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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Public Administration/PA)是什麼? I 

馬克斯論行政： 
認為行政是一個為追求有意識的目的所採取的具決策
性質的行動。它是一種對公共事務有系統性的排序行
為，以及對於資源配置的一種演算式運用的過程。 

Leonard Dupee White(1895-1958)： 
公共行政包含了所有的為實現或執行公共政策
目的所採取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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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lix A. Nigro： 
公共行政包含了政府機構中行政、立法、司法，在制定公
共政策中以及政治決策過程中扮演著關鍵性角色。 

Management Study Guide： 

━ 整合性觀點：包含所有一切文書、技術、管理，且涉及
政府所有階層的職工； 

━ 管理性觀點：僅涉及政府的管理工作 

本報告的PA定義： 
一切涉及政府及公部門營運業務有關的政策規劃、組織管
理、決策指導、協調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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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的定義：從公共行政的觀點 II 

“We are not living in the golden age of AI, but we are living in 
the golden age of AI-enhanced productivity.” Miranda Katz, 
Wired Magazine 2017 

被視作一種以公民服務為中心的平台； 

運用數字化、自動化先進技術的數據解決公共議題； 

透過認知技術(cognitive technologies)對所有公部門產
生革命性影響； 6 



幫助公務員找到解決問題、提升工作及服務效能的模式
(patterns)、數據匹配(matching data)，以及自動化的手動
流程(automating manual processes) 

功能： 

 舒緩標準化工作任務(relieve) 

 自動化分解工作任務(split up) 

 化繁為簡的支持系統(replace) 

 廣泛增能處理公共事務(au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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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能幫助政府作什麼？ III 

英國的經驗： 

透過數據彙總(assembling relevant data)建議，對傳統的決
策系統提供明確諮詣的界定問題和主題，協助公務員展現
數位服務價值。 

美國的經驗： 

Deloitte研究指出，透過電腦自動化設計AI高投資已為美國
公部門節省超過12億人/小時的工作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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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Outsmart Criminals 

Labor Department: 去蕪存菁 ‧ 節力省時 

稅務局：識別逃稅 

公民參與案例： 

━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Social Service; 

━ US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 

━ Infocomm Development Authority of Singapore 

匹茲堡自動交通管制；亞特蘭大消防救災預警系統 

丹麥AI公務運用經驗： 

移民局 

國家行政 9 



愛沙尼亞經驗：e政府的策略 
 
 
 
 
 

 
成就： 
Keyless Signature  infrastructure/KSI 
e-school, e-voting, e-Residency 
e-government → e-Estonia → Blockchain Revolution 

下一步： 
e-democracy → liquid democracy(delegative democracy) 

分權化 

開放性 

智慧
政府 

互聯性 

安全性 

前瞻未來 

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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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經驗：SMART Government 
E-Government 

完備政府 
基礎資通環境 

1 

1998-2000年 

普及政府網路 
線上服務 

2 

2001-2007年 

E化治理服務 
隨手可得 

3 

2008-2011 

主動、分眾 
持續、紥根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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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6年 

DIGI+方案下 
服務型智慧政府 

5 

2017-2020年 

1. 全面舖設政府
骨幹網路 

2. 建立電子憑證
中心 

1. 網路報稅 

2. 網路繳學雜費 

3. 電子化公文 

4. 公文橫式系統 

5. 電子公報 

6. on-line報稅 

 

1. 廣設iTaiwan
行動網路 

2. 推動電子發票 

 

1. Open Data 

2.健康存褶 

3.雲端病歷、
雲端發票 

目標： 
• 提供便捷服務 
• 落實透明治理 
策略： 
1.發展跨域一站整合
服務 
專業決策 
服務整合 
資料活化 

2.打造多元協作環境 
資料治理 
開放協作 
公民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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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電子化政府(e-Government)推動歷程 

Source：國發會，2008。 



智慧政府=數位+開放+資料+鏈結+決策系統+資訊+創新
科技 

以資料導向的運算及分析優化決策品質 

統計法(2018年6月20日修正)： 
各項行政資料檔案(如財稅、健保、社福及戶籍)，在兼
顧個資保護原則下串接連結運用，有利支援放政決策 

健保 

戶政/地政 

公路監理 

勞保 

商工/財稅 

電子發票 
. . . 

人才資料庫 

氣象資料 

環境資料 
. . . 

+ 

政府巨量資料庫 

民間巨量資料庫 

結合AI、雲端運算、 
區塊鏈等 

解決學用落差、空屋率、
即時景氣對策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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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 Tapscott / Alex Tapscott：改造政府與民主 

審議式民調：科學隨機抽樣，民眾參與政策討論 

線上公民審議委員會及專題小組：隨機挑選公民擔任政
策顧問 

情境模擬規劃：建置軟體了解政策需求、決策後果 

公共政策市場預測：紐西蘭iPredict平台；臺灣未來事件
交易所； 

線上競賽：公民參與創新創造公共價值 

數位腦力激盪：政府官員結合公民參與討論公共政策 

成功關鍵：安全及穩私保護、協商AI合約、公民實質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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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與公共治理的問題與挑戰？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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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爾‧蓋茲(Bill Gates):  

「我不了解，為什麼有人不擔心？」 

霍金(Stephen Hawking):  

AI「可能為人類帶來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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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演算與數據治理的健全體系： 

• Who has rights and by which way to regulate the 
governance system? 

• How the citizens to trust the social media? 

• How the principle of transparency be integrated in the 
public governance system? 

• How the privacy protection, data safety, share and 
application of the data be protected in the data 
governance? 

  



AI and risks society:  

• How to innovate the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 How to avoid the uncertainty and risks of social security? 
e.g. AI and unemployment ? 

• How to find the cross-sectoral cooperation under global 
difference in AI regulations and Cross-national data flow?  

AI and Public Servants in civil service system: Hope vs crisis  

• Quality of public policy: fact of fiction?  

• Focus on strategic thinking 

• Resource allocation 

• Ethic and citizen’s privacy protection: UK Data Protection 
Act(1998); EU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2016) 16 



Elon Musk/ Mark Zuckerberg:  

“Will AI be good or evil? ” or “Will we be good or evil? ” 

朱雲漢院士：AI已經動搖民主政治 

AI獨佔與民粹主義興起：政府越顯極權 

Peter Thiel (PayPal創辦人)： 

「AI代表的是極權，區塊鏈代表的是民主。」 

(林之晨，《天下雜誌》659期，2018/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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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AI與公共行政的未來想像 V 

機器作決策？政策失靈？AI演算(algorithms)偏差？數位獨
裁？ 

AI helps decision-makers to listen citizens 

The future has already arrived? 
資料控制權、勞動力市場生態變化… 

政府需要重塑？ Now or Never? 
政策需要調整？ All or Nothing? 18 

看好潛力 
謹慎對待 



借鏡歐盟的AI障礙 vs 對策 
 

━ Technological performance issues (robustness, reliability, 
accuracy, scalability) 

━ Ethical, legal and societal issues 

 

━ H2020 Funding Programme 

 Robotics：世界最大的民間基金計畫(EU: 7億€; 產業
界21億€) 

 創新科技：例Human Brain Project(1.2億€) 

 大數據、數據分析：2.5億€ 

 IoT Pilot on Autonomous Vehicle：2,000萬€ 
 

障礙 

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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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社會議題： 

 Safety 

 Liability 

 Data Protection & Ownership 

 Employment 

 Accountability 
(source: Cécile HUET, European Commission’s Initiative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18) 

政府的公共性、公共利益：透明、正當程序、為公民負責、
取得公民信任。AI不能解決所有的公共政策問題，且政府
無法單獨營運，必須充份的和Private Sector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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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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