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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當前基層行政人員行政裁量之困境分析

    雖然有關基層行政人員行政裁量時，面臨困境分析的相關研究文獻不是很

多，但由於對現有文獻的瞭解與分析，是研究者瞭解研究議題之研究概況，以做

進一步探究的基礎。因此，本論文仍將儘可能的對相關文獻加以探究，期能對基

層行政人員行政裁量困境之研究情形有所掌握與瞭解。以下，本論文首先於第一

節就基層行政人員行政裁量之系絡環境加以描述。於第二節探討基層行政人員裁

量之系絡環境透過哪些方式影響基層行政人員之裁量決定。最後，於第三節就基

層行政人員行政裁量困境產生之原因加以分析。

第一節  基層行政人員行政裁量之系絡環境

    在當前民意高漲的氛圍中，為了對基層行政人員行政裁量面臨的困境有一全

面性的理解。因此，描繪影響基層行政人員行政裁量的系絡環境係屬必要。雖然

每位基層行政人員承辦公務的種類、性質不同，導致其行政裁量面臨的系絡環境

也有所不同，不過本論文綜合相關研究，大體言之，有下列幾項，謹將其臚列並

說明如下：

一、 基層行政人員個人因素

       相關研究發現基層行政人員本身的性別、人格特質、道德價值觀、宗教

信仰、教育背景、專業知識、倫理成熟度、倫理察覺、工作及生活經驗等

特質會影響其之裁量決定（Delattre，1989；Kroeger，1975；Push，1986；

Stone，1981；蕭武桐，1995：77；曾冠球，2004：95-140）。

二、 服務機關

       服務機關訂定的規則、目標、績效考核機制、層級節制的權威關係、訓

練方針以及服務機關的組織文化，對基層行政人員的行為方式、態度有極大

的影響力（Franz and Jones，1987；Harrison and Pelletier，1987；Peyrot，

1982；Reuss-Ianni and Ianni，1983；Kaufman，1960；Kelly，1994；Schein，

1992；蕭武桐，199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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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上級機關

    基層行政人員的上級機關也會影響基層行政人員行政裁量之行使。上

級機關對於基層行政人員除具有單純行政機關性質的「上命下從」、「層級

節制」的關係外，其之訴願審議委員會組織尚具有「準司法性質」。這些性

質皆促使上級機關可對基層行政人員行政裁量的「合法性」、「適當性」加

以審查，進而論究基層行政人員的責任（吳庚，1999：564-565）。

四、 主管

    主管乃指對於基層行政人員具有「上命下從」的關係，且有權對基層行

政人員進行績效考核者。主管的偏好、期望及價值觀也是基層行政人員制定

裁量決策的主要考慮因素之一。此外，主管的領導風格及行為也會影響基層

行政人員的裁量決策（Vinzant and Crothers，1998：12-13；蕭武桐，1995：

77；曾冠球，2004：95-140）。

五、 同事

    同事係指服務機關中與基層行政人員一起工作的同儕、或其他機關中基

於職務協助關係，而與基層行政人員經常互動的公務人員。基層行政人員制

定決策時，通常會考量同事們對其之裁量行動與決定的反應與接受度

（Vinzant and Crothers，1998：14；曾冠球，2004：95-140；蕭武桐，1995：

77）。

六、 法律或司法機關

    行政法院等司法機關對基層行政人員行政裁量的違法與否，具有最終的

決定權（葉俊榮，1985：11-12）。除此之外，基層行政人員亦必須依法律的

規定，在法律授權的範圍內行使裁量權。

七、 當事人或相關利害關係人

       當事人或相關利害關係人的態度、價值觀、期望及對基層行政人員的順

服程度等，都會影響基層行政人員的裁量行動與決策。例如抱怨與好爭辯

的當事人都會使基層行政人員有不同的回應。除此之外，當當事人或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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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害關係人的性別、社會階層、族群與基層行政人員本身的族群屬性、性

別、社會階層、學經歷、工作經驗與所受訓練產生互動時，也會直接影響

基層行政人員的決策（Vinzant and Crothers，1998：13）。另 Lipsky 的

研究發現基層警員、社工人員及教師等基層行政人員，其工作成效常是個

人職責與服務對象期望兩種力量交互激盪後的成果。因此，當事人及相關

利害關係人等服務或被管制對象，也可能具體影響基層行政人員的思惟與

決定（呂育誠，2001：377-404）。

八、 媒體

       實證研究發現電視、廣播、報紙、雜誌及電子媒體等，會影響基層行政

人員的行政裁量行為（Vinzant and Crothers，1998：15-16）。

九、 民意代表

       由於行政裁量的結果往往會使得當事人或相關利害關係人的權利與義

務產生得、喪、變更。所以，其可能透過民意代表以影響基層行政人員的

行政裁量決定。有時，民意代表甚至本身即為當事人或相關利害關係人。

因此，其除了為中立者的角色之外，甚至還兼具參與者的角色，而成為裁

量系絡中政治角力的一員（江明修等，1997：1-56）。

十、 社會大眾或旁觀者

       實證研究發現社會大眾或旁觀者的看法，有時也可能會影響當事人或基

層行政人員的裁量決定（Vinzant and Crothers，1998：14-15）。

十一、 其他變數

         其他變數乃指在特定情境中，影響基層行政人員行政裁量的其他因

素。例如基層行政人員執行公務所擁有的資源、資訊、人力、時間以及其

之工作的負荷量等，也會對基層行政人員的裁量決定有影響（Lipsky，

1980：27-70）。

    綜上，為基層行政人員行政裁量時面臨的系絡環境。例如在違規的集會、遊

行的處置中，違規集會遊行的訴求、時間、地點、規模、性質，對交通、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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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參與者本身可能產生的危險或損害，以及主管機關可以投入的警力等，皆為

基層行政人員行政裁量決策時面臨的系絡環境（陳敏，1999：162-163）。而不同

的個案或不同的公務種類，影響基層行政人員行政裁量決策的系絡環境也會有所

不同。

第二節  基層行政人員行政裁量困境之現象

    在立法機關大量授權行政機關裁量權後，政府的行政行為實由無數的裁量行

動編織成的網，民眾對政府的施政評價就在人民與基層行政人員互動的裁量行動

中一點一滴形成。過去基層行政人員往往依照明確界定的角色規約來行事，對於

問題的界定，常與民眾自身的解釋相牴觸，在實際運用行政裁量權時，缺乏對情

境的感應能力以及無視民眾的真正意圖而招致民怨。今日的服務思潮為「民眾導

向」的管理，講求在與民眾面對面的互動過程中，考量到當事人行動的動機與獨

特性的問題背景，透過相互了解和意義的共享來達致所謂的「共識性的決策規則」

（the Decision Rule Consensus）（吳瓊恩等譯，1993：序）。反映到基層行政

人員行政裁量的系絡，就凸現出基層行政人員的裁量困境，因為面臨當前民意高

漲、多元思想齊放、日趨高漲的社會力挑戰的時代，基層行政人員的決定在利益

錯綜複雜的裁量系絡中，往往順了姑意，卻負了嫂意，要讓民眾完全滿意是一項

艱難的挑戰。職是之故，吾人當須對基層行政人員行政裁量之困境現象有所洞

悉。其可透過探討 1. 裁量系絡環境如何影響基層行政人員的裁量決定？2. 裁

量系絡環境間彼此如何互動？等二項課題加以瞭解，謹將其分析如下。

一、 裁量之系絡環境對基層行政人員之影響方式：

    本論文綜合各家學者的看法，歸納出基層行政人員行政裁量的系絡環

境，影響基層行政人員行政裁量決策的方式如下（請見表 3-1）：

（一）基層行政人員個人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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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證研究發現倫理行為標準高、責任感較強、對倫理察覺愈強

等特質的基層行政人員制定決策時，較注重「效能」、「公共利益」（蕭

武桐，1995：191）。不同的官僚人格也會產生不同的行政裁量行為。

例如講求個人對機關貢獻度的「自我功效型之官僚人格」傾向產生

「慎思明辨」（講求專業與操守）、「交互主觀」（重視同事眼光）、「良

知導向」（秉持道德良知）及「依法行事型」（堅持照章辦事）之裁

量行為。而關切個人升遷與人事異動的生涯發展型的官僚人格，則

傾向產生「慎思明辨」的裁量行為（曾冠球，2004：95-140）。

（二）服務機關

          實證研究發現機關的組織文化會透過對基層行政人員的角色傾

向與偏好的塑造，以影響基層行政人員的裁量決定（Kaufman，1960；

Kelly，1994；Schein，1992）。例如基層行政人員倘若違反組織的

規範就會遭到批評、譴責或排斥。除此之外，我國的實證研究也顯

示出服務機關的工作文化愈強調責任感時，則基層行政人員愈注重

公共利益的考量，而太強調機關組織的「層級節制」及「援例辦理」

的工作文化，則不利於行政決策的倫理基礎（蕭武桐，1995：191-

192）。

（三）上級機關

          上級機關會透過訂定裁量準則或設計「標準作業程序」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以控制服務機關、主管及基

層行政人員的裁量行為（陳敏，1999：156-169；吳定，1998：4-

5）。

（四）主管

          主管會影響基層行政人員的決策，其之影響途徑有四：其一，

基於行政一體性、上命下從及長官與屬官的服從關係，長官的裁量

往往優先於基層行政人員的判斷。是以，會影響基層行政人員的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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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決策。其二，主管可透過對績效的評估與考核影響基層行政人員

的行為。其三，主管對基層行政人員之職務命令的下達、工作指派、

對基層行政人員的懲處、獎賞等，在法律所賦予的權限範圍內，擁

有自由決定的裁量空間（李震山，1999；周世珍，2000）。此外，

實證研究發現主管的領導風格為放任式領導，基層行政人員則傾向

於「慎思明辨」與「依法行事」型的裁量行為。而主管的領導風格

為民主式領導，基層行政人員則傾向於「慎思明辨」、「交互主觀」、

「良知導向」與「依法行事」型的裁量行為（曾冠球，2004：95-

140）。

（五）同事

           同事對於基層行政人員的行政裁量有以下兩方面的影響：其

一，同事經常會對基層行政人員的裁量決策，提供立即的回饋與評

估（Greller，1980）。其二，在提供資訊方面，資深的同事會提供

過去的經驗，使新進的基層行政人員可快速且適當地處理棘手的裁

量問題（Vinzant and Crothers，1998：13-14）。

（六）法律或司法機關

           行政法院等司法機關對行政裁量的審查密度的變遷，對基層行

政人員具有莫大的影響。例如昔日行政法院肯認於法律規定之範圍

內，行政機關得自由判斷，權衡如何處分始合於公益，裁量如有錯

誤，僅構成不當的行為。近年以來，國內大量引介國外行政法理論，

行政法院受此影響，常有新的裁判見解出現，於裁量事項上，或多

或少也受影響（吳庚，1999：124）。除此之外，刑法第一百三十一

條與貪污治罪條例第六條兩項修正案的通過，也使得司法機關與檢

調單位對基層行政人員濫用行政裁量權的認定空間有所調整（交通

部政風處，2003：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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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當事人或相關利害關係人

           當事人、相關利害關係人可能以單獨個人或集結成組織的型

態，企圖透過民意代表或向基層行政人員本身、基層行政人員的主

管或服務機關進行關說（江明修等，1997：1-56）。或者透過向基

層行政人員的上級機關、行政法院提起訴願或行政訴訟方式，以影

響基層行政人員的裁量決定。

（八）媒體

           媒體可透過電視的新聞框架會鼓勵收視者與基層行政人員的

互動。另外，媒體對於某一事件的報導也會促使基層行政人員、行

政機關、法院、民意代表或社會大眾關注該事件，進而影響基層行

政人員的裁量決定（Vinzant and Crothers，1998：15-16）。

（九）民意代表

           當事人或相關利害關係人往往運用民意代表具有監督行政機

關的特殊角色，請其出面關說，爭取對自己有利的裁量結果（江明

修等，1997：1-56；邱華君，2004：55-60）。

（十）社會大眾或旁觀者

           社會大眾在裁量系絡中的角色可能只是旁觀者，不過當社會大

眾的看法形成輿論後，就會對於基層行政人員行政裁量的行使產生

壓力，間接提高基層行政人員行政裁量的複雜性與政治性（Vinzant

and Crothers，1998：14-15）。

（十一）其他變數

             Lipsky 嘗指出由於基層行政人員擁有的資源缺乏，再加上基

層行政人員承辦案件的時效壓力，而無法多與服務對象互動等，

使得基層行政人員的行政裁量決定無法滿足裁量系絡中，服務對

象的期望與需求。這也造成基層行政人員以「例規」的心態來處

理服務對象的需求（Lipsky，1980：14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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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基層行政人員行政裁量之系絡環境影響方式摘要表

裁量系絡環境 影響方式

基層行政人員本身個人因素 性別、人格特質、道德價值觀、宗教信仰、教

育背景、專業知識、工作經驗、生活歷練等影

響基層行政人員之裁量決定。

服務機關 1. 基層行政人員服務之機關會透過訂定的

規則、目標、績效考核機制、層級節制的

權威關係及訓練方針來影響基層行政人

員的決策。

2. 機關的組織文化會透過對於基層行政人

員的角色傾向與偏好的塑造來影響基層

行政人員的裁量決定。

上級機關 1. 透過訴願審查委員會之設置，對基層行政

人員行政裁量的「合法性」、「適當性」加

以審查。

2. 透過訂定裁量準則或設計「標準作業程

序」以控制服務機關、主管及基層行政人

員之裁量行為。

主管 1. 於行政一體性、上命下從及長官與屬官的

服從關係，長官的裁量往往優先於基層行

政人員之判斷。

2. 透過對基層行政人員之職務命令之下達、

工作指派、績效的評估與考核影響基層行

政人員的行為。

3. 不同領導風格之主管對基層行政人員之裁

量行為有所影響。

同事 透過對基層行政人員之裁量決策提供立即的

回饋、評估及提供過去的經驗，使新進之基層

行政人員可以快速且適當地處理棘手之裁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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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法律或司法機關 對基層行政人員行政裁量的「合法性」有權加

以審查。

當事人或相關利害關係人 1. 可能以單獨個人或集結成組織的型態，企

圖透過民意代表或向基層行政人員本身、

基層行政人員之主管或服務機關進行關說

2. 透過向基層行政人員之上級機關、行政法

院提起訴願或行政訴訟。

3. 利用媒體偏愛聳動性、簡單化的議題引發

社會大眾對於裁量問題注意、關切以影響

基層行政人員之裁量決定

媒體 透過媒體的新聞框架引發相關參與人對裁量

事件之注意。

民意代表 透過對行政機關擁有監督權或以關說方式，以

影響裁量結果。

社會大眾或旁觀者 當社會大眾的看法形成輿論後，就會對基層行

政人員行政裁量之行使產生壓力。

其他變數 基層行政人員擁有的資源短缺、承辦案件的時

效壓力，而無法多與服務對象互動，以滿足裁

量系絡服務對象的期望與需求。

資料來源：筆者自行整理

    綜合上述，為基層行政人員行政裁量之系絡環境，影響基層行政人員行政裁

量決策的方式。在不同的個案中，不同的系絡環境對基層行政人員，皆有不同的

影響力。即使在相同的個案中，對不同的基層行政人員也會有不同的影響方式。

二、 行政裁量系絡環境間之互動關係

         經由上述，吾人對於基層行政人員行政裁量的系絡環境，透過何種方

式以影響基層行政人員的行政裁量決定有了概括性的瞭解。但是，這些系

絡環境並非單方面的影響基層行政人員的行政裁量決定，其仍會透過下列

的方式與裁量系絡中的其他因素互動，以改變基層行政人員的裁量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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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nzant and Crothers，1998：17-19）：

    首先，在行政機關內部方面，上級機關會透過訂定裁量準則以控制服

務機關、主管及基層行政人員的裁量行為，避免其產生濫用權力現象，以

及杜絕人情包袱與壓力。服務機關則透過組織文化、績效制度等型塑基層

行政人員的角色傾向，以服從機關之規則與命令。主管則透過其對基層行

政人員於職務命令之下達、工作指派、績效考核，以及資源、人力的支援

程度等方式，影響基層行政人員行政裁量的決策。同事則透過非正式的方

式影響基層行政人員。

    其次，在行政機關以外的系絡環境方面，當事人或相關利害關係人可

能以單獨個人或集結成組織的型態，企圖透過民意代表或向基層行政人員

的上級機關、行政法院提起訴願或行政訴訟，並利用媒體偏愛聳動性、簡

單化的議題引發社會大眾對於裁量問題注意、關切。因此，當事人或相關

利害關係人、民意代表等由於裁量結果與其之利益攸關，所以經常透過媒

體或社會大眾或旁觀者作為中介，對基層行政人員施壓，或者經由上級機

關、服務機關、主管的層級節制體系，對基層行政人員產生影響。除此之

外，媒體、社會大眾或旁觀者也可能直接對基層行政人員產生壓力。最後，

基層行政人員還必須服從法律命令以及同事的非正式組織的要求。

    由此可知，這些行政裁量系絡之系絡環境會彼此相互影響，其之影響

路徑及圖像，如圖 3-1 所示。惟考量到不同的個案，各系絡環境之影響程

度亦會有所不同。

                                  司法機關

                其他變數         （或法律）        同事

                                                      

              上級、服務機關      基層行政人員      主管

                              

             民意代表       媒體       社會大眾       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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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旁觀者）  （或相關利害關係人）

 圖 3-1：基層行政人員行政裁量系絡之互動關係圖

             資料來源：參考自 Vinzant and Crothers，1998：11

    綜合上述，吾人可知這些彼此具有競爭性之標準及期望，皆會直接、間接或

者藉由彼此間之互動，影響基層行政人員之行政裁量決策，從而對基層行政人員

的裁量決定加以評價，使得基層行政人員行政裁量決策的制定，變得複雜而富有

政治性。

第三節  基層行政人員行政裁量困境產生之原因分析

    如上所述，基層行政人員行政裁量時，裁量系絡中彼此具有競爭性之標準及

期望，皆會直接、間接或者藉由彼此間之互動，影響基層行政人員之行政裁量決

策。因此，吾人有必要對這些系絡環境如何形成基層行政人員行政裁量困境之原

因有所瞭解。

一、 裁量困境產生之原因分析

    本論文綜合各家學者之看法，認為基層行政人員行政裁量困境產生之

原因，除了所有行政機關執行公務之行政行為，普遍皆會面臨的問題，包

括：權威的割裂（Fragmentation of Authority）、受到高度之公共監督

（Public Scrutiny）、目標模糊不清不易測量等（吳瓊恩，1998：10-11）

之外，究其之癥結所在乃在於下列兩項原因：

         其一，基層行政人員行政裁量的系絡環境具有高度複雜性，而其所面

臨的問題也具有很大的變異性與不可預測性，基層行政人員經常無法知道

所面臨的行政裁量的事件何時發生？如何發生？以及當向誰回應？亦即如

同 Vinzant 與 Crothers 對美國社會工作人員及警員實地觀察後，一位基層

行政人員所言：「行政裁量所發生的個案都具有相同的主題與問題，只是每

一種的情況都不同，直到置身於其中，才知道如何處理。」（Vinzant and

Crothers，19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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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裁量系絡中的每一個個人、群體或機關，往往依據他們對於情境

的知覺、利益以及持有的價值觀詮釋自身處境，而對基層行政人員行政裁

量的判斷有不同的評價或要求超過基層行政人員能力所及的事情（Vinzant

and Crothers，1998：48）。而不同的價值觀在不同的情境下，亦將呈現不

同的選擇與面向。例如在違規集會遊行的個案中，有些參與者會鼓勵基層

行政人員強制驅離，有些人則反對。檢調機關或行政法院可能對基層行政

人員引用的法令條文在主觀認知上有所差異，而對基層行政人員的裁量行

為認定為涉嫌圖利行為、濫用行政裁量權（交通部政風處，2003：1），使

得基層行政人員在勇於任事方面有所遲疑、怯步。當事人或相關利害關係

人也可能會對基層行政人員的事實認定或法條的引用有所質疑。主管可能

覺得基層行政人員在該事件上花費太多時間，而且對於基層行政人員的處

置也有不同的看法。機關訂頒的裁量準則或標準作業程序，也可能沒有將

該裁量個案的情況包括在內。除此之外，基層行政人員的同事、媒體、社

會大眾或旁觀者對基層行政人員也有不同的認知與價值觀。

         基於此，基層行政人員行政裁量時，各種衝突的價值觀皆會對其之抉

擇產生壓力，並考驗基層行政人員解決問題的能力，進而影響民眾對政府

公共服務的滿意與信任程度。故吾人有必要對基層行政人員行政裁量時常

見之價值衝突之態樣加以洞悉。

二、 基層行政人員行政裁量時常見之價值衝突之態樣

         各家學者嘗提出公務人員行政裁量時，常見的價值衝突之態樣，可供

本論文對基層行政人員行政裁量時，常見的價值觀衝突之情形有所認識，

謹將其臚列並說明如下：

（一） Cooper

          認為常見的行政裁量的倫理問題有下列三項（蕭武桐，2001：

270-273）：

1. 權威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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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指公務人員之個人價值（即主觀責任）與法律要求及組織

的層級節制（即客觀責任），相互之間要求不相容的行動。

2. 組織中內在角色與外在角色的角色衝突

    乃指公務人員的專業價值觀念與組織的層級節制不一致。

3. 利益的衝突

    係指公務人員個人的利益與公務人員的義務相衝突。

（二） Lipsky

            認為基層行政人員為政府與民眾接觸的中介角色，常令基層行

政人員陷入高度衝突的兩難困境，因為在不同執政者的施政理念

下，基層行政人員所能對社會提供的內容、範圍，甚至於雇用基層

行政人員的數量都可能隨時變動。然而，在政府為民服務的常識下，

民眾或服務對象又往往期望基層行政人員能協助解決其問題（呂育

誠，2001：377-404）。

（三） Wilson 與 Henry

            Wilson（1989）與 Henry（1993）則認為各國行政革新或政府再

造運動中，強調回應民眾需求或講求「顧客導向」，固然有助於政府

運作儘可能契合時代變遷與環境脈動，但仍須基於「法律之前、人

人平等」之原則面對所有民眾。因此，容易面臨下列的兩難問題（呂

育誠，2001：377-404）：

1. 回應民眾要求可能與本身專業知能與判斷形成衝突。

2. 回應民眾可能產生圖利特定利益團體或個人之疑慮。

3. 不同民眾的要求相互衝突，以致無所適從。

4. 滿足民眾短期需求不一定有利於增進其長期之福祉。

（四） 吳瓊恩教授

           曾提出下列四種倫理困境（吳瓊恩，1998：489-490、51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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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眾私人之要求與公共利益相衝突。

2. 民眾私人之要求與公務人員個人之專業價值相衝突。

3. 公務人員個人之專業價值與公共利益相衝突。

4. 個人的專業與道德良知與上級的命令相衝突。

（五） 蕭武桐教授

           嘗以查稅員為例，指出查稅員面臨的環境價值包括下列三項。

不同的查稅員所面臨的環境價值皆有所不同，甚至相互衝突（蕭武

桐，2001：110）。

1. 效率

       審查更多的案件。

2. 公平

       有寬裕的時間通知當事人及接受申訴。

3. 法律的遵守

       正確地依法行事。

（六） 詹靜芬教授

            認為由於基層行政人員的任務為負責既定政策的具體推動及受

到傳統儒家文化之影響，故著重服從上級指揮之「階層倫理」與達

成任務所須遵循之「專業倫理」。惟有時基層行政人員之弊端揭發人

（Whistle-Blower）之舉，往往流於對組織不忠誠、對長官不順服

之批判，使其掙扎於是非對錯、公道正義之極大壓力中（詹靜芬，

2001：327-344）。

（七） 邱華君

            認為基層行政人員由於在執行職務時，一方面要擔任依法裁量

行政的執法者，另一方面亦要扮演為民服務之人民公僕角色，因而

工作上常伴隨著衝突的情況（邱華君，2004：55-60）。

            綜合上述各家學者之看法，吾人可知基層行政人員執行公務時，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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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面臨之困境所涉及之價值觀衝突之種類包括：個人價值、專業價值、法

律要求、組織之層級節制、公務人員個人之私利、民眾私人之要求、公道、

公平、效率及為民服務等價值（請見表 3-2）。由於每一位基層行政人員

主管之業務性質互異，或者處理之個案發生之狀況不同，故於行政裁量系

絡中面臨之價值衝突之種類皆有所不同。因此，應確立衝突價值觀之價值

採擇之優先順序，以協助基層行政人員解決該困境。

表 3-2：各家學者提出之基層行政人員經常面臨衝突之價值觀種類

學者

價值觀

Cooper Lipsky Wlison

與

Henry

吳瓊恩 蕭武桐 邱靜芬 邱華君

個人價值 ○ ○ ○ ○ ○ ○

專業價值 ○ ○ ○

法律要求 ○ ○

組織之層級節制 ○ ○ ○

公務人員個人

之私利

○

民眾私利之要求 ○ ○

公道 ○

公平 ○ ○

效率 ○ ○

為民服務 ○ ○

資料來源：筆者自行整理

（八） 本論文之看法

    本論文基於對基層行政人員為性善之人性假定，故將上述各家

學者所提出公務人員可能面臨之困境之價值種類加以綜合，並剔除

公務人員個人之私利之價值觀，認為基層行政人員行政裁量之系絡

中，可能產生之倫理困境之價值觀種類，包括下列九種價值觀，並

以此為本，分析本論文第六章中，被訪談之國內基層行政人員行政

裁量時，在不同的個案中，經常面臨之價值觀衝突之種類及困境：

1. 個人價值

    係指有關基層行政人員個人之道德良知以及滿足個人工作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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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感之價值觀。        

2. 組織之層級節制

    係指有關基層行政人員所屬機關之主管、上級機關或者自己

機關所持有之價值觀以及組織內部之規定。

3. 法律之規定

    係指與基層行政人員所執行之業務種類之相關法律或法規之

規定。

4. 民眾私人之利益或需求

    係指民眾基於私人之利益或需求要求基層行政人員採取與公

共利益相衝突的行動。

5. 專業價值

    係指與基層行政人員個人的專業知識有關之價值。

6. 公道（Equity）

      係指基層行政人員被期待於行政裁量時，能對社會之弱勢者

之權益有所保護之價值。

7. 公平（Equality）

    係指基層行政人員被期待在行政裁量的個案中，使用同一標

準對待所有被服務的民眾。

8. 效率

    係指基層行政人員被期待能儘可能迅速地處理行政裁量個

案中的問題。

9. 為民服務（冒險精神）

      係指基層行政人員被期待能扮演服從人民的公僕角色，能協

助解決其問題且令服務對象滿意。然而，有時為實踐該角色基層

行政人員就必須具有冒險精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