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本旨
歐盟開放協調方法在
府際關係上的意涵與
限制



兩個回合的公部門改革
第一回合：市場化、民營化、委外等
第二回合：協力、協調、整合
 但是，什麼是第二回合的具體作法？



讀書會：透過經驗交換與學習，能否
促成協調與整合？
 目前水平縣市政府的聯繫與互動


暨南大學「
暨南大學「發展學術研究特色計畫－
發展學術研究特色計畫－府際關係與地方
治理」
治理」提供本文資源與協助，
提供本文資源與協助，謹此致謝



東華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副教授 朱鎮明



報告重點
1.
2.
3.
4.

『死亡病例討論會』
死亡病例討論會』

當前水平府際關係的互動
如何從競爭到協力？
座談會討論內容
歐盟的水平「府際」互動作法





聯繫會報
競相喊窮，流於搶錢大作戰

人命關天，
人命關天，『死亡病例討論會』
死亡病例討論會』主要
探討病人為何會死亡，
探討病人為何會死亡，是病情使然？
是病情使然？
出現未知的合併症？
出現未知的合併症？醫師有無其他特
殊考量？
殊考量？是不是有更好的解決辦法？
是不是有更好的解決辦法？
透過醫師間的激辯，
透過醫師間的激辯，這也是醫界另一
種經驗傳承。
種經驗傳承。
 聯合報，民國97年3月17日，第21版



以學習取代管制
提供更多的資訊
整理更多的實務經驗
彼此評鑑

研究緣起
歐盟可說是一個龐大的跨國政策社群，許多
政策、制度與措施相互流通。開放協調方法
(Open Method of Coordination, OMC)正是
這樣的一個機制。
 既然都是水平的「政府間」互動、學習與績
效管理機制，能否擷取某些要素，適用到我
國的府際關係上？或是應該注意哪些限制？




東華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在3月31日上午舉辦
座談會，邀請4位專家學者討論OMC適用在
府際關係的意義與限制
台大政治系趙永茂教授
北大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張四明教授
 行政院研考會吳松林處長
 內政部林清淇副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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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府際關係暨管理
一、府際關係管理常見的組織或運作型態
 二、美國的「府際關係諮詢委員會」
 三、澳洲各級政府聯合會、各級專業部會聯
合會
 「政府間」互動組織或互動平台，要顧及自
主性的行為者，尊重、體諒參與者，或是進
行平等對話，這是學界對於一般府際關係管
理所強調的精神




參、開放協調方法概述


正規、傳統的歐盟決策方法，那就是「共同
體方法」(community method)
締結條約、產生約束、由上而下、法令為基礎，
以管制確保協調一致
 開放協調法的目的，不在於取代現有或是以往的
歐盟決策過程與方式
 彈性、輔助性的協助處理傳統方法不易碰觸的敏
感政策議題


正式的制度與機制，確立於2000年的
里斯本峰會

各會員國有很寬裕的空間，決定如何
參與決策過程
 各國被鼓勵提出本國的政策選擇與方
案，在會議中進行共同報告
 在經過同儕評估後，參考大家提出沒
有法律約束力的建議


適用於較為敏感的社會政策
社會政策核心領域
社會政策
望透過組織學習的過程與協調方法，在
尊重各國差異的前提下，希望發展歐盟
在2010年成為全球最有競爭力的經濟體
 內涵：
內涵：設定共同目標、
設定共同目標、界定眾所認可的
標竿，
標竿，公告與傳播最佳的實務經驗、
公告與傳播最佳的實務經驗、強
化政策學習。
化政策學習




開放協調方法的要素—
開放協調方法的要素
以學習達到協調一致
明確的行動準則(guidelines)，各會
員國要參考準則，制定包含了達成
短、中、長程目標的明確時間表；
 針對現有較好實務經驗，為會員國
量身建立質化與量化的指標與標竿
，以利未來進行最佳實務經驗比較





考慮到各會員國的差異之後，將行動準則轉
換成國家、區域的政策，並為其設定目標以
及衡量成效的方法；
 以共同學習的方法，進行定期監測、檢討與
同儕評估，並於共同報告中，對個別會員國
提出不具約束力的建議


全歐共14個核心指標(overarching
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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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C機制的詳細說明
機制的詳細說明
一、主要相關單位(業務分管執委、社會事務總署、SPC)
二、共同目標
三、共同指標(common indicators)與分項指標
四、國家策略報告與國家行動計畫
五、理事會/執委會的共同報告(Joint Report)
六、社會保障小組(SPC)與同儕評估(peer review)討論會
七、愛爾蘭經驗：公告及建議的約束力，暨2006-2008國家
策略報告

社會事務總署
主要成員

共同目標


核心共同目標有三：
透過社會保障制度，建立性別之間的社
會融合、平等機會。
 促成里斯本峰會目標所強調的經濟成長
、就業、社會融合與永續發展之間的有
效與共同互動。
 在政策的設計、執行與監測上，落實善
治、透明與利害關係人參與。


專司
協調

共同核心指標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貧窮的風險率、風險密度(at-risk-of-poverty rate and intensity)
所得差距(income inequalities)
健康狀況差距(inequality in health, or healthy life expectancy)，有關健康人口
平均壽命
18~24歲中等學校學齡人口流失率(early school leavers)(這個指標在了解教育的
成效與人力資本的規劃)
在無工作家庭中的人口率(proportion of people living in jobless household)
社會保障系統的財務永續性(financial sustainability)
65歲以上老年人口收入的適足性(pensions adequacy，佔0-64歲人口收入比率)
，以及年金替代率(65-74歲年金收入/50-59歲所得收入)
醫療資源的差距(inequalities in access to health care, or unmed need for care)
以2005年為基準的經濟成長下的生活條件改善率(at-risk-of-poverty rate
anchored in 2005)
老年人口(55-59歲與60-64歲)就業率
有工作的貧窮人口(in-work poverty, or in-work poverty risk)
勞動市場參與率(就業與失業人口佔15-64歲工作人口比例)
區域融合狀況(regional disparities-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of employment
rates,似乎是區域就業率與全國平均就業水準的比值)
更多的醫療資源(more health)

分頭準備各國的國家策略報告
與國家行動計畫





依據《各國準備國家報告的寫作準則》進
行撰寫，總頁數不超過65頁(不含附錄與補
充資料)
將注意力與資源集中在較為關鍵性的少數
策略重點
一份附件表格，讓會員國可以針對各國執
行政策的實務經驗，提出值得各國參考的
建議措施


最佳實務經驗的目的、成果、方案構想生效的
環境條件、落實構想所需時間(timescale)、如
何監測與評估、社會成效、可能的障礙與風險
、正面或負面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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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儕評鑑與討論會
同儕討論是到主辦國了解、觀摩政策
執行的實務，參與國家的數目不等，
大多是在6-9國之間
 減少執行失利的可能性與實驗成本，
進而以學習週遭各國經驗來彌補執行
落差，


目前運用於社會保障政策，如年金、性別主
流化、研究發展、長期照護、就業等
 共同報告上，不說有唯一、最好的方法，而
是以較為精細的作法，以「某些國家這樣做
…」或「現代的趨勢是…」說明實務上較好
的作法與共同趨勢，隱隱對會員國施加壓力


President Barroso

肆、台灣府際合作現狀概述

OMC獨特之處
獨特之處







以政策學習
政策學習、
政策學習、資訊揭露、
資訊揭露、實務經驗交流方式，
實務經驗交流方式，達到
政策協調，而不是以法規命令與罰則
政策協調
不同於一般評估是由上而下的考評，OMC的評鑑
是參與者相互評鑑
參與者相互評鑑(peer
review)。
。
參與者相互評鑑
指標並不是那麼多，共同指標
共同指標14個
共同指標 個，另外三大類政
策各有分組指標。
隨著歐盟每季峰會的舉辦，會員國每季在社會政策
上，都要依循OMC的流程進行相關作業，增加政
策網絡成員的互動頻率。
問題：報告機制繁複、缺乏約束力、行政成本偏高



目前問題：有時候會變成俱樂部
式的聯誼。當有上級政府介入之
際，更成為向中央爭取經費的「
搶錢大作戰」，難以進行協調、
學習與知識擴散

1.

「聯繫會報」為本質的地域性社群，是目
前台灣府際或區域合作的主要模式，例如
 中部、南部縣市首長會報
 高高屏首長暨主管會報
 中部六縣市首長會報


2.

行政院在南部、中部與東部各設立服務中心

行政院服務品質獎的跨域實務經驗分享



決審過程的實地評審
成果發表暨示範觀摩

系統的學習機制還有強化的空間
政策協調與共同執行步調的整合，似
乎不太容易在這些論壇中落實與出現
 現有不少競爭型政策，但是競爭性機
制卻也造成城鄉差距更大
 政策的性質應該由競爭轉變為協力合
作型，走向藍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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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從OMC聯想到台灣的府際
聯想到台灣的府際
合作
要先注意「主權」因素，而且台灣不缺「機
制」，但是就是無法落實，應該去研究制度
背後的環境或前提要件
 在台灣，經費的使用、組織的使用、人力的
使用，來自中央主導的，這與歐盟不同。但
是，台灣雖然是中央控制地方，但地方的政
治性很高，有點類似半自主國家。




建構縣市或區域間共同目標
在台灣若要採行一套實務經驗交換與政
策學習的機制，似乎必須在配備資源經
費的特定「政策」下才有可能
 借助中央與地方關係，由中央建立誘因
與平台，規劃預算提供協助。





開放協調方法可以說是一個平台機制，至少
台灣可從中汲取經驗，彙整各類的個案研究
、資料庫以進行資訊分享、實務經驗學習與
通訊。



縣市政府聯合會的組成





學習與實務交換機制


「同質性的業務，
同質性的業務，在甲縣是怎麼做，
在甲縣是怎麼做，乙縣可以怎
麼做，
麼做，大家可以互相觀摩 」







從學習與協調的層次來說，座談會的與會學
者與專家大抵認可(或不否認)具有啟發意義

縣市政府的考評是否由同儕為之


不管是在內政部或是研考會，或是採取
委外經營方式，相當需要建立一個具體
可行的互動平台，至少能夠扮演資料庫
、地方管理個案與難題彙整等功能。

中央與地方互信不足，「彼此互相猜忌
彼此互相猜忌，
彼此互相猜忌，他們給我錢，
他們給我錢，我
們把它拿到別的地方去」
各懷鬼胎」
們把它拿到別的地方去」，而且縣市政府「各懷鬼胎
各懷鬼胎」。
首長若不重視這種學習與交換機制，府際關係平台就難以
為繼。




有與會者不認同台灣能夠做到同儕評鑑
沒辦法拿出全國統一性的來做各種區域不同發展的情況」
台北縣市的跟鄉下的，跟本無法相比，結果怎麼可能讓大
家信服

陸、問卷調查結果(以東華與暨
南的公共行政在職專班為例)


成功問卷







東華：100%(非常同意40%)
暨南+東華：75%同意(不同意近19%)

我們自己的經驗值得他縣仿效









東華：參考參考即可(70%)
暨南+東華：參考參考即可(50%)，(不同意近38%)

想學習，但不知道從何著手



東華：70%不同意(也就是知道如何著手)
暨南+東華：56%知道如何著手；近38%不知從何著手





東華：7成同意
暨南+東華：近7成同意(仍有4成不同意)

哪些縣市最值得學習

其他縣市經驗






大體同意應該仿效其他縣市的作法




東華：10人(男女、主管各半)
暨南+東華：16人(男女各半；主管7，非主管9)

東華：台北市(8)、台中市(4)、花蓮(3)、桃園(2)、其他6
個縣市(各1)
暨南+東華：台北市(10)、台中市(9)、花蓮(3)、桃園、宜
蘭、金門(2)、其他6個縣市(各1)

值得學習的縣市，是有較具體的仿效措施嗎



東華：9成同意
暨南+東華：8成以上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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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創新的構想來源
東華： 9成自行發想、7成偶而源自其他縣市、
 暨南+東華： 9成以上自行發想、 7成偶而源自其
他縣市



業務交流變成各說各話或是宣揚政績？





其他縣市會來拜訪我們進行學習










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就好了，不用在意其他
縣市的做法

東華： 7成偶而
暨南+東華：近7成偶而，仍有3成未有過

縣市之間的交流的價值






應該要有較具系統的案例匯整制度












東華：6成同意中央主辦、6成同意中央與地方各派代表
主辦、7成同意專業團體主辦
暨南+東華：7成5同意中央主辦、5成6同意中央與地方各
派代表主辦、5成同意專業團體主辦









東華：一半沒有意見，反對佔4成
 暨南+東華：3成7沒意見及反對，僅2成5同意








縣市局(處室)級首長彼此之間相互評估績效







同儕評鑑比其他機構或單位來評鑑要好
東華：同意佔4成、不同意佔3成(沒意見佔3成)
 暨南+東華：同意佔4成3、不同意佔3成7




東華：同意、不同意、沒意見各佔3成
暨南+東華：6成2同意，3成7不同意

假設要提出建議，若縣市政府不理會


東華：同意佔6成，不同意佔2成
 暨南+東華：同意佔6成8，不同意佔近2成


東華：同意佔8成(8成認為縣市政府間可能形成共同目
標)
暨南+東華：同意佔9成3

依據最佳實務經驗對各縣市提出建議




東華：同意者有9成
暨南+東華：同意者有5成6，3成7不同意

各業務領域去設計幾個共同評鑑的指標





東華：100%同意，但會面頻率分歧，每月一次最多
暨南+東華：9成3同意，但會面頻率分歧，每月一次最
多，其次為每半年一次

縣市政府之間可形成共同努力的目標？



東華：5票支持中央出資、5票支持搭配政策計畫
暨南+東華：8票支持中央出資、8票支持搭配政策計畫

縣市政府設計指標進行評估

東華：可能與不可能各佔一半
暨南+東華：可能與不可能各佔一半

縣市公務人員經常聯繫有助於驗交換與相互學習



經驗分享與學習制度由誰出資(縣市要出資嗎？)






東華：同意者9成
暨南+東華：同意者近9成

經驗分享與學習制度由誰主辦

東華：不同意者7成
暨南+東華：不同意者近7成

政黨因素會影響縣市之間的經驗分享

東華：非常同意3成、同意6成
 暨南+東華：非常同意4成，同意6成以上




東華：7成不認為會這樣，但3成同意
暨南+東華：六成以上不認為這樣，但4成同意

東華：6成同意持續建議、5成對是否制裁沒建
議、持續遊說有7成同意
暨南+東華： 6成同意持續建議、5成2對是否
制裁沒建議、持續遊說有7成5同意

利用輿論影響縣市政府進行改善



東華：5成同意、4成不同意
暨南+東華： 5成6同意、3成1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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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與建議


虛心接受其他縣市對我們的建議





我們的縣市長同意接受其他縣市的意見





東華：9成同意
暨南+東華： 8成同意
東華：8成同意
暨南+東華：5成同意

若有一套縣市間經驗分享與學習制度









東華：9成支持，但4成表示是否配合辦理要看情形
暨南+東華：近9成支持，但5成表示是否配合辦理要看情
形

開放協調方法的價值，以績效管理、標竿學
習、政策學習、策略規劃與管理，在政府之
間築起互動機制與平台，落實社會保護政策
 國際制度移植、轉換到國內，要注意相容相
斥議題
 在實務操作層次具有啟發價值，若加以轉變
修改，似乎可以去推動類似的機制，建立學
習與協力合作


由OMC想到府際關係，就是彙整各地方政府政策
的執行工作，經由知識管理體系，將比較好的實務
經驗做政策擴散，達成政策趨同與一致，因此可說
是「透過學習來做政策協調」。
這並不意味各縣市政府沒有自主性與彈性，而是提
醒各縣市，還有其他行之有效的作法可以參考運用
，甚至對個別特定縣市提出一般趨勢建議
醫界各科經常舉辦的病例討論，那種同儕的激辯、
質疑與經驗傳承，儘管非常嚴苛，但長期來看卻能
精進醫師的專業能力，找到更好的處方，減少病人
的死亡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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