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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北水處民營化之管理交易成本分析 
 

所謂交易成本，簡單地講就是指人們完成一筆交易所付出的貨幣、時間、精

力和體力等各種成本。按照人們研究具體問題的不同，交易成本有多種分類的方

法。根據一樁交易由內部完成和由外部完成所產生成本的不同，可以把交易成本

分為「內部交易成本」和「外部交易成本」。這種分類研究認為：如果一樁交易

的外部交易成本大於內部交易成本，則企業應該選擇「以企業代替市場」的方式，

例如兼併、合資等措施來節省資源，使交易成本更低；反之，如果其內部交易成

本大於外部交易成本，則企業應該選擇「用市場來代替企業」的方法（如外包等）

來使交易成本更低（張五常，2003）。前一章市場交易成本，論述主軸即是北水

處民營化的外部交易成本，本章則欲接續分析北水處民營化的內部交易成本，即

所謂管理交易成本（Managerial Transaction Costs），俾利於後續的章節，結合政

治交易成本統籌比較北水處民營化內部與外部的交易成本，以釐清最後結論。 

依據 Eric G.Furubotn and Rudolf Richter（2000）之論述，管理交易成本主要

關心的是廠商與員工之間勞動契約的履行成本，包括以下二類：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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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技術成本的投資、避免被接管、公共關係與遊說等均屬之，

這些都是典型的固定交易成本。 

二、 組織運作的成本：包含決策、監督規則的執行、衡量員工表現的成本、代理

成本、訊息管理成本、內部處理的時間成本、運輸成本、溝通成本等。 

 

本章將延續前一章「針對關鍵問題，把握核心成本」的做法，從管理交易成

本的角度，結合組織內部運作與北水處經營特性之核心關鍵，擇要論述「誘因機

制設計」、「人力資源轉型」、「營運績效評估」等三個核心問題，逐步分析北水處

民營化之研究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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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誘因機制設計 

 

交易成本理論強調，能夠極小化交易成本的安排，即為最適當之制度。任何

一個經濟個體（包括個人與組織）進行決策衡量時，定先考慮到本身必須支出的

相關成本以及可能得到的效果、利益，衡諸利弊得失之後，再做出符合其利益最

大化的最適選擇。在研究組織決策與誘因設計之前，我們當先瞭解經濟關係上，

成本與利益由不同經濟個體分擔時的「主從關係」（principal-agent relation），例如

員工拼命工作，賺取的利潤、績效卻由公司老闆享用（或是政務官獨享政治光

芒），學術上將出力的一方稱作代理人（agent），而享受成果的一方則稱為委託人

（principal），主從關係會衍生幾個問題：（1）因為成本由代理人承擔，而行為的

成果卻由委託人享有，因此代理人自然會有摸魚的誘因。（2）即使代理人願意努

力工作，但由於工作多少都會碰到風險，因此在面對風險的情形下，其工作誘因

多少都會受到影響。（3）如果委託人可以直接觀察到代理人是否努力工作，則委

託人可以依據代理人的努力程度來支付代理人費用，而不必拖到成果出來後再決

定支付代價，如此可以減少代理人風險。但問題就如本文前面所說的，通常會因

為訊息不對稱的關係，代理人的行為並不容易監督，若欲建置監督機制，當然會

衍生相關人力、費用、時間的監督成本（高希均、林祖嘉，1997）。由於有上述

諸多問題，吾人討論主從關係時，必須掌控以下五個要點： 

一、 誘因（Incentive） 

誘因是主從關係中最重要，卻也是最難以解決的問題，當一個人或獨立經濟

個體努力工作時，必須投下許多時間、精力，當然會希望得到相當的報酬，可能

是金錢，可能是榮譽、成就感，也可能只是要一個賞罰公平的工作環境（David，

2005），如果報酬與努力工作無關，最後每個人的滿腔熱忱終必消磨殆盡；例如

公部門的許多公開表揚、年終考績，多數已流於形式，早就失去獎勵的意義。公

部門以一貫的僵化思考與制度約制奉公守法之基層，卻往往在是非判斷與人事考

核的緊要關頭，縱容關係良好的政治介入。在缺乏工作誘因與追求效用極大化的

原則下，有為者若礙於客觀條件無法「擇木而棲」，亦將從而產生「為五斗米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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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之慨嘆，當累積一定數量的個人，內心中均已失去積極動機之後，渠等構成

的組織當然欲振乏力了。 

二、 道德危險（Moral Hazard） 

主從關係不但會使代理人缺乏努力的誘因，有很多時候甚至會使代理人做出

不利於委託人的行為。例如經理人的目標應該是爭取公司的利潤最大，再把利潤

分配給股東，但是部分經理人卻經常基於自利動機，耗資裝潢辦公場所，反正增

加經營成本，減少的是利潤分配，享受公司裝潢的是經理、員工，損失利潤的是

股東，此即為道德危險之現象。就以臺北市政府為例，部分局處首長本身即具有

競選民意代表的意圖或家族有民意代表競選連任的壓力，在政客充斥的台北政壇

的環境下，就道德危機而言，難免產生合理的懷疑：（1）形象良好的臺北市馬英

九市長為何會任用渠等人員擔任首長？是培育政治接班人選或是政治妥協？（2）

依據公共選擇（public choice）學派所述，在政治機構的人就像處於市場機能一樣，

會受到狹隘自利動機左右。基此，首長在預算極大化的誘因下，渠等具競選壓力

背景的局處首長，是不是會將個人目標（或家族目標）置於市政目標（或市長目

標）之上？（3）與該局處有標案利益的民間廠商，即使檯面上不敢公然行賄，

但是檯面下會不會暗通款曲，私相授受選票之誘惑或政治獻金之利益呢？（4）

基於經濟學的自利動機理論，我們必須合理懷疑渠等首長是否會將手中的資源，

特別配置於其家族選區？畢竟首長一職，四年一任是短暫的，而家族選區經營才

是政治利益永續的保障，就其個人而言，也才能達到交易成本極大化的目標。（5）

在「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千年不變之道理下，政務官（executives）自利行

為的後續影響，就是所屬事務官（administrators）投其所好，造就了組織內一群

上行下效的順民，最後，首長個人的道德危機終將如瘟疫般地傳染，演變成組織

文化的道德危機。 

三、 風險（Risk） 

當代理人努力工作時，其工作成果不但只與代理人的努力程度有關，還與一

些風險因素有關時，代理人努力工作的誘因會因風險的存在而降低。其誘因減少

的多寡與代理人的風險偏好有關係，如果代理人厭惡風險的情況愈嚴重，則其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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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的工作誘因就會愈低。例如公部門一方面有許多法規綁手綁腳，一方面又要求

基層便民。但是，在形形色色的洽公民眾當中，好壞難辨，需求不同，各類狀況

花樣百出，面對民眾第一線的同仁動輒得咎，各級主管若無一肩扛下責任的勇敢

擔當（前面說過，公務人員多為風險規避者，當然包括各級主管在內），就會導

致第一線承辦人員基於風險最低的考量，但求無過，堅持一切必須按照規章行

事，問題是，在人類有限理性的條件下，再嚴謹的規章也永遠追不上民眾需求的

動態變化，於是洽公民眾對公部門就產生了一板一眼的不良印象，最後組織也就

形成了「多一事不如少一事」的僵硬文化。 

四、 訊息不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ic） 

Milton and Rose Friedman（1978）夫婦曾言：「有效傳遞訊息的主要問題之一，

就是要確定每個用得上這項訊息的人都能得到它，而同時又不必讓用不著的人收

不到它」。在一個組織結構中，不同層級的人擁有的資訊多少有些差距，代理人

可以利用其優勢的專業訊息與委託人周旋，只有代理人自己知道本身努力的程

度。在訊息不對稱的情形下，委託人只能從結果判斷代理人是否全力以赴，然而

如果只以成敗論英雄，則又將使代理人礙於風險增加而降低工作誘因，形成惡性

循環；前文已有論述，此處不再贅言。 

五、 監督成本（Monitoring Costs） 

監督必須花費人力、時間，當委託人考慮監督代理人行為時，必須衡量其付

出的監督成本是否值回票價，若監督成本過高，則應考慮採用其他方式以提高代

理人之誘因。例如公部門各類防弊條款，就造成不小的監督成本，電腦資訊軟硬

體的採購案最明顯不過，資訊軟硬體產品汰舊換新的速度極快，公部門往往經過

繁複的採購程序之後，付出高額金錢成本得到的卻是已經落居第二線的產品。若

將經費支出、時間耗費、產品效益等一併計算，公部門監督的交易成本之經濟合

理性實有待進一步思考審酌。 

 

上述五點當中，「訊息不對稱」無論對組織結構或市場機制來說，幾乎可說

是種與生俱來的存在現象；至於「道德危險」與「風險」二者，則由於涉及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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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道德與風險的喜惡特質，基本上，就如同訊息不對稱一般，存有隨機而較難主

動改變之因素。換言之，針對訊息不對稱、道德危險與風險三者，我們很難去做

主觀上的控制。另外，所謂「監督」者，作者個人認為其本質上就是件非常耗神

費時之事，在管理實務上，由於受管理幅度所限，各層級加起來的交易成本相當

可觀，因此監督之法，實乃管理面非不得已之下策。而反觀「誘因」則提供了問

題自行解決的契機，往往只要將制度略為修正，即使是分享規則的微幅改變，藉

助不同的報酬分配方式，形成不同的誘因，使經濟主體出現不同的反應，對各關

係人激發的誘因循環，都能大幅影響人們的行為模式，帶來整個組織極為順遂的

結果。綜前所述，吾人可知，以誘因為基礎而設計之管理機制，其交易成本相較

控制其餘四者為低，符合極小化要求，此亦即本文視誘因機制為關鍵問題之理由。 

制度經濟學將焦點放在制度與其誘因結構，使得經濟方法更能應用於廣泛的

社會及經濟問題當中，基本上就是利用制度設計，斟酌各方交易成本，導入制衡，

趨使各方自行運轉於良性正軌，此為組織運作之上策。亦即言，與其事後費神監

督，不如事前妥善規劃誘因機制（incentive scheme），以收事半功倍之效。一般

來說，設計誘因機制時，必須考慮幾個基本因素： 

一、為鼓勵代理人努力工作，報酬應與努力程度有關。 

二、為避免產生代理人道德危機，報酬應與工作的最終結果有關。 

三、在雙方分享結果時，厭惡風險程度愈嚴重者，應承擔較少的風險，對風險較

不在意者則應承擔較多的風險。 

四、決策者的報酬若能符合所有者的利益，即委託人與代理人的利益達成一致

時，則可促成較好的制度結果，亦即所謂誘因相容（incentive-compatible）。 

五、委託人必須滿足代理人的參與條件，即代理人的淨獲利不能小於其他外在機

會所提供的最佳獲利，否則代理人不會願意參與這項合約。 

 

除了前述各類主從關係的縱向問題外，在往下討論誘因機制如何設計之前，

對公私不同領域，人們行為動機與互動特性之橫向異同，吾人亦應有所瞭解；一

般來說，偏向平均分配的誘因機制通常會因為搭便車、吃大鍋飯的心態而導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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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率，例如公營事業；至於像民營企業區分各人有效努力的機制，則比較能產生

良好的結果。先行瞭解參與者的動機、偏好與行為之間的交互影響，找出足以驅

使各方自行運轉的誘因相容條件，對設計相關管理機制而言，實有其分析之必要

性。北水處目前公營型態對外的主從關係為「人民－政府」的關係，對內則為「政

務官－事務官」的關係；若北水處民營化，則其主從關係對外將轉變為「政府－

民營業者」的關係，對內則為「民營業主－員工」的關係，隨著關係的變化，不

同的經濟主體自有其不同的打算；因此，本文將藉著整個誘因結構的橫縱拆解，

一方面橫向探討公部門與私部門的不同，一方面則由上而下縱向分析管理者（政

務官、民營業主）與執行者（事務官、民營員工）等多個構面，以釐清北水處公

營與民營兩者不同經濟主體的誘因內涵與相關的交易成本，俾利進一步比較管理

制度上的優劣利弊（如表 5-1）。 

 

表 5-1 公部門與私部門不同誘因結構 

比較項目 公部門 私部門 

管理者 

1. 民選政治人物： 
爭取選票，延續政治生命；另財富亦將

隨政治勢力增長隨之而來。 
2. 政治任命的政務官： 
掌控機關資源與影響力，爭取施政形

象，揚名立萬，俾以更上一層樓。 

民營業者： 
企業遵循最適化原則，是因市場

競爭約制行為，連結自利動機，

驅使生產者互動，而產生創新服

務的誘因，以延續企業生命。 

執行者 

事務官： 
1. 正向誘因：具企圖心者，其升遷加薪的
主要關鍵在於其政治人脈關係的影響

力，其次才是工作績效。至於較無向上

發展企圖之公務員，亦可憑藉年資獲得

加薪晉等。 
2. 負向誘因：公務員除非行為已至惡劣程

度或觸犯法律，否則並無失去工作的危

機。一般管理者基於保守心態、懼於當

事人陳情請願或政治關說壓力，多是息

事寧人，不致祭出徹辦嚴法。 

民營員工： 
1. 正向誘因：升遷加薪的主要關
鍵在於能否為公司賺錢的工

作績效，其次才是人脈關係的

影響力。 
2. 負向誘因：民營員工一旦工作
績效不彰，將立即面臨減薪、

資遣、開除的命運。 

資料來源：作者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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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部門管理者即所謂政務官，政務官分為民選政治人物（例如臺北市長）與

政治任命的政務官（例如臺北市各局處首長），民選政務官其最大的誘因就是積

極運用各類資源，塑造個人施政形象，以達到爭取選票，延續政治生命之目標，

當然，就臺灣的政治生態而言，財富亦將伴隨政治勢力同步增長。至於政治任命

的政務官，其主要的施政誘因，原則上是配合民選政務官的施政方向並結合本身

自利動機，全力掌控機關資源與影響力，將政治妥協與利益交換融合在施政內容

之中，以達到擴展政治人脈與建立政績的效用極大化。至於私部門的民間業主之

所以效率取勝，乃因渠等深知市場淘汰法則，亦即言，企業遵循最適化原則，源

自市場競爭之約制行為，連結自利動機，驅使生產者互動，進而產生創新服務、

效率效能之誘因，以延續企業生命。 

接著我們來看執行層次的工作誘因，公部門的執行階層即所謂事務官，一般

來言，除了主觀上是風險厭惡者外，客觀上也受到公務人員保障，除非行為異常

惡劣或觸犯法律，否則，保守的公務組織文化為廻避當事人陳情請願或政治關說

壓力，多是息事寧人不致祭出徹辦嚴法，因此，一般來說事務官並無失去工作的

危機；其中值得吾人重視的是，事務官當中具企圖心者，職等晉升至某一階層後，

其仕途發展的主要關鍵在於政治人脈關係的影響力，例如民意代表的請託、裙帶

關係等等，其次才是工作績效。尤其自從單位首長改列政務官四年一任後，一朝

天子一朝臣的情形益加嚴重。在這種制度下，事務官與其長日漫漫、兢兢業業地

等待提攜，不如直接經營有希望接任首長的人脈關係或投入民意代表助選行列，

因為如此才能極小化個人於仕途上之交易成本。至於較無向上發展企圖之公務人

員，亦可憑藉年資獲得低階層之加薪晉等，對組織而言，此種集體行為將進而形

成劣弊驅逐良弊的惡性循環，組織終必付出極高的交易成本，卻未達到預期的目

標；職是之故，吾人可知公部門經營不善，乃制度使然也。 

反觀民營企業之員工，升遷加薪的主要關鍵主要在於能否為公司賺錢的工作

績效，其次才是人脈關係的影響力。而且民營員工一旦工作績效不彰，將立即面

臨減薪、資遣、開除的命運；就組織內部而言，因為有被替換的壓力，員工們實

際上是處於市場競爭機制之中，有績效則加薪升遷，無績效則減薪淘汰。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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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營企業基於公司績效、生存，必須用人唯才，在組織管理上，也力求公平透明，

否則人才將被迫離職，尋找個人最有利的環境任職，最不好的狀況，就是把員工

逼到競爭對手的公司任職，無異埋下日後禍因，此即謂「良禽擇木而棲，良臣擇

主而事」之道理所在；用經濟學自利動機來看，民營組織基於自利，必須建立內

部公平交易的管理制度，以留下人才打敗競爭對手，而員工基於自利，一方面努

力工作爭取升遷加薪，一方面也避免被公司淘汰；由此簡單的互動過程，我們可

以逐一驗證前述的「報酬應與努力程度有關」、「委託人與代理人誘因相容」、「委

託人必須滿足代理人的參與條件」等條件，實是所言不虛。用交易成本理論來解

釋，也可以看得出來，公部門因為沒有滿足前述諸項條件，無法公平地結合報酬

與努力程度，即使付出了保障公務員的龐大交易成本，卻始終難以做到民間企業

的經營績效，空留一波波高呼行政革新卻無實物的政治修辭（political rhetoric）。 

接著我們將前述公私領域不同誘因所造成的因果闗係，套用至北水處民營化

的研究主題，逐一分別針對不同的關係對象，分析渠等自利動機，以進一步驗證

其衍生的管理交易成本，並研究是否能夠設計出渠等誘因相容的機制，以達交易

成本極小化的最終目標。如本文前述，目前北水處對內的主從關係為「政務官－

事務官」，再往下拆解就成了「民選政務官－政治任命之政務官－事務官」的主

從關係；此處的民選政務官所指的就是臺北市市長，國內公營事業多係基於財政

理由始推動民營化，惟北水處除自給自足外，每年尚能上繳新台幣數千萬至二億

不等之盈餘挹注市庫，故臺北市長並無財政上的壓力迫其推動北水處民營化，反

而是政治因素影響較大，此部分本文將留待下一章政治交易成本再予論述。而所

謂政治任命之政務官即指北水處處長，係由臺北市市長政治任命，四年一任，一

方面聽命於民選的臺北市市長指揮，一方面則必須獲得臺北市市議會的支持，通

過相關預算審查，俾以落實政策執行。公共選擇學派認為，在政治機構的人像處

於市場機能的人一樣，受到狹隘自利動機左右，對於滿足效率、效能或民眾需求

的興趣缺缺，但是為轄下方案儘量爭取預算大餅的政客們，會發現如此做並不會

讓他多繳一文稅，卻可能在別的方面獲致私人助益。如果政務官預算權限擴大，

部眾如雲，那麼他的薪水、權力、影響、公眾形象、週遭關係人私下給的好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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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隨職位而來的利益（例如停車位、專任駕駛、公有宿舍、資訊配備…等），都

有可能提升，如此一來，還有什麼誘因可以使政務官精簡人力、提高效率呢？ 

對北水處首長而言，北水處民營化將影響其政治舞台，同時一年高達 50 億

的預算支配、人事安插的權力資源與隨之而來的諸多利益，均會因北水處民營化

而煙消雲散，就其個人而言，付出的交易成本極高；何況自來水屬民生必需，衡

諸國外類似案例與國內政經生態，自來水民營化的爭議與風險均相較其他產業民

營化為高，成敗直接影響其政治生命，是故，即使是臺北市市長指示北水處應朝

向民營化發展，就北水處首長的立場考量，最終恐怕也是不了了之1？欲克服此

點，臺北市政府至少應考慮提供兩項誘因，首先應予承諾北水處首長後路安排，

使其無後顧之憂，降低其個人的交易成本；再則，北水處民營化之主導權應握於

臺北市政府手中，畢竟期望官僚組織自宮蛻變，絕不如藉助外力來得有效，同時，

若由市府強力主導，北水處首長也較能向內部員工有所交代，以進一步推動落實

民營化政策。換言之，就北水處首長之誘因條件而言，市府至少必須付出上述二

項改變組織的管理交易成本，以製造誘因相容的條件。 

至於事務官的部分，北水處員工依據政府相關法令規章，經由不同管道進入

北水處任職，一般而言，多數公務員均為風險規避者，渠等原來之職涯規劃，可

能不過是依循公務人員升遷體系工作至屆齡退休罷了。在論述北水處民營化對事

務官職涯路徑影響之前，吾人應先瞭解近年來實施政務官四年一任之影響效應； 

市府各一級局處首長尚未劃入政務官四年一任的範圍時，北水處事務官升遷管道

即使有時受到政治關係介入失衡，但是總有相當比率之升遷缺額，循序漸進，清

晰而可預期，也就是說，對一般事務官而言，仍存在一些值得努力工作的可預期

的誘因；惟隨民國 83 年 12 月 25 日民選市長之改制，北水處處長劃歸四年一任

政務官之列後，首長在任期有限與配合民選市長爭取選票的壓力下，各項施政與

資源配置均呈短線傾向，多數長期規劃均束之高閣，此舉除造成事務官與政務官

理念之衝突外，亦衍生四年一次內部權力爭鬥更替之現象，自然會向下影響到各

                                                 
1 臺北市長馬英九於媒體前曾明白表示：「臺北自來水處將朝民營化的方向推動」，臺北市政府秘

書長陳裕璋則進一步表示：「自來水事業處不是公司組織，係市府所屬事業單位，故可比照公車

處直接二級跳，採取一次到位方式直接民營化，也可以循序漸進先公司化，再完全民營化」；同

日媒體詢問北水處處長郭瑞華則表示，尚未接獲民營化的指示（自由時報，民 92.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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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事務官之升遷路徑，即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之政治效應，此亦驗證了學者Henry 

Mintzberg（1996）所言：「相信政府中政治與行政可以分開的信念，應該要靜靜

地死去了」。由於政務官政策的短線走向，進而造成事務官升遷路徑與行政倫理

的紊亂，事務官的誘因條件已從以往「針對事情，長期經營」的狀況轉變成「針

對首長，汲汲營營」，因為唯有如此，事務官才能將其個人職涯的交易成本極小

化。其中對北水處民營化一節，看似無關，實已造成管理交易成本之潛在影響。 

一、政務官與事務官之間缺乏互信，管理交易成本大幅提高： 

一般而言，政務官求的是政治表現，事務官求的是職涯穩定；以往組織內部

管理除了行政體系的制度外，尚有私下人際關係的長期互動，對組織內部均衡而

言，有其一定程度的影響，因此可降低一定程度的管理交易成本；惟改制之後，

就北水處實務觀察，歷任政務官格局大小不一，惟為求政治表現，不論系出政黨

異同，往往推翻前任政務官之政策，造成所屬事務官無法長治久安，四年一變，

由於缺乏私下人際關係的長期交情，頻頻揣摩上意而不可得，間而大幅提高了內

部溝通、組織營運等相關的管理交易成本。 

二、政策短線造成組織文化衝擊，亦提高了管理交易成本： 

就北水處自來水供應任務之本質而言，其管線建設多屬長期而不顯眼的工作

特質，事務官站在事務專業的立場也傾向於按步就班，長期規劃；反觀政務官不

但有政績表現的壓力，同時因為四年一任，在時間上亦有其表現之急迫性；雙方

理念雖有衝突，惟政務官掌握權力優勢，底下的事務官們不是積極配合就是消極

抵抗，呈現二極現象，肇致長期建設擱置於側，短期行銷包裝於前，相關資源配

置均以輔助勝選為中心；就內部意見折騰空轉、人才劣幣驅逐良幣與事業長期經

營的觀點來看，很明顯地已大幅增加了組織管理交易成本。 

 

在上述公務體系制度變遷的情形下，由於信任與誘因機制已不若以往，北水

處內部管理交易成本實已不降反增，在這種狀況下，推動北水處民營化政策，對

事務官而言，即使明知民營化為時勢所趨，惟飯碗不保猶臨生死存亡之秋，此時，

最小的交易成本就是結合民意代表與工會奮力一戰，擴大談判空間以爭取最大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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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反觀市府，則勢必得付出更高的交易成本，始能重新建立共識，俾以順利推

動北水處民營化；有鑑於此，推動民營化之前，重新調整事務官的誘因機制實為

降低市府交易成本之最短捷徑，逐次說明如下： 

一、距屆齡退休五年以上者，以保障工作權為主要誘因： 

前面說過，經過法定程序進入北水處之事務官多屬風險規避者，而北水處民

營化帶給事務官最大的風險就是失去工作的危機，因此工作權的法定保障實乃關

鍵誘因，此亦即市府必須支出改變組織之管理交易成本；對於距離屆齡退休五年

以上者2，渠等誘因仍應採取保障工作權的方式為宜，可考慮以下幾種做法：（1）

市府應站在市政整體規劃的立場，策略性遇缺不補，由其他各局處空出職缺，專

案輔導北水處高普考及格人員轉任，保障其公務員資格。（2）藉由拆解原工作項

目，鼓勵員工合資成立專業公司，明文承諾其承攬民營化釋出標案之優先權，並

適時拉長其合約年限。（3）擇優選任現職人員執行日後相關管制工作，對個人而

言，工作得以保障也能發揮所長；對政府而言，亦能藉重其經驗專業，順利進行

民營化之後的管制任務，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至於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例施行細則第十三條規定，有關輔導五年內資遣人

員轉業一節，經由其他公營事業民營化之經驗得知，實際上早已形同虛文，因為

一旦上層政策機構完成民營化簽約，後續保障員工之承諾往往只是敷衍了事；同

時五年的限制，由於對民營雇主造成人事管理上的重大包袱，民營業主基於自利

動機，自然會將成本移轉到合約之中，最後的交易成本還是回到政府身上；而就

員工立場，代表的也不過是另一個不確定的未來，與其惶惶不可終日，倒不如及

早做出抉擇，定心轉換跑道，因為「不確定」本身就是最大的交易成本。 

二、距屆齡退休五年以內者，提優退方案鼓勵退休： 

一般而言，渠等多有薪資偏高、工作效率偏低、學習能力欠佳等特性，為兼

顧組織生產效率與員工福利照顧，恐怕最小的交易成本就是提出優退方案，鼓勵

渠等提早退休；一方面由於個人屆退在即，為免除對將來的不確定，接受優退之

意願甚高；另一方面公部門亦可省卻未來數年之人事成本與人力消化之壓力。依

                                                 
2 依據北水處九十二年統計年報資料，該處符合公務人員任用資格之正式職員計有 803人，其中
年資 24 年（含）以下者計有 53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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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北水處 92 年統計年報顯示，該處正式職員年資達 25 年以上者計有 266人，佔

職員總人數 33.13%；再看年齡部分，55 歲以上者計有 170 人，佔職員總人數

21.17%，綜合上述二個數字，我們可以約略推算，優退方案即可大致消化 2成~3

成左右的人員數量。事實上，北水處管理階層為解決日益老化的人力結構與降低

人事支出，業於 94 年初研議向臺北市政府提報加發七個月之優退方案，估計此

舉將會引發規模不小之退休潮。 

 

 

第二節 人力資源轉型 

 

人力資源可分別由縱向與橫向兩方面來分析，所謂縱向者，係指年齡大小、

職等高低、年資長短等相關條件，前一節誘因機制設計論述內容，實際上即已針

對縱向條件設計誘因，將北水處人力資源劃分「轉任」與「優退」兩類，在消除

現職員工後顧之憂的同時，解決人員「量」的問題。 

本節則是由職務專長等橫向條件，進一步解析北水處人力資源如何轉型，接

續解決人員「質」的問題3，並期望在整個轉型的過程，能夠重新激發公務人員的

知識潛力與職場鬥志，積極發揮個人專業與工作價值；畢竟當初打敗群雄，躍過

國家考試門檻之事務官，均是千中取一難得之材；尤其北水處因為待遇相較其他

行政機關優渥許多，其中不乏高普考狀元、探花與榜眼之高素質人才，國內外碩

士、學士亦比比皆是，少數人員甚至刻正攻讀博士當中4。古今中外公營事業績效

不彰多係制度所誤、政治所擾，片面怪罪事務官輕忽怠惰，實乃政客卸責之詞，

此亦即我國民營化動機可議之處！賤賣國家資產事小，糟蹋人才棟樑事大！民營

化政策若僅以金錢補償為主軸，棄公務員於敝屣，實乃國家人力資本之嚴重減

                                                 
3 此處所謂「質」的問題，係指職務專長、技術專業等內涵，俾以進行後續之客觀分析。至於人

員素質優劣，不論公私領域，整個就業市場的人力資源，素質好、態度積極者有之，素質差、態

度消極者亦有之，但大多數人都屬於中等，而呈現常態分佈。接著透過職場上不斷的訓練、改進，

整體平均素質提升，但無論就人員的資質、經驗、能力或是積極度而言，依舊呈現常態分佈。此

等問題於職場實務，自有其擇優汰劣之競爭機制，本文不再贅述。 
4 截至 92 年底，北水處職工教育程度統計：正式職員共 803人，學歷分布研究所 143人、大學
282人、專科 201人，合計大專以上程度者佔 7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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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吾輩應努力嘗試成功轉型，活化人力，挹注資源於民間社會，惟有如此，民

營化對整個國家才是加分，也才是極小化交易成本之正確做法。 

為創造市場競爭的環境，本文於第三章主張將北水處任務拆解成「產、供、

銷」三部分，除了「供」的部分因為輸配管網具規模經濟之自然獨占性質，不適

用切割方式進行之外，其餘「產、銷」兩者，均可再往下拆解成獨立之專業分項，

並藉此強化與民營業者專業同質性，引入外力刺激互動，以創造市場競爭機制。

本節擬由北水處人力資源專長之分布，進一步列述渠等轉型之具體可行方式。逐

項分析如下： 

一、 淨水生產人力資源： 

北水處所屬各淨水場，均係陸續委託中興工程顧問社、日本水道顧問公司、

美國國際工程公司、美怡工程公司等民間業者設計、承造；該處本身僅具維運能

力；同時，淨水場的任務特性極類似業界污水處理廠之工作內容，而污水處理廠

拜各工業園區與環保法規之賜，早有其一定之市場規模；因此，不論從技術層次

或市場成熟的角度來看，淨水場開放民營業者經營之可行性極高，直接藉由發包

招標，不難建立市場競爭機制
5。此部分現行人力主要配置於生產科之直潭、陽明、

雙溪、公館、長興等五個淨水場與水質中心等單位，掌理水源出水設備之操作維

護管理及水量調配等工作事項。北水處淨水場現行人員若未能（或無意願）順利

隨民營化移撥，市府則可考慮依據渠等土木、電力、機械、工業工程、化學、衛

生環保技術等職系專長，協助轉任至市府其他機關；例如化學、衛生環保技術等

職系人員與環保局、衛生局同質性甚高，至於土木、電力、機械、工業工程等職

系人員則與建設局、工務局、交通局、都市發展局、捷運工程局等工作性質類似，

或可解決部分人力問題。 

另一方法則是參考中興紙業公司民營化模式，由現行員工集資參加投標。當

初中興紙業公司員工為保障其工作權，自組興中紙業公司參與該民營化投標，並

於九十年九月廿八日單一廠商得標營運，原公營之中興紙業公司因包袱過重及法

令束縛，多年虧損，惟由其員工自組公司承接移轉民營後，除減少國庫虧損外，

                                                 
5 臺水公司奉經濟部指示，於 93.12.15首度經公開招標委由東昕水務實業公司經營鳯山淨水場，

投資金額新台幣 10億，營運契約 15 年。北水處於 94 年 4月內部規劃擇一淨水場試辦委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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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但保有員工工作權，且因熟悉製紙技術與市場之員工承接後，激發公營時代所

欠缺的經營彈性與活力，經營績效已大幅改善6。 

兩者比較不同的是，國內外本來就存在造紙產業之市場競爭機制，並無自然

獨占與民生必需等牽制，是故，中興紙業公司可採取整廠移轉民營的方式進行改

造；但是就如前述，北水處若不先進行分項切割，而逕行將整個北水處民營化，

也只不過將「公營獨占」變成「民營獨占」罷了，並無法有效提升整體資源之運

用；此亦即本文一再強調的「不能為民營化而民營化」，務必先建立市場競爭機

制，徹底改變制度結構，才是問題的核心。在這個概念下，北水處淨水場應先予

分割出來，單獨成案招標，塑造市場競爭機制，以形成誘因結構性的變化，日後

效率、效能始有提升之潛在動機。另基於減少相互交易成本之考量，政府應考慮

予原北水處員工優先議價之權，以緩衝渠等事業轉型空間，從另一個角度看，在

民營化的過程中，政府若能站在協助的立場，扶植原公務人員轉型進入民間貢獻

專業，至少有以下幾點好處：（1）減少失業率，以兼顧整個社會成本之均衡（2）

銜接時間最短，移轉過程最平穩。（3）公務人員本性善良，習慣奉法守法，不精

算計，日後與政府政策的配合度將會最高，亦即言，將來政府的交易成本當可維

持在最低水準。 

二、 物料管理人力資源： 

主司各式水管、水表、零件等料材管理與採購事宜；此類工作係配合例行性

汰換管線、更換水表等工程計畫，由北水處預先發包採購備妥後，再由委外施工

承商按進度或突發事件搶修需要，向北水處領料施作；此等作業方式造成北水處

上億的資金積壓、為放置大量管材、水表而衍生的土地庫房之倉儲管理成本，甚

至為管理物料，還特別花費數百萬元委外建置物料資訊系統，其中更為人詬病的

是，部分物料採購未能符合實際需要或原定計畫變更，肇致採購入帳後任由風吹

雨曬、生鏽老化，多年後終至報廢之命運，該等呆料金額令人咋舌，公部門浪費

                                                 
6 中興紙業公司民營化個案，是由員工自組公司承接移轉民營，不但對其他公營事業具示範效果

外，另由於該公司沈明峰董事長，原任職北水處專門委員數十年，係應當時國營會副主委林文淵

（北水處前任處長）之請，轉赴中興紙業公司任職，故中興紙廠民營化個案，對北水處十年以上

年資員工而言，別具意義。惟日前民營化之後的興中紙業鬧出董事長雙胞案內訌，肇致移送司法

與立法院質疑經濟部於民營化的過程中嚴重失職，實為民營化意外瑕疵（聯合報，民 94.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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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帑之害，莫過於此；此部分不論是否民營化，其實都應慎重考慮將物料採購與

勞務施工，依據工程或換表計畫結合成同一標案一次委外之可行性（連工帶料），

以兼顧成本效益，主要優點考量為：（1）民間業者對物料價格的敏感度遠較公營

事業強上許多，可減少訊息不對稱的問題（2）委外承商基於最小成本考量，不

會允許呆料情況產生，故採購物料與工程施作之間之配合效率將遠比現行制度良

好（3）公部門限於法令，採購程序繁瑣僵化往往緩不濟急，由委外承商自行結

合工程施作進度購置，將更具彈性（4）承商在市場競爭機制下，其倉儲管理遠

較公部門有效率，經由勞務承商與製造商結合之供應鍵，甚至可以做到零庫存的

境界，以國家最小交易成本的觀點來看，自應移轉承商管理為宜。惟因北水處各

項工程品質關係到民生用水之立即性及永續性，為避免承商偷工減料、延誤進度

等狀況肇致供水風險，合作對象與承攬合約應妥慎設計誘因與罰則機制。 

北水處現行物料管理人員其價值所在，乃為辨識上萬種管材、水表與各類零

件之專業能力，問題是民間業者之專業能力也不遑多讓，而且渠等員工多兼具相

關專業證照，此為北水處現行人員所不及，若加上薪資成本、年齡、體力、性別

等因素，北水處現行人員隨民營化移轉至業者之可行性恐怕不高。比較可行的是

安排至市府工務局、建設局、都市發展局等與工程有關之單位任職。 

三、 資訊處理人力資源： 

這個部分我們應先將資訊專業作一定義，並瞭解資訊服務等業界之發展趨

勢，以利正確分析。隨著資訊科技進步與教育普及，操作各類辦公室軟體，例如

ms-office、photoshop等能力，已不能視為資訊專業，只能算是職場就業基本能力，

此處所指公部門之資訊專業應至少滿足以下條件之一：（1）高普考試資訊職系及

格（2）實際從事應用軟體程式設計、更新維護、大型主機系統管理、操作等職

務，例如網路管理、Sun Microsystem大型主機管理等。接著我們來看看資訊服務

業之趨勢走向，據作者個人觀察與長期和資訊業者互動獲知7，企業界基於成本考

量，資訊軟體設計開發、維護管理，甚至相關的資訊服務產業，例如電話客服中

心，多以委外處理，尤其自從中國大陸與印度崛起，該二國已穩居全球資訊委外

                                                 
7 作者係資訊職系考試及格，有線電、無線電與電腦硬體維護、主機管理操作、程式設計等相關

工作經驗達十數年，在此謹提供個人職場觀察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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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工廠之地位；據悉目前台灣資訊服務業者已備感裁員壓力，節衣縮食力求自

保，若再加上年齡與技能升級等問題，恐怕民間並無吸納公部門釋出資訊人力之

容量與意願。 

再回頭檢視公部門資訊人力的發展，實是憂喜參半，吾人可從某些歷史脈

絡，窺見一二：（1）約莫於民國 70~85 年期間，資訊業隨個人電腦發展，全面啟

動之初，具備電腦技能之資訊人員極為搶手，尤其高普考資訊類及格人員，幾乎

均可隨個人意願挑選想去之公務機關，並且另外領有資訊加給之待遇，曾幾何

時，隨資訊教育之普及與大量人力之投入，自民國 85 年之後，業界吹起資訊委

外之風潮，公部門資訊人員地位已不若以往。（2）在資訊科技進步神速的情形下，

資訊人員其知識升級更新的壓力極大，一般來說，如果半年未再進修加強，大概

就已註定被淘汰之命運，在年齡與學習能力呈反比的狀況下，公部門的資訊人員

的專業已難與業界比較。（3）北水處應用系統開發工作，實際上也如淨水場模式

招標委外承作，本身僅具備維護之能力（4）可喜的是，由於資訊人員在電腦操

作使用的能力上，遠遠地優於其他行政企管人員，多數轉至行政、企管之資訊人

員，表現均稱良好。 

接下來評估的是，如果北水處民營化，資訊部門是否適宜切割成單項標案？

北水處資訊室目前主要工作除了主機硬體與網路管理外，軟體方面計有水費、表

籍、物料、公文、人事、會計等不同的應用系統，其中物料、公文、人事、會計

等行政管理資訊系統，原則上多係配合公部門規格設計或直接採用市場現有產品

略作改良，屬通用性應用程式，一般資訊人員稍作瞭解，即可介入修改、維護，

替代難度不高；因此，循這類系統而配置之相關人員，民營化後，由於介入成本

不高，業者基於成本考量，極可能以業者自有的資訊人力取代。北水處資訊系統

比較特殊的是水費、表籍系統，是類系統前端涉及各營業分處對外臨櫃收費、超

商與金融機構代收水費、抄表等作業，後端則涉及北水處高達 140餘萬戶的資料

庫管理及各類帳務處理，係北水處營運管理最主要之資訊工具，該資訊系統一旦

當機，北水處一半以上的用戶服務與帳務作業均將隨之停擺，其重要性自不待

言。綜前所述，吾人可知：（1）水費表籍資訊系統具備北水處之獨特性，維護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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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相較複雜，業界介入成本極高（2）由於該系統屬營運主要依靠工具，對經驗

不足之業者而言，介入風險過高（3）該系統涉及前端臨櫃服務與後端帳務處理，

不宜單獨切割成單項標案。 

綜合以上所述，在設計標案時，若將水費系統體系的相關作業，例如臨櫃收

費服務等（抄表的部分另有考量，留待後述）與資訊人力綁在一起，合為同案標

的，則民營業主礙於水費表籍系統之特殊性與複雜度，為迴避風險，其最小的交

易成本就是留用原北水處資訊人力；而就北水處資訊人員的立場考量，受制公部

門吸納空間有限、私領域資訊人力飽和、本身競爭力不足、轉型風險等因素，其

個人的最小交易成本是隨北水處民營化轉任；如此一來，不但民營業主與現有資

訊人員兩者具備了誘因相容的條件，對政府而言，也減少必須輔導轉業的承諾成

本，進而形成三贏局面，另外，如果公務人員移轉民營後，能夠激發原有潛力，

提升效率與服務品質，加上民眾受益的部分，就有可能達到四贏之最佳綜效。 

四、 企業管理職系人員： 

此部分人力分布在企劃科、業務科與各營業分處，其中部分企管人員由於層

級較低或能力問題，其工作內容與一般行政並無二致，故擬與行政部分一併後

述，此處所指企管職系人員主要係指高普考試及格、大學學歷之高素質人力，據

北水處內部統計資料與實務觀察，這部分極具生產力之人數，碩士者 30 人左右

加上大學學歷者不逾百人，就目前北水處而言，屬基層管理核心人力資源，渠等

工作內容大致為：（1）修訂法令規章事宜（2）配合市府指令，研擬北水處相關

作為，以落實政策（3）回應民意代表需求（4）內部品質管理之各類研究改善（5）

業務管理機制規劃與作業流程檢討。 

由於渠等工作內容之主軸係推動基層公共政策，相較民營業主將本求利的市

場概念，恐怕在渠等高知識水準之自我期許下，不易找到彼此共識的相容誘因；

職是之故，這類人力資源較佳之安排應是（1）安置於新設之自來水管制機構，

以持續發揮渠等專業（2）轉任市府其他局處研考、企劃、業務等相關職位，並

進一步培育成基層幹部。如此，對市府的長期整體交易成本始為比較有利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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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水表抄表人力資源： 

北水處尚有一類工作性質較為特殊的抄表人員，抄表作業屬勞力密集的工

作，抄表人員須持掌上型抄表電腦，挨家挨戶抄錄水表指針後，再回到各營業分

處透過個人電腦與抄表系統上傳抄錄水表指針資料，結合水費表籍系統計算民眾

用水度數；抄表數據係用戶水費、水源回饋費、廢棄物清除處理費、下水道使用

費等費用計算之重要依據。是類抄表人員配置於東區、西區、南區、北區與陽明

等五個營業分處，原採約雇方式計件報酬，人數約 120人左右，後於民國 82 年 8

月，抄表人員結合工會力量動用政治關係迫使北水處將渠等人員納入正式編制，

改領月薪制度，此舉違反抄表論件計薪本質之改變，已造成北水處人事成本上

升，抄表品質卻反向下降的惡果，此乃政治干擾公營事業經營之另一明證。 

水表抄錄指針正確與否，涉及後續各項計費作業與營收帳務，依據其作業性

質，制度設計即應以計件報酬為宜，方能建立維護抄表品質之誘因機制與最低人

力成本。原計件報酬制平均抄表成本約為 4.13 元/件，經北水處內部進行自動讀

表系統（Automatic Meter Reading System）8與抄表成本分析發現，自納編改制後，

民國 82~93 年的平均抄表成本上升為 12.22元/件左右，抄表成本增加數倍，其品

質卻呈下降情形。近年來由於抄表人員日漸老化、體力不繼與屆齡退休等因素，

北水處為改善抄表品質與降低人事成本，採取自有員工與委外抄表各半之作法

（自有員工 59人、委外人數 50人），由於委外平均抄表成本僅 5.17元件，原則

上政策將逐步走向委外抄表之方向9。 

本文認為只討論北水處抄表人力資源如何安置，則格局未免過於狹隘，吾人

應從社會整體成本的觀點來檢討抄表人力的適當配置，一般民眾日常生活當中，

除了水表外，尚有電表、瓦斯等兩種表是必須抄錄指針始能進一步計價收費，在

                                                 
8 自動讀表系統（Automatic Meter Reading System）簡稱 AMR或 AMRS，為電腦與通訊技術的
整合，即能源公司將用戶使用能源（水、電、瓦斯）的度數與使用狀況，透過電話線、網際網路、

GPRS等傳輸媒介傳回資料，以達能源公司計價收費、能源管理的目的。北水處 93 年與業者弓

銓公司合作，進行電子式無線自動讀表系統之研究，於各定點測試電子水表性能，惟因電子式讀

表系統建置成本甚高，且技術、市場尚未成熟，故暫行擱置。有關自動讀表技術資訊，讀者可參

考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委託財團法人中華建築中心研究報告《數位化水、電及瓦斯自動讀表系統在

建築物能源監測之應用與推動辦法之研擬》（民 93.12）。 
9 北水處業務部門於 93 年底針對「因為政策改制而衍生抄表成本變化」進行研究，資料統計期

間為民國 80 年~93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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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自動讀表系統尚未成熟之前，必須仰賴勞力密集之抄表人力，職是之故，若

能三表整合，則應有以下效益：（1）對委外抄表承商而言，三表整合即表示抄表

標案的單價上升，在利潤增加的誘因下，會吸引更多的廠商加入這個競爭市場。

（2）對自來水、電力、瓦斯業者而言，整合可以降低渠等委外抄表的成本。（3）

對民眾而言，台灣治安每況愈下，民眾多不願陌生人進入生活空間干擾，若能三

表整合，至少可減少擾民二次（4）對國家而言，抄表人力能整合運用、相關企

業能降低成本、能減少干擾民眾生活次數，就是交易成本的極小化。 

六、 總務行政人力資源： 

無論公部門或私領域類似行政等業務，因門檻較低容易替代，致此類人力市

場供過於求。北水處這方面的人力主要有一般行政、經建行政與少數基層企業管

理等職系人員，廣泛配置於資訊室、企劃科、業務科、總務科、物料科、財務科

與東區、西區、南區、北區、陽明等各營業分處，工作內容多為文書處理、行政

總務、車輛駕駛、駐衛警力等一般例行性事務；北水處規劃民營化時，其中駐衛

警力可考量移撥翡翠水庫管理局，以補其水源保護區巡邏警力之不足；車輛駕駛

則具備大型水車送水之特殊經驗，於搶修災情或支援送水時，益顯其重要性，若

無法順利移轉至民營業者，則轉任消防局、工務局、環保局駕駛大型車輛，應是

不錯的選擇；文書處理與行政總務等通用性人力，由於在私領域也是競爭力較弱

的族群，恐怕市府必須事前空留相關職缺予以消化。 

七、 一條鞭系統10： 

至於人事、會計、政風等一條鞭系統之人力，由於此部分之法令多以公務防

弊措施著眼，難免影響組織在人員與經費運作之彈性，民營化之後，相關公部門

稽核、內控機制必須移出事業機構轉至管制單位執行，方可配合民營化之原始動

機，提昇事業經營效率與效能，至於此部分人員則可循原獨立系統妥慎安置。 

 

 

 

                                                 
10 我國現行政府機關內控督察制度為確保職權充分發揮，人事、主計、審計、政風等系統在人

員派免、調遷、訓練、考核、獎懲等均自行辦理，成為一條鞭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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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營運績效評估 

 

績效評估（performance evaluation）是由管理大師 Peter F.Drucker（1990）提

出，他認為績效乃是企業存在的理由，管理的目的在於提高組織績效；績效評估

與目標管理11應用主要在企業界，強調個人目標與組織目標相結合的績效評估方

式，組織的績效必須評核內容，而績效管理較目標管理更重視組織的整體價值與

質化的績效目標；且績效評估與績效衡量、績效追蹤密切相關，因而績效評估不

僅具有誘因機制，也是一項管理工具（李允傑，1999；郭昱瑩，2001）。故績效

評估原是企業用來衡量評鑑組織及成員在某一段時期的工作表現，並將結果用來

激勵員工、提供員工回饋、瞭解企業現有人力資源、協助員工生涯發展及組織未

來的策略制定等功能（陳慶安，2000；郭昱瑩，2001）。 

將相同的概念應用於公部門的績效評估，亦是評鑑機關於某一特定時間內的

表現，並提供公務人員工作回饋資訊，期能為公部門持續注入績效提升的能力。

若將評估理論以時間區分，可分為事前、事中、事後評估，分別針對政策發生的

先後順序每個部分加以評估，其與以政策實施過程區分之預先評估、過程評估（執

行評估）、結果評估，具相同的意義。而就績效評估理論類型而言，以績效之標

的區分，可分為個人績效評估、政策績效評估及組織績效評估（李允傑，1999）。

就個人績效評估而言，比較知名的有作業基礎成本法（activity-based costing，

ABC）、及平衡計分卡等方法。至於政策績效評估主要係針對政策相關成本與是

否達到目標進行評估。組織績效評估的主要步驟則是界定任務、選擇衡量目標的

指標、衡量並評鑑達成目標的程度；績效評估對組織而言，有評估及發展兩個項

目，藉由績效評估可診斷現況，激勵表現良好的員工，並研擬未來發展的方向。

績效評估與激勵制度的關係可由三個激勵理論簡要敘述，由目標設定理論

（goal-setting theory）而言，設定愈明確且愈困難的目標，可使員工有較高的績

                                                 
11 目標管理 MBO ( Management by Objective )：在 1957 年杜拉克(Peter F.Drucker)所著企業經營演
練(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一書提及目標管理與自我統御，目標管理要求組織內的每一個人及

各級部門全力配合公司目標，對於份內工作設定目標、決定方針、編定進度，以最有效率的方法

去達成，然後定期檢討、評核成果，作為下期設定目標與方針的參考，而且周而復始循環。因此，

一個公司如能順利實施目標管理，當然可以強化該企業的體質，並且發揮組織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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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就加強理論（reinforcement theory）而言，一旦組織績效良好並受到獎勵時，

則可使組織接續表現更好。以期望理論（expectancy theory）而言，員工與組織的

績效將會視其是否會得到獎勵及該獎勵的吸引力而定（丘宏昌，1997；郭昱瑩，

2001）。本節即擬以組織績效評估的角度分析北水處民營化之利弊得失。 

績效（performance）在不同的環境下，針對不同的對象會有不同意義，對國

家而言，績效可能表示著政策的效能；對民眾而言，可能是服務品質的落實；而

對民意代表而言，可能又是另外一種不同的意義。因此，吾人應先行由績效涵蓋

面去瞭解績效的意義。所謂績效，包含效率（efficiency）與效能（effectiveness）

兩個層次的意義。效率是產出與投入的比率來測量，效率與效能的根本區別在

於：前者係指達成目標所需之人力、費用、成本以及產出，通常以大量化的形式

作一比較；而後者係目標達成的程度，亦即將實際成果與原訂的預期效果作一比

較；此二者的衡量，前者成本利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是指對政策運用

的全部投入與產出的貨幣成本和利益所得出的淨利益（net benefit）；後者是成本

效能分析（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則是補充有些政策無法用市場幣值加以表

達的情形下，而採用計畫達成相同目標的單位成本或相同單位成本達成自標的效

能程度（李允傑，1997）。一般來說，私部門較易使用效率來衡量績效，例如公

司銷售量、產量、營運成本等皆可量化；但公部門績效則不易量化，多以效能來

衡量。 

自從政府改造（government reengineering）與行政革新（administrative reform）

成為當前各國推動「向企業學習」之趨勢後，即使公部門是否可完全比照企業經

營模式轉化為所謂「企業型政府」，仍存在許多歧見；但是，學界多已普遍認同

「績效導向」制度的建立關係行政革新的成敗（吳瓊恩等，2000）。績效評估用

來檢驗行政效率與生產力，並輔以獎懲制度，也是一種誘因機制，定期的績效評

估對於一個現代化的企業組織，亦是一種瞭解組織運用資源的重要管理手段。 

就功能層面，公部門的績效管理包括三類活動：（1）績效評估（performance 

evaluation）：係指一個組織試圖達成某項目標、如何達成與是否達成目標的系統

化過程；績效評估的對象並不是個人的績效，而是組織績效為主。據此，有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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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基本上，績效評估是任何利用追蹤與評估組織績效的過程。（2）績效衡量

（perfomance measurement）：為了進行績效評估，我們必須設計一套足以衡量組

織目標的實現程度之指標系統，俾能進行不同機關與不同時期的比較；用來衡量

公共計畫成果的指標，通常包括量化與質化指標兩大類。（3）績效追蹤

（performance monitoring）：係指對於公共計畫的目標與過程所進行的持續性考核

與記錄，通常著重低層次目標的考核，如工程進度是否落後？預算是否按預定計

畫支用（陳金貴、丘昌泰，1998）。 

Flynny於 1997 年針對績效測量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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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經濟（economy）： 

經濟指標係關心「投入」的項目，如何使投入項目作最經濟有效的利用；進

一步而言，經濟指標係以「最低可能成本，供應與採購維持既定服務品質的公共

服務」（Carter,Klein and Day,1992）。主要是從「數量」的觀點評估投入是否符合

經濟原則。 

二、效率（efficiency）： 

係指投入與產出的比例或投入轉化為產出的比率，效率是關心「手段」的問

題，而這種手段經常是以貨幣的方式加以表達與比較。進一步延伸為配置效率

（allocative efficiency），係指機關所生產的許多不同服務水準是否能夠滿足利害

關係人的不同偏好。易言之，政府各類資源配置比例是否符合社會民眾的偏好順

序，即是分配效率的問題。公共選擇學派的中心思想即認為政府行政程序沒有市

場機能那樣強力促進效率的作用（Rhoads，1984）。有個例子可說明問題，四川

邛崍縣原自來水廠實行民營化後，職工人數從 100 多人陡降至 12 個人，更加別

出心裁，把幾十年一貫的白天生產改為晚間作業，利用分時電價優惠，成本下降

一半，在按照成都地區平均水準定價的情況下，民營水廠仍可盈利豐厚。這說明

了一點「資本會想盡一切辦法增加利潤」，此誘因動力持久而強烈，是行政力量

永遠做不到的，所以，即便有些地方的公用事業還「官辦」得不錯，也該讓位給

民營企業去經營，俾利以資源的利用率更高，全社會的效率更高（盛洪，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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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效能（efffectiveness）： 

既然生產效率容易忽略無法量化的公共服務，配置效率過程又不易理解，因

此吾輩可以轉而評估公共服務的效能如何？所謂效能通常是指公共服務是否實

現標的（targeting）的程度，例如，是否讓那些希望接受服務的使用者得到應有

的服務，通常以標的團體使用者佔所有使用者的比例、標的團體使用佔所有標的

團體人口總數等加以表示。效能又可稱為公共服務對於標的團體狀況或行為的影

響（impact），如使用者福利狀況的改變幅度、使用者滿意程度、政策目標的成就

程度等，因此，所謂效能係指公共服務符合政策目標的程度，通常以產出與結果

之間的關係加以衡量；效能關心的是「目標與結果」的問題。 

四、公平（equity）： 

公平指標係顧客滿意導向的公共服務中，受到社會各界重視的新指標，他主

要關心的問題是，接受服務的團體或個人是否都受到公平的待遇，需要特別照顧

的弱勢團體是否能夠享受更多的服務。故公平指標通常係指接受公共服務的團體

或個人所質疑的公正性而言通常無法在市場機制中加以界定出來。公平性指標相

當難以衡量具體的指標包括：使用者在地理上的分布狀況、使用者在不同顧客群

體中散布情形、在顧客群體中獲得服務的訊息流通性、潛在使用者可以接受服務

的程度等，據此而言，公共服務如果要將公平指標予以列入，其困難度會更高

（Nutley & Osborne，1994）。 

 

任何績效評估，首先便是確認「目標何在」，吾人該用什麼標準判斷績效良

窳？所謂目標代表著決策者想要努力達成的方向，是故，目標為績效衡量的基

準，目標達成度乃是衡量組織效能的方法。Drucker 認為目標應是「在績效或結

果會直接影響組織生存或發展所必需之東西」，故目標具有下列四項功能（劉錦

龍，1994）：（1）為決策的規範及作為選定策略的依據。（2）作為績效測度的基

礎。（3）作為溝通協調的工具。（4）目標具有激勵的功能。職是之故，吾人進行

評估北水處營運績效之前，應先確認其營運之目標為何，本文之前曾列示北水處

施政重點計有：水資源共享、規劃長程供水建設計畫、推動供水管網改善、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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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水型城市、提升溫泉品質及管理、維持優良水質、務實推廣自來水生飲、提供

優質創新服務、規劃營造公館至新店溪沿岸休憩園區等九個政策目標。由上述文

字可以得知，公營型態的北水處是站在政府施政的立場，以維持社會公平之政策

目標為主，其次才是經濟效率；至於民營化之後，民營業者基於成本效益與企業

生存之考量，其經營目標勢必將經濟效率置於社會公平之前。因此，政府於設計

績效評估制度時，應作不同於公部門之考量。 

公私部門的組織特性不同，因此設計的績效指標自然應有所差異。英國學者

Carter、Klein and Day等人曾提出以下變項以說明公私部門在績效管理的差異： 

一、所有權（ownership）：公部門組織在政府法規限制下運作，追求的是政治和

社會目標，因此績效衡量的困難度遠高於私部門，私部門可藉利潤來衡量績

效，但公部門就不太可能單純以利潤計算績效成果。 

二、交易狀況（trading status）：例如警政在經濟制度方面就不具交易狀況，而

銀行就有交易狀況。就非交易狀況的組織而言，即不宜設定營利性績效指標。 

三、競爭程度（degree of competition）：柴契爾政府特別鼓勵公部門應有較高的

競爭力。例如警政的競爭程度就較低，而銀行的競爭程度就較高。 

四、政治責任（political accountable）：受到公眾監督的組織，例如警政、法院、

監獄，其設定的績效指標就必須考慮與政治責任有關的因素。 

五、異質化程度（degree of heterogeneity）：指提供不同的產品或服務的數量而

言。產品單純的組織較產品異質性高的組織容易設計其績效指標；例如法院

的異質性低、全民健保的異質性就較高。 

六、複雜化程度（degree of complexity）：指組織在提供服務或生產財貨時，所能

動用的技術數量。可動員的技術愈多，其相互依賴度就愈高，則績效所有權

就較難被確認。 

七、不確定性程度（degree of uncertainty）：指手段與目的之間的關係，亦即輸

入資源與達成既定目標間的因果關係；例如，警政的不確定性高，而法院的

不確定低。因此警政的績效指標就比法院更不易設計。 

八、管理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authority）：指中央與周邊的制度性關係，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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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有複雜的管轄結構和責任劃分，如軍隊和教育機構，此皆會影響到其績效

的設計。 

九、自主性程度（degree of autonomy）：如有專業社群以專業知識來為組織設定

目標、規章及考核制度者，則組織的自主較低。 

 

以經濟構面而言，關心的重點是「以最低可能成本，供應與採購維持既定服

務品質的公共服務」（Carter,Klein and Day,1992）。吾人可由所有權與交易內涵兩

方面來分析；截至民國 93 年 12月止，北水處總資產為 607億 4,709萬元，其中

自有資本為 524億 1,768萬元，負債 83億 2,941萬元，民國 93 年收入 50億 6,208

萬元，支出 45億 5,014萬元12。另以商業周刊第 911期（2005.5.9）針對「台灣

服務業一千大」的統計顯示，北水處總資產高居排行榜第 17名，但營業收入卻

僅排名第 184名、淨值報酬率第 493名、營收成長率更落居第 684名；由上述數

據獲知，就所有權來說，政府歷年於北水處投資的六百餘億元資本，每年業主權

益投資報酬率僅 1.06%左右，顯然相較其他民營企業報酬率為低，故可確認不是

一個「經濟的投入」；另公民營企業各類數據顯示，同樣的資源，民營企業亦較

公營事業產生較佳的資源配置與產出；易言之，同樣的資本投入，民營化應會是

較佳的經濟投入。至於交易狀況內涵方面，公營型態是公部門對民眾的關係，在

民意機關與輿論的壓力下，原則上必須以普及供水、降低水價等非營利項目為優

先的政策目標，實不宜設定營利性績效指標。民營化之後，則是私部門對民眾的

關係，民營業主基於成本效益，將本求利，於組織內部勢必自行設定營利績效指

標，求取管理效率之極佳化。綜據前述資本所有權與交易內涵的分別說明，吾人

獲知，就經濟構面而言，公營型態的北水處必須付出目標設定多元、將營利目標

置於最後考量、接受投資報酬率遠低於民間企業化的交易成本。就這個部分而

言，民營化的交易成本應可預期低於公營型態所支出的代價。 

就效率構面而言，我們可由競爭程度、管理結構與自主性程度等三方面來分

析；目前北水處因長期處於公營獨占保護之下，不論組織或員工本身渠等市場競

                                                 
12 資料來源：臺北市議會第 9屆第 5次大會，臺北自來水事業處工作報告（民 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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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力相較民營企業員工或組織均略顯薄弱，為了避免民營化步入公營獨占的後

塵，前文曾建議，於規劃民營化時應將原本整體性任務，往下加以分項切割、分

案招標，以形成市場競爭機制，市場愈開放，競爭機制則將愈強，各類績效才能

良性循環，後續的評估成本始能隨之降低。至於管理結構方面，目前北水處受限

於公部門僵化的人事、會計與獎懲制度，層級組織礙於防弊與政治控制優先、法

規約束綁手綁腳等因素，肇致無法適時因應民眾需求及時調整，加上民意機關政

治干擾，公營型態的自主程度當然不佳；相較民營組織管理的結構，因民營業主

基於專業生產與流程管理設計，人事制度上，合則用不合則退，比較沒有冗員生

存空間，利潤導向並且摒除公部門類似法令的約束，因此較能因應市場變化，彈

性調整各項作業，自主程度相較公部門彈性許多。 

就效能構面而言，吾輩可由異質化程度與複雜化程度兩方面來分析；公營型

態主要追求的是政治與社會目標，其次才是經濟績效；一方面要配合公共政策的

政治正確，另一方面又被要求達到帳務績效，對北水處而言，最明顯的例子就是

被要求編列數千萬元預算，配合宣導節約用水，吾人須知，依據市府規定北水處

在財務上必須自給足，而其最主要的營收來源就是水費，不論就市府、道德或是

資源永續的立場，宣導節約用水無可厚非，但是，站在北水處企業經營的立場，

民眾節約用水就代表著收入的減少，而被迫編列預算配合宣導節約用水，更無異

落井下石，試問有何民營企業拜託民眾少買一點自家產品呢？ 

由此我們可以確認，公營事業之目標異質化程度甚高；至於政治社會目標與

經濟目標兩者，後者當可依據各類營運數據、歷年統計曲線設定績效指標，甚至

可與性質類似的公用事業做一比較。惟前者政治與社會目標則因涉及各項公共政

策的背後，本來就是各方利益團體政治的妥協結果，若以機會成本的概念來看，

更是莫衷一是；職是之故，吾人可斷言公部門目標效能之異質程度當遠高於民營

企業，易言之，公部門的目標效能恐怕不易設定渠等評估指標。這方面若採取功

能分割，分由不同的民營企業，依據各自的專業領域接手，單純化渠等經營目標，

由管制機構擋住所有的政治包袱，則民營化之後的各個單項功能異質程度將必然

相較公營型態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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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複雜化程度方面，目前公營型態的北水處並沒有類似利潤中心或責任中

心的制度，組織內部相互依賴度很高，於各類檢討會議時，爭功諉過的情形每月

可見，在訊息不對稱、拿不出具體事實證明的狀況下，難以辨認獎懲，即使高層

心知肚明，礙於內外均有政治交互影響的狀況下，衡量個人交易成本之後，恐怕

也是多一事不如少一事罷了。民營企業則基本上係以獲利極大化為目標，在此前

提下，其組織運作的複雜度當然相較公部門單純許多。 

就公平構面而言，應從政治責任與不確定性兩方面來分析；如前述，目前北

水處其資本源自政府、人民，在政治上自有維持社會公平的責任，亦因如此，伴

隨而來的具體職責包括：配合宣導節約用水、高地偏遠地區的虧本供水、無償支

援經濟部台水公司缺水地區用水、耗費鉅資配合市政各項建設，甚至某些居民因

平日有山泉水使用而拒接自來水的區域，遇乾旱山泉水枯竭，找上民意代表要求

水車送水時，北水處礙於日後預算審議等政治考量，也只好假市民服務之詞照辦

了事。惟一般市民可能並不知道水車支援送水之機制係基於緊急救災而設，出勤

成本甚高，包括車輛與送水帶的折舊、油料、駕駛與加班費等人事成本，一趟至

少新臺幣 3000 元以上，若將同時間其他意外發生的機率、交通事故、時間等機

會成本計列在內，實際上的交易成本恐怕更高；如果缺水肇因可歸責於北水處，

支援送水自然無可厚非，但其中令人爭議的是，缺水問題的背後真相往往是該類

民眾平日有山泉水可用時，拒接自來水逃避付費的責任，但在無山泉水可用時，

卻動用民意代表扣上市民服務的大帽子，迫使北水處釋出公部門資源就範，此類

假借市民服務之特權，對申裝自來水繳交水費的民眾，其公平性又在哪裡？由這

點我們也可以看到，公營事業除了被賦予彼此矛盾的政策目標外，也由於預算、

法案審議權的桎梏，必須付出民意代表與政府高層「非正式影響力」的交易成本。 

綜前所述，本文擬由評估組織績效的角度，縱軸採 4E（economy、efficiency、

efffectiveness、equity）概念，橫軸酌取所有權、交易狀況、競爭程度、政治責任、

異質化程度、複雜化程度、不確定性程度、管理的結構、自主性程度等不同變項，

交互比較北水處民營化績效評估之交易成本，分別論述如下（如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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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北水處民營化績效評估交易成本比較表 

比較項目 公營型態 民營型態 

經濟 

economy 

1. 所有權：政府歷年於北水處投入

六百餘億元資本，而每年業主權

益投資報酬率僅 1.06%左右，相較
民營企業報酬率為低。 

2. 交易狀況：公部門對民眾的關

係，對公部門而言，不宜設定營

利性績效指標。 

1. 所有權：公民營企業各類數據顯

示，同樣的資源，民營企業較公

營事業可有較佳的資源配置；易

言之，同樣的資本投入，民營化

會是較佳的經濟投入。 
2. 交易狀況：私部門對民眾的關

係，民營業主基於成本效益，將

會於組織內部自行設定營利績效

指標。 

效率 

efficiency 

1. 競爭程度：長期公營獨占，不具競

爭力。 

2. 管理結構：受限於公部門僵化的人

事與獎懲制度，層級組織無法適時

因應民眾需求及時調整。 

3. 自主程度：政治控制優先，法規約

束綁手綁腳。 

1. 競爭程度：若能分項往下切割，則

市場愈開放，競爭機制將愈強。 

2. 管理結構：民營組織結構係基於專

業生產與流程管理設計，較無冗員

生存空間。 

3. 自主程度：無公部門類似法令約

束，較能因應市場變化，彈性調整

各項作業。 

效能

efffectiveness 

1. 異質化程度：主要追求的是政治與

社會目標，其次才是經濟績效；後

者可依據營業數據設定績效指

標，惟前者因涉及各項政策效能與

各方利益團體的異質性，不易設定

評估指標。 

2. 複雜化程度：沒有類似利潤中心或

責任中心的制度，組織內部相互依

賴度很高，難以確認績效獎懲。 

1. 異質化程度：經營目標單純，沒有

政治包袱，若採取功能分割，則各

單項功能異質性程度將相較公部門

為低。 

2. 複雜化程度：民營企業基本上係以

獲利極大化為目標，在此前提下，

其組織將相較公部門單純。 

公平 

equity 

1. 政治責任：資本來自政府，自有維

持社會公平的責任。 

2. 不確定性：礙於營運目標具備經濟

與政治的交叉異質，難以估算輸入

資源與成果之間的因果關係。 

1. 政治責任：可由管制機構擋下政治

干擾，民營業者則無政治包袱。 

2. 不確定性：完全依契約內容與相關

法令經營，不確定性低。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本文要強調的是，吾輩論事斷不可只求表面公平，如果大家能夠站在國家整

體的立場，藉由機會成本與交易成本的觀念仔細思考，我們會發現其實在公部門

因特權介入而導致的組織內部與外部的不公平現象，搞不好比我們擔心民營化失

衡的顧慮還要影響深遠？許多公共政策的背後又何嘗具備符合經濟理論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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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至於在不確定性方面，公部門礙於營運目標具備經濟與政治的交叉異質，

各項政策往往因為一個不經意的政治意外，就得改弦更張，其不確定程度甚高。

例如北水處的自來水園區經營政策就曾經因為前後政務官理念背道而馳，造成北

水處經費上的巨大虧損與騎虎難下之困境；北水處前任首長耗資一億餘元，費時

年餘完成興建自來水園區對外營運，後任首長則執意推翻前任政策，不但決定停

止一切自來水園區的後續投資，甚而計畫改成一般公園，意欲讓渡給其他局處。

然而，就在所屬事務官刻正依據政務官決定，進行後續幕僚作業的同時，適臺北

市政府馬市長為與臺北縣淡水的左岸風光相互較勁，指示沿著臺北市區南端堤

岸，全力開發公館新店溪岸親水園區
13。頓時，北水處政策改弦易轍，反而投入

更多的經費、人力？政務官更是從消極排斥到積極支持，一百八十度大轉彎的態

度迴然，實令事務官無所適從。 

姑不論前後政務官經營理念是非對錯，但是政策反覆而衍生的幕僚規劃、資

源轉換、文書來回、政策揣摩與時間耗費等大量組織運作的成本，造成組織內部

空轉，卻是不爭的事實。而這還僅是冰山一角，若民眾知悉大部分公共政策的制

定過程反覆曲折，往往並未經過政策辯論的審慎思考，又怎能信任公部門的政策

目標與做事能力呢？同時，由於公部門這種不確定程度極高的關係，後續輸入資

源與成果之間因果關係的評估，當然難以落實執行。反觀，若北水處走向民營化，

並配套設置由學者、專家甚至民眾組成獨立自主之管制機構，全力隔絕一切政治

干擾（例如冗員安插、關說升遷、影響自來水管線設置規劃、標案爭取、採購規

格影響、政務官道德危機等）並主導自來水供水的社會公平責任，制度性卸除北

水處經營者之政治包袱，則民營業主的各類經營始可完全依據契約內容與相關法

令，就自來水生產、供水、行銷等專業技術，進行經濟而有效率之營運，渠等不

確定性的程度才能預期沒有現行公部門的複雜嚴重；在這種情形下相關高官、民

                                                 
13 公館新店溪岸親水園區：台北市政府計畫在公館至新店溪沿岸，開闢一塊親水園區，由北水

處負責規劃，協辦局處有工務局、文化局、發展局、公園處、交通局、教育局、主計處等局處，

預計九十五年底完工。屆時將有腳踏車棧道、沙灘排球、古蹟咖啡區及夜間輕鬆 PUB 區供市民

休憩之用，北水處和發展局規劃將這片座落新店溪畔的河濱區域，劃分為「水沙漠古蹟景觀區」、

「綠炫林蔭道」和「萬盛溪濕地復育區」，由於鄰近有寶藏岩文化區和濕地復育的自然生態，河

濱將規劃 pub street，搭配賞景座椅及燈光，加上音樂及露天 bar 台，夜間即成為輕鬆 pub 區，白

天為古蹟咖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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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若意欲染指，渠等行徑被媒體揭露風險成本將遠較公營型態高上許多，同時由

於業者將本求利的生存壓力，誘因本質上就會比公務員更精於也更在乎算計各類

成本；也就是說，業者基於生存壓力與營運績效勢必會盡一切力量排除不必要的

成本，在上述條件制衡下，組織運作的管理交易成本自會相較減低許多。 

 

 

第四節 小結 

 

本章分別由「誘因機制設計」、「人力資源轉型」與「營運績效評估」等三個

關鍵問題，逐一探討北水處民營化之市場交易成本，作者認為只要掌握住關鍵問

題，針對核心的交易成本慎思明辨，則至少可釐清問題的來龍去脈，應可達到解

決問題的目標。經由前述各節的分析，吾人可知渠等內涵主係分別對應管理交易

成本的「組織改變成本」、「資源移轉成本」與「組織運作成本」。就管理交易成

本的角度而言，不論北水處走向民營化與否，組織內部誘因制度的設計絕不容忽

視，惟有設法建立政府、政務官、事務官與相關承商的誘因相容機制，才能期待

良性循環的組織效率，否則即使引入平衡計分卡、策略管理等企管理論，最後也

將淪為曲高和寡之空談；此外，無論從政治或經濟的觀點來看，各類資源以人力

資源最為難得，所謂國家以人才為本，政府當以宏觀的角度，多面向審慎斟酌人

力轉型，國家整體的社會交易成本才能降至最適化，分述如下： 

一、 誘因機制設計：主要對應組織改變成本，誘因機制若設計得當，則政府只

需設定類似服務水準等指標，相較公營型態而言，政府管理成本將會降低；

惟事前應予政務官相當程度的安排承諾，提供其落實民營化政策的誘因，

北水處民營化的主導權應掌控於臺北市政府手上，以確保落實政策執行；

另亦應制定保障現職人員工作權的法令；大多數用水民眾服務品質提升，

但偏遠地區或高地民眾的服務必須另設調整機制。 

二、 人力資源轉型：主要對應資源移轉成本，市府需預留其他局處職缺，以解

決多餘人力，同時協助員工訓練第二專長，輔導轉任；另可協助水、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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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斯等業者進行三表整合事宜。至於原有作業項目則必須妥慎分割工作，

俾利成案招標時，建立誘因機制。藉由公私部門人力資源的流通，達到功

能性整合，進而使國家整體抄表成本降低；個人轉職的適應成本、風險成

本可隨標案的配套設計降至最低，公部門人力若能順利轉型，除了失業率

可予降低外，社會亦可因為人力資本增加獲益。 

三、 營運績效評估：主要對應組織運作成本，應設置獨立自主的管制機構，以

隔絕政治介入營運層面，同時仍需配合單項功能特性，拆解分項成案招標，

以建立專業競爭機制，諸如宣導節約用水或不具經濟誘因之公共政策，必

須考慮編列經費補貼。由於另外設置管制機構，相較現行公營型態將會增

加些許管制成本。高官、民代介入經營層面的風險成本將遠較公營型態高

上許多，亦即言，維運方面政治干擾的成本將會下降。整體而言，執行面

營運績效將遠比公部門透明有效率，但是相關政策配合成本則會增加。 

 

新公共管理（New Public Management）的基本意圖係導入企業管理的精神，

進而趨使「公共行政內部經濟化」，但是由於企業精神獲利導向的成功標準與公

共組織非營利、公益取向的目標是有所衝突的（Boseman，1993），有鑑於此，

理論上必須設計出一種能具有競爭又配合實況的環境激化組織效率（詹中原，

2001）；前章與本章均曾提到「功能拆解」的配套措施，即係基於此理念而延伸

之具體實務設計，主要功能如下： 

一、藉助公部門（管制機構）與私部門（自來水經營）的分割，先行在制度上隔

絕政治干擾，以純化目標效能。 

二、同時於私部門部分，分別按照生產、供水、行銷等不同的功能特性繼續往下

切割，進一步創造市場競爭機制，並得以發揮專業，俾利提升經營效率。 

綜據前述具體作法，即可一方面導入私領域企業精神，另一方面則仍維持住

公部門的正義理念，雙管齊下、公企併治，跳脫為民營化而民營化之謬誤，北水

處民營化方能獲致預期之營運績效，民營化而衍生的相關管理交易成本也才能降

至最低程度（本章各節論述內容綜合整理如表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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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北水處民營化管理交易成本比較表 

比較項目 誘因機制設計 人力資源轉型 營運績效評估 

對應核心 

交易成本 
組織改變成本 資源移轉成本 組織運作成本 

配套措施 

1. 事前應予北水處首長

相當程度的安排承

諾，提供其落實民營

化政策的誘因。 
2. 北水處民營化的主導
權應掌控於臺北市政

府手上，以確保落實

政策執行。 
3. 制定保障現職人員工
作權的法令。 

1. 市府需空留其他局處

職缺，以解決多餘人

力。 
2. 協助員工訓練第二專

長，輔導轉任。 
3. 協助水、電、瓦斯等
業者進行三表整合事

宜。 
4. 必須妥慎分割工作，
俾利成案招標時，建

立誘因機制。 

1. 應設置獨立自主的管

制機構，以隔絕政治

介入營運層面。 
2. 仍需配合單項功能特
性，拆解分項成案招

標，以建立專業競爭

機制。 
3. 諸如宣導節約用水或

不具經濟誘因之公共

政策，必須考慮編列

經費補貼。 

民營化後 

交易成本變化 

誘因機制若設計得當，

則政府只需設定類似服

務水準等指標，相較公

營型態而言，政府的管

理成本將會降低。 

1. 藉由公私部門人力資

源的流通，達到功能

性整合，進而使國家

整體抄表成本降低。

2. 個人轉職的適應成

本、風險成本可隨標

案的配套設計降至最

低。 

1. 由於另外設置管制機

構，相較現行公營型

態將會增加些許管制

成本。 

2. 高官、民代介入經營

層面的風險成本將遠

較公營型態高上許

多。亦即言，維運方

面政治干擾的成本將

會下降。 

其他效應 

大多數用水民眾服務品

質提升，但偏遠地區或

高地民眾的服務必須另

設調整機制。 

公部門人力若能順利轉

型，除了失業率可予降

低外，社會亦可因為 

人力資本增加獲益。 

執行面營運績效將遠比

公部門透明有效率，但

是相關政策配合成本則

會增加。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