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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管理理論於實務上的運用 

施政計畫管制考核制度的建立是基於行政三聯制的一貫精神、早

期運用計畫評核術，目標管理等理論與技術，1980 年代新公共管理

成為各國政府從事行政革新或政府再造的主要基礎後，相繼導入「績

效管理」、「公共政策管理」等現代管理理論。 

一、行政三聯制 

 總統  蔣公於民國 29 年在重慶中央訓練團演講「行政的道理」

講稿中，提出行政三聯制的運作理想，其影響研考制度以及行政

革新的發展至深且鉅。蔣公的行政三聯制，基本上即是從系統分

析的觀點闡述行政運作的原理，蔣公認為一切的行政活動，都可

區分為計畫、執行、考核等三部分，至其關鍵則在於一個「聯」

字。其指出過去中國行政由於不注意這三者聯繫上的作用，因而

發生許多弊端，如各級政府擬定計畫都是零零碎碎，沒有輕重緩

急，互不相關，甚至彼此衝突或重複浪費，而且沒有根據以前計

畫執行與考核結果與經驗，重蹈許多不可避免的錯誤；又計畫與

執行沒有密切配合或是計畫係閉門造車，與實際執行狀況脫節，

致計畫不可行，或是計畫策定完成後，沒有付諸執行，計畫目標

落空；再者，是執行與考核沒有相互銜接，或執行而不考核，則

真正執行到什麼程度，無從知道，有頭無尾，不能貫澈達成既定

目標，或是考核結果存查了事，沒有作為改進執行或再計畫的參

考，形成形式文書作業，沒有發揮考核的積極功能。 

 因此，將公的行政三聯制便是將中國的行政運作予以系統化，以

形成一完整周密的整體，並透過反饋循環持續不斷的過程，來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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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政的革新與發展6。 

   「行政三聯制」的精義，可以下列一段話為代表：「實行三聯

制的行政中，在計畫之先，應先看看以前執行考核的結果，因時、

地、人、物而設計；在執行的時後，也要忠實去實現計畫，不可

自作聰明，左右刪改。在執行當中或執行之後，要嚴密考核，不

許那一部分有著官僚主義祇知應付的毛病，然後又將執行和考核

的結果，為下次擬定計畫作參考。如此循環不斷，一貫連串下去，

方可收三聯制的實效。這就是三聯制的整體性作用7。 

   「行政三聯制」點出了計畫執行的真正問題，施政計畫管制考

核制度，就是根據先總統  將公「行政三聯制」的精神，綜合現

代企業管理、公共行政的原理與計畫管理實務而制定。後來的學

者或研考實務專家不斷從現代政策科學的角度加以闡述行政三

聯制與管制考核制度的關係。魏鏞8就科學管理原則認為管制考

核制度過程係依照系統原理設計，在施政計畫投入管考時，一面

運用管考系統，包括各項管理資訊、人員與規定程序；一面運用

管制考核各項作業方法，以推動計畫的執行。在施政計畫執行過

程中，不斷發現執行偏差或瓶頸，經內反饋予以排除困難或修正

計畫，再繼續執行。於計畫執行完成產出後，再依外反饋包括社

會輿論的反映及考核評估的結果，作為下年度再計畫的依據。他

認為要有效發揮業務控制系統的效能，有 3項法寶：第一、健全

                                           

 
6 謝嘉梁手稿，「蔣公行政三聯制之原理---從現代政策科學的角度加以闡述」，行政院研
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檔案。 

7 同註 6，引用謝嘉梁手稿。 
8 見魏鏞、趙達瑜、黃競涓，中華民國政府研究發展與管制考核體系之建立與發展，台
北：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編印，1999年 6月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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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計畫是管制考核的基礎；第二、訂定執行進度以為控制的依

據；第三、實施實地查證協調解決困難問題。 

   綜上所述，施政計畫管考制度係依據行政三聯制精神及現代政

策的科學方法而逐漸形成目前計畫、執行與考核循環之管制考核

機制。 

二、計畫評核術 

 計畫評核術（Program Evaluation and Review Technique,PERT）

是美國海軍特種計畫局（Special Project Office,U.S.Navy）於 1958

年會同洛克希德（Lockheed）公司共同發展出的一種管理技術（邱

鎮台，1987），計畫評核術係以網狀圖為基礎的一套規劃與控制

的技術。所謂網狀圖是一種包含許多為完成一個計畫所需之各項

工程作業的流程，在圖表上不但顯示計畫內各工程項目在時間上

開始的先後順序，同時也顯示各工程項目間的關係。在計畫管制

上，管理者只要在網圖上，對緊要路線上的工程，適時查詢其進

展情形；如有延誤之虞時，深究原因，及時採取必要措施，以排

除工作障礙，使計畫得以如期完成。計畫評核術主要步驟有三： 

(一)規劃（Planning） 

 一個計畫的執行， 事前必須有詳細的規劃，規劃的內容包

括工作項目內容、執行方法、負責單位與人員及工作進度

等。計畫評核術即利用網狀圖（network）來做規劃的工作，

以作業網來表示整個計畫（Project）的內容、計畫進行的方

法或程序、計畫進度以及各項工作所需之資源等。 

(二)安排進度（Scheduling） 

 如果規劃的結果所測算安排的工作天數，不為客觀的條件

所允許，或不合規定的工期，必需根據本身的條件及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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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在若干作業上考慮縮短工作時間，使整個計畫能在規

定期限完成。或者計畫在執行過程中，因某種原因，進度

落後，因而必需參考各種資源條件，予以修正編排，這種

作業程序在實務上稱為安排進度。 

(三)追蹤（Follow-up） 

 無論規劃的工作做得如何完整與週密，在計畫進行過程

中，總會發現若干因素是在擬定計畫時所沒想到，或在計

畫執行中由於意外事情發生，因而使計畫無法依照原定進

度進行。因此，計畫在執行過程中，必需隨時追查，倘若

發現進度落後，有不能如期完工之慮時，應即研究縮短工

期調整計畫。此種查核分析與調整修正的行為，為追蹤管

制基本要務。 

   美國管理學者Stephen P. Robbins 在其出版的管理學一書

中對於 PERT網路分析（PERT Network Analysis）有詳細介

紹。他認為只要活動不多而且各工作彼此獨立的情況下，

甘特圖（Gantt chart）與負荷圖（Load chart）9都相當適用，

但如果管理者必需規劃一個大型的計畫或有些活動有完成

的先後順序，計畫評核術非常適合這類型的計畫。PERT網

路分析，很像流程圖，它描繪出完成計畫所需作業的先後

順序，以及每項作業的相關時間或成本。在一個 PERT網路

中，管理者必須思考那些作業要完成，那些事件需要依賴

                                           

 
9 負荷圖是一種修正的甘特圖，有別於甘特圖將各項活動列於縱軸的作法，負荷圖是以
工作範圍安排產能。採自林夢彥譯，管理學，台北：華泰文化事業公司，2003 年 3
月，頁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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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事件的完成，並找出可能的問題點，我們可以很容易

從 PERT比較不同活動對進度與成本的影響。所以 PERT可

讓管理者監視一個計畫的進度，指出可能的瓶頸，並在必

要時調整資源，以確保計畫能夠如期完成。 

三、目標管理理論 

 在政府施政計畫管制制度初建時期即輔導各機關研習目標管理

（Management by Objectives ,MBO）的技術與運用，在政府機關

採行先後約有 20 多年，近年來，各種新的管理概念與方法不斷

地創新，諸如全面品質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TQM）、

學習型組織（Learning Organization）等遂取代目標管理，成為當

前公私部門管理的主流。事實上，目標管理並不因這些新的管理

方式而失去其重要性，反而因此擴展了目標管理的內涵。以全面

品質管理（----1990 年代的管理主流）為例，所謂目標管理的三

大要素：回饋、目標設定與決策過程的參與，仍然是全面品質管

理重要的基本概念10。因此，本研究將目標管理視為有效的管理

工具之一，探討目標管理的理論義涵與實施方法，以作為計畫管

理實務採用目標管理的參考架構。 

   有關目標管理的定義，孫本初綜合國外各學者看法，認為目標

管理是利用激勵原理與參與法則，使各級人員能親自參與目標設

定過程，將個人期望與組織目標相結合，並透過自我控制，自我

指導等管理方式，建立各級人員的責任心與榮譽感，其最終目的

是在促進組織績效的一套管理系統。目標管理的基本型態包括目

                                           

 
10 孫本初，公共管理，台北：智勝出版公司，2001年 10月，頁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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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設定、預算、自主性、回饋、獎懲等五個部分的方案11。 

(一)目標設定：每一位行政人員應該與其主管對於工作的產出結

果達成協議，然後形諸文字，以書面方式將組織目標、單

位目標與個人目標分別呈現出來，並釐清相互間的關係及

排訂優先順序。 

(二)預算：目標的達成與資源的配置息息相關，而預算的充沛與

否將會影響目標設定的順序與目標的執行程度。因此，目

標管理應涵蓋完善的預算審查制度，才不致於使得目標和

預算間無法相互支援。 

(三)自主性：自主性乃是在目標執行過程中，賦與部屬適當之責

任與權力，使其在執行目標之際，得以自行控制自己的行

為與活動，依其自訂的工作方式，主動執行目標、解決問

題，並對實施成果加以負責。 

(四)回饋：回饋在目標管理中居於重要地位，透過資訊之回饋以

確保目標能如期達成或適當修正。目標管理的回饋部分應

包含二項過程的設計：(1)每位成員在自我控制下執行目

標，並適時將執行情形向上級主管報告；(2)主管人員應提

供各種資訊給部屬，並認可部屬的執行績效或加以修正。 

(五)獎償：基於激勵的原理，為促進目標的達成，獎償系統的設

計是不可或缺的。任何管理制度若一味的要求高度績效水

準及績效的大幅改善，而未能正面肯定達成績效者之成

就，且未給予適當之獎償，終究會歸於失敗，因此獎償制

度的建立亦是目標管理制度的一環。 
                                           

 
11 同注 10，頁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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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管理的實際運用可透過計畫（Planning）、執行（Do）、檢查

（Check）、檢討與改進（Action）的循環來進行。透過 PDCA的循環    

實施程序，將目標的設定、行動方案的規劃、行動方案的執行、組織

績效的監督與個別成果的考核，融為一個持續不斷的改進過程。 

行政院施政計畫管制，透過作業計畫研擬，將列管計畫年度目標

轉化為具體工作項目，並將各資源做最佳化配置，依預定進程、工作

關聯性及資源數量排定執行步驟，事先釐定工作方法、分配各級責

任、確定協調關係，以作為執行與管制依據。研擬年度作業計畫時年

度目標須與原施政計畫總目標配合、分項工作應與年度目標配合，對

於當年度預算經費必須做周詳的分析與規畫，以有限的經費作最有效

的運用，作業計畫中的管考基準即是評量計畫成效的評核指標與衡量

標準，作為年度結束辦理評核之參據。因此，施政計畫的管理作為或

三級管考制度精神，即係依計畫、執行、檢查、檢討與改進的循環來

進行，同時包括目標設定、預算、自主性、回饋、獎懲等五個部分，

實質即已將目標管理(MBO)理論納入應用，作為施政計畫管制重要理

論基礎。 

二、績效管理理論 

 自 1980 年代以來，政府部門受到民間企業組織不斷求新求變，

強調組織績效重要性，以及英美新右派（the New Right）所主張

引進市場機制與民間力量，以績效管理、參與管理、契約管理與

責任管理等管理工具的改革，將私部門成功管理經驗移轉至公部

門，建立一個「成本最少、效率最高、回應最快、品質最好」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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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型政府理念所影響，政府再造成為全球性的改革運動，無論是

開發中國家或已開發國家，都大力推動政府再造工程，並配合運

用各種績效管理機制，務期提升政府的施政能力及績效12。政府

機關績效，大致可分為組織績效、政策績效及個人績效三方面，

其中政策績效意指施政計畫的執行績效，施政計畫管考基準的訂

定係源自於績效管理中的績效評估、績效指標及衡量指標訂定等

作法。 

   什麼是績效管理（Performance Management）？認為績效管理

本身就是如何執行策略、達成目標的管理過程。經理與課長要根

據年度的目標，按策略方向訂定各部門的作業計畫加之重點管理

來執行，並依據績效模式和績效標準訂定績效管理的架構，作為

績效活動的執行規範。執行有績效的管理活動時，必須要具備行

動要求，比較執行和標準。當管理者在推動績效管理時，必然會

出現組織績效、部門績效及個人的績效。當公司評估上述績效

後，就可立即發現經營者的績效結果、部門及員工的貢獻度，並

依據其貢獻度的指標，給予部門和個人的獎勵、教育和訓練。這

樣才能維持一家公司的經營，站在不敗的立場，管理人員和工作

人員才會執行有價值的管理活動和有貢獻的活動。13 

   績效管理源自於企業為改善員工生產力，提高經營利潤而發展

的管理工具，但由於公部門組織與私部門組織有很大不同，如何

對政府機關各單位加以課責（Accountability）才是各級政府必須

                                           

 
12 陳錦雲、林彥甫、陳仕煥等，施政計畫績效管理制度之研究，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
員會自行研究報告，2003年 12月，頁 1 

13 陳國嘉，績效管理（全面提升利潤的評估制度），書泉出版社，2001年，頁 4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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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審思的問題14，孫本初深入剖析以績效作為課責機制的利

弊。他認為各國推動政府績效管理的標竿學習，美國的績效成果

法 GPRA，其為了能夠發揮政府機關應有的功能及課賦其實際責

任，所以將政府機關轉換為以績效為基礎的組織，並以授權賦能

取代法規管制，以成果評量取代過程監督的努力，在我國推動政

府再造之際，是值得吾人努力追求的方向。因為過去藉由行政過

程的監督，不僅無法有效課予機關的責任，同時由於管制法規重

複，導致機關運作遲滯、績效不彰，倘若沒有一套健全的制度，

立法部門和公民將難以監督政府的作為；由此由過去強調控制投

入（Controlling Inputs）轉換為政府施政成果的測量，藉由以成

果為導向的策略管理，使各機關之政策方案或計畫執行成果成為

客觀的課責標的，將俾益於檢測政府對人民需求的回應能力15。         

多數學者亦指出，績效管理制度是一個流程，也是一個循環，而

不是一個結果，這個循環應包括目標設定，以及透過指導與回

饋，監控並協助執行人員達到預期績效，然後評核執行單位執行

成效，逐步鼓勵執行行為符合組織目標期望。從這樣的一個觀點

切入，政府機關的施政計畫管考制度，本身即內含了績效管理著

重執行循環與回饋的精神與重點。 

三、行政資訊管理理念 

 行政資訊管理係指：機關組織為有效達成目標使命，針對影響組

織運作有關的內外環境因素，所進行之資訊蒐集、資訊分析、資

                                           

 
14 同註 10，頁 141。 
15 同註 10，頁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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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解釋、資訊分派、資訊應用及資訊儲存等管理活動，其目的在

促進行政效率、提升行政決策品質，有效解決公共問題。其內容

包括管理資訊系統及決策支援系統等較高層次的應用16。 

 管理資訊系統係指，應用電腦化的資訊處理程序及處理設備，針

對機關組織的決策所需與業務運作，所為有計畫的管理作業及建

制。管理資訊系統即協助管理階層有效履行管理功能，提供所需

資訊的系統。係以電腦為工具，運用系統分析與模式建立的方

法，針對機關業務之規劃、執行、考核等管理工作所建立的資訊

處理系統過程17。總而言之，管理資訊系統是機關組織為日常決

策所需、為提高決策品質，借助電子資訊工程處理大量繁雜資訊

的科技能力，針對資料的蒐集、分析、選擇、處理、 儲存及流

通等活動，所建立的一種管理作業程序與制度。 

 決策支援系統就是利用電腦系統處理機關的資訊，以支援主管人

員針對「非結構化」問題制定決策與執行決策的一套體系。所謂

非結構化問題通常是指決策者不指一人，解決問題的目標頗為分

岐，解決方案甚多，後果發生的機率無法預測的問題。決策支援

系統圍繞在決策問題的瞭解、事實資料的蒐集、資料的分析與解

釋、可行方案的研擬，方案的評估及判斷等活動來進行，特別是

有關決策者如何從資訊中形成對問題的認知，如何根據認知來形

成解釋的理論模式，如何依據最可信的模式進行分析、判斷及選

擇。 

   研考會業於 90 年度建置完成政府施政計畫管理系統，各機關

                                           

 
16 張潤書，行政學，台北：三民書局，1998年 3月，頁 729至 730。 
17 吳定、張潤書、陳德禹、賴维堯，行政學(一)，台北：國立空中大學，1993年，頁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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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該系統平台，進行各項網路化作業，整合計畫知識管理，該

系統係經由政府網際網路服務網(GSN)建立統一作業平台，運用

網路傳輸完成各項作業，各項資料登錄後存放於行政院研考會建

置之集中資料庫，各機關再透過此一系統擷取需要之資訊支援決

策。依計畫管考階段區分為「選項作業子系統」、「管制作業子

系統」(內含作業計畫擬定及執行進度提報二分系統)及「考成作

業子系統」三大部分，各機關均需經由網路進入系統作業；研考

機關(單位)則透過系統內建的「審查管理子系統」審查各機關提

送之資料。此一系統將管考工作最繁重的資料傳輸與資料整理工

作由人工轉為電腦自動控制，所有資料並紀錄於集中資料庫，藉

由各子系統的貫穿運作，搭建整體資料傳輸架構。政府施政計畫

管理網路化作業系統架構示意圖如圖 3-1 

 

圖3-1  政府施政計畫管理網路化作業系統架構 

資料來源：網路管考建置與未來展望，研考雙月刊，26卷 4期 

 93 年度為期完整呈現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程施政計畫、年度施

政計畫、重要社會發展計畫先期作業及施政計畫列管作業相關資

訊，強化各項計畫管理資料連結、應用與管理，研考會已委外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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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建置「施政計畫管理資訊系統」（簡稱「計畫管理 e網通」）。

本系統規劃分三階段實施，目前已著手執行第一階段部分，重點

工作包括：維護更新現有資料庫、加強整合各子系統操作介面，

網路動態訓練、線上詢答，及規劃跨子系統計畫知識管理應用

等，其他階段將俟業務需求情況於三年內陸續推動建置。 

   透過知識管理概念的導入，確定及強化組織主要的知識領域，

政府施政計畫管理作業網路化後，預期可簡化計畫規劃、審議及

計畫之考核作業流程，縮短作業時間，減少公文數量，並可整合

服務資訊，擴大服務範圍，強化資料整合及決策資源系統等附加

價值。網路管考系統開發完成後之初步效益包括：(一)改善公文

往返耗時情形；(二)加速稽催效率；(三)建立網路管考模式，節

省各機關研發時間及開發成本，更提供未來資料整合運用發展空

間。18 

四、公共政策管理 

 政策管理指政策實務人員、研究者及一般社會大眾對政策議題具

有興趣者，採取科學的、系統的及條理的管理知識及方法，以瞭

解公共政策的相關概念與理論，有效管理政策運作過程的各項活

動，進而妥善處理相關的政策議題19。 

 目前國內不論政府官員、公共政策研究者或社會大眾，均非常重

視且積極參與政策管理的工作，其主要理由如下20： 

(一)為順應世界各國重視公共政策研究的潮流：我國即將邁入已

                                           

 
18 陳海雄，「網路管考建置與未來展望」，研考雙月刊，26卷 4期，2002年 8月，頁。 
19 吳定，政策管理，台北，聯經出版，2003年 9月，頁 16。 
20 同註 19，頁 17至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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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國家的行列，對於公共政策的研究，必須學習已開發

國家，急起直追，迎頭趕上它們的研究水準。 

(二)為促使政府成為一個有為、有效的政府：基本上，一個有為、

有效的政府，應具備 5R特性：回應性（Responsiveness）、

代表性（Representation）、責任性（Responsibility）、可靠

性（Reliability）及務實性（Realism）。所謂回應性是指政

府應該回應民眾的需求；所謂代表性是指政府的所作所為

必需代表大部分民眾的利益；所謂責任性是指政府必須負

起應盡的責任；所謂可靠性是政府必須言而有信，令出必

行，獲得人民的信賴；所謂務實性是指政府任何政策作為，

均應從實際可行，並可達成目標的觀點著手。而政府欲具

備此五項特性，便須研究公共政策，建全公共政策的運作

過程。 

(三)提高決策品質與行政績效：決策品質的良窳及行政績效的高

低，與公共政策是否適當運作息息相關。行政績效指行政

效率（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與行政效能（administrative  

effectiveness）的綜合評量。效率指產出與投入之間的比較

情況；而效能則指目標達成程度。前者著重「數量」層面，

後者著重「品質」層面。故政府實務人員應特別重視公共

政策的研究及運作過程的管理。 

(四)為提高國家的競爭力：近幾年來，提高我國在國際社會的國

家競爭力，一直是朝野一致共同努力的目標。而欲提高國

家競爭力，公共政策的有效制定、執行與評估，實居於極

端重要的地位。依據吳定教授對公共政策的界定：公共政

策指政府機關為解決某項公共問題或滿足某項公眾需求，

決定作為或不作為，及如何作為的相關活動。因此，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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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採取作為的活動，就會以施政計畫的型式表示公共政

策的內涵；公共政策研究係指研究政府機關如何針對公共

問題，研擬解決方案及如何順利執行方案的相關論題。其

範圍包括政策問題的形成、政策的規劃、政策的合法化、

政策的執行及政策的評估等五大階段的活動，並做必要的

管理，其目的在瞭解公共政策運作過程及其活動。 

     就對公共政策的界定及公共政策研究範圍而言，施政計畫管

理的內涵與公共政策管理實無二致，施政計畫就是政策的體現。

施政計畫管理雖著重有效的執行與落實，但政策或計畫的品質與

執行力良否二者間具有密切相關，換言之，政策或計畫本身的品

質好壞必然影響到後續能否順利推動，以及能否發揮預期的目標

效益。政策或計畫本身內容品質的好壞，常牽涉到問題的認定與

建構是否正確、制定過程是否符合程序理性及本身內容是否具備

實質理性等三個方面的配合21。所謂一個好的政策或計畫，一般

均符合「效果」（effectiveness）、「效率」（efficiency）、「充

分」（adequacy）、「公平」（equity）、「回應」（responsiveness）

及「適切」（appropriateness）等原則。要如何讓政府的政策或

計畫能力求符合上述六個原則，關鍵為藉由正確認定及建構問

題、決策程序的理性及實質內容的理性作業等方面的要求，政府

的政策或計畫的品質將可以獲得精進，從而助益計畫執行單位及

人員推動各項計畫措施。 

   施政計畫管考制度的原理計畫、執行與考核實際上和政策管理

中政策問題的形成、政策的規劃、政策的合法化、政策的執行及

                                           

 
21 卜正球，「提升執行力之基本要素」， 研考雙月刊，23卷 4期，1999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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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評估等五個階段活動，而且同樣以提高施政績效為最終目

的。實務上施政計畫管理亦不斷運用公共政策分析及公共政策的

相關理論，以提高計畫（政策）的執行力。 

第二節  美國施政計畫管理制度發展與現況 

一、計畫與預算與管理組織 

(一) 管理預算局（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簡稱

OMB）：預算管理局為美國聯邦政府計畫與預算審議主要

權責幕僚機關，負責施政概算、財務及預算控制等業務，

惟其職掌並不限於預算，亦不限於財務行政，還兼及行政

研究、報導、統計及行政組織改進等事宜。主要協助總統

監督聯邦政府預算籌編以及管理行政部門政務，協助各項

支出計畫的形成；此外，該局評鑑機關計畫、政策及施政

程序效能，評估機關間競爭性財務需求及優先順序，確保

機關之報告、法規命令、聽證會證詞及所提出之法案，能

與總統預算案及行政部門政策一致。預算管理局執行多項

法定任務，主要包括預算會計法(Budget and Accounting 

Act)、預算執行法(BudgetEnforcement Act)、政府績效與成果

法(GovernmentPerformance and Results Act,簡稱 GPRA)、反

超支法（the Antideficiency Act）、平衡預算法（the Balanced 

Budget Act of 1997）、裁留控制法（the Impoundment Control 

Act）、單項否決權法(the Line-Item Veto Act) 、主要財務官

員法(the Chief Financial Officers Act,簡稱 CFOs Act)、政府

管理改革法（the Government Management Reform Act）、聯

邦需求精簡法（the Federal Acquisition Streamlining Act）、

聯邦政府採購法（ the Office of Federal Procu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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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Act）、紙面文書減量法（the Paperwork Reduction 

Act）、theClinger-Cohen Act 及聯邦貸款改革法(Federal 

CreditReform Act)等法案。 

(二)國會預算局（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簡稱 CBO）：

主要職掌包括協助國會發展預算計畫─提供國會經濟預測

及趨勢分析、國會預算趨勢分析，分析總統提出之預算案、

提出長程預算壓力及政策情勢展望報告；協助國會維持預

算計畫─依據國會審查預算法案結論所設定之歲出總額、

各政事別分類、歲入總額、赤字及公共債務等上限，就撥

款法案執行情形進行成本評估、追蹤記錄及報告；協助國

會評估聯邦政府法案成本─如果聯邦政府法案 5 年直接成

本超過特定門檻，國會預算局必須提出相關成本的評估報

告；協助國會考量預算及經濟政策議題─為國會各委員會

分析可能影響聯邦預算及經濟之特定計畫或政策議題，包

括預算分析、經濟與財政政策、聯邦稅務、自然資源與商

務、衛生與人力資源、國家安全、預算概念與過程，以及

政府事務等研究。 

(三)美國國會會計總署（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簡稱 GAO）：

係根據 1921 年預算會計法(Budget an dAccounting Act of 

1921)成立，隸屬於國會，應國會需求，提供有關審計、調

查與評估聯邦政府計畫、施政及職掌業務之服務，並支援

國會各委員會有關法案之審查工作。該總署主要任務包

括：審計與評估政府施政與計畫，為行政部門訂定會計原

則與準則，對其他聯邦機關（構）提出財務相關政策之建

議，並制定評估與審核施政標準；應國會各委員會及其成

員要求，就聯邦政府計畫與施政等法案提供意見。完整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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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提出對其他機關之研究或評估報告，以及具體建議措

施，包括聽證會證詞、口頭報告及書面報告等。以計畫作

業而言，依據政府績效與成果法，審計總署與預算管理局

分別扮演國會及行政部門之關鍵要角，特別是審計總署積

極研究評估各機關依政府績效與成果法執行策略計畫與年

度績效實施計畫之成效迭有報告產出，提供不少具體建議

與改善措施。 

二、計畫與預算管理制度發展 

 美國聯邦政府一直都是採取計畫與預算結合的審議及評估機

制，對於結合績效與預算的制度一向不遺餘力，近 40 餘年來，

美國聯邦政府在推動現行計畫與預算制度之前，所歷經的計畫與

預算制度重大發展，包括：績效預算制度(Performance Budgeting 

Systrm： PBS)、設計計畫預算制度 (planning- programming- 

budgeting system, 簡稱 PPBS)、零基預算制度 (zero-based 

budgeting, 簡稱 ZBB)及 1993年訂頒「政府績效成果法」等變革，

發展歷程如下： 

(一)績效預算制度：根據 1949年胡佛委員會(Hoover Commission)

提出「績效預算制度」之建議，認為聯邦政府預算編製審

議過程應納入更多有關計畫資訊等資料，採行以成本為中

心的績效預算制度。該制度對預算編列的方式係以施政計

畫為基礎，又稱為計畫預算(programming budget)，其預算

乃是便利於會計年度內完成各項工作計畫所列舉的具體建

議，其編制是以政府應作的工作或應提供的服務事項為基

礎，並明白表示每一項工作或服務事項所需的成本，強調

以管理為中心。這項制度雖未被聯邦政府所有的機關廣泛

採用，但重要的是其強調結合計畫資訊的預算編製概念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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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聯邦政府部分機關開始採用
22。 

(二)設計計畫預算制度：1965 年詹森總統(Lyndon. B. Johnson) 

在聯邦政府各機關推行目標導向的設計計畫預算制度，特

別是在國防部成功地被推展施行。該制度以設計為中心，

以分析為手段，以提高行政效率為目的，與傳統預算制度(以

控制為中心)及績效預算制度(以管理為中心)不同，藉由明

瞭國家的經濟現狀與潛能，以及國家當前所欲達成的目標

與可運用的資源，協助政府領導者擬定最佳決策，以利於

國家整體資源的合理分配。但是許多的研究與評估報告顯

示，設計計畫預算制度在國防部能成功地施行，但在一般

行政機關卻推行不易，主要係因缺乏法律明文約束將該制

度完全落實到一般行政機關管理體系裡，然設計計畫預算

制度提昇了計畫分析在預算編製過程角色地位，結合健全

的資訊落實到預算決策之概念，已日漸受到聯邦政府機關

的重視。23 
(三)零基預算制度：1976 年卡特總統(Jimmy Carter)應用其擔

任喬治亞州州長時推動之經驗，指示實施聯邦零基預算制

度，渠深信該制度能合理地配置公共資源。該制度要求各

機關每年必須從零開始編製預算，檢討原有的每一項計畫

是否仍屬需要，每一項工作所需費用能否加以節省，取消

無績效的工作，各機關不可假設自己能獲得前一年度的預

算分配額度，應審慎檢討整體預算需求，不能只一昧提出

                                           

 
22 吳定等編著，「行政學(一)」，台北：國立空中大學，1994年，頁 327至 332。 
23 同註22，頁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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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預算之要求。 

(四)訂頒「政府績效成果法」：(Government Performance and 

Results Act )：1993年聯邦政府鑒於方案規劃與推行成效不

彰，無法滿足民眾之需要，加以方案規劃目標及推行成效

資訊不足，影響政府計畫及資源分配決策，美國爰於推動

政府再造過程中進行施政計畫管理制度之改革，訂頒「政

府績效成果法」，要求各部會研提策略性中程施政計畫

（Strategic Plan）、年度施政計畫及方案執行成果報告，以

落實企業型政府之管理理念。 

(五)總統管理議程（President’s Management Agenda）：2001年

布希總統在預算書中宣示努力推動五大總統管理議程，依

據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競爭性資源取得(competitive 

sourcing)、財務績效(financial performance)、電子化政府

(e-government) 、 預 算 與 績 效 整 合 (budget/performance 

integration)等五大管理面向，由各機關列出欲達成之分項

（sub-components）目標值與成效標準，以使各機關運作更

有效率，並找出可以改進之處。 

(六)計畫評等工具（Program Assessment Ratings Tool, PART）：

2003 年布希總統為進一步提高總統管理議程之預算與績效

整合功能推出計畫評等工具，藉以評估各部會內每個支出

計畫的實際表現，並將評估結果公布於 2004 年的預算文

件。PART是一個診斷的工具，透過與績效相關資料及證據

評估計畫，PART同時檢查計畫或機關可能無法直接掌控但

卻存在影響計畫或機關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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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邦政府實施成果與檢討 

(一)政府績效成果法 

 GPRA 的最大特色就是將企業界常用的策略管理概念引進

於政府部門的管理，尤其是希望藉此增進預算財務管理與

計畫評估的有效性，根據該法規定，各機關須向聯邦管理

暨預算局局長與國會遞送一份該機關未來將執行的各項計

晝措施之策略計畫書，當擬妥策略計畫後，尚需有具體的

績效計畫書， 並逐年執行與追蹤考核評估。績效計畫書內

容包括各項計畫績效目標及為達成計畫目標所需的運作過

程、技能與技術， 以及人力、資本。GPRA 規定每一年度

各機關均應提出計畫績效報告，以分析前年度績效目標之

達成度，對未達預期者詳述與解釋理由，並提出如何達成

預期目標與何時達成的計畫或其他建議方案等。 

   GPRA頒布至今，屆滿 10年，基本上，學術界與實務界

都認同 GPRA 的理念和基本結構，而且認為各機關所完成

的策略計畫書、年度績效計畫書以及年度計畫績效報告書

大致符合 GPRA 的要求與原則。整體而言，政府的策略規

劃與績效資訊之蒐集，已獲得正面的發展，並且在實行過

程中，並未增加行政機關太多的公文業務與人力負擔24。但

在績效的使用上，則令人失望。一份針對 28個聯邦機關的

調查發現，大部分政府官員在分配資源時忽略績效資訊的

                                           

 
24 孫本初,2000「美國政府績效評估制度之研析—以政府績效與成果法案（GPRA）為
例」，「研考雙月刊」，24卷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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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意義，只有 6 個受訪機構中有超過半數的管理者會參

考績效資訊，為了改變此一現象，美國預算管理局強調它

將更認真積極督促績效資訊的使用。25美國學者 Mctigue

（2003）認為，就政府生產力的提升與課責的落實而言，

GPRA 是過去 50 年來各項績效管理工具中最具潛力的一

項，畢竟績效評估工作困難重重，而 GPRA自 1999年度才

真正開始產生績效衡量的結果，若以 5 年的實際執行時間

檢視，雖然稱不上戰果輝煌，但可謂潛力無窮，值得持續

努力與樂觀期待26。 

(二)總統管理議程（PMA） 

 繼克林頓總統之後，布希總統宣示擁護及進一步落實 GPRA

的信念，但是他認為 GPRA 架構過於鬆散模糊，因此上任

之後採行「總統管理議程」（PMA）與「計畫評等工具」

（PART），希望能產生輔助與強化 GPRA的效果。 

   布希總統上任以來，每年都不厭其煩在年度預算書中，

重複強調他所重視的人力資本、競爭性資源取得、財務績

效、電子化政府、預算與績效整合等管理面向，美國聯邦

政府管理暨預算局為實現布希政府所揭示建搆成果導向政

府，要求各所屬機關，利用機關計分卡（agency scorecards）

來衡量執行進度與現況（progress and status）。衡量結果以

普遍實施於民間企業之表示方式來呈現，即綠燈表示成效

良好，黃燈表示成果良窳分岐，紅燈表示成效令人不滿意。

                                           

 
25 蘇彩足，2004「美國聯邦政府結合績效評估與政府預算之模式」，「主計月刊」2004.6 
26 同註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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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分數係依據總統管理委員會（the President’s Management 

Council）徵詢學者專家後，依所訂定五大成效標準進行。

例如財務績效之成效現況標準由財政部、審計部及管理暨

預算局審訂，一個機關如符合所有標準，則列為綠燈，如

僅為部分符合，則列為黃燈，如全部不符或有重大缺失雖

僅 1 項亦得列紅燈，例如某機關之財務宣告（financial 

statements）不佳甚至稽核人員也無法表達意見將會被列為

紅燈。在預算與績效整合議程方面，衡量標準如下27： 

1.綠燈標準： 

(1)整合計畫與評估，預算人員協同計畫管理人員共同訂

定一個整體計畫與預算的架構，並同時監督、評估執

行情況。 

(2)機關的計畫既簡明有能整合，以過去成果為基礎，設

定預定結果目標、產出標的以及經費要求水準。 

(3)預算帳戶、工作人員與相關特定活動、計畫，都共同

結合來支援計畫目標的完成。 

(4)全部成本都正確地列入任務或業務的帳戶中，提出執

行預算時，產出的成本、計畫均能與績效整合。 

(5)機關記載計畫的效能，其分析可以顯示計畫產出與政

策對於預算結果的影響、機關有系統的運用績效於預

算上，並且能說明計畫成效對於預算決策的影響力。 

2.黃燈標準： 

                                           

 
27 有關總統管理議程衡量標準係參考研考會管制考核處長施宗英所譯，「利用機關計分
卡衡量各機關對總統管理議程執行進度與現況」乙文，2004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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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份達成核心標準，而且沒有任何紅燈狀況發生。 

3.紅燈標準(發生下列任一情形時)： 

(1)計畫與預算缺乏協調各自分離，組織各層級只有少量

且屬制式的溝通，專注於擷取公組織獨立使用的經

費。 

(2)鮮少試圖在請求預算中將資源與結果連結起來，或是

除了預算技術人員之外，預算編列規劃時少與其他相

關人員溝通。 

(3)帳戶數目過多，積久為清的違規及不合理的支付；同

一帳戶卻支付多種缺乏相關性的計畫。 

(4)完全不注意該向哪個部會局追討成本或計價問題，更

遑論業務活動的成本歸屬問題；大量成本混雜在部會

或局處層級；機關管理者缺乏管理資源之權威。 

(5)專注努力於以好的理由獲取經費，事後再將其要求或

行為合理化；不重視成效與計畫對於成效之影響。

 行政機關每季都必須接受評估，評估結果自 2003年

度起，隨同預算書一併公開。根據 OMB在 2004年度

預算書中的評估結果顯示，雖然PMA整體實施情況不

錯，但是各機關進展不一，有的成效良好，有的進步

緩慢，並不平均。 

(三)計畫評等工具 

 為了進一步達成 PMA「預算與績效之整合」議程，布希政

府啟用新的績效管理技術---計畫評估評等工具（PART），

由 OMB以客觀透明的程序，系統性評估各部會計畫績效。

PART的評估面向分成計畫目的與設計、策略規劃、計畫管

理及計畫成果與課責性等四部份，其比重分別為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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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與 50﹪。計畫目的與設計方面，主要評估計畫的

設計與目的是否清楚及正當有理的。策略規劃方面，評估

機關是否為計畫設定有效的年度與長期目標。計畫管理方

面，評估機關對計畫的管理，包括財務的監督與計畫改進

的努力。計畫成果方面，檢視目標以及透過其它評估來評

核計畫的績效。針對這四大面向，OMB 預擬數 10 題問卷

題目，請受評機關受答。OMB並依據計畫的性質差異，將

計 畫 區 分 成 競 爭 型 補 助 計 畫 （ Competitive Grant 

Programs ） 、 專 案 補 助 計 畫 （ Block/Formula Grant 

Programs）、管制性法規計畫（Regulatory Based Programs）、

資本資產與服務採購計畫（Capital Assets and Service 

Acquisition Programs）、資本資產與服務採購計畫（Capital 

Assets and Service Acquisition Programs）、信貸計畫（Credit 

Programs）、聯邦執行計畫（Direct Federal Programs）、研

究及發展計畫（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s）等 7

種類型計畫。故問卷題目包括全體計畫都適用的「共同性

題目」與不同類別計畫分別適用的「個別性題目」。 

   如果計畫的目的清楚，規劃完善、有好的管理，並能具

體顯示計畫的成效，就能獲得較高的 PART 分數。根據分

數高低，PART的評等結果分為四級，分別是「很有成效」、

「中等有效」、「尚可」與「沒有成效」，另外有第五類

「成效未顯示」。 

   PART模式運作 2年後，美國學術界認為它已發揮若干功

能，包括提升計畫評估之透明度、提高 OMB人員在不同機

關評估不同計畫時的一致性、使管理人員的討論焦點更能

集中在計畫的成果上，一些長期被忽視的計畫獲得被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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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的機會。就實際預算資源的分配而言，PART展現了若

干影響力，以 2004年聯邦預算案為例，全部計畫的平均經

費增加率為 4﹪，但被 PART評估為「很有成效」的計畫，

經費增加的平均值是 6﹪，至於被評為「成效未顯示」的計

畫經費增加率不及 1﹪。 

第三節  美國計畫與預算管理制度的省思 

一、整合計畫與預算管理組織：美國由預算管理局(OMB)負責行政部

門計畫及預算審議事權，主要扮演總統計畫與預算審議專業幕僚

角色及規劃計畫與預算管理等行政改革工作，其組織發展經過不

同時期的演變，在 2000年聯邦政府組織再造並實施 GPRA後，

該局角色與任務益形重要。反觀，我國計畫與預算管理事權分散

於行政院秘書處、主計處、研考會、經建會、國科會及公共工程

委員會等機關，有關計畫編審及預算額度分配作業，長期以來，

相互配合情形不一，致計畫需求與預算匡列額度未盡縝密結合。

我國行政院組織法修正時，宜考量計畫與預算管理事權之整合，

俾利於計畫與預算的結合，以及對整體計畫與預算執行績效之控

管。 

二、整合計畫與預算管理作業規定，並以法律形式規範：美國透過

1993 年「政府績效成果法」之制定，使聯邦政府計畫與預算制

度在政府預算編審過程中逐步去政治化，朝向以資訊、技術與理

性取向的管理方式28。該法要求聯邦機關必須訂定中程策略計

                                           

 

 

 

28研考會科長陳錦雲，「美國政府部會中程施政計畫制度之研究」出國專題報告，2001

年，該報告建議配合中央機關組織調整，整併現有計畫作業體系，將現行中程國家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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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並導引行政部門在提出預算案時，一併提其年度績效報告，

落實計畫與預算的結合，強調公共課責（public accountability）

並釐清政策責任。反觀，我國現行計畫與預算管理作業規定分

散，且多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規範，不同的計畫性質，因計畫管考

權責機關之不同，而有不同的規定，造成各機關作業困擾。就長

期規劃而言，宜將中程施政計畫、中長程個案計畫、年度施政計

畫等編審作業辦法、計畫與預算管考作業規定予以整合，並仿美

國 GPRA 做法，將中長程計畫、年度施政計畫、績效評估作業

等作業要點規定，提高至法律位階，讓各機關切實遵守，以促使

政府資源做更有效之運用。 

三、建置計畫決策資訊資料庫以支援計畫與預算審議機制：基於政府

資訊公開法，美國聯邦政府已將施政資訊公佈於網路上，不僅能

讓計畫與預算審查機關方便取得，民眾亦能從網路上瞭解各機關

的施政計畫資訊，提供改進建言，讓各機關所研定之計畫在審查

機關與民意的監督下，更趨具體可行。我國配合行政程序法及檔

案法等規定，宜加強有關計畫資訊資料庫之建置，以作為決策資

源。例如適度將各機關職掌、員額數、預算數及計畫績效等資訊

開放民眾查閱，相關機關應充分掌握及社會環境發展趨勢、民眾

反應與關心課題等，俾利計畫與預算審查作業更趨客觀。 

四、加強未來環境趨勢分析，協助各機關制定中長程發展策略：美國

GPRA 強調成果導向的管理策略，並透過對未來環境趨勢發展

                                                                                                                         

 
設計畫、中程施政計畫、策略績效評估作業整併，並據以推估中程預算需求與資源分

配；先期作業、年度施政計畫與年度計畫預算作業整併，詳列主要計畫內容及年度計

畫預算經費，以期有效改進計畫作業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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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引領各機關進行中長程願景與使命之規劃，例如，國會預

算局即針對未來 10 年的經濟與預算發展分析提出報告，以供決

策參考。為加強外部環境分析，協助各機關制定中長程發展策

略，我國宜對國情展望及社會環境情勢發展進行分析，以建立計

畫策略預警制度，不應侷限於經濟與科技的課題，應加強社會發

展行政計畫之長遠規劃。 

五、計畫與預算編製過程，應加強各機關與審議權責機關間之溝通：

美國 GPRA 另一大特色係強調各機關在編訂計畫過程，必須與

審議權責幕僚機關(例如 OMB、GAO 等)、國會議員，以及對計

畫有影響或有興趣的民眾進行溝通協調。我國各機關對於計畫與

預算編製過程，大多仍係機關自行研提送審，審議權責機關也未

必能主動協助各機關編製計畫與預算，有關民意之參與，更是少

見。因此，在計畫與預算編製過程，應加強各機關與審議權責機

關間之溝通協調，讓審議權責機關明確瞭解機關業務及計畫需

求，俾提出專業的審查建議，讓計畫品質提升，使計畫更能達成

績效目標；同時，依照行政程序法要求，計畫與預算擬訂過程進

行資訊公開，徵詢相關民眾、團體及專家學者評估意見，適度引

進民意的參與，應能更符合顧客的需求與期望。 

六、有效結合計畫決策、執行成效衡量與事後評估制度：為及時提報

方案效率、效果、影響、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度實證資訊，作為

方案決策、改良之依據，並爭取民眾的支持，除配合中程施政計

畫之研提，要求各機關同時提送計畫成效評估外，各部會年度施

政計畫亦列出各項方案工作產出、服務水準及相關成果之衡量指

標；各部會於每年度結束半年內並須就年度施政計畫目標之實際

執行程度及改進措施進行檢討，研擬方案執行成果報告提送總統

及國會。反觀我國僅一年辦理一次考核，難以及時調整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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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本章小結 

一、隨著社會需求及新管理理論的出現，政府施政管理制度亦隨之改

變，從早期行政三聯制、控制理論到目標管理、績效管理、公共

政策管理的引入，從傳統書面管制方式到資訊科技、決策資源系

統的開發運用，讓政府施政管理更有效率，亦提供政府管理未來

更大的變革空間。 

二、探討管理理論在政府機關的運用，發現現行行政院施政計畫管考

機制已內含績效管理、政策管理等管理工具之主要精神與重點，

只要各機關確能落實管考機制運作，對提升政府整體施政績效有

絕對性的幫助。 

三、從美國政府計畫與預算制度改革過程發現，績效導向的核心理

念 ， 已 滲 入 美 國 的 政 府 預 算 過 程 ， 聯 邦 政 府 以

「GPRA+PMA+PART」模式，積極邁向計畫績效評估與政府預

算二者結合的作法，值得我國政府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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