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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型計畫與臺灣府際夥伴關係 
的實踐

* 
 

朱 鎮 明** 

《摘要》 

近十數年來，府際關係的研究愈發重視策略性夥伴關係，但這有何實

質、有何政策可資對照或落實，學界目前似尚無共識。本文的研究目的，

是以社區營造政策的提案為例，論述競爭型計畫的府際夥伴關係。 

為進行此研究，本文將關切幾項議題，包括如何理解與評估策略性夥

伴關係的本質？競爭型計畫的運作機制與過程為何？競爭型計畫或社區營

造政策是否能夠改善策略性夥伴關係？本研究並訪談 22 位中央與地方政

府官員，整理訪談作為佐證。 

雖然競爭型計畫過程複雜，但社區營造能夠培養文化公民權、改善生

活品質、以及促進公民參與公共事務。整體而言，研究結果顯示，競爭型

計畫對於府際關係有正面意義與效果，許多受訪者對於該項方案持正面態

度。另方面，負面效果也正在出現，最主要的就是城鄉差距加大，而此值

得嚴肅以對。當然，本研究也從訪談中歸納出一些值得中央與地方政府參

酌的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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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年來，臺灣地區府際關係議題的興起，或說是中央與地方關係的變化（孫同

文，2002；李長晏，2002；陳立剛，2002 年 5 月；朱鎮明，2004；史美強，

2005；趙永茂、孫同文、江大樹，2001；朱景鵬，2006），1 促使國內學界研究重

心必須更注意到：面對全球化的潮流與趨勢，地方政府要對自己的未來，承擔更多

的責任。同時，地方政府要建立與強化管理與技術的能力。換句話說，府際互動關

係的建構，不僅是中央要以諮詢、體諒的概念去看待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也要以更

負責的態度，強化對政策的執行能力，也就是說，正向的府際關係應該是雙向的努

力。 

隨著地方自治的確立與逐步落實，以及當代國家治理功能，逐漸向外（民間、

社區）、向下（地方化、基層化）移轉，形成了所謂「多層次治理」的架構

（Rhodes, 1997； 孫本初、謝宗學、劉坤億、陳衍宏 譯，2002）。在新的治理架

構，一般期待府際關係與管理是朝向所謂的策略性夥伴關係，它的涵義、內容以及

應有的管理作為為何？是否有較為具體的政策或方案可以聯想或是指涉？如何影響

到中央與縣市政府的政策執行與行政效能？ 

事實上，近年中央所規劃而交由縣市政府執行的政策，有些是在新故鄉社區營

造計畫、健康社區六星計畫的大架構下，發展出產業發展、社福醫療、社區治安、

人文教育、環境景觀、環保生態等多個面向的主題式補助計畫。這些補助政策或計

畫是透過招標、評比與採購，引導縣市政府扮演社區營造的協力窗口，並鼓勵縣市

在「競爭」中激發創意，從而進行對縣市政府的補助，實務界稱為「競爭型計

畫」。換言之，如圖一所示，競爭型計畫屬於實務上中央嶄新的政策執行模式之

一，用於執行社區總體營造政策或計畫，但是目前各部會在政策、方案或計畫執行

仍多採取部會行政審核，也就是自行向各部會提案爭取補助，各部會透過內部行政

或內部評選作業決定准駁。簡言之，兩者是不同的政策執行方法。 

                                                      
1  就嚴謹的學理來說，府際關係（常用於聯邦制國家）不同於中央與地方關係（用於單一

國），但實際上在臺灣不管學術寫作或是官方實務等，都經常交互使用，而兩概念的使

用都兼及合作或是衝突的關係。就本文來說，因很大程度會論及府際關係管理、政策網

絡與管理，這通常都不是中央與地方關係概念可以涵蓋的，因此本文以「府際關係」作

為內涵及研究對象，但這並不意味不能透過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概念去涵攝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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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政策執行與經費補助方式：行政審核與競爭型提案 

資料來源：本研究。 

 
競爭型計畫與社區總體營造有若干重疊、相似相異的地方，以下從概念與實務

上加以說明。依據表一，社造源於前國民黨執政時期，而到了民進黨執政時期達到

高峰，這期間各部會的許多新舊政策或方案，都被冠上社造、公民美學的標籤或綱

領，統一包裝、推銷為「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或「健康社區六星計畫」。至於經

費補助或執行方法，有的仍循過去部會進行行政審核的方式（部會掌控絕大多數的

預算），有的採取了本研究所探討的競爭型提案方式。迄今，社區總體營造「新故

鄉社區營造第二期計畫」仍有效推行，但以文建會業務為主，其他部會仍有部份的

競爭型計畫、旗艦型計畫，似乎不再冠上社區總體營造的總綱領，因此與社區總體

營造的關聯性不若以往。2  

表一 競爭型計畫是社區總體營造的一種執行方法 

 社區總體營造 

施政藍圖的包裝 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健康社區六星計畫 

施政理念 從軟硬體著手，落實公民美學與文化公民權 

具體計畫範例 商店街開發、生活環境改造、福利、形象商圈、城鄉新風

貌、地方永續發展 

政策工具或是補助方法 部會行政審核（預算主要由部會控制與撥

付） 
競爭型計畫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繪製。 

                                                      
2  六星計畫等計畫的整體施政藍圖已於民國 97 年 12 月截止，繼之而起是各種旗艦型計

畫，例如社區關懷據點旗艦型計畫、內政部福利化社區旗艦型計畫等。 

部會的行政審核 

競爭型計

畫與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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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競爭型計畫的意義，本文界定為「針對中央所提附經費的政策或計畫，由

有意願的執行者經過一定程序而提出計畫書，經過公開的專業評選過程，擇優進行

差別性補助，並由獲補者執行政策或計畫」。簡單來說，競爭型計畫在以水平縣市

之間的提案與競爭，提升政策的執行品質。 

本文所欲探究者，是競爭型計畫的執行過程，其提案、賦權與競爭機制，是否

促成府際關係在某些層面發生變化？這些變化的意義為何？對於中央與地方間的夥

伴關係有何意義？地方政府官員對於府際夥伴關係如何檢視與評價？這些問題意識

厥為本文研究的起點與目標。 

為檢視臺灣地區近幾年來競爭型計畫對於府際關係的意義，本文除了回顧與整

理相關文獻之外，也以深度訪談作為分析的佐證資料。在訪談對象的選擇上，依據

六星計畫的內涵，有關單位至少有 10 種類型局處，包括農業、工商發展、客家、

社會、教育、民政、環保、原住民、城鄉發展、文化等。經過初步分析，發現地方

以文化局處、農業局處、社福及城鄉發展局處申請競爭型計畫之案件較多，因此在

地方局處長上，擬定以此類局處為主要研究訪談對象（受訪者資訊請參閱附錄）。
3  

為探討競爭型計畫所具有府際夥伴關係的意義，以及其間的地方治理特色，本

文在第貳部份先概述府際關係等理論發展與內涵，第參部份則是說明競爭型計畫的

意義與實務狀況，第肆部份則剖析競爭型計畫的府際關係意涵，並於第伍部份提出

批判與反思其深度意涵，最後在第陸部分歸結研究發現與建議。 

此處必須說明的是，競爭型計畫的政策本旨之一，雖在實踐社區總體營造，本

文也會界定兩者之間的關係，但卻希望集中焦點在探討「競爭」要素之設計對於府

際關係的影響，檢視所謂中央與地方夥伴關係的落實可行性。因此，本文不會特別

討論到社造政策的論述與政策結果，但這可由後續研究加以補實。4  

                                                      
3 關於受訪者的業務領域，限於研究能力及聚焦於競爭型計畫的本質，本研究並未針對所

有縣市局處單位進行系統性抽樣訪談，而是從中央與地方的對應與對口關係，就文化、

農業與城鄉發展領域有意願的受訪者進行邀訪。至於能源局與職訓局的有關計畫，在民

進黨政府時期，都掛列在六星計畫的施政藍圖，也是要落實公民美學（當時各縣市都有

景觀總顧問或是景觀規劃師之設置），例如花蓮縣就曾經獲選經濟部能源局陽光電城計

畫，該計畫本質上是指標性的競爭型計畫，具有訪談的價值。至於本研究未能涵蓋的業

務領域，可做為後續研究者的努力方向。 
4 事實上，兩位審查委員關於社造政策方面意見相左，筆者考慮到專長、文章篇幅以及本

文重點，決定專注於競爭型計畫本身的府際關係意涵，而僅概述社造方面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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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府際關係與夥伴關係概述 

在 1960、1970 年代盛行的福利國體制下，地方因必須執行中央的教育、社福

之委辦事項，此時的府際關係或是中央地方關係之重點不在於自主性，而是中央政

府在不同時期改變管理與控制的方法，造成地方在各時期權力與責任的變動。至於

部會的決策暨執行，特性是專家主導的政策社群，且由專業官僚獨占政策建議權

（Entwistle & Laffin, 2005）。 

一、府際關係的趨勢與發展 

自 1980 年代以後，社會或公共問題不僅是單純專業知識或單一部會的問題，

更是跨領域的議題，需要跨部門的回應作法，過去的部會組織與政策執行逐漸被拆

解成跨組織網絡與府際執行網絡，從更多元、異質方法尋求文官與專家之外的政策

建議與理念，如管理顧問、非政府組織等，且更重視績效與目標導向。換句話說，

當前各國政府仍持續提供福利服務，但是卻也精心設計政策執行與績效控制的方

法，扮演政策監控與管理角色，而愈發重視地方政府績效的重要性，讓地方政府走

向現代化（Entwistle & Laffin, 2005; Fawcett & Rhodes, 2007: 84; Laffin, 2009）。 

在此大趨勢與時代潮流下檢視府際關係的發展，也具有這樣的同等觀察意義。

所謂府際關係（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 IGR），是說明中央與地方互動關係，

也就是為了公共政策的推動，進行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諮商、協調與協力關係，

所發展與建構的結構與過程（Horgan, 2003: 13）。中央常透過財政補助金與法律管

制，引導地方政府朝向中央所偏好的政策目標，以達成全國政策的一致性，中央透

過 補 助 款 的 發 放 ， 引 導 地 方 施 政 的 方 向 ， 確 保 地 方 順 服 中 央 政 策 （ By 

Compliance）。 

府際關係也反應出當前從「政府」到「治理」的演變過程（Richards & Smith, 

2002: 15），過去習以為常的福利國體制、由大型部會提供服務漸漸失去主導性，

而是由一系列的複雜、多層次組織、利害關係人共同承擔嶄新的福利提供功能。因

此，府際關係的管理簡單可分為行政主導與網絡互動（Stever, 2005: 382-384）兩

種，早期常見的「行政主導」（Executive-Centered）是由上而下、層級控制的方式

與地方互動，當時的府際關係管理是以此為分析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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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類別則是近來以網絡、共識，以及協力關係（Networking, Consensus and 

Collaboration）為核心的府際關係管理。各級政府在持續政策執行過程，以夥伴關

係進行協調與整合，並且強化政策執行（Agranoff & McGuire, 2001, 2003; Mandell, 

1990）。當前嶄新的府際關係、中央地方關係的研究議題是，如何做好政策管理與

協調？有何策略？中央單位是否有能力與本事可以管理複雜的管理網絡？派駐地方

的中央單位如何回應？ 

從國際潮流的趨勢可以看出，國家職能向外、向下的移轉，產生以地方治理為

重心之一的府際體制，周邊環繞著夥伴關係之經營、資源有限下的競爭、協力合作

關係與網絡型互動等，最終希望既能夠滿足中央政策意圖，又可提供地方自主空間

（Stever, 2005; Leach & Wilson, 2002; Horgan, 2003；朱鎮明，2004；朱景鵬，

2006）。 

國家意志的落實，公共方案的執行，除了中央規劃之外，更重要的是，各層級

政府的協力推動。事實上，絕大多數的公共政策都是地方化、地方事件（Eisinger, 

2006）。中央如果要確保政策的執行成果，與原先良法美意能夠時時刻刻保持一

致，就必須在政策過程當中，持續與地方政府保持密切聯繫與溝通，注意地方上政

策發生點的舉動，以及傳來的回饋訊息。 

在國外經驗中，我們可以看到不少府際協力與管理的原則或機制足堪參考。例

如，影響美國府際關係的兩項主要議題，就是（一）自主性與控制性（Autonomy 

V.S. Control）、（二）協力合作性與競爭性（Collaboration V.S. Competition），就

前者來說，地方政府希望增加裁量空間與自主性，以便回應當地的特殊偏好與需

求，而中央或上級政府希望強化維持秩序、確保政策一致的向心力。調和這兩股力

量的方法，一方面透過「授能」（Empowerment），強化地方政府自主性；另一方

面中央政府職責轉變成規劃遠景，確立各地方政府的發展方向，建立夥伴性府際關

係。 

府際的政策執行過程，應該了解地方的治理能力、政策過程與結果，不僅受到

中央與地方關係的自主性程度影響，更受到福利國體制影響，這也說明地方治理的

機制需要靠中央精心規劃與設計。隨著時間推移，中央於政策執行上仍有相當主導

性力量，但主導的方法會改變，壓制性漸少而逐漸增加民主更新的要求，更會增加

專業管理、政策社群與網絡管理。由於各種政策大都涉及以中央地方縱軸關係為本

的分歧、多元參與者，管理這種複雜、相互依存的結構，最常見的概念即是「夥伴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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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夥伴關係的內涵與地方治理 

前述第二方面的協力或競爭關係而言，競爭關係是基於資源稀少而相互爭奪與

結盟。相較之下，府際之間協力合作與夥伴關係，重視分享資源、風險、報酬，但

是，競爭與協力這兩項理念是交錯運用的，使得各級政府之間在協力或競爭之間形

成了鐘擺現象。在協力合作光譜線上，有不同形式的合作，如資訊交換、共同學

習、共同評鑑、共同規劃、共享財源、聯合行動與共同投資等等。 

以英國為例，為了建立中央與地方的夥伴關係，從 1997 年新工黨政府執政之

後迄今，持續推動「地方政府現代化議程」（Local Government Modernization 

Agenda, LGMA），這包括「中央與地方政府協議」（Local Public Service Agree-

ments）、「最佳價值」（Best Value）暨其後的「全面績效評估」（Comprehensive 

Performance Assessment, CPA）、「區域發展協議」（Local Area Agreement）及

「地方策略夥伴關係」（Local Strategic Partnership, LSPs）。 

值得注意的是，英國地方政府改革議程中所謂的夥伴關係、策略領導、或是各

種 「 協 議 」 （ Agreements ） ， 或 許 散 處 在 20 種 不 同 的 改 革 方 案 中 （ Laffin, 

2008），但本質上都是契約型的互動機制，可能是部會之間透過區域辦公室或派駐

地方的單位進行政策協調（Interdepartmental Coordination），也包含各部會的派駐

單位與地方政府的協調，以平衡中央與地方關係，也有地方政府與社區利害關係人

間的領導、管理與諮商關係，也都是基於共同發展之意向，經過協商後彼此確認施

政優先性並且共同落實。因此，夥伴關係著重於跨機關的聯結、互動與合作。 

Leach 與 Wilson（2002: 667）指出，英國地方政府的領導，過去 25 年之間有

相當顯著的變化，現在則已經邁入「地方治理」世紀。從 1997 年到現在的「公私

協力」（Collaborative Phrase）時期，地方政府必須依據「地方政府法」進行公共

諮商，鼓勵地方與社區策略性領導的發展，以建立參與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

racy）。所謂地方政府辦理策略規劃、進行公共諮商，此意味地方不再只是被動的

地位，而是本身具有中長程施政優先性與權力，中央政府則必須對地方政府的施政

優先性加以認可，予以尊重以及提供協助。 

地方政府的現代化與專業化，是讓地方政府更具策略導向與社區領導功能。地

方政府要承擔培力（Enabling）、策略性領導，並且導入績效管理與評鑑。此外，

地方政府儘管仍須承擔福利服務，但未必要自己提供所有服務功能，應該透過地方

夥伴關係鼓勵民間、第三部門、社區扮演主動積極角色。這種嶄新的中央與地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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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的相互依賴，構成府際治理與夥伴關係的基礎（Rhodes, 1997；呂育誠，2005；

朱鎮明，2004；史美強，2005）。 

在 泛 歐 層 次 ， 在 歐 盟 導 引 的 政 策 與 資 源 補 助 ， 同 樣 恪 遵 「 夥 伴 原 則 」

（Partnership）與「輔助原則」（Subsidiary），因而形成多層次的治理關係。所謂

「夥伴原則」是說將區域、會員國及歐盟視為夥伴，共同準備、支付、監控及評估

凝聚政策之執行。至於「輔助原則」是說，給予受到政策影響的地方自主決策權，

決策權力應下放至受到政策影響的最低層級，歐盟本身僅能提供資源與協助而不能

主導政策。所有援助計畫都是由執委會、會員國和區域有關單位彼此討論妥協後而

定案，於是奠定共同區域政策之雙重網絡（Dual Networks）和三造協商之基礎

（吳東野，1994；黃偉峰，1998 年 3 月）。 

歐盟的多層次治理反應在歐盟結構基金的執行上。歐盟、會員國、區域各方有

相互依存關係，儘管會員國的中央政府有自主性、而國內區域暨地方政府得到更多

的責任，但會員國的中央政府控制從歐盟結構基金流向地方的經費，因而地方政府

未必有全部的裁量權，於爭取資源、執行政策的互動體系中，參與者必須顧慮對方

立場以及未來合作的可能性（To Behave Strategically），才能從許多可能面向找到

自己的利益或利基（Bache & Flinders, 2004: 3）。 

Agranoff（2005）在〈管理協力關係績效〉（Managing Collaborative Perform-

ance）一文中也說明，府際關係不只是跨人、跨方案、跨部門的網絡化，公共管理

者以及政府更要有不同於專業人員的思維，發展出策略性的思考（Agranoff & 

McGuire, 2003）。5 公共管理者要主動創造價值領域（Areas of Value），鍛鍊協力

能力（Collaborative Capacity），發展人的網絡以進行人力資本的連結，讓在地人

自行找到問題、找到方案，而非被動等待著方案與機會。 

綜合過去研究，主要為強化府際關係的基礎，是建立制度化的協調與互動機制

（Caruson & MacManus, 2006）。現在對於臺灣府際關係的研究，不少學者強調中

央與地方的動態關係，可以超脫單純的制度框架，而放在對流動資源的進行管理的

脈絡下思考，重視各級政府之間的互動關係、官員之間的非正式關係、政府與非政

府組織之間的協力關係（曾怡仁、黃競涓，2000：246-248；張四明，2001，

2006）。這種府際管理重視政策執行面的問題解決，透過非層級節制的網絡行政，

                                                      
5 所謂策略性思考，應是指廣納利害關係人參與決策過程，以集體的智慧、學習以及遠

景，共同塑造正面的網絡互動方式。以滿足利害關係人期盼的方式，增加網絡參與者的

附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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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協商談判與化解衝突來達成特定政策目標（陳金貴，1990；陳敦源，1998：228-

235；江大樹，2001：15-17；歐信宏、史美強、孫同文、鍾起岱，2004）。 

綜觀而論，各國的中央政府都在不同時期改變對地方政府的管理與控制的方

法，造成地方政府在歷史上權力與責任的變動，以及府際關係的變化。較早期是命

令控制方式，近期則是建立分配款與補助，更近期則是透過誘因、自願配合等，雖

然都是購買控制權，但較為精緻而且複雜。然而，從自主與控制角度來看，誘因與

自願配合的精緻設計，因要搭配計或是條件規約，仍不脫各部會對地方進行控制的

意味（Laffin, 2007: 78）。 

三、本研究的概念架構 

本文綜合前述對於府際關係理論的回顧與陳述，繪製出研究概念圖（見圖

二），圖像未必周延完美，但主要內涵應可置納當前府際關係、夥伴關係、地方治

理的主要元素。 

（一）雙層次的地方治理結構，反應兩個層次的府際關係 

英國學者 Perri 6（1997）及 Perri 6、Leat、Seltzer 與 Stoker（2002）曾提出

「全觀型政府」、「全觀型治理」等嶄新概念。他們在合著的《邁向全觀型治理：

新改革議程》（Toward Holistic Governance: The New Reform Agenda, 2002）一書中

指出，「全觀型治理」（Holistic Governance）的政府應進行三種層次的整合，包

括：1.治理層級的整合，如全球與國家層級、中央與地方層級等；2.治理功能的整

合，特別是機關與部會功能的整合；3.公私部門的整合，產生合夥與漸層合作的關

係。 

本文以為，所謂整合，可以透過政策執行過程加以落實。一般來說，中央對地

方的政策或計畫補助，大多依據人口公式，或是依據專款專用、政黨偏好等因素，

依公文流程與主管機關的裁量分配資源。在單一國體制下，過去地方政府對政策的

執行多處在承轉地位，很難有資源配置的自主性。 

現代地方政府的地位已逐漸改變，即便是單一國體制，各國所面臨的是個多層

次治理、監督的架構、方法與形式（Multilateral Surveillance）（Rosell, 1999: 11; 

Tannam, 2006: 409），從國際到中央、到地方、從地方到基層村里、從政府到民

間，都存在形形色色、各具資源自主、又彼此相互依存的行為者。當前中央政府職

能既然能夠委外或民營化，未必要自己提供服務，因而更關鍵的議題是，如何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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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層次的政策目標與意圖，轉化成為地方、社區的目標與意圖，因此要儘量包含不

同層次的相關行動者，整合出一個大家都能同意、接受的方案，然後協調各方執行

的步調與內容，創造出公共對話的空間（Hodson & Maher, 2001: 274）（轉引自黃

偉峰，2003：319）。 

從中央到自主的地方政府，乃至於地方政府到社區、鄰里關係，其實隱含兩個

層次的府際關係，主要包括中央與地方、地方與社區（國土面積較大國家，中央與

地方中間可能還有一個區域政府，那就是三個層次），各層次之間都有命令與控

制、誘因與參與的元素，讓政策意圖得以落實，地方價值也能彰顯。 

 

圖二 雙層次府際夥伴關係概念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 

 

（二）多元利害關係人、地方治理與府際夥伴關係 

在新的趨勢潮流下，地方治理與府際夥伴關係，重點放在地方政府的賦能

（Enabling）與策略角色，中央政府要能建立對地方政府授權的機制，讓縣市政府

享有自主性，決定施政的優先項目、裁量在地的資源分配。在政策執行的過程中，

地方官員熟悉在地網絡的運作以及當地行政結構體系，與地方其他機構或組織間有

千絲萬縷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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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該自主負責，例如要建立策略規劃的機制、要有施政規

劃與構想、要諮商社區並整合利害關係人以強化地方治理（中央可透過計畫規範要

求地方政府必須將這些原則加以落實）。簡言之，當前的地方治理潮流主張，不僅

無需由政府自己提供所有服務，更要做好社群與社區領導，透過社區型的流動結構

與關係而建立公民參與的機制，化解專業規劃產生的赤字問題（Geddes, Davis & 

Fuller, 2007）。 

在中央與地方關係上，府際關係的發展與演變，乃至於策略性夥伴關係的建

構，都意味政府不用全知全能，並不需要一張詳細的地圖，只要知道要去哪裡？朝

哪個方向？中央要建立並尊重權力下放的體制，並且提供國政參與的空間，讓地方

政府能夠作為諮商的對象。另一方面，中央透過現代的績效評鑑、政策學習等專業

管理方法，以較為軟性的方法進行對地方調控，也迫使地方政府在集體壓力與資訊

公開狀況下，提升管理能力。 

地方政府也要更有民主治理概念，關切在地施政策略意識與方向。地方政府要

能主動設定施政議程，並且以「社區領導」與「村里參與途徑」（Neighborhood 
Approach）概念，與外部網絡及社區形成互動工作關係，進而鼓勵利害關係人獻身

投入公共事務，凝聚社區意識。至於在地方治理議題上，夥伴關係基本上要能強化

地 方 自 主 的 空 間 。 國 際 上 對 於 改 革 地 方 政 府 的 議 程 ， 常 注 重 提 升 地 方 自 主

（Autonomy），也就是能夠規劃本身的遠景與發展，營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空間形

貌，讓生活更多彩多姿，而非受制於中央政府。 

（三）地方政府要建立本身的責任能力，落實現代化的管理 

強化自主性的議程必須顧及城鄉之間的需求與能力水準（Capacity）差異。地

方自主的議題必須考慮到：地方要有能力可以運用自主性，也就是說沒有本事發揮

及運用自主性，也要讓中央政府信任地方具有責任感，而此繫於地方本身能力水

準，例如人力、財力與首長重視程度。 

於此，偏遠城市的能力與都會城市不同。對於地方政府來說，自主有必要，但

是不夠。工商都會區與農業或郊區縣份，在人力素質、財政條件、志工的數量與品

質、政府內的專業分工程度都不同，因此承擔責任的能耐與本事也未盡相等，於辦

理中央委辦事項時，對都會區有道理的規定，到了郊縣與農業地方就行不通。對於

偏鄉而言，若沒有合宜的條件、能力水準與社會支持，反而更為仰賴中央，甚或仰

賴中央補助的習慣，地方責任能力反而無法建立。 

簡言之，本文認為，府際夥伴關係或是策略性府際關係，主要的內涵應該從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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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面向來看。 

1. 府際政策執行：Goggins、Bowman、Lester 與 O’Toole（1990）的政策執行論

點，就是基於府際間政策執行，所以夥伴關係可以從政策訊息、內涵、誘因機

制等因素，了解執行成效與品質。 

2. 府際夥伴關係應該引入地方治理暨地方政府現代化管理觀念，除要以培力、賦

能觀念提升民主治理與民主行政，更要督促地方政府落實績效管理、策略管理

等現代化管理作為。 

3. 從良性互動角度，強化各層次的公共參與以及諮商。在中央規劃層次，應該落

實國政參與，反映地方政府期待，才有可能於地方執行時，落實雙方的合作夥

伴關係。至於地方政府層次，也應該致力於在地利害關係人的諮商，反映社

區、鄰里的需求，不僅落實基層性的府際夥伴關係，也能讓地方與中央互動

時，其決策更有正當性基礎。 

參、競爭型計畫的政策與實踐 

近年出現的競爭型計畫，主要是在社區總體營造、新故鄉社區營造、健康社區

六星計畫的架構下，由不同部會共同負責與推動。6 簡單來說，就是中央政府設

計、規劃健康社區六星計畫、總體社區營造等大型施政構想，縣市政府要與社區、

規劃師或社造中心諮商，提案與其他縣市競爭、比案，爭取經費預算，這是競爭型

計畫大略的內容。 

如前所述，本文主要論述競爭型計畫對於府際關係的影響，至於社造之論述與

落實與否，並非本文關切焦點，但略述其間的關係作為議題背景仍有相當必要。7 

因此，以下先大致說明範疇較大的總體社區營造，在第二部份則概述本研究的主

題，也就是較為具體、範疇小者的競爭型計畫。 
                                                      
6 本文在 2009 年 3 月間完成寫作初稿，當時健康社區六星計畫仍在名義上執行且存在，迨

本文進行修改調整之際（2009 年 5 月），社造、六星計畫網站上加列一段說明，「六星

計畫執行至 2008 年 12 月止，相關計畫自 2009 年起回歸各部會辦理」，意味現在已經沒

有整體性的社造計畫，但各部會仍可對於社區、地方政府提供一般補助、競爭型計畫或

是旗艦型計畫。 
7 有關社造的源起、成效與政策演變，可參看相關文獻，於此不再贅述（例如行政院文化

建設委員會，1999；陳其南，2005；陳其南、劉正輝，2005；王本壯，2005；江大樹、

張力亞，2008a，2008b；李永展，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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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區總體營造與其相關擴散業務概述 

文建會是最早推動社區營造的部會，社區營造的力量在 921 地震後真正被發揮

且被肯定，在民進黨政府執政時，於 2002 年至 2007 年配合行政院推動「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而推出「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因成效不錯，自

2008 年至 2013 年推動「新故鄉社區營造第二期計畫」（迄今仍有效推行）。至於

六星計畫部份，係 2005 年謝長廷院長上任後，以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為基礎，擴

大其面向與範圍提出「臺灣健康社區六星計畫」，執行期程為 2005 年至 2008 年。

在政策的設計上，「臺灣健康社區六星計畫」可說是「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的延

伸，並以文建會為幕僚機關，督導各項計畫的推動。 

近期社區營造是植基於公民美學、文化公民權等新觀念（王俐容，2006），也

就是透過導入軟硬體強化美學、公民權概念，活化社區、基層，乃至於讓縣市更有

施展空間。落實到整體施政構想上，就必須在硬體、軟體上，都要落實以公民權為

主的公民論述（Civil Discourse），從而使國家內每一個成員都具有民主的素養與

足夠的知識行使市民權與政治權，因此文化政策具有多樣性功能。簡言之，國家發

展文化、社區政策的主要正當性即為：發展國家、民族與社區認同；提升國民文化

生活與素質；發展文化經濟與創意產業（McGuigan, 2001；王俐容，2006）。 
因此，並非只有文建會所提出的計畫才是社區總體營造計畫，從過去到現在，

內政部「全方位推展社區發展工作實施方案」及「福利社區化」政策、環保署「生

活環境總體改造計畫」、經濟部「商店街開發推動計畫」和「形象商圈區域輔導計

畫」、經建會「改造城鄉新風貌」方案等等，都希望讓縣市政府、藝術家、專業人

士能夠導引社區、與社區互動對話，思考、關心並且參與公共事務，聯繫居民的意

識情感，進而落實公民美學的政策論述。 

二、競爭型計畫的設計與運作 

如第壹部分前言所述，「競爭型計畫」意義為「針對中央所提附經費的政策或

計畫，由有意願的執行者經過一定程序而提出計畫書，經過公開的專業評選過程，

擇優進行差別性補助，並由獲補者執行政策或計畫」。就實際的操作來說，以下舉

出兩個案例，可約略看出競爭機制的過程與特性。 

（一）經建會： 

經建會為辦理「92 年度擴大公共建設方案」的「協助地方政府研訂及推動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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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地方永續發展願景計畫」，採取競爭型計畫方式，由有意願辦理的縣市提出規劃

建議書遞交給經建會評選，並由經建會邀集專家、學者組成之顧問團隊就各縣市所

提之規劃建議書進行審查。 

初審會議中，就計畫書內容、各縣市相關的配套措施、執行相關計畫之成果與

績效，以及推動永續發展計畫之潛力等主題進行簡報，並接受學者、專家提問與質

詢。完成評選後，經建會遴選十個縣市以共同辦理之方式分擔部分經費，每一縣市

不超過二百五十萬元，而獲選之縣市也需要編列必要之配合款。8  

（二）內政部營建署： 

內政部營建署於 2009 年 2 月 9 日及 10 日舉辦「臺灣城鄉風貌整體規劃示範計

畫」，該項競爭型計畫評選會議吸引全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合計共 16 件提

案計畫，最後內政部營建署將從中評選 3 至 5 名。為擴大地方政府的參與以及評選

的公平性，內政部除遴選中央的評審委員外，也邀請參加提案之縣市政府所聘的環

境景觀總顧問、業務主管首長或副首長擔任評選委員，以同儕審查（peer review）

共同參加。 

評選方式分為二階段進行，第一階段由中央評審委員與 16 件提案參選評選委

員進行第一階段記名投票。在評選會議中，由參與提案縣（市）團隊針對補助提案

計畫內容簡報，並接受委員詢答，現場並開放未提案縣（市）旁聽觀摩。第二階段

由中央評審委員依據第一階段票選入圍提案再進行討論，評選出 3 至 5 件縣（市）

提案，優良示範案給予優先補助。9 獲補特優 1 名（屏東縣，補助 2 億元），優等

3 名（臺東縣 1 億元、苗栗縣 1 億元、金門縣 5 仟萬元），佳作 4 名（分別為嘉義

縣、高雄縣、桃園縣、雲林縣，各 8 仟萬元）。未入選的另 8 案獲補細部設計費。 

綜合「競爭型計畫」的定義、實務與流程，以下提出幾個要點補充說明： 

（一）多樣的申請或參與者。依據部會方案決定，申請者可為縣市政府、社會

團體、鄉鎮市公所等等，應該是有意願且主動參與執行，而意願的表示，除一定品

質的提案計畫外，有時候還包括配合款、社區參與過程、民間或縣市政府顧問的諮

商等，因此較具規模的競爭型計畫常以縣市政府為提案單位。 

                                                      
8 詳見臺南市政府網頁 http://www.tncg.gov.tw/pda_01.asp?id={76699F93-B37A-47B5-9FF8-

7ECE 04D69283}，檢索日期為 2009 年 3 月 7 日。 
9 營 建 署 全 球 資 訊 網 http://www.cpami.gov.tw/web/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 

view&id=8697&Itemid=15，檢索日期為 2009 年 3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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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需經過專業評選過程。此過程通常是公開的，可能會包括簡報、答詢、

觀摩、甚至是同儕評鑑等。之後由專家學者組成的委員會評選，「公開評選」殆為

競爭型計畫的核心，與部會常用的內部行政裁量截然不同。 

（三）擇優予以差別性補助。於公開專業評選後，通常會區分等次，給予不同

額度的補助款，獲補名額各案不同，至於落選者也可能獲得細部設計費或規劃費，

讓他們繼續強化。 
再根據官方網頁說明（參見圖三），競爭型計畫是引導縣市政府扮演社區營造

的協力窗口，並鼓勵縣市良性競爭以激發創意。過去縣市政府對府際財政補助或是

委辦政策多停留在承轉的被動狀態。在競爭提案、中央下放資源的過程中，以縣市

政府為主要窗口，透過由下而上的補助機制，鼓勵縣市政府不斷提升其與基層社區

互動的頻率，並對計畫品質及過程評選較佳者於補助上優先加碼，發揮鼓勵競爭的

作用。 
   

政府企劃  社區提案 

鼓勵社區組織結合相關專業團體，經由檢視地區發展情境與問題 

，進而提出具創意之改造策略與方案。 

中央直接補助  賦權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調整過往跳過地方政府，逕行甄選社區之推動模式，強 

化資源分配、整合研發與宣導等工作。 

平均式補助  競爭型提案 

改變過往齊頭式平等補助方式，藉由競爭型提案，鼓勵創意、合 

作、行動、地方參與及價值創新。 

政府民間分野  借助第三部門 

善用第三部門之彈性、活力與專業，鼓勵專業團體協助執行管理 

、輔導、研發，深化公私部門伙伴關係。 

委外發包施作  鼓勵雇工購料 

改變以往委外發包模式，善用地方人力資源，鼓勵雇工購料與生 

態工法，落實在地就業，強化硬體工程之施作品質與永續經營。 

 
圖三 競爭型計畫的提案模式 

資料來源：91-93 年台灣健康社區六星計畫修正總說明，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10，

2010 年 5 月 20 日，取自：http://sixstar.cca.gov.tw/frontsite/sixstar/dispatch.do?def 

=frontsite.sixstar.newcountry_detail_1&menuId=Mj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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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圖二可發現，總體施政遠景可揭示府際夥伴關係的意涵，也就是建立制度化

的中央地方互動關係，改變過去直接補助鄉鎮市、社區的作法，利用「縣市」為核

心進行資源分配，讓縣市政府扮演整合民間與第三部門的角色。此外，中央設定政

策目標、計畫金額、資格條件等等，開放地方政府基於各自需要，提出計畫進行評

比，應該具有一定引導意義與成效。朱景鵬（2006）以其服務花蓮縣政府的經驗指

出，要獲取競爭型計畫的補助，必須配合中央政策意圖，讓縣市政府與轄區內各政

府機構、社區與社會團體、設計公司合作提案參與競爭，並引入績效管理、指標、

滿意度調查等現代化的公共管理，且要審慎累績政策經驗與實績。 

競爭型計畫的設計具有多重目的與意義，包括落實社區總體營造、由下而上的

提案凝聚社區意識、突顯創新型政策的效果等等，從而使其執行過程與機制具有中

央與縣市、縣市與基層協力合作的意義，某種程度上似乎與府際關係、中央與地方

關係所強調的夥伴關係若合符節，也就是說雙方若要維持良性互動，互相尊重與支

持政策議程，競爭型計畫似乎能提供若干政策啟示。本文的第肆部份就要從府際互

動關係來檢視競爭型計畫的意涵，並且輔以訪談結果作為參考。 

肆、競爭型計畫、地方治理與府際夥伴關係 

近年來，隨著臺灣地區府際關係議題的興起以及中央與地方關係的變化，促使

國內學界研究重心必須更注意到：地方政府要對自己的未來，承擔更多的責任，同

時，地方政府要建立與強化管理與技術的能力。既然縣市政府被賦予更大的資源運

用裁量與自主權，對於府際政策執行的關切，不妨也可將焦點同時投注到地方政府

層次，從縣市政府來檢視當前政策執行下的府際關係。就本文的研究主旨來說，競

爭型計畫對於府際夥伴關係有何意義？ 

學理上對於府際夥伴關係的期待，不僅要落實中央的政策意圖，透過協調與整

合，確保政策執行效率與品質，也要落實地方自主與民主治理，增加資源的裁量空

間與施政自主性，以便回應當地的特殊偏好與需求。這兩個層次的政府體制如何在

程序面互動與協調，應該是府際關係的主軸，共同規劃、監控，及評估政策之執

行，創造正面的建設性關係。以下將從地方治理與自主，以及府際互動兩大面向，

檢視競爭型計畫對於府際關係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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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地方治理看競爭型計畫 

（一）雙層次的治理結構 

從治理的角度來看，臺灣的競爭型計畫某些內涵是雙層次的治理關係，縣市政

府某種程度能夠權責相符，整合、諮商在地民意。例如部分競爭型子計畫需要縣市

政府配合，承擔統整與配置資源角色，包括： 

1. 縣市政府提案申請經費（例如產業轉型升級、社區防災等）。 

2. 縣市政府收件整合轄區內的各計畫（例如產業轉型計畫、清淨家園計畫）。 

3. 辦理地方層級的初審（客家文化加值產業、防災地區、社區治安補助）或是複

審（如重點部落永續發展計畫）。 

4. 以收件窗口、彙整列冊做為中央部會政策執行助手（例如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培養社區意識方案）。 

簡言之，計畫設計與內容要求縣市政府需要整合在地社區、利害關係人的意

見，俾提案參與競爭，此過程或許在某種程度上，讓縣市政府扮演一定的整合、治

理與監督的功能，民間團體有機會、平台與縣市政府對話與協商具體執行細節。例

如部份地方政府受訪者表示，他們曾多次與在地的相關業者，還有旅行、旅遊業者

進行初步溝通，觀光旅遊要結合在地文化創意，安排縣市的扶植團隊進行文化藝術

表演；與社區團體討論，在今年度可以提出什麼案件向中央各部會申請競爭型計畫

等等，甚至帶著社區團體到臺北進行簡報。又如：「先在當地的縣市政府的評審委

員會先審查，對於各地區、社區的企劃書進行審查跟給予建議，修正之後再整個以

縣（市）名義，送到中央」。（L7）「社造希望能透過縣市政府的體系，慢慢形

成一股比較屬於（鄉鎮市）公所和在地非營利組織或社區團體的連結，自然形成一

股文化力量」。（C7） 

因此，從競爭型計畫能夠觀察到相互關聯的雙層次治理架構，包括中央與縣市

的關係，以及縣市與社區（部落）的關係。在政策執行中，中央有福利提供項目的

立法裁量與自主性，但卻依賴縣市、地方或社區落實政策意圖（府際政策執行）。

在地方治理層次，地方有資源配置權與施政正當性，營造特有生活風貌與凝聚自主

社群意識，但是卻非要中央的資源與經費落實本身自治議程。因此，所謂中央與地

方相互依存的關係是實質存在的，競爭型計畫也可能強化這種依存與互惠關係。 
透過競爭型計畫，可以要求地方政府建立施政遠景，並且讓縣市進行內部局處

室的整合，運用中央資源進行落實。例如受訪者多指出願景對於競爭型計畫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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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不僅審核時會審視中央與地方施政意圖是否吻合，也會審視地方政府內部的水

平整合狀況，確認執行能力。 

「各個地方政府有他們自己的願景，這個就是說他們的優先順序，做一個

評估，提出一些計畫以後…大部分縣長都有八年的計畫…他們依據他們地

方的特色來提出一些方案出來，提出構想以後再互相來互動」。（C3） 

「台南市、彰化縣、桃園縣、新竹縣，原因縣市政府把社區這件事情跟他

的縣市施政主軸框在一起…很多中央的對應計畫出來的時候，都拉在它的

主架構下面，所以他們計畫在進行時，整合度比較高」。（C7） 

「府會告訴各局室說，願景就是大家各局室要努力的目標，各個局室自

己在推活動的時候，就要給社區知道縣府在推這個東西，要常常了解、

符合縣府整體的想法，這是我們整體發展的願景」。（L12） 

（二）多樣性的利害關係人暨其公共參與過程 

夥伴關係應該能讓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有更多溝通接觸的機會，也讓縣市政府

能與在地人士有更多互動，共同決定當地生活面貌。府際關係的管理正從行政主導

過渡到網絡互動，而後者正是植基於人際互動過程所產生的協力關係（Networking, 

Consensus and Collaboration）（史美強，2005；史美強、王光旭，2008；孫同文、

林玉雯，2007）。 

若檢視競爭型計畫內涵，可以發現多樣、多元的利害關係人都被設計納入府際

執行體系。除鄉鎮市公所、社區發展協會、社福暨社會團體、村里（辦公處）之

外，還有較為特殊的團體，如原住民社區的部落、民間顧問公司與總顧問（如產業

轉型升級）、農民團體、守望相助隊、公寓大廈的管委會、農會、農改場、大專院

校、中等學校等。有的子計畫更為重視培力過程，要求提案單位必須辦理「社區營

造協議會議」、「社區治安會議」，而「重點部落」評選更要求提案計畫必須經過

部落會議公開討論，並獲得部落居民的認可。或許還只是雛形，但仍具有某種公民

參與的意義。 
至於在中央與縣市的互動層次，競爭型計畫過程可能與常用的行政主導之府際

關係不同。過去可能是一紙公文要求地方政府若有需要可以配合提案，爭取部會補

助。但競爭型計畫涉及大規模的人力動員、專業匯聚、知識與經驗流動，從前述第

參部分經建會與內政部營建署有關計畫的運作可以看到，競爭型計畫的提案、報

告、提問與質詢、旁聽觀摩、示範等，具有相當的自我管理與同儕政策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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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從長期的角度，逐步提升地方政府的政策執行與組織能力。 

（三）自主性與地方能力水平 

地方政府最了解地方的問題，並且最熟悉地方事務，地方政府改革與地方現代

化希望增加地方自主性與課責性，以便能夠因地制宜。本研究的某些受訪地方官員

也很強調「因地制宜」的重要性，也就是能提供更多的裁量權、不同的尺度以適應

地方的狀況。這幾年來的競爭型計畫，中央有時候一視同仁要求全國統一的標準，

而不顧及區域條件、城鄉差距等因素。 

部分受訪中央官員指出，一般來說，比較上位的價值與目標較不會有爭議，例

如消防安全、人權等，但是對於具體的作法，地方比較可能提出不同解釋與看法，

例如中央可能要求設立單一窗口統整，但是地方政府認為現有局處的分工已經有統

一收案、評估與追蹤的功能，不用配合中央而疊床架屋、或調配新人力，不同的方

法仍可達到同樣目標。他們也指出，「好的政策應該能夠顧及到地方性特色，或是

提供各地不同的適用規則」。中央介入與指揮太多，或是隨時打電話下指導棋，會

讓政策缺乏彈性，降低縣市政府回應現場狀況的能力。 

至於因地制宜，或是提供地方政府更多現場裁量權的方法，綜合受訪者的建

議，應該是顧及地方需求以處理每一種不同的狀況，訂出不同的裁量基準。基本上

可以將各縣市政府區隔，並且擬訂 2 至 4 個政策措施，政策目標及原則不變，但是

因應各縣市的條件差異進行切割，讓地方政府可以為達到政策目的，因應狀況不同

選擇合適的措施推動政策。 

不過，自主性與否不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地方政府有沒有本事發揮及運用

自主性，繫於本身能力水準，例如人力、財力與首長重視程度。但是，某些縣市能

力不足、首長不重視，甚或地方首長鑲嵌在地方生態、派系中，為了政績、連任、

固樁以及人情，較注意有選舉造勢效果的方案或活動，這構成地方政府現代化的障

礙。有受訪者無奈的表示，有的縣市「本來就沒有設計、規劃、執行與管控公共工

程品質的能力」、「各縣市的承辦人員的學經歷背景相差很大」，有些縣政府「將

經費挪用在跨年活動，使社造經費更為拮据」。 

（四）小結 

從宏觀面檢視整套競爭型計畫，似乎可以掌握到不同層次、不同面向的治理關

係整合意義與價值，若運作得宜，對於社區領導、基層民主與縣市以下的府際夥伴

性或建設性關係、互動網絡建構與管理等，可能都具有正面促成效果。不妨將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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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計畫看成一個集體學習的經營管理過程，在其中發想創意，在彼此交錯的系統性

認知下找到新的方法（Agranoff, 2005）。 

其次，從效率、目標管理、策略管理等角度來看，競爭型計畫可能是有助於管

理目的之達成，與當前新公共管理的潮流與背景相近。縣市政府必須做好本身的施

政規劃與優先次序，更規約縣市長必須將特定經費專款專用。透過提案機制以及制

度化的審查標準（例如計畫、報告、過去執行實績、內部整合程度、與中央暨地方

施政的連結性等），讓執行的細部計畫品質提升，符合地方政府現代化的趨勢

（Martin, 2002; Leach & Wilson, 2002）。 

第三，競爭型計畫似乎在某種程度上，實踐公民參與及社區參與，隱隱與當代

公民參與的論點相符，也就是社區公民不僅是納稅人，更是社會中共享權利義務關

係的成員。透過策略、部落諮商、社區領導等，加上整合到縣政藍圖當中，或許可

以改變公共服務提供者的文化，使其更能站在公民立場，讓服務提供的最後成果更

好，從學理與國際趨勢的潮流來看，符合「民主更新」與「深化民主」的價值，更

落實了民主治理與現代化管理的想法（朱鎮明，2004）。 

因此，縣市政府並非不能提升專業管理能力，例如以借調方法向中央借人、善

用機要缺、善用專業型志工（Jacob, Lipton, Hagens & Reimer, 2008），10 都是縣市

長提升人力素質的可用方法。任用機要應該切合未來前瞻性的政策需求，以及地方

中長程的施政遠景，尋找國內外碩士以上資訊、電信、航太、光電、材料等科技人

才，不要只是用來酬庸選舉與派系、樁腳或其子女。但是，縣市長們是否善用這些

資源與制度？ 

近期地方政府現代化、夥伴關係的意涵，毋寧是更重視網絡主政者與利害關係

人的溝通互動關係，也就是重視中央與地方之間，以及地方與社區之間，透過某種

機制，相互表達需求並從中折衷而產生共同的施政策略與共同目標，這可說是夥伴

關係下的政策參與過程。 

                                                      
10 Jacob 等人（2008）指出，雖然都會區與農業區的地方政府能力水準不同，人力素質、

財政狀況都不能複製，但可經由公民參與暨支持來提升地方政府的專業，對地方治理產

生微妙但是關鍵的影響，例如：遴聘志工型專家顧問參與地方事務。事實上，有些民眾

比政府官員更具都市計畫、光電、通信資訊、行銷等專業，在其閒暇與假日時，可作為

社區潛在經費提供、贊助者或是專業諮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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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府際夥伴關係看競爭型計畫 

（一）競爭型計畫會有較佳的府際執行品質 

依據政策執行理論，任何政策執行者皆有其態度、意願與偏好，並且會對政策

表現出己身的觀點與態度，此時，若執行者本身對於政策表現出反感甚至相當反對

的態度情緒，毫無疑問地會影響政策執行；反之，倘若執行者本身對政策的態度傾

向中立甚至是支持，這都有助於成功的政策執行（Goggin et al., 1990；曹俊漢，

1990；林水波、施能傑、葉匡時、何鴻榮、劉旭清，1993；郭昱瑩，2009）。 

目前臺灣主要的政策執行與財政預算補助方法，有的基於公式進行分配，有的

大多基於個別提案、個別審酌，做到雨露均霑、平均分配，「較不容易看出地方的

需求強烈性，也較難辨提案品質高下」（C4），透過競爭型計畫的公開比較，可

讓有相近施政理念、執行意願與提案能力的縣市政府執行政策，更有助於政策執

行。 

若無競爭型計畫，補助資源常被挪用。以前不少縣市政府可能挪用補助款到偏

愛的活動項目，例如跨年晚會、選舉造勢、人事綁樁等。某受訪者指出，「很辛

苦，然後壓力很大，和縣市長不見得支持，然後你要辦活動啊，我要選舉，我要露

面打知名度之類的」（L10）。競爭型補助約束地方政府必須專款專用，並且執行

績效與報告納入下一年度相關競爭型計畫的評比進行參考，多少能讓想要挪用經費

縣市政府多所掂量。 

執行意願以及態度，同樣會表現在提案計畫書與執行品質。競爭型計畫的提案

與評選過程，主要考量之一當然是提案的品質，所謂品質內容包羅萬象，可能包括

過去執行實績、與首長施政理念的連結度、地方生態狀況、以及配合款編列與提

撥。根據訪談結果，通常獲選競爭型計畫者，在前案績效、文官素質、本身規劃狀

況上有一定水準的準備。 

其次，有的縣市政府把社區經營與縣市施政主軸、施政白皮書結合在一起，依

據施政優先順序與評估、特色等提出方案，也將中央要縣市執行的計畫跟縣市本身

要做的事情整合，而不是複製、請外人創作，這樣的提案比較能獲得各部會的青

睞。某中央的受訪者指出，「臺南市、彰化縣、桃園縣、新竹縣，這些縣市政府把

社區跟他的縣市施政主軸框在一起，都拉在施政主架構之內，所以他們計畫在進行

時，整合度比較高」（C7）。透過中央與地方施政意圖的垂直整合，府際政策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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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較有利落實夥伴關係。 

（二）政策品質之確保有賴於縣市對於中央政策的參與 

國家意志是透過各層級政府執行政策方案而落實，中央如果要確保政策的執行

能夠與規劃內容保持一致，就必須持續與地方政府保持密切聯繫與溝通，注意地方

上政策發生點的舉動，以及傳來的回饋訊息（Eisinger, 2006; Goggin et al., 1990）。

從決策過程面的合理性來說，有時候程序的、非實質的過程比政策內容更為重要，

若能在決策之前多面徵詢地方政府意見，或是修正到地方認為可執行的程度，政策

的規劃品質與執行程度會較佳（Metcalfe, 1994: 247; Martin, 2002; Laffin, 2008: 111-

112; Fawcett & Rhodes, 2007: 84）。 

然而，從訪談的過程與結果中似乎可以發現，中央對於地方意見的徵詢，乃至

於國政參加機制的建立，還不是很足夠、適當。不少受訪者（尤其是縣市政府官

員）認為在執行競爭型計畫過程，地方的意見參與、表達機會並不高，計畫研擬問

題很多，以至於執行落差很大，尤其不符合地方的需要，因此夥伴關係僅能說達成

一半而已。某些受訪者指出，有些計畫缺乏整體構想，很難知道部會裡頭在做些什

麼，像是在「計畫在研擬的時候，也有問題，就是地方的意見參與不夠多，才會產

生現在落差這麼大」（C1）、「某些方案從直覺上看來就很詭異，或是不符合地

方的需要」（L1）、「打游擊戰，政策通常突然之間就跑出來了」（L7），沒有

感受到中央政策真正切合地方所需。 

從地方參與政策規劃的角度來看，臺灣的府際政策參與、溝通等，似乎仍有相

當的改善空間。競爭型計畫的執行高峰，是在民進黨政府執政時期，當時內閣人事

更迭快速，政務高度不穩定，許多政務官任期很短，有辦法的人能夠很快向上升

官。新上任者為了立竿見影的成效，在擬定政策時未必考慮到未來而草率決策，以

致配套沒有做好、對縣市政府的諮商不足。有些政策常常不到兩三年就中止而看不

到未來性。這個追求快速決策、立竿見影成效的過程（Raab & Milward, 2003），

或許也讓地方政府國政參與空間難以擴大。 
臺灣幾次大法官會議解釋文所強調的，中央與地方的紛爭很多起於地方政府的

國政參與不足，例如釋字第 498 號（地方自治有憲法位階的制度性保障）、釋字第

527 號（地方行政部門可聲請解釋憲法）、釋字第 550 號（地方自治團體具有財政

自主權），以及釋字第 553 號解釋（臺北市里長延選案）等，解釋文常強調中央在

制定或修訂法律、政策、計畫時，應提供地方政府協商或表示意見之機會，而這種

機會，對於調和、維繫縣市政府自我負責、自主性，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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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縣市政府或其代表能夠參與國政，表達出區域條件的不同、城鄉的差

距、地方性的特色，從而增加縣市更多的裁量基準與空間，將可制定出更具合理

性、更有利執行的政策。然而，因為在中央層次的人事與政策變動太快，政策社群

或網絡難以持久，既然缺少穩定的人際非正式關係，可能就很難對地方政府廣泛徵

詢，以致某些地方政府不會認為中央的政策規劃是契合縣市所需要的，縣市政府甚

至會覺得在很多議題上，地方要的政策中央不配合，地方不要的中央拼命要求，與

地方自治自主、獨立及自我負責以管理其事務的原則不合。 

總體來看，若要建立府際間的夥伴關係，開放性的決策規劃過程是必要的。當

局應該就府際諮詢、縣市政府的政策參與品質，進行全面性的評估與了解。當代民

主更新或是民主行政，不僅是單面向由中央要求地方政府做好社區諮商與地方的策

略領導，另一個面向則是中央政府同樣要開放國政參與的管道，讓地方政府的意見

能夠充分表達。這不僅是一種對地方的尊重，更是決策資訊的拾遺補缺。 

三、小結 

當前的府際關係很大程度是政策執行關係，而此與社造、競爭型計畫有關，都

是中央透過地方落實施政或政策意圖的方法，大體來說，受訪者基本認為競爭型計

畫「呈現出非常良性的結果，少數有公民運動支撐的政策」（L8），「縣市政府

在方案規劃上會較慎重，計畫品質比較好」（C10）。綜合本部份的論述以及競爭

型計畫的實務經驗，並參考前面圖二的雙層次府際夥伴關係概念圖，本文認為，從

競爭型計畫的執行經驗來看，要營造府際夥伴關係，就中央而言，要協助地方落實

施政意圖與遠景，而此需要建立常態性國政參與，而不是片面要求執行中央政策。 

地方政府不是層轉公文的附屬單位，而是有心落實地方共同生活體的自主性機

關，中央要讓地方有更多資源分配的自主性，營造出以縣市政府為核心的次級政策

規劃與執行網絡，吸引更多在地參與者圍繞在縣市政府的政策網絡中。另外，中央

應該建立水平縣市政府間的政策學習與擴散機制，讓縣市政府有機會彼此學習較佳

的政策執行經驗，善用有限的資源。 

就地方政府來說，地方本身要建立策略管理，進行村鄰里與社區的公共諮商，

確保施政的民主正當性與堅實的證據基礎，才有立場向中央爭取資源，落實共同生

活藍圖。地方首長除爭取中央資源之外，也要注意中央施政藍圖與施政訊息，結合

本身施政遠景與白皮書中，營造出配合執行的意願與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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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競爭型計畫的深度意涵與檢討 

一、競爭型計畫之府際關係深度意涵 

一般來說，中央經常透過補助或行政、法律等管制措施，引導地方政府落實政

策目標。但是，競爭型計畫的「競爭」機制，可能讓府際關係出現改變的可能性。

首先，競爭型計畫某種程度實踐府際夥伴關係，這包括： 

（一）能夠更切實落實中央政策意圖，政策品質與效果可能較好。影響政策執

行的因素很多，例如政策內容（含目標）、執行機關（特性、網絡）、執行者意

向、標的團體、環境因素、溝通、資源等等（Nakamura & Smallwood, 1980; El-

more, 1985; Sabatier, 1988: 132；施能傑，1999），其中，競爭型計畫引入執行者意

向、標的團體、溝通等等要素，一定程度讓政策較有執行力與執行品質，這在本研

究的訪談中獲得一定程度的肯定與確認。 

（二）讓地方政府扮演一定程度的地方領導功能，整合在地意見與資源，達到

培力、賦予能力及自主權的效果。分權化、多元化與地方化，會增加縣市政策網絡

的成員數目，引入公眾關心地方事務，營造社區意識（Peters, Rhodes & Wright, 

2000）。當然，縣市政府也要進行協調，參與者彼此意圖、利益、專業都能獲得反

映，扮演調和與仲裁的角色。 

若要獲選得到競爭型計畫，縣市政府必須為編織在地網絡進行很多工作，整合

專業顧問、人力、在地意見領袖等等與參與者的意見，甚至辦理部落會議或是社區

論壇。獲選後，也要整合社區意見、管理志工人力，落實政策意圖，這種種政策地

方化的過程，對於提高地方政府政治領導與自主性，應有一定意義與效果。 

（三）評選與競爭制度，讓中央與地方施政意圖獲得垂直整合。所謂夥伴關

係 ， 應 該 是 落 實 雙 方 的 政 策 意 圖 與 施 政 遠 景 ， 強 化 雙 方 政 策 意 圖 的 整 體 性

（Comprehension）、垂直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希望高品質的整合管理有

助地方政府注意標竿（Benchmarks）隨時改善以提升績效（Moynihan & Ingraham, 

2003; Selden, Ingraham & Jacobson, 2001; Pierce, Lovrich & Moon, 2002; Long & 
Franklin, 2004）。 

競爭型計畫的評選指標以及績效管理指標，實務上包含縣市施政白皮書，也就

是提案除了能達到中央政策目標之外，提案精神是否切合本身整體的施政意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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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長競選政見有何關聯？首長是否親自簡報進行說明？提案內涵多大程度具有整

體協力與參與的價值等。若是提案計畫能夠做為政策目標、縣市施政白皮書的橋接

與整合工具，某種程度可謂具有夥伴關係的意義。 

更進一步來看，競爭型計畫的影響範圍與層次，也可以從廣泛的「治理」意涵

來看。與目前主要的行政補助方式相比較，競爭型計畫也是透過補助款的發放來影

響地方的施政，但是卻可升高到治理層次來看政府的職能與範圍。首先，競爭型計

畫可說是目標導向的、某種程度擴大地方政策網絡的範圍，也就是反應從「政府」

到「治理」的演變過程（Richards & Smith, 2002），讓一系列的複雜、多層次組

織、利害關係人共同承擔嶄新的福利提供功能。 

其次，提案與競爭機制，可說是將市場競爭概念引入府際關係與公共服務提供

過程，也就是透過契約進行互動，這種治理工具上本質除有誘因性之外，更有能力

建立的意涵，透過契約與溝通式的規劃（Communicative Planning）等間接性的工

具（De Bruijn & Ten Heuvelhof, 1997: 122），選擇性地組合各種市場方案與公私協

力，建立縣市政府為核心的網絡體制，把權力、資源與管理權放在縣市政府的次核

心，增加網絡參與者的數目，而不用擠到臺北的政治主核心。 

換句話說，競爭型計畫具有當代的水平治理之轉型意義，指出政府公共目的之

達成，不見得要讓中央直接插手管理或是提供服務，少運用可能沒有效能且很花錢

的官僚體制，而可以為公私行為者的複雜網絡關係導航與管理，讓社會參與者有更

多誘因與興趣涉入公共事務當中（Gunningham & Sinclair, 2002; Howlett & Ramesh, 

2006: 179-180）。 

二、對競爭型計畫的檢討 

從前述第肆部分來看，若能符合特定條件，競爭型計畫對於地方治理以及府際

夥伴關係會有較為正面的意義。但是，實際執行過程與結果，可能會有若干值得省

思的問題。 

（一）競爭型計畫真讓縣市政府有自主性可落實地方治理？ 

地方治理對於公部門培力的期待，應該希望地方能夠更積極主動去界定施政優

先性，善用有限資源而滿足在地的民眾期待。依據前述的第參部分的圖三，在競爭

型提案過程，確實有「賦權地方政府」的意圖，也就是不再跳過地方政府直接與社

區互動，而是透過縣市政府先行統整與配置資源，匯聚社區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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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地方自主性落實與否的前提，則是競爭型計畫真能符合地方之所需？在政

策規劃時是否採納了地方意見？若地方的優先施政項目與中央不盡相符、不相一

致，而且資源配置的自主權未能下放給地方，這會建立正面夥伴關係嗎？還是仍讓

地方政府處在承上啟下的承轉功能，進而排擠、壓縮地方資源（中央在編列補助款

的同時，也會要求地方提案時必須提出配合款）。 

前面曾經提到，受訪者大體指出，除社福政策之外，縣市政府沒什麼機會參與

中央政策規劃，中央於規劃政策之際，也不太會去系統性徵詢縣市政府局處的意

見。因此，縣市的施政與中央的施政未必能在源頭面整合，這就在某種意義上，不

利於夥伴關係之建構。換句話說，高層施政意圖未必被各部會官員於政策規劃所落

實。 

其次，從府際執行角度來看，中央政策於競爭計畫公告後，縣市政府於執行過

程的主要工作是收件、整合、匯整並且列冊社區提案，向中央提送爭取資源。即便

有些需要縣市政府辦理初審或複審，嚴格來看，除縣市級的表演扶植團隊之外，縣

市政府一般仍僅是受理與承轉案件，資源配置與核定權仍在中央部會，而不是由縣

市徵選、複委託給在地團體，縣市仍僅是消極的資源接收者，與所謂夥伴關係、資

源交換的宣示與隱喻未必相符。 

第三，中央對於縣市的執行經常不抱信任，而對地方政府高度控制。提升自主

性與否的前提是，地方政府是否有能耐、有本事（Capacity）承擔自主性？實務上

臺灣的地方政府面對太多人情、派系、利益糾葛干擾因素，加上專業人力不足或是

沒有合適的編制，「各縣市的承辦人員的學經歷背景相差很大，有些人本身就是科

班出身，但有些是念兒童保育科，卻承辦文化藝術補助（C8）」，不確定因素太

多太高，根據部分中央的受訪者表示，在提案競爭階段，北部較好的設計團隊甚至

不敢與中南部的部分縣市合作，因為過分與樁腳、派系掛鉤。 

縣市政府總是希求能有更多的自主性與裁量權，其本意是良好的，但是中央政

府未必能夠信任地方，為了降低執行的落差，中央對地方政府進行高度控制，也常

存著抓回來辦理的心態。為規範進度與控制品質，與工程建設有關的計畫，例如文

化資產、城鄉、營建、工務性的競爭計畫，對於工料、工法等建有定期控管會議的

執行評估機制，縣市政府在什麼時候要做到怎樣的狀況，要填寫進度控管表與自主

查核表，甚至有工程查核小組進行協助，演變成另類的控制或考評。 

綜合來說，中央控制的心態、不太徵詢地方意見，以及地方派系糾葛、專業人

力不足等因素，都會讓競爭型計畫未必能夠豐富地方治理的精神，只是讓現狀以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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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形式維繫下去。就長遠來說，不僅要提升地方自主負責的能力，中央也要強化

政策參與的過程，兩個面向共同努力，才能提升府際夥伴關係水準。 

（二）競爭機制讓富縣愈富、城鄉差距更大，反而不利夥伴關係之建立 

競爭型計畫較大的問題，可能在於讓城鄉差距更形明顯。依據當前常用的公式

分配的補助款（例如教育優先區），或是依據行政審核流程的一般補助款，即便是

多寡不同，但畢竟各縣市都或多或少都有機會。但是，原可望建立府際夥伴關係的

競爭型機制，可能讓資源較豐的縣市，較有爭取到經費的可能性；資源貧脊縣市，

更難獲得經費補助。原因何在？ 

首先，除了規劃經費之外，競爭型計畫常需要相對配合款，配合款制度，可以

確認首長是否真有意願撥款投入競爭，都會型或工商大縣資源較多，當然可能下注

參與競爭。至於資源貧脊縣市需要惦量看看，案件爭取回來之後，縣庫是否有資源

相應配合，更重要的是，縣市長是否願意播種—編列配合款與規劃經費—這在起跑

點上就讓城鄉有所差距。 

此外，提案爭取競爭型計畫，需要耗費相當的行政成本，包括在計畫前一年注

意中央政策訊息、一次或多次會議或是拜訪以徵詢相關人士意見、提案、準備簡

報，更別說事後的執行、期中報告或檢討，期末成果說明等等，這些不僅費時、費

時，而且需要有足夠素質的人力去追蹤辦理，城鄉之間於此會有能力上的差距。 

最後，競爭型計畫提案審查標準，是提案品質與過去的實績，這都需要提案縣

市具備規劃的專業、規劃（或委外規劃）經費與一定程度的人才水準，尤其人力資

源水準直接影響提案品質，這對資源貧瘠縣市不利，更別說提案過程需要耗費鉅量

行政成本。若貧富差距仍然突顯，政府能否進行過程中的「調節與調控」？ 

（三）政黨因素：偏見還是政策調控？ 

據受訪者反映，競爭型計畫經常受到政黨因素干擾，因此競爭獲補縣市，經常

或未必是提案品質較佳者，而是反映出南北對立的狀況。受訪者表示，在民進黨執

政時期，中央常看色彩在分配資源。因此，綠色執政時期，有時候中央政策只是做

到形式上的公平，讓各縣市都可提案申請，但其實這類的方案很有針對性，即使活

動沒有很高的價值，但還是可以獲得很高額的補助。 

根據第參部分的競爭型計畫評選實務，雖然審核機制主要是透過專家學者以公

開方式進行審核，甚至包括簡報、展示以及觀摩等，但在執政黨的偏好與考慮下，

其實還是有很多行政裁量的空間可以運用，甚至可以選擇保留一部份經費來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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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評審作業來說，審查委員的「名單」就會影響審查的結果，某種程度反映決策者

的「偏好」。 

主管單位的「調節」，從落選者角度是政黨操弄，但是否也反映出資源的調

控、均衡發展與策略考慮？前面曾說，競爭型計畫的通常結果，是可能造成縣市之

間貧富差距擴大。某些受訪者也指出競爭型計畫的盲點，因為臺北等資源集中的都

會區經費很多，計畫書也寫的很好，人力也相對的比較優秀，但是，難道有些縣市

企劃能力比較弱就不用扶持嗎？競爭型計畫不應該永遠都是給會寫計畫書的縣市。 

因此，從政策調控角度來看，部會在審查提案之際，不見得僅考慮計畫品質，

其他如城鄉差距、區域均衡、與中央的配合度、政黨或人際關係、首長特性等，都

有可能構成審查委員裁量與心證的要件，這些謀略性的考慮，甚至內定名單調整，

有時候會讓縣市政府感到委屈，感到政黨因素在發揮作用。但是，農業或資源貧脊

縣市綠營執政情況較多，這些縣市不管是人力素質、可支配財政資源、專業能力等

能力水準都有問題，非得仰賴補助款，配合中央政策才能爭取些許經費。 

（四）小結 

競爭型提案設計之初，是考慮到過去經費配置「只有平均分配，地方提案均

沾，好像看不出地方在這方面的能力是怎樣；另一方面，地方的案子也多，也不

大，而且也比較細碎（C4）」，為了突顯政策成效與施政成果的指標意義，以及

融入民間力量，某些大型計畫採取競爭型提案。這種考慮未必著眼於中央地方夥伴

關係，但是在地化、地方政府、社區力量的引入，就在府際關係上有一定的影響與

衝擊，其負面的衝擊或是問題就是地方自主性無法達到預期的高、地方實際執行與

各部會原先設計有落差、貧富差距、政黨調控（或操弄）等等。 

與其說這些問題是競爭型計畫造成，或許，還不如說問題根源在於地方沒有充

分的決策參與權。由於多數部會所規劃的政策、方案，可能是在地方未有意見表達

的情形下做成，地方的參與感不足、地方聲音沒有受到部會的重視，在落實執行的

時候，不管是其他各部會，或地方政府，就不清楚計畫的意涵與背景，衝突、落

差、控制、調控的問題就難以避免。雖是老話，但各部會確實要表現誠意，邀請地

方政府參與政策以及細部規劃，這是府際夥伴關係與管理的關鍵一大步。 
其次，本文認為，若要提高弱勢地方政府的提案能力，中央部會除了在過程中

安排委員等方式之外，也可透過更為專業的方法，來增加縣市政府對於評選機制的

信任，例如以計畫書寫作的教育訓練、中央安排專業團體進行輔導與諮商、規劃巡

迴講座到中南部縣市指導、編制提案範例與手冊以擴散較好的寫作經驗等能力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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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acity-Building）的工具。其次，某些受訪者建議的分級評選（將縣市政府分

為 2~3 級進行評選）、辦理觀摩與經驗分享，都是更為妥適的方法。 

另外，評選後可以對落選者提出「建議」或是「提醒」，透過較為軟性方法，

匿名揭露審查意見外，還可私下（或公開）為個別縣市政府提供數個一般建議和特

定建議或意見，這類建議對沒有盡力、或是不知道該如何改善、或是沒有採取適當

行動的縣市產生一定壓力與輔助，促其採行比較好的方法去提高獲選率。 

陸、結論與建議 

過去行政主導式的府際關係，是仿效金字塔結構模式，以指揮命令的方式要求

地方政府執行政策，優點就是透過層級整合讓執行行動相對順利，方便政策訊息溝

通（Lazer, 2006）。然而，當前動態性、網絡性的府際關係，則希望強化中央與地

方的訊息溝通，這意味即便層峰（Summit or High Politics）決定了經費、權力、管

轄權、重要象徵等事項，中央與地方仍要互動（Interplay）協商以創造共同的執行

意義，並且在眾人之間產生合作的行動。在主流的行政裁量府際模式外，動態或是

夥伴式府際關係逐漸有了表態機會。 

不管是國外的聯邦或單一國體制，還是臺灣受到憲法制度性保障的中央地方關

係，當前主要的府際關係核心，也逐步關切如何在動態性的政策執行過程，融入策

略、夥伴的內涵與民主參與的價值。地方政府也要對自己的未來，承擔更多的責

任，並建立與強化組織管理的技術能力。 

這個多層次府際之間的政策執行理念其實很抽象，在實存世界中，本文透過競

爭型計畫去理解所謂府際夥伴關係的意義，也對其執行提出反思、批判與建議。此

制度作為社區總體營造、健康社區六星計畫的一個部份，僅是多樣化的府際政策執

行一環，雖然並不是當前府際關係的全部，但從研究發現可看出，競爭型計畫透過

提案、賦權與專業評選機制，要求地方政府應該必須與社區、在地人士更多的互動

與溝通，不僅要求他們對話及凝聚共識，從賦權、賦能、地方治理、自主性等角度

而言，競爭型計畫應該是有正面意義的，且根據受訪者的意見，從專款專用、創意

與計畫品質、競爭、觀摩、相互砥礪而不斷精進、與社區深度互動等各方面來說，

競爭型計畫的補助方法似乎比過去依據公式均等分配或是行政裁量方式，效果比較

明顯。即使是資源不利縣市，也能透過創意提案獲得較多補助。 

不過，資源競逐的影響因素，仍是「財政—人力—提案品質」的聯結關係，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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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引發不少受訪者共同關切貧者愈貧而富者愈富的現象。另外，競爭型計畫有利於

府際夥伴關係的論點，是立於「政策是合理的」這個基礎上，而未質疑這個政策

（或總體施政綱領）的過程合理性與正當性。過去幾年內閣人事變動快速，許多政

策或施政藍圖並未獲得充分實踐，加上地方政府的國政參與仍屬有限，儘管競爭型

計畫的執行面可能對府際關係有正面意義，但從政策規劃面與決策制定面而言，似

乎很難說是凝聚眾縣市之需求而做成，此也與民主價值的策略規劃過程不盡相符。 

政治即推銷，推銷政策之首要在於建立互信。不管競爭型計畫是否形成更明顯

的貧富差距，但是縣市長的心態與支持與否，才是地方政府管理現代化的核心。所

謂支持與否，不是口頭上宣示，而是編列足夠預算、親自帶隊到各部會作計畫簡

報、向中央借人或招聘獨特專技人才、勤跑中央與社區用心經營人脈網絡。 

從寬廣的角度來看，所謂中央與地方政府間的夥伴關係，不僅單獨觸及中央政

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政策執行關係，除了這類委辦事項之外，有關於自治、治理能

力的闡述與發揮，以及雙方之間的政策協調與整合等，都可納入當代意義的府際關

係與管理。換句話說，從輔助、協助角度提升地方治理能力與管理的現代化，也是

廣義上府際夥伴關係的要素。 

近年來，因為多層次治理的理論啟發，讓政策執行、府際關係等更能納入多面

向、多層次的利害關係人參與，從而讓民主、社區、創意更為風起雲湧且扎根向

下，地方會更認同地方、認同國家，而這種社群認同感會讓公民對公共議題感同身

受，從政府的肩膀後面打量政策的執行。因此，中央層次、縣市層次、以及兩者之

間的政府體制，可說是檢視府際夥伴關係的主軸，競爭型計畫於此具有特別的連結

性意義，值得投注研究心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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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研究受訪者概述與一覽表 

在中央官員上，雖申請案件對象散至各中央部會，但是文建會與總體社區營造

之關聯較深，且歷年文化統計最為完整，11 均有各縣市相關申請案件數之件數及

金額，因此訪談對象鎖定文建會為主，輔以其餘中央部門。另外，時間安排上十分

不易，在經過接洽且有意願接受訪談者，包括中央官員 10 位、地方官員 12 位（合

計 22 人）。隨機分派匿名的標號，英文字母 C 是指中央單位（計有 10 人），而 L

是指地方單位（計有 12 人）（參見附錄）。 

英文字母 C 是指中央單位（計有 10 人），而 L 是指地方單位（計有 12

人）。以下第肆、伍部份分別針對執行現況之重要議題，以及對於府際夥伴關係的

意涵分別說明與分析。 

 

受訪者 受訪者所屬政策領域或部門 訪談時間 

以下為受訪的中央官員（總計 10 人） 

C1 營建署主管 96 年 7 月 18 日（一） 

C2 經建會主管 96 年 7 月 18 日（一） 

C3 能源局主管 96 年 7 月 18 日（一） 

C4 工業局主管 96 年 7 月 18 日（一） 

C5 職訓局主管 97 年 5 月 21 日（三） 

C6 文建會科長 97 年 10 月 6 日（一） 

C7 文建會承辦人 97 年 10 月 6 日（一） 

C8 文建會承辦人 97 年 10 月 6 日（一） 

C9 文建會專門委員 97 年 10 月 31 日（五） 

C10 文建會科長 書面回覆稿兩份 

                                                      
11 參閱 http://event.cca.gov.tw/artsquery/static_book.htm 相關網頁，94-95 未掛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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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受訪者所屬政策領域或部門 訪談時間 

以下為受訪的地方官員（總計 12 人） 

L1 農業處長 97 年 5 月 20 日（二） 

L2 農業處長 97 年 5 月 23 日（五） 

L3 農業副處長 97 年 5 月 23 日（五） 

L4 城鄉單位科長 97 年 5 月 26 日（一） 

L5 城鄉副處長 97 年 5 月 28 日（三） 

L6 社福副局長 97 年 6 月 2 日（一） 

L7 前文化局長 97 年 10 月 13 日（一） 

L8 文化處長 97年10月13日（一） 

L9 文化局長 97年10月16日（四） 

L10 文化局副局長 97年10月20日（一） 

L11 文化局長  97年10月27日（一） 

L12 文化局秘書  97年11月12日（三）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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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訪談問題題綱 

基本資料：過去有沒有中央政府任職經驗？幾年？簡述政府資歷 

一、對於中央官員 

（一） 當初何以設計出競爭型招標計畫？為何不依據人口數目分配？（政策設

計） 

（二）招標的意圖源於哪裡？競爭招標，應該怎樣做才有利於夥伴關係？（政策設

計、府際關係管理） 

（三）目前的招標計畫，都是競爭型？獲選比例大約多少？是否有參加就會入選？

（政策設計） 

（四）哪些因素會決定、影響得標成敗？政黨因素，扮演多大的影響力？至於臨場

表達簡報能力、口才與層級呢？（影響府際關係因素） 

（五）評審標準為何？有哪些面向？評審名單與流程是否適宜公開？（競爭型計畫

的運作） 

（六）對於未獲徵選的地方政府，如何看待他們？以及有何建議？（如何提升府際

關係） 

二、對於地方官員 

（一）執行中央政策的時候，通常考慮哪些因素？正面有助於執行政策的因素有哪

些？負面的有哪些？（府際政策執行） 

（二）會不會有與中央看法不同的時候？見解不同的因素為何？例如中央怎麼是這

樣設計方案或計畫？（府際政策執行、政策規劃、政策參與） 

（三）一般來說，你信任中央的政策規劃是切合地方需要嗎？多大程度信任或不信

任？理由是？（府際夥伴關係） 

（四）如果您發現中央的政策或計畫不太可行，你會怎麼辦？如果可以稍微調整，

您會調整嗎？（政策執行與順服） 

（五）有沒有出現這樣的問題，中央的政策，未必會受到縣市首長的重視，或是說

中央的政策不是當前的優先項目或當務之急？（中央與地方的政策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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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首長重視與否） 

（六）哪些縣市政府，在哪些政策領域，有值得學習的執行經驗？（競爭型計畫的

政策學習與經驗擴散） 

（七）目前有沒有制度、方法或策略，能夠促成縣市政府之間的相互學習與施政經

驗交換？有沒有單位或機構能夠扮演收集實務經驗、分析與擴散經驗與知

識的功能？（競爭型計畫的評選機制） 

（八）能否找到大約 3-5 個共同指標，針對農業、經濟、觀光行銷進行成效追蹤與

監測？（府際之間的績效評鑑） 

（九）對地方的績效評估，由縣市政府之間彼此考評（每個縣市由 6 到 9 個其他縣

市相互評鑑），您的看法為何？（府際之間的績效評鑑） 

（十）對於未來府際關係管理與發展有何建議？（府際關係與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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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itive Grant Program and the 
Practice of Intergovernmental  

Partnership in Taiwan 
 

Cheng-Ming Chu* 

Abstract 

The last decades have had more growing importance placed on research in 
strategic intergovernmental partnership. There is no general consensus and ac-
tual policy on the essence and practic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ascertain 
the effect of Competitive Grant Program on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hip. 

To that end, some questions need to be resolved in this regard are (a) how 
we can assess the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of strategic intergovernmental part-
nership, (b) what the process of Competitive Grant Program is, and (c) whether 
the Competitive Grant Program can improve the strategic intergovernmental 
partnership. The method to carry out this study is using an interview, which in-
cluded 22 officers form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Although it’s a more sophisticated process, community can develop its 
own powers of democracy. In addition,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people’s ability to 
participate in public affairs will both increase. Overall, the results show a posi-
tive effect that the Competitive Grant Program has on intergovernmental rela-
tion. A large number of interviewees responded favorably. There were also 
some disadvantage results, especially the disparity between cities and rural ar-
eas. This effect needs to be treated with caution. There are several suggestions 
that could be undertaken for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Keywords: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 manage-
ment, partnership, local governance, competitive grant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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