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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理論基礎與研究架構 
 

自 Coase（1937）指出利用市場機制實現經濟活動必須花費成本以來，交易

成本之概念已逐漸普遍應用於各類領域，Williamson（1975，1985）則為此一理

論之代表人物，其著作《市場及層級節制體系》（Markets & Hierarchies）與《資

本 主 義 的 經 濟 制 度 》（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

Firms,Markets,Relational Contracting）兩書，闡述此一理論的基本假設：任一交易

由於其交易特徵不同，因此需要不同的治理結構來管理該組交易，以減少其交易

成本，而在選擇市場或政府治理結構來管理某組特定交易時，必須透過不同治理

結構的成本效益分析，予以確定。 

因此，Williamson（1975）認為市場中參與買賣的雙方，因具有不確定性與

複雜性（uncertainty & complexity）、少數人談判（small-numbers bargaining）、限

制理性（bounded rationality）、機會主義（opportunism）、反向選擇（adverse 

selection）、及道德淪喪（moral hazard）等特質，使得交易成本益形重要，雙方所

做的任何決定都需付出交易成本，例如資訊取得、確定消費者根據價格條件進行

談判、簽訂契約及監督履約執行等。此一理論對於公部門而言，為減少交易中產

生的行政成本，必須儘量規劃將公共服務委由民間企業執行，並提供適當的競爭

機制，以降低交易成本（莫永榮，2004）。 

另如 McKelvey（1976）所述，只要能夠控制選舉的遊戲規則，人們就可以

藉由操作選舉規則來達到其想要的任何結果。制度正是一種規範，直接影響交易

活動發生與否以及最終結果，反過來說，自願互利的交易成本，亦會因雙方不同

的考量，進而影響制度的設計（轉引自黃亦淨，2004）。 

凡事據理則明，依實則清，本論文依據前述交易成本理論深入探究臺北自來

水事業處民營化之適切與否，為免錯用交易成本與民營化理論，自當深入研析其

原始本意，配合對研究對象臺北自來水事業處之掌握瞭解，期望結合實務需求與

理論應用，俾以落實政策參考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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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交易成本理論 

 

一、交易成本概念起源 

交易成本理論（Transaction Costs Theory）屬新制度經濟學1之一環，新制度

經濟學的明顯特徵，就是堅持交易必須花費成本之觀念，此觀念最早來自 Coase

（1937）所寫的《The Nature of the firm》，Coase認為在一個專業分工與交換的經

濟體制下，價格運作會產生事前成本（為完成契約，雙方所發生的成本）與事後

成本（執行或監督契約履行所產生的相關成本），均稱之為交易成本；其基本論

點認為「廠商」與「市場」是兩種相對治理方式，採取不同治理方式的原因取決

於相對交易成本的大小，所以交易成本理論亦可視為一門管理機制的選擇學。 

交易成本理論經過Williamson（1975，1985）綜合組織理論、策略理論、商

業史等學門後，成為管理學與經濟學的重要理論。後者將前者的原始架構予以擴

展，提出交易成本包括管理關係的直接成本和次級治理決策的可能機會成本。其

基本看法是，內部組織比市場交易更能極小化交易成本，因為他擁有更有效的稽

核管理、解決爭議的程序，也能降低個人榨取團隊獲利的能力。其分析的邏輯為

「市場」與「廠商」是完成交易的二種相對治理機制，如何擇一而治，需視交易

特性和模式效率而定。當適應、績效評估和防衞成本很低或不存在時，則經濟行

為者將偏好市場機制；反之，若有不確定性因素使得市場內的交易成本變得複

雜，並導致高昂的交易成本時，廠商為節省成本，最好把交易內部化，也就是說，

廠商內的交易成本比在市場的交易成本低時，則將偏好選擇廠商之機制（許惠

珠，2003）。 

本論文嘗試著將國家視同一個企業組織，而政府就好比交易成本理論中的廠

商，在自來水事業民營化過程中，各類（市場、管理、政治）交易成本的大小與

重要性，加上渠等彼此之間互動的綜效，勢必影響北水處治理機制與各關係人之

決策選擇。 

                                                 
1 新制度經濟學（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以交易成本（transaction costs）為核心概念，將

制度因素作為一個內生變數納入新古典經濟學分析框架內，指出政府的作用並非干預具體經濟活

動，而是界定和保護私有產權，促進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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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易的定義 

交易成本理論分析的單位為「交易」，當商品或勞務發生移轉時，其交易過

程必存在一定之成本。Williamson（1985）曾提出以下定義：「交易的發生，是指

兩個技術上可分離成獨立介面之財貨或勞務的移轉。活動的一個階段結束，而另

一個階段又開始。」Commons（1934）對交易的定義則為：「實體物品的未來所

有權權利在個人間之讓渡與取得」（轉引自顏愛靜，2001）。上述「交易」之定義，

原則上係立基於實體與勞務之轉移，應用於本文研究主題－北水處民營化，可分

三部分套用之： 

(一) 北水處民營化即是將目前公營型態之所有權、經營權移轉給民間經營，其

實體或勞務移轉均概括之，兩造交易自可視為政府與民間業者之間的一種

市場交易，當不難理解。 

(二) 北水處經營權易手，則不論資遣、優退、留用等組織管理制度，必將不同

以往，對北水處員工而言，除了失去公務員身份外，職涯亦受重大衝擊，

而對政府而言，其實就是一種勞務的移轉，易言之，北水處民營化可視為

一種政府與北水處員工之間的管理交易。 

(三) 前述二位學者的定義雖未含括政治互動，惟由於北水處具備公用事業之民

生屬性，其民營化成敗涉及民眾生活，自會衍生輿論壓力等政治影響，雖

然民心向背虛無飄渺，然而得民心之後的權力、利益、名望，對政治人物

而言，可都是紮紮實實的「實體」，就此觀點而言，北水處民營化當可視

為政治人物與人民之間的一種政治交易。 

三、交易成本的定義 

有關交易成本的定義，文獻上學者多有不同看法，經濟學者們對於交易成本

內容的一般定義，非常廣泛多議，進而使得吾輩應用時愈形困難。交易成本的內

容可能隨著交易活動標的與經濟制度不同而異，故若欲適切地套用交易成本理

論，就必須先對特定活動之流程與制度有著深入的瞭解，始能對交易成本做更進

一步的定義及操作化，各方學者定義彙整如下： 

(一) Smith（1776）：指出政府相關機構，如教育、國防、交通等，就必須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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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層面的交易成本，包括搜尋訊息、決策成本、監督成本、執行成本等。 

(二) Arrow（1969）：交易成本是指經濟體系運行的成本。 

(三) Dahlman（1979）：將 Coas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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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為同一類，

因為均係肇因於資訊不完全而導致的資源損失。 

(四) North（1981）：古典經濟學派認為分工（division of labor）與專業化

（Specialization）使得生產技術進步，國家間利用交換可彼此分享專業化

伴隨而來的高產出，經由交換所得的交換利益是國家財富累積的主因，生

產活動以外的成本均可稱為交易成本。 

(五) Wallis and North（1986）：購買財貨或勞務時被消費者所負擔，卻未移轉到

財貨或勞務提供者身上的所有成本。 

(六) Levi(1988)：從政治的角度敘述交易成本為衡量、監督、創造與執行成本。 

(七) Stavins（19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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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的價格就上升。 

(八) Dudek and Wiener（1996）：交易成本係搜尋成本、協商成本、核可成本、

稽核成本、執行成本與保險成本。 

(九) Mullins and Baron（1997）：將交易成本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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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導致時間損失與管理問題，進而產生的資源損失2。 

 

綜前所述，學者們對於交易成本的一般定義非常廣泛，唯一可確定的是交易

成本的內涵可能隨著交易活動之標的主體與制度不同而有所差異，欲將交易成本

理論應用於特定實務之操作面，則必須先行檢視該特定活動的流程，並深入瞭解

其制度運作，始可有效分析交易成本之應用。 

 

 

                                                 
2 作者彙整自林其昂，91學年度第 2學期於國立政治大學〈比較制度分析〉授課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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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易成本理論的基本假設與邏輯 

交易成本分析對行為的假設來自新古典經濟學的有限理性與投機主義，

Williamson（1975）認為在交易過程中，由於人性因素及環境因素的相互影響，

導致市場失靈（Market Failure），造成交易時的困難，其引發交易成本的諸多因

素，分別敘述如下： 

(一) 有限理性（bounded relationality）： 

指主體處理資訊時能力有限，不論經濟決策者在什麼部門或執行什麼活

動，非零的交易成本均會出現，主觀上，因為人類的限制、有限的知識、易

於犯錯、行為不確定性，客觀上亦有環境的不確定性，因而提高事前的契約

協商成本、適應成本、監督成本與績效稽核成本等，相較於新古典理論假設

下的決策者而言，交易成本可歸責於此種無效率的出現。普遍存在的交易成

本，肇因於決策者個人的特質，當交易處於不確定和複雜的情形下，便難以

事先妥適地防範所有可能情況，間而造成市場失靈。 

(二) 投機主義（opportunism）： 

是指契約的一方透過不正當手段追求自利。交易成本理論並非假設所有

的社會行為皆有投機主義傾向，但是只要有部分活動主體表現出投機行為，

在資產具備專屬性的狀況下，就會衍生事前確認成本（或稱防衞成本）。同

時因為需要預防投機主義，公平地執行報酬分配，也會產生評價問題，進而

發生衡量成本。有限理性與投機主義係彼此相關，因為有限理性，人們無法

事前擬定一個萬無一失的契約，而為了防範契約對方的投機主義，因而產生

各種相關成本。 

(三) 不確定性及複雜性（uncertainty & complexity）： 

外在環境的多變與充滿不確定因素，再加上人類有限理性，對未來情況

的預期與認知無法一致，造成交易過程與訂定契約過程中談判協議成本增

加。可見不確定性及複雜性與有限理性有極高的相關。 

(四) 少數人談判（small-numbers bargaining）： 

由於資訊不對稱，加上人性投機因素，使得市場中的交易往往由少數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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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者操縱，形成獨占或寡占，導致市場運作失調，進而造成交易成本提高。 

(五) 資訊不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ic）： 

環境不確定性及投機主義，再加上人類有限理性，促使資訊不對稱的情

形發生，擁有較多資訊的一方往往欺瞞資訊不足的另一方，導致交易協議與

監督成本的增加。 

(六) 交易氣氛（atmosphere）： 

令人滿意的交易關係，在雙方互相信任下，必可避免不必要的交易成

本。反之，若交易雙方處於不信任或猜忌的情況下，會使整個環境形成懷疑

與不確定的氣氛，增加了搜尋與協議監督等交易成本。 

 

由上述論述得知，該六項影響交易成本的因素並非獨立，而是具有相互影響

的關係，因此Williamson（1975）採其架構完成市場失靈關係圖（如圖 3-1），論

述時，其中「有限理性」與「不確定性及複雜性」；「投機主義」與「少數交易」

均以配對方式提出，並且將「有限理性」及「投機主義」視為人性因素；而「不

確定性及複雜性」及「少數交易」視為環境因素，其用意在於說明唯有人性因素

與環境因素兩者共存才會產生市場缺失引發交易成本。在整個交易成本經濟學的

分析中，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分析工具。 

 

 

 

 

 

 

 

 

 

 

有限理性 不確定性

投機主義 少數交易

交易氣氛

資訊不對稱

圖3-1  市場失靈關係圖  (資料來源：Williamson,1975)

人性因素 環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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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易成本的型態 

Smith（1776）指出政府各類施政作為，例如國防、交通等，均必須支付政

治層面的交易成本，包括搜尋訊息成本、決策成本、監督成本與執行成本；Olson

（1965）則將加入政黨、利益團體、工會等組織，參與政治決策過程的組織運作

成本，均視為政治層面的交易成本；Arrow（1969）界定交易成本係為經濟體系

運行的成本，持續經濟體系的成本及其相關之基本政治組織建立或改變的成本，

都是交易成本的組成類別；Milller and Vollmann（1985）則強調經濟組織運作的

成本，分為訊息成本與可分離介面財貨勞務的實質移轉成本；Williamson（1985）

則把交易成本分為事前的交易成本，即簽訂契約、規範買賣雙方的權利義務等規

則的協商成本，另有事後的交易成本，即簽訂契約後，為解決經濟活動實現所支

出的成本，如改變契約條款、修改與執行契約直到交易完成所花費的成本；North

（1981）則指出古典經濟學派認為分工（division of labor）與專業化（specialzation）

使得技術進步、生產力提升，國家之間藉由交換，可彼此分享專業化伴隨而來的

高產出水準，經由交換所得的交換利益是國家財富的主要因子，而交換過程亦涉

及若干交易成本，包括衡量商品和勞務的成本、市場規模擴大的成本、執行成本、

意識型態成本等交易成本；綜合上列論述整合為下列三類（黃亦淨，2004）： 

(一) 設立成本（set-up cost of institution）： 

訊息不對稱是造成市場失靈與資源配置無效率的重要原因，訊息不對稱

來自人們對現實世界不瞭解，或者人為隱瞞所致，間而肇致財務交易的額外

成本，交換制度初始建構是否能有效降低交易成本，影響後續發展空間。 

(二) 衡量成本（cost of measuring）： 

衡量可供交換之實體或勞務價值，包括衡量實體或勞務數量、品質等可

價值化的成本，訊息在此處扮演同等重要地位，訊息不對稱不但可能增加交

易雙方的交易成本，亦可能衍生「當事人－代理人問題」（principle-agent 

problem）與衡量代理人績效的成本。 

(三) 執行成本（cost of enforcement）： 

Demsetz（1964）強調廠商是一系列的契約關係，而契約的有效執行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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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交易當事者對契約內容的保證和執行，遇衡量成本或執行成本過高，違反

契約對交換者有利時，當事人欺騙或投機的行為便會因而產生；另外監視契

約簽署人是否履行契約條款，必須付出契約以外的成本；執行成本還包括簽

約一方不履行契約造成另一方損失時，施予違約者的處罰成本。另 Rindfleisch 

& Heide（1997）有鑑於交易成本理論應用日廣，將其最常見的來源與型態

彙整如下表 3-1（轉引自劉峰旭，2004）： 

 

表 3-1 交易成本最常見的來源與型態 

交易成本項目 資產專屬性 環境不確定性 行為不確定性 

成
本
來
源 

統治問題的本質 

保護： 

當決策者在進行資產配

置時，害怕其夥伴因投

機主義而利用其投資資

產。 

適應： 

當決策者因有限理性

以至於面對環境不確

定時，而難以去減輕

合約所帶來的問題。

績效評估： 

當決策者面對環境不

確定時，而難以去評估

夥伴是否達成合約所

致之問題。 

直接成本 簽訂保護的成本 
溝通、談判和協調的

成本 

事前：篩選與徵選夥伴

成本。 

事後：衡量成本。 

成
本
型
態 

機會成本 
投資於生產性質產品失

敗的機會成本 
不適應：適應失敗 

事前：確認原先認為適

合本身的夥伴所造成

之錯誤。 

事後：努力調整仍產生

的生產力損失。 

資料來源：Rindfleisch,A.and Heide,J.B., “Transaction cost analysis:Past,present,and future 
applications,”Journal of Marketing,pp30-54 

 

另外依據 Eric G.Furubotn and Rudolf Richter所著《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Theory》（2000）一書所述，典型的交易成本例子是利用市場的成本以及在廠商

之內下達命令行使權利的成本，前者稱之市場交易成本，後者謂之管理交易成

本，另就法律概念的制度而論，必須考慮的是政治體制之制度架構的運行與調整

有關的成本，稱之政治交易成本，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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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市場交易成本（Market Transaction Costs） 

1. 搜集與訊息成本：市場交易者必須尋找合適者與其交易，尋找過程難

免會產生若干成本，個人的直接支出例如廣告、出外拜訪等，組織的

支出則有例如展售會、創設等成本；交易雙方的溝通成本則有郵資、

電話費、業務人員支出等，另蒐集標的物訊息、測試、價格等均會有

一定成本發生。 

2. 談判與決策成本：此成本的支出係發生於契約簽訂過程之中，有關當

事人因談判與協議時所產生的成本，不只包括處理過程中的時間成

本，亦含昂貴的法律顧問等成本。 

3. 監督與執行成本：此成本會因監督協議交付時間、衡量產品質量等需

求而增加，訊息在此扮演要的角色，涵蓋衡量交換物品可價值化屬性

的成本。 

(二) 管理交易成本（Managerial Transaction Costs） 

1. 組織設立、維護或改變組織設計的成本：這些成本與營業的排列有

關，因此人事管理成本、資訊技術投資、避免被接管、公共關係遊說

等均屬於本範圍交易成本。 

2. 組織運作成本：包括決策、監督規則訂定、管理衡量、代理成本、資

訊管理成本等。 

3. 組織評核成本：組織內部各層級作業績效評核機制建立、執行等成本

均屬之。 

(三) 政治交易成本（Political Transaction Costs） 

Levi（1988）將政治交易成本描述為「衡量、監督、創造及執行順從的

成本」，亦可加入參與或試著參與政治決策過程之組織運作的成本（Olson 

1965），這些組織包括政黨、工會、雇主協會及壓力團體，最後還可以加入

談判成本，最主要的是： 

1. 設立、維護、改變一個體系之正式與非正式政治組織的成本：包括法

律架構的設立、行政結構、司法制度等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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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運行政治體制的成本：包括立法、國防、法務、交通與教育等，就像

私部門一般，政府事業計畫也必須支付搜尋與訊息成本、決策成本、

下達命令的成本、監督執行官方指示的成本。 

六、治理機制的類型 

由於重複的交易使得活動主體必須經常協商，過高的交易頻率造成過高的交

易成本，進而肇致市場失靈，為了解決這些成本因此產生了整合的需求，選擇廠

商（或稱組織、層級結構）的治理模式以救濟，交易成本理論認為組織優於市場

之處在於： 

(一) 組織較市場有更強的控制和監督機制，因其能評量行為和產出並予回

饋，因此增強組織察覺投機行為與促進適應的能力。 

(二) 組織能提供長期的報酬，因此能降低投機行為的負面作用。 

(三) 組織氣氛具有潛在的社會效果，例如組織文化和社會化過程，可使兩造

產生共同的目標，以事先降低投機主義（許惠珠，2003）。 

 

Coase（1937）將治理機制區分為市場與廠商二類。Williamson（1985）則將

治理的範圍擴大，在完全市場交易與完全組織層級交易之間，加入混合型式之治

理機制。三種治理組織型態在契約法（contract law）、協調與控制機制、面對干

擾的調適能力上均有所不同，茲分別說明如下： 

(一) 市場型態治理組織 

市場交易方式中，交易雙方於市場中尋找交易對象，並依據經驗及資訊

評估對方與交易的可行性，因為市場的交易方式中買賣雙方各自獨立，没有

從屬關係，所以若任一方終止交易，雙方均可回到市場體系另覓對象，不會

因而遭受額外之約束，因此市場型態治理組織下的交易並不考慮交易關係的

維持。在簽訂契約方面，市場型態之治理組織係源自古典契約法之精神，故

簽訂契約係以詳盡為原則，包含預測未來可能發生的狀況及解決紛爭的方

法，若契約內容無法解決紛爭，則將交由法院仲裁。 

(二) 科層型態治理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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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層組織之下，原則上必須在組織內部解決所有紛爭，而非經由法院審

理判決，因為科層組織內部存在威權關係（authority relation），可以執行市

場組織不具備的指揮命令，故科層組織即是最終之紛爭裁判處。在科層組織

內部契約法隱含著寬容的意思，易言之，科層型態治理組織是被寬容契約法

（forbearance law）所支持。 

(三) 混合型治理組織 

支持混合型態治理組織的契約法為新古典契約法（neoclassical contract 

law），與古典契約法相較，新古典契約法減輕契約條文的嚴格程度，使交易

的參與者保持部分可自主的彈性。由於簽訂長期的契約没有辦法將所有的狀

況均事先預測，而且有些未來可能發生的事情必須等到實際發生之後，才有

辦法提出適當的方法解決，故新古典契約法提供交易雙方彈性處理紛爭的空

間，並且允許第三者介入協調。 

 

Williamson（1991）將組織特性（attributes）區分成兩個方面，分別是組織

工具（instrument）以及執行屬性（performance attributes）兩方面，以下就分別予

以說明，並且比較渠等於組織工具、執行屬性上的不同之處。 

(一) 組織工具： 

組織工具有二種，一種為誘因激勵（incentive intensity），另一種為管理

控制（administrative controls），此二種工具於不同組織型態中，均有不同程

度之區別。Williamson（1988）曾定義誘因激勵為交易者之行為與其承受後

果之間的緊密關係。在市場機制中，透過價格直接影響交易的損失及利得，

而且買賣雙方完全各自負担所有執行決策的後果，故市場是最具有誘因激勵

的治理組織型態。科層組織交易中，由於組織內部與該交易之損益發生關係

的部門繁多，權責以及產生的利得或損失皆無法明確劃分，是故，科層組織

是最不具有誘因激勵的治理型態。另一方面，組織工具中的管理控制係指威

權關係，交易的一方可以指揮命令另一方從事指定工作，科層組織係最具有

管理控制的治理型態，反觀市場治理型態則為管理控制最弱的治理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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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執行屬性： 

Hayek（1945）主張面對交易環境改變時，市場提供的價格系統是別有

效的調適機制，而 Barnard（1938）雖然認為組織關心議題也是隨著交易環

境的變動而調適，但主要關注在組織內部的問題。兩者均把調適視為經濟組

織的核心問題，只是前者著重在市場的調適能力，而後者則著重在組織內部

的調適能力。Williamson（1991）將前者的調適定名為自主性調適（autonomous 

adaptation），即消費者和生產者各自在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和利益之下，對於

價格的改變分別做出適當的反應；而後者所說的調適則定名為合作性調適

（cooperative adaptation），即組織內部為達成一定目標之下的合作調適機

制。市場治理組織交易雙方獨立自主，故可隨時自行調適，其自主性調適最

強，而合作性調適則最弱；至於科層組織則恰恰相反，其合作性調適最強，

自主性調適則最弱（吳展旭，2004）。以上組織特性在不同治理架構上的關

係如表 3-2。 

 

表 3-2  Williamson治理架構分類表 

Williamson治理架構分類 市場型態 混合型態 科層型態 

誘因激勵 強 中等 弱 
組織工具 

管理控制 弱 中等 強 

自主性調適 強 中等 弱 
執行特性 

合作性調適 弱 中等 強 

契約法 強 中等 弱 

   資料來源：Williamson（1991） 

 

把交易成本理論應用於公用事業管理的觀察和研究，我們可以把公用事業每

一方面的每一個環節都看作是一個實現「交易」的過程，都需要考量「交易成本」

並作出選擇和決策。例如，政府製訂或執行一項政策、制度或計畫的過程當中，

其中都類似地存在確定「交易」前需要的搜尋、議價和締約成本，以及確定「交

易」後需要的監督和執行成本，都需要關注、比較和最小化這樣的交易成本，都

需要評估和比較其預期後果所形成的成本。以交易成本理論思考公用事業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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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應當使我們對交易成本的考量與選擇成為實施具有高效率和高效能的公用

事業的驅動力。 

在一份 1995年發展中國家公營事業的評論報告中，曾經發出這樣的感嘆：「官

僚主義者還在經營工商事業」（World Bank，1995b）；以下引文則更為生動地描述

了公營事業的狀況（轉引自倪達仁，2001）： 

不論景氣好壞，整體說公營事業都在賠錢。這個現象的證明在絕大多數非洲國

家都可以發現（來自於政府報告、世界銀行代表團和學術性的研究報告），而這

個發現清楚地表現出這些公營事業所消耗的資源比其生產的資源還要多。它們

非但無法增加國家資源，反而在耗盡國家資源，太多的公營事業全都像坐在非

洲風景當中的巨大白象，日復一日在貪婪地吞蝕著這塊大地上其他行為者所生

產的一切（Wilson，1986.轉引自 Haile-Mariam and Mengistu，1988）。 

對公用事業而言，這樣的制度安排、政策體系和運作機制是否真能實現公眾

利益最大化，並使政治成本最小化。換句話說，政府的運作方式和政策安排，在

確保對國家安全和政權合法性基礎的維護，對人民的民主和自由權利的保障，對

維護社會穩定的前提下，最大限度地優化經濟成本，減少政府的財政支出。對整

個公共管理體系而言，這樣經過交易成本考量的制度安排和政策體系，應當符合

民主和法治的原則，始可符合建立市場經濟體制的方向。一方面，應能使政府的

決策最大限度地避免失誤，使公眾對政府及其官員的監督機制達到最優化；另一

方面，應能使政府的管理運作對公眾產生的效益最大化，而對公眾的不利影響最

小化。從社會的觀點來看，政府離不開公民，公眾對公用事業的參與和監督就愈

有效，有關的公共決策就愈是具有可靠性和可行性，此乃研究北水處民營化與公

用事業的交易成本的深意所在（黃健榮，2003）。 

 

 

第二節 民營化理論 

 

自從 1979 年英國首相柴契爾夫人推動公共服務革新（public service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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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公營事業民營化便由英國逐漸發展成為世界性的潮流。姑且不論民營化政策

的原始動機，究竟係為減輕政府財政支出抑或欲改善公營事業的無效率，民營化

政策在我國確實形成了一股風潮，各種公營事業不斷地排上民營化時程表，而民

營化的執行成果，亦成了考核公營事業主管績效的指標。同時，在當代數位革命

（digital revolution）的演進下，使得資訊取得的成本大幅下降，且各種交易技術

與即時計價系統（real-time pricing）不斷推陳出新，導致過去如電力、電信事業

等因技術限制無法分割，而必須在一個封閉的系統中進行傳輸交易的整合性市

場，亦能夠透過業務切割（unbundling）而在不同的產業層級中導入競爭機制。

在上述全球化、自由化、民營化以及數位科技的進步等主客觀情勢的發展下，傳

統上公用事業等於公營事業整合獨占的思考模式開始受到顛覆，公用事業的業務

切割、產業結構重整（structure reform）、民營化、自由化等管制解除措施

（deregulation）成為世界各國普遍的發展趨勢（張玉山、李淳，2001）。 

由社會公平與全民福祉的角度來看，公營事業的確是一種理想的組織形式，

然而是何原因造成公營事業績效不彰？改革的方向是走向私有化的產權改革，或

是僅需進行內部的經營管理革新即可？在改革的過程中，生產力提升的目標與社

會公平、全民福祉的政策目標之間，又將如何取捨？改革的過程必須與當前的環

境互相配合，所謂天時、地利、人和，每個國家、每個公營事業都有其不同的政

策任務與需求，亦即言，改革需視體質而動，始能順暢而進。無論如何，吾人必

須積極思考公營事業未來之路，以應大環境之變化，創造最佳化的資源配置。為

深入研究北水處民營化之利弊得失，本章首先將釐清公用事業與民營化的定義、

理論基礎，其次再延續討論民營化的類型、架構流程，以及公用事業民營化的案

例概況等，茲說明如下： 

一、 民營化（privatization）的定義與理論基礎 

根據 Savas（1997）對民營化的界定，其認為民營化是在更具成本效益的意

義上，使政府成為更好的政府，同時在角色的扮演上，增加私人部門的參與，減

少政府的介入。另有國內學者表示民營化是公共部門所採取的一種合法行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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便將公共部門轉換到民間部門（陳金貴，1998）；民營化的理論架構可分別依據

選擇、效率、成本等不同觀點論述如下： 

(一) 選擇的觀點： 

公共選擇理論（public choice theory）3可說是以經濟學做為研究政治

與行政的工具，於分析官僚及組織行為時，採用的基本假設即人是理性自

利、追求本身效用極大化，公共選擇理論並非排斥政府干預經濟事務，而

是認為政府在資源分配與使用上，所能發揮的功能未必比不完全競爭市場

佳，而且政府官僚具有私心，其所處的地位具備充足資訊，較易謀取個人

私利，民營化則是提供人民自由選擇所需公共服務提供者的機會。 

(二) 效率的觀點： 

經濟學之父 Adam Smith（1776）在其所著的國富論一書中，主張自

由放任的經濟思想，認為自由經濟體系藉由價格機能之操作，當可使得國

家各類資源自然而然地獲得最大效用。古典經濟學派認為在自由競爭的經

濟制度下，必可做到 Pareto最適經濟效率；由此經濟觀點往下延伸，加上

各國公營事業經營效率的確欠佳之事實，已進而引發了一連串要求政府改

造與民營化之後續發展。事實上，公部門在財政壓力、民情輿論、選票導

向與政治短視的狀況下，基於效率觀點而進行的民營化政策，似乎已是

產、官、學各界之共識。就絕大多數的公營事業而言，本文讚同前述學習

市場競爭機制之效率精神，但是同時，本文在此也必須再次強調在討論「公

                                                 
3 公共選擇理論（public choice theory）最核心的假定是：人類的行為是由自利的動機所支配，任

何人都是理性的極大化效用者（rational utility maximizers）公共選擇論者將理性自利和效用極大

化的假定，從經濟市場領域擴充運用到政治市場領域；他們認為，由於政府官員追求自己的特定

目標，利益團體出現「競租」（rent-seeking）的行為，以及官僚成員尋求機關預算極大化等現象，

將造成國家權力的擴充和政府組織的膨脹。但相對的，國家安全的維護、法律的維持、選民偏好

的滿足及個人的自由卻被忽略，而優勢的利益團體將奪取國家的總體收益，制度將被既得利益者

隨意更改，最後則會出現經濟衰退、社會脫序。基於前述推論，公共選擇論者往往採取一些較為

保守的政治立場和政策路線，主張最小規模國家、反對政府的干預和過度管制，強調伸張個人選

擇的自由，特別注意並批判政府在供給公共財貨和服務上的獨占性（Boston, Martin, Pallot and 

Walsh, 1996: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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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事業」民營化時，絕不可僅僅著眼於效率之能，基於公平正義、社會成

本等其他面向的考量，吾人應該嘗試以不同的立場，客觀地評析公用事業

的核心價值並時時回顧其設立之初衷，深入瞭解並滿足人民真正的需求，

而不是隨政客起舞，空論一場。 

(三) 成本的觀點： 

公共部門由於受到政府法令的高度保護，長期缺乏競爭，經營效率平

均低於民營企業，人事及各項成本支出並非基於效率原則，反而為維持官

僚權威，不斷擴充其規模，成為政府支出的一大包袱（吳安平，2001）。 

二、 民營化類型 

Savas（1992）認為民營化的具體作為，應包括撤資（divestment）、委託

（delegation）、替代（displacement）等三類處理方式如下（如表 3-3）： 

(一) 撤資： 

即公營事業或公共資產之移轉民間。此一移轉型態之民營化可經由出

售、無償移轉及清理結算方式進行。出售及無償移轉之對象可以是事業機

構現有之員工、產品之使用者或服務對象、社會大眾、私人企業，甚至國

有化之前的原所有人。而對於經營績效不佳的公營事業，則可用削減補助

預算、關閉工廠、以及出售資產等方式退出市場。 

(二) 委託： 

政府部門委託私人部門提供部份或全部財貨或服務，但仍承擔監督責

任，政府委託外包之方式有： 

1. 簽約外包（contract out）：即政府將部份貨品或服務以合約簽訂委

請民間提供。 

2. 特許權（franchise）：由政府提供私人部門，如水電、瓦斯及運輸

業者特准之經營權，經營權涉及公有範圍（public domain）之租用，

如公車路線之特許，廣播頻道之使用及公共資產之租借。 

3. 補助（grant）：由政府透過免稅、低利貸款、直接補助，形成吸引

私人部門參與經營之誘因。專用券（voucher）。由政府核發給有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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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使用之民眾，以指定消費某類貨品（如食品、房租）。社會福利

救濟常透過此種方式實施。 

4. 強制（mandate）：由政府以命令方式要求私部門支付強制性之服

務，如失業保險金，即由私人部門為政府分擔或共同承擔若干社會

安全責任。 

(三) 替代： 

當政府所提供生產或服務不能滿足社會之需求，而由私人部門取代供

應，替代可分為： 

1. 功能不足之替代（displacement by default）：例如社會治安日趨敗

壞，警力不足，乃有私人保全之興起，替代原公部門提供之服務。 

2. 退離減縮之替代（displacement by withdrawal）：因應私人企業規模

及市場佔有之逐漸擴張，公部門縮減規模及資源之投入，留給私人

部門發展之空間，以因應經濟進一步發展之需要。 

3. 解除管制之替代（displacement by deregulation）：經由法令之修訂，

允許私人企業進入原為公有獨占市場參與競爭經營。 

 
表 3-3 民營化類型比較表 

出售 
1.員工 2.使用者 3.服務對象 
4.公開上市 5.私人買方 

無償移轉 
1.員工 2.使用者 3.服務對象 
4.社會大眾 5.原所有人（歸還） 

撤
資 

清理結算 

簽約外包 

特許權 
1. 公有設施租用 
2. 公有資產租借 

補  助 

專   用   券 

委
託 

強  制 

替
代 

1. 功能不足 
2. 退離縮減 
3. 解除管制 

 資料來源：彙整自 Savas（1992）與詹中原（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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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由國有化及市場化的光譜角度建構的市場導向策略光譜圖加以分析，在光

譜右端代表自由化市場策略，政府將公共財或政府所掌握的財貨、勞務拍賣給私

人部門；其次是委託外包，即政府仍具有所有權，民間企業則有經營權；復次是

抵用券，政府向特定符合資格的消費者給予等同於現金價值的代金券；再者為賦

稅與補助制度，以及使用者付費；而在光譜的最左端則是完全的政府經營，如圖

3-2所示（丘昌泰，2000）。 

 

 

 

 

 

 

 

 

 

 

三、 民營化的架構與流程 

一個完整的民營化流程必須涵蓋其整體架構，理論上應包括解除管制、重

建、執行或釋股等三大步驟（謝明振，2004），分述如下（如圖 3-3）： 

(一) 解除管制（deregulation）： 

解除管制是指政府為了達到公營事業民營化之目的，事先擬定未來發

展的策略，再利用放寬法規限制的方式，將未來企業發展可能發生的一些

問題，事先以解除管制的方法，使其可達正常化的發展。 

(二) 重建（restructuring）： 

是指政府根據企業本身特性及現況，考量員工權益、市場未來的發展

以及法規的限制，對公營事業民營化進行良好的規劃，再按照規劃內容逐

步調整，以達到重建企業與民營化的目標。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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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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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化 市場化

圖3-2  市場導向策略光譜圖  (資料來源：丘昌泰，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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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執行或釋股（floatation）： 

此階段主要強調民營化的配合措施，也就是徹底執行計畫，俾以達到

民營化的具體目標。 

 

 

 

 

 

 

 

 

 

 

 

 

 

 

第三節  研究架構與研究範圍 

 

一、研究架構 

Coase（1937）認為在一個專業分工與交換的經濟體制下，價格運作會產生

事前成本（為完成契約，雙方所發生的成本）與事後成本（執行或監督契約履行

所產生的相關成本），均稱之為交易成本；其基本論點認為廠商與市場是兩種相

對的治理方式，採取不同治理方式的原因取決於相對交易成本的大小，所以交易

成本理論亦可視為一門「管理機制的選擇學」（許惠珠，2003）。 

Williamson（1975，1985）將 Coase（1937） 原始交易成本理論架構加予擴

展應用，綜合組織理論、策略理論、商業史等學門後，成為管理學與經濟學的重

政
府
民
營
化

目
的
及
原
則

政府放寬

法規限制

事業未來

發展策略

事
業
民
營
化

規
劃

事業因應
民營化調整

執行民營化
計畫與時機

民營化

完成

事業現況

政府/員工
市場/法規

民營化

配合措施

解除管制 重建 執行或釋股

圖3-3  公營事業民營化架構與流程  (資料來源：黃財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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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理論。提出交易成本包括管理關係的直接成本和次級治理決策的可能機會成

本。其分析的邏輯為「市場」與「廠商」是完成交易的兩種相對治理機制，如何

擇一而治，需視交易特性和模式效率而定。當適應、績效評估和防衞成本很低或

不存在時，則經濟行為者將偏好市場機制；反之，若有不確定性因素使得市場內

的交易成本變得複雜，並導致高昂的交易成本時，廠商為節省成本，最好把交易

內部化，也就是說，廠商內的交易成本比在市場的交易成本低時，則將偏好廠商

機制；此點與新公共管理的「公共行政內部經濟化」實有異中求同之妙。 

依據 Eric G.Furubotn and Rudolf Richter 所著《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Theory》（2000）一書所述，典型的交易成本例子是利用市場的成本以及在廠商

之內下達命令行使權利的成本，前者稱之市場交易成本（Market Transaction 

Costs），後者謂之管理交易成本（Managerial Transaction Costs），另就法律概念的

制度而論，必須考慮的是政治體制之制度架構的運行與調整有關的成本，稱之政

治交易成本（Political Transaction Costs）（轉引自顏愛靜，2001）。 

本文據此定義，套用於北水處民營化之研究主題，將國家視為企業組織，政

府就好比交易成本理論中的廠商，北水處民營化過程當中的市場交易成本、管理

交易成本與政治交易成本，渠等之間的互相牽動，勢必而影響治理機制選擇之決

策；同時，結合作者於北水處多年的實務經驗，分別釐清重點項目之核心交易成

本，往下具體延伸如下述： 

(一) 市場交易成本：延伸為「費率與獨占定價」、「契約與特許專營」、「管制

與政策俘虜」等三個研究子項。 

(二) 管理交易成本：延伸為「誘因機制設計」、「人力資源轉型」、「營運績效

評估」等三個研究子項。 

(三) 政治交易成本：延伸為「政府的價值」、「利益之競逐」、「關係人偏好」

等三個研究子項。摘要說明如下（本文研究架構如圖 3-4）： 

 

 

 



 

 3-21

 

 

 

 

 

 

 

 

 

 

 

 

 

 

 

(一) 市場交易成本方面 

市場交易成本包括搜集價格、尋找供應商、完成合約等成本，引述 Coase

（1937）所言：「為了進行一項市場交易，人們必須尋找他所願意與之進行

交易的對象，告知交易的對象與其交易之意願與交易條件、議價並敲定價

格，簽定契約並進行必要的檢驗以確定對方是否遵守約定等等」，市場交易

成本主要包括訊息成本與談判成本，以此二構面具體套用於北水處民營化主

題時，可概分以下三點： 

1. 費率與獨占定價 

民營化基本上就是要以市場競爭機制替代官僚行政管理，縮減政府

公部門的角色與權限，增加私部門效率優點，做法上約可分為撤資

（divestment）、委託（delegation）與替代（displacement）等三類，民營

化之優點為經營較具創造性、彈性與效率，財務自主，缺點則是容易背

臺北自來水事業處
治理機制抉擇

市場交易成本

費率與獨占定價
契約與特許專營
管制與政策俘虜

管理交易成本

誘因機制設計
人力資源轉型
營運績效評估

政治交易成本

政府的價值
利益之競逐
關係人偏好

歸納整理

公營 V.S. 民營

結論與政策建議

圖 3-4  研究架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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離福利政策，較難配合政府政策，社會公平容易傾斜一邊。就訊息的交

易成本而言，評估民營化不同做法的效果、如何透明公開民營化各類經

營成本等訊息、水價費率又如何據以獨占定價，都是本文關心重點。 

2. 契約與特許專營 

自來水事業具備規模經濟特性，水價管制與自然獨占也使得其市場

機制難以成形，因此，即使民營化亦會採取特許專營的方式進行，以求

綜合效益之極大化，其中如何設計契約有效約制、如何協調各方利益以

決定特許對象，對公部門或私部門都會產生不可避免的談判交易成本。 

3. 管制與政策俘虜 

攸關民生的自來水事業一旦啟動民營化、特許專營之後，現行公營

型態之生產技術、人員經驗，隨時光流逝沖刷，勢必逐漸凋零没落，公

部門管制機構在不具備替代能力的條件下，受制於民營業者而不易輕言

中止合約，就訊息成本而言，政府又如何有效得知相關訊息，進而有效

管制，另外，在失去替代能力後，如何降低談判成本，避免淪為政策俘

虜，再則民營化與現行官僚組織其管制成本的高低與效果，亦為本文分

析要項。 

(二) 管理交易成本方面 

管理交易成本關心的是廠商與員工之間勞動契約的履行成本，原則上分

為改變組織的成本、移轉成本與運作成本，分述如下： 

1. 誘因機制設計 

就效率而言，市場機制當較官僚組織具備競爭能力，惟私部門在商

言商，於資訊不對稱與代理成本的顧慮下，必須審慎設計誘因機制，方

可確保自來水事業原始價值。 

2. 人力資源轉型 

在人力資源方面，除了一般討論的公務人員權益外，由於自來水事

業長期由公部門經營，在給水網絡規劃、管線維護、抄表計費…等多方

面，若技術經驗未能妥適傳承，肇致事故損及民眾權益，其社會成本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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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估算。同時，據北水處內部資料顯示，2005~2010 此五年期間，將

約有二成人員屆齡退休，加上臺北市政府齊頭式人力精簡政策、勞退制

度驟變的影響下，人心浮動，人力斷層危機隱隱略現。 

3. 營運績效評估 

就管理的角度進行公營與民營的績效評估，具體比較彼此相對優劣

之處，進行分析。Flynny（1997）針對績效測量提出 4E（economy、

efficiency、efffectiveness、equity）概念，分別由經濟、效率、效能與公

平四個層面建構績效指標；另外英國學者 Carter、Klein and Day（1990）

等人亦曾提出所有權（ownership）、交易狀況（trading status）、競爭程

度（degree of competition）、政治責任（political accountable）、異質化程

度（degree of heterogeneity）、複雜化程度（degree of complexity）、不確

定性程度（ degree of uncertainty）、管理的結構（ the structure of 

authority）、自主性程度（degree of autonomy）等不同變項，進一步說明

公私部門在績效管理的差異。北水處民營化前後其營運目標勢必有所差

異，進而影響到後續績效評估，如何取捨也將會直接影響到民眾用水權

益，故吾人亦應從績效評估的角度，探討渠等交易成本值不值得的問題。 

(三) 政治交易成本方面 

制度經濟分析所關心的不僅於經濟交易，也包括其他的社會行動（social 

actions）（Weber，1968），特別重要的是，行動必須建立、維護或改變社會

關係，於此意義下，經濟交易僅是社會交易的特殊種類，亦即，社會行動是

發生經濟活動制度架構形成與維護的必要者，包括正式與非正式規則，與其

執行之特性；其中政治交易似乎特別重要，即考量政客、官僚、利益團體的

交易，並考慮這些團體有關行使公共威權（public authority）的談判與規則，

也要考量官僚於司法裁決與行政行動之政治威權的平日作風（Eric 

G.Furubotn and Rudolf Richter，2000）。 

93.12.11 立法委員選舉結束後，經濟部原打算於年底前邀集會計師、業

者代表、學者舉行「水價評議委員會」討論水價調整的遊戲規則，該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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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定選前就要召開，後考量政治影響而延期，嗣後調價方案曝光，各方阻力

急湧而來，最後終在閣揆的一聲令下，避談水價調整一案。如果僅僅水價的

些微調整就引發了政治上的軒然大波，那麼自來水事業民營化勢必挑起更大

的政治衝擊，是故，探討北水處民營化議題時，應分別以政客、官僚與民眾

不同政治交易成本的思考邏輯，研究以下三個核心議題： 

1. 政府的價值 

政策本身帶有成本，水價調整與北水處民營化之各方爭議，其來有

自；民眾長期享受低廉水價而持反對立場，社會普遍不信任公營事業運

作效率，亦當可預見，然而自來水又涉及民生至深，在我國其他公營事

業民營化之後，最終大多淪為財團化的陰影下，民眾對於自來水民營化

恐怕更是心生疑慮，而政客們一旦觸及利益，選走短線，忽略長期完整

水資源政策的結果，亦不難預料。另一方面官僚在經營的壓力下，又不

得不提出改善對策，而其改善內容除了調升水價外，卻又必須考量以往

之政策承諾，例如：用水的普及率（不計成本供水至偏遠地區或高地供

水）、特定對象之優惠價格（市政用水與軍眷用水半價、垃圾掩埋場周

遭民眾 30 度以下免費…）、回饋水源區管制開發、配合宣導節約用水（影

響售水收入，就事業體而言，自我矛盾）等項，形成公共價值與經營效

率之辯，本文將逐一討論這些問題如何影響北水處民營化走向。 

2. 利益之競逐 

北水處每年營業額近新臺幣 46 億元，其中土木工程、管線抽換、

水表汰換、資訊系統設備汰換、淨水廠維護運轉….等例行性支出經費龐

大，更因北水處獨占屬性，形成委外承商亦呈寡占利益，部分合作承商

世襲罔替，長期利益著實可觀，甚而發生黑道介入圍標的工業用聚氯化

鋁淨水藥品採購圍標弊案（東森新聞，民 93.6.9）。此外，部分民意代表

或黨政人士政治干預，影響管線佈設路線，關說人事進用、升遷，甚至

政策方向等，屢見不鮮。 

與北水處相關的利益團體除了供水轄區民眾外，尚有自來水產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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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兼辦水表水管驗證事宜）、水管水表廠商、營造工程廠商、各級民

意代表等，對自來水民營化方式當然會各自發揮其政治影響；除了上述

組織外的利益團體外，當然還有官僚體系內的權力競逐，主事者理性經

營或擁資源而自重，當是影響民營化走向之重要因素。 

3. 關係人偏好 

攸關民生之自來水民營化，當不可忽視各類關係人之偏向，包括臺

北市政府、臺北市議會、北水處、供水轄區民眾等相關人員意向，均係

影響北水處民營化之變數，此項選擇偏好之分析，除藉用既有資料評估

研究外，同時擬分別採取深度訪談方式，針對臺北縣（市）政府民意代

表（議員或里長）、臺北市政府幕僚單位、北水處管理與基層人員、產

業工會、長期合作委外承商等進行訪談調查，俾益同時瞭解民意代表、

組織官僚、工會與承商等，對北水處民營化的意向，以整合渠等政治交

易成本。 

二、研究範圍 

交易成本理論可視為一門「管理機制的選擇學」，其內涵可能隨著交易活動

標的主體與制度之不同而有所差異，欲將交易成本理論應用於特定實務之操作

面，則必須先行檢視該特定活動的流程，並深入瞭解其制度運作，始可有效分析

交易成本之應用（許惠珠，2003）。本文套用交易成本理論探討北水處民營化的

問題，亦即為研究自來水事業管理機制的如何抉擇。如前述，套用交易成本理論

之前，必須對研究標的之運作流程與組織制度有相當瞭解，始能具體妥適應用；

有鑑於此，為落實理論之實務應用與分析深度，以及現實面確有機制改革之檢討

必要，在考量個人能力與資訊蒐集等限制條件下，本研究相關論述原則上係針對

北水處治理制度與民營化之適切與否，進行深入之實務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