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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文獻係指各種參考資料，本章針對相關文獻進行探討，包括回顧相關理論與

著作、釐清概念、歸納重點並進行反思。 

 

第一節 政策形成之理念 

  本節先界定公共政策的意義與政策制定過程的要素，以利害相關人在政策環

境中的互動為主；列舉政策政定過程的三種主要模式並予以綜合評論。 

一、公共政策的定義 

Easton（1953:153）主張：「公共政策是社會價值權威性的分配過程。」Lasswell

與 Kaplan(1971:71)將政策定義為「一個包括了目標，價值與實踐的計劃方案」；

Bauer 對政策採取廣義的認定，是「決策制定的過程，涉及最廣泛的各種可能做

法以及組織生命中最長時間的觀點」，包括組織中的各種決定；而 Dror 主張政策

是「政策制定的直接產出」，著重制定成果面的展現；Dunn 則認為政策是「由許

多政府部門和官員在各種獨立選項之間進行選擇的複雜模式，包括不作為」(Dunn, 

1994:85.)；Dye（1995:3）也指出：「政策是政府選擇作為或是不作為的行動」；

Lindblom 視政策為「政府官員和民間團體互動所導致的結果」，是一項妥協的產

物；Freeman 和 Sherwood 認為政策是「對改善人類狀況所能獲得利益的公共回

應」，應以解決公共問題為主要目的；Simon 主張政策是「一種傾向的表現、行為

的指導、蘊含著設定優先順序的價值，以及政府與社會間的關係」（cited from 

McKinney & Howard,1998:66.）。 

透過上述定義，可以發現學者多認為政府的決定是構成公共政策的重要內

涵，顯示出公共政策被當作一種透過政府作為或不作為來解決社會問題的途徑，

賦予政府相關部門或個別決策者判斷問題並提出解決方案的權限，隱含著民眾對

公共事務的行動能力相對受到限制。因之，在一個價值相對多元化的社會，政府

決策經常必須面對來自各方參與者對政策正當性與合法性的質疑；其次，政策如

何被提出或被選擇，是根據參與者各自立場與價值觀的互動結果加以決定。這些

決定涉及國家權力和資源的運用，如同 Lasswell 指出：「政治是關於什麼人在何

時、何地得到什麼以及如何得到的決策過程」（Lasswell, 1958:1.），政策運作過程

和政治有密切關連，乃因公共政策涉及權力的行使與資源的分配，參與者使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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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以決定政府是否以及如何在特定議題中運作（Fox & Mayer, 1995:98.）。這是

因為政府能夠運用的資源有限，在資源分配的矛盾與衝突過程中，必須選擇性地

應用於特定議題當中所致。 

 

二、政策制定的過程 

研究某項議題之政策，必須先瞭解該政策的制定過程，過程中必須考慮其政

治性，亦即行為者之間的互動及其影響，因為政策是政治的過程，而非政府行動

的結果（陳恆鈞譯，2001：37）。制定政策的制度模式，按照系統論的說法可稱為

政策系統，主要由三個因素之間的互動所構成：公共政策、利害相關人、政策環

境(Dunn, 1994:70)。第一、公共政策在各種議題領域中形成，由政府對政策決定

進行選擇。一個政策議題通常要經過社會中不同部門對於該問題進行談判折衝，

若要定義公共問題，就必須在集結利害相關人的討論平台中進行。第二、利害相

關人是涉及政策利害的個人或團體，會受到政府作為或不作為的影響。第三、政

策環境：政策環境是事件圍繞著政策議題發生的特別架構，不同的利害相關人會

對同一政策環境的資訊產生不同反應。因之，政策系統本身蘊含了不同立場間辯

證的過程，政策制定者和利害相關人實際是不可分開的。政治系統是利害相關人

們尋求共識的過程；而利害相關人又是公共政策與政治系統本身的產物(Dunn, 

1994:71.)。 

  Fox 與 Mayer 編輯的公共政策辭典指出，政策制定過程是「依據特定目標、

對象、規則，或者驅使組織管理人為行動方針之意圖，而產生的執行與立法過程」

（Fox & Mayer, 1995:107.）。顯示在一般的民主國家，公共政策的形成與其形式相

當多元化，難以透過特定的模式進行預測與解釋，必須視政策制定參與者傾向，

以何種途徑表達其政策偏好。 

 

三、政策制定的模式 

（一）線性模式 

丘昌泰（1995）將政策過程的研究途徑分為「階段論」（phase perspective）為

核心的「傳統政策科學典範」，和以「反階段論」（anti-phase perspective）為核心的

「當代政策科學典範」。Lasswell最先提出政策過程階段論的概念，他主張政策過

程是一系列的活動，其分析架構由幾個依序前進的步驟或階段組成：第一、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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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ce），是一項緊急政策問題的核心內涵；第二、提昇（promotion），關於

議題的優先順序，由誰決定、依照什麼來決定；第三、處方（prescription），提出

某種方案來減輕問題造成的衝擊；第四、啟動（invocation），是指將政策與既有規

範進行協調；第五、應用（application）；即執行；第六、終結（termination），即

政策的終止；第七、評估（appraisal），即衡量一項政策的效率（Lasswell, 1971:22.）。

這個架構指出，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需求，因此政策過程必須著重展現不同的功

能，顯示出政策制定是一種動態且複雜的過程。以階段的方式呈現政策制定的過

程，能夠幫助學者研究政策實際上如何被決定、評判與執行。Brewer 和Leon(1983)

則修改Lasswell的理論，強調政策過程中的政治因素：第一、政策啟動(policy 

initiation)，或者一項政策需要如何被表達以及提出解決方式；第二、對各種解決

方式進行政策判斷(policy estimation)；第三、政策抉擇(policy selection)，關於如何

選擇一項具體的政策解決方案；第四、政策執行(policy implementation)，如何執行

最後被挑選出來的方案；第五、評估，亦或政策與方案的價值與短處如何被評價，

使未來有類似問題時，可以更有效地達成目標；第六、終結或改變政策／方案。

其基礎假設和Lasswell的一致在於：政策過程的開始，是因為認知到有問題必須被

解決，展現出公共政策的問題取向，預設決策者採取理性的思考與對策；不過，

Brewer和Leon將政策抉擇和其他階段清楚分開，強調該階段受到來自社會上利益

團體與國家公權力機關等政治力量的影響，決策者必須從眾多方案中進行選擇。

實際上，其他階段亦有可能受到其他力量的影響，使決策者在各階段仍須不時進

行選擇。 

另外，Meier(1991)亦根據Lasswell的概念建立一個政策過程「線性模式（linear 

model）」，描述政策發展過程中的主要步驟：第一、預測和提案（prediction & 

prescription）：政策過程從確認問題開始，若該問題被預測為無法自然解決，就要

提出一個或多個解決途徑；第二、政策制定者（policymaker）：政策制定者必須承

擔規劃政策以回應問題的責任。此時政府裡外的各種社會階級、利益團體、政黨

或選民都經常會試圖影響政策制定者；第三、政策抉擇（policy choice）：考慮過各

種解決方案之後，政策制定者決定選擇最適合的政策 ；第四、執行

（implementation）：決策產生後即被執行；第五、政策結果（policy outcome）：在

最後的步驟，應達成所欲的結果。該模型同樣以解決問題為取向，卻少了評估的

階段。實際上，政策制定過程並非一成不變，假如在政策過程中發現無法解決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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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仍須透過評估階段以重新啟動政策過程。  

將政策過程視為由先後不同的連續步驟或階段所演進組成的型態，藉此探究

政策過程中政府的作為與不作為，是公共政策理論發展最早期、最典型的代表觀

點（吳得源，2006：7）。在台灣的政策相關研究中，實務上仍以線性模式為主（詹

中原，2005）。如曹俊漢（1990：3）主張「政策的存在不必然要以實體型態出現，

它只要是一種行為的型態（pattern of behavior），並且為研究人員所認知即可」；朱

志宏認為公共政策在被制定出來的前活動階段，以政策議程設定為第一個階段，

政策規劃是第二個階段（朱志宏，1991：129），顯示出政策由「問題」與「對策」

所構成的內涵；吳定（1991）認為公共問題的發生與提出、政策問題的認定與政

策規劃乃政策成形前的階段；丘昌泰（2004）的「漏斗型政策過程」顯示「政策

形成」的初期發展階段是各種環境因素與問題，由較廣的外環境往較窄的內環境

集中，議題由系統（公共）議程進入政策（制度）議程；其後進入「決策制定」

的中期發展階段，充滿政治性、複雜性；制定完成後開始往外輸送，予以執行、

評估，是為「政策輸送」的末期發展階段。均是以線性論為理論基礎。 

Jenkins-Smith與Sabatier (1993, 3-4) 則是針對線性模式提出六點批判：第一、

線性模式中的各個階段在實際上並不具有因果關係；第二、線性模式並未提供具

體經驗的基礎，以便供實際上的假設測試；第三、線性發展的概念是對政策系列

過程不精確的描述；第四、線性模式隱含有守法主義、對問題由上而下的聚焦；

第五、線性模式的隱喻不恰當地將政策週期視作分析的暫時單位；第六、在整體

公共政策過程中，線性模式無法提供良好的運作機制來整合政策分析和政策導向

學習的角色；簡言之，Sabatier認為遵循線性模式的政策過程階段論過於化約。 

不過，Lasswell並未將政策過程視為一個「模型」，更未將政策研究範圍侷限

於政府當中。學者指出，政策研究的目的，在於瞭解更多潛在可能的選擇，使政

策制定過程的研究有助於發展更多的系絡。藉著系絡的發展，研究者能夠更清楚

地探討整體政策過程和社會過程，使政策知識專業化，並且面對真正的問題，提

昇人性在社會中的價值，以民主的方式謀求解決問題的良方（Leon & 

Katie,2001.）。Lasswell所以將研究焦點放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的行為，是因為Lasswell

認為過去的政策研究，只注重官僚體制的政治決定，無法對整個政治系統進行解

釋，研究政策相關活動以及政策所在的內外環境，可以連結政策相關活動與系統

環境，對民主政府體制運作更具解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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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ndle 與 Thomas（1991）修正線性模式，主張政策制定並非以線性的機械

化方式運作，而是政策議題正反意見的互動過程。第一，如圖 2-1 所示，當一個

議題被考慮納入政策議程，就顯示議程階段的開始，直到政策制定者確認議題的

重要性並且決定進行改革，否則不會發展政策的下一階段。第二，政策過程可以

在任何階段中止。即便要求政府行動的議程獲得協議決定，成為一項新政策或新

制度，其執行的過程也有可能不成功，執行階段被視為實踐決策的階段，執行成

功代表該機關有能力處理該問題；倘若執行不成功，則該機關須加強執行能力。

因此，政策議題有可能根本不被政策議程所採納；另外，一旦議題進入議程，或

進入政策規劃階段，政策制定者也可以決定不採取任何行動。因此，必須觀察整

體政策持續運作的效率，來看政策制定過程是否對其政策問題有幫助。 

 

          議程階段         決策階段        執行階段 

 

 

 

 

 

 

          

 

時間軸 

圖 2-1 政策議題正反意見的互動過程 

資料來源：Grindle and Thomas, 1991:122. 

 

（二）循環模式 

學者（Starling, 1988.; Quade, 1989; Dunn, 1994.;Weimer & Vining, 1998.）論述

政策制定的過程時，原則上均包括：問題界定、議程設定、政策規劃、政策採納、

政策執行與政策評估等步驟。其中 Dunn（1994）在政策過程階段論的基礎上，提

出較為完整的政策制定過程結構，他認為政策制定過程是由各個階段的政治性質

活動所組成，而這些階段具有互相依賴的關係，包括：議程設定（agenda setting），

政策規劃（policy formulation），政策採納（policy adoption），政策執行（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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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ementation），政策評估（policy assessment）。這些階段代表隨著時間進行所發

生的各種活動，每一個階段都和下一個階段有所關聯，政策評估又與議程設定相

連，屬於循環式政策制定過程(Dunn, 1994:15.)。由此可知，循環模式的政策制定

過程是由線性模式衍生而來 

 

表 2-1  政策制定過程的階段 

階段 特徵 

議程設定 決策者挑選問題並安置於公共議程中，有些問題完全沒有被付諸

行動，或是在長期延遲後得到滿足。 

政策規劃 政府部門規劃各種替代政策來處理問題。替代政策會透過執行命

令的形式、法院判決或立法行動來呈現。 

政策採納 

 

藉由多數立法者、行政主管間的共識或法院判決的支持，進行正

式的政策選擇。 

政策執行 

 

政策被採納後，由行政部門主持政策行為的執行，藉調動財務與

人力資源完成政策。 

政策評估 政府裡的審核與會計單位決定行政組織、立法機關和法院的行為

是否符合政策的法定要求並達成其目標。 

資料來源：Dunn, 1994:16. 

 

Dunn 的論點著重於政策制定過程中，政府機關和其他參與者對於政策問題的

處理方式，以及部門間的互動行為。其目的不是描寫特定政策的具體內容，而是

為了分析政策過程中「將政策輸入轉換為輸出與影響的行政、組織和政治行為與

態度」（Fox&Mayer, 1995:98.），分別對議題所處環境的資訊之複雜性進行分析，

才透過線性模式對複雜的運作過程進行簡化。循環模式則反映公共政策藉由互動

處理政治事務的循環過程，這個概念可溯及 David Easton 所提出的政治系統。首

先，各種環境因素透過「要求(demand)與支持(support)」對政治系統形成「輸入

(input)」，經過政治系統「轉換」後，產生決策和行動，是為「產出(output)」，並

且以「回饋(feedback)」將執行的結果反映到輸入面；問題得到滿足後，則會對既

有環境造成改變，從而產生新的要求與支持，持續政治系統的週期運作(Easton, 

1965:112)。這段運作與互動過程具有明顯的方向性，首先，在大環境中產生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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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與支持屬於政策過程最初始的階段；在各式各樣有待處理的公共事務中，只有

部分要求與支持能夠進入政治系統，透過政治性的運作而獲得處理與解決，達成

公共事務管理的目的。 

線性或循環政策過程都是由不同階段所組成的系列過程，顯示出政策形成是

呈現線性或循環流向的概念。這些型態的理論重點在於公權力當局的群體或個體

決策者、其政策過程中的行動，決策過程被預設為工具理性，較少探討行為者與

其所處之宏觀（macro）環境與制度系絡的實際運作情況，僅就單一階段的內容或

階段間的互動進行討論，未深入處理政策過程中國家、社會或市場等部門間的運

作。因此，線性模式與循環模式被歸類為微觀型（micro）公共政策理論（吳得源，

2006：8-9）。 

根據階段範圍的不同，政策制定過程的定義又可以區分為廣義與狹義兩種。

廣義的政策制定過程是從提出公共問題開始，到執行完成後進行評估與回饋；狹

義的政策制定過程則著重政策形成（policy formation）的階段，包括公共問題的

提出、議程設定，以至於政策採納的部分。若僅探討「問題界定」、「政策議程」、

「政策規劃」、「政策採納」等政治制定過程的早期階段，即屬於狹義政策形成的

模式，較符合本研究的範圍： 

1.政策問題 

政策問題（policy problem）是引發公共政策過程的開始，Dunn 將之定義為

「一個未被實現的需要，價值觀或機會，可以透過公共行動進行理解與採納；或

政策分析者與其他利害相關人在問題情境中，進行的抽象概念構想」(Dunn, 

1994:85.) 。這也是公共政策的意義所在，政策的目的是為了解決某個具體的問

題，只有透過公權力的作為才能獲得解決；不過政策問題也有可能是一種尚未具

體成形的抽象概念，由相關人透過假設和預想提出，並具有「公共」的性質。 

2.議程設定 

從 Dunn 的政策循環論而言，議程設定是五階段的第一個，卻也是公共政策

學術研究了解最不透徹的一個階段（余致力，2006：18）。為何特定問題能受到政

府的關切注意，進而排入「政策議程（policy issue）」，Dunn 主張：當社會大眾認

為重要的政策問題進入公權力機關的議程，該問題就成為「政策議題」(Dunn, 

1994:85.)，表示這些被提出來的問題具有正當性，政府必須予以重視，甚至得將

這些政策問題以具體或特別形式呈現，成為正式決策會議的討論項目。因此，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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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設定可分成兩種：一為系統或公共議程（systemic/public agenda），係指社會上

多數成員認為該政策問題值得關注、屬於政府有責任處理的範圍；另一為制度或

正式議程（institutional/formal agenda），權責機關將對該政策議題採取行動進行

討論與具體行動（Cobb & Elder, 1972: 85）。 

Cobb與Ross夫婦（1976）則將議程設定的過程區分為四個階段：第一、發動

議題（initiation）；第二、提出解決途徑（specification）；第三、擴大議題（expansion）；

第四、進入議程（entrance）。這四個階段代表議程設定的過程與政權類型或民主

開放程度有關，其運作方式可分成三種方式：第一、外在發動(outside initiation)：

常見於民主政府、自由多元社會；第二、動員(mobilization)：常見於一黨專政的極

權式政府；第三、內部發動(inside initiation)：常見於統合國家或威權官僚政府。以

外在發動的方式而言，首先，議題多源自某些社會團體提出問題與需求，並要求

政府採取行動；其次，社會團體試圖提升大眾對該問題的共同關切，例如宣傳問

題之重要性、切身性或急迫性，尋求擴大社會支持基礎，以便進入公共議程；同

時也向政府施壓，例如透過連署、串連、動員、結盟、遊行等方式，要求政府重

視並採取行動解決問題，如成功則進入正式議程。然而，應注意的是，成功進入

政府決策機關的制度議程，並不代表政府必然採取有利於訴求團體的行動與決定

（吳得源，2006：10）。 

在台灣，如 ETC 這樣需要高度成熟技術與規劃的政策議題，並不為一般民眾

所熟知，通常是由主管機關於政府內部發動。綜上所述，「政策議程」（policy 

agenda）或「議程設定」（agenda setting）的特徵在於不同的政策參與者，可能會

對政府在該問題的處理方法產生不同的意見，甚至衝突。這段折衝過程當中，大

眾和各方參與者就其認為重要的議題，各持立場進行政治討論並由決策者決定採

取行動。對於被排進政策議程的重要議題，相關單位可能會開始進行政策規劃，

但也有可能決定不作為(Dunn, 1994:85.)。因此，「政策規劃」的過程即是政策問題

的解決方式之發展和進行替代方案的選擇。 

（三）非線性模式 

非線性政策過程的論者主張政策形成並無一定步驟可言，因為政策形成常常

發生在整體政策過程當中，我們很難對政策形成與執行作出明確的概念區分。因

此，非線性模式注重的是政策過程中各自獨立的「流程」(stream)，偶然交會後造

成「政策視窗」開啟。而政策的形成是因為參與者採用現有的方案，解決了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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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和該方案並無關聯的問題；即便該方案能解決問題，也只是碰巧的，實際上

大多數的政策無法解決問題。 

相較於線性模式對政策過程的簡化，Lindblom 主張把政策制定視為「一個沒

有起始、結束，且界線極為模糊的一個相當複雜的分析性及政治性的過程」（劉明

德譯，1991：4）。他指出一般人都試著將政策制定過程視為連續的步驟：第一、

對問題預先的評斷；第二、確定目標或對象客體；第三、尋求可能達到目標的策

略；第四、作決定。也就是線性模式和循環模式都假設決策者理應在界定問題後，

將其排入制度議程，規劃最適合的解決方案。這樣的理論隱含了兩種前提：第一、

組織具有明確的目標、專業的人員。因之，政策相關活動通常都是依著一定的程

序，先有問題的產生，選擇議題後再研擬各種解決方案，評估各種方案後再作出

決策，其過程預設決策者能夠以理性解決問題；第二、將政策視為政府意志表現

的產物，容易忽略環境的客觀限制與人為的主觀因素對政策過程造成的影響，無

法清楚地界定政策制定的政治層面。實際上，政策制定的動機可能並非來自「問

題」，而是來自一個新的時機（劉明德譯，1991：4）；政策結果則是所有參與者互

動的綜合產物（劉明德譯，1991：182）。使得政策過程及政策產出並無明顯規律。

將政策制定過程簡化為數個彼此獨立的階段，導致研究者傾向研究各個階段的獨

特性，忽視過程中普遍存在的問題，例如制度設計的不平等扭曲了整個制定過程。 

Kingdom（1995）和 Cohen 等（Cohen et al.,1972.）同樣主張政策過程並不是

以線性方式持續運作，現實中的決策者經常無法做出具有廣博理性的決策，也就

是非理性決策模式，其特徵包括： 

1. 不確定偏好（problematic preference）：組織對於自身所要追求的目標並不

清楚，無法明確排出施政目標的順序；而組織本身亦可能刻意避免描繪出具體的

目標，以保持執行的彈性空間。 

2. 不清楚技術（unclear technology）：組織成員通常並不清楚本身職務以外的

情形，需要嘗試錯誤，從經驗中學習。 

3.流動性參與（fluid participation）：在政策形成的過程中，參與人員流動性高，

同一議題可能由不同的人員討論制定，導致結論每有不同。原則上，愈是民主的

國家，能參與或影響決策的人就愈廣泛（Cohen et al.,1972:1-3.）。 

面對上述決策特性，傳統政策制定過程理論的解譯能力有所不足。以本文研

究之 ETC 政策為例，交通部作為政策主管機關，早於民國 79 年進行構思並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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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制度議程；改由 BOT 方式執行後，以高公路局為主，首先面臨政策變遷的衝擊，

原先規劃之業務改變甚劇，造成技術上的不確定。同時機關首長的人事變遷異常，

而新就任者必須重頭瞭解相關政策，提高了參與者的流動性，使得政策未來走向

依舊不明確。決策過程並非依循問題從開始到結束的流程，是由組織中四個相對

獨立的流（streams）互相激盪產生決策： 

  1.問題流(problems stream)：問題可能起因於各項對現況不滿的事實，為組織

內外成員關注。有時問題能找到適合方案而被解決；倘若缺少可行的方案，或現

有的方案無法解決問題，只能讓問題繼續存在。 

  2.解決方案流(solutions stream)： 解決方案是指各種建議或想法，但不一定與

問題有先後關聯。 

  3.參與者流(participants stream)： 政策參與者是流動的，其所提供的問題及解

決方案並不一定會被採納；也因為參與者的不斷更替與流動，組織的問題與解決

方案容易改變。 

  4.選擇機會流(choice opportunities stream)：當組織做出決定的時機：諸如簽署

合約、僱用組織成員、經費支用以及分配資源的時候，使問題、解決方案、參與

者都碰在一起，組織可能會在此時做出決定，因之，Cohen 等人所提出的理論稱

為「垃圾桶模式(garbage can model)」，呈現出混雜了不同的問題及解決方案的決

策過程（Cohen et al.,1972:9-13.）。  

Kingdom(1995)所提出的「政策視窗模式」(policy window model)，主張政策

議程是由三個流向(3 sets of streams)所構成： 

  1.問題流(problem stream)：某一議題被充分界定為公共關注、切身相關且需

要政府行動，而政府也曾努力試圖解決問題，但仍需要藉助有效指標的運用、突

發事件或危機的發生，或既有政策發生問題，才能使問題流向趨於成熟。 

  2.政策流(policy stream)：專家與分析家反覆研究問題，逐漸累積一定的知識並

提出對應方案作為解決之道，並研究不同可行方案，從而縮小選擇範圍。同時，

不同政策理念透過學者辦研討會、演講、公聽會而交互競爭或傳播開來。其中，

有的政策理念、解決方案或許由於呈現技術上的可行性、與主流價值、民意相契

合、涉及經費問題易解決、或獲得相當政治或社會支持，而存活下來，相反的有

些則被淘汰，從而縮小可供選擇的政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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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政治流(political stream)：指的是各種政治事件或因素發生時，對於政策問題

形成一定的推動力量。 

這三個流一開始也是各自獨立的過程。當問題界定與特定政策方案連結起

來，再配合一些突發事件或有利的政治氣候形成時，三個流向交會在一起，政策

機會窗(opportunity window)隨即打開，該議題進入制度議程的可能性大增。這表示

議程設定仍須依靠某些偶發性運氣；也必須有敏銳觀察力的「政策能動者」(policy 

entrepreneurs)適時把握機會，順勢推動，得到各方支持，將問題與解決之道連結在

一起（吳得源，2006：11-12）。 

Kingdon與Cohen等人主張問題和解決方案並沒有固定的連結關係，被併稱為

政策過程的非線性理論，同時需要許多因素來決定政策行動是否開始。該框架描

述三段幾乎彼此獨立的政策過程：第一，問題的提出或發現；第二，探討各種方

案能否解決問題；第三，解決問題的政治時機之出現與消失。只有當這三個過程

同時出現時，才會開始行動。 

綜上所述，線性模式與循環模式較能描繪政策過程的細節，非線性模式則較

能掌握過程中的互動行為。不過，非線性模式強調政策形成的隨機性，缺乏對整

體政治系統制度可能存在的結構性問題；若藉由社會、經濟、組織理論等社會科

學研究途徑，來分析國家政治社群中各種正式與非正式制度結構的表現與發展，

可以彌補線性模式過度重視各階段的實證行為分析、缺乏觀察政策過程整體宏觀

角度的不足之處（任德厚，2001：73-74）。 

 

第二節 委外經營之概念 

  委外經營是進行民營化、政府再造策略的重要工具，本節首先探究委外經營

的發展歷程、實施方式及其內容，並討論國內外推動委外經營的實際經驗及問題。 

一、委外經營之形成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1993）在「國家建設六年計畫期中檢討報告」中，

首次提出我國推動自由化、民營化政策的三個重要環節：公共建設民營化

（infrastructure privatization）、國營（有）企業民營化（privatiza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與簽約外包。在民間參與公共建設（private participation in infrastructure）

的部份，公共建設意指供民眾使用或能促進公共利益的設施，是政府改造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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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民營化的重要環節。民營化以1970年代後期英國柴契爾首相為濫觴，積極進

行公共事業民營化，指涉將原本屬於公部門的支出，移轉到私部門或非營利部門

的策略或過程（Farnham & Horton, 1996:4.），藉由市場機能的建立，預期達成以下

目標：第一，績效較佳的政府：有效利用社會資源，方法包括引進或加強競爭，

或減低競爭的障礙，提高競爭績效；第二，干預較少的政府：鼓勵民間參與政府

服務項目的提供，政府減少介入，發揮管理與規劃的功能（吳定，2003:287-289）；

Savas亦指出民營化是將公部門過渡至私部門的途徑，是「政府改革的關鍵，能夠

更有效率地、具效能地與公正地滿足社會需要」（Savas, 1987:288.） 

Savas（ 2005）指出政府組織可以藉由「撤資（ divestment）」、「替代

（displacement）」及「委託（delegation）」三種最常見的方式進行民營化。撤資是

藉由買賣、放棄、全部或部分清算的方式，將國營企業的名號或資產轉移給私部

門，是發展中國家常用的策略；替代與委託都是指政府透過「委外經營」和「特

許」等方式，將提供部份或全部商品或服務的交給私部門，在已發展國家較為常

見。然而替代的方式較為被動且漸進，委託的方式較為積極且偶發，且政府仍須

負監督責任。委託的方式又可分為： 

  1.簽約外包（contracting out）：政府可以藉由和締結契約，要求私部門或非營

利組織履行商品或服務的提供。 

  2.特許權(franchise)：政府提供私部門以特別許可的經營權，販售服務或商品

予大眾。其中一種型態是公有範圍（public domain）的供給，如廣播頻道、基礎

建設；另一種是私部門使用公有土地或建物的租約。 

  3.補助(grant/loan/favored tax status)：政府藉由補貼吸引私部門參與商品或服

務的提供。 

  4.專用券(voucher)：與上述補貼生產者的措施相反，政府將國家經營的服務

指定給具有資格的消費者，常用於食品、房租與教育等社會福利措施。 

  5.強制(mandate)：政府要求私部門進行提供服務的支出，例如美國的失業保

險金是由私部門的僱用者付給他們的受僱者（Savas, 2005: 4-35.）。 

Savas視簽約外包為委託經營的一種方式，而委託經營又與民營化有所不同。

我國以委外經營為民營化之主要政策工具，委外經營是透過履行所簽約的契約規

定進行，因此常與簽約外包一詞混用，但是在這兩者當中，公部門與民間機構的

關係仍有所不同：「簽約外包」泛指政府部門透過契約關係將部分貨品或服務委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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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提供或辦理，也是政府向另一團體或個人購買服務或約定提供貨品給社會大

眾之服務輸送方式（李宗勳、范祥偉，2000：9）；委外經營意指：「政府部門與民

間部門建立契約關係，於契約中明載雙方職責、義務、期限與標的團體人數，由

政府提供相關經費或協助，由民間部門履行或對標的團體提供契約項目的服務」

（范祥偉，2001：47）；亦即政府與廠商在「簽約外包」中屬於協商關係，「委外

經營」則互付義務，強調對等之合夥關係。 

有關委託外包一詞，國外專家學者皆因實施目的、標的與模式之不同，而給

予不同的名詞與定義，包括：contracting out、management contract、management & 

operating contract、government-owned, contract-operated等皆被視為委託外包之模

式；我國人事行政局對「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之解釋，係指一種行政委託行

為，即政府與民間簽訂契約，由政府全部或部分提供經費或硬體設施，民間履行

契約規定之項目。而委任經營、委外經營、委託民營、國有民營、公有民營、公

辦民營、民間承包、簽約經營等名詞（翁興利等，2003：289-290），實際上皆指涉

委託外包之意涵。從這些名詞當中應運而生的「公私夥伴關係1」（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之概念，是指藉由委託民間機構經營，將原本屬於政府的業務，移轉

由民間辦理或提供，希望重新調整政府的角色與職能，減少政府的控制，期望結

合民間資源，使公部門服務更有效率與品質。這些措施除了反映市場規則，還能

促成公共管理的策略（Savas, 2005:36.）。根據Norman與Brian（1998:5）的定義，

公私部門兩者間的合作關係是指「政府和企業雙方有預期達成的目標，以至於各

自必須進行特定的貢獻，是一段持續的與正式的關係」。其重點在於各種類型的公

私協力行為當中，契約雙方有不同之義務，必須進行配合；根據任務規模，部分

的公私協力行為可能具有投資大、風險高、回收較慢等特質，但它們多可創造出

相當大的外部效益與社會利益（劉憶如等，1999: 2），可減少政府一次性建設經費

之投入及政府營運費用（黃玉霖等，2003: 34、ch2:23）。 

也就是說，這些不同名詞的共通原則在於將行政業務透過競爭機制委託民間

辦理，改變傳統公共服務與商品缺乏競爭而效率低落的情況，藉此減少行政部門

的人事成本與財政上的負擔，集中於領導與治理能力之提昇，達成政府改造之目

                                                
1 「公私夥伴關係」又稱「公私協力行為」，是一種行政任務實現時，公部門與私部門在相關計畫、

營造、財務取得、營運與管理等不同階段上的合作關係，涵蓋了純粹以高權形式實現公共任務以

及完全民營化這兩種極端光譜間的所有其他型態（程明修，2005：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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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過程都是民間機構透過競標或申請、審核等公開程序，取得參與投資公共

建設的權利，並承諾履行該公共建設之籌辦、資金取得、興建、營運即移轉等工

作之全部或部分義務。 

 

二、委外經營之內涵 

委外經營的種類一般可歸納為三種：第一、delegation，有委任、授權之意，

一般常用於具公權力色彩之行政業務委外；第二，outsourcing，有尋找外部資源

的意思，常用於政府較無力負擔的福利性質業務委外；第三、contracting out，有

契約外包之意，多指較無公權力特性的公共企業或事務之對外委託事宜（詹中原，

1993）。上述三種類型可用於不同場合，卻均有「委外經營」之意。 

依照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對「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的研析意見

（2005），委外經營的具體執行方式一般分為六種：  

第一、Build-Operate-Transfer，簡稱 BOT，由民間機構投資興建並為營運，

營運期間屆滿後，移轉該建設之所有權予政府。 

第二、Build-Transfer-Operate，又分為無償 BTO 與有償 BTO。促參法第八條

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由民間機構投資新建完成後，政府無償取得所有權，並委託

該民間機構營運」，以及第三項規定「由民間機構投資新建完成後，政府一次或分

期給付建設經費以取得所有權，並委託民間機構營運」，俟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

權歸還政府。 

第三、Build-Own-Operate，簡稱 BOO，促參法第八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為

配合國家政策，（公共設施）由民間機構投資興建，擁有所有權，並自為營運或委

託第三人營運」。也就是該設施的所有權並不移轉給行政機關。 

第四、Rehabilitate-Operate-Transfer，簡稱 ROT，促參法第八條第一項第四款

規定：「由政府委託民間機構，或由民間機構向政府租賃現有設施，予以擴建、整

建後並為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指行政部門興建設施後可以

透過無償或有償的方式租借給私人，委由私人進行營運管理，營運費用則從使用

者處收取。 

第五、Operate-Transfer，簡稱 OT，促參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由政府

投資新建完成後，委託民間機構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透過

委託的方式，由私人擔任公共設施的管理和營運，並由行政機關付給私人管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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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所需費用。 

另外一種區分方法是根據契約的規定，隨著公部門與私部門在公共建設的興

建、管理與營運合作協力上扮演不同角色的，將公私協力行為分成四種類型（程

明修，2005：59）： 

第一、公辦公營：公共建設的興建、管理與營運角色均由行政部門擔任。但

是不排除將部分的業務透過契約委託私人辦理。但是營運管理的責任由公部門承

擔，委託業務所需之費用亦由公部門承擔。常見於公立學校營養午餐、全民健保、

醫療機構等具有社會公益性質的業務。 

第二、公辦民營：由行政機關承擔建設，管理與營運則由私人承擔。「政府業

務委託民間辦理作業手冊」指出，一般文獻對「行政機關將其資產或服務委託民

間經營管理」之方式多稱為「公辦民營」，其他稱謂還包括「公設民營」、「公有民

營」及「委託經營管理」等。手冊中所稱「公辦民營」之範圍僅界定於下列二種

情形：第一、委託機關將現有的土地、建物、設施及設備，委託民間（私人）經

營管理並收取回饋金或權利金，同時受託之民間業者自負盈虧並負公有財產保管

維護責任；第二、政府不提供土地及建物，僅委託民間提供服務（特許經營）。 

如上述的「OT」與「ROT」均是公辦民營的主要方式，預期較具績效的民間

機構能夠發揮管理與營運能力，而且不排除民間租賃設施後進行修建；甚至在興

建過程中的設計（design）或工程施作（build）等部分都可以委由私人進行，這

種作法被稱為「DBO（design-build-operate）」（程明修，2005：60）。但整體仍以

公辦的型態運作，由行政部門承擔興建的責任，例如公立醫院、公有停車場、短

期收容中心、遊樂中心、機關福利社等類型之公共營造物（李台京，2001：110）。 

第三、民辦公營：由私人興建公共設施，但是透過讓與或租借而由行政機關

負責管理和營運，而相關費用實際上是由行政機關負擔。例如地下電台合法化、

學校或醫院等設施。 

第四、民辦民營：均由私人擔任公共建設之興建、管理與營運角色。除了促

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所規定的幾種常見委託方式，尚有「PFI（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民間融資提案）」，該種方式將公共設施從設計、興建、維持管理、營

運到資金調度均交由私人完成，而公部門於營運階段才加以購買，是民辦民營類

型中最極致的型態。由英國前首相梅傑首創，確保在政府赤字膨脹的情況下仍能

確保公共服務品質；日本在九 o 年代面對泡沫經濟困境，亦導入 PFI 機制運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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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資源來改善公共建設的效率與品質，以獲取長期公共服務（張州男，2007：6）。 

這四種公私協力行為的類型，又可概括為「全部委外經營」：機關委託民間經

營或管理整體業務，包括「公辦民營」、「公民合營」、「初期公民合營、逐步民營」

等型態；以及「部份委外經營」，如「部分公營、部分民營」，主要目的是為了簡

化行政業務之負擔（程明修，2005：61）。 

上述類型都是傳統發包方式的延伸；尤其 BOT 因其具有融資能力强、自有資

本需要量小、投資收益有保障等優點，被廣泛運用於國家的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

的建設。但無論其名稱為何，在實務上的運用都屬於委外經營的範圍，可以不斷

地衍生其他模式（劉憶如等，1999：4）。在各種公私夥伴關係中，行政與私人大

量運用雙方合意的行為，這種合意的方式，學者稱為「公共契約」或「合作契約」，

原因是為了保持契約的多樣性，避免一概將之歸類為公法契約或私法契約。而且

行 政 機 關 可 以 選 擇 運 用 所 謂 的 「 非 型 式 化 的 行 政 行 為 （ informales 

verwaltungshangeln）」（程明修，2005：62），運用契約雙方或多方的協議與合意，

在公私夥伴關係的領域中製造行為形式選擇的空間，也就是行政行為的選擇裁

量，在法律所容許的範圍內，依照行政任務的內容來決定採取依照行政程序法的

公法關係或以私法形式的活動。若在行政參與經濟交易活動，或者進行採購之類

的行政輔助或營利行為中，公部門已經如同私人般參與市場交易之經濟活動，在

現行法律框架不排除行政行為可以援引若干私法規範的情況下，將使得行政機關

採行公私協力行為時，其樣態極度多樣化（程明修，2005：64、65）。 

具有彈性的公私夥伴關係，其優點在於公私部門可以透過契約的形式，調整

彼此的權利與義務，因為非型式化的行政行為給予契約當事人較高的自主性，使

當事人能夠迅速調整契約，簡化行政行為過程的複雜性；其缺陷在於當事人可能

為了迅速達成合意，結果造成第三方利益或公共利益的損失，甚至以私法契約的

形式，妨礙審查運作以及有效控制的機制。因此行政機關在選擇委外經營的方式

時，應就其目標進行適當的選擇。 

 

三、委外經營的發展 

藉由提倡委外經營，引進企業經營理念以改善公共服務品質，已成為國際趨

勢。英國、加拿大、法國、德國、義大利、甚至包括公營事業比例較低的美國，

新加坡、日本、韓國等也都不斷應用委外經營策略，進行大型的公共服務（張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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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2004: 2）。綜觀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的目標，一般都包括：彙整利潤、增進效

率、減少政府干預、擴展市場以及擴大所有權的分享、引進競爭機制和市場規則。

民營化雖然在許多國家推動，但並非每一次都能達成理想。以公路民營化或 BOT 

為例，常因民間企業缺乏經營公用事業專業知識，造成許多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事

業陷入困境。例如英國國鐵民營化之後，各公司握了追求利潤的極大化、避免財

務困境，大量刪減維修人力，並主動拉長鐵軌維修的期限，因而產生更多意外事

故，或是相關公共事業的服務品質下降（董建宏，2007：25）。 

台灣自 1980 年代後期始加入政府撤離經濟活動的全球潮流，像許多國家一樣

推動民營化，並且非常樂觀地期待出現成效，然而只有少數研究顯示台灣的民營

化具有成效（Chang, 1998, cited from Wu,2005:282.）。比如，依據公共工程委員會

從 2002 到 2004 年間對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共 174 個案件統計分析的結論，目前民

間參與公共建設之投資比率，對國家總體及基礎建設競爭力之影響並不顯著（劉

福勳，2004：209）；根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 2006 年 6 月公佈的數據顯示，

已簽約促參案件對國內生產毛額（GDP）的貢獻，在 2005 年以後逐步進入高峰期，

最高金額每年將超過 300 億元，占我國 10 兆 GDP 的 0.3%，對於國家總體經濟的

影響並不大，但仍有成長的空間；在台灣，行政部門一方面要對民間廠商釋出誘

因，一方面又擔心政府有「圖利廠商」之嫌。再者，大部分的公務員尚無 BOT

實務經驗，憂心牽連弊案，為明哲保身，行事風格漸趨保守。根據行政院人事行

政局於民國 94 年 12 月出版之「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重要案例暨契約參考手冊」

所列 90 年至 93 年間，中央與地方民政、文教、經建、衛生委外案例，民間具參

與意願之基礎建設項目，皆為較具營運利潤之設施，誘因較低的公共建設項目如

防災工程、社會福利設施仍為我國所欠缺，也使我國委外經營的業務往往偏重特

定領域，如社會福利與醫療方面，缺少其他施政層面的深入研究。這方面需要更

嚴謹的促參管理與審查機制，分析委外經營執行的績效評估與監控，協助機關辦

理促參作業，在公私協力過程中建立正確的態度（蔡兆陽，2007：2）。 

整體而言，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本身具有一些推動上的限制，因為這項工作在

全世界各地都有一些共同性（葛賢鍵，2002: ch4，頁 20）：第一，公共建設本身

以提供服務為主要導向，不是輕易獲利的投資；第二，多為無法由政府輕易或快

速地編列預算之建設；第三、進行財務分析時，多半顯示民營化缺乏效益。亦有

研究指出，透過實際的政經情勢分析，顯示台灣強烈國家導向的民營化政策，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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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僅是「順應世界潮流」與「可達成市場競爭效率的目標」的結果，而是執政當

局在威權轉型中為延續政權與維持自身利益所做的諸多片面努力之一（蕭玉珍，

1996:1）；學者研究英國民營化的成功經驗後發現，成熟的市場機制與開放競爭機

制，是民營化成功的重要關鍵之一(Wu,2006:290.)。市場機制的活絡代表民營化產

業有許多既有或潛在的顧客，值得民間各企業進行爭取。英國政府在進行民營化

改革前，由於政府嚴格控制公共事業的競爭，導致國營企業的低水準以及低生產

力(Vickers & Yarrow, 1989., Cited from Wu, 2006:290.)，直到競爭機制引入，對企

業經理人造成的刺激和壓力，促使該產業產生具體回應。這表示，單純改變業務

的所有權與執行權，並不能保證效率的提昇，政府在推動公私協力的同時，必須

投入更多促進市場自由化的措施。在一個缺乏競爭或是競爭微弱的市場，仍然難

以展現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的優點，必須在完善的競爭機制與市場環境當中，委外

經營才有意義。 

學者認為公私協力的成功必須基於下列因素的配合：第一、政策規劃必須符

合內部的交易，例如業者利潤的極大化；第二、在政治環境與社會環境中，民營

化政策對於某些目標必須進行政治妥協；最後，公私協力的限制經常是因為缺乏

最基本的財務整合分析，導致績效與成果不如預期（Vihang & Sumon, 2001: 

340-341.）。就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的性質而言，吳壽山（朱敬一，2000：117）指

出「（BOT）是做出來的，絕對不是規劃出來的，絕對是圖利私人企業的」。在台

灣，有論者主張公共工程計畫推動仍需要公部門大力支持，特別是規模大、成本

高、期間長的 BOT 計畫，並指出海外 BOT 案件中，如澳洲雪梨過港隧道，政府

提供優惠貸款、最低營收保證；馬來西亞南北高速公路，政府提供貸款與營收保

證；日本跨東京灣高速公路，政府提供優惠貸款、擔保債務及股權投資，主張政

府的相關獎勵與投資及保證方式，是個案成功的主要因素之ㄧ（陳信雄，2006：

125）。 

沒有利潤作為誘因，民間機關固然不會甘冒風險參與公共建設，但是政府在

給予業者一定利潤保證的同時，還必須兼顧其他民營化目標，例如消費者剩餘的

分配必須按照政府相關規定處理。從政府改革的立場而言，張景琪（1998：131）

則指出委外經營的具體精神有三項：減輕財政負擔、風險移轉及效率經營；胡仲

英（朱敬一，2000：112）亦指出：「BOT 的過程中如果沒有『移轉』這一環節，

社會上的反應一般都傾向不支持該政策」，因為政府實際上仍是最後擁有所有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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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倘若在民間參與公共建設計畫中扮演關鍵要角的政府、民間及融資機構各

方對於執行規定與模式不夠熟悉、無力承擔責任，無法達成委外經營的三個基本

精神，就有可能違背 BOT 或民營化的宗旨。 

委外經營面對的困難是將政府業務從公部門移轉至私部門的過程，政府必須

兼顧業者的利益和公眾的權益，特別是規模愈大的案件，涉及層面愈廣，難度愈

高。不過，學者指出民營化的目標彼此間或許有衝突，但私益與公益並非不能達

成妥協，公平和經濟效率亦非不能相容。至少在多數已發展國家，基礎建設民營

化的成效與利潤分配沒有普遍認為的那樣差（Birdsall & Nellis, 2003.）。其原因是

對政策進行長期規劃，政府與業者可以選擇短期內獲利較少的途徑，透過利潤分

配來促進大眾長期的支持與信賴，效率便能逐漸提昇，將民營化可能造成的傷害

降至最低；這項措施的可行性，政府在民營化計畫初期階段應採取降價提供商品

與服務的策略，為私人企業建立信用和聲望。降價造成的利潤損失只是短暫的趨

勢，一旦形成對政府的肯定以及對企業的信賴，就可以大幅度地縮減降價(Germa 

Bel, 2003:15.)。 

除策略上的考量，還須注意委外經營政策多面向的特質。例如 ETC 委外經營

的政策過程，涉及政治面、決策面、技術面、社會面等因素，並非單純的經濟性

議題（張學孔，2006a: 6-7），整體利益分配上的不適當與不公平，長期下來將造

成對經濟效率與政策發展的危機。在政策過程中，無可避免應該思考如何透過規

範架構的建立，維護公眾──特別是在議程設定中，那些非主要核心的弱勢群眾

──的權利。我們可以預期政府設計出同時獲利並分配利潤予公眾的可行政策，

實際上政府必須這麼作，因為一個民主的政府不可以在多數人反對政策的時候進

行改革，也難以在無法執政時推動法案（Birdsall & Nellis, 2003:1629.）。 

葛賢鍵（2002）的研究也指出，委外經營政策必須注重政府部門、民間企業

與公眾的結構關係，擬定配套措施，才能夠確保政策順利推動。過去國內碩博士

論文及學術機關對於委外經營政策的研究，大多傾向把重點放在影響民間投資參

與意願的因素，包括：政府先期投資成本、公私部門間協商與合作關係、回收期

長短與風險高低、融資取得可能性、法規完備性、政府圖利考量等，將這些處於

政治系統外環境的「事件」（evens），透過「線性因果關係」（linear causal relationship）

推論出委外政策成功的關鍵因素。簡言之，過去的研究較重視民間企業參與的誘

因；固然，線性模型有助於委外經營政策重要條件的瞭解，但是卻無法釐清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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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間在政治系統中的互動，沒有考慮到有時候委外政策並非出於政治人物對市

場機制的偏好，而是一種政治上便宜行事的態度，是想藉由委外經營解決政府的

財務危機，尤其當代表私人利益的各項建議融入政策過程時，使公共政策制定的

問題與民營化議題交錯在一起（蕭全政等譯，2003:657），以致政府制定相關政策

時，難以真正掌握政策的平衡點，無法設計出恰當的方案。 

實際上，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的內容是由民間與政府共同建構，若僅就影響民

間投資意願的因素進行考量，會導致既定政策的預期效果無法順利發揮（葛賢鍵，

2002：ch8:1-6）。因此，美國學者多主張政策利害關係通常足以影響公共政策；

許多英國學者也強調政府必須注重人民利益（丘昌泰，2004：50）。任何政策制定，

包括委外經營政策，都必須謹慎考量政策中鉅有關聯性的因素，以及互動可能產

生的效應，妥善研擬配套措施；才能促使政治系統本身的結構與運作產生變化，

從而真正達成推動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的目標。這不僅反映出近年來消費者導向政

策的思維方式（李宗勳，2007：69），要求政策實施的效率及效能必須符合人民的

需求，以臺灣中央與地方政府近年的財務狀況而言，亦需開始釋放政府能量，尋

求與民間協力改造政府進行委外的治理工具（李宗勳，2007：82、115），已經無

法像「福利國家」那般，由政府一肩承擔所有工作。 

雖然世界上沒有彼此完全一樣的委外模式，但是其根本不外乎公私部門的合

作。根據國內外成功的執行經驗，其中應該包括下列兩點：第一、具有競爭行為

的市場；第二、注重不同參與者之間的互動。特別是在合作過程中，政府與民間

企業雙方的認知、行為與觀念如何影響委外經營之理念，應由實務運作加以分析。 

 

第三節 委外經營之理論基礎 

1980 年代起，學者根據新制度經濟學理論（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包

括「公共選擇理論」、「交易成本理論」、「委託人與代理人理論」，奠定政府業務委

外經營的理論基礎（李宗勳，1998：153）。新制度經濟學強調個別決策者對效用

極大化的考量，並檢視制度結構與決策行為之間的互動關係，形成理性選擇理論；

根據理性選擇理論的架構，將制度的因素納入，形成三種新制度主義當中的理性

選擇制度理論（謝俊義，1999：ch2, 頁 20）。理性選擇制度論根據個人理性且自

利的行為假設，選擇自身的策略與行動，與其他行為者進行互動，同時，制度因

素會影響個人的行動與選擇；例如交易成本、代理人理論均主張透過規則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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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可以在面臨的問題情境中進行抉擇，對問題加以管理。 

最先引用理性選擇制度論的研究途徑，是針對美國國會議員行為的研究，將

研究焦點集中在委員會的制度安排，以及議員基於自利的動機，經由選擇而構成

委員會，並藉由議程設定的權力而進行利益交換，以及擁有事後的否定權，以確

保委員會支持的法案可以過關（林俊杰，2003：34-35）。對於新制度論而言，政

治制度具有引導行動者策略的功能，透過制度來調整並選擇個人偏好。這是因為

制度所存在的規則、程序與安排，形成讓行為達成穩定的機制。 

 

一、 交易成本理論 

（一）交易成本之意義 

交易成本理論強調交易過程中的成本。Coase 在「廠商的本質（the nature of 

firm, cited from Williamson, 1985:16.）」一文中，指出交易成本是「在交易行為發

生時，伴同產生的資訊搜尋、議價與監督交易實施等各方面之成本」，是為確保交

易順利進行，交易雙方所需負擔與生產本質（採購成本以外）無直接關係的各種

支出。換言之，在任何交易的過程前後所需的資訊蒐集分析、議價過程、合約協

議監督等所需付出的時間、金錢、人力、物力以及風險，都包含在交易成本之中

（李宗勳，2002：133）。 

傳統的經濟學將市場視為已知、充分運作，認為市場機能使得交易能夠完美

地進行，並未解釋人們是透過什麼概念，選擇是否以及如何進行交易。Coase 則

認為這個過程即可透過交易成本概念為解釋：「組織透過市場運作所產生最明顯的

成本…正是比較成本之所在」（Williamson, 2005:22.），交易方式的選擇受到交易

成本高低的影響，此即交易成本的關鍵概念。透過市場機制來進行經濟活動並不

是毫無成本的，例如未來情勢的不確定性、小眾團體的協商、市場的資訊不完整

性、決策者的有限理性、以及交易雙方皆可能存在某些投機主義的心態、逆向選

擇（adverse selection）以及道德危機（moral harzard），交易成本在各個階段都有

可能發生（李宗勳，2002：134）。 

新制度經濟學主張若市場交易成本太高或太凌亂，出現市場失靈，應由組織

自行承擔該業務，因為組織評估與執行契約的交易成本遠比市場來得少，將協調

契約的成本負擔降至最低，使交易成本最小化（李宗勳，2002：135）；同理，在

委外經營的過程中，根據交易成本理論，若私部門的行政費用比公部門少，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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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應由私部門辦理而非公部門，這不是因為私部門的效率一定優於公部門，而是

比較雙方交易成本之後所採取的對策。 

（二）交易成本之特性 

Williamson 進一步將 Coase 的交易成本與 Simon 的有限理性概念進行結合，

提出人類行為的兩個假設：有限理性和投機主義；以及契約概念的三個特性，包

括：資訊不對稱、不確定性、交易頻率（Williamson, 1985:18.）。他將人類行為、

契約概念以及這兩者的關係，作為交易成本的分析架構，解釋交易的形成。 

1.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 

Simon 在其著作「行政行為」提出理性有限的概念。有限理性是根基於心理

學與決策者實踐研究的基礎，主張行政理論的核心處在理性與非理性的人類社會

行為的界線間（Simon, 1976: xi-xxviii.）。由於人類行為有拘束理性判斷的傾向，

使得決策受到限制，無法達到最大化。因此，透過市場所進行的交易是不完美的，

仍會產生各種無法預料的情況，如執行不佳或資訊不完整，就會產生交易成本。 

2.投機行為（opportunism） 

經濟學主張人類是理性的行動者，但是理性的預設先天就傾向好逸惡勞、剝

削他人等道德危機（李宗勳，2002：118）。Williamson 認為「經濟性的行動者所

展現的理性皆存有一定程度的意圖，而且是有所限制的」。有限理性不止是人類決

策能力的限制，也會促進投機行為。因此投機行為又稱作「具有欺騙性質的自利

企圖」（Williamson, 1983: 26.）。在交易過程中，基於投機主義以及利益衝突，資

訊多的一方會欺騙資訊少的一方，因此投機行為在實務上又被稱為「資訊揭露的

不完全或扭曲，特別是經過計算，藉由誤導、扭曲、偽裝、混亂或其他混淆情況

以達到效率」（Williamson, 1983: 47.），將阻礙契約的締定。其方式主要分為兩種：

第一、物理上的資訊不對稱：交易情境本身的資訊特別適合為一方所用，對另一

方不利；第二、人為的資訊不對稱，某一方對於資訊取得的人力資源較為薄弱，

較另一方為不利。 

3.不確定性 

確定性是指決策者能夠正確預期影響計畫和接受交易之情況的程度。

Williamson 將其視為交易成本理論的重要指標，可以分為對於未來情況的無法預

期，導致突發事件而增加交易成本，以及資訊不對稱而可能遭受對方欺騙的不確

定性，必須增加監督成本與契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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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交易頻率 

Alchian 與 Woodward（轉引自林雪瑜，2001：17-18）認為交易的型態包括交

換和簽約兩種。交換為單純移轉資源的所有權，通常行之於即時市場（spot 

market），對買者而言，為找到低價和高品質的商品，必須負擔搜尋成本；簽約則

是運用長、短期契約來完成經濟活動，簽約前必須調查對象的可信度、商議簽約

條件。但是簽約後並不代表執行過程不會產生其他爭議，基於有限理性和各種不

確定因素，契約並不是完美無暇的，在執行過程中就容許締約一方進行投機行為

或違背協議的可能性。為了解決不完全契約所產生的爭議，就必須付出契約成本，

而契約處理爭議的範圍愈廣、時間軸愈長，契約成本愈高，這是長期契約的限制；

即使把長期契約切割成數個短期契約分別進行，也會因為多次舉行協商而耗費更

多時間、搜尋與議價成本，這也是 Coase 傾向透過廠商簽訂長期契約，以減少市

場交易成本的原因。 

事實上，Alchian 與 Demsetz（1972:782.）係藉由強調監督成本和市場機制的

緊密關聯，提出交易成本最小化並非構成交易的核心，而是要尋求監督成本的最

小化。在廠商的團隊生產過程中，必須付出監督成本來評估團體中的個別效率。

為克服團體生產中的「逃避責任」（shirking），廠商設計出擔任監督角色的核心代

理人，並透過對團隊生產的「剩餘索取」（residual claimant），使代理人能夠分享

扣除支付生產要素與工資等契約規定以外利潤的權利，藉以提昇監督團隊生產的

動機，避免代理人本身的怠職，顯示出對於生產結果進行「所有權」分配的重要

性。簡言之，Alchian 與 Demsetz 將企業賺取利潤的行為合法化，因此基於市場機

制的契約仍然不可以被組織內部的行政管理所取代。持平而言，任何契約都會受

到有限理性的限制，過度強調締雙方的信任關係，可能造成沉澱成本與長期壟斷

等負面效應，若透過政府適當的承諾來說服廠商積極投入市場，保留契約協商的

空間，同時建立干預機制，應能減少破壞契約履行的產生（李宗勳，2002：140）。 

質言之，新古典經濟學將組織決策過程視為黑箱作業，而交易成本理論注重

實際運作過程，部分原因是 Coase、Simon 在業界的實務背景，使得新制度經濟

學派特別強調現實中交易成本對經濟活動的影響與重要性。透過對於制度以及人

類行為的詮釋，使交易的分析更接近真實情況。由於市場長久以來被視為一種治

理的模式，但是其運作設計對部分交易者可能比較有利，卻不利於其他交易者；

但是 Coase 指出行動者之間的爭議可以透過組織內部行政層級協調接受。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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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可以透過組織裡的行政層級來完成。是以組織不只有生產功能，也是一個治

理結構。透過治理概念所建立的秩序，可以減少交易過程中雙方的衝突，緩和交

易成本的競爭。 

（三）交易成本之種類 

交易成本的討論最早可回溯自Coase於1960年發表「社會成本的問題」（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一文，將交易成本界定為交易活動所耗費的資源，指出經

濟活動利用市場機制來實現的過程中也需要花費成本（cited from Williamson, 

1985:17.）。這些成本主要是「發現價格」的成本，包含尋找有交易意願的對象以

及資訊不對稱所造成的搜尋成本、交易當事者之間的談判成本、衡量商品或勞務

的衡量成本，簽訂契約後為確保契約執行的監督成本；Adam Smith則指出政府基

於主權所須承擔的責任事務，如教育、交通、國防等均含有政治運作上的交易成

本；Olson（1965）在「集體行動的邏輯」一書將加入政黨、利益團體、工會等組

織參與政治決策過程的組織運作成本視為政治層面的交易成本；Arrow（1969）將

交易成本定義為「運作經濟系統的成本」，屬於生產成本以外的成本，包括：搜

尋訊息成本、決策成本、監督與執行成本，和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領域有所區別

（cited from Williamson, 1985:18.）。交易成本種類之定義相當多樣化，其中以

Dahlman對交易成本的定義較被普遍採用，包括搜尋與訊息成本（searching and 

information cost）、協商和決策成本（bargaining and decision cost）、監督成本（policing 

and enforcement cost）等(Dahlman, 1979: 148.)。 

Williamson（1985:21.）則將交易成本分為事前成本（ex ante post）與事後成

本（ex post cost），前者主要是擬定契約、雙方互相約定權利義務等保障措施的協

商成本；後者是從簽訂契約後進行契約的執行和監督，直到交易完成的過程中所

花費的成本：第一、調整成本(maladaption costs)：雙方無法預知契約簽訂後可能發

生的狀況，以及執行過程中產生適應不良的成本；第二、討價還價的成本（haggling 

costs）：雙方對調整事後適應不良所需支付的談判成本；第三、建構和運作成本

（setup and running costs）：建立並運作爭端治理機制的相關成本；第四、擔保成本

（bonding costs）：有效保證契約執行的成本。 

綜合上述方式，可將交易成本分類如下： 

1.事前成本 

（1）搜尋與訊息成本：尋找具有意願且適合的交易對象，確認其所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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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的商品或勞務的品質、種類所產生的成本。 

（2）協商和決策成本：與可能達成交易的對象進行議價、談判，並做出

決策，其中交易雙方由於彼此的不信任、資訊不對稱以及有限理性的影響，常需

要花費大量的協商與談判的成本。 

（3）簽約成本（contracting cost）：交易雙方達成協議，準備進行合作時，

通常會訂定契約。針對契約內容進行擬定所需要花費的成本。 

2.事後成本 

（1）監督成本（policing and enforcement cost）：交易雙方訂定契約後，

為監督對方是否有投機行為成本而產生的成本。 

（2）執行成本（enforcement cost）：基於有限理性而無法完全預知契約

執行後的真實情形，在訂定契約之後，必須進行必要的檢驗以確定對方是否遵守

合約。當對方違背合約，強制對方履行合約等所產生的成本。 

（四）交易成本之應用 

以ETC案最優申請人遠通為例，財務成本均列入投資計畫書評比項目，包括硬

體設備與人事、行政管理費用，但有關事前蒐集資訊及籌備參選的備標成本並未

同時載於計畫書內，分述如下： 

1.建置成本： 

（1）路側設施：路側設施成本可分為計次與計程兩階段，計次階段的直

接成本包括路側終端／車道設備、稽核系統、交通工程設施及施工交通安全維持

費用，間接成本包括系統安裝費用，總計共需4.8憶台幣；計程階段的直接成本包

括路側終端／車道設備、桁架、稽核系統、交通工程設施及施工交通安全維持費

用，間接成本主要為系統安裝費用，總計約需30.3億台幣；兩階段共約35億元。 

（2）中心設備：計次階段之中心設備成本內，直接成本有監控中心、收

費站、收費站兼維運站的電腦軟硬體設備、維運監控中心與營運總部的軟硬體設

備與管理成本，間接成本包括營運總部系統整合費、營運總部第三方軟體權利金、

營運總部使用者訓練費、電子收費入口網站系統整合費等，總計約4.6億元；計程

階段大部分可沿用計次階段之設備，預估僅需負擔系統轉置費用，以及因應計程

階段新建的維運站，總計2453萬元。兩階段總計約4.9億元。 

（3）網路通訊設備：計次階段之網路通訊設備共需約4085萬元；計程階

段約需5205萬元；總計929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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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車內設備單元裝機點：遠通規劃於高速公路沿線佈設六百多個裝機

點，工程經費約1.65億元。計次階段開始營運前建置完成，計程階段將不再新建。 

（5）加值點：預計高速公路沿線有3600多個加值點，工程經費約為1.4

億。在計次階段開始營運前建置完成，計程階段將不再新建。 

（6）其他：包括計次與計程兩階段發生的設計規劃費用、直營店之興建

及裝修費用、電力設備之工程經費，總計約9.7億元。 

2.營運成本：遠通自93年4月27日簽約，預估至96年5月為止，其營運成本之

預估包括：車內設備單元和IC卡銷貨成本；人事費用、行銷費用、行政管理費用、

電費、勞務費、加值手續費、IC卡銷售佣金費用、設備保險費、維修費用、人員

轉置費用、網路通訊租用費、客服中心營運費用、試用計畫費用、異地備援專屬

機房租用費以及折舊費用等，總支出約估6億。 

3.備標成本：由於缺少相關資料，僅知與建置成本相較之下較少（引自胡詩

敏，2007:31-35）。 

 

表 2-2 遠通電收投資工程費預估總表（新台幣） 

工程項目 計次建置總經費 計程建置總經費 工程總經費 

路側設施 479,330,596 3,032,830,620 3,512,161,216 

中心設備 463,414,007 24,532,668 487,946,675 

網路通訊設備 40,851,848 52,049,562 92,901,410 

車內設備單元裝機點 165,360,000 0 165,360,000 

加值點 144,235,200 0 144,235,200 

其他 308,613,687 664,156,028 972,769,705 

總投資金額合計 1601,805,328 3,773,568,878 5,375,374,206 

資料來源：胡詩敏，2007：35 

 

整體而言，財務成本容易進行量化，但是公共投資計畫負有公共政策任務，

在進行交易成本的考量時，除了考慮財務成本，同時必須評估其社會成本。然而，

在ETC的相關計畫書當中，未能發現民間或政府對於交易過程中的搜尋成本、監督

成本有明確的說明。民間企業以收益為主要考量，倘無誘因，則無法如同政府一

般關照社會大眾權益，政府部門有必要在公私協力的過程中，協助民間企業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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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業運作的一定原則。譬如ETC案涉及政府委辦機構向人民收費之事宜，除有

法律限制，主管機關也有公開進行說明的守則與標準作業流程，但是為了快速民

營化，並未將這些原則與方法逐一寫進契約內容，甚至並未向民眾進行充分之溝

通與宣導（董建宏，2007：26-27）。使得民間企業在參與公共建設後，其表現不如

以前。最主要的原因是資訊不足，以及缺少參與公共政策的專業知識，以致於政

策實施後必須反覆調整契約內容，財務計畫也必須更動。 

再者，ETC案在重為第二階段甄審的過程中，高公局雖有進行最壞情況之評

估，亦即全面回復人工收費，但是在這之前並未將額外的監督成本、協商成本和

意外成本算入。此外，ETC案主要的爭議在於技術與系統選擇的問題，台灣有能力

接手ETC計畫的個別民間企業並不多，也顯示公共建設與服務領域本身具有專業知

識以及公共利益的多面性與複雜性，這是結構性的問題。因之，委外經營的目的

應該在於引進更有系統的管理模式，透過交易成本的合理支出，使民間企業能夠

適應公共事業之參與。但就ETC委外經營政策而言，其委外化並非依據市場機制所

做的考量，而是在被動的情況下進行，缺少詳細而完整的作業評估，政府會計成

本亦無嚴密的評估與監督，導致政府沒有將完整的資料交給經營團隊，而民間企

業體也無法清楚了解過去政府處理的詳細情況，進而不能對其營運成本與模式進

行合理規劃與分配，最後高公局各部門還是必須承擔許多善後工作，並未達到委

外經營政府業務精簡的目標。 

ETC案在公眾關係方面的溝通成本，主要是因為不同行為者之間的交易成本有

所差異，致使組織成本與資訊成本較少的利害相關人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具有競爭

的優勢。反之，若其他利害相關人所掌握的資訊越多，決策者將難以忽視大眾的

意見或違反其利益（黃銘傑，1998：683）；在ETC案件當中，由於該議題具有高

度技術性與專業性，且委外經營的方式又並非大眾所熟知，在推動過程中，使用

者與一般大眾為了理解政策內容、取得相關資訊，勢必得付出許多成本；而具有

相關利害關係的其他組織與團體，因為原本就擁有相關的專門知識，可以節省大

量的資訊成本；甚者，部分利害相關者會藉由封鎖資訊來提高他人的資訊成本，

保有資訊而獲得更高的利益，例如擴大政策採納的機會，並減少反對勢力的影響。

例如在ETC推動過程中，微波與紅外線兩派不斷地透過媒體與說明會包裝自身的優

點，突顯另一種系統的缺陷，這就是一種資訊操作。 

當交易成本的理論應用於政策制定過程時，交易成本主要在於眾人獲取資訊



政府委外經營政策形成與執行作為之研究－以高速公路 ETC 案為例 

 36

的成本，以及人們結合成組織後，為維持組織運作與存續而必須付出的各種成本；

若這些成本能降至最低，甚至不存在交易成本，將使得眾人均得以自由地獲取有

關政策制定過程的資訊。當某一特定行為者或組織要求制定損及其他團體或公共

利益的政策時，將招致其他團體與公眾的反對，致使其無法達成目的。質言之，

在交易成本不存在的情況下，行為者所提出的社會資源配置方案若不能增進整體

的福祉，就無法被採納。 

民營化或委外經營的倡導者主張市場機制能夠帶來許多利益，卻經常忽略或

低估了交易成本的影響，使得公部門不願意透過委外經營提供公共服務。各國採

取委外經營模式的目的是希望減少政府支出，由私部門投資提供服務與商品。以

英國為例，其公私夥伴關係的建立，是在政府缺乏預算與管理能力的情況之下，

常用於基礎建設的提供（Parker and Hartley, 2003:97.），這使公私部門既有的區隔

產生結構性的變化，特別是在民營化或委外經營的初期階段，經常基於公私部門

彼此訊息不完全、資產不透明、訊息不對稱等情況而存在的交易成本，使得雙方

締約時均須承擔政治上的高風險與經營失敗的成本。因之，為降低交易成本，雙

方必須整合利益、建立信賴關係（Parker and Hartley, 2003:106-107.）。 

 

二、公共選擇理論 

（一）公共選擇理論之內涵 

以 Buchanan 為首的公共選擇學派（public choice）與其他論點的根本歧異，

在於公共選擇理論嘗試從個人的角度來探討公共性事務。公共選擇理論有諸多派

別，不同派別對於公共事務有不同的切入層面與關切重點，同一派別的不同成員

對問題亦可能有別。不過，研究者指出有五個假設仍為多數公共選擇學者所採用，

這些假設包括： 

  1.自利假設：如同個體經濟學假設生產者與消費者是自利的行為者一樣，公

共選擇理論也假設政治個體亦是自利的政治行為者，因此稱為自利假設。 

  2.個人主義：如同個體經濟學探討個別生產者與消費者，公共選擇理論的討

論主體也是政治家、行政官僚、政黨、利益團體、司法人員、群眾等政治個體基

本單位，被稱為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 

  3.最大化假設：如同個體經濟學假設生產者追求最大利潤、消費者也追求最

大效用，公共選擇理論也假設政治家追求最大選票、官僚追求最大預算、民眾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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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最大效用。 

  4.交換假設：如同個體經濟學假設經濟行為者之間的關係是交換關係一樣，

政治行為者之間也是一種交換關係。例如政治家透過法案或政策，交換利益團體

與選民的支持。 

  5.理性假設：如同個體經濟學假設個人的行為是理性的，公共選擇理論也假

設政治個體會理性地追求對自身最有利的目標，亦即政治行為者是理性的行為者

（王慶輝，2002：109）。 

公共選擇理論崛起的原因之一，是 Buchanan 對福利國家與凱因斯經濟學的批

判。凱因斯經濟學主張擴大政府在經濟活動的角色以解決社會問題，Buchanan 則

不認同這個觀點，因為政府干預有時會造成比市場失靈更嚴重的結果（王慶輝，

2002：108.）。福利國家的見解認為：政府的作為與不作為是為了達到公共利益，

與經濟市場中的交易過程一樣，在政治市場的決策過程中，也存在著需求者與供

給者，政府部門視需求與供給的情況，進行政策決定與法律制定（黃銘傑，1998：

682）。但是，Buchanan 主張政府是人組成的，人的行為動機是自利的。因此，公

共選擇理論預設政府也是自利的，在政治家與官僚政策過程中，其行為也是自利

的（蔡志笙，2006：66）：立法者的目標為「再當選機率的最大化」，決策者的目

標則是在資源的分配及使用上，傾向「預算極大化」。政府部門是否會通過法案、

制定政策等事項之決定，將以各該事項對其目標的影響為基準，再做出判斷（黃

銘傑，1998：682）。 

另外，公共選擇理論主張造成政府無效率的原因，亦包括下列因素： 

  1.相較於私部門可以從淨收入來判斷成長與否，官僚體系沒有明確的判斷指

標來衡量政策效率；而政府處於獨占地位，缺少競爭對手；再者，公共服務產出

難以進行單位成本的計算，使得官僚的效率不容易被評估。 

  2.政策的績效評估來源有偏差，由於提供分析數據的來源就是官僚本身，在

球員兼裁判的情況下，為了順利推動政策與擴大預算，政策的負面影響與效率可

能被隱瞞或掩飾。 

  3.無效率表現在無法停止已執行的政策，縱使成本擴大，爭議不斷出現，政

策卻因為既定預算的緣故而不能回頭（蔡志笙，2006：66）。 

  4.不斷擴大預算規模的結果，將使得政策結果缺乏效率或無效率，此即政府

失靈。雖然政府制度賦予了立法單位抑制預算擴張並提升效率的任務，但基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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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原因，仍無法解決政府失靈的問題： 

個人主義的假設方面，基於個人追求自身利益極大化的前提，Buchanan 認為

個人主義看問題有下列優點。首先，社會是由個人所組成，社會問題是由個人的

行為所產生，由個人的角度開始分析社會問題，較能掌握問題的基礎；其次，個

人是規劃與履行社會秩度與體系的最基本層次；再者，政治菁英或專家學者所揭

示的政策目標與發展方向，若不能得到個人的認同和支持，亦不具意義。但是方

法論上的個人主義可能產生的問題在於，以個人為單位獲致的結論不一定能適用

於整體，再者，過度強調個人得失，與公益的價值觀可能產生衝突。然而，有論

者主張公共選擇理論以個人為出發點並不意味著排斥其它理念或原則（熊秉元，

2002：130），而是強調政策由人所制定，應以促進人類福利為最終價值。 

交換關係的假設方面，公共選擇理論主張政策參與者之間的交換行為將形成

一個由利益團體與干預政府所構成的制度環境。以政府部門與利益團體的關係為

例，公共選擇理論主要透過四種經濟學的方法來研究相關問題，具代表性的學者

如 Olson 的利益團體理論指出，某些利益團體的有利是建築在其他利益團體的不

利之上，並從事非生產性的追求利得，長期將阻礙經濟成長；Stigler 的管制經濟

理論指出利益團體追求自利而造成政府管制，造成財富重分配，但是在重分配過

程中卻產生了社會無謂損失，也就是重分配類型政策的「零和」特徵；Becker 的

壓力團體理論主張：不同壓力團體互相爭取政治影響力的過程中，將造成社會損

失，而政府管制帶給生產者的利益，會激起納稅人與消費者的反制，以求降低損

失；Virginia 學派的競租理論指出：利益團體競相依賴特權爭取差別待遇，造成

競租（引自王慶輝，2002：111）。 

整體而言，利益團體因可提供立法者於選舉活動時所需的資金與工作人員，

且可動員其成員支持特定的候選人，成為立法者不可獲缺的支持團體；另一方面，

利益團體也會支持與自身利益一致的政策與候選人。在兩相權衡下，只要未嚴重

損及選民的期待，決策者或立法者有接受特殊利益團體的立法要求之傾向（黃銘

傑，1998：684）。因此，基於政府部門缺乏競爭，以及追求私益的傾向，公共選

擇理論論者反對國家過度干預與獨占，主張政府應解除管制並建立誘因機制。 

基於上述假設，公共選擇理論將政府失靈視為決策制定與政策執行的重要因

素，主張市場具有完善運作的性質，可以在政府失靈時發揮管理的功能，也就是

由市場機制代替政府機制以提供財貨與服務，並透過競爭機制來轉化為顧客的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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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度，降低施政成本、提高整體效率（李宗勳，2002：126）。這並非指涉市場機

制一定可以比政府部門提供更具效率的服務，重點在於是否擁有良好的競爭機

制。因為政府部門的主要任務，就是從事有關資源分配與再分配，或民間財富移

轉的事務；無論是立法過程或政策制定過程，都被視為一個「政治」市場，行為

者為了社會資源的分配或移轉，彼此激烈競爭。因此，公共選擇的核心概念，即

在探討所有參與者的動機與利益間的取捨平衡（蔡志笙，2006：63），經由制度的

設計與規範，將個別期望匯總為社會期望，並且反映政府決策。 

（二）公共選擇理論之應用 

Buchanan 關切的重點在於：為何公共支出的過度擴張對社會將造成威脅？他

主張政治家為了爭取最大利益，競相推出並承諾各種政策與計畫；官僚與民間企

業家亦同，各自競相爭取預算與顧客，造成供給過多，並產生競租、腐敗、惡性

競爭、經濟停滯等負面影響（王慶輝，2002：112）。因之，公共選擇理論主張由

民間部門提供公共財與公共勞務，是一種有效抑制公共支出劇增的方法，並提出

五種方式因應政治運作過程中產生的問題： 

  1.政府的管制：公共選擇理論強調制度設計，尤其是透過憲政法規，使社會

各部門知曉其權利與義務，有秩序地在架構中運作；另外，政府也可以透過強制

力量，透過處罰使人民遵守規範。 

  2.賦予財產權：建立私有財產的獨自使用、享受收入與自由使用的權限，可

以使資源的使用不致過度或浪費（減少提出短視近利的政策），進而減少交易費

用，並鼓勵個人積極追求更多財產。 

  3.內部化：根據經濟學理論，對製造外部成本的行為者進行課稅，補貼提供

外部利益的行為者。透過獎懲制度來促使行為者各盡義務並享受權利。 

  4.選擇性誘因：Olson 認為透過「選擇性誘因」，可以誘使「搭便車者」選擇

對社會負起責任，達成與政府行使強制力量相似的效果（Olson, 1965.）。 

  5.協商：為了解決社會中的問題，公共選擇理論主張進行協商，或制定出一

些共同遵守的規範來解決這些共同的問題（熊秉元，2002：131）。 

有論者指出，這些方法是否能真正解決自利造成的負面結果，仍有待商榷： 

第一、公共選擇理論一方面假設政府決策具有無效率的特徵，希望減少政府

干預，一方面又期待政府透過制度的建立來管制不當的政治經濟活動，兩者有所

矛盾；另外，我們無法判斷何種程度與內容的管制最為恰當；最後，倘若發生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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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失靈而失去管制能力，又應該採取何種機制來解決問題？公共選擇理論並沒有

詳加說明。 

第二、在各擁財產權的情況下，是否可能造成惡性競爭或無法合作；另外，「公

共財」是無法劃分財產權的，私有財產制度無法解決「搭便車」問題。 

第三、內部化的獎懲制度必須透過嚴密的執行與監督方能落實，為降低自利

的負面影響，卻增加交易成本當中的監督成本；倘執行不切實，社會將承受負面

行為帶來的影響，同樣也會增加政治經濟活動運作的成本（許世雨，2001：24）。 

第四、根據 Herzberg 的激勵保健理論，透過金錢與心理等誘因要求行為者負

起社會責任，其中物質方面的誘因屬於「保健」因素，僅能維持行為者的基本要

求，無法激勵行為者為更進一步的積極行動；不過，在委外經營過程中若發生政

策無效率、政策挫折的情況，則有可能連基本的需求都沒有達到。 

第五、協商固然具有必要性，但若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進行協商，例如 ETC

方案協商以及重為第二次甄審等過程，不但延誤時間，也增加了交易成本。 

Mueller 指出：「公共選擇理論，是以經濟學研究非市場決策，或是將經濟學

應用到政治學的研究。」（轉引自蔡志笙，2006：62）藉以說明透過民主決策方式

來決定公共財的產出與分配過程，解釋大眾為何選擇某一特定公共政策、預算結

構、租稅制度或社會福利制度。透過公共選擇理論解釋 ETC 政策的形成，將發現

該案中，行政部門藉著推動新興政策擴大預算，立法部門則透過預算監督機制加

以抑制，其結果亦使利益團體得到參與政策議程的機會；政策過程中層出不窮的

問題亦非政府各部門修正審議法規的速度能及，始發生政府失靈。 

一般咸認，公共選擇理論如果過度強調效率與效用，可能導致不重視公共服

務的其他基本價值，例如社會責任的實現、公平性、代表性與公民權利（李宗勳，

2002：121）。這是因為人性尊嚴、公平正義等概念並不能被輕易地計算並衡量；

但是陳敦源（2005：26）指出：「公共選擇理論對民主政治充滿批判理論精神的看

法，反而有助於提出適切的改革作為」，公共選擇理論雖然批判政府有預算極大化

的傾向，卻並未主張「無政府主義（anarchy）」，其主要目的是檢討政府施政，特

別是短視近利的政策；其次，公共選擇理論假設個體追求理性自利與效用極大化，

有論者指出這將導致私益與公益的衝突，妨礙了公共意識的運作，但是陳敦源

（2005：23）指出「去個人化」不一定有助於形成社會共識，反而有可能形成民

粹主義，公共選擇理論假設的理性自利，反而能夠促進公民針對交易成本與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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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等現實問題進行獨立思考，從而形成對政策的監督與改革。 

此外，公共選擇理論主張制度必須忠實反映個人的偏好，並非意味決策者只

是貪心的利益追求者。人們的行為動機有許多理由，其中「偏好」引導人們進行

「選擇」與「排序」。個人在做決策時，將選擇首要偏好的事物。只有個人的成本

（或損失）很低的情況下，才容易通過其他人相對利益的政策（蔡志笙，2006：

64）。因之，不能排除許多決策的產生並非基於個人的自利動機，而是著眼於團體、

組織整體的利益，以此為導向而進行各種行為（許世雨，2001：25）。 

另外，公共選擇理論忽略的一點是：利益最大化原則，同樣也適用在大眾身

上。在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下，資訊的取得必然伴隨著成本的增加，而群眾亦是為

自己利益最大化而行動的個人所組成，若要主動搜尋政府部門法案或政策走向的

資訊，必然是因為該法案或政策與自身有利害關聯，進一步言，搜尋相關資訊的

交易成本必須大於或等於因為支持或反對該政策所能獲得的利益，否則一般人民

將缺乏誘因去關心該項政策，更不會發起相關的行動（黃銘傑，1998：684），導

致公共性（publicness）受到損害。質言之，公共選擇理論雖然以解決政府失靈為

目的，在面對市場失靈的時候就無法發揮功能。Munger認為公共選擇理論係探討

人類社會現象最核心的問題：「如何建構與維繫調和個人自利與團體福利的制度」

（轉引自陳敦源，2005：6）。為降低政策可能產生的外部成本，則必須讓更多人

參與決策。但是討論的時間與過程亦隨之增加，將付出更高的集體決策成本，每

個政策參與者均須衡量理想與現實，選擇較可行的方案。 

 

三、委託代理人理論 

（一）委託代理人理論之意義 

委託代理人理論又稱代理理論。Adam Smith（1976）在國富論已提及所有人

和管理人的分離：「在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是在操作別人的資產，而不是管理人

本身的財產，就無法地預期他們像私人公司的合夥人一樣，能夠純粹為公司的利

益作打算」（cited from Jensen and Meckling, 1976:31.）。這是最早關於委託代理人

理論的概念。但是傳統經濟學將廠商的運作視為黑盒子，僅提出廠商的目標是達

到邊際效益與利益的最大化，並未解釋個體行為者之間的目標如何在衝突時達到

均衡的結果，造成理論上的限制。 

Jensen 和 Meckling 進一步提出經營者的委託與代理問題：由於公司並非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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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個體，而是由數個利害關係人所組成，包括股東、債權人、管理當局、公司員

工、消費者、供應商、政府機關、金融機關等，所有權和經營權實際上是分離的，

名義上公司為股東所有，但實質控制權是由公司的管理者所掌握，彼此以契約約

束行為，但因其所承擔的風險不同，便會產生代理問題（許文吉，2006：6-7）。

為防止代理問題發生，必須建立一套制度來監督股東與管理者之間的關係，其相

關費用包括評估代理人表現的成本；設計剩餘索取權以補償代理人，並提供誘因；

實施監督規則或政策的成本；還要承擔代理人無法將委託人的利益極大化的風

險，或是損失的可能。這是因為委託人與代理人對於目標和風險的態度具有結構

性歧異，從而形成代理成本（Jensen and Meckling, 1976:32.）。 

Jensen 和 Meckling 藉由探討廠商所有權與管理權的分離，強調所有者和管理

者之間契約的重要性（Jensen & Meckling, 1976: 1.），為了使所有權理論更有條

理，通常假設資產的使用必須根據委託人的目的，倘若代理人背棄職守，就違反

了所有權的結構。早期代理文獻強調在簽約前須注意代理人執行契約可能產生的

危機（Williamson,1985: 27.）；Jensen 則提出較為積極的代理理論，透過契約環境

中的影響因素，例如：資本的強度、資產專門化程度、資訊成本、資本市場，內

部與外部勞動市場等項目和各種監督成本進行互動，再決定契約的形式，透過法

規和契約，提供誘因和動機，降低代理成本（Jensen and Meckling, 1976: 72.）。 

（二）委託代理人理論之特性 

代理問題的本質是所有權人（委託人）與管理者（代理人）之間目標的歧異。

委託人需要代理人代為處理資產，而代理人確信可以從委託人那裡取得報酬。理

想的情況是，雙方簽訂完全契約，明確記載雙方的利潤在各種情況下如何分配。

但是代理理論假定代理人比委託人擁有更多的資訊，因此會有逆向選擇與道德危

機的問題（李宗勳，2002：131）。 

首先，逆向選擇是指人類決策無法觀察到的資訊、信念與價值，Akerlof（1970）

以中古車市場為例，將逆向選擇理論的概念引入經濟學，由於買方和賣方對舊車

市場的品質資訊不對稱（asymmetric information），由於委託人（即買方）不知道

交易標的（即中古車）真正的價值，成為交易過程中最具有風險的一方，因此不

敢出高價，使得代理人（即賣方）不願意出售好車，產生「劣幣驅逐良幣」的惡

性循環，也就是「逆向選擇」，導致市面上沒有好車可以買賣。再如，若政府制訂

出一項委外經營政策，參選廠商或民眾會對該政策進行篩檢，此時若沒有擬定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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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措施與甄選標準，則委託人（即政府）不知道誰才是真正優秀的廠商，也就不

敢付出較高的委辦費用，使得優良廠商因無利可圖而不願意參與委外甄選，導致

參選者可能都是品質較差的廠商。質言之，基於有限理性與資訊不對稱，委託人

經常無法依據代理人的能力而給予對等的報酬，若代理人體認到這種情形，就可

能不會展現他們實力與忠誠度（李宗勳，2002：134）。因此，委託人對代理人可

能出現的逆向操作有監督責任，例如在二手車市場中，業者透過廣告與售後服務

等方式來提供消費者訊息、加強消費者的信心；而政府委外政策則可透過「契約」

調和委託人與代理人的關係，亦即代理人認真履行工作，委託人須給付代理人一

定報酬，尋求雙方效用的極大化，也就是所謂「雙贏」的局面。 

其次，道德危機是指代理人基於資訊不對稱而怠忽職守，是逆向選擇所產生

的後果。除人類的理性限制了資訊完全獲得的可能，代理人也可能刻意製造資訊

不透明的情況。例如，為了克服過高的談判與協調之交易成本，公司的管理權通

常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投資者往往無法獲得準確可靠的資訊，很難對投資做出正

確的判斷，而管理者掌握公司完全的資訊，卻因為投機主義而藉由資訊不揭露或

揭露不完全，來欺瞞投資者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傅迺婷，2003：30），進而產生規

避或取巧的行為。在委外經營的過程中，廠商對於承辦的業務有更切身的認識以

及專業認知，比政府部門擁有更多的資訊，在競標過程中可能為了控制成本，以

較為低廉的產品或服務來參與競爭，而缺乏資訊的政府部門則有可能做出對自己

不利的選擇，此即逆向選擇；在執行過程，政府部門亦有可能基於監督所需付出

的人力與財力過高，無法徹底進行契約的管理，使得承辦廠商可以隱藏己身的錯

誤或不足，違背契約內容，這就是道德危機。 

在實際應用上，行政部門應注意：第一、由於委託人與代理人整體的協調互

動過程將產生相當多的交易成本，因此必須考慮代理人的資格、政府的控制能力、

交易成本與設置停損點等，確保政策的實質績效；第二、行政部門對委外項目仍

應具備足夠的專業認知，例如 ETC 案的招標文件被廠商指為不夠明確，導致契約

項目難以達成政策目的；第三、委託人必須在事前分析委外項目的誘因與政策目

標的需求，設計相對應的契約機制，但是行政部門常常未能提供足夠的誘因，導

致施政結果不符期望。例如交通部在 ETC 政策受到立法部門、其他參選廠商與民

間的抨擊時，使用權力上的優勢強迫遠通接受不合成本效益的條件，反而導致締

約夥伴產生不信任的態度，也增加了道德危機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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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透過「共同治理」建立參與者的互動關係 

委外經營的運作涉及不同參與者之間的互動，在實際的運作上，甚難透過單

一理論來描繪其全貌，但是透過分析委外經營的理論基礎，對於政府委外經營政

策有聚焦的功能，在複雜的事務與關係中尋找進行委外經營應注意的重點。 

 

表 2-3 委外經營基礎理論重點彙整表 

名稱 核心內容 應用於委外經營政策的方式 

交易

成本

理論 

強調交易時產生的成本，包括事前成

本（搜尋與訊息成本、協商和決策成

本、簽約成本）與事後成本（監督成

本、執行成本）。 

在委外過程中，可以透過制度與契約

的設計減少交易成本，建立信任與承

諾，避免投機主義與道德危機。 

公共

選擇

理論 

假設行為者為理性自利和追求效用極

大化的個體，針對交易成本與溝通效

益等現實問題進行獨立思考，從而形

成對政策的監督與改革。 

行政部門對內應尋求建立以專業與

責任為核心的誘因機制；對外應尋求

解決搭便車與獨占等情況，提供誘因

與規範機制。 

委託

代理

人理

論 

代理成本主要是指基於逆向選擇與道

德危機所產生的評估成本；監督成

本；承擔風險或損失。 

透過契約規範委託人與代理人的關

係，減少代理成本；例如設計剩餘索

取權，提供廠商足夠的誘因，激勵代

理人努力達成政策目標。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Jensen and Meckling, 1976.；Williamson,1985.；王慶輝，

2002；李宗勳，2002） 

 

委外經營政策並非政府用以卸除責任的機制，李宗勳(2002：121)指出： 

政府應該學習如何成為聰明的購買者(smart buyers)，能夠「知道自己想

買什麼，也必須知道商店在那裡，以及可以買什麼與何時可以買賣」。 

 

交易成本理論強調控制成本的重要性。若將該理論應用在委外經營的契約關

係當中，政府部門可透過契約的設計，尋找交易成本較低且更具效益的運作機制；

現行委外政策更應注意契約中是否將搜尋與訊息成本、簽約成本、監督成本與風

險等與生產無直接關係的各項交易成本，納入決策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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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選擇理論主張個人具有自利、理性的特徵，若使用該理論解讀政府施政，

將得出政府各部門亦有追求私益傾向之結論，導致政策規劃的過程中，容易出現

資源分配不當的情況。就 ETC 政策的制定過程而言，立委劉文雄即指出交通部與

國營企業有壟斷 ETC 參與機制的問題，同時又發生了中華電信公告招標金額高於

預算金額的插曲（立法院公報處編，2002：50）。部分立委因而主張政府不應該全

盤主導 ETC 案，以公共選擇理論的目的而言，就是要求政府減少干預、透過委外

經營制度讓民間機構參與政策；不過，公共選擇理論並不能成為解除政府責任的

途徑，為了調和私益與公益，必須建立具有公平性、代表性的政策運作制度，以

減少政策外部性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委託代理人理論的本質在規範委託人與代理人的契約關係（李宗勳，2002：

129），透過雇主與代理人之間建立誘因機制，使代理人願意分享責任，盡可能抑

制反向選擇和道德危機將帶來的負面影響。透過雇主與代理人雙方簽訂契約，並

在契約中註明雙方之權利義務關係（莫永榮，2004：79）。在委外經營的過程中，

行政部門作為「雇主」，首先必須針對委外項目的性質制定競標方式並分析成本；

其次在訂定招標文件與契約時，必須秉持專業以降低資訊不對稱造成的問題；在

執行階段，亦須透過履約管理機制，用來監督整體產出效率與品質是否符合契約

的期待。 

上述三個理論雖然有各自強調的核心概念，但是在實際應用上，均強調參與

者之間的溝通與協調，力求各方對權利義務的分配具有一定的共識，才能誘使參

與者進行合作。換言之，三個理論都主張透過規則的運用，來影響個人的行動與

選擇，使人們在面臨的問題情境中進行抉擇，並且對問題加以管理。但是委外經

營必須視案件內容來設計管理機制，以 ETC 為例，其中涉及交通、通信、金融、

科技、法律各種議題及其相互作用產生的結果，範圍極其廣闊，並非單憑行政機

關一己之力所能駕馭，尚須得到契約夥伴、使用者、司法機關、立法機關的「協

力治理2」，由行政機關整合相關資源，尋求政策參與者和利害相關人的共同利益、

共同問題及共同需要，依據這些共同點逐漸產生共同意識的凝結與集體行動，進

行「共同治理（co-governance）」（李宗勳，2005：2）。共同治理是 Kooiman 在《將

                                                
2
協力治理是強調過程、權力互賴與共同治理，注重輔導與授能的領導方式，勇於面對風險的任事

態度，以產生「合超效應（synergy）」（李宗勳，2005：1），亦即團體合作的結果將會大於個體的

總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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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關係當作一種治理》（Governing as Governance, 2003., 轉引自李宗勳，

2005：9）乙書中所提出的治理模式，強調透過「共同參與」整合多元社會中的各

種行動與目標、以「共同出力」進行相互支持與認同接納、以「協調融合」的方

式來溝通與規範彼此共同的利益、經由在行為者的動機面與結構面之「共同安

排」，使用各種治理工具與來安排行動者之間的治理關係。 

本研究將採取共同治理的概念，論述 ETC 委外經營政策過程中，利害相關人

之間的參與和互動之情況。在委外過程當中，通常只有行政機關和廠商有契約關

係，沒有參與契約的立法部門、學術界、產業界與廣大民眾若欲表示意見或保障

自己合法的權益，應要能該透過共同治理的機制來參與政策，尋求共識。這就是

在上一節所提及「公私協力」的核心概念，強調各界基於相互認同的目標，在不

同行動者間建立「協力夥伴」（collaborative partnerships）的動態「互動」關

係（李宗勳，2005：2），透過合作以彌補單一部門對委外議題認識的不完全、握

展審視問題的視野、整合相關資源、建立互惠關係、增強互信與尊重，其目的則

是創造更大的外部效益與社會利益（劉憶如等，1999: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