府雲端網路基礎服務」計畫的目的，主
要配合地方縣市改制及行政院組織改造期程，逐步建構政府雲端網
路基礎架構，以作為後續機關發展雲端應用之基礎磐石。與此相關
者，在行政院所核定的電子化政府第四階段計畫中，也擬具 政府
雲端應用服務 等六大旗艦。為了有效利用政府資源以達成綠能共
享，並因應彈性需求即時提供服務，該旗艦結合了新興雲端運算科
技，以具有全國性規模的政府整體資訊服務為基礎，提供創新應用
服務。推動重點包含雲端服務發展的基礎建設、單一整合的施政計
1. 該計畫包含雲端運算科技與產業技術發展計畫、研發實驗與公益用途資料中心、雲端運
算旗艦公司計畫、跨國企業研發中心及六大新興產業雲端服務旗艦計畫、雲端運算產業
應用計畫、建構政府雲網路基礎服務、防救災業務雲端服務、教育雲端服務、全國路網
車速資訊交通雲計算基礎建設、推動中小企業雲端服務、推動貿易便捷安全雲端服務服
務計畫、電子發票雲端服務、賦稅資訊系統整合再造更新整體實施計畫、優質經貿網絡—
關港貿單一窗口計畫、科技研發雲端運算服務平臺計畫等 15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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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管理平台、防救災應用及資安防護等，透過政府服務平台雲端化
機制，深化現有跨機關服務整合，增益電子化政府服務效能。
由此可知，政府當局早已關注到雲端運算科技所能夠帶來的效
益，並著手規劃政策方案，以建構相關雲端網路基礎架構，為未來
的電子化政府發展奠定基礎。申言之，為能進一步提供「行動便民」
的資訊悠遊環境，行政院研考會不僅運用「雲端運算技術」(cloud
computing) 打造中央政府層級之「政府雲」，更將於地方政府層級
建立七朵「地方雲」，而此七朵雲則是包含北北基宜、桃竹苗、中
彰投、雲嘉南、高屏、花東、澎金馬等七大生活圈領域。其中，北
北基宜、中彰投、雲嘉南、高屏等四個區域便包含了臺北市、新北
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等五都。
我國的制度才剛起步，而本研究宗旨正是試圖了解實際的運
作狀況，尤其是在五都政府層次。申言之，在上述發展趨勢中，有
幾項議題似乎值得吾人深入思考，包括：第一，作為區域發展火車
頭之五都，能否利用合併升格後所獲資源，運用資通科技與周邊都
會區域共享資訊平臺，帶動周邊城市的資訊與應用發展？第二，電
子化跨域整合管理的終極發展，便是運用雲端運算技術，將不同機
關、部門、區域的資料彙整儲存於雲端之上，以便澈底解決各機關
資訊標準和系統間不一致的問題。但若欲從跨部門的電子化跨域整
合管理進展至雲端整合，當中是否存有必須事先解決之重大障礙和
門檻？從區域發展的角度來看，五都政府是否能扮演帶領者和資源
提供者的角色，以整合並提升周邊都會區域的資訊能力？
綜合上述，本文係以五都升格後所涉及各縣市政府之電子化跨
域整合管理作為研究主題，透過公共政策上所謂的預評估，以了解
資訊匯流、公共服務科技創新接受的意願與可行性，故可視為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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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探性的前瞻研究。首先，本文將探討於五都升格後，挾其豐沛資
源，將如何於區域中與周邊城市利用資通科技，帶動區域之資訊共
享及發展？相關政府首長和主管是否有其藍圖規劃？其次，本文針
對我國第四階段電子化政府規劃中有關地方雲之計畫，探討五都及
其周邊城市對於發展地方雲之觀點和看法，並特別著重由當前電子
化跨域整合管理跨越至未來雲端運算技術，所可能遭遇之困難與挑
戰，進行分析和檢視，以作為未來地方雲之發展及其可行性預作評
估。

貳、文獻探討
由於本文旨在探究五都及其周邊都會區域運用地方雲端運算技
術，邁向電子化跨域整合管理展可能面臨之挑戰，進行公共政策上
所謂的預評估。為便於對此一研究問題有充分認識，文獻探討焦點
在於：電子化政府導入雲端運算技術以促進五都及其周邊區域均衡
發展的正當性，同時也試圖釐清雲端運算技術的潛在機會與風險。
基此，以下內容將分為三個子標題加以論述：首先闡述五都改制或
升格與整體區域發展的關係，其次探討電子化政府導入雲端運算技
術的內涵，最後彙整說明雲端運算技術可能帶來之風險與效益，藉
此對於五都政府當局在資訊匯流新興議題的態度與決策考量上，足
以產生某種經驗分析上的洞見。
一、五都改制與區域發展的帶動
面對當前全球化的快速演進，未來政府不僅要面對國家與國家
之間的競爭，同時還要面對城市與城市之間競爭的嚴肅課題。全球
化的趨勢引發世界各大城市間的相互競逐，先進國家的區域發展結
果顯示，全球化的結果經常造成了更大的區域不均衡發展，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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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某些區域與全球市場成功地接軌，但某些區域則可能從全球化
過程中剝離並進一步被排除，這導致了區域發展的失衡（呂建德，
2011:39）。在全球城市發展的進程中，都會區政府往也面臨以下
治理困境而被迫需要加以改革：（一）都會區內許多分散的地方政
府，造成協調不易；（二）都會區內地方政府過於分散造成無效率
及資源浪費；（三）不同地方政府在都會區內形成財政、服務不均
的狀況；（四）都會區內許多分散的地方政府無法有效提供全區域
性的服務；（五）都會區內許多分散的地方政府，無法提供強有力
的都會區政治領導，解決重大社會、經濟、政治等問題（朱景鵬、
吳松林，2010:17），更無法因應全球化時代下的城市競爭，故建
立一個全區域的都會政府是必須的，這也意味著政府組織架構與職
能分工有必要因應全球化的壓力而加以同步調適。
臺灣五都改制乃執政當局「全球競爭」策略的一環，除藉此
重新建構與地方經濟的連結，並期盼五都扮演火車頭帶領地方發展
（呂建德，2011:39），以及從事對外競爭的角色定位。事實上，
早在馬英九總統競選時，便提出「三都十五縣」的概念，用意在透
過發展全球競爭力的空間架構與策略，以北、中、南三大都會區域
為競爭發展軸，藉以帶動區域經濟發展。「三都十五縣」的意義在
於「提升國家競爭力」與「區域均衡發展」。行政院為了落實「三
都十五縣」，試圖透過漸進方式，推動臺灣北、中、南三大生活圈
的整體發展，並以政策工具鼓勵地方政府發展特色、進行跨縣市的
區域治理。2009 年行政院第 3150 次院會討論內政部提報「直轄市、
縣（市）改制計畫審查結果」，通過臺北縣、臺中縣（市）、臺南
縣（市）、高雄市（縣）所提改制計畫，並定於 2010 年 12 月 25
日施行。自此以後，臺北縣改制為「新北市」，與臺北市形成雙核
心都會區，並朝向「北北基宜」區域發展努力；臺中縣與臺中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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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為「臺中市」，作為未來帶動「中彰投」區域發展的關鍵城市；
臺南縣與臺南市合併為「臺南市」，承續過去數百年臺灣歷史文化
發展重鎮的角色，同時帶動「雲嘉南」區域發展的整體發展；高雄
縣與高雄市合併為「高雄市」，並肩負起帶動屏東縣發展的任務（朱
景鵬、吳松林，2010:13-14, 21）。
行政院推動縣市改制直轄市政策之目標，乃期望藉由相關縣
市合併改制直轄市，對外提高國家與城市的國際競爭力，對內則
擬以五都為核心城市， 透過以市帶縣的發展模式，藉由跨區域
合作機制之建立，帶動周邊縣市的共同發展（朱景鵬、吳松林，
2010:15）。許多研究認可直轄市升格作為地區發展火車頭的立
意甚佳，五都的整併肩負著領頭羊的作用，以都會區向外擴張的
方式來帶動整個區域的發展（呂建德，2011；黃庭瑄、謝啟賢，
2011）。儘管如此，後五都時代這類都會型政府的職能將更為加重，
也許因此提高了市民更具經濟效率的公共財與服務，但在此同時，
由於轄區的擴大與組織結構的擴張，也可能出現官僚機構的浮腫無
效率缺失，在制度層面上，有學者建議可以借鏡美國地方政府治理
的作法，考量生產效率與反應市民偏好，採取更有彈性的組織型態
來提供公共財貨與服務（徐仁輝，2010:60），以降低大型官僚組
織惰性的後遺症。
五都升格為直轄市後資源分配增加，但另一方面來說，是否
因此不利於周圍縣市的發展，也是社會輿論廣泛關注的課題。蓋五
都總人口至少佔了全國 60% 以上，其他縣市資源則可能因大都市
升格受到稀釋甚而慘遭邊緣化之虞，亦即城鄉發展將面臨更大之落
差。改制後對於地方職能發揮影響最大的 公共債務法 與 財政
收支劃分法 ，前者甫於今（2013）年 6 月下旬立法院三讀通過，
但後者至今卻仍在修法過程中，此舉造成現在新的直轄市各項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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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增加，收入卻未增加的窘境，無法有效發揮預期之功能（呂建
德，2011:43）。從區域發展的角度，學者進一步批評，財源的重
置與傾向五都集中，弱化周圍縣市鄉鎮，事實上意味著城鄉與貧富
的差距將因此拉大，尤其直轄市與非直轄縣市之間，不均的地理發
展離均富與安和的理想更遠，新的區域間矛盾也將浮上檯面，如地
方統籌分配款不及五都，連帶將使相關公共服務品質受到損害（王
文誠，2011:43-44）2。
此次改革立意良善，惟如何落實區域合作，由直轄市帶動鄰
近縣市的繁榮發展，實為五都升格後的重要課題（黃庭瑄、謝啟
賢，2011:87, 92）。與此相關者，也有學者進一步提到，過去對於
都會地區的空間思維，偏重都心－副都心、開發新都心，或所謂雙
都心的發展觀念，主張都會地區應該聚焦於都心地區政治、經濟、
社會的集中發展，亦即，由市中心、市中心周圍、邊陲地區向外逐
層擴張發展，以求取都會整體繁榮。但五都升格後，我們有必要發
展互為多元中心的都會治理結構，讓傳統位處中心的都市地區與邊
陲的農鄉地區，能夠發展出夥伴互賴的關係。在都會治理的空間發
展上，我們應該從新都心、副都心、雙都心的傳統觀念，轉為多元
都心、互為都心的新觀念，讓每個地區都能開創其發展特性。換言
之，在都鄉社會的重構中，應使原來邊陲農鄉與中心都市之間偏差
關係，調整為兩者互為多元中心的連結與整合（趙永茂、陳銘顯，
2010:24-25, 27, 31-32）。換言之，如何創造城市的差異化並兼顧整
體區域的均衡發展，成為五都首長必須深思的課題。

2. 基此而論，直轄市的升格和規模發展，可能促使現行城鄉發展落差進一步擴大，而導致
區域內發展更加失衡。除了「地方制度法」、「行政區劃法」及「公共債務法」之配套修
正外，更必須透過 財政收支劃分法 的檢討來調和縣市與直轄市之間矛盾，否則縣市
的升格運動不會中止，五都也將難以發揮區域發展火車頭的角色（呂建德，20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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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五都改制或升格旨在帶動周邊城市的發展，同時提
高城市的競爭力，這必須仰賴中央政策或法制上諸多的配套措施，
五都執政當局也要有此意願。前已述及，行政院「建置政府雲端網
路基礎服務」計畫旨在建構政府雲端網路基礎架構，試圖運用「雲
端運算技術」(cloud computing) 打造中央層級之「政府雲」與地方
層級的七朵「地方雲」，其中涵蓋區域便包含了五都。本文預設此
一跨域資訊整合及資訊匯流的施政作為，將對區域內民眾公共服務
品質的提升（如行動便民）帶來一些正面助益，也是體現北、中、
南區域發展的策略之一，但這類「科技導向的服務創新」也會面臨
若干風險與挑戰，這牽涉到五都內部相關主管機關及其周邊縣市政
府當局的接受意願與態度，而研究發現將可適度作為日後推廣區域
合作案例的參考。
二、電子化政府導入雲端運算技術：國際經驗
隨著電子化政府的發展演進，電子化政府必須能夠達成整合
的跨機關服務，然而，不同行政機關所提供電子化服務之眾多系
統往往缺乏相容性。反過來說，「互通性」(interoperability) 很自
然成為電子化政府進階發展的主要障礙，這背後意味著欠缺互通
性公部門勢將無法動態地創造出足以涵蓋完整的顧客流程之「複
合式服務」(compound services, Cellary and Strykowski, 2009:5) ，而
此等服務當然包含本文所聚焦的跨機關水平式整合服務。基此，
Cellary 和 Strykowski (2009) 進一步表示，有關執行電子化政府策
略方面，我們固然需要來自中央政府的強勢 IT 領導，以發展出電
子化政府的全觀性觀點，亦須仰賴適當的商業與技術模型與架構之
支持。對此，上述兩位學者特別強調公部門領導者應該關注並善用
「雲端運算」及與其高度相關的「服務導向架構」(service-oriented
architecture, SOA) 這類科技，方能突破現有電子化政府的發展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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頸。
有關雲端運算的定義，目前尚無具體共識，但現階段較為普遍
接受的敘述方式，大致將雲端運算描述為「分布性電腦的集群 ( 大
規模的資料中心及伺服器基地 )，透過網路媒介以提供隨選的 (on-

demand) 資源和服務」 (Sultan, 2010:110)。依據美國國家標準暨科
技局對雲端運算之定義，雲端運算係一種提供便利、隨選的網路以
近用共享的運算資源配置 ( 如網路、伺服器、儲存空間、應用與服

務 ) 模式，俾以最低管理投入，快速提供資源以及與服務提供者間
之互動 (Zissis and Lekkas, 2011:241) ，可謂為資訊科技下的新典範
(Ruiter and Warnier, 2011)。也有學者表示，「『雲端運算』等於『網
路』、等於『網路運算』。『雲端運算』不是『新技術』或『技
術』，而是一種『概念』，代表的是利用『網路』使電腦間能夠彼
此合作或使服務更無遠弗屆。」( 黃重憲，2009)。雲端運算名稱之
靈感來自於雲的符號，通常用來代表網際網路的流程圖與圖表。但
近年來，雲端發生一個明顯的變化，即末端使用者透過某個網絡可
在遙遠的伺服器上取得個人資料如書籤、照片及音樂文件等。這些
雲端便是一個容易使用且取得虛擬化資源 ( 如硬體、開發平臺或服

務 ) 的大型共用物，同時可以動態地配置這些資源，以調整為因應
多變化的負載（規模），也允許更有效的利用資源 (Vaquero et al.,

2009)。基本上，雲端運算的理念是由中央運算中心安裝與運作實
際使用的軟體，而軟體使用者必須透過網路瀏覽器加以連結使用
(ICMA, 2010:4)。雲端運算服務是經由網路、根據需求來自遠端提
供，而非透過我們自身所有的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移動裝置，
以至於組織伺服器而提供，也就是說，雲端運算基本理念是運算將
不受地點與裝置所限制 (location-and-device-independent)—只要能夠
成功上網，任何時候、任何地點及任何裝置都可遂行任務運算與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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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資訊 (Wyld, 2009:6)。
事實上，歐盟以及包含日本、中國、泰國在內的亞洲各國正逐
步推動雲端運算施為，而美國歐巴馬政府已決定大規模採用雲端運
算技術，以作政府資料儲存和資料運算之支持 (Paquette, Jaeger and

Wilson, 2010:246) ，其將雲端於政府部門之應用，規劃分為三個層
次：(1) 民意採納 (citizen adoption) ，包含 Wikis、部落格、社群網

絡和協作平臺工具；(2) 政府生產力提升 (government productivity)
，即電子郵件、自動化之應用；以及 (3) 政府業務應用 (government
enterprise applications) ，包含公務應用和核心任務應用等 (Zissis

and Lekkas, 2011:243)。在美國聯邦政府首席資訊長 Vivek Kundra
的領導下，各部會（當中以國防部為最先使用雲端運算的機關）業
已啟用雲端運算架構、平臺與應用來提供服務，並滿足不同支持者
需求，其對雲端運算的應用，較多為資訊分享和傳播層面，反而較
少涉及資料的處理 (Paquette, Jaeger and Wilson, 2010: 247-248; Wyld,
2009, 2010)。直言之，目前美國聯邦政府於雲端運算之應用，僅限
於非敏感性資料之處理 (Zissis and Lekkas, 2011:242) 。此外，最新

官方報告也顯示，英國政府致力於推動更有智慧、廉價且環保的
ICT 策略，其聚焦在「共同基礎設施」 (common infrastructure) 、「共
同標準」(common standard) 與「共同能力」(common capability) 三

個層面，運用包括「公部門網絡」(public sector network) 、「政府雲」
(government cloud) ，以及「共同服務」(shared service) 在內策略，

預期藉由跨部會 ICT 的簡化與標準化，促成互通性與資料分享的
目標，公民與企業將因此享受更有品質的公共服務 (Cabinet Ofﬁce,
2010)，這些是傳統割裂的基礎設施無法達成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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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雲端運算的風險與效益
雲端運算中明顯且可預知的風險，包括：(1) 在遠端、分散儲
存、同時運算的模式下，形同開放多個資料侵入點；(2) 儲存和運
算伺服器之可得性和中斷或超載風險；(3) 基礎設施和介面的可信
賴性；(4) 供應商軟硬體系統之完整性 (integrity)，及資料保全之風
險 (Paquette, Jaeger and Wilson, 2010:248-250)。但更令人擔憂的是，
即便是美國聯邦政府目前亦未有相對於上述風險預防的明確的政
策 (Paquette, Jaeger and Wilson, 2010:250)。有鑒於此，在政府系絡
下，雲端運算的應用可能除了顯而易見的風險，包括：非授權的資
料近用、基礎設施失靈，或設施之無法使用等之外；尚有潛在的無
形風險，例如大眾對科技能力或公共資訊近用的信任程度 (Paquette,
Jaeger and Wilson, 2010:245)。另外，雲端運算中亦有其他潛在風險

議題需要關注，包括：(1) 雲端供應商或第三方於資料近用、擷取
限制之欠缺；(2) 雲端技術的可信賴性；(3) 服務中斷的風險；(4)
對非授權之使用者於大規模敏感性資料近用之安全限制之欠缺；
(5) 安全機制之不足；(6) 對可識別之個人資料和具機敏性企業資料
之保密性和隱私性措施缺乏；(7) 資料與文獻的保存期限；(8) 當重
大失誤發生時之責任義務的清楚描述；(9) 智慧財產權之保護；(10)
運用雲端服務所創造、修訂之資訊的管制；(11) 科技技術之互用性；
(12) 不同雲之間資料和資源的可攜性 (portability) 及不同政府機關
間透過雲端互動協力的可能性；(13) 審核監察之能力；(14) 當機關
對雲端供應商提出爭議或訴訟時當地法律管轄權 (location of legal
jurisdiction) 之認定 (Paquette, Jaeger and Wilson, 2010:251)。

當政府將資料搬上雲端後，最大的挑戰在於難以對身處政府之
外的雲端供應商進行全然之管理和控制 (Paquette, Jaeger and Wilson,

2010:252)。因此，許多資訊主管不願意將資源的管控權力交出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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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使其得以在未獲得委託者同意的狀況下便全面更改了相關技
術標準和設定。其次，許多組織在雲端概念下仍將資安風險和隱私
揭露風險視為首須克服的挑戰；因而傾向等待政府透過立法過程將
雲端技術中之隱私和資料保護議題妥善處理後，再朝雲端邁進。復
次，為避免因採用雲端技術而被廠商套牢，目前許多組織傾向採用
屬開放資源 (open source) 標準之應用系統，以避免因廠商出錯或失
誤而使大型資料中心無法運作，損及組織利益 (Sultan, 2010:114)。
從美國聯邦政府制定雲端政策中可見，其對於雲端運算技術的擁抱
似乎是走在嚴謹的政策分析及完善並確保安全的規劃作業之前，其
中，以隱私權、資料可得性與安全、資料近用管控、適當的授權和
服務協議、廠商的穩健性等，皆是在雲端技術採納時必須納入考量
之重點議題 (Paquette, Jaeger and Wilson, 2010:248)。尤其是，雲端
運算採用之風險管理計畫便顯得格外重要；於此其中，對系統和技
術的定期界定、監測、評估和管理，需有詳盡之規劃，以便能降低
危機發生時所造成的衝擊；此外，更包含額外的系統風險所可能
造成的成本損失，亦需一併納入考量 (Paquette, Jaeger and Wilson,
2010:248)。綜覽上述，學者們紛紛都在提醒政府部門若採用像雲端
技術如此規模龐大的計畫，事前所需的縝密規劃將是遠超過所預期
的 (Paquette, Jaeger and Wilson, 2010:247)。
儘管如此，雲端運算仍可謂是近期發展的正確模型與新興典
範，許多研究主張雲端運算可以被視為電子化政府與電子治理的
解

方 (Cellary and Strykowski, 2009; Pokharel and Park, 2009; IIIT-

Hyderabad, 2010)。基本上，雲端運算的潛力在於：其能夠提高政

府在傳送服務時的效率問題。雲端運算模式能夠大幅幫助各政府
機關儘管因為資源受限而努力提供高度可靠且創新服務的需求，
且亦提供政府一個嶄新的機會，透過更有效的使用 IT 能夠變得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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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效率、靈活及創新的全新政府。因為任何政府機關若欲推出新的
創新方案，它可以藉由利用雲端基礎運算架構來很快地完成通過，
進而降低佈署的時間成本障礙。於此其中，在 2008 年至 2009 年的
經濟衰退，促使歐巴馬政府期望運用雲端技術以其撙節成本、近用
彈性的特色，提供大眾隨選即用之服務，並期降低該技術於資訊安
全、隱私和可信賴度等層面上的風險 (Paquette, Jaeger and Wilson,
2010:247)。從美國聯邦政府制定的雲端運算策略中可見，值得為我
國政府擬訂雲端運算帶動區域電子化發展之借鏡參考。雲端運算能
夠讓 IT 系統變得更加具有可擴展性及彈性，而末端使用者也不用
再確定其確切的運算資源需求，反而是根據使用者的需求來提供運
算資源。也就是說，雲端運算在資訊科技底下，乃是一個根本性的
移轉。另外，雲端運算能夠大幅提升公部門使用資訊科技的能力。
何以言之？許多政府機關逐漸採用雲端技術，並且了解到其帶來的
可觀效益。舉例而言，美國太空總署透過雲端運算的採用，讓許多
研究者在取得資訊科技服務方面相對無須耗費太多時間。鑒於此，
現在整個聯邦政府應用雲端科技在效率、靈活及創新等方面能夠產
生巨大的效益 (Kundra, 2011:6-9)。
整體而言，雲端運算技術之採用可以提供全國一致的電子化政
府解方，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其大多可彈性且降低營運成本 (Sultan,
2010:111)，不論地方行政機關財政能力和電子化服務提供能力是

否有所落差。此外，雲端運算技術有其當代系絡下的優點，最明
顯的便是藉由虛擬服務將可大幅減少碳足跡和能源成本 (Sultan,
2010:115)。雲端運算也允許大幅減少公部門 IT 成本，這經常是
電子化政府解方佈署的主要障礙。而前述的服務導向架構則促進
了複合式服務之提供，其涵蓋了顧客—公民或企業—完整的流程
(Cellary and Strykowski, 2009:5)。有學者呼應表示，雲端運算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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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變 IT 的潛力，這未必透過對機關核心業務系統產生之影響，而
是透過對諸如電子郵件、網路伺服器，以及資料儲存等例行服務商
品化之方式進行。此外，雲端運算亦可以輕易提供跨政府的共同服
務，諸如會計、採購與協力工具 (Wyld, 2009:5)。總結前述，政府
運用資訊科技提供電子化服務體現的效益向來是緩慢漸進的，而以
雲端與服務導向架構為基礎所建立的電子化服務基礎設施，將成為
未來重要發展趨勢，其對公部門影響力絲毫不亞於早些年網際網路
的發明與普及，故若缺乏此一體認，現有跨機關資訊分享與工作流
之瓶頸勢將難以有效突破，進而也無法提供民眾所謂的無縫隙服務
(IIIT-Hyderabad, 2010:3)。展望未來，雲端運算將帶來重大影響，
政府機關若想應用雲端運算來推動各項電子化服務、觸發相關服務
之資訊匯流，學者建議應該循序漸進採取四大步驟 (Eggers, 2011)：
第一，制定適合我國的雲端策略；第二，展開小規模的非關鍵任務
性質之應用；第三，逐步擴大利用雲端運算；第四，將其他不同的
政府機關帶進雲端。後文將運用雲端服務的新興概念與典範，深入
探究臺灣五都內部相關主管機關及其周邊縣市政府的接受意願與考
量。

參、研究方法
為了解五都對於與周邊城市進行資訊共享，或扮演領頭羊帶領
夥伴都市一同提升資訊服務品質，並進而發展地方政府雲端計畫之
意願和規劃，本文採立意抽樣，以五都之資訊和研考主管為對象進
行深度訪談。期從政府內部的主要利害關係人 (stakeholders) 觀點，
探討地方新制上路後，五都扮演區域資訊發展火車頭之意願，及利
用雲端運算技術進行資訊匯流與整合所可能遭遇到的挑戰及解決之
道，加以深入探討。

336

飛向雲端？

五都資訊匯流的機會與挑戰

在訪談提綱的設計上，主要依循研究問題規劃兩大訪談主軸，
包括：五都與周邊城市間進行區域內跨域資料交換和共享之意願和
困難為何？五都與周邊城市參與地方雲的意願和挑戰又是為何？由
於本文訪談對象，皆為各直轄市政府之機關首長，因此，在訪談執
行上，皆由作者親自邀約訪談，以提高邀訪成功率 3 ，最後共計完
成了 12 位資訊和研考主管之深度訪談（如下表一所示）。
表一 深度訪談名單
受訪單位
臺北市政府資訊處
臺北市政府研考會
新北市政府資訊中心
新北市政府研考會
臺中市政府資訊中心
臺中市政府資訊中心
臺南市政府資訊中心
臺南市政府研考會
高雄市政府資訊中心
高雄市政府資訊中心
高雄市政府資訊中心
高雄市政府研考會

代碼
IO-01
IO-02
IO-03
IO-04
IO-05
IO-06
IO-07
IO-08
IO-09
IO-10
IO-11
IO-12

資料來源：本研究

肆、研究發現
一、五都與周邊城市間進行區域內跨域資料交換和共享之意願和困
難
目前受訪的五都政府當局大致表示，其樂意與周邊城市進行區
3. 除臺北市政府研考會、臺中市政府資訊中心及高雄市政府研考會等三個機關，因首長公
務行程繁忙及受研究團隊之執行期限等限制因素下，委由副首長或高階主管代為受訪
外，其餘皆由機關首長或單位主管親自受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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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內跨域資料的交換與共享，其中稍有進展的大概是臺北市與新北
市之間，在所謂的 黃金雙子城 概念下，針對雙方資料交換與電
子化服務（如 1999、無線網路）進行一些初步磋商（IO-03）；高
雄市政府也從過去高屏跨域整合系統經驗中，相對樂觀表達這樣的
意圖（IO-12），儘管如此，五都也共同指出區域內跨域資料交換
和共享的困難如下：
（一）資訊基礎建設落差
資訊落差 可能是合作的主要困難所在。縱使地方政府當局
在資訊基礎建設方面達於某種水準，但若要進一步觸及資料交換與
共享，則涉及到資訊落差的問題。撇開中央一條鞭建置的資料庫
（如戶政、地政、財稅）不談，某些地方政府獨立建置的資料庫（如
地理資訊系統、市場菜價、停車資訊、治安熱點等）往往與民眾生
活息息相關，基於生活圈與資訊規模經濟的理由，這些資訊其實非
常值得開放共享；然而，一個銅板拍不響，除非鄰近城市也同步投
入資源從事相關資料庫的建置工作，否則區域內跨域資料交換和共
享也無從達成。以縣市合併後的臺中市、臺南市為例，不僅區域內
跨域（如臺中市與彰化縣）資料交換和共享有此困難，縱使是合併
前的縣、市資料庫整合也有類似困難，亦即，系統整合並不是主要
問題，然而，雙方已建置的資料庫與資訊落差毋寧是主要挑戰，而
這卻是要經連累月的努力才能看得出成果。從這個線索可以論證，
縱使五都與周邊城市之間資料交換和共享意願的確存在，遺憾的
是，各地方政府可以實際互惠的內容（資料與資料庫）卻可能寥寥
可數。
臺北有 database 他有一個很完整的臺北市的 database，
包括所有的像紅線能不能停車；能不能上班上課；像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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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我要去故宮博物院我要怎麼走，之類的，有一萬多個
database，那這些 database 別的縣市是不見得能用的。所
以別的縣市就必須要去慢慢的累積。（IO-01）
很早就在談這個資訊整合的問題，不過落差大也不是說在
談的過程中就能解決，譬如剛剛講說資料，臺中八區本來
資料就做的很完整，那臺中縣 21 區有些完整有些不完整，
但是在談的過程中，雖然知道這種現象，可是你沒有時間
去要求他們把這一塊補上來。（IO-05）
…除了你可以想到的稅政、地政、戶政是你較完整的建
置，因為從以前到現在一直是這樣之外，其它的資料庫可
能都並不完整，因為連資料庫本身的建置都還不完整，所
以根本沒有 ...。（IO-08）
（二） 缺乏在地需求
地方需求決定政府當局資源配置的多寡，某些受訪者明確表
示，當這樣的需求並不是自然產生，抑或尚有其他更重要的實體問
題（如產業發展、觀光發展）有待解決，地方政府當局自然不傾向
投注資源從事這類建設。
…短期內我覺得大家還是拼命想發展產業啊，因為對於整
個經濟基礎的不安全感。（IO-08）
自己要做的事情還很多。…其實要由內而外啦，現在縣
市合併才不到一年，各方面的一個頭兩個大這個內部的，
今年可以整併而且第一個，另外一個就是經費，你要有相
當的一個經費啦，第二個你效益，是不是跨縣市的整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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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資料一個互通性的達不到那麼大，達不到那麼大當然
是我自己先試裡面自己的整合，…當然臺灣不是很大啦，
中央的一個資料庫的整體的東西你本身是我要去取其他的
縣市資料，我就很方便，不要各自去發展，各自發展現在
就是說現在合併兩個系統很多都不一樣的東西整併那就很
累。（IO-09）
五都本來先天的條件基礎都不平，所以我們說越往南部
或是越往北部或東部那個數位的區位就不一樣，…高雄
今天他重點就不是在資訊，坦白講他重點根本不在資訊，
我先把觀光這個重工業產業一起轉型，把他做成觀光業就
好，…如果說北部也許他國際化已經到一個階段它的資訊
化有必要去接觸他就去，你這如果拿到比較我們講偏遠，
拿到臺南拿到屏東根本不可思議，他們對這資訊根本就是
一種懷疑，因為他們不需要去做這種，我還是簡單就可以
啦，所以這個就是一個整合上面更大的一個。（IO-11）
（三）法令限制
除了前述地方政府資料庫建置程度不一，導致可以共享的資訊
受限外，對於一些典型、共同建置的資料庫（如財稅），則受限於
公務同仁對於個資法或相關業務法令的顧忌，也影響跨域資料交換
或共享的行為表現。
資料其實是一條鞭制，像地政其實也是，地政也以中央的
主管機關，然後地政 E 化其實是地政司在負責，這些其
實是這樣，如果說中央有一條鞭制業務的話，那中央應該
去訂定一些相對的這種開放措施。（IO-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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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源限制
雖然沒有明確反對，但不少直轄市政府當局（特別是中南部）
主張：跨縣市資料交換平台的建置宜由中央相關部會統籌處理，亦
即中央統籌資料的介接，這樣可以省去不少麻煩。事實上，這背後
的主要理由在於，區域內跨域資料交換和共享這項議題縱使理論與
實務上很重要，但基於財政與人力資源的限制，恐非任一直轄市政
府當局有率先推動之意願。整體而言，有關區域內跨域資料交換與
共享是項議題似乎不具有政策優先性。
地方的那個資源，特別是財政的資源總是比較欠缺的，那
如果有牽涉到說跨縣市的這個業務整合的需要的話，那其
實大家都會認為說那其實就是建議中央統籌來辦理就好
了，…主要是跨縣市有需要，民眾所需要的是跨縣市的，
那就希望是由中央統籌。（IO-07）
你與其每個地方政府自己在做這方面資料庫介接，那因為
你中央要求地方他資料庫都一定往中央做嘛，它一定是有
一個全國完整性的資料庫在那邊…說實在的，你整個便民
服務或者是說針對便官的一些查詢，就幾個系統戶政系統
嘛，然後就是地政嘛，然後稅務等等，還有社政嘛，像社
政這個東西全國都有這個已經完整的資料庫，那如果能夠
介接我們每個機關就不要再重複去做，無謂的時間跟浪費
金錢了。（IO-10）
我覺得真正的關鍵是在財源不足，所以如果真的有心要
做，就勢必要得到中央的一些幫助，當然不是百分之百，
但是要有一定的比例，這個區域性的整合平台才比較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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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的機會。（IO-12）
二、 五都與周邊城市參與地方雲的意願和挑戰
基本上，目前受訪的五都政府當局都不約而同地表示：其非常
樂意參與地方雲的建設，但是，五都政府當局普遍對於地方雲的概
念頗為陌生，其中，資訊部門受訪者或許相對了解雲端運算技術的
基本精神在於強化業務資訊分享或整合，然而，對於地方雲建設的
概念或實際內涵則不甚了解，甚至對於現有七朵雲的規劃方案也有
不同看法，這似乎意指未來中央政府在推動電子化政府續接計畫方
面，可能要針對地方政府相關當局（特別是研考或業務機關）加強
地方雲概念的行銷。
（一） 地方雲不是地方迫切需求
延續前述地方民眾需求的角度來看，當地方政府間的資料交換
迫切需求都尚未產生，何以必須另外建立所謂的 地方雲 ，這是
受訪者的最大質疑。進言之，除非地方政府當局體認到地方雲建設
本身，直接牽動到地方民眾生活福祉，否則其在執行誘因上是非常
薄弱的。
如果我們連資訊交流都沒有發生的需求，那請問到底什麼
要丟在地方雲，…政府是為什麼要投資去做這種事，我其
實搞不太清楚，可不可以先告訴我需求在哪裡？才來回答
說那我們要不要去利用和怎麼樣去利用，因為如果需求都
沒有誕生的時候，我其實不太清楚說為什麼要去做這件事
情。（IO-08）
我覺得雲端這種東西，我個人啦他是比較商業化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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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在地方政府在使用上來講或者中央政府在設計上來
講，必須要比較謹慎，不要說我們為了趕這個時髦，我一
定要做雲端什麼的，其實有很多東西我們已經落實在這樣
子的概念。（IO-03）
如果真從民生的部分做好的話，地方政府其實也會感受到
民眾給他的壓力，他也得推他那個層級該做的服務，所以
慢慢會變成說地方政府其實受制於民眾反應的壓力會比中
央的壓力來的大，因為我們很現實得講選票還是在人民手
上，不是在中央手上。（IO-04）
大家意識到這麼做（雲端）真的會有更大的便利性，大家
才會比較積極得去配合，譬如我這樣做之後，能澈底改善
我的流程或是我可以解決法令上的一些矛盾，那你不用講
大家也會朝這個方向去做，不然就算中央訂定了一定的方
向、策略、方法，大家不見得會這麼快的跟上。（IO-12）
其次，即使建立了地方雲，應該放置什麼資料是區域政府共同
需要的，而且實體上確實可以互通的、無涉資安疑慮者，也尚有討
論餘地。舉例而言，既然資訊科技無遠弗屆，臺灣有必要建立這麼
多朵地方雲嗎？比較激進的看法甚至主張，縱使有建立雲端運算服
務的需要，政府部門有沒有必要自行建立亦也疑問，這樣觀點背後
認為政府應該和私部門進行策略合作較佳。
雲喔，既然叫雲喔，分成七朵跟分成一朵有意義嗎？我的
看法其實沒差，…因為現在是地理位置在那個，在資訊的
世界裡面根本不是問題啊，那地理有問題都是因為實體的
問題啊。…地理上應該是全臺灣應該每一個地方都可以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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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任何一個縣市的任何一個區域的資料，這樣比較有意義
阿。…雲本來的概念就是透通阿，把它放在一起嘛，只是
說有些安全考量不一樣，才會有私有雲跟公有雲，因為私
有雲有它 security 或其他考量，…所以這是我們對整體的
概念我比較持不要用地理的方式，而是從業務的方式，你
今天報稅會分哪一個生活圈嗎？（IO-04）
以需求面來講我不認為說我們需要設這麼多朵雲。…其實
如果你要的話可以區分兩種嘛！不是共通性的那就是一朵
雲，因地制宜的就是另一朵雲。（IO-07）
我覺得說雖然像雲端預算這種我們民間商業機制會去建立
啊，我們政府不須參一腳，我們技術再怎麼樣，資本跟技
術都不可能超越現有的科技公司，那是為什麼要去做？那
它們一定會為了獲利去做這件事，所以一個 google map
開發出來多方便啊？現在所有跟地圖的事情我們不再要花
預算去開發程式了，我們全部用 google map 下去改就好
了，對我們來說就是免費的、超好用的一個 open soft，這
樣就夠啦。（IO-08）
（二） 資源限制
由於五都（尤其是臺南市）普遍面臨到資訊部門的人力或預算
資源有限，因此在推動地方雲建設過程，可能迫切需要中央提供相
關補助。反過來說，受限於地方政府當局的資源限制，如果沒有中
央政府當局提供明確努力方向，或者提供相關資源協助，五都（尤
其是臺北市以外的四都）可能並無多大意願將資源優先投注在地方
雲的建設議題。簡言之，在地方雲的建設議題上，地方政府當局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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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被動地觀望中央政府當局的態度與建議，甚至樂意中央政府積極
介入。
譬如說，同樣在辦使建照，辦理使、建照的這個系統、這
個平台可不可以以雲的概念，……大家一起來共同 share
這樣的平台來使用，來做我使、建照的業務，這個是可
以談的，那針對這個東西其實大家也都不會有什麼樣的，
應該不會站在排拒的立場，應該直覺反應會想到的是這件
事是誰做？我做的話會不會變成我的負擔，然後錢誰出？
然後什麼什麼之類的。尤其當我們現在很多非資訊單位的
機關幾乎都沒有資訊人員的狀況下，他們多半對於這樣的
東西就會比較排斥，因為對他來說是他本業以外的負擔。
（IO-06）
如果是這一塊要做的話，哪你中央至少那些 guideline 要
出來，應該要怎麼定，從哪個面向，剛剛講的意思從資料
面向、組織面向、制度面向，那些去同意之後，然後再訂
出一些 guideline 出來，那我們這個單位有一些想法，然
後在互相的做 match，然後慢慢來做。（IO-05）
把這個遊戲規則訂出來，叫各地方提供，霸在你手上，對
不對，那你這樣的話這些便民的東西就出來了，那另外有
一個跨平台，就是當你有這個跨縣市的時候，你怎麼去
做交換怎麼控管，這你擬定的，對不對！我們沒辦法訂。
（IO-01）
共通性還是希望說由中央來統一來建設，譬如說社會福
利，那這社會福利的話中央來統一建設可以啦！那他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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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些基礎建設，基礎建設的部分就由中央統一來做，那
基本的應用服務也是由中央來建制一套就好了，各地方政
府就來應用就可以了啊！那至於地方，地方當然就是他真
的是因地制宜，他要做一些自己加值應用的部分，那各縣
市政府的做法不見得會一樣，那這個是真的要因地制宜，
那這一方面我們再來稍微做加值應用，那當然資料還是由
各地方政府來透過那個平台來輸入來做為內容。（IO-07）
就是我們講的垂直整合有，但是水平的整合中央反而讓地
方自己去做水平的整合。（IO-11）
（三） 如有必要，五都政府當局期望中央主導地方雲的建設
五都政府當局對於地方雲的概念頗為陌生，但原則上都樂意配
合中央政府施政需要投入地方雲的建設，然而，對於如何推動地方
雲的建設，他們則異口同聲地表示：中央政府應該率先提出一套架
構，好讓地方政府當局有明確依循的方向，特別是可以貢獻的資訊
內涵。
那些 guideline 都出來之後，那才有辦法去談說那我地方
到底應該後面要去進行怎麼樣的一個配合，否則現在來講
就只是一種概念而已。也許說各自表述還是怎麼樣，可是
中間有太多太多這些點要去釐清之後，你才有可能真的說
那我們到底是能不能推。（IO-05）
其次，五都中多數受訪者也表示，對於扮演資訊整合 領頭羊
的角色並非其一廂情願的問題，而是要從城市競爭的角度，顧及
周邊城市的觀感。換言之，多數受訪地方官員似乎不認為他們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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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這樣的領導角色，反倒是中央政府較具有主導建設的正當性。
有趣的是，這個期待由中央介入處理的看法，其實與實體的跨域合
作障礙排除有非常高的相似性。
我主要強調的意思是說，其實不同都之間它存在著某一種
競合關係。（IO-01）
我個人的感覺是，其實如果你這個領頭羊的角色是中央政
府的話，各縣市去配合大家都比較不會有話講，可是如果
說你是要哪一個縣市當頭的話，很現實的問題就是成績是
誰的，就會有這個問題。（IO-06）
我們不能說我們沒有期待成為領頭羊，可是我覺得每次再
講到這個區域發展的問題的時候，中央就相對的一廂情願
的想這個問題，…擔任領頭羊或者是產業發展的先驅角色
這件事情，不是升格成直轄市它就會變成的。（IO-08）
我覺得地方雲要做困難度很高耶，就是像我們講這種差距
性，不然就北北基、桃竹苗這個，你這個要做你這個已經
是跨到不同的地方政府在執行這件事，你要讓誰來出頭處
理這個東西，那你中央在上面要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你的
計畫怎麼樣來規劃它怎麼寫出來？（IO-03）
整體而言，類似地方雲這類電子化政府建設，中央與地方應
該建立良好的夥伴關係，了解雙方彼此的政績或業務需求與資源限
制，特別是在議題設定與規劃方式上，盡量避免過度 由上而下 ，
才能提高政策執行力（IO-08），這是多數五都受訪者的共同心聲，
大概也是中央與地方電子化政府施政計畫推動的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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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過很多大型的系統，那其實感受是這樣子的，上級他
們在策略擬定的過程來講，他們並沒有讓地方的人士有充
分的參與，有很多東西他們都是自己找學者、專家，然後
就開幾個會、幾場會議，他們就擬定下來了，擬定下來了
你地方想當然爾你就可以配合，甚至說我給你一點錢你就
給我做，你不要問那麼多，這樣子的感受我是有，經常有
很多中央型的計畫幾乎都是這樣子做出來。（IO-03）

伍、結語
本文係以五都升格後所涉及各縣市政府之電子化跨域整合管
理作為研究主題，透過預評估了解資訊匯流帶動區域性公共服務創
新的可行性。五都升格後挾其相對豐沛的資源，制度上被冀望扮演
北、中、南區域發展的領頭羊，各都是否有意願及如何透過資通科
技的導入，於區域中與鄰近縣市共同合作，以帶動區域之資訊共享
及發展？同時，因應中央政府發展地方雲之計畫，五都及其周邊城
市對此又有何看法？
經由訪談過程發現，五都原則上並不排斥運用資通科技帶動
周邊城市資訊發展和資訊共享，然而，現實的問題包括：在推動區
域資訊共享的同時，如何兼顧鄰近城市的觀感？個別城市之間是否
現存可以交換的資料？彼此間於資料與資訊基礎建設之落差如何克
服？相關法令限制，包括個資法及個別業務法令間的隔閡，應如何
突破？五都自身人力和預算等資源的限制如何平衡與克服？整體而
言，五都或許皆有與其他城市資訊共享或服務共享的意願，然而，
多數城市成員認為，在自身問題或條件獲得克服或提升之前，跨域
資料交換此一議題不具優先性。此外，五都大多不傾向主動扮演中
央執政當局所期待的 領頭羊 角色，而是主張中央應該積極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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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資訊共享的建設（如開放地方政府廣泛查詢資料庫的權
限），設定資料交換基本標準，提供所需資源，並依據不同區域優
勢擬定發展方向與遊戲規則，扮演「牧羊人」的角色。
經由訪談過程發現，各地方政府除資訊部門人員對於「地方
雲」此一名詞稍具概念外，其餘來自業務部門的與會者對此一名詞
多表陌生，這顯示若中央政府有意推動政府雲或地方雲，則有關當
局應該多進行觀念推廣，使更多公務同仁瞭解此一概念與趨勢。其
次，如同前一議題，五都及周邊政府彼此間仍存有競爭關係，及需
顧慮周邊城市觀感，因此在中央未有明確規劃與要求前，並不傾向
扮演積極角色；但部分資訊條件較豐的直轄市，已著手進行自己城
市內的基礎雲端建設。復次，本文亦發現，各地方政府對地方雲的
需求甚低，且對於「是否需要多朵雲？」，甚至「是否需要雲？」
等根本問題提出質疑，而多抱持被動觀望的態度。再者，受訪學者
亦指出，政府在規劃與推動雲端運算時，應以「服務」（SaaS）為
思考導向，或「平台」提供（PaaS）為導向，而非以「基礎設施」
（IaaS）為構思 4。
換言之，就現階段看來，推動地方雲之可行性並不高，地方
參與意願低落，且中央在地方雲議題的推動上，需提出更詳細的規
劃與說服理由，並先協助地方排除前述各項重要問題，方有可能逐
步付諸實現。與此相關者，多數受訪者共同表示，應該由中央出面
4. 運端運算有三大服務模式，其中 IaaS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簡稱 IaaS）指雲端基礎
建設（如高速寬頻交換及接取網路）。其次，PaaS (Platform as a Service，簡稱 PaaS) 指
提供運算平臺（如跨機關資訊整合及交換平臺）。最後，SaaS (Software as a Service，
簡稱 SaaS) 指以雲端應用程式提供各類服務（如防救災應用）。根據我們所掌握的資料，
中央政府第四階段電子化政府計畫便結合了新興雲端運算科技，推動雲端服務應用，以
具有全國性規模之政府整體資訊服務為基礎，基於基礎建設與平臺建設的雲端基礎之
上，運用雲端運算達成經濟規模，提供創新應用，提升服務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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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規劃指導和資源提供的牧羊人角色，並期許中央若欲推動地方
雲計畫，應先瞭解各地方政府之需求、明確定位地方雲之發展層次
或形式（係 IaaS，PaaS，或 SaaS）、訂定資料交換標準、下放資
料權限，並提供相關資訊建設補助，引領各地方政府應行之發展方
向，以免徒增五都與周邊城市之間的緊張關係。
儘管本研究主題是資訊匯流帶動區域性公共服務創新的機會
與挑戰，本質上屬於科技導向的服務創新與變革，但受訪者和與會
者大多對於資訊匯流、地方雲的建置持保留態度，而背後主要問題
大多與科技問題無關，因此並沒有涉入雲端運算風險與效益評估的
實質問題，反而比較牽涉到區域合作過程中普遍遭遇到的施政優先
性、基礎建設、法制、資源、合作事項等根本問題，有些部分似乎
凸顯出中央電子化政策行銷力道不足的問題。比較嚴肅的課題是，
臺灣面積這麼小，當前各地方政府似乎並不認為有建置地方雲的迫
切需求，遑論有建置數朵地方雲的必要。換言之，中央雲與地方雲
的分類必要性與潛在效益，也許政府當局有必要再作評估，其次才
能進一步確認地方雲應該匯集的資訊內容。
總結前述，本文認為電子化服務領域資訊分享工作的推動，
中央與地方政府應該釐清角色分工，且和其他跨域合作案例一樣，
中央政府應該致力於了解地方政府間合作的制度困境與誘因不足問
題，同時作好相關業務法令的檢討與調校事宜，以及強化基礎建設
的提供，必要時甚至應該選定一個五都政府發展示範計畫，作為其
他直轄市政府觀摩仿效的標竿。此外，地方政府當局對於這類中央
政府發動的計畫也不應該坐視不管，至少在某些重要公共資訊內容
的建置、交換、分享與匯流方面，應該從主動、前瞻的服務提供角
度，尋找多方的交集並建立區域內優先分享的資訊標的。換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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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確立建置地方雲的政策方向是正確的，五都執政當局應該針對資
訊分享的內容方面多下點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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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ard Cloud Computing?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Information
Convergence in Five New Metropolises
Kuan-chiu Tseng, Lung-teng Hu, Wen-jong Juang, Chih-kai Chang
and Teng-wen Chang

*

Abstract

Great institutional changes in local government in Taiwan have
been occurred due to global trend of local cross-boundary governance.
Concurrently, with the advent and popularity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digital content, the era of cross-boundary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and information convergence has also been coming of age.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the authors focus on the issue of electronic crossboundary governance of ﬁve New Metropolises in Taiwan, and intend
to address the questions as follows: ﬁrstly, to explore the difﬁculties and
challenges of development of cloud computing in ﬁve new metropolises
and those neighboring cities; secondly, to conduct a pre-evaluation
concerning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cloud computing in Taiwan in
the near future. Thus, public servants in relation to line or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gencies in five new metropolises and those neighboring
cities are consciously selected as our research subjects. The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review and in-depth interview are deployed. Totally
speaking, the issues such as the trend of cloud computing and its current
status, beneﬁts, risks, and challenges to the government sector will be
analyzed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By this way, the conception of 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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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ting will not only be illuminated, but the challenges in adoption
of local cloud computing for government authority will also be grasped.
All of these discussions with no doubt will benefit the e-governance
initiative of cloud computing in Taiwan.
Keywords: electronic cross-boundary governance, back ofﬁces, ﬁve new metropolises, information
convergence, cloud compu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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