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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與目的 

新冠肺炎疫情衝擊每個個人、家庭、社區、甚至是

國家，對國人而言，著實也是全新的挑戰，台灣防疫努

力和成績有目共睹，面對如此嚴峻且不斷變化的疫情需

政府各相關部門的通力合作、地方政府各單位及各級同

仁真誠以赴才能達成任務，而新北市 400 萬人口位居全

台之冠，新北市政府在這場戰役中擁有出色表現，許多

公務人員同心協力投入防疫工作，守護這座全台人口最

多的城市。筆者任職於新北市政府民政局，有幸參與新

北市的防疫政策，故本研究將以筆者所處民政局防疫系

統居家檢疫政策進行研究。 

另外，防疫工作更需要中央與地方之間相互協調合

作與互助、資源共享及團結一心才能有效解決問題，筆

者透過在其中的親身經歷、接觸、察覺及體會到新北市

的這些防疫政策運作過程中，不論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

府，抑或是地方政府局處間的互動過程及正向的合作態

度，皆具有書寫並紀錄下來及更進一步的探究與系統化

整理的價值，雖然因為國際政治因素我國無法加入世界



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但在這

場戰役中台灣不會缺席，期望將研究結果提供未來各縣

市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甚至於是國外的各城市在遭遇傳

染病流行危機時參考或比較與應用。 

承接上述內容，本研究目的如下： 

本文希望探究新北市因應新冠肺炎防疫政策超前

部署成功關鍵要素，透過跨域治理相關理論的角度加以

分析並從中疏理出每一項政策成功運作背後機關與機

關間、地方與中央間如何拋開各自的本位主義應對以成

就對城市及對市民快速且有利的政策作為。 

方法與過程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qualitative inquiry），選擇以

文獻分析法、參與觀察法及深度訪談法來進行。 

一、文獻分析法 

本研究主要係針對跨域治理與府際關係之理論，蒐

集與本研究個案有關之內容加以應用；並參考各項跨域

及協力治理、府際關係、SARS 及新冠肺炎相關之學術

期刊、書籍、碩博士論文、研究計畫案、個案研究報告、

報章刊物、新北市首長臉書政策宣導與網路新聞報導等

文獻，以及筆者身為新北市多項防疫措施專案小組成員

所取得的第一手及次級資料；藉由對相關資料與訊息的

閱讀探究與分析應用，並從中釐清新北市防疫超前部署

成功之關鍵要素，再藉以整理分析並歸類於跨域治理初

始環境面向、過程面向及結果面向的論述脈絡，透過新



北市城市防疫政策與跨域治理的研究，期望建構出新北

市城市防疫運作成功之模式，並將研究結果提供未來各

縣市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組織甚至於是國外的各城市在

遭遇傳染病流行危機時參考應用。 

二、參與觀察法 

觀察法依研究手段，可區分為實地觀察法及實驗室

觀察法，本研究採用實地觀察法，強調研究者在自然的

情境中，對發生的現象、事件或行為，透過直接的感官

知覺與觀察，有系統的歸納整理研究的對象與行為。而

實地觀察法依研究者本身對研究情境的涉入程度與角

色，區分為「參與觀察」與「非參與觀察」兩種形式。

所謂參與觀察法（Participant Observation），係指研究

者親身加入研究對象或所欲觀察的群體中，透過實際參

與的過程來瞭解人物或事件背後的環境、過程、關係等，

進而闡述研究發現。這套方法的一項重要原則，在於研

究者個人並不僅僅進行觀察，更需在這個群體裡找到一

個角色，從這個角色以某種方式參加其中，而不僅是「旁

觀者」。其為觀察研究法之一種，主要特徵為觀察者成

為被觀察團體中的一員，參與活動或生活，一方面扮演

參與者的角色，另一方面扮演觀察者的角色。因此，觀

察者不被視為局外人，可以維持觀察時的自然情境，而

且被觀察者較不會防衛自己，其所表現出來的行為也就

較具真實性。 



因筆者為本研究個案專案小組成員，有幸透過直接

與各局處專案工作者間之工作互動，得以近距離觀察到

事件的連續性脈絡。基此，本研究採取參與觀察法，希

望以參與觀察的方式，從中得知新北市防疫政策跨域治

理因應之實際狀況，並由實際參與工作獲得第一手資料

以了解新北市政府因應新冠肺炎各項防疫政策作為。 

三、深度訪談法 

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是質性研究中經

常採行資料蒐集方法之一，針對研究主題提出相關訪談

問題，探究受訪者真正的想法，得到更真實的資訊。深

度訪談主旨在於剖析訪談的真實內情、意涵、影響、解

決方式以及未來發展方向 （萬文隆，2004）。 

為瞭解新北市防疫政策，本研究採取深度訪談法，

直接與各局處專案工作者間進行有系統且深入的對話，

在敘說與問答過程中，以開放性的探索來瞭解研究對象

的看法與觀點，也就是本研究希望透過質化訪談，以筆

者所設定之大方向，儘量讓受訪者可以暢所欲言，進一

步瞭解受訪者之意見，希望得知其對新北市防疫政策在

機關間運作及與中央政府互動之看法，並從中推展出新

北市政府防疫政策運作成功之關鍵因素及建議。 

本研究採取「半結構性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方式進行個別的面對面訪談。半結構式訪談

又可稱作引導式訪談，為較開放式的訪談法，研究者在



訪談前先針對研究議題訂好訪談大綱，再與受訪者的訪

談中延伸出其他的問題，訪談重點在於了解受訪者的想

法，而此研究方法可和參與觀察法搭配運用。 

研究發現及貢獻 

本研究發現，在遇到如新冠肺炎此種重大疫情危機

時，因有其特殊情境成功的關鍵要素，有別於其他一般

環境下的治理案例。新北市因應新冠肺炎防疫政策跨域

治理成功有 8 個關鍵要素，其中「領導」是跨域治理成

敗的最重要關鍵，催化型領導貫穿整個協力流程，在三

面向中皆為關鍵角色，故提出特殊疫情危機下的協力治

理架構、Thomson 與 Perry（2006）及 Ansell 與 Gash

（2008）協力治理架構應用的限制及對居家檢疫政策給

予建議。 

本報告研究貢獻，在學理上導引出政治領導力對疫

情防制的影響力，並提出修正後的協力治理架構以更適

合分析應用於重大疫情下的協力治理個案；在實務上肯

定新北市城市防疫的執行成效，對跨域治理研究提供以

地方層級角度出發的思考觀點，能進一步了解地方公務

官僚對新冠肺炎疫情防治的參與過程與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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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以下簡稱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我

國也深受影響，新北市各項防疫工作超前部署，本研究選擇以筆者親自參與具

高度代表性及複雜性之「新北市居家檢疫關懷中心成立」、「新北市城市防疫擴

大管制兵棋推演」2 個政策加以探討。本研究之目的在於希望探究新北市因應新

冠肺炎防疫政策超前部署成功關鍵要素，透過跨域治理相關理論的角度加以分

析並從中疏理出每一項政策成功運作背後機關與機關間、地方與中央間如何拋

開各自的本位主義應對以成就對城市及對市民快速且有利的政策作為。 

另外，根據文獻分析歸納及透過個案的參與觀察修正 Thomson 與 Perry（2006）

及 Ansell 與 Gash（2008）提出的協力治理模型，並依「跨域治理初始環境面向」、

「跨域治理過程面向」、「跨域治理結果面向」三大面向進行訪談。 

本研究發現，在遇到如新冠肺炎此種重大疫情危機時，因有其特殊情境成功

的關鍵要素，有別於其他一般環境下的治理案例。新北市因應新冠肺炎防疫政策

跨域治理成功有 8 個關鍵要素，其中「領導」是跨域治理成敗的最重要關鍵，催

化型領導貫穿整個協力流程，在三面向中皆為關鍵角色，故提出特殊疫情危機下

的協力治理架構、Thomson 與 Perry（2006）及 Ansell 與 Gash（2008）協力治理

架構應用的限制及對居家檢疫政策給予建議。 

本報告研究貢獻，在學理上導引出政治領導力對疫情防制的影響力，並提出

修正後的協力治理架構以更適合分析應用於重大疫情下的協力治理個案；在實務

上肯定新北市城市防疫的執行成效，對跨域治理研究提供以地方層級角度出發的

思考觀點，能進一步了解地方公務官僚對新冠肺炎疫情防治的參與過程與看法。 

 

關鍵詞：新冠肺炎、跨域治理、地方治理、催化型領導、居家檢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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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研究背景與動機 

 研究背景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以下簡稱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各地不斷

蔓延且殃及多國，世界衛生組織於 109 年 3 月 11 日宣布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1。在

當時面對全球新冠狀肺炎疫情持續升溫，台灣確診人數衝破 500 大關，而全球死

亡人數也達到百萬2。 

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危機中，新北市城市防疫工作持續超前部署，如新北市居家

檢疫關懷中心的設立3、以《全民防衛總動員法》為基礎的新北市城市防疫及擴大

管制階段措施兵棋推演4、新北市管制措施漸進開放計畫5等政策，市府團隊以過無

不及、超前部署並時刻不鬆懈的態度積極應對。 

當前新冠肺炎疫情面臨許多挑戰，新北市在政策面、執行面皆推動許多創新政

策，也獲得人民及媒體很多的肯認6，對新北市防疫表現表達滿意且幾乎都名列第

                                                      
1 政策研究指標資料庫 https://pride.stpi.narl.org.tw/index/graph-

world/detail/4b1141ad70bfda5f0170e64424db3fa3，2020/11/22 查詢。 
2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https://www.cdc.gov.tw/，2020/11/22 查詢。 
3 新北市市政新聞

https://www.ntpc.gov.tw/ch/home.jsp?id=e8ca970cde5c00e1&dataserno=d804f0351acc0ab685afb5e26de

5f915，2020/11/22 查詢。 

自由時報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074096，2020/11/22 查詢。 
4 風傳媒 https://www.storm.mg/localarticle/2542513?page=1，2020/11/22 查詢。 
5 新北市市政新聞

https://www.ntpc.gov.tw/ch/home.jsp?id=e8ca970cde5c00e1&dataserno=9a71a1001a8273526362b9a38d

210631，2020/11/22 查詢。 
6 城市學 https://city.gvm.com.tw/article/74057，2020/8/19 報導:坐鎮全台最大縣市!侯友宜憑什麼拿

下六都防疫冠軍。 

遠見雜誌 https://www.gvm.com.tw/article/72894，2020/5/28 報導:侯友宜行政中立深植人心，抗

疫期間超前部署，超乎市民期待，4 月甫以 88.3%高滿意度奪下《遠見》「六都防疫滿意度調

https://city.gvm.com.tw/article/74057，2020/8/19
https://www.gvm.com.tw/article/72894，202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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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而防疫是現今多數民眾關心也是困難且複雜的議題，更需打破業務權責的藩籬

與各級政府及部門的總動員投入，不分你我建立合作模式以達團隊一體的新關係，

故筆者想以新北市的防疫政策為研究個案，欲了解該政策為何會成功？其中又是

如何進行跨部門、跨局處及中央與地方的協力運作？ 

 研究動機 

新冠肺炎疫情衝擊每個個人、家庭、社區、甚至是國家，對國人而言，著實也

是全新的挑戰，台灣防疫努力和成績有目共睹，面對如此嚴峻且不斷變化的疫情需

政府各相關部門的通力合作、地方政府各單位及各級同仁真誠以赴才能達成任務，

而新北市 400 萬人口位居全台之冠，新北市政府在這場戰役中擁有出色表現，許

多公務人員同心協力投入防疫工作，守護這座全台人口最多的城市。筆者任職於新

北市政府民政局，有幸參與新北市的防疫政策，故本研究將以筆者所處民政局防疫

系統居家檢疫政策進行研究。 

另外，防疫工作更需要中央與地方之間相互協調合作與互助、資源共享及團結

一心才能有效解決問題，筆者透過在其中的親身經歷、接觸、察覺及體會到新北市

的這些防疫政策運作過程中，不論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抑或是地方政府局處間

的互動過程及正向的合作態度，皆具有書寫並紀錄下來及更進一步的探究與系統

化整理的價值，雖然因為國際政治因素我國無法加入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查」冠軍，本次又獲 5 星首長肯定，奪下 21 縣市最高淨滿意度、最低負評。團隊八大面向總平均

正評、淨滿意度實績與年度進步幅度，亦技壓 21 縣市，是最大贏家。 

天下雜誌 https://www.cw.com.tw/video/video.action?id=1246，2020/9/8 報導:刑警出身的新北市

長侯友宜，拿下 2020《天下》縣市首長施政滿意度第二名，能在人口超過 400 萬的城市奪下「整

體施政」近九成的滿意度，非常罕見。 

TVBS 新聞 https://news.tvbs.com.tw/life/1436945，2020/12/22 報導:爆本土案例！侯友宜防疫開

第一槍 網讚爆。 

i-media 愛傳媒 https://www.i-media.tw/Article/Detail/12371，2020/6/10 報導:全國縣市民調 六都

新北侯友宜市長滿疫度奪冠，防疫表現最亮眼。 

https://www.cw.com.tw/video/video.action?id=1246，2020/9/8
https://www.i-media.tw/Article/Detail/12371，202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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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 WHO），但在這場戰役中台灣不會缺席，期望將研究結果提供未來各

縣市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甚至於是國外的各城市在遭遇傳染病流行危機時參考或

比較與應用。 

 

 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研究目的 

承接上述內容，本文希望探究新北市因應新冠肺炎防疫政策超前部署成功關

鍵要素，透過跨域治理相關理論的角度加以分析並從中疏理出每一項政策成功運

作背後機關與機關間、地方與中央間如何拋開各自的本位主義應對以成就對城市

及對市民快速且有利的政策作為。 

 研究問題 

為聚焦問題意識，釐清研究目的所述相關議題，本研究欲探討之問題如下： 

一、新北市政府新冠肺炎防疫政策如何運作？ 

二、新北市政府因應新冠肺炎防疫政策之困境？解決之道？ 

三、新北市政府因應新冠肺炎防疫政策跨域治理成功之關鍵要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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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論與文獻評析 

政府之間的跨域合作，當中所包含的相關理論眾多，跨域治理、府際關係、協

力治理、協力關係、地方自治、地方治理、聯邦主義、政策網絡、夥伴關係、政策

社群、區域整併及參與式民主等，本論文著實無法將包羅萬象各種理論詳述殆盡，

僅選擇與本論文探討的主題，亦即跨域治理、府際關係、協力治理、協力關係等相

關的理論與文獻加以陳述及評析。故本章第一節引介跨域治理概念；第二節引介跨

域治理之府際關係；第三節引介跨域治理之協力關係；第四節是跨域治理理論架構

及影響因素；第五節係對我國在公衛防疫上之相關文獻作探討；第六節係對國外新

冠肺炎相關議題作探究；第七節是此章節小結論述。最後經由各節文獻探析綜整地

方政府跨域治理應用之內涵以作為本研究之理論基礎。 

 

 跨域治理的概念 

 跨域治理的意涵 

「所謂的『跨域』（cross-boundary）是指同時跨越組織及地理空間界限的概念。

可以涵蓋跨中央與地方政府、跨地方政府間、跨公私部門、跨職權、跨經費、跨利

益與資源的分攤及共享等」（郭淑珍，2012：19）。跨域治理的型態可能發生在各

種不同的領域及層次。我國早期引進跨域治理概念，探討範圍包括政府體系間的部

際與府際互動（陳敦源，1998）及以地方政府間的府際關係為主（趙永茂，2003）。 

跨域治理係指跨越轄區、機關藩籬的整合性治理作為。國內學者說明跨域治理

係指針對兩個以上的不同部門或行政區因彼此的業務、功能與邊界連接及交疊而

逐漸模糊，致權責不明確或無人管理時，透過公部門、私部門、社區團體以及非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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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組織的結合，以公私協力的聯合方式，來解決單一力量難以處理的問題（林水波、

李長晏，2005）。 

趙永茂、劉明德（2016）指出，跨域治理除了面臨中央與地方彼此關係之重新

協調整合外，也須面對地方公部門間水平關係的調整，以及地方和社區、企業及非

營利組織間夥伴關係的建立。 

另外江大樹（2001）將跨域治理區分為狹義與廣義兩種，狹義指行政部門中不

同機關或不同單位的互動與策略管理；廣義包括多重因素、環境層次以及參與者。 

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場世紀之戰，病毒不斷變異、跨域地理限制且仍在繼續改變

著數千百萬人的生命軌跡；病毒對國家、區域和世界範圍影響更深遠，有些甚至不

可逆。我國在防疫上表現可圈可點，而超過 400 萬人口的新北市在這次疫情的表

現更是獲得許多肯認7，在這場戰役中許多公務人員同心協力投入防疫工作，守護

這座全台人口最多的城市。防疫人員除了原本的工作職掌外，更付出其他的時間、

心力在防疫工作上，也承擔著難以想像的染疫風險壓力，卻仍然戰戰兢兢的堅守在

各自的崗位上，故筆者在本研究中主要欲探討新北市政府在因應新冠肺炎防疫政

策行政部門中之不同機關、甚至不同單位的互動與策略及與中央政府、區公所間之

跨域治理。 

 臺灣跨域治理之研究 

跨域治理已經變成現代公共行政的一個重要研究領域，國內外跨域治理相關

的學術研究也愈來愈多，大多是各類跨域合作機制的探討，包括有協力合作、網絡

治理、策略性夥伴關係與府際管理等理論之議題。檢視國內跨域治理的研究中，大

                                                      
7 台灣民意基金會 2021/7/27 日發布最新防疫民調，新北市長侯友宜的滿意度 50.3％高居六都第

一，民進黨籍的桃園市長鄭文燦、台南市長黃偉哲則分居倒數兩席次。侯友宜上午受訪時坦言，

台灣面對這場疫情付出了血淋淋的代價，都是輸家，沒有一個人是贏家！(風傳媒

https://www.storm.mg/article/3840735，2021/8/7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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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集中在交通、環保、河川流域治理及一般建設等議題（郭淑珍，2012）。而少數

研究公衛跨域治理的議題多以跨國家、跨區域、主權國家及非主權國家的行動主體

如何因應「全球化」而共同「跨域治理」為主，如劉川語（2011）及陳美霞（2009）。

前者是以國家安全角度為研究面向，後者是以主權國家角度為研究面向。 

有關研究地方政府間藉由成立區域合作聯盟的溝通平臺，推動共同治理的有

駱宜凰（2011）及吳峯銘（2018）。駱宜鳳「研究著重於如何透過治理架構整合跨

區域資源、消除區域衝突、增加合作誘因，進一步帶動區域整體的均衡發展」，其

以「高高屏區域合作聯盟」為個案研究，建議跨域應逐步制度化，擴大實質合作誘

因，中央政府的協助和引導及多元行動者的參與。吳峯銘研究「中彰投苗區域治理

平台」，發現「此治理模式能充分整合域內各縣市公部門資源，以實質合作取代政

黨對立，並共同解決民生議題，又可避免地方政府被邊緣化」，建議中央應支持推

動跨域治理、法制化應落實、財政誘因機制吸引跨域合作、擴大非營利組織公共參

與提升治理質量及提升區域高端戰略治理層次。 

研究水資源管理的議題多數著重於河川流域治理的組織重整與事權統一（郭

淑珍，2012）。李長晏（2007）從事權劃分、流域管理規劃以及是否需要成立專責

機關三方面分析探討大甲溪流域整治問題。游進裕等（2014）邀集利害關係人運用

邏輯框架法找出核心問題，擬定治理策略，提出流域願景、成立淡水河治理專責機

構、不同情境之總體調適策略等建議。黃渾峰（2009）認為欲解決南勢溪流域管理

問題需具決策性層級之專責溝通平台來落實政策執行，以「成立跨部門管理專責委

員會」為主要策略方案，方能在社會、經濟及生態三個環境面向中取得平衡點以達

永續經營。                                                     

謝怡茹（2017）以 2015-2017 年雲林垃圾大戰作為個案研究，研究結果發現，

首先，市場之供需失衡及「鄰避效應」等因素是造成雲林垃圾無處燒之根本原因。

其次，中央政府在垃圾問題的跨域合作上有著重要角色，需扮演公正的協調者與監

督者。最後，該研究建議在全台推動垃圾減量政策、授予中央實權、在垃圾調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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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誘因機制建立、產生合作之誘因以及更有效管控事業廢棄物。 

王孝助（2015）以跨域治理的觀點，從國家的政策角度切入探討替代役投入老

人社區照顧之政策議題，研究發現目前在跨域合作仍存在公私部門關係指有委託

關係、公部門內部的整合不足，及社會資源的轉化及運用程度薄弱等問題，建議應

修改公共行政役家庭因素役男服勤項目、社會役專業訓練增列長期照顧課程及、運

用替代役役男配合推展多功能照顧中心且鄉鎮級地方政府角色及功能應強化、縣

市長照管理中心應與社政單位統合、中央層級應針對議題進行跨域整合及修訂相

關法規納入各種社會資源等。 

鍾瑞萱等（2018）以 2014 年的黑心油品事件作為個案研究並探討臺灣食安管

理中的跨域治理問題，在發生原因方面，研究結果指出因過去政府資源不足、油品

管理權責不清等問題，讓不肖業者有機可趁於政策模糊與缺漏地帶；在處理過程方

面，為過去累積缺失之一次爆發，而並非政府單位未積極處理，各政府單位間的資

訊流通不全，亦導致政府處理狀況不佳。因此，該研究建議為能有利於食品安全政

策之執行與落實，需強化行政和檢察單位間的正向合作，並確實釐清行政部門間權

責劃分、促進單位間資訊暢通。 

 

 跨域治理之府際關係 

 府際關係的定義 

學者對於府際關係已經做出許多的定義與研究。江大樹（2001）認為府際關係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 IGR），狹義上乃是一個國家內部不同政府間的互動關

係。包含各層級政府間之垂直互動作為；廣義上，府際關係其實更涵蓋同級政府不

同部門間的水平互動。Anderson（1960）對於府際關係的定義，認為府際關係乃是

政府系統內各類型與各層級政府間的一種重要活動與互動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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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ton and Morgan（1986）指出每項公共政策的制訂和執行，背後幾乎皆蘊涵

著府際關係。府際關係亦體認到府際系統的複雜性和相互依賴性（李長晏，1999）。

Horgan（2003）認為府際關係是中央與地方彼此互動的關係，也就是為了進行中央

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協商、協調所發展及建構的結構與過程。 

陳敦源（1998）是以垂直和水平關係，來涵括所有可能的關係，並歸納出四種

部際與府際關係；他認為府際關係尚包含有府際競爭的面向，內容如表 2-1。 

 

表 2-1 部際與府際關係的分類 

 部際 

（interagency） 

府際 

（intergovernment） 

垂直關係（vertical） 上級與下級單位 

例如：行政院與內政部關

係、台北市政府與台北市

政府公訓中心的關係等 

上級與下級政府 

例如：中央政府與高雄市

政府的關係、台北縣政府

與永和市公所的關係等 

水平關係（horizontal） 平行單位 

例如：行政院與立法院的

關係、教育部高教司與經

濟部商業司的關係等 

平行地位政府 

例如：高雄縣政府與屏東

縣政府、台北市教育局與

高雄市教育局的關係等 

資料來源：陳敦源，「跨域管理：部際與府際關係」，收錄於黃榮護主編，1999，「公共管理」，

台 北：五南，頁 240。 

綜上，府際關係重視水平或垂直層級內各政府間彼此權力分享（趙永茂，2003）。

府際關係指相異層級政府間於執行和開展公共政策時錯綜複雜且互賴的關係，需

要各級政府間的尊重、互惠互助及建立合作夥伴關係。府際關係的問題涉及平行政

府與上下政府關係的問題。府際關係廣泛指稱平行、上下層級或不相隸屬層級不同

政府間，為解決共同議題或運作行政權力時所產生的水平或垂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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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府際關係之研究 

「基於互利共生與追求永續發展的理念，建立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間府際合

作與夥伴協力關係，已是府際關係的發展趨勢」（郭淑珍，2012：16），尤其在遭

遇不得不解決的跨區域事務問題時，不管在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層級，都需要多個

權責或相關部門或機關協力執行，亦牽涉到多元行為者，並非單一部門或機關可以

獨立完成，因此更應不分彼此並透過「府際協調」（intergovernmental coordination）

的互動型態的共同合作（王德興，2004）。 

國內研究府際關係的相關文獻大致分為以下幾類，鍾瑞萱（2016）以 2014 年

的廢食用油品事件為案例，探討食品安全政策中，行政部門間的互動關係及協調障

礙。該研究以府際關係的角度來探查廢食用油品事件發生的原因及處理過程。研究

結果顯現因過去政府油品管理之權責不清，致政策執行產生問題，使不肖廠商有機

可趁，且並非政府相關單位未積極處理，而是過去累積的缺失及問題一次性的爆發，

又因相關政府及其單位間的資訊不順暢，使得處理狀況不佳。基此，該研究建議應

釐清行政部門間的權責劃分、促進資訊的流通及資源整合，並強化行政和檢調單位

的合作關係，俾利於食品安全政策之執行與落實。 

郭國文（2015）以台南市為主要案例，「採歷史制度主義的觀點，分析民主轉

型所造成的制度變遷對府際關係與地方財政的影響」。研究發現：一、部分自治分

權化、夥伴關係仍遙遠；二、財政集權更加深化、地方依存增加；三、開放舉借公

債、應付地方需求；四、中央分責下放、操作手法雷同。研究建議：一、持續信任

授權的府際關係；二、國家稅賦汲取能力的加強；三、財源分配縱向的失衡優先處

理；四、仿照日本成立地方財政重建基金。 

柯雅涵（2012）以 1999 至 2011 年台灣有關府際關係研究之碩博士學位論文

為研究對象，梳理出我國近十三年來府際關係研究的發展趨勢，獲得以下研究發現：

一、研究範圍，多數聚焦在垂直型府際關係；二、研究內容，以經驗性研究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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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途徑，著重政策執行；四、研究領域，以跨域與府際合作為主；五、研究

方法，多數採質化研究。 

檢閱流域治理研究方面，有關府際關係治理，協力的概念始終扮演著舉足輕重

的角色，程冠樺（2011）及林煥笙（2009）皆是應用協力治理之相關理論觀點切入

研究，前者以淡水河流域污染整治計畫作為個案標的，研究結果顯示，在淡水河流

域整治的過程當中，公、私部門各行動者有共同的決策、明確的角色定位、良好的

溝通與協調以及信任與互惠等為整治成效顯著的重要因素，行動者彼此間互動越

趨頻繁且資源互賴，可從中看出協力治理網絡正在健全發展；後者以嘉義縣朴子溪

流域環境污染整治計畫作為個案標的，發現六個整治計畫之協力因素，包括：「行

政首長之強力支持」、「最初之協議設定具備廣泛之涵容性」、「溝通平台順暢」、

「建構成員穩定的信任關係」、「基層單位的高度執行力」，以及「凝聚社會資本」。

這些變數具有理論辯證和經驗研究，將影響計畫是否能產生成功的協力綜效。也對

朴子溪整治未來的管理課題提出相關政策建議：流域治理專責機關應予以建制化，

還有鞏固整治計畫的外部監督課責機制，再者，提升計畫資訊透明度以創造友善且

涵容的公民參與管道，以及規劃整治計畫的永續發展。 

檢視觀光產業方面，蔡雅雯（2012）主要以府際協力治理理論為研究途徑。研

究建議：中央政府應設立專責機關來整合中臺灣觀光、制定可吸引政府機關相互合

作意願的法制規範及重新定位中部聯合服務中心功能；地方政府應成立觀光發展

委員會並組成地方觀光網路機制、以台中市為領頭羊來主導聯繫會報的進行與執

行工作、同時建立共同分享負擔制度，期盼能為中臺灣觀光發展帶來無限希望及可

能。 

在公衛防疫方面，李長晏（2020）利用府際關係論和府際協調落差框架，分析

了台灣防治新冠肺炎的案例。此文對中央與地方政府在因應 COVID-19 疫情爆發

的防治做法進行了學術分析，旨在檢視此次 COVID-19 防疫過程中究竟揭示了國

家和地方治理之間的什麼關係？中央和地方府際關係協調存在那些落差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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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面對這些問題，有無因應的治理對策機制？ 

 

 跨域治理之協力關係 

 協力關係的意涵 

近年來，因複雜程度與牽連範圍漸廣且深的許多公共問題，中央與地方政府雙

方皆體悟到跨域合作有其必要性與迫切性，故「跨部門協力」受到公共行政相當的

重視。Bryson、Crosby 和 Stone（2006）將跨部門協力定義為：藉由兩個或多個部

門或組織的合作，透過訊息、資源、活動及能力的連結或共享，以達到由單一部門

或組織無法獨自完成的共同目標。而 Ansell 和 Gash（2008）則認為協力治理是一

種治理的安排，其中一個或多個政府機關可和非政府組織、利害關係人共同參與決

策制定的過程，該過程是正式、具共識的，旨在制定或執行公共政策、管理公共事

務程序或資產。 

Emerson 等（2012）將協力治理定義為為了實現公共目的所涉入公共機構、各

層級政府與公私部門互動的政策決策和管理的建設性過程與結構，並強調公共目

標的達成。此定義較 Ansell 和 Gash（2008）的觀察廣泛，超越了傳統上對公共管

理者或正式公共部門的關注且不限於正式制度與公私部門互動。但若從定義來看，

Bryson 等人的定義最廣，只要是兩個以上部門互動即為協力治理（蕭乃沂、劉益

宏、林瑜婷、潘世佳，2015）。 

 臺灣協力關係之研究 

李長晏（2009）採用 B. Guy Peters 和 Jon Pierre 於 2005 年所提出之五種治理

途徑，分別為國家主義模式、自由民主主義模式、國家中心模式、荷蘭治理模式及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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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政府治理，以此分析跨區域淡水河流域的管理在不同治理模式下中央、地方政府

甚至私部門行動者間的互動作為，並找出因應之道。 

曾冠球（2017）在《良善協力治理下的公共服務民間夥伴關係》中指出協力導

向公共服務的重要性，文中闡述協力導向公共服務關鍵的成功要素、核心意涵與分

析架構。該篇內容亦介紹了 Ansell 和 Gash（2008）提出的協力治理模型、Lasker

等（2001）提出一套評估合夥綜效（partnership synergy）架構，該架構指出背後可

能的決定因素、Claiborne 與 Lawson（2005:97）建議區分為「協力過程」與「協力

效能」進行評估及 Thomson 與 Perry（2006）以五種構面來分析協力過程。 

劉麗娟（2017）以臺東縣池上鄉為案例，採取 Emerson 等（2012）提出的「協

力治理整合架構」及十項命題為研究架構，並以老人照顧提供者為研究對象，透過

深度訪談，探討其如何透過跨部門治理，不僅滿足在地老人照顧需求，更進一步提

升老人價值與福祉。 

 

 跨域治理理論架構及影響因素 

回顧前三節相關文獻內容，提及跨域治理著重在整合觀點，亦即提供跨域治理

整合平台，而決定計畫是否能產生成功的協力綜效關鍵在於跨域治理影響因素。各

學者及相關研究分述如下： 

 跨域治理理論架構 

 Ansell & Gash（2008） 

學者在研究 137 個協力個案後形成了「協力治理模型」，指出協力治理會受若

干因素影響以至於最後的結果形成，其列出四個影響協力成功與否的關鍵變項，分

別為「初始條件」、「催化領導」、「制度設計」、「協力過程」（吳珮菱，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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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指出「協力過程」直接影響「協力結果」（參見圖 2-1），而其所謂的「協力過

程」，主要指涉行動者之間的信任建立過程。比較可惜的是，兩位學者並沒有說明

「結果」究竟為何物（蕭乃沂、劉益宏、林瑜婷、潘世佳，2015）。以下就模型中

的主要變項作介紹（Ansell & Gash, 2008:8-19）： 

 

 

圖 2-1 協力治理模型 

資料來源：Ansell, C., & Gash, A. (2008).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18(4), 550.；曾冠球 (2011b)。 

 初始條件 

初始條件下，參與者本身的權力、資源、知識，其參與的誘因、動機，及相互

間是否過去即曾有過合作經驗，該經驗結果的好壞、是愉快的合作或是衝突的場面

等，都會直接對接下來的協力過程產生舉足輕重的影響。由於研究個案中的利害關

係人背景不同，所擁有的資源、權力及知識亦不相同，故擁有的影響力亦不相同，

大致包括三個廣義的變項（吳珮菱，2013）： 

1. 權力/資源/知識不對稱。 

2. 參與的限制及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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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合作或衝突背景（初次信任程度）。 

 催化型領導 

領導被視為協力過程的重要成分。催化型領導被發現能促進利害關係人在協

力的精神下共同合作。領導者在過程中必須協助塑形共識、期間不時地介入協調，

確保彼此仍然秉持相同共識。催化型領導亦扮演激發創造力角色，讓利害關係人探

索互利的可能（吳珮菱，2013），促使組織能夠不斷的進行調適與修正。另外 Lasker

和 Weiss（2001：31）認為，催化型領導者必須具備以下技能：（1）促進廣泛和積極

的參與；（2）確保基礎廣泛的影響力和控制力；（3）促進生產團隊動態；（4）擴展

過程的範圍。成功的合作還可以正式和非正式地使用多個領導者，而不是僅依靠一個

領導者，並強調有效的催化型領導可能需要大量時間，資源和技能。 

 制度設計 

係指在協力過程建立的協議及規則，強調具開放性（open）、包容性（inclusive）

與透明性（transparency），這對於程序合法性至關重要。透過參與包容、過程透明、

明確章程的制定，能提升個案中利害關係人對於協力過程的信任度（吳珮菱，2013）。 

 協力過程 

協力過程是一種互動的循環（iterative），Ansell 和 Gash 歸納為五個因素，分

別為面對面談話（Face-to-Face Dialogue）、建立信任（Trust Building）、過程承諾

（Commitment to the Process）、共同理解（Shared Understanding）、中間結果

（Intermediate Outcomes），在過程中每個因素皆會受前者的好壞狀況而對協力產

生正向或負向的影響（吳珮菱，2013）。 

1. 面對面談話（Face-to-Face Dialogue） 

作為一個以共識為導向的過程，直接對話所允許的深入溝通對於利害關係了

解彼此是必要的。但是，面對面的談話不僅僅是談判的媒介更是打破刻板印象和其

他溝通障礙的過程的核心。另外，因面對面對話亦有可能造成反效果，例如增加彼

此刻板印象、引發衝突或形成、深成對立，故對面溝通是必要但非充份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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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立信任（Trust Building） 

利害關係人初期進行互動時缺乏信任感在協力治理過程是很常見的。若成員

彼此間並非是第一次接觸且又具有對立背景時，好的稱職領導者需於初始協力時

協助成員們建立信任、化解對立狀態。建立信任通常是非常費力與耗時的，需要彼

此致力於想要達成的協力結果。 

3. 過程承諾（Commitment to the Process） 

在協力治理下，利害關係人相互間對過程的承諾是決定協力成敗的主要變數。

承諾是共享過程的所有權，分享決策權亦分享責任，彼此間保持尊重態度並承認互

賴關係；成員間彼此高度互賴深化承諾，同時也能強化行為操控和同化誘因（吳珮

菱，2013）。 

4. 共同理解（Shared Understanding） 

共同理解主要是指對共同使命（common mission）的理解。在協力的學習過程

中，利害關係人需要明確且清楚的界定彼此的目標、共同問題及價值。 

5. 中間結果（Intermediate Outcomes） 

當協力結果獲得小小勝利時，有利於形成讓協力成功的誘因而更能實現協力，

因為當這好的結果回饋到協力過程，會形成一種促進信任建立及承諾締結的良性

循環力量。 

 Thomson 與 Perry（2006） 

渠等將協力關係的框架分為前提、過程及結果三階段，首先在促成協力的前提

取決於高度互依性、資源需求與風險分擔、資源稀少等因素（黃琬琇，2014）；其

次，在協力過程中，該研究指出，協力效能取決於「治理」、「行政」、「組織自

主性」、「相互性」，以及「信任與互惠規範」五個構面，該構面可以視為協力的

「過程績效」，而該績效將進一步影響協力的結果績效（如目標達成、新價值夥伴

關係、自我治理）（參見圖 2-2）；最後，他們建議以目標達成、組織間工具性交

易轉變為社會鑲嵌的關係等來衡量協力的結果。 



17 
 

整體而言，協力的過程績效將影響其後續的協力結果，多數人往往只重結果而

忽略過程的重要性（曾冠球，2017）。以下就五個構面內涵進一步說明（劉玉蘭，

2018）： 

 

圖 2-2 協力前提－過程－結果之架構 

資料來源：Thomson, A. M., & Perry, J. L. (2006). Collaboration processes: Inside the black box.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66, 21.；曾冠球 (2011b)。 

1. 治理（governance） 

尋求協力的參與者藉由分享權力來建構達到協力活動的目標，必須瞭解如何

根據規則做出決策，控制自己的行為和關係，並經由分享資訊資源才能解決問題。 

2. 行政（administration） 

為實現協力治理就要加入行政管理，組織會參與協力是為達成特定目標。協力

的執行既複雜且困難，傳統的科層體制作為反而易使協力受阻，需要一個協力成員

出來肩負中心組織或領導人（boundary spanner）角色，以處理協力合作事務。而居

於中心的管理者要在私人和整體的利益中進行取捨。 

3. 組織自主性（organizational autonomy） 

是調和個人和集體利益的過程。利害關係人可以藉由調整涉入協力的程度來

保護自己的利益，當組織目標不一致時協力關係將受影響甚至不存在，因此要讓利

害關係人彼此分享資訊，增進參與者對問題的瞭解，調整彼此的利益目標。 

4. 相互性（shared norms） 

是建立社會資本規範過程。利害關係人的態度建立在對等互惠的行為上，當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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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者發現弊大於利時，他將會退出協力。 

5. 信任與互惠規範（mutually beneficial interactions） 

互動是創造互利關係的過程。即便分享資訊是協力必要關鍵，具有互利誘因才

足以讓協力運作順利以提高協力成功性，因此組織間要交換彼此需要的資源，避免

犧牲其他組織利益來換取追求自我利益的權力。 

 跨域治理影響因素 

林煥笙、喬憲新（2015）指出型塑出跨部門協力網絡的分析架構，要分為初始

環境結構、跨部門協力過程與跨部門協力互動限制等三大環節，這三大面向也個別

代表著跨部門協力網絡運作過程之影響因素（參見表 2-2）。 

首先，以初始環境結構的面向而言，包括目標、資訊與資源、參與等三個因素。

再者，跨部門協力過程則是結合了溝通協調、能力、監督課責等三項因素。最後，

跨部門協力互動限制以治理問題與治理衝突為核心重點。 

跨部門協力結果代表跨部門協力網絡的整體運作結果，意即行動者對於網絡

運作現況與產出結果的認知，以及網絡目標的達成程度，而目標、資訊與資源、參

與、溝通協調、治理能力、監督課責等六項影響因素，皆會對於跨部門協力網絡的

治理結果產生交互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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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跨部門協力網絡之影響因素 

 
資料來源：林煥笙、喬憲新 （2015） 整理。 

 

 我國在公衛防疫上之相關文獻 

 SARS 的相關研究 

我國在處理緊急公衛事件，如 SARS（Severe Acute Respirator Syndrome）嚴重

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的研究，早期的文獻多專注在危機管理，如蕭依珊（2008）以

2003年的SARS事件為例，進行中國大陸與台灣危機管理之比較研究；巴長泓（2007） 

以 1996 年台海危機及 2003 年 SARS 危機管理為個案的描述，探討我國危機管理

機制；戴云秋（2007）以台灣、香港、新加坡及加四拿大國 SARS 疫情防治產生的

問題與經驗，作為建構我國未來專責危機管理機制的參考；柯中甯（2007）以 92

年臺北市政府因應 SARS 危機的處理方式為個案，來探討政府危機管理模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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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琦（2016）以 2003 年發生的 SARS 與 2015 年發生的 MERS 疫情中台灣、香港

及韓國三個地區防疫工作的表現，來探討有關於政府及醫界對疾病防治危機管理

與處理機制。 

 新冠肺炎的相關研究  

 國內論文相關議題 

目前我國有關新冠肺炎論文之研究多數係集中於經濟、產業及環境品質與糧

食安全等相關議題之探討，在經濟方面如陳春宏（2020）《COVID-19 引發金融市

場極端事件之成因分析》、駱俊頴（2020）《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對美國股票市場之

影響》。在產業方面如王翰偉（2020）《新型冠狀病毒對航空產業及旅館業之影響

與因應之道探討》、林琪峰（2020）《新冠肺炎疫情對於電影產業之影響：以韓國

為例》、梁兆佐（2020）《電子零售平台在新冠病毒疫情下的韌性-以 Amazon 為

例》、莊筑（2020）《新冠肺炎對臺灣表演藝術團隊的影響探討—以果陀劇場、故

事工廠為例》。在環境品質與糧食安全方面如吳語婕（2020）《新型冠狀病毒對於

臺灣、日本、法國空氣品質及糧食安全的影響》。 

 國內期刊相關議題 

我國期刊有關新冠肺炎之研究主要與醫療及我國防疫政策議題相關，在醫療

方面的研究有林增玉等（2020）《醫院環境及設備消毒以預防 COVID-19 感染之探

討》；張雅媛等（2020）《COVID-19 全球流行時的契機：感染管制之轉變與創新》，

內容講述台灣防疫政策下，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面對疫情四個階段的因應

作為，並探討新冠肺炎疫情所帶來的衝擊與創新；黃萬翠、陳瑛瑛（2020）《COVID-

19（武漢肺炎）防疫戰－成功守住台灣之關鍵》，本篇以感染管制角度討論新冠肺

炎防疫關鍵，「從台灣抗疫模式、醫院感染管制到全民防護，強調詢問 TOCC（travel 

history, occupation, contact history, cluster）、手部衛生、正確使用個人防護裝備及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Index/U0020-1708202017505600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Index/U0020-1708202017505600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Index/U0002-1108202022091400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Index/U0002-1108202022091400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Index/U0001-1308202013520700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Index/U0001-1308202013520700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Index/U0001-1208202023041400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Index/U0001-1208202023041400


21 
 

保持安全距離對防疫的重要性，守好最基本的個人防線，以提供病人及其他工作人

員安全的環境」。 

我國防疫政策議題方面的研究有柯雨瑞等（2020），研究者針對我國防治新型

冠狀病毒之現況加以統整說明、並提出面臨困境與可行之回應對策；李長晏（2020）

之研究以府際協調落差評估 Covid-19 疫情挑動了中央與地方府際系統中現有的互

動模式、角色和責任，以至於衍生出政策落差、資源落差等多項府際協調的難題，

從而構思出治理策略機制加以回應，亦透過各國防疫相關文獻與台灣的防疫案例

反思提出 COVID-19 疫情對未來府際互動與協調研究的四點啟示。 

 國外新冠肺炎相關議題 

Journal of Democracy 這本期刊中，有三篇新冠肺炎與民主相關的文章，分別

係 Smith（2020）《Brazil's Populist Playbook》、Mukherji（2020）《India’s Illiberal 

Remedy》及 Seekings（2020）《South Africa’s Lockdown Misfire》，內容是探討此

三個國家在防疫政策上的表現及國家領導人對疫情的態度及作為，是否影響了民

主本質。 

其他國外有關新冠肺炎的相關研究以醫學、醫療方面的相關研究居多，如有文

獻在中定義新冠肺炎患者的免疫病理變化為發現藥物提供了潛在的靶點，對臨床

管理很重要（Cao，2020）。Jeyanathan 等（2020）在《Immunological considerations 

for COVID-19 vaccine strategies》中討論了在開發新冠肺炎疫苗策略時需要考慮的

免疫學原理，並根據這些原則檢查了當前的新冠肺炎候選疫苗的優勢和潛在不足，

並推斷出它們成功的機會。Ho 

另外 Anderson 等（2020）在《How will country-based mitigation measures influence 

the course of the COVID-19 epidemic?》文章中指出政府將無法將 2019 年新冠肺炎

造成的死亡和病毒傳播的經濟影響最小化，使死亡率盡可能低將是個人的最高優

先事項。因此，政府必須採取措施來緩解不可避免的經濟下滑。 

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20)30567-5/fulltext?utm_campaign=tlcoronavirus20&utm_content=120403755&utm_medium=social&utm_source=twitter&hss_channel=tw-27013292
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20)30567-5/fulltext?utm_campaign=tlcoronavirus20&utm_content=120403755&utm_medium=social&utm_source=twitter&hss_channel=tw-27013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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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等（2020）在《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Countermeasures of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during COVID-19》在這篇文章中說明自 2020 年初以來，

COVID-19 在中國武漢爆發並迅速蔓延至全國乃至全球。美國、歐盟等主要經濟體

均受到重創，世界經濟復甦增長勢頭中斷，甚至導致全球經濟陷入衰退。本文內容

主要比較中國、美國和加拿大的經濟狀況和應對措施，系統總結分析新冠肺炎疫情

對世界經濟的影響，針對各國主要問題給出針對性解決方案，對後疫情時代各國經

濟問題進行預測和解決，以期盡快控制疫情，實現全球經濟全面復甦發展。 

 

 小結 

綜上，過去我國跨域治理之研究大多是各類跨域合作機制；而少數研究公衛跨

域治理的議題多以國家角度為研究對象。以往府際關係之研究大多係探討食安、財

政及流域治理的面向，卻鮮少關注公衛防疫相關政策，亦少有以地方政府角度出發

來探究行政部門間的互動關係及協調障礙；我國在處理緊急公衛事件，如 SARS 的

研究，文獻多專注在危機管理機制架構。另外，在國外有關新冠肺炎的相關研究也

多集中於醫學、醫療及經濟影響方面。查閱國內外多數的期刊及論文皆少有以地方

政府的角度來探究地方政府為因應新冠肺炎的影響，且不同於以往跨域治理研究

所探討的議題，新冠肺炎是具有危害人類生命、身體、財產、健康安全所具有急迫

性、危險性及高複雜度的跨域治理議題，如何透過部門間、府際間治理作為使政策

得以迅速且落實的阻止疫情擴散是當前的重要命題。 

另有關國內及國外學者提出的治理架構元素及跨域治理影響因素，筆者因參

與觀察本研究個案並將其整合並歸納為三個面向，分別為跨域治理初始環境面向、

跨域治理過程面向及跨域治理結果面向。 

基此，本研究將以新北市的居家檢疫相關政策為例，並以上述三面向去探討城

市防疫的跨域治理作為，希望藉此為公衛跨域治理的議題提供另一思考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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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新北市超前部署防疫政策 

 重要政策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新北市政府面對疫情皆秉持過無不及、提升防疫等

級、超前部署的態度積極應對，所召開的應變會議從 2020 過年起也都是以一級開

設的態度作戰來遏止疫情惡化8。新北市政府更率全國之先發布多項防疫作為，首

先，新北率先成立教育體系防疫應變小組，整合相關資源以協助教育系統快速執行

疫情應變措施，並可將防疫重要決策及宣導等訊息利用網站、社群媒體（如

Facebook、Line）立即傳達給所有新北市教育系統的親師生，以利做好各項防疫準

備。新北市各校也於 109 年 2 月 17 日至 2 月 21 日進行防疫演練並落實防疫守則

9；新北市為保護師生健康，於 109 年 3 月 14 日宣布，新北市所屬各級公私立學校學

生(含幼兒園)自即日起至 109 年 6 月 30 日前應暫停出國。如有必要出國需求者應先

向就讀學校專案申請核准。經特殊原因核准出國者，須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示，

應落實加強手部及呼吸道衛生等個人防護措施，返國入境後務必落實 14 日居家防疫

假，相關規範後續將視疫情狀況再行評估調整10。 

其次，新北首創居家檢疫關懷中心，即時提供受檢疫者身心關懷11；全面盤點

整合各局處戰備物資，統一調配；針對觀光風景區、公園、市場及夜市等重點公共

場域強化清潔消毒，並落實定點人流管制；深入了解因防疫工作產生的經濟衝擊，

提供急難紓困12。 

                                                      
8 台灣新生報 https://autos.yahoo.com.tw/news/新北召開防疫精進會議-142848348.html，2021/2/9 查

詢。 
9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官網 https://www.ntpc.edu.tw/home.jsp?id=6918f79d690935a2，2021/2/17 查

詢。 
10 我的新北市 https://www.facebook.com/myntpc/posts/3238755242808499/，2021/2/17 查詢。 
11 自由時報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074096，2021/2/17 查詢。 
12 新北市政府因應新冠肺炎擴大管制超前部署兵棋推演演習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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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新北市政府 109 年 3 月 14 日於新店央北社區舉辦亞洲城市首場「新冠

肺炎社區感染大規模防疫演習」，動員市府各局處、國軍部隊、基層里鄰長及防疫

志工，模擬新北大量感染時的應變策略及緊急措施13。 

再者，109 年 4 月 20 日於市府舉辦擴大管制兵棋推演，採取「低度活動、高

度管制」的方式，以阻斷城市大規模的社區傳播，透過全民防衛動員整備的精神進

行全市物資盤點、彙整各國防疫作為，進一步分析出最適合新北市的管制措施，並

以推演方式提升各項防疫控管，強化各局處橫向聯繫協調應變能力；兵棋推演是新

北市為了因應第三階段做的準備，第一階段是一直在做的避免社區感染擴大，目前

一直都還在掌控中，第二階段是管控大規模社區感染，亦即前述在新店央北社區進

行演習，第三階段則是阻斷城市大規模的社區傳播，因為無法進行實兵演練，所以

用兵推的方式呈現14。 

從次，新冠肺炎疫情於 109 年 5 月 2 日終止連續 6 天零確診，但新北市已 13

日無確診案例，新北市長侯友宜 3 日在第 51 次防疫應變會議中宣布，4 日起，公

有封閉型場館及場地在「防疫優先、專業評估、漸進開放」三大前提下，採「二階

段四梯次」漸進開放管制，並且每週進行滾動式修正防疫策略，隨時掌握疫情動態。

第一階段為 5 月 4 日至 17 日，以「通風良好」的戶外場域、「可落實人員健康監

測、人流管控、環境清潔、維持社交距離」的活動或場域為開放條件；若疫情仍穩

定、無社區傳播現象，將於 5 月 18 日起進行第二階段逐步開放其餘公有場域及活

動，持續落實防疫準則，並維持每週至少兩次會議檢討實施情形15。 

                                                      
13中時新聞網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00314001964-260402?chdtv，2021/2/17

查詢。 
14 新北市政府市政新聞

https://www.ntpc.gov.tw/ch/home.jsp?id=e8ca970cde5c00e1&dataserno=52f71fa78d42a82638eb0bd34ec

34f0d，2021/2/17 查詢。 
15 新北市政府市政新聞

https://www.ntpc.gov.tw/ch/home.jsp?id=e8ca970cde5c00e1&dataserno=9a71a1001a8273526362b9a38d

210631，2021/2/17 查詢。 



25 
 

最後，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首創全國第一個防疫旅館線上預約系統，提供民

眾更方便簡易的預訂管道，讓自海外返台的新北市市民，可以在返國一個月前，先

行在網路上預約防疫旅館，不必負擔高額長途電話費用且有更多元選擇16。 

 

 政策個案選擇 

2019 年底開始迄今，新冠肺炎以本世紀前所未見的疾速傳播，更從疫情中心

點的中國開始，演變成近代規模最大的一場全球隔離行動17，衝擊著全世界。因應

新冠肺炎疫情，新北市各項防疫工作超前部署，例如率先提出「以健保卡領取口

罩」、「防疫物資禁止出口」、「紓困方案研擬」、「居家檢疫關懷中心成立」、

「防疫指揮中心一級開設」、「宗教防疫聲明」、「新冠肺炎社區感染大規模防疫

演習」、「新北市高中以下師生 6 月底前原則上不准出國」、「入台旅客全面篩檢、

居家檢疫」、「封閉型場館暫停開放」、「清明掃墓分流管制」、「全面禁止探病」

等多項防疫政策，本研究選擇以筆者親自參與具高度代表性及複雜性之「新北市居

家檢疫關懷中心成立」、「新北市城市防疫擴大管制兵棋推演」兩個政策為代表加

以探討。 

 新北市居家檢疫關懷中心成立專案 

新北市政府以超前部屬的防疫作法，於 109 年 2 月 20 日首創成立居家檢疫關

懷中心（如圖 3-1），「居家檢疫不是犯罪，要以同理心對待他，用更人道的方式

支持他。」，故新北市政府整合民政、衛生、警政、社會、環保、觀旅等局處資源，

每日執行電訪、設置關懷專線與提供視訊診療諮詢服務。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

                                                      
16Newtalk 新聞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20-05-25/411963，2021/2/17 查詢。 
17 報導者 https://www.twreporter.org/a/2019-ncov-epidemic，2020/11/22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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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官陳時中也出席新北市居家檢疫關懷中心成立記者會，並稱讚新北市政府「有組

織、有計畫、有步驟、有溫暖」，他相信中央與地方共同合作，能夠讓台灣防疫做

得更好18。 

新北市在當時的居家檢疫累計列管人數高達 4,790 人，且仍有 4,588 人持續列

管19，居全國之冠，市府給予照顧、關懷及支持，居家檢疫者 14 天暫失自由不得

外出，生活必然有許多不便，包括就醫、用餐、急難救助及垃圾清運問題。居家檢

疫關懷中心整合各局處資源，民政組設置電話關懷中心執行每日電訪，配合警政組

實地查訪，有垃圾清運需求者，由環保組協助家戶。此外，疫情爆發期間，各區公

所里長、里幹事也紛紛投入人力，幫忙解決居家檢疫者的大小生活事務，除須隨時

實地查訪、通報及協尋居家檢疫失聯對象外，更要幫忙贈送關懷包。 

另外，衛生組以電話提供用藥、醫療及心理關懷等專業諮詢服務，如居家檢疫

者有領藥需求而無親友代領者，能由社區藥局藥師協助送藥到家，並以電訪方式提

供用藥指導或諮詢；亦能安排有就醫需求者將其轉介至指定醫院就醫。 

再者，新北市政府此次特別推出的「新北陪你，安心宅 14 天」居家檢疫關懷

包，內容提供 14 片口罩及衛教等相關資訊，並附上市長署名的關懷信。除了實體

關懷包，新北市府也推出數位版提供線上衛教資訊；更與CATCHPLAY+、myVideo、

LINE TV 三大 OTT 影音平台合作，提供 14 天免費「追劇」觀賞影片序號給新北

市居家檢疫者，希望能紓解他們心裡的「鬱卒」與苦悶，配合政府防疫措施不要擅

離檢疫處所。 

                                                      
18自由時報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074096，110/5/14 查詢。 
19 資料來源:新北市居家檢疫關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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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新北市居家檢疫關懷中心成立資料照 

資料來源:新北市居家檢疫關懷中心及自由時報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074096 

       

新北市居家檢疫持續列管人數截至 110 年 5 月 11 日已累計 9 萬多人，居家檢

疫關懷中心電話通數累計 2 萬 6 千多通。每個時期來電詢問事項皆不同，如去（109）

年 3 月歐美留學生大量返國，故來電詢問者多以防疫旅館相關事項為主。中央流

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告因武漢肺炎（COVID-19）受隔離、檢疫者發給每日 1,000 元

的防疫補償金，則來電詢問以此類居多。電話詢問樣態與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更

新的事項呈正相關。而在今（110）年 5 月時則以詢問檢疫相關事項為多，相關數

據資料如圖 3-2 至 3-5：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074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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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新北市居家檢疫持續列管人數概況 

資料來源:新北市居家檢疫關懷中心 

 

 

圖 3-3 新北市居家檢疫每日新增人數趨勢 

資料來源:新北市居家檢疫關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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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新北市各區居家檢疫人數概況 

資料來源:新北市居家檢疫關懷中心 

 

 

圖 3-5 新北市居家檢疫中心電話通數趨勢 

資料來源:新北市居家檢疫關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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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北市政府以領頭羊之姿率先成立居家檢疫關懷中心後，許多縣市也跟進

成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 109 年 3 月 23 日亦宣布，自 3 月 1 日起，全

國 22 縣市共同推動「地方政府居家檢疫及居家隔離關懷服務計畫」，各地方

政府需成立服務專線，並與中央密切配合防疫，當時，其他地方政府也紛紛來電洽

詢有關成立居家檢疫關懷中心的相關注意事項及流程，新北市政府皆不藏私的給

與指導與提供參考資料，新北市的超前部署防疫作為不僅獲得民眾及媒體的肯認，

對全國人民來說，也是一種中央與地方間雙向互助、合作的成功典範。 

隨著今(110)年 5 月中旬新冠肺炎疫情升溫，新北市確診病例多、居家隔離人

數逾千人的情況下，新北市政府居家檢疫關懷中心擴編成立「新北市檢疫隔離關懷

中心」（如圖 3-6），擴大服務範圍以因應當時持續嚴峻的疫情，因衛生局肩負起

整備醫療量能、徵用醫院病房及設立社區篩檢站任務，居家隔離者關懷事宜改由民

政系統接續協助，各區公所關懷中心也同步調整，全面支援居隔者生活相關事宜20。

而為均衡衛政量能並強化對居家隔離者追蹤管理，新北市將原設「居家檢疫關懷中

心」擴增服務人力，於 110 年 5 月 18 日更名為「新北市檢疫隔離關懷中心」，除

原進駐的民政、衛政、警政、社政、環保及觀光組，再增勞工組、教育組及交通組，

並延長服務時間假日也不打烊，新北市府團隊分工合作全力協助居檢及居隔者生活

需求和大家齊心防疫21。 

                                                      
20 市政新聞

https://www.ntpc.gov.tw/ch/home.jsp?id=e8ca970cde5c00e1&dataserno=f14c4601b9325d52c709b88e1c

3cbce7，2021/7/12 查詢。 
21 中央社 https://www.cna.com.tw/news/aloc/202105180112.aspx，2021/7/12 查詢。 

https://udn.com/news/story/120940/4365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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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新北擴大設置檢疫隔離關懷中心 

資料來源:侯友宜官方臉書

https://www.facebook.com/houyuih/photos/a.294506847605322/1660876390968354/?typ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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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新北市檢疫隔離關懷中心防疫人員實際運作資料照 

資料來源: 新北市檢疫隔離關懷中心 

 



33 
 

 新北市城市防疫擴大管制兵棋推演專案 

新北市防疫超前部署，109 年 4 月 20 日於市府舉辦全國首場的擴大管制兵棋

推演，中央流行疫情指揮專家諮詢小組召集人張上淳也於當日親至現場指導22，新

北市採取「低度活動、高度管制」的作法，來阻斷城市大規模的社區傳播，除了依

全民動員準備法及傳染病防治法等相關法令進行規劃，更參考世界多國的防疫管

制作為。 

新冠肺炎疫情瞬息萬變不但不能安於現狀，更要做好超前的部署，新北市是我

國第一個舉辦擴大管制兵棋推演的城市，從整備期、執行期到復原期，設想可能的

所有情境，讓市府轄下機關局處能夠預先模擬災害發生時面對困難應如何解決應

對。而新冠肺炎復原與一般災害不同，基於謹慎考量必須採階段性的逐步復原，而

無法快速立即的全面恢復。 

    新北市此次兵棋推演是為了因應「第三階段」做的準備，第一階段是避免社區

感染擴大，第二階段是管控大規模社區感染，之前已於新店央北社區進行演練，第

三階段則是阻斷城市大規模的社區傳播，也是本此重點所在，因為涉及範圍深及廣

而無法進行實兵演練，所以先以兵推的方式呈現。 

    這項兵棋推演全國沒有先例，新北市率先試做，耗時三周來研究歐美、韓國、

新加坡等世界各國城市擴大管制的作法，再依據新北市的地理環境來盤點資源能

量以針對各種情境做假想推演，屆時如果中央政府管制命令下來就可以立即啟動。

新北市領頭做城市擴大管制兵棋推演示範演練來讓各縣市政府及中央政府參考，

目的是希望讓各政府能夠根據這個版本做調整，讓後續演練的政府單位能有依據

標準，並可依其自身城市條件調節修改應用。 

  

                                                      
22 新北市政府市政新聞

https://www.ntpc.gov.tw/ch/home.jsp?id=e8ca970cde5c00e1&dataserno=52f71fa78d42a82638eb0bd34ec

34f0d#page，2021/5/14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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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第三階段兵推的模擬情境設定為新北市確診案件逐日攀升，且社區出現

群聚感染，在配合中央防疫政策下進行擴大管制作為，第一階段「避免社區感染的

發生」，除配合中央邊境管制外，另為落實新北市境內管制作業，新北市府全力積

極採取下列各項防疫作為，如倡議口罩實名制、首創成立居家檢疫關懷中心、辦理

開學入校防疫演練、要求市府同仁非必要避免出國、辦理社區感染示範演習、推動

校園 5 心級防護、成立防疫志工隊及召回退休護理人員、暫停開放公有封閉型場

館、成立防疫專責消防分隊、推動短期經濟紓困方案、親師生遠距數位教學、整備

防疫旅館及居家檢疫家屬安心住宿、成立防疫消毒大隊、擴大聯合公安防疫稽查、

街友防疫關懷宣導、大眾交通運輸強制戴口罩、觀光景點人潮管制、夜市強制戴口

罩人流管制等措施，有效的達到疫情管控及趨緩的效果。 

第二階段是「管控社區感染的擴大」，在我國內部出現零星社區感染案例後，

為防範社區擴大感染，新北市率先舉辦亞洲首場防範新冠肺炎社區感染示範演習，

內容從居家檢疫與隔離關懷追蹤等情境、到社區管控、社區大規模感染，並設立前

進指揮所，若有大量的確診者，則將無症狀及輕症者移到隔離收治中心，來對輕重

症患者進行分流管理，以避免因爆量的病患湧入而造成醫療系統崩潰與資源短缺。 

第三階段則是本次兵棋推演的主軸「阻斷城市大規模的社區傳播」，除了參考

歐美國家及亞洲之韓國、新加坡等國際管制態樣以外，同時也依照全民動員準備法

及傳染病防治法等相關法令規定精神作出規劃。 

新北市防疫第三階段以提升市府團隊緊急應變能力為主力，這次兵棋推演採

議題報告方式進行，共有 15 議題 45 項目，分為擴大管制初期、執行期間及撤除擴

大管制階段，並視議題內容加入與區公所視訊連線。 

兵推事項包含了民生物資整備、交通運輸管制、商業行為限制、人員進出管制、

醫療救護、弱勢族群照護、停課教育資源及國軍支援等，整合本市人力、物資等資

源，配合中央防疫政策及指示，進一步結合鄰近縣市台北市、桃園市、基隆市及宜

蘭縣等區域聯防，進行城市間防疫工作相互合作，來降低疫情衝擊與影響，以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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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的健康安全。 

此次兵棋推演各局處都進行專業分工，民政局提出人員管制措施，明列關鍵基

本必要人力並對人員外出辨識的交通方式做出相應規劃，經發局負責民生物資供

給、維生管線維持及管制流程，衛生局明確劃分民眾分流就醫 SOP，教育局預擬在

居家數位學習期間學校行政及教師親師生間的互動行為，交通局則著重於大眾交

通運輸工具管制作為。  

 

     

圖 3-8 新北市城市防疫擴大管制兵棋推演資料照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市政新聞 

https://www.ntpc.gov.tw/ch/home.jsp?id=e8ca970cde5c00e1&dataserno=52f71fa78d42a82638eb0bd34ec

34f0d#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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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設計 

本研究根據 Thomson 與 Perry（2006）及 Ansell 與 Gash（2008）認為協力治

理是一種階段性的概念，因而將協力治理劃分為三個階段：初始環境、過程及結果

並且彙整相關學者對於影響協力治理運作的各項因素，歸納出三個階段代表的構

面，為此本研究將採用修正後的三階段分析架構作為理論與個案結合的重點。希冀

能探究跨域治理的互動脈絡，期望能釐清成功個案中影響協力治理的各項要素。 

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為修正後的協力治理架構；第二節為研究架構；第三

節為研究範圍與架構；第四節為研究方法。 

 

 修正後的協力治理架構 

本研究依據上一章文獻分析歸納修正 Thomson 與 Perry（2006）及 Ansell 與

Gash（2008）提出的協力治理模型（如圖 4-1），透過個案的參與觀察對二者的整

合及調整，期能更符合個案政策脈絡的設定及治理情境的安排。 

將其系統化的以跨域治理初始環境、跨域治理過程及跨域治理結果三個面向

進行因果脈絡分析，為未來我國城市防疫跨域治理發展，研提具體的成功關鍵要素

及運作策略，每個面相欲探究的因素分別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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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研究架構圖-修正後協力治理架構 

資料來源：修改自 Thomson 與 Perry（2006）及 Ansell 與 Gash（2008）。 

 

 跨域治理初始環境面向 

 共同目標與價值 

主要是指對共同使命（common mission）的理解。在協力的學習過程中，利害

關係人需要對於彼此的目標及共同價值具有共識的作明確且清楚的界定。本研究

欲探討在個案中初期成員如何凝聚共識、建立相同的目標與價值以彼此合作？ 

 資訊及資源 

各政府單位間在合作時的資訊常不夠流通，在資訊不對稱及資源分配不均情

況下常導致最後處理狀況不佳。因此，本研究欲探討個案中如何促進各單位之間資

1.共同目標與價值 

2.資訊及資源 

3.合作背景 

4.複雜議題 

1.信任 

2.溝通 

3.團隊能力/執行力 

4.監督與課責 

5.過程透明/開放/包容 

6.衝突問題解決 

1.目標達成 

2.新價值夥伴關係 

3.自我治理及學習 

 

跨域治理初始

環境面向 

 

跨域治理結果

面向 

 

催化型領導 

 

跨域治理初始

環境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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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的流通並整合資源以強化合作關係？ 

 合作背景 

參與計畫的成員背景不同，所擁有的資源與具備的影響力亦不相同，而在初始環

境下，參與者本身的資源、權力，其參與的動機，及彼此間是否過去即曾有過合作經

驗，經驗結果的好壞等，都會直接對接下來的協力過程產生舉足輕重的影響。 

因此，本研究欲探討個案中參與的成員如何透過以往彼此的合作經驗對接下來

的個案合作產生正面的影響？ 

 複雜議題 

由於新冠肺炎是公共議題，涉及多層次和各領域組織間如何共同解決跨領域

問題，本研究欲探討的個案即是來解決過於複雜或單一組織自己無法解決的新冠

肺炎產生的問題而成立的。 

 跨域治理過程面向 

 催化型領導 

催化型領導係一種提升組織效能的領導行為，其能增進全體成員解決問題和

調適問題的共同能力，讓組織成員能主動參與組織事務的推展。亦即組織成員在

領導者的催化之下，主動積極參與組織任務的過程（Conley & Goldman,1994）。 

這類行為者主要是跨域治理的專案負責人，不只有高級的決策者，更有如中階

主管、資深官員等，他們時常扮演承上啟下的關鍵角色，甚至握有實質的決定權 

（曾冠球，2011a）。本研究欲探討個案中催化型領導人是什麼樣的因素讓其想扮

演好角色？又如何在跨域治理過程面向扮演好角色？為何能做到？ 

 信任 

一般信任的建立是非常耗時的，需要彼此長期致力於想要達成的協力結果，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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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欲探討個案中的成員如何在短期內即可建立彼此的信任？又為何能做到？ 

 溝通 

作為一個以共識為導向的過程，溝通對於成員了解彼此是必要的。本研究欲探

討個案中的成員在合作時如何進行溝通？有哪些溝通方式？ 

 團隊能力/執行力 

在跨域治理中的成員各自具備不同的專業能力與執行力，本研究欲探討個案

中的成員在合作時如何發揮其能力及貫徹執行力以幫助目標的達成或問題的解決？ 

 監督與課責 

在跨域治理中的各成員各自有其肩負的任務角色，本研究欲探討個案中的成

員在合作時如何被監督與課責？ 

 過程透明/開放/包容 

跨域治理過程具開放性（open）、包容性（inclusive）與透明（transparency）至

關重要，本研究欲探討個案在合作時過程如何開放與透明，成員有不同意見時如何相

互包容？ 

 衝突問題解決 

跨域治理過程因大家來自不同的部門及層級而具有本位主義之立場，本研究

欲探討個案在合作時遇到衝突問題時如何解決？ 

 跨域治理結果面向 

 目標達成 

為了實現公共目的、解決複雜的公共事務問題，需透過跨域治理來達成目標，

本研究欲探討個案中的成員們是否達成所設定的目標？如何達成？為何能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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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價值夥伴關係 

跨域治理的成員們透過彼此間的互動、合作及信任等以完成使命達成目標，本

研究欲探討個案中的成員們在完成目標後，彼此透過期間的互動過程及完成使命

的成就感，是否在團隊運作上建立了正向的新夥伴關係？如何達成新關係？為何

能達成？ 

 自我治理及學習 

跨域治理個案中的團隊達成所交付的任務完成既定目標，本研究欲探討個案

中的成員們如何藉由此過程自我學習及治理而成為更強的團隊？以及如何將其運

作在其他事務的合作上？ 

 

 研究架構與研究範圍 

 研究架構 

本文以新北市居家檢疫關懷中心與新北市城市擴大管制兵棋推演二個案為研

究對象，採用修正後的協力治理模型加以分析，並透過個案的參與觀察將跨域治理

的影響因素整合並歸納為三個面向的研究架構（如下圖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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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本研究架構起因於新冠肺炎疫情，並藉由文獻分析、參與觀察及深度訪談方式

所構建而成，首先透過文獻探究的方式，檢視我國跨域及協力治理、府際關係及國

內外公衛防疫的研究議題、研究架構、相關理論及影響因素與發展趨勢。再來是藉

由筆者在民政局防疫系統中親身參與觀察到的各項事物加以整理歸納。最後係針

對中央及地方政府居家檢疫相關政府機關人員進行半結構式深度訪談，並從訪談

內容當中獲取中央及地方防疫策略與運作現況。 

 研究範圍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不斷蔓延開來，我國亦不例外，為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持續

擴大，我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請各地方政府督導所屬衛生局及民政局，依「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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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加強對具感染風險民眾進行追蹤管理23。加強管理對

象如下表 4-1 所示，相關說明如下： 

 

表 4-1 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站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MPage/IRvJdHilZERpzIaEHWKAUg 

 

 居家隔離：確診個案之接觸者 

由地方政府衛生局開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個案接觸者居家隔離通知書」送

達個案，並衛教提醒居家隔離期間應遵守之隔離規定、應注意事項及違規罰則等，

衛生局應每日主動追蹤其是否出現不適症狀，且是否落實居家隔離之相關規定。另

針對前已開立接觸者健康監測通知書者，應立即補發居家隔離通知書，隔離期間自

                                                      
23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109 年 1 月 26 日肺中指第 1093700020 號函。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MPage/IRvJdHilZERpzIaEHWKA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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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至與確診個案最近接觸日後 14 天。 

 居家檢疫：所有自外國入境民眾 

所有自外國入境民眾皆須配合居家檢疫 14 天，由入境國際及小三通港埠檢疫

人員開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自感染區入境者居家檢疫通知書」送交旅客，後續

由里長或里幹事進行健康關懷 14 天，每日撥打電話詢問健康狀況並記錄，經由民

政體系管道回報。 

 加強自主健康管理：專案申請獲准縮短居家檢疫者 

短期商務人士縮短居家檢疫監測期滿者，為降低可能傳播風險，於縮短之居家

檢疫監測期滿後至入境後 14 天內配合「加強自主健康管理」，於入境後第 15 天

至第 21 天則可恢復一般自主健康管理。 

 自主健康管理：通報個案經檢驗陰性者、居家檢疫/隔離期滿者

及加強自主健康管理期滿者 

通報個案經檢驗陰性者，因 14 日內有新冠肺炎相關接觸史或感染風險，為降

低可能傳播風險，並保障自己、親友及周遭人士的健康，需於最後 1 次接觸日後

或發病日後 14 日內確實做好自主健康管理措施；居家檢疫/隔離期滿者及加強自

主健康管理期滿者，為降低可能傳播風險，並保障自己、親友及周遭人士的健康，

需於居家隔離/檢疫監測期滿後 7 日內確實做好自主健康管理措施。 

 

本篇研究範圍是界定在我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 110 年 5 月 15 日發布臺

北市、新北市提升疫情警戒至第三級之前的新北市居家檢疫防疫狀態，我國重要邊境

政策及疫情警戒時間軸請參閱下圖 4-3。新冠肺炎疫情仍持續在全球蔓延，在三級

警戒前因我國邊境防疫政策入境需居家檢疫人數大於居家隔離人數許多，故本研

究以居家檢疫相關政策為研究對象，以此段期間的重點防疫政策進行探究，而三級

警戒後的狀態則不在本文的研究範圍之內，僅作為補充說明之用；筆者選擇以親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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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具高度代表性及複雜性之「新北市居家檢疫關懷中心」、「新北市城市防疫擴

大管制兵棋推演」兩個政策為代表加以探討。 

 

 

 

圖 4-3 COVID-19 重要邊境政策及疫情警戒時間軸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COVID-19 防疫關鍵決策時間軸  

https://covid19.mohw.gov.tw/ch/sp-timeline0-205.html 

  

109-01-20

臺灣成立
「嚴重殊殊
傳染性肺炎
中央流情疫
情指揮中心」

109-2-2

小三通入境
者，2/3起
一律居家檢
疫14天

109-2-6

國人如有中
港澳旅遊史，
需居家檢疫

14天

109-2-27

將義大利旅
遊疫情建議
等級升至第
三級警告
(Warning)
，旅遊返臺
需居家檢疫

14天

109-3-1

將伊朗旅遊
疫情建議等
級升至第三
級警告

(Warning)
，旅遊返臺
需居家檢疫

14天

109-3-19

限制非本國籍
人士入境，所
有入境者都需
居家檢疫14天

110-5-11

因應社區傳
播風險升高，
指揮中心自
110年5月11
日起至6月8
日，提升全
國疫情警戒
至第二級，
實施相關限
制措施

110-5-15

因應社區有
擴大趨勢，
指揮中心自
110年5月15
日起室5月
28日提升雙
北地區疫情
警戒至第三

級



46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qualitative inquiry），選擇以文獻分析法、參與觀察法及

深度訪談法來進行。 

 文獻分析法 

本研究主要係針對跨域治理與府際關係之理論，蒐集與本研究個案有關之內

容加以應用；並參考各項跨域及協力治理、府際關係、SARS 及新冠肺炎相關之

學術期刊、書籍、碩博士論文、研究計畫案、個案研究報告、報章刊物、新北市

首長臉書政策宣導與網路新聞報導等文獻，以及筆者身為新北市多項防疫措施專

案小組成員所取得的第一手及次級資料；藉由對相關資料與訊息的閱讀探究與分

析應用，並從中釐清新北市防疫超前部署成功之關鍵要素，再藉以整理分析並歸

類於跨域治理初始環境面向、過程面向及結果面向的論述脈絡，透過新北市城市

防疫政策與跨域治理的研究，期望建構出新北市城市防疫運作成功之模式，並將

研究結果提供未來各縣市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組織甚至於是國外的各城市在遭遇

傳染病流行危機時參考應用。 

 參與觀察法 

觀察法依研究手段，可區分為實地觀察法及實驗室觀察法，本研究採用實地觀

察法，強調研究者在自然的情境中，對發生的現象、事件或行為，透過直接的感官

知覺與觀察，有系統的歸納整理研究的對象與行為。而實地觀察法依研究者本身對

研究情境的涉入程度與角色，區分為「參與觀察」與「非參與觀察」兩種形式。所

謂參與觀察法（Participant Observation），係指研究者親身加入研究對象或所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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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的群體中，透過實際參與的過程來瞭解人物或事件背後的環境、過程、關係等，

進而闡述研究發現。這套方法的一項重要原則，在於研究者個人並不僅僅進行觀察，

更需在這個群體裡找到一個角色，從這個角色以某種方式參加其中，而不僅是「旁

觀者」。其為觀察研究法之一種，主要特徵為觀察者成為被觀察團體中的一員，參

與活動或生活，一方面扮演參與者的角色，另一方面扮演觀察者的角色。因此，觀

察者不被視為局外人，可以維持觀察時的自然情境，而且被觀察者較不會防衛自己，

其所表現出來的行為也就較具真實性24。 

因筆者為本研究個案專案小組成員，有幸透過直接與各局處專案工作者間之

工作互動，得以近距離觀察到事件的連續性脈絡。基此，本研究採取參與觀察法，

希望以參與觀察的方式，從中得知新北市防疫政策跨域治理因應之實際狀況，並由

實際參與工作獲得第一手資料以了解新北市政府因應新冠肺炎各項防疫政策作為。 

  

                                                      
24 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學術名詞暨辭書資訊網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09184/，

2020/12/21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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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度訪談法 

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是質性研究中經常採行資料蒐集方法之一，

針對研究主題提出相關訪談問題，探究受訪者真正的想法，得到更真實的資訊。深

度訪談主旨在於剖析訪談的真實內情、意涵、影響、解決方式以及未來發展方向 

（萬文隆，2004）。 

為瞭解新北市防疫政策，本研究採取深度訪談法，直接與各局處專案工作者間

進行有系統且深入的對話，在敘說與問答過程中，以開放性的探索來瞭解研究對象

的看法與觀點，也就是本研究希望透過質化訪談，以筆者所設定之大方向，儘量讓

受訪者可以暢所欲言，進一步瞭解受訪者之意見，希望得知其對新北市防疫政策在

機關間運作及與中央政府互動之看法，並從中推展出新北市政府防疫政策運作成

功之關鍵因素及建議。 

本研究採取「半結構性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方式進行個別的面

對面訪談。半結構式訪談又可稱作引導式訪談，為較開放式的訪談法，研究者在訪

談前先針對研究議題訂好訪談大綱，再與受訪者的訪談中延伸出其他的問題，訪談

重點在於了解受訪者的想法，而此研究方法可和參與觀察法搭配運用。 

 訪談對象 

本研究以「新北市居家檢疫關懷中心成立專案」、「新北市城市防疫擴大管制

兵棋推演專案」2 個政策為代表並以「立意抽樣」方式進行，根據研究者的主觀經

驗從總體樣本中選擇那些被判斷為最能代表總體的單位作樣本的抽樣方法，故在

深度訪談的對象選取上以直接或間接負責規劃、執行、監督的政府單位人員作為選

擇標準，筆者訪談與新北市政府居家檢疫政策互動的中央政府官員司長 1 名、上

述政策之新北市政府業務督導主管 2 名、重要局處業務主管 5 名、承辦人員 1 名

以及防疫第一線的區公所區長及視導各 1 名，訪談人數共 11 名，訪談對象名單如

表 4-2，訪談提綱如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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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訪談名單 

受訪者代號 服務機關 訪談對象 工作職掌 訪談日期 

A1 中央部會 司長 督導主管 2021/3/30 

B1 新北市政府 府層主管 
專案主管及業

務督導主管 

2021/4/6 

B2 新北市政府 府層主管 
專案主管及業

務督導主管 

2021/3/18 及

3/25 

C1 新北市政府 副局長 業務主管 2021/3/19 

C2 新北市政府 科長 業務主管 2021/3/10 

C3 新北市政府 股長 業務主管 2021/3/10 

C4 新北市政府 股長 業務承辦人員 2021/3/8 

D1 新北市政府 科長 業務主管 2021/3/10 

E1 新北市政府 科長 業務主管 2021/3/16 

F1 新北市政府 區長 業務主管 2021/3/18 

F2 新北市政府 視導 業務主管 202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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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談題目大綱 

本研究以個別面對面方式和受訪者進行訪談，在訪談前已先針對研究議題訂

好訪談大綱，筆者在進行訪談時會依據受訪者的回答，隨機提問和追問相關問題，

引導受訪者能繼續陳述其經驗或表達看法，期能更了解受訪者想法以獲得更豐富

的答案，以便在資料上兼顧廣度及深度且符合研究架構的內容。 

 

表 4-3 訪談大綱 

序號 訪談大綱 

1 請問您認為新北市政府在防疫期間為何會獲得多數民眾的肯定？您覺得

可能是什麼因素？ 

2 請問新北市政府在防疫上，有無成立任何機制？誰來引導這機制？如

何運作這機制？該機制在運作上有何窒礙難行或需精進之處或困難時

如何突破讓機制能順利運行？除了上述的機制外，是否還有其他機

制？該機制在運作上帶來的效益為何？ 

3 請問新北市政府面對新冠肺炎疫情時有什麼防疫設計的策略？您覺

得針對新冠肺炎疫情事件，要採怎樣的策略是比較完善的？ 

4 請問新北市政府面對新冠肺炎疫情時有什麼防疫設計的策略？ 

5 新北市各項防疫作為都超前部署，您認為新北市政府的防疫為何能

超前部署？如何超前部署？ 

6 您認為新北市政府的防疫為何能做到位？如何做到位？ 

7 請問新冠肺炎疫情時，組織編制內，有無成立任務小組？小組成員

是那些？ 

8 您覺得在防疫上，最大的問題跟困境是什麼？如果之後再遇到類似

新冠肺炎疫情的狀況時，新北市政府的防疫體制應該如何調整或建

立更好？ 

9 在地方的角度，請問您認為新北市政府的防疫效率或作為是否會對中

央政府帶來正面的助益？為什麼？ 

10 在中央的角度，請問您認為新北市政府的防疫效率或作為是否會對中

央政府帶來正面的助益？若不是，請問為何？ 

11 您覺得在防疫上，中央與地方在運作上最大的問題跟困境是什麼？

如果之後再遇到類似新冠肺炎疫情的狀況時，中央與新北市政府的

防疫體制應該如何調整或建立的更好？ 



51 
 

第五章 新北市防疫政策運作說明 

 新北市居家檢疫關懷中心運作機制 

 因應疫情分工設事 

新北市政府民政局於 109 年 2 月 16 日接獲指示，需完成跨局處防疫應變整合

計畫，5 天內整合完畢並架構平台，於 109 年 2 月 20 日成立居家檢疫關懷中心，

初期集結民政、衛生、環保、社會等局處資源25，除了執行每日電訪，並設置關懷

專線，還提供視訊診療諮詢服務。民眾可去電居家檢疫關懷中心諮詢，民政組的業

務包含居檢者或生活必需品（以親友及網購為優先）協助業務，民眾來電請求協助

時立即確認民眾居家檢疫地點，即刻聯繫該地區公所里幹事並立案處理民眾事務；

衛生組的業務包含居檢者、居隔者、確診者採檢、衛教及醫療、匡列居隔者及開立

通知書、防疫違規裁罰等業務；環保組的業務包含檢疫、隔離期間垃圾收運等相關

業務，民眾可來電關懷中心或直接洽所屬里幹事協助，環保組人員即去電與民眾約

定收運垃圾時間；社會組的業務包含受理防疫補償申請、急難救助等相關業務。 

另去（109）年 3 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連 2 天提升旅遊疫情警示第三級國家，

18 日上午更宣布，19 日起除特殊需求申請獲准者，非本國籍一律禁止入境，本國

籍入境須全面進行 14 天居家檢疫。位於歐美嚴重疫區的大量留學生，急忙撤離返

台，為因應大量防疫旅館需求，再增觀光組投入抗疫行列26，觀光組的業務包含防

疫旅館的相關業務，居家檢疫者若要入住新北市防疫旅館採預約入住，需居家檢疫

                                                      
25 新北市居家檢疫關懷中心執行計畫 1090217 版，參閱附錄一，資料來源:新北市居家檢疫關懷中

心。 

新北市居家檢疫關懷中心任務組織編組，參閱附錄二，資料來源:新北市居家檢疫關懷中心。 

新北市居家檢疫關懷中心作業流程，參閱附錄三，資料來源:新北市居家檢疫關懷中心。 
26 新北市防疫旅館相關資訊，參閱附錄四，資料來源:新北市觀光旅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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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可來電或自行上網填寫新北市防疫旅館預約訂房表27，有多區、多種房型及價

位可供選擇。 

 應對疫情變化擴增人力與編制 

隨著今（110）年 5 月疫情持續嚴峻，新北市擴增居家檢疫關懷中心服務人力，

並更名為「新北市檢疫隔離關懷中心」增加「新北市檢疫隔離關懷中心」量能，除

原進駐的民政、衛政、警政、社政、環保及觀光組，再增勞工組、教育組及交通組

28，並將服務時間延長，全力協助居檢及居隔者生活需求。 

 建立跨部門資訊流通網絡 

關懷中心具有揭露及分享訊息的功能，民眾有任何檢疫及隔離問題都可去電

該關懷中心詢問或尋求協助，多數的事項可以線上立即獲得解答或處理，若是個

案或需跨單位協助事項亦會立即由各組專人進一步透過關懷中心聯繫平台（新北

市檢疫隔離關懷中心應變通報 LINE 群組及新北市政府各區公所因應嚴重特殊傳

染性肺炎執行健康關懷小組 LINE 群組）通報與派案進行後續協助。每個平台裡

都有各組承辦人員與長官及業務督導長官進駐，每一案件都會被立案追蹤列管處

理直到完全解決問題才會進行解列。透過即時整理及集結不停更新的防疫資訊與

                                                      
27 新北市防疫旅館預約訂房表，參閱附錄五，資料來源:新北市觀光旅遊網。 
28 檢疫隔離關懷中心各組業務事項(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網) 

民政組: 居檢者、居隔者關懷、生活必需品(以親友及網購為優先)協助業務。 

衛生組: 居檢者、居隔者、確診者採檢、衛教及醫療、匡列居隔者及開立通知書、防疫違規裁罰

等業務。 

觀光組: 防疫旅館相關業務。 

環保組: 檢疫、隔離期間垃圾收運等相關業務。 

社會組: 受理防疫補償申請、急難救助等相關業務。 

教育組: 中小學以下學童健康關懷。 

交通組: 防疫計程車及防疫專車調派。 

警政組: 失聯查訪、協助確診者疫調、戒護有移動需求者、外籍居家檢疫者關懷。 

消防組: 配合有送醫需求者之派遣勤務。 

勞工組: 外籍移工防疫宿舍審查及相關外籍移工防疫措施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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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之 QA 問答集讓所有人員都能有最新防疫訊息。 

 高階領導者定期召開檢討會議 

關懷中心由市府朱副秘書長主持檢討會議，從疫情一剛開始，即針對新冠肺

炎召開且按照疫情的緊急程度增減召開的頻率，至少每個禮拜都會召開一次應變

會議，疫情嚴峻時更是天天召開以掌握所有疫情的狀況。各局處都有派人進駐，

彼此也能橫向溝通來解決民眾檢疫問題。另外，居家檢疫中心其實也變成另一個

指揮中心，有些公所第一線的個案民眾有需求會去電請居家檢疫關懷中心來協

調，民眾有不清楚也可以打電話到居家檢疫中心請求協助，居家檢疫關懷中心在

這一個運作上面都是還蠻穩定的，在提供民眾及第一線的同仁相關服務上有很大

的一個幫助。 

而在由市長侯友宜主持的市府防疫市政會議上，也會由民政局統籌報告關懷

中心的每日執行情況，包括居家檢疫持續列管人數概況、居家檢疫每日新增人數

趨勢、新北各區列管狀況、關懷中心電話通收趨勢及民眾需求相關分析及各組的

執行成果等29。新北市府不論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的決策模式都能即時得知市民

的居家檢疫問題及需求並進一步提供相關協助。 

 特殊案件處置概況30 

 案例 1 

新北市永和區某男子 109 年 3 月 9 日從香港入境台灣，被列為居家檢疫關懷

對象，居家檢疫地點為永和區某大樓不得外出 14 日，入境當天即無法聯繫上，疑

似前往台北市文山區找妹妹在文山、新店區移動，當天晚上由新店分局找到並送回

                                                      
29 資料來源：新北市居家檢疫關懷中心。 
30 資料來源：新北市居家檢疫關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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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檢地。3 月 12 日早上 7 點發現無法連絡手機且關機、行蹤不明，永和分局再次

尋回。該民眾情緒偶爾不穩定，12 日早上兩度拉著行李要強行出門，以及吵著要

到樓下寄東西，因為有強行離開之虞，因其不斷再犯，經衛生局向中央申請同意移

送中央轄管的集中檢疫所，由永和分局、民政局人員及永和衛生局護理師一同移送。 

經該民眾親人通知，該民眾有精神病史，當人已到集中檢疫所並告知該男用

藥及精神病史這件事，該所指揮官表示拒收。期間，衛生所人員與衛生局、台北

區管制中心聯絡，接下來目的地改為八里療養院，但先送往新北聯合醫院三重院

區急診室並先行檢驗，陰性則送往八里療養院。該男搭乘復康巴士由警員戒護，

衛生所人員跟民政局人員負責掛號及填寫民眾資料。 

醫院檢驗出爐，該男Ｘ光片的肺部下方白色區域，有疑似病癥，需待在醫院

並由三重分局接手戒護。但醫生表示，因其住負壓病房，不用警方，並解釋這是

疑似病患，也有可能不是武漢肺炎，要留下來等檢驗結果，如果確診，陪同移送

的所有人員都要隔離。3 月 14 日，醫院通知其為陰性。 

然而，該男 3 月 14 日上午趁機在醫院再度落跑，於 16 日晚間 7 點最後在台

北市中山區尋獲，面對警方與衛生人員詢問，他保持緘默，不願透漏失聯原因，後

續由警政及衛政移送集中檢疫及裁罰，新北市衛生局指出，該男配合度差，還刻意

關手機失聯，依法裁罰 50 萬元。 

 案例 2 

109 年 8 月從上海回台的某 90 歲男性居家檢疫者，該男戶籍在新北市，詢問

其家人無法陪同入住防疫旅館照顧亦無法接回家中進行居家檢疫，且入境當天新

北市及桃園市防疫旅館滿房、台北市防疫旅館業者因該男年紀過大而無法安排單

獨入住，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集中檢疫場所工作指引規定31，應送中央指定集中

檢疫所，但疾管署台北區區管以戶籍在新北市為由請新北市接手處理，後由內政部

                                                      
31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集中檢疫場所工作指引規定，109 年 2 月 12 日版，參閱附錄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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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司協助幫忙協調疾管署台北區區管將人送往中央集中檢疫所，因為該男的生

活無法自理又尿失禁，需要醫療介入，一度要從集中檢疫所移回永和住所，後來經

各方協調，從中央集中檢疫所移轉到部立基隆醫院。 

 新北市城市防疫擴大管制兵棋推演運

作機制32 

面對變幻莫測的新冠肺炎，隨著國外確診及死亡案例不斷攀升，即便當時國內

疫情因控制得當而緩和的情況下，新北市長侯友宜在新店央北社宅舉行大規模社

區感染實兵演練之後，立即交待同仁準備擴大管制兵推。推演目標旨在驗證新北市

針對新冠肺炎疫情進行城市擴大管制的應變策略，所有解決方案之主要目標皆以

減少市民活動及加強政府管制為原則。 

 運作分層負責 

新北市長侯友宜指示由新北市政府副秘書長劉和然(現為新北市副市長)為總

統籌的角色，如何從無到有，一開始因為各局處對傳染疾病的兵棋推演都沒有經驗，

責成民政局參考國內及國外疫情發展、評估新北人口及生活習性等因素蒐集相關

資料匯集成冊，再來是如何把蒐集到的資料推演出來，即為消防局的強項，然後什

麼情形下該怎麼擴大管制，該怎麼處理？那要專業，所以需依靠衛生局的專業。然

而城市的擴大管制，讓人民不能移動，最貼近的一定是民政體系，所以由衛生、民

政體系跟消防為兵棋推演的三大局處。接下來以此為基準的向外延伸及擴大到交

通管制，然後商業行為，就會一個一個將相關局處一直拉進來。 

                                                      
32 新北市政府因應新冠肺炎擴大管制超前部署兵棋推演演習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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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化整合 

再來就是由新北市副秘書長劉和然（現為新北市副市長）進行系統化整合，

民政局一開始蒐集的大量相關資料，透過將所有資料系統化以後釐清脈絡。 

 分工合作 

系統化以後就開始分工，分工下去，分工後難免會有本位，當時由劉副秘書

長負責裁示，各局處也必須將本位主義拿掉且彼此橫向配合。各局處本位一去掉

再來就合作。回到兵棋推演怎麼呈現呢？即由消防局專業的將已系統化的資料進

行推演。推演時的防疫專業數據由衛生局負責，然後其他局處如經發局配合進來

系統，管制時該封該外帶一些餐廳該怎麼處理，民政體系就要通知里鄰編組，警

察局進來該怎麼管制點，交通該怎麼處理，會發現抓緊主軸後整體的兵推內容就

會愈來愈清晰，然後各局處開始演練，節奏很快很清楚，連時間掌握都非常精

準。 

在演習準備階段任何兵棋推演場景都必須事先經過設計和討論階段。設計是

基於如管制期間疫情訊息發布、提供市民維持基本生活需求、限制非必要人員活動、

停止工作和上學、關閉公共場所等可能面臨的問題，並討論基於可能出現的問題，

測試對應政策的可行性及評估各單位緊急應變能力（Lo, I. T.等，2021）。 

 步驟 1.情境假定 

演習的情境設定是根據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提供的數據制定的。 

 步驟 2.場景設計 

管制措施應考量當地法律、文化、地理、生活方式和經濟模式等條件並以此推

導出 6 項主要措施和政策並以此任務分配，分別為民生物資類、醫療救護類、水電

通氣環保類、管制行為類、教育傳播類及支援作業類並擬由新北市政府 28 個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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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個區公所和國軍動員執行。編制圖如下圖 5-1，任務編組表請參閱附錄七。 

 

圖 5-1 新北市防疫整暨擴大管制措施編制圖 

資料來源：新北市擴大管制兵推小組 

 

 步驟 3.參演單位準備 

參演單位根據模擬情境制定管制策略及執行方式並清點其資源。 

 步驟 4.排練和反饋 

為確保兵棋推演符合實際情況，每次排練期間都會修改情景假設，以最大限度

地提高假設與實際情況之間的一致性。當不一致時，必須進行更正。 

 

  



58 
 

 提前達標 

最後在所有市府團隊的努力之下，約準備了三週的時間兵推，籌備工作比預

期的時間提前一週完成。 

 演習方法 

這次兵棋推演採議題報告方式，各推演單位係根據具體情況設計並提出政策

及執行方案，分為擴大管制初期、擴大管制執行期間及撤除擴大管制階段，共 15

議題 45 項目，並視議題加入與板橋區及中和區公所視訊連線。 

 正式兵棋推演 

本次兵棋推演新北市政府計有 16 個局處、2 個區公所及國軍等 19 個單位共同

參演，參演任務編組如下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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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參演任務編組表 

編組名稱 組成機關(人員) 市府 6 樓大禮堂 

本市災害 

應變中心 

主推官：劉副秘書長和然 

說明官：消防局李副局長清安 

專業幕僚組：衛生局許科長玉芬 

行政幕僚組：消防局陳副局長崇岳 

中後 

(以主席觀看方

向，靠近主席) 

民生物資 

民政局：范姜副局長坤火 

經發局：林副局長敬榜 

農業局：諶副局長錫輝 

正中央 

交通運輸 

民政局：藍專門委員品畯 

交通局：林副局長麗珠 

捷運局：凌總工程司建勳 

警察局：溫副局長枝發 

國軍組：郭士官長憲仁 

右前 

(以主席觀看方

向，靠近大螢幕) 

醫療資源 

衛生局：許副局長朝程 

消防局：蔡簡任技正武忠 

社會局：許副局長秀能 

觀光局：莊副局長榮哲 

左後 

(以主席觀看方

向，靠近主席) 

維生管線 

& 

環境清消 

經發局：劉專門委員宜玲 

環保局：張旭彰副局長 

國軍組：陳少校振浤 

右後 

(以主席觀看方

向，靠近主席) 

行政支援 

教育局：劉副局長明超 

勞工局：吳副局長仁煜 

新聞局：謝副局長麗蘭 

主計處：吳副處長美芍 

人事處：郭處長素卿 

左前 

(以主席觀看方

向，靠近大螢幕) 

區級災害 

應變中心 

板橋區公所：李副區長天民 

中和區公所：周副區長慶珍 

中前 

(以主席觀看方

向，靠近大螢幕) 

資料來源：新北市擴大管制兵推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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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學習 

兵棋推演當天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專家諮詢小組張上淳到場觀摩，北部所

有縣市府都派代表出席，並將兵推腳本、參考資料全部帶回，另外有中南部縣市、

國防部在當天下午前來「取經」索取資料，各局處的規劃內容獲得相當高的評價，

另外台中市和台北市也於 2020 年 4 月 24 日和 4 月 30 日進行了桌面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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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新北市防疫跨域治理運用分析 

本章以修正後的跨域治理架構來對本研究二個案加以分析，從深度訪談、參與

觀察並與文獻對話，盼能藉由本研究讓各級政府在面對未知的傳染性疾病時能提

出系統化的因應對策及運作方向。試圖尋求以下解答：一、新北市政府新冠肺炎防

疫政策如何運作？二、新北市政府因應新冠肺炎防疫政策之困境？解決之道？三、

新北市政府因應新冠肺炎防疫政策跨域治理成功之關鍵要素為何？ 

 

 跨域治理初始環境面向 

 催化型領導 

本研究發現催化型領導並非只在過程環境面向佔有重要角色，在 2 個案中透

過領導者初期的凝聚組織共識，有助於各參與者在協力的精神下一起合作。而前瞻

的領導者必須在既有結構制約下突破重圍，以便成功達成協力目標與創造更大公

共價值。 

在初始環境面向，受訪者指出領導者-也就是新北市長侯友宜，因本身特質，

如市長經歷與領導思維，在他的經歷養成中，因為刑事警察到警政署長這個經驗，

都是在抓重要的犯人，在抓犯人之前必須經過縝密部署與當下危機的直覺判斷，經

由不斷實戰的訓練與累積，運用在市政上就形成獨特的敏銳度，使得他能超前部署

判斷風險及啟動應變方案，也能在新北市的新冠肺炎防疫策略上看出端倪。 

 

最重要的是「市長經歷」。我覺得市長因為他的經歷養成，本身他對以前在

刑事警察到最後警政署長這個經驗，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抓重要的要

犯，所以他對部屬跟所有的判斷，他是從年輕就一直累積，累積到最後他可以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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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覺式的判斷現在可能會有什麼危機出來，因為他進到槍戰現場，他是完全處在

不可知的情況。我們這次的病毒也是不可知，所以他超前部署在判斷這個風險，

譬如說農曆年前他們說這次的病毒很怪，所以你看他初二初三到初四就開始全面

啟動，第一個節奏就很清楚。（受訪者 B1） 

 

市長說我覺得這樣發展下去，社區感染就是兵棋推演，所以他在那個實兵演

練以後就說，接下來們要注意萬一破口要封城怎麼辦？所以我記得 3 月 14 日實

兵演練完他就交辦我，所以四月二十號我們就要兵棋推演。「那這個就是市長想

的」，不是我們問市長要不要兵棋推演，想了後再團隊來做，所以這個部分倒沒

有覺得一定怎樣，可是市長在這一次的事件，不是要恭維市長，其實市長帶著大

家往前衝，很多的想法其實他想在我們前面，那團隊執行。（受訪者 B1） 

 

在央北演練完後市長就有提到要辦封城的演練，市長在央北演練完的致詞上

就有提到要封城的演練了，這是侯市長自己提的，消防局並沒有事先跟他報告，

所以「領導者的思維很重要」，當下侯市長請各局處回去思考一下，侯市長指派

由當時的劉副秘書長召集民政局、消防局、衛生局及其他和封城相關的局長們成

立一個 TEAM，這個團隊就是討論如果要辦封城演練的話，我們應該怎麼做，而

以封城來說，要做實兵演練是不太可能的事，因為整個城市如何能實兵演練，所

以只能用兵推的方式，所以就成立了封城兵推小組，然後這個機制小組成立後就

有後續的兵推了（4/20），在當時小組中就有提到全民防衛動員的這個概念我們

可以去做什麼，但依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的規定也需要中央下命令，所以就做兵

推演練。（受訪者 D1） 

 

再者，領導者-也就是新北市長侯友宜的領導風格，以往警政工作的經歷讓他

對於很多事情尤其是特別急迫性的事情的敏銳度很足夠，面對防疫是以面對戰爭

的態度來應對，隨時隨地上緊發條，謹慎且有效率的因應，「上了戰場瞬息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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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要想到最壞的狀況，做最好的打算」；警政組織文化強調命令與服從，也在

侯友宜的市府團隊中能深刻感受到團隊必會貫徹市長的政策及要求。 

 

「市長個人的領導風格很重要」，而且市長以往警政工作的經歷讓他對於很

多事情尤其是特別急迫性的事情的敏銳度很足夠。以關懷中心的成立也是府層由

上而下指示要做的，社區防疫的兵推也是府層由上而下指示要做的，各局處是被

通知短時間內要執行完畢。（受訪者 C3） 

 

「市長的領導風格工作背景再加上團隊會貫徹市長的政策及要求」。而且重

視效率。他面對防疫是以面對戰爭的態度來應對，隨時隨地上緊發條，腦中都直

在思考要如何因應及面對這一場未知的疫情，讓防疫能做的更好。而且防疫是一

分一秒都不能耽擱。（受訪者 C3） 

 

防疫視同作戰，作戰最重要就是指揮體系，所以「指揮官」很重要，面對這

場不斷變化的防疫戰爭，疫情的控制須要「由上而下」的政策引導，領導者-也就

是新北市長侯友宜在制定決策時也尊重專業且充份授權，決策確定後再交由部屬

確實且有效率的貫徹執行，也因此能成功防堵疫情。 

 

其實應該就是說，我覺得這一次整體防疫完全就是 TOP-DOWN，因為這是個

戰爭，市長他就常常講防疫視同作戰，他就真的是作戰。我覺得作戰最重要就是

那個指揮體系，所以「指揮官」很重要，我覺得其實這一次防疫真的能夠，我覺

得我們當然可以說有點成績，所以我覺得其實指揮官很重要，尤其是「市長領導

者的角色」，我覺得領導者非常重要，那領導者當然就會他本身的個人經歷、個

人特質，那加上我覺得市長其實在之前他就擔任第八年的副市長，所以他其實非

常清楚市政也就是市府的運作機制，所以他其實也跟這些所謂的幕僚，幕僚局處

大家都知道，我知道你要什麼，你也知道我們怎麼運作，那再來我覺得其實領導



64 
 

者在這一次，他其實還蠻充分授權，相信專業。（受訪者 E1） 

領導者-也就是新北市長侯友宜從基層警察做起，深知協助民眾解決困難的事

是警察最重要的事，他一路拚博到新北市長，在任市長期間定期展開行動治理與

各區里長們座談，基層所反映的小問題就是大問題，感同身受替他們解決。所以

率先成立新北市居家檢疫關懷中心就是因為知道民眾的需要，知道在居家檢疫及

隔離期間有很多問題想要詢問和解決，這個機制就是為了解決民眾問題而生。 

 

市長，他本來他就是從基層做起，所以他很知道民眾需要的東西，他都會以

市民最實際需要的，例如我覺得那個 CALL CENTER，你看我們有多早成立，

2020/2/20，那時候其實還不是疫情最嚴重的時候。1 月底大概疫情還是在大陸，

然後慢慢就擴大到東北亞，所以大概就是鄰近的東南亞，二月下旬應該都還在日

本、韓國那邊，歐洲是到三月齁，所以你看他其實那時候因為中央也是第一次遇

到，因為採取這種居家，他們應該是說，他不是確診病人，但是卻需要隔離，他

其實在做隔離的，為了區別有沒有接觸確診者，我們把它分成兩個名詞。但是他

其實做的都是隔離這件事。所以，據我的印象，我在做傳染病已經做二十年，大

概幾乎沒有一個病是這種做法。（受訪者 E1） 

 

本研究認為在跨域治理的初期，必須要有一催化型領導者有前瞻的思維，而這

思維可能是來自於其過去的經驗、歷練、知識及背景去帶領團隊或組織將其感知到

對的事落實在實際的政策作為中。 

 共同目標與價值 

根據訪談，跨域治理參與成員具有共同目標與價值，在目標導向下，期望完成

所交付之使命。並透過領導者在過程中時時介入協調，協助塑形及持續凝聚共識，

確保彼此仍然秉持相同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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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防疫參與成員具有共同目標-「阻絕境外、管控境內」、「不要成為防

疫的破口」與價值-「對未來的防疫有重要的歷史定位或是里程碑就是做」，透過

專案領導人確定防疫目標與系統化抓住主軸，團隊成員即落實執行政策。 

 

「既然對未來的防疫有重要的歷史定位或是里程碑就是做」，所以市長指令

下陸續完成，這也是民政局長的個性，他就會完成，完成以後到我這邊的最大好

處就是系統化，東西這麼多我們要抓哪幾個主軸，你如果要抓錯主軸你會很龐

雜。（受訪者 B1） 

 

所以「大家的信念就是說，希望不要成為防疫的破口」。然後盡量落實執行

市府跟市長的政策。（受訪者 C1） 

 

新北市是一個經歷過各種災難的城市，市轄區遼闊，人口眾多，都市地區建

築物及公共建設鱗次櫛比，鄉村地區則依山傍海，火災、水患、山難、土石流等

災害事故繁多，呈現多元化的災害型態33，所以市府各級首長及市府人員在應對

災害時都有一個比較前進的想法、也認為要先做好充分準備，也和市長的超前部

署策略相互呼應。 

 

大家都一樣，防疫邊境管控，「阻絕境外、管控境內」。才需要大家成立這

些機制來應對。而新北市是一個經歷過各種災難的城市，樣貌太多了，所以市府

人員，各級首長對於應對災害都有一個比較前進的想法，都認為應該要先做好充

份的準備。（受訪者 C2） 

 

本研究認為跨域治理一開始領導者就要明確告知團隊所有成員共同目標與價

                                                      
33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官網 https://www.fire.ntpc.gov.tw/home.jsp?id=4a0a45cf0cff5d6f，110/8/11 查

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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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並且加以落實，所以目標的明確界定非常重要。 

 資訊及資源 

本研究認為團隊中難免會彼此間業務或功能相接及重疊，導致資源及流程重

複配置、或可能產生無人管理的情形，另外也容易造成資訊不對稱的現象，所以

透過平台的整合可以即時有效地傳遞資訊以及分配資源提供協助。 

面對變幻莫測的新冠肺炎疫情，新北市政府透過「幕僚小組」收集最新的訊

息，隨時提供給市長掌握疫情發展的脈動，讓決策者可以從中做出最適當的決

定；嚴峻時期新北市府亦天天透過市政會議與居家檢疫工作會報的平台來討論，

各局處及區公所也會將最新訊息在該平台一併提出說明，資源能在這平台上達到

最適配置。 

 

那裡面有一個，因為「輿情小組」剛好是我主持，所以那一段時間每一天都

開會，這一點是確實，「所以也有一個小組收集最新的訊息，隨時給市長，最讓

市長掌握這個疫情發展的脈動」，所以市長有經驗值在，加上我們第一線的訊

息，然後每次開會來，我印象就是每天說，衛生局你的看法，他一定先聽專業，

那在加上他的行政的經驗。（受訪者 B1） 

 

市長及市府與區公所會透過防疫會議與居家檢疫工作會報的平台來討論，各

局處及區公所也會將最新訊息在該平台一併提出說明，資源也會在這平台上達到

最適配置。（受訪者 C2） 

 

在這場疫情中，網路科技也應用在新北市的防疫溝通，新北市府成立各防疫

平台 LINE 群組，任何訊息皆可即時佈達，大大降低了資訊落差的問題；各單位

亦可透過各平台的 LINE 群組提出資源需求，每個 LINE 群組都有高階長官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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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每個單位也都會有負責的科長隨時掌握動態及時解決問題或需求。 

 

除了防疫會議與居家檢疫工作會報外，另外我們都有成立各平台的 line 群

組，有任何即時訊息都可以透過該「群組即時佈達」，各公所有資源的需求也可

在群組上提出，例如各公所會在群組中提供防疫包數量的需求及領取時間，科長

會「整合通知專人處理」。（受訪者 C4） 

 合作背景 

本研究指出，透過團隊以往的合作經驗，在既有良善的互動下可以快速且有

效率的達成交付的使命，降低許多溝通及協調成本。 

當新北市長指示要帶頭進行城市防疫擴大管制兵棋推演示範演練時，因新北

市長侯友宜擔任過 8 年的新北市副市長，期間親自督導「動員、戰綜及災防三合

一會報」，因此他很熟悉運作流程及內容，而新北市三合一會報是由民政局、新

北市後指部及消防局主政辦理，每年舉辦 2 場，市長了解兵棋推演是消防局的強

項，即指示消防局協力民政局一起合力辦理，而民政局及消防局以往不論在民安

演習、三合一會報等都是長期配合的機關，彼此都很熟悉，因此能夠在很短的時

間內完成交付的任務。 

 

市長在防疫會議中就指示請消防局要協力這一塊，市長 8 年的三合一都是

他，所以市長知道這一塊在做什麼，而且知道消防局可以做，因為我們做過央北

的小型疫情的演練，再一步市長就認為要做擴大管制的演練。而執行兵推的民政

局和消防局不論在民安演習的合作、三合一等的合作都是配合很久的單位了，所

以才能在很短的時間完成兵推這個任務。（受訪者 C2） 

 

市府團隊本來就是橫向聯繫就已經互動有無了，在既有的基礎之下，那在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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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COVID-19 防疫才有辦法去做這樣子的運作。（受訪者 F1） 

 複雜議題 

本研究顯示新冠肺炎是具有危害市民生命、身體、財產、健康安全所具有急迫

性、危險性及高複雜度的跨域治理議題，為解決聚焦於社會需求的複雜問題，包括

不同政府部門、機關、層級與專業的整合以形成一個新的機制，能夠持續維持跨域

交流、互動、調整與精進。 

 

新冠肺炎疫情是個複雜的議題，需要透過各相關局處、地方及中央一起合作

共同因應及解決問題。（受訪者 C2） 

 先天條件 

本研究說明新北市之所以能夠超前部署防疫政策，原因之一包含了新北市擁

有的一些先天條件，如市府各個單位本身就有健康良好的運作體制。另外還有如

升格後區長改由直轄市市長指派，故可以貫徹市府的政策，將市府的政策落實在

每一區裡，而北部民眾對市府的要求較其他縣市高與多，在面對民眾壓力下使得

市府必須時時超前因應。 

 

所以我們的先天條件就看我們各個單位，本身就很健康運作的非常好，然後

都是自己做自己事都已經做的很順，那做的很順的時候就最大分工合作時候互相

本會卡來卡去的這種情況，我們沒有，因為沒有就是市長上來的團隊，這是他一

開始，他就是不准有這種情況，因為對新北市民來講新北市政府，我管你是衛生

局，社會局那個民政局環保局你有什麼局我只針對你就叫新北市政府，所以民眾

對我們期待就是一個市政府，雖然我們有分工，所以分工背後的合作很重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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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如果你要問我說除了剛剛我前面講的市長個人特質，我們就判斷的到位還有做

法的嚴謹，就是我們的條件就是他提到這幾個，然後那個態度。（受訪者 B1） 

 

直轄市升格對區的掌控到位且北部民眾相較其他縣市的民眾面對疫情的來臨

以戒慎恐懼的態度來因應。另外還有北部的民眾亦相對要求自己的市政府防疫要

做的多做的好。因為會事先設想民眾會有什麼反映及要求，我們要如何提出相對

應的策略來去研擬作法，把民眾可能會提出的問題納入考量，所以比民眾想的多

想的快做的快也做的多。（受訪者 C3） 

 

新北市自 2010 年升格後，區長是由所屬之直轄市市長指派，市長對區長的

要求，區公所的定位及角色，不僅配合推動各項市政工作，更需結合地方特性，

發展在地特色，區政工作是市政服務的延伸，是市府第一線溝通橋樑。此次防

疫，關鍵就在行政組織重整，將颱風、地震災難來時啟動的災害應變指揮中心，

轉型為全災型救災指揮中心，背後更有 29 個區長統籌衛政、民政、警政等組成

規模達 2,200 人的祕密軍團，從目標導向的防疫篩檢、精準疫調、擴大匡列、快

速處理以全面防堵。擬定戰略後由侯友宜拍板定案後，由區公所落實執行，需讓

要每一個區長都了解計劃和模式，愈做愈有心得，時間就會縮短34。 

 

新北市升格 10 多年來，對區公所的要求，市長對區長的要求，是一個很重

要的條件。新北市在升格後很多東西可以落實到區的部分。尤其在居家檢疫及防

疫宣導這一塊區公所的民政人員是很重要的角色及其他各單位也都能夠落實。區

公所能夠落實及貫徹市府的防疫政策。（受訪者 C2） 

 

                                                      
34 天下雜誌 https://www.cw.com.tw/article/5117038，2021/8/12 查詢。 

https://www.cw.com.tw/article/5114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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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結 

本節發現，催化型領導在跨域治理初始環境面向扮演著重要角色，以新北市政

府來說新北市市長侯友宜即是跨域治理初始環境面向的關鍵靈魂人物。他的經歷

養成中，從刑事警察到警政署長的經驗及 8 年副市長的行政歷練，造就他對事物

擁有獨特的敏銳度，使得他能超前部署判斷風險及啟動應變方案，如新北市居家檢

疫關懷中心的成立即是其預先判斷民眾進行居家檢疫時會遇到許多需要協助與關

懷進而率先因應而生。新北市擴大管制兵棋推演起初的構想亦來自於侯友宜，其歷

經新北市長及副市長期間多次主持三合一會報，做過很多兵棋推演，但都是針對災

害防救，從來沒有做傳染病兵棋推演，故侯友宜在新店央北社宅舉行大規模社區感

染實兵演練之後立即交待同仁準備擴大管制兵棋推演，各局處不敢懈怠，新北市政

府副秘書長劉和然在疫情發生後接下總統籌的重擔，市府團隊順利完成侯友宜下

達的所有艱難任務。 

不論是侯友宜或是專案的主持人一開始即明確告知團隊所有成員共同目標與

價值「阻絕境外、管控境內」、「不要成為防疫的破口」，面對變幻莫測的新冠

肺炎疫情，新北市政府透過「幕僚小組」收集最新的訊息，隨時提供給市長掌握

疫情發展的脈動。嚴峻時期新北市府亦天天透過市政會議與居家檢疫工作會報的

平台讓各局處及區公所將最新動態在該平台發佈並提出說明，使團隊成員同時掌

握最新資訊並能即時提出資源需求及互助。除此之外，新北市府也成立各防疫平

台 LINE 群組，任何訊息皆可即時佈達，大大降低了資訊落差的問題；市府或區

公所各單位亦透過各平台的 LINE 群組提出資源需求，每個 LINE 群組都有高階

長官進駐隨時掌握動態及時解決問題或需求。 

新北市擁有一些先天條件，如市府各個單位本身就有健康良好的運作體制，

新北市團隊因為以往的三合一會報及民安演習等合作經驗，在彼此熟悉且良善的

互動下，不僅快速且提前有效率的達成新北市城市防疫兵棋推演的任務。另外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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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如升格後區長改由直轄市市長指派，故可以貫徹市府的政策，將市府的政策落

實在每一區裡，而北部民眾對市府的要求較其他縣市高與多，亦使得市府必須時

時超前因應。 

 跨域治理過程面向 

 催化型領導 

本研究說明了催化型領導透過與部屬的良性互動，能激發全體成員齊心一致

為組織或團隊效力，使組織能不斷順利進行調適、解決問題，進而提升組織效

能。這類行為者不只有高階領導者，亦包含如中階主管、資深官員等，雖其並未

掌握機關最高決策權，但卻扮演承上啟下的關鍵角色（如協力治理資訊過濾與傳

遞、專案計畫的規劃與執行、各整合平台的對口溝通，以至於微觀管理與決

策），甚至握有實質的決定權。 

 

這次我對於那個所謂的我們 covid-19 的這種武漢肺炎，其實我有比較幾個縣

市及直轄市的，只要「首長重視，我一直覺得要有領導者出來」，我一直覺得有

幾個縣市長，比較好的是，至少縣市長、副縣市長的出來主導，把相關單位整

合，我的意思這個本來就是由上頭去指揮分工的。（受訪者 A1） 

 

市長這一塊，我自己也工作那麼久，所以我們都會看，而且「市長」只要想

到他就想到就做，他不會遲疑。（受訪者 B1） 

 

像是「朱副秘」也帶著你們居家檢疫關懷中心的運作。（受訪者 B1） 

 

居家檢疫關懷中心會報的這個平台由相關局處的主管出席並由朱副秘書長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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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跨局處協調居家檢疫民眾相關的業務。（受訪者 C3） 

 

在新北市居家檢疫關懷中心時，民政局科長及股長、衛生局科長及專員或股

長、環保局股長、觀旅局科長等，很多時後遇到特別個案需要跨局處合作，都可

以透過中階主管們彼此直接協調，更快速的解決民眾的問題，最後再透過會議報

告處理結果。（受訪者 C4） 

 

這些其實就看「市長」，市長的他過去工作上面的職業的慣性都會去做一些

事情想比較前面會做很多的超前部署，所以基本上我的了解，春節期間應該至少

包括市長及衛生局長、民政局長還有一些幕僚，基本上過年期間是沒有休息的，

因為他們一直在從區分析判斷這些事情，然後包括其實有很多公所，其實都應該

在那個時間點也都提前提出一些部署的工作。（受訪者 C1） 

 

新北市領導者從市長、副秘書長、各局處長、各區長及科長等，各級官員都

是以親力親為，會把這些事情當成自己的事情的態度在面對這場戰役，因侯友宜

的領導力很足夠，一要求，由市長領軍的市府團隊就會立刻動起來。防疫政策除

了市長親自督軍以外，也授權其他府層官員(原本職掌就是業務督導相關局處)做

為各專案或防疫平台的主持人，由上而下的指揮體系使得防疫上更有效率。 

 

在「市長帶領」之下的市府團隊其實包括「局處首長及在第一線的各區的區

長」其實都是親力親為，所以大家就是說，會把這些事情當成自己的事情，會在

對整個團隊在作戰。（受訪者 C1） 

 

「市長(領導者)領導力很足夠」，一要求，所有的主管都會去落實執行。當

時市長宣布要做動員整備，我們先去盤點人力物力，做完後又覺得要來練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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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所以就有了兵推這一塊。（受訪者 C2） 

 

而且我在我們的「這幾位長官」身上看到他們都親力親為，像是科長在疫情

初期遇到居檢者失聯，除了利用自身的人脈網絡協尋外，找到人時還親自自現場

帶回居檢者，半夜有任何緊急事件，股長及科長也都是隨時接聽電話立即處理。

（受訪者 C4） 

 

「科長和朱副秘」都是主動跳下來協調事情，「局長」在兵推上也是主動帶

領大家一起做，還有當時的「范姜副局長」也是，都是以身作則的領導風格。

（受訪者 C4） 

 信任 

一般信任的建立是非常耗時的，透過本研究發現，新北市政府在一項新任務中

能透過既有良好的合作經驗，如三合一會報及民安演習等，都是跨局處合作的大型

工作項目，並以此為基礎，使參與者在短期內即可建立彼此的信任以致力於想要達

成的協力結果。 

 

三大主軸，衛生、民政、社會，就已經去補足大部分，接著就是各局處的搭

配，像是你要環保局一進來大樓開始居家檢疫要清垃圾，一進來，他就知道怎麼

做，每個局都值得信任，都被信任，而且運作很順暢。（受訪者 B1） 

 

新北市的團隊運作，上對下、下對上 、平行之間的信任在互動的過程中都

有體現。（受訪者 C4） 

 

因為其實我們市府團隊平常比如說我們在辦民安啊、我們之前在辦三合一，

其實都要跟很多的像消防，那些其實都要合作，以前就有建立團隊的基礎了啦，

那在這個互信底下，我們再去做這個就相對會快比較多。（受訪者 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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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溝通 

本研究發現溝通連結平臺，是跨域治理互動的重要機制（如新北市居家檢疫

關懷中心、市府防疫市政會議、視訊會議），且憑藉高階領導者支持及參與，更

能有效的讓參與者落實政策執行及傳達訊息。 

 

因治理為不同職務、層級人員所組成，個人囿於自身才能、環境、經驗與歷

練，對所知事務的領悟可能是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所以想要改善

與調整此種差異，治理人員應建立多元的溝通管道（如市政防疫會議、LINE 防

疫群組、居家檢疫關懷中心、視訊會議、非正式溝通等），除了能避免產生溝通

上的誤解亦可即時有效地傳達資訊。 

 

二個機制一個是市長等級一個是副秘書長等級來運作。都是由府層級以上的

長官來主持，才能及時跨局處協調居家檢疫民眾相關的事務與問題。並透過每週

開會的這個平台去溝通，各局處透過他的指示也會去執行。（受訪者 C3） 

 

居家檢疫關懷中心當然是全國首創，包括副秘在主持這樣的一個會議，那從

疫情一剛開始，就針對新冠肺炎召開且按照疫情的緊急程度召開，至少每個禮拜

都會召開一次應變會議，那這些都是在掌握所有疫情的狀況。那其實你看，在居

家檢疫中心的時候，其實各局處都有派人在那裡，那有什麼事情，會有一些像橫

向溝通來解決。那居家檢疫中心其實另外變成另外一個指揮中心，那就是他對有

些公所第一線的個案有些什麼需求會到居家檢疫請居家檢疫中心來協調，讓民眾

有一些不清楚也可以打電話到居家檢疫中心請求協助。這些大家在居家檢疫中心

在這一個運作上面到目前來講，應該都是還蠻穩定的，提供民眾及第一線的同仁

有很大的一個幫助。（受訪者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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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防疫會議上區公所的視訊會議也是一個溝通的平台。（受訪者 F2） 

 

新北市政府民政局收到主辦新北市城市防疫擴大管制兵棋推演的指令時，民

政局長責無旁貸的接下任務，且知道兵棋演練是消防局的強項，以請益的態度請

其協助，也因為態度謙卑有禮，所以在合作溝通上很是順暢。 

 

雖然擴大管制是由民政局主政，但我們的局長是用請益的態度去找消防局，

消防局長也樂意的配合，市府各局處的配合在局長等級這一塊從這個面向來看是

溝通無礙的。各個局長的態度在侯市長的領導風格下是沒有人敢說不要的。（受

訪者 C2） 

 

新北市政府民政局和中央政府內政部民政司在此次居家檢疫防疫政策的合作

無間，建立了良好的溝通渠道。 

 

新北的疑難雜症雖然最多，但處理還有和民政司的溝通管道都很暢通。（受

訪者 A1） 

 

本研究指出，成立專責政府機關固然是最正式的方式，但透過非正式的協商

亦能解決問題，也是一種適當的策略選擇。 

 

在溝通上，朱副秘常說非正式的溝通是非常的重要的，更能解決問題，很多

正式會議其實無法解決問題，需要透過非正式的溝通把想要講的講一講，因為若

在正式會議上大家會有自己機關的立場要顧，正式會議上也可能沒有轉圜的餘

地，是要做正式的紀錄的。但透過非正式的溝通協調成立後再來正式會議上進行

提案，把流程跑完，通常事情會比較容易來解決。也較有效率。像是雙北會議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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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之間的會議都有前前會等，其實就是非正式溝通的運作，大家先把事情講

好，講好後再透過正式的會議做紀錄寫下來執行。問題也才能真正的解決。因為

一開始提的問題大家不一定能馬上了解。（受訪者 C2） 

 

非正式的溝通是非常的重要的，而「本科的李科長也稱職的扮演好這個角

色」，尤其他之前的行政經歷是朱市長及侯市長的隨扈，和各局處首長及府層長

官都熟識也有好人緣與柔軟的身段，和中央及警政的關係也好，所以很多時候事

情在正式平台會議前已協調處理好，在會議上只需報告辦理的流程即可，使得非

正式溝通上很順暢。（受訪者 C3） 

 

亦有訪談者指出，透過將原本的組織層級節制拉低，變成扁平式組織的概

念，在溝通上能更有效率，因扁平式組織的管理階層數量較少，獲得資訊的人就

可以自己做決策，和主管階層間的溝通就越暢通，如此一來就縮短應變外界挑戰

的時間。 

 

我覺得防疫這件事，把原本的組織層級節制拉低，變成扁平組織的概念，就

是現在我們那時候在討論事情的時候已經是很可能是可以承辦同仁直接對局長、

對局本部的長官或者是府層級長官，就是沒有這麼多每件公文都是層級節制，而

已經被打破了就是變成一個他其實類似我們直接當時就成立的那種臨時任務編

組，已經不是上對下，就是大家是坐在一起，大家如果把事情做好，而且你的計

畫你可能馬上隔天就是大家攤在桌面上討論要還是不要，要的話改哪裡然後很快

速就可以做成一個決定，其實等於是說在場的所有的各局處大家的資訊是一致的

共同互相流通。（受訪者 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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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隊能力/執行力 

本研究發現，一個團隊的「領導力」決定了團隊的執行力，反之，執行力又

作為領導力的後盾，支撐領導力繼續向前。跨域治理中的成員或組織在各自的領

域中皆具備不同的專業能力，個案中的成員在合作時能發揮其能力幫助目標的達

成或問題的解決。對於一個團隊來說，讓成員們認識到，他們每一個人都很重

要，對於團隊遇到的問題，每一個成員都有責任，都必須自覺地從本身做起為團

隊而努力。 

新北市政府有正面、陽光且專業和健全的團隊，運作順暢就像一部車，每一

個單元都很平均，就要像一部車的一個輪胎破了，跑起來就不順，若四個輪胎都

很好，再加上會開車且技術很好就可以開得很順。例如衛生局，專業跟運作跟衛

福部聯繫，加上局長她就是來自衛福部，所以跟中央的溝通也沒有什麼障礙；民

政局，動員區公所、里長到志工，有一套綿密運作，不會有里長不甩我、區長不

是很聽話或是執行率很低的問題。所以整體戰力就好了，不會互相掣肘。 

 

我覺得，我們各個局處自己的組織非常的健全跟經驗值非常到位，就是他的

專業跟他的運作。譬如舉例來講，衛生局從醫療專業從局長到各科，我看他們在

談事情，非常清楚，所以第一個，我們市長如果要把這邊整個團隊構成，你如果

裡面有幾個團隊本來就很弱，大概沒辦法運作非常好，就要像一部車一個輪胎破

了，大家跑就不太順，四個輪胎都很好，所以會開車技術很好就可以開得很順

啊。（受訪者 B1） 

 

如果用這個情況來看，市長的經驗值加上開始判斷第一個我們各局處自己的

運作跟態度跟運作非常契合。譬如說，對防疫最辛苦的幾個局第一個，我們講到

了衛生局，專業跟運作跟衛福部聯繫，加上我覺得來講，我們的局長，她就是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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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衛福部，所以他在跟中央的溝通也沒有障礙。再來，你看我們民政局，動員我

們的區公所、里長到志工，有一套綿密的去，所以你下去不會講說里長不甩我、

區長不是很聽話或是執行率很低的問題，沒有，新北市沒有這個問題。你看我們

社會局，對於我們紓困方案或是平常的照顧，他裡面的運作從社會局到社會課，

他很順暢。（受訪者 B1） 

 

其實我剛剛講的雜誌也是這樣，他們會跟各縣市接觸。接觸完回來他們說，

你們團隊真的是強，強不是單點單個單元強而已，可能其他縣市也有各個單點單

元強。但你們新北是這個單元再串起來以後是非常好，所以這個整體戰力就好

了，不會互相掣肘。而且我們都很正面、很陽光。（受訪者 B1） 

 

新北市政府團隊接收到指令時能確實執行到位、落實防疫工作要求，即便是

犠牲自己放假的時間也會達到長官的要求。就第一線防疫人員來說，對於這一塊

的工作都是很盡心的，包括衛生局的衛生所同仁、分局的警察弟兄、消防局的消

防弟兄也都配合市府的指示和要求，然後偕同區公所基層的里幹事把第一線遇到

的防疫事情一件一件的去克服，即使做關懷時，遭到民眾的辱罵或惡言相向也都

忍下來。 

 

我們這邊每個長官都很正面，就是接到指令沒有二話就是執行，而且百分之

百執行到位，達到長官要的要求，然後還常常超出長官的要求。（受訪者 C4） 

 

你看我們剛開始春節期間上班，第一天大家就會做到要量額溫、噴酒精，其

實第一天在放假期間大家會去部署這些，然後在上班第一天就去開始執行，所以

就等能夠很落實的做這些工作。（受訪者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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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包括要去做量額溫做什麼其實大家就步調都是全部都一致，成立居家關

懷中心，開始做居家檢疫的時候，該公所要求該里幹事去打電話去關心的，包括

如果居家檢疫的市民有什麼需求，包括物資上需求，有什麼需求，大家就會去做

這一部分關懷的動作，而且新北市應該是全國第一個提供關懷包的部分，關懷包

的內容，其實那時候就是很實用，包括有可以影音平台可以去做一些消遣，不會

關在就是說那邊去外面也不能去，那其實就第一線同仁來講，對於這一塊的工作

都是很盡心的。那時候尤其剛開始同仁會有一些恐慌擔心去接觸或什麼，所以其

實這部包括市府，其實不只是在第一線的里幹事在做這件事情，包括衛生局的衛

生所的同仁、分局的這些警察弟兄警消的這些弟兄其實也都在配合市府的指示和

要求，然後偕同地方的基層的里幹事去把這些事情一件一件的去克服，即使說你

去做關懷，遭到民眾的辱罵惡言相向什麼之類，其實他們都忍下來，其實有時候

也要靠里長的協助這做這一部份的事情。（受訪者 C1） 

 

團隊領導者是影響團隊成功與否的關鍵要件，領導者的思維到哪裡團隊就會

走到哪裡，領導者提出想法或決策，團隊能即時給予支持。而新北市長若遇到不

是自己專業的，會在事前集思廣益尋求專業意見，市府也有決策小組共同想問題

及解決問題。新北市府團隊有很強的行動力和執行力，團隊在執行時也會隨時因

應及調整修正。 

 

以侯市長來說，不會只是自己一個人就決定了，會事前尋求很多專業的意

見，市府有一個決策的小組，會去想問題及如何解決問題，而且市長一定會貫徹

執行他的決策，有很強的行動力和執行力，所以市長遇到問題他會集思廣益且具

有很強的執行力。（受訪者 C2） 

 

「和領導者很有關係」，因為領導者的思維到哪裡團隊就會走到哪裡，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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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的，當然領導者是起一個概念，而團隊是去執行及修正，去細部的修正及執

行這一塊，然後再跟領導者去討論，而達成超前部署的作為。舉例來說，消防局

在央北先辦實兵演練，才有所謂後面的兵推，在央北實兵演練的當下，就有跟侯

市長討論劇本要怎麼演及放一些影片給市長，讓他知道腳本的概念及想法給市長

一些規劃好的東西，讓市長確認是不是他要的，當下市長就有提醒要注意的事，

所以和市長是有一個互動的，而這個兵推團隊是沒有做過是在摸索的，市長也沒

有遇過，所以他也是在思考，總而言之重點在於領導者的關係且團隊能即時支

持。（受訪者 D1） 

 

「新北市府團隊是慢慢培養出來的」，新北市從升格後是人口最大的直轄

市，受矚目的程度也不同以往，對各項事情和台北縣時期有很大的不同，不管是

細膩度、觀念等整個水準都向上提升，所以慢慢的培養一批一批優秀的公務人

員，很多公務做法不同以往守舊，而是更積極創新，市府團隊在各方面的評比也

都會去爭取好成績，這都是優秀團隊的養成過程，也因此在這次防疫上能有不錯

的表現。 

 

新北市從升格以來開始對各項事情，跟台北縣時期有很大的不同，不管是細

膩度、同仁的觀念等，整個水準都有向上提升，升格後是人口最大的直轄市，受

矚目的程度也不同以往，慢慢的培養一批優秀的公務人員，對於公務的做法也不

同以往，有更積極創新的一些想法，而且是新的直轄市，都會有一些創新的作

為，這些是養成的過程，所以我們在各方面的評比都會去爭取好的成績，這不只

是消防局，各個局處都是這樣的。大家都有這樣的共識和想法，所以團隊強是慢

慢培養出來的。所以要有好的團隊才能做的到位。（受訪者 D1） 

 

市政府是一個團隊，雖然有分工，但分工背後的合作很重要，以城市防疫擴

大管制兵棋推演來說，如何讓專案能順利運行，首先要找出主要的運作機關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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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外擴大範圍，消防局的強項是兵棋推演、衛生局有傳染疾病專業、管制人民

生活最貼近的是民政體系，所以以三大機關為主軸，其他再來是交通管制，然後

商業行為，再來是檢查人員，所以一個一個一直進來，透過團隊的集思廣益成就

了台灣首次的城市防疫擴大管制兵棋推演。  

 

我就記得我把民政局長找來，我說兩塊專業民政局找，兵棋推演消防局幫

忙。所以那時候的兩個這個兵棋推演的，一個是如何把蒐集到的資料推演出來，

那就是消防局的強項齁，然後可是該怎麼封城，該怎麼處理？那要專業，所以一

定是衛生局的專業。然後，加上民政局，因為為什麼封，雖然叫做兵棋推演，可

是他背後叫封城，封城就是要管制，讓人民不能移動，最貼近的一定是民政體

系，所以為什麼最後是衛生跟民政體系跟消防會是兵棋推演的三大局處，那這裡

面很多，其他過來就很強的是交通管制，然後商業行為，所以你就會一個一個一

直進來，檢查人員，可是一開始一定先從這三個局處，你一定要當幕僚，所以我

才說，消防局他雖然不是主角，然後衛生局本來就是這次傳染疾病他本來就是主

政的局處，那民政局是因為牽涉到封城，因為就像居家檢疫一樣，民政局就是主

角，因為管制人民生活該怎麼動，所以市長也直接指定要由民政局來做，那我覺

得當時讓我佩服就是說，我們沒有經驗，前面我們做過這麼多戰役，這麼多的救

災就是沒有做過這種傳染病的防治，我們做過登革熱，我們做過這些屈公病，可

是就是沒有做過像這種不確知的傳染病，各國也沒有經驗，所以我覺得那時候我

覺得第一次看到草稿時東西真的是雜亂，所謂的雜亂是不曉得怎麼弄所以先全部

都來，還好你們民政英文很好，從各國去抓然後馬上翻譯，加上你們自己局長英

文就很好，所以馬上就弄出一本來架構給我看。我覺得，第一次就是大家都不知

道怎麼做，可是我們有一個態度很好。（受訪者 B1） 

 

「打仗最重視的是團隊，」侯友宜說，要有清楚的作戰策略，規劃好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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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就不會亂，「關鍵是行政團隊要建立聯合作戰模式。」35，新北市長找 29 個

分身打團體戰，背後有 29 個區長統籌衛政、民政、警政等組成規模達 2200 人的

祕密軍團，從目標導向的防疫篩檢、精準疫調、擴大匡列、快速處理以全面防堵

疫情。 

 

找 29 個分身打團體戰！侯友宜走過艱困 51 天，新北變身「防疫示範模版。關

鍵就在行政組織重整，將颱風、地震災難來時啟動的災害應變指揮中心，轉型為全

災型救災指揮中心，背後更有 29 個區長統籌衛政、民政、警政等組成規模達 2200

人的祕密軍團，從目標導向的防疫篩檢、精準疫調、擴大匡列、快速處理以全面防

堵。「打仗最重視的是團隊，」侯友宜說，要有清楚的作戰策略，規劃好順序、步

驟就不會亂，「關鍵是行政團隊要建立聯合作戰模式。」36 

 

本研究認為，當上級下達指令或要求後，組織能迅速做出反映，並將其貫徹

或者確實執行，所以新北市擁有團隊執行力及能將組織戰略與決策轉化為實施結

果的能力。 

 監督與課責 

在跨域治理中的各成員各自有其肩負的任務角色，跨域行動者是否能夠有效

的確保達成交付的任務或相互的自我的責任？對於專案的成立、執行過程與運作

成效，是否能夠賦予適當的監督與正確的課責？本研究指出，透過 「高階領導

者」主持跨平台會議或小組，亦為一種實質上的監督及課責機制，各參與者能更

快速達到組織或團隊要求，運作上亦更有效率。 

 

                                                      
35天下雜誌 https://www.cw.com.tw/index.php/article/5117038，2021/8/13 查詢。 
36 天下雜誌 https://www.cw.com.tw/article/5117038?from=search，2021/7/15 查詢。 

https://www.cw.com.tw/article/5114971
https://www.cw.com.tw/article/5114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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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友宜在新店央北社宅舉行大規模社區感染實兵演練之後，立即交待同仁準

備擴大管制兵推，各局處不敢懈怠，當時新北市政府副秘書長劉和然（現為新北

市副市長）在疫情發生後接下總統籌的重擔，順利完成侯友宜下達的所有艱難任

務，是新北市超前防疫的關鍵角色37
 

 

    如果直接談兵棋推演，我覺得那時候實兵演練我們大概走的差不多了，因為

兵棋推演的目的就是為了封城，他就代表疫情完全失控狀態，我們的那個衛生局

的醫療量能已經瓦解了，所以那個其實是非常嚴重。所以初步我們一直不認得台

灣應該不至於走到這樣，所以市長在 3 月 14 日實兵演練過後，然後他就說，阿

不然社區破了後我們要不要來封城，要不要推一下，所以他那時候一交下來，但

為什麼交給我，因為市長那時候，因為剛好輿情小組是我統籌的，然後市長就說

這一件事就交給你。（受訪者 B1） 

 

新北市各區是以防疫應變中心的層級來運作，指揮官為各區區長，能貫徹市

長的防疫要求。 

 

以區的等級來看，各區還是以防疫應變中心的層級來運作，所以各區轄內的

機關單位，如各分局、各衛生所、各公所等等，原則上在居家檢疫防疫這一塊，

還可以有一個協調的平台。指揮官就是區長，市長任命各區長是各區等級防疫的

指揮官。所以這部分各區能貫徹市長所有的防疫要求。而兵推時區公所的角色也

是這樣來運作的，連宮廟遶境的防疫也是區公所下去協調。（受訪者 C2） 

 

居家檢疫關懷中心新北市政府副秘書長朱惕之主持，跨局處協調居家檢疫民

眾相關的業務。 

                                                      
37 Ettoday 新聞雲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00504/1705481.htm，2021/8/13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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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檢疫關懷中心會報的這個平台由相關局處的主管出席並由朱副秘書長主

持，跨局處協調居家檢疫民眾相關的業務、以局處等級由市長主持的市府的防疫

應變會議在疫情嚴峻時期一週開 3 次，解封後一週開 2 次，後來是每週三開 1

次；但前陣子疫情再起時又變成一週開 2 次，一直是滾動式的調整。（受訪者

C3） 

 過程透明/開放/包容 

本研究發現，新北市的個案，合作平台的決策及運作過程都透明及開放，過

程中對參與者的發言及意見都是包容的討論態度。此種在過程中「公開透明、開

放的討論態度」充分落實團隊協力的精神。 

 

兵推會議也是透明且開放的，有問題就立即在會議中提出，過程中各局處有

任何意見大家都是用包容的態度去回應與討論。（受訪者 C2） 

 

居家檢疫關懷中心會報的這個平台是一個開放的平台，在開會的過程中任何

局處有各式疑難問題都會在會議中提出、反映與紀錄，什麼樣的問題都可以討

論，若涉及其他局處的事務，主席也都會裁示處理。（受訪者 C4） 

 

 衝突問題解決 

跨域治理過程因大家來自不同的部門及層級而具有本位主義之立場，透過

「高階領導者」的參與及協調，能快速有效的解決衝突問題。 

 

主政局（民政局）做到讓大家沒話講，我們主席就很好操作，就是因為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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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已經做這麼多了，現在就是各局該怎麼搭配？告訴我你遇到什麼困難，你覺得

建議解決方案，而不是告訴我說，這裡很困難就停了。困難，有哪幾個方案？所

以，上次，我一定要講說我要的是你們很困難但找到問題並帶出解決方案，那你

不知道解決我會幫你裁，因為我還是有判斷力。所以那個時候的幾次開會大概已

經大家知道，我覺得那次過後沒有人敢只帶問題來了。（受訪者 B1） 

 

領導人運用自身職能與影響力將來自於跨部門的成員予以連結，並妥善且當

下立斷的處理衝突以及本位主義等問題。 

 

團隊之間在各自的角度，在看事情的時候，難免會有一些各自的一些看法。

但是，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是目標很清楚的時候，那就分別分工合作，那就由這個

擔任會議主席的人，必須要去做一個清楚裁斷，大家經過充分討論後，尊重主席

最後的決定，按照決議的方向，這是重要的事情。（受訪者 B2） 

 

防疫旅館一開始是在民政局，後來由市長裁示請觀旅局接手後續的業務（有

二個因素：一是由市長下令，二是市府各局處並不是在推事，但觀旅局資源相對

多也願意去承擔責任），在平台中市府很多機關願意主動去承擔責任。（受訪者

C2） 

  



86 
 

 其他 

 獎勵或補償 

本研究說明，像防疫這種高危險且工作量大的工作，除了監督與課責以外更

需有實質的獎勵或補償制度慰勉防疫人員辛勞，才能讓部屬能更願意執行推動的

相關政策。獎勵或補償制度能激發員工的工作意願，一分耕耘一分收穫，能夠鼓

勵員工的工作幹勁，也能減少抱怨與不滿的情緒；另外，幫助員工獲得成就感，

體現自我價值，亦是重要的激勵方式。 

 

不過還要真的要謝謝我們的次長，其實他有同感那時候他有講說，想辦法幫

大家爭取加班費，早期一開始在 SARS 是沒有給我們的防疫人員，只有編給那個

有一個就是里長，各區一個社區多少錢。但是那時候金額非常少，做服務啦，就

給里長沒有給防疫人員。這一次我的想法是說，我覺得要直接給防疫人員。（受

訪者 A1） 

 

其實同仁他們一開始還是會抱怨，因為疫情工作量大風險高。但是當然有這

種這種實質的防疫補償津貼的獎勵，就會壓下來不滿了，就是大家都會說看看什

麼(錢)的份上，這個務實啦，覺得真的是應該要的，你要走的長遠，這是必要給

的。不要說我們多現實，不可能永遠這樣叫我們做功德，所以獎勵的部分，實質

誘因很重要。（受訪者 F2） 

 

在擔任公職人員的同仁基本上都是優秀的，擔任公職的同仁都有公共服務眾

人的一個企圖心，其實只要引導出同仁給他一個正確方向，讓他做出有效而且確

實能夠服務到民眾。我覺得對每一個公務人員來講是一個成就感。是要引導出來

的是給同仁一個做事的成就感，這是非常重要的。（受訪者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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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除本位主義 

行政官僚常存在著本位主義，由於行政機關的職責日益擴充，促使機關組織

必須依照工作的性質分設單位，將繁雜的工作分別歸屬於專責部門處理。為求行

政效率的提高，必須經由分部化的手段與過程，使各部門都有明確的職掌與權責

關係，乃能職有所司，克奏其功。但這樣也會造成不同部門間的本位主義產生。

而本研究發現，新北市政府的機關不是沒有存在本位主義，而是各單位在遇到需

合作時就能自主地將本位主義拿掉。 

 

這麼多縣市政府只要我碰到，不是新北市，譬如有些媒體界的他們接觸過各

縣市，比如說有些雜誌，他們跟各縣市有接觸到，她說，沒有看過一個縣市團隊

合作這麼強，不是沒有本位主義，可是本位可以拿掉的時候就拿掉，然後少就

少。當然，第一個是市長的態度，第二個我們在開會的過程，沒有人敢本位。

（受訪者 B1） 

 扁平化組織 

扁平式組織的管理階層數量較少，獲得資訊的人就可以快速做決策，不用再

層層上報，也相對減少科層式組織的問題，本研究發現，遇到如新冠肺炎疫情危

機事件時，當一個組織必須面對快速的環境變遷、隨時迎接新的挑戰，當組織越

扁平，少了層層傳遞的過程，訊息可以更快傳遞，員工和主管階層間的溝通就越

暢通，如此一來就能縮短應變外界挑戰的時間。 

 

像我在新北市裡面，這在民政局這邊然後看到的就是我們的長官啊。我們沒

有很層級節制，尤其遇到這種比較緊急的像是防疫這一塊，我們的組織是很扁平

化。然後比如說像兵推這個那麼緊急的東西，長官呢？他就像你的夥伴，他直接

我們就是在開會大家都同事在同一個會議桌，會議桌上局長阿、科長阿、然後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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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長全部都在同一個會議桌，那像副市長那時候主持我們全部也都在同一個會議

桌，即便是我們小科員小股長的我們也是一同坐在會議桌那邊要整理會議資料，

就是然後大家有問題就提出來馬上來解決。這個組織是很扁平的，我覺得我在這

邊看到我們新北市很獨特，我不確定其他的縣市是怎麼做，但是至少我這邊看到

的是這樣。（受訪者 C4） 

 

我覺得其實指揮層級很重要，那扁平化，當然作戰本來就要扁平化，所以其

實就是市長直接跟局長，因為如果你真的要以我們的市府的指揮架構，市長下面

有三個副市長各自督導各自的局處，然後副市長帶一個副秘書長督導各個局處，

但是你會發現，其實在作戰的時候，整個是壓下來，所以其實等於是沒有這麼多

層，就只有那一層。（受訪者 E1） 

 尊重及合作 

沒有任何一個層級政府或組織可以單獨滿足疫情危機管理的要求（李長晏，

2020）。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能夠相互尊重及合作絕對是抗疫成功的必要條件，而

此關鍵在於「首長的態度」，雖然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各有權責，但在分工之下仍

須合作，彼此信息交換順暢自然能形成共識，在這個疫情下能夠不分政治顏色，帶

領國人一同為防疫努力。 

 

防疫這件事情一定是要中央跟地方一起合作，沒有說誰做的好，或是不好，

就像當那個部桃事件發生的時候，其實有時候回過頭想想，新北跟桃園是一個共

同生活圈，有很多的這個住在新北的人在桃園工作，也有很多住在桃園的人在新

北工作，台灣其實是一個不可分割的一個生活的共同圈，所以要的是中央跟地方

一定要齊心的面對這些疫情的一些處理，所以跟中央的溝通上面，我想大家都是

一個善意而且良善正向的一件事情，因為我們共同的敵人是 COVID-19，不是

人，所以要把那個要把那個問題的點想清楚，就不會有所謂的中央跟地方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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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致的地方。（受訪者 B2） 

 

新北市對於防疫的立場，一直都是「中央地方一條心，區域聯防，相互支

援」，市長侯友宜一向都是尊重指揮中心及指揮官陳時中，例如新北市府成立居

家檢疫關懷中心及擴大管制兵棋推演，也分別邀請衛福部長陳時中及中央流行疫

情指揮專家諮詢小組召集人張上淳到場指導。雖然市長針對疫情防制有時會有意

見提出，但仍以中央為主軸並全力配合中央政策共同合作，因為敵人只有一個，

就是病毒。 

 

從過去到現在，侯友宜一向都相當尊重指揮中心及陳時中，有些早走一步或

先走一步的決定，也會事先照會，沒有和中央唱反調；只不過，很多事情屬於中

央權責，中央掌握的職權、資訊一定比地方齊全，可以比地方下更多決定和判斷

38。 

 

新北市副秘書長張其強強調，新北市對於防疫的立場，一直都是「中央地方

一條心，區域聯防，相互支援」39。 

 

陳時中表示，侯友宜領導新北市府團隊成立社區居家檢疫關懷中心，是中央

與地方合作的典範，新北市府「有組織、有計畫、有步驟、有溫暖」，相信未來

居家檢疫工作一定會做得更成功40。 

 

新北市防疫持續超前部署，今（20）日於市府舉辦擴大管制兵棋推演，中央

流行疫情指揮專家諮詢小組召集人張上淳也親至現場指導41。 

                                                      
38 上報，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113432，2021/7/10 查詢。 
39 中華新聞雲，https://www.cdns.com.tw/articles/403359，2021/7/10 查詢。 
40 自由時報，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3074096，2021/7/10 查詢。 
41 新北市市政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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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覺得這次最特別是我們沒有跟中央在搶功，就是中央、地方我們的態度

就是我們共同敵人只有一個，就是病毒，不分中央跟地方，所以我自己覺得，這

也是市長特質裡面做這件事情。市長從來沒有要去跟中央不同調，我覺得這個態

度出來以後我們跟中央溝通就會越來越順暢沒有障礙，中央也不會故意來為難我

們。（受訪者 B1） 

 

我自己看到像市長這個部分，就是他雖然有一些意見，他會提出來，但是還

是以中央為主軸，只要中央政策我們都全力的配合，我們底下部屬也是。（受訪

者 C4） 

 

新北市政府在今（110）年 5 月中旬的新一波疫情中因為居家隔離人數遽增，

已超越之前居家檢疫的人數，衛生局因需要整備足夠的醫療量能及強化社區篩檢

服務，所以居家隔離者關懷事宜由民政系統接續服務，此防疫作為充分展現出跨局

處協力及合作，團隊能一同快速且積極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所帶來的新一波挑戰。 

 

新北市截自昨（17）日止，本土確診病例已 359 例，隔離人數遽增至 1576

人，新北市長侯友宜今（18）日宣布將居家檢疫關懷中心擴大更名為「新北市檢

疫隔離關懷中心」，在原來的的民政、衛政、警政、社政、環保及觀光組，再增

勞工組、教育組及交通組，並將服務時間延長，強化追蹤管理居家隔離者及協助

生活需求。侯友宜指出，面對疫情來勢洶洶，新北市已朝升準四級警戒整備，衛

生局肩負整備醫療量能、徵用醫院病房及設立社區篩檢站任務，居家隔離者關懷

事宜由民政系統接續協助，各區公所關懷中心同步調整，全面支援居隔者生活相

關事宜42。 

                                                      
https://www.ntpc.gov.tw/ch/home.jsp?id=e8ca970cde5c00e1&dataserno=52f71fa78d42a82638eb0bd34ec

34f0d，2021/8/13 查詢。 
42 自由時報 https://news.ltn.com.tw/news/NewTaipei/breakingnews/3536601，2021/7/13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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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檢疫隔離關懷中心接聽各種疑難雜症電話，除安撫民眾焦躁情緒，也要

如活字典隨時在線待命解答。防疫人員展現高度專業與同理心，是沒有鎂光燈的幕

後英雄。今年 5 月擴大設置的 COVID-19（2019 冠狀病毒疾病）檢疫隔離關懷中

心，結合市政府 10 個局處，建立百題模擬問答題目，透過電話服務近 1 萬 4000 名

市民，曾經 1 天最高接過 463 通諮詢電話。關懷中心如同「防疫版 1999 專線」，

五花八門的諮詢包括檢疫隔離問題，疫苗接種時程規畫、就醫需求、核酸檢測（PCR）

採樣結果。防疫人員須透過衛生福利部法定傳染病通報系統線上查詢，即時更新資

訊，耐心回答市民疑問或安撫焦慮情緒43。 

 小結 

總結而言，本研究發現在跨域治理面向中新北市領導者從市長、副秘書長、

各局處長、各區長及科長等，各級官員都是親力親為在面對這場戰役，更因侯友

宜厚實的領導力，一要求，由市長領軍的市府團隊就會立刻動起來毫不怠慢。防

疫政策除了市長親自督軍以外，也授權其他府層業務督導主管做為各專案或防疫

平台的主持人，由上而下的指揮體系使得防疫上更有效率。 

觀察臺灣府際運作實務經驗亦發現政治及資源落差更是影響府際合作的關鍵

所在（李長晏，2015），由於新北市府團隊是不同局處、層級人員的組成，個人

囿於自身才能、環境、經驗與歷練，對所知事務的領悟可能是有限理性

（bounded rationality）的，故欲解決此種差異，新北市建立多元溝通管道（如市

政防疫會議、LINE 防疫群組、居家檢疫關懷中心、視訊會議、非正式溝通

等），以避免在溝通過程產生誤解並能即時有效地傳遞資訊。故跨部門連結平臺

是跨域治理互動的重要機制，如新北市居家檢疫關懷中心由各局處專業防疫人員

進駐成立，第一線了解民眾的需求與解答防疫相關問題，每次在關懷中心會議上

                                                      
43 中央社 https://www.cna.com.tw/news/aloc/202107150198.aspx，2021/7/15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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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局處尋求或提出特殊案例的解決方式或因應中央防疫政策的實施做法、市府防

疫市政會議及視訊會議即時滾動式調整防疫政策。 

此外，在防疫溝通上，有時非正式的溝通更能解決問題，很多正式會議只是

政策宣達，在此之前需要透過非正式的溝通提出想法及意見，因為在正式會議上

各局處會有自己機關的立場且一開始提的問題大家不一定能馬上了解，正式會議

上就較無轉圜餘地，因為正式會議是要做紀錄的。因此新北市透過非正式的溝通

協調成立後再來正式會議上進行提案，把流程跑完，通常事情會比較容易來解

決，也較有效率。例如:新北市政府民政局的李科長之前的行政經歷是朱市長及侯

市長的隨扈，和各局處首長及府層長官都熟識也有好人緣與柔軟的身段，和中央

及警政的關係也好，所以很多時候事情在正式平台會議前已協調處理好，在會議

上只需報告辦理的流程即可，使得非正式溝通上很順暢。在民政體系中，新北市

政府民政局和中央政府內政部民政司在此次居家檢疫防疫政策彼此互助及合作，

更因此建立了良好的溝通渠道，為中央和地方防疫合作的成功典範。此次防疫專

案透過將原本的組織層級節制拉低，變成扁平式組織，在溝通上更有效率，也縮

短應變疫情挑戰的時間。 

再者，新北市政府有正面、陽光且專業和健全的防疫團隊，例如衛生局，其

專業跟運作，再加上局長是來自衛福部，所以跟中央的溝通也沒有什麼障礙；民

政局，動員區公所、里長到志工，有一套綿密運作，不會有里長不甩我、區長不

是很聽話或是執行率很低的問題。所以整體戰力好，不會互相掣肘。 

新北市政府團隊接收到指令時能確實執行到位、落實防疫工作要求，即便是

犠牲自己放假的時間也會達到長官的要求。就第一線防疫人員來說，包括衛生所

同仁、分局的警察弟兄、消防局的消防弟兄也都配合市府的指示和要求，然後偕

同區公所基層的里幹事把第一線遇到的防疫事情一件一件的去克服，即使做關懷

時，遭到民眾的辱罵或惡言相向也都忍下來。 

新北市政府防疫團隊，雖然有分工，但分工背後還有相互合作，以城市防疫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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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管制兵棋推演來說，首先找出主要的運作機關然後再往外擴大範圍，消防局的強

項是兵棋推演、衛生局有傳染疾病專業、管制人民生活最貼近的是民政體系，所以

以三大機關為主軸，其他再來是交通管制，然後商業行為，再來是檢查人員，所以

一個一個一直進來讓專案能順利運行，透過團隊的集思廣益成就了台灣首次的城

市防疫擴大管制兵棋推演。 

本研究指出，新北市透過「高階領導者」主持跨平台會議或小組，亦為一種

實質上的監督及課責機制，各參與者能更快速達到組織或團隊要求，運作上更有

效率。如侯友宜在新店央北社宅舉行大規模社區感染實兵演練之後，立即交待同

仁準備擴大管制兵推，各局處不敢懈怠，當時新北市政府副秘書長劉和然（現為

新北市副市長）在疫情發生後接下總統籌的重擔，順利完成侯友宜下達的所有艱

難任務；新北市各區是以防疫應變中心的層級來運作，指揮官為各區區長，能貫

徹市長的防疫要求；居家檢疫關懷中心新北市副秘書長朱惕之主持，跨局處協調

居家檢疫民眾相關的業務。 

新北市防疫團隊來自不同的部門及層級而具有本位主義之立場，透過「高階

領導者」的參與及協調，各級領導人運用自身職能與影響力將來自於跨部門的成

員予以連結，並妥善且當下立斷的處理衝突以及本位主義等問題。 

另外，像防疫這種高危險且工作量大的工作，除了監督與課責以外更需要實

質的獎勵或補償制度，讓部屬更願意執行推動的相關政策。新北市的獎勵或補償

制度能激發員工的工作意願，一件關懷案件給予一份補助，能夠鼓勵員工的工作

幹勁，也減少抱怨與不滿的情緒。 

最後，以中央和地方防疫合作來說，新北市對於防疫的立場，一直都是「中央

地方一條心，區域聯防，相互支援」，市長侯友宜一向都是尊重指揮中心及指揮官

陳時中，例如新北市府成立居家檢疫關懷中心及擴大管制兵棋推演，也分別邀請衛

福部長陳時中及中央流行疫情指揮專家諮詢小組召集人張上淳到場指導。雖然市

長針對疫情防制有時會有意見提出，但仍以中央為主軸並全力配合中央政策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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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 

 跨域治理結果面向 

 目標達成 

為了實現公共目的、解決複雜的公共事務問題，需透過跨域治理來達成目標，

本研究個案的參與者都能達成所設定的目標。 

 

其實發現不管再困難的事大家都可以做的到，再難的任務都可以達成，真的

很驚訝大家的意志力和效率，二個禮拜就能從無到有把一件困難的封城管制兵推

完成且還有參考手冊，而且還有不錯的迴響。（受訪者 D1） 

 

就像你看居家檢疫關懷中心一成立每個局都要去輪值概念一樣。所以這一點

就是說，大家都不怕做事。然後市長的風格，就是他不容許各局處有本位，那我

們像我們承接這個指令下，我們就完成。第一個就像你講時間很趕，所以你會發

現跟我開會很快，一定有節奏很快。一定有決策就是不會說下次再處理。（受訪

者 B1） 

 

本研究發現新北市團隊只要設定目標或接到指令，不管再艱難的任務都會準

時或提前完成，團隊成員不怕做事、具有強大意志力、節奏及效率。 

 

 新價值夥伴關係 

跨域治理的成員們透過彼此間的互動、合作及信任等以完成使命達成目標，本

研究發現個案中的成員們在完成目標後，彼此透過期間的互動過程及完成使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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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感，在團隊運作上建立了正向的新夥伴關係，使得之後的業務合作上更有默契

且運作更為順暢。 

新北市團隊在共同經歷疫情的危難後，建立起革命情感，在防疫期間各局處

長官和科長們以柔軟但又帶有積極的行動力去協調處理各種狀況及個案，進而讓

彼此間有更良好且緊密的互動關係，不只在防疫業務的推動上，之後各局處間的

業務合作都更加有默契。 

 

然後像我們跟消防局兵推合作完，然後建立起革命情感，因為我們後面很多

民安啊，三合一合作，然後就更麻吉。就是那個感覺不一樣。（受訪者 C4） 

 

在關懷中心運作上看到科長和各局處長官以柔軟但卻帶有積極的行動力去協

調處理各種狀況及個案，進而跟各局處的長官有更良好的互動且更緊密。不只在

防疫業務的推動上，在之後局處間的合作上如 110 年的民安及三合一上也都有很

好的夥伴關係。科長說防疫不可能一個局處就能處理完，在溝通協調上也一定會

碰到阻力，沒有一個局處想自己做所以就得要大家一起來做的觀念。團隊的默契

就是這樣來的。（受訪者 C4） 

 

以和消防局在 109 年擴大管制兵推並肩作戰愉快的合作經驗，使得 110 年在

辦理三合一會報業務及民安 7 號的工作時能更加的有默契。（受訪者 C3） 

 

你只有共同經歷過一些危難，你才會彌足珍貴。我過去是長期在那個公務單

位，經常在搶救什麼呢？颱風、道路坍塌然後或者是一些風災，然後或者大雨，

像那個蘇迪勒風災烏來變成孤島、三峽變成孤島，那是我來新北，那個整個風災

最嚴重，後來發生了什麼？零六零二北海岸那邊大淹水，在那個搶災的過程，你

會發現，一定要團隊戰力，你不可能是單一的一個人，他能夠做些什麼事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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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你們有經歷跟那個消防局一起做兵推的工作，你會發現那個是更證明。（受訪

者 B2） 

 

新北市第一線的區政、警政人員在經過並肩作戰一同抗疫的任務後，原本對

彼此的陌生感取而代之的是熟悉的夥伴關係，也培養出團隊默契。 

 

就是我感受比較明顯是跟警政的那個互動更密切，就是並肩作戰夥伴，因為

警政過去都很陌生，就是那個相處感落差很大，然後他們也都是學長學弟制很

重，只有那種很傳統的長官什麼關係。但是，透過這次因為我們時不時就要去稽

查嘛，對你要到現場的大家都知道都很危險，還是要去嗎嘛，跟警政就有一個默

契出來，他們就會知道說，這個案子是怎麼樣？遇到公所的，他大多怎麼處理？

然後就滿熟悉的。（受訪者 F2） 

 自我治理及學習 

跨域治理個案中的團隊達成所交付的任務完成既定目標，本研究發現個案中

的成員們藉由此過程自我學習及治理而成為更強的團隊並將其運作在其他事務的

合作上。 

新北市團隊透過領導者展現的姿態與領導力使得團隊成員彼此同樣以認真的

態度面對疫情，在防疫期間透過觀察彼此達到自我學習及反饋的效果，也讓後續

的業務推動能有更精進的成效。 

 

大家一起合作後，在後續的業務推動上能更精進。（受訪者 C4） 

 

我們那各區級的擴大管制兵棋推演，另以「疫起防範 一同守護」主題榮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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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城市獎-韌性與創新獎。（受訪者 F1） 

 

就是應該這樣說別人的反映，我們也會一直看彼此的反映反饋，如果你今天

對我好，除了自己長官，我覺得彼此的團隊，這個三角形剛剛好就形成一個圓。

其實，我覺得我們這些局長也都真的很認真，你會發現很像民政局長、我們的衛

生局長。然後教育局長，有沒有你到最後連經發局長，到最後都這麼動起來，就

全市府一定都在動，而且市長都這樣，真的沒有人敢不動對啊，所以在上位者很

重要。你自己表現出什麼姿態，我覺得大家都會感覺的到，他有他的魄力，那他

有他的柔軟的一面，我覺得當然會有壓力，就是跑不掉，可是我都一直跟同仁

講，我自己也是這樣，讓我覺得在怎麼樣的痛苦都會過去，那在這個痛苦過程

中，一定會讓你得到什麼東西。（受訪者 E1） 

 催化型領導 

本研究發現催化型領導者在跨域治理結果面向透過自身的催化能力，帶領大

家達成目標，並和參與者建立起新價值的夥伴關係，透過不斷訓練，讓組織擁有自

我治理及學習的能力以完成任務及新挑戰。 

 

因為我是想說每一個縣市，他們一定都有類似像我們這樣的組織，但是我們

一定有比別人優勢的地方。那像市長就只有一個侯友宜，他的經驗就只有他自己

會有，是他獨特的，然後再加上副市長在裡面有主持處理輿情這一塊，他的敏銳

度，也是在他身上看得到的，帶領我們完成當下給予的任務及目標。(受訪者 C4) 

 小結 

強大領導力的有效施展，擁有綜合力量，除了能讓人願意面對恐懼，亦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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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他人進入追隨目標並與團隊一同全力以赴地向前（李承澔，2019）。本節發現

新北市團隊只要設定目標或接到指令，不管再艱難的任務都會準時或提前完成達

成目標，團隊成員不怕做事、具有強烈意志力、節奏及效率。而這和新北市長侯

友宜的領導力有極大的關聯性。 

新北市團隊在共同經歷疫情的危難後，建立起革命情感，在防疫期間各局處

長官和科長們以柔軟但又帶有積極的行動力去協調處理各種狀況及個案，進而讓

彼此間有更良好且緊密的互動關係，不只在防疫業務的推動上，之後各局處間的

業務合作都更加有默契。而新北市第一線的區政、警政人員在經過並肩作戰一同

抗疫的任務後，原本對彼此的陌生感取而代之的是熟悉的夥伴關係，也培養出團

隊默契。 

新北市團隊透過各級領導者（市長、副秘書長、局長、副局長乃至科長及股

長）展現的姿態與領導力使得團隊成員彼此同樣以認真的態度面對疫情，在防疫

期間透過觀察彼此達到自我學習及反饋的效果，也讓後續的業務推動有更精進的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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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 

全球遭逢新冠肺炎（COVID-19）的衝擊，對台灣各個層面亦造成莫大

的影響，在面對未知的傳染性疾病時，透過各級政府的專業行政能力以克服

高度不確定性，然而，也需要超越以往的跨領域協力合作，才能夠達到公共

治理的成效。  

本研究之目的係希望探究新北市因應新冠肺炎防疫政策超前部署成功要素，

透過跨域治理相關理論的角度加以分析並從中疏理出成功個案政策背後機關與機

關間、地方與中央間如何拋開各自的本位主義應對以成就對城市及對市民快速且

有利的政策作為。 

接著以修正後的協力治理架構，根據跨域治理初始環境、過程及結果三

大面向進行訪談與分析，最後提出研究發現、反思與建議。  

 

 研究發現 

 新北市政府新冠肺炎防疫政策運作解析 

 新北市居家檢疫關懷中心 

根據本研究防疫政策的運作說明中可知新冠肺炎疫情確實是一種複雜、危急

的跨域問題，不僅需要地方政府間跨部門合作亦需中央與地方的協力，這種涉及多

方場域及公共利益的高難度議題，需要透過整合型機制加以治理。 

新北市團隊面對時間壓力仍能如期整合資源並架構平台，因應疫情分工設事，

透過任務編組協力解決以往沒有面對過的障礙與挑戰。因應疫情升級擴增人力與

編制，提高運作量能協力協助居檢及居隔者生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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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資訊落差的問題建立跨部門資訊流通網絡，除了政策傳送與派案功能外，

更有立案機制追蹤案件以確保防疫政策的有效執行。透過高階領導者定期召開檢

討會議，具決策性層級之專責溝通平台兼具監督與課責機制。 

另外，經由特殊案例 1 的處置過程，可以了解第一線防疫人員的工作是具有

高度危險性，在以市民大眾的健康安全為前提下，盡全力執行防疫政策。從特殊案

例 2 來看，中央及地方溝通至關重要，能化解僵局，達成協力防疫強化夥伴關係。 

 新北市城市防疫擴大管制兵棋推演 

地方政府開展了桌面演習，能提高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認識，並幫助政府官

員和相關行為者了解突發事件（Lo, I. T.等，2021）。該演習是在我國針對新冠肺

炎進行的首次防疫管制演習。透過運作分層負責，高階領導者進行資料的系統化整

合，各部門跨域分工合作強化橫向聯繫協調應變能力，以推演方式提升各項防疫管

控實現演練目標，並期望日後能與周邊城市進行區域聯防演練以確保在疫情爆發

前能做好充分準備，最大程度地減少公眾恐慌。 

 新北市政府因應新冠肺炎防疫政策之困境？解決之道？ 

成功管理疫情大流行取決於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緊密與信任的夥伴關係，中

央很多政策立意良善，但有些配套機制尚未建立完全，有時更因缺少府際協調而

提高地方執行困難度。良善的政策只是防疫的第一步，必須有賴於前線地方政府

的執行及配合，因此，政策的具體程序及作法就顯得非常重要。新北市政府單位

和民眾都是從每日下午 2 點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為因應 COVID-19 疫情舉行的

記者會或是衛生福利部與疾管家 APP 同步得知訊息，第一時間即需同步在居家檢

疫關懷中心回應民眾來電詢問政策問題及實施方式。中央的部分包含衛福部的政

策其他同是中央的其他部會很多時候第一時間也都是不清楚的狀況，因此常會產

生中央及地方資訊不對稱之情形。而新北市在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一發布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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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隨即會舉行應變會議討論並公布相關政策指引讓市民得以適從。 

另外，譬如說在疫情開始之初，關懷中心在市長的帶領之下，整個應變機制

帶領下，新北也推出全台灣第一個居家檢疫關懷包，居家檢疫關懷包裡面很重要

的是要有十四天的口罩，可以知道疫情開始之初，口罩是全台灣大缺貨，所以你

就必須要面臨到這個口罩的調配跟第一線醫護人員的一個保護的一個需要上面，

大家要怎麼樣去做一個妥善的資源分配。 

所以如何在有限的資源裡面要怎麼樣讓一個組織的運作去有效的運行下去，

而且真的解決問題，這個是新北市必須要面臨到一個困難。譬如說，市府同仁出

去關懷居家檢疫的這些市民朋友，本身要不要防護？剛開始的時候大家都很怕，

但居家檢疫者其實不是確診者，他只是需要去被觀察的一個人，可是當這個疫情

剛來的時候，其實大家心中都會有一個恐懼，這個居家檢疫的關懷者，我們必須

要用什麼樣的方式去對待，所以這部分大概也就是讓衛生單位很清楚的告訴我們

的第一線的同仁說，居家檢疫跟居家隔離是有差別的，那要了解居家檢疫者他只

是從國外回來，那可能要有一段時間觀察其他，所以當時新北市也做了一件事

情，就是暸解一下居家檢疫者，他到底後來有確診的比例有多少？數字會說話。

讓大家可以很放心的去執行這樣的一個工作，要不然當時去做這些訪視的時候，

都會想說裝備到底夠不夠？要不要戴面罩？因為病毒是未知的，而數據會說話，

大家了解後也會比較安心。 

 新北市因應新冠肺炎防疫政策跨域治理成功關鍵要素 

 「領導」是跨域治理成敗的最重要關鍵 

經由前一章節分析結果，本研究發現催化型領導者不只在跨域治理過程面向

扮演重要角色，在跨域治理初始環境面向及跨域治理結果面向上亦為關鍵要素，透

過催化型領導者在每一面向中的重要地位，串起每個要素，而各級主管亦透過其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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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領導串聯起各個階段參與者。此外，新北市政府秘書處長饒慶鈺投書《外交家》

雜誌，刊登「台灣市長如何協助帶領對抗 COVID-19」為題的文章，內容談及新北

市政府在 110 年 5-7 月台灣新一波疫情高峰以來的防疫作為及市長侯友宜不譁眾

取寵不打口水戰的務實個人特質（no-nonsense persona），在新北抗疫的過程中至

為關鍵。44 

首先，在初始環境面向，新北市長侯友宜，為新北市團隊總指揮、最高領導者，

多數受訪者皆指出因其本身所具備之個人特質、行政歷練與刑事辦案經驗而擁有

對人、事、物的高敏銳度，本身他對以前在刑事警察到最後警政署長這個經驗，他

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抓重要的罪犯，所以他對部署跟所有的判斷，他是從年

輕就一直累積，累積到最後他可以很直覺式的判斷現在可能會有什麼危機出來，就

如同他進到槍戰現場，他也是完全處在不可知的情況。 

這次新冠肺炎的疫情也同樣是不可知且具危險與急迫性，所以新北市長本身

的養成裡面，深知新冠肺炎疫情和以往的危機一樣是隨時在變化，新北市在 2020

年過年期間即提升為最高規格的一級防疫開設，由市長侯友宜坐鎮擔任指揮官。在

市政會議及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應變會議上，於疫情初期即呼籲戴口罩

防疫45、因口罩產量不足供不應求，建議採實名制領取46。他認為居家檢疫者配合

檢疫隔離政策 14 天，生活必然有許多不便，透過成立關懷中心平台整合資源來解

決市民問題。因應疫情發展責付劉副秘書長召集相關局處，進行資源盤整及人力部

署，擬訂整備計畫以展開擴大管制兵棋推演47。我國為海島型國家，「阻絕境外，

管控境內」絕對是防疫重要方向，建議中央先執行「入境者全面篩檢、居家檢疫」

兩道防線以保護國民健康48。他超前部署在判斷這個風險，並要部屬必須將防疫的

                                                      
44 新北市政府秘書處長饒慶鈺投書《外交家》雜誌內容。（2021/7/29 刊登） 
45 新北市政府 470 次市政會議紀錄，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官網，會議日期: 2020/1/30。 
46 新北市政府 471 次市政會議紀錄，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官網，會議日期: 2020/2/5。 
47 新北市政府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第 30 次應變會議，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官網，會議

日期: 2020/3/25。 

 
48 新北市政府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第 33 次應變會議，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官網，會議



103 
 

工作做到位，且不斷的滾動式調整方向以因應瞬息萬變的疫情發展，讓新北市能達

成目標完成每個階段的防疫要求。 

接著，在過程面向，新北市政府中每一層級的領導者都承擔責任，上至市長、

副市長，下至科長、股長等，憑藉著自身的能力、經驗與使命，分工合作、各司其

職，努力完成所交付的任務。例如遇到失聯的居家檢疫民眾，新北市民政局的科長

不顧自己的生命健康安危，在接獲警方通報尋獲失聯者後親自前往現場，並與警方

配合帶回居檢者執行後續居家檢疫程序。乃至在半夜遇到緊急事件，科長及股長們

第一時間接聽電話立即處置，幾乎是 24 小時 on call 待命。再再體現了公務員在遇

到國家危難、不分你我為了防疫而犠牲奉獻自己的精神。 

最後，在結果面向，領導者如兵棋推演劉和然副秘書長以學識底蘊系統化資訊

帶領部屬完成目標及外，透過高度協調與協作的防疫戰役凝聚團隊中的每一參與

者的向心力、抗疫的決心，讓團隊不斷的蛻變、成長、重塑組織與彈性調整戰力以

應變不斷變化的疫情。 

 新北市防疫以實質合作取代政黨對立 

以新北市政府來說，市長侯友宜一直以來都是以配合、協助中央、在尊重中央

權限與指示的基準下貫徹中央指示及落實防疫政策。防疫過程遭遇問題或執行困

境能即時反饋中央49，有適合的防疫政策亦會建議中央可以參考採用，因為多數的

民眾不願一直聽到對防疫沒有實質幫助的政治口水戰，資源配置方面，地方有很多

資源需仰賴中央政府協助，而中央政府的政策也需要地方確實執行，隨著疫情轉換，

所有的應變機制都必須快速彈性調整，因此降低政黨政治力干擾因素以公共利益

為導向中央地方一條心，才能共同面對、共同解決防疫的難關。 

在此條件下，新北市的防疫表現亦獲得台灣大學公衛專家的肯定，表示市府帶

著所有工作人員與全市市民配合才可能使新北市的疫情控制，已經達到國際科學

                                                      
日期: 2020/4/1。 
49 新北市政府 471 次市政會議紀錄，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官網，會議日期: 20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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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的典範，透過快篩找出隱性感染源，成功阻斷小群聚感染及傳播鏈50。 

 新北改制十年成就緊急應變團隊 

「新北市府團隊是慢慢培養出來的」，新北市從升格後成為人口最大的直轄市，

極受矚目，在各項事物上和台北縣時期有很大的不同，不管是政策細膩度及許多觀

念等整個水準都不斷的向上提升，因此慢慢的培養一批一批優秀的公務人員，而很

多公務事務上的做法也不同以往守舊轉而更積極且創新。新北市地理上屬臺灣北

部，城市環境包含都市、行政區、海邊等地域特性，區域內各型工廠林立，人口大

量集中於都會區。由於新北市各區所在之空間分布與地理條件皆不同，相較於臨近

的台北市有著更具挑戰與變化的治理歷練，市府團隊在各方面的評比也都會去爭

取好成績，這都是優秀團隊的養成過程，也因此能在時間限制內快速成立居家檢疫

關懷中心及完成城市防疫擴大管制兵棋推演之任務。 

 「識人為用」、「識單位為用」展現市府團隊「高度執行力」 

各單位角色的定位，決定團隊執行力的好壞與強弱，把對的人或對的單位、放

在對的位置上來做對的事情，團隊或部屬的執行力才能展現，缺一「對」不可。身

為領導者就是要懂得如此「識人為用」、「因材施教」的管理方式，團隊執行力方

能大大彰顯。以新北市城市防疫兵棋推演來說，新北市長侯友宜清楚動員相關事項

是由民政局主政辦理，亦了解兵棋推演是消防局的強項，即指示消防局協力民政局

一起合力辦理，而民政局及消防局以往不論在民安演習、三合一會報等都是長期配

合的機關，彼此都很熟悉，因此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交付的任務。 

 實質誘因激勵 

像新冠肺炎防疫這種高危險（尤其疫情開始的第一年是沒有疫苗可以施打）且

工作量大又有不斷新的疫情挑戰需要面對，對第一線防疫人員來說透過實質的獎

勵或補償制度慰勉防疫人員辛勞，能讓部屬更願意執行推動的相關政策。不管一個

                                                      
50 ETtoday 新聞雲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10623/2013845.htm，2020/7/19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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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再好，若沒有好的執行力也是徒然。雖然多數人都有著公務員的使命感，但每

個部屬背後也都有一個家庭需要面對，在犠牲假日且沒日沒夜的防疫工作下，除了

來自精神上的鼓勵與慰勉外，實質的獎勵或補償津貼更能激發員工的工作意願，降

低相對剝奪感，也能減少抱怨與不滿的情緒。 

 新冠肺炎議題的獨特性 

這次新冠肺炎跨域治理和過去許多環保、流域等的跨域主題不同。疫情危機對

世人的健康、生命及經濟造成前所未有的重大損傷，也進一步改變了世人日常的生

活習慣以適應疫情帶來的影響及危害。這個議題涉及急迫、危險、外部性及高複雜

度的特性，讓各方比較願意合作，因為這重大疫情若不合作就都會失敗，不像垃圾

或流域等問題，失敗的話，短時間不會有立即的影響，但疫情這個問題，若對方沒

有做好，自己也會立即被對方的外部性影響或感染，例如桃園諾富特飯店群聚事件

造成後續一連串的染疫問題衝擊整個北台灣，讓疫情達到新一波高峰。所以新冠肺

炎的特性促使大家真的要合作，不管哪裡形成破口，其他地方也會因此受影響，因

為台灣就這麼小，這是傳染病或疫情的特性讓這一次跨域治理大家可能比較願意

合作的原因。 

 建立整合性跨域溝通平台及管道 

為了對抗詭譎多變的新冠肺炎疫情，新北市政府建立多元溝通管道，如市政防

疫會議、LINE 防疫群組、居家檢疫關懷中心、視訊會議、非正式溝通等，能避免

產生誤解亦可即時有效地傳遞資訊。新北市政府民政局和中央政府內政部民政司

在此次居家檢疫防疫政策合作無間，建立了良好的溝通渠道，亦為中央和地方互助

合作的成功典範。 

在這場疫情中，網路科技也應用在新北市的防疫溝通，新北市府建置各防疫

LINE 群組，成員有以各防疫局處為主的新北市檢疫隔離關懷中心應變通報群組，

亦有各區公所與民政局為主的新北市政府各區公所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執行



106 
 

健康關懷小組通報群組等做為疫情資訊連繫、重要政策宣導與及時傳達政策作法

的溝通整合平台，任何訊息皆可即時佈達，大大降低了資訊落差解決資訊不對稱的

問題；各單位亦可透過各平台的 LINE 群組提出資源需求，每個 LINE 群組都有高

階長官進駐，每個單位也都會有負責的科長隨時掌握動態及時解決問題或需求。 

 疫情下的新價值夥伴關係 

新北市團隊在共同經歷疫情的危難後，建立起革命情感，培養出的團隊情誼及

夥伴關係更顯彌足珍貴。在防疫期間的高壓環境下，各局處長官和科長們仍以柔軟

但又帶有積極的行動力協調處理各種狀況及個案，透過高頻率的接觸及溝通，讓彼

此間有更良好且緊密的互動關係，也因此在團隊運作上建立了正向的新夥伴關係，

不只在防疫業務的推動上，之後各局處間的業務合作都更加有默契且運作更為順

暢。 

另外，防疫第一線的區政及警政人員以往有著各自的市政業務，在經過並肩作

戰一同抗疫的任務後，原本對彼此的陌生感取而代之的是熟悉的夥伴關係，也培養

出團隊默契。疫情總有結束的一天，在這段期間團隊共患難的情誼及積累出的經驗

及珍貴回憶，都能讓成員個人及團隊更茁壯、讓往後的市政推動能更精進與更加有

效率。 

 特殊疫情危機下的協力治理架構 

本研究原以修正 Thomson 與 Perry（2006）及 Ansell 與 Gash（2008） 提出的

協力治理模型來進行個案探討，經過訪談及及研究 2 個案獲得重要訊息，即為在

遇到如新冠肺炎此種重大疫情危機時，有其特殊情境成功的關鍵要素，有別於其他

一般環境下的治理案例。 

首先，在初始環境面向，這次新冠肺炎跨域治理和過去許多環保、流域等的跨

域主題不同。因為這重大疫情若不合作就都會失敗，而一失敗就會引發足以造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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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身體、健康或財產的立即危害，不似垃圾或流域等問題，若失敗，短時間不會

有立即影響，但疫情這個議題，卻容易因為對方沒有做好而受其外部性影響或感染，

因此更容易促成合作。再者因新北市自 2010 年升格後，區長是由所屬之直轄市市

長指派，區公所不會有叫不動的問題存在，能夠全力配合新北市府防疫決策。 

在過程面向，疫情警報下，新北市政府建立多元溝通管道，如市政防疫會議、

LINE 防疫群組、居家檢疫關懷中心、視訊會議、非正式溝通等，能即時、迅速且

有效地傳遞資訊以避免產生誤解，更能準確的落實防疫作為。新北市懂得如此「識

人為用」、「識單位為用」的管理方式，讓其團隊執行力大大彰顯，加上因為十年

改制的團隊培養，使新北市團隊能把防疫戰略、決策快速轉化且落實在執行力上。

對第一線防疫人員確實的提供實質獎勵與補償津貼，激發員工工作意願、降低相對

剝奪感，也減少抱怨與不滿的情緒，更正向轉化為良好的執行力。以居家檢疫來說，

中央和地方民政系統在此次疫情危機下相互尊重及支援合作，成功化解了無數困

難個案。 

在結果面向，新北市團隊在共同經歷疫情的危難後，建立起革命情感，培養出

的團隊情誼及夥伴關係更顯彌足珍貴，也因此在團隊運作上建立了正向的新夥伴

關係，不只在應對變幻莫測疫情的防疫業務推動上，各單位間定期的業務合作都更

加有默契且運作更為順暢。 

最後，研究發現政治領導力對疫情防制的影響力至關重要，催化型領導者貫穿

整個協力流程，在三面向中皆為關鍵角色。因此透過前述釐清原研究架構雖然三面

向皆有多個要素，但疫情危機下的跨域治理有其適用的關鍵要素，本研究因此調整

疫情危機下的協力治理架構如下圖 7-1，更能適切的反映出疫情危機下跨域治理成

功運作的重要環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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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 疫情危機下的協力治理架構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Thomson 與 Perry（2006）及 Ansell 與 Gash（2008）

協力治理架構應用的限制 

Thomson 與 Perry（2006）及 Ansell 與 Gash（2008）協力治理指出在初始環

境面向，過去彼此合作或衝突的背景、雙方權力及資源等影響了初次信任的程度與

參與者願意共同協力的意願。然而，因新冠肺炎涉及急迫、危險、外部性及高複雜

度的特性，讓各方比較願意合作，因為這重大疫情若不合作就都會失敗，即便以往

有立場不同的背景、雙方權力及資源不均等情況，在此疫情下組織間相互依賴性使

得協力水平不斷的提升，所以從台灣的新聞訊息與實際防疫上可得知中央及地方

政府也多數都是順時中的狀況，沒有人是這一場戰「疫」的局外人，也沒有人想成

1.複雜議題 

2.先天條件 

1.溝通 

2.團隊能力/執行力 

3.獎勵或補償 

4.尊重及合作 

1.新價值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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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面向 

 

跨域治理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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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化型領導 

 

跨域治理初始

環境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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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防疫的破口。 

 對居家檢疫政策之建議 

透過本文在特殊案件執行上所發現到居家檢疫的挑戰，也就是中央及地方政

府在居家檢疫系統上有二個系統沒有納入，也是未來可再強化之處讓我國的居家

檢疫系統能更加完善。 

 心理醫療系統 

對於本身已具有心理疾病的居家檢疫者，有時自身無病識感或沒有按時服

藥，而做出超出居家檢疫規定之行為，讓相關防疫人員或單位無所適從，建議應

規劃具有專業心理醫療團隊的集中檢疫中心或是檢疫場所進行檢疫。 

 長照系統 

對於需要長期照護的居家檢疫者，在無家庭支援系統支持時，建議應規劃防

疫型看護或專業防疫長照機構讓其入住，讓有需求者可以完成檢疫。 

 

 新北市城市防疫的挑戰 

 在超前部署與造成恐慌間的兩難 

新冠肺炎疫情來勢洶洶，新北市長侯友宜帶領市府團隊在 109 年 4 月 20 日以

超前部署的姿態首次舉行擴大管制兵棋推演，受到全國矚目。然而，在正式推演的

前一週，當時國內疫情明顯趨緩，連續多天零確診，除了市府內部開始質疑是否還

有必要做兵推？是否民眾會認為是製造恐慌？又因媒體不斷報導「新北市要做封

城兵推」，使得網路上也討論起新北市現在是要做「封城演練」？還是作秀？但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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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市府指出市長侯友宜面對內部提出質疑，堅持做完兵推51。而在兵推前台灣海軍

敦睦艦隊突然爆發群聚感染新冠肺炎52，也印證兵推有其必要性必要性，製造恐慌

的輿論危機得以解除。 

在今(110)年 5 月中旬爆發本土疫情，全國進入三級警戒，有民意代表指出因

新北市長急喊「朝向 4 級警戒封城準備」，反而使市民恐慌囤糧，造成在量販店釀

群聚感染結果，因當時連日公布的確診足跡都有多處量販店、大賣場53。因此吾人

以為在疫情無情的肆虐下，領導者確實需要有遠見和大戰略思維，才能幫助市民及

國家走出自己的路。但在超前部署或拋出議題時如何能讓社會大眾了解政策的必

要性及合理性，使其注意與了解問題的嚴重性卻不致恐慌，實為領導者及其團隊所

需關注之處。 

 

 在新聞策略與專業防疫上的兩難 

有媒體及民意代表指出，「近期市長的記者會一直充滿『準』（「準三級」、

「準四級」防疫警戒）字眼的各種名詞，新聞策略上確實有引導議題的效果，但對

防疫沒有幫助。」應讓防疫的專業者來領導防疫，新聞策略請用來輔助防疫手段更

加有效。防疫需要的是透明誠實，防疫記者會的目標，是要讓市民知道市府做了什

麼，還有哪些不足，如果不足也要請中央即時協助54。因此，如何讓社會大眾注意

與了解新北市實際防疫執行成效並且可被檢視而不淪為「新聞稿防疫」，是一值得

吾人深思的課題。 

 

                                                      
51 ETtoday 新聞雲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00504/1705481.htm，2021/9/1 查詢。 
52 BBC NEWS 中文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2348431，2021/9/1 查詢。 
53上報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113535，2021/9/1 查詢。 
54 風傳媒 新新聞 https://www.storm.mg/article/3689287，2021/9/1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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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防疫跨域治理的反思 

新冠肺炎疫情突顯了各層級政府之間相互合作與依賴關係的重要性，當然同

級政府不同部門間的協力支援亦是同等緊要，而成功的跨域治理更取決於領導者

的態度與思維。經由前述的討論分析可發現，遭遇傳染病流行危機時對中央和地方

及地方機關之間的互動與協調研究的未來啟示，有幾項議題值得進一步討論。 

 面對困境時應有什麼態度？ 

在全民防疫且體認共同的敵人是病毒的情況下，如同上戰場打仗一般，我們都

知道台灣沒有分裂的本錢，齊心抗疫才能挺過疫情。我國是屬於偏向中央集權下的

單一制政體， 而當主導權不在地方政府時，地方政府應該用什麼心態應對呢？新

北市的防疫策略一直是落實「阻絕於境外，管控於境內」，疫情初期就持續建議中

央入境全面普篩及戴口罩，地方政府應協助中央做好居家檢疫與隔離民眾的控管，

如何阻絕於境外、管控於境內是防堵疫情最重要的方向。 

提出戴口罩時被抨擊、提出入境全面普篩被罵是製造恐慌，但是新北市政府不

怕被駡、不怕民眾的誤解，都以承擔的態度來面對，而承擔為什麼重要？承擔就是

一時的誤解，當下你可以不用急著辯解，所以戴口罩是從去（109）二月被罵到三

月多，後來大家發現戴口罩還是最好的方法。原本台灣防疫表現優異與亮眼且備受

世界肯定，自 2021 年 4 月底、5 月初以來，因有華航機師諾富特酒店群聚感染事

件，接著是萬華茶室群聚、宜蘭遊藝場等多個地方的衍生感染，事實證明也因此造

成入境防疫破口後而爆發社區群聚感染。而國內新冠肺炎自去年爆發以來，爭辯多

時的「入境普篩」政策，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將自今（110）年 7 月 2 日起

正式上路，以防範 Delta 變種病毒侵襲。而在這政策之前指揮中心皆以成本過高、

容易出現偽陰性等理由回絕入境全面普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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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總會有許多難關來到眼前，國家與政府也是一樣的，不可能一帆風順，

當我們遇到困難不退卻，如果主導權在自己手上，那麼應對的態度就是找到解決的

方法；當主導權不在自己手上，經過深思熟慮的評估判斷且在尊重對方的前提下提

出誠懇的建議，不需要硬碰硬，相信結果總會出現轉機的。 

 中央與地方防疫須以公共利益為優先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才是共同的敵人，中央與地方政府並肩作戰

才能夠把防疫做到位，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不管任何政治色彩的人都是同在一條

船上、一個國家、同島一命，中央制定政策和指引皆需地方配合執行，中央能重視

地方聲音、反映同心齊力把防疫做好。 

 疫情當下需團結，但疫情過後仍需檢討精進 

很多事情地方幫中央先發動，地方做的好，中央再擴大推進就沒阻力。因為中

央有一個限制，不像地方政府了解第一線的所有每一個狀況，中央畢竟是一個政策

制定者，這是應然面會出現，就是在中央這個角色，你看不到那麼多在地（LOCAL）

的東西，所以那麼基層的東西，那麼接地氣的東西中央看不到或很難看到全面，所

以應該執行面上有時候容易會不到位，實然面就真的會出現。譬如本研究個案新北

市居家檢疫關懷中心成立，由新北市率先成立並示範運作，之後中央再擴展至全台

各縣市就能避免不到位的問題產生。 

再者，中央很多政策立意良善而有些配套還沒很完全的時候，但沒有跟地方協

調過，地方和民眾都是從衛生福利部（以下簡稱衛福部）或疾管家 APP 同步得知

訊息就要馬上在居家檢疫關懷中心回應民眾的問題及應對。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

心（以下簡稱指揮中心）記者會公布的政策常涉及其他部門，很多時候這些相關部

門第一時間也都是不清楚的狀況。雖然可能衛福部是想先看第一線執行政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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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看法或意見的回應後再來做後續政策的調整。但以新北市檢疫隔離關懷中心輪

值人員來說，針對這種情形，第一時間民眾看完的指揮中心公布的消息後會立即來

電詢問與其切身相關的政策執行問題，而常常中央政策宣布後地方該如何落實執

行，需要有時間回應及規劃，爰此，疫情過後希望能研討解決疫情期間中央平行單

位間與中央和地方之間資訊不對稱的問題，希望能讓日後的運作更加順暢有效率。 

 危機就是轉機 

成功不是偶然，也不是單靠一人就能完成，新北市政府防疫政策能成功是靠著

領導者與團隊不斷的堅持與努力，因為想要取得成功就必須要付出足夠多的努力

才能達成期望的目標。而危機就是轉機，在面對新冠肺炎這場前所未有的傳染病防

治危機，亦是檢視與考驗領導者與市府團隊危機處理能力的機會，透過平時不斷的

演練與整備，才能夠將危機傷害降到最低或是更快速的復原。 

 

 研究貢獻與未來研究建議 

 研究貢獻 

本篇報告在學理上導引出政治領導力對疫情防制的影響力，並提出修正後的

協力治理架構以更適合分析應用於重大疫情下的協力治理個案；在實務上肯定新

北市城市防疫的執行成效，對跨域治理研究上提供以地方層級角度出發的思考觀

點，能進一步了解地方公務官僚對新冠肺炎疫情防治的參與過程與看法。 

 未來研究建議 

本文以跨域治理的組織與團隊應該相互合作與精進，不論中央政府或是地方

政府都應該建立夥伴關係而不是惡性競爭的觀點來分析地方政府在遇到此次重大

疫情事件時，在治理上出現的問題可以用何種方式面對，並藉由將跨域治理相關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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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套用於地方政府在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危機時應建立的應對機制方式與態度。畢

竟同島一命，國家好自己也才能活。然而，政府間的跨域治理範疇非常的廣泛，並

非本研究所能全部涵蓋，因此，以下提出後續的研究建議，希提供未來欲從事相關

研究者繼續發展之方向： 

一、 本研究是以地方政府-直轄市政府中新北市的角度來探討良好跨域治理的解決

之道，由於直轄市尚有其他五都，建議後續研究者可研究其他個別直轄市或是

加以比較之。 

二、 新冠肺炎不似之前跨域治理常探討的水議題或環保議題等有那麼重的本位主

義問題，所以這次在疫情上傳統的邊界沒有那麼明顯，太突顯邊界可能會讓疫

情氾濫，而本研究是聚焦於新北市政府，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以在未來加以探討

各城市間因應新冠肺炎彼此互動的跨域治理。 

三、 本文是採質化方法進行個案研究，建議後續研究者亦擴大研究的範圍或做量

化分析。 

四、 本文未討論私部門、第三部門或公民參與在政府防疫策略中所扮演的角色，建

議後續研究者亦擴大範圍加以探討。 

五、 本研究訪談對象皆為中高層主管，可能無法全面反映出政策運作過程的全盤

面向，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以針對基層人員或基層人員與管理者間的互動面向

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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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新北市防疫整暨擴大管制措施任務編組表 

編組名稱 組成機關(人員) 任務 

召集人 市長 綜理本市管制動員準備事宜。 

副召集人 副市長及、秘書

長及三位副秘書

長 

襄助召集人處理管制動員準備事

宜。 

執行秘書 由市長就本府副秘

書長指定一人派兼

之 

 

承召集人之命，辦理本市管制動員

準備事務。 

一 幕僚參謀組

（組長由召

集人就本府

副秘書長指

定一人派兼

之。 

 

動員幕僚小組（民

政組） 

一、督導各任務組辦理各相關動

員事項。 

二、綜理及管理疫災動員階段標

準作業流程。 

專業幕僚小組（衛

生局） 

一、 掌握疫情最新發展並通報指

揮官。 

二、 掌握最新資訊，並研擬因應

對策。 

三、 決定疫區管制範圍。 

應變幕僚小組（消

防組兼災防辦） 

一、綜理疫災應變階段災害應變

中心各項行政作業之進行。 

二、督導或建立行政作業管理系

統。 

二 民政組 民政局 

(局長兼任組長) 

一、 隔離及檢疫者戶籍資料提

供，協助區災害應變中心執

行隔離違規者之舉發、檢疫

者觀察與服務，如有居家檢

疫時，協助電話追蹤通報。 

二、 配合警政、衛生聯合稽查隊

執行里鄰系統訪查。 

三、 規劃跨區支援等事項。 

四、 病患屍體火化處理。 

三 財政組 財政局 

(局長兼任組長) 

一、災害防救經費之財源籌措。 

二、災害之簡易融資、稅賦緩繳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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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減免等財政因應配合措

施。 

四 經發組 經濟發展局 

(局長兼任組長) 

一、 完成各項重要物資及固定設

施之調查及統計，並選定部

分重要物資作適量儲存。 

二、 對轄內重要物資實施調查，

加強物資徵購徵用作業準

備。 

三、 加油站位置、儲油量、油品進

出道路、輸油管線等資料調

查。 

四、 維持電力、瓦斯供應。 

五、 建立重要物資生產廠商名

冊，完成災時生產轉換準備。 

六、 重要生產事業人力（專門技

術人員）狀況調查、統計、編

組及填補。 

七、 娛樂場所防疫因應措施、督

導市場管理、維生管線及救

災物資（民生必需品）之供應

調節事項。 

五 教育組 教育局 

(局長兼任組長) 

一、 建立各級學校、幼兒園、補習

班防疫系統及反應疫情，成

立防疫因應小組，協助衛生

單位開立隔離通知書並做後

續關懷。 

二、 督促訂定停課、復課計畫並

徹底實施等事項。 

三、 配合徵收規劃作為大型收治

場所，收治輕症及疑似病患。 

四、 當疫情擴大本市需啟動停止

上班上課，宣導鼓勵學生利

用線上課程教育資源(如親

師生平台)，進行居家線上學

習。 

六 工務組 工務局 

(局長兼任組長) 

協助各單位搭建臨時設施： 

一、 搭建臨時集中隔離場所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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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等事項。 

二、 支援搭建臨時集中隔離場所

建築設施等事項。 

三、 隔離場所污水下水道系統接

管。 

七 水利組 水利局 

(局長兼任組長) 

水質抽驗、大樓給水管線調查、

缺水之供應等事項。 

八 農業組 農業局 

(局長兼任組長) 

一、 糧食資料整備：平時協助糧

管處積儲充足安全糧食，辦

理轄內糧榖、倉庫實施物力

調查。 

二、 協助做好民糧調節，聯繫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供應

調節戰災糧食。 
九 

 

 

社會組 社會局 

(局長兼任組長) 

一、 督導社會福利機構之衛生教

育宣導及疫情通報作業。 

二、 提供集中檢疫場所民生物資

及場地設備。 

三、 非醫療專業之防疫志工培訓

及調度管理。 

四、 「防疫基金」設立及捐贈物

資與款項的接受及轉發。 

五、 急難救助相關作業。 

六、 無感染之虞家屬、獨居長者、

身心障礙者、受暴者及弱勢

家庭，建立個案資料及聯繫

窗口並適時關懷查訪。 

七、 掌握全市街友個案資料並建

立聯繫窗口，適時安排查訪。 

十 勞工組 勞工局 

(局長兼任組長) 

一、成立防疫因應小組，協助聯繫

勞工團體做後 

    續關懷。 

二、督導停班、復班相關計畫之實

施等事項。 

十

一 

交通組 交通局 

(局長兼任組長) 

一、 大眾運輸及交通工具防疫因

應措施、非病患載運服務等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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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救災人員、器材、物資之運輸

事項。 

三、 計程車志工車隊招募提供。 

十

二 

捷運組 捷運工程局 

(局長兼任組長) 

協助捷運系統運輸及交通工具防

疫安全因應措施等事項。 

十

三 

觀光組 觀光旅遊局 

(局長兼任組長) 

防疫旅館相關事宜。 

十

四 

總務組 秘書處 

(處長兼任組長) 

一、 動員實施階段軍需徵購徵用

工作組及交付場所之協助配

合佈置、通信、交通等有關行

政支援事項。 

二、 段物資 (救災裝備器材、救

濟物、口糧) 採購、儲備、緊

急供應及相關後勤支援事

宜。 

十

五 

新聞組 新聞局 

(局長兼任組長) 

一、 透過新聞傳播媒體，辦理疫

情防治宣導工作。 

二、 協助防疫宣導事宜。 

三、 動員實施階段傳播媒體單位

採訪之招待、管理及戰事發

布內容管制相關事宜。 

四、 影劇業災害之協助處理事

宜。 

十

六 

法制組 法制局 

(局長兼任組長) 

有關法令之疑義，提供法律意見。 

十

七 

研考組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

會(主任委員兼任

組長) 

一、 1999 話務中心疫情相關諮

詢服務。 

二、 提供資訊技術諮詢及器材支

援。 

十

八 

人事組 人事處 

(處長兼任組長) 

一、 督導本府各級機關員工上下

班規劃、加班費核發、公傷亡

撫卹等事項」。 

二、 規劃本府因應疫情實施「異

地備援」事宜。 

十

九 

主計組 主計處 

(處長兼任組長) 

緊急應變處理經費預算之研議。 

二 警察組 警察局 一、 協助疫情查報、治安維護、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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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局長兼任組長) 通疏導、犯罪偵防等事項。 

二、 協助緊急病患就醫前導，協

助主政單位強制執行。 

三、 負責受理報案，協助社會局

查明遊民身份並視個案情況

分，護送返家或護送前往醫

療院所就醫。 

四、 疫區警戒管制等事項。 

五、 群眾抗爭、社區活動之相關

管制執行。 

六、 協助防疫物資儲存地點安全

警戒勤務。 

二

十

一 

衛生組 衛生局 

(局長兼任組長) 

一、 疫情監測、調查、追蹤分析 

二、 調度醫療資源及醫護人力進

行應變。 

三、 醫療整備：結合施政，輔導公

民營醫院完成重要外傷用藥

品醫材調查與儲備。 

四、 完成跨區域大量緊急醫療救

護支援。 

五、 醫療機構之指揮調配及提供

緊急醫療與後續醫療照顧事

項。 

六、 防疫之監測、通報、調查及相

關處理工作。 

七、 民眾心理創傷之預防與輔導

相關事宜。 

二

十

二 

環保組 環境保護局 

(局長兼任組長) 

一、 疫區戶外消毒。 

二、 督導醫院收治場所之廢水處

理。 

三、 督導醫院收治場所產生之感

染性廢棄物清理。 

四、 隔離收治場所之廢棄物清運

及消毒。 

五、 疫區一般廢棄物之清運。 

六、 飲用水質管制及抽驗。 

二 消防組 消防局 一、 緊急通報事項；救護車輛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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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三 

(局長兼任組長) 度。 

二、 協助獨居長者之緊急救援服

務，並配合本府衛生局救護

車調度，協助患者就醫勤務。 

三、 執行防疫救護勤務。 

四、 義勇消防、社區災害防救團

體及民間災害防救志願組

織，實施調查、統計、編組及

運用規劃。 

二

十

四 

公所 29區公所 一、 居家檢疫協助送餐。 

二、 協助防疫消毒劑發放及宣導

消毒事項。 

三、 當災害規模未達「前進指揮

所」設置條件時，災害業務主

管機關或區公所應依平時災

害處理程序，視救災需求設

立現場指揮站，並協助規劃

強制隔離區。 

四、 協助提供民生物資。 

二

十

五 

國軍組 新北市後備指揮部 

(指揮官兼任組長) 

動員國軍支援相關防疫作為。 

資料來源：新北市擴大管制兵推小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