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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全書重點簡介
2018 年夏天，《輕推》（Nudge: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作者之一的哈佛法律學院教授桑斯汀（Cass R. Sunstein）（Thaler &
Sunstein, 2008 ） ， 出 了 一 本 名 為 《 成 本 效 益 分 析 之 變 革 》 （ The Cost-Benefit
Revolution）的專書。
作者書中開宗明義揭示近五十年來美國經歷之成本效益變革，該變革係指行政

非送審查類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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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的行動漸趨依據「效益是否大於成本」這項原則，並強調政府決策應基於專家
分析之成本與效益而決定。作者撰寫本書的目的，旨在倡導決策者應該依據「事
實」，以及根基於科學、統計與經濟之「數字」來發展政策法規。作者認為，人們
對於成本與效益分析的看法相左的癥結原因，乃在於對事實的認定差異，而非個人
「價值」信念的不同。如果是因為價值不同，人們容易壁壘分明，對於一項政策則
不易取得共識。但實際上，許多人對於事實的理解有所偏誤，或僅選擇相信部分事
實。如果所有人都能對於事實的了解一致，基於知識理性下判斷，則便容易取得共
識並尋求解決之方。為了利於發掘事實，作者在文中不斷強調知識獲取之重要，並
提供多種方法以獲取所需之資訊。在書末，作者則呼籲政府應該設立專責的獨立機
構（p. 211）從事成本效益分析，避免政府部門過於政治性的決策，落實以量化及
事實為基礎的成本效益分析！
在成本效益分析變革的基礎下，作者亦提醒成本效益分析需要特別注意三點：
分配問題、福祉問題以及知識問題。首先，作者認為成本效益分析不僅僅該檢視一
項政策法規的社會淨效益，而亦應考量分配問題，即「誰得利而誰損失」。假設某
政策規範的總體社會成本大於利益，以一般成本效益分析的標準來看，其並非是一
項可欲的政策。但如果這政策是讓貧窮者得利，而富有者損失，則符合分配正義的
基礎，而可採行。因為同為一千元對於富者可能是九牛一毛，而對於窮者那千元可
能甚為重要。
其次，福祉的增加比淨效益產生更為重要，人們最終關心的乃是福祉而非僅是
金錢而已。然而成本效益分析結果卻不一定與福祉相關，一項效益大於成本的政策
法規，卻可能造成許多利害關係人福祉的損失，因而作者認為衡量一項政策法規對
於人們福祉的影響遠甚於成本效益分析。現實中我們多採用成本效益分析而非衡量
福祉，乃是因為目前實務上缺乏一套有效衡量福祉的測量工具。因此，作者建議分
析政策法規之成本效益時，亦應將對福祉的影響一併納入考量。
第三，「知識」，抑或所需的重要「資訊」難以獲取，為分析成本效益一大難
題。對於一項政策，哪些項目該被認定為成本，哪些該被認定為效益？而認定後的
成本與效益應當轉換為多少貨幣價值？這些都是潛在問題。而這些的分析與認定都
需要大量的資訊與知識作為基礎。再加上我們在做成本效益分析時常會討論的風險
與不確定性，將使得成本與效益更難以衡量。因此作者說成本效益分析涉及許多的
「猜測工作」（guesswork），並且「非預期結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也
在所難免。如果知識的獲取有一定的困難，是否有什麼方式可以加以改善呢？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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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尤其是第五章，也提到了一些可以參考的方式，例如一般成本效益分析會估
算成本效益「範圍」，代替特定數值；或是透過「測量與反應」的方式，立即獲取
需要的政策效果資訊，用以計算成本與效益。

貳、篇章架構
本書除序言與結語外，共分成上下兩篇章，十個章節。上篇一至五章介紹成本
效益分析的變革。下篇六－十章探討未來須關注的議題。
第一章說明成本效益分析的變革，並介紹從雷根總統到川普總統，各時期政府
所頒布之成本效益分析相關行政命令。第二章說明成本效益分析的作用，形容成本
效益分析對我們而言就像外國語言一般，幫助我們能夠理性地分析與看待事物，能
夠阻絕我們因為過分熟悉某項語言，而產生的直覺反應與情感所造成的偏誤。文中
並使用許多行為科學的觀點來解釋人們的心理狀態或偏誤。第三章為全書重點，作
者透過成本效益分析常用以衡量生命價值的「統計生命價值」（Value of Statistical
Life, VSL），主張成本效益分析的應用其實能夠增進人們福祉並尊重個人的自主
性，但作者也提出估量統計生命價值的適用時機，以及其潛在的問題，說明成本與
效益的計算並不那麼容易。
第四章旨在說明社會福祉與成本效益分析的關聯。作者認為成本效益分析並無
法充分反映政策法規對於福祉的影響，例如成本效益分析雖然會考量失業產生的貨
幣成本，不過失業造成人們的悲傷或幸福感下降，卻往往在成本效益分析中被忽
略。近期行為科學領域雖有些新方法用以測量福祉，例如「自述幸福感」（selfreported well-being），但這類測量仍有其限制，無法取代成本效益分析，只是多少
可以補充成本效益分析的不足。第五章除提及前述成本效益分析所面臨之知識獲取
難題外，主要介紹各種不同的知識與訊息獲取方式，以增進成本效益分析的估計的
準確性。
第六章涉及成本效益分析中的道德議題。作者利用不少道德層面的實例，例如
對於海豚的保育、對於基因改造食品的疑慮或是減少監獄性侵案件的發生率等，主
張人們對於這類道德議題的「願意付費」（willingness to pay），亦應納入成本效
益分析。第七章探討資訊揭露的成本與效益。不少政府法規要求部分商品必須揭露
一定資訊，例如商品是否為基因改造食品、食物的營養成分或是香菸對身體的危害
等。作者列示了這類標示的資訊揭露可能包含的成本以及效益，並且討論如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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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效益難以量化的時候，有哪些方法可以協助分析。第八章討論法院在成本效益分
析中的角色。作者指出法院介入政策法規的標準在於機關是否涉及違法，至於測量
一項法規是否利大於弊，基本上則是行政機關的權責。
作者於第九章探究維護國家安全與避免侵犯個人隱私難以兼顧的問題。為了保
護國家安全與避免恐怖攻擊，政府可能必須提高監控的程度，然而相關措施卻可能
危害到個人隱私，此乃所謂的「預防原則」（precautionary principle），即欲減少
某種危害發生，卻反而升高另一類危險。作者認為，成本效益分析的幾種方式有利
於決策者於這類難題中抉擇。例如利用「損益平衡分析」（breakeven analysis）檢
視侵犯隱私所引發的成本是否會大於某項預防恐怖攻擊措施所帶來的國家安全效
益；抑或當事件發生充滿不確定時，可以計算不同政策方案的最差結果造成的成
本，選擇各項方案最不利情境中成本較低者。第十章討論言論自由，此領域較少涉
及成本效益的思維，因為一般認為言論自由為人的基本權利，無關乎成本效益分
析。但有些言論會涉及危害（例如提倡恐怖攻擊），則作者認為此等言論也應當納
入成本效益的考量。

參、綜合評論
本文針對書中值得討論之處於下方分述之。

一、決策依據技術還是民意？
作者將政策法規的決策者分成兩大類，分別為民粹主義者以及技術專家（p.
28）。民粹主義者強調民眾的意見，即便民眾的看法與專家建議相左，決策仍應該
以民眾的想法為依歸；而技術專家則強調事實與數字，認為決策者應該奠基於科
學、統計或經濟原理來發展政策法規。而成本效益分析在決策上扮演甚麼角色呢？
成本效益分析可以矯正民粹主義奠基於直覺所產生的偏誤。如若一項法規政策的效
益大於成本，則該項政策就應該要施行。桑斯汀無疑是贊同技術專家，書中開宗明
義就倡導成本效益分析變革是奠基於數字與事實。只是民意，甚至是民粹在民主社
會中有時仍具有影響力，難以忽視。
其實無論在美國或臺灣實務上，我們也看到許多官方的政策多是基於民粹主
義，亦即執政的政治人物會有一定的政策偏好（p. 211），而官方成本效益分析往
往被忽略，或甚至淪為政策背書的工具。能有這番操弄空間，其實也反映書中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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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成本效益的估算時而缺乏相關資訊或知識，再加不同分析者對於哪些項目應納
入成本與效益類別，也各有不同見解，莫衷一是。因而利用這個模糊地帶，便可能
讓成本效益分析的結論可以朝向與政治人物偏好較一致的方式。
這或許正是作者不斷強調成本效益分析奠基於事實與數字的重要，希望能夠利
用多種方式取得所需的正確資訊，而讓成本效益分析這項技術性工具更為政府實務
所用，能完善政策法規的原因。作者期望成本效益分析能夠扮演守門員的角色（p.
210），藉由精確地數字計算與預測，避免因知識缺乏而產生的錯誤，或如蚊子館
等不符合成本效益的政策與決策出現。而此等見解相信也適用於臺灣的社會系絡。

二、成本效益計算非易事
本書也指出成本與效益在實務上認定與計算的困難，效益尤為更加難以估量
（p. 25, 181, 198），例如一個人的生命、資訊揭露，甚或言論自由可以有多少價
值？成本效益不易衡量的問題是一般進行成本效益分析常會遇到的困擾，因而本書
對於成本與效益的衡量有諸多探討。例如在書中，作者主要以「統計生命價值」估
量生命的價值，這是一般成本效益分析常見的生命價值衡量方式，即詢問個別受訪
1
者對於防止某項生命危害的願付價格，再加予以總（p. 42-45）。 除此之外，其

實文獻中也有其他方式估算生命或健康的價值，如利用「特徵價格法」（hedonic
price），即採用保險費用或者是車禍意外的補償費用，來估算生命價值（Ulibarri
& Wellman, 1997）。
由於衡量成本效益非易事，因而作者提供許多建議，以改善量化成本效益分析
的可行性。例如作者在第五章及結語強調在缺乏充足資訊時可採行的方式，包含利
用「關注與評論」（notice-and-comment）方式事先蒐集公眾對於某尚未施行之政
策方案的看法、透過「回溯性」（retrospective）評估強化預測分析、採用「隨機
控制實驗法」（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以及即時測量與反應方式等。由此
可知，即便成本與效益的估量及預測不容易，但隨著資訊科技發展與各項量化技術
的演進，成本效益分析的準確性仍可日益提高。而本書一項優點為作者在提出各項
可採行的技術或方法時，亦會說明該方法可能之限制，可作為吾人成本效益分析時
之參考。

1

例如詢問受訪者願付多少錢防止 1/100,100 的機率得到因水汙染產生的癌症，如果受訪者
平均願意付費為台幣 30 元，則 VSL 為 3 百萬元（30 元乘以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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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願意付費的限制與加總式決策的問題
作者用了整個第三章去探討成本效益分析採用願意付費估算生命價值之利弊得
失，其指出採用願意付費估算統計生命價值並非完全沒有爭議，反對者可能的理由
包含「需求錯誤」（miswanting）、「資訊與行為的市場失靈」（information and
behavioral market failures）、基本權保障、民主與市場以及「第三部門的影響」
（third-party effect）等（p. 51-59）。
需求錯誤是指人們所期望與要求的事項並無法增進其福祉，可能是因為預想與
實際的落差，或是因為人們已經適應環境，所以無法切確地提出需求。其次，人們
也可能因為資訊缺乏或行為上的問題（如想法偏差、過份樂觀或短視近利）而低估
對生命的願付價格，產生資訊或行為的市場失靈。第三，涉及基本權利的事項，例
如基本人身自由，政府則應該要保障，不宜用管制的方式限制或要求人們支付其價
值，因此作者建議以願意付費衡量其價值時，僅適用於補助或純粹計算權利的效
益。再者，作者亦指出民主國家的公民並非僅是市場上的消費者，許多公共議題應
該「充分討論與審議」（deliberative discussion)，而以「加總」（aggregating）的
方式計算效益恐不符民主原則，尤其是涉及「道德的議題」（moral question）時，
例如計算民眾得對某族群加以歧視的願意付費是不當的，因為少數人的權益應予以
保障，多數不可侵犯少數權益乃民主準則。最後，作者也呼籲願意付費的計算應該
充分考慮對於第三方的影響，即「外部性的問題」（externality）。
關於文中反對因子的第四點：民主社會中之公共議題應加以討論與審議，個人
覺得十分有意思。如果延伸討論之，其實不只是成本效益分析中願意付費的計算而
已，臺灣公民投票的議決亦是採用加總的方式。然而公投議題在未經充分審議與討
論，一般人民對於議題有一定理解與共識之前，即採用加總的方式決定政策走向是
否合理？尤其是部分公投題目如果涉及道德議題（例如同婚），而採用加總式決議
是否恰當，尤值得吾人深思。

四、福祉與分配問題之補充探討
如同作者的另一本著作《輕推》（nudge）關注福祉，「福祉」在本書亦為討
論重點。其實成本效益分析的文獻亦不乏對於福祉或抽象價值的探討，例如文獻中
以「條件評價法」（contingent valuation）與願意付費衡量「溫光」（warm glow）
效應產生的效益（Kahneman & Knetsch, 1992; Nunes & Schokkaert, 2003）。溫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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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即指人們在給予或付出時，本身會獲得的快樂與道德上滿足感（Andreoni, 1989,
1990），由此可見成本效益分析學者並非完全忽略福祉的議題。不過作者在本書則
是更為強調福祉的重要性。無論在前言、結語以及第四章皆不斷強調，成本效益分
析應該福祉納入考量，並且認為成本效益分析可做為衡量福祉的一種替代指標。
作者於書中另一項討論議題為「分配」，關照誰得利而誰損失，作者尤其強調
對於窮人的分配正義。其實從學術文獻觀之，許多學者在分析成本效益時，的確除
了以整個社會為「分析領域」（accounting domain）計算社會淨效益外，亦會轉換
分析領域，額外分析政策法案對於不同類別利害關係人的影響（Krutilla, 2005;
Krutilla & Graham, 2012）。
而分配有時候也涉及金錢移轉的問題。就成本效益分析範疇而言，本書探討最
多者為效益或效果的計算，其次為成本，對於移轉則僅在序言中略為提及。然而
「移轉支付」（transfer payment）在成本效益分析中乃為常見的詞彙，其指金錢由
利害關係人一方流向另一方，但並不涉及成本或效益。如果只是發錢（尤其是不排
富的給予利益），並不涉及分配問題（如照顧弱勢），則在成本效益分析的角度看
來，金錢的移轉並沒有實質的意義。因為就社會整體而言，僅是將一部份人的錢
（如納稅人），轉移至另一部份人的口袋。綜觀臺灣的政策，多有發放金錢或免於
規費門票的例子。這些政策就吾人觀之，若不涉及分配問題，則較有政治性的選票
考量，對於社會整體發展而論，或許不那麼適當。不過如同本書中作者的見解，如
果某項政策符合分配正義，即使無法產生淨效益，政府機關仍應考量是否採行。

肆、結語
整體而言，作者基於曾任「白宮資訊與法規事務辦公室」（White House Office
of Information and Regulatory Affairs）主任的豐富實務經歷，於書中大量運用實
例，並預設背景情境利於讀者理解。再者，作者出身學者背景，在許多議題即便擁
有自身的見解，仍會對於反方之反對立場加以說明，蒐羅不同正反觀點與意見來闡
述自身的見解，論述其實頗為客觀公允。如果說這本書的優點是作者大量運用實
例，深入淺出地去探討成本與效益計算的政治與實務問題，則限制則恐怕是這本書
對於成本效益分析的基本觀念甚少琢磨。例如書中提到的一些基本專有名詞，如願
意付費、條件評價法、統計生命價值、消費者剩餘等，甚至是成本效益分析本身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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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如何分析並無介紹， 亦沒有討論「折現率」（discount rate）等常見的概念，是
可能作者是假設這些基礎觀念讀者應該甚為熟悉，不需再加以著墨。因而我認為本
書比較適合對於成本效益分析有些基礎概念的讀者閱讀。不過由於本書的敘述淺白
易懂，論述多元具體，仍不失為一本實務與理論兼具之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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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成本效益分析進行是採用「淨現值法」（net present value），即比較一項方案的貨
幣化效益是否大於貨幣化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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