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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章文獻回顧旨趣，不同於一般調查研究的邏輯，係著重於為演繹假設而鋪

路。故文獻檢閱上，除了闡明研究正當性之外，也希望透過相關研究成果的彙整，

以為後續資料蒐集與分析參考，如有可能的話，亦為理論建構工作預作準備。誠

如某位學者所指出的：「在質的研究中使用理論，不是為了將這些理論用來指導

自己的研究設計，也不是為了證實這些理論是否『正確』或『錯誤』，而是為了…

更容易捕捉問題和自己的靈感，也可以用來豐富自己已經建構的紮根理論」（陳

向明，2000: 88-89）。如果這樣說法成立的話，本章文獻檢閱的策略明顯基於如

下考量：（1）掌握與研究主題有關的文獻，了解其發展脈絡與核心概念，及其可

能對於本研究之啟示；（2）深究影響組織間合作的重要因素，甚至其概念發展的

過程，以強化後續資料蒐集、比較或分析的敏感度；（3）洞悉組織間合作的理論

基礎，並根據理論辯證的結果，提昇後續研究意涵的討論深度。 

在文獻回顧範圍上，若以「研究領域」區分，至少包括：「企業管理」（特別

是策略聯盟）、「公共管理」（特別是公、私部門夥伴關係、網絡管理），以及傳統

「官僚理論」（特別是經典著作）等代表性著作。其次，若以「文獻性質」區分，

則包括「經驗性」（特別是組織間網絡、合作的影響因素分析）與「理論性」（特

別是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領域合作理論）文獻。整體而言，廣泛的文獻回

顧對於了解前人研究成果、建立後續研究正當性，以至於資料分析或討論上，將

可帶來相當程度的助益。 

本章篇幅眾多，在論述架構上，主要是依據議題來區分，依序檢視如下研究

成果：（1）網絡研究：這類文獻反映學界對於「組織間關係」議題的重視，其有

別於傳統作法，亦即把「組織」視為一種分析單位，而是在嫻熟的測量技術輔助

下，直接鎖定「關係」進行研究，以此描述或解釋其對某種社會結果造成的影響；

（2）網絡治理：這類文獻特別強調組織間關係的經營模式，大有別於傳統層級

節制的管理模式（強調權威的影響力），針對這樣的特殊性，學界實有必要發展

岀一套干預架構，以促成良性的互動或發展結果；（3）組織間合作的相關議題：

這類文獻告訴我們長期以來，哪些相關議題是高度受到學界重視的；（4）組織間

合作的影響因素：這類文獻分別從宏觀與微觀層面，解釋何以此等因素會影響機

關間合作；（5）組織間合作的理論觀點：這類文獻站在一定高度，抱持特定觀點，

來詮釋其所見到的組織間合作現象。從相關性角度而言，它們對於本研究的貢獻

預期是由淺至深，以下則逐一進行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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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網絡研究 

 

壹、基本概念 

網絡研究的傳統由來已久，早期社會人類學者的貢獻最為豐富，近年來則普

遍在不同學科領域受到重視與應用。S. C. Betts 與 M. D. Stouder (2003) 在一篇有

關組織研究的網絡觀點裡，簡單地交代了這類研究的傳統： 

網絡分析可以被解釋為一種研究社會結構的途徑。就此而言，網絡分析主要試圖描

述具體關係以及社會行動者之間的關係模式。其次，網絡分析也關注於描述此等關

係模式，對行為所造成的影響。當代網絡分析的源起自社會學領域、人類學與圖形

理論（Graph theory）。從 70 年代中期以後，網絡分析成為相對新穎（50 年代後期）

又有活力的領域。網絡分析的信徒現在真的把這們領域視作是一個『典範』。然而，

『網絡』的概念根源最遠可追溯至 Simmel 的『形式』社會學（Formal sociology）

概念，Durkheims 的『社會型態學』（Socio morphology），以及近期 Moreno 的『社

會計量法』（Sociometry）等」（pp.1-2）。 

發展迄今廣受重視的網絡研究，在不同學科領域裡，分別披上不同的外衣，

如所謂的「社會網絡」、「政策網絡」，以及「組織網絡」等，是耳熟能詳的代表

性名詞。也許因學科發展關懷面向的差異，導致它們在實際應用上，會有不同提

問之產生。對此，F. S. Berry 等人 (2004) 在一篇論文裡，就比較了網絡理論與

研究的三種傳統，分別是：「社會網絡分析」、「政策變遷與政治學網絡」，以及「公

共管理網絡」。有鑒於缺乏跨學科的對話，將阻礙研究領域之間的了解與溝通，

渠等（2004: 543-547）分別從假定、方法與研究問題三個層次，針對三種傳統進

行比較。本研究偏重在假定與問題上闡釋，方法部分請自行參見下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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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網絡研究的三種傳統 

 社會網絡分析 政策網絡 公共管理網絡 

行為

假定 

來自鑲嵌系絡的「意圖」（M. 

Granovetter）與 

「權變價值」（R. S. Burt） 

行動者所偏好政策的理性

追逐 

有效能的服務輸送 

工具主義 

使用

方法 

Case studies 

Black Modeling analysis 

Euclidean distance analysis 

Regression analysis 

Dynamic-network modeling 

Case studies 

Regression analysis 

Time series 

Event history analysis 

Case studies 

Regression analysis 

Euclidean distance analysis 

主要

提問 

網絡結構與位置乃是行

動、態度與結果的前因與後

果 

政策行動者如何達成所欲

政策；行動者的網絡角色如

何影響政策結果 

比較網絡績效；管理者行動

如何影響網絡結果；網絡類

型為何以及如何有此差異 

資料來源：F. S. Berry 等人 (2004: 544) 

 

有關人類行為的基本假定方面：（1）社會網絡分析：大體上，社會學者偏好

把個人描述為有意圖而非有動機，兩者差別在於，動機論假定目標導向行動係源

自個人內部，把個人化約為原子化的行動者（atomized actor），不受所有社會系

絡的影響，典型的新制度經濟學就是持此觀點。意圖論者卻傾向強調社會化與社

會系絡對個人行為造成的影響，如經由規範、理念與結構等要素，而促進與抑制

了個人的行為能力；（2）政策網絡：政策變遷與政治學文獻假定個人是工具理性

的，參與政策過程即為了影響政策與社會，這方面係受 M. Olson (1965) 的集體

行動邏輯作品的影響；（3）公共管理：這類文獻通常考量網絡對執行方案與政策

帶來的助益，如一種看法就認為，多元組織的安排就是為彌補單一組織問題解決

能力之不足，足見其工具取向色彩濃厚。 

有關主要研究問題方面：（1）社會網絡分析：這類文獻很強調網絡這個變數，

網絡很重要！蓋其既是各種結果的前因，同時也是其他因素的重要結果，前者如

工作滿意度、求職能力，以及員工離職等；後者如組織工作流與層級制、行動者

相似性、人格類型等；（2）政策網絡：這類文獻處理兩個一般性問題：一是政策

行動者如何達成他們想要的政策目標；另一是行動者的角色與網絡結構本身如何

影響政策結果。就後者來說，問題又可細分為：溝通網絡是如何影響政策的形塑？

網絡結構如何促進政策企業家的出現，以及擴增政策企業家在各種不同政策領域

中的人數？網絡結構如何影響政策參與、人際關係、政府制度的效能？（3）公

共管理：這類文獻處理兩個廣博的問題：網絡（特別是網絡結構）如何影響公共

服務輸送的效能？管理者的行動如何影響網絡及其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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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要地說，網絡研究的共同點，不外乎是探討網絡如何形成，及其可能造成

之結果。某種角度而言，這樣說法只是浮面地描述了關係的連結，卻無法給足人

們「何以是這樣連結」的交代。如果網絡分析對此要有比較深刻的產出，則結合

相關理論，並妥善處理其間的「相容性」問題，就變成是一項無可避免之工作。 

 

貳、網絡研究的理論內涵 

事實上，K. S. Cook與J. M. Whitmeyer (1992) 的論文，旨在指出社會學內部

兩種不同的文獻，即「交換論」與「網絡分析」，如何整合在一起，以分析社會

結構與結構形式7。一直以來，網絡分析就比較欠缺理論導向，其把許多行動者

之間的互動模式視為是一種網絡，經驗取向色彩較為濃厚。以政策網絡為例，

C. M. Weible與P. A. Sabatier (2005: 181-182) 指出互動網絡的形成，至少有以下幾

種可能，即（1）資訊與意見交換；（2）各種資源（如財力、人力或服務）的交

換；（3）建立贏的聯盟；（4）醉心於權力追逐；（5）追求共同目標。就此而言，

行動者之間的連帶關係，不是只有有形資源交換而已，也可能是基於權力、目標

與理念等而產生的結盟關係。 

在整合網絡分析與交換論的努力上，Cook 與 Whitmeyer (1992) 主張宜先回

答「相容性」問題，特別是：（1）行動的觀點：網絡分析與交換論可以連結之要

件，在於行動者（個人或組織）受到利益或報酬/懲罰所激勵，此即具有相容性，

事實上兩者均建立在相似的行動者概念基礎上；（2）結構的觀點：大部分網絡分

析者與交換論者對結構的觀點是相同的，部分差異點在於對結構細節（如連帶）

的看法。交換論者假定這種連帶是由有價物的交換所構成，網絡分析者對連帶的

內容接受度比較廣泛，允許各種獨立於有價物的交換以外的連帶類型。換言之，

兩者對於構成連帶本質，看法上有所出入，但也不無有交集應用之可能。 

儘管如此，上述討論仍未充分回答何以會有連帶關係產生的問題。對此，

C. Kadushin (2002) 直指「安全」與「效能」是社會網絡的動機基礎。何以言之

呢？安全動機與綿密的、有凝聚力的網絡有關；效能動機則與存在著 R. S. Burt
所謂的「結構洞」(structural hole) 的網絡有關。基本上，綿密的網絡可以產生合

作性動機，同時有助於產生網絡成員之間的一種社群感，信任也因此是整個網絡

的屬性；相對地，網絡內部欠缺連帶情形下，就有可能產生企業性或競爭性動機，

如掮客在建立不相識人們之間的關係上，從中即可獲取諸多有價值的資源。這樣

                                                 
7 渠等首先回顧了三位主要交換論者，即G. C. Homans、P. M. Blau與R. M. Emerson所持的社會結

構觀點，他們的共同點有二：其一行動者的動機可以被模型化為趨利避害的；其二大部分的互動

是由有價物（雖未必是物質的）的交換所構成。同樣地，作者也指出了三種網絡分析的來源，分

別是社會人類學者的經驗研究、Sociometry的實務，以及如圖形理論（graph）之類抽象程度較高

的數學模型與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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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不僅適用在個人層次，同時也適用在組織層次，大意都指涉社會關係與網

絡對於經濟與社會利益所造成的影響。 

就此而言，網絡至少可以指涉：（1）個人之間的關係；（2）組織之間的關係。

如果是指個人之間的關係，資料蒐集與分析通常可以操作到非常細膩層次。S. P. 
Borgatti 與 P. C. Foster (2003: 992) 對此有清楚說明： 

一個網絡是指一組連帶（ties）所連結的行動者群。行動者可泛指個人、團隊、組

織、概念等。連帶連結了成對的行動者（常稱之「節點」），連帶可以是有方向性（潛

在單一方向，如給某人建議）或無方向性（如物理上接近），連帶也可以是二分的

（有或無，如兩人是否為朋友）或估量的（以尺度衡量，如友誼關係的強度）。既

定類型下的一組連帶（如友誼關係的連帶），構成了二元的社會關係，且每一種關

係界定出不同的網絡（友誼關係網絡就有別於諮詢網絡，儘管經驗上彼此可能有所

關聯）。不同種類的連帶，典型上被假定具有不同的功用，譬如說，在『誰和誰起

衝突』的網絡與『誰信任誰』的網絡中，中心性（centrality）的意義對行動者而言

就不一樣了。當我們聚焦在單一焦點行動者身上，我們稱之為”ego”，與 ego 有連

帶的節點群，我們稱之為”alters”。至於 ego、他的 alters，以及這之間的所有連帶

（包含那些與 ego 的連帶），則稱之為 ego 網絡。因為自我網絡可以針對無關聯的

ego 加以收集（如針對較大母群體進行隨機抽樣），所以自我網絡的研究，乃結合

了網絡理論的觀點與傳統個人導向的資料蒐集與處理方法。 

如果網絡泛指組織間關係，多年前這類研究就出現於學術舞台上，只不過斯

時的測量技術可能尚未發展成熟。H. B. Milward 與 K. G. Provan (1998: 388-389) 
指出，1970 年代中期以來，「行政科學季刊」（ASQ）出版了許多重要的組織間

研究。換言之，至少過去 30 年以來，組織理論家就很關注組織間關係的研究，

儘管多數的研究是聚焦在組織間關係的決定因素或預測因素，然而，隨著對這類

現象了解愈深，分析單位也就逐漸地由「二元性」（dyad）、「組織群」（organization 
set），轉變成「網絡」。近來學界人士把注意力聚焦在企業、非營利與公部門組織

中，各種不同形式的合作聯盟所帶來的競爭力與效能，即是明顯例證。這類「網

絡分析」乃把關係本身假定為是一種分析單位，此有別於比較傳統的方法，如公

共選擇模式所採行之「方法論的個體主義」（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假定，

或組織模式係以個別組織的屬性，也就是把組織本身當作是分析單位。 

不論是以個人或組織作為分析層次，迄今相關研究成果頗為豐碩，應用範圍

也十分可觀。S. P. Borgatti 與 P. C. Foster (2003) 針對近年來網絡研究在管理領域

的快速發展現象，特別進行一番回顧與分類。組織網絡的相關研究，大致上可從

宏觀到微觀層次（除社會資本兼具個體與總體層次外）加以歸類如下（pp. 
993-999）：即社會資本、鑲嵌性、網絡組織與組織網絡、交叉董事、合資與廠商

間聯盟、知識管理、社會認知、團體過程等。「社會資本」指涉的是關係的價值

（value of connections），如權力、領導力、流動率、雇用、個人績效、個人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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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企業家精神，以及團體績效等；「鑲嵌性」指涉鑲嵌連帶所帶來的績效效益，

特別是鑲嵌交換邏輯的特殊性；「網絡組織」指涉這類新的組織形式所帶來的效

益；「交叉董事」指涉的是運用此種工具的前因（如資源依賴、權力與控制、資

訊分享）與結果（組織行為相似性）；「合資與廠商間聯盟」指涉的是影響此舉的

前因（如何尋找夥伴）與結果（如降低投機主義、獲取資源與正當性、組織學習）；

「知識管理」指涉的是如何創造與使用知識，如實務社群、交易記憶（transactive 
memory）；「社會認知」指涉的是哪些因素（如人格、階級、中心性等）影響行

動者的網絡認知及該認知所造成之影響（如權力）；「團體過程」關注的是物體上

可接近性、信念與態度相似性、互動數量與情感連帶之間的交互關係。 

 

參、網絡研究的經驗成果 

有關網絡研究的經驗性文獻，從目的角度而言，大體上可分為「描述性」與

「解釋性」兩種，前者只簡單地交代了網絡連結的現況，後者則試圖透過變項的

安排與操弄程序，指出何以會產生這樣的結果。以公共行政領域而言，過去以來

這類研究很少有實際操作，如今個案研究的數量則有日增趨勢。H. B. Milward與

K. G. Provan (1998) 就指出，有感於網絡測量不易，故其經常被當作是一種隱喻、

概念性架構，或一門管理技術，公共行政學者也因此鮮少使用嚴謹的分析手法，

以系統性地研究公共或非營利組織網絡。渠等所提出的兩個個案研究成果，一是

有關藥品濫用防治網絡的系統整合情形；另一是心理健康領域中，服務提供者網

絡的服務整合情形8，即分別是典型的描述性與解釋性研究。 

一、描述性研究 

當研究目的是界定在描述性而非解釋性時，這類研究並不追求變項之間因果

關係的釐清。儘管如此，這類分析結果對於後續問題的診斷，還是帶來不小幫助，

至少其有助於研究者或實務工作者從整體角度，了解現有組織間關係的重要特

徵、潛在問題與改善策略。 

（一）網絡結構 

研究者首要處理的問題是，究竟要描述哪些網絡特徵呢？K. G. Provan 等人 
                                                 
8 兩者都是使用社會網絡分析這門技術，來研究組織之間的結構關係。前者使用高度相似與相異

的研究設計，在控制相關變數（如規模相當）後，試圖指出影響四個個案中網絡整合程度之重要

因素，如專業價值對合作行為的影響力；後者研究目標在於，當機關之間有聯合生產服務的需要

時，網絡分析的技術可協助聯盟指認出尚未妥善連結至系統的機關，也就是說，藉由分析兩個時

點的網絡測量之差異，可以了解到聯盟是否成功激發社區參與防治工作，蓋其成果乃反映在社區

連結關係的進展程度，並視為發生多少社會學習之粗略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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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指出，網絡分析可協助社區領袖與聯盟參與者，了解到網絡結構與過程，

因此是一種頗具價值的工具，社區領袖善用網絡分析的資訊，將有助於強化公共

與非營利組織間的關係。典型網絡分析結果，可從以下八個問題加以關照（p. 
607-610）：（1）網絡中哪一個機關最具重要性；（2）核心機關資源連結的能力如

何；（3）機關之間重要連帶有否加以正式化（相較於仰賴個人關係）；（4）機關

之間關係的強弱性為何；（5）網絡內部組織群之間的連帶建立；（6）網絡關係有

否持續進展；（7）機關之間的信任水平有否持續提昇；（8）協力的正負面結果為

何。 

有的研究是以個案方式進行的。R. Keast 等人(2004: 367-370) 針對澳洲東岸

某個小社區的服務整合計畫進行的個案研究，把我們所能從網絡結構中獲得的期

待，歸結為網絡結構的三個特徵：（1）共同使命：成員了解到單打獨鬥是沒有效

率的，所以必須合作，並把自己視為是整體的一小部分；（2）成員之間是相互依

賴的：建立關係（形成信任發展的基礎）優位於非任務完成（服務輸送），才是

網絡運作的重要起步；（3）獨特的結構安排：網絡結構是由許多不同實體代表所

組成，行動是建立在水平的夥伴關係，而不是由上而下的權威基礎上。建立聯盟、

動員支持，以及相互調整的能力是有需要的。 

國內學者這方面也累積不少成果，絕大部分是以調查研究方式進行，且最終

結論通常會導向於管理意涵的討論。史美強（2005）的研究主題「台灣府際關係

的網絡」，即是以網絡分析來呈現地方政府間，特別是縣市財政局長之間的合作

與競爭關係。 

邱瑜瑾（1999）採用社會網絡取向，分析台中市社會福利體系組織間關係。

作者問題意識來自於，在非營利組織研究中，相對少數學者係從社會網絡取向，

研究當前台灣非營利組織資源網絡連結的特性，或探討政府與非營利組織之間所

形成的資源互依的網絡系統，該文乃針對組織之間的交換特質、網絡結構特性，

以及建構資源網絡的策略等，提出看法。 

劉麗雯（2003）的研究主題「老人長期照護機構網絡建立之評估研究」，乃

鑒於國內既有文獻中，缺乏對老人長期照護相關機構網絡連結現況的經驗性研

究，而其研究焦點乃針對老人長期照護資源的既有網絡特質、結構，以及組織之

間的連結與互動角色關係進行探討，進以提出我國建構長期照護機構網絡之建議

參考。 

劉宜君等人（2005）運用網絡分析來研究全民健保政策改革過程中，利益相

關人之間網絡形成及其管理策略之意涵，其研究動機在於將網絡概念與利益相關

人相結合，試圖闡述網絡位置（如核心、中介或邊緣者）與個體行動策略之間的

關係，決策者也可依此進行網絡管理，例如，當分析結果得知某些團體位居網絡

的邊緣位置，管理者需妥適因應渠等集結成一股政策上反對勢力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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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絡效能 

除了網絡結構的測量以外，網絡效能亦是這類文獻中經常出現的課題之一。

網絡效能之所以深受重視，主要是論者早已洞悉到這類組織形式實際運作的複雜

性，因此有必要從更寬廣的角度予以評斷。K. G. Provan 與 H. B. Milward (2001) 
探討社區導向網絡的評估，特別是有關公共健康與人力服務輸送的網絡。渠等

（2001: 415）指出，好的比較網絡運作結果的資料並不是很多，儘管主流觀點認

為網絡是處理複雜政策問題的有效機制，尤其在健康與人力服務領域，競爭規範

一直以來就不如營利的企業部門來得強烈，加以公部門資源不足，服務對象有多

元問題，專業社工的訓練狹隘，以及服務專款專用等因素，導致組織間合作尤其

有必要。 

但這類公部門網絡真的可以運作嗎？網絡效能評估或許可以提供解答。渠等

（2001: 416-420）主張應從三個分析層級，即「社群層級」、「網絡層級」，以及

「組織/參與者層級」來評估。此一評估作法乃是建立在滿足組織重要利益相關

人的概念基礎上，而這些層級所關注的三種類型的網絡支持者，即：案主、委託

人、代理人。然而，從事這類評估效能的疑義在於，重要利益相關人與其利益是

相當分歧的。例如，參與網絡的個別機關及其管理者，典型的提問是：「網絡參

與對我有何好處呢？」這點可能會與「滿足社群內案主群的需求與期待」，即社

群層級的網絡效能指標存在著緊張關係。就網絡成員而言，確保自己機關的生存

是很實際的，故網絡組織者的任務，在強調社群與案主利益之餘，仍應最低限度

地滿足網絡與組織層級中利益相關人的需求與利益（p. 422）。 

至於 R. W. –Maldonado 等人（2003）的研究，也是聚焦在夥伴關係效能之評

估上，渠等提出一套概念性架構，主張成功的夥伴關係，係取決於在三個分析層

次（社區、網絡、組織/參與者）與（或）四個課責面向（政治、商業、臨床、

社區）上，能否發揮效能而定。換言之，上述研究成果多少意味著網絡成員的背

景與動機差異，增添集體行動與問題解決的難度。 

二、解釋性研究 

當研究目的是為了找尋現象背後的解釋因素時，這類研究往往經由變項的安

排與操弄，以驗證因果關係是否成立。事實上，大多數的網絡研究都是基於上述

目的而進行，此等文獻的提問可初步歸類如下：網絡是怎麼形成的？如何獲得維

繫的？網絡造成什麼影響？什麼因素主導了治理模式的選擇？網絡管理與績效

之間的關係？網絡運作方式對於資源分配之影響？ 

（一）概念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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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干學者偏好提出一套非常廣博的架構，以試圖驗證特定架構的解釋力。

B. Hudson (1987) 研究社會福利領域的協力關係，提出一套這方面的分析架構，

以三種互補途徑來解釋任何特定連結的發展，說明如下：（1）環境系絡：外部環

境的壓力會影響組織獨立運作的能力，是創造組織間關係的必要前提；（2）比較

屬性途徑：該途徑是以組織網絡作為基本的分析單位，並作為協力活動的開展與

存續之解釋因素，屬性的差異會影響到任何後續的協力機制，這些差異包括：組

織之間的同質性、領域共識、網絡互依性的自覺、組織的交換，以及其他資源的

獲取；（3）協力的連結機制：檢視連結機制有四個面向，分別是：正式化的程度

（如制裁、中間協調機構的有無）、關係的緊密度（如資源涉入的多寡、互動的

頻率）、互惠性的程度（如經費、設備、資訊等），以及標準化的程度（如交易要

素、交易程序等）。 

C. Alter 與 J. Hage (1993) 也提出一套概念架構來研究組織間網絡，渠等論著

《Organizations Working Together》一書的章節鋪陳便是來自於這套架構。究其

實，該架構是在探究「外部控制」（如資源依賴、自主性、工作地位）、「技術」

（如任務範疇、任務強度、任務持久性、任務數量、任務不確定性）、「結構」（如

規模、集中性、複雜性、分殊性、連結性）、「運作過程」（如行政協調、任務整

合），以及「結果」（如效能、衝突）等變項之間的關係（pp. 102-104）。在該架

構之下，渠等提出的大問題如：（1）環境在多大程度上會影響行政人員選擇採用

的方法與策略；（2）外部控制與技術如何影響網絡的模式；（3）網絡模式是否會

獨立影響行政與運作層次上協調方法的選擇；（4）以上哪些因素會影響組織間網

絡的衝突與效能。 

汲取上述架構中的重要因素，E. R. Alexander (1995: 309-318) 的研究指出了

影響組織間網絡的六點因素，這些因素彼此間交互影響，呈現出一種演化的關

係，它們分別是：（1）互依性：組織間網絡互依性類型的差異，會影響組織間協

調結構的制度化程度；（2）規模：組織間網絡的規模、成員組織的規模，以及適

當的組織間協調結構，三者之間可能存在某種關係；（3）結構：如中心性

（centeredness）與關聯性（connectedness），可能會影響到組織間協調結構制度

化的程度；（4）複雜性：網絡組織的同質性（如專業背景、組織文化）與分殊化

（如專業分工），可能會影響組織間協調結構制度化的程度；（5）自主性：自主

性取決於網絡對環境的開放程度以及仰賴環境獲取資源的程度，自主性愈高的網

絡，通常組織間協調結構制度化的程度也愈高；（6）使命：組織間網絡使命的高

低與類型，會影響組織間協調結構的契合度。 

（二）網絡的形成 

有一批學者則致力於發展經濟社會學者 M. Grannovetter（1985）所謂的「鑲

嵌性」（embededness）概念，以此檢視何以網絡得以有效地運作，而不致於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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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異夢」，甚至「分道揚鑣」現象發生。 

R. Gulati (1995a, 1995b: 643-644) 研究社會結構與聯盟形成模式之間關係，

其經由貫時性分析得出的結論，指出聯盟形成可從「策略互依性」與「社會結構」

之變數來加以解釋。以後者而言，如先前聯盟（prior alliances）的社會網絡，便

深深影響未來聯盟的形成，理由乃出於對合作夥伴的熟稔與信任所致。至於兩個

廠商之間有否共同夥伴，也就是共同第三者連帶（thirty-party tie），此一結構因

素亦有助於新聯盟的產生，其中資訊與信任仍扮演催生的重要因素。換言之，在

解釋聯盟起源的問題上，網絡理論可彌補資源依賴理論的不足，前者只關注到關

鍵偶然性（critical contingency）指引新連帶的創造，但未注意到這些連帶卻不是

在社會真空狀態下所創造出來的，特別是先前的連帶以及透過共同第三人的引

介，乃導致新聯盟成員之間擁有互信基礎的重要理由。 

A. Larson (1992) 提出了一個網絡形成的過程模式，來說明企業情境中的網

絡結構，以及檢視該情境下控制是如何被施展出來，並偏重在社會控制所發揮的

作用。整個網絡二元性的發展，可依序分為「交換的前提」、「關係的建立」，以

及「整合與控制」等三個階段。個人名聲、先前關係，以及廠商名聲等，都有助

於解釋連帶的形成。相互經濟利益、試驗期，以及發動者角色的存在等，都是建

立關係所必須的條件。行政整合、策略整合，以及社會關係等，構成了三種整合

類型。這三個階段各自都有特殊與重要的社會面向，例如，個別企業家會仰賴他

們個人的名聲以催生聯盟，蓋其公司名聲可能尚未充分建立；試驗期演化出來的

互惠規範，可以統理遞增的溝通與交易次數；社會關係中的道德義務與信任，則

可以保護公司免於在契約不存在下，遭受對方投機主義行為的傷害。換言之，交

易的社會面向在解釋交換結構的控制與協調上，具有重要的份量。 

以上研究指出了交易的社會面向是不容被忽視的，不過它們對於社會關係產

生作用的原理，以及可能達成的效果，並沒有清楚交代。W. Raub 與 J. Weesie (1990) 
有關網絡效應對經濟與其他社會互動產生的影響之研究，補強了這方面之不足。

在該篇論文裡，渠等借取並精緻化了 Grannovetter 的「鑲嵌性」概念，以模型化

方式來呈現社會關係網絡中各種不同機制，對行為與制度產生之影響。鑲嵌性觀

點意指經濟行動深受社會關係結構的制約。為便於比較，渠等乃把鑲嵌性程度分

為三等，即「原子化互動」、「完全鑲嵌性」，以及「不完全鑲嵌性」，這三種互動

系統的資訊擴散速度不一，因此將影響互動結果。例如，在原子化互動結構裡，

行動者並沒有辦法獲取有關互動夥伴與第三者互動上的資訊；在完全鑲嵌的系統

裡，行動者可立即獲取所有互動夥伴與第三者互動上的資訊；至於在趨近現實條

件的不完全鑲嵌裡，則必須看時間差的長短而定，若時間差愈長，行動者接收到

互動夥伴行為的訊息便愈久，效率條件就愈面臨設限。整篇論文大體上說明了關

係網絡與鑲嵌性、資訊與名聲效應，以及個體行為與集體結果之間的關係。 

後續研究又更加精緻化鑲嵌性之概念。R. Gulati 與 M. Gargiulo (1999) 即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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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地提出了網絡形成的動態模型，指出「策略互依性」、「結構分殊性」、「地位

鑲嵌性」、「結構鑲嵌性」，以及「關係鑲嵌性」等外生與內生因素，會影響網絡

形成（pp. 1452-1453）。同樣採貫時性分析的結果，顯示互依性與網絡鑲嵌性因

素，對網絡形成有顯著性影響，這隱含鑲嵌機制可以降低合作風險，但並未排除

聯盟形成的工具性與社會性趨力之間，即不會有緊張關係的可能性，例如，後者

因而妨礙了前者經濟利益的追求（p. 1476）。 

相近看法也出現在 B. Uzzi (1997) 的研究中，其作品乃分析鑲嵌關係的屬

性，及其如何創造出廠商與網絡廠商的競爭性利益。Uzzi 提出一套架構，闡述

鑲嵌連帶的社會結構前因、鑲嵌連帶的要素、整合的網絡結構之正面結果。鑲嵌

連帶有以下特徵與功能：信任、精密的（fine-grained）資訊移轉，以及聯合的問

題解決安排。田野調查的結果，指出了鑲嵌性的正、負之績效結果：鑲嵌性的交

換邏輯可以促進時間經濟、整合性協定、配置效率達到柏列圖改善，以及複雜調

適等作用；不過，鑲嵌性也有其吊詭，特別是可能因此減低了組織的調適能力。 

上述研究不僅推進了鑲嵌性的概念，同時也開始關注到鑲嵌性之正、反作

用。然而，在某些學者眼裡，認為鑲嵌性若要不失為一有用的概念，必須要深入

理論層次的分析。譬如說，究竟「結構鑲嵌性」是如何讓網絡本身得以有效地運

作呢？對此，C. Jones等人 (1997: 925-934) 闡述了四種社會機制發揮的作用9，

即（1）限制性接觸（restricted access）：地位極大化與關係契約產生了限制性接

觸，因而降低協調成本與促進有保障的交易；（2）宏觀文化（macroculture）：共

享的價值可以降低協調成本 ；（3）集體制裁：來自於後設規範（metanorm）的

支持，組織成員因而會懲罰違反規範、價值或目標的其他成員，以促進有保障的

交易；（4）名聲：初估某人特質、技能、可信度，以及其他重要的交易屬性，以

促進有保障的交易。 

又如 H. Rao 等人 (2000) 認為鑲嵌性觀點欠缺理論深度，其未能交代社會連

帶是如何塑造範疇與理解，以告知參與者如何作出經濟決策，故而主張「社會認

同理論」（social identity theory）可以補足這方面不足，理由在於後者明確交代了

行動者究竟如何進行範疇化（categorization）、認同化（identification），以及自我

意向建構的比較。特別是，當成員的社會認同遭受威脅時，行動者甚至會採取一

些因應策略，如退出我群團體（in-group）加入他群團體（out-group）之溫和的

社會流動策略（pp. 268-271）。這樣的主張同樣適用在組織的分析層次，因而有

助於闡釋社會環境是如何影響組織的社會認同行為。 

                                                 
9 Jones等人 (1997) 的研究，提出了一套架構來解釋為什麼會出現網絡治理，及其得以正向發展

的原因。渠等 (1997: 918-924) 指出，廠商面臨需求不確定性、任務複雜性、高度的人力資產專

屬性，以及交易頻繁等因素，促成了交易各造之間的「結構鑲嵌性」(structural embededness)。這

不僅意味著兩個組織之間彼此有所關係，許多組織甚至還會擁有共同的第三者。這樣的網絡結構

因而允許資訊、規範，以及共同理解，得以跨越團體界線而廣泛地流傳。換言之，組織之間資訊

的傳遞能力，以至於對個別組織行為衍生的規範作用，其實與該網絡中結構鑲嵌性的程度，具有

密切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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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網絡的影響 

相對於論者在網絡形成與維繫之問題上有高度興趣外，若干研究成果是致力

於探討網絡運作所造成之影響，故而把若干變數如信任、工作滿意度、績效，以

及網絡效能等，納入因果關係的驗證架構中。 

1. 信任作為依變項 

網絡結構可能影響合作關係的信任水平。V. Buskens (1998) 的研究中，把網

絡測量區分為全體的網絡測量與個體的網絡測量。前者指的是整體網絡的屬性，

如密度、可及性（transitivity）、集中性；個體的網絡測量指的是某依行動者在網

絡中的屬性，如外向與內向中心性（outdegree and indegree centrality），以上兩者

是自變數，依變數則是個體層次上買家對賣家的信任水平。基本上，買家與賣家

之間的互動資訊，很大程度來自兩方面：（1）買家知曉賣家先前的交易紀錄；（2）

買家之間會互通聲氣，交換有關賣家的風評，也就是一般俗稱的「名聲效應」或

「第三者效應」。換言之，先前文獻指出了網絡測量與資訊擴散率的關係，其中

也隱含了對信任的影響，主要理由在於「『合理的信任』（trust with reason）會正

面影響到有效率的交易安排」（p. 266）。作者的研究結論明確指出：愈高的密度

與外向性，愈有助於提昇信任水平。也就是說，上述兩者之間的關係是非常直接

的，前者的信任水平較高，是因為行動者之間連帶愈多，資訊傳播較快，名聲效

應也愈大；後者的信任水平較高，理由是買家交談的對象較多，更容易傳播資訊，

因而也產生較大的名聲效應。 

2. 工作滿意度作為依變項 

H. Flap 與 B. Völker (2001) 研究網絡結構與工作滿意度之間的關係。不同的

網絡結構隱含不同的社會資本，也影響到工作滿意度的不同層面。最顯著的效應

如：策略性、工作關聯的連帶（strategic , work-related ties），會提昇員工對於工

作的工具面向之滿意度，這些面向如收入、安全，以及生涯發展。至於認同導向

凝聚連帶（identity-based solidarity ties）的封閉性網絡，則會改善員工對於工作

的社會面向之滿意度，如工作氛圍以及同僚合作。 

3. 績效作為依變項 

（1）團體的分析層次 

績效可以分為團體與組織兩種層次，在團體績效層次方面，N. Katz與D. La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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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研究如何建立有效的組織內網絡，並聚焦在團體在這方面的作用10。渠等 
(2003: 15-17) 研究結果指出「內部關係」、「外部關係」與「團體組成」等變數，

可能會影響團體績效，惟細部結果仍須視調節或中介變項而定。至於管理意涵

上，有關網絡與團體之間的關係，作者提出兩點命題如下（pp. 26-28）：（1）管

理者可運用團體來創造有效率的網絡，不過必須視任務類型（如知識傳遞、協調

複雜度、成員搭便車行為、外部資訊需求度等）而定。也就是說，管理者必須在

團體的集中性與內部關係、對外關係，兩項特質的孰輕孰重上，進行取捨；（2）

管理者可使用既有網絡來促進有效率的團體，如成立跨功能團體，促進功能之間

的協調。通常，管理者必須在團體的內部關係與對外關係，兩項特質的孰輕孰重

上，進行抉擇。 

J. N. Cummings 與 R. Cross (2003) 研究工作團體的結構屬性與績效之間關

係，其實證研究結果指出團體內部領導者的結構洞（structural holes）以及核心—

邊陲（core-periphery）與階層式（hierarchical）團體結構等，即便控制了團體溝

通的平均水準後，此等結構屬性與績效之間依然呈現負相關，該研究有助於我們

從社會網絡觀點，指出結構整合程度與任務績效之間關係。 

H. –L. Yang 與 J. -H. Tang (2004) 以社會網絡觀點，探究資訊系統發展上團

體結構與團體績效之間的關係，實證結果大體指出團體結構（特別是團體凝聚力）

因素，足以充分解釋績效良窳。 

（2）組織的分析層次 

在組織績效層次方面，賴勇成（2005）從鑲嵌角度探討企業所處的網絡結構

位置，對企業經營效率之影響。此研究隱含企業競爭所需的資源，亦可來自於廠

商所鑲嵌的網路內，因而精進了對資源所作的詮釋，蓋「合作網絡結構分析認為

廠商可以在網絡鑲嵌裡，取得相關的資源，如關係的承諾、信任、熟悉度，相當

部分地修正資源基礎觀點所認為的靜態、內源性資源」（p. 325）。 

4. 網絡效能作為依變項 

                                                 
10 根據文獻回顧發現，網絡文獻處理的問題是：網絡的關係形廓（configuration of relationships）
是怎麼產生的，以及此形廓會造成什麼影響；相關文獻涉及的變數包括：社會影響力、權力、擴

散、經濟交換、知識管理，以及社會資本。團體文獻的研究目標是指認出影響團隊效能的因素，

並聚焦在以下的變數，如凝聚力、規模、領導力、動機、團體目標、多樣化、團體成員的衝突，

以及科技創新等（Katz and Lazer, 2003: 4-6）。從網絡研究的核心概念「連帶」（tie）出發，連帶

的模式或分配，能否幫我們了解團隊層次的現象呢？在整合兩類文獻的努力上，Katz與Lazer 
(2003: 9-11) 指出要先處理兩個主要議題：（1）概念所屬的分析層次：如檢視團體在整個網絡中

的位置、特定團體內部的溝通結構，以及檢視團體內部特定個人的位置等，通常網絡分析應用到

團體研究比較沒有問題，但反之則不行；（2）概念在因果鏈的位置：網絡和團體之間的因果性問

題，也就是兩者出現的時機先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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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類研究乃致力於探討影響網絡效能的相關因素，並且偏重在結構因素的測

量。譬如說，蕭新煌（1983）針對老人福利服務網絡進行研究，並探究機構結構

特徵與績效間之關係，其背後隱含的命題是，良好的組織間關係將直接影響機構

的服務能力，進而左右整體的服務水平（p. 6）。 

L. L. –Charles 等人 (2005) 研究網絡結構與網絡效能之間的關係，針對四個

社區導向的痴呆患者照護網絡所進行的研究，指出網絡效能會隨著網絡型態而

異，特別是在服務輸送的效能上，明顯受到「集中性」（centrality）與「多元性」

（multiplexity）兩個結構面向所影響。 

A. M. Schumaker (2002) 比較四個鄉村照護輸送網絡的效能，在前述 C. Alter
與 J. Hage (1993) 概念架構的指導下，其試圖探究「環境因素」（外部控制與技

術）、「組織因素」（結構與運作過程）與「結果」（效能與衝突）之間的關係，結

論乃部分支持了該模型的解釋力。 

K. G. Provan 與 H. B. Milward (1995) 的論文，旨在探究心理健康網絡的結構

及系絡與網絡效能之間的關係，透過比較個案研究設計，渠等（1995: 23）得出

之結論為：「在集權式網絡整合與直接的、非割裂的外部控制之結構環境下，網

絡效能會較高，但效能最高則是發生在系統也穩定，且環境資源亦不虞匱乏之

際」。 

儘管這類網絡分析可表現機關之間的連結與關係，並反映出網絡的結構，惟

Provan 等人 (2005: 604-605) 也表示，單憑結構並不足以充分了解網絡效能，其

他如網絡目標的清晰度與共識性，以及網絡的領導力等，都不能忽視。換言之，

站在方法論堅實基礎上，網絡分析的資料若能結合其他層面的深度知識（如參與

者的訪談），將更有助益。 

（四）制度選擇 

這類研究係聚焦在有關治理模式選擇的問題。也許就字面看來，我們很容易

把「夥伴關係」與「網絡治理」畫上等號關係，但事實上，他們彼此之間可能只

有部分的重疊關係。V. Lowndes 與 C. Skelcher (1998) 就指出，夥伴關係是一種

組織結構，分析上並不同於把網絡視為是一種治理模式，亦即社會協調達成的手

段。倘若混同兩者，自然會把夥伴關係誤以為行動者之間的關係，乃全然植基在

相互利益、信任與互惠的基礎上，從而也限制了這個重要領域的理論發展與經驗

調查（p. 314）。 

夥伴關係事實上包含了各種不同的社會協調形式，如網絡、層級節制與市

場，且各自分別採取互惠性、行政命令與討價還價作為爭端解決方式。渠等因此

主張，多元組織夥伴關係作為一種組織形式，不應與網絡作為一種治理模式產生

混淆，亦即多元組織夥伴關係的世界裡，不會只有忠誠、信任與互惠性等典型網

 28



文獻回顧                                                                             

絡治理模式的特徵，如以生命週期角度看待，夥伴關係的不同階段甚至會有代表

性的治理模式出現。例如，前夥伴關係的協力，網絡治理模式佔據了大部分特徵，

夥伴之間的互動多仰賴個人關係，但到了夥伴關係創造與整併階段，就必須仰賴

層級結構所發揮的作用，使彼此關係能夠正式化。渠等對夥伴關係所進行的動態

性分析，是一般經驗研究較少見的。由於有效夥伴關係發展必須視不同階段而採

取相應策略，故 Lowndes 與 Skelcher (1998: 331) 最後也指出「合作策略的中心

挑戰，在於管理不同治理模式的互動」。 

以上是從時間序列角度所作之剖析，若從橫斷面角度出發，治理模式的選擇

會有不同考量。R. Gulati 與 H. Singh (1998) 探究參與聯盟的廠商為何選擇特定

的治理結構，經由實證研究結果發現，協調成本及可移轉性考量（appropriation 
concerns），可用以預測特定治理結構的使用。換言之，廠商之間交換關係的形成，

也會受組織途徑所強調的協調成本所影響，而非全然只顧及到契約風險與行為不

確定性之層面而已。 

（五）網絡治理 

還有一些研究係關注於網絡治理與績效之間的關係。譬如說，K. J. Meier 與

L. J. O’Toole Jr. (2001) 的研究來自於這樣的提問：「公共管理者在所處網絡上付

出的努力，是否會影響方案績效呢？」針對公共教育方案進行研究，渠等收集了

美國德州數百個學區的資料，根據數學模型的分析結果，大體上指出網絡管理者

參與網絡互動的層次愈高，管理者的資源投入與產出之間轉換效率提昇，學區績

效也因而有明顯之改善。 

另一種是垂直網絡治理與績效之間的關係研究。K. J. Meier 與 L. J. O’Toole Jr. 
(2004) 即探究多層次治理與組織績效的關係。治理主題強調系統內部各種不同

要素對績效產生的影響，為直接比較政治與管理—官僚之間對績效產生的影響，

渠等以人口代表性作為決策者價值的替代物，以利在不同層次之間進行明確的比

較。針對美國德州學區所進行的調查與研究結果顯示，所有層級都會塑造治理，

亦即治理系統內的政治與管理層級，都會影響其他層級的代表性；人事甄選過程

所維繫的共同價值，就是一股左右力量，影響所及的是學生成就。 

（六）網絡的政治分析 

對大多數研究而言，網絡研究偏重在其工具層次的分析，缺乏對網絡分配結

果應有的關注。L. J. O'Toole Jr.與 K. J. Meier (2004) 的研究，補強了一般學者較

少關注到的網絡的政治分析，亦即所謂的「網絡管理的黑暗面」。渠等（2004: 
682-683）的問題意識是：儘管來自於客觀環境演變（如政策問題日益複雜）的

需要，惟探究網絡模式的工具性邏輯之餘，不可忽略網絡形成與運用背後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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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力，特別是利益相關人之間的分配面向或競爭。譬如說，網絡可能是協助國家

行動者隔絕於爭議性政策努力之外的幫兇；運用網絡也可因此納入額外的觀點或

限制，冀以在執行期間改變政策重點；有組織的利益團體的施壓，也會導致網絡

行動者偏袒強勢利益所支持的目標，忽略對弱勢案主有利的作為。渠等（2004: 
690）針對公立學校系統的研究中，以德州學區為例，就指出管理上結網中的行

為固然增進了教育績效，但大部分改善卻是有利於優勢的支持者（如地方企業領

袖的小孩），而非邊緣化的支持者。換言之，該研究提醒我們有關「網絡創造、

合產，以及吸納的潛在重要的政治面向」，不宜消逝在網絡研究的相關文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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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網絡治理 

 

壹、基本概念 

不論是政府或企業部門而言，邁向組織間合作（如策略聯盟、夥伴關係等）

似乎是重要的發展趨勢。誠如 G. R. Teisman 與 E. –H. Klijn (2002: 197-198) 指出

「各種組織參與聯合決策近來大受關注。尋求合作可以在所有社會決策領域中發

現，如政府組織間、政府與公民間，以及較近期的政府組織與私部門組織之間」

（p.197）。從公部門角度出發，網絡與網絡結構的概念，大體上是為因應所謂的

棘手議題，所採取一種有別於傳統途徑的運作與思考方式。V. Lowndes 與 C. 
Skelcher (1998: 314-316) 研究跨部門的多元組織夥伴關係，就指出其背後的動因

來自於：（1）資源依賴；（2）組織日益分割；（3）棘手議題；（4）開放決策過程。

R. Agranoff 與 M. McGuire (2001: 318-322) 認為公共管理網絡的源起，是受以下

因素的影響：資訊時代下的社會變遷、政策問題日益棘手、政策工具類型的改變，

以及網絡決策所發揮的集思廣益功效等。換言之，當獨立運作已不足以解決特定

問題或議題，新的治理途徑特徵乃統合了所有的利益相關人，以提供更完整與全

觀的回應之協力安排。 

J. Mayne 等人 (2003: 33) 表示，「以網絡、夥伴關係與夥伴安排，來描述政

府與非政府組織間的協力安排，可能指涉各種不同的情況，其意義通常也不是很

清楚。然而，這些名詞都包含了數個組織間某種共治之形式」。進言之，這種協

力安排有何特徵呢？從本質上來看，E. -H. Klijn (1997: 30-33) 認為網絡特徵如

下：（1）網絡的存在是出於行動者之間的互依性；（2）網絡是由擁有各自目標的

不同行動者所構成；（3）網絡是由行動者間或多或少的持久關係模式所構成。若

網絡行動者是由許多組織所組成，則可稱之為「組織間網絡」（interorganizational 
network）。C. Alter 與 J. Hage (1993: 78-79) 指出其特徵如下：（1）組織間網絡是

一種認知結構；（2）組織間網絡是非層級性的；（3）組織間網絡具有勞力分工；

（4）組織間生產網絡是自我管制的。就此而言，網絡是由一群行動者組成，這

些行動者間雖然有其各自目標但也有集體目標，為了使交集目標得以有效實踐，

網絡成員間通常會發展出一套行動規範，約束成員彼此間行為。 

在此情形下，網絡作為一種組織形式，其權威關係行使與分配上，和過往相

較又有何差異呢？基本上，此一問題必須回歸到治理定義中找答案。根據 D. 
Contandriopoulos 等人 (2004: 628) 歸納結果，發現所有的治理定義都與確保以

下問題有關：（1）各種不同行動者與組織之間的匯集性（convergence）；（2）高

度異質性特徵的組織或社會領域中的權力再分配；（3）獲取充分正當性以利師出

有名。不同集體行動的類型，對以上三者的交代內容也不相同。以匯集性與權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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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分配而言，層級（控制）模式與市場（互動）模式就有所不同，前者仰賴服從

性及從屬原則，後者來自協商管道與結果；至於正當性方面，前者來自於高層政

策的可接受性，後者建立在重要行動者與組織能否參與決策過程之事實上。 

治理也可以指涉一種關係管理的過程。M. S. Feldman與A. M. Khademian 
(2002) 把治理概念化為一種多元與互惠的關係，這種關係會限制與促進某一政

策領域現在與未來所採取的行動。渠等比較指出，在傳統委託人—代理人之理論

架構下，公共管理者受到治理結構所影響，但卻無法影響治理結構，蓋該理論預

設了一種線性的、由上而下的靜態治理結構，旨在使管理者能服膺政治上司的指

令，以強化課責之可預期性。但Feldman與Khademian (2002) 主張，公共管理者

也可以影響治理結構，「公共管理者的責任不僅繫於政策結果上，同時他們也要

對那些透過其行動，所創造與再創造出來的關係結構的本質與品質之適當性，進

行明顯且持續的評估」（p. 545）。管理者從事關係管理的努力，不論對象是民選

官員、一般民眾、其他機關官員，以及私人與非營利部門人員等，將直接影響到

公共政策的結果11。 

至於 A. M. Kjær (2004: 48-49) 回顧了相關學者對治理界說後，歸納出廣、

狹二義。其中，廣義是指管理協調的規則與模式，把層級節制、網絡與市場的複

雜結構組織起來，並以此來規劃與執行公共政策；狹義則是指管理自組織中

（self-organizing）網絡，亦即網絡管理。就後者而言，這種治理比較不強調權威

的影響力，反而著重於彼此關係的經營，甚至透過適當誘因結構的安排，以使集

體行動發揮加乘效果。 

R. Agranoff 與 M. McGuire (1999: 21) 就指出，網絡管理不同於層級節制的

管理，「網絡情境並沒有單一的權威，不受單一的組織目標所引導」。R. Keast 等

人 (2004) 也表示，在網絡體系中，至少正式權力並不能被單邊使用，人際關係

為基礎的非正式權力，可能遠比正式權力更重要。網絡結構的安排下，行動者之

間也不是只有鬆散的連結，而是必須要積極地共治以克服共同關切的議題或問

題。儘管如此，行動者仍可能保留對各自組織或團體目標的承諾，總體目標承諾

與個體目標承諾之間的扞格，亦即「二元忠誠」（dual loyality）問題，將導致協

力風險昇高（pp. 363-365）。 

除了上述吊詭之外，網絡治理還會帶來哪些挑戰呢？事實上，治理定義不

明，影響概念發展的成熟度，也是值得關注所在。D. E. Klingner (2004: 738-739) 
曾表示，治理模型的概念很多時候只是泛泛而論，未能深刻觸及若干核心議題，

如權力、控制、階層性、對組織主權的侵蝕性，或過程的透明度，與典型公共行

政學的討論議題之間的關係，如清楚的組織目標、使命與結構、過程透明度，以

                                                 
11 例如，公共管理者若經常與民選官員進行開放性、經常性與非正式溝通，將可提高彼此的信

任水平，從而享有更多的政策裁量空間。同理也適用在與其他對象良性互動所產生的正面效益。

相形之下，委託人與代理人的二分架構，化約了統理公共政策關係的多元與互惠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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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對結果的課責等，也沒有作清楚交代。如果 Klingner 看法是正確的話，則我們

應當謹慎面對治理概念背後，可能須要交代處理之重要議題。 

以網絡治理描繪現代公共管理的特徵，不宜忽略此舉對既有制度、組織與文

化之衝擊。G. R. Teisman 與 E. –H. Klijn (2002) 就指出，有關夥伴關係理念之引

介，很少反省到有需要重組政策制定過程，以及調整既有的制度結構，故實務上，

公、私部門夥伴關係的理念，其實與傳統的「簽約外包」制度相差無幾。蓋兩者

最大差異，理應反映在是否跳脫出傳統政府的框架，治理的安排尤其強調「組織

間過程」的重要性，特別是行動者間資訊交換與共謀問題解決的意願，而非一如

往常般地由政治性決策主導一切，以及奉行自己內部程序等作為。 

P. J. Cooper (2003: 113-114) 也表示，公部門的網絡管理並不是一件易事，遠

比私部門富有挑戰性。譬如說，公共服務組織本身可能即不具備契約管理的能

力，更別提網絡管理其他更圓融之要求。網絡若是在資源貧乏的環境下運作，也

容易增加網絡參與者間的競爭，其結果就是導致信任水準下滑，進而影響網絡的

有效運作。況且，公共服務領域的網絡，經濟效率的價值必須與其他標準併同看

待，諸如經濟、效能、公平、回應與責任等。 

 

貳、網絡治理的形式 

W. J. M. Kickert 與 J. F. M. Koppenjan（1997: 43）指出，行動者在某些情形

下，有可能獨立地達成集體行動的共識，但其他情形則必須借助外力，除了論者

所說的自我管制、巨靈，以及市場之外，渠等認為「網絡治理」也是一種選擇，

也就是致力於建立行動者之間的合作共識，或稱之為「第二層次集體行動問題」

（second order 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s）。然而，如何治理網絡才能有效提昇集

體行動的效率，是值得進一步討論的議題。 

W. J. M. Kickert, E. -H. Klijn 與 J. F. M. Koppenjan (1997: 181-188) 根據文獻

整理結果，把網絡治理歸納為三種觀點：（1）工具性觀點：該觀點把網絡管理視

為一種目標導向的過程，重要的理論概念如支配性行動者、目標導向影響力、控

制；（2）互動性觀點：該觀點把網絡管理視為行動者之間相互影響的過程，重要

的理論概念如行動者、策略、聯盟、賽局；（3）制度性觀點：該觀點強調制度在

塑造行動者策略與意向的角色，重要的理論概念如制度、制度化、誘因結構、社

會資本。由於網絡參與者地位不同於傳統層級組織的隸屬關係，彼此間地位並無

顯著之分，為了促成集體目標的實現，通常必須仰賴一些特殊的干預手法。 

論者多偏重在互動性與制度性觀點的闡述。E. -H. Klijn 與 G. R. Teisman 
(1997: 106) 把網絡管理分為「賽局管理」與「網絡構成」（network constitution）。

賽局管理是為了影響與促進賽局的互動過程；網絡構成則是為了改變網絡，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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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長期的制度性安排。A. M. Kjær (2004: 45) 也指出網絡管理有兩種形式，即「賽

局管理」與「網絡結構化」（network structuring），前者係影響網絡內部行動者之

間的互動過程，但不改變網絡；後者乃改變網絡的屬性，因為該屬性可能是構成

聯合決策的阻礙因素。同樣地，W. J. M. Kickert 與 J. F. M. Koppenjan (1997: 46-53) 
進一步闡述兩者之差異：（1）賽局管理：管理網絡內部的互動，指涉網絡活化、

安排互動、掮客、促進互動，以及調解與仲裁等活動；（2）網絡結構化：建立或

改變網絡的制度性安排，指涉影響正式政策、影響關係、影響價值、規範與理解

力、動員新的聯盟，以及渾沌管理等層面。 

這類討論多少反映網絡情境中涉入變數頗多，隱含管理干預的難度頗高。L. 
J. O'Toole Jr. (1996: 244-250) 指出組織間執行可概念化為一種合作問題，惟以理

性選擇途徑來模型化組織間執行的議題上，可以發現到網絡情境中的「不確定性」

與「欠缺制度化」兩項因素，是形式分析複雜性的來源。其中，不確定性如行動

者真實偏好的未知性、行動者間互依性結構的複雜性，以及監督與制裁乏人問津

等，構成了執行嚴格模型化的因素。至於制度化不足則是指執行網絡經常不是高

度制度化的，不論這種制度化是正式或官式結構，或社會情境中規律性行動的所

有理解，皆屬之。 

由於形式模型無法掌握社會情境的關鍵要素，遂也無法發展出堅定的預測。

檢視模型化的阻礙因素後，在管理干預方面，卻也意味著管理者應設法降低不確

定並制度化合作。對此，O'Toole (1996: 252-259) 提出三點建議如下：（1）協助

賽局的進行：如釋放訊息（彼此利益、潛在合作事項）、承諾，以及重覆互動等，

使參與者利益趨於一致；（2）連結參與者之間互依性選擇的賽局；（3）改變賽局：

如遊說並影響行動者偏好、改變互依性結構。基本上，其主張仍不脫前述多數學

者的看法。 

 

參、網絡治理的內涵 

相較於前述抽象的網絡分析，網絡治理的討論比較聚焦於管理層次，並深究

若干阻礙聯合行動的根源。譬如說，C. J. A. M. Termeer 與 J. F. M. Koppenjan (1997) 
就指出，互依性行動者間的利益衝突，經常被認為是阻礙合作的重要因素。不過，

為了要對社會問題提出聯合決策的解方，看法（perceptions）的相互調適是必要

的。渠等指出理解具有「社會鑲嵌性」（social embeddedness），也就是行動者之

間彼此互動而建構與再建構出來的，故個人對問題的看法，並不容易在特定互動

過程中輕易改變，也唯有面對其他觀點，才能創造出改變的契機，這隱含著「固

著」（fixations）其實是問題的根源（pp. 80-86）。 

儘管如此，如何才能影響行動者的看法呢？Termeer 與 Koppenjan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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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96) 建議應干預行動者的「認知面向」與「社會面向」，前者的策略如創造共

同語言、防止理念被排除在外、新理念的引介，以及促進反思等；後者的策略如

發展新程序、防止行動者被排除在外，以及引介新行動者等。換言之，渠等分析

指出，創造「認知變異性」（cognitive variation）與「社會變異性」（social variation）

條件，是因應固著與管理理解的兩種策略。 

除了行動者間各持己見、相持不下之外，R. Agranoff 與 M. McGuire (2001: 
311-315) 指出信任、共同信念、資源依賴、領導力等因素，都可能影響網絡的凝

聚力。不僅如此，權力差異更可能是紛爭來源。Agranoff 與 McGuire (2001: 315) 
就表示，任何網絡管理的一般理論，都不宜忽略「組織權力」這個變數。因為「不

同行動者佔據不同的角色地位，在網絡內部擁有不同的份量。某些人的位置享有

廣泛的機會脈絡，可以填補『結構洞』，並創造不均等的機會，而其他人則可能

是興趣缺缺或能力不佳的參賽者。組織代表所能夠帶入網絡中的資源依賴也不盡

相同，因而導致權力上的差異」。 

面對上述因素干擾，網絡治理自有其一定難度。至於其任務重點與執行策

略，論者各有不同論述基調。W. J. M. Kickert 與 J. F. M. Koppenjan (1997: 43) 指

出網絡管理的三種要素：（1）干預既有的關係模式；（2）共識建立；（3）問題解

決。Agranoff 與 McGuire (2001: 298-301) 指出網絡管理任務的本質，包括：（1）

號召（activation）：指認網絡參與者，並同時清點所需的技能、知識與資源；（2）

型塑（framing）：建立與影響網絡的規則、價值與規範，甚至改變網絡參與者的

理解；（3）動員（mobilizing）：誘導參與者遵守承諾；（4）整合（synthesizing）：

創造參與者之間良性互動的環境與條件。L. J. O'Toole Jr., K. I. Hanf 與 P. L. Hupe 
(1997: 145-151) 提出三種政策執行管理的策略如下：（1）交易與妥協：參與者彼

此讓步達成協議；（2）改變觀點：改變行動者的觀點與偏好；（3）管理系絡：在

不解決衝突下鼓勵合作，亦即創造一種以合作來回應利益衝突的條件。 

實際操作面有哪些值得注意之事項呢？Kickert 與 Koppenjan（1997: 53-58）

指出，網絡管理的潛在成功因素如下：（1）行動者數目適中；（2）面對網絡內部

的多樣性，宜採「遠距管理」（management at a distance），不要涉入太多管理細

節；（3）善用網絡封閉性的特點（如自我管理）；（4）調和利益衝突，尋找共同

解方；（5）網絡管理的成本（如監督與制裁）不宜過高；（6）關注政治與社會系

絡對互動的影響力；（7）領導力品質與相關參與組織的承諾權力；（8）促進互動

之技能。Agranoff 與 McGuire (1999: 28-31) 進一步地指出，有效能的網絡管理涉

及以下技能：（1）清點所需的技能、知識與資源；（2）促進組織行動者之間有目

的之互動；（3）建立信任；（4）團體發展達到相互了解；（5）網絡管理者要參與

跨學科實務。 

S. Goldsmith 與 W. D. Eggers (2004) 同樣聚焦於政府與外部夥伴的關係管理

研究。除了概念分析外，該書也涉及若干管理課題，如誰來整合網絡？怎麼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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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如何確保授能後之課責？以及政府人力資本的能力更新等議題。不過，在

整合網絡作為上，渠等 (2004: 94-118) 主張如下：（1）建立溝通管道：如數位化

聯繫、合署辦公（co-location）等；（2）參與者間高度的協調活動：如同步回應、

資訊揭露、資訊分享等；（3）建立關係：如建立聯合治理結構、分享知識、建立

信任等；（4）處理文化差異：如建立共同決策模式。 

不少研究點出關係經營是不可忽略面向。對此，Agranoff 與 McGuire (2001: 
301-305) 也提出了 Groupware 的概念，意指為了共謀問題的解決，所須的機關

之間任務團體的發展過程。本質上，Groupware 不同於組織間協調或相互調適，

為了產生綜合成果，必須藉由團體問題解決、行動規劃，以及團隊建立等技術運

用，才能把多元文化、程序與專業分工統整至網絡之中，以達到相互了解的團體

發展結果，在這過程中，資訊導向之授能、社會資本、共同學習，以及協商等，

都是 Groupware 的構成要件。 

 

肆、網絡治理的研究議程 

先前討論中指出網絡治理很大程度來自於客觀環境（如政策問題屬性）的改

變，故公共管理者的角色任務必須因之調整，特別是因應網絡發展階段或特徵，

而提出適當的管理干預策略與方法。 

截至目前為止，雖然文獻中對於網絡治理的緣起、觀點、任務與技能等，提

出了各種論述，但以上成果在理論化過程中，仍存在一些不清楚問題。這些問題

大致涉及重要變數的指認、因果關係的驗證與詮釋，以及含糊不清議題之釐清與

交代等。舉例而言，R. Agranoff 與 M. McGuire (1999) 主張未來網絡管理研究議

程如下：（1）管理能力與網絡成功之間的關係；（2）網絡管理中組織權力扮演的

角色；（3）如何提昇網絡的凝聚力；（4）影響網絡效能的因素；（5）公部門網絡

的操作性變數；（6）評估網絡課責的困難。 

進一步地，R. Agranoff 與 M. McGuire (2001) 又提出公共網絡管理研究的七

大問題，分別是：（1）網絡管理任務的本質；（2）協力的團體過程；（3）網絡的

彈性；（4）自責任（self-responsibility）與公共機關的課責；（5）網絡的凝聚因

素；（6）網絡中的權力及其對團體問題解決之影響；（7）網絡管理的結果。 

M. McGuire (2002) 的研究是試圖回答「管理者的行動是否以及如何有助於

多元組織安排」的問題。其認為網絡管理的研究議程應包含三點：（1）描述管理

者所選擇的行為，如尋找參與者與資源、整合網絡結構、尋求支持與承諾，以及

創造良性互動的條件；（2）解釋管理者為什麼要這麼做，如是否有清楚目標、資

源分配程度、利益相關人支持度、信任關係、政策工具類型，以及維持網絡穩定

性等環境變項，會影響管理者資源配置的層面；（3）此等選擇的評估：管理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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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必須契合統治系絡，例如，在欠缺支持的環境下，管理資源就必須多投注在

「號召」與「動員」層面上；又如在欠缺目標共識的制度環境下，「形塑」的任

務就支配了網絡管理者的所有活動，以上說明其實就是權變邏輯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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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組織間合作的相關議題 

 

壹、合作前提 

在欠缺某種條件下，合作關係的建立有其難度。劉麗雯（2004: 59-66）針對

組織之間協調合作關係建立的前提加以歸納，內容包括：（1）組織之間溝通的問

題：如不同層級以及不同功能的工作人員關注的焦點不同，以及負責協調合作接

洽的人員更換過於頻繁等因素，都會產生組織間協調合作的阻力；（2）協調合作

的成本考量：協調合作增加組織間行政工作執行上的成本；（3）組織的自主性考

量：建立協調合作關係會犧牲組織部分的自主性；（4）組織之間的權力結構議題：

協調合作關係的主導權落入其中的一個組織成員，影響其餘參與組織的自主性；

（5）協調合作功能消長的議題：協調合作可能破壞有必要的重疊性服務，以致

於降低服務績效；（6）組織內部的衝突問題：參與組織內部不同層級人員的認知

與觀點差益，可能造成組織內部的衝突。 

 

貳、合作制度 

合作制度是學者熱衷探討的議題之一，這方面相關研究成果頗多，關照面向

則是大同小異。劉麗雯（2004: 56-59）的研究對象是社會服務領域，她把協調合

作的運作機制，以組織涉入的層級區分如下：（1）基層實務層級的運作機制：如

個案診斷、轉介與管理工作，多依靠非正式的協調合作方法；（2）行政層級的運

作機制：如組織服務管理或服務輸送上所建立的協調合作關係，依賴正式的溝通

管道；（3）決策層級的運作機制：如建立一個共同的組織整合體系，有別於前述

以個案或個別組織為運作的焦點，同樣也依賴正式的溝通管道。 

但實務上，不同層級的運作機制經常是互相統屬的。E. R. Alexander (1995: 
117) 就表示，大部分的協調結構是正式的，也就是說協調是被制度化的，並顯

現在組織間系統的不同層次，可以「微觀」、「中觀」，以及「後設」結構三個層

次來表示，較高層次統攝了較低層次，但反之則不成立。換言之，微觀結構涵攝

在中觀與宏觀結構內，中觀結構則涵攝在後設結構內，惟此等關係則不具有可逆

性。舉例而言，文獻常見的合資（joint venture）與聯盟，即屬於該架構底下中觀

層次的協調結構；至於像跨域管理者、協調者、協調專責機構等，則是位在微觀

的組織間協調結構中。若以正式的微觀結構為例，根據層級性程度之高低，可以

分為：協調專責機構（coordinating unit）、組織間協調委員會（interorganizational 
group）與協調者，以及跨域管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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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判斷協調結構的良窳呢？基本上，有效協調取決於組織間協調結構，能

否與其面對的系絡環境相契合，同時有助於使命或任務的達成。但此說法可能面

臨套套邏輯的批評，故有必要釐清組織間協調結構的重要面向。E. R. Alexander 
(1995: 280-294) 指出，組織間協調結構有幾項內在特徵，如「組織制度化」的程

度，其可由穩定性與持久性、組織間接觸的標準化、層級性，以及結構與互動的

正式化等指標來觀察，但單憑制度化仍不足以確保組織間協調結構是有效的，還

必須從該結構的「相對成本」與「承諾」兩項因素來加以評估。就相對成本而言，

成本指涉的面向很廣，包括任何有形與無形的資源，同時也包括設立初始以及後

續運作的種種成本。承諾的作用在於展現行動的企圖心，以及為提昇執行力而進

行的資源配置作為。 

不同合作安排形式，其權威與功能配置，以及協力關係中權力與義務的建立

與維繫，將隨之而異。A. Gray 等人 (2003: 13-14) 在討論協力網絡上，以分類學

而言，把治理模式分為以下三種：（1）命令（command）；（2）契約（contract）；

（3）交流（communion），這三種治理模式分別是建立在權威體系、自願性交易，

以及共同價值與教條為基礎。G. F. Thompson (2003: 47-52) 也比較了三種「協調/
治理機制」，分別是：（1）層級的協調形式；（2）市場的協調形式；（3）網絡的

協調形式，其重要特徵分別是權威與監督、價格與自利，以及忠誠、互惠與信任

為基礎。近期研究結果也指出，實務上此等治理機制是存在的。M. Considine 與

J. M. Lewis (2003) 曾針對澳、英、荷、紐等四國基層公務員施以問卷調查，以

了解官僚、網絡、企業三種治理類型的存在與解釋力，渠等研究結果發現，三種

取向在基層公務員之間各具實質上不同意義。除了較古老的官僚組織形式外，企

業與網絡的治理模式現在也變成為實務上的運作規範（p. 138）。就後者而言，網

絡治理模式的測量，其內涵指涉公務員每日工作乃建立在與其他機關發展信任關

係的基礎上、高度實務工作者自主性，以及願意與其他機關合作等層面

（pp.136-137），亦可說任務成功其實來自於聯合行動的結果。 

還有一些近似於前述機制的分析，只不過用語上不盡相同，但實質內涵並無

二致。C. L. Mulford與D. L. Rogers (1982: 19-26) 把協調策略分為三種類型，即（1）

相互協調（mutual adjustment）；（2）聯盟（alliance）；（3）統合（corporate）。這

三種主要的協調策略，在焦點、參與行動者、正式化程度、資源承諾、權力焦點、

控制焦點，以及目標上都有所不同。儘管如此，這些面向之間是有其內在邏輯的。

譬如說，「相互調適策略」傾向聚焦在特定個案，機關之間仍以服務各自目標為

主，資源投入不多，權力分散並不集中，並仰賴非正式規範與規則以及視參與程

度來分配利益，而進行社會控制。另一極端「統合策略」情況就不同了，其聚焦

在機關間系統，故重視集體目標的達成，資源投入可觀，權力也是集中的，而控

制基礎是建立在集體決策的合法性。換言之，統合策略已近似於一般所謂的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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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了12。 

除了把「協調結構」分為後設、中觀與微觀三個層次之外，就後設層次而言，

E. R. Alexander (1995: 52-66; 274-280) 還把協調結構進一步區分：（1）組織；（2）

市場；（3）社群，三者之間也是呈現連續體關係，其運作基礎則分別是：以權威

為基礎的命令、以價格為基礎的交換，以及信任為基礎的共識。儘管如此，這只

是後設層次的說明，愈往低層次移動，組織間協調結構就會變得愈具體與特定。 

Alexander 的概念架構，有系統地指出不同層次協調結構之間對應關係，並

凸顯連結機制在行動上意涵。當然，協調機制未必都是那麼地抽象。S. Douma
與 H. Schreuder (2002: 37-40) 引用 H. Mintzberg (1979, 1984) 的分類，指出協調

機制不只限於「價格」與「權威機制」，舉凡「工作流程」、「產出」、「技能」標

準化也都是可行的機制。此外，組織裡如有共同的價值與信念系統，以此指導成

員的活動，這種「規範」（或理念）標準化亦為一種不可忽視的協調機制。 

 

參、合作干預 

組織間合作需要依賴持續的經營與管理，以成功達成欲求的目標。劉麗雯

（2004: 73-79）認為這套管理原則包括：（1）領導能力的養成：組織領導必須平

衡個別組織的利益需求與協調合作關係體的共同目標兩者；（2）組織之間協商談

判技巧的培養：無論是領導階層或其他層級的工作成員皆須培養談判技巧能力，

以因應職務需要而建立的協調合作關係；（3）組織間信任關係的建立：指參與協

調合作的個別組織，彼此的依賴程度、風險承擔的態度與認知，以及降低監控彼

此行為的交易成本之程度；（4）協調合作共同體的組織文化之建立：使參與的個

別組織成員了解與接受其他參與組織的組織文化，以及形塑協調合作共同體的組

織文化；（5）課責制度的建立：參與組織合力建構一套具有共識的課責評量方法

與工具。 

有學者認為組織間合作是一種關係管理的過程。R. Bouwen與T. Taillieu 
(2004) 係針對自然資源議題，發展出一套多造協力的理論與干預的概念架構。

由於此等議題的技術複雜性與社會鑲嵌性，因此需要政府、企業、非政府組織、

專家，以及利益相關人代表的共同協力，多造協力的終極目標就是在學習這種互

                                                 
12 三種協調策略各自會造成不同結果，並取決於不同利益團體而定；以服務輸送系統而言，至

少即包括了支持團體、協調團體、行政團體，以及需求團體。渠等 (1982: 74-94) 復就不同利益

團體對協調策略的後果評估，加以整理說明。例如，行政團體聚焦的是組織興衰，機關使命的達

成與否遂變得很重要，通常組織自主性、公眾支持度，以及資源投資等議題，通常是該團體關注

所在。從上述角度思考，統合策略集中控制作法，對組織自主性是最不利的，同時參與機關在這

方面的資源承諾也是最高的；相互協調策略則是對組織自主性最為有利，資源投資的程度是最低

的，通常僅涉及到資訊交換、轉介，以及有限的服務；至於聯盟則是最有助於提昇公眾的支持度，

其次才是統合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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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性。儘管如此，如何才能使背景差異的不同行動者同心協力呢？渠等（2004: 
141-148）特別強調「關係實務」（relational practice）的重要性，如聯合的田野參

訪（field visit）、善意對話，以及開放的建設性會議等作為，即屬之。關係實務

的品質表現在以下層面：（1）對任務或計畫擁有一種共同的所有權；（2）開放的、

具體的與個人的溝通；（3）相互激勵（mutually energizing）與相互報酬的活動；

（4）有「深層學習」的可能，近似所謂的「雙圈學習」（double loop learning）。

這種關係實務在分析上不同於「問題取向活動」（problem oriented activities），亦

即問題界定、問題分析、解方分析，以及解方執行等步驟13。關係實務認為協力

是建立在一般性規範、社會資本、共同文化，以及信任與互惠基礎上，知識來自

於不同行動者之間互動，「知識就是參與」（knowledge-as-participation），議題也

是被不同行動者所型塑與再型塑而來的，在這過程中行動者也確認其社會認同。

因此，關係實務構成社會學習的核心過程，也是組織共治的重要基礎。 

另有學者發展出一套協力的策略模型，以為實際合作干預之指引。E. V. 
-Gadot (2003: 47) 關注於公部門、私部門，以及第三部門之間聯盟的建立。他表

示有效的協力過程策略地圖，可分為六個主要階段與檢核點：（1）決定協力的議

題；（2）釐清議題的相關特徵；（3）邀請適當的參與者；（4）決定執行方式；（5）

發動執行；（6）評估執行結果。 

較完備的構想似乎來自於 N. Claiborne 與 H. A. Lawson (2005) 所提的改善服

務之協力干預架構。該架構指出協力是一個發展的進程，是構成協力的個別階段

之間的關係系統，這些階段包括「溝通」、「連結」（connecting）、「合作」

（cooperating）、「協調與諮商」（coordinating and consulting）、「合署辦公」

（co-locating）、「社群建立」（community building）、「簽約」（contracting）之間

的線性與非線性的互動過程，這些階段之間的互動關係，會影響到協力過程的標

竿（benchmarks）以及協力結果，前者如利益相關人的指認、願景的建立，以及

資料分享等，後者即整體的合作達成度。渠等並認為「衝突與共識」會阻礙或促

進協力的過程，被視為是一種調節與中介變數。衝突背後牽涉的是攸關權力與控

制的議題，如地盤議題與資源的爭議，而建立共識與解決衝突，需要對組織的政

治與文化面向有敏感度，而文化掮客與跨域管理者等中介人士（intermediary 
people）或中介組織（intermediary organizations），便是居間協助建立互惠的規範

與信任，以及確保公平與自主的工作關係（p. 58）。 

 

肆、合作動態 

從時間序列角度觀察，組織間合作是一漫長演化過程，並非掌握幾個變數便

                                                 
13 區分兩者乃便於分析上之所需，反映出學科貢獻的互補性，「工程觀點聚焦在任務的進展，社

會科學觀點則是聚焦在關係的再協商，透過人際對話、創造新角色與認同來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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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效解釋與預測的。P. S. Ring 與 A. H. Van De Ven (1994: 92-96) 的研究，便致

力於檢視合作的組織間關係之發展過程。此一過程架構是聚焦在正式的、法律

的，以及非正式的社會心理過程，參與組織經由共同協商、承諾以及執行他們的

關係，以促成有效率的與公平的結果，並解決內部衝突。該架構的基本假定如下：

（1）合作的組織間關係本質上具有不確定性，管理者面臨對未來狀態的不確定

性，以及參與的組織能否值得信任之兩種類型的不確定性；（2）個別組織參與合

作的組織間關係，會受到「公平」與「效率」結果所激勵，前者是依據交易成本

理論的看法，即在生產成本限制下，選擇最低成本的治理結構來進行交易，後者

是根源於交換理論，即個人會在自利性與維持社會關係之間取得某種平衡，以上

兩者是評估合作的組織間關係之標準；（3）合作的組織間關係，除了仰賴正式的

協定外，社會心理過程也有助於關係的維持。參與組織之間的彼此信任，很大程

度係源自於先前的公平對待（fair dealing）結果，其超越了經濟理性的算計，故

「非正式的心理契約」可以取代「正式的法律契約」所之不足，成為合作的組織

間關係之重要的爭端解決機制；（4）合作的組織間關係是一種宏觀層次的現象，

但這種關係卻是長時間下個體活動產生的結果，因此個人行動會對合作的組織間

關係造成影響。不過，角色關係與人際關係是值得進一步區辨的，前者個人是組

織的代理人，後者很大程度是社會化過程造成的結果，承諾的執行則是透過「角

色互動」與「個人互動」交互影響的結果。 

 

伍、合作挑戰 

最後值得重視議題是，合作過程中應具備哪些管理意識呢 B. Jupp (2000: 
29-31) 針對跨部門之間的協力關係從事研究，其針對夥伴關係的管理指出了四

項挑戰，分別是（1）發展清晰的目標；（2）建立報償分配的機制；（3）建立評

估機制；（4）了解組織間文化差異性。此外，Jupp 還提到建立信任與共同理解

的重要性，促進成員對於跨文化關係的體認與訓練是不可或缺的。 

J. Mayne 與 O. Rieper (2003: 113-114) 則表示，協力未必能提昇服務的品質，

在特定個案也許行得通，但並不是改善公共服務品質的萬靈丹。協力過程可能產

生以下問題：（1）參與者多，導致課責的模糊；（2）協力服務提供者之間非預期

性競爭，品質不穩定的結果，導致相同服務對象可能接受不同品質的服務；（3）

某些服務對象也可能希望有量身訂製的「差別待遇」；（4）公部門效率未必受到

重視；（5）夥伴關係的服務成果不易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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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組織間合作的影響因素 

 

壹、政府部門的研究 

一、總論 

在本研究預設中，組織間合作具有一定難度。先前討論是以網絡作為分析單

位，隱約或明白地指出網絡中的行動者，不論是個人或組織，普遍是基於某種理

由，才能順利推進彼此合作關係。在近期研究成果中，一種典型觀點便直指「鑲

嵌性」是不錯的解釋變數，它可以有效地連結個人行動與集體結果之間的關係，

亦即因有資訊、名聲效應、共享價值，以及集體制裁的壓力，才導致合作關係得

以維繫。 

此等抽象理論層次之分析，某種角度而言，不免化約了組織實體的複雜性。

也就是說，這些研究成果服務了某種理論，滿足其驗證的需求，卻也因其層次過

高，無可避免地迴避掉組織生活中其他重要議題之討論，簡化了我們對於組織間

互動全貌的應有理解。在此情形下，若要對網絡理論的意義、不足與限制有更好

的掌握與批判，無論是公共或一般組織理論與行為的研究成果，遂變成是頗值得

參考的教材，至少後者更貼近了組織實體的描述與解釋。 

無論是國內、外，公部門組織間關係的專門研究似乎非常稀少。其中 F. C. 
Mosher (1984) 的研究，是少數以歷史與編年史手法，來描述美國兩個功能相近，

卻分屬於國會與總統兩個系統的機關，亦即「聯邦會計總署」（GAO）與「預算

局」（BOB）、「管理及預算總署」（OMB）之間的接觸、衝突與合作關係。大多

數研究成果，則是以論述方式呈現（當然，此必然是奠基在先前大量個案研究之

基礎上，才會有此論述能力），且這些成果通常必須耐心地從相關書籍的特定章

節題材中找尋。 

近期若干學者研究，提出一些深刻觀察，把網絡觀點下抽象而簡約的結論，

作了較具體的剖析。M. Flinders (2002: 55-57) 檢視英國政府為了回應棘手的社會

問題，致力於所謂「跨部門組織間協力」（cross-departmental inter-organizational 
collaboration）的努力。其指出當前社會的棘手議題（wicked issues）橫跨了部門

界線，使得既有的政府系統無法有效的因應這類複雜的議題。不僅如此，相關阻

礙因素還包括：預算配置是以部門為基礎，並不利於跨部門的運作；欠缺中央統

御機制特別是內閣委員會體系，來調和衝突的部門目標以及跨部門的政策規劃；

實際問題如成本與效益的分擔、法律問題，以及不相容的資訊科技與電腦系統；

尤有甚者，官員奉獻所屬部會的忠誠度，在文化上是根深蒂固的，益加導致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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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誘因關注於跨部門的議題。以上種種都不利於跨部門的運作，也是阻礙所謂

的 Joint-up Government 有效實踐的原因。 

P. 6 等人 (2002) 提出了「全觀型治理」（Holistic Governance）一詞，旨在

提昇公共問題的解決效能，特別是因應「棘手問題」的改善策略。渠等認為，與

其歸罪於專業的後遺症，毋寧說是專家之間協調貧乏產生的割裂（fragmentation）

使然。全觀型的對立面並不是專業而是割裂，這種功能割裂產生了以下嚴重問題

（pp. 34-39）：個別機關只關注其優先性，其他機關則面臨收拾殘局的困擾；機

關之間的政策目標是相左的，即便政策目標是一致的，它們的干預措施也有相互

牴觸之虞；資源重複浪費；服務目標嚴重衝突；機關之間溝通不良，干預措施的

先後安排不得當；機關各自為政，無法紓解民疾；服務資源分散，服務可及性令

人困惑；解決棘手問題見樹不見林，導致服務提供或干預措施成效打折。P. 6 等

人（2002: 39-43）也指出，這種割裂的治理之根源，若非源自於治理策略的非預

期結果，否則即出於治理系統內部行動者的自利角色所使然，前者典型的例子如

若干策略性決定（如績效管理）衍生的後果；後者例子如為確保專業領域決策自

主性，而導致的專業俘虜、專業壟斷，即屬自利行為的表現。 

進一步地，P. 6 等人 (2002: 122) 指出阻礙公部門全觀型運作的組織間結構

因素如下：（1）權威：如欠缺法律權力；（2）合法性：如欠缺地位賦予的權威；

（3）能力：如資源不足；（4）優先性：如耗費太多時間；（5）惰性、喪失控制

權：如政治或專業上畏懼喪失權力、預算、決策的控制；（6）交易：指除非答應

某種條件（如預算、決策權），否則不太願意；（7）風險性：如威脅穩定性、生

存、大眾接受度；（8）剛愎、無濟於事：如整合與政策目標無關，或可能會造成

傷害；（9）困難度：如無法克服法律問題。這些細項因素的解說，後續「各論」

部分會花更多篇幅闡釋。 

E. Bardach (1998) 對於影響組織間合作的因素也有一番看法。Bardach 透過

個案訪談的資料蒐集方式，試圖發展出一套概念架構，亦即所謂「工匠精神的理

論」（craftsmanship theory），以闡釋機關間協力能力的建立，對於最終協力成敗

之影響。基本上，這類影響因素大致可分為主、客觀層面，其中主觀層面如協力

者對彼此執行任務能力的期待，此期待引發的效應，很可能衝擊後續彼此任務執

行上信任關係；客觀層面如正式協定、資源、授權與課責，以及支持所有協力工

作的各種行政服務。有關機關間協力能力，意指「工匠的技能與企圖和擁有素材

（materials）品質之間互動，以及工匠力抗潛在破壞性環境力量如人員流動率與

政治聯盟瓦解之函數」（p.49）。換言之，機關間協力問題的處理沒有固定模式，

管理者必須審視情勢需要，伺機推展「聰明實務」（smart practice）（如彈性化措

施、激勵團隊合作、發放績效獎金等），化解協力困境（特別是官僚文化的阻礙），

提昇參與者貢獻資源（如地盤、自主性、預算、人力、資訊等）的意願，促進協

力過程得以良性發展（如建立共識、信任關係、營造成功氣勢等），在此之餘，

也要思患預防、減低罩門（如流動率問題）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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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只是組織間關係的一個面向。V. Lowndes 與 C. Skelcher (1998: 316-317) 
指出，競爭與協力是兩種組織中原則。競爭是以資源依賴理論為基礎，「競爭、

領域侵犯，以及在自利系絡下透過短暫聯盟來達成競爭性利益」，是該理論的重

要議題；協力則超越了前述的工具性關係，其中綜效與方案改進是重要概念，儘

管「有些不是在關係初期就能說明清楚的」。 

若欲對組織間合作有一比較透徹了解，我們不得不把焦點暫時移轉至其他關

係面向的影響。事實上，公共組織是既合作但又彼此競爭。H. G. Rainey (1997: 
113-115) 指出，這種關係或源自於聯邦政府發放州與地方政府的補助金，或聯邦

與州政府機關致力於共同計畫與活動，或表現在地方政府之間以聯合協議與契約

為基礎而建構的服務輸送網絡。 

不僅如此，行政機關之間也會相互競爭，或為了吸引上級行政主管的目光，

或為了排除其他機關對自己方案的控制權。這種競爭帶來什麼後果呢？某種角度

而言，官僚之間競爭的結果，很可能限制了政府的一致性與連貫性。B. G. Peters 
(1989: 189) 有感而發地表示：「官僚並非整合性的公共工具，毋寧是一個次政府

群（a set of subgovernments），每一個次政府所服侍的是政治生存賽局中重要的

服務對象群。…隨著機關間競爭程度愈演愈烈，眼前所呈現的可能是許多的官僚

政府，而非一個完整的官僚政府（there may be bureaucratic governments but no 

bureaucratic government）」。 

競爭是行政機關間運作常態嗎？如何看待這樣的競爭關係呢？對此，Peters 
(1989: 188) 歸納了不同學者之觀點。其中，W. A. Niskanen 認為競爭是為了極大

化機關預算之意圖；R. E. Goodin 主張競爭並不常見，反倒是會為了分配既有的

預算大餅而合作；M. Holden 主張機關會避免衝突與機關成長，以免威脅其基本

目的與可能自曝既有方案的缺陷；A. Downs 等人主張機關間的競爭有助於政策

創新，而且也可用以檢核官僚的自主性。 

除了競爭之外，組織間衝突也不無可能影響合作。Rainey (1997: 305-306) 對

此作了一些說明，其表示：除了目標、價值、文化與優先性等差異之外，其餘如

墨守成規、不平等感覺（權力、地位、報酬與資源差異），以至於彼此任務或決

策過程相互重疊、互為依賴，或本質上就是衝突的，這時候緊張關係就此橫生。

當然，高層官員之間也會因個人風格的衝突與自我意識因素，而爆發嚴重衝突。 

行政部門之間的確有諸多衝突或合作的可能性。F. E. Rourke (1984) 指出，

當兩個機關，追求截然對立的目標，以及追求密切關聯的目標，都有可能產生衝

突。前者來自於政策的曖昧性與機關職掌的衝突；後者乃因這些機關係同一市場

的競爭群，如為了管轄權問題、外圍團體的支持，以及總統或國會的偏袒等各種

不同領域，所產生的競爭（p. 77）。某種角度而言，行政機關之間的競爭，與限

制官僚權力的意圖不無關聯，亦即所謂的「內在檢核」（pp. 203-205）。例如，刻

意讓行政機關之間競逐優先性（struggle for primacy），公民得以提昇其對特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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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如國防）的控制能力。來自不同專業體系之間的競爭，以至於監督、管制性

機關的設立，也都會塑造行政機關互動上的緊張關係，特別是後者，這類機關（如

美國公民權委員會、環保署）的主要職能即在監督其他機關的決策，有否遵照特

定政策目標的指示，如此對機關政策目標構成綁手綁腳的束縛。在此情形下，官

僚人員不免認為其自身無疑是官僚管制的主要受害者。 

在合作方面，Rourke (1984: 78-81) 則表示，當許多行政機關分享共同或互

補的利益時，這些機關也會建立一個非正式聯盟來達成其目標，此舉將有助於機

關的生存。再者，諸如聯邦政府的府際關係，如聯邦機關的補助款方案

（grant-in-aid programs）的推動，以及立法或行政命令要求多個機關共治一個方

案等，都會促成機關間合作的產生，前者聯邦機關提供財務資源，州與地方機關

決定資源的配置與使用；後者通常會成立一個「部際委員會」方式運作。當然，

行政機關之間互相交換資源如資訊，也是很常見的合作模式。 

至於國內文獻方面，早期以來就有這類研究足跡，只不過數量稀微，且多以

學位論文或委託研究報告為主，並以問卷調查或個案訪談為主要研究方法。吳容

宗（1979: 269）的碩士論文，係針對我國行政機關內部協調進行研究，指出影響

協調順利進行的因素如下：（1）本位主義太重；（2）觀念不能溝通；（3）分工不

清、權責混淆；（4）缺乏誠意；（5）人員意氣用事；（6）計畫本身有矛盾。 

楊惠珍（1984: 175-178）的碩士論文，係以台北市政府人民申請案件為例，

指出阻礙行政機關之間聯繫協調的因素如下：（1）單位目標的差異；（2）法令規

章的障礙；（3）組織結構的影響：如地位不一致及地理空間的隔離而造成之影響；

（4）人員心態的因素：如工作壓力沉重、升遷無望態度趨於保守、本位主義作

祟等。 

陳慧珍（1990: 127-131）的碩士論文，係針對多年前台灣爆發的鎘米事件為

例，引用美國公共政策學者的架構，以此詮釋影響機關間協調的因素：（1）政策

目標欠缺明確性；（2）政策標準不周全與法令矛盾、衝突與欠缺；（3）政策資源

不足：如經費、人力、資訊、權威；（4）官僚結構：如決策效力、行政監督的約

束力不足；（5）組織間溝通：如口語溝通缺乏實據、文字解釋有所出入。 

黃榮護（2000）的研究，則是針對影響台北市政府多部門協力的相關問題，

如現況、形廓、管理技能、效能，以及策略與建議等進行調查與訪談，其分析結

果如下（pp. 51-62）：（1）上級長官命令是動力來源與支持力量；（2）推動協力

工作不常受到獎勵；（3）各協力機關間互動情況仍有待改善；（4）各機關成員缺

乏參與決策的權力；（5）協力人員並不會視協力為首要任務；（5）協力文化仍有

待建立；（6）檢討組織結構；（7）權責與工作任務的釐清；（8）跨部門與跨功能

的協力工作能力待加強；（9）強化協力機制與流程的設計；（10）提昇資源整合；

（11）法規規範不清；（12）建構資訊傳遞管道；（13）釐清權責；（14）加強人

員配合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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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論 

（一）組織規模、專業分工及其副產品 

現代政府組織規模日益龐大是不爭之事實，因此衍生諸多管理難題。P. C. 
Light (1995: 62-64) 表示，聯邦政府的組織有日益龐大跡象，新機關與單位使政

府變寬，而新的管理階層則使政府變高，這兩股交織在一起的力量使層級制朝上

與橫向發展，政府龐大化（thickening）的結果就是導致課責的模糊，其理由與

資訊扭曲、行政惰性、指揮不統一、責任與權威的落差、阻礙創新與參與，以及

招募不到優秀人才等代價不無關聯。當然，情形並不只如此。 

組織規模龐大也增添彼此合作上難度。A. Downs (1967) 就指出，大型組織

的非常本質，創造出許多阻礙有效率的自發性協調之施展空間，其中「利益衝突」

與「技術限制」是兩種主要類型，故而才會有層級權威結構的產生，試圖把這類

衝突降低至可接受的範圍（pp. 50-51）。 

利益衝突來自於兩個成員之間的目標本身就有差異，加上專業背景的差異，

容易導致看事情角度有所分歧，此將不利於組織整體的協調。Downs (1967) 有

一段話說得很傳神：「在我們的理論裡，所有大型組織不是一個團體，而是一個

聯盟。一群團體是由一群共事的人組成，他們有共同的目標。一個聯盟也是由一

群共事的人組成，但卻只有部分交集的目標。它們不須要把共同目標與個人偏好

結構等量齊觀，兩者權重並不相同」（p. 76），也因此滋生出若干「偏差的」行為

模式，和私人企業相較之下，這點在行政機關則尤其嚴重，主因就在於績效衡量

不易（pp. 77-78）。某種角度而言，官員的政策取向或責任意識，可能取決於個

人特定目標權衡後的結果，故他會排斥那些無助於其利益的政策或行動，以及承

擔額外的工作與風險。就此而言，大型組織必須仰賴「外部控制」與「深層目標

共識」兩種主要技術，才能提昇協調效果，而深層目標共識又比外部行為檢核來

得重要（pp. 226-227）。 

其次，技術限制指的是專業分工結果，每一位成員勢必只具備有限的知識與

資訊能力，因此通常互不熟悉對方的任務屬性。不確定性加深了我們評估特定行

動的可能結果之難度。即便這些專業人士有共同的目標、共同看事情角度，以及

同樣的資訊，但「公說公理、婆說婆理」的現象仍無法避免。Downs (1967) 因

此表示：「在高度專業的組織裡，這種因無知而產生的不一致類型，很可能是單

一最主要的衝突來源」（p. 51），且「當組織規模日益龐大，其行動之間的協調也

就變得愈差」（p. 143）。 

規模龐大的結果，導致組織有增設仲裁者職位之必要。D. P. Warwick (1975) 
探究七 O 年代美國國務院（State Department）官僚組織日趨層級化之時，便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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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組織緊張性是其中一項解釋因素，亦即「單位之間的競爭或衝突愈嚴重，各種

不同重要議題也愈多，那麼就需要更多的仲裁者」（p. 90）。儘管如此，仲裁者是

否必然會為機關間合作帶來加分作用，有時候必須抱持保留態度。 

R. P. Hummel（史美強譯，1997）的說法，隱含了專業分工與合作之間關係

的複雜性。他表示，「因為專業化，對一個專家而言，他無法不和其他專家合作

就能獨立解決一個問題，為了要動員這種合作我們就需要管理者」（p. 70），問題

是，管理者技術上的控制權卻有濫用之虞，蓋「抬頭等候指令…使我們以一種『私

人政治的方式』來倚賴主管。若主管要我們做的事是基於他個人的私利，而非基

於…技術任務協調的要求，我們並無法知道或判斷此種要求是技術性抑或政治性

的」（p. 353）。分工是層級節制控制權的來源，但也給予主管利用這道「知識上

鴻溝」，遂行其個人政治操控的機會。官僚體系的控制權完全是自行產生的。對

於 Hummel 的洞見，顯然我們有理由懷疑層級控制不完美之處，可能還不少。 

（二）組織目標與協調 

組織中有一個明確目標之假定是很令人質疑的，有些時候這類目標不無可能

是「事後」拼湊或羅致而來的，內部充斥著許多矛盾或不一致的地方。C. Perrow 
(1986: 132-134) 就認為，組織所追求的目標是多元的，且經常是衝突的。此等目

標是高度曖昧的且非運作性的。沒有人知道何時達成目標會比較適當。當實際目

標開始操作化之同時，又演變成目標彼此之間無法兼顧的困擾。在此情形下，組

織的領導者不可能完全建立目標的「偏好秩序」（”preference ordering” of goals），

至少我們不能指望有這種情形出現。在此觀點下，目標其實是機關之間經由交易

過程而逐步浮現出來的。Perrow 因此表示：「參與者會為其所珍視的安全、權力、

生存、裁量、自主性，以及可觀報償，而進行永無休止的價值爭奪戰」（p. 132），

領導者對組織的控制也是不完美、不完全的。 

如果上述觀點符合多數情形的話，令人好奇的是，透過行政協調的手段，可

以平息多少爭議呢？事實上，H. Seidman (1998) 就表示協調並非萬靈丹，特別

是「當衝突來自於法定使命與立法法令上差異時，這種衝突就無法透過協調的魔

術來加以調和」（P. 143）。更重要的是，協調也很少是中立性的，因為決策過程

中不免會對一方較為有利，以及一方較為不利情形。如果希望機關之間合作無

間，它們至少必須共享一些有關基本目標的利益社群。換言之，沒有這樣的利益

社群與相容目標，問題是無法經由協調加以解決的，甚至協調中的設計還會惡化

兩機關之間的衝突（P. 144）。 

組織間合作背後牽涉因素的複雜性，似乎遠比想像中來得複雜。H. Seidman 
(1998: 146-152) 進一步地指出，一致性的國家目標與優先性難有共識，以及無法

找出一個克服組織困境的可行之道，才會有各類型的機關間委員會（interagency 
committees）產生。美國多元社會的目標經常是矛盾衝突的，政府的組織、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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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工作設計，也無法消弭機關之間的所有重疊事務與潛在衝突，加以聯邦建制規

模龐大、聯邦方案的高度複雜性，以及專業團體之間的差異等，都是導致協調困

難的因素。各類機關間委員會的成立，旨在提供技術專家之間資訊、經驗、理念，

以及處理實務的交換平台，或促進聯邦機關之間的溝通與志願性合作。然而觀察

結果卻顯示，這類建制表現並不甚理想，一份檢討報告就指出，問題出在這類委

員會沒有實權，無法解決機關優先性之類的根本衝突，加以委員會成員之間協力

作為不佳，且成員各自都有其他任務在身，以致於沒有太多精力，可供處理這些

非官方責任的協調活動（p. 151）。 

當然，協調方式不只限於正襟危坐的正式協調，還有一些鮮為人知、透過檯

面下運作的非正式協調。H. Kaufman (1981: 86-87) 便指出，「協調不是一項單獨

活動，而是大夥聚會、詢問問題、分配資訊，以及設定署名規則的一項副產品。…

多數時候首長會在從事其他任務時，一併推動與促進協調這項工作」。換言之，

協調工作很多時候局外人是無從看出蛛絲馬跡的。 

有些情形下，非正式協調反而比正式協調更具有實益。H. Seidman (1998) 表

示，協調一詞很容易讓人聚焦在正式協調上，亦即藉由正式過程來試圖仲裁機關

之間的爭議。但比較起來，「正式的協調中過程是頗為耗時的，結果通常不具有

結論性。真正的協調偶而可能得在正式過程之外才能建立」（p. 145）。即便如此，

非正式或所謂的橫向協調的發生，也必須滿足某種條件才可能發生，其中前述目

標與專業相容性就是重要的因素。蓋「當人們有共同的目標，在一套共同的法律

權威與資訊假定下運作，對標準沒有爭議，有相容的專業觀點，且能互相幫忙的

話，非正式協調的功能就大為提昇了」（p. 146），此際也就毋須仰賴外來第三者

的干預，以確保行動的和諧性。 

非正式協調能否提昇政策績效呢？某些情形下是可能的。E. T. Jenning, Jr.與
J. A. G. Ewalt (1998: 418-419) 檢視了在「工作訓練夥伴關係法」（Job Training 
Partnership Act）下，協調模式與行政安排對於落實雇傭與訓練服務輸送的政策

目標之影響。根據文獻回顧結果他們發現：（1）傳統的組織文獻把層級節制視為

協調的來源，但多元組織情形下，確保組織要素之間的協調並不容易，主要理由

在於「每個組織有不同的使命，競爭的法令要求、獨特的服務對象，以及資源競

爭等因素，都會阻礙不同組織活動的有效協調」；（2）非正式機制可以產生非常

有效的服務協調；（3）網絡與網絡內部個別方案的成功，相當仰賴促進合作行動

的網絡內部之關係。透過調查研究得出的結論指出，協調與政策績效之間是有中

度的關聯性，儘管這種關聯性會隨不同層面的結果而改變。 

（三）非正式組織與溝通 

所有組織都存在非正式的溝通網絡。H. F. Gortner等人 (1987: 155-160) 認

為，這種面對面的本質可以促進信任、社會支持、非正式學習，以及回饋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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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A. Downs (1967: 113-116) 則把不同機關之間的溝通網絡，分為「正式溝通」、

「次正式溝通」（subformal communications），以及「個人溝通」三種類型。正式

溝通與組織中正式的權威結構是吻合的，對組織間關係而言，次正式溝通與個人

溝通反而似乎比較重要。何以言之呢？次正式溝通是同儕之間非正式、沒有官方

記錄的水平聯繫關係；和個人溝通比較起來，後者是官員以個人名義傳遞訊息，

接近於一般俗稱的八卦網絡，其訊息傳遞速度非常驚人。礙於隔閡與陌生的緣

故，一位某機關官員通常不會很清楚地知道其他機關的次正式溝通網絡。但著眼

於日後聯繫需要，特別有人引領門路而找到對的人，聰明官員通常會找其他機關

平行地位的官員共進午餐，而不會僅與本機關同事聚餐而已。 

什麼情形下會有利於非正式互動的產生和運作呢？也許，組織間互依性可以

解釋非正式機制產生的理由，不過，相近互依性條件卻未必發展出同樣的非正式

組織，這導致我們有理由懷疑其他作用因素的存在。D. Chisholm (1989: 114-136) 
就指出，促進非正式組織的因素可能包括：（1）互惠的規範：互惠的規範是有效

的協調機制之發展與存續基礎，其普遍的特徵是「人們應該幫助那些曾經幫助過

他們的人，同時人們不應該傷害那些曾經幫助過他們的人」，故使得在任何契約

安排之外的利益交換成為可能，同時也減低彼此在利益衝突下衍生的傷害；（2）

系統屬性：指正式的協調作為有否助於產生持久的非正式關係之副產品，如人員

因此接觸頻繁而發展出非正式的管道；（3）組織屬性：組織管理者的政策或管理

風格以及人員的流動率等因素，都可能影響組織成員參與非正式關係的機會與能

力；（4）個人屬性：個人在組織內部的正式職位（如職務內容、職位高低）、人

格特質與態度（如人際技巧），以及社團組織的會員資格等因素，都可能影響非

正式管道的發展；（5）因緣際會（serendipitous propinquity）：工作場所以外社團

組織的熟識關係（如教育、服役）以及會議上交流等因素，都有助於發展非正式

關係。 

非正式網絡的存在，終究對組織間合作帶來不少便利性，這點在政府部門也

許格外有其意義。Downs (1967: 70) 就表示，如果沒有個人化的網絡，官員做起

事來就會比較有彈性，否則將受制於正式程序而顯得綁手綁腳，這是非正式的個

人義務網絡的重要功能。譬如說，別的單位有所請求時，在正式規則下經常會默

視案子的迫切性，但在個人關係的層次上，官員就可以視情形來調整案子的優先

性（如快速服務），通常是取決於此舉會得到多少回饋來間接衡量其迫切性。這

種「魚幫水、水幫魚」的個人互施恩惠的作法，Downs 認為此雷同於立法委員之

間的「肉桶立法」（logrolling）。 

（四）首長間關係 

                                                 
14 為了解溝通流的模式及該模式對於個人與團體運作所帶來的影響，Gortner等人認為可借助網

絡研究中的小團體實驗或網絡分析之途徑，來研究組織內部的人際溝通過程，其中指認組織的溝

通結構是主要任務，某些情形下，也會以此操弄溝通結構與任務績效、成員滿意度，以及領導力

等依變數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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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首長之間經常有接觸管道，因此某些時候合作就是在一般交談中，達成

初步共識。H. Kaufman (1981) 的研究指出，八○年代美國聯邦機構首長，約莫

花四分之一強的時間在對外關係之經營上，其範圍涉及立法部門、行政部門（總

統、所屬機關、其他聯邦機關）、非政府部門（如利益團體、媒體），以及一般大

眾關係（pp. 45-78）。由於很多業務無法獨自完成，方案執行過程也有重疊問題

的產生，和其他聯邦機關打交道是必要的。很多這類接觸未必是由首長個人完

成，當此等互動已例行化同時，通常授權由下級部屬辦理。首長花在行政部門的

時間並不亞於立法部門，且彼此互動時間並不固定，可能是簡短交換、電話溝通，

或冗長的會議，很多則是因突發性事件而產生彼此碰面的機會（pp. 64-65）。 

首長間有這樣的互動機會，並不表示彼此關係就會自動提昇。如果期待首長

間發展出更為緊密的關係，似乎需要有其他因素配合才有可能。H. Heclo (1977: 
237-238) 對政務官如何在華府施展領導力作了一番評論。他表示，政務官之間

的團隊合作很重要，特別是當政策問題的互依性提高，政務官就更應該跨越機關

界限共同合作。儘管如此，矛盾的情況是，作為一個「團體」，這些官員通常彼

此並不很熟悉，也無法有充分交心的準備，或相互協調以避免產生分歧的訊息與

管轄權的爭執。當政務官之間的協調與交心做得不夠好，負面問題就可能產生，

蓋輕則混淆下級官員對重要決策為何以及由誰主政的認知，重則給予官僚反對者

可趁之機，順勢顛覆上級的領導力。 

為什麼此等成員間合作有其困難呢？以美國經驗而言，Heclo (1977: 100-109) 
歸納了一些政務官的特徵，並表示：由於這些官員是取得執政權之後才形成的團

隊，而任期短則是導致團體不穩定的主要因素。由於政務官來去頻仍，導致彼此

之間並不是很熟識，加以官員之間的工作關係是議題取向的，水平接觸機會並不

多，縱使有尋求奧援的時候，但這種需求通常也是短暫的，故正式化跨機關的連

帶亦即團隊建立之努力，就曾受到當局的重視，如詹森政府時期為建立泛政府行

政團隊，而推出的「副部長工作團」（Unsedsecretaries’ Group），但因作法太過人

為造作而遭受參與者的批評。Heclo (1977: 129）遂表示，和官僚網絡建立者相較

之下，顯然這些專業、幕僚認同的網絡，甚至是以個人接觸為基礎的個殊性網絡，

比起政治領導者的行政團隊而言，前者顯然更為長久且穩定。換言之，在 Heclo 
(1977: 11) 的眼裡，總統行政團隊本身其實是組織不良的，其於是以「雜牌軍」

（disorganized teams）來形容這種互動現象。 

（五）地盤與機關自主性 

在現有搜尋到文獻中，地盤與機關自主性經常被相提並論，相較於其他的解

釋因素，上述兩者出現在文獻中的頻率相當高。組織間合作遭遇困難，地盤與自

主性因素作祟的可能性很高。事實上，A. Downs (1967: 216) 就指出：「地盤敏感

性」（territorial sensitivity）對機關間行為影響很大，其不僅引發組織間衝突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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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因此造成社會成本的增加，機關會為此投注大量的時間與精力，企求打贏這場

地盤保衛仗，卻未產出社會有用的產物。 

E. Bardach (1996: 177-187) 也持同樣看法，認為地盤保衛對於成功協力造成

不小影響。所謂的地盤係指「活動與資源的排他性領域，機關對此享有運作上或

政策上責任的優先權」。人們為什麼會產生地盤呢？Bardach 提出八點解釋：（1）

威脅工作保障或生涯發展；（2）對自身專業構成威脅；（3）設備使用的衝突；（4）

喪失掉政策方向；（5）破壞機關傳統的優先性；（6）對課責的憂慮；（7）建立共

識的困難；（8）保護個人的自我價值。然而，地盤障礙有否可能加以克服呢？

Bardach 提出三點看法：（1）把餅做大：透過機關間協力能力的發展過程，創造

出新的地盤；（2）個人屬性：如人際技巧、人格特質、風險承擔能力、交遊廣闊

等；（3）制度地位與問題取向：在機關間談判的領域裡，以問題取向色彩濃厚的

參與者，取代地盤意識相對濃厚的參與者，例如，在公務體系裡中級主管的地盤

意識可能就沒有高級長官來的濃厚，蓋後者的生涯很大程度是仰賴機關的規模、

責任與預算。總體而言，在討論機關間協力的地盤障礙時，不宜忽略個人層次的

動機所發揮的影響力。 

換言之，官員動機是必須被嚴肅考量的，否則很可能會面臨不情願貢獻資源

之情事發生 (Bardach, 1998: 163) ，此處的資源自然包括地盤與自主性在內。S. Y. 
Tang (2005) 曾針對 C. Thomas (2003) 的著作《Bureaucratic Landscapes》，提出書

評意見。基本上，該書係對組織內動態（intraorganizational dynamics）與個人層

次的誘因，如何影響組織間網絡中的組織角色進行研究。雖然外生變數會創造出

一種誘因，促使相關政府機關參與合作性安排，惟這些外生變數卻是以不同方式

影響機關，這必須視機關使命與政治環境以及官員之間的動機形廓而定（p. 
377）。例如，專家之間共享的認識社群，固然激勵他們尋找跨機關的合作，但是

大部分政府機關裡，專業人員並無法控制機關資源，業務主管才握有機關間合作

性安排上資源分配的實權。由於業務主管關切他們的自主性以追求所屬組織的核

心使命，以及服務重要支持者的利益，在此情形下，參與機關間合作的結果，業

務主管可能承受降低他們管理自主性的風險，傷害核心使命的達成。再者，若把

現地人員（field staff）考慮進來，那情況就更複雜。蓋這些人員涉入地方社群的

社會互動與動態，地方性利益也是他們關切所在，此等利益卻未必與機關利益趨

於一致，故地區性利益考量，導致現地人員可能會拒絕支持超越這些利益的合作

案。就此而言，機關間合作的維繫，取決於業務主管能否降低威脅其管理自主性

的外在不確定性，以及現地人員因此保有地方社群的社經穩定性（p. 378）。 

自主性顯然構成機關間合作的敏感障礙。S. Harris (2003: 308-312) 針對藥物

教育與防治領域進行個案研究，焦點在於了解不同專業機關之間的合作過程。由

於事涉各專業領域背後不同的政策架構，加以成員間可能存在不對等的自主性，

機關間合作因此顯得頗為複雜。Harris 表示機關間運作（inter-agency working）

應聚焦在三項議題之上，分別是：（1）所有權與共同遠景；（2）協力與深度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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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制度性文化與自主性程度。由此可見，自主性因素在機關間合作議題上，

是佔有一定份量。 

機關重視自主性會對合作造成何種影響呢？B. Hudson (1987: 175-176) 表

示，從機關觀點而言，協力活動會減損機關獨立行動的自由，反映在機關對其領

域與事務的控制上；不僅如此，機關也因此必須投注稀少資源與能力，來發展與

維繫和其他組織之間的關係，在這方面的投資報酬率並不是那麼清楚。因此，機

關鮮少會自願涉入組織間關係，除非對實現自身的組織目標也有所助益。 

J. Q. Wilson (1989: 192-193) 也主張，機關關注地盤與自主性的主要後果，

就是不同機關的工作協調變得極其困難。政府機關與企業公司不同，後者可以回

應市場訊號（價格）方式，來協調其行動，只要雙方能互蒙其利即可；但政府機

關則把機關間的協議視為對其自身自主性的威脅，因此在達成協議過程中，都會

盡力維護各自的自主性。何以如此呢？對機關的行政主管而言，最特殊的責任就

是維持組織運作，也就是確保所需資源的充裕。在企業公司裡，這種維持主要仰

賴資本與勞力的形式，某種情形下，也會設法消除資源與市場的競爭。然而，政

府機關裡，維持組織的運作則不能僅靠這類預算與人力，政治上支持也是不可或

缺的。問題是政治上支持是如何產生的呢？Wilson (1989: 181) 的看法是「當機

關目標非常普遍、任務非常單純，競爭對手並不存在，且所受約束輕微之際，政

治支持度是最高的」。有一種觀點會認為，所有機關都會想要爭取更大筆的預算，

在 Wilson 看來，這種情形成立與否，乃取決於機關預算增加的結果，是否因此

改變了原先的任務性質、競爭對手數量，以及約束程度等因素，有趣的是，這兩

方面通常是呈現消長關係的（p. 182）。 

在後續討論中，Wilson（1989: 188-192）還提到了幾種建立自主性的方式，

如尋找未被他人執行過的任務、與企圖執行你任務的組織對抗、避免承擔與組織

使命差異過大的任務、迴避會造成支持者分裂或對立的任務、迴避已知的罩門

（vulnerabilities），以及與本研究密切相關的——謹慎涉入共同或合作性事務。

就最後一點而言，Wilson（1989: 191）引述了某位陸軍工程部隊軍官的話，生動

地描述機關在意所在：「我們的名聲並不會因為多做幾件事而提昇，蓋所做的工

作會因為其他人的某些作為，而一無所獲、變成一個爛攤子」。顯然地，因任務

出錯而背負的責任，以及因此牽連機關名聲之考量，導致機關對合作性事務並不

致於太熱衷。 

（六）組織間政治 

最後一項因素顯得較含糊，姑且可視之為前述幾項因素（如組織規模、目標

衝突、地盤、自主性等）的混合物。B. G. Peters (1998: 297-301) 便是從「組織間

政治」（interorganizational politics）的理論視角，來檢視政策與計畫的協調。大

致上，其重點有二：（1）政策偏好的差異性或官僚地盤的捍衛，造成參與者利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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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歧，這是所有協調模式背後所隱含的基本假定，儘管不同模式可能分別適用於

不同的情況；（2）協調本質上是政治的，而非理性的事務，蓋其隱含競爭性利益

在其中，協調的政治也反映出利益團體的相對權力的多寡。換言之，組織間權力

競逐與利益衝突的問題難以擺平，才會導致合作時有難產或破局之虞。 

 

貳、非政府部門的研究 

一、總論 

除了政府部門組織間關係之研究與本研究主題高度相關外，其餘組織間關係

之研究，包括企業廠商之間的聯盟、非營利組織間合作關係，以及跨部門治理等

文獻，或多或少都有相近的研究成果值得重視，也對於我們了解「影響組織間合

作的因素」有所助益。 

合作可能遭遇到的挑戰，對大多數人而言是一個謎團，必須仰賴大量個案研

究成果始能系統說明。J. Bryant (2003) 很有創意地把協力困境歸納如下：（1）威

脅困境：威脅本身可能損人不利己，對方也知道你不會使用威脅，這時候我要如

何使用威脅來向對方施壓呢？（2）遊說困境：你最好執行你的威脅，而不要採

用我的解方，這時候我要如何說服你不要這麼做呢？（3）拒絕困境：我寧可採

用你的解方，而不執行我的威脅，這時候我如何堅定地拒絕你的計畫呢？（4）

定位困境：偏好別人建議更勝於自己的建議，這時候我如何吸引你接受我的解方

呢？（5）合作困境：雖有共同一致立場，但卻打算違反自己立場，這時候我如

何取信於你我的執行企圖呢？（6）信任困境：你違反共同協定比較有利，這時

候我為什麼要相信你的執行企圖呢？（pp. 142-161）究其實，這些困境之所以形

成，往往來自於協力雙方在偏好、意圖、立場，以及參考架構上的歧見有關，而

在進行改變的同時，自當也必須付出一些情緒成本（pp. 239-243）。 

彙整相關研究成果後，E. R. Alexander (1995: 15-21) 把促進機關間協調的因

素，歸納為三個層面：（1）組織：如組織文化、跨域管理者的功能、組織間的可

接近性、信任文化、分權式的組織結構、任務多樣性、資源寬裕，以及較多的非

正式接觸等因素，都有助於促進機關間的協調；（2）協調成本：如威脅組織的完

整性、破壞組織的基本價值或典範，以及威脅到特定部門或人士（如高階主管）

的巨大利益（如珍貴資訊的控制）等因素，都不利於機關間協調的開展；（3）互

動潛能：指影響組織彼此之間態度與關係的所有因素，如網絡的互依性、組織間

結構的相似性、領域共識、問題或議題特徵、解決問題的時間壓力、地理的接近

性、組織系絡等因素，都會影響到組織間的協調。 

江岷欽（1995: 336-337）歸納學者觀點後，認為組織間協調取決於以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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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資源交換；（2）法令：法令或正式協議規範了交換過程；（3）組織間互動

頻率：互動頻率愈高，達成協調的可能性愈大；（4）組織間彼此的認知：肯定對

方的工作效能、工作哲學觀的相容性等，會影響協調工作的順暢性；（5）組織間

局部衝突型態：專業化與分殊化程度愈深，衝突與協調的共變性會愈密切。 

有些研究成果來自於營利色彩淡薄的組織間關係，其同樣致力於影響合作因

素之探究。H. Beder (1984: 85-89) 的研究對象是終身教育機構與其他組織之間的

協力關係，其中協力的成功原因可歸結如下：（1）互惠性：協力組織彼此之間的

資源交換成就了互惠的利益；（2）系統的開放性：組織的界限是開放的，允許來

自外環境的輸入；（3）信任與承諾的氛圍：參與協力的重要行動者之風格與人格

以及組織文化的差異性是信任與承諾的來源；（4）相容的組織結構：彈性與具有

適應力的結構比較有助於雙方協力的開展。 

H. R. C.-Guzmán (2001: 15-21) 檢視了參與勞動力發展計畫與措施的「社區

導向組織」（Community-Based Organizations）之間的網絡，並試圖回答其中一主

要的研究問題：參與勞動力發展與其他相關措施的社區導向組織之間成功結網的

主要因素為何？根據文獻回顧、訪談以及三個個案研究結果的分析，-Guzmán 提

出了社區導向組織間網絡成功的十三個重要因素，這些因素與網絡的形成、發展

與管理，以及這些網絡的永續發展、維繫與成長密切相關。這些因素分別是：（1）

慎選參與的組織；（2）相互尊重、了解與信任；（3）重要社區參與積極與專業導

向的規劃過程；（4）成員分享過程與結果的利益；（5）開放的溝通管道與互動機

會；（6）利益相關人的參與投入；（7）妥協的能力；（8）清晰的組織角色與政策；

（9）多元化的溝通管道；（10）釐清提供的服務項目與被服務的對象；（11）計

畫本身的可管理性、具體性與能見度；（12）發展出具體、長期的網絡目標與目

的之過程；（13）建立網絡組織的退場機制。 

何承謙（1997: 79-81）的碩士論文，係針對台北市兒童保護機構間協調進行

研究，其透過問卷調查與統計分析方法，指出影響機構間協調程度的變數如下：

（1）對目前服務體系運作的瞭解；（2）機構間互動頻率；（3）機構間互動方式；

（4）機構間互動重要性；（5）機構間衝突程度；（6）機構間衝突的解決方式（如

召開正式會議）；（7）機構間衝突解決的程度；（8）機構間正式化契約之有無；（9）

機構間正式化契約的滿意度；（10）對機構的意象。最後一點的意義是：對其他

機構工作表現的評價，以及官僚主義、本位主義，將影響機構間協調程度。 

還有一些來自於跨部門治理的研究成果，同樣也致力於影響合作因素的探

究。C. Huxham 與 S. Vangen (1996: 8-15) 聚焦在志願性組織與公部門組織的安

排，渠等訪問了一些從事組織間運作人士，針對若干好的實務以及難題進行了

解，這些主題包括：（1）協力目標的管理；（2）不同議程、工作實務、組織文化、

個人工作風格的妥協；（3）多元化的溝通管道；（4）協力過程的民主與對等；（5）

協力過程的權力與信任問題；（6）協力的決心，承諾與毅力。這些主題背後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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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出對關鍵因素的掌握。 

J. Mayne 等人 (2003) 亦致力於研究政府與其他公共、私人以及非營利行動

者之間的共治關係。渠等 (2003: 40-47) 指出，有九個因素或條件可用以解釋成

功的協力安排，這些因素分別是：（1）網絡的社會資本：協力安排的成功不能忽

略人與社會的因素，非正式關係與網絡深深影響協力的結果；（2）目標與結果的

差異性：夥伴安排的整合程度繫於有否共同目標；（3）夥伴組織的混合：夥伴組

織在各層面（如能力、規模、結構、凝聚力與可接近性）的相似性會影響協調的

潛能；（4）互動模式：該模式涉及互動程度、夥伴的自主性或相互關聯性、互動

強度，以及互惠的程度等；（5）可用資源的程度：資源與預算的配置影響夥伴安

排的管理；（6）夥伴安排的結構：結構屬性（如協調者或協調組織之設計）會影

響協調的成效；（7）人力資源管理議題：如安排上必須考量人員的升遷發展，甚

至避免可能的責任衝突；（8）夥伴安排的穩定性：除外環境之影響外，夥伴組織

與夥伴安排本身的屬性（如協調機制、組織的基礎建設等）也會影響穩定性；（9）

協議正式化的程度：夥伴關係的責任必須建立在有共識的決策過程基礎上。 

C. S. Weissert (2001: 444-450) 關注到美國中央與地方、非營利組織關係的改

變，在職能轉讓（devolution of authority）的時代熱潮下，如何才能取信「不情

願的夥伴」（reluctant partners）全心投入於方案成功的努力，亦即哪些因素有助

於解釋成功的執行。Weissert 從政治經濟與政策執行二類文獻中，檢視了五種可

能影響成功執行的因素，分別是：（1）有否提供額外的資源作為誘因；（2）顧及

執行者的偏好；（3）清楚的目標；（4）良好的溝通；（5）執行過程的監督。 

二、各論 

（一）權力 

由於組織行動者先天稟賦之差異，致使合作效益的流向未必一致。N. Lotia 
(2004: 65-66) 的研究，旨在回答「協力組織之間的權力動態，對於協力學習與學

習過程的影響」之問題。其從政治觀點檢視了協力內部的學習過程，以及權力對

於協力過程的意涵，中心論點指出了協力過程與協力學習，本質上是受到發生於

不同層次的權力動態所影響，此等權力動態塑造出協力組織間互動及其權力基

礎。換言之，由於協力者之間的權力關係是不對稱的，Lotia 因此挑戰了「協力

學習的過程與結果，在達成共同目的上是中立的」這樣一個假定。 

更直接地說，權力差異會影響合作行為模式，儘管這樣的權力基礎無法獨立

於社會關係而存在。陳端容 (2002) 研究台灣醫療產業的組織合作，特別是權力

不對等對於合作關係所帶來的影響，以回答「不對等的醫療組織對合作關係正面

評價的影響因素」之問題，從而也促進我們對於合作運作、維繫與成功的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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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研究結論除了指出權力支配的邏輯，是優勢組織管理不對等合作關係的重要基

礎外，同時指出（pp. 151-155）：（1）醫療產業主要是透過非正式的社會關係來

建立實質的合作關係15；（2）「第三者效應」（third-party effect）不論是對優勢的

支援醫院或弱勢的受援醫院，都有明顯的影響，亦即可因第三者本身「份量」或

「牽制作用」，有效地鎖住支援或受援醫院雙方對合作的投入。總體而言，該研

究結果支持了組織行動者本身，可謂是鑲嵌在制度環境中的權力關係與價值體系

的論點。 

（二）合作能力 

合作能力是文獻上另一常被探討概念，也是影響合作因素之一。H. Sullivan
與 C. Skelcher (2002: 7-8 ) 研究公、私部門的協力關係，指出影響協力績效的因

素，除了（1）協力安排上夥伴之間的權力傾斜（power imbalances）問題外，還

涉及（2）組織是否具備建立有效協力關係所必須的技能與資源。Sullivan 與

Skelcher (2002: 99-112 ) 主張建立「協力能力」（collaborative capacity），對發展

成功的夥伴關係深具重要性。協力能力可分為個人與組織二種層次，個人層次因

素包括：（1）具備「跨域管理」的技能與屬性；（2）人際信任的建立；（3）激發

他人協力行動的領導力。至於組織層次因素包括：（1）協力的文化；（2）協力的

學習；（3）組織的領導力；（4）組織間信任與合宜行為（如協力結果的公平對待）。

什麼因素阻礙協力能力的建立呢？渠等認為與深植於組織與專業團體的實務與

文化有關。就制度論觀點而言，組織乃受到公開的正式規則與隱晦的非正式行為

規範所結構與管理，這些不同的規則與實務也隱含不同的價值基礎，不僅容易造

成專業人士彼此之間的衝突，同時也阻礙組織間協力的推展。 

大部分有關跨部門或跨組織界線的協力形式研究，如策略連盟、網絡、夥伴

關係等，其論述都是定位在制度與組織層次上，相形之下，個人行動者在組織間

關係管理之角色扮演上，相關文獻的著墨似乎不多。P. Williams (2002) 的研究主

題是跨域管理者的技巧、能力與行為。其經由深度訪談結果，歸納跨域管理之藝

術如下（pp. 115-121）：（1）建立永續的個人關係；（2）溝通與傾聽；（3）理解、

同理心與解決衝突；（4）隨和與開放的人格特質；（5）信任；（6）影響力、交易、

協商、仲裁為基礎的管理；（7）以結網（networking）發展人際關係與社會資本；

（8）具備管理複雜性與互依性的能力，如規劃與執行過程的承諾，以及組織間

的經驗、跨學科的知識與認知能力等；（9）管理角色、多元課責（如組織代表

vs.協力夥伴的衝突）與協力動機（如強制性、資源交換性、規範性等）。 

（三）地盤 

                                                 
15 一來可因此降低不確定性，以保障合作的承諾與修改空間，特別是當合作規範之契約不完全

性風險很高之際，二來是出自利益分享的「特殊主義」原則，亦即相同的社會淵源（如合作雙方

的院長或醫師出自同門），有利於創造信任與培養默契，進而強化雙方合作關係的承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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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論是政府或非政府部門中，地盤爭奪似乎是普遍的合作障礙。R. Ashkenas
等人 (2002: 114-126) 表示，地盤爭端是僵化的水平界線長久以來的罪惡。一旦

水平界線愈牢不可破，每一部門自然就會挺身捍衛其權力與資源。水平界線很大

程度是來自於專業化的邏輯，被賦予任務的團體為了維持其存續，或順利達成其

績效考核的目標，設法鞏固地盤是一種必然的理性選擇，此舉最適化了專業分工

部門的成就與報酬，卻也因此犧牲了整體的組織目標。鬆化（loosening）水平界

線必須仰賴更寬廣的視野。從有機模型而非機械模型來看，管理者應設法滲透水

平界線，使得資源與能力能彼此共享。在此情形下，問題解決就不在於「結構」

（如集權或分權的選擇）而是「流程」，亦即「整合」重於分權，「流程」重於功

能，鼓勵「團隊合作」更勝於個人努力。Ashkenas 等人進一步地提出創造水平

和諧的原則如下：（1）顧客導向；（2）單一窗口服務（3）流動式的團隊合作；（4）

維持人才庫；（5）建立最佳實務的分享機制。 

（四）信任 

信任是促成合作的基礎。不過，長久以來組織間關係的理論發展，受到競爭

模型所支配，特別是獲利極大化的假定，以及短視近利的觀點，多少阻礙了我們

對於合作的多元理解。C. Alter 與 J. Hage (1993: 262-266) 表示，組織願意放棄其

自主性，同時共享決策過程，必須滿足一些前提，除了專業、財務資源，以及調

適效率的需求外，最重要之前提還是在於合作意願的高低，如此才能進一步地談

論到制度安排（如合資）的問題。然而，合作意願的高低與信任氛圍之間是有某

種程度的關係。Alter 與 Hage 樂觀地指出，受高等教育與職業專業化的影響，人

們更容易看出長期性協力的利益，不過這並不表示成本效益分析就不重要，而是

說這種複雜的認知能力，會促使人們會更有能力推展協力工作，並謹慎地評估過

度自利可能帶來的負面影響。換言之，信任文化以及教育水平的提升與認知的複

雜性，可謂是產生合作行為的幾項前提之一。 

如果互信程度不足，合作關係就很難有效維繫。L. Metcalfe (1978: 45-48) 運

用囚犯困境的矩陣圖，來描繪生產可能性的示意圖。他指出策略選擇的互動，將

導致三種不同的生產可能性界限（production possibility boundaries），亦即：倘若

雙方選擇的是合作策略，結果將落在所謂的高度信任區域；如一方選擇的是合作

策略，另一方選擇的是競爭策略，則結果會變成是系統績效較差的低度信任區

域；至於更差的生產結果，則是落在缺乏信任的區域，此來自於雙方都採取純粹

的競爭策略。就此而言，系統的績效水平取決於參與者之間的互信程度，一旦彼

此之間產生懷疑，期待落空下就會改變既有的行為模式，並進一步腐蝕掉組織間

合作的基礎，演變成一種惡性循環的結果。由於在複雜而多元的體系裡，參與組

織在文化與功能上分殊性，任何組織的績效都必須大量仰賴其他機關的支持與配

合，一旦個別組織過度捍衛自我利益，組織間關係網絡崩解的結果，不僅對於組

織績效造成影響，同時也對整體系統的協調以及結構性問題的解決能力上，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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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觀的殺傷力。Metcalfe 把這種信任與不信任對生產力所造成的影響，稱之為「生

產力陷阱」（productivity traps），必須藉由重建組織間遊戲規則與推動組織間學

習，才能有效因應「個體理性行動造成集體不理性結果」的結構問題。 

信任是怎麼產生的呢？不同理論觀點會得出不同結果。M. Beccerra 與 A. K. 
Gupta (1999) 研究組織內部信任的角色，特別是信任的本質、起源與結果，渠等

除了探討不同理論（如信任文獻、代理人理論、交易成本經濟學）是如何處理組

織內部的信任之外，同時也針對一家大型多國公司高階經理人進行訪談，提出了

一個「組織內信任」（intraorganizational trust）的模型。從該模型中可發現「非人

化因素」（impersonal factors）與「個人因素」（personal factors），有助於解釋來

自不同單位個人之間的信任水平，前者如監督、誘因與組織安排，後者即兩造之

間的相互知識與認同，如個性、歷史、背景相似性。就理論意涵而言，明確指出

個人因素會影響商業關係中的人際互動態度，是信任文獻的主要貢獻，此有別於

代理人理論與交易成本經濟學中，偏重在管理者行為的系絡（非人化）因素的探

討。換言之，不把信任視為是一種外部變數，並調整信任水平自始以來即低微的

假定，信任鑲嵌的經濟理論（trust-embeded economic theories），把人際因素（如

社會化、熟悉度）納入評估，似乎更有助於深入解釋組織內的關係。 

信任層次愈高，對組織間合作的影響力愈不容忽視，蓋其主導了大部分行動

者的行為選擇與決定。R. M. Kramer, M. B. Brewer 與 B. A. Hanna (1996) 就表

示，組織中「集體信任」（collective trust）影響合作的成敗，不過這種集體信任

並不容易培養，理由在於（pp. 358-359）：（1）大型組織的規模與結構複雜性，

導致信任發展遠比二元關係中來得困難；（2）大型組織複雜與社會多樣的環境，

導致諸多促進信任與合作發展的非正式社會機制與人際過程，無法如同在小型

的、同質性團體上發揮功效；（3）組織生活的競爭本質大幅增加錯置信任

（misplaced trust）的成本。這種組織中的集體信任既然很重要，但又有別於其他

社會系絡中產生的信任，那究竟是如何產生的呢？Kramer 等人認為，從社會心

理學的角度而言，個人是否願意投身集體行動情境中的信任行為，其實與他們的

組織認同程度有很大關係。認同導向的轉換歷經了認知、動機與情感的心理與社

會過程，最終影響個人對於信任與不信任後果的信念。譬如說，「互惠導向的信

任」就與「道德主義的信任」邏輯不同，前者是相信對方會有投桃報李作為，而

後才致力於信任行為；後者則堅持個人的信用風格，不在乎團體中其他人的作

為，這股維繫力量來自於堅定的團體認同所使然。此一認同導向信任之主張，顯

然是把信任概念化為是一種「社會決定」，而非信任是一種「算計決定」，後者即

一般實驗心理學、賽局理論、微觀經濟學觀點下所持的一種假定，把互依性的決

策者概念化為「去社會的賽局參賽者」（asocial game players）（p. 382）。 

 59



行政機關間合作的邏輯與限制                                                           

第五節 組織間合作的理論觀點 

 

組織間合作作為一項研究主題，其背後的理論基礎是跨學科的。E. V. –Gadot 
(2003: 20-23) 在探索協力意義過程中，指出其與三種學科觀點有關，分別是：（1）

政治與政策觀點；（2）組織與管理觀點；（3）社會文化觀點。協力在以上學科中，

各自使用了不同詞彙。如政治與政策觀點中係稱之為「合作」（cooperation）；組

織與管理觀點中，隨組織、專業、企業焦點之差異，而有「協調」（coordination）、

「整合」、「夥伴」關係之稱；至於社會文化觀點中則稱為「結社」（association）。

儘管這些名詞之間可能存在辨證問題，惟根據一些跡象顯示，這些名詞背後涉及

的理論基礎，似乎是大同小異的16。 

在眾多學者引介的理論基礎中，「活化」理論的表現上是有差異的。其中 H. 
Sullivan 與 C. Skelcher (2002: 35-50) 花費相當篇幅在介紹協力的理論途徑，並分

為幾個層次來闡述理論的用途，分別是：協力的發生、協力的發生、以及影響協

力的因素；渠等並認為理論觀點還可以進一步地區分為：樂觀派、悲觀派，以及

現實主義派，如此構成如下表。明顯地，Sullivan 與 Skelcher 在一般常見的交換

                                                 
16 C. Alter與J. Hage (1993) 在建構其組織間網絡的理論上，引用了組織間關係的理論、人口生態

學理論、理性選擇理論，以及交易成本理論等，並提出其所謂的協力演化理論（Evolutionary theory 
of collaboration），來強調學習機會是影響組織間協力的重要變數（pp. 268-269）。E. R. Alexander 
(1995) 的研究偏重在組織間的協調結構，如非正式協調、正式協調，以及微觀、中觀與宏觀的

結調結構，其援引交換理論、權變理論與組織生態學，以及交易成本理論等，來闡述為什麼會發

生組織間的協調（pp. 7-14）。E. –H. Klijn (1997: 19-23) 指出，組織間的理論是建立組織學的理論

基礎上，這些理論包括了權變理論、資源交換論，以及資源依賴論等，此等理論的啟示是，若組

織冀望能達成其目標，不妨從組織安排的層面著眼。E. Bardach (1998: 23-28) 運用資源依賴與網

絡理論的概念與經驗發現，來闡釋機關間協力能力。劉麗雯（2004: 38-46）也選擇了多數學者專

家所引用的理論，來詮釋社會服務輸送體系的協調合作關係，這些理論觀點包括：資源交換觀點、

制度學派觀點、交易成本理論，以及賽局理論等，各自強調利益極大化、尋求合法性、降低交易

成本，以及雙贏策略等概念的重要性。R. J. Robertson and S. –H. Tang (1995) 以組織行為與理性

選擇兩種主要理論觀點，來析述彼此對於集體行動中承諾角色之影響。渠等結論表示：以上兩種

觀點普遍強調非正式結構與機制，對於產生和維繫承諾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B. G. Peters (1998) 係從「組織間政治」的理論觀點，來檢視政策與方案的協調。該文

中雖未直言協調理論的內涵，但若干理論性觀點卻在其論述中表露無遺。其（1998: 297-299; 
305-306）表示網絡成員的持續性互動，以及至少分享彼此的部分價值，可能產生充分的信任而

有助於問題解決與衝突緩和。事實上，該論述背後其實即隱含了「新制度論」、「理性選擇」，以

及「賽局論」的觀點，蓋其分別指出了「適當性邏輯」（logic of appropriateness）、「長期性利益」，

以及「重覆互動」等，都是催生相互期待與相互依賴，所不可或缺之元素。國內學者陳端容（2002）
援引經濟學與社會學的論點，作為台灣醫療產業組織合作的分析基礎。其一是從經濟學觀點來分

析組織合作的運作邏輯，特別是交易成本經濟學的相關論述；另一是社會性交換邏輯，特別是社

會鑲嵌的相關論述。至於經濟性與社會性交換邏輯的差異，某種角度乃取決於信任機制是否優先

發生作用的問題上，例如，前者在合作關係的處理上，會以「共持股權、合資，以建立合作雙方

互為人質、互有利害關係的牽制情境」（p. 124）；後者則偏重於非正式關係中的社會控制之作用

力，「如互惠、互報人情、信賴的授與，以及聲望與面子」（p. 125）等社會功能的約制力量。例

如，醫院間合作關係有很大程度是因為「合作雙方的院長或醫師出自相同醫學院背景，有利於創

造信任與培養出受訪者口頭所稱的『默契』，從而加強雙方對合作關係的承諾」（p.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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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論、資源依賴理論、政策網絡理論，以及新制度論外，又加入了合作授能理論、

體制理論，以及演化理論等多元觀點，後者相對鮮見的理論觀點，分別強調了權

力分享、提昇統治能力、學習等核心概念的重要性（參見下表四）。 

 

表四：協力的理論與途徑 

提問 樂觀派 悲觀派 現實主義派 

為什麼會發生協力 達成共同願景： 

協力授能理論、體制

理論 

資源極大化： 

交換理論 

維持或強化地位： 

資源依賴理論 

回應新環境： 

演化理論 

發展出何種協力形

式？為什麼？ 

多元關係： 

協力授能理論 

聯盟： 

體制論 

組織間網絡： 

資源依賴理論 

義務的、促進的與系

統的網絡： 

演化論 

政策網絡是中層或治

理工具： 

政策網絡理論 

什麼因素影響協力？ 個人因素： 

結網技能與能力、信

任： 

協力授能理論 

領導力： 

政體理論 

組織因素： 

文化、官僚制、專業

主義： 

資源依賴理論 

制度性因素：個人與

組織因素的中介作

用： 

新制度論 

資料來源：H. Sullivan 與 C. Skelcher (2002: 36) 

 

顯而易見地，Sullivan 與 Skelcher 把協力的相關問題，以及特定理論本身可

供解釋範疇之間，作了非常清楚的連結，且透過不同立場（如樂觀 vs.悲觀）的

投射，反映出不同理論主張的變異範圍，間接隱含組織實體本身潛在的複雜性。

以下，本研究透過另一種表現方式，試圖整合這些理論觀點。 

 

壹、論述基礎：組織間關係的多元理論 

一、環境制約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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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制約論主張，組織間關係發展取決於環境對組織的影響。組織為求生

存，必須因應環境改變而調整其經營策略，否則勢將面臨被淘汰的命運。在環境

制約論下，有三種角度可用以論述組織間關係，即「權變理論」（contingency 
theory）、「組織的人口生態學」（population-ecology theory of organizations）、「演

化論」（evolutionary theory）。雖然其名稱各異，但共同指涉了適應環境乃組織生

存的不二法門。 

自 1950 至 1960 年代以來，理性組織（rational organization）觀念開始受到

動搖。組織社會學日益重視組織環境的議題（Klijn, 1997: 19），其中著名的「系

統途徑」（systems approach）組織理論，就是在探討環境如何決定內部組織的過

程，而權變理論就是斯時產物。由於把環境概念化為一個因素，權變理論家（見

Lawrence and Lorsch, 1967）對此開啟了更細膩之研究，聚焦在有關「環境特性」

與「組織類型」之間關係的探討，並得出這樣的結論：上述兩者之間並無所謂的

「最佳組織形式或策略」問題，而必須取決於組織所處情境而定。權變理論的重

要啟示是，組織成敗與其對環境的適應性具有高度相關。 

不同於權變理論著眼於「單一的」、「孤立的」組織適應環境上之觀察，1970
年代晚期興起的「組織人口生態學理論」（簡稱組織生態學），乃著重在解釋組織

「群」（populations）與相關生態利基（ecological niche）之契合（fit）（Alexander, 
1995: 10-11）。組織生態學家（見 Aldrich, 1979; Hannan and Freeman, 1989）將生

態學典範移植到組織理論應用，一如生物學的主題乃研究生物群與環境，組織生

態學則是關注於組織群，並從環境契合度的角度來解釋獨特組織類型之盛衰。此

外，組織生態學所提供描述組織之間關係的概念，如所謂的共生關係（symbiotic 
relationships），則是有助於我們理解組織間網絡是如何產生的問題。因此，與權

變理論不謀而合者，「組織調適」的議題仍是組織生態學之關懷核心。 

組織生態學遺留了一個有待補強的空間，即其隱含「效率」或「生產力」是

組織生存的主要效用之基本假定。然而，在 C. Alter 與 J. Hage（1993: 28-29; 272）

看來，組織生態理論似乎忽略後工業社會中，人們所具有的「複雜認知結構」

（complex cognitive structures），很可能會對渠等之政治態度、消費行為與情緒偏

好等，帶來重大改變。渠等因此主張，選擇新的制度形式（如組織間網絡）之效

用，應以彈性、創新與客製化為基礎，亦即著重在所謂的「調適效率」（adaptive 
efficiency）議題上。此外，組織生態理論的模糊性，也導致多數研究並未對「新

的組織間形式是如何產生的」問題進行解謎。 

Alter與Hage（1993）所提出的「合作的演化理論」即在補強這方面缺失而

作的努力。渠等（1993: 272-275）不僅精緻化了環境的概念17，也強調制度（組

織間形式）選擇的基礎是建立在「調適效率」上。值得說明者，演化前因很大程

                                                 
17 如消費者偏好的改變、中央政府的介入、信賴文化、教育與認知複雜性，以及知識增長等五

個環境變異來源的變數（Alter and Hage, 1993: 272-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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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與信任18、知識脫離不了關係。後者在過去卻是多數演化理論所未提及的變

數。渠等（1993: 266-269）對「知識」作為一重要變數的解釋是：高等教育與職

業專化，促使個人有能力看出合作所帶來的長期效益。一旦認知能力愈複雜，個

人就會更謹慎約束其自利，並且更有能力進行合作。合作本身可以激發彼此共同

學習與成長的機會，特別是團體學習將更有助於問題的解決。 

二、自主—互動論 

自主—互動論主張，組織間關係發展是各組織在自由意志下互動的產物。組

織間實力或許有別，但本質上無改於彼此間互動上的自主性。本研究歸納相關理

論來加以論述，分別是「賽局論」（game theory）、「理性選擇論」（rational choice 
theory）、「交易成本理論」（transactional cost theory）。儘管名稱各異，但其間仍

有一些共同點，如（1）「功利主義」的哲學基礎，假定人是理性自利的，會從後

果的角度出發進行有利選擇；（2）以「個體」作分析單位，主張整體是個別利益

的加總，故制度的基礎是建立在個體利益之上；（3）偏好從「競爭」角度看待彼

此的互動關係。 

有關組織間關係如何形成的看法，十七世紀的哲學家 T. Hobbes（1651）曾

主張必須仰賴中央權威的強力介入，否則將無法避免追逐自利的個人之間的戰

爭，而阻礙穩定社會秩序的形成，這是國家存在的最高價值。儘管如此，現實生

活中，我們卻可見到許多社會秩序（如市場理論）的成形，依舊可在欠缺外部控

制之情形下運作。如何解釋這種情形呢？賽局理論家（見 Axelord, 1984）提出了

「互惠」（reciprocity）為基礎的合作理論（theory of cooperation），闡釋了合作的

（co-operating）行動者在追求自利過程的不同情況下，最終的合作成敗。其重要

命題指出：當賽局是重覆的時候，交易背信的可能性就會大減。 

這派理論家經由電腦模擬發現，在「囚犯困境」（prisoner’s dilemma）裡，

最成功策略也是最簡單的，乃所謂的「以牙還牙」（tit-for-tat），即參賽一方背信

的結果，將遭致另一方跟進採取報復行為。由於假設仍有遭逢對手機會，故著眼

於未來利益考量下，雙方自會約束當下的逐利行為，以Axelord（1984: 126, 174）

的用語形容，即所謂的「擴大未來陰影」（enlarge the shadow of the future）。兩位

政治經濟領域學者（Bickers and Williams, 2001: 70-71）總結道：「倘若個人是重

覆參與賽局，且他們會關切未來的結果，而非僅目前結果的話，則最好的參賽策

略就是以牙還牙策略」。如此說來，合作的演化明顯取決於行動者是否有重覆見

面之機會19。這種現象背後暗示了，即便沒有強烈的中央控制機制存在，社會控

                                                 
18 渠等（1993: 266）提出了一個有趣說法，表示美國的不信任文化，助長了諸多理論（如心理

學、社會心理學、微觀經濟學、政治理論等）都是從所謂的「算計」理性出發。信任問題於後文

加以說明。 
19 重覆互動的概念，則是常被組織間理論用來判斷網絡成形與否的指標。主因在於：組織間網

絡不同於層級制與市場，後兩者是在單次互動中進行資源配置，組織間網絡則必須以穩定性與重

 63



行政機關間合作的邏輯與限制                                                           

制形式也將得以出現。 

儘管許多行為規則可以由合作的賽局推演出結果，但賽局理論家建立在兩人

互動上的解釋模式，可能未必適用於實然世界中，特別是當網絡中存在著多元行

動者之際20；況且，此等組織中的行動者間，並不大可能如囚犯困境賽局中所假

定的，彼此之間欠缺溝通管道或機會（Kickert and Koppenjan, 1997: 42）。如果彼

此存在溝通的契機，其實還是有建立共識之可能。 

理性選擇理論家（見 Coleman, 1990; Ostrom, 1986）同樣主張人的動機是受

自利驅使，合作根本上是違反人性的，其中最常為人所引用的是「搭便車效應」

（free-ride effect）與「共有的悲劇」。搭便車指涉的是外部性的正、負面，會影

響行動者在合作上的表現，也就是低度或高度投資之差別。共有的悲劇來自於產

權劃分不清所造成的結果，以上都是典型集體行動邏輯的寫照。儘管如此，自利

的行動者為何仍選擇涉入組織間網絡呢？這派理論家的看法是，合作與否係取決

於成本效益的權衡（Alter and Hage, 1993: 32）。 

典型的組織間合作成本，包括資源、自主性，以及技術優勢的喪失；組織間

合作的效益，則包括發展能力、風險分擔，以及學習效益等。一旦利益大於成本，

組織行動者間才會發展出某種互惠關係。 

實證研究上，H. Beder (1984: 18-21) 從合作組織的成本與效益觀點，來分析

終身教育機構之間的合作關係。這意味組織間合作鮮少是基於利他的理由，特別

是合作本身就有若干隱藏成本，譬如說：（1）合作是需要花費時間的；（2）影響

組織內部既有的運作；（3）造成組織目標錯置，阻礙既有使命的達成；（4）資源

過度依賴夥伴的結果而喪失控制權。換言之，組織間合作在獲得重要資源的同

時，也擺脫不了合作成本的羈絆。 

E. W. Ford 等人 (2004) 的研究成果呼應了以上理論觀點。渠等應用網絡分

析輔以賽局理論的典範，針對健康照護聯盟進行個案研究，得出改善該聯盟設計

與協調之啟示。就賽局理論觀點而言，強化組織間網絡的合作本質應注意以下三

點（pp.161-163）：（1）所有行動者都知曉其他行動者的動機；（2）成本與效益都

載明在契約中；（3）合作效益能平均分給所有成員。但很多情形下，這些合作賽

局的原則不容易被滿足。相對地，在非合作系絡下，行動者通常會有損人利己的

誘因。據此而言，合作的組織間關係最好能推測其他行動者的行為，否則將導致

次最適化結果（suboptimal outcome），前述「囚犯困境」隱喻，即說明了一切。

                                                                                                                                            
覆性為前提（Peters, 1998: 306）。 
20 在Axelord（1997: Ch. 3）新近著作中，則是把原先兩人世界的賽局，擴充為多人版本（N-person 
Version）。蓋簡單的互惠概念或可適用於前者，但後者情形中，由於參賽者眾多，針對違規者所

施以的懲罰機制，可能因此無法切實貫徹奏效。此際，「社會規範」就變成了維繫配合相當有力

之手段。分析工具上，Axelord對此稱之為「規範的賽局」（Norms Game），其乃聚焦於行為規範

是如何以及何時產生的問題。譬如說，「內化」（Internalization）與「名聲」（Reputation）就是支

持規範的常見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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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資訊成本途徑的觀點而言，系統的穩定性與成員之間的溝通模式密切相關。經

由網絡分析所指認出的某種網絡結構，如星狀結構與輪形結構，則是促成網絡均

衡的必要條件，蓋其背後意味著是最有效率的溝通策略。在此均衡情境下，行動

者還會進一步地評估策略的本質，亦即合作或非合作的策略選擇，這種算計則是

建立在個體參與成本與效益的估計。例如，當成員對成本與效益的分配有爭議

時，就會導致「承諾問題」產生。又若中心協調者無法貫徹相互利益的條件時，

合作氣氛可能會更形惡化。 

綜合來說，理性選擇理論的應用能力，似乎仍宜發展出更精緻的「組織間合

作的成本與效益之特定理論」，特別是從新時代的角度，重新詮釋成本效益的內

涵（Alter and Hage, 1993: 279-283），才能發揮更佳的預測效果。 

奠定在前述理論基礎上，交易成本理論家（見 Coase, 1937; Williamsons, 1996）

則是聚焦在「制度選擇」問題（Dixit, 1996; Horn, 1995）。就本研究系絡而言，

重點在於「組織間關係作為一種社會控制機制，它是如何形成的？」。基本上，

如欲對制度進行選擇，自宜提出一套判準，這派理論家對此提出了幾種考量，如

「有限理性」（bounded rationality）、「高資訊成本」（costly information）、「投機

主義」（opportunism），以及「資產明確性」（asset specificity）等。 

幾項重要的命題是，在有限理性問題愈嚴重，資訊愈不易蒐集，投機主義風

險愈大，資產愈明確，以至於互動頻率愈高的情形下，就愈不適合交由市場來處

理，層級組織反倒是理想的處置途徑。組織間網絡自可從這樣的脈絡來加以理

解。亦即是，「古典的」契約市場關係之修正幅度，或組織間系統的不同形式，

將取決於交易成本類型的高低而定。推至極端，當交易成本過高且重覆發生，就

很可能產生「統一的治理」（unified governance），此際為減少管理風險，內部化

與層級組織將會取代市場交易，其中垂直與水平整合便是典型的例子（Alexander, 
1995: 13-14）。 

總體而言，儘管理性選擇或交易成本的觀點言之鑿鑿，惟這一切仍是建立在

「非道德面向」（immoral dimension）上所作推論（Alter and Hage, 1993: 41）。畢

竟，這派理論家眼中的世界，是崇信利潤（利益）極大化的邏輯，以及仰賴正式

契約（formal contracts）的約束作用；相對地，對於信任（Trust）關係在組織間

關係的作用，以及社會契約（social contracts）對於關係的維繫（Alter and Hage, 
1993: 286），則未見評論。本文將於社會過程的觀點加以說明。 

三、控制—互動論 

控制—互動論主張，組織間關係發展並未如自主—互動觀點所言樂觀，蓋互

動過程若非是赤裸裸的控制，否則就是一種潛在的依賴關係。申言之，兩造或多

造之間的權力差異，可能導致某方過度依賴他方而發展，引發互動上的不對稱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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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有兩種理論可以支持上述主張：「資源依賴論」（resource dependency Theory）

與「委託人—代理理論」（principal-agent theory）。它們共同指涉了組織間關係背

後所隱含的權力控制關係。 

在資源稀少下，任一組織都必須透過與外環境的互動，以獲取必要資源，進

而達成組織目標。由於組織不可能憑藉自給自足方式，滿足其所有的資源需求，

環境遂變成組織汲取資源的重要管道。資源依賴論者（見 Benson, 1978; Emerson, 
1962; Pfeffer and Salancik, 1978; Pfeffer, 1992）便把組織的環境概念化為「其他組

織的集合」（a set of other organizations）（Klijn, 1997: 21），此等不同組織各自掌

握了資本、技術與知識能力等不同資源，而組織為達成其策略目標，自須與外部

組織互動以換取資源，同時也接受某些共同的規範，以維繫最低限度的合作關係

（Contandriopoulos, 2004: 632）。簡言之，組織間網絡便是仰賴這層「互依性」

（interdependency），而獲得巧妙地維繫。 

「權力」也是資源依賴論的重要概念，主因在於資源交換過程中，權力與依

賴之間通常會產生連結關係。由於資源依賴的程度正巧反映出被控制的程度，故

而資源交換過程，未必對所有參與組織皆是有利的。為克服資源依賴及控制必要

資源的流向，組織通常會運用手段把策略賽局導向於有利於自己的目標，而獲取

關鍵資源便是其中一種途徑。由於「組織決策者的主要目標就是在發現與捍衛適

當的資源供給」（Alter and Hage, 1993: 109），J. K. Benson（1978: 72-73）遂提出

了一個重要命題：組織間表面層次的互動，如核心功能的績效、服務輸送層次之

互動，背後目的咸與資源汲取的深層模式不無關聯。所有組織都會透過各種不同

策略來獲取關鍵稀少的資源，並以權威與資金二類資源最為重要。如此看來，組

織間關係表面層次互動之餘，其實隱含著一定程度的「政治經濟」，亦即各造不

斷地在累積與掌握有價值資源的過程中，以試圖改變「次結構」（substructure）

（Sullivan and Skelcher, 2002: 40-41）。 

資源依賴論是典型探討組織間關係的普遍觀點，其針對了資源有限環境下，

組織行動者間的競爭、依賴與支配關係進行檢視。另一派「委託人—代理人」理

論，則殊少出現在一般組織間關係的討論中，反而是較常見於「治理」（Feldman 
and Khademian, 2002; Klijn and Tseiman, 2000; Teisman and Klijn, 2002）、「官僚體

系的控制」（Horn, 1995; Moe, 1984），以及「政策執行」（Weissert, 2001）等文獻

上。基本上，這派理論主要是聚焦在有關「控制」議題，特別是指出了在什麼情

況下，宜搭配何種的控制手段的使用，以確保主從之間的命令貫徹。 

和交易成本相同的是，委託人—代理人理論也提出一套判準，概念化了所謂

的代理風險，其中「道德風險」（moral hazard）與「逆選擇」（adverse selection）

是核心問題所在。兩者都指出「資訊障礙」是問題根源：前者強調當代理人行動

不易觀察時，委託人將會因代理人刻意隱藏資訊而無法辨明事實真相；後者則認

為委託人在資訊不全下，很可能無法正確地判斷代理人行為與績效。在監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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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為降低這方面的成本，倘能透過「警報器」（fire alarm）機制設計（McCubbins 
and Swartz, 1984: 171），而能及時告知待處理的問題，即可毋需大費周章進行綿

密監督。換言之，此舉在確保監督有效性之餘，亦能達到監督經濟的要求。 

在組織間關係的系絡裡，委託人—代理人理論之應用，通常可用以描述組織

間的協調關係（Jennings and Ewalt, 1998: 418），以及績效管理的相關課題

（Contandriopoulos, 2004: 630）。譬如說，當委託人授予代理人某些特定的功能

與責任，卻又必須防範在彼此資訊不對稱情形下，代理人所可能作出的投機主義

行為，故須發展出績效測量的方法，來克服投機主義之風險。在協調議題上，傳

統的公部門組織一向把層級制視為協調的來源，組織間互動係以一種「線性的、

層級的與由上而下的方式」（Feldman and Khademian, 2002: 543）來主導管理者的

行動。譬如說，立法機關可以命令行政機關作為與不作為，以及如何作為。民選

官員手中也握有強大的監督工具，足以對公共管理者的行動進行約束或否決，從

而確保政治偏好與政策結果之間的一貫性。 

這種靜態結構關係，長期以來就在公共組織中扮演支配性地位（Agranoff and 
McGuire, 1999; Agranoff and McGuire, 2001; Feldman and Khademian, 2002; 
Goldsmith and Eggers, 2004; Kickert et al., 1997）──無論這種控制關係是體現在

「立法與行政機關之間關係」（陳敦源，2001; Horn, 1995）、「上下級機關之間互

動」（6 et al., 2002）、「中央與地方關係」（Leach and Percy-Smith, 2001; Leach et al., 
1994; Rhodes, 1997），抑是「政府與民間的契約管理」（Cooper 2003; Kettl, 1993; 
Klijn and Tseiman, 2000; Teisman and Klijn, 2002; Sullivan and Skelcher, 2002: 82）

等議題。儘管如此，這類以控制、權威為中心的關係模式，可能不全然地適用在

當今「多元組織情境」（Multiorganizational settings）──組織間彼此有「不同使

命、競爭性法律命令、獨特的選區及資源競爭」（Jennings and Ewalt, 1998: 418）

等因素，皆對於有效的協調構成一定程度之阻礙。 

四、社會過程論 

相較於前述「自主—互動論」與「控制—互動論」所崇尚的競爭、依賴與支

配關係，社會過程論則是聚焦於若干社會元素，如意義、承諾、關係、期待、規

範與信任等（Ring and Van de Ven, 1994; Sullivan and Skelcher, 2002: 120），對於

組織間關係的維繫作用。儘管名稱各異，如「交換論」（exchange theory）、「社會

建構論」（social construction theory）、「心理契約論」（psychological contracts 
theory）、「社會資本論」（social capital theory），以及「協力理論」（collaboration 
theory）等，但其普遍皆強調，關係可以透過社會互動來建立與發展，而後有助

於降低組織間的交易成本。 

什麼是所謂的「交換」呢？交換論者（Levine and White, 1961; Cook, 1977）

把「交換」行為界定為非強制性的互惠行為（見 Hudson, 1987: 345; Roger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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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tten, 1982: 15-16; Sullivan and Skelcher, 2002: 37-38），亦即是：「交換是兩個

或更多的組織之間任何的自願性活動，這對於實現各自目標與目的，將造成若干

後果，無論其是實際的或預期的」（Levine and White, 1961），惟上述定義過於寬

廣，容易與「互動」這個概念產生混淆，故論者（Cook, 1977）主張宜限縮在「涉

及資源移轉的志願性交易」，且此等互動情境應建立在「互惠的強化」（reciprocal 
reinforcement）之基礎上。 

交換論仍不脫資源稀少的假定，然與前述資源依賴論不同的是，彼此對於互

動雙方「是否會試圖控制或影響他人活動」之看法，卻是迥異的（Sullivan and 
Skelcher, 2002: 38, 40）。換言之，交換論其實頗重視所謂的「公平對待」（fair 
dealing）原則，即交換過程中個人為維繫其所屬的社會關係，必須對其自利行徑

有所約束（Blau, 1964; Ring and Van De Ven, 1994: 94）。由此看來，以社會學上義

務為出發點的公平對待概念，似乎不同於經濟學上所言的算計理性。相較而言，

交換論多少隱含著利他行為、尊重彼此意願，以及維護他人自主性等特點。 

正如前述，經濟學上特別是賽局理論主張的「合作演化」（Axelord, 1984），

主要是建立在個人精心算計的基礎上。社會過程論主張，合作的演化乃來自於「社

會化」（socialization）的過程。正如論者（Selznick, 1957，轉引自 Van De Ven, 1994: 
102）對「制度化」一詞所進行的詮釋：「組織是無法稱之為『制度』的，除非其

已注入了價值」。社會建構論者（見 Berger and Luckmann, 1966）遂主張社會化

過程中，規範與價值乃扮演重要的觸媒作用，它可以把原始工具性交易轉換成一

種「社會鑲嵌的關係」（socially embeded relationship）（Ring and Van De Ven, 1994: 
102），更加鞏固了既有關係的發展。 

心理的、關係的契約正好對照於所謂的法律的、正式的契約。關係制度化的

過程中，心理契約將逐漸地取代正式契約的角色。問題是：心理契約是如何產生

的呢？籠統地說，心理契約並不形諸於文字，然契約雙方對於彼此的責任與義務

關係，卻有一定默契。這種默契或稱為「對等的期待」（congruent expectation），

當然是歷經無數次互動所累積之產物，因而願意對他人善意表示予以信任（Ring 
and Van De Ven, 1994: 110）。D. M. Rousseau（1995: 54）對此表示：「心理契約的

發展乃融合了個人特質與感知、社會線索（social cues）與組織訊息」。心理契約

可謂是透過外部（如組織或社會情境）訊息的釋放結果，以及個人對該訊息的詮

釋與建構而產生的。當然在此過程中，個人特質也扮演某種程度的作用。譬如說，

認知限制與採用不同的參考架構，都可能影響到個人對契約解讀，故心理契約其

實具有濃厚的個殊性（idiosyncratic）與獨特性。在這派論者眼中，組織間互動

未必如經濟人假定的是一種「單方的契約觀點」（one-sided View of Contracting），

即總是擔心他方另有所圖，或規避責任或有投機主義傾向，導致信任無由產生，

承諾也無法獲得自願地遵守（Rousseau, 1995: 4）。相反地，心理契約則具備了自

我實現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ies）的力量，蓋經由心理契約所創造出的期待

氛圍，將有助於組織間關係的發展（Alexander, 1995: 291; Rousseau, 1995: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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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相互可預測性」（mutual predictability）的默契，仰賴的是溝通、習慣與規

範，卻對組織間關係之維繫頗有裨益。 

心理契約指出承諾是由社會過程所孕育的。不可否認者，信任在此過程中也

扮演了重要角色。譬如說，組織間網絡的形成固然受外部因素（如資源不足）影

響，問題是：組織如何慎選合作夥伴呢 R. Gulati 與 M. Gargiulo（1999）就提出

此一疑問，渠等（1999: 1440）表示：「或許外在因素給足了組織決定是否加入聯

盟，但卻無足夠線索告知其應與誰發展關係。組織要如何尋找這些線索呢？」其

背後的言下之意是：如何才能降低建立夥伴關係的交易成本，包含搜尋成本與暴

露於對手投機主義行為的風險。對此，渠等的結論是：宜多仰賴內部（既有）網

絡的鑲嵌機制，以決定新的夥伴來源，從而減少交易風險。就此而言，組織間網

絡根本上是一種鑲嵌的組織行動之演化產物。新成員一旦加入這個網絡，經由這

層鑲嵌機制的轉化作用，必然為未來聯盟的發展留下某種伏筆。 

類似觀點也表現在 D. Chisholm (1989) 研究中。Chisholm 針對美國舊金山海

灣區與華盛頓特區公共捷運系統進行研究，兩種系統的比較結果，凸顯出非正式

組織的協調效用。儘管非正式機制欠缺法律認可，但並不表示許多行動者的自願

性行動不具有值得信賴性，該研究指出經常會面的情形下，「正式上獨立但功能

上互依的行動者，比較傾向於發展出穩定的行為規範，並找出一個令所有相關行

動者滿意的協調解方」（p. 196）；相較於正式模型化（formal modeling）與賽局

理論途徑忽視行為規範的效力，著重在極大化參與者自利性的基礎上尋找問題出

路，Chisholm 的研究彌補了這方面研究途徑之不足。 

儘管以上學者並未明言「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重要性，但已暗示聯

盟網絡本身的「值得信賴性」（trustworthy）之可貴，透過這層關係不僅有助於資

訊交換，且也能促進組織間合作的進展。事實上，社會資本論者（見 Fukuyama, 
1995; Putnam, 1993）對於這層文化的解釋力，始終給予高度評價。在此脈絡下，

個別行動者的行為選擇，會考量到對整體關係之潛在危害，主因在於「命運共同

體」的認同使然。借用 R. M. Kramer 等人（1996: 384）的說法：「從個人層次認

同轉變至集體層次認同，將會強化個人利益與集體福祉之間唇齒相依的觀點，特

別是當時間視野如果夠長的話」。 

此說法與行為經濟學的「算計信任」（calculative trust）或許有部分重疊處，

惟其更著眼於「前瞻性」的強調。這種「集體信任」（collective trust）本身，之

所以會演變成一「有價值的共有資源」（valuable shared resource），乃源自於成員

彼此間的認同感。在此脈絡下，組織間社會資本，或所謂的集體信任，其實即指

涉組織行動者間信任的普及程度21。對此，Fukuyama（1995）提出了一段寫實說

                                                 
21 按Fukuyama（1995）說法，信任是社群「成員彼此常態、誠實、合作行為的期待」，而社會資

本「通常是經由宗教、傳統、歷史習慣等文化機制所建立起來的」（李宛蓉譯，1998: 34, 35）。 

 69



行政機關間合作的邏輯與限制                                                           

明22，他表示若無一套信任機制的運作，藉此約束對彼此誠實行為的期待，則任

何形式的組織間關係都必須花費大量時間，處理有關被合作對象佔便宜之問題，

造成組織間合作或協調成本投入上的惡性循環（Metcalfe, 1978: 47）。 

由於信任是組織間系統裡重要的潤滑劑，故一般看法（Alexander, 1995: 16, 
305; Alter and Hage, 1993: 16-17, 41, 286; Gulati and Gargiulo, 1999: 1445; Ring 
and Van De Ven, 1994: 101）多主張，信任確有助於降低交易成本，且信任是組織

間合作的前提或要素。同樣地，協力理論（見Huxham, 1996）的看法上，也與前

述理論大同小異，指出協力有助於統合組織間行動者的力量，並可發揮「綜效」

（synergistic gain）。協力概念本身不宜狹隘地從資源依賴論中，純粹的工具性關

係來解讀，也不是自利系絡下的競爭性利益，所能有效詮釋的23（Lowndes and 
Skelcher, 1998: 313, 316-317）。換言之，協力乃是為了創造綜效、彈性、附加價

值與新契機，而形成的一種真誠夥伴關係。 

以上分析，是否窮盡了組織間合作的相關理論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蓋有

諸多理論主張，受限於研究者學科訓練與知識視野，並未被納入整合體系中。誠

如 R. Agranoff 與 M. McGuire (2003: 23) 所說的，以知識基礎而言，「公共組織之

間協力的觀點，來自於各種不同學科與理論傳統：社會學的組織間關係、都市學

者的政體、政治學者與公共行政學者的聯邦主義與府際關係、企業管理的策略聯

盟、公共管理學者的多元組織網絡，且看起來還不只這些而已」。儘管如此，上

述這些理論應足以對組織間合作的研究主題有更系統的了解。 

 

貳、組織間合作的三種觀點 

論及至此，組織間關係共有四種理論性主張，分別是：「環境制約論」、「自

主—互動論」、「控制—互動論」，以及「社會過程論」。環境制約論著重在組織調

適的問題。自主—互動論強調組織係從理性選擇的角度，作出聰明的策略抉擇。

控制—互動論主張組織間互動隱含的權力不對等關係。社會過程論認為組織行為

是鑲嵌在特定系絡中，非正式規範或情境邏輯（logic of situation）會影響彼此關

係的發展。本文也指出，這些不同觀點之背後，各有不同的理論加以支持。 

一、政治經濟學觀點 

                                                 
22 這段話有助於我們理解信任的重要，茲摘要如下：「在合資關係上，如果沒有法律規定我們必

須做什麼事，我們會因此而逃避不做，因為擔心被合作對象佔便宜；如果合作夥伴提出什麼創新

方案，也會被我們懷疑對方居心不良，可能是為了要利用我們。更甚者，儘管我們在談判時竭盡

所能的防堵，但是我們還是預料對手一定耍了什麼花招，刻意逃避他們應盡的義務；由於我們也

不太信任第三者，所以不可能請別人來調解。到頭來……」（李宛蓉譯，1998: 188）。 
23 合作的訴求自有別於 1980 年代以來，席捲西方主要國家的公共管理改革運動，背後所強調的

市場競爭（如準市場、契約化關係）觀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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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自主—互動論」與「控制—互動論」對互動的過程與結果，持不同看

法，但兩者對組織間合作的發展，根本上都是以「算計」（calculation）為出發的

考量。這種「算計理性」是指任何對他人可能的投機主義行為，在事前、事中或

事後，所採取的任何預防或補救措施。換言之，上述兩種觀點，咸對人性持不信

任之基本假定。不僅如此，組織的行動者是理性、自利的，其可藉由對周遭環境

的覺察，蒐集相關的資訊，作出利益極大化的選擇。這派信奉者對行動的主張，

因此是建立在一種「後果的邏輯」（logic of consequentiality），按照J. G. March與

J. P. Olsen（1989: 160）之說法：「行為乃受到對結果的偏好與預期所驅使的」，

決策本身因此隱含了功利主義的色彩。爰此，他們對於組織間關係亦持悲觀態

度，蓋關係的背後，本質上無非是一種控制與競爭的殘酷關係。若套用G. Morgan
（1998）慣用的分析工具24，組織間合作其實近似於一種「政治/宰制工具」隱喻。

若將這套特有之世界觀，應用來描摹組織間合作的現象，可稱之為「政治經濟學

觀點」（political-economical Perspective）。 

二、社會心理學觀點 

相對地，由社會交換論、社會建構論、心理契約論、社會資本論、協力理論

等理論，所構成的社會過程觀點，在人性論上是趨向於利他的基礎上。這派信奉

者認為，關係建立的過程中，彼此可以相互學習，互相觀摩與交換心得。組織間

合作的目的，其實是為了創造綜效，以發揮「一加一大於二」效果。有別典型個

人主義立場所奉行的主張：藉由市場上「一雙看不見的手」作用，個人追求福祉

終將可以提升社會福祉。相反地，由於對集體利益的看重，致使渠等懷疑上述「部

分之和等於整體」的主張。基本上，這派人士對於組織間合作的看法是普遍樂觀

的。畢竟，行動者本身是鑲嵌在特定系絡中（Granovetter, 1985），而非處於一種

「社會真空」（social vacuum）狀態下，由於社會化的關係，故而行動者在作決

定時未必是十足理性的，蓋關係、規範，以及角色義務等社會元素，很可能都是

行動者「理性」選擇的函數，故分析或實務上皆不應被孤立對待。此等情感因子

對行動者的個人決定，造成不小的制約作用，是以 March 與 Olsen（1989: 22）

才表示，「行動多建基於指認規範上的適當行為，更勝於算計不同選擇預期的回

收結果」。在此情形下，行動可謂是源自於一種「適當性的邏輯」（logic of 
appropriateness）。在分析工具方面，組織間合作可比擬為一種「文化」隱喻。若

將這套特有之世界觀，應用來描摹組織間合作的現象，姑且名為「社會心理學觀

點」（social-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三、生態學觀點 

                                                 
24 G. Morgan（1998: 4-6）指出，隱喻是一種看待世界方式，隱喻也是一種分析上溝通工具，透過

隱喻可以使我們更活潑地瞭解社會實體（如組際關係）的不同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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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環境制約的觀點著重在闡述「環境與組織」之間關係，文獻分析的焦

點，也因此聚焦在組織學習、組織調適、組織演化，以及組織策略與環境之間的

契合度（fit）等議題。由於環境是解釋組織間合作的一個重要變數，故在人性論

假定上，這派信奉者並無特定立場，自利與利他也許是共存的。同樣地，他們亦

以中性態度（即樂觀與悲觀兼具）來看待組織間合作的本質。渠等的行動邏輯，

則與社會心理學典範一樣，共同強調了情境因素的重要性，惟因概念層次仍屬有

別，故將其修正為一種「權變的邏輯」（logic of contingency），亦即因應客觀環

境的變化，才是行動演化的依歸。為便於溝通與理解，組織間合作遂可被視為一

種「有機體」的隱喻。這套特有世界觀，可稱其為「生態學觀點」（ecological 
perspective）。茲將上述組織間合作的三種觀點，重點整理如下表五。 

 

表五：組織間合作三種觀點的分析 

 生態學觀點 政治經濟學觀點 社會心理學觀點 

人性論假定 中性 自利 利他 

核心議題 制度與環境 競爭與控制 合作與自主 

分析層次 集體/個體 個體 集體 

行動基礎 權變的邏輯 後果的邏輯 適當性邏輯 

互動態度 中性 悲觀 樂觀 

互動隱喻 有機體 政治/宰制工具 文化 

常見用語 演化、調適、學

習、利基、契合 

競爭、控制、配

合、權力、依賴、

算計、均衡 

合作、自主、對

等、關係、規範、

社會學習 

代表性理論 權變理論、人口生

態學、演化論 

賽局論、理性選擇

論、交易成本論、

代理理論、資源依

賴論 

社會交換論、合作

理論、心理契約

論、社會資本論、

社會建構論 

資料來源：作者製 

 

綜上分析，讀者可以清楚地掌握到每一種觀點的限制。很多研究結果也顯

示，不同理論觀點之間的確存在對話空間，但任何一種理論都隱含某種盲點、說

服力不足，或無法提出充分解釋之處。舉例而言，W. J. M. Kickert 與 J. F. M. 
Koppenjan（1997: 42-43）就指出，賽局論的假定中「行動者之間缺乏溝通」，在

實務上其實並不常見，故經由溝通建立共識的可能性並非不存在；其次，許多的

行為模式亦非基於成本效益的盤算而來，「例規」也有發揮作用的空間，行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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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能是算計與例規的混合產物。 

G. J. Miller (1992: 200-215) 的分析也表示，我們似乎無法單獨仰賴賽局理

論，便足以預測出重覆社會互動可能產生之結果。長期以來，經濟學告訴我們個

人是如何作決定，但卻忽略了個人何以不作決定，而後者卻是社會學強項，特別

是社會習俗與規範本身，多少牽動著個人在協調賽局中之選擇。俗明定理（Folk 
Theorem）即指出，各種不同參與者對其他參與者的期待與信念至為重要，這點

很大程度會受到組織文化所影響。同一名員工在兩家不同公司，就可能表現出不

同行為；不僅如此，同一套制度設計（按件計酬制）也可能產生不同結果，其背

後可能反映出不同組織在建立適當期待（appropriate expectations）努力之差異。

分析至終，Miller 的結論是「重覆賽局有可能產生團隊合作，但不保證就是如此」

（p. 214），管理者仰賴經濟誘因操控（如團體獎金）之餘，致力於建立員工間合

作與信任規範尤其不可少，如此才有助於建立高績效的自我管理團隊。 

賽局論者後期研究成果，也頗有呼應社會心理學觀點之味道。R. Axelrod 
(1997) 就指出，即便有兩位以上參與者，同時欠缺中央權威的存在，規範仍提

供規制團體衝突的有力機制，這背後所涉及的概念，很多乃來自於跨學科特別是

政治學、社會學與心理學之基礎25。又如與合作議題密切相關的「搭便車」（個

別行動者努力與怠惰問題）現象，N. Katz與D. Lazer (2003: 22) 也表示：（1）如

果一團體中成員彼此間有許多共同的「外部連帶」，在名聲後果影響下，可以減

低搭便車的危害；（2）團體內部關係具有較高的「預期持久性」，由於未來協力

的利益可觀，也有助於減低搭便車的風險。如此看來，Katz與Lazer的結論中，

似乎也沾染一些「科際整合」（特別是經濟社會學）之色彩。 

本研究目的並不在於驗證某項理論，不是專替特定理論服務，至多是運用手

邊已有理論與現有資料展開對話，以便於捕捉合作行為的不同視角，豐富筆者概

念排序或概念架構的內涵。當「研究出發點」與「預期產出」不同，手邊理論的

運用方式可能需要彈性調整。譬如說，D. W. Chisholm (1989: vi-viii) 對舊金山灣

區與華盛頓特區的大眾捷運系統的研究，即以互動式觀察來收集資料，試圖了解

決策者的實際行為，其研究過程並未對特定理論抱持預設立場。任何有助於了解

問題的理論，如社會學、社會心理學，以及公共選擇理論，都被 Chisholm 借取

使用。Chisholm 本人所使用的論證，也因此較接近於一種所謂的「實用邏輯」

（logic-in-use），而非「重建的表現邏輯」（reconstructed logic of presentation）。 
                                                 
25 Axelrod (1997: 52-63) 運用「規範賽局」電腦模擬（simulation of norms game）的結果，指出了

支持規範的機制如下：（1）後設規範（metanorm）：後設規範的機制可以支持規範，即人們是否

有意願懲罰那些沒有執行規範的人；（2）支配：即某一團體凌駕於另一個團體，單憑其懲罰就足

以樹立規範，不待他人的介入；（3）內化：指縱使違反規範可以得到直接的物質利益，內心也會

面臨煎熬；（4）順從：指經由比較個人與他人的償付來選擇策略；（5）社會證明：指社會心理學

上人們具有從眾的行為傾向；（6）團體的成員資格：指志願性參與社會團體的個人，都面臨到善

盡個人義務的要求；（7）法律：規範先於法律運作，然兩者其實是交互支持的，特別是法律相較

於規範，具有較高的執行能力與效果；（8）名聲：指違反規範會導致個人的負面風評四處流傳，

此即訊息釋放原則（signaling princ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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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類行為的多面向性，與其背後牽動因素的複雜性，往往不是單一的、抽象

的理論觀點，所能窮盡演繹、解釋與預測的。若研究目的係為了對於研究現象本

身有更親切、平實的關照，則寄託於單一或特定理論的現有發展成果，不無可能

與現實有漸行漸遠之虞。J. Q. Wilson (1989: ix) 在其《官僚組織》一書的序言中，

根據多年的研究經驗，直言不諱地表達這類看法： 

畢竟，這幾年來在這個主題上打轉的結果，我已高度懷疑有足以稱之為「組織理論」

這樣東西的存在。理論會存在，但它們經常太過抽象或籠統，以致於能解釋東西頗

為有限。有趣解釋也會存在，有些甚至擁有事實佐證，但這些解釋將是局部的、有

其空間與時間上限制的洞見。 

本研究預期成果旨在「描述現象」、「詮釋意義」、「探索因素」或「發展概念」，

並透過「實用邏輯」的表現方式，試圖建構有限時空環境下的概念架構。如果這

種說法成立的話，顯然具備一種以上的理論關照能力，將更能達到上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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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誠如前述，本章文獻回顧旨在闡明研究主題正當性，同時藉由相關研究成果

的彙整，以作為後續資料蒐集與分析參考。在此考量下，本研究選擇了相關性較

高的文獻類型，包括「網絡研究」、「網絡治理」、「組織間關係」，以及「組織間

合作」等（參考下表六），作為檢閱之基礎。 

 

表六：文獻回顧旨趣及其對本研究的意涵 
 

 網絡研究 網絡治理 組織間合作

的相關議題 

組織間合作

的影響因素 

組織間合作

的理論觀點 

文獻旨趣 行動者之間

關係模式對

行為造成的

影響 

網絡管理者

的策略行為

及其影響因

素 

不同議題有

不同的關懷

重點與論述

方向 

組織間合作

的影響因素

分析 

組織間合作

的相關理論 

概念特徵 網絡結構、鑲

嵌性、社會資

本、結構洞、

網絡效能等 

賽局管理、網

絡結構化 

協調結構、合

作干預、合作

動態等 

組織目標、權

力、資源、溝

通網絡、合作

能力等 

生態學觀

點、政治經濟

學觀點、社會

心理學觀點 

重要意涵 網絡是重要

的解釋變

數！ 

水平合作困

境及其管理

策略 

組織間合作

的重要議題

檢視 

影響因素的

分析與解釋 

組織間合作

的多元解釋 

資料來源：作者製 

 

相對來說，網絡研究不論是在理論或方法論層次上，都是一種突破性觀點或

技術。理論方面，網絡研究主張「關係」、「連結形式」本身隱含一種特殊的觀察

能力。行動者（如組織或個人）之間不同的關係模式，對其行為或結果（如績效、

效能等）會帶來不同的影響。深層來看，「關係」背後決定特定行動者接觸機會

（如核心或邊陲）之貧乏與否、直接或間接等；從局外人角度來看，「關係」亦

可觀察或推測一群行動者之間互動緊密度，以及互信關係的程度。簡言之，「關

係」因此被論者期待將可發展出良好的行為預測能力，此有別於以單一行動者屬

性，作為分析或推論的理論觀點（如理性選擇理論）。至於如何觀察行動者之間

的關係呢？近年來，在網絡測量技術（社會網絡分析）輔助下，其研究成果進一

步強化了以「關係」作為分析單位，在描述或解釋特定現象上的操作能力。描述

上而言，特別是從整體網絡角度視之，此一測量技術可以描繪出行動者之間的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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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樣貌，或所謂的網絡特質、網絡結構特性。解釋上而言，網絡測量的結果（如

密度、集中性作為一個變數）亦可納入因果驗證的模式中操作。在公共服務領域

上，若干學者便是致力於觀察網絡型態與網絡效能之間的關係。儘管如此，此等

文獻也不是沒有缺憾，由於其過度放大了「結構」對於績效的解釋力，致使我們

對於其他因素的作用，可能會不經意忽略（Bardach, 1998: 27-28; Provan et al., 
2005: 604-605）。例如，即便「社會結構」不可等閒視之，難道其他變數（如目

標清晰性、領導力、同儕監督，以及協調中角色等）便喪失作用了嗎？或謂，這

些變數之間是如何發生所謂的「共變性」，網絡研究的回應似乎也力有未逮。 

近年來，網絡治理的文獻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其背後很大程度與組織間合作

蔚為一股潮流有關，且這樣的合作關係，不只發生在私部門的策略聯盟，同時也

發生在公共組織間，或公、私部門之間的夥伴關係。由於個別組織獨立運作已不

足以解決特定議題，新的治理途徑特徵乃統合了所有的利益相關人，是以「關係

管理」的獨特性才格外受到矚目。多數論者便指出，網絡治理較不強調權威的影

響力，人際關係為基礎的非正式權力，可能遠比正式權力更重要。在此觀點下，

「集體行動的效率」是否因此趨於悲觀呢？一如前述，網絡治理文獻很大比例乃

在討論「干預策略」問題。事實上，論者若非引用「賽局」觀點以促進行動者間

互動關係，否則即著重「制度性安排」對於合作帶來的影響。無論如何，網絡治

理最重要的還是要緩解阻礙聯合行動的根源（特別是利益衝突），但整體而言，

為了有效干預，管理者必須對影響集體行動因素事先有所掌握，而後才能發展出

相應的調整策略。 

網絡治理研究具有一定程度的抽象性，對於我們理解組織實務有其隔閡，故

直接檢視組織理論與管理的文獻是有必要的。有關組織間合作主題，目前累積哪

些研究成果呢？基本上，學者焦點仍不脫離「如何管理」的旨趣，其中又以組織

間協調「結構」、「機制」或「策略」等，似乎受到較多關注。事實上，無人會否

定這類「協調制度」的重要性，惟若進一步檢視組織理論的研究，特別是從影響

公共組織間合作的因素來掌握，我們顯然會發現合作問題遠比想像來得複雜，其

中如目標衝突、專業隔閡、非正式關係、機關自主性的維護，以及合作能力等，

都是文獻上典型的探討因素。 

最後，本研究也歸納了組織間合作的不同理論基礎，試圖異中求同，以作為

後文研究結論對話之參考，此即前述的「生態學觀點」、「政治經濟學觀點」，以

及「社會心理學觀點」。基本上，上述理論觀點對於組織間合作主題，抱持不同

的假定與期待，經驗研究者也普遍引用作為模型驗證的參考，然而，這些觀點本

身是否各自有所不足？他們彼此間關係為何？能否因互補而深化對特定現象的

解釋？以及是否還有其他觀點亦具有實務上同等解釋力呢？這些問題都有待吾

人進一步的探究，特別是藉由質性研究法來賦予或發現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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