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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1：國內相關研究之整理 

檢閱國內與本研究計畫擬提研究題目相關之研究，發現無論是在理論或實務研究方面，不難發現研究重心呈現逐步位移的現象，

由強調行政轉向社會。於下依序區分研究案、期刊論文、學位論文與研討會文章，分就其主要研究內容，提出關乎跨部門治理議題的

內容評析。 
 
一、研究案部分 
研究者 

（時間）
論文名稱 主要研究內容 內容評析 

魯俊孟等

（2004）

推動跨域管理機制 分由「高高屏觀光」、「高屏溪流域管理」、「台中垃圾焚化處

理」、「竹科園區」、「台北捷運」等議題探討跨域治理議題。

較偏重探討地方政府之間的跨區

域、跨越行政轄區的行政合作議

題，在研究範圍、研究定位、參

與團體及其互動關係類別上，與

本研究計畫不同。 

趙永茂 

（2003）

台灣縣級府際關係建構模

式—台中市與南投縣個案

比較 

主要探討傳統政府間的府際關係與管理，無論由 D. S. Wright
或 David C. Nice的理論予以分析皆屬之，並於政治面、法制

面、管理面提出具體建議。 

就管理面建議而言，提及應建立

區域合作組織、團體、協會，點

出跨域治理機制的發展方向。 

江岷欽 

孫本初 

劉坤億 

（2003）

地方政府間策略性夥伴關

係建立之研究 

以「資源依賴理論、交易成本理論、生命週期理論」，結合美

國的地方政府議會，德國魯爾工業區「國際建築博覽會」，以

及歐洲各國地方議會普遍實施的「區域發展方案」為例，研

析地方政府間建立策略性夥伴關係的國際趨勢與發展建議，

強調必須創設跨域的新領航機制，整合企業部門、社區、非

營利組織扮演觸媒角色，並建議中央政府創設區域治理的新

領航機制。 

提出創設跨域管理機制的必要性

與重要性，並點出跨部門合作的

關鍵地位。 

江明修 

（2003）

地方政府核心能力之理論

辯證與策略析評 

以「民主觀點」為主軸，申論與效率觀點之價值主張差異，

並分述國外社區發展政策當前推動現況與趨勢」，以及「台灣

社區總體營造政策之願景變遷及成功個案現況，強調以由下

而上社群參與途徑，建立地方發展之能力建構模式。 

以「社區發展」議題為例，說明

國內外跨部門合作之成功個案，

並點出地方發展之關鍵在於跨部

門力量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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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介英 

紀俊臣 

（2003）

地方自治團體跨區域事務

合作之研究 

文中提及 Catherine Alter, Jerald Hage, Helen Sulliran, Chris 
Skelcber 等人的見解，並以「都會治理模式」，結合英、美、

日等國之跨域合作經驗，並訪談「高屏溪流域管理委員會」

及「雪霸國家公園」，闡述跨域間公共事務處理機制，並提出

研擬跨域自治事務地方合作辦法等相關法規之法制配套建

議。 

是文以地方制度法第 21 條為基
礎，強調法制面的跨域管理機制

配套措施。文中提及「跨域合作

型政府」，仍屬於行政部門間的治

權合作關係，未論及社會力與企

業力之合作運用。 

翁興利 

（2003）

台灣流域管理委員會之規

劃研究 

以專家訪談、問卷調查法進行研究，介紹美、日、德、法、

荷等國流域管理概況，以及我國流域管理現況，結合訪談與

問卷資料，針對流域組織管理提出近、中、長程流域管理委

員會之規劃建議。 

重視民眾參與的必要性，強調應

由利益關係人代表共同組成流域

管理委員會，實為流域管理政策

自 1994 以來，首件具突破性的見

解。 

陳敦源 

（2002）

公部門交易與跨域管理：

以台北市政府議會聯絡機

制為例的初探性研究 

該研究焦聚於台北市政府「議會聯絡」(legislative liaison)機
制，主要由新制度論(new institutionalism)的角度，探索行政部

門面對外在政治環境的管理作為，有別於過去以公共關係

(public relations)及跨域管理(boundary-spanning management)
的角度出發進行之研究。 

雖然論及「跨域管理」，但係指行

政與政治兩個領域的互動關係，

不同於本文所強調的重大跨域政

策議題之管理。 

林水波 

（2002）

提昇台灣地方政府能動力

之研究：以建立區域治理

機制之觀點 

以「區域治理機制」的建立和運作為指標，用以觀察我國地

方政府是否具有解決跨轄區政策問題的能動力。結合「高高

屏首長會議」，以及國際上有關區域治理的經驗進行深入剖

析。主張以「區域治理體制」作為彈性調適傳統政治體制之

機動性體制。 

歸納「地方分權」、「民主治理」、

「政策結盟」及「彈性體制」作

為區域治理的基本內涵，其中民

主治理部分雖然提及公私部門合

作，但卻仍傾向政府業務或公共

服務職能外包階段，未能完全凸

顯治理概念的重要內涵。 

趙永茂 

（2002）

台灣縣級府際關係的建構

模式--台中市與南投縣個

案比較 

以實證研究分析台中市與南投市的府際關係型態，應用 D. S. 
Wright與 David C. Nice的理論加以分析比較，研究顯示台灣

垂 直 府 際 關 係 的 類 型 有 轉 向 重 疊 管 轄 模 式

（overlapping-authority）的趨勢，但不同於美國經驗。 

雖然是文主要探討傳統垂直與水

平的府際關係，但仍為跨域治理

機制的基本參考文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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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大樹 

（2002）

921 震災重建的府際管理

策略之研究 

以 921 震災重建政策運作為例，論述當前台灣府際治理的困

境與變革，同時主張震災重建時期各級政府曾採行頗具創意

的府際治理策略，族看未來推動府際關係變革參考。 

凸顯「分享治理」礙於各級政府

的傳統官僚缺失，仍未獲採用。 

胡念祖 

（2000）

南部區域國土資源之永續

規劃（子計畫七：高屏區

域流域管理機關建立之策

略規劃（Ⅰ）） 

針對跨越中央與地方機關權責的流域管理議題，構思以公法

人身份成立流域管理機關。 

文中第五章廣泛介紹美國各主要

流域管理委員會，主要在探討公

法人與其他替選方案之間的比

較。 

呂育誠 

（2000）

地方政府間協調功能與機

制之研究 

以結構功能途徑為基礎，探討各國地方政府主要的協調機

制，分析其功能與角色。 

較屬於傳統府際管理的範疇。 

柯三吉 

（1997）

淡水河流域專責管理機構

組織與執掌之研究 

針對美國田納西河流域管理局、英國泰晤士河流域管理局、

義大利波河流域管理局與波河流域管理委員會，以及日本建

設局河川管理局之河川管理經驗加以介紹。 

探討如何在既有的公共組織之

下，設置流域管理機構為宜，未

納入多重部門參與的設計概念。 

蕭新煌 

（1997）

一個緊張的共生關係：環

保行政機關與民間團體的

合作關係 

依據環保類個案研究資料，強調「一個緊張的共生關係」是

有助於台灣社會在環保與經濟之間，取得平衡點。 

強調兩造組織的相互涉入程度，

必須超越執行層面，與本研究主

張相同，但仍未見理論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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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期刊文章 
研究者 

（時間）
文章名稱 主要研究內容 內容評析 

劉坤億 

（2006）

臺灣地方政府間發展夥伴

關係之制度障礙與機會 

由新制度經濟學的制度概念途徑，探討地方政府間不願合作或

未採具體合作行動的原因？探討臺灣地方政府間發展夥伴關

係的制度障礙。提出以行政法人做為區域治理的新制度建議。

屬於府際關係、管理層面。 

廖俊松 

曾憲華 

（2006）

全球化下地方警政跨域治

理之初探 

強調當前公共事務具有跨部門、跨區域的特色，應用跨域治理

的理論為基礎，針對地方警政議題進行研究，並提出警政跨域

治理模式建議。 

並無明確跨部門治理理論之應

用，僅陳述相關治理概念。 

孫本初 

鍾京佑

(2005) 

治理理論之初探：政府、

市場與社會治理架構 

論者歸納治理相關研究成果，並以政府再造趨勢為例，敘述政

府的治理模式由科層體制的政府治理，歷經市場模式的市場治

理，朝向社會政治網絡模式的公民社會治理發展。 

描述治理的發展趨勢，但未探討發

展過程的因應之道。 

許立一 

(2004) 

地方治理與公民參與的實

踐：政治後現代危機的反

思與解決 

歸納文獻指出公共事務運作之後現代危機，乃是缺乏實質的公

民參與。 

以公民參與作為地方治理的主要

途徑與特徵。 

陳立剛 

李長晏 

（2003）

全球化治理：台灣都會治

理的困境與體制建構--地

方政府跨區域合作探究 

是文歸納都會區治理主要途徑包括「傳統改革主義者」、「公共

選擇理論」及「新區域主義」，並介紹美國實務機制以為參考，

進而申論台中縣市合併之個案分析與建議。 

偏重地方政府跨區域合作之靜態

體制介紹，以及政策執行或服務提

供階段的合作概論，尚未論及跨部

門合作以及政策過程之紛爭解決

與諮詢角色。 

趙永茂 

（2003）

台灣府際關係與跨域管

理：文獻回顧與策略途徑

初探 

以「不連續的漸進理論」，以及「階段推動論」、「制度實驗途

徑」、「計畫導向」等策略探討本文題旨，並歸納短、中、長期

推動策略，其中長期策略主張地方成立地區性合作議會或組

織，或獎助推動地區性準自治非政府組織。 

同意地方長期發展目標在於自主

性、參與性的拓展，但強調以不連

續的漸進途徑。 

紀俊臣 

（2003a）

英、美、日對跨域自治事

務之處理機至與經驗評析

針對「跨域自治事務」，援引「英國區域治理」、「美國都會區

治理」及「日本廣域行政」為例，並強調台灣基於特殊環境系

絡因素，應審慎考量相關制度之引進。 

認同跨域自治事務處理機制設置

之必要性，偏重法制面研究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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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錦堂 

（2003）

論地方自治團體間之合作 以德國地方自治團體合作為例，區分四種合作模式，從法制面

探討其合作關係與類型，並分析台灣之施行條件。 

側重法制面建議，論及跨域管理議

題，側重政策執行或職權委託的合

作事宜。 

李長晏 

（2002）

中央與地方關係的重構與

運作 

以「自主與控制」、「協力合作與競爭」重構中央與地方政府間

的關係。 

屬於管理主義下的府際關係描

述，部分觸及市場競爭模式的引

進。 

劉坤億 

（2002）

地方政府治理機制的創新

挑戰：市場治理模式的功

能與限制 

以「公共選擇理論」、「管理主義」及「代理理論」說明市場治

理模式於地方政府應用之現狀，並論及英國柴契爾政府、美國

雷根政府的推行狀況。 

就 Dr. Agranoff的研究來說，是文

的機制類型僅是 4 類地方政府管

理模式之一，且有若干應用限制。 

呂育誠 

（2002）

地方政府能力提昇途徑與

中央地方關係再地位之研

究 

以理論及英國實務發展為例，說明地方政府的施政已由市場導

向轉趨協力合作模式。其內涵包括分享知識、建立互信、政策

協調與整合、政策創新、資源均衡與共享。 

是文所謂協力觀點下的夥伴關

係，強調在政策過程中皆須納入地

方諮商的參與角色，但未結合實際

跨域治理政策。 

丘昌泰 

（2002a）

從「鄰避情結」到「迎臂

效應」：台灣環保抗爭的問

題與出路333 

以「環保議題」為例，結合宜蘭白米社區營造經驗，思考藉由

「成立非營利社區組織」、「建立社區參與制度」、「制訂迷你新

加坡社區造鎮計畫」、「加強政策行銷與政策對話能力」，探討

鄰避情結之化解。 

百米社區營造雖不屬於跨域管理

議題，但放大至環保議題時卻無爭

議，同時文中提及成立「三邊委員

會」的概念，便是突破管理主義邁

向跨域治理的突破性發展。 

趙永茂 

（2001）

英國的府際關係 分析英國府際關係，基於「民眾對政府的信心危機」，以及政

府本身的「財政危機」，公部門正朝向與私部門及志願性組織

建立「策略性夥伴關係」，與後者關係則包括市場競爭機制引

進，公共服務外包。 

單一國體制的英國原應是本研究

的首要參考對象，唯考量英美府際

管理在 80年代以來的重大改變，

本文就研究範圍予以界定，決定先

由美國經驗著手。 

                                                 
333 論者早期文章--「台灣實踐社區主義的陷阱與願景：從抗爭型到自覺型社區」乙文中，亦有相近之主張，凸顯民間社會的參與不僅是未來地方發展的關鍵，也

是成功與否的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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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立剛 

（2001）

府際關係研究 作者以美國實務發展為例，說明區域地方政府間發展合作機制

的現狀，並歸納我國之發展。 

屬於靜態公部門間府際關係的機

制設計，未說明私部門、民間組織

所扮演的角色。 

趙永茂 

（2000a）

法國區政府等體制對精省

後政府組織變革的啟發--

區政府對中間機關等理論

的分析 

以「新管理體制理論、限定目的政府理論、區域政府理論、中

間機關理論」，闡述我國精省後之組織變革因應策略。文中主

張府際關係、跨域管理應列為未來發展重點。 

以政府組織結構之功能為出發

點，強調所謂「區級政府」的組織

功能。文中所謂「跨域管理」係指

地方政府間之共同事務協調與管

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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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位論文部分 
研究者 

（時間）
論文名稱 主要研究內容 內容評析 

詹立煒 

（2005）

台灣跨域治理機制之研究

--理論、策略與個案 

探討跨域治理相關的三個研究問題，分別為什麼是跨域治理？

為什麼需要跨域治理？跨域治理如何具體操作？透過英國、德

國、荷蘭等歐洲國家推動跨域治理的經驗，以及國內相關案

例，提出台灣跨域治理機制的理論模式與運作體制建議。 

就主題範疇界定而言，與本研究計

畫相近，但未能說明跨國及國內個

案之比較基礎，且單以二手文獻作

為單一資料來源，對此項複雜而正

在發展中的議題而言，似仍有不足

之處。 

林慈玲 

（2005）

地方政府跨域合作研究—

日、美與我國經驗之比較

介紹美、日地方政府跨域合作制度與經驗，並探討臺灣在垃圾

處理、災害防救及流域管理等跨域合作議題的發展現況，提出

短中長程建議。 

上述研究偏重政府機關間的協調

合作與法制建議，但文中述及臺灣

跨域合作經驗與個案則符合跨域

治理的條件，而作者進行之實地訪

談資料，亦有其貢獻。 

林錫銓 

（2005）

疆界之隱現—跨界永續治

理之體制演化研究 

從體制面理解跨界現象中的政治社會意義，一方面是探討人類

社會落實環境永續發展的可能，同時也探索民主治理的可能出

路，選擇國內跨界治理案例，包括草山生態文史聯盟、中台灣

觀光產業聯盟、高高屏首長會議，以及鄒是會議等組織團體之

跨界治理體制經驗的理解，進行可能性的探索，也根據案例經

驗提出「永續實踐之深層整合理論」以及「民主治理之車輪運

轉模式」之論述。 

作者所謂「跨界」，就內涵而言，

等同於所謂「跨域」，實為同義複

詞，唯作者偏重解到跨界治理體制

演化過程所促動的國家/社會、現

代/後現代性以及人/環境之間辯

證互動關係的深層涵義。 

郭修發 

（2005）

地方治理與觀光發展--以

宜蘭縣為例 

探索地方治理的意涵，以及全觀型治理的概念，如何運用在地

方觀光發展；建構地方觀光發展的分析架構；建構宜蘭縣的觀

光政策整合機制，提升觀光發展的治理能力。 

地方觀光發展的推動，有賴於公私

部門（包含非營利組織）之間充分

的溝通、協調，共同促進地方觀光

的發展，凸顯地方觀光發展政策的

跨域治理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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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怡婷 

（2005）

多重組織夥伴治理之研究

--以處理嚴重急性呼吸道

症候群（SARS）為例 

以 SARS為例，藉由探究組織間競爭與合作關係、不同治理模

式的理論及信任等，對組織的重要性等面向，形塑出政府組織

在建立夥伴協力過程中更彈性地治理方式。 

SARS在台灣蔓延的個案，就資源
整合與防疫措施整合上，實具有跨

域部門的特色。 

謝孝昆 

（2005）

台北都會區治理的制度障

礙—政府間合作關係之研

究 

研究台北都會區的都會治理議題，涉及中央政府、台北市政府

與台北縣政府三者間的互動模式與關係，研究建議提及應建立

都會區治理機制，作為政府間溝通與對話的平台，同時應建構

一套誘因制度使得都會區政府間合作式的治理得以形成。 

就參與行動者而言，屬於傳統府際

關係的研究範疇，就該研究中觸及

之議題分析，在談及「實質建設與

環境治理議題」部分，則符合跨域

治理的研究定位。 

周蕙蘋 

（2004）

臺灣地方政府組織再造之

評析--以英國地方治理經

驗之觀點 

以英國地方治理經驗為鏡，強調臺灣地方政府再造欠缺積極之

地方治理模式設計，除未建構必要的跨域治理機制、亦忽視地

方治理強化地方財政之思維。 

雖以行政組織設計為研究主軸，但

文中述及「地方治理概念」，第六

章提及建構跨域治理之新治理模

式等，實有參考價值。 

李阿興 

（2004）

台北縣鄉鎮市垃圾處理跨

域治理之研究 

以垃圾處理議題為例，強調地方政府應以生活圈及次生活圈之

概念建立跨域合作機制。 

垃圾處理議題可能涉及參與行動

者多元，符合治理的本質，在處理

過程，污染源的移動跨越行政管轄

權，符合跨部門治理概念。 

林輝銘 

（2004）

從公共利益觀點探討非營

利組織在都市發展中的角

色與功能--以公園綠地為

例 

以「都市發展策略」為題，透過公園綠地的個案，申論非營利

組織因為具備盈餘不分配的特色，所以在參與公共事務方面，

更具正當性及公信力，凸顯政府部門引進民間組織參與政策推

動之益處。 

非跨域管理議題，且未能突破政府

服務承包者的代理人角色，但卻凸

顯民間組織有別於政府部門的社

會接受力。 

王德興 

（2004）

我國地方府際合作--「高

高屏跨域合作」個案研究

以高高屏「水資源開發與河川整治」為例，探討地方政府間的

跨域合作事宜，並佐以美國、日本、法國相關經驗，希望藉此

減緩地方政府龐大的經費壓力與建設赤字。 

屬於跨域管理議題，但未能突破效

率管理與行政組織結盟的版圖，未

納入/深入探討民間協力的角色。 

蔣麟 

（2004）

地方機關跨部門合作之研

究--以台北市南港經貿園

區剩餘土石方棄置問題為

例 

探索跨部門合作的理論與途徑，並從台北市南港經貿園區廢棄

土石方棄置問題之具體個案，歸納我國缺乏地方政府間合作機

制之法制，並強調以行政區劃解決臺灣地區之跨域自治事務問

題。 

偏重法制面改革論述，凸顯跨域管

理機制建立之需求，未能論及民間

社會的影響力與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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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懿婷 

（2004）

跨區域事務處理之研究--

以流域管理為例 

就流域管理的跨域問題，以英、美、日三國之制度經驗為例，

建議台灣必須推動跨區域事務處理制度的建立。 

偏重法制結構建議，破侷限於政府

間合作，以及職權整合。但仍凸顯

缺乏跨區域事務協調機制的問題。 

張銘憲 

（2004）

夥伴關係與府際協調--南

投縣濁水溪開採砂石政策

之解析 

以南投縣濁水溪開採砂石為例，探討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府際衝

突，並歸納以夥伴關係及資源共享原則來改善兩者關係。 

就上述跨域管理議題，忽略第二、

第三部門的角色。 

吳榮祥 

（2004）

河川流域管理之研究--以

高屏溪流域跨域合作為例

就組織、職掌、法令制度、環境保護、生態保育等層面探討河

川管理問題，蒐集美、德、法、日等國河川流域管理實況，以

及高屏溪流域管理為個案，建構我國現代化河川流域管理方

式，過程中發現我國在跨區域管理機制的不足，影響中央與地

方政府間的合作關係。 

所指跨區域管理機制的不足，屬於

政府部門間的合作溝通管道，未納

入企業與社會的角色。 

陳廣義 

（2003）

政經變遷中台北市行政組

織發展之研究 

以台北市行政組織發展作為研究對象，嘗試從都會區域發展的

角度來探討其與治理模式、政府再造之間的關係，評估都市行

政組織應如何改革才能滿足未來區域治理的需要。 

內文以行政組織為研究主體，部分

文獻觸及區域治理與府際關係的

文獻。 

劉東揚 

（2003）

公私協力應用於社區營造

策略之研究－以台北市士

林區為例 

全文以「公私協力」理論應用於社區發展為例，佐以英國社區

協力關係的運作經驗，主張政府機關在政策的執行上，應結合

民間社會團體的資源，例如 NPO/NGO、企業、志工團體及社
區組織等，並以地方性議題作為訴求的基礎，展現整合性的治

理能力，回應地方需求及解決實質環境議題。 

是文點出行政部門與社會部門、企

業部門之結合，展露推動地方發展

的新契機，另外，就英國個案介紹

內容而言，亦凸顯「跨部門協力聯

盟」已卓然有成。 

胡博硯 

（2003）

整合流域管理事權在行政

組織法上的落實 

就「整合流域管理事權」議題，以組織法制化觀點出發，探討

流域管理多頭馬車的弊病，文中並深入探討「高屏溪流域管理

委員會」之合理性與合憲性，並提出流域管理專責機制之芻議。

偏重法制層面的討論，僅探討行政

組織的結合，以及專責管理機構的

事權統一特性，未能突破管理主義

的範疇。 

王嘉麟 

（2003）

府際關係與地方政府治理

能力之探討--以中央委辦

高雄紅毛港遷村案為例 

以中央委辦高雄紅毛港遷村個案為例，歸納個案延宕多年的原

因，包括中央地方權限劃分及爭議問題，中央地方間政策互動

及督管事宜，府際間互助及合作機制，地方治理困頓等四大通

案關鍵問題。 

此個案屬於中央委辦地方事項，依

據紀俊臣教授見解，為辦事項受監

督密度高，不宜納入跨域管理範疇

之研究。但是文卻凸顯缺乏府際間

互助及合作機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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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建龍 

（2003）

六輕問題與地方政府因應

作為：網絡府際之觀點 

以府際管理的觀點及政策網絡研究途徑，探析雲林縣政府解決

六輕設廠所衍生的問題。就當地居民與環境團體紛紛採取集體

行動與企業經營者進行抗爭的現象，歸納地方發展缺乏一套可

信任的協商機制。 

就政策議題屬性而言，雖未具跨域

管理特性，但政策參與者卻具有跨

部門代表性。此外承是文之歸納，

凸顯我國仍缺乏跨部門協調機制。 

林耿弘 

（2003）

國土法（草案）體制下台

灣都會管理機制建立之研

究 

探討「國土計畫法（草案）」中有關都會區發展之規劃，主張

以「契約制」作為未來台灣地區都會區域政府的都會區管理機

制，建議將規劃中的「都會區域計畫推動委員會」由幕僚單位

轉為握有實際權限的會報組織。 

對於都會區所涉之跨域管理議

題，建議設置統籌協調機制，以符

合未來需求，凸顯跨域管理機制的

重要性。 

林惠華 

（2002）

公私協力機制運用於都市

更新政策之研究：士林夜

市之個案模擬 

析探「公私協力」理論應用於都市更新議題，結合英美以公私

協力機制成功推動都市更新的操作經驗，作為我國理論和實務

上的參考，歸納公私部門合作之必須性。 

雖未觸及跨域管理議題，但是文以

公私協力理論，作為地方更新發展

之推動機制，並介紹國際成功個

案，有助於吾人瞭解地方政府改革

之發展趨勢。 

施正瀛 

（2002）

府際關係的協調：高屏溪

養猪離牧政策的個案分析

針對高高屏地區飲用水品質問題，探究高屏溪養猪離牧政策之

執行過程與成效，主張透過府際協調機制的運作，以確保政策

目的的達成。 

屬於政府部門的垂直與水平府際

協調，雖屬跨域管理議題，但未觸

及民間組織所扮演的觸媒催化角

色。 

劉凱旋 

（2002）

台灣河川管理之探討--八

掌溪為例 

以八掌溪的河川管理實務探討為例，主張河川整體環境及流域

土地利用規劃必需綜合考量水土資源、生態保育及空間環境之

調諧，需要流域整體規劃，跨域管理的共識、強化協調與合作

機制建立。 

仍強調政府部門間的「協調合作機

制」，未納入民間組織參與的角

色，忽略相對應之民間團體、企業

組織的主張與構想。 

趙恭岳 

（2002）

跨區域管理的府際關係研

究--以台北市捷運為例 

本研究以台北捷運作為個案，在府際關係的研究架構下，以府

際管理、公民參與及國外案例比較三種途徑加以分析，進而就

法制與組織改革層面，提出對未來我國跨區域管理方式的建

議。 

是文以「大眾交通運輸建設」政策

議題為例，典型跨部門治理議題，

但該研究僅說明跨域管理層次的

問題，凸顯政策上的鄰避效應，尚

未論及協力機制的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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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意琇 

（2002）

臺灣垃圾跨區域處理之個

案研究 

主要採取跨域管理之研究途徑，以臺灣垃圾跨區域處理個案為

例，主要探討台北市與基隆市垃圾跨區域處理合作案，檢討我

國地方政府間跨區域合作模式之實踐。 

雖是部門治理議題，但卻侷限於地

方政府間的合作，並未突破所謂第

一部門的界線。但文中仍歸納政府

部門間缺乏區域性合作規劃。 

游慶忠 

（2001）

日本廣域行政之研究—以

市町村合併為中心 

探討「市町村合併」議題，瞭解何以在一百多年間，日本市町

村層級政府數目，由原本為數 71314 之市町村，銳減至今日
3227之市町村。 

雖偏重鄉鎮市層級的行政合併與

區劃議題議題，但廣域行政之定義

與事務、方式與類型、理念與改制

必要性等，仍有參考價值。 

林辰穎 

（2000）

地方政府與民間慈善組織

在社會救助政策執行上的

互動關係--以嘉義縣為例

聚焦於地方縣市政府在推動社會救助業務時，與民間慈善組織

的互動關係為何，而上述關係又如何形塑地方政府的政策執行

力。據此研究歸納必須建立「跨政府-民間的聯繫機制」；此外，

民間組織動員的機動性與彈性，適以彌補政府既有行政結構的

遲滯性與彈性之不足。 

是文以「社會救助業務」為例，析

析政府與民間合作協力之現行個

案，但同時指出缺乏「跨部門聯繫

機制」之窘境。 

李長晏 

（1999）

我國中央與地方府際關係

分析：英國經驗之學習 

針對地方自治的發展趨勢，透過制度設計的觀點，分析台灣中

央與地方的府際關係，就新地方制度下的中央與地方互動關係

作，提出「地方政府間之競爭與合作、權責劃分與權限爭議、

政策衝突與管理與府際財政管理」等方面之制度性安排。 

屬於府際關係研究範疇，未探析跨

域管理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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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討會文章部分 
作者 

（時間）
論文名稱 主要研究內容 內容評析 

陳立剛 

（2005）

地方政府間跨域合作的探

究--以美國地方政府為例

在地方治理的概念之下，強調跨域治理議題日益重要，應加速

地方政府跨區域合作機制的建立，針對地方政府府際間平行的

互動合作關係提出分析，並介紹美國跨區域間合作機制，作為

我國未來跨域性治理問題的建議。 

介紹之個案尚未凸顯第三部門或

民間組織參與地方治理過程，仍屬

於傳統政府間的水平互動。 

鄭詩涵 

（2005）

以跨域管理機制解決統管

流域水資源問題--以波多

馬克河看淡水河流域 

以文獻檢閱方式，以美東 Potomac River為例，借鏡其跨域治

理經驗，並據以分析台北淡水河流域問題，並提出制度性建議。

限於靜態制度介紹，缺乏動態團體

互動資料，以及理論層面的探討。 

席代麟 

李舜雯 

（2005）

府際關係與流域管理--高

屏溪流域管理的經驗 

簡述區域合作相關理論、法制規範，整理台灣跨域合作之法源

基礎，並以北基垃圾合作案、高屏溪流域管理為例，文末提出

原則性及法制改革建議。 

偏重法制建議，但亦提供部分台灣

跨域發展現況。 

李宗勳 

（2005）

協力夥伴跨域治理的挑戰

與機會--以社區風險治理

為例 

強調部門間關係應是支應性而非替代性，必須建立跨部門協力

夥伴關係，以整合資源，治理風險。文中更以實地社區風險治

理資料為例，強調必須組建協力夥伴的原因，在於資源互用

化、職能支應化、議題跨域化。 

文中對於公私協力（PPP）及合作
夥伴（collaborative partnership）之
區別似未見明確，但歸納 Kooiman
所主張之共同治理為要。 

陳敦源等

（2005）

跨域治理環境下的政策執

行：一個對政策網絡與理

性選擇理論發展的方法論

評估與個案操演 

綜合網絡分析與理性選擇對健保局與衛生署推動「健保雙

漲」，此類具有複雜動態現象的政策個案進行研究，建構「網

絡治理的理性機制」。 

對於文中所謂「跨域治理」的概

念，吾人持不同的見解，主要可由

其個案中參與組織的組織屬性予

以分析，尤其公辦民營的健保局是

否可作為政府部門以外的代表，吾

人持保留的態度，而文中亦未提及

社會團體代表及醫院組織代表，偏

重以政治過程論述個案發展，故是

否符合跨域治理的內涵，似存有爭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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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錦鵬 

（2003b）

全觀型治理—理論與制度

化策略 

介紹英國學者 Perri 6所倡議之「全觀型治理」，屬於鉅觀層次

觀點，闡述未來政府的型態，應由功能性分化組織，進化為整

合型政府，就治理階層而言，強調全球-全國-地方的整合，主

要制度化策略包括線上治理、整合型組織、主動型文官體制

等，其中建立整合型政府組織中，亦重視應由「地域性、整合

性、公私部門合夥」等層面加以觀察。 

整合型組織內涵與跨域治理機制

構想，在組織設計層面有其共同

點，但由於其屬鉅觀層次架構，不

易直接應用於分析跨域機制，同時

文中對政府以外組織的強調，亦未

有明確的區分。 

仉桂美 

（2003）

新區域主義下之我國都會

區政府的協力關係 

主要以「法制研究途徑」嘗試舉證說明我國的都會區政府發

展，正朝向都會治理而行，符合新區域主義的內涵。 

內文強調以新區域主義運用於都

會治理，建立組織間的夥伴、合作

關係，特別提及與非營利組織或社

區組織之間的合作。 

翁興利 

（2003）

治理模式與委外決策之研

究 

強調在政府治理模式由傳統官僚權力模式，推展至交易契約模

式及社群夥伴模式的演變下，未來委外方式仍將扮演重要角

色，必須思考如何予以檢討、改進。 

提及社群治理模式，係強調公私部

門同心協力的合作管理關係；但全

文僅將此觀點應用於闡析「委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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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2：研究範圍說明表 
部門類別 非營利（第三）部門 政府（第一）部門 營利（第二）部門 
分析層面 互動關係 說明 互動關係 說明 互動關係 說明 

單一組織 特定公共服務任務，由單一非營利組織獨

力完成。 
單 一 組 織

（authority-based ） 
由單一政府單位／組織統轄的任務，例

如「政府單位的會計業務」。 單一組織 傳統中小企業規模較小，未設有分公司。 

組織分工 兩個組織以上 
（組織間合作） 
（組織內合作） 

特定公共服務任務，有賴不同非營利組織

間的合作（組織間合作），或大型非營利組

織內部單位間的合作（組織內合作）。 

兩個組織以上 
（ 府 際 管 理 、

jurisdictional-based）

所涉事權分屬兩個以上的政府單位，例

如「台灣流域管理事權」同時分屬經濟

部水利署及農委會等政府單位。 

兩個組織以上 
（組織間合作）

（組織內合作）

規模較大的企業，母公司與子公司之間業

務往來密切；或者不同公司間進行「策略

性結盟」。 

單一行政區 

（Ⅲ） 

非營利組織的服務範圍僅限定於單一特定

行政區。例如於台北縣教育局辦理登記的

文教基金會。 

單一行政區 

（Ⅰ） 
公共事務僅限於特定行政區，例如各地

方政府的公園路燈管理業務。 
單一區域 

（Ⅱ） 
於單一地區登記設廠，法規管制單純、一

致。 

區域分佈

跨越行政區 

非營利組織規模較大，分別有分支機構設

置於不同的行政區，甚或不同的國家，可

能導致受不同的法規約束。例如喜憨兒基

金會設立於不同縣市的「喜憨兒餐廳」。 

跨越行政區 公共事務跨越行政區，例如空氣污染或

水污染的取締管制。 跨越區域 
企業所屬公司、廠房所在地分屬於不同地

理區域、國家、城市，可能受限於不同的

法規管制，例如「跨國企業」。 

獨攬 
事務性的組織內管理，通常由非營利組織

本身獨立掌握。但可能發生第三部門失靈

（志願失靈）。 
獨攬 前述事權由政府部門獨力完成。但可能

產生政府失靈。 獨攬 
常態性的企業經營，取決於市場供需，其

它部門無須也無法介入。但可能衍生市場

失靈。 

與第一部門 
合作 

（Ⅴ） 

非營利部門主動提案，向相關政府單位申

請經費補助，從事社會服務工作。例如政

府社政單位經常提供的補助項目。 

與第二部門合作 

（Ⅳ） 

八０年代開始的民營化、委託外包等，

例如國有企業民營化、台灣高速鐵路的

興建與營運。主要挑戰係如何保有競

爭、課責與回應力。 

與第一部門合

作 

（Ⅳ） 

台灣微軟公司在台捐贈 20 座「學習 e 樂

園」，除南投東埔的據點之外，多數設於地

方政府公有圖書館。美國 Edision, Inc.涉足
公立學校的經營。 

與第二部門合作 

（Ⅵ） 

非營利部門向企業提案，尋求經費或其它

實質的援助，以從事社會服務工作。例如

募款、認同卡、接受捐助等。 

與第三部門合作 

（Ⅴ） 

八０年代開始的委託外包，政府開始憑

藉非營利組織特有的服務管道，委託多

項社會福利的提供。 

與第三部門合

作 

（Ⅵ） 

「學習 e 樂園」位於南投東埔的據點，設

於東埔布農文化工作室。 

部門分工

與第一、二部門 

合作（Ⅶ） 

由非營利部門發起，同時有政府組織、營

利組織涉入，以解決公共問題的例子。例

如「公益數位村」計畫。 

與第二、三部門合作

（Ⅶ） 

由政府部門發起，同時有營利組織與非

營利組織涉入，以解決公共問題的例

子。例如「新故鄉文教基金會」的成立。

與第一、三部門

合作（Ⅶ） 

由營利部門發起，同時有政府部門與非營

利組織涉入，以解決公共問題的例子。例

如台灣微軟公司推動的「學習 e 樂園」為

例。 

說明：以「紅色」標示部分的互動關係，屬於類型「Ⅰ」；「橘色」標示部分的互動關係，屬於類型「Ⅱ」；「黃色」標示部分的互動關係，屬於類型「Ⅲ」；「淺粉藍色」標示部分的互動關係，屬

於類型「Ⅳ」；「粉紅色」標示部分的互動關係，屬於類型「Ⅴ」；「藍色」標示部分的互動關係，屬於類型「Ⅵ」；「深黃色」標示部分的互動關係，屬於類型「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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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3：治理結構特徵表 
 

治理結構＼特徵 參與形式 專業本質 決策規則 管理衝突的方法
管理不確定性 
的方法 範例 

層級節制 
hierarchical 

遵循秩序 技術知識 
組織地位 高層決定 解決 

迴避 
解決 
迴避 稅務審查 

判決 
adjudicative 

雙方倡議 蒐證技術 
說服能力 舉證 雙方競爭 歸納簡化 

（對與錯） 行政法公聽會 

敵對 
adversarial 

多方創議 蒐證技術 
說服能力 決策者判斷 多方競爭 競爭（可能加劇

不確定性） 結構化談判 

學院競爭 
collegial-competitive 

利益創議 政治專家的說服

與談判技術 
多數決 
絕對多數決 

競爭、合作 
妥協 

競爭、合作 
妥協 管制性磋商 

學院共識 
collegial-consensual 

合作調查 說服與合作技術 共識決 合作 
迴避 

合作 
迴避 

稟議決策334 

共識過程 

學院調停 
collegial-mediative 

中立第三者前

的辯論 調停與論據技術

基於調停者的建

議或提議之處

置，而拒絕對方

接受或拒絕 

被引導的妥協 被引導的妥協 勞工管理爭議 

市場 
market 

各自追尋不同

目標 
些許肯定，依各

方處境而改變 依現象協調 競爭 
迴避 接受 公私協調案例 

資料來源：Hult & Walcott, 1990: 42-43。 
                                                 
334 “ringi decision-making”係一種共識建立、集體決策的過程，衍生自日本管理實務，通常一份政策文件會在權責相關的管理者受中傳遞，徵詢意見的同時並

行使認可權，假若某位管理者對決策計畫書的內容認為有修改的必要，可逕自修改之，並重新將政策文件傳遞一次（轉引自 Hult & Walcott, 1990: 46；原文見

Morgan, 1986: 93）。“ringi decision-making”係一種共識建立、集體決策的過程，衍生自日本管理實務，通常一份政策文件會在權責相關的管理者受中傳遞，

徵詢意見的同時並行使認可權，假若某位管理者對決策計畫書的內容認為有修改的必要，可逕自修改之，並重新將政策文件傳遞一次（轉引自 Hult & Walcott, 1990: 

46；原文見 Morgan, 1986: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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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4：過程價值與治理結構 
 

官僚理性 
治理結構＼標準 

問題定義與詮釋 終止討論的能力 
課責 代表性 正當性的主要來源 

層級節制 
hierarchical 

以標準程序達成一

致 
高（假若決策者有意

願作出決定） 
高（對高階官員、外

部監督者） 不足 效率 
課責 

判決 
adjudicative 

兩個對立觀點 
其一為正確 

高 
（由第三者決定） 

高（法官依法做出決

定） 
參與者的權力，通常

兩造雙方搶先佔取 程序公正 

敵對 
adversarial 

多方的衝突觀點 高（假若未涉入決策

者採取行動） 
對選區選民團體高 
對監督者低 所有被定義為團體者

開放性 
辯論的全面性 

學院競爭 
collegial-competitiv

e 

多方的衝突觀點、存

在共同點、妥協的可

能性 

高（缺少共識就用正

式選舉規則；終止討

論可能是暫時的，當

議題變的更兩極化、

更重新分配時） 

對選舉人或顧客呈現

中度（與少數磋商或

能產生所欲決定） 
所有感興趣的團體 代表性、公正、程序

開放性 

學院共識 
collegial-consensua

l 

集體調查需要適當

回應；問題影響分享

的利益 

高（假若公共利益能

被發現）；低（假若衝

突兩極化或重新分

配） 

或許會很低；探索與

發展共識具有高度優

先性 

可能很廣泛，不是很

凸顯（首重探詢選項

的能力與意願，以達

共識） 

開放性 
參與的平等性 
代表性 

學院調停 
collegial-mediative 

衝突觀點 
共同點是有可能的

高（端視調停者的技

術與對共享利益的感

受） 

對選舉人或顧客呈現

中度 所有被定義為團體者
完全的傾聽 
調停者的接受性 

市場 
market 

非結構不良，超乎人

類的理解或控制 
不確定 

（決定隨時出現） 低直接課責 現狀 
利益佔優勢 

自由 
效率 

資料來源：Hult & Walcott, 1990: 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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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5：「洛杉磯河整治計畫」執行進度、相關會議時程與議程 
      

環境影響評估報告與說明

（EIR/EIS） 
計畫階段 資料蒐集／探索階段（Data Collection/Discovery） 製圖／分析階段（Mapping/Analysis） 
會議／月份 Aug 05 Sep 05 Oct 05 Nov 05 Dec 05 Jan 06 
社區座談會

與議程335   Mtg 1 & 2336   Mtg 3, 4 & 5337 

諮詢委員會       
同儕評論 
委員會       

利害關係人

委員會       
任務小組 
會議 8/10 (Wed.) 9/26 (Mon.) 10/24 (Mon.) No Meeting 12/5 (Mon.) 1/9 (Mon.) 

洛杉磯河 
特別委員會

8/11 (Thurs.) 9/28 (Wed.) 10/26 (Wed.) 11/30 (Wed.)   
EIR/EIS 
會議       
其它會議 
或資料公布

      
資料來源：整理自 LARRMP (2005) Meeting Schedule. Retrieved on June 25, 2006 from http://www.lariverrmp.org/CommunityOutreach/overall_calendar.htm; LARRMP 
(2007) Final of Revitalization Master Plan. Retrieved on February 28, 2007 from http://www.lariverrmp.org/CommunityOutreach/masterplan_download.htm. 

                                                 
335 As for each agenda of community meeting in sequencing, they are “Vision, Issue & Objectives” in Oct. 2005, “Framework & Options” in Jan. 2006, “Initiate Detailed 
Plan for Five River Areas (Nodes)” in Mar. 2006, “Discussion Alternatives & Present Node Concepts” in Jun. 2006, “Draft Revitalization Master Plan” in Sep. 2006, “Final 
Revitalization Master Plan” in Feb. 2007. 
336 Oct 15 in Weddington Recreation Center & Oct 22 at the Goodwill Work Source Center; these two community workshops’ agenda is to “initiate project, outline process and 
schedule existing conditions discussion”. 
337 Jan 21, 24, & 28 in Reseda High, Exposition Park, and Chevy Chase Recreation Center in Atwater Village; these three community workshops’ agenda focus on “frameworks, 
constraints and opport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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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5：「洛杉磯河整治計畫」執行進度、相關會議時程與議程（續前頁） 
環境影響評估報告與說明（EIR/EIS） 

計畫階段 
架構階段（Frameworks） 計畫選項階段（Design Options） 

會議／月份 Feb 06 Mar 06 Apr 06 May 06 Jun 06 
社區座談會

與議程  Mtg 6, 7 & 8338   Mtg 9, 10 & 11339 

諮詢委員會  1st meeting 
3/29 (Wed.)    

同儕評論 
委員會   1st meeting 

4/25 (Tues.)   

利害關係人

委員會  1st meeting 
3/8 (Wed.)   2nd meeting 

6/28 (Wed.) 
任務小組 
會議 2/13 (Mon.) 3/13 (Mon.) 4/10 (Mon.) 5/15 (Mon.) 6/12 (Mon.) 

洛杉磯河 
特別委員會

2/27 (Mon.) 3/22 (Tues.) 4/10 (Mon.) 5/8 (Mon.) 6/12 (Mon.) 

EIR/EIS 
會議   Scoping Meeting340 

4/18 (Tues.)  Mtg. 2: Alternatives 
Evaluation 

其它會議 
或資料公布

 

3/30 (Thurs.) 
Notice of 

Preparation/Intent for 
EIR/EIS 

   

                                                 
338 Mar 25, 28 & 29 at Birmingham High, Glassell Park, and Boyle Heights; these three community workshops’ focus on “river & community options, select nodes. 
339 Jun 24, 27 & 28 at the Goodwill Workforce Center, Oakwood School in North Hollywood, and Evergreen Recreation Center in Boyle Heights; these three community workshops’ 
focus on “review draft alternative concepts and present node concepts’. 
340 the meeting was held from 4:00 PM. to 7:00 PM. at the Media Center located at 2714 Media Center Drive, Los Angeles, CA 9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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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5：「洛杉磯河整治計畫」執行進度、相關會議時程與議程（續前頁） 
環境影響評估報告與說明（EIR/EIS） 

計畫階段 
替選方案評估階段（Alternatives） 草案規劃階段（Draft Plan） 最後規劃階段（Final/Action Plan） 

會議／月份 Jul 06 Aug 06 Sep 06 Oct 06 Nov 06 Dec 06 Jan 07 Feb 07 Mar 07 Apr 07 
社區座談會

與議程   Mtg 12, 13 
& 14341     Mtg 15, 16 

& 17342   

諮詢委員會
2nd meeting 
7/18 (Tues.)  3rd meeting

9/27 (Wed.)      4th meeting
3/13 (Tues.)

5th meeting 
4/25 (Wed.) 

同儕評論 
委員會  2nd meeting

8/8 (Tues.) 
3rd meeting
9/26 (Tues.)        

利害關係人

委員會         3rd meeting
3/13 (Tues.)

4th meeting 
4/25 (Wed.) 

任務小組 
會議 7/17 (Mon.)  9/11  

(Mon.) 10/23 (Mon.)  12/18 
(Mon.)    4/25 

(Wed.) 
洛杉磯河特

別委員會  8/7 
 (Mon.) 

9/25 
(Mon.) 10/30 (Mon.)       

EIR/EIS 
會議     

Mtg. 3: 
Final 

EIR/EIS 
 1/29343 

(Mon.)   4/30344 
(Mon.) 

其它會議 
或資料公布

 
1st Alianza 

meeting 
8/29 (Tues.)

2nd Alianza 
meeting 

9/29 (Fri.) 

Youth 
Workshop345

10/12(Thurs.)
   2/2346 (Fri.)  

4/23347 
(Mon.) 

4/27348 (Fri.) 

 

                                                 
341 Sep 26, 27 & 30 at the New Academy in Canoga Park, Dept of Water & Power (downtown), and the Chevy Chase Recreation Center in Atwater Village; these three community 
workshops’ focus on “present draft plan and refined nodes”. 
342 Feb. 24th: Hollenbeck Middle School, Boyle Heights; 27th: Canoga Park High School Auditorium; 28th: Metropolitan Water District, Downtown LA; these three 
community workshops’ focus on “present overall revitalization master plan, including opportunity areas by geographic area, and public hearing on the PEIR/PEIS”. In the 
meanwhile, the draft plan and PEIR/PEIS of LARRMP had been demonstrated in 16 public libraries for public comment from Feb. 2nd 2007 to Mar. 27th 2007, also available 
on www.LARiver.org. 
343 Notice of Availability for Draft Programmatic EIR/EIS of LARRMP (State Clearing house No. 2006041050). 
344 FinalProgrammatic EIR/EIS of LARRMP was published on the websit of LARiver. 
345 「洛杉磯河整治計畫」團隊於 2006年 10 月 12 日，上午 9點至下午 2點，於洛杉磯市展覽中心舉辦 First Youth Workshop on the Los Angeles River 2006。 
346 Draft plan of LARRMP was published on the website of LARiver. 
347 Finding and Statement of Overridding Considerations: Los Angeles Revitalization Mster Plan (LARRMP) was published by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Group, 
Bureau of Engineering, Department of Public Works, City of Los Angeles. 
348 A document table for Comments-Responses of the draft plan of LARRMP was published on the websit of LARiver, which includes all the comments and responses before 
4/26/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