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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 
 

Bryce（2006: 312-317）曾以 Ben Nur 的觀點指出非營利組織316參與公共服務

運作，被視為是市場、政府或契約失靈的結果，特別是被視為商品或服務提供的

替選者。Jessop（2000: 23-25）則認為市場、政府與治理都有失靈的傾向，進而

提出共同治理做為解決方案。針對 Hardin 主張單憑政府力量或政府與市場力量

結合的干預作為，皆可能導致政府失靈或市場失靈，Vliet（1993）提出「溝通治

理」作為回應。事實上，研究指出涉及公共涉入與合作的計畫必須由公民所統理，

並由具有相關知識的實務者所執行；而公部門實務者將承擔公民的誠實建言者與

協助者的責任，而非公共組織的控制者（轉引自 Vigoda-Gadot, 2003: 59-60）。 
Salamon（1995:44-48）政府與市場在提供公共財或集體財方面有所不足，造

成了「政府失靈」（government failure）和「市場失靈」（market failure）現象，

使得非營利組織益形重要。然而相對地，非營利組織也可能產生「志願失靈317」

（voluntary failure）的現象，需要政府採取行動來改善非營利組織的缺失並輔助

其發展。Jessop（2000: 17-20）亦提醒當大家一股腦以治理機制作為市場與政府

失靈的解決方案時，不可忽略治理失靈的問題，治理機制必須證明其程序上

（procedurally）地效率，相較於市場與政府更適合作為經濟與政治協調的手段，

而非僅是保證製造更多適合的結果。 
質言之，由於政府失靈、市場失靈、志願失靈不斷地衝擊公共行政研究的理

論與實務；加上文獻分析指出多數研究仍偏重以政府中心或企業中心治理途徑尋

求公共問題的解決之道，所以本文採用社會中心治理途徑進行研究。雖然以治理

理論為基礎，仍可能衍生所謂治理失靈的困境，但本文透過跨部門治理的構想，

以合作觀念為核心，探討治理機制的程序性效益，並於第三章引述所謂「合作性

公共管理」作為跨部門治理機制的安排選項之一。期能藉此在瞭解前述三項治理

途徑內涵之餘，並對促進跨部門治理議題研究朝向社會中心治理途徑發展的趨勢

有所貢獻。 
於下分述社會中心治理途徑所主張的研究建議、研究啟示與限制，以及後續

研究建議。 
 

                                                 
316 非營利組織（或稱第三部門）不是依賴性部門（the dependent sector）、矯治性政府或市

場失靈的部門（remedial sector），而是更具警覺性且主導性的部門；為整合公民自身的意志

及共同利益，非營利組織應參與公共政策過程，這個過程含括政策形成、選擇、執行等各階段，

包括對公共資源（common pool resources, CPRs）的治理（Bryce, 2006: 312-317）。依據 Ostrom

（1990）的定義，所謂「公共資源」意指公民或公民團體對其具有公開接觸管道，但隨著使用時

間或擁擠現象的產生，將導致其價值的遞減。 
317 志願失靈的情形包括慈善的不充分（philanthropic insufficiency）、慈善的特殊性（philanthropic 

particularism）、慈善的家長制（philanthropic paternalism）、慈善的業餘性（philanthropic amateurism）
（Salamon, 1995:4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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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建議 
 

於下依據本研究之分析架構，依序就治理原則、治理架構、治理結果等面向，

針對洛杉磯河整治計畫之規劃過程提出建議。就建議的範圍而言，在治理原則的

部分，將針對理論應用層面提出說明；在治理結構的部分，則聚焦在實務／執行

層面的建議；在治理結果的部分，以探討如何提高利害關係人對洛杉磯河整治目

標的支持與總體滿意度。此外，最後分享兩個理想的「跨部門治理經驗」，以供

類似計畫執行之參考。 
 
一、「治理原則」的建議 

對於本論文所主張的治理原則，其價值在理論或實務上被認同與展現的程度

不一。例如論及公共參與，Jun（2006: 241）認為公共行政的民主社會建構乃是

以兩項假定為基礎，其一為「審議民主的價值乃是透過質疑的對話與討論，強調

參與在決策過程的重要」；其二為「以極小化的層級節制控制，防止官僚的支配」。

由此可見，Jun 對於公共參與重視的程度。另外論及課責時，OECD 國家（2001: 
14-15）認為公共政策與夥伴關係混合所引發的責任模糊問題，將導致公務人員

發覺其在夥伴關係中處於模糊的職位，難以調和地方與制度性責任；夥伴關係亦

引發對地方民選官員權力的挑戰，選民賦予的授權被其他夥伴提出討論；商會與

工會組織捍衛其會員權益，並將跨部門合作及公民社會的涉入視為威脅；公民社

會則面臨部分社區本位組織或非政府組織能力不足的問題；這些都將損害整體政

策過程的正當性，並限制了對夥伴關係許下制度性承諾的範圍。質言之，課責議

題在跨部門治理系絡中，對來自不同部門的參與者，將產生不等的影響力或衝擊

力。 
再者，就公民參與而言，參與可被視為一連續體，區分為四個類別，分別為

通知民眾、傾聽民眾、讓民眾加入問題的解決、發展協議（Creighton, 2005: 8-9）。
Jun（2006: 101-102）則提出社會設計架構，用以作為一種解決社群問題的合作

途徑。上述架構的設計，不以正式權威與權力作為參與者間發展問題解決關係的

基礎，公共行政者的責任乃是促進各類互動及支持問題解決的努力。 
雖然「公共性、課責、公共參與」等三項治理原則，被信奉與被實用的程度

不一，但於此仍必須總結其應於跨部門治理議題的嚴謹程度： 
 

（一）就「公共性」而言 
社會中心治理途徑下看待公共性是秉持相當嚴謹的態度；其意指社群成員之

間，針對公共事務，進行公共討論與對話後的結果（江明修，1997：42）；而當

Bozeman 主張公共性意指「組織受政治權威影響的程度」時，其同時指出最初的

政治權威係為公民所有。 
換言之，社群的最原初對話單位乃是公民個體。但在跨部門治理個案當中，

所謂社群成員的定義已有相當的改變。首先，政府也是平等社群當中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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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參與機制的安排，進行實質的諮詢、協商、合作與共識建立。再者，社群團

體具有高度多元性，但不應以多元政治原則犧牲弱勢權益。具體而言，公共性的

內涵應包括極大化公共利益、消除既有的不平等、保障弱勢、重視公共需求、反

映各類利益等。 

 
（二）就「課責」而言 

社會中心治理途徑下對課責的落實程度，並非擺盪於狹義與廣義的課責定義

之間，而是應以建立課責結構為前提，明確說明各類利害關係人涉入相關活動的

權力與責任，並秉持過程及資訊透明化原則，展現跨部門治理團隊對公眾需求的

回應力。 
落實課責的具體內容，包括 Bovens（1998）所提及之四項被動責任與四項

主動責任；OECD 在探討治理議題時，主張從內外關係去說明課責事宜，並以課

責、透明度、開放性等三項作為衡量標準。由此可見，基於跨部門治理議題的棘

手性，本論文所建議的課責內涵更是相對地廣泛。 
對照洛杉磯河整治計畫的問卷調查資料為例，從 Q64 發現累計有高達 94.8

％皆認同跨部門參與的計畫「應該」建立課責結構；但當詢問洛杉磯河整治計畫

過程是否有明確的課責結構（Q19）時，則有高達 63.8％的受訪意見，表示僅有

部分的課責結構，其中更有 15.5％的受訪意見表示完全沒有明確的課責結構。由

此可見，洛杉磯河整治計畫在後續計畫推展過程中，仍必須加強其課責結構，以

及該組織課責資訊的傳播。 

 
（三）就「公共參與」而言 

社會中心治理途徑對公共參與的落實期待，是透過持續性的涉入，在自我流

動與自我管理的前提下，對重大跨部門治理議題享有「公民控制」的主導力（詳

見表 3-2）。Jun（2006）說明社會設計架構的應用條件時，指出應用過程必須顧

及參與者的多樣價值，以及將受到審議或問題解決結果影響的對象；不同行動者

的構想必須被討論、辯論與評估；參與必須是超越利益團體政治，強勢團體通常

關心其自身利益而非公共利益；行政者或政策決定者的責任乃是設計過程、促進

互動，藉此多元行動者得以有效地共事，因為現有的結構可能無法促成弱勢團體

或公民的參與；必須慎重地評估替選方案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可行性；為未來所

進行的政策設計或決策，需要分析性與社會性知識，但其應用必須慎重地透過對

話與討論加以檢驗；弱勢團體的意見必須整合進整體社群的問題解決方案中。 
另外，Thomas（1999）不僅鼓勵公民參與，更強調行政人員應將公民視為

行政過程的核心，了解公民的需要、辨別真正的民意。在實務上如欲減少公眾反

政府的聲浪，行政人員似宜主動積極地為民眾創造參與機會，重視主動傾聽、積

極磋商、感同身受等行政溝通方法，以包容而非排除的心態，廣納大眾的聲音，

追求公共利益，放棄控制的心態，以合作取代控制命令，提供公民接近行政過程

及政策執行的管道（King & Stivers, 1998c: 200-203）。 



 - 191 -

二、「治理結構」的建議 
 依據問卷調查結果與參與觀察心得，於下分就制度性安排及部門參與提出具

體建議，並說明建議基礎為何。 
 
（一）就制度性安排而言 

儘管洛杉磯河整治計畫透過五類主要的參與機制，試圖達成其宣稱的參與式

政策規劃過程。但依據受訪意見的分析指出，該計畫運作的參與機制仍有若干有

待改善的空間。於下依序歸納具體建議並說明建議基礎。 
1、規定弱勢團體最低代表制：亦即在各類參與機制中，必須規定弱勢團體

／族群的出席比例，或者委員會之保障名額，以確保弱勢利益得以獲得

妥善代表。前述建議的提出係因為受訪意見的分析結果指出，弱勢權益

並無法在相關會議獲得適當的討論與代表；再者，無論是問卷或實地觀

察的結果，都不難發現弱勢族群出席率很低，但他們卻是規劃區內的主

要住民。 
2、公布各委員會之委員遴選標準、程序與職權：分析洛杉磯河各委員會之

會議資料，發現無論是利害關係人委員會或諮詢顧問委員會，甚至其他

會議之間，皆難以由會議內容辨別各委員會之性質與定位；那麼如何說

明各會議組成之必要性、合法性，更別說是正當性了！藉由各項委員會

功能之分殊化與落實，或能建立真正的參與過程，消彌 Q65 題中，受訪

者對規劃過程地負面感受。同時也藉此讓每項會議中的參與者，都能瞭

解自己所應扮演的角色。 
3、訂定跨部門治理個案之責任宣言：由於跨部門治理個案牽涉眾多行動

者、團體與組織；再者，基於人員的編組多屬於臨時性任務小組。這類

跨越部門、結合志願、非志願參與團體的個案，儘管利害關係人對其有

相當的課責期待，但卻難以由客觀、外在他律的方式予以課責。所以建

議至少應定期公佈各委員會成員名單，發言、出缺席記錄，並簽署責任

宣言以強化主觀、內在的自律方式予以課責。 
4、增辦弱勢團體公共會議：鑑於弱勢團體在多數公共會議的出席狀況不

佳，建議應在搭配弱勢團體作息、習慣及其他方便性的考量前提下，增

辦拉丁裔、非洲裔所屬的公共會議，以活絡公民參與程度。 
5、善用既有公、私渠道以彙整利害關係人的建議：洛杉磯地區非營利組織

發展相當蓬勃而多元，猶如多元政治的翻版；此外，還有推展多年的鄰

里議會已經相當具有規模。兩者加上其他既有的公共組織，應當可以作

為前期彙整民意的管道。 
 
（二）就部門參與而言 
 依據問卷調查結果與參與觀察心得，針對部門參與狀況提出具體建議，並說

明建議基礎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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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立主動的意見回饋系統：依據問卷調查及參與觀察經驗，兩者皆指陳

多數參與者都能主動、積極地提供建言。但當詢問公共計畫願景是否適

當反映民眾需求時，受訪意見卻呈現對反應性不足的不滿。爰建議計畫

團隊應試圖結合 IT 科技，讓各種管道所蒐集到的公共投入意見，以及時

且持續的方式在計畫所屬站網呈現，並提供查詢功能、追蹤回覆的功能，

以其提升反應力，並善用寶貴地公共意見。轉換消極藏匿的心態，積極

地讓每項意見充分交流，而不是僅在計畫結束之際，以靜態、書面羅列

的方式處理。 
2、提高各類資訊的曝光度：研究指出公民所接收的訊息，多半是被相關機

構所管理、控制與操弄的，目的在於限制其參與的能力；這些機構頂多

將參與技術（例如公聽會、調查、焦點團體等）視為被設計的，用以產

生公民的投入，但卻仍將公民摒除於治理過程之外；此類不真誠的參與

過程容易導致行政人員與公民之間的緊張（King et al., 1998; Box, 2004: 
277）。有時儘管公民獲予機會對特定政策提供意見投入，但其建議很少

改變政策結果，因為多數關鍵的決定通常早已作成（Timney, 1998: 95）。 
3、擴大計劃團隊、減小公共會議規模：雖然許多受訪意見指出公共會議的

意見交流時間充裕，但研究者參與觀察所得的景象卻是數度被迫中斷的

發言畫面，原因是時間不夠。更遑論提問後，得否有充足時間進行討論，

因為通常得到的只是制式的回覆。例如： 
 

I appreciate the comment and will carry your word back. (20060930_CW_3) 
 
三、「治理結果」的建議 
 對於如何提高利害關係人對洛杉磯河整治目標的支持與總體滿意度，本論文

主張以獲取利害關係人之承諾及維護決策之正當性為落實之道。Vigoda-Gadot
（2003: 34）曾提及為了確保公民與政府官員之間社會契約的公正，新公共管理

學界與實務界建議必須重視服務接受者的意見，用以對公共政策產出的績效進行

評估；藉此獲得的資訊將有助於瞭解並建立公共需求，發展、傳遞、分配公共服

務，並評量該項服務的滿意程度。 
上述主張與目標雖在參與層次尚不及跨部門治理議題或社會中心治理途徑

的自我期待，但確有較高的操作化可能性。相較於此，Cooper 等人（2006）依

據文獻分析歸納六項與合作性公共管理成效呈正向關聯的變項，分別為提高公民

效能感、提高公民對政府的信任、提高公民能力、提高政府回應性、提高政府對

公民的信任、提高政府正當性。質言之，當治理結構的安排採行合作性公共管理

時，不但有助於治理原則的落實，也同時能獲致較佳的治理結果。 
於下依據問卷調查結果與參與觀察心得，於下分就提升正當性及承諾趕提出

具體建議，並說明建議基礎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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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就「正當性」而言 
1、進行部門間的規劃溝通會議：類似政策協商會議的構想，在規劃構想形

成之初，便尋求代表性團體進行非正式政策對話，一方面有政策溝通的

效果，二方面可避免單向度規劃衍生的政策失靈成本。如此或能減緩非

營利組織對於「三層流域管理架構」的反對態度。 
2、進行二度訪視／會談計畫：在整治草案獲議會通過之後，洛杉磯河整治

計畫已經開始執行分區細部規劃。但依據問卷調查資料指出，仍有約

20％上下的受訪意見（詳見附錄 39 中，Q41、Q45 的次數分配資料）

對草案結果表示不滿，而且其多數居住於整治區內。爰建議應進行二度

會談計畫，透過小規模的面對面會談，一方面詳細說明計畫構想，二方

面充分聆聽不同意見，並提供解釋。 
3、避免由上而下的事前提議：問卷調查資料指出，部分受訪意見認為洛杉

磯河整治計畫是個預先決定、名實不符的公共參與計畫。又好比在 58
位受訪者中，有 15 位認為洛杉磯河團隊不應在草案當中指明 239 件小

型的可能整治計畫。這可能加深利害關係人對於政府主導計畫發展的既

有印象。 
 

（二）就「承諾」而言 
根據受訪意見分析的結果，對於洛杉磯河整治計畫抱持反對態度者，多集

中於男性、30 歲以上之受訪者、政府部門以外之受訪者、機會區內居民亦表達

較為強烈之反對意見，還有參與洛杉磯河事務早於洛杉磯河整治計畫者。而最

強烈的反對意見，乃是不相信計畫草案所估計之「經濟利益」，以及宣稱「經

費無虞」的部分，尤其是後者的質疑意見比例已高達 41.4％，而前者甚至有三

位來自政府部門的受訪者，表示了質疑的態度。 

這種兩點意見恐怕是目前對計畫後續發展影響最大的因素。對此本論文歸

納具體建議如後： 
1、進行施政成效行銷：在公共參與過程，有兩項機制經常被採用，分別為

公聽會、增加獲取資訊的管道；前者民眾可發表評論、提出行動建議，

後者則經常是透過發行相關報導，例如提出環境影響評估報告；兩者皆

可被視為程序性或清單式的（procedural or checklist）公共參與（Creighton, 
2005: 9）。建議洛杉磯河團隊應及時更新計畫經費募集狀況，並適時調整

經濟利益之估算值，以逐步建立公共信任感。 
2、縮小計畫範圍，推動先導型計畫為先：礙於經費來源的不確定性，建議

由五大機會區中，擇一先進行全面式的先導型整治計畫。一方面作為示

範計畫，二方面減緩潛在的財務困境。畢竟在 Q47 的次數分配資料中，

發現 17 位來自政府部門的受訪者，僅有 2 位表示相信草案所列之經費來

源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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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理想的「跨部門治理經驗」 
依據 Thomas（1995）所主張的共同決策，意指公共管理者與民眾群體分享

問題，並共同致力於做出具有共識的解決方案。此模式強調必須有足夠的資訊以

做出高品質決策，必須秉持交互主觀的觀點以思考問題的結構化程度，將民眾對

決策接受度視為有效執行的重要條件，確認利害關係人的範疇，以及利害關係人

是否為有組織的團體，以利採取不同互動方式318，就解決問題而言，極力尋求相

關民眾對主管機關目標的認同，亦即形成所謂「公共決策」模式。於下分別以美

國佛羅里達州橘郡、密蘇里州的跨部門合作案例，進一步說明何謂公共決策模式。 
 

（一）橘郡之「標的社區提案」 
 就「合作治理個案的實施步驟」為例，美國佛羅里達州橘郡之「標的社區提

案」的發展過程包含七個階段，藉此社區涉入的過程產生社區行動計畫，依序分

別為第一次城鎮會議（如同台灣之村里社區座談會，主要由主席進行簡要會議宗

旨說明、聆聽社區居民意見，並宣告標的社區提案的開始），第一次社區座談會

（community workshop）（主要提供機會向社區介紹社區規劃構想，將採用哪些規

劃技術，同時進行團隊建立，成立工作團隊，減少社區中的派系主義，消除公民

與政府之間的緊張關係）、工作團體會議（依據不同社區問題，分由 10~20 人組

成，社區居民為主要參與者，郡級與鄰近市級政府成員擔任技術協助的角色，其

職責在於處理需求優先性問題、確認所需資產與發展行動策略）、第二次社區座

談會（將工作團隊的報告向社區民眾說明，討論工作團隊的提案並進行同意權行

使，亦即針對行動計畫提案凝聚共識）、第二次城鎮會議（承前階段，郡政府成

員將第二次社區座談會所凝聚的行動計畫共識，轉化為行動計畫草案，將已獲同

意的行動計畫，向郡政府主席與其它議會成員介紹）、郡政府審閱與同意（county 

review and approval）（由民選官員審閱行動計畫，並由郡政府議會對計畫行使同

意權）、行動計畫（開始計畫的執行、監督與評估）；在上述過程中郡政府提供幕

僚、技術支持，以及彙整工作團隊報告形成行動計畫草案（Gray & Chapin, 1998: 

183-88）。 
 
（二）密蘇里州能源政策之制定過程 

就美國密蘇里州能源政策之制定過程為例，在 Timney（1998: 89-94）的研

究中，密蘇里州的能源發展案例，被歸納為「主動的公民參與模式」，政策發起

者乃是該州的立法機關，基於密蘇里州並沒有強勢的能源工業或重大污染問題，

因此州政府並無強烈的政治理由去主導能源政策的發展，爰其發展源自於個別議

員的興趣；發起後，依循正常程序由能源部門行政官員草擬政策構想（working 
materials），藉以定義政策問題、提出替選方案、概略限縮討論的參數

                                                 
318 就與利害關係人或團體的互動方式而言，針對單一組織化團體，則與之進行磋商；針對多個

組織化團體，則與其諮詢委員會磋商；面對非組織化民眾時，則採取系列公共會議進行溝通；遭

遇複雜的民眾時，可採取諮詢委員會或公共會議方式進行溝通互動（Thomas,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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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meters）；隨後將相關公民參與的程序推展工作簽約外包給一個公民組織---
「堪薩斯市都會能源中心」（Kansas City Metropolitan Energy Center），這部分與

一般行政作法無異，該中心將全州相關民眾區分為企業、勞工、環保團體、商業

會所（Chambers of Commerce）、小企業（small business）等類別；但自此之外，

便開始嶄新的作法；首先，前述參與者被要求提出心目中認為誰最應該參與此政

策過程，然後透過全州超過 30 個焦點團體的討論，重新檢視行政部門的建議，

並發展執行方案的共識；最後，焦點團體的結論拒絕了行政機關的建議，重新提

出研究綱領並發展相關內容，展現強烈的公民參與力量；嗣後，該研究中心整理

出七冊的結案報告，而基於前述成果係以共識過程產生，已發展出廣及全州的政

治支持，故立法部門很快地採納頒佈其中多數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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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啟示與限制 
 

本研究所謂的「跨部門治理之制度性安排及參與」，是在創造一種”design”？
還是在瞭解一種”process”？實際上毋寧用兩階段的方式來回應前述問題，也就是

先著手對跨域治理機制的運作動態予以瞭解，同時透過分析架構及其主張不斷印

證理論與實務之契合度，進而逐步提出修正建議；誠如新公共行政運動學者，對

於公共行政專業為何的論辯，便主張「公共行政就是一種設計科學」（public 
administration is a “design” science）。爰是一種兼重過程與設計的研究構想，以期

作為後續本土性研究的基礎。 
  
一、研究上的啟示 

雖然文獻分析的結果，主張以公民參與作為跨部門治理主體，但卻仍應保留

公共機關參與必要性，特別當遭遇惱人的政策或計畫問題時，公共機關的參與仍

能增加合作性公共價值（collaborative public value）的建立與維繫（Agranoff, 
2006）。針對為何政府機關或企業仍保有最後決策權威的問題？Creighton（2005: 
12-13）認為原因大致可區分為受法令限制或高層權威的指示，受執行契約義務

的限制（通常發生於規劃政策的委外案例），民眾的共識可能缺乏成本考量，民

眾意見紛歧，參與者多僅表述自身的利益等因素。Hood 等人（1993: 2）的研究

指出若來自不同社會部門的參與者間，其互動缺乏指定的權威結構或規範，那麼

其間的合作便難以開展，同樣地目標與計畫的發展與執行都將遭遇困難。但權威

結構應如何組成，才足以反應參與者的代表性，則是有待解決的問題。 
其實，創造更具參與性的治理型態，不意味著政府實權的減少；相反地，政

府藉此與社會更加緊密地結合，從表面上來看，國家似乎自政策領域撤退，特別

是在政策規劃階段，但實際上，國家卻藉此為政策執行階段，事先吸納社會利益，

並進而掌握與社會的互動，以及後續實際的治理過程（謝宗學等譯，2002：
60-61）。Thomas（1995: 169-75）曾以公共管理者的角度，針對推動公共涉入實

務提出 12 項當作與不當作（dos and don’ts）的注意事項319，其中重申公共接受度

的重要性，以及認同公共涉入需要以分享決策權威為基礎。這些主張都是從事跨

部門治理議題研究時，不應交易取捨的基本原則。 
本研究以治理理論為基礎，歸納三類治理途徑並以社會中心治理途徑為分析

架構，並非強調社會與政府或企業之間的替換關係，而是以營造合作關係為目

標。誠如 Jun（1999）的主張--治理無法取代公共機構的統治責任，但卻可以在

公民社會中，以及透過公民社會來強化地方政府的公共行政能力。 

                                                 
319 分別為預防勝於任其發生；用有助於促成解決方案的詞彙定義議題：致力於避免不必要的限

制與複雜；不要用好或壞來看待公共涉入；瞭解自己想要從中獲得什麼：對公共偏好、既有計畫

效能等掌握更多的資訊，對決策的公共接受度；認同公共涉入需要分享決策權威；事先定義哪些

能、哪些不能磋商；事先定義哪些民眾應該被納入；考量公民對組織目標的態度，定義何時公共

涉入要求接受度；選擇適當的決策形式；建立良好關係；關注公共利益；接受錯誤並從中學習

（Thomas, 1995）。 



 - 197 -

二、對本土的啟示 
 誠如 Koontz 等人（2004）的主張，認為美國民眾在決策過程中扮演的角色，

在過去幾十年來已有實質的改變，特別是在環保政策領域，多重利害關係人之間

的合作已逐漸提升。換言之，這不僅象徵著民眾參與公共事務層次的提升，更隱

含民主文化系絡的穩定、鞏固與發展。 
 相對於此，在完成個案研究觀察之餘，對照個人於國內及研究所在地--洛杉

磯市的觀察心得，認為社會條件的成熟度及制度環境的可能性，乃是影響兩地面

對跨部門治理議題時，能否落實社會中心治理概念的關鍵因素。於下以「洛杉磯

河整治計畫」之參與觀察成果為基礎，分就社會條件及同質個案的啟示，闡述本

研究對台灣本土的啟示為何。 
 
（一）社會條件的啟示 
 本文分析架構中主張以公共性、課責、公共參與等三項治理原則，作為社會

中心途徑的治理要點，用以檢視洛杉磯河整治計畫之利害關係人，對於美國民主

文化與制度的認知程度，亦即政策參與的社會條件是否成熟。雖然第五章的分析

成果指出仍有部分的受訪意見，對於洛杉磯河整治計畫的規劃過程有著相當程度

的不滿或不信任。但綜論研究個案的受訪意見，卻共同凸顯受訪者表現出優質的

公民資格，亦相當程度地表現出公民社會所應具備的公共性、課責要求及公民參

與的特質。 
 反觀台灣在民主文化與公共參與制度化的發展狀況，卻仍有相當的改善空

間。以公共參與為例，政府法規透過舉辦公聽會的法令要求320，期待逐步落實蒐

集利害關係人意見的目的，但實際上公聽會的參與幅度與深度卻仍有限。例如行

政院環境保護署開闢專屬網頁公布其業務相關的公聽會訊息，以 97 年 1 月 10 所

公告的「新購或改裝油氣雙燃料車補助辦法（草案）」公聽會訊息來說，該公聽

會開會通知單所列之出席名單，除政府機關代表之外，其他受邀代表僅限於部分

環保團體及計程車業者321，忽略廣大消費群眾的代表。 
 但實際上，台灣本土的公共參與社會條件有著良莠不齊的發展。例如台北市

政府為促進社區土地合理利用並兼顧周邊居民權利維護，所訂定的「台北市社區

參與實施辦法」便有較為詳實而全面的規範，該辦法第五條明訂「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辦理社區參與，應舉行公聽會。」第六條則明訂公聽會之參與人及其代表性，

強調受影響利害關係人參與的必要性，專家學者、公益團體所兼顧的社會性。 

                                                 
320 例如行政程序法第十節規範了相關的聽證程序；第 155 條則規範「行政機關訂定法規命令，

得依職權舉行聽證」。此外該法第七節對於資訊公開亦有明確的規範。 
321 實際受邀名單包括行政院主計處、財政部、交通部、交通部公路總局、經濟部能源局、經濟

部工業局、經濟部標準檢驗局、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財團法人

環境資源研究發展基金會、中華民國環境保護學會、中華民國永續發展學會、社團法人台灣環境

保護聯盟、財團法人環境品質文教基金會、泛亞衛星車隊、台北衛星車隊、友好衛星車隊、台灣

大車隊、志英計程車隊、大愛計程車隊、大文山安全計程車隊、青溪計程車隊、台灣全民計程車

司機協會、中國液化石油氣加氣站協會。詳見

http://atftp.epa.gov.tw/pub/097/F0/00596/097F000596.htm（檢索日期：2008年 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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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論之，台灣公民參與的社會條件在法制環境層面，政府仍將持續遭遇來自

社會層面的衝撞，最終將朝向打破官本位的規劃思維為宗旨，營造更為寬廣的公

共參與機會與空間，同時培育民眾主動的公民資格，以利政策參與環境的鞏固。 
 
（二）同質個案的啟示 
 依據美國加州洛杉磯市之「洛杉磯河整治計畫」的個案研究經驗，反觀國內

同質的流域整治個案，發現可由「活化淡水河系」政策322獲得印證。「活化淡水

河系」政策係郝龍斌先生參選台北市長的政見之一，在郝市長就任台北市政府以

後，就如火如荼地展開活化淡水河系推動工作，以「質量好、景觀好、遊憩好」

做為活化淡水河系 3 大願景；並訂定「確保水源水質、河水不發臭、河面無垃圾、

營造魅力水域環境、休閒遊憩去處多、泛舟垂釣環境好」等活化淡水河系 6 大目

標。希望藉由市政府各局處的通力合作，強化中央協調與地方合作機制，透過污

水下水道工程之持續興建、水污染源之輔導與稽查管制、水域景觀之整體規劃改

善、水岸周邊社區之重塑再造、水域水岸休閒活動之行銷推廣、視河川為資產之

教育與宣導等，以達成前述活化淡水河系施政之 3 大願景與 6 大目標（檢索自

http://pwb.taipei.gov.tw/river/index.htm）。 
從流域的劃分而言，淡水河屬於經濟部水利署第十河川局

323所列管的中央管

河川，該局職司河川之整治規劃與治理事宜。就河川管理的職權與分工而言，其

實洛杉磯河與淡水河同樣具有複雜的分工現象324，例如「河川管理辦法」第三條

所明訂的河川管理事項，便依河川的管轄機關而有所不同，其中所謂「中央管河

川」涉及防汛、搶險之情事，其管轄權責係委任給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簡言

之，就河川管理、整治事項而言，洛杉磯市與台北市政府面臨相等複雜的法規叢

林。 
 此外，比較「洛杉磯河整治計畫」與「活化淡水河系」政策所處之客觀環境，

亦呈現大致趨同的現象。無論是在轄區內河流長度、樹立治理原則與目標、政策

執行單位（皆為工務局325）等方面，皆有著相近的發展趨勢與內容。但不同的是

                                                 
322 流域管理政策雖被歸類為跨部門治理議題，但由民國 79年所核定的「行政院環境保護署淡水

河系污染整治計畫推動小組設置要點」來看，卻凸顯台灣的河流整治計畫仍侷限於傳統府際關係

架構。具體例證可由前開要點第四點明訂所屬委員會成員之組成獲得部分說明。 
323 第十河川局所列管的河川尚包括基隆河、大漢溪、景美溪、新店溪、三峽溪。 
324 就淡水河流域的污染整治分工而言，行政院環保署負責推動協調各項措施之執行、執行流域

整治規劃與成效評估、推動事業水污染排放管制、推動改善流域廢棄物處理；行政院農委會負責

畜牧業污染防治輔導改善；經濟部工業局負責工業區管理建設及輔導；經濟部水利署負責河川管

理、底泥清除、河岸綠美化；內政部營建署負責污水下水道建設及管理；台北巿政府、台北縣政

府、基隆巿政府、桃園縣政府負責執行環保署制定政策或規劃方案、執行生活污水減量及化糞池

定期清理、執行廢水排放稽查管制、執行改善流域廢棄物處理、執行污水下水道系統之建設（於

97年 1 月 10 日，檢索自 http://ivy3.epa.gov.tw/TamShuiRiver/2_1.htm）。 
325 台北市政府在 96年 3 月 2 日訂定「臺北市政府活化淡水河系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成立「臺

北市政府活化淡水河系推動委員會」，委員會下設質量組、景觀組、遊憩組等 3 個任務分組，目

標為活化淡水河系，推動淡水河清水行動，營造視覺親水、嗅覺親水之親水生活化環境。該設置

要點置執行長一人，以工務局長兼任之，該會所需經費由工務局年度相關預算支付之，每兩個月

定期召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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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流整治的發起力量，洛杉磯河整治計畫雖然是府會高度共識的產物，但主要推

動力量乃是洛杉磯河特別委員會。換言之，市政府在推動需要鉅額經費的長期河

流整治政策時，如何能獲得議會的支持將會是首要挑戰。畢竟由洛杉磯市議會所

發起的整治計畫，從洛杉磯河特別委員會成立到計畫啟動，足足花費了三年的光

陰。 
再者，雖然「活化淡水河系」政策仍屬於初步規劃階段，甫於 2007 年 12 月

17 日由台北市工務局完成計畫的 LOGO 徵選活動326。但依據工務局辦理 LOGO
徵選的核心價值，發現該政策除了期望透過台北市政府團隊、產業界與學術界的

共同努力外，更強調結合民眾與社區力量的重要性。這點與洛杉磯河整治計畫的

推動宗旨亦是不謀而合。在參考洛杉磯市的規劃經驗，展望「活化淡水河系327」

政策的未來，吾人可以預見的乃是公民參與機制恐怕相當有限，更無法將市民參

與的層次提升、落實到政策規劃階段。因為無論從投入的人力、經費或規劃執行

期程來看，洛杉磯市政府的努力都為類似計畫樹立相當高的超越門檻。 
最後從民間力量的整合與參與而言，洛杉磯河整治計畫的規劃過程，各類民

間團體、非營利組織的參與相當廣泛且具代表性。反觀台灣雖然民間社會的力量

伴隨政治解嚴已有長足的發展，但礙於制度環境的良莠不齊、社會條件的成熟度

不一，恐怕在未來將對政策的成效有所窒礙。換言之，社會力、行政力與市場力

量的整合，將會是一項政策推動成功與否的顯著指標。例如行政院研考會曾於

2007 年 3 月 17～18 日、3 月 24 日等週末時段，委託台灣大學社會學系舉行為期

三天的「淡水河整治公民陪審團
328」（詳細議程請參見附錄 54），整合台灣環境資

訊協會、台北市河川巡守隊329等民間組織的參與，透過審慎思辯的民主討論方

式，分享不同河川的整治經驗，深入各類具有高度爭議的河川整治問題，凸顯不

同利害關係人對各類要點的關切。類似前述活動所展現的社會力，能否被妥善的

重視與整合，乃是洛杉磯河整治計畫對同質性個案所帶來的主要啟示之一。 
 

                                                 
326 就個人觀而言察，從決選 LOGO 的設計元素來看，洛杉磯市與台北市企圖營造的河流整治遠景

具有高度的同質性，包括生態復育、環境保護、水品質、親水性、休閒遊憩、經濟發展等。 
327 其實與「活化淡水河系」政策相關的政務相當廣泛，例如台北市都市發展局所規劃的「台北

市環河南、北路都市水岸地區規劃」案，便涉及在環河南路段水岸萬華區的 36 個里，總計八百

八十多公頃面積，進行跨堤及舊市區生態環境改善計畫；台北市工務局水利處所持續推動的「基

隆河彩虹橋與饒河夜市串聯後續推動建議案」等，皆屬相關政務。 
328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研究團隊隨機選出台北縣市不同年齡、區域與教育程度的公民進行審議與

對話，針對目前淡水河整治中兩個重要問題：「如何處理淡水河污染問題？」與「如何營造淡水

河河岸的親水空間？」，進而提出具體實際的政策建議。 
329 詳見其部落格 http://www.wretch.cc/mypage/taipeiriver。其他的社會力展現，則有南港社

區大學於 2007年 9 月 14 日所舉辦的「淡水河系污染整治論壇」，該論壇對於淡水河污染整治議

題進行民間觀點與政府觀點的對話，有助於彙整更為廣泛的整治期望。 



 - 200 -

三、研究限制 
 歸納研究過程遭受的阻礙與自身的思考盲點，分述研究限制如下： 
 
（一）抽樣方法之缺失與補強 

誠如 DeSantis 與 Hill（2004）有關美國城鎮會議的研究成果指出，城鎮會議

的出席者多數為年長者、政治效能感較高、有閱讀報紙的習慣、參與社區討論的

居民。依據個人的觀察，這個現象也同樣出現在洛杉磯河整治計畫，出席者以年

長者居多，藉由報章媒體獲得會談資料。這意味著線上問卷調查可能會錯失重要

的受訪族群，例如年長者通常是網路使用能力較低或缺乏相關設備的族群。所

以，將會在問卷中增列「推薦受訪者」題項，以補強潛在缺憾。將郵寄問卷給受

推薦者，以達到擴大樣本的需求，同時掌握重要受訪者。但遺憾的是多數受訪者

並未推薦其他受訪者資料。 
 

（二）受訪者記憶流失問題 
由於洛杉磯河整治計畫的整個規劃過程冗長，部分曾經參與相關活動的受訪

者可能已經無法回想起當初的參與心得與經驗。這將導致受訪者回答意願降低，

特別是有意願回答但卻較為理性的受訪者。就研究所回收的受訪意見中，便發現

數位受訪者提出類似的觀點： 
 
Participants show up at meetings and don't really remember the date a few years 

ago, nor the title of the meeting. (Q25_NP-24) 
 
See comments above concerning participants’ memory/record of the meetings 

they attended. (Q85_NP-24) 
 
 質言之，受訪者記憶流失可能降低網絡問卷的回收率，甚至是有效率。這應

當是本研究的另一項研究限制，坦伯說也是個人在研究之初始料未及的。 
 
（三）問卷設計所衍生的問題 

在網路問卷的第 85 題，安排一開放性題目，詢問受訪者對整體問卷設計的

建議或批評。分析後發現有許多鼓勵性的建議，但也出現若干批評。例如： 
 
Very comprehensive but a couple of items were worded awkwardly, e.g. 

double-negative. (Q85_G-15) 
This questionnaire has its own embedded biases. The questions asked suggest a 

suspicious attitude towar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mmunity, 
stakeholders, government and consultants. In the case of the LARRMP 
these suspicions are unwarranted. (Q85_FP-3) 

I think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questions were potentially leading and bi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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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85_(FP-5) 
Somewhat leading questions, but comprehensive. (Q85_FP-6) 
This survey appears to be biased and ungrateful. (Q85_FP-7) 
You have failed to consider….. Its’ FLOOD CONTROL, NOT to spur economic 

development………… during an apocalyptic storm that could take lives 
and destroy property. (Q85_NP-3) 

Check your grammar. A few questions were unclear. (Q85_NP-5) 
Somewhat biased towards getting certain answers.  But it wouldn't be an 

'academic exercise' if it wasn't.... (Q85_NP-22) 
 
分析上述批評與建議，發現主要係來自營利組織參與者的建議，當然他們絕

大多數是洛杉磯河團隊中的受僱組織。面對他們的評論我必須承認，的確在研究

設計上因採取社會中心治理途徑，所以在問項設計上有部分傾向社會性價值的安

排，但這是研究價值取捨的問題。就好比是受訪代號 Q85_NP-22 的評論--因為這

是一份學術性研究。 
 

（四）治理概念的詮釋限制 
詮釋理論的應用得以增進研究者對公共行政實務及其知識的瞭解，批判理論

則更進一步有助於對行政知識提出批判與矯治的建議。同樣地，治理概念應用於

跨部門治理議題，有助於改變各部門利害關係人之心智模式，減緩產生合作、共

識的障礙。儘管本文嘗試從社會中心的角度，廣泛蒐集文獻並予以歸納後，提出

跨部門治理觀點下的治理定義，但單憑理論、相關歷史個案及一個實際個案的觀

察所提出之主張恐怕仍有所不足。誠如 Lynn 等人（2001: 15）曾提出”O = f [E, C, 
T, S, M]”的治理方程式

330
，說明影響治理結果的因素。但 Frederickson 與 Smith

仍提出三項嚴正的質疑
331
。 

 

                                                 
330 “O”即「產出」（outputs/outcomes），意指治理體制的最終成果，包括個體層次與組織層次；”E”
即「環境因素」（environmental factors），意指包括政治結構、權威層次、經濟績效、供應

者之間存在或缺乏競爭、資源與依賴度、法律架構、標的人口特性；”C”即「顧客特性」（client 
characteristics），意指顧客的特徵、特性與行為；”T”即「措施」（treatment），意指在治
理體制內，組織首要的工作或核心過程，其包括組織使命、目標、人力甄補、合格條件、評鑑方

法、計畫措施或科技；”S”即「結構」（structure），包括組織類型、治理體制內組織間的協調

整合程度、集權控制的程度、功能區分、行政規則或誘因、預算分配、契約安排或關係、制度文

化與價值；”M”即「管理角色與行動」（managerial roles and actions），包括領導特性、管

理者與員工間關係（staff-management relation）、溝通、決策方法、專業／生涯關切、監督

機制、控制與課責（Lynn et al., 2001: 15）。 
331 對此，Frederickson 與 Smith（2003: 214）表示其對行政分權績效的解釋與改善有相當的助

益；但同時歸納文獻指出其三項質疑，第一，無論是以概念或模式來看待其主張，都有不夠精簡

（parsimonious）、無所不包（all-encompassing）的問題；第二，儘管其改善後提出更精簡的、

一般模式，可能仍無法提出一般性結論，因為其忽略公共政策最為基本的問題乃是其政治過程的

特性，其設計、執行與相關行政作為皆納入具有多元目標與議程偏好的多元行動者；第三乃是技

術性困難，那就是要如何說服學界願意採用更為複雜的研究方法，並克服困難的測量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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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後續研究建議 
 
有觀後續的研究建議，於下依序針對研究個案之後續研究、土本個案研究之

應用、研究方法上之建議，以及重視跨部門合作議題之研究等，提出個人心得與

建議。 
 

一、進行研究個案之深度訪談 
訪談母體原本受限於既有的聯絡人名單（因為無法獲得相關參與者的聯繫資

料），但經構思後，於調查問卷中增列「是否願意接受後續訪談」的題項，預計

將可有效擴大深度訪談母體。 
總計 58 位受訪者之中，有 26 位表示願意接受深度訪談；經與、「性別」、「年

齡」「部門歸屬」、「居住地點」、「參與時間」進行交叉分析後（詳見附錄五十），

發現前述 26 位可能訪談對象，在上述條件下亦呈現相當平均的分佈狀況，相信

在經過其他資料的比對後，當能擇定適當時間進行訪談，以瞭解洛杉磯河整治計

畫之規劃經驗中，為何部分受訪意見在正當性與承諾方面，仍表達不同意的見

解；此外，特別是那些具有政府部門背景的受訪者，為何有部分也表達不同意的

態度。 

Q83. Would you be willing to be interviewed about these issues for
this study? (Please choose and specify.)

26 44.8 44.8 44.8
32 55.2 55.2 100.0
58 100.0 100.0

Yes
No
Total

Valid
Frequency Percent Valid Percent

Cumulative
Percent

 

二、進行本土個案研究 
 對於國內本土個案進行跨部門分析的研究乃是未來刻不容緩的要務，一方面

因為國內跨部門參與的個案與日遽增，無論是基於公民社會蓬勃發展的因素，或

是政府公共建設與服務推動的實務現狀，都可直接或間接說明跨部門治理個案的

發展現象。具體而言，在流域整治政策方面，有台北市政府所推動淡水河四年整

治計畫；在公共服務合作的政策上，有耕莘文教基金會所推動的原住民文化產業

活化發展計畫332；在交通建設方面，台北捷運新莊線的興建，與樂生安養院拆遷

的衝突事件，則不失為另一個代表；另外，臺灣主要河川的整治與管理問題更是

重要的研究對象，若以環保及河川復育為前提，那麼砂石開採、工廠廢水排放等

營利的勢力，加上政府管制的公權力、疏浚河川維護民眾安全的考量，對上各主

                                                 
332 耕莘文教基金會於 2005年 11 月參與台灣原住民部落培力協會的平行組織--「新竹縣尖石鄉

司馬庫斯部落發展協會」，共同合作規劃「凝聚與再生--科技與傳統相遇--數位科技融入／原住

民文化產業活化發展計畫」。前述計畫便是跨部門參與的國內案例之一，主要由「樂彩傳愛基金

會」贊助，同時接受教育部社會司經費支持，並納入信義房屋「社區一家專案」的協助，此外尚

有惠普科技、歌林公司、台北東豐扶輪社、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聯合會等組織贊助電腦及相

關網路設備，國家高速網路與計算中心提供技術指導和網絡平台，加上青輔會、原民會等政府單

位的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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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河川的全國性、地方性環保團體之非營利力量，三方參與者及其力量之間的抗

衡，將會是精彩而重要研究課題，當然也是困難重重的研究構想。 
 
三、研究方法上的建議 
 依據個人此次所進行之「洛杉磯河整治計畫」個案研究經驗，發現跨部門治

理個案的分析有著相當的難度，特別是在資料的取得方面，無論第一手及第二手

資料（primary & secondary data）都顯得困難重重；就前者而言，如何掌握個案

參與者的資料、儘量擴大研究對象、如何與廣泛的研究對象保持相當程度的互

動，這些研究規模上的問題，都將成為研究過程的重要考驗；此外，如何取得政

府部門相關個案的決策過程檔案，都將是影響研究可行性的主要關鍵因素。 
 為克服上述研究規模的問題，建議應採取三階段研究設計，第一階段應實施

個案的田野觀察，廣泛參與個案相關的活動，接觸更多的個案參與者，進行現場

的觀察與紀錄。第二階段可進行廣泛的問卷調查，獲取基本參與資料與經驗為主

要目的，當然若能夠執行較為複雜、冗長的問卷調查，並進行探索式、甚或驗證

式因素分析，進而提出分析架構，那自然是相當理想的研究設計。在第三階段則

應依據前階段之研究成果，進行深度訪談重建全觀的個案系絡與實體；若研究偏

重提出解決方案，那或可進行專家問卷、德菲問卷，以激盪可行而創新的解決策

略。 
 
四、重視跨部門合作議題之研究 

延續 Agranoff 與 McGuire（2003b: 176-92）的主張，強調未來合作管理的研

究應著重於合作性公共管理技術的發展（包括公共管理者如何選定對的合作夥

伴？合作過程如何開始、持續與結束？）；合作中的團體發展，特別是要注意在

合作管理概念中，授權是基於資訊而非權威，沒有正式的隸屬關係存在於合作之

中，而與來自各組織的代表者共事，運用資訊更新組織系統；合作中的凝聚，不

同於韋伯官僚體制以來，透過層級節制與理性合法體制凝聚組織成員，當前更為

重要的乃是信任的建立、共同目標與相互依賴；權力與影響力，在合作的背景下，

任何一位參與者皆無法控制其他成員，影響力的發揮有賴不同社群之間的合作；

合作管理的課責，不同於單一組織的課責，亦可能發生課責議題角色錯置的問

題；合作效能的問題，合作性公共管理的初衷除解決群體問題之外，追求效能也

是目標之一，探索合作效能的決定因素已是重要議題之一。 
至於如何從事跨部門合作議題的研究，個人認為除持續累積跨部門治理個案

的研究，尋求本土與國際經驗的對話之外；在研究途徑上，網絡分析應當是頗具

潛力的研究途徑之一，而同時運用網絡分析軟體／工具，也有利於提升研究上對

話的基礎。例如 Mandell（1999）曾以「網絡結構」（network structure）說明合作

過程的執行問題，其間囊括私部門、公部門、第三部門的組織及個別公民；然而

部分主題的討論，亦可能導致執行上無法以傳統管理方法行之，必須採衝突管理

方法、授權、團體間信任建立等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