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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政府事務委外是公私夥伴關係（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的主要潮流，也

是政府組織將低技術性事務功能移轉給外部組織的主要作法。基於經濟效率的考

量，政府透過委託外包等公私協力政策來調整組織的功能界線，將原本屬於政府

的部分功能業務改由市場競爭來提供公共服務，不但可以撙節人事成本，並且透

過「競爭」來提升公共服務品質。然而，政府組織業務委託外包所應該考量的不

只是單純的經濟效率問題，因為政府組織具有特殊的公共性質，行政組織的功能

移轉在本質會牽涉許多公權力以及行政責任的歸屬問題，因此政府事務委外在人

事成本節省的效益之外，也相對產生其他交易成本。

Oliver E. Williamson（1981）在討論不同形式治理結構時提出了交易成本的

理解途徑，認為資產特殊性、不確定性及交易頻率會影響交易成本大小，其觀點

正好符合前述關於政府事務委外的相關特質。因此本文從 Williamson 相關理論

來討論政府業務委外的不同階段相應的交易成本，在委託外包的契約關係中，應

該把委外事務是否能如期傳遞服務、公共服務品質優劣、委外交易時契約的搜尋

成本、課責、風險等交易成本納入決策考量。

本文進一步提出三階段委外管理策略：一、對於公部門組織的「資產特殊性」

更進一步加以界定，亦即在委外前針對事務本身的誘因強度、行政控制需求、契

約法機制進行分析，以設計委外契約結構相應的誘因機制；二、從契約風險（包

含成本控制能力、資產特殊性及代理人廉潔可信度）、市場供應能力來評估政府

事務委外的損益平衡，期能提供公共管理者辦理委託外包的決策依循。；三、政

府部門的事務委外決策不只是單純人事成本的撙節效益，更應該將契約監控、課

責、風險等交易成本列入損益平衡計算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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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政府的統御在某些部分具有不可剝奪的權威，將其留在政府之中執行並非因

為由政府執行較節省成本，而是這些行政事務賦予政府公共權威。

--James Q. Wilson1

自一九八○年代以來，政府管理的革新主要以生產力、市場化、服務導向、

分層負責、政策取向、績效管理等六項主題為核心（Kettl,2000:1-3）。隨之而來

的是各國所進行的一系列政府再造運動，例如英國柴契爾首相推動的的政府組織

精簡、美國於 1993年成立的「全國績效評估委員會」（National Performance Review,

NPR）等。其中「市場化」的趨勢強調運用市場誘因及各種民營化措施的方式來

提供政府服務，其主要目的是撙節人事成本並提供相同的公共服務，例如委託外

包（contracting out）便是最具體的作法，公共組織將低技術性事務功能移轉給外

部組織，政府可以免去人事的相關成本，並且透過市場化的策略，讓有能力提供

相同功能的服務傳遞者相互競爭，降低公共服務的成本。這些政府服務委託外包

的政策，也成為 OECD 會員國應用市場機制的策略之一，不僅被應用的比例日

增，相關證據也顯示服務品質也能夠得到維持，更能獲得效率（OECD,1997）。

跟隨著這一波的政府再造運動，我國政府也將政府公共事務民營化及委託外

包做為具體政策方向，從「政府再造綱領」到「政府改造委員會」，不同的政策

首長也不斷的在各種場合宣示政府事務的委外政策，例如總統在政府改造委員會

及各項政策宣示場合便曾經有此談話：

未來政府組織調整應轉型為「小而能、小而美」的政府，主動引進競爭、市場機制

做組織整併並充分運用民間力量，將現代企業觀念與作法引入政府機關，強化人事

制度績效管理的精神，精簡組織結構、運用法人組織與第三部門、簡化行政流程、

1 原文如下：Wilson describes sovereign transactions as ones that ”are endowed with indefeasible 
authority: They are certain commands that only the state ought to issue.”...the government organizes 
these transactions itself not because the “government is cheaper or more efficient, but because it alone
embodies the public’s authority.”（Wilson,1989；cited from Williamson,1999: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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鬆綁僵固法規、消除本位主義，委託民間經營2...

同時，主管文官體制績效的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也在一份新聞稿中提

到：

台灣政府一直致力於推動政府改造與行政改革，在政府結構與職能的改造方面，我

們將政府的業務內容作整體的檢討，把不必要或不合適執行的任務釋出，以推動業

務委外、公營事業民營化、擴大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等措施3。

從上述文字我們可以發現，政府再造的政策走向，主要是希望透過行政業務

委外的方式以節省政府龐大的人事成本。然而，公共服務委託外包確實能夠達到

「省錢」的目的嗎？答案不盡然如此。「全美州郡市公務員聯合會」（American

Federation of State, County, and Municipal Employee, AFSCME）主張政府事務委外

非但沒有較公辦公營的服務傳輸模式省錢，反而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其主要原因

有三：一是契約行政與監督等委外的額外成本經常被忽略；二是許多郡與市在契

約期程中真正支付的金額其實超過原先契約所訂的經費；三則是受託者經常壓低

工作人員的薪資和福利，把額外的成本轉嫁給政府。此外，AFSCME 和全美教

師聯合會（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 AFT）更進一步指出委外反而降低服

務的水平與素質，甚至讓民選官員有機可乘，將政府委託外包案做為對於受託者

在選舉獻金的回饋之貪瀆情事（Lavery,1999；劉淑瓊，2005:121）。

除此之外，公共管理者對於行政業務委託外包的監督能力也遭受質疑，某國

立大學學生質疑學校在清潔勞務委託外包的過程中未善盡監督之責，使得清潔承

包廠商有機可乘，剝削清潔勞工：

有學生認為去年承包該校校園清潔工作的公司，違反勞基法，最近發起連署，要

2陳水扁總統參加「二十一世紀公務人員生涯發展國際會議」致詞（90.12.19）
3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新聞稿（9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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喚起校方重視，... 公司剝削清潔工，校方不應該放任這樣的公司，也要好好監

督新的承包業者。4

政府的角色一向被認為是扮演市場失靈時那隻看得見的手，自福利國家興起

後，則被視為是照顧人民從搖籃到墳墓的保母，其的目標不外乎「公共利益」與

「效率」，效率所求的是「如何把事情做好」，而公共利益所指的則應是「做好的

事情」，在眾多目標的要求之下，政府究應如何調整自己的角色與界線去完成人

民的付託？本文主要目的即是透過理論與概念澄清政府事務委託外包的依據，瞭

解政府事務委外的管理需求，公共管理者在委外事務日增潮流中勢必面臨身份的

轉變，從公共服務的提供者轉變為公共契約管理者，與委託外包廠商所衍生的委

託-代理關係與制度經濟學的交易成本理論、委託-代理人理論有部分特質相近，

因此本文借用 Oliver E. Williamson 的交易成本觀點，進一步討論政府事務委外不

應只重視有形的生產成本，更應重視在委外交易前、簽約過程中及事後監督等不

同階段相應的交易成本。

貳、政府事務委外的管理需求

除了政府再造所帶動的「小而美，小而能」組織定位方向，政府將公共事務

委託外包的管理需求尚來自公共選擇、公私協力、及制度經濟學等理論。公共選

擇以及公私協力理論賦予行政革新者「精簡」及「調整」政府組織功能的政策方

向。而在制度經濟學方面，亦有許多關於制度選擇的論述，其中 Oliver E.

Williamson 的交易成本觀點對於本文所探討的組織界線與管理形式相當具有啟

發性，並針對公私組織等不同治理結構提出委外的契約架構，提供組織尋求交易

的成本思考觀點。

在民營化的趨勢之下，政府對於公共服務的傳遞逐漸解除管制、採取市場導

4“政大學生 抗議清潔工被剝削”(2008.01.04)聯合報，文教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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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政策，其主要的考量認為由市場競爭來決定公共服務提供者，將能獲得最小

預算（成本）投入與最大公共服務（效益）的產出。從政府干預市場的程度以光

譜表示，最右端的是完全自由化的市場策略，政府完全退出公共服務的提供；其

次則是將公共財貨及勞務拍賣給私部門；復次則是簽約外包，政府仍具有所有

權，非政府組織則有經營權；然後是抵用券，政府給予特定符合資格的消費者等

同於現金的代金券、賦稅與補助及使用者付費，光譜的最左端則是完全的公營（丘

昌泰，2000：393-394）。

圖一 市場導向光譜圖

資料來源：丘昌泰(2000：394)

一、委外的趨勢與相關理論

追溯委託外包的理論起源，受到公共選擇理論影響，主張減少政府職能，將

財貨與服務交由更有效率的市場來生產與提供。儘管市場有可能是不完美的，但

是將政府與市場選擇放在同一基礎上來比較時，公共選擇學者更傾向於支持私有

化（Tullok et. al,2005:21）。公共選擇理論將政治場域比喻為經濟學的市場，個人

的自利行為假定也被用來分析官僚行為，有效率的資源配置是政治場域中行為者

所關切的，論者認為由市場來取代原本的服務傳遞，更能達到公共服務的效率。

從政治經濟學的觀點來看，政府事務委外乃政府財貨服務提供制度的眾多選

項之一。Murray J. Horn 從立法者、行政者與選民的架構來分析公部門的制度選

擇，認為立法者在不同環境中會選擇不同的組織形式，也就是藉由不同制度與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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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選擇來降低政治交易成本。例如面對財貨服務提供時，立法者在國營企業、

民營企業與行政機關之間作抉擇；當涉及行政管制時，立法者在法院、獨立委員

會與行政機關作選擇（2003:53）。由於政治運作過程必然涉及交易成本的互動，

因此參與者會藉由制度機制的設計與選擇來降低交易成本，對於立法者而言，其

企圖降低協商的決策成本，以及確保行政官僚確實執行其立法原意以降低代理成

本，而行政者則是希望提高委任授權的程度以及裁量獨立的空間來降低政策執行

過程中所受監督。Dixit(1996)進一步將交易成本經濟學（transaction-cost ecnomics,

TCE）的解釋擴大延伸為交易成本政治學（transaction-cost politics, TCP），用以

分析以政治制度與組織為治理結構主體的政治市場。立法者、行政者與選民之間

的多重代理關係使的個別行動者之間的複雜性與不確定性提高，立法者所關心的

是如何使以更有效率的資源配置形式達成選民利益，公共官僚同時受立法者及公

眾委託，在自我利益驅使之下，亦傾向選擇降低行政成本的制度形式。

若從治理的角度觀察，公私夥伴關係（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強調公部

門與私部門為了更經濟的完成公共任務而採取的合作夥伴關係。「協力」被視為

是公共服務傳遞的另一種策略（吳英明，1996），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包含非營

利組織及私人組織）體認到以共同合作的形式提供公共服務將成為公共管理的新

趨勢，政府與私人組織的角色由過去高權的命令-控制鏈轉變為網絡的夥伴關

係，更能突破僵固的組織形式，以彈性的分工來追求效率。

我國政府事務委託外包實務方面，行政院在 1993 年所頒訂「行政革新方

案」，便將委託外包列為方案的實施要項之一5，至 1998 年的「政府再造綱領」，

也希望能透過委託外包引進民間資源，以擴大公共服務範圍、提升服務品質及降

低政府執行業務之成本。至 2002 年「行政院行政院組織改造推動委員會」，要求

行政院所屬機關全力推動組織改造，朝去任務化、地方化、委外化及行政法人化

5 其主要政策方向為「機關業務性質，凡可委託或外包民間辦理者，應儘量或委託外包民間辦理，
以簡化政府業務」（引自 莫永榮，200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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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標努力6。

至此，「委託外包」看似是解決政府龐大人事成本的救命丹，透過政府業務

重新檢討與計畫，行政機關可以將非屬於核心業務的低技術性行政事務委任交由

民間與私人機關提供服務，政府組織的員額也可以藉此得到精簡，撙節人事成本。

二、Williamson 的委外契約架構

Williamson 在“Public and private bureaucracies: A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Perspective”一文也針對公、私組織進一步分析，認為某些適當的情況，公共組織

可以將業務委託外包。從市場與科層（market、hierarchy）的組織治理結構來看，

市場具有高度的誘因密集度及高度的績效主導性，而科層體制（亦即組織）的治

理結構則享有高度的行政管控能力與協調力，當一個組織選擇治理結構時，可以

從契約風險程度、廠商履約的風險以及整體損益平衡的價格計算加以衡量，如果

前述三者風險過高，則建議由組織內部自行生產該項產品，會比交由市場解決來

的好（1999:314）。在內部與外部組織的生產組合中，Williamson 所關注的是交

易成本的問題，因為在市場中不可能獲得完全的資訊，也不可能有完全的契約，

更不可能對於代理人的行為進行完全的監控，因此要讓市場在交易成本為零的情

況下運作，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假若將此項治理結構放在公部門的治理脈絡來

看，則公部門選擇將業務委託外包的標準必須有更嚴格的考量，Williamson 將前

述的契約架構延伸，如圖一所示，由 A 到 D 的治理結構只有單純考慮組織在契

約風險程度、廠商履約的風險以及整體損益平衡的價格計算，而公部門的治理結

構選擇還需要考量該項業務的公共性。

6 由於本文目的在討論組織界線與事務委外標準，因此對於行政院推動政府事務委託外包實務不
多贅述，關於我國政府業務委外的詳細描述，請參見：莫永榮（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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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公部門事務委外契約架構

資料來源：Williamson（1999: 337）

借用 Williamson 組織分析的概念，假若公部門組織是治理結構中主要的行

為者，當一個組織選擇將低技術性的業務移轉到外部組織，以契約形式約定由外

部組織提供該項公共服務，則前述各項交易成本都應該要納入考量，且須加上「公

共性」的考量。公部門的公共特質會表現在資產特殊性上面，從而也很容易增加

搜尋契約、執行契約、監督履約的風險，成本的管控、資產特殊性的要求以及代

理人的誠實與廉潔度都會增加交易成本。公共管理者必須清楚知道公共組織具有

哪一些公共特質、公共組織與私人組織有何差異，才能夠在一片的政府精簡與委

託外包潮流之中運籌帷幄。

A（獨立的市場）

B（履約風險）

D（私有組織）

E（管制）

C（混合的契約）

F（公共代理人）

h=0

h>0
S=0

S>0
市場支持

行政管理支持
私有

公共

h:契約風險指數

S:履約保證風險



8

參、Williamson 的交易成本觀點

而在委託外包的具體理論應用則有交易成本理論及委託-代理人理論；交易

成本所指的是生產費用以外的一切成本，包含交易前的搜尋成本、交易後的執行

與監督成本等。而當政府從服務生產者轉變為服務購買者的角色，契約關係的行

為分析則以經濟學「委託-代理人理論」做為基礎，進一步加以延伸為服務購買

者與提供者之間的行為互動。委託-代理人理論最初係用來探討委託人、代理人

及契約之間的關係，在資訊不對稱及利益衝突的市場中，行為者易於出現逆向選

擇、道德危機、及怠惰等行為，從而增加控制與監督的成本，成為生產成本以外

的額外成本（陳敦源，2005：82-83），最好的解決之道是透過制度誘因的重新設

計，來減少市場中的交易成本。

Coase 早在 1937 年”The Nature of the Firm”一文提出交易成本的重要性，指

出交易成本普遍存在並且影響一切經濟活動(Coase , 1937)；其所關注的是如何使

資源有效獲得配置，並且觀察到廠商組織與市場可以做為交替選擇的治理形式，

主要決策方式是比較兩種形式的交易成本高低(Coase,1995)。最初未就交易成本

做出明確可操作性的定義，North(1994)則強調訊息成本是交易成本的關鍵，這些

成本包含衡量交換事務之價值成分的成本及保護權利、監督與執行合約的成本。

O. E. Williamson（1975）以 Coase 的觀點為基礎，進一步延伸與整合，提出一套

完整的交易成本理解架構，主要可以分為：交易成本產生原因、交易成本的特徵

以及後續延伸而來的治理結構與契約形式，以下分別析述之。

一、交易成本的發生

Williamson 認為交易無法順利進行是因為在交易過程中受人性因素及環境

因素所導致的組織失靈，造成交易的困難與交易成本的發生（1975:21-40）。如

圖二所示，環境因素包含不確定性與複雜性（Uncertainty and Complexity）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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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交易（Small Numbers），而人性因素則包含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

以及投機主義（Opportunism）。

圖二 組織失靈架構
資料來源：Williamson（1975:40）

不確定性與複雜性指的是環境中充滿不可預期性和各種變化，交易雙方均將

未來的不確定性及複雜性納入契約中，使得交易過程增加不少訂定契約時的議價

成本，並使交易困難度上升。少數交易則是指某些交易過程過於專屬性

（Proprietary）， 或因為異質性（Idiosyncratic）資訊與資源無法流通，使得交

易對象減少及造成市場被少數人把持，使得市場運作失靈。人性因素方面，有限

理性指交易進行參與的人，因為身心、智慧、情緒等限制，在追求效益極大化時

所產生的限制約束。投機主義則指參與交易進行的各方，為尋求自我利益而採取

的欺詐手法，同時增加彼此不信任與懷疑，因而導致交易過程監督成本的增加而

降低經濟效率。

Williamson 假設當有限理性與環境不確定性這兩項因素同時發生時，或者

是少數交易與機會主義同時發生時，便很容易產生信息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ic）的情況，而當環境的不確定性高和自利行為產生的機會主義，交易

雙方往往握有不同程度的資訊，使得市場的先占者擁有較多的有利資訊而獲益，

並形成少數交易。交易雙方若互不信任，且又處於對立立場，無法營造一個令人

人性因素 環境因素

氣氛

有限理性
不確定性
與複雜性

機會主義

資訊不對稱

少數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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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的交易關係，將使得交易過程過於重視形式，徒增不必要的交易困難及成本。

二、交易成本的特徵

而上述交易成本的發生原因，進一步追根究底可發現源自於交易本身的三項

特徵。這三項特徵形成三個構面影響交易成本的高低（Williamson,1985）：

1.資產專用性（asset specificity）─交易所投資的資產本身不具市場流通性，或者

契約一旦終止，投資於資產上的成本難以回收或轉換使用用途。資產專用性程

度則是指資產從原來的用途轉做其他最佳用途使用後，所損失的資產價值佔該

資產原來用途價值的比例。一般而言，資產專屬性越高，組織越傾向將交易內

部化，以降低因交易所產生的成本。

2.交易不確定性（uncertainty）─E. T. Koopmans 將不確定性分為兩種，第一種包

含有限理性所導致各種預期與不可預期的偶發事件，第二為缺乏資訊的不確定

性，由隱瞞、詐欺及扭曲資訊所致，容易增加監督成本(Williamson,1985:56-57)。

3.交易的頻率（frequency of transaction）─交易的頻率越高，相對的管理成本與

議價成本也升高，交易雙方必須進行事前的溝通、協調與訂約，事後協商次數

亦會增加。交易頻率的升高使得企業會將該交易的經濟活動的內部化以節省企

業的交易成本。

三、治理結構與契約形式

從組織研究的途徑來思考政府委託外包的問題，委託外包的考量涉及組織對

於邊界的決策，Oliver E. Williamson（1981）在討論公司界線（firm boundary）

時提出了交易成本的理解途徑，認為「資產特殊性」（asset specificity）將會決定

一個公司或組織在何時應該將功能移轉給外部的組織，其觀點正好提供前述關於

政府界線的界定問題另一個思考方向。Williamson（1981,1988,2005）將交易做

為基本的分析單位，而理解交易成本如何存在則是組織研究的重要課題，任何一

組交易，由於其特徵不同，因此需要不同結構來進行治理，以減少交易成本的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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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而在選擇何種治理結構（市場或政府）來治理某一特定交易時，必須透過不

同治理結構的成本效益分析比較來予以確定。

如圖三所示，組織的交易成本受到資產特殊性的影響，會影響組織究竟應該

自行生產或向外部組織購買（buy or make）的決策，圖中橫軸 A 表示資產特殊

性的高低，越往右邊越高。縱軸則為（自行生產的成本－外部購買的成本），假

若在縱軸得到負值（小於 0），則表示組織應該自行生產該項產品。因此ΔC 表

示在不考慮其他交易成本的情況下，組織生產的成本，由於交易成本為零，因此

自行生產的成本－外部購買的成本恆為正，到市場上進行該項產品的交易較為有

利（成本越小越好）。ΔG 則為管理及監督等交易成本考量之下，自行生產的成

本－外部購買的成本，由圖中可以發現，當資產特殊性高到一定的程度時，組織

最好選擇自行生產該項產品，其成本會比較低。而計算組織生產成本的方式則應

該把ΔC 與ΔG 相加，亦即組織在功能界線調整的決策中，除了生產成本以外，

還會產生其他的交易成本，當組織的資產特殊性高到一定的程度（超過 Â之後），

應該選擇自行生產該項產品較為有利。

圖三 淨生產力與治理成本差異之比較

資料來源：Williamson（1981: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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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ase 在〈社會成本問題〉一文已提及對於資源配置效率的關切，認為廠商

組織與市場可做為交互替換的管理形式，其選擇取決於交易成本大小（1995:

134），Williamson(1986)則根據投資屬性以及投資頻率建議採用不同的管理形

式，如表一所示，其增加了三邊治理的結構，資產專屬低性時，可以採用市場治

理的方式；資產專屬性高、交易頻率低則可採用混合的治理形式；資產專屬性及

交易頻率都高時，則建議組織使用層級節制自行統一管理。

表一 交易的治理結構

資產專屬性

交易頻率
非專屬 混合 專屬

偶然 三邊治理（新古典契約）

循環性

市場治理

（古典契約） 雙邊對等管理 統一管理

資料來源：Williamson（1986:117）

本文認為 Williamson 所提的概念恰好可以用在公共組織的界線分析，政府

在決定哪些業務應該委外以及哪些業務係屬於核心業務時，應該考量該項公共服

務或財貨的資產特殊性，資產特殊性高的政府業務必須視情況而保留，不可輕易

的開放民營或委託民間協助辦理。現行政府委外的決策考量，更應該重新思考其

他交易成本的高低以及政府本身的權威特性以及各項政策的公共性意涵。

肆、委託外包的管理策略

就政府本身的職能而言，公共服務的性質多具有高度資產專屬性，透過外包

未必可以完全的解決成本問題，Lavery（1999）便直率地表明，想要戲劇性地縮

小政府規模或是明顯地降低公共支出，除非政府決定將某一項社會服務從法定職

掌中刪除或削減，否則，單從業務委外是不可能做到的。換言之，儘管社會服務

民營化廣受政治人物與執政者的歡迎，被塑造成是比政府自行提供服務更佳的選

項，但事實上它未必能夠達到所宣稱的政策目標。Johnston & Romzek（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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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Breaux et al（2002）對於社會服務民營化所呈現的共通問題，不約而同地指向

契約委託「委託人與代理人關係」（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之本質，他們指

出雙方誘因不同、利益不一，受託者的規避行為，以及監督需投入成本等特徵，

使得委託者難以向受託者課責；Slyke（2003）則分析社會服務民營化最大的問

題是：不存在競爭市場在前，政府部門缺乏公共管理的能力在後。換言之，在委

託外包的契約關係中，應該把委外事務是否能如期傳遞服務、公共服務品質優

劣、委外交易時契約的搜尋成本、課責、風險等交易成本納入決策考量，並且評

估市場大小是否具有所謂的「競爭力」，才能進行委外的後續作業。以下將以

Williamson 所提出的交易成本階段論討論公共管理者在政府事務委外潮流，事

前、簽約、事後等三階段應注意的各個事項以及積極有效的管理策略。

Williamson進一步將交易成本整理區分為事前與事後成本的架構（1985:20-21）：

1.事前的交易成本：簽約、談判、保障契約等成本。

2.事後的交易成本：

 適應性成本─指交易雙方偏離契約條款約定內容。

 討價還價的成本─指雙方式後修正有爭議的契約所產生的的談判成本。

 建構及營運的成本─為解決雙方的糾紛與爭執而必須付出的相關成本。

 約束成本等─為取信於對方，以承諾契約安全所需之成本。

借用 Williamson 的交易成本階段論，本文認為業務委託外包的工作應該被

視為一項政策有規劃地進行，從市場健全度調查到委託外包形式的選擇，最後則

是履約階段的監督與課責，「成本」問題在各個階段仍應被嚴格審核，並且各個

環節疏一不可。以下建議各個階段應注意的事項：

一、規劃階段：組織定位及市場搜尋

首先，管理者必須對於組織的核心業務進行分析，並且瞭解公共組織與私人

組織的特質與差異，公共管理者會面臨到業務外包的決策，這可以從上述

Williamson 所提到的資產特殊性、不確定性與交易頻率來加以判斷；此外，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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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與私人組織在管理結構上的差異（如表二所示）也可以做為選擇的參考，公

部門的治理結構基本上具有較強的組織特性，因此其官僚化程度相對較高、較強

調權威的順服以及對於員工的保障，相對的，私人組織具有較強的市場特質，因

此較強調誘因結構以及員工績效的自主性，由於員工根據契約執行業務，因此也

叫重視爭端的解決機制。公共管理者在選擇治理結構時，也必須有能力為組織判

斷究竟該採取何種管理結構。

表二 公私組織管理結構差異

治理結構

私人組織 公共組織

結構
誘因強度 ＋＋ 0
官僚化程度 0 ＋＋

績效特質
自主程度高 ＋＋ 0
順服程度 0 ＋＋

契約中的勞資關係
執行自主性 ＋＋ 0
員工保障 0 ＋＋

法律上紛爭解決機制 ＋＋ 0

資料來源：修改自 Williamson（1999:336）

組織核心業務分析完畢，確定委託外包項目後，便可進入市場進行契約的搜

尋，公共事務委外的最主要理由便是「撙節成本」的考量，而這個成本降低的機

制來自於一個健全的競爭市場。因此在委託外包的第一個階段必須注意在市場上

的「搜尋成本」，事務本身的誘因強度、行政控制需求、契約法機制等因素都必

須納入分析，以設計委外契約結構相應的誘因機制，因此委託者可以根據各個可

能的供應者進行調查，注意該組織理監事會及財務年報收支狀況，以及該公司是

＋＋強

0 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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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有足夠專業人力來為組織提供服務。

二、執行階段：選擇合身模式

在執行階段應注意審慎選擇合適的組織以及委外的項目，公共管理者應該能

夠針對組織的核心業務與非核心業務進行通盤檢討，並且考量該項委託外包的業

務是否影響民眾權益。選擇適合的委外項目是為了避面在後續作業之中有損害賠

償的可能性，以行政助手為例，國家將低技術性工作委由外部廠商協助，再以國

家的名義進行服務輸送，假若該項業務會影響人民重大權益，則公共管理者應將

風險納入成本考量，重新思考該項業務委託外包的可行性。

此外，公共管理者也應能精打細算的計算委外項目的成本效益，成本部分除

了產品生產成本之外，更應該考量契約風險（包含成本控制能力、資產特殊性及

代理人廉潔可信度）、市場供應能力來評估損益平衡，期能提供公共管理者辦理

委託外包的決策依循。委託外包雖然多了競爭性，卻也多了管理與監督等許多額

外的交易成本，經過不同方案的比較之後，管理者應能選擇對於組織效益最大的

方案。

三、評估階段：監督與課責

在最後的回饋部分，也是公共管理者所面臨的最大挑戰，過去公共管理者是

公共服務的提供者，但是當委託外包業務產生時，公共管理者的身份轉換為服務

的購買者，對於委託外包的品質與傳輸的速度須加以監督。儘管公共管理者可以

透過私法途徑向委託廠商進行課責，但是公共服務儘管經過外包，仍然以政府的

名義對外傳輸，因此未能有效監督品質而造成的政府形象低落，將是廠商金錢賠

償難以彌補的。公共管理者的身份即為契約的委託人，委託廠商為契約執行的代

理人，在交易的過程中，因為資訊的不對稱，代理人易於產生風險的規避行為。

根據 Jensen 與 Meckling 的定義，代理人成本指的是「為了建構、監控與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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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在同一契約下利益衝突的行為人所有的花費，加上因為成本太大而無法完全執

行契約所帶來的效益的損失。」（引自 陳敦源，2000:111）將公共組織管理者與

委託外包組織視為委託人與代理人的關係，則代理成本主要來自於訊息不對稱與

監控不完全所造成的「逆向選擇」(adverse selection) 與「道德危機」(moral

hazard) 。比方說，委託外包的外部廠商對於承包之業務有較多專業知識以及成

本的相關資訊，因此在競標過程中，可能以較為劣質低價的產品來競標，公共官

僚身為委託人，在搜尋契約過程中資訊較不足，有可能會做出對自己不利但是對

於代理人有利的選擇，此稱為逆向選擇。另一方面，在決策事後，身為公共管理

者的委託人亦有可能在監控成本過高的情況之下無法完全監控，代理人承包商便

可以隱藏行動或是策略性的釋放訊息來應付委託人的監控，違背了契約所簽訂的

內容，稱為道德危機。

因此，公共管理者所面臨的另一挑戰即是監督的能力培養，應將契約監控、

課責、風險等交易成本列入損益平衡計算的成本。以簡單的辦公室採購為例，公

共管理者對於商品必須具備一定的專業知識，才能夠扮演好看守荷包的角色，製

造議價的空間與可能性。

伍、結語：公共管理者的新挑戰

本文主要目的在透過理論與概念澄清政府事務委託外包的依據，瞭解政府組

織移轉與調整本身業務有哪些策略選擇，並且從 Oliver E. Williamson 討論組織界

線等相關問題所提出的交易成本觀點，進一步主張政府事務委外不應只重視有形

的生產成本，更應重視無形的交易成本。透過公共選擇及公私協力等相關理論對

於概念的釐清之後，政府精簡的政策方向似乎得到重要的理論依據。在進行組織

精簡的過程中，事務委託外包看似已成為未來政府發展不可避免的方向，即使政

府在某些核心業務仍然保有高度的資產專屬性，但是部分低技術層次的事務，勢

必在人力成本的壓力下做部分的委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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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 Williamson 對於公部門契約委外的看法，公共管理者除了從契約風險

指數、履約風險及損益平衡來做委外的決策考量，更應該把公部門資產專屬性列

入交易成本考量，並且在交易契約的事前、事中及事後後各個階段注意相應的交

易成本。對於公共管理者而言，應該對於政府事務委外做足功課，並且面對角色

轉換的挑戰，從公共服務的提供者轉變為公共委外契約的管理者，學習如何有效

管理與監督，政府組織的特殊「公共性」將影響行政業務的資產特殊性，在評估

委外項目時不得不加以注意，必且列入「交易成本」考量。政府事務委外在未來

政府精簡過程中勢必成為主要政策方向，公共管理者應能洞識市場中資訊不對稱

所可能導致的種種欺瞞行為，以及培養對於契約的監督能力。



18

參考文獻

丘昌泰（2000）。公共管理－理論與實務手冊。台北：元照，初版。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新聞稿（96.5.1）。

吳英明（1996）。公私部門協力關係之研究：兼論公私部門聯合開發與都市發展。

高雄：復文圖書。

“政大學生 抗議清潔工被剝削”(2008.01.04)聯合報，文教版。

徐仁輝、陳敦源、黃光雄譯(2005)，政府失靈－公共選擇的初探（Government:

Whose Obedient Servant? A Primer in Public Choice, by Tullok, G., Arthur

Seldon, and Gordon Brady），台北：智勝，（原書於 2000 年出版）。

浩平、蕭羨一譯（2003）。公共行政之政治經濟學：公部門的制度選擇（by Murray

J. Horn），台北：商周出版。

莫永榮（2004）。政府服務委託外包的理論與實務：台灣經驗。行政暨政策學報，

第 39 期，頁 75-104。

陳敦源（2000）。誰掌控官僚體系？從代理人理論倓台灣官僚體系的政治控制問

題。公共行政學報，第四期，頁 99-129。

陳敦源（2005）。民主與官僚：新制度論的觀點。台北：韋伯，初版。

劉淑瓊（2005）。精明的委外：論社會服務契約委託之策略規劃。社區發展季刊，

第 108 期，頁 120-135。

劉瑞華譯 (1994)。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成長 (by Douglass North)。台北：時報

出版。

陳銘坤、李華夏譯（1995）。〈社會成本問題〉。廠商、市場與法律 (原書於 1988

年出版，by R. H. Coase)，頁 113-211。台北：遠流。

Breaux, D. A., C. M. Duncan, C. D. Keller & J. C. Marris (2002). Welfare Reform,

Mississippi Style: Temporary assistance for needy families and the search for

accountability.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62(1):92-103.

Coase, R. H.(1937), The Nature of the Firm. In Williamson, Oliver E and Winter,

Sidney G （ed.）(1991), The Nature of the Firm : Origins,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ixit, Avinash K.(1996). Chapter 2：The Transaction-cost Politics Framework. The

Making of Economic Policy: A Transaction-cost Politics Perspective.

(pp. .37-112)MIT Press.



19

Johnston, J. M. & B. S. Romzek (1999). Contracting and Accountability in State

Medicaid Reform: Rhetoric, theories, and reality.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59(5):383-99.

Kettl(2000). The Global Public Management Revolution: A Report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ance. Washington, 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Lavery, K. (1999). Smart Contracting for Local Government Services: Processes

and experience. Westport. Connecticut: Praeger.

OECD(1997). Best Practice Guidelines For Contracting Out Government Services.

Available: http://www.oecd.org/dataoecd/19/40/1901785.pdf.

Slyke, D. M. Van (2003). The Mythology of Privatization in Contracting for Social

Service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63(3):296-316.

Williamson, Oliver E. (1975).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 : A Study in the Economics of Internal Organization. New York :

Free Press.

Williamson, Oliver E. (1981). The Economics of Organization: The Transaction Cost

Approach.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87, No.3, pp.548-577.

Williamson, Oliver E. (1985).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 firms,

markets, relational contracting. New York : Free Press, 1st ed.

Williamson, Oliver E. (1986). Economic Organization : Firms, Markets, and Policy

Contro. New York :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Williamson, Oliver E. (1988). Visible and Invisible Governance. The Journal of

Finance, Vol. 43, No.3, pp.567-591.

Williamson, Oliver E. (1999). Public and private bureaucracies: A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 Organization, Vol. 15,

No.1, pp.306-342.

Williamson, Oliver E. (2005). The Economics of Governanc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5, No.2, pp.1-18.



20

Reconsiderations about Government Service Contracting

Out: Oliver E. Williamson’s Transaction Cost Approach

Hsu-Fang Hsieh*

Abstract

Contracting out government services is one of the principal market type
mechanisms for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It can lead to efficiency gains, while
maintaining or increasing service quality levels. However, public bureaucracies are
not only pursue efficiency, they also try to reach the goal of public interest. Oliver E.
Williamson（ 1981） had ever compare the efficiency of public and private

bureaucracies for managing transactions. The principal dimensions with respect to
which transactions differ are asset specificity, uncertainty, and frequency. He
suggested considering the transaction cost when making the decision of firm
boundaries.

This article focus on the issues of public services contracting out from
transaction cost approach. When public agencies decide how to deliver public services,
they ought to consider the index of contractual hazard, break-even price, and the
contractual safeguards. As more and more public services contracting out, the public
bureaucracies should also learn to manage the contract. The cost of searching
contracts, accountability, and the risk of contractual safeguard are all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transaction costs.

Key words: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transaction costs, asset specificity,

contracting out, principal-agent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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