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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營利的監督與課責：廣電基金的運作經驗與其意涵+

The Supervision and Accountability of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
Broadcasting Development Fund’s Experience and Implication

柯義龍*、王光旭**

《摘要》

【研究目的】由於財政缺口擴大與治理環境的複雜化，政府治理的效率與能力正
不斷的衰退之中，自新公共管理理論（New Public Management）興起以降，公
共行政學者莫不思考如何有效率的提供公共服務，並提出了諸多吸納社會資源，
建立夥伴治理網絡的作法，但卻也引發有關責任劃分不清，協調失靈，逃避監督
等問題。本文目的，在於透過廣電基金此一關鍵個案，對公私夥伴關係的課責機
制進行經驗層次的探討。一方面公私合夥等相關議題的研究，至今大多停留在規
範或概念層次的討論，理論與經驗的對話仍有待落實；二方面也希望透過此一關
鍵個案的研究，對於我國在推動相關政策時，能有借鏡的作用。
【研究方法】本文在資料蒐集上採用文獻蒐集與深度訪談。在文獻蒐集上，本文
先蒐集有關公私協力與課責等主題的中英文文獻，瞭解國外的經驗與討論的問
題，並從中找出本文的研究焦點；在經驗資料蒐集上，首先透過廣電基金的官方
網站，相關的報告，媒體的報導蒐集初步的資料，再繼之以深度訪談的方式，針
對廣電基金在公私協力架構下的運作與課責關係，進行更進一步的經驗資料探
索，並謄錄訪談逐字稿。資料分析的方法則是將蒐集的文本與訪談逐字稿，以內
容分析的方式過錄並分析，並將其一一的檢證本文所欲回答的研究問題。
【預期貢獻】本文預期的研究貢獻有二：第一、公私協力或夥伴關係等理論，在
國外已有長足發展，針對監督與課責問題，理論的描述也有頗多建樹，然落實到
經驗研究無論國內外均有不足。本文的目的即在促進理論與實務的對話；第二、
廣電基金的定位尤有爭議，過去對於廣電基金的批判也不絕於耳，本文的研究成
果或可對此提出適當的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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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財委會昨日要求相關部會就台灣鐽震、圓山飯店公司化、華揚
史威靈等政府投資項目進行報告，「國防部」次長請假未獲准卻缺席未到，
國民黨「立委」盧秀燕因此提案在五月廿日前凍結「國防部」軍隊生產及
服務作業基金，以示抗議，同時防範「國防部」動用基金支付鐽震開支。
1[1]

壹、 前言

近來鐽震案、圓山飯店公司化與華揚史威靈等政府投資案鬧得沸沸揚揚，皆
是反映了公私協力此一大思維脈絡下運作的形式與可能引發的問題。由於財政缺
口擴大與治理環境的複雜化，政府治理的效率與能力正不斷的衰退之中，自新公
共管理理論（New Public Management）興起以降，公共行政學者莫不思考如何
有效率的提供公共服務，並提出了諸多吸納社會資源，建立夥伴治理網絡的作
法，但卻也引發有關責任劃分不清，協調失靈，逃避監督等問題。就拿鐽震案來
說，鐽震公司的規劃就執政當局的說法，是為了避開以官方身份購買武器的難
度，所以才以鐽震公司此一「民間的法人團體」進行敏感的軍火交易，也可歸納
為公私協力的一環。然此一公私協力，在資源上動用的是人民的納稅錢所成立的
公司；在制度上又逃避了立法院的監督；在行政的運作層級上，也規避了許多原
本在行政上必須依循的步驟與層級，導致鐽震公司一案在東窗事發後成為眾矢之
的。究竟我們的制度裡，容許了多少這種以公私協力為名，但確有可能產生不良
運作效果的缺口？

從新右派的政策哲學開始風行以來，由於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的論述使得社
會資源力量的整合開始獲得了重視。換言之，政府施政的能量與資源除了政府本
身的公權力外，其他在社會的每一個面向都成了政策制訂與執行的中心。但這種
泛網絡化的治理概念卻也在實務與理論上引發諸多的辯論與爭議。例如：誰是權
力的核心？誰又應該負擔責任？資訊是否有不對稱的情形產生？甚至這種公私
合夥的互動過程也引發了很多黑盒子的想像（Thomson & Perry, 2006）。由於公
私協力的範圍十分廣泛，不同的組合關係顯示了廣泛的差異性，特別是政府與非
營利組織間的關係，由於非營利組織的存續必須依靠不穩定的募捐，也遭致了許
多對其自主性與課責性相互扞挌的質疑（James, 1989; 江明修、鄭勝分，2005）。
很明顯的，從過去的經驗裡，在追趕潮流建築彈性政府（flexible government; World
Bank, 2005）的改革過程中，很多國家也忽略了那些原本被視為是傳統的審計與
績效評估制度的基礎建設，空有公私協力的形貌，卻無法完全享受到兼具效率與
效能的好處，致使許多的公私協力關係有掛羊頭賣狗肉之嫌。

更深一層探究公私協力所產生的治理問題，其實與私部門一方的組織型態息
息相關。若我們將「私」的焦點集中在非營利組織，依據倚靠公部門資金來源的
多寡，就可以區分為公設財團法人與民間的財團法人（林秀燕，2005；黃新福，
2007：6））。而政府委託或補助非營利組織從事公共服務遞送的運作模式多得不
勝枚舉，也引發了許多資訊不透明、不對稱的風險。一方面從政府的角度而言，
補助或委託非營利組織的財務資助是可以規避國會審查，但又可達成政策目的的
一種作法，二方面就非營利組織來說，本身的財務狀況也不見得能對捐助者或政

1[1] 引自＜鐽震藏鏡人？邱義仁：什麼事都不能做嗎＞，《香港文匯報》，時間：2008 年 3 月 7 日。
連結網址：http://news.wenweipo.com/2008/03/07/IN0803070053.htm，連結日期：2008 年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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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關係人有效的透明化。舉例來說：美國聯合道路（The United Way of America）
前任主席 William Aramony 因詐取組織內的 120 萬美元，於 1995 年鋃鐺入獄，
造成該組織形象受損，募款能力急遽下降（哈佛管理個案）。若是公私協力的業
務牽涉到公共利益上的運作，這種無法有效監控的，或是太過於依賴政府資源而
導致自主性降低的，都有損害公共利益的可能。如何有效的課責，在維護公共利
益上便成為最為關鍵的課題。

本文目的，在於透過廣電基金此一關鍵個案，對公私夥伴關係監督與課責機
制進行經驗層次的探討。以廣電基金作為關鍵個案，其展現了幾點的特殊性：第
一、就廣電基金的財務來源而言，其接受政府的資助比例並不高，並無在理論上
所言喪失自主性的問題；第二、實際的運作上，廣電基金也認為政府不能干涉廣
電基金的運作，故依照上述兩點，廣電基金在分類上應可被歸類為能維持高度自
主性的非營利組織；第三、弔詭的是，廣電基金最受批評的，便是以民間的財團
法人之名，行政府的媒體打手之實。為何一個自認為自主性不會被財務的依賴削
弱的非營利組織，反而被認為違反了公共利益，成為政府控制新聞媒體的打手？
又遭受規避立法院監督的責難？這當中無論在理論上或實務上，均有許多富饒趣
味的問題值得探討。此外，就一方面公私合夥等相關議題的研究，至今大多停留
在規範或概念層次的討論，理論與經驗的對話仍有待落實；二方面也希望透過此
一關鍵個案的研究，對於我國在推動相關政策時，能有借鏡的作用。

貳、 文獻檢閱：公私協力關係、課責與分析觀點

傳統的公共行政，一向在政府管制與市場機制的對立邏輯中擺盪，也因此政
府失靈或是市場失靈，皆反映了兩者間可能會發生的制度缺陷。這種當私部門無
法供給，公部門無法介入的領域中，許多以社團組織為基礎的公益性非營利團
體，就成為扮演公共服務輸送者的角色。因非營利組織有其關心的議題與固定的
接觸領域，大多時候能較政府部門以更彈性，且更為長期的與民眾建立服務關
係。因此，相較於私人企業，非營利組織的存在更容易成為政府部門公共服務的
代理人。一方面，透過第三部門傳遞公共服務，能降低政府直接介入的成本，也
可以更有效，更貼近民間的需求，降低財政與政治上治理的危機；另一方面，第
三部門也可以藉此獲得政府穩定的資金挹注，或是其他制度上的優惠待遇，有助
於組織的經營與永續的維持。

公私協力是民眾或三部門參與公共服務的重要方式，其目的不僅是試圖將民
間的組織吸納進政府的服務網絡中以增進服務效率，更是一種增進公民參與共同
承擔責任的運作模式。Harding 認為公私協力係指在公私部門中，許多依賴參與
者同意，並足以改善經濟或生活品質的行動。而從網絡的觀點觀之，Max O.
Stephenson（1991: 110）認為公私協力即是公部門與私部門間的一種持續性的動
態關係。而 Bailey（1994: 293）則認為公私協力是來自於超過一個部門的利益聯
盟，為了準備或監督重建所為的策略行動。據此，公私協力的關係其實有以下數
個特點：一、行動者包含公私部門；二、有共同的政策目標，或經協調一致的政
策目標；三、共同分享資源；四、共同承擔責任。進言之，公私協力其實是一種
公、私部門間因為一致的公共利益而結合在一起的責任合作網絡（network of
responsibility; Gardner, 1990: 107）。這種蘊含平等、責任分攤與共同參與的協作
關係，更引伸出認為非營利組織是最佳的公共財服務機制的「第三方政府理論」
（the third-party government theory; Salamon,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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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下放雖然有助於政府的服務貼近民眾需求，但這種改革若過於盲目的推
動，只會導致被授權的非營利組織成為另一種權力集中體，若此權力集中體缺乏
監督與課責機制，相較於必須受國會監督的政府，反而會更容易對公共利益造成
傷害。事實上，無論是政府主導或是非營利組織主導，協力的過程中皆會產生所
應負擔的義務與責任的問題，因此課責的概念中為了維持協力的目標所引伸的制
裁性、回應性、強制性與透明性等要求就顯得非常的重要。課責並非新的用語，
在模糊不清的公私協力關係中，課責非但成為最為主要的研究議題之一（Anheier
& Seibel, 2001; Blair, 1997; 江明修，2005），特別是非營利組織該如何課責的問
題（Anheier & Toepler, 1999; Anheier & Seibel, 1990; 江明修，2005）也成為課責
研究最主要的核心。由於非營利組織在執行政策的角色日益重要，這種隨著政府
將政策執行外包與移轉的契約形式，並不一定能保證責任就能完全的移轉。事實
上，政府愈依賴非營利組織提供公共服務，契約的數量愈多，就愈可能無法有效
的構築監督的機制，導致課責失靈（accountability failure）的狀況發生。

過去探討公私協力中的課責，大多脫不了在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關係脈絡
下，去探討課責與自主性的關係，並且引伸出財務透明化、回應民眾需求與政府
的委託、以及懲罰機制等課責工具的使用。兩者關係與課責工具使用的探討，又
構築在非營利組織財務資源的依賴與作業程序上。從理論上判斷公私部門間在協
力的關係，公部門較為擔心的是非營利組織是否能有效的提供遵循政府的意志進
行公共服務；而從非營利組織的觀點，最為擔憂的莫過於是自主性是否因為過度
依賴政府的支援而被削弱的問題（Salamon, 1995: 103-105）。然事實上，有許多
雖然在財力的主要來源並非政府部門，但仍因為政治的意識型態而被指涉喪失自
主性的協力關係，本文要討論的個案即呈現出此一特殊性。

一般而言，探討非營利組織與政府間關係所引發的課責問題，大致上可以從
資源依賴理論的角度與代理人理論的角度來解釋。資源依賴理論著重在兩者間所
形成的資源依賴關係，是否會對非營利組織的自主性產生影響。一般而言，資源
依賴理論論者皆同意組織與環境有相互依存關係（Pferffer & Salancik, 1978），認
為組織為了存續，必須回應外部需求以獲得存續的合法性與資源，但組織本身有
其自主性，也會勉力獲得控制資源並使依賴極小化（Daft & Wan, 2007: 68）。因
此，資源依賴理論是一種組織存續的厚黑學，所標榜的是組織為求提昇其存續的
資源與對政策的影響力，其策略上的運用是一方面降低本身對其他組織的資源依
賴，但另一方面又強化其他組織對自己本身的依賴，如此可確保其在網絡中核心
的影響力與地位。

據此，若以資源依賴理論觀察政府和非營利組織間的關係，關鍵的癥結在於
從非營利組織的捐助財產來源著手，倘若非營利組織的營運必須依靠政府大量的
捐助，便會被批評為容易為了政府的補助款，而成為政府在政策上的打手，喪失
了所謂的自主性（Hudock, 1999: 2-3）。但相對於政府來說，即使公私協力的運作
如此的頻繁，民眾對於政策的成敗還是習以質問政府，而非執行政策的非營利組
織，因而一個能夠貫徹其政令，而非有太多個體意見的非營利組織，才具有所謂
的課責性。無怪乎論者均稱，非營利組織的課責性與自主性兩者，存在著極大的
矛盾（James, 1989; 江明修，2005）。然事實上，由於資源依賴理論認為「資源」
與「權力」是組織成就影響力的核心要素，容易使得對於課責與自主性的觀察化
約為資源依賴決定論，殊不知仍然有許多即使在資源上依賴程度不高，但仍舊與
政府機關形成良好互動默契的例子。這當中歷史脈絡、制度因素、組織領導人與
政策走向均有極大的影響。

另一方面，對於公私協力間的關係，也常以代理人理論觀之。由於政府與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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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組織在公共服務遞送的關係，是屬於一種委託關係，因此符合了委託代理人
理論中，委託人為了成本效益，將自行執行成本高的政策執行項目委託給代理人
去執行的觀察。換言之，課責者與被課責者之間關於彼此關係互動時的資訊焦
點，是課責者所關心的績效問題，也是被課責者受託應完成事項達成程度的問
題，通常這績效資訊是不對稱地儲存在被課責者身上（陳敦源，2003：11）。因
此，就代理人理論的觀點，政府應該要設計事前與事後的監督機制來防止非營利
組織可能出現的怠惰與投機行為。這樣的觀點其實某種程度上否定了非營利組織
被假定為利他主義的實踐者，認為過度的干擾非但無法達成監督的目的，反而會
產生許多的負面效應（Bird & Morgan-Jones, 1981: 196）。

綜合上述，在過去的經驗法則歸納下，這些都是公私協力中政府與非營利組
織間可能產生的課責與自主性相互箝制的問題。似乎兩者間呈現了一種反比的關
係，非營利組織對於政府資源上的依賴愈小，就欲能夠維持其自主性，也無須負
擔太多從政府而來課責工具的控制。但上述的理論觀點其實預設了政府與非營利
組織在政策立場上的不一致，也預設了非營利組織的自主性必定展現在公共利益
的實踐上。現實上，課責與自主性間的關係並不完全如理論歸納的分類學，這當
中又牽涉到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政策理念是否一致的問題，以及非營利組織的內
控機制是否良好運作的問題。倘若政策理念一致或政治意識型態一致，即使沒有
高度的資金或其他資源的依賴關係，非營利組織的公益形象反倒成為政府政策作
為的白手套，也有規避了憲政與制度上課責機制之虞。因此，對於非營利組織的
課責，除了法律或規則的限制與遵守，更重要的仍是公共利益與公共信任的維持
（Kearns, 1996: 40）。

參、 國外經驗

20 世紀末，世界主要經濟發展國皆面臨了雙重困境（Catch 22），即政府財
政危機日益惡化，但民眾的需求卻日益高漲。因此世界各國無不致力於政府的改
造工程，希望透過師法企業或整合民間資源等作法來改變組織的績效。師法企業
的觀點促成了政府民營化政策的推動，使得政府在維持核心功能之餘，大量的將
不必要的組織功能委託出去，進行瘦身的功能，然過度向新右派政策邏輯傾斜的
結果，卻導致傳統行政學者諸多有關喪失公共性的批評。爾後新公共服務或治理
的概念興起，又有吸納民間組織的倡議產生，認為透過吸收利益團體，有助於強
化政策規劃與執行的民主化過程，因而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協力與伙伴關係，已
成為實踐公共服務的必要手段。

以下則針對英、美的實施經驗做相關的說明：

一、英國

從過去保守黨的新管理主義到新工黨的新治理機制，英國的公私協力機制成
為其改革的非常特殊的特色之一。基本上，自 1997 年新工黨執政以來，英國的
公私協力機制某種程度上吸收了來自新公共管理主義的改革觀點，但為了避免遭
遇過度企業化的難題，又希望整個運作的機制不要太過於向私部門傾斜，因而某
種程度上融合了保守黨與原本工黨的觀點。一般而言，保守黨過去質疑公部門對
於資金運用與其所能提供的服務品質，特別是站在私部門比公部門又有能力與效
率提供更佳的公共服務，因此諸多的施政措施展現了新公共管理主義的改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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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最明顯的就是一連串民營化的浪潮。然就 Stoker（2000）的觀點來看，新管
理主義的改革雖然有利於改善政府過去的問題，但卻也帶來了新的治理難題。這
種學習私人企業的方法，並將政府民營化的手段充分展現在 1992 年的「民間財
務啟動」計畫（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 PFI）。

1997 年布萊爾政府執政以來，大幅的修正了原本工黨於 1980-1990 年代對於
保守黨施政方向的批判，而吸納了來自於 Giddens「第三條路」（The Third Way）
理念的影響，試圖透過吸收原本保守黨與工黨的政策立場，搭建政府、企業與第
三部門間的伙伴關係。在政策上，新工黨的布萊爾強調以社區主義、合作或公私
協力等概念鼓吹公私協力的價值，並通過黨綱第四條的修正案，透過伙伴與合作
關係，以加強並鼓勵私部門提供更高品質的公共服務。然布萊爾政府的改革理念
卻也導致傳統工黨支持者的強烈反彈，認為公私協力並未有明確的意涵（Deakin,
1997: 35），且伙伴關係僅是一種難以理解的口號，而非有實質的管理效益（Beckett,
1998）。

二、美國

公私協力是美國政治與社會福利系統的基本特質，在美國，非營利組織的最
大財源來自於政府以各種直接或間接形式的支持2[2]（Moulton & Anheier, 2000:
105），因此，在美國非營利組織非常依賴聯邦或州政府所給予的補助措施。根據
Salamon 的研究，美國的政府部門確實是非營利組織的主要金主，在美國，政府
資金佔第三部門收入的 36%，有些規模較小的第三部門甚至完全倚靠政府資金的
支持，遠勝於一般私人的捐款。政府與第三部門的緊密合作，也成為美國行政改
革中著力最深的一環。

從過去美國的行政改革史，美國無論在國會的政治現實或是行政論者，皆認
為行政權的無限制擴張將喪失該有的效率與效能，因而主張從行政國的領導轉換
成 1980 年代雷根主政時期的小政府。因此就福利遞送方面，也認為政府的規模
不應該無限制的成長，反而政府本身透過制訂政策、徵稅等方式，將政策執行面
交付第三部門管理與執行，降低政府在執行福利遞送的成本與負擔。各級政府採
取契約外包的方式，透過與第三部門的合作遞送公共服務，從現實上來看，非營
利組織是極為仰賴傳統政府資金的來源以維持運作，就資源依賴論者的觀點，也
有喪失自主性之虞。然近年來由於政府預算的縮減與私部門介入競爭，第三部門
在財源不穩定的狀況下更需要面臨轉型的壓力，尋求其他的資金來源，導致許多
企業型的非營利組織開始如雨後春筍般出現，許多的非營利組織開始產業化，雖
然所得利益並非回饋給董事會，但卻開始就其服務向民眾收取費用，因而在增強
自主性的同時，卻也產生了新的課責問題。

肆、個案討論

不僅只有英美，公私協力機制已成為各國行政改革中必備的一帖良藥。事實
上，台灣在過去的行政改革與政府再造中，也跟隨潮流營建了很多伙伴與協力機
制，藉以減輕政府財政與治理失靈的壓力，並尋求社會對公共事務的參與與支

2[2] 直接的有補助、賦稅減免、優惠的管制待遇及稅賦扣除額等等；間接的有委託契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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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在諸多的公私協力個案中，有極為成功的案例，也確實有不盡如人意的失敗
例子，因而導致很多學者開始對於政府與非營利組織在服務遞送的機制互動型態
產生興趣，討論了非常多諸如此種分權型態所產生的課責問題，也歸納了諸多的
研究結果。一般而言，失敗的原因多歸諸於權限、責任劃分的不明確，以及非營
利組織本身外控與內控的問題。而非營利組織的課責問題，幾乎普世皆然，當然
台灣的公私協力機制也無法避免可能產生的制度缺陷。

廣電基金依據 1982 年增訂的「廣播電視法第十四條之一」以及 1983 年總統
明令公布之「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條例」所設立的公益性法人組織。1985 年 8
月 28 日經主管機關行政院新聞局許可設立，並於同年的 9 月 9 日在台北地方法
院完成設立登記。設立的宗旨為提高廣播電視事業水準及發展公共電視，在行政
院新聞局公共電視製播小組於 1986 年 7 月 1 日併入廣電基金，廣電基金也開始
辦理公共電視節目製作與播出事宜。就組織架構而言，廣電基金作為一個民間的
財團法人，設置董事 9-15 人為最高的運作單位，其中一人為董事長，監事為三
人，由於董監事名單基本上由新聞局所指定，故從人事的角度看來，新聞局對於
廣電基金的掌控程度很高，即使表面上主管機關新聞局僅有一席董事的名額在董
監事會中，從制度論者的角度來說，掌握提名與決定權的新聞局，仍然有控制廣
電基金的能力。且事實上，過去董監事民單也多屬於背景偏向「綠營」人士，是
否有其專業與適當性，甚多啟人疑竇之處。在執行的組織機制上，下設執行長一
人，並分設推廣處、服務處與行政室三個部門。由於近來無線廣播事業的營收普
遍出現困難，導致廣電基金的營運與定位也有被檢討的聲浪出現，其業務運作上
的爭議也致使廣電基金迭遭國會的批評。以下，則分就財務與業務目標兩方面的
課責與自主性的關係論之。

一、財務：基金之運用

依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條例」第二條之規定，廣電基金經費有以下來
源：一、政府及社會捐助；二、廣播電視事業經營盈餘提撥。就當時的立法原意，
原本廣電基金的經費來源僅有明訂以無線廣播、電視事業的部分盈餘之提撥，但
考量廣電基金的收入將會明顯的受到整體經濟景氣的影響，容易造成財源的不穩
定，恐會造成運作上的困難。因此在經過立法院的討論後，維持了提撥部分盈餘
的條文內容，但為了增闢並穩定財源，增訂了「政府及社會捐助」條款。只是自
廣電基金會設立以來，實際的財源多半仍是倚靠無線廣播事業盈餘之提撥。

事實上，在 1993 年的有線廣播電視法以及 1999 年的衛星廣播電視法公布實
行以來，無線廣播事業在廣電媒體的市場遭受強食之後，廣電基金來自無線廣播
事業盈餘的提撥數，自 1995 年的最高峰（約有 2 億 5 千餘萬元），每況愈下，至
1998 年時減少為 1 億 1 千餘萬元，至 2001 年已經減少至 3 千 3 百餘萬元。而從
2001-2005 年間，其收支相抵後更是年年短絀。3[3]而由於廣電基金於 1999 年開
始提高一倍的提撥比例，因此無線廣電視業機構也引發了一些不願提撥過高額度
的爭議。廣電基金聲稱中視、華視、中廣與正聲廣播公司於 2003 年時積欠廣電
基金約 8 千餘萬元，也造成了兩者間的相互訴訟。而新聞局在 2000 年之後，幾
乎沒有編列任何預算補助廣電基金之運作，只是當新聞局有年度的公告研究委託

3[3] 資料來自於新聞局局長姚文智於立法院第六屆第二會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九次會議專案
列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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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時，廣電基金可以以公開招標的方式取得補助，故廣電基金基本上並沒有主
動受到政府金錢上的補助，僅有在招標案上得到政府的委託。而社會與政府捐助
的部分，包含補助與委辦約佔年度總收入的 24%（2005 年）。

由此可知，廣電基金在財務的資源上並未依賴政府太深，而新聞局局長與副
局長在立法院回應質詢時，也聲稱新聞局幾乎沒有編列預算補助廣電基金的費用
（立法院公報，2005：139, 147）。從資源依賴的觀點而言，並沒有因為過度依賴
政府資源而導致自主性喪失的條件。至於其他的補助，廣電基金也是以委託研究
案的方式來承接新聞局的案子，在金額的數量上並不大，依據委託研究或委託舉
辦的企畫活動，從過去的經驗也較無代理人理論所說的怠惰與資訊不對稱的問題
出現。對於財務運用上的監督，主管機關也僅是要求每年送財務報表備查，甚至
在答覆立法委員質詢的時候，都口徑一致的說明廣電基金是一般的民間財團法
人，新聞局雖然有一席董事，但仍須尊重董事會的運作，不宜過度的干涉。

因此，從制度面來說，非營利組織雖然有被要求財務公開，或要求繳交年度
營運報告，但公部門自己本身都不願將這些資料公開，或政府本身也沒有適當的
時間與資源進行適合的監督，在民眾也沒辦法加以監督的時候，公平而有效的課
責的機制便不容易建立。

二、業務：任務與手段

依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基金條例」第六條之規定，廣電基金的經費用途有
以下的目的：一、優良公共廣播，公共電視節目之製作；二、廣播電視事業人才
之培育；三、 優良廣播電視從業人員之獎助；四、其他有關提高廣播電視事業
水準必須設備之補助。是以廣電基金的任務，似乎是強化台灣媒體的發展與普
及，促進閱聽民眾的權益。綜觀過去的成效，廣電基金也確實完成了許多相關的
業務與建設，更舉辦了相當多的訓練營隊與活動，辦理廣電人才的培訓。就正面
的效益來看，確實已經促進了此一公益的效果，特別是改善偏遠地區收視不良的
狀況，以及培育諸多廣電人才更是為人所稱道。然其相關的業務現今有被檢討的
聲浪出現，首先、廣電基金所負責的提高廣播電視水準部分，新聞局每年已經編
列相關預算以供執行，且「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運作之後，此一業務也已移交；
再者、發展公共電視的部分，相關任務也已經完成，又加上經費短絀，因而檢討
其任務目標的聲浪也日益增高。

尤其自從林育卉接任廣電基金執行長以來，廣電基金的業務方向與行事風格
就頗遭批評，特別是執行長強力主導廣電基金會介入媒體內容的監督，並要求廣
告主協會撤除在該電視台的廣告合約，還有執行長與董事長間不合的傳聞甚囂塵
上。由於廣電基金在定位上雖然是民間的財團法人，擁有自己的董事會，新聞局
並無法干涉，也沒有官方的權力，但長久以來，以直被視為是一種半官半民的角
色。因此自從廣電基金介入媒體的監督之後，便被批評為變相的替執政黨監督媒
體，錯置了民主政治中媒體監督政治、監督政府的角色。因此，在廣電基金的執
行長積極參與閱聽人聯盟的媒體監督工作之後，也被視為是政治干預媒體的一種
表現，引發了一連串政治效應。

然為何廣電基金參與監督媒體內容的事務，會讓他人覺得如此刺眼，主要的
原因有下：一、監督媒體內容本非廣電基金業務，若對此一議題有政治敏感度的
人，咸認為廣電基金的突然介入必是新聞局的授意，藉以箝制與政府政策立場相
左的媒體。原本新聞局應當被媒體監督，然而新聞局轄下所補助的單位卻反過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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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監督媒體，引發角色衝突的問題。

廣電基金的來源是電視台及廣播電台的盈餘，當初以公益化的名義包裝，
等於強行要求民營媒體多繳稅金，結果卻讓有政治目的的人隨意操作這筆
錢，媒體繳給政府的錢轉手後卻來打擊媒體，並要求廣告主協會抽廣告。

二、在 2004 年總統大選期間，廣電基金的執行長一面介入媒體內容的監督，
另一面又幫陳水扁總統站台，幫執政黨主持多場造勢晚會，顯見其強烈的政治立
場。事實上，廣電基金的執行長林育卉是外省人台灣獨立協會出身，綠色和平電
台主持人，前民進黨族群事務部主任，凱達格蘭大學的第一期學員。而以其強烈
的政治立場去監督媒體，又容易啟人疑竇，認為一個有強烈政治立場的人去執行
公正的監督媒體之職，也會引發不公正的聯想。

關於電視台有無灌票的問題，請問民視到底有無灌票？民視從頭到尾都是
某一政黨贏？而林育卉當天是擔任陳呂競選總部戶外廣場的主持工作。民
視甚至還一度陳呂領先連宋十萬多票，怎麼沒看到林某某小姐出來批判？
請問你們是否可以管道這個機關？（洪秀柱質詢稿，立法院公報，：145）

三、由於廣電基金會是民間的財團法人組織，立法院並沒有直接監督的權
力，況且主管機關雖然是新聞局，但由於體制為民間財團法人的關係，即使董監
事名單由新聞局指派，財團法人的運作由其董事會決定的運作規範，新聞局也不
宜過度干涉廣電基金的運作。因此在發生監督媒體內容、要求撤換管告以懲罰媒
體等不適宜的事情出現後，新聞局的不介入也一直反遭批評。一方面是因為民間
財團法人體制的關係，二方面也是因為立法委員質疑林育卉被視為是後台很硬的
人，新聞局根本或刻意動不了他，也不敢動他。因此，很明顯的，新聞局的外控
機制難以有效的監督廣電基金，遏止廣電基金不適宜的行動。但由於證據上的不
足，本文難以判斷是新聞局故意放水，或是實際上真的無法監督。

報紙刊登洪瓊娟說：林育卉身兼廣電基金會執行長及閱聽人監督聯盟執行
秘書並不適宜。但此人不甩妳，他說廣電基金為財團法人，屬於民間團體，
成立有法源依據。新聞局在九席董事中僅佔一席，對廣電基金並無管理或
監督之責，雙方並無上下隸屬關係，更無立場裁撤。

且廣電基金的內部的董事會似乎與執行長的溝通也有問題，甚至執行長與董
事長也發生了摩擦，導致董事長辭職。就實際狀況而言，在內部的董事會中，似
乎因為林育卉堅持廣電基金是執行長制，而致使董事長與執行長間產生嚴重的溝
通問題，導致內部控制的失調。

據此，即使廣電基金有其公益的形象與遠景，然呈現出來的運作結果，卻是
頗富值得玩味。首先、就財務上資源來說，並沒有過度依賴的問題，也沒有自主
性的削弱的問題，相反的，從廣電基金所展現出來的強悍立場與態度，就連主管
機關新聞局也拿他沒輒，因此無疑沒有從資源依賴理論中減損自主性的問題。第
二、新聞局的無法監督也造成了頗多遭受爭議的問題，從上述廣電基金的運作經
驗看來，其業務的執行跟執行長本身的人格特質有極大的關係，當執行長將廣電
基金的業務泛政治化的同時，新聞局的立場也僅能透過一席董事反映意見，無法
有效遏止執行長因為強烈的個人意志所引發的爭議行為。顯然這在課責機制上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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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了兩個問題，一是外控機制不足，二是內部的董事會也無法有效反映意見，將
會使得廣電基金如脫僵野馬，成為執行長遂行一己目的的平台。

當然我們無法從有限的資料去判斷廣電基金的執行長是否真的「後台很
硬」？但從其爭議的行為來看，確實需要維繫公正價值的非營利組織，是不適宜
聘用後台很硬且有強烈政治意識型態的人作為管理者，否則因為後台而有恃無
恐，主管機關也無法有效的維持其監督，或是依循上意放水，自然與非營利組織
的目標不符。原本作者的提問是，若無自主性被削弱的條件，似乎廣電基金太過
站在維護執政黨的立場並不適宜，然很明顯的從其表現看來，即使掌握了董事會
的提名權，連主管機關也無法有效的監督廣電基金，僅能夠透過一席董事反映意
見。其執行長的各人意志執行觸碰了許多民主政治的地雷，是否有比新聞局更高
層的指示或放水，這又是另外一個在非營利的課責機制中頗堪玩味的問題。

伍、代結論

本文希望能透過經驗資料蒐集並分析的嘗試在短時間內並無法成功。一方面
作者向主管單位新聞局與廣電基金會借閱財務報表的資料並不順利；二方面面訪
目前也因為資料不夠充分，不利掌握問題的核心，短期之內難以進行，故在此次
研討會之後，本文仍要進一步的進行實質資料的蒐集與訪查。然對於此一關鍵個
案的探討，本文想要嘗試釋出的是不同與以往理論上指涉課責與自主性觀點的訊
息。換言之，廣電基金會喪失所謂的自主性而引起爭議，並非屬於資源太過依賴
政府的問題，換言之，其在資源上是相對獨立於政府。只是就決策機構董監事會
的人選，決定權仍然操在主管機關的首長，倘若執政黨的權力結構愈穩定，非營
利組織的內部權力結構也就愈穩定。

換言之，即使非營利組織的運作是由董事會的決策所決定，表面上雖然主管
機關無法干預，也因為非營利組織彈性化的需求，規避了政府人事與預算法規的
限制，然實際上在董事會成員都是主管機關安排的狀況下，非營利組織反而容易
成為政府機關的利益代理人。從廣電基金的案例來看，很明顯的雖然新聞局在董
事會中僅有一席董事，但成員均是由新聞局所決定，特別是新聞局長可以敲版最
後的人選，要能夠維持公正性總是啟人疑竇。況且就實際的名單觀之，實際上董
事會成員也多有所謂的綠營背景，而執行長林育卉更是在具備廣電基金的身份下
一方面去監督媒體，對媒體進行懲罰的機制；另一方面又熱衷參與執政黨的競選
活動，導致撲天蓋地而來的批評，也折損了廣電基金的形象。換言之，即使具備
專業，若是過度的從公益形象合理化相關的政策作為，反而折損了原本廣電基金
會的形象，更導致許多應該廢除廣電基金的批評。而就財務上的依賴而言，政府
的補助僅佔廣電基金財務來源的一小部分，甚至近年來政府部門幾乎沒有編列預
算補助廣電基金。因此立法院在質詢新聞局廣電基金業務時，廣電基金甚至可以
不派人來，新聞局也無法又太多的要求與干預，對於如何有效的監督與課責來
說，的確有其困難。

總之，廣電基金確實在定位上、任務上有許多讓人質疑之處，然相關的分析
仍待進一步的資料到位之後才能開始，從資料的隱晦與難以取得，也可感受到即
使從事公益的非營利組織，仍是有很多不願透明的心態與現實，這仍須未來進一
步的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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