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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所有民主國家都遭遇到「預算減少」與「需求增加」的雙重困境，台灣自不

例外，所幸在政府面對左支右絀的窘況時，我民間社會在解嚴之後也迸發出一股

豐沛的創新力，因此政府便亟思運用此一新興力量，使國家內部不同機制(政府、

企業、非營利組織)的職能可進行重新的設計，這些新的模式或技術，除了近年

學界常論及的內部績效管理制度變革1外，另外更具策略性的改革方向，則是著

重不同機制間功能的重新調整2，將傳統上屬於公部門的服務，透過外包及競標，

轉由公司或非營利組織來提供，以便使政府能以較少的預算，或運用非政府的專

業的人力，甚或由民間提供土地等物理資源，使民眾得到更佳的服務3。本研究

中，將傳統上屬於公部門的服務，透過「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以下稱促參）

的方式，轉由企業或非營利組織來提供，更是目前所關注的焦點。 

據統計，促參法實施後迄二○○六年底止，各地方政府辦理促參案件之民間

投資金額以台北市政府的四百多億元遙遙居於第一位，而由於中央政府所在地及

較高素質的公民，台北市政府所面對的預算不足及民眾需求高漲的雙重困境，較

國內其他地方政府更是過之而無不及，也因此，市政府在各機制間更大範圍、更

彈性的功能調整，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是解決困境的當務之急。既然促參壓

力較其他縣市為重，而促參規模較他縣市為龐大，可預見渠推動促參政策時所面

臨之各項問題應較其他縣市更早出現，因此，若由台北市作為研究的起點，研究

成果將可產生政策擴散的價值，未來可供其他縣市做參考。 

另根據本研究統計既有促參文獻4，目前所完成之研究亦以台北市 8 筆為最

                                                
＊
 國立台南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助理教授，wuchuanghsien@gmail.com。 

1 例如，英國的「財務管理改革法」便要求：（1）各級政府及其所屬單位均須備有目標的明細表；

（2）各單位活動與方案所配置的成本必須明確；（3）所提出的績效指標與生產衡量標準，必

須能夠被有效運用於評估目標的達成（Carter, Klein & Day,1992:5）。紐西蘭則是通過政府組織

法（the State Sector Act）大幅改變公部門人事制度，使各單位擁有自己的績效薪資及彈性僱傭

制度。 
2
 澳洲的「財政暨行政部」（Department of Finance and Administration）便鼓勵聯邦政府各部門盡

可能採取簽約外包，以競標的方式（即 CTC）來提供公共服務（孫本初，2005：75）。 
3
 生產的要素有四項，分別是：人力、資本、土地及企業才能（或稱企業家精神）（張清溪等，

1995：268）。本文所謂不同機制間功能的調整，便是前三項要素由政府提供轉向民間提供的過

程。以「簽約外包」為例，便是政府提供資本、土地，而民間提供人力的模式。依此邏輯，政

府若有需要亦可更大幅度地將資本或土地等生產要素轉由民間提供，這些模式便是各國時興的

BOT、OT 等方案，在某些情況下，政府甚至只負責法規的鬆綁，而生產公共服務的人力、資

本、土地等則均由企業所提供。 
4
 有關相關文獻之統計整理，文後有更近一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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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高於第二位高雄市及桃園縣的 6 筆、第三位的台北縣 4 筆，其他縣市差距更

大。另睽諸市府引進民間生產要素的歷程，可發現市府為有效規範相關「促參」

案例，「台北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以下稱管理條例）」早於一九七二年通過，

一九九八年再通過「台北市市有財產委託經營管理自治條例(以下稱委託條

例)」，而市府第一個促進民間參與的個案早於一九七五年開始，便與麗晶開發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共同開發台北麗晶案，嗣後尚有一九九七年引進台北國際金融大

樓股份有限公司建設的台北 101 案，前述兩法及個案，均先於中央二○○一年頒

布的「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以下稱促參法）前通過或實施，截至二○○七

年為止，累積個案更已達 148 案（詳見表一）。因此，台北市政府擁有數量較多

的可供研究的個案，且許多個案歷史悠久，可提供更多的促參細節。 

 

表一、台北市政府依不同法規辦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數統計表（96.4.30） 

辦理模式 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

設法」辦理 

依其他相關法規辦理 總計 

BOT 4 7 11 

BOO 0 0 0 

ROT 1 0 1 

OT 5 131 136 

總計 10 138 148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雖然促參政策的推動，在理論上似乎可解決當前的政府困境，然而，台北市

政府的經驗證明，由於促參政策所參與的各方合作對象目標迥異，行政與立法、

政務官與事務官、政府與企業間常生衝突，甚至因牽涉利益龐大，促參業者常有

遊走法律邊緣，甚至產生貪污腐敗現象。例如：東森集團所經營之小巨蛋設施，

便因涉及圍標並於經營期間諸多違約事項，而由市府接管來收場（曾慶勇，

2007）；溢登公司經營公園游泳池亦因合約期內遭逢旱災、SARS 影響收益，在

虧損下不願如期歸還經營權予市府，最後對簿公堂（蔡依蒨，2007）；柏泓公司

依照 BOT 方式辦理之街道家具案，因多次延宕而引起民怨（陳信良，2007）；北

投纜車招標案，前內政部次長顏萬進及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長蔡佰祿因收受賄

賂而判徒刑（中央社，2007）。這些案例，輕則使促參政策被民眾視為效率不彰，

重則污名化為欲規避採購監督所採行的手段，使政府執行能力屢遭高度質疑，甚

至出現停止推動促參之輿論（曾彬凱，2007：42），為何在幾年前被視為萬靈丹

的促參解藥，近來迭生爭議，飽受批評，背後原因實值吾人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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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研究方法及途徑研究方法及途徑研究方法及途徑研究方法及途徑    

     一一一一、、、、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以往促參研究多採用文獻分析法5，為能在既有的研究上更細緻化，本文在

研究方法上採取以下的作法。首先，本案選擇特定地區（台北市政府）為研究範

圍，進行案例的搜集，其次，除了二手文獻資料以外，本研究尚進一步蒐集一手

文獻，特別是對利害相關人進行訪談，希望最後能對既有的促參案例中，各方的

立場以及結構互動因素如何造成最後的結果，做出理論性的分析。 

本研究捨棄採取封閉式問卷的量化研究方法，而就質化的深度訪談法，最主

要的原因乃因本研究的部分內容（例如文官的官僚慣性、政務官的民意考量、促

參參與者的自利行為等），將涉及政治利益的算計及經濟利益的考量，若非在較

隱密的深度訪談之下進行無法獲得資訊，因此，本研究除非受訪人員同意曝光，

否則均基於保護當事人的原則採匿名處理。 

由於本研究希望透過深度訪談來了解促參政策當中各種代理人的行為模

式，因此深度訪談對象必須符合多元性。筆者訪談對象包括市議員、政務官、文

官、顧問公司、記者、學者、促參業者等共 16 位（訪談名單如附件一），透過開

放式訪談後取得資訊後，經比較個案方法整理訪談稿，最後彙整出結構性的內容。 

 

 二二二二、、、、研究途徑研究途徑研究途徑研究途徑 

（一）分析代理人結構的傳統：代理人理論分析 

在公共政策越趨專業化的時代，民主國家為能更有效率地解決問題，透過授

權機制將權力委託代理人行使，使公共政策的運作成為一連串的代理人所構成的

結構，包括：民選政治人物基於再選（reelection）的考量，必須努力達成選民托

付，因此將任務授權具經驗累績效率的行政機關（Epstein & O’Halloran, 1994；

陳敦源，2002：81），而行政機關內部又有政務官與事務官之間的代理關係，而

官僚體系面對更為專業的事務，也必須以契約方式委託民間企業承辦，這也是另

一層的委託與代理人關係（陳敦源，2002：81）。 

在這些層層代理人的關係之下，傳統學界最關心地，便是其間所發生的「代

理人」問題。學界常以「委託-代理人理論」（Principle-Agent theory）對該問題進

行分析，該理論認為委託代理關係是以追求「分工效果」和「規模效果」為目的

（翟林渝，2005：40），但基於：1.代理人也是一個具有獨立人格的經濟人，他

的目標是最大限度地滿足自己的欲望，而不會是無條件地為他人服務，以及：2.

委託人與代理人之間存在著嚴重的信息不對稱性，這種信息不對稱性來源於委託

                                                
5
 由蒐集資料方式進行分析，可發現即便促參文獻以個案研究法居多，看似希望由個案當中獲得

一手的經驗資料，但細究之下不難發現研究方法卻仍以二手文獻分析為最大部份，僅少數研究

係透過深度訪談取得個案研究資料。相關分析請見：吳宗憲，2009.5.23，多元代理人下的台北

市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政策，2009 台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 (TASPAA)「全球

化下新公共管理趨勢與挑戰－理論與實踐」研討會，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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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對代理人的行為條件稟賦的觀察不可能性，因此導致現實生活中「代理人忠實

地服務於委託人」這一假設，是很難滿足的（翟林渝，2005：41）。 

    另外，雖然學界常將代理人問題分為「道德危機」（moral hazard）以及「逆

向選擇」（adverse selection）兩種型式，但是總結其精神，代理人問題便是自利

的個人透過資訊不對稱的結構，在謀取個人利益時傷害了委託人的利益（Jensen 

& Meckling, 1976; Fama, 1980; Fama & Jensen, 1983）。 

 

（二）本研究分析代理人結構的途徑：交易成本理論分析 

如前所述，代理人的結構，令人很自然地援引「代理人理論」做為分析途徑，

於是關注的焦點就容易聚集到政府代理鏈結構中的代理人弊病，如：不理性地擴

大預算、競租、貪腐、行政怠惰、隱瞞績效訊息等。 

的確，上述種種行為影響公共利益甚鉅，然而，若由另方面分析，由於代理

人結構同時必然涉及委託人選擇「交易機制」的問題，而以慣常分析「機制」的

「交易成本理論」（Coase, 1961; Williamson, 1975, 1985, 1999; Moe, 1984; Lake, 

1996；North 著，劉瑞華譯，1990）觀察公部門的治理，則會發現，代理人問題

所造成的成本，只是選擇機制時所會產生的成本之一。或許某交易機制造成較高

的代理人成本，但由於該機制造成的治理成本較低，相加之後的總交易成本反而

是最可欲的方案，因此，以交易成本理論來分析委託-代理人的授權結構，毋寧

是較好的選擇。以下，吾人援引 Lake（1996: 13, 1999: 41）對交易成本理論的闡

述，應用到交易機制的選擇中。 

首先，渠以圖表來說明不同交易機制帶來的不同成本分析。渠根據「市場形

式的治理結構之階層數較少，廠商形式的治理結構之階層數」的概念，建構了「相

對關係」（relations）的光譜（continuum），一端為高度「無政府階層關係」（anarchical 

relations），另一端則為高度的「層級節制階層關係」（hierarchical relations）。而

本研究中委託人選擇機制的行為（contracting）便是種交易，而交易成本分為「機

會主義預期成本」（expected costs of opportunism）以及「治理成本」兩者。機會

主義意味著「以詭譎狡詐的方式尋求自利」（self-seeking with guile）的行為，是

所有行動者普遍具有的特性。治理成本則為行動者在創造與維持關係的過程當中

所需付出的成本。 

因此，交易成本越高，對委託人而言，自然越為不利，故行動者必須採取一

切可能的措施去降低必須付出的交易成本。當機會主義的預期成本越高時，行動

者為能降低此成本，越會選擇相對而言較為傾向層級節制的治理結構，即往連續

體的左端移動。如圖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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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吾人再根據不同機制的成本的累加，來說明以「交易成本」來選擇「交

易機制」的弔詭兩難。越是傾向層級節制的交易機制，委託人所需付出的治理成

本越高，為減輕委託人的負擔，他們會尋求將交易機制從連續體的層級節制端往

無政府階層端方向移動，越是傾向無政府階層的交易機制，委託人所需付出的機

會主義預期成本越高，為減輕委託人的負擔，他們會尋求將交易機制從連續體的

無政府階層端往層級節制端方向移動（傅岳邦，2007：68-69）。 

從以上的關係光譜來看，機會主義預期成本與治理成本似乎是兩個相對立的

概念，若耗費於治理上的成本不足時，機會主義的預期成本就會提高，為了減低

機會主義的預期成本問題，則必須提高用於治理的成本，因此，完全的層級節制

或者完全的無政府階層關係，對委託人而言，均非降低成本的最佳選擇，最佳選

擇應為完全的層級節制至完全的無政府階層關係中的任何一點，究竟是置於何

點，則需精密的交易成本分析（相關概念請見圖二）。也因此，委託人所適用的

最佳交易機制並非恆久不變，應根據對交易成本的權衡而有所取捨。 

交易成本理論學家 Coase（1937）將交易機制分為市場與層級兩種；而

Williamson（1991）將交易的機制分為完全經濟市場交易、完全組織層級交易、

混合形式之治理機制；或者 J.Hennart（1991）區分的價格機制或層級機制，不

管其名稱為何，以交易成本來選擇治理模式的兩難問題，與 Lake（1996, 1999）

所描述者並無二致。 

 

 

 

 

 

 

 

 

無政府階層關係                           層級節制階層關係 

圖一、交易成本觀點的關係光譜 

資料來源：傅岳邦，2007：68。 

機會主義的預期成本  高---------------------------------------------------------低 

治理成本            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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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的最低交易成本概念出發，吾人認為，對台北市民而言，最佳的利益

所在，便是在層層的「代理鏈」當中，找出一個交易成本最低的代理人運作制度，

該制度可以降低各代理人（政務官、公務員以及參與廠商等）所帶來的機會主義

成本，但卻又不至於使得治理成本過高。 

 

參參參參、、、、台北市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政策的台北市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政策的台北市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政策的台北市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政策的概況概況概況概況 

將民間的各項要素引入政府建設的作法，我國直至二ΟΟΟ年促參法通過

後，方建構出全面性的制度，但台北市政府在預算不足及民意的壓力下，多年前

便亟思引進民間參與投資之方案。傳統上，政府於擬定公共建設計畫案後，便直

接由政府編列預算，進行公共建設，但台北市政府在擬定公共建設計畫案後，乃

先就民間參與投資之三大面向進行可行性評估，包括技術、法律、土地取得評估

和環境、交通影響評估，以及財務可行性評估，若該公共建設屬準公共財或經濟

財，則市政府便積極推動民間參與。 

而為能順利促進民間參與，市府更早於一九七二年便通過管理條例，另於一

九九八年通過委託條例，而台北麗晶案與台北 101 案更先於中央二○○○年頒布的

「促參法」前通過前便已執行。雖然之前促參案件所適用的法令未如之後的促參

法來得完善，諸如民間參與中的相關採購、設定地上權等工作尚需依據彼時其他

相關法令6配合，方能順利進行。然而，這表示，市政府若欲引進民間生產要素，

並非只能依據行政院所頒布的促參法辦理，且尚能透過「促參法」實施前便已通

過的相關法令辦理7。 

                                                
6 嗣後 1998 年通過的「政府採購法」、2002 年通過的「台北市市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實施

要點」及 2005 年通過的「台北市區段徵收土地標售標租及設定地上權辦法」等法令方始採購

及設定地上權等措施之適用法令更為完善。 
7 有關台北市政府推動促參政策所適用的促參法以及之前的法律，期間的比較，請見吳秀光、吳 

  宗憲（2008）。台北市政府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政策之研究。政策研究學報，第 8 期。 

無政府階層關係      最低交易成本之機制        層級節制階層關係 

圖二、最低交易成本概念圖示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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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台北市政府實施促進民間參與政策以來，產生頗為可觀的經濟效益，以

BOT 案的效益而言，總共促進民間參與投資金額達 1,280 億元，收取權利金達

365.5 億元，每年可收取租金 7.46 億元，創造就業人數達 22,400 人，OT 案則促

進民間投入 2 億 6,759 萬元，增加商機 52 億 9,792 萬元，節省經費達 26 億 2,200

萬元，共節省人力 4,592 人，服務市民人次更達 942 萬人次（台北市政府，2007：

10）。 

 

肆肆肆肆、、、、多多多多重重重重代理代理代理代理鏈鏈鏈鏈下的交易成本分析下的交易成本分析下的交易成本分析下的交易成本分析 

在本節中，吾人彙整深度訪談所獲得之結果，謹以代理鏈的架構，結合前文

Lake（1996）的交易成本模式，來分析多重代理人（包括市議員、政務官、事務

官、促參廠商）所做的治理機制選擇及其導致的後果。 

一一一一、、、、市民市民市民市民對對對對市政府市政府市政府市政府的的的的交易交易交易交易機制機制機制機制選擇選擇選擇選擇及其結果及其結果及其結果及其結果 

（一）新的交易機制 

1.市議員僅具間接監督政務官代理人的機制 

根據促參法規範，行政機關對於與民間合作促進公共工程之辦理，有權力自

為決定，毋須經過立法機關審議。而此前適用的法律，在委託條例第五條則規定：

委託機關若就個案給予補助者，須送市議會依預算程序辦理，條例第六條亦規

定，除非委託經營未涉及組織員額裁併且財產價值未達新台幣一億元者或本自治

條例修正前已實施之委託經營案件，其他市有財產委託經營管理案件應由委託機

關擬定委託計畫或要點，由市政府送請市議會審議同意後實施。由此可知，適用

促參法案件便不用經議會審核預算，輔以促參合約簽訂通常是很長的時間，議員

欲干預並不容易（受訪者 B），等於削弱了市議員對促參案件的涉入程度，從

McCubbins & Schwartz（1984）的分析來說，市議會對市府的監督，便由「巡邏

隊」(Police Patrols)轉成為「警報器」（Fire Alarms）。也因此，促參法的限制，使

得議會僅能對促參案所涉及的都市規劃、商業管理、環評規定、文化古蹟（受訪

者 P）等面向進行監督，至於手段則如削減部門預算（受訪者 M，受訪者 K），

或影響民間團體的評鑑績效（受訪者 K）藉以造成市政府的壓力，達成間接監督

效果（李建昌議員，受訪者 P，受訪者 L）。亦即，民眾原來所依賴的代議結構

的交易機制，由傳統的層級節制階層關係，向無政府階層關係的方向移動。 

2.市民控制政務官代理人的交易機制 

對市府的政務官而言，促參法降低了市議會監督的強度，這代表渠等必須完

全對市民負責，負責的方式，則是市長週期性的「選舉」輪替，亦即，市民對政

務官的監督方式，呼應近年來大行其道的「政府績效管理」（孫本初，2001：142），

由「過程監督」轉變為「結果監督」，由「依法行政的邏輯」轉變為「成果導向

的課責」方式，交易機制由傳統的層級節制階層關係，向無政府階層關係的方向

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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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新監督機制的結果 

1.市民承擔的治理成本 

我國促參法設計代議士不得介入促參案件執行，目的是希望降低代議士在監

督過程帶給民眾的治理成本。此處所謂的治理成本，一是代議士先天結構上的「無

能」造成的治理成本，二則是代議士自利動機「不願」監督市政府而造成的治理

成本。 

首先，因為議員不像政務官擁有大批經驗豐富的行政幕僚，因此無法像行政

部門擁有的龐大的促參政策資訊庫，也因此，在結構性上本來就確實存在資訊不

對稱問題（李建昌議員），不可能面面俱到進行全面性監督，因此傳統偏層級節

制階層關係的交易模式增加了治理成本，卻無法有效防止市府的機會主義行為，

既然議會監督功能不彰，也因此促參新制度採取無政府階層關係的交易模式，可

以降低議會進行審核時的治理成本。 

另外則是議員關説造成的治理成本部分。在許多地方政府，議會造成的治理

成本，多顯現在「關說」等競租行為影響行政效率（受訪者 P），造成促參政策

的失敗（受訪者 I、受訪者 K、受訪者 N），然而，促參政策在不同地區，面臨的

是不同程度的關說問題。本研究受訪者咸認為，台北市因市民素質較佳，對市政

較為關心，市政透明度也較佳（受訪者 D 便表示促參案均需全程錄影），基本上

官員受到關說的壓力較小（受訪者 E，受訪者 D），議員僅能在合法的程序內關

心促參案，在規劃內容、糾正程序瑕疵、回饋金額度設定上進行監督（受訪者 D），

因此，採取偏層級節制階層關係的治理模式，因關說增加的治理成本並不大。 

然而，在市府的經驗中，實際問題反是因偏無政府階層的治理模式，排除了

議員在促參案當中的直接監督，由於都市地區的議員慣於透過誇張的訊息傳播爭

取媒體曝光機會（受訪者 P，受訪者 K、受訪者 L），揆諸事實，吾人確發現議

會自行披露的促參弊端極少，多半係媒體披露之後，市議員方召開記者會大肆批

判行政部門的政策失當8，在資訊紛陳的狀況下，因此反而增加了市民辨別資訊

的治理成本。因此，對台北市民而言，促參法規範市府推動促參不再需要議會的

直接審議，將交易模式偏層級節制階層關係轉為無政府階層關係，由非但沒有減

少治理成本，反而治絲益棻。 

                                                
8
 議員質詢多在媒體批露促參缺失之後才進行，案例包括對東森經營小巨蛋的質詢、對柏泓興建 

  家具街道的質詢、對儷山林公司辦理北投纜車的質詢等，相關訊息可見中央社(2007)。 

北市議會民進黨團籲開臨時會 追究小巨蛋案取自

http://www.cna.com.tw/SearchNews/doDetail.aspx?id=200706260147、台視新聞(2007)。 

小巨蛋違規 馬英九縱容東森？小巨蛋弊案 市議員批郝護馬取自

http://www.ttv.com.tw/096/06/0960621/09606214710409L.htm、台北市議會議員新聞中心陳孋輝

市議員(2007)。 

柏泓媒體綁架郝市府！取自 http://tccpub.tcc.gov.tw/media_list/news.jsp?pageno=44&sch_text=、

自由電子報(2007)。 

解約未撤廣告 捷運被轟圖利取自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7/new/oct/19/today-taipei7.htm、NOWnews(2007)。 

纜車案／圖利包商？市議員：新工處刻意逃避環評取自

http://www.nownews.com/2006/07/21/91-1968846.htm 等新聞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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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民承擔的機會主義成本 

在促參法通過之後，市府推動促參案將不需經過議會直接審核，除非規模比

較大、有新聞性，有利害關係的案子，議員才會透過間接的方式進行監督（陳玉

梅）。並且，因為市政府在簽訂促參契約後擁有「保密協定」的尚方寶劍，渠等

更有理由拒絕將資料主動提供議會（受訪者 K），即便提供，形式上也是「要一

件给一件」（受訪者 L）。因此，議會的實質監督功能著實有限，對政務官的監督

機制由過程監督轉向成果監督，市民考核市府的機制便剩下政權輪替的選舉制

度。 

由於政務官所最關注者為連任的政治目標，因此為能達到選票極大化，政務

官必然擴大任內辦理促參的成功形象，然而，由於大型促參建設曠日費時，政務

官卻有其任期，因此最終的成敗未必由政務官負責，也因此產生政務官「匆促開

始促參政策」的行為，只為了促參案能在任內風光開張，展現政績，舉例而言，

受訪者 F 便表示渠所負責的促參案，政務官便會刻意將幾個重要工程時間點，壓

在選舉之前落成剪綵，藉此爭取選票支持。另外，受訪者 N 亦表示，當初邀請

渠所屬公司參與促參時，連市長都親自打電話邀請，但在議價簽約之後，卻完全

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態度，能打發就打發，業務需要協調時，公務機關內部推

諉責任，審核時間消極拖延，前後差距十萬八千里。最後，若簽約後發生無法預

見之問題，政府通常不願輕易修正或解除契約（受訪者 B、受訪者 E），「大事化

小、小事化無」（受訪者 A，受訪者 E），以上種種，都造成了機會主義成本。 

基本上，政務官可透過促參案達成兩個層面的效果，藉以爭取選票極大化。

在積極面上，促參案可以在有限的市府預算之下，推動更多公共建設（受訪者 E、

受訪者 F、陳光陸執行長、受訪者 J、陳玉梅議員），在消極面上，政府的燙手山

芋可以促參案的形式轉嫁廠商。 

在積極面上，幾位促參業者便表示渠所負責之場館（如大巨蛋、青少年育樂

中心、兒童交通博物館）若由市府經營，每年要消耗政府預算，但促參後反可收

權利金，在規劃、開發、施工、行銷、營運上也比較有效率（受訪者 C），而對

政府推動促參案的動機，業者也都心知肚明地表示，雖促參案對外宣稱其目的為

「促進民間參與」，但實際上是官員為了因應預算不足所提出的方法（陳光陸執

行長）。 

在消極面上，政府也希望能將具衝突性的政策以促參方式進行，可藉此將燙

手山芋往外推（受訪者 K，受訪者 M、陳玉梅議員），例如，設定促參可以規避

議會監督（受訪者 C），土地征收不順利，與中央衝突的案例，亦可透過促參將

壓力轉嫁民間（受訪者 K）。 

惟不論積極面亦或消極面，政務官未經謹慎評估便倉卒開始推動促參的行

為，以及簽約後對執行過程不甚關心的態度，都造成了市民利益的損害，增加了

市民的機會主義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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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政務官對事務官政務官對事務官政務官對事務官政務官對事務官的的的的交易交易交易交易機制選擇及其結機制選擇及其結機制選擇及其結機制選擇及其結果果果果 

（一）新的交易機制 

相較於政務官對促參的思考，事務官並沒有極大化選票的壓力，渠所考慮的

是業務的簡單化，因此既然以往促參政策均按管理條例及委託條例辦理，基於「官

僚慣性」，行政官僚對於適用促參法確有遲疑（吳秀光、吳宗憲：2008）。然而，

由於政務官對促參政策的積極偏好，因此乃希望事務官能改變既有的行為模式，

更積極地協助推動促參業務（受訪者 K），台北市政府九十五年十二月廿一日府

財金第Ο九五三二七二Ο八ΟΟ號函，便要求「本府各機關辦理市有財產委託民

間經營管理案件（OT），請優先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辦理，可為例證

（吳秀光、吳宗憲：2008）。 

政務官欲遂行其意志，常使用的工具包括：獎懲機制、升遷降級等，而為鼓

勵事務官善用促參法推動政策，行政院更頒訂「行政院鼓勵各機關積極辦理民間

參與公共建設方案」，其中對事務官有誘因的條文，可見該方案對團隊獎勵的部

分，政府「對已提報工程會促參案件管考系統並完成簽訂投資契約之案件，給予

簽約獎金之鼓勵，該獎金計算方式原則為，屬民間投資總額未達新臺幣（以下同）

一億元之重大公共建設案件，給予簽約獎金一萬元，屬民間投資總額一億元以上

之案件，每一億元給簽約獎金一萬元，並設定獎金之上、下限為一百萬元及一萬

元。」 

然而，從更宏觀的背景來看，政務官所使用的工具卻鑲嵌在文官系統的法治

規範中。 

相對於政務官透過獎勵驅使事務官進行所欲的行動，公民委託人為避免事務

官貪污腐敗，制訂了嚴密的公務員法規，造成了事務官被動的行為模式；相較於

政務官以懲罰欲消除事務官的消極不作為，文官系統透過文官中立制度來確保事

務官不被敵對陣營的政務官影響（所謂的「政黨棄權假說」）（Kiewit & McCubbins, 

1991）；相較於政務官能提供的升遷激勵，文官系統透過僵化的人事制度來確保

內部人員的公平性；相較政務官使用降級迫使文官屈服，文官系統透過永業制與

政務官濫用權限相抗衡。由此角度分析，事務官保守而缺乏積極創新精神，因襲

慣例的行為並不令人意外。 

官僚型模（Weber, 1958）的諸多特質，更加深事務官的保守特質，專業分工

造成的本位主義，使得部門內缺乏工作團隊精神（受訪者 D、受訪者 B、受訪者

N），以及審核案件時的多頭馬車（受訪者 N）。 

由此可見，政務官僅侷限於管理面的工具，採取層級階層關係交易模式；但

管理面的工具並無法超越既有文官系統的規範，在系統面上，政務官還是保持無

政府階層關係9交易模式。 

 

 

                                                
9 此處的無政府階層關係，係專用來描述政務官對事務官的互動模式，並非指事務官不受文官命

令體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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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新監督機制的結果 

1.政務官承擔的治理成本 

由於層級體系的分化，事務官報告的資訊必然得簡化，因此在結構上原本就

會造成資訊不對稱的問題（受訪者 E），因此政務官為了推動促參，必須透過各

種獎懲升遷降職手段使事務官與其合作，這些措施必然提高了政務官的治理成

本，這些措施雖確有其效益，因為在文官升遷的競爭當中，不同的競爭者會有壓

力提供政務官所欲的訊息，或者表現出政務官所欲的行為模式，因此，基於文官

獲取個人的考績與升遷的動機，政務官所提供的管理手段可達控制事務官之效

果。 

然而，一如前述，由於文官特殊的系統，包括永業制、報酬明訂化、依法行

政的規範、專業分工等制度，使得公務員缺乏誘因積極創新10；也由於公務員有

嚴密的防弊措施，稍有不慎則落入圖利罪名，此亦造成事務官對促參的保守行為

（陳玉梅議員、受訪者 J），甚至連單位主管都不願支持（受訪者 D，受訪者 B）。

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氛圍中，官僚系統傾向於處理簡單、慣性的行政業務，造

成事務官「喜歡辦小案（一般行政事務），不喜歡辦大案（促參業務）」的行為特

質（受訪者 E），雖然公共工程委員會設立了獎勵機制，然而在事務官的眼中，

該項獎勵機制效果有限（受訪者 B）。 

總而言之，政務官使用的管理手段提高了治理成本，雖然也有其效益，惟其

效益卻在文官系統所產生的抗衡效果下抵消。 

2.政務官承擔的機會主義成本 

（1）政務官積極管理造成之機會主義成本 

理論上，事務官應提供最正確資訊，以協助政務官解決政策問題。然而，在

促參推動過程中，由於事務官會觀察到政務官強欲推動促參政策的動機與壓力，

也了解政務官對其獎懲有權力不對稱的結構，事務官為了個人的考績與升遷利

益，促參案是否產生公共效益，便不再是考量因素（受訪者 D、受訪者 B），渠

會自動篩選掉所有推動促參案的負面訊息，產生「劣幣驅逐良幣」的效果。本研

究中此類問題數見不鮮，例如：政務官要求在期限內完成促參招商，事務官只能

硬著頭皮上（受訪者 I）、台北市學校中央廚房促參案，事務官明知有正反兩面不

同的評估，但仍選擇正面資訊提供政務官（受訪者 I）、為了促參案能吸引廠商投

標，刻意修飾提供給廠商的資訊（受訪者 D）、不顧公共利益而放任 BOT 案的商

業營運空間大於體育空間(受訪者 E)、甚至於修改文件資料（受訪者 F），跳過促

參案應有的評估程序（受訪者 B），為了政務官的政績壓力，常造成廠商趕工的

擠壓效果，不利於品質（受訪者 E，受訪者 F），由於政務官希望在任期內看到

成果，不喜歡聽實話（受訪者 B），而事務官為了升遷獎勵，也樂於提供扭曲的

訊息，因此，政務官管理工具的使用，造成事務官提供錯誤訊息的機會主義成本。 

                                                
10

 例如，市府欲以促參方式使士林官邸夜間營業，因將造成事務官的額外負擔而遭受反彈(受訪

者 P)，但相反地，自來水園區員工，適用國營事業人員管理規範，推動促參便較為順利(受訪

者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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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傳統文官機制所造成的機會主義成本 

若是能夠讓事務官自由選擇委外業務的方式，自利的事務官較傾向選擇較簡

單但無商業利益的政府採購模式，而非複雜但可能有商業效益的促參模式（受訪

者 F，受訪者 K），例如目前進行促參的交九用地，若由事務官決策，可能就會

只剩長途客運轉運站及公部門辦公室建築，而不會考量將建築物進行旅館、商品

交易等營利項目（受訪者 C），因為，公務員並不會擔心場館是否蓋成蚊字館的

問題（受訪者 N）。 

然而，如前節所述，由於政務官具有積極推動促參政策的動機，並可透過權

力不對稱的結構命令事務官推動，並無法讓事務官自由選擇，因此幾位受訪者(受

訪者 E、受訪者 I、陳光陸執行長)均表示，自利的事務官（Williamson, 1975; 1985; 

Mueller, 1989: 1-2; Self, 1993; Ferris & Tang, 1993；徐仁輝，1996：45）在面臨遠

較一般業務為複雜的促參案時，除了少數態度很積極，有高度成就取向的公務

員，大多數文官採取的都是敷衍的態度，為了應付長官儘速簽約完成（受訪者 I，

受訪者 K），廠商代表受訪者 J 便表示，承辦局的公務員動機就是省事，明明事

前講好促參年限為九年，後因疏忽契約簽成七年，嚴重影響該公司經營，然而反

應再三，承辦人就是不願意去修改契約，只表示期滿時再想辦法，然而期滿時承

辦人早已離開該職位。 

上段受訪者 J 所點出的，正是促參的另一個問題：公務員的離職率過高。由

於永業制的文官在離開該職位後可順利銜接其他公職，不致有失業的擔憂，因此

面對政務官要求績效的壓力時，許多文官便有不如歸去的想法。經觀察，辦理促

參業務的事務官流動率，確實較辦理其他業務者為高（受訪者 E、受訪者 J，受

訪者 N，受訪者 M），致使各單位最後的促參業務承辦人，通常為短期的約聘僱

人員(受訪者 B，受訪者 M)，長久以往，流動頻率過高將造成經驗無法銜接（受

訪者 B、受訪者 L、受訪者 N、受訪者 I）。以上，便是政務官在既定的文官系統

中，投入積極管理手段後，所導致的機會主義成本。 

 

三三三三、、、、政府對促參業者政府對促參業者政府對促參業者政府對促參業者的的的的交易交易交易交易機制選擇及其結果機制選擇及其結果機制選擇及其結果機制選擇及其結果 

（一）新的交易機制 

1.民間主導的機制 

促參法通過後，政策上將原屬政府的控管權予以放鬆，增加廠商主導權（適

用制度異同請見表一）。首先、根據管理條例及委託條例之規定，政策規劃權係

屬於市政府。而在促參法中，則規定「公共建設，得由民間規劃之」。其次、在

行政程序方面，委託條例規定申請受託經營者需根據不同特性採公開競標或者公

開甄選兩種方式辦理，但促參法則規範，若民間有意願參與，便採取甄審方式決

定，因此與公開競標的競爭精神相異。第三、在經營項目上，促參法較前法，將

民間可投資產業的範圍更加擴大化。第四、在租稅減免、補助及貸款事項上，促

參法規範了營利事業所得稅、進口關稅優惠，以及地價稅、房屋稅、契稅之減免。

最後、在排除適用項目上，促參法規定，該法相關措施不受土地法、國有財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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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之限制，使民間投資擁有更大的彈性。 

    

表二、台北市政府促參法通過前後適用法律規範之比較 

 依其他相關法規辦理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政策規劃 台北市政府是唯一規劃者 

(管理條例第六十五條) 

(委託條例第二條) 

民間亦可扮演規劃角色 

(促參法第七條) 

 

行政程序 1.不需進行可行性評估及先期

規劃 

2.以公開競標或者公開甄選方

式選擇(委託條例第十條) 

1.須進行可行性評估及先期規劃

(實行細則第卅九條) 

2.甄審方式決定是否同意該民間

廠商(團體)參與 

經營項目 1.4 項設施(管理條例第六十四

條) 

2.8 項設施(委託條例第四條)。 

13 項設施 (促參法第三條) 

租稅減免 

 

無 1. 營利事業所得稅優惠(促參法

第卅六-卅七條) 

2. 進口關稅優惠(促參法第卅八

條) 

3. 地價稅、房屋稅、契稅之減免

(促參法第卅九條) 

4. 補助及貸款(促參法第廿九-

卅五條) 

排除適用 無 不受土地法第廿五條、國有財產

法第廿八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

法令之限制(促參法第十五條)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2.科層機制的私人安排（private ordering） 

雖然前節提及在促參法的適用上，降低了政府管制的程度，似乎向無政府階

層模式靠近，惟究其實質，卻不難發覺政府與廠商在簽約之後的關係，並非完全

的私人契約關係，而是一種「形式上為契約關係、實質上為隸屬關係」的由上而

下的管理形式。以促參法第五二、五三條而言，即透過「不確定法律概念」將「經

營不善或其他重大情事」之「判斷餘地」12授予行政部門，使行政部門在無法預

                                                
11 土地法第 25 條：省市縣政府對於其所管公有土地，非經該管區域內民意機關同意，並經行政

院核准者，不得處分或設定。國有財產法第 28 條：主管機關或管理機關對於公用財產不得為

任何處分或擅為收益。但其收益不違背其事業目的或原定用途者，不在此限。 
12 有關「不確定法律概念」及「判斷餘地」之說明，可見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2008 年

第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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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情事發生時，得以「中止或強制接管營運」13，另再舉一例，某場館委託經營

契約書的第十三條「乙方利用ＯＯ館場地與其關係企業或他人辦理與ＯＯ館業務

無關之活動時，應先報經甲方同意」。另第三十二條規定，「未經甲方同意擅自辦

理委託經營項目以外之業務者」，將施予懲罰性罰款。由於條文中所謂的「業務

無關活動」與「經營項目以外業務」，均非在法律中所明定，而其判斷權力屬於

辦理促參業務的行政部門，使得雙方平等契約具有上下位階的權力形式，這種形

式，被 Williamson（1996）稱為「私人安排」（private ordering），由於此方式的

治理成本較低，學者認為這種方式有時比法律中心主義主導的法庭仲裁對交易雙

方更好（LIewwllyn, 1931; Galanter, 1981:4）。 

（二）創新交易機制的結果 

1.政府承擔的治理成本 

（1）推動促參案行政成本不降反升 

促參法雖規定「公共建設，得由民間規劃之」，看似減少了政府部門所承擔

的規劃責任，然而，惟究實而論，全台自八十九年至今已成功簽約之促參案件大

都為政府規劃案件（楊渝閔，2005：9），實際上並未減少政府的行政成本。並且，

由於在行政程序方面，促參法規定政府推動促參案，須先進行可行性評估及先期

規劃，並經過甄審方式決定得標廠商，其複雜程度更甚於傳統的公開競標方式，

反因此增加促參案之行政成本。其次、在租稅減免、補助及貸款事項上，促參法

規範了營利事業所得稅、進口關稅優惠，以及地價稅、房屋稅、契稅之減免，並

且在推動促參時可不受土地法、國有財產法14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之限制，

雖使民間投資擁有更大的彈性，然而畢竟適用上述減免或排除條款並非常態，因

此均需行政機關耗費額外成本協助廠商推動。 

另外，因市府推動促參案件傳統係依照管理辦法及委託辦法予以辦理，根據

新的促參法辦裡需要牴觸了運型許久的「官僚慣性」（吳秀光、吳宗憲：2008），

因此需要重新累積經驗（受訪者 B、受訪者 L、受訪者 N、受訪者 I），包括人員

的訓練、團隊的建立、流程的再造，均使政府的行政成本更形提高。 

（2）公權力契約簽定後可降低交易成本 

由於促參法制度擴大了廠商經營的空間，但也使得企業較容易透過法規所放

鬆處牟取利益，因此，透過何種機制來降低監督成本，變成為重要的課題，而吾

人發現，政府可透過前文所提及「公權力契約」達成監督之效。 

因為，雖然在簽約前，由於政府的專業能力不足（受訪者 D、受訪者 L、受

訪者 M、受訪者 N），廠商可以透過資訊不對稱的優勢，釋放可謀取自身利益的

引導性訊息，而政府需投注龐大心力辨別這些資訊，也因此需通過許多審查程

序，並需協調公部門內部介面（受訪者 D），俾能做出較佳選擇，壓力難免較大

（受訪者 B、受訪者 D、受訪者 P）。然而，簽約後政府與廠商會轉為上下隸屬

                                                
13 條文內容請參見促參法第五十二及五十三條。 
14

 土地法第 25 條：省市縣政府對於其所管公有土地，非經該管區域內民意機關同意，並經行政

院核准者，不得處分或設定。國有財產法第 28 條：主管機關或管理機關對於公用財產不得為

任何處分或擅為收益。但其收益不違背其事業目的或原定用途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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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並且，這種「形式上為契約關係、實質上為隸屬關係」的結構形式，使政

府可以透過此一結構，將原來繁雜的行政業務，例如都審、環評、監工（受訪者

C）、民眾的批評、民代的檢驗、時程延誤（受訪者 K）等困擾，透過不對稱的

權力關係轉嫁在廠商身上等，減輕自身壓力（受訪者 E），但對於促參廠商的各

項可能的違法行為，尚可以透過監督條款保持核可的權力，例如決定場館是否收

回（受訪者 K）、審核活動內容權力（受訪者 J）等，因此，政府在簽約後，可

以降低部分的監督成本。 

2.政府承擔的機會主義成本 

（1）促參法放鬆管制導致的機會主義成本 

相較於政府自行推動公共建設，透過促參方式推動業務，本就會提高機會主

義成本15，然而，促參法的各項制度變更，又增加了行政成本：首先，促參法放

寬規定使「公共建設，得由民間規劃之」，而民間主動規劃事項與政府主動規劃

模式相較，政府能掌握的訊息必定更少，存在資訊不對稱問題，此外，促參法另

亦規定不論是政府規劃或者民間自行規劃，均只要辦理公告，若民間有意願參

與，便採取甄審方式決定，毋須公開競標（吳秀光，吳宗憲，2008：41），而這

種缺乏競爭精神的制度，將引起更嚴重的資訊不對稱。並且，促參法基本概念是，

期待企業能提供公共服務所需的勞力、資本、土地等，而政府提供非投入性的要

素（如租稅減免、設定排除條款、擔保信用等）與之配合，產生有利於公共利益

的服務。而若由這兩種不同的資源來分析，會發現因為兩者因直接產生成本與否

以及公共財的程度不同，使得政府與廠商之間注意力程度不同16，難免形成政府

監督不足的狀況，造成沒有效率的結果。 

（2）公權力契約簽定後造成的機會主義成本 

                                                
15促參業者的機會主義行為，導因於以下幾個面向：第一個面向在於政府的行政能量本來就有其 

限制（受訪者 F），尤其在人力精簡的潮流下，自然無法進行全面性的監督，結果，促參廠商將 

業務轉包第三人（受訪者 F）、將場館再轉租做二房東（受訪者 L）、甚至於將銀行融資移做他用 

（受訪者 C）；第二個面向是所處環境的變遷（受訪者 L），都使得事先的理性規劃有其困難（受

訪者 L），尤其在促參年限過長的情況下，更是難以判斷未來趨勢（受訪者 D），因此，促參廠商

可以宣稱情勢變更的因素，藉以爭取有利自己的條件，這些情勢變更因素可能有：經濟不景氣因

素（受訪者 C，受訪者 B），營建成本暴漲（受訪者 N）、匯率變動（受訪者 J）、行政配合事項未

盡順利（受訪者 N）等；第三個面向則是促參業者性質若屬企業者，則有商業上的保密規定，故

政府欲取得內部資料有其困難，因此即便傳言某業者財務出狀況，但政府卻無法有效獲知該業者

的財務狀況（受訪者 E）。第四個面向則是契約條文的不完全（受訪者 F，受訪者 D，受訪者 B，

陳光陸執行長，受訪者 P）也使得促參廠商有鑽漏洞的可能，例如某場館打出買一張票可參加兩

項活動的優惠，惟第二場的活動原應向政府繳交部分門票收入，藉此規避向政府繳交收入的規定

（受訪者 P），又例如：某文教場館為求利潤，經營網咖業務（陳光陸執行長），似有透過文教設

施名義規避行政檢查之虞，另外，某場館將停車場多餘閒置空間轉包計程車業者停放（受訪者 J），

以最低品質標準的雜牌液晶螢幕及活動座椅來應付契約的要求（受訪者 E）。 
16
 雖政府與企業二者投入資源後，均將成為公共財的一部份，惟企業所投入的勞力、資本以及土 

地成本，因產生的成本直接，不但容易評估，均由該企業所負擔，根據 Demsetz（1967）產權理

論所推論，擁有這些要素的產權所有者必然錙銖必較。相對的，政府所提供的租稅減免、信用擔

保以及排除條款等，並不需要再另投入直接成本，較不易感受到支出的壓力，另外，即便這些措

施均會對政府稅收產生缺口，但因各項企業優惠政策的支出均係公共財性質，由全民共同負擔，

在眾多民眾均期待他人監督的搭便車(free-rider)(Holcombe，1996)狀況下，對公共財的監督力道

將呈現不足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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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在契約上的不對稱權力，政府可以透過細節程序處處影響促參案的推

動，因此使得廠商碰到問題時，產生敢怒不敢言的情緒。受訪者 N 便表示，該

公司推動促參遭遇困難時，對事務官處事的態度不敢恭維，但由於怕事務官藉機

報復，不敢過度反應，也不敢越級上報。又例如某廠商發現承包場館之機電設備

規格檢修，全北市僅有一家可提供服務，懷疑有圖利廠商的嫌疑，但唯恐與承辦

事務官撕破臉，亦不敢反應（陳光陸執行長）。 

 

伍伍伍伍、、、、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公私協力」是有志於公共事務者所共同希冀創造的理想，然而，公私協力

背後所應具備的要件及需要克服的問題，將是公共政策研究者所面臨的挑戰，學

界也對此提出諸多變項，希望能促進公私協力的效率（Kouwenhoven, 1993; 

Cherrett, 1994; Erickson, 1994；吳英明，1996：82-86；林美華，2003：27-32）。

但這些條件的一般性闡述，對於增進初學者的啟發與理解有其意義，然若欲解決

個別促參案例遭遇的問題，這樣的列舉方式意義不大，反而將公私協力的理想回

歸到現實案例中，了解在不同的公私協力模式下，在不同的區域下，在不同的條

件下，各自有哪些特別的問題需要解決，才是目前實務界與學界亟須合作共同努

力的當務之急。 

前文筆者將推動促參政策代理鍊中的多重代理人結構拆開，利用交易成本理

論來分析各代理人結構中的成本，最後，再將各項成本予以整合如表 3，非常意

外地發現，促參法的實施，無論在市民對政府的代理結構、政務官對事務官的代

理結構以及政府對促參業者的代理結構三個層面，交易成本均呈現提高的現象，

也就是說，促參法的實施，不如原先所預期，可使市民在最小的治理成本投入之

下，最大程度地控制代理人的機會主義成本，凡因新機制使投入成為消耗，轉為

無效率產出。 

 

表三、台北市促參法實施前後在代理人結構下「交易成本」之比較 

促參法的制度面向 促參法預期治理成

本 

促參法實際治理成

本 

實際與預期治 

理成本的差距 

 

促參法

前之制

度 

促參法

後之制

度 

促參法

預期的

治理成

本 

促參法

預期的

機會主

義成本 

促參法

實際的

治理成

本 

促參法

實際的

機會主

義成本 

促參法前後「交

易成本」之比較 

 

代

理

人

市

民

對

市議員

對官員

密切監

市議員

僅對官

員間接

降低代

議制的

治理成

增加缺

乏議會

監督的

降低代

議制的

治理成

增加缺

乏議會

監督的

前後交易成本

無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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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 監督 本 機會主

義成本 

本 機會主

義成本 

市民透

過市議

員監督 

市民剩

下官員

的週期

性選舉 

降低民

眾競租

的治理

成本 

增加缺

乏人民

監督的

機會主

義成本 

有限降

低民眾

競租的

治理成

本 

增加缺

乏人民

監督的

機會主

義成本 

市民的治理成

本未如預期降

低 

台灣的

媒體政

治生態 

台灣的

媒體政

治生態 

未預期

的治理

成本 

未預期

的機會

主義成

本 

增加市

議員誤

導資訊

的治理

成本 

與市府

的機會

主義無

關 

增加市民治理

成本 

市

政

府

的

委

託

結

構 

民主政

治的任

期制度 

民主政

治的任

期制度 

未預期

的治理

成本 

未預期

的機會

主義成

本 

與人民

的治理

成本無

關 

增加官

員任期

制造成

的機會

主義成

本 

增加政府機會

主義成本 

政務官

循既有

工具管

理 

政務官

管理面

的積極

手段 

增加政

務官管

理的成

本 

降低文

官的機

會主義

成本 

增加政

務官管

理的成

本 

增加文

官機會

主義成

本 

增加政務官治

理成本 

增加文官機會

主義成本 

政

務

官

對

事

務

官

的

委

託

結

構 

文官系

統組織

面的消

極誘因 

文官系

統組織

面的消

極誘因 

未預期

的治理

成本 

未預期

的機會

主義成

本 

與政務

官的治

理成本

無關 

增加文

官的機

會主義

成本 

增加文官機會

主義成本 

結

構 

政 政府主 民間主 降低政 增加業 增加政 增加業 增加政府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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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的促

參機制 

導的促

參機制 

府的治

理成本 

者的機

會主義

成本 

府的治

理成本 

者的機

會主義

成本 

理成本 府

對

促

參

業

者

的

委

託

結

構 

契約中

的科層

私人安

排 

契約中

的科層

私人安

排 

未預期

的治理

成本 

未預期

的機會

主義成

本 

降低政

府的治

理成本 

增加業

者的機

會主義

成本 

增加政府的治

理成本 

降低業者機會

主義成本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至於造成交易成本增加的原因，可以幾方面予以說明： 

    一一一一、、、、代理人理論引導的第三類型錯誤代理人理論引導的第三類型錯誤代理人理論引導的第三類型錯誤代理人理論引導的第三類型錯誤 

過去研究代理人結構者，多以代理人理論分析，因此自然會將焦點集中在如

何克服代理人問題的制度上。本研究所討論的促參法，原始的出發點，便是希望

能解除市議會的管制，改善政府代理人（Agency）的怠惰（Shirking），並且透過

誘因的建構，降低事務官代理人本位主義的行為，最後透過解制政府，增加促參

業者代理人投入公共服務的誘因。 

然而，若以「機制」的「交易成本理論」觀察公部門的治理，不難發現，代

理人結構所生的成本，只是選擇機制時所會產生的成本之一，治理成本亦是交易

成本應考慮的內容之一，因此，代理人成本較高的機制，或許才是總交易成本較

低的方案。由此看來，「代理人理論」似乎是代理人結構的「病理學」，但實際解

決方案，尚賴「交易成本理論」分析較為周全，不至於落入第三類型錯誤。 

 

    二二二二、、、、選擇交易模式時未注意系絡因素選擇交易模式時未注意系絡因素選擇交易模式時未注意系絡因素選擇交易模式時未注意系絡因素 

促參法的實施，有其所鑲嵌的背景因素。諸如台灣特別的媒體政治生態、頻

繁的民主輪替制度、依循官僚型模運作的文官、協力契約當中的科層安排等結構

因素，都造成了原先所未估計到的交易成本。也因此，在機制設計或變更的過程

中，吾人應更審慎地將可能的背景因素納入考量，才不至於產生台北市實施促參

法時所呈現的錯誤。 

研究治理模式的著名學者 Peters 便認為，在不同系絡下貿然實施同樣的方案

將產生治絲益棻的窘境。 

 

實施新的治理結構前，必須考慮到系絡的問題。中歐和東歐那些政權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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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中的國家，也許需要高度強制性的韋伯式行政體系來恢復該國政府的合法

性。這些國家欲推行市場式政府前，更應先建立足以除舊佈新的制度。…,

一些長期被官僚體制所支配的第三世界國家，亦和工業化國家一般嚮往這些

新的治理模式。但事實上這些國家的適用存在困境，（因為這些國家的）行

政革新的倡導者在改革的過程當中，往往假定這些模式可以「一體適用」（one 

size fits all ）， … 但事實上，這種改革的觀念將導致問題的產生

（peters,1996:17-18）。 

 

最後，筆者需強調，交易成本概念的應用，在公部門不如私部門，基本上還

是停留在學者 Huber &Shipan（2000:29）所說的詮釋現象，而非驗證理論的階段。

本研究雖透過經驗研究，透過利害相關人的深度訪談，並以比較個案方式處理訪

談，彙整變項，建立分析架構，惟仍係 Huber 所謂的詮釋現象，理論驗證並非本

研究的目的。因此，或許未來研究者可以此為假設架構，繼續發展理論驗證的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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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台北市政府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研究專家學者訪談彙整表（依訪談時

間排序） 

訪談時間 訪談對象所屬單位 訪談對象 訪談單位性質 

2009.3.9 A 台北市財政局 A 承辦員 地方政府部門 

2009.3.9 B 台北市財政局 B 文官 地方政府部門 

2009.3.9 C 台北市捷運工程局南區工程處 C 文官 地方政府部門 

2009.3.9 D 台北市交通局公共運輸處 D 文官 地方政府部門 

2009.3.10 E 台北市教育局臺北文化體育園

區籌備處 

E 文官 地方政府部門 

2009.3.10 F 台北市工務局新工處 F 工程員 地方政府部門 

2009.3.10 G 台北市議會 李建昌議員 地方議會 

2009.3.11 H 台北市青少年育樂中心 陳光陸執行長 政府委外機構 

2009.3.11 I 工程顧問公司 I 經理 私人顧問公司 

2009.3.30 J 台北市兒童交通博物館 J 業者 政府委外機構 

2009.3.30 K 聯合報 K 記者 媒體 

2009.3.31 L 台北市政府 L 前政務官 地方政府 

2009.3.31 M台灣經濟研究院BOT研究中心 M 學者 研究單位 

2009.4.6 N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N 主管 私人企業 

2009.4.6 O 台北市議會 陳玉梅議員 地方議會 

2009.4.14 P 台北市政府 P 政務官 地方政府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