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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設計理念：「全球思考，地方行動」之策略已成為政府治理的引導方針，以公民為中心
，在民主體制中尋求各級政府之間水平與垂直關係的良性互動，追求互惠共
利的美好明天。
4月23日「世界閱讀暨版權
日」，本中心辦理「書香穿越
高牆、送書到部落」活動，南
投縣仁愛鄉立圖書館參與贈書
活動，回贈本中心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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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地方政務研究班第1期結訓典禮
行政院邱副院長正雄講話全文
98年4月3日

人事行政局陳局長、地方行政研

都是地方政府高層優秀人才，也是政策

習中心城主任、南投縣政府陳副縣長，

推動的核心主力，假如中央與地方政府

以及各位地方政務研究班的學員，大家

在觀念溝通方面，可以經常性的透過這

好！

樣的管道，由地方政府反映地方需要，

前言

中央政府報告施政方針，將政策轉介地
方，從而建立中央與地方一體之觀念，

今天是人事行政局地方政務研究

並培養良好合作默契，相信不僅可以提

班第 1 期結訓典禮，劉院長因公務繁忙

高人民對政府的向心力，整個國家政務

不克前來，特別指派本人專程前來向各

的推動也必然會非常順利。本班的結

位主管學員致意，和大家共同勉勵。回

業，就未來政策的推動，代表一個非常

憶20年前本人任職省屬華南銀行總經理

具有意義而且是十分重要的里程碑。

時，經常來中興新村開會，對此地優美
風景留下深刻印象；今天舊地重遊，又
有機會和各位地方政府一級主管相聚一
堂，深感高興與溫馨。

建立中央與地方觀念溝通管道

金融海嘯帶來的衝擊
金融海嘯所引發的全球性經濟危
機，不僅使歐美各主要國家受到重創，
對於以國際貿易與進出口產業為經濟命
脈的台灣，在全球性不景氣的環境當

當前政府施政講求總體性，兼顧

中，受到的衝擊更為嚴重。從財政部

地方需要是必然的，但是整個過程更需

有關台灣進出口貿易統計數字來看，台

要社會各領域人才配合推動。在座各位

灣進出口產業在2008年下半年，一改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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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穩定成長之趨勢，反轉直下。究其原

長，引發通貨膨脹及土地價格飆漲等問

因，乃係2008年全球經濟受到金融海嘯

題。此外新台幣大幅升值，台灣勞力密

之影響，國外對台灣產品需求大降，台

集業出口困難，在民國79年以後，亦導

灣進出口貿易直接受到巨大衝擊，2008

致此類產業大量外移往東南亞及大陸投

年 11 月至今年 1 月份三個月期間與年前

資，形成產業空洞化的危機。及至民國

同期相比，台灣進出口分別大幅衰退

83年，美國高科技產業迅速發展，台積

約40％及37%。在台灣產業發展的過程

電公司股票上市，是時股票市場開始飆

中，出口貿易向來佔有相當重要之地

漲，在特殊環境之下，廠商開始轉型投

位，是經濟發展的火車頭，我國經濟活

資在高科技產業，亦大量利用股票上市

動65％以出口貿易為主，如果出口貿易

籌資，於是成就了一波台灣高科技產業

減少，國內實質投資就會減少。以IC上

的榮景。今（98）年5月，我國將邀請

游科技產業如力晶、友達等公司為例，

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

由於公司減少生產，其本身及下游公司

學家保羅 · 克魯曼（ Paul Krugman ）來

投資計畫劇減。出口減少造成股價下

台演講，克魯曼指出，現代國際貿易的

跌，連帶使消費也大幅減少。根據紐約

特徵是，對特定產品生產國必須是有大

時報今年二月初報導，我國去年底至今

市場且作卓越創新，才可壓低成本，大

年初我國出口年增率下降逾40％，是世

規模生產。例如瑞典出產 VOLVO 汽車

界最大降幅，面對上述狀況我們如何因

之國內市場大，而德國也生產BENZ、

應？是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

BMW 二種不同品牌汽車，各自的國內

穩定國內經濟情勢

2

市場大，兩國即各自大量生產其獨創品
牌的汽車。此外即使在同一國內汽車用

馬總統特別指示行政院，台灣產

戶品味不同，因此瑞典人亦有進口德國

業發展願景要從六大領域改善當前的經

車者，反之亦然。如此瑞典、德國各自

濟問題，六大領域包括綠色能源、生物

降低生產成本，透過貿易雙方互蒙其

科技、觀光旅遊、醫療照護、文化創

利，滿足不同品牌需求。台灣係以高科

意、精緻農業等，將是臺灣未來產業

技代工產品為主要出口項目，但台灣國

發展推動的主軸。回顧台灣過去20幾年

內市場小，產品外銷須賴國際市場，但

來經濟發展的軌跡，民國75年前後的台

也因台灣出口產品集中化，在景氣下滑

灣經濟尚非十分富裕，公司資本額均壓

時，出口下降的風險很大，目前全球正

低在 2 億元以下，股票不願意上市，民

處於經濟的金融海嘯當中，台灣也受到

間大量的超額儲蓄，加上外匯大幅成

嚴重之衝擊，對此，政府為了穩定國內

中華民國98年5月出版

月刊

第101期

專

載

經濟，積極提出多項因應策略，並策劃

日股票市場每日交易量近1500億觀察，

上述六大產業，作為未來擴大經濟發展

交易量有增加趨勢；另外2008年11、12

的新方向。

月份二個月間，我國貿易出口量減少了

安定金融秩序 協助企業紓困

約70億美金，1月份又減少10多億，但
到了2月份貿易出口量比1月份卻多了2

鑒於當前國際金融情勢動盪不

億多美金，雖然增加不多，但至少安定

安，政府為充分保障存款人權益，首先

下來了，至於3月份統計，預估會較2月

是安定金融秩序。目前國內銀行存款餘

份有較大增加。由上述股市及出口貿易

額計有26兆，為強化存款人信心，行政

情況顯現，在這一波金融海嘯當中，我

院劉院長宣布自97年10月7日起存款保

國經濟情況算是比較安定的，並未如法

險採全額保障措施，使存款人之存款依

國某家證券公司預測我國經濟成長率衰

法受到全額保障，對穩定金融市場秩

退將達負 9 ％情況，這都是靠大家共同

序，成功建立國人對金融市場信心，貢

努力的成果，至少到目前為止，經濟狀

獻甚大。此一穩定金融機制推出後，獲

況較之其他國家相對穩定，但仍需大家

得國人正面的肯定與好評，新加坡、韓

繼續努力，共同克服。

國等國家均相繼跟進實施。
其次是協助企業紓困，為避免營

擴大內需，促進就業

運正常但短期資金缺乏之企業因無法

另一項振興經濟的重大措施就是

借貸，導致經營陷入困境，本項政策

擴大公共建設。根據世界經濟論壇2008

同意企業向銀行借款，在今(98)年年底

年統計分析，亞洲四小龍的公共設施建

前到期而無力償還者，可向銀行辦理展

設指標，香港排名世界第五、新加坡

期，藉此協助企業度過難關，目前放款

第四、韓國第十五，我國則是排名第

餘額約17兆元，對活絡經濟工商活動具

十九，因此我國公共建設雖然很好，但

重要安定效果。上列各項政策的實施，

與亞洲四小龍相較，排名仍然在後。香

相較於亞洲其他國家，我國金融秩序相

港及新加坡公共建設已達飽和點，但韓

對穩定，與美國及歐洲國家放款比較，

國刻正積極建設中，我們如不加緊腳步

雖然我國經濟活動及出口貿易下降幅度

迎頭趕上，將會被韓國拋在後面。過去

較大，但紓困政策使得我國經濟相對安

這幾年來我國經濟成長均以出口貿易為

定。

主軸，至於在公共建設方面則呈現負成
或許大家會問，我國經濟何時始

長。但在振興經濟政策推出以後，今年

可復甦？復甦是否會很困難？我們從近

公共建設可望成長22.1%，未來馬總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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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項愛台建設政策兌現後，將會有更

中，有 4.2 萬人之培訓，除著重六大產

高的成長。

業政策所需人力之培養外，也特別著重

推動公共設施建設，一方面可促
使公共設施更臻完善，另一方面可以達
到擴大內需、振興經濟的目的，發揮相
輔相成作用。今年度政府擴大公共建設

其外語及電腦資訊的訓練，以增加個人
或國家的長期競爭力。

跨域交流 提昇執行力

經費為新台幣 1491 億元，其中再特別

今天這樣一個研究班的開辦，非

編列約300億元促進專上人力就業及結

常具有意義，訓期雖然短短 2 週，但各

訓，以因應失業對策，並透過培訓提高

位除了吸收專業知能外，也藉此機會大

我國人力競爭力。此外，今年擴大公共

家相互交流情感，分享工作經驗，在此

建設經費其餘支出能提供14.1萬人就業

特別感謝人事行政局以及地方行政研習

機會。政府並預定在今（98 ）年 4 月 11

中心全體同仁的努力與用心規劃及籌

日分別在花蓮及台中，以及4月18日在

辦。相信在這優美的訓練環境中，加上

桃園及台南共計辦理四場就業博覽會，

在座各位的努力，訓練成果想必一定非

可以適時提供本國籍勞工約 8 萬人就業

常豐碩，希望大家回到工作場所後，多

機會，以及超過 7 萬人次的進修、訓練

多相互聯繫，建立橫向溝通及跨域交流

機會，另將補助各機關學校進用體育或

管道，促進政策推動的效益與效能，共

人文藝術方面專業教師，協助學校教學

同提昇政策執行力。最後敬祝各位身體

以及補助各縣市地方圖書館用人，一連

健康、萬事如意，謝謝大家！

串促進就業措施，其目的在協助國民
就業。上述 7 萬人次的進修、訓練機會

4

（地方行政研習中心黃燕鶯專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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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城市競爭與全觀型治理的新思維：
兼論柏林經驗對台中縣市合併升格之啟示
江大樹

壹、前言─迎向城市新紀元的
挑戰

曾士瑋

速發展，並已侵蝕到「以國家為基本單
位的競爭性國際體系」之運作型態。隨
著傳統政府統治體制的衰落，新世代的

2007 年 6 月，聯合國人口基金會

治理模式從全球化洪流中脫穎而出，各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簡稱

國中央政府面臨這些嚴峻挑戰，大多就

UNFPA ）發布《世界人口狀況報告》

其組織結構與角色職能進行檢討與改

1

指出， 2008 年世界各國的城市人口將

造。因之，「全球性思考、在地化行

首度超越鄉村人口，達到全球人口的

動」（think globally and act locally）的

50%；到2030年，全球城市人口可望更

思維架構正日漸受到重視，而相較於深

進一步突破50億。這些數據明確告訴我

陷困境且一籌莫展的中央政府，各地方

們一個訊息：城市（或都會）的世紀已

或都會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將更為重要，

經來到！隨著全球化（ globalization ）

並具有關鍵性的影響（江大樹，2006：

的發展過程及其帶來的各項影響，產業

3-10；吳松林，2006：4）。

的國際分工、文化的跨國交流，快速且

「在地化」（localization）除指涉

具穿透力的全球流動空間，衝擊並動搖

「國家所轄特定地理區域」外，顧名思

以固定空間領域為基礎的傳統國家機關

義，係強調「每個地方均具有特殊的

治理型態。全球化現象可說是「以市場

經社文化背景」，亦即每個地方均有其

機能連結的世界性資本主義體系」的快

「在地化特色」，而且每一個地方政府

1 State of World Population 2007，參照UNFPA官方網站，網址：http://www.unfpa.org/swp/2007/english/introduc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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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應善用其特殊的競爭優勢（紀俊臣，

台北市將與台北縣、基隆市合併為台北

2006：6）。當然，地方政府善用其優

直轄市，簡稱台北都；台中市將與台中

勢從事各種行動之終極目標，理應為

縣合併為台中直轄市，簡稱台中都；高

「如何以本身特質尋求有利且適宜的全

雄市、高雄縣則合併為高雄直轄市，簡

球定位」，亦即反身連結全球性思考。

稱高雄都。2009年4月，立法院三讀通

聯合國曾進一步指出，都會區相對於其

過地方制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根據目

他「地方」，在國家經濟發展過程中，

前地方共識與推動時程，台中縣市未來

往往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因都會區通常

只需擬定合併改制計畫，經兩個地方議

具備較強大的競爭力，諸如：人口數與

會同意後，於 5 月底前交由內政部報請

所得均佔全國一定的比例，民眾不斷湧

行政院核定，即可趕在預定期限（2010

入都會區就業、求學與消費等事實，自

年12月25日）內完成升格為直轄市；至

然帶給都會區旺盛的經濟成長活力；然

於，其他縣市是否也能同步提出改制計

而，如何在社會及經濟環境不斷變動

畫，仍待觀察。

下，持續確保城市的競爭力，並且兼顧

除此之外， 2008 年 12 月兩岸大三

經濟成長與社會融合、公平正義等永

通的「海、空直航」正式解禁，兩岸交

續發展目標，乃是當今世界各國所遭

通的開放，被期待能大幅提振台中港和

遇的重要治理課題（吳松林， 2006 ：

台中清泉崗機場的發展潛能，可望破除

6-7 ）。要之，全球化促進跨國及跨地

前述兩大海、空港以往「有國際之名、

域城市間之聯繫與互動，也造成這些城

無國際之實」的運作困境。增添「三都

市間之競爭與合作；全球化為都會和城

十五縣」與「大三通」兩大政策變革的

市居民帶來新的機會與利益，卻也同時

助力，台中都會區之城市發展前景似乎

加諸他們必須肩負新的責任與義務（劉

將大有可為：合併升格後的台中都會

宜君，2004：50-51）。

區，已同時擁有國際機場、國際港、高

2008年5月，馬英九總統上任後，

速鐵路與科學園區，完善的硬體建設將

為呼應全球城市化的世界趨勢，並開創

使其在全球城市的激烈競爭中，具有更

臺灣經濟發展新局，乃提出「三都十五

多優勢條件；而縣市的轄區合併將可促

2

縣」 行政區域重劃調整方案；另一方

進行政體制與區域生活圈之嵌合，連帶

面，國民黨政府也加速推動兩岸大三通

提升地方政府治理效能。在此同時，因

的實現。依據三都十五縣的調整策略，

兩岸交流逐漸朝向自由化邁進，台中都

2 「三都十五縣」之構想最早於2002年9月25日提出，時任台北市長的馬英九在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公企中心與聯合
報、新台灣人文教基金會聯合舉辦「行政區劃、財政劃分與地方自治改革」的學術研討會中，公開提出三都十五縣的
行政區劃調整構想。參見蘇永欽，2002：107-118。

6

中華民國98年5月出版

月刊

第101期

理論與實務

會區理應利用本身的條件與優勢，積

案例，並借鏡德國柏林的現有城市發展

極從中尋求嶄新的發展潛能與成長契

經驗與創新成就，剖析新時代城市競爭

機，如：觀光吸引力、直航進出點與

力的衡量指標，進而探究提升城市競爭

兩岸海運中心等。

力所須仰賴的基礎條件及興革方案。以

然而，以台中都會區帶動中臺

下將先概述全球城市競爭與全觀型治理

灣發展的願景固然充滿可期待性，但

之學理基礎，再接續探討台中縣市合併

是在邁向合併的過程中，除將涉及複

升格的推動過程與治理課題；最後扼要

雜的府際網絡重構與治理課題，包括

簡介柏林最近一波的城市發展經驗，尤

都會區的內部與外部，亦無可避免地

其是，東西柏林合併後的轉型新貌；結

必須與國內外各大都會相互競爭。

論則從柏林城市創新啟示中，省思未來

綜合全球化的發展趨勢、都會區域

台中縣市合併升格後的應然治理策略。

整合的新型態及台灣內部的政局發
展，吾人應可清楚體認：即將成型
的台中都會區所面臨的是一個全球

貳、全球城市競爭與全觀型治
理的學理基礎

性的開放競爭環境，不同層次中的

全球城市競爭與全觀型治理，是

各種組織、團體、制度等諸多行為

全球化的重要發展趨勢，茲分別扼要說

者，其彼此之間乃存在著既相互連結

明其學理基礎與運作內涵。

（inter-connected）又相互依賴（inter-

一、全球城市競爭與都會區域的整合

dependent ）的互動關係。因此，台中

全球化時代產生快速城市化的變

縣市之發展前景固然因政治局勢出現

遷趨勢，全球各地的都會區域不斷面臨

關鍵轉變而大有可為，但若未能即時

制度和空間發展上的矛盾與挑戰。在制

擬定兼具前瞻性與多層面性的規劃和

度面向上，政府職能的移轉導致了地方

布局，同時致力提升網絡治理的能力

課責性和回應性的增加，連帶也造成國

與效率，恐將被國內其他都會區搶得

家內部城市間的相互競爭，甚至對立衝

發展先機；即使能從國內都會競逐中

突；同時，在都會區域中，由於各地方

脫穎而出，勢必也難從容迎向全球城

的社會經濟條件呈現強烈的差異性和不

市競爭之嚴峻挑戰。

公平性，因而阻礙了城市政府間的積極

本文旨在探討全球化變遷後的城

合作；此外，國際區域經濟與貿易競爭

市競爭新局，同時輔以相關學理，據

的日趨激烈，也使都會區內的協調與合

以勾勒全觀型都會治理的運作藍圖；

作益顯迫切。在空間面向上，許多都會

筆者將以台中縣市合併升格作為實務

區正處於結構轉型的過程，實際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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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和城市網絡經常跨越每一個地方政

的都會治理型態與空間政策的未能協調

府的原有轄區疆界，在都會或區域層次

契合（參見圖 1 ），乃是當今都會區域

上，建立起一種新式且動態的城市空

合作的嚴肅治理課題（李長晏，2006：

間型態。其中，城市功能區域與地方政

32-36）。

府制度結構間並不相符的爭論，以及新

圖1 都會區域整合的形成背景
資料來源：Salet, et al（2006：4）；李長晏（2006：33）。

8

全球化導致去疆界化的組織變

斯的主要關注問題在於：政府機關組

革，使各國的城市得以掙脫國家疆界的

織的功能碎裂化（fragmentation），他

束縛，透過策略規劃直接進行全球布

認為這種設計不僅導致成本提升、眼

局，此一新局既擴大了城市的發展契

光短淺、重治療輕預防、欠缺協調、

機，也使各國城市置身於一場無可避免

課責無法落實等弊病，也是政府何以

的激烈競賽之中。因此，21世紀城市／

歷經種種的改革努力後，依然無法解

都會治理的重要課題亦即：如何能以在

決跨越功能邊界此重大問題之主要原

地化的特色創造機會與優勢，同時接受

因（ 6 Perri,1997 ： 16 、 26 ；彭錦鵬，

全球化的挑戰（紀俊臣，2006：6）。

2005 ： 64 ）。全觀型治理的概念與傳

二、全觀型治理的運作內涵

統官僚及新公共管理典範最大不同點

全觀型治理的概念最初是由派

在於：把重心擺在解決人民的問題，

瑞‧希克斯（ 6 Perri ）所提出，希克

而非政府問題，並以政府的整合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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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其實踐方針，參見表1。
表1 公共行政3種典範的比較
傳統官僚體制

新公共管理

全觀型治理

時期

1980年代以前

1980～2000

2000年後

管理理念

公部門型態管理

私部門型態管理

公私合夥／中央地方
結合

運作原則

政府採功能性分工

政府功能部分整合

政府整合型運作

組織型態

層級節制

直接專業管理

網絡式服務

核心關懷

依法行政

作業標準與績效指標

解決人民生活的問題

成果驗證

注重輸入

產出控制

注重結果

權力運作

集中權力

單位分權

擴大授權

財務運用

公務預算

競爭

整合型預算

文官的規範

法律規範

紀律與節約

公務倫理與價值

運作資源

大量運用人力

大量運用資訊科技

線上治理

政府服務項目

政府提供各種服務

強化中央政府掌舵能力

時代特性

政府運作的逐步摸
索改進

政府引入競爭機制

政策整合解決人民生
活事件
政府制度與人民需
求、科技、資源的高
度整合

資料來源：彭錦鵬（2005：75）。

政府的全觀型治理包含 3 個面向

破傳統行政組織的功能分部化結構；其

（參見圖 2 ）：其一為治理階層的整

三為公私部門的整合，透過法律制度、

合，乃將地方、國家、區域及全球等

文官體制與行政程序的調整與彈性化，

多層次治理體制的組織結構、法律規

藉以符合不同形式夥伴關係之所需，使

範及運作程序，予以有效整合；其二

公私部門的協力合作能夠順利推行（彭

為政府內部機關整合，促進機關之間

錦鵬，2005：76-77）。

主動協調與密切合作，以改善甚至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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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全觀型治理的3個整合面向
資料來源：6 Perri, et al（2002：29）。

10

在全觀型治理所推展出的3個治理

綜合善治理論所強調的過程性導

面向中，治理階層的整合即含括了多層

引與國家職能重構、網絡治理著重的三

次治理之訴求；而政府機關及公私部門

部門優勢互補、多層次治理揭示治理過

整合之主張，也大致對應網絡治理的

程的垂直穿透性，以及全觀型治理極力

論點。至於，城市發展議題引用全觀

追求的破除碎裂格局，吾人可知：當

型治理的特殊意涵，除透過 3 大治理面

代各種治理理念皆在透過某些特定主

向釐清主要運作課題，最終還是回歸到

張以促進制度健全、培植公民能力、開

「整合」的精神上，亦即垂直性多層次

放決策參與。這些主張不僅呼應全球化

視野、水平性公私部門合夥及分工單位

的「去除疆界」趨勢，亦與永續發展訴

的聯合；此外，還必須考量到三者之間

求一致。因此，這些治理理念的具體實

相互連結（interconnected）與相互依賴

踐，將是台中都會落實地方永續發展的

（interdependent）的特質，並以全局性

推動方略，兩者實為一體兩面。

考量營造出和諧的總體策略，避免分工

再者，從各種治理理論的回顧

體制之間因各自為政而無法克服困境、

中，吾人也能認知到當今邁向都會發展

迎向互利共榮之合作成果。

所存在的棘手問題，主要可歸類為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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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第一，資本主義「專業分工」原則

步言之，不論是柏林或台中縣市的合

已廣泛地體現於今日世界的知識體系和

併，兩者其實皆具備行政區域與政治

組織架構，而銜接這些碎裂機構和知識

版圖重整的意涵，如何能讓縣市合併

體系的制度仍然相當欠缺。故當面臨影

升格後的台中都會大步向前邁進，成

響廣泛的新興風險時，碎裂機構各自

為帶動中臺灣區域發展的火車頭，全

為政或目標錯置（goal displacement）

觀型治理所提出的3大治理面向及柏林

的情形便一再地出現。第二，先前在

的創新發展經驗，都是值得參考借鏡

成長典範時期中過度獨尊科學專業，

的政策指引。

因而導致決策過程被國家技術官僚所
宰制，最終忽略並排除利害關係人
（stakeholders）的觀點，完全無法發揮

參、台中都會區的主要治理
課題

公部門、私部門與市民社會「協力」的

面對全球城市競爭的台中都會

優勢。第三，傳統國家集權管制，不僅

區，未來發展策略必須妥善因應不

讓自身因為獨攬過多事務而呈現「超

同層次中的重大治理課題。以下將

載」困境，也導致都會區域錯失協調空

針對台中都會區之發展取向，區分

間政策，迎向全球化新局的機會。全觀

全球、區域、國家、地方等 4 個不同

型治理的三個統合面向，正好能讓我們

治理層次，略加討論當前所面臨的相

有系統地界定並處理上述這些重要問題

關重要治理課題（江大樹、曾士瑋，

的內涵，故以其作為建構台中都會發展

2007）。

策略的引導架構，實具有相當的前瞻性

一、全球層次

與適切性。

（一）中部產業圈的國際競爭力

最後，從地方治理的學理導引及

台中都會區的未來發展，必須超

全球化的實務變遷中，吾人必須體認

越國內格局，放眼全球。無論是中科

到：隨著世界各地空間壓縮及時間距離

與台中工業區匯集的產業契機、百貨

的縮短，政策學習的重要性乃顯得格

業驚人消費商機或旅遊觀光業帶來人

外重要，跨國性的城市發展經驗交流，

潮，都必須考量「消費型」城市─台中

除有助於各種議題網絡的建構，也能創

市，應如何帶動「生產型」城市─台中

造反省現行政策、思考採納他國經驗的

縣、甚至中部其他各縣市的發展（台

嶄新機會，同時提供型塑解決方案的

中市政府，2005：57-72、91-108；林

政策指引，增加政策工具的可能選項

靜宜，2005：68-119）。

（Bertók et al,2002：38-40）。更進一

（二）行銷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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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都會區在創意與行銷方面，

台中港既然在十大建設中已闢建

稱得上是臺灣島內名列前茅的模範生，

為國際港，就不應只扮演其他國際港的

擁有 3 座不同性質的文化中心，善用景

輔助港口，台中港的定位必須鎖定區域

點特色舉辦觀光活動的台中縣，頗有後

競爭優勢。況且，台中港除腹地廣大、

來居上之勢，例如：大甲媽祖國際觀光

且鄰近中科外，地理位置也離大陸直線

文化節被國內外媒體讚許具有世界水準

距離最近，若能爭取作為兩岸三通的主

（林靜宜， 2005 ： 120-129 ）；台中市

要港口，不僅有助拓展運輸能量、提升

長胡志強也一直以「文化是門好生意」

港埠競爭力，更可結合觀光郵輪路線，

行銷「文化城」的閃亮招牌（台中市政

引進龐大的觀光旅遊商機。

府，2005：9）。當前，隨著大陸人士

三、國家層次

來台觀光的政策開放，台中縣市旅遊行

（一）台中都會區縣市合併升格的意義

銷工作顯得格外重要。

中部都會區的合併升格，主要意

二、區域層次

義有二：首先就「合併」的層面來說，

（一）清泉崗國際機場的定位

隨著都市擴張及重大建設分散設置，生

香港赤臘角機場是全世界流量最

活圈擴張所衍生的跨域性議題將超出個

大的轉運機場，新加坡樟宜機場總是位

別政府的處理能力，台中都會的合併將

居全世界服務五星級評比的前三名，曼

使行政體制得以統籌跨域性議題，對治

谷新機場則是目前世界上面積第一大

理效率的提升大有幫助；再就「升格」

的機場，以上三座機場都在亞太區域

的意義而論，在國家整體發展層次上，

內，在航運上構成強力的競爭對手。擁

設立直轄市於中部地區，將可矯正臺灣

有不容易受到颱風影響起降、跑道夠

長期以來在發展上只重南、北兩頭的

長、鄰近中科與台中港等優勢的清泉崗

「啞鈴效應」，有效促進區域均衡3。

國際機場，其發展定位應上拉到區域競

（二）「宜居型」的都會區

爭層次，才能跳脫「與島內其他機場

台中都會區的代名詞既不是首

爭食既有資源」的零和思維（經濟日

都，也不是港都，但卻是民眾票選最適

報，2004/3/6：7；聯合報，2004/3/7：

合居住的都會區 4。台中都會區有陽光

B2），進而探索真正發展潛能。

但不酷熱，空氣污染程度也比北高兩都

（二）台中港的定位

會區輕微，加上空地與空屋尚未飽和，

3 參考遠見雜誌，第219期（2004年9月），「台中市長 胡志強：文化，的確是門好生意！」。
4 參見天下雜誌，第244期（2001年9月），「二十三縣市生活品質大調查 你滿意你住的城市嗎？」；天下雜誌，第
280期（2003年8月），「二十五縣市競爭力排行榜 差距極大 特色不明？」與「二十五縣市長施政滿意度調查 願景
決定領導價值」；康健雜誌，第82期（2005年9月），「2005健康城市大調查 那個城市最快樂？」；天下雜誌，第
354期（2006年8月），「五大面向，體檢幸福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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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是消費型的大城市，台中市平均房

憾。治安問題的嚴重性，乃與城市的特

價只有台北市的四分之一、高雄市的二

質有關。台中市是中部地區的消費聚集

分之一；在高鐵通車後，台中都會區位

地，交通動線順暢且聯外道路便利，除

於臺灣中心點的優越位置，更引發跨縣

了設籍人口約有100萬，尚有50萬的流

市購屋者的青睞。當然，宜居型都會區

動人口齊聚；而相對於台北市與高雄

如果只是倚賴既有結構面的優勢，很快

市，台中市的「平均每人警政支出（參

就會遭到取代。因此，唯有全方位提升

見表2）」明顯偏低5。再就警力資源面

生活品質，促進交通建設、就業機會與

向分析，台中市之警察員額編制人數，

休閒環境的完備，同時提升醫療服務與

與北高兩市相比，更是敬陪末座（陳陽

教育水準，才能獲得更多居住者的認

德、紀俊臣主編，2007：221）；台中

同。

縣員警與民眾人數比例也是全國最低

四、地方層次

（參見表 3 ），員警勤務負擔可謂全國

（一）治安問題的嚴重性

最重（中國時報， 2007/11/8 ： C1 ）。

大台中都會區內的台中市一直遭

凡此，皆明顯反應出台中縣市所面臨治

受治安不佳的批評，無論是民眾感受或

安問題的嚴重性，未來必須列為優先改

實際統計數字，總是突顯台中市此項缺
表2、2006年臺灣主要縣市之警政治安
刑案發生率（犯罪率）
刑案破獲率
平均每人警政支出
縣市
(件／十萬人)
(％)
(元／人)
台北市
2,121.32
84.57
4,225.10
2,493.47
53.15
2,292.70
台北縣
2,532.26
65.08
3,947.73
高雄市
2,279.46
65.78
2,840.39
高雄縣
台中市
3,913.40
58.48
3,565.91
台中縣
1,975.44
64.56
2,437.80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http://61.60.106.82/pxweb/Dialog/statfile9.asp.
表3、台中縣市與其他直轄市的警民比例
編制員額
實際員額
人口數
警民比例
9,943
7,987
2,632,242
1 : 329
台北市
5,367
4,303
1,514,706
1 : 352
高雄市
台中市
2,739
2,447
1,044,392
1 : 426
台中縣
3,232
2,813
1,543,436
1 : 548
7,766
7,039
3,767,095
1 : 535
台北縣
資料來源：參考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及相關縣市政府警察局全球資訊網。
5 參考台中市政府全球資訊網>市政白皮書>台中市警察局施政白皮書，
http://www.tccg.gov.tw/sys/SM_theme?page=3fd82c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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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課題。

1-16、1-17）。

（二）各行政區的不均衡發展

（三）財政拖垮的顧慮

台中市因曾歷經數次市地重劃，

「合併引起拖垮」此一顧慮所反

加上許多大型公共建設，例如：新市府

應的是，開發程度較高的台中市，在與

大樓、豐樂公園與大都會歌劇院的吸引

開發程度較低的台中縣合併後，台中市

力，現階段住居人口與產業都向重劃區

資源可能被轉移、稀釋甚至吸納，而最

集中。因此，導致平日通往重劃區的交

終導致「合則共衰」的命運。對照近

通尖峰時段嚴重壅塞、假日人潮過多與

年台中縣、台中市之年度預算（參見

地價飆漲等，都是新興發展區域衍生的

表4與表5）可知，單就個別財政狀態而

棘手問題。此外，遭到平面鐵路阻隔在

言，台中縣應尚不至於成為「拖垮」台

外的台中市東南區之發展停滯，與舊市

中市之黑洞。然而，就兩者的財政收支

中心的衰敗問題，如何尋求都會區發展

狀況而論，台中縣市目前皆屬負債，本

的更新計畫，相較於新興重劃區而言，

身難以支付縣市合併過程之中，因制度

6

更是一大考驗 。另一方面，台中縣圍

轉換與組織合併所衍生的成本。所以，

繞著台中市周圍的衛星鄉鎮，大多逐

縣市合併必須搭配完善、長遠的財政規

漸呈現人口飽和，例如：大里、太平與

劃，並應大力爭取中央政府的專案補

烏日的興起，相對於轄區廣大、擴及偏

助，否則可能難以擺脫「優勢開發區發

遠山區的台中縣其他鄉鎮，應如何適當

展延滯」的命運，不但無法期望發揮

規劃並落實均衡發展，也是未來重要都

「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應，反而將陷入

會治理課題之一（台中縣政府，1996：
表4、臺中市政府最近5年歲入歲出總預算
年度別
94年度
95年度
96年度
來源別
27,900,870 28,167,821 28,375,632
歲入合計
1.稅課收入
17,864,200 18,014,006 18,471,319
2.工程受益費收入
3.罰款及賠償收入
865,850
838,015
875,950
4.規費收入
1,247,977 1,414,372 1,436,735
5.信託管理收入
6.財產收入
393,802
370,647
641,111
7.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
509,890
181,896
8.補助及協助收入
6,705,058 6,127,461 5,186,164
9.捐獻及贈與收入
1,550
17,850
1,250

單位：新台幣千元

97年度
30,608,679
19,632,210
897,827
1,530,338
377,476
1,078,447
6,403,309
1,250

98年度
30,734,445
20,021,348
855,918
1,675,399
437,816
6,507,554
600

6 參考台中市政府經濟局施政白皮書，http://www.tccg.gov.tw/sys/SM_theme?page=3fd82cda。（2007/10/16造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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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自治稅捐收入
11.其他收入
822,433
875,580 1,581,207
32,083,318 32,269,149 33,069,717
歲出合計
1.一般政務支出
3,493,259 3,506,906 3,435,364
2.教育科學文化支出
11,637,116 10,963,757 11,284,334
3.經濟發展支出
5,416,818 5,519,486 4,875,206
4.社會福利支出
2,234,082 2,278,725 2,322,578
5.社區發展及環境保護
1,300,551 1,596,372 1,570,301
支出
6.退休撫卹支出
3,719,195 4,059,998 4,268,174
7.警政支出
3,439,411 3,538,425 4,458,760
8.債務支出
200,886
160,480
180,000
9.協助及補助支出
10.其他支出
642,000
645,000
675,000
-4,182,448 -4,101,328 -4,694,085
歲入歲出餘絀
資料來源：台中市政府主計處網站，
http://www.tccg.gov.tw/sys/SM_theme?page=45ab5f43。

687,822
35,497,991
3,509,863
11,110,792
6,660,501
2,370,459

1,235,810
35,569,935
4,043,556
11,301,703
5,401,503
2,961,000

1,684,149

2,030,883

4,344,172
4,909,335
227,720
681,000
-4,889,312

4,154,318
4,746,457
227,515
703,000
-4,835,490

表5、臺中縣政府最近5年歲入歲出總預算
年度別

94年度
95年度
96年度
97年度
來源別
36,530,697 36,559,850 36,006,390 36,997,760
歲入合計
1.稅課收入
14,002,761 14,522,543 15,531,098 16,632,345
2.工程受益費收入
3.罰款及賠償收入
669,952
629,126
629,126
624,885
4.規費收入
474,669
519,929
520,028
536,336
5.信託管理收入
6.財產收入
261,660
219,752
141,419
241,014
7.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
12,000
17,432
12,000
214,000
8.補助及協助收入
20,201,212 19,509,760 18,023,381 17,870,810
9.捐獻及贈與收入
15,486
122,257
61,468
64,435
10.自治稅捐收入
15,143
11.其他收入
892,957 1,019,051 1,087,870
778,792
39,979,817 38,859,850 37,936,390 38,977,760
歲出合計
1.一般政務支出
3,831,795 4,179,063 3,636,055 3,698,607
2.教育科學文化支出
17,098,737 17,530,542 16,268,445 17,098,200
3.經濟發展支出
5,575,949 3,459,376 4,405,634 3,459,104
4.社會福利支出
3,744,436 3,913,792 4,135,170 4,357,727
5.社區發展及環境保護
567,811
355,310
343,338
291,337
支出
6.退休撫卹支出
2,465,643 2,434,296 2,216,361 4,019,876
7.警政支出
3,732,714 3,907,508 3,808,171 4,272,201
8.債務支出
530,000
785,000
782,374
973,500
9.協助及補助支出
10.其他支出
2,432,732 2,294,963 2,340,842
807,208
-3,449,120 -2,300,000 -1,930,000 -2,000,000
歲入歲出餘絀
資料來源：台中縣政府主計處網站，http://account.taichung.gov.tw。

單位：新台幣千元

98年度
38,699,200
17,227,364
621,465
813,151
246,591
390,878
18,218,075
5,429
15,120
1,161,127
39,699,200
3,883,812
16,482,543
3,680,072
4,913,647
923,119
3,692,336
4,246,561
1,023,100
854,010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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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資源爭鬥的運作窘境之中。

肆、柏林市的轉型歷程與創新
發展

義與條件，都可申請該網絡的認可，分
別成為文學、電影、音樂、民間藝術、
設計、媒體藝術與烹飪等，各種不同類
型的創意城市。申請城市在加入該聯盟

時序邁入 21 世紀以來，「創意城

之後，除分享其他城市的創新經驗外，

市」這股熱潮正方興未艾。 2004 年 9

還能在全球平台上突顯其城市的文化資

月，英國首相布萊爾的高級經濟顧問

源，促進城市多元文化產品在全球市場

湯姆‧坎農（ Tom Cannon ）在第一屆

的實現。當今由創意經濟主導的全球化

「世界大城市帶發展高層論壇」中暢談

新經濟時代，創造力成為促進本地經濟

創意城市的理念，並且獲得熱烈的迴

和社會發展的基本要素，而城市之於創

響。坎農指出：創意城市的基本要素不

意經濟則扮演極為關鍵的角色，除掌握

僅僅是建築與硬體設施，而是「人」，

城市文化資源外，更提供大量的就業機

特別是人的創造力和能力塑造了城市的

會、多樣性的商品和各種服務8。

未來。創意城市的發展模式，在「聯合

約翰‧霍金斯在《創意經濟》一

國全球創意城市聯盟」成立之後，業

書指出：全世界的創意產業每天創造

已成為許多城市在國際競爭舞台中，

220 億美元的價值，並以 5 ％的速度遞

7

力求脫穎而出的指導綱領 。聯合國全

增，而最早發展創意產業的英國經驗則

球創意城市聯盟（ The Creative Cities

顯示：創意產業對都市經濟的重要性，

Network of UNESCO's Global Alliance

比對國家所造成的影響更大。創意城市

for Cultral Diversity）是聯合國教科文

的風貌則包羅萬象，聯合國教科文組

組織（ UNESCO ）全球多樣性文化聯

織自2004年起曾陸續指定了6座創意城

盟的一部分，成立於2002年，在2004年

市，分別是「設計之都」─德國柏林

10月舉辦的第170屆執行理事會中獲得

與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民間藝

通過且正式運作。聯合國全球創意城市

術之都」─擁有古神殿遺跡的埃及阿

聯盟乃將「創意城市」定義為：創意城

斯旺（Aswan）和美國藝術重鎮聖大非

市必須能夠分享彼此的經驗，懂得專業

（Santa Fe），「烹飪之都」─哥倫比

知識，以及擁有商業技巧的訓練能力與

亞波帕揚，及「文學之都」─英國愛丁

技術。因此，任何城市只要符合上述定

堡，這 6 座創意城市都各有其鮮明的特

7 參見世界大城市帶發展高層論壇，http://www.wmdf.net:82/Html/City_BBS/index.html，與南方新聞網，http://big5.
southcn.com/gate/big5/news.southcn.com/china/zgkx/200409270005.htm。
8 參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官方網頁，網址：http://portal.unesco.org/culture/en/ev.php-URL_ID=35257&URL_DO=DO_
TOPIC&URL_SECTION=2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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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2004年，泰國曾啟動「時尚曼谷城

地表達對歐洲統一的支持，以減低法國

市計畫」，希望透過舉行商展，大力推

的不信任心態所可能造成的阻礙；另一

銷泰國的設計師與創意產品，目標為

方面，他還不斷援助莫斯科，促成戈巴

2012年能讓曼谷躋身「世界的時尚連結

契夫提早放手東德，並同意統一後的德

點」；2006年，韓國在首爾打造「韓流

國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國際政治上

塢」國際展覽中心，仿效美國好萊塢效

的讓步與「東進、西進並重」之外交

應，希望在亞洲引領風潮。綜觀這些城

策略，為的是要「將德國放在大架構

市發展創新經驗可知，傳統的城市講求

中」，終極目標就是實現德國統一與歐

社會資本與人力資本，現在的創意城市

洲統一（周慧菁，1993：64-68）。

則是要累積創意資本。正因如此，「創

1990 年東西兩德統一，「民主的

意」無疑將是下一波全球城市成長與競

勝利」並未帶給德國人立即的幸福與快

9

爭的新動力 。

樂，在短暫的慶賀與狂歡結束後，東西

以下將引介柏林的城市創新發展

兩德人民都開始面臨雙方生活水準差距

經驗，除分析其快速躋身全球頂尖城市

過大、官僚體制的人事重整，以及意

之關鍵因素，發掘其孕育創意能量之基

識型態不相容等因素所衍生的各種棘

礎外；更重要的則是，瞭解其在合併過

手問題，這些問題造就了兩德統一後的

程中所遭遇的種種困境，及解決這些困

治理亂象。除體制相容性問題之外，為

境所需涵蓋的治理策略面向。

了東德的重建，德國政府每年至少投入

一、走出東西柏林合併的困境

1,400 億馬克，統一前政府雖然擔保兩

德國的統一與東西柏林的重新整

德統一不會造成加稅，但鉅額的財政負

併，最初並非眾望所歸、水到渠成。在

擔還是迫使政府必須提高公用事業的費

國內，不僅反對黨認為統一不可能，連

用來因應，再加上物價的上漲，使得西

執政黨人士也私底下表示對統一的不看

柏林每個家庭的日常支出平均提高了

好，只是因為意識型態（支持民主陣

25％，這些政策引起許多的不滿。面對

營）的立場，迫使他們不得不支持統

現實困境，德國總理魏茨克曾沈重地呼

一。統一之後，轉型的現實困境，連同

籲：西德人民在未來 5 年內應放棄薪資

左右兩派人士的矛盾，更讓繁榮的願景

成長的想法。

難以期待。國際上，柯爾總理一方面獨

除了兩德體制不同所引發的治理

排眾議支持美國在歐洲增設飛彈，以換

亂象，與財政不平等負擔之外，東西德

取美國支持德國統一；一方面始終一貫

統一初期也持續面臨著憲法中的人道精

9 參見遠見雜誌，第240期（2006年6月），城市因創意而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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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神所衍生出的「政治難民庇護」問題。

利用作為聯絡歐市與東歐的橋樑地位，

外國人進入德國申請政治庇護，兩年的

因而吸引大量外資在柏林設立總部。最

調查期間德國政府不僅提供吃住，每月

後，在文化上，德國統一後，柏林取得

還發給400馬克零用金，優渥的待遇吸

大量的文化資產，光是博物館就超過

引地下組織將大批難民輸往德國境內，

100個，而且德國對於古蹟的保護更是

藉以從中圖利，當失業與失意的德國人

不遺餘力，個人住所的整修工程，都必

眼見政府供養這些「好命的難民」，便

須事先報請警方許可才能進行（周慧

把怨氣出在外國人的身上，對其進行

菁，1993：46、140-143）。

攻擊行動，仇視外國人的聲浪快速高

超越個別的政策措施，柏林能快

漲。一名北京紙廠的廠長來德國採購機

速走出統一所引發的紛亂與動盪，主要

器，在柏林街上被揍；柏林日本公司告

關鍵在於充分掌握新民主體制與舊民族

誡職員出門必須穿著體面，以免被誤認

性格的重大價值衝突問題。德國統一過

為落後國家難民而惹禍上身；至於，以

程中，雖然在外交策略上採行的是向西

色列觀光客也被勸說在公共場所務必要

方靠攏（同時安撫東方共黨勢力），但

講英文，而不能說希伯萊語（周慧菁，

並未完全採納典型西方文化中的個人主

1993：24-30）。

義精神，反而保留德國傳統中的團隊精

整併初期的柏林市，不僅飽受體

神、勤奮和紀律，因而沒有像臺灣目前

制轉換的紛亂失序，與財政資源重新分

所呈現的價值紛亂，反而能以穩健的腳

配的沈重負擔，對於外國人的來臨也相

步向前邁進。柏林經驗明確揭示如下的

當排斥。以當時的情景，實在無法想像

重要訊息：任何城市（都會）的統合，

今日的柏林不僅能快速復興，並且能兼

都是一項複雜的政治改革工程。就此而

具「共榮」與「包容」的特質。然而，

言，台中縣市合併改制的整合過程，不

所謂危機就是轉機，德國統一後柏林再

僅在國內可能影響其他都會的城市競爭

度成為首都，因而增添了國際知名度，

與資源分配，在中臺灣區域發展上也會

也重新吸引國內外各地人才的來臨，各

影響鄰近縣市的現有競爭力，在國際上

國專家變成負責統合東西德之專責機構

更可能因而催生一個具備聲望與全球影

「信託局（Treuhandanstalt）」的重要

響力的「城市品牌」。因此，城市發展

成員。在政治上，兩德政策的制訂也領

的成功與否，將取決於治理策略是否具

先於兩德統一實務的推動，這為統一

多層次性的布局與規劃；另一方面，城

後兩德間的貿易正常化，奠立了良好的

市改革過程也需要有一個具遠見、且勇

基礎。在經濟上，統一後的德國，充分

於實踐理想願景的領導者，方能有效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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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整個城市，朝正確的發展方向快速邁

至少超過1,500件，其中「設計5月」、

進。

「柏林攝影節」、「時尚漫步」、「柏

二、營造創意城市的新風貌

林 AGI 大會」與「內部動機設計研討

2006年1月，柏林成為歐洲第一個

會」等，都是柏林每年固定舉行的主

加入聯合國全球創意城市聯盟的大都

要創意活動；當然，柏林的包豪斯博

會，從此柏林可將「設計城市」的桂冠

物館與維特拉設計博物館也讓人們仰

驕傲地戴在自己頭上。聯合國教科文組

慕，而舉世聞名的世界文化遺址博物館

織文化產業處處長米拉格羅‧德‧高拉

島（ Museumsinsel ）所擁有的 5 大博物

爾在評價該年評選結果時表示：「柏林

館，更完整呈現涵蓋 6,000 年的人類歷

以她的實力，證明自己在設計領域的成

史、藝術與文化。

就，站在不同背景和歷史的十字路口，

上述極具競爭力的條件，吸引各

柏林的設計傳統和當代創意影響到整個

領域創意工作者和企業，更令柏林引以

國家和國際相關領域的運作。」而柏林

為傲的是，幾乎沒有任何一個歐洲城

市長哈羅德‧沃爾夫也非常高興地回

市為學生提供那麼多設計方面的學習

應：「這項認可帶給我們（柏林）重要

選擇，柏林約有 5,000 名學生正在學習

的國際聲譽，也讓所有居住在這裡的創

相關設計專業；年輕的創意者一直被視

意工作者與教師們感到光榮，近年來我

為是柏林重要的推動力之一，柏林共有

們看到了創意科技的茁壯發展，這也成

4 所大學開設設計課程，當地設計界的

為不可低估的經濟要素」。

特點為跨學科工作，不同行業間之設計

柏林在許多不同設計領域都呈現

專業彼此互補，使年輕人能找到嘗試新

出其重要性，整座城市大約有11,700人

想法的自由空間。此外，柏林還有 4 項

投身時尚、產品及傢俱設計、建築、攝

優勢讓她成功的發展創意產業：一是相

影及視覺藝術等領域工作，約 6,700 家

對於歐洲其他城市的低經濟門檻，只需

設計公司共同創造15億歐元的年產值。

倫敦二分之一的生活費開銷就能從事創

環境、空間和卓越的基礎設施，為創意

作；二是地理位置位居連接東西歐的樞

產業和創新產品的發展提供完善奧援；

紐，有助於把握機會與吸引人才，堪稱

設計師、服裝設計師、攝影師和建築師

是進攻東歐與中東等新興市場的最佳基

們在柏林找到了他們的藝術自由、辦

地；三是愈來愈高的國際化程度與外籍

公空間和居住成本、網絡，以及在設計

人士，更能相互激盪創意，城市擁有的

方面的濃厚興趣。這座城市有著數不清

340萬人口中，竟包含高達130國的不同

且各有其特性的文化事件與活動，每天

國籍人士；最後則是中央與地方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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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支持，大力補助民間成立創意產業

府與企業及公民社會唯有共同協力合

平台10。

作，方能有效解決問題。另一方面，各

創意城市之內涵及柏林的轉型經

國之間也因空間距離縮短，開始積極進

驗，使我們充分瞭解到，台中都會區未

行跨國性的政策交流學習，拉近彼此的

來如想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就必須在經

發展落差，避免重複出現類似的錯誤，

濟生活及社會容納力方面，有良好的親

同時從他國經驗中獲得創新發展啟示，

近性。台中都會區房價不算高，生活

藉以增加城市創新政策工具的多樣性。

經濟壓力也比台北、高雄兩個城市來

歷經長期的等待，與各種機緣和

得低，這乃是固有優勢所在－經濟生活

能量的推波助瀾，台中都會區縣市合併

較為容易。惟在社會容納力方面仍有許

升格的目標完成，似乎業已指日可待。

多進步空間，包括：國際化語言的訓練

但身處全球化的新時代，面對不同政經

與普及性的促進、提升基本資訊的易取

情勢的挑戰，尤其對照柏林的城市合併

得性，都是台中都會區未來應積極改善

與創新經驗，對台中都會區的未來發展

的重要措施。相對民間社會，公部門應

具有特別的意涵，相當值得參考借鏡。

採取的策略則是：為吸引國際多元人才

但筆者認為，柏林經驗的重點不在於其

進駐，創造誘因並提供機會，例如：爭

創新成果，而是必須從發展歷程中，發

取舉辦國際交流活動並提供各項經費補

掘能夠使其快速走出合併困境的關鍵因

助，同時為文創產業的從業人士建構能

素。

密切互動的交流平台。

伍、結論─台中都會區的全觀
型治理策略

首先是內政與外交策略的協調並
進。德國統一能夠實現，外部問題的重
要性絕不亞於內部問題的解決，得利於
柯爾總理兼顧東西兩大陣營的多面外交

21 世紀之初，全球正式邁入城市

策略，以及預先規劃的發展目標，德國

發展的新紀元。隨著國家機關能力衰減

的統一才能在解決內部問題之餘，同時

與權力移轉，面對毫無阻攔且激烈的競

得到國際社會的支持。統一之後，其進

爭，「全球思考，地方行動」的策略早

一步利用作為歐洲與東歐的橋接地位，

已成為城市（都會）政府新的治理引導

及身為首都的能見度，吸引外資與人才

方針。而面對不斷浮現的棘手問題，政

進入，凡此皆意謂－在國際社會頻繁互

10 遠見雜誌，第268期（2008年10月），又老又新又綠，柏林未來新都（頁174-226，專題報導）；都市快報（中華
人民共和國發行），2006/10/16，全球6個城市加入聯合國全球創意城市聯盟，http://static.chinavisual.com/storage/con
tents/2006/10/16/19701T20061016022114_1.shtml；城市規劃網>資訊>城鄉規劃>城市設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設計之
城，http://info.upla.cn/html/2008/01-18/9267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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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全球化時局中，城市治理視野不能

傳統後的價值淪喪」，進而淬煉出適合

再侷限於疆界內部，必須跳脫傳統疆界

本身且更為精進的治理模式。

結構的思維，從開放的多層次場域中，
進行全觀型的角色定位與策略規劃。

除此之外，東西柏林合併後的快
速轉型，所帶給我們的啟示是：一個城

其次為組織與制度遺留的處理。

市的特色定位，乃是創新發展之關鍵要

德國合併初期，東西柏林人的認知差異

素。成功的城市定位，往往能掌握在

引發社會不滿；而性質相同卻重複存在

地化特色以創造最佳機會。當然，吾

的各種機構則造成行政管理的效率低落

人前瞻台中都會區之發展願景，探討

與資源浪費。台中縣市雖然沒有東西柏

柏林經驗之目標，絕非採取制度移植

林那樣的意識型態差異，然而公務體制

（institutional transplantation）或逐一模

的整併、人員編制的調整，及行政機構

仿，而應借鏡她們如何適當定位與有效

分布地域的合理重分配等，都將成為政

推動本身城市特色之努力營造經驗。其

府必須立即處理的棘手問題。為避免合

實，在全球化的國際舞台上，成功吸引

併後的中都產生「徒具虛名」或「資源

目光，同時贏得掌聲，並非巨型城市的

爭奪」等問題，相關配套制度規範能否

專利，城市規模遠不及全球（巨型）城

健全，甚至領先於實務的推動，將具有

市（global cities）等級的台中都會區，

關鍵性的影響。

只要能用心積極營造，應仍有嶄露頭角

再者，傳統與創新價值之權衡，

的深厚潛力。舉例來說，台中市曾在

也是不容忽視的課題。全球化常被認為

2007年12月贏得「世界最佳文化藝術城

具有引領各國朝向「世界主義」的一般

市」獎項，以文化搭台、經濟唱戲的創

化動力，然而，從德國「民主化」的轉

意策略，努力走著獨特之路，並在風格

型過程可知，成功的制度移植或體制轉

消費中心這項特色，趕上服務業抬頭的

型，絕非是對外來體制的全盤接納，德

潮流，而且城市的幸福、樂活、運動與

國民主化過程中「集體主義」的保留，

醫療等生活品質指標，也都名列前茅

就是最好的例證。因此，順應時勢的潮

11

流固然重要，同時也必須能認知本身所

即緊密結合民間與公部門力量，將地方

具有的優良傳統與文化特質，進而將其

宗教文化盛事發展成為「台中縣大甲媽

相關價值整合於體制轉型的過程中，才

祖國際觀光文化節」，2005年更被國內

能避免陷入「在地特質的迷失」或「去

外媒體讚許具有世界水準，每年活動均

。另一方面，台中縣自1999年以來，

11 參見天下雜誌，第398期，亞洲創意城市(1)：曼谷 首爾 澳門 台中，亞半球崛起；天下雜誌，第398期，專訪台中
市「創意總監」胡志強，文化能讓經濟活起來；天下雜誌，第398期，台中文化搭台，讓經濟唱戲；天下雜誌，第
390期，本土篇：2007年世界最佳文化藝術城市，台中自由奔放的創意競技場。
12 林靜宜，2005：120-129；臺中縣大甲媽祖國際觀光文化節，http://www.tccab.gov.tw/mazu/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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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際協力治理政策工具之設計與選擇
李長晏

壹、前言：府際協力治理之興
起
「府際協力治理」似乎已成為現
今研究中央與地方關係的一種流行的

24

的公共問題。再者，全球化的潮流趨勢
下，地方政府、企業組織與第三部門，
已不侷限在國家領土的空間系絡中，亦
能跳脫傳統主權的束縛，成為參與全球
事務與經濟競爭的行動者之ㄧ。

「語詞」（ rhetoric ），彷彿用了這個

換言之，地方主義（ localism ）

字詞，中央與地方的爭議問題都能迎刃

與區域合作（regional cooperation）的

而解。然而，何謂府際協力治理？其概

興盛，促使中央與地方傳統上對下的

念與指涉範圍為何？在實務上是否果真

從屬關係已不復再，而企業與第三部

有功效？而體現府際協力治理圖像的政

門也在公共事務的活動中佔有一席之

策工具（policy instruments）又為何？

地。對此，以治理（governance）為核

不可諱言地，這些問題在學界仍舊眾說

心，透過跨部門夥伴（interdepartmental

紛紜，莫衷一是。

partnerships）與協力（collaboration）

長期以來，研究中央與地方

的架構，所型塑出的府際協力治

之間的府際關係，其焦點係著重在

理（ intergovernmental collaborative

權限劃分、財政補助與事務權責

governance, ICG），已逐漸成為當前吾

為主。然隨著國家職能的空洞化

人關注府際關係的重要課題。

（hollowing-out）以及政府機關的分離

換言之，「府際協力治理」不應

化（fragmentation），使得以政府為主

只是口號，要如何體現除了必須建立

體的府際關係已無法有效面對日益複雜

公、私部門與公民對於治理的理念形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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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識之外，並需端賴設計良好的政策工

制度的參考建議。對此，要如何設計出

具加以落實。具體而言，就是要將「府

一套適用國情並得以型塑府際協力治理

際協力治理」與「政策工具」這兩種概

機制的政策工具，遂成為本文之主要動

念加以結合，藉由政策工具的運用操作

機與目的，而研究問題有以下3點：

以築造出府際協力治理的機制。

一、何謂府際協力治理？其概念意涵與

本文以務實主義（pragmatism）的

指涉範圍為何？

觀點出發，針對府際協力治理的概念予

二、政策工具的類型特點有哪些？設計

以闡明論述，詮釋府際協力治理政策工

府際協力治理政策工具的原則是

具設計的重要性，同時將府際協力治理

什麼？

與政策工具兩種概念加以整合，並嘗試

三、構築府際協力治理的政策工具選項

研提具體的政策工具，進而轉化成為未

有哪幾種？

來中央、地方與民間構築府際協力治理

本文的論述架構請參見圖1：

形成府際協力治理
的關鍵因素
公共治理的
必要性

經濟與資訊科
技發展的
影響性

國家職能空洞
化與機關
部門分離化

公共議題的
擴散性

政府協力治理
的概念與範圍

政策工具
的特性與設計
原則

研究問題
一、府際協力治理的概念與範圍
二、政策工具的定義與設計原則
三、應用府際協力治理的工具選項

府際協力治理之
政策工具設計

互動式政策工具組

結構式政策工具組

圖1 本文論述架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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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形成府際協力治理的關鍵
因素

二、國家職能空洞化與機關部門分離化

府際關係所關注的主題之所以會

派、新公共管理途徑的政府再造運動，

逐漸朝向府際協力治理，筆者認為主要

採取一系列透過民營化、去任務化等方

有4種關鍵因素，分項說明如下：

式的改革措施，將原本屬於政府提供的

一、公共治理的必要性

公共服務，逐步將服務事項移轉到民間

國家空洞化情形係肇因於新右

為了有效因應層出不窮的問題，

企業、非營利組織以及具有特定目的與

並讓所提出的解決方案具有正當性，公

功能的執行機構（agency）。這使得政

部門必須與民間企業（私部門），非營

府的職權範圍與組織規模大幅萎縮，流

利組織（第三部門），以及公民的協力

失了原先政策執行的掌控與監督，並模

參與，方能妥善處理棘手複雜的公共議

糊公、私部門的分際，而分散了公共

題。因此，彈性多元、著重過程、權力

服務的權責義務（Stoker,1999; Taylor,

互賴、廣納意見並以網絡型態運行的

2000; Sullivan and Skelcher, 2002）。

「治理」（governance），遂成為1990

而國家空洞化所衍生的後遺症，則

年代之後各國政府競相選擇的方式之ㄧ

是造成政府部門分離化（fragmentation）

（Stoker, 1998; John, 2001）。

的問題。部門分離化乃是源自於傳統公

而治理之所以會受到重視與突

共行政功能分化所導致本位主義的後遺

顯，其概念會如此的勃興，學者 Peter

症，只講求專業分工而忽略垂直與水

John（2001:11-13）認為主要有：全球

平整合的重要性，因而落入「權責分

化的經濟活動、私部門參與公共決策的

散」、「彼此權責不清」以及「只重分

要求、公共政策所面臨的新挑戰、公

工而缺乏整合」的困境中。當此種困境

民對於政治參與的轉變以及國家朝向

在新公共管理的思潮的衝擊下，組織發

後官僚時代等因素均有所影響。Tassilo

展也越趨朝向功能組織為主的組織分化

Herrschel 與 Peter Newman （ 2002:12-

狀態與準市場環境，因而不僅造成組織

13）兩位學者則認為經濟上的轉型，改

功能更加割裂化，而也使公共責任更加

變了空間地域的疆界；再從制度的觀點

模糊化（林水波、李長晏， 2005 ： 64-

視之，國家、區域與地方之間的關係已

65）。

不同，而國家與社會之間公私部門互動

三、公共議題的擴散性

關係亦有所調整，顯已從過去正式化的

政府在處理當前的公共事務上，

組織制度，轉變為具有彈性、網絡化形

常面臨到其兩種特殊的困境，一是影響

式，並結合私部門共同參與的治理。

空間結構的擴散性，另一種則是跨越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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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分工的複雜性。這兩種特殊性質所交

企業和民眾的需要，或無法有效提供便

織而成的難解議題（wicked issues），

利的公共服務與健全的基礎建設，甚至

使得公部門每欲獨自解決問題卻顯得力

仍舊受限在黨派之見、管轄權、行政區

不從心。一方面由於部門的專業分工所

劃的限制等因素，就難以相互合作創造

形成的本位主義，導致彼此合作不易

出區域的特色與優勢，將如何能吸引企

（陳敦源，2002）。另一方面則是在資

業前來當地投資，提升區域經濟成長與

源日益緊縮的情況下，而侷限可供選擇

發展？質言之，公部門應調整舊有官僚

的解決方案。再者，議題的發軔肇始與

的消極心態，改以前瞻性的眼光與思

衝擊影響，跨越了功能化官僚組織的專

維，方能以因應變遷快速的經濟情勢。

業知識，以及空間地理上的籓籬隔閡，
使得一地或一區的問題發生後，連動牽
引了鄰近地域範圍，進而使公共議題朝
向跨區域性與跨部門化的質變（李長

參、府際協力治理的概念意涵
與指涉範圍
一、府際協力治理的概念意涵

晏，2007）。最後在眾多行動者參與的

府際協力治理（IGC）是從府際關

情況下，彼此共識難以形成而衝突對立

係（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IGR）

卻徒增紛擾。

的概念延伸而來，將原本僅限於中央或

四、經濟與資訊科技發展的影響

聯邦政府與地方自治團體之間的垂直互

在全球化的浪潮與資訊網絡日新

動關係，擴大涵蓋至地方自治團體之間

月異的影響下，經濟的發展特別是高科

水平合作，以及橫跨公私部門的策略性

技業，除重視商業品牌的特質差異，更

夥伴關係等多重面向的網絡型態（李長

關注其產業聚落的區位良窳。換言之，

晏，1999；趙永茂、江大樹、孫同文，

拜寬頻網路科技之賜，資訊的便捷使得

2001；Goldsmith & Eggers, 2004）。特

世界變得平坦，商業訂單可以在幾分鐘

別是受到「治理」（governance）概念

之內，從美國西岸的矽谷直接越過太平

的注入，府際協力治理視中央政府、地

洋，傳送到亞太地區各個研發及生產基

方自治團體、民間企業與第三部門為

地以運轉產能，資訊科技的能力跨越了

一個具有自主行為意識的「行動者」

地理空間的藩籬。

（actor），彼此經由對話協商形成協力

當高科技產業的腳步都已分秒必

合作的共識基礎，並進一步設計出將概

爭，並具有跨國、跨區域性的商業活動

念轉化成具體操作的工具組，藉以打造

特性。倘若區域內的公部門體系無法型

出制度化互動機制。

塑出一種有效的運作機制，以積極回應

二、府際協力治理的指涉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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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上述對於府際協力治理的概

域性事務的聯繫協調與資源有效整合。

念意涵所做的界定，可以了解其指涉

(三) 跨部門夥伴關係

範圍，主要以下列 3 種形式呈現（李長

（interdepartmental partnership）

晏，2005：86-87）：

從資源分配的觀點視之，公部門

(一) 垂直型府際協力

在面臨著資源有限而使得公共財政支出

(vertical intergovernmental collaboration)

日益緊縮的危機時，不能將具有競爭力

中央政府透過權力集中的方式，

的民間充沛資源納進公共服務體系裡，

特別是以國家政治經濟的需要或總體資

將使得政府在試圖尋求問題的解決對

源分配的觀點，來處理區域性的發展，

策之際，會因選擇有限進而導致既有

地方政府大多扮演著配合執行的角色，

能力不足以因應逐漸複雜化的棘手難題

而較少有機會表示其意見及態度，抑或

（wicked issues）。同時社群意識的抬

是透過法律監督或行政監督的方式，來

頭，公共政策制定公開透明化的呼聲

控管地方自治團體的行為，這種現象較

下，公共事務的參與仍以公部門積極主

容易在單一國的情況中發生。

導為前提，將不免落入侷限性與欠缺

(二) 水平型府際協力

正當性（ legitimacy ）的泥淖之中。對

（horizontal intergovernmental collaboration）

此，跨部門夥伴關係其理論依據，係以

主要是針對地方自治團體之間，

政治經濟學以及公共選擇理論為主，所

就跨縣市或區域內因涉及競合管轄與管

投射的焦點在於落實公民參與、發揚住

1

轄權爭議 等問題，為求有效解決避免

民自主精神的社區營造發展，以及整合

跨行政區問題演變為重大事件，地方自

公私部門資源的跨部門策略性合作夥

治團體基於互助互惠的前提，開展橫向

伴。

之間的聯繫與合作。尤其是隨著區域整

本文認為，依據學者 Goldsmith

合的潮流趨勢，許多公共議題已非單一

與 Eggers 所著“ Governing by network

縣市或部門能夠獨立解決，實有賴相關

The New shape if the public sector ”

的政策利害關係人透過對話平台以形成

（2004: 19-21）一書當中，依照公、私

共識並攜手合作，因此其焦點著重於區

部門協力合作程度的高低，以及網絡

1 行政程序法第十三條：「同一事件，數行政機關依前二條之規定均有管轄權者，由受理在先之機關管轄，不能分別
受理之先後者，由各該機關協議定之，不能協議或有統一管轄之必要時，由其共同上級機關指定管轄。無共同上級
機關時，由各該上級機關協議定之。前項機關於必要之情形時，應為必要之職務行為，並即通知其他機關。」
同法第十四條：「數行政機關於管轄權有爭議時，由其共同上級機關決定之，無共同上級機關時，由各該上級機關協
議定之。前項情形，人民就其依法規申請之事件，得向共同上級機關申請指定管轄，無共同上級機關者，得向各該
上級機關之一為之。受理申請之機關應自請求到達之日起十日內決定之。在前二項情形未經決定前，如有導致國家
或人民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之虞時，該管轄權爭議之一方，應依當事人申請或依職權為緊急之臨時處置，並應層報
共同上級機關及通知他方。人民對行政機關依本條所為指定管轄之決定，不得聲明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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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能力的高低所劃分出 4 種政府組織

需要彼此的攜手合作方能因應跨域性的

的型態模式：資源外來型（ outsource

問題，因此部門之間的協調合作至為關

government）、層級型（hierarchy

鍵，故呈現出協力合作型的政府形態。

government ）、整合型（ jointed-up

在跨部門夥伴關係中，其公、私

government ）與網絡型（ networked

部門的調整，主要表現在 2 個方面，一

government）政府的分類說明，就府際

是將市場競爭機制引進地方政府部門；

協力治理制度的指涉範圍而言，正好會

二是建立問題解決過程的公私合夥關係

落在這4個象限的中心位置（圖2）。其

（李長晏，1999：54）。例如民間企業

原因乃是從垂直型府際協力的層面來

參與政府經濟建設規劃與投資的程度高

看，地方自治團體在治安、環保等事務

低，或非營利組織加入社會福利服務的

上偏重中央的規劃與協助，權力流動是

協助與供給，均屬於民間資源挹注政府

自上而下的方式，偏向於層級型政府。

事務的類型，亦或是多重合作關係的網

在水平型的府際協力上，地方自治團體

絡型態，因此具有資源外來型與網絡型

面對廢棄物處理、交通運輸等事項上，

政府的特色。

圖2 府際協力治理制度所蘊含的4種政府組織型態
資料來源：Goldsmith & Eggers, 2004: 20; 本文加以修改。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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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中央、地方、私部門與第

鎖，因設計出的方案必須透過有

三部門在面臨彼此關係的改變，行動者

效的工具來確實執行以達成政策

除了須釐清自身的發展目標、資源力量

設計時之理念。

與優勢條件以形成合作互助的共識之

(二) 政策工具的設計並非是一種嘗試錯

外，還必須考慮到哪些政策工具的組

誤的過程，相反地它是一項經過

裝應用可以達成府際協力治理制度的實

系統思考的行為，也是一項有目

踐，亦是另一項重要的課題，以下進一

的的行動，事前的縝密思考與精

步論述政策工具的類型特點與設計原

確設計非常必要。

則。

(三) 政策工具是公共政策的重心，沒有

肆、設計府際協力治理的政策
工具
一、政策工具的特性
對於一項政策能否取得標的人

(四) 政策工具必須透過標的團體的協力
來完成，其意見、觀點與態度乃
成為政策工具能否推動的關鍵因
素。

口的順服與支持，進而達成所設立的

(五) 政策工具的研究必須掌握3項要點

政策目標，學者大多探討政策設計

，一是政策工具的實施清單有哪

（ policy design ）與政策執行（ policy

些？二是工具類型為何？政策工

implementation ）之間的關連性，而鮮

具清單間的關聯性為何？有無設

少注意到落實政策目的所需要的工具，

計抉擇的標準？最後，政策工具

但隨著實務的發展與需求，政策工具的

如何組裝？使用的理由為何？

探討逐漸受到研究者的重視。再者，政

政策工具（policy instruments），

策工具的設定、評比與選擇乃是政策設

亦稱治理工具（governing instruments）

計與執行中不可割捨的一環，其研究途

、或政府工具（ tools of government ）

徑亦可從資源途徑、連續體途徑以及政

，是一組由政府行使權威的技術，藉

策設計途徑 3 種方向切入，而選擇適當

以獲得合法性的支持，影響或預防社

精確的政策工具則攸關政策之實質成效

會的重大改變。除了具有施行公權力的

（Peters and van Nispen, 1998; 林水波，

效用外，亦規範本身可適用的範圍界線

1999；丘昌泰，2000）。

。而政策工具的影響性不僅在政治制度

根據學者的看法，政策工具有5種

30

政策工具就無法落實政策方案。

之中，同時左右了公民的日常生活與社

特性（丘昌泰，2000：376-377）：

會經濟的活動。簡言之，政策工具就是

( 一 ) 政策工具是設計與執行之間的連

將政策目標轉化成具體政策行動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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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具或機制（Bemelmans-Videc, Rist

工具是否具有隨時變動與修正的

& Vedung, 1998; Eliadis, Hill & Howlett,

能力，以期能在變遷的環境中發

2005; 吳定， 1998 ： 144 ）。政策工具

揮效用。

設計的良窳與否，能夠影響政策執行

(六) 常識化：政策工具雖具有改變行為

的效果成績，亦即藉由利害關係人（

之能力，但若所選用之工具與標

stakeholders）與標的團體（target group

的人口之認知差距過大，將導致

）的參與，並透過精確無誤的規劃設計

對象產生排拒之心理，而不願配

，方能有效達成政策目的。

合政策之要求。因此，是否與社

二、府際協力治理政策工具設計原則

會風俗或個人習慣相契合實須考

吾人對於政策工具的設計，必須
掌握以下 7 點基準（林水波， 1999 ：

慮。
(七) 效率化：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效

237-239）：

率有時候反而是考慮的因素，因

(一) 相關性：指工具是否與政策目標相

此工具相關的成本為何，設計者

關，工具的選擇不應與政策目標

必須取得平衡。

脫勾，而應具有因果關係。

綜上，在設計府際協力治理的政

(二) 扭曲性：指涉工具本身所隱含的偏

策工具之前，必須針對問題的屬性與定

差是否會導致其他社會或經濟過

位，設立工具的規範標準，以獲得一致

程的扭曲，致使事務的本質或社

性與標準化，使中央、地方、民間企業

會的價值觀有所改變。

與第三部門的行動者能夠依據自己的情

(三) 整合性：指工具是否具有內在一致

況、資源與目標，從而選擇適當工具

性的原則為基礎，並考慮工具間

操作運用。本文提出 5 項設計的初步原

之行為假定是否相衝突，避免工

則：

具之效果不至於相互抵銷，以發

( 一 ) 府際協力治理政策工具的設計標

揮工具的乘數效應。
(四) 可理性：指工具使用的便利性，並
考慮工具能否配合環境與政策目

準，必須符合以上相關性、效率
化等7種基準。
(二) 府際協力治理政策工具的主要操作

標，以及實際操作的運用度。

者，係指中央政府、地方政府、

(五) 彈性化：由於不同的工具在不同的

民間企業與第三部門等4種行動

組織和政治系絡中所受到的支持

者。

程度有所差異，而且會產生不同

( 三 ) 府際協力治理政策工具的適用範

的執行模式與效果，因此須衡量

圍，針對中央與地方、地方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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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以及公、私部門之間，所交織

學者 Robet Agranoff （ 1994:168-

而成的垂直、水平、跨領域、跨

176）曾提出6種府際關係的應用工具，

部門的網絡型態之中。

共有府際財政關係（intergovernmental

( 四 ) 府際協力治理政策工具的操作依

fiscal relations）、一般補助款與專案補助

據，以法律制度為主，共識協議

款（grants and program subventions）、

為輔；以解決特定問題為首要，

府際管制（intergovernmental

例行事務運作次之。

regulation）、次級國家政府組

( 五 ) 府際協力治理政策工具的改進方

織（subnational governmental

式，必須盱衡環境情勢與問題本

structures）、政治力量（political

質，並與時俱進，方能有效維持

force）與官僚行動（bureaucratic

或增進其工具效益。

actions ）。而 R. Agranoff 又與 Radin,

伍、應用府際協力治理的工具
選項

Bowman （ 1996:25-35 ）等多位學者另
外提出 4 種府際關係的政策工具分類，
分別是結構式（ structural ）、專案性

目前我國中央與地方府際關係的

（ programmatic ）、研究與能力建立

障礙因素，係因中央父權心態、法制欠

（research and capacity building）以及

缺跨域配套措施、地方營養不良以及地

行為式（ behavioral ）等工具類型，並

盤心態的對立等 4 種病症，致使中央與

細分出 16 種操作工具 2，賦予府際行動

地方、地方與地方之間，甚至是國家政

者相互鏈結，有效管理形態複雜的府際

府與公民社會之間的關係，在缺乏對話

關係，以及解決多元利害關係人的府際

管道與溝通平台的情況下，造成時而緊

問題。

張時而對立，以致讓台灣無法朝向穩健

本文根據上述的分類基礎，針對

合諧的方向。因此，府際協力治理政策

我國府際關係的環境系絡，提出互動式

工具的設計，就是為了解決障礙因素所

與結構式工具組 2 種分類，及其具體化

提出的建議方案之ㄧ。

的工具選項。表 1 係將互動式與結構式

2 Radin, Agranoff, Bowman, Buntz, Ott, Romzek 與 Wilson提出4組16種府際關係政策工具，其類型有下列方式
（1996:26-35）：
（1）結構式工具組（structural instruments）
1.組織重組 2.協調 3.解除管制 4.移轉與分權 5.管制與監督
（2）專案性工具組（programmatic instruments）
1.朝向多元目的性補助款 2.夥伴 3.協力合作
（3）研究與能力建立（research and capacity building instruments）
1.研究設計 2.資訊協助 3.能力建立
（4）行為式工具組（behavioral instruments）
1.衝突管理 2.個人人際關係聯繫 3.團體互動交流 4.組織發展 5.策略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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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組，以表列方式了解其性質特色與差異處，請參見以下說明：
表1 府際協力治理政策工具設計

互動式工具組
政府組織的類型：資源外來型政府、網絡式政府
工具名稱
府際協商論壇

主要操作者

適用範圍
操作依據
垂直型、水平型府
中央、地方與
際合作
法律制度
民間
跨部門夥伴關係

公共資訊交換平臺

公、私部門

跨部門夥伴關係

共識協議

部門人員聯誼活動

中央、地方

設置專案管理團隊

公、私部門

垂直型、水平型府
共識協議
際合作
跨部門夥伴關係
法律制度、共識協議

政策規劃諮詢小組

公、私部門

跨部門夥伴關係

法律制度、共識協議

簽訂公共服務協議

公、私部門

跨部門夥伴關係

法律制度、共識協議

結構式工具組
政府組織的類型：層級式政府、整合型政府
工具名稱

主要操作者

行政組織調整與合併 中央、地方

適用範圍
垂直型、水平型府
法律制度
際合作

中央、地方與
跨部門夥伴關係
民間
垂直型型府際合作
財政管理指標之稽核 中央

公共課責的監督管制

法律制度
法律制度

財政補助與專案經費 中央、地方

垂直型型府際合作

法律制度

解除管制與權力下放 中央、地方

垂直型型府際合作

法律制度、共識協議

爭議調處與協商機制 中央、地方

垂直型、水平型府際
法律制度、共識協議
合作

資料來源：本文自行整理

一、互動式工具組
（interactive toolbox）
互動式工具組乃是整套府際協力
治理政策工具的基礎，透過行動者之間

的互動聯繫，建立起對話溝通的共識，
進而累積協力合作的社會資本，並以此
為基礎進階運用結構式工具組。
在操作型態上以多個行動者共同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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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權力的流動型態是以由下而上，

運用公共資訊平台使之成為網絡

並且傾向分權化（decentralization）的

型態中的「節點」（ node ），進

方式進行。政策工具的使用時機與依

而從資訊的被動接收轉變成資訊

據，是依照行動者之間所達成的共識協

流通，並成為參與者的活動能

議為準，以執行多元利害關係人為結構

量。一方面化解弱勢的行動者在

主體的政策方案，適用範圍包含水平型

面對強勢的行動者時，處於「資

府際合作與跨部門夥伴關係 2 種，並以

訊不對稱」的劣勢；另一面賦予

資源外來型與網絡式政府的組織類型為

弱勢的行動者能夠藉由資訊的應

其特色。

用，增進自身權益。

互動式工具組的工具內容有下列6種：

34

(三) 部門人員聯誼活動：運用人際關係

( 一 ) 府際協商論壇：中央、地方與民

的非正式活動，增進區域內行政

間團體藉由府際協商論壇，針對

主體人員之間的聯繫，在感性因

具有多元利害關係人的議題與事

素的催化下，易於建立協力合作

務進行意見交流與共識協商。一

的共識。

方面，公部門可藉此說明其政策

( 四 ) 設置專案管理團隊：設置專案管

理念與目的，或作為民間提出政

理團隊的目的，是協助政策規

策方案建議的管道；另一方面，

劃、政策執行能力或整體資源不

在共同遵守的遊戲規則下，將彼

足的公部門，能夠在專案管理團

此間的利害得失，透過談判協商

隊的協助之下，執行特定專案計

以議價折衝，降低爭端產生的機

畫與重要施政措施。以金馬小三

率，並使公共決策公開化與透明

通的禽流感防疫工作為例，中央

化，增加政府政策之正當性，以

政府如陸委會、衛生署等相關部

及民眾對於公部門之信任感。

門派遣專業小組協助金門、連江

(二) 公共資訊交換平台：我們應從

縣政府執行防疫管制工作作與防

「電子化政府」（E-government）

疫資源協助，俟疫情穩定狀況解

逐步邁向到「電子化治理」

除後，專案管理團體即可解散歸

（E-governance）的時代，而公共

建。

資訊平台即可扮演此一角色。這

( 五 ) 政策規劃諮詢小組：聘請專家學

並非只是行政資訊公開化，或文

者或第三部門團體，擔任公部門

件檔案數位化而已，而是對於參

政策規劃的諮詢顧問，提供專業

與府際合作治理機制的行動者，

意見與評估。特別是政策規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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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能力不足的地方縣市政府而

造所提出的「地方化、法人化、

言，此一方式除可強化政策規劃

委外化與去任務化」的原則精

能力外，亦可活化部門規劃人員

神，適度調整中央與地方政府組

之思維。

織，增加競爭能力與發展活力。

( 六 ) 簽訂公共服務協議：公共服務的

( 二 ) 公共課責的監督管制：公民對於

提供以非公部門之專利，在民營

政府施政責任的課求，基於主權

化的潮流下，民間企業或第三部

在民的精神、亦或是顧客導向的

門，能夠比政府更能為人民提供

觀點，乃是基本的要求。因此，

品質良好的公共服務。準此，公

透過議會機關、投票或購買等方

部門可與私部門或第三部門簽訂

式，督促公部門或提供公共服務

公共服務協議，提供多元化的服

的行政主體，履行其職責並提供

務方式。

優質的服務，以維護公民權益。

二、結構式工具組
（structural toolbox）

(三) 財政管理指標之稽核：設立「地方
自治團體財政管理指標」，區分

在操作上大多以單一行動者為

各地方政府財政體質優劣，做為

主，是一種權力自上而下、偏向集中化

中央統籌分配款與專案補助經費

（centralization）程度的工具類型，以

之評斷標準。

執行具有特定目的或功能的政策方案與

(四) 財政補助與專案經費：依據「地方

專案計畫。政策工具的使用是依據係以

自治團體財政管理指標」進行財

法律為主。主要的適用範圍是以垂直型

政補助與專案經費之核發標準，

與水平型府際協力，或是以公部門為主

同時針對補助款執行成效良好的

體的府際協力事項居多。而在政府的 4

縣市予以獎勵。

種組織型態中，是屬於層級式政府與整

(五) 解除管制與權力下放：中央政府採

合型政府2種模式為主。

因地制宜的方式，將部分事務轉

結構式工具組的工具內容有6種：

讓至地方政府 3，使地方政府自主

(一) 行政組織調整與合併：行政組織的

權限提升，以利提升其競爭力與

調整與合併，必須在法律的規範
與授權下進行。配合政府組織再

因應環境變遷的彈性。
(六) 爭議調處與協商機制：對於中央與

3 以目前各地方縣市政府積極推展招商工作而言，其主要權限是屬於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在此情況下，很難進行經建
計畫或減稅優惠措施，致使具體成效實在有限（張育哲，2005：54-55）。此外，地方政府若有意依《地方稅法通
則》之規定開徵地方稅以擴大財源基礎，卻易受中央政府的干預。雲林縣政府有意實施綠色稅制開徵「碳稅」，但
財政部卻認為此舉恐打擊國內產業，目前並非適當時機而持保留態度（中國時報，2006/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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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之間，或地方與地方之間產

藉由以上的分類說明後，本文將

生事務管轄權或權限分配等爭議

中央、地方與民間之間的協力合作形

時，透過中立的爭議調處與協商

式，以及互動式工具組與結構式工具組

機制，透過對話以化解彼此爭端

的區分，配合政府組織的 4 種模式，以

歧見。若無法有效處理，則改以

及權力流動與集散的方向，整合歸納出

行政訴訟或聲請大法官釋憲。

「府際協力治理政策工具類型圖」，如
圖3：

圖3 府際協力治理政策工具類型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36

中華民國98年5月出版

月刊

第101期

理論與實務

互動式工具組中的6項政策工具，

在府際協力治理之政策工具設計

其特性與運用方式偏向在分權化與權力

一文當中，吾人了解要將「府際協力治

是由下而上的方式進行。而結構式工具

理」與「政策工具」的 2 種概念相互鏈

組的另外 6 項政策工具，則屬於權力由

結，並據以提出實現府際協力治理的政

上而下並以公部門運用為主的形式。中

策工具，在思維邏輯上必須周密嚴謹，

央、地方與民間的行動者，可依其自身

筆者希望透過學術社群的對話與思維激

資源多寡、能力高低與議題的性質與情

盪，能夠為本文疏漏誤謬之處，提供精

況，選擇適當的工具組合操作運用。

進改正之建議。

陸、結論：政策工具的具體操
作以實踐府際協力治理
之目標
本文先從府際協力治理的興起作
說明，了解府際關係在受到公共治理的
必要性、國家空洞化與部門分離化、公
共議題的擴散性、經濟與資訊科技的影
響性之下，朝向了中央、地方與民間三
者協力合作，共同型塑出的府際協力治
理制度，並且說明其內容意涵與指涉範
圍。之後闡釋在公共政策當中原先忽略
的政策工具，在實務上的需要而受到重

■作者：李長晏
現任：國立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
事務研究所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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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的角色與職能：
以社會資本為中心的地方治理觀
廖俊松

摘要

自主的自治權限以外，多數地方政府權

本文目的是探討面對全球化環境

限都嚴格受制於中央政府的轄制，多

壓力下地方治理的興起，地方政府應該

僅能依層級命令行事，忠實執行中央

扮演的角色與職能。並在批判傳統財政

所交辦的事項，難以自行創設地方適用

聯邦主義、新公共選擇、新公共管理、

法規，也缺乏自行提供地方公共服務的

新制度經濟學以及網絡治理等 5 種觀點

權能。然而，全球化環境下的地方政

下地方政府角色與功能的不足後，指出

府，不但日漸從中央取得更多自主自治

社會資本觀點下的地方治理觀，地方政

的權能，使得地方政府的角色與功能有

府應以公民為中心，扮演公民社會的催

所調整；更在治理思維的啟迪中，從地

生者角色，才是一個有回應性、責任性

方政治菁英的統治型態走向與民間團體

和課責性的地方政府，能夠帶領地方社

和公民社會合作提供公共服務的協力治

會邁向富裕繁榮的永續發展腳步前進。

理模式。在這種地方治理思潮轉型的過

關鍵詞：地方治理、社會資本、

程中，地方政府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信任、公民參與、公民社會

壹、前言

與職能，才能有效因應全球化的衝擊，
帶領地方社會邁向富裕繁榮的永續發展
前進？本文以為，1990年代以來逐漸興

傳統上，地方政府向來被視為是

起，強調建立以公民為中心、催生公民

中央政府的地方分支機構和代理人，除

社會的社會資本觀點正是當代以至於未

了美國等少數地方分權的國家擁有充分

來地方政府所應當肩負的角色與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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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地方政府的角色與職能

40

依傳統聯邦主義的觀點，地方政
府被指派提供的公共服務基本上是依經

受到當代主流治理觀點的影響，

濟規模（指地方公共服務提供的適宜總

地方治理常被界定為是地方政府與民間

量）、成本利益的外溢效果、使用者的

社會協力因應外界環境變化的一種夥伴

接近性、消費者偏好以及經常門的預算

網絡運作結構，一種地方集體自主選擇

限制等因素來考量。被指派的公共服務

邁向永續發展之路的行動過程。然由於

之種類與規模大小也因此決定了該地方

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公民社會力量仍然薄

政府可能的轄區規模。

弱，要在這種結構與過程中運作，還是

這種聯邦主義觀點的地方政府，

得依靠地方政府的領航與操槳作用。特

主要目的在於有效、平等的傳送公共服

別在地方治理此一名詞尚未興起前，地

務以避免分配不均，但由於相關的政策

方治理幾乎就等同於地方政府的治理。

作為似乎過於強調聯邦制的結構和程序

故此，實有必要對於地方政府的角色與

目的，而非作為滿足人民需求的公共服

職能進行探討，以瞭解地方治理一詞意

務目的之手段，更未正確認知政府以外

義上的演進，並依時代意義重新建構地

社會實體的可能作用─特別是在發展中

方治理的理論內涵。

國家，因此並無法真正防止市場失靈，

一、傳統聯邦主義觀點：地方政府是上

也難以面對地方異質性的公共服務偏好

級政府的臣僕

需求。

傳統聯邦主義的觀點視地方政府

二、公共選擇觀點：地方政府是一個極

為聯邦或上級政府的臣僕角色，得忠實

大化自我利益的機關

的接受聯邦或上級政府的命令並無條

Bailey （ 1999 ）在研究政府的經

件的加以執行（Shah, 1994），例如美

濟與財政行為時，曾將政府區分為仁

國、加拿大等雙元制聯邦主義國家，

慈君主（ Benevolent Despot ）、財政

地方政府的權限完全受制於州憲規定，

交換（Fiscal Exchange）、財政轉移支

可說是州政府的附屬機關，州政府對於

付（Fiscal Transfer）、以及巨獸（the

地方政府的政策作為有相當大的監督權

Leviathan）等4種類型。仁慈君主型的

力。即便是在單一制國家，次級政府的

地方政府清楚知道地方人民的福利服務

行動也往往代表著中央政府的作為，並

需求，同時也竭盡全力滿足人民的需

且遵循中央所設定的準則以為行動的依

求；財政交換型的地方政府雖然清楚知

據。特別是多數發展中國家，地方政府

道地方人民的福利服務需求，但福利服

根本就是上級政府的代理人。

務的提供卻僅僅是以人民願意支付的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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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或地方財政平衡的規模總量為限；財

此外，新公共管理觀點還主張，

政轉移支付型的地方政府所提供的公共

地方政府要把事情做對、把事情做好，

服務則是以促進社會福利為目標；巨獸

就需要提供一種有利的誘因環境，以使

類型的地方政府則是被自我利益的官僚

命、目標為導向，讓負責提供公共服務

與政客們所俘虜，很少提供地方所需要

的管理者不只可以更有彈性、更靈活地

的公共服務。

運用相關資源，也同時能夠對其所執行

從Bailey的分類中可以得知，地方

的成果產出負責。換句話說，由上而下

政府的行為固然有極大化公共利益者，

的層級管理模式必須被由下而上、以成

但亦有些地方政府的施政則是藉由極

果為導向的服務管理模式所取代。為

大化機關利益來迎合官僚和行政首長

此，新公共管理也提供了 2 種可供選擇

的利益。此所以Niskanen（1971）早在

的可行途徑：「契約外包」和「創造誘

1971年的研究中便以「預算極大化模式

因」。契約外包途徑可以紐西蘭的地方

（Budget-Maximizing Model）」來指陳

政府為代表，執行方式是由地方政府與

官僚和官僚機關的角色與行為，相當寫

管理者簽約，管理者則依據契約的內容

實的指出今日諸多地方政府機關的真實

來提供公共服務，但在資源的分配和服

面貌：地方政府雖然臣屬於上級政府，

務提供者的選擇方面有非常大的彈性。

國家預算規模也有限，但他們還是會在

創造誘因途徑可以美國和澳洲的地方政

有限的預算規模中極大化自我的自由裁

府為代表，非常重視地方管理者的服務

量預算（Niskanen, 1991）。

提供及其成果績效表現，但地方政府與

三、新公共管理觀點：地方政府是公共

其管理者間卻少有訂定正式的契約關

價值的創造者

係，責任的規範也少見於正式協議，而

新公共管理專家Osborne和Gaebler

多散見於非正式協議。

（引自劉毓玲譯（1993）在「新政府運

四、新制度論觀點：地方政府是公共服

動（Reinventing Government）」一書

務制度的設計者

中倡導政府應有新思維、用新觀念來重

無論是在地方財政和地方授權方

建政府，革新政府組織成為富創造精

面，還是在地方治理機制比較方面，新

神、高效能的機關，重建政府的價值。

制度論都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解釋框

Osborne和Gaebler因此主張政府不只要

架，亦即地方政府的角色與功能在於

做對事情（制定正確、適當合乎民眾需

精心設計各種可行的公共服務制度以克

求的政策），更要把事情做好（充分發

服交易成本和「代理人問題」。這種觀

揮政策執行的效能與效果）。

點不止有利於多層次政府的設計，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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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於在地方治理的複雜體系中確立地方

要解決這種夥伴關係間協調失靈

政府的責任。因為新制度論認為，各層

的問題有 2 種可能的方法，一是引進市

級政府都是公民利益的代理人，都是為

場機制，一是治理機制的制度化設計。

了公民這個雇主的利益提供各種公共服

然這 2 種方法還是會碰到難以克服的潛

務。因此，公共制度的設計應確保這些

在障礙。就契約管理機制而言，共同契

代理人在提供公共服務的同時，也要將

約可能無法或難以規範未及預見的大規

交易成本極小化。

模意外事件，這種大規模意外事件的處

然由於資訊、信任與承諾、制衡

理遠非這些夥伴的能力所及。而治理機

機關、路徑依賴以及行為互賴等因素的

制的重新設計可能需要額外高昂的交易

影響，現行的公共制度框架並無法允許

成本，且未保證一定能妥善安排夥伴間

交易成本極小化的最適操作。因此，新

具有高度利益衝突的爭執議題，因此，

制度論觀點強調地方政府不只需要針對

網絡管理的治理機制便成為地方政府對

所提供的各種服務之不同交易成本要素

於多元組織間一種可行的治理模式之思

來重新設計公共制度，還必須審慎評估

考。

各種治理機制的交易成本要素以做出合

42

網絡是一種公部門、私部門、第

理的制度選擇。

三部門以及公民們等多元行為者間，立

五、治理網絡觀點：地方政府是促進地

基於平等地位、共同參與、溝通對話、

方網絡治理的催化者

互信互惠的協力互動結構。這種結構突

新制度論提供了地方治理一種地

破由上到下、中央集權的統治方式，揚

方制度設計必要性的解釋框架，以為處

棄傳統「公私兩分」的意識型態，超越

理政府失靈時的指導方針。這種框架其

政府與市場間的觀念競爭，建立新的策

實也有助於解釋地方政府參與多元組

略取得多元參與者間的平衡、合作與協

織夥伴關係的運作問題，如 Dollery 和

調，以順遂共同目標的達成。這種治理

Wallis（2001）延續新制度論的觀點指

網絡並非建立於正式制度的規則運作之

出，由於資源依賴的結構經常會伴隨著

上，而是有賴於多元參與者間夥伴關係

共有資源（Common-Pool Resources）

的彼此信任、忠誠與互惠合作。

現象所產生的公共財悲劇（the Tragedy

地方政府應該作為促進這種地方

of Commons ）問題，著實會削弱多元

網絡治理的催化劑，善用治理網絡來創

組織集體行動的能力，不利於公共財的

造地方社會繁榮，增進地方居民的福

生產。這種情形正點出多元組織間夥伴

祉。但要扮演好這種角色，地方政府必

關係橫向水平協調失靈的問題。

須發展出有利夥伴關係型塑和運作的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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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性願景。此外，地方政府也還需要孕

這些觀點似乎都缺乏一個明確的回應與

育一種創新的公共服務管理思維典範，

課責論述。如傳統聯邦主義觀點強調政

這種思維要求地方政府將政策決定和計

府結構的合理性，採行中央由上而下的

畫執行分開；地方政府沒有必要一定要

指揮與控制，並透過層級節制的規章命

是公共服務的供給者，也可以是服務的

令來確保政策計畫的執行，地方政府淪

購買者；地方政府擬定較高的公共服務

為上級政府的侍從和傳聲筒，忽略了政

供給價格委外，同時建立健全開放、公

策產出和計畫執行的結果，也甚少考慮

平公開的服務採購競爭機制，以降低公

到公共服務的效能，更遑論對於公民交

民購買服務時的交易成本；地方政府還

易成本的高低、顧客導向、績效課責等

必須發展出調和鼎鼐的能力，積極構建

因素的重視。在公共選擇觀點的地方政

一個有利各種社會網絡蓬勃發展的地方

府更是個自利的機關，與各層級政府一

環境。

樣為爭取自身利益大玩權力的零和競

參、邁向一個回應、責任和課
責的地方治理觀點
Levine, Peters和Thompson
（ 1990:188-90 ）在論及一個現代化民

賽，並在民有、民治、民享等為人民服
務的神聖口號下競奪國家有限的資源，
多於真實為人民服務的實際作為，使得
貪腐、浪費和無效率的行政工作經常遮
掩了政府服務的價值。

主社會中的行政官僚時，曾經指出最重

相對傳統聯邦主義和公共選擇觀

要的任務就是要有回應性、要有責任

點，新公共管理、新制度論、以及網絡

感、要能課責。政府制訂的政策要能回

治理等觀點在回應與課責都有部分說

應公民的需求與期待，用對的方法來作

明。新公共管理觀點主張地方政府政策

對的事情，執行績效也要在公民權利導

要回應顧客的偏好，服務滿足消費者的

向的基礎上具體據實課責，這是現代政

需求，並對其所執行的計畫成果負完全

府效能行政的基本原則。從這 3 個面向

的責任；新經濟論倡導制度設計的重要

來檢視前面分析地方政府角色與行為的

性，主張地方政府需要針對各種服務之

5 種理論觀點可以發現，這些觀點似乎

交易成本重新設計地方制度，以回應人

多偏向於以政府為中心的思考面向，雖

民服務需求，並課責代理人以降低交易

然清楚的指出地方政府的角色與責任行

成本；而網絡治理的觀點亦要求地方政

為，但如果論及地方政府的作為如何能

府要連結私部門、第三部門以及公民等

夠確保滿足人民的需求，又如何為其失

多元行為者，共同組成協力互動結構，

職的行為負起應盡的責任時，卻又發現

合作提供地方所需的公共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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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是，新公共管理將回應與課
責的問題交由專業官僚處理，但官僚秉

本文因此以為，新公共管理、新

持的專業理性往往與一般社會公民的判

制度論、治理網絡三者任一觀點都無法

斷存有差距，甚至有悖離的現象發生，

提供當代地方政府適當的角色認同，也

矛盾叢生，美國行政學者因此對於專

無法確保地方政府回應、責任和課責職

業官僚行政經常都存有戒心（Hummel,

能的落實。任何偏重於以政府為中心、

1987），要如何確保專業官僚理性規劃

缺乏以公民為中心的價值思考都無法正

下的公共服務能符合人民的期待呢？新

確釐清政治領導菁英、專家以及公民之

制度經濟學強調經由地方制度的重新

間的角色分際，只有整合三者觀點，並

設計來確保回應與課責問題，但卻未曾

納入一個視野更寬廣的社會資本觀點之

提及制度所需的信任問題如何解決。網

治理架構，才能創造一個有效的激勵環

絡治理主張結合政府、市場與公民社會

境，有利於政府、市場與公民社會三者

的手段某種程度提供了專家與公民間矛

之間的協力合作，誘導地方政府真正落

盾的解決之道，但要如何確保據不同理

實現代化政府所要求的回應、責任和課

念與運作邏輯的政府、市場與公民社會

責職能。

三者之協力合作仍有其實際運作上的困
難。此Andrews和Shah（2005:153-65）
研究發展中國家的政府改革時指出，雖

44

途徑仍然會使所有的改革效果歸零。

肆、社會資本觀點的地方治理
觀

然發展中國家近十餘年來的政府改革也

社會資本的研究緣起於 1916 年的

是追隨著先進國家新公共管理、網絡治

Hanifan ，但之後卻未能博得學術研究

理的革新經驗，重新設計公共治理制

上的青睬，直到1986年Boudieu出版〈

度，例如精簡政府規模、分權化、民營

資本的形式（The Forms of Capital）〉

化、採取成果導向的管理措施，強化政

一文後才引起學術界的注意。但社會資

府能力建設、加強公共參與等等，但執

本觀點真正受到學術界重視並掀起研

行效果不彰。探討其原因發現仍是過度

究熱潮的還是始於 Putnam 在 1993 年與

著重於單向由上而下的菁英控制與專業

1995年分別以義大利和美國作為社會資

指導，地方政府並未真正意識到改革的

本研究對象分別出版《使民主運轉起來

迫切性需要，公民權益也未有實質提

（Making Democracy Work）》、〈獨

昇。換句話說，新公共管理與網絡治理

自打保齡球（ Bowling Alone ）〉之後

的革新理念雖佳，制度的重新設計也有

，主要的論點有四：

其必要性，但錯誤採取由上而下的革新

一、豐富的公民性有利於促進地方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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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社會繁榮，增進地方公共價值

助於地方治理效能提高的重要因素乃是

在《使民主運轉起來》一書中，

信任。這裡所謂的信任，是指在團體或

Putnam （引自王列、賴海榕譯， 2001

團體之間，成員們對彼此常態、誠實、

）研究義大利20個地區與地方政府的效

合作行為的期待。信任的基礎是成員

能表現時發現：一個地區的公民程度越

們共同擁有的倫理規範與美好情操，

高，地區政府就越有效率。在公民性強

以及個體隸屬於整體的歸屬感。此所以

的地區，權利不大的政府也非常有力，

Fukuyama（1995:9, 26）主張：在所有

因為它可以依靠公民更加主動的合作與

成功的經濟社會當中，各種團體都是靠

法律、契約的自我實踐；在公民性弱的

信任而團結起來的......效能最高的組織

地區，即使大權在握的政府，也會被公

是那些享有共通倫理價值觀的團體，因

民性程度低的社會環境所削弱。因此，

為先天的倫理共識已經賦予團體成員相

公民性較強的地區，相對於公民性較弱

互信任的基礎。而 Putnam 的研究亦指

的地區，政府公共事務的處理效能較佳

出，在義大利公共精神發達的地區，社

，國民生活更為幸福快樂，生活滿意度

會信任長期以來一直都是倫理道德的核

也較高。

心組成部分，它維持了經濟發展的動

Putnam 持續追蹤這種公民性的源

力，確保了政府治理績效。因此，在一

頭又發現：公民傳統是當代公民共同體

個公民共同體中，信任水平越高，合作

極其強力的寫照，經濟較為發達地區的

的可能性就越大；而且，合作本身也會

政府之所以比較成功是因為該地區擁有

更進一步帶來信任。

更強的公共精神，且社會的公共精神越

信任是地方政府、市場與公民社

強，政府的施政績效就越高。這裡，所

會建立優質夥伴關係之基礎，也是有效

謂的公民傳統或是公共精神指稱的是公

提昇地方政府服務品質的優先課題，正

民參與的網絡與信任、互惠的規範，也

如 Teicher 等學者（ 2006:96 ）之研究指

就是 Putnam 所稱的「社會資本」。社

出：高品質的服務效能有賴於夥伴關

會資本的穩定發展，正是義大利公民精

係間的信任建立與價值認同。由此可

神發達地區良性循環的關鍵基礎，也是

知，信任實是一不可或缺的社會實體

有利於促進地方經濟發展與社會繁榮的

（Lewis and Weigert, 1985），也是人類

行動能力。

社會組織運作的重要課題；信任機制的

二、信任是建立公私部門間優質夥伴關

建構，不但可以降低組織內、外人際互

係，降低交易成本之基礎

動的交易成本，提昇組織效能，還可累

公民性豐富的社會資本之所以有

積組織社會資本，有助於公私部門間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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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夥伴關係的建立，奠定地方夥伴治理

的人數日降，因此，憂心疾呼美國的社

的成功基石。

會資本正急速下降中可見一般。因此，

公私部門間優質信任夥伴關係

Putnam 在研究義大利地方政府民主經

的建立還可以進一步降低交易成本（

驗的運轉之後，於《使民主運轉起來》

Fukuyama, 1995:27; Putnam, 1993:37)。

一書中的結語寫道：「建立社會資本並

因為夥伴間高度的信任與互惠關係使得

非易事，但它卻是使民主得以持續運轉

彼此間沒有必要透過正式的制度程序與

的關鍵因素。（引自王列、賴海榕譯，

流程便能進行資訊分享，有利於溝通與

2001:217）」

協調，不但有益於節省政府施政與執行

要真正實踐民主理念，建立活潑

成本，有效降低社會交易成本，同時也

公民參與的公民社會是非常重要的一

能大幅減輕社會交易風險，阻斷機會主

環。沒有公民社會，就沒有民主。社會

義的誘因叢生。

資本因此在促進地方民主治理中有 2 個

三、公民參與網絡有助於公民社會的成

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是藉助於地方綿密

熟，強化地方民主政治的運行

的公民組織網絡，鼓勵誘導公民積極參

一個公民社會組織健全的公民參

與公共事務，以嫻熟公共議題，隨時監

與網絡有助於健全地方民主政治運作。

督政府施政成果，誘使官僚有效合作管

Putnam 對於義大利地區的研究清楚指

理政府機構；一是藉助公民參與拉近公

出，公民社會組織網絡綿密的地區，各

民與官僚民主價值觀的認知，促進公民

方面的表現總是強過組織網絡稀疏的地

社會的成熟，進一步強化民主政治的運

區；公民社會較為成熟的地區，相對

行。

於公民社會精神薄弱的地區，在社會進

Fukuyama （ 1995 ）也有同樣的關

步、公民參與以及民主制度運作等方面

心，認為社會公民成員的社交性高低攸

的成就都較成功。因為公民網絡和規範

關民主政治制度的成敗，自由民主的政

可以建立制度化的社會互動，建立社會

治和經濟體制必須仰賴健康、活力旺盛

互惠規範和社會信任，這些都有利於降

的公民社會才能夠維持下去。這個公民

低集體行動的困境，促進政治活動。

社會是社會上各種公民組織的複雜大拼

Putnum 非常重視公民參與網絡對

盤，裡面包含了鄰里組織、合唱團、合

於公民社會與民主的影響，從在〈獨自

作社、志願性團體、教育機構、俱樂

打保齡球〉一文中， Putnam （ 1995 ）

部、工會、媒體、慈善機構、教堂、政

觀察美國公民參與選舉投票熱情的日漸

黨等。公民越自發性的積極參與這些社

衰退，也發現美國人民參與自願性結社

交性活動，就越有益於培育厚實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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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性（Boix and Posner, 1998:691）；也

公民組織活潑發展、充滿信任、互惠規

只有活潑的公民參與網絡及其行動，以

範的參與網絡社會。由於公民性強，人

及豐富的公民德性之儲備，才能產生聯

民有強烈自主意識，樂意參與社會公共

繫緊密的公民社會，這是現代自由主義

事務活動；由於共同體意識豐富，人民

民主制度的必要條件。

普遍認同地方，願意為地方的發展與繁

四、地方政府是地方公民社會的催生者

榮共同合作；由於公民組織活潑發展、

我們可以從 Putnam 的研究中發現

社會上充斥各種民間組織，如企業、非

，公民社會對公共制度治理的有效性和

營利團體、公民社會組織等，活動頻

地方政治經濟發展效能是有貢獻的，地

繁、熱烈互動，並在充滿信任、互惠的

方政府的治理和績效，應該通過促進地

環境中共同創造地方福祉。這種的公民

方組織的轉型來加強公民社會的發展

社會極願意與官僚體系合作，與政府融

，而非仰賴政府的領導；地方政府的

為一體，協力政府創新公共價值。

發展應該來自於公民社會的建設，而非

當然，這樣的公民社會並不容易

源自於上級的層級指導和監督。地方已

自動形成，至少並不容易在一個政治菁

成為公民社會的重要領域，地方政府的

英統治、官僚至上、層級管理節制、民

角色不但應該支持公民社會和提供資源

間活力缺乏的社會環境中自動形成。誠

來支持地方性團體和協會等，更要傾全

如 Putnam 的研究所指出，社會環境和

力活化這些地方性的公民參與組織，

歷史深刻地影響著制度的有效性。一個

協助其順利運作（Barnett and Crowther,

地區的歷史土壤肥沃，那裡的人們從傳

1998:436-37 ）。本文因此以為地方政

統中汲取的營養就越多；而如果歷史的

府應改變官僚為中心的管理思維與模式

養分貧瘠，新制度就會受挫。因此，一

，轉以公民為中心，負起催生地方公民

個活潑成熟的公民社會有賴於國家以及

社會的重責大任。

相關層級政府間的制度設計和實踐來豐

伍、社會資本觀點下的地方政
府治理職能
以社會資本為中心的地方治理觀
主張地方政府應以公民為中心、負起催

沃公民民主參與的土壤，公民社會的雛
形需要政治領導者、官僚以及公民三者
合作，在以公民為中心的前提下互信互
惠方能成形。
一、營造公民民主參與的制度

生地方公民社會的責任。這裡所謂的公

地方公民社會的活絡與否經常容

民社會，從社會資本的觀點來看，可以

易受到地方政府正式與非正式制度安排

說是一個公民性強、共同體意識豐富、

的影響，例如法令規範的社團活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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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限制、地方政府的結構和慣例、政治

取成果導向、由下而上的課責機制，

生活的傳統和習俗等。善意的制度安排

賦權公共服務的直接使用者－公民來

能夠增進地方公民參與的機會與熱情，

評估地方政府的施政績效；同時輔之

從而促進公民社會的成熟；不適當的制

以績效導向的預算制度來確保人民稅

度設計卻會弱化公民參與的意願，耗損

收使用的物超所值（Andrews and Shah,

地方公民社會活動的能量。因此，為了

2005:165-76）。

促進地方公民參與活動，累積地方公民

最後，在民主領導與社會包容方

社會能力，地方政府實有需要在活絡公

面，地方政府應制訂法律容許社會不同

民社會組織、健全公民參與法制貫徹決

族群都有言論、講學、出版的自由；尤

策責任體制以及民主領導與異議包容方

其是對少數民族，更應積極保障其語言

面展現出更主動積極的治理作為。

與文化，以保護族群多樣性的豐富面

首先，在活絡公民社會組織方

貌；至於多元異質團體的不同聲音，

面，地方政府可以制訂相關法律，鼓勵

也應虛心接受，視為是對政府的善意建

公民結社；舉辦相關教育訓練，以強化

言。

公民社會組織的專業與活動能力；並透

二、厚實三位一體的互信互惠規範

過放寬獎勵與補助措施，激勵公民社會

催生公民社會的真實意義是在營

組織多參與地方公共事務，與政府合作

造一個公民民主參與的空間。但由於傳

提供公共服務或生產財。

統政府官僚與人民間缺乏信任的相互排

其次，在健全公民參與法制方

斥與敵視，官僚常視人民缺乏能力與意

面，地方政府可以制度化開放的公共對

願參與公共事務，人民多對官僚存有貪

話空間，營造無障礙的公共議題之討

腐、無能的負面觀點，導致公、私部門

論；透明化政府決策過程，以利充分的

間的互動多呈現出零和遊戲的情節；再

資訊流通，建立政府與人民間相互信任

加上政治領導階層的自恃，無顧公民的

的合作基礎；同時發展多元的參與式決

需求，鮮少傾聽人民真實感受的，實無

策模式，容納更多不同背景民眾的決策

益地方治理與公民社會的成長和發展。

參與，培育公民參與能力；還要留意關

因此，要催生公民社會，就必須要重新

照參與式決策與代議士決策的輕重，務

調整政治領導者、官僚、公民間的歧異

實兼顧公民參與理想與政治現實的平

心態，同時進行改造，厚實三位一體的

衡。

互信互惠規範，再造一積極性的公民、
再者，在貫徹決策責任體制方

面，地方政府可以制訂市民憲章，並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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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前瞻型的政治領導者是指具
有未來取向，對目的、思想與行動的未
來可能性有高度敏感意識的政治領導

陸、結語：從地方治理到地方
公民社會的期待

人，其在地方政府和地方治理的位置中

Shah和Shah（2006:1）在「地方政

往往扮演著領航與利益的整合和分配的

府的願景」一文中曾經指出，地方治理

角色，因此必須有一個堅定的信仰、認

是地方層級中「政府－公民」之間互

同公民社會的理念，堅持公民參與的意

動、集體決策、合作提供公共服務的集

義和價值，才能有智慧的整合並全力護

體行為。可知當代地方治理理念非常強

衛地方與公民的長期利益。

調地方政府與公民社會的互動，在互信

官僚在地方政府以及公民社會系

互賴的基礎上，共同分擔公共服務的功

統中扮演著系統維持的角色，必須負起

能與管理責任，彼此發揮互助合作的信

促進公民參與、執行法律與政策以及確

念與精神，提供民眾福利與服務需求的

保公共服務品質的責任。因此，必須深

滿足，以至於國家社會的集體利益。地

切瞭解在以公民為中心的地方治理體系

方政府不是地方公共服務網絡中唯一的

中，他是站在輔助者的位置，以提供行

權力核心與思考焦點，而是需要積極尋

政資源、回應人民需求、向人民負責為

求公民社會部門，諸如非營利社群、市

基本職責的行動者，以協助地方治理結

場、社區、公民等的投入與協力參與，

構的每一環節都能順利的發揮功能。

共同營造地方福祉成長與社會公平正義

在以公民為中心的地方治理體系

實踐的過程與制度安排。因此，地方政

中，公民身分是配合政府規範參與公共

府應認清政府的重要角色在於以公民為

事務、履行法律義務、關心公民社會發

中心，協助公民前瞻公共利益之創造與

展、維護公共利益的人。因此，在公民

分享，體認政府的使命在於創新公共價

社會系統中，公民必須具備公民資格的

值；政府任何政策或計畫的規劃，都應

能力與智慧，有成熟的公民思想與共同

當優先思考公民參與的必要性，並透過

體意識，崇高的公民精神，積極參與政

公民社會的集體行動與合作過程方能有

治和公共事務的管理，致力公共對話與

效回應與達成；而政策責任的界定雖然

溝通，主動創造公民資格內涵；此外，

本於官僚體系績效判斷之思考，但公民

公民還必須調整過去純粹政府公共服務

的價值認知與公民社會的集體感受更是

的消費者形象，轉變成為公共服務的共

重要的主導力量。

同生產者，與官僚協力負起政府效能的
責任，創新地方治理的公共價值。

在論及地方治理理念的實踐時，
Boyte（2005:537）曾指出涉及3個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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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協力：一是公民層次的提升，從投票

文除了期待21世紀的地方政府，能夠建

者、志願服務者和消費者轉變為公共問

立一個以公民為中心的治理體系之外，

題的解決者和公共利益的共同創造者，

也期待目睹地方公民社會的積極成長，

也就是公民社會的成熟度及其理想運

夥伴協力地方政府實現地方治理的理想

作；二是官僚體系專業與領導層次的提

願景。

升，從公共服務的提供者與公共問題的
解決者轉變為公民夥伴與公民力量的組
織與倡導者；三是民主政治內涵層次的

■作者：廖俊松
現任：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

提升，從公民選舉的間接參與轉變成為

政策學系 副教授

名符其實的公民民主參與。因此，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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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都十五縣」府際關係之探析
黃建銘

壹、前言
臺灣國土規劃與行政區域調整乃
是當前重要的議題，尤其行政區域的劃

都十五縣的規劃必然會對既有的府際關
係產生不小的衝擊，因此，值得吾人進
一步深入思考與探究。

分攸關權力互動與資源分配，對國家運

為能釐析三都十五縣的府際關

作的穩定性影響甚鉅，因此頗受各界關

係，本文將首先說明三都十五縣的構思

注，我國既有行政區域界線因無法反映

與特質；其次，說明三都十五縣的困境

都會發展實況，行政界線成為國土規劃

與爭議；進而分析三都十五縣對我國府

的阻礙，這一議題在2008年的總統選舉

際關係的影響；最後，由國土規劃觀

因中國國民黨候選人提出「三都十五

點，提出建構新府際治理體系之建議，

縣」的行政區劃構想而受到進一步的討

以期建立一個符合臺灣城鄉發展實況的

論。

行政區劃體系。
所謂三都十五縣是以現階段

二十五縣市為基礎，將若干縣市合併以

貳、三都十五縣之構想與特質

強化競爭力，並以臺北、臺中及高雄作

臺灣的行政區劃自 1950 年以來，

為 3 個引領區域發展的大都會。在過去

即未再進行大規模的調整，然因時移勢

大有為政府的思潮退卻之後，代之而起

異，既有的行政區劃難以反映城鄉發展

者乃發展彈性、多元、自主及參與的治

的現實，故調整有其必要性，從而在歷

理體系，在這樣的趨勢下，如何型塑良

次重要的選舉場合，行政區劃的調整方

善合作的府際關係甚為重要。然而，三

案也往往成為候選人的政見之一。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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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總統選舉中，當時中國國民黨總統候

臺北市、臺北縣與基隆市成為「臺北

選人馬英九先生即提出三都十五縣的行

都」；合併臺中市與臺中縣成為「臺中

政區劃調整方案，以為臺灣國土規劃之

都」；合併高雄市與高雄縣成為「高雄

準據，如今馬英九正式當選總統，三都

都」，形成所謂的「三都」。此外，合

十五縣成為未來國土空間改革的依據，

併新竹市與新竹縣、嘉義市與嘉義縣以

茲將此一規劃案的內涵及特質，進一步

及臺南市與臺南縣，加上既有的桃園

說明如次。

縣、苗栗縣、南投縣、彰化縣、雲林

一、三都十五縣的規劃內涵

縣、屏東縣、宜蘭縣、花蓮縣、臺東

三都十五縣構想的成形並非在馬

縣、澎湖縣、金門縣以及連江縣，成為

英九先生參與總統選舉時才提出，早在

「十五縣」。三都其實就是三個大直轄

其擔任臺北市市長時已提出此一構想，

市，希望藉由縣市的整併，使得每個直

故三都十五縣代表馬英九先生長期對於

轄都會，都有海港與空港，可以發展農

行政區劃與國土經營的改革願景。

業與工業，並進行轄區內的地方重劃，

而三都十五縣是建立在既有的行

同時考量賦予財稅的權力1。

政區劃基礎之下，因目前我國的行政區

另一則是有關鄉鎮市與區的部

劃為25個縣市以及319個鄉鎮市，為了

分，三都十五縣的方案主張鄉鎮市的自

考量都會的整合性發展，既有縣市的劃

治是一種草根民主，因此反對鄉鎮市長

分形成切割都會區整合發展的阻礙，故

官派，但主張鄉鎮市應予以重劃，以20

三都十五縣主要在於摒除阻隔縣市發展

至30萬人為一個基準，考量實際情況因

的不當行政界線，以利進行都會區的統

地制宜地規劃，且最好由下而上，交由

整發展，基本上可將其視為都會區的擴

縣市及公民透過自決的方式產生。至於

大化；另外，在鄉鎮市及區方面，則因

三都轄區內則分為若干「區」，每區約

肯定地方自治的重要價值，此一方案亦

30萬人左右，區長實施民選2。

主張鄉鎮市與區必須維持自治型態，並

從上面的規劃方向可知，三都

擴大自治轄區，使其具有一定的人口基

十五縣的行政區劃方案，事實上可分為

礎以做為地方自治的合理規模。基於此

二級的規劃，但主要是以整併作為規劃

種思維，三都十五縣的主要內涵包括兩

的主軸，並且維持二級地方自治體的架

個層次。

構，因此整個方案的規劃，有其獨特的

一是有關縣市部分，主張合併

特徵，茲將其相關的特質析論如次。

1 參照2008年1月16日自由電子報的報導「馬提出3都15縣 減少鄉鎮市」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8/new/jan/16/
today-fo1.htm檢閱日期：20080809
2 同註1。

54

中華民國98年5月出版

月刊

第101期

理論與實務

二、三都十五縣的特質
從三都十五縣的構想看來，此一
行政區劃方案係屬漸進調整的途徑，屬
於中幅度的改革方案，主要的特質如

同時也以此一標準作為重新整併鄉鎮市
區的參考。
(三) 以經濟發展觀點確立城鄉體系
儘管所謂「都」的稱謂在整個

下：

地方制度法制體系上仍妾身未明，但

(一) 以縣市合併方式擴大都會發展區域

「都」在三都十五縣方案中視同直轄市

基本上，三都十五縣是一種將都

地位，且三都十五縣基本上將臺灣的國

會區擴大的行政區劃方案，包含 2 個主

土規劃聚焦在西部平原帶，希望藉由建

要面向：其一是特大都市的擴大，將臺

立人口規模與產業發展條件優異的都會

灣本島的三大都市與周邊的地方自治體

區作為區域經濟發展的核心，至於其他

合併，以拓展其發展腹地，成為一個交

的市則與周邊縣合併後，一律稱為縣，

通便捷與產業基礎完善的大都會；另一

使得三都十五縣方案確立臺灣二元城鄉

則是區域性都市的擴大化，即新竹市、

發展體系，使何者為「城」，何者為

嘉義市以及臺南市等 3 個市分別與新竹

「鄉」，更為具體明確，由三都作為區

縣、嘉義縣以及臺南縣合併，除將名稱

域經濟發展的火車頭，使整個西部平原

改為縣之外，亦擴大生活圈的範圍，使

的發展可以在這三個火車頭的帶領之

縣市合併後生活機能更加完善，並提升

下，而有突飛猛進的發展。當然，東部

競爭力。故而三都十五縣整體的發展形

地區以及離島的縣則因循舊制，未有任

貌，所浮現的是保留直轄市並擴大都市

何調整，故可確知三都的成形賦予帶動

範圍與發展腹地。

區域經濟發展的重任。

(二) 確立三級政府的基本架構

整體而論，三都十五縣是一個以

就三都十五縣的名稱而論，雖然

整併既有縣市，採取擴大都會發展範圍

僅看出第一級地方自治體的規劃，然而

為重心的行政區劃方案，其間不脫經濟

本案的另一個重點是維持鄉鎮市的自治

產業發展的考量，也嘗試藉由整併方式

地位，亦即反對鄉鎮去法人化，亦即確

以減少現有的縣市與鄉鎮市數目，並確

立我國三級政府的型態，甚者直轄市的

保鄉鎮市與區的自治地位，從而形成三

區亦比照鄉鎮市，使區亦成為第二級的

級制的政府層級體制。

地方自治體，區長比照鄉鎮市行政首長
改為民選，並進行區議會的選舉，當然

參、三都十五縣的困境與爭議

在鄉鎮市區的層級上，係以20至30萬人

儘管三都十五縣有其特色與願

口為基準，作為地方自治運作的基礎，

景，然而在走向此一目標的過程中，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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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有許多亟待思考與討論的問題與挑

合併後，新地方自治體的主體仍在於臺

戰。主要的爭議與困難為：

北市、臺中市以及高雄市，從而基隆

一、「都」的法源恐引發爭議

市、臺北縣、臺中縣與高雄縣的自治法

查現行憲法與地方制度相關法規

人格將被吸收，對於這樣的結果或許可

所規範的地方制度架構，並沒有所謂

以預期反彈較小，各方對此種都會擴大

「都」的地方制度，故所謂三都若要成

的方案共識亦較高。

為正式的地方制度名稱，恐怕在現行

但對新竹市、臺南市、嘉義市來

法制上無法找到依據，當然「都」或許

說，恐引發另一個爭議，蓋縣市間整併

只是一個慣稱，其實質地位即直轄市，

後，名稱雖改為縣，是否即意謂著新竹

依照我國憲法第 118 條的規定：「直轄

縣、嘉義縣與臺南縣即是存續的地方自

市之自治，以法律定之。」故倘地方制

治體，而新竹市、嘉義市與臺南市即是

度法規定直轄市名稱又可稱為都，如此

被吸收的自治體，恐怕難以就此定論，

確實能將都列為地方制度之一環，然而

尤其就名稱看來，「市」予一般人進步

既有直轄市之稱，又何以要稱為都，若

的觀感，「縣」則具有尚待開發的印

然，此方案原應稱「三市十五縣」，當

象，是以改稱「縣」必將遭致「市」的

然這或許會使所謂都會的涵義難以凸

強力反彈，因而將這些縣市合併，恐將

顯，三都十五縣的區域整合意義也將更

引發新竹市等自治體的抵制，也將造成

形薄弱。

何者才是存續自治體的疑慮與爭議，連

實則，此一爭議也凸顯我國地方
自治體定名過度僵化的問題，藉此有必

忽。

要一併檢討我國的市制，蓋一般民眾對

三、鄉鎮市整併的困難

所謂的臺北市、臺中市、臺東市等在地

有關三都十五縣的規劃方案中，

方制度的位階上究竟有何差異，其實不

另一個變革的重點在於鄉鎮市的整併，

易釐清，對此，未來應加以重視並進行

按其規劃係以20至30萬人口為基礎進行

地方自治體的名稱調整。

整併，果爾，鄉鎮市不僅有合併的問

二、縣市合併的存續主體爭議

題，亦存有分割的問題，蓋人口不足20

對三都十五縣的國土改造方案來

至30萬人的鄉鎮市固然有之，但仍存有

說，除了臺北、臺中以及高雄定位為直

人口眾多的鄉鎮市，如板橋市即可能面

轄市外，其餘一級地方自治體，悉稱為

臨分割的問題，屆時如何劃分也將引起

縣，對於臺北、臺中以及高雄來說，因

不同的看法。

已成為區域核心城市，故與周邊的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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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蓋被整併的鄉鎮市之法人格將消

竹市、嘉義市及臺南市的「區」將何去

失，然而將地方自治法人格取消並非易

何從，也是值得關注的問題。

事，精省經驗即足應證，尤其在三都

五、自治層級增加恐與過去政府改造的

十五縣的方案中，仍認為鄉鎮市應該維

方向背道而馳

持其自治法人格，如此各鄉鎮市更有正

現行政府體制雖維持三級制，即

當理由抵制未來的整併政策，故如何解

縣市與鄉鎮市均為地方自治體，但過去

決此一問題，乃是一項艱鉅的挑戰。若

政府的改造方向已定調為二級制政府，

非有相當程度的誘因以鼓勵各鄉鎮市推

亦即中央與縣市，鄉鎮市則採取去法人

動自主性合併，要達到以每一鄉鎮市有

化的型態，然目前三都十五縣主張維持

20至30萬人口的規模恐怕難以達成。

鄉鎮市的自治，認為可促進草根民主的

四、「區」體制變革的困難

發展，同時亦將「區」改為自治體，則

三都十五縣方案主張「區」應該

未來的設計圖像呈現出「中央-縣市-鄉

地方自治，未來區長由民選產生，另

鎮市區」的三級政府型態，會否與過去

選舉「區民代表」，組織「區民代表

的政府改造方向相違，不無討論空間，

會」或是「區議會」，使區成為地方自

倘未能提出足以令人信服的理由，則改

治體，然而此一構想必然與鄉鎮市一

革的正當性即顯得相當薄弱。

樣，要面對大區切割以及小區整併的問

六、東部及離島的發展問題並未充分考

題，若以30萬人為單位，則如臺中市的

量

中區要如何整併、臺北市的大安區要如

三都十五縣的改革重心偏重在臺

何切割等等問題勢將浮上檯面，當然因

灣西部城市帶，至於東部以及離島的區

「區」原非地方自治體，在整併或切割

劃變動主要在於鄉鎮市的整併，但因鄉

過程中，所遭遇的阻力或許不如調整鄉

鎮市主要的人口標準為20至30萬人，則

鎮市的阻力來得大，但因「區」的調整

以此一標準思考，東部各縣的人口數頂

與市議員的選舉息息相關，屆時仍須面

多劃分為二個鄉鎮市，而離島縣境內的

對一股不小的抵制力量。

鄉鎮市則無法達到此一標準，故20至30

又原新竹市、嘉義市及臺南市紀

萬的標準難以適用於東部與離島縣，然

與周邊縣合併，並改稱「縣」，則原新

而三都十五縣未深入分析並瞭解東部及

竹市、嘉義市及臺南市的「區」是改成

離島縣的自治需求，這對東部與離島的

鄉鎮市，或者是在縣底下亦維持區，若

發展即難有正面的助益。

是縣境內設「區」，則地方制度法及相

七、城鄉發展落差日趨擴大的隱憂

關法律都將進行相當幅度的修改，故新

由於整個三都十五縣的規劃過度

57

月刊

中華民國98年5月出版

第101期

理論與實務

強調三都的經濟職能，而相關的區劃改

認為未有切身利益，以致關心的程度不

革也集中在西部城市帶，當三都藉其優

足，相對投入時間參與此類議題討論的

勢地位，吸引更多資源的挹注後，可預

公民相對較少，但這並不意謂此類的規

期為都會區帶來更大的產業經濟效能，

劃即可以全然單向進行，而忽略與公民

但能否擴大其經濟輻射效果，扮演起區

的溝通。

域經濟的火車頭，則尚待觀察。蓋三都

因此，推動三都十五縣的行政區

的強勢經濟動能或許會增強其磁吸效

劃體系前，實應先進行政策行銷，藉以

應，吸納更多的資源，進而使城鄉差距

吸引多數公民的關注並參與討論，政府

擴大，亦即在三都的區域變大後，發展

亦可在相關部會網頁上設置專屬網站以

腹地擴增，則吸引資金與人才的能力相

進行官民互動及意見交流，讓公民社會

對增強，倘若未能有完善的交通配套建

的力量順勢注入此一重要的議題，使社

設，作為輸運三都的通勤人口，則勢必

會上多元團體的聲音得以相互激盪，逐

使三都轄境內的土地增值率超過周邊縣

漸形成社會共識。這不僅有助於精緻化

市甚多，則人們寧願選擇三都中較為具

方案規劃的內涵，釐析規劃者所忽略的

有發展潛力的地區，也不願到周邊縣中

盲點，更可藉此型塑公民社會的參與

較發達的城鎮定居，如此只會使人口更

感，從而強化政策的適當性與合理性，

集中於三都，致而周邊縣的經濟產業動

使其具有堅實的民意基礎，對政策的推

能將因人口流失，造成生產力與稅收來

動也有一定的幫助。

源的弱化，這凸顯以三都帶動區域經濟
發展的規劃構思恐有太過樂觀之虞，當
城鄉發展落差趨於明顯，則會有資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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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三都十五縣對我國府際關
係的影響

配不均或者所謂「二等縣民」等民怨產

依據前述，三都十五縣的規劃重

生，對於建構穩定和諧的府際關係亦有

點在於三都，而三都乃是整個臺灣西部

相當大的阻礙。

成長軸線的精華區，將三個大都市整

八、欠缺公民參與社會共識

併，使其範圍增大，就整個島來說，

馬英九先生擔任總統後，已由推

與過去「切塊設市」的作法不無二致，

動臺中縣與臺中市合併作為出發點，開

而另一方面也擴大鄉鎮市的範圍，若以

啟三都十五縣的政治改革工程，然而仔

人口30萬人來看，鄉鎮市已具有現今縣

細思考此一方案的成形，仍屬片面的規

市的規模，故整個規劃方案的特色是將

劃，欠缺公民的參與及相關論壇的交

西部大都市加以大都會化；而將西部鄉

流，當然國人對於所謂行政區劃往往

鎮市加以縣市化，這樣的結果強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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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但仍無法澈底改變中央集權的

其強大的經濟產業力更有資格成為區域

本質，事實上與Wright(2003:12)描述美

的領導者，若透過區域聯盟所形成的力

國府際關係如同強制性的拼布(coercive

量強化三都的影響力，將有產生諸侯效

collage) 有些類似，亦即美國聯邦政府

應的隱憂。

走向一個中央集權化的體系，但聯邦與
地方仍呈現相當的歧異性。

然而，十五縣比起三都而言，則
相對弱勢，故與中央政府的議價能力也

因此，三都十五縣的規劃方式究

相對弱化，致而中央面對一級地方自治

竟會對我國府際關係產生何種重要的影

體的關係，將形成兩種型態，一為中央

響，值得進一步關注，本文認為主要的

與三都間的強勢性府際關係；另一則為

影響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中央與十五縣間的弱勢性府際關係，形

一、府際對應幅度減少，減少府際互動

成垂直面向府際關係的分殊化與失衡

成本

性。

三都十五縣在縮減府際對應幅度

三、引發水平城鄉關係對立之疑慮

上，可以看出明顯成效，亦即經由合併

三都十五縣依其政經實力可分為

的途徑，有效減少縣、市的數目，由原

三群，包括三都為政經實力優勢群組、

先25個一級地方自治團體減少為18個，

其他西部縣則為政經實力的中等群組，

如此一來，中央與都縣間的府際互動成

至於東部縣與離島地區則為劣勢群組。

本即可降低，至於都縣與鄉鎮市區之間

中等群組與劣勢群組在資源排擠效應之

也因鄉鎮市的整併將可有效減少其間的

下，不無日漸邊緣化的危機，加之城鄉

府際對應幅度，雖然區改制為自治體

發展的落差，在資源不足的情況下，恐

後，或許會增加地方自治體數目，但在

將引發群組間互相敵視、猜忌等負面效

20至30萬人口調整的原則下，整體鄉鎮

應，進而引發水平府際關係的緊張態

市區的數目仍會減少。

勢，甚而形成城鄉隔絕與對立，對於府

二、垂直府際關係的失衡問題

際關係的穩定將是一大隱憂。

倘若三都十五縣實現後，明顯的

以現階段的財政分配公式而言，

城鄉差距恐會造成垂直性府際關係的岐

直轄市分配比例若未有任何變動，則必

異，即中央政府將會更重視與三都的關

然引發臺北、臺中與高雄三都間的財

係，至於中央與十五縣的關係則相對受

政分配競爭，三都實際上包含原有臺

到忽略，蓋三都在區域擴大後，其政經

北市、臺北縣、基隆市、臺中市、臺

實力相對強勢，若是聯合起來對抗中

中縣、高雄市與高雄縣等 7 個地方自治

央，將會是一項棘手的難題，且三都以

體，就原有設定比例分配本身即存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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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大的問題，即便分配比例調整，仍難

何，恐怕都須明確界定，方能使每一地

以消除彼此間的財政競爭關係，蓋究竟

方自治體都能「名符其實」。然有關三

以何種標準作為財政分配的基礎始終難

都十五縣尚屬於一個初步的構想階段，

有定論，倘因行政首長屬於不同黨籍，

對於如何定位各個地方自治體的功能屬

更會因黨同伐異，而牽引諸多難以控制

性以及相關設置標準，仍欠缺完整的說

與掌握的政治性因素，使得三都間的財

明，當未能妥善處理這些問題，我國的

政競爭關係更為複雜化。

府際關係即難以具有一個明確的願景與

除臺北、臺中與高雄三都的競爭
外，三都內部也同樣會面臨另一波財政
競爭關係，如原先臺北縣改制為準直轄
市後，可適用直轄市的分配標準，則臺
北縣與臺北市的財政競爭關係是否會因

60

方向。

伍、建立新府際治理體系之建
議：國土空間規劃的觀
點

同樣劃歸臺北都後，而順理成章地煙消

三都十五縣因過度重視三都的設

雲散，恐怕無法令人有樂觀的期待，甚

置，因而對府際關係產生一定的分殊

至臺北縣與臺北市的財政競爭關係可能

化，這是一個值得吾人關心與探討的重

因同樣劃歸臺北都，而導致財政競爭關

要議題。我國為單一制國家，所謂單一

係的內部化，亦即從原有一級地方自治

制(unitary system)是現代府際結構的一

體的競爭關係轉向二級地方自治體，三

種重要建構，係以普通行政區劃或自治

都內部將面臨更為激烈的府際財政競

區域為單位，自上而下形成統一的權力

爭。因此，三都十五縣仍然未能深入思

體系(楊宏山，2005:38)。因此，在單一

考府際財政分配機制，畢竟財政分配仍

制的體制影響下，要建立一個彈性且具

是府際關係能否穩定發展的核心問題。

有自主治理的地方制度並不容易，許多

四、地方自治體標準與定位不明，影響

的制度也就無法澈底調整。故如何讓府

整體府際關係的穩定

際關係成為一種夥伴關係攸關府際關係

三都十五縣究竟是以何種標準作

的長遠發展， Glendening(2001:7) 指出

為「都」仍無定論，倘其他縣份發展到

界定夥伴關係有 3 個類型的議題，主要

一定的程度後，可否也改制為都，同樣

是基本人權、跳脫疆界以及中央對財政

的問題也存在於二級自治體，亦即鄉鎮

資源的控制問題，此即我國現今建構新

市區的設置標準為何，彼此間的關係為

府際關係的重點，有關疆界的議題實與

何，鄉鎮市或許具有都市發展的逐級層

國土空間的規劃息息相關，故從國土空

升之意涵，但區與鄉鎮市的關係又如

間的規劃觀點思考如何建立新的府際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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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體系，本文提出以下幾項建議。

中建構持續協商的體系，這種多層級治

一、首都區位應重新選擇

理的精神其實就是未來型塑穩定府際關

長期以來，臺北市作為我國首都

係的重要基礎。Simeon(2000:238)研究

已集所有精華於一身，造就臺北市強大

有關加拿大的府際關係時亦指出，該國

的磁吸效應，一極集中的傾斜發展態勢

乃是一種行政性的聯邦主義 (executive

亦加明顯，臺北市因強大的政治機能所

federalism)，是由各政府間的資深行政

伴隨的經濟機能，所產生的吸納效應若

人員進行商議與談判，尋求角色與職責

無法獲得舒緩，府際關係即無法獲得平

的衡平性。以臺中市與臺中縣合併升格

衡的發展，就未來可能成型的臺北都而

直轄市的例子來說，論者即指出新直轄

言，資源的優越性遠在其他二都之上，

市將具有核心的優勢，進而對周邊縣市

更有與中央抗衡的力量，在整個國土發

的資源產生「自然排擠」的現象，周邊

展的規劃中，愈遠離臺北的區域即難以

的縣市為免除邊緣化的危機，或希望

因臺北市的發展而受惠，這在高鐵通車

受益於生產要素流動的擴散效應(spread

之後更為明顯，故藉由首都政治機能的

effect)，以及各種核心擴散出的經濟效

區位轉移可以減緩一極集中的效應，也

益，必然期待與新直轄市進行合作 ( 李

將是建立一個穩定府際關係的重要基

長晏、曾淑娟，2008:17)。當然，是否

礎。

願意與新直轄市合作尚待觀察，但排擠

二、藉由縣市區域擴大，建立多中心治

效應的出現似乎是不爭的事實，因此縣

理的均衡體系

市應該將其領域進一步的擴大，除簡化

所謂多中心治理，就是在地方治

府際對應關係與成本外，尚可避免過度

理的各個層次、各個區域同時進行調

排擠效應所可能帶來的城鄉對立現象。

節，由多個主體同時供給公共產品與公

對適當擴大縣市管轄區域而言，

共服務，在多中心治理理論看來，集

中國大陸「市管縣」的制度將是一項可

體選擇問題應當儘可能在較低的治理層

以參考的制度，過去中國大陸實施城鄉

次上得到解決，更高的治理層次主要

分立制度，建立地級市以及地區，分別

承擔輔助性功能(楊宏山，2005:255)。

管理城市與鄉村，建構二元經濟結構，

Palmer(2003:365)探討英國與德國在歐

結果造成城鄉隔絕與對立，於是在1982

洲整合過程中的府際關係時指出，多

年12月，中國政府提出以經濟發達的城

層次的治理途徑主要是將把歐洲政體

市為中心，以廣大農村為基礎，逐步實

(European polity) 概念化的需求視為在

行市領導縣的體制，使城鄉加以結合，

多層領域巢化政府(nested governments)

所謂市管縣就是用地級市管轄原屬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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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管轄的縣，而這樣的制度在地區經濟
和社會發展上，有助於城鄉經濟的互補
與聯合 ( 林尚立， 1998:329-331) 。當然
臺灣與中國大陸有其本質的差異，臺灣
必須設計一個適合本身發展的行政區劃
方案。
三、合理規範鄉鎮市區做為地方自治體
的定位
在縣市區域擴大後，鄉鎮市區的
區域也將擴大，則鄉鎮市理應維持自
治，但組織則宜多元化，實則，鄉鎮市
區自治更能符合多中心治理的精神，
論者指出多中心治理的基本目標在於拉
近地方政府與人民間的距離，恢復草
根民主和公共精神(楊宏山，2005:255256)。是以採取廣域性的一級地方自治
體下，更需要有反映基層聲音的機制，
藉以深化民主政治的內涵。
當然，鄉鎮市區如何成為地方自
治體是相當棘手的問題，論者即指出
臺中縣市合併後，因鄉鎮市為地方自
治團體公法人，如何處理鄉鎮市公所
與代表會的問題，是一項難題(徐吉
志， 2008:29) ，三都合併後，區應加
以擴大，確實有呼應的聲音，黃正雄
(2008:40)即指出現行臺中縣的鄉鎮市或
臺中市的區都太小，應將台中市的 8 個
區合併為5個；臺中縣的21個鄉鎮市合
併為 9 個區，使臺中縣市合併後共可分
為14個區。故鄉鎮市可以考量使其成為
一個具有營造社區認同的地方自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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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語
本文針對三都十五縣的內涵與構
思作一說明，認為其主要特質有：以縣
市合併方式擴大都會發展區域、確立三
級政府的基本架構及以經濟發展觀點確
立城鄉體系，惟此一方案可能面臨幾個
困境，如都的法源恐引發爭議、縣市合
併的主體性爭議、鄉鎮市的整併問題、
區體制的變革、自治層級增加將與過去
政府改造的方向背道而馳、東部及離島
的發展問題並未充分考量、城鄉發展落
差日趨擴大的隱憂、缺乏公民參與以形
成共識。三都十五縣的規劃方案是否能
夠有效解決現今府際關係所存在的癥結
與瓶頸，確實有待進一步的討論與研
究，本文發現三都十五縣雖可縮減府際
對應幅度，減少府際互動成本，但卻有
可能引發垂直府際關係的失衡問題與城
鄉府際關係對立之疑慮，同時在財政資
源拮据的情況下，三都間的財政競政關
係也將趨於激烈，甚者地方自治體標準
與定位不明，也影響到整體府際關係的
穩定性，故三都十五縣對如何建構穩定
發展的府際關係仍有諸多待強化之處。
故府際關係的理順，攸關國家長
遠的發展，對於中央與地方關係更有關
鍵性的影響，故應秉持自主管理的理
念，解決影響府際關係的若干重要問
題，方能澈底建構符合治理理念的新府
際關係，針對這些問題，本文提出我國
首都區位應重新選擇、藉由縣市區域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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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台灣垂直府際關係的演變與發
展（1945-2008）
鍾起岱
壹、前言

（New federalism）、區域規劃發展論

近代立憲主義（constitutionalism）

（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ory ）、國

之憲法，主要在使國家統治權之行

家化政策論（Nationalized policy theory

使，並非基於武力而是基於人民之同

）、總體經濟論(Macro-economics

意，因此憲法對國家權力作用具有拘

approach) 等主張；而支持地方分權論

束力，國家權力運作必須遵守憲法架

者則多屬新大陸的學者，如麥迪遜

構，民主國家對於憲政價值的實現，常

（James Madison）、傑弗遜（Thomas

常透過有效的中央與地方政府運作。

Jefferson）、史密斯（Joshua Smith）、

傳統上，支持中央集權的主張泰半是

蘭卡斯特（ Lane W. Lancaster ）、費

歐陸的學者，如布丹（Jean Bodin）、

萊（John A. Fairlie）、古德諾（Frank

黑格爾（ G.W.F Hegel ）、霍布斯（ T.

J. Goodnow）等學者，提出的理論

Hobbes ）、亞當斯（ John Adams ）、

包括：聯邦主義（Federalism）、

哈米爾頓（ Alexander Hamilton ）等

獨立論（Independence）、分離主

人，所提出的理論有：國家絕對主

義（Separatism）、區域民族主義

權論（Absolutism）、中央集權論

（ Regional ethnicism ）、區域自治

（Centralism）、國家統合論（National

論（Regional autonomy）、地方

integration theory ）、政治同質化論

民主論（Local democracy）、協

（ Political homogeneity ）、中央補助

同主義論（Corporatism）、多元

政策論（Grants-in-aid）、新聯邦主義

主義（Pluralism）、憲政主義論

1

1或稱憲政主義，此為人類法政文明從專制走向人民主權的表徵，或是所謂的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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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titutionalism ）等主張，而介於

際關係演變有著下列幾個時期（歐信

此兩者之間的則有均權論、調和論等理

宏、史美強、孫同文、鍾起岱；2004：

論。（趙永茂， 2002b:1-3 ；羅志淵，

238-243 ），每個時期皆有其重大政治

1970:4-15；薄慶玖，2001：199-225；

歷史事件為其分界點：第一時期為接收

董翔飛，1982:609-630；蒲薛鳳，

訓政時期（The Post-War Administration

1979 ： 412-477 ；鍾起岱， 1990 ： 15-

after Taiwan Being Recovered，1945－

20）。台灣均權主義的理念主要來自國

1951）；第二時期為權威指導時期

父孫中山先生的想法，對於中央與地方

（The Dictatorship，1951－1960）；第

權責的劃分，20世紀初的中國，有主張

三時期為依賴侍從時期（ Dependence

中央集權者，亦有主張地方分權者，孫

and Obedience，1960－1994）；第四時

中山先生則主張均權制度，作為解決中

期為轉型自主時期（The Transforming

央集權與地方分權缺點的最佳途徑。

to Self-Reliance ， 1994 － 2000 ）；第

1947年1月1日，國民政府公布中華民國

五時期為競爭衝突時期（ Competition

憲法，關於「中央與地方之權限」，採

and Conflict ， 2000 － 2008 ）；第六

納了孫中山先生均權制度的主張 2，政

時期為夥伴合作時期（Cooperative

府遷台後，由於實施長達43年動員戡亂

Partnership，2008－），以下的分析，

時期（ 1948-1991 ）的非常體制，台灣

也將依循此一主軸來探討。

在垂直性質的府際關係發展上充滿著
《中央主導》的特質，包括省主席、縣
市長、省議員、鄉鎮市長與村里長等都

貳、接收訓政時期（ 1945 －
1951）

有很強烈的《中央主導》特質。1994年

1945 年二戰結束後，中國並沒有

公布省縣自治法，進行省市長的民選，

因為統一而逐步自戰爭中復甦，台灣也

確立地方自治法制化的基礎。1999年配

沒有因脫離日本殖民統治而欣欣向榮，

合精省政策，地方制度法正式取代省縣

反而因國共內戰的持續延燒，遲遲不能

自治法，台灣府際關係似乎朝向地方分

進行國家建設， 1945 年 12 月台灣行政

權的架構來進行 3。孫中山先生向中央

長官公署公布了「台灣省各級民意機

集權傾斜的均權制度（The even powers'

關成立方案」，作為台灣全省各級議會

system）開始向地方分權傾斜。台灣府

成立的依據。然而，一方面由於民主教

2我國憲法的均權原則，具有非常的涵義，基本上是反對中央集權，對於權力的分配，也反對籠統的劃分，主張精確的
劃分，對於地方自治採取高度保障的原則，有關於地方與中央的爭議則透過大法官會議解釋與立法院政治解決。對
於中央專屬權，通常中央有行政處分權，如公平會、金檢局等，對於違法行為，中央政府有行政處分權。
3其實見仁見智，原因是精省之後，儘管中央接管了99%以上原屬於台灣省政府的行政權威和行政資源；由於選舉制度
與地方職等的大幅調升，縣市政府卻接收了台灣省政府大幅萎縮後，所釋放出來的政治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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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有待加強，一方面為了便於統治，

17個縣市，名額太少，於是行政院核定

選舉的方式主要採用間接選舉，1946年

增為三十名 5，後又再增至 41 名。 1947

12月，全省村里民大會首先成立，並以

年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省參議會遭到

間接選舉的方式選舉鄉鎮市區民代表，

行政長官公署的迫害，並導致該議會30

組成鄉鎮市區民代表會，再由鄉鎮市區

名參議員中， 2 名失蹤喪生，兩名被補

民代表及職業團體（主要是農會），選

入獄，其他人也多被通緝逃亡或暫退

舉縣市參議員，成立省參議會。此一時

於台灣政壇；參議會於1947年3月後形

期的地方自治，充滿訓政色彩，所以稱

同解散 6，在一片輿論指責聲中，行政

為「接收訓政時期」，主要是依據台灣

長官陳儀被迫提出辭職，同年 4 月，蔣

省政府頒布之『台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方

介石撤銷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依照

自治綱要』等14種行政命令而推行地方

《省政府組織法》改制，任命魏道明為

自治，不論縣長、議員、以至鄉長、代

台灣省政府主席，同時決定各廳增設副

表、村里長，雖均由人民直接秘密投票

廳長，盡可能起用台籍人士。於法，台

選出，但由於中央以黨領政的統治格

灣省參議會的第一屆任期本要在兩年後

局，事實上，沒有政黨奧援的候選人很

的1948年5月1日，之後因國共內戰因素

難出線，台灣政治地方派系的形成，也

延長至1951年12月7。從1948－1950年

在此一時期逐漸成型，農會、水利會、

之間，是國共內戰最激烈期間，位於南

合作社、仕紳家族成為派系的主導者。

京的中央政府忙於內戰，台灣省政府成

4

1946 年 5 月 1 日台灣省參議會成立 ，主

為台灣最高政府當局，一直到1950年，

要是依據國民政府頒布的「省參議會組

中華民國總統府暨行政院遷台之初，仍

織條例」，此乃行憲之前的舊典，適用

然十分倚仗台灣省政府，由陳誠直接躍

於全國，非單獨為台灣省而設。該條

升行政院長可見一般。當時省參議會的

例自1944年12月公布後，經過1947年7

職權共有 7 項，包括：建議省政興革事

月、12月及1949年1月三度修正。省參

項；議決有關人民權利義務之省單行規

議員由縣市參議會間接選舉產生，每縣

章事項；審議省經費支出之分配事項；

市一個名額，並採遴選遞補制度，第一

議決省政府交議事項；聽受省政府施政

屆台灣省參議會成立時，由於全省僅有

報告及向省政府提出詢問事項；接受人

41946年4月15日，全省17縣市共選出第一屆省參議員30名，加上後來中央遴選的省參議員6名，及增選的山地籍省參議
員1名，合計法定名額37名，並由黃朝琴出任第一屆省參議會議長，李萬居出任副議長。
5主要依據人口數調整：縣市人口不及20萬者1名，縣市人口逾20萬不及50萬者2名，縣市人口逾50萬不及100萬者3名，
縣市人口100萬以上者4名，如此計算，台灣省17縣市應選出30名省參議員。
6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8/02/07查尋。
7另一個因素則是官方說法：1950年台灣省開始分期調整縣市行政區域，而各縣（市）亦先後普選議員成立縣（市）議
會，省參議員由於原選區域全部變更，已失其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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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請願事項及其他法律賦與之職權。這
些職權曾經多次擴充，第一次擴充是
1947年修正有關條文時，將第三項「審
議省經費支出之分配事項」，明確規定

是非常有限的8。

參、權威指導時期（ 1951 －
1960）

為：對省總預算的初步審議，並擴充至

1947年南京的國民政府雖然勉

省決算亦有初步審核權； 1949 年修正

強完成行憲的宣告，台灣卻隨即發生

「省參議會組織條例」的有關條文，對

二二八事件，原依據憲法規定，應該制

於參議會的職權又做了 2 點擴充。其一

定「省縣自治通則」，實施的省縣自

是對省內的中央機構有關地方利害的興

治，卻因種種問題未能實施。在戎馬倥

革事項有建議權；其二是對省內的中央

傯中，台灣於 1950 年開始試行地方自

機關有聽取施政報告並提出詢問之權。

治，從 1950-1994 年之間，一直是以行

有關省參議會對行政機關的制衡限度，

政命令的方式辦理地方自治，雖有自治

「省參議會組織條例」做了 3 點規定：

之名，但實質上憲法所賦予的自治權卻

其一、省參議會決議案咨送省政府執

遭受重大限制。此一時期，在國際環境

行，如省政府延不執行或執行不當，得

方面，主要是面對冷戰體系的兩極對

請求說明理由，如仍認為不滿意時，得

立，在兩岸關係上則是武力對峙，一觸

報請行政院核辦。 其二、省政府對於

及發；國內政治環境則是威權體制、經

省參議會之決議案如仍認為不當，得附

濟壟斷，甚至予人白色恐怖統治的印

理由送請覆議，對於覆議結果，如仍

象，此一時期的府際關係是行政命令

認為不當時，得呈請行政院核辦。 其

式、威權指導式（The Dictatorship）的

三、行政院院長對於省參議會之決議

府際關係，加上府際間財政的不平衡，

案，認為有違反三民主義或國策情事，

形成監護型的地方自治，中央獨大，顯

得提經行政院會議通過，呈請國民政府

示不平衡的穩定關係，省以中央代理人

予以解散依法重選。此即參議會與省府

的身分，是當時的施政中心，省、縣市

發生制衡的權限之爭時，必須訴諸於行

定位不明，縣市地位低落，不足以向中

政院裁定，參議會失去了最後有效制衡

央抗爭。1950年代初期，臺灣行政區域

行政機關的力量，同時行政院卻握有絕

重劃，參議會積極建議，行政區域劃分

對控制參議會的解散之權。此一時期的

應與地方自治同時實施。政府恪於「省

府際關係有很強烈訓政色彩，作為台灣

縣自治通則」尚未立法通過，1951年9

省最高民意機關的省參議會，職權其實

月行政院公布「臺灣省臨時省議會組織

8閱讀美麗島：http://news.yam.com/fo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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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程」及「臺灣省臨時省議會選舉罷免

局採取了兩項措施：一是禁止候選人間

規程」，由縣市地方議會選舉省議員，

的競選聯盟，另一是禁止新政黨的成立

1951年11月18日舉行了第一次台灣省臨

（趙永茂，1998：229）；於是台灣進

時省議會議員選舉，於同年12月成立第

入了長期黨禁的時代，其效果是全省23

一屆臨時省議會，全體議員仍採間接

縣市的縣市長當選人均為國民黨籍，國

選舉方式，由各縣市議會選出，任期 2

民黨提名等於當選保障，台灣的垂直型

年，其後，為期省議員能真正代表民意

府際關係形成，以黨領政的權威指導關

及配合第二屆縣市長選舉合併舉行，故

係。然而，此一時期，也並非國民黨能

將第一屆延長半年，1954年第二屆臨時

全盤掌控，特別是1954年高玉樹以無黨

省議會選舉乃改採各縣市公民直接選舉

籍身分當選台北市長，更進一步於給予

並採候補制度，任期由2年延長為3年，

執政者新的衝擊與考慮。

由於臨時省議會冠上「臨時」二字，似
乎被認為是暫時性的，不能真正代表民
意，妾身未明，議員及社會各界迭有建

68

肆、依賴侍從時期（ 1960 －
1994）

議，因此，歷經三屆未滿，中央為尊重

在台灣縣市長開放直選之後，即

民意，提高省級民意機構之職權，行政

使中央採取禁止結盟、禁止組黨的雙重

院遂於1959年6月24日以行政命令改稱

策略，仍然無法避免作為省轄市第一名

台灣省議會，即將臨時省議會第三屆第

的台北市，在歷次選舉中，屢屢由黨外

五次大會改稱為台灣省議會第一屆第一

人士當選，又以高玉樹執政 6 年最久。

次大會（陳進興，1995：45）。其職權

為了要解決這個政治僵局，1967年國民

仍舊照原規定，惟其成立之法令依據則

黨技巧性的將台北市升格直轄市，讓末

同時改為「台灣省議會暫行組織規程」

代民選市長高玉樹直接擔任首任官派市

但仍以第三屆臨時省議會議員之任期為

長，台北市重新被執政當局掌控，1968

任期，至 1960 年 6 月 1 日屆滿。此段時

年又擴大台北市範圍，將原屬台北縣的

期，也確立由中央指派大員負責省政的

景美 . 木柵 . 南港 . 內湖等 4 鄉鎮及原屬於

原則，中央政府對於地方事務基本上透

及草山管理局的士林及北投等兩鎮劃入

過信任與授權的方式，由台灣省政府總

台北市，台北市由10個行政區增加到16

覽，中央部會幾乎不涉及負責協調跨縣

個，直到1990年再重劃為12區。1979年

市的工作角色；這段時期，雖然進行縣

高雄市在相同的考慮下，也升格為直轄

市長的直接選舉，但為了阻止反國民黨

市，此舉大大的強化中央的控制能力，

的政治活動形成有組織的反對勢力，當

但卻也同時削弱了台灣省政府的控制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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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此一時期，在選舉操作方面，執政

省主席任命的同意權，但長年的揮霍，

黨透過黨提名來控制地方派系，透過

府際財政也種下惡化的因子，黨外入主

禁止組黨結盟來制約黨外勢力；在政治

縣市長，大幅的增加民主的聲浪，省、

體制方面，中央執政者透過對省級 ( 含

縣市衝突持續升高，省市長民選成為

直轄市 ) 政治任命的權力與對地方補助

必然的結果。而釋字259號關於直轄市

（包括計劃型補助與一般統籌分配稅補

自治的解釋與260號關於地方制度的解

助）的財政分配權力，台灣府際關係也

釋，促進了府際關係法制化的必要性。

逐漸由權威指導關係轉變為依賴侍從的

1992年5月28日，總統依據第二屆國民

關係，中央與地方形成長期的依賴侍從

大會臨時會所通過之憲法增修條文，公

的格局。而作為當時台灣地方最高民意

布憲法增修條文。其中第 17 條規定排

機關的臺灣省議會，共歷10屆，至1998

除憲法100條第1項第1款、第112條、第

年12月20日因精省裁撤，前後達52年餘

115條及第122條之限制，省、縣地方制

之久。1951－1994年間，台灣政治經歷

度的內容及法律依據。1994年台灣自治

解嚴、解除黨禁、報禁等去威權體制的

史開啟的省長市民選制度，使得省市長

發展，在1994年以前，除省長及直轄市

具有民意基礎始能勝任，但省長民選的

長以外，其餘縣、鄉鎮市等行政首長與

結果卻又加重葉爾欽效應的疑慮，一省

省、縣議會議員均需經由人民投票選舉

多市、多省、一省二市都被提出討論。

產生，在此期間，採行官派省主席（及

這段時期，一方面全面民主化的浪潮洶

院轄市長）的權宜措施，招致各界極大

湧，但另一方面，絕大多數的資源仍然

的討論與物議，民選的縣市首長與官派

由中央掌控，形成依賴侍從的府際關

的省主席、民選的市議會與官派的市長

係。

之間，由於正當性與資源分配的雙重因
素，也有了微妙的順從與衝突。
1988 年 1 月隨著蔣經國總統的逝

伍、轉型自主時期（ 1994 －
2000）

世，台灣進入另一個新的時代，當時面

1992 年 5 月總統公布憲法增修條

對著國際新保護主義的興起，1990年兩

文，第17條（現已修定為第8條）明定

德統一，加速了蘇聯的解體與冷戰的

「省縣地方制度，以法律定之」，為長

結束，第三波民主化伴隨著國內環境解

期侷困的地方制度法制化開了新機。內

嚴，威權體制的轉型與社會運動崛起，

政部據此研擬「省縣自治法」草案並

1990年國是會議召開，展開了第一、二

經立法院完成三讀，總統於1994年7月

階段憲政改革，台灣省議會成功的獲得

29 日公布施行，確立地方自治法制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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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同年12月3日，依照憲法「普通、

省政府之功能、業務與組織也大幅度的

平等、直接、無記名」之規定，產生了

調整。精省後，省由地方自治團體變更

台灣省第一屆省長暨臺北、高雄兩院轄

為非地方自治團體，成為行政院之派出

市長，被稱為是近百年來台灣最高層次

機關，舉足輕重的台灣省政府從此進入

地方自治的選舉，1994年以劉銘傳為師

無足輕重的地位。1999年1月13日立法

的宋楚瑜先生以空前412萬的票數當選

院三讀通過「地方制度法」，並於同月

第一屆的台灣省長，表面上，執政的國

25日公布，除了直轄市之外，縣市也成

民黨大獲全勝，但由於宋楚瑜的角色由

為第一級地方政府。其自主權也相對提

官派省主席，一躍而為民選省長，與沒

高，且也是台灣府際關係發展上最為多

有直接民意基礎的總統悄悄的出現微妙

元化的開端。過去台灣省政府重要的功

的變化，而前蘇聯葉爾欽的逼宮戲碼，

能業務之一，即在於處理跨縣市業務上

逐漸在兩位握有實際政治權力者身上發

的爭端問題。如依據省縣自治法（已

酵，於是形成宋的多次宣示效忠，與李

廢止）第6條以及第56條規定可知，縣

的信誓旦旦絕對信任，形成有趣的對

（市）之監督機關為省政府，縣（市）

比，1995年3月，宋楚瑜在地方縣市長

與縣（市）間發生事權爭議時，由各

會議帶頭向財政部大聲陳述財稅劃分不

該自治監督機關解決之。當時 (1994 －

公的聲音，更是大大的震撼了中央的執

1998) 在法規的授權與民選省長的光環

政者，地方執政者的轉型自主行動，於

下，台灣省政府有效的扮演著縣（市）

焉展開，所以稱為轉型自主時期。

間府際爭議的仲裁者與協調者角色。惟

由於「省縣自治法」及「直轄市

由於精省作業的進行，台灣省政府所負

自治法」係以「重省市，輕縣市，無

責的業務逐漸萎縮，原有許多的廳、

視鄉鎮市」為法制基本架構，形成面

處、會乃轉型為行政院中部辦公室，台

積占主權有效行使國土98%，人口占國

灣省政府亦為行政院之派出機關。地方

家80%的台灣省，在省長民選後其政治

制度法第 4 章，列有專章規範中央與地

聲望有直逼民選總統之可能，遂在「確

方及地方間之關係，基本上將協調跨縣

立中央決策地位，提升國家競爭力，強

市業務與處理府際爭議的權限由原來的

化服務行政效能」的合理化修憲理由

台灣省政府轉移到中央行政院及相關部

下，進行第四次修憲，1997年7月，公

會的手中，如地方制度法 21 條規定：

布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精省條款。第十

直轄市、縣 (市) 、鄉 (鎮、市) 自治事

屆台灣省議會議員及第一屆台灣省省長

項如涉及跨直轄市、縣 (市) 、鄉 (鎮、

之任期也到1998年12月20日終止。台灣

市) 事務時，由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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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籌指揮各相關地方自治團體共同辦

決這些相互衝突與互惠的機制，中央政

理，必要時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得指

府與地方政府間，地方政府與地方政府

定其中一適當地方自治團體限期辦理。

間，隨時可能面臨競爭與爆發衝突，

同法第 71 條：中央與直轄市、縣 ( 市 )

故稱為競爭衝突期（ Competition and

間，權限遇有爭議時，由立法院院會議

Conflict ）。導致這些衝突的原因主要

決之；縣與鄉(鎮、市)間，自治事項遇

有下列 4 點：一、中央政府的過度干預

有爭議時，由內政部會同中央各該主管

與支配地方政府、二、地方政府協調合

機關解決之。直轄市間、直轄市與縣

作能力不足、三、中央機關協議能力不

(市)間，事權發生爭議時，由行政院解

足、四、地方政府間的本位主義（趙永

決之；縣 ( 市 ) 間，事權發生爭議時，

茂，2002a：152）。而在政治民主化之

由內政部解決之；鄉 ( 鎮、市 ) 間，事

後，地方的政治分歧必然會增加，使得

權發生爭議時，由縣政府解決之。但由

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以及地方與地方

於現行制度的趨向總統制的憲政架構，

政府之間的利益衝突與對立加劇。而經

以及立法院失去行政院長同意權的制度

過長期政、經、社會發展之後，民間的

設計，行政院政務體系的相對弱勢，執

政治、經濟、社會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

政者很難完全掌控行政、立法與地方政

已大為增強，地方政府如何因應這些來

府三者的政治權力，如果憲政架構形

自政府與政府間的矛盾與衝突，同時以

成分立政府，相對的更難有效發揮縣

有效開發、管理地方有限資源，以及如

（市）間府際爭議的仲裁者與協調者角

何運用民間充沛的參與能力與潛力補充

色。

地方政府有限能力的不足，也將嚴格考

陸、競爭衝突時期（ 2000 －
2008）

驗未來的地方政府（趙永茂， 2002a ：
144-145 ）。上述的原因，可以看出台
灣府際關係發展有其相互衝突的困境所

隨著台灣工業化與都市化的快速

在。而2000年起民進黨政府執政8年，

發展，城鄉差距及各區域間發展距離逐

基於對少數執政的堅持，形成 8 年的分

漸拉大，使得地方政府城鄉間的衝突與

立政府格局，不僅國會與行政衝突不斷

矛盾日漸嚴重。另一方面，隨著交通、

成為必然，中央與地方的衝突勢必更難

人口與資訊流動的加速，區域內城鄉

解決，在中央與地方衝突方面（垂直的

與鄰近都市間相互的依賴與互動性卻

競爭衝突），像中央與臺北市之間對於

又與日俱增，需要彼此共同解決的問題

公共政策的看法不一致，例如在2003年

也漸龐雜。因此，如果未能有效建立解

SARS 流行期間，臺北市政府與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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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對於和平醫院要不要封院的意見就產

變，地方政府的自治規則與自律規則等

生了衝突的狀況。另外在地方政府與地

只需要向上級政府「備查」而不需經由

方政府間（水平的競爭衝突），像高雄

上級政府「核定」10。此舉乃顯現出中

市與台南縣為了爭取南部國際機場興建

央政府不再是處處牽制地方政府的施政

位址，常常意見相左。此一時期，府際

作為，而有去任務化之表現，也就是中

關係的發展雖然更能反映地方政府的意

央政府不再以整體施政的目標達成，而

見與聲音，但也產生相互間競爭與衝突

強求地方政府配合，各級地方政府也因

的情況。1998年地方自治法實施後，地

其本身所處環境不同出現施政的多樣

方政府自主的權力提升、官等提升，雖

化。

然能力是否因此而提升，仍有待檢證，

地方制度法實施後，由於縣市層

但中央已不能再以老大的心態對地方政

級在權威分配、預算分配、資源分配的

府進行指揮與監督。

大獲全勝，使得縣市地位遠超過過去的

80 年代以來，新公共行政運動風

所謂百里侯，可以說，台灣府際關係發

行全球，經過了 20 多年的發展，結合

展是以縣市為單位，甚至以縣市為主

全球化風潮，政府早已無法扮演一個

導，未來縣市將扮演一個更重要的角

「大有為的政府」之角色，政府不是萬

色，過去透過台灣省政府進行協調分配

9

能，而必須與其他參與者 共同一起治

的間接水平合作機制，逐漸被縣市直接

理（governance）。在政府角色的轉變

跨域合作機制取代，也逐漸的浮現，例

中，早期台灣府際關係，在地制法未實

如高雄市政府訂有「高雄市政府環境保

施前，中央政府所扮演是一個政策操槳

護局代清理廢棄物自治條例」代為處理

的角色，地方政府則只負責執行中央或

外縣市垃圾，臺北市政府也因推動垃圾

上級政府的政策，地方政府的各項事權

隨袋徵收機制，垃圾減量，多出來的垃

均需中央主管機關或上級機關的備查與

圾處理容量，也擬具「區域間都市垃圾

同意；在地制法實施後，情況有了轉

處理緊急互助協議書」，協助基隆市處

9此處參與者乃是指與政府施政作為相關的利害關係人，例如非營利組織、政黨等等組織。
10在備查方面，乃是指自治規則與自律規則等：依據地方制度法第27條第3項規定：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及鄉
（鎮、市）公所訂定之自治規則，除法律或自治條例另有規定外，應於發布後依下列規定分別涵報有關機關備查：
一、其法律授權訂定者，涵報各該法律所定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二、其屬依法定職權或自治條例授權訂定者，分別
函送上級政府及各該地方立法機關備查或查照。另外第31條乃是規定地方立法機關所發布之自律規則，應報上級政
府備查。以及第55、56條關於直轄市副市長任用與縣（市）副市長任用均需報請行政院與內政部備查。而在核定方
面，包括：地方制度法第六條省、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區及村（里）名稱之變更相關規定與第54條
有關地方議會組織準則及組織自治條例之擬定核定之規定。其他包括有核定與備查者在地方制度法第62條，有關於
地方自治政府組織準則及自治條例之擬定。從上述情況來看，雖然在地方制度法通過後，有些中央與地方在權責劃
分上，仍需經由中央核定之程序，但是地方政府本身權力比起地制法未通過前提升了許多，例如在自治規則方面就
有相當大的自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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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部分垃圾事宜。這種修訂相關法律以

面執政，是否可望結束縣市衝突競爭的

配合地方政府間良性互動的作為，開展

局面，是否可能啟動新一波的夥伴合作

府際關係新時代的作為，值得肯定與推

關係，頗值得觀察。

廣，但由於2000年分立政府的形成，經
常見到政黨利益壓制地方利益的衝突場

捌、結語

面，由於跨縣市府際管理的整合，中央

總之，府際關係可以說是未來政

相關部會扮演著相關重要的整合與資金

府間互動關係必須認真面對的課題，府

支援的角色，政黨利益的考量，使得府

際的管理不能一成不變，因地制宜是必

11

際關係衝突更形激烈 。

柒、未來的關係走向：夥伴合
作關係（2008－）
2008 年第七屆立法委員選舉共有
12

要的選擇，但有幾項的轉變可能是必然
的，第一是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從不對等
的上下關係轉變為對等的夥伴關係；第
二是府際的合作由突發事項的合作機制
轉變為常制的合作機制；第三是府際的

11 3 席 的 立 法 院 ， 中 國 國 民 黨 獲 得

分工由傳統中央負責政策地方負責執行

壓倒性勝利，取得 81 席（ 71.7% ），

的單元形式走向中央也負責執行、地方

民主進步黨取得 27 席（ 23.9% ），無

也負責決策的多元形式；第四政府公權

黨團結聯盟 3 席（ 2.7% ），親民黨 1 席

力的行使由管制與僵化走向解除管制與

（ 0.9% ），無黨籍 1 席（ 0.9% ）。隨

彈性，以使組織更具彈性與活力。

後而來的322總統大選，國民黨總統候
選人馬英九以史上最高得票數765萬多
票、史上最高得票率58.4%，大幅勝出
民進黨的謝長廷，差距超過221萬票，

■作者：鍾起岱
現任：中州技術學院企業管理系
副教授

馬英九在2008年5月20日成為台灣史上
最具有民意基礎的總統，也成就台灣第
二次政黨輪替，由於國民黨在台灣的全

11 2000年到2008年可說是台灣政黨衝突最為激烈的一段時期，由於政黨的強烈衝突，也使得縣市府際關係充滿惡性競
爭與衝突的特色，1997年12月縣市長選舉，泛綠軍總共拿下了14席，泛藍軍僅得到9席；2000年的總統選舉由民進
黨的陳水扁當選，台灣進行了首次的政黨輪替，2001年12月的第14屆縣市長選舉，在23個縣市中，民進黨與國民黨
平分秋色，各拿下9席；初試啼聲的親民黨攻下2席；新黨也贏得1席的縣長寶座；另外2席則屬無黨籍， 2005年的三
合一選舉結果，國民黨狂勝，拿下14個縣市長，由基隆、北縣、桃園、新竹縣市、苗栗縣、台中縣市、彰化縣至南
投縣串成一氣，連同新加入的宜蘭縣，以及新黨在金門、親民黨在馬祖均勝選，加上東台灣和澎湖，藍軍共拿下17
個縣市，這樣的結果使得中央與地方的府際衝突日益激烈，直到再次政黨輪替才稍歇。
12 在34席不分區及僑選委員（政黨票）中，12個參選政黨中只有國民黨、民進黨達到5%得票率的門檻，並按各自的得
票率分別分得20與14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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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藝的庄頭-水里
黃怡甄
南投縣水里鄉原是原住民聚居之
所，由於當地氣溫寒冷，水量充沛，故
取名水里坑，此乃水里最初之由來。清
光緒 3 年，漢民陳世傳來此狩獵，經原
住民之允許，定居於水沙連番界（今頂
崁村）從事農業開墾，踏出漢人遷居水
里鄉的第一步。
日據時期，平地居民陸續遷入種
植樟腦，使得當地漢人日增。當時水里
森林茂密，林業非常發達，為木材集散
之中心，目前水里地區仍保留許多日據
時期的木材加工廠，如車埕的振昌木廠
等。民國16年，製陶師傅林江松有鑒於
水里土質良好、木柴燃料豐富，因而舉
家遷徙至水里鄉頂崁村興建水里蛇窯
（窯身甚長，遠望似蛇，因而得名 ) ，
創設「協興製瓷工場」，奠定水里成為
陶都的根基。林家第二代林木倉因應當
時的政治、社會變遷，開始生產「醬油
缸」、「硫酸甕」及「防空缸」等相關
陶製品。其中「防空缸」乃二戰期間奉
日本政府之命製作，為軍事用陶缸，將
其埋入地底當散兵坑使用，提供隱藏蹲
坐準備射擊之用；當時日本政府強徵台
灣子弟前往南洋當軍伕，唯獨製作防空
缸的師傅可免除徵召，足見當時防空缸
在軍事上之重要性。迨民國50年左右，
窯場經營已達巔峰，並以生產大水缸及
花盆為大宗，為了滿足市場需求，時
有「搶窯」之舉；搶窯須於窯溫尚有

200 － 300 度時進行，窯工身著麻布袋
裝、頭綁毛巾、戴上手套，閉氣進入窯
洞將燒好的成品搶搬出來。
水里陶業曾經盛極一時，直到塑
膠問世後，製陶業成了夕陽產業，蛇窯
第三代負責人林國隆開始思索著如何將
此傳統產業賦予新生命。經過一段時間
的探索與思考，他決定以「產業文化，
文化產業化」的精神，讓蛇窯從往日生
產陶器的角色，轉變為擔負陶藝文化傳
承的先鋒，並結合觀光與教育，致力陶
藝文化推廣，遂於民國82年成立「水里
蛇窯陶藝文化園區」。
水里蛇窯陶藝文化園區成立後，
為使陶藝文化教育工作更順利，舉辦許
多活動，包括國內外陶藝研習營、蛇窯
之戀手拉坏比賽等，使蛇窯兼具社教功
能，傳播陶藝文化，豐富陶業的文化內
涵。誠如林國隆所說的 : 「共鳴中感受
成果，不單是一種事業，還希望影響社
會。」
「做石回ㄟ傳抹過三代」，水里蛇
窯以理念與行動打破老一輩的迷思，展
現代代傳承製陶技藝的執著與堅持，更
致力推動水里地區發展，希冀透過結合
在地特色，營造手藝的庄頭，重振水里
昔日「小台北」之風光繁榮。
■作者：黃怡甄
現任：水里蛇窯陶藝文化園區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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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先士卒的郵局經理

黃翠蓮

劉欽炎

黃翠蓮奉派馬來西亞觀摩與當地小朋友互動合影

78

黃翠蓮小姐於民國 70 年參加郵政

時有被降等為丙級支局之危機。一就任

業務佐特考及格，投入中華郵政的大家

後，即利用假日動員家人日以繼夜將營

庭，由於個性積極進取，儘管工作繁

業場所重新布置，綠美化服務窗口；在

忙，仍不斷充實知能，於民國81年通過

工作上，秉持「以客為尊」、「顧客優

高考，因工作表現優異，屢受拔擢，歷

先」的信念，鼓勵所有成員都動起來，

經管理員、股長，到現任台中健行路郵

提升辦事效率，改善服務態度，同仁開

局經理職務，一路走來，始終踏實。

始變得親切有禮，民眾爭相走告親友：

黃翠蓮甫任健行路郵局經理，有

「到健行路郵局辦事，又快又滿意！」

鑒於該局工作士氣低落，業績不振，隨

來客率增加了，業績也蒸蒸日上，郵政

中華民國98年5月出版

月刊

第101期

芬芳錄

人員熱忱、專業、服務的精神澈底展
現，同仁充滿成就感。

黃翠蓮秉持著：「創新源自於深
入，服務紮根於執著，士氣取決於領

黃翠蓮的管理作風是恩威並重，

導，成就來自於團隊。」的信念，她常

同仁的合理權益她一定全力爭取，但有

常唸著藝人劉文聰：「我真不要輸的

錯或待客不周，必定予以指正，嚴格要

感覺，我如果輸、我就想要贏，我如果

求改善。她對於郵務細節極為重視，譬

贏、我就想要第一名。」的電視對白，

如：她要求儲匯窗口同仁預先蓋妥劃撥

帶領同仁向目標衝刺，共同享受成功

電腦終端機使用收據及託收支票收據，

的果實，「讓他們習慣贏，那麼，他

預付每個儲匯櫃檯100張4元面額的印花

們就不喜歡輸的感覺。」擔任經理 3 年

稅票及10枚掛號信封，免去統一發票兌

多來，已先後榮獲「縮短顧客等候時

獎者或購買郵政禮券、匯票的顧客，在

間」、「環境整潔暨清淨家園」、「員

排隊兌獎或買完郵政禮券、匯票後，又

工貢獻度團體榮譽獎」、「防制金融詐

要另行排隊購買印花稅票或掛號信封；

騙」、「郵政壽險」、「代售商品」等

年初發放消費券時，雖已事先按區域分

14面獎牌。此外，積極關注社會公益活

配承辦窗口並張貼告示牌，但仍有民眾

動，在營業窗口辦理「您的一幣之力，

走錯窗口，黃翠蓮要求同仁在可能範圍

讓愛無國界」募款活動，獲得民眾熱烈

內儘量服務，避免重新排隊等候之困

迴響，募得款項轉贈財團法人伊甸社會

擾。黃翠蓮利他、便民的服務熱忱，讓

福利基金會。由於黃翠蓮的傑出貢獻，

健行路郵局有創新的感覺，她心中一直

於96年度當選「郵政事業傑出經理」，

有一個願景，希望能將職場轉化成一個

98年度再獲交通部暨所屬機關模範公務

共修的場所，工作同仁都能時時懷著慈

員殊榮。

悲心，發揮千手觀音利他的精神，盡全

黃翠蓮經常義務受邀至中壢、基

力滿足每一位光臨郵局的民眾需求，提

隆、花蓮等郵局，向郵政夥伴做「局務

供最優質的服務，為公部門樹立良好典

管理經驗分享」專題報告，藉由經驗分

範。

享，激勵與會同仁發揮熱心服務的情
黃翠蓮長期奉獻自己額外的時間

懷，提升服務效能，對社會多做奉獻。

與心力，分攤第一線窗口的工作負擔，

黃翠蓮執著的工作情操，實為郵政人

增加工作點，提升生產力績效值，使健

員的標竿，讓我們繼續肯定她、讚賞她

行路郵局的效益評比在整個台中郵局60

吧！

多個支局裡都名列前茅，每年可為郵局
節省100多萬元人事成本。

■作者：劉欽炎
現任：郵政訓練所台中分所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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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之饗宴－2009全國公教美展
「書法類」第一名作品評審評語

人事行政局為提升公務人員的人

本期刊登「書法類」第一名之得

文藝術素養，鼓勵公務同仁進修創作，

獎作品，分享公務同仁，並透過書畫專

以文化思維浸潤政府行政活力與效能，

家之賞析短文，帶領公務同仁進入如何

自民國 66 年起開始舉辦中央公務人員

欣賞藝術之美的世界。

書、畫、攝影展覽，至民國 87 年定名
為中央機關美展，復於97年起擴大參與

第一名：李國揚（屏東縣政府）

對象至地方各機關學校，並更名為全國

作品名稱：鈐朱濡墨

公教美展。本年度美展獲得中央及地方

賞析導讀短文：

各機關、學校熱烈迴響，共收參選作品

書印集匯，各顯神通。書法筆墨

781件。經聘請歐豪年、羅振賢、林章

具濃、淡、乾、濕之趣，布局極用心經

湖、杜忠誥、李郁周、李蕭錕、吳炫

營，單字結體姿態橫生。印章兼擅文人

三、何肇衢、蘇憲法、郭軔、劉文煒、

篆刻與民間印人所長，並置排列，別有

簡嘉助、莊靈、謝孟雄、蔡登輝等15位

一種新意，釋文頗見文學素養，書篆各

名家、學者組成評審委員會，本公平、

具面貌、整體水平均高，故列首獎。

公正原則，選出國畫類16件、書法類24
件、油畫類17件、水彩畫類12件、攝影
類39件，共108件優選作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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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辦理98年度地方機關數位學習「創新e點子徵選活動」
本中心本(98)年度為激發個人及組織創新潛能，強化數位學習推廣策略，落實
公務人員數位學習素養，特辦理推廣數位學習「創新e點子徵選活動」，共計有21
個縣市參與本項活動，經專家評審結果，獲前6名縣市如下：第一名宜蘭縣政府、
第二名嘉義市政府、第三名嘉義縣政府；佳作計有3名，分別為臺南市政府、台南
縣政府及花蓮縣政府。

二、辦理世界書香日系列活動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1995年將每年4月23日訂為「世界閱讀暨版權日（World
Book ＆ Copyright Day)」，為響應此節日，本中心規劃辦理活動如下：
(一) 辦理局長致贈縣市政府人事主管書籍：恭請人事局陳局長於世界閱讀日當天致
贈各縣市政府人事處(室)科(課)長以上主管人員計132名優良圖書各一冊，書名
是《聖嚴法師－最珍貴的身教》，並由台北縣政府人事處甘副處長雯代表受
贈。
(二) 辦理「書香穿越高牆、送書到部落」活動：本中心募集圖書室以及同仁勵志、
人文關懷等二手小說及期刊一批，致贈中部監所及原住民社區圖書館。南投
看守所李所長太順、南投縣立信義鄉立圖書館黃館長志雄與南投縣仁愛鄉立
圖書館卓秋花小姐均參與贈書活動，並回贈本中心感謝狀。
(三) 配合「2009世界書香日．閱讀舞春風」政府出版品參展活動：於4月25日(星期
六)假台中市「經國綠園道」，展示本中心出版品，包含研習論壇月刊、月刊
精選第一輯、第二輯與芬芳錄集錦等。
(四) 辦理本中心讀書會：於4月23日邀請地方處同仁參加本中心舉辦之讀書會，除
導讀書目「關於管理學100個故事」外，並宣導世界閱讀日之由來，與會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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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玫瑰與書香中，透過熱烈討論與分享，度過一個充滿知性與感性的午後讀
書會。
(五) 配合人事局推動法治人文素養政策，本中心圖書室第二季主題書展展示音樂、
建築等人文美學類書，吸引愛書人的目光。

三、辦理「內訓講師認證班」認證考試
本中心於4月14、15日辦理「內訓講師認證班」第一、二期認證考試，分為筆
試與口試進行，筆試由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授出題及閱卷；口試由該校蔡教授啟
通等3人擔任評審，計有通過資格審核學員46人參加。

四、辦理「終身學習講堂」職場競爭力專題演講
為強化公務人員職場競爭力，本中心4月份分別於9日、10日、17日、22日及
24 日在本中心、台北市、高雄縣及花蓮縣辦理 5 場次之「企業員工之服務觀念」
及「做個職場的五感達人」專題演講，分別邀請中華人力資源發展學會廖秘書長
文志、詮力科技公司邱董事長英雄及合勤科技國際人力資源部黃副理惠玲擔任講
座，總計有公務同仁1,237人參加。
（編按：本期中心動態由圖書資訊組魏彩鶯專員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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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面設計理念：「全球思考，地方行動」之策略已成為政府治理的引導方針，以公民為中心
，在民主體制中尋求各級政府之間水平與垂直關係的良性互動，追求互惠共
利的美好明天。
4月23日「世界閱讀暨版權
日」，本中心辦理「書香穿越
高牆、送書到部落」活動，南
投縣仁愛鄉立圖書館參與贈書
活動，回贈本中心感謝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