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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提提提   要要要要  

政府行政組織因功能與管轄之需要，所以必須進行所分化及分

工。但是政府施政工作往往為一整體，因此其行政機關間的「橫向協

調」  (horizontal coordination)便成為克服組織過度分化問題的重要機

制，同時也是政府效能可否發揮的關鍵所繫。事實上，今日政府所面

對的重要政策問題，甚少僅憑單一行政機關便可解決，其大多皆需透

過不同機關或部會間的協調整合，方能有效克服所面對的政策問題。

但是政府各行政機關若僅依循本位、閉門造車，缺乏政策及執行上的

橫向協調與聯繫，則必定造成令出多門、權責不清，甚至是政策方案

矛盾及前後不一等施政上的問題和衝突，最後勢必導致政策之失敗與

人民對政府信心的喪失。  

政府行政機關之間的「橫向協調」正是行政法理上所稱的「行政

一體」功能，也是「行政綜效」 ( administrative synergy) 的發揮。因

此，本計畫針對我國中央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的現況及問題進行全面

性的檢討，並且透過國內相關個案之分析、各國經驗的學習，以及中

央各行政機關間橫向溝通情況之訪談與調查來檢討評估我國中央行政

機關在橫向協調上的問題癥結，進而提出中央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機

制的建議雛案與配套改革措施。  

本計畫的主要研究發現為：中央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機制的問題

主要可分為：資訊落差、本位主義，及專業偏執等三類；而易引起橫

向協調問題的議題類型則可分為：法令不清、新生議題及機關存廢等

三項。針對這些問題，本計畫規劃出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之架構，

包含：A.政務層次之橫向協調；B.事前規劃與意見整合；C.突發事件

處理；D.爭議議題協商；E.事後檢討學習等五個層面。  

最後，本計畫分別提出立即可行及中長期可做之具體建議，以實質促進中央

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之功效，冀能發揮「行政綜效」於極致。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橫向協調橫向協調橫向協調橫向協調、、、、中央機關中央機關中央機關中央機關、、、、行政一體行政一體行政一體行政一體、、、、行政綜效行政綜效行政綜效行政綜效、、、、政策協調政策協調政策協調政策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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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Improvement of Horizontal 

Coordination among Central Government Agencies 
 

Abstract 

Horizontal coordination has become a salient issue with movement 

away from disaggregation. From the time of the separation of governing 

structures into departments, agencies, and analogous organizations there 

have been complaints that one organization does not know what another 

is doing, and that their programs are contradictory, redundant or both. 

The fundamental problems of coordination have been exacerbated by the 

growth and structural elaboration of modern governments, but the 

coordination problem appears endemic to all large organizations, or 

collections of organizations, whether public or private. 

This study addresses administrative synergy and integrated 

governance among central government agencies by focusing on the 

problem types of horizontal coordination and their significance in 

different policy cases and with reference to the experience of relevant 

other countries. The methods used by this study are in-depth interviews, 

focus groups discussions, an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ith a number of 

public servants in central government agencies.  

The key research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a. Main problems of the horizontal coordination among central 

government agencies can be ascribed to information gap, 

departmentalism, and professional paranoid.  

b. The issue types often causing the problems of horizontal coordination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hree: unclear ordinances, new issues, and 

abolition of the government agencies.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this study suggests a framework for the 



強化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機制之研究 

 XII 

horizontal coordination among central government agencies, that 

includes the following five aspects: 

a. Horizontal coordination at ministerial level 

b. Pre-implementation scheme and opinion integration 

c. Accidental affairs handling 

d. Negotiation of disputed issues 

e. Learning from the after-event discussion 

At last,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effect of the horizontal coordination 

among central government agencies, this study proposed concrete 

guidelines possible to be implemented immediately and suggestions 

feasible to be adopted for medium-term and long-term. 

 

Key Words: Horizontal Coordination, Central Government Agencies, 

Integrated Governance, Administrative Synergy, Policy 

Coordination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本章為本研究之緒論，其主要目的在介紹本研究之背景緣起、研

究目的與問題，以及主要之研究方法與流程。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背景與背景與背景與背景與緣起緣起緣起緣起  

為了創造高效能之政府，世界各國均積極致力於政府組織及功能

的革新，除欲跳脫傳統官僚組織的框架及限制之外，更欲納入創新、

彈性之組織思維，以強化政府組織之適應力，並從過去無所不包的大

有為政府，進一步轉換為精簡、彈性與高效能的「小而美政府」，以期

能有效回應環境之快速變遷，並大幅提升國家之競爭力以符合人民之

期待。  

為提升政府施政效能，其行政機關間的橫向協調與聯繫活動可謂

最重要的組織功能之一，更是政府機關能否展現其效能的關鍵所繫。

事實上，今日政府所面對的重要政策問題，鮮少僅由單一行政機關所

獨立承擔，其大多必須透過不同機關或部會間的合作與配合，方能有

效解決各類政策問題。而政府各行政機關間若是僅依循本位、閉門造

車，缺乏政策上的橫向聯繫與協調，則必定造成令出多門、權責不清，

甚至是政策措施矛盾及前後不一等施政上的問題和衝突，最後勢必導

致政策失敗與人民對政府信心之喪失。  

政府行政機關間的橫向協調與聯繫正是行政法理上所稱的「行政

一體」功能，也是「行政綜效」( administrative synergy)的發揮。蓋行

政機關間若能透過有效的溝通與聯繫，不但在重大政策問題的解決上

能夠先釐清權責、分享資訊與避免不必要的衝突和資源的重複浪費之

外，更能追求進一步的協力及合作，以獲得一加一大於二的行政綜效。



強化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機制之研究 

 2 

誠如Guy Peters (2006)、E. R. Alexander (1995, 1993)等重要公共行政學

者指出，行政機關的橫向協調與聯繫功能是政府政策成敗及行政效能

良窳的關鍵，而政府各行政單位若在政策規劃及執行的過程中皆能進

行有效地橫向溝通及聯繫，則不但能夠化解行政單位彼此間的本位主

義問題，更可積極地促成各行政單位間的政策合作與綜合能力的發

揮。因此，行政機關間的橫向協調可被視為是一種行政的軟性實力，

其效果及影響甚至比行政硬體的建置更為重要和深遠，而為了能夠提

升我國政府的行政效能，實有必要對我國中央行政機關間所面臨的橫

向協調問題型態、爭議焦點，以及改善此等問題的運作機制和配套措

施進行更具系統性和科學性的分析研究。  

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之能力不但有助於平日政務的溝通及推動，

更對重大危機和災難事件的處理具有關鍵性的影響。蓋行政機關在面

臨危機與重大事件之時，唯有發揮行政一體與溝通協調的能力，方可

有效地整合各單位之意見與資源，並迅速地擬定對應策略與解決方

案。日前所發生的幾項重大事件，如 ECFA 兩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農村再生條例等皆在政策規劃或執行的過程中，發生相關行政機關於

決策上產生不同調，抑或命令指揮系統無法貫徹及資訊傳遞溝通不完

整等情形，其不但影響施政效率，更影響了行政機關的形象及民眾對

政府之信心。總之，上述問題皆與各行政機關間本位主義暢行，缺乏

橫向溝通與協調機制所致，因此建立各部會間橫向聯繫協調之制度和

配套，以增進行政一體之綜效，將是政府目前所應積極努力與發展的

方向。  

本計畫因此針對我國中央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的現況及問題進

行全面性的檢討，並且透過國內相關個案之分析、各國經驗的學習，

以及中央各行政機關間橫向溝通情況之訪談與調查，來檢討評估我國

中央行政機關在橫向協調上的問題癥結，進而提出中央行政機關間橫

向協調機制的建議雛案與配套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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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目的與研究目的與研究目的與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按計畫委託宗旨，本研究案之研究目的如后：  

(一一一一 ) 研析我國中央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機制之相關規定研析我國中央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機制之相關規定研析我國中央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機制之相關規定研析我國中央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機制之相關規定、、、、運作現況及運作現況及運作現況及運作現況及

問題缺失問題缺失問題缺失問題缺失  

中央各行政主管機關日前在處理 ECFA 兩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農村再生條例等重大事件時，皆曾發生各相關機關在決策及執行方向

上不一致、命令指揮系統無法貫徹，以及資訊傳遞與溝通不完整等問

題，而這些皆與各行政機關在橫向協調及資訊溝通上的不足有關。本

研究因此先針對我國中央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機制之相關規定、運作

現況及問題缺失，進行一系統性的瞭解與分析，以設定本計畫研究分

析的範疇與問題焦點。  

限於研究時間及資源，本研究主要將中央行政機關之範疇界定於

行政院所屬轄下之 37 個行政機關(即二級行政機關)，而不包括其轄下

之三級機關。再者，因目前行政院轄下二級行政機關間的協調機制係

以「不管部會之政務委員」設計為基礎，即按《行政院組織法》第四

條有關政務委員設置之條文規定，行政院設 5~7 位不管部會政務委

員，可參加行政院會議及議決，並負責跨部會或各部會權責未管轄之

全國性行政事務，所以對不管部會政務委員職能的分析，係本研究探

知當前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現況之肇始與基礎。此外，因行政院副

院長及秘書長為總承院長指示，並常肩負起與各部會維持密切聯繫溝

通或指導之角色，故亦可被視為行政院現行重要的橫向協調要角，所

以也將與不管部會政務委員共同列為本研究主要的職能分析對象，藉

以初步瞭解我國中央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機制之相關規定、運作現況

及問題缺失。  

 

(二 ) 蒐集歸納中央行政機關間爭議問題類型蒐集歸納中央行政機關間爭議問題類型蒐集歸納中央行政機關間爭議問題類型蒐集歸納中央行政機關間爭議問題類型、、、、處理情形處理情形處理情形處理情形，，，，並擇定重並擇定重並擇定重並擇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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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大大、、、、民眾關切案例進行分析民眾關切案例進行分析民眾關切案例進行分析民眾關切案例進行分析   

為能更進一步釐清我國中央行政機關目前所面臨的橫向協調問

題，本研究蒐集歸納中央行政機關間爭議問題之類型、處理情形，並

擇定重大、民眾關切之案例進行分析，以徹底掌握其問題的型態、特

徵和影響，俾能做為改善我國中央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問題的參考基

礎。事實上，近期在政府組織改造、行政革新與危機管理等相關學理

及實務方面的文獻業已指出，政府機關間所普遍存在的傳統官僚組織

運作特性，如本位主義、專業偏執、組織內部與跨部門間資訊傳遞的

障 礙 及 失 衡 等 因 素 ， 皆 有 可 能 導 致 行 政 機 關 間 橫 向 協 調 問 題

(Alexander, 1993, 1995; Bardach, 1996, 1977; Bendor, 1985; Bogdanor, 

2005; Campbell, 1988; Chisholm, 1989; Considine, M. 1992; Craswell 

and Davis, 1993; Davis, 1995; Derlien, 1991; Hall et al., 1978; Halligan, 

2007; Hanf and Scharpf, 1978; Jennings, and Crane, 1994; Kickert, 1995; 

Peters, 2006; Regens, 1988; Schon, and Rein, 1994; Toonen, 1985)。本計

畫按上述三大橫向協調問題為基礎，並輔以專家之分析意見回饋與相

關案例做為佐證，以進行更深入之分析和有效認定影響我國中央行政

機關的橫向協調問題型態。  

此外，更有許多先進國家與國際組織皆已注意到行政機關間的橫

向協調問題，並已提出「橫向的政府管理途徑」(Horizontal Government 

Approaches) (Bogdanor, 2005) 或 「 整 合 式 之 治 理 」 (Integrating 

Governance)等概念(Halligan, 2007)，且已紛紛落實於許多先進國家的

行政管理實務之中。例如英國的「夥伴政府」(Joined up government)、

加拿大的「水平式政府」(Horizontal government)、美國的「網絡型政

府」 (Networked government)、紐西蘭的「整合型政府」 (Integrated 

government)、澳大利亞的「水平式與整體性政府」(Horizontal and whole 

of government)等，其皆為該等國家著名的橫向行政革新概念和實務

(Halligan, 2007)。本計畫亦以這些國家之實務經驗及制度做為借鏡取

法，以充實對我國中央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問題之理解深度和問題解

決方案之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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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綜合分析中央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機制之問題癥結綜合分析中央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機制之問題癥結綜合分析中央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機制之問題癥結綜合分析中央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機制之問題癥結  

為能對我國中央行政機關在橫向協調機制上的問題癥結有更科學

性和系統性的瞭解與分析，本研究除透過前述文獻回顧與國、內外經

驗的檢視及分類之外，另對代表性個案之相關成員進行焦點座談，並

對行政院轄下主要行政機關之橫向協調情況進行問卷調查研究，以更

進一步瞭解我國中央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問題的原因及癥結。  

此處為本計畫之實證研究部分，即為能確實瞭解我國中央行政機

關間的橫向協調問題癥結，本研究以先前文獻分析資料為基礎，再藉

專家訪談與專家焦點座談方式向相關專家學者徵詢對中央機關橫向協

調問題的看法及共識。此處專家訪談與專家焦點座談所蒐集之資料，

一方面可做為瞭解我國當前中央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現況和問題缺失

的根據，另一方面亦可透過專家意見的回饋來修正本研究先前以文獻

調查方式所認定的橫向協調問題型態與癥結。迨本研究主要的橫向協

調問題型態認定之後，本研究續從相關重要案例中再為檢證和分析，

並對每一問題型態尋找三個民眾近期所關切的重大公共政策案例做為

佐證。本研究選擇 ECFA 兩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農村再生條例、毒

奶事件、3 都 15 縣、大陸學歷開放與 165 反詐騙等六個案例進行分析

(案例詳細說明請見研究方法 )，前兩者可被視為協調失敗之案例，最

後一個案例則為成功案例。  

除專家訪談、焦點座談與相關案例分析之外，本研究更進一步瞭

解中央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問題的癥結，並研擬一份對行政院轄下所

有二級行政機關在橫向協調狀況上的問卷調查，以探知其一般性的協

調過程及問題癥結，此亦能做為前述深度質性(qualitative)分析之外，

一有廣度調查的量性(quantitative)分析佐證。  

(四四四四 ) 提出強化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機制之具體政策建議提出強化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機制之具體政策建議提出強化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機制之具體政策建議提出強化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機制之具體政策建議  

迨中央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問題的類型與癥結皆能有效認定及釐

清之後，本研究由相關理論及國外經驗、訪談與焦點座談結果、問卷

調查結果中建構及提出可強化中央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機制之具體政

策建議。為能確認本研究所提出之具體政策建議能更具可行性，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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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在此一研究階段再舉辦一次專家焦點座談，以蒐集相關專家學者對

改進中央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問題的具體看法和建議，並亦能修正和

回饋本研究所初步草擬之改進方案。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流程研究方法與流程研究方法與流程研究方法與流程  

按前述四項研究目的，本計畫分別採行以下研究方法進行資料蒐

集與分析：  

一一一一、、、、     文獻調查文獻調查文獻調查文獻調查  (Literature Survey) 

本計畫之文獻調查分析分為兩大部分，包含相關學理文獻之回顧

與國、內外經驗之考究。首先在相關學理文獻回顧方面，本計畫從官

僚組織理論、行政再造與革新、危機管理等研究文獻中，彙整出官僚

組織在橫向協調時，所經常可能面對的協調問題型態與成因，並藉此

做為後續實務個案分析及橫向協調問題型態及癥結認定時之學理依

據。其次，本研究針對我國中央行政機關間目前現有橫向協調機制的

相關法令規定、運作成果與相關之研究評論等文獻，進行蒐集與分析，

以先初步勾勒出本計畫研究分析的範疇與問題核心。此外，本計畫亦

從文獻上蒐集與瞭解國外先進國家在行政組織橫向協調問題上所採行

的制度與方案，以與我國目前制度及所面臨之橫向協調問題進行比較

分析，俾能做為更進一步改善我國制度之參考。  

以上文獻回顧協助本研究釐清中央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問題之分

類型態與定義，近期在公共行政改革、組織理論與危機管理等方面的

文獻業已經指出，政府機關間所普遍存在的傳統官僚組織運作特徵，

如本位主義、專業偏執、組織內部與跨部門間資訊傳遞的障礙及失衡

等因素，皆有可能導致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問題 (Alexander, 1993, 

1995; Bardach, 1996; Bendor, 1985; Bogdanor, 2005; Campbell, 1988; 

Chisholm, 1989; Considine, M. 1992; Craswell and Davis, 1993; Davis, 

1995; Derlien, 1991; Hall et al., 1978; Halligan, 2007; Hanf and Scharpf, 

1978; Jennings, and Crane, 1994; Kickert, 1995; Peters, 2006; Reg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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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Schon, and Rein, 1994; Toonen, 1985)。此外，許多先進國家亦皆

有 此 一 方 面 的 改 革 經 驗 ， 如 英 國 的 「 夥 伴 政 府 」 (Joined up 

government)、加拿大的「水平式政府」(Horizontal government)、美國

的「網絡型政府」(Networked government)、紐西蘭的「整合型政府」

(Integrated government) 、 澳 大 利 亞 的 「 水 平 式 與 整 體 性 政 府 」

(Horizontal and whole of government)等，其皆為該等國家著名的橫向

行政革新概念和實務(Halligan, 2007)。  

總之，上述理論與實務經驗文獻皆值得我國之借鏡與學習，同時

亦做為本研究在認定與釐清我國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問題型態時的

重要參考。  

 

二二二二、、、、     深度訪談深度訪談深度訪談深度訪談  (In-depth Interview) 

本研究為能更精確釐清我國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問題之型態及

特徵，且同時瞭解我國現有橫向協調機制之運作狀態，故先對行政院

本部負責橫向協調事務之高層長官進行深度訪談，並以負責經濟、農

業與治安政策協調事宜的政務委員或行政院秘書長為優先考量，以配

合本研究所選擇之個案。  

本研究深度訪談提綱係依研究問題之主旨及目的所擬定（請見附

錄一），並在問題前後皆附有研究背景及問題之詳細說明，以提供受訪

者參考。  

本研究之初期專家訪談業已於 98 年 8 月份分別完成，共計訪談專

家 5 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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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1-1 深度訪談專家名單深度訪談專家名單深度訪談專家名單深度訪談專家名單  

訪 談 編

號  

姓名  職稱  訪談日期  備註  

1 蔡勳雄  行政院政務委員

兼台灣省主席  

98 年 8 月 4

日  

訪談逐字稿

見附錄二  

前環保署署長  

前經建會副主

委  

美國普林斯頓

大學都市計畫

博士  

2 曾志朗  行政院政務委員  98 年 8 月 4

日  

訪談逐字稿

見附錄三  

前教育部部長  

前中研院副院

長  

美國賓州州立

大學心理學博

士  

3 薛香川  行政院秘書長兼

福建省主席  

98 年 8 月 18

日  

訪談逐字稿

見附錄四  

前國科會副主

委  

美國威斯康辛

大學生化營養

學博士  

4 李鴻源  台灣大學土木工

程學系教授  

98 年 8 月 18

日  

訪談逐字稿

見附錄五  

前台北縣副縣

長  

前台灣省水利

處處長  

美國愛荷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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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土木暨環境

工程博士  

5 江慧真  中國時報記者  98 年 8 月 24

日  

訪談逐字稿

見附錄六  

「法案效率

低，劉揆禁各

部窩裡反；劉

揆扮鍾馗，本

位主義現形」

等專欄作者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上訪談對象包括行政院政務委員兩名、行政院秘書長一名、媒

體記者一名與學者專家一名。其中兩名政務委員分別職司環保、經建、

內政、教育文化等政策領域之協調與統合事宜，行政院秘書長則秉承

院長指示，負責行政院與立法院間，以及各部會間的橫向協調與聯繫

工作。以上三名專家亦皆曾任經建會、國科會等政策統合機關之副首

長或部會首長。此外，尚再安排兩名專家受訪，一為台大土木系教授，

曾任台北縣副縣長與台灣省水利處處長，為國內知名之水利專家，並

對（水利）跨域治理議題具深度研究；另一受訪者則為媒體記者，曾

於報章著述專欄以檢討評析政府橫向協調及機關本位主義之問題，故

以上皆為極適當的深度訪談對象。  

 

三三三三、、、、     專家焦點座談專家焦點座談專家焦點座談專家焦點座談  (Focus Group Interview) 

本研究為能正確建構中央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之問題型態並釐清

其問題癥結，於文獻回顧之後舉辦專家焦點座談一個場次，以便徵詢

專家學者之意見看法。首場專家焦點座談業已於 98 年 8 月 11 日假台

灣公共治理研究中心會議室(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北路一段 2 號 6 樓)舉

辦完畢，共計有 5 名專家參與，另有兩名專家因八八水患救災事宜而

請假，但其中一名已提供書面意見。此次專家焦點團體座談所邀請之

專家係以熟習中央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問題的專家與學者為主，並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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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配合本研究所側重之各項分析個案。  

此次專家焦點座談之議程與討論提綱如附錄七所示，其問題之基

本結構與背景說明等資料係與專家深度訪談之資料一致，以便獲得可

交互對比及援用之專家意見資料。本次專家焦點座談之發言逐字稿請

見附錄八。  

 

表表表表 1-2 第一次焦點團體座談專家名單第一次焦點團體座談專家名單第一次焦點團體座談專家名單第一次焦點團體座談專家名單  

專家編號  姓名  職稱  備註  

1 熊光華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局長  書面意見  

2 張榮豐  台灣戰略模擬學會理事長、前國安會

副秘書長  

 

3 黃明耀  農委會主秘  請假  

4 廖耀宗   經建會主秘   

5 馬振華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國際科科長   

6 陳敦源  政大公行系副教授   

7 陳會英  陸委會文教處處長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計畫另於 98 年 12 月 11 日假經建會 619 會議室  (台北市寶慶路

3 號 6 樓)舉辦期末專家焦點座談會一場，俾向相關專家學者蒐集對於

改進和強化中央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狀況的具體看法和建議，同時亦

可透過專家之建言來修正本研究所初步草擬之改進方案。此一場次之

專家焦點座談人數共計為 7 人，其中 3 位曾參加第一次焦點團體座談  

(經建會廖耀宗主秘、陸委會陳會英處長、台灣戰略模擬學會張榮豐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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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長)，另有 4 位則為新邀請之專家學者，其亦皆為熟悉中央行政機關

間橫向協調問題之專家與學者。第二次專家焦點座談之議程與討論提

綱如附錄九所示，其討論問題之重心係聚焦於改進及強化中央行政機

關間橫向協調之策略與方式，以期做為擬定本研究結論及政策建議之

基礎。本次專家焦點座談之發言逐字稿請見附錄十。  

 

表表表表 1-3 第二次焦點團體座談專家名單第二次焦點團體座談專家名單第二次焦點團體座談專家名單第二次焦點團體座談專家名單  

專家編號  姓名  職稱  

1 黃天牧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局長  

2 張榮豐  台灣戰略模擬學會理事長、前國安會副秘書長  

3 陳會英  陸委會文教處處長  

4 廖耀宗   經建會主秘  

5 蔡保言  行政院研考會管制考核處簡任視察  

6 葉一璋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  

7 潘競恆  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助理教授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四四四、、、、     橫向協調機制之調查研究橫向協調機制之調查研究橫向協調機制之調查研究橫向協調機制之調查研究 (Survey Research) 

為了對行政院所屬各主要行政機關 (即行政院轄下所有二級行政

機關，請見表 1-4)在橫向聯繫上之狀態能有一更詳盡及系統性的瞭解

和分析，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方式對各部會之主要業務主管在進行橫向

協調時所採用的協調機制、信息溝通工具、協商議題和內容，以及與

其他行政機關在進行橫向協調時所遭遇的問題及障礙等情形進行調查

與統計分析，以瞭解整體政府行政機關之主要行政同仁在進行橫向協



強化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機制之研究 

 12 

調工作時的普遍性狀態。此外，本計畫並以此一調查資料為基礎，進

行推論統計分析，俾驗證行政機關是否會因其基本屬性之不同，而有

不同的橫向協調狀況與問題。以上推論統計分析所使用的方法，包括

卡方檢定等。  

本計畫橫向協調機制調查之研究對象為行政院轄下所有二級行政

機關(37 個)，並分別由該機關之主要業務主管同仁來代表填寫。問卷

題項除包括行政單位與填寫同仁之基本屬性資料之外，主要包括「橫

向協調狀況調查」與「橫向協調認知調查」等兩大部分  (問卷請見附

錄十一)。在「橫向協調狀況調查」部分，多數是以類別題項方式呈現，

藉以瞭解行政院轄下各主要行政機關業務主管同仁在進行橫向協調工

作時所呈現的狀態與所遭遇的問題及障礙。至於在「橫向協調認知調

查」部分，則是以 Likert 五等分態度加總量表之題項形式呈現，藉以

對橫向協調之概念進行建構，並進一步檢證實證資料與理論觀點之間

的契合程度。問卷另有一小部分為開放式題項之設計，藉以蒐集與瞭

解受訪者對中央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工作之革新建言。  

本計畫之問卷調查業已於 98 年 11 月至 12 月期間經行政院研考會

之協助順利執行完畢，共計向行政院所屬轄下 37 個行政機關之一級單

位主管同仁發出 404 份問卷，回收有效樣本 388 份，回收比例 96.04%。

有關問卷結果之詳細分析及討論，請見本結案報告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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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1-4 行政院轄下二級行政機關行政院轄下二級行政機關行政院轄下二級行政機關行政院轄下二級行政機關  

序號序號序號序號  部會名稱部會名稱部會名稱部會名稱  序號序號序號序號 部會名稱部會名稱部會名稱部會名稱  

1. 內政部  20.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2. 外交部  21.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3. 國防部  22.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4. 財政部  23.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  

5. 教育部  24.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6. 法務部  25.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7. 經濟部  26.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8. 交通部  27.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 蒙藏委員會  28.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10. 僑務委員會  29.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11. 中央選舉委員會  30.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12. 中央銀行  31.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3. 國立故宮博物院  32.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  

14.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33.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15. 行政院主計處  34.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16. 行政院新聞局  35. 行政院中央健康保險局  

17. 行政院衛生署  36.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18. 行政院金融管理監督委員會  37.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19.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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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     研究流程研究流程研究流程研究流程  

按以上研究方法及步驟，茲將本研究流程圖示如下：  

 

 

 

 

 

 

 

 

 

 

 

 

 

 

 

 

 

 

 

 

 

強化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機制之研究強化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機制之研究強化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機制之研究強化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機制之研究  

文獻調查與回顧文獻調查與回顧文獻調查與回顧文獻調查與回顧    

� 理論模式 (Horizontal Government Approaches/Integrating Governance) 

� 國外經驗 (UK/Canada/US/New Zealand/Australia 

� 我國橫向協調機制運作現況及背景資訊 

� 個案背景資訊(ECFA、農 村再生條例、165 反詐騙 等) 

橫向協調問題型態認定橫向協調問題型態認定橫向協調問題型態認定橫向協調問題型態認定////深度訪談深度訪談深度訪談深度訪談////焦點團體座談焦點團體座談焦點團體座談焦點團體座談    

� 我國橫向協調機制運作現況分析訪談 

� 行政院政務委員或相關專家訪談 

� 相關專家與學者焦點團體座談 7 人 

橫向協調機制及網絡之調查研究橫向協調機制及網絡之調查研究橫向協調機制及網絡之調查研究橫向協調機制及網絡之調查研究    

� 行政院轄下二級行政機關橫向協調狀態調查 

� 各機關主要業務主管問卷調查 

橫向協調問題橫向協調問題橫向協調問題橫向協調問題改進改進改進改進////焦點團體座談焦點團體座談焦點團體座談焦點團體座談    

� 相關專家與學者焦點團體座談 7 人 

� 橫向協調問題改善建議 

研擬橫向協調機制之改善策略研擬橫向協調機制之改善策略研擬橫向協調機制之改善策略研擬橫向協調機制之改善策略    

建構更完善之橫向協調機制建構更完善之橫向協調機制建構更完善之橫向協調機制建構更完善之橫向協調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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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研究預期發現及貢獻研究預期發現及貢獻研究預期發現及貢獻研究預期發現及貢獻  

本研究預計達成以下目標：  

一、對我國中央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機制之相關規定、運作現況及問

題缺失獲得深入及科學性的瞭解；  

二、對中央行政機關間橫向爭議的問題類型、處理情形進行系統性的

蒐集與歸納，並擇定重大、民眾所關切之案例進行深度之個案分

析；  

三、綜合分析中央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機制之問題癥結；  

四、提出強化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機制之具體政策建議。  

總之，隨著全球化與國際化時代之來臨，政府行政革新的面向不

僅著重於行政組織與法規的再造，更在於軟性行政實力的提升。發揮

「行政綜效」 (synergy)，抑或展現行政法理上所稱的「行政一體」功

能，其即為最重要的軟性行政實力之一  。蓋今日政府所面對的重大政

策問題，鮮少僅由單一行政機關所獨立承擔，其大多必須透過不同機

關或部會間的合作與配合，方能有效解決各類政策問題。而政府各行

政機關間若是僅依循本位、閉門造車，缺乏政策上的橫向聯繫與協調，

則必定造成令出多門、權責不清，甚至是政策措施矛盾及前後不一等

施政上的問題和衝突，最後勢必導致政策失敗與人民對政府信心之喪

失，故行政機關間的橫向協調與聯繫活動可謂最重要的組織功能之

一，更是政府機關能否展現其效能的關鍵所繫。本計畫因此正能對我

國中央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的現況及問題進行全面性的檢討，並且透

過國內相關個案之分析、各國經驗的學習，以及中央各行政機關間橫

向溝通情況之訪談與調查來檢討評估我國中央行政機關在橫向協調上

的問題型態與癥結，進而提出中央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機制的建議雛

案與配套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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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文獻回顧文獻回顧文獻回顧文獻回顧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行政機關橫向協調概念與理論行政機關橫向協調概念與理論行政機關橫向協調概念與理論行政機關橫向協調概念與理論  

 

「缺乏協調」可能是聯邦政府官僚體制最常被詬病的問題。  

「強化協調」則是行政革新中最常見到的建議。  

(No phrase expresses as frequent a complaint about the federal 

bureaucracy as does “lack of coordination.” No suggestion for 

reform is more common than “what we need is more coordination.”) 

Pressman and Wildavsky (1984:133) 

 

一一一一、、、、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政府行政機關間的「橫向協調」(horizontal coordination)問題，向

來是公共行政理論及實務上最重要的核心課題之一 (Jennings and 

Crane, 1994)。蓋政府行政機關因功能及管轄之需要，在上下垂直及左

右水平之間必須分化為各種不同的行政組織，但是這些各自分立的行

政組織卻不一定完全知曉其他組織的作為，甚至在其各自所推動的政

策方案之間，還會出現決策方向矛盾衝突、政策資源重複浪費，抑或

兩者同時發生之情況。尤其當今日政府組織結構與所業管的公共事務

漸趨多元及複雜的狀況下，行政組織間的協調問題更是被明確凸顯，

且值得審慎關注與解決(Peters, 1998)。  

行政機關間的協調問題可以區分為政府上下層級之間的「垂直協

調」(vertical coordination)問題，以及政府機關相同層級之間的「橫向

協調」問題，而本計畫即是以我國中央行政機關間的橫向協調問題為

研究核心。事實上，行政機關間垂直協調的問題已隨公共行政領域中

「府際關係」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課題的系統性研究而獲得顯



強化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機制之研究 

 18 

著的重視與探討(Conlan, 2008；O’Toole, 2006)，但是政府組織相同層

級之間的橫向協調問題卻較缺乏完整的分析，且尤其是以國內實務及

案例為分析焦點的研究則更是罕見。然而政府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問

題的重要性卻絕不亞於其垂直的府際間協調問題，這是因為若缺乏行

政機關間的橫向協調，不但使得相關政策之規劃出現決策方向不一，

抑或政策目標前後衝突之狀況，更會造成行政資源的重複及浪費，最

終並導致民眾及社會的抱怨和對政府施政信心的喪失。例如以社會救

助服務之政策方案為例，其即可能涉及就業輔導、國民住宅、幼輔、

低收入補助、老殘安養等諸多相關政策之間的協調與配合 (Bardach, 

1996)。又如許多企業亦希望政府能提供其「單一窗口」 (one-stop 

shopping)之整合性服務，以降低其在證照申辦與順服政府管制法令時

所投入之資源(Pildes and Sunstein, 1995)。總之，藉由政府行政機關間

的橫向協調及整合，不但可使政府決策保持一致、避免施政方向的矛

盾與衝突，更可減少政府行政資源的重複和浪費，使政府之公共行政

能發揮協同一致、資源整合之綜效 (synergy)，同時亦可提高民眾對政

府施政之信心及支持程度。  

行政機關間的橫向協調與聯繫在行政實務上早有舉足輕重的重要

性，而橫向協調在行政實務上便是所謂的「行政一體」之概念。事實

上，我國行政程序法中早有「行政一體」之規範，該法第 19 條即明文

規定：「行政機關為發揮共同一體之行政機能，應於其權限範圍內互相

協助」。此外，大法官釋字第 613 號解釋更是明白說明了行政機關必須

貫徹行政一體之理由，該號解釋令之理由書如下：「行政旨在執行法

律，處理公共事務，形成社會生活，追求全民福祉，進而實現國家目

的，雖因任務繁雜、多元，而須分設不同部門，始依不同專業配置不

同任務，分別執行，惟設官分職目的絕不在各自為政，而是著眼於分

工合作，蓋行政必須有整體之考量，無論如何分工，最終仍須歸屬最

高行政首長統籌指揮監督，方能促進合作，提昇效能，並使具有一體

性之國家有效運作，此即所謂行政一體原則。」綜合而言，行政機關

間的橫向協調正是達成行政一體之策略手段，而行政一體則是行政機

關間橫向協調工作之最終目標。  



第二章  文獻回顧 

 19 

行政院雖曾頒布《中央與地方政府協調會報作業要點》，由行政院

長兼任會報召集人，分區邀集相關部會及地方政府首長，共同協商。

甚至在精省前，府際間也有「省市建設協調會報」之設置，但這些協

調機制常閒置不用，或上失其運轉功能。類似的協調會報仍有待繼續

辦理，承擔對話與協調的功能。過去的府際互動機制，基於法制化程

度不足，易隨主政者與中央政府的更動及偏好而存廢，希冀未來能秉

持該機制設置的宗旨，繼續定期辦理類似的府際關係互動論壇、諮詢

會議、甚至業務協調會報等等。（朱鎮明，2006）  

行政機關間的橫向協調既然對於政府施政之績效有如此重要的影

響，自然值得深入的關注及探討。不過，誠如 Pressman and Wildavsky 

(1984)所指出，欠缺協調幾乎已經成為政府官僚體制最常被詬病的問

題，而增進行政機關間的聯繫與協調也已成為所有政府行政革新方案

中的必備處方，但是行政機關間欠缺協調的真正原因或問題癥結究竟

為何？又有哪些具體可行的方案能確實增進行政機關間的聯繫及協

調？其似乎皆需在理論邏輯與實徵個案中尋求更進一步之分析。本節

之主要目的即在概念與理論層次上，先釐清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的問

題原因和癥結，以做為後續實徵分析之基礎。  

 

二二二二、、、、     行政機關橫向行政機關橫向行政機關橫向行政機關橫向協調之概念釐清協調之概念釐清協調之概念釐清協調之概念釐清  

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的目的係為追求「行政一體」，亦即行政

機關間的「整合」(integration)，而這也是在行政組織分工與分化之後

所必然面對的功能需求。申言之，行政機關間的「橫向協調」是為達

成行政組織整合之需要，因此整合可謂為協調的上位概念，以下便將

從整合的角度來釐清組織間橫向協調之概念及特徵。  

「整合」一詞可謂描述一種理想之狀態(ideal state)，其亦可被界

定 成 一 種 光 譜 型 態 ， 即 從 個 體 間 完 全 自 治 獨 立 的 分 裂 情 況

(fragmentation)，然後在光譜中漸進出現連結關係較深的整合型態，並

且直至完全之整合狀態(Kondrad, 1996；Leutz, 1999；Cigler, 2001；Fine, 

2001)。不同的學者對於組織整合程度的狀態區分自有不同之定義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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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例如 Hogue(1994)、Cigler(2001)與 Szirom 等人(2002)是將組織整

合 的 程 度 區 分 為 五 種 狀 態 ， 即 非 正 式 合 作 (informal) 、 合 夥

(cooperative) 、 協 調 (coordinative) 、 協 力 (collaborative) 與 整 合

(integrative)。此外，Lawson(2002)則按 5 個以 C 開頭的英文單字來界

定組織的整合情況，即共生(collocation)、溝通(communication)、協調

(coordination)、合作(collaboration)與整合(convergence). 當然在檢閱相

關文獻之後 (Winer and Ray, 1994；Konrad, 1996；Stokes and Tyler, 

1997；Fine, 2001)，本研究已統整出三個最常被使用的橫向整合概念，

即合作(cooperation)、協調(coordination)與協力(collaboration)，以做為

更進一步的觀念釐清分析。  

(一 ) 合作(cooperation) 

合作常常是指一種在組織間短期、非正式，抑或大部分是一種自

願性的關係(Hogue,1994；Cigler, 2001；Lawson, 2002)，在合作的關係

中，參與者 (組織 )可能彼此分享相關資訊與資源，但卻沒有共同的目

標與作為，其各自仍保有獨立性及所屬之資源(Winer and Ray, 1994；

Cigler, 2001；Mulford and Rogers, 1982； Melaville and Blank, 1991)。

準此，合作行為所涉及的整合概念僅係一種與其他組織間良好關係的

建 立 ， 並 藉 此 以 提 升 本 身 組 織 之 效 能 (Mandell, 1999) 。 誠 如

Schermerhorn (in Mulford and Rogers, 1982:13)所言：「此種審慎合作關

係的建立，是為原本各自獨立的組織創造一個更能達成其自身目標的

良好環境。」  

此種合作關係的特徵是一種最低程度的整合狀態。換言之，其只

是在運作的過程中納入對其他組織的考量，但卻不需要調整本身之目

標；其往往只需動用極少的資源來與其他組織進行合作，且大多只是

一種資訊的分享及交換。因此，此處所謂的合作關係僅是一種極弱的

組織間交流與互動，彼此所承擔的風險和責任亦甚低，並且多屬事務

或運作層次的交流，而非組織間策略層次的互動，所以合作的達成大

多僅需憑藉組織基層人員間的交流便可完成 (Ray and Winer, 1994；  

Cigler, 2001)。相對而言，所謂「協調」關係將會比「合作」關係擁有

更強與更正式化的組織間整合程度，茲詳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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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協調(coordination) 

協調係指應用一個更為密切且正式的機制來達成組織間的整合

(Mulford and Rogers, 1982；Painter, 1981；Alter and Hague, 1993；

Metcalfe, 1994；Alexander, 1995；Peters, 1998a & b)。因此在協調的過

程中，組織間將不僅只是資訊的交換及分享，其更涉及決策規劃、行

動 執 行 的 策 略 合 作 關 係 之 建 立 (Mulford and Rogers, 1982 ；

Daka-Mulwanda, 1995；Lawson, 2002)。所以協調工作的本質係在使不

同的參與者能和諧地被整合，以完成共同的使命 (Litterer, 1973；

Lawson, 2002)。準此，誠如 Ovretveit (1993: 40)及其他學者(Litterer, 

1973；Dunshire, 1978 and Lawson, 2002)之看法，協調的目的是在使原

本分治的個體能結合成一有秩序的整體，並產生一加一大於二之綜

效。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協調的關係中，各分治之組織仍保有其獨

立性，其只是因某些特定之方案或事項而需要進行合作協商。  

協調關係顯然並非只是各分治組織間的善意行為或資訊分享而

已，其在某種程度上是具有強制性及必須性的一種規範，以使各分治

之組織皆能朝向一共同之整合目標邁進。組織透過協調將能獲得其所

欠缺之資源和協助，而其他組織亦需有一定的配合，因為其並非只是

一種自願性或善意的協助關係 (譬如前述合作關係 ) (Dunshire, 1978: 

16-17)。當然為使協調工作發揮其功能，自然可能需有事前完整的配

套規劃及規範法則，甚至是有一個更高層級的「協調者」(coordinator)

或某種外控機制來進行組織間的協調整合，而這些對於協調工作的制

度設計及規範正構成組織間橫向整合之關鍵及支點。  

由於協調關係已經超越了組織間的資訊分享及善意協助，且有更

制度化和緊密的資源互補、協同規劃與執行，因此自然可能需要更高

程度的承諾(commitment)及信賴 (trust)，並亦可能會導致其組織自主性

的部分喪失。同時由於協調所形成的組織間整合關係，將使得組織本

身所面臨的成本 /風險及效益皆變得更大，所以協調工作已非組織基層

人員所能完成，其往往需組織間較高層級成員之規劃協商。總之，協

調式的組織間整合係具有更正式及更穩定的結構及關係，而這種關係

也使得組織間的整合工作比起前述合作模式變得更為顯著及具有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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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Cigler, 2001)。  

(三 ) 協力(collaboration) 

協力關係是指一種最為緊密且長期的整合性安排，並藉此以達成

分治組織間最密切的互動關係 (Gray, 1989；Mandell, 1999；Cigler, 

2001)。協力關係需要一種全面性的決策規劃配套與組織間溝通管道的

制度性安排，故其需要在組織間建立很高程度的信賴及承諾，同時可

能需要很長期的磨合時間，才能達成此一協力關係。協力關係往往被

用來處理複雜性的社會問題，且尤其是當其他整合模式未能發揮功效

之時。當然此種整合模式對組織及其成員的風險負擔亦最大，因其必

須放棄其組織之本位與自主性，並且僅將其組織視為整體結構之一環

(Gray,1989；  Mandell, 1999, 2000, 2001 ； Agranoff and McGuire, 

2001a；Cigler, 2001)。  

為達成協力關係，組織間需建立比合作或協調模式更為緊密的互

動關係。換言之，組織間的互動關係將隨整合程度的加深，而變得更

為複雜(Daka-Mulwanda, 1995)。此外，協力關係是最能發揮組織間合

作「綜效」的整合模式，即個別組織將藉由與其他組織之協力關係，

而解決一些其 原本 僅憑藉自身資源所無法克服的問題 (Huxham, 

1996)。誠如 Gray (1989:5)所言：「協力關係是一種組織間的整合過程，

透過此一過程不同的組織將能在其本位之外觀察到問題的其他面向，

並且藉由與其他組織之協力，可發展出超越其本身視野的更佳問題解

決方案。  

此外，協調程度可用刻度(scale)來衡量。Braun (2008)以消極協調

與積極協調為中心，發展五種刻度的程度協調，可稱為「葛特曼刻度」

(Guttman scale)。 從 最 低 程 度 協 調 開 始 ， 依 序 是 ： 1.無 協 調 程 度 (No 

Coordination)；2.消極協調(例如參與者的各讓一步與相互禮讓，mutual 

adjustments)；3.積極協調(例如共同合作、共同提案)；4.政策整合(Policy 

Integration)；5.策略協調(Strategic Coordination)(對於未來有共同的願

景與策略)。Metcalfe (1994)將政策協調的程度，從最低級到最高級有

分為九個層次，可稱為「麥考菲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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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合作、協調與協力皆為一種組織間的整合模式，其目的皆

在消除組織分工與分化後所產生的問題(Hassett and Austin, 1997)。這

些整合模式雖然皆在促進不同組織及成員間的聯繫與合作，但其確實

存在整合程度及運作特徵上的顯著差別。  

 

三三三三、、、、     行政機關橫向協調之行政機關橫向協調之行政機關橫向協調之行政機關橫向協調之問題原因問題原因問題原因問題原因  

為了對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之概念能有更進一步之釐清，除了可

先從行政「協調」之本質，即「整合」的各種模式來加以說明之外，

亦可從形成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問題之原因來加以瞭解。換言之，對

於可能出現橫向協調問題之原因加以歸納分析，將有助於吾人對行政

機關間橫向協調問題之癥結予以建構和解析。  

近期在公共行政改革、組織理論與危機管理等方面的文獻業已經

指出，政府機關間所普遍存在的傳統官僚組織運作特徵，如本位主義、

專業偏執、組織內部與跨部門間資訊傳遞的障礙及失衡等因素，皆有

可能導致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問題 (Alexander, 1993, 1995; Bardach, 

1996; Bendor, 1985; Bogdanor, 2005; Campbell, 1988; Chisholm, 1989; 

Considine, M. 1992; Craswell and Davis, 1993; Davis, 1995; Derlien, 

1991; Hall et al., 1978; Halligan, 2007; Hanf and Scharpf, 1978; Jennings, 

and Crane, 1994; Kickert, 1995; Peters, 2006; Regens, 1988; Schon, and 

Rein, 1994; Toonen, 1985)。以下分別詳述之：  

(一 ) 本位主義  

Eugene Bardach (1977)在「執行的競技 :當法案成為政策之後的故

事」(The Implementation Game: What Happens after a Bill Becomes a 

Law)一書中已明確指出，當法案成為政策之後，複雜的政治競技才真

正 開 始 ， 在 政 策 執 行 的 過 程 中 ， 部 際 (interagency) 與 府 際

(intergovernmental)間的協調及整合問題才是決定政策執行能否成功

的關鍵。此外，又如 Guy Peters (2006)、E. R. Alexander (1995, 1993)

等重要公共行政學者指出，行政機關間的橫向協調與聯繫功能正是政

府政策成敗及行政效能良窳的關鍵。而 Alexander(1995)並更進一步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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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政府機關橫向協調功能的展現將繫於自願性的「相互調整」(mutual 

adjustment)與正式制度的「系統控制」(system control)之間，即行政機

關 間 的 橫 向 協 調 一 方 面 需 要 憑 藉 正 式 的 制 度 安 排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另一方面亦需非正式的協力互助默契和信賴 (trust and 

reciprocity)。因此，行政機關橫向協調的問題不僅涉及正式制度的安

排，其也同時涉及非正式制度與規範的建立。  

事實上，無論正式的橫向協調制度，抑或非正式的合作默契，其

皆不易建立。這主要是與當代官僚體制的特性有關。誠如 Hammond 與  

Miller(1985)的研究指出，當代官僚體制係建立在兩個矛盾且不相容的

概念之上，其分別是「分權化」 (decentralization)與「層級節制」

(hierarchy)。申言之，分權化係因專業分工之需要，但是官僚組織卻

又不可僅按專業本位而各自為政，其仍需有行政一體之追求，層級節

制自然成為必要之條件。不過，官僚組織既經專業分工，殊難摒除此

一本位主義之限制，亦將確實形成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之問題及障礙。 

本位主義可謂為行政機關間最顯著的橫向溝通與協調問題，如

Sen(1976)所指出，官僚組織因專業分工之需要而進行分權化，但在其

正面效果之外，亦伴隨著負面效應，而其中最嚴重的問題便是本位主

義的出現，以及由本位主義所造成的機關間橫向協調失靈。此一橫向

協調的失靈不但造成政策資源的浪費、重複，更可能直接導致政策執

行的衝突與失敗。  

形成本位主義的原因繁多，而其中最為重要的因素，據相關文獻

整理後發現，大多仍是出於「權力」(power) 的考量，亦即 Wilson(1989)

所稱對  「地盤」(turf)或 Downs(1967)對「領域」(territoriality)的一種

捍衛及計算。如 Downs(1967)指出，管轄領域的自主性 (territorial 

autonomous)或所通稱的本位主義係來自於對自身機關、地位與財富名

望等因素的保護與考量，以便可爭功諉過，且擴大本身之利益。根據

相關文獻回顧，形成本位主義的原因至少包括：  

1. 自私性的忠誠  

公務人員只對與其工作安全或升遷有關的單位展現忠誠，但此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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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計性的忠誠往往會對官僚體系之整體目標造成傷害，甚至形成行政

學理上所稱的「目標移置」(goal replacement)現象。  

2. 議題範疇的不確定性  

Downs(1967)指出，由於今日公共政策的問題型態和結構日趨複

雜，且問題間互賴相依並變遷迅速，而這皆非靜態分工之官僚體體制

可於事前 (ex ante)進行縝密之規劃和分工。甚至當複雜性的公共問題

出現時，官僚機制可能還未曾面對過此類問題  (譬如 SARS 危機)，抑

或更本不知其問題係屬何機關的管轄範疇，造成政策領域及管轄權的

爭議。最後當政策問題影響出現時，則又可能發生爭功諉過之現象。  

3. 對 政 策 管 轄 領 域 的 高 度 敏 感 性 (extreme jurisdictional 

sensitivity) 

當行政機關與其他機關進行政策合作時，由於無法完全預期其他

單位之政策作為，或對合作後之成效無法精確掌握時，為維護其本身

機關的利益和業管領域的完整性，其往往會採取最保守的防禦措施，

或採取風險規避(risk aversion)的態度，以致造成機關間間合作的障礙

和阻力。  

4. 組織設計僵化、缺乏彈性應變  

影響組織進行橫向協調並強化其本位主義的一項環境因素係與其

組織的制度安排有關，若行政組織的設計僵化、法令束縛嚴重，且組

織又缺乏臨時應變之準備，自然會使組織內部的本位主義高漲，嚴重

影響行政機關與其他機關間的合作協調。  

總之，基於權力考量的本位主義經常是造成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

問題的主因之一，亦或是最常發現的問題型態。此種本位主義類似於  

Bardach (1998)所稱的地盤維護(turf safeguard)，不但使機關間的橫向

協調困難重重，更將導致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之失敗。本研究未

來將會從制度結構、成員行為的理性選擇 (rational choice)等面向，更

細緻的分析此一橫向協調問題的內涵與特徵。  

(二 ) 專業偏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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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所面臨的第二大類問題為「專業偏執」，而所

謂的專業偏執是指專業知識的趨同 (convergence)，錯誤不斷地被複製

及學習，且因缺乏與其他機關之橫向聯繫、學習及見交換意，往往使

得機關之本位主義更被強化。此一問題表面看似與前述「本位主義」

的情況雷同，但卻有極不同之本質。蓋本位主義問題多為機關成員「權

力」之考量或理性計算，但專業偏執則是因對「專業」的分工，而形

成一種高度的自我認同、價值觀，甚至是意識型態，且由於這些價值

觀或意識型態往往障蔽了其他的看法，形成集體思考盲點或自我防衛

之心態，使橫向協調及合作困難重重。因此，本位主義可說是從對其

權力或利益的保護出發，但專業偏執卻是對其專業判斷的一種執著。  

行政機關對專業的執著本無可厚非，但太過堅持本身之觀點而排

拒其他之建言和意見則有可能會造成工作之失敗。當代行政機關因專

業分工，其成員之專業往往具有一致性，而這卻可能造成相同觀點的

彼此增強(reinforcement)，對相異觀點的排斥，且根本不能接受不同之

意見和觀點，造成專業觀點的趨同現象，甚至錯誤不斷地被複製而不

能獲得修正。  

專業偏執雖非機關或個人利益的考量，甚至其初衷亦是為了有效

解決問題之良善目的，但其所造成的橫向協調問題其實與本位主義所

造成的問題無異，皆會導致政策執行的衝突與失敗。在專業偏執的影

響下，行政機關間的橫向協調經常出現以下現象(Nickerson and Zenger, 

2004)：  

1. 行政機關不希望被其他機關所擬定的規範所約束；  

2. 對試圖插手本身專業範疇的任何機關將奮戰到底；  

3. 避免接觸與自己核心 /專業業務無關的工作；  

4. 對於與其他機關的合作計畫持保留態度。  

此 外 ， 專 業 偏 執 還 會 產 生 相 同 社 會 屬 性 的 複 製 (homosocial 

reproduction)狀況，即僅以本身組織的專業觀點為尊，且既使決策過

程中出現瑕疵，也不願與其他部門進行合作與修正，並過濾 (filter)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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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ignore)那些與過去知識互斥、異質的資訊進入，進而弱化了與其

他機關間的橫向協調或合作。因此，本計畫認為部會間的專業偏執情

況，亦可能是導致目前橫向協調機制成效不彰的原因之一，後續亦將

進行更詳盡的問題分析。  

(三 ) 資訊落差  

除本位主義與專業偏執之外，造成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問題的另

一主要因素為資訊落差。此處所謂資訊落差是指機關內部或跨機關間

的資訊無法順利流通，或無法建立一致性的理解，以及數位科技能力

的落差。蓋決策所牽涉到之相關單位愈廣，則愈需更多與更詳盡的資

訊以進行決策，若機關內部或跨機關間之資訊無法有效流通或無一致

性理解時，則定會造成政策決策或執行上的偏差，使政策難以成功。  

造成上述行政機關內部及機關間資訊落差的原因繁多，主要與資

訊溝通的管道(access)、頻率(frequency)、方式(method)與內容(content)

等正式制度的安排(formal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有關，當然也與機

關間非正式(informal)的信賴 (trust)與互助合作(reciprocity)規範有關。

申言之，欲建立機關間有效的橫向溝通網絡係需正式及非正式的制度

配套方可克盡其功，且此種溝通及訊息的落差亦需有實證的研究做為

瞭解基礎，而本研究正將對此類問題進行更深入的探討分析。  

造成資訊落差的因素除了因溝通方式不良之外，數位科技能力的

落差或成員對新科技事務的應變能力不足也非常可能造成行政機關間

橫向協調問題。當機關成員無法掌握即時的政策資訊，抑或是由其他

機關所分享傳遞之資訊，自然會行在溝通合作上的困難，使橫向協調

發生問題(Huber, 1990)。  

最後，資訊落差問題更是凸顯在政務官與事務官之間，而這也是

造成橫向協調問題的障礙因素之一。蓋從代理人理論 (agency theory)

觀察，科層組織在上下層級間的互動有兩種基本問題，一是隱藏資訊

(hidden information)，二是隱藏行動(hidden action)，而這皆會在事務

官與政務官間產生資訊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現象。事實上，

在政府部門的政策形成過程中，最需要下級單位或事務官對於方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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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執行方式暨可行性和方案影響提出相關資訊，但是因下屬單位

或事務官在資訊擁有上佔有優勢，便產生下屬單位或事務官選擇性提

供對於自己有利資訊之機會，而有利的定義可能是極小化分擔政策失

敗之風險或是極大化分擔政策成功時的績效等等，這皆可能使得上級

單位或政務官做出錯誤的決策 (廖洲棚、吳秀光，2007)。因此，此種

政務官與事務官或上下級單位間的資訊落差亦值得相當的重視，以做

為瞭解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問題的另一分析面向。  

本計畫將按上述三大橫向協調問題為基礎，並將輔以專家之分析

意見回饋與相關案例做為佐證，以進行更深入之分析和有效認定影響

我國中央行政機關的橫向協調問題型態。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節節節節  各國經驗與實務各國經驗與實務各國經驗與實務各國經驗與實務  

行政機關間的橫向協調問題不僅只是本土性的公共行政課題，許

多先進國家與國際組織其實早已注意到行政機關間的橫向協調問題，

並已提出「橫向的政府管理途徑」(Horizontal Government Approaches) 
(Bogdanor, 2005) 或「整合式之治理」(Integrating Governance)等概念

(Halligan, 2007)，且已紛紛落實於許多先進國家的行政管理實務之

中。例如英國的「夥伴政府」 (Joined up government)、加拿大的「水

平式政府」(Horizontal government)、美國的「網絡型政府」(Networked 

government)、紐西蘭的「整合型政府」(Integrated government)、澳大

利亞的「水平式與整體性政府」(Horizontal and whole of government)

等，其皆為該等國家著名的橫向行政革新概念和實務(Halligan, 2007)。 

 

一一一一、、、、英國英國英國英國  

英國自 1997 年新工黨政府執政之後，為表達改革公營機構的意

向，創造了「跨部門合作─夥伴政府」(Joined up government)一詞。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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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措施包括在內閣設立發展和推行跨部門政策的單位；研究公務員如

何更妥善管理跨部門事宜；以及委派部長負責跨部門課題等。這裡可

用學者 Christopher Pollitt 對「夥伴政府」下的定義來進一步說明英國

這種行政革新：「夥伴政府說明了一種同時完成縱向與橫向協調的努

力。透過這一種協調，可以達到下列四種好處。第一，消除政策之間

彼此干擾的因素；第二，事半功倍的利用資源；第三，在不同的政策

之間創造整合出來的新力量；第四，提供全民整合性的服務」（Pollitt, 

C: 2003, 35）。  

工黨政府對橫向整合的個案經驗，可以透過參與 1995 年歐盟的資

訊保護法案（Data Protection Act）的實踐中發現。從 1998 年到 2002

年，英國通過了資訊保護法案以及人權法案（Human Rights Act），強

調以一種公部門的橫向整合，來貫徹在資訊時代對人民的服務以及對

資訊的保護，並且處理新的行政問題，而其中最重要的口號就是「夥

伴政府」。工黨上台時所要面對的問題在於，一方面政府得保護私人的

隱私權，但另一方面，政府 e 化之下的資訊流動有其必要。政府如何

在提供人民社會福利時還能夠保護人權隱私，這其中的平衡與拿捏，

就是夥伴政府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從 1990 之後英國政府在社會福利政

策上的預算規劃、為特定族群爭取資源、施予制裁或管制以及評估計

劃成果這四種工作上，不斷的面對資訊分享（data sharing）的問題。

我們可以用下面這個表來說明：  

 

表表表表 2-1 英國英國英國英國夥伴夥伴夥伴夥伴政府政府政府政府  

        目地  

功能  

個體單位的個人

福利  

個體單位的公共

福利  

集體單位的社群

或公共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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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  整體「社群關懷」

個案計畫  

針對心智障礙、

暴力情色與藥物

濫用問題的工作  

針對犯罪  

供應福利：提供

服務  

針對個人的特殊

或包裹式服務  

以集體作為單位

評量的個人服務  

社區改造，打擊

犯罪  

控制與制裁  防詐騙所需的集

體資料比對與辨

識  

高危險群指認及

其後的風險分析  

大規模詐騙級團

偵察與槍械軍火

犯罪問題  

評估  整合型的案例評

估，例如孩童照

顧  

災後重建評估  整全性的公共健

康評估  

資料來源：Perri, 6., Raab, C. and Bellamy, C., (2005). Joined-up government and 

privacy in the United Kingdom: managing tensions between data protection and social 

policy. Part I. Public Administration, 83 (1), pp. 111-133. 

 

為了要達到上述多種的社會福利效果，工黨政府不只有必要將個

人資料在各部會之間進行轉移，有時更需要將整個資料庫在公、私部

門間進行交換。在橫向協調進行時卻導致了隱私權可能被侵犯的問

題，使得工黨政府有必要針對隱私權再重新進行一是橫向協調，也就

是所謂的「夥伴政府」。由於英國原本沒有一個明確的有效管道來接收

民眾對於隱私權被侵犯的抱怨，使得隱私權的問題一方面被忽視，二

方面即使有關單位發現這些問題，也很難指認是哪一些特定的人們與

社群的隱私權被侵害，所以常常無法辨明政府必須照顧隱私權的對象

究竟為何。原本負責隱私權保護的單位是內政部（Home Office），但

其轄下各單位卻有其他的考量而沒有將隱私權保護當作一個真正要處

理的問題，而其他有關單位例如公共事務委員會（Public Administration 

Committee）則更是對隱私權問題興致缺缺。然而，在大規模的人口調

查持續進行之下，資料的比對（data matching）及其衍生問題無法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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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工黨政府在 1997 年要求政府部會自行協調並且規劃共同的行為守

則（voluntary code），以非命令的形式要求各部會在資料移轉時遵守

一定的非正式公約，總計參與的部會有審計署（Audit Commission）、

國稅局（ Inland Revenue）、內政部、警政署（Association of Chief Police 

Officers）等。2000 年，資料保護委員會（Data Protection Commissioner）

與 交 通 環 境 局 （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the 

Regions）、資料權利工作小組（Rights in Data）以及地方政府發展委

員會（IDeA）合作，再次強化了這種非正式化的行為守則。最後，工

黨內閣的「績效與創新小組」（Performance and Innovation Unit）在 2002

年提供了一份「隱私與資訊分享」的報告，提出了 25 點建議。其中不

斷強調的，就是政府部門在公共福利政策上應該（ should）要培養、

落實資訊保密的工作，各單位由主管負責，訂定明確的行為守則來確

保個人資訊，並且在同時更新資訊以保證其有效性及準確性。  

批評者指出，工黨政府的報告說明政府仍舊缺乏落實隱私權保護

的決心，因為這裡面提出的建議全部是軟性的綱要，沒有硬性的規定，

真正落實還是看各部門內部自己的決心。但是英國對隱私權保護的行

政經驗，仍然說明了橫向協調之中最關鍵的一個因素：資訊。夥伴政

府在突破各部會的藩籬，使得無法共享的資訊得到流動的渠道，但在

同時卻也碰上了新的隱私權問題。這就是政府 e 化之後，歐洲各國在

「資訊」上所面對的兩難，也突顯了資訊的流通與否決定了橫向協調

的成敗。  

除了個案之外，工黨政府在國家政策上，也在 1999 年發表「政府

現代化」白皮書。其中最具企圖心的部分便是針對政府眾多部門間各

自為政的普遍現象倡議進行改革，明確提出「夥伴政府」的企圖。「夥

伴政府」的首要的任務是加強中央政策部門的協調，其主要方法是在

首相辦公室成立多個跨部門的專責小組(task force)，研究一些涵蓋面

向較為廣泛的政策問題，擬定相關政策措施，並撥補專款執行。事實

上，英國的公共行政向來具有兩大特色，即高度中央集權和部門山頭

主義。一方面，這方便了部長在推行新政策時，上呼下應，短期見效；

但另方面則忽視了前線執行部門是否有足夠的資源和能力來長期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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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從上而下的推動方式，往往加劇了地方執行部門協調的實際困

難。任何政策要落實執行，就先要得到基層認同。「夥伴政府」不單只

是高層的決策部門，同樣基層部門也需有相同之觀念。此外，跨部門

合作的成功不單要求政府部門改變工作模式，不再只著眼各自部門的

財政預算和業務，更重要的是改變公務員的工作文化和行為。  

另外，英國的內閣在 2000 年發表的一篇 Wiring It Up，更是為「夥

伴政府」下了一個極佳的定義與說明。首先，橫向整合的決策模型首

先應該提出明確的目標，確定之後再考量在完成這個目的時，是否避

免與其他部會產生紛爭。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就要先找出到底什

麼可能會造成跨部會的協調障礙，基本的障礙類型可以被分為：資訊

分享、共享目標、共同管理、與民眾的關係、預算協調與共同小組合

作。為了解決這些問題，這篇報告提出的方法如下。一是進行廣泛的

諮商，尤其是透過非政府部門的民間單位所得到的資訊更是重要，因

為他們並不會限於各別的特定政府部會。透過這種諮詢所得到的資訊

將有效的突破「資訊」會引發的跨部會協調問題。第二，政府的決策

者必須要提供管道讓這些資訊能夠有效的進入各部會。第三，透過前

兩種方法，英國的內閣可以有效的提出創新法案，促進跨部會的協調。

例如 1999 年英國的各部會首長前去參加國際年長者會議（International 

Year of Older Persons），使得政府在決策的時候可以得到更多跨部會的

訊息，有效的進行橫向整合。  

不像美國這麼強調領導者的能力，英國內閣對橫向整合的理解主

要放在資訊的流通與分析之上。即使是為了解決部會紛爭的內閣會

議，也都盡量利用專家學者的意見來參考，以這些資訊作為判斷的基

準。這可以表現在 1999 年「政府現代化」白皮書中所提出的「評量與

績效計畫書」（The Measurement and Performance Project）之上。在增

進跨部會橫向協調工作績效的過程中，為了使得考核的評量標準可以

增進不同部門的合作，首先強調的還是資訊：找出阻斷橫向協調的核

心問題所在的資訊，使得各部會獲得充分的資源來解決這些問題。但

即使如此，英國內閣與財政部以及民間部門一樣，都是推動橫向整合

的最大動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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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紐西蘭紐西蘭紐西蘭紐西蘭  

仿效英國的做法，其他國家也曾制訂類似計劃以推廣跨部門合

作。紐西蘭政府 2001 年的《檢討中央》報告  (Review of the Centre 

Report)，發現政府服務需更着重服務成效﹔讓市民及社區更多參與制

訂政策過程﹔以及更重視公共服務的文化及領導作用。為此，紐西蘭

政府設立專責解決棘手問題的小組(circuit-breaker teams)，同時更着重

政策與運作妥善整合。此外，紐西蘭政府也提倡標準化公營機構的管

治安排。而針對橫向整合的問題，紐西蘭政府則是透過「策略效能區

域」（Strategic Results Areas）的設計來解決。這個設計是各部會比此

先訂定一個「關鍵效能區域」（Key Results Areas），然後各部會首長再

根據這個標準之下所設定好的政府服務表現，評估並且報告自己的部

會所達成的功效與表現。在這種設計之下的部會首長也就有兩種任

務，一方面是要跨部會的與其他部會首長一起合作，從一種「購買者」

的角度要求其他部會，一起進行合作，完成政府預定完成的目標；二

方面是要以一種「供給者」的角度與其他部會合作，因為其他部會也

需要購買自己所提供的服務。這種設計使得各部會之間的互動成為一

種契約型的設計，例如，經濟部就必須同時向交通部與觀光局購買產

品，已完成自己的計畫。  

「策略效能區域」使得紐西蘭政府可以在不同政策之間取得有效

的平衡，因為各部會之間可能產生的衝突藉由政府目標的釐清，也就

是在「區域」選擇階段的時候就可以先被解決。但是也有批評者指出，

這一種作法實際上並不能真正推動部會之間的整合，並且目前的機制

也沒有辦法有效評估各部會之間的合作是否真正達到預期的成果。最

重要的是，這種策略性的選擇無法在實踐上真正釐清權責，各部會也

就在進行橫向整合的時候缺乏監督機制，造成當初設計「策略效能區

域」的目的無法真正完成。但這並不代表紐西蘭在橫向整合上的失敗；

相反的，這只是紐國政府繼續在消除部會整合的困難的開始。近來紐

國政府透過部會首長會議，以預算編審的方式進行整合，替環境政策

「綠化包裹」（Green Package）尋求跨部會的合作。透過資源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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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向整合也就得到了進一步的誘因，在進行政策執行時，也就不會因

為缺乏立法單位的監督而喪失了原意。  

一個具體的案例是紐西蘭在 1999 年由工黨新成立的聯合政府，在

原住民政策（ indigenous issue）上所做出的嘗試。為了減少紐西蘭毛

利人與白種人之間社經地位上的差距，紐西蘭政府提出了一個新的社

會福利政策「減少差距」（Closing the Gap），其要旨在於提供經費使

毛利人能夠提昇更多的參與政治的能力。這一個為期四年，總預算高

達一億的計畫，一方面鼓勵毛利人對自身的社群與組織進行評量，找

出結構性的問題所在，例如資訊的掌握、科技的使用或是屬於毛利社

群的特殊需要；二方面貫注資源，使毛利人能夠改善這些問題。工黨

政府的政策著眼點，在於保證毛利人的自治以及提升其參政能力。這

個計畫由「減少差距內閣委員會」（Cabinet Committee on Closing the 

Gaps）統籌，內閣總理親自領導，要求政府各部會都要提出配合毛利

人社會福利政策的相關配套措施。根據統計，2000 年紐西蘭政府年度

預算中，共有四十三個關於毛利人社會福利的計劃，是由已在運行的

政府部門提出。毛利人社福計畫成為了一個屋頂，在其下的各部會也

就需要透過橫向整合來完成目標，也就需要特殊的整合機制來進行。

紐西蘭的經驗提供了三種具體的整合機制，一是屬於中央的部長論壇

（Chief Executive’s Forum）、中央與地方聯繫的半年度資深官員小組

（ bi-annual Senior Official’s Group）以及地方性的論壇（Regional 

Inter-Sectoral Fora）。中央與資深小組所做的決策，可以透過地方性論

壇進行實踐與回饋，一方面確定毛利社群的問題，二方面改進這些問

題。不過，這個計畫也同樣遭到批評。由於欠缺一個領導核心以及課

責的對象，紐西蘭的反對黨強烈質疑這個計畫根本未曾實踐，只是一

個空殼子與口號而已，各部會之間只是以毛利人福利的名詞遂行幾意

而已。這個案例可以看出，即使有再良好的橫向整合機制，各部會的

本位主義仍仍會因為缺乏明確的領導核心，破壞了橫向整合的理想

（Humpage, 2005）。  

 

三三三三、、、、澳洲澳洲澳洲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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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洲，不論聯邦或省政府都設有多項一站式服務，方便市民。

為配合上述服務，澳洲政府確定政府整體的重點工作及政策，並為跨

部門工作制訂指引，型塑出「水平式與整體性政府」(Horizontal and 

whole of government)之概念。此外，澳洲政府採取措施，整合及協調

處理特定問題的方法，以及針對涉及不同公營機構的項目，為參與其

事的公職人員制訂指引。90 年代之後，澳洲國會開始將焦點放在整合

的議題上，從 1992 年的「公司法改革法案」（Company Law Reform Act）

到 1999 年的「經濟整合改革法案」（Corporate Law Economic Reform 

Program Act」），配合著總統哈沃德的自由主義政策，澳洲的政府間整

合獲得了法律上的依據以及體制上的搭配，因為他們的方向就是在「政

府」與「企業」之間獲得一個平衡點。整合治理的意義，就是要「兼

容策略中心以及負責行動的部會」，以「針對執行部門的腳色以及系統

的績效管理」來達成的新型態的行政革新。  

以下利用兩個例子說明澳洲的橫向整合實踐情形，一是涉及澳洲

聯邦總預算達三分之一，主要負責國防安全以及人民就業的

Centerlink；二是澳洲的原住民政策。  

在 1997 年，澳洲專門負責社會福利的跨部會單位 Centerlink 成

立，橫跨的部會計有「家庭福利部門」（ the Department of Families, 

Housing, Community Services & Indigenous Affairs）、「教育與就業部

門」（Department of Education, Employment and Workplace Relations）、

「社會安全部」（Department of Social Security）、「青年就業教育部門」

（Department of Employment, Education, Training and Youth Affairs ）

及其下的「澳洲政府就業服務部」（Providers of Australian Government 

Employment Services）以及「國家就業服務部」（Commonwealth 

Employment Service）。Centerlink 是一個屬於「家庭福利部門」（ the 

Department of Families, Housing, Community Services & Indigenous 

Affairs）下，一個具有獨立地位的單位，具有自己的特別法源。

Centerlink 本身就是各政府部門之間的平台，彼此並不隸屬的各部會

如果在特定的政策上有合作的必要，可以透過 Centerlink 將這兩個行



強化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機制之研究 

 36 

政單位聯繫起來。例如家庭服務部與勞工局在吸引外勞去澳洲工作的

政策上有重疊，那麼 Centerlink 就可以提供勞工局如何與家庭服務部

合作的建議，並且提出具體的政策建議。並且，由於跨國就業涉及外

交問題，Centerlink 也就充當了勞工局與家服處與外交部進行整合的

仲介。然而，許多政府部門因為專業偏執，而質疑 Centerlink 的功能。

例如澳洲財政部（Department of Finance）就認為，Centerlink 在預算

編列上不夠透明，在協調各部會之間資源分配的議題時，無法說服各

部會接受其建議。（Halligan, 2007）  

澳洲政府在原住民政策上，與紐西蘭政府一樣都是從中央要求各

部會一起參與，然而不同的事，澳洲並不提供資源給原住民進行自我

評估以及修正，反而是刪減原住民補貼金的預算，將其經費放在鼓勵

原住民積極參與公共議題。由澳洲政府大會（Council of Australian 

Government ） 在 2000 年 所 組 織 的 「 調 和 框 架 」（ Reconciliation 

Framework），首先在 2002 建立了一個政府與原住民社群的平台：「社

區參與協議」（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greement），吸引原住民社群

願意為了爭取自身的經費預算、司法管轄權以及社會福利辦法而與政

府部門進行溝通與討論。在原住民委員會（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Commission）的帶領下，在兩年之內至少在政府部門與個別

的原住民社群之間，完成了十項協議。由於不同的政府部門都有各自

的施政考量，在與特別的原住民社群互動時，也就各有其考量，這個

整合框架就提供了一個跨部會的橫向協調機制，使得不同的部門可以

依照自己的需要來與原住民社群訂出特定的參與協議。  

然而這一種橫向協調的參與機制也遇到了「資訊不流通」的挑戰。

與原住民訂定參與協定，前提是政府各部門單位具有相關知識，可以

促進原住民的政治與社會福利參與。然而與原住民協調並且簽訂協議

的經驗與資訊，沒有足夠的經費建構資料庫，聯邦政府也沒有意願與

意識將這些資訊推廣到各部門去，沒有一個有效的資訊管道，使得這

種機制的推廣有極大的限制。並且，與紐西蘭一樣，澳洲的原住民計

畫同樣沒有一個明確的課責對象，也沒有一個評鑑的機制，這更降低

了政府單位投入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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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其他國家其他國家其他國家其他國家  

加拿大政府亦相當重視政策之統合，曾推動「水平式政府」

(Horizontal government)概念。而近期（2005）加拿大政府所推出的「服

務加拿大」(Service Canada) 計劃，亦是以整合、革新方式提供服務，

藉此改善聯邦政府與國民的連繫。隨後，加拿大各省及地方政府亦推

行類似措施。這個橫向整合的計畫在 2007 年成功的整合了至少 14 個

政府部會，並且與 50 個以上的政府部門合作，提供加拿大人民一個單

一窗口來獲得政府的服務。加拿大財政部所發表的「加拿大人的未來」

（Results for Canadians）清楚的說明了這種行政革新的意義，就是以

「整全性政府」的治理框架，使得治理者能夠以現有的政策與計畫為

基礎，評估如何能夠提供加拿大人民最好的服務。同時，威脅橫向整

合的資訊與提供公部門解決的資源，也都優先來處理。  

芬蘭政府在最高層的政治架構採用新安排，以落實跨部門合作措

施。芬蘭政府每年會確定少數需以橫向、跨部門方式執行的重點工作

範疇。每個橫向計劃均由一名部長負責統籌，工作範疇通常涉及不同

政策單位的相關部長。計劃另設總監，管理這些部長轄下的公務員網

絡。採用這個方式，橫向計劃須與財政預算程序配合，以及訂立相關

的服務成效指標。  

愛爾蘭政府有鑑於公共服務日趨割裂，遂委託世界經濟合作暨發

展組織(OECD)擬備報告，為公共服務釐定基準，以及建議公共服務日

後的改革方向。最終報告《愛爾蘭﹕邁向綜合公共服務》於 2008 年發

表，指出當地公共服務面對的挑戰。報告提出多項建議，推動更為整

合 的 公 共 服 務 ， 其 中 包 括 設 立 一 個 高 級 行 政 人 員 階 層  (Senior 

Executive Service)。因應這些建議，愛爾蘭政府成立專責小組，確定

實施經合組織報告建議的最佳方法，以改善整體公共服務，當中包括

更妥善協調和整合服務機構，以及建立全政府協作的文化。  

新加坡政府的改革計劃「PS21 －  二十一世紀公共服務」推行超

過十年。自 2000 年起，該計劃連續推行多項電子政府行動綱領，為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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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方便服務提供基礎。在資訊科技方面，新加坡政府採取標準化基

礎設施、應用服務及支援程序，在全球電子公共服務界別居於領導地

位。而「多個機構、一個政府」的口號則點出了新加坡政府目前改革

的特徵，新加坡政府經常以跨機構項目小組處理涉及多個機構之政策

事宜。  

美國在 90 年代的時候，還是以自由化行政為導向，盡量讓政府部

會因應利益團體的需求各行其是。然而近年來，美國，政府逐漸建立

一種體系，以「適應力」（adaptability）、「透明性」（ transparancy）、「接

觸力」（accessibility）與「創新」（ innovation）為重點，在體制上建立

一種可行的治理模式，利用網路行政府的工具來整合民間第三部門與

政府的行政。這種行政模式還可以加強政府政策的合法性，因為透過

與民間大量的協調，可以確保政府的政策符合多數民眾的期待。而這

種網路型政府的在橫向協調類上的重點，就在於加強政府機關如何在

與不同公私單位執行共同計畫時，提升判斷、協調與溝通的能力。由

於美國的政府與民間團體的緊密合作已為事實，而這種處在多元網路

互動之中的政府，不可能透過傳統的縱向階層系統（ traditional 

hierarchy）來完成大量的管理（managing）、外包（outsourcing）以及

購買（purchasing）事宜；因此，網路型政府的目標就是為了要增加政

府在組織以及技巧上的能力。  

首先，政府不能再把外包當作是一種收拾殘局時不得已而行的方

法，而得將之視為一種策略槓桿（ leverage），創造新的解決方案並且

改革現有的執行系統。一方面，在外包契約上要更加具有創造性的彈

性，使得外包廠商會有更大的誘因去執行整合的工作；二方面，聯邦

政府高層也不能如往常一般，只由較基層的人員負責外包事宜，高層

得更積極的參與，因為橫向整合需要明確的領導能力。這也使得政府

行政所需的人才，不再只是了解法規與人事的傳統專業，而得具備協

調以及跨部會的溝通能力。政府在進行整合之前，也必須要進行詳細

的事先規劃，因為整合服務交貨（service delivery）的工作如果設計

不良，可能會如美國肯薩斯州的兒童福利計畫一樣，使得整合更為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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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這個例子的問題在於，原本期望由單一的外包商負責肯州全部的

兒童營養午餐，然而這個案子在設計之前卻沒有考量到肯州的地理狀

況，至少要五個點才能將午餐順利出貨，使得政府部門還得重新與其

他廠商做聯繫，造成更多的協調問題。  

首先，各部門應於自身的政策領域中保留決策自主權，並且獨自

做出決策，善用該部門的專業領域以及經驗上的認知考量；接著各部

門進行訊息交換，了解彼此的考量以及將採取的行動，讓可信賴且可

接受的溝通管道持續存在著，使彼此的訊息暢通有無。後續也透過此

管道諮詢其他部門的看法與見解，透過此雙向的過程互相了解，且諮

詢其他部門的意見，在互相協助下做出更好的決策；同時，也應確保

該部門不會走向政策分歧，對外亦採取同一政策發言口徑，使消息統

一發放，不會有訊息錯亂造成誤解的問題，而在協調的過程中，有時

分歧會在各個過程中被隱藏，因此，透過協力機制及跨部門工作小組

尋求政策共識也非常重要，如此才能在了解中，使結果符合各單位的

共同利益，達到政策協調的成功，而當部門間的歧見仍有所問題，則

上位機關應介入仲裁之。最後，整個政策協調的過程中，應建置一協

調的準則，規範各部門的自主權限，中央政府也應該更積極的釐清並

建設政策間的優先次序，如此一來，便能達到行政一體，提升國家之

競爭能力。  

此 外 ， 在 相 關 文 獻 中 另 一 值 得 吾 人 重 視 的 文 獻 即 為

OECD(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在

1996 年所提出的「政策協調查核清單」(Policy Coordination Scale)(請

見 下 表 ) 。 此 一 查 核 清 單 係 一 系 統 及 序 列 性 的 政 策 協 調 準 則

(guideline)，可作為判定和評估政府行政機關橫向協調程度之基準，而

本研究亦可藉此來瞭解我國中央行政機關在橫向協調過程中所面對的

問題缺失，並藉此以提出更進一步的改革建議。  



強化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機制之研究 

 40 

表表表表 2-2 OECD「「「「政策協調查核清單政策協調查核清單政策協調查核清單政策協調查核清單」」」」 (Policy Coordination Scale) 

政策協調步驟政策協調步驟政策協調步驟政策協調步驟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STEP 1. 獨自做出決

策(Independent 

decision making by 

ministries) 

各部門在自己的政策領域中保留決策自主權  

(Each ministry retains autonomy within its own 

policy domain.) 

STEP 2. 與其他部門

進行聯繫  (訊息交

換)(Communication to 

other ministries 

(information exchange) 

部門之間瞭解彼此最新的訊息，包含最新的議

題以及採取的行動等等，同時必須要保存可信賴

且可接受之溝通管道。(Ministries keep each other 

up to date about what issues are arising and how 

they propose to act in their own areas. Reliable 

and accepted channels of regular communication 

must exist.) 

STEP 3. 諮詢其他部

門的看法與見解

(Consultation with 

other ministries) 

這是一種雙向的過程，使其他部門瞭解目前該

部門的政策作法，並諮詢其他部門的見解。(A 

two-way process. As well as informing other 

ministries of what they are doing, individual 

ministries consult other ministries in the process 

of formulating their own policies, or position.) 

STEP 4. 避免各部門

之間的政策分歧

( Avoiding divergences 

among ministries) 

確保各部門間未處於政策分歧狀態，且對外的

政策發言應口徑一致。(Ensuring that ministries 

do not take divergent negotiating positions and 

that government speaks with one voice.) 

STEP 5. 尋求共識

(Interministerial search 

for agreement (seeking 

避免負面協調因素以隱藏分歧，並應透過協力

機制或跨部門工作小組來尋求政策共識，以符合

各單位間的共同利益。(Beyond negative 

co-ordination to hide differences, ministries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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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ensus)) together, through, for example, joint committees 

and project teams, because they recognise their 

interdependence and their mutual interest in 

resolving policy differences.) 

STEP 6. 仲裁部門間

的分歧(Arbitration of 

inter-organisational 

differences) 

當部門間對政策的歧見無法透過前述步驟獲

得解決，即應有上位機關進行仲裁。(Where 

inter-organisational difference of view cannot be 

resolved by the horizontal coordination processes 

defined in levels 2 to 5, central machinery for 

arbitration is needed.) 

STEP 7. 為協調事宜

設置準則(Setting 

parameters for 

organizations) 

 跨部會之政策協調機制應為各部會建制一決

策協調的準則，以界定各部會的政策自主權限，

且尤其是部會不可逕自決策之事宜範疇。(A 

central organisation of interorganisational 

decision-making body may play a more active role 

by setting parameters on the discretion of 

individual organisations. These parameters define 

what organisations must not do, rather than 

prescribing what they should do.) 

STEP 8. 建構政策間

的優先次序

(Establishing 

government priorities) 

中央政府應扮演更積極的角色，以釐清及建構

政策間的優先次序，並做為政策協調之依循。

(The centre of government may play a more 

positive role by laying down main lines of policy 

and establishing priorities.) 

STEP 9. 建立「行政一

體」的政府策略

(Overall governmental 

strategy) 

提升國家之競爭能力。(Enhancing national 

competiveness.) 

資料來源：OECD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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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對我國之啟示對我國之啟示對我國之啟示對我國之啟示    

上述理論與實務經驗文獻皆值得我國之借鏡與學習，同時亦可做

為本研究在認定與釐清我國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問題型態時的重要

參考。  

首先，以上各國的實踐充分說明了「資訊」在政府部門橫向協調

上所扮演的關鍵角色。一方面，個別部會如果不願意分享自己掌握到

的資訊，就會產生「本位主義」的狀況，例如澳洲的 Centerlink 以及

原住民政策；二方面，即使資訊透明化能透過中央到地方的整合機制

達成，紐西蘭政府卻又在政策實踐上發生問題，缺乏強有力的領導機

制使得協調的遠景成為空話，各部門仍舊以自身的「專業堅持」來參

與協調，得到的效果自然不彰。各國在橫向協調上所遇到的資訊問題，

更可以讓我們認識到「本位主義」、「專業堅持」與「資訊落差」實際

上是同一個問題，資訊不流通的原因是本位主義，資訊流通卻又突顯

了「專業堅持」的存在。因此，橫向協調問題的解決之道不可能只針

對單一的障礙，一定得同時排除這三個問題。  

透過各國實踐的「資訊」問題，如果我們更進一步的將 90 年代

後才開始嘗試橫向協調的澳洲、紐西蘭的經驗，與最早開始實驗「夥

伴政府」的英國相比，更可清楚地發現橫向協調的實踐所帶來的成果

與新的挑戰。英國的「資訊保護法案」面臨的問題，是為了以流通的

資訊提供更好的社會福利而面臨的隱私權問題。社會福利與隱私權孰

輕孰重，就涉及了部會之間彼此的「專業堅持」與「本位主義」。為了

解決此問題而提出的協調方案，就是在「已經流通的資訊」之上加以

限制，要求各部會在資訊移轉時必須遵守一致的準則。換句話說，英

國工黨面臨的「資訊落差」問題，是在突破各部會之間資訊不一致的

情況下所面臨的另一種「資訊」問題，而非紐澳經驗的「資訊不流通」

問題。英國的「資訊落差」是在機關成員「已經」掌握即時的政策資

訊，並且能夠由其他機關所分享傳遞之資訊之後所面對的另一層次的

問題：各部會對資訊移轉與交流的界限的理解不同，彼此並不理解。

這一層次的資訊落差，同樣使得英國的公部門產生新的「專業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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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例如內政部就並不認為大規模的資訊移轉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整體數位科技能力提升之後所需要的，是機關成員對新科技事務的應

變能力，也就需要再一次的以橫向協調突破資訊流通之下的「本位主

義」、「專業堅持」以及新的「資訊落差」。  

透過英國與紐澳的比較，我們可以至少得到兩個啟發。首先，橫

向協調在體制與法規上的設計得不斷的與時俱進；後起的紐澳有自己

的困擾，先行的英國卻也無法完全擺脫這個問題，因此並沒有任何一

套放諸四海皆準的設計可以一勞永逸的解決機關成員的協調問題。因

此制度設計對橫向協調來說雖然關鍵，但更重要的是提高政府部門的

應變能力，增加成員對於資訊的敏感度以及協調的意願。第二，橫向

協調的成功雖然依賴資訊分享，但也同樣需要「領導」的因素才能盡

全功。如果中央不願意投入資源與心力進行協調，再多的資訊分享也

只能加強了「專業偏執」。  

目前台灣目前在橫向協調的實踐上，面臨的困難與紐澳比較類

似。然而英國所面對的問題也是之後在政府施政上必然會碰到的問

題，例如大規模訪談或民意調查需要的抽樣樣本，就可能牽涉到資訊

轉移時的隱私權問題。即早將橫向協調從理論化為政策，將可提早發

現類似的問題，並且允以分析、處理。  





第三章  我國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機制運作現況與問題 

 45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章章章章   我國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機制運作現我國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機制運作現我國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機制運作現我國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機制運作現況與況與況與況與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本章之主要目的在就我國中央行政機關間的橫向協調運作現況及

問題進行系統性的歸納與分析，以認定和釐清我國中央行政機關在進

行橫向協調工作時所面臨的問題。本章分為三個小節，第一節為「我

國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制度與運作現況」，先就我國目前中央行政機

關間的橫向協調狀況進行初步概況釐清。第二節為「我國中央行政機

關橫向協調問題背景」，探討造成今日我國中央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問

題之背景及原因。最後一節則為「我國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問題類

型認定」，係具體釐清及認定我國中央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問題的型態

和特徵。本章分析之資料來源包括由相關文獻回顧中所獲得之理論概

念基礎、相關政府資料、各次訪談與焦點團體座談資料等。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我國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制度與運作現況我國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制度與運作現況我國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制度與運作現況我國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制度與運作現況  

為落實「行政一體」及發揮「行政綜效」(administrative synergy)，

行政機關間的橫向協調向來是我國政府所重視的工作之一。而為先瞭

解我國中央行政機關目前橫向協調之制度及運作概況，以下將從橫向

協調工作的法制基礎、院本部的橫向協調工作運作，以及各相關部會

的橫向協調工作運作來加以探討分析。  

 

一一一一、、、、法制現況法制現況法制現況法制現況  

中央行政機關間的橫向協調工作係一極為重要的行政功能，因為

成功的橫向協調不但可減少政策的衝突矛盾，並能避免行政資源的重

複與浪費，更可便捷政府對民眾之服務。基於上述原因，規範我國行

政機關行政行為總綱的《行政程序法》第 19 條即明文規定：「行政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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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為發揮共同一體之行政機能，應於其權限範圍內互相協助」，而這也

可說是當前我國行政機關間必須重視及執行橫向協調工作的最重要法

源基礎。  

行政機關間需有橫向協調以發揮「行政一體」功效的法制觀念更

是在更是在大法官釋字第 613 號解釋令中獲得清楚之說明，該解釋文

稱「行政旨在執行法律，處理公共事務，形成社會生活，追求全民福

祉，進而實現國家目的，雖因任務繁雜、多元，而須分設不同部門，

始依不同專業配置不同任務，分別執行，惟設官分職目的絕不在各自

為政，而是著眼於分工合作，蓋行政必須有整體之考量，無論如何分

工，最終仍須歸屬最高行政首長統籌指揮監督，方能促進合作，提昇

效能，並使具有一體性之國家有效運作，此即所謂行政一體原則。」

而這也再次明確地指出行政機關間在行政分工之後，所必須關注的政

策及行政整合需求。  

《行政程序法》與大法官第 613 號解釋令雖然皆對行政機關間橫

向協調工作的重要性給予明確的認定，但是其仍缺乏細則性的規範，

僅能稱為原則和方向性的規定。因此在《行政程序法》實施之後 (即

90 年 1 月 1 日)，行政院於是在 90 年 1 月 3 日(2716 次院會)通過研考

會所提之《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加強聯繫作業要點》草案 (見附錄十二 )

俾以更具體落實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間的橫向協調工作，其要點計有

以下四個方向：  

(一 ) 明定各機關處理業務涉及其他機關職掌，應主動聯繫及配合

辦理，非依法不得拒絕。   

(二 ) 各機關涉及人事、經費或組織需報院案件，應先會行政院人

事行政局、主計處或研考會等主管機關後再行提報行政院，但提報行

政院之人事任免案，應依相關規定辦理。   

(三 ) 為加強聯繫能力，各機關首長應採取宣導、聯誼、研習等方

式，以增進機關間之互動聯繫。   

(四 ) 明定各機關首長及相關人員違反本作業要點情節重大者應

予議處，及聯繫協調成效卓著者得予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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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加強聯繫作業要點》可說是目前最為明確的

中央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工作之指導綱領，至於在實際制度的運作方

面，則莫過於是在民國 95 年蘇貞昌前行政院長任內所建立的「行政院

跨部會政策協調統合機制」最為完整。該機制先將需進行政策協調之

事宜區分為「各部會待協調事項」與「待與立法院協商事項」等兩大

類；在各部會待協調議題部分係由行政院研考會函請主管部會由首長

召集相關部會副首長以上人員確立共識，並明確確定解決時程，研考

會同時將院長核定的跨部會政策統合機制函送各機關，請各機關確實

按該機制之協調結果處理，但若仍未能獲致共識之事宜則應向負責督

導之政務委員提出請求，協助進行更進一步之跨部會協商；至於待與

立法院協商事宜部分，則函請主管部會首長配合行政院政策立場，主

動與相關黨團或立委進行協商及尋求支持，此部分並由院長指定一名

政務委員督導行政院國會聯絡組進行管考。「跨部會政策協調統合機

制」的設計主要是針對「政策規劃與執行」與「重要政策或議題意見

發布」等二部分最常發生跨部會間意見不一致的部分，建立意見整合

及協商處理之流程。流程架構可概分為「事前意見整合」、「突發新聞

事件處理」、「爭議議題協商」等三部分（詳見圖 3-1）(陳海雄、戴純

眉，2007)：  

(一 ) 事前意見整合  

有關「政策規劃與執行」之事項，係先由主管機關主動進行跨部

會協調，但對於較難達成共識之爭議點，則可提高協調層次，並由主

管部會首長召集相關部會副首長以上人員進行協商以獲取共識，若仍

有歧見，則可商請政策統合機關 (研考會、經建會、國科會 )召開跨部

會協商會議以解決之；至於屬於「重要政策或議題意見發布」之事項，

若機關間存有不同看法，則主管機關應主動邀集相關部會統整立場，

並於確立政策主軸與方向後，將處理結果簽報院長。且在對外發表意

見時，應由院長、副院長或主管機關統一發言或發布，非主管機關不

應逕行對外發表不同的看法，以免減低民眾對政府的信賴感與破壞政

策之一致性。  

(二 ) 突發新聞事件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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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機制主要針對不同部會對相同的政策或社會事件對外發表不

同且具衝突的看法時的危機處理流程。凡有突發性及跨部門之爭議新

聞發生，主管機關即應召集相關部會副首長重申政策主軸與方向，並

共同研擬新聞稿，指定特定部會發布澄清，以迅速使新聞衝擊性減至

最低，且接續應釐清需更進一步協商之事項，按爭議議題協商機制請

求政務委員出面協商，以快速化解歧見。  

(三 ) 爭議議題協商  

凡是屬於「政策規劃與執行」事項經政策統合機關協商卻仍未能

定案者，抑或屬「重要政策或議題意見發布」中突發性機關間爭議新

聞事件協商而未獲共識者，可分別由政策統合機關及主管機關立即整

理相關問題簽報行政院相關督導政務委員協助進行跨部會協商，並於

獲致共識結論後陳報院長。透過以上程序如仍無法獲致共識及具體處

理結論時，則應請示政務委員，並將協商層次提高，由副院長邀集相

關部會首長直接進行對談，且在確立政策方向後，將結果簽報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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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1 行政院跨部會政策協調統合機制行政院跨部會政策協調統合機制行政院跨部會政策協調統合機制行政院跨部會政策協調統合機制  

資料來源：陳海雄、戴純眉，2007，〈行政院跨部會政策協調機制之建置〉，《研考

雙月刊》，第 31 卷第 6 期，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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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上述「行政院跨部會政策協調統合機制」的運作方式可以瞭解，

在法制上與中央行政機關間向協調工作最具密切關連的參與者除各主

管機關之外，便是院本部之各不管部會政務委員、副院長、院長，以

及各政策統合機關 (如研考會、經建會、國科會等 )。以下將就院本部

與院外各部會在法制面的橫向協調運作狀況做更詳細的介紹及分析。  

 

二二二二、、、、院本部運作狀況院本部運作狀況院本部運作狀況院本部運作狀況  

在院本部部分，與中央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事宜最具密切關連的

參與者及機制便是各不管部會政務委員、行政院副院長、行政院秘書

長，甚至是院長本身及行政院院會。茲分別解析如下：  

按《行政院組織法》第四條有關政務委員設置之條文規定，行政

院可設不管部會政務委員五至七人，其可參加行政院會議及議決，且

負責跨部會或各部會權責未管轄之全國性行政事務，故其職責之重心

本在於橫向協調工作。事實上，不管部會政務委員在法制設計上早已

與許多政策統合性及協調性的工作具有密切關連。例如按《行政院經

濟建設委員會組織條例》第十一條規定，政務委員亦可被指派為經建

會委員，而公共工程委員會之主任委員亦是由政務委員一人所兼任

（《政府採購法》第九條）。此外，依據《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組織

條例》第十二條規定，其委員會之成員亦包括相關之政務委員。再按

《災害防救法》第七條規定，政務委員亦為「中央災害防救會報」之

成員，而《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第八條則是將政務委員納入「行政

院動員會報」機制之中。《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暫行

組織規程》第四條則將政務委員納入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之中，甚至

《癌症防治法》第六條亦將政務委員納入「中央癌症防治會報」的成

員之中。總之，就法制而言，行政院不管部會政務委員的設計本具有

濃厚的政策整合與機關間橫向協調之色彩，其本身更是許多政策統合

機關之成員（如國科會、經建會、工程會），更是災難應變等需要諸多

部會間密切橫向協調工作之執行要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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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副院長在法制上亦是極為重要的政策統合及協調者，其除

了直接襄贊院長推動各式政務之外，更是許多較高層次政策統合與機

關間橫向協調之推手。就法制而言，行政院副院長本身即為許多政策

統合單位或機制的負責人，其並能出席行政院院會及國安會(《國家安

全會議組織法》第四條)等重要決策統合機制。例如行政院副院長為「行

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之主任委員、「中央災害防救會報」副召集人（《災

害防救法》第七條）、「國安基金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金融安

定基金設置及管理條例》第五條）、「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主任

委員（《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條）、「行政院緊急公害糾紛處理小組」

召集人（《公害糾紛處理法》第四十四條）、「無線電視事業公股處理審

議小組」召集人（《無線電視事業公股處理條例》第七條）、「行政院九

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副召集人（《行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

建推動委員會暫行組織規程》第四條）與「行政院動員會報」副召集

人（《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第八條）等。顯見行政院副院長正是許

多跨部會及重大政策議題的協調者，亦與前述跨部會政策協調統合機

制之運作精神及實務相互呼應。  

行政院秘書長按《行政院組織法》第九條之規定為特任官，並「承

院長之命，處理本院事務，並指揮監督所屬職員」，其且應列席行政院

會議。雖然行政院秘書長在法制上僅扮演行政院長的幕僚長角色，但

其卻因與行政院長、副院長有最直接之互動，並秉承院長之意志進行

督導管考，故長期以來一直是行政院與立法院間，以及行政院所各屬

部門間有關重大決策事宜的協調者。行政院秘書長兼領的職務尚有經

建會之委員（《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組織條例》第十一條），亦為一

具有政策統合性質之職務。  

行政院院長本為整體施政所負責，故其透過各政務委員、副院長、

秘書長，以及各政策統合機關（研考會、經建會、國科會、工程會等）

與機制（行政院跨部會政策協調統合機制）來進行政策統合和所屬部

會間的橫向協調事宜自不待言，甚至行政院院會本身亦可被視為是部

會間重要的溝通協調平台。不過，決策議案在進入行政院院會議決之

前多已經廣泛之協調與準備，故院會機制甚少再作為重大政策的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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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與溝通協調場域。  

 

三三三三、、、、各部會運作狀況各部會運作狀況各部會運作狀況各部會運作狀況  

行政機管因本身業務執掌之所需，本就與其他相關行政部會之

間，具有高度的橫向聯繫和政策統合之必要性。然而各行政機關亦有

其屬性之差異，即某些行政機關本身便是「政策統合機關」，具有高

度的政策整合與橫向協調機能；另一類則是一般特定功能的行政機

關，但其也需與其他行政機關進行溝通協商，方能順利推動其本身之

政務。以下分別就這兩類行政機關的橫向協調法制狀況做一說明解析。 

「政策統合機關」是一可達成中央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任務之重

要機制。目前在行政院下屬常態建制的單位如研考會、經建會、國科

會、工程會、陸委會、消保會，以及屬臨時任務編組之「行政院災害

防救委員會」等皆具備政策統合之性質和功能。此外，依《中央行政

機關組織基準法》及未來行政院組織再造計畫所研擬設置的「委員會」

（二級行政機關）亦多屬政策統合之機關，例如研議中的國家發展及

科技委員會、海洋事務委員會等。  

最後，各行政部會本身往往因其執掌與業管政策事項之所需，亦

常常需要與其他相關部會間建立橫向協調之機制和平台，此多數屬於

各部會因本身任務需求所自主發起及成立的橫向協調機制。例如，法

務部曾邀集內政部及交通部等成立「反詐騙聯防平臺」會議；衛生署

曾與外交部、交通部、經濟部與財政部等共同舉行「國際衛生條例跨

部會協調會」；經濟部曾與經建會、金管會、財政部共同跨部會協商，

並整合相關政策工具以協助 DRAM 產業抒困；教育部、國科會及經濟

部曾在行政院科技顧問組協助下共同組成「整合型產學合作跨部會工

作小組」，以推動各項產學合作整合業務；交通部曾邀請農委會相關

局處成立「跨部會道路上下邊坡治理範圍橫向協調小組」會報；勞委

會與衛生署及內政部曾組成「發展長照體系跨部會小組」，以漸進減

少外籍看護工；青輔會曾召集「青年工讀專案跨部會研商會議」，以

整合勞委會、青輔會及教育部三單位所重複辦理之大專青年工讀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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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衛生署曾邀集外交部、農委會、經濟部、財政部等相關單位召

開「美國牛肉及其製品申請解除進口案」跨部會協調會議；經建會則

曾邀集經濟部、農委會、國科會及東部三縣召開「跨部會深層海水資

源利用及產業發展會議」。總之，各行政單位本身亦常常就其業務之

所需而召集各式跨部會之會議或成立政策統合之機制與平台。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節節節節  我國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問題背景我國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問題背景我國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問題背景我國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問題背景  

就上述法制面分析，我國中央行政機關之間未必能稱缺少橫向協

調之平台與機制，蓋「行政院跨部會政策協調統合機制」的設計確實

有其系統性及周延性，而《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加強聯繫作業要點》亦

主旨明確、言簡意賅。此外，行政院不管部會政務委員與各式政策統

合機關（如研考會、經建會、國科會等）的設計更是以政策整合、行

政機關間橫向協調的目的所設計，故甚難將今日行政機關間的橫向協

調問題皆歸因於法令建制之不足，其勢必有更複雜的因素影響行政機

關間的政策統合。以下將從本計畫專家深度訪談與焦點團體座談所獲

得之資料，先初步釐清可能影響中央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問題之背景

係絡，並藉此作為判定中央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問題癥結點之分析基

礎。  

今日中央政府行政機關間雖然具有多重的橫向協調法制機制，但

根據新聞媒體觀察，其疏漏之處卻甚多。例如中國時報江慧真

（2009/08/01）特稿標題即為「法案效率低，劉揆禁各部窩裡反；劉

揆扮鍾馗，本位主義現形」，其稱行政機關在本位主義作祟下，不同行

政機關彼此進行政策「反遊說」與「扯後腿」的情況嚴重。譬如政府

組織改造案即困難重重，因各單位都不想自廢武功，造成員額和單位

數都無法下降。其又以國民黨立委羅淑蕾在《稅捐稽徵法》修正案的

審議經驗為例，該法案本為財政部所建議的法規鬆綁法案，即將個人

或公司積欠稅款而遭出境管制的標準予以放寬， 1   但財政部今年因

                                                
1 即過去個人 若欠稅超過 五十萬、公司超過一百 萬者，財政部基於 保全稅 捐 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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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交業務至法務部行政執行署之後，法務部卻至總統府「告御狀」，炮

打財政部「替有錢人解套」，使該案前功盡棄。江慧真再以國民黨立委

黃昭順之經驗為例，其稱：「法案送進立院後『窩裡反』已經不稀奇，

有些法案還沒出政院大門，各部會就已偷偷到立院『疏通』。」譬如黃

昭順透露，法務部雖想成立「廉政署」，以排除政治力的不當操控及避

免「吃案、選擇性辦案」等行政惡習，但沒想到官員竟然在立委面前

吵了開來，調查局認為旗下已有廉政處，再設廉政署根本是疊床架屋；

法務部則炮打廉政處只是個任務編組，沒有組織法地位。吵到最後誰

獲勝？黃昭順說：「調查局當然比較有力，廉政署後來不就沒了？」  

此外，近期許多國家重大政策亦出現行政機關間橫向聯繫與溝通

方面的問題。例如中研院院士、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朱敬一曾於聯

合報（2009/08/10）投書表示 ECFA「可惜的是，到現在我們都還只看

到過去、沒注意未來；只關注既有、沒著眼新興；只有經濟部一頭熱、

不見其他部會積極投入；只有小數點下一位的微觀『專業調整』、沒有

大開大闔地宏觀戰略佈局。眼看著年底就可能上談判桌了，現在的情

況是：時間在跑，對岸在笑；台灣戰略，還有得喬。」顯見如此重大

之兩岸政策卻仍僅以經濟面向的專業思維為主，缺乏跨部會與多元戰

略角度的思考及政策的橫向整合與聯繫。  

再者，從近日南部地區所發生的八八水災與民眾對政府救災能力

的批評中亦可發現政府行政機關在橫向協調上的不足。誠如李鴻源教

授在本研究專訪中表示：「例如降雨量暴增，水利署應計算淹水深度與

範圍，農委會應預測土石流可能機率與位置，內政部則預估災民數、

後續安置準備，消防署及國防部則應將災區附近人力、裝備、機具等

資源彙整，並上報給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做為統一調度。若能如此，無

需地方首長透過媒體喊救命，中央也能給地方需要的資源，更不會問

題發生後，互相大打太極拳。」總之，中央行政機關間的橫向聯繫缺

乏與資源整合不足，正是此次政府救災缺失的問題核心之一。  

                                                                                                                                 

便可發布行政命 令至移民署，要 求予以 境管。去年（2008）財政部建 議放寬標

準，將個人提高 到一百萬、公司兩百萬、五年為限等相 關條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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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中央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問題之案例繁多，此處先不再舉例

贅述。現將從本研究專家深度訪談與焦點團體座談之結果中彙整出以

下中央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問題之原因及特徵，以做為瞭解我國中央

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問題之背景基礎：  

 

一一一一、、、、本位主義問題本位主義問題本位主義問題本位主義問題  

由首次專家焦點團體座談與多名專家深度訪談之結果彙整可

知，本位主義幾乎是所有專家所共同同意的橫向協調問題。蔡勳雄政

務委員明確指出「本位主義」及「機構生存」 (institutional survival)

課題是進行橫向協調工作時所遭遇最困難之問題，而曾志朗政務委員

則同意在政府組織再造（特別是指部會整併）的過程中，為維繫機構

生存而衍生的本位主義考量可說是組改工作中所面對最棘手的問題。

行政院薛香川秘書長亦表示在行政（以研考會為政策統合機關）、經建

（以經建會為政策統合機關）與科技（以國科會為政策統合機關）等

三類政策領域的橫向協調工作中，特別是以行政及經建類的政策協調

和統合工作最為困難，因其所涉及的課題除複雜難解之外，更有嚴重

的「本位主義」權力及地盤維護之考量。薛秘書長並更進一步指出，

在進行跨部會的橫向協調工作時，機關間出現本位主義的現象本屬常

態，特別是當某一機關負有政策成敗之責（例如其為法令上的業務主

管機關），抑或此一政策係與其業務執掌領域具密切關連時，其總是希

望能彰顯本身之決策「自主性」與對「領域」的主控能力，蓋因每項

項政策的權責主從多有法令上的規範，主管機關多不願意權力旁落。  

在焦點團體座談中，與談專家亦不否認本位主義是行政機關間推

動橫向協調工作時的障礙因素。其中警政署馬振華科長表示橫向協調

工作的首要障礙便是機關間的本位主義問題。政治大學陳敦源教授則

更進一步指出，行政機關組織與人事制度的僵化，再加上行政機關非

任務導向之特性皆再深化了行政機關本位主義的問題，因為行政人員

僅對其組織負責並受其所隸屬組織在人事與考績方面之節制，並不需

要對統合性的政策和任務有太多的關注及責任感，甚至不希望統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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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及任務影響了其本身組織資源的分配與掌控。  

事實上，專家深度訪談與焦點團體座談的結果與理論的預期可說

不謀而合，即在橫向協調的過程中，「本位主義」問題所呈現的特徵正

是一種對「權力」(power) 、「地盤」(turf)或「領域」(territoriality)的

一種捍衛及計算(Bardach, 1998；Wilson, 1989；Downs, 1967)。它涉及

管轄領域的自主性、對自身機關、地位與財富名望等因素的保護，以

及可能的爭功諉過情況。  

 

二二二二、、、、專業堅持問題專業堅持問題專業堅持問題專業堅持問題  

中央行政機關間所面臨的第二大類橫向協調障礙是所謂的「專業

堅持」問題。雖然專業堅持問題與本位主義具有某種程度的相似性，

即皆從本身立場與思維出發，但本位主義多基於權力維護之考量，而

專業堅持則是因為對本身專業技能、價值觀或意識型態之堅持而形成

的一種偏執或專業上的傲慢。此種專業上的堅持就本身而言或許並無

私益的考量，但當其太過堅持並缺乏察納其他建言和事務妥協文化的

狀況下，專業堅持亦會形成嚴重的橫向協調障礙。根據本研究專家焦

點團體座談與深度訪談之結果彙整可知，專業堅持確實已造成今日中

央行政機關間的橫向協調之障礙與問題。例如警政署馬振華科長指

出，許多新興事務的政策協調最易遭遇專業堅持之困境，因為不同機

關每每具有自身專業之判斷，且因缺乏與其他機關其他機關溝通協調

的狀態下，最易形成自以為是的情形。陸委會陳會英處長亦表示專業

意見上的認知差異經常是橫向協調工作能否成功的關鍵因素，譬如陸

委會（以兩岸關係為思考核心）與教育部（以教育專業為思考核心）

之間在大陸學歷認證及採記方面所產生的意見分歧即因專業認知判斷

的不同所引起。經建會廖耀宗主任祕書則指出，目前國家競爭力不振

的原因之一便是在經濟發展與環保價值的衝突解決上未能有超越專業

本位的妥協精神出現，以及總是堅持「最佳」的問題解決方案，缺乏

「次佳選擇」之觀念與政策協商精神。  

行政院薛香川秘書長並更進一步指出，專業堅持問題的發生亦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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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出現在政策統合機關（如研考會、經建會、國科會等）與一般部會

機關之間，即當一般部會僅以其個別領域之專業觀點來考量相關政策

方向與內涵之時，往往與政策統合機關以整體宏觀之視野來考量政策

問題之情況出現扞格矛盾，而這正可被視為是因專業觀點之不同或政

策微觀及巨觀間差異所造成的橫向協調問題。  

專業分工本為當代組織之必要設計，但在分梳過細與成員同質性

過高的情況下，專業分工反而有可能成為一種偏執的相互增強

(reinforcement)與對不同意見的過濾排斥及抗拒，造成如相關論者 2   

近日對政府施政能力之批評，即成員的「同質性」甚高且「自我感覺

良好」之現象。  

政治大學陳敦源教授亦指出，僵化的官僚分工結構最後往往只有

在重大悲劇事件或「墓碑效應」(tombstone effect)發生之後方會進行橫

向協調之檢討，無論是以往之八掌溪事件，抑或近期之八八水災，其

皆是在各相關單位都認為已謹守分內職責並按應有之 SOP 進行工作

的狀況下，卻發生在專業認知上雖然正確，但卻不能通權達變而延誤

救災時機與時效的狀態，以致造成民眾生命及財產的嚴重損失。  

總之，專業堅持雖非私益考量，但其所形成的集體思考盲點或自

我防衛心態，卻可能使得橫向協調及合作困難重重，造成一種偏執及

橫向協調障礙。  

 

三三三三、、、、資訊落差問題資訊落差問題資訊落差問題資訊落差問題  

中央行政機關間的橫向協調問題尚與機關內部或跨機關間的資

訊無法順利流通，抑或無法建立一致性的理解與數位科技方面的能力

落差有關。形成資訊落差問題的原因，據本研究專家焦點團體座談與

深度訪談之結果彙整可知，其往往與資訊溝通的正式制度安排、非正

                                                
2 台大哲學系 教授林火旺 於 98 年 8 月 17 日在 TVBS 「2100 全民開講」節 目中對

政府八八水災救 災表現之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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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制度安排、溝通事務的問題本質，甚至是溝通的對象等具有密切的

關連，而這也與相關文獻之論述及預測（請見第二章第一節討論）大

致相符。以下即按受訪專家之意見來解析資訊落差問題對中央行政機

關間橫向協調工作所造成之障礙：  

1. 正式制度安排  

根據蔡勳雄與曾志朗兩位政務委員表示，在政務委員所進行的橫

向協調工作中，目前並無制式的協調運作規範，其多數只是秉承院長

指示，進行政策個案之協調工作。此外，因無具體明確的協調運作規

範，政務委員在進行政策橫向協調時，多僅憑藉個人之經驗、影響力

或非正式之管道來進行溝通協調。再者，政務委員的幕僚協助亦相當

有限，偶而能獲得院本部六組同仁之襄贊，但並不具備主動發掘與研

擬(initiate)新政策問題或議案之能力。  

由於透過政務委員的橫向協調工作並無明確的制度規範，故在資

訊溝通上其往往只成為一種內部預備及諮詢的性質，特別因政務委員

並無行政處分及政策管考之直接權力，故其協調還是偏向非正式的溝

通，正式之裁決與定奪還是有賴行政院長與行政院會機制。當然，政

務委員的橫向協調仍有其一定之貢獻，其特別能持續增強 (reinforce)

政策的統合，亦能透過政務委員的穿梭協調，使政策方案之樣貌及執

行細節更加明確。  

行政院秘書長之職責本在襄助院長之政務推動，因此其也並無正

式明確的職責規範，與政務委員的狀態類似，且據薛秘書長表示，行

政院秘書長似乎有更多的工作任務是在從事行政院與立法院之間的溝

通協調事宜，而非部會間的溝通協調事宜。因此在中央行政機關間的

橫向協調上，政院秘書長並無主動介入跨部會事宜之法制基礎與規範。 

此外，另一造成橫向協調問題的因素則是政策統合機關與各主管

部會間的資訊衝突與矛盾。根據行政院薛秘書長表示，橫向協調問題

經常出現在政策統合機關（如經建會、國科會、研考會等）與單一主

管部會之間，其原因正是他們所獲得的資訊有所落差，蓋政策統合機

關（譬如經建會）往往是基於宏觀的角度來進行政策研擬與規劃，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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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主管部會（如環保署）則可能是以本身較微觀的角度及資訊來制訂

決策，故其間常有衝突矛盾。而這種資訊落差也是根源於正式制度的

安排設計問題，即政策統合機關與各單一主管機關間的角色定位問題。 

最後，尚有行政機關間所常使用的溝通機制或會議之問題。根據

警政署馬振華科長表示，機關間跨部會協調所召開之會議數量似乎太

多及太重複，使得效率低落，且尤其當政策之整合是「由下而上」時，

往往只能議而不決、互踢皮球。甚至當相關會議愈曠日廢時，成員參

與層級便愈低，而更不能議決。經建會廖耀宗主秘亦指出，跨部會協

調會議之參與成員，其往往未獲得充分之授權，亦是造成議而不決、

互踢皮球的重要原因。張榮豐理事長則是認為，現今許多協調會議沒

有效率的原因是因為根本未審慎區分「會議性質」，「政策協調」與「行

政協調」相互混淆，亦缺乏策略規劃、戰略模擬（未來情境想定或劇

本撰寫）之訓練與工具。  

2. 非正式制度安排  

在溝通協調的過程中形成資訊落差的原因尚包括非正式制度的

問題，即行政機關之間的信賴 (trust)與互惠 (reciprocity)等非正式制度

與規範問題。誠如曾志朗政務委員表示，其在從事橫向溝通協調的過

程中，信賴與互惠仍是政策溝通成敗的關鍵所繫。誤解或缺乏宏觀面

向的資訊乃是造成互信不足的原因，亦會造成橫向協調與溝通之失敗。 

此外，政大陳敦源教授則指出，在協商的過程中公務人員「上推

責任、不願承擔」的現象亦嚴重阻擾了政策的統合，即最有資訊的事

務管往往卸責於資訊不足的政務官，使其政策判斷經常有誤。警政署

馬振華科長亦提出應有更多非正式的機會來協助部會間重要決策者之

熟稔與溝通，而非僅憑藉正式的溝通管道。  

3. 溝通事務之問題本質  

資訊落差的問題還出現在不同的事務本質之上，亦即若為新興事

務、複雜難解之事務，其皆可能面對較大的資訊落差，也會使得溝通

協調較為困難。行政院薛秘書長指出，某些新興領域的政策課題因定

位不明或處於灰色地帶，將最難進行橫向溝通。警政署馬振華科長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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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網路犯罪防治即為一互踢皮球，難以協調出主管機關之政策事

項。當然，新興事務亦有協調成功之例證，經建會廖耀宗主秘即指出

「消費卷」發放便是一成功整合多個部會之案例，而其成功之原因則

在其政策先行，行政規劃與協調在後。陸委會陳會英處長亦表示，新

興事務與法令規範模糊的事務皆較難成功溝通與協調。  

4. 溝通對象  

資訊落差的成因尚與溝通對象有關。就理論而言，政務官與事務

官之間即常存在著資訊失衡(information asymmetry)關係，因此如何使

下情上達，又如何使決策者之判斷資訊不被扭曲，正是溝通協調過程

中所應注意的事項。張榮豐理事長曾指出，政務官（應前瞻、擔當與

系統性思考）與事務官（應專業、守法與本位考量）之間若不能有效

合作，則政策之協調便會出現嚴重危機，甚至決策者還會誤判情勢、

下錯判斷。經建會廖耀宗主秘亦認為需先有「策略面」問題的協調（政

務系統），再協商討論執行技術面的問題（事務系統）會較佳。政大陳

敦源教授則指出，「責任領導」的官僚模式有時並不利於快速的政策統

合及協商，因懼怕承擔責任後果的事務官往往議而不決、上推責任至

政務官，故協調總是延宕而無結果。警政署馬振華科長亦表示「由上

而下」的協商模式還是較易達成成果。當然，政務官能察納雅言，特

別是由學術界等直接轉任政務官而較欠缺實務經驗者，尤其應多與事

務官進行溝通對話，方更有利於政務之推動與協調，而這是經建會廖

耀宗主秘再補充的觀察。  

在政務官與事務官之外，亦有專家指出，行政院政務委員之間亦

應有一定的協商溝通，方更有利於政務之推動。蔡勳雄政務委員即表

示，院內各政務委員之間，以及政務委員和政院秘書長之間似乎皆應

有更強的聯繫，以強化政院政策統合之功能。不過，薛秘書長亦指出，

政務委員卻不適合直接領導指揮院本部之各組，以避免形成「太上部

會」。經建會廖耀宗主秘則認為應有更宏觀性的政府改造思維，以統合

政務委員、行政院本部各組，甚至是經建會、研考會等政策統合機關

之資源，以形成一個更佳與更整合的橫向協調機制，而未來的「國家

發展委員會」或許是一個不錯的建制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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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資訊落差亦常出現在政策統合機關（如經建會與研考會等）

與一般主管機關之間，即其所採行的決策觀點及視野往往不同，資訊

蒐集及判讀上自然會有顯著差異。薛秘書長即曾有以上之觀察。  

以上即為我國中央行政機關在進行部會橫向協調與政策統合工

作時所經常發生的問題，其與相關文獻所指稱的組織橫向整合問題係

屬一致（請見第二章第一節），下節將就其類型再做更詳細之區分與認

定。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我國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問題類型認定我國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問題類型認定我國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問題類型認定我國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問題類型認定  

根據已進行之專家訪談和座談資料，以及相關文獻之回顧整理，

可發現影響中央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的障礙因素主要是以本位主義、

資訊落差、專業堅持等三項最為顯著。但是這三項因素可謂為阻礙行

政機關間橫向協調的一般性因素，因為協調工作的成敗尚與其所進行

協調的事務性質具有密切關連，而這也就是影響橫向協調的特殊性因

素。換言之，某些性質之事務可能將比其他性質之事務更有橫向協調

上的困難。譬如，若協調之事項涉及組織之存廢，則可能受整併或廢

除之組織自然會有極大的抗拒及抵制，又如某項事件是屬於新生事

務，並無先前明確之業管機關或法令上的明確規範，當進行政務協調

時則自然有可能出現意見紛歧、認知差距，甚至是爭功諉過的現象。

事實上，從前述專家訪談和座談資料，以及相關文獻之回顧整理之中，

除可清楚認定本位主義、資訊落差、專業堅持等三項影響中央行政機

關間橫向協調之阻礙因素之外，尚能按橫向協調問題之本質尋找出三

種棘手之協調問題型態，茲分述如下：  

 

一一一一、、、、法令疑義問題法令疑義問題法令疑義問題法令疑義問題  

由於立法規範殊難鉅細靡遺，亦甚難對未來之情勢發展做完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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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故法令本身所存在之模糊性、不明確性幾乎為一常態。此外，

在新舊法令規範之間往往亦有適用和競合方面的問題，也會造成行政

人員在執法或與其他行政機關之間進行協調工作時的困難。  

當有法令疑義問題出現時，其對行政人員進行橫向協調工作所造

成的最大阻礙是事務權責釐清與工作任務分配等方面的困難，同時亦

可能會成為未來各行政機關間爭功諉過的說詞。陸委會陳會英處長即

明確表示，法令之模糊與疑義，以及沒有明確之業務主管機關規範，

皆將造成協調工作之延宕、業務推託，以及最終權責不明等問題，為

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工作的主要障礙之一。曾志朗政委亦同意「管轄

問題」需先有釐清，方易進行橫向溝通與協調。而蔡勳雄政委則表示，

未來若欲強化中央行政機關間的橫向協調工作，行政程序與權責的釐

清皆為重要的改革方向。  

總之，當法令規範不明、權責亦未能有效釐清的狀況下，行政機

關間的橫向協調自然難以順利推展，且易造成諉過爭功之現象。  

 

二二二二、、、、新生事務問題新生事務問題新生事務問題新生事務問題  

由於時代之進步，行政機關所面臨之新興政務愈來愈多，部分新

興政務或許係因民眾需求之增加、科技之進步等所衍生出之新生政

務，另一方面則可能是如緊急事件、危機災難等所臨時爆發及產生的

政務。此類政務因無前例可循，更遑論有明確之法令依據或制度建制

可以憑藉，其自然容易出現工作協調與分配方面的問題，甚至是群龍

無首、各自為政的狀態。  

此次有多位受訪談之專家學者皆指出新生事務為不易進行橫向

協調之政務，行政院薛香川秘書長表示，新生事務為管轄權的「灰色

地帶」，經常難以進行協調溝通。蔡勳雄政委則認為新生事務因為在人

事、權力與財務資源分配等三方面皆無明確規範，最易形成政務協調

上的困難。警政署馬振華科長、陸委會陳會英處長、經建會廖耀宗主

秘亦皆同意新生事務的橫向協調有極高的困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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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而言，當新生事務出現，既使為無急迫性之事件，亦將因無

前例或制度規範可循而有很高的協調障礙，若其為急難或危機等突發

性事件，在事前缺乏危機演練、情境模擬 (scenario simulation)及策略

和系統規劃的情況下，則更易導致協調工作之失敗，而這也是台灣戰

略模擬學會張榮豐理事長之觀點。  

 

三三三三、、、、組織生存問題組織生存問題組織生存問題組織生存問題  

在行政機關中，凡是涉及組織之存廢、整併與法定地位改變等事

宜之政務將可能面對最大的政策執行障礙。此種現象並非難以理解，

因為行政官僚理論對此早有深刻之描述及驗證(Downs, 1967；Niskanen, 

1973)。由於組織之裁減或整併往往直接衝擊其內部成員之利益和福

祉，故抗拒及抵制自不難想像。在此次訪談與專家焦點過程中，多位

專家學者皆曾指出此一方面的問題。例如蔡勳雄、曾志朗兩位政委與

行政院薛香川秘書長皆指出中央政府之組織再造是不易進行的橫向協

調事務，且尤其是涉及部會整併之部分。  

事實上，組織生存之問題因直接涉及組織人事與財務資源分配之

問題，向來就是最棘手與最難落實及執行的組織改造問題。不過，近

年來因「小而美」政府改革理念的出現，抑或如區域整併、縣市升格

等議題之倡行，故組織之整合似乎已成一發展趨勢，所以組織間的橫

向協調也將成為以上政務推動成敗的關鍵所繫。  

以上三種棘手之橫向協調問題，再與先前所認定的三種橫向協調

障礙因素，即本位主義、資訊落差和專業堅持等，可共同整合為一個

「中央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問題之型態分類」(請見表 3-1)。此一型態

分類有兩個面向，第一個面向即「橫向協調阻礙」，是由本位主義、資

訊落差和專業堅持等造成中央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阻礙之因素所組

成，他們也是一般性的橫向協調障礙因素，即在各種問題情境下，這

些因素皆有可能會出現，故為影響行政機關橫向協調的通常或通則性

因素。此分類的第二個面向為「橫向協調問題本質」，其所涉及的是該

協調事宜的問題本質，即協調事宜的問題特性或特徵，是屬於阻礙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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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機關間橫向溝通與協調的特殊性因素，因為其特性或特徵並非出現

在所有的問題情境之中。以上兩種面向，共同交織出一個「中央行政

機關間橫向協調問題之型態分類」，將阻礙中央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之

一般性和特殊性因素皆做了完整的考量，亦提供了吾人在理解中央行

政機關間橫向協調問題時一個良好的概念參考架構。本研究下一章將

會引入實際的案例，藉以更進一步說明及釐清此一概念架構，俾對中

央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的問題能做更深入的認定及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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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我國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問題案例解析我國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問題案例解析我國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問題案例解析我國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問題案例解析  

本章之主要目的在以案例方式說明中央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問

題之癥結狀態。本章所依據的概念架構為前一章最後一節所認定之分

析架構(請見表 3-1)，即以「橫向協調阻礙」（包括本位主義、資訊落

差及專業堅持三項協調阻礙）與「橫向協調問題本質」（包括法令疑義、

新生事務與組織生存三種問題特徵）所組成的「中央行政機關間橫向

協調問題之型態分類」為探討指引，針對 ECFA 兩岸經濟合作架構協

議、農村再生條例、165 反詐騙專案、大陸學歷開放、三聚氰胺毒奶

事件、3 都 15 縣規劃等六個案例進行深度解析，俾以有效解析中央行

政機關間的橫向協調問題癥結。事實上，這六個案例皆為近期重大且

民眾極為關注之政策課題，其中皆涉及諸多型態的橫向協調事宜及問

題障礙。換言之，此六個案例正可對應至本研究所發展之「中央行政

機關間橫向協調問題之型態分類」，亦能對今日中央行政機關間的橫向

協調狀態和問題給予認定建構及經驗檢證。以下各節分別對各案例進

行詳細解析，其分析架構則按「中央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問題之型態

分類」為準，各案例在分析架構中的定位則如表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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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1 橫向協調問題型態與案例橫向協調問題型態與案例橫向協調問題型態與案例橫向協調問題型態與案例  

橫向協調阻礙橫向協調阻礙橫向協調阻礙橫向協調阻礙   

本位主義  資訊落差  專業堅持  

法令疑義  

   

新生事務  

   

協調問題本協調問題本協調問題本協調問題本

質質質質  

組織生存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CFA 

大陸學歷開放 

165 反詐騙  

3 都 15 縣  

農再條例 

毒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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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兩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兩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兩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兩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 

「 經 濟 合 作 架 構 協 議 」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ECFA)，在橫向協調的問題界定上為一個新生事務，此一

事務是要實踐總統馬英九在 2008 競選時的理念和理想，從規畫到執

行，對於經濟部和陸委會等部會而言都是新的經驗和工作。除此之

外，它所衍生出來的各項議題，也都是新的挑戰和考驗，包括了在野

黨從主權立場來質疑，以及簽訂協議是否會喪失台灣的經濟優勢，或

會不會傷害傳統產業等等，新的狀況和新的討論不斷出現在新聞媒體

中，經濟部和陸委會也因此不斷的要對外釋疑。正因為新的狀況一再

出現，新聞媒體則趁機大作文章，其中自由時報更點名陸委會和經濟

部「不同調」，3   以至於 ECFA 在媒體資訊上呈現出諸多混亂和負面

的形象，讓許多民眾「觀感不佳」。  

然而探究問題的根源，雖然 ECFA 面臨的問題本質是新生事務，

但跨部會間的運作仍然需要檢討，如果能事前協和一致，就能避免經

濟部和陸委會疲於對外解釋，反而耽誤了正事。畢竟，外在的新狀況，

原本就無可避免，但若行政院內各部會，能夠事先協調達成因應之道，

或許這項出發點良善的政策，也不會成為眾矢之的，反而能夠獲得更

多的獎賞和鼓勵。因此，從新生事務的角度來觀察 ECFA 的問題根源，

仍需針對內部因素做檢討，也就是經濟部和陸委會在運作時，雖然理

念達成一致和共識，但實際運作時，組織和組織之間存在的本位主義

等問題浮現，大大折損了橫向協調原本該有的效果。  

 

1. 背景概述背景概述背景概述背景概述  

ECFA 的問題背景，在於宣佈時機太倉促，未能先做好向民眾解

釋就率先公佈。於是外界各種質疑聲浪紛起，在野黨以主權問題提出

                                                
3 同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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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部分有心人士，更以早期名稱 CECA 唸起來像閩語的「洗腳」，

予以污名之。於是名稱問題以及內容問題，再加上提案時機，引起外

界關注，正當陸委會和經濟部忙著研議對策，讓大眾能夠理解時，又

衍生出政府各部會之間的步調不一的問題。自由時報曾以腳步不一的

新聞為題指稱：「當陸委會表述其不排除 ECFA 列入第三次江陳會討論

範圍時，經濟部仍在研議內容中。」然而 ECFA 的根本問題，其實並

非所調的不同調，實則就是橫向協調溝通不足，而本位主義或專業偏

執，更讓 ECFA 事務的推展雪上加霜。以自由時報的報導來檢討，如

果陸委會在向記者透露資訊前，能事先和經濟部商議一個定調的訊

息，新聞記者就不會一方面向陸委會查詢，一方面又向經濟部探消息，

結果記者把兩個單位的資料做比對，發現和想像中的不一樣，進而借

題發揮為文修理政府部門步調不一。從自由時報的新聞事件中來觀察

政府跨部門的運作，就可以找到不同部門就同一事件在發表立場時出

現了「資訊落差」，結果新聞報導負面，大大損傷了政府形象。  

 

2. 協調問題界定協調問題界定協調問題界定協調問題界定－－－－新生事務新生事務新生事務新生事務  

ECFA 在協調問題的界定上為新生事務，不只是和中國大陸的協

商是新的，對未來的發展和影響也是新的，因此行政部門就面臨了各

項新的考驗和挑戰，包括了 ECFA 名稱的制訂、時程規劃、基本架構，

與對岸的談判策略，及如何進行朝野政治協商、黨政與各部會協調、

國會監督審議以及與民眾溝通、折衝不同群體利益等都產生了相當大

的爭議。  

綜合從新聞媒體獲得的資料，可以看見 ECFA 要處理的內外在事

務是層出不窮，經濟部和陸委會等等的部會是疲於應付，以下歸納出

幾個重要的問題面相。  

(1) 名稱問題：在 ECFA 名稱定調前，曾以綜合經濟合作協定 CECA

（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CECA）為名，

由於 CECA 和 CEPA 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 ，CEPA）名稱近似，外界質疑簽訂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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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台灣會被香港化，因為香港曾在 2003 年與中國簽訂 CEPA，

英文縮寫名稱近似，引發在野黨的疑慮（包括台聯和民進黨），而

這也導致了一波波的主權論戰，認為中國將「以經促統、以商圍

政、以民逼官」，質疑簽訂協議後將會窄化台灣主權，落入一中的

陷阱，因為名稱上的爭議，迫使 CECA 改名稱，九十八年二月更

名為 ECFA（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兩岸

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2) 內容問題：儘管 ECFA 的前身 CECA 在九十七年，馬英九總統曾

在競選時提出，然而正式的評估報告卻直至七月二十九號才正式

出爐，即使經濟部委託中經院的報告已針對眾所矚目的 GDP 衝擊

以及對各產業的影響做出回應，由於負面影響只列了運輸、木材

製品業幾個項目，反對人士因此抨擊 ECFA 的評估未呈現全貌，

也太過樂觀，反對黨亦認為對於 ECFA 對產業的影響及其因應措

施，內容上不夠完備，   

(3) 時間問題：陸委會主委賴幸媛於九十八年四月底表示，簽署兩岸

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沒有時間表，認為其政策對雙方而言

都在準備階段，不適宜設定時間表，希望能列為第四次江陳會協

商議題。由於在第三次江陳會並無談判完成，被在野黨質疑是失

敗的談判。  

(4) 監督問題：在野黨要求簽訂 ECFA 前，需要獲得民意共識，認為

公投是最佳選項，甚至也要求 ECFA 內容應先交由國會審核。  

由上述幾個基本問題來觀察，正可以把 ECFA 的問題本質歸類為

新生事務，不論是名稱的更改、內容的修正、簽訂時間的不確定和是

否要由國會監督等等，反映出來的都是一個在變動中的工作，不斷有

新的事務要處理，以至於跨部門之間需要更緊密的溝通協調。但可惜

的是，在新聞報導和輿論反應上，ECFA 的表現皆令許多人失望，而

問題究竟出在哪裡？本研究從新聞媒體蒐集到的資料中仍然可以發

現，單位間的本位主義、專業偏執和資訊落差，正是造成橫向協調失

能的原因，以下進一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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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橫向協調的阻礙橫向協調的阻礙橫向協調的阻礙橫向協調的阻礙  

橫向協調的問題，不只是外部新生事務等等造成阻礙，行政單位

內部也存在諸多問題，從新聞資料中分析，可以綜合出 ECFA 在表現

上出現眾多缺失，包括了資訊沒有整合、資源沒有整合和行動沒有整

合三大類。  

(1) 資訊沒有整合：ECFA 從一開始對外發佈訊息或宣傳時，就沒有成

立單一的跨部會發言機制。從媒體資訊上可以看到，各部會依自己

的專長發言，導致資訊混亂情形。一下子是經濟部表示，一下子是

陸委會指出，一下子又有新聞局針對民進黨的說帖做回應，資訊沒

有整合，也沒有統一發言的機制，讓一般大眾產生資訊錯亂感。  

(2) 資源沒有整合：ECFA 涉及跨部會事務，理想狀況應該是資源共

用，但實際上卻出現經濟部和陸委會各自發行摺頁說帖（見附錄十

三圖 1 與圖 2）的怪現象。兩個版本的說帖，不只是資源重複浪費，

在資訊上也沒有整合為一，經濟部的說帖著重在解釋協議和協定的

不同，陸委會則強調三不三要原則，還特別著重在不涉及主權問題

上。  

(3) 行動沒有整合：一如前述的資源沒有整合，其實也就等同於行動沒

有整合。除了發行不同版本的說帖之外，為了向產業界和一般民眾

解釋 ECFA，經濟部和陸委會也都下鄉召開說明會，雖然兩個部會

的官員都會出席，但召開說明會時，仍然有著主辦單位是那個部會

之分，而且主題上也有所區格，結果讓一般大眾會誤認為這兩個部

會是「各自為政」。  

從這三大沒整合的問題中，不難發現，這裡存在的就是單位組織

因為分工而落入了本位主義的窠臼中、在資訊交流過程中產生了落

差，形成這狀況又難脫專業的偏執，最終是毀損了橫向協調的結果。  

 

4. 本位主義本位主義本位主義本位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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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FA 運作過程中各部會或多或少出現本位主義的問題，以經濟

部和陸委會發行的說帖摺頁（見附錄十三圖 1 與圖 2）為例，就可以

一窺究竟。經濟部發行了一個版本，陸委會也發行一個版本。ECFA

原本要對外釋疑，行政院內部也已整合了一個統一口徑的資訊「三不

三要」，但可惜的是，明明一個說帖就可以說明清楚的事，卻要由不同

的單位各自發行。這種現象的存在，不外乎就是單位組織的本位主義

作祟，或許每個單位都希望能多所表現，並強調部會自身的主體性，

結果原本已整合的資訊，卻出現經濟部和陸委會各自不同的版本。不

同版本的說帖，不只是切割了完整資訊，對一般民眾而言，更是視聽

上的錯亂，是該只看經濟部的版本，或是該參考陸委會的版本？要民

眾如何是好？由此一例來看，一個說帖的發行，原本就需要跨部會的

協調和整合，要發行的話，兩個部會也可以一起掛名，若非本位主義

作祟何以致之。由此可見，就算是橫向協調有了一些結果，但實際運

作上，本位主義反而讓效果大打折扣。  

從媒體資訊中也發現，ECFA 隨著新的事件的發生不停地在修正

對外訊息。當時的行政院院長劉兆玄曾就 ECFA 調定為「三不三要」，

而經濟部也以此強調：三不就是不會矮化主權、不會開放大陸勞工來

台、不會新增農產品開放項目；三要是要凝聚共識、要循序漸進、要

廣結善緣。但隨著新生議題的發酵，陸委會在三不三要之外，又加了

一個「四保」，就是「保就業、保出口、保台商、保傳產」。如果行政

院內深知資訊整合的重要，就該設立一個統一口徑的發言單位，就

ECFA 各項事務做整齊化一的說明，而非讓經濟部和陸委會就各自業

務對外發言，顯見橫向協調雖然可以達成共識，但運作上卻缺發整合，

表現於外的是經濟部和陸委會「各自表述」。  

也難怪中研院院士朱敬一會有感而發，投書指出部會間欠缺齊心

齊力的問題：「可惜的是，到現在我們都還只看到過去、沒注意未來；

只關注既有、沒著眼新興；只有經濟部一頭熱、不見其他部會積極投

入；只有小數點下一位的微觀『專業調整』、沒有大開大闔地宏觀戰略

佈局。眼看著年底就可能上談判桌了，現在的情況是：時間在跑，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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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在笑；台灣戰略，還有得喬。」 4   朱敬一關切的是行政院應展現

大格局，應該有一個機制來統整各部會，而非經濟部單打獨鬥。  

然而經濟部一頭熱，不只要忙著規劃協商的議題內容，還要忙著

宣傳，結果宣傳成了反效果，「一哥發嫂」5   的文宣就是一大敗筆。

綜觀 ECFA 的對外表現欠佳，在本位主義的問題上，包括了單位組織

想要求表現，例如經濟部和陸委會，而其他單位則顯得事不關已，因

為新生事務，有太多新的不確定風險。結果 ECFA 做的宣傳和資訊傳

播越多，負面結果卻是越多。這個問題呈現的，就是政府部門以為資

訊已整合了，交由所屬單位對外處理，卻疏忽了新生事務的複雜和多

變性。若沒有一個統一口徑的發言和宣傳平台，任由各部會依照共識

去發揮，其結果就出現了一個 ECFA，兩種說帖的紊亂情形一樣。  

 

5. 資訊落差資訊落差資訊落差資訊落差  

在橫向協調的問題中，ECFA 存在資訊落差的缺點。以前述自由

時報的「不同調」 6   報導為例來看，陸委會和經濟部對記者傳遞的

訊息存在著差異性。陸委會用一種開放性的語氣，向記者表達第三次

江陳會，ECFA 有可列入討論，然而經濟部回應記者的詢問，則是以

肯定句地指出相關內容還在研議。光是對外傳遞資訊，兩個單位都不

能夠統整為一，很難不想像對內溝通協調時，不會發生因部會自身利

益，而傳遞了不完整的資訊給對方。此例正可以說明橫向協調的重要

性，也就是在對外發言時，若 ECFA 有一個專責的發言人，就能夠整

合兩部會的資訊，統一對新聞媒體發佈訊息，而不是一個單位發表意

                                                
4 朱敬一：《ECFA 談判  該有一個大戰略》聯合報，20090810。  

5 張麗娜、劉 永祥、顏振 凱台北報導：《一哥俗  發嫂博學  ECFA 文宣涉 歧視》蘋

果日報， 20090724。

http://tw.nextmedia.com/applenews/article/art_id/31809220/IssueID/20090724 

6 同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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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後，另一個單位還要做澄清。由第三次江陳會是否將 ECFA 排入議

程的事件來觀察，正好顯現出不同單位，在傳遞資訊時，很容易因為

各自的立場而產生落差，對於資訊的解讀也就難以一致，形成了橫向

協調的阻礙因素。  

在跨部會之間，已經存在資訊落差的問題，但在組織內部卻也難

以避免。例如 98 年 7 月初的新聞報導：國貿局長黃志鵬透露，ECFA

兩岸已達成共識，完成各自研究，正進一步磋商。但就在消息見報後，

經濟部卻又責令國貿局發新聞稿更正，指稱「黃志鵬：ECFA 達初步

共識，嚴重背離事實」做一回應。這個狀況的發生，有如經濟部自打

嘴巴，此案例被質疑是經濟部內部的訊息傳遞出現瑕疵。  

 

6. 專業偏執專業偏執專業偏執專業偏執  

當橫向協調遇上了專業偏執，往往也無法達成效果。「一哥發嫂」

的文宣正是一例。經濟部以漫畫形式做宣導，希望讓民眾能夠輕鬆了

解 ECFA 對國家發展有何幫助，然而漫畫中的人物一哥的角色設定，

則引起台南人的反彈，台南縣長蘇煥智更是帶頭抗議。原本經濟部要

平息民怨，只要道歉和收回漫畫文宣就好，不料，當時的經濟部長尹

啟銘卻堅持文宣內容沒有問題，只要修改一哥的角色設定就好。尹部

長的反應在於專業的堅持，認為漫畫除了角色人物設定不適當外，其

餘的都是正確的，但由於這種堅持和民眾的觀感有所抵觸，因此經濟

部的反應在外界眼中變成了某種偏執。  

除此之外，另一例子則是經濟部和勞委會的調查報告各說各話。

兩部會針對 ECFA 對台灣就業市場的影響，分別委託了不同單位進行

調查分析。但兩份調查報告出爐後，卻被新聞記者發現，為什麼兩個

調查的結果數據會相差十萬八千里？經濟部和勞委會各自發表報告內

容，顯然內部沒有事先協調溝通，以至於一前一後的內容，會出現明

顯落差。面對新聞記者的質疑，勞委會也是站在專業立場有所堅持，

對外表示是因為兩單位採用之研究方法不盡相同，勞委會採靜態模

擬，而經濟部之報告採用動態模擬方式。勞委會的堅持，對於新聞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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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而言也是一種偏執。  

綜合檢討 ECFA 因為專業分工，雖然各部會依專長行事，卻難免

落入了專業偏執的陷阱中，例如陸委會強調主權問題，而經濟部重視

經濟效益提升，勞委會則著眼於勞工權益，原本專業堅持無可厚非，

但問題就出在政府對外做政策宣導時，仍然以專業分工為主，欠缺的

正是一個統合整理的環節，以至於在運作表現上，給外界的印象就是

每個部會各做各的欠缺整合。  

 

7.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ECFA 事涉經濟、產業、勞工和國家主權等問題，在因應外在變

遷迅速的新生事務下，有賴組織單位的合作才能化解，因此，在行政

院內其實也整合了所有的資訊。唯獨在運作時，卻仍秉持專業分工原

則，讓各部會各自就其專長發揮，結果，在本位主義作祟下，出現了

資訊落差和專業偏執等狀況。  

    探討 ECFA 在橫向協調過程中的缺失，包括了內外在因素，外在

因素就是 ECFA 為一個新生事務，隨時有各種新的狀況發生，而對於

跨部會間的協調，事涉的內容和作業也都是新的，在欠缺參考經驗下，

難免會在協調過程中有所遺漏。至於內在因素，則發生在組織單位的

實際運作過程中，因為，政府機構並非欠缺橫向協調機制，從訪談內

容中可以得知，政務委會在行政院內，肩負了跨部會協商的角色和功

能，但儘管在 ECFA 事務上，行政院因應新的變化和質疑，事後也能

整合定調出對外發言的內容，例如「三要三不」或「  四保」，然而問

題就出在對外運作時，因為專業分工，各部會無意之間又展現了本位

主義等現象，以至於，一個 ECFA 的說明，出現了兩個版本，經濟部

和陸委會想要有所表現，卻無形中又陷入了本位主義的泥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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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165 反詐騙專案反詐騙專案反詐騙專案反詐騙專案(成功案例成功案例成功案例成功案例) 

165 反詐騙是一個攸關全民財產安全的政策，需要內政部警政

署、法務部、交通部、通訊傳播委員會、金管會、財政部、新聞局、

教育部等各個行政機關的通力合作，因此部會間橫向聯繫、步調一致

關係著政策的成敗。由於「165 反詐騙」是一個橫跨眾多部會的政策，

特別是電信、金融、警政三個單位的整合，無論在政策擬定或者在政

策執行都需要相關部會的充分溝通、順利協調，基本上，本研究認為

「165 反詐騙」是一個橫向聯繫成功的案例，雖然在政策進行的過程

中遇到協調的阻礙，但多能克服，不至於影響政策的進行。本研究發

現，法令疑義與新生事務是該政策無法避免的協調問題本質，新生事

務指的就是詐騙集團利用行動電話、簡訊及銀行人頭帳戶做為犯罪工

具，是一種新形態的犯罪手法，警政單位早期在處理案件時，則是處

理新生事務時，反而遭到法令規範的綑綁，例如要追查詐騙集團利用

人頭帳戶資料時，財政部的法令，讓警政單位查詢時增添很多行政流

程，以至於延誤了偵防的時效。至於本位主義與資訊落差兩個因素，

則是各部會一開始時，堅持依原有的法令行事，於是在協調法令疑義

及新生事務上產生干擾與阻礙。  

 

1. 背景概述背景概述背景概述背景概述  

165 反詐騙的政策背景是因為近年來詐騙案件頻傳，民眾遭受詐

騙集團騙取財物的事件常見於新聞媒體，根據警政署的民國 93 年的治

安情勢報告，該年詐欺犯罪的案件有四萬零一百四十四件，只少於機

車竊盜的十六萬餘件、普通竊盜的十一萬餘件與汽車竊盜的五萬件，

換言之，平均該年每天有一百一十件的詐欺案；另外，根據警政署民

國 94 年到 97 年的詐欺案件概況報告，近幾年來詐騙事件數量偶有下

降，但每一年的發生次數仍有四萬件以上，可見詐欺犯罪之猖獗。  

為了有效遏止詐欺事件，警政單位遂於 93 年 4 月開始實施「反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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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專案」，同時，行政院也在同年 4 月 23 日召開「反詐騙跨部會協調

會議」，結合相關部會的力量，試圖有效打擊詐騙， 7   並在 4 月 26

日成立「反詐騙諮詢專線」，提供民眾一個諮詢詐騙問題的管道，這便

是 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的前身。隨著民眾諮詢數量的增多，詐騙諮詢

專線於 94 年 4 月 1 日擴大人員的編制，擴充軟硬體設備，並更名為「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也從單純提供民眾線上諮詢，延伸到受理民眾報

案，另一方面，行政院進一步設置「反詐騙聯防平台」，召集內政部、

交通部、警政署，及其他相關部會於 93 年 11 月 22 日舉行「反詐騙聯

合平台」會議，各相關部會在此會議的架構下相互協調，從教育宣導、

電信監控、金融管理、警政偵防多管齊下，企望能夠有效率地打擊新

興的詐欺犯罪。 8 

98 年 10 月刑事警察局公布「防詐九部曲 --常見詐騙手法預防」裡

面羅列詐騙集團慣用的詐騙手法，其中包括：假警察檢察官辦案詐騙、

購物個資外洩詐騙、網路購物詐騙、網路援交詐騙、求職詐騙、中獎、

投資詐騙、家戶拜訪詐騙、假親友詐騙八種。八項詐騙手法大致可分

為三種類型，一、歹徒以管道取得個人資料，藉由上述的假檢警辦案、

購物個資外洩、中獎、投資、假親友詐騙等說詞取信於被害人，促使

被害人將錢匯到詐騙洗錢帳戶；二、犯罪集團以網路購物、網路援交、

求職等誘因吸引被害人，進而騙取被害人財物；三、歹徒利用社會局

發放老人生活津貼或更換瓦斯、水電管線等理由進行家戶拜訪，博取

信任，取得被害人的存摺及密碼。警政統計通報亦顯示民國 97 年詐欺

案件以電話、手機簡訊詐欺的比例最高，總計有一萬六千零六十件，

網路詐欺則是居次，共有六千零五十六件，且相較於其他詐欺手法的

減少，無論是電話、手機詐欺或是網路詐欺的發生次數都是呈現大幅

增加的情況，可見手機、網路這些新興科技產品成為現行詐騙集團慣

用的詐騙管道。隨著經濟型態的改變、電子通訊及網路的普遍使用，

產生許多新型態的詐欺犯罪，不同於過去詐欺犯罪有明確的犯嫌，新

                                                
7 民國 93 年行政院施政報告。  

8 警政署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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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詐欺犯罪的特性是大量利用偽造證件，申請人頭電話與人頭帳戶作

為犯罪工具，誘使被害民眾將金錢匯入人頭帳戶中，詐取被害民眾的

財物，主要的犯嫌往往隱匿幕後，追查不易；由於新興詐欺犯罪的查

緝需要依賴人頭帳戶與人頭電話的杜絕，切斷歹徒犯案的管道，因此

牽涉到電信與金融的問題。  

由上述資訊可以發現，手機詐騙、網路詐騙成為新興詐騙的大宗，

詐騙犯罪的打擊與防制不僅止於警政工作的範圍，從避免不肖人士以

不正當的管道蒐集個人資料，作為取信受害人或人頭帳戶之用，前端

的個人資料保護是法務部的主管事項；其次，手機、網路乃是現今詐

騙集團常用的通訊管道，因此，也牽涉到電信業務主管機關--交通部，

及媒體通訊業務的主管機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的業務範

圍；而詐騙主嫌通常使用的自動櫃員機轉帳或是臨櫃匯款的方式，使

受害民眾將錢匯入人頭帳戶，規避警方追查，尚有賴金融管理委員會

及財政部的把關；末端的犯罪追查與百姓身家財產保護，則是隸屬內

政部警政署的工作；另外，政府亦需要積極教育民眾「反詐騙」的觀

念，大量宣導常見的詐騙手法，避免民眾落入詐騙陷阱，才是防制詐

騙的根本之道，而新聞局及教育部負責這些對民眾及學生的宣傳工

作。因此反詐騙的工作乃是結合警政、法務、通訊、金融、政策宣導

各主管機關的政策。  

 

2. 協調問題界定協調問題界定協調問題界定協調問題界定 --新生事務與法令疑義新生事務與法令疑義新生事務與法令疑義新生事務與法令疑義  

    金融詐騙一開始被列為刑事案件由警政署一肩扛，但隨著犯罪手

法和工具的翻新，導致警政單位要追查銀行帳號等個人資料時，受限

於金融單位的法令而難以施展，破案率趕不上犯罪率，此案的問題本

質，首先就是新生事務，而原有的法令規範又毫無彈性，導致打擊犯

罪效率不佳。  

在新生事務的部分，詐騙集團除了利用行動電話或簡訊做為犯罪

工具外，為了躲避警方的查緝，更利用電話轉接等新生技術，來偽裝

成金融機構、公家機關、及一般市話的號碼，進而蒙騙被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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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電話轉接技術和法令的僵硬使得預防犯罪束手無策，其中之

一是利用第二類電信服務，監察院曾就此提出糾正案：「電信總局長

期對上揭電信業者之內部缺乏適當監督查核機制，復未依上揭規定要

求是類業者設置通訊監察設備，並積極協調法務部調查局或內政部警

政署設立通訊監察設備，致詐騙集團利用此一治安空隙，透過上揭業

者大量散發簡訊遂行詐欺犯行；復因電信業者加密措施，使司法警察

機關難以有效監控查緝，更助長詐騙犯罪猖獗」，第二類電信業者乃

是向有實體網路線路的第一類電信業者租用其通訊服務，惟依據民國

91 年 6 月 27 日發布的「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施行細則」第 21 條規定「第

二類電信事業須設置通訊監察設備之業務種類，由交通部電信總局邀

集法務部調查局或內政部警政署協調定之…」，由於當時電信總局並

未積極行事，因此當不法人士開始轉為利用第二類電信轉接電話時，

無法迅速地因應處理這項違法行為。 9 

其二，電話轉接也常利用入侵電話配線箱的方式，盜接民眾電話，

93 年 3 月 13 日 TVBS 報導：「台北縣板橋地區，兩、三百戶的民眾

發現電話不通，要求電信局派員維修，才發現電話配線箱被詐騙集團

入侵，設定轉接詐騙電話。」而蘋果日報亦於 95 年 2 月 10 日報導：

「台北市潘小姐的電話因警察機關發函電信公司為詐騙電話，遭到停

話，後來才發現是詐騙集團偷接配線箱。」像這樣事情層出不窮。詐

騙集團以此手法，一方面藉此取信受騙民眾，另一方面更可以將轉接

的電話費轉嫁給電話被盜用的民眾，降低成本，此做法甚為卑劣。面

對破壞配線箱，盜接一般民眾電話的出現，需依賴電信主管單位與電

信業者溝通，從上游杜絕犯罪管道。  

此一電話轉接手法混淆民眾視聽，難以辨別歹徒真偽，也造成詐

騙防制與宣導上的困難，事實上，根據刑事警察局的統計，近年來以

盜轉接電話作為犯罪工具的案件比例已達到四成，可見詐騙集團利用

此電信漏洞之猖獗，警政署既然身負治安維護的責任，當然希望能夠

從根本有效地斷絕詐騙集團轉接、盜接電話的管道，因此 93 年  11 月  

                                                
9 監察院公報 2502 期民國 93 年 11 月 23 日（93）院台內字第 09319000074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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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日在內政部政及交通部共同主持「反詐騙聯防平臺」第一次會議

時，建議於電話啟動轉接功能之同時能附加加密措施。  

在法令疑義的部分，依據財政部  92 年  6 月  2 日台財融（一）字

第  0921000336 號令：「司法、軍法、稅務、監察、審計及其他依法律

規定具有調查權之機關，有查詢銀行客戶存款、放款、匯款、保管箱

等有關資料之需要者，得依據各該法律規定，正式備文逕洽相關銀行

查詢。…警察機關查詢時，應表明係為偵辦刑事案件需要，註明案由，

並須由警察局局長（副局長）判刑，並副知內政部警政署。」  

也就是規定警察機關查詢金融機構的客戶資料時須由警察局局長

（副局長）的程序，但因為刑案大部分是由警察分局偵辦，警察分局

偵辦詐騙案件，大部分有查詢金融資料的需要，卻必須上報兩層到直

轄市、縣（市）警察局，增加公文往返時間，無法快速掌握人頭帳戶，

影響辦案效率，警察機關考慮的是辦案的時效性，當然是希望越快取

得帳戶資料越好，但個人帳戶資料調查權的修改是隸屬於財政部的主

管範圍，10   財政部理應保障帳戶所有人的個人隱私，兩個機關的執

掌不同，出發點也不同，在此情況下，對於行政規則的內容必然有所

爭議。  

為了解決問題，內政部因此建請財政部修正相關規定，財政部與

內政部部警政署代表於民國 93 年 3 月 22 日開會研商細節、針對此項

行政規章溝通，最後財政部同意列為警示帳戶者，查詢時得由「警察

分局分局長」判刑，因此，另於同年 4 月 16 日另發台財融（一）  字

第  0938010602 號令：「…警察機關查詢時，應表明係為偵辦刑事案

件需要，註明案由，並須經由警察局局長  (副局長) 或警察總隊總隊

長  (副總隊長 ) 判刑。但警察機關查察人頭帳戶犯罪案件，依警示通

                                                
10 金融機構原屬於財政部的職掌，自民國 93 年 7 月 1 日起，財政部保險司、財政

部金融局、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改隸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分

別為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證券期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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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機制請銀行列為警示帳戶  (終止該帳號使用提款卡、語音轉帳、網

路轉帳及其他電子支付轉帳功能) 者，得由警察分局分局長判刑後，

逕行發文向金融機構查詢該帳戶資金流向之資料。」基於此命令，便

可以縮短基層原警察辦詐騙案件的時間，能更即時阻斷歹徒將帳戶提

領一空的行動。  

 

3. 橫向協調的阻礙橫向協調的阻礙橫向協調的阻礙橫向協調的阻礙  

(1) 本位主義  

    「165 反詐騙」的主要目標是防制新型態的詐騙犯罪行為，面對

主要利用金融機關、電子通訊工具與網路詐財的犯罪，各部會在協調

上會遇到，法令有所爭議或者法令規定不合時宜的情況，再加上部會

基於本位，不願意對自身管轄的政策、法令加以放鬆或做適度的調整，

便可能造成部會與部會間溝通的障礙，也影響政策的進行。  

例如警政署馬振華科長曾感嘆說：「我們打擊金融犯罪、人頭帳戶

的問題，民眾跟我們檢舉詐欺使用的帳戶，希望金管會把帳戶人的資

料給我們，可以馬上追查，凍結資金，幫民眾保護他的財產，這是我

們的一套價值，可是金管會講的是人民的隱私權、財產不能公開。這

個價值衝突使協調會無法談出定論，僅能靠協調看能不能相互讓步、

妥協…」 。警政署希望財政部金管會，能將原有法令限制予以放鬆。 

至於犯罪工具行動電話和轉接業務，則牽涉電信法。相較於內政

部警政署希望對於電信使用做更嚴密的防範，交通部當時身為電信通

訊業務的主管機關，一開始的反應也充滿了本位主義色彩，認為冒名

申請電話犯罪比例不高，讓警政單位也是束手無策。根據交通部對監

察院的答覆可以看到一些端倪：「通信設備為中性之工具，為防範利

用通信設備作為犯罪工具，各國電信監理機制之基本原則，皆著重於

對業者課以「證據保全義務」，此亦為本部電信總局一貫之立場與持

續之作為，督導業者採取「查核及登錄使用者資料」、「確實保存通

信紀錄」等各項具體措施。目前業者對客戶所做設定，於交換系統均

留下轉接紀錄。雖不法之徒利用轉接通訊，警調單位仍可利用通聯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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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及通訊監察機制，追蹤其原始發話端，協助相關刑案之偵辦。」其

二，「查以冒名申辦或電話多次轉接方式，進行詐欺恐嚇取財者，均

屬犯罪集團之行徑，而犯罪者僅佔所有電話用戶之極少數，絕大多數

使用轉接服務之民眾，均係基於其實際之需求，做合法之使用。通信

無國界，對使用通信之行為，若欲事先以人為方式設定諸多限制，恐

有虛耗系統資源，及損害絕大多數合法通信權益之虞，實質上亦難以

達到所預期全面防堵之效果。」其三，「因電話轉接服務為國際間公

認屬電信基本服務項目之一，且被各國民眾廣為利用。國際電信聯合

會 ( ITU-T)對此服務項目，未予以特別管制。對各國民眾廣為利用之

指定轉接，在不影響民眾通信權益前提下，交通部電信總局業以行政

指導方式，督責電信業者對於「國內指定轉接」之次數，於系統設定

「最多以  5次為限」。」 11 

    不同於警政署站在犯罪防堵的需求，交通部認為：一、通訊設備

本身無害，不可因為被歹徒作為犯罪工具，便視其為洪水猛獸，通信

業者僅要進保全通訊記錄並必要時提供警方之義務；二、一般大眾合

法使用電話轉接的權利不應該被剝奪；三、電話轉接是國際間普遍使

用的通訊服務項目。同時，交通部也說明電信業者均表示現有交換機

未具有加密認證措施，因此暫時無法提供客戶使用指定轉接功能時增

加密碼確認功能。由此，可以明確看出交通部與內政部的立場差異。  

    對詐騙集團利用電話轉接技術作為新興詐騙手法的工具，即便治

安與電信兩個主管單位態度不同，傾向的處理方式不同，但為了「165

反詐騙」政策的順利推行，兩個機關都互相做了讓步，雖然無法完全

達成內政部提出的電話轉接加密，但根據94年2月2日行政院「反詐騙

糾正案覆函」，交通部則會加強督導電信業者加強通信設備安全防護

措施、落實防制簡訊詐財措施、落實行動電話預付卡管理機制、落實

用戶資料保密措施、配合有關機關執行通信監察及查詢使用者資料與

通信紀錄、督導第二類電信事業加速設置通訊監察設備。近來年，交

通部與NCC（現行電信業主管單位）還是配合「165反詐騙」政策的執

                                                
11 監察院公報 226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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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依據95年4月17日聯合報報導：ＮＣＣ將於近日開會研擬二類業者

管制方案，強制要求五百多家業者顯示18XYZ五碼的識別碼，並嚴查

二類業者是否利用轉接器竄改發信號碼，有違法者將處以撤照的處

分；96年7月14日中央社亦報導：「「反詐騙聯防平台會議」要求電信

業者提升電信箱安全，並建置「流量異常監看」與「市話指定轉接加

密」系統，中華電信預計2008年於都會區全面架構完成，有助於減少

盜接電話。」足見針對防制電話轉接成為詐騙工具一事，電信業主管

機關持續研擬加強控管的政策。  

 

(2) 資訊落差  

    行政部門要處理的問題往往是很複雜，無法由單一部會可以全權

負責，當部會間合作執行一項政策，但因為業務範圍、對象不同，獲

得的資訊也會有所差異，又或者部門之間專業不同，影響政策決定的

相關資訊無法順利流通，得到一致性的理解，因此這樣的資訊落差，

將造成部會間形成不同的政策決定，在焦點座談的過程中，警政署馬

振華科長也表示：「專業相互不瞭解，那時候我們因為電信詐欺跟 NCC

開會，NCC 講得非常的專業，我們聽不懂，我們講的，他們也聽不進

去。」專業資訊的落差一方面需仰賴跨部會橫向的溝通，藉由溝通建

立共識，另一方面，需要部會間對於彼此專業的信賴與尊重，才有助

於溝通過程的順利進行。在「165 反詐騙」一案中，由於橫跨內政部、

交通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財政部、金融管理委員會、新聞局、

教育部、法務部等諸多單位，彼此的專業落差極大，資訊落差不免成

為橫向協調的阻礙，特別是在新興詐騙手法變換快速、日新月異，各

部會不見得能夠及時獲得一致又有效的新資訊，政策決定的過程必然

需經過細膩的協調。下面以「ATM 轉帳限制」政策加以說明。  

根據民國 94 年 4 月 13 號聯合報的報導：「警方表示，八十六年起

因國內經濟型態改變，新興的刮刮樂詐財集團崛起，但詐騙集團最初

犯案手法，都會要被害人直接到銀行、郵局匯款，但因被抓的風險較

高，詐騙集團才改把被害人騙到提款機操作轉帳。詐騙集團以提款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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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帳詐騙的手法，主要是發簡訊，再藉口退稅或利用銀行催繳欠款名

義，或信用卡遭盜刷；甚至有歹徒佯稱警方破獲簡訊詐財案，已扣得

贓款，被害人須廿四小時內領回等千奇百怪理由，騙被害人前往提款

機更改密碼，建立「防火牆」。當被害人依歹徒指示操作提款機查詢

金融卡密碼，在進入英文轉帳畫面時，歹徒會佯稱中央銀行電腦連線

開放更改內碼輸入時間只有一分鐘，要被害人即時輸入「防火牆密碼」

後快速連按三次；事實上，被害人依歹徒指示所輸入的防火牆密碼，

即為轉帳金額，存款逐一被轉走。 …」詐騙集團多利用金融機構提供

的轉帳服務，特別是利用話術及大部分民眾不善於使用英文介面的弱

點，以無人看管的自動櫃員機將詐領財物匯至人頭帳戶，待詐騙成功，

便迅速將人頭帳戶的錢提領一空，導致警方追查詐騙案件的困難。   

事實上，為了因應詐騙盛行，金融方面的防制也是「165 反詐騙」

的重點工作之一，起先將重心放在減少人頭帳戶部分，也於 93 年四月

的反詐騙協調會議決議：有效建立身分證明的防偽功能，降低人頭戶

的氾濫，也就是民眾在開戶時，需要經過包括駕照、健保卡、身分證

等二張身分證明的查核才予以開戶，此一政策也於同年 5 月 1 日開始

實施，但有鑑於自動櫃員機無人把管，易成為歹徒犯罪的治安漏洞，

警政署認為在金融方面應該有更積極的預防作為，遂於 165 反詐騙專

案中提出降低自動櫃員機轉帳額度的想法，據報載，內政部於 94 年 4

月 12 日主導「反詐騙聯防平台會議」，為了斬斷詐騙集團的金脈，建

議金融機構自動櫃員機（ATM）的非約定轉帳功能，每日最高轉帳額

度從 10 萬元降為 1 萬元，甚至建議取消 ATM 非約定轉帳的功能。 12   

內政部與警政署所保持的想法為，一方面降低非約定轉帳金額，即便

民眾受騙損失不至於太大，同時詐騙集團一次只能騙取一萬塊，不符

合成本，能收打擊犯罪之效，另一方面，當時的刑事局長侯友宜曾表

示，以香港金融業的做法，ATM 根本沒有非約定帳戶轉帳功能，台灣

目前的做法比起國外是比較寬鬆，因此傾向建議完全取消 ATM 非約

                                                
12 記者李淑慧、楊文琪台北報導：《ATM 轉帳金額  大縮水》，經濟日報，2005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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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轉帳的功能，若民眾固定轉帳的需要可以改申請約定轉帳。 13 

相較於警政單位對限制 ATM 轉帳上線的積極態度，金融主管機

關金管會則顯得保守許多，根據經濟日報 4 月 14 日報導，時任金管會

主委的龔照勝表示，ATM 的轉帳上限應該仍是維持十萬元的上限比較

適宜；而 4 月 13 日聯合報亦報導實際與會「反詐騙聯防平台會議」的

副主委張秀蓮在「縮減 ATM 非約定轉帳功能」一案的討論上，以「造

成民眾不便」、「將承受銀行業者壓力」等理由希望對此政策再做研

議，但刑事局強烈認為原先的規定太過鬆散，未能收杜絕詐騙之效，

應該更嚴格限縮非約定轉帳規定，且「拚治安能早一天就早一天，絕

不能拖」的理由，希望能在此事上獲得共識。經警政與金融主管單位

研商後，金管會基於三點理由未再堅持反對，一、過去提出的方法都

未發揮效果；二、轉帳並非唯一付款方式；三、可先試辦一個月，是

成效再議，兩方並各退一步，非約定轉帳的服務不取消，但轉帳上限

將從十萬元降為一萬元。  

    「反詐騙聯防平台會議」後，內政部宣布 ATM 轉帳上限於一星

期後將為一萬元，未料卻引起社會大眾反彈，認為此金額限制太嚴格，

影響日常生活常見的信用卡費、水電費、稅款、保險費等大筆轉帳，

造成生活上的不便。而事實上，根據金管會的資料，使用非約定帳戶

轉帳金額在 1 萬元以下者，約占 60%，在 1 萬元以上者，約占 40%，

也就是約有十幾萬的大筆金額轉帳會受到影響。由於民意撻伐的壓力

之下，時任行政院長的謝長廷在 4 月 14 日召集內政部、金管會行政首

長做緊急會商，最後決議將每天 ATM 非約定轉帳的金額放寬為三萬

元，且繳交水、電、瓦斯等公用事業費用、國公營機構款項、國稅局

稅款，或是轉帳給自己的其他帳戶，則不受三萬元的上限限制，也不

占用三萬元的額度，此一為防止詐騙而限制轉帳上限的政策總算得到

內政部、金管會、民眾三方面的支持。  

                                                
13 記者陳一雄台北報導：《轉帳  侯友宜一度建議取消》，聯合報，2005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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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部、金管會在轉帳上限政策的溝通有所瑕疵，甚至溝通結果

引發民怨，主因於詐騙集團以 ATM 轉帳詐財日漸普遍，兩部會對於

這一種新興的詐騙手法，未能充分獲得並理解對方的資訊，金管會不

知 ATM 詐財的嚴重情況，無法即時從金融專業研擬防制之道，內政

部也未能掌握民眾使用 ATM 非約定轉帳功能情況的資訊，急就章地

推出限制轉帳金額的政策，兩部會的資訊落差導致雖有協調，卻由內

政部單方面主導，定出了令民眾反彈的政策。最後，仍有賴兩部會再

度協調，使政策即時修正。雖然「ATM 轉帳上限」政策的協調不甚完

美，但瑕不掩瑜，確實對「165 反詐騙」工作的成功有所助益。  

4.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165 反詐騙平台自民國 93 年運作至今，雖然亦曾遭遇橫向整合困

難，但仍舊是克服障礙成為一個常態性便民政策，獲得相當的成就，

並得到第一屆「政府服務品質獎」的肯定。因此本研究認為 165 反詐

騙是一個橫向協調的成功案例，該計畫之成功關鍵如下：  

(1) 建構電子化網絡有效連結各單位，且可跨機關查證相關詐騙犯罪行

為。  

(2) 資訊化之標準作業流程，有效建構各類詐騙犯罪行為與來源之分類

資料庫，進一步導入顧客關係管理系統，提升民眾使用 165 反詐騙

平台的滿意度。  

(3) 單一報案窗口，過去民眾往往不瞭解受騙之後該如何報案，而現在

可透過 165 反詐騙平台此單一窗口報案，再由 165 反詐騙平台直接

產生報案三聯單，通知轄區派出所進行備案、瞭解。  

(4) 在各大網站上宣傳 165 反詐騙平台。  

(5) 與金融機關合作，監控異常帳戶，初期與中國信託、元大金控、台

中商銀、合作金庫、郵局等幾家金融機關合作均有顯著成效，可以

有效追蹤資金進出異常帳戶，並且循帳戶源頭有效阻止民眾繼續受

詐騙集團擺佈。  

(6) 165 快速停話平台，本計畫認為該平台是 165 反詐騙機制成功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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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協調 NCC 與各家電信業者合作，相關停話、斷話皆由 165 快

速停話平台執行，且提供法源依據，僅需透過與電信公司間的

e-mail 往返確認即可，有效提升反應時間與效率。  

因此，政府部門面對橫向協調上的法律疑義及新生事務的問題，

可以參考 165 反詐騙的橫向協調機制，包括：成立 165 日報、週報，

針對現行犯罪手法與相關數據資料向上陳報，由於政府機關組織內部

普遍存在本位主義、專業偏執、資訊落差，若跨部會橫向協調可模仿

165 反詐騙成立類似機制，針對目前受輿論矚目之議題向各單位陳

報，且對於相關議題統一陳述之觀點，對外較不會產生部會間不同調

的之情形；針對受各界矚目或受爭議之議題，由政務委員協調各單位

擬定政策說帖，透過新聞局或各部會之媒體公關，於各大網站上甚至

可藉由電視廣告，讓民眾瞭解該政策之精神與助益，透過媒體包裝進

行政策宣導或針對政策爭議進行解釋，避免各部會不同調的情況；最

後，各部會都有自己的施政計畫，但橫向聯繫缺乏，因此建立各部會

間橫向聯繫協調制度，因此，本計畫認為應由政務委員成立窗口，針

對重大爭議案件進行部會間協調，且對外統一針對政策進行陳述，協

調內容與最新進度就由第一點的內部報告機制來進行資訊流通。  

「165 反詐騙」政策雖然在推行的過程中，遭遇到部會間對於法

令的爭議，以及各主管部會對詐騙手法翻新的解決方法，歷經各部會

的本位專業堅持或資訊落差，終究順利溝通，得到解決，從 93 年開始

的「165 反詐騙」經過初期的摸索適應，直到今天對內建立共同的資

訊平台，對外建立單一報案與宣傳窗口，使得參與「165 反詐騙」一

案的各個部會，不會讓有民眾各部會不同協調之感，部會在溝通協調

上也能更夠順利，「165 反詐騙」可謂是行政機關橫向協調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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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農村再生條例農村再生條例農村再生條例農村再生條例  

為了創造富麗新農村，行政院院會 97 年 10 月 23 日通過「農村再

生條例草案」送立法院審理，立法院則在同年 11 月 7 日交付經濟委員

會審查，不料該草案內容卻引起許多爭議，特別是針對條文本身的制

定與設計存有疑問與批評。因此，農村再生條例草案的問題本質上，

可以界定為法令上的疑義。至於解決問題經由協調過程中，則因對農

村再生有關的軟硬體建設和由誰來執行等等，各部會存在差異性見

解，難免有本位主義等問題，例如農村景觀改造，究竟權責是在農委

會或是內政部營建署，都需要協調溝通和解決。  

 

1. 背景概述背景概述背景概述背景概述  

農村再生條例政策是馬英九總統在 2008 年大選時所提出的重要

政見之一，「愛台十二項建設」的第八項便指明，以十年編列一千五

百億基金推動「農村再生條例」，執行農村再生計畫，照顧四千個鄉村

社區與六十萬農戶；另外，由政府補貼三百億利息推動老農退休機制，

鼓勵專業農民擴大農場專業化經營，進行「小地主大佃農」政策；在

分級、分區管理與合理回饋機制下釋出不適用農地，提升國土利用效

率。行政院提出的「農村再生條例」草案總共有五章，四十二條條文。 

根據農委會陳武雄主委 97 年 1 月 15 日在立法院經濟委員會關於

農村再生條例的報告，陳主委認為農村再生條例具有以下四個特色：  

(1) 強調在地自主提案，由下而上的共同參與機制，農村社區依居民的

需求與意願，由社區團體提出農村再生計畫，打造各具特色的農村

社區與文化。透過農村人與土地的價值認知，學習尊重自然環境的

協調，重塑農村生活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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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鼓勵農村社區主動訂定公約，以區力量主動管理公共設施、景觀及

建築物，並規範農村社區內妨礙整體景觀、衛生、土地利用之破敗

地區，得依社區發展區要予以改善。  

(3) 推出活化農村土地管理措施，除提出創新整合型農地整備，將生產

跟生活空間整合規劃及管理，並將農舍需求一併納入，改善土地利

用外，同時導入計畫管理概念，有秩序引導社區建設，活化社區之

土地利用。  

(4) 加強人力培育讓農村居民能有自行研擬永續經營之願景及策略的

能力，為農村社區領導、規劃及建設等人才培育扎根，奠定長期運

作及發展的基礎。 14 

雖然農委會對農村再生條例做了許多政策說明，但是農村再生條

例一讀通過之後，引起輿論撻伐，特別是許多公民團體對農村再生條

例提出相反的意見，從新聞資料中，整理出四個問題點，第一是最迫

切的農業生計問題未立即解決；第二，只著重在硬體建設，以農村再

生之名行工程發包之實；第三，違反憲法法律保留與授權明確性原則；

第四，兩千億基金有綁樁之嫌。  

(1) 農業生計問題：根據農業統記年報，民國六十六年台灣農地有九十

二萬公頃、八十六年為八十六．四八萬公頃，九十六年為八十二．

五九萬公頃，這三十年來減少了十萬公頃，加上過去國家鼓勵農地

休耕，提供優厚的休耕補助，所以若扣除休耕的土地面積，實際耕

作的農地恐怕更少。且台灣的糧食自給率嚴重偏低，僅達到

30.6%，15   與世界主要國家相比明顯不足，未來全球農業最主要

的問題係來自於潛藏的糧食危機，為了因應糧食危機，各國無不努

力於擴大生產面積，改變生產機制。然而，回頭看台灣目前有關《農

村再生條例》的爭議，對於來勢洶洶的糧食危機問題，竟沒有任何

因應的措施，卻是在社區營造和資源分配上大作文章，農村再生條

                                                
14 行政院農委會：《農村再生條例草案說明報告》，立法院部會報告，20081215。  

15 記者鍾麗華調查採訪：《農地流失  台灣恐有缺糧危機》，自由時報，2009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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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總的來說仍然提供了農地變建地的機會，無法避免農地面積的持

續減少，加深我國糧食短缺的危機。  

(2) 獨尊硬體建設問題：農村再生條例打著再造富麗新農村的旗幟，但

內容幾乎偏向土地利用及硬體建設的法案架構，卻忽略了農民最需

要的產銷問題，將導致目前已經非常脆弱的農業發展，走向「滅農」

的不歸路。特別是民國 89 年  1 月 26 日，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

公布實施，在該條例之下，尚有一獎勵措施的子法「集村興建農舍

獎勵及協助辦法」，在當年該法通過之後，農村地區的農舍一棟棟

蓋了起來，現在農村再生條例企圖改善當年的問題，因此提出「整

合型農地整備」，所謂整合型農地整備便是希望能將一片農地當中

的農舍集中在某個地方。但細看農村再生條例草案第二十條之一和

二十六條規定，當農地扣掉興建農舍、公共設備和原本預留的基礎

建設土地後，反而導致農田比例縮小；另外，雖然農再條例希望能

將混亂的農舍集中在同一區域，但政府並沒有停止發放農舍執照，

這意味著，農田中的農舍仍然可以繼續隨便蓋，農村再生條例企圖

改善的問題缺乏實際手段去執行，反而可能導致更多麻煩。  

(3) 民意如何形成的問題：農再條例雖然標榜「由下而上」的操作模式，

卻忽略當前臺灣社區組織多元且複雜，如何整合意見，形成共識；

或在諸此操作過程，避免弱勢群體的聲音及權益，不會被龐大之經

濟建設與開發利益所掩蓋，甚而導致財團獲益，居民遭殃的下場。

此外，中央政府標榜「由下而上」、「居民自主」的特色，卻在農村

再生條例制定之初，忽略了廣納民間聲音來參與條文的訂定。在一

開始就缺乏民間參與的落實，根本的違反農村再生條例強調由下而

上社區參與精神的特色。民意代表曾質疑這是違反憲法人民自主原

則。  

(4) 綁樁疑慮：四千億的農再基金，如何分配使用？是按農地分配或人

口分配？公平性如何確立，因此部分反對人士質疑，四千億基金會

不會遭不當使用，成為選舉綁樁之用。  

對於「農再」的問題，曾旭正（2008）提出多項質疑和評論：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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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再生條例草案之所以讓人憂心是因為對台灣農業問題下錯了藥方，

農委會僅將農村再生條例聚焦於農村景觀的改善或塑造，並無意全面

性的探討與解決台灣農業問題，而只是欲解決「其眼中的」台灣農村

問題。(1) 「對於造成當前台灣農村弱化的問題掌握不夠明晰」、(2) 「所

提的藥方偏向『環境決定論』，仍以硬體建設為主」、 (3) 「對於政府

與民間合力解決問題的分工設定不明」、(4) 「高估了台灣農村社區的

自立能力，驟下猛藥恐反成揠苗助長」。  

面對外界各種批判聲浪，馬英九總統於 98 年 4 月 5 日與高雄縣

旗美地區文學家及文史、社區營造工作者座談時則表示：「農村再生條

例」草案已由立法院初審通過，不會急著通過二讀，希望各界提出具

體建議，讓條例更周延（陳守國，2009）。  

 

2. 協調問題界定協調問題界定協調問題界定協調問題界定 --法令疑義法令疑義法令疑義法令疑義  

    本個案在法令上的規範有諸多疑慮，外界懷疑農再條例草案包山

包海，結果是農委會獨攬了法令的解釋權，以農村硬體建設再造和土

地規畫為例，是否由內政部依區域計畫法來負責較為有利，像是第二、

第三章的主要內容，欲將原本由內政部所管轄非都市土地管理的「農

村社區」部分取出，姑且不論農委會是否有足夠的專業能力去處理龐

大的國土規劃、地政業務，農再條例本身對於農村土地的利用與管理

機關缺乏明確的說明。  

第八條「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依區域計畫法相關規定及

第六條所定政策方針，就轄區之農村再生訂定農村再生總體計畫，報

中央主管機關備查。」其中區域計畫法的主管機關為內政部，但該條

文中所指的中央主管機關為農委會。  

又，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就第二十二

條第一款地區擬訂農村再生發展區計畫時，為配合農村社區整體發

展，需將既有鄉村區建築用地範圍擴大者，應併同計畫，報中央主管

機關同意，依法辦理使用分區或使用地變更」，但是同條第二項又指

出「前項既有鄉村區建築用地範圍之擴大，得以下列方式辦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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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段徵收、土地重劃或協議價購。二、由所有權人配合計畫內容捐贈

二分之一土地作為公共設施使用，交換取得其餘二分之一土地作為建

築用地。」而第一項所指中央主管機關為農委會，但第二項的區段徵

收、土地重劃和協議價購卻是內政部的業務範圍。  

第三十條第一項「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辦理整合型農地整

備期間之公告禁止行為與期限、土地改良物與墳墓之拆除或遷葬、停

止受理土地權利之移轉及設定負擔登記等事項，分別用農地重劃條例

第九條、第十七條、第十九條規定。」該條第二項又指出「整合型農

地整備之範圍選定條件、面積規模、辦理程序、書圖文件、整備工程、

土地分配、異議處理、權利清理、地籍整理、折價抵付土地之處理、

補助基準、監督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其中第一項的農地重劃條例為內政部主管，而第二項所稱的「中央主

管機關」乃是農委會。  

從上述各條文可以看出，由農委會主導的農村再生條例，存在著

矛盾，按我國的土地分為都市土地與非都市土地兩大類，都市土地是

受到「都市計畫法」的規範，非都市土地則是受到「區域計畫法」的

規範，其主管機關皆為內政部，但農村再生條例草案，則是欲將非都

市土地的「農村社區」部分取出，交由農委會來負責規劃、開發及管

理，如此一來形成兩方面的問題，一是農委會踰越職權，做了內政部

的工作，誠如內政部代表在立法院農村再生條例公聽會表示，農村公

共建設的部分國土規劃的單位就可以執行，不瞭解為何要再設一個以

農村建設為主的農再條例； 16二是即便是農委會與內政部在農村土地

開發要相互合作，但條文本身對於條例草案通過之後該如何來運作、

不同計畫之間該如何來進行整合、內政部及農委會彼此之間又該如何

來分工種種問題未加規定，完全忽視計畫體系所需的整合面向。 17 

                                                
16 農村再生條例公聽會三小媒體網路直播文字記錄，公視有話好說新聞論壇，

http://talk.news.pts.org.tw/2009/05/blog-post_26.html 

17 徐世隆（2009），三月二十六參加立法院公聽會提供的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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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橫向協調的阻礙橫向協調的阻礙橫向協調的阻礙橫向協調的阻礙    本位主義本位主義本位主義本位主義  

探討農村再生條例草案在橫向協調上的缺失，從條例本身來分

析，仍難逃脫本位主義、資訊落差和專業偏執三項。農再條例由農委

會主導，在公佈草案後被發現許多問題，也就是此條例多以農委會立

場為主，暴露出草案的本位主義濃厚。政務委員蔡勳雄則解釋：「農村

再生、重劃、都市計畫，難免涉及到內政部地政司的業務，這部分在

談的時候，由於法令沒有修改，所以是我的業務還是交給我，但是你

規劃，規劃的過程我來參與，規劃完的事情，下半段我再繼續做，所

以規劃（planning）的事情在農委會，下半段的地權轉換、土地重劃

就要交給我（內政部地政司），那只要把它界線、協調分配、行政程序

說明清楚，大概都還好。」  

探討農村再生條例草案的權責問題，從第二條中可以看到權責歸

屬於農委會，其他部會被忽略：「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可知農村再生條例主管機關為農委會，不過，根據農村再生條例的各

項內容尚包括：土地重劃、社區營造、古蹟維護、環境保護等等，涉

及的包括了內政部營建署、文建會和環保署等等。  

農村再生條例草案第四條規定農村再生條例辦理原則之一為「實

施結合農業生產、產業文化、自然生態及閒置空間再利用，整體規劃

建設。」同時第七條亦規定農村再生基金的用途也包括文化保存活化、

生態保育，以及補助具有歷史文化價值建築物或能與環境和諧之特色

建築物及其空間之維護或修繕，農委會規劃此條例時再三強調生產、

生態、生活的「三生」願景，試圖將將農村生態、文化、社區營造、

古物保存等都統包進四十二條的條文裡，卻忽略這些項目本來是屬於

環保署、文建會的業管，農委會水保局本身對這些項目不僅無經驗，

同時也缺乏相關的專業知識與資訊，從草案條文對生態保育或古物文

                                                                                                                                 

http://sjhsu51545.blogspot.com/2009/03/blog-post_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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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等相關規定之粗略與疏漏便可窺知一二。  

在生態建設方面，四十二條條文僅有第十五條：「各級主管機關應

配合農村社區整體發展需要，鼓勵於農村社區廣植林木，建設具生態

及緩衝功能之綠帶。」稱得上與「生態」二字有關連，林英彥（2009）

認為目前學界所倡導的「濕地保護、野生動物保護區劃設、農地永續

利用、指定天然紀念樹木等皆付之闕如」18，  撇開當前農村生態保育

的趨勢，僅以一個農村造林充數，可知農委會水保局身為農村再生條

例的專責單位，負擔農村生態保育，是力有未逮，應該再與農委會內

部的相關單位、環保署等互助合作，加強各方的橫向聯繫、相關的資

訊交流。  

另外，農村再生條例草案第九條說明「農村再生計畫乃由農村社

區以自主精神，整合在地組織及團體，互推其中依法立案之單一組織

或團體為代表…依據社區居民需求，以農村社區為計畫範圍，共同擬

訂農村再生計畫」，強調其「由下而上」的精神；而第十條、第十七條

亦鼓勵社區組織代表共同訂定社區公約，並可以獲得優先補助其農村

再生計畫建設經費的獎勵。社區營造協會理事長曾旭正教授認為， 19 

農村再生條例中賦予社區由下而上制定計畫的權利雖然立意良善，但

卻忽略了當前台灣社區營造的實質問題，即是高估台灣農村社區的自

主能力。一般而言，社區推動營造工作要經歷居民合作、常態化行動、

組織化運作、多元主題歷練等階段後才有能力進到推動「社區自訂計

畫」的階段。農委會在訂定條例時一味著重農村社區的自主精神，做

為農村再生條例的號召，卻未考慮社區營造的專業問題，也沒有掌握

台灣農村社區大多是沒有組織或者缺乏實質運作能力的重要資訊。  

農村再生計畫的另一重點是農村文化及歷史建物的保存、維護，

但在相關的第三十五、三十六法條上的規定卻相當的籠統，亦缺乏專

                                                
18 林英彥 (2009)，〈談農村再生條例草案〉，《土地問題研究季刊》，第八卷第一期。 

19 曾旭正 (2008)，《從社造觀點看農再再生條例》，小地方台灣社

http://www.dfun.com.tw/?p=9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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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規劃，以第三十五條為例，僅以「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得對

具有歷史文化價值建築物或能與環境和諧之特色建築物及其空間，補

助其維護或修繕經費」簡單帶過，但對於何謂「具歷史文化價值」之

建築物未有定義，對於補助經費之後，受補助的建物該有什麼責任、

義務也未加說明，沒有明確的配套措施，可知主導農村再生計畫的農

委會在此部分未與具備專業能力的文建會做充分溝通，資訊交流。  

 

4.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由於農委會提出的行政院版農村再生條例草案引發各界許多爭

議，甚至被批評為「滅農」的政策，因此在 98 年三、四月間，國民黨

的部分立委與民進黨分別提出修正版本的農村再生條例，目前各版本

的草案都處於立法院二讀的協商程序。  

面對諸多爭議，農委會多次澄清：農村再生條例草案之研議過

程，經過非常縝密的討論與協商，也在行政院蔡勳雄政務委員召集下，

由各相關部會針對草案內容一再斟酌檢討，經取得共識並於行政院院

會通過才提出，是行政團隊之共識，未來也會由各部會分工共同推動。

在農村再生條例執行過程中，農委會扮演資源整合平台之角色，條例

草案另因涉及許多土地法令之銜接，未來相關推動工作，內政部亦將

扮演極大之功能；另有關全國農村社區所推動之相關文化建設事項，

由文化建設委員會辦理；原住民族地區則由原住民族委員會辦理原主

管業務。 20 

從此案例可看出，行政部門在制定政策及相關法律應做更完善的

考慮，特別是政策內容牽涉到許多部會的業務範圍，行政體系內部的

部會間橫向聯繫就更是重要，無論是農委會與內政部對於土地管轄權

責不清，牽涉到部會與部會間的業管釐清、業務分工，又或者是農委

會對於生態維護與歷史文化保存等專業知識的缺乏，有賴文建會、環

保署等專業部會的資訊流通與分享，這些橫向聯繫的工作都是許多政

                                                
20 農村再生條例專屬網  http://rr.swcb.gov.tw/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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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草案設計之初的必要考量。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3 都都都都 15 縣規劃縣規劃縣規劃縣規劃  

3 都 15 縣政策在執行過程初期，引發不少爭議。不只《地方制度

法》要修改，《行政區劃法》要跟著變動，事關財政和人事的《財政收

支劃分法》到《公職人員選罷法》也都要一一修正，這個方案的推動

可謂千頭萬緒，每個環節都需要相互支持和協商，本研究從新聞資料

和訪談中發現此個案的問題本質，可歸類為法令疑義與組織生存。  

在法令疑義部分，渉及到《地方制度法》、《行政區劃法》、《財政

收支劃分法》等等需要修正，因為現有的法令不符未來所需，也就是

哪個縣市能合併，怎麼合併，合併之後經費該如何分配？各個部會間

由於各自關注的重點不同，因此需要取得共識，橫向協調無可避免。  

至於組織生存的問題，由於牽扯到各方利益，因此其橫向協調問

題也變得更加複雜，像是縣市合併後，哪個局處該留，又哪個該廢等

等的問題，牽引出的還有人事問題。而這種組織生存的問題，同樣也

發生在立委及議員上，當縣市合併，名額將會減少。由於此政策牽扯

到多方利益及存廢，各組織單位要捍衛自身權利在所難免，因此，在

橫向協調過程中容易增生困難。  

法令疑義對於橫向協商會構成阻礙，在於負責執行的單位，可以

推說現有法令限制，因此無法進行，以至於事務推展滯礙難行。而組

織單位在面臨新的事務會威脅自身的生存權益時，往往也會以本位主

義考量，在協商過程中，配合度和意願低落，形成了傳遞資訊時多所

保留的落差。以下就問題發生的梗概背景進一步說明，從法令疑義到

組織生存等各項性質，來檢視本位主義、資訊落差和專業偏執，對於

橫向協調所造成的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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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概述背景概述背景概述背景概述  

    該政策發展始末首先可推自 2000 年連戰的競選政見，在 2002 年

九月末，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公企中心與聯合報、新台灣人文教基

金會辦理「行政區劃、財政劃分與地方自治改革」學術研討會之際，

時任台北市長的馬英九即曾公開提出 3 都 15 縣的台灣行政區劃構想，

其具體內容是台北縣市、基隆市三縣市合併為台北直轄市，簡稱台北

都；台中縣、台中市二縣市合併為台中直轄市，簡稱為台中都；高雄

市、高雄縣二縣市合併為高雄直轄市，簡稱高雄都。到了 2008 馬英九

總統提出此政見作為競選政策之一。  

    此個案的問題背景，則在於要落實 3 都 15 縣的構想，整個國土規

畫必須重新建構，但是觀察初期政府的運作，不只《地方制度法》、《行

政區劃法》、《財政收支劃分法》都還在研議階段，相關的配套措施也

未盡詳實之際，行政院就率先公佈，導致各種質疑的論點紛紛出籠。

例如台北縣長周錫瑋首先發難，擔憂此項政策若不能繁榮地方，反而

可能變成地方和中央抗衡的「葉爾欽效應」 21。  

 

2. 協調問題界定協調問題界定協調問題界定協調問題界定－－－－法令疑義及組織生存法令疑義及組織生存法令疑義及組織生存法令疑義及組織生存  

3 都 15 縣政策在遭遇協商的問題上，需要解決的就是許多現有法

令規範要重新修正，例如《財政收支劃分法》要如何修改，以因應未

來的經費預算分配。過去只有北高兩個直轄市，來平分一千九百億統

籌分配款，未來變成五個大都會，財政預算要要如何分配成為焦點。

台中市就曾建議中央需要將預算增到三千五百億規模，否則大家申請

經費上將出現問題。面對外界質疑，行政院曾表示新版財劃法將不同

於過去「挖東牆補西牆」，也不會犧牲一般縣市預算來補貼直轄市。

                                                
21 記者王鴻國台北縣報導：《3 都 15 縣  周錫瑋：北都市長恐有葉爾欽效應》，中

央社，20081103。

http://www.cna.com.tw/SearchNews/doDetail.aspx?id=20081103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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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財劃法之外，《地方制度法》和《行政區劃法》同樣面臨要修改

的問題。  

除了法令上要重新修改調整之外，組織生存也是一大問題。3 都

15 縣在推動初期，就遭到反對和質疑，台北縣長周錫瑋率先反彈就象

徵著組織生存的焦慮。然而周錫瑋跳過了北縣升格無望的層次，拉高

了反對的理由，他認為台北縣已核定為準直轄市，若台北縣市合併，

光是人口數就超過七百萬，和中都、南都兩百多萬人口相比，台北都

可能會形成「葉爾欽效應」。中國地方自治學會舉辦「地方制度法施

行 10 週年」座談會中，與會學者席代麟也擔憂，一旦發生「北都效應」、

「中都效應」與「南都效應」，中央勢必需要再就 3 都人事、財政與

權限通盤考量，與地方之間的爭議反而剪不斷、理還亂。22民進黨籍

立委蔡煌瑯認為地制法修正案不公不義，若修法完成，將拉大城鄉差

距，使窮者越窮、富者越富，是歧視其他縣市的修正案，且財政收支

劃分法、行政區劃法及人事行政權等配套都沒做，統籌分配款只有這

麼多，有的地方拿越多，其他地方分配就越少。 23由於事關地方政府

組織的未來，許多縣市長都相當關切，高雄市長陳菊還一度批評行政

院通過《地制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偷渡」，因為高雄市當天沒

有派人列席院會，讓高雄市損失了發言機會，陳菊還批評行政院的作

法「有欠民主風範」。24 

3 都 15 縣在推動過程橫生不少枝節和疑慮，在審核縣市合併申請

案中，新聞媒體甚至提出所謂「內定說」來質疑公平性。綜觀此個案

                                                
22 記者謝佳珍台北報導：《3 都 15 縣 學者：恐出現葉爾欽效應》，中央社，

20090119。http://www.cna.com.tw/SearchNews/doDetail.aspx?id=200901190086 

23 記者曾依璇台北報導：《立院國是論壇  地制法修正案成焦點》，中央社，

20090403。http://www.cna.com.tw/SearchNews/doDetail.aspx?id=200904030069 

24 記者王淑芬高雄報導：《政院通過地方制度法修正草案  高市府批偷渡》，中央

社，20081120。

http://www.cna.com.tw/SearchNews/doDetail.aspx?id=20081120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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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在於推動初期的溝通作業未盡完善，就倉促執行，以至於引

起各界紛擾爭議，對政府形象又是一大損傷。  

3. 橫向協調的阻礙橫向協調的阻礙橫向協調的阻礙橫向協調的阻礙：：：：本位主義與專業偏執本位主義與專業偏執本位主義與專業偏執本位主義與專業偏執  

在 3 都 15 縣政策的制訂上，各部會產生了不同調的問題，除了本

位主義的影響之外，專業的堅持更讓橫向協調難以達到結果。以《財

政收支劃分法》為例，財政部和主計處就發生意見相左而見諸新聞的

例子。原本行政院內已就財劃法進行協商，在 98 年 4 月時，政務委員

朱雲鵬已經指出：「行政院已舉行跨部會會議討論財劃法修法事宜，會

中確立幾項原則，中央釋出給地方的財源總額將比去年度增加九六三

億元，且在重新分配財源時，中央的部分業務會移撥給縣市政府，特

別是獲得升格的縣市，一定要承擔從中央移撥出去的業務。」 但時至

6 月底，中國時報的新聞又稱財政部和主計處意見大相逕庭。中國時

報的內容摘要如下：  

財政部在去年下半年已擬定「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草

案」，依照錢權下放原則，將營業稅全部納入中央統籌分配

稅款，預估可增加近千億元，同時將分配比例，改另訂公式

計算，也就是八十五％依照各縣市財政能力與財政努力分

配，十五％依照基本建設需求分配。但該草案卻遭主計處反

對，主計處認為，中央既釋出更多稅收到地方，地方也應負

擔更多原本中央支出的事項，例如中央長期補助縣市勞健保

費、教育人事相關支出等，應回歸由地方支付。未來中央與

地方的支出項目如何分配，將成為最大爭論焦點。 25 

從上述情形中不難發現，橫向協調是困難重重，一個事前已由政

務委員協商定調好的事，卻在事隔兩個月後又發生爭議，由此可知儘

管行政院內部已經協商有了方向，但各部會在執行過程中，仍會秉其

                                                
25 記者陳曉宜、邱燕玲、李欣芳台北報導：《五市搶錢  財劃法修法爭議焦點》，自

由時報，20090630。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9/new/jun/30/today-fo3-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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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立場爭執不下。  

 

4.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3 都 15 縣發生橫向協調的基本問題，在外部面相為法令疑義和組

織生存，法令需要更新修正，影響層面廣，因此事關己身權益的個人

或組織皆會反應，像台北縣長周錫瑋的反對，以及高雄市長陳菊的抱

怨就是。地方政府有意見，原本就可以透過管道事前溝通，但 3 都 15

縣的問題，卻常常是地方首長向媒體發聲，成了炮打中央的現象。中

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間的溝通出現了缺失，同樣的，在行政院內部，也

因主管單位的本位主義和專業立場不同，發生爭議，財政部和主計處

在修正《財劃法》上，就明顯的各有堅持。雖然行政院內部，也有溝

通協調機制，一如當時的政務委員朱雲鵬，其實已經為跨部會的事務

做過協商也定了調，但事後不同的部會卻又在新聞媒體中，呈現出行

政院內部意見相左之事。由此可知，橫向協調不只是設立一個機制就

能夠達成結果，事後的控管和追蹤也相當重要，否則就像財政部和主

計處一樣，因專業立場不同，結果是在新聞當中論戰，雖然真理越辯

越明，但內部的爭議被當成新聞報導，反而曝露了政府內部的衝突和

矛盾。由此可見，橫向協調的問題，不只是外部增生的事務，內部權

益的角力和立場堅持，往往更是嚴重干撓橫向協調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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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大陸學歷開放大陸學歷開放大陸學歷開放大陸學歷開放  

大陸學歷開放政策，歷經了李登輝總統、陳水扁總統都未能有重

大的突破，探究原由，政治意識形態干擾是主因，以至於在擬訂相關

辦法時，行政部門總以受阻在法令修正的問題上為理由，政府部門對

外發言時，最常用到的語彙，不外乎就是「正在研擬中」。例如陸委會

在 97 年 9 月發布新聞稿指出，「關於『大陸學歷採認』政策，教育部

與相關部會正在研擬中，對於社會各界所關注的問題，均已列入規劃

參考。」26   因此，法令疑義取代了政治因素，成為跨部會協商時最

佳的藉口。  

    法令上的限制，讓政策無法推展由來已久，原本採用大陸學籍的

發展是從根據兩岸人民關係條例，教育部爰於 86 年 10 月 22 日訂定發

布大陸地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明定大陸地區學歷檢覈採認對象、

條件及程序等，並依該辦法之授權規定，於 86 年 10 月 24 日公告 73

所大陸地區高等學校認可名冊。然而，當時監察院對於教育部大陸學

歷採認之決策過程則提出糾正，結果，原公告之認可名冊從此未被採

用，該辦法也就無限期擱置迄今。27 

  大陸學歷開放，反對意見相當多，擔心假學歷的有之，反對大陸

醫學認證的有之。98 年 5 月期間，立法院就「開放陸生來台就學及大

陸學歷採認政策規劃案」進行報告審查時，還發生反對黨把議事廳反

鎖，迫使會議停擺的插曲。 28 

除了反對意見外，也有擔心冒然開放風險的觀點，像是台灣團結

                                                
26 陸委會有關「大陸學歷採認」之說明：新聞稿，行政院大陸委員會，20080924。 

27 董保城：《兩岸學術交流對台灣的衝擊：學歷承認與學者聘任》，公共政策論壇，

20081121。  

28 記者陳舜協、李明宗台北報導：《立院教育文化委員會議室被反鎖  議事停擺》，

中央社，2009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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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秘書長林志嘉曾表示，台聯不完全反對開放承認中國學歷，但中

國學歷是否能考台灣各種證照、參加公務人員考試，應明確規範，並

訂定配套，嚴格執行。而台聯會主席黃昆輝也曾表達意見：「要不要承

認大陸學歷，不是教育部的職責，也不是陸委會的權限，而是要陸委

會出面與教育部等相關部會協商訂出政策後，交由教育部執行。」 29   

以黃昆輝的說法來分析，要開放大陸學歷，至少要有陸委會來背書，

更不用說涉及醫事的衛生署，也要提供相關意見，因此，大陸學歷開

放涉及的部會有增無減，對於橫向協調無形中是增加了很多變因和阻

礙。  

1. 背景概述背景概述背景概述背景概述  

  大陸學籍政策始末是根據民國八十一年九月十八日實施的「兩岸

人民關係條例」規定，台灣地區人民前往大陸地區就學採報備制，而

大陸學歷之採認及檢覈辦法由教育行政主管機關訂之，也就是說關於

大陸學歷之採認及檢覈辦法，只需要由教育部訂之，因此教育部必須

妥善規劃，30   然而牽涉到兩岸問題其相關單位便涉及陸委會，而醫

事方面則關人民的健康安全，衛生署也扮演其中重要的角色，因此這

項政策牽涉層面越廣，橫向協調層次越多，就越容易受到阻礙。  

  政策背景起因為馬英九在 2008 年競選總統時，於教育政見明確提

到：「擴大兩岸學術及教育交流，展布新局，凝聚共識，為將來推動

大陸學歷採認政策奠基」，此已為陸生來台留下伏筆。在上任後，各

部會因此積極為陸生來台作準備，從法令的修訂、公聽會的舉辦，可

知政府施行決心。然而，開放大陸學歷採認，歷經了十餘年都沒有進

展，行政部門難免因襲舊有原則和慣例，在法令限制上研議多時，導

致這項政策的推展遇到阻礙和延宕。  

 

                                                
29 記者江今葉：《黃昆輝：陸委會角色定位屬協調非執行本質》，中央社，20080609。 

30 劉性仁：《教育部應妥善規劃關於大陸學歷承認》，今日新聞，2009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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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協調問題界定協調問題界定協調問題界定協調問題界定─法令疑義法令疑義法令疑義法令疑義  

  隨著兩岸三通的逐漸解禁，兩岸問題已非新生事務。然而「大陸

學籍」的開放的政策，則是延宕多年，探究原因，法令始終未能鬆綁，

實為阻礙學歷開放的基本因素，因此，本問題的性質界定其為法令疑

義。雖然已有法定明訂由教育部處理大陸學歷開放事宜，但相關法令

不明確導致涉及的部會層面廣，又政治意識形態的干擾，以至於在法

令修正上，各部會相互推拖，關於開放大陸學歷，就有以下各種規範：
31 

(1) 修正兩岸人民關係條例第二十二條及大學法、專科學校法等案，

並修正「大陸學歷檢覆及採認辦法」。  

(2) 教育部審議大陸高校承認名單。  

(3) 大陸學歷採認之權責單位或採認方式等。  

(4) 大陸來台學生招生辦法、招生簡章、招生系所與招生名額等準則。 

(5) 大陸來台學生之收費標準、輔導管理、醫療保險、成效訪視等規

範。  

(6) 其他涉及陸生來台後之權利、義務或出入境等規定事項。  

  此政策跨部會協調眾多，教育部對外發言時，總不忘提到涉及的

部會之多，協商溝通之重要，例如教育部長鄭瑞城在 97 年 5 月就指出：

「中國大陸學生來台及中國大陸學籍採證，總體方向可朝從嚴到寬、

逐年開放的方向，但仍須和陸委會討論研商後才能確定」。 32   為辦

理大陸高等學校學歷採認及陸生來台就讀事宜，教育部於 97 年 6 月邀

集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內政部、行政院衛生署、國家安全局、財團法

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及本部等機關代表，組成陸生來台就讀及開放大陸

                                                
31 李建興：《大陸學歷採認後的招生策略》，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20081225。  

32 記者陳蓉台北報導：《開放中國學生來台  教長：從嚴到寬逐年開放》，中央社，

2008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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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採認專案小組，其下並另設方案推動小組，就有關議題進行研議。

一個政策需要跨部會協商原也正常，但問題就在於，各部會一直卡在

協調過程中，而未能有大幅進展。  

  97 年 12 月，行政院院會通過「兩岸人民關係條例修正法案」，開

放招收大陸學生來台就讀大專院校及放寬大陸學歷採認，行政院長劉

兆玄表示，政府將採「三限六不」原則，審慎推動。 33「三限六不」

原則包括：  

（1）限制採認之高等學校：約僅認可學術聲望卓著，辦學品質績優之

大陸地區高等學校。  

（2）限制來台陸生總量：全國招收大陸地區學生總數將有所限制。據

報導將佔我國大學招生數的百分之 0.5 至百分之一，即每年約為一千

至二千名。  

（3）限制醫事學歷採認：限制大陸地區所有涉及我國醫事人員證照考

試之學歷採認。  

  所謂「六不」原則是指：  

(1) 不加分優待：陸生來台就讀或考試均不給予加分優待。至於如何

招生問題，據猜測方法是：仿照僑生招生辦法在港澳辦理招生、

或參加我國大學學測或指考、或由各大學依據核定名額自行辦理

招生。  

(2) 不會影響臺灣學生就學權益：陸生來台就讀之管道不同於臺灣學

生，即採外加名額，雖然如此說法漂亮，實際上每系每組招生人

數仍會有所影響。  

(3) 不編列獎助學金：政府不編列預算作為陸生獎助學金。但各大學

或社會團體提供的獎助學金不在此限。  

                                                
33 記者李佳霏台北報導：《政院通過陸生來台  劉揆：採三限六不原則》，中央社，

2008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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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允許校外打工或兼職：陸生必須符合來台就學目的，不得於校

外打工或兼職。但校內打工或協助教授從事專案研究助理，應不

在此限。  

(5) 不會有就業問題：陸生停止修業或畢業後不得續留臺灣，這種情

形以僑生為多，情況特殊。  

(6) 不得報考公職人員考試：大陸地區人民依法不得報考我國「公務

考試」與「專門職業及技術考試」。  

  在承認大陸學歷和陸生來台的議題上，主要的問題如下：  

(1) 大陸假學歷問題；  

(2) 是否可考公職的問題；  

(3) 台灣學生可能流失問題；  

(4) 認證不溯既往；  

 

  基本上，在大陸學歷採認和陸生來台政策這部分，教育部、陸委

會和相關部會存在著橫向協調的機制。例如教育部接受衛生署建議，

初期不開放採認大陸地區涉及證照考試的高等教育醫事學歷。衛生署

葉金川也曾在立法院堅定表示絕不開放大陸學歷醫事認證。34   而陸

委會表示將與相關部會審慎研擬具體可行作法並且逐步推動。35   由

此可知，雖然在一開始總統馬英九宣布，最快在明年承認大陸學歷，

開放陸生來台，但教育部卻未提出規劃以及配套措施，導致反對聲浪

四起。後來由於總統表達要貫徹執行的意志，才使得教育部與陸委會

的協調，以及衛生署對於陸生來台的建議都能夠有一致的方向，進而

                                                
34 記者江今葉台北報導：《大陸醫事學歷認證？葉金川：絕不開放》，中央社，

20090323。  

35 記者李明宗台北報導；《陸生來台與採證對岸學歷 教部有初步方案》，中央社，

2008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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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了「三限六不」的原則。  

3. 橫向協調的阻礙橫向協調的阻礙橫向協調的阻礙橫向協調的阻礙  

(1) 本位主義  

  以下就大陸學歷開放在橫向協調上的進行更進一步的說明。首

先，以本位主義來看，由於開放陸生來台牽涉到兩岸關係以及台灣高

等教育的發展，因此其權責落在陸委會及教育部是相當明確，並且有

關大陸學歷承認之法規依據部分，清楚說明「台灣地區人民與經許可

在台灣地區定居之大陸地區人民，在大陸地區接受教育之學歷檢覈及

採認辦法，由教育部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後發布之。」並未有「議

題範疇的不確定性」。  

  而陸委會於 2008 年 9 月 24 日的新聞稿也指出其立場為「適度採

認大陸高等教育學歷，符合高等教育國際化、多元化開放趨勢，亦有

助取得大陸地區大學學歷之臺生返臺繼續升學或就業，使人才回流。」

由此可看出在大陸學歷開放的政策方向上，有建立起「教育部擬訂，

陸委會協商」的共識。而由於「對政策管轄領域的高度敏感性」，因此

陸委會在新聞稿中亦表示，「政府對於大陸高校學歷的採認，將有嚴謹

的評估及驗證措施，針對大陸高校學術水準進行評估，訂定適度採認

門檻，並嚴格進行學歷證件的驗證程序，以防範弊端，務使採認政策

有效執行。」以及，「政府部門在研處相關教育開放政策時，將會秉持

『循序漸進』的原則，審慎研擬具體可行的作法逐步推動。」因此，「三

限六不」的原則也應運而生。  

  教育部則出於推動學歷開放的考量，指出前教育部長吳京在一九

九七年十月公告『大陸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當時採取溯及既往，遭

監察院糾正，有了前車之鑑，因此教育部目前傾向不溯及既往，必須

等到立法院修正通過相關法令並公布生效後，進入大陸唸書的學生，

學歷才能獲得採認。36   不溯及既往的言論一出引起輿論譁然，台灣

                                                
36 曾志超：「台灣利益是大陸學歷是否採認的唯一標準」，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2009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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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大陸青年學生發展協會發表公開聲明，表達強烈不滿  ，揚言「將

採取最激烈的抗爭行動」，表達台生憤怒。 37   為此，教育部強調有

補救措施，辦法公布前已就讀符合採認規定的大陸大學或已畢業者，

教育部擬辦同等學力考試補救。 38 而陸委會發言人劉德勳表示，「陸

委會」尊重，「教育部」的專業規劃，對於不同意見的表達，相信「教

育部」也聽到了，「陸委會」對此沒有特別意見。 39 

  根據以上教育部與陸委會在本位主義上之考量，可看出教育部由

於先前溯及既往的原則被監察院糾正，加上當時政經環境時空的考

量，導致開放陸生學歷的政策延宕至今，因此政策走向更正為不溯及

既往的原則，而以取得大陸學歷者，將擬出補救辦法。陸委會對於大

陸學歷開放則是持肯定的立場，只是政策推動的過程必須審慎研擬可

行方案，逐步進行。因此，可看出在本位主義上，雖然教育部與陸委

會各有其考量，但是在橫向協調上，大致的方向相同，並無損及互相

利益，並未產生嚴重的摩擦與阻礙。  

(2) 資訊落差  

  開放大陸學生來台政策，一度發生教育部和中央政策不同調問

題。教育部長鄭瑞城上任時曾公開表示，開放大陸學生來台就學必須

謹慎，第一批陸生到台灣可能是三年後的事。但是，行政院對外宣布

明年就開放大陸學歷，等於讓陸生來台政策「大躍進」！ 40 對此，教

育部卻三緘其口，低調表示「漸進開放、配套完成。」至於配套和相

                                                
37 記者林志成台北報導：《鄭瑞城：採認大陸學歷  不溯既往》，中國時報，

20090505。  

38 記者陳智華台北報導：《大陸學歷不溯既往  不准在職生》，聯合報，20090505。 

39 記者李仲維：《採認大陸學歷不溯及既往 陸委會：尊重教部》，中評社，

20090511。  

40 韓國棟、江慧真台北報導：《行政院大躍進明年起開放陸生來台就學》，中國時

報，2008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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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細節，教育部不願公布，只表示相關修法，將列為立法院本會期的

優先法案。41   由此事件可以看出，行政院的立場明確，但教育部則

有所隱匿，在資訊提供部分，並未盡其詳形成落差。  

 「開放陸生來台」是一個爭議很大的議題，不但學生會擔心在台灣

的教育資源是否受到排擠，且大陸假學歷的問題也是議論紛紛，如何

認證、多少名額、有甚麼配套，教育部表示仍在研議，還沒有定論。

由此可看出資訊落差的障礙，影響政策執行的過程，不僅引發外界輿

論疑慮，朝野間的對立也越強烈，因而造成政策上的執行困難與延宕。 

  目前，由於在馬英九總統已明確宣示我國將於明年採認大陸學

歷，教育部則根據總統的指示，成立專業小組並積極研議，在與陸委

會協商後，並採納衛生署的建議而定出「三限六不」的原則。曾志朗

政務委員也指出，開放大陸學歷的內部協調基本上是沒有問題，兩岸

特別條例越來越寬鬆，朝著開放的方向發展，而目前的阻礙卻是在立

法院內部。  

 

(3) 專業偏執  

  本個案基本上，橫向協調機制存在，而且也尊重專業意見，像是

教育部就接受衛生署的意見，在醫學學歷部分做了規範。教育部公佈

「廣義的醫學學歷」，包括中西醫、牙醫、護理、藥師、醫檢師等，不

論讀哪校都不採認，理由是擔心開放後會衝擊國內的相關就業市場。

不過，輿論上仍有質疑之聲，反對教育部限制醫學認證的人士認為，

大陸中醫教育的發展領先全世界，中醫訓練比台灣還要嚴格，若是在

中國受過嚴謹中醫教育的台灣學生能夠回台服務，將有助於台灣的中

醫水準。但歸根究底，教育部會做出醫事學歷不承認的決定，除了尊

重衛生署的專業建議外，任何人也都知道外部原因，其實就是國內的

醫學團體反對意見很堅定，因此，台灣的醫療組織對政策走向施壓終

                                                
41 《教育界最新消息：明年開放陸生  教部低調  不說配套及細節》，中廣新聞網，

2009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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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勝利。  

4.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開放大陸學歷政策的發展，從一開始教育部與行政院的口徑不一

致，到後來教育部與陸委會有共同的政策方向，朝著大陸學歷開放進

行協商，共同研擬相關配套措施。於 2008 年 10 月 24 日修訂相關法規，

延長大陸學生來台短期研修期限，由四個月延長為一年，2008 年第一

學期共有 820 名大陸學生來台進行短期研修，其中有 24 名即為研修一

年。  

根據行政院已送到立法院的學歷採認清單，則有約近四十所大陸

的頂尖大學，多數是大陸的「211 工程」建設的知名大學，如北京大

學、北京清華、上海復旦等，再加上一些個別專業上學校如中國美術

學院。並且教育部也研擬七類絕對不予採認的學歷，包括：未經正式

入學管道，函授、遠距教學、自學考試取得的學歷；分校或獨立學院、

或在文革期間取得的學歷；醫事人員相關學歷；及兼讀、在職進修取

得的學歷等。  

在預防假學歷問題的措施部分，跨部會協調已然成形。學歷認證

除了採「雙證制」，即同時採認學校及中國大陸教育部所發給的學位、

學歷證書，未來教育部將規劃成立「大陸高等教育採認審議會」，由

23 到 29 人組成，成員來自教育部、陸委會、國安會、大學代表及各

領域專家學者，底下設「學歷查證」、「學力甄試」及「高等學校認可

名冊審議」三個小組。  

由開放大陸學歷政策發展過程中，則可看出起先由於各部會以法

令限制為由，在橫向協調上造成阻礙，而在傳遞資訊時，又常有隱匿

形成資訊落差，導致一項政策有兩種說法，行政院宣布會開放大陸學

歷，而教育部卻無法提出相關配套措施，造成此項政策的諸多爭議。

而後馬英九總統則有明確的策方向，認為開放大陸學歷能夠有效解決

目前國內招生不足的問題，以及改善產能過剩，並且大學教育應注重

廣博，讓年輕人能夠在大學時代就進行兩岸的交流，增加良性競爭。

因此，教育部與陸委會在開放大陸學歷政策的橫向協調上能夠順利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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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陸委會採循序漸進的原則，而教育部則著重在台灣學生的權益不

受到影響，在各自的專業領域上，採開放的大目標進行協商討論，減

少橫向協調上的摩擦與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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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  三聚氰胺毒奶事件三聚氰胺毒奶事件三聚氰胺毒奶事件三聚氰胺毒奶事件  

中國大陸發生三鹿奶粉含三聚氰胺事件，消息傳回台灣引起恐慌，媒

體以毒奶事件稱之。這是一個新生事務，原本行政院跨部會擬出對策，

但隨著事件發展卻越演越烈，終至檢驗標準出現一日數變的情況，導

致政府威望盡失，因此，本個案的基本問題界定在法令疑義上，至於

在運作過程中，各部會仍有本位主義和專業偏執有待檢討。  

 

1. 背景概述背景概述背景概述背景概述  

2008 年 9 月 11 日上海東方早報的新聞標題「甘肅十四名嬰兒疑

喝三鹿奶粉致腎病」爆發了三鹿奶粉在原料及品質控管上的弊端漏

洞。中國甘肅全省共發現 59 例腎結石患兒，部分患兒已發展為腎功能

不全，同時已死亡 1 人，由於台灣與中國貿易往來關係密切，此新聞

立刻引起台灣人民的集體關注。翌日，傳出遭到汙染的三鹿奶粉透過

台紐乳品公司〈目前已更名為「模里西斯商新西蘭乳品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向台灣進口 25 噸的三鹿奶粉，造成台灣人民的恐慌。42   

14 日，行政院長劉兆玄召集相關部會研擬後續因應對策，劉揆不僅要

求即日起禁止進口所有三鹿牌產品，對於其他中國進口的乳製品，也

要嚴格把關，一定要檢驗合格，才能在台販售。 43 

   然而問題卻接踵而至，幾乎每天都有新的狀況發生，例如金車公司

自行宣佈伯朗咖啡驗出三聚氰胺，該產品金車公司負責下架回收。此

一突發狀況，曝露行政院未能通盤掌握時局和情況的缺失。後續又因

檢驗標準的未能始終如一，導致政府威信大受質疑，也就是檢測三聚

                                                
42 甘嘉雯、許俊偉綜合報導：《三聚氰胺非必檢  消基會：全面嚴檢大陸食品》，中

國時報，20080914。  

43 顏瓊玉、張子嫻、張翠芬台北報導：《即起封殺三鹿產品  大陸銷台乳製品  我逐

批查核》，中國時報，2009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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氰胺從 0ppm 改為不得超過 2.5ppm，雖然衛生署以專業考量做出決

議，但在通報行政院過程中出現嚴重瑕疵，據報載衛生署舉行記者會

公佈新的檢驗標準，連行政院長都不知情，聯合報刊登了標題為「要

命的 2.5ppm 馬劉事前不知情」、「前晚閉門議價  先別公布！官員攔不

了署長」 44   等新聞，檢討政府的問題所在。  

 

2. 協調問題界定協調問題界定協調問題界定協調問題界定─法令疑義法令疑義法令疑義法令疑義  

  毒奶事件中所謂的法令疑義，最基本的是三聚氰胺本來就不在檢

驗項目中〈三聚氰胺不屬於可添加於食物中的物質〉，所以並未列入檢

驗名單之內。任誰也沒想到，中國竟然會發生牛奶供應商，為了提高

乳含量而作假，添加了不屬於食品的三聚氰胺。因此，依照原有的檢

驗標準，原本就檢測不出來。雖然衛生署已經做了說明，但專業的說

明不能化解一般民眾的疑慮，導致問題一個接一個發生。為了消弭毒

奶事件的恐慌，衛生署因此訂出新的檢測標準，但可惜的是，竟然後

續出現標準前後不一問題，最後導致當時的衛生署長林芳郁下台。  

  該事件一開始，行政院內的確存在橫向協調機制，當時的行政院

長劉兆玄召集相關部會研擬後續因應對策，不僅要求即日起禁止進口

所有三鹿牌產品，對於其他中國進口的乳製品，也要嚴格把關，一定

要檢驗合格，才能在台販售。 45   2008 年 9 月 17 日，中國大陸公布

二十二家嬰幼兒奶粉品牌檢出三聚氰胺，行政院長劉兆玄緊急召集跨

部會研商，緊急召集副院長邱正雄、秘書長薛香川、衛生署長林芳郁、

陸委會主委賴幸媛、經濟部次長鄧振中等相關部會首長，作出四大決

議：即日起全面禁止中國二十二家乳製品商進口、經濟部從嚴查核流

                                                
44 記者陳惠惠台北報導：《前晚閉門議價  先別公佈！官員攔不了署長》，聯合報，

2008/09/26。  

45 顏瓊玉、張子嫻、張翠芬台北報導：《即起封殺三鹿產品  大陸銷台乳製品  我逐

批查核》，中國時報，2009/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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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已進口部分全面下架禁止販售、兩岸就食品安全進行協商。46   此

外，將透過海基會求助於海協會，請求協助查明毒奶粉的流向。而衛

生署則無預警宣布克寧與雀巢等十七家自中國進口乳製品的供應商即

日起暫停銷售，待業者提出食品安全證明並確認才解禁。然而這項宣

佈，行政院立即面臨進口商的抗議壓力，短短三小時後，又同意只有

克寧與雀巢可正常上架販賣。業者抱怨，衛生署無預警宣布停售將對

品牌形象造成很大傷害。 47 

  毒奶事件，基本上涉及的是各項法令，包括了食品衛生，進出口

貨物檢驗等等，要處理的事務可謂千頭萬緒，而隨著新聞媒體的炒作，

以及突發的「金車咖啡事件」的發生，行政院每天都忙著應付新的狀

況。  

  從新聞報導中，不難看出，行政院有開不完的跨部會處理會議和

對策，例如「劉揆也裁示立即成立跨部會小組，由衛生署長林芳郁擔

任召集人，成員包括經濟部、農委會、陸委會、消保會、法務部、內

政部、財政部及新聞局相關部會副首長來處理後續事宜。」；48 「為

了安撫民心，衛生署在二十三日宣布，即日起六個月內，曾吃到或喝

到毒奶粉或毒奶精等相關製品的民眾，若有身體不適症狀，可至衛生

署所屬二十三家署立醫院免費進行身體檢查，免掛號費、免部分負擔，

各署立醫院即日成立「腎結石特別門診」，為民眾健康把關。」 49 

但整個事件的危機處理，最後在三聚氰胺檢驗標準版本一變再

變，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綜合之論，政府一開始接到通報

                                                
46 江慧真、黃天如、黃馨儀台北報導：《22 家大陸乳製品  全面禁進口》，中國時

報，20080918。  

47 葉正玲台北報導：《送檢無毒  雀巢克寧敗部復活》，中國時報，20080918。  

48 張翠芬、江慧真台北報導：《含陸製植物性蛋白  奶精及乳品  全下架》，中國時

報，20080924。  

49 張翠芬台北報導：《半年內署醫免費檢查腎結石》，中國時報，20080924。  



第四章  我國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問題案例解析 

 113 

後採取最嚴格的標準，也就是大陸進口的奶粉或奶製品全面下架，後

又規定只要驗出有三聚氰胺，商品就下架。不料，嚴格的標準卻未能

堅持到底，2008 年 9 月 24 日，衛生署公布奶製品的檢驗標準，三聚

氰胺從 0ppm 改為不得超過 2.5ppm，此舉引起輿論譁然，以致於當時

的林芳郁署長 25 日請辭獲准。  

3. 基本問題基本問題基本問題基本問題  

整理毒奶事件的發展，基本問題如下：  

(1) 技術問題：進口貨物檢疫把關是技術問題，50 本身就有困難所在。 

(2) 標準問題：全面下架的檢驗標準前後不一，也就是 9 月 23 日，要

求有問題的奶製品全面下架，隔天又公布新的檢驗標準，引起反

彈。林芳郁下台，葉金川接任，以「零檢出」為原則，又引起後續

問題，包括「2.5ppm 只是暫行標準」 51   的說話都出現。葉金川

還自嘲：「零檢出是外行話。」 52 

(3) 產業問題：包括金車布朗咖啡、麵包業、糕餅業；克寧奶粉等一般

民生常接觸的奶製品產業，皆受到影響，連大賣場都受衝擊，再加

上民眾接收到媒體給予的毒奶帶來的嚴重傷害，造成民眾因為誤食

而群體恐慌。  

  至於林芳郁署長下台後，聯合報刊登了標題為「要命的２ .5ppm 

馬劉事前不知情」、「前晚閉門議價  先別公布！官員攔不了署長」53 

等新聞，檢討政府的問題所在。自由時報的標題則為「改 2,5ppm／劉

                                                
50 《蘋論：政府太混》，蘋果日報，20080915。  

51 記者王昶閔、項程鎮台北報導：《毒奶「暫行標準」 適法性惹議》，自由時報，

20080926。  

52 記者施靜茹台北報導：《葉直言：零檢出是外行話》，聯合報，20081003。  

53 記者陳惠惠台北報導：《前晚閉門議價  先別公佈！官員攔不了署長》，聯合報，

2008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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揆知情否  政院兩版本」 54 三聚氰胺檢驗標準，從最嚴 0ppm，變成

2.5ppm，雖然是衛生署的專業決定，但明顯未能符合一般社會視聽觀

感。  

  綜合上述媒體資訊，政府部門一開始橫向協調是存在的，但涉及

到各自的專業時，則顯現出各部門在專業考量上不同的見解，以衛生

署為例，公布三聚氰胺檢驗標準時，落入了專業偏執的窠臼中。也難

怪林郁方下台時有此感嘆：「毒奶不嚴重，該相信專家。」55   以下

將更進一步說明毒奶事件在橫向協調當中出現的障礙。  

4. 橫向協調的阻礙橫向協調的阻礙橫向協調的阻礙橫向協調的阻礙  

(1) 資訊落差  

 毒奶事件的處理存在很明顯的資訊落差。衛生署二十二日因金車

三合一飲品奶精含有三聚氰胺，當日宣布禁止所有中國奶粉和奶製品

進口，防堵毒物源頭。然而，財政部與海關卻出現不同說法。財政部

次長曾銘宗表示，衛生署已發文要求「全面暫停受理報驗」；但財政

部關稅總局徵課處卻表示，衛生署「沒有叫我們禁止進口」，但要求

加強邊境管制。56   由此可看出由於在政策個案的協調工作時，並無

制式的協調運作規範，常常是透過非正式管道來進行溝通協調，並且

當溝通的層級不同時，會造成資訊的延滯，錯過立即改善或更正的時

機，因此跨部會的決議與運作會出現時間上或認知上的誤差。如三聚

氰胺的後續發展而言，衛生署每天都有不同的新指示，之前送的公文

                                                
54 記者邱燕玲、王寓中、王昶閔台北報導：《改 2.5ppm／劉揆知情否  政院兩版本》，

自由時報，20080926。  

55 記者施靜茹台北報導：《下台感言  林郁方：毒奶不嚴重  該相信專家》，聯合報，

20080927。  

56 記者鄭琪芳、曾慧雯、楊雅民、王昶閔綜合報導：《堵中國毒奶  海關：衛生署

沒下禁令》，自由時報，2008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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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隔天就作廢，就會發生即使收到公文，也無法掌握即時的政策資

訊，形成在溝通合作上的困難。  

而資訊落差問題也凸顯在政務官與事務官之間。由於衛生署未明

確制訂食品資訊公開揭露規範，每當食品中驗出三聚氰胺時，基層人

員忙得人仰馬翻，而衛生署的標準卻又一改再改，讓地方消保官和基

層衛生人員用不清不楚的規定去面對消費者和業者。雖然事務官在資

訊擁有上佔有優勢，卻受限於單位層級不同，而無法即時反應，以及

在突發情況之下，事務官根據政務官的標準行事，往往不合當前真實

情況，使得效率低落，又無法解決社會問題。57   例如由於衛生署在

橫向溝通上的資訊落差，因而一再更改三聚氰胺的檢驗標準，顯示出

政府的效率不足，以及跨機關間的資訊無法有效的溝通，才會造成上

述提及的中央與地方標準不同的情況發生。  

(2) 專業偏執  

  在專業偏執方面，可從衛生署放寬三聚氰胺的標準看出其對於專

業的執著。毒奶事件爆發初期，雖然衛生署解釋了「三聚氰胺」是一

種白色、無味的化工原料，不可添加於食品，因此在原有的法令上並

沒有三聚氰胺的檢測標準。但這樣的解釋，反而讓新聞媒體有炒作空

間，誤以為政府沒有把關。畢竟專業的講解未必能讓大眾理解，衛生

署缺乏的是有「技巧」的將問題導向正面解釋，以原有法令沒有規範

為由，難免有缷責之嫌。  

  後續發展雖然衛生署發現，食品加工物從「實證經驗」而言，難

免在過程中偶會遭到污染，因此，認為三聚氰胺要驗測零 ppm，是有

困難的，包括了現有的器材和技術，都很難達到標準，各家實驗室使

用液相層析法  (HPLC)的儀器檢驗，儀器極限值是 2ppm，也就是要零

檢出無法達成。58   於是，衛生署參考國外的標準，決定冒被批為朝

                                                
57 張翠芬台北報導：《三聚氰胺標準從嚴  專家：別再改了》，中國時報，20081006。 

58 記者韋麗文台北報導：《低於 3.5ppm 三聚氰胺儀器驗不到了》，聯合晚報，

20081006。  



強化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機制之研究 

 116 

令夕改之風險，大膽對外宣佈新的檢測標準。但專業的不敵業餘，新

的標準見諸媒體後，遭到各方批評。最後，因輿論撻伐訕笑，導致當

時的衛生署長林芳郁下台。而他在離職後，仍然堅持他所秉持的專業

原則，呼籲大眾要相信專家。  

  專業考量，原本無可厚非，但專業堅持，其實可以有轉圜餘地，

也可以商議。接任林芳郁的新任衛生署長葉金川，則懂得用比較有轉

圜空間的用語，以「檢出」和「未檢出」三聚氰胺，來規範新的標準。

可見，同一件事，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來呈現。  

5.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檢討毒奶事件，基本上是危機處理不當，除了外在因素不斷有突

發狀況發生外，政府部門的作為反反覆覆，也提供了新聞媒體炒作題

材，結果一個危機未平，卻演變成了眾多危機。至於橫向協調，其實

不只是需要一個制式的機制，也需要一個監控的流程。才不會發生衛

生署發佈消息，行政院長被蒙在鼓裡。  

回顧毒奶事件，行政部門的運作，顯得太過制式化，一開始制式

化的召開跨小組會議，再做出了制式化的回應，卻忽略了外在環境遽

變，以至於突發的「金車伯朗咖啡」像核爆一般，一發不可收拾。因

此，監控機制實有必要，至於要避免這類危機再次發生，除了橫向協

調機制需要存在之外，非正式的溝通管道也要建立，而行政院或各部

會要發佈消息前，更需要有一個機制去監控，也就是各部會的資訊，

至少要向行政院秘書處匯報，或通知新聞局，而當情況緊急時，更要

要建立一個熱線，讓各部會的訊息能夠順利傳遞，進而整合出完善的

資訊提供給新聞媒體和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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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我國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問題調查分析我國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問題調查分析我國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問題調查分析我國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問題調查分析  

本章之主要目的在報告本計畫之問卷調查結果。由於為對行政院

所屬各主要行政機關的橫向協調狀態能有一更全面性的認識和瞭解，

本計畫業已於 98 年 11 月至 12 月期間經行政院研考會之協助，對行政

院轄下所有二級行政機關(計 37 個行政機關，請見表 1-4)之所有主要

業務主管同仁進行一項問卷調查，以瞭解各部會主要業務主管同仁在

進行橫向協調時所常採用的協調機制、信息溝通工具、協商議題和內

容，以及當其與其他行政機關在進行橫向協調時所遭遇的問題及障礙

等情形。  

本計畫問卷調查的對象為行政院所屬轄下 37 個行政機關之一級

單位主管同仁，共計發出 404 份問卷，回收有效樣本 388 份，回收比

例 96.04%。就所有有效樣本之背景資訊而言，其幾乎是按行政機關單

位及規模之大小而完整涵蓋所有政事別(請見表 5-1 與圖 5-1)；樣本所

屬之行政層級則亦呈常態分佈於一至三級的行政機關之中(請見表 5-2

與圖 5-2)；樣本之工作性質則是以決策與幕僚皆涵蓋的工作最多

(43.6%)、業務 /決策工作次之 (38.1%)，幕僚 /行政工作較少 (17.0%)(請

見表 5-3 與圖 5-3)；樣本所屬之單位規模則是以 51 人以上者最多

(44.3%)(請見表 5-4 與圖 5-4)；樣本之職級是以簡任官為主(95.4%)(請

見表 5-5 與圖 5-5)；樣本之性別男性占 80.2%、女性 18.8%(請見表 5-6

與圖 5-6)；樣本之年齡是以 50~59 為主(56.4%)(請見表 5-7 與圖 5-7)；

樣本之學歷則是以碩士學歷為主(55.4%)(請見表 5-8 與圖 5-8)。總之，

由受訪者基本資料顯示，本問卷之填答對象主要為行政院轄下所有機

關之高階行政主管，亦是最可能肩負政務協調工作之成員，其意見反

映應具有相當之代表性，將可有效呈現當前中央行政機關間的橫向協

調狀態。  

本計畫問卷調查除瞭解填寫同仁及其所屬行政單位之基本資料之

外，其最主要之目的係針對中央行政機關間的橫向協調狀況做一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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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瞭解與分析。為能瞭解中央行政機關間的橫向協調狀況，本計畫

問卷調查的核心部分有二，即「橫向協調狀況調查」與「橫向協調認

知調查」等兩個部分  (問卷請見附錄十一 )。在「橫向協調狀況調查」

部分，其題項設計的主旨是在瞭解行政院轄下各主要行政機關業務主

管同仁在進行橫向協調工作時所面對的情境與狀態，俾能對其所採用

的協調機制、信息溝通工具、協商議題和內容，以及所遭遇的協調問

題及障礙等能有一系統性和一般性的理解，故其題項的設計多數是以

類別題項複選題的方式呈現。至於在「橫向協調認知調查」部分，其

目的主要是對橫向協調之概念進行理論建構，以檢證實證資料與理論

觀點之間的契合程度，故其題項的設計是以 Likert 五等分態度加總量

表之形式呈現。以下將分別依序報告上述兩大調查部分之統計結果，

同時亦將在本章最後一節以上述調查之資料為基礎，進行推論統計分

析，俾驗證行政機關及其同仁是否會因其基本屬性之不同，而有不同

的橫向協調狀況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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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5-1 樣本所屬之政務別樣本所屬之政務別樣本所屬之政務別樣本所屬之政務別  

業業業業管管管管政政政政務務務務

27 7.0 7.0 7.0

23 5.9 6.0 13.1

29 7.5 7.6 20.6

17 4.4 4.4 25.1

16 4.1 4.2 29.2

47 12.1 12.3 41.5

31 8.0 8.1 49.6

7 1.8 1.8 51.4

12 3.1 3.1 54.6

16 4.1 4.2 58.7

8 2.1 2.1 60.8

15 3.9 3.9 64.8

8 2.1 2.1 66.8

3 .8 .8 67.6

27 7.0 7.0 74.7

7 1.8 1.8 76.5

20 5.2 5.2 81.7

1 .3 .3 82.0

7 1.8 1.8 83.8

12 3.1 3.1 86.9

26 6.7 6.8 93.7

24 6.2 6.3 100.0

383 98.7 100.0

5 1.3

388 100.0

內政

國國與國國國國

外外及外務

經經

財政

外通及建設

教教及體教

法務

衛生福利

環境資源

勞勞

文化

大陸事務

少少民少

金金金理

公公外公

通訊通通

選選

人事

政策管考

科科發展

其其

Total

Valid

SystemMissing

Total

Frequency Percent Valid Percent

Cumulative

Per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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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管政務

業管政務

科科發展

人事

通訊通通

金金金理

大陸事務

勞勞

衛生福利

教教及體教

財政

外外及外務

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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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5-1 樣本所屬之政務別樣本所屬之政務別樣本所屬之政務別樣本所屬之政務別  

 

表表表表5-2 樣本所屬之行政層級樣本所屬之行政層級樣本所屬之行政層級樣本所屬之行政層級

行行行行政政政政層層層層級級級級

124 32.0 33.2 33.2

167 43.0 44.8 78.0

82 21.1 22.0 100.0

373 96.1 100.0

15 3.9

388 100.0

一級行政機關

二級行政機關

三級行政機關

Total

Valid

SystemMissing

Total

Frequency Percent Valid Percent

Cumulative

Per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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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層級

行政層級

三級行政機關二級行政機關一級行政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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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5-2 樣本所屬之行政層級樣本所屬之行政層級樣本所屬之行政層級樣本所屬之行政層級  

表表表表 5-3 樣本之工樣本之工樣本之工樣本之工作性質作性質作性質作性質  

工工工工作作作作工工工工工工工工

148 38.1 38.6 38.6

66 17.0 17.2 55.9

169 43.6 44.1 100.0

383 98.7 100.0

5 1.3

388 100.0

業務/決策單位

幕幕/行政單位

業務與幕幕工作皆業業

Total

Valid

SystemMissing

Total

Frequency Percent Valid Percent

Cumulative

Percent

 

 



強化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機制之研究 

 122 

工作工工

工作工工

業務與幕幕工作皆業業幕幕/行政單位業務/決策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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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圖圖圖圖 5-3 樣本之工作性質樣本之工作性質樣本之工作性質樣本之工作性質  

表表表表 5-4 樣本所屬之單位規模樣本所屬之單位規模樣本所屬之單位規模樣本所屬之單位規模  

單單單單位位位位規規規規模模模模

58 14.9 15.1 15.1

69 17.8 18.0 33.2

57 14.7 14.9 48.0

27 7.0 7.0 55.1

172 44.3 44.9 100.0

383 98.7 100.0

5 1.3

388 100.0

20人以下

20人～30人

31人～40人

41人～50人

51人以上

Total

Valid

SystemMissing

Total

Frequency Percent Valid Percent

Cumulative

Per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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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規模

單位規模

51人以上41人～50人31人～40人20人～30人20人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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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5-4 樣本所屬之單位規模樣本所屬之單位規模樣本所屬之單位規模樣本所屬之單位規模  

表表表表 5-5 樣本之職級樣本之職級樣本之職級樣本之職級  

職職職職級級級級

370 95.4 99.5 99.5

2 .5 .5 100.0

372 95.9 100.0

16 4.1

388 100.0

簡任簡

政務簡

Total

Valid

SystemMissing

Total

Frequency Percent Valid Percent

Cumulative

Per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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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級

職級

政務簡簡任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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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5-5 樣本之職級樣本之職級樣本之職級樣本之職級  

表表表表 5-6 樣本之性別樣本之性別樣本之性別樣本之性別  

工工工工別別別別

311 80.2 81.0 81.0

73 18.8 19.0 100.0

384 99.0 100.0

4 1.0

388 100.0

男

女

Total

Valid

SystemMissing

Total

Frequency Percent Valid Percent

Cumulative

Per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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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別

工別

女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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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5-6 樣本之性別樣本之性別樣本之性別樣本之性別  

表表表表 5-7 樣本之年齡樣本之年齡樣本之年齡樣本之年齡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11 2.8 2.9 2.9

63 16.2 16.5 19.4

219 56.4 57.3 76.7

89 22.9 23.3 100.0

382 98.5 100.0

6 1.5

388 100.0

30~39

40～49

50~59

60以上

Total

Valid

SystemMissing

Total

Frequency Percent Valid Percent

Cumulative

Per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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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

年年

60以上50~5940～493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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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5-7 樣本之年齡樣本之年齡樣本之年齡樣本之年齡  

表表表表 5-8 樣本之學歷樣本之學歷樣本之學歷樣本之學歷  

學學學學歷歷歷歷

4 1.0 1.0 1.0

101 26.0 26.3 27.3

215 55.4 56.0 83.3

64 16.5 16.7 100.0

384 99.0 100.0

4 1.0

388 100.0

大學以下

大學

碩碩

博碩

Total

Valid

SystemMissing

Total

Frequency Percent Valid Percent

Cumulative

Percent

 



第五章  我國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問題調查分析 

 127 

學歷

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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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5-8 樣本之學歷樣本之學歷樣本之學歷樣本之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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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橫向協調情況調查結果分析橫向協調情況調查結果分析橫向協調情況調查結果分析橫向協調情況調查結果分析  

以下按本計畫調查問卷 (請見附錄十一 )第一部分之題項逐一報告

其題目、統計結果與意涵說明：  

 

A1. 就您所業管之政務就您所業管之政務就您所業管之政務就您所業管之政務，，，，請問是否經常需要與其他行政機關進行政務請問是否經常需要與其他行政機關進行政務請問是否經常需要與其他行政機關進行政務請問是否經常需要與其他行政機關進行政務

之橫向溝通與協調之橫向溝通與協調之橫向溝通與協調之橫向溝通與協調？？？？  

 

根據調查結果顯示，認為「經常需要」進行政務橫向溝通協調者

佔 53.1%；認為「普通需要」者佔 24.7%；認為「非常需要」者佔 14.9%，

三者所佔比例達 92.7%。而認為「從不需要」進行橫向溝通協調者僅

佔 1.3%。顯見絕大多數填卷者認為機關間之橫向溝通協調有其必要性

(參見表 5-9 與圖 5-9)。  

 

表表表表 5-9 橫向協調之需要性橫向協調之需要性橫向協調之需要性橫向協調之需要性  

業業業業管管管管政政政政務務務務橫橫橫橫向向向向業業業業通通通通與與與與協協協協調調調調之之之之需需需需要要要要

5 1.3 1.3 1.3

21 5.4 5.4 6.7

96 24.7 24.9 31.6

206 53.1 53.4 85.0

58 14.9 15.0 100.0

386 99.5 100.0

2 .5

388 100.0

從不需要

不不需要

普通需要

經經需要

非經需要

Total

Valid

SystemMissing

Total

Frequency Percent Valid Percent

Cumulative

Per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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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管政務橫向業通與協調之需要

業管政務橫向業通與協調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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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5-9 橫向協調之需要性橫向協調之需要性橫向協調之需要性橫向協調之需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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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就您所業管之政務就您所業管之政務就您所業管之政務就您所業管之政務，，，，請問最常需要與以下何種政事別之行政機關請問最常需要與以下何種政事別之行政機關請問最常需要與以下何種政事別之行政機關請問最常需要與以下何種政事別之行政機關

進行政策橫向溝通與協調進行政策橫向溝通與協調進行政策橫向溝通與協調進行政策橫向溝通與協調？（？（？（？（可複選可複選可複選可複選））））  

 

調查結果顯示，就個人所掌管之業務而言，受訪者勾選認為常需

要與「內政」相關之行政機關進行溝通協調選項比率達 49.2%。其次

為「經濟」相關政務，勾此選項者佔 44.5%。其三為「交通及建設」

之政事機關，選擇比率佔 33.7%。由結果也可看出，較不需橫向協調

之政務分別為「選舉」3.7%，「公平交易」7.4%等 (參見表 5-10)。  

表表表表 5-10 橫向協調之政事別橫向協調之政事別橫向協調之政事別橫向協調之政事別  

Group $A2  橫向協調政事別  

     (Value tabulated = 1) 

                                                             Pct of   

Pct of 

Dichotomy label                          Name       Count   Responses  

Cases 

內政內政內政內政                                      A2.01        187      9.5     

49.2 

國防與國軍退輔                            A2.02         77      3.9     

20.3 

外交及僑務                                A2.03         99      5.0     

26.1 

經濟經濟經濟經濟                                      A2.04        169      8.6     

44.5 

財政                                      A2.05         97      4.9     

25.5 

交通及建設交通及建設交通及建設交通及建設                                A2.06        128      6.5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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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及體育                                A2.07        115      5.9     

30.3 

法務                                      A2.08         73      3.7     

19.2 

衛生福利                                  A2.09         96      4.9     

25.3 

環境資源                                  A2.10        103      5.2     

27.1 

農業                                      A2.11         92      4.7     

24.2 

勞動                                      A2.12         65      3.3     

17.1 

文化                                      A2.13         72      3.7     

18.9 

大陸事務                                  A2.14        103      5.2     

27.1 

少數民族                                  A2.15         39      2.0     

10.3 

金融監理                                  A2.16         69      3.5     

18.2 

公平交易                                  A2.17         28      1.4      

7.4 

通訊傳播                                  A2.18         62      3.2     

16.3 

選舉                                      A2.19         14       .7      

3.7 

人事                                      A2.20         64      3.3     

16.8 

政策管考                                  A2.21        101      5.1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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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發展                                  A2.22         82      4.2     

21.6 

其他政事                                  A2.23         30      1.5      

7.9 

                                                  -------    -----    ----- 

                                 Total responses     1965    100.0    

517.1 

8 missing cases;  380 valid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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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當需要進行政務之橫向溝通與協調時當需要進行政務之橫向溝通與協調時當需要進行政務之橫向溝通與協調時當需要進行政務之橫向溝通與協調時，，，，貴單位是否已經建立一套貴單位是否已經建立一套貴單位是否已經建立一套貴單位是否已經建立一套

與其他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的機制或標準作業流程與其他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的機制或標準作業流程與其他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的機制或標準作業流程與其他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的機制或標準作業流程？？？？  

 

研究結果顯示，中央行政機關之所屬單位多數都已經建立常態性

機制或作業流程以為橫向溝通協調(57%)；此外，有 27.1%之受訪者表

示該單位對橫向協調之處理方式為需要時再臨時建立。此結果顯示中

央機關部會對於橫向協調方式多數均都有既定之作業流程。 (參見表

5-11 與圖 5-10)。  

 

表表表表 5-11 橫向協調之機制或橫向協調之機制或橫向協調之機制或橫向協調之機制或 SOP 

橫橫橫橫向向向向協協協協調調調調機機機機制制制制或或或或SOP

1 .3 .3 .3

44 11.3 11.9 12.1

105 27.1 28.3 40.4

221 57.0 59.6 100.0

371 95.6 100.0

17 4.4

388 100.0

0

未未建未

需要時再臨時建未

已建未經態工機制
或作業流程

Total

Valid

SystemMissing

Total

Frequency Percent Valid Percent

Cumulative

Per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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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向協調機制或SOP

橫向協調機制或SOP

已建未經態工機制或作

需要時再臨時建未

未未建未

0

F
re
q
u
e
n
cy

300

200

100

0

 

圖圖圖圖 5-10 橫向協調之機制或橫向協調之機制或橫向協調之機制或橫向協調之機制或 SOP 



第五章  我國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問題調查分析 

 135 

A4 在進行政務橫向溝通與協商時在進行政務橫向溝通與協商時在進行政務橫向溝通與協商時在進行政務橫向溝通與協商時，，，，請問您最常透過何種請問您最常透過何種請問您最常透過何種請問您最常透過何種「「「「橫向協調橫向協調橫向協調橫向協調

機制機制機制機制」」」」進行政策溝通協商進行政策溝通協商進行政策溝通協商進行政策溝通協商？（？（？（？（可複選可複選可複選可複選））））  

 

根據問卷結果統計顯示，中央部會主管同仁在進行橫向溝通協調

時，最常使用的協調機制乃為召開跨部會協商會議，受訪者勾此選項

比率達 81.3%；其次則為組織跨部會工作小組，比率為 62.3%。其他

常使用的機制尚有尋求政策統合機關，如研考會、經建會、國科會、

工程會等機關協商(29.9%)，以及敦請行政院政務委員協助部會溝通協

調 (25.9%)等。此外，對於透過行政院長 (1.9%)或副院長 (3.5%)以溝通

協調，或透過行政院院務會議(2.1%)來進行協商的比率均不高(參見表

5-12)。  

 

表表表表 5-12 常使用之橫向協調機制常使用之橫向協調機制常使用之橫向協調機制常使用之橫向協調機制  

Group $A4  最常使用之橫向協調機制  

     (Value tabulated = 1) 

                                                              Pct of  

Pct of 

Dichotomy label                          Name       Count  Responses  

Cases 

跨部會協商會議跨部會協商會議跨部會協商會議跨部會協商會議                            A4.01        304     37.3     

81.3 

跨部會工作小組跨部會工作小組跨部會工作小組跨部會工作小組                            A4.02        233     28.6     

62.3 

政策統合機關                              A4.03        112     13.8     

29.9 

行政院院長                                A4.04          7       .9      

1.9 



強化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機制之研究 

 136 

行政院秘書長                              A4.05         21      2.6      

5.6 

行政院副院長                              A4.06         13      1.6      

3.5 

行政院政務委員                            A4.07         97     11.9     

25.9 

行政院院務會議                            A4.08          8      1.0      

2.1 

其他                                      A4.09         19      2.3      

5.1 

                                                  -------    -----    ----- 

                                 Total responses      814    100.0    

217.6 

14 missing cases;  374 valid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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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請問以下各項請問以下各項請問以下各項請問以下各項「「「「橫向協調機制橫向協調機制橫向協調機制橫向協調機制」」」」那一種那一種那一種那一種（（（（幾種幾種幾種幾種））））對您的政務推動對您的政務推動對您的政務推動對您的政務推動

最具實質助益最具實質助益最具實質助益最具實質助益？（？（？（？（可複選可複選可複選可複選））））  

 

承上題，橫向協調機制在實質助益上，仍以「跨部會協商會議」

的助益最高，勾選此項之比率為 71.2%；其次為「跨部會工作小組」，

比率為 46.9%；其三為「行政院政務委員」，勾選比率為 28.8%；認為

透過「政策統合機關」進行協商有實質效能者比率為 26.7%。值得一

提的是，以上四種管道，只有勾選「行政院政務委員」進行橫向協調

有實質助益者多於上題「最常使用」之勾選，餘三者皆不如上題之比

率。此外，認為透過「行政院院長」橫向協調有實質助益者(8.4%)也

高於經常使用者(1.9%)(參見表 5-13)。  

 

表表表表 5-13 最有效能之橫向協調機制最有效能之橫向協調機制最有效能之橫向協調機制最有效能之橫向協調機制  

Group $A5  最有效能之橫向協調機制  

     (Value tabulated = 1) 

                                                              Pct of  

Pct of 

Dichotomy label                          Name       Count  Responses  

Cases 

跨部會協商會議跨部會協商會議跨部會協商會議跨部會協商會議                            A5.01        264     34.8     

71.2 

跨部會工作小組跨部會工作小組跨部會工作小組跨部會工作小組                            A5.02        174     22.9     

46.9 

政策統合機關                              A5.03         99     13.0     

26.7 

行政院院長                                A5.04         31      4.1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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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秘書長                              A5.05         36      4.7      

9.7 

行政院副院長                              A5.06         23      3.0      

6.2 

行政院政務委員                            A5.07        107     14.1     

28.8 

行政院院務會議                            A5.08         12      1.6      

3.2 

其他                                      A5.09         13      1.7      

3.5 

                                                  -------    -----    ----- 

                                 Total responses      759    100.0    

204.6 

17 missing cases;  371 valid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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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 在進行政務在進行政務在進行政務在進行政務橫向溝通與協商時橫向溝通與協商時橫向溝通與協商時橫向溝通與協商時，，，，請問您最常透過何種請問您最常透過何種請問您最常透過何種請問您最常透過何種「「「「溝通管道溝通管道溝通管道溝通管道」」」」

進行政策橫向協調進行政策橫向協調進行政策橫向協調進行政策橫向協調？（？（？（？（可複選可複選可複選可複選））））  

 

根據問卷調查結顯示，中央行政機關之主管同仁多透過臨時性之

協商會議 (72.4%)、使用電話 (71.6%)以及公文書函之往來 (60.8%)來進

行政策橫向協調。此結果顯示，立即且直接傳達之解決方式以及傳統

之公文往來傳訊仍為橫向溝通之主要管道 (參見表 5-14)。  

 

表表表表 5-14 橫向協調溝通管道橫向協調溝通管道橫向協調溝通管道橫向協調溝通管道  

Group $A6  橫向協調溝通管道  

     (Value tabulated = 1) 

                                                              Pct of  

Pct of 

Dichotomy label                          Name       Count  Responses  

Cases 

定期性之協商會議                          A6.01        151     14.7     

39.7 

臨時性之協商會議臨時性之協商會議臨時性之協商會議臨時性之協商會議                          A6.02        275     26.8     

72.4 

公文書函                                  A6.03        231     22.5     

60.8 

電話電話電話電話                                      A6.04        272     26.5     

71.6 

Email                                    A6.05         88      8.6     

23.2 

其他                                      A6.06          8       .8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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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Total responses     1025    100.0    

269.7 

8 missing cases;  380 valid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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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 在進行政務橫向溝通與協商時在進行政務橫向溝通與協商時在進行政務橫向溝通與協商時在進行政務橫向溝通與協商時，，，，請問請問請問請問您最常與被協商單位的哪一您最常與被協商單位的哪一您最常與被協商單位的哪一您最常與被協商單位的哪一

層級行政人員進行溝通協調層級行政人員進行溝通協調層級行政人員進行溝通協調層級行政人員進行溝通協調？（？（？（？（可複選可複選可複選可複選））））  

 

調查結果顯示，在實質進行政務橫向溝通與協商時，受訪者最常

接觸之被協商單位人員為管理該業務單位之主管，問卷勾選此項比率

達 87.3%；其次為管理該業務單位之業務負責人，比率為 54.7%。顯

見在進行政務橫向協調時，中央行政機關單位主管同仁傾向於直接接

觸業務相關單位人員而非行政首長(參見表 5-15)。  

 

表表表表 5-15 橫向協調對象橫向協調對象橫向協調對象橫向協調對象  

Group $A7  橫向協調對象  

     (Value tabulated = 1) 

                                                              Pct of  

Pct of 

Dichotomy label                          Name       Count  Responses  

Cases 

部會首長                                  A7.01         17      2.4      

4.5 

部會副首長                                A7.02         65      9.2     

17.2 

部會主任秘書                              A7.03         43      6.1     

11.3 

業管單位之主管業管單位之主管業管單位之主管業管單位之主管                            A7.04        331     47.0     

87.3 

業管單位之業務負責人業管單位之業務負責人業管單位之業務負責人業管單位之業務負責人                      A7.05        208     29.5     

54.9 

協商工作之臨時指派人員                    A7.06         40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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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其他                                      A7.07          

1       .1       .3 

                                                  -------    -----    ----- 

                                 Total responses      705    100.0    

186.0 

9 missing cases;  379 valid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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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 請問當您在進行相關政務的橫向溝通與協商時請問當您在進行相關政務的橫向溝通與協商時請問當您在進行相關政務的橫向溝通與協商時請問當您在進行相關政務的橫向溝通與協商時，，，，其所溝通協商的其所溝通協商的其所溝通協商的其所溝通協商的

議題型態最主要為何議題型態最主要為何議題型態最主要為何議題型態最主要為何？（？（？（？（可複選可複選可複選可複選））））  

 

問卷調查顯示，受訪者在進行相關政務的橫向溝通與協商時，意

見之整合乃為最需要溝通的議題型態勾選比率達 85.3%，顯見專業與

本位的堅持無共識致使意見分歧，仍是部會間橫向協調的最大阻礙。

其次需要溝通協商的議題則為政策執行之方式，勾選比率為 60%(參見

表 5-16)。  

 

表表表表 5-16 主要橫向協調議題主要橫向協調議題主要橫向協調議題主要橫向協調議題  

Group $A8  主要橫向協調議題  

     (Value tabulated = 1) 

                                                              Pct of  

Pct of 

Dichotomy label                          Name       Count  Responses  

Cases 

意見整合意見整合意見整合意見整合                                  A8.01        324     31.5     

85.3 

衝突解決                                  A8.02        160     15.5     

42.1 

資源分配                                  A8.03        119     11.6     

31.3 

政策決策                                  A8.04        112     10.9     

29.5 

政策執行政策執行政策執行政策執行                                  A8.05        228     22.1     

60.0 

政策評估                                  A8.06         81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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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其他                                      A8.07          6       .6      

1.6 

                                                  -------    -----    ----- 

                                 Total responses     1030    100.0    

271.1 

8 missing cases;  380 valid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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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 請問當您在進行相關政務的橫向溝通與協商時請問當您在進行相關政務的橫向溝通與協商時請問當您在進行相關政務的橫向溝通與協商時請問當您在進行相關政務的橫向溝通與協商時，，，，其最主要的工作其最主要的工作其最主要的工作其最主要的工作

內容為何內容為何內容為何內容為何？（？（？（？（可複選可複選可複選可複選））））  

 

根據問卷統計顯示，行政單位主管同仁在進行相關政務的橫向溝

通及協商之工作時，主要內容乃在分配政策執行時之工作(58.96%)；

其次為政策權責之釐清(55.2%)。此二選項勾選比例最高，正呼應本研

究所提出之問題型態：本位主義與專業偏執等傳統組織官僚運作的問

題確為橫向溝通協商之亟需面對的課題(參見表 5-17)。  

 

表表表表 5-17 橫向協調工作內容橫向協調工作內容橫向協調工作內容橫向協調工作內容  

Group $A9  橫向協調工作內容  

     (Value tabulated = 1) 

                                                              Pct of  

Pct of 

Dichotomy label                          Name       Count  Responses  

Cases 

政策方針擬定                              A9.01        124     12.0     

33.1 

政策評估標準制訂                          A9.02         73      7.1     

19.5 

政策母法制訂                              A9.03         56      5.4     

14.9 

政策執行細則制訂                          A9.04        117     11.3     

31.2 

政策執行工作分配政策執行工作分配政策執行工作分配政策執行工作分配                          A9.05        221     21.4     

58.9 

政策權責釐清政策權責釐清政策權責釐清政策權責釐清                              A9.06        207     20.1     



強化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機制之研究 

 146 

55.2 

人事及財務資源分配                        A9.07         50      4.8     

13.3 

政策意見諮詢與蒐集                        A9.08        174     16.9     

46.4 

其他                                      A9.09         10      1.0      

2.7 

                                                  -------    -----    ----- 

                                 Total responses     1032    100.0    

275.2 

13 missing cases;  375 valid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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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 請問當您在進行相關政務的橫向溝通與協商時請問當您在進行相關政務的橫向溝通與協商時請問當您在進行相關政務的橫向溝通與協商時請問當您在進行相關政務的橫向溝通與協商時，，，，您所獲得的協商您所獲得的協商您所獲得的協商您所獲得的協商

工作授權約至何種程度工作授權約至何種程度工作授權約至何種程度工作授權約至何種程度？（？（？（？（可複選可複選可複選可複選））））  

 

問卷統計結果顯示，當行政單位主管同仁在進行相關政務之橫向

溝通協商時，其所獲得之授權程度多數止於意見之諮詢與蒐集(77.6%)

以及事務性工作內容之決策(73.4%)；代表溝通之人員極少獲得政策性

決策權之授權(8.4%)(參見表 5-18)。  

 

表表表表 5-18 橫向協調授權程度橫向協調授權程度橫向協調授權程度橫向協調授權程度  

Group $A10  橫向協調授權程度  

     (Value tabulated = 1) 

                                                              Pct of  

Pct of 

Dichotomy label                          Name       Count  Responses  

Cases 

 

意見諮詢與蒐集意見諮詢與蒐集意見諮詢與蒐集意見諮詢與蒐集                            A10.01       294     48.7     

77.6 

可做事務可做事務可做事務可做事務性決策性決策性決策性決策                            A10.02       278     46.0     

73.4 

可做政策性決策                            A10.03        32      5.3      

8.4 

                                                  -------    -----    ----- 

                                 Total responses      604    100.0    

159.4 

9 missing cases;  379 valid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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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 在進行政務橫向溝通與協商時在進行政務橫向溝通與協商時在進行政務橫向溝通與協商時在進行政務橫向溝通與協商時，，，，請問以下何種政事別之橫向協調請問以下何種政事別之橫向協調請問以下何種政事別之橫向協調請問以下何種政事別之橫向協調

工作最為困難工作最為困難工作最為困難工作最為困難？（？（？（？（可複選可複選可複選可複選））））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受訪者在進行橫向溝通協調工作時，以

溝通人事方面的工作最為困難 (18.8%)；其次為財政問題 (17.8%)；再

者為大陸事務 (14.5%)。此結果反映出「人」的問題、「錢」的問題以

及海峽兩岸的問題等三個老生常談者，也是當今政府橫向溝通協商政

務時最困難之處(參見表 5-19)。  

 

表表表表 5-19 最困難之橫向協調政務最困難之橫向協調政務最困難之橫向協調政務最困難之橫向協調政務  

Group $A11  最困難之橫向協調政務  

     (Value tabulated = 1) 

                                                              Pct of  

Pct of 

Dichotomy label                          Name       Count  Responses  

Cases 

內政                                      A11.01        38      5.9     

11.7 

國防與退輔                                A11.02        45      7.0     

13.8 

外交及僑務                                A11.03        24      3.7      

7.4 

經濟                                      A11.04        31      4.8      

9.5 

財政財政財政財政                                      A11.05        58      9.0     

17.8 

交通及建設                                A11.06        31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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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教育及體育                                A11.07        25      3.9      

7.7 

法務                                      A11.08        28      4.4      

8.6 

衛生福利                                  A11.09        11      1.7      

3.4 

環境資源                                  A11.10        39      6.1     

12.0 

農業                                      A11.11        27      4.2      

8.3 

勞動                                      A11.12        28      4.4      

8.6 

文化                                      A11.13        12      1.9      

3.7 

大陸事務大陸事務大陸事務大陸事務                                  A11.14        47      7.3     

14.5 

少數民族                                  A11.15        18      2.8      

5.5 

金融監理                                  A11.16        14      2.2      

4.3 

公平交易                                  A11.17         4       .6      

1.2 

通訊傳播                                  A11.18        14      2.2      

4.3 

選舉                                      A11.19         

3       .5       .9 

人事人事人事人事                                      A11.20        61      9.5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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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管考                                  A11.21        43      6.7     

13.2 

科技發展                                  A11.22         5       .8      

1.5 

其他                                      A11.23        35      5.5     

10.8 

                                                  -------    -----    ----- 

                                 Total responses      641    100.0    

197.2 

63 missing cases;  325 valid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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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 在進行政務橫向溝通與協商時在進行政務橫向溝通與協商時在進行政務橫向溝通與協商時在進行政務橫向溝通與協商時，，，，請問以下何種議題的橫向協調工請問以下何種議題的橫向協調工請問以下何種議題的橫向協調工請問以下何種議題的橫向協調工

作最為困難作最為困難作最為困難作最為困難？（？（？（？（可複選可複選可複選可複選））））  

 

再以溝通議題而言，受訪者認為最為困難橫向溝通協商之議題首

為權責釐清 (46.4%)；其次為組織整併 (36.9%)；再者為資源重分配

(26.4%)。此項調查結果顯示橫向溝通問題癥結主要仍在「人」 (權責

釐清、組織整併)與「錢」(資源重分配 )上較難有共識  (參見表 5-20)。 

 

表表表表 5-20 最困難之橫向協調議題最困難之橫向協調議題最困難之橫向協調議題最困難之橫向協調議題  

Group $A12  最困難之橫向協調議題  

     (Value tabulated = 1) 

                                                              Pct of  

Pct of 

Dichotomy label                          Name       Count  Responses  

Cases 

機構存廢                                  A12.01        73      7.7     

20.3 

組織組織組織組織整併整併整併整併                                  A12.02       133     14.0     

36.9 

管轄權重劃                                A12.03        87      9.2     

24.2 

資源重分配資源重分配資源重分配資源重分配                                A12.04        95     10.0     

26.4 

跨域管理                                  A12.05        62      6.5     

17.2 

新興事務                                  A12.06        80      8.4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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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難危機                                  A12.07        26      2.7      

7.2 

科技創新                                  A12.08         5       .5      

1.4 

資訊協助 /提供                             A12.09        11      1.2      

3.1 

法令解釋                                  A12.10        77      8.1     

21.4 

權責釐清權責釐清權責釐清權責釐清                                  A12.11       167     17.6     

46.4 

決策責任                                  A12.12        35      3.7      

9.7 

執行責任                                  A12.13        71      7.5     

19.7 

政策評估標準                              A12.14        16      1.7      

4.4 

其他                                      A12.15         9      1.0      

2.5 

                                                  -------    -----    ----- 

                                 Total responses      947    100.0    

263.1 

28 missing cases;  360 valid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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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 在進行政務橫向溝通與協商時在進行政務橫向溝通與協商時在進行政務橫向溝通與協商時在進行政務橫向溝通與協商時，，，，請問以下何種問題最易阻礙橫向請問以下何種問題最易阻礙橫向請問以下何種問題最易阻礙橫向請問以下何種問題最易阻礙橫向

協調工作之進行協調工作之進行協調工作之進行協調工作之進行？（？（？（？（可複選可複選可複選可複選））））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受訪者認為橫向溝通協商之所以窒礙難

行，最主要的問題乃為本位主義，此項勾選比例達 80.5%；其次則為

權責不明，比例為 55%；再者乃為專業偏見，勾選比例為 33.9%。此

結果呼應本研究所提出之問題假設：本位主義與專業偏執等傳統官僚

組織運作特性，的確可能導致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問題。此外，值得

注意的是，較少受訪者認為聯繫管道的缺乏(8.1%)是導致橫向溝通障

礙的主要因素，由此顯見橫向溝通的管道並不缺乏，溝通障礙之產生

來自於溝通的內容與技巧方面的問題(參見表 5-21)。  

 

表表表表 5-21 橫向協調障礙因素橫向協調障礙因素橫向協調障礙因素橫向協調障礙因素  

Group $A13  橫向協調障礙因素  

     (Value tabulated = 1) 

                                                              Pct of  

Pct of 

Dichotomy label                          Name       Count  Responses  

Cases 

本位主義本位主義本位主義本位主義                                  A13.01       297     22.0     

80.5 

權責不明權責不明權責不明權責不明                                  A13.02       203     15.0     

55.0 

爭功諉過                                  A13.03        52      3.8     

14.1 

管轄權保護                                A13.04        41      3.0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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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分配衝突                              A13.05        67      5.0     

18.2 

資訊不足                                  A13.06        39      2.9     

10.6 

欠缺聯繫管道                              A13.07        30      2.2      

8.1 

專業偏見專業偏見專業偏見專業偏見                                  A13.08       125      9.2     

33.9 

專業堅持                                  A13.09       105      7.8     

28.5 

協商代表授權不足                          A13.10        96      7.1     

26.0 

團體思考盲點                              A13.11        35      2.6      

9.5 

問題觀點差異                              A13.12       115      8.5     

31.2 

協商代表層級不夠                          A13.13        68      5.0     

18.4 

欠缺意見整合機制與平台                    A13.14        78      5.8     

21.1 

其他                                      A13.15         

2       .1       .5 

                                                  -------    -----    ----- 

                                 Total responses     1353    100.0    

366.7 

19 missing cases;  369 valid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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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4 就貴單位的政務推動而言就貴單位的政務推動而言就貴單位的政務推動而言就貴單位的政務推動而言，，，，是否因與其他行政機關間的是否因與其他行政機關間的是否因與其他行政機關間的是否因與其他行政機關間的「「「「橫向協橫向協橫向協橫向協

調調調調」」」」問題而遭到限制或阻礙問題而遭到限制或阻礙問題而遭到限制或阻礙問題而遭到限制或阻礙？？？？煩請在煩請在煩請在煩請在1~5分的衡量光譜中給予阻礙分的衡量光譜中給予阻礙分的衡量光譜中給予阻礙分的衡量光譜中給予阻礙

程度之圈選程度之圈選程度之圈選程度之圈選：：：：  

 

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受訪者多認為政務之推動因行政機關間橫向

協調困難而有部分程度之阻礙。其中勾選 2 分者比率為 42.8%，勾選

3 分者比率為 34.8%，勾選 4 分者比率為 10.8%。然阻礙程度並不至於

極大 (2.1%)，而認為完全無阻礙者比率也頗低 (5.9%)。綜而觀之並沒

有特殊的情形出現在光譜的兩端  (參見表 5-22 與圖 5-11)。  

 

表表表表 5-22 橫向協調阻礙程度橫向協調阻礙程度橫向協調阻礙程度橫向協調阻礙程度  

橫橫橫橫向向向向協協協協調調調調橫橫橫橫礙礙礙礙程程程程度度度度

23 5.9 6.1 6.1

166 42.8 44.4 50.5

135 34.8 36.1 86.6

42 10.8 11.2 97.9

8 2.1 2.1 100.0

374 96.4 100.0

14 3.6

388 100.0

無橫礙

稍稍有橫礙

普通

偶而有橫礙

有極大橫礙

Total

Valid

SystemMissing

Total

Frequency Percent Valid Percent

Cumulative

Per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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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向協調橫礙程度

橫向協調橫礙程度

有極大橫礙偶而有橫礙普通稍稍有橫礙無橫礙

F
re
q
u
e
n
cy

200

100

0

 

圖圖圖圖 5-11 橫向協調阻礙程度橫向協調阻礙程度橫向協調阻礙程度橫向協調阻礙程度  



第五章  我國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問題調查分析 

 157 

A15 就整體而言就整體而言就整體而言就整體而言，，，，請問您滿意目前中央行政機關間的政務橫向溝通與請問您滿意目前中央行政機關間的政務橫向溝通與請問您滿意目前中央行政機關間的政務橫向溝通與請問您滿意目前中央行政機關間的政務橫向溝通與

協調狀況嗎協調狀況嗎協調狀況嗎協調狀況嗎？？？？煩請在煩請在煩請在煩請在1~5分的衡量光譜中給予滿意程度之圈選分的衡量光譜中給予滿意程度之圈選分的衡量光譜中給予滿意程度之圈選分的衡量光譜中給予滿意程度之圈選：：：：  

 

問卷結果顯示，中央行政機關主管同仁對於橫向溝通協調的滿意

程度多為「普通」之 3 分(51.3)，其次為「滿意」之 4 分(25%)以及「不

滿意」之 2 分(17%)。至於非常「非常不滿意」者(1.8%)以及「非常滿

意」者(0.5%)之比率皆極低(參見表 5-23 與圖 5-12)。  

 

表表表表 5-23 橫向協調滿意程度橫向協調滿意程度橫向協調滿意程度橫向協調滿意程度  

橫橫橫橫向向向向協協協協調調調調橫橫橫橫意意意意程程程程度度度度

7 1.8 1.9 1.9

66 17.0 17.8 19.7

199 51.3 53.6 73.3

97 25.0 26.1 99.5

2 .5 .5 100.0

371 95.6 100.0

17 4.4

388 100.0

非經不橫意

不橫意

普通

橫意

非經橫意

Total

Valid

SystemMissing

Total

Frequency Percent Valid Percent

Cumulative

Per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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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向協調橫意程度

橫向協調橫意程度

非經橫意橫意普通不橫意非經不橫意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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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u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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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

300

200

100

0

 

圖圖圖圖 5-12 橫向協調滿意程度橫向協調滿意程度橫向協調滿意程度橫向協調滿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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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橫向協調情況認知分析橫向協調情況認知分析橫向協調情況認知分析橫向協調情況認知分析  

本節報告問卷調查第二部分，即橫向協調之認知(perception)面調

查，其目的在於瞭解中央行政機關之主要業務主管同仁對於目前業務

橫向協調的認知狀況。此處是採用 Likert 五等分加總量表的方式來設

計題項，題項設計之理論根據則主要是按先前文獻回顧與專家深度訪

談和座談所獲致之資料為基礎，先大至先區分為本位主義 (問題

B1~B10)、資訊落差 (B11~20)與專業堅持(B21~B32)等三大塊狀之量表

題項，其中第 8、9、10、11、12、13、15、27、32 等題為反向題，計

分時反相計算其分數。  

此處最主要使用之統計分析方式為探索性因素分析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其目的在萃取出更精緻的認知構面(即主成分因子)，

以精確建構橫向協調之概念，同時亦希望瞭解經驗 (調查 )資料與理論

概念間的契合程度。以下報告其操作程序及結果。  

本研究先將所有原始題項置入 SPSS 軟體因素分析程式之中，獲

得 KMO 值為 .782，Bartlett 球型檢驗顯著( 2X =3840.737；P<.001)，表

示資料適合進行因素分析(表 5-24 )。此外，執行主成分分析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後，共計抽出 8 個主要因子 (抽取標準為特徵值

[eigenvalue]大於 1 者)，總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59.280%(表 5-25 )。復經

以 Varimax(最大變異數法)轉軸之後，則獲得表 5-26 之萃取結果。  

按表 5-26 之萃取結果，共計刪除題項 B21 與 B15，因為這兩題

之因素負荷量 (factor loading)皆小於 0.50，代表聚合效度 (convergent 

validity)不佳。  

在刪除題項 B21 與 B15 之後，本計畫再重新執行一次因素分析，

獲得 KMO 值為 .771，Bartlett 球型檢驗顯著( 2X =3641.931；P<.001)，

表示資料適合進行因素分析(表 5-27 )。此外，執行主成分分析後，共

計抽出 8 個主要因子(抽取標準為特徵值大於 1 者)，總累積解釋變異

量為 61.129%(表 5-28 )。復經以 Varimax 法轉軸之後，則獲得表 5-29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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萃取結果。第二次因素萃取結果已經不再有因素負荷量小於 0.50 的情

況出現，顯示按此所建立的因素構面不但具有因子構面間的區別效度

(discriminant validity)，亦兼具因子內部組成份子(題項)之聚合效度，

代表是一建構良好的概念分析構面。  

按各因子構面的題項組合，本研究已為此八大因素進行命名，其

分別為(請見表 5-30 )：  

1. 資訊落差：該因素面向是由題項 B16、B19、B17、B18、B14

所組成，其題項主旨皆為在橫向協調過程中資訊面向的限制或

缺失，故將此一題項組合命名為資訊落差。  

2. 本位主義：該因素面向是由題項 B1、B6、B5、B2、B7 所組

成，其題項主旨皆為在橫向協調過程中對機關地位、權力或管

轄地盤(turf)方面的考量，故將此一題項組合命名為本位主義。 

3. 事前規劃：該因素面向是由題項 B12、B11、B13、B32 等反向

題所組成，其題項主旨皆為在橫向協調過程中擁有事前之策略

規劃、演訓模擬及 SOP 程序等，故將此一題項組合命名為事

前規劃。  

4. 專業偏執：該因素面向是由題項 B30、B31、B29、B23、B25

等所組成，其題項主旨皆為在橫向協調過程中對本身專業之過

度信賴與偏執，故將此一題項組合命名為專業偏執。  

5. 跨域合作：該因素面向是由題項 B9、B10、B8 等反向題所組

成，其題項主旨皆為在橫向協調過程中願意與其他行政機關分

享資源或事務管轄權，故將此一題項組合命名為跨域合作，此

一因素面向亦正與本位主義面向呈對立狀態。  

6. 專業堅持：該因素面向是由題項 B27、B26、B24、B28 等所

組成，其中 B27 為反向題，其他為正向題，而此類題項之主

旨皆反映在橫向協調過程中應以機關本身的專業判斷為行為

基準，各種政治妥協、協商或政策統合機關之意見皆不應凌駕

機關本身之專業判斷，故特別將此一題項組合命名為專業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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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此一因素面向與專業偏執面向雖然相當接近，但專業堅持

較重視行政決策的自主性，而專業偏執則是因太過相信本身專

業所導致的偏見與固執，以及對其他機關意見的封閉。  

7. 權責釐清：該因素面向是由題項 B3 與 B4 所組成，其題項主

旨為在橫向協調過程中將會特別注意與其他機關間的權責劃

與執掌劃分，故將此一題項組合命名為權責釐清。  

8. 協商執行：該因素面向是由題項 B20 與 B22 所組成，其題項

主旨為在橫向協調過程中若協商代表之行政層級不夠高、授權

不足，抑或協調代表之流動性過高，其皆將會影響橫向協調之

成效，故將此一題項組合命名為協商執行。  

以上八大因素構面正完整展現中央行政機之主要主管同仁對「橫

向協調」工作的認知，同時這八大因素構面幾乎完全與先前理論及專

家訪談和座談之結果一致，反映本研究在理論層次所釐清的概念係與

經驗的實證資料間具有極高度的契合，並再次確保本研究對中央行政

機關間橫向協調的問題癥結能有確切之掌握及實證驗證。事實上，此

八大因素構面之中，「資訊落差」、「本位主義」、「專業堅持」與「專業

偏執」係與本計畫最早在理論上所認定之橫向協調阻礙因素完全一

致。至於另外四項新認定之因素構面，其中「跨域合作」因素可謂「本

位主義」的對立因素，即愈能有跨域合作之精神，便愈能強化橫向協

調工作之品質。至於「事前規劃」、「協商執行」等因素，亦是可促進

橫向協調工作之因素，即在橫向協調過程中若擁有事前之策略規劃、

演訓模擬及 SOP 等程序，且協商代表又能有充分之授權及穩定性，則

橫向協調工作自然較易推動。「權責釐清」因素則反映了公務人員在協

商過程中的重要考量，因為依法行政或重視權責的歸屬向來是公務人

員在政策執行過程中最重視的要素之一。此一因素構面的出現雖不令

人意外，但亦值得在革新今日中央機關間橫向協調工作時，納為重要

的考量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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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5-24 第一次因素分析結果第一次因素分析結果第一次因素分析結果第一次因素分析結果 (KMO 與與與與 Bartlett 檢驗檢驗檢驗檢驗) 

KMO and Bartlett's Test

.782

3840.737

496

.000

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

Approx. Chi-Square

df

Sig.

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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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5-25 第一次因素分析結果第一次因素分析結果第一次因素分析結果第一次因素分析結果(Eigenvalues 與變異量與變異量與變異量與變異量 ) 

Total Variance Explained

5.398 16.868 16.868 5.398 16.868 16.868 2.935 9.171 9.171

3.762 11.757 28.624 3.762 11.757 28.624 2.861 8.941 18.112

2.410 7.530 36.154 2.410 7.530 36.154 2.555 7.985 26.097

1.931 6.034 42.188 1.931 6.034 42.188 2.471 7.722 33.819

1.510 4.718 46.906 1.510 4.718 46.906 2.148 6.712 40.531

1.426 4.456 51.362 1.426 4.456 51.362 2.098 6.557 47.088

1.362 4.257 55.619 1.362 4.257 55.619 2.045 6.390 53.478

1.171 3.661 59.280 1.171 3.661 59.280 1.857 5.802 59.280

.962 3.008 62.288

.948 2.963 65.251

.855 2.673 67.924

.836 2.613 70.537

.812 2.537 73.074

.700 2.188 75.262

.678 2.119 77.381

.647 2.022 79.403

.618 1.932 81.335

.593 1.855 83.190

.563 1.759 84.948

.542 1.694 86.642

.509 1.590 88.232

.497 1.554 89.785

.463 1.446 91.231

.420 1.311 92.543

.390 1.220 93.763

.384 1.199 94.961

.355 1.109 96.070

.317 .990 97.060

.300 .937 97.997

.274 .856 98.853

.193 .603 99.456

.174 .544 100.000

Component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Total % of Variance Cumulative % Total % of Variance Cumulative % Total % of Variance Cumulative %

Initial Eigenvalues Extraction Sums of Squared Loadings Rotation Sums of Squared Loadings

Extraction Metho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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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5-26 第一次因素分析結果第一次因素分析結果第一次因素分析結果第一次因素分析結果(轉軸後因素分佈轉軸後因素分佈轉軸後因素分佈轉軸後因素分佈 ) 

Rotated Component Matrixa

.760  -.126      

.754   .146 .134    

.714  .155 .134    .225

.674  .175     .170

.548 .125   -.199    

.112 .820       

 .771 -.108 .111   -.110  

.229 .713   -.101 .221 .259  

 .712  .174   .300  

 .524  .218 .116  .200 .305

.101  .877  .135    

  .846  .101    

  .675  .164  -.115 -.122

  .529 .119  -.224 -.241  

.120 .101  .740     

.152   .679     

 .102  .638 .107 .349   

 .191  .557 .125 .141 .302 .356

.252 .147  .529  .211  .198

  -.152  -.788    

  .187 .118 .744  -.148  

-.102 -.113 .104  .727 -.138   

  .158 .102  -.736 -.142  

   .264 -.169 .612 -.356  

   .116  .607 .200 .305

 .252  .298 .159 .557 .122  

 .195   -.198 .101 .840  

 .165 -.129  -.162 .128 .821  

.345       .721

.286     .135  .698

 .143 -.165 .194 -.107 .312 .158 .472

.314 -.142 .223 -.180 .326 .131  -.386

欠缺其其行政機關業務
資訊

無充分資訊業通管道

其其機關行政資訊其解
或應用困難

跨部會業通機制效能不
足

欠缺欠難或欠欠事件之
事前模擬

機關利機

機關主導地位機持

機關資源分機機機

機關之管轄機機

避避其其機關避避

具有意具業通管道或公
台

具有定具業務具具會報

具有欠難或欠欠事件之
行政整合

鼓鼓工作鼓新

專業決策自主

專業至上

堅持標準作業流程
(SOP)

專業權專不專避涉

專業能力

同意事務協同

分享行政資源

事務管轄權分享

政策政合機關協政模式

反對反上而下的協政模
式

專業堅持

跨機關間的共識不應跨
駕專業駕斷

機關職掌分工機清

機關間的權機機分

協政代表層級不協

協調代表流勞工過高

專業主導

業務資訊皆能自反外換

1 2 3 4 5 6 7 8

Component

Extraction Metho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Rotation Method: Varimax with Kaiser Normalization.

Rotation converged in 7 iteration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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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5-27 第二次因素分析結果第二次因素分析結果第二次因素分析結果第二次因素分析結果 (KMO 與與與與 Bartlett 檢驗檢驗檢驗檢驗) 

KMO and Bartlett's Test

.771

3641.931

435

.000

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

Approx. Chi-Square

df

Sig.

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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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5-28 第二次因素分析結果第二次因素分析結果第二次因素分析結果第二次因素分析結果(Eigenvalues 與變異量與變異量與變異量與變異量 ) 

Total Variance Explained

5.084 16.946 16.946 5.084 16.946 16.946 2.841 9.468 9.468

3.605 12.016 28.961 3.605 12.016 28.961 2.840 9.467 18.936

2.450 8.166 37.128 2.450 8.166 37.128 2.482 8.274 27.210

1.902 6.341 43.468 1.902 6.341 43.468 2.431 8.102 35.312

1.461 4.871 48.339 1.461 4.871 48.339 2.044 6.815 42.127

1.424 4.745 53.084 1.424 4.745 53.084 2.037 6.789 48.915

1.343 4.476 57.560 1.343 4.476 57.560 2.024 6.748 55.663

1.071 3.569 61.129 1.071 3.569 61.129 1.640 5.466 61.129

.981 3.270 64.400

.918 3.061 67.461

.854 2.846 70.307

.802 2.672 72.979

.724 2.415 75.394

.656 2.188 77.581

.631 2.104 79.685

.617 2.057 81.742

.590 1.967 83.709

.546 1.819 85.528

.513 1.709 87.237

.503 1.678 88.914

.480 1.601 90.515

.427 1.425 91.940

.395 1.317 93.257

.383 1.278 94.535

.369 1.230 95.765

.325 1.082 96.847

.298 .994 97.840

.281 .936 98.776

.193 .644 99.420

.174 .580 100.000

Component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Total % of Variance Cumulative % Total % of Variance Cumulative % Total % of Variance Cumulative %

Initial Eigenvalues Extraction Sums of Squared Loadings Rotation Sums of Squared Loadings

Extraction Metho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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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5-29 第二次因素分析結果第二次因素分析結果第二次因素分析結果第二次因素分析結果(轉軸後因素分佈轉軸後因素分佈轉軸後因素分佈轉軸後因素分佈 ) 

Rotated Component Matrixa

.739  -.113     .131

.735  .146 .120    .208

.721  .102 .140 .113 -.102   

.671  .180     .191

.621    -.139    

.130 .821       

 .772 -.105 .126   -.108  

.206 .721   -.101 .232 .250  

 .719  .175   .284  

 .533  .238   .191 .351

  .878  .138    

  .852  .102    

.104  .666  .150    

  .526 .132  -.253 -.231  

 .113  .744     

.159   .675     

 .101  .632 .124 .367   

 .188  .570  .123 .305 .395

.251 .125  .545  .164  .221

  -.145  -.825    

  .190 .119 .747  -.147  

-.117 -.117 .114  .726 -.121   

  .150   -.737 -.129  

   .268 -.157 .624 -.328  

   .134  .594 .194 .336

 .248  .280 .190 .591 .138  

 .181   -.181  .858  

 .151 -.138  -.146 .101 .842  

.330       .724

.247 .112 -.108 .121  .152  .707

欠缺其其行政機關業務
資訊

其其機關行政資訊其解
或應用困難

無充分資訊業通管道

跨部會業通機制效能不
足

欠缺欠難或欠欠事件之
事前模擬

機關利機

機關主導地位機持

機關資源分機機機

機關之管轄機機

避避其其機關避避

具有意具業通管道或公
台

具有定具業務具具會報

具有欠難或欠欠事件之
行政整合

鼓鼓工作鼓新

專業決策自主

專業至上

堅持標準作業流程
(SOP)

專業權專不專避涉

專業能力

同意事務協同

分享行政資源

事務管轄權分享

政策政合機關協政模式

反對反上而下的協政模
式

專業堅持

跨機關間的共識不應跨
駕專業駕斷

機關職掌分工機清

機關間的權機機分

協政代表層級不協

協調代表流勞工過高

1 2 3 4 5 6 7 8

Component

Extraction Metho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Rotation Method: Varimax with Kaiser Normalization.

Rotation converged in 7 iteration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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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5-30 因子構面與問題組成因子構面與問題組成因子構面與問題組成因子構面與問題組成  

因子構面  問題  

B16.本機關總是欠缺對其他相關行政機關業務資訊的瞭解  

B19.對於其他行政機關所提供之相關資訊，本機關經常有瞭解或應用

上之困難  

B17.面對橫向協調問題時，並無充分的資訊溝通管道可茲應用  

B18.當前各種跨部會溝通機制，並無法滿足本機關之政務推動需求  

資訊落差資訊落差資訊落差資訊落差  

B14.欠缺對危難或緊急事件之事前模擬與危機處理演練是本機關與

其他相關行政機關間進行橫向協調時主要障礙之一  

B1. 在進行橫向協調時，我將以本機關之利益為最優先之考量  

B6. 在進行橫向協調時，我會爭取本機關之主導地位  

B5. 在進行橫向協調時，我會盡量爭取本機關之資源分配  

B2. 在進行橫向協調時，我將會捍衛本機關之管轄範圍  

本位主義本位主義本位主義本位主義  

B7. 在進行橫向協調時，我不希望其他機關對本機關的管轄事務進行

干預  

B12.本機關與其他相關行政機關間擁有常態性的意見溝通管道或平

台  

B11.本機關與其他相關行政機關間擁有定期性的業務聯繫會報  

B13.本機關與其他相關行政機關間擁有對危難或緊急事件之行政整

合與資源調配機制或作業程序  

事前規劃事前規劃事前規劃事前規劃  

B32.本機關內部向來鼓勵工作創新與不同意見的腦力激盪  

B30.在進行本機關專業執掌範疇內之決策時，已經不需要再徵詢其他

相關行政機關的意見  

B31.凡是透過科學及專業之檢證，其結果絕對值得信賴  

B29.機關之標準作業流程 (SOP)，無論在任何情況下，皆應被堅持，

不應任意更動  

專業偏執專業偏執專業偏執專業偏執  

B23.本機關在業管事務的專業領域中應具權威性，其他行政機關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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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涉本機關之專業執掌  

B25.我認為其他行政機關並無專業能力去瞭解本機關之業務資訊  

B9. 我願意擔任其他機關之事務協辦單位  

B10.我願意與其他行政機關分享本機關之各項行政資源  

跨域合作跨域合作跨域合作跨域合作  

B8. 在進行橫向協調時，我願意與其他機關分享事務管轄權  

B27.在進行橫向協調時，政策統合機關（如研考會、經建會）應該具

有更宏觀性的政策規劃視野  

B26.我反對由上而下的政務協商模式  

B24.行政機關之專業堅持不應被政治協商所取代  

專業堅持專業堅持專業堅持專業堅持  

B28.在進行橫向協調時，跨機關間的共識建立並不應該凌駕於單位本

身之專業判斷  

B3. 在進行橫向協調時，我將釐清與其他機關間的職掌分工  權責釐清權責釐清權責釐清權責釐清  

B4. 在進行橫向協調時，我會注意與其他機關間的權責劃分  

B20.在進行橫向協調時，往往因各機關（含本機關）協商代表之行政

層級不夠高或授權不足而使被協調事項議而不決  

協商執行協商執行協商執行協商執行  

B22.在進行橫向協調時，往往因各單位協調代表之流動性過高而造成

協調困難  

註：斜體字為反向題型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橫向協調情況差異分析橫向協調情況差異分析橫向協調情況差異分析橫向協調情況差異分析  

本節報告行政機關基本屬性或行政同仁特徵之差異對橫向協調

過程及認知面的影響情況。本計畫首先以題項 A1（就您所業管之政

務，請問是否經常需要與其他行政機關進行政務之橫向溝通與協調？）

與 A3（當需要進行政務之橫向溝通與協調時，貴單位是否已經建立一

套與其他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的機制或標準作業流程？）為依變項，

題項 C1（業管政務）、C2（行政層級）、C3（工作性質）、C4（單位規

模）、C5（職級）、C6（性別）、C7（年齡）、C8（學歷）等為自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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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卡方檢定。59   檢定結果顯示，60   自變數與依變數之間皆無顯

著關係，代表無論行政機關或行政同仁的特徵屬性為何，其皆不會顯

著影響政務需要進行橫向協調與溝通之程度。再者，行政機關或行政

同仁的特徵屬性也不會顯著影響其其與其他行政機關之間所建立的橫

向協調機制或標準作業流程。綜言之，行政機關橫向協調之需要或其

協調機制的建立並不會因為行政機關或同仁本身特徵屬性上的差異而

有顯著不同。申言之，行政機關間的橫向協調需要係一普遍現象，所

有的行政機關幾乎皆有此項需求。  

本計畫再以題項 A14（就貴單位的政務推動而言，是否因與其他

行政機關間的「橫向協調」問題而遭到限制或阻礙？）與 A15（就整

體而言，請問您滿意目前中央行政機關間的政務橫向溝通與協調狀況

嗎？）為依變項，題項 C1（業管政務）、C2（行政層級）、C3（工作

性質）、C4（單位規模）、C5（職級）、C6（性別）、C7（年齡）、C8

（學歷）等為自變數進行 T 檢定或 ANOVA 檢定，61   其檢定結果則

如表 5-31 所示。按表 5-31 結果顯示，不同政務業管機關將會對橫向

協調工作的阻礙狀況有不同程度的認知。換言之，某些政務型態的主

管機關將會遭遇較多的橫向協調問題阻礙。呼應本章第一節之調查結

果，內政、經濟、交通與建設皆為最常需要進行橫向協調之政務，而

人事、財政、大陸事務則是最難進行橫向協調之政務。此外，行政同

仁職級、年齡上的不同亦會對橫向協調工作的阻礙狀況有不同程度的

認知。政務官同仁對於中央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的阻礙程度認知似乎

要高於簡任官同仁之認知，而這或許是因為簡任官為事務官，其還是

                                                
59 反於自變少與依變少皆 為類別變少 (categorical variables)，故關連 工之檢定係以

卡方檢定方式處 理。  

60 反於皆無政 計顯著發現 ，此處政計結果 報表從略。  

61 反於自變少 為類別變少，依變少 為同意 程度之 連續變少，故其 關連工 之檢定係

以 T 檢 定 (自變少類別為兩類時 )或 ANOVA 方式處理 (自變少類別為三類以上

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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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嫻熟行政機關間的溝通與協商，政務官之主管同仁則可能是由其他

領域所直接轉任，可能較不熟悉行政之運作和生態。再者，40~49 中

壯年之同仁對於中央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的阻礙程度認知係高於 60

歲以上之同仁之認知，此或許因為 60 歲以上之同仁行政經驗豐富，更

易調和鼎鼐、政通人和，故對橫向協調之阻礙認知程度較低。  

至於在中央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狀態的滿意度方面，絕大多數行

政機關或行政同仁的屬性特徵皆不至於對其產生顯著影響。換言之，

行政機關或行政同仁的特徵屬性的不同，並不會造成其對橫向協調滿

意程度認知的顯著改變。不過，其中僅有一項特徵要素具有顯著影響，

即不同年齡之同仁在橫向協調工作的滿意程度上亦有所不同。其中

40~49 歲同仁的滿意度係顯著低於 50~59 及 60 歲以上同仁的滿意度，

顯示老成的公務同仁對橫向協調工作較抱持滿意的態度，而這也正呼

應前一題項問題(題項 A14)之結果，即資深的同仁對橫向協調工作較

不認為有很大的阻礙。  

 

表表表表 5-31 橫向協調狀態與行政機關基本屬性間關係之檢定橫向協調狀態與行政機關基本屬性間關係之檢定橫向協調狀態與行政機關基本屬性間關係之檢定橫向協調狀態與行政機關基本屬性間關係之檢定  

    依變數  

自變數  

A14 橫向協調阻礙程

度  

A15 橫向協調滿意程度  

C1 業管政務  1.914* 1.479 

C2 行政層級  1.145 .750 

C3 工作性質  1.501 .698 

C4 單位規模  .564 .722 

C5 職級  -9.039***  

[簡任官<政務官] 

.125 

C6 性別  .045 1.259 

C7 年齡  4.608**  

[60 以上<40~49] 

6.345*** 

[40~49<50~59；40~49<60 以

上； ] 

C8 學歷  1.983 .292 

註：* p<.05 **p<.01 ***p<.001；格內數字為 F 值（業管政務、行政層級、工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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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單位規模、年齡、學歷部分皆使用 ANOVA 分析與 Scheffe 事後考驗）與 t 值

（職級與性別部分執行 T 檢定）  

 

本計畫最後再以先前所萃取之八大因素構面（「資訊落差」、「本

位主義」、「事前規劃」、「專業偏執」、「跨欲合作」、「專業堅持」、「權

責釐清」與「協商執行」）為依變項，題項 C1（業管政務）、C2（行

政層級）、C3（工作性質）、C4（單位規模）、C5（職級）、C6（性別）、

C7（年齡）、C8（學歷）等為自變數進行 T 檢定或 ANOVA 檢定，62   其

檢定結果則如表 5-32 所示。  

按表 5-32 結果，業管政務的不同確實造成在「資訊落差」、「本

位主義」、「事前規劃」、「跨欲合作」與「權責釐清」等方面的差異，

代表中央行政機關間的橫向協調阻礙確實與政務性質的不同而有所差

別，呼應前述內政、經濟、交通建設是叫常需要進行橫向溝通之政務，

而人事、財政、大陸事務則是較難進行橫向協調之政務等發現。  

行政層級的不同則與「專業偏執」有關，並會造成其顯著差異。

此一結果顯示，較低的行政層級因其為事務專業本位，故其將有更高

的專業偏執問題。  

至於工作性質的不同則不會顯著影響橫向協調阻礙之認知，但行

政機關的規模卻會有影響，特別造成「本位主義」與「專業偏執」認

知上的差異，即規模較大之行政機關將比規模較小之行政機關更具「本

位主義」與「專業偏執」之現象。  

此外，就職級部分，政務官同仁將比事務官同仁有更高的「權責

釐清」認知要求，反映政務官對責任歸屬之重視，及其本身需肩負較

高政治責任之情況。再就性別部分而言，男性同仁將比女性同仁有更

高的「資訊落差」、「本位主義」與「專業偏執」認知，反映男性同仁

似乎比女性同仁認知到更多的橫向協調障礙。不過，男性同仁也比女

性同仁有更高的「跨域合作」認知，顯示男性同仁亦可能比女性同仁

有更高的協調合作意向。  

                                                
62 同註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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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具有顯著影響的自變數為年齡，其結果顯示年齡較長之行政

同仁將比最年輕之行政同仁有更高的「事前規劃」認知，反映其較重

視橫向協調的未雨綢繆和事前之預備及規劃，為較資深公務人員老成

持重之一面。再者，40~49 歲間的中壯同仁則比 60 以上之資深同仁有

更深的「專業偏執」，亦正呼應前述橫向協調阻礙程度(題項 A14)與橫

向協調滿意程度(題項 A15)等題項之檢定結果。學歷部分對於以上八

大認知構面，則皆無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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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5-32 橫向協調認知與行政機關基本屬性間關係之檢定橫向協調認知與行政機關基本屬性間關係之檢定橫向協調認知與行政機關基本屬性間關係之檢定橫向協調認知與行政機關基本屬性間關係之檢定  

  依變數  

自變數  

資訊  

落差  

本位  

主義  

事前  

規劃  

專業  

偏執  

跨域  

合作  

專業

堅持  

權責  

釐清  

協商  

執行  

C1 

業管政務  

1.987*

* 

2.123** 3.050*** 1.176 1.649* 1.485 2.136** 1.378 

C2 

行政層級  

1.215 .645 .707 3.161* 

二級>一級；  

三級>一級  

.526 .314 1.034 .716 

C3 工作性質  .752 .605 .878 .170 .394 .111 1.835 1.067 

C4 

單位規模  

.804 2.431* 

51 以上

>20 以下  

1.155 3.116** 

51 以上>20 以

下；  

31~40>20 以

下  

2.037 1.651 .663 .461 

C5 

職級  

-1.413 -1.171 .133 .637 1.038 .414 -21.953**

*政務官> 

簡任官  

-.387 

C6 

性別  

2.006* 

男>女  

2.846** 

男>女  

-.456 2.249* 

男>女  

2.224* 

男>女  

.284 1.813 .451 

C7 年齡  .486 .447 4.792** 

50~59>3

0 以下；  

60 以上

>30 以下  

3.937** 

40~49>60 以

上  

.282 .579 .475 2.365* 

C8 學歷  .365 .725 1.106 .191 .277 1.176 2.017 1.924 

註：* p<.05 **p<.01 ***p<.001；格內數字為 F 值（業管政務、行政層級、工作性

質、單位規模、年齡、學歷部分皆使用 ANOVA 分析與 Scheffe 事後考驗）與 t 值

（職級與性別部分執行 T 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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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本章將總結本計畫之研究發現，並提出建議。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結論研究結論研究結論研究結論  

依委託研究之目的宗旨，並透過相關文獻回顧、專家深度訪談、

焦點團體座談，以及對行政院所屬轄下各行政機關之業務主管同仁問

卷調查之後，本計畫計可獲致以下重要研究結論：  

一、  研析我國中央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機制之相關規定、運作現況及

問題缺失  

中央行政機關間的橫向協調工作本係政府最重要的職能之一，成

功的橫向協調不但可減少政策的衝突矛盾，避免行政資源的重複與浪

費，更可便捷政府對民眾之服務。行政機關間的橫向協調即為行政法

制上的「行政一體」概念，《行政程序法》第 19 條即明文規定：「行政

機關為發揮共同一體之行政機能，應於其權限範圍內互相協助」，而這

也正是我國行政機關間必須重視及執行橫向協調工作之法源基礎。此

外，「行政一體」的法制概念更在大法官釋字第 613 號解釋令中獲得清

楚之闡釋，該解釋文稱「行政旨在執行法律，處理公共事務，形成社

會生活，追求全民福祉，進而實現國家目的，雖因任務繁雜、多元，

而須分設不同部門，始依不同專業配置不同任務，分別執行，惟設官

分職目的絕不在各自為政，而是著眼於分工合作，蓋行政必須有整體

之考量，無論如何分工，最終仍須歸屬最高行政首長統籌指揮監督，

方能促進合作，提昇效能，並使具有一體性之國家有效運作，此即所

謂行政一體原則。」而這也再次闡明行政機關間在行政分工之後，應

重視政策及其執行的整合需求。  

中央行政機關間的橫向協調工作，其法令之依據除上述《行政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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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法》與大法官第 613 號解釋令在執行原則與方向上的規定之外，政

府曾經具有最完整之法制規範則以 90 年 1 月 3 日(2716 次院會)所通過

之《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加強聯繫作業要點》(見附錄十二)最具代表性，

其要點計有以下四個方向：  

(一 ) 明定各機關處理業務涉及其他機關職掌，應主動聯繫及配合辦

理，非依法不得拒絕。   

(二 ) 各機關涉及人事、經費或組織需報院案件，應先會行政院人事行

政局、主計處或研考會等主管機關後再行提報行政院，但提報行

政院之人事任免案，應依相關規定辦理。   

(三 ) 為加強聯繫能力，各機關首長應採取宣導、聯誼、研習等方式，

以增進機關間之互動聯繫。   

(四 ) 明定各機關首長及相關人員違反本作業要點情節重大者應予議

處，及聯繫協調成效卓著者得予敘獎。   

此外，在中央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的實務運作機制方面，則是以

民國 95 年蘇貞昌前行政院長任內所建立的「行政院跨部會政策協調統

合機制」最為完整。該機制先將需進行政策協調之事宜區分為「各部

會待協調事項」與「待與立法院協商事項」等兩大類；在各部會待協

調議題部分係由行政院研考會函請主管部會由首長召集相關部會副首

長以上人員確立共識，並明確確定解決時程，研考會同時將院長核定

的跨部會政策統合機制函送各機關，請各機關確實按該機制之協調結

果處理，但若仍未能獲致共識之事宜則應向負責督導之政務委員提出

請求，協助進行更進一步之跨部會協商；至於待與立法院協商事宜部

分，則函請主管部會首長配合行政院政策立場，主動與相關黨團或立

委進行協商及尋求支持，此部分並由院長指定一名政務委員督導行政

院國會聯絡組進行管考。「跨部會政策協調統合機制」的設計主要是針

對「政策規劃與執行」與「重要政策或議題意見發布」等二部分最常

發生跨部會間意見不一致的部分，建立意見整合及協商處理之流程。

該流程架構可概分為「事前意見整合」、「突發新聞事件處理」、「爭議

議題協商」等三部分，請詳見圖 3-1。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177 

不過，《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加強聯繫作業要點》與「行政院跨部

會政策協調統合機制」在歷經院長人事更迭與政黨輪替之後，已廢除

或不再運作。而當前我國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之運作仍是循一般之

行政體制進行，包括跨部會協商會議、跨部會工作小組、政策統合機

關、行政院院長、行政院秘書長、行政院副院長、行政院政務委員、

行政院院務會議等。同時根據本研究問卷調查結果顯示，中央部會主

管同仁在進行橫向溝通協調時，其最常使用的協調機制乃為召開跨部

會協商會議 (比率達 81.3%)，其次為組織跨部會工作小組 (比率為

62.3%)。而政策統合機關如研考會、經建會、國科會、工程會等，也

是行政機關同仁會考量使用的橫向協調機制(比率占 29.9%)。此外，

亦有 25.9%之主管同仁會透過行政院政務委員來協助其與其他部會間

進行溝通協調，但是透過行政院長 (比率為 1.9%)、副院長 (比率為

3.5%)、秘書長(比率為 5.6%)或行政院院務會議(比率為 2.1%)來進行橫

向協調的比率則不高。不過，這可能是與本研究問卷調查之對象主要

為行政院所屬一級機關內部單位之同仁有關，即其所涉及的協調工作

多為事務性的議題，故甚少會請求院本部層級之長官來協助其橫向協

調工作的進行。在實務上，專責工作小組、委員會或院長在相關會議

所指示之事項，會先委請政務委員進行橫向協調，俟達成共識之後，

再提會議定案，且在 95 年待協調議題的處理上，有 77﹪是由主管部

會、19﹪由政務委員（含秘書長）及 4﹪為政策統合機關協調獲致共

識，皆顯示橫向協調有著層級機制，由主管部會或政務委員進行橫向

協調即可獲致共識。  

此外，根據調查結果顯示，中央行政機關多數業已經建立常態性

機制或作業流程以處理橫向協調事宜(57%)，另有 27.1%則是需要時再

臨時建立橫向協調機制，而這也反映中央機關對在橫向協調工作上多

數業已建立處置措施或作業流程。至於橫向溝通之管道則還是以「臨

時性的協商會議」(72.4%)最多，這也呼應前述最常使用的協調機制為

「跨部會協商會議」 (81.3%)及「跨部會工作小組」(62.3%)之現象。  

另在協商對象部分，「業管單位之主管」(87.3%)與「業管單位之

業務負責人」(54.9%)仍是最主要的協商對象，但是協商工作的授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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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最多仍為「意見諮詢與蒐集」 (77.6%)或「可做事務性之決定」

(73.4%)，能做政策性決定的情況則很少(8.4%)，反映在橫向協調工作

中授權不足的問題，而這也反映在另一調查之結果，即在橫向協調的

過程中，「政策執行工作分配」(58.9%)仍是最主要的核心工作。  

最後，根據本研究調查結果顯示，中央行政機關間的橫向協調需

要係相當頻繁，幾乎九成以上行政主管同仁皆表示有此需要。而在需

要進行橫向協調的政務中，係以內政 (49.2%)、經濟 (44.5%)、交通與

建設 (33.7%)是最常需要進行橫向協調之政務，人事 (18.8%)、財政

(17.8%)、大陸事務 (14.5%)則是最難進行橫向協調之政務。顯示凡是

涉及人員利益、財源分配，以及兩岸敏感之政務，皆是較困難進行橫

向協調之政務。  

以上結果業已呈現我國中央行政機關目前橫向協調之法制規範

與運作概況。其整體顯示在法令規範與機制建立上，似乎尚嫌不足，

因此使得橫向協調工仍以臨時性的任務編組或協調會議為最主要的運

作機制，政策統合機關與政務委員之協調只能為輔，行政院長、副院

長、秘書長及行政院院會的協調功能則較少發揮。此外，目前中央行

政機關間的橫向協調多在事務性的協商層次，關於決策性的協商則較

少見，故可能更需要由上而下或政務人員間的橫向協調輔助。  

二、  蒐集歸納中央行政機關間爭議問題類型、處理情形，並擇定重

大、民眾關切案例進行分析   

透過相關文獻回顧、專家深度訪談、焦點團體座談，以及對行政

院所屬轄下各行政機關之業務主管同仁問卷調查之後，本計畫發現影

響中央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的障礙因素主要是以「本位主義」、「資訊

落差」、「專業堅持」等三項最為顯著，其可謂為阻礙行政機關間橫向

協調的一般性因素，因為在各種問題情境下，這些因素皆有可能會出

現，故其為影響行政機關橫向協調的一般或通則性因素。不過，在這

些一般性的因素之外，另有一些特殊性因素亦可能會顯著影響橫向協

調工作之進行，而這也就是影響橫向協調的特殊性因素。換言之，某

些性質之事務可能將比其他性質之事務更具有橫向協調上的困難。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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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若協調之事項涉及組織之存廢，則可能受整併或廢除之組織自然

會有極大的抗拒及抵制，又如某項事件是屬於新生事務，並無先前明

確之業管機關或法令上的明確規範，當進行政務協調時則自然有可能

出現意見紛歧、認知差距，甚至是爭功諉過的現象。統整該等特殊性

因素，本計畫亦認定另外三項影響中央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的特殊障

礙因素，即「法令疑義」、「新生事務」與「組織生存」。以上三種橫向

協調的特殊性問題，再與先前所認定的三種橫向協調的一般性障礙因

素，即本位主義、資訊落差和專業堅持等，則可共同整合為一個「中

央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問題之型態分類」(請見表 3-1 或 4-1)。此一型

態分類將阻礙中央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之一般性和特殊性因素做了完

整之考量，亦提供吾人在理解中央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問題時一個良

好的概念參考架構。事實上，本計畫已藉 ECFA 兩岸經濟合作架構協

議、農村再生條例、165 反詐騙專案、大陸學歷開放、三聚氰胺毒奶

事件、3 都 15 縣規劃等六個近期重大且民眾極為關注之政策課題為

例，對上述影響中央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之因素進行了詳細的解析，

詳請見第四章各案例說明與分析。  

本研究除透過案例解析來說明影響中央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之

因素外，亦使用問卷調查之方式對中央行政機關之業務主管同仁進行

意見徵詢。該調查之結果幾乎皆與上述「中央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問

題之型態分類」架構所認定的問題類型一致。例如調查結果顯示，最

困難的橫向協調議題(issue)分別為「權責釐清」 (46.4%)、「組織整併」

(36.9%)、「資源重分配」(26.4%)、「管轄權重劃」(24.2%)、「新興事務」

(22.2%)、「法令解釋」(21.4%)，而最易阻礙橫向協調工作進行之因素

則為「本位主義」(80.5%)、「權責不明」(55.0%)、「專業偏見」(33.9%)、

「問題觀點差異」 (31.2%)、「專業堅持」 (28.5%)、「協商代表授權不

足」(26.0%)、「缺乏意見整合機制與平台」(21.1%)。以上結果皆與「本

位主義」、「資訊落差」、「專業堅持」、「法令疑義」、「新生事務」與「組

織生存」等問題呈現對應之關係，亦可再次確認該等因素皆為影響中

央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之最主要問題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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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綜合分析中央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機制之問題癥結  

為能對中央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之問題癥結有更進一步之分

析，本計畫特別透過對中央行政機關主要業務同仁之「橫向協調認知

調查」，以具體建構及解析橫向協調之概念及問題，並進一步檢證實證

資料與理論觀點之間的契合程度。經以 388 份有效樣本之調查資料進

行探索性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之後，計建構出今日中

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問題之八大因素構面，即「資訊落差」、「本位主

義」、「事前規劃」、「專業偏執」、「跨域合作」、「專業堅持」、「權責釐

清」與「協商執行」等。此八大因素構面業已完整呈現中央行政機之

主要主管同仁對「橫向協調」工作的認知概念，且其因素構面幾乎完

全與先前理論及專家訪談和座談之結果一致，反映本研究在理論層次

所釐清的概念係與經驗的實證資料間具有極高度的契合，並再次確保

本研究對中央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的問題癥結能有確切之掌握及實證

驗證。事實上，此八大因素構面之中，「資訊落差」、「本位主義」、「專

業堅持」與「專業偏執」係與本計畫最早在理論上所認定之橫向協調

阻礙因素完全一致。「跨域合作」因素則是「本位主義」的對立因素，

即愈能有跨域合作之精神，便愈能強化橫向協調工作之品質。至於「事

前規劃」、「協商執行」等因素，亦是可促進橫向協調工作之因素，即

在橫向協調過程中若擁有事前之策略規劃、演訓模擬及 SOP 等程序，

且協商代表又能有充分之授權及穩定性，則橫向協調工作自然較易推

動。「權責釐清」因素則反映了公務人員在協商過程中對權利義務、責

任歸屬之重視，而這也正呼應之前一般性調查之結果，即最困難的橫

向協調議題便是「權責釐清」(46.4%)，而最易阻礙橫向協調工作進行

之因素在「本位主義」(80.5%)之外，其便是「權責不明」 (55.0%)。  

為對中央行政機關之橫向協調問題癥結再做更進一步之推論分

析，本計畫再就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情況之差異原因進行瞭解與探

究。本計畫係以行政機關基本屬性或行政同仁特徵之差異為自變數，

對各種橫向協調狀態之變數進行檢定分析。分析結果主要顯示，無論

行政機關或行政同仁的特徵屬性為何，其皆不會顯著影響政務需要進

行橫向協調與溝通之程度。換言之，行政機關間的橫向協調需要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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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現象，所有行政機關幾乎皆有此項需求。不過，不同政務業管機

關還是會對橫向協調工作之阻礙狀況有不同程度的認知。申言之，某

些政務型態的主管機關將會遭遇較多的橫向協調問題阻礙，而這也呼

應之前一般性的調查結果，即內政、經濟、交通與建設皆為最常需要

進行橫向協調之政務，而人事、財政、大陸事務則是最難進行橫向協

調之政務。此外，行政機關同仁在職級、年齡上的不同亦會對橫向協

調工作的阻礙狀況有不同程度的認知。政務官同仁對於中央行政機關

間橫向協調的阻礙程度認知似乎要高於簡任官同仁之認知，40~49 中

壯年之同仁對於中央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的阻礙程度認知則是高於

60 歲以上之同仁之認知，這反映年紀較長與事務官之同仁係較具橫向

協調之精神。  

本計畫最後則欲瞭解先前所萃取之橫向協調八大因素構面是否

會因行政機關基本屬性或行政同仁特徵之差異而有所不同，相關結果

顯示，業管政務的不同確實造成在「資訊落差」、「本位主義」、「事前

規劃」、「跨域合作」與「權責釐清」等方面的差異，代表中央行政機

關間的橫向協調阻礙確實與政務性質的不同而有所差別，亦再次呼應

前述內政、經濟、交通建設是較常需要進行橫向溝通之政務，而人事、

財政、大陸事務則是較難進行橫向協調之政務等發現。此外，較低的

行政層級因其為事務專業本位，則將有較嚴重的「專業偏執」問題，

但是規模較大之行政機關則是比規模較小之行政機關更具「本位主義」

與「專業偏執」之現象。再者，政務官同仁將比事務官同仁有更高的

「權責釐清」認知要求，反映政務官對責任歸屬之重視，及其本身需

肩負較高政治責任之情況。至於性別部分，男性同仁將比女性同仁有

更高的「資訊落差」、「本位主義」與「專業偏執」認知，但男性同仁

也比女性同仁有更高的「跨域合作」認知，顯示男性同仁亦可能比女

性同仁有更高的協調合作意向。 63另就年齡因素影響而言，年齡較長

之行政同仁將比最年輕之行政同仁有更高的「事前規劃」認知，反映

                                                
63 本計畫具末 報告審查委 員經建會邱副處長阿枣曾對此處研究結 果提出 異議，表

示因調查對象中女性比例（佔 18.8%）偏低，故以此推論男性同仁比女性同仁有更

高的「資訊落差」、「本位主義」及「跨域合作」認知等，在客觀性上將可能不足，

本研究團隊亦同意此為本計畫調查可能之研究限制，謹此註明。  



強化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機制之研究 

 182 

其較重視橫向協調的事前預備及規劃，係較資深公務人員老成持重之

一面。此外，40~49 歲間的中壯同仁則比 60 以上之資深同仁有更深的

「專業偏執」現象，亦呼應前述中壯年之同仁對於中央行政機關間橫

向協調的阻礙程度認知係高於 60 歲以上同仁認知之狀態。最後在學歷

因素部分，則皆無顯著之影響。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橫向協調已經成為今日中央行政機關效能可否發揮之關鍵所

繫，如何才能達成行政一體之目標，實係今日行政革新工作中最重要

的任務之一。本研究業經多次專家深度訪談、焦點團體座談、行政案

例分析，以及對中央行政機關行政主管同仁施行相關問卷調查之後，

總結所有分析結果，茲先提出一綜合分析之架構後，再按「立即可行

建議」與「中長期建議」依序報告如後：  

一、  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架構  

依據先前各項研究結果發現，今日中央行政機關間雖有多種橫向

協調之方式或機制，但其仍呈現凌亂與缺乏系統性規劃之現象，致使

各行政機關在進行橫向協調時，仍面臨許多問題與障礙。故為能使今

日中央行政機關間的橫向協調工作更具系統性，本研究團隊特別按多

次專家深度訪談、焦點團體座談、案例分析，以及問卷調查之結果，

歸納整理出一項中央行政機關間在進行橫向協調工作時，可茲遵循及

檢核之工作流程及架構（請見圖 6-1）。本架構之主體係基於先前政院

已建置之「行政院跨部會政策協調統合機制」，復經本研究按相關之研

究發現所整理歸納而成。  

本架構係一橫向協調工作之系統性流程及階段區分。蓋橫向協調

工作應有階段性區分，不應混為一談。橫向協調工作應有類似危機管

理之程序，可區分為事前準備及預防、事中處理與事後學習等階段，

且在每一階段應有不同之橫向協調機制之設計。本架構係將中央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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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間的整體橫向協調工作劃分為五個部分，分別為 A.政務層次之橫

向協調；B.事前規劃與意見整合；C.突發事件處理；D.爭議議題協商；

E.事後檢討學習等。本架構涵蓋了橫向協調工作過程中事前、事中與

事後的時間觀點，亦包括平時與緊急狀態下的橫向協調流程。此外，

與先前「行政院跨部會政策協調統合機制」最大不同之處，則在本架

構又進一步融合了政務（政策）層級與事務層級的橫向協調觀點。換

言之，以往橫向協調工作之流程規劃往往欠缺對協調問題癥結與其結

果影響之掌握，即某些橫向協調問題之本質根本是政策或政治性的問

題，需要執政高層由上而下的政治性決策與判斷，而非僅在事務層次

進行冗長繁複的溝通和協調。因此本架構加入了「政務層次之橫向協

調」一項過程，它可以是一切橫向協調問題的啟使與發動者，亦同時

是橫向協調過程中最終的仲裁者與工作之關鍵樞紐。再者，本架構亦

對橫向協調工作結束之後的事後檢討與政策學習給予相當程度之重

視，即在橫向協調的工作過程中，不僅需重視其規劃與執行，亦應重

視其事後的評估和經驗的傳承與學習。以下將就本架構各部分之運作

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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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6-1：：：：本研究建議之本研究建議之本研究建議之本研究建議之「「「「行政院跨部會政策協調統合機制行政院跨部會政策協調統合機制行政院跨部會政策協調統合機制行政院跨部會政策協調統合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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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政務層次之橫向協調  

事務官層級間之橫向協調雖然重要，但政務官之間的橫向協調似

乎更應被重視。蓋事務官常因其所獲得之決策授權有限，往往無法進

行政策性之決策，故若僅由事務官進行橫向協調工作，其所能做成之

決議多半僅止於事務性及技術性之層面。事實上，議題能否被有效協

調之關鍵往往在於能有最後之仲裁判斷，而此種決策定案之權力，亦

僅由政務官所掌握，所以唯有先透過政務官間的相互溝通及協調，才

能使事務性之橫向協調能更加順暢。總之，在整個協調過程中，政務

官間的橫向溝通乃佔有優先順位，其應在橫向協調規劃準備階段即著

手進行，而行政院本部往往便需肩負此種決策性的協調功能，蓋院長、

副院長及秘書長正為政務體系之首，其政策協調之功能應受重視及強

化。  

在本架構中「政務層次之橫向協調」位居整個協調程序之首，其

應對政策的基本方向先做釐清與認定，以便後續事務性協調工作之進

展。此外，當後續事務性的橫向協調工作出現重大障礙與延宕之時，

亦應迅速再返回此一階段（請見在 B、C、D 過程中的路徑回饋方向），

由政院最高當局即時做出政策仲裁或策略調整。  

 

B. 事前規劃與意見整合  

橫向協調工作在事前部分應強調議題的認定與建構，也就是對許

多潛在之議題進行溝通協調及未雨綢繆的作業，以期先釐清某些事項

的主管機關、權責歸屬，甚至是資源的分配等工作。此種事前的協調

對往後問題發生時之處理工作將有顯著影響，因為若無此一準備階

段，必將造成問題發生時的諉過爭功及事項處理時之群龍無首狀態。

事實上，由本研究之相關案例及調查結果中可清楚發現，權責執掌不

明、機關本位與各持立場、新興業務等因素皆是造成橫向協調失敗之

主因，而這些皆是在議題認定與事前預防階段便應獲得重視和處理之

問題，而不應總是延宕至問題爆發、民怨形成時再慌亂處理，故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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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預防及規劃應成為革新中央機關間橫向協調工作之首務，亦是橫向

協調工作的事前作業階段。  

在事前規劃與意見整合階段，其最主要的執行者將包括主管機關

與政策統合機關（如研考會、經建會、國科會、工程會等）。蓋相關主

管機關可先邀集相關部會進行意見諮詢、立場統整，並確立政策主軸

和方向。而此類工作可由主管機關之管考或秘書單位先行規劃，並至

少能由主管機關主任秘書層級以上之首長來召集與其他相關部會之協

商會議，並在決議之後能由院長、副院長或主管部會之首長對外統一

發佈政策訊息與發言。  

在事前規劃與意見整合階段，另一主要的執行單位便是政策統合

機關，其可作為主管機關在無法透過其本身之事前協商作業而取得共

識時的下一工作步驟。換言之，政策統合機關應統整各相關部會意見，

並從一整合與全方位施政一體的角度來協助各相關部會進行協商與溝

通，故在此亦應提升政策統合機關的職能，使其可真正做為跨部會間

的協商機制。至於對於改進政策統合機關橫向協調職能的建議，將在

隨後之建議中說明。  

 

C. 突發事件處理  

中央行政機關間的橫向協調工作亦應學習危機管理之程序，建立

平時與緊急狀態下之協調機制。在平時狀態下，橫向協調可循一般及

體制內的機制來加以運作，但在緊急狀態下，橫向協調亦應有其可權

變行事之彈性，例如應直接有首長層級間的熱線溝通或立即性的任務

編組動員等。此外，其緊急狀態下之應變協調機制亦可被視為是前述

事前橫向協調準備過程中的一環，因為緊急事件之橫向協調應在事前

便有規劃，同時亦可能需有一定之訓練演練，如此方能在緊急事項發

生時立即啟動此一緊急橫向之協調聯繫機制。  

當突發與緊急狀態出現時，主管機關應迅速召集相關部會副首長

重申政策主軸與方向，共同研擬新聞稿，並指定部會發佈澄清。此外，

若突發與緊急狀態未能解決，則需視其協調問題爭議的本質來決定其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187 

更進一步的處理程序。申言之，若協調議題仍有細部事務性的問題存

在，則應轉移政務委員之協調系統，再進行更進一步之協商；若協調

議題仍有重大政策性問題存在，則應儘速轉呈政院本部，由院長直接

啟動「政務層次之橫向協調」，以便對緊急狀態之處置進行仲裁與決

定。  

 

D. 爭議議題協商  

第四階段為「爭議議題協商」之過程，即在橫向協調的過程中，

若出現議而不決與延宕之情形，則應立即回報行政院本部尋求協助，

此時院本部便應提高協商層次，最好可委請政務委員或副院長等層級

之官員介入協調。政務委員與副院長層級之協調應類似救火隊之功

能，其協調任務應與一般部會間之協調有所區分，必需有更強的決策

及仲裁能力，以快速處理延宕與議而不決的協調課題。  

此外，若前述政務委員或副院長層級之協商仍無法使爭議問題解

決之時，則應立即回報行政院長並啟動政務層次之橫向協調，即由政

院最高當局即時做出政策仲裁或策略調整。  

總之，以上爭議議題協商之過程便是一種向上尋求協助及仲裁之

機制設計。蓋為預防協調過程發生窒礙難行、延宕與議而不決的情況，

乃應有立即回報行政院本部請求協助之機制設計，以避免協調之停

滯。申言之，在橫向協調之過程中需訂定進程與期限，若在期限內無

法做成一致性決議，便需儘速請求上級協助與仲裁調處。  

E. 事後檢討學習  

在橫向協調的工作過程中，最後一個執行階段乃橫向協調工作結

束之後的經驗學習或相關制度之改善。相關部會在進行橫向協調工作

之後，應從整個過程中獲得經驗，以作為下次面對類似問題發生時之

參考，因此應有事件檢討、經驗學習與制度改善之機制，以免日後發

生類似的問題，又不斷重複同樣錯誤。  

為能落實事後之經驗與政策學習，在此階段應建立對橫向協調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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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之追蹤評估機制，以了解在橫向協調的過程中究竟遭遇哪些問題與

障礙，又是如何面對和解決此類問題，以及最後的結果與成效又是如

何等，其皆應被追蹤評估。而這正與行政院研考會所業管之管考評估

工作相近，故該會應在各部會橫向協調的過程中扮演一更積極與成效

追蹤與評鑑之角色。  

雖然事後的學習檢討非常重要，然為使此機制產生實質效果，以

作為日後協調工作之參考，則應規劃橫向協調工作結束之後的獎懲措

施，對協調相關部會人員施以適度獎勵或懲罰。在橫向協調及溝通的

過程中，有功者便應給予獎賞，有過者亦應施予處罰，而明確之獎懲

案例正可產生激勵或警示之作用。  

最後，當橫向協調的工作完全結束之後，則可將過程中相關之資

訊及案例加以蒐集彙整，並經由行政網絡管道將其傳播、分享至所有

相關行政機關與同仁，抑或可將相關橫向協調之案例資訊納入公務人

員學習訓練的教材之中，以強化公務同仁在橫向協調工作的學能及表

現。  

 

二、  立即可行之建議  

茲按以上橫向協調架構內涵與精神，提出短期立即可行之建議與

革新方向：  

1 .  在「政務層次之橫向協調」部分，應以院長、副院長、秘書長及

各政務委員之間的快速協調為核心，以因應事物層級之協調工作

發生阻礙或延宕之時，能迅速且即時的做出仲裁與政策方向的決

定及調整。院本部對此類工作應有定期或臨時性的會報，並配置

部分院本部人力，以協助院長管考追蹤此類工作之進程，亦同時

為院長蒐集相關資訊。  

2 .  在「事前規劃與意見整合」部分，應建立策略規劃工作小組，並

且應有事前之模擬演練。蓋許多行政協調問題及危機之發生絕非

無蹤跡可尋，若事前能有更多之草案規劃、情境模擬訓練，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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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未雨綢繆之系統工程或策略規劃，則定能減少事件發生時之慌

亂與處理失當。在本研究之數項案例分析中皆可發現，許多重大

政策之所以出現推動困難或民眾對其抱持高度疑慮之狀態（如

ECFA、農再條例等案例），即因其在規劃之初便甚少對其政策的

未來推動進程有各階段之情境想定與應變策略規劃。為克服此一

問題認定及準備不足之狀況，事前的議題情境模擬與執行步驟策

略規劃便愈形重要，政策統合機關（包括研考會、經建會、國科

會、工程會等）在此一部分便應扮演更為積極之角色，甚至應成

為跨部會橫向協調「策略工作小組」之召集與幕僚作業單位，以

便能及早偵測問題、解決爭議。  

3 .  就事前橫向協調議題的認定而言，係有一定脈絡可尋，即某些型

態之政務及議題往往將可能衍生較嚴重之橫向協調問題與危機，

故應及早防範及準備。本研究已發現，凡是新生事務無明確主管

機關者、涉及組織生存或整併之課題，以及法令模糊權責執掌不

明之事務等，其皆將可能產生嚴重的協調問題及危機，故首先應

將此類議題列為政院重要及必須及早規劃因應的政策課題。因

此，建議政策統合機關，特別如研考會，應有一任務編組，隨時

發掘此類議題並回報政院，甚至自動啟動協調機制。此外，本研

究亦發現，凡是涉及人事、財務與大陸事務之政策課題亦有較難

協商之本質，故此類工作之協調應有更高層次之協調機制輔佐，

以避免議而不決之現象出現，抑或是無法有政策性之決策制訂。

所以此處則建議應有院本部級的協商機制（即進入「爭議議題協

商」之工作階段）來處理涉及人事、財務與大陸事務之政策課題。 

4 .  由於議題認定及未雨綢繆是橫向協調事前規劃之重心，故其本身

需有一觸媒或啟動者，以促成該等作業的順利進行。目前最適擔

任此項工作者便是各種「政策統合機關」，因其組織之功能與性質

本在進行政策之協調與規劃，故政策統合機關若能有更多資源投

入於橫向協調棘手議題（如前述新生事務無明確主管機關者、涉

及組織生存或整併之課題，以及法令模糊權責執掌不明之事宜）

之預防或處理準備工作，則自然能在未來問題發生時，減少橫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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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調之阻礙。  

5 .  橫向溝通協調應先建立領導的權威，再有網絡建構，政府施政才

會有行動力。至於溝通協調網絡之建構，建議可由各機關副首長、

主任秘書擔任，以組成跨部門協調「工作圈」的模式運作。跨部

門間需要有常態互動經驗及相互信任為基礎，才能促進橫向溝通

協調。  

6 .  為使橫向協調溝通更加順暢，行政機關間之同仁應多瞭解彼此之

政務業管，以期因對彼此政務的瞭解而能加速其行政資訊和意見

的交換，最終則能增進橫向協調溝通之效率。為增進行政同仁對

彼此業管政務之瞭解，乃可使行政同仁在各部會之間進行「工作

輪調」 (job rotation)。此種工作輪調模式亦可成為文官培訓之一

環，如此將可使部會行政同仁更易瞭解及掌握彼此之業務訊息，

倘若未來有協調需求時，將更易進行。  

7 .  為確保橫向協調工作之效率與效果，協商成員的授權程度與穩定

性亦應獲得重視，蓋行政機關派出之橫向協商代表，其授權之程

度應足夠，俾能具有決策權力，所以協商人員之行政層級不應太

低；建議若在部會層級之橫向協調，至少應為主任秘書層級以上

之同仁擔任機關之協商代表。此外，協商代表亦不應經常變動更

換，以降低協商共識建立的不確定性。  

8 .  在橫向協調的機制與標準作業流程中，應建立明確的行政資訊分

享平台，使行政資訊能夠相互交換，俾使彼此可快速瞭解對方之

工作訊息，以促進橫向協調工作之進行。行政資訊平台之建立可

先以中央行政機關本身之網路平台為基礎，再由政策統合機關做

一串整，摘錄其中需整合或具跨領域性質之政策資訊，以定期方

式再回饋至各行政機關，以促進其彼此間對其所轄行政業務之認

識及瞭解。  

9 .  為強化橫向協調工作之推展，亦可在相關考評制度中提供誘因，

以促使行政同仁重視橫向協調工作。例如在行政績效評比的指標

中，即應將橫向協調的狀態納入評比的項目之中，並作為其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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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的評鑑要項。此種設計將可使行政同仁重視橫向協調工作，

因為橫向協調之狀態將會直接影響其績效考評。本計畫建議，甚

至應將部會間的橫向協調狀態列為國家「中程施政計畫」中的考

評項目之一。  

10.  為促進橫向協調工作的事後經驗與政策學習，應將相關橫向協調

之案例彙整為資料庫與教材，並編制橫向協調之標準工作手冊、

說帖、案例彙編等，以供行政同仁參考與教育訓練之用。  

三、中長期建議  

橫向協調工作在事前規劃階段應有「意見整合」、「責任釐清」、「議

題認定」等工作重點，而當議題進入事中處理階段時，則應重視橫向

協調的「溝通技術」、「建制安排」，以及「對突發性議題之緊急應變能

力」。茲對其中長期革新重點建議如下：  

1. 增進溝通技術：行政官員應著重溝通技巧之訓練，並提升其對資

訊掌握及解釋之能力。蓋行政同仁唯有能詳實瞭解政務之內涵精

髓，對上級單位、平行單位與下級單位，甚至對民眾都能有清楚

之政策解釋與溝通，方能使政務的推動和協調更加順暢。本研究

在個案分析中便發現，ECFA 政策無法順利推動的原因之一，即

相關單位迄今都無法清楚說明其政策之要點與精義，對政府內、

外之溝通顯然皆出現障礙。  

2. 建制安排：各部會應建立橫向溝通的「標準作業程序」(SOP)，以

使溝通協調之步驟制度化。此種建制安排的目的乃在促進區域式

或流域式之治理，因重大政策之推動甚少僅由單一部會獨立執

行，其泰半涉及多重部會，呈現塊狀與關連性之政務型態，故網

絡式或區域式之治理模式往往有其建制上之必要性。若再能配合

橫向協調之常態性機制與程序，如本研究所建議之流程架構，則

定能使橫向協調工作更易推展。  

3. 突發議題之緊急應變能力：除了溝通技術的增進以及標準作業流

程的建制之外，也應建立危機應變之能力與機制。蓋若有規劃完

整之危機應變小組以及危機溝通（含發言）管道，則當緊急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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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之時，便不致慌亂而失去平時問題解決之能力，故各行政機

關宜加強危機管理之模擬及訓練。  

4. 各部會內部可設置及培養 1 至 2 人高階管理人員，該類人員統一

對外參與跨部會協調機制，避免訊息錯漏，對外有權限協調，對

內加速進行，定期內部議題業務追蹤研討、推展，方能事半功倍。 

5. 為能獲致更佳的橫向協調成果，「政策統合機關」之地位應予提

升，而其所肩負的協調功能亦應有所強化。申言之，政策統合機

關除有「執行」層次的政策統合功能之外，更應有「決策」層次

的統合權力，否則統合及橫向協調在缺乏決策權力的情況下，往

往無法獲得其他被協調單位之重視與配合。故此處建議，若無法

直接提升政策統合機關之行政位階，其首長或許可由更高行政層

級之首長或副首長兼任，以使其更具政策領導之權威，對協調議

題之仲裁亦更能具有實質之影響力量。例如據經建會廖耀宗主任

秘書表示，在行政院副院長兼任經建會主委時，許多經建會橫向

協調之政策便較易推動，亦較易獲得其他行政部會之配合與支持。 

6. 在橫向協調的過程中，「本位主義」、「專業堅持」 /「專業偏執」

與「資訊落差」雖然皆為嚴重的障礙因素，但「本位主義」、「專

業堅持」/「專業偏執」皆涉及「人」之主觀因素，並不易克服，

而其中唯有「資訊落差」之問題係一較客觀的問題，若有適宜之

處理，當較易解決及克服。事實上，橫向協調的問題癥結往往因

資訊的不足與失衡有關，故建立資訊交流之平台，甚至是設置「資

訊長(CIO)」之職務，以掌握資訊、傳達資訊及交換資訊，便成為

可行之策略方向。此外，資訊的傳遞並不受限於正式之制度與交

換，非正式的資訊交換也相當重要，如官員間平日的交流，抑或

因工作輪調所形成的社交網絡，均為重要的資訊交換管道。  

7. 為強化部會間橫向協調之功能，調整官職之任命與職掌，或重新

分配其任務的方式，亦將有益於會間的橫向協調工作推展。事實

上，除前述行政人員間之工作輪調與交換之外，尚有三種職務調

整之方式可被納入考量：1. 由行政較高層級之首長兼任較低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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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職務：如前述行政院副院長兼任政策統合機關 (研考會、經建

會、國科會、工程會)之主委，對政務的推動便較易進行；2.水平

行政層級間的職務兼任：可採取部會首長兼任其他部會次長之方

式進行，如新加坡國防部長便兼任教育部次長，如此對兩部會之

職務及行政人員將都有節制與指揮之權力，使協調工作更易進

行；3.事務官間工作之輪替與交換、移地訓練或代訓：如陸委會

同仁可由外交部代訓，使陸委會之同仁亦能了解外交工作之內

容，日後在進行政務協調時，便將更加容易。  

8. 橫向協調工作應有考評與獎懲機制之設計，並可考慮將其納為政

府「中程施政計畫」或行政院服務品質獎之考評要項，以激勵與

表彰橫向協調工作優異之機關與個人，並對有過者給予適時之惕

勵與懲處。  

綜言之，在橫向溝通協調的過程中，所有事前、事中及事後的步

驟都須謹慎小心，並需加以革新。而在協調的內容工作上，則應兼顧

「政策構想」和「法制作業」等兩部分，蓋政策構想是政策性的協調，

而法制作業則是事務性的協調，此二者應兼顧而不可偏廢，橫向協調

工作如此才能圓滿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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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深度訪談提綱深度訪談提綱深度訪談提綱深度訪談提綱 

政府行政組織因功能與管轄之需要，所以必須進行所分化及分

工。但是政府施政工作往往為一整體，因此其行政機關間的「橫向協

調」(horizontal coordination)便成為克服組織過度分化問題的重要機

制，同時也是政府效能可否發揮的關鍵所繫。事實上，今日政府所面

對的重要政策問題，甚少僅憑單一行政機關便可解決，其大多皆需透

過不同機關或部會間的協調整合，方能有效克服所面對的政策問題。

但是政府各行政機關若僅依循本位、閉門造車，缺乏政策及執行上的

橫向協調與聯繫，則必定造成令出多門、權責不清，甚至是政策方案

矛盾及前後不一等施政上的問題和衝突，最後勢必導致政策之失敗與

人民對政府信心的喪失。  

政府行政機關之間的「橫向協調」正是行政法理上所稱的「行政

一體」功能，也是「行政綜效」( administrative synergy)的發揮。蓋行

政機關間若能透過有效的溝通與聯繫，不但在重大政策問題的解決上

能夠先釐清權責、分享資訊與避免不必要的衝突和資源的重複浪費之

外，更能追求進一步的協力及合作，以獲得一加一大於二的綜效。誠

如 Guy Peters (2006)、E. R. Alexander (1995, 1993)等重要公共行政學

者指出，行政機關間的橫向協調功能是政府政策成敗及行政效能良窳

的關鍵，而政府各行政單位若在政策規劃及執行的過程中皆能進行有

效地橫向溝通及聯繫，則不但能夠化解行政單位彼此間的本位主義問

題，更可積極地促成各行政單位間的政策合作與綜合能力之發揮。因

此，行政機關間的橫向協調亦可被視為是一種行政的軟性實力，其效

果及影響甚至比行政硬體的建置更為重要及深遠。為了能夠提升我國

政府的行政效能，故實有必要對我國中央各行政機關間在進行橫向協

調時所面臨的問題障礙、原因癥結，以及改善此等問題的運作機制和

配套措施等進行更具系統性和科學性的探討分析。  

素仰貴  先進在公共行政理論及實務上之卓越成就及貢獻，茲冒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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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邀貴  先進能針對以下討論提綱惠賜寶貴意見及指正，以做為本研究

重要之分析依據與參考。  

四、  目前我國中央行政機關之間具有哪些「橫向協調」機制？協調工

作的主要參與者為誰？其協調工作的法令依據為何？其機制的

運作狀況如何？其運作狀態的特色或特徵為何？其協調工作所

涉及的層面又為何(譬如僅政策規劃層面之協調，抑或包括政策

執行層面之協調)？是否面臨任何運作上的困難？  

五、  請問目前我國中央行政機關在哪些政策領域之「橫向協調」最為

成功或最為失敗，請舉例說明，並請分析其成敗之主要原因。  

六、  「大專生就業方案」、「加強地方建設擴大內需方案」、「毒奶認定

標準」、「證交稅減徵」、「3 都 15 縣相關方案」、「大陸學歷認證

方案」、「ECFA 兩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農村再生條例」與「165

反詐騙」等皆為民眾近期所極為關切的重大政策議題，能否請您

就其中一項或多項案例為焦點，評估涉及該案例之各行政機關間

的「橫向協調」狀況、處理情形，並從其中認定影響橫向協調工

作成敗之關鍵要素。  

七、  請綜合分析目前我國中央行政機關間在進行「橫向協調」工作時

所主要面對的問題型態，以及造成該類問題之原因癥結。並請評

估「本位主義」、「專業偏執」、「資訊落差」等原因是否為目前各

中央行政機關在進行「橫向協調」工作時所最主要面臨的問題障

礙，請增補指正。  

八、  請就我國目前中央行政機關在進行「橫向協調」時所經常面對的

問題障礙提出初步之改進建議或改革的策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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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蔡勳雄蔡勳雄蔡勳雄蔡勳雄政務委員深度訪談紀錄政務委員深度訪談紀錄政務委員深度訪談紀錄政務委員深度訪談紀錄 

時間：98 年 8 月 4 日(週二 )上午 10:30-12:00 

地點：行政院院本部蔡勳雄政務委員辦公室  

訪談者：張其祿教授、廖達琪教授、吳昀展博士生        

紀錄整理：蔡敬萱  

蔡政委：  

第一個就是目前中央機關各部會有什麼橫向協調的機制，以行政

院來講的話，大概是有幾位政務委員，重要的政策要提到院會，院長

或秘書長會交給政務委員來做協調，這已經是多年來定期慣性的一個

機制。  

政務委員協調的東西大概涉及相關的部會，遇到比較複雜的問

題，有時候如會前會，或溝通的問題，我大概會請部會的相關人員還

有院裡面的幕僚單位做非正式的協調；要正式的話，就是在院會裡；

要送交院會或給院長批准的法案或重要政策，院長有時候會自己開

會，現在每兩個禮拜就有一次會報，涉及到院長自身的施政重點或推

動事項，他會請政務委員、相關部會首長來報告，就是一個小型的會。

這些是有關在院的層級。  

在各部會的部分，報來行政院的重大案件，有涉及到各部會的協

調，通常第一關就是到院裡邊的秘書處，秘書處再根據性質分派給相

關部會，譬如有關經建的，就交給經建會，有關工程技術或工程協調，

就交給工程委員會，科技方面就交給國科會，三者以外的東西就由研

考會處理，院裡面以前稱這個為管考中心，事實上扮演很重要的整合

協調角色，重大的案件他們要審查，審查的過程就會問各部會的意見。

以我的瞭解，以前是這樣的運作，民進黨八年時間我不瞭解，現在我

再回到政府來，還是這樣做。我是覺得目前院裡面的及交予四個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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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層次也都還好。  

廖教授：  

前天中國時報也報導，院長對於跟立法院方面的橫向協調的工作

也發脾氣了，前面部會才要講要通過哪些法案，另一個部會又趕快來

反對了…。  

蔡政委：  

那個跟這個不太一樣，那是國會的運作。我的瞭解是這樣，院裡

邊通常是由秘書長主要負責跟立法院的協調，法案、預算等相關的東

西，一般都是由各提案部會負責法案公聽會、法案的說明、辯護，但

有時候法案可能涉及不同利益團體，我舉個例子，「溫室氣體減量法」，

當然就環保署的立場會要求的比較理想、嚴格，但這也會涉及到產業

的問題，產業本身的適應力、調整力、結構調整不一定能那麼快，他

們通常會要求直接受影響的相關單位去遊說。這是一個常態。  

至於部會之間，由行政院正式提出的案子不至於改，通常有問題

時，那個政務委員就要把問題搞清楚，院會的時候院長還會再問一次。

很多案件不是這樣，可能是立法委員沒有透過行政院的程序，由立法

委員幫他們連署，而立法委員背後也不見得是各主管單位去提案，也

可能是利益團體或其他單位。  

以我的瞭解，正式透過院會通常不會，秘書長要去負責，要是有

發生這個（各單位不同調），秘書長要打屁股了。  

廖教授：  

    報紙上有報導，有些案子政務委員協調好了，可是政務委員不負

責向國會協調，所以…。  

蔡政委：  

    這話是不對的。  

政務委員本身是負責內部的，是不管部會部長（Minister without 

Portfolio），是要比較站在院的角度。我在開會的時候，一個議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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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部會間不同的看法，我都會先就議案背後的院的立場、政策目標講

清楚。不然就會有如你們這邊講的會有本位主義、專業偏執，這都難

免，尤其又涉及到制度改革（ institutional survival)  的問題。  

至於目前國內的協調工作運作有沒有什麼法律依據，我覺得是沒

有，通常是一個（廖教授：非正式的習慣？），對。另外一個就是，行

政院是一個團隊，而我是接受院長的指示來做這個，但是通常政務委

員協調只是一個準備的過程，不是最終的結果，最終還是要院長或院

會，大概政務委員協調後都還要經過院會的程序。  

所以法令依據的問題，由於政務委員本身不做行政處分，不是最

終的政策決定者，是諮詢性的功能，是政院機關內部的過程。  

廖教授：  

    那你覺得是不是有個法令依據會更好呢。需不需要？  

蔡政委：  

    我覺得不需要。  

    通常到院裡面的案子，需要行政院作最後裁示的有兩種，一個是

法律規定要行政院發佈命令，不然各部會有法律依據，就各部會自己

去發行政處分或裁決就可以了，有些施政涉及行政院最後的資源分

配，這個錢在院裡面，如果你的政策沒有得到院的同意，就拿不到

（錢）；第二個就是新的政策、新的議題，也許法令上你（部會）可以

做、或沒有禁止你做，但還是牽涉到資源以外，你要不要繼續這些新

業務，還牽涉到你要不要有各種人事的編制與人員配合，這就要人事

行政局（行政院的幕僚單位）配合，講到最後就是權與錢…（廖教授：

還有人？）、還有人。（廖教授：有權有錢就有人？）對…，要人的話，

沒有院裡面同意也沒有辦法。法制原額跟預算原額又是兩回事，法制

上可以給你這個，但是在法制原額內你要增加預算，一定要院（同意），

這就是有法律根據，為什麼又要到院裡，因為這個最基本的。  

廖教授：  

但你覺得現在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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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政委：  

    不需要。協調工作本身不需要錢。  

廖教授：  

可是這樣協調上會不會有困難呢？  

蔡政委：  

我是覺得有困難是涉及到三種。  

一種就是「是不是人有抗拒？」，譬如說：明明是單一部會自己權

責的事情，你要怎麼介入？（廖教授：本位主義就不想？）對！通常

這一類事情很少， 因為現在是一個法治的社會啦，政府的法制越來越

健全，像行政執行法、行政程序（due process）等。第一種類型就是

法令上的爭議，事實上現在都很明確，模糊的比較少，因為都會請法

務部、法規會來參與。  

第二種可能是新的東西，各部會也都有在做了，可能有重疊、有

衝突也說不定，這時候就是必須要協調。我接到這種案子很多，面對

這種情況，就必須要去瞭解及告訴相關部會，當前院裡面的幾個大方

向是什麼，要他們去調整。但有時候來參與協調的人員不是有決定權

的人就麻煩了，必須要跟他註明這件事情要首長自己來，或有時候首

長覺得這件事情很重要，就會自己來；但通常政務委員在開會，至少

對我，他們都會尊重政務委員，他們通常都會自己來，沒辦法的話，

不然至少也派政次或常次。很少來開會卻不認帳的，至少對我還沒發

生過。  

廖教授：  

那別人有發生過嗎？  

蔡政委：  

我沒有聽到。我的瞭解大概這樣，院長本身他也當過部會首長，

也當過副院長，他不容許這事情發生，要這樣的話，他大概會請那個

首長下台，他個性有一定的界線，不要踩到紅線，這是一個他的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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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有時候各部會難免有自己的立場，這就是在協調會上，討論我們

是一個團隊，所以目標是什麼…；有時候比較重大的問題，各部會首

長或政務委員會向院長請示，必要的時候，請幾個相關的部會首長在

他自己的辦公室談也有，那是經常有的事情，你可以看到為什麼每個

禮拜四上午的行政院院會後，排隊的人很多。  

第三種就是最難的，是行政業務的重新劃分，組織重整的問題，

這最麻煩了。  

我舉一個例子：現在行政院要重新改組，組織是你要擴大是容易、

皆大歡喜，但是你要縮編的時候就。現在要我去協調新的環境資源部，

就涉及到一些問題，原來兩個三級的單位要併起來就麻煩了，我就說

初期不要去處理到官階的問題，先事情做好，先把它併進來以後，再

讓他們慢慢去磨合。  

第一階段有時候會有情緒的問題，例如：我業務交過去，人不過

去，因為過去要被降級啊！我也跟研考會講，一級單位跟二級單位由

行政院限定，三級單位就不要了，給各部會彈性。他現在也要訂全行

政院三級單位不要超過 35 個，我說這不通的，現在就 60 幾個了，要

怎麼去做？我說等他們自己磨合成功了再去調，先把業務跟人移過

去，先磨合。  

我碰到困難點大概是這些。  

廖教授：  

具體的案例，您可不可以講講？  

蔡政委：  

那現在行政單位，我目前倒是沒有碰到很大的困難。  

廖教授：  

   那農再條例，你有沒有介入他的協調？  

蔡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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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草案在院裡邊是我協調的，那涉及到幾個問題，要把農村再

生、重劃、都市計畫，難免涉及到內政部地政司的業務，這部分在談

的時候，跟他們說清楚，有一些是你前後做，有一些還是交給他做，

由於法令沒有修改，所以是我的業務還是交給我，但是你規劃，規劃

的過程我來參與，規劃完的事情，下半段我再繼續做，所以規劃

（planning）的事情在農委會，下半段的地權轉換、土地重劃就要交

給我（內政部地政司），那只要把它界線、協調分配、行政程序說明清

楚，大概都還好。  

廖教授：  

那「證交稅」呢？  

蔡政委：  

   那個我後來沒協調。  

廖教授：  

   那「165 反詐騙」呢？  

蔡政委：  

   這我沒有。  

廖教授：  

   那「3 都 15 縣」呢？  

蔡政委：  

   「3 都 15 縣」是這樣，它的背後就是馬總統在競選以前就談到，

行政競爭力還有地方政府的問題，大概世界各國都這樣，中央的政府

部門越明顯，受社會壓力越大，所以效率比較好，越下位的單位組織

受資源、人員素質的問題影響就越大。你們行政理論也談到，台灣的

鄉鎮裡面，有一些只有七八千人也是一個鄉，有些一個區三十幾萬也

有，我們也看到二戰後英國、日本對他們行政轄區的調整，對於他們

行政效率的提升有很大的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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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現在台灣都市的交通工具、 ict 產業應用、充分地應用網路，

所以現在就是最好能夠把行政規模的基本單位限制在 20 萬到 30 萬之

間，這也是配合所謂生活圈的概念，行政轄區的整併擴大這是勢在必

行的。  

   以這個概念，那國土空間的規劃是怎樣最有效率，因為我們現在面

臨的好的越好，壞的越壞的惡性循環，那要怎樣防止這個，就是區域

重劃的問題。早期我在經建會的時代，把生活圈的概念分成三個結構

層次：大都市，下面幾個二級都市，再下面初級，大概半小時的交通

里程可以到達一個中心，這個中心大概可以處理日常的各種事物活

動，就在台灣不管你住在什麼地方，一個鐘頭可以到達區域中心，區

域中心就包含比較高級的，像律師啊、銀行總行啊、政府服務、醫療

體系，如果有這種系統的話，不管你住在哪裡，所享受的服務、就業

機會、生活品質等等較均衡。  

    那麼涉及到一個問題，就是行政院以前在資源分配的時候，中央、

行政院掌握了多一點，財政收支劃分以後也不是很公道，因為直轄市

擔負兩個層級（省跟地方）的稅，所以它就比較多，傳統把院轄市當

作跟省的層級一樣，中央統籌分配的時候就給多一點，尤其精省以後，

統籌分配款有 40％給兩個院轄市，事實上，以前是省分得大餅。  

原來 3 都 15 縣的設計想法是很好的，可是每個人都是要錢，但新

版的財政收支劃分法還沒有送出去，（新版財政收支劃分法）要大家立

足點一樣，不會因為你是縣或院轄市就不同，因為還沒有送出去，所

以大家都要搶這個（院轄市）。至少去搶院轄市，另外還有兩個好處，

機構的組織編制可以擴大啊、位階上升啊。  

另外，原來在日本時代是「州」，是大的，後來又再把它細分，像

新竹市、新竹縣是密不可分的，結果把它硬是拆成兩個，現在應該再

把它合併回來，嘉義市嘉義縣、台南市台南縣也一樣，遲早的，但整

併沒有一次而就，要說服地方的政治人物同意。  

現在為什麼變成四個？我是覺得劉院長是做個示範範本，兩個要

合併的長遠方向沒有改變，法律上，依法行政一視同仁，今天法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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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樣規定，人家（南縣市）照遊戲規則玩就好，就這樣。內政部在

審查的時候，也是看人口規模也夠、兩個議會也都同意了，也申請了，

那長遠未來也是希望兩個要併，那為什麼？什麼理由要去阻擋？  

廖教授：  

中間還有很多要整合協調的事？  

蔡政委：  

   這就是協調，院長後來發現「3 都 15 縣」，好像大家一直搶院轄市，

有一點把原來的意思都扭曲了，所以他就一直強調七個區域，七個生

活圈，用這個概念，同時他也提到像花東的話，有地理阻隔的先天缺

陷，所以要特別給它特別發展條例來彌補，所以我是覺得說基本的看

法是一致，背後的理念是很單純的，就是三個大都會區，七個生活圈，

讓區域均衡發展。  

廖教授：  

有沒有像將來七個生活圈、區域均衡發展的有個跨部會協調機

制？  

蔡政委：  

    他現在是這樣，要有一個 regional center，現在區域計畫法是有，

但 regional center 它組成位階比較低，所以就沒有發生作用，在美國，

你要拿聯邦的錢，你轄區本身的事情職務，一毛錢也拿不到我（聯邦）

的錢，因為稅跟權都給你（地方），所以必須自己財政努力，但是跨區

（事物）的時候，就按計畫補助，而計畫第一個要 regional center 背

書，看大家有沒有共識，中央才會把錢給你。  

廖教授：  

    那我們三個中心可不可以變成有組織的，像 regional center? 

蔡政委：  

    現在這個功能還太弱，慢慢來。所以現在第一個要先把政府的辦

公廳舍先集中，你知道省府精省的時候，那些單位還是放在中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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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慢慢有一些要先把它們合併，這裡邊看怎樣變成像美國聯邦區域中

心，因為美國太大了，所以有十個區域聯邦中心，要中央政府的事務

就到那邊辦，那我們也一樣，希望就三個聯合服務中心，民眾就不必

到台北來辦事，這個機制要加強。  

吳昀展：  

    請問「3 都 15 縣」的協調跟我們一開始討論由部會、由行政院提

出的法案的協調，一個是中央裡面，一個是好像比較涉及中央跟地方，

那這樣子的協調不知道有什麼樣的機制？  

蔡政委：  

    我舉一個例子，我昨天到屏東瑪家的好茶村，好茶在 96 年的水災

幾乎有三分之一被淹沒了，現在發現上游的崩塌地越來越嚴重，土石

流下來的話，可能好茶村會被淹沒，所以他們認為是危險地區，應該

要遷村。遷村從 96 年搞到現在還在公文的流程，縣政府跟原民會前後

有六次的公文還在來來回回，上次院長去就發脾氣，後來發現中央跟

地方的認知有落差。  

廖教授：  

    聽起來政務委員您的功能都發揮得很好，政務委員本身就是橫向

的一個設計，您覺得有沒有必要再給予政務委員這個職位什麼樣的一

些強化？現在大概有六個分工，現在的分工您覺得適不適合？現在是

比較非正式的分工還是正式的？  

蔡政委：  

    是比較非正式的分工，名義上我是看內政、外交跟國防，但事實

上勞工的問題也找我啊，後來薛承泰來了，就交給他；不然去年「緊

急上工」都是找我，有時候是看院長，他認為你比較熟、以前在經建

會…；全民健保、衛生現在理論上不是我，但是我也會接觸以前在經

建會就做過的案子；還有我自己當過老環保署長，所以環保的東西我

比較清楚，所以環保不是正式併給我，但是還是叫我做；都市更新的

事情，也是交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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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教授：  

    請問那現在幾個政務委員，自己有沒有橫向協調？  

蔡政委：  

    這一點倒是都很好。  

廖教授：  

那是誰負責協調？  

蔡政委：  

    不一定，有時候是院長，有時候業務上我們會互相支援，我舉兩

個例子，像曾政委現在這個世界運動會，也涉及到很多，像國土安全

問題，而國土安全辦公室的部分，院長要我幫他們看，所以他們開會

我也會去；還有像（學歷）鬆綁，涉及的部會也很多，幾個政務委員

都會來，有時候是由陳添枝，有時候是由我來看…。  

廖教授：  

    那誰來召集（政務委員）呢？  

蔡政委：  

    有這個問題的話，通常由秘書長辦公室來分派，三長會議跟院長

報告是哪一個人。譬如說現在中興新村轉型為科學高級研究園區，雖

然我兼省主席，但這不是省主席份內的事，這是要把整個性質改，事

實上要國科會來，我就請張進福一起來。  

廖教授：  

    所以是政務委員自動去互相聯繫？  

蔡政委：  

    對！  

廖教授：  

    你覺得要不要正式化一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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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政委：  

    我覺得是靈活一點，本來院長自己在重大的事項，每兩禮拜會開

政務會報，你跟他提出，他也會分派，也會問成果，就有很明確的任

務，至少到目前我沒有看到什麼扞挌。  

廖教授：  

所以不需要特別法令去強化？  

蔡政委：  

    事實上這個純粹就是一個在內部的機能調整（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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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附錄三附錄三附錄三：：：：曾志朗政務委員深度訪談紀錄曾志朗政務委員深度訪談紀錄曾志朗政務委員深度訪談紀錄曾志朗政務委員深度訪談紀錄 

時間：98 年 8 月 4 日(週二 )下午 16:00-17:00 

地點：行政院院本部曾志朗政務委員辦公室  

訪談者：張其祿教授、廖達琪教授、吳昀展博士生        

紀錄整理：蔡敬萱  

張教授：  

最近中央行政機關彼此之間很多的政策，在行政院推出之後，例

如：A 單位有一個概念，B 單位就做反動員，是不是規劃的過程中，

在政院層次有些協調上不是那麼充分？或是彼此之間資訊分享有些落

差？  

曾政委：  

我想也不是。  

我想行政是一體的，很多政策在制定的時候，本來有些問題就是

「跨」，所以行政院就做了一件事，就是有個政務委員的會議，以前可

能沒有，現在兩個禮拜就有一次政務委員會議，由院長親自主持，裡

面談的問題就是比較「問題取向」--解決當前的一些問題，來的都是

政務委員，所以每個政務委員都管好幾個不同的部會，所以我們（政

委）提出來的問題就是比較跨各個部會的，就會有一些談到現在有一

些政策下來，有一些動員，這個地方的看法跟另外一邊看法可能不一

樣。  

譬如說：我們對於研究生就業的問題，勞委會可能認為這樣不對

啊，他們（勞委會）並不是反對或是反動員，而是直覺你們談的都是

高知識份子，薪水比較高，看起來好像有點不平等。這個都會，因為

本來的薪資結構就不同，但是確實會看到這就是造成部會之間就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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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同的意見，不同的意見就在政務委員會議裡面來處理，所以橫向

聯繫會看到一些問題，目前政務委員的會議常常就是一個機制。  

另外一個，你說最近常常看到部會之間有一點點摩擦，因為最近

在政府組織再造，而政府組織再造就會有一些員額組織的改變，每個

部會之間就有一些重疊的部分或重新協調的部分，例如，新聞局要有

一部分要被裁掉，有一部分要併入文建會，成為文化部。要走的人跟

不走的人心理上就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拉鋸，不但是實質業務上的問

題，也還有心理上的問題，有一些困境。另外就是現在組織再造的原

因，很多不同的單位變成在同一個部裡面，是第幾級、第幾級……，

這些目前都在發生。所以現在外面所看到的，好像表面上有一些衝突，

其實不是，是在一個組織再造的過程上總會碰出來的摩擦，不曉得這

些問題在那裡，目前在過度時期的協調上都是在政務委員會議。  

政務會議由院長、副院長親自主持，所以每一期的報告，政策在

推動的時候到底我們碰到那些困難，從這個政權一上來的時候，一開

始碰到油價、金融風暴、就業，到怎樣去發消費券，不但沒有連續的

困境，而是很快地，沒有人相信台灣那麼快就把消費券印出來，這個

包括中央銀行的動員。所以外面看起來好像是裡面很多困境，但對我

們來講，感覺各部會的協調在這個政務會議裡面已經做得相當滑順和

諧，但是總是還有衝突。  

例如：最近就業教育拋出來，助理，碩士生、博士生、博士後，

為什麼我們國科會跟教育部拋出來薪水差了百分之二十，誰來吸收？

這就是部會跟部會（衝突），我們也無法去跟國科會說把薪水減少，也

不可能叫教育部把薪水提高，因為錢就這麼多，有一定數目的人要請

各個學校輔導就業，那國科會與教育部出現的落差，那我們就說要怎

麼樣去協調，就是彼此在政務會議談，可能教育部應該責成學校的單

位，由校務基金、老師的國科會經費貼補。由報紙看來國科會比教育

部多百分之二十，兩邊就衝突了嗎？其實不是，衝突就必須解決，解

決就是在政務會談裡面。我們政務會談每兩個禮拜就舉辦一次，然後

就一個題目、一個題目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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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再造裡面的平衡…，新聞局現在外館這麼多人到底要歸在哪

裡；教育部跟文建會之間，原來的社教館歸給文建會，原來文建會管

的地方圖書館歸教育部，博物館給文建會；每個都有不同的單位要去

搶，要去組織，總是會有一些看起來不協調，重組的過程總會有的人

心的不安、加上行動組織的不安，都會感到壓力，外面看起來就好像

部會跟部會之間作事不協調，其實只要捉緊現在要解決那些問題，就

要趕快跨部會去解決，政務會議就是一個重要的機制。  

張教授：  

    以政委來看，政務會議目前都是一個很好的溝通平台？  

曾政委：  

    對！都很好啊！每兩個禮拜我們就提問題、該怎麼解決。  

張教授：  

    政委會不會認為這個機制是不是應該讓它更正式化？早上（蔡政

委訪談）我們知道它好像是一個非正式？  

曾政委：  

     它是一個非正式的。這個院長來以後他想要知道一些問題…。  

     在以前的政委（前朝），好像只是審法案，不太發掘新問題、新

政策。現在我們不是，而是真正的恢復到政委的地位，現在政委是沒

有被做小，而是希望能把他做大，因為他本來就是跨部會的，因為我

們大部分做過部會首長或副首長，才來做這樣的工作，所以他應該是

有比較高的視野。  

    本來就應該有這樣的工作，可是以前沒有，所以為什麼院長來就

希望我們趕快。所以我們雖然是非正式，但卻是在強化我們原本就有

的那些能力，以前被做小、做不見的，現在開始再做這一層，所以只

要將來政務委員的定位，慢慢恢復到真正跨部會的整合。  

    本來我們也在討論是不是不要再做了，把政務會議取消掉…，如

果到一個地步以後，它就可以取消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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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教授：  

你覺得可能嗎？可是跨部會的協調事情好像只會越來越多？  

曾政委：  

    跨部會協調本來就是我們應該做的事，我現在講得就是說，以前

只是在審法案，只有法案上的協調，沒有政策上的協調，現在是政務

的協調，我們有責任。  

廖教授：  

    所以就變重啦？  

曾政委：  

    對！剛剛開始各部會不是很瞭解，如你看到的，才會發生每個部

會作自己的事，所以現在政務委員要去整合這些東西的時候，當然每

個人都會有不適應，像有時候我會覺得：很多討論事情的結果，部會

把東西完成，應該送到我辦公室來一下，但他們通常送到六組就走了。

所以說政務委員就被跳過了，現在政務會議就是他恢復，不要被忽略。 

    所以等到真正的地位恢復了以後，就不需要了，不需要政務會議

的平台了。  

廖教授：  

    所以就變正常的一個例行公事了？哪個部會歸你管的，就都要送

到這來？  

曾政委：  

    對！  

        部會的協調也不一定是政務委員，部會副首長本來就有協調

的功能，是出現更高層級的政治政策，我們才來做。大概是這樣。這

個是在去年 520 以前沒有建立好，做亂掉了，政務委員就好像沒有作

用了；現在政務委員如果有作用，他就必須在幾個層次上去負責協調，

現在大家都還是在適應期，我就說這是要花時間的，去恢復政務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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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有的協調跟管理的功能、角色。  

張教授：  

    您會不會覺得這個應該藉「行政院組織法」，組織改造的機會，在

組織法上順便一起…。  

曾政委：  

    我覺得本來這個功能是在，只是沒有被強化，然後政務委員就兩

三年換一次，他跟各部會的協調都沒有穩定，這是困境。如果現在把

政務委員好好地做起來，事情就做得很好啦！  

    我舉一個例子，像阿里山的小火車，是對觀光很重要的一個小火

車，它牽涉到林務局、交通部觀光局、森林管理處，還有當年 BOT

出去，負責 BOT 的經建會，它的法條很多，一大堆事情，以前觀光局

要林務局做哪些事，林務局就說做不到，我還有這些那些要考量。為

了管理這一塊，我就說，我負責去把觀光局、林務局造一個溝通的平

台，把他們兩個拉到一起，帶他們去看阿里山，走一趟，這樣下來以

後，他們發現兩邊可以互補。  

這就是政務委員要扮演的角色：把平台設立好，就放手給他們去

負責，他們負責以後，我們在旁邊看就可以了，還有不定期的抽查。  

像阿里山小火車，我就自己跑一趟，去看崩潰的地方，我去了，

就可以發現他們到底有沒有人在那邊，到底兩邊協調得怎麼樣。回來

後，我再找他們來，跟他們解釋我看到的困境，他們也就知道我會不

定期的抽查。  

本來政務委員就是要做這些事啊，監督大家，大家制度都做好了，

監管者的事情就會減低，但是平台跟平台之間的建立，是需要幫它建

立起來  

像我不是在解決林務局的問題，也不是在解決觀光局的問題，我

是在解決「觀光」的問題，這個問題就牽涉到台灣的整個形象問題。  

再舉一個例子。像世運會辦得這樣風光，如果沒有我們在後面「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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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跑到大陸去好幾趟；陳菊被 Ron Froehlich）罵一頓的時候，我

剛好在場，我告訴他：我們一定把運動員尊重到最後一步，不會有政

治在裡面，把他安撫下來。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後來我就到各個地方

去協調，陸委會、國安…。  

廖教授：  

你怎麼去協調阿？自己去跑嗎？  

曾政委：  

    就把他們找來這裡（政委辦公室）開會，人多一點就到上面。因

為我們現在這幾個政務委員跟原來的政務都有相關，所以我們去把他

們整合起來，還算可以。  

廖教授：  

    所以您負責是幾塊呢？  

曾政委：  

    教育、文化、體育、青年，觀光是最近，因為觀光跟文化結合在

一起，所以就臨危授命。  

    因為將來台灣的觀光是要以深沈多元的文化去吸引人，要精緻。

大陸現在來台灣，不一定只看阿里山、日月潭，他們比較層次高的也

會去看地方圖書館，所以台灣是走在他們前面…。  

 

張教授：  

    因為跨部會的政策會越來越多，而行政院組織改造的方向也是強

化院本部的功能，您會不會覺得應該讓橫向協調更正式化、制度化？  

曾政委：  

    關於在組織裡面賦予經常性的定位，我個人會覺得目前的政府組

織裡面本來就有這個定位，只是沒發揮功能，所以現在我們是讓他發

揮功能，然後大家都很累，但有一天，慢慢不是那麼累的時候，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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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這個功能在各部會都動起來了、習慣了，最主要是習慣問題，你剛

剛講得也很對，在第一階段，各部會沒有這樣想法的時候，有一個法

在那邊，他們承辦人員就會遵循，特別他們依法辦事，就是會去做這

個，有這個東西放在那邊，應該是很好的事。  

張教授：  

    從政委剛剛提到的案例，關於管考的權利，如果這些部會不是真

的依循協調的結果，或只是陽奉陰違的情況也可能會發生？  

曾政委：  

    會啊，很容易啊，所以你要掌握心理。  

廖教授：  

您剛一開始就說橫向協調很困難，經歷的一些困難點可不可以講

講？  

曾政委：  

    困難點就是你剛剛講的，開始的時候，他們可能認為講講就算了，

但是幾次之後，我看了不滿意，就把他們的主委找來，到我辦公室跟

他們談，主委就很清楚，我稱讚他們：你們都做得很好，可是我去看

好像都不是這樣，做只做三分之一啊。每個稱讚都讓他們很難過，我

們的功能只是先把這些以前政務委員該有的角色恢復，這就是政務委

員一定要選擇一些能夠跨部會去看事情的，就會知道問題的解決點可

能在哪裡，那政務委員必需在上面找到真正癥結的所在。  

我們都還在摸索，像世運會沒有困境嗎？地方跟中央，體委會跟

高雄市吵來吵去，最後我們就把院長找下去高雄市，院長講一句話：

中央支持，地方全部負責，然後體委會不要再講了，有任何事情，把

世運會辦完後，我們再來檢討。後來體委會就是：他們要什麼，我們

給什麼。先把問題解決再講，其他的檢討後面再做。所以必須要有一

個政務系統、政務官，他瞭解關卡還有卡住的地方，然後剛好我們有

一個非常聰明的院長，他都知道什麼時候該做什麼事，耐力也強。所

以這次的世運會很不容易。政府就是一體，把這事情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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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上就是聽奧，協調場所、縣市都要，他們已經很努力在做這些

工作，可是憑高雄市、台北市動得了國防部的憲兵嗎？陸委會、移民

局、內政部所有的證件，所有的安全人員的檢視，這憑高雄市是做不

到，這些背後有很多衝折，所以政務委員的協調還是相當重要。  

其實現在大家也都還在熟悉，在摸索的過程上我們需要很多大的

案子一直來，就會看到大家的協調。  

這兩天不是教育部跟衛生署為了新流感停課的事所有歧異，為了

這兩邊的協調，我昨天就把疾管局的郭局長跟教育部體育司司長的一

起找到這邊，要他們談通報系統，並建立熱線。這就是部會的協調，

不過這個就更困難了，因為衛生署是另一個政委管的，我是管教育部，

但當這個事情是教育是主體，他們那邊是要提供我們完整的決定與資

訊，當然我就可以出面把他們找來啊。政委有時候好像只是管幾個部

會，當你的部會問題牽涉到別的（部會），我們也可以幫他們找過來。 

所以機制都在，只是怎麼讓他恢復應有的角色功能。  

廖教授：  

    那您覺得您的協調大部分是在事後做補救的呢？還是預先的計

畫？  

曾政委：  

    這就看政務委員，以目前的政務委員，像蔡勳雄非常了不起、很

有經驗，就會看在前面，像教育、文化的問題，我就看在前面。像文

創，我們會被打得很慘，我都知道，我知道為什麼文創會做不出來，

因為搞文化的不懂產業，搞產業的不懂文化，然後兩邊就吵成一片，

兩邊的主管機關也不一樣，即便把兩個主管機關在放平台上，也是各

說各話，所以我兩邊都要教育，包括我自己，因為我兩邊都不懂。我

們能做什麼？當然這箇中的困境很多，有時候要靠個人，靠個人的魅

力，靠個人的人際，去跟他們溝通，基本上，建立互信是溝通上最重

要的一件事情。  

廖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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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建立互信有沒有什麼機制，有沒有什麼過程？  

曾政委：  

    我想是在每次開會的過程，常常我們有跨部會的會議，在跨部會

的溝通上，政務委員你在開這個會的時候對問題很瞭解，必須做很多

功課，知道可能有哪些困境，像行政院的一組到六組都很強，你跟他

們好好地談，他們先給你一些幕僚的方針，開會的時候，不同部會的

人發現會議的主持人是根據這些做事，要每個部會提出有哪些困境，

或說明為什麼這樣做，很多次以後，各部會就會知道不是別人要搗蛋，

是一定有原因或困境。比如「幼托整合」，到底是該給幼兒園，還是該

給兒童照護，這兩邊後面都有團隊（利益團體的遊說），後來才發現原

來兩邊主管部會的困境都是一樣的，都有遊說團體，大家互相瞭解了，

大家互相退一步去解決這些問題。  

    我覺得政務委員要非常清楚問題的所在，常常會出現政務委員在

協調的時候還沒有搞清楚，還好我們現在幾位政務委員都對他的業務

算熟，像張進福以前做過國科會副主委，現在來做科技，駕輕就熟，

我當過教育部，來掌文化，像體育，我本身是很喜歡。  

    說困境，像體委會現在最大的困難是在單項協會自主權太高，你

說不要協會，可是單項協會是代表奧林匹克的窗口，所以你要瞭解問

題的關鍵，慢慢地去處理，去溝通單項協會，因為他們都是家族在控

制的，所以你要去瞭解這些東西，慢慢要去瞭解，想辦法去改變他們，

因為歷史的緣故，問題糾纏在那裡，有時候有非常大的困難，很無奈，

無奈不是橫向協調有困難，協調很好也沒用，因為結構，除非改變結

構。  

    最近外面大家看到這個部會跟那個部會衝突，基本上，我個人覺

得是解決了大部分的問題，所看到的一些只是還剩下的百分之三十、

二十，總是要經過一段時間的磨合，互信到可以交給對方做。像阿里

山的小火車斷掉了，交給觀光局來做，林務局就覺得為什麼要搶他們

的，觀光局就覺得為什麼我要做，兩邊就是互信不足，協調、溝通、

瞭解以後，現在觀光局就說給他們做就好了，因為裡面很多法條，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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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森林法、遊樂法一大堆，突然間進來管不下來，我要去幫他們一起

做，告訴他們顧客要什麼。  

廖教授：  

    那麼大陸學歷認證，您有協調嗎？  

曾政委：  

    當然。大陸學歷認證的事，我想是這樣：立法院的意見比學術界

的意見還多。學術界本來就是都在做矛盾的事，你說北京大學有一個

柏克萊畢業的，我們不承認北大，難道我們也不承認柏克萊嗎？又矛

盾又愚蠢，這些是不需要的，本來就是學術回歸學術的市場、學術的

認定，但是因為台灣有政治處境的困難，所以我們要…，可是每次提

出來的意見又很可笑，第一個，大陸人來，我們就失業，講這些話的

人對台灣的教育、人才培育完全沒有信心；再來，就是大陸的學生來

太多，他們的思想就會影響我們，這個也很奇怪。  

廖教授：  

    這個大陸學歷認證在行政院內部協調是沒有問題？問題是出在立

法院？  

曾政委：  

    出在立法院、陸委會，陸委會很保守，陸委會的壓力來自於立法

院那邊的壓力。  

    基本上，大家也認為我們慢慢開放，像大家說大陸的學歷可能是

假的，這是技術問題，不是學術認定的問題；或者，大陸的學歷可能

有好有壞，那我們先從好的開始，醫療的事情是人命關天，因為我們

有管制，所以隨便要進來是不可以的；但是如果另外一原因，他們認

為，有人在這邊考不上，跑到那邊弄一個回來，這就不是一個正常的

講法，我也可以到美國念一個東西，再回來考國考也不是一樣，所以

這都是技術的問題，可以解決的，跟學歷認證沒有關係。  

廖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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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陸委會在溝通協調裡面，有提出什麼樣的具體數據來說明

呢？還是只是表示反對的立場而已？  

曾政委：  

    我想現在陸委會心態各方面，跟教育部的協調是滿好的，兩岸特

別條例裡面都已經開放到可以越來越寬鬆了，往開放的路上在走。學

歷認證現在是在立法院內部卡住。  

廖教授：  

立法院卡住是兩個黨都有阿？  

曾政委：  

對阿。都有。  

廖教授：  

    政務委員其實非常重要，政務委員需要有 sense 才能夠橫向協調，

政務委員的 sense 除了靠經驗，幕僚方面需不需要加強？如您剛剛提

到去行政院六組，他們都很能幹，這是不是一個好方式？各種資訊的

來源需不需要幕僚加強？您有幾個？夠不夠？  

曾政委：  

    需要。就我的辦公室而言，要管那麼多事當然不夠啊，所以我必

須動用其他的資源。  

廖教授：  

    可是您覺得長久這樣好不好呢？還是過渡性就可以了？從長遠的

組織設計  

來講。  

曾政委：  

    我個人是覺得，如果要去做更大的事情，推動政策，那我的幕僚

要更強、更多人是一定的，需要更大的團對來幫我收集資料。像文創

產業就是，雖然經濟部也有人，文建會也有人，可是他們業務都忙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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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了，我們是一個新的平台在那邊，可是那個平台沒有人，所以我

才會建議也許一個財團法人或基金會，讓我們有人，幫我們推動，你

常看到各部會有新的財團法人或行政法人就是在幫忙，所以希望政務

委員可以去 involve 這些基金會。  

廖教授：  

    所以現在政務委員有去主持基金會嗎？像文創產業…… 

曾政委：  

現在沒有，要 involve，也許他就是比較 involve。  

廖教授：  

    您說的 involve 是一個怎麼樣的關係？  

曾政委：  

    我舉個例子，像現在工研院的董事長就是張政委，也許現在是過

渡，之後可能會找其他人來，至少他有一個辦公室是科技顧問，就有

一個很大的幕僚團隊在那邊。  

廖教授：  

那他是一個特例？那是他應該像大家？還是大家都像他？  

曾政委：  

    我覺得是要看業務的大小，當年他那邊為了科學園區擴大的方向

跟管理，需要一個辦公室。  

廖教授：  

    可是像文創產業也是新的？  

曾政委：  

    所以到一個地步就需要像這樣的東西，所以為什麼需要財團法人

的推動與建立，像資策會。  

廖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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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在法令上會不會有一些問題或限制，比方說向張政委又兼

工研院董事長，他又是政府正式的政治任命，這有沒有法規上允許呢？  

曾政委：  

    允許是允許。為什麼不讓別人做？當時是因為一群要去作董事長

的人，都是因為陽光法案，所以他們不願意，就不來。其實是他可以

不要。  

廖教授：  

    所以比較理想的還是他像大家？  

曾政委：  

    可是他的情況不一樣，他有個科技顧問室，像我們只是要協調部

會，我如果有困難，我找教育部、文建會、體委會的幕僚，但這個就

有時候緩不濟急啊。  

廖教授：  

    我也覺得會緩不濟急，好像都是要事情發生以後，比較難去做一

些預先的？  

曾政委：  

    我們比較難看到一些事情，預先叫他們做一些事情，都會有的。  

廖教授：  

    我感覺上你剛剛講的 case 都是事後，我們可以這樣說，所以方向

上如果橫向協調更有效，政委可以做更預先的規劃，是需要更龐大的

幕僚群？  

曾政委：  

    對！  

廖教授：  

    看業務性質，這種幕僚群可以是外生的基金會方式，也可能是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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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政府或行政院長有什麼想法，是跨部會的，就指派一些人，特

別成立一個專責單位？  

曾政委：  

像我們的六組就是負責我的業務，我可以用他們的幕僚。  

廖教授：  

    這是基於法規？還是習慣呢？  

曾政委：  

    他們本來就可提供這樣的幕僚來幫忙。可是我好像都還沒有需要

好好用他們，第一個他們辦公室很遠，另外我的三個幕僚很強，還有

就是我以前在教育部待過，所以我有很多工作要做，一下子，教育部

的幕僚團就馬上出現了。所以我算是比較幸運，我剛才會說為什麼政

務委員最好有在部會待過。  

廖教授：  

    那到底政務委員有沒有政策倡議（policy initiative）的權力？  

曾政委：  

    以前比較沒有，現在開始有了，現在院長要我們提新東西，像人

才培育，跟教育、國科會、文化、社會都有關係。  

廖教授：  

提案其實又牽涉到各部會統整，而且要有資訊。  

曾政委：對。要做一些比較前瞻性的，政府裡面三大主軸，國土規劃

是蔡政委要負責，能源政策是張政委他們，六大產業，我們就提出。  

我們現在還有一個閱讀方案，是要從現在的主張閱讀，到將來的

電子書，要將台灣的能量都爆發出來，包括軟實力跟硬體，這一部分

我可以做，是因為剛好數位典藏第一期是我完成的；因為我個人又是

比較國際化，很多國籍人士來找我，最近台灣的工程學會有能力跟機

會取代日本，將來把東南亞國家的大學工程教育學位跟證照通通由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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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認證，這個就牽涉到教育、國科會、外交部，像這樣的事情平常不

會發生，因為我是政務委員看到事情對將來很重要，所以有機會出現

的時候，我們一直跨幾個部會 push，告訴外交部這個 NGO 的重要，

也就是將來東協 10+1 的時候，這些人可能就是科技部長、大學校長

在裡面，會支持我們，所以對台灣影響很大。所以我們有政策的時候，

就開始長遠的規劃。  

張教授：  

    請問政委，在這麼多成功協調的例子中，在協調的過程中，到底

現在的中央行政機關真正最大的困難是什麼？常在政務上、在政策的

規劃上彼此之間的衝突？我提供一下早上蔡政委跟我們講的幾個，一

個就是涉及組織重整，本位主義的時候，另一個就是法令不明確的時

候，在一個就是涉及到新事物，當然我們認為這些可能都跟他的本位

主義、資訊落差或者堅持專業本位有關，不知道政委還有沒有其他？  

曾政委：  

    我想這幾點都是重點，我一直在強調，一件事情發生，要去推動

新的法案或新的東西，政務委員如果是比較瞭解各部會的狀況跟他們

可能會產生的疑慮，預先就要做一些溝通或協調。  

比如說，這兩天體委會的振興棒球法案，很多人都跟我說：體委

會提出來，為什麼到研考會審？不是我們審？如果給我們審，那麼找

的人會不太一樣，研考會審的是他的行政程序，我們審的是內容，所

以不太一樣。所以一個案子出來，每一個部會會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去

進行，會碰到的問題就是，像體委會跟教育部之間，大部分的選手都

是學生，那教育部體育司會認為很多事情是我們的，可是體育的大門

是體委會，教育部只管這一部分，可是選手又是學生，中間就會有很

多本位、管轄、經費的來源、經費資源分配的看法跟衝突。所以這些

都是在組織上要重新規劃的時候，像體委會要到教育部，中間就會產

生一些剛剛講的問題，怎麼樣去重新思考，到了一個新的部會，本位

主義會不會減低？  

可是我覺得台灣從以前到現在，很少訓練學生跨學門跨部會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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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這是整體的問題，沒有以問題為主、問題導向，這些問題牽涉

到很多部會、不同層面、不同的學問，以後這個要怎樣在小孩子培育

的過程中落實，可能是很重要的。現在我們碰到的問題大概也是這些，

所以要在這幾年好好建立這種協調機制、互信、相信對方懂得比我多。 

廖教授：  

    那你贊不贊成讓不同單位的幕僚有機會互調？讓視野寬廣些，不

是只侷限在一個單位。  

曾政委：  

    這也是目前大家在討論的方向，就是以前都是在部裡面自己調，

跨部會的調動會不會讓他有不同視野，有時候他可能越來越精，越來

越瞭解，到底是哪一個好，我也很難講，有時候是要看問題，看業務

的性質。  

對我來講，沒有什麼失敗的案子，我們沒有失敗的案子，因為我

們不允許失敗，必須把它做到好，像有些事還不夠好，所以不夠好就

是要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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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附錄四附錄四附錄四：：：：薛香川秘書長深度訪談紀錄薛香川秘書長深度訪談紀錄薛香川秘書長深度訪談紀錄薛香川秘書長深度訪談紀錄  

時間：98 年 8 月 18 日(週二 )上午 10:30-12:00 

地點：行政院院本部薛香川秘書長辦公室  

訪談者：張其祿教授、廖達琪教授             紀錄整理：蔡敬萱  

廖教授：  

請問橫向聯繫容易出現的問題型態大概有哪些？  

薛秘書長：  

秘書長的工作也是負責協調聯繫的一部分，比方說：立法院的事

情，或者各部會的事情，報到院裡來，有時候政務委員會負責一部分，

到我這裡來的，除非有問題，我才會請大家來開個會。不過這種情況

都是盡量避免，因為政府有機制，假如都照著機制來，我應該不用花

太多力氣，舉例來說，經建的計畫到院裡面，就到經建會審查，再回

來；只有少數比較複雜的例子需要我再出面，可是這個是盡量地少。

這是從施政的計畫方面看。  

另外，從不同的事情來看，我也是負責跟立法院的溝通，從那邊

來了以後，我們要如何讓各個部會瞭解，然後去做，才能一致，這也

是一個工作，這方面的工作我覺得還好，真正有問題的是在立法院審

預算、審查法案的時候，反而不是政院內部。  

這方面我大概講一下我做些什麼，當院長需要我去協調什麼事

情，除了部會間的，有時候立法委員的問題也需要跨部會來協調，有

時會請政務委員來做，但立法委員時常會認定我是他們的窗口，所以

都會要我來做。  

公文的部分，各部會來的公文會到院裡來，其實副秘書長他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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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掉很多了，我這裡要處理的，大部分是跨部會的事情，或單個部

會但問題比較複雜的事情。  

廖教授：  

    有哪些類型的問題是最難協調的？您可以大概舉幾個例子嗎？  

薛秘書長：  

    部會之間會有一種情形，有些主管部門的計畫需要院裡核定的時

候，經建的就送到經建會去審查，行政的組織的就送到研考會去審查，

科技的就送到國科會審查。科技方面的比較單純，因為科技的制度在

那裡，偶而才有一次花很多錢的計畫，這個才比較需要花時間討論；

經建的計畫或屬於行政方面的計畫，主辦的部門常會有跟審查的部門

意見不一樣。  

廖教授：  

    是價值理念的？還是？  

薛秘書長：  

    一方面是價值理念，一方面是認定不一樣。比方說：台電要蓋電

廠的問題，經建會覺得蓋電廠，用煤的電廠會增加我們的碳（排放）

量，可是主管部門就會說，這個電廠環評都通過啦，很必須，假如再

不蓋的話，我們到某某年會缺電。這個就會有不一樣的看法，這樣的

話，照理說在經建會討論會獲得結論，但像這種比較大的問題，在經

建會獲得的結論，主管部門還是會有意見。  

    這很多原因，一方面主管部會的權責越來越需要彰顯，這跟以前

不一樣，因為立法院不會對經建會，以這個例子來說，他會對經濟部，

所以經濟部他要負責。這個就是制度面，雖然我們說經建會有專業，

舉個例子來說，核四的問題，不會有人講經建會，他會講經濟部啊，

可是真正審查是需要經建會，還有更重要的原能會，因此主管部門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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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大的壓力，去捍衛他們的決策，所以這方面就比較困難。  

    一方面，像這種電廠的事情，又牽涉到敏感的環保問題，而環保

的問題又可以兩類，一面是環保專家的意見，二方面是當地人的意見，

有時候又會發現當地的立委意見又不一樣。像這種就很辛苦，是非常

非常辛苦的事情。像科學園區，大家都很歡迎，這種的爭議性就比較

少。已經不是單純的經建會的審查牽涉各部會不同專業認知，牽涉民

意機關、地方代表，本來審查就可以決定做或不做，可是現在比較複

雜的政經環境下，通常就只好行政院來決定，行政院也要看實際的情

形，因為地方上的抗爭，往往沒有辦法，那是阻礙你順利進行的一個

重要因素。  

    所以，一方面是專業的認定不一樣，主政者覺得有這個需要，審

查者覺得好像沒這個需要，可是主政的部會覺得他是要負責的，罵也

不是罵經建會，這也是他的道理啊。另外一部分，因為經建機關通常

金額不小，最少在技術層次方面多少沒有問題，真的要去做的時候，

投資金額等在技術方面的專業是可以的，因為一方面我們有工程會。  

    像這樣部會之間的問題，與研考會有關的，現在比較大的問題就

是組織再造。過去二十幾年來，行政院向立法院提過六次的組織改造

都沒有成，表示本身就是非常非常難的事情，難的不只是有的部會會

沒有了，有的人要搬來搬去，更重要的是看法不一樣，不只是行政部

門看法不一樣，立法院那邊也看法不一樣，所以非常之難。憑良心說，

我個人也覺得這個「組改」不見得那麼重要，因為政府不像企業，是

非常龐大的機器，搬來搬去真的會比較好嗎？  

    舉例說，現在有體委會，我們的「組改」是要把它併回去，這很

奇怪，當初的人也不是一覺醒來就設個體委會，以前人也不是隨隨便

便成立一個什麼部會，所以這個本來都有一些見仁見智的。但政府部

門搬來搬去非常的不簡單，因為政府做什麼事都要「依法」，所以為了

「組改」，有「組改五法」，五個法在立法院就不知道要搞到何年何月

了。這是他的困難度。  



強化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機制之研究 

 238 

    再從溝通方面的困難度，人都有本位，都覺得自己重要，最好的

例子就是僑委會，本來要把它併掉，結果海外的人非常強烈地反應，

結果僑委會就保留，可是送去立法院，他們就說：你們不是真的要改

革嘛，這個（僑委會）要併掉。客委會、農委會，從學者專家也好，

常識也好，立委就反映：「應該要併，應該要併的你不併。」可是沒有

人敢講；「能源這麼重要，為什麼不成立能源部呢？」「科技這麼重要，

為什麼不成立科技部呢？」這類的意見，很多很多，一大堆，像工程

會，在我看工程會也是很重要，都是很專業的，你把它併到交通部，

不太通啊。憑良心說，搬來搬去爭議就會多，它本身就是爭議多的，

溝通協調就會比較困難。  

    像這個，反正基本上大方向定了以後，大家大概都是會有不同的

意見。以前民進黨執政的時候，就會說：「不行！在立法院，我們要請

某一些立委來改變。」當然我們現在是不希望這樣子，你要溝通協調，

有時候是溝而不通，是盍各言爾志，每個人講他的話，可是決定還是

要決定。所以有些事情溝通協調，沒有共識就不能做，那政府的事情

就完全不能做，所以就是要有一個決策，像這種比較困難的事情不是

兩全其美，就是兩害相權取其輕。  

 

廖教授：  

    這次「88 水災」救災，在橫向協調上面，您看到什麼樣的問題、

現象？  

薛秘書長：  

    事實上，我們的救災方面有一個非常好的體制，也運作了很多年

了，我們有災害防治委員會是院長主持，災害應變中心是由副院長來

主政，內政部長當總指揮，每一個部會當然也都派人去那裡。我去看

過好多次了，每次災害都去，那個架構其實還滿不錯的，非常的專業，

遇到第幾級的時候，那些人是二十四小時駐在那裡，我們副院長、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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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首長也駐在那裡。  

在那個地方，每個部會都要報告他們的事情，我覺得在那個場合，

溝通協調是沒有問題的，問題在於前線事情的處理，老百姓碰到的問

題不是單一部會的問題，像現在救災就知道，安置是內政部的問題，

交通是交通部的問題，它碰到的問題是比較多面性的，所以在前線要

解決問題的時候，往往有不同部會需要協調。  

舉個例子說，林邊的淹水，清污泥是環保署，不要讓它淹水、防

災是經濟部水利署，真的大了，國防部要進來，他們說為什麼都慢了，

都後面幾天才進來，可是憑良心說，那個大雨沒辦法做，南部八月七

號有雨，可是不是那麼重，八月八號下午才開始真的下大雨，所以淹

水，差不多是八月八號晚上，因為八月八號下午六點多旗山才開始淹，

也不是那麼嚴重，真的淹水其實是八月八號入夜、深夜以後，屏東林

邊那邊以前也會淹水，一方面堤破掉了，另外還有地方破掉了，所以

水進來，所以事先防災就沒有辦法，只能「救」啊，可是水很多的時

候也沒辦法，這是自然的力量，沒有辦法。可是人需要救啊，這個時

候只有統一指揮比較重要，把道具弄來，人在樓上，所以需要補給、

食物給他，所以救災本身是個綜合性的，跟打仗一樣，比方我們當地

軍方都有一個指揮官在鄉公所，八月九號那天我們去看，水到腰部，

高速公路下來汪洋一片，路都不是路了，我們都涉水，民間消防隊也

有這個道具（橡皮艇），可是不夠；所以才要軍方的，要把補給品運到

鄉公所，鄉公所也是淹水，都是泥濘，這種就是綜合性的（問題），可

是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個指揮官，才指揮得動。憑良心說，院長去了以

後，我們的前線指揮部八月九號馬上成立，由廖部長擔任當地的指揮

官，這些都還可以，我覺得碰到比較困難的，不是指揮不動，也許會

動作慢或怎樣…，不管怎樣，八月九號那天去，我們就看到軍隊在那

裡了。  

張教授：  

還是順著救災來看的話，確實涉及太多面向了，是不是需要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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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化？  

薛秘書長：  

    你的意思是說像美國聯邦緊急救災總署（FEMA）這樣的組織？

這個制度的設計也是經過很多年的。大約十幾二十年前，民國 82 年左

右，我們還有院長在國科會時，透過一個叫「防災」的大型計畫，就

開始防災的研究，也去參訪世界各國的組織，包括剛講的 FEMA。

FEMA 當初成立主要是救災，而我們台灣這個緊急應變中心成立，已

經不是國民黨執政時期，不過基本上都是累積那麼多經驗成立的，這

個運作我是覺得 OK！就像我說的，去那個應變中心，你可以感覺這

個設計及專業各方面是很不錯，問題是前面的執行部分。憑良心說就

像打仗一樣，有人打贏有人打輸，就是個別指揮官的問題。我的感覺

制度是 OK 的，因為這不是臨時想起來，而是慢慢演化，一方面做，

一方面吸取經驗而產生的。  

    一般都有一個習慣，有什麼問題就成立一個部，可是老百姓碰到

的問題常不是單一的問題，都是跨部會的，所以不是說碰到一個問題，

就成立一個機關，這樣通常都無法解決問題。  

張教授：  

能不能再請問秘書長：據我們瞭解，組織改造過程是希望強化提

升院本部的決策能力。以後是不是有可能希望經建會、國科會、研考

會回到院本部？這個方向發展下去，可能對政治上協調是不錯的發展

方向。有這樣的說法，是因為院長本身沒有太多幕僚，秘書處的員額

也不夠，很多政策到院這邊，沒有辦法真的去做一個整合或橫向協調

的工作。  

薛秘書長：  

    你在講的是一個不中央集權（dis-centralize）或中央集權

（centralize）的問題，過度的集中也是不好的，因為國家之大，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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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可治也，面對「集權」的問題，要強的話，就要每個部會都強，不

是行政院強，行政院就是站在一個高度做決策，所以假如每個部會都

發揮功能，就不需要。  

    你可能會說：還是有跨部會的問題。在我們政府的設計裡面，很

多跨部會問題有特別的機構在做，剛剛講的經建會、研考會、國科會、

工程會這些，政府是非常龐大的，所以我才說每個部會都發揮應有功

能才是真的，因為人、錢都在那裡。以前前朝的話，什麼事都要總統

府決定，所以劉院長來以後，才下放很多人、錢的決定權到部會。當

然我們也被罵個臭頭，打完選戰的時候，有人覺得我怎麼分不到什麼，

或我要分個什麼都沒有。因為我們都給部會首長，像經濟部的國營事

業，幾個大的還是要跟院長商量，可是基本上他們有很多的決定權，

我個人比較贊同不集權（dis-centralize）的做法。  

    或許你會說：領導統御（ leadership）就看不出來了，有點散。不

是這樣子的，真正好的領導統御（ leadership），就是沒有事情發生。

我常常說：沒有事就是很難的事，因為沒有事，所以你不會覺得這個

領導人或團隊厲害，可是這是最難的。  

  以我們現在的組織來說，院裡的幕僚作業有幾個組，以民進黨原來

的規劃，是每個政務委員來領導一個組，比方說六組，跟教育、科教

文有關，我覺得這不好，會變成有一個太上部。就是說政務委員領導

六組，教育部的公文來到行政院裡，就由這個政務委員來看，政務委

員就有很大的權力，來指導，這就是一個太上部。可是在立法院，政

務委員不需要接受質詢，權責不符，整個設計是部會要對立法院負責，

不是行政院的政務委員或一個組，所以我就很明確地跟我們同仁講：

這個不好。  

張教授：  

   國家發展委員會的概念是？  

廖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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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是要把經建、國科等三個單位集合起來，他們基本上是來強化

行政院的決策。  

薛秘書長：  

    那是 OK，那基本上不是在院本部，等於是在外面的，就像經建

會或國科會一樣基本上是外面，院裡也沒有另外有一個，所以就像在

外面一樣，所以成立那個是 OK。  

但是我不覺得事情會做得更好，從這麼多年的管理經驗慢慢歸結出

來：是扁平化，扁平化是 dis-centralize。所以這個跟潮流不見得符合，

我還是覺得要 dis-centralize，是要扁平化才快，像體育的事情，現在

要把它併到教育部，老實說問題會出現。就我們的經驗，台灣的政治

文化跟國外不一樣，台灣的民意機關立法院天天要你去報告，天天有

立委要來找部長，會覺得不是部長就不夠力。所以部長分身乏術，開

會開這麼長，台灣政治文化的現實就是這樣子，所以通通把它集合在

行政院，我覺得不通、不是好的。  

 你們學者、專業的人會跟我辯老半天，我以第一是我的經驗，第

二有一點理論，就是扁平化，民間企業就是扁平化又快。你現在就是

要把它變成一個大怪物，例如體委會併進教育部後，教育部又更大，

以後教育部長光是對立法院，都沒有辦法分身。所以我不太覺得說，

什麼事情都要把它集中在行政院，一定要有一個強而有力的力量。  

 現在媒體又再講，這是過去八年，媒體跟民進黨政府互動所產生

的不好的結果，因為以前國民黨執政，你很容易知道經濟部長是誰，

工業局長是誰；可是民進黨執政，你搞不清楚誰是經濟部長，因為他

換了六個，財政部長也換了六個，所以每個人都說有行政院或總統府

的新聞就夠了。這樣是對國家不好的，我說了：部會才是  the center of 

activity。  

廖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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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我們去跟幾個部會代表座談，他們提到現在「網路」沒有人

制定，沒有人管，對「網路」這一塊您有什麼想法？  

薛秘書長：  

    基本上，我們請張進福政務委員來負責，他是管科技的，是以前

我在國科會的同事，對這很熟。可是政務委員負責不等於有部會負責，

憑良心說，這是一個比較需要補強的地方。以前有新聞局管，現在新

聞局不管這個，NCC 也不管，即使像媒體，我每次看蘋果，頭版的那

種羶色腥，是不可思議的，任何一個我們民間社會不能容許的。我問

新聞局：這個誰可以管呢？好像是一個灰色地帶，NCC 他們好像也不

可管，所以這個地方就是需要補強。網路管理平常是政務委員在做，

假設牽涉到「法」的話，就是法務部在做，的確是一個跨部會的議題。

需要補強。  

廖教授：  

    所以這種新生事物也是很難協調的？每個部都想參加一點點，又

不願意把它帶回家。  

薛秘書長：  

    對。現在要做可能要立一個新法，取代以前的法，可能一個特別

法之類的，我們沒有好好想這個（舊法）不能用。  

張教授：  

    如果我們要把行政院一級機關彼此之間的協調做得更好一點，不

管是法規面或制度面的，請問秘書長有什麼想法、建議？  

薛秘書長：  

    以現在的組織來說，也都是經過前人很多的經驗累積，任何國家

的制度設計都是以穩定為原則的，因為政府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機器，

這是第一點；第二，這麼多年來，這個設計下的運作還算順暢；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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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有些協調的問題，其實不是制度的問題，可以看得出來是人的問

題。我感覺制度上設計的問題比較少，我感覺是人，所以更重要的其

實是人。我在竹科當了十年局長，那些高科技公司都是我看著長大的，

人對了，死路變活路；人不對了，倒過來。所以人是最重要的，沒有

一個制度是百分之百完美，假如人對了，其實都可以發揮。再看以前

早期國民黨執政的時候，像經建會什麼的功能都是，人有時候不是能

力好壞的問題，有時候還牽涉到化學作用（chemistry）的問題，我不

是說現在有這樣問題，我是說假如理論上來看都會有這樣的事情，所

以我覺得人是最重要的， team 對了。所謂 team 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成

為 team，它有一段時間去磨合，磨合的英文叫 break in，就像我們開

新車，通常前幾個月不要開太快，讓引擎可以 break in，換句話說，

你要有一段時間。  

廖教授：  

也有人建議，為了要促進橫向協調，政務官要讓他們多一點點訓

練，相處。  

薛秘書長：  

    這倒是一個重點，可是大家都很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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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附錄五附錄五附錄五：：：：李鴻源教授深度訪談紀錄李鴻源教授深度訪談紀錄李鴻源教授深度訪談紀錄李鴻源教授深度訪談紀錄  

時間：98 年 8 月 18 日(週二 )下午 1:30-2:30 

地點：台大土木工程學系李鴻源教授研究室  

訪談者：張其祿教授、廖達琪教授                       

紀錄整理：蔡敬萱  

李教授：  

今天政府的協調是有問題的，很嚴重的問題。我舉個例子，這是

幫水利署做的地盤下陷的綜合整合計畫（嘉義縣東石布袋總合治水計

畫）。屏東，嘉義，地盤下陷嚴重，這些地方水平就是這樣，一年抽六

十億噸的地下水，一年下陷十二公分，六十億噸的地下水，一噸水是

九萬，全部是五百四十億，光水價就五百四十億，他們的財產損失不

算，水利署投進去就幾十億，一年的社會成本是七百億，他們一年賺

四十億，我們要投資幾百億讓他賺四十億？但是卻從沒人說要治這些

地方的水，就是叫他們不做這個事（養殖漁業），才有辦法治水。那我

就去跟這些漁民溝通，政府一年撥四十億給他們，不再養魚塭，讓魚

塭改成五十平方公里的人工濕地，半個台北市大，裡面種滿蓮花、荷

花、筊白筍，水生植物。平常可以在其中耕種，洪水的時候就是蓄養

池；再將部落墊高，房子建好，輔導漁民改從事觀光休閒農場，這樣

總額約花費一百六十億的經費治水。這個計畫讓嘉義縣漁民期待政府

來做，我跟馬總統都報告過，馬總統也說可以做，但是兩年過去，卻

無下文。不是我們沒有方案，不是我們沒有錢，而是在中央跨五個部

十個署，沒人能說了算。  

廖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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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說可以做了，難道中央行政院長卻無法整合嗎？  

李教授：  

蔡勳雄政委說他可以做，但是沒有行動命令，馬總統沒有指定某

一個人當作這個計畫的主持人，這計畫就沒有辦法進行，至今兩年了。

我也跟劉兆玄院長提過，劉院長說：對，就是要做。但政府到今日還

是沒有下文，一年多過去，兩年了，完全沒有辦法協調。我們就一直

重復做這種傻事，台北縣有個〈北縣總體治水方案〉，將臭水溝便成一

條乾淨的運河，二十三億的計畫，很簡單的小工程，但是難度在於跨

了十幾個局，難度是水利工程做水利工程的，環保局做環保局的，都

發局做都發局的；水利的人絕對不會去與環保局的人講話，環保局的

也不會與都發局的人溝通，各做各的。今天我是計畫主持人，每個月，

我跟每個局長開會，水利局負責解決淹水問題，環保局把水變乾淨，

都發局把整個都市跟這個更新土地使用重新檢討，然後文化局做文史

工作，經發局去輔導廠商做適合氛圍的商業行為，交通局把整個交通

路線重新檢討。兩年過去，這條河就從臭水溝變成一條乾淨的河流，

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學問，但是要有一個人跨了十幾個局，每個月討論，

並且一定要有進度，只有這樣做。  

問題不在不懂，也不是沒錢，而是局與局之間的介面誰來統合。

今日嘉義的計畫也是，並不是沒錢，一百六十億對政府而言不多，問

題出在觀念，觀念問題沒有人統合。今日假如劉兆玄院長自己下來，

或者叫副院長下來，而薛秘書長起碼能做點事，或者蔡勳雄政委假如

有企圖心，也可以來統合這件事，就不會如此了。但是今日中央就是

沒有人做這個動作，所以所有事情全部停擺。  

廖教授：  

為什麼馬總統和劉內閣沒想過這樣的問題？那您的橫向協調的作

法呢？  

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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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今天在內閣看不到一個有霸氣的人，首長有首長的特質，今

日的問題出在跨部會的對話一直不是我們的文化，我們在台北縣，所

有事情都是跨部會整合，我們不只跟部門對話。今天我們的治水是不

淹水、把水變乾淨、把環境變好，就這三個原則，這三個原則就跨了

十幾個局，事實上，我們每個工作都要跨十幾個局。  

廖教授：  

你可以分析一下，過去在你們的橫向溝通過程中副縣長扮演的角

色？  

李教授：  

第一個就是授權，第二個是專業領域知識要夠。從這個計畫，每

個局的角色，每個局的分配任務是什麼，他們事實上都在做各自的工

程，但是沒有整合，我把他們全部整合起來，至少我用整個樣子做起

來，而且重要的是，我們還去跟公民談，我到新莊去，就去了兩百多

個小時，與他們對話而不是政令宣導，聽他們在談什麼，然後這條臭

水溝就變成乾淨的能源河，要如何改變這個臭水溝，我們從學校做起，

我把每個學校的圍牆拆掉，變成綠色學校，學校改變後，社區就會跟

著改變，改變後的新莊市是有文化底蘊的新莊，所以我們去與廟談，

與文史工作者談，我們派社區規劃師去裡面做很多的工作，所以我們

不只自己對話，還和市民對話，把他們 workshop 組織起來，然後就不

用管了，他們自己會動，會自己辦到。  

廖教授：  

你這些組織技巧是如何學來的？  

李教授：  

邏輯很簡單，這都是我們習以為常的。學校改變，老師就會改變，

家長就會改變，整個社區的價值觀就會改變。我們政府可以給他一定

的補助，學校就會變成如此，綠屋頂做起來，冷氣也省了。我們的資



強化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機制之研究 

 248 

訊是透明的，我們的對話、說明會、資訊，上網就看得到，清清楚楚

的，也可以是回應的管道，這樣就不會有弊案。你要找到改變的引擎，

我在台北縣找到的是學校這個通路，帶動社區改變。  

    我們不是不懂，是我們沒有習慣去跟不同的部會對話，也沒有習

慣去跟老百姓對話。我們都假設你一定會反對。但這是不對的。他不

一定會反對，反對的原因是你根本沒有說清楚，他當然反對。大家都

先有了預設立場。事實上，對民眾來說，能解決問題，高興都來不及

了，怎麼會反對。治水就是要行政、立法、工程宣導督導，但這些東

西都複雜，要去與立法院溝通，行政院自己要溝通，要跟媒體溝通，

要與不同領域的人溝通，這叫總合治水。今日國土規劃是空話，沒人

發現立法院的法根本沒有過，在中央政府裡面一個部門在做國土規

劃，沒有法源就沒有執行的單位，問題出在這個地方。告訴你們，事

權要統一，尊重專業，跨部會整合，這都是空話。  

如何解決高雄淹水問題？把大部分的停車場、公家建築都改成透

水，事實上大部分的水都到地底下去了，排水道就不需要這麼寬。高

雄如此，台中如此，台北縣市、全台灣的都市都是這個樣子。但是在

做都市設計的時候，不是考慮這些，營建法沒規定，因為營建署沒有

請教水利署，沒有橫向聯繫，也沒有宣導。  

所以國土規劃要做什麼，第一個就是價值觀的改變，我覺得我們

台灣價值觀是扭曲的，法令是不足的，沒有行動力的。  

廖教授：  

你覺得我們扭曲的價值觀是在哪裡？  

李教授：  

扭曲的價值觀，在於老百姓認為加蓋是問題，認為堤防不夠高，

認為政府替老百姓服務就是給我很多錢，這是老百姓的價值觀；我們

的民意代表是以幫你爭取多少預算，但是沒人在意你的錢花到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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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錢也沒有花在刀口上。我以我的案子為例，我幫半個台北縣爭取

了十億預算，但沒有人問我十億花完後，創造了幾兆的產值。所以我

們老百姓不會在意這樣的價值。我這工程也許明年之內看不到東西，

但我花一年與你對話。對話的這一年都沒有進步，公共工程委員會一

定會把我盯死：你怎麼一毛錢都沒花。但是公共工程委員會是要被裁

掉的單位，這個單位只會說：水利署，錢為何沒有花掉？你把錢花了，

才會趕上進度。卻不在意錢花到哪裡去。但是水利署認為工程的介面

要銜接，我把錢花掉是丟到水裡，浪費了，但水利署不能反駁公共工

程委員會，沒把錢花掉就是會記過。所以我們政府的價值觀是有問題

的，陳舊的審計、會計、公共工程委員會這些都應該要裁撤。公共工

程委員會的問題，第一，多一個層級，以前很快就可以把工程做完，

現在要聽公共工程委員會的，這是不能存在的單位，它讓工程界變得

一塌糊塗，全部亂了套。我們自己的工程單位知道該做什麼：該如何

要求進度，都會自己知道；而公共工程委員會是外行，根本不清楚你

在做什麼。  

廖教授：  

所以說專業在其中很重要？  

李教授：  

光我們土木系的專業，我跨了一條線都不敢說我們懂多少，他們

又怎麼會完全懂水利工程。水利裡面水資源的，水文的，河川的，還

是三個不同領域，所以公共工程委員會只是在做帳面上的管理，他只

是讓我們的錢更快的流失掉，然後錢沒有花在刀口，這就是價值觀。

我們的價值觀是錯亂的，我們的媒體也沒有熱情。我們的政治人物也

沒有熱情，急著表現，因為要選舉。老百姓也沒有程度，今天幫我修

馬路路燈，那你很棒；今天要是說用兩年時間，這樣慢慢磨，四年以

後家會變漂亮，那對不起，你不會選上。就這麼簡單的邏輯，他會知

道你在施工時的混亂，但當你被淘汰後，他不會知道這個人這麼棒。

所以我們的價值觀是有問題的，扭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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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國土是不合理的，3 都 15 縣市是荒謬的。你把所有人集中

在那三個都，其他地方會變得非常鄉下，只有老人跟小孩，隔代教養，

一大堆亂七八糟的問題都出現。我們蓋了高鐵也沒有想像高鐵能做什

麼，假若我是總統，會把半個行政院遷到台中，因為只要四十分鐘高

鐵的車程，北台灣就少掉兩百萬人，這樣缺水、淹水、水污染問題就

解決，地方就帶起來，人口產業就增加。為何可以遷到台中？因為台

中不缺水，台中整個大甲溪的水都沒有用，這邊起來了，整個台灣西

部人口就在西部平原平均分配，我們的防災問題、交通問題、缺水問

題、淹水問題全都解決。這就是 3 都 15 縣，我們叫做 make up city，

我們的概念是錯誤的，要把人口平均分配。所以這條高鐵蓋完後，他

潛在的潛力完全沒有發揮，我們的總統、院長完全看不到，也沒有幾

個人看得懂，都講二十年了。  

這種管理的原則，我們耐災能力太弱，耐災能力要檢討，防災體

系要檢討。  

荷蘭人告訴我們，全球氣候變遷不會有解決方案。今天台灣發生這個

災害，不會有特效藥的，你要相信科學，有非常明確的政策；你要有

商機，讓這些災民、農民還有辦法賺錢，不然就白談；還要有公民參

與、讓公民知道。這是荷蘭人告訴我的。  

荷蘭人要解決氣候變遷，從真正的國土政策、能源政策、生態休

閒漁業，甚至要談耐鹽的作物，因為開始鹽化嚴重就不行，他們把全

國的政府部門、立法機關、銀行、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機關學校全

部整合在一起，花兩年的時間，談了四千個小時，最後得到共識。他

們的共識是：災害地區，從明年開始投資五百億，投資一百年，他們

的格局是這樣。水的管理，水利法都改了，把全國的人、政府、學校、

研究機構都整合，開始辯論，他們不只治水是全國辯論，還把風險都

提出來。  

廖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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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是誰來統合這些？  

李教授：  

他們成立一個三角洲委員會，把全國能幹的部長找來，主管這個委

員會，如同台灣的行政院永續會一樣。但是我們的永續會是空的，但

是他們的三角洲委員會是實在的，這個委員會所決定的方針就是國家

的指導方針，每個部都要跟據這個方針，對內閣總理負責，但是主管(荷

蘭前農業部長)負責協調，在委員會下面有各行各業的人，裡面不是全

都是部長，裡面有學者，各種各樣專業的人，連機場都要跟著改，路

克雅港跟著改，要把路克雅港往內陸移，要把很多填海造路的地方還

給海洋，開始研究耐鹽的作物，開始找替代能源，整個翻了一翻。  

廖教授：  

他們花了多少時間做這件事？  

李教授：  

他們花兩年談，談完以後就開始往前走，談完以後 2005 年。事實

上，他們把所有的東西跟著改變。本來，他們希望台灣的嘉義跟台北

防洪道做他們的國際夥伴。兩千零五年的民進黨執政，沒有下文；後

來國民黨執政，去找蔡勳雄政委，沒有下文；去找馬總統談完，還是

沒有下文。現在三角洲委員會已經快步地往前走。  

廖教授：  

政府是出了什麼問題呢？  

李教授：  

他們的心態是有問題的。荷蘭都看到問題，把水利法，還做很多

研究，有一個知識交換的平台，希望能跟國際對話、討論。本來他們

希望台灣可以在裡面，台灣要做什麼，也都幫我們想到了，包括：海

岸區、河川管理等等。也去台北、嘉義看了，像海面上升、雨越下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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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怎麼辦、適應氣候變遷，如何把高雄港的航道改變等等，我們跟荷

蘭都討論過了，他們想得非常遠，但是政府還是沒有下文。他們開了

兩億的預算，但是行政院覺得太貴，這就是我們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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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附錄六附錄六附錄六：：：：江慧真中國時報記者深度訪談重點江慧真中國時報記者深度訪談重點江慧真中國時報記者深度訪談重點江慧真中國時報記者深度訪談重點  

時間：98 年 8 月 22 日(週六 )下午 1:30-2:30 

地點：台北怡客咖啡  

訪談者：吳昀展                               紀錄整理：吳昀展  

 

1. 劉兆玄內閣對待平面媒體的態度相當冷漠，也因此對媒體發出的警

訊充耳不聞。  

2. 政務委員曾志朗，常會把協調工作搞的更複雜，出手就會失敗。  

3. 八八水災之中，最可以突顯橫向協調問題的，就是外援事件，可以

當作「資訊落差」的一個問題案例。外交部致電交通部是透過中央

防災中心，而防災中心未能起到溝通的效果，所以交通部並不知道

是外交部詢問災情，以為只是防災中心單純的查問而已，因此回應

說自己尚能應付災情。若依開始交通部就知道是外交部在詢問，則

其結果可能就不一樣。  

4. 民進黨與馬英九時代政務委員的不同，在於前者讓每個政委負責特

定的法案，因此政委會代替行政部會出面，與立法部門協調法案的

內容。當前政務委員相較之下則常足不出戶，由於沒有明確的劃分

權責，使得各各行政部會得自行與立法部門磋商，造成部會與部會

之間由於欠缺與立法部門協跳後的單一窗口，進而形成本位主義。 

5. 行政院秘書長是另一個與立法部門溝通的重要的平台，他若是能夠

與立法部門多協調，則行政部會不同的觀點，就可以在法案被提出

之前先被整合，然後立法部門就可以透過此窗口得到行政部門對於

法案的態度。但是薛香川自從上台之後，很快的失去了立法部門的

信心，使得後者寧可直接與各部會進行聯繫，也進一步的造成各部

會之間的壁壘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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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在報導中所提的例子（法務部與調查局之間為了建立「廉政諮詢

審查委員會」而起的內鬨），其實是一種行政部門為了自身的利益、

或更根本的存在，所產生的問題，每個部門當然不願意自己的職權

被奪走。所以這根本不是專業上的問題，更可以說是一種本位主

義，只是這種本位主義是為了自己的生存。  

7. 我建議這個研究的框架，可以透過八八水災，進一步提出兩種大分

類，一是平常時期的橫向整合，二是危機時期的整合。也許平常的

協調就順利，危機來到的時候還可以應付，但平常就溝通不良，危

機出現自然也沒法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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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附錄七附錄七附錄七：：：：第一次焦點團體座談議程與提綱第一次焦點團體座談議程與提綱第一次焦點團體座談議程與提綱第一次焦點團體座談議程與提綱 

主辦：行政院研考會  

承辦：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  

時間：98 年 8 月 11 日(週二 )下午 1:30-4:30 

地點：台灣公共治理研究中心會議室(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北路一段 2 號

6 樓，行政院本部對面) 

聯絡人：王英獎助理 07-5252000-5556，0929-187-086，
dcliao@mail.nsysu.edu.tw 

議程議程議程議程  

時間  內容  

1:30-1:50 報到  

1:50-2:00 主持人致詞  

張教授其祿  & 廖教授達琪  

2:00-4:30 焦點團體座談  

 

提綱提綱提綱提綱  

政府行政組織因功能與管轄之需要，所以必須進行所分化及分

工。但是政府施政工作往往為一整體，因此其行政機關間的「橫向協

調」 (horizontal coordination)便成為克服組織過度分化問題的重要機

制，同時也是政府效能可否發揮的關鍵所繫。事實上，今日政府所面

對的重要政策問題，甚少僅憑單一行政機關便可解決，其大多皆需透

過不同機關或部會間的協調整合，方能有效克服所面對的政策問題。

但是政府各行政機關若僅依循本位、閉門造車，缺乏政策及執行上的

橫向協調與聯繫，則必定造成令出多門、權責不清，甚至是政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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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及前後不一等施政上的問題和衝突，最後勢必導致政策之失敗與

人民對政府信心的喪失。  

政府行政機關之間的「橫向協調」正是行政法理上所稱的「行政

一體」功能，也是「行政綜效」( administrative synergy)的發揮。蓋行

政機關間若能透過有效的溝通與聯繫，不但在重大政策問題的解決上

能夠先釐清權責、分享資訊與避免不必要的衝突和資源的重複浪費之

外，更能追求進一步的協力及合作，以獲得一加一大於二的綜效。誠

如Guy Peters (2006)、E. R. Alexander (1995, 1993)等重要公共行政學者

指出，行政機關間的橫向協調功能是政府政策成敗及行政效能良窳的

關鍵，而政府各行政單位若在政策規劃及執行的過程中皆能進行有效

地橫向溝通及聯繫，則不但能夠化解行政單位彼此間的本位主義問

題，更可積極地促成各行政單位間的政策合作與綜合能力之發揮。因

此，行政機關間的橫向協調亦可被視為是一種行政的軟性實力，其效

果及影響甚至比行政硬體的建置更為重要及深遠。為了能夠提升我國

政府的行政效能，故實有必要對我國中央各行政機關間在進行橫向協

調時所面臨的問題障礙、原因癥結，以及改善此等問題的運作機制和

配套措施等進行更具系統性和科學性的探討分析。  

素仰貴  先進在公共行政理論及實務上之卓越成就及貢獻，茲冒昧

敬邀  

貴  先進能針對以下討論提綱惠賜寶貴意見及指正，以做為本研究重要

之分析依據與參考。  

 

一、  目前我國中央行政機關之間具有哪些「橫向協調」機制？協調工

作的主要參與者為誰？其協調工作的法令依據為何？其機制的運

作狀況如何？其運作狀態的特色或特徵為何？其協調工作所涉及

的層面又為何(譬如僅政策規劃層面之協調，抑或包括政策執行層

面之協調)？是否面臨任何運作上的困難？  

二、  請問目前我國中央行政機關在哪些政策領域之「橫向協調」最為

成功或最為失敗，請舉例說明，並請分析其成敗之主要原因。  

三、  「大專生就業方案」、「加強地方建設擴大內需方案」、「毒奶認定

標準」、「證交稅減徵」、「3都15縣相關方案」、「大陸學歷認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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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ECFA兩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農村再生條例」與「165

反詐騙」等皆為民眾近期所極為關切的重大政策議題，能否請您

就其中一項或多項案例為焦點，評估涉及該案例之各行政機關間

的「橫向協調」狀況、處理情形，並從其中認定影響橫向協調工

作成敗之關鍵要素。  

四、  請綜合分析目前我國中央行政機關間在進行「橫向協調」工作時

所主要面對的問題型態，以及造成該類問題之原因癥結。並請評

估「本位主義」、「專業偏執」、「資訊落差」等原因是否為目前各

中央行政機關在進行「橫向協調」工作時所最主要面臨的問題障

礙，請增補指正。  

五、  請就我國目前中央行政機關在進行「橫向協調」時所經常面對的

問題障礙提出初步之改進建議或改革的策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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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附錄八錄八錄八錄八：：：：第一次焦點團體座談逐字稿第一次焦點團體座談逐字稿第一次焦點團體座談逐字稿第一次焦點團體座談逐字稿  

時間：98 年 8 月 11 日(週二 )下午 1:30-4:30 

地點：台灣公共治理研究中心會議室(台北市中山北路一段 2 號 6 樓，

中央大樓) 

主持人：張其祿教授、廖達琪教授            紀錄整理：蔡敬萱  

出席者：馬振華(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國際科科長)、張榮豐(台灣

戰略模擬學會理事長)、陳敦源 (政大公行系副教授)、陳會英

(陸委會文教處處長 )、廖耀宗(經建會主秘)、黃榮志(行政院研

考會研展處科長) 

請假者：李鴻源(台大土木工程學系教授)、黃明耀(農委會主秘) 、熊

光華(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局長) 

張教授：  

    非常感謝大家今天的撥冗參與。  

我先簡單地向大家說明一下，這個計畫是我跟廖達琪教授一起合

作的一個研考會委託計畫，它的目的是在談討中央行政機關之間「橫

向」，特別是中央行政院下的一級單位，機關跟機關彼此之間的橫向，

因為從行政法理上來講，整個政府的工作是「行政一體」，但是這些年

來，可以看到同屬行政院下的政策，可是在實際運作上可能會有令出

多門的現象，甚至是有些衝突矛盾。  

    各位都是在各領域的先進，有非常豐富的實務經驗跟學養，很榮

幸能夠請到大家，對於在中央行政機關之間的橫向聯繫上所出現的問

題，非常希望能夠得到大家寶貴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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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為各位準備了題綱，最核心的關鍵，便是就各位的觀察，

行政院下一級單位彼此之間在行政協調上到底有什麼問題是常常出現

的，主要的焦點在於：問題的類型與癥結。當然我們在學理上其實也

找了一些基本的概念，譬如說：最常聽到的本位主義，其次就是彼此

在資訊上、溝通上有問題，是資訊上的落差，第三個點，可能在每個

行政機關有他專業的職掌，他可能完全按照專業本位，這有點類似本

位主義，可是又有點是他以自己的角度來觀察，這個我們把它歸類為

專業上的偏執，也許他以為這樣是對的，可能在欠缺溝通協調的情況

下，他只以單一的面向或角度出發，沒有辦法宏觀全局。  

    就教各位先進，大概行政機關在政策協調上常有的發生衝突的類

型，我們先就這個點，去做一點點的瞭解。  

廖教授：  

   我們第一個就是想就大家的經驗看看問題類型，這裡列出來的本位

主義、資訊落差、專業偏執，其實還是跟本位主義有些關係；我們上

次去訪問蔡勳雄政委，他覺得橫向聯繫方面的問題，包括，第一個在

法令上面，可能單位對於法令之間的認知、解釋有些落差，第二個，

假設是一個新的東西，機關對於責任的分工搞不清楚，也會出現橫向

聯繫的問題，第三個就是現在政府最頭痛的組織重整（ institutional 

survival），也就是要裁掉哪一個機構的時候，要被裁撤的單位是打死

也不跟你橫向聯繫，誓死抵抗；他舉出的三個問題類型，其實跟我們

的學理可以對話，我提供給大家思考看看，尤其各位都有一些實務的

經驗，也就是我們一方面看到這麼強的本位主義在行政體系裡面，延

伸下來的資訊落差，資訊落差下的新生事物，很多人都搞不清楚，或

各擁有一塊知識，像 ECFA，我們以前從來都沒有做過類似的議題，

至於像專業的偏執，可能還是跟本位主義有關。可能跟蔡政委給的幾

種類型，大家能不能有些對話，或有些新的想法，可以統合起來；另

外，就是怎麼在法規上面、制度上面建立一個好的機制，所以對問題

的分析跟歸類以外，到底有沒有什麼可能的解決方法，而且這方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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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變成法條或制度規範的。  

黃科長：  

    各位學者專家大家好。  

研考會之所以成立這個案子是因為早期行政院有一些加強聯繫的

要點規定，可是自從行政程序法公布後，它的第十九條就規定：各種

類型的事都可以透過機關合作聯繫的關係。我們認為之前這個要點沒

辦法抵觸行政程序法，所以這個橫向聯繫協調的要點就停止適用；在

實務上面，行政院早期也有一種叫做跨部會協調統合機制，供各部做

一個統合協調的參考，院長也在去年六月的院會說要成立跨部會協調

聯繫的機制，院長很重視這塊在實務上的需要，所以我們起了這個案

子，針對現在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機制的一些運作、問題，甚至於

缺失，我們在這裡先把它歸納出來，對於歸納出來的結果，我們再把

它歸類，看看是否有哪些特殊的問題類型比較有問題，再去分析癥結

何在，最後希望張老師、廖教授為我們提出一些政策上的建議，這是

研考會提出這樣的案子，希望各位提供協助。  

廖教授：  

馬科長這邊有一些成功的案例，像「165」這個案子，我們先請馬

科長講講。  

馬科長：  

    感謝行政院、研考會的指導，「165」獲得第一屆「國家服務品質

獎」的殊榮，但不敢講成功了，因為現在詐騙犯罪還是很猖獗。  

    「165」從 93 年開始成立的時候，最早期詐騙中心只有兩個人，

白天晚上各一個人當班接電話，只是個 call center，不負責政策協調，

是慢慢地演變出來，因為做到後來發現有很多問題，等於是在第一線

接受民眾的反映詐騙的狀況，每天大量接受民眾問題之後，因為它每

天第一個接到電話，所以在警察機關是第一個發現問題，這個情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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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就必須反映，可反映之後，發現是政策問題，政策問題需要很高的

層級才能解決，所以後來才有一些跨部會的協調。  

    「165」發現問題，所以最清楚問題，可是去參加會議卻是層級最

低的，在警政署也好，內政部也好，到後來的跨部會協調，「165」都

是最低，大概兩線三星的中低階警官，他雖然問題講得很清楚，可是

所有的長官不重視，所以位階就不對稱。  

93 年到 97 年這個階段協調成功一些事情，可是那些事情並沒有

徹底解決，特別是像金管會、NCC、交通部。今天，我就我看到、聽

到提供給大家作參考。  

第一個現在詐騙犯罪越來越嚴重的已經不是電信詐欺，而是網路

的詐欺，也是「165」第一個發現，現在電話詐欺下降了，網路上的詐

欺增加了，所以在兩年前就提出來跟長官反映，最後就反映到行政院

長的治安會報裡面，那就有一個問題，就是「網路」這個世界中央政

府誰是主管機關？沒有！從前民進黨政府到現在國民黨政府，這麼久

了，到今天為止還是沒有，沒有人要主管。  

在跨部會協調的時候，我遭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是會議的名稱，

中央發會議通知，請各相關機關來開會，這個會議通知的名稱怎麼訂，

會決定會議的成敗，例如，「外國人在台犯罪會報」，移民署就認為是

警政署的範圍，那改個名字為「外國人在台違法會報」就是屬於移民

署了；或者名稱是「網路犯罪問題跨部會協調」，絕對協調不成功，因

為是「網路犯罪問題」，「犯罪」當然是內政部啊，當然不需要協調，

所以名稱一定，成敗就定了。這個我們很痛苦，因為現在是要探討網

路是誰主管，而不是網路犯罪問題，可是不管哪個機關在召集會議，

我們一看會議名稱，就心裡有數，知道會議不會成功了。  

我們一直很希望靠協調將網路的主管機關定案，定案了以後，有

一個主管機關，那所有在網路上做生意的，可能成為詐騙利用對象的，

就有一個法令出來，擬定一個法令、新創一個法令也要有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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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等了很久，今天還是沒有，因為沒有人要當它的主管機關，經濟

部說 NO，我管它的營業，不管中間被詐騙集團利用，那是內政部的

事；內政部說我不可能去管網路世界；NCC 說交通部，交通部說 NCC。

這樣的情況，學理講可能是本位主義，我有時候覺得除了本位主義，

可能也是大家在專業上面不是很瞭解，還有這個問題本質的深度到底

到哪裡也不清楚，這是一個新興犯罪，大家也沒有面對過，實在也不

知道怎麼處理，可是在基層的我們實在很希望中央政府趕快決定一個

主管機關。  

我離開之後，有到政務委員的層級來主持，據說最後有兩個主管

機關要定奪，不是 NCC 就是交通部，政務委員把交通部部長跟 NCC

主委找來，三個坐下來談，最後還是沒有定，到今天還是沒有定。那

我個人的想法是：這個事情拖了這麼久，為什麼不請院長出來呢？這

是一個層級的問題，決定者、主持者、協調者，出來主持的人的層級

是一個大問題，我不是說政務委員的層級不夠高，而是它的問題太複

雜，需要有一個相當高的層級的人出來作定奪。  

第二個層級是與會人員的層級，每次來開會的人沒有代表性，講

說：我這次開會是來聽聽大家的意見，帶回去跟我的長官報告。所以

他也沒有要協調的意願，也沒有充分的授權。那要層級高，限定要什

麼層級的人才可以來協調，可是有一個實際上的問題，就是這些長官

都太忙了。這還牽連一個問題，就是跨部會的協調太多了，比如我自

己曾經主管「婦幼」，有兒童局、家暴防制委員會、警政署、社會處、

教育部不同單位主政，大家都是在關懷兒童、婦女問題，這個是對的，

可是大家都希望有一點主導，希望他的政策在推的時候，可以得到其

他部會的支持協助，因此一定要召開跨部會協調。有時候跨部會協調

不是命令的、從上而下的，而是由下而上提出需求，因為要制定政策

提出協調，可是大家都有需求的時候，最後會發現關懷的領域有所重

疊，而重疊的多，所有單位主管、部會首長參與的時間一定就少了，

少一定是指派代表人，一定要這樣做，可是問題又重覆回來，去參加

的人層級不夠，開了很多次協調會還是一事無成，而與會者的層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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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一次比一次差，這也是一個問題。  

再來是頻率的問題，頻率相當地頻繁，會議不是因為有政策、分

工或資訊分享上的需求而來協調，很多協調是變成一個月一次或兩個

月一次等等的定期會議，就不管性質，制定政策、新政策要檢討、執

行檢討，或真的要作協調分工的，應該根據協調的目的有分類，可是

現在是沒有分類，至少我個人參與過的是如此。有時候社會發生一個

問題，定期的協調會議有，那長官就講說：經常在協調怎麼還發生問

題呢？是不是協調的頻率不夠高？例如說治安會報好了，以前可能是

半年、三個月開一次，現在重視治安，就一個月開一次，治安會報的

規模很大，由院長親自主持，所有跟治安有關的單位都來，連經建會、

經濟部都在，幾乎就是內閣會議了，可是對警政署來說是沒有議題，

坐在那邊就是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協調下去要協調什麼，因為協

調的頻率實在太高。   

類似性質的東西這麼多，協調頻率又這麼高，想整合起來又有新

問題，就是要把誰的整合要誰的那裡去，把誰的併到誰的。  

再來有時候就是我剛剛講的專業相互不瞭解，那時候我們因為電

信詐欺跟 NCC 開會，NCC 講得非常的專業，我們聽不懂，我們講的，

他們也聽不進去；   還有就是價值衝突，比方我們打擊金融犯罪、人

頭帳戶的問題，民眾跟我們檢舉詐欺使用的帳戶，希望金管會把帳戶

人的資料給我們，可以馬上追查，凍結資金，幫民眾保護他的財產，

這是我們的一套價值，可是金管會講的是人民的隱私權、財產不能公

開。這個價值衝突使協調會無法談出定論，僅能靠協調看能不能相互

讓步、妥協，後來「165」可以取得小小的成功，就是大家在上面都有

一些禮讓，金管會後來也讓步，要警察局長以上的人具名，就可以提

供這樣的資訊，另外，以前也說要一定要發公文，傳真也不行，都是

在一些細節上，都是一些妥協的過程，雖然很痛苦，但也取得一些進

展。  

另外，我最近看到一線希望，是監察院回來了，很多協調不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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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情，監察院會問為什麼協調這麼久？像網路主管機關，哪天監察

院發一個公文說：為什麼到現在還是沒有網路主管機關？或許很快就

會有了。有時候就是要有點外力，另外學者的批評也很重要。  

第二個，我發現對跨部會協調有用的，就是類似像今天這樣，大

家放棄原有身份來參加表達意見，對於正式協調會之前，深入瞭解問

題絕對有幫助，這些公務員都很有經驗，但一旦開會都不講了，保留

了，都顧慮自己回去要如何交代的問題。我想會前會、談話會可能是

一個很有效的機制。  

再來，跨部會的協調機制用法令把它定下來，將來跨部會協調就

要遵守這些設定好的機制，也許我剛剛講得那些問題大部分都會不見

了。  

最後一點，就是開協調會之前，能夠有一足夠命令權的長官，下

達命令說這個協調會要達到什麼的目的，一定要做出什麼結果，這樣

一來，通常很久協調不出來的東西，一下就有結果了。  

廖教授：  

    非常好！我們這個座談會不是在行政體系裡面，就是像馬科長說

的，就是一個自由談，希望能夠解決問題導向。  

陳處長：  

    談到橫向協調的機制，有一些會議、形式，像行政院院會是標準

的一個跨部會機制，但是不是能夠在那個機制下解決？陸委會也有一

個委員會，它的組成是部會首長，可是首長都沒來開會，都是代表，

而且可以發現代表的層級是越來越低，所以他本來是有一個協調的性

質，但面臨到一個問題，代表的層級沒辦法決定，現在這個會議淪為

要找議題，就是形式上每個月開一次，可是越來越多都是報告案、討

論案。基本上陸委會本來就是一個大陸政策的協調機關，重要的決策

應該都在要這個會議決定，因為是涉及到相關部會的事情，但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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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的功能，我覺得已經漸漸消失，很少看到重要的提案議案，而

是報告大家都知道的，甚至法規的修正案，修完了，才來這個會議報

告，事實上，應該是由這個會議討論後定案，然後簽報行政院通過，

現在我們看到是反過來，是行政院通過了，拿到委員會作報告。  

廖教授：  

    為什麼會這樣？  

陳處長：  

    有很多因素在裡面，從去年到現在，相關法規修正的速度是比較

快。譬如說申請來台，本來是兩個月前提出申請，後來是一個月前，

現在是四天前，這個是在政務委員那邊開協調會決定，而不是在委員

會，決定了以後，內政部就修法（大陸人士來台辦法是內政部主管），

修了法，再到我們這邊報告，可能是因為時間的因素，程序上就作了

很大的一個變革。過去很多這種會議，感覺上形式的意義比較重。  

    還有一個問題，有些法令規定不是很明確的時候，主管機關就找

不到，認為我們主管大陸事務，凡涉及到大陸事務就想到是陸委會，

其實我們僅是協調的單位，不是這些事項的主管機關，我拿一個案例，

就是一個水上摩托車的單位，他們要辦一個騎乘水上摩托車到大陸，

再騎回來，那這是誰主管？涉及到航運可能是交通部，可是交通部說

這個不是運輸載具；水上摩托車是觀光局管，可是觀光局說這不是遊

憩；所以找不到主管機關，因為它沒有一個很明確的法令規定。尤其

新興的事情找不到主管機關，沒有人願意出來，像網路，牽涉到兩岸

網路，我們十幾年前就發現這個問題，網路到底該誰來管沒有任何法

令規定，到現在為止依舊如此。  

    不過也不是這個悲觀，也是有成功的案例，用件審查歸到單一窗

口是一個成功的例子，過去申請大陸人士來的話，記者的話就跟新聞

局，學者就教育部，是什麼身份就去跟主管單位申請，我們就協調出

來由內政部移民署出來擔任單一窗口，接受所有的申請，再由它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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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給主管機關，不過還是有找不到主管單位的案子，我們現在開放二

十類的專業交流項目，但還有二十類之外的就找不到主管機關，這時

候移民署裡還有一個連審的機制，相關機關代表在那裡作最後決定，

入境審查大概憑這樣的機制來運行，運作到現在，大致上都還滿順利

的。  

    大陸學歷採認的案子，我把去年開始重新啟動的階段來作一個說

明，這個案子，教育部是主管機關，我們是政策上協調的一個單位，

我們跟教育部配合的還滿好的，教育部為了這個案子，由次長召集成

立專案小組，不只我們在裡面，還有考選部、衛生署、健保局等相關

機關，因為牽涉到大陸學生來台的各種問題，還有學歷認證的問題。

教育部的運作就是以一個專案小組的形式來執行，這政策是已經確定

了，我們是研究要採認到怎樣的範圍，開放到什麼樣的範圍。這個會

議還有包括學術界及公私立學校的協會在裡面，我們現在看整個運作

大致上還滿順利，這個案子報行政院，送立法院，我們大概都跟教育

部採同步的作法，因為我們主管的是兩岸條例修正案跟他們主管的大

學法等，要一起修才可以，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跟教育部的合作還算

是很好。  

    我的體認是：有共同認知的話，協調上就會很順利，認知有差異

的話，協調上就會有相當大的困難。因為我們處理大陸事務，政治性

是比較敏感一點，所以跟部會之間的認知上會有差異，這種的情況發

生，協調的方式不可能設立協調機制處理，都是個案處理，在部會間

作協調。以我們的作法，協調到比較高層的話，就是我們副主委去作

政策上面的協調。  

   其實，還有剛剛講的專業認知的不同，我們的看法跟相關機關看法

會有不同，如果可以協調的就是機關對機關，如果不能協調就是到政

務委員那邊去，我所瞭解的層次大概到政務委員那邊就差不多。  

廖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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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共同認知的協調比較容易達成，那請問共同認知的形成是來自

上層設定，譬如：現在新政府的想法就是大陸學歷認定，所以是不是

上面定政策方向的話，比較好協調？  

陳處長：  

   其實不一定，我舉個例子，新政府執政後強調兩岸要多交流，所以

一些機關就向前衝，衝得很快，這個時候並不一定是上面指示，但有

時候我們所顧慮到的一些問題，他們認為那是不重要，可是我們認為

是重要的問題，這時候就會出現一些摩擦。  

廖主秘：  

    我把幾個想法跟各位分享。首先在行政體系裡面要分工，可是常

常分工不合作，就會導致常常在講的本位，所以我常說，每一個部會

把自己業務做到最好，這個國家可能變得很爛，像國光石化跟台塑大

鋼廠這兩個投資已經拖了幾年了，這就是因為環保署作太好，經濟部

就不得動彈，所以每個部會要思考，做到次佳就好，不要做到最佳，

國家才會最佳。  

    所以一般再做跨部會、跨域的協調常常會碰到幾個問題，可能兩

個部會在執行相同的任務，最後就沒有人做；另外一個問題，就是都

沒有人做，像網路。其實各位剛剛談的問題，在經建會裡都存在。經

建會有八處一中心，事情不會沒有人負責，可是他們常常端著公文給

我，跟我說這不是他們負責，然後另外一處也說不是它的，所以我就

批：某某處主辯，某某處協辦，在經建會的業務很少有一個處辦的，

而行政層級也是一樣，就某某部會主辦，某某部會協辦，提供必要的

資訊。  

    剛剛各位講協調的層級不夠，我覺得不是層級不夠，而是授權不

夠，如果授權夠的話，科長協調，院長也尊重，那就不是問題了。經

建會就是設計於跨部會協調，有十一個部的部長都是委員，可是部長

都不來開會，搞到現在很多都是副處長來開會，早期曾經是副院長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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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所以沒一個部長敢不來，我的意思就是說，即便是科長主持，科

長決定就算數，院長就拍板定案的話，那誰敢不來？所以是授權的問

題，不是層級的問題。  

以前，百分之九十幾的經建會討論的案子，院會不用討論，現在

慢慢很多問題就衝到院會裡面去，所以院長也很辛苦。最近很多問題

更複雜，我舉一個例子，像深澳電廠，有兩個立委同時介入要不要蓋

卸媒碼頭，根本沒有辦法協商，院長就說經建會協調不力，我們後來

就把協調結果端回行政院，到現在為止行政院也協調不出答案來，所

以現在行政部門不只是跨部會協調問題，還包括立法、監察。  

監察院恢復視事以後，要行政部門填報告的量非常多，這些東西

會影響同仁授權跟接受授權的意願，不敢大步跨出去，因為沒有規定

就很危險，不然有一天監察院來查要怎麼辦？所以我們今天談的問

題，某種程度是出現在體制的問題。  

第三個就是處理相同對象，的確有不同條件或目標就會產生矛

盾，就像我剛剛講得經濟部跟環保署的問題，甚至有些根本是沒有溝

通協調，最後就沒有辦法產生一些功效，譬如，現在少子化，托兒所

就一直關，而高齡化，老人越來越多，日本八王子市就有同時是幼稚

園，又可以讓健康老人日間托老，容量充分利用，而小孩子是內政部

兒童局，老人是內政部社會司，同樣是在內政部，他們自己也沒有部

內跨域溝通協調。其實應該說很多公務員沒有前瞻思考，因為沒有前

瞻思考、跨域思考的一個訓練，就會導致這樣的問題，因為法令給他

授權就僅止於這一塊，可是很多問題要透過跨域，一旦跨域溝通協調

就可以解決問題，所以像台北市的寵物殯葬沒有辦法解決，因為台北

市沒有一個地方可以火化，可是如果北北基加起來就有八個寵物殯

葬，所以台北市要解決這個問題，一定要跳離台北市的範疇，可是公

家機關還是普遍從自己的執掌、自己的法令裡面去解決問題，沒有跨

域溝通協調。  

要解決跨域溝通協調可以從兩個構面來看，一個是組織設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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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考會現在在推的中央機關組織再造，所以我們以後會跟研考會、工

程會、主計處的部分併為國家發展委員會，我們也密集開過幾次會議

了，不過我認為組織再造應該是質變，而不是只有量變，所以組織再

造，組織的設計要很小心。  

像這次防災，人家說沒有頭，可是防災有災防中心，所以一方面

是組織設計，一方面是法制，我們很多的法制沒有鼓勵做跨域溝通的

機制，而新加坡的公務人員薪資是跟 GDP 作成長連動的，如果我們也

這樣做，環保署對國光石化跟台塑大鋼廠的態度可能會改變。所以這

是內化要去作跨域的誘因機制。  

所以我剛剛講的就是，政府組織的設計一定要把它設計成企業型

的政府，企業型的政府包括要把課責機制、誘因機制內化，要強調政

府部門的回應力；在法制上面，要形成一個氛圍，讓行政部門勇於任

事，快速地回應顧客的需求，快速回應老百姓的需求。  

再來就是預算導向，各個部門的同仁都在執行預算，他們不是在

追求績效，看執行力都是看預算執行完了沒有，不是看績效，不是成

果導向、績效導向，而是預算執行導向，這是一個普遍存在公務體系

的思維。  

最近這幾年我看有一個政策算滿不錯的，就是消費券，消費券從

政策決定到最後發放，一共涉及八個部會，從一開始寫特別條例就是

經建會負責，立法院通過後，主計處就進來幫忙編特別預算，再來就

是印消費券，就包括財政部跟中央銀行印製廠，印完消費券就交給內

政部發放，發放後就交給郵局，是歸交通部，錢發出去以後，金管會

就負責銀行，財政部負責到銀行兌換回來，中間還有一個客戶服務中

心（call center），開始是新聞局，後來由經建會負責廣宣，整個剛好

八個部會。這個裡面涉及非常龐雜的事情，卻在很短的時間完成，而

這個政策跟以往不同的是政策先行，就是部長、院長把政策敲定，後

面的文官在負責之後的法令、預算等執行機制，所以在講跨域溝通協

調，很多新興重大的政策就要高層先行，否則很多下面的文官推了半



附錄八 

 271 

天，一不注意就被彈回去。  

另一個就是在跨域溝通協調要考慮的問題，因為現在台灣政黨政

治也變成常態，政務官對事務官，政務體系要充分聆聽專業文官體系

的聲音，因為事務官雖然是不適合作決策，但他是專業，所以政務官

不要太早有意見，政務官太早有意見也不是國家之福，因為事務官最

容易的就是退縮，一旦政務官有意見，事務官一定馬上不講話，而事

務官、文官是長期在這個體系裡面，知道歷任部長對政策的看法，知

道什麼政策可行，什麼不可行，某種程度來講，他也滿適合作政策諮

詢的幕僚。  

廖教授：  

    關於組織設計、組織再造，您剛剛講研考、經建、工程、主計四

者要合成國家發展委員會，對於這點…。  

廖主秘：  

   我是說要更強、更符合民間期待，我們現在的作法就是把四個不同

部會的人兜在一起。那我的看法，我們國家應該成立一個國家競爭力

中心，針對問題來設計組織，不是先把組織設計好再來找問題，是針

對民眾的需求、社會的需求來設計。組織架構也要滾動式的管理，配

合整個大環境的需求，譬如：警政署，現在網路詐欺很多，所以要投

入大量人力，而查戶口，現在就不用查了，可以把這些人力拿去重點

關懷獨居老人，警政署的施政主軸是全民警察，所以警察要跟老百姓

產生密切關係，能夠深入關懷社區，所有的老百姓也會願意為治安向

警察通風報信。  

馬科長：  

    主秘剛剛講的是很好理念，這點警察界內部也有很多辯論，到底

是要走更專業的路，或是什麼事情通包通管的路，主秘剛剛講得也實

驗過，也受很多人歡迎，現在大家最看不清的是未來的局勢，警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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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要不要去作一個準社工的角色，或是由社工的專業來協助警察。  

    另外，「165」要面對新的問題，是新興的犯罪、社會問題，我們

認為「165」不單要成為正式的單位，不要被媒體講為「黑機關」。  

    一些授權的問題，表面上開會層級不夠，實際上就是授權，這也

牽涉到公務人員的態度，無論怎麼給他授權，都是不夠，因為到了會

議裡面去，大家討論後的情況會變化，變化使他不知道這個是不是授

權的範圍；第二個開會做了決定回去，會成為會議記錄，對它的機關

專業是不利的話，本來有授權也變成沒授權，這是行政機關組織文化

的問題，也是一個困擾。  

    回到剛才主秘講的我非常同意，就是行政機關的文化需要改造，

假使有優良的文化作基礎，我們今天討論的問題就不是問題。  

廖主秘：  

    我們行政機關有一種組織文化，就是我只管基於法令上給我的授

權，如果今天我們在協調的時候，換一種角度，就是我也是基於我的

法令來處理，可是我們也幫對方思考，看在我們的法令之下怎麼做可

以。他們都不想對方怎麼做可以，只是想照我的規定不行，我舉一個

例子，就是未登記工廠，台灣有很多未登記工廠在農地中央，經濟部

一直想讓它就地合法，可是農委會一提到這個問題就堅決反對，因為

工廠廢水就直接排到農地裡面，那時候我當農委會副處長，經建會一

直對我們施壓，因為十萬家的工廠沒辦法就地合法化，他們就不敢新

增投資，無法幫助經濟成長，即便不合法，農委會也無法解決廢水排

放的問題，那時候我跟他們說：你們要幫我思考農業用地要如何做，

工廠就可以就地合法化？他們後來提出：只要把那個區域整區劃出

去，分區變更就可以。而且這個縣市政府就可以做了，所以後來我們

去開會，就不再是「本會堅決反對」，而是「本會同意，但是要把整塊

地拿出去才可以」。所以這是從不同角度看問題，但現在開會的都先想

「不行啦」，因此我教課，就要他們先從對方的角度想，因為你對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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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令最熟，知道哪一條路可行，哪一條路不可行，給對方一個建設

性的指引。  

張理事長：  

    各位都是現任的官員，而我是卸任的官員，我在國安系統大概待

了十三年，中間執行過很多任務，我就以當時李前總統時代的國安會

為例。  

    我先從決策原理跟會議的性質跟各位報告，在國安會時，大大小

小要開很多會，我覺得會議是很重要，會議的性質也要區別清楚。  

    我們先看決策的基本原理，我直接介紹基本流程，其實不管你做

什麼決策，基本流程不出這四個環節，第一個就是分析問題的本質，

第二個是針對問題來產生方案，第三個是就選擇方案來做成決策，最

後一個是監控跟執行，因為是科層組織，很多是每天都要做的問題，

例如戶政事務所，每天打開門也就是民眾來登記一類，所以方案是滿

成熟的，通常這種科層組織就比較重視程序，優點是可長可久，可以

防止犯錯；我們有一組人要面對很多任務是比較緊急的，類似危機管

理，組織內又可分情報官、作戰官、指揮官。  

    會議的性質其實很重要，先看決策會議，這是幫你的長官下達決

心，把幕僚的建議變成命令，第一個一定是情報組先報告問題，說明

我們現在碰到哪些問題，第二個，作戰組會先報告根據問題所做出的

兩、三個方案，第三個，會做出各部會進行分工，要來執行的各部會

會表達意見，他會說明在實際執行不同方案可能會遇到的問題，例如，

預算、法令，最後，指揮官就會選擇一個方案，或是可能一個混合的

策略，並會指定各組的工作，這個是決策會議。一般我們在國安會，

決策會議會控制在一個到一個半小時。  

    但決策會議有個前提，就是幕僚會議是相當重要，要根據問題來

產生方案，大概就有些程序，先針對問題交換意見、問題本質的分析、

認識對手、未來環境的認知，我們習慣編未來事件表，就是未來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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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這個決策的事件會編出來，例如：H1N1 可能會在九月到明年二

月會非常流行，那我是負責大陸事務的，我就會想到說中秋節台商可

能會回來，十月的長假觀光客可能會進來，春節的時候是中國大陸的

人口大流動，疫情可能會變得非常複雜，還有十二月的時候可能有第

四次江陳會，認識完這些，可能就要設定一個目標，做成策略、方案、

具體的分工、時間管制表，那這個做完以後，各部會要在什麼時間進

來就會很清楚。  

    常常有時候開會把產官學放在一起，就我的經驗通常是災難的開

始，因為沒有系統工程的概念，通常我們要把系統工程做好以後，才

把對的人在對的時間放進來，如果時間夠的話，我們還會做兵棋推演。

把幕僚會議做好以後，才有辦法作決策會議。  

    我的經驗使可以用策略規劃來整合各個部會，通常會先做一個動

作，就是確立該階段的總目標，但不可能一次到位，所以再分成子階

段，每個又有子目標，根據這個，我們會有操作計畫、溝通計畫、跟

利害關係人溝通、甚至情報收集的計畫。我舉一個例子，就是我們針

對美國要攻打伊拉克時做出的應變計畫，因為不知道開戰是哪一天所

以把它用 D-day 表示，開戰以後，美方可能會提出需求，因為伊拉克

戰爭的時候他們就有提出一些需求，最後就是結束，每個階段都有不

同的性質，譬如我們的目標是要適度參與國際事務、穩定台海關係。

那倒回來算，戰爭結束的階段，我們會把戰時發展出來關係變成制度

化，美方提出需求時，我們就是藉此提升台美關係，在對方尚未提出

需求前，我們就以穩定兩岸為主，D-day 我們可能需要基本的宣示，

跟形象的管理，而事前則是型塑環境，擬定作戰計畫。這樣就會知道

每個部會什麼時候會進來，假如沒有做系統工程的概念，像我剛剛講

的產官學，每一次開會雖然是一個題目底下，但有的人講這個地方，

有的人講那個，就不會有一個結論。在這種管理底下，我們就很清楚

哪些部會何時該進來各部會，就比較容易合作。  

   第一個，各部會在本位上的確有不同的地方，但我認為有一些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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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要有共同的認知，所以跨部門的集訓是建立共識的有效途徑，以

談判為例，有 WTO 談判，現在有 ECFA 談判，可是各部會對談判的

認知不一樣，譬如經濟部有總談判辦公室，文化局、陸委會等等都有

談判的人員，其實他們使用的名詞都不一樣，所以我覺得要透過跨部

門的集訓，才有辦法建立共同的語言，共同溝通的工具。  

    我做一個簡單的結論，就是其實政務官跟事務官要互相合作，政

務官的條件是前瞻性、有擔當、有系統工程的概念，事務官則是專業、

守法、本位考量，所以政務官是整個社會進步的力量，事務官是整個

社會穩定的力量，這個一定要分得很清楚，這兩者要如何調和，在於

政務官有足夠的能力，伊拉克這個案子大概整合十三個部會，合作得

也滿順利，其他我們執行過的很多案子，大概也是按照這個步驟去做。 

    第二個，熟悉會議的流程跟基本的本質是很重要的，我以前開會

的時候會先跟大家討論這次會議的性質，如果是決策會議的話，就會

按照決策會議的流程，假使今天開的是幕僚會議的話，就又不一樣了。

所以熟悉這個流程，我是覺得滿關鍵。  

    第三個，我是推薦用策略規劃的方法才能有效整合各會，在對的

時間對的地方用對的部會作對的事情，。  

   第四個，我是覺得跨部門的集訓是建立共識的有效方式。有些共同

使用工具的集訓是很重要，例如談判，這些都有一定的 SOP，可以保

證各部會在做溝通的時候用的語言是對的，像軍方的語言都有嚴格的

規定，反而是文機關裡面彼此使用的語言不太一樣。  

廖教授：  

    你說跨部門的集訓可以形成共同的工具、語言，可是我們的一級

單位都是短時間成軍，也可能上上下下的，所以有沒有什麼操作的方

法？  

張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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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我們退下來的時候，有累積一些技術，因為怕這些流失我們

才成立這個學會，譬如談判的技巧、語言、如何做一個策略規劃、未

來事件表的使用、標準作業程序、危機管理，我們也建立一個未來事

件表的資料庫，還有情報搜集、情報作業、情搜計畫、談判計畫、讓

步的策略分析等等，這些都是系統工程。  

廖主秘：  

    講到讓步，公務機關協調常常是沒有讓步的，所以我剛剛講為了

讓國家最好，事務官自己要有一些讓步的準備，找一些方法雖然不是

最好的，但讓對方做得下去，自己也過得去  

馬科長：  

    我的經驗有幾個情況下公務員比較有可能讓步，比較可能協調，

第一個是議題的重要性，像剛才理事長講的國安議題，大家開會就比

較可能讓步，或像剛剛主秘講的消費券的政策，一方面決策定了，而

且是個施惠於民，正向促進經濟，大家都是覺得很好的一個活動，另

一個就是現在政府在兩岸上走向正向良性互動，所以兩岸共同打擊犯

罪做成了，是功勞一件，過去還沒談判成功的時候，在分工上，到底

法務部、內政部等那些部會要進來，大家都會有點推託，現在談判成

功了，要施行單一窗口，法務部就要主導這件事，過去建立的各個有

效窗口，像警政署跟對面公安幾十年的合作，都要取消，由法務部負

責聯繫，所以後來動員總統出來協調。所以議題的性質會影響各機關

的意願。  

廖主秘：  

    剛剛的說法就是我們在既有的組織裡面又成立很多次單位，理論

上，法制架構行政院裡面有關國家經濟建設是交給經建會，後來又加

了很多財經小組之類，把既有體制有點架空，後來有一陣子我們幾乎

都在審查工程的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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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 以後，可以發現一個氛圍，就是政務委員非常的活躍，可是

每個政務委員的看法不一定一樣，所以變成政務委員之間也需要協

調，然後政務委員是不管部會部長，沒有幕僚，所以他們要另外找人。

在既有體制外另開跨域溝通協調機制並非不好，只是我認為要盡量單

純，要看政策的屬性，如果是新興政策就快速決定，由上而下，如果

是需要累積專業執行經驗的，如亞洲金融風暴的時候要擬一個「傳統

產業振興方案」，就應該由事務官擬一個完整計畫，政務官再來看這些

方向，或從專業學術角度提供其他方向，而事務官也可就過去的經驗

來提供執行的建議，判斷可行性。  

    所以我是覺得除了剛剛講的授權機制，國家這些跨域溝通協調的

平台，像經建會、研考會加起來有七百多人，要善用這些平台，也就

是說政務委員的協調工作可以來由國發會支援，讓下面可以趕快動起

來，可以法制化，讓國發會有一個工作就是支援政務委員做跨域溝通

協調，還有我認為國發會的主委最好由副院長兼任，才可以把所有的

人協調進來，在這個階段就把問題協調進來。  

   我覺得在做跨域溝通協調可能有些是執行面的問題，有些是策略面

的問題，而策略面問題很重要，其實策略定了以後，文官就很善於將

策略轉化成實質的執行計畫。  

張理事長：  

    其實剛剛秘書長提消費券像是這樣的概念，就是整個策略定了，

八部會就在不同時間進來做事情。  

廖教授：  

    那這整個計畫是誰做的呢？  

廖主秘：  

聽說是前新聞局長史亞平，在立法院討論然後就決定了，決定了

就開始寫特別條例，跨部會溝通，然就送立法院，立法院通過後就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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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預算。  

張理事長：  

    不好意思，剛剛是我對消費券滿好奇的，打斷了主秘剛剛的談話，

是不是可以請你回到剛剛的軌道。  

廖主秘：  

    第二個，跨域溝通協調除了剛剛講的誘因之外，應該要建立課責。

譬如，我剛剛講的國光石化跟台塑大鋼廠，如果這個事沒有做出來，

不只是經濟部辦事不力，也是環保署辦事不力，所以一個政府的施政

應該像民間企業在發展新的產品一樣，不斷的發展出創新的專案計

畫，每個階段有新的計畫，這些一定都是要跨部會，如果做不出來，

不成功的話，就是所有單位的績效不好，不是某一個部會的績效不好，

這個就是課責性。如果建立一級政府課責性，他們的行動就會一體。  

廖教授：  

    可是這裡面有很嚴重的價值衝突怎麼辦？  

廖主秘：  

    公務人員都是按季打考績，年底記功，這樣獎勵誘因機制就不即

時，我認為在推動專案計畫，所以就按專案計畫的數量來打考績。  

還有一個公務體系文化的常態，就是碰到問題，大家都在找責任，

很少在找答案的。我舉一個例子，高雄市鐵路地下化的計畫，由於高

雄市政府土地變更太慢，導致鐵工局被研考會罰，當然鐵工局不服氣，

這件事情如果我們有一個機制，當鐵工局發現高雄市政府沒辦法如期

完成都市計畫變更，就可以利用工程會解決工程介面的管道。中央的

研考會、工程會、經建會的工作是要去查核別人，我一直跟他們講，

我們重點不是要去查核，而是要去發現問題，幫他們解決問題，這才

是查核的目的，所以如果在第一時間就發現這個工程介面有問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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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介入協商。所以從不同角度來，如果跨部會協商，不同部會都去

幫對方思考怎麼去把東西做好。  

廖教授：  

    所以跨域協調其實是跨域思考。  

馬科長：  

    最近就有一個挑戰來了，就是離島設置賭場，也是一個協調，可

以去觀察跨部會溝通協調。  

廖主秘：  

    還有自由貿易港區，以前招商是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管理是交通

部，經建會又負責政策，現在我們就統一把它歸給交通部；離島建設

條例也是，現在是內政部要負責所有的離島，這些都是很硬的工作，

因為一定會牽涉到跨部會，不過我們不是只是推給他們，而是跟他們

說：如有需要，本會樂於協助。  

張理事長：  

    我這邊有一個問題要請教研考會，我們的副院長是只有一位，有

沒有可能變成兩位或三位？我是看中共的國務院副總理有好幾位，當

然增加有好處，也會有一些問題。  

    第二，我回應一下主秘的看法，分析問題決策是最主要的一個點，

沒有分析完問題，後面很多的會常常是無的放矢，但比較難的是分析

出問題。  

黃科長：  

    本來在組織改造希望把秘書長增加，因為憲法已經寫：置院長一

人，副院長一人，寫死了，所以考慮從秘書長或副秘書長去增加。  

廖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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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聽聽陳副教授的看法。  

陳副教授：  

    我現在可能要講一些更複雜一點的，不是人去做就可以解決的，

我把它稱做：人類社會自我組織或自我救贖的基因問題，比方說，八

掌溪事件發生的時候，空軍的海鷗部隊離事發地點非常的近，那天是

星期六，是不是嘉義縣消防對打電話給戰情官請他們趕快過去，可是

在這件事情發生之前，國家有一個規定，就是兩千五百公尺上下的不

同單位，那如果戰情官飛出去，那下星期一是不是因為違反行政規定

就要受處罰？  

    所以我們在談跨域協調，要非常清楚知道民主政治的原素，讓我

們行政責任跟政治責任越來越分家，平常不出事就好，如果一出事，

政治責任是不管是誰，通通拖下去，反過來下次為了要規避政治責任，

就分工越分越細，下次就創造更大的問題。。所以這可能是一個重要

的問題必須要去面對跟解決，是很基礎的東西，當一個政治責任發生

的時候，牽涉到政務跟事務的系統，事務的系統最知道找人究責，究

責以後，會讓下面的人員把事情弄得更死，更不彈性，因為他們都不

想被究責。這是一個重要的事情，會變成一個惡性循環。  

    但另一方面，每次只要發生了大事情，在政策上產生了墓碑效應，

通常有些事情會發生，比方我們的空勤總隊，就是托八掌溪才有的。  

    另一個我覺得跟台灣的行政概念有關係，台灣的國家發展跟英美

很不一樣，是老帝國生成出來的架構，所以我們對「組織」的概念抓

得很緊，認為這個東西非常重要，所以看組織不是看任務，為什麼這

樣講？因為行政院組織基本法有一條規定，就是我們國家的組織法跟

作用法要分開，每一個單位的組織法跟作用法都分開；而美國國會在

定法律的時候，很可能是有個目的要做一個事情，所以他就圈了一塊

預算出來，下面就寫組織要怎麼做，這在中華民國是不可能的。因為

我們基本上是行政獨大，而在轉換到民主概念的時候，就變成行政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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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不要立法單位管組織怎麼弄，重點是把權力以錢的方式授權給行政

單位，行政單位就去做，另外，背後還有我們的人事制度是非常僵化

的制度，一個蘿蔔一個坑，又牽涉要組織架構，所以在組織這塊要更

動是非常難的。  

因為我自己在做健保政策，有一次我上英國的衛生部門的網站去

看他們的白皮書，如果是我們的政府部門一定是先看組織架構，可是

我找了半天，沒有發現它的組織架構，而裡面是把一年要做的工作分

成七項任務，錢跟資源則是很自由的運用，這個概念是跟我們不太一

樣。因為我們是行政獨大的國家，過去是把文官系統框得好好的，但

這樣進入民主時代，要做到彈性運作是很困難的。  

永業制，就是要事務官以專業去抗衡政治資源的不當分配，如果

文官系統沒辦法抗拒的話，那我從民主政治的角度會覺得文官系統不

值得永業制。所以彈性化的本身，很多時候是我們的文官系統從一個

威權體制下順服領導的角色，轉換到民主時代就完全退卻了，面對該

負的責任的時候就完全不負，我看到一個例子，就是我們的健保從非

行政機關改到行政機關，看不出來它的效率會提升在哪裡，可是大家

都一頭熱。這是我們第二點要看到的，就是事務系統的心態，有時候

彈性的本身是來自危機意識，才可能要冒險犯難的精神。  

廖主秘：  

    其實最近在行政系統裡有一個氛圍，就是過程裡面表示不同意

見，會被監察院讚許，所以現在擔心的就是只要提一個案子，各部會

就會提負面意見，就會使跨部會橫向協調更困難，我的意思不是不能

表示意見，因為文官的責任就是從他的專業提出意見，但是同時也要

提出解決方法，否則本來開會是要協商意見，結果開完會，又增加了

五個問題要協商。  

陳副教授：  

    民主化，文官的心態轉化及角色的認知，及心態上的調整，剛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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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說到團體績效的問題，事實上團體績效不是不能用，只是目前我們

看到個人為了自己，團體績效很容易被解構，因為個人的那一塊太硬、

無法動。從結構上來看，這是一個大問題，跟很多的國家比較起來，

文官的績效考評實在太好，所以誘因就放不進去。我覺得從組織任務

的差異到誘因機制，一般時候大家就把責任切割，守好自己的範圍。  

我不認為這個問題很容易解決，比方說，我們可以從災防會的架

構看出來，各單位要來災防會的時候，一定會問誰會到？副座會到嗎？

署長會到嗎？為什麼會說這些東西？因為現在為了跨域協調的事情，

已經把我們的領導人累死了，很多下面不願意做決策就往上推，所以

領導人就要開那麼多會、什麼地方通通要去，因此有些時候最好的解

決方式就是拍桌子，但這個過程用在日常的項目這麼多、價值衝突嚴

重，彼此牽連又大的行政過程中，那所有的主管都只有累死，而且領

導的人只是人，不是上帝，所以這個方式（拍桌發怒）只有緊急的時

候該這樣用。  

越來越多學界在談的「whole of goveernment」跟「horizontal 

coordination」很多都在講合作的文化問題，文化的養成也跟國家組織

的傳統、政治環境而有不同，像我們各部會的內部文化就有可能有些

不一樣，而不同首長的領導統御也可能帶來不同的文化，像納莉颱風

時候，台北市周圍大概有五百多處的土石流，市府單位希望每個單位

都派人去整理，但沒有人動，因為這些局處希望市長出來給承諾，保

證這僅是一次性的任務，不會成為長期性的責任。我不認為問題出在

這些局處的推責任，而是領導統御的問題；像開協調會的時候，也是

領導統御的問題，假使大家都不發表看法，某一個文官多發表意見，

領導者就會說：講得不錯！那這個東西就交給你吧！所以領導統御是

非常重要，有時候不是下屬在推責任，而是領導者根本沒有搞清楚資

源配置，或是在很急忙的情況下做了決策，下面的事務官看到這些情

形，下次他就會知道了。我覺得一方面這是有趣的問題，但另一方面

也是弔詭的問題，就是你越想用行政的方法去處理，可能會發生越多

問題，因為分的越細，問題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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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文化要如何培養？領導者要非常清楚，下面的人對這些事

情是非常敏感的，所以要有一套方式去帶他們。所以我覺得訓練公務

員是沒用的，而是要訓練政務官，使他們搞清楚國家的機制跟組織運

作的文化，因為政府是一個非常大的機器。  

廖教授：  

    陳處長有沒有特別要回應的？  

陳處長：  

   在我們的協調過程裡面，要有說服力的話就是要很專業性的意見，

跟其他主管機關協調也是如此。我覺得在政策協調過程裡面就有點像

是談判或是溝通，就是我要說服你，你要說服我。我接觸的業務裡面，

會因為不同的細節，或是一次性的或延續性的業務裡面有一個任務的

編組，如果是一次性的話，通常會協調出一個主管機關，成立一個專

案小組來召集相關單位來做協調，在協調的過程中也可以看得出來有

些機關是勇於承擔的，也有一些是盡量避免責任，所以在許多協調裡

面，一些單位就會認為我們是主管大陸事務的，就把我們推到前面去，

其實我們稱不上，例如，世運的時候也成立一個專案小組，這裡要我

們負責大陸選手入境的審查，可是雖然這是大陸的事務，但還是應該

一樣由境管單位來才對。我們接觸到狀況是這樣。  

廖教授：  

所以一次性任務橫向協調比較好做？有一個專案小組就可以解決

了，跟經常性相比，就不會有抬回家就丟不掉的問題。  

我還想請問一個問題，就是有些列為施政重點，常常有橫向協調，

例如治安會報，越開越頻繁，變成形式上的報告，所以像這種橫向協

調會議，應該是經常性來開？還是應事情來開？  

張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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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在國安會的時候也滿常開定期的協調會，有一個地方我覺

得滿重要的就是跟決策流程有關，有些會議沒有議題，是因為它沒有

像剛剛講的分析議題、產生方案、做成決策，所以主持人的議程如何

抓很重要，如果你讓各部會報告，結果各部會流於報告自己的議題，

是把問題跟方案全部都混在一起。我們在開會，第一一定是報告問題，

而我們事前也會判斷這個問題跟誰有關，所以他一定要把最新的狀況

報告出來；第二個，我們會問針對這些問題有什麼建議，最後就是根

據協調做決定，這樣就不會協調會開到最後沒有議題。只要掌握問題、

方案、決策、監控，就不會流於形式，所以我還是要強調，這種跨部

會協調在策略規劃跟系統工程是很重要，政務官要去領導事務官，假

如沒有策略，又沒有系統工程，會議就會開得很冗長。  

    第二個，我覺得會議性質一定要弄清楚，到底開的是決策會議、

幕僚會議、協調會議、腦力激盪會議。腦力激盪就是不解決問題，而

是捕捉創意。所以每次開會的性質一定要弄清楚，開會前跟與會者取

得共識。  

    其實我們文官的素質是相當高，可是如果政務官沒有好的領導就

會亂成一團，如果第一個會議的議程掌握好，其次會議性質弄清楚，

第三要有系統工程概念，效率會很高，大家會很愉快，才不會變成把

人找來就成災難的開始。  

廖教授：  

    因為張理事長是總統府的經驗，而行政體系又是更龐大複雜，看

來這種統合的會議、策略規劃跟系統工程都需要未來的國家發展委員

會來做統合性的規劃，院長要去管各部會的協調，而他們是院長的幕

僚機構。  

張理事長：  

    可能性質也有點不一樣，因為安全系統的壓力通常很大，時間壓

力跟可靠度都很重要，我們很多工作都是 0 分或 100 分，所以對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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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講效率要很高，可靠度要很高，要求是不太一樣，可是我們在預算

的掌握可能沒有行政部門那麼好。行政部門有他的任務，科層組織很

重要的是依法。  

廖主秘：  

    我回應一下剛剛廖教授的問題，我們經建會的委員會固定在禮拜

一的下午四點，有時候案子很多，會提早到三點或二點半，所有一定

是很有彈性；但所謂的沒有問題不要開會，要注意是真的沒有問題，

還是有問題沒提出來，我們最近就提出公司最低資本額的降低，這是

沒有一個單位主動，經濟部也不提出來，所以我們就自己去找問題，

而我們的問題從哪裡來呢？第一個是經建會裡有一個法規鬆綁平台，

另外一個就是院長跟六大工商團體及一些商會有定期的聚會，就是做

一個外部的平衡。  

    所以事實上不是沒有協調，而是現在很多問題不是事務官的層級

可以解決，某種程度是政務官之間的協調，如果政務官協調好，事務

官就容易做了。之前有辦過訓練，在謝前院長時代就曾經開過共識營，

把政務官全部拉去，現在他們也在規劃施政策略會議，讓政務官彼此

之間更瞭解，讓他們產生共識，我們就更好做事，特別是在新興的事

務上。同時藉由訓練可以使政務官對行政系統裡面的習慣、流程更瞭

解，我舉一個例子，經建會有一個綜合計畫處，就是幫院長凝聚施政

主軸，但不是所有的院長都瞭解有這樣一個單位，可以在上任前協助

擬定施政主軸。  

張理事長：  

    我自己的經驗是政務官的確是要接受訓練，但是有什麼課程可以

訓練政務官？我舉一個例子，H1N1 馬上要來了，我們也常講防疫視

同作戰，可是也許擔任指揮官的人連指揮原理都不懂，以現在的 CDC

（疾病管制局），第一，他們的情報系統很好，跟兩百五十幾家醫院連

線，可是他們收集的都是跟疫情有關，但發生 H1N1 的時候，他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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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不會只止於疫情，可能有台商回來等問題會在這裡跑出來；第二個，

作戰官很重要，問題的性質判定後，把要處理的清單排出來，按照邏

輯排出優先性，然後由作戰組排出方案，但是我看到他們的作戰組基

本上是缺乏的，雖然各部會都派人在那裡，但是卻缺乏聯絡官的能力。

我舉這個例子要說，一個政務官是否要有這種基本的訓練？不然就會

變成問題出來，他也沒法處理，我常常看到開會的例子，是指揮官就

點名各個部會，一下子三小時就過去了，可是部會的報告是將問題跟

方案都扯在一起，所以開會確立問題、按照前面說的掌握開會流程是

很重要，可是這不是一般政務官做得到的，因為學術的訓練跟政策還

是有所差別，學術研究大多是研究過去的事情。政策則是未來的；學

術研究大部分是回答 Why，而政策則是要找 How；學術研究一般是抽

離時空，政策則很重視時空因素；學術研究重在事實描述，政策都是

目標驅動；學術研究是單打獨鬥，或一個小團體就可以，政策則需要

系統工程的概念。兩者是不同的屬性，可是沒有人敢去提議政務官要

去訓練這個東西。  

廖主秘：  

    我們所謂的政務官訓練跟事務官是不一樣的，他的訓練是藉由很

多案例，訓練宏觀、策略、創新性的解決問題的能力。我舉一個例子，

921 時，我被派到台中去，當時毛治國部長是副執行長，而那裡各單

位各組亂成一團，公文常常拿到最後不見，我們後來決定每天開兩次

會，會議後就立刻發行政命令，然後我們把所有的待答問題集中，各

組處理好，就在開會馬上決定，待執行長一批准就馬上可以發佈行政

命令，也就是我們一去，就把它變成一個工作站、沒有公文，這是我

們文官的專長。政務官就是要思考策略性、時效性的問題，所以政務

官要從宏觀、策略、創新去思考解決方式，至於細節就交給文官，只

要策略方向明確，文官就可以把事情做好。  

張教授：  

    謝謝各位的寶貴意見，今天我們就是先找出問題，至於策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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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還會有後續，針對行政院下面一級單位的局處同仁進行調查，到

時後可能會有更進一步的資料。今天非常感謝各位，這邊我們可以看

到從本位、專業、資訊上，還有組織層級、策略、公務員文化得到一

些前瞻性的看法，都是非常好，也非常寶貴的。再一次感謝各位的參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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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附錄九附錄九附錄九：：：：第二次焦點團體座談議程與提綱第二次焦點團體座談議程與提綱第二次焦點團體座談議程與提綱第二次焦點團體座談議程與提綱 

主辦：行政院研考會 

承辦：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 

時間：98 年 12 月 11 日(週五)下午 1:30-4:30 

地點：經建會 619 會議室(台北市寶慶路 3 號 6 樓) 

議程議程議程議程 

時間 內容 

1:30-1:50 報到 

1:50-2:00 主持人致詞 

張教授其祿&廖教授達琪 

2:00-4:30 座談 

 

提綱提綱提綱提綱 

政府行政機關因功能與管轄之需要，所以必須進行所分化及分工。但是政府施政工作往

往為一整體，因此其行政機關間的「橫向協調」(horizontal coordination)便成為克服組織過度

分化問題的重要機制，同時也是政府效能可否發揮的關鍵所繫。事實上，今日政府所面對的

重要政策問題，甚少僅憑單一行政機關便可解決，其大多皆需透過不同機關或部會間的協調

整合，方能有效克服其所面對的政策問題。但是政府各行政機關若僅依循本位、閉門造車，

缺乏政策及執行上的橫向協調與聯繫，則必定造成令出多門、權責不清，甚至是政策方案矛

盾及前後不一等施政上的問題和衝突，最後亦勢必導致政策之失敗與人民對政府信心的喪失。 

本研究經多次專家深度訪談與焦點團體座談之後發現，影響今日中央行政機關間橫向協

調之問題癥結乃以行政機關間的本位主義、行政資訊溝通傳遞之障礙，以及專業偏執等問題

最為嚴重。再者，橫向協調之事務若出現法令規範之疑義、屬新生事務且無前例可遵循之狀

態，抑或該一事項涉及組織存續等事宜時，則將形成更為嚴重的橫向溝通阻礙。此外，為能

普遍瞭解今日中央行政機關間之橫向協調狀態與問題，本研究業已針對行政院所屬各行政機

關之業務主管同仁進行問卷普查，初步統計分析結果則將在座談會中以簡報方式說明，俾做

為各位專家學者意見提供時之參考依據。 

本次座談會之主旨即希望各位專家學者能就以上研究發現，提供指正與建議，且尤其希

望能對改善中央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之策略方向與具體措施提供寶貴意見。以下簡要整理數

點討論問題，以做為各位專家學者發言之參考方向： 

一、 請綜合分析目前我國中央行政機關間在進行「橫向協調」工作時所主要面對的問題型

態，以及造成該類問題之原因癥結。並請評估「本位主義」、「專業偏執」、「資訊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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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原因是否為目前各中央行政機關在進行「橫向協調」工作時所最主要面臨的問題障

礙，請增補指正。 

二、 請問哪一種「橫向協調機制」對您的政務推動最具實質助益或最為有效？（例如跨部會

協商會議、跨部會工作小組、政策統合機關 [例如研考會、國科會、經建會等]、行政院

院長、行政院副院長、行政院秘書長、行政院政務委員、行政院院務會議等） 

三、 若欲改善今日中央行政機關間的橫向溝通與協調，煩請提供法令規範改善之建議？  

四、 若欲改善今日中央行政機關間的橫向溝通與協調，煩請提供協調機制改善之建議？  

五、 若欲改善今日中央行政機關間的橫向溝通與協調，煩請提供資訊溝通改善之建議？  

六、 煩請提供任何其他可改善今日中央行政機關間橫向溝通與協調之策略方向或具體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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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附錄十附錄十附錄十：：：：第二次焦點團體座談逐字稿第二次焦點團體座談逐字稿第二次焦點團體座談逐字稿第二次焦點團體座談逐字稿  

主辦：行政院研考會  

承辦：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  

時間：98 年 12 月 11 日(週五)下午 1:30-4:30 

地點：經建會 619 會議室  (台北市寶慶路 3 號 6 樓) 

主席：張其祿(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教授)、廖達琪(中山大學政治學

研究所教授) 

紀錄：陳佑善  

出席：張榮豐 (台灣戰略模擬學會理事長)、黃天牧(金管會保險局局

長)、陳會英(陸委會文教處處長)、廖耀宗(經建會主秘)、葉一

璋(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蔡保言(行政院研考會管制考

核處簡任視察)、潘競恒(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

助理教授)、李天民 (行政院研考會研究發展處)  

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    廖達琪廖達琪廖達琪廖達琪  

大家好，這個計劃是研討會委託，現在已經快到了結尾的時候。

我們也曾經舉辦第一回合的座談會，廖主秘還有張理事長都在，今天

黃局長加入了，還有葉教授，等會還有潘教授。我們行政院研考會現

在正在管這塊的蔡保言蔡視察，今天都來了。我想這樣子我們可以比

較深入的看ㄧ下政府橫向協調的一些問題，還有看看能不能得到一些

具體的建議，因為我們 12 月 20 日我們要交報告了。  

我們做了一個，整個政府處室級的首長調查，一共有四百多份的

問卷，回收了 380 份，但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們先做這些 380 份結果

的說明，請我們的張教授來跟大家報告一下，我們問卷調查的一些結

果，我們有一些提綱。我們今天特別要拜託大家看看是不是有一些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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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的解答、建議，我們的提綱給大家參考看看。  

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教授教授教授教授    張其祿張其祿張其祿張其祿  

各位專家學者，非常感謝能夠撥空來參與。我這邊先向各位說明

一下，我們這一次的問卷。很抱歉我們現在的整理比較粗糙一點，因

為算是昨天才完整的收回來。那我們先把一些粗步的一些結果，先向

各位來報告一下。我現在展示的資料，這邊有附我們的問卷，在附錄

一的部分。接下來我們就按照問卷的每一個題項，我們先精簡的展示

一下大體上資料的結果。  

我們在附錄一的第一個問題是關於，是不是經常需要跟行政機關

進行協調？我們可以觀察到大體上是呈現「需要的狀態」、「經常需要

的狀態」。  

我們再往下看，另外一個題項是，哪一些的政事比較需要橫向的

協調？這裡顯示，最主要比較常需要橫向溝通的政事別，是包括內政、

經濟及交通建設。幾乎有將近一半以上的受訪者，認為是內政這個項

目，比較需要做橫向協調跟溝通。那其次經濟是第二，交通和建設的

事物是第三。  

我們在接著這個題項是問說，是不是已經建立了橫向協調的機制

或者是 SOP 的機制？這邊顯現「已經建立」的大概屬於比較多數。「需

要時建立」的是其次，「未曾建立」的也有一些。大體上都已經有類似

的機制存在。  

次題是關於說，最常使用的橫向協調機制？在這個部分，我們的

答案上有跨部會的協商會議跟跨部會的工作小組，這兩組是最高，大

概占了八成跟六成。這兩組大概是現在目前行政院所屬行政機關，他

們最主要的橫向協調運作機制。透過政策統合機關，政策統合機關主

要是經建會、研討會、國科會……等這些單位。其他政務委員多一點

點，最多的是跨部會的協商會議跟跨部會的協商小組。  

接下去的第五題，問說這些機制裡面，哪一些對橫向協調中最有

實質的幫助？跟前面的題項類似，也是在跨部會的協商會議跟跨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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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小組，大家比較認同，也就是說這兩組是在協助橫向協調溝通

上是比較有幫助的。  

第六題是在說，透過何種溝通管道來進行橫向的協調？這個地方

大概，以臨時性的協商會議占最多數，大概 72.4％，其次是以電話的

方式溝通。  

在進行橫向協調溝通的時候，這個溝通的對象，這邊的選項是，

誰是最主要的溝通對象？那業務單位的主管、業務單位的業務負責人

是最主要的溝通對象，尤其是業管單位的主管占最高，大概是八成七

的受訪者。  

第八題是在詢問，在進行橫向協調的時候，主要的議題是哪些？

填寫者認為意見整合跟政策執行是最主要需要協調的議題。整合各方

不同的意見跟執行時候的過程，這地方是最主要的協調的議題。  

第九題是在詢問，在進行橫向溝通協調時，最主要的工作內容是

什麼？我們可以看到最主要的工作內容是在「政策執行的工作分配」

跟「工作職權的釐清」，這是比較重要協調的內容。這邊的設計是在前

面比較偏重政策母法、政策方針，後面這兩個已經可以顯明看出，大

概是在執行階段的事物需要協調。  

我們的第十題是在詢問說，我們在進行橫向溝通協調時，所獲得

協商的授權程度？這邊可以看到授權程度是以意見的諮詢跟蒐集，還

有可做事務性的決策，這個地方都很高，占七成以上。但是這邊值得

注意的是說，可做政策性決策的這樣子的授權程度是很低，只有 8.4%。 

第十一題是在詢問說，在進行通協商的時候，哪一種的政事別，

在進行橫向溝通協調的時候是最困難？也就是說就我們將近三十幾種

政務別，請填答者圈選。在橫向溝通協調中比較困難的，有三個政事

別，分別是：財政、大陸事務跟人事，大概就是一個是人、一個是錢、

還有大陸事務這個事務，比較說在進行橫向溝通協調的時候，比較困

難的政事別。  

第十二題是在詢問，有哪些議題在橫向溝通協調是比較困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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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議題的性質。最困難協調的是權責的釐清。再來就是組織的整併。

再過來就是資源的重新分配，就是權責、資源跟組織之間的整併，這

是比較等於是說在橫向溝通協調時是比較困難的議題。  

第十三題是在詢問說，在進行橫向溝通協調的時候，他所碰到的

困難有哪些？這個地方困難的排序是，最重要會碰到的困難，第一個

是本位主義，其次是權責不明，這有點呼應之前的作答。就是說在權

責釐清上，本來就是比較難溝通協調的一個問題。然後再來是專業上

的偏執、偏見，這個地方也是在協調上所遭遇的一個困難。在這個地

方也是滿符合當初在理論上的預期。  

第十四題，是在詢問在一個整體來看，我們今天這些單位，他是

不是有橫向溝通協調的阻礙，阻礙的程度？那我們可以看到，大概有

點、比較偏向有一些阻礙的狀態，算有點常態分配，大體上有一點這

樣的形式。  

在目前橫向溝通協調這個滿意程度，整理來講的話，更像一個常

態分配。大體上就是中間，兩邊各有一些不滿意或者是非常滿意的一

個狀態。以上是關於橫向溝通協調的一個狀態部分的說明，我們第一

個部分，我們是想要了解，整個行政院所屬的這個、之下的三十幾個

行政機關，這個主管同仁在橫向溝通協調上這個整體性的狀態。  

我們在第二個部分是一個量表部分的調查，他是一個關於橫向溝

通協調的一個認知狀態的調查。這個部分我們最主要的是希望，是來

測試我們原先在理論上的概念。我們因為一開始認為說，可能在橫向

溝通協調時，很多的是在本位的問題、資訊落差的問題跟專業偏執跟

堅持方面的問題。我們希望透過這個量表得出這個資料之後，來印證

一下是不是這樣的說法是可以的。我們這個量表，總共有三十多個題

目。因為這個地方比較是用因素分析的方式，讓他用因素分析的方式

來萃取他，看看他們的歸類情況。這裡主要已經歸類出八個因子構面，

我們刪除第十一題跟第二十五題，因為他們的因素負荷量是小於

0.05、0.5。然後用這個資料重新跑因素分析，還是歸類出八個構面。 

這八個構面，其實他就是我們這邊的三十個題項去歸類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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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是資訊落差的構面，他是由第十六題、第十七題、第十八題、第

十四題所歸類的，這些題項都是關於資訊尚欠缺的狀況，造成橫向溝

通的困難，我們也把他因子的構面命名為因子的落差。  

再來一個題項是本位主義，他是由第一題、第六題、第五題、第

二題、第七題所歸類出來。這邊的題項也都顯示，這都是對於機關本

位的一種堅持、一種主張所造成的結果。  

第十二題、第十一題、第十三題跟第三十二題，他們都算是一種

反向的題項，也剛好歸納出一個情況，我們是把他命名為一種事前的

規劃。大體上是認為說，如果橫向溝通能夠有事前的 SOP、之前的演

練的話，他可能會更好的一些題項。  

第三十題、第三十一題、第二十九題、第二十三題、第二十五題，

這些題項都是一種對於專業上的一種堅持的一種問項，那他們剛好也

在這個因素分析的結果，也是歸類一起。這些題項我們把他看成專業

的一種偏執，因為這邊都是相信說，只要是科學的證據、只要是 SOP

的流程下的話，都應該照這樣來做。我們把他歸類成專業偏執，這也

滿符合我們理論上一個預期。  

然後在第九題、第十題、第八題是一種反向題，他們剛好也歸在

一起。他們剛好屬於一種機關之間，願意去形成跨域跟資源的分享，

那我們把他歸類成跨域合作。也就是說也有這些因素的話，可以促進

溝通協調。  

然後專業堅持這邊是第二十七題、第二十六題、第二十四題、第

二十八題，第二十七題是反向題，剛好這反向的概念也跟第二十六題、

第二十四題、第二十八題也構成同樣一個向量。都是認為他反對這個

由上而下，反對政治協商，或者是反對跨機關間公事要臨駕本身專業

判斷，我們把這個認為是一種專業上的堅持。可以看出來，他等於比

較相信的是自己所做的判斷，比較不相信是統合機關或由上而下或政

治協商。  

第三題、第四題是我們歸類為權責釐清，其實這個題項ㄧ直在前

面的整體概念裡不斷的出現，就是說權責上的不能釐清，常常也是阻



強化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機制之研究 

 296 

礙橫向溝通的一個重點。  

協商過程是我們一個因子，是由第二十題、第二十二題組成。如

果協商顯現的成績不夠高，或者是授權不足、或者是協商代表常常的

輪動，也會造成協商過程上的一個限制。  

那整體跑出來的結果是非常的好。這三十個題項歸類為這八個因

子，完全印證我們原先所在理論上的「資訊的落差」、「本位主義」、跟

一些專業上的問題，是造成橫向溝通上的一個問題。如果說比較有跨

域的精神，比較能夠把權責釐清，對協商的過程能夠在層級上、或者

是代表上比較固定的話，也是可以增進協商的過程。這整個的思維架

構，是因素分析透過受訪者回來的共變異量的結合所得出來的結果，

其實還滿能夠印證我們當時理論上的設想。  

那最後一個部分，向各位報告一下，就是說基本資料和其他相關

的一些變數之間的一些假設，我們現在當然只是做了些部分。我們第

一題、第三題，關於詢問說是不是有設置常態性的溝通機制？還有這

個第一題是關於說是不是經常跟其的機關進行橫向溝通協調？我們以

這個 A1、A3 當成異變數，那麼 C1 到 C8 分別就是這些基本屬性的資

料。我們用這些基本屬性的資料當成自變數，來做這個之間的因果檢

定。這裡在卡方檢定這都沒有顯著，代表說不同的填答者、填答單位，

他們在 A1 和 A3 上沒有顯著的差別。  

其次我們又做了另外一個分析。以第十四題跟第十五題，他的滿

意程度跟阻礙程度當成異變項，從 C1 到 C8 基本屬性變項當自變項，

來做這兩種的因果檢定。那這個地方是發現，業管政務的不同，會再

橫向阻礙這邊會有一些顯著的不同。職級上的話，也是有一些不同。

就是政務官認為有阻礙的程度大於簡任官，這邊也只有兩種，也就是

說政務官大於事務官。因為我們這邊所有的受訪者都是簡任官以上，

那麼政務官大於簡任官。  

在年齡上的發現，就是最認為有阻礙的程度，是 40 歲到 49 歲這

個層級間的公務人員，他們會比 60 歲以上的阻礙程度要大ㄧ點。這個

印證到滿意程度也是類似，就是說 40 歲到 49 歲這個年齡層的公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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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他們顯然比 50 歲到 59 歲，還有 60 歲的比較不滿意，他們在心態

上覺得沒有對溝通協調這麼滿意，但是比較年長一點、資深一點的公

務人員覺得比較滿意一點，阻礙程度他們也覺得小一點。可能比較資

深的，比較熟練、調和、忍耐。那這邊是這個結果。  

另外我們也做了另外一個檢定是關於，剛才用因素分析所萃取出

來的八個面相，跟基本屬性做的檢定。這個地方當然東西比較多一點，

就是說業管政務這個方面的話，他其實在資訊的落差、本位主義、事

前規劃、跨域合作、權責釐清這邊都有一些顯著的差別。那行政層級、

工作性質，在行政層級再專業偏執上有一點影響。單位規模的話對於

本位主義、專業偏執有影響。職級這個部分的話，是在政務官這個部

分會大於簡任官，也就是說政務官認為說這是更重要的一件事，他的

分數比較高。  

那在性別上的話，一般來講男性都比女性要認為資訊落差、本位

主義或者是專業偏執的情況較為嚴重。但是相對在跨域合作上，男性

似乎比女性要好一些，認為比較有影響一些。  

另外在年齡這個部分，在事前規劃、專業偏執等，還有最後的協

商程度這邊也是有顯著影響。這是初步整理的資料。因為只有從昨天

才拿到的結果，我們今天已經把整個先展現一下，跟各位報告一下。

大體上還滿符合，原先在開座談會時，我們所研擬出來的資訊的落差、

專業的一些問題、還有本位主義。我們透過一個調查之後，又更呈現

整體性的整個行政院主管、主要的主管同仁整體性的一個看法。  

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    廖達琪廖達琪廖達琪廖達琪  

非常謝謝我們張老師，他是非常匆忙的把整個資料整理出來，然

後也做了進一步的分析。我們具體的發現，對原來對問題的認識其實

滿相近的，包括本位主義，恐怕在這個官僚體系，本位主義都很難消

除，但是怎麼樣在不能消除下，解決橫向溝通的問題，這是我們今天

希望來共同找尋的。我們的調查結果，也有一點點線索，讓我們去克

服本位主義，包括說怎樣去建立？我們可能在政府單位，尤其是各處

室主管級及他們跨域合作的團體。在心態上有何準備？第二個，包括



強化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機制之研究 

 298 

在權責上，如果要跨域合作的話，怎樣能夠有一個比較清楚的界定。

我們看到很多的反應，對權責不能夠釐清是在合作的時候造成很大的

困擾。第三個是在流程上，都希望的是說，跨域合作、跨機關合作，

都希望能夠代表有固定性。因為每次來不同的人，或那個層級上不對

的話，造成合作上的困難。我們看到隱藏的，可能是可以協助我們減

少一點點本位主義問題的一些建議。因為各位都負責很重要的一些行

政工作。能不能給我們一些寶貴的建議。張理事長從您開始。  

台灣戰略模擬學會理事長台灣戰略模擬學會理事長台灣戰略模擬學會理事長台灣戰略模擬學會理事長    張榮豐張榮豐張榮豐張榮豐  

我還真是不曉得要從哪談起，我已經離開公務機關滿久了。因為

我已經離開一陣子了，我只是提供我一些看法。我是覺得，其實各部

會本來設，為什麼要設各部會？其實就是要有本位主義。我們一定要

把自己的本位主義要管好，假如沒有本位主義，那個問題很可能就沒

有人理。但是有了分工以後，合作也很重要。我自己的經驗是，我覺

得現在幾乎是沒有一項業務不需要協調。不可能完全獨自一個機關完

成，但是以平時經驗，遇到緊急的時候，有一點點不妥。譬如說，一

個主導這一個業務的單位，他同時要與好幾個單位合作才能夠完成。

其實他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個，就是說他這項施政是要達到什麼目

標，大概預計幾年內要完成。那根據這個以後，才能夠做出一個具體

的策略，一個策略他才可以做系統工程的整合，也就是說這時候才知

道對的時間、對的地點要整合哪一個部會進來。  

那在美國的上市公司裡面，主管機關要求危機管理。我一直覺得

說，在平時的施政各部會之間，為何很難協調？因為目標不健全，大

家是不小心碰到問題，要去解決的時候，別的部會覺得說那是你的問

題，這不是我的問題。而且即便說不小心碰到問題，就是在緊急的狀

態底下，他還是一樣沒有系統工程。我一再強調沒有系統工程的原因，

尤其是在緊急的時候，他跟平時有一個最大的差別，就是時間壓力非

常的大，這個時候，假如你沒有好的指揮系統，沒有這個系統工程的

概念，毫無指揮系統的時候。  

我們看看最近發生的幾個事，不管是緊急狀態，不管是八八水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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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牛肉的談判。牛肉談判，報紙上看長達十七個月。因為過去我

自己也經歷過 921 地震，因為那時候我剛好在李總統身邊。我們也經

歷過談判，尤其我們也是跟美國談判，那在這個過程裡面，其實我覺

得指揮系統是一個問題。假如說從牛肉那個談判的指揮系統來看，我

覺得將來面對談判還是會出現談判問題。負責去談判的人，他只是負

責在那邊放多放少而已，就是讓給對方讓多讓少，但是讓了他的負責

單位不是他的單位。所以我們常常看到以前我曾經參與的一個美國稻

米的談判的案子，你可以看到我們談判都是國貿單位，國貿單位就只

是放多放少，最後就是放掉了。可以那個會跳腳的是誰？是農委會。  

我覺那是一個指揮系統的問題。不管是說談判還是什麼任務，一

定是分成這樣子。這邊叫做狀況組，然後這邊一定有一個策略組，我

現在講的都是碰到緊急狀態的時候。這邊才是指揮官。外面大概有兩

個很重要的機關，一個發言人，另外一個執行。這個指揮系統我們姑

且把他圈在裡面。假如說我們用談判來講，這是談判的對手，那其實

狀況組他會不斷的去搜集他的資訊。他想了解對方談判的底限是什

麼？目標是什麼？他會不斷的去搜集。然後這個策略組呢？它搜集回

來之後，在這邊整合。他是負責談判的策略，他會建立談判，然後他

回來的資料也在裡面談判。他最後做成有 A 案、有 B 案。他下一個決

定，決定以後就會變成命令，這個時候就會變成命令。他這個時候就

是分兩個，一個他對外要講，一個就是他去跟他談判。這個就是主談

者，其實我們還有一組就是國內溝通，所以牛肉的問題很顯然國內溝

通沒有了。  

事實上所有的對國際的談判，都是雙重賽局，就是一方面跟對方

談判的時候，另一方面其實在跟國內在談判。那這個談判的人，他會

從這邊得到回饋，情報流會回來，這個時候他要把情報流送給他。這

邊有一個關鍵，就是我們一般講的工程的關鍵。以那個稻米的話來講，

所以我們不做這個分工，你仔細看你去談判的人。  

我那時在國安會，我接到案子的時候是國貿局去談，然後農委會

不太知道。就是那個稻米，農委會是知道，但是農委會不能夠主導這

件事情。但你所有的失敗，要去收拾失敗都是這個單位。這個可能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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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農委會一定要參加，他一定要顧好他的本位，你這個執行者、主談

者，你可以給國貿局沒有關係，但是你最好是給農委會參與。這個會

有很多單位，譬如說國安局、外交部，就是有能力去搜集。這個是美

國、外交部、國貿局本身也要……等。那這個地方，這個是一個大案

子的話，這是總統就可以介入，但是他這個地方會派國安會來做主體，

他是 24 小時在運作。其實很重要的是，農委會要收拾失敗。這些失敗

( backfire )的訊息流還會再回來。我自己經歷過幾次談判。還有像 2001

年的 WTO 入會最後一次談判，中共要把我們矮化成港澳，那時候我

有參與。還有一次就是現在陸委會的主委，基本上我們都有整合成這

個樣子。  

你會發現這個去談判，還有早期的海基會也有這個問題，因為他

們面對對手的壓力，這邊他很多就放掉。後來發生海陸大戰，我們去

了解才知道。之後我們一批人派到以色列去受訓，因為以色列過去好

幾年，一直在中東有太多的談判了。簡單的講就是說，假若沒有整合

出系統性的工程，不管是談判，救災也是一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地

方就是收集災情，那八八水災出了一個問題，就是因為水災發生以後，

所有第一線的通訊網，可以說是癱瘓了。其實不只是水災，包括 921

的時候都癱瘓了。所以國軍的第一個命令其實是恢復，恢復通信。小

林村是四天以後才知道，921 的時候是第二天早上，最晚一個通信網

是第二天早上的 8 點，第一個開出來的是大里，我記得早上是 4 點多、

快 5 點的時候。所以我的意思說，像這種整合的系統是非常非常重要

的。平時的施政當然不需要這麼緊張，平常的施政也是用系統工程的

概念，假如沒有明確的目標、沒有系統工程，很容易就推。因為這跟

我們部會沒有關，而且目標是什麼？我不清楚。我當然就可以推掉。  

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    廖達琪廖達琪廖達琪廖達琪  

非常謝謝張局長，這個真的是提醒我們，見樹不能不見林，我們

下游在做整個橫向協調的機制，其實最重要的是上面決策者的角色，

因為所謂的權責不清是，如果決策者本身對於政策目標不清楚的話，

下面就會溝通的一蹋糊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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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戰略模擬學會理事長台灣戰略模擬學會理事長台灣戰略模擬學會理事長台灣戰略模擬學會理事長    張榮豐張榮豐張榮豐張榮豐  

其實這個是政務官的責任。但是我們的政務官大致來自於學界，

他可能前一天還在當學者，第二天就當部長。他完全沒有這種概念。

可是他負的責任有很大，譬如說，他今天變成部長，但很不幸碰到 921

地震或者這個 88 水災的時候。其實台灣的事務官，水準是很高的，因

為現在要考上高考比大專聯考要難很多。就是說在整個世界上水準來

看，其實我們文官上的素質是很高。可是你政務官沒有提到系統工程

的概念，你事務官就完了，你根本無所適從。  

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    廖達琪廖達琪廖達琪廖達琪  

根據調查顯示，政務官覺得非常多困擾，怎麼做橫向協調？因為

他系統工程的裝備還不夠，非常謝謝我們張理事長，尤其是決策者一

塊，政務官這一塊。請我們的黃局長，上次你沒有來，你這是財政，

是橫向協調的核心議題之ㄧ。  

金管會保險局局長金管會保險局局長金管會保險局局長金管會保險局局長    黃天牧黃天牧黃天牧黃天牧  

謝謝主持人、各位長官。以我們工作的經驗來看，其實這個研究

初步呈現的發現跟應該有六、七成，跟我的印象相符的。剛剛張教授

在第四題的時候說，你常透過何機制跨部會進行？是跨部會協商、還

是跨部會工作小組，但是你協商議題以什麼為主？以意見整合和政策

執行。然後你工作授權、意見諮詢收集、事務性決策或執行工作分配、

權責釐清。但是你在第四題卻沒有看到政策統合機關或政務委員，相

對比例不是那麼高。  

但你也看到在第八題的時候，在資源的分配、政策的決策部分，

也許這是更高的層次我不知道。通常政策在溝通的過程中，都是在稍

微技術再高一點的層次，因為你沒有看到這些資源的分配或政策的決

定或意見的整合或政策的執行，你看他協調溝通主要的管道，是跨部

會協商會議。其實跨部會協商他也許比較高，也許到局長，也可能只

是個科長。他可能只是一個，比方說，內政部社會司友善老人方案，

他就把各部會找來，這是我的方案，你要做這個、你要做這個、你要

做這個，你不滿意你提出來意見，如果接受，就接受，如果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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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歉，這是我的規定，我呈給我的副次長，他說要做你就做，不需要

填報。  

我是覺得今天做到這個層次，看的出來其實今天我們的跨部會的

協調機制，他的這個討論議題在於管理到技術這個層面。像簽呈這個

部分在技術報告中，沒有辦法看的出來。  

我覺得其實以我們個人的經驗，其實這要看每一個內閣他本身決

策的問題。像廖主秘也是我們的前輩，其實這個因為文化、因為人會

不同。以前我們經建會是我們財經的小內閣，可是經建會的統合功能

也要看不同的主委、不同的風格。比方說，早期 20 年前，我在美國寫

台灣公營銀行民營化的論文，我那時候就發覺兩任主委對民營化的認

知，有一個主委他是覺得經建會要辦理一個協調的角色，在每一個民

營化中去協調。但是有一個主委就是說，經建會覺得民營化這事情不

要去碰。但是民營化不只是把股權賣給民間而已，他牽涉到勞工的問

題、牽涉到管理的問題、牽涉到產業政策的問題，那就是非常大的問

題。可是不同的領導團隊，他對統合的認知不一樣。不同的內閣對不

同的授權不一樣，每個人的威望不一樣。經建會在俞國華的時代跟後

面的時代是不一樣的。每一個內閣對於統合性的認知，其實是不一樣

的。有些內閣他很重視統合的功能，你可以發現，在兩個不同的部會

有問題的時候，會有一個人會出來去協調，協調的滿不滿意是一回事，

但是他會有一個人去作主。可是有的時候那個內閣會覺得說，你就自

己部會自己去協調，反正你們去努力，我也不見得那麼願意帶領這個

統合的功能。這是我的感受，可是我覺得其實，這些看起來現在呈現

的事實。看起來大家的協調都是在技術層面、執行層面。  

我覺得還是需要一個在院長下面，一個跟各部會之間決策的統合

機構，這個統合機構是看的比較遠的。我承認張老師的意見就是專業

本來就是要有本位，你的績效指標就是依照你的專業去給。可是我們

看到經建會、研考會或者這邊講的國科會，當然我們比較少接觸國科

會。我覺得經建會的功能應該要有得到更多的重視。其實經建會可以

說是包括金融、財政，包括科技、還有地方的都市建設、國土開發。

我覺得這個部分其實是應該要發揮他更應有得功能。當然我不是說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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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應有功能，只是說他是經建會，他必須要有領導團隊，才能讓各部

會覺得，我來參加經建會，或者說我來接受經建會指導，大家覺得是

非常好的。我覺得至少要有這個方向，經建會或者是研考會，在政策

的協調執行方面，應該要有這種屬於內閣的院長跟各部會之間的一個

政策團隊機制。不論現在做的是好還是不好，應該做更進一步的強化。 

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    廖達琪廖達琪廖達琪廖達琪  

那可不可以請問一下，這一層級現在政務委員所扮演的角色，你

的感受如何？  

金管會保險局局長金管會保險局局長金管會保險局局長金管會保險局局長    黃天牧黃天牧黃天牧黃天牧  

像以前 2000 到 2004 我們有一個案子是為了某一個財經部會為了

稅的問題討論，那時候就有派一位何美玥主委，他很認真很投入。我

們跟財政部為了投資型保單要不要課稅，他是真正跳下來去分析兩方

面的意見。其實政務委員是要扮演這麼一個腳色，可是政務委員有的

時候，也許要看更上層的長官有沒有給他這麼的一個授權。我覺得這

一個部分其實跟經建會、研考會的功能一樣，我覺得應該在有可能的

範圍內，賦予更重要橫向協調的腳色。我覺得這是第一點我想報告的。

我覺得、確實覺得跨部會這種協商是必要的，那我這邊的協商不是技

術面、執行面，應該是政策面的問題。  

第二點就是，為什麼我說政策面執行是很重要的，因為其實我們

用組織理論，其實我們都在開放社會裡面，開放社會第一個是不確定

性。然後是不可預測性、高複雜度跟互異度，這幾個事情，這些是開

放式社會。組織理論的學者或者研究管理的學者，包括人力資源的學

者，都會發覺在我們組織管理中分成三個層次。我舉個例子，以前有

人說過，說人力資源的發展分做三個階段，一個是你先要掌握你的組

織、你的專業；然後你進入到主管階級，會更需要許多的管理功能。

那你到了高階主管，你要給一個組織的發展。同樣的你再看另外一本

書，寫古巴危機很有名的，他說任何的組織，其實他是三個層次。再

看另外一個學者，行動組織，他也說組織有三個層次，一個是技術層

次、一個是管理層次，不論哪一個學者分析用的詞不一樣，其實發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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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國際的、技術層面，第二是管理的層面

或是溝通的層面，第三個是制度的層面或是建設的層面。那技術層面

基本上是比較封閉的系統，就好像各單位的專業偏執，我是站在我個

人的技術去看問題，那是非常偏執，也是非常專業的，那是封閉的東

西。那是在你自己的制度中、專業中去看問題的。但是你到了一個更

高的層次，到了管理者的層次之後，你就必須要考慮其他單位的角色

立場，就有一點政治要出現了。可是你到了政務官的層次，就要看整

個的問題，這個問題其實是互動，是開放系統的觀念。當你把問題只

是不注意他的開放系統的層次，只考慮到管理或是技術的層次之後，

你會見樹不見林。你可能只是做一個小的決策，你可能覺得只是牛肉

的問題，可是沒想到他是一個外交的問題，甚至影響到選情。  

所以我覺得今天看台灣的問題，任何一個國家都是一樣。星星之

火可以燎原，因為國際化的過程中，讓各國都打一個噴嚏，大家都感

冒。所以既然有這個認知，其實在決定一個事情發展的，在技術層次

之前，其實在政策方向上就應該去把他定位的很清楚。那誰來定位？

那應該就在院或統合機構中，對這個政策的，因為他畢竟有這個高度。

對這個政策發展方向要有一定的敏感度，了解他的互動性，這是事情

到底是本土的問題、區域的問題，還是全球的問題。比方說像環保最

近的問題。所以我覺得今天講這些問題，其實追根究柢就是在政策方

向上，一定要有一個抓得緊的方向機制，下面的人如果要有甚麼問題，

比較容易被管控。如果說上面的方向搞不清楚的話，那下面做了很多

事情可能效果上受到影響。我想我是不是初步多話先報告這兩點。  

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    廖達琪廖達琪廖達琪廖達琪  

非常好，謝謝。黃局長本身也是學組織政策的，所以非常幸運。

然後自己有實際經驗，而且把組織層級三個層級分出來，不同層級的

橫向整合。非常感謝，也可以呼應我們剛剛理事長講的。其實政務官

上面還有一個頂頭的角色。我們看看其他人，是不是兩位教授，我們

兩位教授特別來。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    葉一璋葉一璋葉一璋葉一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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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人廖教授、張教授，主秘、各位參與這次焦點座談的先進好，

我是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葉一璋。首先，因為我剛剛看了張老師所

呈現的這些數字，跟我最近在參與的幾個案子，基本上是心有戚戚焉。

像他有提到，像政事別、像內政經濟，那因為法務比較少。那我談一

下法務，法務因為他有政風，那政風基本上是雙重隸屬，所以我一直

認為說，在政府體系當中，如果有政風人事，他的困難度會比較高。

人事系統裡面，如果他要做政策統合比較簡單。因為他在各機關，包

括警察，這些大概有雙重隸屬。當然政風最後有碰到他自己的困難。

政風在廉政署設立的時候，因為跟調查局有很大的扞格。但是你會發

覺法務部在推幾個案子，因為有政風在，那他橫向協調基本上做得比

較好。我覺得說，政風的橫向協調，雖然不是屬於行政院裡說，行政

院組織法裡面像：像副院長、秘書長、政務委員。不是像那個層級，

因為在高階已經法制化。  

今天我們碰到很多問題，基本上都是有制度，但是實務上碰到困

境的時候。但是實務上的困境跟首長的作風、領導團隊有關係，實務

上你這個單位是不是有這樣的溝通？是不是有這樣的雙重隸屬？碰到

問題或碰到某些政策的時候，他去做橫向協調會比較容易。依法務部

來講，他要協調各機關去推動企業誠信跟倫理。他依賴的基本上是政

風，各個地方的政風處來推動。特別是在國家建設、廉政建設行動方

案，我想這大概也是總統施政的主軸。那廉政建設的行動方案裡面，

基本上有涵蓋了幾個。我也覺得在整個法務部跟這些橫向協調的過程

當中，如果說我們有一個評鑑機制，譬如說評鑑好的廠商或者是在社

會責任、企業倫理做得好的廠商，這些評鑑好的廠商，我們讓他在公

共工程上面，可能在計畫、審核或者是在招標的過程當中，給他一些

優惠。為了建立我們所謂的企業誠信，他一定要跟財政跟經管。我上

一月去，聽到他們負責承辦的人員說，這個案子已經過了。  

記得當初我們在參與這個會議的時候，公共工程列了很多的意

見，包括金管會也很多的意見，金管會在上市櫃的審議過程當中，要

不要加這些條件，譬如：企業誠信、企業倫理。或者是企業是不是得

到國際，譬如說：永續發展協會或 OECD 行動綱領，就是說國際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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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標準、那麼國內也有很多標準，那你必須要吻合這些標準。我總認

為說他跟金管會協商會有很大的困境，跟公共工程協商會有很大的困

境，但是這些基本上我覺得，事後來看他能夠克服這些困局，基本上

來說他有一個雙重隸屬。但是當然不是每一次都能成功，因為政風顯

然是在廉政府這個成立，基本上它是沒有成功的。  

接下來我們談一個就是說，我們一般來講就是說組織的層面他有

分，譬如說，最下面是技術，他的思考當然有本位、專業，他是想極

大化。但你逐漸到了越高層次、到了政務，他需要有概念、需要有系

統的時候，他可能思考第二個層面，就是說我有次佳解，也就是說第

二方案我可以採納的這個。但是我看我去參與一個捷運工程，我們發

覺捷運工程他也有一個很大的問題，他是協調的。但是他的協調除了

跟政務的協調之外，工程部門之間的協調，基本上工程部門的協調，

他沒有他的困難。他們最大的抱怨就是說，雖然技術的人講究極大化，

但是技術的層次被政策決策的時候，我拿的輸入就是這樣，你要求有

多少輸出。這是工程人員很難去參與這個決策。但是我這樣的輸入，

你卻要求我顧客滿意度很高的輸出。特別是台北市捷運局，他們受了

很大的委屈。所以我倒覺得說，雖然他們有專業的本位，但是專業的

偏執，在很多的層次沒有辦法凌駕，也就是說他沒有辦法去說服政治，

因為他們的輸入在很多層次是被人家決定的。所以也導致說，就工程

倫理、就很多專業來講，他們內部的協調，譬如說很多系統之間的協

調，採用不同系統之間的協調，他們能夠做得好。但是可能會發生問

題，他們就會說，我們的輸入就是這樣子，你要求我多少的輸出。除

了我們捷運之外，我想因為我們也沒發生軍事上的衝突，我們軍方的

採購也是很多元。那你一樣都是在武器系統中間怎麼協調？這些也都

是專業的人，我想未來也會發生相同的。你有什麼輸入，你要期望他

有什麼輸出？我想這有困難。  

我是認為說，法治的層次在高階都已經滿完備的。我倒認為中階

主管的橫向聯繫特別重要。因為官僚的組織架構，他從上而下，政策

本來就是垂直的。所以說府際的溝通我覺得比較難有問題，但是部際

之間的問題，我想不太可能出現在跨部會的協商。我想工作小組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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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都有的。你要讓流程比較順暢，中階的橫向是比較重要的。  

我認為說，當然各部會強調自己的績效，你也可以在我們施政績

效管理制度裡面，找到一個計畫關聯表。這個計畫關聯表裡面，像研

考會他有一個叫做跨機關之間 e 合服務。或者 e 服務的整合，看那個

關聯表，這個計畫是在數位台灣計畫裡面之一。數位台灣計畫下有一

個整合服務單一窗口計畫下面，所以你從計畫的關聯表，大概可以知

道計畫的橫向可以走到哪一邊，以及他上面的隸屬關係是什麼。因為

計畫的關聯表裡面有他的績效，我這個計畫做的好就是我的績效。所

以可能從這個單位的績效裡面，去尋找可能像研考會。如果可以再追

蹤的更詳細的話，大概知道說這個計畫的橫向大概走到哪裡。這樣的

要求在各部會裡面的話，他就看到這個單位我要執行什麼計畫。譬如

說，通常承辦人都是科長，即中階主管，一個中階主管就有一個平常

連繫、互動的管道。到事情或碰到重大事務的時候，中階管道的聯繫

如果很順暢的話。因為我們官僚是一種縱的邏輯，這也是說明我們中

階主管的壓力是最大的，因為他承受來自橫向的、統合的要求，他又

必須對下面。他對下面事務很多都是橫向的，我們特別像很多單位都

有一個單一窗口的計畫。我剛剛提到法務部的例子，可以用施政績效

管理制度，事實上你把他更豐富化、更詳細化，大概也可以解決。可

以運用到想某些機關他有雙重隸屬，所以這些機關他在做橫向的時

候，他會比較好去做聯繫。  

另外我覺得人事有一個問題，例如人事行政局的「政府機關在家

上班」措施。我記得是行政院想推動的，因為美國發生恐怖攻擊之後，

發現如果發生重大災難、恐怖攻擊或者是颶風，很多的行政會中斷。

所以分散公務人員在家上班，就是避免，國防部遭受攻擊的時候業務

中斷。人事行政局想推，但是到了機關的首長他的意願並不高，照理

講他是可以去找所有人事來開會，譬如交通部、衛生署，來討論如果

公務人員在家上班的話，可行性有哪一些？哪些職務、哪些的工作性

質適合在家上班？怎麼去規定？這個案子，雖然行政院要求，但人事

行政局覺得他的業務會因此很繁重。他必須協調所有機關的人事部

門，並且，要讓公務人員在家上班，基本上所有的單位主管都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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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在做細部橫向協調的時候，他只開一次會，也就是說細節他沒

有去談。開會的時候可能是說主管級、主委、副主委，所以導致後來

的人，不認為他們要推這個案子。人事要做橫向協調滿容易的，因為

他也是雙重隸屬。但是首長的意志會影響結果，橫向協調會讓我自己

加重業務，他因此傾向不推。我舉這兩個例子，等一下有其他的題目，

再給一些建議。  

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    廖達琪廖達琪廖達琪廖達琪  

謝謝葉老師，雙重隸屬，但是人事算是雙重隸屬嗎？是多種隸屬。

他是矩陣，哪邊都連。強調中階主管間的橫向聯繫。好，非常謝謝，

下面哪一位？是不是我們陳處長。  

陸委會文教處處長陸委會文教處處長陸委會文教處處長陸委會文教處處長    陳會英陳會英陳會英陳會英  

主持人、各位先進，我參與過第一次的座談。張教授、廖教授認

為說我們可以再根據這個結果方面來進一步討論。其實我的一些想法

跟黃秘書長那邊滿類似的，因為我看到一個結果就是說，溝通的一個

事情，譬如說在屬於意見整合跟政策執行。我覺得，是不是我們這次

問卷的對象是以處級為主，所以在呈現出來的是事務階級的這個部

分，而沒有到政務、正式的一些協調，看到的比較侷限於我們這個層

級的。我們這個層級，決策不是我們做的，決策都是政務官、政務層

級的人在做。屬於政策的一些協調的話，應該是屬於他們這個政務的

層級會比較多，我們這個會比較少，不是這麼多。  

那我們工作經驗的立場，協調大部分就是部會之間協調的小組、

會議，而不是屬於這個行政院院會這個層級，所以會有這樣的一個結

果出來。這邊的統合機關，應該就是我們一般講屬於一些幕僚、幕僚

機關，這些幕僚機關他的一個首長的位置，其實是很重要的。如果說

經建會的主委是副院長兼的話，他的地位其實說起來就會，大家都會

聽他的。他來協調的話，那個協調就會很有成果。過去我們，最早我

們陸委會的主委是行政院副院長兼，但是曇花一現，沒幾個月就沒了。

很明顯的，陸委會一個政策協調的會議，很重要的會議就是委員會議，

委員會議的成員就是相關部會的首長，但是沒有首長來。但是我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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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主委是副院長的話，我想大家都不一樣了。所以這個層級的影響

是，我個人認為是滿大的。現在我們的委員會，可能經建會去的話，

有可能科長就去了。  

另外我思考到一個問題就是，因為我們這個計劃裡面探討的是制

度面的，那可能人的部分就比較沒有去探討說，是不是有「人」的因

素在裡面。剛剛理事長說公務員的素質是很高，這專業的素質應該是

沒有甚麼問題，那還有一些個人的特質的話，對我們一些協調是有影

響的。就我們的經驗來講的話，同樣一個機關跟同樣一個位子的人來

協調。因為人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協調的結果，換了一個人就順利很多。

因為人的不同會有不同的參與，會出現這樣的一個差異出來。你們如

果願意深入研究，這也是一個研究的議題。  

就機關之間的聯繫的事項，從工作經驗的觀點來看。如果說目標

很明確的話，協調上會比較容易。但是這個目標對於我們，以及那個

我們要去協調的單位，如果有共同的目標當然協調就容易了。如果說

我們立場上不一樣的話，那就有差異了。尤其是一些新增的事務。但

是新增事務的歸屬的時候，在協調上面，因為他原本就不知道是誰的

事情了。你要再去協調，應該由那一個單位來處理的話，最後很多事

務都落到我們身上來。我不知道大陸事務是協調最困難的結果，我想

那是很多人共通的一個看法。  

這個因為他是一個新增的事項，第二個是他的政治性比較強，他

會高於事務性，事務性的問題還會比較容易協調。但是牽涉到政治性

比較強的時候，這個協調就會增加一些難度。尤其是在我們這個屬於

事務階層的話，你要去協調事務方面的事情，就會有這些困難。但是

這也涉及到授權的程度，如果他得到的授權程度高的話，協調方面會

是比較容易的。其實這是從我們個人的工作經驗上面來看，有部會之

間的一些協調，會牽涉到這些層面。那我先講這些好了，好像已經有

太多問題了。  

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    廖達琪廖達琪廖達琪廖達琪  

非常謝謝。人的問題這個層次，非常的麻煩。我們的制度設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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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難免會碰到少數一些，也不是一下子能夠弄得好。我想是不是請

我們潘教授。  

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助理教授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助理教授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助理教授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助理教授    潘競恒潘競恒潘競恒潘競恒  

主席、老師、還有在座的先進長官。在座各位非常有實務經驗，

對這個狀況非常了解，我大概是說從我的了解或者是我的觀察上面看

到關於這個橫向協調的問題，提出一些看法，還有目前研究所發現三

項重要的因素，提供我自己的意見。那當然剛剛處長提到了、大家也

提到了，人是一個很麻煩的事情，其實人也很重要。事實上我們看到

這個問卷或是這個研究，大概是比較業務性的層次，我想這個也是無

可厚非。因為我們要去談人的問題，實在談不出甚麼所以然來，因為

人是有最高的不確定性的一個因子，你今天高興、明天不高興，或譬

如剛剛講的換了一個首長，感覺政策就不相同了。所以我們剛剛看到

這三個，本位主義、專業的偏執以及資訊的落差的問題，事實上我們

看到前面兩個，似乎比較偏向是屬於人的部分、人的組合。我們用組

織的觀點來看的話，人的組合他所形成的一個文化，這也是偏向主觀

性非常強的一個地方。那組織內部的人認為說，我不想跟你做分享，

這需要組織文化的改變，所以這部分的事情也不是這麼的容易。所以

剛剛特別廖老師有特別提到的是說，如果在這兩個都不能變的狀況之

下怎麼辦？所以我要談的是後面這一段資訊落差的部分。  

前面本位主義，你說要改，那我們能說甚麼呢？最多是長官應該

好好的帶領，讓大家能夠開放一點；要不然就是說，你們應該要去改

變你們的心態。過去的官僚已經被批的這麼久了，還是這個樣子。我

想說從一個比較可行的角度來看。本位主義、專業偏執這些偏主觀的

程度很高，那資訊落差不太一樣。雖然資訊落差又去增強的本位主義

跟專業偏執的這一個部分，因為彼此不了解，所以信任度不高。也許

我們從資訊落差的這一塊尋找解決方案，或許是一個途徑。  

雖然說資訊落差不完全是一個客觀的事情，他當然也包括主觀的

成分，例如我決定要怎麼運作，讓我的資訊能夠跟別人互通，這也是

一種主觀，但至少他的政治性比較低。剛剛黃局長提到了，他覺得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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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部分，理性的決策是比較技術面的，但事實上我們在看到政策在

推動的時候，他是非常政治性的。從剛剛這三個問題來看的話，為什

麼不把焦點放在確定性高的這一點來著手，也就是資訊落差的這一個

地方來尋求一些可能的解決之道。我的看法是說，系統的建立或者資

訊、甚至於知識的交換或是分享，我覺得這還是比較可做的一件事情。

換句話說，我更加了解以後，我可能會比較願意去跟大家互動，盡量

用這種比較客觀的制度性改造，讓機關之間比較願意的去做溝通。因

為我知道你去做的事情，你知道我在做的事情的話，那我們有互動了

以後，提高之間的信任。我想人是這個樣子，機關也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常常在講資訊系統的時候，我們常常提到的一個問題叫

做互通性，這個作業互通性的這個問題，大部分是從系統工程的部分

來談。但事實上，這個字眼並不代表說，兩個電腦怎麼去對話，譬如

說，經濟的系統、財政的系統或是說人事的系統怎麼去互通。人的部

分、管理跟政策的互通，所以我們剛剛在談的那一塊，幾乎都是政策

跟管理的互通。這應該是跟技術或是科技，他是互動的，兩邊是互動

的。人的部分在管理的層次，他必須要有溝通。但是在技術的部分、

系統設計的部分，他必須要能夠互通。事實上研考會也在推動這件事

情，已經花了一段時間在系統上面的，也就是說資訊系統上面的一個

互通。我想行政院的長官在這邊，我想也許大家有更多的可以補充的。 

事實上這兩個是互通的，所以整個系統應該包含這兩塊。那這個

角度來看的話，大概有幾個可能的建議。我是按現在發展的事情來提

出建議，比如說，政府的資訊或組織改造的一個問題。事實上研考會

也在最近把草案拿給大家看，希望大家提意見等等。其中有個東西叫

資訊長，資訊長這個職務，會不會成形，我們不知道。在行政院底下

多一個長，好像也不是一個很簡單的事情，因為你多一個位置，可能

多了一些權力之間的問題。至少我們在其他國家來看的話，資訊這個

事情當作一個很要緊的事情，所以他有一個資訊長的角色。甚至於在

不同的機關，我想都很清楚的在談這件事情。我覺得這很重要，可以

透過我們剛剛談的互動當中，利用這個當作一個資訊的節點，把這個

「網」把他連絡起來，必須要有這個角色。那這個角色是屬於常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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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訊治理的一個架構。譬如說橫向的工作小組或者一些協調的機

制，但是或許要找一些比較常態性的、互動的機制或者治理的架構。

那未來如果說有這樣的一個角色的話，事實上能夠比較一個樂觀的發

展，以資訊長為一個節點，聯絡的一個正式制度。當然還是需要一些

比較非正式化的或者比較任務型的，將來一種組織的溝通，事實上也

都是必要的。  

另外這個系統的部分，可能是從一個比較我們談到的，可以逐漸

擴大規模的那種系統。資訊的部分一個流行語 web2.0，資訊是像網狀

一樣來來回回、互動的，已經不是金字塔型的、上到下的一個狀況，

在政府機關裡面還是呈現這種狀況，就是這種桶狀的或是金字塔型

的。事實上，個人之間的資訊傳遞已經不是這種情形，那你說政府怎

麼去採納這種觀念呢？變成一種多方向性的一種互通或者是互動，那

個小規模的，可以逐漸越來越大。因為現在在談資訊系統，你要花錢

去建置，可能要經由政策去決定、政治去決定要不要花錢去做這個系

統？那他有什麼用？這是大家要去談到這個問題。雖然現在多很多很

多機會，其實現在科技的發展，讓我們的資訊系統可以從小開始做，

從小的規模慢慢擴大。過去可能花一筆多少錢，簽一個約，然後就是

這麼大一筆錢，但是花了可能沒有用，但是現在的可能不太一樣了。

各位可能家裡有小朋友或是學生，他們在玩的這些東西，什麼

facebook、噗浪這些。現在社交工程的軟體，或許政府可以思考這些

東西的這種聯繫的作法，透過一些工具來做協調，你會把資訊作一個

快速的流通。這是一個思考的方向，可以逐漸的擴大一個系統。  

那當然另外一點，張理事長有提到非危機的時候，如果說是短期

的、針對危機去處理的東西，通常他會比較沒有長遠的規劃，我們今

天為了一件事情去做一個協調，這個東西有時候不太容易去累積。所

以這個呼應我剛剛提到的，比較長遠的的資訊、資訊的分享、知識的

分享這個系統，應該從一個整體長遠的角度來規劃。我大部分談的都

是一些比較建議性性質，倒不是針對一些案子本身的一些問卷題目，

我先講到這邊。謝謝。  

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    廖達琪廖達琪廖達琪廖達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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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一下你說的資訊長是在什麼層級規劃一個資訊長？是在每一

個單位都有一個嗎？在簡任官的層級呢？你的想像裡面資訊長是什麼

地方的角色？  

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助理教授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助理教授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助理教授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助理教授    潘競恒潘競恒潘競恒潘競恒  

資訊長每個國家都不一樣，在我們現在研考會的規劃裡頭，可能

在行政院底下，好幾個長，譬如說：室長、主計長，然後多一個資訊

長。我們現在的業務大多研考會在管理這些業務、資訊的業務。那未

來研考會跟經建會變成國發會，那國發會以後會有一些業務上的調

整，制度上的設計當然在那個層級會有一個長，在第二級機關他也有，

他就另外一個功能。但是希望說因為這個功能希望做一個橫向聯繫

的，也是一個節點這個樣子。現在在談的是二級制，資訊長要二級制，

那是不是你到底下的單位也都有，倒不一定。但是至少說在前面第一

級、第二級要有一個這樣的位子存在，做一個節點。  

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    廖達琪廖達琪廖達琪廖達琪  

那是不是請我們的地主講講話，因為他是管業務的，他最後說好

了。  

經建會主秘經建會主秘經建會主秘經建會主秘    廖耀宗廖耀宗廖耀宗廖耀宗  

主席、各位貴賓，首先還是要歡迎各位到經建會來。我的觀察是，

現在發現部長以上有一堆人在做橫向的溝通協調，部長以上有政務委

員，再上去有副院長、院長，還有副總統、還有總統。因為現在總統

有他的月報，副總統有他的諮詢小組。所以這些所謂的專業幕僚人員，

單單是要應付這些，一下這邊有會、一下那邊有會，大概就不用行動

了。講實在話，最近行政院副秘書長他就講，各大基金產業的行動專

案也已經通過了好幾個月了，倒底有沒有做什麼？所以談到橫向的溝

通協調，常常有分工沒有合作，常常是談了很多分工，但是沒有行動。

最近這幾年很特別的政務委員的角色忽然變重了，早期國民黨執政時

代，這個政務委員這個根本就是榮譽職，就是有薪水可以領。現在政

務委員之間他們看法就不一樣，我是同意剛剛陳處長講的，就是說搞

不好應該是兩個或是三個副院長，不是一個副院長，兩個或是三個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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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因為你就希望得到一個意見，結果你又把他設的分支那麼多，

增加協調的困難。所以我覺得這裡面有兩個面相，一個面相是比較屬

於政務官的。我們事務官都認為比較需要訓練的是政務官，針對跨域

構造下，絕對不是事務官的問題。因為政務官只要很清楚的告訴我們

要做什麼，依我們的訓練，百分之八、九十我覺得一定做的很好。因

為挺優秀的同仁登在政務部門裡面服務。政務官裡面，我不是說他們

的領導能力不好，但是因為他們可能從學校剛剛出來的，反觀事務官

在這個位子上做了幾十年，所以大概知道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事情不

能做？有些政務官來會問你的意見，有些政務官來不一定會問你的意

見，他會覺得自己有很清楚的看法，他就做了。事務官的特點就是，

你不問我，我也不會講，才叫做事務官；如果不問你，你也講的話，

就不叫事務官。所以很多的事務官就是不會主動，我是不像傳統的事

務官，我會講，講不聽是他的事情，但是我們會講，這東西就是以前

做過了，這樣子會怎麼樣。剛剛有幾位先進說，換了一個頭，他對同

一件事情就有不同的看法，常常發生這樣子。我講一個例子，以前這

個何美玥跟張錦盛針對農地有很多未登記工廠，就是違規工廠，兩個

看法就是不一樣。我那時候在農委會服務，他那邊一直壓我，到最後

一次已經跟農委會主委說：我們這次去已經要投降了。結果那天來主

席換張錦盛，理念跟我們完全相同，結果就回到原點。這種狀況屢見

不鮮，所以說為什麼會花很多力氣就是說，基本上他們在政務或政策

上的層次那邊，就不見得是單一的，這是一個。他一方面要強化領導

力，一方面有要有一個很清楚的願景，同時政務官也需要被授權。我

現在常常開玩笑說，很多政務官他不必然就敢做決定。我現在負責改

善庶民生活行動方案，我們已經從頭到現在不知道開了多少會議了。

讓我只能歸納兩道話，可以讓老百姓感動的都不敢提，敢提的都不會

讓老百姓感動。就是這樣子，為什麼？因為他們誰要去甘冒這個，因

為你要讓老百姓感動一定要有難度，包括政務官、事務官都不會找自

己的麻煩，去提一個讓老百姓很高興的，不會。到目前為止看不到一

個。我就提一個例子，我跟新聞局講說，我要國片下鄉，國片下鄉不

是很庶民嗎？到 319 個、到偏遠鄉鎮去放。結果他們說，好！我們來

做。但是他們提出來的目標是一年只要做 2 萬 5 千個人，我說台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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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2,300 萬，結果他一年只能 25,000 年，就是說他一年可以達成的目

標是 25,000 人。所以有很多時後，你會感覺說一方面政務官要被授

權，很被清楚的授權。此外像剛剛講的，像副院長兼主委或者是副院

長兼副主委，就是可以很清楚地，他拍板就是拍版了。我剛剛講委員

會，任何一個重大公共建設，財政部一定會有意見，每一個只要是大

案、發多一點錢，財政部一定說國庫困難、然後你要想辦法活化、什

麼東西。你看經濟部再提一些重大公共計設的時候，環保局也是。所

以上次我已經有講了一個答案就是，研考會在設關卡、目標的時候，

要把兩個機關綁在一起，就是這個三大重大投資案沒成功，環保署也

有責任、經濟部也有責任。不是只有經濟部才有責任，那麼環保署一

定繼續他的專業。所以針對政務官也要授權，那還有我個人認為說，

你要讓政務官去做非常好的、很敢去做跨域溝通協調的時候，對政務

官的保障也要夠。政務官都是臨時工，他動不動就下來了。像學校來

的老師還好，下來了還可以回學校，那有些下來了，你要他回去哪裡？

所以我認為國家要有一個，甚至針對反對黨那種影子內閣那種，由國

家的公費來支持他。那他至少下來之後，他生活的水平不會太大的改

變，你不要一個月 20 萬忽然給 5 萬。因為我們經建會沒有 18%，所

以不像其他部會有 18%的，所以會產生很大的影響。  

那事務官的部分，大家講事務官很專業，我是有不太一樣的看法，

事務官不一定都很專業。那很多事務官都是要迎合政務官，那這就不

專業了。所以一旦事務官不能從國家的長遠發展，或者說事務官變得

很沉默的時候，這就很危險了，也就是大家不願意把心中的話講出來。

最後議會有一方就不願意講話，那問題就很大。等到問題爆發的時候

再去處理，這並不是經過一個充分的溝通協調所導致的結果。所以才

會發生院長生氣，工程第二天就發包了。你們行政管理不是有所謂的

墓碑效應嗎？一樣的道理，他們就是能拖就拖，拖到最後一刻已經不

能拖了，因為已經有人快要溺斃了，才只好採取行動。  

另外一個面相就是說，在跨域溝通協調裡面，事務官的熱忱在過

去那段時間是消失的。公務人員現在沒有榮譽感，沒有被做到某種程

度的尊重。以前我剛到經建會，有那種帶者國家走，有那種榮譽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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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我現在沒有那個很強的，這種榮譽感跟使命感有關係。我記得前

經建會主委講過一句話，他說這個油價要怎麼調，你們不管，你們就

給我分析好，我來做決策，有問題我負責。我印象很深刻，他在電梯

裡面這樣講，就是有問題，該下台我下台，但是我就是很堅持這個。

我是覺得說在橫向溝通的機制，國家必須要有幾個比較強的領導團

隊，然後盡量的去尊重既有的機制。本來就有一個科技的行動的公共

建設，養了這麼多人，讓他沒事做也很那個。其實我個人的看法，長

久以來很多東西都只在應付，很急的時間炒出來的。我以前在會裡面，

任何一個行政院交代下來的案子，我們大概都會全台灣跑一遍，台灣

島小歸小，但是你看台北市東邊下雨、西邊就沒下雨，所以不表示同

樣一個標準就是用在。像你說稻米保證收購 3 噸半，在桃園地區 3 噸

半是全部的產量，在高屏地區可以生產到 5 噸半。所以這樣子的話變

成統一收購 3 噸半，變成政府處罰高生產力的，所以不必然就是說一

個政策可以適用全台灣。  

最後我有幾個建議，除了剛剛那個之外，就是說包括新加坡政務

官的訓練，他們的政務官都在不同部會都有兼職。甲部會的部長是同

一個人到乙部會去兼次長，所以環保署署長可能是經濟部次長。他們

的邏輯就是，反正你一個部長只是領一份薪水，兼越多國家越賺，這

是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新加坡對文官一上任的培育，是去不同部會實習，

至少要做三、四個部會以上的輪替，所以他就會從其他部會的角度去

思考這個問題我待過太多部會了，我到農委會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改

變那個我剛剛講的未登記工廠。農委會一開始針對未登記工廠的問

題，只要經濟部一談到這個，農委會就馬上舉手反對，本會堅決反對。

我那時候就跟他們講說，你看他們都跟院長告狀說，台灣經濟不好都

是農委會害的。所以那時候就跟他們講說本會贊成，但是有條件的，

就是你要工廠很密集的地區要變更成工廠專區。像現在經濟部在做工

廠專區，這樣子讓他有一個機會可以轉過去。那當然田中央只有一間

工廠那不行，很密集的還是給他機會。但是以往不是，以往農委會就

是法令規定就是這樣，他就執著於法令，講一句話就是本會堅決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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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了很多年。所以現在農委會經過一段的改變以後，他們現在也同

意。只要你密集工廠，像烏日、彰化的社頭，他們同意以專區的方式

針對既有工廠，讓他來做變更。所以就是說如果把這些人在不同部會

給他歷練，他就會從對方的角度去思考問題，可能這是我一些看法。  

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    廖達琪廖達琪廖達琪廖達琪  

非常謝謝廖主秘，人員換思考，好像以前蔣經國就是把財政跟經

濟換來換去的，一個光是守財、一個光是花錢。現在請我們研考會蔡

簡任視察。  

行政院研考會管制考核處簡任視察行政院研考會管制考核處簡任視察行政院研考會管制考核處簡任視察行政院研考會管制考核處簡任視察    蔡保言蔡保言蔡保言蔡保言  

謝謝兩位主持人，還有各位專家，各位先進大家好，我們委託這

個案子重點是在強化，本來這些技術都在，可能在幾年的時間下來都

鬆掉了，所以要把他重新再拴緊一點，才會有這個委託的專案出來。

剛好今年七月的時候，劉行政院長也很重視行政效能提升的問題，研

考會要加強行政效能的提升。事實上跨部會的協調機制也是其中的一

個重點，這個是我們最近所注意的一個焦點。這跟我們委託的案子是

很符合的，基本上有關橫向聯繫的這個部分，事實在行政執行法裡面，

在研究裡面也有提的是說，他已經有規定了，行政機關要發揮共同一

體的行政機能。這個等於是行政機關、行政一體的權責下協助的效能

最主要的一個法規。但是其他的相關法規也有規定，譬如：行政院的

組織法也有規定，有一些政務委員的設置，基本上他就是負責政策協

調整合橫向的功能，賦予他這個功能。另外還有這個行政院會事實上

也是其中一個，在行政院的議事規則裡面也有規定，事實上這個會議

也是一個協調上的機制。還有一些行政規則也有規定，譬如：設置一

些專責小組，還有委員會，像是委員會報等等，事實上都是一個可以

協調的一個平台。  

另外我們會也在推動的所謂的風險管理和危機處理的這個部分，

也發展出相關的基準，像行政院所屬各機關的風險管理與危機處理的

作業基準。這些部分裡面有提到相關彼此之間的協調、聯繫、彼此溝

通的規定。事實上還有一些機關也會制定一些原則或者是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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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來當作我們協調、管制、還有溝通的一些機制。像本會就是負責

要推動總統政見，總統政見從去年 520 馬總統上任以來，他要求我們

研討會要來執行追蹤，那我們就負責這一塊的業務，但事實上他當時

在呈行之前是從上而下，譬如說，我們先把他這些政見收集起來，然

後提到院裡面去，由院長這個層級來招開會議，確定哪一些事應該由

哪一個單位來負責。這樣也是一個協調，因為他召集了所有的政務委

員還有相關部會，像我們這些內管機關、研考會、經建會、公懲會、

國科會等等，這一些相關的機關到院裡面去，來協調這一些項目。那

整整開過兩次會議之後就定案了，確定說總統政見就是要這樣來推

動。當時所提供的資訊、他的政見不是很明確，他的政見就是說你不

能把他的政見拿去推動，要把他轉化成應辦事項，才能夠具體推動。

我們又請相關的部會針對這個具體內容。所謂的應辦事項具體內容，

去訂出他們應該做的事情，就是你要完成這個政見你要去做什麼事

情？要在什麼時間來完成？這都由相關部會來承諾，來訂下這個時

間，來自己推動。事實上這個過程裡面需要很多需要協調的部分，像

有一些部會被指派這個工作，沒有相關法令沒有一個可以來執行的法

據，然後就沒有按照預定的時間去處理。  

在我們機關，因為每一季都會管考，每一月都會請他們要填報辦

理行前，那發現說上次已經有問題了。那大部分的問題都是出現在大

家的本位主義，就是說這個不是我事情，要推來推去。這時候就產生

了必須協調的事情出來，事實上我們已經有定一個遊戲規則，一個作

業規定。希望他們依照這個規定來完成、來推動這個總統政見。這裡

面如果發生這種彼此之間都不是他們業務的情形要進行協調，那協調

的方式，基本上是要求他們部會先協調。推來推去沒有結果之後，我

們的機制希望他們再往上一層，譬如說找政務委員來協調。政務委員

因為他本身就有分工，看是哪一個政務委員，或者是聯合其他的政務

委員一同來協調這個事情。基本上以我們的工作經驗發現，事實上很

多事情，部會不主動去做，必須向我們這種機關去監督他，這個可能

也是需要加強內管機關功能的部分。  

我們也發現目前協商問題的態樣，基本上歸納出大概有三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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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執掌不明、還有沒有辦法主動協調的部分，譬如說：長期照護的主

管機關，那個時候在總統政見中發現，內政部跟衛生署都有關係。但

是兩個都不想怎麼辦？這種東西就是透過政務委員去協調。像是文化

參與產業也是一樣，他也是涉及很多不同的機關，最後是院長直接指

定由文建會。所以這都是要透過很多之間的磨合，才有辦法去達到明

確的程度。  

另外還有一些就是各持立場，就是說他涉及的業務是很明確的，

但是就是垂直後的水平關係或者是要再進行整個規劃，才能夠有效的

提升行政效率。譬如說：很明顯河川的治理，河川的上下游有不同的、

有經濟部、有農委會、還有內政部等等各司其職，這一部分如果沒去

明確的整合的話，問題還是很大。像這一次莫拉克颱風就產生一些漂

流物處理的問題，這些問題本位主義也是很強。  

另外第三種有關新興業務沒有主管機關，這一部分在法令上沒有

特別規劃的，沒有特別指出哪一個機關要負責來做，就沒有人主動要

去做。譬如說，政府資訊公開法就沒有定，另外目前最流行網路犯罪

防治的部分也是一樣，都沒有一個明確的主管機關，所以這都要明確

的來協調。  

對這一些問題，對這一些議題的態樣擬，行政院有訂一個行政院

所屬機關加強聯繫作業要點，這個要點事實上已經停止適用。他的理

由是可以利用行政協助的方式來辦理，沒有這個必要就停止適用了。

所以我們現在的替代方法，訂了一個跨部會協調的流程，劃了一個流

程圖，這部分大概就是採取幾個不同的階段，譬如說，議題的認定、

部會協調、還有請求行政院協助、還有行政院協調追蹤列管，這幾個

階段來處理。  

這個流程圖主要是在議題方面透過兩個方式，一個是部會定期去

檢討他的業務有沒有需要跨部會協調的；另外一個是行政院層級他主

動、上層主動去發掘有需要跨部會協調之議題。這兩個議題認定之後，

由主管部會主動的進行跨部會協調或者是依照上級的指示召開協題會

議。有必要的話就必須透過行政院來協助，當然如果協調成功的話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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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到行政院去協調。到行政院協調的層次大概有三個，一個就是目前

所謂政策統合機關，像所謂的研考會、經建會、國科會等等，如果這

一部分沒辦法達到共識的話，就要提高層級到政務委員那個層級。那

政務委員如果沒有辦法的話，就必須要提高到副院長、秘書長這個層

級，然後才能夠有辦法達成一個共識，最後我們透過一個專案追蹤的

方式，來落實協調案能夠達成成果。  

我們這個案子會在下禮拜二召開行政效能提升會議，要討論這個

案子。我想我的說明先到這樣子。  

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    廖達琪廖達琪廖達琪廖達琪  

謝謝，非常謝謝我們的簡視察，把我們行政院內部正在規劃的將

來協調的系統，跟大家做個說明。大家對這個系統有什麼意見可以表

達。大家聽了之後，看看有什麼意見。原來之前有一個橫向協調的要

點，是蘇貞昌當院長的時候頒布制定的，現在被廢除了。其實他裡面

幾個檢討機制，先是從各單位來檢討，然後在到各部會來，再到院裡

面。一個是由下而上，另一個是由上而下。然後先是由政策統合階段，

先由各部會，各部會有問題到政委，再到副院長。不曉得黃局長、處

長有什麼想法？  

金管會保險局局長金管會保險局局長金管會保險局局長金管會保險局局長    黃天牧黃天牧黃天牧黃天牧  

我覺得你在政府階層裡面，如果做到職位相對來講的時候，我想

溝通不是一個問題。你看組織裡面董事長他每天都是在做溝通、在做

協調，所以有一本書，意思是說能夠被連任的市長，得花了很多時間

能夠把溝通做好，所以政績的問題在於溝通協調的能力，跟能提供遠

景的能力是有關係的。所以這也牽涉到各種組織，這種問題並不是只

存在行政院，在我的局裡面不同的組也有八大問題。每個組都有這些

問題，所以這要看領導團隊的問題。我覺得領導團隊還是非常的重要。 

第二個我覺得這裡面講到的是政策規劃跟執行，但是我看張教授

是在附件二中提到。因為美國在 1980 年代也提到政策執行的問題，因

為他覺得奇怪為何規劃跟執行有個誤差？其實往往會看到很多政策失

敗，我們看到高階長官的檢討是政策沒有錯，是執行的問題。這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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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是對的，其實是不見得對。其實很多在做決策的時候，沒有考量

在做執行面的一些問題。這就是為什麼美國人在研究政策執行。台灣

也開始有很多學者，都在研究政策執行。我覺得其實規劃面能夠做的

更好，後面的協調工作，產生的問題會少一點。我覺得規劃跟執行在

高階的政務官的體系中，這兩種是應該合而為一。這是第一個我想報

告的。  

第二個所謂的跨機關的協調或是所謂的跨域的合作，其實我想這

不只是在台灣，全球都很重要。舉一個例子，現在在哥本哈根開的一

個會議，就是跨國的合作，這是一個世界各國、地球所面對的一個問

題。台灣也是一樣，土石流跟下流的河域管制會是污染的問題，我覺

得這個將來會是無論是哪個單位、無論是中央、縣市或者是各部會面

臨的一個問題。可是我覺得不僅如此。現在民間社會興起之下，其實

政府之間的事情要成功，不是政府之間說好就好。你要跟 NGO、跟民

間的團體，你看牛肉的問題，也有不同很多意見。我覺得譬如說 NGO

的意見，以台灣民主的發展，他的力量不見得小於另外一個部會。我

覺得在決策過程中，各部會之間或者是跟重要民間團體之間重要的一

些溝通，我覺得非常的重要。  

第三個就是，傳統上我們看組織的問題，通常是理性去看或者是

用組織理論去看問題。可是組織的問題不是只用結構看或是線性的模

式去看，他牽涉到政治的問題、文化的問題、人文的關係，所以我覺

得這是在做規劃中、執行中，對一個首長或一個事務的主管，可能都

是我們未來要面臨的挑戰。我個人覺得這次張教授跟廖教授所做的題

目非常有遠見的，而且針對台灣目前發展的一個需要在行政領域上去

突破、去尋求解決方案的一個命題。我個人覺得非常敬佩。謝謝  

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    廖達琪廖達琪廖達琪廖達琪  

非常謝謝我們黃局長，從非常實際的層面講到一個比較適當性。

我們受委託是行政院研考會，那重點都非常清楚，其實領導團隊是滿

重要的。是不是葉教授你想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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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    葉一璋葉一璋葉一璋葉一璋  

因為剛剛各位先進都提到，其實我們既有機制都存在，事實上這

個案子也是在強化。我想如果不從既有機制來談，像剛剛黃局長、主

秘大概都有提到一些，除了領導團隊之外、這些訓練。那我舉幾個例

子，因為剛剛視察有提到流域治理、漂流木問題。跟流域治理相關的

議題，事實上台北縣市捷運的問題也是，因為台北市是車站，那台北

縣自己要做的時候，他要做一個環狀線。你看很簡單，從景美到中永

和，騎個摩拖車可能五分鐘就到，但是你坐捷運是必要去車站。因為

這些跨域會有外溢的問題，碰到外溢的問題，是不是有更大的層級去

包含他？流域跟捷運基本上不會在行政區域裡面。所以我們碰到的問

題就是，以國外來講可能是一個特別行政區，像：田納西委員會，他

去包含會有外溢的效果。可能未來碰到像流域，我覺得捷運也應該是

這個樣子。像日本碰到重大的行政議題，例如最近在推動的行政改革，

他會有一個制度跟我們的政務委員相類似。他叫擔當大臣，那擔當大

臣最只要的功能就是說，譬如說：推動政府改造這樣子，他做的這個

專案完之後，就消失了。但任命的層級，比如說由我們行政院長來看，

這樣子可能要副院長、這樣子可能要一個部長來兼。  

如果有職務的輪替，譬如說待過經建會、農委會這樣，他可能比

較了解這些所有的事務。這些擔當大臣的遴選，我想也是領導團隊的

關係，例如說：過去某某人在當經建會主委的時候來做橫向協調就會

比較容易。  

另外一個針對資訊落差，日本的作法有一個審議會，他基本上結

合了剛剛黃局長提到公民聚會 NGO，他等於是像我們的審議民主、公

民會議，但是把很多相關的政策部門加上 NGO，放在這個審議會裡

面。審議會基本上有這個常態性的平台，提供這個政策相關的資訊，

然後為了消弭這個資訊的落差或為了讓資訊更對稱一點。我想國內大

致上機制都有，但是要做一點點修正，那我覺得像職務的交叉，我滿

同意的，政務官的輪替都可以去進行的。  

我覺得中階主管平常的操兵是很重要。事實上我們本來就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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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是施政績效管理制度，那施政績效管理制度事實上是針對自己的

部門。我剛剛提到計劃關聯表，可能在施政績效管理制度納進。那現

在地方政府做的橫向協調，我覺得做的比較好，因為地方政府有很多

活動是新興事物、是新興的業務都是用專案，所以強化政府部門專案

管理的技巧。高雄為了辦世運、台北為了辦聽奧，那這樣的專案橫向

的協調跟所有事物的聯接，可能已經進行好幾年他才來進行，這就是

操兵。剛剛主秘也有提到，像六大新興產業那麼重要，只有對談、沒

有行動。透過上層可能跨部會、工作小組這些的話，疲於去開會，但

是很難有行動。但是如果是中階的這些，你有他平時操兵的機制存在

的話，反正他平常聯繫，碰到問題他自己會去解決。我覺得說行政部

門要有一個自動導航的機制。當然有一些制度的設計，像日本擔當大

臣的作法、審議會、職務的交叉，還有一些像特別行政區。  

美國事實上它有一些工具，紐約做的很好，他有那個 city state，

他實務上的運作機制，我想倒也可以學習。因為他基本上不是由議會

來主導橫向協調，而是由行政部門，譬如說：這個禮拜我找警察跟其

他的，主體是警察。下個禮拜是交通，主體是交通，可能由副市長。

有一種設計是，你可能行政院有某些部會，你可以鬆綁他很多東西，

用來換取能夠主動去做這樣一件事情，因為很多人不願意去做。但是，

那可能在績效獎金的設計上必須鬆綁。像美國十幾年談的，政策統合

網絡，我想在行政學界談了很久了，可是美國照樣發生恐怖攻擊，照

樣還是發生卡崔納颶風之後。那日本實務上做的比較不錯，可能在理

論上沒那麼的突顯。特別是新加坡跟日本在實務上做的比較好，美國

是在理論上，所有的政策統合，還有網絡的政府大概都是在英美提出。

但是這兩個國家有時候跟我們差不多，遇到問題的時候，還是會落到

橫向協調有很大的阻礙。我想可能借鏡措施，制度上的改進，我想新

加坡、日本，我們可以。可是當然內部我們可以，事務官、政務官的

界限，常常有跨越的情形。這個除了會在統合造成困難之外，在行政

倫理也造成很大的困難。我的看法大概到這裡。  

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    廖達琪廖達琪廖達琪廖達琪  

謝謝。其他看看，陳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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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委會文教處處長陸委會文教處處長陸委會文教處處長陸委會文教處處長    陳會英陳會英陳會英陳會英  

我想，因為你們做這些研究最後是要直接建議，今天找我們來其

實問題也是在此。剛剛幾位有提到說政務官可以去換，但是事務官這

個階層呢？這個輪替有相當大的困難度，所以我剛剛是不是想說可以

從幾個方向。第一個就是有些業務的訓練上，這個跟人事行政局有關

了。那可不可以讓這個靈活一些，新興的一些事務，像是研考會剛剛

提到的，因為新興的業務沒有主管機關，可能跟幾個機關相關，但是

大家都不是很明遼那個內容是什麼。那是不是在課程的安排，找些相

關的機關人員去做一個教育訓練，讓大家在這一方面有一個認知，然

後共同來合作。因為人事行政局的訓練過程都是一年前排定的，沒有

那麼的靈活。那剛剛廖主秘也提到，過去公務員的榮譽感、使命感，

現在不太容易找的到。那是不是我們公務員的賞罰的機制目前沒有什

麼效果？那怎麼要能夠激發起公務員這個使命感，這個需要依靠機制

來設計。過去也有設計績效獎金。  

我們跟外交部有一個借調的制度，就是說外交部有同仁，他們自

願到我們會裡面來借調一年，來熟悉我們大陸事務的業務。那一年之

後，他再回外交系統，為了瞭解我們的業務，他會各個處室那邊輪替。。

因為我們跟他們之間在幾年前，兩邊的首長有這麼的默契，就延續下

來了。外交部那時候的部長認為說，有必要讓外交部的同仁對大陸事

務有些了解，兩邊就建立這樣的制度。但是我們會裡沒有同人願意過

去，所以說只有單向。本來的是說雙向，我們過去、他們過來，但是

目前為止只有單向的。那現在每一年都有，今年來了兩個。這個是一

個我們的經驗，可以提出來大家做參考。以上。  

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    廖達琪廖達琪廖達琪廖達琪  

非常謝謝。那這個有績效嗎？外交人員過來了，在回到部裡面。

有看到什麼具體的效果呢？  

陸委會文教處處長陸委會文教處處長陸委會文教處處長陸委會文教處處長    陳會英陳會英陳會英陳會英  

這沒有追蹤，我不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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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    廖達琪廖達琪廖達琪廖達琪  

始於何時呢？  

陸委會文教處處長陸委會文教處處長陸委會文教處處長陸委會文教處處長    陳會英陳會英陳會英陳會英  

在黃部長的時候跟我們的吳主委。  

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    廖達琪廖達琪廖達琪廖達琪  

好！非常謝謝。看看那個潘老師。  

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助理教授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助理教授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助理教授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助理教授    潘競恒潘競恒潘競恒潘競恒  

剛剛提到這個協調的部分，因為事實上花了很多時間在協調，但

事實上對於協調機制的評估比較沒有在做。我們看到很多這份報告問

卷中的選項，有不同的協調機制，但是你在公行界，或者是歐洲一些

研究政府所謂的治理、跨域治理，常常提出很多不同的型態、協調的

型態。但是很難對這些協調的型態本身作評估，倒底哪個有效？哪個

沒有效？他可能跟處在的環境有很大的關係，所以也許在委託單位未

來可能做這一方面的研究。你的協調機制要怎麼給他下一個績效的評

估，是不是要設立一些指標。針對不同的型態，大概做個定位。你要

用一個鬆散的機制呢？還是要一個結構化的？剛剛視察提出來的研考

會這一套。那他既然有流程，那流程就可以管考，那管考怎樣做一個

比較。你在這個協調機制上面，你去呈現成效如何？這可能要做一個

研究，這樣的話，才不會說每天都是在畫那些圖而已，覺得很好、很

漂亮，然後頒布一個辦法之後又廢除。所以可能會有這個狀況針對績

效的部分，要針對協調的部分做評估、指標的建立……等等之類。我

做小小的補充，謝謝。  

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    廖達琪廖達琪廖達琪廖達琪  

好！非常謝謝。其實現在有服務規劃機關裡面有說橫向協調、垂

直整合、橫向整合。我發現，其實你只能有一個單位去受獎，你做了

橫向協調，譬如說：環保，他去整合這些東西，只有一個單位去受獎，

那其他單位配合就滿吃虧的。那他其實受獎應該是擴張到整個配合一

起做的單位，整個一起受獎。觀念上，我們去年作評鑑的時候有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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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反映過。如果永遠都只有一個單位代表受獎，那人家為什麼要合作？

橫向協調就會出現問題。其實評鑑的指標朝這個方向鼓勵，那這種橫

向協調的效果就會起來，非常謝謝。其實今年就可以做。  

經建會主秘經建會主秘經建會主秘經建會主秘    廖耀宗廖耀宗廖耀宗廖耀宗  

我覺得政府任何施政要順勢，順著人性來做就比較簡單，逆著人

性來做，你要花很大的力氣，那我們現在的官僚體系，還是以前的指

令式、官僚式的公務體系。為何事務官沒有榮譽感？你跟他講說這個

是科員，他名片拿不出來，哪一個會印一個名片給科員。所以基本上

就是說，企業裡面根本就不會這樣做的。他們一定很多專案經理、每

一個都是副總。那我們還是認為說公務人員還是適用指令式的層層節

制，那這樣很難讓大家有一個很熱心。再加上我們的獎勵機制，現在

根本都沒有了，績效獎金也沒了，我們今年連自行研究的獎金，我們

才編 20 萬，全被立法院砍掉。我們是花在做獎盃、獎牌，他說這個也

不行。最近老百姓有在抱怨是說，請你們公務人員來服務我，那我去

洽公的時候，你們都走掉了。因為他下班才有時間去洽公、辦身分證，

結果我去的時候，你們都走掉了。所以我ㄧ直講說，我們公務人員應

該是週休二日，但是服務應該全年無休，甚至於晚上也可以服務。但

是怎麼達到這個目標呢？就是要有彈性。譬如說，你禮拜六、禮拜天

來上班的人，我就給你周休三日。我上次在人力中心演講，我就問說

有沒有人願意禮拜六、禮拜天，就是讓你休三日。好多人舉手。因為

禮拜六、禮拜天比較輕鬆，而且又可以補修三天，但是可不可行？我

可以保證這個點一出來，馬上被人事行政局罵死。  

所以這就是現有得制度法規鬆綁，你又要他做的好，又要他不吃

草。這是完全違反人性。所以像剛剛講的，要有另外一個誘因，鼓勵

大家到不同部會歷練。你現在規定說，你到不同部會歷練，未來升遷

就優先，大家就會搶著去歷練。所以我們經建會任何一個職缺，大概

是裡面三個，一定要有一個外補，不管你多高的缺。就是希望不要走

到後來變成單一的組織文化，所以像我剛剛講的這些東西，只要內建

成機關裡面的組織文化，那本位的這些東西就會慢慢不見。但是現在

比較不一樣，現在大部分都是科員外補。所以這真的是在整個事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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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訓練。這一部分。尤其是要針對你要重點培育的菁英人才，更應該

鼓勵他們去做歷練。因為他們未來就是要去做處長、局長，那當他們

在年輕的時候就有機會去做歷練，那不管是面臨一個前瞻或者是宏觀

的看待一個事情，就會比較容易找到解，我的報告到這裡，謝謝。  

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    廖達琪廖達琪廖達琪廖達琪  

好！非常謝謝。你有沒有要補充的，簡視察。  

行政院研考會管制考行政院研考會管制考行政院研考會管制考行政院研考會管制考核處簡任視察核處簡任視察核處簡任視察核處簡任視察    蔡保言蔡保言蔡保言蔡保言  

我補充一點行政經驗跟大家分享。就像主秘剛剛所提到的就是

說，我們有很多會，甚至都由總統自己召開。那事實上總統本身自己

也是在協調。因為大多數由我們基層公務人員在辦的事情，那總統真

正的旨意是不一定可以讓基層的這些同仁能夠完整的了解，真的去落

實。我有一次去體委會開協調會議，我發現他們端出來的東西都是他

們現有得東西，完全沒有創新、沒有突破的地方。那如果都是現狀的

東西的話，那總統怎麼會滿意。總統就是認為你現在做的不足，希望

你能夠把他提升上來。但是到最後都一樣的東西，等於有做跟沒做是

一樣的。所以我的建議是說，協調的機制是有，但是也是需要一些外

部的力量去協助他們，一些內管機關能夠加進來，協助這些主辦的機

關，真正的能夠協調來落實。這是我的建議，謝謝。  

經建會主秘經建會主秘經建會主秘經建會主秘    廖耀宗廖耀宗廖耀宗廖耀宗  

所以你會發現院長發布各部處長要出席經建會、委員會。問題是

那個時段副總統有開一個，那院長又開一個，你叫部長去參加哪一個？  

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    廖達琪廖達琪廖達琪廖達琪  

各位還有沒有什麼需要補充的，我們時間其實也差不多了。今天

實在很感謝。  

今天我們滿有一個概念出來，那我想橫向協調其實分成三個層

次。從技術面，最基層的事務官；到管理層次簡任官；再到最上層次

政務官，他叫政策層次。我們講政務官政策層面，我感覺最重要的是

授權。如果不授權的話，他很難去做統合。當然授權以外，怎樣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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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去衝、願意去做？包括思考上面可以多元一點點，然後是不是能

夠有訓練的過程，具備這樣子的認知或能力。那當然有沒有一點點保

障，這一點就比較難講。我想政務官的層次，大家談出來有一個共通

的概念。  

那在管理的層次，譬如說是在簡任官高階的，我非常同意葉教授，

這是最重要的一個層級。我感覺這個層級最重要的是，他要有一定的

歷練，就是我們主秘講的。還有他要有一個聯繫的機制，讓他們彼此

之間建立，橫向協調在這一塊要建立一個經常性的橫向協調，包括那

個資訊長在一個層級扮演，把各單位的資訊落差，扮演一個起承轉合

的角色。所以我想管理階層、簡任官階層，算是我們高階文官，是我

們建立機制最重要的核心，因為起承轉合。  

那到了技術的層次，我感覺其實政務官不僅是他在這個層次橫

向，其實橫向協調做的好，還有垂直。你垂直做不好，其實很難橫向。

所以在技術層次，基層事務官需要被鼓勵，就是給他在賞罰上面更積

極的鼓勵，要不然他不會做事，那他也不願意去承擔一些責任。這是

剛才我們主秘提到過的，所以基層是要鼓勵；中階是要歷練跟加強聯

繫；高階是要加強授權跟加強輪調，那這個機制在搭上現有的法規跟

一些再強化。希望我們報告出來跟研考會互動。因為我們有這麼多位

寶貴的意見，我覺得我們學習甚多，非常謝謝大家寶貴時間，願意跟

我們分享這禮拜五的下午，非常謝謝，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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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附錄十一附錄十一附錄十一：：：：問卷問卷問卷問卷  

敬啟者敬啟者敬啟者敬啟者：：：：  

 

感謝撥冗填寫本問卷，本問卷係承行政院研考會所委託 98 年度

專案研究「強化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機制之研究強化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機制之研究強化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機制之研究強化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機制之研究」所進行之意見調

查。主要目的在瞭解中央行政機關間的橫向協調與溝通狀態，因此您

的意見回覆將對本研究有極重要貢獻。本問卷調查結果將僅做總體分

析之用，絕對不會洩漏您與貴單位所提供之個別意見，故請放心填答。

最後，再次感謝您的鼎力支持及協助，相信您的意見回饋將能使中央

各行政機關間的橫向協調工作更臻完善與精進。敬請於敬請於敬請於敬請於 11 月月月月 11 前前前前填填填填

寫完畢寫完畢寫完畢寫完畢，，，，並並並並交交交交予予予予    貴單位問卷發放聯絡人貴單位問卷發放聯絡人貴單位問卷發放聯絡人貴單位問卷發放聯絡人，，，，本研究團隊會再與本研究團隊會再與本研究團隊會再與本研究團隊會再與    貴單貴單貴單貴單

位問卷發放聯絡人聯繫收取時間位問卷發放聯絡人聯繫收取時間位問卷發放聯絡人聯繫收取時間位問卷發放聯絡人聯繫收取時間。肅此敬謝。  

祇頌  勛祺  

計畫主持人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  

張其祿張其祿張其祿張其祿  教授  敬上  

07-5252000 分機 5589 

cjang@mail.nsysu.edu.tw 

 計畫協同主持人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廖達琪廖達琪廖達琪廖達琪  教授兼所長  敬上  

07-5252000 分機 5556 

dcliao@mail.nsysu.edu.tw 

98 年 10 月 27 日       

 

A 部分部分部分部分：：：：橫向協調狀態調查橫向協調狀態調查橫向協調狀態調查橫向協調狀態調查  

註：請在空格(□)中勾選；題項若無特別說明，請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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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就您所業管之政務，請問是否經經需要與其其行政機關進行政務

之橫向業通與協調？  

□1 從不需要(跳答 C 部分：基本資料) □2 不不需要   

□3 普通需要  □4 經經需要  □5 非經需要  

 

A2. 就您所業管之政務，請問最經需要與以下何種政事別之行政機關

進行政策橫向業通與協調？（可複選）  

□01 內政  □02 國國與國國國

國  

□03 外外及外務  

□04 經經  □05 財政  □06 外通及建設  

□07 教教及體教  □08 法務  □09 衛生福利 

□10 環境資源  □11 農業  □12 勞勞  

□13 文化  □14 大陸事務 □15 少少民少  

□16 金金金理  □17 公公外公  □18 通訊通通  

□19 選選  □20 人事  □21 政策管考  

□22 科科發展  □23 其其（請列選）                         

 

A3. 當需要進行政務之橫向業通與協調時，貴單位是否已經建未一套

與其其行政機關間橫向協調的機制或標準作業流程？  

□1 未未建

未  

□2 需要時再臨時建

未  

□3 已建未經態工機制或作業

流程  

 

A4. 在進行政務橫向業通與協政時，請問您最經透過何種「橫向協調

機制」進行政策業通協政？（可複選）  

□1 跨部會協政會議  □2 跨部會工作小組   

□3 政策政合機關（例如研考會、國科會、經建會等）  

□4 行政院院長  □5 行政院秘書長(含副秘書長) 

□6 行政院副院長  □7 行政院政務委員  □8 行政院院務會議  

□9 其其（請列選）                                                

 



附錄十一 

 331 

A5. 請問以下各項「橫向協調機制」那一種（幾種）對您的政務推勞

最具實工助機？（可複選）  

□1 跨部會協政會議  □2 跨部會工作小組   

□3 政策政合機關（例如研考會、國科會、經建會等）  

□4 行政院院長  □5 行政院秘書長(含副秘書長) 

□6 行政院副院長  □7 行政院政務委員  □8 行政院院務會議  

□9 其其（請列選）                                                

 

A6. 在進行政務橫向業通與協政時，請問您最經透過何種「業通管道」

進行政策橫向協調？（可複選）  

□1 定具工之協政會

議  

□2 臨時工之協政會

議  

□3 公文書函  

□4 電話具具  □5 Email  

□6 其其（請列選）                                               

 

A7. 在進行政務橫向業通與協政時，請問您最經與被協政單位的哪一

層級行政人員進行業通協調？（可複選）  

□1 部會首長  □2 部會副首長  □3 部會主任秘書  

□4 業管單位之主管  □5 業管單位之業務負機人  

□6 協政工作之臨時指派人

員  

□7 其其（請列選）                   

 

A8. 請問當您在進行相關政務的橫向業通與協政時，其所業通協政的

議題型態最主要為何？（可複選）  

□1 意具整合  □2 衝突解決  □3 資源分機  

□4 政策決策  □5 政策執行  □6 政策評估  

□7 其其（請列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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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 請問當您在進行相關政務的橫向業通與協政時，其最主要的工作

內專為何？（可複選）  

□1 政策方針擬定  □2 政策評估標準制

訂  

□3 政策母法制訂  

□4 政策執行細則制

訂  

□5 政策執行工作分

機  

□6 政策權機機清  

□7 人事及財務資源分機  □8 政策意具諮詢與蒐集   

□9 其其（請列選）                                               

 

A10. 請問當您在進行相關政務的橫向業通與協政時，您所獲得的

協政工作授權約至何種程度？（可複選）  

□1 意具諮詢與蒐集  □2 可做事務工決策  □3 可做政策工決策  

 

A11. 在進行政務橫向業通與協政時，請問以下何種政事別之橫向

協調工作最為困難？（可複選）  

□01 內政  □02 國國與國國國

國  

□03 外外及外務  

□04 經經  □05 財政  □06 外通及建設  

□07 教教及體教  □08 法務  □09 衛生福利 

□10 環境資源  □11 農業  □12 勞勞  

□13 文化  □14 大陸事務 □15 少少民少  

□16 金金金理  □17 公公外公  □18 通訊通通  

□19 選選  □20 人事  □21 政策管考  

□22 科科發展  □23 其其（請列選）                         

 

A12. 在進行政務橫向業通與協政時，請問以下何種議題的橫向協

調工作最為困難？（可複選）  

□01 機構存廢  □02 組織整併  □03 管轄權重機  

□04 資源重分機  □05 跨域管理  □06 新興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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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災難欠機  □08 科科鼓新  □09 資訊協助/提供  

□10 法令解釋  □11 權機機清  □12 決策機任  

□13 執行機任  □14 政策評估標準   

□15 其其（請列選）                                               

 

A13. 在進行政務橫向業通與協政時，請問以下何種問題最公橫礙

橫向協調工作之進行？（可複選）  

□01 本位主義  □02 權機不明  □03 機功諉過  

□04 管轄權保護  □05 資源分機衝

突  

□06 資訊不足  

□07 欠缺具具管道  □08 專業偏具  □09 專業堅持  

□10 協政代表授權不

足  

□11 團體思考盲

點  

□12 問題觀點差異  

□13 協政代表層級不

協  

□14 欠缺意具整合機制與公台  

□15 其其（請列選）                                               

 

A14. 就貴單位的政務推勞而言，是否因與其其行政機關間的「橫

向協調」問題而遭到限制或橫礙？煩請在 1~5 分的衡量光譜中給予

橫礙程度之圈選：  

 

無橫礙                     橫礙程度橫礙程度橫礙程度橫礙程度                   有極

大橫礙  

                                      

1 □  2 □  3 □  4 □  5 □  

 

A15. 就整體而言，請問您橫意目前中央行政機關間的政務橫向業

通與協調狀況嗎？煩請在 1~5 分的衡量光譜中給予橫意程度之圈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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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經不橫意                 橫意程度橫意程度橫意程度橫意程度                     非

經橫意  

                                      

1 □  2 □  3 □  4 □  5 □  

 

B 部分部分部分部分：：：：橫向協調認橫向協調認橫向協調認橫向協調認知調查知調查知調查知調查  

註：請在 1~5 分的衡量光譜中給予「同意程度同意程度同意程度同意程度」之勾選；所有題項皆

為單選。  

 

非

常

不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同意程度同意程度同意程度同意程度    

    

橫向協調狀態橫向協調狀態橫向協調狀態橫向協調狀態 

1 2 3 4 5 

B1. 在進行橫向協調時，我將以本機關之利機為最優先

之考量  

□ □ □ □ □ 

B2. 在進行橫向協調時，我將會捍衛本機關之管轄機機  □ □ □ □ □ 

B3. 在進行橫向協調時，我將機清與其其機關間的職掌

分工  

□ □ □ □ □ 

B4. 在進行橫向協調時，我會注意與其其機關間的權機

機分  

□ □ □ □ □ 

B5. 在進行橫向協調時，我會盡量機機本機關之資源分

機  

□ □ □ □ □ 

B6. 在進行橫向協調時，我會機機本機關之主導地位  □ □ □ □ □ 

B7. 在進行橫向協調時，我不希望其其機關對本機關的

管轄事務進行避避  

□ □ □ □ □ 

B8. 在進行橫向協調時，我願意與其其機關分享事務管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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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權  

B9. 我願意擔任其其機關之事務協同單位  □ □ □ □ □ 

B10.我願意與其其行政機關分享本機關之各項行政資源  □ □ □ □ □ 

B11.本機關與其其相關行政機關間擁有定具工的業務具

具會報  

□ □ □ □ □ 

B12.本機關與其其相關行政機關間擁有經態工的意具業

通管道或公台  

□ □ □ □ □ 

非

常

不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同意程度同意程度同意程度同意程度    

    

橫向協調狀態橫向協調狀態橫向協調狀態橫向協調狀態 

1 2 3 4 5 

B13.本機關與其其相關行政機關間擁有對欠難或欠欠事

件之行政整合與資源調機機制或作業程序  

□ □ □ □ □ 

B14.欠缺對欠難或欠欠事件之事前模擬與欠機處理演練是

本機關與 其其相關行政機關間 進行橫向協調時主要障

礙之一  

□ □ □ □ □ 

B15.本機關與其其相關行政機關間之業務資訊皆能自反

外換  

□ □ □ □ □ 

B16.本機關總是欠缺對其其相關行政機關業務資訊的其

解  

□ □ □ □ □ 

B17.面對橫向協調問題時，並無充分的資訊業通管道可

茲應用  

□ □ □ □ □ 

B18.當前各種跨部會業通機制，並無法橫足本機關之政

務推勞需求  

□ □ □ □ □ 

B19.對於其其行政機關所提供之相關資訊，本機關經經

有其解或應用上之困難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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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0.在進行橫向協調時，往往因各機關（含本機關）協

政代表之行 政層級不協高或授權不足而使被協調事

項議而不決  

□ □ □ □ □ 

B21.在進行橫向協調時，我認為應反最具專業之行政機

關進行主導  

□ □ □ □ □ 

B22.在進行橫向協調時，往往因各單位協調代表之流勞

工過高而造成協調困難  

□ □ □ □ □ 

B23.本機關在業管事務的專業領域中應具權專工，其其

行政機關不應避涉本機關之專業執掌  

□ □ □ □ □ 

B24.行政機關之專業堅持不應被政治協政所機代  □ □ □ □ □ 

B25.我認為其其行政機關並無專業能力去其解本機關之業務

資訊  

□ □ □ □ □ 

B26.我反對反上而下的政務協政模式  □ □ □ □ □ 

B27.在進行橫向協調時，政策政合機關（如研考會 、經

建會）應該具有更宏觀工的政策規機視野  

□ □ □ □ □ 

B28.在進行橫向協調時，跨機關間的共識建未並不應該

跨駕於單位本身之專業駕斷  

□ □ □ □ □ 

B29.機關之標準作業流程(SOP)，無論在任何情況下，皆

應被堅持，不應任意更勞  

□ □ □ □ □ 

B30.在進行本機關專業執掌機疇內之決策時，已經不需

要再徵詢其其相關行政機關的意具  

□ □ □ □ □ 

B31.凡是透過科學及專業之檢證，其結果絕對值得信賴  □ □ □ □ □ 

B32.本機關內部向來鼓鼓工作鼓新與不同意具的腦力激

盪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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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部分部分部分部分：：：：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註：請在空格(□)中勾選；所有題項皆為單選。  

 

C1. 請問貴單位所業管之政務為何？  

□01 內政  □02 國國與國國國

國  

□03 外外及外務  

□04 經經  □05 財政  □06 外通及建設  

□07 教教及體教  □08 法務  □09 衛生福利 

□10 環境資源  □11 農業  □12 勞勞  

□13 文化  □14 大陸事務 □15 少少民少  

□16 金金金理  □17 公公外公  □18 通訊通通  

□19 選選  □20 人事  □21 政策管考  

□22 科科發展  □23 其其（請列選）                         

 

C2. 請問貴單位之行政層級為何？  

□1 一級行政機關  □2 二級行政機關  □3 三級行政機關  

 

C3. 請問貴單位之工作工工為何？  

□1 業務/決策單位  □2 幕幕/行政單位  □3 業務與幕幕工作皆

業業  

 

C4. 請問貴單位之規模為何？  

□1  20 人以下  □2  20 人～30 人  □3  31 人～40 人  

□4  41 人～50 人  □5  51 人以上   

 

C5. 請問您的職級為何？  

□1 簡任簡  □2 政務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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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 請問您的工別？  

□1 男  □2 女   

 

C7. 請問您的年年？  

□1  29 以下  □2  30~39 □3  40～49 

□4  50~59 □5  60 以上   

 

C8. 請問您的學歷？  

□1 大學以下  □2 大學  □3 碩碩  □4 博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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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部分部分部分部分：：：：開放式問題開放式問題開放式問題開放式問題 

註：此處為開放式問題，請自反選擇是否填答，感謝您的寶貴意具。  

 

1. 請問在您的政務推勞過程中，最經遭遇到的機關間橫向協調問題為

何？其形成的原因又為何？  

 

 

 

 

 

 

 

2. 若欲改善今日中央行政機關間的橫向業通與協調，請問您是否有任

何興革或制度改善之建議？(建議可從制度規機、組織設計、資訊

業通等面向思考) 

 

 

 

 

 

 

 

～問卷到此結束，萬分感謝您的填答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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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二附錄十二附錄十二附錄十二：：：：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加強聯繫作業要點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加強聯繫作業要點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加強聯繫作業要點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加強聯繫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九十年元月十五日行政院台九０研展字第０００一三八一之一號函   

九、  行政院（以下簡稱本院）為加強本院及所屬機關（以下簡稱各機關）

間業務相互聯繫與協調配合，以發揮整體合作精神，提升行政效能，

特訂定本作業要點。   

十、  各機關處理業務涉及其他機關職掌時，應主動聯繫，積極溝通協調；

規劃新興計畫或重大政策時，應加強統籌作業，事先協調各主協辦

機關，使其參與意見，明確瞭解計畫或政策目標，達成共識。  

十一、  各機關對其他機關請求協助辦理事項，應積極配合，非依法不

得拒絕。   

十二、  各機關處理業務涉及其他機關職掌時，得以電話、傳真、電子

郵件或以公函、會簽方式與相關機關進行溝通協調，必要時得派員

親訪其他機關。溝通協調時，應視實際需要，由承辦人員或單位主

管逐級協商。   

十三、  各機關處理業務涉及政策、法規擬訂、權責歸屬之案情複雜及

重大案件者，相關機關應開會協商，並隨時透過電話、傳真、電子

郵件及視訊設備等交換資訊，以掌握進度。開會時，相關機關代表

事先應有充分準備，並獲得授權，會後取得明確結論陳報主管據以

辦理。  

十四、  各機關報院案件涉及人事、經費或組織者，應先會本院人事行

政局、主計處或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等主管機關後再行報院。但須

提報本院之人事任免案件，應依相關規定辦理。   

十五、  各機關間專案性事項聯繫，得提報本院，由負責督導相關業務

政務委員與各部會協調解決之。   

十六、  為增進機關內、外之互動聯繫，各機關首長應視需要邀集同仁

或利用各種場合宣導團隊合作精神，或親至其他機關拜訪，並適時

舉辦跨機關聯誼活動，並得交換或指派人員至其他機關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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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首長及相關人員違反本要點之規定，其情節重大者，由本院及各

機關依法議處，其聯繫協調其他機關成效卓著者，得予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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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十三十三十三十三：：：：ECFA 宣傳摺頁宣傳摺頁宣傳摺頁宣傳摺頁 

 

圖 1：經濟部版本的 ECFA 摺頁封面。  

資料來源：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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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陸委會版本的 ECFA 摺頁封面。  

資料來源：陸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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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機制之研究強化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機制之研究強化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機制之研究強化中央行政機關橫向協調機制之研究 

期末報告審查委員意見及團隊回應對照表 

審查委

員 

審查意見 回應說明 

李教授

宗勳 

本研究計畫同時應用政務委員及專家訪談，所得資料政策層

次高，能具體指涉關鍵問題，另 6 個個案之分析深入有助檢

視分析架構之實務對照性及問題解決之聚焦性。在委託單位

行政支援下完成之行政院轄下二級行政機關橫向協調之問卷

調查，樣本相當具代表性，值得提供後續研究之共享資料。

此外，研究建議具有政策修訂參考價值。 

謝謝肯定 

 第 182 頁建議一「橫向協調工作應有階段性區分」，應針對不

同體系、不同部會之轉換、競合、接軌等再進一步考量如何

整合。 

已於「研究建

議」一節修正 

 文字疏漏部分，第 4、7、30 頁對於「joined up government」

之中譯出現「協力型政府」及「伙伴政府」之不一致現象，

允宜匡正。 

已於文內統

一修正為「夥

伴政府」 

 第 70 頁附錄 13，第 333 頁未見經濟部之摺頁封面。 確認放入 

周教授

育仁 

深度訪談與問卷調查資料能有效強化本研究結論之效度與信

度。研究結論相當充實，建議也很豐富，不但明確釐清影響

橫向協調之因素，亦提出許多頗有價值之建議。 

謝謝肯定 

 研究建議項目相當多，惟並未分析其可行性，建議可作分類

並提出主軸建議，再列出各項建議之優先順序，以利對橫向

協調之障礙分別提出改革建議。 

已於「研究建

議」一節修正 

張教授

四明 

研究小組於有限的時間內投入相當心力完成本研究誠屬不

易。橫向溝通協調應先建立領導的權威，再有網絡建構，政

府施政才會有行動力。至於溝通協調網絡建構建議可由各機

關副首長、主任秘書擔任，以組成跨部門協調工作圈的模式

運作。跨部門間需要有常態互動經驗及相互信任為基礎，才

能促進橫向溝通協調。 

已於「研究建

議」一節修正 

 有關革新建議部分，應該可以更具體、更具可操作性及可行

性，以免過於分散，但最後仍應回歸到行政院跨部門統合協

調機制內，方能提升跨部門橫向協調功能。 

已於「研究建

議」一節修正 

朱副教

授鎮明 

本研究除整理國際經驗等相關文獻，更透過問卷調查方法，

了解各部會中高級主管的政策協調態度，至為難得，應予肯

定。另外，本研究也採用座談、訪談等一般研究方法，調查

謝謝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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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應無問題。 

 建議研究團隊以「政策協調」(policy coordination)當關鍵字，

應能找到更多的參考文獻。 

已增列 

 文內多用「伙伴關係」，此與學界(請至國圖系統的期刊文獻

網查閱)常用的「夥伴關係」不同，請予確認。 

已於文內統

一修正為「夥

伴政府」 

 另外，文內第 32 頁提到「家政屬」應為筆誤。 原文為

「Home 

Office」，已統

一翻譯為「內

政部」 

 第二章提到國外經驗時，大多欠缺資料來源或是官方網頁，

而且也較少具體的協調操作方法，若能詳細說明更為妥適。

有關 OECD 政策協調的量表，既然是建議於各國的通用措

施，建議補充說明其詳細操作或應用方法。 

已修正 

 文內所引述、夾註的外文資料，似未見於研究報告內的參考

文獻當中，例如 Painter(1981)、Metcalfe, Les (1994)等。 

已於參考文

獻中增列 

 研究結論雖整理出很多問卷調查以及議題類型化結果，但似

未納入訪談、座談的資料。建議可考慮增加一節彙整訪談或

座談的具體建議。 

已於「結論與

建議」一章修

正 

 研究建議多達 20 多項，其中許多屬於同類性質，應可以重新

歸類，更可從訪談、座談資料中擷取發言與建議，進而使研

究建議更具體。 

已於「研究建

議」一節修正 

汪教授

銘生 

「依法行政」是公務人員執行公務之依據，橫向溝通障礙因

素「法令疑義」較於「本位主義」、「資訊落差」、「專業堅持」

更勝一籌，亦是造成時機錯過，綑手綁腳，不敢著手之重要

因素。 

已於「結論與

建議」一章加

入 

 應加強政務官之橫向溝通學習及輪調機制，資訊落差應透明

化，強化橫向協調工作推展應建立考評制度，事後追蹤考核

應建立流程。 

已於「研究建

議」一節加入 

 各部會內部應設置、培養 1 至 2 人高階管理人員，人員統一

對外參與跨部會協調機制，避免訊息錯漏，對外有權限協調，

對內加速進行，定期內部議題業務追蹤研討、推展，才能事

半功倍。 

已於「研究建

議」一節加入 

邱副處 研究團隊蒐集的資料包括：各國經驗與實務、專家深度訪談、

焦點團體座談、業務主管問卷調查及實際案例研究等，資料

謝謝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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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阿枣 相當豐富，其中第四章第一至六節 (第 67 至 116 頁)研析兩

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等 6 個實際案例，有助了解當前

政府橫向協調之問題癥結及研提改善對策。 

 第六章第一節研究結論共 3 點(第 175 至 182 頁)，內容略嫌

冗長，且未依前述相關研究資料，綜整出具體結論，建議再

做修正。另該等「研究結論」與第二節「革新建議」，前後內

容並未對應，欠缺關連性，建議研究小組予以強化補充。 

已於「結論與

建議」一章修

正 

 第六章第二節革新建議共有 20 點(第 182 至 188 頁)，內容過

於瑣碎，其中第 10、12、20 點似可歸納，另第 6 點與第 15

點、第 8 點與第 13 點、第 10 點之 2.與第 13 點等，部分內容

重複，建議重新歸類及聚焦。 

已於「研究建

議」一節修正 

 第六章第二節之「革新建議」，如：第 2 點之事前橫向協調議

題認定(第 182 至 183 頁)、第 9 點(第 185 頁)之增進溝通技術、

建制安排、第 20 點之「政策構想」和「法制作業」等，內容

過於理論及空泛，不易落實執行。第 11 及 12 點(第 186 頁)

所提到之立即回報機制及提升協調層級、第 13 點 (第 186 頁)

之建立資訊交流平台等，執行性甚高，應有助未來重大議題

之處理效率。 

已修正「研究

建議」第 2

點、第 9 點及

第 20 點 

 在問卷調查隨機樣本中，女性比例僅佔 18.8%，以此少量之

樣本，據以推論男性同仁比女性同仁有更高的「資訊落差」、

「本位主義」及「跨域合作」認知等(第 181 頁)，客觀性及

周延性較為不足。 

已於「研究結

論」一節修正 

 第二章文獻回顧中，有提到英國、紐西蘭、澳洲等國之經驗

與實務，若能再補充與我國國情較為相近之日本、韓國之資

料，本研究報告將更為完整。此外，報告中研析國外橫向協

調制度，建議與國內現行機制做一比較，並提出可供效法之

建議；附錄有訪談政府官員及學者，建議可由其中內容歸納

整理成為本研究之結論與建議。 

謝謝指教。本

研究計畫已

廣泛參考

英、紐西蘭、

澳洲等國之

經驗與實

務，深具參考

價值；另有專

家深度訪

談、焦點團體

座談，並輔以

各機關主要

業務主管問

卷調查，以了

解我國橫向

協調溝通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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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可謂相當

多元且全

面。礙於研究

期程，若要再

加入韓國及

日本之文

獻，宜請委託

另闢一研究

計畫，更為適

切 

 第六章「結論與建議」內容過於分散，請針對全文研究內容

歸納分類具體結論；建議部分，請針對問題與結論綜整具體、

可操作之建議（其中包括第 10、12、20 三點為承續前 1 點之

結論，應予整併）；另第二節「革新建議」部分(第 182 頁)，

建請審慎考量是否採用「革新」兩個字，俾與實際相符。 

已於「結論與

建議」一章修

正，並將「革

新建議」修正

為「研究建

議」 

 本研究報告請研究單位逐字校對，以減少錯漏字，並使文句

通順易讀。 

已全文逐字

校對 

楊研究

委員千

惠 

本案廣泛參考國外行政管理、政策研究等領域研究文獻，提

列如 OECD「政策協調查核清單」，深具參考價值，另以專家

深度訪談、焦點團體座談，輔以各機關主要業務主管問卷調

查，研究方法多元而全面，有助於研究成果的完整與客觀呈

現。 

謝謝肯定 

 跨部門危機處理係展現行政綜效的最大考驗，更是整體行政

能量的最大動員，建議酌情強化跨部會緊急應變與危機處理

的優先重點或努力方向。 

已於「研究建

議」一節修正 

王博士

後研究

員鄭翰 

本案對於問題探討與對應之道，已有相當之建樹。另透過文

獻回顧、訪談、專家座談、統計分析所蒐集的資訊資料，有

助於日後更進一步深入研究。 

謝謝肯定 

 研究建議如能增列以協調成功案例為教材並實施教育訓練，

應能對於部會署間橫向協調機制之建立大有助益。 

已於「研究建

議」一節加入 

 資訊長（CIO）的概念相當創新且切中問題，是可更深入的

部分，例如面對眾多資訊該如何決定重要性、優先性等。另

建議事項中針對職位輪調的部分，可再深入補充實際執行作

法。 

已於「研究建

議」一節修正 

 部會署溝通協調方面，可分成政策性及事務性協調 2 種性

質，事務性協調上溝通管道可分成電話、電子郵件、公文系

已於「研究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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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及會議溝通等方式。依效率而言，由前而後遞減，但依公

務傳達之正確率、正式性以及課責性，則由前而後遞增，故

是否可運用新科技（如部會視訊系統）有效將溝通內容紀錄

以及及時呈現（非僅限於文字）及傳播，隨著時代進步，似

有深入研究之空間。 

議」一節增列 

管制考

核處 

第 64 頁表 3-1 橫向協調問題型態內容空白，請研究團隊加以

補充完成。 

刪除表 3-1 

 因本研究進行問卷調查的受訪對象多為行政院所屬一級機關

內部單位同仁，院本部同仁並不多，故第 177 頁第 12 列以下

提出透過行政院長、副院長、秘書長進行橫向協調的比率不

高，顯示院本部的橫向協調功能不佳的論述，未盡正確，建

議宜作文字描述修正。 

已於「研究結

論」一節修正 

 有關研究報告中提及透過院長、副院長橫向協調比率不高，

顯示橫向協調功能不佳部分，實務上，在專責小組、委員會

或院長相關會議指示事項，會請政務委員先進行橫向協調，

俟達共識後，再提會議定案，且在 95 年待協調議題的處理

上，有 77﹪是由主管部會、19﹪由政務委員（含秘書長）及

4﹪為政策統合機關協調獲致共識，皆顯示橫向協調有著層級

機制，由主管部會或政務委員進行橫向協調即可獲致共識。 

已於「研究結

論」一節修正 

研究發

展處 

本研究提出若干國家政府機關間橫向協調之作法，目的係為

取人之長，是否有值得我國借鏡之處，請研究團隊予以補充

強化。 

已於「研究建

議」一節修正 

 本研究所錄深度訪談內容，請研究團隊再與受訪者確認無

訛，以利本研究日後出版。 

已請受訪者

確認 

 書脊式樣為計畫名稱、本會全銜、計畫編號，目次除去網底，

表次、圖次除去底線，請研究小組修正。 

已修正 

 中英文提要須簡略說明研究緣起、研究方法及過程、重要發

現及主要建議意見，關鍵詞應加註於提要下方，併請除去網

底。 

已修正 

 研究建議事項請區分為「立即可行建議」及「中長期建議」2

類論述。革新建議事項第十一、十二項內容相近，建議整併。 

已於「革新建

議」一節修正 

 文中仍有漏（冗）字、錯字，及部分文字加底線，請研究團

隊逐一檢視後修正，如：部「份」應為「部分」（以上為列舉

部分，非僅限於此）等。 

已修正 

 第 10、11 頁 2 次焦點座談專家名單中，本會人員係列席性質，

非屬專家學者身分，請予以刪除。 

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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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獻回顧第 22、23 頁中引用的文獻資料似未列入參考文獻

中，如 Mulford and Rogers,1982；Painter,1987；Alter and Hage, 

1993。Litterer, 1973；Lawson, 2002。Dunshire, 1978:16-17（以

上為列舉部分，非僅限於此），請研究團隊逐一檢視後補列。 

已增列於參

考文獻。

「Painter, 

1987」為

「Painter, 

1981」之誤

列，已更正；

「Alter and 

Hage, 1993」

為「Alter and 

Hague, 1993」

之誤列，已更

正 

 革新建議事項二、三、五論述內容接近，似可適當整併歸納

為 1 項建議事項。 

已於「研究建

議」一節修正 

 革新建議事項七第 4 列至第 6 列文字「因此，橫向協調工作

若只停留在事務官階層，將相當容易造成議而不決的情形，

甚至導致權責推諉、工作延宕之狀況」係屬可能的情形，未

必涵蓋所有個案，以振興經濟消費券發放為例，係屬先有政

策決定，後由事務官階層整合財政、中央印製廠、戶政、民

政、警政、地方政府、郵局等機關（構），依限完成發放作業，

為與第 8 列以下內容呼應，建議刪除上開文字。 

已刪除 

 革新建議事項第十六、十九論述內容相似，建議可整併為 1

項建議事項。 

已於「研究建

議」一節修正 

 本研究報告初稿已完成，報告中有直接引用研究計畫書內

容，如第 6 頁末段「以上文獻回顧『將』協助…」、第 7 頁，

二、深度訪談第 1 段第 2 列末「…故『將』先對行政院…」、

第 9 頁，三、專家焦點座談第 2 列「『將』於文獻…」等，請

逐一檢視修正。 

已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