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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回顧 

 

第一節 、高等教育的運作目標、限制及資源配置 

    高等教育的形成並非一蹴可幾，而且往往有其脈絡可循。Goldin and 

Katz（1999）追溯今日美國高等教育特徵，包括平均而言高等教育機構的

規模都不小、小型文科大學及大型研究大學的並存、平均每人受國家補助

教育經費助水準改變⋯⋯等。作者指出，這些特徵從 1980 年以後開始成

熟，主要原因是知識產業受到技術衝擊：研究的價值增加並且導致學術訓

練的激增。最後呈現今日以下的主要特徵：高等教育機構規模的擴大、涵

蓋領域的增加，以及公共部門機構相對地擴張。1美國高等教育的特徵和台

灣固然不盡相同，但 Goldin and Katz 的研究仍然給我們深刻的啟示：研

究台灣高等教育的發展，除了考慮當前的社會、政治、經濟因素外，更需

要追溯重要政策變遷及歷史背景，如此才能對於現況有更深刻的瞭解；展

望未來，檢視當前教育政策成果的同時，更應一併考慮其日後的影響。 

    本研究探討「我國國立大學預算制度變革」，除了對於整個制度環境

應有所瞭解外，對於大學機構本身的運作也應有所認知。以下分別針對高

等教育機構的目標、高等教育機構運作的限制及其資源配置作一初步地探

討： 

2.1.1 高等教育的目標 

高等教育目標的爭議由來已久，基本上可以做兩個簡單的分類：理論

的爭議和實施的爭議。根據盧增緒（1994）的看法：從理論上看，是由於

人們對大學之性質與地位，在認定的共識上出現了歧異（由於教育哲學上

的觀點不同）；從實施上看，則是由於社會急遽變遷所產生的需要與壓力。 

Barr（1993）從不同觀點切入，將高等教育的目標概分成下面三種： 

                                                 
1這裡擴張指的是公立高等教育機構的學生比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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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總體效率（Macro efficiency）的關注 

關注投入高等教育的總資源。以英國為例，過去英國以公立大學

為主，其經費來源主要受政府補助，在教育經費支出與政府其他支出

有排擠效果時，總經費的投入便特別受到重視。 

（2）個體效率（Micro efficiency）的追求 

重視資源在高等教育機構間的分配，以及高等教育的產出品質---

符合學生、雇主、政府的需求。以美國為例，大學組成以私立大學為

主，其經費來源主要包括學雜費、私人捐贈、政府補助；高等教育機

構彼此間競爭不同來源的經費，因此其產出務求符合學生、雇主及政

府的需求。 

（3）公平（Equity）的達成 

重視資源在不同社會經濟團體（socio-economic group）間的分

配。達成此目標的方法主要透過提高弱勢團體的入學率，以及仰賴不

同高等教育機構間資源適當的分配。 

由於對公平的追求，Arrow（1993）反對高等教育全然的市場化，

而他也留心政府補助/管制造成菁英化的高等教育。有鑑於此，Arrow

相當重視「民主」在高等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政府補助可能造成大

學機構本身不注重社會的需求，民主機制選出代表，對於政府補助進

行分配或監督，促使大學機構對本身的運作負責。 

 

隨著各國高等教育的擴張，個體效率的目標逐漸成為主流，透過不同

需求面消費者（學生、雇主、政府）供給資金，可以促使供給者（高等教

育機構）在競爭經費來源的過程中，作出供給面的回應（品質的提昇）。

台灣國立大學學院校數從七十五學年度十五所、八十學年度二十七所，九

十學年度四十八所，總教育經費需求大幅上升，總體效率的目標顯然已難

以支撐原有的效率，制度上的變革可以看到個體效率目標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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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terson（2001）對於設定高等教育的目標無疑抱持著悲觀的態度。

作者綜合過去許多文獻的討論，呈現大學目標的複雜性：一、組織的目標

有外顯有隱含，隱而不顯的目標可能反而更重要。二、就組織目標的討論

而言，存在許多不同的看法。三、高等教育的運作關乎不同利益團體（政

府、大學行政人員、教師、學生等）目標的歧異。四、即便有一致的目標，

目標的評估與衡量往往也有困難。 

Patterson 指出，「假設能夠建立質化敘述目標和達成量化目標之間的

關聯是有問題的，目標應用本身常常不能直接轉化為實際管理的過程」。

他建議大學本身在滿足基本外部需求和內部計劃的最低水準下，應竭力發

展自身的特色和目標。高等教育主管機關經常利用評鑑方式作為資源分配

的依據，在他看來是很有問題的。 

    儘管高等教育機構目標的討論充滿爭議，並且沒有絕對的答案，然而

不管對於政府分配教育經費而言，或者對大學機構本身的運作來說，目標

的討論確實有其必要，在評估大學機構運作的結果時，尤其不能忽略。 

 

2.1.2 高等教育機構運作的限制 

    如同其他的企業，高等教育機構的運作亦受到外在經濟體系的某些限

制，Massy（1996,pp.63-66）將這些限制分為三類： 

（1）生產限制 

生產限制主要來自技術、法令和行為因素的限制。 

其中技術因素指的是特定情況下人們可控制範圍以外的因素，

舉例而言，網際網路尚未普及的時代，遠距教學的可行性相當低。 

法令限制是機構本身無法控制的因素，舉例而言，國立大學校

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二條規定「為因應高等教育發展趨勢，提昇

教育品質，增進教育績效，國立大學校院應設置校務基金。」因此

全國各國立大學在財務執行運作上，便須遵行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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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因素為機構本身可控制的因素，但卻往往受限於機構本身

的文化而少有變動，舉例而言，教師自主常常被強調，但校內規範

或傳統往往使教師自主空間有所侷限。 

（2）市場限制 

      高等教育機構和一般企業一樣都必須提供需求者（顧客）的服

務。但十分不同的是，由於高等教育機構的財源並非來自單一類型

的顧客，包括政府撥款、校友捐贈、企業研究贊助、學生學雜費等⋯⋯

因此來自市場的限制便更形複雜，這也是何以在討論到高等教育的

目標時，往往有許多爭議的原因之一。 

（3）財務限制 

      高等教育機構當然也必須遵循「收入大於、等於支出」的原則。

上述生產限制和市場限制與財務限制密切相關：政府可以透過法令

規定限制高等教育機構財源籌措及支出的方式，而市場限制也決定

高等教育機構財源的寬鬆與否。 

 

2.1.3 高等教育機構的資源配置 

    對於近年來政府補助高等教育經費有逐年萎縮的情形，許多學者認為

是造成高等教育品質低落的原因，這樣的說法主要立基於預算的收入理論

（Revenue Theory of Budgeting ）。支持這個理論的學者認為，品質的

提昇有賴支出的增加，而支出的增加端賴成長的資源基礎。 

    在高等教育的應用上，支出和品質的連結逐漸受到挑戰，挑戰的學者

提出預算的價值理論（Value Theory of Budgeting）。根據預算價值理論，

非營利機構的目標是極大化效用而非利潤，而所謂的效用取決於非營利機

構的價值觀（目標）。Massy（1996,pp.68-70）指出非營利機構資源配置

的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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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U＋MR＝MC 

其中 EMU 代表有效邊際效用，是一種內在價值（intrinsic value）；MR 代

表邊際收入，是一種工具性價值（instrumental value）；MC 則指邊際成

本而言。不同於一般營利事業依據 MR＝MC 追求利潤極大化，非營利事業

多考量了內在價值一項。 

   傳統的生產函數模型可以想成由四個部分組成：投入、生產過程、產

出、目標，Toutkoushian＆Danielson（2002,pp.210-218）將之應用到高

等教育機構的表現衡量。個體單位（企業）透過投入及生產過程的配置和

安排，決定其產出數量，達成其利潤極大化的目標；高等教育機構則在前

述來自生產、市場、財務的限制之下，根據其目標決定資源的配置方式。 

    高等教育機構的生產模型就外觀上和一般營利事業並無二致，但究其

實質，目標複雜的本質使得光是就產出階段而言，該以何種產出標準做衡

量，便已充滿爭議。而即使在衡量的表現指標（performance indicators）

上有所共識，表現指標是否能與大學目標一致，往往也備受質疑。本節關

於高等教育目標及高等教育運作限制的討論可以發現，傳統經濟模型的設

定除了對於現狀的解釋能力有限外，過度簡化的結果甚至可能產生誤導。

因此，本論文探討高等教育預算制度變革及其成果，希望跳脫過去研究方

法，更深刻地進行分析與評估。下一節，針對文獻上關於大學預算制度的

演變，作一簡單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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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高等教育預算制度 

    Twight（1996）研究美國聯邦政府對於教育的控制，指出中古歐洲大

學的興起，是一種菁英化的教育，大學機構營運主要仰賴私人提供經費；

二次大戰後，以美國為首的許多國家以冷戰下的國家危機及對抗貧窮為訴

求，大幅擴張政府在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大學機構受政府介入的程度在

此後因而逐漸提高。當代的大學在全球化人才需求若渴、平等化訴求高入

學率，逐漸邁向大眾化乃至普及化。高等教育的擴張以及國家財政支出間

的排擠效果，使得平均而言，政府對於個別大學的撥款補助逐年減少，成

為多數國家普遍的現象。因此，大學預算制度在社會變遷、國家角色的轉

換、不同利益團體在政治上力量的對抗、國家經濟發展階段不同等外在環

境的影響下，面臨著演變及改革的壓力。下面根據 Ziderman＆Albrecht

（1995,pp.110-128）的整理，簡單地介紹幾種不同大學預算制度之演進： 

（一） 協商的預算（Negotiated Budgets） 

政府補助的主要依據並非大學機構內部運作的相關標準（ex.

學生人數、生產成本⋯⋯），而是以下面三種形式呈現： 

（1） 增額的預算制度（Incremental budgeting） 

大學機構所收到的補助是根據以前的預算作單調的增加，過

去開發中的國家普遍施行這樣的預算制度。 

（2） 特別安排的協商（Ad hoc negotiations） 

         此種預算制度下政府補助的分配由大學代表及政府人員進

行協商，協商的結果往往取決於談判的技巧及政治力量的大小。 

（3） 固定收入的協議（Fixed revenue agreements） 

         政府與大學機構協議撥付政府總收入的固定比例給大學作

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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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商的預算制度下，大學機構獲得的補助取決於政府單方面的態

度，因此又可稱為「政治基礎的預算制度」（political-based 

funding）。在此預算制度下，大學機構由於可以獲得持續成長的補助

收入，因此可以確保運作的穩定；然而，另一方面，由於機構運作的

表現與補助收入缺乏連結，大學本身缺乏提昇運作效率的誘因。 

 

（二） 投入基礎的財源（Input Funding） 

          由於傳統協商的預算制度有上述的缺點，許多國家改採此種以

成本為基礎的資金分配（cost-based funding）---資金分配根據

的是教育投入的成本。此種制度下政府必須有計算教育投入成本的

能力，而依據教育投入成本分配資金對於大學機構產生重要的誘因 

。投入基礎的預算制度主要可以分為下列三種型態： 

（1） 項目列舉式的預算（Line item budgeting） 

         所謂項目列舉式預算即預算按支出項目逐項編製，最後予以

彙總。此種預算制度由於需要大學機構每一項支出都符合政府支

出規範，因此是一種應用上高度限制的形式。 

（2） 計畫預算（Program budgeting） 

         計畫預算制度以計畫為成本中心來分配補助，相較於項目列

舉式預算增進了大學機構的自主性，此項制度偏重於前瞻性的政

策規劃與成本支出的預測。 

（3） 公式分配的預算（Formula budgeting） 

         依據公式分配的預算制度在投入基礎的預算制度當中，是最

具彈性的分配方式。通常以入學率或雇員類型為依據，搭配相關

運作活動的成本來計算補助的金額。 

 

上述三種預算制度往往需要政府建立標準去估計成本或評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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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執行上不免流於主觀的爭議。市場決定成本的預算（The Market 

Determines its Own Costs）是一種替代的方式：鼓勵高等教育機構

藉由尋求最有效率的生產方式，爭取政府的補助，把原先必須由政府

建立的標準交由市場去決定。但是政府如何建立有效的市場競爭機制 

？同樣也是一個相當困擾的問題。 

        投入基礎的預算制度在運作上產生了幾個問題：1.補助金額常和

入學人數成正比，若無入學政策的配合，大學機構可能會產生不斷提

高入學人數以爭取補助的情形。2.以投入為基礎，產生的誘因可能不

足，大學機構本身運作不以產出為考量。3.由於此制度下往往需要政

府建立一些標準，大學機構追求這些標準的最終往往導致同質性過高 

，這並非制度原先預期的結果。4.對於統計資料不精確的國家而言，

往往會造成指標選擇上的誤導，最終結果反而造成困擾。 

     

（三） 產出基礎的財源（Output Funding） 

          為了避免其他預算制度的不效率，以達成資源有限下最有效率

的利用，產出基礎的預算制度根據大學的生產力進行補助的分配。

在此預算制度之下，責任、績效管理十分被強調，誘因基礎導向也

比投入基礎的預算制度更受重視。Massy（1996,pp.31-44）指出下

面三種形式： 

（1） 收入責任預算制度（Revenue Responsibility Budgeting） 

         收入責任預算制度下大學機構的運作充分的反映出企業家

精神，隨時能對市場作出反應。然而此制度下大學機構過度注重

收入的多元和來源，可能因此而忽略了大學機構本身所應特有的

一些內在價值。 

（2） 績效責任預算制度（Performance Responsibility 

Budg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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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績效責任預算制度著重在大學機構的內在價值，政府撥款補

助所根據的是大學機構最近的表現、未來的展望以及機構的任

務、目標、遠景。 

（3） 價值責任預算制度（Value Responsibility Budgeting） 

          價值責任預算制度結合上述兩項制度的優點，同時重視市

場的需求及大學內在價值，以此作為撥款補助的依據。儘管此制

度的利益十分 良好，然而如同前述一再提及，大學目標的多元、

評鑑指標的充滿爭議，都使得此制度的施行充滿不確定性。 

 

以上簡單介紹了幾種不同預算制度的演變，必須特別注意的是：不同

的預算制度在不同的外部環境下有其適用。產出基礎的預算制度固然是當

代高等教育機構資源分配的主流，然而由於施行上所需技術上的困難（如

大學評鑑）、相關措施的必要配合（如大學管制法令的調整）以及社會經

濟背景的差異，因此並非適用於世界上所有的高等教育機構。 

Ziderman＆Albrecht（1995）提出三個衡量高等教育預算制度變遷的

標準：大學機構在制度變遷之後是否維持運作的穩定？變遷的制度是否減

損了大學機構運作的效率？變遷的制度能否適應環境的變化？固然制度

的變遷有其必然發生之成本，然而如何使制度變遷的成本降至最低，是政

策制定者所必須審慎評估的。 

制度為何變遷？朝什麼樣的方向變遷？制度經濟學關於財產權及交

易成本的研究，對於解決這樣的問題著力甚深，下一節，回顧此類相關的

文獻，相信對於分析我國大學預算制度變革，能有很大的啟示和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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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制度經濟學的財產權及交易成本理論 

探討交易成本的先驅 Coase 及領導經濟史學的 North，分別於 1991 年

和 1993 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桂冠，顯示制度經濟學的研究途徑逐漸

受到學界的重視。2是什麼樣的研究途徑導致這個學派的活絡呢？顏愛靜

（2001,p.[13]）主譯的《制度與經濟理論---新制度經濟學之貢獻》中指出：

3「促使這個學派活絡的想法，其實相當簡單；交易成本是存在的，必定會

影響制度結構，以及人們所做的特定經濟選擇。關於制度，至為明顯的是，

其使用（及其形成）需要實質資源的投入，於此，交易成本的考量也就無

法避免了。或者，從較為不同的觀點來看，我們可以說財產權的配置決定

了社會生產所致的經濟結果，而交易成本正是造成財產權分配與執行的部

分原因所在。」 

從上面的敘述可以知道，財產權及交易成本的分析是制度經濟學兩個

重要的研究途徑，兩者間密不可分。透過制度經濟學研究途徑的分析，對

於社會生產的經濟結果可以有較為合理的解釋，對於生產體系制度的建立

及評估，能夠有更精確而全面性的考慮。下面介紹制度經濟學財產權及交

易成本的相關文獻： 

 

2.3.1 財產權 

     Pejovich（1997,p.3）指出：「財產權源自人們對於稀有財貨存在及

使用的關係。它是人們必須觀察到的行為規範，並且必須負擔違反財產權

時的成本。因此，財產權並非定義人和事物（individuals and objectives）

                                                 
2 制度經濟學由於研究方法和分析架構的不同，主要可分為以 Thorstein  B. Veblen、John R. 
Commons 、Kenneth E. Boulding、John K. Galbraith為代表的新制度學派（可參考范家驤、高天
虹，1996），以及 Ronald H. Coase、Douglass C. North、Oliver E. Williamson為代表的制度經濟學
（可參考顏愛靜主譯，2001）。以前者的研究架構進行分析者如林其昂、陳詠怡（2000）及林其
昂、楊嘉林（2001），而本研究所採用之分析架構則為後者。 
3 原書為 Furubotn＆Richter（2000）“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Theory：The Contribution 
of New Institution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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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關係，而是定義人與人之間關於稀有財貨（individuals with 

respect to all scarce goods）的關係。」 

財產權具有三個元素：排他、可移轉、憲法的保證。排他所有權對於

個體如何使用財貨並承擔選擇的後果，建立了密切的關係；決策成本內部

化的結果，使個體有強烈的誘因去追求財貨的最高使用價值。可移轉所有

權在不確定及資訊不完全的環境下，給予財產權所有者將財產權移轉給最

能創造價值，或者對於創造價值最樂觀的個體的機會。憲法的保證使財產

權在政治力量的保護下，個體有誘因去追求長期累積的財富。 

    Armen Alchian（1977）認為在分類財產權之前，首先必須辯明下面

一些特徵： 

（1）決議所涉及活動及使用之影響的範圍（the domain of the activities 

or uses over which a decision may be assigned） 

（2）擁有權力的團體達成決議的過程（the process of reaching a 

decision for a group sharing rights holders） 

（3）指派結果給分配成員的規則（the rules for assigning consequences 

to sharing members） 

（4）要素的可移轉性（the transferability of each of these elements 

to other people） 

根據上面特徵，Kasper＆Streit（1998,ch7）將財產權分為以下幾種： 

（1） 私有財產（private property） 

        此類財產權由私人供給、市場進行配置，使用者擁有完全的排他

性。這使得個體作決策的同時，必須考慮負擔的成本及產生的利益，

以謀求最有效率的決策（不論是資源配置的決定或財產權移轉的決

定）。 

（2） 純公共財（pure public good） 

        此類財產的提供成本由全體支付、利益共享，財貨或勞務本身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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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非排他性及非敵對性。公共財產的提供實際上被少數的政治精英所

掌控，政治人物進行決策時，考慮的往往是自身的利益，決策成本則

由全民所承擔，成本不能內部化的情況下，公共部門的運作效率往往

為人所詬病。 

（3） 共同財產或俱樂部財（commons or club goods） 

        這一類財產存在於開放團體、自願性成員間。財貨或勞務由大自

然或集合團體所提供，配置則透過自願的集體選擇。對於此類財產的

使用者而言，團體間成員對於財產的使用並不具排他性，然而當使用

者過多時，利用該財產的效用會因為人數增加而減損。 

（4） 公共領域財產（public domain property） 

        此類財產在台灣可以全民健保為代表：醫療服務的使用多數情況

下由私人提供，適用的對象為全體國民（封閉的團體、強制性成員），

但是基於特定目的（如所得重分配、外部性等），對不同的使用者在

既定的外部規則下，索取不同的價格或進行不同程度的補貼，配置的

過程基本上是由政治上集體行動所決定的。 

（5） 群體共有（socialized property ） 

        此類財產基本上由國家生產及提供、透過價格及外部規則進行配

給，與公共領域的財產一樣，此類財產使用的成員亦屬於封閉團體、

強制性成員，透過政治過程進行配置。 

 

        上述共有資源（或俱樂部財）、公共領域財產、群體共有可歸類為共

同財產（common property）。共同財產權下，共同所有人通常無法移轉持

有的所有權，因此往往造成個體在使用共同資產時忽略了長期下的結果，

造成資源過度使用或濫用的結果。 

        此外，有一種財產在使用上不虞匱乏，不會產生經濟上分配的問題，

我們稱之為免費財產（free good），這類財產通常由大自然所提供，比如



 18

說陽光，因其不產生經濟上的問題，在此便無討論的意義。 

    以上關於財產權的分類，彙整於圖 2-3-1。圖 2-3-2 則是財產權改變

的可能方向。關於財產權的改變是本章探討的重點之一，然而由於篇幅有

限，且本研究之討論以「國立大學預算制度」為標的，故關於國立大學預

算制度變革下財產權的變化，將在第四章的討論中進一步說明。 

Posner（1992）認為財產權的保護創造資源使用效率的誘因，這使得

資源有限下，財產權的研究及探討日益受到重視。從使用效率的觀點來

看，Weimer（1997）認為財產權的配置（clarity of allocation）、讓渡

成本（cost of alienation）、侵害的防止（security from trespass）

以及持續性的可信度（credibility of persistence）是決定效率的重要

因素。過去關於財產權研究的文獻，焦點大多放在經濟發展及經濟轉型

上，其他針對特定制度變遷的討論則相形失色。大學機構由於法令的不同

規定、預算制度的變革，財產權的歸屬也有所變化，這使得大學機構運作

的誘因及交易成本產生改變，結果如何，是很重要的研究課題，也是本研

究的興趣所在。 

關於財產權的討論，不可忽略的一個問題是：財產權的設立及執行都

必須要付出成本。原始社會財產權較之現代社會不普遍，就是由於財產權

的設立和執行需要成本，如果該成本大於創造和執行的利益，那麼財產權

就並非有其必要性。 

 

 

 

 

 

 

 



 

19

 

 
 來源：翻譯自 Kasper＆Streit（1998，p.180） 
 



 

20

 

來源：翻譯自 Kasper＆Streit（1998，p.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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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交易成本 

成本可分為兩類：轉換成本（transformation cost）和交易成本

（transaction cost）。前者可透過技術進步或規模經濟而減少，後者所

仰賴的則是一個更有效率的制度，經濟成長發生於兩項成本降低所導致的

生產力提高。4 

有關交易成本的定義，文獻上學者們有著不同的看法，林其昂、林積

谷（2002）歸納如下： 

（一） Dahlman（1979）將寇斯所述的交易成本延伸為搜尋和資

訊成本、協商和決策成本、監督和執行成本，並且定義這

些交易成本可以歸為一類，因為他們的共同特點都是由於

資訊的不完全而導致的資源損失。 

（二） Dudek and Wiener（1996）將交易成本定義為包含搜尋成

本、協商成本、核可成本、稽核成本、執行成本與保險成

本。 

（三） Mullins and Baron（1997）將交易成本細分為直接成本

與機會成本。直接成本是花費於開始與完成一筆交易的金

錢；機會成本則是認知上的落後而導致的時間損失與管理

上的問題而產生的資源損失。 

（四） Stavins（1995）定義交易成本為在既定市場中商品買賣

價格間的差異。當交易成本上升時，賣方所收到的價格就

下降而買方所附的價格就會上升。 

（五） Wallis and North（1986）定義購買財貨或勞務時被消費

者所負擔卻沒有移轉到財貨或勞務提供者身上的成本。 

                                                 
4 傳統上往往將技術的改變視為轉換成本降低的動力，而視技術和交易成本兩者間的關係為獨
立，North＆Wallis（1994）整合經濟史上制度和技術的變遷，認為技術對交易成本的影響亦十

分關鍵且值得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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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數情況下，交易成本幾乎無所不在。根據顏愛靜主譯的《制度與

經濟理論---新制度經濟學之貢獻》（2001,pp.44-50）的整理，交易成本大致

上可分為三大類：對於市場來說，廠商與廠商間契約簽訂前需要搜尋與訊

息成本、簽約的過程需要談判與決策成本、簽約後則需要契約的監督與執

行成本，上述三種成本合稱市場交易成本；對於廠商來說，設立、維護或

改變組織設計需要成本，組織的運作需要成本，廠商與員工之間勞動契約

的簽訂也需要成本，這一類成本可歸為管理交易成本；就法律概念的制度

而論，政治體制之制度架構的運行與調整所需成本，稱為政治交易成本。

根據寇斯定理，在一個交易成本為零的世界裡，只要財產權界定清楚，市

場可以自行達到效率。 實際上由於交易成本幾乎無所不在，新古典經濟

理論模型忽略交易成本存在的結果，往往導致其預測的結果不正確或是有

所誤導。 

林其昂、林積谷（2002）將交易成本應用於垃圾焚化廠民營化的過程，

指出「我國政府推動垃圾焚化廠民營化成效不彰，主要原因在政府的決策

過程忽略了推動暨完成垃圾焚化廠民營化所涉及之交易成本」。我國國立

大學從公務預算制度轉變為校務基金預算制度，與之相應的是教育學者所

謂「高等教育市場化」趨勢（戴曉霞，2002，pp.27-31），「民營化」與「市

場化」在精神上都欲導入市場力量，解決政府管制下缺乏效率等的問題。

交易成本在國立大學預算制度變革過程當中扮演如何之角色，是值得進一

步深究的。 

 

Weimer（1997,pp.2-3）將財產權視為一種制度，新財產權體制的產

生為一種制度變遷。什麼導致變遷？什麼決定變遷的方向？North

（1988,pp.94-95）嘗試對這兩個問題提出解答： 

儘管技術和資訊成本的變動會導致相對價格改變，最重要的因素卻是

歷史上人口的變動；相對價格的變動會影響人們的行為規範（或選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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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上大環境下人類思想和意識型態的轉變，形成了制度變遷的力量。

定型化制度變遷過程的特徵可以描述如下：相對價格改變使政治或經濟團

體察覺重訂契約的利益，透過政治協商的力量，他們會重新訂定契約；但

是契約的訂定涉及組織的統治規則，所以有時候重訂協商需要規則的改

變，這時候想要改變契約的團體會評估是否值得投入資源去改變既定的規

則，而有時候隨著時間的經過，這些既定的規則或習俗在外在壓力下會逐

漸鬆動。 

決定制度變遷方向的是制度結構的演進，最接近的類比就是我們所觀

察到的不成文法（common law）演進。過去的決定會被包含在規則的結構

中：新的案例發生產生邊際改變---也許是產生新的議題，也許是從過去

案例來看，產生沒有預見的議題---這些邊際改變最終形成合法結構的一

部份。上面的說法並不意味最終結果是「有效率的」。 

North 的描述基本上為後續研究者所支持，制度變遷因此可以歸納幾

個要素：1、相對價格及偏好的改變：主要由於外在環境的改變。2、利益

團體的力量。3、正式規則、非正式限制所扮演的角色。4、規則的改變需

要投入資源：成本低時規則較易改變。以財產權的變遷為例，外在環境的

變化如何影響偏好及相對價格？不同利益團體力量的消長如何影響財產

權的分配？法律如何規定並保障財產權，大環境下正是規則的執行是否能

夠貫徹，非正式規則又扮演什麼角色？此外，規則的改變、新制度的實行

都需要成本，這些交易成本的存在不僅影響財產權的變遷與否，更是決定

新制度產生後運作良窳的重要因素。以上任何環節的疏忽都可能導致分析

結果的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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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大學自主及其影響 

     在公務預算時期，我國國立大學的財源幾乎全部仰賴政府補助，大

學的運作舉凡招生、課程、資金運用⋯⋯等，處處受到主管當局教育部的

約束，因此乃有全國只有一所「教育部大學」之譏。所以，在探討國立大

學預算制度變革之前，大學的自主性是必須要被考慮的。 

     大學自主可以從兩個面向來看：財務自主和學術自主（包括課程自

主和人事自主）。 

     文獻上關於大學財務自主的分類，基本上是以國家涉入的程度為區

分，蓋浙生（2002,pp.192-193）將大學教育資源分配模式分成四類： 

（1） 政府經營模式：大學經費係由政府按照國家財政能力、公共政策、

教育需求，以及學校發展計劃等，編列預算並經立法機關通過後，由

政府提供。 

（2） 政府管制模式：大學財務受到政府的監督與管制，特別是在學雜

費收入上由政府訂定收費標準，學校不得自行徵收。 

（3） 政府補助模式：政府雖不對大學負責財務經營之主要責任，而是

賦予大學相當程度的自主權，但仍會編列預算，並透過公式或協商來

分配公共經費，以維持學校辦學品質。 

（4） 市場機能模式：大學缺乏來自政府公共經費的穩定支持，需自行

擔負經營責任，故多元化的經費來源為其特色。 

劉秀曦（2002）認為，我國公立大學財源乃是以政府公部門之經費為

主體，其經費收支的審核方式與政府所屬其他機關相同，故應歸為「政府

經營模式」。實際上我國國立大學自實施校務基金制度以來，政府補助固

然仍為主要經費來源，然相較公務基金預算制度時期，財源結構已逐漸呈

現多元化；八十八學年度起實施「大學學雜費彈性方案」，大學機構在學

費彈性化上，已有部分的自主性。個人以為，未來在探究大學財務自主時，



 25

動態發展的趨勢相較靜態的分類，要來得重要許多。 

學術自主根據大法官會議釋字第四五０號解釋理由書，除教學、學習

自由、講授內容、學生選擇科系與課程自由等均屬大學自治之項目外，大

學於上開教學研究相關之範疇內，就其內部組織亦應享有相當程度之自主

組織權。 

蓋浙生（2002,pp.227-228）指出，雖然大學法前後歷經三次全面修

正，大學管理權限因此而逐漸放寬，但嚴格說來，政府對大學所扮演的角

色仍是管理重於監督，距離大學自主仍有一段距離。目前大學法修正草案

已經通過，待其正式立法公佈施行，我國大學的自主性預料將可向前邁進

一大步。 

Volkwein（1989）根據文獻上對於大學自主的討論，整理成表 2-4-1

的十二類。5愈靠近表格的左上方，國家涉入高等教育的情況愈深，而愈往

右下方則大學的自主性愈高。上述蓋浙生（2002）和劉秀曦（2002）對於

大學教育資源分配及大學自主的分析，傾向將台灣的國立大學歸為表格中

第一類，也就是說，整體而言台灣的國立大學在財務及學術上仍相當的極

權（centralized）。研究者個人以為，在校務基金預算制度施行及大學法

歷次修訂之後，我國國立大學的自主性逐漸由表格的左上方往右下方移

動；國立大學在本質上不同於自由市場上的商品，財務及學術自主的達

成，預料在未來將使台灣的國立大學更接近表格中的第六、第七類。 

當代組織理論強調組織所面臨環境的重要性，以國立大學而言，

Volkwein（1989）的研究指出：政府的政策施行往往反映外部環境的變遷，

試圖透過制度的改變或設立來影響大學的行為。如此制度的改變是否達成

預期的效果？或者說，達成了怎樣的效果？ 

    Volkwein（1989）發現，對於大學而言，政府管制（或大學自主）主

                                                 
5 本研究各章節之相關表格一律置於各章之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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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影響的是大學財源結構的組成：較不受政府控制的大學機構仰賴政府撥

款較少，他們透過其他的方式取得財源。根據進一步地研究，作成下面重

要的結論：一、政府對於公立大學的管制，與大學品質的提昇、政府研究

資金供給的增加關係不大。二、不論是對於財務寬鬆或者緊縮的大學而

言，大學自主對大學品質的影響都很有限。那麼什麼才是影響大學品質的

關鍵呢？研究顯示，政府資金提供的水準和大學本身的規模才是關鍵！ 

乍看之下，Volkwein（1989）對於政府透過管制影響大學機構品質的

能力似乎較為悲觀。但必須注意的是，本文獻所強調的政府管制，主要針

對的是大學自主而言，並未考慮政府機制對於大學機構所形成的誘因。如

果考慮大學彼此間對於政府補助的競爭，那麼可以有另一種不同的詮釋：

在大學擁有相當的自主權下，政府透過機制的設計，以品質作為分配補助

的根據，則在此誘因之下，大學彼此競爭，可望因此而達成品質的提昇。

當然，上面的說法有待研究的進一步證明，這也是本研究以國立大學預算

制度變革為標的進行分析的原因之一。 

大學自主的另一個切入角度，可以從政府治理結構的集權與否觀之。

討論政府治理結構對組織管理和表現的文獻有增加的趨勢，Knott＆Payne

（2004）研究高等教育機構，發現政府治理結構的集權與否對於機構資源

的取得（不同財源結構）與生產力（研究資金取得、文章發表數）有重要

影響。該研究指出：集權的治理結構通常反映的是「政治優先（political 

priorities）」，因此為了獲得支持，通常以較高比例的政府撥款維持低學

費及學生的需求；相反地，分權的治理結構反應大學本身專業的和機構的

利益，仰賴高學費和研究經費，因此其行為必須滿足不同所得的學生，以

及不同需求的人口（企業主等）---結果使得愈分權且管制愈少的高等教

育機構，有較高的資源和生產力。對應上述 Volkwein（1989）的研究，兩

者在大學自主影響大學財源結構的看法上一致，對於生產力的影響則有分

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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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大學的財源結構與產出 

    國立大學預算制度變革的結果如何？政府對於高等教育經費支出的困

窘是否獲得紓解？大學產出在預算制度變革下產生怎樣的變化？本研究

探討我國國立大學預算制度變革的最終目的之一，便是希望能回答上面的

問題。關於這些問題，過去文獻上對於財源結構、教育品質以及成本效率

的討論，可以提供一個初步的線索： 

在考慮誘因的情況下，有些學者認為高等教育財源結構與教育品質密

切相關。Brown（2001）檢視高等教育機構財源結構，與學生所衡量的教

學品質間的關係，發現愈依賴私人補助的高等教育機構，其教學品質愈

高，相對地，政府補助愈高的機構，其教學品質愈低。以私人捐贈而言，

大學為了獲得私人捐贈，會配置較多的資源在符合企業或私人需求的教學

上，故相較於政府補助而言，可以誘發較高的教學品質。Brown 的研究雖

然只是針對教學品質，甚至更狹隘地說，只是學生所觀察到的教學品質進

行分析，但所衍伸的政策意涵卻相當有意義：如果私人捐贈能誘發高等教

育機構進行符合企業或私人需求的行為（如教學），那麼政府是否也可以

透過適當機制的設計，促使高等教育達成符合外部環境的多重目標？  

Robst（2000）的研究指出：對於公立高等教育機構而言，大的大學

組織相較於小的大學組織，有較高的成本效率，這與文獻上規模經濟的說

法一致。此外，政府撥款的比例太高或太低對於成本效率而言都是不利

的，作者並未對此結果多做解釋，但或許可以作以下的推測：政府撥款比

例高時，高等教育機構支出不虞匱乏，對於成本的控制缺乏誘因；而當政

府撥款比例過低時，高等教育機構在財源籌措困難或必須投入較多成本

時，成本效率便容易低落。成本效率與教育品質雖非相同的概念，但當大

學機構對於成本的控制愈有效率時，相同的資金投入應可創造出較佳的教

育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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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擴張是全球化下的趨勢之一，隨著這樣的趨勢，過去仰賴政

府補助的高等教育財源結構勢必也要有所轉變。在這裡可能產生的迷思是 

：預算制度的變革往往被視為解決高等教育財務危機及挑戰的萬靈丹。

Berger＆Kostal（2002）針對資金來源、政府管制及入學率來討論美國公

立高等教育的情形，得到下面很有啟發性的結論：學費每增加一千塊錢，

會減少 1.83 個入學人數，而政府補助公立大學每增加一千塊錢，則會增

加 5.13 個入學人數供給。在高等教育擴張的趨勢下，若政府欲借由學費

的提高來舒緩大學補助的壓力，則增加學費、減少補助的結果很可能導致

入學人數減少的「逆趨勢」結果。所幸，Berger＆Kostal 的研究顯示「政

府撥款」和「政府管制」間的抵換關係，透過政府管制政策的配合，上述

「逆趨勢」的結果可以緩和乃至解決。 

    Fenton,Gardner,and Singh（2001）純粹從貨幣價值的角度來看，利

用淨現值法模型 （Net Present Value Model）和敏感度分析法

（Sensitivity Analysis），對以「高學費來彌補政府補貼減少」的方式

進行研究，發現儘管在短期來說，政府補助的減少樽節了政府支出，但長

期而言，學費提高導致入學率的下降，進一步影響未來的產出，使政府稅

收減少，整體而言往往是不利的。 

 

    預算制度的變革並非解決高等教育財務危機及挑戰的萬靈丹，本章的

文獻探討可以發現，高等教育運作目標有其爭議、運作有其限制，在不同

政治、經濟、社會的時空背景下，有不同資源配置方式的需要。因此，高

等教育的資源配置不只是潮流的問題，更應考慮外在環境的需要及內部組

織的適應能力，盲目移植很可能會導致非預期的效果。本研究基於此認知

之上，下面的章節開始用制度經濟學的架構進行討論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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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1  大學自主之分類 

     財務權限 

 

學術權限 

國家代理模

式 

（State 

Agency） 

國家控制模式

（State 

Controlled）

國家資助模

式 

（State 

Aided） 

合作模式 

（Corporate 

Model ） 

集權（Centralized） 一 二 三 四 

分權 

（Decentralized） 

五 六 七 八 

獨立 

（Independent） 

九 十 十一 十二 

資料來源：Volkwein（1989,p.1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