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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長的領導力與地方治理
—一個標竿學習的實證研究*
江大樹、張力亞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摘

要

在全球化時代潮流的衝擊下，各國城市不僅未被邊緣化，反而躍居更受矚
目的關鍵性角色。面對外在環境的嚴峻挑戰，臺灣各縣市政府的首長們也無不
積極發揮領導力，冀望能提升地方治理的績效，滿足民眾的殷切需求。地方治
理乃是「全球在地化」與「從政府到治理」兩大國際政經發展趨勢的重要匯聚
點，其中，首長的領導力更是影響地方治理成敗的核心要素。地方治理強調應
重視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垂直府際關係、各地方政府間之水平府際關係，及
政府部門與民間社會、非營利組織間的跨域合作；亦即，必須參與並建構良善
的治理網絡。然而，建構良善治理網絡，實有賴於縣市長主動強化其領導者的
角色與職能，切實發揮地方治理綜效，方能提升城市的競爭力，此乃當前政府
改造的重要課題。
本文針對臺灣25個現任縣市長的領導力與地方治理，進行初探性標竿學習
的實證分析。研究方法除文獻探討外，兼採深度訪談與問卷調查。主要研究課
題包括：一、縣市長的領導特質與施政願景；二、縣市長與治理網絡多元行為
者的互動關係，及前述互動關係是否為影響施政的重要因素；三、縣市長與各
行為者彼此間互動模式與改進之道；四、縣市長對《天下雜誌》施政滿意度調
查的評價。筆者期待經由這項實證研究，深入瞭解當前臺灣縣市長對領導力與
地方治理相關議題的認知與作法，藉此一方面累積國內縣市長領導力與地方治
理的實務資料，另一方面也嘗試提出強化地方治理的政策興革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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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快速變動的環境中，這個世界唯一不變的就是「變」，任何組織為了
追求與保持良好的績效，都必須嘗試不斷地改變與學習。當今地方政府，面
臨全球化與政府改造的嚴峻挑戰，如何能蛻變並轉型為「地方治理」（local
governance），不僅是重要的變革趨勢，更是一種行動價值。所謂的「全球
思維，在地行動」（thinking globally, acting locally）或是「全球在地化」
（glocalization），皆在強調地方政府必須兼顧宏觀思維與行動策略，方能即
時、有效地處理人類社會所面臨的各項公共事務課題（江大樹，2006:1）。換
句話說，地方政府的角色與職能已不再侷限於中央政策的委辦或地方事務的管
理，而是必須轉而強調全球在地化與善治，或稱優質治理（good governance）
的思維，重新定位本身的願景與策略，並朝向城市治理（city governance）、區
域治理（regional governance）等嶄新的運作模式與理想的發展目標邁進（劉坤
億，2003；劉宜君，2004；Stoker, 2004；Brugue and Valles, 2005；吳英明、張
其祿，2005）。
眾所皆知，影響地方治理優質與否的因素甚多，然而，地方領導者似乎經
常扮演著最具關鍵性的角色。劉坤億（2002:77）指出，城市政府領導者和管
理者具有下列幾項重要功能：辨識出城市在各種政策網絡中的戰略地位；為城
市找出清楚的願景；有效提升城市的治理能力，保存原有優勢，結合治理網絡
中的各種資源，強化城市競爭力；帶領城市融入全球治理體系，發揮國際影響
力。Norman Longworth在描述「學習型城市」的特徵時，特別強調「學習型領
導人才培育」的重要性，期盼領導者能貢獻智慧，扮演拓展角色，強化地方競
爭力（劉宜君，2004:54）。筆者先前從事「宜蘭經驗」相關實證研究時，也曾
發現不論是地方永續發展、社區營造，或反貪腐等課題，都在在顯示出與民
選首長的領導風格及治理策略息息相關，並且深受影響（江大樹、蕭欣怡，
2008；蘇毓昌，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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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力與地方治理的相關運作課題，在國內外政策實務上，近年來日益受
到各界關注。例如：《天下雜誌》自2001年起，每年皆會公布該年度縣市首長
施政滿意度的調查結果，並且用不同的面向進行排序（參見表一）
（參見表一）；①《遠見
雜誌》則是從2003年12月出版「23縣市招商執行力大調查」開始，逐年針對
縣市競爭力等議題進行調查分析；② 最近又有《中國時報》與《中天電視》於
2009年1月20日所公布的「25縣市施政狀況大調查」（中時民調中心，2009）。
這些民調結果經由大眾媒體的廣泛報導，不僅引起各縣市首長與地方民眾的高
度重視，也成為學術界所經常關注與評論的重要議題。至於國外類似經驗，如
美國的「國家公民聯盟」（National Civic League）、「世界領導力論壇」（The
World Leadership Forum）等組織，每年也都定期表揚該年度最具領導力的城市
與首長，以為標竿學習對象（黃貞貞，2007；National Civic League, 2008）。要
之，縣市長的治理能力或施政滿意度，不僅頗具新聞價值，也有促進縣市政府
彼此競爭與學習的效果。因此，有關領導力與地方治理的研究課題，不論在學
術界或實務界，皆有重要的探討價值與參考作用。
國內學界對於領導力與地方治理的相關研究，大多是針對地方治理的理
論、體制、能力及績效等課題，進行一般性的探討（許文傑，2003；劉坤億，
2003；朱景鵬、朱鎮明、魯炳炎，2004）；各項實證分析則多偏重於轉換型
領導之個案研究（王佳玉，1999；胡美琳，2000；孫本初，2000；林冠宏，

②

《天下雜誌》自2001年起，每年皆進行電話民調及統計分析，惟資料公布的名稱略有不
同，包括：「25縣市首長施政滿意度調查」、「25縣市競爭力排行榜」、「幸福城市排行
榜」、「25縣市人民幸福調查」、「縣市治理力五大面向總排名」等；2008年所公布的名稱
為「幸福城市排行榜」及「縣市長施政滿意度總排名」。
《遠見雜誌》自2003年公布「23縣市招商執行力大調查」開始，2004年公布「縣市特色
競爭大調查」、「縣市總體競爭力排行榜」，及「縣市長施政理念大調查」；2005年公布
「23縣市政績總體檢」、「23縣市施政滿意度大調查」、「縣市總體競爭力評比」；2006年
公布「縣市總體競爭力評比」、「創意城市調查」；2007年公布「縣市總體競爭力評比」、
「23縣市政績總體檢」；2008年公布「縣市長施政滿意度大調查」、「施政理念大調查」、
「縣市民意大調查」及「縣市總體競爭力調查」，每年民調主題經常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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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2004~2008年臺灣各縣市政府民選首長的施政滿意度排名變化表

排名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1

臺北市

澎湖縣（1）

桃園縣◎

新竹市

新竹市

2

澎湖縣

新竹縣（1）
（1）

新竹市◎

桃園縣

桃園縣

3

高雄市

桃園縣（3）
（3）

新竹縣◎

臺中市

臺中市

4

臺中市

臺北市（3）
（3）

高雄縣◎

新竹縣

臺南市

5

宜蘭縣

新竹市

花蓮縣◎

嘉義縣

苗栗縣

6

高雄縣

高雄縣

金門縣◎

臺南市

高雄縣

7

苗栗縣

金門縣

臺南市◎

嘉義市

嘉義市

8

桃園縣

苗栗縣

臺北市

臺北市

澎湖縣

9

新竹縣

花蓮縣

嘉義縣◎

高雄縣

新竹縣

10

臺北縣

臺中縣

臺中縣◎

臺中縣

嘉義縣

11

新竹市

宜蘭縣

臺中市◎

連江縣

高雄市

12

臺東縣

臺中市

連江縣◎

南投縣（12）

花蓮縣

13

花蓮縣

嘉義縣

澎湖縣

苗栗縣（12）

連江縣

14

臺南市

臺東縣

嘉義市※

彰化縣

金門縣

15

金門縣

臺南市

宜蘭縣

澎湖縣

彰化縣

16

屏東縣

彰化縣

臺南縣◎

花蓮縣（16）

宜蘭縣

17

臺南縣

連江縣

彰化縣※

金門縣（16）

臺北市

18

嘉義縣

臺南縣

苗栗縣

宜蘭縣

屏東縣

19

彰化縣

嘉義市

高雄市

臺東縣

南投縣

20

臺中縣

高雄市

南投縣※

臺南縣

臺南縣

21

嘉義市

基隆市

屏東縣

雲林縣

臺北縣

22

連江縣

南投縣

雲林縣

屏東縣

基隆市

23

雲林縣

雲林縣

臺北縣

高雄市

臺中縣

24

基隆市

臺北縣

臺東縣※

臺北縣

雲林縣

25

南投縣

屏東縣

基隆市◎

基隆市

臺東縣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自《天下雜誌》2004至2008年共5年的民調結果（李雪莉，2004a,
2005a；天下雜誌編輯部，2006a；汪文豪，2007a；江逸之，2008）。
說
明：「◎」代表2005年選舉連任成功；「※」代表連任失敗，新縣市長接任。

Vol. 6, No. 2 / June 2009

縣市長的領導力與地方治理 65

2002；吳惠展，2004；鍾志上，2004；高秋鳳，2005；張言敏，2005）。至
於，全面探討並比較縣市長的領導力與地方治理，尤其是兩者互動關係之模式
建構，目前尚不多見，僅有前述《天下》與《遠見》進行持續性的年度調查，
及黃國敏（2003, 2005, 2006a, 2006b）所做一系列針對新竹縣政府及新竹市政
府的地方行政績效分析。吾人探究上述文獻的主要內容，大多偏向於地方政府
的施政績效評比，較少針對縣市長的領導力與地方治理，進行深入探討及系統
化實證分析，惟從監督政府、揭露資訊、督促改善等角度而言，大眾媒體及學
者研究的評鑑結果，對地方治理的實務運作，仍應具有一定程度的政策影響及
參考價值（朱鎮明，2008:134）。
「邁向地方治理，臺灣仍須努力」。筆者曾經深刻反思：在民主鞏固過程
中，我國地方治理依然存在諸多運作缺失，必須儘速加以變革創新；其中，縣
市長的領導力正是核心課題之一（江大樹，2006:377）。本文接續探討這項重
要課題，同時兼採文獻分析、深度訪談及問卷調查等三種研究方法，針對臺灣
25個縣市長的領導力與地方治理之網絡互動概況，全面調查縣市長的主觀認
知、價值判斷、實際運作策略，及對當前地方治理各項評鑑機制的觀察與評價
等。筆者期待透過經驗研究的歸納邏輯，兼採質化與量化兩種實證資料的交互
驗證，能對縣市長的領導力與地方治理等議題，除統計並描述當前運作概況
外，也嘗試彙整若干可以作為標竿學習（benchmarking）的最佳實務觀點。以
下第二節將先針對領導力與地方治理的學理，進行摘要探討並據以研擬分析架

個人特質、對地方治理網絡關係的認知，及對地方治理評鑑的看法等各項課
題，進行實證分析；結論部分，扼要回顧本研究的核心論點，同時針對地方治
理體制興革，提出數點政策改進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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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理論探討與分析架構
本節將先大略說明領導力與地方治理的定義及其內涵，然後分別釐清二者
的學術概念與理論發展，進而研擬一個有助於進行臺灣縣市長的領導力與地方
治理實證調查研究之分析架構。

一、領導力的定義與理論發展
自古以來，領導力（leadership）的運作模式，一直都是管理學的熱門議題
（吳秉恩〔譯〕，Shriberg, Shriberg, and Kumari〔原著〕，2006）。在當前複雜
的政策環境中，如何掌握多元行為者的彼此互動？如何有效解決任何可能面臨
的問題？其中，領導者對所處危機有無新的權變觀點（contingency view）？及
是否擁有卓越的領導能力？乃是組織運作的首要課題（李弘暉，2003；Schout
and Jordan, 2005:212）。從領導的理論發展（參見表二、表三），來看領導力研
究課題及趨勢的轉變。吾人應可意識到，當代的領導理論已從傳統強調以單一
個人為主體的領導理論，逐漸轉向為重視情境、情緒與團隊合作的領導模式。
要之，透過轉換型領導與團隊領導的特質發揮，促使領導者能有效處理當代日
益複雜的管理課題。
雖然，國內外學者對領導力曾有諸多不同的定義（譚家瑜〔譯〕，Gardner
〔原著〕，1992:2-4；季晶晶〔譯〕，Horn〔原著〕，1998；Burns, 1979; Bass,
1999）。本文認為，領導力應指「兩人或兩人以上的行為互動關係，其中一人
之能力可以影響、激發、整合各方意見，建構一套符合團隊運作的願景、遊
戲規範，一方面凝聚彼此共同信念，另一方面則滿足各方需求，建構有意義
的關係（meaningful relationships），觸動團隊有效運作」（江大樹、張力亞，
2006）。具體而言，領導力是由領導者與追隨者彼此共構的合作機制，而且
共構的要素係以信任（trust）為基礎（Hitt, 1990），並審視個人特質，兼採
新型領導策略，如：願景引領、自我管理、目標管理、績效管理等（季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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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Horn〔原著〕，1998；吳秉恩〔譯〕，Shriberg, Shriberg, and Kumari
〔原著〕，2006:7）。轉換型領導者與被領導者的權力互動關係，讓彼此間相互
分享資訊，培育組織學習情境並凝聚共識（Waugh and Streib, 2006:136），進而
啟發、激勵追隨者，使其遵從命令指示。

表二
領

導

理

不同的領導理論及重要觀點

論

重

要

觀

點

此理論建構在信念之上，認為領導者是優越的，天生
具有才能且命中注定。

特質論
（trait theory）

從雄心到熱情，描繪一些人類正面與良善的特質，並
且列出領導力的才能與特質。

行為主義論
（behaviorist theory）

此部分關心的是領導者的確實作為，而非特質。透過
領導力形態進行領導行為的觀察與分類。

情境理論
（situational theory）

此方法認為領導力是被運用在不同情境中。在相同組
織不同層級上，其領導形式亦會有所差異。

途徑--目標理論
（path-goal theory）

領導重視如何有效激勵追隨者。

權變理論
（contingency theory）

這是一種精細的情境觀點。為了要更為適切與有效的
形塑領導情境，因此需聚焦於情境變項的界定。

交易理論
（transactional theory）

此途徑強調領導者與追隨者之間的相互利益關係，聚
焦於契約形式，促使追隨者承諾與忠誠。

替代或無效領導
（substitutes and neutralizers）

領導力是不必要的且領導者防止自我具有影響力。

轉換型理論
（transformational theory）

此部分核心的概念是，在想像與執行組織績效的轉換
上領導力的角色與轉變。

情緒領導
（leader mood）

領導者如何透過情緒、氣氛進行有效領導。

性別與領導
（gender and leadership）

男女領導之間的異同。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自Bolden et al. (2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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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單

一

領

單一領導者與團隊領導者之間的差異
導

者

團 隊 領 導 者

扮演無限制的角色—乃對任何事情進行干涉

提升團隊角色—對其他人授權角色

為了一致性而努力—嘗試塑造特別的標準

建立差異性—團隊領導價值建構在
不同人員之間

聚集助手—集結行政人員與阿諛者

尋求才幹—不會威脅個人的才能

直接從屬—從屬於領導者的指示與領導

發展同僚—鼓勵個人優點的成長

設定目標—領導者制訂每一個人所期待的目標

創造願景—方案願景是適合其他人
以及可以行動的

資料來源：Belbin (1993)。

二、地方治理的概念與學理分析
地方治理係由地方（local）與治理（governance）兩個名詞組合而成。地
方可從垂直性「多層次政府」（multi-level governments）加以理解，指涉的是
各種不同層級政府的管轄範圍。若依空間與管轄概念來看，則是指涉不同範圍
間各自具備獨特的行政系統。要之，地方具有「地域性」與「政治性」的意涵
（Goss, 2001:26-27; Greenwood, Pyper, and Wilson, 2002:185-209；呂育誠、許立
一，2004:9）。
至於，治理的傳統字意指船隻「領航」（steering）之意。現今已被借用
來說明一種新穎的行政運作關係形式，其研究重點在於解釋非傳統國家干預
的複雜公共政策實際執行情況（Brugue and Valles, 2005:197-98）。Newman
（2005:719）認為，治理係指國家的主導體制已被侵蝕，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跨
國家、跨政府的內外行動者之多層次互動（multi-level interactions），意即多元
的政治、社會與行政系統中之政治行為者、制度、公司、公民社會、國際組織
等，彼此進行不同目標之連結（Pierre, 2000:3-4; Kettl, 2002:119）。在政策運作
上，重視非層級交換、協商、分享與合作的「跨域網絡」（crossing boundaries
network）之平台機制，據以形成雙邊、甚至多邊的治理模式（Davies,
2005:313; Kooiman, 2003: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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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地方治理的定義係指：「有關全國性政策與地方性事務的釐定
和執行中，其涉及的決定主體已不在侷限於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兩者間單純的
互動關係，更涵蓋來自中央與地方以外的公私組織和志願性團體等連結與互動
所形成的一種複雜的合作網絡形式」（Rhodes, 1997:7-11; Newman, 2005:719；
劉坤億，2003:242）。其架構特質有別於傳統地方政府的「行政」或「統治」
管理形態（許文傑，2003:173），而是呈現一種傘狀架構，以協商精神、互賴
關係為主體，強調組織間之持續性互動網絡（inter-organizational network）模
式（Goss, 2001:26; Brugue and Valles, 2005:199）。這種從政府到治理的概念轉
變，無疑同時影響著地方政府首長的領導風格、關注面向與施政目標（參見表
四）。在網絡化的治理情境中，各治理體系都有不同的認知，甚至產生衝突，

表四
類

地方政府vs.地方治理的相關概念對照及領導特質差異

型

地 方 政 府

地 方 治 理

層級節制、依法行政

多元需求、網絡化

涉及不同制度數目

少

多

官僚組織結構

層級的，強調一致性

分權的，容許分散運作

橫向網絡關係

封閉的

盡量向外延伸

國際網絡關係

最小化原則

開放原則

公共政策的特質

例行性

創新與學習

中央政府影響方式

直接控制

基於分權並盡量避免干預

領導類型

組織領導

網絡領導

領導風格

權威式領導風格

民主式領導風格

領導導向

功能領導

全觀領導

領導關注面向

確保政策一致性，包括：地方
政府內部與各部門的公共服務

確保政策一致性，包括：組織
與部門、各層級政府、府會關
係、非政府社群的永續發展

領導目標

建立一組價值與政策方向，授
予個人自主空間，中層公共管
理者與基層員工的創造力

積極管理市民、公司，以及其
他利害關係人的期望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自 Bovaird and Loffler (2003:168-69)、呂育誠（2006:6）。

©

2009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臺灣民主季刊

環境

70 《臺灣民主季刊》第六卷，第二期
二期
期 (2009年6月)

這要如何有效解決？Newman（2005:720-21）認為：兼具整合性、願景與魅力
的轉換型領導，應屬重要關鍵因素，因為它是採取網絡協調途徑調和各方差
異，且能鼓動政府官僚的組織文化變革。

三、一個初探性的實證分析架構
Schout與Jordan（2005）對於歐盟環境政策，及Waugh與Streib（2006）對
卡翠納颶風突發事件管理的相關研究皆指出：在治理環境系絡中，各行為者理
論上會自我管制（self-governing），但實務上卻常因行動者的差異化、個案複
雜性、缺乏政治承諾及積極的激勵，往往呈現一種無效治理的混亂狀態。正因
如此，Schout與Jordan（2005:201-2）及Newman（2005）都認為：在強調分權
化與網絡化的治理模式中，適切回歸中央導航且提出新型控制策略，的確有
其必要性。然而，領導者的網絡管理（network management）能力，如：確認
組織目標、網絡設計、診斷意見衝突、找尋政策方案，並鼓勵持續性的討論
等，實為關鍵。此一論點也獲得驗證於美國柯林頓（Bill Clinton）政府推動國
家績效評估方案（NPR）的經驗中（Peters and Savoie, 1996）。而如上述表四
所示，在地方治理的環境系絡中，縣市長的領導型態將趨向於轉換型領導模式
（Newman, 2005），建立網絡與全觀的領導視野，在技巧上致力於網絡管理的
應用，並據以整合分歧的地方利益及組織形式，建構各社會團體的參與能力，
進行廣泛的制度關係連結，形塑地方整合性目標，驅動地方社群間的跨域合作
等（Raco, 2002:443; Allen and Cars, 2002:100）。要言之，縣市長的領導力扮演
的是網絡合作協調者角色，重視的是網絡管理的技巧運用，這有別於傳統以權
威管制為核心的地方政府領導內涵。
然而，縣市長究竟應與哪些行為者進行領導力的關係建構呢？John Stewart
從服務供給的面向指出，地方政府運作體系應包含：委員會、專家、官僚、
部門、首長、議員辦公室等各面向的關係（Stewart, 2000:43）。Pierre與Peters
（2000）則從政策規劃與執行過程，將地方政府的行動連結分為三類：首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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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內部，包含：行政領導（executive leadership）、議會議員（councilors）、
地方治理的人力資源（the local governance workforce）；其次為外部關係，
如：顧客（customers）、委託人（clients）、公民（citizens）、企業（private
corporations）、非營利組織（NPOs）；最後則是跨層級的府際關係與國際關係
之連結，含括：中央政府及其它國際組織與社群的關係連結，並且發展適切
的外交行動策略（Greenwood, Pyper, and Wilson, 2002:116-29; Kettl, 2002）。綜
合上述觀點，本文認為居於地方治理環境系絡中的縣市長，必須優先針對：
地方政府內部（行政體系、地方議會）、政府間的府際關係（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IGR），及外部的公民社會（私人企業、非營利組織、大眾媒體、地
方民眾）等三大類社群，進行網絡治理策略，促使各行為者間的有機連結，據
以建構並提升縣市長的領導力（參見圖一）。
至於，吾人應如何對縣市長領導力進行相關研究？Kotter與Lawrence
（1974）認為縣市長網絡建構與維繫（network-building and maintenance）之觀
點與技能，應列為首要的課題。Leach與Wilson（2000）則提出可從「領導者的

縣市長領導力的參與社群結構

資料來源：本文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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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議程與政治技巧」（leader’s personal agenda and political skills）、「協商範
疇」（area of negotiation），以及「政治與組織文化」（political and organizational
culture）等三面向加以探討。「領導者的個人議程與政治技巧」係強調領導者
的心理層次，藉以瞭解他的領導風格（style）與雄心壯志（ambitions）。領導
風格涉及領導者的特質、對權威來源與角色扮演的認知；雄心壯志則主要係指
施政願景。其次，協商範疇，是一種政治化的制度因素，重視權力運用的問
題。最後，政治與組織文化可劃分為：政黨關係與府際關係，前者係指地方首
長與地方派系、府會政黨之間的關係，後者則是探討地方領導者與地方/中央政
治系統的互動關係課題（Leach and Wilson, 2000:8-9; Heppell, 2007:382-88）。基
於這些學理基礎，筆者據以設計本研究的分析架構（如圖二所示）。此一架構
主要是從地方治理的網絡圖像切入思考，同時結合Kotter與Lawrence（1974）
的網絡互動觀點、Leach與Wilson（2000）的三個領導面向，及前述理論曾歸
納之地方政府組織內部、府際關係、及外部社群關係所共同構築而成的地方治
理網絡。
正如圖二所示，本文認為在實證研究上，應可分為許多個不同的面向。首
先，從縣市長的人格特質與政治議程，剖析其個人的領導風格。其次，參酌地
方治理網絡，將政治與組織文化面向分為：行政團隊內部關係、府會關係、府
際關係、社群關係等四大面向。行政團隊包括：地方政府組織內部的決策、管
理及執行等三類人員。「決策者」一般係指地方民選首長；「管理者」乃為決
策者與執行者兩層之間的中介角色，其職能須配合縣市長的決策需求，此即為
我國《地方制度法》第55-57條規定，由地方首長任命具政務官性質的一級主
管；「執行者」則是指各項業務承辦人員（呂育誠，2006:146-50）。再者，基
於深度訪談所得資訊，並考量地方派系與家族政治 ③ 乃影響縣市首長施政（王

③

地方派系、家族政治對於縣市長的施政影響由來已久，但從正式性組織的觀點來看，本
文認為上述兩類群體目前應可轉化為「縣（市）顧問團隊」，或是位居「政治任命的一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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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儀、傅恆德，2007）的關鍵因素，本文認為應另加入協助縣市長打選戰或就
任後所聘的縣政顧問，因為這類行為者大多源自於與縣市首長關係密切之地方
派系及家族政治成員。要之，行政團隊應包括：政治任命的一級單位主管、承
辦業務的常任文官、及提供諮詢的縣（市）顧問等三個群體。
至於所謂府會關係，乃源自於分立政府的概念；意即行政機關負責執行，
議會負責立法，行政立法之間的互動即為府會關係。從實存政治運作來看，地

縣市長領導力的分析架構

資料來源：本文繪製。

首長行政團隊」，及縣（市）議員，進而實質影響地方治理。基於這種論點，本研究架構
將地方行政團隊又區分為：行政單位一級主管、常任文官、縣（市）政顧問等三類，同
時包括府會關係，希望從中得以關照到地方派系與家族政治對縣市長的各種施政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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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務推動難易，有時確與縣市長府會關係處理技巧嫻熟與否密切相關（吳重
禮，1998:81）。再者，府際關係所指涉的是：垂直性（中央與地方政府）、水
平性（地方與地方政府）的政府間互動關係（江大樹，2006:28）。本文依序羅
列：中央政府、其它縣市政府，及鄉鎮公所等三類的府際關係。最後，社群關
係主要泛指非政府組織者，包含：地方民眾、社區組織、非營利組織、民間企
業與大眾傳播媒體等五類不同群體。
除此之外，在網絡治理互動面向上，本研究擬再加入協商範疇的策略概
念，藉以研究縣市長係採用何種認知與網絡管理技巧，與各個面向的網絡行為
者進行縣市長領導力與地方治理網絡的建構與維持。綜上所述，本文乃結合縣
市長個人特質與外部網絡關係的主觀認知與網絡管理技巧，藉以分析縣市長領
導力及地方治理的實務運作情形。筆者期盼透過此種經驗研究的歸納邏輯，可
提供後續相關理論與實務探討的參考依據，這樣一個涵蓋層面廣泛的初探性分
析架構，應具有啟發性的學術價值。

參、研究方法與研究設計
如前所述，有關縣市長的領導力與地方治理實證研究，國內目前仍屬少
見，因此，本文應具有探索性研究（exploration study）的創新價值。為能精
確掌握，在研究設計上，本文檢視與研究母體接觸的次數，擬採用橫斷研究
（cross-sectional studies）（潘中道、黃瑋瑩、胡龍騰〔譯〕，Kumar〔原著〕，
2002:88, 98），冀望在同一個時期（2005~2009年任期）之中，透過橫切面的
觀察，進行縣市長對領導力與地方治理之認知的實證探討。在研究方法上，
則同時採取「質化分析」（qualitative analysis）與「量化分析」（quantitative
analysis）。以下針對本研究所做深度訪談與問卷調查之研究設計，進行簡要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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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質化研究
本文質化分析的研究大綱，係依據上節理論進行設計，主要題組分為三
類：基礎面向、地方治理所涉及的互動關係，及其他的課題，總共分為10題
（詳參附錄一）。訪談對象則選定2005年第15屆縣（市）長選舉連任成功的縣
市長，④ 共12位（參見表五）。訪談時間分兩階段，第一階段先於2007年2月

表五
代號

縣市

01

本研究的深度訪談對象

受 訪 者

時

間

地

點

高雄縣

楊秋興縣長

2007/2/9

09:30~10:50

縣長室

02

臺中市

胡志強市長

2007/4/9

11:00~12:10

市長室

03

桃園縣

朱立倫縣長

2007/4/12 16:00~17:20

縣長室

04

花蓮縣

朱景鵬副縣長

2007/6/29 10:00~11:30

東華大學
主任秘書室

05

新竹市

林政則市長

2008/1/17 11:20~12:30

市長室

06

臺中縣

張壯熙副縣長

2008/1/17 16:00~17:30

副縣長室

07

臺南市

許添財市長

2008/5/1

10:05~12:20

市長室

08

臺南縣

蘇煥智縣長

2008/5/1

14:00~14:40
15:15~16:45

縣長室

09

嘉義縣

張至淵處長

2008/8/19 14:20~15:40

研考處處長室

10

連江縣

陳雪生縣長

2008/8/22 15:10~17:10

縣長室

11

新竹縣

鄭永金縣長

2008/8/29 13:30~15:00

縣長室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本文在深度訪談對象的選取上，係以2005年縣市長選舉連任成功者為主，主要理由有
二：1. 受限於經費與時間。雖然任期結束與連任失利的縣市長，對領導力的看法可能有
所差異，惟本文乃假設獲得連任的縣市長，其對領導力的看法較具正面參考價值，且可
做為其他縣市長標竿學習的對象。2. Geddes（1990）認為：任何樣本在選擇上都存在偏
差性，但皆具有創新價值。因此，筆者係將這次實證研究視為初探性分析，並以標竿學
習為主，因此暫以成功連任的縣市長為對象，其實對照本文表一所示，成功連任縣市長
的施政滿意度通常也比較高。後續為求知識建構（knowledge-building）的完整性，筆
者未來仍將援用相同的題綱及變項，再行針對其他類型的縣市長或是相關利害關係人
（如：縣市議會議長、民意代表、媒體、NPO負責人等）進行調查研究與比較分析，期
待有助於這項研究課題的嚴謹理論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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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6月，陸續邀約2005年至2006年《天下雜誌》所做「縣市長施政滿意度」調
查前五名（李雪莉，2005a；天下雜誌編輯部，2006a），且連任成功的4位縣市
長，進行深度訪談，對象包括：高雄縣長、臺中市長、桃園縣長、花蓮縣副縣
長；2008年1月至8月，進行第二波（其餘連任的縣市長）訪談。總計12位連任
成功的縣市長，本研究順利邀約訪談11位（金門縣長除外）。⑤ 作者希望透過
對這些連任成功縣市長作深度訪談，可從中整理他們對縣市長領導力與地方治
理之實務認知與獨特作法，除彙集「標竿學習」的治理案例外，同時據以作為
後續進行問卷調查及統計分析的參考基礎。

二、量化研究
關於問卷調查的研究設計部分，以下針對研究變項選取、調查範圍與樣
本，及資料蒐集方式等三個部分，依序進行簡要說明。

（一）研究變項選取
問卷設計的變項選取，本研究係融合學理及2008年5月以前的訪談資料，
進行問卷設計（題目如附錄二）。首先，針對縣市長個人的領導特質與施政願
景進行操作化，採取分類法（Typology）⑥ 進行調查；其次，在地方治理互動
關係上，採瑟氏量表（Thurstone scale）⑦ 針對縣市長與相關行為者的互動關
係，以及是否為影響縣市長施政的重要因素等兩個題組，分別進行調查，藉以
剖析縣市長的認知。再者，同樣採用分類法方式，針對縣市長與行為者之間的

⑤

⑥

⑦

在深度訪談過程中，臺中縣及花蓮縣係由副縣長代表受訪，另嘉義縣由研究考核處處長
受訪，其餘8縣市皆由縣市長本人親自受訪，每場訪談時間平均大約1.5小時。
分類法：就是針對兩個或多個變項的屬性之觀察值所進行的分類方式（陳文俊〔譯〕，
Babbie〔原著〕，2007）。
瑟氏量表係由Louis Thurstone所創立，主要是針對每一個敘述計算其「權重」或「態度價
值」。每一敘述的權重計算，乃基於一群評判者決定其等級的排列（潘中道、黃瑋瑩、胡
龍騰〔譯〕，Kumar〔原著〕，2002: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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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關係模式進行問卷調查，另外各項問題的題組又分為：實然面與應然面。
最後，筆者採用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⑧ 調查縣市長對目前施政滿意度調
查，及《天下雜誌》評鑑指標的看法。

（二）調查範圍與樣本數
本研究的實證調查範圍包括臺灣25個縣市，並以各縣市首長為研究對象，
探討縣市長對領導力的認知與實務作法。在問卷調查的樣本選取，係以2005年
當選的第15屆縣市長及2006年當選的第4屆北高兩市市長等25位縣市首長，進
行全面普查，並作為後續描述性統計分析的實證資料來源。

（三）資料蒐集方式
問卷調查方式採取「郵寄問卷」為主，並以「電話聯繫追蹤」作為輔助
方式。前測部分，先選取本研究於2007年6月、2008年1月及5月實地訪談的
新竹市、臺中縣、臺南縣、花蓮縣等4位縣市首長，於2008年6月進行前測
（pretest），⑨ 藉以瞭解問卷設計的可能問題及修改建議。正式問卷調查從2008
年7月15日至8月30日止，透過縣市首長信箱先行提出邀請，同時寄送問卷紙
本 ⑩ 至各縣市長的辦公室，並用電話聯繫確認，進行第一波問卷調查；後續於
2008年9月1日至9月20日進行「追蹤」（follow-up），透過重新寄送調查問卷及
電訪再行確認的方式，進行第二波催促填寫問卷。截至2008年10月1日為止，

⑨

⑩

李克特量表：係由學者李克特所發展的複合測驗量表，亦是最簡單建構的量表。其目的
在於，以問題來反應對議題所持的態度，量表上的每一敘述/項目皆具有同等的「態度價
值」、「重要姓」，或「權重」等之假設（潘中道、黃瑋瑩、胡龍騰〔譯〕，Kumar〔原
著〕，2002:156）。
前測問卷郵寄內容包括：問卷、問卷填答說明書及感謝函、問卷使用同意書，及回郵信
封等。
問卷紙本郵寄內容含括：問卷、問卷填答說明書及感謝函、問卷填答同意書、回郵信
封，及致贈筆者2006年委託元照出版的《邁向地方治理：議題、理論與實務》一書（江
大樹，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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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寄發25份問卷，回收率達92%，有效問卷23份，⑪ 且皆附有縣市長的簽名回
覆。⑫

肆、調查結果與實證分析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探討位居臺灣地方治理網絡中，各縣市長對建構領導
力的主觀認知、客觀價值判斷及相關實際運作策略。問卷調查方面，本文援引
統計方法（statistics）及SPSS12.0套裝軟體，並輔以深度訪談的資料分析，據
以描述與解釋相關的實務現象。作者希望藉此瞭解臺灣縣市長對於領導力的主
觀認知與政治技巧，進而勾勒出我國縣市長領導力與地方治理的互動圖像。

一、縣市長的個人特質、領導類型與施政願景
誠如Leach 與Wilson（2000）所言，研究地方首長的領導力，可從領導者
的個人議程與政治技巧進行討論，因為，吾人可從領導者的心理層次，瞭解其
領導風格與雄心壯志。領導風格涉及領導者的人格特質、對核心能力、權威來
源，及角色扮演的認知；雄心壯志主要係指領導者的施政願景。以下將分項並
逐點說明本文透過質化分析與量化調查的主要實證研究發現。

（一）個人特質
在領導者個人特質部分，包含：人格、智力、生理、社會、與工作相
關特質等五個面向（吳秉恩〔譯〕，Shriberg, Shriberg, and Kumari〔原著〕，

⑪

⑫

在問卷調查過程中，為求問卷回收的成功率與有效性，本研究有三項作法：1. 聯繫先前
協助安排深度訪談的地方首長幕僚，確保問卷得以填答；2. 在進行質化訪談的同時，特
別當面拜託各縣市首長後續協助親自填答本項問卷；3. 針對有疑問的問卷填答，再輔以
電訪聯繫進行確認，期使本研究的問卷填答，能更具有信度與效度。
本研究為避免縣市首長因公務繁忙而未知悉或親自填答問卷，乃隨同問卷一併發送問卷
填答同意書，請各縣市首長簽名，並且連同問卷一併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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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在訪談過程中，新竹縣長鄭永金對於「人格特質」有著深刻的反省與
體會，並指出對施政的重要性：
用形象、操守、品德要求自己，也常跟同仁講形象、操守、
品德、關心、協助、服務、誠實、務實、踏實、努力、認
真、用心、積極，一定會讓你有意想不到的收穫。……我們
要心存感恩，努力工作……這樣才會提升行政效率（Q1、
Q2--11）。
鄭縣長這些針對領導力與地方治理的認知觀點，同時也獲得其他縣市長的
普遍認同（參見圖三）。
除此之外，連江縣長陳雪生特別強調縣市長應該具有霸氣，才足以服眾：
領導就是領袖。領導需要一點霸氣，沒有霸氣，誰怕你啊。
作為領導者要有威信，但這裡面的拿捏也很困難，所以要恩
威並用（Q1--10）。

縣市長應具備的個人特質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說
明：本題目為複選題，23位受訪者共可選擇4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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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之，地方首長在從政與領導的過程中，除應具備道德感與成就動機的人
格特質之外，亦需擁有某種程度的霸氣與權威，方能帶領團隊，實踐政策目
標。

（二）核心能力 ⑬
核心能力（core competency）在此係指：縣市長形塑組織之間持續性互動
的網絡能力（Brugue and Valles, 2005:199）。參考圖四可知，縣市長認為「創造
願景能力」最為重要，其次是「關心人民的能力」。而「創造願景」能力的強
調，亦符合《天下雜誌》2006年的調查觀點：

圖四

縣市長最應具備的核心能力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說
明：本題目為複選題，23位受訪者共可選擇46次。

⑬

本題組的變項來源，主要係整理自《天下雜誌》「2005年縣市大調查」（李雪莉，
2005b）、2006年「五大面向，體檢幸福競爭力」（天下雜誌編輯部，2006b）的調查觀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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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一任的民選縣市長，常讓首長忽略未來；但人民期待的
是有遠見、規劃下一代未來的父母官（天下雜誌編輯部，
2006a:123）。
再者，「關心人民的能力」則是《天下雜誌》在「2005年縣市大調查」
中，人民認為未來縣市長最需要具備的核心能力之一（李雪莉，2005b:76）。
相互比較，民眾的期待與縣市長的自我認知，彼此大致相互吻合，但要如何實
踐才能讓民眾感受到這種關心人民的能力？乃是縣市長必須積極面對的課題。
雖然，「創造願景」與「關心人民」這兩種核心能力，對縣市長都很重
要，但是，臺中縣副縣長張壯熙以個人從政經驗指出，這是兩種迥異的領導風
格：
……要坐上一個位置，跟我要安穩的做，最好的方法是妥
協，而不是有一個好的方向去吸引大家往前走，這是兩種不
同的leadership，一種是說我能夠提出好的理念、方向與作
法，那大家一起走；但現在看到成功的pattern是大家雨露均
霑，妥協才能夠成功（Q1--06）。
從而觀之，「創造願景」引領城市進步，相對於順著民意走，人民有需求
就解決的「關心人民」的領導力，兩者是不同的領導思維。創造願景雖可擘劃
城市未來藍圖，帶給民眾希望，但是卻不一定可以解決人民日常生活所關注的
問題。這兩種不同領導風格應如何交互使用？值得縣市長深思與學習。再者，

的重視，但臺南縣市民選首長蘇煥智及許添財卻也點出，這種能力對地方治理
的重要性：
行政首長一定要具有專業視野，不是僅有專業能力，沒有專
業視野，就沒辦法採納專家學者的意見……全面性的專業視
野，乃是可遇不可求。那怎麼培養？學歷、經歷、學習，若
首長不看書、不聽演講、不吸收知識一定完蛋（Q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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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的經驗乃是，要在一個地方蹲點，用腳來閱讀這塊土
地……尋找地方的資源……其實我在臺南縣這麼久，大概我
覺得可以說我走得很深入，走很多地方，別人還沒走到的地
方，我先走到（Q16--08）。
要之，積極學習應可彌補縣市長個人認知的侷限，作為融合縣市發展願景
與社會問題的重要途徑。縣市長採取文件閱讀或地方蹲點方式進行縣政知識學
習，不僅得以瞭解地方過去歷史，也同時可發掘地方特色資源，思考未來發展
機會，盡量避免做出不正確的政策抉擇。綜上，一個優質的縣市長必須具備多
元條件，知識學習能力更是重要關鍵，因為唯有透過不斷學習來推動變革，才
能有效建構願景並執行相關策略，藉以突破現實環境資源的侷限（江大樹、葉
明勳，2007）。

（三）領導類型與權威來源
綜合表六與表七所示，吾人可以發現縣市長重視的權威來源，是由「理性
溝通」、「個人品德」所建構而成的團隊領導。在調查中，這兩個變項的結果
大致吻合，這種認知亦獲得臺中市長胡志強、新竹市長林政則及連江縣長陳雪

表六

縣市長的權威來源

權威來源

人數

百分比

法律所賦予的強制性

0

0%

法律賦予的合法性

9

20%

個人品德

10

22%

專業知識

8

17%

與部屬的互動情感

8

17%

11

24%

透過理性溝通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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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表達認同，同時也符合Kauzya（2003）所強調個人與團隊治理能力應兼容
並蓄的理念。
……如果施政要成功，絕對不能只靠一個人，這裡沒有英雄
主義，而只有團隊的合作。因為團隊的努力，所以才有今天
的成果（Q3--02）。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團隊，我不強調個人，這六年來一直都是
如此，所有建築物、新校舍……都奉行不題名政策。……我
覺得個人獨力撐不了大局，做什麼事都要團隊，功勞推給基
層，這就是我們新竹市的領導團隊（Q4--05）。
採團隊領導不僅可達到學理所稱的授權（Belbin, 1993），亦可增進團隊成
員的向心力。在建構團隊領導的技能中，除理性溝通外，新竹市長林政則特別
提出情感面的主張：
在人事上，聘用一個人到市政府，你一定要與他見面……一
定要告訴他你的工作態度是怎麼樣。這樣的方式做下去，第
一個效果就是員工對市長有一種認同，你交代他事情，他會
有目標去遵循（Q16--05）。

表七

縣市長的領導類型
人數

百分比

魅力領導

0

0%

縣市CEO

8

35%

團隊領導

13

57%

政治領導

0

0%

僕人領導

2

8%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

2009 b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臺灣民主季刊

領導類型

84 《臺灣民主季刊》第六卷，第二期
二期
期 (2009年6月)

新竹縣長鄭永金也提出下列幾項團隊領導的交互使用技巧：
在一級主管會議中，跟他們講，統御領導、情緒管理、勞役
要均、感恩惜福。你局長、副局長情緒管理要好，不能將情
緒帶到辦公室，這樣對下面同仁會有影響。勞役要均，科員
間如果勞役不均，彼此間怎麼會和諧（Q1--11）？
除團隊領導外，縣市CEO的領導類型也頗受縣市長重視。縣市CEO所指涉
的是，專業經理人的角色與職能，企盼能為縣市創造新的願景，並做出政策決
定。這種觀點獲得桃園縣長朱立倫的支持與實踐：
……我一直相信領導者本身觀念蠻重要的，我很重視自己
是一個CEO、地方政府經理人、執行長的角色，我常以chief
executive officer自居，我的團隊都是executive officers。……
我是靠這些團隊開始做事的，你只是一個執行長、串聯者、
推動者，縣長不是靠明星效應，那是短暫的（Q3--03）。
綜上所述，當前縣市長的權威來源主要來自於理性溝通。因此，多數縣市
長認為，自我領導類型係屬團隊領導與縣市CEO，希望能透過溝通、關懷等理
性與感性兼具的互動模式，形塑團隊領導模式，這將有利於地方治理的實現。

（四）縣市長的施政願景 ⑭
Leach 與 Wilson（2000）認為：研究政治領導者時，個人的政治議程也是
重要分析面向，此不僅代表領導者個人心理認知，從轉換型領導的觀點，它也
代表團隊集體願景的象徵意義，能激發部屬超越個人利益，去提升更高層次的
需求與工作熱忱（Bass, 1985）。因此，本文援引《天下雜誌》對縣市長施政

⑭

本題組的變項來源，主要係整理自《天下雜誌》2003至2007年針對生活品質、地方縣市
首長的施政滿意度及幸福城市排行榜等各個調查面向（楊瑪俐，2003；李雪莉，2004b；
汪文豪，200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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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的題組進行分析。從表八可知，「經濟發展」最受縣市長重視，且都列為
優先施政項目，其次為「縣市願景」、「交通建設」。而施政最滿意項目，則
以「願景規劃」、「經濟發展」、「環境品質」最為滿意。最不滿意的是「醫療
品質」、「交通建設」、「經濟發展」等。吾人對比兩項變數可知，優先政策議
程與最滿意議程具有高度相關性。換句話說，縣市長對最重視的議程，通常會
卯足全力推動，企盼能實踐競選諾言與施政願景，而其最終的滿意度也多會偏
高。
在本研究的深度訪談過程中，臺中市與嘉義縣的相關案例，有助對照理
解：
表八

縣市長的施政議程表
最滿意（次數）

最不滿意（次數）

環境品質

4

4

1

醫療品質

0

0

4

地方教育

3

1

1

社會福利

2

1

3

地方治安

0

0

1

交通建設

7

1

4

經濟發展

13

5

4

文化活動

1

2

0

縣政願景規劃

8

6

0

地方政府效率

5

0

2

行政清廉

1

1

0

政治安定

0

1

0

不知道

1

0

0

其他

1

1

3

總計

46

23

23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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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城市沒有特色就像沒有臉孔一樣，臺中的臉是什
麼？」答案是「文化」。於是我決定以文化打響臺中的品
牌，這也是我考慮以古根漢美術館做為城市行銷的動機，雖
然功敗垂成，但在爭取的過程中，臺中市得到國際曝光度，
引起全球藝文界、建築界的矚目，以及帶動七期重劃區的地
價上漲，都讓我們覺得值得（Q2--02）。
二屆縣長任期，前4年是「拚觀光」，具體的政績是爭取故宮
南院，開發大阿里山的觀光資源和產業。第二任期4年重點
在於「拚經濟」，觀光建設當然要持續推動，但更大心力則
是放在工業區開發，爭取科學園區，創造就業機會，以提振
嘉義的經濟（Q2--09）。

綜合兩位地方首長施政願景可知，一旦施政願景擬定之後，就會依序羅列
出主要施政項目，並採取多元行動策略加以推動。雖然，施政成果不一定如預
期，但仍會帶動其它的政策效益。

二、縣市長對地方治理網絡關係的認知
如前所述，地方治理是一種「網絡化」的環境系絡（Raco, 2002; Lowndes
and Wilson, 2001）。這些網絡關係包含：行政團隊、府會、府際、社群等四個
面向。本文係採瑟氏量表（Thurstone scale）分述討論，據以說明當前縣市長對
每一項網絡互動關係的認知，及各該網絡關係對縣市長施政的影響情形。

（一）網絡互動關係
對照表九各項數據，吾人發現縣市長與各個行為者間的網絡互動關係，平
均滿意度都在8以上。換言之，普遍認為彼此互動關係是良好的。其中又以與
一級主管的互動關係（8.8696）最良好，其次則是與縣市顧問的互動關係。相
對來說，縣市長與議會的府會關係（8.1304）及與其他縣市政府的跨域合作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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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8.0435），比較偏低。雖然如此，因府會關係的標準差高達1.74，這樣的認
知也多少反映出各縣市府會互動本質的差異性，亦即，兩者之間乃屬相互制衡
監督的權力分立體制。

（二）網絡關係對施政影響的認知
縣市長與各個網絡行為者的互動關係，對縣市長的施政有何影響？表十顯
示，縣市府會關係對縣市長的施政，具有高度影響性（8.74）。這樣的調查結
果，再次印證陳陸輝、游清鑫（2001）所提出的實務研究觀點；這在本研究深
度訪談過程中，也曾獲得新竹市長林政則的證實：

表九

縣市長與地方治理網絡行為者的互動關係評價表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一級主管

23

7.00

10.00

8.8696

0.91970

常任文官

23

6.00

10.00

8.5652

1.12112

縣政顧問

23

5.00

10.00

8.8261

1.30217

縣市議會

23

3.00

10.00

8.1304

1.74002

中央政府

23

5.00

10.00

8.2609

1.17618

其他縣市政府

23

5.00

10.00

8.0435

1.39734

鄉鎮市公所

23

5.00

10.00

8.6087

1.26990

地方民眾

23

6.00

10.00

8.6957

1.14554

社區組織

23

6.00

10.00

8.3913

1.15755

非營利組織

23

6.00

10.00

8.4348

1.19947

民間企業

23

6.00

10.00

8.3913

1.03305

大眾傳播媒體

23

5.00

10.00

8.4348

1.16096

有效的N（完全排除）

23

--

--

--

--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說
明：本資料採用瑟氏量表進行分析，權重區分為1~10，1是互動關係最不好，10是互
動關係最良好，依此類推。每一敘述的權重計算，乃基於一群評判者決定其等級
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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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原則，林豐正告訴我，議會一定要處好。哪一個不連
任的你去查，議會都是沒有處好……，所有連任的是不是
議會都處的好？我相信99%都是處的好。這就是一個定律
（Q13--05）。
雖然，縣市長認為與議會間的互動關係是較不密切的，但卻大多認為是掌
握縣市長施政、連任、爭取民意的關鍵因素。要言之，府會關係好壞攸關縣市
長的施政評比與連任。因此，如何妥善經營府會關係，乃為縣市長施政的重要
課題。
其次，縣市政府內的一級主管與中央政府兩者，對縣市長的施政亦具有高
度影響性。究其原因，目前縣市政府一級主管多半為政治任命，⑮ 而且扮演決
策者與執行者兩層之間的中介角色，對縣市長施政當然具有關鍵影響。第三，
地方與中央政府的府際關係，對縣市長施政也有重要影響，誠如連江縣長陳雪
生所言：
與中央關係，除統籌分配稅款，還有一般補助款，像中央對
於生活圈、道路都會補助。……還有一些專案補助款，像：
機場、浮動碼頭、新台馬輪等（Q2--10）。
地方與中央的唇齒相依關係，主要肇因於臺灣各縣市政府普遍的財政困
窘，大多需要仰賴中央政府補助，因此兩者關係好壞，連帶也會影響縣市長的
施政。未來，縣市長如要擺脫對中央政府的依賴關係，唯有訴求財政收支劃分
制度重新合理調整，方能徹底解決此一不平衡的網絡互動關係。

⑮

《地方制度法》第55條：「直轄市政府置秘書長一人，由市長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任免；
其所屬一級機關首長除主計、人事、警察及政風首長，依專屬人事管理法律任免外，其
餘職務均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由市長任免之。」；《地方制度法》第56條：「縣（市）
政府置主任秘書一人，由縣（市）長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任免；其一級單位主管及所屬一
級機關首長，除主計、人事、警察、稅捐及政風之主管或首長，依專屬人事管理法律任
免，其總數二分之一，得由縣（市）長以機要人員方式進用，其餘均由縣（市）長依法
任免之。」（內政部，2008: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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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表九與表十可發現，在跨縣市合作方面，不僅互動關係相對較不密切
（8.0435），而且對縣市長的施政影響性，也是最小的（6.6522）。這種問卷調
查結果，可從臺南縣長蘇煥智的訪談觀點略見端倪：
資源都掌握在中央手上，你說哪有用，這資源不是我們七縣
市可以決定的。……現在談的縣市合作，都是形式意義大於
實質意義，不然就是合在一起跟中央嗆聲，要給我們多一點
資源（Q12--08）。
相對此一悲觀看法，嘉義縣研考處長張至淵則提出較積極的期待：
這些年執政經驗發現，南部各縣市有些共同問題，如農業轉
型升級、人口老化、居民就業等，這些問題不是單一縣市
能解決，具有相互影響……期望從成立首長的對話平台開
始，增進縣市交流，促進跨縣市合作，提供「南方觀點」
（Q8--09）。
表十

地方治理網絡對縣市長施政的影響評價表
平均數

標準差

一級主管

23

8.6087

1.26990

常任文官

23

8.3043

1.25896

縣政顧問

23

7.3043

1.49042

縣市議會

23

8.7391

1.05388

中央政府

23

8.6087

1.11759

其他縣市

23

6.6522

1.84905

鄉鎮公所

23

7.6522

1.77377

地方民眾

23

8.3478

1.26522

社區組織

23

7.7391

1.28691

非營利組織

23

7.4783

1.44189

民間企業

23

7.3913

1.64425

大眾傳播媒體

23

7.3478

1.79921

有效的N（完全排除）

23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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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縣市合作固可增進區域競爭能力，共同解決跨域問題，但在實
務運作上，卻經常面臨中央集權、集錢、法規誘因不足等問題，影響縣市政府
從事跨縣市合作的意願。相關問題有賴中央主管部會，積極提出因應對策。

三、網絡治理的互動模式
縣市長如何建構與維繫地方治理網絡？Kotter與Lawrence（1974）強調這
是縣市長有效發揮領導力的首要課題。以下依序從行政團隊、府會關係、府際
關係及公民社會等四個面向，彙整縣市長營造地方治理網絡的主觀認知與實踐
策略。

（一）行政團隊
本文分析架構將地方行政團隊界定為三個群體：政治任命的一級單位主
管、承辦業務的常任文官，及縣政顧問。以下分項說明縣市長與行政團隊的互
動模式。

1、一級主管
縣市長與行政主管互動模式，較多的縣市長認為應採「績效考核」
（37.0%）或「充分授權」（32.6%）方式，較能提升行政效能。在實務上，縣
市長常強調應採取「充分授權」方式，其次為「以身作則」，最後才是「績效
考核」（相關數值參見表十一）。而縣市長應充分授權的行政理念，可從高雄
縣長楊秋興及桃園縣長朱立倫的訪談觀點，得到進一步的明確證實：
公務員要勇於負責、敢於負責……第一不考慮合法與否，如
有模糊地帶，且不違法，就有行政裁量權。……第二要考慮
對國家、對社會是正面還是負面，正面大於負面，就應給他
方便（Q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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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主動服務精神，我要求同仁在法律沒有說不可以，沒明
文禁止的，都可以積極去做，……透過分層負責方式，一層
一層要求，慎選主管（Q4--03）。
新竹市長林政則特別強調：「目標明確、團隊整合、效率控管」（Q4--05）
的重要性，這也類似花蓮縣朱景鵬副縣長所提實務經驗：

表十一
互動
對象

縣市長與行政團隊的互動模式

最應採取的兩項互動模式（%）

目前最主要的一項互動模式（%）
充分授權（39.1�
%）

充分授權（32.6�
%）

以身作則（34.8%）

以身作則（30.4%）

績效考核（26.1%）

100%

100%

目標管理（32�
%）

目標管理（48�
%）

績效管理（30�
%）

績效管理（30.4%）

專案管理（13%）

專案管理（8.7%）

走動式管理（13%）

走動式管理（8.7%）

團隊式管理（10.9%）

團隊式管理（4.3%）

100%

100%

個別諮詢（39.1�
%）

個別諮詢（52.2�
%）

舉辦整體縣政顧問諮詢會議
（19.6�
%）

舉辦整體縣政顧問諮詢會議
（30.4%）

縣政

舉辦正式顧問分組會議（17.4%）

舉辦正式顧問分組會議（8.7%）

顧問

舉辦非正式顧問分組會議
（15.2%）

舉辦非正式顧問分組會議（4.3%）

主管
總和

常任
文官

總和

邀請參與國內外考察（4.3%）
其它（4.3%）
總和

100%

其它（4.3%）
100%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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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領導必須要做到力挺部屬與政策承擔，這是信任夥伴關
係。第二個重視整個內部團結，如有狀況出現，就應馬上表
示出來，要讓彼此之間和諧化。第三個是施政分季考核時，
縣長、副縣長與主秘一定會在……（Q4--04）
綜上，縣市長與一級主管的互動模式，除「充分授權」的運作模式外，亦
應兼採「績效考核」模式，這乃是建構「縣政團隊」的重要關鍵所在。

2、常任文官
在縣市長與常任文官互動方面，多數縣市長認為應採「目標管理」
（32%）與「績效管理」（30%），較能提升常任文官的行政效率。但實務運作
上，將近一半的縣市長乃採取「目標管理」（48%）作為主要互動方式。臺中
縣的張壯熙副縣長在訪談中，曾提出下列頗具代表性的觀點：
他（黃仲生縣長）來了以後，感覺說公部門的常任文官經常
陽奉陰違……那如何去驅動這個機器？必須用管考，他內心
裡另一個價值是胡蘿蔔與棍子並重，不是buddy buddy的感
覺，不是brother或friend的感覺（Q3--06）。
然而，新竹市長林政則卻提出另類觀點：
人事一定要掌控好，要有內升，大家才會有向心力……第一
名的成績裡面90%都是人事，因為我的團隊肯替我賣力……
假如說選賢與能，理論上應該是上網公開招募，但我絕對不
這樣做。我覺得實務跟理論有不同的地方（Q8--05）。
領導是一門藝術……增加各單位溝通頻率，以市府一體為出
發點……讓基層第一線員工出國觀摩的考察活動……可超越
刻板的主觀意識（Q5--05）。
要之，縣市長除透過績效管理進行縣政領導，採用內部升遷、選派出國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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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等方式，也是縣市長營造與常任文官之間良好互動關係的利器，有助正向激
勵，而非只對行政事務進行績效考核，或僅落實人事保健措施而已。

3、縣政顧問
至於，與縣政顧問的互動模式，縣市長認為應採「個別諮詢」與「舉辦整
體縣政顧問諮詢會議」，如此較能保持良好互動關係。在實務操作上，多數縣
市長也是採取「個別諮詢」（52.2%）模式，高雄縣長楊秋興並提出一套比較輕
鬆的互動策略：
縣政顧問幫我很大的忙，現在有在運作。……我經常請我的
縣政顧問利用晚上喝咖啡，用比較輕鬆的方式對話。……第
一屆任期，因為縣政要做一些短、中、長程規劃，幾乎是兩
個禮拜就要跟縣政顧問開會（Q3--01）。

（二）府會關係
地方政務能否順利推動，與縣市長對府會運作關係處理技巧是否嫻熟有
關（吳重禮，1998:81）。根據本研究問卷調查顯示（參見表十二），縣市長認
為應採取「尊重並採納議員建議」、「確實列席議會備詢」兩種模式與議會互
動，才得以營造出較佳的府會關係。實際運作上，有超過三分之二的縣市長表
示主要採取「尊重且採納議員建議」（70.1%）的府會關係運作模式。但在具

異：
不分黨派一視同仁，……不定時與議會舉辦聯誼會，如：棒
球友誼賽等，增進彼此情誼（Q5--02）。
成立「議會聯絡小組」，請副縣長、主任秘書與一級主管，
帶領各單位聯絡人等，與議會各黨團建立溝通聯繫的機制，
將縣府施政原則與構想充分與議員溝通（Q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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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
互動
對象

縣市長府會關係的互動模式

最應採取的兩項互動模式（%）

目前最主要的一項互動模式（%）

尊重並採納議員建議（45.7%）

尊重並採納議員建議（70.1%）

確實列席議會備詢（21.7%）

確實列席議會備詢（26.1%）

不定期與議員私下會面（19.6%）
議會
親自出席議員邀請的活動（4.3%）
不定期與議員私下會面（4.3%）
提供小型工程補助款（4.3%）
其它（4.3%）
100%

總和

100%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一定要理解他們，議員來自13鄉鎮，背景、環境都不相同，
要投其所好。大原則要尊重議會、議員，……我的目標是讓
議員繼續連任（Q5--11）。
綜上可知，在實務運作上，縣市長理應從同理心出發，尊重議員的代表
性，在網絡互動上則兼採正式與非正式的行動策略，包括：正式成立「議會聯
絡小組」以增進溝通頻率，非正式舉辦聯誼活動，增進彼此情感，盡量輔助議
員爭取連任。這些多元權力分享的互動思維與運作策略，將有助於強化地方治
理網絡。

（三）府際關係
本文係以縣市政府作為地方治理的運作軸心，探討其與中央政府、其它縣
市政府、及鄉鎮市公所的互動模式，希望瞭解縣市長對府際關係互動模式的認
知與主要的操作模式（詳參表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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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三
互動
對象

中央
政府

縣市長對府際關係的互動模式

最應採取的兩項互動模式（%）

目前最主要的一項互動模式（%）

透過縣（市）籍中央民意代表
（26.1%）

運用縣（市）首長個人關係
（34.8%）

運用縣（市）首長個人關係
（19.6%）

申請中央政府的相關補助計畫
（34.8%）

縣（市）首長參與行政院政策決策
（17.4%）

縣（市）首長參與行政院政策決策
（13%）

申請中央政府的相關補助計畫
（17.4%）

執行中央政府委辦事項或共同辦理事
項（8.7%）

執行中央政府委辦事項或共同辦理事
項（10.9%）
其它（6.5%）

其它（8.7%）

強化行政院聯合服務中心之互動
（2.2%）
總和

其他
縣
(市)
政府

100%

100%

設置聯繫協調會報（43.5%）

設置聯繫協調會報（60.9%）

指派專責單位聯繫（34.8%）

指派專責單位聯繫（17.4%）

共同成立專責單位（13%）

共同成立專責單位（13%）

簽訂行政契約（6.5%）

簽訂行政契約（4.3%）

其他（2.2%）
辦理上級業務主管機關的委辦事項
（0）

辦理上級業務主管機關的委辦事項
（4.3%）
100%

定期召集鄉鎮（市）長會議
（26.1%）

舉辦業務協調會報（26.1%）

舉辦業務協調會報（23.9%）

提供經費補助（26.1%）

(市)

提供經費補助（21.7%）

定期召集鄉鎮（市）長會議
（21.7%）

公所

共同辦理中央政府委辦事項（8.7%）

共同辦理中央政府委辦事項（8.7%）

私下進行聯繫（6.5%）

其它（8.7%）

其它（6.5%）

私下進行聯繫（4.3%）

100%

100%

鄉鎮

總和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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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與中央政府的互動關係
在與中央政府互動方面，縣市長認為應採取「透過縣市籍中央民意代表」
及「運用縣市長個人關係」兩項。實務運作上，則以「運用縣市長個人關係」
（34.8%）與「申請中央政府的相關補助計畫」（34.8%）兩類模式，較為多數
縣市長所採用。從而觀之，「運用縣市長個人關係」應為本項網絡互動關係的
最主要運作模式。至於，在深度訪談的觀點中，有多位縣市長（01、03、11）
認為「政黨屬性」佔有一定影響性；另一方面，桃園縣長、新竹縣長及花蓮縣
副縣長，則是提出比較積極性的垂直府際互動觀點：
我們很清楚許多重大工程需向中央長官多請託，我自己常親
自拜會中央各部會首長，甚至局處首長的次數也不勝枚舉，
雖然未必能得到中央關愛，但一案一案的計畫補助……幾乎
都是我們現在最主要的大型建設（Q6--03）。
中央是民進黨執政，哪有可能會給你……但對我來說，並沒
有太多影響。我跟同仁講，計畫一定要走就對了……要瞭解
中央政策，否則錢一定不給你，雖然有某種政治因素存在，
但仍有客觀的專家學者（Q2--11）。
以城鄉新風貌來講，我們是唯一的縣市連續三年取得競爭型
計畫。雖然辛苦，但我跟縣長想法是一樣的……要先做出
來，將來有更多錢的時候就能做的更好。這點努力都不做，
將來有錢給你的話都不知道要做什麼（Q1--04）。
顯然，地方政府在營造與中央政府優質的網絡互動關係上，政黨色彩雖佔
有一定的影響性，但仍有可能突破的空間，主要策略可能有二：一是運用首長
個人政治資本，淡化黨派因素；二為事前積極準備，提出優質政策競爭計畫。

2、與其它縣市政府的互動關係
縣市長普遍認為，與其他縣市政府的互動應優先採取「設置聯繫協調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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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及「指派專責單位聯繫」等兩種模式。在實務運作上，目前也以「設置聯
繫協調會報」（60.9%）較為多數縣市長所採行。舉例而言，臺中縣市近年來積
極推動合併且改制為直轄市，臺中縣副縣長張壯熙指出：
通常透過「縣市聯繫會報」下去做協調、整合，不過，我也
講良心話，合作當中也有競爭啦（Q9--06）。
除「聯繫會報」外，臺中市長、新竹市長及新竹縣長也都提出「策略聯
盟」概念的運用模式：
中部六縣市應採「策略聯盟」的精神，在「互通、互
援、互助」理念下，進行各項議題合作，整合區域資源
（Q8--02）。
竹竹苗三縣市輕軌捷運系統的策略聯盟……透過「園、縣、
市」首長高峰會議，致力於新竹地區生活、生產、生態等三
方面的健全發展（Q8--05）。
新竹縣是一個典型的農業縣，我剛回來時，就找市長、竹科
管理局長作策略聯盟，……每三個月就開一次會，進行「園
市縣」整合（Q4--11）。
但應如何有效建構一套互動緊密的跨域合作模式？高雄縣長楊秋興認為：
「同黨派」仍具關鍵性，不過，「共同利益」乃是突破本位主義的重點。

過，如果是切身跟縣民利害相關，大家都會拋棄黨派……地
方事務比較沒有色彩（Q12--01）。
3、與鄉鎮公所的互動關係
縣市長普遍認為與鄉鎮公所的互動模式，應採取「定期召集鄉鎮長會
議」、「舉辦業務協調會報」及「提供經費補助」等三種模式。在實務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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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目前大多數縣市長乃採用「舉辦業務協調會報」（26.1%）及「提供經費補
助」（26.1%）。除互動模式外，花蓮縣副縣長朱景鵬在訪談中指出，縣政府官
員的「互動態度」乃是重要的關鍵因素：
跟鄉鎮的關係，我們有鄉鎮首長會報，給他們自己做花蓮的
願景規劃，讓鄉鎮知道大家是一起的。……我也告訴同仁，
在相處時不要有官僚氣息，儘量給人家溫暖（Q6--04）。
不過，針對此項課題，多位縣市長（01、03、08）也強調：「鄉鎮目前自
治功能是有限的」，未來應可朝向整併轄區或廢除自治等方向，進行徹底的改
革，較有助於地方治理的網絡運轉。而在體制尚未改革之前，縣政府應該「定
期召集鄉鎮長會議」，強化彼此互動關係，俾有助於鄉鎮公所治理能力的建構
與提升。

（四）與公民社會的互動關係
所謂公民社會，一般係指相對於國家政府體制的外部行為者。花蓮縣副縣
長在深度訪談中特別強調，在地方治理的網絡建構過程中，公民參與乃是核心
關鍵：
「公民立縣」的概念，坦白講，這對一個行政首長來說，要
跟公民站在一起，讓公民參與縣政，這種看法是一種理想，
如何去實踐？公民都看在眼裡，所以，提出後就要讓縣民直
接參與縣府的運作（Q1--04）。
在地方治理的實務運作上，如何讓公民能參與政策過程，的確是縣市長施
政的重要課題之一。本研究將從地方民眾、社區組織、非營利組織、民間企
業，及大眾傳播媒體等五個不同面向，分別進行討論，希望藉此瞭解當前臺灣
縣市長與公民社會之間的應然互動模式與實然互動關係。至於本研究問卷調查
統計結果，詳參表十四。

Vol. 6, No. 2 / June 2009

縣市長的領導力與地方治理 99

表十四
互動
對象

縣
(市)
民眾

縣市長與公民社會的互動模式

最應採取的兩項互動模式（%）
視察各項建設活動（26.1%）

視察各項建設活動（30.4%）

發行縣政刊物（15.2%）

舉辦相關藝文、運動活動（17.4%）

縣（市）長信箱（15.2%）

參與社區舉辦的活動（17.4%）

舉辦相關藝文、運動活動（10.9%）

縣（市）長信箱（13%）

參與社區舉辦的活動（10.9%）

發行縣政刊物（8.7%）

其它（10.9%）

其它（8.7%）

建置縣市長與民有約時間（8.7%）
參加婚喪喜慶（2.2%）
總和

社區
組織

目前最主要的一項互動模式（%）

建置縣市長與民有約時間（4.3%）

100%

100%

參與社區組織舉辦的活動
（32.6%）

參與社區組織舉辦的活動
（34.8%）

編列預算提供計畫案申請
（28.3%）

邀請社區參與縣（市）政府的活動
（34.8%）

邀請社區參與縣市政府的活動
（28.3%）

編列預算提供計畫案申請（21.7%）

設置專責單位（4.3%）
指派單一局處統籌（4.3%）

指派單一局處統籌（8.7%）

其它（2.2%）
總和

組織

總和

100%

參與非營利組織舉辦的活動
（39.1%）

參與非營利組織舉辦的活動
（43.5%）

邀請非營利組織參與縣市政府的活
動（23.9%）

邀請非營利組織參與縣市政府的活
動（26.1%）

共同籌辦計畫方案（17.4%）

共同籌辦計畫方案（17.4%）

提供計畫案經費補助（13%）

提供計畫案經費補助（8.7%）

設置聯繫窗口（6.5%）

設置聯繫窗口（4.3%）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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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四
互動
對象

縣市長與公民社會的互動模式（續）
（續）

最應採取的兩項互動模式（%）

目前最主要的一項互動模式（%）

獎勵與協助投資（41.3%）

獎勵與協助投資（39.1%）

邀請民間企業參與縣市政府舉辦活
動（19.6%）

邀請民間企業參與縣市政府舉辦活
動（21.7%）

設置聯繫窗口（19.6%）

設置聯繫窗口（21.7%）

參與民間企業主辦的活動（13%）

定期召開會議（8.7%）

定期召開會議（4.3%）

參與民間企業主辦的活動（4.3%）

共同籌辦計畫方案（2.2%）

共同籌辦計畫方案（4.3%）

100%

100%

設置聯繫窗口（34.8%）

設置聯繫窗口（52.2%）

大眾

邀請媒體參與縣市政府活動
（26.1%）

邀請媒體參與縣市政府活動
（21.7%）

傳播

主動刊登縣市政府資訊（21.7%）

主動刊登縣市政府資訊（13%）

定期接受專訪（10.9%）

定期接受專訪（8.7%）

其它（4.3%）

其它（4.3%）

100%

100%

民間
企業
(工商
團體)

總和

媒體

總和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1、與地方民眾的互動關係
縣市長認為與地方民眾的互動關係，最應採取「視察各項建設活動」的模
式，而實務運作上，多數縣市長目前也是採用這套運作模式。其它如：發行地
方刊物及縣市長信箱，雖也被認為是應該且重要的方式，但實際上，把這些列
為首要且實際採行的卻不多。然而，若干受訪縣市長也曾提及首長電子信箱的
重要性：
市長信箱，我的秘書、參議會先處理，挑出直接希望我回答
的。原則上我拿到後，我會先打電話給他，你反映這件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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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交辦，用電話先跟你說謝謝。所有民眾都感到意外，沒
有想到市長會打電話給他（Q16--05）。
利用縣長電子信箱、討論區與縣民互動，這些我都會親自上
網去瞭解，……也定期針對民眾所關心的不同主題進行民
調，作為施政參考（Q7--03）。
在各項媒體民調中，經常名列前茅的新竹市長林政則特別強調，應善用縣
政刊物具政令宣導及理念溝通的傳播價值：
市府有市政報導的定期刊物，每期都有市長的話，我常透過
這些文章、理念，與公務同仁及市民們共同分享，一起為美
好環境打拼（Q9--05）。

2、與社區組織及非營利組織的互動關係
在與社區或非營利組織互動方面，縣市長認為應採取「參與非營利組織
舉辦的活動」、「編列預算提供計畫案申請」及「邀請社區參與縣市政府的活
動」等運作模式。而實務運作上，大部分縣市長主要的互動模式乃是參與社
區組織舉辦的活動（34.8%）及「邀請社區參與縣市政府的活動」（34.8%）兩
類。
其次，在與非營利組織互動方面，縣市長認為應透過「參與非營利組織舉

上，「參與非營利組織舉辦的活動」（43.5%）也是多數縣市長目前最常採用的
互動模式。
綜上可知，大多數縣市長與社區及非營利組織的互動，主要係採取「參與
式」運作模式，並非僅是透過政策的擬定與經費補助。這種鼓勵與培力的互動
模式，較能避免造成民間組織對公部門的依賴，導致民間社會力的發展受到抑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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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與民間企業的互動關係
在與民間企業互動方面，不論是應然面或實然面，絕大多數縣市長都認
為：「提供獎勵與協助投資」最為有效。這部分不僅符合民間企業的期待，也
有助於縣市長對境內經濟發展問題的有效解決。除此之外，在訪談過程中，臺
中市長與桃園縣長異口同聲指出：成立「單一窗口」的重要性，認為這有助於
企業所講求的效率問題。再者，臺南縣長也強調，透過組織改造，符合企業需
求，將有利於政府與企業間良好關係之營造：
我們政府的組織調整，算是做得快，我第一任經過半年後，
就成立經貿科技局，然後改為經濟發展局，那裡面我們特別
成立科技產業課。……對傳統產業，另外成立SBIR，就是
small business international research，透過協助爭取補助，讓
他們可以跟學術單位、研究單位做結合（Q3--08）。

4、與大眾傳播媒體的互動關係
縣市長大多認為，與大眾傳播媒體的網絡互動，應採取「設置聯繫窗口」
及「邀請媒體參與縣市政府活動」兩種模式。其中，「設置聯繫窗口」也是在
實務運作中，52.2%的縣市長所採取的主要互動模式。要之，「定點」與「專責
式」的新聞服務提供，應是維繫縣市長與大眾傳播媒體良好互動關係的重要策
略。

四、縣市長對《天下雜誌》所做民調的看法
正如本文前言所述，《天下雜誌》從2001年開始，每年皆定期在6~9月間
公布該年度的縣市首長施政滿意度調查結果。不過，曾有學者批評該項調查每
年的民調系統與評鑑指標不太穩定，很難對地方政府產生導引的激勵或改善
作用，也不易確認對組織變革與縣政策進有無明確標竿學習效果（朱鎮明，
2008:105）。雖然如此，在實務上，各縣市政府首長們對於該項調查的認知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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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為何？仍有待吾人更進一步瞭解。本研究將從縣市長的認知著手，分析他們
對於《天下雜誌》所做調查是否具客觀性與可參考性的看法，以及縣市長心目
中最具公正且適當的地方治理評鑑單位為何？

（一）縣市長對《天下雜誌》民調的認知
1、客觀性與可參考性
根據本研究的問卷調查顯示，縣市長對《天下雜誌》每年所做縣市競爭
力、施政滿意度調查，有12位認為客觀，11位認為不客觀，比例各約一半。因
此，《天下雜誌》的調查其實尚無法獲得縣市長的普遍認同。雖然如此，但絕
大多數（18位）縣市長仍表示，會將《天下雜誌》調查結果作為後續施政改善
的參考依據，僅少數5位不同意。所以吾人可知，大眾傳播媒體的民調結果與
新聞報導，其實對縣市長推動地方治理，仍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性。未來，內
政部、行政院研考會等中央政府地方自治的主管機關，理應善用民調機制，據
以督促縣市政府積極創新治理。

2、不客觀與不參考的原因
在11位不認同《天下雜誌》所做民調的客觀性與可參考性之縣市長群組
中，究其原因，主要涉及「問卷內容不具全面性」（5人）及「縣市民眾對調查
指標不瞭解」（4人）兩大問題。在深度訪談中，桃園縣長朱立倫與新竹縣長鄭

這必須看地方發展的重點而定，……我覺得不要用一致性的
標準去衡量，像都會化與農村性質就有很大差異，很難去做
客觀標準（Q6--03）。
最好分成幾個階段。像我們新竹縣幅員廣大，怎麼跟都會區
比。所以，都會區和農業縣需要區隔。不過，總體我覺得還
好啦，但對於有些縣市首長確實有點不盡公平（Q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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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言之，《天下雜誌》所做民調的不客觀性及不具參考價值，除「問卷內
容不具全面性」及「縣市民眾對調查指標不瞭解」之外，其實也涉及評比對象
與項目的分類問題，而非做一致性的齊頭式比較，否則對部分縣市可能未必公
平。就此，有賴公私部門負責評鑑機構，針對問卷指標設計與民意調查技術，
持續進行改善。
至於，5位不同意將《天下雜誌》民意調查作為施政參考依據的縣市長，
也指出不作為參考的原因包括：「評比指標不具適切性」、「不影響施政計畫推
展」、「未真正反映本縣（市）民意」等問題，雖然有效樣本數不多，但這些
意見理應值得主辦單位在後續進行相關民調時，積極思考改進之道。

（二）縣市長認為較能公正調查的評鑑單位
根據表十五統計顯示，縣市長大多認為應採取類似美國「全美城市獎」
（All-America City Award）的運作模式，將各縣市有關地方治理的能力評鑑與
競爭力調查，委由具公信力的非營利組織進行，這將有助於評鑑指標及調查結
果獲得縣市長的認同。此一課題值得地方自治主管機關積極評估，可委託「臺
灣公共行政系所聯合會」（TASPAA）或「國際透明組織臺灣總會（臺灣透明
組織）」（TI-Taiwan）等具學術專業背景與公信力的非營利組織，每年定期辦

表十五

縣市長認為應由那個單位辦理民調最為客觀

權威來源

次數

百分比

行政院研考會

1

4.3

學術研究機構

4

17.4

15

65.2

大眾傳播媒體

1

4.3

其它

2

8.7

總和

23

100.0

具有公信力的非營利組織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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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民意調查，針對縣市長領導力與地方治理進行評比；當然，應同時建構一套
客觀、公正的績效評鑑指標及標竿學習機制。

伍、結論與建議
本文旨在透過網絡治理概念，探討臺灣縣市長的領導力在地方治理網絡中
的運作情形。筆者首先彙整領導力與地方治理的相關學理，並嘗試提出一個整
合型的分析架構；亦即，以縣市長為運作核心，涵蓋行政團隊、府會關係、府
際關係、社群關係等四大互動面向，共同協力推展地方施政的網絡治理。其
次，本文透過深度訪談11位連任成功的縣市長，彙集他們對領導力構成要素與
地方治理運作技巧的認知與評價；筆者除將這些經驗分享萃取作為標竿學習案
例之外，也參考這些意見設計一份問卷，進而全面調查25位現任縣市長對相關
議題的看法。作為一篇初探性實證研究論文，筆者扼要耙梳這些質性與量化資
料，試圖勾勒當前縣市長領導力與地方治理的運作圖像。
本文主要研究發現包括：縣市長的人格特質對領導力影響最大，創造願景
乃是縣市長最重要的核心能力，地方經濟發展為大多數縣市長所重視的政策議
程。縣市長與地方治理網絡中多元行為者互動關係，平均而言，係與一級行政
主管及縣政顧問互動最為良好，而府際關係及府會關係則評價較低；在網絡治
理的互動模式方面，縣市長與行政團隊之間係以充分授權、目標管理、個別諮

調會報，則是府會關係與府際關係的主要互動模式；而參與非營利組織活動、
獎勵與協助企業投資、設置大眾傳播聯繫窗口，則是縣市長在經營社群關係上
較常見的網絡治理策略。除此之外，半數以上縣市長認為《天下雜誌》最近幾
年所做民調未盡客觀，有三分之二的縣市長則建議，應由具公信力的非營利組
織來辦理地方治理評鑑。
《無重量世界》（The Weightless World）一書曾預言知識經濟的競爭新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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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在無重量的世界裡，城市將重新奪回一世紀前，它所享有的重要性與經
濟統治地位」，在新規則下，城市、區域的地方首長可以發揮的空間變大，帶
來的改變也更為驚人（李雪莉，2006:97-98）。要言之，地方政府未來治理能力
的優劣，端賴民選首長領導力的展現，其實，花俏的選舉語言及強調表演的作
秀文化，很難經得起嚴峻的民意考驗；唯有重視領導與網絡治理，才能真正承
擔責任（accountability），並實踐縣市永續發展的理想願景；也只有人民能活
得安全、幸福、有尊嚴，地方政府領導者才能真正贏得信任與掌聲（李雪莉，
2005a）。
綜上所述，當今地方政府領導者所面臨的是，一個高度網絡化的複雜治理
環境，要如何有效建構並驅動地方治理網絡，則考驗著每一個地方民選首長的
領導力。本文業已初步剖析當前臺灣縣市長對於領導力與地方治理的看法，筆
者希望透過這些經驗性實證資料的累積，在實務上可提供其他縣市長作為標竿
學習的對象；在學術上則可拋磚引玉，為我國地方治理的實證研究開啟更多不
同面向的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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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訪談大綱
敬愛的縣（市）長

您好！

此乃為「領導力與地方治理：理論探討與實證研究（I）」
（計畫編號：NSC 95-2414-H-260-002）及「領導力與地方治
理：理論探討與實務研究（II）」國科會計畫（計畫編號：NSC
96-2414-H-260-003）之訪談大綱，本研究採取個案研究與深度訪
談，主要欲瞭解縣市首長對於領導力與地方治理能力的的想法與整
體施政作為。期盼透過您的說明讓本研究能整理出精確的問題點與
觀察結果，以利未來作整理、分析。本次訪談資料乃純為學術研究
用途，不提供非學術研究之利用，在此先向您說明。最後敬祝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一）基礎面向
Q1、有人認為在當前民選首長的時代中，縣（市）首長所扮演的角色為何，有
人用「僕人」、「縣市CEO」、「契約工」的觀點看待，這部分您的看法為
何？以及民眾最想要哪一種縣（市）首長？
Q2、您是如何形塑貴縣（市）未來發展願景，並將願景付諸實踐，在過程中作
了哪些努力？以及為何有這樣的構思？
Q3、想請教您的是，您認為一個好的縣（市）長個人特質最好有哪些，以及必

（二）地方治理涉及的互動關係面向
Q4、如何形塑行政團隊，讓其可以有效執行縣（市）長的施政理念？
在目前的《地方制度法》第56條，對於縣市首長的用人規範中，除主計、
人事、警察、稅捐及政風之主管或首長，依專屬人事管理法律任免，其總數二
分之一，得由縣（市）長以機要人員方式進用。在行政團隊整體人員篩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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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作哪些考量，進而讓選進來的人都可以有效執行你的施政理念。
Q5、如何轉變貴縣（市）政府員工的觀念並提升整體的行政效率？
一般縣（市）民選首長在施政在必須仰賴兩種人員作主要的支持，政務官
與事務官。事務官部分主要是依據公務人員考試進行選取，此也是縣（市）政
策推動的主要幫手。在此想請問的是，在您主政這幾年當中，您是如何與市府
的公務人員進行互動，促使它們得以實踐您的施政理念，並提升整體行政效
率。
Q6、在地方政府層級的運作中，府會關係一直具有重要的影響性。在這部分貴
縣（市）政府與議會的互動關係是否和諧？此外，在與議會互動上，您個
人有哪些想法與具體的作為，作為和諧互動的依據？
Q7、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關係是否會影響整體施政理念的實踐，在這過程
中，您作了哪些努力？
長期以來，受限於體制規範，地方政府在財政面向上受到中央政府的牽
制，以及不同政黨的主觀因素，在這樣的情況下，常會影響縣（市）政府的施
政建設。想請問的是，您認為當前這樣的困境對於縣（市）政發展、建設的影
響性是否是重要的？要如何尋求突破，有哪些作為可以進行之。
Q8、您認為跨縣市合作的功能為何，目前貴縣（市）政府方面是否有與其他縣
市進行橫向合作，在合作上有哪些具體做為，藉以增加貴縣（市）的發展
潛力？
在地方治理的能力上，跨域合作的觀念一直為人所重視。然而，在臺灣目
前有「南部七縣市長聯盟」，北部亦有「北臺區域合作委員會」。就實際需求
與運作而言，似乎是大家所重視與積極行動的一環，在此想瞭解一下，您對於
此部分的想法與做為。
Q9、您是如何與民眾進行互動，讓其感受到您的關心與重視？以及整體施政作
為對於它們是有益的？
然而，想進一步瞭解，您在與貴縣（市）民眾進行互動的過程中，如何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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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有效溝通，讓彼此瞭解各自需求，以進行願景形塑，在此部分，就您上任後
作了哪些工作，這些是否可以反映出您所獨自擁有的領導特質。
Q10、您對於民間參與公共投資的看法為何？以及如何讓它成為正面助益，而
非負面助益，這對於整體地方治理能力提升有哪些幫助？
在當前地方治理中，有許多的建設必須透過公私協力的關係進行，但是促
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一般而言對於政府是有所助益的，但有時亦會帶給地方
政府麻煩。在此想請教您對於民間社會力參與市政建設的看法，以及縣（市）
府方面有哪些具體作為當作誘因，促使民間力量進行積極參與。

（三）其他
Q11、最後想請教您的是，目前貴縣（市）整體的發展，有哪些施政建設、計
畫是您最引以為傲的，是值得貴縣（市）民眾認為是光榮、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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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問卷內容
問卷編號：**
敬愛的縣（市）長

您好！

本項問卷為「領導力與地方治理：理論探討與實務研究
（II）」（計畫編號：NSC 96-2414-H-260-003）之部分內容。本研
究採取文獻分析、深度訪談與問卷調查，冀望透過不同的研究方法
綜合出最適切的觀點與結論。在問卷部分，本研究希望透過此次調
查，能瞭解縣市首長對於領導力與地方治理的認知與想法。調查內
容主要分為五個面向；期盼透過您的填答，有助本研究精確掌握您
的施政理念與具體觀點。
本研究將對臺灣25個縣市（含北高兩直轄市）的民選首長進行
全面性問卷調查，調查統計結果僅供本研究團隊進行學術分析之
用。在此，特別懇請各位縣（市）長根據您個人的執政經驗，將有
關「領導力與地方治理」的寶貴意見與具體建議提供給本研究團隊
瞭解，期能提高本研究的信度與效度。再次感謝您的撥冗填答。

問卷說明：
本項問卷共分五大面向。
一、探討縣（市）首長個人的領導特質與施政願景；
二、探討縣（市）首長與相關行為者的互動關係；
三、探討前述的互動關係，是否為影響施政的重要因素；
四、探討縣（市）首長與相關行為者的主要互動模式與改進之道；
五、探討縣市首長對施政滿意面向及《天下雜誌》調查指標的看法。
承上述各面向，分別設計若干題組進行問卷調查，企盼可以瞭解您是如何
建構施政領導力與形塑優質地方治理的關鍵因素與寶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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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縣（市）首長的領導特質與施政願景
1、請問您認為下列哪兩項為縣（市）首長最應該具備的人格特質？（複選兩題）
□生理面向（如積極、活力特質）

□人格面向（如道德感、成就動機）

□社會面向（如人際關係、與民眾互動）

□智力面向（如判斷力、語言能力）

□工作相關特質面向（如追求卓越、責任感）

□其他

2、請問您認為以下哪兩項為縣（市）首長最應該具備的核心能力？（複選兩項）
□創造願景的能力

□凝聚團隊士氣的能力

□關心人民的能力

□積極學習的態度與能力

□決策的魄力

□政策的執行力

□城市行銷的能力

□其他
3、請問您認為下列哪兩項是縣（市）首長最主要的權威來源？（複選兩項）
□法律賦予的合法性

□法律所賦予的強制性

□與部屬的互動情感

□透過理性溝通

□個人品德

□專業知識

□其他

4、請問您認為您比較屬於哪一項領導類型？
□魅力領導

□縣市CEO

□團隊領導

□政治領導

□僕人領導

□其他

5、請問您原本預計本任期上任後最優先要做的有以下哪兩項？（複選兩項）
□環境品質

□醫療品質

□地方教育

□經濟發展工作機會

□文化活動

政清廉

□不知道

□政治安定

□社會福利

□地方治安

□縣市施政願景規劃

□交通建設

□地方政府效率

□行

□其他

□環境品質

□醫療品質

□地方教育

□經濟發展工作機會

□文化活動

政清廉

□不知道

□政治安定

□社會福利

□地方治安

□縣市施政願景規劃

□交通建設

□地方政府效率

□行

□其他

7、請問您在目前施政上最不滿意的是下列哪一項？（單選）
□環境品質

□醫療品質

□地方教育

□社會福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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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發展工作機會
□行政清廉

□文化活動

□政治安定

□不知道

□縣市施政願景規劃

□地方政府效率

□其他

貳、縣（市）首長與相關行為者的互動關係
（1是關係非常不好，10是關係非常良好，
以此類推，請於1~10分中進行勾選）
1、請問您與貴縣（市）政府一級主管的
互動關係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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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請問您與貴縣（市）政府常任文官
（公務人員）的互動關係如何？
3、請問您與貴縣（市）政顧問團隊的互
動關係如何？
4、請問您與貴縣（市）議會的互動關係
如何？
5、請問您與中央政府的互動關係如何？

6、請問您與其他縣（市）政府的互動關
係如何？
7、請問您與轄區內鄉鎮（市）公所的互
動關係如何？
8、請問您與貴縣（市）民眾的互動關係
如何？
9、請問您與轄區內社區組織的互動關係
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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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請問您與轄區內非營利組織的互動
關係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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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請問您與轄區內民間企業的互動關
係如何？
12、請問您與大眾傳播媒體的互動關係
如何？

參、影響縣（市）首長施政的重要因素
（1是非常不同意，10是非常同意，以此
類推，請於1~10分中進行勾選）
1、請問您認為您與貴縣（市）政府一級
主管的互動關係，是不是影響施政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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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因素？
2、請問您認為您與貴縣（市）常任文官
（公務人員）的互動關係，是不是影
響施政的重要因素？
3、請問您認為您與貴縣（市）政顧問團
隊的互動關係，是不是影響施政的重

4、請問您認為您與貴縣（市）議會的互
動關係，是不是影響施政的重要因
素？
5、請問您認為您與中央政府的互動關
係，是不是影響施政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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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請問您認為您與其他縣（市）的互動
關係，是不是影響施政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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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請問您認為您與縣轄區內鄉鎮（市）
公所的互動關係，是不是影響施政的
重要因素？
8、請問您認為您與縣（市）民眾的互動
關係，是不是影響施政的重要因素？
9、請問您認為您與轄區內社區組織的互
動關係，是不是影響施政的重要因
素？
10、請問您認為您與轄區內非營利組織
的互動關係，是不是影響施政的重
要因素？
11、請問您認為您與轄區內民間企業的
互動關係，是不是影響施政的重要
因素？
12、請問您認為您與大眾傳播媒體的互
動關係，是不是影響施政的重要因
素？
13、請 問 您 認 為 中 央 政 府 的 施 政 滿 意
度，是不是影響您連任或未來連任
的重要因素？
14、請問您認為「四年契約認同」（任滿
四年任期，而不中途離開）是不是
縣市長獲取民眾信任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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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縣（市）首長與相關行為者的互動模式
一、與行政團隊的互動模式面向
（一）與一級主管的互動模式
1、請問您認為縣（市）長應該採用下列哪兩種互動方式，較能提升一級主管的行
政效能？（複選兩項）
□權威式領導

□以身作則

□績效考核

□充分授權

□自由放任

□其他
2、請問您目前最主要是採用哪一種方式來與一級主管進行互動，以提升行政效
能？（單選）
□權威式管理

□以身作則

□績效考核

□充分授權

□自由放任

□其他

（二）與常任文官（公務人員）的互動模式
1、請問您認為縣（市）長應該採取下列哪兩種互動方式，較能提升常任文官（公
務人員）的行政效率？（複選兩項）
□績效管理

□專案管理

□目標管理

□走動式管理

□團隊式管理

□其他
2、請問您目前最主要是採取哪一種方式來與常任文官（公務人員）進行互動，以
提升行政效能？（單選）
□績效管理

□專案管理

□目標管理

□走動式管理

□團隊式管理

（三）與貴縣（市）政顧問團隊互動模式
1、請問您認為縣（市）長應該透過下列哪兩種互動方式，較能與縣（市）政顧問
團隊保持良好的互動關係？（複選兩項）
□個別諮詢

□舉辦非正式顧問分組會議

□舉辦整體縣（市）政顧問團隊諮詢會議

□舉辦正式顧問分組會議
□邀請參與國內外考察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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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請問您目前最主要是透過哪一種方式與縣（市）政顧問團隊進行互動？（單
選）
□個別諮詢

□舉辦非正式顧問分組會議

□舉辦整體縣（市）政顧問團隊諮詢會議

□舉辦正式顧問分組會議
□邀請參與國內外考察

□其他

二、府會關係面向
1、請問您認為縣（市）長應該透過下列哪兩種互動方式，較能與議會保持良好的
互動關係？（複選兩項）
□確實列席議會備詢

□尊重並採納議員建議

□不定期與議員私下會談

□親自出席議員邀請的活動

□提供小型工程補助款

□其他

2、請問您目前最主要是透過哪一種方式與議會進行互動？（單選）
□確實列席議會備詢

□尊重並採納議員建議

□不定期與議員私下會談

□親自出席議員邀請的活動

□提供小型工程補助款

□其他

三、府際關係面向
（一）與中央政府互動模式
1、請問您認為縣（市）政府應該透過下列哪兩種互動方式，較能與中央政府保持
良好的互動關係？（複選兩項）
□縣（市）首長參與行政院政策決策（例如出席行政院院會）
□執行中央政府委辦事項或共同辦理事項

□申請中央政府的相關補助計畫

□強化行政院聯合服務中心之互動（中部、南部、東部）
□運用縣（市）首長個人關係

□透過縣（市）籍中央民意代表

□其他

2、請問您目前最主要是透過哪一種方式與中央政府進行互動？（單選）
□縣（市）首長參與行政院政策決策（例如出席行政院院會）
□執行中央政府委辦事項或共同辦理事項

□申請中央政府的相關補助計畫

□強化行政院聯合服務中心之互動（中部、南部、東部）
□運用縣（市）首長個人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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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其他縣（市）政府互動模式
1、請問您認為縣（市）政府應該透過下列哪兩種方式，較能與其他縣（市）政府
進行跨域合作？（複選兩項）
□辦理上級業務主管機關的委辦事項
□簽訂行政契約

□設置聯繫協調會報

□共同成立專責單位
□指派專責單位聯繫

□其他

2、請問貴縣（市）政府目前主要是透過哪一種方式與其他縣（市）政府進行跨域
合作？（單選）
□辦理上級業務主管機關的委辦事項
□簽訂行政契約

□設置聯繫協調會報

□共同成立專責單位
□指派專責單位聯繫

□其他

（三）與鄉鎮（市）公所間互動模式
1、請問您認為縣（市）政府應該透過哪兩種方式，較能與轄區內的鄉鎮（市）公
所保持良好的互動關係？（複選兩項）
□共同辦理中央政府委辦事項
□提供經費補助

□定期召集鄉鎮（市）長會議

□舉辦業務協調會報

□私下進行聯繫

□其他

2、請問貴縣（市）政府目前是透過哪一種方式與縣轄區內的鄉鎮（市）公所進行
互動？（單選）
□共同辦理中央政府委辦事項
□提供經費補助

□定期召集鄉鎮（市）長會議

□舉辦業務協調會報

□私下進行聯繫

□其他

（一）與縣（市）民眾互動模式
1、請問您認為縣（市）長應該透過哪兩種方式與縣（市）民眾互動，較能提升施
政滿意度？（複選兩項）
□發行縣政刊物

□建置縣（市）長與民有約時間

□視察各項建設活動
□參加婚喪喜慶

□舉辦相關藝文、運動活動

□縣（市）長信箱
□參與社區舉辦的活動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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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請問您目前最主要是透過哪一種方式與縣（市）民眾進行互動？（單選）
□發行縣政刊物

□建置縣（市）長與民有約時間

□視察各項建設活動
□參加婚喪喜慶

□舉辦相關藝文、運動活動

□縣（市）長信箱
□參與社區舉辦的活動

□其他

（二）與社區組織互動模式
1、請問您認為縣（市）長應該採取下列哪兩種方式與轄區內社區組織互動，較能
提升施政滿意度？（複選兩項）
□設置專責單位

□指派單一局處統籌

□邀請社區參與縣（市）政府的活動

□定期召開會議

□參與社區組織所舉辦的活動

□編列預算提供計畫案申請

□其他

2、請問您目前最主要是透過哪一種方式與轄區內的社區組織進行互動？（單選）
□設置專責單位

□指派單一局處統籌

□邀請社區參與縣（市）政府的活動

□定期召開會議

□參與社區組織舉辦的活動

□編列預算提供計畫案申請

□其他

（三）與非營利組織（社區組織除外）互動模式
1、請問您認為縣（市）長應該採取下列哪兩項方式與轄區內非營利組織互動，較
能提升施政滿意度？（複選兩項）
□設置聯繫窗口

□定期召開會議

□共同籌辦計畫方案

□邀請非營利組織參與縣（市）政府的活動 □提供計畫案經費補助
□參與非營利組織所主辦的活動

□其他

2、請問您目前與當地的非營利組織最主要是透過哪一種方式進行互動？（單選）
□設置聯繫窗口

□定期召開會議

□共同籌辦計畫方案

□邀請非營利組織參與縣（市）政府的活動 □提供計畫案經費補助
□參與非營利組織舉辦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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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與民間企業（工商團體）互動模式
1、請問您認為縣（市）長應該透過下列哪兩項方式與轄區內民間企業互動，較能
提升施政滿意度？（複選兩項）
□設置聯繫窗口

□定期召開會議

□共同籌辦計畫方案

□邀請民間企業參與縣（市）政府舉辦的活動
□參與民間企業主辦的活動

□獎勵與協助投資

□其他

2、請問您目前與轄區內民間企業最主要是透過哪一種方式進行互動？（單選）
□設置聯繫窗口

□定期召開會議

□共同籌辦計畫方案

□邀請民間企業參與縣（市）政府舉辦的活動
□參與民間企業舉辦的活動

□獎勵與協助投資

□其他

（五）與大眾傳播媒體互動模式
1、請問您認為縣（市）長應該透過下列哪兩項方式與大眾傳播媒體互動，較能提
升施政滿意度？（複選兩項）
□設置聯繫窗口

□主動刊登縣（市）政府資訊

□邀請媒體參與縣（市）政府活動

□定期接受專訪

□參與大眾傳播媒體主辦的活動

□其他
2、請問您目前與大眾傳播媒體最主要是透過哪一種方式進行互動？（單選）
□設置聯繫窗口

□主動刊登縣（市）政府資訊

□邀請媒體參與縣（市）政府活動

□定期接受專訪

□參與大眾傳播媒體主辦的活動

伍、評鑑指標問題
1、你對於您目前的整體施政表現滿意嗎？
□非常滿意

□滿意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2、請問您認為貴縣（市）政府在您這一任任期內，年度施政計畫平均落實程度的
百分比？
□0%~25%

□26%~50%

□51%~75% □7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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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您是否同意《天下雜誌》最近每年所做有關縣市競爭力（包括治理能力與幸福
力）的民意調查結果的排名具有客觀性？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回答非常同意、同意者，請跳第5題繼續作答；回答不同意者、非常不同意
者，請續答第4題）
4、請問您認為《天下雜誌》每年所做的有關縣市競爭力（治理能力與幸福力）的
民意調查不客觀原因為何？
□調查機構的立場偏頗

□調查發佈時間（年中7~8月）較不適當

□抽樣對象不具代表性

□縣（市）民眾對調查指標不瞭解

□問卷內容不具全面性

□其他

5、您是否同意《天下雜誌》所做的縣市競爭力調查可做為您施政的參考依據？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回答非常同意、同意者，請跳第7題繼續作答；回答不同意者、非常不同意
者，請續答第6題）
6、請問您不同意將《天下雜誌》所做的縣市競爭力調查做為您施政的參考依據原
因為何？
□與連任沒有關係

□不影響施政計畫推展 □調查結果不具客觀性

□評比指標不具適切性

□未真正反映本縣（市）民意

□其他

7、您認為縣（市）首長施政滿意度及治理績效，未來應由那一個單位進行評比最
為公正、客觀？
□行政院研考會

□各縣（市）政府聯合辦理

□具有公信力的非營利組織

□大眾傳播媒體

□學術研究機構
□其他

8、請問您認為除了貴縣（市）政府以外，有那一個縣（市）政府施政（這一任期
的25縣市）最值得作為您標竿學習對象？（單選）
□基隆市

□臺北縣

□桃園縣

□新竹市

□新竹縣

□苗栗縣

□臺中縣

□臺中市

□彰化縣

□南投縣

□雲林縣

□嘉義縣

□嘉義市

□臺南縣

□臺南市

□高雄縣

□屏東縣

□臺東縣

□花蓮縣

□宜蘭縣

□澎湖縣

□金門縣

□連江縣

□臺北市

□高雄市
問卷填答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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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n Benchmarking Leadership
and Local Governance of County Magistrates and
City Mayors in Taiwan
Ta-Shu Chiang and Li-Ya Chang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trends of globalization and good governance, local governance is
very important in reinventing government. At the same time, leadership is the critical
factor in the quality of local governance. Local governance needs to construct policy
networks and promote cooperation or collaboration across boundaries, which are
organized by the executive team,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 relations, partnership
of the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partnership of public sector and the third sector, and so
on. This paper takes the leadership perspective and theories of local governance to
explore comprehensively the 25 county magistrates and city mayors in Taiwan. In
order to get this benchmarking empirical study well done, three research methods
were adapted, such as review of literature, in-depth interviews, and the use of
questionnaires in a survey. There are four dimensions of description resulting from
this empirical data: 1.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visions of magistrates and mayors;
2. the perceptions and impacts of policy network relationships; 3. the interaction
models and strategies that ought to be practiced and in reality are practiced; 4. their
perceptions on the annual local governance surveys held by The Common Wealth
magazine. In conclusion, the authors suggest many strategies to improve local
governance and the leadership of magistrates and mayors.

benchmarking, The Common Wealth magaz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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