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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公共行政治理模式的演變，從過去的舊公行演變到新公共管理、民主行政，

一直到最近 Denhardt 的新公共服務，在行政學領域內對官僚體制的研究產生很

大的衝擊與演變。加上近幾年台灣政治社會的民主化，公民社會對於政府官僚體

制的期待有了重大改變—從理性效率轉變為重視回應、民意與公共利益。而從過

去對基層行政人員的研究經驗發現，與民眾接觸最為頻繁的基層行政人員，其裁

量行為確實會影響政策結果，因此其內在價值觀是否從過去舊官僚的心態轉變為

新治理模式的期待，是政府治理模式轉變的關鍵所在。可惜的是，過去的研究對

於官僚的政治態度與行為的實證研究相當缺乏，尤其是對於村里基層行政人員的

研究。因此，本研究試圖呈現台灣地方基層村里層級中，村里基層行政人員的民

主價值以及裁量類型的傾向，以釐清在地方基層裡行政民主的真面目。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行政理性型模的先驅，如 Max Weber 和 Herbert A. Simon，都

相當同意公共組織的目標是以科學、技術與層級控制手段，來有效完成

民眾所託付的行政責任，如此鼓吹「政治」(價值)與「行政」(手段)

及與二分的結果，致使公務行政行為淪為去公共價值的效率行政，行政

人員及其行政機關僅關心如何執行上級所交付的命令，毋需反省行政作

為與社會價值，及與倫理規範間的關聯。也就是說，行政人員只接受上

級的控制，全力達成技術理性的效率觀，不需要有為「公共服務」思想

的訓練，也毋庸對外界社會環境變遷有所關注與反省。如此，往往使得

原本以為全民服務而存在的各種行政體制與行為，缺乏彈性及自主負責

的能力，或反而成為壓制民主的工具(江明修，1997：5-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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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 1980 年代英美政府再造運動(Osborne & Gaebler, 1992；林水波，1999；

詹中原，1999)以來，臺灣也跟緊腳步進行一連串的行政改革運動。顧客導向、

公共性、3E(效率、效能、經濟)、績效、回應、課責、責任等原則成為官僚體系

必須面對的挑戰。試圖擺脫過去僅重視行政效率、凡事依法行政的舊官僚形象，

找回公共組織應重視的公共利益，並且將民眾視為顧客來服務，試圖透過市場機

制的方式來回應民眾的需求。然而，由於新公共管理過度強調市場機制，導致無

法真正的凸顯社會正義。因此，為了修正新公共管理將政府過度企業化的經營模

式，Robert B. Denhardt 與 Janet Vinzant Denhardt(2000)提出新公共服務的治理模

式則更重視民眾，將民眾視為公民，政府與官僚體系應是以服務公民為主要目

的，政府運作必須重視公共利益、公民價值以及民主價值。 

隨著台灣政治的民主化，教育的普及，公民社會越趨成熟，民眾逐漸關心公

眾事務，且常常能對公共議題提出的意見，民眾參與公共政策的需求增加。而在

這樣的浪潮下，政府機關為回應社會訴求以及學術領域的期待，也逐漸改善回應

民意的機制。政府運作模式逐漸以「從上而下」模式轉變為「由下而上」模式，

參與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以及公民參與(Citizen Participation)等參與式

治理的概念也在台灣學術界廣為討論。不僅如此，在實務上也逐漸備受重視，在

立法層級如公聽會、聽證會等機制。在基層方面的參與模式，諸如村里民大會、

公聽會、基層建設座談會以及新興的審議民主參與模式等機制，都是設計讓民眾

參與討論公共事務，同時也是政府機關接觸民意的場域。 

是故，不論從公共行政學領域的發展或是臺灣民主發展觀之，臺灣的公民社

會期待政策過程的參與，以及政府回應民意的趨勢，是顯而易見的。新公共管理

或新公共服務，皆認為行政體系的服務傳輸應當積極的回應民眾需求。然而，這

種新治理模式有別於以往舊公共行政的治理模式，其核心價值與規範在根本上有

許多的差異，然而習慣於傳統行政管理的官僚，是否能夠如新治理模式的期待，

從「效率至上」轉變為「公民價值至上」的價值觀，是探討政府機器回應民意的

癥結所在。換言之，在官僚的實際工作生活中，上述價值觀是否已內化成為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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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模式1是至為關鍵。在政府或社會上層皆認為治理模式應走向新公共服務的模

式，其實際作服務傳輸與民眾直接面對面的村里基層行政人員，其心智模式以及

行為是否也進入新公共服務對公民價值的期待，也就是說其心智模式是否已從傳

統「依法行政」、「長官命令」跳脫出來，轉為回應民眾、更重視民意的服務態度。 

另一方面，許多研究結果指出，實際與民眾接觸而且會直接影響政策結果的公務

人員，是每天站在最前線與民眾面對面服務的基層行政人員(Lipsky, 1980; 

Maynard-Moody et al., 1990; Riccucci, 2005)。許多基層工作者在政策執行過程使

用影響力來傳輸自己的利益，他們變更政策使得工作內容更為簡單更安全，或者

用這樣的方式來反對他們所不認同的政策，而不是委託者或公眾的需求

(Maynard-Moody, 1990: 833)。Lipsky(1980)最早提出這樣的論點，將公共政策認

為是組織頂端的行政人員或者立法者所制訂的，並不是最適當的瞭解，因為在許

多的面向上得知，公共政策確實是在擁擠的辦公室以及每天會與民眾接觸的基層

公務人員制訂而成的。基層行政人員透過裁量權的使用(the powers of discretion)

直接或間接，有意或無意間影響了政策。 

在社會學或行政學學術領域裡眾人所知的，基層行政人員在政策執行過程扮

演著既重要又矛盾的角色。而事實上也是如此，裁量權以及脫離組織控制的自主

性，基層行政人員確實是在作政策選擇，而不是像民選公務人員所執行的決定與

選擇那樣簡單(Riccucci, 2005: 243)。換句話說，基層行政人員雖然沒有具體明文

規定的立法權與提案權，但是他們可以在政策執行過程中，透過裁量權等工具來

影響政策。而這影響或許無法直接觀察到，但是在判斷個案符不符合條件，或這

違規是以勸導還是開發單之間，任何的選擇確實都已經影響到政策結果與民眾的

權利。而這樣的情況在臺灣村里層級更為明顯。 

從事村里行政的村里長與村里幹事，每日接觸民眾並且傳輸公共服務，其獨

立於機關以及與頻繁使用裁量權的特性，致使其工作行為對於政策的影響不亞於

                                                 
1  有關心智模式與態度、行為間的關係間的討論，Rokeach 認為價值與態度雖然皆為一個人內

部體系的重要部分，但是價值先於態度，並且是決定及指導態度與行為之重要變數

(determineant)(Rokeach,1968: 15-16；轉引自趙永茂，2002：6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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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討論具有特定專業的基層行政人員(street-level bureaucrat)。但是，不論是從

事村里基層行政人員研究或村里研究，皆未曾有系統的討論村里基層行政人員如

何看待於民眾的意見，以及其對民主的態度。此課題對於重視公共利益、回應以

及責任的新公共服務而言，應是相當重要。可惜的是，在風行民主行政與新公共

服務治理模式的公共行政學術領域，卻大多僅提出官僚應然面的研究與論述，少

有針對官僚作實然面的研究，尤其是針對官僚對於民主的態度。呈現這方面的實

證研究，有助於使我們更清楚官僚到底在想些什麼。而透過釐清村里長與村里幹

事對於民主的態度，以及平時執行公務時所重視的原則，得以使我們釐清過村里

長與村里幹事在村里行政中實際的差異。 

 

第二節  研究目的 

自從 Lipsky(1980)提出基層行政人員的概念後，掀起了許多基層官僚的討

論。將基層行政人員執行公務時的工作生活呈現出來，提出在處於高度不確定性

的工作環境裡，直接回應民眾需求的過程中，裁量權對於政策與民眾的影響是相

當大的。在過去的研究中，多半僅是描述基層官僚的裁量行為，更甚者提出該行

為對於政策影響的實證研究。對於影響基層官僚行為與態度的因素卻甚少討論，

尤其是基層官僚的民主價值的研究。 

然而，民主價值是一整合個人對於多元、參與、平等、包容、協商以及自由

等各種觀念的測量。一般而言，民主價值越高的個人，越能接受民眾的意見與民

眾參與政策等民主的表現。而直接接觸民眾的村里基層行政人員，其民主價值是

否會對其行為以及態度造成影響是吾人應該要進一步探討的，尤其是在新公共管

理與新公共服務的治理模式下，特別強調官僚體系與民意的互動。然而，綜觀過

去研究民主價值的文章，其研究對象大多係以民眾為標的，少有針對公務人員作

討論。再者，如同前述，在強調民主的社會裡，重視民意的新公共管理、新公共

服務等浪潮下對於與民眾接觸的村里基層行政人員，不能不從實證的角度來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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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官僚的民主價值，以及其裁量的行為有哪些偏好，這方面的探討在在都與基

層官僚與民眾互動的行為有所關聯。因此，此研究目的依據學術與實務兩面向列

舉如下： 

 

學術方面： 

1. 根據實證資料呈現村里基層行政人員的民主價值，並從不同角度探索影

響其民主價值的因素。試圖填補學術上對於村里基層行政人員的民主價

值實證研究上的不足，並且驗證村里基層行政人員的心智模式是否已經

趨向新治理模式所重視的民主價值與回應價值。 

2. 呈現村里基層行政人員在執行政策時所重視的原則，亦即其傾向哪些裁

量類型，並探討民主價值是否會影響裁量類型，以釐清其行為與思維是

否一致。 

3. 透過呈現村里基層行政人員執行裁量處分時所重視的原則，以填補

Lipsky 在探討村里基層行政人員的裁量行為實證上的不足。 

4. 過去在村里層級的研究並未同時討論村里長與村里幹事，導致在探討村

里內的行政總是缺漏一塊，因此本研究的第四個目的是透過實證資料比

較村里幹事與村里長兩種村里行政人員，探討其在制度下彼此在民主價

值以及行為上的差異，以做為往後村里基層研究更充實基礎。 

 

實務方面： 

1. 透過比較村里長與村里幹事的民主價值，以及其所傾向的裁量類型，藉

此瞭解在實務上村里長與村里幹事彼此間的差異，以及其在村里實際所

扮演的角色。 

2. 透過實證資料的分析，了解村里基層行政人員的現況，提出地方治理與

村里行政上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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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問題 

接續上述，本文將以村里行政的村里基層行政人員—村里長與村里幹事為研

究對象，試圖回答下列研究問題： 

1. 村里基層行政人員對於民主價值的認同程度為何？ 

2. 哪些因素會影響村里基層行政人員民主價值的差異？ 

3. 村里基層行政人員在執行公務時，大部分傾向於哪種裁量類型？是法律

規範、長官命令、民眾意見亦或是個人的判斷？ 

4. 哪些因素會影響村里基層行政人員的裁量類型？而民主價值的差異是

否又會影響其裁量類型？ 

 

第四節  重要名詞界定 

本研究主要探討在治理模型轉化下，基層官僚的民主價值態度以及裁量行

為的偏好，因此有必要先界定本文欲探討的幾個重要名詞，以便往後的討論。 

 

壹、村里基層行政人員 

1980 年 Lipsky 出版 street-level bureaucracy 之後，便將政府部門、官僚組織

結構中最底層以及與民眾接觸最頻繁的公務人員給予明確定義。基層行政人員係

指平日與民眾有直接接觸的公務人員，屬組織中的末稍神經，係最先獲知民眾的

反應以及需求。而其雖處於組織的編制中，但其工作環境的特殊性導致有獨立於

組織的自主權來針對個案進行裁量。在 Lipsky(1980)文章中的許多討論焦點都提

到基層行政人員的特殊性以及其裁量權，對政策以及民眾的影響。Vinzant, J. C. & 

Crothers, L. (1998)在基層領導(street-level leadership)一文中延續著 Lipsky 過去對

基層行政人員的研究基礎整理出基層行政人員更明確的界定： 

1. 在執行公務時常常面臨著相當複雜且無法預期的問題與情境。 

2. 而這些問題的本身常是多面向、棘手且充滿情緒壓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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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層行政人員所面臨的決策環境是相當複雜、易變的而且充滿政治控制

與責難的。 

4. 而在這些壓力之間他們是被期待所做的決策能夠達到組織的、社區的甚

至廣泛社會的目標。 

而自 Lipsky(1980)開始基層行政人員的研究，一直到後來許多的實證研究，

其討論的對象都是針對老師、警察、社福人員等公務人員。然而，在台灣因為地

方制度設計的特殊性，在鄉鎮市區底下在設置里鄰單位並編制人員—村里幹事與

村里長進行基層服務，其服務的工作內容，大至政府政策服務傳輸、宣導，小至

鄰里街坊敦親睦鄰，而這樣的編制是國外相當罕見的。然而，不論是村里長或村

里 幹 事 其 工 作 環 境 以 及 所 面 臨 的 情 境 ， 其 實 與 Lipsky(1980), Vinzant and 

Crothers(1998)對於基層行政人員的界定都相當符合。同樣是每日與民眾接觸，

在政策服務過程中具有裁量行為的空間，並且都面臨到資源匱乏、服務環境不確

定性高等情況。唯其中，台灣的村里長因為是民選產生的特殊性，其在許多方面

與村里幹事以及基層行政人員的假定較為不同，因此將其定義為基層行政人員似

乎不恰當。然而，因為村里長與村里幹事同樣都是在基層作村里服務，而且其工

作環境的差異性不大。而且，呂育誠(2007)在探討地方治理議題時，將村里長與

地方公務人員放置一起討論，可見其位於基層行政上的重要性。是故本研究將村

里長與村里幹事皆定義為村里基層行政人員，以村里基層行政人員的角度來探

討。 

 

貳、民主價值(Democratic Value) 

民主價值係指在民主社會中，民眾或政治人物對於許多民主理念、概念的態

度與認知。過去對於民主價值的研究多是集中於一般民眾的政治態度測量(陳明

通，1980；盛治仁，2004)，以及地方菁英的態度測量(趙永茂，1995；Liao, 2002)

主要是將民主價值定義為民眾或地方菁英對於民主體制相關觀念的認同程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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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而言是以建構許多不同取向來測量，如胡佛等人在過去的許多研究中，從政治

系統內的權力概念，建構民主價值的架構。他從權力地位、權力來源、統治權的

範圍及權力制衡等四個權力的相關概念，將民主的價值分為五個分析取向，分別

為平等權、參政權、自由權、多元權與制衡權等價值取向(胡佛，1978：3-40)。

而 Liao(2002)在比較中國、日本、南韓以及台灣四個國家政治體系的地方菁英民

主態度時，其對民主價值的建構分為幾個面向即政治參與、衝突協商以及經濟均

衡，皆屬從不同構面來討論民主價值。 

而對於本研究對象的特殊性而言，在民主價值的定義方面亦將民主價值定義

為行政人員對於民主體制相關觀念的認同程度，但不採分開構面式的探討，而是

作概括性的民主價值態度的探討。換句話說係將所有的測量構面皆整併在一起，

通稱民主價值，其測量所得的值便稱為民主價值，代表對於民主體制的相關觀念

的認同程度。 

 

參、裁量類型 

村里階層的基層行政人員，在地方上對於政策有相當程度的影響力，其在政

策執行過程中所遵行的信念以及態度將有可能會影響到其行為。在文獻回顧階

段，本研究整理陳敦源(2005)的官僚控制方法，整理出三個官僚裁量行為的偏

好，分別是依法行政、遵守長官命令以及回應民眾意見。倘若執行政策的村里基

層行政人員比較重視民意，將回應民眾意見作為其首要信念，則其在執行政策時

或在作裁量時會比較重視民眾的感受以及意見。又如果執行政策的村里基層行政

人員將遵守長官命令視為首要排序，則在執行政策時或使用裁量權作選擇時，會

將首長的立場以及偏好最為優先選擇。相對的，依法行政者，試圖維持行政中立

的村里基層行政人員，則會選擇法規有明確規定的業務來執行，在使用裁量權時

則會選擇以遵循法規為優先選擇，而不是民意也不是首長的偏好。 

因此，本文所指的裁量行為偏好係指下列四種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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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依法行政：任何的工作業務及與民眾應對皆以法律規定為主要依據，凡

是法律未規定的工作，不列入考量。 

乙、上級命令：政府組織的政策，或者長官的特別要求等。 

丙、民眾要求：村里民的政策立場或者向村里長或村里幹事委託的事項。 

丁、個人判斷：村里長以及村里幹事本身個人專業上的判斷。 

 

第五節  研究流程 

本研究第一章先闡明研究背景與動機，並從動機開始來界定本研究的目的以

及問題，最後針對本研究所使用的重要名詞進行定義；而在第二章的部份則先回

顧村里層級的研究以進行本研究的定位，同時回顧基層官僚與裁量行為等文獻做

為本文的討論基礎；在第三章的部分則是介紹本文的研究架構及假設，並且介紹

研究方法及次級資料之運用與操作化的過程；而在第四章、第五節進行雙變量以

及多變量迴歸分析，呈現村里基層行政人員的民主價值及其裁量類型的情形，驗

證先前提出的待驗證假設以及討論影響其變異的原因，並且與理論作討論；最

後，於第六章提出結論進行結果分析的整合，並提出理論與實務上的建議。本研

究的流程簡單如圖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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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流程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製 

 

 

研究背景與動機 

研究目的與問題 

研究設計 
 

 待驗證假設與研究架構 
 次級資料分析 

文獻回顧 
 

 新公共服務與民主價值 
 基層官僚與裁量行為 
 過去村里層級的研究 

研究結論與建議 

資料整理與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