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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業務委託與相關規定之探討 

我國積極推動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始於「政府再造」政策。

此政策目標之一，為運用民間資源，減少政府人力負擔，及藉助民間

企業效率，提升政府施政效能。民間廠商接受委託，辦理政府業務時

，其經費紀錄若經會計師簽證，一方面可節省政府機關審核有關經費

支用憑證之人力，另一方面，會計師之專業智能與獨立性，應有助於

提升委辦業務品質，故委辦案件之經費紀錄若委託會計師簽證，應有

助於政府再造目標之達成。本章從業務委託之理論、我國政府業務委

託民間辦理之沿革與類型，計費辦法有關規定與會計師簽證之種類與

保證程度等，說明業務委辦、計費辦法與會計師簽證事宜之概況。 

 

第一節 業務委託 

一、 業務委託之理論 

政府機關之業務委託，即業務委外，自 1979年起，英國柴契爾夫
人推動民營化政策，促使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NPM
）學派興起。該學派所主張之「公共選擇理論」、「交易成本理論」及

「雇主－代理人理論」等，便成為進行業務委外之理論基礎1。上述理

論略述如下： 

1 公共選擇理論 

此理論由經濟學者所提出，他（她）們主張，凡有市場競爭

(market competition)之機制，是最有效率之機制。由於政府

沒有這個機制之制衡，故效率不彰。因此，主張這個理論之人

便認為政府職能應減少，許多財貨或服務應交由市場來生產或

提供，透過競爭，提升效率。 

2 交易成本理論 

此理論考慮經濟學者所忽略之結構和社會變數，如制度、組織

文化等因素。主張這個理論之人認為，為了效率和獲利，組織

                                                 
1 范祥偉、林博文，2001，委託外包之理論與實務探討，人事月刊，18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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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用各種方法來降低交易成本。任何一個組織在生產或提供任

何產品或服務時，都會訂出價格計收代價。購買者會先衡量交

易之成本，評估產品或服務由公部門提供時之效益是否高於由

私部門提供，再決定究由公部門來主導產品或服務之生產、分

配，抑或由市場經濟之自由競爭來主導。 

3 雇主－代理人理論 

此理論認為，雇主和代理人之關係是建立在契約關係之上，代

理人依雇主之意思行事，雇主則給付代理人報酬。此一理論應

用於政府機關與廠商之關係上，是政府可將某些業務以契約方

式委託外部承包廠商負責，政府基於監督之立場控制其品質。 

公共選擇理論及交易成本理論，認為買方為提昇效率，可以透過

市場競爭之機制而降低服務之成本。而雇主－代理人理論，則係透過

契約方式，組織（買方）將業務委託他人（民間廠商）辦理，以縮減

組織之規模。 

二、 我國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之沿革 

我國將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可分為二階段，第一階段為規劃

期，從 1981 至 1998 年，政府頒布各項方案或計畫，推動政府業務委
託民間辦理，第二階段為推廣期，從 1998 年公布「政府採購法」2開

始，訂定政府業務委外之遊戲規則，將第一階段之各項方案或計畫理

念納入法規規範，行政機關大量將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於 1996 年初修正 1994 年訂定之「行政業務委
託或外包民間辦理實施計畫」，規定除涉及國家安全秩序、法規之提案

或制定、經濟獨占事項外，其他政府業務均得委託民間辦理，並明定

委外之實施方式，包括選擇委託對象、訂定契約、監督考核、宣導溝

通及檢討成效等。2001年，行政院頒布「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推動業務
委託民間辦理實施要點」，並成立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推動委員會，

負責推動（執行）各項業務委託事宜，大力推動政府業務委外。各階

段推動之措施與方案，如表 2.1.1 

 

 

                                                 
2 「政府採購法」公布施行前，有關工程委託民間辦理或財物之購置等，主要係依監察院審計部
訂定之「機關營繕工程及購置定製變賣財物稽查條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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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我國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沿革 

階段年代  措 施 與 方 案 

1981  訂頒「民間企業參與政府經濟事務推行要點」 

1986  全國行政會議通過「擴大民間辦理政府事務」，決議 

1993  訂頒「行政革新方案」 

1994  推動「行政業務委託或外包民間辦理實施計畫」，政府業務得委外 

1996  修正「行政業務委託或外包民間辦理實施計畫」，擴大得委外之範圍

1998  訂頒「政府再造行動綱領」、「政府再造推動計畫」3 

1998  公布「政府採購法」（公布後一年施行，1999年 5月 27日） 

1999  發布「政府委託專業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等採購法子法 

2001  
頒布「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實施要點」， 
大力推動政府業務委外 

 

三、 業務委託之類型 

政府業務委託之性質，是政府部門委託私部門（民間廠商）生產

部分或全部財貨與服務，政府則承擔監督之責任。委外之方式，可分

為「簽約外包（contract out）」、「特許權（franchise）」、「補助（grant）
」、「抵用券（voucher）」及「強制（mandate）」等五種，所謂簽約外
包，指政府部門透過契約將部分貨品或服務（goods and services）委請
民間廠商提供或辦理，也就是政府機關以契約訂定向另一團體或個人

購買服務，提供貨品4，嚴格說來，「簽約外包」只是「委託」類型之

一種方式，其強調政府業務縱已委託民間辦理，但政府機關仍應承擔

目標設定、監督及評估、修正等。「特許權」係指政府提供特定之經營

權給私部門業者，透過權利之許可，由民間廠商對社會大眾提供服務

。「補助」則以減少民眾原有的負擔，達到提供服務之目的。而「抵用

券」則係政府對有資格的民眾核發給抵用券，指定民眾消費某種貨品

，如社會福利救濟即透過此種方式實施。另「強制」係由政府強制私

部門負擔某些責任，如負擔社會安全責任，分擔失業保險金等。以上

各種類型，除簽約外包外，其餘類型係以法規命令或以行政措施方式

為之。以上說明彙總如表 2.1.2。 

                                                 
3 「政府再造推動計畫」係依「政府再造綱領」之精神，確立「引進企業精神、調整政府組織、
建立小而美之政府」、「提升行政效率、強化工作效能」 … ..等行政革新方向，積極推動「獎勵民
間參與公共建設」、「以委託或外包民間辦理，簡化政府業務」等措施，進而正式確立我國推動政

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之政策方向（行政院 1998年 1月 14日台（ 87）研綜字第 00173號函核定）。  
4李宗勳，1999，「政府再造」之立基：簽約外包之理論與策略，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報，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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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政府業務委託方式 

方   式 意    涵 

簽約外包

(contract out) 

政府部門透過契約關係將部分貨品或服務(goods or 

services)委請民間提供或辦理。 
 

特許權(franchise) 政府提供如水電、瓦斯及交通運輸之經營權給私部門業者，

但保留「價格率之核准權」，由使用者付費。 

補助 

(grant) 

政府給予免稅、低利貸款、直接補助等方式，對民眾提供服

務。 

抵用券 

(voucher) 

政府核發抵用券給有資格使用之民眾，指定民眾消費某種貨

品(如食物、房租)。 

強制 

(mandate) 

由政府強制私部門負擔某些責任。 

資料來源：詹中原(1999)，民營化政策－公共行政理論與實務之分析 

 

另外，我國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實務上，其態樣可分為：1.
機關內部業務委外；2.行政助手；3.公共設施服務及 4.行政業務檢查等
四種。所謂機關內部業務委外，係政府機關將內部事務或設施，委託

民間辦理或經營，機關支付費用；所謂行政助手，係政府機關委託民

間協助其執行職務，實際負責職務責任者，仍為政府機關本身；所謂

公共設施服務，係政府機關將本應由自己執行之設施或業務，委託民

間經營管理；而所謂行政業務檢查，係針對個別事件及政府之特定行

政目的，委託民間查察、驗證，政府則據以認定一定事實是否符合規

定，各類委託態樣之意義及釋例如表 2.1.3。其中機關內部業務委外，
不涉及公權力之對外行使，民間參與行政行為之程度最低。而行政助

手與公共設施服務，民間扮演之角色，在提供專業技術、人力與資本

與設備，政府機關則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向民間購買，未涉及公

權力之委託行使。而行政檢查業務一項，雖認定一定事實是否符合規

定最後係由政府機關為之，但民間執行檢查、驗證等行為時，涉及一

部分公權力之行使，民間參與行政行為程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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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 我國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態樣 

態  樣 意  義 釋 例 

內部事務委外 政府機關將內部事務或設施，委託民間辦理或經

營，機關支付費用。 

機關清潔工

作 

行政助手 政府機關委託民間協助其執行職務，實際負責職

務責任者，仍為政府機關本身。 

違規車輛拖

吊業務、產業

發展輔導 

公共設施服務 政府機關將本應由自己執行之設施或業務，委託

民間經營管理。 

醫院、博物館

之經營 

行政檢查業務 針對個別事件及政府之特定行政目的，委託民間

查察、驗證，政府則據以認定一定事實是否符合

規定。 

建築物安全

檢查、商品檢

驗 

資料來源：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編印（ 2001），「推動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實例暨契約參考手冊」 

 

本研究探討之政府機關委託民間辦理專業服務，屬「簽約外包」

與「行政助手」性質，即政府機關與民間廠商間以契約規範彼此間之

權利義務，而政府機關對於所委託之業務仍應負職務上之責任，並基

於監督之立場控制其品質，以確保政府行政目的之達成。 

第二節 會計師服務  

會計師提供之服務，除一般之財務報表查核（即「審計」，audit
）外，尚有專案審查或檢查（examination）、財務報表核閱（review）
、財務資訊代編（compilation）及協議程序之執行（agreed-up procedure
）等5。會計師提供「審計」服務時，應依「一般公認審計準則」（GAAS
）及其他於審計準則公報中之補充規定辦理；提供專案審查或檢查、

財務報表核閱、財務資訊代編及協議程序之執行等服務時，所須遵循

之規定，亦納入我國之審計準則系列公報。以上各種會計師服務說明

如下： 

１ 審計：即財務報表查核，係會計師依「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

查核工作，以提供受查者之財務報表（歷史性財務報表）是否依

                                                 
5審計準則公報（2000），「審計準則公報制定之目的與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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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認會計原則」（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
GAAP）編製，而依據其查核結果，對該財務報表是否依 GAAP
編製而允當表達，表示意見。 

２ 專案審查：係指會計師對受查者的主張或聲明（如內部控制係有

效建立與被適當執行的聲明、經費支用係以依契約規定項目執行

等），表示是否符合所定之標準（criteria），如內部控制制度、契
約等，表示意見。 

３ 檢查：保險業稱上述專案審查為檢查，係指會計師對保險業的主

張或聲明，表示是否符合所定之標準表示意見。 
４ 財務報表核閱：係會計師執行較「審計」有限之程序，如審計準

則規定之核閱程序，其工作範圍遠較審計為小，並對所核閱之財

務資訊有無重大不實表達，表示意見。 
５ 協議程序之執行：係會計師與委任人及相關第三者等協議查核程

序，而會計師依此協議程序，執行查核事宜，並將查核所發現之

事實彙總（summary of findings）於查核報告。此類之會計師服
務，會計師對受查者之整體財務報表是否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

製並允當表達，不提供任何程度之確信6。 
６ 財務資訊代編：係指將客戶之資料以財務報表或其他易掌握或了

解之格式表達，而該資料之正確性係客戶之責任，會計師並不對

其提供任何確信。 

以上會計師所提供之各類服務，其中財務報表查核、專案查核、

檢查、財務報表核閱與協議程序為一般所稱之簽證服務。除此之外，

會計師亦提供如管理諮詢之服務、稅務服務、記帳服務等，其關係，

如圖 2.2.1。 

 

 

 

 

 

 

 

 

                                                 
6 1996年起 ASB禁止會計師在執行協議程序的報告中表示消極意見，僅可披漏發現事項之彙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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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 會計師服務種類關係圖 

 

對於會計師提供之各類簽證服務，其確信之程度，因所依據之準

則，所執行之步驟與方式而有所不同。所謂確信程度（level of assurance
），係指會計師對其結論（conclusions）是否正確（correct）有把握的
程度（degree of certainty）。 

會計師在提供簽證服務時，所提供之確信程度，有：高度確信（

high assurance）、中度確信（moderate assurance）及低度確信（low 
assurance）。各種確信程度說明如下： 

1 高度確信：又稱審計確信（audit assurance），此為會計師能提供之
最高水準，乃會計師依據其查核結果，作最直接且確定之意思表

示，因而亦稱為積極（positive）確信，但其擔保程度為合理
（reasonable），而不是絕對，仍容許部分發生錯誤之機率；其用語，
如「本會計師認為，××公司之財務報表，在重大方面能允當表

達」。 
2 中度確信：亦稱消極（negative）確信或有限度（limited）確信。
查核報告所使用之用語較為「軟弱」，結論確定性較低，容許較高

之錯誤機率。 
3 低度確信：就是不作確信，即會計師明確表示不提供任何程度確
信。 

綜上所述，在會計師所提供之各類服務中，財務報表查核、專案

審查及檢查，會計師所提供之確信程度為高度確信，在財務報報表核

閱，確信程度為中度確信。至於協議程序之執行與財務資訊之代編等

，因資訊係由會計師提供，非由會計師證明他人所提供之資訊為正確

管理諮詢服務 

財務資訊代編

其他服務(如稅務、記帳 …等) 

 
財務報表查核 

財務報表核閱 

協議 
程序 

簽證 

專案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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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不適用。以上各種會計師服務之確信程度與查核報告形式，彙總

如表 2.2.1。 

表 2.2.1 會計師提供簽證服務確信程度彙整表 

服務之種類 
提供確信

註1

之程度 
提供確信之標的 報告之形式 

審計/查核 

(Audit） 

財務報表

之查核 

高度 受查者之歷史財務

報表是否依一般公

認會計原則編製 

以積極確信之文字，例如「本會計

師認為，××公司之財務報表，在

重大方面能允當表達」。 

核閱 

(Review) 

財務報表

之核閱 

中度 受查者之歷史財務

報表是否依一般公

認會計原則編製 

對財務報表之聲明，以消極之文字

表達，例如「本會計師未發現××

公司之財務報表有錯」。 

內部控制

之專案審

查（檢查
註 2）

高度 按內部控制之五個

組成要素判斷，內部

控制是否有效 

以積極確信之文字表達，例如「本

會計師認為，××公司謂其內部控

制為有效之聲明，係允當表達」。 
審查 

（examination） 
法令或契

約之專案

審查
註 3 

高度 受查者之某項行為

是否依循法令或契

約之規定 

以積極確信之文字表達，例如「本

會計師認為，××公司謂其專案費

用報表業已遵循契約規定編製之

聲明，係允當表達」。 

協議程序

(Agreed-upon 

Procedures) 

協議程序

之執行 

不適用
註 4 

不適用，係由會計師

提出自己所發現之

資訊，而非對他人所

提出之聲明是否正

確，提供確信。 

陳述會計師執行之程序及所發現

之事實。 

代編 

(Compilation) 

財務資訊

代編 

不適用 不適用，係由客戶提

供資料，會計師將客

戶所提供之資料以

財務報表或其他易

掌握或了解之格式

表達， 

敘明代編之事實。 

註 1：係指證明他人所提出之聲明是否正確，會計師簽證報告中，不稱會計師提供擔保，而稱會計師提供

確信，避免使用「擔保」、「保證」之詞。 

註 2：保險業稱檢查，而不稱專案審查。 

註 3：係指審計準則第二十八號公報所規範與遵循有關之表達。 

註 4：係由會計師提出自己所發現之資訊，而非對他人所提出之聲明是否正確，提供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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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計費辦法 

計費辦法係規範政府機關採購「專業服務」時，應遵守之相關規

定，包括委辦對象評選之程序、招標文件應載明之事項、評審之項目

、議價及決標之方式、服務費用之計算，即購買價款之計算及價款調

整之條件等。計費辦法所稱之「專業服務」，係指供專門知識或技藝之

服務，包括法律、會計、財務、地政、醫療、保健、防疫或病蟲害防

治、文化藝術、研究發展等服務。 

政府機關向民間廠商購買前述服務時，支付予廠商價款之決定方

式，有：1.總包價法、2.單價計算法、3.按月（或按日按時）計酬法，
及 4.服務成本加公費法等。所謂「總包價法」，係指政府機關應付與廠
商辦理委辦業務之價格總數，於簽約時，即告確定，除有違約扣款情

事外，政府機關於廠商完成委辦案件時即支付簽約時議定之總數。所

謂「單價計算法」，係指政府與民間於簽約當時，僅議定委辦案件之單

價，政府應付之價款總數係按實際完成之數量乘單價而決定，此種方

式適用於所委託之業務可以量化，按件計價的案件。而所謂「按月（

或按日按時）計酬法」，係指政府與廠商簽約當時，僅議定單位時間（

如每月、每一日或每一小時）之價格，其付款，係按實際投入之時間

數量乘以議定之單價而決定，此種方式適用於提供服務與時間有關之

業務。所謂「服務成本加公費法」，係指政府與民間廠商簽約時，僅確

定服務項目與經費支用之限制，以及公費（即廠商之利潤）之數額，

在此種方式下，政府於購買服務簽約之當時，價款總額尚無法確定（

但確定價款上限），須視廠商提供服務時實際支出之成本，方能確定政

府應支付之價款總額。 

政府機關應視專業服務之類別、性質、規模、工作範圍及內容或

工作期間等項目，選擇符合自己需要之計費方式。其中，總包價法或

單價計算法，適用於工作項目及範圍明確者，如委託專案研究案件、

商品檢驗之協助等；按月（或按日按時）計酬法，適用於工作範圍小

，僅需少數專業工作人士作短暫之服務，如律師之諮詢服務；而「服

務成本加公費法」，則適用於案件性質複雜，服務費用不易確實預估或

履約成果不確定之服務案件，如委託民間輔導廠商提升競爭力等專業

服務案件。以上各類計費方式適用之範圍，整理如表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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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計費方式選擇原則 

計 費 方 式 適 用 範 圍 

總包價法 工作範圍及內容明確，服務費用之總價可以

正確估計之委辦案件。 

單價計算法 工作範圍及內容明確，服務費用可按服務項

目的單價計算之委辦案件。 

按月(或按日、按時)計酬法 工作範圍小，僅需少數專業工作人士提供短

時間服務之委辦案件，或工作範圍及內容無

法界定，致總費用難以正確估計之委辦案件。

服務成本加公費法 計畫性質複雜，服務費用不易確實預估，或

履約成果不確定之委辦案件。 

註：本表為計費辦法第十條至第十三條規定。 

 

當一個委辦案件採「服務成本加公費法」計費時，其服務費用（

即契約總價），須視實際支用情形方能確定，在訂約當時，尚無法確定

總價，故修正前之計費辦法第十五條即規定，此時，提供服務之廠商

應記錄各項費用，並提出經會計師簽證之「憑證」，藉會計師之查核以

確定實際實際支用之經費。該條文並明定經費可支用之分類、範圍及

限制7，有： 

１ 直接費用，「服務成本」，指廠商為辦理委辦案件所發生之「成

本」，並不以直接成本為限，除直接薪資及直接費用外，亦包括

分攤之間接管理費用，分述如下： 
（１） 直接薪資：係指直接參與委辦案件人員之薪資。因委託專

業服務係政府機關向民間廠商購買專業知識與智慧，此知

識與智慧之價值，透過廠商人士之薪資予以呈現，故將「直

接薪資」列為最重要之「成本」。 
（２） 其他直接費用：係指廠商執行委辦案件工作時，除直接人

員之薪資外之其他各項支出，惟不包括營業稅在內。 
（３） 管理費用：係指其他無法直接歸屬於委辦案件之支出，透

過分攤方式，由委辦案件負擔之費用。 
２ 公費：指廠商提供專業服務所得之利潤等。 
３ 營業稅：指廠商受託執行委辦業務獲取收入所負擔營業稅額8。 

                                                 
7 詳細規定，參考本研究附錄一。 
8 一般委辦案件合約價款係採稅額內含方式，即議定服務費用總額係含稅金額，而營業稅之計算
公式為：〔直接費用（若有可扣抵之進項稅額者，以扣除稅額後之淨額計之）＋公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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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彙整計費辦法規定，在「服務成本加公費法」下，可納入服

務費用之項目，如表 2.3.2。 

表 2.3.2 在「服務成本加公費法」下，納入服務費用項目 

項  目 內  容 

直 接  費  用 直接薪資 直接從事專業服務工作人士之實際薪資，工作

人士公假與特別休假等之薪資、保險費及退休

金等費用。 

 管理費用 管理及會計人士之薪資、保險費及退休金、辦

公室費用、水電及冷暖氣費用、機器設備及傢

俱等之折舊或租金、辦公事務費、機器設備之

搬運費、郵電費、業務承攬費、廣告費、準備

及結束工作所需費用、參加國內外專業會議費

用、業務及人力發展費用、研究費用或專業聯

繫費用及有關之稅捐等。 

 其他直接費用 差旅費、加班費、資料收集費、專利費、外聘

顧問之報酬、電腦軟體費、圖表報告之複製印

刷費及有關之各項稅捐、會計師簽證費用等。 

公   費  包括利潤、風險及有關之稅捐等。 

營 業 稅  與個案直接相關之營業稅 

資料來源：計費辦法第十五條規定。 

以上各項費用的上限或支用限制，政府機關應於與廠商簽訂之契

約或所附計畫書中載明，俾利雙方共同遵守。為使機關與廠商事前明

瞭雙方之權利義務，採購法規定採購契約樣稿應包含於公告之招標文

件中，公程會訂定並公告「勞務採購契約範本」，供各機關或廠商參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