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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與實務案例 
 

綜觀國內外有關公營事業民營化之論述，不乏精彩之作，不論是理論性模型

建構或實務性個案研究，均值得吾人再三研讀、學習，站在前人肩膀拓展個人視

野，對降低個人學問鑽研之交易成本，自有相當助益；文獻探討之目的在於確認

有無忽略重要變項，換言之，必須確保以往曾經被討論過重要因素均已列入思考

範圍，俾以發展創見，進一步提升論文之效益。國內民營化論述對象大多為金融、

電信等產業，渠等產業本質即偏適於市場機制，隨經濟發展與競爭壓力，其民營

化政策自有其正當性，然而，具備規模經濟之自來水事業，在水價遭受民意機關

箝制的情形下，必須兼顧經營效率與民生效益等多重政策目標，營運上當然會有

兩難之處，職是之故，研究自來水事業民營化政經內涵與後續效應時，自當有別

於前述電信、金融等不同性質之產業，此乃選定北水處民營化為研究主題之趣味

所在。同時，就誠如交易成本理論所指「資訊有價」，礙於作者主客觀條件所限，

為避免分析失據，本文將以自來水事業為研究焦點，逐步以經濟、管理與政治的

不同觀點分析其民營化之優劣利弊。 

 

 
第一節 公用事業之意義 

 

所謂公用事業（public utilities）係指所提供之服務或物品，屬於一般人民日

常生活所必須之事業，然而何種經濟活動屬於人民生活必須，始可歸類為公用事

業範圍，則未見一定之標準，部分論述認為僅限水、電及氣體燃料者，而亦另有

論述認為尚可涵蓋電信、交通、郵政等；憲法第一百四十四條使用「公用事業」

用語，惟並未闡明其定義；至於民營公用事業監督條例第二條，對於公用事業列

舉出以下之範圍：（1）電燈、電力、及其他電氣事業（2）電車（3）市內電話（4）

自來水（5）煤氣（6）公共汽車及長途汽車（7）船舶運輸（8）航空運輸（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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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依法得由民營之公用事業。依據公用事業之實質特徵，對於公用事業之認定

標準可以歸納為民生必須與自然獨占等性質，分別說明如下： 

一、 民生必須性（essentiality） 

公用事業之民生必須性不僅表現在滿足人民生活及其他生產性經濟活動的

基本需求，其亦多伴隨著「不可替代性」（non-substitutable）的特性。亦即在現

代科技可能的範圍內，公用事業所提供之服務或產品若非無相同可替代之同性質

服務或產品（如自來水），就是「轉換成本」（conversion cost）極高，使得轉換

使用其他替代品（如由液化氣體燃料轉換為煤炭，或是由電能轉換為蒸氣）幾乎

不可能。由於民生必須性，非但使得公用事業所牽動影響之層面非其他事業所能

比擬，且這種不可或缺與不可替代性的特質亦加深了消費者對公用事業的依賴

性，使得消費者再面對公用事業時往往無法如同面對其他商品一般能夠透過自身

的選擇權發揮制衡力量，而有被予取予求的風險，且造成需求彈性低（inelasticity 

of demand）的現象，間接影響社會所得的分配，故公用事業之費率制定政策遂

成為一種重要的增進所得平均分配的手段。 

二、 自然獨占性（natural monopoly） 

若依據依據公平交易法第五條第一項，獨占係指事業在特定市場處於無競爭

狀態，或具有壓倒性地位，可排除競爭之能力之地位。獨占發生的原因，又可分

為因廠商相互競爭後基於效率、創新等原因淘汰其他廠商並對新進廠商產生進入

障礙等所形成之事實上之獨占（de facto monopoly），以及因產業之特性自然形成

的「自然獨占」二種。所謂自然獨占，主要係因具有「規模經濟」或「範疇經濟」

的產業特性之故，使得單一廠商之產出便足以供應全體市場之需求，超過於此者

則對社會整體與個別事業均有所不利，且由於規模最大之事業將因其效率最高而

排除所有競爭對手，市場進入門檻提高，自然便產生了獨占現象，故稱之為「自

然獨占」。公用事業因網路建設所需，固定成本往往極高且具沈入效果，具有「平

均固定成本遞減」的現象，亦即言從事大規模生產，則平均固定成本必將大幅下

降，此時便會產生經濟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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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用事業與國有化（utilities and nationalization） 

由於公用事業鉅額固定成本投資與生產流程之特殊性，使得事業規模越大則

成本越低，經營越有效率，因此由單一事業之生產來滿足市場所有需求，係效率

極大的安排，任何重複投資均屬經濟無效率及不理智。在具有「自然獨占」性質

之市場中縱使有其他事業進入，理論上隨後仍會遭到淘汰，故自然獨占事業之「獨

占地位」屬於不可避免且可預見之事，因此國家基於維護民計民生之均衡發展與

整體資源配置等公益考量下，為避免私人獨占力量之濫用，往往不待「自然」發

生，便在事前以人為之手段來管制市場中之生產秩序，而在 1930 年代開始受到

福利經濟學家（welfare economist）所大力提倡的公營獨占或是「國有化」，遂成

為許多國家管制自然獨占事業的典型手段。在國有化政策下，國家由自己獨占經

營來取代私人的獨占性企業，以期透過事業內部之管理控制，決定獨占事業之價

格、產能，將獨占壟斷之弊端內部化。在此一意義下，所謂自然獨占往往並非市

場自然運作形成，而係國家藉由「歷史經驗」的回顧，意識到在這種特殊產業中

獨占發生的必然性，故憲法第一百四十四條的直接意義，應在於對「可預見必然

無法產生競爭」之經濟領域，國家的主動介入並以「國有化」這種極端的管制手

段來徹底防止私人獨占力量妨害國計民生，同時藉由國有化又可解決如私人資本

不足的問題，提高效能；再者，藉由國家的直接補貼，亦可保持產品價格的穩定

（張玉山、李淳，2001）。 

傳統上，公用事業所經營的多為具有網路服務性質事業．在生產設備方面，

通常需要投入鉅額的資金，並且大量的生產產品，而產生大規模經濟效益．政府

為了保護此生產效益，於是設定進入管制，維持公用事業獨佔的局面．但是，在

經營管理上，公用事業獨佔廠商則必須受主管機關各項嚴格的管制．價格管制機

制為公用事業管制架構的一環，其設計的良窳，常直接影響到社會大眾的消費權

益．因此，價格管制機制可說是政府在建立公用事業管制架構時，首先關心的重

點．政府通常基於經濟效益的考量，而賦予公用事業獨佔的地位．但是，相對而

言，主管機關就必須以比較嚴格價格管制機制，來管理公用事業的定價過程．直

到近幾年來，隨著公用事業自由化的潮流，政府將逐漸放寬對公用事業的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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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民營業者將陸續進入公用事業市場．屆時，政府必須對於公用事業的價格管

制機制重新檢討，設計出更能符合自由化環境的價格管制機制．公用事業為因應

自由化趨勢，整個產業的結構正不斷的在轉型．其過去一直維持的獨佔管制，在

政府解除市場進入障礙以後，將可能形成業者之間相互競爭的局面．然而，目前

以成本加成為基礎的價格管制機制，在面對日益競爭的公用事業產業環境，也逐

漸暴露其許多設計上的缺點．因此，為了使未來的價格管制機制更能夠符合自由

競爭的要求，應依據不同自由化程度，有不同寬鬆管制程度的價格管制原則（周

志峰，1997）。 

在探討公用事業民營化的課題上，以民營作為政策工具來追求效率的目標，

事實上並無法滿足公用事業對於「公」眾使「用」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因為「民

營」與「公用」之間存在的某些價值上的衝突，還必須有政府的「監督」機能從

中配合，才能遂其功，而這必須藉由對公用事業經營特性的了解來掌握，也才能

落實「民營公用事業監督條例」的基本精神。因此，基於對公用事業經營體質與

特性的了解，民營化的訴求若祇及一般強調所有權移轉的作法，事實上對解決公

用事業的經營問題並無多大助益。職是之故，一種強調結合公、私共同合作，以

求能在兼顧「公眾使用」與「民營效率」的目標下，以滿足消費權益為前提，建

構互依互補、互蒙其利的策略，以進一步追求經營效率的改革措施（許智源，

1995）。 

我國公用事業定價規均採成本導向固定投資報酬率法，上述定價概念在單一

產品狀況下，市場較為單純不會造成困惱，但在多樣且部分功能類似產品情形

下，此種定價方式容易造成產品間互相競爭，公用事業具有獨佔或寡佔性質，產

品間競爭對公用事業只會造成資源浪費。公用事業市場區隔概念和一般民營企業

並不相同。首先，公用事業服務面必須包括全體國民，區隔之後必須包含整個市

場，市場區隔原則是達到服務全面化，借用市場區隔增加服務深度與廣度；其次，

公用事業是以滿足大多數人需求為目的，亦即以社會效益為考慮出發點，而非僅

考量公用事業本身的最大利潤。公用事業定價時，需以社會總效益最大為其考量

起始，單純以事業本身投資報酬率著眼點，以成本導向定價法來定價並不能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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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效果；除了生產者本身成本和利潤外，公用事業定價時，另須從消費者的成本

效益著手，成本效益包含消費者利益及成本兩大部分，當成本效益不等時，會造

成用戶移轉現象，此時生產者可調整消費者利益及成本，使各產品的成本效益，

各有其競爭力。公用事業定價之時，對於僅具基本功能的產品，祗要接受價格高

於變動成本，可考慮提供，以求普及使用和充分利用已建設設備，但對於具有特

殊功能的新產品，則可以投資報酬率上限為定價原則，以分辨市場增加收入，達

到公用事業增加社會效益目的，亦就是變動成本由各產品自行負擔，共同成本則

依競爭力攤分（李明祺，1989）。 

由前述特質可知，公用事業多有自然獨占之特徵，而自然獨占導因於網路的

規模經濟或範疇經濟（Network Economics of Scale and Scope），競爭對手必須重

複舖設整個輸配網絡，不但造成國家資源的浪費，亦導致成本上升與經濟效率下

降之結果（Chantler，1993）；本論文基於聚焦僅針對水、電、燃氣為公用事業討

論範圍，由上述文字可確認，北水處除了是公營事業外，亦為不折不扣之公用事

業，此點為後面各章討論北水處民營化交易成本時不可忽視之重要基礎。 

 

 

第二節 國內自來水事業民營化論述 

 

自 1980 年底開始，公營事業民營化是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中一個相當重要的

政策，代表著國家經濟統理意識型態的轉變。同時，從跨國共同性和台灣的特殊

性層面而言，民營化做為一個「世界潮流」在台灣執行所產生的後果，亦確實具

有階級和政黨的差異，少數資本家或財團以及執政黨基於同時為執政者和事業擁

有者的便利性成為私有化的贏家及得到相當大的利益，並在市場自由競爭的包裝

之下，國會對於公有財產執政黨黨營化的現象甚至也失去監督的可能性，乃突顯

公營事業產權的移轉並不只是單純的經濟政策或工具，而是會進一步深化現有社

會權力不平等的狀態；民營化社會效果的產生也並非只是執行手段不當的問題，

而是根源於用市場競爭以提昇效率（即私有財產→自利動機→市場效率）為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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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化基礎的迷思。 

公營事業的私有化、民營化的進行，並不只是純粹的經濟動機，而更包含了

政治結盟、減低財政赤字、去除政治包袱等的政治動機，加上政府財政拮据，負

債沉重，急切汲取公營事業盈餘以填補國庫空虛，又顯現出與民營化政策衝突矛

盾，政府本身即成為民營化障礙！甚至於近來，多數私部門廠商對所謂民營化不

重視更談不上強力要求，這也清楚顯示，私部門整體最大的關切其實一直都是自

由化、市場與商機的開放，關切的本質重點是「公營事業的壟斷權力」，而不是

「公營事業是否民營化」，顯證民營化的進行在政治動機上高於經濟效率的考

量。而相對於自由化，單純的民營化政策只能藉由股權出售，達到所有權移轉的

效果，而未必導致競爭促進。由於公營事業本身擁有公共性和企業性的雙重性

格，且公營事業所提供的服務，大多具有公共性的特質，藉由民營化雖能提高企

業性、效率性；另一方面，卻可能造成缺乏營利誘因的公共服務供給的停止，帶

給民眾另一種不便與負擔，且因公營事業私有化未必真的產生效率，更會產生社

會的不平等以及拍賣了國家對社會責任的現象。另私有化的進行所產生的後果，

不只是國有財產的財團化和執政黨黨營化，更使得國營事業勞工的權益被壓縮或

拋棄，以及社會責任移轉給私人企業，將會製造更多的不平等（因為社會責任及

提供公共財，絕非私人企業的核心議題及關切重點），而製造更多的不平等。尤

其在台灣，當政治反對力量藉此使力得到了政權後，這問題也就不被關切，由此

可知政治正當性並不會自動帶來「公共性」，「公共性」亦不會隨著威權之解體而

自動產生，「公共性」需要有公共的政治與制度來支持。是以，處於貧富差距擴

大、失業率高之市民社會，以及官商結合為一體的官商資本主義時代，這以官民

對立為論述立場的問題更為凸顯，因為現今問題應是要重新建立「官」的「公共

性」，確認「商」不等於「民」，要重新檢討公共政策，來確保除了「商」以外「民」

的權益，俾建立新公共論述及新國有化政策（張炳榮，2004）。 

國營事業民營化是世界潮流的普遍趨勢、我國亦將國營事業民營化列為既定

的政策、並積極推動之、也是國家基於提昇國營事業經營績效、競爭力與迅速反

應市場需求的原則、民營化本身並不是目的、而是提昇國營事業經營效率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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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國營事業民營化、也可以視為是一項組織重大變革方案、不但嚴重影響到員

工的工作環境、而且會對員工本身的權益造成相當程度的影響、如工作條件、薪

資結構、福利措施、人際關係、生活秩序、退休撫恤等方面將面臨不確定性、因

而可能使員工心生抗拒及不安的情形、進而導致工作壓力的產生、甚至對公司的

向心力可能產生極大的變化、此乃民營化推動及主事者不得不正視的課題（潘永

生，2004）。 

我國學者姚關穆（1999）主張自來水事業應引進包括 BOT 等公私夥伴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PPP）的經營模式，由政府授予民間企業一定期間、

經營某一定區域的自來水特許專營權，政府無需舉債用於自來水工程建設與管理

外，尚可收取授權金推動其他建設。阮國棟、葉琮裕與陳啟仁等學者（1998）則

認為公營自來水事業缺乏競爭壓力而導致無效率，應予民營化引進民間資金減輕

財務負担，並提升服務品質、擴充處理設施、改善基礎建設與處理成本。至於國

內有關自來水民營化的研究文獻僅下列三篇（如表 2-1）： 

 
表 2-1  國內自來水民營化論文一覽表 

作者 論文名稱 學校或單位 日期(民國) 

林秋明 自來水公司民營化之研究 
東華大學公共行政 
碩士在職專班 

90.7 

虞國興等人 
我國自來水市場解除管制可行性

之研究 
行政院 

公平交易委員會 
91.11 

穆嶽鈞 
台灣地區自來水業民營化研究--英
國經驗分析 

東海大學公共事務 
碩士在職專班 

92.1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一、 自來水公司民營化之研究 

作者認為自來水公司在經營上受到審計、人事、預算、公營事業法規層層束

縛外，另為執行政府政策性任務，使得供水成本大幅增加，售價又受制於民意機

關，而無法真實反映成本，致使財務結構陷入困境。因此民營化所展現的共同現

象－增加經營自主權，不再受制於政府政策的規範，使經理人可充分發揮其經營

能力，資金可靈活運用，並以利潤極大化為目標，或可改善自來水公司目前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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窘境。重點結論如下： 

(一) 自來水民營化之可行性，用戶意向為主要參據，就用戶立場而言，權益

最為重要，主要訴求為水質優良、水量充足、供水穩定（不斷水）、水

價合理及服務週到，如果民營化能達到此目標，用戶該會讚同，也較易

獲得民意機關的認同與支持。 

(二) 水源開發著重社會公益性，應由中央統籌經營管理，並以售原水方式售

予自來水業者列入水價成本。淨水、送配水及用戶服務偏重於經濟效益，

可開放由民間企業經營。 

(三) 員工對於民營化所持的態度，關係著公營事業能否順利完成民營化的關

鍵。基此，應於民營化前，由管理者與員工成立民營化小組，共同參與

民營化作業，並加強對員工宣導，進行面對面的溝通，使其充分瞭解公

司未來願景與自身權益，以紓解員工對民營化的阻力。 

(四) 自來水公司民營化後，政府政策性任務的執行，應該編列預算來支應，

如此，可以促進政府政策的透明化及便於民意機關的監督。也可以透過

對立法程式訂定法律，來規範民營業者應當作為，即所謂「普遍性條例」，

使窮鄉僻壤或山地、離島的居民均能有生活必需的基本權利，而民營業

者也有供給的義務，如此，才不致使居住偏遠地區的民眾或弱勢團體因

民營化而受害。 

二、 我國自來水市場解除管制可行性之研究 

該研究參考國內外水資源管理、產業經濟、法律行政與自來水事業經營狀

況，研究自來水解除管制可行性與其應有配套措施，相關內容有：（1）自來水

事業管制與解除管制之理論基礎。（2）國內外自來水事業經營狀況。（3）國內

外自來水事業民營化情形。（4）自來水事業解除管制之可行性研究。（5）自來

水市場解除管制相關配套措施。結論大致摘要為： 

(一) 北水處績效優於台水公司，且自來水屬地方公共事務，故北水處不願參

與市場結構重組。 

(二) 國外自來水事業僅英國採股權分散方式於全國實施民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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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外現有實例多採公有民營、公民合營，並將自來水與下水道合併經營

維運1。 

(四) 自來水分段導入公有民營、公民合營或民營化。基於經濟規模，應重新

檢討經營區域。 

(五) 解除管制第一要務為水價合理化，必要時必須政府補貼，否則不利推動

民營化。 

 

三、 台灣地區自來水業民營化研究－英國經驗分析 

作者針對九十一年五月行政院宣示針對台灣地區自來水業民營化進行研

擬，經濟部水利署旋即提出「自來水經營型態及合理水價調整策略」報告。文中

闡述我國自來水水價受議會政治不當扭曲長期偏低，致使營運不敷成本，水質不

佳、經營效率不彰。為改善上述問題，並因應自來水業民營化之世界趨勢，該報

告建議： 

(一) 將現有全台十三個供水區建制，依縣市行政區域重新劃分更改為九個供

水區，供水業務開放由縣市經營（或聯合經營）或委外民營。 

(二) 開放後之自來水水價，依季節、水源豐枯、城鄉差距及經營條件等分別

定價，並由經濟部水利署負責審定與監督。 

(三) 自來水水源由政府掌握分配並售予各自來水公司，政府對各用水標的（公

共、農業、工業等用水）水權量擁有最後決定及緊急調度之權。 

(四) 現有自來水各項設施於民營化後仍屬公有，但民營化之後所應添購或更

新的設備，則由各該民營水公司投資增設。該研究認為台灣地區推動自

來水業民營化，除了水利署所揭櫫的提升經營效率與調整合理水價等經

濟目標之外；更重要的應預先解決面對民營化之關鍵問題，方能將公營

自來水業平順過渡私人，而不致對社會造成不當的衝擊。 

茲根據研究時間順序，大致摘要渠等論述內容彙整比較如下（表 2-2）： 

 

                                                 
1 我國自來水事業與衛生下水道業務（臺北市屬工務局權責）採分治機制；惟北水處配合市政，

依據「臺北市污水下水道使用費徵收自治條例」規定，隨水費代收下水道使用費 5元/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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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國內自來水民營化相關文獻比較表 

項目 
林秋明著「自來水公 
司民營化之研究」 

虞國興等人著「我國自 
來水市場解除管制可行 

性之研究」 

穆嶽鈞著「台灣地區自 
來水業民營化研究--英 
國經驗分析」 

對
象 

台灣省自來水公司 
台灣省自來水公司 
台北自來水事業處 

台灣省自來水公司 
台北自來水事業處 

研
究
範
圍 

1. 民營化面臨的問題 
2. 法制財務可行性探討

1. 自來水管制與解除理

論基礎、現況分析。 
2. 解除管制可行性分析。

3. 解除管制之配套措施。

1. 自來水產業切割方式。

2. 管制組織設計問題。 
3. 水價策略。 
4. 員工權益問題。 

主
要
動
機 

突破自來水公司困境，

解決水價調整與水源取

得等，以求永續發展。

我國自來水事業解除管制

可行性評估。 
釐清自來水事業民營化的

問題，俾利推動民營化政

策。 

研
究
建
議
與
結
論 

1. 民營化可提高經營效
率，惟其可行性主要

取決於用戶的認同。

2. 民營化前應積極與員
工溝通。 

3. 水源開發與維宜由中
央政府統籌管理，再

將原水售予民營業者

續做處理。 
4. 政府編列公務預算補

貼政策性任務。 

1. 北水處績效優於台水
公司，且自來水屬地方

公共事務，故北水處不

願參與市結構重組。 
2. 國外自來水事業僅英

國採股權分散方式於

全國實施民營化。 
3. 國外多採公有民營、公
民合營，並將自來水與

下水道合併經營。 
4. 自來水分段導入公有

民營、公民合營或民營

化。基於經濟規模，應

重新檢討經營區域。 
5. 解除管制第一要務為
水價合理化，必要時必

須政府補貼，否則不利

推動民營化。 

1. 現有員工權益應獲得
保障。 

2. 管制組織應獨立行使

職權。 
3. 產業分割應符合水資
源整體發展。 

4. 水價策略應予調整。 

文
中
著
墨
較
少
之
處 

僅由法制與財務二方面

探討可行性，至於政治

與市場可行性則未深入

探討。 

僅由管制政策面進行分

析，並評估解除管制之可

行性。惟由於大處著眼，

各項數據稍欠深入具體，

至於有關組織內部衝擊、

政治網絡影響等執行面的

問題，則未提及。 

該研究主要係以英國經驗

套用分析我國自來水事

業，但是由於我國規模遠

不及該國，規模經濟勢將

影響文中所謂產業切割的

問題，另國情不同，恐怕

民意與政治操弄都會影響

套用結果。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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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內所述三篇研究論文，基本上均是站在企業經營的立場，探討政策面的

改革，各類結論與建議雖分析中肯，但是就實務經驗的角度而言，要落實渠等建

議，先決條件必須有中央政府強有力的主導與地方政治勢力的支持，始有成功之

可能，也由於該等論述較偏向政策構面改革與效率導向，多僅提出政策革新方

向，至於其中有關民眾意願、利益團體與組織內部官僚交互操弄等執行面的問

題，則付之闕如，例如組織內部的競合、政務官基於政治權力是否支持民營化、

民意代表與政務官又如何利用公營事業資源進行政治妥協、小小的台灣能容納多

少個互相競爭之自來水事業單位、社會民眾偏好選擇等問題，都會實質影響到北

水處民營化的政策走向。 

 

 

第三節 國外公用事業民營化論述與案例 

 

國外自來水事業經營型態因各國國情不同而有差異，目前除英國自來水事業

完全民營外，部分國家採取民營、公營並存方式，而多數國家均採取公營型態，

此實務結果可大致說明自來水事業的社會性較經濟性為重。除此之外，由已開發

國家傾向由地方經營之趨勢，可知自來水事業具有強烈的地方性事務特質。針對

自來水事業民營化適切與否，學者眾說紛紜，分列如下（林秋明，2001）： 

一、 綜觀國際性組織中，最支持自來水事業民營化的當屬世界銀行（World 

Bank），其所持理由為： 

(一) 水資源日漸珍貴，各國應將自來水視為商品，藉由市場機制將自來水的

供應由需求面改變為供給面，減少政府對自來水事業的補貼，促進人民

珍惜水資源。 

(二) 各國普遍缺乏資金以加速自來水基礎建設與供水普及率，造成民眾之潛

在危機，是故，若能引入私人資本及進步科技，當更能勝任經營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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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世界銀行同時並具體建議一國之自來水事業應由私人擁有並經營

（private ownership and operation），政府則負責獨占管制（monopoly 

regulation），始為最佳選擇模式。 

二、 Ramandham（1991）則由英國自來水事業民營化時所發表的白皮書中，分

析其深層意涵： 

(一) 自來水事業引進市場力量（Market forces）有助於整體經濟發展。 

(二) 自來水事業經理人與從業員工始有改善績效之誘因。 

(三) 私人公司受到股東要求獲利的監督與倒閉的危機，會盡力提高績效，維

持良好的經營品質。 

(四) 私人公司的績效導向（Efficiency-oriented），較有利於改革措施。 

三、 由比較公民營自來水事業經營績效的實證研究角度出發，Kwoka（1996）歸

納諸多學者意見，證明民營自來水事業無論在資產支出或經營績效各方面，

成績均優於公營型態之自來水事業（穆岳鈞，2004）。 

四、 國外公用事業民營化案例 

(一) 英國電力事業 

英國於 1989-1991 年間電力事業民營化，由於電力屬內需傳統型工業，與

高科技電信不同，技術改革較慢，回收期亦甚長，英國為引入競爭機制，將

電力事業分切割成發電、輸電、配電、行銷等四個公司，再以個別民營化，

配套措施還有修訂電業法、設立電力管理處負責監督。 Burns and 

Weyman-Jones（1994）對英格蘭和威爾斯地區的電力公司進行的研究顯示，

民營化之後企業的績效有相當大的歧異，統計上也没有顯著的證據證明民營

化對生產力的提升有密切的關係。惟 1998 年英國電力公會對電力業進行的相

關研究則顯示，在扣除通貨膨脹的影響之後，民營化迄今，電力工業每人勞

動力的增幅接近一倍（Electricity Association，1998）。 

(二) 紐西蘭電力事業 

電力公司改組為發電、輸電、行銷、工程等四部門，五年內單位成本下

降 28%，增加生產力 71%，稅後盈餘增加一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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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英國氣體燃料業 

英國天然氣公司於民營化後，績效有改善情形，家用天然氣實質價格平

均每年下降 2.6%，工業用天然氣價格跌幅更高達每年 5%，服務品質方面例

如斷線率、安全度、使用率均較公營時進步。 

(四) 英國自來水事業 

英國於 1989-1990 年間將公營自來水事業先行更換首長及財務主管，延攬

民間人士入主，再將資產高達百億美元的組織民營化，依區域分成十家公司

經營自來水業務，另成立水源管理局（National River Authority）與水供應管

理處（Office of Water Supply），分別管理水源品質與水費等公用事務，英國原

僅有四分之一民營水公司，公營水公司民營化後，水市場完全開放競爭，由

於自來水配送網管有相當的獨占性質，引入競爭機制的困難度相當大，必須

仰賴人為的管制以制衡，然而，因公營自來水公司長期忽略投資建設之故，

致民營化後的水公司資本投資大增，同時也反映到水費價格大幅上漲 36%，

尤以西南英格蘭地區調漲最大；另供水中斷次數竟有增加之趨勢，交雜衍生

民怨。此外，供水管線滲漏的問題也一再引起民眾關切，終於 1997 年 10 月

管制單位下達指示，要求水公司採取具體改善行動降低管線滲漏比例，同時

因為水公司仍有高額利潤率，管制單位亦表示於下次審查價格時，將從嚴介

入干預（潘偉華、俞慧芸，2002）。 

依據福利極大化途徑（Jones and Mason，1982）解釋，當福利好處超過成本

時，立法者就會選擇公營而不民營化（轉引自浩平、蕭羡一，2004），自來水擁

有規模經濟、獨占特性，就算民營化，能否有市場競爭機制效果，令人存疑？其

次，水質良窳涉及民眾健康公衛、社會公平的基本維持也不容政府忽視，政府的

管制成本是否比現行公營型態低呢？自來水民營化絕對不可單純地比照其他公

營事業草率處理，因為除了市場交易成本的經濟考量外，恐怕衍生出的管理交易

成本與政治交易成本亦不容忽視。 

觀察英國產業，其公用事業民營化皆屬單一單位移轉，易造成政府獨占由私

人獨占所取代。故 1990 年電力事業民營化，特注重競爭功能的引入；自國際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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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言之，日本及美國電力皆屬公私合營的產業，且為發輸配電垂直結合的事業，

而英國不但皆屬民營，且徹底將發輪配電功能完合分離。理論上，民營化實有兩

個涵意，一為私有化，即將政府產權移轉為民間持有，若僅有該定義，易造成政

府獨占由私人獨占所取代，故須加入另一個定義，即自由化，因英國國營事業常

藉限制市場進入達到國家經營的地位，故須將此項限制撤除，即市場開放。私有

化部份以代理人理論說明得到結論為財產權的歸屬並非效率促進的關鍵，其關鍵

為政府部門監督或私人部門的誘因設計孰優為斷，若無法判定優劣或其效果相同

時，端視競爭功能為準則，但一般而言，私人有較嚴格的財務限制，故誘因機制

通常較佳。自由化部份則以可競爭市場理論說明，英國電力事業民營化，其目的

在促進發電及供給的競爭，並管制輸配電獨占力量的濫用。發電部分的作法係垂

直分離為發電及輸電功能，透過制度促進發電競爭，以降低成本；英國目前是民

營化最徹底的國家，成效尚不確定，雖然平均電價上升 40%，但可能係課徵石化

稅的緣故，不能單歸因於民營化，故整體成效尚難以論斷（黃純芬，1993）。 

上述英國民營化經驗顯示，英國民眾雖從電力、天然氣的民營化得到較低的

公共服務價格與較高的服務品質，但是自來水民營化後，卻没達到同樣的效果！

此點告訴吾人，即使同一個國家、同屬於公營事業中的公用事業，在同樣模式下，

民營化的結果也不盡然相同，此點，吾輩應深思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