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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與分析 

 
有關跨部門治理議題相關研究的文獻回顧與評析，應區分為兩個層面進行

分析，首先是針對理論層面的研究成果進行回顧，歸納過往國、內外跨部門治理

議題究竟採取哪些治理模式，並分析各類治理模式的重點主張。其次則應就國

內、外跨部門治理議題的實務個案進行分析，評述相關個案之制度性安排及其參

與內容，以奠定後續個案研究的參考與比較基礎。於下依序分述國內、外相關研

究與分析比較。 

 

第一節 國內相關文獻 
 

文獻分析55指出，國內對於所謂跨部門治理議題的定義尚未明確，相關研究

案例數量亦不足，多數研究探討的跨域問題，多屬於垂直或水平府際關係的範

疇，甚者以都會治理、區域治理概念統攝所謂跨域的問題，歸納其內涵屬於政府

主導、府際間合作的態勢；一部份的文獻則由公私夥伴關係、公私合產、私有化

等途徑，探討公共服務委外所衍生跨越公私組織界線的新關係，其內容分別包括

政府部門與非營利部門或營利部門的合作關係，係屬於契約主導、效率至上的組

織間合作的態勢。質言之，國內地方政府研究者關切的議題乃是府際管理或跨域

管理／治理的議題，並且普遍認為台灣較缺乏府際關係或跨域管理相關協調機制

（趙永茂，2001：296；林水波，2002；江岷欽、孫本初、劉坤億，2003；吳介英、

紀俊臣，2003；趙永茂，2000；陳立剛、李長晏，2003）。其實，國內有關跨域

合作議題之研究，始於張家洋教授（1978）所發表之「美國都會地區的行政問題

及其解決途徑」一文，文中對於美國都會問題跨區域合作機制有詳盡之介紹，係

屬於都會治理的議題；其次，紀俊臣教授（1994）則出版專書介紹所謂「跨域合

作機制
56」，並歸納「零星措施」、「局部措施」及「整體措施」等三類機制57；兩

者的研究都屬於以政府為中心的治理模式。 

相對於理論層面的研究，實務個案研究則展現較為多元的特色，例如李宗勳

教授（2005）曾以社區風險治理為題，針對嘉義阿里山地區茶山村，以及台中縣

                                                 
55 國內相關研究部分，詳請參見附錄一。對於相關研究案、碩博士論文、期刊文章及研討會論文

等，進行文獻回顧、整理與評述。 
56 美國跨域合作機制而言，一般歸納概約有 24 項之多，分別為：1、志願主義；2、非正式協議；

3、正式的地方政府間協議；4、地方政府間簽訂服務契約；5、簽約外包；6、社區夥伴關係；7、

跨部門合作；8、非營利公法人；9、境外管轄權；10、地區政府議會；11、聯邦政府誘導成立的

跨域性團體；12、地區性服務特區；13、功能移轉；14、兼併；15、法人化；16、單一的財產稅

基分享制；17、政府平衡基金；18、服務的統合；19、都會政府的改革；20、跨區性的單一目的

特區；21、地區性的特殊管理局；22、都會服務管理局；23、地方政府合併；24、聯邦型態的都

會政府等。 
57 所謂「零星措施」意指就特定之公共事務，採取個別跨域合作模式，例如公車業務或垃圾處理；

所謂「局部措施」意指地方自治團體間，針對跨域間之部分業務，以功能聯合或聯合服務模式進

行合作；所謂「整體措施」乃是最大規模而徹底的跨域整合措施，透過行政區域的合併，解決所

謂跨域問題（紀俊臣，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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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勢鎮東勢鐵馬專用道進行研究，應用共同治理（meta-governance）的概念，分

析前述兩項個案，特別在東勢的個案分析中，指出政府、警察機關、民間業者、

民間非營利團體間，已建立相互影響、彼此依賴的關係，並強調在資源互用化、

職能支應化、議題跨域化的系絡中，部門間關係應是支應性而非替代性。前述研

究符合本文所定義的跨部門治理特徵，同時採用了非政府單方主導、非契約主

導、非效率至上的社區治理58途徑，進行個案的研究與分析。此外，廖俊松、曾

憲華（2006）以「地方警政跨域治理」為題，強調當前公共事務具有跨部門、跨

區域的特色，並應用相關治理概念為基礎，針對地方警政議題進行研究，並引用

相關研究之基礎，提出三項警政跨域治理模式建議，分別為型塑協力經營型政

府、發展橫跨部門政策、以新公共服務精神型塑催化領導。前述研究同樣以治理

概念為基礎指出跨部門治理的合作趨勢。但前述兩項研究，皆偏重原則性建議，

並未對跨部門治理過程提出具體分析，對各部門參與層次的討論亦限於公共服務

執行的範疇。 

再者，由於本研究係針對「洛杉磯河整治計畫」進行個案，其政策範疇屬於

流域治理類別。爰回顧國內流域管理相關研究發現，鄭詩涵（2005）曾以文獻檢

閱方式，以美東波多馬克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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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提出制度性建議，其於文中轉述波多馬克河經

驗，歸納流域管理常見問題與爭議，包括漁業利益爭議、航運爭議、流域主權爭

議、流域周遭建設與開發問題、飲用水問題、河川保育問題、行政管理問題、政

治歧見等；但是文僅提出議題介紹與政策結果，未能針對特定爭議的政策規劃過

程提出說明，此外其討論內容偏重於政府組織間協調、協力事宜。柯三吉教授

（1997）曾接受經濟部水資源局委託，以「淡水河流域專責管理機構組織與執掌

之研究」為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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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在既有的公共組織之下，流域管理機構應以何種方式設置

為宜；文中以傳統官僚體制設計思維予以考量，未納入多重部門參與的設計概

念，屬於政府為中心的管理模式。胡念祖（2000）曾接受國科會永續會委託，以

「高屏區域流域管理機關建立之策略規劃（Ⅰ）」為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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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以專章廣泛

介紹美國各主要流域管理委員會，但僅止於靜態基本資料的介紹，研究重點在於

探討以公法人方式成立流域管理機關的可行性，屬於法制面的探討，未納入公民

參與機制的討論。翁興利（2003）曾以「台灣流域管理委員會之規劃研究」為題，

                                                 
58 社區（群）治理（community governance）興起於 1990年代中期，背景是許多地方政府在以

傳統方式提供服務時，感受到財務限制及競爭性競標等其他管理方式的挑戰，以及逐漸與利害關

係人建立夥伴關係的趨勢下產生。就社區治理的特徵而言，社區治理的起始點乃是為地方政府設

立更為廣泛的角色，不再僅是提供服務，而是擴展到對地區福祉的關切，其關鍵議題已由如何提

供服務，轉為如何極大化地區公民的福祉；其二為強調與其他行動者或機關以夥伴關係共事，其

目的不再只是與他人在形成共享策略目標的階段共事，同時也強調後續的執行；其三為關心服務

提供的結果，以及任何社區（群）內的多元利益。簡言之，社區（群）治理通常要問「誰獲益？

誰損失？」（who gains, who loses?）（Stoker, 1999: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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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專家訪談、問卷調查法等研究方法進行研究，文中介紹美、日、德、法、荷

等國流域管理概況，以及我國流域管理現況，最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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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研究，應為流域

管理政策相關研究中，較具突破性見解的研究，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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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未述及實務運作的制度性安排

與參與問題，以及相關理論之主張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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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外相關文獻 

  
相對於國內文獻較少觸及跨部門治理議題的探討，國外文獻無論在理論或實

務個案研究層面，都有較為豐富而具體的成果，更將跨部門治理議題的研究提升

至政策規劃、政策制定的階段。如此一來，更為跨部門治理議題研究定位奠定明

確的基礎。於下分述理論與實務層面的研究趨勢與成果。 
 
一、理論層面的文獻 
 當代美國公共行政，無論是理論界或實務界都正在進行重新定位，基於公共

行政的新自覺，過往深受經濟學、政策分析、組織理論等外來學科影響的研究取

向，自 90 年代起逐漸轉由公共行政本身的研究所主導。其核心論點乃是，理論

與利益衝突的概念、選舉或利益團體的競爭、賽局等將繼續主導政治科學。但公

共行政正穩定地遠離前述政治科學的理論與概念，朝向合作理論、網絡化、治理、

制度建立與維繫等議題發展，以回應管轄分割與國家分離（fragmented and 
disarticulated state）的問題（Frederickson, 1999: 701-702）。 

Jessop（2000: 23-25）認為市場、政府與治理都有失靈的傾向，於是提出「共

同治理」（meta-governance）59作為解決之道，共同治理並非高層政府對所有治理

安排的控制，也不是強加單一治理模式，而是為管理盛行協調模式的複雜性、多

元性，以及糾結的層級節制等特徵，其涉及定義新的跨域（boundary-spanning）
角色與功能，創造聯繫措施（linkage device）、資助新的組織，確認適當的主導
組織（lead organization）負責協調其它夥伴，設計制度、產生願景以促進各領域

的自我組織，亦涉及提供集體反饋的機制，學習功能性連結與不同場域及行動面

向間物質相互依賴性，鼓勵不同目標、空間、時間範圍、行動及治理安排產出間

的相對連貫性，穩健形塑系絡及其內在安排重於特定發展策略與提案。 
Peters與 Pierre（1998a）認為治理的討論具有四項特色與爭論，分別為「主

導網絡」（dominance of networks），意指無能蹣酣的政府，其統治的合法性亦逐
漸喪失，是以資訊的控制、結構的執行開始由私部門所主導，決定政策、型塑網

絡；「統治角色由控制轉變為影響」（國家直接控制的能力減弱），意指一改傳統

政府以控制為手段，治理所講求的乃是影響，政府在此的角色，只是網絡中的一

份子，與政策網絡中其他行動者進行磋商與談判，各成員透過影響力達成政策的

決定，並在政策過程中享有平等地位；「公、私資源的共用」，係指網絡概念形成

之後，所強調的乃是合夥關係，允許私部門進駐到公的領域當中，取而代之的是

許多的準政府組織（Quangos）、混合式組織（hybrid organizations）、非政府組織
（NGO）及非營利組織（NPO），進而產生公、私資源的混雜共用；「使用多種
工具」，透過公私合夥關係的使用，在政府的治理架構之下，去發展多種手段替

選方案，以做成決策及執行政策。 
                                                 
59 又稱為組織間協調的「共同結構」（’metastructiures’ of interorganizational coordination）。參見

E. R. Alexander (1995). How organizations act together: interorganizational coordination in theory 
and practice, p. 36. Amsterdam: Overseas Publishers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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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者歸納指出未來應當努力讓政府與非營利組織的夥伴關係

（government-non-profit partnership, GNP）能夠在政策形成過程中生根發展，讓
它發揮改善地方決策過程的功能。此外，提出「管理複數決策的途徑類型」，分

別將夥伴關係聚焦於過程或結構，並把管理聚焦於理性與關係，進而將其區分為

四個類型（詳見表 2-1）（McLaughlin & Osborne, 2000: 334-335）。 
 
表 2-1：管理複數決策的途徑類型60 

  Management focus 
  Rational Relational 

Process Type Ⅰ Type Ⅲ Partnership 
focus Structure Type Ⅱ Type Ⅳ 

資料來源：McLaughlin & Osborne, 2000: 334。 
 
 在理想的狀況下，複數決策將為社會包容提供最佳的解決方案，並契合地方

社群的需求；然而實際的狀況卻不然，論者歸納文獻指出四項複數決策對地方社

群所造成的危害，第一乃是「派閥治理」（the clan mode of governance）的問題：
由於複數決策具有親近性及相互依賴的特性，派閥可能排除特定個人或團體的加

入，導致開放性不足；第二乃是徒具策略性趨勢（strategic drift）的問題：這將
導致計畫發展過程缺乏方向，以及對計畫產出與結果缺乏明確責任歸屬；第三乃

是「網絡的創造與存續成為支撐複數決策的目的」，而忽略網絡化（networking）
在缺乏適當目的與系絡的支持下，將會成為消耗資源與浪費時間的活動；第四乃

是為地方志願社群組織（voluntary and community organization, VCO）帶來合併

與同型化的危險（McLaughlin & Osborne, 2000: 335）。 
理論層面的文獻分析指出，國外有關跨部門治理議題的研究，著重分析途徑

的建立與分類。好比 Koontz等人（2004: 188, 189, 192）在研究合作性環境管理

團體的分類時，嘗試依據「利害關係人參與該團體的廣度」、「各類公益或私益團

體參與其中的範圍與角色」等條件，針對合作性環境管理團體予以分類；並將研

究團體依據其主要組成成員係由公部門、私部門或兩者的混合，而區分為公民本

位（citizen-based）、機關本位（agency-based）、混合類（mixed category）三類；

同時研究前述類型各有其不同的適用系絡與優勢61，好比機構本位適用於複雜性

議題，較少社群關切的議題；而當議題範圍較廣，需要更廣泛的社群支持時，公

                                                 
60 類型Ⅰ尋求在複數決策中提供理性守則，以利政府與非營利組織夥伴關係涉入過程的管理，其

應用方法包括團體決策支援、決策會議；相反地，類型Ⅱ則提供理性途徑，以架構政府與非營利

組織夥伴關係，以及參與者之間的競爭目標，其應用方法包括利害關係人策略、共識過程等；類

型Ⅲ則關注如何在複數決策中，提供指南（guidance）以利管理其發展並維持組織關係的過程；

類型Ⅳ為求極大化決策的可能性，關注提供有關如何在政府與非營利組織夥伴關係架構組織關係

的指南（McLaughlin & Osborne, 2000: 334-335）。 
61 就團體組成類型的優勢而言，研究發現混合類團體認為其所屬團體的主要成就依序乃是規劃與

研究、團體發展與維持；分析其原因乃是多元的參與者帶進更多可用的技術與資源。公民本位團

體則指出向政府施壓令其做出改變，乃是主要成就（Koontz et al., 2004: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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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本位反倒較為適宜。然而議題的本質與周遭社群的特性也可能影響前述三種類

型的採用。 
Pierre 與 Peters 以結構和過程兩個面向探討治理的內涵，若將治理視為結構

而言，其假定各種不同的制度都是被創設來解決某些治理問題，但受限於文化及

時空環境，各項治理結構在當下亦非解決問題的萬靈丹，文中分別探討科層體

制、市場、網絡、社群等治理結構，其中與本研究相關的便是以社群結構所進行

的治理，認為社群應該也能夠在較少國家干預的條件下，處理社群所遭遇的共同

問題，亦即所謂的社群治理（communitarian governance），此種治理模式有別於

國家或市場的治理模式，並同時獲得小政府與大政府論者的支持，前者認為社群

治理結構可減輕政府的負擔，後者認為社群治理可以凝聚集體責任，但也有質疑

者認為社群治理過於理想化，且具有爭議、耗時的缺點；前述的結構面向分析，

旨在於說明如何運用組織結構達成正確的管理，若想洞悉治理內涵並且避免陷於

困惑，就必須對治理的動態過程加以觀察，因為治理乃是社會和政治行動者的一

種動態結果（dynamic outcome）。過往治理途徑的探討關注結果，忽略正式制度

安排的重要性，但制度配置關乎角色的安排，設定國家在治理過程所扮演的角

色，而其衍生各類行動者的互動關係與影響，乃是瞭解治理不可忽視的動態過

程。論者於書中藉由領航（steer）與協調（coordination）進行治理在過程面向的

分析，亦即國家是否仍具有領航社會的能力，並探討其領航的目標為何，而非僅

是關注治理過程中行動者間的互動關係；此外，從協調的角度探討政府如何處理

部門間的動態事務（謝宗學等譯，2002：18-29）。 
Frederickson（2006）就治理於公共行政領域的發展，將治理形式區分為三

類，分別為「垂直與水平行政轄區及組織間的協力」（cooperation），又稱為「行

政轄區間治理62」（interjurisdictional governance）；「國家或個別行政轄區透過契約

或補助延伸至第三者」，又稱為「第三者治理
63
」（third-party governance）；「公共

非行政轄區或非政府的決策與執行形式」，又稱為「公共非政府治理
64
」（public 

non-governmental governance）。其中公共非政府治理的形式，便有別於前兩項政

府主導或契約主導的治理途徑，而是強調公共性、公共參與、第三部門主導的治

理途徑，適用於跨部門治理議題的個案研究。 
論者以目標與手段間關係，區分五種政府型態，以光譜概念將目標區分為衝

突目標、相互增強目標，將手段區分為衝突手段、相互增強手段，華麗型政府

                                                 
62 參與此類治理系統的行動者係代表特定轄區的利益，或者是非政府營利或非營利組織的利益，

其參與形式屬於志願協力形式（voluntary form of cooperation），主要參與正式區域或全球

組織（例如：聯合國、歐盟），其政策領域內涵包括環境、經濟發展、公共安全、國防等（Frederickson, 

2006）。 
63 其特性包括透過輸出行政轄區政策執行的任務與責任給第三者，延伸國家或行政轄區的職能，

將明確的治理角色與責任行諸正式契約或補助文件，其對象包括營利、非營利組織及下級政府，

契約或補助有特定時間限制，有特定政策領域，例如健康研究補助、道路興建契約等

（Frederickson, 2006）。 
64 其特性包括由非政府公共團體或行動者負責決策與執行，行政管轄系統之規定、監督或課責的

影響力有限（Frederickson,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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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onial government）缺乏治理，由衝突目標與手段構成；割裂型政府

（fragmental government），主要係勢力範圍的戰爭，由衝突手段與相互增強目標

所構成；漸進型政府（incremental government），強調合作與摸索，由衝突目標

與相互增強手段所構成；全觀型政府65（holistic government），係由相互增強目標
與手段所組成；聯合型政府（joined-up government），強調一致性目標、組織關
係，但不強調相互增強，在手段與目標的光譜中，處於居中的狀態（Perri 6, 2002: 
31）。 
儘管多層次治理在實務上的研究重點在於多層次管制，但Hooghe（1996: 18）

指出「多層次治理」特色，在於對各個擁有資源者的相互依賴，而非對稀少資源

的競爭。多層次治理66的概念包含著「垂直、水平面向間之相互依賴」，以及「跨

越部門間的相互依賴」，所謂「多層」（multi-level）意指政府間在不同領域的相

互依賴持續增加，而「治理」（governance）乃標示著政府與非政府行動者之間持

續成長的相互依賴（Bache & Flinders, 2004: 3）。Peters與Pierre（2004: 77）曾指
出多層次治理下的府際關係與傳統府際觀點的差異，主要在於參與者包括跨國

家、國家、次國家等層次的組織與行動者；就制度關係而言，重視磋商、網絡，

而不是正式法律架構；強調衛星組織的重要性，例如非政府組織；此外，多層次

治理概念下的府際關係，強調不同制度層級間，不存在規範性的前題判斷。有關

多層次治理概念的研究，Jessop（2004: 53-63）區分國家中心觀點67（state-centric 
perspective）與治理中心觀點（governance-centric perspective）予以說明，前者包

含自由的府際政府理 論（ liberal intergovernmentalism）與超國家主義
（supranationalist），其理論的延續可追塑至19世紀中葉，被評為是過時的模式（an 
anachronistic model），且過於偏向國家中心論，區隔國家與社會；後者則包含多

                                                 
65 究竟全觀型政府與連結型政府的主要差異為何？論者以活動、協調、整合等關鍵詞彙進行說

明，活動意指手段與目的之間的關係；全觀型政府展現的是相互增強的手段與目標，手段以相互

增強方式支持著目標的達成；連結型政府展現的是相互一致的目標與手段，各類手段支持一致性

地目標。協調泛指資訊、認同與決策事務；全觀型政府展現全觀式的協調，例如瞭解相互涉入的

必要性，但尚未定義出明確的行動；連結型政府展現中度的協調狀態，例如兩個機關可能初步對

協議有一致性看法。整合包括執行、實務行動等；全觀型政府展現高度全觀式治理，建立無縫隙

計畫；連結型政府其整合關係主要展現在對負面外部性的預防，或重要計畫使命間的衝突（Perri 
6, 2002: 34）。 
66 就「多層次治理」概念的應用研究而言，Marks（1993: 392, 402-3）乃是將上述概念應用於

歐盟（European Union, EU）結構、政策發展的第一人，其將多層次治理定義為，在數個領域

（territorial tiers）有所交疊的政府間，衍生一個持續磋商的系統。但上述定義乃是偏重國

內政治的分析，就政策網絡途徑而言，其主要行動者包括超國家、國家、次國家與地方政府。而

上述概念與本研究的相關性，在於部分地方治理研究者將上述概念用於地方政府層級間，與非政

府行動者之間的組織合作行為。Marks 與 Hooghe（2004: 16-17）指出多層次治理的組成可包括

兩個相對觀點，其一說明在有限的層次之下，散佈於轄區（jurisdiction）之內的權威，所謂轄

區則區分為國際組織、國家、區域、中層結構與地方等「一般目的轄區」（general purpose 

jurisdiction）；其二則說明「特定目的轄區」（specialized purpose jurisdiction），例如

提供特定的地方公共服務，解決公共資源問題等。 
67 Wilson (1989: 376)曾以其對美國聯邦政府的觀察經驗為依據，指出官僚組織存在的必然性，

但有關官僚組織與民眾的互動難題，必須將其理解為「治理」（governance）問題而非管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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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次治理與網絡政體（network polity），主要缺失68包括治理相關研究，被認為尚

處於前理論階段，過於問題解決導向，容易產生失靈的問題，關注特定問題領域

或治理目標，忽略不同體制的相同性問題。 
Perri 6（2002: 47）以階段論說明全觀治理69的目標與支持機制（見表 2-2），

將治理機制區分為投入、處理（throughput，意指介於 input與 output之間的所有
活動與關係）、產出、結果等階段，並將目標區分為政策、顧客、組織、機構目

標。但綜觀其治理目標與機制內容，不難發現其偏重傳統政府職能的整合，並無

法反映出政府部門界線開放的趨勢與壓力。 
 
表 2-2：全觀治理階段目標與支持機制 
焦點層次 投入 處理過程 產出 結果 

政策目標 
政策統一 改善政策管理 改善服務提供的

品質 
較有效的對策、緩

和或預防／顧客

有較佳的控制 

政策機制 

 府際間或部門
間70政策團體 

 再籌款、補助 
 跨部門71支出審

視 
 管制棄權書72 
 法令規定 
 技術協助 
 基金重分類 
 政策協調單位 

 府際間論壇 
 政策資料留存

與管理的整合 

 府際間或部門
審計、績效監督

 政策協調單位 
 跨學科研究 

顧客目標 
鼓勵顧客或使用

者觀點與涉入 
提高顧客對服務

過程的接受性 
全面性服務提

供、較佳的服務接

近管道 

較佳的公共正當

性、社群建立 

                                                 
68 Bache 與 Flinders（2004: v-vi）指出「多層次治理」（Multi-level Governance, MLG）的

概念在於尋求中央政府權威在垂直層面，或對不同範疇行動者，以及水平層面非國家（non-state）

行動者的散佈。多層次治理有助於社會科學家，瞭解當前的相互依賴形式與政治系統的合作，但

在正當性（legitimacy）與政治透明度（transperancy）方面卻有所保留。 
69 為解決政府面臨治理割裂的問題，論者以整體論（holism）提出全觀治理（holistic 

governance）的概念架構，以光譜概念為整體論進行分類，並闡述整體論的細部目標，其涉入及

特定活動與機制的範圍；首先，全觀治理整合面向包括「政策」，意指政策內容形成與決策的過

程、政策執行的監督等，「管制」，意指影響政府內部、私人組織或個人的相關管制組織、管制

內容、管制影響，「服務提供」，意指服務提供的相關組織、內容與影響，「監督」，意指政策、

管制或服務提供中，相關的評估、審計、解釋與評量等活動。就概念架構而言，由三個面向構成，

第一個面向為不同治理層次間或同一治理層次內的整合程度，層次區分為全球、各大洲、全國、

國內區域幸、地方等，前述整合例如地方政府內部部門之間，中央與地方政府機關之間，地方政

府機構與特定計畫執行委員會之間；第二個面向是內部功能的協調狀況，區分為較少整合以致於

較多整合；第三個面向是部門間的整合（Perri 6, 2002: 28-30）。 
70 原文為 departmental 
71 原文為 cross-departmental 
72 原文為 regulation wai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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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續前頁） 
焦點層次 投入 處理過程 產出 結果 

顧客機制 

 共同諮詢、調查  共同公民憲章 
 共同使用者反
饋系統 

 單一窗口／合
署辦公 

 個案研討會 
 個案管理 
 集中化客戶資
訊 

 彈性分權化基
金 

 共同測量結果 
 夥伴之於結果
的貢獻度共同

評估 
 個案管理 
 個案研討會 
 集中化客戶資
訊 

組織目標 
避免複製、極小化

衝突、分享風險管

理、極大化知識 

成本效率 對產出有較佳的

控制 
n/a 

組織機制 

 跨組織資訊系
統 

 交叉訓練 
 共同規劃 
 組織重整 
 開放規劃 

 創立新協調實

體 
 預算集中 
 共同用人73 
 整合資訊系統 
 組織重整 

 整合審計、標竿
與績效 

 監督 
 統一人事管理 

n/a 

機關目標 善用（leverage）資
源與投資 

轉換行政控制 對相關機關的產

出有較佳的控制 
n/a 

機關機制 

 合署辦公 
 組織間資訊系
統 

 共同規劃 
 共同用人 
 共同訓練 
 共同委託74 
 共同基金 
 統一人事管理 

 分站用人75  共同檢查 
 共同監督 
 機構間協議 
 共同規劃 
 共同用人 
 共同訓練 

n/a 

資料來源：Perri 6, 2002: 47 
 

Jun（2006: 207-211）認為公民社會的概念與非政府組織的角色，乃是政府、

企業與公民社會間關係民主化的重要力量，並提出「公民社會三角」（civil society 
triangle）作為新治理形式的論述，其治理本質乃是自我治理（self-governance）
的過程，涉及與非政府組織、各類非營利組織、志願組織間的關係，三者之間的

相互依賴，以及持續轉變的關係，有助於民主社會的發展；一旦部門（sectors）
間失去應有的平衡關係，便容易造成社會不正義、經濟不平等、貪污、政治動亂

等問題；此外，政府的角色逐漸消減。民主社會最重要的目的乃是在公共面向建

立參與的過程，讓公民得以自由、開放地溝通價值與目的，以定義何謂公善。 
Bevir（2006）將民主治理區分為系統治理76（system governance）與激進民

主（radical democracy）兩項觀點，前者係借用自激進民主的詞彙，倡議透過網

                                                 
73 原文為 joint staffing 
74 原文為 joint commissioning 
75 原文為 outstation staff 
76 這種具由上而下的取向的系統治理有兩項顯著特色，其一為關注更多組織化團體或利害關係人

的涉入，但係由國家決定哪些團體得以涉入；其二為參與僅限於諮詢功能，而非更主動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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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進行更多的參與，這是新制度主義者的建議，因為網絡乃是傳遞服務有效的工

具；此外，基於社群主義的建議，其亦倡議透過諮詢以建立共識，因為有效的政

治制度有賴共識的建立；簡言之，系統治理乃是由上而下的論述，以社會科學家

中聲稱的專家為基礎。激進的民主主義者關注於公民自我治理（self-government 
of citizens）的政府，促進治理各面向的多元主義，以發展公民社會，不同於系

統治理強調決策前的諮詢，其主張促進公民之間的對話，而公民則在公共政策決

定與執行方面扮演主動角色。論者認為系統治理做為民主治理的實踐，尚待整合

激進民主的核心精神，應重視多元而非合併，強調對話而非僅是諮詢，以消除由

上而下的傾向，落實民主治理的價值。 
論者曾依據多樣性與利益相互依賴性作為分類標準，將規劃形式區分為四類

77，就「技術官僚模式」而言，具有令人信服（convincing）的特色，其規劃工作
強調分析、規章及執行明訂的目標，僅回應單一組目的與決策者，其典型的實務

分析並不重視相互依賴性；此外，在確定性高、單一利益的條件下，才能運行得

當。就「政治影響模式」而言，具有吸收成員（coopting）的特色，係由一位領

導者負責分配利益，其分配標準則是個別參與者的忠誠程度，儘管此模式得以在

多樣利益的環境下運行得當，但由於各項利益之間缺乏水平對話，領導者忙於累

積權力，參與者汲汲營營於搶餅大作戰，導致此種規劃方式無法兼顧弱勢利益，

無法深究相互依賴性的問題，僅是用於具有可見性、可分割性利益的規劃議題。

就「社會運動模式」而言，具有皈依／改變信仰（converting）的特色，涉及遭
到權力結構／政策過程排除在外的單一或更多利益，透過願景結合與草根支持力

量的累積，採取抗議、吸引媒體注意等方式去影響決策，此種規劃方式認同相互

依賴的重要性，但卻無法兼顧利益的多樣性問題。就「合作模式」而言，具有共

同成長（coevolving）的特色，重視包容性並藉由相互依賴性探究解決方案的規
劃模式，得以產生具備持久性與永續性的規劃成就（Innes & Booher, 2003: 
51-54）。 

Kooiman（1993: 250-54）就當代治理的發展趨勢，歸納政治與社會「互動」

的重要性，以及上述互動系絡所面臨的複雜性、動態性、多樣性，並針對不同政

府型態與前述系絡條件之間所發生的轉變，提出具體的內涵說明（詳見表 2-3）。 
 

                                                                                                                                            
文中主張系統治理所談論的包容及參與，主要是觀乎確保對政策的共識，以及有效地傳遞政策，

很少真正述及如何增加一般民眾的參與，儘管是已獲認可的團體，有時也被限制於擔任諮詢角

色，並不是真正允許公民可以決定或執行政策（Bevir, 2006: 429）。 
77 分別為多樣性低、利益相互依賴性低的「技術官僚模式」（technical bureaucratic model），多

樣性高、利益相互依賴性低的「政治影響模式」（political influence model），多樣性低、利益相

互依賴性高的「社會運動模式」（social movement model），以及多樣性、利益相互依賴性皆高

的「合作模式」（collaborative model）（Innes & Booher, 2003: 5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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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複雜性、動態性、多樣性與政府型態 

系絡 
單獨做的政府型態 

do-it-alone 
共同安排的政府型態 

co-arrangement 
複雜性 因果關係、單方依賴 

區分為單位或學科 
整體與部分、多向相互依賴 
以溝通網絡應對 

動態性 直線性與可預測性 
持續性與可逆性 
使用前饋控制機制 

非直線性與混沌的模式 
不持續性與不可逆性 
使用即時（feed-while）／反饋機
制 

多樣性 以平均數為基礎的途徑／分析 
從規則到例外 

情境與不連續分析從例外到規則

資料來源：Kooiman, 1993: 254。 
 

治理隱含不同但相關的要素所組成的結構型態，包括法令規章，組織、財務、

計畫結構，資源層次，行政法規與施行細則，制度化規則與規範；治理本來就是

政治的議題，涉及談判與妥協、利益與資源；治理由正式結構與非正式影響所組

成，並由涉入政策與計畫執行的眾多行動者所判定（Lynn Jr. et al., 2001: 10）。
Peters在探討政府治理模式78時，明確指出四項政府管理模式各有所長，但新模式

的演進卻可能減損了舊制度所重視的課責價值79，以及服務全體大眾的職責；對

                                                 
78 Peters 歸納四項政府治理模式，並以五個面向的分析架構，逐一分析各項治理模式，這個架

構在研究上頗具參考價值，其內涵包括「問題診斷」（principal diagnosis），意指分析各項模式

對其呼應之治理體制提出哪些觀察與改革建議；第二面向為「結構」（structure），亦即分析政

府部門的組織結構，以及為回應新興的挑戰，在組織結構方面做出哪些變革；第三面向為「管理」

（management），意即分析各項模式在政府部門的人事、財政資源等方面的內容與變革；第四面

向為「決策」（policy making），其分析焦點在於探討永業文官在政策過程所扮演的角色，以及

政府如何透過決策擴大對私部門的影響；第五個面向是「公共利益」（public interest），Peters

認為這是探討治理模式時，最為重要而根本的問題，其主張任何改革方案和政策方案，都應該先

考量大眾的利益，而透過公共利益可瞭解各項治理模式所欲營造的願景為何。參照 Peters所提出

之分析架構，與本研究相關的分析面向依序為問題診斷、結構、決策與公共利益；於下分述四項

政府治理模式的特徵，就市場式而言，其模式特徵依序為主張傳統公共行政的缺失乃是獨佔，應

朝向分權化組織結構發展，政策制訂取決於內部市場與市場誘因，政府被認為應提供低成本公共

服務，藉以彰顯公共利益；就參與式而言，認為層級節制乃是主要的問題，應朝向平坦式組織結

構發展，政策制訂有賴協議與磋商，假定公共利益可就由鼓勵員工、顧客及公民的參與來達成，

亦即員工投入與諮商由，民眾透過政策對話來制訂決策，此外，作者認為大部分公部門參與方案

中，多是事後運作而不是對政府進行事前的控制；就彈性化而言，認為政府組織或人事等的常業

化乃是主要問題，應朝向虛擬組織概念發展，政策制訂應本著創新而嘗試實驗性質的應變式決

策，對公共利益的陳述則最為模糊，基本上強調低成本的公共服務與協調；就解制式而言，認為

政府的問題在於過渡強調內部管制，並未提出具體的組織結構變革建議，政策制訂應本著企業型

政府精神，並賦予官僚體制更大的決策權但強調事後控制，以創新與行動力創造公共利益（孫本

初等譯，2000；Peters, 1996）。 
79 其實四項政府治理模式皆針對其所對應的官僚體制病灶提出建議，Peters 便以協調機制

（coordination）、錯誤的偵測與修正（error detection/correction）、文官體制（civil service 

systems）、課責（accountability）等四個面向分析各項模式的建議內涵，除文官體制外，皆

與本研究相關。於下依序分述四項治理模式的內容，就市場式而言，強調應以市場機制中看不見

的手作為協調之道，以市場訊號進行錯誤的偵測與修正，以市場機制進行課責；就參與式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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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究竟要選擇何種改革模式，其主張應以規範觀點來作抉擇，亦即考量政府應如

何運作而定（孫本初等譯，2000；Peters, 1996）。Steiner等人（2003: 8-17）曾提
出所謂「企業、政府、社會」（Business-Government-Society, BGS）關係80模式，

將上述關係區分為「市場資本主義模式」（the market capitalism model）、支配模
式（the dominance model）、對抗勢力模式（the countervailing forces model）、利

害關係人模式（the stakeholder model）等四類81，用以說明三個部門間的互動關

係。此外，Jun（2006: 77）曾就如何建構公共行政，提出社會建構論的看法，比

較了四種設計類型（詳見表2-4）；其中，社會設計82是種難以理解的概念，但卻

精確地定義了社會實體；社會設計是人類透過共同工作、分享構想與經驗的互動

過程，設計就是一種社會過程，也是一種審慎思辯的過程。若由實務的角度來理

解Jong Jun所提出的「設計」（design）概念，其強調社會多元行動者間的互動，

其實就是合作性規劃過程的展現。 
 
 
 
 
 

                                                                                                                                            
強調由下而上的協調，重視政治訊號，訴諸顧客之抱怨以落實課責；就彈性式而言，透過不斷改

變的組織進行協調，認為錯誤無法制度化的偵測與修正，未提出明確的課責建議；就解制式而言，

強調以管理者的自我利益進行協調，樂見更多的錯誤並改進之，重視事前、事後控制（孫本初等

譯，2000；Peters, 1996）。 
80 係將人類活動區分為經濟、政治、社會活動三類，分別代表企業、政府與社會的主要活動；而

「企業、政府、社會」關係的研究重點，乃是探討 BGS 跨部門關係的環境及其對管理所造成的影

響（Steiner & Steiner, 2003: 5-6）。 
81 雖然該份文獻偏重以企業角度分析跨部門互動關係，但仍有助於增加對跨部門治理議題的瞭

解。文中提及所謂「市場資本主義模式」係以古典經濟學派為基礎，強調市場主導，政府不得干

預市場，應採取自由放任的態度，維護完全競爭的市場，而廠商自利的結果便會產生社會利益；

其對 BGS 關係的態度，旨在減少政府干預，以企業的獲利表現衡量其績效，管理的目的在於極大

化股東的利益；此種模式常遭致缺乏社會責任感、衍生社會負面行為的批評。所謂「支配模式」

意指金字塔結構下，少數菁英決定了系統運作、分配社會資源；其對 BGS 關係的態度，強調企業

與政府共同支配社會，但政府應減少對企業的干預活動；此種模式常遭致不民主的批評。所謂「對

抗模式」意指社會中各種力量呈現此消比長的對抗型態；其對 BGS 關係的態度，認為企業在開放

社會中，必須回應社會各種力量，以贏得民眾的支持，而 BGS 關係亦將隨著觀念、機構與社會過

程而不斷的進化、轉變；但前述態度被批評仍處於被動態勢。所謂「利害關係人模式」，主張應

積極回應主要與次要利害關係人；其對 BGS 關係的態度，認為企業必須考量到每一個利害關係

人，並建立企業倫理責任；其經常遭致缺乏明確標準、跨部門關係難以評估的批評（Steiner & 

Steiner, 2003: 9-17）。 
82 Schön 與 Rein（1994: 167-168）認為社會設計的內涵包括，設計者有發展設計系統的職責，

他們是一群行動者、個人或制度的聯盟，彼此之間的互動可能是合作也可能是敵視；社會設計過

程必須處於外部系絡之中，相關的意義、價值與抱怨於此被建構與討論；社會設計需要具有可溝

通性，透過對話、討論與行動相互溝通；社會設計無可避免仍是政治性的，因為參與者各有其利

益、知識、經驗、資源與權力。Jun（2006: 73）指出所謂「社會設計途徑」（social design 

approach），係一種系絡導向具有社會基礎的分析架構，用以瞭解行政現象，以及讓人類行動更

具效力。該途徑可區分為三個部分，分別為傳達過渡信賴單向途徑的危害、強調概念與實務間關

係的重要性、應用社會建構論於公共行政領域。 



 - 35 -

表 2-4：設計類型83的比較 
比較項次 危機設計 理性設計 漸進設計 社會設計 

行動者／ 
設計者 

政策決定者 
管理者 

專家 
分析者 

有影響的行動者 多元行動者 

公民涉入 排除、封閉性 排除、封閉性 有限的包容 包容、開放性 
目的（goal） 當前的目的 長期觀點 短期觀點 短期、長期觀點

權力基礎 正式權威 技術性知識 政治共識 分享責任 
資料來源：Jun, 2006: 94。 
 

Larmour（1997: 383-386）亦提出三種治理模式84，分別為「層級組織治理」、

「市場治理」與「社群治理」，其中社群治理意指，具有共同的信念與價值為基

礎，彼此之間存在直接而多面向的互利互惠關係。相較於社群治理，市場治理根

本上乃沿襲新古典經濟學，假定鼓勵自由競爭；而層級組織治理，乃意指傳統上

分權分層負責，依法行政的科層體制。Box（1998: 4, 19-21）指出，所謂的社群
治理，意指重新定義角色，以及政策創造與執行的過程，並以公民為中心而非官

僚，其強調社群治理必須符合如下四項原則，分別為「層級原則」，意指強調公

共決策的作成及其執行，應當以結合相關的民眾為原則，允許民眾直接參與，兼

採自我治理的方式，是一種由下而上的決策方式，以最小層次作為決策單位，諸

如鄰里層次的政策自決；「民主原則」，意指保持公共政策決策的公開化，資訊取

得與公開討論的自由，強調道德及倫理價值，允許社群成員們有充分的機會，去

形塑未來；「課責原則」，意指將社群居民視為社區的擁有者，其有權決定要什麼？

做什麼？而民意代表及公職人員扮演支持的角色，公民、民意代表及公職人員共

同參與政策過程，以達成政府的課責要求；「理性原則」，意指公共政策的所有參

與者，當致力於了解及清楚表達其政策價值、假定，及其選擇的理由，並強調充

分的表達機會、傾聽、尊重及認真思考等原則。Box所提出的社群治理，乃是以

公民治理為核心，其中牽涉公民、民意代表及實務者三方的關係，具體而言，必

須有一個公民委員會、協調的議會，及以協助角色自居的實務者，才得以成功

（Box, 1998: 164）。由此可見，無論是社群治理或公民治理，其中最重要的角色，

乃是公民，公民必須要自覺公民的權利及義務，不應當將官僚視為管理的主體，

因為這無異摒棄了身為公民的治理地位。無怪乎James Q. Wilson認為當公民在抱
怨官僚體系時，所犯最大的錯誤，乃是誤以為一切的問題導因於管理的問題，其

實不然，應當是治理的問題（轉引自Frederickson, 1997: 78）。 
                                                 
83 有關設計的類型，Jun（2006: 84）依據對衝突解決／問題解決與改變的態度（前瞻／反應

(proactive/reactive)），以及對其它意見的接受程度兩個面向（高／低），將其劃分為四類，

分別為前瞻、高接受度的「社會設計」，前瞻、低接受度的「理性設計」，反應、高接受度的「漸

進設計」，反應、低接受度的「危機設計」。 
84 Powell（1991: 269）曾以「市場、層級節制、網絡」三者申論組織治理模式，並分就立論基礎、

溝通手段、彈性程度、組織間承諾感、組織文化行動者偏好等進行比較分析。此外，如何決定組

織當採何種治理模式，Larmour（1997: 392）提出如下幾點原則，包括視涉入的行動者多寡、視

其關係強度、資訊可得性、關係持續性、共享價值為何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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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Pierre與Peters曾於《治理、政治與國家》乙書中，以「國家中心

說途徑」（state-centered approach）透視治理概念，其中論及治理具有向上移轉、

向下移轉、向外移轉三個層次85（謝宗學等譯，2002；Pierre & Peters, 2000），實
已宣告跨部門治理的必然性。雖然地方治理86途徑不能取代地方政府的統治，因

為許多重要的問題是區域性的，只能被跨州、跨郡和跨市的政府機關所處理（例

如：環境污染與交通問題）；但這種途徑卻可以展現其輔助或轉變地方政府的功

能，當公民和團體參與增加時，地方政府得以民主化地分配權力，顯現出的治理

形式是沒有單獨的權威性權力中心（Jun, 1999: 463）。 
以跨部門聯盟（Cross-Sectoral Alliance）為題，探討治理、公民與企業

（governance, citizens, and business）間的合作（collaboration）問題，並分別以政
治、企業與社區焦點（politics-, business-, community-focused），對政府角色、公
私夥伴關係、公民與第三部門等主體與合作議題進行分析；試圖發展出合作管理

的理論，並指出其對公共行政系統與其他參與者的益處；全書假定政府或其他社

會行動體的獨立行動已不再滿足複雜社會的需求，並以實證研究為基礎，藉由私

部門組織、個別公民或集體行動的第三部門，探討合作議題以求合作理論與實務

的連結；為達此目的，論者提出理想的管理類型--「策略管理圖」（strategic 
managerial map）作為回應，以促成更高層次的合作與夥伴關係（Vigoda-Gadot, 
2003）。誠如所謂「改善治理」乃是社會集體地解決其遭遇問題與需求的方法，

亦是用以調和經濟繁榮、社會團結與環境進步的核心政府策略。在一個良善治理

的架構中，每個行政層級所提供的政府服務是彼此協調其活動，以提升政策的全

球效能並極小化衝突行動；而公民社會與企業部門（civil society and corporate 
sector）則受邀參與集體決策，並被鼓勵將其涉入轉化為具體提議（OECD, 2001: 

13）。Vigoda-Gadot（2003: 25-27）提出「管理公共行政中合作議題的基本跨學科

模式」，其歸納參與當代社會服務的主要社會參與者，包括「政府與公共行政」、

「企業與私部門」、「公民、社區與第三部門」三個部門，透過政治-國家、社區、
管理三種層次的分析，有助於提升吾人對合作概念的知識。 

綜論國外在理論層面的研究成果，不難發現為何Jun（2006: 1-2）宣稱傳統
多元政治與當代管理理論的公共行政，不適合用於理解今日的危機與複雜的人群

現象；況且主流公共行政已過渡強調管理的角色，無法發展民主方式去解決衝

突，或者創造具社會立場的解決方案，當前公共行政應當重視社會過程，工具與

技術要素的交互作用，以集體與民主手段去創造一個更具人文與希望的社會。 
 
二、實務層面的文獻 
 儘管多數 OECD 國家政府支持夥伴關係網絡，納入公部門、私部門及非營

                                                 
85 分別為向上移轉，意指國際組織的出現；向下移轉，意指國家分權給地區性、地方性與社區機

構的趨勢；向外移轉，意指將傳統上由國家所控制的權力與能力，移轉給非政府組織，或公司化

與民營化的機構與組織（謝宗學等譯，2002；Pierre & Peters, 2000）。 
86 論者以英國為例，指出許多重要的地方決策與服務，已不再是單一機關的責任，地方治理涉及

跨越組織界線與多重機關共事（Leach & Percy-Smith, 200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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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部門行動者，分別代表政府、企業成員與廣義公民社會；儘管上述機制有助於

政策目標的達成，但卻仍有責任不清的隱憂，有時夥伴關係被比喻為「黑盒子」，

強調頭投入與產出間的轉換過程缺乏透明度（OECD, 2001: 18）。 
 由此可見，課責概念在實務層面仍遭遇到許多的挑戰；除此之外，其被廣泛

運用的程度也代表著治理概念的重要性。於下整理相關實務文獻，並區分美國文

獻與非美國文獻兩類，藉以增進對治理概念及其主張在實務上應用狀況的瞭解。 
 
（一）美國實務文獻 

Jacobs（2000）以其對「匹茲堡都會更新局87」（the Urba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 of Pittsburgh, URA）及「匹茲堡鄰里發展夥伴關係88」（The Pittsburgh 
Partnership for Neighbourhood Development, PPND）的研究成果為基礎，對合作
提案的分析與評估進行討論，以增進對「夥伴關係」的瞭解，並提出三種夥伴關

係的類型，不但可用於評估社區本位相關提案，並可用以確認夥伴關係結構的類

型，其最終目的乃是揭露各類夥伴關係內部過程的不同結構。就夥伴關係的組成

而言，論者以實際個案為例指出其參與成員的分佈，應同時並重民選成員及地方

政府官員，尚應包括其他政府部門組織，不同類型的私部門組織及利益，商會與

工會組織，信仰團體、青年人、志願及社區組織等，以反應更為廣泛的社區多樣

性（Russell, 2001: 19）。 
夥伴關係涉及協力概念，例如一同工作或行動（to work or act together）；支

持夥伴關係的假定，包括夥伴關係可能潛在綜效，亦即整體之和大於部分；夥伴

關係中的行動者，其涉入程度不一；公私夥伴關係中，公部門的立場並非純粹追

求商業目的，亦即傾向社會夥伴關係（McQuaid, 2000: 11）。就夥伴關係的類型

而言，論者以「政治競爭程度」及「夥伴關係發展的組織程度」兩個面向，區分

夥伴關係的類型及其內涵（詳見表 2-5）（Jacobs, 2000: 222）。 
 
表 2-5：夥伴關係類型 
項次 受限競爭型 競爭性型 衝突-負功能型 

已開發組織 

已開發組織。 
受限的競爭。 
具有集權化及由上而下

管理的可能 

具有競爭性權術的高度

組織化夥伴關係，夥伴

們分享複雜任務，以及

健全的操作核心。 

夥伴們可能裂解夥伴關

係。 
缺乏有效的內部控制 
夥伴間的對抗。 

開展中組織 

開發中的組織結構與受

限的競爭。 
高度政治性。 
在分攤風險的協議存在

時，亦非常可能產生折

衷方案。 

發展中的組織架構。 
許多利害關係人間的衝

突與競爭威脅著有效的

合作。 
                                                 
87 「匹茲堡都會更新委員會」係一個由公部門、私部門及社區組織等，所組成的區域-地方策略

承諾；並與房地產發展部門、都會整治有緊密的關連，涉及許多經濟及社區發展機制的應用；其

組成屬性係公共權威，係一種單方發展權威（single-development authority）；與匹茲堡市長

辦公室有密切的合作，並作為房地產發展商、政府官員、社區組織的互動平台，非常專業地管理

其間的夥伴關係，但其與外部組織的關係，卻不免受政治考量所影響（Jacobs, 2000: 223-224）。 
88 「匹茲堡鄰里發展夥伴關係」乃是一個社區本位夥伴關係的例子，其與地方團體、非營利社區

發展企業等共事，致力於關乎鄰里發展的全面性計畫（Jacobs, 2000: 228-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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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續前頁） 
項次 受限競爭型 競爭性型 衝突-負功能型 

未開發組織 

與極小型組織建立夥伴

關係。 
受限的競爭。 
某一夥伴主宰其關係。

伴隨夥伴關係的開展，

或許會分享行政任務。

有效的合作仍有機會，

當夥伴們建立可用的折

衷方案及發展有效結構

時。 

夥伴們在威脅停止夥伴

伴關係，或遏止組織發

展及凝聚之間有著劇烈

的競爭。 

正式網絡 

初步的網絡架構。 
扁平組織。 
以一般協議定義未來夥

伴關係的目的。 

在針對提議的夥伴關係

目的及目標，進行爭辯

的系絡下，多元行動者

競逐職位。 

政治爭議導致網絡或非

正式夥伴關係提早分

離。 

非正式網絡 
行動者仍保有其主體性

的非正式網絡，但已同

意未來的一般性目的。

行動者間短暫、不穩

定、非結構化的關係。

政治衝突導致行動者間

的聯繫終止。 

資料來源：Jacobs, 2000: 222。 
 

Box（1998; 2004: 130-34）曾研究美國社群治理體制的發展歷程，自早期殖

民時期起至今劃分為四個階段89，依序為菁英控制時期、民主時期、專業主義時

期、公民治理時期，而前述四種類型並非相互排除的，主要是伴隨時間遞演的結

果。其中，所謂公民治理乃是對過渡官僚化與專業主義化的反動，將政府體制的

控制回歸非專業者與公民主要的挑戰不是效率與否，而是居民如何實行自己選定

的社群願景，將公民角色由被動消費者轉變為主動的治理參與者，讓公民對其社

群未來的決定肩負更大的責任。以芝加哥社區警政改革為例，其組織結構自傳統

層級節制改為偏重自主性、公民參與結構後，社區組織對其支持程度提高，並產

生許多創新且有效的問題解決策略，妥善運用居民的地方知識；研究者歸納其四

大主因分別為劇烈改革迫使員警更具遠景；公民的加入發展出與專業員警截然不

同的警政優先性與途徑；鄰里居民提供不同能耐與資源，讓不同的公共安全策略

得以成功；審議問題解決的原則聚焦並協調尚未善加運用的資源（Fung, 2006: 
73）。 
印第安那大學（ Indiana University）環境與公共事務學院（School of 

Environmental and Public Affair, SEPA）退休教授 Robert Agranoff等人，曾就地方
政府的經濟發展議題進行研究，認為在聯邦體制下的府際管理涉及複雜而多變的

府際交易過程，並衍生許多的府際工具，其認為這導致地方政府的行政系絡已由

單一組織運作（single-organization operation）轉為跨域運作（boundary-spanning 
operation），進而將其管理模式區分為四大模型90（Agranoff & McGuire, 2001: 

                                                 
89 有關美國的行政傳統，Kettle（2002: 26-49）則將其區分為 Hamiltonian、Jeffersonian、Madisonian、
Wilsonian 等四項，依序代表由上而下／強勢執行、由下而上／弱化執行、權力集中平衡、官僚

集中等。 
90 論者於 2001年發表於《公共行政評論》（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PAR）的文章，係針對

237個市級政府在經濟發展議題方面進行實證研究，據此探討聯邦體制下的傳統府際管理模式產

生哪些新的變化，進而歸納出四種模式，分別為（Agranoff & McGuire, 2001: 672-677）： 
1、 由上而下模式（Top-Down model）：聯邦系統被視為單一系統，而聯邦體制的相互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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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1-677; Agranoff & McGuire, 1998a）。但 Agranoff與McGuire的研究焦點仍是府
際關係及其管理，儘管所提出的網絡模式已具備跨部門治理議題的特徵，卻仍未

對政策規劃過程提出說明，且偏好以網絡的觀點進行分析。 
Cooper等人（2006）則以鄰里組織為研究對象，針對美國60年代以來的公民

參與歷程91進行分析，探討如何強化「公民為中心的合作性92公共管理」

                                                                                                                                            
則採行政中心制邏輯，特色乃是強調地方順從（local compliance）。過份強調聯邦的控制

與影響力，以達成聯邦目的為宗旨。 
2、 捐贈者-受贈者模式（Donor-Recipient model）：強調相互依賴的行動者，地方保留足夠的

決策空間、政策裁量權、資源與自主性。最早出現於 Jeffrey Pressman於 1975 年出版的

Federal Programs and City Politics乙書中。捐贈者擁有的資源決定受贈者的順服程度，

仍以達成聯邦目的為宗旨，亦即捐贈者意向。 
3、 行政轄區本位模式（Jurisdiction-Based model）：與捐贈受贈模式不同，聯邦不再是獨一

無二的上位行動者，轉變為只是眾多政府與非政府行動者的一員。強調計算、談判與磋

商（negotiation）勝於調解與贊同，以達成地方政府本身所欲目的為宗旨，亦即受贈者
意向。 

4、 網絡模式（Network model）：強調公共政策的作成與治理，發生於個體、聯盟、官僚機

關與組織之間的權力網絡。以相互依賴為基礎，著重部門之間（intersectoral）與府際關
係的分析，包含多方的公、私部門組織，但卻沒有集權行動者（central actor）、制訂關
係的規範者、單方行動者事前制訂的目標。例如「州級鄉村發展議會」（the State Rural 
Development Councils）乃是「全國鄉村發展夥伴關係」（the National Rural Development 
Partnership）的一員，各層級政府、私部門機構、非營利機構各有其代表參與其中。 

相較於 2001 年的主張，Agranoff 與 McGuire（2003b）兩位作者在探討地方政府合作管理模

式時，刪除了網絡模式，同時新增「節制、反應與競爭模式」。Agranoff與McGuire（2003b: 43-66）
以 2001 年文章所歸納的四種府際管理模式為基礎。就地方政府經濟發展議題為例，針對合作管

理的模式，採用合作活動（collaborative activity，亦即市政府合作活動之層次，由消極到積極
（inactive to active））與合作策略（collaborative strategy，意指策略活動的範圍，由被動到主動

（passive to opportunistic））兩個面向進行調查研究。在合作活動方面，該研究整理 20項市政府
主要活動，透過郵寄問卷方式進行調查，研究發現將合作活動區分為兩類，分別為垂直合作活動，

意指與聯邦或州政府機構的合作；水平合作活動，意指與政府、半公立組織（semipublic 
organization）、私人機構、非政府組織等的合作。而垂直合作活動包含 11項活動，可細分為尋找
資訊、尋求調整；水平合作活動計有 9項，區分為擬定政策與策略、資源交換、專案本位的工作。

進而界定六項合作管理模式，分別為「行政轄區本位的管理模式」（jurisdiction-based management 
model）：無論在合作活動或策略上皆有積極的展現，強調地方管理者採取策略行動與來自各政府

與部門的多方行動者、機構互動。基於策略理性的驅使，積極與具有資源的行動者互動。「節制

模式」（abstinence model）：參與合作活動的態度是消極的，儘管採取若干合作策略也是被動的，

其所持理由包括反對意見或能力不足。研究指出此類市政府放棄合作，選擇不涉入其它政府的計

畫，特別是具有行政裁量本質的活動。這麼一來，可讓市長或市議會避免作出行政決定或陷入其

它的糾結事務。「由上而下模式」（top-down model）：在合作活動展現中度地積極程度，但在合

作策略面向卻是消極的展現。這源自於 60至 70 年代美國聯邦主義的傳承，強調地方順服並傾向

中央控制。這源自某些行動者擁有資訊、專業與技術，以控制政策產出與多數社會利益相符。「捐

助者、受贈者模式」（donor-recipient model）：源自 70 年代中期，具有相當積極的合作活動意願，

以及中度主動的合作策略。反應當時執行聯邦政府補助計畫的狀況，認同計畫合作者必須仰賴彼

此，並改變了相互或兩黨控制的程度。但仍以垂直合作管理為主，僅有少量的水平合作管理。「反

應模式」（reactive model）：在兩個面向皆展現中度的積極程度，好比是無所不包的模式類別，其

缺乏主導傾向，難以明確指出其是否參與合作活動的判斷基準。「競爭模式」（contended model）：
合作活動展現消極，但確有主動的合作策略。簡言之，此類政府對於相關經濟發展議題展現高度

地重視，但卻對於尋求其它行動者的合作感到興趣缺缺，此類城市大多是富裕且經濟與人口成長

狀況較佳者，儘量杜絕上級政府的參與，故以水平合作管理機制為主，極少垂直活動。 
91 卡特政府時期，府際關係委員會所提出的「美國聯邦系統的公民參與」報告中，「對抗途徑」：

以集體或個別的對抗行動，去達成其所屬社群或社會想要的目的；此類途徑有助於提升公民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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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izen-centered collaborative public management），提出以公民加入途徑93（civic 
engagement94 approach）達成合作性公共管理；而在探討公民為何加入的問題時，

Cooper等人認為民眾的加入通常基於政策創造或政策執行議題，前者意指公民加

入政策對話，藉以型塑政策內容與走向，後者意指民眾參與最終將由行政機關執

行的政策；此階段的困難在於如何重視反饋，並從中產生信任。Foley（1998）
進行有關社區規劃的個案研究95時，應用自我治理（self-governance）概念說明如

                                                                                                                                            
效能感與部分的能力，例如多數的社會運動即為屬之。「選舉途徑」：其外顯活動包括投票、擔

任候選人志工、參與討論、捐款等；此途徑有助於提高公民效能感、對政府的信任與自身能力，

有時透過投票亦能賦予政府正當性，但對於官僚體制的回應性卻較無直接的影響。「資訊交換途

徑」：立法與行政資訊的交換，乃是除選舉途徑之外，最為常見的途徑，主要活動型態乃是公聽

會；有助提升公民效能感，但同時卻衍生部分限制，依據 Baker 等人（2005）的研究指出，公聽

會係一種單向溝通，緊密控制公共投入的程序設計，時間與地點的因素也導致與會民眾的規模與

意見表達受限。此外，行政人員對公聽會抱持執行程序的心態，或者僅對特定積極參與者的意見

給予關注，這些都是資訊交換途徑的困境。「公民社會途徑」：公民社會由許多志願組織與形形

色色的協會所組成，藉此緊密地聯繫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建立團結一致的利益。「審議途徑」：

強調完全開放的討論各種構想，尋求跨部門、各階層民眾或各類型個體的共同行動；但必須經過

冗長的審議，其主要活動包括不同陣營或民眾間的對話、共同行動，或對結果共同承擔責任。但

研究指出公共機關首長可能傾向保護機關自主性，甚於形成機關間的合作關係，主要原因可能是

恐懼與不確定感所致（Thomas, 1997）。 
92 Cigler（1999）在分析夥伴關係的本質時，歸納合作（collaboration）具有六項特徵，包括

是一種戰略而非有限制性的戰術，涉及參與者間的強連帶（strong ties），涉及來自公部門、

私部門、第三部門的團體，涉及一群對長期活動許下承諾的成員，過程運作有一套正式模式及清

楚的文件管理方法，有透明化的傾向、鼓勵涉入及其他公民及公民團體的貢獻（Vigoda-Gadot, 

2003: 43）。 
93 但該途徑仍有五項有待克服的障礙，分別為「公民參與的規模、深度與多樣性」，一般公民的

參與是有限的，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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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antis & Hill, 2004）；換言之，第一個困難乃是有關哪些人涉入（who is 

involved）的問題，如何讓參與者的規模、涉入深度與多樣性提高。其次為「公民加入的發起形

式」，也就是說由誰發起的問題，一般可區分為由上而下與由下而上的提案（initiation，創始）、

專業與草根的提案，以及利益團體的提案。其三為「公民為何加入的問題」，民眾的加入通常基

於政策創造或政策執行議題，前者意指公民加入政策對話，藉以型塑政策內容與走向，後者意指

民眾參與最終將由行政機關執行的政策；此階段的困難在於如何重視反饋，並從中產生信任。其

四為「何處舉辦的問題」，這不僅單只地點的問題，更包括位階的問題。其五為「公民如何涉入

的問題」，意指決定選用何種參與技術，或綜合使用哪些技術，必須審慎地對系絡進行評估（Cooper 

et al., 2006: 84-85）。 
94 所謂「公民加入」，Macedo 等人（2005: 6）認為其定義相當廣泛，意指「任何個別或集體活

動，致力於政體的集體生活」。Cooper 等人（2006）則期待進一步釐清各類公民加入對合作公

共管理有何影響，其主張公民加入的審議或集體行動策略有益於公民中心的合作公共管理，並藉

以強調民眾的角色在合作管理過程的重要。爰此，Cooper（2005: 534）認為公民加入意指「人

們一同參與涉及大量利益、制度與網絡、發展公民認同，以及將人們納入治理過程的審議與集體

行動」。 
95 在 1994年，美國夏威夷州健康部（Department of Health, DOH）發起愛滋病預防為目的之參

與式社區規劃過程，爰成立特別規劃委員會設計社區規劃程序，其成員來自社區居民、州衛生部

官員、相關愛滋病關懷的組織，這樣的委員會分別成立於十個社區；而在這之上於州政府層級成

立了州規劃委員會，其成員則來自社區規劃委員會代表、州衛生部官員、愛滋病友團體、社區協

調者，隨後分區進行了相關會議，但礙於計畫時程過短（自二月成立特別規劃委員會起，到十一

月提出結案報告，總計為期十個月），期間州規劃委員會自六月起進行每月定期會，並於十月提

出州政府計畫草案，最後草案報告由由政府成員完成，並由各社區行使同意權，這也是聯邦疾病

管制局在給予經費補助時，所提列的必要條件，用以確認對參與式規劃過程的落實（Foley, 1998: 

1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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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增進公民參與，並將公民被視為主動參與者，而公僕則在參與結構與態度改變

的條件下轉變為促進者。 
 1970年代美國對水資源96品質議題的關切，引發長期以來用水供應係由州及

聯邦機關負責的討論；最後在環保團體的堅持之下，將水資源品質（water quality）
管制的權限交付給聯邦環境保護署，並在州政府層級相繼成立類似「加州水資源

品質控制局」（the California Water Quality Control Board, CWQCB）等機關；進而
導致水資源品質與水量管理（quantity management）的職權分屬不同單位，更衍

生許多機關間的衝突與管制結構所帶來的無效率現象；而為解決上述問題，一種

整合不同職權相關機關加入的多元團體參與機制（multiparty participatory 
mechanisms）便孕育而生，其囊括了水資源品質與流量的權責機關，CALFED便

事一個具體例子（Howe & Ingram, 2005: 36-37）。 
 2000年時，美國農業部與內政部共同宣布了土地與資源管理政策，並以流域

為焦點，仰賴合作達成此項政策目標。「土地與資源管理的流域途徑」政策

（Watershed Approach to Land and Resource Management）要求聯邦機構必須與州

政府與其它地方政府、民眾、其它有志團體協調其作為，以保護與管理自然資源

（USDA & USDC, 2000; 轉引自Koontz et al., 2004: 186）。 
 Merrick等人（2004）以改善流域品質議題為例，提出「價值焦點思維97」

（value-focused thinking）作為決策過程的主軸，其專注於決策參與者的價值與

偏好而非既有的替選方案。全文以維吉尼亞州首府Richmond市的Upham Brook流
域為例，針對16位流域相關成員進行意見蒐集與分析，並比較理想的流域改善政

策，藉此衡量出兩者的落差，以作為進一步改善的建議基礎。此外文中同時介紹

規劃者如何應用「價值焦點思維」去改善其它流域的品質問題。 
 論者針對42個具有不同程度公共參與狀態的決策個案進行實證研究，加上本

身對美國俄亥俄州（Ohio）辛辛那提市（Cincinnati）市政決策中公共參與的觀

察，提出「公共涉入之有效決策模式」（Effective Decision Model of Public 
Involvement），其將公共涉入之理論原則應用於日常行政當中，特別是何時與如

何納入民眾的問題；上述模式設計於協助公共管理者，評估特定議題之公共參與

價值（Thomas, 1995:）。在理論層次，要釐清公共參與如何適用於管理理論？對

參與者而言，為公共管理者提供指導綱領，協助何時、如何納入民眾？最後，作

                                                 
96 水資源的分配、發展或轉移，牽動著公眾的利益或價值，因為其可能剝奪既有使用者的權益，

例如用水量、河道改變、水品質等，論者歸納指出可能遭受影響的公共利益與價值包括「環境衝

擊」，意指河流流量減少、濕地喪失、傷害魚類、野生動物、河岸植被的生態系統，以及降低水

資源品質等；「傷害公共價值」，這是難以量化估計的損失，包括河岸美觀及休憩機會的損失等；

「經濟與社會影響」，例如當某個社區喪失其原有親水的特質，而衍生的收入的損失、就業及商

業機會的損失等（Getches & Wetering, 2005: 72）。 
97 所謂「價值焦點思維」乃發展自決策分析領域，是一種更為特定的多目標決策分析

（multi-objective decision analysis, MODA）。決策分析是一種決策的意向邏輯過程，通常應用於

多重目標、利害關係人之間價值衝突的情境。而多目標決策分析是一種決策的結構化途徑，在面

對多重目標且相互衝突的情境下，可以採用正式、數量方法做出取捨（轉引自 Merrick et al., 2004: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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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想要驗證規範性民主目的，亦即提升公共參與（public participation）之於公共
管理與決策的效能與影響層次（Thomas, 1995: xii-xiii, xiv, xv）。 

Timney（1998: 89-94）則以美國州政府能源政策發展之研究為基礎，探討公
民參與議題於地方政府之發展狀況，其個案的參與程度依序為「被機關控制的公

民參與、被機關視為具有諮詢角色，乃至於對政策發展肩負公民責任」，共計歸

納三種類型98的公民參與；論者共計採用十項分析問題，就其政策形成過程與結

構進行比較（參見表 2-6）。這對於分析跨部門治理個案之治理過程與結構，具有

相當之參考價值，當可應用於「洛杉磯河整治計畫」之草案規劃過程。特別是其

比較三個州的能源政策發展過程後，依據公民參與政策過程的程度與享有的決策

權力，所提出的三項公民參與模式，相當程度地反映出國外跨部門治理議題的發

展歷程與分析層次。 
 

                                                 
98 俄亥俄州代表的是被動的公民參與模式，Timney 分析該州能源發展政策的過程，發現係由州

長任命一個由九個政府部門秘書長（secretaries）所組成的「特別委員會」，在 18 個月的會商

後提出該州的能源發展政策；在其閉門行政會議期間，委員會諮詢了主要能源工業代表、大量能

源使用者，研究者描述該州政策關注經濟發展勝過環境保護，同時該州也是主要的電力輸出州及

產媒的地區，該州能源策略過程的目標在於符合環保法規的前提下，保護該州的企業利益；政策

草案出爐後，依法於全州辦理了兩個巡迴的公聽會，最後由該委員會總結政策建議，並發展出政

策說明文件，內容顯然偏袒能源工業的利益與強調經濟發展；而公民於公聽會發表的評論意見，

僅被列於報告附錄，對此公民組織發起持續的抗議，並要求政策中應加強能源保育的角色。印第

安那州代表的是混合的公民參與模式，該研究發現該州與俄亥俄州的能源資源與政治條件相似，

也是主要的電力輸出州及產媒地區，由保守的政治利益把持，但該能源發展政策提案者係州參議

院議長，其希望針對具有爭議的政策議題發展出一個共識決的過程；當時能源並非政治熱門議

題，能源工業亦掌握多數的立法影響力，但環保主義者察覺有權力擊退或延遲相關立法與經濟發

展努力；負責該州能源政策推展的是商務部（Department of Commerce），被受命於設計出可極

大化公民參與的方法，爰該部自行確認相關涉入的民眾名單，擬定討論文件，分別依據交通運輸、

空氣污染等重點主題設立任務小組，用以發展州能源政策的建議，而該「任務小組」的參與資格，

乃是開放給所有有意願參與的個人；共計吸引超過 200 位來自企業與社會部門的人士共同參與政

策的擬定，並提供必要資源給該任務小組，使期能邀請外部專家進行講說，並發展所需圖書資料；

而最後的政策文件乃是以任務小組的意見編輯後，再經過權責幕僚的認可而提出，但該州

Hooiser Environmental Council 拒絕簽署該報告，原因是其未強調以交通運輸作為能源保育策

略；但參與者多表示該過程對於增進彼此的意見有相當大的幫助，包括議會成員與相關產業的遊

說者，這是過往未有的機會與經驗；相較於以往傳統公聽會形式，人們習慣性地互動，彼此敵對

並懷疑對方的政治策略，此「任務小組會議」（task-force meeting）建立一個合作的環境，使

參與者能超越彼此的刻板印象，更貼近地認清議題與利益，展現對持續對話的興趣。密蘇里州則

被歸納為主動的公民參與模式，發起者同樣是該州的立法機關，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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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能源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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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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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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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ney, 1998: 8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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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公民參與模式特徵分析 

模式類別 
主動模式 
（active） 

混合模式

（hybrid/transition） 
被動模式 
（passive） 

代表州別 密蘇里州（Missouri） 印第安那州（Indiana） 俄亥俄州（Ohio）
參與由誰控制 
參數由誰決定 
參與過程特性 
誰作決策 
公民角色 
誰統整政策 
政府機構角色 
參與的實質性 
公民何時參與 
政府與公民關係 

公民控制 
公民確認參數 
前瞻、開放 
共識決 
公民角色為主宰 
公民統整政策 
政府機構是顧問 
公民掌握過程 
公民一開始就加入 
民治（by the people）

分享控制 
機構確認參數 
廣泛、開放過程 
共識決 
公民角色為諮詢 
行政人員統整政策 
行政人員是幕僚與參與者 
參與是過程的目標 
公民於中期加入 
與民共治（with the people）

機構控制 
機構確認參數 
封閉過程 
機構決定 
僅能對計畫書提出意見

行政人員統整政策 
機構是唯一參與者 
參與是形式 
公民於後期加入 
民享（for the people） 

資料來源：整理自Timney, 1998: 93。 
 
（二）非美國實務文獻 
 由於跨部門治理議題在實務層面涵蓋範圍廣，所以可茲借鏡的國際經驗亦不

在少數。以英國的「地方策略夥伴關係」為例，強調無論是公部門、私部門、社

區及志願組織，皆對改善生活品質有重要的影響，上述部門越是能合作共事，則

政策目標越是容易達成（DETR, 2001: 4）。Alter 與 Hage（1993）認為當現有組織
合作機制失靈時，必須發展新的聯盟網絡，以解決組織間持續發展的需要與衍生

的問題。Sulliran與 Skelcber（2002）於《跨域合作》（Working Across Boundaries）
乙書中則指出，以「策略性夥伴關係」為跨域問題尋求解套，便無須透過傳統的

行政區劃策略，僅需成立「治理型政府」當可取而代之。 
論者曾針對位於英國蘇格蘭地區的「社區本位住宅組織」（community-based 

housing organizations, CBHOs），進行地方治理議題的研究，該組織擔任住宅提供

的角色，規模通常為擁有 100～150個住宅，為 1500～1800人服務；論者探討的

研究問題中檢驗了該類組織的課責與正當性問題，瞭解居民對該類組織的信任狀

態，以及相關課責機制與運作有效與否；就居民對該組織的課責看法而言，由於

該組織存在的合法性係由居民所認可的，同時該組織必須對居民負責，而比較居

民對議會及該組織的信任程度，亦獲得支持該組織作為正當性的資料；就課責機

制而言，其一為居民可直接參與「社區本位住宅組織」的決策過程，其二為「社

區本位住宅組織」委員會成員係由居民選舉產生；同時依據調查資料顯示，所有

被選任的委員會成員皆是地方居民，同時皆具有房客或房東的身份；而催生該類

組織的前身，乃是由地方民眾自行發起的行動團體（Clapham et al., 2000: 215, 219, 
220, 221）。 

Jenei與 Vári（2000）以匈牙利在 1996 年 1月所啟動的策略性社會計畫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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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為例，說明政策規劃過程的細節；該計畫係由三人所組成的專案管理團隊所

運作，成員主要來自政府代表及方法論專家，目的在透過三場決策會議（decision 
conference）促成參與式規劃過程（participatory planning process）；就其會議參與

者而言，包括地方政府的政治結構代表、公民組織代表、地方政府機關代表、企

業經理人等；同時依據議題的特性，特別強調利害關係人的代表性；就決策會議

的討論重點而言，包括確認最迫切社會問題，提出可能有效解決上述問題的計畫

書，以成本、效益、可行性評估上述計畫書，選擇最適當的計畫書，發展執行上

述計畫書的具體建議。 
Berg等人（2003: 262-65）以八個歐洲城市的研究成果為基礎指出，都市地

區的社會政策進展，將由直接行動階段、制度化階段，朝向活化階段（activation 
stage）演進，意指政策的形成途徑將調和由上而下與由下而上兩者；在行動者的

支配性方面，不再單由政府行動者，或私部門、非政府組織行動者享有優勢，而

是調整出最適當的組合。「21世紀地方議程」（Local Agenda 21, LA21）第28章強
調，在籌劃21世紀地方議程時，必須納入社會中各類團體，特別是婦女與輕年團

體，藉以創造共識，提升社區涉入（community involvement）的地位，並以「參

與」作為21世紀地方議程決策過程的核心；而促進參與的主要兩項因素包括地方

政府的角色，以及非政府組織構想的匯集（Young, 2000: 183-184）。 
 此外，論者以比利時消防服務為例，說明公部門、私部門與公民之間的夥伴

關係，其中將營利與非營利組織皆視為尋求有益互動的私部門，而公民則同時意

指顧客的角色；上述作法的目的在於改善消防服務的效率、效能與正當性

（Bouckaert, 1993: 149）。 
Contandriopoulos等人（2004: 627）曾以加拿大魁北克市各區執行健康照顧計

畫為例，探討三種類型治理結構的適用狀況，分別為以經濟途徑分析組織行為的

「管理控制模式」，以政治性詮釋瞭解參與者行為的「互動模式」，以公共商議促

進政治參與的「民主模式」；但研究發現礙於眾多環境限制因素，實務上大多呈

現混合使用的狀況，不過執行途徑與趨勢，已逐漸由管理轉為治理。 
在流域管理個案中，有個位於菲律賓Nueva Vizcaya省的知名案例，針對如何

設計與執行流域保護計畫，廣納14個文化社群與其它主要團體參與其中，其成果

不僅達到流域保護的功能，更讓當地貧窮人口比例在12年內由52％降至3.8％，失

業率降低至4.2％，研究歸納該計畫成功的主因，乃是其參與治理架構採用了公

共合作管理概念，該省省長成功地整合公部門、私部門與非營利團體的主張，並

妥善依據部門專長進行計畫的分工與合作，例如原住民部落（indigenous tribes）

成為森林與流域管理的夥伴，省政府執行參與規劃、預算系統，並以更為包容的

方式廣納公民進入決策過程（轉引自O’Leary et al., 2006）。 
論者認為合作議題的研究，不應僅限於理論的辯證或實務的解析，而必須針

對跨部門聯盟的個案進行實證研究，由每日涉入其中的人們身上，瞭解合作的承

諾與阻礙。爰此，論者在以色列的海法，針對 244位具有合作議題參與經驗的受

訪者進行調查，其中 144位來自公部門及非營利部門管理階層的受訪者，10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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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係私部門管理階層人士。研究區分兩個部分，首先是分別詢問公部門與私部門

或第三部門在若干議題的合作現狀；其次為詢問跨部門合作（公、私、第三部門，

三者同時涉入的合作事項）的未來展望。在研究發現部分，就誰提議合作過程而

言，公部門管理者認為多由公共組織提出，但私部門及第三部門管理者卻更強烈

認為多由其所提出；就合作過程的主要獲益者而言，多數認為彼此皆受惠或民眾

整體受惠；就合作是否經常成功而言，多數各部門受訪者皆認為相當成功；就跨

部門合作是否有待改善而言，多數各部門受訪者皆表示需要改善；就組織內高階

管理者是否瞭解合作的益處並採取支持的態度而言，多數各部門受訪者表示其瞭

解並支持；就許多全國性問題得以透過跨部門合作尋求解決而言，多數各部門受

訪者皆持肯定態度；綜論其他題項的調查結果，發現各部門受訪者對於跨部門合

作的必要性、貢獻性等，多數皆持正面、肯定的態度（Vigoda-Gadot, 2003: 
117-146）。 
以「草根生態管理」（grassroots ecosystem management, GREM99）的課責為

題，以三個流域環境生態管理個案為例說明合作治理安排（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rrangement），不同的團體或組織進入一個包涵性聯盟，以審議形式

解決影響特定地區環境、經濟與社區的政策問題，就是所謂「治理安排」，因為

其統理行動涉及社會制度的建立與運作，包括參與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規則、決

策過程、相關計畫等。草根生態管理具有府際議題特色、有賴合作決策過程、共

識與主動的公民參與、分權等（Weber, 2003: 3-5）。 
Hardin於 1968 年出版《民眾的悲劇》（Tragedy of the Commons）乙書，說

明環境剝蝕（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的議題，同時凸顯人們與社會系統互動，
尋求以集體行動解決問題的能力不足之負面印象；面對社會行動者間的相互依

賴，公共干預措施被視為是集體行動問題的必然結果，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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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如何解決集體

行動問題變成重要的研究問題；論者提出「溝通治理」（communicative governance）
作為回應，其意指統治一方（政府）與被統治一方（社會）的關係或治理過程，

並以網絡取代治理，探討公、私行動者在問題解決、規劃、決策過程所扮演的角

色，其歸納具有如下特色，分別為問題的複雜性、行動者間相互依賴性、網絡發

展充滿磋商與競賽般的特性、學習過程發生於涉入行動者之內或之間（Vliet, 
1993）。 

 

                                                 
99 研究果指出，參與者認為新治理安排不只是既有體制的輔助或補充，而是完全的取代。但也不

可否認地指出 GREM 乃是治理的混合體，結合治理與政府的一種安排，為求達成更加的治理績效，

讓課責在更具廣泛利益的基礎之上，從下述兩點足以說明合作治理安排與傳統政府運作之間的輔

助關係。分別為問題解決能力的提升，落實民主與培育公民精神的功能（Weber, 2003: 245-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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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分析與比較 
 

加拿大治理研究所（Canada’s Institute of Governance）於2002年說明「治理

乃是社會或組織做出重要決策、決定涉入哪些人、如何提交責任的過程」。

Frederickson（2006）歸納各類「治理」（governance）形式，指出「治理與公共

行政既有的觀點無異，僅是使用不同的語言」，「本質上治理系絡影響、形塑了公

共行政實務，而非僅是公共行政研究」，「治理是行政轄區間關係的研究，也是公

共行政中第三者政策執行的研究」、「治理是影響力或非國家權力及非行政轄區的

公共集合體的研究」，而公共行政領域內的治理意涵應屬後兩類。換言之，治理

概念的應用的確呈現多元化現象，依不同的核心主張而展現不同的風貌；此外，

無論公共行政研究或實務基本上都深受治理系絡的影響。無怪乎跨部門治理議題

被稱為棘手問題，因為其跨部門治理的系絡環境，所展現的複雜性、多樣性、關

連性、競爭性與合作性，實在是不在話下。為解決前述跨部門治理議題的困難，

Frederickson提出兩類建議，首先在理論層面，治理研究必須回歸公共行政的本

質；這點誠如Wallace Sayre的主張，認為公共組織管理應該強調公共性

（publicness），以區隔政府與企業的差異；也好比是Bozeman強調無論組織屬性

為何，所有組織皆具有公共特性。其次，Frederickson認為治理研究落實公共行

政實務，係展現在府際間的合作關係、公私部門間在政策執行層面的合夥關係，

或者是探討影響力的問題，亦或是對民間組織的研究。 
本論文研究探討國、內外跨部門治理議題相關研究採取的治理途徑為何，並

強調社會中心治理途徑的重要性，實際上適呼應了回歸公共行政本質的主張。但

就實務研究而言，本文認為府際間的合作關係儘管運用了治理的概念加以解析，

但仍屬於行政力的運作；公私部門間在政策執行層面的合夥關係則係由經濟（企

業）力所驅動；僅有納入民間組織與影響力的研究，才能透過社會力的揭露，進

一步澄清公共行政的本質；而觀察社會力參與跨部門治理議題的規劃過程，將會

是瞭解影響力問題的適當切入點。 
於下分析前述國、內外相關研究成果，歸納跨部門治理議題之主要治理途

徑，進而說明跨部門治理議題的困境。 
 
一、治理途徑分析 
 論者於《面對權力的規劃》乙書譯序中提及傳統的規劃模式--「菁英規劃」，
在面臨公民社會建立和政府改造年代的衝擊後，應發展現代的規劃模式--「民主
規劃」，以回應前述挑戰。而所謂菁英規劃採取「國家中心論」（state-centered）
立場，可區分為三種模式，其一係從技術理性角度從事規劃，在規劃過程中強調

決策者應將焦點至於決策手段（工具），而非決策目標的設定；其二強調公共組

織的內部部門之間，以及公共組織之間互動關係在規劃過程的重要性，決策乃是

共組織因應環境不確定性及其變動所出作的政策產出；其三著重於規劃過程中，

各種政治力量和利益的角逐現象，發現決策乃政治競賽和談判的過程（詳見表

2-7）（劉梅君、江明修（譯），199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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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菁英規劃的三種模式 
學者模式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Allison 理性角色 組織過程 官僚政治 
Steinbruner 分析典範 操控典範 認知典範 
Andersen 理性觀點 組織觀點 認知觀點 
Linston等人 技術觀點 組織觀點 個人觀點 
資料來源：劉梅君、江明修（譯），1995：9。 
 
 相對於菁英規劃，民主規劃採取「社會中心論」（society-centered）立場，主

張公共組織內部，決策應由全體成員由下而上地形成；在公共組織與社會關係

上，決策須充分反映民意，並經由公民參與管道進入政策規劃與決策體系（劉梅

君、江明修（譯），1995：11）。 
回顧國內、外跨部門治理相關議題之研究成果，發現不同研究間對於治理途

徑的分類，具有相當趨同的現象。南加州大學 Civic Engagement Center（2006）
的研究歸納各部門的發展趨勢，認為政府部門發展趨勢乃是，追求最小花費最大

成果，同時面臨漸增的跨越部門／單位間協調的挑戰；企業部門發展趨勢乃是，

在政府與非營利組織的市場中嘗試開發其市場，企業部門中社會鑲嵌網絡的普

及，新企業策略顧及其對社區的衝擊（例如：Wall-Mart 推行的社區折扣，以解

決其開業的阻礙，並建立社區關係），重視企業社會責任的壓力，連帶促成社會

企業的興起；非營利部門發展趨勢乃是落實課責、與企業部門競爭，從政府或企

業的契約者、捐款接受者轉變為夥伴，傳統使命瀕臨危機（例如：社會價值、道

德等）。 
治理途徑的目的在為人們透過闡明議題和設定議程，亦即透過同時處理同意

和不同意的開放對話與論述，來參與公共生活、創造機會。透過論證與參與的過

程，參與者也許可以形成集體行動的公共理由，以及支持或反對特定公共政策或

規劃議程的理由（轉引自 Jun, 1999: 463; Bohman, 1996; Forrester, 1999）。於此本
文將前述各項重要研究成果或主張歸納為「政府中心、市場中心、社會中心」治

理途徑等三類（詳見表 2-8），並綜合各家之見解，分述三項治理途徑內涵如下： 
 

（一）政府中心治理途徑 
依據表 2-8的歸納結果，發現「政府中心治理途徑」涵蓋的治理概念成分較

低，區隔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偏向 Jessop所歸納的國家中心觀點，僅有府際間或
公共組織間的合作，勉強套用得上治理的概念；就治理架構而言，採取科層體制

的組織運作結構，組織成員完全來自公部門組織，公共行政的實體屬於一種危機

設計的封閉形式，亦即由管理者主導、排除公民涉入、重視短期目的，並以正式

權威為權力基礎，迫使被排除於決策圈之外的參與團體，採取對抗的方式表達意

見與自身利益。質言之，政府中心治理途徑偏重由上而下的互動與管理方式，公

民參與的程度較低且屬於被動參與模式，決策則完全仰賴傳統代議民主制度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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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性詮釋。 
 

（二）市場中心治理途徑100 
依據表 2-8 的歸納結果，「政府中心治理途徑」涵蓋的治理概念成分漸增，

由於採納企業管理的精神與作法，以致廣義上拉近了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實務上

則透過契約或補助的方式，讓營利的企業或非營利組織承攬公共服務或相關政策

執行的角色與責任，呈現 Frederickson所說的第三者治理現象；就治理架構而言，

採用鼓勵自由競爭的市場運作結構，組織成員同時包括公、私部門組織，公共行

政的實體屬於一種理性或漸進的設計，由行政專家或具備影響力的行動者所主

導，對於公民涉入逐漸由排除轉向有限的包容，開始重視長期目的，並以專業知

識或政治共識作為權力的基礎，透過資訊交換或選舉的方式逐步開展公民參與的

程度。也誠如 Steiner等人所主張的四類企業-政府-社會關係模式，基本上強調的
是企業為主的跨部門互動關係。質言之，政府中心治理途徑沿用企管的管理控制

方式，公民參與的程度適中，呈現主動與被動參與併陳的現象，決策則偏重以經

濟分析為基礎，以解決政府面臨的財政困境。 
 
（三）社會中心治理途徑 
依據表 2-8 的歸納結果，「社會中心治理途徑」涵蓋的治理概念成分最高，

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呈現融合的狀態，偏向 Jessop所歸納的治理中心觀點，實務上

由非政府公共團體或行動者負責決策與執行，行政管轄系統之規定、監督或課責

的影響力有限，多數僅具有諮詢的功能，呈現 Frederickson所說的公共非政府治

理型態；就治理架構而言，係以社群的共同信念與價值為基礎，決策組織的成員

皆由廣義的私部門組織所組成，公共行政的實體屬於 Jun所主張的社會設計，由
多元行動者所共同主導，對於公民涉入採取包容、開放的態度，兼採短期與長期

觀點來設定目的，並以分享責任作為權力的基礎，透過審慎思辯的互動過程進行

合作性規劃。質言之，社會中心治理途徑是結合各類志願組織，建構平等而主動

的公民參與網絡，強調以公共商議的民主共識作為決策基礎，型塑跨部門、跨階

層或跨類型的組織、團體或個體所能接受的共同行動，進而共同承擔責任。 
 研究跨部門治理議題所應用的解析理論相當多元101，但比較國、內外相關跨

                                                 
100 Peters 與 Pierre（1998: 227-234）在比較治理與新公共管理的差異後指出，兩者之間雖然

在行政改革的操作層次（operative level）相似，但在理論層次（theoretical level）卻大有

不同，茲分述如下： 

 治理乃是民主政體的核心要素；新公共管理卻只致力於轉化官僚組織。 

 治理是關乎過程；新公共管理卻只重視結果。 

 治理乃是採取組織間（interorganizational）的觀點進行改革；新公共管理則採組

織內（intraorganizational）的觀點。 

 治理乃是保持公部門資源為某種程度下的政治控制，並且發展策略以維持政府的行動

能力；新公共管理基本上在轉變公部門，轉變國家-社會的關係，將傳統的行政模式，

取代為服務提供者與公部門顧客的關係。 

 意識型態來源不同：治理強調政治、文化的系絡；新公共管理則強調價值與實務的改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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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治理議題研究所採用的分析途徑後，發現多數研究仍偏重政府中心或市場中

心治理途徑；加上因為政府失靈、市場失靈的案例與困境層出不窮；此外，瞭解

前述三項治理途徑內涵之餘，並發現跨部門治理議題的研究有朝向社會中心治理

途徑發展的趨勢；參考 Peters 在探討政府治理模式時，針對四項各有所長的政府

管理模式之選用問題，其主張應以規範觀點作為抉擇標準，亦即考量政府應如何

運作而定（孫本初等譯，2000；Peters, 1996）的主張；爰決定採取「社會中心治

理途徑」進行後續的個案研究，並依據社會中心治理途徑建構論文之分析架構，

以作為線上問卷設計與後續研究分析之架構。 
 
表 2-8：治理途徑類型整合表 

治理途徑

研究者 
社會中心 市場中心 政府中心 

分權 行動者偏好 集權
Powell (1991) 

網絡 市場 層級節制 
政策對話 市場誘因 企業精神 應變式決策 

Peters (1996) 
參與式 市場化 解制式 彈性化 
共同信念與價值 鼓勵自由競爭 科層體制 

Larmour (1997) 
社群治理102 市場治理 層級組織治理 

公民  參與者  菁英
Box (1998; 2004) 

公民治理 專業主義 民主 菁英控制 
高 公民參與程度 低

Timney (1998) 
主動模式 混合模式 被動模式 

高 治理概念 低Pierre & Peters 
(2000) 向外移轉 向下移轉 向上移轉 

平等  互動地位  順從Agranoff & 
McGuire (1998, 
2001) 

網絡模式 
行政轄區 
本位模式 

捐贈受贈 
模式 

由上而下 
模式 

倫理責任 被動回應 自由放任 菁英控制 
Steiner & Steiner 
(2003) 

利害關係人

模式 
對抗模式 

市場資本主

義模式 
支配模式 

                                                                                                                                            
101 概括有新管理主義、限定目的政府理論、區域政府理論、中間機關理論、權力主體互動、理

性選擇、資源依賴、政策網絡、公共選擇理論、委託人代理人理論、傳統改革主義、新區域主義、

城市體制理論等理論或研究途徑（陳立剛，2001；陳立剛、李長晏，2003；林水波、李長晏，2005；

江岷欽等，2003；趙永茂，1998）。 
102 社區（群）治理的主要爭議乃是，在促進更具回應性決策以滿足地方條件的需求時，將決策

責任由民選官員轉移至多機關夥伴關係的作法，將侵蝕了課責的要求（Benyon & Edwards, 1999: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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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續前頁） 
治理途徑

研究者 
社會中心 市場中心 政府中心 

社會 互動治理觀點103 政治Kooiman (2003: 5; 
2000) 自我治理104 共同治理105 層級治理106 

                                                 
103 以「社會-政治治理」的觀點（又稱為互動治理觀點），來分析集體行為，跳脫將國家、市場

與公民社會（又分別代表公共任務、私部門與第三部門）隔離並僅關注其一的思維，而追求三者

共享的責任，探討「可治理性」（governability）；其歸納三類治理型態分別自我治理、共同治

理 與 層 級 治 理 （ self-governance/governing, co-governance/governing, hierarchical 
governance/governing）；同時重視當代社會治理議題的多樣性、複雜性與動態性，並用「互動」

（區分為意向的與結構的互動）作為 linking pin，治理要素包括 image、instrumentation、action，
共同的治理規範則有理性、回應性、績效等；治理的次序則依序為問題解決與機會創造

（problem-solving and opportunity creation: first-order governance/governing）、制度建立（institution 
building: second-order governance/governing）、共同（meta: third-order governance/governing）的

治理問題，其原則例如對差異性保有開放性、有意願溝通與學習等（Kooiman, 2003）。論者強

調互動乃是治理活動的核心概念，治者與被治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必須由傳統的單向互動轉為雙

向互動，藉以將治者與被治者雙方系統所關切之觀點、問題與機會皆予以考量；這也就是社會-

政治治理的內涵（Kooiman, 2000: 142）。社會-政治治理應當是具有包容性而非選擇性的特色

（Kooiman, 2000: 163）。 
104 所謂「自我治理」意指社會實體自主地統理自己的能力，好比是自我再製（autopoiesis）、行

動者群集（actor constellations）、互動模式（patterns of interaction），所謂自我再製係由生物學

家 Maturana 與 Varela 所提出，用於提升對生命系統的瞭解，指稱生命的再製能力是整體系統的

互動而非個別器官，但不倚賴外再環境。而所謂自我再製系統係自主性的，當治理互動致力於自

我認同時，外界便難以統理；所謂行動者群集係將可識別的行動者間多重刺激的動態過程視為焦

點，藉此提升其自主性，讓代表不同社會領域的統理行動者能夠組織網絡，並進而為共同目的綜

合其資源，展現強烈的自我治理趨勢；所謂互動模式係鑲嵌於社會阻礙（social interference）的

一種統理互動模式（Kooiman, 2003）。 
105 「共同治理」的界定非常廣泛而多元，部分研究指稱在不同社會組織層級的「collaboration, 
co-operation, co-ordination」即屬之，是一種一般社會機制，依其在市場、網絡與層級組織中的不

同，展現由個體間合作到協調的變化，共同治理的形式包括溝通式治理（communicative 
governance），適用於相互影響的各方，有意願為共同治理目標達成交互主觀的瞭解；公私夥伴

關係（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PPPs），適用於相互影響的各方，在利用雙方可得的資源下，

達成雙贏的結果；共同管理（co-managent）常運用於自然資源的治理，例如森林、湖泊、海岸

地區等，意指政府機關與自然資源使用者共同承擔資源保護的責任，形成分權、參與式的組織，

而非集權、層級式的組織，其適用於相互影響的各方，對於治理標的已產生使用者知識、合法標

準，並服膺上述標準；網絡（networks）係被廣泛用於描述社會領域的多重互動，網絡理論則將

其定義為功能相互依賴本質的規則，例如資源需求、環境不確定性、策略性考量等，多數的互動

屬於水平互動本質，其適用於相互影響的各方具有開放形式的互動，藉以代表各類利益；體制

（regimes）係用於管理當代國際關係中多重相互關連的關係，主要定義為圍繞著一組內隱與外

顯的原則、規範、規則與決策過程，並匯集於既有的國際關係領域，其適用於各方遵守一組共同

同意的行動規則（Kooiman, 2003）。共同治理並不排除其它形式的協調，市場、層級節制與異

種統治仍然存在，但以「磋商式決策」（negotiated decision-making）的系絡運作，這意味著協

力（cooperation）調和了市場競爭，政府不再凸顯至高權威，成為多元指導系統中的一個參與者，

為磋商過程貢獻其自身的特有資源，減少其涉入的層級節制、集權與法治（dirigiste）特色（Jessop, 
2000: 24-25）。 
106 「層級治理」基本上以領航與控制（steering & control）為主要內涵，屬於由上而下統理互動

的本質，領航較具政治性，也具較多動態特性，控制本質上是行政作為，用以統理複雜性與多樣

性；其間以國家角色轉變為例，包括由命令到管制，展現在目的與工具可觀的變化，國家仍保有

中央政府實體；由獲取到授能（from procuring to enabling）係以市場機制提供公共服務；由仁慈

到活化（from benevolence to activation）係藉由分享任務與職責的手段，開發公共潛能，整體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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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續前頁） 
治理途徑

研究者 
社會中心 市場中心 政府中心 

公共商議 經濟途徑分析 政治性詮釋 Contandriopoulos 

et al. (2004) 民主模式 管理控制模式 互動模式 
私部門  組成成員 公部門Koontz et al. 

(2004) 公民本位 混合類 機關本位 
融合 社會、國家 區隔

Jessop (2004) 
治理中心觀點 國家中心觀點 

社群主義（對話、共識、政

策決定與執行） 
新制度主義者（專家、由上而

下、決策前諮詢） Bevir (2006) 
激進民主治理 系統治理 

完全開放      公民參與程度  封閉
Cooper et al. 
(2006) 審議途徑 

公民社會

途徑 
資訊交換

途徑 
選舉途徑 對抗途徑 

決策與執行 契約或補助 府際合作 Frederickson 
(2006) 公共非政府治理 第三者治理 行政轄區間治理 

分享責任 政治共識 技術性知識 正式權威 
Jun (2006) 

社會設計 漸進設計 理性設計 危機設計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公部門再造反應一項典範的轉變，也就由政府轉向治理，由政府部門單方設

定政策與簽約外包公共服務，轉變為與其他政府、志願部門或私部門夥伴合作共

事；政府逐漸理解其越來越需要志願部門，不僅是充當服務提供的夥伴，更是在

建立社會資本、加強社會凝聚方面；此外，志願部門快速地由慈善基礎模式演變

為公民社會基礎模式；並且與政府及企業擴大合作（Phillips, 2003: 17-18）。細究
當前地方政府管理，有如下三個取向，分別為「效率取向（efficiency orientation）」，
強調金錢價值與績效評量；「市場取向（market orientation）」，重視契約、外部性

及內在交易；「使用者或社群取向（user and/or community orientation）」，重視顧
客關懷、公民憲章、使用者或社群涉入形式（Lowndes, 1997: 85）。但是並非所
有地方政府再造之道完全相同，亦即不存在所謂「最佳方法（one best way）」，
而是不同的環境系絡，理當採用不同的處方（recipes）。 
 
二、跨部門治理議題的困境 
文獻分析指出跨部門治理議題的發展，在理論層面遭遇治理概念定義的爭

議，而衍生研究時理論應用紛雜的現象，在實務層面則因為治理機制設計、執行

                                                                                                                                            
家的責任並未被拋棄，但以嶄新、動態創新的實質品質呈現（Kooiman,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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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法制環境等面向的限制，而有實務性的發展困境。於下進一步說明跨部門治理

議題在理論與實務層面所遭遇的問題。 
 

（一）理論層面的困難 
實際上，理論適用性與實務之間本來便充斥著困難，並不限於治理概念的應

用。以公共資源107（common pool resources, CPRs）的管理議題為例，論者嘗歸納

三類主要分析模式108，分別為「公眾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囚徒
困境賽局」（the prisoner’s dilemma game, PD game）、「集體行動邏輯」（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Ostrom, 1990: 2-7）。深究上述三項分析模式之內涵，不難發現

其理論之於實務的應用過程，仍遭遇不同程度的困難。 
Harlan Cleveland（1972: 13）在提出治理概念之餘，認為治理最大的問題在

於權力的分散，以及參與者數目眾多。政府與第三部門組織間的合作，具有的優

點包括縮小政府的規模，以慈善捐助支持部分公共服務提供的成本，使服務更具

公民導向，提升政府效率、效能與績效；此外，更多公民或第三部門組織的涉入，

將吸引更多志願活動，同時在處理公民需求時將更具彈性。但如何將公民、第三

部門整合進政府的活動，卻遭遇許多的困難（Vigoda-Gadot, 2003: 86-87）。 
治理乃是對市場失靈與政府失靈的回應，其兩者強調公私區隔、零和競賽，

政府失靈的批判者將經濟（市場）視為自主經濟代理人之間的互惠與志願交換，

將政府視為被組織的凝聚，對公民自由的入侵；相反地，市場失靈的批判者將政

府視為主權權威，被賦權於追求公共利益，對抗公民排他、利己的短視利益。治

理文獻反對對政府與市場進行兩極化的區分，對兩股趨勢同等看待，並提議以跨

越市場、政府界線的程序來調和彼此，甚或超越兩者，例如人際間網絡、組織間

磋商、分權等（Jessop, 2000: 15-16）。治理強調公民社會的功能與角色，但仍可

能產生所謂治理失靈的現象，換言之，在設法消彌公部門、私部門及志願部門彼

此之間的落差時，便可能遭致治理失靈，常見的內涵包括領導失靈、主要夥伴或

                                                 
107 所謂「公共資源」（common-pool resource, CPR）意指一個自然或人造資源系統，其規模大到

難以排除（或者說可以排除但必須耗費相當成本）潛在受惠者，使用其資源並藉以受惠（Ostrom, 
1990: 30）。公共資源所產生的共同問題乃是搭便車者的問題。面對這些問題，當前的政策處方

（policy prescription）包括將建立具有集權控制力的政府，也就是將「巨靈」（leviathan）視為

唯一方法；部分人則主張終結共同財產概念，引進財產權私有化的概念，也就是所謂「私有化／

民營化」（Ostrom, 1990: 8-13）。 
108 自 Garrett Hardin 於 1968年的《科學》（Science）期刊發表文章闡述「公眾悲劇」之後，該

詞彙已變成一種符號，泛指當許多個體濫用稀少公共資源、剝奪環境；其運用一個開放的牧地與

一群牧羊人的關係，細緻地說明公眾悲劇如何發生；這誠如亞理斯多德（Aristotle）在《政治

學》第二冊第三章（Politics, Book , ch. 3Ⅱ ）的主張如出一轍，其談及「每個人最先想到自己，

卻很難顧及公眾利益」（…..everyone thinks chiefly of his own, hardly at all of the common 
interest….）。就「囚徒困境賽局」而言，其意指所有參與者握有完整的資訊的一種非合作賽局；

在這種賽局中，參與者之間的溝通顯得困難或者僅有與賽局不相干的溝通；賽局的個別理性策略

將導致集體非理性結果，這可說是對理性人假定提出相當重大的挑戰。就「集體行動邏輯」而言，

Mancur Olson 於 1965年出版《集體行動邏輯》（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乙書，說明個體

間共同追尋共同福祉的困難，挑戰團體理論認為團體利益將足以創造出集體行動的假定；其談到

除非團體中的人數很少，或有特殊機制或強制力存在，否則理性、自利的個體將不會追尋共同或

團體利益（Ostrom, 1990: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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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程序上的差異、社會衝突等問題，為此學者提出公共機關的設計原則，作為

克服治理失靈的建議，分別為可修正性（revisability）、強健性（robustness）、對
動機複雜性保有敏感、公共保衛性（public defendability）與鼓勵實驗的多變性

（variability）等，藉此建立具有演化、學習及適應等永續性機關（Stoker, 1998: 
24-26）。Jessop（2000: 17-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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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come）。但儘管是承諾持續審議與磋商，

並無法排除最後治理失靈的的可能；以地方經濟與社會發展議題研究為例，歸納

指出三組因素可能是治理失靈的來源，分別為「資本主義總是依賴市場化與非市

場化形式間的對立平衡109」；「持續性衡量機制係由政府所掌握110」；「奠基於自組

織（self-organization）的治理本質111」。 
跨部門間的合作互動，遭遇的困難遠多於同一部門內連結所面對的困境。為

此，Hood等人（1993: 3, 11）提出「合作解決社會問題的過程」進行說明，過程

中
112涉及鉅觀層次（macro-level）的環境互動，中觀層次（meso-level）的組織互

                                                 
109 這將影響各種經濟與社會協調形式，也會刻印在資本主義本身；而治理並不是介於市場與政

府之間的第三個中立詞彙，而是另闢一個場所衍生平衡的競爭問題，這樣的新治理形式為資本累

積與政治流動的衝突邏輯，提供一個會談的基礎（Jessop, 2000: 17-20）。 
110 意指物質的提供、符號的支持、複製或反制行動的程度乃是由協調機制所掌控，包括治理與

政府機制存在於不同的尺度（scales），一方的成功可能仰賴著另一個尺度；協調機制可能有不

同的時間範圍，治理通常具有長期意涵，不同於短期的政治計算；雖然各類治理機制或許獲得特

定技術經濟、政治、意識型態功能，政府卻仍監督其影響，以確保分割社會中的凝聚力等（Jessop, 
2000: 17-20）。 
111 治理的企圖可能失敗，因為對行動條件過渡簡化，或對影響治理目標的因果關連缺乏足夠的

知識；人際間、組織間或系統間層次可能存在協調問題：例如組織間磋商通常有賴人際間信任；

彼此溝通間衍生的問題關係，此類落差將導致代表性或正當性危機，並引起確保順服的問題；各

類夥伴關係與其它治理安排關切相互依賴議題，而其間便衍生協調問題（Jessop, 2000: 17-20）。 
112 就環境因素而言，區分為與問題自身本質相關的問題特性，以及與問題相衝突的制度結構特

性，前者又包含嚴重性、複雜性、資源可得性。嚴重性意指與社群或組織相關的社會問題衝擊，

潛在合作者對此產生的不滿與關心的程度；複雜性意指瞭解複雜社會問題基本原因的困難；資源

可得性包括政治支持、經費等。而制度特性則包括穩定性、彈性、衝突。穩定性意指制度界線的

強度及行動者間的關係，例如是否存在既成網絡；彈性意指改變制度與制度互動的機制，例如是

否存在仲介組織帶動潛在參與者加入；衝突意指不同部門對於目標或問題解決方案的優先排序未

能達成共識。就組織因素而言，區分為被察覺的相互依賴、組織利益、高層管理／行政者的承諾。

相互依賴意指在其它團體未加入合作前，便仰賴其解決社會問題；組織利益則與效率、穩定性及

正當性；有關高層的承諾主要展現對計畫的支持。就團體互動因素而言，區分為整體團隊層次、

次級團隊層次、個人間層次。整體團隊層次又包含界線、文化與規範。界線包括有形與無形的界

線，前者計有物質、會員資格等，後者則有空間、時間、心理層面的界線，界線的可滲透性，允

許與環境進行更多或減少不必要的互動；文化意指特定組織所擁有的一組信念、價值與行為模

式；規範乃是文化在行為層面的次項，意指團體中外顯或隱含的行為規則，不同部門有著相異的

規範，導致合作的困難。次級團隊層次指涉整體團隊內次級團體間的關係，包含認同、共享遠景

與目標。次級團體的認同可能基於工作任務、年齡、性別等因素而形成；次級團體的共享願景與

目標強調降低次級團體間衝突的重要性，願景、目標共識越高，次級團體的團體認同越弱，則部

門間合作的可能性越高。個人間層次重視個體間互動衍生出的關係及其品質，要想有效管理個體

間衍生的問題與衝突，議題明確化、促進正面積極的組織氣氛、保護個人尊嚴發展必要整合技術

等，都將是有效而必要的方法。就社會問題解決合作的產出而言，效率用於確認合作目標是否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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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與團體互動，微觀層次（micro-level）的個體互動；論者以合作議題相關文獻

為基礎，將合作過程區分為問題設定、方向設定與執行等三階段，並主張環境與

組織因素與問題設定階段相關，團體互動因素與方向設定階段相關，產出部分則

與執行階段相關，並強調未來社會問題解決合作的研究，應著重團體互動因素，

針對整體團隊層次、次級團隊層次與個體間層次中，影響團體行為與績效的現象

加以研究。 
為回應治理所面臨的批評與質疑，論者認為尋求一致同意的定義乃是首要之

務，提出以 Cleveland的原初概念為出發點，並以國際關係領域中的體制理論去

發展治理理論。精確地將公共行政領域中的治理定義為「行動者依據一組原則、

規範、角色與決策程序，匯集於一個既定的政策場域」（轉引自 Frederickson, 
2006）。 

Rhodes（1997: 8）在談及治理的發展時，認為基於「府際關係」對於各級政

府間存在的相互依賴現象，僅止於描述而無法解釋相互依賴的基礎為何，亦無法

說明府際間網絡的運作與變化，導致其概念運用日漸受限。Frederickson（1997: 
87-92）認為將公共行政視為治理，在實務上、價值上及哲學上雖有許多的優點，

但仍有不強調命令、缺乏可預測性、穩定、責任及公平等缺失。 
Stoker（1998: 17-19）曾將「治理」視為理論，進而提出五項命題113，但同

時亦指出命題的相關困境與關鍵議題，包括「治理相關的決策複雜實體與用以解

釋及驗證政府的規範性守則之間，存在著分離」、「模糊的責任將導致罪責不清」、

「權力依賴將加速政府中負面問題的產生」、「自組織網絡的出現將衍生課責的困

難」、「即使政府採用彈性方法處理集體行動，治理失靈仍可能發生」。 
治理概念的效度與用處至少有如下五點挑戰，分別為治理概念是時尚的

（fashionable），到底為公共行政帶來多少新意，仍備受考驗；治理概念在應用時，

仍是模糊、太過廣泛；治理概念是價值附加（value added），隱含某些事情已被
理解與贊同，但事實上那些都不應被視為理所當然；治理總是談論變遷、改革、

如何把事作對，這隱含現狀是殘破需要整修的，既有的體制成就被貶低其價值，

導致秩序、穩定性與可預測性等可能被低估了；治理總是集中於非營利、營利組

織等非國家體制，國家與行政管轄集中理論與研究被視為過時。上述批評有著兩

項重要意涵，其一為治理強調理論與研究，解釋變遷與改革的重要性與必要性，

我們必須思考僅關注治理而不討論政府組織、官僚體制與管理，是否會比較好；

其二為治理理論家堅持尋找組織與行政行為普及的模式，也就是所謂一般理論，

以解釋過去預測未來（Lynn et al., 2001: 80-84）。 
此外，Vigoda-Gadot（2003: 25-27）曾以跨學科之光譜分析，探討部門間合

                                                                                                                                            
成，永續性用於在人事變遷之際，確保合作成效得以延續，議題擴張用於確保個別成員對合作議

題的興趣與承諾，個人產出則與個人滿足感有關（Hood et al., 1993: 4-11）。 
113 所謂五項命題，分別為治理指涉一組由政府中抽調而來，但卻超越政府的制度與行動者；治

理將模糊的界限與責任明確化，以解決社會與經濟議題；治理將制度之間，集體行動的權力依賴

關係明確化；治理乃是關乎自主性的自組織網絡行動者；治理表彰非依恃政府命令或使用其權

威，而達成任務的能力，並認為能夠運用新工具與技術去領航政府（Stoker, 1998: 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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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議題的配合及發展動向，研究指出當對合作進行「政治-國家層次分析」（或稱
「政治焦點分析」）時，有賴政府與公共行政部門及其所屬分支機關作為合作事

務的首要倡議者與領導者，關注國家想要作什麼、能作什麼、在作什麼，藉以提

升各個參與者間的夥伴關係與合作構想；此種分析，首先必在國家領導者與高階

文官間凝聚必須合作的共識，其次為授權各級政府機關變遷的權力，最後則是分

配各過程中所需的資源；此類的分析與合作類型，係由政府部門進行協調。對合

作進行「社區層次分析」時，係針對社區層次所統整，較不具組織化活動結構的

合作事務，其建立在參與者之間較為鬆散的聯繫，但若有志願及非營利組織的互

動結構安排，則可減緩上述缺失；此外，其又賴合作性、支持性的社會環境，並

假定其他兩個部門對草根活動的支持。對合作進行「管理層次分析」時，主要是

以企業部門作為公部門標竿，著名的「公私夥伴關係114」僅對符號、標語式合作

透露著實務性意義，因為其哲學本質主要是經濟性；其主張企業與私部門乃是合

作事務的推動者，被獲得其他兩個部門的支持（詳見表 2-9）。 
 
表 2-9：合作觀點的跨學科光譜分析 

社會參與者

 
學科起源 

政府與公共行政 
公民、社區 
與第三部門 

企業與私部門 

政治與政策 
對合作進行「政治

-國家層次分析」 
A  

B 

社會與文化 
C           對合作進行「社區

層次分析」 
 

D 

組織與管理 
 

F 
E 對合作進行「管理層

次分析」 
 保守                                          當代 

「合作」的演進連續體 
 

說明：箭號方向表示部門間合作關係的配合、發展動向。 
資料來源：Vigoda-Gadot, 2003: 26。 

 
為求可信賴且誠實的合作出現，所有團體之間必須衍生互惠利益及共享目

的；而上述目的與利益主要是自我中心且自我導向，但當其符合其他人的渴望

時，便有賴有意義的集體權力予以促成；在個體利益衝突且多數人不遵守集體公

共利益的自由市場社會中，合作是不可能發生的；但合作的推展仍有許多困難有

                                                 
114 所謂「公私夥伴關係」（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是一種角色與關係安排，可定義為兩

個或兩個以上的公、私實體，協調／結合彼此的互補性資源，透過共同追求一個或更多的共同目

標，以達成各自的目標（Vigoda-Gadot, 2003: 64）。相較於「公私夥伴關係」過份強調經濟性本

質，近來「企業社區計畫」（Business for the Community projects, BFC projects）被視為一種替選

方案，具有真實性，貼近社群主義與志願主義的社會運動，是一種部分衍生自經濟考量，但大多

具有社區基礎且自動自發導向的公民精神（Vigoda-Gadot, 2003: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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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克服，例如如何建立「溝通橋樑」（crossing mind bridges），如何克服「認知限
制」（cognitive barrier）等首要問題（Vigoda-Gadot, 2003: 44-45）。簡言之，溝通
治理可被視為盡可能在複雜集體行動問題的決策過程中，嘗試逼近理想的溝通理

性；亦即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所主張的概念，強調以人類互動為基礎，

事實與知識係以暫時的交互主觀理解為基礎，所有行動者可暢所欲言，平等地參

與辯論及對話，也就是一種理想的對話情境（ideal dialogue situation）（Vliet, 1993: 
108-109）。 

 
（二）實務層面的困難 

東、西方國家正處於「治理過程民主化」的大轉變之中，但無論是西方或東

方國家的實務變遷都顯得緩慢，仍繼續以傳統管理概念與技術解決複雜的問題

（Jun, 2006: xxi）。因為多層次服務傳遞的安排、組織網絡及對特定目的與優先
順序缺乏共識，已導致政策過程變得難以理解，想要掌握政策過程是非常困難的

（Ingraham, 2004: 224）。儘管許多的公務人員將公民參與視為民主行政的要素之

一，但他們卻更為關注安撫公民，而非嚴肅地將公民的構想當作一回事（Jun, 2006: 
8）。誠如 Box（1998: 157）於《公民治理》（Citizen Governance）乙書中所提，
政府官員或專業人事通常將公民涉入／公民治理視為其利益的威脅。 
質言之，公民治理亦對公共行政實務帶來若干挑戰，包括公民參與決策的適

當層次為何？如何避免菁英將公民與開放對話視為其利益的威脅，並對公民有所

抵制、報復？如何避免恩賜、分贓、腐敗等民主時期的弊病？（Box, 1998; 2004: 
130-34）。新治理的出現（亦即治理的轉換）凸顯了五項重大議題，分別為挑戰

（challenge），意指面對許多新興的公共政策、社會與科技環境的變化，需要新
的行政策略與戰術（strategies and tactics）；能力（capacity），意指由傳統命令與

控制的行政技術，轉換為直接服務策略，必須建立能力以迎接挑戰；正當性

（legitimacy），由於對非政府組織的依賴，凸顯了公共權力正當性的問題；主權

／統治權（sovereignty），面對夥伴組織的激增，政府必須構思新的策略以確保

其在合作網絡中的地位與責任；公共利益（public interest）係延續傳統公共行政

的主要爭議，探討如何在新的夥伴關係中界定公共利益（Kettle, 2002: 160-61）。 
Howe與 Ingram（2005: 32-36）以水資源管理研究為例，指出資源分配的主

要社會目標有三項，分別為經濟效率、公平、永續性，其中私部門所展現的長處

偏重經濟效率，但卻無法滿足公部門在水資源管理議題所應秉持的公平性原則。

但在美國西部有許多的流域志願團體（watershed-based voluntary groups），其展
現為資源管理問題尋找具有創造性、合作性解決之道的可能；此類合作團體提供

表達公共利益的絕佳機會，具利益匯整、建立關係、預防衝突等優點；但實際上，

卻缺乏法定公共程序讓第三團體參與磋商；就如何有效保護民眾免於水資源相關

決議負面效應的議題，美國西部各州已透過行政審議、相關立法著手保護公共利

益，但論者指出建立水資源政策發展的「全面規劃程序」，將可進一步改善上述

問題，同時更具一致性與可預測性的優點（Getches & Wetering, 2005: 84-85）。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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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見解意指透過規劃程序的建立即可有效的解決上述問題。此外，文獻亦指出

立法行動有時反而將戕害公民投入的權益。例如在法律規範中，「原告訴權」

（standing）是一項影響公民投入的因素，其意指在法律訴訟中，只有原告

（plaintiff）享有原告訴權得以發起行動；所以「原告訴權」被定義為在某項議

題中擁有直接利益，通常是指物質性或經濟性的損害；舉例來說，當環保主義者

基於自身的利害關係（stake）想要保育野生動物時，就可能無法享有原告訴權，
進而採取行動不利於那些擁有商業利益的發展商或不動產所有者（Timney, 1998: 
95-96）。 

Hood等人（1993）115曾以企業團體與教育當局的跨部門合作（cross-sectoral 
collaboration）案例，說明促進不同階層代表共同參與的困難；該研究指出其困

難在於難以將各部門中個體與主要領導者帶入解決共同問題的社群之中，因為這

將涉及目的、價值與意識型態的差異問題，其最後強調持續對環境、組織與團體

互動過程進行深入分析，將有助於跨部門合作研究。 
美國佛羅里達州橘郡之「標的社區提案116」（Targeted Community Initiative, 

TCI）為例，探討公民涉入的實務經驗，該個案研究指出維護治理過程平衡的困

難，特別是在公民投入與行政責任之間。而該個案乃是一個具備鄰里基礎的社區

規劃與發展過程，用以回應民眾對於社區內青少年犯罪日趨嚴重的呼救
117（Gray 

& Chapin, 1998）。 
Timney（1998: 96）指出公民參與的重大困境，包括「能對規則訂定之計畫

                                                 
115  實際上該篇文章依據「合作解決社會問題的過程模式」（Process Model of Social 
Problem-Solving Collaborations），提出了六項跨部門合作命題。而前述合作過程模式，主要包括

環境因素，又區分為問題特性--嚴重性、複雜性、資源可得性；制度特性--穩定性、彈性、衝突

性；組織因素，包括可察覺的相互依賴，利益（效率、穩定性、合法性）、對高階管理者的承諾；

團體互動因素，又可區分為整體互動（Group-as-a-Whole Level）--界線、文化、規範，次級團體

互動--次級團體認同、共享願景與目的，人際間互動--信任、溝通者風格、領導、衝突。 
116 「標的社區提案」已在其它社區成功實行，是文所探的乃是於 1991 年發動的 South Apopka

社區專案，起初由社區建立（community building）開始，由橘郡政府主席與社區民眾面對面聽

取意見，隨後於郡政府內由政府成員組織跨部門團隊，確認郡政府於該項計畫中的適當角色，並

提出解決計畫；嗣後該團隊建議採取「全面性問題解決途徑」（comprehensive problem 
solving-approach），納入社區民眾、強調社區授權；一個月之後，在第二次的社區座談中，除了

報告目前郡政府的相關計畫作為，特別提出前述構想邀請社區領袖加入，與郡政府建立夥伴關

係；隨後居民領袖決定成立一個新的非營利統合組織，稱為 Apopka Coalition to Improve Our 
Neighborhood（ACTION, Inc.），該組織主要功能乃是做為社區內各項組織與公民行動的「傘型

組織」（umbrella agency），協調各項公、私資源與志工，同時為各項計畫提出社區規劃構想，

其主要功效乃是提供所有社區團體得以共事的機會，以單一組織凝聚共識克服個別公民關切問題

的差異；此外，並成立工作委員會以確認社區需求及其優先性，並為此提出行動策略建議，該工

作委員會與郡政府成員合作，發展兼具長、短期目標的社區行動計畫，同時獲得郡政府執政會

（Board of County Commissioners）無異議通過（Gray & Chapin, 1998: 176-78）。 
117 其實在此之前已有許多組織長期投入該社區的關懷行動，具有悠久的公民涉入經驗與歷史，

但有三項原因損及其努力成果，分別為對地方民選官員與政府官僚缺乏瞭解，也不重視與其建立

合作網絡；社區團體之間缺乏真正的凝聚力；多數社區民眾的冷漠（citizen apathy）；除此之外，

尚存在若干原因不利於社區問題的解決，該社區位於未合併區域（unincorporated area），行政管

轄權分屬州與鄰近市級政府，此為負面因素之一；鐵路將該區與其它鄰近市區的白人社區明顯區

隔開，該區主要居民為非洲裔美國人、海地與拉丁裔移民，在政治上的代表性與回應性不足（Gray 
& Chapin, 1998: 1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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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想有所回應的公民數量受限」，這肇因於時間、地點等基本問題；行政專業人

員與民選官員認為公民對相關議題缺乏專業118，而且常基於情緒主義而非客觀事

實表示意見；民眾亦經常感受到未獲同等重視。 
相關「洛杉磯河整治計畫」的研究指出跨部門合作與參與的重要，但卻發現

前述計畫雖宣稱要透過市民參與規劃過程，共同決定洛杉磯河整治計畫的重點，

實際上確名實不符，猶如「國王新衣」。其原因有二，其一為參與者未察覺規劃

過程仍屬理性規劃模式；其二為所謂參與過程有著許多實質或程序限制，戕害合

法的參與。該研究將洛杉磯河整治計畫團隊成員比擬為國王，該團隊所宣稱的參

與過程則好比是那不存在的斗蓬／新衣。無法落實參與的主因119乃是對其運用的

方法缺乏監督、課責，所有的參與機制安排只是想滿足法律的基本要求（check 
list）（Irazábal & Eggebraten, 2007/1/18）。 

Koontz 等人（2004）認為美國民眾在決策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在過去幾十
年中已有了實質的改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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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多數文章仍強調需要更廣泛的社群涉入，特別是私部門；雖然多數

的支持者認為，透過合作的方式將能夠為環保政策建立正當性、社會資本，以及

克服各項困難。然而，前述廣泛性的結論將導致大量時間、心力與資源的投入，

卻不保證能夠獲得與其結果。因此，關鍵的問題乃是如何擴大合作團體之間的公

共涉入。 
南加州大學 Civic Engagement Center（2006）的研究亦指出治理的發展趨勢

與挑戰，就發展趨勢而言，將重視場所本位的問題（place-based problems）（例

如：區域交通，公共及社區健康等），過程本位的問題（process-based problems）
（例如：聯邦補助、命令與地方適應的問題），並仰賴私部門與非營利組織提供

公共服務，持續強調顧客親善以作為服務整合的動力（例如：單一窗口、服務對

象集中途徑（patient-centered approach）等）；此外，尚有全球化、市場本位、脫
離國家（disarticulation of the state）等治理趨勢。就治理挑戰而言，基於水平夥

伴關係缺乏層級權威可能導致集體行動問題；分散的課責（ diffused 
accountability）可能缺乏非正式網絡課責的機制，亦導致彈性與穩定性之間的取
捨問題。 

Foley（1998: 142-43）進行有關社區規劃的個案研究時，應用自我治理

（self-governance）概念說明如何增進公民參與；研究發現上述個案中仍有若干

                                                 
118 有關上述現象的探討，多由培養轉化型行政人員（transformative administrator）著手，其意指

其接受有關下列政治與知識的假定，包括認同思想與構想基本上是受權力關係所影響，隨著社會

與歷史的遞演所組成；瞭解事實無法與世界的價值或規範性評量分離；一位以轉化型觀點工作的

行政人員，將認同所有公民都可能成為民主哲學家（Zanetti, 1998: 112-13）。 
119 具體而言，研究者將原因歸納為三大類，分別為實質因素（substantive factors），包括治理結

構的複雜、缺乏居中協調的專業、地理與時空規模的問題、議題的複雜與相互關連；程序因素

（procedural factors）部分，就發生地（venues）而言，意指各項會議舉辦的適當性，就工具而言，

包括量化與質化工具，意指媒體使用率不佳、參與顧問績效不佳、促成者績效不佳、會議形式與

媒體使用狀況不佳；其它虛偽因素（other deceptive factors），意指社區投入的過渡代表、設計

模仿的錯誤代表、權力管道隱藏於一般民眾之後等（Irazábal & Eggebraten, 2007/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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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的問題，許多參與者表示對參與過程感到挫折，公民代表表示在社區參與的

過程與資格是有選擇性的，特殊種族團體與被選定社區的代表性不足，聯邦疾病

管制局與州衛生部的期待不夠明確，社區團體所需要的技術報告援助也不足；政

府代表則抱怨在甄選與留任社區代表上遭遇困難，並質疑部分社區報告的可信

賴；此外，參與的障礙尚包括規劃經費不足、缺乏訓練與技術援助、關鍵利害關

係人代表性不足、交通問題、取得規劃團體成員身份的相關問題等。 
若以夥伴關係為例，其遭遇的兩難困境包括協力與競爭、開放與封閉

（closure）、可治理性（governability）與彈性、課責與效率。就協力與競爭而言，

衍生的困境包括如何維持人際間的互信、確保對磋商結論的順服、透過開放溝通

減少不同意見等，或者因危機解決而可能促成學習與提高被適應性；而對協力與

共識過渡的信守，可能衍生緊張與衝突就開放與封閉而言，以治理採行的異種治

理安排（heterarchic governance arrangement）為例，面臨對環境保持開放，以及

為夥伴間的有效協調保持一定程度封閉的兩難；開放性有助鼓勵長期承諾的建

立，但卻同時讓機會主義瓦解夥伴關係，或導致高比例的離職問題。就可治理性

與彈性而言，儘管異種治理安排具有長期策略導引，這是市場治理所缺乏的，保

有彈性的特點是層級節制所缺乏的，但這也是兩難困境的起因，例如透過操作性

規則降低環境複雜性以提高可治理性，但多樣性不足卻導致行動者與資源流動的

困境。就課責與效率而言，例如在相互依賴的網絡中，決策與扼阻性決策決策的

責任歸屬問題（Jessop, 2000: 20-23）。 
就政策觀點而言， Stratton（ 1989）曾引述美國麻塞諸塞州（ the 

Commonwealth/State of Massachusetts）為例，指出夥伴關係乃是企業、非營利組

織及政府間的合作，在合作計畫中分享分攤風險、分享資源與技術，參與的夥伴

及其所屬社群藉此獲益（轉引自McQuaid, 2000: 11）。 
上述文獻分析指出許多影響治理過程成效的因素，分散於不同階段當中，這

些現象在跨部門治理個案中，可能重現或者基於治理系絡的複雜化而衍生更大的

困難。特別是本研究對象--「洛杉磯河整治計畫」所牽涉層面廣泛，更需要借鏡

相關研究的經驗，提升參與能力與改善客觀參與條件120。 
 

                                                 
120 研究者感慨公民參與機制並非為公民所設計，Arnstein 提出之參與階梯中，公共控制的層次

始終難以實踐，公民難以透過相關機制影響政府機關的決定，對許多公民而言更是一個空洞且耗

費時間、精力等各項成本的運動，期間的溝通經常是單向的由上而下訊息或決策傳遞，公民管道

亦受有權勢的政治菁英所限制，行政人員與民眾之間呈現分離狀態，假公共服務之名僅為完成其

任務、維護自身的利益；面對上述無法完成集體目標的現象，唯一解決之道乃是邀請民眾參與具

有包容性的政策過程，將政府交還民眾的手中，勿將公民參與視為其專業挑戰。因為最後還是公

民必須承擔政策決定的後果，而不是行政人員（Timney, 1998: 99-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