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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行政裁量之文獻探討與分析

    官僚組織行政裁量權的行使，無論在公共行政學或行政法領域中，已然成為

議題的中心之一，有關行政裁量的課題，例如官僚組織行政裁量權的範圍、應被

控制的範圍、如何控制官僚組織對行政裁量的行使，以及官僚組織行政裁量權的

行使如何與民主治理相互調合，一直是學術界中爭論不休的課題（Vinzant and

Crothers，1998：37）。雖然，相關的研究文獻不是很多，本論文仍將儘可能的

對行政裁量的相關文獻加以檢閱，期能從中對行政裁量議題目前的研究情形有所

掌握，以作為本論文進一步探究的基礎。學術界對行政裁量的研究，大略可區分

為行政法學界與公共行政學界，雖然行政法中有關行政裁量的探討，非為本論文

的研究焦點，但是本論文仍就近十年來我國行政法學界中，有關行政裁量的學位

論文予以臚列。以下，謹分別從我國行政法學界與國內外公共行政學界的相關研

究加以論述，繼而對前述的相關文獻與研究做一回顧與評估。

第一節  行政法學界方面之相關研究

    我國行政法界對於行政裁量之探討主要在於司法機關對行政機關的制衡、監

督及審查密度。但是，在探討行政裁量的過程中，也會涉及不確定法律概念的問

題。傳統上，對行政裁量與不確定法律概念的探討，比較側重於二者的關係以及

法院的審查權限，亦即有關是否前者僅限於法律效果，後者限於構成要件；二者

究竟為「質的區別」、「量的區別」還是「無區別」；行政法院的審查密度前者較

寬鬆，僅限於裁量瑕疵，後者則較嚴密；前者容有裁量空間，後者存在判斷餘地

等問題。除此之外，近來有關行政裁量課題的研究亦有由外部行政的範疇，延伸

至內部行政中的人事行政範疇之趨勢（法治斌，2002：4）。從表 2-1 可以發現，

行政法學界中有關行政裁量的學位論文，大致呈現二種不同的研究範疇：第一種

研究範疇是從行政機關整體之總論角度探討行政裁量課題，第二種研究範疇則從

不同公務種類之各論角度思考行政裁量課題。以下，謹分別加以說明：

一、 行政裁量總論方面之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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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行政法學界中有關行政裁量總論方面之學位論文，主要係對行政

裁量與司法審查密度、行政裁量與圖利行為分際的探討為研究焦點。

（一） 行政裁量與司法審查密度方面之研究

           行政裁量與司法審查密度方面之研究，計有葉俊榮（1985年）

所撰「行政裁量與司法審查」；謝國允（1999年）所撰「英國行政

裁量權濫用與司法審查之研究」等二篇，皆著眼於保障民眾權益之

觀點，探討行政應受司法審查之範圍與密度。除此之外，並參酌大

陸法系國家，如德國及英美法系國家中之英、美等國對行政裁量與

司法審查密度方面的研究，研擬適用於我國國情及法制結構的審查

制度。

（二） 行政裁量與圖利行為分際之探討方面

           行政裁量與圖利行為分際之探討方面，僅有洪于智（1996年）

所撰「行政裁量與公務員圖利行為分際之探討-兼論司法審查之限

制」一篇，其立於以往「圖利罪」之構成要件過度抽象，公務人員

在執行職務時，難以自我辨別所為之行政裁量究為「便民」？抑或

「圖利」？致未能勇於任事，故提出公務人員行使行政裁量權時，

應依循的準則及司法偵辦圖利罪的審查標準及密度，俾使公務人員

提昇行政效率及國家整體的競爭力。

二、 行政裁量各論方面之討論

         行政法學界中有關行政裁量之學位論文，在行政裁量各論方面之討

論，大部分以警察行政與交通行政方面者居多。

（一） 行政裁量與警察行政方面之研究

          行政裁量與警察行政方面之研究，計有黃錫安（1988年）所撰

「警察行政裁量之研究」；陳清華（1992年）所撰「從比例原則論警

察行政裁量之界限」；李長錦（1993年）所撰「警察不作為之行政裁

量」等三篇，其係依據行政裁量的有關理論及比例原則為研究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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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警察行政的特性與本質為中介，為警察行政中有關警察行政裁量

及警察不作為的有關問題，歸納提出因應之道。

（二） 行政裁量與交通行政方面之研究

          行政裁量與交通行政方面之研究，計有王錦程（1992年）所撰

「交通違規執法裁量行為之研究」；藍應華（1998年）所撰「論交通

裁罰之行政裁量」等二篇，其旨於道路交通秩序向為國人所詬病，

交通違規執法及交通執法機關據以作為管理、制裁之道路交通管理

處罰條例雖經多次修正，仍未能對交通秩序產生具體改善，故奠基

於制裁交通不法時，對違規民眾科處交通秩序罰，為達成交通行政

目的之重要手段之一，而保障人權亦為民主法治國家於制裁不法時

仍須兼顧之立論下，透過參考德、日兩國之交通違規執法及裁罰規

範、裁量行為，研擬合理且符合正當法律程序之裁罰標準及裁量行

為。

    由上可知，近十年國內行政法學界有關行政裁量課題之學位論文的研究，仍

以聚焦在透過確立司法對行政在行政裁量上的審查範圍及密度，以保障人民的權

益為主要課題。然而，由於行政事務多元化，每一公務的種類及性質互異，故其

各自面臨的行政裁量課題亦有所不同。除此之外，上述的學位論文中，亦有針對

警察行政及交通行政之行政裁量問題加以研究者，或同時立於行政與司法之觀

點，探討關於行政裁量中公務人員圖利行為分際之探討，並兼論司法審查限制之

研究。

表 2-1：近十年國內行政法學界研究行政裁量學位論文摘要表

（1985-2004年）

作者 年份 論文題目 研究範疇 校所及學位 研究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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葉俊榮 1985 行政裁量

與

司法審查

行政裁量

總論

臺灣大學法律學

研究所碩士論文

行政裁量

與

司法審查密度

黃錫安 1988 警察行政裁量之

研究

行政裁量

各論

中央警察大學警

政研究所碩士論

文

行政裁量

與

警察行政

王錦程 1992 交通違規執法裁

量行為

之研究

行政裁量

各論

中央警察大學警

政研究所碩士論

文

行政裁量

與

交通違規執法

陳清華 1992 從比例原則論警

察行政裁量之界

限

行政裁量

各論

中央警察大學警

政研究所碩士論

文

警察行政裁量與

比例原則

李長錦 1993 警察不作為之行

政裁量

行政裁量

各論

中央警察大學警

政研究所碩士論

文

警察不作為

與

行政裁量

洪于智 1996 行政裁量與公務

員圖利行為分際

之探討-兼論司

法審查之限制

行政裁量

總論

輔仁大學法律研

究所碩士論文

行政裁量

與

圖利行為、

司法審查密度

藍應華 1998 論交通裁罰之行

政裁量

行政裁量

各論

中央警察大學警

政研究所碩士論

文

交通裁罰

與

行政裁量

謝國允 1999 英國行政裁量權

濫用

與

司法審查

之研究

行政裁量

總論

臺灣大學三民主

義研究所碩士論

文

行政裁量

與

司法審查密度

資料來源：筆者自行整理

第二節  公共行政學界方面之相關研究

公共行政學界對於行政裁量課題的研究甚少，在國內公共行政學界尤缺專書

論述，絕大多數的行政裁量研究均散見於行政學、公共管理、公共政策等教科書

中，近十年來計有八篇（請見表 2-2）。在行政裁量的論文著作方面，自民國六

十五年許慶復先生所著「行政裁量監督之研究」之學位論文至今，僅計有三篇（請

見表 2-3）。因此，我國公共行政學界在行政裁量課題的研究上，仍有很大的空

間。除此之外，在國外公共行政學界之相關文獻方面，主要為Vinzant與 Crothers

於 1998年合著之「第一線領導-基層公共服務中之裁量權與正當性」（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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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Leadership：Discretion and Legitimacy in Front-Line Public Service）

一書（Vinzant and Crothers，1998）。這些文獻可區分為以行政裁量之監督或

控制、行政裁量與倫理、行政裁量與溝通、行政裁量行為等面向為研究方向。謹

將各面向的研究說明如下：

一、 行政裁量之監督或控制方面之研究

    （一）1976年許慶復教授所撰「行政裁量監督之研究」論文：

    該文旨在為了防止行政機關行政裁量的濫用，維護行政裁量的

正義，故主張當對行政機關進行各項監督。其中，行政裁量監督之

道，計有「限定裁量之範圍」、「規制裁量之行使」及「節制裁量之

運用」。

    （二）1998年吳定教授於「公共政策辭典」一書所撰篇名「行政裁量」一

文：

    本文首先對行政裁量下定義：「行政裁量指行政機關和行政人員

在相關法令規章所賦予的權限範圍內，於處理各種行政事務時，可

以本諸自由心證的原則，作某種的行政決定。」繼而，指出為防範

行政人員濫用行政裁量，行政機關乃設計「標準作業程序」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做為牽制的工具。惟倘若過於

強調遵守「標準作業程序」，將易產生「僵化」及「目標錯置」（Goal

Displacement）的弊端。是以，公務人員的行政裁量應當多大？始

終為一爭論不休的課題。

    （三）1998年施能傑教授於「公共政策」一書所撰篇名「政策執行的日常

課題：執行裁量與執行行為」一文：

    本文首先指陳政策執行機關或人員，常面臨法令意義不清、法

令立意設計未盡合理、法規適用為抽象或不確定、政策工具或處分

對策須作選擇等情境，而在推動政策時產生執行裁量的行為，使執

行與情境配合。惟有時，為贏得標的團體的信任感，而將執行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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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令化」。其次，本文指出標準之設定應講求「合理性」與「有效

性」，才不失行政裁量的目的與真意。

    （四）1999年林鐘沂於「公共組織理論」一書所撰篇名「公共組織與行政

面向-行政裁量權」一文：

     本文引用 A. Gouldner 的看法指出，在由上而下的層級節制權

威體系中，上級主管樂觀地以為可利用法規以限制部屬行政裁量之

行使。但在實際的運作中，實則法規與裁量權二者在層級節制中存

有相互操縱與討價交易的現象。是以，主管與部屬之間應建立信賴

關係，實為關鍵之所在。

    （五） 2002年陳敦源教授於「民主與官僚-新制度論的觀點」一書所撰篇

名「結構與策略：課責與裁量」一文：

    本文首先提出以「代理人理論」（Agency Theory）分析行政機

關濫用行政裁量之原因，計有：委託人與代理人間的分工與利益衝

突、資訊不對稱的處理及權力分立與行政裁量權之控制。其次，透

過理性選擇制度論當中的「空間理論」（Spatial Theory），探討應

如何對行政機關的行政裁量權加以控制。最後，本文提出由理性選

擇制度論發展出之行政裁量的政治控制理論，從公共行政學界的角

度審思，則有忽略官僚自主性的政治功能、未重視行政中立起源及

「警報器」機制當中之多元論陷阱等缺失。

二、 行政裁量與倫理方面之研究

    （一）1990年陳金哲所撰「行政裁量之倫理基礎」論文：

    旨在強調行政裁量內在控制的必要性，其採取辯證的法則，依

社會實際狀況與環境的變遷，發展出六項行政裁量之一般倫理原

則，期將行政法學中強調的平等原則、比例原則及誠信原則，落實

於行政實務中，以調合私益與公益的衝突，將行政裁量由物化觀念，

轉變為實踐社會正義的利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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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1995年蕭武桐教授於「行政倫理」及 2001年於「公務倫理」二書所

撰篇名「行政裁量與倫理」一文：

    作者首先將行政裁量定義為：「行政機關為其行政目的，在各種

可能途徑之中，選擇一個不違法而正確的行為。」其次，分析公務

人員行政裁量時，由於價值判斷與採擇所面臨倫理困境的態樣。作

者除提供 Warwick，Donald P.負責任的五項行政裁量原則、八項衡

量行政裁量的公眾取向標準、Dobel 的七項基本的「公務承諾」

（Public Commitment）原則，做為公務人員行政裁量的抉擇及行動

原則之外，並提出美國學者 Rohr，John A. 之主張將「憲政主義」

的精神融入公共行政之規範理論中，以解決行政裁量的困境。最後，

引介 John Rawls 之「正義論」為行政裁量的倫理教育教材，使公務

人員能自覺地面對所處的環境，做出正確的行政裁量。

    （三）2000年陳德禹教授於「行政管理論文選輯第十四輯」一書所撰篇名

「現代行政倫理體系初探-行政裁量倫理準則」一文：

    旨在強調行政裁量應從科學、道德（倫理）及法制等途徑，以

求行政裁量的正確、良善與保障裁量達到起碼的水準。其次，引介

D. P. Warwick 的五項倫理原則，以求以「誠信」為基礎，追求行政

裁量的合法（Legitimate）、良善（Good）及效能（Effective）。

    （四）2001年林鐘沂教授於「行政學」一書所撰篇名「行政裁量權的倫理

基礎」一文：

    本文提出英國公法學者 C.Harow 及 R.Rawling 在「法律與行政」

（Law and Administration）一書中所闡述的「紅燈理論」（Red light

theory）與「綠燈理論」（Green light theory），探討有關行政機

關行政裁量的審查範圍與密度。其次，引介指出英國學者

D.J.Galligan 的看法，認為行政裁量的行使結果，應以「合理性」

（Rationality）、「目的性」（Purposiveness）及「道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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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lity）三者綜合論述。最後，主張論述行政裁量的倫理時，

應實踐 D. P. Warwick 的五項倫理原則，俾使行政裁量成為公務人

員謀求公眾福祉的慧劍。

三、 行政裁量與溝通方面之研究

    行政裁量與溝通方面之相關文獻，僅有 1995年羅耀堂所撰「行政裁

量權之評估研究：哈伯馬斯溝通行動理論之觀點」論文。該文主張行政機

關行政裁量之行使，當須以因應民眾需求為出發點，而引介哈伯馬斯溝通

行動理論之觀點，期透過「溝通理性」取得公務人員與人民彼此間之相互

理解，使其除考量自身之外，亦應納入對民眾需求之詮釋、對談，以尋求

去異存同，使裁量結果為民眾所接受。

四、 行政裁量行為方面之研究

    （一）1995年蕭武桐教授於「行政倫理」及 2001年於「公務倫理」二書所

撰篇名「行政裁量與倫理」一文：

                作者舉列了 Dobel 所提的行政裁量行為之類型包括：法規-制度

型、效能-執行型及個人-責任型等三種行政裁量行為。    

    （二）1998年 Vinzant 與 Crothers 合著之「第一線領導-基層公共服務中

之裁量權與正當性」（Street-Level Leadership：Discretion and

Legitimacy in Front-Line Public Service）一書：

                作者於該書中指出透過對警察、社會福利工作者等與民眾第一

線接觸的基層行政人員每日的工作，進行實地的田野調查後發現，

基層行政人員工作的困境，係導因於其之行動蘊涵裁量權、權力以

及正當性的特性。作者並評析當前文獻中已存在的六種基層行政人

員之行為模式，皆無法充分描述其之行政裁量工作的實況，但是由

於領導的行動特質與之相謀合。因此，作者認為領導的行動可做為

理解基層行政人員的工作特性，以及評估基層行政人員制定裁量決

策的妥適性的有效行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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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004年曾冠球所撰篇名「基層官僚人員裁量行為之初探：以台北市

區公所組織為例」一文：

            作者於該文中，以台北市區公所組織為例，探討官僚人格與領

導者的領導風格對基層行政人員的裁量行為的影響。研究結果發

現：1. 官僚人格變項對行政裁量類型產生之影響，獲得部分支持，

惟須視不同的官僚人格的類型而定。講求個人對機關貢獻度之「自

我功效型之官僚人格」對於「慎思明辨」、「交互主觀」、「良知導向」

及「依法行事型」裁量行為具有顯著的影響力。而關切個人升遷與

人事異動的生涯發展型之官僚人格，對「慎思明辨」裁量行為具有

顯著影響。2. 領導風格變項對行政裁量類型產生的影響，獲得部分

支持，惟須視不同的領導風格而定。放任式領導對於「慎思明辨」、

「依法行事型」裁量行為有顯著的影響。民主式領導則對於「慎思

明辨」、「交互主觀」、「良知導向」及「依法行事型」裁量行為具有

顯著的影響。據此，作者以人力資源管理角度，建議基層主管應格

外關注不同人格特質部屬的需求與互動，並注意民主式領導可能對

組織帶來「公共服務民主化」的外部效益。           

從以上國內外的公共行政學界以行政裁量為議題的研究之文獻回顧中可以

發現，關於行政裁量之監督或控制方面的文章或論文計有五篇，在行政裁量與倫

理方面計有三篇，在行政裁量與溝通方面僅有一篇，而在行政裁量行為方面則有

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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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近十年國內公共行政學界研究行政裁量課題之書籍摘要表

（1991-2004年）

作者 年份 收錄書名 章名 研究方向

（Locus）

研究重點

（Focus）

研究方法

蕭武桐 1995 行政倫理 行政倫理

與

裁量

行政裁量

與

倫理

鼓吹並倡導行

政人員應將倫

理之意涵注入

行政裁量之行

使過程中，以解

決行政裁量之

倫理困境。

文獻探討

吳定 1998 公共政策辭典 行政裁量 行政裁量

之控制

官僚組織透過

標準作業程序

對行政人員之

行政裁量加以

控制，惟須防止

因之產生之「目

標錯置」之負功

能。

文獻探討

施能傑 1998 公共政策 政策執行的

日常課題：

執行裁量

與

執行行為

行政裁量

之控制

透過裁量標準

法令化之「合理

性 」、「 有 效

性」，使行政人

員之執行行為

與情境配合。

文獻探討

林鐘沂 1999 公共組織理論 公共組織

與

行政面向-

行政裁量權

行政裁量

之控制

機關主管與部

屬彼此間應建

立誠信關係，實

為行政裁量之

控制之道。

文獻探討

陳德禹 2000 行政管理論文

選輯第十四輯

現代行政倫理

體系初探-

行政裁量倫理

準則

行政裁量

與

倫理

探討行政裁量

的途徑、目的、

倫理原則，倡導

以「誠信」為基

礎，達致行政裁

量之「真善美」

境界。

文獻探討

林鐘沂 2001 行政學 行政裁量權

的倫理基礎

行政裁量

與

倫理

倡 導 D. P.

Warwick 之五項

倫理原則以達

到行政裁量之

效率、效能與公

平公正之均衡

狀態。

文獻探討

陳敦源 2002 民主

與

官僚-

新制度論的觀

點

結構與策略：

課責與裁量

行政裁量

之課責與策略

以「代理人理

論」探討官僚組

織行使行政裁

量中，有關組織

之自利與公共

利益之衝突問

題。

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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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冠球 2004 行政暨政策學

報

基層官僚人員

裁量行為之初

探：以台北市

區公所組織為

例

行政裁量行為 探 討 官 僚 人

格、領導風格對

行政裁量行為

之影響。

問卷調查

資料來源：筆者自行整理

表 2-3：國內公共行政學界研究行政裁量學位論文摘要表

（1976-2004年）

作者 年份 論文名稱 校所及學位 研究方向

（Locus）

研究重點

（Focus）

研究方法

許慶復 1976 行政裁量監

督

之研究

臺灣大學政治研

究所碩士論文

行政裁量

監督

透過「限定裁量

之範圍」、「規制

裁量之行使」及

「節制裁量之

運用」等外在控

制方式，監督官

僚組織對行政

裁量之行使。

文獻探討

陳金哲 1990 行政裁量之

倫理基礎

東海大學公共行

政研究所碩士論

文

行政裁量

與倫理

企圖喚起行政

人員之內在責

任意識，並提供

行政裁量時之

考量因素及原

則。

文獻探討

羅耀堂 1995 行政裁量權

之評估研

究：

哈伯馬斯溝

通行動理論

之觀點

中國文化大學政

治學研究所碩士

論文

行政裁量

與溝通

試圖以哈伯馬

斯所謂的「理想

溝通情境」概

念，驗證民眾參

與之形式及實

際互動之情

形。

文獻探討

、問卷調查

資料來源：筆者自行整理

第三節  相關研究之回顧與評估

從以上對國內外有關行政裁量之研究文獻的探討可發現，雖然上述研究者的

努力已使得相關研究呈現獨有的特色，但仍存有部分不足之處。以下，謹將相關

研究之特色、不足之處加以說明，以作為本研究後續討論之基礎。

一、 相關研究之特色

     回顧國內外行政裁量研究的相關文獻，大致可從研究面向、研究觀

點、研究方法、研究趨勢等四個面向觀察所具有的特色。

    （一）研究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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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研究面向而言，從相關研究文獻可發現，國內外有關行政裁

量的研究，係從以外在控制的角度，如行政裁量之監督或控制的研

究，一直到以內在控制角度，如行政裁量與倫理、行政裁量與溝通

等不同面向進行研究。惟這些研究面向的研究數量，仍過度集中於

行政裁量之監督或控制的單一面向，至於行政裁量與倫理、行政裁

量與溝通、行政裁量行為的研究仍屬於少數。由此可知，國內外相

關研究之研究面向雖呈現多元的特色，而有助於對行政裁量課題的

認識，但是卻有研究面向過於集中的現象。

    （二）研究觀點

                除了研究面向之外，國內外相關研究在研究觀點上，亦呈現多

元的特色。雖然，研究者仍以外在控制、人性本惡角度探討行政裁

量課題為主要研究重心，但是晚近以內在控制、人性本善角度探討

行政裁量課題，例如行政裁量與倫理、行政裁量與溝通等面向的研

究，則已引起重視。這顯示出國內外有關行政裁量的研究，在人性

假定的研究觀點上是兼具性善與性惡的，而有助於對行政裁量課題

的認識。

    （三）研究方法

                國內外有關行政裁量之研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主要以文獻分

析法為主，僅羅耀堂及曾冠球的研究兼採問卷調查法，以對於行政

裁量與溝通、行政裁量行為的現況進行瞭解。其中，亦有 Vinzant

與 Crothers 對於警員、社會工作者等第一線基層行政人員進行田野

調查分析。不過，深度訪談法及其他的研究方法則尚未被應用到相

關研究中。而且，同一研究採用多種研究方法的情形並不普遍。因

此，本論文認為此種研究方法上的單一化，恐會使得對研究主題的

瞭解不夠深入，而且在實證調查的驗證上，也會有不足之憾。

    （四）研究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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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相關文獻檢閱可以發現國內外有關行政裁量的研究，已有由

早期側重「監督與控制」向「公務倫理」擴散之現象。特別是國內

公共行政學界在陳德禹及蕭武桐二位教授積極努力倡導之下，對行

政裁量之研究方向，已由著重行政機關行政裁量之「外在控制」、講

求「防弊」，走向強調行政裁量之人文關懷面向，並講求「內在控制」

與「興利」之趨勢。

    以上國內外相關研究特色之說明顯示，從整體研究趨勢來看，雖然國內外均

有逐漸多元化之趨勢，但是相關研究仍有未盡周全之處。以下謹將本論文認為不

足之處略加說明，以為本論文繼續探討此一議題之基礎。

二、 相關研究不足之處

    檢視相關研究可以發現，現有文獻存在著幾點不足之處，使得行政裁

量之相關研究無法更加周延，具體來說，大致有以下幾項：

（一） 行政機關當應採何種行政裁量行為，始能與當前多元價值觀齊放之

民主治理系絡相互調合之研究不足

                衡諸相關之文獻可以瞭解，目前有關行政裁量的研究，大致可

區分成兩大類。一類較傾向於如何控制行政組織對行政裁量權的行

使，以及行政組織之行政裁量權應被控制的範圍等課題。另一類則

以行政組織的行政裁量權，究應如何行使以與民主治理相互調合為

主要研究重點。此二者對於行政組織的行政裁量的瞭解，都是不可

或缺的。

                在「行政組織之行政裁量權應被控制之範圍」方面，許慶復教

授曾提出「用法律加以限定」、「用法規加以限定」的方式，以限定

行政機關行政裁量的範圍。而有關「如何控制行政組織對行政裁量

權之行使」方面，本論文以 Terry L. Cooper 的行政責任的角度為

區分標準，可以「內在控制」（Internal Controls）與「外在控制」

（External Controls）二面向來分析相關文獻。「外在控制」係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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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外在法規及規範，以防止行政機關行政裁量的濫用。「內在控

制」係指透過基層行政人員內心自我道德覺醒及行政倫理意識的發

展，以監督行政機關行政裁量的行使（蕭武桐，2001：89）。上述

文獻檢閱的相關文獻中，以「外在控制」角度探討行政裁量課題者

包括：吳定教授、施能傑教授、陳敦源教授、許慶復教授及曾冠球

等之研究。以「內在控制」角度探討行政裁量之研究則包括：陳德

禹教授、蕭武桐教授、林鐘沂教授、陳金哲及羅耀堂等。

                因此，從前述對行政裁量課題的相關研究檢視中可以發現，無

論國內外相關研究所累積的研究成果，對於吾人瞭解行政組織於行

政裁量時，當應採取何種行政裁量行為，始能與民主治理系絡相互

調合的研究，仍呈現明顯不足之處，具體而言，其可從以下幾點分

別說明：

1. 對形成行政機關行政裁量行為之困境原因不夠瞭解

       從前述之文獻檢閱可瞭解在民主治理制度講求回應性的思

惟下，從行政機關行政裁量之系絡環境為何？這些系絡環境如

何影響行政機關行政裁量行為？乃至於這些系絡環境對執行人

員所造成的決策困境背後之原因分析？皆仍為亟待探討之議

題。

2. 負責任之行政裁量行為之內涵尚未確立

       雖然相關的研究對於行政機關行政裁量行為的瞭解已有諸

多助益。但是，行政組織究竟當應採取何種行政裁量行為，始

能與民主治理相互調合，則有賴建立負責任之行政裁量行為之

內涵，以作為行政機關行政裁量時價值採擇的準繩與標準。因

此，確立負責任之行政裁量行為之內涵，乃為至關重要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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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型塑負責任之行政裁量行為之研究不足

       相關研究已提出數種行政機關行政裁量行為之模式，惟這

些行為模式是否足以解決行政機關在當前民主治理系絡下行使

行政裁量權所面臨的困境？是否符合負責任之行政裁量行為之

標準？這些皆為亟待探討之問題。

4. 經驗研究成果累積不足

       由於行政機關究應表現出何種行政裁量行為，以與民主治

理的氛圍相互調合的議題，先天上就存在著不易量化的問題，

以致於其之經驗性研究嚴重缺乏。雖然如此，本論文認為仍可

透過在同一研究中所採用的方法，不限於僅採取單一的研究方

法。例如以文獻分析法配合深度訪談法二種方法併用，以彌補

因方法上的限制，所引發對於該議題研究不足的缺憾。

    （二）對行政機關之基層行政人員研究不足

         雖然國內探討行政裁量的研究文獻已呈現相當的成果。但是，

以行政機關的行政裁量行為與當前民主治理的氛圍相互調合為研究

焦點的研究並不多。尤其，以行政機關的基層行政人員為研究對象，

無論在研究面向、研究觀點、研究方法上，則僅有曾冠球一篇。基

於政府的行政行為是由無數的行政裁量編織成的網，民眾對政府的

施政評價就在與基層行政人員互動的裁量行動中一點一滴形成。其

次，基於知識經濟時代，人為組織中的策略性資源、人為後工業時

代決定組織競爭力的關鍵成功要素，將過去通常立於管理者以及組

織的觀點，而以性惡、防弊觀點看待基層行政人員行政裁量之議題，

轉換為性善、興利之角度，以符合現代管理思潮等二理由。因此，

除了基於基層行政人員行政裁量行為在現代民主治理中之重要性，

而應對其之裁量行為多加以探討之外，立於人性本善之假定、興利

之角度，探討基層行政人員之行政裁量行為的研究，亦為應投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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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的焦點之一。

    從上述有關行政裁量研究文獻之回顧與評估可以瞭解，如果要對於行政裁量

課題有完整深入的掌握，目前的研究仍有所不足，而必須針對行政機關的行政裁

量行為與民主治理系絡之調合，以及以基層行政人員為研究對象再加以探究，才

能窺得行政裁量課題的全貌。因此，本論文將嘗試於第三章對於當前基層行政人

員行政裁量困境之現象與形成原因加以分析。繼而，於第四章透過相關文獻確立

基層行政人員負責任之行政裁量行為之內涵，以作為基層行政人員行政裁量時價

值採擇的準則，並對當前相關文獻中，已存在之行政裁量行為加以評析。於第五

章以轉換型領導之觀點，建構型塑基層行政人員負責任之行政裁量行為之理論基

礎。最後，於第六章以我國行政機關之基層行政人員為實證研究對象，探索以轉

換型領導之觀點，型塑其之負責任之行政裁量行為的可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