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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提提提   要要要要  

關鍵字：社會發展計畫、公共建設計畫、計畫評估、國家發展委員會  

一一一一、、、、研究緣起研究緣起研究緣起研究緣起  

當前我國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之中長程個案計畫，倘若屬重要政

策、跨機關業務需行政院協調，抑或計畫所需經費無法於行政院核定

之歲出概算額度範圍內支應者，則由行政院依「社會發展計畫」、「公

共建設計畫」與「科技發展計畫」等性質差異，分別交由「研究發展

考核委員會」（研考會）、「經濟建設委員會」（經建會）、「國家

科學委員會」（國科會）會同相關機關審議後，報請行政院核定。惟

適逢行政院組織法修正案於民國 99 年 1 月經立法院三讀通過，行政院

新興組織架構將自民國 101年 1 月 1 日開始啟動，而原研考會與經建

會亦將併入「國家發展委員會」（國發會）之中，期藉此整合行政院

幕僚機關功能，並強化重要政策規劃、協調及審議之能力。  

職是之故，前述我國政策評估技術應用之現況難題，亦須因應未

來國發會之組織設立，予以檢討與回應。申言之，為配合國發會組織

之推動進程，現行分散於研考會、經建會等機關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

估機制與流程，勢須進行全盤檢視，並亟待相關研究之投入以研析出

一系統性評估框架，以期能綜整兩大不同類型計畫之構面，進行整合

性評估，提升我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品質，俾敦促公共資源施作有

效之配置與利用，進而增益行政機關之效能。  

二二二二、、、、研究方法及研究方法及研究方法及研究方法及流程流程流程流程  

（一）  文獻分析法：研究團隊將藉由蒐集國內外政府出版品、專書、

學術期刊、學位論文，以及官方和專業機構網頁等之靜態資

料，以進行蒐集、彙整及分析。其目的包括：（1）檢視我國

在「社會發展計畫」及「公共建設計畫」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

估之相關制度，並進一步與所蒐集之各國相關制度進行比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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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據以研析我國現行制度之特徵及優劣。（2）文獻分析所

獲得的資訊和結果，亦將做為焦點座談與深度訪談的構念

（constructs）來源之一。（3）做為研提我國中長程個案計畫

評估構面之參考。  

（二）  焦點團體訪談法：藉由文獻分析所獲得的資料，本研究進一步

邀集學者專家，共同討論「社會發展計畫」及「公共建設計畫」

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的問題現況與努力方向。本研究共

計召開 6 場焦點座談會，共計邀請學者專家 37 人次。在德菲

法之前，共計召開 5 場座談，與會者包括學者專家、研考會、

經建會、地方政府等 4 類人員共計 33 人次。在德菲法之後，

根據德菲座談會中專家提出的整合評估架構，本研究再次召開

一次焦點座談會，邀請 4 位熟稔我國中長程個案計畫制度之學

者與會，透過焦點座談的方法，對未來中長程個案計畫整合評

估架構的相關議題，進行廣泛的討論與對話，腦力激盪的結

果，提供本研究豐富的資料進行分析與歸納。  

（三）  深度訪談法：由於本研究所探討之主題專業性質較高，是以採

用深度訪談法，分別邀請主辦現行計畫評估機制的承辦單位人

員、主管或首長接受訪談。其中，社會發展計畫類別方面，訪

談 8 位研考會相關人員；在公共建設計畫方面，與 3 位受訪者

進行訪談；另外，還包括 1 位主管中長程個案計畫預算業務的

主計處科長，共計取得有效訪談樣本數 7 份。  

（四）  德菲法：本項研究方法之實施，其調查結果一方面可以研提中

長程個案計畫的評估構面，另方面有助於本研究團隊針對未來

國家發展委員會之組織職能，研提我國中長程個案計畫之「社

會發展計畫」及「公共建設計畫」整合性評估機制之建議。本

研究採立意抽樣（purposive sampling）方式擇定，共計邀請 12

位專家學者出席德菲專家座談會，其中分屬「社會發展計畫」

及「公共建設計畫」各 6 位，討論結果一方面檢討並提出兩類

中長程個案計畫各自的新評估架構，另一方面也提出未來中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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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個案計畫初步的整合評估架構，做為本研究最後一場焦點座

談會的參考依據。  

三三三三、、、、重要重要重要重要發現發現發現發現  

在研究發現方面，以下分從「先進國家經驗」、「我國中長程個

案計畫評估機制之現況」、以及「未來組織職能與評估構面設計」等

3 個項目加以闡述。  

（一）  先進國家經驗  

綜整本研究探討歐、美、日等國有關「社會發展計畫」及「公共

建設計畫」之評估機制，及評估機關組織職能之優點，有關先進國家

政策評估機制之發現如下所述。  

1. PART 與我國現有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之比較  

美國聯邦政府的「計畫評核工具」（Program Assessment Rating 

Tool, PART）係在小布希政府時期，由白宮轄下的「行政管理暨預算

局」（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所發展之施政計畫績效衡量

技術，旨在利用問卷診斷，並藉由計畫主管機關自評與 OMB 複評的

方式，檢視具體績效資訊，以敦促聯邦政府之施政計畫績效與預算相

結合。其中有部分設計與我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相迴異：第一，

PART 制度主要關注聯邦政府補助計畫之「事後」執行計畫評核，其

事前審議作業主要交由各計畫主辦與主管機關負責，而我國重大中長

程個案計畫之審議作業，則仍賴研考會、經建會與國科會，會同主計

處與有關機關進行審議作業，最後報請行政院核定。第二，PART 制

度意謂著計畫績效之評估作業實由 OMB 統一執掌，而我國中長程個

案計畫（院列管）則分由研考會、經建會、工程會與國科會之管考單

位負責。第三，PART 所設置的二元選擇問卷量表，相較我國重大中

長程個案計畫評估之綜合評分機制，更具系統性與一致性。除此之外，

就評估構面的權重配分論之，PART 亦與我國中長程個案計畫未考量

權重之審議評估機制有所不同。  

2. 「計畫擬定階段」應依照計畫主管機關之審議事項規定進行  



我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整合之研究 

 IV 

由於計畫書撰寫之內容與格式將會引導計畫整體發展走向，並展

現與預算密切結合之效益性，諸如透過事前「效益評估」及「可行性

評估」等，檢示計畫是否已具「需求性」、「必要性」或者達成其他

重要計畫目標，本研究檢視目前歐美國家之計畫審議經驗，發現於事

前審議階段，均已先制定計畫擬定之綱領手冊規範了計畫審議之參考

原則與架構，諸如：美國的「政府績效成果法」制度下所擬定之「策

略規劃書」準則與歐盟「計畫書導引手冊」（Ex Ante Evaluation: A 

Practical Guild for Preparing Proposals for Expenditure Programmes）

等。其中又以歐盟之「計畫書導引手冊」所設定之準則與規範事項最

為完整。  

3. 先進國家採行計畫整合評估機制  

日本政府在評估機制方面關於「公共建設計畫評估」及辦理計畫

評估事項，皆係依據「日本行政機關政策評價法」來實行，其主要運

作事項，大致可分為 3 類，分別為「事業評估」、「績效評估」與「綜

合評估」。而美國之重要交通運輸法案，則兼顧聯邦政府總體精神與

因地制宜的原則，經費補助的方式一般透過 2 種方式：其一為依「公

式分配」，另外則是依循「政府裁量分配」方式來進行。在日本模式

中，係採國土計畫主導之方式而呈現「上位計畫之控制導向」，由國

土計畫所引導下來的公共建設計畫，更具有戰略性建設之總體考量。

另外在「美國模式」之部分，因為地廣物博之背景而難有一上位指導

之總體計畫，因此在「公共建設計畫」評估機制作業上，則呈現與「社

會發展計畫」發展歷程相同，主要憑藉著「預算審議制度」的程序控

制，來主導國家重點計畫走向與整體目標訂定。  

（二）  我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之現況  

1. 計畫分類  

就目前的制度運作現況來看，社會發展計畫與公共建設計畫之間

差異甚大，尤其在預算額度分配上，主管機關審議權限的差別，在在

影響各部會在申請計畫時多所考量。同時，當前計畫之分類方式也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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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研考會與經建會在中長程個案計畫審議上的組織職能，申言之，各

部會若申請社會發展類計畫，該類計畫之經費編列意謂了「從自身歲

出概算額度內掏錢」；若循公共建設計畫申請途徑，則計畫預算經費

代表「額外爭取的額度」。因此，各部會在申請中長程個案計畫案時，

往往傾向循經建會提案途徑申請公共建設類計畫，以爭取額外的經費

預算。  

2. 計畫審議  

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內容規定，中

長程個案計畫之推動與否，係由研考會、經建會會同有關機關，就計

畫之需求、可行性、影響與效果等內容進行審議，而後再將審議結果

報請行政院核定。  

在審議方式上，主管社會發展計畫的研考會與主管公共建設計畫

的經建會，兩者之間並不相同，並非皆採委員會決議的形式做成，兩

類計畫因性質不同而使計畫審議過程存在相當程度的差異。  

目前中長程個案計畫審議之作業過程中，公共參與仍顯不足，但

同時也認為，如欲在報院計畫審議階段引進公共參與，事實上存在相

當程度的困難，因此未來必須設法突破目前公共參與不足的困境，惟

制度設計上需要更周全的考慮。  

相對於公共建設計畫，社會發展計畫審議項目的現況問題，主要

在於無法進行有效量化的工作，也因此幾乎無法針對「計畫效果」與

「計畫影響」有效評估，亦通常無法提出「成本效益分析」與「可行

性評估」兩構面的評估資訊，致使這些評估構面之於社會發展計畫審

議而言，重要程度較有限。  

3. 執行管考  

施政計畫管制運作模式，經過多年不斷的改進，目前已建立選項

列管、作業計畫釐訂、執行進度追蹤、實地查證、計畫調整與撤銷及

計畫評核等一套完整的計畫管理機制與流程，然「社會發展計畫」並

未像公共建設計畫類別，專門由「公共工程委員會」之專職單位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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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管考，而係透過研考會內部之管考處，並輔以專家委員會之外審機

制來協助審查。  

目前中長程個案計畫「事中階段」的管考問題，尚包括計畫審議

無法與管考作業配合，兩者欠缺系統性的整合，以致審議階段計畫所

提出的績效指標，往往和事中階段的管考作業無法相應。具體而言，

目前中長程個案計畫在執行管考評估階段所面臨之問題，主要為現行

制度下，欠缺相關法令，來針對執行績效不彰之個案計畫，規範其啟

動再評估機制之時程，致使部分公共建設計畫無法於規劃期程內有效

執行。  

4. 計畫評核  

現行針對個案計畫績效管理乃依據「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施政計畫

管制作業要點」辦理。本制度雖名為「施政計畫」管考，但其考核理

念及對象係針對「中長期個案計畫」或施政計畫內容之重要計畫項目，

管考階段則為該個案計畫的年度執行情形，其評核制度可分為選項列

管、作業計畫擬訂、進度追蹤、實地查證、計畫調整與撤銷及計畫考

核等作業步驟。  

現況問題主要在於成效評估指標訂定的困難，尤其是社會發展計

畫多所涉及質化指標，更增加計畫評核的難度；至於公共建設計畫方

面，經建會的計畫評核制度主要問題則是集中在，除了績效指標訂定

的困難之外，更重要的是計畫評核「後續結果」的課責機制有所缺漏。 

（三）  未來組織職能與評估構面設計  

經由德菲專家的調查結果，本研究研提「社會發展計畫」審議之

5 項主構面、19 項次構面，以及「公共建設計畫」審議之 5 項主構面、

16 項次構面的評估機制。同時，經檢視德菲法的專家意見，以及焦點

團體的專家討論後，本研究通盤地彙整並研提未來「國家發展個案計

畫」的整合評估架構，涵蓋 3 項主構面、11 項次構面、11 項子構面，

期能相應於目前的計畫審議模式，並配合未來組織整合之情況，以為

相關機關未來變革之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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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會發展計畫  

（1）  計畫需求：民意及輿情反映、政策指示。  

（2）  計畫可行性：財務可行性、法律可行性、計畫目標、人力可行

性、技術可行性、政治可行性、時間可行性、營運管理可行性。 

（3）  計畫完整性：類似計畫之成效考核、跨部會效益、權責分工、

相關計畫之配合。  

（4）  計畫效果（益）：成本效益比、成本效果比（或經濟效益、社

會效果）。  

（5）  計畫影響：社會影響、經濟影響、自然環境影響。  

2. 公共建設計畫  

（1）  計畫需求：民意及輿情反映。  

（2）  計畫可行性：財務可行性、法律可行性、營運管理可行性、技

術可行性、計畫目標、人力可行性、時間可行性、政治可行性。 

（3）  計畫完整性：計畫執行策略、相關計畫之配合、權責分工。  

（4）  計畫效果（益）：成本效益比、成本效果比（或經濟效益、社

會效果）。  

（5）  計畫影響：自然環境影響、社會影響、經濟影響。  

3. 國家發展個案計畫  

（1）  計畫需求：輿情反映、政策指示（問題嚴重度、問題急迫性）。 

（2）  計畫評估：經濟可行性、社會可行性、環境可行性。  

（3）  執行可行性：技術可行性（國內生產、國外技術引進）、財務

可行性（市場可行性、融資可行性）、法律可行性、政治可行

性（直接利害關係人、間接利害關係人）、時間可行性、管理

可行性（自製、跨部會或跨域合作、委外）。  

四四四四、、、、主要主要主要主要建議事項建議事項建議事項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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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整本研究之研究發現，以下針對未來我國中長程個案計畫之改

革，提出 5 點評估機制整合之規劃原則。  

（一）  社會發展計畫應有固定比例的經費額度；  

（二）  公共建設計畫與社會發展計畫應採整合性評估機制；  

（三）  整合性評估機制應具有共通項目及差異項目；  

（四）  重視計畫評估人才之培訓；  

（五）  組織職能之規劃應朝全觀型治理、跨域治理、跨部會協調等方

向，進行制度規劃。  

依據前述之規劃原則，本研究提出立即可行與中長程具體建議，

以及未來辦理相關工作之主協辦機關。其中，立即可行建議均涉及整

合評估機制的「計畫審議」階段，至於中長程建議方面，則包含「計

畫審議」、「執行管考」及「績效評核」等階段。另需說明的是，本

研究所指的立即可行建議，是明（2013）年在組改合併完成後即可採

行的措施，至於中長程是指組改完成後，可進行規劃並逐步建立配套

措施之建議。  

一、立即可行建議  

1. 依據現有的作業規範，將重覆的項目進行整併，仍依據各部會的

標準，辦理審議作業（主辦機關：國發會；協辦機關：各部會）  

本研究採用系統性研議流程，結合現行規定、政府實際負責人員、

學者專家意見、體制文獻與各方考慮，通盤彙整之後，提出未來「國

家發展個案計畫」的整合評估架構，涵蓋 3 項主構面、11 項次構面、

11 項子構面。此一整合性評估架構已經充分考慮既有作業規定、國內

外環境變遷、系統性思考、考慮面向邏輯性、政策決定之環境系絡，

將能客觀、科學、完整的形成合理可行之評估體系。本研究因此建議，

在短期內，依據現有的作業規範，將重覆的項目根據本計畫所提出之

各項考慮因素進行整併，各部會仍依據修正後之評估構面，辦理審議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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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列出 3 類計畫審議應該考慮的各種構面。  

（1）  社會發展計畫  

A. 計畫需求：民意及輿情反映、政策指示。  

B. 計畫可行性：財務可行性、法律可行性、計畫目標、人力可行

性、技術可行性、政治可行性、時間可行性、營運管理可行性。 

C. 計畫完整性：類似計畫之成效考核、跨部會效益、權責分工、

相關計畫之配合。  

D. 計畫效果（益）：成本效益比、成本效果比（或經濟效益、社

會效果）。  

E. 計畫影響：社會影響、經濟影響、自然環境影響。  

（2）  公共建設計畫  

A. 計畫需求：民意及輿情反映。  

B. 計畫可行性：財務可行性、法律可行性、營運管理可行性、技

術可行性、計畫目標、人力可行性、時間可行性、政治可行性。 

C. 計畫完整性：計畫執行策略、相關計畫之配合、權責分工。  

D. 計畫效果（益）：成本效益比、成本效果比（或經濟效益、社

會效果）。  

E. 計畫影響：自然環境影響、社會影響、經濟影響。  

（3）  國家發展個案計畫  

A. 計畫需求：輿情反映、政策指示（問題嚴重度、問題急迫性）。 

B. 計畫評估：經濟可行性、社會可行性、環境可行性。  

C. 執行可行性：技術可行性（國內生產、國外技術引進）、財務

可行性（市場可行性、融資可行性）、法律可行性、政治可行

性（直接利害關係人、間接利害關係人）、時間可行性、管理

可行性（自製、跨部會或跨域合作、委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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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部會的計畫審議提交到經建會、研考會時（包括未來的國發

會），應採取一致的計畫格式和作業規範（主辦機關：研考會、經

建會；協辦機關：各部會）  

由於計畫書撰寫之內容與格式將會引導計畫整體發展走向，並展

現與預算密切結合之效益性，本研究檢視目前歐美國家之計畫審議經

驗，發現於事前審議階段，均已先制定計畫擬定之綱領手冊，以規範

計畫審議之參考原則與架構。據此，本研究建議在未完成制定計畫審

議導引手冊之前，主管機關可先研擬計畫格式的準則與作業規範，做

為各部會所提交計畫內容之參酌。  

3. 配合組織改造，建議中長程計畫採行一致的計畫審議構面（主辦

機關：國發會；協辦機關：各部會）  

配合國家發展委員會組織之推動進程，現行分散於研考會、經建

會等機關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與流程，應進行全盤檢視。檢視

過程中，應該對目前兩大不同類型計畫之評估構面，進行整合性修正，

俾利強化未來國發會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之組織職能。本研究經檢視

德菲法的專家意見、焦點團體的專家意見，並透過研究團隊基於研究

計畫期間不斷反覆討論後，方形成中長程計畫之審議構面。本研究建

議，配合組織改造之整合目標，未來在國家發展委員會審議機制一體

化的前提下，建議中長程計畫應採行一致的計畫審議構面。  

4. 考慮計畫的共同性與差異性（主辦機關：國發會）  

在採行整合性評估機制以進行計畫審議工作之同時，必須同時考

量公共建設計畫與社會發展計畫特性上之不同，因此，除考量建立整

合性評估機制應具有之共通項目外，亦須衡量其差異項目。本研究建

議，在國家發展委員會正式成立之後，透過委員會的方式，參考本研

究計畫所建構之各項審議構面，進一步進行審議公共建設計畫與社會

發展計畫特性之不同，及因之而產生之差異性。同時，國家發展委員

會也可以採用整合性立案之方式，委託研究進一步建立差異項目和其

權重。  

5. 有關審議構面之權重應該另案辦理，進行委託研究（主辦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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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發會）  

本研究經由德菲法的專家調查，建構出整合性評估機制的審議項

目，惟考量「社會發展計畫」、「公共建設計畫」兩類計畫在性質上

仍有相當之差異，故建議可另案辦理委託研究案，以在本案建構之基

本評估標準上，根據不同的計畫類型進行部分評估標準「項目」或「權

重」之調整，以達到評估機制彈性化之目標。本項建議之考慮因素主

要在於，公共建設計畫或社會發展計畫之預算支出龐大，實在需要更

為精密之審議構面和權重標準，以促進審議機制之精緻化，並提升中

長程計畫之成本效益。以公共建設而言，單項計畫之預算往往高達百

億元以上，然而各項計畫之審議、規劃往往因為政治因素的考慮，而

傾向匆促和急就章。本研究計畫進行期間所得到之諮詢意見，明顯說

明審議機制長年沿用，與目前負責審議官員之「應然面判斷」已經有

所背離，但目前所採用之審議機制卻缺乏定期檢討和更新之機制，更

未建立任何審議構面之權重制度，以進行較為精密之審議。  

6. 中長程計畫核定前之規劃階段，應適當考慮納入民意參與（主辦

機關：各部會）  

有鑑於中長程計畫，特別是公共建設計畫，投入資金龐大，產業

效益明顯，但可能牽涉民眾權益、環境保護等重大利益，如果先期作

業計畫均在政府內部完成，然後再聽取民眾意見、進行環保審查，往

往造成中長程計畫中途而廢，影響政府威信、破壞民間企業之投資計

畫與國內產業發展規劃。國光石化計畫投入鉅額資金，進行長期規劃，

但終因民眾之反對而取消，可為殷鑑。因此，就中長程個案計畫的性

質而言，民眾所受的影響既深且廣，政府未來必須設法突破目前公共

參與不足的困境，在制度設計上需要更周全的考慮，引進公共參與、

進行商議的過程以避免公共建設政策反覆的情形。  

7. 規劃應考慮全觀型治理、跨域治理、跨部會協調（主辦機關：各

部會）  

既有公共建設之中，許多未能以較為精緻的角度，細緻規劃公共

建設的可行性和可欲性，甚至建立公共建設分期實施、條件審查、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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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及後續使用、維修等相關法規，因此往往後費鉅資卻又成為為國人

所詬病之「蚊子館場」。因此，本研究建議，未來之中長期建設計畫

在組織、職能之規劃方面，應該朝全觀型治理、跨域治理、跨部會協

調等方向，進行制度規劃。有關「全觀型治理」之相關理論主要在強

調政府「整體性施政」之重要性，避免各部會依照法定職權各有職掌，

然而卻產生各自為政、各自投資公共建設，最後未能對全民產生整體

綜效的弊病。全觀型治理理論不但強調以政府整體的高度，統合各部

會所運用之資源，並特別強調針對全民民生問題進行預算整合、成果

整合、預防性施政、智慧採購、跨域治理、跨部會協調。  

8. 適當考慮評估過程所涉及之透明與課責（主辦機關：各部會）  

目前參與計畫審議的組織所應扮演的職能在各單位並不相同，責

任未能釐清，也未能透明公開。目前計畫審議過程可能發現的缺點：

審議人員專業不足又不願納入專業人士參與審議、專家學者審議非其

專業計畫、計畫的期初審議和期中管考及事後評估無法對應、以及出

現自審自評的現象。本研究建議，未來可考慮公布計畫審議的過程與

結果等相關資訊，或以上網公開的方式，俾利政風單位或相關利害關

係人之查詢。  

9. 「社會發展計畫」應有固定預算額度（主辦機關：國發會；協辦

機關：行政院、主計總處）  

過去經建會在「公共建設計畫」方面有其獨立之預算分配，惟研

考會並無「社會發展計畫」之實質審議或額度分配權，僅能針對計畫

之優先性進行評估與核列，而經費來源尚需依賴各部會基本運作需求

額度來因應。故未來國發會應參考美國「總體預算管理」之概念，使

計畫管理與預算制度密切結合，讓社會發展計畫有其固定之預算額

度，使施政計畫之管理事權能更為統一。  

10. 制定明確之計畫審議導引手冊，以便各部會計畫之研擬有所遵循

（主辦機關：國發會）  

歐盟計畫書導引手冊之審議原則及項目邏輯清晰，且在目標達成

工具之選擇、未來監督與評估機制之規劃、及系絡背景與附加價值考



提要 

 XIII  

量等面向皆有詳實之規範。惟我國則因為施政計畫之擬定主要來自政

策指示及輿情反應，使得計畫之可行性與預算管理不若歐盟來的完

善，而因為過度傾向「高度技術性」的目標設定，使得審議項目之定

義並不精確。故我國現有之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之審議原則及項

目應適當參考「歐盟計畫導引手冊」之邏輯與架構，使未來國發會在

計畫審議方面能更加完備，並達到政策確實符合預設目標及民眾之需

求性。有關計畫審議導引手冊，可參照本計畫之研究成果，由國家發

展委員會逐步建置，或另行立案委託研究。  

11. 計畫審議導引手冊之制定，應另案委託研究辦理（主辦機關：國

發會）  

為使國發會之計畫導引手冊能確實且完善地被建置，本研究建議

未來可另案進行計畫導引手冊的擬定，並且參考歐盟的「計畫書導引

手冊」，以便我國建置的計畫導引手冊邏輯清晰、並具備適當之原理

原則。此一手冊之內容應至少涵括表 5-17之計畫審議程序構面的主構

面與次構面之評估方式與實質評估內容，並需因應未來構面權重之研

擬，擬定實際評分項目之評分尺度與定義。本研究有鑑於計畫審議導

引手冊對於未來計畫審議之品質具有重大影響，而其所能發揮之運算

資源分配精準性，具有決定性影響，雖然建議由國家發展委員會逐步

建置，然而為求手冊之設計更為周延，因此建議另案委託研究辦理。  

二、中長程建議  

（一）計畫審議階段  

1. 依照本計畫的研究成果，更新作業規範（主辦機關：國發會；協

辦機關：各部會）  

本計畫之研究成果係屬整體計畫評估之先期研究計畫，各項建議

尚需逐步深入其實際應用所可能遭遇之困難，並需因應未來國發會實

際發展與國家政策方針之研擬而與時俱進修正。因此，審議作業與組

織職能、各項作業規範與前項原則所提之導引手冊作業內容等均須定

期更新，以符施政需要。具體而言，在國家發展委員會依法成立之後，

委員會之組織運作將因內部組織分工之重新設計而建立新的工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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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工作流程和工作規範。但無論採用何種組織分工，有關中長程個

案計畫之審議工作，均可參照本計畫之研究成果，更新審議工作之作

業規範。新的審議工作規範可由國家發展委員會逐步建置，或另行立

案委託研究。  

2. 中長程個案計畫應採整合性評估機制（主辦機關：國發會）  

各項中長程計畫應從源頭即考量各項建設間之互補性與替代性，

並避免出現功能類似或衝突之規劃，而應著重不同建設間、跨域、跨

部會之整合；並由提案單位從先期作業、初審、複審之審議作業搭配

不同審議單位之功能，尋求大處相同，但得因應不同類別計畫差異性

而有一體適用之評估與審議機制。同時，同一類別計畫在地方、在各

部會或在國發會之審議與評估標準應力求一致。為建立整合性評估機

制，本研究建議在國家發展委員會依法成立之後，因應委員會之組織

運作將因內部組織分工調整，而有新的工作分工、工作流程和工作規

範，同步考慮建置整合性評估機制。新的整合性評估機制可由國家發

展委員會逐步建置，或另行立案委託研究。  

3. 針對兩類中長程計畫之審議採行不同的權重方式處理，並對每一

構面之評分應有明確的定義（主辦機關：國發會）  

美國聯邦政府採用之計畫評核工具（PART）設有一套二元選擇問

卷量表，並針對四大評估面向分予不同的權重分數，具有易操作化、

系統性與一致性的優點。未來國發會成立之後，中長程個案計畫之審

議機制除了應重新修正評估構面之外，計畫評估之各構面也應有權重

配分，同時每個主構面之下的次構面、子構面皆需有明確的定義及範

例，俾使審議工作同時具備原則及彈性。本項建議主要針對中長程計

畫之審議，需要建立審議項目之「權重」觀念，以衡量中長程計畫各

項考慮因素之優先性，以避免傳統建構在「各種考慮面向」的審議盲

點，使審議的流程能夠聚焦在中長程計畫的「需求」一直到「影響」

的客觀評量。針對「計畫需求」、「計畫可行性」、「計畫協調」及「計

畫影響」等較難量化之各項目，本研究建議透過組成委員會方式，進

行德菲法之討論，形成共識，或另行立案或併案進行委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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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現行公共建設計畫 9 大部門、23 次類別，社會發展計畫 6 大類別，

應針對次類別，研議定期或不定期調整權重，以便反映政策需求

（主辦機關：國發會）  

目前中長程個案計畫的各類計畫性質及內容非常繁雜，在進行審

議工作時則採用一套相同的標準，某種程度而言，將無法區辨各類計

畫重要性的優先順序，及適當回應政策需求。因此，除前項所建議依

計畫類別分定權重之外，本研究建議兩類計畫下的次類別（公共建設

計畫 23 項、社會發展計畫 20 項）同樣應依據計畫之性質設定權重，

並且引入決策者及專家學者的意見，定期或不定期調整權重。本項建

議和上項建議係屬相關之建議，但其重點有所不同。上項建議主要針

對建立審議項目之「權重」觀念，而本項建議主要係針對「定期或不

定期」調整權重，以便反映時代需要、政策需求。  

（二）執行管考階段  

1. 評估機制之人力資源與配備合理性（主辦機關：各部會）  

本研究發現，地方公共建設的計畫申請人力、計畫執行能力皆有

待提升。針對申請計畫之寫作品質，本研究建議未來應考量評估機制

之人力資源與配備合理性，培訓相關計畫寫作、評估之人才，並透過

國家發展委員會與各部會、各機關之不斷溝通，及相關計畫提出單位

之計畫規劃人才培訓，追求整體申請計畫之各環節人力水準。透過人

才之培訓，將可使管考評估與審議等工作相連結。  

（三）績效評核階段  

1. 中長程計畫成果之評核作業應交由組織外妥適之機關辦理（主辦

機關：國發會）  

由於過去「社會發展計畫」是由研考會進行管考，而「公共建設

計畫」之管考作業則由經建會執行，惟未來二會併入國發會之後，為

避免出現管理職責難以統一之情形，應設法將兩類計畫「實施與成果」

之評估及管考作業加以整合。另一方面，為使中長程計畫達到預期效

果，提升執行力和計畫執行率，建議在國家發展委員會之下設立專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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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進行計畫成果評估與管考作業。本研究建議可以考慮由國家發展

委員會設立專責評估「政府效能」的「署」，以避免機關職責產生球

員兼裁判的現象，從而提高中長程計畫之執行力與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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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政策建議本研究政策建議本研究政策建議本研究政策建議  

 期程  建議內容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1. 
依據現有的作業規範，將重覆的項目進行整併，各

部會仍依據修正後之評估構面，辦理審議作業。  
國發會  各部會  

2. 
各部會的計畫審議提交到經建會、研考會時（包括

未來的國發會），應採取一致的計畫格式和作業規

範。  
國發會  各部會  

3. 
配合組織改造，建議中長程計畫採行一致的計畫審

議構面。  
國發會  各部會  

4. 考慮計畫的共同性與差異性。  國發會   

5. 有關審議構面之權重應該另案辦理，進行委託研究。 國發會   

6. 
中長程計畫核定前之規劃階段，應適當考慮納入民

意參與。  
各部會   

7. 規劃應考慮全觀型治理、跨域治理、跨部會協調。  各部會   

8. 適當考慮評估過程所涉及之透明與課責。  各部會   

9. 「社會發展計畫」應有固定預算額度。  國發會  
行政院  

主計總處  

10. 
制定明確之計畫審議導引手冊，以便各部會計畫之

研擬有所遵循。  
國發會   

11. 

立即

可行  

計畫審議導引手冊之制定，應另案委託研究辦理。  國發會   

12. 依照本計畫的研究成果，更新作業規範。  國發會  各部會  

13. 中長程個案計畫應採整合性評估機制。  國發會   

14. 
針對兩類中長程計畫之審議採行不同的權重方式處

理，並對每一構面之評分應有明確的定義。  
國發會   

15. 
現行公共建設計畫 9 大部門、23 次類別，社會發展

計畫 6 大類別，應針對次類別，研議定期或不定期

調整權重，以便反映政策需求。  
國發會   

16. 評估機制之人力資源與配備合理性。  各部會   

17. 

中長

程  

中長程計畫成果之評核作業應交由組織外妥適之機

關辦理。  
國發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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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在本章中，首先將說明本研究之緣起及目的，其次再闡述本研究在執行

過程中將採行之方法及程序，以及本研究探究我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

整合問題之整體研究架構。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緣起研究緣起研究緣起研究緣起 

公共計畫之遂行，無非仰賴全民之納稅做為財源基礎，惟在面臨近年來

之經濟不景氣、政府財政日益困窘等問題下，各該重大施政計畫於規劃過程

中，莫不進行相關的可行性評估與綜合規劃，俾將國家整體資源做出有效配

置與利用。而我國中央政府重大施政計畫之內涵，目前主要體現在各機關依

其業務範疇所研擬之具體實施計畫，亦即「中長程個案計畫」；是類計畫係

由各該業務機關依據國家中長程施政目標，在參酌各機關資源能力後所擬定

之計畫方案。 

據上所言，為能撙節成本，同時達成有效運用公共資源之目標，如何完

善政府中長程個案計畫之評估機制，尤顯重要；而該類計畫評估機制的健全

與否，更與我國政策評估技術之發展關係密切。觀諸政策評估技術之發展歷

程，隨著學界相關研究與理論的不斷演進，實務界原先對於政策評估技術不

熟稔之問題亦有所改善。然而，縱學理方面發展已趨成熟，惟綜觀實務面向

之發展，則可發現目前我國政策評估在技術應用上仍面臨諸多難題，包括：

學術與實務兩界對於評估技術之抉擇標準未有共識、政策評估技術欠缺系統

性之分析架構、評估方法難以操作化之問題…等。 

當前我國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之中長程個案計畫，倘若屬重要政策、跨機

關業務需行政院協調，抑或計畫所需經費無法於行政院核定之歲出概算額度

範圍內支應者，則由行政院依「社會發展計畫」、「公共建設計畫」與「科

技發展計畫」等性質差異，分別交由「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研考會）、

「經濟建設委員會」（經建會）、「國家科學委員會」（國科會）會同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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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審議後，報請行政院核定。惟適逢行政院組織法修正案於民國 99 年 1

月經立法院三讀通過，行政院新興組織架構將自民國 101年 1 月 1 日開始啟

動，而原研考會與經建會亦將併入「國家發展委員會」（國發會）之中，期

藉此整合行政院幕僚機關功能，並強化重要政策規劃、協調及審議之能力。 

職是之故，前述我國政策評估技術應用之現況難題，亦須因應未來國發

會之組織設立，予以檢討與回應。申言之，為配合國發會組織之推動進程，

現行分散於研考會、經建會等機關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與流程，勢須

進行全盤檢視，並亟待相關研究之投入以研析出一系統性評估框架，以期能

綜整兩大不同類型計畫之構面，進行整合性評估，提升我國中長程個案計畫

評估品質，俾敦促公共資源施作有效之配置與利用，進而增益行政機關之效

能。 

綜上所述，本研究擬就我國中長程個案計畫現行評估機制，分從社會發

展計畫、公共建設計畫，以及歐盟與美日等國在該二類計畫之操作現況進行

探討，同時亦將對兩類計畫之整合性政策評估架構等相關文獻進行回顧，期

能藉由本次研究的投入，研提前述兩類中長程個案計畫之整合評估架構芻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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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根據前述對於本研究主題與研究緣起的探討，本研究之目的如下。 

（一） 檢視現行我國在「社會發展計畫」及「公共建設計畫」之中長程個案

計畫評估機制實施現況及相關問題。 

（二） 研析先進國家（至少兩國）公共政策評估發展趨勢、實務做法及成效

分析。 

（三） 研提我國在「社會發展計畫」及「公共建設計畫」之中長程個案計畫

評估構面。 

（四） 針對未來國家發展委員會之組織職能，研提我國中長程個案計畫之

「社會發展計畫」及「公共建設計畫」整合性評估機制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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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研究方法與架構研究方法與架構研究方法與架構 

一一一一、、、、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為符合委託機關之需求和有效達成研究目標，本研究預定採用的研究方

法，共計有：文獻分析法、深度訪談法、焦點座談法，以及德菲法等 4 種。

有關各種研究方法之實施目的，所蒐集之資料性質和內容，以及研究方法的

操作流程，茲分述如下。 

（一）文獻分析法 

研究團隊將藉由蒐集國內外政府出版品、專書、學術期刊、學位論文，

以及官方和專業機構網頁等之靜態資料，以達成本研究之研究目標一與二，

包括：（1）檢視現行我國在「社會發展計畫」及「公共建設計畫」之中長程

個案計畫評估機制實施現況及相關問題；（2）研析先進國家（至少兩國）公

共政策評估發展趨勢、實務做法及成效分析。 

前述資料之蒐集、彙整及分析，其目的包括：（1）檢視我國在「社會發

展計畫」及「公共建設計畫」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之相關制度，並進一步

與所蒐集之各國相關制度進行比較分析，據以研析我國現行制度之特徵及優

劣。（2）文獻分析所獲得的資訊和結果，亦將做為焦點座談與深度訪談的構

念（constructs）來源之一。（3）做為研提我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構面之參

考。 

（二）焦點團體訪談法 

藉由文獻分析所獲得的資料，本研究進一步邀集學者專家，共同討論「社

會發展計畫」及「公共建設計畫」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的問題現況與

努力方向。本研究共計召開 6場焦點座談會，共計邀請學者專家 37人次。在

德菲法之前，共計召開 5 場座談，與會者包括學者專家、研考會、經建會、

地方政府等 4類人員共計 33人次。在德菲法之後，根據德菲座談會中專家提

出的整合評估架構，本研究再次召開一次焦點座談會，邀請 4 位熟稔我國中

長程個案計畫制度之學者與會，透過焦點座談的方法，對未來中長程個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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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整合評估架構的相關議題，進行廣泛的討論與對話，腦力激盪的結果，提

供本研究豐富的資料進行分析與歸納。 

（三）深度訪談法 

深度訪談所欲蒐集的資料包括兩項重點：（1）我國在「社會發展計畫」

及「公共建設計畫」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現行制度運作上的相關問題；

（2）對於我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構面的基本看法和相關具體建議。其完

成，可達成本研究的研究目標一和目標三。再者，深度訪談所獲得的資訊和

分析結果，一方面可做為德菲調查問卷設計的參考，另方面可做為本研究研

提評估構面之依據。 

由於本研究所研究之主題專業性質較高，是以採用深度訪談法，分別邀

請主辦現行計畫評估機制的承辦單位人員、主管或首長接受訪談。其中，社

會發展計畫類別方面，訪談 8 位研考會相關人員；在公共建設計畫方面，與

3 位受訪者進行訪談；另外，還包括 1 位主管中長程個案計畫預算業務的主

計處科長，共計取得有效訪談樣本數 7份。 

（四）德菲法 

德菲法（Delphi Method）是「一種結構性的團體溝通過程，過程中允許

每位成員就某議題充分表達其意見並受到同等重視，以求得在該複雜議題上

意見的共識」（Mai, 1981）。此法又稱專家判斷法，屬於群體決策方法的一

種，多應用於質性研究。其進行過程乃針對某特定議題，借重專家特殊的經

驗與知識，透過數回合反覆回饋循環式問答，直到專家間意見差異降至最低

為止。至於德菲法在運作初始階段，每個成員針對討論的議題提供個人意見，

這些意見經由不斷反覆的修改、澄清、整合與摘要過程，再以匿名方式回饋

給參與成員，之後進入德菲法的第二輪階段。透過第二輪的意見回應與收集

過程，不斷讓回饋更具體、更聚焦。這種過程必須反覆不斷進行，直到成員

之間的意見趨於一致，再無需要改變或修正之處為止（Dhaliwal & Tung, 

2000）。 

本項研究方法之實施，可達成本研究之研究目標三與四，其調查結果一

方面可以研提中長程個案計畫的評估構面，另方面有助於本研究團隊針對未

來國家發展委員會之組織職能，研提我國中長程個案計畫之「社會發展計畫」



我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整合之研究 

 6 

及「公共建設計畫」整合性評估機制之建議。本研究採立意抽樣（purposive 

sampling）方式擇定，共計邀請 12位專家學者出席德菲專家座談會，其中分

屬「社會發展計畫」及「公共建設計畫」各 6 位，討論結果一方面檢討並提

出兩類中長程個案計畫各自的新評估架構，另一方面也提出未來中長程個案

計畫初步的整合評估架構，做為本研究最後一場焦點座談會的參考依據。 

二二二二、、、、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與章節安排與章節安排與章節安排 

依兩類計畫之審議內容目前雖依法相當，但政策屬性卻有所相異，尤其

又有經費配置必須權衡之需求，將難以各自之標準勉強他方採取自我之設定

進行評估。是以，為期能反映該二類計畫未來在國發會之整合評估需要，本

研究之主要研究內容將著眼在從可行性評估之可能構面中（如技術、法律、

行政、財務、經濟、社會、環境、政治…等），研提我國二類中長程個案計

畫所適用之評估構面內涵與可行評估指標及相關權重建置之操作模式，並從

審議之先期作業、審議委員會之組成、審議之評估操作模式…等著手，次遞

藉由焦點座談會、深度訪談、德菲法等方法修正架構內容，以研提兩類個案

計畫整合性評估架構之芻議。 

本研究之實施，主要概分為兩大階段：「階段一」主要採文獻分析法進

行，先於第二章「先進國家公共政策評估機制」，研析先進國家公共政策評

估之發展趨勢，繼而於第三章「靜態與次級資料分析」，檢視我國在「社會

發展計畫」及「公共建設計畫」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實施現況及相關

問題。「階段二」則根據前一階段之比較與分析成果，繼採實證研究方法進

行，包括在第四章「我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之現狀與組織」，以焦點

座談、深度訪談兩種質性研究方法，分析現況；以及在第五章「我國中長程

個案計畫評估機制之構面」，藉由德菲法所調查之專家意見，研提我國在「社

會發展計畫」及「公共建設計畫」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構面，以及未來「國

家發展個案計畫」整合性評估機制之建議。相關之研究架構，整理如圖 1-1

所示。 



第一章 緒論 

 7 

 

圖圖圖圖 1- 1    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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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目標四完成目標四完成目標四完成目標四 

˙研究發現與政策建議研究發現與政策建議研究發現與政策建議研究發現與政策建議：：：：  

提出本研究之綜合研究發現，以及針對

未來國發會之組織職能，研提整合性評

估機制之建議。 

˙我國現我國現我國現我國現況分析況分析況分析況分析：：：： 

檢視我國在「社會發展計畫」

及「公共建設計畫」之中長程

個案計畫評估機制實施現況

及相關問題。 

˙比較各國制度比較各國制度比較各國制度比較各國制度：：：：  
比較我國與先進

國家公共政策評

估發展趨勢、實

務做法及成效分

析。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1. 文獻分析 

1. 深度訪談 

2. 焦點座談 

完成目標二完成目標二完成目標二完成目標二 完成目標一完成目標一完成目標一完成目標一 

˙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構面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構面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構面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構面：：：：  
研提我國在「社會發展計畫」及

「公共建設計畫」之中長程個案

計畫評估構面。  

完成目標三完成目標三完成目標三完成目標三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1. 深度訪談 

2. 焦點座談 

3. 德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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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二二二二章章章章    先進國家公共政策評估機制先進國家公共政策評估機制先進國家公共政策評估機制先進國家公共政策評估機制 

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中，「評估（evaluation）工作」被認為是達成「控管

計畫績效」及確保問題能獲得有效改善的重要方法。就「評估」本質而言，

這是一個持續互動的過程；藉不間斷地反思計畫執行過程的「相關性」、「有

效性」和「影響力」，進而追求政策目的達成。尤其對「社會發展政策」及

「公共建設計畫」領域而言，發展情況優劣將高度牽涉「國家競爭力」之展

現。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本章將探討先進國家的公共政策評估機制，

在章節安排方面，將先分析社會發展計畫的理論及個案，接著歐洲、日本、

美國等先進國家的公共建設評估技術與模式，最後則是與我國現行機制的比

較。 

第第第第一節一節一節一節    社會發展計畫社會發展計畫社會發展計畫社會發展計畫 

一一一一、、、、社會發展社會發展社會發展社會發展計畫計畫計畫計畫評估評估評估評估理論理論理論理論 

計畫評估技術的發展程度及運用適當，將能裁撤對資源浪費無效率之計

畫，並替國家整體資源運用分配，扮演著「守門人」的角色，其重要程度不

可不察。Cars（2006）提出執行「計畫評估」的 6個重要功能： 

1. 形成功能：不斷改善及發展干預性的評估技術。 

2. 總結性功能：基於計畫執行的最終結果，得已回饋至下個計畫週期並修正

之。 

3. 社會心理功能：提升所有利害關係人對計畫的認知意識，並加強其積極

度。 

4. 專業功能：增加政策分析者對計畫的熟稔度，並針對失敗的計畫或策略，

通盤檢討，做為未來策略建議。 

5. 組織功能：協助組織推動組織學習並提升積極的改進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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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政治功能：擴大公民參與的實質內涵，減少計畫推動的阻力。 

著手「社會發展計畫」的評估工作，乃憑藉著科學的方法對「政治活動」

及「社會制度」進行評估。評估活動被視為是計畫執行成效優劣與否的最佳

驗證。詳言之，著手「社會發展計畫評估」目的是為了使諸多社會問題及亂

象，得已憑藉評估「社會計畫」執行成效結果，並進一步獲得修正。據此，

修正「社會計畫方案」之偏差或者結束無效率的方案，對評估實務工作者而

言是相當重要的工作。 

以美國的發展歷程而言，1990年代美國在「社會發展計畫」領域，開始

強調「授權」（empowerment）的發展趨勢，在此一脈絡下，「社會發展計

畫」逐漸受到國家的關注；而「社會發展計畫評估技術」是否被正確使用？

以及是否存在更好的「評估模式」？這些問題激起學界與評估實務者的爭辯，

依本研究觀察其「評估模式」發展趨勢，大致可用表 2-1來呈現。 

針對該表之演變歷程，本研究認為蓋因「傳統評估技術」模式，已不再

適用於現今全球環境高度變遷的發展趨勢中。更何況「社會發展計畫」領域

牽涉到「區域發展」與「社會影響層面」，因此必須深入探究評估模式的內

涵並增加評估技術的多樣性。以英美兩國執行「社會發展計畫」的評估實務

為例，過去主要運作之評估模式係由「監測」與「評估」兩階段所形成，實

務界習慣稱之為「監測與評估系統」（M & E system）。而就該模式其內涵

可簡述如下： 

1. 可理解性：評估系統的呈現形式，必須使執行方案人員容易理解並且不需

繁雜的評估報告程序，偏重運用量化技術。 

2. 專業性：該評估系統參與者通常為「計畫執行者」及「計畫評估者」。 

3. 一致性：確保高度穩定的輸出項資訊及成果，有利於年度計畫課責性及學

習的目標，這必須倚賴「量化數據」的解釋。 

4. 決策取向：該系統應強調決策和分析，而不是僅被動地搜集資料與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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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 1    社會發展社會發展社會發展社會發展計畫計畫計畫計畫評估評估評估評估模式發展概況模式發展概況模式發展概況模式發展概況 

理論提出者 類型：內容描述 

Scriven（1967） 總和性/形成性評估：總和性評估是為了評估社會計畫中干預

手段之效果；形成評估乃為執行過程不斷修正偏差干預手段

之模式，兩者適用方式視個案而定。 

Worthen & 

Sanders（1987） 

六種方法：即評估模式必須依循之目標，即「目標導向」、「管

理導向」、「顧客導向」、「專家導向」、「敵對性導向」及「參

與者導向」。 

Guba & 

Lincoln（1989） 

第四代評估模式：基於「利害關係人」認識論的基礎上，進

行描述、判斷及建構評估模式。 

Bhola（1990） 內部 /外部：從授權、自我管理和成本的角度來看，內部評

估的核心應視具體情況而定，外部評估主要補充方案不足之

處。 

Shadish, Cook, 

& Leviton

（1991） 

三個主要階段和五個理論面向：社會計畫評估工作主要的七

個步驟理論家將其分為三個階段，即「測量」、「描述」和「判

斷」，若進一步分析則又可分為五個面向探討之，即社會計

畫規劃、知識建構、價值、使用和評估。 

Scriven（1993） 六個視角：依據「社會計畫評估」模式的分類觀點，可分為

下列六項，即決策支持觀點、相對論觀點、多元的描述性途

徑、社會過程學派、第四代評估的方法、跨域的角度。 

Patton（1997） 效用導向的評估模式：社會計畫評估模式是依據量化，還是

合成其他質性模式，皆以效用為優先考量。 

Stufflebeam

（2001） 

四大評估類別：社會計畫評估應可分為四種模式，即「虛假

評估」、「問題導向之途徑」、「課責導向途徑」、「社會議程/

倡議途徑」。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然而，從上列各點說明，不難發現傳統的評估模式在運作上雖然使評估

者易於解釋，但是此模式存在太多侷限，甚至未能有效評估有關價值判斷或

道德層面的資訊或影響面向，難以達成精準的評估目的。據此，為解決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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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上所面臨的困境，學者逐漸擴充其內涵，並開放更多的參與空間給利害

關係人，以期能觀測到更多更全面性政策的影響面向；此即為改良後的「參

與式監測與評估系統」（PM & E system），而就兩者主要特點差異可由表

2-2簡略比較之。 

表表表表 2- 2    「「「「監測與評估系統監測與評估系統監測與評估系統監測與評估系統」」」」演變趨勢演變趨勢演變趨勢演變趨勢 

 傳統監測與評估系統 參與式監測與評估系統 

誰來規劃並執行 M & E？ 
方案管理者、政策分析

專家 

地方民眾、方案執行人員、

管理者及其他利害關係人 

「利害關係人」的角色 提供資訊 

提供資訊設計並調整評估方

法、選擇並分析資料、結果

分享與行動建議 

如何測量「社會發展計畫」

成功與否？ 

藉由委託外部界定「量

化指標」 

藉由質化「定性」的評價來

界定「內部指標」 

方法 預設性檢證模式 適應性評估模式 
資料來源：Guijt & Gaventa（1998）。 

 

綜觀上述發展，業已對「社會發展計畫」評估理論的方法哲學產生重新

界定的情況（參照表 2-3）。在上述的基礎之下，學者 Shadish、Cook與 Leviton

最早於 1991年提出建議，認為「社會發展計畫評估」內容應至少包含以下三

個面向的討論。 

1. 評估系統內部結構和運作程序 

「社會計畫評估」工作應至少考慮下列面向，包含關鍵利害關係人、資

源、結果、內部預算分配、社會規範、基礎建置和組織。 

2. 社會政治和經濟背景 

如財務資源、當地的社會脈絡，並觀察基於「社會權力結構」的基礎上，

政治價值與計畫目標該如何調和。 

3. 社會變遷與計畫方案的關聯性 

必須漸進式觀察任何實存情況的變遷，並評估變遷與計畫執行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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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這些問題亟需受到注意，以便評估計畫是否能夠有助於改變目標達成目

的。 

表表表表 2- 3    社會社會社會社會計畫計畫計畫計畫評估評估評估評估方法論演變比較方法論演變比較方法論演變比較方法論演變比較 

 原始主要途徑 新興替代途徑 

測量方式 量化（定量）研究 質化（定性）研究 

研究設計 實驗設計統計模式 自然探究質性研究 

調查方法 演繹 歸納 

概念基礎 獨立與非獨立變項 整體性交互影響模式 

兩造關係 保持距離、分離研究 親近、涉入性研究 

變遷研究途徑 
前─後測、時間序列分析、離

散分析 

過程導向,、權變途徑、持續性動態

研究 

先驗知識關係 驗證先驗假設 推演、產生新的先驗假設 

抽樣 隨機抽樣、機率抽樣 立意抽樣、重要消息靈通者 

分析模式 描述性及推論統計 
個案研究、實驗室法、內容及類型

分析 

方法論上的原則 邏輯實證論、客觀主義認識論 現象學、符號互動論、行為主義論 
資料來源：Cars（2006: 54）; Patton（1997: 299）。 

 

從歐美等國之「社會發展計畫」評估實務現況，可歸納出下列值得重新

檢討及思考的面向。 

1. 評估成果過度拘泥於「線性關係的解釋」 

評估工作必須考慮計畫執行是一動態過程，而非一靜態過程。在許多社

會發展計畫過程，許多執行工作的人員常不盡責地僅提供一個標準化的服務

或準則，這對社會發展計畫來說是一個嚴重的缺失。 

2. 「社會發展計畫」未考慮因地制宜的效果 

傳統計畫評估幾乎不考慮環境的「脈絡性」（context），故在評估諸多

總體社會發展計畫時未能考慮到「地方區域性」存在的偏差；再者，若單純

從因果關係的角度去提出整體性架構的計畫，勢必會忽視非實質影響的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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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這些因素將相當程度地降低社會發展計畫的效用性。 

3. 偏好評價計畫的「技術性目標達成度」，忽略許多未達成計畫之面向 

在「目標導向」的趨勢中，組織經常過度傾向於著手「高度技術性目標」，

也可以說是容易預測並實踐的計畫發展項目，執行者與評估者都可以大膽假

設，提供同樣的結果相同背景和實施手段皆可獲致效能的目標，因為他們可

以很容易地預測、計算成本、推斷和管理這些計畫。但這對最重要的接受者

來看，將可能隨時受到計畫所未考慮到的潛在危機所威脅。 

二二二二、、、、美國社會發展計畫案例分析美國社會發展計畫案例分析美國社會發展計畫案例分析美國社會發展計畫案例分析：：：：以以以以「「「「幼兒教育券制度幼兒教育券制度幼兒教育券制度幼兒教育券制度」」」」為例為例為例為例 

本研究選擇以美國「幼兒教育券制度」為社會發展計畫相關案例分析，

惟我國研考會執行中之「五歲幼兒免學費教育計畫」與美國之「幼兒教育券

制度」性質接近，故選擇該制度為案例分析依據，以下將以教育類政策及該

制度為例，分析其政策評估標準及實際案例－「幼兒教育券制度」之成效，

俾便於我國行政機關往後在社會發展相關計畫擬定過程中，有國外之先例可

循。 

（一）教育政策評估標準之發展背景 

美國教育研究協會（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美國

心理學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全美國家教育評量協會

（National Council on Measurement in Education）共同為修訂美國心理學會 

1966 年版的美國教育與心理測驗標準。在經過謹慎的討論之後，他們發現評

估的標準並未列於這份測驗標準之中，因此主張要組成規劃小組討論這個議

題。這三個學會認為需要再擴充規劃小組的成員，以提昇評估標準的品質。

因此，在 1975年由 12 個組織聯合成立了「教育評估聯合委員會」（The Joint 

Committee on Standards for Educational Evaluation），並開始運作。 

教育評估聯合委員會在 1989 年通過美國國家標準研究所（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 Institute, ANSI）的認證，因此它所研發出來的評估標準也

以提升到國家級的標準，並且在全球都可以使用。並且在同一年重新檢視 

1981 年所發表的教育政策、計劃與教材評估標準，不但合併原先的評估標

準，也新加入了一些的標準，以增加應用的範圍。更重要的是，這次的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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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了學校之外會影響評估標準的各類利益團體，例如：中小學、大學、法

律、醫學、保育、軍事、商業、政府與社會福利等機構，這反應出該評估標

準的適用範圍已經考慮到日增的標準使用者（Worthen & Sanders, 1987）。 

教育評估聯合委員會所提出的 30 個標準同時也提供一個評估工作哲

學，因為該標準突顯出該委員會引導與管理計劃評估結果的主要信念，而該

委員會也提出對評估標準使用時的相關建議。其實設立評估標準主要的目的

是要提供評估者一個有效評估的標準，但是標準本身並不能提昇評估的品

質，必須依賴評估者的專業判斷，才能夠確保在特定的情境之下適當的使用

評估標準。該委員會很自信的表示，教育政策評估標準將會引導出實用的、

可行的、倫理的、適當的政策評估，而這些評估工作也將會促進不同教育階

段朝向更具義意義與更好的發展。 

（二）教育政策評估標準的界定 

教育政策評估的準則是評估方案的核心部分，反映評估活動中價值的尺

度和界限，也反映出客觀性的特質。其客觀性的程度決於其來源、依賴某種

客觀的基礎。所以教育政策評估的準則反映了教育政策評估主體的需要和利

益，也反映了評估者的價值標準，同時也反映了教育政策的客觀現實狀態

（Sanders, 1994）。 

1. 相關名詞定義 

（1） 標準（Standard）：指的是經過一群人以專業的角度相互同意的準則，

這個準則可以提昇專業運作，例如：評估的品質與公平性。 

（2） 評估（Evaluation）：對於現象價值或優點進行系統的探究。 

（3） 政策（Program）：依據某項基準所持續進行的教育活動。 

（4） 計畫（Project）：在特定時段所提供的教育活動。 

（5） 教材（Materials）：教育活動內容，包括教科書、指引、軟硬體、影片、

錄音帶等。 

（6） 評估標準（Evaluation standard）：在評估專業工作中，經由一群人所共

同設定的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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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評估者（Evaluator）：引導評估工作實施者。 

（8） 資訊（Information）：量化或非量化的資料呈現。 

（9） 顧客（client）：被評估的個人、團體或機構。 

（10） 利益關係人（Stakeholder）：與評估有關或受到評估工作影響的個人

或團體。 

2. 標準的範圍 

評估標準主要用來指引教育政策、計畫或教材的設計、執行與檢討。從

某項教育政策的具體性和各國政治、文化、教育背景的差異性來看，很難歸

類出一個共同的教育政策評估準則，因此教育政策評估通常採用以下兩種形

式，其一是指標系統（indicator system），其二是概括性問題（general issue）。

指標是一種具體、可測量的、行為化的的評估準則，根據可測或具體化的標

準而確定的評估內容；概括性的問題是針對教育政策評估所關心的方面，用

一系列較為抽象的問題做為評估的準則（Sanders, 1994）。 

3. 影響的對象 

評估工作影響的對象包括：任命評估工作者、指導評估工作者，以及使

用評估結果者。 

4. 標準的本質與組織 

（1） 實用性（Utility）標準：可引導評估工作產生有用的資訊、符合時效

與產生影響。 

（2） 可行性（Feasibility）標準：評估工作經常是一個互動的過程，而不只

是單項的設立或計算政策的價值。 

（3） 適當性（Propriety）標準：反應出評估工作是以各種方式影響許多不

同類型的人。 

（4） 正確性（Accuracy）標準：決定評估工作是否可以形成正確的資訊。 

（三）教育政策評估標準之內涵 

教育政策評估的準則是評估方案的核心部分，反映評估活動中價值的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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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界限，也反映出客觀性的特質。美國教育評估聯合委員會於 1981 年所

發表的「教育政策、計劃與教材評估標準」一書提出了教育政策評估的實用

性、適當性、正確性與可行性標準，現已經廣為各領域政策評估所使用。茲

分別說明如下（Sanders, 1994）： 

1. 實用性標準 

實用性標準設置主要的目的是在於促使評估結果更能夠滿足相關使用者

在資訊上的需要。茲分述實用性分項標準定義如下（Sanders, 1994: 22-24）： 

（1） 確認利益關係人：應確認與評估工作有關或受其影響的個人，以便於

能夠注意與滿足其需求。 

（2） 評估者可信度：指引評估者應該是值得信賴的，並且有能力擔任此評

估工作，為使評估結果能夠達到最大信度與接受度。 

（3） 資訊範圍與選擇：資訊蒐集必須經過大量的篩選，以便能夠提供中肯

的問題來了解想要評估的政策，並且能夠回應被評估者或其他特定利

益關係人的需要與利益。 

（4） 確認價值：必須謹慎的描述用來詮釋評估結果的觀點、過程與理論基

礎，以確保評估價值判斷的根據是很清楚的。 

（5） 報告的說明：評估報告必須清楚描述評估的內容、目的、過程與結果，

以確保評估報告能提供充分與易了解的資訊。 

（6） 報告時效與宣傳：有意義的期中研究發展與評估報告應該可以先提供

給評估使用者先了解，以便他們能夠及時掌握最新資訊。 

（7） 評估影響：評估應該是經過計劃、指導與以各種方式呈現報告，來鼓

勵利益關係人能和評估者有類似的想法，以增加評估報告將來被關心

人士使用的機率。 

2. 可行性標準 

設立可行性的標準最主要的目的在於確保評估是真實的、謹慎的、得體

的，且花費較少的。茲分述可行性分項標準定義如下（Sanders,1994, 63）： 

（1） 實際執行過程：評估的過程應該實際可行的，並且當需要提供評估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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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時，能夠將評估解釋錯誤的可能性降至最低。 

（2） 政治可行性：評估工作在計劃階段與進行的過程當中，應該讓代表不

同立場利益團體參與發表意見、提供合作的機會，以降低這些團體阻

礙、抵制評估執行或誤用評估結果的可能性。 

（3） 花費效能：評估工作必須有效的提供有意義、價值的資訊，為使資源

花費有其正當性。 

3. 適當性標準 

適當性標準設立的目的在於希望評估工作在執行時能夠合法、合乎倫理

規範，以及顧及相關利益者或可能受其結果影響者福利。茲分述適當性分項

標準定義如下（Sanders, 1994, 81-82）： 

（1） 服務方向：評估的設計必須強調與有效滿足所有評估參與者與機構的

需求。 

（2） 正式約定：如果邀請對方正式參與評估工作必須以書面訂定正式的合

約說明權利義務（例如：應該做些什麼事情？如何做？和哪些人合作？

以及工作的時間多長？），以確保這些參與者將來在正式評估工作的時

候，能夠確實遵守這些正式合約的規定，以及說明在哪些狀況之下雙

方必須重新談判。 

（3） 人權問題：評估工作必須在設計與執行上能夠尊重、保護人類的權利

與福祉。 

（4） 人際互動：評估工作必須在人際互動的過程當中尊重人性的尊嚴與價

值，以確保參與者不至於受到威脅與傷害。 

（5） 完整公平評量：當評估報告的優點與缺點將面臨檢驗與紀錄的時候，

評估就應該是完整且公平的。如此一來，才可以突顯評估的優點，以

及解決所發現的問題。 

（6） 結果公開：評估正式參與者應該促使評估結果能夠關注到實際運作上

易受個人因素影響的限制，因此任何人都有權利考慮自己是否要接受

評估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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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利益衝突：評估者應該公開與誠實的處理評估中利益衝突的問題，以

確保它不會危及評估的過程與結果。 

（8） 財政績效：評估者的定位與資源的支出應該確實反應評估過程中的合

理績效，以及謹慎或在倫理上負責的態度，為使公共支出能夠發揮其

適當的效用。 

4. 正確性標準 

正確性標準設立的目的在於促使評估能夠針對決定被評估政策價值或長

處的特質，在技術上揭露或傳達適當的資訊。茲分述正確性分項標準定義如

下（Sanders, 1994, 125-126） 

（1） 資料處理：評估者必須清楚與正確的描述與整理預定評估的政策，以

確保能夠清楚的定義該項政策。 

（2） 內容分析：應該詳細檢視政策中的內涵，以便能夠清楚界定相類似的

影響因素。 

（3） 描述目的過程：應該監控與詳細描述政策評估的目的與過程，以便能

夠清楚的界定兩者。 

（4） 可辯護的資訊來源：應該詳細描述政策評估中的資源來源，以便能夠

提供適當的資訊。 

（5） 有效資訊：在評估過程當中，所獲得的資訊必須經過選擇、發展，以

便在應用時能增加其解釋特定使用對象的效度。 

（6） 可信資訊：在評估過程當中，所獲得的資訊必須經過選擇、發展，以

便在應用時能增加其有意義說明特定使用對象的信度。 

（7） 系統資訊：評估中資訊的蒐集、處理與報告都應該以系統的方式來呈

現，以便能更發現與更正任何可能的錯誤。 

（8） 量化分析資訊：必須適當的與系統的分析評估中的量化資料，以便能

夠有效的解答評估的問題。 

（9） 質化分析資訊：必須適當的與系統的分析評估中的質化資料，以便能

夠有效的解答評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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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有正當理由的結論：評估所下的結論必須經過嚴謹的正當化過程，

以便利益關係人能夠判定其價值。 

（11） 公正的報告：評估報告應該注意盡量避免個人情感因素或政黨立場

所造成的不良影響，以便其能夠公平公正的反應評估的發現結果。 

（12） 後設評估：針對上述或其他適當的評估標準本身再次進行形成性與

總結性的評估，以確保這些指引方向是適當的。若從競爭的角度來看，

利益關係人也可以藉此更深入的檢視評估標準的優缺點。 

綜上所述整理如表 2-4 所示，教育政策評估的「實用性」標準強調：確

認利益關係人、評估者可信度、資訊範圍與選擇、確認價值、報告的說明、

報告時效與宣傳與評估影響；「可行性」標準則重視：實際執行過程、政治

可行性與花費效能；「適當性」標準偏重：服務方向、正式約定、人權問題、

人際互動、完整公平評量、結果公開、利益衝突與財政績效；而「正確性」

標準則是重視：資料處理、內容分析、描述目的過程、可辯護的資訊來源、

有效資訊、可信資訊、系統資訊、量化分析資訊、質化分析資訊、有正當理

由的結論、公正的報告以及後設評估。 

表表表表 2- 4    美國教育政策評估標準應用檢核表美國教育政策評估標準應用檢核表美國教育政策評估標準應用檢核表美國教育政策評估標準應用檢核表 

評估標準 評估項目 有強調 部分強調 沒有強調 未使用 

確認利益關係人         

評估者可信度         

資訊範圍與選擇         

確認價值         

報告的說明         

報告時效與宣傳         

實用性 

評估影響         

實際執行過程         

政治可行性         可行性 

花費效能         

適當性 服務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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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約定         

人權問題         

人際互動         

完整公平評量         

結果公開         

利益衝突         

財政績效         

資料處理         

內容分析         

描述目的過程         

可辯護的資訊來源         

有效資訊         

可信資訊         

系統資訊         

量化分析資訊         

質化分析資訊         

有正當理由的結論         

公正的報告         

正確性 

後設評估         

資料來源：Sanders（1994: 18-19）。 

  

我國自民國 87 年起臺北市發放幼兒教育券後，短短三年間就已全台發

放。以我國幼兒教育的大環境來看，尚有許多根本問題亟待解決，如幼稚園

托兒所的定位問題（是國民義務教育？社會福利機構？亦或私人營利機構），

合格教師比例偏低、也無客觀評鑑制度，再者，幼稚園托兒所分由教育部及

內政部管轄，各司其政，無法統整教育資源。這些問題都不是單純的以「教

育券」就可以解決的。 

因此，透過前述評估標準的檢定，可以從國外社會發展計畫中得到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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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在整體教育體制中，透過計畫評估標準獲得清楚的定位及後續計畫修

正方向，再解決資源分配與實質內涵問題，才能期望此龐大的經費支出真能

夠對幼教品質的改善有所助益。然反觀我國教育計畫類別發展，業已於 100 

年 6月 10日立法院第 7屆第 7會期正式三讀通過「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並

於 100年 6月 29日公布，將現有照顧 2到 6歲幼兒的幼稚園和托兒所等機構，

整合為幼兒園，其中幼兒園的設立、界定、教保服務人員都有所規範。自 101

年 1月 1日起，各級主管機關為整合規劃、協調、諮詢及宣導幼兒教保服務，

應召開諮詢會。其諮詢會成員應包括主管機關代表、衛生主管機關代表、身

心障礙團體代表、教保學者專家、教保團體代表、教保服務人員團體代表及

家長團體代表，盼能藉此達成多方共識為幼教資源謀求最大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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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公共建設計畫公共建設計畫公共建設計畫公共建設計畫 

「公共建設」及「投資計畫」等領域的發展，越來越受到歐美國家的重

視。蓋因「公共建設計畫」之發展，攸關於國家整體發展之表現。有鑒於此，

於「公共建設計畫」中，「政策制定者」被要求必須採用符合國家建設發展

的評估技術。此發展趨勢隨著「成本效益分析」技術的開展，正好符合國家

得以體現總體發展計畫的發展目標需求。然而「成本效益分析」之所以廣為

運用，乃是因為它體現了規模經濟復甦和增長，有利於國家「投資計畫導向」

的發展。然而，隨著理論與實務不斷的精緻與重構，其發展歷程業已歷經相

當大的變化。目前在評估「公共建設計畫」的發展趨勢裡主要反映了三個基

本命題：第一，涉及宏觀經濟以及政府部門政策相關事務；第二，必須考量

整體制度環境；第三，通盤檢討與國家經濟相互關聯的發展政策和方案。據

此，本研究將立基於上述各點基本命題下，進一步檢視先進國評估實務之發

展，盼能為我國評估計畫實務運作提出更具完善的評估整合機制。 

一一一一、、、、歐洲先進國家歐洲先進國家歐洲先進國家歐洲先進國家「「「「公共建設計畫公共建設計畫公共建設計畫公共建設計畫」」」」評估評估評估評估模式之分析模式之分析模式之分析模式之分析 

就「公共建設計畫」評估模式而言，自「里斯本會議」後，歐洲地區間

的整合性更趨緊密。蓋因強調整體發展的趨勢下，對在世界舞台上需要保持

高度競爭力的歐洲來說，精確地選用「評估方法」及完善「評估設計流程」，

已成為各成員國關注之核心。詳言之，如何進一步達成提升「計畫經濟」及

「創新能力」目標的「公共建設計畫」是一個重要的課題。在此前提下，公

共建設評估方法的不斷精煉，是為了保持公共建設計畫保持高競爭優勢的考

量；同時亦有助於完善高效能性的「基礎設施投資」政策。 

然而，隨著歐盟各成員國大量開展「建設計畫」，造成各國間皆產生鉅

額的支出與財政負擔；為了達成國家總體經濟計畫的建設目標，本研究認為

必須審慎關注於「預算制度」的配合之下，如何提高服務品質且同時能保持

低成本的「建設計畫」與「基礎建設計畫」。然而這個前提，相當程度必須

倚賴於「政策評估技術領域」不斷的創新，並不斷提高計畫政策的效益，例

如：「成本效益分析」技術提高了「國家大型建設計畫」的監控程度並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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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效益性。綜上所述，學習改善「評估模式」的侷限性，並提高其「實益

性」，已是歐洲國家政策評估領域最關心之焦點。大致上，其評估技術之演

變趨勢可由表 2-5來說明之。 

表表表表 2- 5    歐洲各國歐洲各國歐洲各國歐洲各國「「「「公共建設計畫公共建設計畫公共建設計畫公共建設計畫」」」」評估評估評估評估方法演變趨勢方法演變趨勢方法演變趨勢方法演變趨勢 

       關注焦點關注焦點關注焦點關注焦點     採用評估技術採用評估技術採用評估技術採用評估技術 

    聚焦計畫本身     計畫評估技術 

      投資成長     成本效益分析 

      進口替代     影子價格估算 
前期 

    集中規劃政策     自我評估系統 

    聚焦國家層次 投資組合（portfolio） 

      政策改革       政策評估 

     外部性政策       風險分析 
後期 

 去中心化的決策制定   參與性的評估模式 
資料來源：Picciotto（2006: 10）。 

 

上表主要說明公共建設計畫評估理論，蓋已轉向更宏觀且具整體性的「脈

絡思維」，正如計畫評估實務已跳脫單純的線性解釋模式，而代入多元利害

關係人之「參與性的評估模式」。也就是說，當著手公共建設計畫之評估工

作時，必然將納入在計畫執行的各個階段所涉入之「利害關係人」，並以其

意見作為多元評估之標準之一，確保計畫評估走向更為客觀之多元評估模

式。而不再如同過去評估模式一般，過度倚重純數學模式之公式運算，其成

果卻如真空中運算一般不符合實際情況。綜此，關於上述觀察將是目前我國

所須克服之主要困境之一。 

職是之故，在上述基礎下，本研究將深入觀察歐洲諸國之發展現況，並

於「公共建設計畫」評估實務工作中，提出如下諸點，希冀藉由反省其經驗

可做為我國未來整合公共建設評估機制之借鑒。 

（一）評估技術與適用之整體環境契合度低 

現今評估技術之運用，幾乎由專家藉由精密的計算公式，評估其計畫之

效益評估工作。然而評估工作必須與「整體環境」密切結合，而非單純用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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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與公式計算產出評估結果。 

（二）評估技術過度侷限 

未來應朝向建構「多層次」、「多向度」之評估模式發展，因為技術的

發展與時俱進，亦即具有高度的動態變遷，難以有單一而絕對完美的評估技

術存在。 

（三）主客觀指標失衡 

減少主觀化主導評估工作的情況，必須考慮大環境下的諸多變項，著重

主客觀並重的評估模式。正如同「公共建設計畫」必須緊扣於「預算資金制

度」的相互調和，兩造之間存在諸多變項不應忽略。 

（四）誤用評估技術之濫觴 

執行公共建設計畫實務之評估，現今慣以採用「成本效益分析」技術。

然而卻常發生方法誤用之情況，如此一來計算結果將產生重大歧異，亦對「公

共建設」的評價常產生莫衷一是之情況。 

二二二二、、、、日本日本日本日本「「「「公共建設計畫公共建設計畫公共建設計畫公共建設計畫」」」」評估評估評估評估模式之分析模式之分析模式之分析模式之分析 

從 1950年代開始，日本多次確立公共建設發展主軸，其歷程演變與制度

創新相當值得我國公共建設制度與計畫審議機制相互借鏡參酌。日本係採國

家主導式之計畫體制，為強化上下位計畫間之連結，公共建設投資以「全國

綜合開發計畫」與「國家經濟計畫」做為上位計畫，其次就各部門類別而言

則有「公共投資基本計畫」做為指導，再者往下方有各事業主管機關自行提

出之事業別公共投資計畫（李奇、王小茹、林思文，2009：17）。然而，其

個別事業長期計畫，均由各主辦部會邀請的相關業界代表參與審議，就行政

部門制訂的計畫做為基礎加以審議，由相關的部會首長答覆審議意見，再送

交內閣會議討論決定。只要內閣會議通過承認一長期建設計畫，各主管機關

即依據該計畫之構想，再就個別之建設工程擬訂事業計畫。其體系架構大抵

上可用圖 2-1來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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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2- 1    日本公共建設計畫制度日本公共建設計畫制度日本公共建設計畫制度日本公共建設計畫制度 

資料來源：林建元，蘇振綱（2006）。 

 

原則上我國現行公共建設計畫制度系參考日本計畫制度之作法，但相較

於我國實務日本則更注重有效連結上、下位計畫，各項計畫預算必須與上位

衡量指標相連結，進一步與執行計畫勾稽並達成整體目標。有鑒於「上位計

畫」對於整體建設計畫開展產生重要影響力，以下將對日本重要計畫之演變

簡要做一陳述： 

（一）全國綜合開發計畫之演變 

二次大戰結束後，為謀求國土綜合開發並以促進生產為目的，日本政府

於 1950年訂定「國土綜合開發法」；惟該法制定後，進一步為了落實「勵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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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升級、充實社會資本、振興科學技術、提高生活水準」等計畫目標，日

本政府於 1962年頒布了「全國綜合開發計畫」。此一上位計畫預期做為公共

建設及投資計畫之準據，並勾勒出全國總合開發計畫、經建計畫、國土利用

計畫等國土計畫體系架構（蘇玉守，2010：106）。惟為確保該計畫之總體目

標，其發展主軸前後歷經共計四次修正（如表 2-6 所示）。值得一提的是，

於 1998年最後一次修正的全國綜合開發計畫中（又稱為「新全國綜合開發計

畫—二十一世紀的國土總體規劃」），則以「多軸型國土結構」為計畫開展

主軸，並以建設新國土規劃與首都功能移轉為主要架構（林建元、蘇振綱，

2006：19）。堪稱強化了上、下位計畫之連結，並扣緊國土發展規劃方向的

總體部門建設指導計畫。綜上所述，隨著全國綜合開發計畫之開展，日本的

長期公共建設計畫得全部集中由「國土交通省」統籌規劃及推動，使道路、

機場、海港等十六種建設事業別得以擬定策略性之建設計畫，確保國家發展

上下位計畫一體之目標。 

（二）公共投資基本計畫之沿革 

延續「全國綜合開發計畫」之整體發展脈絡之下，其次有「公共投資基

本計畫」做為各部門建設之綱要指導計畫，有別於我國在部門建設計畫屬於

較弱之環節，日本憑藉政策評估制度對於公共投資之績效採行全面性的評鑑

與管理，亦能藉由績效評鑑結果反映於年度預算編列之中，得以提高公共投

資的效率（李奇、王小茹、林思文，2009：25）。日本政府實施公共建設計

畫 40年後，於 1990年提出總體性、綱要性的公共投資基本計畫，其整體架

構及基本方向可簡要分為兩類，其一為治水、道路、港灣、土地改良等 16

個領域之公共事業（個別領域）中長期整備規模及主要策略，採 5到 10年之

長期計畫制定；另一則涉及社會福祉設施、教育設施等整備建設事業，其係

就長程計畫之構想與審議相關整備計畫之推動，確立後最終才依預算額度編

列各年度預算。 

大抵而言，公共投資計畫基本上每 5 年修訂一次，對於公共投資基本計

畫構想及目標之形成，除了由經濟企劃廳邀集相關機關會商研擬後，報請內

閣會議通過之外，亦透過政府及民間的雙向溝通，適時修正總體目標（李奇、

王小茹、林思文，20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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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 6    日本全國綜合開發計畫之變遷日本全國綜合開發計畫之變遷日本全國綜合開發計畫之變遷日本全國綜合開發計畫之變遷  

 全國綜合開發計畫  新全國綜合開發計畫  第三次全國綜合開發計畫  第四次全國綜合開發計畫  第五次全國綜合開發計畫  

預期年限  1962~1970 1969~1985 1977~1986 1987~2000 2010～2015 

背景  

1. 邁向高度成長經

濟。  
2. 大都市問題、所

得差距擴大。  
3. 所得倍增計畫。  

1. 高度成長經濟。  
2. 人口、產業往大都

市集中。  
3. 情報、國際化、技

術革新進展。  

1. 安定成長經濟。  
2. 人 口 與 產業 分散 於 地

方。  
3. 國土的資源、能源等有

限性之顯在化。  

1. 人口、諸多機能集中於

東京。  
2. 產 業 構 造之 急速 變 化

等 、 地 方雇 用問 題 嚴

重。  
3. 正 式 國 際化 之發 展 快

速。  

1. 全 球 化 （ 全 球 環 境 問

題、大競爭、亞洲各國

之交流）。  
2. 人 口 減 少、 高 齡化 時

代。  
3. 高度情報化時代。  

基本目標  

區域均衡發展區域均衡發展區域均衡發展區域均衡發展  
1. 防止都市過大化

與 縮 小 區 域 格

差。  
2. 自然資源之有效

利用。  
3. 資本、勞動、技

術等資源之適切

的空間分佈。  

豐富環境之創造豐富環境之創造豐富環境之創造豐富環境之創造  
1. 長 期 性 人 與 自 然

之調和、自然之恒

久的保護、保存。 
2. 開 發 基 礎 條 件 整

備 開 發 可 能 性 全

國 國 土 之 擴 大 均

衡化。  
3. 活 用 地 方 特 性 之

開 發 整 備 國 土 利

用效率化。  
4. 安全、快適、文化

的 環 境 條 件 整 備

保全。  

人類居住綜合環境建設人類居住綜合環境建設人類居住綜合環境建設人類居住綜合環境建設  
1. 有限國土資源為前提。 
2. 尊重地域特性、歷史的

傳統文化。  
3. 促進人與自然之調和。 

多極分散型國土之形成多極分散型國土之形成多極分散型國土之形成多極分散型國土之形成  
在國土規畫構想上，建立

具 有 各 種 機 能 特 色 的 節

點 ， 以 利 人 口 及 經 濟 機

能、行政機能等各種機能

過 度 集 中 與 缺 乏 地 區 之

間，甚至是國際間的互補

與交流刺激，以形成交流

網路的國土。  

多軸型國土結構之基礎建多軸型國土結構之基礎建多軸型國土結構之基礎建多軸型國土結構之基礎建

設設設設  
形成多軸型國土結構為目

標，建設基礎設施以實現

21世紀之國大總體設計。

重視地方建設並以地方選

擇與責任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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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方式  

據點開發構想據點開發構想據點開發構想據點開發構想  
為達成區域均衡發

展目標，工業必須分

散發展，除東京等既

有大集積都市外，另

行闢置開發據點，藉

由交通通信設施以

促進有機的交互影

響外，推  
動周邊地區土地開

發的連鎖反應。  

大型公共建設構想大型公共建設構想大型公共建設構想大型公共建設構想  
高速鐵路（新幹線）

與高速公路網路之建

設，利用大型公共工

程計畫之推動以調整

國土利用之偏差，解

決過密  
過 疏 與 區 域 差 距 問

題。  

定住構想定住構想定住構想定住構想  
一方面為抑制人口及產業

往大都市集中，另方面為

振興地方以同時解決過密

與過疏間的差距問題，以

生活圈規劃發展方式促進

國土均衡利用並形成良好

的居住總合環境。  

交流網絡構想交流網絡構想交流網絡構想交流網絡構想  
為了建構多極分散型的國

土，採取以下開發方式：  
1. 以 每 位 國 民 居住 地 為

核心，地方建設各種主

要交流設施，發揮各地

方的特性，以地方自身

的 創 意 與 努 力為 推 動

機制。  
2. 為促進國內、國際間人

流、物流與情報流的暢

通，應依國家政策指導

推動基礎的交通、資訊

與通信系統。  
3. 利 用 文 化 、 運動 、 產

業、經濟等各種多樣性

的交流機會，以促進中

央、地方及民間各種團

體之間的合作網路。  

參與連結參與連結參與連結參與連結  
透過多樣性主體的參與及

地方間  
的合作以建設國土；主要

有四個策略：  
1. 多自然居住地區（小都

市、農山漁村、中山間

地區等）之創造。  
2. 大都市之再生（大都市

空間之修復、更新、有

效利用）。  
3. 促 進 地 方 間 的 連 結 軸

（ 軸 帶 內 相 連 地 方 之

連結）。  
4. 廣 域 國 際 交 流 圈 之 形

成（世界性的交流機能

形成）。  

資料來源：林建元（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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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國土交通省之公共建設計畫評價制度 

甫於二十世紀末期，諸先進國政府於績效評估領域興起了新趨勢，績效

評估漸走向法制化、強調長期願景達成的發展方向。1993年，美國政府制定

了「政府績效與結果法」（Government Performance and Results Act：GPRA），

該法的頒布替政府實施績效管理立下了重要的里程碑，不僅強化了財政預算

與部門績效的關係，更可據此進行計畫資源配置與優先順序的排序。而日本

則於 1998年起厲行行政改革並在 2002年訂定了「行政機關政策評價法」，

此法是否能確實發揮功能，被視為是 1998年行政革新是否成功的關鍵（國土

交通省，2010）。此法對日本公共建設計畫及計畫績效能否達成目標具重要

影響力，其重要程度不可不察；據此，本文以下將對該制度加以說明。 

1. 發展緣起 

日本政府乃於 21世紀初，趁著政府組織改造的變革背景憑藉歐美國家之

經驗導入政策評價制度，並於 2002年正式實施「行政機關政策評價法」，其

主要發展歷程可見下表 2-7。「行政機關政策評價法」於第 1 條明確指出政

府制定政策評價制度的主要目的有三：第一，履行政府對國民說明行政績效

成果的責任；第二，以整體國民為本位實現高效率的優質行政；第三，以國

民本位的觀點確保行政成果的施政。 

表表表表 2- 7    日本政策評價制度發展歷程日本政策評價制度發展歷程日本政策評價制度發展歷程日本政策評價制度發展歷程 

時間（西元年） 發展歷程 

平成 9年 12月（1997） 由行政改革會議首度提議導入「政策評價制度」 

平成 13年 1月（2001） 正式導入「政策評價制度」 

平成 13年 6月（2001） 制訂「行政機關政策評價法」 

平成 13年 12月（2001） 由內閣會議確立「政策評估基本方針」 

平成 14年 4月（2002） 正式施行「行政機關政策評價法」 

平成 17年 12月（2005） 修正「政策評估基本方針」 

資料來源：姜渝生、吳清如（2007：4-7）。 

 

在這些開宗明義的原則之下，政府則委由「總務省」來推動政策評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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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及綜理相關事務，總務省係一政策評價專責組織，其下轄有「行政評價局」

主要負責政策評價調查等基本事項之制定與實施。另外亦設有「政策評價與

行政法人評價委員會」，其委員會由產官學界之重要專業人士所組成（共 7

名委員），主要針對各政策之評估結果提供總務大臣相關意見諮詢及報告（林

思文，2010：9）。再者，根據「行政機關政策評價法」之規定，評價成果主

要由 3 個觀點加以判斷，第一個是「效益性」，即觀察於政策執行後能否達

成預期效果；其次是「效率性」，即以最低成本去達成最大效果；最後是「必

要性」，即評估政策或計畫能否切合整體國民之需要（表 2-8）。 

表表表表 2- 8    日本政策事前評估之重要原則日本政策事前評估之重要原則日本政策事前評估之重要原則日本政策事前評估之重要原則 

項目 具體作法 

主要目標 明示與待評估方案有關的政策目標與業務績效指標等。 

必要性 

主要探討目標與現實的差距，並分析其原因、現況改善時的課題

為何？ 

� 採用「邏輯架構」的理論性分析，執行步驟如下： 

第一步：明示目標與現況的差距。 

第二步：分析差異的成因。 

第三步：為達目標，顯示現存系統的修正以及必要改善的事        

（及政策問題）。 

第四步：為解決該政策問題，進而提出具體的方法、手段（即

施行方案、規劃案）。 

� 此外，對於是否符合社會需求、是否有必要由行政體系（國

家）來主導等事項也進行評估。 

有效性 
就實施方案所須花費費用與效益的關係而言，該施行政策的採行

是否具有效益？（方案是否具經濟可行性？） 

效率性 該施行方案對於目標實踐貢獻度為多少？ 
資料來源：姜渝生、吳清如（2007：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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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策評估方法與流程 

承前所述，「日本政府」實務運作關於「公共建設計畫評估」及辦理計

畫評估事項，皆係依據「日本行政機關政策評價法」來實行。而其主要運作

事項，大致上可分為 3類，以下簡述之（林思文，2010：6-8）： 

（1） 事業評估：事先衡量計畫可能產生之預期效果及所需花費之經費，用

以評斷是否採納該項計畫及政策。 

（2） 績效評估：評估政策起始設定目標之達成程度，並藉由修正來持續改

善進行中之公共建設計畫。 

（3） 綜合評估：針對政策各種影響層面，非單一性而係立基於「多元視角」

來著手綜合性評估。 

上述評估事項依日本政府之明文規定，皆須依據「國土交通省公共建設

計畫評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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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估算基準、報酬率」（林思文，2010：6）。因此，本研究認為日本「公

共建設計畫評估」之優勢，來自於評估流程的完整性；大致來說其「評估流

程」主要可劃分為 3個階段（如圖 2-2所示）：（1）新興計畫評估模式；（2）

再評估模式；（3）事後評估模式（日本總務省，2006）。 

「新興計畫評估制度」乃是國土交通省針對次年度的公共建設計畫預算

及審議項目進行評價，藉由代入成本效益分析的精神對其「報酬率」之預設、

「估算基準」及預算之完整「目標特性」等進行估算。「再評估制度」則是

一汰劣計畫之機制，依據「政策評價法」之規定，若計畫有執行效率不彰之

情況出現時（如：未在期限內完成者或遲未動工者），則須對公共建設計畫

辦理再評估作業。「事後評估模式」則是明確針對計畫實施結束後之各項影

響，並且可以適時進行檢討並策進相關改進措施。總的來說，本研究發現日

本此一「全方位評估流程」之運作模式乃一縝密並且不斷改善之過程，確實

可供我國參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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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2- 2    日本公共建設日本公共建設日本公共建設日本公共建設計畫計畫計畫計畫評估評估評估評估機制流程圖機制流程圖機制流程圖機制流程圖 

資料來源：林思文（2010：14）。 

 

三三三三、、、、美國美國美國美國「「「「公共建設計畫公共建設計畫公共建設計畫公共建設計畫」」」」評估評估評估評估模式之分析模式之分析模式之分析模式之分析 

自 1980年代以來，美國政府面臨社會福利支出大幅擴增，使政府財政預

算出現大量財政赤字。為了確保公共服務支出與建設計畫的水準，聯邦政府

對公共計畫支出採取了引用民間資源與加強計畫評估標準作業等策略。此等

趨勢使政府在擬訂及執行相關施政計畫上，必須更審慎的確保計畫之目標效

 

1.具有投資效率者 

2.計畫執行的整體環境 

確認計畫採用前提條件確認計畫採用前提條件確認計畫採用前提條件確認計畫採用前提條件 

 

1.總效益(B)、總成本(C)、 

  B/C 等之整理 

2.敏感度分析結果之整理 

確認確認確認確認成本與效益成本與效益成本與效益成本與效益 

 

1.社會經濟情勢變化對計   

  畫的影響？ 

2.計畫的投資效益 

3.計畫的執行情形 

 

計畫效益計畫效益計畫效益計畫效益 

(設定客觀評估指標設定客觀評估指標設定客觀評估指標設定客觀評估指標) 

 

 

 

1.道路壅塞對策的效果 

2.災害應變之對策效果 

計畫影響計畫影響計畫影響計畫影響、、、、計畫實施環境計畫實施環境計畫實施環境計畫實施環境 

的把握的把握的把握的把握(計畫實施地區必要的計畫實施地區必要的計畫實施地區必要的計畫實施地區必要的

評估評估評估評估) 

判斷是否採用該計畫判斷是否採用該計畫判斷是否採用該計畫判斷是否採用該計畫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必要性等相關的觀點必要性等相關的觀點必要性等相關的觀點必要性等相關的觀點 

 

1.具有投資效率者 

2.計畫執行的整體環境 

 

 

設施構造、工法變更的可

能性等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執行的觀點執行的觀點執行的觀點執行的觀點 

減少成本等替代方案的可減少成本等替代方案的可減少成本等替代方案的可減少成本等替代方案的可

能性觀點能性觀點能性觀點能性觀點 

廣納意見廣納意見廣納意見廣納意見、、、、擬定對策擬定對策擬定對策擬定對策 

納入第三方學專家組成之

計畫評價委員會，確保客

觀性與透明度 

環境影響評價考量環境影響評價考量環境影響評價考量環境影響評價考量 

社會經濟情勢變化考量社會經濟情勢變化考量社會經濟情勢變化考量社會經濟情勢變化考量 

建立反饋機制建立反饋機制建立反饋機制建立反饋機制 

(回饋至相同類別計畫中回饋至相同類別計畫中回饋至相同類別計畫中回饋至相同類別計畫中) 

納入第三方產學專家，成

立外部計畫評價審議機制 

發表計畫成果發表計畫成果發表計畫成果發表計畫成果 

確認早期所提出效益、說

明計畫成果、並儘速完成

事後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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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性與投資報酬率。職是之故，「成本效益分析」概念運用至計畫審議上之

重要性已與日俱增。 

觀照其發展歷程成本效益分析技術運用於公共建設相關計畫，最早可回

溯至 1808年美國財政部長 Albert Gallatin比較「水資源計畫」之成本效益，

邇後 1960年隨著「預算管理局」制定成本效益分析的評估準則並提供各計畫

執行與成本效益分析評估作業之諮詢後，成本效益分析已成為美國公共建設

計畫必要的評估分析工具（郭昱瑩，2005）。關於成本效益分析技術於美國

公共建設計畫運用上之發展歷程可簡要歸納如表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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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 9    成本效益分析技術於美國之發展歷程成本效益分析技術於美國之發展歷程成本效益分析技術於美國之發展歷程成本效益分析技術於美國之發展歷程 

時間 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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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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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洪水管制法案」要求其相關計畫之效益須高於成本 

1946年 聯邦河流委員會成立「成本效益委員會」 

195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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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哈佛大學成立以成本效益分析為基礎之「水資源計畫」 

1970年-80年 成本效益分析技術運用範圍已擴及公共財領域 

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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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上所述，美國政府大量於政府建設計畫中代入成本效益分析之精神，

乃在於意識到國家整體資源逐漸入不敷出，而須達到妥善配置運用之目的。

因此該如何將計畫預算制度與建設計畫做一緊密的結合，是美國政府革新首

重之目標。美國預算學者魯賓（Irene S.Rubin）於『政府預算：理論、程序與

政治』一書中闡述了「政府預算過程」的運作模式，本研究認為其明確點出

了「預算過程」最終目的即係反映著政府施政計畫的合理化配置。學者「史

密斯（H.D.Smith）亦於其所倡議之「新預算原則」中，提到了政府之預算皆

應按照計畫來編製，並由預算來確實的反映相關計畫之實施」（張則堯，2001：

289-290）。綜上所述，隨著此等發展趨勢，美國政府已逐漸在諸多類別建設

計畫中展現成效，尤其在水資源類別與交通運輸建設計畫上更為顯著。有鑒

於此，本研究以下便對美國交通運輸建設計畫（TEA 相關法案）之重要法案

與發展歷程簡要做一陳述，盼能做為我國計畫審亦實務發展之參考。 

（一）美國交通運輸公共建設計畫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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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因於運輸

建設計畫係美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面，因此運輸建設計畫一直是政府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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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的重要核 心。而觀照美國運輸建設計畫之發展歷程，其催生了幾個重要

的法案。近 20年來，美國政府所通過的重要運輸法案含括了 1991年的「複

合陸面運輸效率法案」（Intermodal Surface Transportation Efficiency Act, 

ISTEA）─ISTEA 法案之執行期限為 6 年，其主要目標為朝向發展一個完整

的國家運輸系統，盼望能達成最高之經濟效益，促成最有效率之運輸模式。 

1998年通過「二十一世紀運輸公平法案」─（Transportation Equity Act for 

the 21st Century, TEA-21）TEA-21法案乃為柯林頓政府為延續 ISTEA法案而

制定的投資計畫，此法案改變了聯邦資助州政府計畫的方式，採取了更公平

的方式且保證提供相當充裕的經費於地方政府，實質上給予各州和各地方團

體更多彈性、更靈活地爭取建設資金。然而 TEA-21 法案橫跨了 6 個財政年

度，對於民間參與建設計畫或者是政府施政重要交通建設計畫之補助均有重

要貢獻（林建元、蘇振綱，2006：34-35）。最後是於 2005年通過的「安全、

負責、彈性、高效運輸公平法案」（Safe ,Accountable, Flexible, Efficient  

Transportation  Equity Act: A Legacy for Users , SAFETEA-LU）─SAFETEA

法案則是延續 TEA-21 法案之精神，將整體重心放置在改善道路安全與交通

運輸計畫之推展（Lucas McGuire Adin ,2009）。 

上述 3 項重要之大型運輸計畫法案均具有延續性之連帶關係，其涵蓋層

面廣泛而全面，然在其發展歷程中美國政府也通過不少小型運輸法案。諸如

1998 年通過的「交通基礎設施財政與革新法案」（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Finance and Innovation Act, TIFIA），比較不同的是，TIFIA 法案對於國家重

大的交通運輸投資項目是採提供資本的信貸援助，並且促進了不少私人合力

投資。另外，2009 年歐巴馬提出了「美國復甦及再投資法案」（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ARRA）─ARRA 法案是因應全球金融海嘯重

創美國經濟，而欲藉由這個法案創造就業機會、達成提振復甦投資及民間消

費之目的；此法案的性質其實並非運輸建設計畫，但是此法案中的許多次計

畫類別涵括了許多的運輸建設計畫，包含公路及橋梁建設計畫，以及大眾運

輸計畫（鍾志成等，2010：52-54）。有關於美國近年來與運輸建設計畫相關

法案之發展歷程可參考圖 2-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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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2- 3    美國近年來運輸建設計畫重要法案之發展歷程美國近年來運輸建設計畫重要法案之發展歷程美國近年來運輸建設計畫重要法案之發展歷程美國近年來運輸建設計畫重要法案之發展歷程 

資料來源：參考自鍾志成等（2010：54）。 

 

（二）美國 TEA 法案之建設計畫推動機制 

TEA 法案之推行過程必然涉及聯邦政府與地方區域政府之權責區分，在

行政區劃的體系上可大致上分為 2 類，分別是「單一行政轄區者」與「跨行

政轄區者」，其中後者則主要由「都會區規劃組織」（Metropolitan Planning 

Organization, MPO）所統籌。然而由「都會區規劃組織」所擬訂之建設計畫

又可分為：（1）運輸計畫（Transportation Plan, TP）以及（2）運輸改善方

案（Transportation Improvement Program, TIP）（TEA-21 , 2010）；基本上各

州的 MPO 組織扮演著代替聯邦政府核定地方計畫與否的諮詢單位。TEA 法

案對計畫經費補助的規定，必須兼顧聯邦政府總體精神與因地制宜的原則，

而經費補助的方式依據法案之規定則可採用 2 種方式：其一為依「公式

（Formula）分配」，另外則是依循「政府核可（discretion）分配」此法則由

聯邦政府之相關單位負責核可，被補助之各州則須完全遵守相關之作業程序

與方式（林建元，1995）（圖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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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TEA(1991-1997) TEA21(1998-2003) SAFETEA(05-09) 

TIFIA (2005-2010) 

ARRA (2009-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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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2- 4    TEA 法案之計畫經費補助流程法案之計畫經費補助流程法案之計畫經費補助流程法案之計畫經費補助流程 

資料來源： 林建元、蘇振綱（200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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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2-5所示（ARRA,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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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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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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圖圖圖 2- 5    TEA 法案計畫審議流程法案計畫審議流程法案計畫審議流程法案計畫審議流程 

資料來源：林建元、蘇振綱（200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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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國復甦及再投資法案之計畫推動機制 

承前所述，「美國復甦及再投資法案」（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ARRA）乃是美國歐巴馬政府現今施政之重要公共建設總體

計畫綱領，然而在這個總體計畫之中─「高速客運鐵路計畫」（HSIPR）則為

美國近年來投資最大的運輸建設計畫之一，其計畫評估模式及規劃作業方式

則相當具有參考價值。根據該法案之規定，該計畫申請分為主要兩個階段

（FRA ,2009a）：（1）預先申請：包含「計畫內容陳述」、「計畫現況」與

「申請對象的適宜性」；（2）提送正式計畫書：主要根據先前的審查意見進

行修正之計畫書，內容大抵上必須包含「正式計畫申請書」以及相關必要表

單。緊接於計畫之申請作業階段後，有關當局即正式進入 3 階段的計畫審議

階段，分別說明如下（鍾志成等，2010：58-59）： 

1. 評選符合規定的建設計畫 

此階段係為了確保申請之計畫符合補助所規定的所有要求，並提供計畫

遴選時所須具備的相關資訊。 

2. 針對計畫準用評選規則進行審議 

此階段將由有關當局之員工及其他專家學者組成專業之審查小組，根據

評選規則之評分標準逐一審議（關於計畫之評分規則請見表 2-10說明）。 

3. 應用遴選準則進行最後審議及評選 

最後階段將逐一完成計畫之審議，有關當局並將參酌審議之結果，依照

國家整體計畫之優先次序排列做一總體評估，其中亦須根據遴選準則（參見

表 2-11），以決定哪些計畫可以獲得計畫經費之補助。 

總的來說，美國現今之公共建設計畫採取彈性化之補助策略，並均衡國

家整體發展需求與因地制宜之精神確實可做為我國計畫審議實務之重要參考

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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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 10    HSIPR 計畫評選規則計畫評選規則計畫評選規則計畫評選規則 

準則類別 準則內容 範例因子 主要文件 

運輸效益 

改善城際客運鐵路服務 

運輸網路的整合（包括複

合運輸的銜接） 

運輸安全效益 

服務發展計畫（包括商

業模式、效益及公共投

資的評估） 

經濟復甦效益 創造就業機會 量化結果的估計 

公共回收

效益 

其他公共效益 

環境品質 

能源效率 

適合生活的社區環境 

 

計畫管理方法 
執行單位的工作容納量 

類似計畫的執行紀錄 

專案管理計畫 

財務計畫 

計畫成功

因素 
效益的永續性 

工程的可行性 

時程的合理性 

財務估算的合理性 

營運財務支援的可能性 

環境保護政策的進展 

管理計畫的完整性 

安全規劃的充分性 

利害相關單位的同意 

規劃程序的品質 

利害相關單位的協議書 

其他屬性 計畫完成時效 
計畫的立即可實施程度 

完成時程的合理性 
計畫時程 

資料來源：鍾志成等（20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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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 11    HSIPR 計畫遴選準則計畫遴選準則計畫遴選準則計畫遴選準則 

遴選準則 

（平衡性及多樣性） 
範例因子 

區域／區位 地理及經濟的條件 

革新 技術及產業發展 

合作性 州與州之間的合作協議 

經費及時效 計畫成本及時程 
資料來源：鍾志成等（20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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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先進國家與我國政策評估機制之比較先進國家與我國政策評估機制之比較先進國家與我國政策評估機制之比較先進國家與我國政策評估機制之比較與借鏡與借鏡與借鏡與借鏡 

藉由上述兩節對於先進國著手「社會發展計畫」與「公共建設計畫」評

估實務及學理面的觀察後，本研究將進一步探討美國「計畫評核工具」

（Program Assessment Rating Tool, PART）、其他先進國家計畫審議模式、計

畫評估模式之組織職能、評估機制現況與機制整合，並與國內模式作一整體

性的比較。 

一一一一、、、、美國美國美國美國「「「「計畫計畫計畫計畫評核評核評核評核工具工具工具工具」」」」 

（一）意涵概述 

美國的「計畫評核工具」係在小布希政府時期，由白宮轄下的「行政管

理暨預算局」（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所發展之施政計畫績效衡

量技術，旨在利用問卷診斷，並藉由計畫主管機關自評與 OMB 複評的方式，

檢視具體績效資訊，以敦促聯邦政府之施政計畫績效與預算相結合。基本上，

PART 問卷之題項設計涵括：「計畫目標與設計」、「策略規劃」、「計畫

管理」以及「計畫成果與課責」等四大面向，共計 25道二元選擇問項（Breul, 

2007）。 

下表 2-12為 PART問卷內容的基本形式，OMB 針對四大評估面向分予

不同的權重分數，而每個面向各含若干個二元選擇問項，填答「是」者可獲

得該題的權重分數，惟須加以說明或提供論據；填答「否」者該題分數為零，

可進一步提出解釋。受評計畫四面向之權重得分加總即為其總分，而 PART

評分是以 0 至 100 分為範圍，並從中分為四種評等來檢視計畫績效（OMB, 

2004; 胡龍騰、張國偉，2010）：總分在 85至 100分間者，屬於「績效最佳」

類型計畫；總分在 70至 84分間者，屬「績效中等」類型計畫；總得分落於

50至 69分範圍者，計畫「績效尚可」；至於 49分以下之計畫，則被視為「沒

有成效」。除前四種評等結果外，PART 評估結果尚可能為「績效未明」，

係指計畫成果因欠缺測量指標或相關資訊而無法證實計畫績效。綜觀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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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係近年來國際上較具系統性的計畫評核機制，其問卷內容或因計畫類

型的不同而有些許設計差異，1 惟此套評分機制仍在各機關間建立共通適用

的計畫評核機制。 

表表表表 2- 12    PART 問卷之評估構面與問項問卷之評估構面與問項問卷之評估構面與問項問卷之評估構面與問項 

評估構面（權

重） 
問項 

1. 該計畫目標是否清楚？ 

2. 該計畫是否回應特定利益、問題或需求？ 

3. 考量其他聯邦政府、地方政府或民間參與情形，該計畫是否非

屬重複設計之方案？ 

4. 該計畫是否針對特定問題或需要來設計方案，達成獨特貢獻？ 

計畫目標與設

計（20%） 

5. 該計畫方案是否為達成目標的最適設計？ 

6. 是否樹立可反映計畫目的之關鍵長期績效目標？ 

7. 是否樹立可落實計畫長期目標達成之各年度關鍵績效目標？ 

8. 是否已樹立各年度的基準性與積極性績效目標？ 

9. 是否所有計畫參與者皆致力年度與長期目標之達成？ 

10. 該計畫是否能與其他相關計畫進行有效合作與協調？ 

11. 該計畫是否具定期且獨立性的品質評估機制？ 

12. 計畫預算額度的增減是否反映計畫目標之改變？ 

策略規劃

（10%） 

13. 計畫是否已採行有意義的解決方法回應策略規劃中不足之處？ 

14. 計畫管理機關是否定期蒐集即時性與有效的績效資訊，並用以

管理計畫與改善績效？ 

15. 計畫之績效成果是否可問責於相關管理人員或合作單位？ 

16. 所有經費的花費是否合理、服膺達成目的之需要？ 

計畫管理

（20%） 

17. 是否具有檢測計畫執行效率或成本效能之程序？ 

                                                 

1 共分成七大類，包括：「資本財與服務採購計畫」、「競爭補助款計畫」、「綜合或公式

分配補助款計畫」、「管制型計畫」、「信貸計畫」、「聯邦供給計畫」與「研究發展計畫」。

參閱Breul（2007: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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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計畫管理機關是否藉由評估計畫執行年度的所有成本花費，使

計畫績效成果服膺預算經費之變化？ 

19. 計畫實否遂行強健的財務管理？ 

20. 計畫是否已採行有意義的解決方法回應計畫管理中不足之處？ 

21. 計畫是否在達成長程績效目標上顯示足夠的成果？ 

22. 計畫是否達成年度績效目標？ 

23. 計畫是否在達成年度目標上展現更佳的效率與成本效能？ 

24. 計畫績效是否與其他相似計畫相較而言更佳？ 

計畫成果與課

責（50%） 

25. 有足夠的全面品質評估證實計畫的有效性？ 
資料來源：整理自 GAO（2004）、劉宜君（2010）。 

 

（二）PART與我國現有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之比較 

由前述可知，PART 為美國聯邦政府補助計畫之事後計畫評核技術，而

若將之與當前我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進行比較，二者在計畫分類、審

議或評估流程、評估構面等面向，呈現差異如表 2-13。 

依表 2-13所載，美國 PART 制度與我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制度之相似

處在於：二者皆著重各機關所職司個案計畫之規劃與執行評估資訊；其次，

在計畫大體評估流程上，亦皆連結了計畫管理機關自評與專責機關的複核作

業；再次，從評估結果的分類觀之，我國現有的計畫審議與評核結果分類，

概念上也與 PART之評等制雷同，皆屬等第分類制度；最後就機關實際操作

情形而言，兩類計畫評核制度皆設有網路填報系統，俾利計畫評核採行網路

編審作業，撙節行政成本與時間。 

然而，美國聯邦政府的 PART制度，仍有部分設計與我國中長程個案計

畫評估相迴異：第一，PART 制度主要關注聯邦政府補助計畫之「事後」執

行計畫評核，其事前審議作業主要交由各計畫主辦與主管機關負責，而我國

重大中長程個案計畫之審議作業，則仍賴研考會、經建會與國科會，會同主

計處與有關機關進行審議作業，最後報請行政院核定。第二，PART 制度意

謂著計畫績效之評估作業實由 OMB 統一執掌，而我國中長程個案計畫（院

列管）則分由研考會、經建會、工程會與國科會之管考單位負責。第三，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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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設置的二元選擇問卷量表，相較我國重大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之綜合評分

機制，更具系統性與一致性。除此之外，就評估構面的權重配分論之，PART

亦與我國中長程個案計畫未考量權重之審議評估機制有所不同。 

總括而言，美國聯邦政府的 PART制度與我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制度

多有差異，其中原因可涉及國情政經環境之差別，以及兩國政府重大公共計

畫經費來源與預算制度不同所致。無論如何，PART 所彰顯之系統性計畫評

估制度精神，仍多有值得我國借鏡之處。 

表表表表 2- 13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PART 與我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之比較與我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之比較與我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之比較與我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之比較 

我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  
美國 PART 

計畫審議 計畫評核 

計畫分類 「資本財與服務採購

計畫」、「競爭補助款計

畫」、「綜合或公式分配

補助款計畫」、「管制型

計畫」、「信貸計畫」、

「聯邦供給計畫」與

「研究發展計畫」等七

大類。 

「公共建設」、「社會發展」、「科技發展」等三大類計

畫。 

審議或評

估流程 

先由計畫管理機關與

聯邦主管機關共同填

答 PART 問卷進行自

評，再將自評結果交由

OMB 複核。 

應由主管機關召集有

關單位自評後，報請

機關首長或行政院核

定；其中屬重要個案

計畫者，應由主管機

關陳報行政院，再由

院依計畫類型交議研

考會、經建會或國科

會，各會最後將審議

結果報院核定。 

現行制度主要以年度「施政計

畫」辦理中長程個案計畫之評

核作業，係將各機關施政計畫

依重要性列為「院列管」、「部

會列管」及「自行列管」三級

列管項目；其中院管制計畫之

評核作業係先由主辦機關自

評、主管部會初核並研提意

見，再交由研考會、經建會、

工程會亦或國科會管考部門

列管，最後報院完成複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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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構面 四大構面： 

1.「計畫目標與設計」

（20%） 

2.「策略規劃」（10%） 

3.「計畫管理」（20%） 

4.「計畫成果與課責」

（50%） 

五大構面： 

1.「計畫需求」 

2.「計畫可行性」 

3.「計畫協調」 

4.「計畫效果（益）」 

5.「計畫影響」 

二大構面 

（院管制計畫）： 

1.「計畫管理」（40%） 

2.「執行績效」（60%） 

評估結果

分類 

評等制度： 

1.「績效最佳」 

2.「績效中等」 

3.「績效尚可」 

4.「沒有成效」 

5.「績效未明」 

審議結果分類： 

1.「第 1優先」 

2.「第 2優先」 

3.「緩議」 

評等制度： 

（院管制計畫）： 

1.「優等」 

2.「甲等」 

3.「乙等」 

4.「丙等」 

相似處 1. 皆關注個案計畫的評估與管理。 

2. 皆有自評與複核機制。 

3. 計畫評核結果皆應用等第制度。 

4. 皆採網路編審作業。 

相異處 1. PART重事後績效評核，至於計畫事前之審議作業則統由各主管機關職

司；我國中長程個案計畫審議作業則採分工制，分由研考會、經建會與國

科會會同有關機關審議後報院核定。 

2. PART計畫評核制度統由 OMB 所執掌；我國中長程個案計畫之績效評核，

則由研考會、經建會、工程會與國科會之管考部門分別執掌。 

3. PART設有一套二元選擇問卷量表，具有易操作化、系統性與一致性的優

點；我國中長程個案計畫之審議機制則係就五大評估構面綜合檢視，而計

畫評核各構面雖有權重配分，惟仍須由各類計畫管考部門進行綜合評分，

致使相對缺乏系統性的評估機制。 

4. PART評估構面已結合權重評分；而我國中長程個案計畫審議機制之評估

構面則否。 
資料來源：整理自劉宜君（2010）、經建會（2011）、朱景鵬、賴韻琳（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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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計畫審議模式計畫審議模式計畫審議模式計畫審議模式 

一般而言，在「計畫擬定階段」係必須依照計畫主管機關之審議事項規

定來進行之，蓋因計畫書撰寫（Proposal Writing）內容與格式將會引導計畫

整體發展走向，並展現與預算密切結合之效益性，諸如透過事前「效益評估」

及「可行性評估」等，檢視計畫是否已具「需求性」、「必要性」或者達成

其他重要計畫目標，本研究檢視目前歐美國家之計畫審議經驗，發現於事前

審議階段，均已先制定計畫擬定之綱領手冊（Guideline）規範了計畫審議之

參考原則與架構，諸如：美國的「政府績效成果法」制度下所擬定之「策略

規劃書」（strategic plan）準則與歐盟「計畫書導引手冊」（Ex Ante Evaluation: 

A Practical Guild for Preparing Proposals for Expenditure Programmes）等。其中

又以歐盟之「計畫書導引手冊」所設定之準則與規範事項最為完整。 

正如前揭所述，在先進國之計畫分類中，並未明確劃分公共建設計畫與

社會發展計畫之兩大計畫範疇，因此在整體計畫之審議作業中，無論是何種

計畫類別，整體而論主要係採統一審議原則為之，正如我國亦是透過「中長

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所規定之統一原則著手審議作業一般。是以，有鑑於

本研究之重點在於研擬一套具整合性之審議架構，因此接續本文將選以歐盟

經驗與我國現行總體計畫審議原則做一比較，並據以找出值得參酌之處： 

（一）歐盟計畫書導引手冊 

歐盟為了使經費預算分配順利進行，因此出版歐盟架構計畫撰寫導引手

冊，做為引導計畫書撰寫之事前準備。在指導手冊中，其主要強調申請經費

的計畫應作好事前規劃、問題需求之釐清、設定具體目標、可行性評估並考

慮計畫成本效益，進而設計出適切的審議準則，反映計畫成果與效益。根據

綱領手冊所指示在計畫擬定過程可大致分成幾個原則，同時亦是透過這些原

則來著手計畫之審議，依序是「問題分析與需求評估」（problem analysis and 

needs assessment）、「目標設定與相關指標」（objective setting and related 

indicators）、「替選方案與風險評估」（alternative delivery mechanisms and risk 

assessment）、「附加價值與相關群體涉入」（added value of Community 

involvement）、「過去計畫之經驗學習」（lessons from the past）、「規劃未

來監督與評估機制」（planning future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與「達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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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效益」（helping to achieve cost-effectiveness），分述如下： 

1. 問題分析與需求評估 

在此階段中必須釐清特定政策問題並定義計畫需求為何，因此有幾個要

求是必須達成的： 

（1） 界定出在計畫執行過程將會涉及的關鍵面向（如：公眾、環境影響）。 

（2） 界定標的團體與利害關係人。 

（3） 分析出問題之因果關係以及可能涵蓋之層面。 

（4） 建構「問題樹」（參見圖2-6）。 

 

圖圖圖圖 2- 6    問題樹問題樹問題樹問題樹 

資料來源：蔡宛栩、李翎竹（2010：6）。 

 

另外在「需求評估」部分，則主要從利益關係人中定義出計畫目標與族

群，分析其需求，並將需求排列其優先順序，藉此審議計畫的成本效益。 

2. 目標設定與相關指標 

為了將政策目標轉換為更具體或更可執行的計畫目標，並強化其中之關

聯性，手冊中建議計畫目標與指標在對應上應涵括三種層級（EC, 2001: 11）： 

（1） 操作型目標（operational objectives）/產出指標（output indicators）：在

計畫審議考量上主要針對執行人員可操作的目標著手，另外亦重視直

接對利益關係人所產生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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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具體型目標（specific objectives）/結果指標（result indicators）：指標

呈現計畫直接與短期的效益，較不受外部因素影響。 

（3） 通用目標（general objectives）/影響指標（outcome, impact indicators）：

通用指標主要如經濟成長率、競爭力，受外部因素所影響較大。 

然而指標設計上亦須兼顧量化與質化指標，若能在計畫審議階段即要求

計畫目標的明確程度，將有利於後續計畫評估工作之進行。 

3. 替選方案與風險評估 

在計畫擬定初期，有關計畫本身除了須針對替選方案進行優劣評比之外

亦需著手風險評估之工作，是以到了審議階段主要藉由幾個標準來進行審議

工作：分別為「可能產生之效益」、「方案所產生之成本」以及「因執行方

案而可能衍生之風險」三方面來進行評比（參見表 2-14）。 

表表表表 2- 14    替選方案審議標準替選方案審議標準替選方案審議標準替選方案審議標準 

 
效益 

（高／中／低） 

成本 

（高／中／低） 

風險 

（高／中／低） 

其他準則 

（正向／中性

／負向） 

總體

評估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 N      
資料來源：EC（2001: 17）。 

 

4. 附加價值與相關群體涉入 

在計畫執行過程仍然有許多可能延伸之附帶價值或影響往往是計畫內容

中容易忽略之處，職是之故此階段特別重視從不同之「系絡」（Context）來

著手影響評估，諸如：經濟影響、財務影響、社會與環境之附帶影響、制度

之附帶影響等均是審議階段必須考慮之因子，是以此階段集中於「計畫影響」

之審議。 

5. 過去計畫之經驗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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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避免一樣的錯誤重蹈覆轍。計畫審議階段即須要求對過去計畫評核

之經驗進行分析，因此事先必須備妥前期計畫的期中評估與事後評估報告，

主要分析的事項包括：（1）現有方案與過去計畫的關係，並評估是否有修改

或續行的需求；（2）現有工具的成效；（3）影響計畫執行的重要因素；（4）

預估現行計畫執行監督與評估時可能遭遇的問題（蔡宛栩、李翎竹，2010：9）。 

6. 規劃監督評估機制與達成成本效益 

在評估與審議機制規劃的部分，手冊則指出須注意幾個重點：1. 計畫類

型與需求為何 2. 計畫評估時程為何；3. 執行計畫過程可能產生哪些影響；

4. 權責分工情況為何。另外在歐盟規定計畫的框架下，財務規劃首重符合經

濟性與成本效益原則，也就是希冀以最少的成本達成計畫目標的目的，而透

過計畫預期之效益也可決定應該投入多少成本。 

（二）我國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 

根據編審要點之規定，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作業，必須分由業務主辦

單位研擬計畫初稿，並由計畫主管單位辦理統籌、協調及研議事項。依據規

定，中長程個案計畫必須包含下列內容方為完整： 

1. 計畫緣起：包括依據、未來環境預測、問題評析。 

2. 計畫目標：包括目標說明、達成目標之限制、預期績效指標及評估基準。 

3. 現行相關政策及方案之檢討。 

4. 執行策略及方法：包括主要工作項目、分期（年）執行策略、執行步驟（方

法）與分工。 

5. 期程與資源需求：包括計畫期程、所需資源說明、經費來源及計算基準、

經費需求（含分年經費）。 

6. 預期效果及影響。 

7. 附則：包括替選方案之分析及評估、有關機關配合事項、中長程個案計畫

自評檢核表（如附表）、其他有關事項。 

若對照歐盟手冊之經驗，上述規定可類比於「問題分析與需求評估」

（problem analysis and needs assessment）、「目標設定與相關指標」（obj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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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ting and related indicators）、「替選方案與風險評估」之設定（alternative 

delivery mechanisms and risk assessment）。然而前揭工作尚屬於計畫擬定之

階段，至於細部計畫審議項目之規定則可分成下列幾項重點構面： 

1. 計畫需求：政策指示、民意及輿情反映。 

2. 計畫可行性：計畫目標、財務、技術、人力、營運管理可行性。 

3. 計畫協調：權責分工、相關計畫之配合。 

4. 計畫效果（益）：社會效果、經濟效益、成本效益比。 

5. 計畫影響：國家安全影響、社會經濟影響、自然環境影響。 

至於前項審議事項之評估分項，則仍須由各機關視計畫性質訂定，並配

賦適當權重。 

（三）歐盟計畫審議架構與我國之比較 

從性質上來比較之，中長程之社會發展計畫係屬於跨年度之計畫，因而

其計畫規模與歐盟導引手冊所建構之計畫最為接近，是以在計畫審議作業上

應可對照歐盟的計畫審議流程來進行比較。然回顧我國計畫審議之實務面，

長久以來社會發展計畫在審議原則往往呈現難以精確定義之情況，而且在計

畫需求與計畫目標達成度之對應上亦呈現相當之落差，更何況社會發展計畫

向來在「計畫需求面」上，容易擺盪於「政策指示」與「民意輿情」之模糊

地帶，也常受到政黨輪替影響而隨之變動。職是之故，在「計畫目標」的整

體設定上，容易因更迭而生不確定性之情況，更遑論該如何強化計畫之操作

型目標或是在審議階段即做好「計畫影響評估」等重點工作。是以，若上述

干擾因子無法排除，則必然將對後續計畫執行與評估作業均會造成很大的障

礙。 

針對以上所述，本研究在「歐盟計畫導引手冊」認為其審議原則與項目

不僅具明確之邏輯性，在審議構面之規定上亦有部分原則是我國尚待強化之

處（諸如：計畫目標層級定義明確及系絡背景影響之分析等），確實可做為

我國審議架構調整之參酌。據此，表 2-15彙整兩者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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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 15    歐盟與我國計畫審議架構之對照歐盟與我國計畫審議架構之對照歐盟與我國計畫審議架構之對照歐盟與我國計畫審議架構之對照 

 歐盟 我國 

特色 透過目標層級之設定，提高計畫

可行性與預算經費管理。 

主要來自政策指示、輿情反

應，並重視初審階段之計畫效

益性。 

共通原則 計畫需求 

計畫可行性與效果 

成本效益比 

時程規劃與預算配合 

審議架構之

差異 

目標達成工具之選擇 

未來監督與評估機制之規劃 

風險評估考量 

系絡背景與附加價值考量 

計畫內容說明結構分層 

審議項目定義難以精確 

目標與指標

對應性 

將計畫目標與指標區分成不同層

級，並指出每個層級之相關性。 

對計畫目標與指標之開展未

有著墨。 
資料來源：修改自李珊珊（2007）。 

                                              

 

三三三三、、、、計畫計畫計畫計畫評估評估評估評估模式模式模式模式 

（一）社會發展計畫 

1. 組織職能 

社會發展計畫在諸多先進國的施政計畫中，均逐漸受到重視而有了長遠

拓展之空間。其中以美國的發展歷程最為顯著，正如本研究前揭篇幅所述，

1990年代後美國在「社會發展計畫」領域，開始強調「授權」（empowerment）

的發展趨勢，在此脈絡下「社會發展計畫」在國家政府部門預算所佔之比重

逐漸增加。實質而論，美國在施政計畫與部門計畫的分類上，與我國發展歷

程有著極大的差異。美國於近年來，受到「新政府運動」或「企業型政府」

趨勢之影響下，為強化績效管理改革，是以在計畫管理上均密切與預算制度

相互結合。揆諸有關行政部門計畫或是預算規劃審議之重點工作，在制度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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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上均係由「預算管理局」（Office of Management, OMB）來統籌執行，因

此在計畫與預算管理運作上，「預算管理局」扮演著事權統一之計畫評估主

管機關（OMB，2004）。  

如圖 2-7 所示，在預算管理局的計畫審議與管控範圍中，其不僅統籌社

會發展類計畫，亦含括科技政策類、公共建設類或其他有關總體「國家重點

發展計畫」之評估考核（如：總統重點計畫）。是以，在此運作下顯然整體

而論，社會發展類之計畫在美國並非採獨立劃分為一類之方式，而是分散於

各計畫類別委由各計畫部門主控之。反觀我國在中長程施政計畫或個案計畫

的分類，則有顯著不同。除了未與預算制度密切配合之外，在管理職責上亦

呈現難以統一的情況。正如前述，中央政府施政計畫體制，可概分為二，其

一係以「機關整體施政」為主體之計畫，稱為「中程施政計畫」與「年度施

政計畫」；另一則係以「業務功能別」為主體之計畫─即中長程個案計畫，

更何況「中長程個案計畫」尚須依其性質分為社會發展類、公共建設類、科

技發展類。因此在整體運作上，其事權便散落於主計處、行政院秘書處、研

考會、經建會、國科會與公共工程委員會等機關。然回歸「社會發展計畫」，

雖然主管單位由「研考會」來統籌之，但尚難達成像美國經驗由「預算管理

局」全局管控之態樣，而致使機關計畫評核或管考作業上產生與其他部會相

互配合情形不一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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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2- 7    預算預算預算預算管理管理管理管理局組織架構圖局組織架構圖局組織架構圖局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譯自 OMB website, http://www.whitehouse.gov/omb/management。 

 

在預算配合部分，本質上我國「社會發展計畫」主管機關並無實質審議

及額度分配權，僅能以核列計畫執行之優先性為主，經費來源均由各部會基

本運作需求額度支應，因此亦無法仿「預算管理局」所採之形式將計畫預算

密切結合，這是有關當局仍須考慮修正之面向。 

2. 評估機制現況與整合 

除了「預算管理局」在組織職能所扮演的重要性角色外，在美國重要施

政計畫評估模式改革過程，亦歷經了幾個重要里程碑。自 1949年胡佛委員會

提出「績效預算制度」（Performance Budgeting System）以來，爾後陸續有

詹森總統推動之「設計計畫預算制度」（Planning Programming Budgeting 

    預算預算預算預算管理管理管理管理局局局局（（（（OMB）））） 

    
 

 副首長              執行長 

    協助部門 

立法事務部門 

策略規劃與管理部門 

經濟政策部門…..等 

部會首長部會首長部會首長部會首長 

       法定部門 

聯邦財政管理辦公室 

聯邦採購政策辦公室 

資訊與管制事務辦公室...等 

               計 畫 與 資 源 管 理 部 門 

  

        

  

        

  

       

  

        

  

        

自然資源計畫類 

1.能源、科技與水資源 

2.自然資源(農業、環境) 

教育、勞資計畫類 

1.教育部門 

2.勞資維持/保障部門 
3.勞工部門 

健康、衛生計畫類 

1.健康與人民服務 
2.藥物管理/保健 
3.公共衛生/健保類 

政府施政計畫類 

3.商業與金融類 

1.交通、財政類 
2.居住安全、司法審判 

國家安全計畫類 

1.國際事務部門 

2.國際經濟事務 
3.國家安全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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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PPBS）、1977 年卡特總統推動「零基預算制度」（Zero-Base Budgeting 

System, ZBBS），以及 90 年代後推行之「績效導向預算制度」

（performance-based budgeting）等之計畫預算制度之興革，其主要重點幾乎

在於如何透過計畫與預算的良好配合來有效提升政府部會的整體行政運作績

效（孫本初，2010）。然而，使政府中長程施政計畫與預算制度趨向縝密結

合，並且有利於整體計畫審議評估作業之進行，主要是透過美國在 1993年所

制定的「績效與成果法」（Government Performance and Results Act, GPRA）

來有效達成，然在此法案推動之下，計畫評估與預算管理相關作業之規定已

提升至法律位階，而要求計畫主管機關必須於計畫期程中明確訂定中長程計

畫策略，並提出績效報告以確保計畫目標之達成。 

大致來說，「績效與成果法」（GPRA）主要分成七個步驟來施行計畫

評估之作業（孫本初，1997）： 

（1） 界定目標並對目標達成共識。 

（2） 從事設定目標的工作。 

（3） 策略式的管理所要達成的目標。 

（4） 建立績效評估的指標。 

（5） 建立責任制度。 

（6） 依據績效評核指標監督與報告進度。 

（7） 發展與目標相關的報酬。 

本質上，GPRA 法案須透過各機關來確認計畫長期的策略目標以及每年

須達成的進度，並提出相關績效報告，以這些資訊做為爭取預算的參考依據，

然而事實上該法案並未達到預期成效，各機關往往在績效報告的準備過程即

已耗費巨大成本（OMB, 2004: 48）。為了補足該法案之不足，布希政府自 2004

年起開始使用「計畫評核工具」，來評量聯邦政府的計畫方案是否達成預期

或應繼續進行。在計畫分類上，PART 將接受評估的計畫方案總共分為七大

類：分別為：（1）採購型計畫：如購買資本財貨相關計畫；（2）公式分配

的補助型計畫：計畫所獲得補助，乃依據聯邦政府所設定之公式計算後予以

分配；（3）競爭補助款型計畫：必須透過競爭過程，才能對政府或私部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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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提供補助的計畫方案；（4）管制型計畫：執行法律、管制政策或規則之計

畫；（5）貸款型計畫：提供貸款、貸款保證和直接信貸的計畫；（6）直接

型計畫：由聯邦公務員直接提供的協助與服務；（7）研究發展計畫：研究發

展和知識應用的相關計畫（胡龍騰等，2010：29）。是以，「社會發展類計

畫」將可能以各種方案的形式來接受計畫之審議與評估作業。 

綜言之，PART法主要藉由「方案管理」（program management）的策略

操作來提升施政計畫或方案的效益性；正如本研究一開始所闡述，「社會計

畫評估」工作應至少考慮下列面向，包含關鍵利害關係人、資源、結果、內

部預算分配、社會規範、基礎建置和組織。然而在強化「方案管理」及「目

標導向」的過程中，常容易發現組織經常過度傾向「高度技術性目標」的設

定，也可以說是容易預測並實踐的計畫發展項目，計畫方案執行者與評估者

大都輕易相信「績效」達成的必然性，也就是目標設定將必然獲致效能的目

標，因為他們可以很容易地預測、計算成本、推斷和管理這些計畫。但對計

畫利害關係人而言，卻可能隨時受到計畫所未考慮到的潛在危機所威脅。正

如 Parston、Ferrara與 Bass（2009）所指出，在 PART 等績效管理與計畫評

核工具的引導下，聯邦政府人員通常僅狹隘地關心如何避免產生不佳的績效

評等分數，而漠視於那些改善計畫績效的可能方式。 

為了導正這些偏誤，Parston、Ferrara與 Bass（2009: 12-14）認為在計畫

評估或管理過程，應該納入更多的外部利害關係人觀點，而提倡多元式的協

力型對話，而非像過去在社會發展計畫方法運用上所出現的偏誤，即過度著

重於公式化的評等計算。 

回歸我國中長程施政計畫與個案計畫的發展脈絡，自 2002年起行政院主

計總處已全面採行「中程計畫預算編製辦法」，因而重新整合各機關中長期

策略目標與短期支出計畫，有效強化計畫審議與預算作業的能力，逐步往施

政計畫與預算管理密切整合的方向前進，然而在社會發展計畫評估模式現況

與整合機制上，仍有幾點面向值得深入討論。首先，儘管我國計畫制度，主

要係仿照美國 GPRA及 PART的作法，將績效評核結果做為課責及預算審議

的參考；然在計畫評核過程可以發現一些棘手問題，原因在於社會發展計畫

類通常在績效指標的選擇和評核作業有其先天上的限制，一般學理上通常是

以「效果」（outcome）展現惟重，不過在計畫實務操作過程，卻幾乎無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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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兩年或短時間內看到成效，是以計畫執行工作是否能如預期般完成？年度

預算能否有效率運用，仍須待長期的追蹤與評核。這點剛好呼應了為何美國

政府逐漸提倡多元式的協力型對話（collaborative conversations）或是藉由其

他評估模式來輔佐之，而非完全單靠指標項目或數據評等來做為判準。另外，

以中長程施政計畫與計畫評核的時程來看，整體而論，計畫評核的成效對於

計畫續行或是計畫規劃評估上，也難以產生適時回饋的效果（邱吉鶴，2009：

15），這些面向都必須在計畫審議架構的修正過程一併考慮進去。是以，綜

合上述本研究簡要以表 2-16來做一比較： 

表表表表 2- 16    美國與我國美國與我國美國與我國美國與我國計畫計畫計畫計畫評估評估評估評估模式之比較模式之比較模式之比較模式之比較 

 美國模式 臺灣模式 

發展模式 總體預算管理模式 計畫性質分流模式 

重要法案 
「績效與成果法」（GPRA）（輔

以計畫評核工具） 

1. 中央政府中程計畫預算編制辦法 

2.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

審要點 

3. 政府社會發展計畫先期作業實施要點 

推動組織 

1.「預算管理局」、「審計總署」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GAO） 

2. 各社會發展計畫類部門 

1. 研考會 

2. 行政院主計總處 

3. 教育部、衛生署等部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公共建設計畫 

本研究在先前篇幅介紹了歐美日三國在著手公共建設計畫評估的相關模

式與機制，過去在學理上於計畫評估面向，一般著重的是計畫審議與評估技

術採用之合宜性，即如何透過適切之審議／評核標準，來檢視公共建設計畫

實質產生之效益。然而在各國發展歷程中，公共建設計畫評估之相關組織職

能或評估模式之建構上，則顯然出現了一些根本差異，對此，本研究以下將

簡要對先進國經驗與國內發展做一比較，並分如下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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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組織職能 

首先在「日本經驗」中，公共建設基本計畫均參考「國家經濟計畫」及

「全國綜合開發計畫」等上位指導計畫所訂之國家發展總體目標，進而逐次

建構層級式目標體系；在組織職能面上，公共建設預算高達 80％編列於「國

土交通省」，幾乎囊括多數實體公共建設，在計畫審議階段，則主要由各主

辦機關指名邀請相關業界代表參與審議，再由相關部會首長答覆審議意見，

並就個別之建設計畫擬定事業計畫。然而，基本上大多數計畫皆由國土交通

省提案，故交通省官員必須在提案計畫初年的前年八月左右，將計畫完整之

建設水準、投資規模或事業量等內容，送交「財務省」審核並由財務省邀集

國土交通省與其他相關部會進行磋商，最後再由內閣會議定案之（姜渝生、

吳清如，2007：4-4）。綜言之，因為我國計畫審議制度主要仿效自日本，因

此在計畫審議之流程上兩者幾乎呈現相同之情況。 

另外，在計畫評價方面，則在國土交通省下設立「計畫評價方法研究委

員會」做為主要評核機制。程序上，國土交通省根據各公共建設計畫性質類

別之不同而設立「分科會」，為了有效評價公共建設計畫之效益，該委員會

成員將適時依據各項主客觀條件，並針對各項成本效益評價項目進行分析檢

討後，提出適當之評價項目，俾真實反映計畫成效（參見圖 2-8）（林思文，

2010：93）。   

在美國發展經驗中，公共建設計畫可以「交通運輸相關法案」之演變歷

程來探究其引導模式，以 1998 年通過「二十一世紀運輸公平法案」

（Transportation Equity Act for the 21st Century, TEA-21）為例，此法案可清楚

說明聯邦資助州政府計畫的方式，在進行聯邦預算分配過程，TEA 法案主要

由「聯邦運輸部」（DOT）來爭取聯邦預算，並在推動機制上由單一行政轄

區之地方政府與「都會規劃組織」（Metropolitan Planning Organization, MPO）

來統籌負責。若與我國發展經驗相對照，美國在行政單位部分可分為：聯邦

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然而主要推動之機制分為（惟在性質上屬「民間

團體」）：公共參與的委員會、都會規劃組織（MPO）等為代表；然而，至

於我國行政單位層級則為：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其中地方政府又可分為：

直轄市及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至於在民間單位層級，則分為：顧問

公司、社團法人或其他研究學術單位，如表 2-1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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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2- 8    公共建設計畫評價架構公共建設計畫評價架構公共建設計畫評價架構公共建設計畫評價架構 

資料來源：引用自林思文（2010:93）。 

 

在 MPO 運作型態的輔助下，在公共建設計畫之整體運作下不但對於預

算更具有執行能力，也不至於落於中央過度集權集錢的爭議。也就是說中央

政府撥付預算後，該預算即屬地方建設資源。整體而論，此法案可提供臺灣

改革之借鏡在於，當計畫需求時能納入複雜而多元化的意見，並透過早期參

與及準確的訊息傳遞，使得公共參與能獲得意見的協調與共識；再者，美國

運輸法案重視在組織目標設定上與未來中長期公共建設經費相互配合並框列

確定，進而不受會計年度及政治力之更迭所影響，最後亦能透過公平合宜的

補助經費分配機制運作，是其組織成功之重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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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 17    美國與我國公共建設美國與我國公共建設美國與我國公共建設美國與我國公共建設計畫評核計畫評核計畫評核計畫評核運作組織對照表運作組織對照表運作組織對照表運作組織對照表 

美國 我國 

政府 單位 政府 單位 其他參與 說明 
未來可參

與者 

聯邦政府 
運輸部

（DOT） 
中央政府 交通部  

  

州政府 

運輸部

（DOT） 

MPO 

  已精省 

地方政府

（郡） 

委員會 

MPO 

直轄市 

縣（市）

政府 

計畫室 

交通局 

建設局 

工務局 

（1）大學

相關系所 

（2）顧問

公司 

地方自治體 委員會 
鄉鎮市公

所 
建設課 顧問公司 

沒有組

織型態

的公共

參與機

制 

（1）成立

相關的公

共參與委

員會 

（2）市鄉

規劃局可

扮演 MPO

之角色 

資料來源：林建元、蘇振綱（2006：51）。 

 

2. 評估機制現況與整合 

在評估機制方面，正如前述「日本政府」實務運作關於「公共建設計畫

評核」及辦理計畫評核事項，皆係依據「日本行政機關政策評價法」來實行，

其主要運作事項，大致可分為 3 類，分別為「事業評估」、「績效評估」與

「綜合評估」。而美國之重要交通運輸法案，則兼顧聯邦政府總體精神與因

地制宜的原則，經費補助的方式一般透過 2種方式：其一為依「公式分配」，

另外則是依循「政府裁量分配」方式來進行。 

然而在比較上，兩國之發展模式則顯然有著明顯之差異，可做為我國發

展經驗之參酌依據，在日本模式中，係採國土計畫主導之方式而呈現「上位

計畫之控制導向」，由國土計畫所引導下來的公共建設計畫，更具有戰略性

建設之總體考量。其中發展特色，正如學者林建元等（2006：54）所指出：

「日本的公共建設計畫形成過程受中央強烈的主導，透過法令與計畫，統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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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社會資本，雖然仍無法免除政治的角力，但因資訊的公開，使基本的或

形式的社會正義受到照顧，同時也因透過具體的執行總體目標，使官僚體系

有所依循。」 

另外在「美國模式」之部分，因為地廣物博之背景而難有一上位指導之

總體計畫，因此在「公共建設計畫」評估機制作業上，則呈現與「社會發展

計畫」發展歷程相同主要憑藉著「預算審議制度」的程序控制，來主導國家

重點計畫走向與整體目標訂定。比較特別的是，也因為美國地域廣大因而在

「公共建設計畫」之體制下發展出「區域競合」之構念，即強化以行政區為

範圍之地方主體性能量，進而產生「由下往上」的發展趨勢；關於此發展趨

勢，臺灣近年來也已經跟進，進而強調「跨域建設計畫」需求整合之重要性。

至於在整體計畫評估與管控方面，則公共建設計畫幾乎與社會發展計畫之經

驗無異，主要透過「中程計畫預算制度」來管控計畫並與預算制度產生密切

結合之關係（即 OMB 之角色）。 

若與臺灣經驗相較之下，則我國模式則顯然較偏向於「日本模式」之「藍

圖式發展」，然而在預算制度及計畫審議之面向上，或許亦必須學習美國「中

程施政計畫」發展之模式密切與預算制度相互配合，均可做為一計畫評估機

制整合之參酌依據。綜合上述關於兩國之發展模式比較，可簡要以表 2-18來

表示。 



第二章 先進國家公共政策評估機制 

 63 

表表表表 2- 18    公共建設計畫發展模式之比較公共建設計畫發展模式之比較公共建設計畫發展模式之比較公共建設計畫發展模式之比較 

 日本模式 美國模式（交通運輸計畫） 我國模式 

發展模式 上位計畫引導模式 預算制度配合模式 
兼採上位計畫與預算

配合模式 

重要法規 

1. 國土綜合開發計畫 

2. 全國綜合開發計畫 

3. 公共投資計畫 

1. 績效與成果法（GPRA） 

2. 二十一世紀運輸公平法案 

3. 美國復甦及再投資法案 

1. 中央政府中程計畫

預算編制辦法 

2.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

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

要點 

3.政府公共建設計畫

先期作業實施要點 

推動組織 

國土交通省、財務省、

計畫評價方法研究委

員會 

預算管理局、聯邦運輸部

（DOT）、都會區規劃組織 

經建會、行政院主計總

處、公共工程委員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四四四、、、、先進國家經驗之借鏡先進國家經驗之借鏡先進國家經驗之借鏡先進國家經驗之借鏡 

根據先前幾節所述，本研究整理以下歐、美、日等國家有關「社會發展

計畫」及「公共建設計畫」之評估機制及評估機關組織職能之優點，做為未

來國家發展委員會在計劃評估及管考過程制度方面值得參考之處，茲分述如

下： 

（一）評估及管考作業應交由組織外妥適之機關辦理 

由於過去「社會發展計畫」是由研考會進行管考，而「公共建設計畫」

之管考作業則由經建會執行，惟未來二會併入國發會之後，為避免出現管理

職責難以統一之情形，應將兩類計畫之評估及管考作業加以整合，並統一由

組織外妥適之機關進行評估與管考作業。另外，由於兩類計畫在性質上仍有

相當之差異，故可建構出一套基本之評估標準，而部分評估標準可根據不同

的計畫類型進行項目或權重之調整，以達到評估機制彈性化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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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發展計畫應有固定預算額度 

過去經建會在「公共建設計畫」方面有其獨立之預算分配，惟研考會並

無「社會發展計畫」之實質審議或額度分配權，僅能針對計畫之優先性進行

評估與核列，而經費來源尚需依賴各部會基本運作需求額度來因應。故未來

國發會應參考美國「總體預算管理」之概念，使計畫管理與預算制度密切結

合，讓社會發展計畫有其固定之預算額度，使施政計畫之管理事權能更為統

一。 

（三）制定明確之計畫導引手冊，以便各部會計畫之研擬有所遵循 

歐盟計畫書導引手冊之審議原則及項目邏輯清晰，且在目標達成工具之

選擇、未來監督與評估機制之規劃、及系絡背景與附加價值考量等面向皆有

詳實之規範。惟我國則因為施政計畫之擬定主要來自政策指示及輿情反應，

使得計畫之可行性與預算管理不若歐盟來的完善，而因為過度傾向「高度技

術性」的目標設定，使得審議項目之定義並不精確。故我國現有之中長程個

案計畫編審要點之審議原則及項目應適當參考「歐盟計畫導引手冊」之邏輯

與架構，使未來國發會在計畫審議方面能更加完備，並達到政策確實符合預

設目標及民眾之需求性。 

（四）另案研究導引手冊之建立，可參考歐盟計畫書導引手冊 

為使國發會之計畫導引手冊能確實且完善的被建置，本研究建議未來可

另案進行計畫導引手冊的擬定，並且參考歐盟的「計畫書導引手冊」，以便

我國建置的計畫導引手冊邏輯清晰，並具備適當之原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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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靜態與次級資料分析靜態與次級資料分析靜態與次級資料分析靜態與次級資料分析 

針對我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的法規事項及內容，本章將進行靜態

與次級資料分析，分於第一節及第二節就「計畫審議」、「執行管考」、「計

畫評核」三個面向，析論目前的評估機制現況。此外，針對非屬「重要中長

程個案計畫」之計畫，有鑒於交通部已經發展出一套成熟之審議機制，且行

之有年，本研究挑選「交通部」之「臺鐵南港至花蓮提速改善計畫方案評估」

為個案來做為一般部會計畫審議之簡介，希冀未來能做為其他部會改善現有

審議架構之參酌。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我國我國我國我國「「「「社會發展計畫社會發展計畫社會發展計畫社會發展計畫」」」」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 

根據相關計畫實施要點之規定，社會發展計畫所指稱的是為預防、解決

社會問題，促進社會發展所研擬之具體計畫，並具有下列特性： 

1. 前瞻性：具有展望未來社會發展之議題。 

2. 新興性：具有創新且非屬經常性或延續性辦理之議題。 

3. 重大性：具有對社會發展層面產生重大影響之議題。 

社會發展計畫之類別與內容可如表 3-1所示。 

表表表表 3- 1    社會發展計畫之分類社會發展計畫之分類社會發展計畫之分類社會發展計畫之分類 

類別 內容 
環境空間 自然資源之保育與利用、環境空間營造、環境及能源危機管理等。 
社會安全 消防、警政、公共安全、就業、人口及家庭等。 
衛生福利 社會福利保險體制、衛生福利制度、衛生福利資源開發與運用、

醫療照護體制、衛生醫藥發展策略及健康促進等。 
教育文化 教育、文化及觀光休閒等。 
資訊通信 網路發展、全民資訊能力及電子化政府等。 
產業經濟 人力資本、財政金融、公平交易及產業發展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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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根據上述計畫之分類，以下本研究將針對社會發展計畫之審議、

管考與評估之內容分別陳述之。 

一一一一、、、、計畫審議計畫審議計畫審議計畫審議 

為確保中長程個案計畫展現具體績效，行政院從民國 78年起開始推動中

長程計畫制度，並於 98年 9 月 30日修正訂頒「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

案計畫編審要點」。依據編審要點之規定，其審議作業主要係由各機關依據

國家中長程施政目標、國家整體及前瞻發展需要、機關任務、重要政策、相

關法令規定、民意及輿情反映需要、上級指示或會議決定等情事，據以研擬

中長程個案計畫〈朱景鵬、賴韻琳，2011：6〉。 

在編審要點之規範下，社會發展計畫（含行政資訊計畫）之審議事項如

下： 

1. 計畫需求：政策指示、民意及輿情反映。 

2. 計畫可行性：計畫目標、財務、技術、人力、營運管理可行性。 

3. 計畫協調：權責分工、相關計畫之配合。 

4. 計畫效果（益）：社會效果、經濟效益、成本效益比。 

5. 計畫影響：國家安全影響、社會經濟影響、自然環境影響。 

6. 前項審議事項之評估分項，得由各機關視計畫性質訂定，並配賦適當權

重。 

此外，在中長程個案計畫之下，為了配合年度中程計畫預算作業，各類

別之計畫均應進行先期作業。根據民國 100年 4月 25日修正的「行政院重要

社會發展計畫先期作業實施要點」，各主管機關對於計畫主辦機關所提計畫，

應就各評估事項，依研考會所頒定之注意事項，加註具體初評意見登載於作

業系統傳送審議。而「行政院重要社會發展計畫先期作業實施要點」第 12

條亦規定研考會應於年度所定預算籌編先期審查作業截止日前，就須由計畫

總額度支應之已核定新興重要社會發展計畫，與正編列預算執行中之延續性

重要社會發展計畫，重行評估檢討其優先順序及計畫金額，惟為配合政府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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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之重要社會發展計畫，得一併納入辦理，並將審議結論，陳報行政院，副

知主計處。 

二二二二、、、、執行管考執行管考執行管考執行管考 

施政計畫管制運作模式，經過多年不斷的改進，目前已建立選項列管、

作業計畫釐訂、執行進度追蹤、實地查證、計畫調整與撤銷及計畫評核等一

套完整的計畫管理機制與流程，然「社會發展計畫」並未像公共建設計畫類

別，專門由「公共工程委員會」之專職單位來主掌管考，而係透過研考會內

部之管考處，並輔以專家委員會之外審機制來協助審查。社會發展計畫管考

流程圖請參見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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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 1    社會發展計畫社會發展計畫社會發展計畫社會發展計畫管考管考管考管考流程圖流程圖流程圖流程圖 

 

三三三三、、、、計畫評核計畫評核計畫評核計畫評核 

若依法令來區分，社會發展與公共建設類之中長程個案計畫係依「行政

院所屬各機關施政計畫評核作業要點」，進行三級列管與評估。然而，本評

核作業要點之名稱雖列為「施政計畫」，但其實際評估對象係「中長程個案

計畫」年度執行情形，極易造成混淆。這是因為，各機關部分之施政計畫係

依據「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施政績效管理要點」，來以部會整體為考核對象，

而非針對施政計畫本身進行評核〈經建會，2009c：10〉。 

然而，本研究初步選擇五項社會發展類別之「中長程個案計畫」進行檢

視。其中本文會選擇這些個案，乃因這些個案均為社會發展類中長程個案計

畫之重要範疇〈如教育、產業等軟建設面向〉，能做為具代表性之標竿。質

言之，關於中長程個案計畫之內容探討並非本文之研究範疇。但透過個案計

畫之觀察將有助於檢視中長程個案審議構面之癥結，其他審議事項則將於後

續章節分別再述。是以，下述初步指出一些問題及缺失，並彙整如下表 3-2。 

（一）未確實了解社會問題現況 

在決策的過程當中，有兩項重要的原則，第一、掌握問題：適時發掘問

題，並確定問題的癥結所在。第二、解決問題：尋求最佳解決方案，並加以

妥善執行（郭昱瑩，2002）。但在本研究評析的五項計畫書當中，即有四份

計畫書未確實了解社會問題現況，如此不但無法提出適當的策略解決問題，

甚至使執行計畫之必要性大打折扣。 

（二）缺乏對於既有相關策略、政策及方案執行的檢討 

對既有政策檢討的目的在於找出過去政策在解決問題時，有何缺失，並

且可以根據過去經驗，提出更有效的解決策略，使計畫得以事半功倍，但是

在評析的五項計畫書當中，有一份缺乏對既有政策之檢討，導致無法得知新

的計畫與既有計畫之差異。假如執行的計畫無法解決既有政策所遺留下的問

題，則將導致社會資源的浪費，而問題也無法獲得有效的解決。 

（三）未對計畫的可行性進行完整之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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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規劃可行性評估的重要性在政策規劃階段，預先探討利害關係人對

於政策目標的看法，並將個人看法轉化為政策目標系統，藉以評選方案，提

高未來政策規劃及執行的可行性，但是在這五份計畫書均未做完整的可行性

評估，其後果可能導致政策在被執行之後，不符民眾期望、政府與民眾的政

策目標不一致或政策目標達成度很低之情形（柯于璋，2008）。 

（四）缺乏影響理論部分之說明 

在評析的五項計畫書當中，有 3 份計畫書未做影響理論之說明，吾人無

法從計畫書當中得知該項計畫預計執行之政策內容與所欲達成的效果之間的

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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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 2    五項近期社會發展計畫書之待改善評估內容五項近期社會發展計畫書之待改善評估內容五項近期社會發展計畫書之待改善評估內容五項近期社會發展計畫書之待改善評估內容  

計畫名稱  

建構友善托育環境─

保母托育管理與托

育費用補助實施計

畫 

五 歲 幼 兒 免

學 費 教 育 計

畫  

改進傳統市場經營

管理中程個案計畫

─樂活菜市仔競爭

力提升計畫 

客家特色產業

發展第二期計

畫  

新 故 鄉 社 區 營

造第二期計畫  

計畫年度  99 100 100 100 100 

主管機關  內政部  教育部  經濟部  客委會  文建會  

了解社會問題現況  未做  已做，不詳細 已做  已做，不詳細 未做  

既有相關政策檢討  已做  已做  已做  已做  未做  

計畫內容  已做  已做  已做  已做  已做  

可行性分析  未做  未做  已做，不詳細 已做，不詳細 未做  

預期效果或影響  已做  已做  已做  已做  已做  

預期績效指標及評估基準  已做，不詳細 已做  已做  已做，不詳細 已做  

影響理論  未做  未做  已做  已做  未做  

服務使用理論  已做  已做  已做  已做  已做  

組織計畫  已做  已做  已做  已做  已做  

評析  
1. 未了解 社會 現

況。  

1. 未對計畫

的可行性

此項計畫之計畫

書幾乎在所有的

1. 應加強社會

問題了解部

1. 未 了 解 社 會

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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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策檢 討內 容

模糊且 未提 出

確切之 數據 加

以佐證。  

3. 可行性 分析 說

明內容不完整。 

4. 預期績 效及 評

估基準 說明 簡

略。  

5. 無法得 知計 畫

預計執 行之 政

策內容 與達 成

效果之 間的 因

果關係。  

進 行 評

估。  

2. 在影響理

論部分，

無法從計

畫書得知

計畫預計

執行之政

策內容與

所欲達成

的效果之

間的因果

關係。  

評估項目當中都

說 明 的 非 常 詳

盡，唯仍未達可行

性分析應有之內

容與標準。  

分。  

2. 可行性分析

的說明內容

並不完整。  

3. 影響理論方

面，仍有兩

項計畫內容

未做說明。  

2. 缺 乏 對 於 既

有 相 關 策

略、政策及方

案 執 行 的 檢

討。  

3. 計 畫 可 行 性

評 估 未 具 體

說明。  

4. 無 法 得 知 計

畫 預 計 執 行

之 政 策 內 容

與 所 欲 達 成

的 效 果 之 間

的因果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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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我國我國我國我國「「「「公共建設計畫公共建設計畫公共建設計畫公共建設計畫」」」」中長程中長程中長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個案計畫評估機制個案計畫評估機制個案計畫評估機制 

公共建設計畫之意涵，依「政府公共建設計畫先期作業實施要點」

（101.3.13）內容所載，係指各機關所推動之各項實質建設計畫，即計畫總經

費中屬經常門之經費不得超過資本門經費之二分之一，並以表 3-3 所列部門

別及次類別之項目為範圍。除此 9 大部門範疇之分類外，公共建設計畫依期

程不同，又可分為「中長程公共建設計畫」與「年度公共建設計畫」二層級，

前者屬本研究所關注之焦點，係以四個會計年度為一期之公共建設計畫，內

容應包括未來十年之長期展望；後者則是針對每一項中長程公共建設計畫，

配合每一會計年度預算，編擬並實施之公共建設計畫。 

就現行制度而言，公共建設類中長程個案計畫之評估機制，可分從計畫

審議、執行管考與計畫評核加以探究，茲分述如次。 

一一一一、、、、計畫審議計畫審議計畫審議計畫審議 

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內容規定，中長程公

共建設計畫之推動與否，係由經建會會同有關機關，就公共計畫之需求、可

行性、影響與效果等內容進行審議。在編審要點之規範下，公共建設發展計

畫之審議構面與事項如下： 

1. 計畫需求：政策指示、民意及輿情反映。 

2. 計畫可行性：計畫目標、財務、技術、人力、營運管理可行性。 

3. 計畫協調：權責分工、相關計畫之配合。 

4. 計畫效果（益）：社會效果、經濟效益、成本效益比。 

5. 計畫影響：國家安全影響、社會經濟影響、自然環境影響。 

6. 前項審議事項之評估分項，得由各機關視計畫性質訂定，並配賦適當權

重。 

針對審議結果仍須報請行政院來核定之，惟細究中長程公共建設計畫之

審議，依計畫預算來源的不同仍存在些許差異。公共建設計畫之經費是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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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務預算，則計畫審議流程主要如圖 3-2 所示。圖 3-2 顯示此類之公共

建設計畫審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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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初審，待初審通過再轉陳行政院核定；而在經院核定通過後，

則須再研擬綜合規劃報告送交行政院進行最後的審議作業。 

表表表表 3- 3    公共建設計畫部門別公共建設計畫部門別公共建設計畫部門別公共建設計畫部門別、、、、次類別主辦機關一覽表次類別主辦機關一覽表次類別主辦機關一覽表次類別主辦機關一覽表 

 

部門別 次類別 
項目 主辦機關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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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宅 內政部 

下水道 內政部 2. 都市建設 內政部 

都市開發 內政部 
公路 交通部 

軌道運輸 交通部 
航空 交通部 
港埠 交通部 

資訊通信 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 

3. 交通建設 交通部 

觀光 交通部 
水資源 經濟部 

4. 水利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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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氣 經濟部 

6. 能源開發 經濟部 
電力 經濟部 
教育 教育部 
文化 文化部 7. 文教設施 教育部 

體育 行政院體委會 
垃圾處理 行政院環保署 
污染防治 行政院環保署 8. 環境保護 行政院環保署 

國家公園 內政部 
衛生醫療 行政院衛生署 

9. 衛生福利 行政院衛生署 
社會福利 內政部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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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 2    公共建設計畫送審程序公共建設計畫送審程序公共建設計畫送審程序公共建設計畫送審程序（（（（一般公務預算途徑一般公務預算途徑一般公務預算途徑一般公務預算途徑）））） 

資料來源：經建會（2010：6）。 

 

其次，若中長程公共建設計畫之經費來源是年度特別預算，則審議流程

主要如圖 3-3 所示。圖 3-3 顯示公共建設計畫之審議，首先須由計畫主管機

關針對先期規劃報告（可行性評估）進行初審，待初審通過後，轉陳行政院

審議，而行政院必要時得交議經建會，並由經建會會同相關機關討論後向行

政院函覆審議結果；其次，待先期規劃報告審議通過後，計畫主辦機關須再

研擬綜合規劃報告，並送交行政院核定，而行政院必要時仍可交議經建會，

並由經建會會同相關機關就審議結果報請行政院核定。 

綜合上述，一個中長程公共建設個案計畫之研提，首先須由主辦機關就

上開項目做成先期規劃報告（可行性評估），送交計畫主管機關進行初審，

接續才得以進入實質之審議過程。惟就現況觀之，公共建設個案計畫可行性

評估無法有效衡量「計畫需求」者，並不在少數；此外，多數長程公共建設

計畫之可行性評估皆未能有效評估上述「計畫效果」與「計畫影響」，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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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效果、經濟效益、自然環境影響等項目，此乃肇基目前公共建設計畫之

評估仍以「財務分析」為主，而未能有效透過「成本效益分析」、「社會影

響評估」、「環境影響評估」等分析技術，抑或其他合適的評估方法針對個

案計畫施行宏觀分析。 

除上述計畫主辦機關無法有效研提先期評估資訊之問題外，計畫審議機

關無法確立不同類型公共建設計畫應適用之評估項目，導致各類計畫之評估

作業無準則可循，亦屬現行制度所亟待解決之難題。 

 

 

圖圖圖圖 3- 3    公共建設計畫送審程序公共建設計畫送審程序公共建設計畫送審程序公共建設計畫送審程序（（（（特別預算途徑特別預算途徑特別預算途徑特別預算途徑）））） 

資料來源：經建會（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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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執行管考執行管考執行管考執行管考 

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第 15條規定，中長程

個案計畫，應納入年度施政計畫辦理，並逐年檢討其績效，必要時得修正或

廢止；而有關公共建設計畫之管考評估作業，主要由行政院經建會所職司。

受管考之中長程公共建設個案計畫，應於年度中定期檢討計畫執行進度，並

於年度結束後執行績效評核事宜；倘若個案計畫出現執行上之重大偏差，則

由管考機關視需要改採「例外管理」，進行實地查證（林思文，2010）。具

體而言，當前中長程公共建設計畫在執行管考評估階段所面臨之主要問題是

部分公共建設計畫無法於規劃期程內有效執行，也就是說，針對執行績效不

彰之個案計畫，欠缺相關法令來規範其啟動再評估機制之時程，才會使其一

拖再拖。 

就「管考」而言，主要執行公共建設計畫管考的是「公共工程委員會」，

從民國 50年代末推動迄今已逾 40年，歷經幾個階段的修正，其輪廓已逐漸

明朗。實質上，管考之目的在於將計畫執行成效與預設目標加以比較鑒核，

除確保計畫品質之外，亦能及早發現執行偏誤，進行修正而確保計畫目標之

達成。綜觀國內目前政府推動之中長程施政計畫，依計畫性質分類，分別交

由經建會（經濟發展暨公共建設類）、國科會（科技發展類）、工程會（公

共建設暨公共工程類）及研考會（社會發展類）四大管考機關追蹤列管，並

於年終辦理計畫評核。 

為有效推動中長程計畫之管考作業內容，行政院研考會曾於民國 94年 5

月 10日頒訂「行政院所屬各機關施政計畫管制作業要點」，根據該要點規定

主要針對施政計畫三級列管、分級管制選項作業、年度作業計畫研擬、定期

檢討、實施查證、調整撤銷等相關作業作一規範。然而若將「作業計畫釐訂」、

「執行進度追蹤」、「實地查證」、「計畫調整與撤銷」、「計畫評核」等

面向列入考慮後，將可對中長程施政計畫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計畫管考流程（經

建會，2008：8），關於上述說明，可以圖 3-4來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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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 4    管考作業架構與流程圖管考作業架構與流程圖管考作業架構與流程圖管考作業架構與流程圖 

資料來源：經建會（2008）。 

 

根據經建會（2008：9）所指出，在「選項列管」階段，主要係將各機關

全部施政計畫依重要性分別選列為由「院列管」、「部會列管」及「自行列

管」三類，全部納入分級列管。其中，與總統政見有關且具急迫性或金額較

大者、報院核定之專案計畫、及社會輿情關注之計畫，應選為「由院列管」

項目。其次，與總統政見有關未納入由院管制者、首長指示之重要事項、涉

及 2 個以上單位或附屬機關共同執行之重要計畫、由部會執行未列為由院管

制之施政計畫，應選為「部會列管」；其餘則由部會所屬機關自行列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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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定期追蹤管制」階段，則透過定期檢討，將實際執行績效與

原訂目標，進行比較分析，以確保是否按時完成，並據此了解階段問題縮短

作業期程，達成計畫目標。 

在總體原則指導下，回歸公共建設計畫管制考核作業，雖均遵照行政院

業務管制考核實施方案相關辦法與規定辦理。然現今管考辦法性質上僅屬一

通則，更何況經建計畫種類繁多，政府所包含之公共工程計畫亦多性質廻異，

因此在原則適用上仍須視個案計畫類別而定。一般而言，在公共建設計畫執

行過程主要含括「先期作業」、「預算編列」、「前置作業」及「工程執行」

四個重要階段，並由各主管部會負責推動。在「管考功能」上，自計畫預算

經立法院通過後，即由「工程會」進行追蹤控管，若計畫執行遭遇困難，經

建會及工程會均會出面協調解決，然在「公共工程計畫」上，則主要透過工

程會於民國 95年成立之「公共建設督導會報」來監督，並設置困難問題專案

小組，如用地、土方、砂石、管線、環保、補助地方執行計畫、民眾抗爭等

七個小組（如圖 3-5所示），來協助解決公共建設計畫執行之問題（監察院，

2009：65），以達成原定目標，因此在與相關部會或地方政府的計畫配合過

程中，「工程會」的角色將能充分發揮輔導整合與管考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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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 5    工程會工程會工程會工程會「「「「公共公共公共公共建設督導會報建設督導會報建設督導會報建設督導會報」」」」推動組織圖推動組織圖推動組織圖推動組織圖 

 

「工程會」著手公共建設計畫之管考作業主要依據下列原則為之，分如

下述：2 

1. 檢討計畫合理期程 

自公共建設計畫通過之後，各部應確實檢討計畫各階段（先期作業、前

置作業、發包策略、工程執行）之合理期程，然後在由工程會「公共建設督

導會報」來檢討之。 

2. 強化計畫全生命週期之管理 

計畫主管機關必須訂定計畫各階段重要工作項目之負責人與「里程碑」

日期，在報經主管部會核定後，移送給工程會，做為經費審查、工程查核、

及進度管控之依據，在無特殊理由情況下，不能輕易變更。 

                                                 

2 關於本段說明可令參酌「公共工程計畫管考作業參考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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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各階段之重要工作項目可依下述說明： 

（1）先期作業階段： 

包括可行性研究、綜合與整體規劃、環境影響評估、選擇或替代方案之

成本效益方案。 

（2）預算編列階段： 

主要包括預算編列、審查、陳報主計處、立法院通過預算。 

（3）前置作業階段： 

包含用地取得、水土保持計畫審查、都市計畫審議、施工階段環境保護

執行計畫、請領建照、管線拆遷及基本設計、細部設計及發包策略等。 

（4）工程執行階段： 

包括：公告、決標、開工、施工階段重要里程碑（可依交通、水利、建

築等工程性質再細分為分段查驗、分段通車、施作長度、施作面積、基礎完

成、結構體完成及裝修完成等）、竣工、驗收及接管等。 

此外，針對計劃重要項目之管制里程碑，可於必要時，列入契約內容中，

並訂定逾期罰款規定，工程會須於執行不順時，要求主管單位隨即檢討，採

取適當措施因應，以免耽誤後續期程。 

綜如上述，儘管工程會扮演全國公共建設計畫管考之對口單位，然若依

照行政院於 99年 7月 26日核定之組織調整規劃報告，則工程會將於民國 101

年組織改造進行業務移撥。根據組織改造之規劃，技師法、工程技術顧問公

司管理條例與營造業法相關業務將移撥至交通及建設部；促進民間參與公共

建設法及政府採購法相關業務將移撥至財政部；水利工程及水土保持工程相

關業務將移撥至環境資源部；最後，僅工程施工查核及經費審議相關業務將

會移撥至「國家發展委員會」統籌，諸如下圖 3-6。 

本研究認為，原先由公共工程委員會所扮演之單一公共工程計畫管控之

角色可能不復存在，簡言之將可能缺乏一個可以整合全國公共工程相關業務

之統籌機關。蓋因公共工程會所職掌之功能並非僅止於管考，其中公共工程

採購業務、工程技術與工程查核等功能，均將影響工程會計畫管考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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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研究建議未來組織改造後，仍應擇一較高層次之統籌單位來對相關公共

建設計畫管考與公共工程事務進行統籌與適時業務整併，來促進整體公共工

程之競爭力。 

 

 

 

 

 

 

 

 

 

 

 

 

 

圖圖圖圖 3- 6    工程會組織改造後業務移撥圖工程會組織改造後業務移撥圖工程會組織改造後業務移撥圖工程會組織改造後業務移撥圖 

資料來源：公共工程會網站。 

 

三三三三、、、、計畫評核計畫評核計畫評核計畫評核 

衡諸「行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第 15條規定等內容

可知，中長程公共建設個案計畫待執行完成後，應就計畫實施成效做成總結

評估報告。準此，經建會亦於民國 98年發佈「重大公共建設計畫執行成效評

估報告相關作業要點」，該要點所規範之計畫執行成效評核流程中，要求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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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與管理事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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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執行機關於計畫期程屆滿後，須在次年度 2 月底，前完成執行成效評估報

告，送交該管中央主管機關；而中央主管機關亦須針對成效評估報告，於 3

月底前研提意見並函送經建會，同時副知財政部、主計處、研考會、工程會；

最後則由經建會會同有關機關進行綜合考核後陳報行政院。 

總結而論，當前中長程公共建設個案計畫評估無論在計畫審議階段，抑

或執行管考與計畫評核等作業過程，皆有其制度上不完備處有待解決。例如：

計畫審議階段所面臨之「計畫效果」與「計畫影響」未能有效衡量、各類建

設計畫之評估作業無準則可循等難題、及管考階段並無法適當的回饋資訊至

計畫執行過程，使偏誤能及早被矯治，在在皆突顯現行中長程公共建設計畫

評估制度之不完整，與有關部會間協調功能之失靈，這些亟待未來相關研究

投入以思回應之道，俾使是類計畫評估機制之發展更趨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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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一般部會計畫審議一般部會計畫審議一般部會計畫審議一般部會計畫審議：：：：以以以以「「「「臺鐵南港至花蓮提速改善臺鐵南港至花蓮提速改善臺鐵南港至花蓮提速改善臺鐵南港至花蓮提速改善
計畫方案評估計畫方案評估計畫方案評估計畫方案評估」」」」為例為例為例為例 

針對非屬「重要中長程個案計畫」之計畫，大多數部會並未有統一審議

之架構，而是依據個案之不同性質而定。有鑒於本研究之範圍乃主要針對國

家上位總體計畫之審議模式，各部會以內部預算執行之計畫，並不在本研究

之範圍內，但綜觀各部會之審議作業，其實有一些部會，如交通部，已經發

展出一套成熟之審議機制，且行之有年。因此，為了提供後續研究之發展，

本研究挑選「交通部」之「臺鐵南港至花蓮提速改善計畫方案評估」為個案

來做為一般部會計畫審議之簡介，且可做為其他部會改善現有審議架構之範

例。 

交通部為檢討既有南港站至花蓮間臺鐵路線之服務，原計畫辦理「臺鐵

宜蘭線鐵路改善方案先期規劃」及「臺鐵北迴線鐵路改善綜合規劃」，經奉

交通部指示，合併為「臺鐵南港至花蓮提速改善計畫可行性研究」。該計畫

在可行性與審議階段，乃藉由曲線改善或部分路線改線方式，研擬臺鐵南港

與頭城之間路線改善方案，以及北宜直線鐵路替代方案，透過方案評選，擬

定宜蘭線鐵路提速改善之最終建設方案，來提升東部鐵路服務水準。因此，

整體而論，該計畫是由交通部憑藉部會內部之「審議架構」來進行方案評比。 

在此研究中，將路線改善方案分成兩類，分別是「新闢路線」與「舊線

改善」。在新闢路線方面，因前期規劃之北宜直線鐵路無法通過環評，因此

提出兩個北宜直線鐵路替代方案；在舊線改善方面，則提出兩個舊線改善方

案，各改善方案之內容特性及路線規劃彙整如圖 3-7及表 3-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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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 7    臺鐵南港至頭城提速改善方案路線示意圖臺鐵南港至頭城提速改善方案路線示意圖臺鐵南港至頭城提速改善方案路線示意圖臺鐵南港至頭城提速改善方案路線示意圖 

資料來源：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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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 4    臺鐵南港至頭城提速改善方案說明臺鐵南港至頭城提速改善方案說明臺鐵南港至頭城提速改善方案說明臺鐵南港至頭城提速改善方案說明 

型態 新闢直線鐵路 舊線改善及改線 

案別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方案四 

名稱 南港頭城北宜直鐵 南港大溪北宜直鐵 七堵大溪舊線改善 七堵雙溪舊線改善 

路線

特性 

� 南 港 花 蓮 總 長

158.9 公里，較既

有路線縮短 35 公

里。 

� 以新闢長隧道方

式，縮短列車旅行

距離。 

� 北宜東隧道為營

運安全規劃為雙

孔隧道。 

� 舊線供貨車及區

間車使用。 

� 南 港 花 蓮 總 長

171.6公里，較既

有路線縮短 22.4

公里。 

� 以新闢長隧道方

式，縮短列車旅行

距離。 

� 避離新店溪流域

並避免以長隧道

通過雪山山脈。 

� 南 港 花 蓮 總 長

181.8公里，較既

有路線縮短 12.2

公里。 

� 改善七堵雙溪間

連續急彎陡坡路

段。 

� 同時改善客貨運

運輸能力。 

� 降低軌道磨耗等

維護成本。 

� 南 港 花 蓮 總 長

191.5公里，較既

有路線縮短 2.5公

里。 

� 七堵至雙溪段路

線特性同方案三。 

資料來源：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2005）。 

 

針對不同方案之內容與性質，交通部之執行單位「鐵路改建工程局」針

對「交通運輸績效表現」、「工程執行易行性」、「環境影響減輕程度」及

「財務經濟效益」等四大審議構面進行評選工作。並委由專家學者評定各項

評估標的、準則之重要性，提供意見與看法，以協助計畫方案審議與研選之

工作。針對該審議架構，其審議架構下有 4個評估標的，各評估標的之內容

簡要彙整如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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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 5    評估標的與審議項目說明表評估標的與審議項目說明表評估標的與審議項目說明表評估標的與審議項目說明表 

總體目標 評估標的 評估標的說明 

交通運輸

績效表現 

此評估標的主要用於顯現各方案有關「提速」、「提

量」、「紓解雪隧車潮」之優劣差異，故以「旅行

時間」、「座位供應」、「雪隧旅次轉移量」為評

估項目。 

工程執行

易行性 

此評估標的主要用於評估各方案工程執行之難易程

度，故以能顯現工程規模之「建設成本」，施工耗

時之「工期」，施工程序較為繁瑣之「施工中舊線

維持」，以及長隧道施工受限工作面不易展開，有

較多變數之「工程風險」。 

環境影響

減輕程度 

此標的主要用以評估各方案施工中及完工營運後對

環境之衝擊情形，以及對周遭環境影響減輕對策之

評估，故以各方案行經「敏感區影響範圍」，反應

對周遭環境破壞程度之「土石挖填方」，以及能呼

應本計畫「節能減碳」目標之「二氧化碳排放減量」。 

� 節能減碳 

� 紓 解 雪 山

隧道車潮 

� 提 升 路 線

整體容量 

� 提 升 列 車

運行速度 

財務經濟

效益 

此標的主要用以評估各方案間對社會經濟及財務效

益之優劣程度，故以「經濟效益」、「財務可行性」

為評估項目。 
資料來源：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2005）。 

 

在計畫細部審議方面，交通部之作法是將上述內容，擬定問卷，並委由

專家學者進行填答之作業，來評定「交通運輸表現」、「工程執行」、「環

境景觀」、「社會經濟」等標的下之各衡量標準之重要性，並以 0~5分為計

分方式，得分愈高愈重要，重要性相近之準則可得同分，最後進行權重配分

之運算得出最佳方案。其審議細部內容，簡要整理如表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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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 6    審議審議審議審議項目之說明項目之說明項目之說明項目之說明 

總體目標 評估標的 評估準則 衡量標準說明 

旅行時間 南港→宜蘭、南港→花蓮的旅行時間。 

座位供應 可提供的尖峰座位數、座位供需比。 交通運輸

績效表現 
雪隧旅次轉

移量 

雪山隧道公路旅次轉移至鐵路旅次之轉移

量。 

建設成本 以各方案建設費用做為衡量指標。 

工期 以各方案之建設期程做為衡量指標。 

施工中舊線

維持 

施工中鐵路營運之維持，以各方案須設置臨

時站之場站數為衡量指標。 

工程執行

易行性 

工程風險 
以單座隧道超過 10 公里之長隧道合計長度

做為衡量指標。 

敏感區影響 
以能具體反應各方案間隧道湧水比較之隧道

斷層影響長度做為衡量指標。 

土石挖填方 
以土石挖填方數量之多寡，具體反應各方案

施行期間對環境之不利衝擊。 
環境影響

減輕程度 

二氧化碳排

放減量 
二氧化碳排放減量效益值。 

經濟效益 經濟效益指標之益本比與淨現值兩項指標。 

� 節能減碳 

� 紓解雪山隧

道車潮 

� 提升路線整

體容量 

� 提升列車運

行速度 

財務經濟

效益 財務可行性 財務效益指標之自償率及淨現值兩項指標。 

資料來源：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2005）。 

 

整體而言，非屬「重要中長程個案計畫」之一般部會計畫，為各部會以

內部預算執行之計畫，基本上並不在本研究範圍之內。惟建議各部會可仿效

交通部之作法，由各部會自聘專家來決定評估構面及衡量標準的重要性，並

以加權評分制辦理，未來也可用來研擬適切之統一審議機制，以供部會遵循，

確保政府各項計畫審議之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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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四四四四節節節節    綜合綜合綜合綜合討論討論討論討論 

就「計畫審議」、「執行管考」、「計畫評核」三個面向，本節將分別

對目前的社會發展計畫與公共建設計畫之評估機制現況進行析論。承前所

述，現行計畫體系可區分為「施政計畫」及「中長程個案計畫」，兩者性質

與計畫定位並不相同而須明辨，諸如圖 3-8及圖 3-9所示。 

 

圖圖圖圖 3- 8    施政計畫與中長程個案計畫關聯架構圖施政計畫與中長程個案計畫關聯架構圖施政計畫與中長程個案計畫關聯架構圖施政計畫與中長程個案計畫關聯架構圖 

資料來源：研考會網站（http://www.rde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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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 9    施政計畫與中長程個案計畫之法令架構圖施政計畫與中長程個案計畫之法令架構圖施政計畫與中長程個案計畫之法令架構圖施政計畫與中長程個案計畫之法令架構圖 

資料來源：經建會〈2009：5〉。 

 

另外在計畫類別部分，諸如前所揭示「社會發展計畫」並未像公共建設

計畫類別，專門由「公共工程委員會」之專職單位來主掌管考，而係透過研

考會內部之管考處，並輔以專家委員會之外審機制來協助審查，這是因為計

畫性質之差異而衍生不同計畫步驟之標準程序。 

然而問題是，蓋因公共建設計畫之審議評估與管考分散於經建會與公共

工程委員會兩單位之權責中，據觀察，計畫審議與管考單位之間經常出現資

訊無法及時回饋，而使兩者容易呈現資訊脫鉤之情況。因此為俾利於整體計

畫審議管考項目及步驟之一致化，則未來成立國發會將可能扮演重要之整合

統籌之角色。然而根據本章之觀察分析，對於即將面臨組織整併之兩類計畫

主管機關尚有幾項重點尚待後續觀察並持續強化，分如下述。 

一、重新檢視計畫審議項目之適切性 

為確保各項計畫審議之有效性，則社會發展計畫與公共建設發展計畫之

審議構面與項目仍可再整併或經緻化。蓋因審議項目之設定均有其歷史脈絡

中程施政計畫訂定 

年度施政計畫訂定 

施政績效評估 

中長程個案計畫

編審 

年度計畫管制查證 

年度計畫評核 

中長程個案計

畫編審要點 

施政計畫管制

作業要點 

施政計畫評核

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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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之發展，故兩類採取不同之審議項目標準與流程是不可避免之情況。然

而計畫之審議構面與權重之設定，仍須依據不同計畫之重點來研擬適切且具

邏輯性清楚之統一審議項目階層，這是可行之方向。至於各部會則可仿效交

通部之作法，由各部會自聘專家來決定評估構面及衡量標準的重要性，並以

加權評分制辦理，以供部會遵循。 

二、重視審議與管考單位之回饋 

諸如本章所述，無論係社會發展計畫或經建計畫均種類繁多，尤其公共

工程計畫甚是性質廻異，因此在適用上仍須視個案計畫類別而定。在公共建

設計畫執行過程主要含括「先期作業」、「預算編列」、「前置作業」及「工

程執行」四個重要階段，並由各主管部會負責推動。以公共建設計畫為例，

正因公共建設涉及工程採購業務、工程技術與工程查核等功能，均將影響工

程會計畫管考之效益。因此，如何強化計畫審議與事後管考回饋之連結將是

其中之關鍵。故本研究建議未來組織改造後，無論是社會發展計畫與公共建

設計畫均須由較高層次之統籌單位來對計畫審議與管考事項進行統籌與適時

整併，而非僅單將各類計畫審議權責移撥至國發會之組織架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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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我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之我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之我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之我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之現狀與組織現狀與組織現狀與組織現狀與組織 

在第三章中，本研究透過靜態與次級資料分析，從制度層面描述我國現

行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之樣貌，為進一步獲知運作實況，本章則藉由質

性資料之蒐集，由實務工作的角度，了解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的現況、

計畫分類、主管組織等相關議題。同時，為相應於國家發展委員會之成立，

本研究在蒐集質性資料的過程中，並彙整專家學者之意見，以研提未來中長

程個案計畫評估之組織機制。 

第第第第一節一節一節一節    質性資料研究設計質性資料研究設計質性資料研究設計質性資料研究設計 

本研究之研究設計主要採取「焦點團體訪談」與「深度訪談」兩種方法，

輔以「德菲法會議」來蒐集質性資料。本案於 2011年 7 月 11日、26日、9

月 26日、2012年 1 月 7 日，共計召開 6 場焦點團體訪談，參與者包括學者

專家、研考會行政官員、經建會行政官員、地方政府行政官員等 4 類人員，

共計 37人次；其次，在 2011年 12月 20日舉行德菲法會議，加以蒐集學者

與專家之意見。另外，在深度訪談部分，係對「重要資訊豐富者」（key 

informant）進行深度訪談，受訪者分成研考會人員、經建會人員、主計處人

員等 3大類，共計 12人次。 

一一一一、、、、焦點團體訪談焦點團體訪談焦點團體訪談焦點團體訪談 

本研究共計進行 6 個場次之焦點團體訪談，以深入了解我國中長程個案

計畫的評估機制現況與問題，以及未來國發會成立之後的整合評估機制等。

在訪談題綱的設計方面，基於國內外重要文獻的分析與整理，並配合委託單

位的研究目標，在初步研擬題綱內容後，隨即邀請 1 位學者，以及研考會、

經建會人員各 1 位，召開第 1 場的焦點團體訪談，來協助審視本研究所初步

撰擬之題綱內容，同時也使研究團隊更加理解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的實

務現況。 

在擬定訪談題綱並送交委託單位審核後（題綱參見附錄一），第 2 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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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團體訪談邀請 4 位受訪者與會，並於事先寄送題綱，包括 1 位研考會簡

任主管人員，以及經建會 3 位不同處別的薦任主管人員，受訪者並在座談會

上針對評估機制的現況、問題與未來整合等議題進行討論。此外，本研究於

2011年 9 月 26日下午的 2 個時段中，舉辦了 3 場焦點座談會。在第 1 個時

段中，本研究邀請與中長程個案計畫審議作業相關之代表性中央部會人員，

依計畫性質，參與同時段舉行之兩場焦點座談，分別是「社會發展計畫」（出

席 6 人）及「公共建設計畫」（出席 5 人）兩場焦點訪談；在第 2 個時段的

座談會，與會者除併同前述 2場人員共 11人之外，另也邀請地方政府人員 4

位（直轄市 3 位、縣政府 1 位）參與，共同針對未來整合評估機制的方向，

提出建議與討論。 

歷經數次焦點團體訪談後，本研究發現當前中長程個案計畫之評估構面

與機制，實有重新檢討之必要，鑒於議題的複雜性，研究團隊遂再利用德菲

法座談會議的方式，彙整實務專家之意見。在完成德菲法專家座談會議後，

根據會中專家提出的整合評估架構，本研究再次召開焦點團體座談會，並邀

請 4 位熟稔我國中長程個案計畫制度之學者與會，對未來建立計畫整合性評

估架構的相關議題，進行廣泛的討論與對話。另須說明的是，在德菲法座談

會議中，與會專家學者在填答問卷後，亦提出許多值得本案參酌之意見，因

此，該次德菲法會議中與會者的討論內容，本研究也將之納入質性資料分析。 

概括而言，歷次座談會議進行之流程，主要係由本計畫主持人擔任會議

主持人，同時由協同主持人和研究員在現場紀錄和觀察，並共同參與對話。

而關於上述數場座談會之出席人員與其代號編碼，詳如表 4-1所示。 

表表表表 4- 1    焦點團體訪談出席人員一覽表焦點團體訪談出席人員一覽表焦點團體訪談出席人員一覽表焦點團體訪談出席人員一覽表 

場次（日期） 代號 受訪者機關 受訪者職稱 人數 
A1 研考會 簡任／非主管 
A2 經建會 薦任／非主管 

第 1場 
（2011/7/11） 

A3 臺北大學 副教授 
3 位 

B1 研考會 簡任／非主管 
B2 經建會 薦任／主管 
B3 經建會 薦任／主管 

第 2場 
（2011/7/26） 

B4 經建會 薦任／主管 

4 位 

C1 研考會 簡任／非主管 第 3場 
（2011/9/26） C2 研考會 薦任／主管 

6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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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教育部 薦任／非主管 

C4 教育部 約聘／非主管 

C5 教育部 薦任／非主管 
C6 衛生署 約聘／非主管 
D1 經建會 薦任／非主管 
D2 經建會 薦任／非主管 
D3 交通部 薦任／主管 
D4 交通部 薦任／非主管 

第 4場 
（2011/9/26） 

D5 環保署 薦任／非主管 

5 位 

E1 新北市政府 薦任／主管 
E2 臺中市政府 薦任／非主管 
E3 高雄市政府 薦任／主管 
E4 花蓮縣政府 薦任／主管 
C1 研考會 簡任／非主管 
C2 研考會 薦任／主管 
C3 教育部 薦任／非主管 
C4 教育部 約聘／非主管 
C5 教育部 薦任／非主管 
C6 衛生署 約聘／非主管 
D1 經建會 薦任／非主管 
D2 經建會 薦任／非主管 
D3 交通部 薦任／主管 
D4 交通部 薦任／非主管 

第 5場 
（2011/9/26） 

D5 環保署 薦任／非主管 

15位 

F1 交通大學 教授 
F2 暨南大學 教授 
F3 臺北大學 副教授 

第 6場 
（2012/1/7） 

F4 研考會 管考處前處長 

4 位 

G1 行政院 簡任／主管 
G2 主計處 薦任／主管 
G3 研考會 薦任／主管 
G4 研考會 簡任／非主管 
G5 研考會 薦任／非主管 
G6 研考會 管考處前處長 
G7 經建會 薦任／主管 
G8 經建會 薦任／非主管 
G9 經建會 薦任／主管 
G10 工程會 薦任／主管 
G11 新北市政府 薦任／主管 

德菲法會議 
（2011/12/20） 

G12 新北市政府 薦任／主管 

12位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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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深度訪談深度訪談深度訪談深度訪談 

本計畫之深度訪談，係將受訪者分為研考會人員、經建會人員、主計處

人員等 3 類，找出適當且願意分享相關資訊者來蒐集質性資料，訪談之重點

有二：第一，檢視現行我國在「社會發展計畫」及「公共建設計畫」之中長

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實施現況及相關問題；第二，針對未來國家發展委員會

之組織職能，研提我國中長程個案計畫之「社會發展計畫」及「公共建設計

畫」整合性評估機制之建議。 

本研究係採取非隨機抽樣法之「立意抽樣」（purposive sampling）以獲

致訪談樣本。本團隊先透過電子郵件或傳真，將訪談題綱、研究主旨與問題

等資料傳送給抽樣對象，待抽樣對象同意接受訪談之後，再透過電子郵件或

電話與受訪者本人或其助理聯繫，以確認訪談的時間和地點，由計畫主持人、

3位協同主持人、4位研究助理進行訪談。另外，在徵求受訪者本人的同意後，

訪談的過程會同步錄音，結束後即將存放於錄音筆的電子檔譯出，做成逐字

的訪談記錄俾利於分析工作。 

具體而言，本研究團隊經開會討論後，初步挑選出資訊豐富者，其後擬

訂適當且願意提供相關資訊者的名單，再進一步分類並篩選出具有代表性的

樣本。本案的深度訪談對象包括：（1）研考會人員共 8 位受訪者；（2）經

建會人員共 3位受訪者；（3）主計處主管中長程個案計畫預算項目之薦任主

管人員 1人。本案之深度訪談總計取得 12個有效樣本，以及 7份訪談記錄摘

要。為了讓受訪者能夠不受拘束地充分表達意見，以及尊重研究倫理，本研

究之受訪者均採匿名處理。關於受訪者之類別、代碼、服務機關、訪談日期

等資料，如表 4-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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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 2    本研究深度訪談對象一覽表本研究深度訪談對象一覽表本研究深度訪談對象一覽表本研究深度訪談對象一覽表 

類別 編號 受訪者服務單位暨職稱 訪談日期 人數 

M1 薦任／主管 2011/7/22 

M2 薦任／非主管 2011/7/22 

M3 簡任／非主管 2011/8/18 

M4 簡任／主管 2011/9/20 

M5 簡任／非主管 2011/9/20 

M6 薦任／主管 2011/9/20 

M7 簡任／非主管 2011/9/20 

研考會 

M8 薦任／主管 2011/9/20 

8人 

N1 薦任／非主管 2011/7/22 

N2 薦任／主管 2011/9/9 經建會 

N3 簡任／主管 2011/10/4 

3人 

主計處 O1 薦任／主管 2011/9/29 1人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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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現況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現況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現況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現況 

「類目建構」（categories）是質性資料進行內容分析時的基本單位，類

目建構可依照理論或既有研究成果發展設立，也能由研究者自行發展而成（楊

孝濚，1989）。有關本研究經由座談會與深度訪談所獲之質性資料，經研究

團隊檢視訪談文本後（參閱附錄二、三），依據分析之邏輯，本文即將分析

類目分成 2 個部分，包括：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現況、中長程個案計畫

分類與主管組織。本節將先針對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現況，進行質性資

料分析，在下一節則說明中長程個案計畫分類與主管組織。 

在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現況的類目下，本研究根據質性資料的內容

分析結果，分為「審議過程」（事前）、「管考過程」（事中）、「計畫評

核」（事後）3個子類目，茲就各子類目中的初步發現逐一說明之： 

一一一一、、、、審議過程審議過程審議過程審議過程 

（一） 計畫分類劃分標準仍欠明確，致使計畫審議作業遭遇困難 

在中長程個案計畫報院審議過程中，現行計畫分類在先期作業預算審議

所呈現之差異，某一程度亦影響計畫規劃研擬階段審議作業之進行。例如在

計畫次類別分類上，社會發展計畫可分為環境空間、資訊通信、產業經濟、

社會安全、衛生福利、教育文化等 6 大類別；公共建設計畫則依「政府公共

建設計畫先期作業實施要點」，可以分為 9大部門範疇、23個次類別；而這

樣的類別分類方式，致使兩類計畫審議標準方面可能存在模糊不清之處，以

致在審議過程中，確實也存在不少爭議： 

...「公共建設」不像社會發展很單純，我們包括農業、公路軌

道運輸、資訊通訊、教育文化、體育觀光、甚至是衛生福利醫

療通通都有，要負責的範圍太廣了；最後研究單位幫我們把 23

個次類別又再細分了「五、六十個子類別」，然後建議每個子類

別要用怎麼樣的指標，但是這執行起來其實很困難。（D1） 

公共建設有一些類別分類，那事實上是我們公共建設有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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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類別，但事實上那是在預算審議的時候分的，基本上計畫的

審議我是不分類別，只要是行政院交給我們的，符合 10億元以

上公共建設計畫我們都會審。（D2） 

目前「公共建設計畫」分成 23個次類別，而研考會本身亦有分

類，但未來兩類計畫類別必須再進行整併；這個部分有經過研

議，如「社會發展計畫」有一個新的範疇─「資訊通訊類別」，

那這一塊就是來自現在的公共建設計畫（資訊通信）。（M3） 

…所以到底是不是應該去檢討公共建設計畫裡面有沒有屬於 9

大部門，23次類別，有沒有是屬於社會發展計畫？（M5） 

（二） 公共建設計畫與社會發展計畫之審議重點與審議過程有所差異 

一般而言，特定中長程公共建設個案計畫之研提，計畫主辦機關首先須

將可行性評估報告陳核主管機關，並待主管機關將研提之計畫陳報行政院核

定後，接續完成計畫先期規劃報告，再送交計畫主管機關進行初審，最後才

得以在陳報行政院後進入重要中長程個案計畫實質審議階段。然而，在重要

中長程個案計畫之審議上，主管社會發展計畫的研考會與主管公共建設計畫

的經建會二者之審計方式並不相同，如受訪者 M3 便指出，兩會之計畫審議

並非皆採委員會決議的形式做成；又如研考會 G4 受訪者所言，兩類計畫因

性質不同而使計畫審議過程存在相當程度的差異： 

「經建會」在審議作業上比較偏向「工程規劃」或者是「環境

評估」等事項，而社會發展計畫幾乎沒有這些項目。兩會在先

期作業上差異比較大，舉例來說「經建會」之計畫審議幾乎都

需要經過「委員會」審議，然而「研考會」就不強調這個環節。

（M3） 

現在運作狀況是，審議的事項雖然有要點規範，但現在審議的

模式大概是 case by case，因為公共建設類有時候需要一些「彈

性空間」存在，要點規範基本上並無法要求每個次類別去嚴格

遵守。（A2） 

經建會現在的做法是因應財政困難，所以審公共建設有一定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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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例如各縣市通通都要捷運，每一個捷運通通都要送上來。

他說好，我先審你們的可行性，那他要誰去審？他要交通部去

審，他不要當壞人，等交通部審完以後，然後交通部同意了、

通過了，報請這邊，那經建會就說好那我們通過了，讓你去做

第二階段，就是要開始審第二個階段，叫做綜合開發，那綜合

開發就開始要去做細節了，就是規劃細節，等那個時候就要去

編訂預算，第一個階段就是粗的，我只是經建會核定，那你可

以說你可以去進行第二個階段。（F1） 

所以在社會發展計畫裡面有這部分(政策指示)，尤其是社會福

利的相關中長程個案計畫，會比較容易顯現這個方面。當然，

就誠如剛剛先進所言，公共建設計畫不是不認為政策指示很重

要，而是說基於幕僚大部分認為這樣的一個硬體建設，基於幕

僚的一個角色，先做好幕僚角色的工作，政治歸政治。只不過

以影響力來講，社會發展計畫還是占的比重上是相對比較高，

畢竟它要照顧的是弱勢... （G4） 

在研考會方面，社會發展計畫在審議過程中，需要提案部會的計畫研擬

說明，必要時也將遴選有關地方政府加入，亦或納入外部專家參與，共同協

助審議工作。而在專家參與審議的部分，受訪者 M4 指出研考會曾採「合作

評估」的方式施行。另值得一提的是，由於部分提案的部會是委託顧問公司

擬案，致使社會發展計畫審議作業有時需要直接徵詢受託的顧問公司，因而

呈現出與公共建設計畫之差異： 

由於研考會審議人員並不具備個別計畫所需的專業，所以研考

會在審議過程當中，會使用資訊系統的輔助，並借重學者專家

以及各部會的專業，來進行各項審議工作。（B1） 

或許部會是有邀請地方政府共同來參與這個計畫的研議或擬

定，但是我們希望在院審查的時候還是可以聽聽看各個地方政

府的聲音，所以我們研考會在審議社會發展計畫，常常會挑選

示範的、重點的地方政府來幫助我們做計畫審議。（C1） 

然後我們選定之後，採合作評估的方式，所謂「合作評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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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基本上還是要引進外界的專家評估，不要是說我們自己的主

觀評估，但是我們要把實務的，我們內部發現的問題，要跟學

者做合作…（M4） 

另外，在研考會審議過程中，如遇問題，該計畫所屬部會甚至

要求研考會審議人員直接詢問所委託的顧問公司。所以只能透

過自評檢核表要求各部會能具有自我管控的能力。（B1） 

至於在目前社會發展計畫審議的實務難題，研考會受訪者 M1 認為，目

前的審議時間過於匆促，無法確實掌握計畫申請案的確實情況： 

45工作天，我們現在是這樣規範，因為其實考量中長程個案計

畫，我們還要經過審議的程序，有時候還滿冗長的，如果說我

們時間還更充裕的話，我們還比較希望去實地訪談。（M1） 

而在經建會方面，由於公共建設計畫研提案件數繁多，再加上公共建設

計畫涉及事項複雜，其中多有專業技術性規劃內容，因此同樣需要各部會的

說明與外部專家參與協助。整體而言，公共建設中長程個案計畫的審議工作，

雖可視「個案需要」邀請外部專家協助審議，惟負責審議的同仁工作負擔仍

重，且各該計畫案最後的審議結果，依規定仍須由委員會決議： 

基本上每個公共建設的型態跟類型不一樣，所以它的評估範圍

並不完全一致，所以比較難用統一的方式來講說它的影響範圍

是如何界定的。（D1） 

一般在審議的時候都是依照整個計畫的完整性、可行性效益等

來做審查，至於技術方面的可行性的話，則是尊重各部會，因

為技術方面，由於審議人員並不是專家，但是如果在審議過程

發現技術方面有問題時，經建會會請各部會來說明，所以在審

議階段，經建會是很嚴謹的在做處理…（B3） 

以公共建設計畫審議機制而言，理論上可以邀請委員，但是不

必然一定要邀請委員參加，委員的參與狀況是依據「業務單位

需要」及「個案特性」或實際上的考量。至於部分計畫比較敏

感或是專業性，要請專家一起來審議，這個部分是「個案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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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採「一致性審查」的方式。（D1） 

...到底評估上可不可以採取由「委員」，我們聘任這個委員然後

來決定入選的計畫。那我要先提供一個現況就是說：中長程個

案計畫是不定時的，就是一年裡面，隨時都可以送進來。在入

選計畫的決定上，是不可能在某一個時點來決選哪幾個計畫是

合格的或者是要進來的，除非是在先期作業才有可能。...那可

能我們在實行這樣一個制度的時候，能不能先聘一些委員，由

他們來決定下一個年度的一個發展重點，當然在發展重點之

後，就會有它的評估構面，那再來決定哪些計畫是符合這些，

所以這也是一個可以去思考的方向。（G4） 

所以在經濟建設委員會，它是固定成員的情況底下，這個委員

是不可能更動的，這是有它組織法的規定，所以所謂的委員，

是在這個位階的委員的時候，大概不會像你們現在題目裡面寫

的那個形式說可以更動委員。（G7） 

有鑑於公共建設計畫每年度所需經費，仍須循年度預算程序申請，故經

建會在審議公共建設計畫的同時，亦須考量先期作業審議程序相關規定，協

助行政院核定計畫之年度預算額度。而從受訪者的與談內容可知，經建會的

計畫審議可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審定重點為計畫可行性，第二階段著重在

計畫之綜合規劃與預算經費核定。值得注意的是，即使計畫總經費與各年需

求已報院完成核定，經建會每年仍須進行計畫先期作業預算審議工作；而在

延續性計畫部分，次期的計畫審議，則仿照新興計畫之審議方式加以進行： 

但是現在經建會傾向不具體說答案，讓計畫機關開始做綜合計

畫，等第二個階段送來時，交通部也要審，審完以後經建會，

那個時候才叫做核定預算，他才核定說到底要給你多少錢？但

是第一階段不談錢，只是說可以了！前面的部分那些都可行

了。很粗的一個先期規劃，大概路線是這樣，但是那個細的東

西我不去審，後來真正要多少錢，經建會再來核定預算。（F1） 

在計畫審議的時候，已經審議過並且依據計畫進程以及發包程

序安排了每一年的預算，但是在先期作業審議時，還要再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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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稽一次。所以除非有人力的加入，否則計畫永遠審議不完。

（B2） 

在新興或者延續的這個計畫，接下來該怎麼審，譬如說有第一

期六年或四年結束之後，後面的這個延續性計畫，就是說它是

第二個六年計畫，其實我們是把它看待成新興計畫在審議。但

是它假如有賡續性的話，那它要交待前期計畫的執行成果、指

標達成的情形，還有它執行能量，現在執行能量，以避免它的

執行經費會爆增太多。（G7） 

在公共工程計畫中，「計畫」本來就有分很多類型，有一種是初

步計畫，有一種是後面的計畫，其實經建會或是將來的國發會

上，它的層次很高，它不會去審那個細節，它不會審工程計畫，

也沒有那些人，所以它現在很聰明，它把所有的計畫金額的部

分，交給公共工程委員會自訂標準去審，它不去審，那所有的

計畫內容叫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好好的去審，它才有可能，研考

會也是一樣，它不可能去審的。（F1） 

（三） 兩類計畫在審議階段欲納入公共參與皆有困難 

另外，目前中長程個案計畫在計畫規劃研擬階段，公共參與仍顯不足，

包括研考會的受訪者 M1、經建會的受訪者 A2、D1均對此提出相同的看法；

但同時也有認為，待計畫進入報院審議階段，如欲引進公共參與，事實上存

在相當程度的困難： 

公共參與到什麼程度是一個問題…計畫核定前需不需要公開，

審查會的時候又需要什麼代表團體方符合民眾參與的主體，這

個是後續設計上可以去做一些區分。（A2） 

「公共參與」的部分，部分計畫類別並不在「中長程個案計畫」

裡面規範。（D1） 

審議的內容是不方便，因為你有些公共建設它有些是很敏感

的，所以也要考量這些，不是說什麼都透明，有些問題。（M2） 

因為像計畫需求要反映民意、計畫的影響都很難去評量，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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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種太大的東西，沒有辦法量化去評估。（M1） 

計畫應該有更多的社會公眾參與進來。不過民眾參與不應該是

介入到個別計畫，因為有很大的難度。（N1） 

就中長程個案計畫的性質而言，民眾所受的影響既深且廣，因此未來必

須設法突破目前公共參與不足的困境，惟制度設計上需要更周全的考慮。從

公共參與的效果來看，引進公共參與可以加強計畫的落實，也能避免不當公

共建設的發生，誠如花蓮縣政府的受訪者 E4即建議： 

…如果我們政策的擬定，對這個所謂公眾參與這一部分能加強

它的一個效益，可以參考某個比例的話，對於整個計畫落實的

效益，它一定會相對的會有一些加成的效果。（E4） 

（四） 現行中長程個案計畫審議項目之於二類計畫各具不同重要性 

揆諸中長程個案計畫審議項目之內容，依據「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

個案計畫編審要點」第 10條之規定，主要有下述諸項：計畫需求（政策指示、

民意及輿情反映）、計畫可行性（計畫目標、財務、技術、人力、營運管理

可行性）、計畫協調（權責分工、相關計畫之配合）、計畫效果（益）（社

會效果、經濟效益、成本效益比）、計畫影響（國家安全影響、社會經濟影

響、自然環境影響）。而從訪談中亦\可發現，「可行性評估」與「成本效益

分析」2項子構面之評估資訊，對於公共建設計畫審議而言，尤顯重要： 

成本效益涉及價值衡量的部分，難以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因為

每家顧問公司所採用的標準不同，但是經建會希望在計畫書之

中，應有一組數據是使用公定的價格，使之可以變成一個能夠

互相比較的基礎，讓計畫的審議，至少能做到排序的動作。（B2） 

目前工程會有「公共工程經費要點」，針對「可行性」跟「綜合

規劃」切成兩階段，這是唯一目前相關的要點，只是就經建會

來講，我們被行政院交付審議的責任是依據中長程編成要點，

主要看各項計畫的需要性而非逐項檢查。（D1） 

…那公共建設最主要的就是說，你要讓國家整個活絡經濟，但

是你這個計畫要達到最大的經濟效益，你事前要非常完整的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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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包括你的財務、還有你的經濟效益…（C3） 

經建會有時候會有些做可行性評估，會看這個計畫的必要性，

然後再看可行性。（F1） 

基本上大的公共計畫，審查會有兩個大的部分，第一個階段比

較偏向「可行性、需要性」，這個核定完，就是到它每年的先期

作業，先期作業就看計畫是分為幾年，那個最重要的部分在於

看它的計畫執行的可行性跟它預算分配的合理性，因為這種審

查是比較偏向年度計畫的這種先期作業。（F4） 

然而，就現況來看，公共建設中長程個案計畫可行性評估無法有效衡量

「計畫需求」者，並不在少數；此外，多數長程公共建設計畫之可行性評估

皆未能有效評估上述「計畫效果」與「計畫影響」，包括社會效果、經濟效

益、自然環境影響等項目，此乃肇基目前公共建設計畫之評估仍以「財務分

析」為主，而未能有效透過「成本效益分析」、「社會影響評估」、「環境

影響評估」等分析技術，抑或其他合適的評估方法針對個案計畫施行宏觀分

析： 

因為公共建設性質有所差異，不見得每個計畫都有「可行性評

估」再做「綜合規劃」，它可能是一份報告書，可能是可行性跟

綜合報告併在一起，複雜度高一點的、爭議性大點它會切割可

行性評估，經濟可行、社會可行，各種可行之後，才會有整個

綜合報告。（A2） 

除了特別預算的計畫以外，其實沒有任何的法令、或者是條例、

或者要點、甚至是行政命令，說你就是要做「可行性評估」綜

合規劃。所以這一塊很亂。假使說應該要做的話，是否應該要

有不一樣的章節，或者是內容去規範它，或應該要有不同的審

議標準，這應該要釐清。（D2） 

計畫送到經建會之前，自己須先透過「自評審核表」評估可行

性、環境影響評估與財務狀況，須自己負責，通過了才來討論，

但此步驟仍舊流於形式化，事實上很多計畫仍無法藉由此表將

其自身狀況清楚勾列出來。（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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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完全從財務的可行性去判斷一個計畫可不可行的話，我想

除了東部條例、離島條例之外，以後是不是也要增加什麼條例

出來，那也就是說，希望在整個的評估過程，還是要做一些不

同類別領域的效益評估。（E3） 

相對於公共建設計畫，社會發展計畫之審議項目在實際操作上之問題，

主要在於無法有效檢視計畫預期成果之量化評估資訊，亦即無法針對「計畫

效果」與「計畫影響」等項目有效評估，亦通常無法提出「成本效益分析」

與「可行性評估」兩構面的評估資訊，致使這些評估構面之於社會發展計畫

審議而言，重要程度較有限： 

可行性評估在我們社會發展裡面好像沒有。（M2） 

其實社會發展類的量化其實是很難量化的，而且我們教育部公

共建設提進去，他們也要求要我們量化。（C3） 

…社會發展類的評估是很難用貨幣化的方式來評估，所以它沒

辦法有效的進行經濟效益或者成本效益評估…（D3） 

沒有像公共建設那樣，你投入多少，就有多少成本，就是比較

量化的東西。那其實社會發展這個部分，真的不是這麼的量化，

就只能看它的合理性。（M1） 

「社會發展計畫」比較少看技術可行性，當然你要看也可以，

但是基本上比較少談技術。譬如說教育、安養、社會福利，比

較不會去談技術，技術的層面都在執行的可行性面。（F1） 

社會發展計畫在執行的時候，像執行可行性這邊、營運管理可

行性、或人力可行性，就是說，我們做到組織的調整或是說要

民間力量進來的時候，這個東西，好像是我們在規劃的時候，

就是比較忽略這方面。（F1） 

二二二二、、、、管考過程管考過程管考過程管考過程 

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第 15條規定，中長程

個案計畫，應納入年度施政計畫辦理，並逐年檢討其績效，必要時得修正或

廢止；而社會發展計畫與公共建設計畫之管考評估作業，分別由研考會、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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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會所職司。受管考之中長程個案計畫，應於年度中定期檢討計畫執行進度，

並於年度結束後執行績效評核事宜；倘若個案計畫出現執行上之重大偏差，

則由管考機關視需要改採「例外管理」，進行實地查證（林思文，2010）。

具體而言，目前中長程個案計畫在執行管考評估階段所面臨之問題，主要為

現行制度下，欠缺相關法令，來針對執行績效不彰之個案計畫，規範其啟動

再評估機制之時程，致使部分計畫無法於規劃期程內有效執行。 

而根據本研究質性資料的分析，目前中長程個案計畫「事中階段」的管

考問題，尚包括計畫審議無法與管考作業配合，兩者欠缺系統性的整合，以

致審議階段計畫所提出的績效指標，往往和事中階段的管考作業無法對應；

對此，包括受訪者 A1、B3、D3都提出類似的看法： 

審議機關與管考機關之想法有落差，不管是對「指標效益」的

認定或者是「計畫修正」的方向，以社會發展的績效評核，最

後效益評估是管考處，我們對於前端機關產出這些指標都會有

一些想法，因為往往過於簡單，全部都是輸入型的指標，於是

便產生想法上的落差。（A1） 

但是管考跟審議應該是要能夠結合的，所以，在計畫審議時，

審議人員會要求各部會要提出一個具體的且實質的績效指標或

效益指標，但是很多東西沒辦法量化的，後來經建會一直要求

各部會一定要想辦法去量化，最後各部會會請專家學者提出來

量化指標，雖然這些指標不一定準確，但至少能夠做為參考。

（B3） 

明顯的是「審議機關」與「管考機關」幾乎是不溝通的，已經

發生問題他要來修正計畫了，我們才知道，那我們就會覺得為

什麼中間沒有溝通呢？導致問題並無法在第一時間讓雙方所掌

握。（D3） 

三三三三、、、、計畫評核計畫評核計畫評核計畫評核 

根據「行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第 15 條規定等內

容可知，中長程公共建設個案計畫待執行完成後，應就計畫實施成效做成總

結評估報告。根據本研究質性資料的分析，現況計畫評核之問題主要在於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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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評估指標訂定的困難，尤其是社會發展計畫多所涉及質化指標，更增加計

畫評核的難度，包括研考會的受訪者 B1、M1、M2 及 M3 都提出類似的論述： 

近幾年研考會在審議過程中，強調各計畫需訂定成果型指標，

以此指標評估預期效益，並據此決定各項計畫的配比與權重。

（B1） 

計畫影響那一塊就很困難，很多大的方案，當你要評估它的影

響時，可能計畫已被其他新興計畫取代或中止了。（M1） 

主要是在指標跟達成目標的部分，大概分兩種，一種是量化，

一種是質化，比較困難的是質化，這個部分比較難去做一些意

見，在審查的時候難度比較高。（M2） 

社會發展計畫中，為了準確評估各計畫的效益，會特別去強調

該計畫的「目標」跟「指標」設定；看計畫的目標跟指標，絕

對不可能只是看它的「預算執行率」，我們都會去做綜合判斷，

因此預算執行率只是參考的指標之一，而不是全部。（M3） 

…其實在請各機關擬定這些目標或所謂指標的時候，有些他們

業務執行的內容是沒有辦法用具體或明確，或可以量化的方式

來做衡量…（E2） 

至於公共建設計畫方面，經建會亦於民國 98年發佈「重大公共建設計畫

執行成效評估報告相關作業要點」，該要點所規範之計畫執行成效評核流程

中，要求計畫執行機關於計畫期程屆滿後，須在次年度 2 月底前完成執行成

效評估報告，送交該管中央主管機關；而中央主管機關亦須針對成效評估報

告，於 3月底前研提意見並函送經建會，同時副知財政部、主計處、研考會、

工程會；最後則由經建會會同有關機關進行綜合考核後陳報行政院。從訪談

結果來看，經建會的計畫評核制度主要問題則為績效指標之訂定有所，以及

計畫評核「後續結果」的課責機制有所缺漏： 

績效並不是短時間內容易看到；但是現在的要求是立即性的，

當計畫一結束，可能就要馬上看到績效指標，因此，會使得計

畫的主辦機關對「績效指標」的訂定會很困難。（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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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達成績效」這個部分，是各執行機關非常弱的一點，錢

給了它，執行了三年，沒有達到計畫書原本列的目標，應該是

去找出什麼問題。比較弱的執行機關是這樣處理，就只是提報

修正計畫而已。（A2） 

即使計畫執行不了，卻沒有人需要負責，所以這個會造成執行

上的一個困擾。所以工程計畫一再展延，然後脫離了原先設算

的經濟基礎。（B2） 

歸結本節質性資料的分析結果可知，公共建設與社會發展二類中長程個

案計畫，無論在計畫審議、事中管考或事後計畫評核階段，皆有其現況難題；

特別係在事前的計畫審議作業上，兩類計畫之分類方式、主管組織之審議權

限與作業流程等不同，在在凸顯了中長程個案計畫未來建置整合性計畫評核

機制的困難。據此，本研究將在下節利用質性資料，來探究目前的計畫分類

方式與主管組織，俾做本案研擬未來國發會組織機制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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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中長程個案計畫分類與主管組織中長程個案計畫分類與主管組織中長程個案計畫分類與主管組織中長程個案計畫分類與主管組織 

本節旨在藉由目前的中長程個案計畫分類方式與主管組織之探討，以理

解當前制度設計上有待改善之處，並作為本案研擬未來國發會組織機制建議

之參據。 

一一一一、、、、當前公共建設計畫與社會發展計畫之分野標當前公共建設計畫與社會發展計畫之分野標當前公共建設計畫與社會發展計畫之分野標當前公共建設計畫與社會發展計畫之分野標準為計畫經費規模準為計畫經費規模準為計畫經費規模準為計畫經費規模，，，，惟未來惟未來惟未來惟未來

宜建立更明確及周詳之分類判準宜建立更明確及周詳之分類判準宜建立更明確及周詳之分類判準宜建立更明確及周詳之分類判準。。。。 

當前我國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之中長程個案計畫，倘若屬重要政策、跨機

關業務需行政院協調，抑或計畫所需經費無法於行政院核定之歲出概算額度

範圍內支應者，則由行政院依「社會發展計畫」、「公共建設計畫」與「科

技發展計畫」等性質差異，分別交議研考會、經建會、國科會會同相關機關

審議後，將審議結果陳報行政院核定。就「社會發展計畫」與「公共建設計

畫」而論，二類計畫過去的分類標準係以計畫經費規模加以劃分： 

過去社會建設計畫跟公共建設計畫的分野在於施政作用，社會

發展計畫大部分就是各部會自由預算的額度。通常公共建設額

度絕對超過社會發展的額度，這兩種計畫要求的屬性是不一樣

的，在社會發展計畫裡面，它在所提的建設計畫的目標、說明、

依據等等的，它是偏向一種精神層面的，但是公共建設計畫是

具體的，是要有量化的目標。（B2） 

因為以前計畫的分野，就是 10億元以上就給經建會，但是還是

要符合經資門比率的部分，就送給經建會做公共建設計畫審

查；10億以下都送來我們（研考會）這邊。（M5） 

基本上計畫的審議，我是不分類別，只要是行政院交給我們的，

符合 10億元以上公共建設計畫我們都會審。我們為什麼會分類

別？主要是因為我們必須要整個年度上的統整來看，整個今年

度所有要做的公路，比方交通部要做公路，可是原民會可能也

要做公路，那這兩個公路之間會不會有重疊，我們必須要這樣

去看，所以我們在預算的審議上才會做分類，事實上，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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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審議上是不會去做分類的，只要公共建設計畫我們都會審。

（D2） 

…我們公共建設的經費，大部分都是屬於計畫總經費在 10億元

以上的實質建設計畫才會進入到經建會來審議，包括計畫的審

議，還有預算的審議；那如果是 10億元以下的部分，如果它是

中央政府的預算部分，通常是在部會的基本需求裡面；那地方

的預算又是另外一塊…（D2） 

然而，根據本研究的訪談結果，就計畫的實質內容而言，事實上預算額

度並不容易在社會發展計畫與公共建設計畫之間，成為明確的劃分標準： 

我們以前預算的規模規定，所謂的重大公共建設計畫是什麼？

是 2億元，現在是多少？10億元。那結果是什麼？大家都把計

畫灌爆到 10億，不然進不了那個門檻...（B2） 

我們最大的分野是什麼？就是 10億元，但是這個規定不好，因

為你跟他講 10億之後，他說：「哦，那我了解了。」我就給你

送個 10.2億的給你看，那就變成公共建設了。（N2） 

…這個「新世代健康領航計畫」，過去在公共建設，（現在）要

劃到社會發展，因此，表示有些計畫看怎麼分類，其實可以擺

過來擺過去。（M4） 

除了預算額度的差異之外，主計處的受訪者 O1 也明確指出，預算框列

的方式，以及主管機關的分配權限也是社會發展計畫與公共建設計畫劃分的

重要標準： 

其實經費真正的來源是稅收，問題是有沒有去控管額度，以及

是不是有分配權的問題。那公共建設有分配權，那兩類計畫，

一個有額度，一個沒額度。其實最早之前，整個公共建設計畫

也是主計處在審的。（O1） 

為什麼切這個額度，因為當初也是我們主計處自己審，那主計

處自己也可以框這個額度，因為這個範圍會比較明確…現在社

會上提的，或是我們行政院講的，重點是沒有人說我社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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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多少錢阿，絕對沒有人提，社會發展計畫包羅萬象，為什

麼沒有額度？因為包羅萬象，怎麼去切它？（O1） 

二二二二、、、、兩類中長程個案計畫主管組織在計畫審議之權限上差異頗大兩類中長程個案計畫主管組織在計畫審議之權限上差異頗大兩類中長程個案計畫主管組織在計畫審議之權限上差異頗大兩類中長程個案計畫主管組織在計畫審議之權限上差異頗大 

基於前述社會發展計畫與公共建設計畫的基本差異，顯見主管社會發展

計畫的研考會與主管公共建設計畫之經建會，兩者之間的組織職能差異甚

大，其中最大差異是經建會有公共建設預算額度的分配權，使其審議結果牽

涉計畫經費核定；相對地，研考會的計畫審議結果，並不直接涉及計畫之經

費核定，最後計畫預算之核定仍由主計處所職司： 

主計處會函給各機關「中程概算歲出額度」，此額度包含基本需

求和公共建設，而「基本需求」裡面包含─「人事費」、「分年

延續性計畫」和「法律義務」，而「研考會」就是在「基本需求」

的額度裡面，研考會的責任必須幫忙認定「社會發展計畫」是

不是行政院所能核定的。（M3） 

「預算核列」的部分，研考會不像「經建會」具有預算額度分

配權，所以核列計畫時，研考會並不會明確告知各部會其同意

了幾億元。反觀經建會的話就會，其建議金額就可能會列出來。

主因是研考會只管預算編列之合理性與否，最後審核權責仍握

在「主計處」之手上。（M3） 

經建會其實額度給他，他就是自我管理了啦，那研考會這一塊

是說他提出來的時候，我們再根據我們有多少財源，再去分配

啦，其實正確的程序是說他核出來，之後就自己去排經費，經

費排不下他就跟我們要，那我們要不要核這一筆錢，看研考會

的意見是怎麼樣。（O1） 

在公共建設計畫裡面，並非一個蘿蔔一個坑，有的額度項目是

空白的，讓各自的事業主管機關自己去決定。那至於政策上要

做到什麼樣的空白授權？未來預算要如何節制？這其實也是一

種空白授權。這都是要留給主管機關一個彈性的空間，且這些

空白授權的額度非常多。（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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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預算審議制度運作上，兩會有一個很大的差異處，即是「經

建會」於公共建設計畫類別，每年都有一定的預算額度可供調

配，但研考會並沒有這個額度的分配權；這是因為這兩會本身

職能上的差異。（M3） 

研考會的簡任主管 M4 及另一位簡任非主管 B1均指出，由於社會發展計

畫與公共建設計畫的差異在於額度框列的方式，因此主管社會發展計畫的研

考會只能建議計畫申請的「優先順序」： 

…因為我們（研考會）同仁以前只有優先順序的建議權，如：

第一優先、第二優先、緩議，沒有下一步經費的分配，但是我

們既然已經審了，都做了，那麼有再多一點的建議，其實是延

伸性的工作…（M4） 

因為主計處實施中程歲出概算額度制度，亦即在前一年初就核

定各部會未來四年有多少預算，每一年的額度各為多少，而社

會發展計畫的預算就包含在各部會的這些額度當中，也就是

說，社會發展計畫的額度是從各部會的自由預算而來，所以社

會發展計畫的困難在於預算額度不足，所以就只能核列優先

性。（B1） 

對於上述計畫審議權限的差異，研考會的受訪者 B1、C1、M3 皆指稱，

各部會在申請計畫時，便因而採取差異性的作法，間接使得公共建設類計畫

提案較受重視： 

如果社會發展計畫沒有自己的預算，部分單位會對於是否進行

計畫作業有所疑義，因為既然沒有額度外的預算，計畫在研考

會審查之後，機關首長還要去爭取預算，所以部分單位就會懷

疑是否要進行社會發展計畫這個先行的作業。（B1） 

90年度之後，主計處實施中長程計畫預算制度，也就是說所有

社會發展計畫都是在各部會自己的中程歲出概算中去支應，也

就沒有額外的錢，那再加上他們有訂定一個條件，基本上你的

個案計畫只要是院核定，他就會幫你列入歲出概算額度，這個

中程的計畫預算裡面，那不見得一定要送先期，所以這時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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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只有兩條路可以走，第一條，不要做了，因為沒有用，也沒

錢，大家增加這個行政程序，第二個就是去爭取錢…（C1） 

「社會發展計畫」計畫很難像公共建設計畫一樣，用蓋幾棟建

築物，或者工程執行率等等去區隔它的計畫定位。因為這樣的

差異,產生的缺點是─面臨總體有限預算的考量下，中央部會比

較會陌視「社會發展計畫」。（M3） 

根據質性資料的分析結果，就目前的計畫審議制度運作現況來看，社會

發展計畫與公共建設計畫之間差異甚大，尤其在計畫預算額度分配上，主管

機關審議權限的差別，在在影響各部會在研提中長程個案計畫時多有策略性

考量。同時，當前二類中長程個案計畫之分類方式，也影響研考會與經建會

在中長程個案計畫審議上的組織職能，申言之，各部會若申請社會發展類計

畫，該類計畫之經費編列意謂了「從單位歲出概算額度內籌措財源」；若循

公共建設計畫申請途徑，則計畫預算經費代表「額外爭取的財源」。因此，

各部會在申請中長程個案計畫案時，往往傾向循經建會提案途徑申請公共建

設類計畫，以爭取額外的計畫經費預算。未來國發會成立後，原先這兩類計

畫審議機關隨之整併，勢必須針對前揭問題加以研擬因應之道。是以，本研

究將於下一節藉由分析質性資料，針對未來國發會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之組

織機制，綜整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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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國家發展委員會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之組織機制國家發展委員會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之組織機制國家發展委員會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之組織機制國家發展委員會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之組織機制 

行政院組織法修正案於民國 99年 1月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研考會與經建

會將併入「國家發展委員會」之中，期藉此整合行政院幕僚機關功能，並強

化重要政策規劃、協調及審議之能力。針對未來國發會設立之後，如何健全

我國中長程個案計畫的整合評估機制，本研究將從「計畫分類與預算編列」

及「未來國發會組織職能」兩個面向加以討論。 

一一一一、、、、計畫分類與預算編列計畫分類與預算編列計畫分類與預算編列計畫分類與預算編列 

根據前述質性資料分析的結果，目前社會發展計畫與公共建設計畫之間

的制度運作現況差異甚大，尤其在預算額度框列的方式，以及主管機關的經

費分配權限，在在使各部會在申請計畫時多所考量，也進而影響研考會與經

建會在中長程個案計畫審議作業的組織職能。 

針對前揭問題，部分受訪者認為未來國發會設立之後，應該重新劃分原

中長程個案計畫之分類及預算框列方式。首先，在訪談過程中，許多受訪者

均提出未來計畫類別的改進建議。受訪者 C1、M4、G1認為可以考慮適度合

併現有的兩類計畫，並且在計畫審議階段採用一致的評估標準： 

所以研考會也研議過以後是否統稱為國家發展個案計畫，涵括

原本兩類計畫，但是結論還是傾向維持現制，雖然預算還是要

自己去爭取，但是在研究方面會比較開闊，但是希望在評估這

兩個計畫的性質、額度，或者是其他方面，能夠統合成一個評

估基準就好。（C1） 

以後對國發會而言，也許以後叫「計畫類別」，裡面有公共建設

屬性的，有哪些？有社會發展屬性的，有哪些？是 exclusive，

不衝突，但是是在同一機制之下。（M4） 

我是覺得說，以後如果變成國發會當然應該合併，不能說一國

裡面有兩制。就一個機關來講，他是一個機關，但是機關要針

對他審查的計畫，用兩套或是用一套，如果用兩套，我也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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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怪的，所以我個人是覺得說應該還是要把這些東西做適度的

合併。（G1） 

相對於此，部分受訪者則認為，社會發展計畫與公共建設計畫性質差異

甚大，計畫分類方式應該維持原狀，繼續沿用「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

案計畫編審要點」第 9條的規定，或是依個案計畫特性施以不同的審議作業： 

原本的規劃是說公共建設和社會發展合併成一個國家重要發展

計畫，其實那樣會模糊掉，那國家發展個案計畫裡面編多少錢，

計畫裡面有哪些東西都模糊掉了，你現在說，下年度公共建設

編多少錢，大家有概念，所以我是希望你還是這樣子，當初想

把公共建設跟社會發展放在一起，是希望說這樣子我都有額度

啦，混在一起會有額度，但是我們不希望這樣做，因為你還是

要告訴大家，公共建設有多少錢。（O1） 

這兩種計畫要放在同樣一個標準裡面做的時候非常困難。往後

兩會合併為國發會之後，應再進行調整，社會發展計畫往後可

能會有部分放置在各部會的政策白皮書裡面，跟實質的建設是

不同的，那其他的就是公共建設計畫了。（B2） 

即使經建會與研考會併入國發會，未來還是依「行政院所屬各

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第 9 點的規定，將中長程計畫

分成「社會發展計畫」、「公共建設計畫」、「科技發展計畫」這

3項。（N2） 

社會發展計畫比較單純，公共建設計畫比較複雜，併在一起時，

是社會發展計畫要複雜化？還是公共建設計畫要簡化？這個真

的很難說。為顧及類別計畫的需求性，採取 case by case還是比

較好的作法。（D4） 

同時，若就目前公共建設與社會發展兩類的計畫次類別來看，研考會的

受訪者 M5，以及經建會的受訪者 N3，皆認為既有次分類劃分方式涵蓋性不

足，可以進一步重新修正，例如可納入「跨域計畫」次類別，而行政院之受

訪者 G1 也建議，宜將「規模別」之概念應用在計畫分類判準；除此之外，

工程會受訪者 G10也認為，未來似可再設置「綱領計畫」，以指導各部會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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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計畫之研擬： 

…不過因為有組改的契機，組織融合的一個機會，所以我們去

重新檢討訂定這（社會發展計畫）6大類別。（M5） 

將來，為了讓大家能更了解，希望在 23種次類別，另外再加 1

種，稱做「跨域計畫」，將大餅切一個出來，跟現在完全都一樣，

只是多了 1個次類別，也可以稱為「其他」。（N3） 

...它會發展出一套簡單的一些準則。所以說計畫比較簡單的，

它就用簡單的評估方法。你不要計畫兩百萬，結果用三百萬去

做前置作業啊，什麼可行性評估啊，那當然是不可行的。所以

我個人認為就是說，也許以後的計畫，就是按某種「規模別」

來做分類。（G1） 

...未來如果國家發展委員會能夠成立的話，是不是就國家發展

個案計畫能夠研擬類似那種 Guiding project內涵的東西，由這

個東西當作一個上位，其它的比如說各部會再因循這樣一個綱

領計畫，再提出它的施政需求的建設計畫。（G10） 

至於國發會成立之後，未來中長程個案計畫的預算經費框列方式，受訪

者 C1、C4、N3 建議應該一致化，而受訪者 B2 則認為可以效法美國與日本

的做法，設置專責預算審議機構，負責框列計畫預算： 

希望組改以後，因為是同一個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希望這

個（計畫預算）制度是一致化。（C1） 

目前社會發展計畫並沒有專屬的預算額度，使各部會對於計畫

的提報興趣缺缺，假使能比照公共建設計畫有預算之框列，將

有誘因讓各單位提報計畫。（C4） 

將來經建會及研考會併在一起成立「國家發展委員會」之後，

公共建設跟先前沒有不同，同樣是這樣做，但社會發展的部分，

研考會向來都有想要向主計處爭取有一個固定額度，但主計處

到目前為止還在研究。…我是傾向於有跟沒有都是一樣，給它

一個額度，對主計處並沒有壞處，這等於是給他們先替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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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篩選過，到了主計處這邊，照樣可以改。（N3） 

未來審議做法可參考美國及日本，美國由財政部成立一審議小

組，將預算額度依比例框列給各部會，而由各部會自行決定其

個案計畫數量與內容，由各部會進行計畫的審議，日本的做法

也類似美國。這種做法的好處是即使執政者的任期結束，計畫

的結構還是存在。（B2） 

此外，受訪者也建議未來兩類計畫預算額度的框列方式，應在總預算額

度不增加的前提下，重新劃分二類計畫經費所佔總額之百分比，將原屬於由

經建會管控之經費，劃歸部分比例至社會發展類計畫： 

可能比較容易達得到…1,200億中挪個 10%，120億劃歸社會發

展，就是說總額不變，主計處比較不會那麼敏感…（M4） 

…把這 SOP建立之後，那經費的分配就好做了，既然是同一個

會，假設現在是 1,200億，以預算規模來講，哪些哪些就好分

配了，這樣制度就趨於一致。（M4） 

二二二二、、、、未來未來未來未來國發會組織職能建議國發會組織職能建議國發會組織職能建議國發會組織職能建議 

社會發展計畫與公共建設計畫之次類別計畫內容，從政策目的及實質建

設內容來看，皆有部分重複之處。是故經由整合評估方法、設置共通性的評

估規範、初審機制（含人力組成、審議內容）與複審機制，應可以抑減資源

投入之浪費，提升計畫評核的效率與效能。未來國發會組織之建置，勢必得

整合現行分散於研考會、經建會等機關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與流程，

以彰顯該會做為行政院重要幕僚機關之組織職能，並憑藉有效的重大施政個

案計畫審議能力，協助政府遂行理性決策。 

因此，針對未來國發會計畫評核的組織職能，本研究分析質性資料，受

訪者 M3 認為目前研考會與經建會在實際施行事前審議與事後計畫評核上，

專業性較為不足，因此未來應該強調整合評估的程序規範；而受訪者 E3 則

建議應該從資訊系統著手初步的整合： 

…那從這些角度，我們還是希望說未來國發會在整個整合出來

之後，還是要把相關的管制的資訊系統做一個整合…（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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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評估機制，應該是建立一個「整合性的評估程序」，或者是

程序的規範，而不是說就整合出一個機制來包所有東西。以現

行研考會或經建會來講，它們也沒有辦法做到整個實際執行評

估那一部分，因為有它專業上的困難點，所以未來在整個國發

會的內部，應強調的是在整合整個評估的程序規範。（A3） 

另外，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作業，未來中央二級機關均設有「綜合規劃

司（處）」之業務單位，掌理有關施政規劃、管制考核、政策研究等事項；

對此受訪者 M3 及 M4 也強調了「綜合規劃司」的功能性： 

研考會希望賦予各部會的「綜合規劃司」更大的責任，由這個

單位去控管或管考整個計畫，現在的作法是先賦與它職權，希

望他的人員配置也能逐漸實現這樣的期待。（M3） 

…國發會組織以後，還是有綜合規劃處（司），也有管制考核

處，…管制考核處看起來還是做事中的、列管的。那事前的，

應該還是綜合規劃處（司），因為是這樣設計，但事後這件事，

真的還要再討論。（M4） 

不過，就未來國發會的定位而言，未來扮演角色是否為幕僚機關，也將

影響著該組織是中長程個案計畫審議的權限。經建會的受訪者 N2、G7認為，

目前經建會雖然定位為幕僚機關，但卻負責實質的公共建設計畫審議工作；

事實上，計畫審議與業務機關更具關聯性，故應該將審議權責歸還各自的事

業主管機關： 

經建會只是一個幕僚的單位，不像交通部是主管機關，有相對

應的法律的解釋、工程的執行等等，經建會只是一個政策研擬

的機關，其功能與角色可能慢慢退化。政策研擬的機構怎麼會

來審議計畫？因為經建會本來就是一個客觀獨立的研究機構，

且是屬於幕僚性質。其他的國家，大部分都是授權給各自的事

業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來負起其該有的責任。但是我們國

家的結構之下，就扭曲這個樣子。所以，假如經建會仍舊不是

中央主管機關，還是屬於一個幕僚的機關的話，經建會並不是

非得要審這些計畫不可，應該讓權責回到各中央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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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 

所以今天的命題上來講，我一開始設定的是說，是不是能夠不

要審？經建會或者是研考會或者國發會，要不要負擔這樣的角

色？就是說計畫審議的部分，其實是值得考量的。也就是說你

可能盡量下放給各中央主管機關，它在它的政策白皮書底下怎

麼樣來決定。（G7） 

基本上，因為計畫還是主辦機關及主管機關比較瞭解，所以說，

如果說這個審議的事項和這個計畫的內容，是建議說未來在做

修訂的時候，這個相關的審議事項要求的內容在計畫書及主管

機關在初審的時候，他就應該就這個審議重點的部分，它的內

容、它的初步的評核的結果，還有主管機關評核的結果。那之

後交給經建會、國科會或是研考會來做審議的時候，才符合這

些的意見，這樣的話才會對於這個審議的結果會比較正確比較

完整。這個部分是就計畫書的內容及審議的項目的一個問題。

（G8） 

我個人是覺得層次那麼高的政府，它一定把很多細節都交給那

個下面的單位去審，它不要去審這個東西，它就是去審這個計

畫可行性跟它的效果好不好就可以了。（F1） 

整體而言，為配合國發會組織之推動進程，現行分散於研考會、經建會

等機關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與流程，勢須進行全盤檢視，並應對目前

兩大不同類型計畫之評估構面，進行整合性修正，俾利強化未來國發會中長

程個案計畫評估之組織職能。例如受訪者 A3 即認為，未來應該事先設計計

畫評核的構面指標與權重，並設立定期地調整權重設定。 

「指標」與「權重設定」要能夠分類分級，並且定期去對這些

評估構面做檢討，而不是等出問題再回來檢討，整合性評估機

制中就要先設計好這些評估的構面、指標、權重，它是怎麼樣

來檢討，怎樣來訂定以及定期的去重新調整，如果調整的話

range應該是在什麼地方，這些都必須考慮清楚。（A3） 

另就未來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構面與評估機制而言，受訪者 G3 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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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實有整合之必要；惟同時，受訪者 G3、G9 亦論及了整合評估機制中，

保有不同評估構面、不同審議準則的重要性： 

...我認為不管未來的有關構面或者是機制的部分，因為未來就

是一個國發會嘛，在機制和構面的部分，我覺得都有整合的必

要，但整合並不表示說它要用一套的標準。（G3） 

計畫確實是會因為它的性質和類別不同，可能在審議上有時候

需要不同的構面，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考量之下，未來也許它是

有需要去整合，但是可能可以去考慮到他計畫的規模、性質或

類別，有不同的構面。譬如說有些是共同性的構面、有些是個

別性，就是照計畫類別，會有不同的構面。（G3） 

因此我是覺得這個公共建設、社會發展要不要合併，應該不是

問題，而是到最後整個國家發展個案計畫的時候，是不是要有

一套審查標準？那套標準在審查的時候應該要針對計畫的性質

稍微有點分類，分類再來做（審查）。目前我們經建會就是屬於，

在公共建設計畫就已經是做一個分類，分類的時候，它的構面

就不一定一樣，重點就不一樣，但是也會有跟其他的（分類）

相同的構面的東西。（G9） 

然而，部分受訪者則建議應審慎考量整合評估機制的設計，認為各類計

畫內容迥異，未來是否能以一個整合性的評估機制，用以審議目前分屬社會

發展與公共建設兩類的各類計畫，仍然值得商榷： 

…但分數只是一個絕對值，它代表的意義是甚麼？…那針對每

一個計畫再一個個去做勾選或者是評分的動作，這樣對這個計

畫審議上的幫助是甚麼？真的會讓計畫審議的品質會更好嗎？

（B1） 

這五大面向是原則，我們不會說，看第一個合理性，好，打勾，

計畫目標合理，執行策略合理，當然不會這樣，這只是一個原

則上，我們五大面向都會顧及到，但是不會說去一一審視…

（M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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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重這個部分，涉及權重的合理性、權重的項目，我覺得權重

的 application，適用性如何怎麼適用它，這是審議很重要的部

分，單靠機械式的計算與權重勾一勾，有時候反而是會過度簡

化。（A2） 

除上述關於計畫評核構面與整合評估機制之討論外，部分受訪者亦認為

未來國發會成立後，中長程個案計畫的審議制度，宜整合行政人員與專業技

術人員，設立一聯合審查制度，並將計畫審議流程分階段加以進行，其中各

階段之審查重點有所不同： 

那我是比較贊成說，那個審查制度就是未來應該弄一個聯合審

查制度。當然基本上你要有行政的專業人員，那當然也要有技

術的專業人員進去，來一起聯合的審查。（G6） 

也有建議就是，分成兩個階段來審，給他兩種評估方法，就是

在前面一個階段，我要審「必要性」與「可行性」，在下面一個

階段，我就要審這個計畫內容的完整性。（F1） 

基本上在「計畫規劃」跟「可行性」執行的時候，要把整個期

程弄出來，總預算要弄出來，其實期程出來之後，整個規劃其

實也有預算分配跟每年執行時間，其實已經包含整體審查的工

作了。（F4） 

所以在計畫審查上可分成兩階段，第一階段是一個比較概略性

的計畫，簡單的一個先期規劃，然後他的構面的那個指標應該

是更粗的一種先期的審議，他就不要再細部了。（F2） 

最後，受訪者 F3與 G8也建議，未來在計畫的管考與計畫評核制度上，

宜納入定期檢討機制，並與計畫審議作業加以連結，以檢視計畫執行之成效

良窳： 

很多的個案計畫可能在執行過程，他就會再做一次的評估，而

不是結果的評估，他在這裡面就可以去檢討說，我們所預期的

目標或者價值那個效果有沒有達到？如果沒有的話，我們是不

是可以有所謂的修正？或者就暫時的終止？目前我們的東西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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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沒做一個這樣子的修正的機制的考慮。（F3） 

所以未來可能要針對這個有關於修正、廢止的時間，應該要有

一個時間讓機關能夠以定期的方式來做一個檢討。那除了這些

情形的原則之外，應該有一個主動能夠檢討的一個定期的時

間，這樣機關才能真正去去看看計畫有沒有需要修改或執行的

部分。（G8） 

綜括言之，未來國發會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之組織機制，應朝向整合之

方向加以設計，特別係針對中長程個案計畫之分類，宜重新審視劃分之標準，

並宜在總預算額度不增加的前提下，重新劃分二類計畫經費所佔總額之百分

比，將其中部分比例之經費額度劃歸至社會發展類計畫領域。另在未來國發

會組織職能之探討上，宜將現行中長程個案計畫審議、管考與評估等階段作

業，加以建置更為系統化之連結機制，並重視「綜合規劃司」在整體評估過

程所扮演之角色，以及設計計畫之整合性評估構面，俾改善現行中長程個案

計畫評估機制之闕漏，強化國發會組織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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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綜合討論綜合討論綜合討論綜合討論 

本章藉由焦點團體訪談、德菲法座談與深度訪談所獲質性資料之分析，

檢視我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的現況問題，以及計畫分類方式和主管機

關之計畫審議權限，並初探未來國發會組織機制之形塑。而以下亦逐一要述

本章之主要發現。 

首先，本案發現中長程個案計畫現況評估機制在各階段中皆有不足之

處。在計畫審議階段之問題，主要為：計畫分類劃分標準仍欠明確，致使計

畫審議作業遭遇困難；另外，公共建設計畫與社會發展計畫之審議重點與審

議過程亦有所差異，導致現行規定之中長程個案計畫審議項目，對二類計畫

各具不同之適用性與重要性。復就事中管考階段觀之，主要問題則在於前階

段審議作業無法與管考制度配合，在欠缺系統性的整合下，致使審議階段計

畫所提出的績效指標，往往和事中階段的管考作業無法相應。最後在事後計

畫評核階段，計畫非量化成效之評估指標難以訂定，以及事後課責機制的欠

缺皆屬主要難題。 

其次，本案進一步探討現行中長程個案計畫之分類方式與主管組織之計

畫審議權限。結果顯示，當前公共建設計畫與社會發展計畫之劃分標準，主

要係計畫之經費規模是否逾 10億元為分野，此種分類方式缺乏合理之劃分標

準敘述，且易導致計畫主辦機關策略性研提公共建設計畫之行為，故未來實

應建立更明確及周詳之計畫分類判準。另在主管組織之計畫審議權限上，分

析資料亦得知，兩類中長程個案計畫主管組織在計畫審議之權限上差異頗

大，經建會職掌涉及計畫經費預算框列之實質權限，研考會則否。 

再次，本案也分從「計畫分類及預算編列」與「未來國發會之組織職能」

等兩個面向，研提未來國發會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之組織機制相關建議。未

來國發會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之組織機制，應朝向整合之方向加以設計，特

別係針對中長程個案計畫之分類，宜重新審視劃分之標準，並宜應在總預算

額度不增加的前提下，重新劃分二類計畫經費所佔總額之百分比，將其中部

分比例之經費額度劃歸至社會發展類計畫領域。另在未來國發會組織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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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宜將中長程個案計畫審議、管考與評估等階段作業，加以設置系統化之

連結機制，並重視「綜合規劃司」在整體評估過程所扮演之角色，以及設計

中長程個案計畫之「整合性評估構面」，俾改善現行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

制之闕漏，強化國發會組織職能。 

綜上所論，本案認為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之整合，首應針對現有計

畫「評估構面」進行重新審視與修正，使現有在計畫審議作業中的評估構面

更具一致性與系統性。基此，本案於接續章節將進一步利用德菲法問卷調查

與焦點座談會所獲之資料，綜整本研究團隊的討論結果，針對目前中長程個

案計畫評估構面之整合與修正研提建議。 



我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整合之研究 

 124 

 



第五章 我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之構面 

 125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我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之我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之我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之我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之構面構面構面構面 

根據前述有關先進國家公共政策評估機制之發展，以及檢視我國目前中

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的現況與問題，目前國內相關制度之配套措施及評估

內容顯有值得檢討之處。針對評估構面的問題，本章將透過德菲法的方式，

經由專家意見之調查及彙整，研提「社會發展計畫」及「公共建設計畫」之

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構面，並進一步論及未來「國家發展個案計畫」整合之

評估構面。3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德德德德菲菲菲菲法之研究設計法之研究設計法之研究設計法之研究設計 

德菲法被定義為「一種結構式團體溝通過程的方法，在整個溝通過程參

與者對議題的討論，是限制在一定範圍內，讓成員能針對一項複雜的議題進

行充分、有效的討論」（Linstone & Turoff, 1979）。結構式溝通是指來自團

體個別成員的訊息或知識的回饋，團體評斷觀點的評估，個人修正觀點的機

會或匿名者的回應等；換句話說，德菲法的資訊來源是多元的（潘淑滿，

2003）。至於德菲法在運作初始階段，每個成員針對討論的議題提供個人意

見，這些意見經由不斷反覆的修改、澄清、整合與摘要過程，再以匿名方式

回饋給參與成員，之後進入德菲法的第二輪階段。透過第二輪的意見回應與

收集過程，不斷讓回饋更具體、更聚焦。這種過程必須反覆不斷進行，直到

成員之間的意見趨於一致，再無需要改變或修正之處為止（Dhaliwal & Tung, 

2000）。 

                                                 

3 配合政府組織改造，經建會與研考會整併為「國家發展委員會」。經提報「國家發展委員

會籌備小組第1次會議」通過，經建會研擬之「國家建設計畫」與研考會編訂之「施政計畫」

將整合為「國家發展個案計畫」，初步規劃架構分為「總體發展篇」及「施政計畫篇」。惟本

研究指稱之「國家發展個案計畫」審議構面，係指探討公共建設計畫和社會發展計畫合併後

之審議機制，併此說明，避免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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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菲法傳統上是以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以取得專家們對於中長程個案

計畫評估機制的看法，由於該方法是在集合多位專家於不同地點下所得之結

果，因此頗具權威性。為爭取時效，加速研究過程，並取得同等效力，本次

調查採取改良式的執行方式，由研究團隊發函邀請受訪者齊聚一堂展開德菲

問卷專家調查會議。執行方式的改良，另一方面在於考量受訪者並非熟稔德

菲研究方法的實務專家，為增加德菲問卷調查執行的可行性，以及提高德菲

問卷的意見回收效率，因此採用本研究之改良型德菲專家會議。 

本研究之德菲法於 2011年 12月 20日（星期二）下午 14時至 17時，假

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第一會議室所舉行。為求會議進行的效率，研究團隊事

先將德菲專家會議的討論題目提供給受邀的實務專家。本研究依據文獻探

討、理論分析、深度訪談、焦點座談等階段所獲結論，建構德菲問卷。在施

測對象上則分就「社會發展計畫」、「公共建設計畫」的學者專家進行，以

建構建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的構面與模式；共進行 2 大題（6 子題）

各 2 輪的調查程序，以尋求此項議題的專家共識。本研究德菲法之實施，概

述如下述。 

一一一一、、、、選取調查人數與專家對象選擇選取調查人數與專家對象選擇選取調查人數與專家對象選擇選取調查人數與專家對象選擇 

德菲法有一重要研究問題乃是邀請哪些專家來填答問卷及應該邀多少人

填答，而向來在對象選擇的問題上也經常成為施測之主要議題。對此，在多

數的文獻中，專家的選定標準幾乎都是採用一些變通標準，例如專家的專業

能力、對研究主題的熟悉度、同僚間的評價、責任感和權威性等（謝潮儀，

1983；黃俊維，1995；李國忠等，1998）。多數研究設計在匿名、複述、交

換意見、專家基礎等四項操作原則之下，經常參考 Mullen（2003）所主張的

「最少 7 人、最多不要超過 50人，最典型規模為 8 至 12人」的邀請原則。

基此，參考前述邀請原則後，並基於邀請專家的基礎原則，本研究乃依照「社

會發展計畫」、「公共建設計畫」做為最基礎的分類標準，除了分別邀請研

考會、經建會各 3 位現職官員外，並考量主計處、工程會的功能，地方政府

的參與等，以立意抽樣方式共計邀請 12位學者專家（參見表 5-1）。 

二二二二、、、、建立問項和編制問卷建立問項和編制問卷建立問項和編制問卷建立問項和編制問卷 

本研究採用半開放式的問卷進行專家意見的蒐集，專家除了可以勾選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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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研究團隊預擬之問項外，也可在「其他」欄位填入。本研究之德菲法共

進行兩個主要的題目，分別針對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的「主構面」及「次構

面」（完整之德菲法問卷請參閱附錄四）。其中，第一題分為 3 個子題，主

要是針對現行「社會發展計畫」、「公共建設計畫」、以及未來「國家發展

個案計畫」的評估「主構面」；至於問項則是根據「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

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所編擬，包括計畫需求、計畫可行性、計畫協調、計

畫效果（益）、計畫影響。同時為避免填答者受限於過去的實務經驗，並受

到現有制度的影響，過度主觀涉入未來制度改革的設計，在檢視公共政策相

關理論及實務規劃內容，並經研究團隊討論後，本研究加入 3 個之虛擬變項

（dummy varibles），包括計畫執行策略、計畫完整性、類似計畫之成效考核；

至於整體問卷項次的排序，則係依筆畫順序排列（參見表 5-2）。 

第二題的評估「次構面」部分，同樣分為「社會發展計畫」、「公共建

設計畫」、以及未來「國家發展個案計畫」3 個子題；問項內容同樣是根據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所編擬，同樣地，本研究並

加入 11個虛擬變項，包括 BOT 可行性、文化資產影響、市場可行性、民間

參與可行性、成本效果比、行政內部成本、步驟及數據明確性、政治可行性、

風險管理、時間可行性、理論可行性、符合國際規範、跨部會效益、預算執

行率，並同樣依照筆畫順序排列問卷項次（參見表 5-3）。執行過程中，要

求 12 位實務專家根據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的現況及自身的工作歷練經

驗來回覆中長程個案計畫的評估問題，並給予主觀價值判斷，以取得各問項

之專家的評價值。 

表表表表 5- 1    德菲法專家名單德菲法專家名單德菲法專家名單德菲法專家名單 

 專家 單位職稱 

1. G1 行政院組長 

2. G2 主計處科長 

3. G3 研考會科長 

4. G4 研考會專門委員 

5. G5 研考會視察 

社會發展

計畫 

6. G6 前研考會管考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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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G7 經建會組長 

8. G8 經建會專員 

9. G9 經建會組長 

10. G10 工程會科長 

11. G11 新北市政府研考會組長 

公共建設

計畫 

12. G12 新北市政府研考會組長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說明：由於本次德菲法會議之與會專家在完成問卷工作後，並提出諸多的相
關意見，因此，本研究也將當日德菲法會後的專家討論納入質性資料分析
中，並依據質性資料研究設計將專家編碼。詳請參閱本研究第四章第一節之
內容。 

 

表表表表 5- 2    德菲法問卷第一題德菲法問卷第一題德菲法問卷第一題德菲法問卷第一題：：：：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主構面主構面主構面主構面」」」」 

第 1-1題：請問我國在「社會發展計畫」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

應有那些構面？（請選出 4項並排序） 

第 1-2題：請問我國在「公共建設計畫」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

應有那些構面？（請選出 4項並排序） 

第 1-3題：請問我國在「國家發展個案計畫」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

估，應有那些構面？（請選出 4項並排序） 

 評估構面 請勾選 請就勾選項目進行排序 

1.  計畫可行性   

2.  計畫協調   

3.  計畫效果（益）   

4.  計畫執行策略   

5.  計畫完整性   

6.  計畫需求   

7.  計畫影響   

8.  類似計畫之成效考核   

其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五章 我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之構面 

 129 

表表表表 5- 3    德菲法問卷第二題德菲法問卷第二題德菲法問卷第二題德菲法問卷第二題：：：：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次構面次構面次構面次構面」」」」 

第 2-1題：請問我國在「社會發展計畫」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應有那些次構面？（請選出 12項

並排序） 

第 2-2題：請問我國在「公共建設計畫」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應有那些次構面？（請選出 12項

並排序） 

第 2-3題：請問我國在「國家發展個案計畫」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應有那些次構面？（請選出

12項並排序） 

 評估次構面 定義 請勾選 
請就勾選項目

進行排序 

1.  BOT 可行性 是否有採取 BOT 形式之可能性。   

2.  人力可行性 
是否指定專責單位、專責人力，並針對程序及進度定

期管控。 

  

3.  文化資產影響 評估計畫對文化資產所造成之影響。   

4.  市場可行性 
是否針對鄰近地區商業發展與趨勢現況進行了解及分

析。 

  

5.  民間參與可行性 是否有民間參與的可能，例如私有化或委外等形式。   

6.  民意及輿情反映 民意及輿情強烈反映出計畫需求。   

7.  成本效果比 有效地將計畫的成本及效果量化，並計算及比率。   

8.  成本效益比 有效地將計畫的成本及效益量化，並計算及比率。   

9.  自然環境影響 
計畫如欲付諸執行，能否克服「環境保護」規定所受

的限制。 

  

10.  行政內部成本 行政機關執行之所有相關成本。   

11.  技術可行性 是否具備足夠的技術知識與能力。   

12.  步驟及數據明確性 計畫內容之細節，如步驟及數據之明確性。   

13.  法律可行性 計畫執行時，能否克服法規方面的障礙。   

14.  社會效果 有效地將社會效果量化，並評估其優劣。   

15.  社會影響 對國民社會福祉及幸福感之影響。   

16.  政治可行性 指計畫在政治方面受到支持的可能性。   

17.  政策指示 上級機關或政治領導者指示之政策內容。   



我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整合之研究 

 130 

18.  相關計畫之配合 與其他相關計畫是否有配合之可能。   

19.  計畫目標 計畫目標之設定具適切性並符合現實需求。   

20.  風險管理 
釐清各項風險因素、衡量風險曝露，以及控制風險的

過程。 

  

21.  時間可行性 從時間幅度考慮計畫執行的可能性。   

22.  財務可行性 
是否計算一系列必須考慮的、直接相關的、反映投入

產出關係的財務可行性評估指標。 

  

23.  國家安全影響 評估計畫對國家安全所造成之影響。   

24.  理論可行性 
指計畫是否能獲得理論基礎（如經濟學、社會學、工

程學）的支持。 

  

25.  符合國際規範 評估計畫產生之影響是與國際規範相符。   

26.  經濟效益 有效地促進及提升貨幣化實質效益或非金錢效益。   

27.  經濟影響 對經濟成長的影響，例如 GDP成長率及就業率。   

28.  跨部會效益 計畫對跨部會政策之整合效益。   

29.  預算執行率 計畫所屬部會之其他中長程個案計畫執行率。   

30.  營運管理可行性 
連結硬體建設和經營管理計畫，尋求多目標使用解決

方案，發揮計畫的最大效益。 

  

31.  權責分工 各機關之間已協調，並完成計畫內容之權責分工。   

其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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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社會發展計畫社會發展計畫社會發展計畫社會發展計畫」」」」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構面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構面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構面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構面 

在「社會發展計畫」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構面的研擬過程中，本研究先

針對第一題「主構面」進行 2 輪的問卷填答，之後再進行第二題「次構面」

的部分，同樣請專家填答 2輪的問卷。 

一一一一、「、「、「、「社會發展計畫社會發展計畫社會發展計畫社會發展計畫」」」」評估評估評估評估主構主構主構主構面面面面 

針對「社會發展計畫」的評估主構面，本研究在第一輪的施測過程中，

先將前述表 5-2之問卷發放給與會之 12位專家，並請從問卷中的 8個項次（或

其他）勾選其中 4 項並排序；此一目的是要彙整與會專家的個別意見，俾利

整併之後在第二輪調查時再行聚焦，而過程中個別與會者透過座位的安排及

事先的要求與提醒，相當程度遵循著匿名原則。 

表 5-4 是第一輪將施測結果依照次數多寡的排序情形。由該表顯示，計

畫需求、計畫效果（益）、計畫完整性、計畫影響、計畫可行性 5 項獲得 12

與會者中過半的共識。但相對地，值得注意的是，「計畫協調」是目前「行政

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中所規定的審議要項，但該項卻僅

僅獲得 2位專家的認同。 

表表表表 5- 4    「「「「社會發展計畫社會發展計畫社會發展計畫社會發展計畫」」」」評估評估評估評估主構面第一輪結果主構面第一輪結果主構面第一輪結果主構面第一輪結果 

主構面名稱 次數 現行構面 虛擬構面 

計畫需求 9 V  

計畫效果（益） 8 V  

計畫完整性 7  V 

計畫影響 7 V  

計畫可行性 6 V  

類似計畫之成效考核 5  V 

計畫執行策略 4  V 

計畫協調 2 V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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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第一輪的施測結果，本研究依與會專家的認同程度，從中選出前 6

項重要的項次 （刪除計畫執行策略、計畫協調），並進行第二輪的施測。如

表 5-5之施測結果所示，第二輪的 6個項次均獲得半數以上與會專家的認同，

其中「計畫需求」構面更獲得與會 12位專家的全數認同，其餘依序是計畫影

響（9）、計畫效果（益）（8）、類似計畫之成效考核（7）、計畫可行性（6）、

計畫完整性（6）。 

表表表表 5- 5    「「「「社會發展計畫社會發展計畫社會發展計畫社會發展計畫」」」」評估評估評估評估主構面第二輪結果主構面第二輪結果主構面第二輪結果主構面第二輪結果 

主構面名稱 次數 現行構面 虛擬構面 

計畫需求 12 V  

計畫影響 9 V  

計畫效果（益） 8 V  

類似計畫之成效考核 7  V 

計畫可行性 6 V  

計畫完整性 6  V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二二二、「、「、「、「社會發展計畫社會發展計畫社會發展計畫社會發展計畫」」」」評估評估評估評估次構面次構面次構面次構面 

針對「社會發展計畫」的評估次構面，本研究同樣進行兩輪的施測。在

第一輪的施測過程中，先將前述表 5-3之問卷發放給與會之 12位專家，並請

從問卷中的 31個項次（或其他）勾選其中 12項並排序，俾利彙整與會專家

的個別意見，以及在第二輪調查時便於聚焦。 

表 5-6 將「社會發展計畫」評估次構面第一輪的施測結果依照次數多寡

排序，結果顯示，民意及輿情反映、社會影響、財務可行性、成本效益比、

計畫目標、成本效果比、法律可行性、社會效果、政策指示、經濟效益、民

間參與可行性、相關計畫之配合、時間可行性等 13項獲得 12與會者中過半

的共識。但相對地，值得注意的是，「國家安全影響」是目前「行政院所屬各

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中所規定的審議要項，但該項卻僅僅獲得 2

位專家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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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5- 6    「「「「社會發展計畫社會發展計畫社會發展計畫社會發展計畫」」」」評估評估評估評估次構面第一輪結果次構面第一輪結果次構面第一輪結果次構面第一輪結果 

次構面名稱 次數 次構面名稱 次數 

民意及輿情反映* 12 市場可行性 2 

社會影響* 10 行政內部成本 2 

財務可行性* 10 國家安全影響* 2 

成本效益比* 9 文化資產影響 1 

計畫目標* 9 風險管理 1 

成本效果比 7 符合國際規範 1 

法律可行性 7 BOT可行性 0 

社會效果* 7 步驟及數據明確性 0 

政策指示* 7 理論可行性 0 

經濟效益* 7 預算執行率 0 

民間參與可行性 6 

相關計畫之配合* 6 

時間可行性 6 

政治可行性 5 

權責分工* 5 

人力可行性* 4 

技術可行性* 4 

經濟影響* 4 

營運管理可行性* 4 

自然環境影響* 3 

跨部會效益 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說明：*表示為目前「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中
所規定的審議要項。 

 

根據第一輪的施測結果，本研究依與會專家的認同程度，從中選出前 21

項重要的項次 （刪除前述表 5-6中右半部的 10個項次），並進行第二輪的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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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如表 5-7顯示之施測結果，第二輪的 21個項次中，有 13項獲得半數以

上與會專家的認同，其中「社會影響」構面更獲得與會 12位專家的全數認同，

其餘依序是成本效益比（11）、財務可行性（11）、民意及輿情反映（10）、經

濟影響（9）、法律可行性（8）、計畫目標（8）、民間參與可行性（7）、社會

效果（7）、跨部會效益（7）、人力可行性（6）、技術可行性（6）、政策指示

（6）。 

表表表表 5- 7    「「「「社會發展計畫社會發展計畫社會發展計畫社會發展計畫」」」」評估評估評估評估次構面第二輪結果次構面第二輪結果次構面第二輪結果次構面第二輪結果 

次構面名稱 次數 次構面名稱 次數 

社會影響* 12 技術可行性* 6 

成本效益比* 11 政策指示* 6 

財務可行性* 11 政治可行性 5 

民意及輿情反映* 10 時間可行性 5 

經濟影響* 9 經濟效益* 5 

法律可行性 8 營運管理可行性* 5 

計畫目標* 8 成本效果比 4 

民間參與可行性 7 自然環境影響* 4 

社會效果* 7 相關計畫之配合* 4 

跨部會效益 7 權責分工* 4 

人力可行性* 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說明：*表示為目前「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
中所規定的審議要項。 

 

三三三三、、、、德菲法結果德菲法結果德菲法結果德菲法結果：「：「：「：「社會發展計畫社會發展計畫社會發展計畫社會發展計畫」」」」評估評估評估評估構面構面構面構面 

根據前述針對「社會發展計畫」主構面及次構面各兩輪的調查結果，德

菲法專家所研提之社會發展計畫審議應包括計畫需求（12）、計畫影響（9）、

計畫效果（益）（8）、類似計畫之成效考核（7）、計畫可行性（6）、計畫

完整性（6）等 6 個主構面，以及在各主構面之下，共計 21項的次構面（參

見圖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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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5- 1    德菲法結果德菲法結果德菲法結果德菲法結果：「：「：「：「社會發展計畫社會發展計畫社會發展計畫社會發展計畫」」」」評估評估評估評估構面構面構面構面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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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圖 5-1 所呈現的「社會發展計畫」評估構面結果，顯然一些需要

修正之處。首先，在主構面部分，「類似計畫之成效考核」、「計畫完整性」

為本研究所加入之虛擬變項，因此，在該項次下並無可供評估之子構面。同

時，在次構面部分，跨部會效益、權責分工、相關計畫之配合等 3 個虛擬次

構面無法併入相對應的主構面之中，惟綜觀上述幾個虛擬構面，事實上，「計

畫完整性」較適合做為主構面，至於「類似計畫之成效考核」，以及跨部會

效益、權責分工、相關計畫之配合則皆為評估過程中考量計畫內容完整與否

的重要成分，因此該 4 個構面改置於「計畫完整性」主構面之下，做為次構

面，應為較適當之安排。 

其次，在「計畫效果（益）」主構面之下，成本效益比、社會效果、經

濟效益為目前「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中所規定的審

議項目，而成本效果比則為本研究加入之虛擬變項，為詳加審視該 4 個子構

面的內涵，事實上「成本效益比」與「經濟效益」，以及「成本效果比」與

「社會效果」近乎是相同之概念，因此在「計畫效果（益）」主構面中，應

可針對「成本效益比」、「成本效果比」或「經濟效益」、「社會效果」兩

組構面，擇一保留即可。最後，在「計畫可行性」主構面之下，本研究所加

入的「民間參與可行性」虛擬變項，在層次上是其他可行性次構面之下所需

處理的問題，因此也應該予以剔除。 

綜整德菲法專家的意見，復以本研究針對邏輯性、合理性之調整，本研

究建議未來「社會發展計畫」之評估應包括以下所列之主構面及次構面（參

見圖 5-2）： 

（一） 計畫需求：民意及輿情反映、政策指示。 

（二） 計畫可行性：財務可行性、法律可行性、計畫目標、人力可行性、技

術可行性、政治可行性、時間可行性、營運管理可行性。 

（三） 計畫完整性：類似計畫之成效考核、跨部會效益、權責分工、相關計

畫之配合。 

（四） 計畫效果（益）：成本效益比、成本效果比（或經濟效益、社會效果）。 

（五） 計畫影響：社會影響、經濟影響、自然環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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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5- 2    本研究建議之本研究建議之本研究建議之本研究建議之「「「「社會發展計畫社會發展計畫社會發展計畫社會發展計畫」」」」評估評估評估評估構面構面構面構面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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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公共建設計畫公共建設計畫公共建設計畫公共建設計畫」」」」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構面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構面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構面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構面 

在「公共建設計畫」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構面的研擬過程中，本研究同

樣先針對第一題「主構面」進行 2 輪的問卷填答，之後再進行第二題「次構

面」的部分，請專家填答 2輪的問卷。 

一一一一、「、「、「、「公共建設計畫公共建設計畫公共建設計畫公共建設計畫」」」」評估評估評估評估主構面主構面主構面主構面 

針對「公共建設計畫」的評估主構面，本研究在第一輪的施測過程中，

先將前述表 5-2之問卷發放給與會之 12位專家，並請從問卷中的 8個項次（或

其他）勾選其中 4 項並排序，目的是要彙整與會專家的個別意見，俾利整併

之後在第二輪調查時再行聚焦。 

表 5-8 是第一輪將施測結果依照次數多寡的排序，結果顯示，計畫效果

（益）、計畫可行性、計畫需求等 3 項獲得 12與會者中過半的共識。但相對

地，與「社會發展計畫」結果相同並值得注意的是，「計畫協調」是目前「行

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中所規定的審議要項，但該項卻

僅僅獲得 2位專家的認同。 

表表表表 5- 8    「「「「公共建設計畫公共建設計畫公共建設計畫公共建設計畫」」」」評估評估評估評估主構面第一輪結果主構面第一輪結果主構面第一輪結果主構面第一輪結果 

主構面名稱 次數 現行構面 虛擬構面 

計畫效果（益） 12 V  

計畫可行性 11 V  

計畫需求 7 V  

計畫完整性 5  V 

計畫影響 4 V  

計畫執行策略 4  V 

類似計畫之成效考核 3  V 

計畫協調 2 V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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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第一輪的施測結果，本研究依與會專家的認同程度，從中選出前 6

項重要的項次 （刪除類似計畫之成效考核、計畫協調），並進行第二輪的施

測。如表 5-9之施測結果所示，第二輪的 6 個項次中，僅有 4 位與會專家認

為計畫執行策略應成為公共建設計畫評估的主構面，除此之外，其餘 5 個項

次均獲得半數以上與會專家的認同，依序為計畫可行性（11）、計畫效果（益）

（11）、計畫需求（9）、計畫完整性（7）、計畫影響（6）。 

表表表表 5- 9    「「「「公共建設計畫公共建設計畫公共建設計畫公共建設計畫」」」」評評評評估估估估主構面第二輪結果主構面第二輪結果主構面第二輪結果主構面第二輪結果 

主構面名稱 次數 現行構面 虛擬構面 

計畫可行性 11 V  

計畫效果（益） 11 V  

計畫需求 9 V  

計畫完整性 7  V 

計畫影響 6 V  

計畫執行策略 4  V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二二二、「、「、「、「公共建設計畫公共建設計畫公共建設計畫公共建設計畫」」」」評估評估評估評估次構面次構面次構面次構面 

針對「公共建設計畫」的評估次構面，本研究同樣進行兩輪的施測。在

第一輪的施測過程中，先將前述表 5-3之問卷發放給與會之 12位專家，並請

從問卷中的 31個項次（或其他）勾選其中 12項並排序，俾利彙整與會專家

的個別意見，以及在第二輪調查時便於聚焦。 

表 5-10將「公共建設計畫」評估次構面第一輪的施測結果依照次數多寡

排序，結果顯示，成本效益比、財務可行性、成本效果比、自然環境影響、

技術可行性、市場可行性、民間參與可行性、社會影響、經濟影響、BOT可

行性、計畫目標、風險管理、經濟效益、營運管理可行性等 14項獲得 12與

會者中過半的共識。但相對地，值得注意的是，包括「政策指示」、「國家安

全影響」皆為目前「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中所規定

的審議要項，但卻都僅僅獲得 2 位專家的認同。此外，與會學者中有 3 位並

在「其他」欄位提出看法，包括就業創造、財務效益、土地取得，惟該 3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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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的意見並未能獲得共識，因此也無法進入第二輪的討論。 

表表表表 5- 10    「「「「公共建設計畫公共建設計畫公共建設計畫公共建設計畫」」」」評估評估評估評估次構面第一輪結果次構面第一輪結果次構面第一輪結果次構面第一輪結果 

次構面名稱 次數 次構面名稱 次數 

成本效益比* 11 法律可行性 2 

財務可行性* 11 政策指示* 2 

成本效果比 8 國家安全影響* 2 

自然環境影響* 8 符合國際規範 2 

技術可行性* 8 預算執行率 2 

市場可行性 7 步驟及數據明確性 1 

民間參與可行性 7 理論可行性 1 

社會影響* 7 就業創造** 1 

經濟影響* 7 財務效益** 1 

BOT可行性 6 土地取得** 1 

計畫目標* 6 文化資產影響 0 

風險管理 6 行政內部成本 0 

經濟效益* 6 跨部會效益 0 

營運管理可行性* 6 

民意及輿情反映* 5 

政治可行性 4 

時間可行性 4 

人力可行性* 3 

社會效果* 3 

相關計畫之配合* 3 

權責分工* 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說明：*表示為目前「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中
所規定的審議要項。** 為與會專家新增之項目。 

 

根據第一輪的施測結果，本研究依與會專家的認同程度，從中選出前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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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重要的項次 （刪除前述表 5-10 中右半部的 13 個項次），並進行第二輪的

施測。如表 5-11顯示之施測結果，第二輪的 21個項次中，有 15項獲得半數

以上與會專家的認同，其中「成本效益比」與「財務可行性」構面更獲得與

會 12位專家的全體共識，其餘依序是民間參與可行性（10）、營運管理可行

性（10）、自然環境影響（9）、技術可行性（8）、經濟效益（8）、BOT 可行

性（7）、民意及輿情反映（7）、社會影響（7）、計畫目標（7）、經濟影響（7）、

人力可行性（6）、市場可行性（6）、風險管理（6）。 

表表表表 5- 11    「「「「公共建設計畫公共建設計畫公共建設計畫公共建設計畫」」」」評估評估評估評估次構面第二輪結果次構面第二輪結果次構面第二輪結果次構面第二輪結果 

次構面名稱 次數 次構面名稱 次數 

成本效益比* 12 經濟影響* 7 

財務可行性* 12 人力可行性* 6 

民間參與可行性 10 市場可行性 6 

營運管理可行性* 10 風險管理 6 

自然環境影響* 9 成本效果比 5 

技術可行性* 8 相關計畫之配合* 4 

經濟效益* 8 時間可行性 4 

BOT可行性 7 權責分工* 4 

民意及輿情反映* 7 社會效果* 3 

社會影響* 7 政治可行性 2 

計畫目標* 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說明：*表示為目前「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
中所規定的審議要項。 

 

三三三三、、、、德菲法結果德菲法結果德菲法結果德菲法結果：「：「：「：「公共建設計畫公共建設計畫公共建設計畫公共建設計畫」」」」評估評估評估評估構面構面構面構面 

根據前述針對「公共建設計畫」主構面及次構面各兩輪的調查結果，德

菲法專家所研提之公共建設計畫審議應包括計畫可行性（11）、計畫效果（益）

（11）、計畫需求（9）、計畫完整性（7）、計畫影響（6）、計畫執行策略

（4）、等 6個主構面，以及在各主構面之下，共計 21項的次構面（圖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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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5- 3    德菲法結果德菲法結果德菲法結果德菲法結果：「：「：「：「公共建設計畫公共建設計畫公共建設計畫公共建設計畫」」」」評估評估評估評估構面構面構面構面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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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圖 5-3 所呈現的「公共建設計畫」評估構面結果，顯然有一些需

要修正之處。首先，在主構面部分，「計畫完整性」、「計畫執行策略」為

本研究所加入之虛擬變項；同樣地，在子構面部分，也出現了相關計畫之配

合、權責分工兩個虛擬變項。惟綜觀上述幾個虛擬構面，事實上，「計畫完

整性」較適合做為主構面，至於「計畫執行策略」，以及相關計畫之配合、

權責分工則皆為評估過程中考量計畫內容完整與否的重要成分，因此該 3 個

構面改置於「計畫完整性」主構面之下，做為次構面，應為較適當之安排。 

其次，與「社會發展計畫」評估構面相同的情況是在「計畫效果（益）」

主構面之下，「成本效益比」與「經濟效益」，以及「成本效果比」與「社

會效果」近乎是相同之概念；因此在「計畫效果（益）」主構面中，應可針

對「成本效益比」、「成本效果比」或「經濟效益」、「社會效果」兩組構

面，擇一保留即可。最後，在「計畫可行性」主構面之下，儘管「法律可行

性」項目在次評估項目的第一輪結果中，僅獲得兩位專家勾選而遭到刪除，

惟考量政府施政的適法性，影響後續計畫推動甚鉅，本研究仍將「法律可行

性」至於評估次構面。至於本研究所加入的「民間參與可行性」、「BOT可

行性」、「市場可行性」、「風險管理」等幾個虛擬變項，在層次上應該是

其他可行性次構面之下所需處理的問題，因此則予以剔除。 

綜整德菲法專家的意見，復以本研究針對邏輯性、合理性之調整，本研

究建議未來「公共建設計畫」之評估應包括以下所列之主構面及次構面（參

見圖 5-4）： 

（一） 計畫需求：民意及輿情反映。 

（二） 計畫可行性：財務可行性、法律可行性、營運管理可行性、技術可行

性、計畫目標、人力可行性、時間可行性、政治可行性。 

（三） 計畫完整性：計畫執行策略、相關計畫之配合、權責分工。 

（四） 計畫效果（益）：成本效益比、成本效果比（或經濟效益、社會效果）。 

（五） 計畫影響：自然環境影響、社會影響、經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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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5- 4    本研究建議之本研究建議之本研究建議之本研究建議之「「「「公共建設計畫公共建設計畫公共建設計畫公共建設計畫」」」」評估評估評估評估構面構面構面構面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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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國家發展個案計畫國家發展個案計畫國家發展個案計畫國家發展個案計畫」」」」整合評估構面整合評估構面整合評估構面整合評估構面 

在「國家發展個案計畫」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構面的研擬過程中，本研

究先針對第一題「主構面」進行 2 輪的問卷填答，之後再進行第二題「次構

面」的部分，同樣請專家填答 2輪的問卷。 

一一一一、「、「、「、「國家發展個案計畫國家發展個案計畫國家發展個案計畫國家發展個案計畫」」」」評估評估評估評估主構面主構面主構面主構面 

針對「國家發展個案計畫」的評估主構面，本研究在第一輪的施測過程

中，先將前述表 5-2之問卷發放給與會之 12位專家，並請從問卷中的 8個項

次（或其他）勾選其中 4 項並排序，目的是要彙整與會專家的個別意見，俾

利整併之後在第二輪調查時再行聚焦。 

表 5-12是第一輪將施測結果依照次數多寡的排序，結果顯示，計畫可行

性、計畫需求、計畫效果（益）、計畫影響 4項獲得 12與會者中過半的共識，

而此 4 項並為目前「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中所規定

的審議要項。但相對地，同樣為編審要點中所規定的「計畫協調」，卻僅僅

獲得 1位專家的認同。 

表表表表 5- 12    「「「「國家發展個案計畫國家發展個案計畫國家發展個案計畫國家發展個案計畫」」」」評估評估評估評估主構面第一輪結果主構面第一輪結果主構面第一輪結果主構面第一輪結果 

主構面名稱 次數 現行構面 虛擬構面 

計畫可行性 11 V  

計畫需求 9 V  

計畫效果（益） 8 V  

計畫影響 6 V  

計畫執行策略 5  V 

計畫完整性 4  V 

類似計畫之成效考核 4  V 

計畫協調 1 V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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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第一輪的施測結果，本研究依與會專家的認同程度，除了將認同重

度最低的「計畫協調」一項刪除之外，其餘 7 項重要的項次皆再交由與會專

家進行第二輪的施測。如表 5-13之施測結果所示，第二輪的 7個項次中，包

括計畫需求（9）、計畫效果（益）（8）、計畫可行性（8）、計畫影響（7）、計

畫執行策略（6）等五項，均獲得半數以上與會專家的共識，至於類似計畫之

成效考核、計畫完整性這兩項，則獲得 5位專家的認同。。 

表表表表 5- 13    「「「「國家發展個案計畫國家發展個案計畫國家發展個案計畫國家發展個案計畫」」」」評估評估評估評估主構面第二輪結果主構面第二輪結果主構面第二輪結果主構面第二輪結果 

主構面名稱 次數 現行構面 虛擬構面 

計畫需求 9 V  

計畫效果（益） 8 V  

計畫可行性 8 V  

計畫影響 7 V  

計畫執行策略 6  V 

類似計畫之成效考核 5  V 

計畫完整性 5  V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二二二、「、「、「、「國家發展個案計畫國家發展個案計畫國家發展個案計畫國家發展個案計畫」」」」評估評估評估評估次構面次構面次構面次構面 

針對「國家發展個案計畫」的評估次構面，本研究同樣進行兩輪的施測。

在第一輪的施測過程中，先將前述表 5-3之問卷發放給與會之 12位專家，並

請從問卷中的 31個項次（或其他）勾選其中 12項並排序，俾利彙整與會專

家的個別意見，以及在第二輪調查時便於聚焦。 

表 5-14將「國家發展個案計畫」評估次構面第一輪的施測結果依照次數

多寡排序，結果顯示，成本效益比次構面獲得與會專家全數的共識，至於其

他獲得過半認同的次構面還包括社會影響、財務可行性、民間參與可行性、

計畫目標、經濟影響、營運管理可行性、自然環境影響、經濟效益等 9 項。

但相對地，值得注意的是，「權責分工」與「國家安全影響」這 2項雖為目前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中所規定的審議要項，但卻

僅獲得 2 位專家的認同。此外，與會學者中有 2 位並在「其他」欄位提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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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包括就業創造、財務計畫，惟該 2 個項次的意見並未能獲得共識，因此

也未能進入第二輪的討論。 

表表表表 5- 14    「「「「國家發展個案計畫國家發展個案計畫國家發展個案計畫國家發展個案計畫」」」」評估評估評估評估次構面第一輪結果次構面第一輪結果次構面第一輪結果次構面第一輪結果 

次構面名稱 次數 次構面名稱 次數 

成本效益比* 12 權責分工* 2 

社會影響* 11 BOT 可行性 2 

財務可行性* 10 時間可行性 2 

民間參與可行性 9 國家安全影響* 2 

計畫目標* 7 預算執行率 2 

經濟影響* 7 步驟及數據明確性 1 

營運管理可行性* 7 理論可行性 1 

自然環境影響* 6 符合國際規範 1 

經濟效益* 6 就業創造** 1 

市場可行性 5 財務計畫** 1 

民意及輿情反映* 5 行政內部成本 0 

技術可行性* 5 

相關計畫之配合* 5 

人力可行性* 4 

成本效果比 4 

社會效果* 4 

政治可行性 4 

政策指示* 4 

跨部會效益 4 

文化資產影響 3 

法律可行性 3 

風險管理 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說明：*表示為目前「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中
所規定的審議要項。** 為與會專家新增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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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第一輪的施測結果，本研究依與會專家的認同程度，從中選出前 22

項重要的項次 （刪除前述表 5-14中右半部的 11個項次），並進行第二輪的施

測。如表 5-15顯示之施測結果，第二輪的 22個項次中，有 11項獲得半數以

上與會專家的認同，其中「成本效益比」、「財務可行性」2 個構面更獲得與

會 12位專家的全數認同，其餘依序是民間參與可行性（10）、社會影響（10）、

自然環境影響（9）、計畫目標（9）、經濟影響（9）、營運管理可行性（8）、

民意及輿情反映（7）、技術可行性（7）、經濟效益（7）。 

表表表表 5- 15    「「「「國家發展個案計畫國家發展個案計畫國家發展個案計畫國家發展個案計畫」」」」評估評估評估評估次構面第二輪結果次構面第二輪結果次構面第二輪結果次構面第二輪結果 

次構面名稱 次數 次構面名稱 次數 

成本效益比* 12 人力可行性* 5 

財務可行性* 12 市場可行性 5 

民間參與可行性 10 政策指示* 5 

社會影響* 10 風險管理 5 

自然環境影響* 9 社會效果* 4 

計畫目標* 9 政治可行性 4 

經濟影響* 9 跨部會效益 4 

營運管理可行性* 8 文化資產影響 3 

民意及輿情反映* 7 成本效果比 3 

技術可行性* 7 法律可行性 3 

經濟效益* 7 相關計畫之配合* 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說明：*表示為目前「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
中所規定的審議要項。 

 

三三三三、、、、德菲法結果德菲法結果德菲法結果德菲法結果：「：「：「：「國家發展個案計畫國家發展個案計畫國家發展個案計畫國家發展個案計畫」」」」評估評估評估評估構面構面構面構面 

根據前述針對「國家發展個案計畫」主構面及次構面各兩輪的調查結果，

德菲法專家所研提之國家發展個案計畫審議應包括計畫需求（9）、計畫效果

（益）（8）、計畫可行性（8）、計畫影響（7）、計畫執行策略（6）、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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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計畫之成效考核（5）、計畫完整性（5）等 6 個主構面，以及在各主構面

之下，共計 21項的次構面（參見圖 5-5）。 

 

 

 

 

 

 

 

 

 

 

 

 

 

 

 

 

 

 

 

 

圖圖圖圖 5- 5    德菲法結果德菲法結果德菲法結果德菲法結果：「：「：「：「國家發展個案計畫國家發展個案計畫國家發展個案計畫國家發展個案計畫」」」」評估評估評估評估構面構面構面構面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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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圖 5-5 所呈現的「國家發展個案計畫」評估構面結果，有一些需

要修正之處。首先，在主構面部分，「計畫執行策略」、「計畫完整性」、

「類似計畫之成效考核」為本研究所加入之虛擬變項，因此，在該項次下並

無可供評估之子構面。其次，在次構面部分，同樣也出現 3 個與虛擬變項相

關的問題：第一，跨部會效益、相關計畫之配合 2 個次構面無法併入相對應

的主構面之中；第二，在「計畫效果（益）」主構面之下，成本效益比、社

會效果、經濟效益為目前「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中

所規定的審議項目，而成本效果比則為本研究加入之虛擬變項，為詳加審視

該 4 個子構面的內涵，事實上「成本效益比」與「經濟效益」，以及「成本

效果比」與「社會效果」近乎是相同之概念，因此在「計畫效果（益）」主

構面中，應可針對「成本效益比」、「成本效果比」或「經濟效益」、「社

會效果」兩組構面，擇一保留即可；第三，在「計畫可行性」主構面之下，

本研究所加入的虛擬變項，包括「民間參與可行性」、「風險管理」、「市

場可行性」，在層次上是其他可行性次構面之下所需處理的問題，因此應該

予以刪除。 

綜整德菲法專家的意見，復以本研究針對邏輯性、合理性之調整，本研

究建議未來「國家發展個案計畫」之評估應包括以下所列之主構面及次構面

（參見圖 5-6）： 

（一） 計畫需求：民意及輿情反映、政策指示。 

（二） 計畫可行性：財務可行性、計畫目標、營運管理可行性、技術可行性、

人力可行性、政治可行性、法律可行性。 

（三） 計畫效果（益）：成本效益比、成本效果比（或經濟效益、社會效果）。 

（四） 計畫影響：社會影響、自然環境影響、經濟影響、文化資產影響。 

（五） 計畫完整性：計畫執行策略、類似計畫之成效、跨部會效益、相關計

畫之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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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5- 6    「「「「國家發展個案計畫國家發展個案計畫國家發展個案計畫國家發展個案計畫」」」」評估評估評估評估構面構面構面構面：：：：德菲法後本研究之修正德菲法後本研究之修正德菲法後本研究之修正德菲法後本研究之修正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為進一步審慎研提未來「國家發展個案計畫」的評估構面，本研究於 2012

年 1月 7日下午邀請 4位專家學者召開焦點座談會議（名單請參見表 4-1），

針對德菲法座談結果進行討論與修正。在主構面部分，原「計畫需求」、「計

畫可行性」、「計畫效果（益）」、「計畫影響」、「計畫完整性」5 個構

面，經過與會學者專家的集思廣益後，進一步整併為 4個主構面。其中，「計

畫完整性」更名為「計畫規劃內容完整性」，使其內涵能更被輕易理解，此

外，原德菲法後結論之「計畫效果（益）」、「計畫影響」2 個構面，則整

併為「計畫效果與影響」。歸結而言，經專家學者再次檢視後並修正之「國

家發展個案計畫」評估構面共有 4個，分別為「計畫需求」、「計畫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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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規劃內容完整性」、「計畫效果與影響」，並各分別下列 2 個、6 個、

6個、3個，共計 17個子構面（表 5-16）。各主構面及其下屬之次構面，分

如下述： 

（一） 計畫需求：問題嚴重程度、問題急迫性。 

（二） 計畫可行性：經濟可行性、財務可行性、技術可行性、社會可行性、

環境可行性、執行可行性。 

（三） 計畫規劃內容完整性：建設計畫的內容及替選方案、計畫執行策略、

 時程規劃、預算編列、相關配合計畫、相關機關（構）配合。 

（四） 計畫效果與影響：成本效果、目標達成度、利害關係人的影響。 

整體看來，此經學者專家修正後之「國家發展個案計畫」評估架構，基

本上已屬相對完整，並能顯現幾項特點。第一，此評估構面具備相當程度的

合理性，並考量審議流程的整體邏輯；第二，此架構兼備了目前分屬社會發

展計畫、公共建設計畫兩類的不同計畫性質；第三，各個構面之間的評估內

容，幾乎為窮盡之分類，少有重複評估的指標，尤其是計畫評估中最重要的

可行性分析，此架構提出 6 個次構面，並將許多有關「執行可行性」之內涵

清楚陳列，諸如人力可行性、時間可行性、政治可行性、營運管理可行性、

土地取得、法律可行性等。 

然而，為相應於目前的計畫審議模式，並配合未來組織整合之情況，經

檢視德菲法的專家意見，以及焦點團體的專家討論後，本研究通盤地彙整並

研提未來「國家發展個案計畫」的整合評估架構，主要分為「計畫需求」、

「計畫評估」、「執行可行性」3 個計畫審議程序的主構面（表 5-17）。首

先，計畫需求係先期作業階段主要處理的問題，分成「輿情反映」與「政策

指示」兩個次構面，分別涵蓋了先前焦點團體討論後專家提出的「目標達成

度」、「問題嚴重程度」與「問題急迫性」。其次，就計畫的審議功能看來，

除了前端的計畫需求外，其餘處理的原則上皆為「可行性」的問題，因此，

本研究認為，包括「計畫評估」、「執行可行性」2 個主構面下的次構面皆

側重於計畫的可行性分析。其中，「計畫評估」係屬機關「初審」的工作，

應該著重在評估計畫的經濟、社會與環境層面的可行性，以回應效率、公平

及生態永續的政策價值。最後，「執行可行性」係複審階段的重點，應該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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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計畫的「行政可行性」，包括技術可行性（國內生產、國外技術引進）、

財務可行性（市場可行性、融資可行性）、法律可行性、政治可行性（直接

利害關係人、間接利害關係人）、時間可行性、管理可行性（自製、跨部會

或跨域合作、委外）等構面。 

表表表表 5- 16    「「「「國家發展個案計畫國家發展個案計畫國家發展個案計畫國家發展個案計畫」」」」評估評估評估評估構面構面構面構面：：：：學者專家之修正學者專家之修正學者專家之修正學者專家之修正 

主構面 次構面 備註 

問題嚴重程度 包括政策指示、輿情反映 計畫 

需求 問題急迫性  

經濟可行性 經濟效益可行性 

財務可行性 
包括風險管理、民間參與可行性（含 BOT 可

行性、市場可行性、風險管理） 

技術可行性  

社會可行性  

環境可行性  

計畫 

可行性 

執行可行性 
包括人力可行性、時間可行性、政治可行性、

營運管理可行性、土地取得、法律可行性 

建設計畫的內容及替

選方案 
 

計畫執行策略  

時程規劃 包括規劃流程與時程規劃 

預算編列  

相關配合計畫 解決「輸家」（loser）的問題 

計畫規劃 

內容完整性 

相關機關（構）配合  

成本效果 
強調結果（outcome）、包括社會效果等非量

化的效果 

目標達成度 例如永續運輸、低碳目標 

計畫效果 

與影響 

利害關係人的影響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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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5- 17    本研究建議之本研究建議之本研究建議之本研究建議之「「「「國家發展個案計畫國家發展個案計畫國家發展個案計畫國家發展個案計畫」」」」評估評估評估評估構面構面構面構面 

主構面 次構面 子構面 

輿情反映（目標達成度）  

問題嚴重度 計畫需求 
政策指示 

問題急迫性 

經濟可行性（效率─成本效益）  

社會可行性（公平─成本效果）  計畫評估 

環境可行性（永續─成本效果）  

國內生產 
技術可行性 

國外技術引進 

市場可行性 
財務可行性 

融資可行性 

法律可行性  

直接利害關係人 
政治可行性 

間接利害關係人 

時間可行性（時程規劃）  

自製 

跨部會或跨域合作 

執行可行性 

管理可行性（建設計畫的內容及替選方案、

計畫執行策略、相關機關［構）配合） 
委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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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五五五五節節節節    綜合討論綜合討論綜合討論綜合討論 

本研究有四項目的： 

（一） 檢視現行我國在「社會發展計畫」及「公共建設計畫」之中長程個案

計畫評估機制實施現況及相關問題； 

（二） 研析先進國家（至少兩國）公共政策評估發展趨勢、實務做法及成效

分析； 

（三） 研提我國在「社會發展計畫」及「公共建設計畫」之中長程個案計畫

評估構面； 

（四） 針對未來國家發展委員會之組織職能，研提我國中長程個案計畫之

「社會發展計畫」及「公共建設計畫」整合性評估機制之建議。 

本研究的章節鋪陳首先在第二章探討「先進國家公共政策評估機制」，

研析日本、美國、歐盟等先進國家的公共政策評估理論與實務，以達成目的

二。其次，在第三章「靜態與次級資料分析」與第四章「我國中長程個案計

畫評估機制之現狀與組織」，主要係檢是我國「社會發展計畫」及「公共建

設計畫」兩類中長程個案計畫的評估機制現況，並涉及未來國家發展委員會

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之組織機制，以完成目的一與目的四之研究。再其次，

第五章「我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之構面」是針對目的三的安排，研提

「社會發展計畫」及「公共建設計畫」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構面，並進一

步論及未來「國家發展個案計畫」整合之評估構面。第六章「結論與建議」

則係處理目的四，提出未來的整合評估建議。 

根據第二章的研究發現，先進國家對於重大政府計畫的審議及評估工作

有諸多值得借鏡之處，其中最明顯的就是重視並且正確的進行計畫審議工

作。所謂之重視，是指耗費可觀的時間與經費在政策計畫執行之前落實把關

工作；而所謂之正確，是能夠一方面制定明確、完整的計畫導引手冊，這將

有助於處於需求端計畫申請機關有理可循，同時也有提供位於供應端的計畫

審議機關一個明確的審議邏輯，另一方面也顧及管考及事後評估工作，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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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完整的評估體系。經本研究檢視之靜態與次級資料、訪談與座談所得的

質性資料，綜整可知我國的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在實務上存在以下的基

本問題。 

（一） 評估經費的不足與不受重視 

目前建設預算能撥予進行計畫評估的經費有限（如非建築物工程之預算

金額在十億元以上者，其技術服務費不得超過 2.2%；裡面含占用經費最高的

細部設計，最後能撥給評估服務者往往有限）；而評估期程往往不到 1 年或

只有 3 個月。在內容未盡完善充實下，經常發生不知如何審議或是出現性質

迥異之計畫卻以等同標準審議的現象。 

（二） 評估方法的錯用與濫用 

成本效益分析的評估項目往往遭到忽略或評估假設過度樂觀，抑或僅做

書面文章，難有公認政策分析師的認證，僅能委由顧問公司或專家學者單方

面作業。然而，當遭遇品質不良之顧問公司或專家學者受限於資料完整性時，

委託評估機關卻往往因評估專業有限，僅能默默承受而不自知其良窳，並可

能因此仍針對有瑕疵或錯誤的結果進行審議工作。 

（三） 計畫經費規模膨脹或見樹不見林 

為使計畫過關或博取輿論認同，往往將經費規模膨脹或加入不相關的計

畫，再加上評估團隊囿於業主要求，難以客觀呈現分析結果，或因加入輿論

喧擾或利益團體炒作，致使量體過大不符成本效益。此外，計畫研提往往因

應特定需求而生，地方政府或部會間未能整體而長期地規劃與事先協調，導

致計畫未盡周延、重複或功能相衝，減抑計畫綜效。 

（四） 計畫評選沒有一致作法 

各地或各部會未能提出客觀的評估構面，往往將計畫評估構面與服務生

產構面混為一談（如經濟可行性與要不要交給民間之民間參與可行性評估放

在一起評估），抑或評估介面均假設為票票等值，忽略政策議決時的計畫差

異性。 

（五） 參與計畫審議的組織所應扮演的職能在各單位並不相同，責任也未能

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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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導致審議事項在各單位間一審再審，不知審議層級輕重，也未能透明

公開；有時有來自審議人員的專業不足又不願納入專業人士，即便開放也往

往因經費不足或特定考量而僅能邀集少數專家，在大數法則未盡充足情形

下，甚至出現專家學者審議非其專業計畫之現象，或計畫的期初審議、期中

管考及事後評估無法對應，或出現自審自評的現象。 

綜觀以上的政策評估問題，我國中長程個案計畫之審議機制變革，可分

從程序面及內容面兩方面著手。有關程序面的解決方案與建議，本研究乃彙

整參與本案專家學者之意見，並兼顧未來組織整併的考量，據以提出於下一

章政策建議的部分。針對內容面的評估問題，主要涉及評估機制的構面、項

目以及內容，係本章德菲法處理的重點。經由德菲專家的調查結果，本研究

研提「社會發展計畫」審議之 5項主構面、19項次構面，以及「公共建設計

畫」審議之 5項主構面、16項次構面的評估機制。同時，經檢視德菲法的專

家意見，以及焦點團體的專家討論後，本研究通盤地彙整並研提未來「國家

發展個案計畫」的整合評估架構，涵蓋 3 項主構面、11項次構面、6 項子構

面，期能相應於目前的計畫審議模式，並配合未來組織整合之情況，以為相

關機關未來變革之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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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 

在研究發現方面，以下分從「先進國家經驗」、「我國中長程個案計畫

評估機制之現況」、以及「未來組織職能與評估構面設計」等 3 個項目加以

闡述。 

（一） 先進國家經驗 

綜整本研究探討歐、美、日等國有關「社會發展計畫」及「公共建設計

畫」之評估機制，及評估機關組織職能之優點，有關先進國家政策評估機制

之發現如下所述。 

1. PART與我國現有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之比較 

美國聯邦政府的 PART制度，仍有部分設計與我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

相迴異：首先，PART制度主要關注聯邦政府補助計畫之事後執行績效評估，

其事前審議作業主要交由各計畫主辦與主管機關遂行，而我國重大中長程個

案計畫之審議作業，則仍賴研考會、經建會與國科會，會同主計處與有關機

關進行審議作業，最後報請行政院核定；次之，PART 制度意謂著計畫績效

之評估作業實由 OMB 統一執掌，而我國中長程個案計畫（院列管）則分由

研考會、經建會、工程會與國科會之管考單位負責；第三，PART 所設置的

二元選擇問卷量表，相較我國重大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之綜合評分機制，更

具系統性與一致性；除此之外，就評估構面的權重配分論之，PART 亦與我

國中長程個案計畫審議之評估機制有所不同。 

2. 「計畫擬定階段」應依照計畫主管機關之審議事項規定進行 

由於計畫書撰寫之內容與格式將會引導計畫整體發展走向，並展現與預

算密切結合之效益性，諸如透過事前「效益評估」及「可行性評估」等，檢

示計畫是否已具「需求性」、「必要性」或者達成其他重要計畫目標，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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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檢視目前歐美國家之計畫審議經驗，發現於事前審議階段，均已先制定計

畫擬定之綱領手冊規範了計畫審議之參考原則與架構，諸如：美國的「政府

績效成果法」制度下所擬定之「策略規劃書」準則與歐盟「計畫書導引手冊」

（Ex Ante Evaluation: A Practical Guild for Preparing Proposals for Expenditure 

Programmes）等。其中又以歐盟之「計畫書導引手冊」所設定之準則與規範

事項最為完整。 

3. 先進國家採行計畫整合評估機制 

日本政府在評估機制方面關於「公共建設計畫評估」及辦理計畫評估事

項，皆係依據「日本行政機關政策評價法」來實行，其主要運作事項，大致

可分為 3 類，分別為「事業評估」、「績效評估」與「綜合評估」。而美國

之重要交通運輸法案，則兼顧聯邦政府總體精神與因地制宜的原則，經費補

助的方式一般透過 2 種方式：其一為依「公式分配」，另外則是依循「政府

裁量分配」方式來進行。在日本模式中，係採國土計畫主導之方式而呈現「上

位計畫之控制導向」，由國土計畫所引導下來的公共建設計畫，更具有戰略

性建設之總體考量。另外在「美國模式」之部分，因為地廣物博之背景而難

有一上位指導之總體計畫，因此在「公共建設計畫」評估機制作業上，則呈

現與「社會發展計畫」發展歷程相同，主要憑藉著「預算審議制度」的程序

控制，來主導國家重點計畫走向與整體目標訂定。 

（二） 我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之現況 

1. 計畫分類 

就目前的制度運作現況來看，社會發展計畫與公共建設計畫之間差異甚

大，尤其在預算額度分配上，主管機關審議權限的差別，在在影響各部會在

申請計畫時多所考量。同時，當前計畫之分類方式也影響研考會與經建會在

中長程個案計畫審議上的組織職能，申言之，各部會若申請社會發展類計畫，

該類計畫之經費編列意謂了「從自身歲出概算額度內掏錢」；若循公共建設

計畫申請途徑，則計畫預算經費代表「額外爭取的額度」。因此，各部會在

申請中長程個案計畫案時，往往傾向循經建會提案途徑申請公共建設類計

畫，以爭取額外的經費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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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計畫審議 

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內容規定，中長程個

案計畫之推動與否，係由研考會、經建會會同有關機關，就計畫之需求、可

行性、影響與效果等內容進行審議，而後再將審議結果報請行政院核定。 

在審議方式上，主管社會發展計畫的研考會與主管公共建設計畫的經建

會，兩者之間並不相同，並非皆採委員會決議的形式做成，兩類計畫因性質

不同而使計畫審議過程存在相當程度的差異。 

目前中長程個案計畫審議之作業過程中，公共參與仍顯不足，但同時也

認為，如欲在報院計畫審議階段引進公共參與，事實上存在相當程度的困難，

因此未來必須設法突破目前公共參與不足的困境，惟制度設計上需要更周全

的考慮。 

相對於公共建設計畫，社會發展計畫審議項目的現況問題，主要在於無

法進行有效量化的工作，也因此幾乎無法針對「計畫效果」與「計畫影響」

有效評估，亦通常無法提出「成本效益分析」與「可行性評估」兩構面的評

估資訊，致使這些評估構面之於社會發展計畫審議而言，重要程度較有限。 

3. 執行管考 

施政計畫管制運作模式，經過多年不斷的改進，目前已建立選項列管、

作業計畫釐訂、執行進度追蹤、實地查證、計畫調整與撤銷及計畫評核等一

套完整的計畫管理機制與流程，然「社會發展計畫」並未像公共建設計畫類

別，專門由「公共工程委員會」之專職單位來主掌管考，而係透過研考會內

部之管考處，並輔以專家委員會之外審機制來協助審查。 

目前中長程個案計畫「事中階段」的管考問題，尚包括計畫審議無法與

管考作業配合，兩者欠缺系統性的整合，以致審議階段計畫所提出的績效指

標，往往和事中階段的管考作業無法相應。具體而言，目前中長程個案計畫

在執行管考評估階段所面臨之問題，主要為現行制度下，欠缺相關法令，來

針對執行績效不彰之個案計畫，規範其啟動再評估機制之時程，致使部分公

共建設計畫無法於規劃期程內有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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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計畫評核 

現行針對個案計畫績效管理乃依據「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施政計畫管制作

業要點」辦理。本制度雖名為「施政計畫」管制，但其考核理念及對象係針

對「中長期個案計畫」或施政計畫內容之重要計畫項目，管考階段則為該個

案計畫的年度執行情形，其評核制度可分為選項列管、作業計畫擬訂、進度

追蹤、實地查證、計畫調整與撤銷及計畫考核等作業步驟。 

現況問題主要在於成效評估指標訂定的困難，尤其是社會發展計畫多所

涉及質化指標，更增加計畫評核的難度；至於公共建設計畫方面，經建會的

計畫評核制度主要問題則是集中在，除了績效指標訂定的困難之外，更重要

的是計畫評核「後續結果」的課責機制有所缺漏。 

（三） 未來組織職能與評估構面設計 

經由德菲專家的調查結果，本研究研提「社會發展計畫」審議之 5 項主

構面、19項次構面，以及「公共建設計畫」審議之 5項主構面、16項次構面

的評估機制。同時，經檢視德菲法的專家意見，以及焦點團體的專家討論後，

本研究通盤地彙整並研提未來「國家發展個案計畫」的整合評估架構，涵蓋

3項主構面、11項次構面、11項子構面，期能相應於目前的計畫審議模式，

並配合未來組織整合之情況，以為相關機關未來變革之參酌。 

1. 社會發展計畫 

（1） 計畫需求：民意及輿情反映、政策指示。 

（2） 計畫可行性：財務可行性、法律可行性、計畫目標、人力可行性、技

術可行性、政治可行性、時間可行性、營運管理可行性。 

（3） 計畫完整性：類似計畫之成效考核、跨部會效益、權責分工、相關計

畫之配合。 

（4） 計畫效果（益）：成本效益比、成本效果比（或經濟效益、社會效果）。 

（5） 計畫影響：社會影響、經濟影響、自然環境影響。 

2. 公共建設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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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計畫需求：民意及輿情反映。 

（2） 計畫可行性：財務可行性、法律可行性、營運管理可行性、技術可行

性、計畫目標、人力可行性、時間可行性、政治可行性。 

（3） 計畫完整性：計畫執行策略、相關計畫之配合、權責分工。 

（4） 計畫效果（益）：成本效益比、成本效果比（或經濟效益、社會效果）。 

（5） 計畫影響：自然環境影響、社會影響、經濟影響。 

3. 國家發展個案計畫 

（1） 計畫需求：輿情反映、政策指示（問題嚴重度、問題急迫性）。 

（2） 計畫評估：經濟可行性、社會可行性、環境可行性。 

（3） 執行可行性：技術可行性（國內生產、國外技術引進）、財務可行性

（市場可行性、融資可行性）、法律可行性、政治可行性（直接利害

關係人、間接利害關係人）、時間可行性、管理可行性（自製、跨部

會或跨域合作、委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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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評估機制整合之規劃原則評估機制整合之規劃原則評估機制整合之規劃原則評估機制整合之規劃原則 

綜整本研究之研究發現，以下針對未來我國中長程個案計畫之改革，提

出 5點評估機制整合之規劃原則。 

（一） 社會發展計畫應有固定比例的經費額度 

中央政府在預算編列方面，對於公共建設計畫部分，主計處先給經建會

確定數目之預算額度，然而對於社會發展計畫部分，主計處並沒有先行賦予

行政院研考會確定數目的預算額度。在此情形下，研考會的計畫審議過程處

於較高的不確定性。同時，對於想要爭取社會發展計畫的各部會或地方政府

單位而言，研考會的權限和申請計畫之吸引力，就比公共建設計畫相形弱勢。

從計畫審議的角度來看，沒有確定的預算額度，審議的標準通常會比較嚴格，

也會針對申請計畫的內容仔細思考計畫的效益和執行。相對地，如果有確定

的預算額度，研討會的審議標準，可能會從如何分配預算額度的觀點，進行

分配性審議，而比較忽略計畫的實質效益。 

綜合衡量的結果，本計畫建議，針對社會發展計畫，主計處應該審查歷

年來社會發展計畫執行成果及使用預算情形，先行給予確定的預算額度。社

會發展計畫有了比較確定的預算額度，有助於提升申請計畫機關的明確預

期，同時也有助於審議單位對於申請機關之計畫要求。在此預算額度之外，

如有必要，主計單位可再行彈性斟酌例外、額外、個案性之臨時、緊急性社

會發展計畫增加預算額度。 

（二） 公共建設計畫與社會發展計畫應採整合性評估機制 

公共建設計畫和社會發展計畫在目前審議機制之下，約有兩項主要的性

質差異，一為計畫經費額度，另一則為投資硬體建設的比例。投資硬體建設

的比率在道路、航空等交通工程方面最高，幾乎是百分之百。然而公共建設

計畫 9大部門、23次類別中，仍有許多計畫在實質上與社會發展計畫的範疇

高度重疊，實務上也發生醫療衛生計畫由經建會主管，轉而讓研考會主管的

情況。因此，針對未來國家發展委員會將合併經建會、研考會組織權責的法

律規定，公共建設計畫與社會發展計畫應採整合性評估機制以進行計畫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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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避免現行比較僵硬的經費額度、資本門投資比率等固定數據之分野。 

（三） 整合性評估機制應具有共通項目及差異項目 

前項原則指出，公共建設計畫與社會發展計畫應採整合性評估機制以進

行計畫審議工作，然此兩類計畫雖有其相似之處，但確也有特性上之不同，

因此必需考量的是，建立整合性評估機制應具有之共通項目及差異項目。 

（四） 重視計畫評估人才之培訓 

本研究進行過程中發現，經建會或研考會均有相當詳盡之審議機制，並

製做清楚明白之審議手冊，以供申請機關參考。然而實務上發現，申請機關

所提出之計畫，經常出現許多錯誤，必須公文往返或與承辦人員不斷溝通，

以提高申請計畫之寫作品質。針對申請計畫之寫作品質，本研究建議未來國

家發展委員會應建立適當管道，培訓相關計畫寫作、評估之人才，不但強化

國家發展委員會的審議功能，並透過國家發展委員會與各部會、各機關之不

斷溝通，及相關計畫提出單位之計畫規劃人才培訓，追求整體申請計畫之各

環節人力水準。 

（五） 組織職能之規劃應朝全觀型治理、跨域治理、跨部會協調等方向，進

行制度規劃 

1980年代以來各國政府推動新公共管理之行政改革措施，特別強調結果

導向、顧客導向、市場導向、及競爭導向。1990年代之後，英語系國家更推

動全觀型治理的理念，以破除 20世紀傳統上各部會分工所造成的弊病，包括

各部會基於法定職權，各掃門前雪、缺乏政府的全觀型觀點，從而無法解決

人民的跨部會生活問題。從不同角度來看，立意良善的公共建設，例如廣建

停車場、廣設游泳池，對於一般國民之食衣住行育樂，皆可產生重大影響。

但是，這些公共建設如果未能用比較精緻的角度，細緻規劃公共建設的可行

性和可欲性，甚至建立公共建設分期實施、條件審查、配套及後續使用、維

修等相關法規，則可能重蹈歷史覆轍，鉅資所成就之公共建設反而變成為國

人所詬病之「蚊子館場」。因此，本研究建議，未來之中長期建設計畫在組

織、職能之規劃方面，應該朝全觀型治理、跨域治理、跨部會協調等方向，

進行制度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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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政策建議政策建議政策建議政策建議 

根據本研究的發現，目前我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的問題，在制度

設計與管理層面上都有亟待改善的空間。依據前述之規劃原則，本研究提出

立即可行與中長程具體建議，以及未來辦理相關工作之主協辦機關（表 6-1）。

其中，立即可行建議均涉及整合評估機制的「計畫審議」階段，至於中長程

建議方面，則包含「計畫審議」、「執行管考」及「績效評核」等階段。另

需說明的是，本研究所指的立即可行建議，是明（2013）年在組改合併完成

後即可採行的措施，至於中長程是指組改完成後，可進行規劃並逐步建立配

套措施之建議。 

一、立即可行建議 

1. 依據現有的作業規範，將重覆的項目進行整併，仍依據各部會的標準，

辦理審議作業（主辦機關：國發會；協辦機關：各部會） 

本研究採用系統性研議流程，結合現行規定、政府實際負責人員、學者

專家意見、體制文獻與各方考慮，通盤彙整之後，提出未來「國家發展個案

計畫」的整合評估架構，涵蓋 3項主構面、11項次構面、11項子構面。此一

整合性評估架構已經充分考慮既有作業規定、國內外環境變遷、系統性思考、

考慮面向邏輯性、政策決定之環境系絡，將能客觀、科學、完整的形成合理

可行之評估體系。本研究因此建議，在短期內，依據現有的作業規範，將重

覆的項目根據本計畫所提出之各項考慮因素進行整併，各部會仍依據修正後

之評估構面，辦理審議作業。 

以下列出 3類計畫審議應該考慮的各種構面。 

（1） 社會發展計畫 

A. 計畫需求：民意及輿情反映、政策指示。 

B. 計畫可行性：財務可行性、法律可行性、計畫目標、人力可行性、技

術可行性、政治可行性、時間可行性、營運管理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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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計畫完整性：類似計畫之成效考核、跨部會效益、權責分工、相關計

畫之配合。 

D. 計畫效果（益）：成本效益比、成本效果比（或經濟效益、社會效果）。 

E. 計畫影響：社會影響、經濟影響、自然環境影響。 

（2） 公共建設計畫 

A. 計畫需求：民意及輿情反映。 

B. 計畫可行性：財務可行性、法律可行性、營運管理可行性、技術可行

性、計畫目標、人力可行性、時間可行性、政治可行性。 

C. 計畫完整性：計畫執行策略、相關計畫之配合、權責分工。 

D. 計畫效果（益）：成本效益比、成本效果比（或經濟效益、社會效果）。 

E. 計畫影響：自然環境影響、社會影響、經濟影響。 

（3） 國家發展個案計畫 

A. 計畫需求：輿情反映、政策指示（問題嚴重度、問題急迫性）。 

B. 計畫評估：經濟可行性、社會可行性、環境可行性。 

C. 執行可行性：技術可行性（國內生產、國外技術引進）、財務可行性

（市場可行性、融資可行性）、法律可行性、政治可行性（直接利害

關係人、間接利害關係人）、時間可行性、管理可行性（自製、跨部

會或跨域合作、委外）。 

2. 各部會的計畫審議提交到經建會、研考會時（包括未來的國發會），應採

取一致的計畫格式和作業規範（主辦機關：研考會、經建會；協辦機關：

各部會） 

由於計畫書撰寫之內容與格式將會引導計畫整體發展走向，並展現與預

算密切結合之效益性，本研究檢視目前歐美國家之計畫審議經驗，發現於事

前審議階段，均已先制定計畫擬定之綱領手冊，以規範計畫審議之參考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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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架構。據此，本研究建議在未完成制定計畫審議導引手冊之前，主管機關

可先研擬計畫格式的準則與作業規範，做為各部會所提交計畫內容之參酌。 

3. 配合組織改造，建議中長程計畫採行一致的計畫審議構面（主辦機關：

國發會；協辦機關：各部會） 

配合國家發展委員會組織之推動進程，現行分散於研考會、經建會等機

關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與流程，應進行全盤檢視。檢視過程中，應該

對目前兩大不同類型計畫之評估構面，進行整合性修正，俾利強化未來國發

會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之組織職能。本研究經檢視德菲法的專家意見、焦點

團體的專家意見，並透過研究團隊基於研究計畫期間不斷反覆討論後，方形

成中長程計畫之審議構面。本研究建議，配合組織改造之整合目標，未來在

國家發展委員會審議機制一體化的前提下，建議中長程計畫應採行一致的計

畫審議構面。 

4. 考慮計畫的共同性與差異性（主辦機關：國發會） 

在採行整合性評估機制以進行計畫審議工作之同時，必須同時考量公共

建設計畫與社會發展計畫特性上之不同，因此，除考量建立整合性評估機制

應具有之共通項目外，亦須衡量其差異項目。本研究建議，在國家發展委員

會正式成立之後，透過委員會的方式，參考本研究計畫所建構之各項審議構

面，進一步進行審議公共建設計畫與社會發展計畫特性之不同，及因之而產

生之差異性。同時，國家發展委員會也可以採用整合性立案之方式，委託研

究進一步建立差異項目和其權重。 

5. 有關審議構面之權重應該另案辦理，進行委託研究（主辦機關：國發會） 

本研究經由德菲法的專家調查，建構出整合性評估機制的審議項目，惟

考量「社會發展計畫」、「公共建設計畫」兩類計畫在性質上仍有相當之差

異，故建議可另案辦理委託研究案，以在本案建構之基本評估標準上，根據

不同的計畫類型進行部分評估標準「項目」或「權重」之調整，以達到評估

機制彈性化之目標。本項建議之考慮因素主要在於，公共建設計畫或社會發

展計畫之預算支出龐大，實在需要更為精密之審議構面和權重標準，以促進

審議機制之精緻化，並提升中長程計畫之成本效益。以公共建設而言，單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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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之預算往往高達百億元以上，然而各項計畫之審議、規劃往往因為政治

因素的考慮，而傾向匆促和急就章。本研究計畫進行期間所得到之諮詢意見，

明顯說明審議機制長年沿用，與目前負責審議官員之「應然面判斷」已經有

所背離，但目前所採用之審議機制卻缺乏定期檢討和更新之機制，更未建立

任何審議構面之權重制度，以進行較為精密之審議。 

6. 中長程計畫核定前之規劃階段，應適當考慮納入民意參與（主辦機關：

各部會） 

有鑑於中長程計畫，特別是公共建設計畫，投入資金龐大，產業效益明

顯，但可能牽涉民眾權益、環境保護等重大利益，如果先期作業計畫均在政

府內部完成，然後再聽取民眾意見、進行環保審查，往往造成中長程計畫中

途而廢，影響政府威信、破壞民間企業之投資計畫與國內產業發展規劃。國

光石化計畫投入鉅額資金，進行長期規劃，但終因民眾之反對而取消，可為

殷鑑。因此，就中長程個案計畫的性質而言，民眾所受的影響既深且廣，政

府未來必須設法突破目前公共參與不足的困境，在制度設計上需要更周全的

考慮，引進公共參與、進行商議的過程以避免公共建設政策反覆的情形。 

7. 規劃應考慮全觀型治理、跨域治理、跨部會協調（主辦機關：各部會） 

既有公共建設之中，許多未能以較為精緻的角度，細緻規劃公共建設的

可行性和可欲性，甚至建立公共建設分期實施、條件審查、配套及後續使用、

維修等相關法規，因此往往後費鉅資卻又成為為國人所詬病之「蚊子館場」。

因此，本研究建議，未來之中長期建設計畫在組織、職能之規劃方面，應該

朝全觀型治理、跨域治理、跨部會協調等方向，進行制度規劃。有關「全觀

型治理」之相關理論主要在強調政府「整體性施政」之重要性，避免各部會

依照法定職權各有職掌，然而卻產生各自為政、各自投資公共建設，最後未

能對全民產生整體綜效的弊病。全觀型治理理論不但強調以政府整體的高

度，統合各部會所運用之資源，並特別強調針對全民民生問題進行預算整合、

成果整合、預防性施政、智慧採購、跨域治理、跨部會協調。 

8. 適當考慮評估過程所涉及之透明與課責（主辦機關：各部會） 

目前參與計畫審議的組織所應扮演的職能在各單位並不相同，責任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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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清，也未能透明公開。目前計畫審議過程可能發現的缺點：審議人員專業

不足又不願納入專業人士參與審議、專家學者審議非其專業計畫、計畫的期

初審議和期中管考及事後評估無法對應、以及出現自審自評的現象。本研究

建議，未來可考慮公布計畫審議的過程與結果等相關資訊，或以上網公開的

方式，俾利政風單位或相關利害關係人之查詢。 

9. 「社會發展計畫」應有固定預算額度（主辦機關：國發會；協辦機關：

行政院、主計總處） 

過去經建會在「公共建設計畫」方面有其獨立之預算分配，惟研考會並

無「社會發展計畫」之實質審議或額度分配權，僅能針對計畫之優先性進行

評估與核列，而經費來源尚需依賴各部會基本運作需求額度來因應。故未來

國發會應參考美國「總體預算管理」之概念，使計畫管理與預算制度密切結

合，讓社會發展計畫有其固定之預算額度，使施政計畫之管理事權能更為統

一。 

10. 制定明確之計畫審議導引手冊，以便各部會計畫之研擬有所遵循（主辦

機關：國發會） 

歐盟計畫書導引手冊之審議原則及項目邏輯清晰，且在目標達成工具之

選擇、未來監督與評估機制之規劃、及系絡背景與附加價值考量等面向皆有

詳實之規範。惟我國則因為施政計畫之擬定主要來自政策指示及輿情反應，

使得計畫之可行性與預算管理不若歐盟來的完善，而因為過度傾向「高度技

術性」的目標設定，使得審議項目之定義並不精確。故我國現有之中長程個

案計畫編審要點之審議原則及項目應適當參考「歐盟計畫導引手冊」之邏輯

與架構，使未來國發會在計畫審議方面能更加完備，並達到政策確實符合預

設目標及民眾之需求性。有關計畫審議導引手冊，可參照本計畫之研究成果，

由國家發展委員會逐步建置，或另行立案委託研究。 

11. 計畫審議導引手冊之制定，應另案委託研究辦理（主辦機關：國發會） 

為使國發會之計畫導引手冊能確實且完善地被建置，本研究建議未來可

另案進行計畫導引手冊的擬定，並且參考歐盟的「計畫書導引手冊」，以便

我國建置的計畫導引手冊邏輯清晰、並具備適當之原理原則。此一手冊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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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應至少涵括表 5-17 之計畫審議程序構面的主構面與次構面之評估方式與

實質評估內容，並需因應未來構面權重之研擬，擬定實際評分項目之評分尺

度與定義。本研究有鑑於計畫審議導引手冊對於未來計畫審議之品質具有重

大影響，而其所能發揮之運算資源分配精準性，具有決定性影響，雖然建議

由國家發展委員會逐步建置，然而為求手冊之設計更為周延，因此建議另案

委託研究辦理。 

二、中長程建議 

（一）計畫審議階段 

1. 依照本計畫的研究成果，更新作業規範（主辦機關：國發會；協辦機關：

各部會） 

本計畫之研究成果係屬整體計畫評估之先期研究計畫，各項建議尚需逐

步深入其實際應用所可能遭遇之困難，並需因應未來國發會實際發展與國家

政策方針之研擬而與時俱進修正。因此，審議作業與組織職能、各項作業規

範與前項原則所提之導引手冊作業內容等均須定期更新，以符施政需要。具

體而言，在國家發展委員會依法成立之後，委員會之組織運作將因內部組織

分工之重新設計而建立新的工作分工、工作流程和工作規範。但無論採用何

種組織分工，有關中長程個案計畫之審議工作，均可參照本計畫之研究成果，

更新審議工作之作業規範。新的審議工作規範可由國家發展委員會逐步建

置，或另行立案委託研究。 

2. 中長程個案計畫應採整合性評估機制（主辦機關：國發會） 

各項中長程計畫應從源頭即考量各項建設間之互補性與替代性，並避免

出現功能類似或衝突之規劃，而應著重不同建設間、跨域、跨部會之整合；

並由提案單位從先期作業、初審、複審之審議作業搭配不同審議單位之功能，

尋求大處相同，但得因應不同類別計畫差異性而有一體適用之評估與審議機

制。同時，同一類別計畫在地方、在各部會或在國發會之審議與評估標準應

力求一致。為建立整合性評估機制，本研究建議在國家發展委員會依法成立

之後，因應委員會之組織運作將因內部組織分工調整，而有新的工作分工、

工作流程和工作規範，同步考慮建置整合性評估機制。新的整合性評估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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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由國家發展委員會逐步建置，或另行立案委託研究。 

3. 針對兩類中長程計畫之審議採行不同的權重方式處理，並對每一構面之

評分應有明確的定義（主辦機關：國發會） 

美國聯邦政府採用之計畫評核工具（PART）設有一套二元選擇問卷量

表，並針對四大評估面向分予不同的權重分數，具有易操作化、系統性與一

致性的優點。未來國發會成立之後，中長程個案計畫之審議機制除了應重新

修正評估構面之外，計畫評估之各構面也應有權重配分，同時每個主構面之

下的次構面、子構面皆需有明確的定義及範例，俾使審議工作同時具備原則

及彈性。本項建議主要針對中長程計畫之審議，需要建立審議項目之「權重」

觀念，以衡量中長程計畫各項考慮因素之優先性，以避免傳統建構在「各種

考慮面向」的審議盲點，使審議的流程能夠聚焦在中長程計畫的「需求」一

直到「影響」的客觀評量。針對「計畫需求」、「計畫可行性」、「計畫協調」

及「計畫影響」等較難量化之各項目，本研究建議透過組成委員會方式，進

行德菲法之討論，形成共識，或另行立案或併案進行委託研究。 

4. 現行公共建設計畫 9 大部門、23次類別，社會發展計畫 6 大類別，應針

對次類別，研議定期或不定期調整權重，以便反映政策需求（主辦機關：

國發會） 

目前中長程個案計畫的各類計畫性質及內容非常繁雜，在進行審議工作

時則採用一套相同的標準，某種程度而言，將無法區辨各類計畫重要性的優

先順序，及適當回應政策需求。因此，除前項所建議依計畫類別分定權重之

外，本研究建議兩類計畫下的次類別（公共建設計畫 23 項、社會發展計畫

20 項）同樣應依據計畫之性質設定權重，並且引入決策者及專家學者的意

見，定期或不定期調整權重。本項建議和上項建議係屬相關之建議，但其重

點有所不同。上項建議主要針對建立審議項目之「權重」觀念，而本項建議

主要係針對「定期或不定期」調整權重，以便反映時代需要、政策需求。 

（二）執行管考階段 

1. 評估機制之人力資源與配備合理性（主辦機關：各部會）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173 

本研究發現，地方公共建設的計畫申請人力、計畫執行能力皆有待提升。

針對申請計畫之寫作品質，本研究建議未來應考量評估機制之人力資源與配

備合理性，培訓相關計畫寫作、評估之人才，並透過國家發展委員會與各部

會、各機關之不斷溝通，及相關計畫提出單位之計畫規劃人才培訓，追求整

體申請計畫之各環節人力水準。透過人才之培訓，將可使管考評估與審議等

工作相連結。 

（三）績效評核階段 

1. 中長程計畫成果之評核作業應交由組織外妥適之機關辦理（主辦機關：

國發會） 

由於過去「社會發展計畫」是由研考會進行管考，而「公共建設計畫」

之管考作業則由經建會執行，惟未來二會併入國發會之後，為避免出現管理

職責難以統一之情形，應設法將兩類計畫「實施與成果」之評估及管考作業

加以整合。另一方面，為使中長程計畫達到預期效果，提升執行力和計畫執

行率，建議在國家發展委員會之下設立專責機關進行計畫成果評估與管考作

業。本研究建議可以考慮由國家發展委員會設立專責評估「政府效能」的

「署」，以避免機關職責產生球員兼裁判的現象，從而提高中長程計畫之執

行力與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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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6- 1    本研究政策建議本研究政策建議本研究政策建議本研究政策建議 

 期程 建議內容 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1. 
依據現有的作業規範，將重覆的項目進行整併，各部

會仍依據修正後之評估構面，辦理審議作業。 
國發會 各部會 

2. 
各部會的計畫審議提交到經建會、研考會時（包括未

來的國發會），應採取一致的計畫格式和作業規範。 
國發會 各部會 

3. 
配合組織改造，建議中長程計畫採行一致的計畫審議

構面。 
國發會 各部會 

4. 考慮計畫的共同性與差異性。 國發會  

5. 有關審議構面之權重應該另案辦理，進行委託研究。 國發會  

6. 
中長程計畫核定前之規劃階段，應適當考慮納入民意

參與。 
各部會  

7. 規劃應考慮全觀型治理、跨域治理、跨部會協調。 各部會  

8. 適當考慮評估過程所涉及之透明與課責。 各部會  

9. 「社會發展計畫」應有固定預算額度。 國發會 
行政院 

主計總處 

10. 
制定明確之計畫審議導引手冊，以便各部會計畫之研

擬有所遵循。 
國發會  

11. 

立即

可行 

計畫審議導引手冊之制定，應另案委託研究辦理。 國發會  

12. 依照本計畫的研究成果，更新作業規範。 國發會 各部會 

13. 中長程個案計畫應採整合性評估機制。 國發會  

14. 
針對兩類中長程計畫之審議採行不同的權重方式處

理，並對每一構面之評分應有明確的定義。 
國發會  

15. 
現行公共建設計畫 9 大部門、23 次類別，社會發展計

畫 6 大類別，應針對次類別，研議定期或不定期調整

權重，以便反映政策需求。 
國發會  

16. 評估機制之人力資源與配備合理性。 各部會  

17. 

中長

程 

中長程計畫成果之評核作業應交由組織外妥適之機關

辦理。 
國發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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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    訪談題綱訪談題綱訪談題綱訪談題綱 

一一一一、、、、    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之實施現況及相關問題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之實施現況及相關問題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之實施現況及相關問題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之實施現況及相關問題 

（一） 目前兩類計畫評核方式（機制），於「執行管考」階段能否達成各主

管機關管考計畫成效之目標？若否，原因為何？ 

（二） 目前著手評估計畫工作，能否確實審議各「審議事項」？審議此等事

項是否產生任何困難？如何改善？目前審議各項目是否有權重之分

配？若有，審議項目之「分配權重」是否合宜？ 

（三） 關於計畫初審及複審機制之評估過程，目前評估委員之遴選方式為

何？您認為遴選方式是否合宜？若否，您認為應如何改善？ 

（四） 於前期規劃階段，無論是「社會發展計畫」或「公共建設計畫」皆必

須進行「可行性評估」；請問「可行性評估」之內容為何？目前進行

之「可行性評估」工作是否已臻完善？有無改善空間？ 

（五） 目前兩類中長程計畫之審議項目共有：「計畫需求」、「計畫可行性」、

「計畫協調」、「計畫效果」與「計畫影響」等五項，關於這些評估項

目之施行，在實務上所面臨之困難為何？是否能提供相關改善建議？ 

（六） 目前在兩類中長程計畫評估機制中，是否存在著類似「公眾參與」的

機制？而哪些類型計畫較需要施行此種機制？除公眾參與機制外，計

畫評核之資訊公開與透明化亦是近來重要課題。基此，請問目前中長

程計畫評估在資訊公開的作業上是否仍有其限制？主要原因為何？ 

（七） 目前我國中長程個案計畫是否存在「再評估」與「事後評估」等相關

機制？ 

（八） 目前兩類計畫之評估構面中，面對「無法量化」的評估項目如何將之

與「可量化」的評估項目併同分析？各該類型計畫中，兩類評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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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權重應如何分配？又，對於「無法量化」之評估項目，有否有其他

「替代性評估指標」或分析方式，來增進量化評估資訊獲得之可能？ 

（九） 「計畫影響」之評估範圍應如何界定？而分析計畫影響的「評估年期」

又該如何加以設定？ 

二二二二、、、、    未來中長程個案計畫整合性評估機制之相關問題探討未來中長程個案計畫整合性評估機制之相關問題探討未來中長程個案計畫整合性評估機制之相關問題探討未來中長程個案計畫整合性評估機制之相關問題探討 

（一） 目前「社會發展計畫」與「公共建設計畫」兩類計畫評核機制之運作

流程，亟需改進之構面為何？（諸如：「組織職能」、「審議程序」、「外

部參與機制」等等）若日後經建會與研考會整併入國發會，則兩類中

長程計畫之審議程序應如何修正？究竟未來國發會之審議程序應以

研考會或經建會之審議程序為主？ 

（二） 兩類中長程經費原先來源不同，日後之經費來源為何？兩類計畫之預

算比重應如何分配？由誰決定兩計畫預算之分配權重？其分配標準

為何？如何標準化審議分數？ 

（三） 我國現行的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是否完整充分？若不完整，那應

改進之處為何？完整的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應包含哪些內容與

要素？未來若欲將兩類計畫之評估構面加以整合，則實務上施行相關

評估作業所面臨之困難為何？是否能提供相關建議？ 

（四） 未來若欲將兩類計畫之評估構面加以整合，則實務上施行相關評估作

業所面臨之困難為何？ 

（五） 未來中長程計畫整合性評估機制中，是否有可能納入類似「公眾參與」

的機制？哪些類型的計畫較需要此種機制？而又應如何設計是類參

與機制會較為可行？除公眾參與機制外，就未來整合性機制所產出之

評估結果而言，相關資訊的公開與透明化是否仍應有其限制？其中理

由為何？ 

（六） 未來兩類計畫之整合性評估構面中，面對「無法量化」的評估項目，

應如何將之與「可量化」的評估項目併同分析？各該類型計畫中，兩

類評估結果之權重應如何分配？同時，對於「無法量化」之評估項目，

是否有其他「替代性評估指標」或分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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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同類別計畫中，著手不同項目計畫之評估，是否有統一之評估基準？

若有，評估標準如何設定？主客觀程度如何？現今「社會發展計畫」

與「公共建設計畫」兩類計畫所採用之評估技術是否合適？尤其在「計

畫效果」與「計畫影響」兩方面都未能有效的衡量，究竟現行的評估

技術有何缺失？評估技術是否產生任何侷限？有無改善空間？ 

（八） 過去「社會發展計畫」與「公共建設計畫」審議委員會之組成不同，

未來兩機關整併入國發會後，其委員會之組成應以何種方式進行？目

前評選委員遴選方式是否合宜？若否，應如何改善？您認為應將「社

會發展計畫」與「公共建設計畫」之審議委員會合併組成，或依舊有

制度之方式，由兩組審議委員會分別進行兩類計畫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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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二二二二    焦點團體訪談紀錄焦點團體訪談紀錄焦點團體訪談紀錄焦點團體訪談紀錄 

壹、第一場焦點團體訪談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貴賓室 

時間：2011年 7月 11日 14：00~16：00 

訪談者：全體研究團隊 

受訪者：A1、A2、A3 

江瑞祥江瑞祥江瑞祥江瑞祥：：：： 

基於明年兩會部分業務合併到國發會裡面，所以必需要提出將來怎麼樣在國

發會裡面進行至少兩大類建設計畫，一個是社會發展計畫，另一個是公共建

設計畫，這兩大類進行整併的問題。不光只有這兩個大型計畫的整併，譬如

大型計畫裡面各個子計畫都還是一個問題，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第二頁的預

期目標，當時這個計畫提出來之後研考會希望我們能夠做到的部分，一跟二

主要是針對現況，一個是臺灣自己本身跟至少兩個國家，目前挑的是跟美國

和日本這兩個國家來做比較。 

這個計畫裡面整個問題我們大概分成兩個狀況，一個是「整個的評估機制的

現況跟相關問題」，另外一個就是「怎麼做整合」，我先簡單說明到這邊，不

曉得○○○有沒有一些對這個計畫目的批評。等一下再來進行每一題，看看這

些問題以實務的經驗來講，這樣的問法有沒有辦法得到一些基本的答案，我

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A1：：：： 

其實計畫審議是我們另外一個處他們主導，因為最近有在做一些計畫審議，

事實上我們要配合他們做一些，因為我們在做計畫評核，每個計畫結束之後

要做一些考核，所以我們回饋到計畫審議，所以綜計處那邊在做的時候會會

我們，但是最大一個困擾是當我們提出一些建議時，「綜計處」會認為這個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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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了做不到，我們覺得很困擾，因為我們明明看到它的問題了，在做一些計

畫考成的時候，我們覺得這個效益根本沒有辦法凸顯，希望它站在怎麼樣的

角度去做，可能另外一個處它的反應認為這對他們來講太難了，會有這種狀

況出現。 

彭錦鵬彭錦鵬彭錦鵬彭錦鵬：：：： 

沒關係下一次我們還是會問綜計處，我們還是會做一些掌控。所以基本上這

個問題，從長遠來看的話，是必須要有一個技術的基礎，現在研討會自己在

做研考的，恐怕研考實際上能力也都不見得能夠承擔這種國家未來發展上的

需要。有沒有其他的、綜合性的說法或者？那我們就請○○○？ 

A2：：：： 

有關「達成績效」這個部分，是各執行機關非常弱的一點，錢給了它，執行

了三年，沒有達到計畫書原本列的目標，應該是去找出什麼問題。比較弱的

執行機關是這樣處理，就只是提報修正計畫而已。再來就是第二跟第三是屬

於審議，現在運作狀況是審議的事項雖然要點有規範，但公共建設類有時候

也需要一些彈性存在，我不知道社會類也許會有這種情況，至於「權重」這

個部分，涉及權重的合理性、權重的項目，我覺得權重的 application，適用

性如何怎麼適用它，這是審議很重要的部分，單靠機械式的計算與權重勾一

勾，有時候反而是會過度簡化。我認為在權重這個部分要設計地非常的有技

巧，否則權重一設定，不可能一個計畫來就權重勾一勾，這個是在審議的時

候會比較難的。我們沒有「初複審」，我們就是一個審查，當然有可能這個計

畫沒過就修正上來，有可能一個案子審查三四次，有些像軌道的有審查到半

年都有，但是我們沒有初審、複審，這個是現行的運作。 

再來是「評估的可行性」，現在看到的那個辦法有可行性評估跟綜合規劃，但

是因為公共建設性質有所差異，不見得每個計畫都有「可行性評估」之後再

做「綜合規劃」，它有可能就是一份報告書，可能是可行性跟綜合報告併在一

起，複雜度高一點的、爭議性大一點它會切割可行性評估，經濟可行、社會

可行，各種可行之後才會有整個綜合報告，這是第四個有關可行性部分。 

還有「公共參與」的確非常弱，雖然要點有規範，但是「民間參與」這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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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仍舊比較弱。公共參與到什麼程度是一個問題…計畫核定前需不需要公

開，審查會的時候又需要什麼代表團體方符合民眾參與的主體，這個是後續

設計上可以去做一些區分。 

江瑞祥江瑞祥江瑞祥江瑞祥：：：： 

基本上我們在這個計畫裡面目前是會去做瞭解現況，但是並不會做任何事後

的建議或修改，因為主要還是著重在審議的部分。看一下第三第四預期目標

裡面，那個四裡面還牽扯到組織職能，將來要由誰來審，如果說在國發會之

下，因為有些在經建會並不會審自己的公共建設，研考會審自己的社會發展，

那現在要用什麼樣的機制，是不是在將來在國發會裡面也有這種基礎，然後

綜計處跟管考相當的單位組成一個審議來進行，這時候就會設計有一部分來

自經建會有一部分來自研考會，那這時候怎麼進行。 

彭錦鵬彭錦鵬彭錦鵬彭錦鵬：：：： 

國發會現在有沒有藍圖出來？你們的組織架構。 

A1：：：： 

未來的分工，我們現在沒有進一步說要討論怎麼樣，但是現在看起來近程就

像教授所說，目前就自己做自己的，就這樣子，只是把它在一起辦公這樣。 

江瑞祥江瑞祥江瑞祥江瑞祥：：：： 

因為我們在這個計畫裡面，一定會關心像剛剛○○○所提到的，在經建會裡面，

九大建設類裡面可能是各自做各自的，最後到主委這邊可能就做裁示要怎麼

分配等等，因為各自做各自的，它的整個評估就會有所欠缺，大概也可以瞭

解研考會可能也會有類似的狀況，這個狀況將來到國發會都還有可能繼續發

生，所以我們在第四個常會特別提到，研考會有希望我們針對這個組織整個

部分做一個整合機制，然後把它提出來，所以在第二大類的問題這有一部分

是整合這一塊。 

A3：：：： 

我大概分四個層次來看這個問題，就以「評估機制」來講一個整合性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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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必要的，第一個應該是說去建立一個整合性的評估程序，或者是這個程序

的規範，而不是說就能夠整合出一個機制來包所有東西，那不太可能，在整

個機制的設計方面，就像目前研究團隊大概也注意到這個問題，就是它的「公

民參與性」，還有就是哪一些案子，哪一些方案評估，是應該要納入外部委員，

或是內部委員，或者是利害關係人，可以發現現在幾乎是沒有任何的標準，

大概有一個看法，如果要它難過一點就外部委員多一點，如果要它好過一點

就是內部委員決定。 

第二部分，必須是討論到評估的構面、評估的指標、評估的權重，這一部分

我認為是在整個評估機制或評估的程序規範當中，應該是要訂出來的，並且

是要能夠分類分級，並且要定期去對這些評估的構面、評估的指標、評估的

權重都要去做檢討，而不是等出問題的時候再來回來檢討，應該是在整合性

的評估機制當中就必須要先設計好你這些評估的構面、指標、權重。 

第三個就是說，「執行評估」現在面臨到的問題就是，在臺灣是不是可以建立

一種模式能夠納入多元的途徑，比如說執行評估，你會發現它至少有幾個模

式，第一個就是透過「層級節制」的評估模式，就是我是一個管制單位我就

來評估你，但是去執行評估的狀況可能是一個非專業的去評估專業的，我想

在經建會或研考會裡面會發生這個現象；第二個，如果透過委外，委外的話

究竟是要一個案子委託一個，還是用年度來委託，或者是統包來委託，就是

說整個標案，這個各有各的好處跟缺點，這個我相信在組織跟市場這當中有

非常多可能的發展，目前來講我並沒認為說哪一個是最好方式，可是顯然是

必須要很嚴肅的去面對。 

第四個是「評估結果的效益」，這個是很關鍵的，你如何在設計的過程當中讓

那個評估的結果跟效益會很高。 

彭錦鵬彭錦鵬彭錦鵬彭錦鵬：：：： 

我們連這個以後都列入建議事項，如何增加評估人力應該要怎樣去做，我覺

得這個才是正辦法，如果能夠拿個博士學位回來然後可以在工作崗位上來做

把關動作。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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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有個補充，我覺得在這個計畫當中要注意到因為它會有一個「後續結

果」的評估，那部分一定要跟審計部績效審計人員那一部分，一定要跟這邊

做結合，要不然到時候就是問題滿大的。 

彭錦鵬彭錦鵬彭錦鵬彭錦鵬：：：： 

○○○剛剛提到的一個問題，就是剛提到綜計處的問題到底是什麼問題，就是

說這個沒有能力做，就是在政府裡面發現到有問題，可是好像又沒有能力做，

那個你能不能稍微再說明。 

A1：：：： 

比方說我們認為它的指標過於投入型，就是那種輸入型的指標太多，我們希

望它能夠有一些結果型指標，他們會覺得對他們來講太困難，沒有辦法產出

這樣的東西。 

彭錦鵬彭錦鵬彭錦鵬彭錦鵬：：：： 

現在的各部會的施政計畫績效是哪一處在做？ 

A1：：：： 

審議機關與管考機關之想法有落差，不管是對「指標效益」的認定或者是「計

畫修正」的方向，以社會發展的績效評核，最後效益評估是管考處，我們對

於前端機關產出這些指標都會有一些想法，因為往往過於簡單，全部都是輸

入型的指標，於是便產生想法上的落差。前端就是各部會送來，然後我們研

考會年度會做施政的審查。在機關績效的評估，最後的效益評估當然是我們

管考處，我們對於他們這些指標都會有一些想法，因為太簡單了，全部都是

輸入型的指標，一個機關績效的好壞用這樣子來判斷事實上是。比方說在去

年他們改了一個績效的一個比例，後來最後比方說體委會好了，它那麼多的

指標裡面，能夠真的代表體委會可能只有三項。 

江瑞祥江瑞祥江瑞祥江瑞祥：：：： 

預期績效指標及評估基準，是一個非常主觀的判斷，這些最後在管考裡面，

我們會想要看的是這一塊，可是在綜計處把它要求各個部會送上來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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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很困難，因為第一，很多都是比較質化的、感受性的，它根本不知道怎麼

做那種感受評估指標，我們的舒服度，一個舒服度到底是有幾分，每一分大

概是多少錢，它完全看不出來，所以它沒法辦法跟它的投入成本去做比較，

這變成是管考上的漏洞。 

A1：：：： 

一方面可能也是因為人力或者是經費的問題，他們在做最後的效益評估的時

候沒有這麼多的人力，所以他們就範圍非常的限縮，然後不夠主觀。 

彭錦鵬彭錦鵬彭錦鵬彭錦鵬：：：： 

我在想說其實所謂評估的人力也應該可以有「中央化」的派遣人力，如果是

在國家發展委員會裡面，就是有一組人專門就在做這些事情，有一個計畫出

來我立刻派進來，立刻來做處理，但是現在都沒有，所以你給部會，部會是

不可能做出來的，可是你也不可能讓部會去養一批人，這種情況怎麼辦？就

要在中央養。 

A1：：：： 

另外研考會這邊在前段績效評估的部分社會發展其實沒有在做，它只是後段

事後，目前我們現在做的部分跟經建會這邊有不同，目前我們兩邊最大的不

同是在這邊，而且事實上應該算是我們之前副主委提出來要我們做這一塊，

我們也在試做，所以我們裡面自己研考會做的「中長程個案效益評估」這一

塊，事實上是我們委託學者專家跟我們兩邊一起做，一方面也是要提升我們

自己這方面同仁的能力，我們會覺得說在做很多的時候都會坐在辦公室裡

面，那事實上並不瞭解這個計畫實際執行還有一些學理上的東西不是很瞭

解，所以需要委託學者來跟我們一起做，目前是做三年，我覺得的確同仁在

這方面是有加強的地方。 

彭錦鵬彭錦鵬彭錦鵬彭錦鵬：：：： 

這個三年是叫什麼計畫？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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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長程個案計畫效益評估。是由我們來做，每一年可能挑個兩三件、三四件，

然後我們會委託學者專家來組成一個研究團隊，跟我們自己會裡面的同仁組

成團隊一起做，而不是像我們一般的委託研究直接請研究團隊做，所以我們

會一起參與。 

彭錦鵬彭錦鵬彭錦鵬彭錦鵬：：：： 

我考慮到的是，政府體系裡面並沒有真正自己就可以做的公務人員，但是明

年開始各部會都要設綜合規劃室，但事實上完全沒有辦法做規劃，那名字又

掛一個綜合規劃。這個問題事實上是這樣，我一半一半的想法就是，如果真

正能夠做規劃那很好，可是沒有人，那是不是要去養一批人能夠來做綜合規

劃？ 

A2：：：： 

常常都是不知道是誰做的就丟給綜合規劃部門。 

彭錦鵬彭錦鵬彭錦鵬彭錦鵬：：：： 

對啊，重點在這裡，我現在問了半天綜合規劃室到最後還是變成秘書處，只

是換個名字而已。我做研究，我日本跟美國全部都看過，沒有人這樣幹的，

只有少部分有那個很小的單位，它幹嘛呢？它也是跟我們目前做得一樣，如

果要規劃的時候就委託出去，但不是自己做。好，兩位還有什麼其他意見嗎？

沒有關係，各位如果能夠事後能再幫我們提供這個書面的意見、修正、補充

都非常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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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第二場焦點團體訪談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第三會議室 

時間：2011年 7月 26日 14：00~17：00 

訪談者：全體研究團隊 

受訪者：B1、B2、B3、B4 

B2：：：： 

我們現在在座的各位，還有我們政府今天在座的，都是在這個決策過程當中

的一環，那剛剛理事長提到的這個東西，我們必須都概括承受。 

過去社會建設計畫跟公共建設計畫的分野在於施政作用，社會發展計畫大部

分就是各部會自由預算的額度。通常公共建設額度絕對超過社會發展的額

度，這兩種計畫要求的屬性是不一樣的，在社會發展計畫裡面，它在所提的

建設計畫的目標、說明、依據等等的，它是偏向一種精神層面的，但是公共

建設計畫是具體的，是要有量化的目標。這兩種計畫要放在同樣一個標準裡

面做的時候非常困難。往後兩會合併為國發會之後，應再進行調整，社會發

展計畫往後可能會有部分放置在各部會的政策白皮書裡面，跟實質的建設是

不同的，那其他的就是公共建設計畫了。 

第一個，社會發展計畫跟公共建設計畫，另外還有一塊是什麼？科技發展計

畫，所以就是你們提到的行政院所組各機關中長程計畫變成…要點，以前叫

辦法，大概從 90 年、92 年之後就有了，很多機關都不符合這個規定，提報

的程序、內容都不符合這個格式最基本的格式的規定都不符合，但是都審了，

沒辦法。那這個要點裡面，你有提到自評檢核表，這個檢核表是研考會做的

嗎？我可以很坦白的告訴各位，不是，你可以查行政院的文裡面，建議行政

院說這個東西要放進去，因為我們審計畫的時候很明顯大家送來的東西啊，

格式也不對什麼都不對，不符合公共建設計畫，所以後來研考會就 merge了

我們這個部分跟社會發展計畫共通性的東西把他彙整在這個表裡面，讓大家

去幹什麼？去打勾而已，所以這個叫勾勾表，他只是說你有沒有這個項目？

有或者是沒有，有，他符不符合規定？本質而言，期望不能太高，這個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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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的解讀是這樣子 

B3：：：： 

其實我們經建會在審議的時候其實是非常嚴謹在做，至於說有一些主席所提

到的有一部分會有這樣的情形，那種情形在我們經建會審議承辦的層級也看

不出來，那個是不會很細細去估的，所以一般是看不出來，一般我們承辦同

仁在審的時候都是依照整個計畫的我們先以中長層級來看的話，一般我們承

辦同仁在審的時候都是依照整個計畫的我們先以中長層級來看的話，大概是

以計畫的完整性還有就是說計畫的可行性或是效益這一部分來做整個的審

查，那至於說屬於近一步技術的可行性的話我們當然是尊重各部會來做，因

為技術層級我們並不是專家，但是如果我們發現說技術方面是有問題的時

候，我們一樣會質疑甚至請各部會來表達來說明到底這一方面他們是有可能

做到。 

目前這個公共建設這一部分通常呈現都是在審議的部分，但是跟管考是不是

搭的起來？我們雖然審議審了很多，而且要求他說計畫要結束的時候應該做

一個檢討，才能夠提出延續性。我們是覺得管考跟審議，兩個是要能夠放在

一起，對於我們在計畫審議的時候，我們就會要求要提出一個具體而且是實

質的績效效益指標，來做一個評核。你們這邊有提到，事實上有一些是很難

量化的，就像我們農委會有很多像種樹的，你說種樹怎麼去量化，他們以前

從來沒有想到說這個、這個效益怎麼去呈現，後來我們一直逼他們一定想辦

法要去量化，他們也請了很多教授來研究一個量化的方法，最後他們提出來，

但是這個量化是不是真的很準確，或是說在那個時代很難講，但是至少大家

覺得說有一個指標出來，有效益、評核的方式出來，我們至少能夠來做個參

考，所以這個是當初在審議的時候，我們都會做這方面的努力，那我們這個

想辦法審議跟管考這一部分，評估跟最後的效益，想辦法配合在一起，這是

一個問題。 

彭錦鵬彭錦鵬彭錦鵬彭錦鵬：：：： 

我想，我們恐怕要研究一下子這個各部會如何去提企劃，他有沒有資源，甚

至於他知道不知道怎麼樣子叫做提企劃，我看這個是有很大的問題。第二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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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個企劃量化的這個部分，各部會恐怕是有點問題。 

B1：：：： 

我們的計畫都是政治力的影響 我突然覺得我在研考會審了計畫十幾年就這

麼一句話就把我們審議的努力，好像就全然抹煞掉了。的確計畫有沒有受到

政治力的影響，一定有。但還是要澄清一下我覺得以一個五歲幼兒免學費的

計畫來講，你說他有沒有一個政策決定政治的介入，絕對有，但是他必不必

要，我想這就是我們研考會在審查社會發展計畫我們存在的一個目的。既然

要實施，怎麼樣實施，這個計畫怎麼去執行是最好的，就算是有政治力的影

響，他有一個總體的目標在，但是他的執行上，還是得依靠我們一些包括主

計、人事、經建、研考、國科各單位的一個努力，才能達成我們計畫執行的

比較好的方向。 

B2：：：： 

我們以前預算的規模規定，所謂的重大公共建設計畫是什麼？是 2 億元，現

在是多少？10 億元。那結果是什麼？大家都把計畫灌爆到 10 億，不然進不

了那個門檻 

彭錦鵬彭錦鵬彭錦鵬彭錦鵬：：：： 

所以 10億也是錯的一個門檻，一個門檻是錯的。我剛一直在想，這種門檻不

應該是這樣的他應該是一個曲線的或是一個 interval的。 

B1：：：： 

我們社會發展計畫比較少這種情形，但是也是有…部會委託某一個公司、財

團法人或什麼，然後寫出來的計畫，然後我們打電話問，承辦人說：你要不

要直接打電話去顧問公司那邊問？我們覺得非常荒謬，會覺得說那你本身部

會根本沒有發現到他裡面有些是跟我們行政機關的政策方向是不一致的，而

且是完全背道而馳的。部會他要有一個自評機制，由他們部會的首長或副首

長召集還要有層層的簽章，但是徒法不足以自省啦，那各部會他落實到怎樣

的制度，我們最後只能請…行政院看這張表，但是最重要的是部會他自己要

有這樣一個自我管控的能力，那我們在計畫的一個機制上，我們也希望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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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具備這樣的能力，我們是期望以後各部會還是具有這樣一個自評的功

能，這樣對於我們計畫的內容跟實質…就是運作上，我相信是會比較有幫助

的，那另外再提到就是…行政院審議的階段就是社會發展計畫到我們研考會

的話，我們現在是有運用這個資訊系統，就是個案計畫只有我們研考會有再

用資訊系統進行審議，那這個部分呢我們…誠如剛剛我們經建會的先進都有

提到，技術層面我們絕對不會比部會來的專業，縱使我是學衛生專長，我對

衛生署不可能每一個類別每一個範疇我都比衛生署的人來的透徹，所以我需

要借助別人的力量、別人的資源，那我們會借助什麼？專家學者。另外包括

說二級機關就是部會層級的，他針對他所屬部會送上來的計畫，它具有審議…

他具有實質的審議功效，但是彭錦鵬理事長剛剛有回應說，就算成立了這個

綜合規畫司或處，是不是會達到這樣的功能也是值得待研究啦，那我們是期

望以後各部會還是具有這樣一個自評的功能，我相信是會比較有幫助的。 

B1：：：： 

我們希望就是計畫的審議流程跟額度都有比較有一致性的規劃，這句話怎麼

講，目前經建會的公共建設計畫是有提報委員會議的，研考會是沒有，那未

來我們會去定一些就是哪些案件他符合一些條件可以提報委員會議，因為其

實公共建設計畫也不是全部都提報委員會議，也沒有全部。如果社會發展計

畫沒有自己的預算，部分單位會對於是否進行計畫作業有所疑義，因為既然

沒有額度外的預算，計畫在研考會審查之後，機關首長還要去爭取預算，所

以部分單位就會懷疑是否要進行社會發展計畫這個先行的作業。 

B1：：：： 

流程上我們未來會規劃比較一致性，這個部分是跟經建會那個會議上比較有

共識的部分，就是兩個計畫他的審議流程上趨於一致，那至於社會發展計畫

哪些是要提委員會議，那我們再去研商一些要件，那至於額度上我們也希望

社會發展計畫有額度，因為主計處實施中程歲出概算額度制度，亦即在前一

年初就核定各部會未來四年有多少預算，每一年的額度各為多少，而社會發

展計畫的預算就包含在各部會的這些額度當中，也就是說，社會發展計畫的

額度是從各部會的自由預算而來，所以社會發展計畫的困難在於預算額度不

足，所以就只能核列優先性。只不過目前初期談的狀況就從資訊的那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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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目前是有行政資訊那一塊的公共建設經費，那未來大家可以看到其實這

個研究團隊已經整理，就是在這個裡面就有一個第五個，社會發展計畫類別

第五項，資訊通信類別這一部分，電子化政府這些，所以未來我們是希望從

公共建設計畫裡面的額度切割出來，由社會發展計畫去做分配的一個角色，

這個也都還在研商當中，但是目前是有朝這樣的一個方向去進行，那我先就

這幾點做說明，謝謝。 

B4：：：： 

剛剛有提到說那個排序的問題，可是我覺得又有一點把個案的新興計畫跟我

們年度審查計畫把他有一點混淆了，我不曉得我講得對不對，就是說，你剛

講的那個3,000億那一個，或是2,000億，其實他只的是年度計畫的先期作業的

審查，我們公共建設年度先期作業的審查，那些計畫基本上都已經行政院都

已核定了。 

部會其實每年都有給我們一個額度的成長啦！大概是百分之…其實那個總額

度是行政院框給我們的。 

江瑞祥江瑞祥江瑞祥江瑞祥：：：：看起來是一個總量的一個成長對不對，我想請教的是，假設最早在

核定這100億跟500億之間有沒有甚麼標準？因為它就是一個權重，我今天假

設本來就有2,000億嘛！我不知道能不能回溯，當時是怎麼樣決定這個權重

的？ 

 B2：：：： 

我這裡有每一年的公務預算跟特別預算加起來在公共建設計畫裡面的額度，

每一年的額度，那97、98、99、100每一個次類別、9大部門、23個次類別都

有他的額度對不對！？他會依照過去四年的平均值、或過去三年的平均值，

細部的部分，會給他一個潛規則。各年度的話，是依據各年度三年的平均值，

然後以那個為基礎在去加減百分之五。 

江瑞祥江瑞祥江瑞祥江瑞祥：：：： 

如果將來叫做國家發展個案計畫，你們會介意還是用這樣的方式上來進行

嗎？因為接下來會出現就是，那我們國家發展個案計畫的滾動方式是回到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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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我只是把兩邊的加總合再一起。 

B2：：：： 

問題都在主計處他一定會另外去算，加到那個部會裡面去，但是你每個部會

基本的需求！ 

第二個，那假如說主計處也同意這樣子的做法的話，個部會也同意這樣子的

做法的話，但是他不見得會同意！因為我的70億裡面對不對，我的70億裡門

經、資門的比例，原則上是要維持一比二的比例，就是大概會有百分之三十

是經常門。而且經常門這些是環保署的人用不到的，他是要補助地方的經常

門，並不會在他自由的經常門的20億裡面，所以假如照這樣併進來之後，再

去設算他的經常門的比例，就是額度都給他的話，他會怎麼辦？他可能不

happy，他可能還是希望你20億單獨、你25億單獨給我，你不要給我併進去！

所以可不可以併進來？它的關鍵點、你會發現邪惡的勢力是在哪裡，還是在

他們的這裡。 

B2：：：： 

他把他想要的就放、他要做但行政院還沒有核定好，也提不出來，只是

concept，他就把它丟在第一個，所以我們每年哪搞的要重做一個白工！在計

畫審議的時候，已經審議過並且依據計畫進程以及發包程序安排了每一年的

預算，但是在先期作業審議時，還要再重新勾稽一次。所以除非有人力的加

入，否則計畫永遠審議不完。那我們是希望說至少你的排序要像一點樣。我

們有很嚴格的排序的精神，這個是跟安全有關、跟人民的生命財產有關！這

是計畫執行的last miles，你已經是最後一年就要把他close掉了。很多計畫你

會發現他根本不想close！意思是我們認為該結束的計畫就結束掉！即使計畫

執行不了，卻沒有人需要負責，所以這個會造成執行上的一個困擾。所以工

程計畫一再展延，然後脫離了原先設算的經濟基礎。…所以我們從去年開始，

就請他們提結案報告，那他的依據是，只要是所有兩百七十四個案子都要提，

只要他是計畫年期的最後一年，我們救會要求他要報，沒有說選擇性，有的

可以報、有的可以不報，一定要報。我們另外有兩個專任的委員，那這些委

員就是各部會、就是財經、財政部長、主計長、還有那個交通部長、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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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都是財經部會主要的首長。所以她叫小內閣，那過去是我們這編審完之

後，要報回、結論要報回院、院還要提院會討論，或者做一個備查，或怎麼

樣同意，行政院才可以依據院函來核定他。那現在比較簡化就沒有這樣的、

也不一定提，除了比較重大有爭議的之外，否則的話他就核定了，就照他的

結論來辦理了。 

B2：：：： 

所以他在委員的部分大概是這樣，我們的委員會就是這些委員。你經濟建設

委員會，像我們沒有官章，你每個單位就看到有小的官章，那他們沒有官章

也情有可原，因為可能在組織法裡面，照理講是要有，縣市政府什麼近似稽

徵，我們是沒有，因為我們是組織法以外，後來才成立的單位，所以他不適

合有官章。那我們委員會誰最大？就是委員會最大，我們簽的東西根本不算

什麼！  

B1：：：： 

其實公共建設計畫他的額度是有他的歷史、背景，我還是得回應一下社會發

展的計畫排序問題，這個樣子計畫核定的時候是沒有排序問題的，就是只有

同意、不同意、退回修正，這樣的一個決定。除非到先期作業的時候，已經

到下一個中期預算的核定，才會有所謂優先性的排序。這個是有的。那我比

較寄望的是說，因為剛剛一直有提到說能不能研究出一個共同的評估基準？

那我比較想要問的是說，假設這個計畫還是分流的話，那麼是不是會有不同

的評估基準可以去處理出來？我比較也是很期望看到…。像我們研考會那邊

也有推動這個中程施政計畫，當時候呢也是叫部會說你要定目標、你要定指

標，然後每年來管考你。不但有這個，我們一定有權重，然後也是用打分數

的，但是造成的結果是甚麼？因為這個第一個就是，機關是自己跟自己比、

跟別的機關比的問題，但是這個跟計畫剛剛提到的有點相同，那後來這個打

分數，分數只是一個絕對值，它代表的意義有是甚麼？一百分真的比某一個

部會的九十分來的好嗎？所以這個分數的部分，如果真的要朝這個部分去規

劃，可能這個部分以往在政策，就是制度實施上的一些缺點、或是顧忌部分，

可能都要併同考慮。那當然假設性合一的話，那你們覺得合一是對整個國家

發展是比較好的，那他和一的共同評估基準是甚麼？在甚麼樣的情況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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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樣的條件下是比較好的？那所以這個研究部分有沒有可能是採分流或合

一部分，來做不同的一個表達？以上，感謝。 

江瑞祥江瑞祥江瑞祥江瑞祥：：：： 

我們是不是可以在公共建設、將來的國家建設計畫裡面也可以類似這樣的做

法？至少是一個齊一標準。如果不齊一，就要看到現況來做的話，那會出現

就是將來我們怎麼給這些錢？我們是要說從3,000億裡面撥2,000億給公共建

設計畫、1,000億給這個社會發展計畫，以這樣的方式來做辦理，還是沒有？

那它就變成是回到現在我們的做法、我們怎麼看待？那這些看待就會跟剛剛

一樣，我們是不是還站在公共建設計畫裡面給他一個評分的方式，只是我們

很簡單的，我不把它合併成一個國家發展個案計畫，我是公共建設計畫跟社

會發展計畫各… 

B4：：：： 

我補充一下，你剛提到那個分數，我記得我們那時候先期作業有一個前幾年

我們就已經設計過了，結果就設計了這一套，但是非常困難，每個都是行政

院核定的計畫喔！甚至行政院還沒有核定的我們都丟進來，因為你給他的權

重不一樣，但是他的比值太低或怎麼樣的時候，你最後算出來的，你假如依

照那個分數去算出來的排序，大概不大準。 

B4：：：： 

其實計畫會送到經建會來，其實政策的決定因素其實蠻重要的，因為你知道

所有的計畫在各部會，他們會提出這樣的計畫，其實它也經過層層的審議，

而且他們也都有請過外部的審查，就像你們各位一定都有參加各部會的審查

委員嘛！他們對他們提出來的計畫也都一定有經過層層的把關。 

B2：：：： 

其實我經建會來定的話，我們也有財務處、也有管考處、也有甚麼，然後我

們會傾向於他的各個部會，譬如成本效益涉及價值衡量的部分，難以有一個

統一的標準，因為每家顧問公司所採用的標準不同，但是經建會希望在計畫

書之中，應有一組數據是使用公定的價格，使之可以變成一個能夠互相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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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礎，讓計畫的審議，至少能做到排序的動作。另外在財務部分、財務效

益的部分，或計畫效益在他的 margin多少的時候，應該給他多少分數，然後

由財政部去定你懂嗎？工程構面的部分由工程面來定，來協助我協助會裡面

一起來定。定好了之後能夠取得一個標準，但是這個大概過去有想過，但事

實上對於新興計畫審議時沒有用過。 

江瑞祥江瑞祥江瑞祥江瑞祥：：：： 

假設像今天我們如果沒有這個分數，同樣的問題出來，今天也許文建會的計

畫先交議下來，然後一個月的時候交通部的計畫交議下來，同樣的問題是你

不同時間來，那我怎麼給你？我用甚麼標準給？ 

B1：：：： 

近幾年研考會在審議過程中，強調各計畫需訂定成果型指標，以此指標評估

預期效益，並據此決定各項計畫的配比與權重。我們是個案對個案的審查，

個案審查我們會，我們有兩種處理方式！就我們現在目前，一個是書面審查，

我們發文去給各部會，他們是用線上，其實他們線上就有點像我們的行文給

各部會，他們是比較精簡，我到現上去填審查意見，那當然我們就發文給相

關部會，然後請他們提供意見阿，然後我們再做一個綜合考評，就是說如果

各部會回來的意見，不同意的居大多數，而且他每個部會在看這個計畫覺得

他真的有很多問題存在，我們會做一個總體意見，把這個計畫報給行政院，

行政院當然他會去做，看說那這樣的計畫根本成熟度不夠就退回去，這個是

困難度很高。 

B1：：：： 

像我們研考會那邊也有推動這個中程施政計畫，我們一定有權重，然後也是

用打分數的，但是造成的結果是甚麼？因為這個第一個就是，機關是自己跟

自己比、跟別的機關比的問題，它代表的意義有是甚麼？一百分真的比某一

個部會的九十分來的好嗎？所以這個分數的部分，如果真的要朝這個部分去

規劃，可能這個部分以往在政策，就是制度實施上的一些缺點，可能都要併

同考慮。再來既然你只以這五大類來做權重的配分，那依照經建會的 9大項、

9 個部門別、23項次類別來講的話是不是有不同的權重分配呢？那這樣子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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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需求，你是不是要去訂要件、可行性是不是要去訂要件？那每一個我們

再一個一個去做勾選或者是評分的動作，這樣對這個計畫審議上的幫助是甚

麼？真的這個計畫審議的品質會更好嗎？ 

 B2：：：： 

第一個我不覺得說目前的審議要點是完全正確的，尤其是第六項，我們就很

痛苦了，個案計畫內容要寫甚麼、這些未來甚麼這些對不對。假如是您是熟

悉交通的、或財經。我們看的交通建設計畫會是長的這個樣嗎？不是喔。我

可以跟各位講，你去找顧問，找甚麼人家的道路建設就好，是這樣嗎？不是

喔。不是之後你就會經過一個很痛苦的階段，所以他就應付你寫這個東西，

然後真正的內容不寫。你會很痛苦！但是你要幫他審，這個都是很冗長、一

個學習、一個溝通過程。我們也是不厭其煩的告訴他，你不要跟我應付這個

東西尤其是他們都交給顧問公司。 

B2：：：： 

未來假如你們認為還是很重要，你們從學者、學理上的角度來看，認為它還

是很重要，我倒是建議說，在未來這個計畫的裡面，應該是隨時都要提醒我

們研究的團隊就是說，我們自己要有一個邏輯性跟建構出我們的一個 picture

出來，而不是很單純的把它整合起來而已。未來審議做法可參考美國及日本，

美國由財政部成立一審議小組，將預算額度依比例框列給各部會，而由各部

會自行決定其個案計畫數量與內容，由各部會進行計畫的審議，日本的做法

也類似美國。這種做法的好處是即使執政者的任期結束，計畫的結構還是存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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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第三場焦點團體訪談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第三會議室 

時間：2011年 9月 26日 14：00~15：00 

訪談者：彭錦鵬、李俊達 

受訪者：C1、C2、C3、C4、C5、C6 

彭錦鵬彭錦鵬彭錦鵬彭錦鵬：：：： 

我們第一輪，一個人就10分鐘，盡量精要，我們就請○○○開始你有什麼經驗

之談。 

C3：：：： 

我是負責公共建設的先行作業。因為目前，現在那個經建會也有另外一個團

隊在做研究，其實他們評估機制，kvi，關鍵性指標，我都講，那公共建設最

主要的就是說，你要讓國家整個活絡經濟，但是你這個計畫要達到最大的經

濟效益，你事前要非常完整的評估，包括你的財務、還有你的經濟效益，那

其實經建會他們有在開這樣的一個課程，就是說你開一個大計畫，包括交通

部，他們的基礎建設，你這個可以為我們帶來多少效益，可是教育部比較弱

的是，比如說海科，那其實我們是以教育為主，那海科他是教育為主的話，

那可能進來，我們，其實我們也在推。 

C4：：：： 

我這邊只有一個小問題，就是因為單位一直在問的那個，社會發展類這一塊

的經費，不曉得什麼時候會比照像公共建設類之類的，不然其實在我們部會

裡面，都沒人要提啦！因為沒有所謂的額外經費，可以讓我們有誘因去提就

是這一塊，就變成說這一塊，在我們自己部裡面，因為教育部本身預算就是

很，本身自給就有框了一塊嘛！所以變成說如果我們要另外拉出去的話，各

單位就會興趣缺缺啦！那所以他們一直在問說什麼時候可以比照公共建設類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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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錦鵬彭錦鵬彭錦鵬彭錦鵬：：：： 

我們等一下請主管講，這個是小事，也是大事。 

C5：：：： 

我們就我自己在填中長程計畫的過程，因為我們是五歲幼兒的免學費計畫，

因為我們經費可能真的比較大一點，又是總統政見，所以才會比較要求，那

主要是我們每個月在填那個執行計畫的過程中，我們會有點困擾的是，我覺

得教育類，他本來跟我們的會計年度會不太一樣，所以有些指標，它也許是

學年度的指標，可是就是要去配合會計年度的填法，去做一個異動。 

C6：：：： 

這兩項計畫，就是未來要整合時，就是希望兩者的執行時間可不可以錯開。

公共建設是從二月要進行到六月，在爭取完預算之後，才會擬定。那社會發

展的時間大概是在四五月，那社會發展的先行作業是沒有公共建設來的難，

但是其實如果在同一個時間點，會有點慌亂。這是就審議作業方面來講，那

如果是計畫教育，其實我們現在計畫教育都還是由各組、計畫單位自行來訂

定，那原則上也都是依照研考會和經建會的去訂定，那另外就是說，像剛剛

教育部的那位先生有提到說是不是社會發展計畫可以像公共建設去爭取額度

外的預算。 

彭錦鵬彭錦鵬彭錦鵬彭錦鵬：：：： 

請我們的長官講一下。 

C1：：：： 

謝謝彭老師，90年度之後，這個，主計處實施中長程計畫預算制度，也就是

說所有社會發展計畫都是在各部會自己的中程歲出概算中去支應（支付），

也就沒有額外的錢，那再加上他們有訂定一個條件，基本上你的個案計畫只

要是院核定，他就會幫你列入歲出概算額度，這個中程的計畫預算裡面，那

不見得一定要送先期，所以當時候我們只有兩條路可以走，第一條，不要做

了，因為沒有用，做了也沒用，也沒錢，大家增加這個行政程序，喔！那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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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就是去爭取錢，可是從利潤，我們主委去爭取到現在喔，希望組改以後，

因為是同一個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希望這個制度是一致化。目前來講，

還是一個我們在努力規劃的計畫，以計畫只要核定就可以，不需要送先期。 

C1：：：： 

先期的部分，公共建設的地方我沒有辦法幫他發言，因為他是實質的公共建

設，是不是有那個必要，還是由經建會他們去發言，社會發展計畫，如果他

就是採中程歲出概算額度了，沒有額外的預算的話，這個制度根本可以不用。 

彭錦鵬彭錦鵬彭錦鵬彭錦鵬：：：： 

一個中長程計畫，如果是由部會所提的，然後我們做中長程計畫，才有意義，

如果是像十二年國教，教育部老早就在談的啦，那是像一個政策、目標拉，

這樣拉，可是在一個審議的過程，通過不通過，完全是政策決定，就是這個

不管是總統、競選或怎麼樣，總而言之是政治上決定要做，然後再提計畫，

在提細部的，然後呢？審議也就沒了，也沒什麼太大意思，就我們的研究計

畫來講的話，類似像這樣子，好像就不需要要去加以同意了。 

C1：：：： 

好，那跟老師報告一下，依照我們，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要件裡面有規

定，各機關要擬定的中長程個案計畫，除了剛剛老師提到說可能國家發展的

前瞻需要啦，或是機關任務，還有像第六款的部分，依上級指示或會議決定，

其實這都是含括在裡面，因為畢竟一個國家的施政還是需要一個方向的擬定

之後，當然有時候會是這樣的一個計畫產生啦。就是我們在本來計畫的總類

上只有含括一種。 

C2：：：： 

老師，各位好，我是研考會管制考核處的○○○ 

那剛剛有問到兩個效益評估的問題，就是說可不可以整合公共政策和社會發

展計畫的效益評估，有關於公共建設跟社會發展計畫的這個評估的那個部

分，那目前我們是針對社會發展類的，就是為了要加強他這個效益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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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訂這個中長程個案計畫的效益評估個案作業的那個手冊，那這部分，

大部分主要是針對就是說在現行在執行中的中長程個案計畫，那如果它已經

執行一段時間之後，那他會回去，有點像是在檢視他在做這個案之前，他是，

當初所設定的一些目標、事項，這些等等情況所產生的一個效益，那希望以

後有一些政策性的建議、回饋，他後續的執行或者是說她下一階段的一個參

考這樣子，那另外在公共建設這個部分，因為那個部分是由經建會負責，那

他們也訂有相關的成效報告這個，那這兩個的性質不太一樣。 

彭錦鵬彭錦鵬彭錦鵬彭錦鵬：：：： 

我們現在正在考慮這個問題，比方說為什麼這麼多蚊子館？其實蚊子館就是

公共建設，但是有沒有跟社會的、社區結合的計畫？ 

C3：：：： 

先期計畫現在就是，你只要提計畫，我們就開始審了，那他們現在，我剛才

有跟老師報告，他們有一研究團隊，也一直叫我們提呀，比如說KVI，當然

社會發展類他們比較不好量化，真的比如說我們要館所，比如說公共圖書館，

他KVI要怎麼量化，我們有委託政大，我們館所要補建、補強，阿我們就要

指出我們的KVI是什麼，我們的關鍵指標是什麼？才可以獲得補助呀，因為

我們這一塊必須跟公共建設要錢。 

彭錦鵬彭錦鵬彭錦鵬彭錦鵬：：：：我們談的，我們討論以後，並不是採用所謂的KVI，想到的是說你

用什麼樣的標準來做，甚至我們考慮到用群眾，希望簡單一點，舉例拉，他

剛剛用警察，政治上喊口號沒有關係，但是行政部門為什麼要答應去做？這

是必須要去負責的啦！我覺得政治人物可以亂喊沒有關係，但是要有人採煞

車。你看那個機場太離譜了，四位有沒有其他的意見？ 

C3：：：： 

其實社會發展類的量化其實是很難量化的，真的！而且我們教育部，不要講

什麼，我們教育部公共建設提進去，他們也要求要我們量化，像交通部我呆

過，待了十六年，所以那個量化是，因為我們有一定的，有一套那個制度我

們怎麼算，是可以量化的，比如說你萬大捷運線，副主委就要求，你一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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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土地開發才可以過，阿，這個真的，就是說你把一些帶動整個房地產，那

他可以回饋到…. 

C3：：：： 

他就覺得你們各部會都要這樣評，但是我們教育部比較難，像我們老舊校舍，

國中小，維修很重要，問題他說我們內部補強是一個蠻大的300多億，沒有辦

法全部由公共建設支應（支付），他就要求回到部本部的預算，但是這部分

是攸關安全的呀！所以我們也一直在往上呈報。 

C1：：：： 

我回應剛剛問到的，先期作業有沒有辦法同時間來辦理。因為這個關係到我

們的預算制度，因為公共建設就是….公共建設和社會發展計畫，他們額外的

額度呢，主計處是完全尊重他們的，所以他們只要把這個結果回饋到總預算

的會議裡面就可以，那個總預算案大概是八月上旬召開，你會發現他們的時

間都會延到七月，他們其實是從前一年的12月做到7月，那因為我們的結果是

要回饋到那個總預算案召開的前面那個主計處召開的會議，所以這個時間點

是沒有辦法一致的，是因為我們目前我們沒有額度，希望中程稅出概算額度，

所以必須有，我們要提前審查結束，所以這樣是不太可能一致，當然以後拉，

我們有額度的話，或者是，也許在一起之後會改變， 

C3：：：： 

剛剛有講到兩個計畫的評估機制是不同….怎麼整合，其實是不同機制。 

C1：：：： 

老師剛剛講到這一點，為什麼有些計畫到了行政院，他好像公共建設計畫又

好像社會發展計畫，然後部會都會跟院裡面問說你先問一下經建會要不要

收，因為他有額度，後來經建會說這個不屬於他們可以審的範圍。 

C1：：：： 

對，所以其實那個計畫的分野其實沒有辦法明確地一切為二，只是公共建設

當然 ok拉。所以我們也研議過以後要不要叫國家發展個案計畫，就涵括這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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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因為我們不是研究機關，我們還是行政機關，大家的結論還是傾向維持

現制，我們要預算還是自己去爭取，但是在研究比較開闊，結論上在評估這

兩個計畫的一個不管是性質或者是額度，或者是各方面，，能不能統合之後

能不能有一個評估基準就好了，這個就要拜託彭老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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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第四場焦點團體訪談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第一會議室 

時間：2011年 9月 26日 14：00~15：00 

訪談者：林子倫、林長毅、陳嘉昇 

受訪者：D1、D2、D3、D4、D5 

林子倫林子倫林子倫林子倫：：：： 

各位長官先進大家午安，很榮幸我們今天請到各位長官先進來跟我們大家座

談。我們就這幾個題綱，可以就您專業的部分可以給一些建議，那提供一些

建議做為我們後來的一些參考。 

D1：：：： 

以公共建設計畫審議機制而言，理論上可以邀請委員，但是不必然一定要邀

請委員參加，委員的參與狀況是依據「業務單位需要」及「個案特性」或實

際上的考量。至於部分計畫比較敏感或是專業性，要請專家一起來審議，這

個部分是「個案認定」，不是採「一致性審查」的方式。。 

一般來講我們的審查方式是，一個公共建設計畫進來，他自己會經過我們的

審查，審查後就給相關單位執行，除非他有修正計畫，不然各部會就按照程

序去辦理，每年他在編列預算的時候，會依照各部會每年的需求看他的經費

需求狀況，來隨時調整它經費。 

「公共參與」的部分，部分計畫類別並不在「中長程個案計畫」裡面規範。

不見得每一個計畫項目的類型都會相同。那至於說計畫影響的部分，基本上

每個公共建設的型態跟類型不一樣，所以他的評估範圍並不完全一致，所以

比較難用統一的方式來講說他的影響範圍是如何界定的。 

林子倫林子倫林子倫林子倫：：：： 

那剛剛你提到的再評估和事後評估，那是我們在學理上找到一些名詞，我想

在現實上，可能沒有或是不一定用這個名詞。因為我們主要也是想說因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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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東西是五年十年的大計畫，比如說中間有政權的問題，或是首長變化。那

這邊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情況下，是不是有一些機制怎麼樣來再重新評估，或

是真的事後再評估？ 

D1：：：： 

那個是計畫評核的部分。其實我們實際作業的狀況，如我剛剛所講，政黨輪

替不會影響公共建設的進行，除非公共建設真的有很大的問題才會被要求檢

討。如果是正常的程序基本上就會繼續執行。 

D2：：：： 

據我所知，其實在計畫一開始要審議時，我們考量的部分偏重在整個計畫的

經濟財務環境或者是技術可行性，法律的可行性，甚至是政策的需要性急迫

性。那移到行政院政策核定了之後，後續進入管考的時候，其實比較偏重的

是在這個計畫的監控和掌握，指標大概是進度的執行、進度的達成和工程品

質的控管。   

近幾年來我們黃副主委都有盡量在要求「個案計畫」在寫計畫的時候，預期

績效目標要寫得很清楚。但是那一塊有多少沒納入管考其實就是不同機關，

行政院公共建設計畫到我們這裡核定了之後，之後的管考就是進入行政院的

施政計畫系統去做列管，那他會分成三級列管，所以有可能是由不同的機關

去做列管。因為要分四類計畫去做列管，通常列管的單位因為他不是計畫制

定單位，所以我個人認為那個指標的聯繫是比較微弱的。其實我們計畫審議

沒有初審複審，但是我們在編預算，公共計畫預算審議的時候，我們會有初

審複審會審這樣子的過程。所以這個應該是可能各部會要去做。 

第四個有關「可行性評估」，我一直認為目前我們政府的相關法令上並沒有要

求公共建設計畫一定要做可行性評估，除非是「特別預算」的計畫。除了特

別預算的計畫以外，其實沒有任何的法令或者是條例、或者要點甚至是行政

命令說你就是要做可行性綜合規劃都沒有。所以這一塊是模糊也很亂。可行

性的這一塊假使說應該要做的話，是否應該要有不一樣的章節，或者是內容

去規範他。或應該要有不同的審議標準，總而言之目前「可行性」這一塊是

蠻模糊的。 



附錄 

 211 

至於是否存在「事後評估」的相關機制這個部分，我想這個應該是 follow「日

本行政評價法」，所以他會有一個事前評估、再評估跟事後評估，那其實再評

估的機制就是計畫執行過程中的評估，我覺得我們也不是沒有，只是不是像

他們一樣有專責的單位在做。 

林子倫林子倫林子倫林子倫：：：： 

你剛剛最後講那個試辦，是怎麼開始的呢？ 

D2：：：： 

試辦是因為我們發現有些公共建設計畫它在辦第一年之後，假設是四年一

期。很多在辦完之後，會來要求二期計畫，可是一開始我們是認為第一年計

畫的成效，和作業情形其實我們不清楚，我們希望可以試辦一個事後評估，

以後不管是二期也好，或是某個工程結束，之後有個類似的工程要做的時候，

我們看看同個機關之前幾個年度類似的專案工程做的狀況，他希望可以在這

方面可以有些了解作為未來的參考。 

D1：：：： 

實際上在工程會，他們是有的。工程會他有政府「公共工程經費要點」，他裡

面有針對「可行性」跟「綜合規劃」切成兩階段，這是唯一目前相關的要點，

就是在審議過程中有把可行性和綜合規劃納入。只是現在就我們會裡面來

講，我們被行政院交付審議的責任是依據中長程編成要點，我們通常會依照

中長程編成要點裡面審議規範要點第十點裡面的比如說「計畫需求性」、「協

調性」，跟效益以及影響這些，去看計畫本身的那個部分。 

D3：：：： 

但是最近會裡面要求我們做一些審議草案，我們還是有把可行性放進來，只

是比較做大略的規範，只是說不知道以後研考會跟經建會併在一起，這個部

分有沒有簡化程序有沒有簡化的可能性，因為發現說做的項目都很類似，就

是生錢的問題，但是整個計畫審議跟報會過程就會拉得比較長，那在可行性

裡面就會把民間參與的部分也會做一個初步的聯繫。可能是國家政策，就是

說財務的問題，國家政策還是希望讓民間進來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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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子倫林子倫林子倫林子倫：：：： 

那你覺得說需不需要整合？ 

D3：：：： 

如果說可以簡化的話，勢必可以減少很多人力物力跟財力。另外就是「公共

參與」部分，在規劃階段，都必須要辦公聽會。做一個事後評估，可能要做

的事情會非常多，那這些東西要怎麼定，可能是要考量的部分。 

D4：：：： 

我在交通部秘書室是負責計畫的管考，那當然其實前端計畫的審議我們算是

會辦單位，主要對他們做類似主管部會的「初審」這樣子。我想我就我所知

道的來說明一下，像那個「社會發展」和「公共建設」的審議機制要不要合

併？社會發展計畫比較單純，公共建設計畫比較複雜，併在一起時，是社會

發展計畫要複雜化？還是公共建設計畫要簡化？這個真的很難說。為顧及類

別計畫的需求性，採取 case by case還是比較好的作法。 

其實「可行性研究」有兩個依據，九十二年的時候工程會有頒，應該算是行

政院有頒「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那這個裡面的第四

點有訂說主辦機關要先行編列預算和籌措經費，要辦理新興工程計畫的先期

規劃構想，你一定要做可行性研究，後序才能做民間參與、綜合規劃以及環

境評估等等這些。 

另外就是計畫裡面本身的指標，沒辦法馬上在半年以內就看得到，可能要半

年之後，還要有另外有一個計畫來檢視。所以變成說這幾個在執行的時候都

會有這樣的一些問題存在，這個問題會導致看不到整個計畫的完整性。 

D1：：：： 

那我補充一下，關於「績效指標」與「事後評估」的部分，九十八年的時候，

因為我沒有參與很深，但是我的印象是─的確一開始是沒有指標，因為第一

年試辦，真的是千頭萬緒。每一個計畫，在審議的時候要訂一致的指標是相

當困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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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有委託研究說「公共建設計畫」應該要用分類的指標去評估；最後甚至

建議說我們除了 23個次類別以外，應該要細分「子類別」，不過因為每個計

畫要評估的「指標」和「方向」是非常不一樣的，「公共建設」不像社會發展

很單純，我們包括農業、公路軌道運輸、資訊通訊、教育文化、體育觀光、

甚至是衛生福利醫療通通都有，要負責的範圍太廣了；最後研究單位幫我們

把 23個次類別又再細分了「五、六十個子類別」，然後建議每個子類別要用

怎麼樣的指標，但是這執行起來其實很困難。 

林子倫林子倫林子倫林子倫：：：： 

那日本怎麼面對這個問題？ 

D1：：：：日本有一個「制度化」的東西，不像我們剛開始做，他們已經行之有年

了，他們從很久以前做「行政評價法」。有「法令」支撐著在做，做完以後就

可以用在相類似的計畫上。再者因為它們有很多「基礎資料」，而不是說只針

對計畫的前期，他們在計畫過程中要做「事中評估」，那事中評估也可以決定

計畫要不要中止。那事實上在事中評估過程中就中止了很多計畫，那「事後

評估」通常是計畫結束後五年之內。 

林子倫林子倫林子倫林子倫：：：： 

謝謝，接下來是不是請環保署？ 

D5：：：： 

「績效指標」的達成會受到每天編列給公共建設計畫預算的影響，所以我其

實滿希望建立這個指標系統。 

「環保署」在 102 年要成立環資部，預算可能從現在的 40 幾億提升到 300

多億，如果沒有一個計畫評核機制，就很難去篩選計畫的項目，比較可能受

到「政治」的影響，部長說我想先做這幾個案子，那就做這幾個案子。研究

單位好像把我們兩個類別分成四個類別，但是還是很大。沒辦法讓計畫去表

現出他核心的指標，因此我們不太可能去使用。我覺得在財源比較穩定，也

可以循著計畫書去做的那種我覺得比較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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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另外一個就是像「交通部」的計畫比較涉及當地民眾，所以有比較在做公

眾參與的評估，環保署好像比較少。 

林子倫林子倫林子倫林子倫：：：： 

就你剛剛提到公共參與比較少在做，那在執行上有沒有遇到困難？ 

D5：：：：應該是說「計畫性質」的關係，他們可能比較需要跟當地民眾做溝通，

我們環保類別，除了「焚化爐」，以前焚化爐可能需要。 

D4：：：： 

我們當初也是在評估大型公共建設計畫，因為額度太大了，所以希望還是說

要分兩階段。甚至我們早期以前的副主委還曾經提過是不是可以分成三階

段，就是「可行性」、「綜合規劃」跟「產業計畫」分三階段，那現在的狀況

是分兩階段去辦理啦，尤其我們要跟「研考會」合併，研考會就對我們提出

的要求，對我們來講我們就覺得有點難辦。 

D3：：：： 

我有些建議，剛剛也有幾個單位提到過其實審議機關跟管考機關是有落差

的，比如說我在審計畫，如果這個計畫審完之後，接下去就是各單位去執行，

那執行的話應該是工程會去做管考，因為工程會他有一個管考系統，它可以

看他的「預算執行率」，然後可以看他所填的「追蹤管理」情形，其實那套系

統我們是看不到的，所以變成是說我們等到真正發生很大的問題我們才會知

道。而且中間發包的問題，然後廠商也跑掉了，然後其實工程的關鍵沒有執

行其實我們不知道。 

其實在每年審預算的時候，他們可能會提出廠商會有哪些問題，但是實際上

的問題還是要透過電話才能問得出來，我們就會覺得為什麼中間沒有溝通

呢？我覺得就是有些斷層啦，就是說計畫的審議機關跟管考機關其實是不同

的對等機關。 

D2：：：：那關於「管考」的部分我想要補充的是，其實我們現在的管考針對的是

計畫有預算在編列推動過程中的管考，我的意思是說，工程會的計畫管考都



附錄 

 215 

是你在編列計畫預算的過程中，我管你有沒有如期如質如預算的去達成，但

是你這個計畫，假設你是四年的計畫，做完之後，事實上我覺得所謂的事後

的評估應該有一塊要是營運狀況的評估或是有沒有營運單位的評估，那但是

事實上這一塊是沒有的。目前的管考都是管考計畫在執行的過程，所謂執行

的過程就是你工程還在動的時候。 

D4：：：： 

其實像之前的審議機制，或是計畫執行完成之後的一個評估，其實前面幾年

要建的時候都是會比較辛苦的可能未來也希望說可以透過比如說用一個比較

系統性的機制，在各部會使用上會比較好用。 

D1：：：： 

「管考」在總體的時候通通沒有進來，然後他要求我們做的任何東西都不是

在總體計畫裡面的東西，他要求我們報甚麼報甚麼，全部都不是總體計畫核

定的東西。 

所以其實「橫向溝通」，我覺得很有落差。「工程會」他就認為他要根據他的

想法去管考這些東西，但是在總體計畫裡面其實並不需要提出這些東西來受

你的管考，那我另設一些項目就不符合行政院核定的總體計畫。所以就變成

雙方的認知會有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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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第五場焦點團體訪談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第一會議室 

時間：2011年 9月 26日 15：00~17：00 

訪談者：全體研究團隊 

受訪者：E1、E2、E3、E4、C1、C2、C3、C4、C5、C6、D1、D2、D3、D4、

D5 

E1：：：： 

因為整個施政計畫制度，就新北市而言，我們主要是在 98年以後才比較有一

個制度化的作法，所以其實我們就這部分而言我們還是在處於一個學習階

段，那之前我們也是找行政院研考會各位長官來幫我們，就一些中程施政計

畫、年度施政計畫跟一些施政績效報告，與中程個案計畫列管、管制考核一

些事項，來給我們同仁做教育訓練，但是普遍存在我們府裡的問題是在於：

第一個，可能各機關的首長不是那麼重視計畫的部分；第二個，可能是我們

同仁對計畫填報，尤其是關於一些權重問題的計算方式不是那麼的了解，所

以我們在做這一些相關的教育訓練的時候，格外地費力又費心。 

E2：：：： 

大家好，剛剛新北市政府有提到地方政府在推動施政計畫上的困難，以我們

臺中市政府來說，臺中市政府現在在推的捷運設施，這是我們很重要的一個

重點政策或建設，可是可能沒有辦法找到一個很具體的指標來衡量它，變成

只能用工程管考的方式，像是它今年是不是已經發包了？或是它是不是已經

開工了？但這樣去忽略到過程它可能面臨到的一些困難的部分。那行政院研

考會現在做的這個中長程個案計畫，以地方政府來說：譬如臺中市政府，我

們是沒有做個案計畫的，是只有做中長程計畫，就是各機關去提一個他們未

來四年要做的一個重點的業務部分。以上。 

E3：：：： 

主席，在座的各位大家好。今天很高興能夠有機會來到臺北這邊跟中央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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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會，來了解一下整個未來幾個部會合併以後，國發會或許會改成怎樣的方

式來做整個施政計畫的一個調整。那高雄市大概長期以來，因為已經成立院

轄市滿長的一段時間，所以我們滿多的制度大概也在行政院研考會這邊的協

助之下，都逐步的在建立。當然，因為我們的人力，一方面臺中市這邊的先

進也講過，因或許有些流動的因素，所以有些制度的建立也要考量到這部分，

譬如說所謂人力的問題，我們了解到像行政院研考會有滿多一直在做調整、

在改變，所以我們今天是想聽聽看中央有沒有包括這一部分新的一些的想法

跟做法，包括中央跟地方如何去做一個同時的結合？我覺得是滿重要的。 

D1：：：： 

我其實比較想了解是說，委託研究案的這個目的要收斂到怎樣的一個程度，

因為就我剛看起來那問題是已經有點發散掉了，基本上經建會是主導這個部

分的機關，那跟機關整併比較沒有關連，它以後原來的機關所辦理的業務就

是延續到整併後的機關，所以以後國發會就會續辦這一塊。 

彭錦鵬彭錦鵬彭錦鵬彭錦鵬：：：： 

我們有很多的中長程計畫基本上是全國性的，而且是要地方政府來做配合

的，或者是說效益的評估、計畫的評估本身也許都該有地方政府的涉入，最

主要是這個用意。好，請我們○○○。 

C1：：：： 

我們在社會發展計畫上誠如剛剛彭教授有提到的這個事情，就是各部會提出

的重要的計畫報到行政院，基本上有很多都是涉及到地方政府要去執行，也

誠如剛剛老師所提到的在整個政策形成過程當中，或許部會是有邀請地方政

府共同來參與這個計畫的研議或擬定，但是我們希望在院審查的時候還是可

以聽聽看各個地方政府的聲音，所我們研考會在審議這個社會發展計畫常常

會挑選示範的、重點的地方政府來幫助我們計畫做審議。至於在計畫的一個

擬定程序上怎樣去協助部會，或者是在審議的程序上如何協助我們主要的審

查機關，來審議的這個計畫的一個合理性其實也是我們希望藉由委託這樣的

一個研究，能夠由老師用研究的一個角度來提供我們各項更好的一個，不管

是指標的定訂或者是指標的審議上有更好的一個制度。所以研考會也研議過



我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整合之研究 

 218 

以後是否統稱為國家發展個案計畫，涵括原本兩類計畫，但是結論還是傾向

維持現制，雖然預算還是要自己去爭取，但是在研究方面會比較開闊，但是

希望在評估這兩個計畫的性質、額度，或者是其他方面，能夠統合成一個評

估基準就好。 

E3：：：： 

主席，我這邊是高雄市第二次發言，首先我想說針對計畫評核。那管理部分

會有譬如說經費的執行率、預算的執行率這些，那因為像工程會的、行政院

研考會的，經建會的，他們有不同的管考系統，那對地方來講，就是每一個

地方政府可能會，包括最基層的局處，會很辛苦說為什麼一下子要學這個系

統，一下子要學那個系統，那從這些角度我們還是希望說未來國發會在整個

整合出來之後，還是要把相關的管制的系統資訊做一個整合，那怎麼做整合？

當然我們也曾經在思考說現在的工程會、經建會或者研考會他們分工的職責

是不一樣，怎麼去整合或許還是有一定難度。 

D2：：：： 

主持人、各位與會代表，我想在這裡提到一點，原則上來講，我們公共建設

的經費大部分都是屬於計畫總經費在10億元以上的實質建設計畫才會進入到

經建會來審議，包括計畫的審議還有預算的審議；那如果是10億元以下的部

分如果他是中央政府的預算部分，通常是在部會的基本需求裡面；那地方的

預算又是另外一塊，包括有政府由稅移轉給地方去讓地方自行做的。另外有

一部分是補助款的部分。包括一般性補助款，還有計畫型的補助款。其實會

到經建會來審議的計畫並不是所有的公共建設計畫，大半在地方政府執行的

計畫，事實上是經費不是在公共建設計畫裡面，有一部分其實並不是。那進

入我們經建會來審議的這些政府預算的計畫，都是總經費在10億元以上，我

們有一些規範。為什麼需要透過部會來主導？因為不管是依照我們現在的行

政院所屬各機關的中長程計畫編審辦法，或者是依照中央政府的中程計畫預

算編制辦法，都是談到說我們中央的經費只能給部會，由部會才去做補助或

是由部會去做分配，我們沒有辦法直接給地方政府。所以就變成在這個體系

上其實是需要透過部會的，所以剛剛提到跨域的那塊也是一樣，我們需要透

過部會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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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研究要關注的目標在哪裡？我們預算的審議，都是行政院核定後的計畫

才會有預算審議的階段，那在行政院核定前的計畫是計畫審議的階段，計畫

審議的階段跟預算審議的階段是不一樣的。 

彭錦鵬彭錦鵬彭錦鵬彭錦鵬：：：： 

好，非常感謝○○○剛剛的一些說明，那這些說明基本上是針對現狀，我們的

研究計畫裡面大概有點不太一樣的是未來到底要怎辦，包含了說未來兩會合

一之後到底要用怎樣的方式來做計畫的評估？  

C2：：：： 

目前行政院的管考機關，那針對是有關各個計畫管控的一個需要的話，是有

建置了一些相關的系統。那會涉及到地方政府的部分，我想大概就是有一個

是「基本設施」的那一塊，我們目前也是在管考，那個部分是要地方政府來

填報的；那另外，工程會的部分它有一個公共建設的標案這個管理系統，這

兩個部分是大概目前縣市反應比較重疊的一個課題，那未來這個部分在國發

會成立之後，可能會有一些整併的動作出現。所以我們目前有規劃這個政府

叫管理資訊網的第二代的規劃案，會把這些分散在本會或者是工程會或者是

經建會的一個資訊相關系統做一些界面上的整合，而其他欄位的部分會以子

系統的方式來蒐集相關的一些資訊，但是我想會做到一些相關的整合。 

未來要做審議的部分可能參考性比較不足的這個問題。那事實上這部分它存

在了兩個：一個是說時間的落差，因為我們有時候在做評核的時候，那可能

已經是沒有辦法及時提供給下一年度的包括預算編列或計畫審議來做一些參

考，那這是現行在相關的審議跟評核的一點資訊的落差。那如果是說資訊不

完備的這個部分，事實上是在說這個系統就是要去掌握這一些執行情形的資

訊，那這部分可能就是要在資料提報的這部分去做一些要求，必須要讓它的

資訊去完整，未來包括你在管控或者能回饋參考，它使用的效益才能產生，

大概做以上的參考。 

D5：：：： 

主席，各位先進大家好。環保署發言。剛剛有跟交通部同仁也提了一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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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說現在中長程個案計畫，基本上環保署比較有接觸到的，即公共建設的領

域跟社會發展計畫兩個領域，我們好像很少跟地方有互動。就公共建設來說，

當公共建設計畫審議通過給我們之後，可能有某些計畫有地方補助款給地

方，但剛剛有說到我們未來要做一個評估機制的時候，我們現在也沒有跟地

方有一個垂直的互動，不過將來公共建設計畫要做我們評估，要有我們建議

指標系統的時候，地方要如何去把我們的指標去落實到地方要怎麼做，也沒

有一個垂直的整合機制，都幾乎等於說我們對經建會，我們對研考會，但是

我們好像很少去對到地方，頂多看他們的執行率怎麼樣。這方面的機制比較

少。 

E1：：：： 

  剛剛我看到第三頁這邊有說到一個可行性的評估，這部分可能是在先期的

作業先做一個預期的判斷，比如說假設事後評估的時候，可能相關的經費、

相關的時間人力都已經投注下去，執行到最後，即便是這個計畫評核起來是

比較不具的效益的時候，時效上已經來不及，是不是可能在我們先前的可行

性研究、可行性評估的階段做一個加強，是不是比較恰當。這部分我不是很

清楚，因為本府現在，我以去年為例，我們去年有很多的計畫評核起來的績

效不是很好，評了丙等或丁等，可能會遭受議處的這些情況。所以我們有在

思考後續我們要做怎樣的強化，跟市長建議的一些適當的處理方式，我們想

出來的方法正好就跟，因為之前有跟行政院研考會的長官有討論過這一點，

中央有一個中長程個案的計畫，用這個中央的中長程個案計畫其中有一個可

行性評估的階段，我們可能包含一些關於計畫執行的重要階段，比如說用地

取得、水土保持計畫或環境影響評估這些階段，先期作業先把它初期的做一

個擬定，包含可能計畫分幾年的階段執行，包含了相對應的預算的籌編，這

個部分我們在地方政府而言是用一個先期審議的方式來做執行，包含著研考

會的計畫期程，跟主計處這邊預算編列方式的討論。所以，我們後續要提出

一個以行政院研考會為範例、版本、標竿的部分，就是把預算跟計畫統一在

研考會的一個先期審查裡面做一個審議，這個部分原則上審議完後，主計處

那邊不會再做重複的審查，這是我們目前想到的一個辦法。 

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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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先進。我想再提的一個議題是有關於今天題綱有談到，就是在評

估我們這些計畫的時候要考量的一些議題。譬如說到底這些計畫可不可行，

它的財務可行性如何？我想特別針對財務可行性的部分，因為剛好這是一個

委託案，那委託案我是希望說在財務可行性的部分可能要稍微做一個不同…

譬如說我們現在中央補助地方有分等級，東部有東部特殊的條例、離島有離

島的條例。…如果完全從財務的可行性去判斷一個計畫可不可行的話，我想

除了東部條例、離島條例之外，以後是不是也要增加什麼條例出來，那也就

是說希望在整個的評估過程還是要做一些不同類別領域的效益評估。 

D3：：：： 

國發會之後審議程序是不是要有跟經建會的審議程序要併在一起，如果真的

說要兩個併在一起，或是說單單以一個公共建設類審議程序來審議所有的計

畫，或者是以社會發展類的審議程序來審議所有的行政院的所有計畫，其實

不是很恰當。可能也必須考量到說未來國發會之後，它的計畫類型是不是也

要分社會發展類、科技計畫類、公共建設類，是不是要區分這三塊？因為其

實還有一個經濟發展，那這一個是我們在後端管考的時候會有的一個類型，

那這其實現在要去思考這個問題，如果說未來也是要分這幾項，這樣審議程

序可能就必須考量，像公共建設類他涉及到的層面可能就真的非常廣。另外，

在第四個討論題綱裡面有提到說，社會發展類的評估是很難用貨幣化的方式

來評估，所以它沒辦法有效的進行經濟效益或者成本效益評估，所以這整個

審議機制或以後評估指標的建立，應該是都需要考慮到這些問題。謝謝。 

E4：：：： 

因為是剛聽到交通部先進所提出的考核機制，我也是覺得說即便是機關因為

組織的一個整併，但是它在審核的這個不同的領域的中長程計畫裡面，其實

它有不同的效益的需求。所以我是覺得說，其實是不應該因為機關要整併了，

就必須要建立一個統一的、一套的一個審議機制，它可能應該要細分成不同

的類別，就像剛剛講的那樣子。再來題綱裡有提到說審核機制裡要不要納入

所謂的公眾參與這一部分，我覺得這個所謂公眾參與，因為現在民意成為主

流的考量因素，施政沒有配合民意的話根本就是一個逆勢操作，它絕對不會

有那個效益出來了，絕對不可能。所以我在想說，如果我們的政策的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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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個所謂公眾參與這一部分能加強它的一個效益，可以參考某個比例的

話，對於整個的計畫的落實的效益，它一定會相對的會有一些加成的效果。 

E2：：：： 

我的想法是說，目前聽起來經建會跟研考會他們，公共建設計畫跟社會發展

計畫的屬性是不一樣的，甚至是它的可行性評估還有事後評估的機制可能是

不一樣的，或許是先宜用不同的審查方式是比較好。只是我有個疑問是說，

目前看到他們在做計畫審查的時候，要提出包括需求、可行性等等審查的項

目，不曉得他們有沒有針對這些計畫做事後的一個績效的評估，那這些事後

的效益評估、計畫評核，是不是做為這個部會，或是這個機關他之後再來申

請相關計畫的一個審查的依據，我不曉得他們有沒有這樣的一個機制。 

彭錦鵬彭錦鵬彭錦鵬彭錦鵬：：：： 

好，有了今天的我們從跨部會的議題、中央與地方的代表來參與，我相信我

們得到的觀點是非常多元化的，我們會好好來做消化然後再來提出我們的報

告。非常高興各位的參與，今天的研討會我們到此結束。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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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第六場焦點團體訪談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第三會議室 

時間：2012年 1月 7日 14：00~17：00 

訪談者：全體研究團隊 

受訪者：F1、F2、F3、F4 

彭錦鵬彭錦鵬彭錦鵬彭錦鵬：：：： 

經過我們德菲法的座談後，已經分成三種指標，一個是我們把研考會跟經建

會未來，把它整合在一起的時候，叫做國家發展委員會；如果還要繼續維持

現行的公共建設跟社會建設這兩類的話，那我們也分別把它 identify出來說，

他們評估的指標到底要是甚麼，那我們現在不能夠預測的是，它未來到底要

採用是分離式的審議？還是綜合式的審議？ 

F1：：：： 

我先看公共建設計畫、我比較參與多的是公共建設計畫。經建會有時候會有

些做可行性評估，會看這個計畫的必要性，然後再看可行性，也有建議就是，

分成兩個階段來審，給他兩種評估方法，就是在前面一個階段，我要審「必

要性」與「可行性」，在下面一個階段，我就要審這個計畫內容的完整性。

那計畫的必要性跟可行性，然後有時候呢，現在經建會有一些重大建設，會

通過可行性以後，再叫那個單位去做綜合規畫，所以他的建設計畫有不同的

時間序列再審的東西式不同的時間序列，那我們這裡的公共建設計畫是在哪

一個時期？是在審他的可行性計畫呢？還是在審他的那個，要不要去做綜合

計畫？譬如說捷運，各縣市通通做了捷運系統，比方經建會現在的作法就是

說，請各目的縣市主管機關先看可不可行，通過可行性計畫的時候，再做綜

合規劃，綜合規劃通過，就可以編大的預算，通過的話就可以編預算，然後

行政院核定，所以我們在這個階段我們看公共建設計畫的時候，是在哪個階

段？是不是可以說明一下。 

彭錦鵬彭錦鵬彭錦鵬彭錦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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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問題我簡單的回答，交通的部分大概有採用這個先來必要性，那其他的

就直接做了。所以那個問題，應該這樣講大概除了交通的問題，其他都是自

己來做！就是部會有錢就自己幹了，但是公共建設好像還蠻常就是因為直接

因為民意要求，然後直接就是政治首長就判斷，就開始做計畫是這個樣子！ 

F1：：：： 

謝謝，那第一個我們來看計畫可行性，這是一定要的，這是十一個人贊成的，

這是一定要有一個評估構面！那他的子構面，一般講的是計畫可行性的時

候，第一個會談經濟效應可行性，因為經濟效益可行性是代表這件事情是可

以做的；然後再過來一個是叫做財務可行性，經濟效應可行性再來財務可行

性，然後會有一個叫做技術可行性，這原來有一個技術可行性、財務可行性，

那那個經濟效應可行性，現在我的感覺是放在計畫效果裡面。但是我們一般

會講的經濟效應可行性是放在第一個、然後財務可行性、然後技術可行性，

然後會有一個叫做社會可行性，這個就是會牽扯到說會不會就是照顧原住民

啦，我現在以蘇花高為例子說，就會考慮到這些，會不會土地徵收很多，有

公平正義的味道，然後呢有一個叫做環境可行性，然後還有一個法令可行性，

有時候你要做這件事情，像我們以前就有牽扯到一個很大的資產保育的地區

喔，就是不行！法令上不允許這樣子穿過，這叫法令可行性。因為現在很多

都講說要不要讓民間做？還是政府做？所以剛才講的那個可行性，最後再加

一個民間參與可行性，那個是可以的。那我這裡面有一個叫做營運管理可行

性，當然這也是可以加進來，那營運管理這件事情有時候會牽扯到組織！在

下來有個叫市場可行性，一般我們會在民間參與裡面去討論，那個風險管理，

基本上是散見在民間參與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就在風險管理，其實很

多的財務可行性也考慮到很多的風險，他都要去考慮敏感度分析，所以這個

風險管理其實是散見在很多的技術裡面簡單講我初步的建議是，假如這個要

細列的話，BOT可以拿掉、計畫目標可以拿掉、人力可以拿掉、市場可行性

可以拿掉、風險管理可以拿掉，然後那個人力、時間、政治合起來叫做「執

行可行性」。 

F1：：：： 

這就像很多學經濟的都叫 cost benefit，但是 cost benefit跟財務是不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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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技術可行性、環境可行性、社會可行性、法律可行性、法令可行性、民間

參與可行性、營運管理可行性，當然我是覺得也可以啦！這邊我是覺得可以

納進來，執行可行性包括人力、時間、政治、民間參與業務及市場風險管理，

這邊我是覺得可以。 

F1：：：： 

計畫效果就像我們寫一個報告書一樣，前面討論可行性，後面在談他的效果，

其實這個計畫效果，是把...有一點點是在說達成目標程度的味道，其實前面

可行性的時候都會去分析效果，譬如說前面 cost benefit是成本效益是多少在

經濟效益可行性，財務也會去算，所以剛才講的成本效益，我們如果去看這

個計畫效果後面的子項目，成果效果、成果效益、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其

實都會反映在可行性裡面會去做，當然我知道以前也有啦！研考會也會有一

個計畫效果，我覺得他那個效果是有一點點在說，我們在順便講，我先把前

面那個講完。計畫需求第三，那個我覺得可以了，計畫需求就有一點點是我

們的必要性一樣。第四計畫規劃，計畫規劃就要看我們在審的這個計畫是不

是已經到那個計畫的規劃類別去看！ 

F1：：：： 

我這邊..你們思考參考喔！基本上就是說我們大的公共計畫，他的審查會有兩

個大的部分，第一個階段會比較偏向他的可行性、需要性，這個核定完就是

到他每年的先期作業，先期作業就看那個計畫是分為幾年，那那個部分是最

重要是，在於看他的計畫執行的可行性跟他預算分配的合理性，因為這種審

查喔，是比較偏向年度計畫的這種先期作業。 

F4：：：： 

需求性跟可行性部分你擺到前面，如果前面已經審查很清楚了，後面那兩個

指標接下來，一個是執行面，那最重要還是先期作業還是擺在執行面的部分，

就是規劃執行面的部分，列個指標出來這樣子。 

F2：：：： 

基本上審議就是兩階段，第一階段是一個比較概略性的計畫，簡單的一個先



我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整合之研究 

 226 

期規劃，然後他的構面的那個指標應該是更粗的一種先期的審議，他就不要

再細部了。 

F1：：：： 

但是現在經建會傾向不具體說答案，讓計畫機關開始做綜合計畫，等第二個

階段送來時，交通部也要審，審完以後經建會，那個時候才叫做核定預算，

他才核定說到底要給你多少錢？但是第一階段不談錢，只是說可以了！前面

的部分那些都可行了。很粗的一個先期規劃，大概路線是這樣，但是那個細

的東西我不去審，後來真正要多少錢，經建會再來核定預算。其實經建會現

在的做法是因為財政困難，所以他現在審公共建設有一定模式，交通部審完

以後，然後交通部同意了、通過了，報請這邊，那經建會就說好那我們通過

了，讓你去做第二階段，就是要開始審第二個階段，叫做綜合開發，那綜合

開發就開始要去做細節了，就是那個規劃的細節，然後那個時候就要去編訂

預算，第一個階段就是粗的，我只是經建會核定，那你可以說你可以去進行

第二個階段。 

彭錦鵬彭錦鵬彭錦鵬彭錦鵬：：：： 

現在就是在講說，有沒有辦法我們從行政上就跟他先框住了，預防這種情況！

因為往往這種情況除非是鐵路剛好就下了一陣雨，你要馬上要補，要不就中

斷了！除非這種情況，要不然通通要回來，回來好好審！ 

F1：：：： 

但是政府喔，希望要有一個彈性來談！那個彈性是什麼？就是剛才講災害發

生的時候，他要有特別預算！那萬一特別預算不夠的時候，他可能要框列這

個預算。在公共工程計畫中，「計畫」本來就有分很多類型，有一種就是初

步的計畫，有一種是後面的計畫，我們現在回過頭來說，其實經建會或是將

來的國發會上，國發會他的層次很高，他不會去審那個細節，他不會審工程

計畫，它也沒有那些人，所以它現在很聰明，它把所有的計畫的金額這個部

分，都交給公共工程委員會自訂標準去審，他不去審，那所有的計畫內容叫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好好的去審，它才有可能！研考會也是一樣，他不可能去

審的！ 



附錄 

 227 

F1：：：：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這個層次那麼高的政府，它一定把很多細節都交給那個下

面的單位去審，它不要去審這個東西，它就是去審這個計畫可行性跟他的效

果好不好，我覺得原來的那個東西，雖然再回過來，我們就如果說是用一個

比較 over all的想法，假如說這個東西是可以比較大層面來看的話，當然我理

想上是分兩階段。 

王宏文王宏文王宏文王宏文：：：： 

我有一個想法喔，因為像剛剛馮正民教授老師講的第一個最主要是必要性，

第二個是可行性。可是可行性會包含的項目太多了，計畫可行性會不會是最

後一個項目，因為在你可能要先看內容有沒有、規劃內容有沒有，你可能要

先算一下計畫的影響、或是它效果，你要先有這些東西，你才可以到最後判

斷他的綜合可行性，所以可行性你要先把一些東西先釐清。 

F1：：：： 

你那個想法也對！但是過去的程序，就喜歡先談可行性，可行性可行了以後

才讓你去作規劃、先期規劃，你剛剛講的是有點先有先期規劃，然後規劃再

看規劃內容可不可行。另外應該先有計畫規劃內容完整性，然後在來看能不

能達到效果。 

F4：：：： 

我這邊提供一個意見給大家參考一下，大概四個構面，其實剛剛彭錦鵬老師

講的很清楚，第一個需求構面我們還是改了、第二個就是可行面、可行評估，

第三個我是覺得是規劃面、第四個我們效益面，這是 ok的，需求面部分我們

大概談的差不多，你看你後面那個整體規劃，民意、政策的指示或者政治可

行性！那個可以擺到需求可行性的部分去思考，那我先大概回來一下，那可

行性部分就擺大一點！擺經濟可行性、財務可行性、社會可行性，那個這個

幾個部分擺在評估可行性，那規劃的可行性可能就擺到那個技術的可行性、

環境的可行性、法規的可行性。 

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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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要用可行或者規劃的時候用甚麼名字，不要用可行的，因為如果你第

二個構面是可行的，我們後面又用可行的話，那就是說技術的甚麼？技術他

需求的這種，那個是不是，這個怎麼講？技術性或者他環境的這種 xx 評估、

或者法規啦有沒有做？然那個後規劃流程的合理、預算編列的合理、還有相

關計畫的配合這幾個要擺下去，因為我們發現到說計畫落後跟計畫編列都是

這幾個問題。 

彭錦鵬彭錦鵬彭錦鵬彭錦鵬：：：： 

你的意思是說我們就把計畫可行性裡面，目前的內容裡面我們再把他 break 

down，我們就變成第二是計畫可行性、第三是規劃的實務面的…. 

F1：：：： 

我是比較建議，民間參與可行，假如要把這個 dimension縮小的話，合乎我

們下面的可行性，就是我剛才講的那幾個，我覺得民間參與可以含在財務可

行性，因為民間參與最重要的就是有沒有財務可行啦！他就可以說例如民間

參與可行性列在財務可行性裡面去討論。那營運管理可行性呢可以列在執行

可行性，營運管理我將來要去做這件事情，可以誰來執行？可以放在執行可

行性。那執行可行性裡面再加上一個叫做土地取得可行性，因為現在這個很

重要，土地徵收的問題阿。所以執行可行性裡面，包括你有沒有能力去做這

件事情？man power，時間可不可行、政治可不可行、還有就是剛才講的土地

取得的可行性。那這樣子的話就比較合乎我們一般那個國際講的，如果還要

再縮減的話，那個法令可行性都還可以列在執行可行性裡面。我們最談到的

社會經濟、社會環境、還有執行！最談到的就是這幾個可行性。那至少能跟

國際接軌。 

F1：：：： 

我們可以建設規劃第一個，假如建設規劃第一個，就是規劃設計開始，規劃

設計他的建設、興建，就從 life cycle看那個建設規劃類，所以他的內容中間

有一個叫做建設類，建設計畫的內容跟方案，假如他有不同的方案的話，建

設計畫內容及替選方案，規劃建設內容很多啦！譬如說建個高速公路他要去

做需求預測，他要預測將來的流量，那個都是建設計畫類，那那個需求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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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完以後，那你要隨時替代方案、替選方案，那個都是建設計畫本身的，然

後要有時程規劃，建設就是，剛才那是計畫需求本身的，還有時程規劃，要

剛才講的有預算！相關計畫的配合。 

F1：：：： 

我是建議阿，把相關利益團體之影響也放進來，stakeholders。 

F3：：：： 

我覺得我們對應上面可能可以再細一點，譬如說是我們本來的效果、影響，

他有一個預估的概念跟結果評估的概念，有一些是在規劃的時候其實就要去

做到的。像譬如說成本效益經濟、然後社會影響或者自然環境影響、社會影

響、經濟影響這些，其實他在預估的時候就要先做，那可是他在結果的時候，

最後他也要有一個結果評估的概念，所以他在我們的計畫可行性的項目上

面，我會覺得說是不是我們在計畫的效果與影響這邊除了譬如說技術的理性

之外，他都要有一個相對的。 

很多的個案計畫可能在執行過程，他就會再做一次的評估，而不是結果的評

估，他在這裡面就可以去檢討說，我們所預期的目標或者價值那個效果有沒

有達到？如果沒有的話，我們是不是可以有所謂的修正？或者就暫時的終

止？目前我們的東西好像沒做一個這樣子的修正的機制的考慮。F1：：：： 

剛剛 O老師講的這個計畫，到底在審甚麼樣的計畫？我有一個建議可能我們

可以談一下，假如這個計畫要預評估，本來我們有個彈性就是說，以後送計

畫可以兩個階段也可以一個階段。兩個階段就是說先送計畫可行性評估、再

送後面的東西。或兩個東西可以合在一起，合在一個報告，一起審。 

F4：：：： 

有的時候是性質的問題、不是規模的問題。其實彭錦鵬老師那個這個計畫，

你現在做的只是構面的指標，你以後未來要做的更細，要計畫類別再去做！

那個評估的標準做出來！要更細去做到評估標準！那個才更難！ 

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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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有些單位的停車場計畫，他們就合著寫一本，因為那是小規模的，BOT

阿！我們現在講的都是 BOT阿！很類似、但是很大規模的！先去叫他做先期

規劃浪費很多錢，因為可行性都還沒通過！越是金額越大、越應該分兩期、

越是緊急的可以合起來！ 

彭錦鵬彭錦鵬彭錦鵬彭錦鵬：：：： 

這樣子就很清楚了！然後計畫可行性這樣的話、邏輯架構應該也都很完整。

哇，太好了！那我們是不是就現在暫時這樣子，先把他做一個定案！  

F1：：：： 

社會發展計畫，在執行的時候像執行可行性這邊、營運管理可行性阿這些、

或人力可行性，就是說我們做到組織的調整或是說要釐清外、民間力量進來

的時候，這個東西好像是我們在規劃的時候，因為我如果只管政府的運作，

其實這些東西就會變得，就是比較忽略這方面。因為有的時候我可能是要用

很少的人力去管、支持很多人。那這樣子我不太曉得，是不是我門政府在做

社會發展計畫的評估啦！就是在審議的時候，是對這個組織可能需要調整，

好像是比較不太熟悉、還不太願意去做？ 

F4：：：： 

那個問題最大在於補助型計畫。所以說我建議你這個部分後面，如果不要再

下去的話，覺得不夠用，很難精確。但在德菲法裡面是可以看出他的高度不

一樣 

彭錦鵬彭錦鵬彭錦鵬彭錦鵬：：：： 

對。OK 我們已經做了德菲法的結果，投票的權重是有一點不一樣，那這就

是我們結論，就是你要把它合在一起是可以的，但是在審查的時候權重會有

不同，就這樣。好的架構也出來了，今天會議的目的已經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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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德菲法座談後專家意見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第一會議室 

時間：2011年 12月 30日 15：00~17：00 

訪談者：全體研究團隊 

受訪者：G1、G2、G3、G4、G5、G6、G7、G8、G9、G10、G11、G12 

彭錦鵬彭錦鵬彭錦鵬彭錦鵬：：：： 

今天的第三段就是討論有關於我們現在在焦點團體座談裡面的兩個題目，請

各位看一下這個題目，然後大家可以就這兩個題目來提出意見。 

G6：：：： 

我想未來這個國家發展委員會成立以後，勢必因為現在整個組織結構來講也

是把公共工程跟社會行政的部分把他連結起來。在實務上就是說，計畫裡面、

工程計畫裡面，有一般行政、社會行政的業務。那社會行政計畫，如果大型

的，也是有公共工程，幾乎這兩個部分，有時候是很難去拆開的。那當然公

共工程部分有比較重大，尤其交通建設這種計畫，那就是比較專業性的；大

部分的計畫會落在兩個（公共工程與社會行政）中間這一塊落得比較多。那

我是比較贊成說，那個審查制度就是未來應該弄一個聯合審查制度。那第二

個就是說，以後延續計畫要不要分開來(審查)，那當然如果是合併了那大概

就是沒有這個問題了。 

G1：：：： 

主席，各位先進，我大概表達一下我的看法。我是覺得說，以後如果變成國

發會當然應該合併，不能說一國裡面有兩制。就一個機關來講，個人是覺得

說應該還是要把這些東西作適度的合併。計畫比較簡單的，他就用簡單的評

估方法。你不要計畫兩百萬結果用三百萬去做前置作業啊，什麼可行性評估

啊，那當然是不可行的。所以我個人認為就是說，也許以後的計畫就是按某

種「規模比」來做分類。屬於某種規模以下的，我們用比較適用簡單的這些

評估的法則。他要評估的面向，就是說他也比較是屬於可以去try and error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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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那個如果真的沒有做成，損失也是很有限。所以我是建議未來可以用「規

模別」，然後制訂一套基本評估準則。 

那我第二個建議的意思就是說，今天國家發展到現在，其實有一些評估的準

則，以前不重要，現在很重要。就是你如果看歐美國家的那個經濟發展、社

會發展，其實是你會發覺說，經濟發展到某一個程度，「失業率」永遠是一個

很重要的問題。所以以後政府在推動這些公共建設或是社會發展建設，其實

他是不是有那個就業創造的效果，是一個我們政府投入資金一個很重要的面

向。那這種面向跟剛剛其實有些先進講的就是說那個local command，因為只

有local command才會創造那個在地的就業效果。所以我是覺得說，剛剛講那

個就業創造很重要，那其實我們還要求很多那個包括綠色採購啊，等等這些

和節能減碳有關項目，就跟剛剛裡面指標一個「環境」。我剛剛所講的那個「就

業創造」，建議是未來一定要很慎重的去做評估。 

G4：：：： 

既然研考會跟經建會未來是要組織調整合併變成國家發展委員會，的確同一

個機關裡面是不適宜再出現計畫會有兩種不同的制度，所以我們原本的傾向

上也是希望可以把計畫做一個整合。然後國家發展個案計畫為名，既然是國

家發展委員會當然是用比較前瞻性的議題來做一個計畫的名稱。但是計畫他

畢竟有大有小，性質還是有不同，但卻是一個可以思考的方向，就是依照一

個計畫的性質、規模，有沒有Ａ套餐、Ｂ套餐、Ｃ套餐。因為畢竟我們現在

的審查不管是經建會或是研考會，都有聯合審查的制度也都有會審的機制，

但是，比較偏向主觀性的審查；那我想這個研究既然是要客觀化的話，能夠

建立這個客觀性制度的話，那是不是能夠依照計畫的性質、規模，這個部分

有沒有辦法依照計畫性質、計畫規模，甚至怎樣的一個分類標準，來產生不

同的一個評估構面，其實是可以研析的一個方向。所以在社會發展計畫裡面

有這部分(政策指示)，尤其是社會福利的相關中長程個案計畫，會比較容易

顯現這個方面。當然，就誠如剛剛先進所言，公共建設計畫不是不認為政策

指示很重要，而是說基於幕僚大部分認為這樣的一個硬體建設，基於幕僚的

一個角色，先做好幕僚角色的工作，政治歸政治。只不過以影響力來講，社

會發展計畫還是占的比重上是相對比較高，畢竟它要照顧的是弱勢。那剛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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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團隊這邊有提出一個議題：到底評估上可不可以採取由「委員」，我們聘

任這個委員然後來決定入選的計畫。那我要先提供一個現況就是說：中長程

個案計畫是不定時的，就是一年裡面，隨時都可以送進來。在入選計畫的決

定上，是不可能在某一個時點來決選哪幾個計畫是合格的或者是要進來的，

除非是在先期作業才有可能。...那可能我們在實行這樣一個制度的時候，能

不能先聘一些委員，由他們來決定下一個年度的一個發展重點，當然在發展

重點之後，就會有它的評估構面，那再來決定哪些計畫是符合這些，所以這

也是一個可以去思考的方向。。 

G7：：：： 

針對剛剛的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在現行的審議機制裡面研考會有研

考會作業的方式；就經建會的部分，我們個案的計畫要行政院交議到經建會

之後，我們幕僚單位、作業單位其實是沒有資格去做結論的，在行政院凡是

新興計畫的部分，大概是要提呈到經濟建設的委員會去做確認。所以在經濟

建設委員會他是固定成員的情況底下，這個委員是不可能更動的，這是有他

組織法的規定，所以所謂的委員，是在這個位階的委員的時候，大概不會像

你們現在題目裡面寫的那個形式說可以更動委員。那在委員會底下這個階層

的話，我們幕僚作業的時候，也就是說主委或者是說由處長來邀集的先期協

商會議，我們是由各部會指派的同仁，等於他就是審查這個計畫的委員；那

另外可以專案的薦請外面的學者專家來當委員。他們的結論最後會依審議的

初步得到的結論提升到委員會去作決定，那最後的結論是依循我們委員會的

決議給行政院。所以這個層級上來講大概不像你們現在構想的這樣的一個架

構，大概他在操作上來講不會一致。 

第二個就是說，究竟有沒有辦法在每一年來談說他的指標等等的，然後最後

來決定說今年我們的計畫怎麼審。那這個東西要回到這個行政院所屬機關中

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的規定，這個要規定裡面有他評估的一些項目在裡

面，雖然我們現在沒有量化的指標，但是基本上還是採取所謂的委員會討論

制的綜合結果來處理。假如你每一年要更動這個時候、或者每兩年更動一次，

或每四年更動一次，各中央主管機關，他不曉得下一個年度的重點是什麼的

時候，他提出來的東西會照你的想像的結果去提，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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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時間上的落差，這個時序上的不一致的不確定的情況之下，即使從民國

九十年開始定案的編審要點，這個東西到現在為止各中央主管機關在提中長

程計畫來講都很難一致。包括大概在三年前確定的所謂的「自評檢覈表」之

後，他們自評檢覈表勾出來的結果，大概也跟實務上、實際內容上呈現出來

的結果是不一致的。我講很簡單包括折現率的使用、中央對地方政府的分擔

比例等等，都沒有辦法一致的利用之下，所以也經常造成審議上非常大的困

擾。所以今天的命題上來講，我一開始設定的是說是不是能夠不要審？經建

會或者是研考會或者國發會，要不要負擔這樣的角色？就是說計畫審議的部

分，其實是值得考量的。也就是說你可能盡量下放給各中央主管機關，它在

它的政策白皮書底下怎麼樣來決定。 

那至於說第二個問題在新興或者延續的這個計畫，接下來該怎麼審，譬如說

有第一期六年或四年結束之後，後面的這個延續性計畫，就是說他是第二個

六年計畫，其實我們是把它看待成新興計畫在審議。但是它假如有賡續性的

話，那他要交待前期計畫的執行成果、指標達成的情形，還有它執行能量，

現在執行能量，以避免它的執行經費會爆增太多。我們大概是這樣處理的。

但是它有一種的所謂延續性，就是說修正計畫的部分，也就是說它原來應該

在一百年結束，但是它結束不了，它可能會拖個一年、兩年。延續性計畫他

不能修正的話，那這就是照原來修正計畫的格式去處理、去審議。所以在我

們來講並不絕得說這兩個未來在處理上會怎麼樣。即使是新興計畫，現在新

的計畫在提報都不會提報進來的話，大概還是會用現在的新興計畫的審議機

制來做處理。我們目前執行上來講、操作上來講也還沒有發生到或是感覺到

有重大困難的這個部分。 

G10：：：： 

目前有關經建計畫的提出大概是由各部會依照自己的需求來提出，然後由經

建會來做些財源分配的動作。然經建會那邊也會有一些國土空間發展策略的

一些評估方式，不過我個人期許是說，未來如果國家發展委員會能夠成立的

話，是不是就國家發展個案計畫能夠研擬類似那種guiding project內涵的東

西，由這個東西當作一個上位，其他的比如說各部會再因循這樣一個綱領計

畫再提出他的施政需求的建設計畫。然後搭配相關的推動，可能周邊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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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產業的需求、或是民意的需求…等等，那整個配套來評估。那當然這可

以是委員制，可以是什麼樣的方式，這個是沒有關係的。在綱領計畫之下，

作優先順序的排序，那這樣的話可以避免財源分配拉扯的狀況出現。 

G8：：：： 

那我們經建會在審議的時候要依照這五個項目來就審，可是事實上對這幾個

項目並不是那麼完整的把他呈現出來。所以我們基本上經建會在審議的時

候，通常我們也是原則性的評估的一個結論，可是並沒有真的能夠細到每個

項目，因為在這個計畫書上面沒有辦法完全呈現，所以在審議的結果事實上

也沒辦法針對所有的細項來做。基本上，因為計畫還是主辦機關及主管機關

比較瞭解，所以說如果說這個審議的事項和這個計畫的內容，是建議說未來

在做修訂的時候，這個相關的審議事項要求的內容在計畫書及主管機關在初

審的時候，他就應該就這個審議重點的部分，他的內容、他的初步的評核的

結果，還有主管機關評核的結果。那之後交給經建會、國科會或是研考會來

做審議的時候，才符合這些的意見，這樣的話才會對於這個審議的結果會比

較正確比較完整。這個部分是就計畫書的內容及審議的項目的一個問題。 

再來就有關於這個計畫的修正及廢止的部分，就是中間的這個檢討的部分，

這個地方的話當然我們在這個要點裡面也有規定說，有下列的情形應該做修

正、廢止，可是這個部分的話其實他的主要權源都是由主管機關提出的，要

等到這個計畫快要結束之後，他才真的來抱怨、來修正。所以就造成說計畫

到期之後我們還在做修正，這個計畫也沒辦法在執行中發生困難時能夠隨時

因應、解決問題。所以未來可能要針對這個有關於修正、廢止的時間應該要

有一個時間讓機關能夠定期的方式來做一個檢討。那除了這些情形的原則之

外，應該有一個主動能夠檢討的一個定期的時間，這樣機關才能真正去去看

看計畫有沒有需要修改或執行的部分。   

G9：：：： 

我們是覺得說，目前所提出來、大家勾選的這些構面，其實我們覺得應該是

屬於現有的幕僚單位、幕僚承辦人員，他們對這個計畫所提出的一些審議意

見、想法，不一定是到我們經建會的委員會議或是審查會議的時候，還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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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委員、審查出席單位，他們本身就他們單位的一個想法提出一些質疑跟

意見，那這個時候構面就很分歧了。因此我是覺得這個公共建設、社會發展

要不要合併，應該不是問題，而是到最後整個國家發展個案計畫的時候，是

不是要有一套審查標準？那套標準在審查的時候應該要針對計畫的性質稍微

有點分類，分類再來做（審查）。目前我們經建會就是屬於，在公共建設計畫

就已經是做一個分類，分類的時候他的構面就不一定一樣，重點就不一樣，

但是也會有跟其他的（分類）相同的構面的東西。 

G2：：：： 

公共建設跟社會發展需不需要合併一個國家發展個案計畫？那就我們來看是

說其實公共建設計畫給人家的印象已經很深刻了，科技發展計畫也是給外界

印象很深刻了，像計畫通過或是預算編出來後記者會來問：「今年公共建設計

畫編多少？」「科技計畫編多少？」那就沒有人在問「社會發展計畫編多少？」

因為太廣泛了。那或許以後政策行銷做得好，以後人家開始重視國家發展個

案計畫，這兩個合併，那也不一定啊！不過就目前的狀況，如果說你要合併，

那勢必公共建設計畫的狀況，可能還是要給它呈現出來。 

G3：：：： 

我認為不管未來的有關構面或者是機制的部分，因為未來就是一個國發會

嘛，在機制和構面的部分，我覺得都有整合的必要，但整合並不表示說他要

用一套的標準。那另外在構面的部分其實也是類似的一個狀況。計畫確實是

會因為它的性質和類別不同，可能在審議上有時候需要不同的構面，那如果

是這樣子的考量之下，未來也許他是有需要去整合，但是可能可以去考慮到

他計畫的規模、性質或類別，有不同的構面。譬如說有些是共同性的構面、

有些是個別性，就是照他計畫類別會有不同的構面。那我想這樣在審議上面

會是比較周延的，因為它會因應不同的計畫類型去做稍微的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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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附錄三附錄三附錄三    深度訪談紀錄深度訪談紀錄深度訪談紀錄深度訪談紀錄 

壹、受訪者 M1、M2 

時間：2011年 7月 22日 10：00~12：00 

訪談人：王宏文、林長毅 

王宏文王宏文王宏文王宏文：：：： 

我的問題是說像中長程計畫它的項目分別是計畫需求、可行性、協調、效果、

影響這個，貴單位在做這個的時候為落實上述五個項目的審議，有沒有遭遇

到什麼困難，因為寫的可能都滿好的，不曉得是說貴單位在審議這些項目的

時候會不會遭遇到一些普遍的困難？ 

M2：：：： 

主要是在指標跟達成目標的部分，大概分兩種，一種是量化，一種是質化，

比較困難的是質化，這個部分比較難去做一些意見，在審查的時候難度比較

高；量化的部分牽涉到像是成果型，大家各部會的見解可能不一樣，大概是

這樣。 

M1：：：： 

大概我們只能透過指標來做評估，所以在我們有時候在他們績效指標這個部

分會比較去審酌他們訂的有沒有反映他們的計畫目標，還有計畫的工作內

容。因為像計畫需求要反映民意、計畫的影響都很難去評量，就是那種太大

的東西，沒有辦法量化去評估。 

王宏文王宏文王宏文王宏文：：：： 

所以對於計畫的需求，還有可行性跟審議就比較，就是前三項。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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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評估在我們社會發展裡面好像沒有，這個在公共建設這個部分它要做

可行性評估，不過這個流程是比較複雜，他們以後會規劃兩個，一個就是說

在報院之前自己要先完成可行性評估，然後報院以後院可能就交付現在的工

程會，會在做一次。 

林長毅林長毅林長毅林長毅：：：： 

在計畫可行性的部分，我們知道公共建設它會做財務還有經濟效益，除了財

務分析外還有做成本效益評估；不知道社會發展計畫它是，可行性的部分像

剛才○○○說的可能真的不太容易做，不知道有沒有類似像社會可行性這種比

較困難的評估。他們在提的時候會不會附這些，比如說做一個照顧計畫它的

成本效益是多少，或者是它的社會可行性。 

M1：：：： 

是會，看計畫，他們有的會有一些相關的補充說明，像照顧服務計畫，因為

照顧服務那是一個很大的計畫，所以當初他們在提的時候有做過研究，都有

那些成本效益，都有做說明，其實就是說他們送計畫來的時候，我們也是要

去看一下合不合理，有沒有反映那些，只是說沒有像公共建設那樣你投入多

少就有多少成本，就是比較量化的東西。那其實社會發展這個部分真的不是

這麼的量化，就只能看它的合理性。 

王宏文王宏文王宏文王宏文：：：： 

所以像剛剛有提到質化的指標是比較難有一個意見的統一或表達，那這個可

不可以舉一個例子？比如像什麼計畫曾經提供哪個目標、指標，是質化的，

然後你們就弄個半天這樣，印象真特別，或是比較有感覺的、比較困擾這樣。 

M1：：：： 

不會啦，不會訂的這麼樣子，可是如果訂得這麼樣子我們一定還會叫它要調

整，就是不會讓它訂這種指標。 

M2：：：： 

權重是指最後主要設計是到打分數，因為從你那計畫去看天下是很不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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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你那邊說這邊是百分之幾，可是事實上你跟現實會落差很大。然後機關它

在設計的時候，你這樣給它訂，它可能會覺得你權重為什麼要訂百分之十？

它會有質疑，再往下落實到民眾那一塊，你怎麼去量化說它應該百分之幾？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在裡面是沒有弄到這樣。 

王宏文王宏文王宏文王宏文：：：： 

可以問一下一個計畫的審議時間大概是多長？ 

M1：：：： 

45工作天，我們現在是這樣規範，因為其實考量中長程個案計畫我們還要經

過審議的程序，有時候還滿冗長的，如果說我們時間還更充裕的話，我們還

比較希望去實地訪談。就我們現在的業務量是沒辦法，其實我們除了計畫審

議，還有做組織改造。可是我們長官要求說，應該看一下他們計畫實務面怎

麼進行。 

不過我們在審議過程當中，剛才老師講到，其實我們不是也只有針對專家學

者，如果像計畫可能涉及民眾還是利益團體，我們也會考量去請相關團體表

示意見，不過你只能就找代表。但不可能像公聽會那樣，就是只能找代表，

還有我們剛才沒有提到，我們在審議過程當中，除了有會審的程序之外，有

時候比較有複雜有問題的計畫案，我們會召開會議審查，可能那個會議的時

候會程序需要邀請相關的團體。 

王宏文王宏文王宏文王宏文：：：： 

另外，剛剛有講到民眾參與在目前是應該由各主管機關來做，然後你們這邊

是打點不打面。那這個評估的結果會公開嗎？或評估的意見會公開嗎？ 

M1：：：： 

其實我們的部分，我們是在審議過程的時候，然後最後會依審議意見再修正

計畫內容，那計畫經行政院核訂之後就可以公布了，可是你講的是過程的東

西。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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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的內容是不方便，因為你有些公共建設它有些是很敏感的，所以也要考

量這這些，不是說什麼都透明，有些問題。 

王宏文王宏文王宏文王宏文：：：：  

另在學理上，計畫效果跟計畫影響差異滿大的，效果可能真的就是績效指標，我

也不曉得績效管理或績效指標是多久以前貴會就開始做了？ 

M1：：：： 

我們好像很早就放進來了。績效評估是比較沒有問題，可是計畫影響那一塊就很

困難，很多大的方案，當你要評估它的影響時可能計畫已被其他新興計畫取代或

中止了。你剛剛講的那個社會影響面怎麼處理，其實坦白說都要回到管考單位的

考核工作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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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受訪者 M3 

時間：2011年 8月 18日 10：00~10：30 

訪談人：王宏文、陳嘉昇 

陳嘉昇陳嘉昇陳嘉昇陳嘉昇：：：： 

我這邊有一張經建會的「公共建設計畫編審及年度概算編制流程圖」，不知

道研考會有沒有類似的圖表可供參考？或者可否幫我看看貴會是否也遵循著

相同的編制流程？ 

M3：：：： 

「經建會」在審議作業上比較偏向「工程規劃」或者是「環境評估」等事項，

而社會發展計畫幾乎沒有這些項目。兩會在先期作業上差異比較大，舉例來

說「經建會」之計畫審議幾乎都需要經過「委員會」審議，然而「研考會」

就不強調這個環節。 

王宏文王宏文王宏文王宏文：：：： 

假設說這個計畫本來是 100億，結果被主計處砍成 60億，那個部會可能就認

為 60億做不太起來，是不是有這個情況發生？ 

M3：：：： 

常常會有這樣的落差，經費部分是在「中程歲出概算額度」裡面去核列，我

們從不會告訴各部會說，假設部會一個計畫報了 400億，我們研考會同意了

幾億元。但經建會的話就會，建議金額就可能會列出來。 

王宏文王宏文王宏文王宏文：：：： 

為什麼研考會不會這樣做？ 

M3：：：： 

因為我們的額度是放在「基本需求」的分年延續性計畫，是主計處他才知道

這整個總額有多少；原則上預算的部分就回歸「中程歲出概算」的精神由「主



我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整合之研究 

 242 

計處」去核定。主計處會函給各機關「中程概算歲出額度」，此額度包含基

本需求和公共建設，而「基本需求」裡面包含─「人事費」、「分年延續性

計畫」和「法律義務」，而「研考會」就是在「基本需求」的額度裡面，研

考會的責任必須幫忙認定「社會發展計畫」是不是行政院所能核定的。 

王宏文王宏文王宏文王宏文：：：： 

這樣會不會有什麼缺點？ 

M3：：：： 

有優點也有缺點。就像為什麼公共建設計畫它要有單獨的額度，因為我們國

家覺得公共建設是國家發展的基礎，所以國家決定給他這麼大的額度。那為

什麼「科技發展計畫」每年要逐年成長，因為我們認為科技發展未來是重要

的範疇；但我們「社會發展」就比較像是潛移默化的精神，「社會發展計畫」

計畫很難像公共建設計畫一樣，用蓋幾棟建築物，或者工程執行率等等去區

隔它的計畫定位。因為這樣的差異,產生的缺點是─面臨總體有限預算的考量

下，中央部會比較會陌視「社會發展計畫」。像之前「法務部」的監所他想

要做文化方面的東西，那「文化面」的東西誰給你錢？主計處自然有它的優

先性。研考會不像「經建會」可以扮演大哥的角色，跳出來說我有 2,000多

億可以分配，「研考會」沒有這個額度的分配權。現行預算審議制度運作上，

兩會有一個很大的差異處，即是「經建會」於公共建設計畫類別，每年都有

一定的預算額度可供調配，但研考會並沒有這個額度的分配權；這是因為這

兩會本身職能上的差異。 

王宏文王宏文王宏文王宏文：：：： 

我的想法是「社會發展計畫」不是應該從硬體變成軟體嗎？ 

M3：：：： 

這已經講了很多年了，更何況這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第一個，他投入的

資源要多，再來就是它要發揮的效益是要比較長久的；經建會之前有做一個

研究說明哪些是軟建設應該去注重，但是國家就是沒有多餘的錢去投入這一

塊阿，你說像「人才培育」怎麼去看出重要的效益，硬體建設相對來說比較



附錄 

 243 

看的到。 

陳嘉昇陳嘉昇陳嘉昇陳嘉昇：：：： 

在研考會的角色來說，你們會去主動突顯出這些計畫的重要效益嗎？去告訴

主計處你們的計畫重要程度在哪？   

M3：：：： 

所以我們會在計畫裡面特別去強調它的目標跟指標，既然行政院核定這個計

畫，我們就是要去評估你們能不能達成這個效益。一個結核病的案子一年要

花我 10 億元，那你可以降低多少結核病的罹病率，我要看的就是這麼明白

的。你勞委會你要降低失業率，那你可以降低多少，這就是我們要審的。所

以我們會要求各部會在寫計畫的時候，就是這麼具體把這些效益呈現出來。

因為只要是送到行政院的計畫都會是金額比較龐大，比較重要的計畫項目。

社會發展計畫中，為了準確評估各計畫的效益，會特別去強調該計畫的「目

標」跟「指標」設定；看計畫的目標跟指標，絕對不可能只是看它的「預算

執行率」，我們都會去做綜合判斷，因此預算執行率只是參考的指標之一，

而不是全部 

王宏文王宏文王宏文王宏文：：：： 

如果要合併成國家發展委員會的話那研考會的角色會如何？目前研考會所扮

演的角色─就是我就是幫你審，錢就給主計處決定；經建會則是自己有額度

可以去分配，那現在既然要合併起來，那不是就可能有不同的名稱？ 

M3：：：： 

目前「公共建設計畫」分成 23個次類別，而研考會本身亦有分類，但未來兩

類計畫類別必須再進行整併；這個部分有經過研議，如「社會發展計畫」有

一個新的範疇─「資訊通訊類別」，那這一塊就是來自現在的公共建設計畫

（資訊通信），但現在兩個計畫流程不一致的部分，目前兩會的共識是流程

應該是要一致的。目前因應組改增加了許多新類別，未來研考會則應該是會

有額度的，至於額度的多少則還在研議當中。目前研考會在公共建設計畫的

「資訊通信」類別裡面也有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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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嘉昇陳嘉昇陳嘉昇陳嘉昇：：：： 

我想問一個小問題，我對「主計處」那邊的構成方式比較不清楚，那我想問

的是關於「公共建設計畫」跟研考會的「社會發展計畫」，送到主計處是同

一批人再審核的嗎？還是他們其實也有分專門審經建會計畫的人跟專門審

「社會發展計畫」的人？ 

M3：：：： 

它們通常是依照部會來分的，它們只有分一局和二局，一局的話是「公務預

算」；二局的話好像是「基金」，就是說它一個同仁可能會負責到不同類別

的計畫，假設我是負責農委會的，那有時候可能是社會發展計畫，有時候可

能是公共建設計畫。就是說它是依照部會別來做區分的。所以是都可能遇到

兩種計畫這樣。 

王宏文王宏文王宏文王宏文：：：： 

所以如果像各部會有「綜合規劃司」的話，那這個會有變化嗎？ 

M3：：：： 

研考會希望賦予各部會的「綜合規劃司」更大的責任，由這個單位去控管或

管考整個計畫，現在的作法是先賦與它職權，希望他的人員配置也能逐漸實

現這樣的期待。例如他去控管整個計畫方面阿，或是做管考阿之類的；最主

要的「綜合規劃」的人力啦，當然是期望它可以發揮效用啦 

陳嘉昇陳嘉昇陳嘉昇陳嘉昇：：：： 

因為我們今天討論的主軸主要是針對未來兩會整併的機制上做一個比較深入

的討論，那不知道○○○這邊能否再提供一些想法或建議？就未來兩會整併的

機制部分而言。 

M3：：：： 

關於「整併機制」的部分，以整併的層面來說。就真的只是對於經費和流程

的部分，這些部分可能是貴團隊要優先考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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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嘉昇陳嘉昇陳嘉昇陳嘉昇：：：： 

我提最後一個問題就好，正如前面所講的現在就即將要整併了，那不知道你

覺得現在在整併的相關作業上最需要克服的有哪些問題？比較開放性的題

目，也麻煩再補充一下。 

M3：：：： 

其實不就是回歸到整個「審議流程」的問題，還有經費的問題。因為其他的

部分大家的做法都一樣，兩邊都需要「會審」，結果也是總體再回覆給「秘

書長」。最大的癥結點就是在於「額度分配」的有無而已。不過這勢必是未

來兩會磋商必須再詳談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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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受訪者 M4、M5、M6、M7、M8 

時間：2011年 9月 20日 10：00~11：30 

訪談人：彭錦鵬、李俊達、林長毅、陳嘉昇、吳佳儒 

M5：：：： 

像衛生署從民國四十幾年開始就有醫療網計畫，這個醫療網計畫其實是囊括

衛生署很重要的一個計畫內涵，就是他本身的一個政策啦，或者是政策相關

的一個重要事項都規範在這個計畫裡面，那它現在已經運行到第七期，那因

為這個計畫非常龐大，中間也有一些歷程，他原本是公共建設計畫，後來才

轉為社會發展計畫，我們可想而知，他後續還是會有連續性計畫，因此當時

我們列為評估個案之一，這個計畫名稱是「新世代健康領航計畫」。那當時後

整個計畫我們當然就評估他各個面向的可行性、合理性，依照我們的編審要

點所規定審議要項，五個面向去做評估，之後這個計畫是98年至101年，那後

續我們除了在後續審議過程給它意見，也有請專家學者偕同審查，他據以修

正之後由行政院核定，那當然他的預算可以由他的中程歲出概算額度裡面去

支應，後續就是因為它實在具有一個代表性，所以我們做了一個效益評估的

政策建議，這建議評估因為範圍很大，所以當時我們就鎖定一個很重要的地

方，就是有關「整合性社區健康照護網絡」， 來做一個效益評估，這個效益

評估做出來的面向建議，就可以再回饋到後續計畫裡面，甚至後續年度在執

行時，都可以做為執行上的參考。那這樣的一個意見對部會會有相當大的幫

助是因為，部會他們都已經在做這個計畫，他們實在沒有多的錢或人力，去

做這麼大的效益評估，至於我們研討會這樣提個比較中立的角色，去做這樣

的一個效益評估，再回饋到計畫本身給部會做意見上的參考。 

M4：：：： 

重點是「合作評估」，這個過程要講一下，我們不是說是委託研究，就委託評

估跟委託研究的進階方式，還是稍有不同，這個有必要說明一下。 

M5：：：： 

當時因為畢竟我們以前委託研究，可能就交給老師進行一些焦點座談，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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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評估一個案子裡面，比較不同的就是「合作評估」的這個部分，那合作評

估自然會擴及比較大的一個參與對象，或者是機關。因此這個合作評估我們

研考會本身，包括管考處，我們自己會本身內部單位，然後一定也要參與這

個審查過程，所以這個過程當中，一定是會有就是我們委託的那個老師，還

有我們研考會自己本身… 

M4：：：： 

我來補充一下，我們通常 initiate這個計畫，我講的不清楚你再補充，就是說

我們剛講說 4~6個剛才不是那個清單，給我一下。對，就是這個「新世代健

康領航計畫」，這個我們選定之後，剛才講怎麼選就是一個值得探討議題，然

後要分層負責。然後我們選定之後，採合作評估的方式，所謂「合作評估」

我們基本上還是要引進外界的專家評估，不要是說我們自己的主觀評估，但

是我們要把實務的，我們內部發現的問題，要跟學者合作，就是我們內部的

話，會有研究委員，當做 team leader。那這個計畫，雖然在我們會處理，前

段所謂審議，是在綜計處，中段，所謂列管是在管考處，只要跟綜計處、管

考處有關這個新世代健康計畫有關的同仁要參加。 

M8：：：： 

這個計畫是一個很大型計畫，是在做一個健康網絡的建置計畫，選定計畫之

後我們再找相關在這領域專長的教授來協助我們做這個評估案。所以這跟一

般在委託研究差異在於，我們會組成一個 team，當時 team在帶隊是一個研

究委員，再帶領我們處的相關同仁，一起參與這個 team，過程主要過程是跟

團隊討論，我們對這計畫案會做比較詳盡的了解之後，再設計一些研究方法

跟老師做討論，希望藉由老師專長和我們對這個計畫的了解，先做結合，並

討論大概要用甚麼方式進行。 

M4：：：： 

我們稍早講超前佈署，其實已經有先做一件事情，我們有跟經建會，國發會

籌備小組過程中，我們有兩個做法，跟主計處溝通過，可能比較容易達得到，

一個是剛彭教授所講，1,200億中挪個 10%，120億劃歸社會發展，就是說總

額不變，主計處比較不會那麼敏感，但有沒有可能把當中劃為社會發展，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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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也有提到，這個「新世代健康領航計畫」，過去在公共建設，要劃到

社會發展，因此，表示有些計畫看怎麼分類，其實可以擺過來擺過去。 

所以說，以後對國發會而言，也許以後叫「計畫類別」，裡面有公共建設屬

性的，有哪些？有社會發展屬性的，有哪些？是 exclusive，不衝突，但是是

在同一機制之下。這是前提先講先檢討，把這 SOP建立之後，那經費的分配

就好做了，既然是同一個會，假設現在是 1,200億，以預算規模來講，哪些

哪些就好分配了，這樣制度就趨於一致。但是你假如就國發會立場來講，應

該是一套制度，我們也評估過對經建會同仁來講，他會不會若有所思，因為

他少分配 120億，答案是不會，因為剛才講那個分類調整，他其實是工作移

出來，所以他可能也覺得工作少一點也不錯；那我們同仁會不會擔心？ 也不

會，因為我們同仁以前只有優先順序的建議權，如：第一優先、第二優先、

緩議，沒有下一步經費的分配，但是我們既然已經審了，都做了，那麼有再

多一點的建議，其實是延伸性的工作，我覺得還 OK。這個是接下來的處理，

我們可以再提供，這是社會發展類新的分類，但是明年我們也來試用。 

彭錦鵬彭錦鵬彭錦鵬彭錦鵬：：：： 

我們暫時不要講人，就組織來講，變成說這部分就跟公共建設一模一樣的話，

還是我們以後就把 23加 6、29類或 30類，然後專門來審核、做評估、做執

行的，這樣一種組織的，權責的，跟各個計畫的類別的組織模式。這就是剛

有提到說，經建會有不一樣的想法，研考會有不一樣的想法？ 

M4：：：： 

現在就是看說在以後國發會，他們機制是怎麼運作。那在我們會，一定是牽

涉到管考處跟綜計處兩個處，不管評估是事後，事前事中比較清楚，事後的

不管是甚麼樣得議題這兩個處都跑不掉，所以他一定是兩個處一起，所以為

什麼設計上是由跨處的 team leader來處理事情。現在假如我們再考慮到經建

會，以後就要看國發會組織，國發會組織以後還是有綜合規劃處（司），也

有管制考核處，但這個我們叫做管理功能處，它是要推這個機制，但是經建

會它的運作不只是這兩個處，它還有領域功能處，因為經建會機制跟以後整

併是叫「社會發展處」、有「經濟發展處」、「產業及人力發展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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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規劃及永續發展處」，這四大領域，都有 23類計畫，所以他們是實際執行

評估的；但是整個評估制度，看起來，還是要有一個處來負責這個部分，管

制考核處看起來還是做事中的、列管的。那事前的，應該還是綜合規劃處

（司），因為是之間這樣設計，但事後這件事，真的還要再討論。這就是為

什麼我們要進行研究的原因，即事後評估這個功能，是要透過甚麼組織來作

業，我覺得這個值得來 study，這時範疇更廣，因為變成 23+6、29個名額，

那這個制度設計應該是哪個處推，再分散到每個處去執行，這個的確是要討

論。 

M5：：：： 

就整合的過程，討論的過程而言，其實公共建設計畫涵括 9大部門，23次類

別，但是它其實從民國八十幾年就開始在討論軟設施，像是人才培育，或是

資訊部分，這部門後來有新增進來。就是覺得這些軟設施不是硬體的實質建

設，卻是國家發展很重要的一個內涵，可是我們社會發展沒有錢啊，所以到

底是不是應該去檢討公共建設計畫裡面有沒有屬於 9大部門，23次類別，有

沒有是屬於社會發展計畫？因為以前計畫的分野，就是 10億元以上就給經建

會，但是還是要符合經資門比率的部分，就送給經建會做公共建設計畫審查；

10億以下都送來我們這邊。但這樣會造成部會都去爭取這個公共建設計畫，

但公共計畫其實裡面有很多，可能是我們社會發展計畫的內涵。因此，既然

組織融合了國發會，如剛○○○所講，一邊有錢一邊沒錢在同一單位會產生很

奇怪的現象，所以當時社會發展計畫也一直希望能爭取它自己的額度。這從

我來研考會開始，應該是更之前這個議題一直存在著，所以我們希望藉由組

織改造計畫這個很好的契機，然後在○○○帶領之下跟經建會副主委那邊，招

開三次有關先期作業計畫的融合，跟類別的一個區隔，還有經費部分的討論，

總共招開三次會議。那時很有共識的是說，社會發展計畫也要有他的額度，

但請我們先就類別上做研討，因此我們剛好搭配 101年重要社會發展先期作

業，我們就去檢討我們的法規，計畫內涵上我們定調 6 個範疇，包括環境空

間，社會安全，衛生福利，教育文化，資訊通信，還有產業經濟這六個面向。

這部分我們也就細項含括內容，做一個粗略概括規定，希望可以跟公共計畫

建設部分的 23次類別做一個區隔的動作，但很明顯資訊通信類別部分，很多

人會質疑跟公共建設裡面的資訊通信類別，是完全重疊的。所以這部分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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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望是說，未來畢竟因為公共建設的資訊通信類別本來就是由科顧小組在

做，而我們研考會負責審查的動作，因此希望這塊的額度，是不是有可能可

以考量，從公共建設的計畫裡面，能夠挪到社會發展計畫。當然，它們的區

隔，經建會那邊還是會希望能夠保留它這個額度，在總額度裡能另外劃分給

我們，這部分經費我們一直都還在討論當中，不過因為有組改的契機，組織

融合的一個機會，所以我們去重新檢討訂定這 6 大類別。希望以後國發會成

立的時候，社會發展計畫也能有自身的額度存在。 

彭錦鵬彭錦鵬彭錦鵬彭錦鵬：：：： 

計畫的審核，最後決定是政治決定？還是專業決定？還是技術決定？還是益

本分析決定？怎麼挑出來的？我是說從過去的經驗裡面最可能的影響因素，

我們不太 care說目前規定是怎樣，我們比較希望知道是最後決定通常會是怎

樣的標準決定。 

M7：：：： 

我們當然是從每一年施政計畫裡面去選，施政計畫裡面有很多，包括有年度

的，不是提中長程的，我們現在選的話以中長程個案為主，因為中長程有延

續性的，我們計畫每年，不包括部會跟自行的話，大概就有一百多項，是院

管制計畫，我們從院管制計畫來篩選；但是又必須要聚焦在中長程個案，因

為他屬於連續性的我們比較可以看到未來，還有我們給的建議未來可以在繼

續用，這是第一個。第二個我們就選他的經費，如果它每年年度至少要 1 億

以上，另外就是必須要執行超過一年以上，我們可以從它過去的狀況來反思

一下，給未來一下建議，所以它必須要有一年以上，還有一個是社會重大的、

就是說民眾關注的這幾點來選。我記得我們第一年在選一個「頂尖大學」，

在 99年有試著要選，當然有一些聲音出來，像頂大這個東西，他們自己本身

有評估小組在做，我們如果再進去的話，我們會發現說有些東西我們很想去

看，可是他們已經有其他研究案在做，或是說他們本身就有建立一些評估小

組，所以那個東西我們就沒有辦法選，當時也有一些聲音叫我們不要選這個

案子會觸及到一些敏感的東西，我們其實是很怕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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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受訪者 N1 

時間：2011年 7月 22日 10：00~12：00 

訪談人：林子倫、陳嘉昇 

N1：：：： 

在公共建設裡面，它有「23 個次類別」，有工商設置、遊憩電力、教育文化

等。在每一個次類別底下再去分，這些計畫裡面它有它計畫的權重值。所謂

的公共建設計畫，要審的就是在這裡的公共建設計畫。比如說在水資源來講，

它有一個「上位計畫」，這個計畫書在這裡，我們就可以去找到整體計畫裡對

應的位置。比如說集集共同引水工程計畫、板新二期工程改善計畫等等，這

裡面其實都會有相對應的計畫。 

林子倫林子倫林子倫林子倫：：：： 

可是你覺得那些上下位計畫是相互扣連的。 

N1：：：： 

上位計畫並不是我們一般講的那種口號式的，不是，他很具體！它具體呢，

在上位計畫，它分兩層，一個叫做整個臺灣地區的上位計畫，一個是各個主

要港口的上位計畫。那各個主要港口呢，比如說臺北港，臺北港這個上位計

畫他開始就講，這個上位計畫完了，之後才會有其他下位建設。先把國家的

需求先確定,這是最上位的計畫該做的事。這個有一個好處，你不會亂建設！  

N1：：：： 

那我們會裡面在每年限期做的是，就是每個承辦人去爭取預算的時候，像今

年我編的預算一毛都砍不動，為什麼？我很具體的去跟主計處講說，每一件

工作都對應到哪裡，民國哪一年的需求都講得清清楚楚，是對準了你的哪一

個工業區。講到後來，整個水資源的預算，今年一毛都沒有動！就是為什麼？

就是因為我們有總體需求的「上位計畫」，我們很清楚的跟人家講說我們的需

求在哪裡！很多東西都是這樣子，我們常常說蚊子館，就是配套沒有做好，

對不對！這個做好了以後幫助很大，以總統的高度，他要來決定水資源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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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這將來可以當政策白皮書。我覺得國家的建設計畫，應該是從這裡來

出發。 

N1：：：： 

我覺得應該是經建會的每一個承辦人，先去兜幾個人，再由副主委來把它兜

起來，我臺北市人口多少人？多少人，我希望引進甚麼產業，引進甚麼產業

就需要多少交通設施、多少水資源、多少港口、多少機場。你再開始整個分

配下來，很可惜，我們現在根本沒有整合。大陸最近出的「十二五計畫」，就

是這樣搞的。  

N1：：：： 

我覺得經建會要去審查的東西，或者未來的國家發展委員會要去審查的是這

個就好，至於這種技術性、個別的技術性，裡面說他甚麼管才要多少錢，這

個其實經建會就不要去審他、你也審不了，人家這個是顧問公司寫的。我們

一個次類別一個承辦人員，你要審甚麼東西呢？抓到這個原則其實就通了。

回到正題來講，中長程計畫的審議程序，其實不僅是經建會發生這個問題，

其他部會也都會有這種問題。他派來的你講你的、我講我的，最後幾乎都流

於政治決定。所以我們要寫的應該是這個上位計畫架構，而不需要去談這麼

細的計畫內容。 

林子倫林子倫林子倫林子倫：：：： 

這樣看起來，對你整個審查作業非常有幫助！ 

N1：：：： 

非常有幫助。而且我的邏輯很清楚，清楚知道我們的需求與供給在哪裡，但

是現在二十三類別，只做一個半的類別而已！現行的審議機制是，每一個關

卡你都要符合他的要求，符合要求以後才會讓你做。 

N1：：：： 

另外政策環評的部分，不是經建會自己決定就算。以水資源來說這上位計畫

應該是要討論出來的！回收率多少不是經建會說了算，計畫應該有更多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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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公眾參與進來。不過民眾參與不應該是介入到個別計畫，因為有很大的難

度。 

林子倫林子倫林子倫林子倫：：：： 

像你剛剛提的這幾個，譬如可行性分析、財務分析，目前也是個部會他們自

己做嗎？  

N1：：：： 

對，各部會自己做。 

林子倫林子倫林子倫林子倫：：：： 

另外「再評估」機制就是經建會五年一期的再檢討制度？ 

N1：：：： 

是不是計畫指的再評估我不清楚，但意義上應該是這樣的意味沒錯。很多計

畫前提都是有問題，但是要如何去修正？根本沒辦法！所以只有在這種中央

才能完全 control 的，而非地方派系或政治力所介入，才有所謂再檢討的可

能。但是我說再檢討，絕對不是個別計畫裡面。基本上整個計畫是停不下來

的，或許監察院應該在這裡多發揮一點職權！  

林子倫林子倫林子倫林子倫：：：： 

所以如果你能把審議標準制度化、後面的審議關卡也就搭上來了。 

N1：：：： 

對，會很有邏輯。況且也比較經得起檢驗。 

N1：：：： 

對阿，有這些「上位計畫」確立方向，審計畫就會很快，而且部會的意見會

很一致，而不會搖擺不定。  

陳嘉昇陳嘉昇陳嘉昇陳嘉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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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問個問題，因為我們這個研究可能搞清楚他的那個評估的流程，所以想問

○○○說你現在在審議的譬如說水資源阿、像其他類別，現在的審議流程有沒

有什麼瑕疵。因為我們是從你們網站上看他的審議要點畫初審議圖，不知道

您看過後覺得有沒有需要修改的地方、還是說其實哪些地方需要再補充？ 

N1：：：： 

對！我們的流程是沒錯的，包含「一般預算」與「公務預算」。院裡面交議後

其實就是給我們了。許多審議要件他都必須先符合，另外我們會請它填一個

自評表。 

陳嘉昇陳嘉昇陳嘉昇陳嘉昇：：：： 

自評檢核表嗎？ 

N1：：：： 

對，計畫送到經建會之前，自己須先透過「自評審核表」評估可行性、環境

影響評估與財務狀況，須自己負責，通過了才來討論，但此步驟仍舊流於形

式化，事實上很多計畫仍無法藉由此表將其自身狀況清楚勾列出來。 

陳嘉昇陳嘉昇陳嘉昇陳嘉昇：：：： 

依照你的說法，目前前階段審議情況是比較虛的囉。 

N1：：：： 

對，其實我剛講的都很虛。我講嚴格一點其實承辦人有時候也不知道自己再

審甚麼，因為太細了。那未來經建會還有一個比較差的地方就是說，它不是

師徒制的，很多機關是師徒制的，那個經驗才可以傳承下去，人力該如何交

接下去也是一個大問題。所以最後是希望未來國發會的組織職能應該是會注

重這些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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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受訪者 N2 

時間：2011年 9月 9日 10：00~12：00 

訪談人：林子倫、林長毅 

N2：：：： 

當初設計的這些條款、項目，未來是否還是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

案計畫編審要點」第 9條的規定，分成 3項？大概是不會想動啦! 即使經建

會與研考會併入國發會，未來還是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

審要點」第 9點的規定，將中長程計畫分成「社會發展計畫」、「公共建設

計畫」、「科技發展計畫」這 3項。「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

審要點」主要還是依據「社會發展計畫」寫的東西，我們和社會發展計畫，

因為一定要套用這個格式，那就大家勉強套，否則以前交通建設計畫寫的格

式和這個是不一樣的，它有很深的邏輯與結構性的敘述，我們後來也希望他

們主管機關那些不能夠丟掉，包括：運量、人口、交通、地形等分析，這都

是我們基礎在做工程建設的東西，而這些東西都是很多國內外顧問公司的評

估項目，所以填報出來的東西原本是四平八穩的，但這幾年我們為了套用這

個要點，導致很多人賭氣了，就照要點的規定給你亂寫，章節都對卻沒有內

容。 

那在這樣的結構之下，我們就可以看到，我們審的這些計畫，然後最後是什

麼？各主管部會去請地方 compile一些計畫，然後呢？他弄好了，交通部、

內政部、環保署他弄好了，就他報到院裡面，院裡面要給經建會審議，或者

是誰？研考會。因為院裡面他也會判斷，你這是屬於施政計畫，或者是公共

建設。施政作業計畫寫的都是依據政策白皮書下來的，所以他的口吻、語氣、

政策的目標都會跟政策白皮書一樣，如：營造美好的生活環境空間，衛生署

就寫說：「讓民眾遠離疾病的威脅。」都是類似這一類的。 

我們要的公共建設計畫就不是這樣。我的東西就是，你要蓋幾個醫療廢棄物

的焚化爐或處理設施，把國內所有幾家的醫療院所的廢棄物 90都能妥善處

理，這是我們的公共建設計畫，我一定是要有具體量化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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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施政作業計畫也會說我有指標。他有「績效指標」。但是，在公共建設計

畫沒有這種模稜兩可的空間。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你今天講四座焚化

爐，四座就是四座、三座就是三座。那我們最大的分野是什麼？就是 10億元，

但是這個規定不好，因為你跟他講 10億之後，他說：「哦，那我了解了。」

我就給你送個 10.2的給你看，那就變成公共建設了。那他的分野是什麼？第

一個，施政作業計畫是在他額度內，他每年我剛剛講環保署有 20幾億，22

億呀、25億這樣子，就在那個錢裡面自己去玩。類似這種小錢的這種，比較

簡單的，或者是一種管制性的、規範性的這種公告的，那他不會到公共建設

來。公共建設一定是要有東西的，而且他 10億元是一個門檻，他假如說你給

他 10億他也花不掉他也不敢。所以大概主要是這樣子。那我們主要的差別就

在，他報的計畫書看起來格式都是照這個格式的規定，對不對？但是他在目

標、依據，還有分析的項目上面，我們就會要求他一定要有具體量化的資料。 

林子倫林子倫林子倫林子倫：：：： 

10億的部分，之前你說是 2億，大概是什麼時候變更的？ 

N2：：：： 

大概八十二年還八十三年才改的，之後就維持 10億元，也維持了很長的一段

時間。所以，我們個案也有很多競爭性評比基準，也就是說，我在這麼多的

計畫裡面，也有很大筆的計畫，譬如說他全部就是 720億，一年就是 120億，

補助六年。在公共建設計畫裡面，並非一個蘿蔔一個坑，有的額度項目是空

白的，讓各自的事業主管機關自己去決定。那至於政策上要做到什麼樣的空

白授權？未來預算要如何節制？這其實也是一種空白授權。這都是要留給主

管機關一個彈性的空間，且這些空白授權的額度非常多。 

林子倫林子倫林子倫林子倫：：：： 

所以你們基本上只控管這個額度，細部計畫細項是不管的？ 

N2：：：： 

完全不看。他要補助給哪一個地方？做什麼樣的道路？或者說他可能只有換

一個路燈、號誌。像這個什麼，汙水下水，還有什麼，排水整治、環境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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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環保科技園區，這個都是留給他們自己的規定的作業要點，或者是他有

一個自己組成的專案的審查的就是，他們去負責。但這審議委員會也會亂搞，

因為很多人很喜歡參加那種委員，他認為他可以怎麼樣，就很危險。所以，

其實，空白授權的部分都還蠻多的。 

然後我們有沒有實權？我們都沒有實權，建會只是一個幕僚的單位，不像交

通部是主管機關，有相對應的法律的解釋、工程的執行等等，經建會只是一

個政策研擬的機關，其功能與角色可能慢慢退化。政策研擬的機構怎麼會來

審議計畫？因為經建會本來就是一個客觀獨立的研究機構，且是屬於幕僚性

質。其他的國家，大部分都是授權給各自的事業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來

負起其該有的責任。但是我們國家的結構之下，就扭曲這個樣子。所以，假

如經建會仍舊不是中央主管機關，還是屬於一個幕僚的機關的話，經建會並

不是非得要審這些計畫不可，應該讓權責回到各中央主管機關。 

因為它是報院，它不是交經建會，所以你可不可以、需不需要交經建會，或

者是交國發會審議？那你假如說拿這個規定來跟我講、來堵我的嘴巴說，我

哪一點不對了？我是依據院頒的這個規定辦理，那這句話就很好笑，我也不

能反駁你，但是你也曉得，這個規定就是自己寫的，你要去想清楚這些邏輯

是什麼東西，然後再來決定該不該交付他？你交給他的意義，他要發揮到什

麼程度？就目前審議的功能上來講，假如沒有這些功能，或者他的功能不強，

即使你給他權限，他也沒辦法強起來的時候。所以你要給他協調的功能或審

議的定位是什麼？我會比較傾向於從這個角度來看，那主要還是看看是不是

符合時代的需要。那他要做到什麼規模，他需要的話就該給他錢，那我這邊

只是做總量的控管。那我這邊只編制四到六年的，全國的整體的中長程計畫，

只負責這個部分而已，其他的傾向於授權給他。 

第二題，中長程經費的來源不同，那這兩個的預算要怎麼分配，可不可以 mix

起來再用？那你會發現，也沒有不可以的理由啦，反正他都要錢嘛，你就乾

脆給他對不對，好。那這個制度設計的架構就要去問主計處，主計處不給的

理由是什麼？是依照預算法的規定，或研考會…因為這個東西，也不是研考

會可以規定，研考會也是拿到…研考會都不管的，我講坦白一點，研考會沒

有管，因為他的額度固定的你知道嗎？他也不看你所有什麼計畫，你寫了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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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個分項計畫，跟寫八個分項計畫，對我來講是一樣的，他就是給你 22億。

那我們這邊不一樣，我們這邊是會給錢，有增加，實際上我們是會給錢的。 

所以你假如混在一起以後，第一個它在財務上、它在審計的規定上面，有不

可以互相流用的一個規定，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就是，這個要去問主計處，

所以我建議你們這一部分是有必要…我也傾向於是說，萬一可以留用、互相

用的話，何樂而不為對不對，但是會亂，會沒有節制。那至於我個案計畫的

部分，這個部分的話，因為它當初就是一個蘿蔔一個坑。那我後來上去問主

計處的時候，他就提到另外一個更高深的問題，基金怎麼辦？所以你看到我

們，我剛也跟你提過那個錢的架構的時候，我發現基金加起來，哇，那還真

是老大。所以它的錢那到底要不要跟基金去混用這個地方？所以當初為什麼

公共建設這一塊切出來，希望經建會來審，他就是怕，因為的確有很多流弊

的一個現象，或者是說不符合審計、會計的規則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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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受訪者 N3 

時間：2011年 10月 4日 17：00~18：00 

訪談人：彭錦鵬、林子倫、李俊達 

彭錦鵬彭錦鵬彭錦鵬彭錦鵬：：：： 

現在有幾個核心的問題，我想就直接的切入，第一問題是說，未來這案子誰

來主導？究竟是經建會為主呢？或是研考會為主呢？或者是兩者合併？當然

都有可能。第二個問題是，關於經費上的運用，研考會的這一部分會不會有

固定的費用呢？還是未來就採取通盤式，大家都在一起，不再分類？第三個

問題是，目前這些分類到底是不是理想的？經建會的公共建設這一塊，研考

會的數位發展城市，目前的類別是不是還仍然保留？  

N3：：：： 

目前國內的經費、預算大概分為三塊，第一塊是公共建設、另一塊是社會發

展，還有一塊是科技預算。目前「公共建設」是由經建會做經費及預算的審

查，國科會是在做「科技預算」，研考會在做「社會發展」。所有的計畫，不

管那一部會提出，送到行政院，都有個中長程的計畫，在中程計畫的部分，

要從院裡面交議、審查及核定以後，有了計畫以後，才開始編列預算。 

預算是在計畫之後，稱做先期作業。公共建設部分，每一年主計處會給一個

額度，科技預算也一樣會給一個額度，社會發展的部分，事實上也是有額度，

但這個額度是控制在主計處手中。將來經建會及研考會併在一起成立「國家

發展委員會」之後，公共建設跟先前沒有不同，同樣是這樣做，但社會發展

的部分，研考會向來都有想要向主計處爭取有一個固定額度，但主計處到目

前為止還在研究，他們認為須要有一些專業幕僚審查的部分才交出，但社會

發展的部分就沒有這個打算，未來有沒有這個打算，還要問主計處整體的考

慮。我是傾向於有跟沒有都是一樣，給他一個額度，對主計處並沒有壞處，

這等於是給他們先替主計處瀏覽、篩選過，到了主計處這邊，照樣可以改。

對主計處而言，是有利無害，將來組織改造之後，我認為有額度可以審，沒

有額度也可以審查，有額度是指給他具體的數字，沒有額度是指給他相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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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權。 

第三個就是說，計畫是有分部門審查，經費是統籌審查，將來也是這樣運作，

如果有經費額度，就一起審查，如果沒有經費額度，就只有審查計畫。對我

們而言，如果有計畫的審查沒有額度的審查，其實對主計處而言是不好。我

會傾向於把計畫放寬，因為計畫是用錢的，預算是出錢的，如果你只負責用

錢而不負責出錢，你就會寬鬆；假如你又用錢又出錢，你就會近乎平衡，所

以理論上我是比較支持有個額度。 

彭錦鵬彭錦鵬彭錦鵬彭錦鵬：：：： 

還是要有額度，沒有額度雖然說可以做比例，但是事實上計畫的數量、期程、

優先排列等等，還是會差滿多的。 

N3：：：： 

有沒有額度設定，對於計畫審查的心理嚴謹度有差別，因為審查計畫一定有

壓力，如果沒有預算限制，自然就會放鬆。就我來說，沒有額度比較好審，

因為研考會沒有審查過，他們以為有額度比較好審，有額度對自己來說，不

是只有預算的額度審查比較困難，而是對計畫的審查也有困難，因為你沒有

那個錢，你的計畫的審查就會比較緊，錢是固定的，計畫審查的寬度就不一

樣，你對於預算的審查會比較緊。可是如果你沒有管錢，壓力會少很多，只

要做好人 pass就好，你對於計畫的審查就會比較放鬆。所以我給主計處的建

議是，應該給他一筆錢，研考會審了以後，責跟權才會平衡。 

彭錦鵬彭錦鵬彭錦鵬彭錦鵬：：：： 

我們回來，關於這個分類，有 23個次類別，江老師一直認為說，應該有個明

確的標準來做審查，加上比例來做審查。但另一方面，最後可能還是政治決

定會比較大一點，你的看法呢？ 

N3：：：： 

這二十幾個次類別，過去考慮到說，是把相關的關聯效果應該當成是一筆效

果，如果你把教育文化都切開之後，個別的效益看不到整體的效益，所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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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算了之後，他的 impact比較容易算。必須找到一個主管機關來統籌計

算，在裡面的細分問題，但這裡會有 bias，因為主管機關一定會對自己好一

點，這是必然的，我們審查時會再平衡（balance）過來，這部分可能會有些

誤差，但還有平衡的機會。這二十幾個次類別，關聯性比較大的可以並在一

起，比較小的可以拆開來，這是可以檢討再造。過去這二十幾種次類別的分

法，都是部門計畫的次類別，沒有跨域的也沒有跨部會的，他是同業的在一

起，沒有異業合作的。經建會這兩、三年在做區域合作，跨區域、跨領域及

跨對象，也有了一些成果。這些計畫在編預算的時候，又有兩種作法。一個

作法是在不變現狀的情況下，先合了一個區域的計畫，再把它切成幾個放在

次類別。就如同先把一輛車子做好，再拆成輪胎啊！這是一種作法。還有一

種作法是，直接把一個類別稱做區域，從二十三個理面再加出一個次類別。 

我們現在北中南都有縣市的區域聯盟，過去的區域聯盟比較像是聯誼、宣示

或行銷，現在做的是計畫、建設，這不太一樣。經建會如何做呢？就是借用

他的平台，經建會其實只有做兩個工作，第一個工作就是我們編了一筆錢，

讓四個縣市政府從跨域計畫開始，例如選題目，就要由四個縣市長全部都同

意，只要提出計畫，我們就給錢做計畫，建設計畫也照編。由他們四個推出

一個人來做，但期初、期中、期末所有內容四個縣市都要同意，都要參與，

還包括部會。 

將來，我為了讓大家能更了解，希望在 23種次類別另外再加 1種，稱做「跨

域計畫」，將大餅切一個出來，跟現在完全都一樣，只是多了 1個次類別，也

可以稱為「其他」。但總額還是被主計處限制，是要看當年的財政狀況，他給

我一千，我就是一千，他給我兩千，就是兩千。 

計畫進來以後，他的比例通常會參考去年的比例，但不是完全，因為有些計

畫是新的，有些已經結束，還是會看計畫的優先順序，決定哪些計畫要先進

來。所以比例本身還是會動的，所以我不完全看比例，而是看計畫本身，因

為計畫是我們核定的，每一個計畫的消費曲線都不一樣，如何將兩百多種計

畫整合在一起，做一個最平衡的調整，不是一個簡單的比例或政策就可以決

定的。因為每一案都是政策，都是院核定的，因此我們需要有一套機制來運

作，這不是政治，而完全是在理性的情況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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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分配裡頭，有的東西是可以從基金借貸，也可以緩支，也可能賺錢，其

中的支出及收入都可以有所變化，弄起來是有點複雜。我們做決策的，就必

須完全掌控，包括目標、方法、周邊的手段，都要掌握，才有可能去做平衡，

若不平衡就不行。所有相關部會都說 ok，這個案子才 safe可以。 

裡頭的機制並非很簡單的比例就可以解決，至少在我任內，沒有固定的比例。

例如承辦人也有部門的限制，就像部會一樣會有限制，他每個人都代表一個

部會，不過就是現身為我的同仁而已，我看的一定是計畫，而不是看人，否

則就會受到影響，頂多只能參考。計畫的數目、年度或急迫性可能都不一樣，

不可能是平行線，每個計畫的曲線都不一樣，我們要求的就是整體的平衡度。

我必須在審查的時候隨時了解有沒有「超過」或「不足」，供跟需必須一毛都

不能差，要做到這樣才行。怎麼做？就好像打考績一樣，一定要有一套機制

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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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受訪者 O1 

時間：2011年 9月 29日 10：00~12：00 

訪談人：王宏文、吳佳儒 

吳佳儒吳佳儒吳佳儒吳佳儒：：：： 

請問關於兩類計畫的經費來源？ 

O1：：：： 

其實經費真正的來源是稅收，問題是有沒有去控管額度，以及是不是有分配

權的問題。那公共建設有分配權，那兩類計畫一個有額度一個沒額度，其實

最早之前整個公共建設計畫也是主計處在審的。之前的公共建設計畫是我們

主計處在審阿，大概民國 80幾年左右。那時候這一塊的經費編制還是主計處

在做，但是隨著公共建設的專業性複雜度增加，主計處人力就無法應付，才

分出去給經建會審查，那給他額度就是希望它們在這個額度範圍內，他們就

把各機關提出的計畫都安排好。至於公共建設為什麼有額度？因為大家都關

心嘛，像總統之前提出的政見大家就關心阿，一聽到公共建設大家就知道是

甚麼東西，所以他目標很明確，他劃分的時候其實也比較明確。所以重點是，

公共建設沒有額度其實很大的關鍵在於你的範圍可不可以劃分確定，這個很

重要，因為範圍劃分不確定的話，就會讓我主計處管的額度讓大家踢來踢去

啦。 

王宏文王宏文王宏文王宏文：：：： 

所以譬如交通部提一個案子，以前都是主計處審嘛，現在就是看這個計畫是

否為重大建設，是的話就丟給經建會，不是就歸主計處嗎？ 

O1：：：： 

對，如果他不屬於公共建設的話，就是交通部自己的計畫，他自己安排不了

的時候就交給我們，要求額度太大他自己沒有辦法安排，就是會來主計處爭

取錢，今天很明確公共建設就是你的，就是經建會該負責要安排好，那如果

出來不符合公共建設定義的話，那很自然變成主計處要安排，變成主計處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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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安排這筆錢，基本上不屬於經建會的話，部會自己要先處理，針對你的範

圍調不出來的時候，就會跟主計處要錢。至於為什麼切這個額度，因為當初

也是我們主計處自己審，那主計處自己也可以框這個額度，因為這個範圍會

比較明確，大致上公共建設不會偏太多，最起碼會有硬體出來，這個東西大

家的定義會比較明確一點，所以我們切額度過去。至於研考會講的社會發展

計畫，這本操作手冊裡面講的那個重要社會發展計畫，他的類別就很多，現

在每個社會上提的或是我們行政院講的重點其實沒有人說我社會發展計畫多

少錢阿，絕對沒有人提，社會發展計畫包羅萬象，為什麼沒有額度？因為包

羅萬象，怎麼去切他？我舉個例子好了，每年我們社會發展計畫平均 200億

左右而已，像今年有提出一個計畫較少子化因應政策，這個提出來一年要多

少錢？32億，那他平常像是一百年度 200億，假設一年成長百分之五，就 210

億，突然間總統說要做，這個計畫 32 億，你可以安排嗎？很難啦。我 200

億如何安排突然一個新增計畫 32億。 

O1：：：： 

今天公共建設他有 1,000多億的規模，那他做了建設，就有硬體，那你今年

做了這個建設，其他的安排就慢一點。像我們主計處負責這個部分。第一個

經常性的經費，另外一個就是依法律運用的經費，甚麼叫依法律運用經費，

就是法定要給別人的錢，像社福的錢，中低收入戶的補助，這一塊根本沒有

辦法動，一定要另外籌錢，籌錢的話就是我們跟財政部在想辦法，想說哪邊

再加錢，這樣去處理。今天如果說 200億切給研考會，給新的部會使用，今

天總統說要做這個東西，他安排不下，會有這個問題，所以目前從總預算案

提出來，我們覺得這個問題，現階段還是很難啦。除非是說他訂了一個範圍

真的很清楚，也不會突然有一個大計畫來。 

王宏文王宏文王宏文王宏文：：：： 

那如果說，因為在那之前主計處就會劃給國發會那個額度，但是我不知道這

樣講對不對，因為總預算不可能從 200億變成 232億給你，這個我可以理解。

但是會不會是這個樣子，因為臺灣一直都很強調公共建設，所以我那個額度

也不是一下變 1,000億嘛，就是每年增加嘛。那現在社福以前沒那概念阿，

那現在有了，那他也是從零慢慢成長，那現在覺得好像很重要，那也製造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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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的規模了，那會不會是說，就是它的起跑點，就是當初主計處就有在審公

共建設，因為從更早以前就開始了。我相信以前也沒有公共建設概念，因為

經常性的就很累了，就可能很難平衡，後來我們有多一點錢我們來做公共建

設。那現在也是一樣，就是說，以前沒有社福概念現在有，那可能他餅已經

到達 200億了，可能他覺得會不會說，現在內政部自己審會覺得說，內政部

自己在把關也不太好，會不會他想說錢是這樣流，但是計畫還是丟給研考會

去審？審了，但是研考會說我又不會給你錢，你給我審我就審了讓你計畫可

以執行，可是他會覺得說這東西蠻重要的，餅也慢慢變大了，那我審又不能

碰到錢的事情，或是管過不過或是改善的事情。 

O1：：：： 

事實上，像行政院在核定的時候他也不碰錢阿，像行政院在審的時候他也是

不給額度的阿，比如說他核四年計畫，他是每一年每一年核的阿，比如說一

個計畫報來的時候是四年計畫，總經費要 10億，每年平均要 2.5億，會問我

們意見，那我們沒有辦法會答應他，每年 2.5 億看之後財政狀狀如何再去安

排，行政院也一樣啦。現在是在於說，我覺得啦，當你有了分配權之後，事

實上很現實面的啦，你有分配權，機關或許是說比較尊重你一點或是說聽你

的一點，就是這樣。其實行政院在核計畫，他們對行政院的人也是還好阿，

他計畫不過，根本不談錢阿，計畫過了才能談錢，我們常講有計畫才有預算

嘛，計畫是先前的關卡，應該也還好啦，研考會計畫在同意的時候，計畫建

議為第一優先的時候，他只是擺數字而已，整個過來我們主計處看的話我們

會研考會的建議第一優先，我們當然是尊重他的意見，我優先安排，有的話

就先安排，實際上如果說他把順序排出來的時候，其實他也是做初步的資源

分配，除非是說他每個都排第一優先，就變成他把分配權全部交還給我嘛，

他也可以去考慮說這個有 200億額度，那他自己可以分配優先順序，那超過

200 億的部分第二優先阿。如果說他把第一優先列很多的時候，他等於有排

沒排。所以整個分配權還是落在我們這裡。 

如果說他覺得說每年額度大概 200億，他第一優先就是列 200億的，其他列

第二優先。其實實際上他也做分配了嘛。那我們看到第一優先就先給嘛，第

二優先，不好意思錢不夠了，就等到第二年有錢再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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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佳儒吳佳儒吳佳儒吳佳儒：：：： 

那你們是怎麼決定的？ 

O1：：：： 

其實說實在的，預算這種事情是很政治化，長官重視甚麼，然後考慮機關預

算的平衡化，一下暴增一下暴跌其實也不好，立法院在監督預算阿，他質詢

沒有在問你多的啦，你甚麼東西給我少，因為每個立委是在關心自己關心的

事情，比如我是社福的立委，社福預算如果少我就把你叫上來修理，多了就

多啦，所以把關預算還是有點政治化。 

今天如果錢多的時候，當然可以分配到第二優先，那錢少的時候或許第一優

先就光就你第一優先來分配阿，那這樣也可以達到說資源分配的初步階段，

那實際上的時候，部會的時候，第一優先你自己人就要先調，沒調的時候會

跟我們要額度，跟我們要額度的情況下，我們會看研考會的意見是怎麼樣。

像公共建設其實我們的目標是說，每年中程的時候我們會問財政部，你多少

歲入給我？多少歲入給我加上舉債，推說我下一年度的歲入規模可以到多

大，比如說今年 1兆 8，你可以到 1兆 9，多 1,000億怎麼樣，那這個框框之

下我們就分配阿，科際成長多少，公共建設成長多少，那現在就分配這兩個

額度，這兩個額度我們分出去，所以大家最希望就是說，我分給你 1,000億，

你回來告訴我說計畫都安排妥當了就是在這 1,000億範圍內，可是現在執行

結果就是說，我們的目標跟經建會和國科會的目標其實不一樣。 

王宏文王宏文王宏文王宏文：：：： 

拿到 1,000億應該要很高興阿？ 

O1：：：：他的目標不是這樣子阿，他目標是希望可以拿多一點，這樣經濟發展才

會更好，常常就會造成說分給他的時候，就會形成我們兩個單位在筆戰阿，

事實上是這樣子啦，就是說以前是跟每個部會吵，我在核嘛，你不滿意就跟

我吵嘛，那像公共建設的時候，現在變成說我們和經建會意見有點相左啦，

本來是跟每個部會在爭，就是在討論，現在是我們的對口是經建會，經建會

每年都會跟我們 argue這個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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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宏文王宏文王宏文王宏文：：：： 

可是國發會成立之後會不會就額度擴大？ 

O1：：：： 

其實還好啦，因為本質不變啦，我們現在還是希望是說，他原本的規劃是說

我公共建設和社會發展合併成一個國家重要發展計畫，其實你講那樣，會模

糊掉，那國家發展個案計畫裡面編多少錢，計畫裡面有哪些東西都模糊掉了，

你現在說下年度公共建設編多少錢大家有概念，所以我是希望說你還是這樣

子，其實當初想把公共建設跟社會發展放在一起是希望說這樣子我都有額度

啦，混在一起會有額度，但是我們是不希望這樣做，因為你還是要告訴大家

公共建設有多少錢。 

吳佳儒吳佳儒吳佳儒吳佳儒：：：： 

你們會希望說審議機關有很明確的一個評分，做為你們各機關的參考依據

嗎？ 

O1：：：： 

對，他審的越明確，我們這裡的參考價值就越高。 

王宏文王宏文王宏文王宏文：：：： 

經建會那邊可能不會有分數，就是核了就在那裡面。 

O1：：：： 

經建會其實額度給他，他就是自我管理了啦，那研考會這一塊是說他提出來

的時候，我們再根據我們有多少財源，再去分配啦，其實正確的程序是說他

核出來，之後就自己去排經費，經費排不下他就跟我們要，那我們要不要核

這一筆錢，看研考會的意見是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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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四四四四    德菲法問卷德菲法問卷德菲法問卷德菲法問卷 

壹、社會發展計畫問卷 

第一題：請問我國在「社會發展計畫」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應有那些構

面？（請選出 4項並排序） 

 評估構面 請勾選 請就勾選項目進行排序 

1.  計畫需求   

2.  計畫可行性   

3.  計畫規劃   

4.  計畫協調   

5.  計畫效果（益）   

6.  計畫影響   

7.  計畫執行策略   

8.  類似計畫之成效考核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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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題：請問我國在「社會發展計畫」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應有那些子

構面？（請選出 12項並排序） 

 評估子構面 定義 請勾選 請排序 

1.  BOT 可行性 是否有採取 BOT 形式之可能性。   

2.  人力可行性 
是否指定專責單位、專責人力，並針對程

序及進度定期管控。 

  

3.  文化資產影響 評估計畫對文化資產所造成之影響。   

4.  市場可行性 
是否針對鄰近地區商業發展與趨勢現況

進行了解及分析。 

  

5.  民間參與可行性 
是否有民間參與的可能，例如私有化或委

外等形式。 

  

6.  民意及輿情反映 民意及輿情強烈反映出計畫需求。   

7.  成本效果比 
有效地將計畫的成本及效果量化，並計算

及比率。 

  

8.  成本效益比 
有效地將計畫的成本及效益量化，並計算

及比率。 

  

9.  自然環境影響 
計畫如欲付諸執行，能否克服「環境保護」

規定所受的限制。 

  

10.  行政內部成本 行政機關執行之所有相關成本。   

11.  技術可行性 是否具備足夠的技術知識與能力。   

12.  步驟及數據明確性 
計畫內容之細節，如步驟及數據之明確

性。 

  

13.  法律可行性 計畫執行時，能否克服法規方面的障礙。   

14.  社會效果 有效地將社會效果量化，並評估其優劣。   

15.  社會影響 對國民社會福祉及幸福感之影響。   

16.  政治可行性 指計畫在政治方面受到支持的可能性。   

17.  政策指示 上級機關或政治領導者指示之政策內容。   

18.  相關計畫之配合 與其他相關計畫是否有配合之可能。   

19.  計畫目標 計畫目標之設定具適切性並符合現實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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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20.  風險管理 
釐清各項風險因素、衡量風險曝露，以及

控制風險的過程。 

  

21.  時間可行性 從時間幅度考慮計畫執行的可能性。   

22.  財務可行性 

是否計算一系列必須考慮的、直接相關

的、反映投入產出關係的財務可行性評估

指標。 

  

23.  國家安全影響 評估計畫對國家安全所造成之影響。   

24.  理論可行性 
指計畫是否能獲得理論基礎（如經濟學、

社會學、工程學）的支持。 

  

25.  符合國際規範 評估計畫產生之影響是與國際規範相符。   

26.  經濟效益 
有效地促進及提升貨幣化實質效益或非

金錢效益。 

  

27.  經濟影響 
對經濟成長的影響，例如 GDP成長率及

就業率。 

  

28.  跨部會效益 計畫對跨部會政策之整合效益。   

29.  預算執行率 
計畫所屬部會之其他中長程個案計畫執

行率。 

  

30.  營運管理可行性 
連結硬體建設和經營管理計畫，尋求多目

標使用解決方案，發揮計畫的最大效益。 

  

31.  權責分工 
各機關之間已協調，並完成計畫內容之權

責分工。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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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公共建設計畫問卷 

第一題：請問我國在「公共建設計畫」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應有那些構

面？（請選出 4項並排序） 

 評估構面 請勾選 請就勾選項目進行排序 

1.  計畫需求   

2.  計畫可行性   

3.  計畫規劃   

4.  計畫協調   

5.  計畫效果（益）   

6.  計畫影響   

7.  計畫執行策略   

8.  類似計畫之成效考核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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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題：請問我國在「公共建設計畫」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應有那些子

構面？（請選出 12項並排序） 

 評估子構面 定義 請勾選 請排序 

1.  BOT 可行性 是否有採取 BOT 形式之可能性。   

2.  人力可行性 
是否指定專責單位、專責人力，並針對程

序及進度定期管控。 

  

3.  文化資產影響 評估計畫對文化資產所造成之影響。   

4.  市場可行性 
是否針對鄰近地區商業發展與趨勢現況

進行了解及分析。 

  

5.  民間參與可行性 
是否有民間參與的可能，例如私有化或委

外等形式。 

  

6.  民意及輿情反映 民意及輿情強烈反映出計畫需求。   

7.  成本效果比 
有效地將計畫的成本及效果量化，並計算

及比率。 

  

8.  成本效益比 
有效地將計畫的成本及效益量化，並計算

及比率。 

  

9.  自然環境影響 
計畫如欲付諸執行，能否克服「環境保護」

規定所受的限制。 

  

10.  行政內部成本 行政機關執行之所有相關成本。   

11.  技術可行性 是否具備足夠的技術知識與能力。   

12.  步驟及數據明確性 
計畫內容之細節，如步驟及數據之明確

性。 

  

13.  法律可行性 計畫執行時，能否克服法規方面的障礙。   

14.  社會效果 有效地將社會效果量化，並評估其優劣。   

15.  社會影響 對國民社會福祉及幸福感之影響。   

16.  政治可行性 指計畫在政治方面受到支持的可能性。   

17.  政策指示 上級機關或政治領導者指示之政策內容。   

18.  相關計畫之配合 與其他相關計畫是否有配合之可能。   

19.  計畫目標 計畫目標之設定具適切性並符合現實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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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20.  風險管理 
釐清各項風險因素、衡量風險曝露，以及

控制風險的過程。 

  

21.  時間可行性 從時間幅度考慮計畫執行的可能性。   

22.  財務可行性 

是否計算一系列必須考慮的、直接相關

的、反映投入產出關係的財務可行性評估

指標。 

  

23.  國家安全影響 評估計畫對國家安全所造成之影響。   

24.  理論可行性 
指計畫是否能獲得理論基礎（如經濟學、

社會學、工程學）的支持。 

  

25.  符合國際規範 評估計畫產生之影響是與國際規範相符。   

26.  經濟效益 
有效地促進及提升貨幣化實質效益或非

金錢效益。 

  

27.  經濟影響 
對經濟成長的影響，例如 GDP成長率及

就業率。 

  

28.  跨部會效益 計畫對跨部會政策之整合效益。   

29.  預算執行率 
計畫所屬部會之其他中長程個案計畫執

行率。 

  

30.  營運管理可行性 
連結硬體建設和經營管理計畫，尋求多目

標使用解決方案，發揮計畫的最大效益。 

  

31.  權責分工 
各機關之間已協調，並完成計畫內容之權

責分工。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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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國家發展個案計畫問卷 

第一題：請問我國在「國家發展個案計畫」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應有那

些構面？（請選出 4項並排序） 

 評估構面 請勾選 請就勾選項目進行排序 

1.  計畫需求   

2.  計畫可行性   

3.  計畫規劃   

4.  計畫協調   

5.  計畫效果（益）   

6.  計畫影響   

7.  計畫執行策略   

8.  類似計畫之成效考核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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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題：請問我國在「國家發展個案計畫」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應有那

些子構面？（請選出 12項並排序） 

 評估子構面 定義 請勾選 請排序 

1.  BOT 可行性 是否有採取 BOT 形式之可能性。   

2.  人力可行性 
是否指定專責單位、專責人力，並針對程

序及進度定期管控。 

  

3.  文化資產影響 評估計畫對文化資產所造成之影響。   

4.  市場可行性 
是否針對鄰近地區商業發展與趨勢現況

進行了解及分析。 

  

5.  民間參與可行性 
是否有民間參與的可能，例如私有化或委

外等形式。 

  

6.  民意及輿情反映 民意及輿情強烈反映出計畫需求。   

7.  成本效果比 
有效地將計畫的成本及效果量化，並計算

及比率。 

  

8.  成本效益比 
有效地將計畫的成本及效益量化，並計算

及比率。 

  

9.  自然環境影響 
計畫如欲付諸執行，能否克服「環境保護」

規定所受的限制。 

  

10.  行政內部成本 行政機關執行之所有相關成本。   

11.  技術可行性 是否具備足夠的技術知識與能力。   

12.  步驟及數據明確性 
計畫內容之細節，如步驟及數據之明確

性。 

  

13.  法律可行性 計畫執行時，能否克服法規方面的障礙。   

14.  社會效果 有效地將社會效果量化，並評估其優劣。   

15.  社會影響 對國民社會福祉及幸福感之影響。   

16.  政治可行性 指計畫在政治方面受到支持的可能性。   

17.  政策指示 上級機關或政治領導者指示之政策內容。   

18.  相關計畫之配合 與其他相關計畫是否有配合之可能。   

19.  計畫目標 計畫目標之設定具適切性並符合現實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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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20.  風險管理 
釐清各項風險因素、衡量風險曝露，以及

控制風險的過程。 

  

21.  時間可行性 從時間幅度考慮計畫執行的可能性。   

22.  財務可行性 

是否計算一系列必須考慮的、直接相關

的、反映投入產出關係的財務可行性評估

指標。 

  

23.  國家安全影響 評估計畫對國家安全所造成之影響。   

24.  理論可行性 
指計畫是否能獲得理論基礎（如經濟學、

社會學、工程學）的支持。 

  

25.  符合國際規範 評估計畫產生之影響是與國際規範相符。   

26.  經濟效益 
有效地促進及提升貨幣化實質效益或非

金錢效益。 

  

27.  經濟影響 
對經濟成長的影響，例如 GDP成長率及

就業率。 

  

28.  跨部會效益 計畫對跨部會政策之整合效益。   

29.  預算執行率 
計畫所屬部會之其他中長程個案計畫執

行率。 

  

30.  營運管理可行性 
連結硬體建設和經營管理計畫，尋求多目

標使用解決方案，發揮計畫的最大效益。 

  

31.  權責分工 
各機關之間已協調，並完成計畫內容之權

責分工。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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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五五五五    期期期期末末末末報告審查報告審查報告審查報告審查會紀錄會紀錄會紀錄會紀錄 

一、時間：101年 4月 2日（星期一）上午 9時 30分 

二、地點：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7樓簡報室 

三、主席：黃研究委員至羲 

記錄：吳專員家蕎 

四、出（列）席人員： 

學者專家： 

朱教授斌妤（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項教授靖（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

學系）、劉副教授坤億（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蘇教授彩足（臺灣

大學政治學系）（依姓氏筆劃排列） 

機關代表： 

凌簡任視察玉真、張專員維欽、鄭專員信德（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研究小組成員： 

彭副教授錦鵬（研究計畫主持人）、林助理教授子倫（協同主持人）、王助理

教授宏文（協同主持人）、李研究助理俊達 

本會列席人員： 

黃專門委員忠真、賴專門委員韻琳、吳科長怡銘、吳科長美雲（盛專員淑華

代） 

五、主席致詞：（略） 

六、研究小組報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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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發言要點：（依發言順序） 

（一）蘇教授彩足（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1、本報告研究方法完整妥適，惟文章論述、章節架構略顯不夠清晰，請研究

團隊調整修正。 

2、由於行政院組織改造緣故，未來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亦將走入歷史，其

變動是否影響公共建設計畫評估機制，請具體補充說明。 

3、本報告訪談及德菲法獲得許多可貴實務經驗，惟資料未被完整詮釋與引

用，請進一步說明分析。 

4、國外資料未能聚焦研究主題，請強化評估個案與研究主題之相關性。 

5、研究發現與結論部分建議研究團隊可依（1）主管評估組織整合、（2）計

畫種類整合、（3）計畫流程整合、（計畫審議→預算編列→管考→評核）等 3

大面向來撰寫。 

6、研究建議（第 167頁）主張評估作業應交由組織外妥適機關辦理，並建議

設立「政府效能署」。惟該項建議之適宜性與可行性，請研究團隊審慎考量。  

（二）朱教授斌妤（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1、有關德菲法操作說明，請補充專家意見所提收斂過程。 

2、「美國幼兒教育券制度實施模式」案例（第 21頁至第 25頁）與本研究主

題關聯性不高，請補充論述其與本案之相關性。另有關歐洲各國公共建設計

畫轉向「參與性的評估模式」（第 27頁），亦請進一步說明與本研究之關聯。 

3、文獻整理格式應前後一致，部分資料來源未見於參考書目（如：第 51頁

蔡宛栩等），請全面檢視修正。 

4、第二章「先進國家公共政策評估機制」與第三章「靜態與次級資料分析」

章節順序顛倒，建議研究團隊進行整合，並依由上而下之概念撰擬。 

5、請研究團隊將德菲法問卷置於附錄，以茲參考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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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研究報告結構建議依以下意見修正： 

（1）評估組織－維持現況或是由組織外機關（如行政院主計總處）進行評估，

可進行詳細探討。 

（2）計畫類型－維持現況分類，或是規劃更細步分類宜予以敘明。 

（3）程序－包括目標、執行、評估（管考），應探討其可行性。 

（a）經費編列－研究建議社會發展計畫應有固定預算額度之真正意涵，是類

似公共建設計畫模式，或是另有其他作法，又評估經費是否納入等面向，宜

予以深入探究。  

（b）作業規範修正建議應提出深入詳細說明。 

（c）計畫退場機制部分，應考量我國計畫重預算輕決算與效益評估等現況。 

（d）影響評估－許多計畫重要影響具遞延效果，確實不易執行，但針對中長

程計畫有其必要性，尤其如屬延續性計畫類型。爰建議研究團隊可評估於計

畫申請時，應納入前期計畫影響評估，作為計畫審議項目。 

（4）指標－德菲法結果詳實，惟風險管理未納入其中，尤其是公共工程或是

資訊類別（如雲端科技）風險評估確有其重要性。  

（三）劉副教授坤億（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1、研究報告第三章為靜態與次級資料分析，現行內容僅有 3節，建議增補第

4節，綜合分析陳述該章要旨。 

2、研究報告第五章為我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之構面，有關德菲法操作

及意見收斂歷程，請補充說明。 

3、研究報告第六章為結論與建議，研究發現請深入具體分析，又所提 17項

政策建議，除應回應研究發現外，部分項目應詳盡說明清楚（如建議第 7、

17項），部分項目則建議合併（如建議第 15、16項）。 

（四）項教授靖（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提供書面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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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內文中文書目具時效性與完整性，惟外文參考資料請更新調整。 

2、研究報告對於文獻及其他研究方法所得資料之分析與討論，宜更周延及深

入。 

3、部分政策建議較模糊且侷限（如建議第 1、3、4、5、7、11項），是否符

合研究目的、具實用價值且足供決策參考，請研究團隊審慎研議。 

4、部分章節內容可再強化，其中，第一章宜更完整介紹研究主題之背景，以

使讀者掌握概況並瞭解政策問題所在。此外，研究目的與發現、建議相關討

論深度可再加強，尤其第二章至第五章各章宜有小節綜論該章發現。另現行

第五章第五節、及第六章內容明顯不足說服讀者在合理範圍內接受其結論與

建議，請加強補充論述。 

5、研究政策建議第 5、11項，研究團隊似不宜提出如何達到目的之手段（亦

即委外研究）意見；此等建議與政策無關，且本應留予主辦與協辦機關自主

空間。 

（五）行政院經建會： 

1、研究報告第五章德菲法研究設計，請補充說明所提虛擬變數及構面選取標

準，以提高參考價值。 

2、按「先期作業」係專指年度概算編列之作業程序，惟第三章與第四章第二

節在描述計畫審議觀念時，有時論述會集中在先期作業預算審議方面，有時

又會將計畫規劃研擬審議階段一併納入說明，爰建議應區分。尤其本報告常

提及應提高民眾參與，惟此論點應出現在計畫規劃研擬審議階段才合理，而

非出現在計畫先期作業預算審議階段。為避免混淆，建議研究團隊於分析時

宜先區分。 

3、研究內文出現公共建設管考單位不一致現象，請再檢視並一併修正為工程

會；另請修正附錄中各場會場紀錄內容誤繕之處，以提高報告參考價值。 

4、研究內文第 74頁有關「政府公共建設計畫先期作業實施要點」係引用舊

條文（96.3.2），該要點業經行政院於 98年 3月 2 日及 101年 3 月 13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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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次類別之主辦機關。建請引用最新修正內容（101.3.13），次類別主辦機

關如下，資訊通信：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文化：文化部，體育：行政院

體育委員會。 

5、未來國發會成立後，若「社會發展計畫」及「公共建設計畫」合併整合，

應避免採用「國家發展計畫」一詞。 

（1）配合政府組織改造，經建會與研考會將整併為「國家發展委員會」。經

提報「國家發展委員會籌備小組第 1 次會議」通過，經建會研擬之「國家建

設計畫」與研考會編訂之「施政計畫」將整合為「國家發展計畫」，初步規劃

架構分為「總體發展篇」及「施政計畫篇」。「總體發展篇」內容涵蓋國內外

主客觀情勢分析、國家發展願景與目標、政策主軸等；「施政計畫篇」內容包

括行政院 29個機關別施政計畫。 

（2）根據第四章第四節（第 111頁）第 4 段「…考慮適度 合併現有的兩類

計畫，並且採用一致的評估標準：所以研考會也研議過以後是否統稱為國家

發展計畫，涵括原本兩類計畫…」及（第 112頁）第 3 段「…公共建設和社

會發展合併成一個國家重要發展計畫…」等文字，由此可知本研究所指之「國

家發展計畫」僅涵蓋公共建計畫和社會發展計畫。研究團隊依此合併構想並

於第五章第四節以「『國家發展計畫』整合評估構面」為標題，探討公共建設

計畫和社會發展計畫合併後之審議機制，研提審議構面。鑒於本研究引用「國

家發展計畫」作為合併後中長程個案計畫名稱，此將與前述第一點「國家發

展計畫」產生混淆。 

（3）綜上，針對研究團隊將公共建設計畫與社會發展計畫 合併定名為「國

家發展計畫」一節，建議更換名稱， 避免不必要之困擾。 

6、研究內文第 168頁，表 6-1，政策建議部分，短期建議之主辦機關為國發

會者，計有第 9、10、11項；中長期建議之主辦機關為研考會或經建會者，

計有第 12及 13項。惟配合行政院改造，研考會、工程會及經建會將於明（102）

年改組為國發會，短期內國發會尚未成立，中長期則研考會及經建會將不復

存在，爰有關短期建議由國發會辦理或中長期建議由經建會及研考會辦理一

節，似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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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政策建議一：「依據現有的作業規範，將重覆的項目進行整併，「仍依據各

部會的標準」，辦理審議作業。」 

（1）其中「仍依據各部會的標準」是否為「各部會仍依據修正後之評估構面」

之誤繕?，按本項說明，「本研究因此建議，在短期內，依據現有的作業規範，

將重覆的項目根據本計畫所提出之各項考慮因素進行整併，各部會仍依據修

正後之評估構面，辦理審議作業。」 

（2）本研究經德菲法分析後，有關「法令可行性」並未列入「公共建設計畫」

評估次構面，惟鑒於計畫是否可順利推動，其適法性相當重要，將影響後續

計畫推動，建議仍將「法令可行性」列入評估構面。 

8、政策建議二：「各部會的計畫審議提交到經建會、研考會時（包括未來的

國發會），應採取一致的計畫格式和作業規範。」、建議三：「配合組織改造，

建議採行一致的計畫審議構面。」及建議四：「考慮計畫的共同性與差異性」

一節，本項建議在一致的計畫格式和作業規範下，採行一致的計畫審議構面，

又須考慮計畫的共同性與差異性，惟實際將如何操作及「共同性」、「差異性」

為何?建請舉例說明。 

9、政策建議六：「中長程計畫先期作業階段，應適當考慮納入民意參與。」，

按「先期作業」係專指年度概算編列之作業程序，本建議似指中長程計畫核

定前之規劃階段，建請修正。 

10、政策建議八：「適當考量評估過程所涉透明與課責」一節，文中所指係為

解決審議過程中之缺點而來，但若想有效解決計畫期初審議和期中管考及事

後評估脫鉤等問題，仍有賴建立合宜之關鍵績效指標（KPI）予以協助，才

可望事半功 倍。 

11、政策建議九：「社會發展計畫」應有固定預算額度。」一節，因屬行政院

及主計總處權責，建議洽行政院及主計總處研商。 

12、政策建議十：「制定明確之計畫審議導引手冊，以便各部會計畫之研擬有

所遵循」、建議十二：「依照本計畫的研究成果，更新作業規範。」及建議十

三：「中長程個案計畫應採整合性評估機制」一節，建議提出具體之操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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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規範草案。 

13、政策建議十五：「針對兩類中長程計畫之審議採行不同的權重方式處理，

並對每一構面之評分應有明確的定義。」及建議十六：「現行公共建設計畫 9

大部門、23次類別，社會發展計畫 6大類別，應針對次類別，研議定期或不

定期調整權重，以便反映政策需求。」，由於各審議構面中除「計畫效果（益）」

中經濟效益、成本效益比等較易量化外，其餘「計畫需求」、「計畫可行性」、

「計畫協調」及「計畫影響」等較難量化，爰審議構面之評分及權重似有困

難性，建議能提供量化之方法、指標、評分及權重之參考基準。 

14、政策建議十七：「評估作業應交由組織外妥適之機關辦理。」，主要係引

用於第 65頁有關借鏡先進國家經驗而來，先不論國情不同，國內是否可直接

套用國外評估交由組織外機構辦理，而是報告第 65頁論述時係就評估與管考

作業進行建議，但第 167頁僅提評估作業，惟細觀該節內文似乎又以管考為

主，因評估作業範圍包括管考階段，請釐清是那個範圍將交由組識外妥適之

機關辦理。另計畫評估作業委外辦理將涉及政府職能分工、委外法源及後續

責任歸屬問題，建議妥適研析。 

（六）本會綜合計畫處： 

1、研究內容諸多名詞定義或用語不清，中長程個案計畫係由機關（單位）研

擬或規劃，再由主管機關（中央二級機關）初審後，陳報行政院核定（複審），

其後方進行先期作業、管考作業等，請全盤檢視修正。如第 68頁，圖 3-1「社

會發展計畫審議流程圖」應為管考流程；第 69頁敘及社會發展先期計畫書之

問題及缺失（含表 3-1）應屬「中長程個案計畫」之問題及缺失；政策建議

「（六）中長程計畫先期作業階段，應適當考慮納入民意參與」，請釐清究係

計畫研擬階段抑或先期作業階段等。 

2、研究報告第 25頁敘及幼稚園、托兒所分別由教育部及內政部管轄，各司

其職，無法統整教育資源一節，經查立法院業於 100年 6月 10日三讀通過「幼

兒教育及照顧法」，並於 100年 6月 29日公布，將現有照顧 2 到 6歲幼兒的

幼稚園和托兒所等機構，整合為幼兒園，其中幼兒園的設立、界定、教保服

務人員都有所規範，並於 101年 1月 1日起正式實施，建請配合現況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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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案內敘及「國家發展計畫」一節，基於「國家發展計畫」係指配合本院組

織改造，整合本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主管「國家建設中期計畫」與本會主管「中

程施政計畫」，而案內所陳之「國家發展計畫」係指「公共建設計畫」與「社

會發展計畫」整合之中長程個案計畫，故上開名詞建請另行研定。且部分內

容將施政計畫與個案計畫混淆，如第 69頁敘及之「績效評核」應為「計畫評

估」，相關法規及內容請更正。 

4、研究內文第 57頁圖 2-7有關美國國會預算局之組織架構中，OMB 係指預

算管理局（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非「國會預算局」，建請更正；

另第 58 頁引述美國透過 1993 年所制定「績效與成果法」（Government 

Performance and Results Act, GPRA）有效達成中長程施政計畫與預算制度縝

密結合一節，經查美國已於2010年新修訂前述相關法案（GPRA Modernization 

Act of 2010），建請併同予以納入參酌。 

5、研究內文第 60 頁有關我國「行政院主計處」，配合本院組織改造，業於

101年 2月 6日改制為「行政院主計總處」，請於全文中檢視相關內容併同修

正；另有關美國「會計總署（GAO）」之譯名，建請敘明全稱。 

6、建議將 17項政策建議分別依短期、中長期歸類敘明，以增進閱讀可近性。 

7、部分重要發現未於政策建議呈現或與政策建議不同，前者如「公共建設計

畫」與「社會發展計畫」之審議流程存有差異；後者如計畫審議階段應引進

公共參與。惟政策建議則著重於計畫先期作業階段等，爰建議研究團隊予以

釐清。 

8、本研究建議評估作業應交由組織外妥適之機關辦理（中長期建議、國發會

主辦）一節，考量各機關中長程計畫之執行力與績效，評估作業應可研議委

由組織外妥適之機關協助辦理，惟行政管考權責相關事宜仍宜由行政部門負

責，並非全權委託辦理。 

9、政策建議之主協辦機關，短期建議中列研考會或經建會，另亦有部分短期

建議中列國發會，此二類機關似無法併列，建請修正。 

（七）本會管制考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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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報告提要第 XII 頁，有關績效評估一節，對於個案計畫管理，現況應係

依據「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施政計畫管制作業要點」辦理，所述「評核期間」

應為「管考階段」，請併同修正第 158頁。 

2、本會辦理中長程個案審議、年度作業計畫編制、計畫評核等相關作業，分

屬不同單位，上中下游作業雖有未臻完善之處，惟尚不致「各行其事」「完全

脫鉤」等，相關文字 建請再酌，提要第 XII 頁第 3行、第 157、165頁。 

（八）本會研究發展處： 

1、本研究於第二章第一節就社會發展案採美國幼兒教育券制度進行個案分

析，惟就其分析內容（第 22頁至第 26頁）並非就前所提之教育政策評估標

準（第 15頁至第 21頁）模式進行具體論述，導致理論引證與實務分析上存

有落差。 

2、本研究第二章第三節係就先進國家與我國政策評估機制進行比較，並就計

畫評核、計畫審議及計畫評估等三面向進行論述，惟在章節安排上，第三章

始就我國評估機制進行介紹，導致在未進行整體制度介紹前提上就進行比較

分析，就論述邏輯上不具聯貫性。 

3、目前我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包含計畫審議、執行管考及績效評核等

階段，本研究進行制度論證也依上開機制分別進行檢視與論述，爰有關第六

章第三節政策建議內容，建議亦能依據目前我國評估機制分別予以提供具體

建議。 

4、第四章第二～四節所援引各項訪談及焦點座談會議重點，除字體應予以區

隔明確外，各論述重點建議以簡短標題予以呈現，以掌握各段論述重點。 

5、本研究已列出先進國家社會發展與公共建設計畫評估機制若干問題缺失，

並整理先進國家與我國政策審議評估相關比較，惟所提值得我國參考之處（第

65頁），內容略顯薄弱，請詳予補允論述。 

6、研究報告第三章第一節「社會發展計畫」請以圖表補充現行計畫分類。另

第二節「公共建設計畫」請補充說明審議評估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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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本研究經由 5項近期社會發展計畫書回顧中，初步發現之社會發展先期計

畫書在內容方面的問題及缺失一節（第 69頁），經檢視案內資料（含表 3-1）

所述多屬「中長程個案計畫」之問題及缺失，非屬「社會發展先期計畫」之

範籌，請查明修正。 

8、本研究建構「德菲問卷調查」進行施測，問卷「主構面」及「次構面」題

目，除根據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編擬外，另加入計畫

執行策略等 3 個主構面虛擬變項及 BOT 可行性等 11個次構面虛擬變項，請

補充說明虛擬變項內容及擇選原因或依據。 

9、本報告政策建議請先行分類為「立即可行建議」與「中長程建議」，並註

明相應之主、協辦機關。又研究建議所指「短期是明（2013）年在組改合併

完成後即可採行的措施…中長期是指明年組改完成後，可進行規劃…」，為利

研究報告往後閱讀，請刪除「明年」字樣。 

10、報告格式部分，請研究團隊依下列所提建議進行調整修正： 

 （1）書脊請依序書明「研究主題」、「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及「編

碼」。 

 （2）「提要」請置於目次之前。 

 （3）第一章前言建議修正為「緒論」。 

 （4）部分圖表似引用掃瞄圖檔（圖 2-2、2-5、2-6），文字略顯模糊，請全

面檢視修正或重新繕打，俾利閱讀。 

 （5）本文引述訪談文字超過 4 行時，請予以獨立並使用不同字體，每行左

端縮 4字編排，上下並加半行空間。 

 （6）第 21頁最後 1行「金錢與經力在其子女身上」文字誤繕請修正。 

 （7）第 21頁倒數第 6行「企待突破困境」文字誤繕請修正。 

 （8）第 24頁第 4行「就獨私校」文字誤繕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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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第 29-30頁「全國綜合開發計畫」與「公共投資基本計畫」是否相同，

請查明釐清並統一用語。 

 （10）表 2-6 資料來源年限為 1997年，惟表內出現 2010年～2015年「第

五次全國綜合開發計畫」內容，似不合時間邏輯，請查明修正。 

 （11）表 2-8主要目標「必要性」及「效率性」請補充相關具體作法，避免

混淆。 

 （12）第 33頁日本「行政評價法」與第 35頁「日本行政機關政策評價法」

是否相同，請查明釐清並統一用語。 

 （13）第 69頁所提社會發展 5 項計畫書，僅以表 3-1呈現，請輔以文字論

述相關內容及擇選原因。 

 （14）研究內文名詞用語不精，「評核」係指計畫評核，「評估」係指機關績

效評估，請全面檢視修正。 

 （15）尚有部分錯（漏）字，請研究團隊全面檢視，並依本會「委託研究計

畫作業要點」及委託研究期末報告印製格式相關規定修正之。 

八、研究小組說明： 

有關資料修訂部分，研究團隊將依據與會學者專家、各主管機關及委託單位

所提供建議進行修正，錯漏字及文義不清之處亦將併同更正。 

九、主席結論： 

非常感謝各位教授、專家及各機關代表撥冗出席本次審查會，與會貴賓所提

各項寶貴建議意見，請研究團隊參酌採納，研究報告修正初稿請於 1 個月內

送本會，俾便辦理後續事宜。 

十、散會（上午 11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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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六六六六    期期期期末末末末報告審查意見回覆表報告審查意見回覆表報告審查意見回覆表報告審查意見回覆表 

編

號 
審查意見 回覆修正說明 

蘇教授彩足（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1. 本報告研究方法完整妥適，惟文章

論述、章節架構略顯不夠清晰，請

研究團隊調整修正。 

參照審查意見，本研究已通盤修正

文章內容之論述，並於 p. 6第一章

第三節中增加「章節安排」之說

明。 

2. 由於行政院組織改造緣故，未來行

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亦將走入歷

史，其變動是否影響公共建設計畫

評估機制，請具體補充說明。 

已依照審查意見，增補說明至第三

章第四節（pp. 88-90）內容。 

3. 本報告訪談及德菲法獲得許多可貴

實務經驗，惟資料未被完整詮釋與

引用，請進一步說明分析。 

有 關 質 性 資 料 之 分 析 及 綜 合 討

論，請參見第四章第五節之內容

（pp. 122-124）。有關德菲法之專

家意見及構面設計之最後擇定，則

請參見第五章第五節之綜合討論

（pp. 155-158）。 

4. 國外資料未能聚焦研究主題，請強

化評估個案與研究主題之相關性。 

有關國外資料之評估個案與本研

究之相關性，已增補文字說明，並

請參照第二章第三節「先進國家與

我國政策評估機制之比較與借鏡」

（pp. 4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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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究發現與結論部分建議研究團隊

可依（1）主管評估組織整合、（2）

計畫種類整合、（3）計畫流程整合、

（計畫審議→預算編列→管考→評

核）等 3 大面向來撰寫。 

已依照委託單位建議，將本研究研

提之政策建議分為「立即可行」與

「中長程」兩類，並分列計畫審

議、執行管考及績效評核等階段，

另 相 關 內 容 也 對 應 修 正 （ pp. 

166-174）。 

6. 研究建議（第 167 頁）主張評估作

業應交由組織外妥適機關辦理，並

建議設立「政府效能署」。惟該項建

議之適宜性與可行性，請研究團隊

審慎考量。 

有關由國家發展委員會設立專責

評估「政府效能」的「署」，本研

究已增補說明，請參見 p. 173。 

朱教授斌妤（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7. 有關德菲法操作說明，請補充專家

意見所提收斂過程。 

「社會發展計畫」部分請參照 pp. 

134-136，「公共建設計畫」部分請

參照 pp. 141-143，「國家發展個案

計畫」部分請參照 pp. 148-150。 

8. 「美國幼兒教育券制度實施模式」

案例（第 21 頁至第 25 頁）與本研

究主題關聯性不高，請補充論述其

與本案之相關性。另有關歐洲各國

公共建設計畫轉向「參與性的評估

模式」（第 27 頁），亦請進一步說明

與本研究之關聯。 

有關「美國幼兒教育券制度實施模

式」之內容已刪除，另有關「參與

性的評估模式」與本研究之關聯，

則於 p. 24增補文字說明。 

9. 文獻整理格式應前後一致，部分資

料來源未見於參考書目（如：第 51

頁蔡宛栩等），請全面檢視修正。 

有關文獻格式及資料來源已再次

檢視修正並補充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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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第二章「先進國家公共政策評估機

制」與第三章「靜態與次級資料分

析」章節順序顛倒，建議研究團隊

進行整合，並依由上而下之概念撰

擬。 

本報告第二章「先進國家公共政策

評估機制」偏向理論及案例引介，

至於第三章「靜態與次級資料分

析」則是介紹國內中長程個案計畫

的評估機制與實務運作，惟經本研

究團隊反覆討論，考量本研究報告

內容深具專業性，為使閱讀者能在

初步認識國內相關制度規定後，繼

而承接後續的現況問題分析與整

合性評估構面，因此仍維持既有之

章節架構。相關章節架構之安排邏

輯，本研究則參照審查意見，在第

一章第三節（p. 6）中增加「章節

安排」之說明。 

11. 請研究團隊將德菲法問卷置於附

錄，以茲參考對照。 

已將本研究之德菲法問卷置於附

錄四。 

12. 研究報告結構建議依以下意見修

正： 

（1）評估組織－維持現況或是由組

織外機關（如行政院主計總處）進

行評估，可進行詳細探討。 

（2）計畫類型－維持現況分類，或

是規劃更細步分類宜予以敘明。 

（3）程序－包括目標、執行、評估

（管考），應探討其可行性。 

（a）經費編列－研究建議社會發展

計畫應有固定預算額度之真正意

本研究章節架構之安排邏輯，已綜

整參照審查意見，並在第一章第三

節（p. 6）中增加「章節安排」之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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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是類似公共建設計畫模式，或

是另有其他作法，又評估經費是否

納入等面向，宜予以深入探究。  

（b）作業規範修正建議應提出深入

詳細說明。 

（c）計畫退場機制部分，應考量我

國計畫重預算輕決算與效益評估等

現況。 

（d）影響評估－許多計畫重要影響

具遞延效果，確實不易執行，但針

對中長程計畫有其必要性，尤其如

屬延續性計畫類型。爰建議研究團

隊可評估於計畫申請時，應納入前

期計畫影響評估，作為計畫審議項

目。 

（4）指標－德菲法結果詳實，惟風

險管理未納入其中，尤其是公共工

程或是資訊類別（如雲端科技）風

險評估確有其重要性。 

劉副教授坤億（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13. 研究報告第三章為靜態與次級資料

分析，現行內容僅有 3 節，建議增

補第 4 節，綜合分析陳述該章要旨。 

已依照審查意見增補第三章第四

節（pp. 88-90），據以綜合分析第

三章要旨。 

14. 研究報告第五章為我國中長程個案

計畫評估機制之構面，有關德菲法

操作及意見收斂歷程，請補充說明。 

「社會發展計畫」部分請參照 pp. 

134-136，「公共建設計畫」部分請

參照 pp. 141-143，「國家發展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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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部分請參照 pp. 148-150。 

15. 研究報告第六章為結論與建議，研

究發現請深入具體分析，又所提 17

項政策建議，除應回應研究發現

外，部分項目應詳盡說明清楚（如

建議第 7、17 項），部分項目則建議

合併（如建議第 15、16 項）。 

有關政策建議部分，本研究已全面

檢視審查意見，並經研究團隊審慎

討論後，根據可行性、適當性、合

理性等原則，重新研提我國中長程

個案計畫整合評估機制之建議，請

參見第六章第三節之內容（pp. 

166-174）。 

項教授靖（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16. 研究內文中文書目具時效性與完整

性，惟外文參考資料請更新調整。 

有關參考書目之文獻格式及資料

來源已再次檢視並增補。 

17. 研究報告對於文獻及其他研究方法

所得資料之分析與討論，宜更周延

及深入。 

已 依 照 審 查 意 見 進 行 修 正 及 補

充，並於各章最後提出綜合討論。 

18. 部分政策建議較模糊且侷限（如建

議第 1、3、4、5、7、11 項），是否

符合研究目的、具實用價值且足供

決策參考，請研究團隊審慎研議。 

有關政策建議部分，本研究已全面

檢視審查意見，並經研究團隊審慎

討論後，根據可行性、適當性、合

理性等原則，重新研提我國中長程

個案計畫整合評估機制之建議，請

參見第六章第三節之內容（pp. 

166-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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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部分章節內容可再強化，其中，第

一章宜更完整介紹研究主題之背

景，以使讀者掌握概況並瞭解政策

問題所在。此外，研究目的與發現、

建議相關討論深度可再加強，尤其

第二章至第五章各章宜有小節綜論

該章發現。另現行第五章第五節、

及第六章內容明顯不足說服讀者在

合理範圍內接受其結論與建議，請

加強補充論述。 

已於第二章至第五章各新增一小

節，綜論該章發現。 

20. 研究政策建議第 5、11 項，研究團

隊似不宜提出如何達到目的之手段

（亦即委外研究）意見；此等建議

與政策無關，且本應留予主辦與協

辦機關自主空間。 

有關本研究所提建請另案研究之

政策建議，乃因為研究項目非本案

所涵蓋，但卻同時具有延續性及必

要性，因此建請主協辦機關參酌。 

行政院經建會 

21. 研究報告第五章德菲法研究設計，

請補充說明所提虛擬變數及構面選

取標準，以提高參考價值。 

已增補文字說明，請參見 p. 127。 

22. 按「先期作業」係專指年度概算編

列之作業程序，惟第三章與第四章

第二節在描述計畫審議觀念時，有

時論述會集中在先期作業預算審議

方面，有時又會將計畫規劃研擬審

議階段一併納入說明，爰建議應區

分。尤其本報告常提及應提高民眾

參與，惟此論點應出現在計畫規劃

有關先期作業及民眾參與的階段

及區分，已依照審查意見全面檢

視，並調整內容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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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擬審議階段才合理，而非出現在

計畫先期作業預算審議階段。為避

免混淆，建議研究團隊於分析時宜

先區分。 

23. 研究內文出現公共建設管考單位不

一致現象，請再檢視並一併修正為

工程會；另請修正附錄中各場會場

紀錄內容誤繕之處，以提高報告參

考價值。 

已依照審查意見，將公共建設管考

單位修正為工程會，並也再次檢視

附錄內容。 

24. 研究內文第 74 頁有關「政府公共建

設計畫先期作業實施要點」係引用

舊條文（96.3.2），該要點業經行政

院於 98年 3 月 2 日及 101年 3 月 13

日修正部分次類別之主辦機關。建

請引用最新修正內容（101.3.13），

次類別主辦機關如下，資訊通信：

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文化：文

化部，體育：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有關「政府公共建設計畫先期作業

實施要點」已引用最新版本之法

條，並已修正表 3-3（p. 73）之類

別內容。 

25. 未來國發會成立後，若「社會發展

計畫」及「公共建設計畫」合併整

合，應避免採用「國家發展計畫」

一詞。 

(1) 配合政府組織改造，經建會與研

考會將整併為「國家發展委員會」。

經提報「國家發展委員會籌備小組

第 1 次會議」通過，經建會研擬之

「國家建設計畫」與研考會編訂之

已依照建議，將未來整合之計畫類

型 名 稱 改 為 「 國 家 發 展 個 案 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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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計畫」將整合為「國家發展

計畫」，初步規劃架構分為「總體發

展篇」及「施政計畫篇」。「總體發

展篇」內容涵蓋國內外主客觀情勢

分析、國家發展願景與目標、政策

主軸等；「施政計畫篇」內容包括行

政院 29 個機關別施政計畫。 

(2) 根據第四章第四節（第 111頁）

第 4 段「…考慮適度合併現有的兩

類計畫，並且採用一致的評估標

準：所以研考會也研議過以後是否

統稱為國家發展計畫，涵括原本兩

類計畫…」及（第 112 頁）第 3 段

「…公共建設和社會發展合併成一

個國家重要發展計畫…」等文字，

由此可知本研究所指之「國家發展

計畫」僅涵蓋公共建設計畫和社會

發展計畫。研究團隊依此合併構想

並於第五章第四節以「『國家發展計

畫』整合評估構面」為標題，探討

公共建設計畫和社會發展計畫合併

後之審議機制，研提審議構面。鑒

於本研究引用「國家發展計畫」作

為合併後中長程個案計畫名稱，此

將與前述第一點「國家發展計畫」

產生混淆。 

(3) 綜上，針對研究團隊將公共建設

計畫與社會發展計畫合併定名為

「國家發展計畫」一節，建議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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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避免不必要之困擾。 

26. 研究內文第 168頁，表 6-1，政策建

議部分，短期建議之主辦機關為國

發會者，計有第 9、10、11 項；中

長期建議之主辦機關為研考會或經

建會者，計有第 12 及 13 項。惟配

合行政院改造，研考會、工程會及

經建會將於明 (102)年改組為國發

會，短期內國發會尚未成立，中長

期則研考會及經建會將不復存在，

爰有關短期建議由國發會辦理或中

長期建議由經建會及研考會辦理一

節，似不可行。 

本研究所指的立即可行建議，是明

（2013）年在組改合併完成後即可

採行的措施，至於中長程是指組改

完成後，可進行規劃並逐步建立配

套措施之建議。 

27. 政策建議一：「依據現有的作業規

範，將重覆的項目進行整併，「仍依

據各部會的標準」，辦理審議作業。」 

 (1) 其中「仍依據各部會的標準」

是否為「各部會仍依據修正後之評

估構面」之誤繕?，按本項說明，「本

研究因此建議，在短期內，依據現

有的作業規範，將重覆的項目根據

本計畫所提出之各項考慮因素進行

整併，各部會仍依據修正後之評估

構面，辦理審議作業。」 

(2) 本研究經德菲法分析後，有關

「法令可行性」並未列入「公共建

設計畫」評估次構面，惟鑒於計畫

（1）誤繕之字句已修正。 

（2）法律可行性已列入評估構

面，請見 p. VII、pp. 143-144、p.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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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可順利推動，其適法性相當重

要，將影響後續計畫推動，建議仍

將「法令可行性」列入評估構面。 

28. 政策建議二：「各部會的計畫審議提

交到經建會、研考會時（包括未來

的國發會），應採取一致的計畫格式

和作業規範。」、建議三：「配合組

織改造，建議採行一致的計畫審議

構面。」及建議四：「考慮計畫的共

同性與差異性」一節，本項建議在

一致的計畫格式和作業規範下，採

行一致的計畫審議構面，又須考慮

計畫的共同性與差異性，惟實際將

如何操作及「共同性」、「差異性」

為何?建請舉例說明。 

已 依 照 審 查 意 見 補 充 說 明 （ p. 

168）。 

29. 政策建議六：「中長程計畫先期作業

階 段 ， 應 適 當 考 慮 納 入 民 意 參

與。」，按「先期作業」係專指年度

概算編列之作業程序，本建議似指

中長程計畫核定前之規劃階段，建

請修正。 

已 依 照 審 查 意 見 進 行 修 正 （ p. 

169）。 

30. 政策建議八：「適當考量評估過程所

涉透明與課責」一節，文中所指係

為解決審議過程中之缺點而來，但

若想有效解決計畫期初審議和期中

管考及事後評估脫鉤等問題，仍有

賴建立合宜之關鍵績效指標（KPI）

有關評估過程的相關規劃，請參見

中 長 程 建 議 第 六 點 （ pp. 

169-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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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協助，才可望事半功倍。 

31. 政策建議九：「社會發展計畫」應有

固定預算額度。」一節，因屬行政

院及主計總處權責，建議洽行政院

及主計總處研商。 

已 依 照 審 查 意 見 進 行 修 正 （ p. 

170）。 

32. 政策建議十：「制定明確之計畫審議

導引手冊，以便各部會計畫之研擬

有所遵循」、建議十二：「依照本計

畫的研究成果，更新作業規範。」

及建議十三：「中長程個案計畫應採

整合性評估機制」一節，建議提出

具體之操作機制或規範草案。 

已 依 照 審 查 意 見 進 行 修 正 （ p. 

170）。 

33. 政策建議十五：「針對兩類中長程計

畫之審議採行不同的權重方式處

理，並對每一構面之評分應有明確

的定義。」及建議十六：「現行公共

建設計畫 9 大部門、23 次類別，社

會發展計畫 6 大類別，應針對次類

別，研議定期或不定期調整權重，

以便反映政策需求。」，由於各審議

構面中除「計畫效果(益)」中經濟效

益、成本效益比等較易量化外，其

餘「計畫需求」、「計畫可行性」、「計

畫協調」及「計畫影響」等較難量

化，爰審議構面之評分及權重似有

困難性，建議能提供量化之方法、

指標、評分及權重之參考基準。 

有關評估項目量化的方法、指標、

評分及權重之政策建議，為本案之

研究結果，其後續之發展及具體落

實措施，確實已超出本委託案之研

究目的，因此本案建議另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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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政策建議十七：「評估作業應交由組

織外妥適之機關辦理。」，主要係引

用於第 65頁有關借鏡先進國家經驗

而來，先不論國情不同，國內是否

可直接套用國外評估交由組織外機

構辦理，而是報告第 65 頁論述時係

就評估與管考作業進行建議，但第

167頁僅提評估作業，惟細觀該節內

文似乎又以管考為主，因評估作業

範圍包括管考階段，請釐清是那個

範圍將交由組識外妥適之機關辦

理。另計畫評估作業委外辦理將涉

及政府職能分工、委外法源及後續

責任歸屬問題，建議妥適研析。 

本研究已補充說明，為使中長程計

畫達到預期效果，提升執行力和計

畫執行率，建議在國家發展委員會

之下設立專責機關進行計畫成果

評估與管考作業（p. 173）。 

研考會綜合計畫處 

35. 研究內容諸多名詞定義或用語不

清，中長程個案計畫係由機關（單

位）研擬或規劃，再由主管機關（中

央二級機關）初審後，陳報行政院

核定（複審），其後方進行先期作

業、管考作業等，請全盤檢視修正。

如第 68 頁，圖 3-1「社會發展計畫

審議流程圖」應為管考流程；第 69

頁敘及社會發展先期計畫書之問題

及缺失（含表 3-1）應屬「中長程個

案計畫」之問題及缺失；政策建議

「（六）中長程計畫先期作業階段，

應適當考慮納入民意參與」，請釐清

關 於 名 詞 定 義 或 用 語 不 清 之 部

分，已重新檢視並予修正。圖 3-1

已修正為「社會發展計畫管考流程

圖」（p. 67），並挪移至適當位置；

原 p. 69 敍及有關社會發展計畫

「先期計畫書」，已修正為「表 3-2 

五項近期社會發展計畫書之待改

善評估內容」（p. 70）；有關政策建

議的民意參與部分，則係在先期作

業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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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係計畫研擬階段抑或先期作業階

段等。 

36. 研究報告第 25 頁敘及幼稚園、托兒

所分別由教育部及內政部管轄，各

司其職，無法統整教育資源一節，

經查立法院業於 100年 6 月 10日三

讀通過「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並於

100年 6 月 29 日公布，將現有照顧

2 到 6 歲幼兒的幼稚園和托兒所等

機構，整合為幼兒園，其中幼兒園

的設立、界定、教保服務人員都有

所規範，並於 101 年 1 月 1 日起正

式實施，建請配合現況修正。 

已配合現況修正文字及內容，請參

見 pp. 21-22。 

37. 案內敘及「國家發展計畫」一節，

基於「國家發展計畫」係指配合本

院組織改造，整合本院經濟建設委

員會主管「國家建設中期計畫」與

本會主管「中程施政計畫」，而案內

所陳之「國家發展計畫」係指「公

共建設計畫」與「社會發展計畫」

整合之中長程個案計畫，故上開名

詞建請另行研定。且部分內容將施

政計畫與個案計畫混淆，如第 69 頁

敘及之「績效評核」應為「計畫評

估」，相關法規及內容請更正。 

已依照建議，將未來整合之計畫類

型 名 稱 改 為 「 國 家 發 展 個 案 計

畫」。另有關內容中「計畫評估」

之用詞及相關法規之引用，亦已更

正。 

38. 研究內文第 57 頁圖 2-7 有關美國國

會預算局之組織架構中，OMB 係指

預算管理局（Office of Management 

OMB 為美國預算管理局，相關誤

植之文字已全數修正（p. 54）。另

外，美國歐巴馬政府於 2011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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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Budget），非「國會預算局」，建

請更正；另第 58 頁引述美國透過

1993 年所制定「績效與成果法」

（ Government Performance and 

Results Act, GPRA）有效達成中長程

施政計畫與預算制度縝密結合一

節，經查美國已於 2010年新修訂前

述相關法案（GPRA Modernization 

Act of 2010），建請併同予以納入參

酌。 

月 4 日公布「2010年 GPRA修正

法案」（GPRA Modernization Act of 

2010），惟本研究主要論述之計畫

評估制度內容，幾乎皆由 1993年

GPRA法案承襲而來，故主要討論

之範疇仍以 1993年 GPRA法案為

主。 

39. 研究內文第 60 頁有關我國「行政院

主計處」，配合本院組織改造，業於

101年 2 月 6 日改制為「行政院主計

總處」，請於全文中檢視相關內容併

同修正；另有關美國「會計總署

（GAO）」之譯名，建請敘明全稱。 

已依照審查意見進行修正及補充

（pp. 57-58）。 

40. 建議將 17 項政策建議分別依短期、

中長期歸類敘明，以增進閱讀可近

性。 

已依照委託單位建議，將本研究研

提之政策建議分為「立即可行」與

「中長程」兩類，並分列計畫審

議、執行管考及績效評核等階段，

另 相 關 內 容 也 對 應 修 正 （ pp. 

166-174）。 

41. 部分重要發現未於政策建議呈現或

與政策建議不同，前者如「公共建

設計畫」與「社會發展計畫」之審

議流程存有差異；後者如計畫審議

階段應引進公共參與。惟政策建議

則著重於計畫先期作業階段等，爰

有關政策建議的民意參與部分，係

在先期作業階段，此部分已經修

正，請參見立即可行建議六（p.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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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研究團隊予以釐清。 

42. 本研究建議評估作業應交由組織外

妥適之機關辦理（中長期建議、國

發會主辦）一節，考量各機關中長

程計畫之執行力與績效，評估作業

應可研議委由組織外妥適之機關協

助辦理，惟行政管考權責相關事宜

仍宜由行政部門負責，並非全權委

託辦理。 

有關由國家發展委員會設立專責

評估「政府效能」的「署」，本研

究已增補說明，請參見 p. 173。 

43. 政策建議之主協辦機關，短期建議

中列研考會或經建會，另亦有部分

短期建議中列國發會，此二類機關

似無法併列，建請修正。 

本研究所指的立即可行建議，是明

（2013）年在組改合併完成後即可

採行的措施，至於中長程是指組改

完成後，可進行規劃並逐步建立配

套措施之建議。 

研考會管制考核處 

44. 本報告提要第 XII 頁，有關績效評

估一節，對於個案計畫管理，現況

應係依據「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施政

計畫管制作業要點」辦理，所述「評

核期間」應為「管考階段」，請併同

修正第 158頁。 

已 依 照 審 查 意 見 進 行 修 正 （ p. 

XV、p. 162）。 

45. 本會辦理中長程個案審議、年度作

業計畫編制、計畫評核等相關作

業，分屬不同單位，上中下游作業

雖有未臻完善之處，惟尚不致「各

行其事」「完全脫鉤」等，相關文字

建請再酌，提要第 XII 頁第 3 行、

已依照審查意見進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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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7、165頁。 

研考會研究發展處 

46. 本研究於第二章第一節就社會發展

案採美國幼兒教育券制度進行個案

分析，惟就其分析內容（第 22 頁至

第 26 頁）並非就前所提之教育政策

評估標準（第 15 頁至第 21 頁）模

式進行具體論述，導致理論引證與

實務分析上存有落差。 

有關第二章第一節「美國幼兒教育

券制度實施模式」之內容已刪除， 

47. 本研究第二章第三節係就先進國家

與我國政策評估機制進行比較，並

就計畫評核、計畫審議及計畫評估

等三面向進行論述，惟在章節安排

上，第三章始就我國評估機制進行

介紹，導致在未進行整體制度介紹

前提上就進行比較分析，就論述邏

輯上不具聯貫性。 

本報告第二章「先進國家公共政策

評估機制」偏向理論及案例引介，

至於第三章「靜態與次級資料分

析」則是介紹國內中長程個案計畫

的評估機制與實務運作，惟經本研

究團隊反覆討論，考量本研究報告

內容深具專業性，為使閱讀者能在

初步認識國內相關制度規定後，繼

而承接後續的現況問題分析與整

合性評估構面，因此仍維持既有之

章節架構。相關章節架構之安排邏

輯，本研究則參照審查意見，在第

一章第三節（p. 6）中增加「章節

安排」之說明。 

48. 目前我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制

包含計畫審議、執行管考及績效評

核等階段，本研究進行制度論證也

依上開機制分別進行檢視與論述，

已依照委託單位建議，將本研究研

提之政策建議分為「立即可行」與

「中長程」兩類，並分列計畫審

議、執行管考及績效評核等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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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有關第六章第三節政策建議內

容，建議亦能依據目前我國評估機

制分別予以提供具體建議。 

另 相 關 內 容 也 對 應 修 正 （ pp. 

166-174）。 

49. 第四章第二～四節所援引各項訪談

及焦點座談會議重點，除字體應予

以區隔明確外，各論述重點建議以

簡短標題予以呈現，以掌握各段論

述重點。 

已修正字體、格式，並新增部分論

述段落之簡要標題。 

50. 本研究已列出先進國家社會發展與

公共建設計畫評估機制若干問題缺

失，並整理先進國家與我國政策審

議評估相關比較，惟所提值得我國

參考之處（第 65 頁），內容略顯薄

弱，請詳予補允論述。 

已依照審查意見增補內容（p. 6）。 

51. 研究報告第三章第一節「社會發展

計畫」請以圖表補充現行計畫分

類。另第二節「公共建設計畫」請

補充說明審議評估構面。 

已依照審查意見增補內容（pp. 

62-63）。 

52. 本研究經由 5 項近期社會發展計畫

書回顧中，初步發現之社會發展先

期計畫書在內容方面的問題及缺失

一節（第 69 頁），經檢視案內資料

（含表 3-1）所述多屬「中長程個案

計畫」之問題及缺失，非屬「社會

發展先期計畫」之範籌，請查明修

正。 

原 p. 69 敍及有關社會發展計畫

「先期計畫書」，已修正為「表 3-2 

五項近期社會發展計畫書之待改

善評估內容」（p.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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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本研究建構「德菲問卷調查」進行

施測，問卷「主構面」及「次構面」

題目，除根據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中

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編擬外，另

加入計畫執行策略等 3 個主構面虛

擬變項及 BOT 可行性等 11 個次構

面虛擬變項，請補充說明虛擬變項

內容及擇選原因或依據。 

有 關 德 菲 法 討 論 之 構 面 虛 擬 變

項，主要為避免填答者受限於過去

的實務經驗，並受到現有制度的影

響，過度主觀涉入未來制度改革的

設計，在檢視公共政策相關理論及

實務規劃內容，並經研究團隊審慎

之討論，所進行之擇選結果（p. 

127）。 

54. 本報告政策建議請先行分類為「立

即可行建議」與「中長程建議」，並

註明相應之主、協辦機關。又研究

建議所指「短期是明（2013）年在

組改合併完成後即可採行的措施…

中長期是指明年組改完成後，可進

行規劃…」，為利研究報告往後閱

讀，請刪除「明年」字樣。 

已依照委託單位建議，將本研究研

提之政策建議分為「立即可行」與

「中長程」兩類，並分列計畫審

議、執行管考及績效評核等階段，

另 相 關 內 容 也 對 應 修 正 （ pp. 

166-174）。 

55. 報告格式部分，請研究團隊依下列

所提建議進行調整修正： 

（1）書脊請依序書明「研究主題」、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及

「編碼」。 

（2）「提要」請置於目次之前。 

（3）第一章前言建議修正為「緒

論」。 

（4）部分圖表似引用掃瞄圖檔（圖

2-2、2-5、2-6），文字略顯模糊，請

全面檢視修正或重新繕打，俾利閱

（1）已修正。 

（2）已修正。 

（3）已修正。 

（4）已修正。 

（5）已修正第四章引述資料之格

式。 

（6）原內容已刪除。 

（7）原內容已刪除。 

（8）原內容已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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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 

（5）本文引述訪談文字超過 4 行

時，請予以獨立並使用不同字體，

每行左端縮 4 字編排，上下並加半

行空間。 

（6）第 21 頁最後 1 行「金錢與經

力在其子女身上」文字誤繕請修正。 

（7）第 21 頁倒數第 6 行「企待突

破困境」文字誤繕請修正。 

（8）第 24 頁第 4 行「就獨私校」

文字誤繕請修正。 

（9）第 29-30頁「全國綜合開發計

畫」與「公共投資基本計畫」是否

相同，請查明釐清並統一用語。 

（10）表 2-6 資料來源年限為 1997

年，惟表內出現 2010 年～2015 年

「第五次全國綜合開發計畫」內

容，似不合時間邏輯，請查明修正。 

（11）表 2-8 主要目標「必要性」及

「效率性」請補充相關具體作法，

避免混淆。 

（12）第 33 頁日本「行政評價法」

與第 35 頁「日本行政機關政策評價

法」是否相同，請查明釐清並統一

用語。 

（9）在日本「全國綜合開發計畫」

之整體發展脈絡之下，次有「公共

投資基本計畫」做為各部門建設之

綱要指導計畫，故兩者計畫功能相

同性質不同。 

（10）日本「第五次全國綜合開發

計畫」之「預期」執行年限為 2010

年～2015 年，係屬未來事件之規

劃，並未誤植。 

（11）請參見表 2-8（p. 31）之說

明。 

（12）兩者確為同一法規，已一致

修正為「行政機關政策評價法」。 

（13）已增補文字說明內容及擇選

之原因（p. 68）。 

（14）有關「計畫評核」的用詞，

已檢視內容並更正，惟因應本研究

題目「我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估機

制整合之研究」，內容中提及「中

長程個案計畫評估」之用語，仍予

以保留。 

（15）已全面檢視並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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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第 69 頁所提社會發展 5 項計

畫書，僅以表 3-1 呈現，請輔以文字

論述相關內容及擇選原因。 

（14）研究內文名詞用語不精，「評

核」係指計畫評核，「評估」係指機

關績效評估，請全面檢視修正。 

（15）尚有部分錯（漏）字，請研

究團隊全面檢視，並依本會「委託

研究計畫作業要點」及委託研究期

末報告印製格式相關規定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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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七七七七    期期期期末末末末報告報告報告報告修正本修正本修正本修正本審查意見回覆表審查意見回覆表審查意見回覆表審查意見回覆表 

編

號 
審查意見 回覆修正說明 

1. 經審閱報告修正本內容，研究團隊

對於期末報告學者專家審查會所提

供相關意見，尚有部分未予補充或

修正，有關多項政策建議修正意

見，研究團隊皆回覆建請本會進行

另案委託研究，惟為提升本研究政

策參考價值，仍請強化整體研究結

論，補充所提政策建議具體落實措

施。又目前我國中長程個案計畫評

估機制包含計畫審議、執行管考及

績效評核等階段，政策建議內容請

依據目前我國評估機制分別予以論

述。另政策建議之主協辦機關，立

即可行及中長程建議同時提列研考

會、經建會及國發會，考量上開機

關似無法併列，請調整修正。 

（1）有關另案研究之政策建議，

包括構面之權重，以及研提「計畫

審議導引手冊」為本案之研究結

果，其後續之發展及具體落實措

施，確實已超出本委託案之研究目

的，因此本案建議另案研究。 

（2）圖 5-4 已修正。 

（3）有關政策建議之主協辦機

關，已調整修正。 

2. 本研究建構「德菲問卷調查」進行

施測，問卷「主構面」及「次構面」

題目，加入計畫執行策略等 3 個主

構面虛擬變項及 BOT 可行性等 11

個次構面虛擬變項，請補充說明虛

擬變項內容及擇選原因或依據。另

「公共建設計畫」評估次構面業增

（1）本研究為避免填答者受限於

過去的實務經驗，並受到現有制度

的影響，過度主觀涉入未來制度改

革的設計，在檢視公共政策相關理

論及實務規劃內容，並經研究團隊

討論後，本研究虛擬變項。相關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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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法律可行性」（第 143 頁），惟

圖 5-4（第 144頁）似未配合新增，

請修正。 

明請參見 p. 127。 

（2）圖 5-4 已修正。 

3. 研究報告業補充 100年 6 月 10 日新

頒「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相關內容

（第 22 頁），查該法主管機關明訂

為「教育部」，爰請配合修正第 21

頁「幼稚園托兒所分別由教育部及

內政部管轄，各司其職，無法統整

教育資源」等論述。 

p. 21所論述者，係描述發放教育

券後仍無法解決之問題，並非說明

100年幼教法通過後之目前制度

情況。 

4. 研究內文第 72 頁有關「政府公共建

設計畫先期作業實施要點」係引用

舊條文（96.3.2），該要點業經行政

院於 98年 3 月 2 日及 101年 3 月 13

日 修 正 ， 請 引 用 最 新 修 正 內 容

（101.3.13）。 

已引用最新修正內容。 

5. 附錄二焦點團體訪談紀錄及附錄三

深度訪談紀錄，皆為訪談逐字稿，

頁數多達 227 頁，請摘要記錄會議

大綱及發言重點。 

逐字稿部分已摘要處理。 

6. 有關本研究報告格式修正建議： 

（1）圖 2-7 文字缺漏，請補正。 

（2）期中報告審查意見回覆表毋須

納入期末報告修正本，請併同修正

目次。 

（3）政策建議主協辦機關，撰寫格

（1）有關圖 2-7 中「副首長」、「執

行長」字樣，已補正。 

（2）期中報告審查意見回覆表已

移除，目次並已同時更正。 

（3）已修正。 

（4）已再次全面檢視錯漏字並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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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建議修正為（主辦機關：○○○；

協辦機關：○○○）。 

（4）尚有部分錯(漏)字及字體大小

不符本會規定，請研究團隊全面檢

視，並依本會「委託研究計畫作業

要點」及委託研究期末報告印製格

式相關規定修正之。 

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