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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本章簡要說明本案之研究緣起、研究課題、研究方法以及工作項目之內容。 

第一節 研究緣起 

地方政府近年來在地方自治風潮下，逐漸成為公共建設的主要提供者；然

而地方政府的財政狀況，將會影響提供轄區居民公共建設的數量與品質。基於

公共建設計畫需仰賴全民與市民之納稅做為推行的財源基礎，經濟不景氣已漸

使政府財政日益困窘，因而在重大計畫規劃過程中，除考量補充都市欠缺機能

及提供未來都市發展必要性外，亦應加強計畫可行性評估與綜合規劃，期以將

都市整體資源做出有效配置與利用。 

臺北市政府自 90年起歲入歲出差短日益擴大，歲入不足以支應臺北市各項

支出，須舉債支應各項重大公共工程建設，顯示本府財政日益困窘。而由臺北

市 102 年的總預算得知，主要支出係以教育科學文化及社會福利為最多，約佔

總預算 60％（詳圖 1）。 

 

圖1 臺北市 102年歲出構成圖 

目前臺北市進行或規劃中之公共建設內容涵蓋廣闊（如：住宅、下水道、

都市開發等類別），由於各項計畫性質不同且分散在不同機關，各計畫之是否辦

理，以往各局處及各計畫之實務作法不同；同時也因資料可用性及評估能量不

同，所能達成之理論期待亦有不同，因此所宜採用的評估方法也將互異，以致

評估方法及審議機制在市府內屢有難以合一之處。此外，相關質化數據應如何

評估，量化資料之綜整與蒐集也是後續須探討的問題。是以，現行分散於各機

關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與流程，勢須進行全盤檢視；然如何界定各項計畫政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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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文等面向之需求並妥適分配資源於其中，將有賴適於各局處興辦之公共建設

計畫所需的評估方法研擬，始能完善評估作為。 

由於各計畫所能評估之項目及內容不同，且各局處操作評估方法之能量有

異，本專案採依公共建設計畫之複雜程度對應至不同評估方法的方式，建立各

計畫之適切評估方法，期使評估結果得使市府在推動各項計畫時能夠更清楚掌

握各種方案及替選案之優缺點，俾能提高市府決策理性，以求資源最佳利用之

目標。 

第二節 研究課題 

都市公共建設的意義就微觀的角度而言，目的在於提升全體市民之福祉；

就宏觀而言，其代表的是一個城市的整體形象、文明發展與競爭力的強弱。都

市公共建設類別繁多，包含經濟發展、環境生態、社會福利…等；也正因其涵

蓋範疇廣泛，涉及之議題繁複，因而任何公共建設的計畫評估、執行過程與考

核程序皆須審慎以對。 

計畫評估乃是任何投資決策之基礎。投資決策需考量計畫的目的、本身的

能力、外在環境條件、衍生問題、風險與不確定性；而公共建設所涉構面更為

複雜，若沒有縝密的計畫評估做為基礎，決策不免可能過於草率，致使錯誤與

問題發生，甚或導致計畫的失敗。 

公共建設影響範疇涉及多層構面，因而其評估也必須針對不同構面進行可

行性分析（Feasibility Analysis）。依唐富藏（1989）之「投資計畫評估」所言，

計畫評估所應含括之可行性分析應包含七個構面：「市場可行性」、「技術與生產

可行性」、「經濟可行性分析」、「財務可行性分析」、「政治可行性分析」、「環境

可行性分析」與「管理可行性分析」。而我國政府所規定之公共建設計畫先期規

劃作業尚納入「法律可行性」、「土地可行性」與初步財務規劃。由此可見計畫

評估涵蓋之範疇廣幅，需集結多方專業人士方得以進行。 

都市生活因人口群聚，需要更多不同的公共服務，以滿足居民與資本發展

的需求；而市府每年公共建設計畫高達數百億，影響城市的經濟發展與市民福

利深遠。然公共建設計畫因為執行介面複雜、施工期長及範圍廣大，也導致計

畫評估結果具有高風險及不確定性，如何因應各局處及公共建設性質差異，慎

選適當評估方法，以提升市府重大公共建設計畫評估品質，作為順利推動市府

公共建設計畫之依據及妥善配置資源，乃為市政管理的重要課題。 

就市府及各局處公共建設計畫於慎選評估方法之過程，其所面臨之研究課

題，概可從評估方法之特性、市府及局處作業之實證性分析及理論規範之評估

方法選擇，進行觀察與研究。以下略以說明，以供酌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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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共建設的分類、目的與特性 

此旨在了解現行市府公共建設的建設目的及其所具有的政經社文特性，據

以作為不同公共建設評估面向之分類基礎，以為選取適當評估方法之參考。 

二、 公共建設評估方法之目的、優點與限制 

公共建設之評估方法因應評估目的及資料可用性，可選用的方法甚多，企

需透過不同評估方法的學理目的、應用上的優點與限制之對比，方能就其所適

用之公共建設獲致初步了解，以為後續媒合評估方法及建設類別之基礎。 

三、 公共建設評估方法選擇的考量因素 

評估方法的選擇可從評估目的、受評公共建設的特質及評估所擬解決的問

題著手。惟此係多從規範性的角度了解，然公共建設評估方法的選擇，尚需考

量實證性的課題，亦即評估過程所涉的決策對象、價值觀、利益、行政程序及

作業能量；嗣經整合評估方法選擇之實證性與規範性研究後，可擬具實務應用

指導性之評估方法選擇機制。 

第三節 研究方法 

為期完善評估方法選擇之配對機制，團隊引用交易成本理論對形式選擇的

論述（Coase, 1988; Williamson, 2005），建構評估方法評選的規範性分析，詳細

內容將於第三章做說明。團隊亦引入在地科學主義觀點（石之瑜，2002），透

過局處的深度訪談以及問卷調查，了解市府採用不同評估方法的考量因素與環

境限制，其內容於第四章說明；嗣經界定資源規模及評估面向後，可就公共建

設評估方法之選擇，提供操作建議。以此概念所建構之研究架構如圖 2 所示。 

公共建設評估方法選擇機制

政策價值 建設目的 風險治理 資源投入

交易成本理論 在地科學主義

執行成本 溝通成本 決策主體 環境限制

評估方法選擇

規範性分析

評估方法採用

實證性分析

 

圖2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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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工作內容 

團隊就專案所建構之主要執行流程如下圖 3 所示；至各主要工作項目則分

別陳述如後。 

研究課題界定

資金規模及影響層面界定

公共建設與評估方法配對

教育訓練

國內外評估機制回顧 評估方法回顧

評估方法選擇理論論述 深度訪談與調查

評估方法選擇機制建置 評估方法採用考量因素界定

 

圖3 研究流程 

一、 建置專業評估機制 

(一) 主要評估方法之評估： 

將就以下評估方法作技術性介紹，並比較分析其優劣以及適用情況。 

1. 簡易指標評估（包括關鍵績效指標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KPI）； 

2. 成本有效性分析（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 

3. 成本效益分析（Social Cost-Benefit Analysis）； 

4. 財務分析（Financial Analysis）； 

5. 財政衝擊分析（Fiscal Impact Analysis）。 

(二) 評估方法選擇之規範性研究： 

主要就近五年市府公共建設之各類案件，分別依資金投入規模以及政

經社文影響層面之廣度，研提公共建設之適當分類及其計畫評估上所應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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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之評估方法，包含整合性評估流程以及評估方法選擇之機制，期使達到

社會及財政資源之適切運用及提升行政效率。 

(三) 評估方法採用之實證性研究： 

此旨在探討目前市府重大公共建設計畫之實際評估決策流程及方式，

包括各種會議及審查作業之作業流程與評估關鍵因素。主要透過對所選公

共建設計畫之主辦局處相關作業人員進行深度訪談以及問卷調查，並就其

結果進行評析。 

(四) 公共建設評估之指導性文件（Guidance）： 

於前述三項工作項目完善後，擬具結合理論與實務應用的公共建設評

估指導書，以為市府及局處同仁辦理評估作業之參酌基礎。 

二、 配合市府需要辦理府內教育訓練 

團隊辦理 5場次之府內教育訓練，以教導各局處如何辦理方案評估作業。 

三、 提供財政局與本案有關之諮詢意見 

依財政局作業需要，由團隊提供與本案相關作業之諮詢意見。 

四、 指派適當人員出席財政局召開或財政局通知出席或列席與本專

案重要相關之會議，並協助財政局準備會議資料、進行簡報及製

作會議紀錄。 

團隊除依財政局之指示參與專案相關會議，亦依市府指示出席副市長專業

機制小組會議，期以深入瞭解各項公共建設計畫決策考量與主要評估項目。各

項會議之參與亦均依約準備會議資料與製作簡報及會議紀錄。 

下圖 4為本案重點工作項目示意。 

 

圖4 工作項目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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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章回顧評估方法之理論概要，以及國內外辦理公共建設評估之程序與要

點，以作為本案研究內容之參考。在國內案例之中央政府部分，主要回顧國發

會、交通部以及經濟部之評估與審議作業程序；地方政府部分則參酌臺中市、

高雄市之作法，並針對臺北市長期發展綱領內容進行簡要介紹。國外案例則以

美國、日本、英國、加拿大及澳洲案例進行分析。 

第一節 評估方法概要 

本節將涵蓋經濟可行性評估方法中之簡易指標法、成本有效性分析、成本

效益分析，以及財務可行性的財務分析與財政衝擊分析，總共五種評估方法的

簡要介紹。詳細內容及操作方式可參考附件六教育訓練之教材，以及附件七指

導性文件之說明 

一、 簡易指標法 

(一) 評估目的 

指標（indicators）係指一種具有導引的功能的信號，用以簡化原應有

之衡量（measurement），但仍能表現原所欲衡量之目的，而不失其效度

（ validity）及信度（ reliability）（ Johnstone, 1981；Cuttance, 1990；

Bormans,1992）。關鍵績效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KPI），又稱主

要績效指標，則是從各種指標中萃取其中最要的指標來衡量績效。 

在公共建設計畫中績效係指該計畫所產出（output）的各種效益；與其

相對者為投入（input）之資源。惟投入若以經費計則簡單而具體，但產出

之效益則複雜且常難加以衡量，故常藉指標，甚至於關鍵指標來表達。過

去常有因困難而省略績效衡量，並屢以投入之經費代表產出之效益，此種

謬誤實為公部門之常犯，而為資源浪費之源；是以，落實績效衡量實為全

球各國改進政府效率之基礎。公部門的績效管理可進而再分為績效評估

（Performance Evaluation）、績效衡量（Performance Measurement）及績效

追蹤（Performance Monitoring）。 

公共建設因影響之利害關係人廣泛，其績效評估可分成由經營者、使

用者、及社會大眾之三種不同角度觀察。藉由不同觀點，而往下延伸不同

的指標（參見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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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不同利益關係人觀點之績效比較 

資料來源：Martland（2012）。 

以公共建設中的「運輸建設」為例，其由三種不同觀點所採用之績效

指標可包括：成本節省、時間節省、肇事率降低、受傷程度降低、擴大就

業、創造地區經濟產值等等；從此等指標則得歸納形成關鍵指標，來表達

整體目標中之強化財政效果、實質運作改善、安全性提升、促進經濟發展

等績效。 

(二) 如何操作關鍵績效指標 - 本案之建議 

個別指標較易由客觀之資料分析形成，但評估者在面對眾多指標或關

鍵指標而作判斷時，則對各指標之依賴不免有輕重取捨（權重）－亦即將

有主觀價值之介入。而在眾人評估時，則尚須將各人不同之權重綜合，以

達成一具一致性之決策。此時即可藉由多目標決策（Multiple Criteria 

Decision Making, MCDM）進行抉擇。 

本案採分析網絡程序法（Analytical Network Process, ANP）來決定權重，

以協助評比提供決策者於各面向權衡下的參考依據。其運作係將決策上所

欲考量之因素或替代方案，以網狀層級架構的方式表現，每個層級的項目

會互相影響。評估時，透過個案的複雜度評估及各面向的權重，即可獲得

最適決策方案。 

(三) 優缺點 

茲將過去研究分析所面臨的問題，整理成表 1 來說明何以需要多準則

決策為評估之操作工具；惟多準則決策同樣也有其優點及其缺點，因此端

視其使用者的需求及目的來決定是否採用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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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多準則優缺點及課題分析表 

過去面臨課題 MCDM 優點 MCDM缺點 

1. 傳統單一準則之成本效

益分析無法處理非貨幣

化之評估問題 

2. 許多專案評估問題涉及

量化與質化之多準則 

3. 涉及多個權益關係人之

利益 

4. 不同評估準則之單位不

一定相同 

1. 計算程序簡單易懂 

2. 具有一致性的檢定

能力 

3. 可將複雜問題系統

化成簡明的層級結

構系統 

4. 可包含非量化與量

化的準則 

1. 若受訪專家人數過

多或人選認定標準

的偏差，將影響分析

結果的一致性 

2. 準則數相當多時，所

需的成對比較亦相

當多 

3. 並未考量多條件間

相互依賴的特性 

 

(四) 關鍵績效指標之適用 - 初步建議 

在河川、下水道、交通等工程因多已有各種資料衡量其效率及效益，

其評估方式得由後述各種客觀方法評估。相對而言，如文化、教育等計畫，

其產出之效益複雜而難加以精準量化，更難轉化為貨幣值，則勢必以各類

指標代理。團隊初步建議可經由建立關鍵性指標為基礎，嗣經層級分析法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分析網絡程序法（Analytical Network 

Process, ANP）或多目標決策（Multiple Criteria Decision Making, MCDM）

中之其他方法選擇權重，以進行集體評估决策。 

至其他各種公共建設計畫，則落於此指標評估與最周全亦最困難之成

本效益分析之間。於本案中係就其投入資金之規模，以及外部影響之大小

而建議其適當評估方法。 

二、 成本有效性分析 （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 

(一) 分析目的 

於投入（成本）與產出（效益）間缺少共同衡量值時應用；經單獨比

較「各替選案之效益總值」或單獨比較「各替選案之成本總值」，而仍達有

效評估目的。 

(二) 計算基礎 

在各替選案中，其效益相同時，僅計算其成本以作比較；或於成本相

同時，僅計算其效益以作比較。無論是效益或成本之計算，均先將各案之

後果量化，然後將數量據其市場價值轉為貨幣價值，並經將各承受人或團

體之貨幣效益或貨幣成本加總，最後在各替選案間比較其總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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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優缺點 

1. 優點 

(1) 為成本效益分析之簡易版，其分析之負擔因而大減。 

(2) 以其作比較之對象簡化單一，往往更易為民眾暸解接受。 

2. 缺點 

(1) 其省略之效益面或成本面計算，在各替選案中未必真正相同，比較時

將因其省略，不免有誤差而不公正。 

(2) 欲作完整之計算時，其所需費用仍然昂貴。  

三、 成本效益分析 （Social Cost-Benefit Analysis） 

(一) 分析目的 

以整體社會的角度，分析評估各替選投資案或計畫，對社會所有成員

產生的一切效益及成本；必要時，並得對各成員之效益成本給予權重，以

兼達效率與公平。 

(二) 計算基礎 

以福利經濟學為理論根源，社會福利函數為本。所有後果先估計其數

量，然後效益為各成員之願付貨幣值，成本則以資源之社會機會成本貨幣

值計。將未來之效益與成本流量，依所選之折現率（如社會時間偏好率）

折算為現值，並經所有成員之效益與成本加總後，比較各替選案之益本淨

值。不同成員之效益與成本，得給予不同權重。 

(三) 優缺點 

1. 優點 

(1) 理論基礎完整。 

(2) 為最綜合而全面且徹底之計算與評估方法 

2. 缺點 

(1) 因其量化及貨幣化之全面性難以周延，往往引發爭議。此外，並非所

有項目都可貨幣化或量化分析。 

(2) 操作費用昂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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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財務分析 （Financial Analysis） 

(一) 分析目的 

財務評估目的在於估算一開發案之主體工程，及衍生開發可能之金錢

收益與成本，以作為私部門投資之財務决策主要依據；其亦為公部門進行

投資評估之起點，並可作為私部門參與公共建設可行性之參考。 

(二) 計算基礎 

財務分析係以「現金」為基礎，預估各年期現金流量及損益情形，然

後以預定之要求報酬率計算其凈現值（NPV），而以其是否為正值據以為投

資决策之參考；或以各年期現金流量計算其內部報酬率（IRR），而以是否

大於預定之要求報酬率作投資决策。此外，亦可依此現金流計算自償率（Self 

Liquidation Ratio，SLR）、還本期（Payback Period）及經營比（Fare Box Ratio）

等作為參考數值。 

(三) 優缺點 

1. 優點 

(1) 為專案融資之基礎。 

(2) 從現金流狀況可作未來之個案經營規劃。 

(3) 可評估公私合作之可行性，或需公部門負担程度。 

2. 缺點 

(1) 公共建設大多無法完全自償，甚至營運前期階段無法平衡營運成本，

由此評估作决策常扭曲政府投資之功能。 

(2) 為個體工程之分別評估，缺少在總體計畫下相互關聯之效益及成本考

量，而易形成個別計畫加總成總體計畫時之重複計算。 

五、 財政衝擊分析 （Fiscal Impact Analysis） 

(一) 分析目的 

從國庫或市庫角度，來計算一投資案或計畫對政府所產生之一切未來

稅費之收入與未來一切支出之負擔，以作為是否採納該案或計畫之參考。 

(二) 計算基礎 

財政衝擊分析是以一投資案完成後，該案資產所產生之土地稅及房屋

稅，以及該案引發之所有活動所產生之稅費（營業稅，移入使用者之所得

稅、消費稅…等）作為政府收入（revenue）；至該案資產及使用者所發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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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安全、教育、福利…等費用，則作為政府之支出（expenditure）。嗣經

將此收入與支出作未來之現金流量推估，而可作短、中、長程盈虧之比較。 

(三) 優缺點 

1. 優點 

(1) 為健全政府財政結構之不二法門。 

(2) 可作為政策規劃及行政計劃之基礎，進而為民主政治中，民眾與政府

間溝通施政良窳的重要評比內容之一。 

2. 缺點 

(1) 未納入公共投資案中之非貨幣效益與成本。 

(2) 易導致對低收入市民及弱勢團體之岐視，而忽略政府之福利功能。 

 

成本有效性分析及成本效益分析之計算比較則可以表 2表達。 

表2 成本有效性分析及成本效益分析計算比較 

 

說明： 

1. 符號$表貨幣化，Q 表數量化，I表無法量化之其他效益項或成本項； 

2. 貨幣化效益與貨幣化成本相比，為成本效益計算之觀念； 

3. 貨幣化效益在一定成本下相比，或貨幣化成本在一定效下比較，抑或貨幣化效益與量化成

本相比，抑或量化效益與貨幣化成本相比，概為成本有效性分析之基礎； 

4. 效益或成本若可細分至不同社群，則可經加計權重，而另計算加全成本效益分析，兼顧公

平議題之考量。 

 

  

社
群

方 案 I 方 案 II

效 益 成 本 效 益 成 本

$ Q I $ Q I $ Q I $ Q I

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I CI BII C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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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前述各方法的比較如下表 3所示。 

表3 主要評估方法比較 

 方法 

項目 
簡易指標 

成本有效性 

分析 

成本效益 

分析 
財務分析 

財政衝擊 

分析 

目的 
簡化應有之衡

量 

評估社會成

員之所有效

益及成本 

評估社會成

員之所有貨

幣化之效益

及成本 

私部門財務決

策及公部門投

資評估起點 

從市庫角度衡

量稅費收入與

建設支出負擔 

理論 

觀點 

投入與產出、結

果相比 

投入與結果

相比 

福利經濟

學、投入與產

出相比 

金錢投入產出 
財政資源之投

入產出 

技術 多準則評估 
量化與貨幣

化數值比較 

願付貨幣值

與社會機會

成本相比 

現金為基礎估

算損益情形 

各項稅費為收

入與一切費用

相比 

優點 簡明易懂 

成本效益分

析簡易版、分

析負擔大減 

綜合而全

面、可就不同

群體比較 

促參評估基礎 
建設之財政結

構清晰 

缺點

／ 

限制 

指標意涵可能

重複或相關、未

盡周延 

省略計算項

目之貨幣化

價值，在方案

間未必相同 

貨幣化難以

周延、操作成

本昂貴、忽略

定性因素 

個體計畫評估

常忽略總體計

畫之關聯性 

未納入非貨幣

效益與成本 

適用

性 

非市場衝擊明

顯 

價值計算、結

果測度困難 

影響層面廣

泛，效益與成

本可貨幣化 

財務績效為投

資重點；促參機

制考量 

福利功能不明

顯 

作業 

時間* 
6個月 1年 1年 6 個月 9個月 

備註*：作業時間以本項評估方法所需使用之最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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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內公共建設評估案例 

國內案例之回顧，係為綜合考量公共建設評估機制之代表性、機關操作公

共建設評估之成效以及機關之規模（含可用資源及人力）等要素；以下就國發

會、交通部、經濟部、臺中市以及高雄市之現有評估機制進行簡要回顧，並另

說明臺北市長期發展綱領及公共工程中程計畫之相關內容。 

一、 國家發展委員會－政府公共建設計畫先期作業實施要點 

(一) 緣起 

行政院孫運璿前院長於 67年重要經建投資計畫，指示國發會1就各計畫

的優先順序等予以審議，以供審查年度預算時參考。據此國發會協助行政

院於民國 67年 8月 26日函頒「政府重要經建投資計畫先期作業實施要點」

實施，該要點於民國 89 年 7 月 18 日修訂為「政府公共建設計畫先期作業

實施要點」繼續辦理，該要點並經民國 96 年 3 月 2 日、民國 98 年 3 月 2

日及民國 101年 3月 13日三度修正。 

「重大公共建設計畫」每年度預算編擬之審議作業，係配合行政院核

定年度「公共建設計畫額度」，透過次類別主辦機關、會審機關之審議，以

安排個案計畫之年度預算為重點。（詳如表 4） 

(二) 審議範疇 

審議標的以各機關所推動之各項實質建設計畫為主（計畫總經費中屬

經常門者不得超過資本門之 1/2），不論為新興或延續型建設計畫，10 億元

以上或配合政府施政之重大公共建設計畫，皆需依本要點進行先期審議。 

表4 政府公共建設計畫 9大部門 22次類別 

部門別 次類別 

項目 部門別主辦機關 項目 次類別主辦機關 

１農業建設 行政院農委會 農業建設 行政院農委會 

２都市建設 內政部 住宅 內政部 

下水道 內政部 

都市開發 內政部 

３交通建設 交通部 公路 交通部 

軌道運輸 交通部 

航空 交通部 

港埠 交通部 

觀光 交通部 

                                           
1
 經建會於 103年 1 月 22日與研考會、主計總處電子處理資料中心、以及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的工程管考單

位合併改組為國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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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別 次類別 

項目 部門別主辦機關 項目 次類別主辦機關 

４水利建設 經濟部 水資源 經濟部 

防洪排水 經濟部 

５工商設施 經濟部 工商設施 經濟部 

６能源開發 經濟部 油氣 經濟部 

電力 經濟部 

７文教設施 教育部 教育 教育部 

文化 文化部 

體育 教育部（102/1/1 起） 

８環境保護 行政院環保署 垃圾處理 行政院環保署 

污染防治 行政院環保署 

國家公園 內政部 

９衛生福利 行政院衛生署 衛生醫療 行政院衛生署 

社會福利 內政部 

資料來源：國發會，104年度政府公共建設計畫先期作業系統使用手冊，2012.12。 

(三) 計畫審議流程 

經參閱上述要點及其他相關法規，歸納中央重大公共建設計畫先期審

議至少有兩項程序。 

1. 新興公共建設推動階段 

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與本要點規定，中

長程公共建設計畫需國發會會同有關機關，就新興公共建設計畫之可行性、

綜合規劃等內容進行審議，審議通過才得以列入下年度先期作業程序。 

2. 公共建設計畫先期審議 

必須先由計畫主辦機關或中央主辦機關針對先期規劃報告（可行性評

估）進行初評，且預算額度必須符合前一年度各部會自提之中程歲出概算

規劃額度內，待初評通過再函送國發會複評審查；國發會審查時依據審查

意見表與相關統計佐證，並考量整體公共建設預算額度後，再函請行政院

核定概算金額。行政院核定後即納入概算，作為下年度預算基礎。審議流

程詳如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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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公共建設計畫送審程序 

資料來源：原始資料參考自國發會「公共建設計畫編審」之共通性作業範例，本案再行轉繪。 

(四) 編審指導原則（含評估方法） 

重大公共建設計畫先期作業有下列數項重要編審指導原則（國發會，

2012），符合者可優先報編，綜整如下。 

1. 各部會提報之公共建設應與各計畫中程歲出概算規劃結果連結。 

2. 符合上位政策計畫或國家重點政策者優先報編：例如「黃金十年、國家

願景」、行政院工程會推動 PFI制度之公共建設類示範案例、跨域加值公

共建設財務規劃方案等。 

3. 有無其他財源可供優先調度支應，並覈實呈現各計畫配合「跨域加值公

共建設財務規劃方案」之辦理情形。 

4. 先行製作選擇方案及替代方案之成本效益分析報告。 

5. 計畫之提報應與行政院當前施政重點及國家建設計畫相互聯結，並應覈

實檢討各計畫之必要性經費需求。 

6. 各計畫應依其計畫效率編配經費，如對經濟成長助益較大者、對增加就

業機會之效益顯著者。 

7. 加強檢討各計畫以往年度執行情形，檢討各計畫年度目標、預算執行情

形等，並考量保留款及執行能力，覈實提報經費需求。 

8. 各計畫之編報應加強注意其節能減碳效益及性別影響評估作業。 

9. 有關重要公共建設計畫辦理土地取得，其土地取得經費應依據「中央相

關部會辦理各項公共工程建設用地補償之地價問題改進建議」暨「行政

院所屬各機關辦理重要公共建設計畫土地取得經費審查應注意事項」。 

10. 新興計畫或延續性計畫需修正者，應製作或重行檢討經濟效益及財務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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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評估。並於提報年度先期作業申請年度預算時，應提出經濟效益評估

及財務計畫摘要表、經濟效益評估及財務計畫書（含民間參與可行性評

估）及其中央主管機關審查意見。 

(五) 年度提報上限 

年度提報上限數額乃考量政府時下財政情形，推估九大部門公共建設

預算額度，本案以 103年度公共建設計畫提報上限為例，並以表 5呈現。 

表5 103年度公共建計畫各次類別提報上限 

單位：億元 

次類別 預算額度 次類別 預算額度 

農業建設 155.746 工商設施 52.665 

下水道 123.380 教育 45.349 

都市開發 70.129 文化 99.581 

公路 438.988 體育 25.187 

軌道運輸 639.075 垃圾處理 13.202 

港埠 37.064 污染防治 18.248 

觀光 34.964 國家公園 18.568 

水資源 39.124 衛生醫療 23.036 

防洪排水 119.544 社會福利 6.150 

資料來源：103年度政府重大公共建設計畫先期作業編擬手冊，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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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辦理時程 

以辦理 103年度公共建設計畫為例，其辦理時程如圖 7。 

 

圖7 103年度政府公共建設先期作業之編審作業流程及時程 

註：經濟建設發展委員會已於 103年 1月 22日度與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合併改制為國家發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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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交通部 

交通部公共建設計畫擬定程序如下（交通部運研所，2008）。 

(一) 計畫審議流程 

1. 計畫擬定及自評 

交通部所屬各機關需依完中長程計畫書，由機關副首長召集有關單位

進行計畫的自評作業；評審項目包括：計畫需求、計畫可行性、計畫協調、

計畫效果（益）、計畫影響。 

2. 初評 

交通部對於所屬單位所提計畫，就其計畫書所列事項，加註具體審核

意見。交通部完成初評後，將原計畫書及評審表送至國發會，由國發會進

行複評，並以副本及附件送主計處及財政部，完成初評。 

3. 複評 

經中央主管機關加註具體意見轉送國發會，國發會就中央主管機關提

送之計畫書及評審表，進行複評作業。包括：初審、複審、會審、核議。 

(二) 計畫評估方法 

交通建設依不同類別，評估方法有所不同，其中道路、軌道、航空與

港埠以成本效益分析為主（交通部運研所，2010）；觀光則著重於財務分析

（臺灣大學、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世新大學，2010）。 

(三) 納入年度概（預）算之編審 

中程施政計畫中之重大建設計畫，經國發會核議通過後，即安排計畫

時程，納入年度概（預）算之編審。 

三、 經濟部 

(一) 送審流程 

經濟部送審流程原則與交通部類似。 

(二) 評估方法 

經濟部管轄建設類別依不同類別，評估方法亦有所不同，水資源、防

洪排水建設油氣開發以成本效益分析為主；電力設施偏重於財務分析；工

商設施亦以財務分析為主（臺灣大學、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

心、世新大學，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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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臺中市計畫評估概述 

依臺中市政府年度重要施政計畫先期作業實施要點之規定，有以下情形者

需送先期作業審議，其流程如下。 

(一) 有以下情形者需送先期作業審議 

1. 按經費 

(1) 新興中長程計畫全程總經費為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  

(2) 新興年度計畫所需經費總額為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 

2. 按性質 

(1) 市長指示或交辦事項。 

(2) 配合中央推動之重要方案、上位計畫或措施。 

(3) 依據民意機關或社會輿情反映或業務發展需要，經審慎政策評估後，

決定必須辦理之工作。  

(4) 依據機關任務及中長程施政目標應規劃事項。  

(二) 送審流程 

1. 各機關應將先期作業內容填至「臺中市府會連線暨首長決策系統--先期

作業電腦系統」，並將相關書面資料送交研考會彙整。 

2. 研考會應邀集財政局、主計處等對所提重要施政計畫先期作業進行審議 

3. 審議結果由研考會綜合整理，簽報市長核定後，移送主計處作為年度預

算審查小組之參據並辦理概算編列事宜。 

4. 各機關提報之年度施政計畫，應於主計處辦理預算審查委員會審議結果

後據以修正，送經研考會彙編為本府年度施政計畫，於定期會開會 7日

前送達臺中市議會。 

(三) 計畫評估方法 

依臺中市地方總預算編制要點規定，屬重大新興施政計畫或公共工程

建設計畫，應先檢討鼓勵民間參與投資，以及運用各項財務策略進行財務

規劃，並就備選方案進行成本效益分析，提供財源籌措及資金運用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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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高雄市計畫評估概述 

依高雄市政府年度施政計畫先期作業要點之規定，有以下情形者需送先期

作業審議，其流程如下。 

(一) 有以下情形者需送先期作業審議 

1. 按經費 

(1) 各機關研擬每案總經費達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之年度施政計畫。 

(2) 各機關研擬計畫總經費達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之新興施政計畫。 

2. 按性質 

(1) 經費由中央全額或按比例補助者。 

(2) 市長宣示之政策或允諾事項。 

(3) 影響民生或公共安全之必要業務。 

(4) 跨年度之延續性施政計畫。 

(5) 市長核定辦理者。 

(6) 其它重要施政事項。 

(二) 送審流程 

1. 各機關填報將先期計畫書面資料送至研考會。 

2. 由研考會組成與召集跨局處初審小組，成員包括財政局、工務局、都市

發展局、主計處等局處進行初審作業，初審以書面審查為主，必要時得

聘請專家、學者參與審查或辦理現勘。 

3. 由副市長召集研考會、財政局、工務局、都市發展局、主計處與研考會

首長進行複審。 

4. 研考會應依先期作業彙編審議結果，並通知各機關納入年度概算。 

(三) 計畫評估方法 

依據直轄市及縣（市）地方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編製要點，與中央及

地方政府預算籌編原則，新興重要公共工程建設應先行製作選擇方案及替

代方案及其成本效益分析，並提供財源籌措及資金運用之說明。前開成本

效益分析，應確實評估未來營運及維修成本支出等財源籌措之可行性；其

財務計畫欠周或投資報酬率欠佳或低於資金成本率者，除為配合政府政策

辦理者外，應不予成立。繼續計畫，應逐年重新評估；不合效益者，應檢

討緩辦或停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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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臺北市長期發展綱領（2010-2020年） 

臺北市長期發展綱領為市府 2010 年至 2020 年政策推動之最高指導原則，

以及資源重整與分配運用之依據；而每四年之市府中程計畫亦將依此進行檢討

編制，最終再深化為年度實施計畫。以下簡述其擬訂過程。 

 

圖8 長期發展綱領作業流程示意圖 

資料來源：臺北市長期發展綱領（2010-2020年），2010，本案再行轉繪。 

訂定臺北市長期發展綱領之作業流程依序為重要趨勢研究、主要課題檢討、

理想願景規劃、具體目標訂定、執行策略研擬以及執行方案訂定（圖 8），而其

實際作業內容則主要可分為背景資料收集分析，以及局處願景對策之提案與統

整兩個部分。 

(一) 背景資料收集分析 

背景資料收集分析作業分別以國外案例分析、現有策略回顧以及專家

學者諮詢三種方式併行，以期達到兼顧世界趨勢與在地特性、平衡理論與

實務之成效。 

在蒐集世界各重要都市之長期發展計劃中，於臺北市 2010-2020長期發

展綱領之版本共涵蓋紐約、雪梨、布里斯本、東京、大阪、首爾以及北京

七個城市，並藉由分析上述計畫架構並彙整內容之論述方向與重點，總結

世界各大都市長期計劃論述之焦點。 

另鑑於市政建設之延續性，市府未來 10年長期發展計畫尚須根基於過

去與現有之北市相關規畫與研究，透過諸如「臺北市永續發展策略計劃」、

「臺北市未來 30年都市發展願景綱要計畫」等文件之回顧，在擬定長期發

展綱領時進一步檢視並統整有賴團隊積極解決之市政課題。 

除大量參考統計數據以及相關分析報告外，各局處亦會以演講及座談

會之方式，極力借助各領域之專家智慧，期透過此訊息分享的過程，讓產、

官、學界意見得以完整表達，使計畫內容更為充實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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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局處願景、對策之提案與統整 

在清楚掌握市府團隊所必須面對之挑戰與課題後，將復由各局處評估

分析自身之發展條件與具備優勢，綜整內部之願景、檢討，並由各部門依

其業務分工與專業研提執行策略。 

在責任分工與自我期許之原則下，部門願景與對策由各局處主動提出。

市政願景建構（市府總願景與部門願景）需歷經無數次由下而上（bottom up）

與由上而下（top down）之綜檢修正，再以整體發展定位配合內部之創新作

為，由各局處就具體目標提出相應的執行策略。 

基於對專業之尊重與對參與局處自我期許責任的交付，長期發展綱領

之作業流程特別注重各部門對未來趨勢之研究，以及對理想願景之規劃；

期望在學者專家的協助下，透過各種統計資料與趨勢分析報告精確掌握現

況、了解未來，並期待此執行策略能於限制條件下有所突破，兼顧符合人

民需求期待、發揮臺北市既有特色，以及財政評估長期持續可行的要點，

達成訂定之具體目標（詳如圖 9）。 

 

圖9 長期發展綱領分析架構圖 

資料來源：臺北市長期發展綱領（2010-2020年），2010，本案再行轉繪。 

七、 臺北市政府公共工程中程計畫 

臺北市政府府公共工程中程計畫為市政執行之上位綱要性計畫，配合民選

市長任期，實現市政白皮書所揭櫫之施政遠景，並延續市府重大政策及各機關

施政重點之調整；其自民國 70 年起迄今已歷經 7 次修訂作業，目前施行之中

程計畫修訂期程為 102至 105年度，於民國 103年 4月修訂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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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公共工程中程計畫（102-105 年度）之修訂作業，係依市長施

政白皮書、臺北市長程發展綱領（2010-2020 年）及市府內各機關之核心業務

為藍本，規劃未來 4年之重要公共工程建設。計畫單元經費需求概估劃分為連

續性工程與新興工程 2類，以推估未來執行本案之經費情況。透過整體供需分

析，以區域均衡發展為前提，衡酌財政收入，策劃未來工作重點與工程施作之

優先順序。其計畫項目可分為以下兩類。 

(一) 全市系統性布建，非屬個案興建工程 

工程性質相同，全市有多處佈點需求，適合做整體性供需差距分析，

總計畫期程在 2 年以上之中程硬體興建計畫，例如：公園綠地闢建工程、

污水下水道系統等。， 

(二) 策略性單一重大工程 

工程雖位於單一地點，但其服務範圍為全市性質、或對全市發展具策

略性意義者，例如：臺北藝術中心、國際網球中心等。 

102~105年度之公共工程中程計畫，以達成市長所揭示「美麗、友善、

多元、科技」臺北城的施政目標與願景，其涵蓋臺北市府 14個機關，共計

34 個計劃單元。未來將完成「水岸、休閒-花園化」、「友善、安全-永續化」

「多元、人文-創新化」「科技、效率-現代化」等 4個目標（詳如圖 10）。 

水岸、休閒-花園化「
美
麗
、
友
善
、
多
元
、
科
技
」
臺
北
城

友善、安全-永續化

多元、人文-創新化

科技、效率-現代化

1.臺北藝術中心興建工程
2.北部流行音樂中心興建工程
3.臺北城市博物館興建工程

4.高中職校舍新(闢)建工程
5.國中小校舍新(闢)建工程
6.社教機構新(闢)建工程

1.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工程
2.老人福利機構及設施工程
3.公營住宅興建工程
4.聯合醫院整(修)建工程
5.市立醫院擴院工程
6.建置供水系統備援備載

7.改善臺北供水管網系統
8.水土保持工程
9.治山防災工程
10.警察辦公廳舍整建
11.消防分隊廳舍興建

1.河川工程 
2.污水下水道工程
3.雨水下水道系統工程
4.公園綠地工程
5.建構完善親山環境

6.山坡地農業環境改善計畫
7.休憩空間及環境教育場所
設施改善
8.運動場館新(闢)建工程

1.區段徵收                                         
2.市地重劃
3.道路工程
4.橋梁(涵)工程
5.共同管道工程

6.捷運建設第二階段
7.捷運建設第三階段
8.公有停車場興建
9.環南市場改建工程

 

圖10 臺北市政府公共工程中程計畫（102-105年度）目標體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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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外公共建設評估案例 

國外案例之回顧，係為綜合考量國內相關機制引介之脈絡、機制本身之完

整性，以及於臺北市政府之適用性等要素，選就美國、日本、英國之公共建設

評估機制，以及加拿大、澳洲、澳洲維多利亞省評估中效益衡量之方式進行簡

要回顧，期以作為本案機制研擬之參考。 

一、 美國公共建設評估程序 

自 1980 年代以來，美國政府財政預算出現大量財政赤字，因此成本效益

分析方式逐漸成為美國公共建設評估必要模式。下表 6為成本效益分析技術於

美國之發展歷程。 

表6 成本效益分析技術於美國之發展歷程 

時間 發展歷程 

1808 財政部長 Albert Gallatin 運用成本效益分析於水資源計畫 

1902 「土地管理局」運用成本效益經濟分析模式於洪水灌溉計畫 

1936 「洪水管制法案」要求其相關計畫之效益須高於成本 

1946 聯邦河流委員會成立「成本效益委員會」 

1952 「預算管理局」提倡編製計畫預算應以成本效益分析為基礎 

1955 哈佛大學成立以成本效益分析為基礎之「水資源計畫」 

1970-80 成本效益分析技術運用範圍已擴及公共財領域 

1981 
雷根總統頒布 12291 號命令，規定所有法規必須進行「法規影響評估」

分析法令之成本與效益 

資料來源：參考自郭昱瑩（2005：2）。 

在眾多公共建設中，美國之計畫評估與成本效益向來以水資源與交通類別

最具代表。然自 1950 年代末起，美國因應基礎建設需求量遞增而大量建造州

際公路系統與航空航道系統，並於 21 世紀初以來大量發展投資鐵路系統（臺

灣競爭力論壇，2012）。以下以運輸計畫法案（TEA）作為說明案例。 

(一) 評估流程 

原則上，州政府所提之運輸改善方案（TIP）彼此之間具有排擠效應而具

競爭性，因此仍必須藉由一定之審議機制來排出優先順序，而其排序之步驟大

致上可分為 3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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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初審 

主要對其個別建設計畫進行各項目之評估作業，諸如：財務計畫之完

整性、成本效益分析等。 

2. 排定優先順序 

主要依照各計畫之項目評分加以排序，計畫需求性在此評分作業中相

當重要，然而評分之結果僅做為參考依據之一，最後之結果仍是整體考量

而定。值得一提的是，若計畫合併實施或者計畫更具有效益性時，則此時

計畫則會被列訂為優先推動之順位。 

3. 計畫預算之編製 

考量所有計畫之需求性並列訂所有計畫之優先順序後，則排定計畫施

行年度期限並配置預算。 

(二) 評估方法 

美國聯邦公共建設（尤於交通類建設）多以成本效益進行評估，然州

政府以下層級，基於民主制度地方政府財政最受關心及地方建設對選民的

直接影響，其建設計畫則多以財政衝擊分析為主（國發會，2007）。 

二、 日本公共建設評估程序 

(一) 評估依據 

日本的重大公共建設計畫向來仰賴國家法令與上位計畫之指導，並由

相關國家計畫訂出國家整體發展目標，再由較低層級之計畫逐步落實。其

中以「國土形成計畫」作為建設指導方針，其次有「公共投資基本案」做

為各部門建設之綱要指導計畫。在計畫評價方面，為正確評估公共建設績

效，內閣於 2002年制訂「政策評價法」，作為計畫評估之法源依據。 

(二) 評估流程 

日本公共建設事前評估需先確認計畫整體環境，其次進行成本效益分

析，再深入評估計畫對環境的實質影響後，據此判准公共建設計畫是否需

要被納入預算（如圖 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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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計畫採用前提條件

1. 具投資性
2. 計畫執行的整體環境

確認成本及效益

1. 整理總效益、總成本與益本比
2. 整理敏感度分析結果

計畫影響與計畫實質環境的把握（以道路為例） 

1. 道路壅塞對策效果
2. 事故對策效果
3. 步行空間安全性
4. 災害對策

判斷是否採用

 

圖11 日本公共建設計畫評估機制流程圖 

資料來源：林思文（2010：14），本案再行轉繪。 

(三) 評估方法 

日本的公共建設評估乃項依日本政府之明文規定，皆須依據「政策評

價法」之規範，辦理各政策類別所執行公共建設計畫之評估事宜。蓋因「國

土交通省」（以下簡稱國土省）負責管控國家公共建設計畫之成效；故國土

省必須對所有公共建設計畫進行「計畫經費」及「預算項目」進行審議，

並導入「成本效益分析」的理念進行各項目的「全方位評估」（林思文，2010：

6）。而日本共有 10項類別公共建設計畫，各計畫類別所採用之成本效益項

目為固定指標，非由各計畫執行機關選擇性使用各項評價項目（林思文，

2010：12），其項目如下表 7。 

表7 各公共建設計畫類別成本效益分析之評價項目 

類別 
成本效益分析 

成本項目 效益項目 

河川 計畫經費、維管費 
每年平均減少災害之期望值、水質改善效果（若

為整備環境計畫） 

水庫 計畫經費 直接減輕災害效益、保護人命效益 

防洪 計畫經費、維管費 
防止淹水侵蝕或飛砂之效益、保護海岸環境效

益、海岸利用的效益 

海岸 計畫經費、維管費 減少行車時間、減少行車成本、減少交通事故 

道路 計畫經費、維管費 縮短旅客移動或貨物輸送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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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成本效益分析 

成本項目 效益項目 

港灣 
建設費、管理營運費、再投

資費 

縮短時間的效益、減少費用的效益、供給者的效

益 

軌道 計畫經費、維持改良費 
使用者的效益（縮短時間效果等）、供給者的效

益 

航路標誌 創設費、維管費、更新費 安全及輸送的效益 

辦公大樓

修繕 

初期費用（建設費等）、維持

修繕費 

土地利用的效果，使用者的效益，建物性能的提

高、環境的影響 

資料來源：林思文，2010。 

三、 英國公共建設評估程序 

英國政府於 1997 年首次由財政部提出綠皮書（The Green Book），

期藉由適當的評價機制，透過提升財政效率及整合政府資源，研判政策是否符

合實際並促進公共利益最佳化。隨後在 2013 年公布的修正版綠皮書中（The 

Green Book，2013），財政部提出了中央政府公共政策與投資評估標準作業規

範，規範了政府所有新政策、方案及資本支出等計畫及措施均應透過一個事前

及事後的評估程序，期以提升政府政策資源配置效率，達成施政目標與品質。 

(一) 評估依據 

綠皮書的提出係為了提升政府部門的政策品質及資源配置效率；任何

經由綠皮書所評估的政策、方案及計畫，均必需保證除該方案外，已無更

佳的方法達成相同的目標，或對所耗用的資源已做了最佳配置。同時綠皮

書由經濟面、財務面、環境面來分析方案，俾作為政府決策的參考及平衡

部門與機關政策、排列施政優先順序及反映民眾的期望的依據。 

針對無市場價值的政府活動，綠皮書也建立了估算機制，包括：由所

觀測的消費者行為，推算出願付價格以計算效益；當無消費者訊息可供利

用時，則針對特定建設效益調查受益者的願付價格。 

(二) 評估流程 

綠皮書將政策評估（Assessment）概分為事前評估（Appraisal）及事

後評估（Evaluation），包括目標系統、評估系統及回饋機制三大部分；評

估方法包括成本效益分析及成本有效性分析（政府重大公共建設個案計畫

編審及定期檢討機制之研究，國發會，2008）。其政策評估程序概述如下。 

1. 確定需求性：所有計畫均需確保兩項先決條件－確定需求及政府介入之

行為所產生的效益必需超過誘發的社會成本。 

2. 設定目標：方案的目標必需於政府的政策、機關的目標一致，目標的設

定必需符合 SMART 原則（Specific, Measurable, Achievable, Relev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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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bound）。 

3. 事前方案評估：依據第一步驟對需求確定，並針對問題設定目標之後，

提出可行方案；然後依據各種假設、情境、主要變數的敏感度等，建立

最具成本效益的基本方案。 

4. 發展及執行方案：依設定方案選取準則，選取最佳方案，未匡列預算前，

分析資源配置情形及衝擊，以確保方案成功執行。 

5. 事後評估：事後評估方式與事前評估相同，其差異為使用實際或歷史資

料，而非預測資料。其主要目的為經驗傳承、交流，並提供未來新方案

評估時的參考。 

6. 評估結果呈現：評估結果必需透明化、具邏輯性，呈現給決策者、主要

的利益關係人。評估報告必需提出足夠的數據支持所載明的結論及建議，

對成本、效益的計算方式，假設條件，敏感度分析及情境分析報告等。 

(三) 評估重點 

綠皮書所述政策評價模式為 ROAMEF CYCLE （Rationale、 Objectives、

Appraisal、Monitoring、Evaluation and Feedback） （英國政策評估制度對

我國公共建設評估制度之啟發，國發會，2013），其分項摘要說明如下。 

1. 計畫合理性（Rationale）：在計畫實施前，確認計畫確有其需求性與必要

性，且須由政府部門來執行之理由，以及是否有益於國家未來發展。 

2. 設定目標（Objectives）：經由計畫合理性分析後，由主辦單位訂定工作

目標及項目，透過成本及效益評估，以確認計畫可行。 

3. 進行評價（Appraisal）：問題的範圍、當前趨勢及未來趨勢發展、目前

市場形勢、潛在受益（害）者、技術發展性與替選方案並進行評價，進

行成本和效益評估，確定選擇方案。 

4. 執行監控（Monitoring）：執行過程中，藉由績效評量來追蹤計畫執行

效益，以確保計畫工作項目指標已完整執行，並確保計畫績效與政府計

畫目標之一致性。 

5. 評估與回饋（Evaluation and Feedback）：自計畫決策至完成止，過程中

定期進行評核及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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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國外案例評估方法回顧 

經由上述英國、日本及美國三個國家評估程序分析之後，可了解其評估方

法，基本上都是以成本效益分析與經濟評估為主，但研究上，仍宜納入不可量

化的部分（如社會衝擊等）。茲以下列三個案例說明不同的效益衡量方式。 

(一) 加拿大 

在「對於社會及文化衝擊影響評估的方法論（Methodologies for 

Assessing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Impacts, Research & Analysis Division 

Infrastructure Canada, 2006）」這篇文章中，加拿大提出對於評估的內容包

含以下七點：  

1. 社會影響評估：確保發展最大化其利益和最小化人民所必須承擔的成

本。 

2. 社群影響評估：針對少數社群或利害關係人進行評估。以運輸為例，評

估此交通建設對當地社區的影響。 

3. 土地使用影響評估：採用 MetroQUEST 電腦系統 2.0的分析工具，讓地

方政府了解相關的決策對城市形態的影響。 

4. 成本效益影響評估：評估指標包括初始成本、修復成本、噪音影響、生

態衝擊、負面的社會影響等等。 

5. 應用人類學影響評估：最常用的方法為民族誌，採實地考察和人類社會

和文化現象的定性描述。這些定性的方法包括參與觀察、關鍵人物訪談

及小組訪談。 

6. 環境心理學與設計：著重人們對於個人空間、隱私、地域性和擁擠度的

態度及概念。而環境心理學家屬微觀層面的操作，因此如何將設計原則

及環境融入，有賴於公眾共同參與。 

7. 地理資訊系統：此系統可用於文化和社會資源評估，保護和保存，因此

相關指標包含人口結構變化、社會服務和社會基礎設施，以社會特徵空

間分佈進行整個社會消長趨勢分析。 

(二) 澳洲 

澳洲在「評估基礎設施改革與規制：方法綜述（Evaluating Infrastructure 

Reforms and Regulation: A Review of Methods，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10）」中提及之公共建設投資評估內容與我國類似，所提到的評估模式

如下： 

1. 成本效益比； 

2. 一般均衡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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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計量經濟模型； 

4. 生產分析； 

5. 質化分析。 

(三) 澳洲維多利亞省 

澳洲維多利亞省在「投資評估政策與指導準則（Investment Evaluation 

Policy and Guidelines, The Department of Treasury and Finance, 1996）」之報

告中，不僅對公共建設進行量化分析，同時考慮資源分配的評估架構，將

量化與質化分析方法都適切囊括進來，並以權重的計算方式，得到一總合

分數，以協助計畫排序。整個建設投資衝擊分析分為「財務」及「社會經

濟」兩大類，內容如下。 

1. 財務分析 

主要依此投資案直接對現金流量影響，分析相關指標包括淨現值與淨

成本、最壞情況/最好情況下淨現值或淨現值成本、及計算財政預算中每單

位產出的淨現成本等。因此可計算折現率，得到預期財政淨現值後，由此

得出一個量化分數。 

(1) 財務影響分析需計算與整理現金流入與流出量等現成資料。 

(2) 進入實質財務影響分析後，需先針對各種方案對預算之影響進行分析，

再計算淨現值、約當年度化成本（equivalent annual cost）、內部報酬

率（Internal Rate of Return）、益本比（Benefit Cost Ratio）與投資回

收期（Payback Period）等。 

(3) 選取合適之折現率。 

(4) 預期各種方案之財務淨現值。 

(5) 給予各方案評分。 

以淨現值為評分基礎，其中以零方案做為基準，分數為 0，若淨現值為

正值，其分數為正數，最多 4分；若淨現值為負，則其分數為負，最少-4。

其計算範例如表 8。 

表8 財務影響評分表（以改善臺北市至淡水交通為例） 

影響類型 
方案一 

（零方案） 

方案二 

（拓寬馬路） 

方案三 

（增加捷運班次） 

方案四 

（建設快速道路） 

財務影響 

（預期淨現值） 
0 200 300 -100 

總計 0 2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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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會經濟分析 

公共建設投資不止影響到政府財政等現金流量，亦有其他非財務面向

尚需考量或估算，社會經濟影響分析便是將相關非財務但卻又重大的影響

因素納入進行整體考量與分析。因此社會經濟影響分析除分析現金流量與

淨現值等指標外，其他非財務上的影響尚有家庭、產業、勞動市場、自然

環境、政府部門與非政府組織等不同面向。但由於社會經濟層面因素層面

廣大，分析方式不一，因此維多利亞省將社會經濟影響分析依據貨幣化或

量化程度，分為可貨幣化、非貨幣影響因素（但可量化）、其他因素（無法

貨幣化與量化），其計算與分析過程如下。 

(1) 可貨幣化影響因素  

此類型影響因素可進行量化與貨幣化之計算（例如：節省旅行時

間所產生的金錢），並預測經濟影響淨現值。以零方案為基準，若淨現

值為正值，其分數為正數，最多 4分；若淨現值為負，則其分數為負，

最少-4。 

(2) 非貨幣影響因素  

此類型影響因素大多可進行量化計算比較，但難以貨幣化計算（例

如當地減少的空氣污染程度）。若量化計算後數值為正向，則其分數為

正數，最多 4分；計算後數值為負，則其分數為負，最少-4。 

(3) 其他因素  

此類因素皆無法以貨幣化或量化計算，大多以描述性分析為主（例

如景觀改善）。若描述為對社會有益，則其分數為正數，最多 4分；若

描述對整體社會經濟不利，則其分數為負，最少-4。 

(4) 分數加權總計 

先將各方案的三項因素原始得分各乘以其權重比後，再相互加總，

即為各項方案在社會經濟面向之加權分數。下表 9為計算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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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社會經濟加權總計表 

影響類型 
方案一 

（零方案） 

方案二 

（拓寬馬路） 

方案三 

（增加捷運班次） 

方案四 

（建設快速道路） 

可貨幣化 

因素 

原始分數 0 200（2） 300（3） -100（-1） 

加權得分

(25％) 
0 0.5 0.75 -0.25 

不可貨幣 

化因素 

原始分數 0 4 2 3 

加權得分

(30％) 
0 1.2 0.6 0.9 

其他 

原始分數 0 3 2 -1 

加權得分

(45％) 
0 1.35 0.9 -0.45 

總計 0 3.05 2.25 0.2 

 

3. 財務與社會經濟加權總計 

如上所述，可貨幣化因素可計算出折現現金流量及預期經濟淨現值。

其他兩因素則加以衡量或描述，然後可依此分別得到三個各自的權重分數，

再將此三個因素所計算出來的加權數值加總，即可得社會經濟的權重分數。

嗣再將財務分析所得的分數與社會經濟分析的分數各自分別給予權重後，

再加總計算，即可算出方案或計畫之加權整體效益，而可據以為排序，直

接解決資源配置之課題。下表 10 為計算範例，整體評估流程則如圖 12 所

示。 

表10 財務與社會經濟加權總計表 

影響因素 
方案一 

（零方案） 

方案二 

（拓寬馬路） 

方案三 

（增加捷運班次） 

方案四 

（建設快速道路） 

財務 

原始分數 0 2 3 -1 

加權得分 

(40%) 
0 0.8 1.2 -0.4 

社會 

經濟 

原始分數 0 3.05 2.25 0.2 

加權得分 

(60%) 
0 1.83 1.35 0.12 

總分 0 2.63 2.5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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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澳洲維多利亞省整體投資評估方法 

資料來源： Department of Treasury and Finance, State of Victoria, Australia,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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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評估機制規範性分析 

本專案參照市府近年公共建設之各類案件，分別依據資金投入規模以及影

響層面之廣度，建議何者宜以何種評估方法進行評估。以下分別就評估方法選

擇之考量因素、各面向權重之建立與內涵、各類建設計畫以及評估方法之臨界

區間等規範性要素，以及團隊研提之公共建設評估方法選擇機制與整合評估流

程做詳細說明。 

第一節 評估方法選擇之考量因素 

公共建設的建置需回應效果及公平的政策價值，而在現代都市中公共建設

有三大目的，除促進城市經濟發展之外，尚包括提升市民生活品質以及永續生

態環境。至從公共建設之治理來看，除卻工程技術及市場之考量外，尚須面對

呼應建設目的及永續經營所可能帶來制度衝擊。除此之外，公共建設投入的資

源如資金、期程及評估能量（如資料可用性、評估專業…等），亦是衡諸是否建

置公共建設的條件之一。 

本專案便係基於上述所提之政策價值、建設目的、風險治理以及資源投入

等四個面向之複雜程度，來做為評估方法選擇的部分考量因素，並次遞作為建

設分類的基礎。詳細之公共建設評估方法選擇議題架構如下圖 13所示。 

簡易指標法

成本有效性分析

成本效益分析

財務分析

財政衝擊分析

公共建設

評估方法選擇

政策價值

建設目的

風險治理

資源投入

效果

公平

生產

生活

生態

技術

市場

制度

經費

時程

評估能量

經
濟
可
行
性
評

估

財
務
可
行
性
評

估

評估方法 評估成果 評估面向 評估子面向

 

圖13 公共建設評估方法選擇之議題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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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評估方法除須回應前述評估方法選擇之考量因素外，在進行評估時，

亦須將各方法的評估執行成本，以及就其評估內容、方法及成果對外之溝通成

本納入考量。此乃因每一方法所獲致之評估結果，除需在市府及各局處內部論

述外，亦須面對議會及市民大眾之對外溝通；簡易方法之溝通顯然要較複雜方

法來得容易，但其所能表達的訊息也相對較少。是以，評估方法在執行上之總

成本將涵蓋評估之執行成本與對外之溝通成本。一般而言，複雜評估方法的評

估執行成本往往高於簡單之方法；而其溝通成本也往往高於簡易之方法，但兩

者間的差異，亦將因影響層面所涉的複雜度而有異。 

至複雜程度之判定，則可分以前述之四個評估面向之內容來表達。本專案

引用交易成本理論之概念，將評估方法之選擇所需考量的評估面向虛擬成執行

該評估方法之總成本，並再細分為進行該評估方法所生的執行成本及溝通成本。

前者乃表示市府或局處執行該評估方法所發生的直接成本，可能包括資料的蒐

集、評估模式建置、投入評估的各項資源等，一般即為執行該評估方法的生產

成本。至於溝通成本，乃指以評估成本對外（如決策者、市議會、市民…等）

之溝通，所可能衍生的解釋、說明、折衝、修正評估內容…等間接成本，在交

易成本經濟學中稱之為協調或治理成本。此一現象尤在部份國家或政府行政同

仁未能採行諸如成本效益分析等較複雜之評估方法時較為明顯，甚或當地方政

府公共建設之議決，多以政治議題或利害關係人折衝所定時，評估方法所衍生

的溝通成本即隨之上升，並從而衍生政治性交易成本（Zerbe, 2003）。 

以下簡要以三個圖型說明此一概念在市府或局處決定採行何種評估方法時

之考量情形。在如下的模型中，以Ｎ代表複雜評估方法，以 L 代表簡易評估方

法，以 k代表公共建設的評估面向複雜度，G表該評估方法所衍生的溝通成本，

P表執行該評估方法的執行成本，溝通成本及執行成本均受評估面向複雜度之影

響。此可分別表達為： 

   k   = 公共建設評估面向的複雜度 

GN（k） = 複雜評估方法的對外溝通成本 

GL（k） = 簡易評估方法的對外溝通成本 

PN（k） = 複雜評估方法的評估執行成本 

PL（k） = 簡易評估方法的評估執行成本 

一般當公共建設的複雜度越低時，簡易評估方法的溝通成本較低，甚而當

無複雜度時，複雜評估方法因所表達的方式較為複雜，其溝通成本仍較簡易評

估方法為高。至當公共建設的複雜度提高時，複雜評估方法的溝通成本即開始

下降，甚至當複雜度超過至某一臨界點後，兩種方法的溝通方法將會逆轉，即

複雜評估方法的溝通成本開始低於簡易評估方法，此可由下列特性及下圖 14表

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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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N（0） > GL（0）：客觀評估方法的溝通成本不會因複雜度抵銷 

然當 k 增加時，GN 減少的速度大於 GL （GN' > GL' , k） 

 

圖14 公共建設複雜度與溝通效率關係圖 

 

當局處執行評估時，複雜評估方法的執行成本一般因表達內容及計算繁複

而會高於簡易評估方法，但當公共建設評估面向之複雜度提高時，兩者的差異

會開始縮小，此可以下圖 15表達。 

 

圖15 公共建設複雜度與技術效率關係圖 

 

是以，評估方法的選擇，除卻考量公共建設的評估面向外，尚需就各方法

的執行成本及其對外之溝通成本合併考量，此即成為採行或選取該方法所產生

之評估總成本。當公共建設評估面向之複雜度低於下圖之    時，宜採簡易方法，

至超過    時則宜採複雜方法，兩者之間則可採兼具兩者特性之混合方法。此可

以下圖 16表達。 

k 影響層面複雜度

ΔA ：不同方法因政經社文影響層面
所衍生的溝通成本

ΔA(k) = GN(k) - GL(k) 

N: 複雜
L: 簡易

P: 執行成本
G: 溝通成本

影響層面複雜度

ΔT = 不同評估方法進行評估的成本差異

ΔT = PN(k) – PL(k)，永遠正值，但在k 點後減少

N: 複雜
L: 簡易

P: 執行成本
G: 溝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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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評估方法選擇臨界點 

 

評估方法之選擇就公共建設所涉層面之複雜度及評估分項成本，可以下圖

17之光譜表達。該圖所表達之大意為：經權衡評估方法之執行成本與溝通成本，

公共建設所涉層面越複雜時，宜採複雜評估方法（如成本效益分析），而越簡易

時可採較簡化之評估方法（如關鍵績效指標）。 

 

圖17 公共建設評估方法選擇光譜 - 考量評估成本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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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此一概念確認後，評估方法之選擇即可就公共建設評估面向次遞加以考

量，以作為分類之基礎。在分類上，基於評估設計需考量前述所提之政策價值、

建設目的、風險治理及資源投入等四個面向，此即可部分反映前述溝通成本之

概念（Priemus, 2008; Hansena, 2005）；此外，團隊經由文獻回顧及深度訪談各局

處之決策考量後（詳見第四章評估機制實證性分析），建議可以各層面所涉的議

題進行分類。至各面向所擬評估的子面向則分列並簡述如下： 

一、 政策價值 

從哲學觀點觀之，政策價值指涉的是政策是否施行所考量的主流信念、情

感與原則；以本指導性文件所主要討論者，即為判斷公共建設是否值得推動的

價值觀，通常包含效果以及公平兩個子面向。 

(一) 效果：涉及公共建設產出結果與回應政策目標之關係，用以衡量該公共

建設目的之達成度，其中包含對可量化之效率（efficiency），以及較難

量化之效能（如文化素養或幸福感之提昇等）的綜合考量，在此以效果

（effectiveness）統稱之。在本機制中主要討論公共建設對投入地區帶來

的影響規模（如人口、空間…等），並以行政界線作為其界定單位。 

(二) 公平：主要針對公共建設的影響分布，是及於少數的特定群體或不分群

體予以綜合評估。至於群體的界定則包含以下兩個主要類型：（1）空

間群體，如特定行政區…等；（2）社會群體，如特定文化背景、特定

族群、特定世代、特定家戶所得社群…等。 

二、 建設目的 

主要係反映公共建設的執行目的，以及其執行後可能會對市民生活以及社

經環境帶來的影響，通常可以「生產」、「生活」和「生態」三個子面向考量（在

本機制中僅以影響規模為討論依歸，不做影響價值之判定）。 

(一) 生產：指的是公共建設對經濟活動帶來的影響（如產值…等），諸如增

進投資、活絡周邊產業等效益，皆屬於此子面向所與探討的範疇。如舉

辦臺北花卉博覽會所帶動的觀光休閒產業產值及花卉產業之產值等。 

(二) 生活：主要用以討論社會資源投入公共建設，對民眾之生活品質或生活

機能帶來的影響，相關議題如居住品質之提升、飲用水質之優化、公共

空間之創造、步行舒適度之改善…等。 

(三) 生態：主要用以討論公共建設對生態及環境層面帶來的影響，相關議題

如空氣污染、噪音污染、生態保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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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風險治理 

主要討論各機關在辦理公共建設過程中，面對「不確定性」的風險程度；

當面對的「不確定性」越高，機關即需投入越多的額外資源，以確保公共建設

之完成。在此分別以「技術」、「市場」以及「制度」三個子面向來做考量。 

(一) 技術：意指公共建設在營建、工程技術上的複雜程度，如施工技法、建

築性質、基地環境特質，或公共建設本身特殊的功能需求…等。 

(二) 市場：主要討論公共建設所提供之服務的需求情況，包含需求之穩定度

以及可預測程度，如水、電等民生必需工程需求量穩定；但像藝術中心

或土地開發等公共建設項目，其受益方或需求方除了較難確認外，需求

穩定度受社會經濟環境變動之影響較劇。 

(三) 制度：依據公共建設特性，從興建、營運、融資、技術等層面來看，市

府資源是否能單獨應付，抑或需要借重民間的資源等。此旨在反映機關

執行建設之治理機制調整。 

四、 資源投入 

本面向將呈現公共建設自進行評估至完工為止，期間需要投入之資源多寡，

共包含「經費」、「時程」以及「評估能量」三個子面向。 

(一) 經費：指機關在辦理公共建設相關業務時，所需投入之可量化成本，其

中包含財政資源、土地取得成本，以及社會成本（如民眾抗爭之處理）

等項目。 

(二) 時程：指在目標固定的前提下，公共建設自提出評估、決定辦理、編列

預算、規劃設計、施工至完工為止，所需耗用的時間。 

(三) 評估能量：執行公共建設評估所需耗用的資源，包含機關同仁所具備的

評估專業、評估所需資料的充足性（如量化數據是否容易取得、將量化

數據轉成貨幣價格之難易等），以及執行評估的經費是否足夠等。 

分類上則可就上述面向之複雜程度，進行初步評估，以公共建設對各層面

所涉之評估子面向複雜度越高者，採取複雜之評估方法；反之，為簡易方法。

團隊僅先就道路、藝術中心、公營住宅、捷運建設、官舍工程、河川工程及污

水下水道等建設之風險治理，進行範例初評，以供參酌所擬進行之方法。初步

之分析概況如下圖 18所示。 

由下圖初步可見，官舍工程之技術風險低、市場風險低、制度風險低，可

建議採用較簡易之評估方法；至藝術中心，其技術風險可能因建築形式提高、

市場風險可能因市民文化喜好有較高變異，也可能因具民間參與可能性，而使

制度風險提高，此時宜採較複雜之評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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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 公共建設風險落點示意 

至考量政策價值、建設目的、風險治理及資源投入等四個面向所做的評估

方法分類，則建議可依各面向採二階段決策模式，即先分大類，再選取適切之

方法，但仍保留界於二者之間的混合評估方法選用彈性。各評估面向之初步分

類建議及其基本概念如下。 

政策價值：社會發展型及經濟發展型；社會發展型之建設較屬社群或空間

公平考量所做，而經濟發展型則較屬以產業發展為目的； 

建設目的：一般型及專案型；一般型係屬例行性建設，而專案型擇較具首

長政見或政策宣示目的； 

風險治理：基礎型及開發型；此乃來自地方與中央分權中對地方政府可自

治事項之定義（Peterson, 1995）；其中基礎型較屬基礎建設，多屬市民活所必需，

而開發型則多與土地開發有關，風險相對較高； 

資源投入：投入資源之規模大與小等二大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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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 公共建設評估方法選擇光譜－考量政策價值面向 

 

 

圖20 公共建設評估方法選擇光譜－考量建設目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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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公共建設評估方法選擇光譜－考量風險治理面向 

 

 

圖22 公共建設評估方法選擇光譜－考量資源投入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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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評估面向權重建立－分析網絡程序法 

一、 分析網絡程序法簡介 

公共建設之投入對政經社文發展各指標面向及其次領域間的影響多元，宛

若網絡式結構，指標面向及其次領域間彼此亦交互影響。因此，本案為建構公

共建設與評估方法間的選擇模式，勢必需要探討不同指標面向及其次領域間內

部相互影響，以及包括次領域指標亦可能存在有支配主要指標面向而產生回饋

（feedback）的現象。 

團隊規劃採取分析網絡程序（Analytic Network Process, ANP）方法，以其

可將決策面向與面向議題系統化、簡單化，及可更進一步考慮層級間的影響，

制定各指標面向及其次領域主觀指標整合的權重值。 

(一) 原理說明 

分析網絡程序（Analytic Network Process, ANP）主要目的是為處理在

不確定情形下以及具有多個評估準則的決策問題。首先會針對決策問題訂

定總目標（研究標的），接著根據總目標發展出下層元素，並反覆此步驟直

到求得最底層元素為止；階層結構建構完成後，藉由評估尺度（scale）進

行成偶比較（pairwise comparison），求出特徵向量（eigenvector）作為評估

個元素間的權重，最後再透過綜合加權求得總目標下評估準則優先順序。 

而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與分析網絡程序法

（Analytic Network Process, ANP）最大的差異，在於 AHP的先決假設條件

之一是在層級結構中，各元素間彼此獨立；而 ANP則係考量到總目標之內

部準則相互影響，且上層元素與下層元素間亦存在相依關係的情況，同時

考慮評估準則（元素）之間，存在的外部相依（outer dependence）以及準

則（元素）的內部相依（inner dependence）關係。 

ANP結構內含有幾個相互影響的評估準則（元素），幾個屬性類似的元

素集合成為集群（cluster）；以箭號連結這些集群，並用箭號方向表示這些

集群間的影響關係。至 ANP結構中各元素之相互影響程度，則需以評估準

則（元素）間之成偶比較得出，首先詢問決策者「給定 A 元素時，B 元素

和 C元素是何者對 A元素的影響較大？」（相較於 AHP僅關注「B與 C何

者較為重要？」有所不同），隨後再將這些代表兩準則間比較評估尺度，建

立一個超級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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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權重建置 

分析網絡程序法（Analytic Network Process, ANP）因需反應出各集群

間外部相依和內部相依的特色，乃使用超級矩陣進行運算，其建置權重之

步驟如下。 

1. 決策問題的界定與決策群體的組成：以規劃小組之模式界定決策問題的

範圍後，再根據問題所涉及的領域，延聘相關領域之專家，成立決策群

體，以 5至 15人較佳。 

2. 問題結構的構建：將問題分為目標、評估準則與替選方案等層級，因 ANP

存在有可回饋、內部相依之特色，因此層級關係較不若過往研究上所熟

悉之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對層級獨立性之要求

來得嚴格。 

3. 問卷的設計與調查：ANP包含兩大主要網絡集群，第一是涵括整個網絡

的面向與子面向；第二是面向集群與子面向集群內要素交互影響之網絡。

主要建立步驟與分析步驟有 7項。  

(1) 將複雜決策問題結構化、系統化、列出相關評估準則，以建立網絡結

構作為決策評估。 

(2) 根據相關評估因子，建立各項評估準則集群，並根據準則集群建立集

群內的要素節點。 

(3) 根據準則與準則、節點與節點相互影響之關係建立鏈結。 

(4) 在各準則中建立其專屬網絡集群。 

(5) 計算各準則間相對權重和評估方案的相對評估值。在此步驟除了計算

權重值，還須將各評估因子以權重值大小排序。 

(6) 不一致性與敏感度檢驗。 

(7) 根據準則提出綜和性評估結果，與各準則下的評估結果。 

4. 類似於 AHP，ANP 透過評估尺度得到並預測所有目標、準則、方案間

精確的內部關係，以及互相影響的作用後，各集群（cluster）以及元素

（element）的權重。 

5. 嗣經上述方式將各面向及期內之評估子面向兩兩成對比較後，可將這些

代表此兩準則間比較的評估尺度建立一個超級矩陣（supermatrix），這個

超級矩陣可如圖 2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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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超級矩陣 

資料來源：Saaty, 1996 ad 2006. 

矩陣中的 C 表示各個不同的集群（cluster），而 表示在第 m 集

群裡面的 個元素（element）。矩陣內每個比例尺度皆代表某個集群

內元素對於其他集群內元素的影響（外部相依），或該群集本身內部元

素間的相互影響（內部相依），但並非所有元素間都存在著關係，碰到

這種情形時，可使用 0 代表兩者間的關係。最後將全部集群的元素分

別列於矩陣的左方與上方，形成一超級矩陣。此外，矩陣中的 代 a

表 中元素與 中元素之成對比較的特徵向量，如果沒有影響關係則

特徵向量以 0表示，因此，超級矩陣的形式完全根據網路化結構而來。

以下附圖 24 之網絡結構為例，其超級矩陣即會呈現如下圖 25 所示之

形式。 

 

圖24 網絡結構範例甲 

資料來源：楊昇達，2005。 

 

圖25 網絡結構範例甲之超級矩陣 

資料來源：楊昇達，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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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一致性檢定：檢定比較矩陣中要素間之重要性必須符合 A>B 且 B>C則

A>C之一致性。 

7. 超矩陣的運算：將超級矩陣乘以各集群的權重，正規化為加權矩陣

（weighted supermatrix），再將加權矩陣多次相乘以後，將會收斂至一固

定值，如公式（1），稱為極限矩陣（limited matrix），此時即可得知各元

素的權重。 

公式（1）： ， 為加權矩陣  

如果超級矩陣中有影響形成迴圈（feedback loop），則極限矩陣不惟

一，將會有兩個或以上的極限矩陣出現，此時便利用公式（2）來計算

出其平均權重。 

公式（2）：  

8. 計算各個可行方案的相對重要性：在每一個評估準則下，分別進行各個

可行方案的相對重要性比較，建立成對比較矩陣，並求取最大特徵值及

對應的特徵向量，即可據以求得各可行方案的相對重要性權重。 

9. 選擇最適可行方案：優先權重值愈大者，被採納之優先順序愈高。 

二、 分析網絡程序法於本案之應用 

團隊藉上述各評估面向及其評估子面向間之權重計算程序，將可透過評估

尺度得到並預測所有評估面向、評估子面向間精確的內部關係，以及經互相影

響之作用後各評估面向、評估子面向的權重，從而可建立公共建設與評估方法

選擇之權重及模式，據以為機制運作之基礎。 

下圖 26 為團隊就本研究命題建構出的三層影響架構圖，各層之主要建構

內容說明如下： 

(一) 第一層：此為本案之研究標的 ── 建立公共建設與評估方法選擇之機制

與模式； 

(二) 第二層：為影響公共建設評估方法選擇之 4大評估面向指標，且除會直

接影響第一層研究標的之結果外，四大面向彼此亦具相互影響之關係； 

(三) 第三層：為 4 大評估面向下分別包含之 11 個評估子面向，而各組之子

面向與大面向間，以及子面向彼此間，皆具有相互影響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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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6 公共建設評估方法選擇之層級架構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而有關本研究欲透過分析網絡程序（Analytic Network Process, ANP）問卷

探討之層級關係，則共有以下四點： 

(一) 第二層評估面向（集群）對於第一層研究標的之外部相依關係； 

(二) 第二層評估面向（集群）之間的內部相依關係； 

(三) 第三層評估子面向（元素）與各自所屬第二層評估面向（集群）間的外

部相依關係； 

(四) 同一集群中第三層評估子面向（元素）之間的內部相依關係。  

至不同集群中各元素之相互關係，受限於研究時間與人力之限制，暫以集

群間內部相依關係之權重為替代表現。 

隨後根據以上架構，團隊設計出如後述之問卷題目，以收集專家學者對於

集群及元素間成對比較之價值偏好，再透過電腦軟體運算超級矩陣，得出最終

各面向（集群）以及子面向（元素）之於公共建設評估方法之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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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分析網絡程序問卷調查 

以上述分析網絡程序法之權重建構方式為依歸，藉專家學者會議之舉辦，

團隊共邀集 11 位府內外之專家學者，進行分析網絡程序中成對比較問卷之填

寫，以下簡要說明相關內容。 

(一) 問卷調查目的 

主要目的係盼透過分析網絡程序問卷之調查，將各別填卷者之意見，

進行層次分明的系統整合分析，調查結果以數值單位產出，除可清楚了解

各項因素間相對重要性之排序，亦可得出四大面向以及十一個子面向之權

重體系，從而建立公共建設評估方法選擇之機制架構，以為後續操作公共

建設複雜程度試算，以及相對應之評估方法規範的基礎。 

(二) 問卷調查對象 

本次問卷調查共邀集 11位府內外專家學者進行填寫，名單涵蓋成本效

益分析、經濟學、公共行政、公共建設…等專業領域，更於府內代表中特

別納入研考以及具實務公共建設操作經驗之機關，盼儘可能提昇問卷成果

之代表性以及實用性。詳細與會專家之名單則如表 11所示。 

表11 分析網絡程序問卷調查名單（依筆劃順序排列） 

身分 編號 姓名 單位 

專家

學者 

1 丁致成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執行長 

2 王雲東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3 李顯峰 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4 吳珮瑛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系教授 

5 林正修 海西諮詢有限公司主持人 

6 蕭乃沂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7 鍾慧諭 鼎漢國際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府內

代表 

8 吳陽龍 自來水事業處處長 

9 林德芳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企劃師 

10 徐月美 社會局副局長 

11 游適銘 財政局主任秘書 

 

(三) 問卷調查方式 

本次分析網絡程序問卷係透過專家學者座談會之方式，於 103 年 6 月

23日下午兩點至三點舉行之第一場次會議中完成。當日詳細議程如下表 12

所示，會議簡報及會議紀錄等資料則請參見附件五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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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第一次專家學者座談會議程 

場次 時間 流程 

第一場次  

分析網絡程序法評估 

15 分鐘 計畫概述及問卷填寫說明 

45 分鐘 問卷填寫 

 

(四) 問卷調查內容 

為使填卷者能對本案之理論與研究架構能有更全面的理解，針對本次

成對比較之分析網絡程序問卷，團隊分別設計有「說明資料」以及「填寫

內容」兩個部分。以下分別簡要說明，實際問卷請參見附件五之內容。 

1. 說明資料 

(1) 計畫簡介與會議目標 

就本案之計畫緣起、目的、進度，以及本專家學者會議之目標進

行簡要說明。 

(2) 理論方法 

主要引用經濟學中交易成本之觀點，說明影響公共建設評估方法

選取之考量因素。 

(3) 分析網絡架構及簡要說明 

說明本計劃所提的影響公共建設評估方法選取之要素，共涵蓋四

大面向以及十一個子面向，後並將以此作為本次分析網絡法問卷之架

構。 

(4) 公共建設評估方法之選擇機制初擬 

說明本計劃提出的公共建設評估方法之選擇機制，包含其呈現方

式以及操作方式。 

2. 填寫內容 

(1) 本卷分析網絡架構 

簡要說明研究團隊提出之公共建設評估方法選擇機制的分析網絡

架構，及選擇以分析網絡法決定各面向權重之考量因素。 

(2) 分析網絡法概述 

簡要介紹分析網絡程序法之理論以及操作方式。 

(3) 分析網絡法問卷填答說明 

以例題說明本問卷之作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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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問卷題目 

問卷評估採「成對比較」方式，找出各評估面向指標的相對重要

性。共包含兩個大部分。 

A. 第一部分：針對層級架構圖中之第二層指標進行討論。藉由成對比

較之方式，由填卷者選擇其認為較為重要的指標面向，以釐清政策

價值、建設目的、風險治理及資源投入四大面向影響公共建設評估

方法選擇的相對重要性，以及兩兩相互影響之相對重要性。 

B. 第二部分：針對層級架構圖中第三層指標進行討論。藉由成對比較

之方式，由填卷者選擇其認為在四大面向中較為重要的子面向指標

以釐清十一個子面向影響各所屬大面向的相對重要性，以及兩兩相

互影響之相對重要性。 

填卷者可依照每一題之敘述，對照題目左右兩側所呈現不同的面

向選項，以「兩兩比較」的方式，找出影響公共建設評估方法選擇之

面向與子面向的相對重要性。若認為左邊的指標重要性較大，在偏左

的適當強度中勾選；若認為右邊的指標重要性較大，在偏右的適當強

度中勾選。 

下圖 27為問卷中第二部分之比較範例：評估子面向相對重要性之

成對比較表。此處以建設目的為例，模擬兩兩比較「生產」及「生活」，

影響「生態」之相對顯著性，在此假定之勾選情境下，填答者認為相

較於生活對生態之影響，生產對生態之影響「比較顯著」。 

 

圖27 公共建設評估方法選擇 ANP問卷題目（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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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問卷調查成果 

本次調查共回收有 11份有效問卷，團隊於問卷回收後以 Super Decision

軟體進行矩陣之運算，分別得出如下表 13所示，11份問卷於四大面向以及

十一個子面向之權重值。 

表13 分析網絡程序問卷調查成果（編號為亂序） 

架構層級 評估面向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第二層 

政策價值 0.07 0.38 0.08 0.13 0.15 0.41 0.67 0.41 0.12 0.60 0.48 

建設目的 0.06 0.38 0.23 0.58 0.16 0.04 0.21 0.38 0.06 0.20 0.24 

風險治理 0.31 0.13 0.04 0.15 0.50 0.30 0.08 0.14 0.26 0.12 0.12 

資源投入 0.55 0.13 0.66 0.13 0.18 0.25 0.05 0.08 0.57 0.08 0.17 

第三層 

效果 0.50 0.75 0.50 0.50 0.88 0.17 0.13 0.13 0.75 0.50 0.75 

公平 0.50 0.25 0.50 0.50 0.13 0.83 0.88 0.88 0.25 0.50 0.25 

生產 0.66 0.16 0.08 0.26 0.06 0.10 0.05 0.06 0.65 0.33 0.14 

生活 0.16 0.66 0.44 0.53 0.70 0.20 0.26 0.63 0.22 0.33 0.14 

生態 0.19 0.19 0.49 0.21 0.24 0.70 0.69 0.30 0.13 0.33 0.71 

技術 0.20 0.14 0.06 0.11 0.33 0.20 0.08 0.20 0.08 0.10 0.22 

市場 0.70 0.43 0.18 0.48 0.37 0.10 0.23 0.73 0.19 0.26 0.71 

制度 0.10 0.43 0.75 0.41 0.30 0.70 0.69 0.08 0.73 0.64 0.07 

經費 0.45 0.64 0.14 0.43 0.26 0.58 0.18 0.09 0.64 0.43 0.71 

時程 0.45 0.10 0.14 0.43 0.69 0.28 0.06 0.62 0.26 0.43 0.24 

評估能量 0.09 0.26 0.71 0.14 0.05 0.14 0.75 0.30 0.10 0.14 0.05 

 

隨後，為提昇最終權重之信度（reliability），需再分別就每份問卷進行

一致性之檢定，以了解經矩陣運算所得之權重是否具備前後一致之邏輯。

當用一致性指標（Consistency Index, C.I.）來作判斷，C.I.=0時，表示填卷

者對 n 個要素相對重要程度的判斷完全具有一致性；而若 C.I.>0 時，則表

示填卷者對 n個要素相對重要程度的判斷並不連貫、前後邏輯不具一致性。

本研究規範以 C.I.<0.3為最大之容許值，據此，可得出剔除不一致性過高之

問卷的權重結果。至各別問卷之不一致性數值則如下表 14所示。 

表14 分析網絡程序問卷調查不一致性（編號為亂序） 

編號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不一致性 0.064 0.034 0.230 0.218 1.289 0.280 0.245 0.228 0.106 0.053 0.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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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權重建立 

經上述分析網絡問卷調查、矩陣運算以及不一致性檢定之程序後，以算數

平均數之方式處理 10 位專家學者依各自價值判定給予之權重數據，就本研究

提出之公共建設評估方法選擇架構，可得出如下表 15 所示，四大面向以及十

一個子面向之權重。 

表15 公共建設評估方法選擇評估面向及子面向之權重 

架構層級 評估面向 權重算術平均數 

第二層 

政策價值 0.33 

建設目的 0.24 

風險治理 0.16 

資源投入 0.27 

第三層 

效果 0.47 

公平 0.53 

生產 0.25 

生活 0.36 

生態 0.39 

技術 0.14 

市場 0.40 

制度 0.46 

經費 0.43 

時程 0.30 

評估能量 0.27 

 

本權重係以市府整體施政目標以及資源配置之方式為出發點，而綜觀所得

之數據，「政策價值」於四大面向中計得最高的權重、十一個子面向則以「公

平」、「效果」、「制度」三者的權重最高；至將兩者加權後，可得出如表 16 第

五欄中之評估面向加權值，而根據此份數據，於當前政社經文之背景下，市府

於進行公共建設相關評估時，「公平」、「效果」以及「經費」應為最關鍵之考

量面向。各子面向最終之加權值請見下表 16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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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 公共建設評估方法選擇操作簡表-評估面向加權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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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複雜度臨界區間界定 

根據本專案之緣起，各類型公共建設應依其複雜度之不同，而選用不同之

評估方法；研究團隊於完成建構複雜度評估之各大面向、子面向，並得出各面

向之相對重要性後，將依據北市府近年公共建設之資料，就各類型公共建設應

選用之評估方法提供規範性建議。 

一、 局處問卷實證資料回饋 

根據局處問卷調查得到之各類型公共建設複雜度數值（詳細過程於第四章

第三節說明）以及分析網絡問卷算出之權重架構，可得出各機關與其相對應建

設類型的加權後複雜度評分及各機關採行之評估方法，其內容如表 17所示。  

表17 各機關公共建設類型之加權複雜度評分（升冪排列） 

機關名稱 加權複雜度評分 現行評估方法 

原民會 1.69 KPI 

兵役局 1.75 KPI 

民政局 1.92 CEA 

消防局 2.01 KPI 

市場處 2.25 CEA 

勞動局 2.31 CEA 

客委會 2.39 KPI 

教育局 2.67 CEA 

社會局 2.90 CEA 

觀傳局 2.98 CEA 

翡管局 2.99 KPI 

都發局 3.01 CEA 

體育局 3.12 CEA 

地政局 3.14 CEA 

交通局 3.14 CEA 

警察局 3.17 KPI 

衛生局 3.32 CEA 

環保局 3.35 CEA 

工務局 3.40 CEA 

文化局 3.42 CEA 

北水處 3.73 CEA 

資訊局 4.00 CEA 

捷運局 4.56 C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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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所顯示之數值與排序為各局處於操作公共建設評估時之實然現況，除

顯示出各局處公共建設通案類型之複雜程度外，亦可藉此了解各局處目前實際

操作公共建設評估之方式與評估重點。 

二、 專家學者規範性建議 

針對上述實證結果，本專案分別於 103年 6月 23日下午以及 103年 8月 7

日下午，舉辦第二、三場次之專家學者座談會，盼借重與會專家之專業，就本

案提出之選擇機制，提供學術面以及實際操作面的規範性建議。詳細議程如下

表 18之內容，會議資料及紀錄請參見附件五。 

表18 第二及第三次專家學者座談會議程 

場次 時間 流程 

第二場次  

臨界區間判定機制及各項評估方

法適用性之討論 

15 分鐘 討論簡介 

90 分鐘 討論 

第三場次  

臨界區間及評估方法選擇之操作

機制討論 

15 分鐘 第一次會議及 ANP 問卷結果簡報 

105 分鐘 討論 

 

本次座談會專家學者涵蓋成本效益分析、經濟學、公共行政、公共建設等

專業領域，並邀集府內具備實際公共建設評估與執行經驗之社會局、自來水事

業處，以及財政局、研考會相關幕僚單位共同參與，盼於學術性之討論外，同

時納入市府於實際操作公共建設評估過程之經驗。詳細與會名單如表 19。 

表19 專家學者座談會與會名單 

身分 編號 姓名 單位 6/23 8/7 

專家

學者 

1 吳珮瑛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系教授  v v 

2 李顯峰  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v  

3 蕭乃沂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v v 

4 王雲東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v  

5 丁致成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執行長  v v 

6 林正修  海西諮詢有限公司主持人  v v 

7 華昌宜 財團法人國土規劃與不動產資訊中心資深研究員 v v 

府內

代表 

8 徐月美  社會局副局長  v  

9 吳陽龍  自來水事業處處長  v v 

10 陳志銘 財政局副局長  v 

11 游適銘  財政局主任秘書  v  

12 林德芳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企劃師  v  

本案

顧問 

13 鍾慧諭  鼎漢國際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v  

14 馮正民  國立交通大學交通運輸研究所教授  v 

15 張四明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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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檢視上述實證資料，並透過專家學者座談會之討論，則可以學術面的

規範性角度，進一步歸納出如表 20所示之評估方法選擇的複雜度臨界區間，以

及其相對應之評估方法。 

表20 公共建設評估方法選擇之複雜度臨界區間 

複雜度臨界區間 評估方法 

2分以下 簡易指標法（KPI） 

2分以上~4分以下 成本有效性分析（CEA）（含簡易指標法 KPI） 

4分以上 成本效益分析（CBA）（含簡易指標法 KPI及成本有效性分析 CEA） 

 

其中，複雜度 2 分以下之公共建設，考量其相關面向之單純性，團隊建議

採簡易指標法（KPI）之方式，即可得到其決策所需之足夠資訊；複雜度 2分至

4分之公共建設，由於涉及層面較廣，建議應以成本有效性分析（CEA）進行更

為完善的評估與考量；至於 4 分以上的公共建設，由於投入資源之多、操作複

雜度之高、影響規模之大，建議應以最完善之成本效益分析（CBA）方式，於

評估時儘可能將所有影響面向納入考量，以期將資源做最有效之利用。至有關

各機關公共建設通案之類型、加權複雜度評分以及相對應之評估方法，則如表

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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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各機關公共建設通案類型暨相應評估方法歸類 

國發會分類 本研究分類 建設個案舉例 機關名稱 
加權複雜度

評分 
評估方法 

文教設施 館舍 北原會館、凱達格蘭文化館 原民會 1.69  

KPI 衛生福利 公墓 軍人公墓 兵役局 1.75  

文教設施、 

衛生福利 
館舍、公墓 新移民會館、NGO會館 民政局 1.92  

都市建設 廳舍 消防廳舍 消防局 2.01  

CEA 

（含 KPI） 

都市建設 市場大樓 中崙市場、光華商場 市場處 2.25  

工商設施 館舍 職能發展學院、勞教館 勞動局 2.31  

文教設施 館舍、園區 客家文化園區 客委會 2.39  

文教設施 校舍 高國中校舍 教育局 2.67  

衛生福利 館舍 社福、老人、身障大樓 社會局 2.90  

交通建設 

（觀光） 
廳舍 台北探索館 觀傳局 2.98  

水利建設 水利 翡翠水庫水土保持工程 翡管局 2.99  

都市建設 住宅大樓 公營住宅大樓 都發局 3.01  

文教設施 館舍 區域運動中心、賽事場館 體育局 3.12  

都市建設 區徵、重劃 社子島、士科區段徵收 地政局 3.14  

交通建設 交通 轉運站、停車場 交通局 3.14  

都市建設 廳舍 警察廳舍 警察局 3.17  

衛生福利 館舍、公衛 北投觀光醫療暨健康保健中心 衛生局 3.32  

環境保護 公衛 垃圾焚化廠及回饋工程 環保局 3.35  

水利建設 水利、交通 
共同管道、河川、公園綠地 

工程 
工務局 3.40  

文教建設 館舍 博物館、藝文表演中心 文化局 3.42  

水利建設 水利 供水管網 北水處 3.73  

都市建設 光纖 光纖到府 資訊局 4.00  CBA 

（含 KPI 及

CEA） 交通建設 交通 捷運建設 捷運局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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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公共建設與評估方法選擇機制 

在完成前述研究與分析後，團隊則依據規範性之建議，擬訂公共建設與評

估方法選擇機制，以提供市府及各機關做為公共建設於選取評估方法之作業參

考。以下將就機制內容、各評估面向之意涵、各評估面向複雜度數值之意義，

以及評估組織運作建議分作說明，後以虛擬的捷運工程為例，針對各面向之複

雜度評估以及評估方法選擇流程進行範例演示。 

一、 選擇機制概述 

根據本節前述評估方法選擇之規範性分析，考量公共建設的四大評估面向、

十一個子評估面向，以及各面向之複雜度衡量需求，將評估方法選擇之作業程

序設計如下附圖 28 之流程示意。而無論最終得到之評估方法選擇建議為何，

皆需要再衡量該方法之評估總成本（包含溝通成本、執行成本），方能決定最

終欲採行之評估方法。 

確立評估面向

決定大面向及子面向之權重

子面向複雜度評估

計算加權後複雜度數值

加權後複雜度數值加總

比對評估方法選擇之複雜度臨界區間

得出評估方法選擇建議

衡量執行該評估方法之評估成本 (含執行及溝通成本)

定案執行該評估方法

綜整理論規範與實證研究結果

透過專家學者會議以分析網絡程序問卷(ANP)完成

建議以集體決策取得共識或由科股長以上人員評估

該大面向權重 X 該子面向權重 X 該子面向複雜度數值  

將各面向加權後之複雜度數值加總

透過實證研究及專家學者會議確立區間

 

圖28 公共建設與評估方法選擇機制之流程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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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縱整上述公共建設與評估方法選擇流程，團隊初步設計如下方表 22 之

表格，以供作業程序參考使用。 

表22 公共建設評估方法選擇操作簡表 

 

以下續就上述作業程序需要考量之個別項目進行簡要說明： 

(一) 評估面向：透過規範性的理論回顧以及實證性的局處訪談，統整出「政

策價值」、「建設目的」、「風險治理」及「資源投入」四大面向，作

為影響公共建設評估方法選擇之首要層面。 

(二) 評估面向權重：考量到各評估面向之交互影響，需透過專家學者座談會

以分析網絡法（Analytic Network Process）問卷完成。 

(三) 評估子面向：透過規範性的理論回顧以及實證性的局處訪談，分別於四

大面向下統整出十一個子面向，作為影響公共建設評估方法選擇之細項

元素，並可以此作為複雜度評估之指標項目。 

1. 政策價值：效果、公平 

2. 建設目的：生產、生活、生態 

3. 風險治理：技術、市場、制度 

4. 資源投入：經費、時程、評估能量 

(四) 評估子面向權重：考量到子面向對各自評估面向之影響，以及子面向間

之交互影響，需透過專家學者座談會以分析網絡法（Analytic Network 

Process）問卷完成，如本章第二節之作法。 

k*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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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評估面向加權值：將上述「評估面向權重」以及「評估子面向權重」相

乘，可得出各評估面向之加權數值。 

(六) 評估子面向複雜度評估：主要討論公共建設於各子面向之複雜程度，在

考量公共建設的類型特性後，透過李爾量表（Likert Scale），各面向之

評分採 1至 5分的級距（k*），由集體決策分別賦予由低至高 1至 5的

數值。所填數值愈小，表示公共建設在該面向所展現的複雜或影響程度

較低；分數愈大，則表複雜或影響程度愈高。並在完成評估子面向複雜

度評估後，即可以四大評估面向為單位，得到評估子面向複雜度數值

（k*），利用評估子面向複雜度數值進行加權分析。 

(七) 複雜度總加權值：將上述「評估面向加權值」以及「評估子面向複雜度

評估（k*）」相乘後再加總，即可得出一加權後之複雜度總加權值（k+）。 

(八) 建議評估方法：經上述過程得出複雜度總加權值（k+）後，再將此值對

照專家建議的公共建設評估方法臨界值表格，得出配對之評估方法選取

建議。其中的臨界值範圍亦需由專家會議綜合考量規範性和實證性的因

素加以分析擬定，如本章第三節之作法。 

二、 評估組織運作建議 

(一) 評估子面向複雜度評估 

影響因素項目的評估子面向複雜度評估，其評分將以各局處或府內歷

年案例累積之處理經驗與各局處承辦能量作為基礎，並嗣經教育訓練予以

完善；若再綜合考量評估的公正性，建議可由各局處自行經由內部團體決

策或由科長以上層級之人員完成評估。惟，若局處對於影響因素或複雜度

評分因政經社文之環境產生巨變或政策驟變難以決斷，或該公共建設涵蓋

市府過半機關之參與，複雜度評估部分亦建議可循例外管理模式，另成立

跨局處組織協助評分作業。 

(二) 評估面向權重以及評估子面向權重評估 

權重分配主要係確定公共建設評估方法選擇，其與評估子面向複雜度

與權重的分數決定性質不同，前者僅需立基於單一公共建設進行評斷，建

議交由府內局處或跨局處組織進行評分即可；後者則應以府內中長程規劃

之整體願景，或府內首長的政策走向進行調控。因此本案建議權重分數應

成立專家團隊，透過專家會議凝聚共識，並配合政策變動及國內情勢依需

要檢討；至政經社文環境及政策施行若無丕變，則可續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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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配對模式演示-以捷運工程為例 

在經由開專家會議分別決定四個評估面向之權重，以及評估面向下各評估

子面向指標之權重後，為判定公共建設所涉及之複雜程度，首先需就四個面向

所包含的各項評估子面向指標，進行由低至高（1 至 5 分）的複雜度評分。其

次，再將上述兩項權重與原有之各評估子面向複雜度評估數值相乘，全數相加

後，取得最終之公共建設整體複雜度加權評分。最後即可依此數值，對照專家

會議決定之評估方法臨界值，得到相應的評估方法選擇建議，並同樣在確實評

估執行該方法之評估總成本後，確認該公共建設欲採取之評估方法。 

因此，各局處主要需分別就四大評估面向的評估子面向指標，分別討論其

複雜度評估數值，並填入表中第（6）欄位。以下以捷運建設作為評分範例，

其為金額重大的實體建設，因此在評估子面向複雜度評估部分的時程以及經費

數值皆屬較高，而且捷運採用的工法可能對於工程周邊帶來地質上面的影響，

因此在技術及生態的複雜度亦偏高，各子面向之複雜度評分請詳見表 23第（6）

欄之數值。（其餘各類型公共建設之複雜度評分範例請參見『附件七、指導性

文件』第四章案例分析） 

隨後，先將第（2）欄評估面向之權重、第（4）欄評估子面向之權重分別

相乘，得出第（5）欄之加權數值，接著再分別將此第（5）欄評之數值與第（6）

欄估子面向複雜度評估數值相乘，再將各項加權後複雜度數值相加，得到第（7）

欄括弧中 4.79分的數值，比對專家會議決定的評估方法臨界值（可參見本章第

三節表 20），則可得到第（7）欄中「成本效益分析（CBA）（含簡易指標法（KPI）

及成本有效性分析（CEA））」的評估方法建議。 

至此，評估小組即可在衡量該評估方法之執行及溝通成本後，確認針對本

項公共案件欲採行之評估方法。以上過程及評估方法選擇結果請詳見下頁表 23

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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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公共建設評估方法選擇操作簡表（以捷運建設為例） 

 

  

（含 KPI

及 C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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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公共建設整合評估流程 

由上述各評估方法之比較可知，簡易指標（KPI）、成本有效性分析（CEA）

及成本效益分析（CBA）概為決定公共建設計畫是否可行之主要評估方法，係

屬經濟可行性之評估；而財政衝擊分析及財務分析，則多可在計畫具社會經濟

可行性後，據以判斷個方案之財務或財政資源之效率評比，係屬財務可行性之

評估。其作業流程略可以圖 29表達。 

 

圖29 公共建設整合評估流程 

註： KPI 為簡易指標法、CEA為成本有效性分析、CBA為成本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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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續就上述評估流程作業程序需要考量之個別項目進行簡要說明：  

一、 經濟可行性評估 

經濟可行性評估是在了解各公共建設之建設價值，透過建設成本及效

益之評估，分析各公共建設值不值得推行。 

(一) 三合一評估機制 

依照各公共建設案件之複雜程度，從經濟可行性評估的三種評估方法，

選擇各案件適宜之計畫評估方式進行評估。說明如下： 

1. 簡易指標（KPI）：複雜度較低的公共建設，將建設中的成本與效益進行

敘述式說明。 

2. 成本有效性分析（CEA）：複雜度較簡易指標為高，其評估內容除將可

將建設中之成本與效益進行敘述式說明外，尚可將成本進行貨幣化說明，

且效益可進行量化說明。建設若可做到成本有效性分析（CEA）者，則

亦可完成簡易指標評估（KPI）之內容。 

3. 成本效益分析（CBA）：公共建設複雜程度最高之評估方式。其評估內

容須將公共建設之成本及效益進行貨幣化計算。由於成本效益分析所需

評估內容最為完備，所以公共建設若可做到成本效益分析（CBA），則

亦可達到成本有效性（CEA）及簡易指標評估（KPI）之需求內容。 

(二) 命題已定之公共建設 

公共建設規劃除各機關按照民眾需求及機關所轄內容進行研提外，亦

會受到市政白皮書及中央機關政策進行影響；此類之公共建設將有上位的

指導性原則及預期目標之限制。而命題已定之公共建設，雖無須進行民眾

需求之調查及研擬，但於規劃實行時，建議仍透過其建設之複雜程度，進

行三選一評估機制，了解建設之成本與效益，以利後續建設方式之選擇。 

(三) 替選方案研提 

於經過經濟可行性方法評估後，各項公共建設均應已完成其建設經濟

性評估成果。而各建設依其評估成果，應提出同樣建設目標之同質或異質

之替選方案。如：改善仁愛路交通壅塞，可透過捷運、公車或交通號誌等

異質性交通建設方式進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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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財務可行性評估 

於上述經濟可行性評估後，可以了解各公共建設應有其建設之價值。

惟，由於地方預算窘迫，於評估公共建設之經濟可行性後，將透過財務可

行性評估了解各公共建設之財源籌措及後續執行方式。 

(一) 財務分析 

透過各公共建設之成本及收入，了解其公共建設是否可以收支平衡。

若無法收支平衡，則市府須另籌財源進行補助，或引入其他民間資源；而

若公共建設可以收支平衡或有盈餘，可視其性質，委由民間辦理。 

(二) 土地使用議題考量 

公共建設有部分牽涉到土地使用議題，例如：聯合開發、區段徵收、

產業建設等。由於其財務內容不僅為其建設本身之收支，尚需同時考量建

設對其周圍影響土地範圍之影響，因此建議此類公共建設應再進行財政衝

擊分析。 

(三) 財政衝擊分析 

財政衝擊分析，其著重於公共建設所帶來的稅收影響，而公共建設與

土地使用議題相關之內容，其對於周邊原有之商家及地價所造成之帶動或

提升，其回饋至稅收，如：房價上漲之地價稅、契稅及土地增值稅等。對

於公共建設來說，若其有財政衝擊之效益，應回饋至財務分析作為收入之

一部，納入財務計算。 

三、 排序 

透過財務可行性分析之財務評估及財政衝擊分析，依其評估數值可進

行後續排序內容，以利分配市府財政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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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評估機制實證分析 

為探討目前各重大案件實際評估決策流程及方式，同時基於各項公共建設

案件性質及內容不同，本案經由文獻回顧、深度訪談、問卷調查及現場觀察四

種研究方法，針對決策與執行單位兩個層級及過往會議紀錄與實際參與決策會

議等方式，期以實證了解並檢討各類案件的計畫評估操作模式。以下分別簡要

概述本案採用之四種實證分析，詳細內容則請參閱本章第一至三節之說明。 

一、 文獻回顧 

由目前調查所知，臺北市公共建設在各局處件並未有統一的評估方法或流

程。因此為求了解各局處過去於公共工程案件決策時的方式及採用的評估方法，

團隊經由各局處近年提案及預算決定等涉及公共建設決策之會議紀錄，透過蒐

集、鑑別及整理等方式，進行系統性分析。 

下表 24為本案於深度訪談前，向各機關蒐集之資料清單。 

表24 深度訪談受訪局處提供文獻清單 

 

二、 深度訪談 

針對臺北市府 102-105 年公共工程中程計畫，挑選 1 個預訪談、8 個正式

訪談，共計 9個局處進行深度訪談。透過各局處引言案例資料推展通案的方式

了解各局處決策流程與評估要項，並回饋至本專案規範性機制之內容。詳細訪

談分析請見本章第二節，深度訪談紀錄請詳見附件三。 

三、 問卷調查 

透過問卷調查方式，針對本專案擬定之影響評估方法選擇架構中各面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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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雜程度進行評分，以了解各機關業務範圍內之公共建設通案類型，於各面向

之影響與複雜程度，以及其辦理評估之考量重點。詳細問卷分析請見本章第三

節，問卷調查樣本請詳見附件四。 

四、 現場觀察 

為了解各局處針對不同類型的公共建設案件計畫評估之方式，於計畫期程

中列席各局處之決策會議，以及每 1~2月召開之副市長會議，藉由會議觀察府

內計畫評估及決策模式，以回饋至前述規範性之評估機制、評估流程、評估面

向以及面向權重等項目。 

四種實證分析所採方法之研究對象、調查目的以及辦理成果則可簡易羅列

如下表 25。 

表25 實證分析內容對象及研究目標 

調查方法 對象 調查目的 辦理成果 

文獻回顧 
會議紀錄、審

查作業 

 透過會議紀錄及審查資料蒐集與

回顧，書面綜整評估方法採用之考

量因素。 

透過深度訪談蒐集

各局處引言案例相

關資料。 

深度訪談 

局處首長（主

秘（含）以上）

及暨負責科、

股長 

 了解現行決策過程及評估方法採

用之考量。  

 吸取對本案所提公共建設評估方

法選擇架構及評估面向之建議。 

共計訪談 9個局處 

（1 個預訪談、8 個

正式訪談）。 

問卷調查 

局處首長（主

秘（含）以

上）、科股長及

一般承辦人員 

 了解各機關於公共建設評估方法

選擇時之考量重點。 

 了解各類型公共建設在 11 個評估

子面向的複雜程度。 

共回收 127 份有效

問卷。 

現場觀察 審議會議 
 列席審議會議，觀察未列於前述文

獻之實際評估與決策考量因素。 

共累積參與 3/17、

5/16、6/25、7/28 共

4 場專業機制小組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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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現行制度回顧 

本節將就現行之臺北市政府重大公共建設計畫預算編列與審查機制進行簡

要回顧，以做為後續局處深度訪談以及問卷調查之基礎。 

目前臺北市政府重大公共建設計畫預算編列與審查機制詳如下表 26。 

表26 臺北市政府重大公共建設計畫預算編列與審查機制 

法規 內容概要 

預算法第34條與中央及地方政府預算

籌編原則第 2點第 3項 

重要公共建設應先製作選擇方案及替代方案之

成本效益分析 

臺北市地方總預算編製要點第 10點 

各機關達五千萬元以上之新興房屋建築工程計

畫，應依臺北市政府工程經費估算原則填報工程

經費估算書，送請主計處組成專案小組先期審查 

臺北市政府各主管機關編製概算應行

注意辦理事項第 6點 

各主管機關概算項目其屬重大新興計畫者，應先

專案簽報市府核准，始得編列預算 

臺北市政府各主管機關編製概算應行

注意辦理事項第 10點 

對於重大新興施政計畫及重大公共工程建設計

畫，應先檢討鼓勵民間參與投資 

臺北市地方總預算編製要點第 16點 
各機關概算項目屬公共工程中程計畫者，應送請

研考會複評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主計處。 

一、 重大公共建設計畫審查流程 

(一) 各機關概算項目屬公共工程中程計畫者，應送請研考會複評。 

(二) 各機關（基金）規劃辦理新興延續性計畫總投入資源達 5,000萬元（含）

以上者，應指派熟悉計畫人員主稿，加編市府所定計畫說明書及資金需

求表，連同概算書，送請主計處併同臺北市政府公共工程中程計畫及研

考會複評意見等相關資料，由年度計畫及預算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為

預委會）工作組進行初審後，再提報預委會進行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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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各局處審查程序 - 範例（捷運局） 

以捷運工程為例，其因尚需中央預算支持，審查程序需再分為地方與中央

兩個階段。 

(一) 地方 

捷運路線規劃與工程大多屬中長程計畫，需由捷運局初評，研考會複

評，市長簽核後，才得以進入分年預算額度。 

(二) 中央 

依「大眾捷運系統建設及周邊土地開發計畫申請與審查作業要點」，臺

北市捷運局提出新興捷運系統時，須經過可行性研究、綜合規劃、施工前

置作業等階段，其中可行性研究、綜合規劃過程中必須先經跨局處的推動

小組（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建設計畫及周邊土地整體開發研議委員會

推動平台）審查同意，並獲交通部同意，交通部始逐年編列補助費用。 

另外，各項捷運路線興建工程中，需考量財務收益、財源籌措、風險

評估、環境影響評估、都市計畫等面向。 

三、 臺北市政府公共工程中程計畫 

臺北市政府公共工程中程計畫從民國 70 年起編制迄今，其主要為配合歷

任市長市政白皮書、研考會擬定之 2020 年長程發展綱領及各機關核心業務所

擬定之市政導航計畫。其所定之公共建設計畫期程為 2年以上，工程性質相同

且適合作全市系統性佈建者，或工程雖位於單一地點，但其服務範圍為全市性

質、或對全市發展具策略性意義者；目前最新修訂期程為 102至 105年度，以

「美麗、友善、多元、科技」臺北城的施政目標與願景。 

102 至 105 年度公共工程中程計畫涵蓋臺北市府 14 個機關，共計 34 個計

畫單元，各機關計畫單元內容分為連續性工程及新興工程 2類，並由各機關按

照需求排列優先執行次序。各計畫單元依性質（連續性工程或新興工程）經費

含括 101 年至 106 年，包括目前 101 年核定執行經費、102 至 105 年概估經費

及 106年度延續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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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7 102至 105年度市府中程計畫與國發會公共建設分類類型對照表 

    局處 

 

分類 

教育

局 

產業

發展

局 

工務

局 

交通

局 

社會

局 

警察

局 

衛生

局 

都市

發展

局 

文化

局 

消防

局 

捷運

工程

局 

臺北

翡翠

水庫

管理

局 

地政

局 

臺北

自來

水事

業處 

小

計 

農業建設 -- -- 1 -- -- -- -- -- -- -- -- -- -- -- 1 

都市建設 -- -- 2 -- -- -- -- 1 -- -- -- -- 2 -- 5 

交通建設 -- -- 5 1 -- -- -- -- -- -- 2 -- -- -- 8 

水利建設 -- -- 2 -- -- -- -- -- -- -- -- 1 -- 2 5 

工商設施 -- 1 -- -- -- -- -- -- -- -- -- -- -- -- 1 

能源開發 -- -- -- -- -- -- -- -- -- -- -- -- -- -- 0 

文教設施 4 -- -- -- -- -- -- -- 3 -- -- -- -- -- 7 

環境保護 -- -- -- -- -- -- -- -- -- -- -- -- -- -- 0 

衛生福利 -- -- 1 -- 2 1 2 -- -- 1 -- -- -- -- 7 

小計 4 1 11 1 2 1 2 1 3 1 2 1 2 2 34 

資料來源：本案整理自臺北市政府研考會、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綜觀上述內容以及第二章文獻回顧之資料，各國對於重大公共建設方案之

評估方法選擇上仍是以成本效益分析為主要評估方法，尤其在我國相關法規對

於重大公共建設之先期評估，更將成本效益分析列為計畫執行與否的評估依據

與方法。但實務上，中央重大公共建設依據其性質，所進行的可行性評估並未

完全採用嚴謹的成本效益分析方式，且即使為成本效益發源地美國，依據建設

特性或不同層級政府政策使命，評估方法亦未必完全採用成本效益分析。 

在臺北市部分，目前依照中央上位法令，在預算編製原則中，仍將成本效

益分析作為重大新興施政計畫，或重大公共工程建設計畫執行與否重要依據之

一。惟根據實證研究之結果，受限於計畫本身之性質、相關資料之可即與可用

性、評估之作業時程以及各機關人力配置等因素，並非每項公共建設都能達成

完善之成本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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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局處深度訪談 

於完成現行機制之回顧以及初步評估要項之建構後，延續前述在地科學主

義之精神，本專案盼透過局處深度訪談的質性研究方法，進一步釐清市府決策

主體與環境之特性與限制。 

一、 深度訪談目標 

為能實際了解市府內各局處於辦理公共建設之決策流程、評估要項與所需

面對的困難，本案特別於實證分析研究部分安排局處的深度訪談，盼藉此程序

收集到的資訊與建議，能協助研究團隊建構出更為完善且實際可用的公共建設

評估方法選擇機制。深度訪談之內容包括以下兩項重點： 

(一) 針對局處「公共工程中程計畫」內之個案或所提訪談個案，於現行計畫

評估制度運作上的評估項目、重點及評估方法； 

(二) 針對本專案研提之公共工程與評估方法選擇機制，有關評估構面的基本

看法和相關具體建議。 

另由於本案之主題專業性質較高，除依照市府公共工程中程計畫中之辦理

局處，審慎挑選較具代表性之 8個局處作為主要訪談標的外，更增加「臺北自

來水事業處」做為預訪談之單位，透過預訪談的進行，以確認本案訪談內容與

方向，並透過訪談局處提供的資料及意見，作為後續局處深度訪談的範本。 

本案共邀請渠等局處管理階層（主任秘書級以上）以及負責科、處長進行

訪談，並由本案計畫主持人或協同主持人擇期帶領計畫團隊進行深度訪談及請

教。訪談局處及個案詳如下表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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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8 深度訪談局處與個案總表 

局處 訪談個案 
訪談時程 

時間 對象 職稱 

自來水處 
建置供水系統 

備援備載 
五期二階計畫 103年 3月 28日 吳陽龍 處長 

捷運局 捷運建設第二階段 信義線東延 103年 4月 10日 張澤雄 主任秘書 

工務局 

（未編入中程計畫） 文林抽水站新建工程 

103年 4月 24日 

黃治峯 處長 

（未編入中程計畫） 
文山區福興路及辛亥路排水

分流與調洪池規劃工作 
陳郭正 總工程司 

產業局 環南市場改建工程 環南市場改建工程 
103年 4月 21日 陳庭輝 專門委員 

103年 4月 25日 王夢龍 主任秘書 

社會局 
老人福利機構及 

設施工程 

北投區奇岩段老人綜合福利

大樓新建工程 

103年 4月 22日 
徐月美 副局長 

103 年 5月 5日 

都發局 （未編入中程計畫） 
南港區台肥出租國宅 

更新改建 
103年 4月 28日 高文婷 總工程司 

教育局 
高中職校舍 

新（闢）建工程 
景美女中綜合大樓興建工程 103年 4月 28日 馮清皇 副局長 

文化局 （未編入中程計畫） 臺北市影視音產業園區 103 年 5月 5日 劉維公 局長 

體育局 
運動場館 

新（闢）建工程 

2017世大運新建場館 -  

國際網球中心 
103 年 5月 9日 陳良輝 主任秘書 

資料來源：本案製作。 

實際訪談則分成三個階段進行，每階段目標如下，並依各局處個案與辦理

情形進行問題研擬與調整（各局處詳細訪談議題詳見附件三）： 

(一) 第一階段 - 實證探討 

擬透過各局處於公共工程中程計畫選取個案或局處建議之代表性案例

作為標的，了解市府各局內公共建設評估方式及流程。 

(二) 第二階段 - 實務與理論對應 

將前階段探討的各局處目前實施評估方式與流程，與本案之五項計畫

評估方法進行對應，分析各局處應採或未來可採用之公共建設評估方法。 

(三) 第三階段 - 評估構面及項目建議 

於公共建設評估方法選定後，探討局處評估時應考量的面向與指標，

並對本案提出之四大面向及十一個子面向架構提出建議或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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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深度訪談整理 

(一) 臺北市自來水事業處（預訪談） 

1. 局處決策流程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以下簡稱北水）負責的公共建設，通常會先依照

當時的時空背景以及都市計畫判定需求，再藉專業知識設定目標，接著，

才會評估財務計畫是否能夠支撐這樣的目標；假若無法，則會再視需要延

長投資年限，或是調整細項工程啟動的先後順序。 

北水的計畫基本上以 40 年為一期，一期再劃分為四階段的方式進行。

處內在完成相關規劃後，為簡化來回會簽與修正的行政流程，多會將計畫

上提至市政會議或早餐會報，方便市長及相關局處了解計畫全貌，完成一

次性的解釋與溝通。最後，依照自來水法的規範，大型建設計畫原則上皆

須提報行政院核定，待通過後，北水即會依照該期計畫之框架原則，分階

段實行；不過儘管各期計畫是以 40年為範疇，經費提報卻是依照階段，也

就是每 10年需要做一次檢討、修正並重新提報。 

2. 局處評估觀點 

由於現行之自來水事業處仍屬公益事業，相較於財務收支，北水在進

行評估時，仍會以滿足需求為首要的考量；換句話說，財務計畫對該處來

說是支撐計畫而非主導計畫，畢竟事業預算原則上的確須達到自給自足，

但營利就並非北水的主要目標。 

而隨著自來水相關建設與技術之成熟，北水的建設目標亦已由四期的

確保水量供給，轉為五期的水質提升進行規劃，並由局部需求轉向以北部

整體用水需求為考量。除了滿足基本的需求外，也會將水質、施工技法以

及危機處理等要素納入考量，例如價值工程的思維、設備損壞會減少多少

供水、嚴重旱災期間的備水存量等，整體來講可說是走在民眾需求之前。 

以汐止與南港地區的設備為例，在評估要用臺灣生產每公尺 20萬，或

是日本生產每公尺 50萬的管材時，就會將災害可能產生的影響列為優先考

量，像是施作地點、搶修速度等關鍵因素，結果也許也是決定使用 20萬元

的管材，但並非全然基於直接成本最低的追求。 

3. 局處計畫評估方式 

由於用水關係到基本的民生需求，再加以其工程本質，在計劃評估時

多僅用到指標法加上簡易的財務分析，且其中有關財務及經濟效益的論述

也較為籠統，例如可以滿足大臺北民生供水需求、南港工業區用水需求，

或是可以增加多少產值等等；而即使有做到部分要素的量化，也多僅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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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到水價的計算，透過以結果尋求原因的方式，假設在相關支出、人事費

用、送水率等因素不變的情況之下，因為多少的投資金額和折舊率，回推

水價應該要訂多少才可達到收支平衡。 

至於評估的執行方式，受限於資料收集的工具，以及人力成本上的考

量，北水多採委外方式執行，然而根據過去的合作經驗，由於臺灣很多顧

問公司都是工程背景，在財務、經濟效益面的分析著墨不多，北水還是會

在相當程度上維持對計畫的掌控，透過共同參與的方式，一方面作為相關

技能的進修，一方面也可以減少事後修正的成本；在該處提出的建設目標

下，藉處內同仁與委外公司相輔相成的合作關係，提高公共建設評估的完

善性。以五期二階計畫為例，評估報告中最後一章的財務分析，便是由處

內與中興工程的財務單位相互合作，才得以完成。 

  

圖30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預訪談-吳陽龍處長 

4. 小結 

(1) 公共建設評估發展與特性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針對全臺北市的供水系統，從中央的整體供水

計畫為出發，歷年來陸續鋪設供水網絡，並配合都市防災進行備援系

統的規劃。以引言案例「五期二階」或處內其他的公共建設而言，多

以市民需求做為主要考量。評估方面則以以財務計畫為主軸，再以水

價來做為財務的槓桿，成本部分由於處內為類工程單位，有相關人員

或委託顧問公司進行成本的評估，較為完整且貨幣化，但效益的部分

則是以論述為主。而以引言案例而言，雖然在提送市長早餐會報時曾

被要求進行效益貨幣化，但仍未進行相關評估。由於自來水事業處與

其他單位的預算編列方式不同，其主要經費來源是來自於機關水費盈

餘，因此在評估公共建設財務時主要考量的重點系為成本。自來水處

主要是希望各區可以擁有同樣的供水品質，因此主要就是按照上述的

需求量與成本做為考量，且為全市的工程，所以評估不見得需要使用

到成本效益分析，可能以成本有效性分析即可作為自來水處公共建設

評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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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計畫單位評估 

本次為深度訪談之預訪談，透過自來水處的個案訪談取得引言個

案文件類型，及與局處相關承辦作基本溝通後並修正訪談問題，以供

後續局處訪談參考。 

自來水事業應屬公益事業，以滿足民眾需求為主，以滿足需求的

供給量估算出來後，再考量財務計畫是否得以支撐供水需求金額，比

如水價是否需要調漲以支撐整體預算額度。計畫評估之報告，於資料

蒐集或是使用其他評估方法，則是透過委外方式辦理，但處內也有參

與施作財務計畫評估部分，與隱喻的成本分析概念。 

依據上述訪談內容，自來水處之計畫評估方式應為財務評估及未

完善之成本有效性分析。局處評估面向及內容整理如表 29。 

表29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各面向評估重點 

評估面向 評估子面向 局處評估重點 

政策價值 
效果 力求經費以及水資源投入之最大效益 

公平 以各區可享有同樣的用水品質為依歸 

建設目的 

生產 以穩定、高品質的供水帶動經濟活動之發展 

生活 目標由四期的確保供給，轉為五期的品質提升及風險預防 

生態 以環境永續為考量 

風險治理 

技術 除既有技術外，亦會將國外最新技術、材料納入評估 

市場 主要需考量設備損害或洪旱期間的用水需求風險 

制度 本項評估面向未提及 

資源投入 

經費 由於水價主控權在中央，目前多以其他方式平衡經費 

時程 一期 40年計畫可再細分為四階段，每階段各 10年 

評估能量 受限於人力以及分析工具，多將評估外包再由處內督導 

 

(二) 臺北市捷運工程局 

1. 局處決策流程 

捷運局應受大眾捷運法等相關條例規定，且其多數工程規模龐大，因

此多依法令程序辦理評估與審查。程序上是由地方政府、民意機關提案，

由捷運局進行路線評估，認為路線有施作必要，考量路線周邊都市計畫、

財政與都市發展等，進行成本效益分析。而由於捷運牽涉範圍不僅限於單

一縣市，必須由臺北市、新北市，兩市之副市長主持的臺北都會區大眾捷

運系統建設計畫及周邊土地整體開發研議委員會推動平台審查，與交通、

工務、地政、財政、主計等局處協商並取得共識，簽報市長核可，並於取

得市議會承諾書後再上報中央。縣市決策流程齊備後，依大眾捷運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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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待相關文件齊備進行審查。審查核可後，還要報到國發會審議，最

後才會報行政院核定。 

2. 局處評估觀點 

捷運興建規劃主要係為顧客需求導向，包括上級長官、議會或民意有

相關需求，就會提案至局內進行研析。但捷運建設並不完全依照民眾需求，

也帶有供給面的因素，如：社子線的規劃系為配合整體都市計畫，具有帶

動當地經濟發展的意義。除此之外，捷運建設也會配合市長政見或政策白

皮書進行規畫，但政見內容還是須經過計畫評估，按照評估的程序，依照

評估結果決定是否辦理。 

3. 局處計畫評估方式 

捷運局按照大眾捷運法規定，需進行成本效益分析，因此局處內皆採

用此評估方式進行分析。基本上捷運路線須通過成本效益（經濟益本）評

估，但並不是經濟益本比過關就一定會執行，中央可能會有政府財務壓力、

資源平衡分配等考量，而裁示計畫延期或是沒有全部核定所有分期計畫。

如捷運環狀線，中央僅核定部分路線，而當初沒核定的路線若要繼續執行，

因為時空環境改變則財務計畫必須重新評估。 

交通建設若只能用財務評估那幾乎無法過關，但是以捷運局內在評估

捷運建設而言，經濟效益是越大越好，而財務至少要維持基本損益平衡。

但經濟效益有幾個項目是有爭議的或不容易量化，以社會公平而言，捷運

的特點是可以讓所有人方便使用，且又是綠色運輸與人人可搭之公平運具，

應比私人運具更有社會效益，但相關效益並不容易反應與加權，難以量化

及貨幣化。除此之外，還有如空氣污染、碳排放等效益還難以量化評估部

分，即使是有中央擬定的相關辦法或文件，對這些項目如何認定還是不甚

明確，這部分未來或許可以更精進，但目前捷運局所用的評估方式與計算

方法中央是予以認同的。  

捷運初期路網於 74年核定後，分期進行路網的鋪設，而後續路網興建

的排序，由於最後核定權限在中央，受限於政府財政分配等原因，中央認

為路線還是應一條條進行建設，所以就會衍生出市府路線興建的排序問題。

路線興建的排序其實相當敏感，因為每一條路線代表的民意都會認為自己

應最優先，且各地發展條件不同，因應中央審議要求，捷運局曾採用相關

指標去評估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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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捷運工程局訪談-張澤雄主任秘書 

4. 小結 

(1) 公共建設評估發展與特性 

捷運局與中央單位的如：交通與水利建設一樣，局內公共建設長

久以來都有進行社會效益之評估，並受法規規範評估內容及項目，基

本上為目前府內局處公共建設評估相對完整的單位。但檢視其評估，

就學理上仍有部分瑕疵，如:土地增值依中央規定納在經濟效益的計算，

惟在效益評估時已反映在旅運時間的節省，若再計入將衍生重複計算。

此外，捷運局目前的公共建設評估多為委外，1公里路線評估經費約為

100-120 萬，做一個正式的捷運建設經濟效益評估可能需花費上千萬。

但由於捷運局建設的生產面特性是需要大量經費及技術的投入，且須

關切各群體的可及性、機動性等，並以促進周邊經濟活動作為目的。

因此捷運建設須倚靠成本效益分析來了解其建設各面向的影響。 

(2) 計畫單位評估 

捷運建設基本上以需求導向為主，供給導向為輔，而無論個案起

因為何，由於投入資源龐大，皆會依照現行法規進行成本效益（經濟

益本）評估，並以損益平衡為財務分析之依歸，判定是否有執行效益；

其評估報告相較其他機關，於貨幣化的處理確實較為完善，然對於評

估項目之考量尚有些許瑕疵。 

捷運局內同仁皆具備執行評估之能力，然受限於業務量與時間之限

制，多將評估採委外方式進行；至於經費部分，各路線先期可行性評估

計畫之委外金額，大約為每公里 100-120 萬臺幣。針對本案提出之評估

面向，捷運局的關切重點如下表 3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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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0 臺北市捷運工程局各面向評估重點 

評估面向 評估子面向 局處評估重點 

政策價值 
效果 需投入大量資源，效果亦相當廣泛 

公平 主要關切各群體是否享有同樣的大眾運輸易達性 

建設目的 

生產 除工程相關產業，亦能間接促進許多經濟活動之發展 

生活 完善的大眾運輸系統將能大幅提昇民眾生活之便利性 

生態 會將相關工程對生態環境之影響納入考量 

風險治理 

技術 相關工程技術門檻高，且需面對都市既有之管線與脈絡 

市場 由於部分路線為供給導向，於通車前難以確切掌握需求 

制度 基於自償率之要求，須納入民間參與之考量 

資源投入 

經費 投入資金龐大 

時程 於評估、規劃、審查、施工等階段皆耗時甚長，且有施工期限之壓力 

評估能量 
局內同仁多具備完整的評估能力、評估經費亦足，惟部分評估仍需委

外以紓解局內業務壓力 

 

(三) 產業發展局市場處 

1. 局處決策流程 

當前與市場處相關的公共建設主要有兩種類型，第一種是市場環境本

身太過老舊，或是係屬市長政策白皮書的項目，比較偏向公益導向、在所

不惜，無論成本都必須要執行的公共建設，例如環南市場的改建，或是早

期傳統市場的遷建工程等；第二種則是為回應市場內攤商或是市場周邊居

民的需求，並期望藉由環境、功能的提升，挹注市場處的營業基金，比較

偏向效益導向的公共建設，例如中崙市場、光華商場二期的興建工程等。 

而無論是何種工程，市場處的決策流程首先都會由改建成本著手，接

著考量工程和財務上的可行性，最後再納入相關利害關係人的意見，縱整

為一份規劃報告。若成本規模龐大，或係與市長重要政見相關，就會再上

提到早餐會報，由府級做出決策；而若成本規模較小，且較無政治、政策

上的考量，則會再進行簡易的成本有效性評估，視效益決定執行與否，以

及執行的方式。 

2. 局處評估觀點 

針對市場處第一種類型的公共建設，無論成本為何，為了滿足使用者

或是主政者的需求，就是必須執行，整體來說較傾向需求導向的邏輯。以

環南市場為例，由於其建物年齡即將屆滿五十年，作業環境窳陋，再加上

市場本身具備之訊息傳播中心特質，對臺北市政府來說壓力甚大，即使財

務評估未過，改建仍屬勢在必行；又再如早期因應城市發展需要而強制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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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的傳統市場，由於政府對此類攤商需負擔部分社會責任，即便無法藉租

金回收成本，新建工程仍必須執行。 

然而，由於市場處本質上仍是營利單位，針對第二種類型的公共建設，

雖然起因同樣為利害關係人之需求，但在評估時會納入更多效益面的考量。

第一層係視其是否有效益來決定興辦與否；第二層則係視其效益之規模，

來決定興辦方式：若是該個案可以挹注市場處之基金，且民間亦有收益可

能的，就會採 OT 或是 BOT 的方式納入民間參與；而若是個案必須保留較

多公部門的使用空間，對民間來說缺乏投資誘因，就會再依工程規模決定

是要由市場處自辦，或是委由市府內其他單位，如工務局新工處、捷運局

等機關代辦。 

此處以中崙市場為例，由於當時評估的益本比大於一、自償率較高，

故採 BOT的模式，要求得標單位提供兩層空間給臺北市政府做零售市場使

用，而市府除了權利金外，也會從得標單位的攤位租金收入抽取部分費用，

得以挹注市場處之基金；而因為市場改建後，通常都會對攤商收取較高的

租金，採 BOT主要並不是考慮到純做市場無法回收成本，而是個案本身是

否具備吸引民間參與的特質。 

3. 局處計畫評估方式 

由於決策的需求，市場處最基本都會做到財務收益評估，並著重於成

本估算的部份，其中除了新建工程成本外，亦包含兩次搬遷以及臨時場地

之成本。而若財務收益評估結果不如預期，但該個案又屬上述第一種在所

不惜的改建工程時，往往會再納入其他非貨幣化之效益，就諸如使用者舒

適度之提昇、環境衛生之改善等項目，做一些量化甚或只是敘述性的補充，

但並沒有做到成本效益分析中貨幣化的動作。 

其評估的困難之處主要可分為資料收集的困難，以及人力資源的不足

兩個面向。由於傳統零售市場營運模式和一般超級市場不同，前者並沒有

統一的營收節點和系統，人員和貨物的流動率均高，數據難以收集；再加

上攤商係屬查定課稅，在委託學術單位做問卷調查時，多數攤商不願意提

報真實的營業額，最後僅能得到顯然低估的數值，不具參考意義。至於人

力資源的部份，由於市場處本身職員流動率高、業務繁雜，除了沒有足夠

的人力自辦評估外，亦沒有多餘的時間和精神進行去安排相關評估方法的

教育訓練。總體看來，評估能量可說是相當匱乏。 

不過，因為市場處在進行政策遊說、爭取經費時對數據的高度需求，

目前有計畫在光華新天地的個案再次嘗試，可能藉稅捐、補償或是補貼單

位的資料切入，或是透過單一營收系統的研發、建置，盼能得到較為精確

的數值；不過由於精確度的提昇也勢必會影響評估的執行成本，確切方式

都還尚待長官研商、定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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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 產業發展局市場處訪談-王夢龍主任秘書（左）、陳庭輝專門委員（右） 

4. 小結 

(1) 公共建設評估發展與特性 

市場處於本次深度訪談系以「環南市場」作為引言案例，而在處

內的公共建設案件中，由於需整合攤商與附近里民等的需求及利益的

協調，因此建設辦理時間較長，其興建與整建需求係來自不同的單位，

但是其服務係以攤商量來做為評估，再來比較方案的成本高低。上述

方式雖係屬財務分析，但也隱喻了成本效益的分析，例如：以成本對

上需要服務的攤商量，即使實際上並未進行成本有效性的評估，但有

隱含成本有效性的概念。 

(2) 計畫單位評估 

市場處之公共建設主要可以分為需求導向以及效益導向兩種類型，

然無論分類為何，目前都以財務分析為主要評估方式，再視需要輔以

攤商服務量，或是敘述性的效益。針對第一類需求導向的公共建設，

無論評估結果為何，基於其提供服務的高度需求性及其中隱含的政治

因素，都必須執行；至第二類的工程，則會再視其效益決定推行與否。 

有關評估的執行，囿於傳統市場本身高度流動、查定課稅的特性，

實於評估資料的收集上有諸多尚待克服的限制；此外，由於處內業務

龐雜，人員流動率高且嚴重不足，相關評估多採委外方式辦理。針對

本案提出之評估面向，市場處的關切重點如下表 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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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產業發展局市場處各面向評估重點 

評估面向 評估子面向 局處評估重點 

政策價值 
效果 以滿足需求為主要考量，或係為兌現政治承諾 

公平 需讓臺北市內各市場可享有同樣的作業環境 

建設目的 

生產 期望藉由環境之改善，帶動市場內經濟活動之活絡 

生活 若為改建，可改善攤商、消費者以及附近居民之生活品質 

生態 本項評估面向未提及 

風險治理 

技術 需就批發與零售性質之不同做差異性規劃 

市場 需考量不同利害群體對該公共建設所能提供之服務需求 

制度 若有效益，會評估是否有納入民間參與的可能 

資源投入 

經費 需考量來回搬遷、興建的成本，並取得與低廉租金間之平衡 

時程 需投入大量時間與攤商進行溝通、利益協調 

評估能量 
局內人員流動率高且業務龐雜，多將評估委外進行；而資料收集上亦

有相當的困難 

 

(四) 社會局 

1. 局處決策流程 

社會局本身會針對臺北市內福利需求與設施的供需差距分析，來擬定

中長程的建設計劃，例如北投奇岩的長青樂活大樓便是很典型的例子，根

據局內的資料，該地區的老年福利設施與需求不成比例，因此當奇岩重劃

區有一塊可用之地時，該案便應運而生。 

另外，正如同所有的公共建設，社會局亦需面臨民意的要求以及上級

的政治決策，然而由於局內多數建設具有較難達到收支平衡的特質，無論

個案源頭為何，都需要回歸到社會局專業的需求分析，若經評析後真正有

其執行的必要，才會再視個案性質決定是否上呈至早餐會報；而若評析結

果顯示該案不可行，然又係屬市長的政策白皮書之一，則需具名理由，提

請研考會解除列管。 

由於福利相關之建設經費多直接來自市政預算，需求評析過關後，若

有找到可用之地，只要市府支持，就會直接尋公務預算方式編列經費；而

若該案需要各局處或是不同介面之整合，又或是市長必須掌握執行進度的

重大政策，則會再上呈至早餐會報，例如廣慈博愛院的個案，便因為其高

度的複雜性以及特殊的興辦方式，而成為必須上呈早餐會報的公共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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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局處評估觀點 

如同先前所述，社會局本身會依據臺北市各區人口之福利需求量，以

及該區既有之福利設施的供給量，去進行公共建設執行與否的評估，主要

係屬需求導向的評估觀點。不過整體來說，局內建設無論是基於需求、政

策或是法令而啟動，多屬必須不計成本的公共建設，較缺乏經理性評估後

再決定是否推動的彈性。 

接續上述觀點，多數上呈至早餐會報的個案，亦由於社會福利政策與

建設的受惠者，多為社會中較為弱勢、特別需要政府出面介入關懷的族群，

效益評估除了特別看重經費投入該設施所產生之服務量外，上級通常不會

有太多額外的評估要求。以老人福利中心為例，該筆經費可以提供多少的

服務人次、可以為老人創造多少的活動空間、可以舉辦何種、幾場次的活

動等數據，便是目前府級長官要求，且較為重視的評估重點。 

3. 局處計畫評估方式 

社會局多數公共建設基於服務提供的必要性，以及產生效益的複雜和

外溢性，多採成本有效性分析的方式完成公共建設計劃之評估，舉例來說，

諸如穩定社會底層需求以降低騷動情緒、老人吸收保健知識帶動健保支出

減少、政府分擔身障家庭之照顧壓力等成效，局內除了認為有貨幣化上的

困難外，亦多視其所提供之服務，係為無論評估過關與否都必須執行的公

共建設。 

而依照個案複雜程度之不同，社會局會決定計畫評估係採自辦，或是

委外借重民間專家學者之專業進行；然局內本身人力之不足、業務量之繁

重，以及其職員背景缺乏對成本效益分析方式之理解等事實，亦在相當程

度上限制了社會福利建設於評估方式的選擇。 

 

圖33 社會局訪談-徐月美副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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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結 

(1) 公共建設評估發展與特性 

社會局之公共建設之提供，主要是依照市長的施政白皮書來，並

配合檢討各區需求來進行設立。而其公共建設評估方式，主要係以建

設成本及實質收入來進行財務評估，並未將公共建設周邊效益進行貨

幣化。但，社會局於提出公共建設需求時，於 102 年經財政局建議局

內應進行成本效益分析，因此局內同仁自辦一社會福利之成本效益分

析。雖上述分析名稱為成本效益，其實質內容僅為社會福利之效益面

的敘述及量化的表達，應僅為成本有效性分析。但社會局內部係本次

訪談中惟一比較分析採用成本有效性進行評估之單位，以服務量及家

庭來作為公共建設外部效益的討論。由於社會局之公共建設多為必須

提供、照顧弱勢之公共建設，即使未做到完整的社會效益評估，但由

於其計畫特性，應可用成本有效性分析做為評估方式。 

(2) 計畫單位評估 

社會局主要依據本身對臺北市內福利需求與設施的供需差距分析，

來擬定中長程的建設計畫；而由於社會福利建設本身成本難以回收的

特性，效益部分的衡量除了特別看重經費投入該設施所產生之服務量

外，上級通常不會有太多額外的評估要求。 

至於實際執行之部分，目前社會局之評估以財務分析為主，成本

有效性分析為輔；且基於人力以及評估能力上之限制，多將相關評估

採委外方式辦理。針對本案提出之評估面向，社會局的關切重點如下

表 32所示。 

表32 社會局各面向評估重點 

評估面向 評估子面向 局處評估重點 

政策價值 
效果 多以服務量為評估重點 

公平 關注不同社會群體是否皆能享有同樣的資源 

建設目的 

生產 對經濟活動的直接影響小，但對受惠家庭來說有相當程度的間接影響 

生活 關注公共建設提供之服務能提升多少受惠家庭之生活品質 

生態 本項評估面向未提及 

風險治理 

技術 本項評估面向未提及 

市場 以服務需求與福利設施之供需差距為評估重點 

制度 受限於本身人力，需在營運期納入民間參與的可能 

資源投入 

經費 
由於係屬非做不可之社福建設，會將經費投入比例納入考量但並非評

估重點 

時程 本項評估面向未提及 

評估能量 受限於局內同仁所學專業，較缺乏經濟或財務評估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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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工務局水利處 

1. 局處決策流程 

水利處現在執行的公共建設，大約可以分為已開發都市計畫地區之補

強，以及新都市計畫地區之搭配規劃。前者若為未達中央法規降雨容受度

標準的地區，水利處就會綜合考量水理學以及基地現況，得出要做分流的

路線、量體以及滯洪池的尺寸等，然後再依照這樣的規格去概估土地取得

的費用、當年度的工程費用，得到最終的方案及總和成本；至於新興都市

計畫區、重劃區的部份，則是會配合該計畫的研訂，同樣以中央法規之標

準為依據，和道路系統同步進行排水系統和抽水站的規劃，例如士林北投

科技園區的抽水站便是此類情形。 

待規劃案完成後，由於水利工程為攸關政府效能、評價的重大公共建

設，且需要不少跨部會的合作，都會再提到府級長官主持的會議，例如「總

合治水推動委員會」、「活化淡水河推動委員會」等，若該案在府級會議中

通過，水利處便會編列預算以利執行。 

2. 局處評估觀點 

水利工程的評估觀點主要都是依照中央法規的標準，例如民國 95年設

置的「總合治水推動委員會」，便根據在日本、歐美地區的考察，以 20、30

年的期程去做總合治水的規劃；而對臺北市來說，短期內係以中央法規為

目標，中、長期則希望可以有更高的標準。 

而由於基本標準已定且不具降低的彈性，處內最常處理的會是待補強

地區的建設排序，在這部份，首先會從過往的淹水紀錄，去看積淹水頻率

特別高的地區；其次就是將這些高淹水頻率的地區，與覆蓋人口密度的資

料相互比對、疊圖，得出必須優先處理的高密度、高頻率範圍；由於人口

密度高代表淹水損失也高，相對民眾也會期待市府有所作為，例如興隆的

個案便是符合這樣的評估要件。 

至於效益的部份，由於水利工程本身不具理性評估後巨幅改變決策的

彈性，係屬必須執行的公共建設，是故無論是針對有形或是無形的效益，

水利處並沒有太多的著墨。 

3. 局處計畫評估方式 

如同多數傳統工程，水利處使用的評估方法基本上脫不出本益比之計

算，成本主要是市價徵收的土地取得成本，以及整體工程費用；而效益部

分則可分為無形的，像是人民感受，以及有形的例如積淹水災損計算等。

其中，針對有形損失的部份，臺灣大學王如意教授以民國 90年納莉風災數

據為基礎的研究報告「水災損失評估系統模式之建立」，便有將土地區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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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區、工業區、農業區等用途，去計算不同水深的淹水損失，然處內僅

將該報告列為參考，並未正式引用作為水災損失的效益評估。 

然而在執行的實然面，正如同先前所述，水利建設除了係屬傳統工程，

它還具備了依法必須執行的強制性；而當初中央在制訂治水標準時，其實

就已經做過成本效益分析的評估，地方在這部份扮演的比較是執行的角色，

僅有將標準上調，而沒有下降的彈性。 

至於評估的執行方式，基本上會依照公共建設在工程上的難易度，來

決定係要將評估委外、處內審核，或全部交由處內自辦。諸如集水區改善

等較大型的工程，多會將規劃、評估與設計一併委外；但小型的像是全市

側溝改善的部份，水利處就會自行規劃。 

  

圖34 工務局水利處訪談-黃志峯處長、陳郭正總工程司 

4. 小結 

(1) 公共建設評估發展與特性 

水利處之公共建設主要係以政策規畫為主，以「不能造成淹水」

為目標進行施作。其計畫評估主要係以工程影響範圍來做為主要內容，

而除了社子島以外，處內公共建設大多未做財務評估。雖處內工程單

位能夠計算工程成本，但收入部分，以下水道為例，由於未有實質收

入所以並未進行估算。因此處內大多是以簡易指標，與隱喻的成本有

效性概念來進行計畫評估。而由於積淹水對於民眾來說攸關生活安全，

且配合氣候變遷影響，所以水利建設為民眾對政府公共建設的重要需

求之一，且其設施應未能有實質收入，因此如果有需求及成本之估算

即可進行施作，比較傾向是以簡易指標的方式來進行公共建設評估。 

(2) 計畫單位評估 

水利處的公共建設主要皆係為達到中央訂定的治水標準，而由於

該標準具有法律的強制性，事實上較無評估後再判定是否執行的彈性，

處內多僅依據個案與標準值之差距大小，來排定執行的先後順序；整

體來說，其評估方式較偏向簡易指標、局部財務分析，並在決定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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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時隱喻部分成本有效性分析的概念。 

至於評估的執行方式，水利處基本上會依照公共建設在工程上的

難易度，來決定係要將評估委外或交由處內完全自辦，而處內亦多具

備與委託單位共同研析、協作評估報告之能力。針對本案提出之評估

面向，水利處的關切重點如下表 33所示。 

表33 工務局水利處各面向評估重點 

評估面向 評估子面向 局處評估重點 

政策價值 
效果 積淹水與否對該區之生活環境有關鍵影響，且屬民眾能直接有感之建設 

公平 各區皆必須達到同樣的法定治水標準；皆能免受積淹水之苦 

建設目的 

生產 藉降低積淹水頻率，降低其造成的經濟損失 

生活 積淹水頻率的降低必能大幅度提升該區居民之生活品質 

生態 會將工程對生態環境的影響納入考量 

風險治理 

技術 主要考量不同工程技術之興建成本，以及執行、維修之難易 

市場 
能不積淹水為民眾認為政府必須提供的服務之一，故水利相關之公共建

設需求穩定 

制度 本項評估面向未提及 

資源投入 

經費 會計算益本比，但由於為依法必須執行的公共建設，經費並非考量重點 

時程 有來自民眾之壓力，特別是其中執行排序以及季節性的部分 

評估能量 以工程難易度作為區分委外或自辦的標準 

 

(六) 都市發展局 

1. 局處決策流程 

都發局原為都市計畫處，業務大抵為都市計畫、都市設計、測量等，

與工程無關；自民國 93年與國民住宅處合併後，始有國宅維護、新建公營

住宅等公共建設之業務。 

而近年來，臺北市內住宅需求與供給的失衡，向來是市府急欲解決之

問題，為提出適當的解決之道，並配合市長於民國 99年提出的公營住宅政

策，都發局首先與三大工會攜手合作，就臺北市內既有之國民住宅，進行

一份涵蓋建物結構、消防以及基段工程的總體檢報告；換句話說，在了解

需要解決的問題後，都發局首先進行的是既有資源的評估與盤點，接著再

就每個個案不同的建築以及環境特性，去排列出拆除改建的先後順序。 

此外，除了舊有國宅的改建，市府若有新的素地釋出，或是有任何市

有土地參建分回的部分，也都會優先爭取評估做為公營住宅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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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局處評估觀點 

針對舊有國宅的改建工程，首要的關鍵當然是國宅本身的建物現況，

接著才會納入安置基地、社會因素以及自償率等考量。以南港台肥出租國

宅為例，會市府被列為優先改建之個案，主要是基於耐震效果不佳、後續

維護管理費高等因素；且由於公營住宅政策的首要目標，是要提供平價出

租住宅給有需求的青年，台肥國宅的交通區位相對方便，綜合考量後便被

列為優先施作之試點。 

利用既有國宅進行改建，提升的容積不但能連帶提升服務之人數，全

面更新後的使用年限更可往後延長，再加上以投資報酬率的角度，估計約

35 年後可以將成本回收，國宅改建因此成為都發局在執行公營住宅政策時

的首要考量；至於施作之方式，臺北市政府基於社會服務的角度，採取全

部自辦而非 BOT之方式，以較慢之推動進程換取較多的住宅存量。 

至於市府釋出新素地之利用，則多以取得成本低、位於住商區、交通

便捷、高容積等條件為優先考量，然而最重要的仍是周邊社區接受度，假

若在規劃時面臨到較多社區的抗爭壓力，都發局就會將該基地的優先順序

往後調整。 

3. 局處計畫評估方式 

都發局最常使用的是財務分析的評估方式，基本上以成本之回收以及

服務量為首要考量；其中修繕成本與改建成本之相互比較，確實有部分成

本有效性評估之意涵，卻非該局的考量重點。 

而關於評估的執行，單以公營住宅來說，計畫評估多由局內同仁親自

操刀，是故，也因局內人力上的限制，目前並沒有多餘的資源與時間，可

以做到成本效益分析的評估。 

 

圖35 都市發展局訪談-高文婷總工程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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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結 

(1) 公共建設評估發展與特性 

都發局的建設目前於局內的國宅處及都更處進行施作，建設係以

市長的施政白皮書為主，並輔以財務分析進行評估。而由於本次引言

個案為國宅建設，國內國宅品質過往常為人詬病，因此都發局未使用

民間參與的方式來進行建設，而是以政府為主要推動者，其背後所代

表的意義，是此建設未純粹以財務角度來進行評估，而是納入社會效

益，如：提供國宅、保障青年住居、提升國宅品質等來進行建設評估

考量，且國宅建設也是以維修與興建的成本加以比較，來比較保留及

新建國宅的整體成本。但目前都發局未將上述效益進行相關質化或量

化的效益評估，但未來可能可以透過成本有效性的評估方式來加以描

述。 

(2) 計畫單位評估 

都發局於公營住宅方面之建設，主要係為回應市民需求以及市長

所提之政策白皮書，亦屬於必須執行之公共建設。針對既有國宅改建

的部分，原則上會先以建物現況為主，其次再將安置基地、社會因素

以及自償率納入考量；而市地新建部分，則以周邊社區之接受度為關

鍵因素，其次才為基地本身之社會因素與使用特性。 

整體來說，都發局較常使用的是屬於以財務分析為主，成本有效

性分析為輔的評估方式；且計畫評估多由局內同仁自行辦理。針對本

案提出之評估面向，都發局的關切重點如下表 34所示。 

表34 都市發展局各面向評估重點 

評估面向 評估子面向 局處評估重點 

政策價值 
效果 主要係為達成民眾以及市長政策白皮書之需求 

公平 需保障市民的居住權益 

建設目的 

生產 望能鼓勵更多青年在北市就業、生活，創造更多經濟效益 

生活 降低長途通勤的需要，提升民眾之生活品質 

生態 本項評估面向未提及 

風險治理 

技術 本項評估面向未提及 

市場 臺北市的住宅需求度高 

制度 
選擇以犧牲執行效率換取更多公營住宅供給量，故不納入民間參與的

可能 

資源投入 

經費 
會將維修與興建成本相互比較，以做出最有效益之選擇；另亦須將中

繼安置成本納入考量，整體來說支出難以回收 

時程 需考量事前溝通、協調，以及前後搬遷和興建之時間 

評估能量 
局內具備執行財務分析之評估能量，並未委外辦理評估；然計無足夠

時間與人力去執行成本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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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教育局 

1. 局處決策流程 

針對教育局於公立高中、國中、國小業務範圍內的公共建設，無論是

由市內各級學校依照需求主動提出，或是有中央、地方政策引導之建設，

如校舍耐震度補強、風雨操場之配置等，局內首先會就各校之提案進行統

整，爾後由新興工程評估小組針對各校需求進行評估，接著再依此評估結

果進行第一階段的排序，決定有哪些個案可以排入當年度新興工程之範

圍。 

各校提案在進入該年度新興工程範圍後，還會再依執行的優先順序進

行第二階段的排列，接著，教育局會將這份初步決定的排序呈送至研考會，

而研考會在進行相關資料的研析後，還會再安排實際會勘，最後由市府新

興工程決策小組決定是否確要編列執行預算。 

2. 局處評估觀點 

各級學校在提出公共建設時，除了政策引導之建設類別，也會依照各

自的中程教育發展計畫，於每年向教育局提出一至三項建設需求；而就各

校提出的需求，教育局在評估的實際依據則主要有各校工程檔案史、工務

單位訂定的合理工程規模，以及以班級數量為基準、由主計處審核通過的

各級學校營運標準。 

此外，教育局向來以「公平」、「卓越」以及「可讓人選擇」三個要點，

在思考公共建設的資源分配。其中公平部分強調的並不是人人都有獎的公

平，而是基礎硬體需求是否有被滿足；其次，待需求被普遍滿足後，才會

再追求各校的卓越發展，並由教育局配合各校人員進行全面性的體檢，希

望藉由硬體設施與軟體教學相互配合之方式，達到教學卓越的效果；而若

能確實達成前兩項目標，便可以提供北市家庭更多就學上的選擇。 

接續上述軟硬體相互配合之概念，近年來少子化、數位化的教育議題，

也會被列為評估的考量要件，諸如新建大樓的規模、設備以及空間配置等，

都應該配合時勢做出適宜的調整。最後，作為學生頻繁接觸的教學、生活

空間，以及周邊鄰里防災使用的公共空間，安全要素對教育局來說，也是

在評估公共建設時，相當關鍵的考量。 

3. 局處計畫評估方式 

在教育局的公共建設項目中，若係為上述有政策引導之建設，由於必

須執行之性質較高，且可運用資源固定，即多採取簡易的指標評估；至於

其他建設，在以「公平」為目標的階段，基本的財務分析搭配部分成本有

效性分析，是教育局最常使用之評估方式，重點多放在成本之投入，以及



建置臺北市政府公共建設經濟社會財務效益專業評估機制案 

90 

可服務學生數等量化的關係上。究其原因，除了教育投資的高度必要性外，

其效益醞釀期長、外溢效果廣泛等，都使其難以做到量化以及貨幣化的分

析。 

  

圖36 教育局訪談-馮清皇副局長 

4. 小結 

(1) 公共建設評估發展與特性 

教育局的公共建設比較特殊，因為其需回應中央以及地方的需求，

基本上是以滿足需求作為主要評估重點，並以各校或各區平均分配作

為主要分配原則（如:每區一個建設）。除滿足學校需求外，教育局有時

須受到中央政策影響進行政策導向建設，如：因應氣候變遷，校園兼

為防災收容所，所以需增加校舍耐震、及防災收容功能等。而除政策

需求外，教育局知公共建設為一由下而上的提案方式，由各校提出需

求並進行財務評估，依據建設經費及未來的收入（如：活動中心地下

停車場收費），再由教育局或併同研考單位進行審查，因此局內現行之

公共建設評估應以財務評估為主，並兼有隱喻的成本有效性分析（如：

提高教室數、服務學生數等）。 

(2) 計畫單位評估 

教育局目前並未辦理正式評估，在衡量公共建設時多以滿足各校

需求為主，並輔以「公平」、「卓越」以及「可讓人選擇」三大要點作

為建設目標。而由於教育本身效益醞釀期長、外溢效果廣泛等特性，

著實難以進行深入的經濟效益評估；目前多以基本的財務分析搭配部

分成本有效性分析之方式進行衡量，並且多會將重點放在成本之投入，

以及可服務學生數等量化的關係上。 

針對本案提出之評估面向，教育局的關切重點如下表 3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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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 教育局各面向評估重點 

評估面向 評估子面向 局處評估重點 

政策價值 
效果 以「公平」、「卓越」以及「可讓人選擇」作為目標 

公平 分配給各學校之資源必須平均，且要能滿足基礎硬體之標準 

建設目的 

生產 本項評估面向未提及 

生活 
除了從環境面提升教學以及學習品質外，安全更是其中相當重要的考

量要素 

生態 本項評估面向未提及 

風險治理 

技術 需配合軟體教學需求設計硬體設施 

市場 首要係為滿足各級學校之需求 

制度 本項評估面向未提及 

資源投入 

經費 以工務單位訂定的合理工程規模為考量 

時程 本項評估面向未提及 

評估能量 
具備部分財務分析之能力，然教育本身效益醞釀期長、外溢效果廣泛

等特性，其資料難以進行量化或進行貨幣化之評估 

 

(八) 文化局 

1. 局處決策流程 

針對文化局眾多公共建設類別中的產業園區，由於其與產業高度相關

的特性，文化局傾向由民間自行提案，以提案者自身對產業的了解，判定

未來十年後的產業發展會需要何種設備或辦公需求，然後再由文化局檢視

其是否有符合產業創新的基本目標，以避免由政府單方執行，最後產出與

現實趨勢完全脫節的產業園區。待規劃案完成後，只要財務評估可行，並

確實就權利金的部份做好完善的規劃，基本上府級長官不會給予太多額外

的意見，待預算在議會通過，民間亦有單位承接，案子便可直接啟動。 

以臺北市影視音產業園區的個案為例，當初便是透過產發局、觀傳局

以及相關業界的協助，進行市場產業之調查，藉此理解業界對文創影音相

關產業之真實需求。 

2. 局處評估觀點 

有關該局的公共建設，考量到當今文創、影視音產業快速變化的特性，

文化局多將重點放在目標是否夠明確、計畫是否夠創新，以及執行效率是

否夠高等面向，以避免喪失產業趨勢或先機；而除硬體建設外，推動產業

的核心政策等軟性要項是否能夠搭配，也是文化局認為相當重要的關鍵。 

此外，除了量化的分析外，文化局亦相當重視財務以外的建設價值，

根據局長劉維公的說法：「我個人也很重視數字管理，例如開多少次會或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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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多少設計師等，我甚至還認為不同文化設施都該建立相應的績效指標，

但除數字管理外，對文化建設來說，還要能有說感人故事的能力。」 

3. 局處計畫評估方式 

身為臺北市政府的局處之一，文化局的公共建設仍會比照相關規範執

行相應之評估，其中多以財務分析為主，但基於文化相關議題之抽象性，

局內仍會就其直接和間接效益進行補充，略帶部分成本有效性分析之意

涵。 

而由於文化創意產業本身高度的變動性，文化局亦認為自己尚有許多

在摸索的地方，再加上有限之人力，相關評估報告目前也多採取委外方式

進行，但會與局內密切合作，達到相輔相成的效果。 

以臺北流行音樂中心為例，當初亦是委請顧問公司做財務分析的部份，

但審查會當天局內在檢視其財務計畫時，卻發現該顧問公司根本不懂流行

音樂產業，現場超過一半的評審委員以及局內同仁，都對其財務分析結果

抱有不同的看法。於是，文化局便開始針對評估報告中的投入成本、門票

收入、租金收入及市場分析等財務項目，與顧問公司來回研析其假設之合

理性與計算方式，並在期間將局內之政策目標帶入，例如重點並非物業管

理，而是該場地能保障幾位流行音樂者的幾場演出，或應該規劃多少主表

演廳的使用額度給臺灣的音樂工作者等，藉此多次來回的溝通，共同完成

一份完善且具有實際意義的財務可行性分析報告。 

  

圖37 文化局訪談-劉維公局長 

4. 小結 

(1) 公共建設評估發展與特性 

文化局近年來其政策發展改變，從以往的文化資產保護的被動建

設，到近年來的臺北藝術中心、松山文創園區及影視音園區等的主動

建設，配合促參的精神引入民間能量。因此文化局對於民間的提案、

對於產業的了解和判定產業發展的需求作為政策或執行上的重點，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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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由公共建設來帶動新興的產業或提升產業價值（如：臺北流行音樂

中心）。相較於其他局處的公共建設主要是供給較為廣泛的市民，局內

的建設較為著重在部分特定的社群或產業，但局內公共建設評估並未

有將其文化或跨界的效益進行計算，基本上僅配合民間參與規定進行

財務分析。但由於其建設目標，如：吸引產業、引入人才及增加視聽

人口等，有進行效益的敘述及部分量化，因此除財務分析外，也帶有

隱喻的成本有效性分析概念。 

(2) 計畫單位評估 

針對產業園區的公共建設，由於其餘業界高度關聯的特質，目前

多以政府祭出相關政策、民間自提規劃方案為主。而考量到當今文創

和影視音產業快速變化的特性，文化局多將評估重點放在目標的明確

性、計畫的創新性，以及執行效率等面向。 

至於建設評估之執行部分，目前多以財務分析為主，再就其直接

和間接效益進行補充，略帶部分成本有效性分析之意涵；就局內本身

人力之限制，目前相關評估多以委外辦理為主，並由文化局人員與委

託單位相互協調、合作。針對本案提出之評估面向，文化局的關切重

點如下表 36所示。 

表36 文化局各面向評估重點 

評估面向 評估子面向 局處評估重點 

政策價值 
效果 除配合市長政策與城市發展目標外，亦望藉以帶動新興產業 

公平 盼能創造文化產業廊帶及街區，發展各區文化特色 

建設目的 

生產 透過政府建設帶動產業及人才進駐 

生活 希望藉由文化建設提升民眾生活品質 

生態 本項評估面向未提及 

風險治理 

技術 本項評估面向未提及 

市場 
有部分確定廠商，但仍望招攬更多相關產業廠商進駐；民眾部分也僅

止於特定族群，望能開發更多藝文消費族群 

制度 局內案件多為民間自提，或透過 BOT等民間參與方式 

資源投入 

經費 
主要採取民間參與，只要財務評估可行並就權利金做好完善規劃，原

則上府級長官不會給予太多額外的意見 

時程 
由於文創、影視音產業的高度變動性，公共建設之執行速度為相當關

鍵的考量 

評估能量 
由於人力有限，評估多以委外為主，然而局內確實具備理解、檢閱評

估報告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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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體育局 

1. 局處決策流程 

臺北市網球相關設施過於零散，且偏向休閒取向，而自聽障奧運後，

臺北市一直想籌建網球相關設施。目前臺北市能夠舉辦大型網球賽事的只

有小巨蛋等少數場館，但小巨蛋的使用方式較為多元，基於國家網球運動

發展與區域均衡發展概念下，提出網球中心建設。 

由於總統過去曾有發展網球運動的施政理念與政策宣示，體育局多係

配合中央政策去執行，而且臺北市網球界也相當期盼在北市有個網球中心，

讓賽事舉辦、選手培訓等相關需求可以被滿足。根據上述原因，體育局才

會去建構網球中心這樣的構想。但由於網球中心用地需要較大面積，且必

須兼顧區位交通，上述用地需求在臺北市不易尋找，經過多方尋找後，才

透過教育局釋出民權東路六段之學校用地興建網球中心，後續配合臺北市

2017 世大運主辦權，在短期內就可以將網球中心作為當年度網球項目的賽

會地點。 

而體育局原則上年度的維修工程是由局內自行辦理。但，由於大型體

育場館興建（如:網球中心）會牽扯到大筆預算投入，事前委請顧問公司進

行相關評估，評估完成後再向市府報告，經過市府內部開會討論決定興建

與否，體育局只是作為幕僚機關而已。 

2. 局處評估觀點 

臺北市在進行大型體育場館建設時，除市政主軸外，還需考量教育部

體育署上位的計畫與政策。單以體育場館來說，體育場館的興建也得考量

區域內縣市的狀況並相互配合，因此中央規劃基礎是以區域體育設施的網

絡架構，並整體進行統籌評估；如網球中心本身是國家政策，所以政策導

向的成分很大。臺北市過去舉辦大型網球賽事，都有相當觀賽觀眾，且社

區網球場地的使用率也相當高，體育局預估網球人口應是逐年成長，對此

局內是採分期開發方式因應，若有達到一定的需求量，便可以進行硬體擴

充。成本與規模當然是由市長作最後決定，同時也必須考量目標如何達成。 

體育局公共建設成形都有其政策導向並以引出建設目的，至風險治理

在本局則會涉及場館賽後的利用，避免閒置不用，並應該有後續的營運或

居民之使用等。因此局內的公共建設興建評估為視有無前期的政策指導，

再來才會考量資源投入問題，資源當然也得考慮中央現有財源（如:網球中

心由於籌建經費相當龐大，市府有向中央申請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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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局處計畫評估方式 

體育局目前的建設屬於公益性質的國家基礎建設，此類型建設財務評

估後興建成本未必能完全回收，但以網球中心為例，希望透過網球中心所

帶起的網球風氣，帶動觀賽人口上升，或讓選手有良好的培訓場所並提升

成績，提升臺灣國際形象。目前體育局同仁確實對於公共建設評估專業不

足，所以將相關評估分析委由顧問公司進行調查、評估與分析。顧問公司

有對網球人口與觀賽人口進行估算，但網球中心當時定位在訓練中心，在

OT委外之前，原則上以選手訓練為主。除選手訓練外，也有規劃舉辦比賽，

讓場地可以充分被使用，但不完全以收益為考量。 

財務收益部分，網球中心於規劃 OT時有要求進行自償性分析，未來若

開放委外，在現有空間下委外廠商認為有必要興蓋其他附屬設施，需要廠

商投入其他資源才會有期望的收益。而局內則依估計 OT廠商投入的資源多

寡，在一定期間內局內可以回收多少成本，但原則還是以選手訓練與辦理

賽事為主。其他的評估方法如財政衝擊分析，在現有網球中心空間內有規

劃一個區塊專門從事非演唱會等其他非體育性活動，甚至還可以提供其他

非網球的體育賽事使用。網球中心周邊有商業區，網球中心的設置多少對

周邊商業區產生正面影響，但具體影響到多少房屋或地價稅，較無能力評

估。而關於經濟效益部分，像是球技提升戰績變好，這部分是難以量化的

部分，目前局內也未有進行相關研究及評估。 

4. 小結 

(1) 公共建設評估發展與特性 

體育局與教育、消防或警察局等有類似的建設特性，其局內的公

共建設除市內的需求外，也會受到中央政策的影響。因此體育署地上

位計劃就會影響到體育局的公共建設，甚至部分中央體育建設會委由

體育局代辦，而非局內自行規劃，經費部分也係由中央補助，而勿須

市府預算匡列。目前局內大型公共建設基本上會進行財務分析，將興

建成本及未來營運收入（如：票價、場地租金等），進行財務評估。但

上述分析若是由中央主導，則是由中央執行評估與判斷，體育局不會

參與計畫評估。由於局內的建設多針對特定的族群，例如：網球中心

主要希望提供給網球愛好者或者視聽者，並希望帶動市民參與體育活

動及培養運動氛圍，因此其評估亦帶有隱喻的成本有效性分析。 

(2) 計畫單位評估 

體育局目前負責之公共建設個案多以政策導向為主，民眾之需求

為輔，並且沒有掌握太多決定興建與否的權力。相關建設在評估時，

多以空間是否能發揮最大效益為首要考量，包含使用人次、觀賽人此、

場地租借次數等，不完全以金額收益為導向。囿於局內評估能力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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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目前體育局的評估多委外辦理；而若牽涉到民間參與的部分，則

多以財務分析之自償率為評估重點。針對本案提出之評估面向，體育

局的關切重點如下表 37所示。 

表37 體育局各面向評估重點 

評估面向 評估子面向 局處評估重點 

政策價值 

效果 局內建設多為配合國家政策，望能提升國家體育競爭力及風氣 

公平 
以網球中心為例，國家政策為北、中、南三區均衡發展；局內運動中

心等也是以市內各區一座的方式建設 

建設目的 

生產 望能帶動周邊產業發展，如運動器材等 

生活 望能帶動市民運動氣氛，提升民眾運動品質 

生態 本項評估面向未提及 

風險治理 

技術 本項評估面向未提及 

市場 主要為不確定的特定運動族群及觀賽觀眾 

制度 
由於局內無法進行工程施作，多委外辦理；而後續營運則部分引入

OT模式交由廠商維管 

資源投入 

經費 局內建設多係配合政府政策，因此皆有中央或市府補助 

時程 本項評估面向未提及 

評估能量 多委外辦理評估，局內同仁未有專業人員進行計畫評估 

三、 綜合分析 

透過前述之九個局處單位訪談，以個案推論通案的方式，瞭解府內公共建

設推行方式及其評估重點與方法；本案綜合分析如下。 

(一) 財政緊縮，各局處對於計畫評估漸為重視 

在以往，市府與中央的財政充裕，公共建設僅著重於市民需求與都市

發展。惟近年因財政窘迫，加上中央修法減免稅與財政收支劃分法的調整，

臺北市所分配的財源日益緊縮，造成各局處的公共建設預算減少，必須進

行「取捨」。因此訪談中可了解各局處對於計畫評估及計畫排序日益重視。 

(二) 部分局處之建設性質難以操作成本效益分析 

本次訪談之局處，除部分工程單位因其機關內部有相關專業人員，且

過往公共工程已進行過計畫評估，因此對於計畫評估較有概念外，其餘局

處對於計畫評估方式及項目仍較不熟悉。且，雖大部分機關對於公共建設

實體的「成本」部分，如：建造、人事、維管等，多有進行計算；實體效

益部分，如：收入、租金等，也多有著墨。惟非實體的成本（例：溝通成

本）與效益（例：生活品質改善），僅有少數工程機關有量化及部分貨幣化

計算，對於預算法所要求之成本效益分析，機關操作能力顯有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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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局處多數評估係隱喻成本有效性分析 

經局處訪談結果，本案的五種評估方式，其中財政衝擊分析部分，應

為政府機關所重視之分析項目，但目前各機關幾乎對於公共建設帶動的各

類型稅收概念與計算項目仍無概念。大部分機關多能完成經費估算，部分

可及於財務分析，但幾乎各機關皆有把部分質性效益（如：就業量、服務

民眾人數）進行量化，採取隱喻的成本有效性分析。 

(四) 多從財務角度解釋成本效益分析中之成本及效益估算 

各機關在辦理計畫評估時，其報告常會使用「效益」的名稱。但實際

上經檢視各機關評估報告，其內容多以財務分析為主，加上部分量化的效

益，僅從收入及成本概念作為成本效益分析中之成本及效益估算。因此，

顯見各機關對於預算法中要求施作之成本效益分析之評估項目及方式仍未

能夠了解，而誤把財務分析或成本有效性分析當作已完成成本效益之評估。

後續建議可透過全府的教育訓練來加強各機關對於計畫評估之了解。 

(五) 效益量化以服務量為主，多無貨幣化評估 

經本案分析，幾乎所有局處皆有量化公共建設帶來的服務量（如：人

口、範圍等），但除捷運局外（但評估項目之適宜性可再強化），多數局處

未能了解或操作效益的貨幣化。部分局處表示其未能貨幣化是因為資料並

未充足，或未施行相關的研究，因此難以進行效益貨幣化，而使大部分局

處的計畫評估無法達到預算法的要求，而停留在成本有效性分析。 

表38 深度訪談綜合評估表 

評估

面向 

子 

面向 

自來

水處 

捷運

局 

產發

局市

場處 

社會

局 

工務

局水

利處 

教育

局 

都發

局 

文化

局 

體育

局 

政策

價值 

效果 ◎ ◎ ○ ○ ◎ ◎ ◎ ◎ ○ 

公平 ◎ ◎ △ ◎ ◎ ◎ ◎ ○ ○ 

建設

目的 

生產 △ ◎ ○ △ △ △ △ ◎ ○ 

生活 ◎ ◎ △ ○ ◎ ◎ ◎ ○ ○ 

生態 △ △ Ⅹ Ⅹ △ Ⅹ Ⅹ Ⅹ Ⅹ 

風險

治理 

技術 ○ ◎ Ⅹ Ⅹ ○ △ Ⅹ Ⅹ Ⅹ 

市場 ◎ ◎ ◎ ○ ◎ ○ ◎ ○ ○ 

制度 Ⅹ ◎ △ ○ Ⅹ Ⅹ ◎ ◎ ○ 

資源

投入 

經費 ○ ◎ △ △  ○ △  ◎ △  ○ 

時程 △  ◎ △  △  △  Ⅹ ○ ◎ Ⅹ 

評估

能量 
○ ◎ △  ○ ○ △  ○ △  △  

註：◎表示十分重視；○表示重視；△表示有提及；Ⅹ表示未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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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局處問卷調查 

由於本案研究範圍涵蓋臺北市政府內具公共建設承辦經驗之機關，是以於

實證性研究部分除採用上述深度訪談法外，亦針對府內承辦公共建設之機關，

邀請各機關具公共建設承辦以及評估經驗之機關同仁接受局處問卷調查。以下

將就問卷調查之目標、內容以及調查結果分做論述及分析。 

一、 問卷調查目標 

根據研究團隊提出之公共建設評估方法選擇機制，依照公共建設複雜度之

不同，應適用不同之評估方法；而為統整臺北市政府過往執行公共建設之經驗，

特設計本次局處問卷調查，由市府各機關曾經或正參與公共建設規劃、評估與

決行之各級行政同仁，以 1至 5分之尺度，判定本身機關之公共建設通案在「公

共建設評估方法選擇之議題架構」中十一個子面向的影響或複雜程度，期以提

供作為評估方法選擇方式於實證面之參考。 

上述「公共建設評估方法選擇之議題架構」為一包含政策價值、建設目的、

治理風險及投入資源四大面向，及其十一個子面向之層級結構（詳如圖 38）。

四大面向之一的政策價值，主要係反映公共政策的兩個核心價值 ── 「效率」

與「公平」，其中效率（efficiency）一般為表達公共建設投入產出之情形，習

慣上多以貨幣化結果表達，故無法反映部分機關建設難以貨幣化投入及產出的

情形；為期周延考量各機關之政策價值，本專案改以效果（effectiveness）代表

之。建設目的則從生產、生活及生態等面向，來了解建設對政治、經濟、社會、

文化、環境…等市民福祉議題的綜合影響。風險治理主要是考量公共建設所面

對的風險議題，概可以技術（反映工程技術之異動）、市場（反映需求之變動）、

制度（反映機關執行建設之治理機制調整）。最後則以公共建設投入的資源如

經費、時程及評估能量（如評估資料、評估經費及評估能力）等，衡諸投入資

源的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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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8 公共建設評估方法選擇問卷議題架構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案繪製。 

二、 問卷調查對象 

本次問卷調查因涉及到公共建設之規劃、評估與決行經驗，調查對象主要

鎖定在臺北市政府內幕僚機關（如：研考會、主計處等）之外，並具備公共建

設承辦經驗之同仁。爾後再依報名人員之職等層級與辦理公共建設之經驗多寡，

針對填卷者設計兩種問卷內容，以下分別述之： 

(一) 主秘級以上及主秘級以下~科股長（含）以上 

此層級之同仁多為機關內主要決策者，或可參與機關內部以及府內之

決策過程，其能了解機關內之評估決策流程與考量重點，且多已具備豐富

之年資及辦理經驗；綜此，此層級之填卷者於進行十一個子面向評分時，

將請其以本身機關之公共建設「通案」，或業務範圍內曾辦理公共建設之評

估狀況進行綜合性填答。 

(二) 承辦人員 

此層級同仁多為公共建設之第一線承辦人員，雖可能無法參與決策過

程，但其為執行建設計畫及評估作業的主要人員。因此，此層級之填卷者

將請其以所承辦之公共建設為考量範圍，進行十一個子面向之評分填答，

並請於基本資料部分填入曾經承辦過之公共建設案件，以茲判斷其問卷效

度以及填答之考量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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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問卷調查方式 

本次問卷調查之方式可略分為於問卷說明會統一填寫，以及將相關資料領

回填答兩個部分。 

(一) 問卷說明會 

研究團隊分別於 103 年 5 月 20 日以及 5 月 29 日舉辦了共五場聯合問

卷說明會，採自由報名之方式。後續配合市府外單位局處，另行安排五場

次針對單一局處的問卷說明會。 

說明會之內容主要可分為兩部分，首先就本案之緣起、目的、理論架

構以及五種評估方法進行簡介，其次則進行問卷填答之單元，在說明會現

場以單題依序說明、填答之方式，協助各機關之填卷代表完成十一個子面

向之影響或複雜程度評分。 

(二) 領回填寫 

對於因故無法參與問卷說明會之機關同仁，則請其採取將「說明資料」

以及「填寫內容」領回之方式；先透過「說明資料」了解本案之背景資訊，

再直接就「填寫內容」之題目與說明，完成十一個子面向之影響或複雜程

度評分。總計僅約有 18％之問卷係採行此種方式完成調查。 

四、 問卷架構 

為提升填卷者對本研究架構之理解度，研究團隊特別將本次調查之問卷分

別設計為「說明資料」以及「填寫內容」兩個部分，以下則就問卷架構之部分

進行簡要說明，實際問卷請參見附件四之內容。 

(一) 問卷說明資料 

1. 問卷架構說明 

針對問卷內容進行概要介紹。 

2. 計畫目標 

說明本計劃之目標 ── 就市府之公共建設類型和評估方式進行配對，

期在符合預算法第 34 條之精神下，提出適用於市府各類公共建設計畫的

評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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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問卷附件 

(1) 附件一：五項評估方法簡介 

簡介公共建設評估的五個主要方法：「簡易指標法」、「成本有效性

分析」、「成本效益分析」、「財務分析」以及「財政衝擊分析」；以使填

卷者能對五項評估方法有基本的了解。 

(2) 附件二：個案虛擬評分範例 

個案虛擬評分範例分別以「捷運建設」以及「老人福利中心」共

兩個公共建設個案，提供虛擬填答人在十一個子面向之評分，並陳述

其給予該評分的考量因素，以供填卷者參考（範例所勾選之值為虛擬，

並非標準答案）。 

(二) 問卷填寫內容 

1. 基本資料 

此部分為問卷填寫人之基本資料，包含任職機關、服務年資以及職等

身分之勾選等項目，所填內容將僅供本案分析使用。 

2. 評估面向評分 

(3) 評分介紹 

各面向之評分採 1 至 5 分的級距，填卷者將依照題意以及各別數

字的定義，勾選符合其判斷之數值。所填數值愈小，表示公共建設在

該面向所展現的複雜或影響程度較低；數值愈大，則表示複雜或影響

程度愈高。基於各子面向之數值意涵不盡相同，其定義將逐題說明。 

(4) 評分方式 

本問卷採勾選方式進行填答，填答表格如下所示。當填卷者判斷

其機關之公共建設在該題的表現具備 4 分之水準，則直接勾選數值 4

右方之空格（如表 39）。 

表39 問卷填寫勾選方式說明 

評分 影響規模 勾選 

1 規模大小約涵蓋 單一行政區  

2 （介於 1分和 3分之間）  

3 規模大小約涵蓋 半數行政區  

4 （介於 3分和 5分之間）  

5 規模大小約涵蓋 全市  

 無法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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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共建設辦理程序實證調查 

此部分為先前局處深度訪談題目之簡要版，由於涵蓋較多評估決策流

程以及考量重點之內容，鑑於填卷者承辦公共建設之經驗差異，僅請機關

主秘層級以上同仁填答。 

五、 問卷調查結果 

(一) 問卷回收成果 

本次局處問卷調查總共回收 127份有效問卷，其中 74份為「主秘級以

上及主秘級以下~科股長級（含）以上」、53 份為「承辦人員」之問卷。若

以機關為檢視單位，各機關應回收有 7份問卷，其中 1份為主秘級以上、3

份為主秘級以下~科股長級（含）以上，3 份為一般承辦人員之問卷，然由

於各機關之人力配置以及公共建設之案件多寡有所不同，所能回收之問卷

數量略有差異。詳細回收成果請參見表 40之說明。 

表40 局處問卷回收成果 

機關 問卷數 機關 問卷數 

原民會 1 民政局 7 

觀傳局 2 消防局 7 

衛生局 2 教育局 7 

客委會 3 翡管局 7 

兵役局 4 社會局 7 

環保局 4 都發局 7 

資訊局 4 交通局 7 

勞動局 5 體育局 7 

市場處 6 工務局 7 

警察局 6 地政局 7 

文化局 6 北水處 7 

 
捷運局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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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問卷數據分析 

以下將就回收問卷之統計結果進行簡要分析，共分為評估子面向之各

別分析以及市府公共建設整體複雜度分析兩個部分。各機關於十一個子面

向之統計數據如表 41所示。 

表41 局處問卷統計 

機關 份數 效果 公平 生產 生活 生態 技術 市場 制度 經費 時程 
評估 

能量 

算術

平均 

原民會 1 3.0 1.0 1.0 1.0 1.0 1.0 1.0 3.0 3.0 1.0 1.0 1.5 

兵役局 4 3.5 1.3 1.0 2.0 1.3 1.3 1.5 2.5 1.0 1.3 1.3 1.6 

民政局 7 2.0 2.4 1.0 2.3 1.0 2.2 3.5 3.2 1.2 1.3 1.2 1.9 

消防局 7 1.7 2.0 1.3 2.6 1.6 2.0 1.7 2.4 3.1 2.0 1.3 2.0 

市場處 6 2.5 2.5 2.5 2.5 1.5 1.5 2.8 3.3 1.8 1.5 1.8 2.2 

勞動局 5 4.3 1.2 1.0 3.0 1.0 2.4 2.2 4.0 2.0 2.4 1.4 2.2 

客委會 3 3.7 1.0 1.7 3.7 3.3 2.0 2.0 2.7 2.3 1.3 2.3 2.4 

教育局 7 2.7 2.1 2.3 2.4 2.1 2.6 2.0 2.9 4.6 3.6 1.6 2.6 

翡管局 7 4.4 4.6 2.8 5.0 2.7 2.4 1.0 2.3 1.1 1.0 2.1 2.7 

觀傳局 2 5.0 3.0 3.0 2.5 1.0 2.5 2.0 4.5 3.5 2.0 1.5 2.8 

社會局 7 3.4 2.7 1.6 4.1 1.0 2.6 2.7 3.9 4.0 2.3 2.6 2.8 

都發局 7 3.8 3.1 1.8 3.9 1.8 2.9 2.3 2.9 4.3 1.9 2.6 2.9 

交通局 7 3.7 4.0 3.8 3.9 2.3 2.0 1.7 3.0 3.0 2.0 2.7 2.9 

警察局 6 2.0 3.8 3.3 5.0 1.7 3.2 1.7 3.2 5.0 3.5 1.7 3.1 

體育局 7 2.9 3.3 2.7 3.4 2.4 2.4 2.7 3.1 4.4 2.9 3.0 3.0 

環保局 4 3.8 3.3 2.5 3.8 4.3 3.0 2.3 3.5 3.8 2.5 2.5 3.2 

工務局 7 3.7 4.1 3.3 4.6 2.4 3.1 2.4 3.0 3.9 2.4 2.7 3.3 

衛生局 2 2.5 4.0 4.0 4.0 1.5 3.0 3.5 4.0 5.0 2.0 2.5 3.3 

文化局 6 4.7 3.3 2.7 4.2 1.0 3.2 3.0 4.0 3.8 3.7 2.7 3.3 

地政局 7 2.0 2.1 4.0 3.1 2.8 2.4 4.1 3.6 4.7 3.7 3.6 3.3 

北水處 7 4.1 4.4 2.9 4.9 2.4 2.4 1.1 4.0 4.4 4.7 2.6 3.5 

資訊局 4 5.0 5.0 4.0 4.5 3.5 3.8 2.0 3.8 4.0 3.3 2.3 3.7 

捷運局 7 4.9 4.7 4.9 5.0 4.9 4.6 2.6 3.4 5.0 5.0 4.0 4.4 

算數平均 - 3.4 3.2 2.7 3.7 2.2 2.6 2.3 3.3 3.5 2.6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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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評估子面向複雜度分析 

(1) 效果 

此面向主要討論公共建設資源投入的最適化，其中包含對效能以

及效率的綜合考量，在本次問卷中以行政界線作為影響規模（如人口、

空間…等）的界定單位。各數值之代表意涵如表 42所示。 

表42 效果面向之數值定義 

評分 影響規模 

1 規模大小約涵蓋 單一行政區 

2 （介於 1 分和 3分之間） 

3 規模大小約涵蓋 半數行政區 

4 （介於 3 分和 5分之間） 

5 規模大小約涵蓋 全市 

 

根據回收之問卷，市府整體公共建設於效果面向之影響度大約落

在 3.4分之數值，其中以資訊局、觀傳局以及捷運局之給分為最高，綜

觀其公共建設之性質，其特性包含建設投入資源龐大（如光纖到府以

及捷運路網之舖設），以及全市轄區僅設有一處服務據點（如臺北探索

館）等特點，公共建設所能提供的服務影響規模係涵蓋全市範圍；至

於消防局、民政局以及警察局職務範圍內之建設，由於多屬服務人數

固定或特定之項目，其影響範圍大約僅涵蓋臺北市一個行政區左右的

人數，故給分皆落於數值較小之處。有關各機關之公共建設類型於效

果面向的詳細落點，請參見表 43。 

表43 各機關回收問卷於效果面向之算數平均數 

機關 效果 現行評估方法 
消防局 1.7 KPI 
警察局 2.0 KPI 
地政局 2.0 CEA 
民政局 2.0 CEA 
市場處 2.5 CEA 
衛生局 2.5 CEA 
教育局 2.7 CEA 
原民會 3.0 KPI 
體育局 3.0 CEA 
社會局 3.4 CEA 
兵役局 3.5 KPI 
客委會 3.7 KPI 
工務局 3.7 CEA 
交通局 3.7 C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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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 效果 現行評估方法 
都發局 3.8 CEA 
環保局 3.8 CEA 
北水處 4.1 CEA 
勞動局 4.3 CEA 
翡管局 4.4 KPI 
文化局 4.7 CEA 
捷運局 4.9 CBA 
資訊局 5.0 CEA 
觀傳局 5.0 CEA 
總平均 3.4 -- 

 

(2) 公平 

此面向主要針對公共建設的影響或所能提供之服務，是及於少數

特定群體或部分群體而予以綜合評估。至於群體的界定則包含空間群

體（如特定行政區）以及社會群體（如特定文化背景、特定族群、特

定世代、特定家戶所得社群…等）兩種方式。各數值之代表意涵如表

44所示。 

表44 公平面向之數值定義 

評分 影響分布 

1 集中於某一特定群體 

2 （介於 1分和 3分之間） 

3 多數群體 

4 （介於 3分和 5分之間） 

5 全市 

 

根據回收之問卷，市府整體公共建設於公平面向之影響度大約落

在 3.2分之數值，其中以翡翠水庫管理局、捷運局以及資訊局之給分為

最高，而檢視其中得分高於平均值之公共建設，其提供之服務多屬所

有市民皆應當享有的基礎功能（如交通、水利、茲通訊…等）；至於得

分較低之原民會、客委會、勞動局以及兵役局等機關，其公共建設性

質多屬針對特定群體（如原住民族群、客家族群、特定需求之勞工、

退休軍官…等）提供之服務，其影響之分布情況較為集中。有關各機

關之公共建設類型於公平面向的詳細落點，請參見表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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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 各機關回收問卷於公平面向之算數平均數 

機關 公平 現行評估方法 
客委會 1.0 KPI 
原民會 1.0 KPI 
勞動局 1.2 CEA 
兵役局 1.3 KPI 
消防局 2.0 KPI 
地政局 2.1 CEA 
教育局 2.1 CEA 
民政局 2.4 CEA 
市場處 2.5 CEA 
社會局 2.7 CEA 
觀傳局 3.0 CEA 
都發局 3.1 CEA 
環保局 3.3 CEA 
文化局 3.3 CEA 
警察局 3.8 KPI 
交通局 4.0 CEA 
衛生局 4.0 CEA 
工務局 4.1 CEA 
北水處 4.4 CEA 
體育局 4.5 CEA 
翡管局 4.6 KPI 
捷運局 4.7 CBA 
資訊局 5.0 CEA 

總平均 3.2 -- 

 

(3) 生產 

此面向討論的是該項公共建設之執行，會對經濟活動帶來的影響

（如產值…等），諸如增進投資、活絡周邊商圈、拉抬相關連帶產業之

發展…等項目，分別以年產值以及影響之為期長短進行綜合考量。各

數值之代表意涵如表 46所示。 

表46 生產面向之數值定義 

評分 影響程度 

1 影響為短期，且創造年產值低於 1億 

2 （介於 1分和 3 分之間） 

3 影響為中長期，且創造年產值約 15 億 

4 （介於 3分和 5 分之間） 

5 影響為長期，且創造年產值高於 30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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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回收之問卷，市府整體公共建設於生產面向之影響度大約落

在 2.7 分之數值，比照問卷中替代變數之意涵，年產值約略落在 15 億

元左右，影響期程則屬中期。其中由於捷運建設於過程中以及完工後，

皆能分別拉抬營建、房地產連帶之產業，並帶動沿線商圈、環境之發

展，於此生產面向之評分係落於最高的數值；而其餘並非以創造或帶

動經濟活動發展為主要目的之公共建設（如原住民會館、勞工教育會

館、軍人公墓…等），其相關機關於生產面向之影響程度則多落在「影

響為短期，且創造年產值低於 1 億」之範圍。有關各機關之公共建設

類型於生產面向的詳細落點，請參見表 47。 

表47 各機關回收問卷於生產面向之算數平均數 

機關 生產 現行評估方法 

原民會 1.0 KPI 

兵役局 1.0 KPI 

民政局 1.0 CEA 

勞動局 1.0 CEA 

消防局 1.3 KPI 

社會局 1.6 CEA 

客委會 1.7 KPI 

都發局 1.8 CEA 

教育局 2.3 CEA 

市場處 2.5 CEA 

環保局 2.5 CEA 

體育局 2.5 CEA 

文化局 2.7 CEA 

翡管局 2.8 KPI 

北水處 2.9 CEA 

觀傳局 3.0 CEA 

警察局 3.3 KPI 

工務局 3.3 CEA 

交通局 3.8 CEA 

地政局 4.0 CEA 

資訊局 4.0 CEA 

衛生局 4.0 CEA 

捷運局 4.9 CBA 

總平均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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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活 

此面向討論的是社會資源於投入該項公共建設時，對民眾之生活

品質或生活機能帶來的影響，相關議題諸如飲用水質之提昇、公共空

間之創造、交通接駁便利性之改善…等，主要就其對生活影響的分布

情況以及為期之長短來做綜合考量。各數值之代表意涵如表 48 所示。 

表48 生活面向之數值定義 

評分 影響程度 

1 影響為短期，且集中於特定群體 

2 （介於 1分和 3分之間） 

3 影響為中長期，且集中於部分群體 

4 （介於 3分和 5分之間） 

5 影響為長期，且及於全市 

 

根據回收之問卷，市府整體公共建設於生產面向之影響度大約落

在 3.7分之數值，其中除了警察局係以維持治安水平為主要目標的建設

外，數值較大之機關多以公共運輸、水利…等滿足基本生活機能之公

共建設為主要類型；至於數值較低之機關，則多以滿足特定民眾於特

定生活層面之需求（如原住民會館、軍人公墓…等）的公共建設為主

要類型。有關各機關之公共建設類型於生活面向的詳細落點，請參見

表 49。 

表49 各機關回收問卷於生活面向之算數平均數 

機關 生活 現行評估方法 
原民會 1.0 KPI 
兵役局 2.0 KPI 
民政局 2.3 CEA 
教育局 2.4 CEA 
市場處 2.5 CEA 
觀傳局 2.5 CEA 
消防局 2.6 KPI 
勞動局 3.0 CEA 
地政局 3.1 CEA 
客委會 3.7 KPI 
環保局 3.8 CEA 
交通局 3.9 CEA 
都發局 3.9 CEA 
衛生局 4.0 CEA 
社會局 4.1 CEA 



總結報告 

109 

機關 生活 現行評估方法 
文化局 4.2 CEA 
資訊局 4.5 CEA 
體育局 4.5 CEA 
工務局 4.6 CEA 
北水處 4.9 CEA 
翡管局 5.0 KPI 
警察局 5.0 KPI 
捷運局 5.0 CBA 
總平均 3.7 -- 

 

(5) 生態 

此面向主要討論該項公共建設對生態以及環境層面帶來的影響，

相關議題諸如空氣污染、噪音污染、生態保育…等，主要就其對生態

影響的分布情況以及為期之長短來做綜合考量，並且不於此處處理價

值判斷之議題。各數值之代表意涵如表 50所示。 

表50 生態面向之數值定義 

評分 影響程度 

1 影響為短期，且集中於特定行政區 

2 （介於 1分和 3分之間） 

3 影響為中長期，且涵蓋半數行政區 

4 （介於 3分和 5分之間） 

5 影響為長期，且及於全市 

根據回收之問卷，市府整體公共建設於生態面向之影響度大約落

在 2.2分之數值，初步判斷由於多數公共建設之位置係屬已開發之都市

區域，對生態以及環境帶來的影響有限，除了建設目的本身即多屬環

境保護相關議題之環保局，以及規模與分布範圍廣泛之捷運建設的落

點有至 4 分外，多數局處之公共建設類型於生態面向和其他子面向比

起來，都是落在較低的範圍，即為影響屬短期且集中於特定的部分。

有關各機關之公共建設類型於生態面向的詳細落點，請參見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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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各機關回收問卷於生態面向之算數平均數 

機關 生態 現行評估方法 

原民會 1.0 KPI 

文化局 1.0 CEA 

民政局 1.0 CEA 

社會局 1.0 CEA 

勞動局 1.0 CEA 

觀傳局 1.0 CEA 

兵役局 1.3 KPI 

市場處 1.5 CEA 

衛生局 1.5 CEA 

體育局 1.5 CEA 

消防局 1.6 KPI 

警察局 1.7 KPI 

都發局 1.8 CEA 

教育局 2.1 CEA 

交通局 2.3 CEA 

工務局 2.4 CEA 

北水處 2.4 CEA 

翡管局 2.7 KPI 

地政局 2.8 CEA 

客委會 3.3 KPI 

資訊局 3.5 CEA 

環保局 4.3 CEA 

捷運局 4.9 CBA 

總平均 2.2 -- 
 

(6) 技術 

主要討論新興之公共建設類型在營建、工程技術上的複雜程度，

諸如施工技法、建築性質、基地環境特質或公共建設本身特殊的功能

需求…等，若技術複雜程度愈高，則代表承辦該公共建設之機關，必

須投入更多的心血與努力，方能完成這樣的公共建設項目。各數值之

代表意涵如下表 5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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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 技術面向之數值定義 

評分 技術複雜度 

1 技術複雜度低、門檻低 

2 （介於 1分和 3分之間） 

3 技術複雜度稍有，但尚可克服 

4 （介於 3分和 5分之間） 

5 技術複雜度甚高，須納入創新研發或引進國外技術之選項 

 

根據局處回收之問卷，市府整體公共建設於技術面向之複雜程度

大約落在 2.6分之數值，複雜度稍有，但多能加以克服；初步判定係由

於臺北市政府已累積有相當的公共建設興辦經驗，且若為廳舍之項目，

則技術更相對單純許多，至於得分最高的部份，推論是由於當初捷運

建設在臺灣係屬嶄新之公共建設類型，故落於 4.6分之數值。各機關之

公共建設類型於技術面向的詳細落點，請參見表 53。 

表53 各機關回收問卷於技術面向之算數平均數 

機關 技術 現行評估方法 

原民會 1.0 KPI 

兵役局 1.3 KPI 

市場處 1.5 CEA 

客委會 2.0 KPI 

消防局 2.0 KPI 

交通局 2.0 CEA 

民政局 2.2 CEA 

翡管局 2.4 KPI 

地政局 2.4 CEA 

勞動局 2.4 CEA 

北水處 2.4 CEA 

體育局 2.5 CEA 

觀傳局 2.5 CEA 

社會局 2.6 CEA 

教育局 2.6 CEA 

都發局 2.9 CEA 

衛生局 3.0 CEA 

環保局 3.0 CEA 

工務局 3.1 CEA 

警察局 3.2 KPI 

文化局 3.2 CEA 

資訊局 3.8 CEA 

捷運局 4.6 CBA 

總平均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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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市場 

此面向主要討論公共建設所提供之服務的需求情況，其中包含需

求之穩定度以及可預測程度兩個部分，諸如水、電等民生必需工程需

求量穩定；但像藝術中心或土地開發等公共建設項目，其受益方或需

求方除了較難確認外，需求穩定度受社會經濟環境變動之影響亦較為

劇烈，而對於此類需求情況不穩的公共建設，便更應確實執行前期的

評估作業，已儘可能避免資源之濫用。針對市場之面向，各數值的代

表意涵如表 54所示。 

表54 市場面向之數值定義 

評分 需求穩定度 

1 需求穩定 

2 （介於 1分和 3分之間） 

3 需求堪稱穩定 

4 （介於 3分和 5分之間） 

5 需求極度不穩 

 

根據局處回收之問卷，市府整體公共建設於市場面向之穩定程度

大約落在 2.3分之數值，介於需求穩定與堪稱穩定之間。其中，除了上

述民生必須工程相關的公共建設外（如水利、警政、消防、交通…等），

若該項公共建設係有針對特定族群提供之服務，例如原民會、兵役局

以及客委會的公共建設類型，數值都會落在偏低的區間；相對地，例

如地政局之土地徵收、市地重劃等公共建設項目，則屬需求較無法預

測的不穩定區間，大約落在 4.1之數值。各機關之公共建設類型於市場

面向的詳細落點，請參見表 55。 

表55 各機關回收問卷於市場面向之算數平均數 

機關 市場 現行評估方法 
原民會 1.0 KPI 
翡管局 1.0 KPI 
北水處 1.1 CEA 
兵役局 1.5 KPI 
消防局 1.7 KPI 
警察局 1.7 KPI 
交通局 1.7 CEA 
客委會 2.0 KPI 
教育局 2.0 CEA 
資訊局 2.0 CEA 
體育局 2.0 CEA 
觀傳局 2.0 C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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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 市場 現行評估方法 
勞動局 2.2 CEA 
都發局 2.3 CEA 
環保局 2.3 CEA 
工務局 2.4 CEA 
捷運局 2.6 CBA 
社會局 2.7 CEA 
市場處 2.8 CEA 
文化局 3.0 CEA 
民政局 3.5 CEA 
衛生局 3.5 CEA 
地政局 4.1 CEA 
總平均 2.3 -- 

 

(7) 制度 

隨著經濟、社會、科技的改變，以及政府資源的日益緊縮，各機

關於進行公共建設之評估時，亦需將執行層面以及參與者之複雜程度

納入考量，在此主要透過制度面向來反映機關執行公共建設之治理機

制調整；也就是說，依據不同類型公共建設的特性，從興建、營運、

融資、技術等層面來看，市府資源是否能單獨應付，抑或需要借重民

間的資源等情況。針對制度之面向，各數值的代表意涵如表 56 所示。 

表56 制度面向之數值定義 

評分 參與者之複雜度 

1 機關可全部自辦 

2 有少部分項目必須委由市府內其他機關辦理 

3 有多項或大部分項目必須委由市府內其他機關辦理 

4 除市府內，有部分業務必須委由民間辦理 

5 必須將所有業務委由民間辦理 

 

根據局處回收之問卷，市府整體公共建設於制度面向之複雜程度

大約落在 3.3分之數值，且未有任何機關之算數平均數係落於 1分的區

間，顯示市府多數公共建設大多有跨局處合作之需要，大部分係和工

務局新工處於興建面的合作；至於文化局之公共建設項目，由於其中

牽涉較多表演以及展覽面之專業需求，甚或是需要產業推動面之實務

知識，因此會有較多階段會需要納入民間參與之機制。各機關之公共

建設類型於制度面向的詳細落點，請參見表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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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7 各機關回收問卷於制度面向之算數平均數 

機關 制度 現行評估方法 

翡管局 2.3 KPI 

消防局 2.4 KPI 

兵役局 2.5 KPI 

客委會 2.7 KPI 

都發局 2.9 CEA 

教育局 2.9 CEA 

原民會 3.0 KPI 

工務局 3.0 CEA 

交通局 3.0 CEA 

警察局 3.2 KPI 

民政局 3.2 CEA 

市場處 3.3 CEA 

捷運局 3.4 CBA 

環保局 3.5 CEA 

地政局 3.6 CEA 

資訊局 3.8 CEA 

社會局 3.9 CEA 

文化局 4.0 CEA 

北水處 4.0 CEA 

勞動局 4.0 CEA 

衛生局 4.0 CEA 

體育局 4.0 CEA 

觀傳局 4.5 CEA 

總平均 3.3 -- 
 

(8) 經費 

主要討論各機關在辦理公共建設相關業務時，自提出評估、決定

辦理、編列預算、規劃設計、施工，直至完工為止，所需投入之可量

化成本，其中包含財政資源、土地取得成本，以及社會成本（如民眾

抗爭之處理）…等項目。而此面向之替代變數，則依據主計處提供之

「99-103 年度新興資本門總金額超過五千萬」的數據，綜整分析後得

出各數值相對應之總金額如下表 5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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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8 經費面向之數值定義 

評分 金額 

1 五仟萬元（含）以下 

2 五仟萬元 ~ 二億元 

3 二億元 ~ 三億五仟萬元 

4 三億五仟萬元 ~ 五億元 

5 五億元（含）以上 

 

根據局處回收之問卷，市府整體公共建設於經費面向大約落在 3.5

分之數值，並依照各機關不同公共建設類型之不同規模，相當平均地

分別落於各數值相對應之金額區間。至有關各機關之公共建設類型於

經費面向的詳細落點，請參見表 59。 

表59 各機關回收問卷於經費面向之算數平均數 

機關 經費 現行評估方法 
兵役局 1.0 KPI 
翡管局 1.1 KPI 
民政局 1.2 CEA 
市場處 1.8 CEA 
勞動局 2.0 CEA 
客委會 2.3 KPI 
原民會 3.0 KPI 
交通局 3.0 CEA 
消防局 3.1 KPI 
觀傳局 3.5 CEA 
環保局 3.8 CEA 
文化局 3.8 CEA 
工務局 3.9 CEA 
社會局 4.0 CEA 
資訊局 4.0 CEA 
都發局 4.3 CEA 
北水處 4.4 CEA 
教育局 4.6 CEA 
地政局 4.7 CEA 
警察局 5.0 KPI 
衛生局 5.0 CEA 
體育局 5.0 CEA 
捷運局 5.0 CBA 
總平均 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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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時程 

主要討論在目標固定的前提下，公共建設自提出評估、決定辦理、

編列預算、規劃設計、施工直至完工為止，所需耗用的時間成本。各

數值的代表意涵如表 60所示。 

表60 時程面向之數值定義 

評分 時程 

1 4年（含）以下 

2 4~6年 

3 6~8年 

4 8~10 年 

5 10年（含）以上 

 

根據局處回收之問卷，市府整體公共建設於時程面向大約落在 2.6

分之數值，也就是說自提出評估至公共建設完工為止，平均大約都需

要 4 至 6 年的時間；至於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之公共建設類型，則有固

定目標、固定時程而後再去安排各年度之建設內容的特性，故數值較

高；而捷運建設除了可行性評估外，亦需花費許多時間成本於經費以

及土地的爭取的階段，再加上必要之施工時間，整個流程大多會需要

超過十年的作業與投入。至有關各機關之公共建設類型於時程面向的

詳細落點，請參見表 61。 

表61 各機關回收問卷於經費面向之算數平均數 

機關 時程 現行評估方法 

原民會 1.0 KPI 

翡管局 1.0 KPI 

客委會 1.3 KPI 

兵役局 1.3 KPI 

民政局 1.3 CEA 

市場處 1.5 CEA 

都發局 1.9 CEA 

消防局 2.0 KPI 

交通局 2.0 CEA 

衛生局 2.0 CEA 

體育局 2.0 CEA 

觀傳局 2.0 CEA 

社會局 2.3 CEA 

勞動局 2.4 CEA 

工務局 2.4 C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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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 時程 現行評估方法 

環保局 2.5 CEA 

資訊局 3.3 CEA 

警察局 3.5 KPI 

教育局 3.6 CEA 

地政局 3.7 CEA 

文化局 3.7 CEA 

北水處 4.7 CEA 

捷運局 5.0 CBA 

總平均 2.6 -- 

 

(10) 評估能量 

根據預算法第 34條的規定，重大公共建設必須進行成本效益分析，

故此面向則以各機關執行成本效益分析之理解能力、操作能力、評估

經費，以及可用資料是否充足等面向（如量化數據是否容易取得、將

量化數據轉成貨幣價格之難易…等），綜合性地進行評估能量的分類。

各數值的代表意涵則如表 62所示。 

表62 評估能量面向之數值定義 

評分 評估能量 

1 
機關同仁未具成本效益分析職能，且評估所需資料

與經費亦欠缺 

2 （介於 1分和 3 分之間） 

3 
機關同仁略具成本效益分析職能，且有評估所需資

料與經費可委請廠商或其他機關代為評估 

4 （介於 3分和 5 分之間） 

5 
機關同仁完整具備成本效益分析職能，且評估所需

資料與經費皆相當充足 

 

根據局處回收之問卷，市府整體公共建設於評估能量之面向大約

落在 2.3分之數值，且整體分布偏低；僅有少數公共建設興辦經驗較為

豐富的機關，如捷運局、交通局、工務局等，相較之下的評估能量較

為完善。而綜合考量先前局處訪談、問卷說明會現場之情況以及所得

之問卷統計結果，市府對成本效益分析能量之困境主要在於將資料由

量化轉為貨幣化的過程，其次才為資料收集本身的困難。至有關各機

關之公共建設類型於評估能量面向的詳細落點，請參見表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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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3 各機關回收問卷於評估能量面向之算數平均數 

機關 評估能量 現行評估方法 

原民會 1.0 KPI 

民政局 1.2 CEA 

消防局 1.3 KPI 

兵役局 1.3 KPI 

勞動局 1.4 CEA 

觀傳局 1.5 CEA 

教育局 1.6 CEA 

警察局 1.7 KPI 

市場處 1.8 CEA 

翡管局 2.1 KPI 

客委會 2.3 KPI 

資訊局 2.3 CEA 

衛生局 2.5 CEA 

環保局 2.5 CEA 

都發局 2.6 CEA 

北水處 2.6 CEA 

社會局 2.6 CEA 

工務局 2.7 CEA 

文化局 2.7 CEA 

交通局 2.7 CEA 

體育局 3.0 CEA 

地政局 3.6 CEA 

捷運局 4.0 CBA 

總平均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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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市府公共建設複雜度分析 

根據局處回收之問卷，市府整體公共建設於各面向之複雜度以算數平

均數計，則如表 64所示： 

表64 市府公共建設類型於各子面向之算數平均數 

面向 子面向 影響/複雜度評分 

政策價值 
效果 3.4 

公平 3.2 

建設目的 

生產 2.7 

生活 3.7 

生態 2.2 

風險治理 

技術 2.6 

市場 2.3 

制度 3.3 

資源投入 

經費 3.5 

時程 2.6 

評估能量 2.3 

 

綜觀上表數值，若以市府整體公共建設為討論標的，其中以建設目的中之

生態、風險治理的市場以及資源投入的評估能量之影響/複雜度為最低，推論前

兩者應與市府權屬範圍內能推動之公共建設有關──建設範圍多落於市區內，且

具備基本且穩定的服務需求；至於較高的影響/複雜度數值，則落在建設目的之

生活、資源投入之經費以及政策價值的效果面向，而此些項目亦確實常被視為

公共建設興辦與否之關鍵考量，是故於進行事前評估時，無論是會對生活帶來

巨幅影響、需要投入大筆經費，或是能創造廣泛而長期的效果，具備這些特質

的公共建設都應進行更審慎而具參考價值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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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教育訓練 

本專案於財政局書面通知辦理教育訓練後，依約進行五場次之市府內部教

育訓練，教導各機關如何操作本專案提出之公共建設評估方法選擇機制，並協

助其了解各評估方法之核心概念與基礎操作方法。 

第一節 課程規劃 

一、 內容特色與規劃原則 

每場次之課程架構相同，授課重點除了公共建設評估方法選擇機制之

說明外，亦涵蓋成本效益分析、成本有效性分析、簡易指標評估、財務分

析以及財政衝擊分析等評估方法之介紹及案例分析，並配合每日報名學員

之機關背景，安排不同的公共建設評估方法選擇機制實作，以期提升課程

之實用性。以下說明規劃之重點原則： 

(一) 完整而周延的課程內容安排：透過主要的五大評估方法進行課程安排，

並就不同評估方法及案件類型聘請專家進行講解，特別重視理論與案例

實作併行的課程內容設計。 

(二) 以機關需求為主體的學程設計：考量參與機關涉及之公共建設案件類型

不一，故將視每場次參與之機關業務特性進行案例分析的調整，以符實

務需求。 

(三) 強化學員學習效果與增加課程互動性：為增加學員的學習動機，強化每

場次案例解說及問題討論的功能，於各課程中針對實際公共建設評估運

作進行分析與案例模擬，以利參與人員了解評估方法實際運行方式及重

點。並規劃問題討論時間，針對參與單位實際碰到問題與案例進行討論，

以評析學員工作上遇到的相關案例。 

二、 辦理方式 

課程安排於臺北市政府公務人員訓練處舉行，以其能夠容納 50人以上，

空間明亮潔淨並配有相關簡報設備，盼提供參與學員一個良好的場所，以

提升講課效能。 

參與學員以臺北市政府各機關中，具承辦公共建設經驗與需求之人員

為主，並於報名時安排計畫種類性質相近者於同一場次，以便配合當日主

題設計不同的案例分析與機制實作內容。 

講師部分則委請本案計畫主持人江瑞祥博士擔任，江博士現任財團法

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資深研究員；為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土木暨環

境工程學博士，專長為成本效益分析、績效評估、公共建設民營化、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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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專案融資。以其曾主持研考會委託之「我國

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整合之研究」、經濟部委託之「提昇工程顧問服務

業成本效益分析評估計畫」、經建會委託之「政府重大公共建設審議決策輔

助系統分析－90-98年度計畫」等與政策、計畫評估相關之研究案，可據累

積之研究與工作經驗，提供相關實際案例之操作說明及講解。 

第二節 實際辦理成果 

以下簡要統整本案教育訓練辦理成果，內容包含參與人員、實作個案內容

以及學員回饋與後續建議三個部分。完整課程教材請參見附件六之內容。 

  

  

圖39 教育訓練授課實況 

一、 參與人員 

本次教育訓練共計有 169 位市府同仁報名，實際則有 147 位同仁參與

並完成課程，其中以幕僚機關、都市相關建設、一般廳舍以及教育相關建

設之機關為最大宗。以下表 65為各機關之參與人數，其類型分佈則如圖 4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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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5 教育訓練參與機關及人數一覽表 

類型 機關名稱 人數 

社福 
勞動局 2 

5 
社會局 3 

文化 文化局 6 6 

水利 
翡翠水庫管理局 1 

9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8 

基礎 工務局 11 11 

交通 
捷運局 4 

13 
交通局 9 

環境 

衛生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3 
13 衛生局 5 

環保局 5 

教育 
教育局 5 

15 各級學校 8 
教育局所屬社教機構 2 

廳舍 
觀光傳播局 3 

15 警察局 4 
區公所 8 

都市 

相關 

產業發展局 5 
19 都市發展局 6 

地政局 8 

幕僚 

機關 

祕書處 1 

41 
研考會 5 
主計處 6 
財政局 29 

總計 147 

 

圖40 教育訓練參與機關類型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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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有關參與同仁之職等分佈則如下圖 41 所示，共計有 94 名一般承辦

人員以及 51名科股長（含）以上同仁完成本次教育訓練之課程。 

 

圖41 教育訓練參與人員職等分佈 

二、 實作個案內容 

配合各場報名人數及報名學員之機關性質，分別設計有「改善臺北供

水管網系統」、「市府轉運站興建工程」、「臺北藝術中心興建工程」以及「中

山女中逸仙樓古蹟修復及再利用工程」四套實作個案資料，供學員於了解

公共建設評估方法選擇機制之內容後，於課堂中實際進行個案操作，並與

講師及其他學員進行互動、討論。各場次之實作個案安排則如下表 66所示。 

表66 教育訓練實作個案安排 

日期 主題 實作個案 

103年 10月 27日（一） 工程類  
A. 改善臺北供水管網系統  

B. 市府轉運站興建工程  

103年 10月 28日（二） 非工程類  
A. 臺北藝術中心興建工程  

B. 中山女中逸仙樓古蹟修復及再利用工程  

103年 10月 29日（三） 工程類  
A. 改善臺北供水管網系統  

B. 市府轉運站興建工程  

103年 10月 30日（四） 非工程類  A. 中山女中逸仙樓古蹟修復及再利用工程 

103年 10月 31日（五） 綜合 
A. 中山女中逸仙樓古蹟修復及再利用工程 

B. 市府轉運站興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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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員回饋與後續建議 

本團隊於各場教育訓練完成後，另以電子郵件方式寄出線上回饋單，

盼藉此了解學員對於課程規劃、講師安排以及授課內容之意見，以作為後

續相關研究或課程之參考。 

綜觀下表 67之統計結果，多數學員對於本次教育訓練課程之內容與時

間安排皆堪稱滿意，除認為課程內容深度適宜外，講師之授課方式亦相當

符合學員需求，惟就本次教育訓練內容於平日業務之處理是否有幫助之議

題上，其相關程度略顯不足。至有關公共建設評估方法選擇機制的部分，

則多認為其難易度適中，且能如實反應辦理過程需考量之面向。 

表67 教育訓練學員回饋評分表 

編號 題目 平均分數 

1 請問您是否滿意課程內容之安排？ 4.22 

2 請問您是否滿意課程時間之安排？ 4.16 

3 請問您對是否滿意講師之授課方式？ 4.40 

4 請問您認為課程內容是否與您預期相符？ 3.84 

5 請問您認為課程內容對您平日業務之處理是否有幫助？ 3.75 

6 請問您認為課程內容深度大約為何？ 3.47 

7 請問您對是否滿意餐點之安排？ 3.58 

8 請問您對是否滿意團隊之服務？ 4.18 

數值說明：除第 6題之數值越高係代表學員認為課程內容太過困難外， 

其餘題目之數值越高均代表學員的滿意程度越高。 

而綜觀上述資訊以及學員提供之文字意見，可概略得出以下三點結論

與後續辦理建議： 

(一) 課程內容緊緻，然授課時略嫌緊湊，部分內容難有消化後再行深度討論

之機會，建議若後續還有相關課程之辦理需求，可安排拉長授課時間。 

(二) 課程內容專業度高，針對非工程類之市府同仁，宜有更詳實之前置課程，

以協助其建構更為完善的基礎評估知識。 

(三) 針對五種評估方法之原理與操作，實際案例分析部分之內容相當有助於

理解平日操作相關評估遭遇之困難，建議後續辦理深化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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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指導性文件 

本案參考國外相關指導性文件或手冊並參酌我國情況，就五種評估方法之

背景、學理內容、操作方式，以及本專案提出之公共建與設評估方法選擇機制，

設計指導性文件（guidance）乙份，以供日後有公共建設評估需求之機關同仁作

為操作之參考。本文件的架構如下表 68所示，至詳細指導性文件請見附件七之

內容。 

表68 公共建設經濟社會財務效益評估指導性文件架構 

章節 項目或內容重點 

第一章 前言  

  第一節 評估目的與功能 
說明公共建設評估之意義、方式以及評估方法

選擇之考量原則。 

  第二節 指導性文件目的與功能 
說明本指導性文件之使用對象與所研提之公共

建設評估方法選擇議題架構。 

第二章 評估方法選擇及技術運用  

  第一節 經濟可行性評估 

說明簡易指標、成本有效性及成本效益分析方

法之發展背景、評估目的、適用情境、操作重

點、簡要方法理論以及優缺點。 

  第二節 財務可行性評估 

說明財務分析及財政衝擊分析方法之發展背

景、評估目的、適用情境、操作重點、簡要方

法理論以及優缺點。 

  第三節 不同評估方法比較 綜合說明不同評估方法之異同與特點。 

第三章 評估方法選擇設計  

  第一節 評估面向說明 
說明公共建設評估方法選擇議題架構之面向內

容。 

  第二節 公共建設評估方法之選擇機制 
說明公共建設整合評估流程以及評估方法選擇

機制之操作方式。 

第四章 案例分析 
就不同類型之個案進行上述公共建設評估方法

選擇之實際應用以及技術性操作解說。 

  第一節 警察局：社子派出所興建工程  

  第二節 社會局：北投奇岩長青樂活大樓  

  第三節 都市發展局：台肥公營住宅大樓  

  第四節 捷運工程局：信義線東延段  

附錄 參考文獻  

附表 公共建設評估方法選擇機制操作表 
統整前述公共建設評估方法選擇機制之操作與

評估面向說明，方便局處同仁之實際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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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dec.taipei.gov.tw/
http://www.dbas.taipei.gov.tw/
http://www.dof.taipei.gov.tw/
http://www.rdec.taichung.gov.tw/
http://www.dbas.taichung.gov.tw/
http://www.recovery.gov/pages/default.aspx
http://www.nd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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