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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中英文摘要
關鍵詞：政府網絡、社會-市場網絡、新制度
學派、交易成本、政策知識管理。

近年來，隨著政治、經濟與社會環境的
變動，在政策規劃、合法化與執行的過程中
以中央政府為主的「政府網絡」經常必須與
民間私部門、利益團體與非營利組織等「社
會-市場網絡」互動、溝通及協調，因此，以
「新制度主義」理論而言，設法降低兩者在
政策運作過程中互動所產生的「交易成本」，
實為我國中央政府施政的重要課題。本研究
認為，解決途徑之一，在於建構一套中央政
府的「政策知識管理」機制，亦即透過對於
內政、外交、經濟、財金、教育、國防、文
化、衛生、環保等政策知識的創造與學習，
不僅能使現任官員吸取前任官員的政策運作
知識與經驗，也能將自身的政策運作知識與
經驗提供後繼官員參考，提高政府網絡的政
策運作品質。更重要的是，藉由政策知識的
公開與共享，讓中央政府的政策具備延續或
更動的基準，如此較能減少社會-市場網絡的
反彈與抗爭，進而降低兩種網絡在政策運作
過程中互動所產生的交易成本。

有鑑於此，本研究企圖釐清：中央政府
政策知識管理制度的建立能否降低政府網絡
與社會-市場網絡在政策運作過程中互動所
產生的交易成本，並參考外國的相關措施，
建構一套適合我國中央政府的政策知識管理
制度，亦即探討下列問題：

1、何謂政策知識？何謂政策知識管理？
2、中央政府的政策知識內涵為何？中央
政府的政策知識管理內涵為何？
3、政府網絡與社會-市場網絡在政策運

作過程中互動所產生的交易成本為何？
4、適合的中央政府政策知識管理制度的

建立，能否降低政府網絡與社會-市場網絡在
政策運作過程中互動所產生的交易成本？

5、國外中央政府政策知識管理制度的相
關措施為何？

6、如何建構適合我國中央政府的政策知
識管理制度？
Keywords：government network, society-market 
network, new institutionalism, transaction cost, 
policy knowledge management.

TThhee iinntteerraaccttiioonn bbeettwweeeenn ggoovveerrnnmmeenntt
nneettwwoorrkk aanndd ssoocciieettyy--mmaarrkkeett nneettwwoorrkk iinn tthhee

pprroocceessss ooff ppoolliiccyy ffoorrmmuullaattiioonn,, lleeggiittiimmaattiioonn aanndd
iimmpplleemmeennttaattiioonn iiss iinnccrreeaassiinnggllyy eesssseennttiiaall,, oonnee
aapppprrooaacchh ttoo rreedduuccee tthhee ttrraannssaaccttiioonn ccoosstt bbeettwweeeenn
ttwwoo nneettwwoorrkkss iiss ttoo bbuuiilldd aa ssuuiittaabbllee ppoolliiccyy
kknnoowwlleeddggee mmaannaaggeemmeenntt ssyysstteemm iinn cceennttrraall
ggoovveerrnnmmeenntt.. TThheerreeffoorree,, tthhee qquueessttiioonnss tthhiiss ssttuuddyy
ttrriieess ttoo aannsswweerr aarree aass ffoolllloowwss::

1、What is the meaning of policy 
knowledge and policy knowledge 
management？

2、What are the contents of policy 
knowledge and policy knowledge management 
in central government？

3、What is the ssiittuuaattiioonn in terms of 
transaction cost caused by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government network and 
society-market network in the policy process？

4、Can a suitable policy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 in central government 
effectively reduce the transaction cost caused by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government network 
and society-market network in the policy 
process？

5、What are the practices of policy 
knowledge management ssyysstteemm in other 
countries’ central government？

6、How to build a policy knowledge 
management ssyysstteemm suitable for our central 
government？

貳、計畫緣由與目的
一、緣由

一般而言，在公共政策規劃、合法化與
執行的運作過程中涉及兩種網絡的活動：一
是以中央政府為主的政府網絡，一是包括民
間私部門、利益團體與非營利組織等的社會-
市場網絡。所謂網絡，是指各種不同的政策
社群對於某特定政策議題，所形成的不同「政
策領域」（policy domains）間的互動關係。
近年來，隨著政治、經濟與社會環境的變動，
政策運作時政府網絡經常必須與社會-市場
網絡互動、溝通及協調，以「新制度主義」
理論而言，設法降低這兩種網絡互動、溝通
及協調所產生的「交易成本」，實為我國中央
政府施政的重要課題。

新制度主義是一個跨社會科學領域的研
究法，它經常包括以下研究議題：找出誰是
主要的行動者？這些行動者具有何種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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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者間的正式與非正式關係為何？行動者
間的資源如何交換？是否有提供監督、資訊
與執行交換關係的制度？這些制度是如何建
立的？其成本由誰負擔？制度是否有效力？
制度演變的因素為何？行動者如何評價彼此
間的關係？而最核心的學術焦點，則是試圖
解答「制度如何影響行為」的問題。

一般認為，各項經濟指數的衰退、股市
的下跌、勞資的抗爭、朝野政黨的杯葛，都
可歸入政府網絡與社會-市場網絡互動的交
易成本範圍之內。由上可知，若政府網絡與
社會-市場網絡互動的交易成本愈高，則政策
運作愈不易成功，也就無法達成預期的目的
與績效。本研究認為，解決途徑之一，在於
建構一套中央政府的「政策知識管理」機制，
亦即透過對於內政、外交、經濟、財金、教
育、國防、文化、衛生、環保等政策知識的
創造與學習，不僅能使現任官員吸取前任官
員的政策運作知識與經驗，也能將自身的政
策運作知識與經驗提供後繼官員參考，提高
政府網絡的政策運作品質。更重要的是，藉
由政策知識的公開與共享，讓中央政府的政
策具備延續或更動的基準，如此較能減少社
會-市場網絡的反彈與抗爭，進而降低兩種網
絡在政策運作過程中互動所產生的交易成
本。

制度與知識的關聯是：我們需要檢視制
度的關聯構造，來看看對各種不同的知識與
技能存在何種需求。制度架構會塑造獲取知
識技能的方向，而這方向是社會長期發展的
決定因素。根植於制度架構的誘因帶動知識
的學習與發展，進而引領個人的決策過程。
以新制度主義的觀點而論，建構政策知識管
理制度的中央政府相較於未建構政策知識管
理制度的中央政府是否確實降低了政策運作
過程（主要為政策規劃、合法化與執行）的
交易成本？事實上，政策知識管理制度的優
點是經驗。政策知識的演化必須透過經驗法
則，經過長久以來的經歷、觀察、試驗與錯
誤所發展出來的。當新問題與前人所處理的
舊問題相似時，經驗法則就是協助我們找到
解決方法的捷徑。有經驗的政務官能夠在新
狀況中察覺熟悉的模式，並予以適當反應。
故有知識的人可以迅速處理狀況，就算是令
新手感到困擾的複雜問題，也一樣應付裕
如，亦即基本上，已建立政策知識管理制度

的政策運作過程所產生的交易成本較低。其
次，本研究將檢視我國中央政府政策知識管
理的現狀及缺乏，並分析與參酌外國的做
法，結合理論與實務，試圖建構一套專業的
我國中央政府政策知識管理制度。
二、目的

本研究企圖釐清：中央政府政策知識管
理制度的建立，能否降低政府網絡與社會-市
場網絡在政策運作過程中互動所產生的交易
成本，並參考外國的相關措施，建構一套適
合我國中央政府的政策知識管理制度，亦即
探討下列問題：

1、何謂政策知識？何謂政策知識管理？
2、中央政府的政策知識內涵為何？中央
政府的政策知識管理內涵為何？
3、政府網絡與社會-市場網絡在政策運

作過程中互動所產生的交易成本為何？
4、適合的中央政府政策知識管理制度的

建立，能否降低政府網絡與社會-市場網絡在
政策運作過程中互動所產生的交易成本？

5、國外中央政府政策知識管理制度的相
關措施為何？

6、如何建構適宜的我國中央政府的政策
知識管理制度？
參、結果與討論
（壹）研究發現
    本研究係從知識管理的觀點，檢視我國
中央政府機關在政策知識的管理方面之現況
及缺失為何，並參酌若干外國的作法，結合
理論與實務，嘗試建構中央政府的政策知識
管理制度，以供政府部門參考。期透過對諸
如內政、國防、外交、財經、教育、文化、
衛生、及環保等政策知識的創造、應用與學
習，使現任官員能夠吸收前任官員的政策運
作知識及經驗；使各機關人員可彼此分享教
訓及經驗，從而提高政府網絡的運作品質。
同時，在政府必須儘量公開資訊的情況下，
藉由重大公共政策知識的公開與共享，可使
「非政府的政策參與者」
（non-governmental policy participants）
（即社會-市場網絡的成員），較理性的參與
政策運作過程，進而降低社會-市場網絡與政
府網絡在政策運作過程中互動所產生的交易
成本。

本研究在透過對外國作法探討、深入訪
談八位政府高級官員、對一百多位中央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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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進行問卷調查後，將研究發現分別
依「理論與實務的檢證結果」、「外國制度比
較結果」、「訪談結果」與「問卷調查結果」
四類加以討論如下：
一、理論與實務的檢證結果

從理論（政策知識管理與交易成本）與
實務（核四與工時兩個個案）的檢證結果可
以發現，近年來隨著政治、經濟與社會環境
的變動，在國家公共政策規劃、合法化與執
行的過程中，政府網絡必須頻繁地與民間私
部門、利益團體與非營利組織等社會-市場網
絡進行溝通、協調等互動。政府網絡與社會-
市場網絡兩者如果愈對彼此缺乏瞭解，愈容
易產生相對於對方的資訊不對稱，雙方資訊
愈是不對稱，則一方愈需要耗費蒐集資訊所
花的時間、資源、資訊，以及遊行示威、說
明會、座談會、禁食、靜坐抗議等抗爭衝突
等成本去瞭解另一方，也就是說，耗費的交
易成本愈大。
二、外國制度比較結果

綜合文獻分析、訪談與問卷調查的結
果，可以將我國與外國中央政府政策知識管
理的比較歸納出下列幾項特點：

1、專責單位方面：
我國中央政府各機關在設立專責政策知

識管理單位方面明顯不夠普及，尚有極大改
進空間。

2、管理技術方面：
無論在外國或我國，電腦網際網路在過

去及未來均為政策知識管理的主要工具。但
目前我國中央政府大多數機關仍採用傳統的
檔案管理方式，各部會雖均設有專屬網站，
但存在若干技術性問題有待克服。最具關鍵
的是，我國中央政府的網頁不若國外能藉由
某一個部門（或政策）的網頁中輕易聯結到
數個別的相關部門（或政策）網頁。

3、政策知識內容方面：
與國外相較，我國中央政府各部會網站

的內容豐富度似嫌不足，且不見政策推動的
成敗經驗等默會知識內容。

4、分享意願與頻率方面：
我國中央政府公務人員對於分享政策知

識給組織其他成員的意願雖高，但實際分享
的頻率卻偏低。

5、專責人員方面：
我國中央政府各機關政策知識管理的專

責人員不夠普及。
6、整體評價方面：
總體而言，我國中央政府的政策知識管

理制度與外國相較不夠健全。問卷調查的受
訪者非常滿意及滿意組織（機關）的政策知
識管理者只占 28.1%，不滿意及非常不滿意者
則高達 45%。
三、訪談結果

綜合本研究的訪談結果，可獲得以下數
點結論：

1、我國中央政府確有建構政策知識管理
制度的必要，因為它對活化各部會的決策及
執行過程、與提高行政績效確有極大助益。

2、欲建構此項制度應制訂相關法規或修
正現行法規以為依據。

3、各部會應由內部專責單位負責各該部
會的政策知識儲存及管理工作，而在各部會
之上，宜由一專責機關負責統籌各部會政策
知識管理有關的法規、作業程序、及統一入
口網站、協調、管制等事項。

4、各部會政策知識管理負責人員，在制
度建立後，應會全力配合各項活動的推展。
四、問卷調查結果

綜合本研究的問卷調查結果，可獲得以
下數點結論：

1、只有約一半（49.6%）的受訪者認為
其所服務的機關設有專門負責政策知識管理
相關活動的單位，而有 32.2%的受訪者回答不
知道。

2、只有 34.5%的受訪者認為所服務的機
關設有專人負責統籌管理政策知識，認為未
設專人者達 37.2%。

3、受訪者認為所服務的機關在處理政府
政策相關業務時，政策資訊高度公開（70%以
上）者有 42.5%，認為低度公開（40%以下）
者只有 26.6%。

4、在機關採用何種方式公開政策資訊方
面，依受訪者回答結果，依序為：使用電腦
網路（72.2%）、採用定期會議（35.7%）、
使用布告欄（32.2%）、使用期刊報紙
（19.1%）。

5、在機關運用何種方式保存重要政策知
識方面，受訪者回答的結果，依序為運用檔
案管理保存（80%）、運用電腦資料庫保存
（50.4%）、運用紙本保存（47.8%），此表示
大多數機關仍採用傳統的檔案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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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傳承機關無形（默會）的政策知識
方面，受訪者以回答採取私下面對面指導傳
承者最多（47.1%），其次為採定期會議傳承
（26.3%），而有 23.7%的受訪者表示沒有傳
承。

7、有88.7%的受訪者表示非常願意
（36.5%）及願意（52.2%）將政策知識與組
織其他成員分享。

8、受訪者與組織其他成員分享政策知識
的頻率並不算高（每星期分享一次以上者僅
占27.8%）。

9、在分享給他人政策知識所採用的主要
方式方面，受訪者回答最多為口述（41.4%），
其次為「寄發 E-mail」（26.1%），再次為「公
文傳達」（18%）及「會議中分享」（10.8%）。

10、受訪者非常滿意及滿意組織（機關）
的政策知識管理者只占 28.1%，不滿意及非常
不滿意者則高達 45%。

中央政府在公部門中位階最高、管轄範
圍最廣、責任最重，所以其政策知識管理活
動也格外重要。同時，由於中央政府機關主
要係負責重要政策的制定或重大事件的處
理，及督導政策的執行工作，故政策知識的
匯集、流通及應用，殊為暢順決策與執行過
程的關鍵。然而，本研究檢視目前我國中央
政府各部會在政策知識管理方面，卻存在著
相當多的缺失，茲舉其犖犖大者缺失如下：

1、中央政府政策知識多以原始檔案而
少以轉換成電子儲存媒體之形式呈
現。

2、各機關內部尚未建立完善的政策知識
管理系統。
3、各機關重大政策或事件承辦人（或責

成專人），未能積極主動將處理過程之經驗
及知識，予以系統性整理記載，影響經驗傳
承及知識應用。

4、中央政府尚未確定整合、統籌規劃及
管理各部會政策知識的專責機關或單位。

5、建構中央政府知識管理制度的相關法
規尚待充實（單獨立法或修正相關法規）。

6、各機關首長尚未體認建構中央政府知
識管理制度的重要，任何重大制度的建立或
變革的推動，若未獲機關首長全力的支持，
終將從勞無功。

7、各機關政策知識管理相關人員尚存有
「畏難怕事」及「報喜不報憂」心理，影響

「忠實」記載及分析不利或失敗案例的意
願。「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以前失敗案
例的教訓及經驗，乃是政策學習最有價值的
部分。

總之，由於我國中央政府目前尚未建構
健全的政策知識管理制度，使得各部會內部
人員間及各部會彼此間，均缺乏經驗傳承及
互相學習的機制與機會，增加甚多決策與執
行的交易成本，殊為可惜。而當前政府正全
力推動政府再造運動，政策知識管理制度的
建立，亦可列入再造的範疇。此次政府再造
工作獲得國家領導人總統、最高行政首長行
政院長、及各部會首長的全力支持，只要他
們了解此項制度的重要，並願意責成有關機
關研究辦理，則建制並非難事。此外，我國
目前不論是政府機關或民間，電腦數量既
多，使用者又普遍，極有利建構以電子網際
網路為溝通媒介的政策知識管理制度。
（貳）建議事項

本研究之建議，同樣分別依「理論與實
務的檢證結果」、「外國制度比較結果」、「訪
談結果」與「問卷調查結果」四類加以敘述：
一、理論與實務的檢證結果

從理論（政策知識管理與交易成本）與
實務（核四與工時兩個個案）的檢證結果可
知，如果我國擁有一套健全的中央政府政策
知識管理制度，不僅能使現任官員吸取前任
官員的政策運作知識與經驗，也能將自身的
政策運作知識與經驗提供後繼官員參考，提
高中央政府的施政品質，更重要的是，藉由
網際網路中以部門或政策為基準的綿密而豐
富的縱、橫向超聯結，達成政策知識的公開
與共享，能增進政府網絡與社會-市場網絡成
員對於能源政策與勞工政策的瞭解，兩種網
絡的成員所掌握的政策知識愈是相若（即資
訊愈是對稱），一方需要耗費蒐集資訊所花的
時間、資源、資訊甚至抗爭衝突等去瞭解另
一方的交易成本將愈低。
二、外國制度比較結果

綜合文獻分析、訪談與問卷調查的結
果，可依我國與外國中央政府政策知識管理
的比較歸納出下列建議：

1、專責單位方面：
應在我國中央政府各機關中普遍設立專

責政策知識管理單位。
2、管理技術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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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中央政府的政策知識管理制度應仿
傚外國，增加網際網路的內容豐富度，並克
服若干技術性問題，使能從某一個部門（或
政策）的網頁中輕易聯結到數個別的相關部
門（或政策）網頁，強化縱、橫向的超聯結，
未來應有加強運用電腦資料庫保存重要政策
知識、建立以「寄發 E-mail」及「公文傳達」
為主之政策知識管理制度的必要。

3、政策知識內容方面：
應仿傚外國，強化我國中央政府政策知

識內容的豐富度，包括各部會局處署已擬定
並即將實施之相關法令措施、過去政策的執
行成效檢討、偶發性重大事件之處理情形、
國家檔案、行政院向立法院提出的書面報
告、偶發的政策、重大的政策與政策執行、
分析的摘要、各機關列管之政策、富爭議性
的政策，甚至是目前本國尚未發生，但鑑於
外國經驗而可能產生之政策。此外，應推動
政策的成敗經驗等默會知識上網。

4、分享意願與頻率方面：
應加強宣導與教育，增進我國中央政府

組織成員間的政策知識分享頻率。
5、專責人員方面：
我國中央政府政策知識管理的專責人員

須具備通才兼專才的條件，對政府各部會局
處署之任務及職掌具有基本認識，同時具有
行政管理、溝通與協調之能力，依據各部會
局處署之需求，具有相關部會局處署之特殊
知識或專長，善於歸類、整理及研析資料，
以及熱心進取之服務態度。

6、整體評價方面：
我國中央政府各機關應確實改進政策知

識的管理，以促進組織成員的滿意度。
三、訪談結果

綜合本研究的訪談結果，可作出以下數
點建議：

1、政策知識管理制度的設計原理
應由一個單位（機關）負責統籌，詳細

政策知識內涵之儲存及管理，仍由各部會自
行負責。

2、政策知識管理的對象
應包括各部會局處署已擬定並即將實施

之相關法令措施、過去執行成效與檢討、偶
發性之重大事件之處理情形、國家檔案、政
策執行、分析、評估報告、行政院向立法院
提出的書面報告、各機關列管之政策，以及

默會的政策知識。
3、政策知識管理人員應具備的條件
應通才與專才能力兼備。
4、獲取政策知識的難易度
應建立誘因系統，並以法律條文約束，

以提高分享政策知識的意願與頻率。
5、我國中央政府政策知識管理的專責機

關
由未來政府再造可能成立的國家發展委

員會負責較為適合。
四、問卷調查結果

綜合本研究的問卷調查結果，可作出以
下數點建議：

1、應推動我國中央政府各機關設立專責
的政策知識管理單位。

2、我國中央政府各機關應儘速檢討設立
專人負責統籌、管理政策知識。

3、各機關在處理政府政策相關業務時，
政策資訊應儘量以電腦網際網路方式公開。

4、應加強各機關運用電腦資料庫保存重
要政策知識。

5、各機關在默會政策知識傳承方面多未
形成制度化，應仿傚外國，將默會政策知識
內容普遍放置網際網路中。

6、應以教育與宣導方式再加強組織成員
間政策知識的分享意願與頻率。

7、各機關應建立以「寄發 E-mail」及
「公文傳達」為主之政策知識管理制度。

8、我國中央政府各機關應確實改進政策
知識的管理，以促進組織成員的滿意度。

五、政策建議
本研究認為，健全的中央政府政策知識

管理制度的建立，能夠降低政府網絡與社會-
市場網絡在政策運作過程中互動所產生的交
易成本，因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1、制訂「政策知識管理法」，明確規定
政策知識管理的中央主管機關及相關運作事
項，建立包括從中央到地方政府之系統性、
制度性的政策知識管理體系。

2、政策知識管理中央主管機關可考慮由
行政院組織調整後之「國家發展委員會」負
責，而「國發會」內部由那一位單位負責此
項工作，則有以下數項選擇：

（1）由檔案管理局負責。
（2）由未來「國發會」之資訊單位及其

他相關單位合併改組為「知識管理處」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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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檔案管理局與資訊及相關單位合
併成「檔案與知識管理局」負責。

3、未來中央政策知識管理機關僅負責統
籌、規劃、管制各機關之政策知識管理作法，
並統一建立入口網站，以供使用者查詢政策
內涵，而詳細政策知識內涵之儲存及管理，
仍由各部會自行負責。

4、未來中央政策知識管理機關之工作人
員應包含不同政策領域的專業人員。

5、在中央政策知識管理制度未建立前，
各部會應責成內部相關單位及人員，系統的
蒐集、整理、分析、記錄重大政策或事件處
理經過的來龍去脈、利弊得失，置於機關網
站，供人查詢，並隨時更新內容。

6、各級機關首長及全體公務人員均應體
認政策知識管理的重要；對政策知識作制度
化及系統化的管理，將使每個人均同蒙其
利，以供相互學習，實踐「學習型組織」
（learning organization）的理念。

目前政府正積極推動政府再造工作，提
高行政績效為其核心價值之一。欲提高行政
績效，公共政策制定與執行之周延可行、順
暢運作，厥為關鍵所在。而欲活化決策與執
行過程，自須以充分及確實的政策知識為參
考依據，兼以知識經濟與知識管理等概念，
幾已成家喻戶曉名詞，是以本研究特提出建
構中央政府知識管理制度的構想，供當局參
酌。此項制度的建立，必然在組織結構、功
能運作、及個人適應上，造成極大的不便，
故恐有相當多的人認為無建制的必要。唯衡
諸實情，本研究認為中央政府知識管理制度
確有建構的需要，同時其必須獲得機關最高
首長全力的支持與推動，及機關全體成員的
配合，才有成功的可能。
肆、計畫成果自評

本計畫研究小組在完成研究之後，有以
下數點值得說明：

一、就是否達成研究目的而言：大致上，
研究結果已回答了部分原先所欲探究的問
題，包括從埋論與實務面釐清政策知識、政
策知識管理、中央政府政策知識管理的意義
與內涵；確認建構中央政府政策知識管理制
度對降低政策網絡交易成本的影響；了解外
國中央攻府政策知識管理的相關措施，以供
我國參考；及提出建構我國中央政府政策知
識管理制度的建議等。

二、為擴展本研究結果的實際應用價
值，本研究之主要研究成果，計畫主持人已
發表兩篇專文，相信已引起相關人士極大的
注意。其一為 2002 年 08 月，”活化部會決策
與執行機制：建構中央政府政策知識管理制
度探討”，載於「政府再造：政府角色功能的
新定位」，頁 165-183，台北市：新台灣人文
教基金會。其二為 2002年 8 月，”建構中央
政府政策知識管理制度芻議”，研考雙月刊，
第 26 卷第 4 期，頁 66-76。

三、本計畫作究小包括一位博士班研究
生及一位碩士班研究生，經由研究工作的積
極參與訓練，已獲得相當豐富的研究經驗，
並已提昇研究能力，對他們日後進行獨力研
究工作確實助益極大。

四、本研究之資料蒐集方法包含文獻探
討法、深度訪談法、及問卷法。其中深度訪
談法及問卷法的執行方式尚有改進空間：例
如訪談對象可再擴大、訪談題目可再強化、
問卷題目可再充實修正、問卷施測對象宜再
大幅擴大等。此等技術上之缺失可做日後從
事研究之參考。

綜觀本計畫之研究成果雖未盡如人意，
但大致上已達成本計畫原先的主要目的，至
少已喚起學術界及政府界正視建構我國中央
政府政策知識管理制度的重要性與必要性，
進而思考實際推動的可能性與相關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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