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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務數位沙盒實驗機制之預評估 

陳敦源、廖洲棚、張濱璿、黃心怡、陳郁函* 

《摘要》 

我國因應全球FinTech浪潮推動金融科技創新計畫，於2017年通過金融

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成我國監理沙盒的首例，之後陸續相關領域發展

其機制，如：2018年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立法。綜觀我國沙盒機制的

發展，皆於各自產業領域中成形；反觀與民眾息息相關的公共服務，究竟有

何沙盒機制來應付新興科技的瞬息萬變，使新興科技得以運用於公共服務

中？為本計畫之研究主題。行政院五大施政目標之一「智慧國家」也有發展

沙盒機制的願景，此足以讓本計畫之研究主題更顯重要。為深入探索此議題，

本計畫問題有三：第一、公共服務導入數位沙盒實驗機制的必要性、運用上

的挑戰、以及如何評估數位沙盒實驗機制之可行性？第二、我國相關案例面

臨哪些推動障礙？第三、政府應如何規劃公共服務數位沙盒實驗相關執行機

制？ 

針對上開問題，探討出兩大部分的研究結果：第一、從英、美、德、日、

韓、芬蘭與新加坡的經驗，進行八大項目的比較，可發現推動層級的差異性、

發展領域的多元性、執行流程的通則性，皆能成為檢視我國目前現況與發展

該機制的借鏡；第二、從訪談與座談得出六項結論，進一步發展出Top- dow n

與Bottom-up的策略發展途徑，目的即是讓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得以縱向與

橫向連結，並結合民間力量，使數位轉型得以擴展發展能量。 

最後，本計畫得出三項研究建議，第一、數位轉型的推動必須廣泛，須

上至中央下至民間的合作協力；第二、短期發展，地方政府醞釀創新能量；

長期發展，中央政府全面規範；第三、初期公共服務數位沙盒實驗機制應依

循多元性從各領域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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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背景與動機 

科技革命在人工智慧、區塊鏈和雲端服務領域已取得長足的進步，促

進跨域協力和實驗性的創新發展，對於政府的運作模式帶來變化。因應全

球數位化的浪潮，許多國家積極推動「數位轉型」（digital transformat ion）

與創新應用。然而，數位轉型的概念是動態的，而政府組織不論是自己的

數位轉型，還是經過法規命令所影響的社會其他組織之數位轉型，都必須

面對「法律制度現狀」（legal-institutional status quo）的問題，除非系統

性的解構與彈性化，不然數位轉型往往會面對到龐大的現狀制約，也就是

說，數位轉型這個概念，說起來比推動起來要容易太多，舉例而言，在家

上班是後COVID-19時代不可避免的另類組織工作形式，但是政府部門的

人事簽到相關制度與組織文化的氛圍無法一步改變到位，除非有些暫時

突破現制框架的實驗或試行方案的設計，這種挑戰超穩定現狀的改革勢

必是困難重重的，不過，科技的發展日新月異，也不會停下腳步等待組織

的牛步改變，因此，就啟動改變的策略上，公部門的公共服務才能真正趕

上數位發展的浪潮，為人民提供更好的服務。  

智慧政府（Smart Government）是近年政府開始倡議的一個新的電子

化政府主軸政策，不論從資料、組織或是使用端來看這個主軸，都免不了

對政府現狀組織產生更大轉型的衝擊，為了順應資通訊科技之發展趨勢，

在智慧政府的大旗下，公部門將新興科技導入公共服務而推動的數位創

新，最大的挑戰即為現行法規之限制，也就是一開始提到的法律制度現

況；不過，包括臺灣在內的許多國家已開始嘗試以「監理沙盒」（Regula to ry 

Sandbox）做為一種轉型的策略工具，最開始是用於近年受到數位轉型巨

大衝擊的金融產業，政府與業者協力在風險可控的狀態下開始實驗場域，

在主管機關的監理之下，業者得以測試其創新性的產品、服務或商業模

式，並且享有暫時性的法規豁免權，這種模式可以看作是一種由主管機關

與被高度管制的金融業者之間，以協力的彈性模式，一起解決金融數位轉

型過程中，共同所面臨的法制彈性不足問題。如果從這個監理沙盒的趨勢

來看政府的數位治理，數位轉型的推動者要如何於改革過程中運用變化

更迭的新興科技，並且能在特定實驗場域中進行公共服務數位實驗，是相

關政府部門值得嘗試與深思之方向。因此，本研究目的即為在政府公共服

務的場域，引進類似數位沙盒的相關制度，以期能在政府法律制度現狀難

以撼動的政策領域中，植入公部門數位轉型策略之彈性、實驗、與效能的

核心推動價值。 

貳、 研究目的與問題 

基於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其言研究目的有三：第一，借鏡國

外數位沙盒的實際推動個案，進行歸納、分析公共服務導入數位沙盒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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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的必要性、運用上的挑戰、以及如何評估數位沙盒實驗機制之可行性

等議題；第二，觀察我國目前以相關新興科技（如：AI科技）運用在某項

政策領域的實際應用案例，分析其現況推動障礙；第三，綜整國內外經驗，

研提我國公共服務數位沙盒推動建議與構想，規劃推動公共服務數位沙

盒相關執行機制，包含當公務體系引進興新科技公共服務實驗期間之潛

在風險評估、風險管理機制及降低風險措施之依循及各項應注意事項之

規範 

我國政府機關仍有許多的創新數位服務，亟需建構政府導入創新技

術的場域環境、建立智慧政府數位創新沙盒實驗機制的相關配套法令與

流程，讓各種數位轉型實驗能不受干擾地實踐，搭配政府、業者與專家的

協力（collaboration），提升政府公共服務之創新能量以及社會互信（ tru s t），

凝聚社會力的治理（socially cohesive governance）。為因應各種新興科技

與新商業模式的出現，解決現行法規與新興科技的落差，故透過設計風險

可控管的實驗場域，提供給各種新興科技的新創業者測試其產品、服務以

及商業模式的環境（范晏儒，2019）。截至目前為止，公共服務數位沙盒

的實際應用仍在初步階段，技術上私部門固然引領在前，若要應用於公部

門，應盤點法制現況與可能面臨的現象，預作準備。綜上所述，本研究之

研究問題如下： 

第一、  公共服務導入數位沙盒實驗機制的必要性、運用上的挑戰、

以及如何評估數位沙盒實驗機制之可行性？ 

第二、  我國相關案例面臨哪些推動障礙？ 

第三、  政府應如何規劃公共服務數位沙盒實驗相關執行機制？  

參、 文獻檢閱 

一、 「沙盒」概念的源起 

「沙盒」一詞的概念在理論與實務上的應用很廣，比方說，兒童心理

學的互動參與實驗中，常應用小朋友遊戲的「沙盒」，讓小朋友表達自己

內心的想法（Mannay, Staples & Edwards, 2017），很明顯這樣的使用有實

驗與蒐集證據並依照證據推論或是進行方案與政策的設計或變革之意，

另外，在電腦業中的「沙盒」概念應用也很早，代表一個兼具彈性與仿真

的實驗與思考環境，讓新創的想法（不論是軟體還是硬體）可以進行初步

可用性測試與系統排誤的功能（Wright, Schroh, Proulx, kaburskis & Cort, 

2006），甚至，資訊與通訊研究開發的過程中，也有所謂「道德沙盒」（mo ra l 

sandboxing）的概念（de Reuver, van Wynsberghe, Janssen & van de Poel, 

2020），科技的發展不希望帶來倫理上的瑕疵，因此，組織從法規中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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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建立否種允許犯錯的實驗空間，預先在倫理的問題上進行小規模的

試行，是可接受的創新策略。 

當然，對各類組織來說，前述的創新「實驗」（experimentation）策

略，其最主要的前提就是這個活動之成本與影響是可以控制且可行的，當

然，這樣的先導且有範圍框限的「試作」（piloting），除了可以降低新創

產品直接商轉可能的失敗風險（ risk），還可以蒐集寶貴的第一手資料，

回饋給研發部門進行循證的（evidence-based）管理與學習，以期創造出更

好的產品，因此，政府部門面對外部環境變動越來越劇烈的時代，但是又

必須承載依法行政的傳統現狀維繫的既有功能，應用「沙盒」這個概念來

平衡前述從外在鉅變與傳統期待所產生的雙環壓力，特別是在公部門過

去應用資訊通訊科技進行公共服務的創新改革，一直都是政府行政革新

的重點項目與手段，但是，這些活動雖有如政府服務獎的加持，但仍然缺

乏制度性的環境建構，讓服務創新成為公部門的DNA。 

二、 公共服務數位沙盒實驗機制：定義與範圍 

政府對社會資源的管制，隱含管制者與被管制者間某種價值衝突，管

制者端堅持的價值，較能滿足公共利益，被管制較偏向私人利益。社會進

行資源配置過程中，會面臨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的可能，故政府介

入（government intervention）具有其可能性與必要，而大部分政府的「服

務」工作，都與政府介入社會資源或價值配制的需要有關。 

因此，「公共服務」的定義，採取最廣泛的政府影響行為說法，也就

是與政府的法令、行政行為、與施政效果相關的一切活動，另外，「數位

沙盒」的意思，意指公共服務的建構（法令、組織、制度、或是行動指引

等），只要存在應用資訊通訊科技進行創新變革的可能，皆為涵蓋的沙盒

機制應用範圍。最早發展之概念為「監理沙盒」（regulatory sandbox），

最早付諸行動於 2015 年由英國政府的「金融監理局」（ The United 

Kingdom’s 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 , FCA）推動之金融科技（FinTech），

在政府設計之框架，提供可控的環境，讓新科技、產品與商業模式可以在

（政府）管理者的監視下進行實驗，因此，它算是一種政府的管制政策工

具（regulatory policy tool），一方面解放管制政策羈絆的創新，另一方面

管制因鬆綁產生不可承受的公共危害，其定義如下（Jeník & Duff, 2020: 

4）1： 

「一個可以發掘關於新產品、科技、或是創新商業模式是否堪

 

1 原文請參："A TOOL for developing evidence about how a new product, technology, or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works and the outcomes it produces. Evidence gathering can 
help assuage (or confirm) regulatory concerns about the impact of innovations, allowing 

beneficial innovations to reach the market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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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及觀察其後果的（政策）工具，從這個工具所產出的證據，

可以協助管制者確認創新的影響是不用擔心的，最終讓有益無

害的產品可以上市。」 

進一步談論公共服務的數位沙盒實驗機制，與政府在公共服務領域需

要之「數位轉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息息相關，該機制的建構，對

於政府數位轉型具有三種可能的功能。 

第一，現狀的法規調適：科技發展的更新促進行為之改變，產生「創

新即違法」的現象。管制政策（regulatory policies）是科技發展前所制定，

無法預知新興的可能，故管制與實際生活需求脫節，如欲修法須步步為營，

管制不合時宜影響被管制者之生存，進而產生違法的動機，尋找漏洞對抗

管制。 

第二，創新路徑的宣示：面對數位轉型的啟動（Digital Transformat io n，

陳敦源、朱斌妤、蕭乃沂、黃東益、廖洲棚、曾憲立，2020），「沙盒」可

當作對內部員工與外部利害關係人的宣示。政府準備合法的流程與資源，

讓組織內外具有企業家精神的政策企業家（policy entrepreneur），可依循

該程序對現狀進行數位改造，特別是政府公共服務的民眾接觸（ c iv ic 

engagement）介面。 

第三，實驗循證的倡議：過去政府推動政策以從上到下的模式居多，

隨著民主化的深化，客觀政策效果的公開展示，成為政府推動政策的主要

的正當性來源，沙盒實驗機制該如何倡議成了很重要的課題。應立基於理

論與實務之同時驗證。因此，理論上，公共政策學門之 「循證公共政策」

（evidence-based public policy; Stoker & Evan, 2016），以及從「向權力說

真話」轉換到「大家一起來理解」的狀態（Hoppe, 1999）之公開審議（pub l ic 

deliberation; Delli Carpini, Cook & Jacobs, 2004）過程；再加上實務上「行

為實驗」（behavioral experimentation; Soe, 2018）或是「生活實驗場」（ li v ing 

lab, Ferreira & Botero, 2020）的風潮，兩者相互結合。 

根據沙盒實驗機制的應用與功能的描述，「公共服務數位沙盒」實驗

機制（public servic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andbox）的定義如下： 

「為因應網路世紀的外部鉅變與內部民主審議的改革需要，政

府部門推動數位轉型的過程中，需要一套作業流程、行政架構、

以及法令規章，協助政府主動並且開放地提供平臺，其上可讓倡

議者在一定的風險控制機制下，接受外部監控的前提下，針對法

規不允許、法規未明確、或是推動有治理風險的轉型個案，以限

時、循證與有效實驗的精神與方法，推動政府服務的全面數位轉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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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更清楚解釋其定義，公共服務數位沙盒實驗機制的定義範圍透過圖

1 展現（圖中的灰色地帶為該範圍）： 

圖 1：公共服務數位沙盒實驗機制的範圍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綜括來說，數位沙盒實驗機制是否能讓龐大且業務滿載的公部門願

意進行數位轉型呢？關鍵還是在於沙盒實驗機制除了解除推動者適法性

風險成本之外，還必須注意利害關係人「誘因」（incentive）存在與否的

問題，比方說，最有可能因為沙盒實驗機制而展開行動者有下面三種人，

第一，廠商：創新的產品很難在公共場域獲准進行實驗，沙盒的申請與審

查程序，可以讓廠商有誘因協助政府創新；第二，公務人員：政府數位轉

型如果能夠讓員工感受精準度增加（管理成本下降），或是程序自動化增

加（工作投入成本降低），就會有誘因提出改變之；第三，第三部門、學

界、或民眾：使用者比起公務體系本身，是更好的提問者，定期或不定期

的公民參與，將會產生更大的啟動沙盒動機，不論是上述哪一種個人，都

會因為誘因相容的沙盒實驗機制而成為政府數位轉型的動力。 

三、 跨國與我國個案採擷 

沙盒實驗機制為嶄新的創新概念，為了更瞭解其規劃與運作，本節將

進行跨國與我國之個案採擷。從歐美國家英國、德國、美國與芬蘭，以及

亞洲鄰近國家日本、韓國與新加坡，整理其法律設計、組織架構、機制規

劃與當前困境與疑慮。 

（一） 跨國個案採擷 

德國聯邦經濟事務和能源部主管機關並非最高層級，而是以經濟發

展角度協助各領域的業者投入沙盒，並且建立監理沙盒手冊讓業者與民

眾更加了解何謂沙盒機制、申請流程與過往經驗的分享。新加坡能源市場

管理局與美國交通運輸部於特定領域建構監理沙盒機制，以解決國家重

大議題或是期盼在未來蓬勃發展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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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國ICO建構非政府組織來協助業者進行沙盒實驗，以維護資訊權

利的公共利益、公共機構和個人資料隱私促進為主軸，於此其間扮演著提

供資源與評估的角色；芬蘭MyData則是政府（交通與通訊部）建立一個

體系，讓政府、民眾與業者皆在「安全空間」內做不同的資料處理的嘗試。

兩者皆聚焦在政府本身的沙盒機制建構，以此增進民眾的福利與滿足業

者創新之需求。 

在日本與韓國的沙盒制度下，尤其在相關的申請流程界定清楚。由日

本率先全面性採行監理沙盒並將應用對象擴及於其他產業，韓國更於

2019年效仿，並且增強與加快了監理沙盒的運作，不但成立高層級的主管

單位負責協調，更將審核時間、啟動時間與執行期間訂出，藉由創新業務

活動評估委員會來為不同的產業規劃與評估，也使業者了解沙盒的進程。

經過政策與整體流程規劃，日本監理沙盒制度中有三項制度特色值得我

國關注及參考。第一，日本成立了包含外部專家的「評價委員會」，協助

政府單位了解創新事業之內容及法規制度之觀察。第二，日本未來將提高

實證制度之協調層級，在日本內閣府下設立單一窗口協助申請者決定其

可適用制度（陳譽文，2019）。第三，在提升管理行政層級後，內閣官房

扮演各部會協調的角色，並完整列出申請之條件、領域、步驟，讓業者與

各政府能夠遵循，讓整體流程公開透明。 

韓國的沙盒制度概念來自於日本的《生產力提升特別措施法案》，而

韓國政府更重視消費者有更多的新產品和服務選擇，政府可以根據經驗

檢驗後合理地修改法規。韓國監理沙盒特殊之處在於提供了各種制度，包

括法規的快速確認、臨時許可和特殊情況的因應措施，在 ICT融合、產業

融合、金融創新、區域創新等，在各個行業得到廣泛實施和加速篩選。韓

國經濟、產業及貿易結構與臺灣類似，但當韓國面臨出口衰退、經濟成長

停滯不前的困境時，試圖從創新創業中開拓出另一波新經濟的成長動能。

韓國的創業環境發展過程，從法規、資金、人才等制度的落實與規劃，甚

至到整體產業結構的調整，皆展現活絡經濟的強大企圖心，在政府、財團

業者與創業家共同支持下加上鎖定未來關鍵技術如區塊鏈和人工智慧產

業發展（張琳禎，2019）。 

綜上所述，各國監理沙盒制度須以各國的經濟現況、產業需求以及文

化差異來制定不同的標準與機制。七國個案可以在場域上為兩類，大規模

監理沙盒，如英國、日本、韓國、德國與芬蘭，五者不侷限於任何產業與

公共事務；小規模監理沙盒則以新加坡、美國為代表，聚焦在解決特定產

業或公共議題。大規模的監理沙盒需要位階較高的主管單位，才能有足夠

的權力推行整體產業的創新與試驗，促進經濟發展；而小規模的監理沙盒

針對特定領域並且投入眾多資源，旨在解決國家的重大議題。在制定相關

監理沙盒政策時，需先將沙盒的範圍和持續時間明確定義，如韓國、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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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接界定明確的身形流程，讓民眾、企業能夠依循，尤其在公共政策

上更需要人民或企業有所遵循，最重要的是，在監理沙盒的申請過程中需

詳細表明為何此創新計劃需要沙盒的根本原因。 

最後，以表格（表1）呈現具全面性的瞭解。從表格中可發現各國皆

以國家戰略思維推動新技術、服務與產品於不同領域上測試，以增加國家

競爭力與解決國家問題為目標。該表分別從主責機關、計畫目標、審核機

制與當前困境與疑慮之項目做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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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各國沙盒機制比較 

國家 
項目 

英國 日本 韓國 德國 新加坡 美國 芬蘭 

主責機關 
資訊專員辦公
室 

內閣府、內閣
官房（相當於
臺灣總統府秘
書處） 

國務院、國務
協調室（輔佐
總統與國務總
理的幕僚機
關） 

德國聯邦經濟
事務和能源部
（相當於臺灣
經濟部） 

能源市場管理
局 

交通運輸部
（相當於臺灣
交通部） 

交通與通訊部 

計畫目標 

1.  維護資訊權
利的公共利
益、公共機
構和個人資
料 隱 私 促
進。 

2.  使一般民眾
能了解政府
單位持有個
人資訊和個
人資料權利
保護的相關
法律規範。 

1.  建立專案類
型的「監理
沙盒」系統。 

2.  為資料共享
和協作而減
少物聯網投
資的稅收。 

3.  促進資本投
資以提高中
小業者的生
產率。 

1. 平 衡 新 技
術、新產業
與人民的生
命、安全與
環境等公眾
價值。 

2. 引入三套監
理創新與安
全機制，以
確保新產品
和服務不會
因為現有法
規而延宕。 

1. 在不同領域
中需要減少
不 確 定 性
（ 監 理 手
冊）。 

2. 透過監理網
絡機制來改
善工業科學
與公共管理
之間的網絡
聯繫和資訊
交流。 

解決本土 能 源
仰賴問題 為 發
展具有前瞻性、
動態的能 源 格
局，鼓勵能源產
業進行關 鍵 技
術之測試。 

1.  促進自駕車
帶 來 之 益
處，加強公
眾信心。 

2.  將會依彈性
且技術中立
之策略，促
進自駕車競
爭與創新。 

3.  法令的與時
俱進與障礙
排除。 

1. 以個 人 為 中
心的 控 制 與
隱私，民眾有
權利 管 理 自
己的個資。 

2. 將可 用 的 資
料從 封 閉 的
倉儲 轉 變 成
可重 複 利 用
的模式。 

3. 開放 的 商 業
環境，增進資
料間 的 互 通
性。 

審核機制 
ICO 管理委員
會 

創新業務活動
評估委員會 

各部會設立審
議委員會 

成立監理沙盒
小組 

管理局專案小
組、外部專家 

交通運輸部 交通與通訊部 

當前困境或
疑慮 

並非政府組
織，約束力恐
有一定限制。 

權力過度集中
在中央政府，
無第三方檢視
（しんぶん赤
旗，2018）。 

目前韓國企業
或學界對沙盒
能否解決真正
的文題存有疑
慮。此制度應
會積極處理和
遠程醫療等社
會爭論點領域
（중앙일보，
2020）。 

此制度為了使
創新計劃更有
空間對於審核
時間、啟動時
間點以及執行
期間未有明確
制定。只能藉
由相關監理沙
盒報告推敲期
限。 

申請數量少，
是新加坡向來
對新創業者並
未給予太多限
制，故多數從
事金融科技服
務之申請人，
本即得以在現
行法規下營運
（國家發展委
員會，2017）。 

目前仍在審查
如何確切消除
自動駕駛汽車
的監管障礙，
必須符合將近
75 項的安全標
準。 

需要開發和採用
MyData 帳戶模
型以及 MyData
運營商業務的通
用標準。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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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國個案介紹 

針對我國之個案，分別概述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FinTech）、無人載具

科技創新實驗計畫以及臺北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TPMO）。 

1. 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FinTech） 

該機制發展背景，有感於各國為推動金融科技創新採取制訂新法、修改現行

法律，以及針對特定領域頒佈新規則等不同的金融監理手段，其中以監理沙盒為

核心的相關配套思維為最主要策略。基此，金管會決定積極步上世界趨勢，參考

國外金融監理沙盒制度並建立「金融科技創新實驗制度」，為求法令周延，立法

院於2017年12月29日三讀通過《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創新實驗條例），

並呈請總統於2018年1月31日公布，復經行政院發布自同年4月30日施行。該條例

做出明確規範，以建立安全之金融科技創新實驗環境。 

該條例有七大立法重點3，分別為：(1)適用以科技創新方式從事需經金管會

許可金融業務範疇之實驗者；(2)未限制申請對象；(3)享有法規豁免之實驗期最

長3年；(4)實驗完成後，依各業法規申請業務許可；(5)主動檢討修正金融法規並

提供轉介輔導；(6)提供金融科技業者輔導與協助機制；(7)兼顧消費者權益及金

融穩定。 

為達成該機制之目標，分別為：(1)創造能同時鼓勵金融科技創新與保護消費

者保護權益的金融監理機制，鼓勵金融科技創新，以及(2)幫助業者瞭解金融監理

體系，向市場取得資本、控管實驗風險，並在實驗成功後落實法規遵循及必要的

法規調適，以加速產生創新落地的效果。成立「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中心」，負

責執行金融科技發展暨執行創新實驗機制等政策任務；另外，設置金融科技創新

園區，提供新創公司初期營運的資源，強化產學研合作，共同加強國際鏈結、拓

展商機4。 

2. 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計畫 

經濟部技術處提出「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計畫」，其發展背景分別為：(1)

國內無人載具的發展以及實際場域的實驗，受限於各項交通法規未能隨著自動駕

駛開發的趨勢而隨之予以調整；(2)無人載具科技興起，為國際發展的趨勢，其伴

隨相對風險，如：無人機與建築物發生碰撞、墜落，或自駕車在道路上因系統失

靈造成事故等。基此背景，該計畫之目標為鼓勵國內產業投入無人載具創新應用，

並建構友善、安全、創新發展的法規環境。5 

 
3 行政院（2018）。《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鼓勵創新，提升金融競爭力，2020年
7 月 17 日，取自：https://www.ey.gov.tw/Page/5A8A0CB5B41DA11E/aa4a0c9d-14be-4664-ac59-
fc74a056d1fd。 
4 金管會（2019）。107年度金管會推動金融科技發展與法規調適書面報告，2020 年 7 月 17
日，取自：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739&parentpath=0,7,478。 
5 經濟部技術處（2020）。無人載具科技創實驗計畫，2020年 8月 26日，取自：
https://www.moea.gov.tw/MNS/doit/content/Content.aspx?menu_id=32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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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計畫參考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之監理沙盒精神，訂定《無人載具

科技創新實驗條例》，於2018年11月30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同年12月19日經總

統公布，經行政院核定自2019年6月1日施行。針對創新實驗之申請及審查基準、

審查會議之運作、實驗牌照之核發、資訊公告及告示、事故通報與暫停實驗之程

序等事項。6 

該計畫極需部會分工，由科技部與經濟部技術處負責技術研發，建立無人載

具軟硬體核心技術：交通部與經濟部技術處負責法規調適，制訂該機制之實驗條

例與修訂相關法規；科技部與內政部負責環境布建，建構實驗場域；經濟部工業

局負責產業推動。總體願景即是鼓勵產學研各界投入無人載具科技之研究發展與

創新應用，以促進產業技術及創新服務發展。 

3. 臺北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TPMO） 

臺北市政府資訊局為了推動智慧城市服務以及創新科技應用，於2016年2月

成立「臺北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Taipei Smart City PMO，簡稱TPMO），並訂

定「臺北市智慧城市產業場域實驗試辦計畫」。盼運用公部門資源，為實踐「智

慧城市新經濟」政策目標，引進民間最新智慧應用方案，媒合有興趣的產業加入

實驗，讓市民接觸更多智慧化服務，打造北市成為一座實驗室「living lab」，作

為政府與產業的溝通橋樑，協助推動智慧城市及物聯網相關應用於臺北市做場域

實驗7。 

Smart Taipei計畫有三大功能，分別為：Top-Down、Bottom-up、與公民參與

三個主要項目。特別是Bottom-up部分，與一般由上而下的城市規劃不同，TPMO

主要訴求為市民參與及公私部門協力，以由下而上的方式應用創新科技與資料來

解決市民的問題。透過產業提案至TPMO，在TPMO的協助下形成POC（proof of 

concept，以下簡稱POC）實驗計畫。8透過PoC方式改善傳統招標流程限制，讓廠

商可以在產品或服務提案後先進入真實生活情境測試，並透過與相關部會討論與

協作，了解目前有何需要修改。此過程不僅能夠提升該產品或服務適應外部環境

的能力，藉由使用者的參與亦能使廠商提早了解民眾需求。TTPMO透過「政策

幕僚」（top-down）、鼓勵創新（bottom-up）以及「市民參與」（Citizen-Participation）

推動創新機制。 

  

 
6 經濟部技術處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計畫辦公室（2019）。無人載具科技創新沙盒，2020年
7 月 17 日，取自：https://www.uvtep.org.tw/plan。 
7 李維斌（2018）。李維斌專欄：智商157的柯P智囊，資訊局如何讓臺北市變身智慧城市，
2020 年 5月 25日，取自 https://futurecity.cw.com.tw/article/281 
8 臺北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2020）。Smart Taipei 智慧城市成果手冊，2021年 4月 5日，取
自：https://smartcity.taipei/about。 

https://www.uvtep.org.tw/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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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公共服務數位沙盒制度的導入規劃與落地挑戰 

（一） 公共服務導入監理沙盒制度的規劃步驟 

政府進行公共服務監理沙盒機制之規劃，首先需釐清該產業是否受到高度管

制而使創新實驗的進行受限，進而判斷是否有導入沙盒實驗機制促進服務創新的

需求。另監理沙盒機制的規劃內容可參考各種已有的創新實驗制度，除了現行的

金融與無人載具相關的創新實驗法規屬當然參考之對象以外，醫藥產業的人體研

究經驗，由於規劃完整，不論從實驗申請、審查、進行的期間、結案、應用等等，

均有具體規劃，因此在國外也成為其他產業參考的對象。 

其次，主管機關需進行各項法規以及產業需求之盤點。例如，受高度管制的

金融產業、交通法規嚴格監理的無人載具等，由於有機會進行創新服務的開發研

究，因此需提供鬆綁原有法令限制的實驗場域進行概念驗證（prove of concept, 

POC），法規鬆綁範圍除涵蓋整體實驗環境所可能遇到的法規限制以外，亦需依

據實驗個案所提出的法規鬆綁需求進一步進行盤點。 

最後，在瞭解產業需求以及需排除之法規盤點後，該監理公共服務之主管機

關對於有機會創新且被驗證的想法，尚需進一步檢視申請業者以及計畫內容是否

有資格進入沙盒。其檢視的重點有二，首先，需檢視業者提供是否為真正的創新，

亦即是否針對現有問題提出解決方案，並使公共服務的標的對象受益；其次，對

於實驗風險的審查，需考量沙盒產品是否具有市場穩定度、市場透明度以及對於

被實驗者（公共服務接受者）的保護措施是否完備等因素9；最後，為節省主管機

關的監理資源，因此需審慎評估如何將資源運用在最具有測試與實驗價值的業者

或產品服務模式。 

（二） 成功沙盒實驗之落地挑戰 

對於有具體成效的創新服務構想，在實驗期限屆滿後，政府應設法透過協助

實驗申請人取得市場融資、媒合現有特許行業業者以及進行必要的法規調適等作

法，讓創新服務的構想得以具體落地，亦即成為實際的公共服務項目。然而，如

何定義實驗成功、如何迅速進行法規調適、如何媒合現有業者合作、如何降地新

進業者進入市場障礙以及協助其取得市場融資等等問題，仍是沙盒實驗結果仍否

具體落地的最重要挑戰。以我國「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第十七條的規

定為例，當創新實驗具有創新性、有效提升金融服務之效率、降低經營及使用成

本或提升金融消費者及業者之權益者，主管機關應參酌創新實驗之辦理情形，辦

理(1)檢討研修相關金融法規；(2)提供創業或策略合作之協助；(3)轉介予相關機

關（構）、團體或輔導創業服務之基金。另外，當主管機關認需修正相關金融法

 
9 Dirk A. Zetzsche, et al. (2017: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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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時，至遲應於創新實驗屆滿後三個月內，完成相關金融法律之修正條文草案並

報請行政院審查，則相當程度地展現了立法者協助創新實驗落地的決心。不過，

論者認為該法仍存有在評估實驗結果的法律效力拘束力不足、主管機關修法裁量

權限過大以及降低新進者進入市場障礙的配套不足等問題，以致未來的創新實驗

成果仍否具體落地仍有待觀察（彭金隆、臧正運，2019）。 

肆、 研究方法 

（一） 研究設計 

本文借鏡各國經驗探討我國推動公共服務數位沙盒之可行性與挑戰，以及研

提適用於我國公共服務數位沙盒推動建議與構想，試圖規劃推動公共服務數位沙

盒相關執行機制，並發展具體行動策略。沙盒研究雖然於實務進行多年，但運用

於政府公共服務甚少，能參閱的文獻並不多，故本研究透過深度訪談法與焦點座

談法進行質性資料的蒐集，藉以取得專家學者對此議題更深入的見解，協助本研

究於研究過程對於該議題之疑惑之處。 

呼應本研究目的，透過文獻檢閱分析各國經驗，如：日本、韓國、新加坡、

德國、美國，並檢視我國現況，也從我國現今推行的沙盒實驗機制個案，如：金

管會《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經濟部《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

臺北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TPMO）等，分別從個案發展背景、實施目的、執行

現況與影響等面向爬梳。 

經上述文獻綜整後，擬定可能制度推動建議，以及推動之風險評估與管理機

制，透過深度訪談與焦點座談進一步探討其適切性與可行性。本研究執行期間為

109年5月22日至110年3月30日，完成12場深度訪談、2場焦點團體座談、2場專家

團體座談，對我國已推動的沙盒實驗機制更深入瞭解，同時也對公共服務欲推動

數位沙盒機制有基本的策略思維、導入規劃與落地挑戰。 

（二） 研究流程 

本研究最終目的是提出一個政府藉由公共服務數位沙盒實驗機制的建構策

略，而達成政府數位轉型的終極目標，因為沙盒機制的名詞雖然出現很早，但是

被應用在政府數位轉型的政策領域上的文獻不多，因此，本研究初期將從實務個

案採擷入手，從「歸納」國內外個案內涵的方法，輔以專家訪談與焦點座談，研

究流程如 

本研究於文獻檢閱部分蒐集英國、日本、韓國、德國、新加坡、美國與芬蘭

的七個國家數位沙盒的個案資料，進行相關的比較，結果顯示各國的發展路徑與

焦點各有不同，推動的組織也有一定的差異，不過，都可以提供臺灣推動的參考；

進一步，蒐集目前國內主要的兩項已經落實執行中的數位沙盒實驗機制：《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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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以及臺北智慧城市

辦公室（TPMO），這部分的討論主要在思考若政府介入數位沙盒實驗制度，其

發展方向與投入程度，特別關注風險管控與法律位階相關問題的因應策略與執行

框架。總整前述，透過深度訪談與焦點座談方式蒐集資料與交叉驗證，分析其研

究發現，最後針對研究問題進行討論，提出研究結論與建議。 

圖2。 

本研究於文獻檢閱部分蒐集英國、日本、韓國、德國、新加坡、美國與芬蘭

的七個國家數位沙盒的個案資料，進行相關的比較，結果顯示各國的發展路徑與

焦點各有不同，推動的組織也有一定的差異，不過，都可以提供臺灣推動的參考；

進一步，蒐集目前國內主要的兩項已經落實執行中的數位沙盒實驗機制：《金融

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條例》、《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以及臺北智慧城市

辦公室（TPMO），這部分的討論主要在思考若政府介入數位沙盒實驗制度，其

發展方向與投入程度，特別關注風險管控與法律位階相關問題的因應策略與執行

框架。總整前述，透過深度訪談與焦點座談方式蒐集資料與交叉驗證，分析其研

究發現，最後針對研究問題進行討論，提出研究結論與建議。 

圖 2：公共服務數位沙盒實驗機制研究流程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三） 深度訪談法 

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s）是透過研究者與受訪者的深度對話，發現

特定議題的脈絡內涵、受訪者對於相關問題的經驗、詮釋和洞見。為了能夠更深

入了解各行政機關有導入沙盒機制之業務單位主管或同仁或對公部門有深入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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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資訊專家對於公共服務沙盒實驗機制的看法，本研究經由立意抽樣

（purposive sampling）方法，透過團隊的人際網絡關係、國發會資管處引薦之下，

於109年6月22日至109年11月12日成功約訪16位受訪者，其領域來自醫學（A1、

A12）、金融（A3）、相關研究領域學者（A4、A8）、產業界相關人士（A7）、

科技法律專家（A10）、中央機關（A2-1、A2-2、A2-3、A6、A8、A11-1、A11-

2）以及直轄市政府（A5-1、A5-2），共計訪談16位受訪者。 

訪談採半結構化方式進行，根據本研究問題二與三，同時也呼應研究目的二：

「研提適用於我國公共服務數位沙盒推動建議與構想，協助規劃推動公共服務數

位沙盒相關執行機制」，設計訪談題綱，以「數位轉型的認知與理解、問題與風

險承擔」、「沙盒實驗機制的認知與理解、運作與限制、可行領域與規範設計」

兩大面向深入探討，目的為了解現今我國公私領域執行沙盒實驗機制之推動構想

與實際情形，進而與研究問題一的各國沙盒機制之經驗採擷相結合，思考公共服

務欲推動數位沙盒實驗機制之可行領域與機制設計。訪談過程若受訪者提出之想

法引發訪談者進一步的問題思考，會視情形開放式請益，使訪談內容更加聚焦。 

（四） 焦點與專家座談法 

除透過深度訪談瞭解各領域對於沙盒機制的見解與執行情形，也以焦點團體

座談、專家會議之方式，邀請相關領域學者專家，參與者需具備對於該座談主題

相關之知識或經驗，針對座談討論議題提出意見與感受。本研究於109年7月3日

執行第一場焦點團體座談，探討議題為「瞭解公部門數位轉型其制度設計、法律

規範、執行現況與困境，進而探討公共服務數位沙盒實驗機制的規劃與執行應注

意事項」呼應本研究研究問題二與三，聚焦於檢視「數位轉型實際執行情形或是

期待的發展路徑？」的各環節的重點與執行問題，參考對各國執行沙盒機制的文

獻整理以及我國相關執行沙盒機制之探討。 

此場座談邀請研究機構、大學任職之專家共計5位，皆研究沙盒機制議題，

如：無人載具創新實驗機制的設計（P1）、各國沙盒機制的比較研究（P2）、我

國金融監理沙盒機制設計（P3、P4）與金融與醫療沙盒機制的法規層面剖析（P5）。 

另外，為針對我國現今發展之個案有深度瞭解，於109年8月17日、109年9月

7日分別執行兩場專家團體座談，探討議題聚焦檢視「以臺北市政府推動智慧城

市為例，探討公共服務導入沙盒機制的策略設計？」的各環節的重點與執行問題。

兩場專家團體座談挑選之案件類型中的專案，分別邀請相關業務局處與提案廠商

參與，每一專案的業務局處與提案廠商須擇一方出席，同案件類型需有一者為相

關業務局處與一者為提案廠商，而同專案其相關業務局處與提案廠商不可同時出

席本場會議，維持專家座談的公正性。 

本研究於109年8月17日的座談，至TPMO官網抽樣智慧城市專案，抽樣以案

件進度與案件類型件數前三高為標準，分別為智慧交通、智慧健康、智慧環境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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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已完成之專案，另外特別抽樣智慧政府類型，挑選之案件類型中的專案，分

別邀請資訊局人員（G1、G2）以及相關業務局處（G3、G4、G5、G6、G7）與

提案廠商（C1、C2、C3、C4、C5、C6、C7）參與，欲瞭解地方政府內導入智慧

方案之推動情形。109年9月7日第二場專家團體座談，分別從智慧交通、智慧政

府、智慧建築、智慧健康、智慧教育類型挑選正在進行之專案，依照提案方式分

類成市府自發性的Top-down徵案以及廠商Bottom-up提案，挑選之案件類型中的

專案，分別邀請資訊局人員（G1、G2）以及相關業務局處（G8、G9、G10、G11）

與提案廠商（C8、C9、C10、C11）參與。 

109年10月19日執行第二場焦點團體座談，探討議題為「瞭解公部門數位轉

型其法律規範與機制建立」，聚焦於檢視「政府若推動公共服務之監理沙盒，法

律規範與機制建立藍圖為何？」此場座談邀請研究機構、大學任職之專家共計5

位，皆研究沙盒機制議題，如：無人載具創新實驗機制的設計（P1）、科技法律

相關專長之學者（P7、P8、P9、P10）。 

伍、 研究分析 

本研究透過深度訪談、焦點座談方式，進行觀念與研究構想之聚焦與交叉驗

證，從制度面、規範面與執行面進行分析，探討沙盒實驗的制度設計、受到現今

法律規範與沙盒實驗應進行的法規調適，最後，執行上的設計。綜合上述，進而

反思我國如欲推動公共服務數位沙盒實驗機制，應思考之方向： 

一、 制度面 

制度面上的剖析，著重於沙盒機制的認知、適合導入沙盒服務之公共服務性

質、推行沙盒實驗機制的機關位階、組織內長官之任事態度與協調能力。 

（一） 沙盒機制的認知 

對於沙盒機制的認知可從沙盒的定義與推動動機談起，沙盒的目的是驗證新

事物並檢視阻礙之處，進而於實驗過程中進行風險控管。從訪談的個案中，不管

是無人載具、醫療領域、專案辦公室、法規調適等，都有依照領域性質發展出的

審查機制；另外，與沙盒機制經常一同談論的試辦計畫，其差異來自於法律框架

的限制。 

1、沙盒機制的意義與動機 

沙盒機制其意義綜整受訪者所述，發展前提為在安全優先高監管的領域裡面

才會有必要進行此機制，並且在特定環境中於一定時間內進行創新實驗，其目的

並非取代現今的模式運作而是強化運作方式，達到創新目的。創新過程本身具有

風險，故沙盒的目的為如何管控風險。以公共服務數位沙盒實驗機制來說，即新

興科技在公共服務領域中於一定的環境與時間內進行驗證（A1、A2-1、P3、P8）。 



 

17 

沙盒的概念，是在安全優先高監管的領域裡面才會有必要，如果他本來

就是一個低監管的環境，恐怕就不見得有去設計沙盒。…提到的兩個一

個是公共服務一個是監管，監管這一塊的立法架構目前有兩種可能，一

個是以技術來思考沙盒，另一個是以特定的應用領域，例如金融、醫療。

後者一定是有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去設想，他要怎麼開放，前者可能會

是一個拉高到可能 AI，現在有在討論 AI基本法。（P8） 

2、沙盒實驗與試辦計畫有何不同 

因沙盒機制目前於公部門推行尚未普及，現今較常推動以試辦計畫居多，試

辦計畫相較於沙盒機制，其差異試辦計畫會受限於現行法律規範進行嘗試與應

用，無法跳脫傳統與法律框架；沙盒實驗是希望能跳脫法律規範與放寬容錯的範

圍下進行試驗。 

…試辦計畫會因為現有的法規的限制的情況之下，只能在個框架裡頭做

相關的應用，沒辦法超過框架。…所以為什麼要有沙盒，除非是真的要

跳脫框架，不然你永遠會在框架裡頭做應用，但是你就沒辦法去有一個

更重新的突破。（A2-1） 

沙盒實驗的實務運用，受訪者A6認為於衛生領域行之有年，即是「臨床實

驗」，運用於醫療產品、藥品、方法驗證、政策實驗等，實驗機制中有嚴謹的程

序與風險控管；而衛生領域的試辦計畫也不計其數，如全民健保，因涉及之利害

關係人廣泛，若一下全面推動試驗影響甚大，故透過小規模且反覆的方式來進行

驗證（A1、A6）。 

…健保的試辦計畫道理其實很簡單就是大規模推又推不起、小規模覺得

又有意義或是又有壓力需要辦的，他就會用試辦計畫的方式來做，這是

健保改變的一個方法，因為健保講全民健保，一下子就全部人遭殃，所

以有時候他要用一些方法去試辦，這是他行政的方法。（A6） 

（二） 適合導入沙盒機制的公共服務性質 

有對於沙盒認知的觀念，以及釐清試辦計畫與沙盒實驗機制的差異之後，針

對本研究的主題：公共服務數位沙盒實驗機制，受訪者建議應思考公共服務的範

圍以及性質，進而思考沙盒實驗的機制、規範與執行。受訪者P3認為，公共服務

應區分性質並且影響民眾最大的為優先處理；另外，P4認為以現今新興科技的技

術，政府須仰賴民間的能量，才能促成公共服務的數位化，故公私協力的公共服

務是未來趨勢，需要盤點哪一個領域的公共服務可以給予公私協力的空間（P3、

P4、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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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務數位沙盒，我覺得反而很重要的是去檢視到底有哪一些類型的

公共服務是可以比較多公私協力參與的空間。（P4） 

我是覺得公共服務這一塊，如果要碰到沙盒的機會其實相對應該是少

的，因為 enhancement的程度比較多。…其實沙盒我覺得本來就是一個

真的是很 distrutive 的東西才會跑到沙盒裡面去，不然的話應該都在試

辦計畫裡面，因為幾乎都是 improve，改一點。（A3） 

什麼性質的公共服務適合導入沙盒機制？受訪者提及進入沙盒機制的公共

服務應是新的技術，如：新興科技，這項服務會對現狀帶來比較大幅度改變時，

就需要進入沙盒實驗。針對公共服務的領域，以TPMO為例，所有的專案中各領

域發展中，以交通類最多，因為較常接觸最容易看見問題所在；另外，對於公部

門來說，社福領域也是可以發展沙盒實驗的領域，因業務性質屬於急迫性，且對

承辦人來說業務負擔較重，可嘗試透過數位轉型或是新興科技的方式改善現況

（A3、A4、A9）。 

（專案辦公室過去的案件）交通最容易被看到、被接觸到。像教育那些

其實都有點遠。社會局其實也很多、衛生局也很多，但這些東西都有一

點 niche的東西，民眾比較不會碰到。（A3） 

社福領域，因為社工的業務負擔量很重，社工有限可是我要服務的個案

太多了，他希望能夠用就是科技來幫忙，…有沒有辦法用這個數位轉型

或是科技的方式來去幫他改善他自己現在有的業務量。（A4） 

（三） 推行沙盒實驗機制的機關位階 

公共服務數位化以需要跨部會機關的協調之服務居多，目前我國有發展沙盒

實驗機制的產業，分別為FinTech與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計畫，前者以金管會

為主管機關；後者以經濟部為主管機關。二種類型皆為針對特定產業規劃的機制，

並且由中央相關部會規劃與執行，但若涉及跨部會的業務，仍需有更高層級的機

關擔任溝通與協調的橋樑，如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 

從經濟部的角度來說最主要是在推動無人載具的產業，如果要推動的話

勢必會面臨到法規上的一些問題，當初這個部分是由行政院科技會報統

籌處理，科技會報他是在推動科技產業，所以算是非常大力在推動無人

載具的科技發展，推動過程中就會跟一些廠商去做訪談，馬上遇到法規

的問題。（A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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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FinTech與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計畫的機制設計與發展，誠如第二章

第二節的整理，不免省思，若公共服務數位沙盒實驗如欲規劃出一體適用機制，

主管機關為何？也是就哪個機關應擔起責任推動執行，也同時呼應最近討論的數

位發展部的建立（A2-1、A5-2、P8）。 

一體適用的沙盒誰要當主管機關？除非是國發會願意當，因為它是屬於

綜合性，比如說金融科技沙盒是金管會，無人載具也有討論是科技部、

交通部、最後變經濟部，有一些轉折。權責單位到底是誰？這個想法雖

然是很理想，但是操作上有它的困難。（A2-1） 

基本上要 cover各部會在發展數位，數位發展部都要做，現在數位發展

部在幹嘛現在還不是很確定。（P8） 

（四） 組織內長官之任事態度與協調能力 

對於沙盒機制的推動，其目的是要突破現行法規限制進行試驗，而不管是金

融、醫療還是公部門，各領域若要順利推行，長官或是主事者的支持尤其重要，

會影響組織願意嘗試的態度（A1、A2-1、A3）。 

主事者的心態我覺得還是滿重要的，就是說今天假設交給交通主管機關

的主事者是比較保守的，這件事情要突破就有他的難度，但是假設這個

主事者他很 open mind 的方式去看待事情，動作就會很快。（A2-1） 

事務官出來的東西，他也是要他的績效。…如果長官要，他就會比較配

合；如果連長官都不要，就不用談了。偶爾遇到幾個公務員，他願意從

bottom up，願意承擔。（A3） 

另外，因目前公共服務趨勢為跨局處居多，各局處對於沙盒機制的認知與態

度會有所不同，故跨局處的協調也會是沙盒機制順利運行的環節之一（A3、A5-

2、A10、P1）。 

以無人載具來講，因為交通部的公路總局拒絕接受，經濟部的前瞻司做

了之後發現自己不是主管機關變成所有東西想管也管不到，最後經濟部

來接，確定主管機關之後，就要去運作立法出來；另外一個所謂的辯證

程序是在跨部會協調的部分，為什麼通常已經確定了一個主管機關之後

還會設計跨部會的協調，因為營業行為，收錢這個行為很明顯就不是業

管機關要管，因為他要管的事情是營運的行為。（P1） 

二、 規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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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面上的剖析，著重於法規調適、風險控管，進而思考公共服務數位沙盒

實驗機制如欲從中央發起，其基本法設計與適用性是否可行。 

（一） 法規調適 

面對沙盒實驗機制，常提及進入沙盒實驗機制的前提為當實驗會觸及法律

時，需要盤點所觸及的法律規範，進而調適。調適過程有很重要的概念為法律保

留原則，即任何行政行為或規定均有法律明確授權，在沒有法律授權下，行政機

關不能繞過立法機關，以自治規則處理，進而侵害人民基本權利或義務。 

自治條例跟自治規則，自治條例完全是符合法律保留原則的，因為它是

涉及到人民的基本權利義務，所以不能夠繞過地方的議會，而由首長直

接用自治規則來處理，涉及到該地居民的基本的權利或義務，要用自治

條例的方式去處理。所以一定要嚴格地去界定有沒有是屬於全國人民的

基本權利和義務，或者是該地區人民的權利或義務，這樣的話就免不了

要有法律或自治條例。（P5） 

以《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為例，此法條參考其法條已清楚呈現不排

除民、刑事責任。受訪者提及，當初設計法條時於實驗階段中，政府的力量對創

新實驗會形成管制或是障礙，故僅在法規調適上放寬行政管制，降低政府對於創

新的阻礙，但不排除民刑事責任，以確保相關人身與財務等安全上的保障。同時，

也明文規定執行細節，述明遊戲規則。 

法條寫得很清楚，民、刑事責任不排除，…所有名列的條文只有一條涉

及到刑事責任，其他全部是行政責任，排除的是政府的力量對創新實驗

的管制，或者說障礙。（A2-3） 

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第 22 條，把可能碰到的法規寫進來…，後

續怎麼運作，先有一個母法接下來就訂一個子法，子法其實有點像是執

行的細節、follow的規則怎麼做，會包含會議怎麼開，還有一些安全事

故怎麼去處理、牌照怎麼發、計畫怎麼去管理。（A2-1） 

（二） 風險控管 

不同領域其沙盒機制會因控管風險的差異，其審查機制的運作會有些許不

同。風險差異以醫療領域來說，著重於生命安全的風險控管；無人載具領域風險

控管除用路人之人身安全，道路秩序等有可能發生的事情，皆是風險的一種。兩

者對於沙盒機制風險的控管都有成立委員會審查，以無人載具領域除有固定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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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組成，也會依照產業性質的屬性邀請相關領域專家以及會部會出席會議，除

透過審查機制控管之外，也可以試圖將風險分級，形成準則（A1、A2-1、P3）。 

基本上我們大概分成兩大塊，一個叫做事前的審查、一個事後的管理，

事前審查的部分就在子法裡頭去把各細項訂出來；事後管理包含車子，

比如以自駕車為例，上路之後要怎麼去管理他，如果出了事要怎麼去處

理他。…第二個就是審查會有核心的委員，專家的話依照 case去挑。…

各式各樣影響到你的秩序都是風險，所以主管機關也會來，還有請一些

技術領域的專家也幫忙思考有沒有可能其他的風險會產生。（A2-1） 

除透過委員會進行審查，也有些政府成立專案辦公室進行審核，若專案具有

創新思維、可行性且符合政府需求，有機會列入考量；專案辦公室評估後其技術

具有可行性，會協助安排廠商與資訊局開會，討論構想與方向（A3、A5-1）。 

專案辦公室這個單位可能透過資訊局去做協調，他把東西講清楚，資訊

局可以坐下來慢慢聽，資訊局聽完之後再判斷決定說要找哪幾個局處來

談什麼事情，先幫忙搞清楚，到最後確定責任都區分清楚。（A3） 

（三） 基本法的適用性 

從文獻檢閱與上述分析中，可發現目前針對特定領域進行法規調適並設計相

關條例進行試驗居多。本研究進一步思考，若欲推動公共服務數位沙盒，其一體

適用的基本法應如何設計與面臨之問題？在訪談與座談時，受訪者提出擬定通用

的基本法具有困難度，原因來自於公共服務的多元性會有其差異性，法規的衝突

之原因不盡相同，難以一體適用（A2-1、P7）。 

我不認為在推動公共服務數位沙盒的這個機制的時候要推一個基本法，

因為訂了能夠發揮效用的可能性不高。…比較建議應該是先畫一個範

圍，然後把現行公共服務相關的法案都找出來盤點，去思考說如果要推

沙盒實驗的話，哪些條文是有衝突，全部把他列出來，這個技術上比較

簡單。（P7） 

另外的問題來自基本法的定位與執行細節的規劃不易，基本法的法律位階與

一般法律相等，當與一般法律衝突時，釋法上難以分辨何為優先，會造成沙盒實

驗機制於法規調適上的矛盾；另外，當服務牽涉廣泛時，差異性會難以規劃執行

細節（P7、P9）。 

我一直覺得這種立法技術某種程度對部會而言也有宣示的意義，在我的

任內完成基本法表示完成一個基本政策，可是究竟基本法在我國法律有

什麼定位嗎？其實沒有，跟一般法律一樣，當他跟其他法律衝突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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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非常難解決，造成很多實務上的問題。（P7） 

三、 執行面 

執行面上的剖析，有執行上的步驟與未來執行上面臨的挑戰。 

（一） 執行步驟 

以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的創新法規沙盒機制為例，提供法律調適平臺，使具有

創新思維與規劃的中小企業，透過此協調平臺，瞭解對於違法性以及後續與相關

利害關係人或團體的協調，執行程序上，第一步驟是像申請廠商蒐集資訊，瞭解

有無違法的可能性；第二步驟進行利害關係人之協商。 

他們有一些新的想法時會先來問，就法的內容，先幫他初步了解說到底

有沒有違法的可能性，做一個諮詢的服務。然後很多其實就是做一些違

法的事情，可是他們覺得是新創，但其實已經很偏離，我們就會很明確

跟他講。（A11-1） 

以虛擬實驗法規調適為例，瞭解各領域於虛擬世界中會面臨的問題，涉及到

不同部會時，會透過協商瞭解哪些問題需要處理，開始進行法規調適。為了要了

解產業趨勢與面臨挑戰，於2015年推動的V-Taiwan與Join平臺，為Top-down與

Bottom-up機制，促進創新發想與公私領域交集。 

虛擬實驗法規調適在行政院主導的專案，跨 20 幾個部會，幾乎每個部

會都有。思考部會裡面涉及到的虛擬世界的東西有什麼，比如說衛福部

當時在做遠距醫療，…目前醫師法第 11 條你原則上是不可以，醫師法

第 11 條要不要調？…10 幾個部會，每個部會都去想虛擬世界會對你造

成什麼影響。…你有哪些問題，然後涉及到不同部會，大家開會，開會

完以後覺得這個問題需要處理，需要處理就開始。（A10） 

（二） 落地施行 

不管是無人載具抑或是專案辦公室交通領域的專案，受訪者皆提及若實驗未

來要落地執行，是要對現行法律進行修法，才能將實驗結果落實。另外，對於實

驗結果的成功跟失敗，受訪者認為最重要的是個過程的驗證，若將成功跟失敗的

定義取決於能否落地執行，取決於主管機關與業務單位的決定（A2-1、A2-3、A5-

2）。 

不太應該重視所謂的成功跟失敗，而最重要的是個過程的驗證，至於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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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我們把成功跟失敗的定義取決於能否上路或落地的這個事情來講的

話，我覺得同樣還是交通主管機關要去做。（A2-3） 

四、 小結 

經上述三大面向，於制度面、規範面與執行面上的分析，進一步探討制度面

上的沙盒機制的認知、沙盒服務之公共服務性質、推行沙盒實驗機制的機關位階、

公務體系的究責文化、組織內長官之任事態度與協調能力；規範面上的法規調適、

風險控管、績效評估，以及一體適用的法規設計之可行性；最後，執行面上，瞭

解相關我國個案上的執行步驟以及面臨的落的挑戰，綜合前述分析，提出以下研

究結果，歸結如下： 

其一、應有清晰的沙盒機制的目標：雖然國外比國內還早幾年沙盒機制的運

用與研究，反觀臺灣近年開始重視此議題，從金融科技領域、無人載具等領域開

始，皆對特定領域設計，若要從公共服務角度設計一體適用的沙盒機制，需要了

解沙盒機制的用途與目標，從推動動機、審查機制、責任歸屬、機關績效評估等

面向通盤思量，另外，要分辨與行之有年的試辦計畫的區別，進而分類公共服務

性質若要引進新興科技，應用哪種途徑進行較為合適。 

其二、適合高度管制且帶來有感影響的公共服務：什麼類型的公共服務若導

入新興科技進行試驗需要透過沙盒機制是公部門若要引進沙盒機制時需要思考

之處，經訪談與了解沙盒機制為突破法令框架嘗試產品與服務，了解效益的用意

後，本研究認為適合導入沙盒機制的公共服務類型需要具備高度管制、為民眾常

接觸的政策、改善公部門業務運作，前述性質的公共服務是較於適合導入沙盒機

制的前提，但使用者為何，也就是公共服務的使用對象，待釐清中。 

其三、一體適用的沙盒機制推動位階應為中央機關：現今臺灣推動的沙盒機

制以無人載具來說為中央二級機關；某直轄市的專案辦公室為地方政府一級機

關，其位階對於跨域協調整合來說仍具障礙，基此，若要推動一體適用的沙盒機

制需要由中央一級機關統籌，如：國發會，當統籌機關位階夠高，跨域協調成效

才會彰顯。 

其四、長官意志與局處態度以及法規問題為推行障礙：公部門的組織文化若

趨於保守，會影響對於新型實驗型態的接受程度；長官願意支持程度會影響機關

同仁勇於創新的態度；現行法規的從嚴解釋也會影響沙盒機制的框架突破。 

其五、基本法之設計須顧及公共服務多元化衍生出之差異性：若公共服務數

位沙盒實驗機制欲從中央機關以Top-down方式進行，設計之基本法需要考量公共

服務的多元性所產生之差異性，會使後續細節上的執行使法規調適產生挑戰，建

議在基本法的標準下，針對各領域設計子法，並且各自擁有單一法規窗口，進行

深入的法規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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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六、成功實驗的落地應如何進行法規調適為一大挑戰：成功的沙盒實驗帶

來的是技術上的創新突破，如何讓技術得以落實，首當其衝即是當今法規的修正，

使技術或產品得以合法上路，故沙盒實驗機制在一定的期限內僅能作突破框架的

試驗，但要落地還是得回歸一開始的衝突法規的修法，才得以實行。 

陸、 研究發現 

研究分析的六項小結論，隱約可以看出政府推動公共服務數位沙盒實驗機

制，有兩個不能忽略的推動路徑，一是從上到下的Top-down路徑，前述三、四與

六項目都有這樣的意義，不過，由於數位科技的應用非常廣泛，從上到下的路徑

在知識領域上無法完整，因此，推動公共服務數位沙盒實驗機制也需要從下到上

的Bottom-up路徑，讓功能性與地域性的差異可以與數位科技充調和，前述二與

五項目有這樣的意義，因此，以目前多樣性的沙盒機制運作現況中的探究得知，

政府下一階段推動公共服務數位沙盒實驗機制的可能路徑，基本上可以包括前述

最主要的兩類。以下將從Top-down路徑與Bottom-up路徑，規劃我國如欲推動公

共服務數位沙盒其執行機制之規劃。 

一、 Top-down 策略 

（一） 公共服務數位沙盒的法制思維 

政府機關以行政手段規範人民時，應先對於該行為之性質加以區隔而為不同

程度之規範。在思考公共服務是否需要沙盒制度的建立，需先思考的是擬建立沙

盒制度的公共服務範圍為何。以行政手段對於人民所發生的法律效力進行分類，

可包含干涉人民權利而對人民課加義務或負擔並進一步限制人民權利的「干涉行

政」、與「給付行政」兩大類。其中「給付行政」具有雙重之意義，就實質而言，

給付為行政之目的；就方法而言，給付是行政的手段。公共行政如果為達成扶助

個別人民並進一步改善大眾生活的給付行政目的，也可能採取干涉行政的手段為

之；另在方法層面，「干涉行政」與「給付行政」也並非互斥而不相容，可能一

措施以干涉方式達到給付目的，也可能兼具干涉與給付之性質，或是以同時或先

後方式併用兩種措施（陳敏，2007）。 

基於沙盒制度的目的，就現有高度管制的法規予以放寬，則其管制的本質，

應屬於以干涉行政之方式管制的領域，以達成維持一定秩序行政的目的；而其以

干涉維持秩序，最終應仍有為了提供公眾利益的性質在。沙盒機制主要是將限制

的法規放寬，需要思考在此之度之下若是放寬法規後，對不論是原先管制的少數

人或是原先擬保護的多數人的影響是否造成侵害？受影響的究竟是實驗本身或

是所提供的服務內容或對象？若沙盒機制所帶來的結果對於少數人侵害較嚴重

的基本權利，或是對於多數人原先受保護的權益帶來更多的侵害，則法律上保護

密度應提高，並依據釋字443號解釋之層級化法律保留原則進行，訂定適合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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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之明確法規；但若沙盒的開放並不會帶來更高的風險，反而對於益處較多並

帶有給付行政目的之措施更有幫助，則或可以行政機關依其職權以授權命令或行

政規則進行即可。 

除法律體系的層級規範外，行政程序法已就行政部門權責所發佈規範的規

定，依據對外規制以及對內部管理效力之差異，區分為法規命令與行政規則。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150條規定所稱法規命令，係指行政機關基於法律授權，對多數

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抽象之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法規命令內容必須

明列其法律授權之依據，並不得逾越法律授權之範圍與立法精神；至於行政規則

係依據同法第159條，指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或長官對屬官，依其權限或職權

為規範機關內部秩序及運作，所為非直接對外發生法規範效力之一般、抽象之規

定。則依據不同事務性質、行政機關之權限，機關亦應評估以何種方式進行其行

政行為之選擇。 

（二） 公部門內部的創新運作 

若公務員有創新構想，或是配合時代科技進步而可改變現有的服務提供模

式，且在現有法規允許的情形下，政府可僅以政策執行之方式，依法直接辦理；

若對於全面提供服務有所疑慮時，可先以小規模限定區域範圍、對象、提供部分

經費之方式，採取試辦計畫，以獲得政策執行所需之參考實證數據，進一步評估

擴大政策全面施行之可行性，以確保施行後之風險可控。另外若現行法規並未不

許之情形下，解釋上理應可直接執行或進行實驗。但為保障人民相關權益，以使

參與實驗者所承擔之風險明確或為爭取相關補助預算，在對於人民不至於造成侵

害之實驗計畫，仍可比照現行法規允許之情形，透過試辦計畫方式進行實驗；但

若考量法律不明確，而實驗計畫之進行可能造成人民權益的侵害時，亦可採取立

法方式，訂定明確之法規，或是擬直接施行之措施，可在透過立法程序之法律保

障之下，有限度的由參與實驗者參與實驗計畫並承擔風險，以符合法律保留原則。 

各種政策形成乃至執行的過程，不論採取的是先經長期討論評估可行性後再

施行，或是逐步開放後逐步評估風險，都是基於行政機關職權可直接執行，或透

過修改法規可執行。因此，對於沙盒實驗的需求，會與私部門所提出的創新提案

不同。私部門所提出者，為現有法規所不許，但可能因私部門希望爭取主管機關

開放；或是私部門也還無法確定可行性與風險，希望透過主管機關給予限定場域

的開放以評估可行性。然而，對於公部門創新實驗對於沙盒機制的需求，應是該

創新計畫之風險已經超出現有科技及專業能力所可能想像的範圍，致使行政機關

與首長不願意採取直接的政策施行或是修法解決，而要求下級公務員必須透過沙

盒實驗的方式，取得更多可供信賴的資料，作為支持後續政策形成的依據，也有

助於說服立法機關進行修法。因此相對於不具有公權力的私部門，公部門進行創

新政策，有更多的優勢，沙盒制度的需求可能相較於私部門提案創新來得低，侷

限於風險較高、與現狀改變較大的政策。（思維流程請參見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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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專案型監理沙盒制度概述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三） 公部門規劃公共服務數位沙盒制度之考驗 

1. 沙盒制度的體制規劃 

要推動突破既有法規限制的「沙盒實驗」，一個主要問題絕對來自於一旦公

部門提案後，由「誰」來決定在這個沙盒中可以暫時「違反」哪些現有法令，以

確保公務員依法行政原則獲得背書，取得可能的創新效用。其實從這個角度而言，

對公部門本身就是一種創新。公部門盤點確實有必要規避的法規限制，並思考應

如何使用創新的立法技術，來考慮基於技術現實而產生的突破需求，並進一步量

身定做更具有彈性的監理框架。公部門必須從政策面促進產業的創新，注意避免

被以過去觀念為基礎的立法受限，並為私部門和民間共同提供思考創新的空間。

因此，不同於現有沙盒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主管，若擬全面性在公部門建立沙

盒制度，則需以更上級機關進行統籌。 

2. 沙盒制度建立的法規思考 

至於在法規層面，各領域的沙盒實驗所需考量的法規差異極大，因此不論係

以基本法或以處理指導原則方式，都有一上位辦理原則的需求。由於細節規範終

究需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負責，因此除非有重大政策宣示需求，需透過立法機

關程序之基本法在程序上定有較大之困難。沙盒實驗終究會造成人民的部分侵

害，若先以行政機關之內部行政規則進行規範，要求各主管機關在法制作業階段

需訂定明確法律草案，以及在制訂法律草案時，能依照一致的處理原則，避免各

機關各自為政；再透過立法機關之立法程序授權，制訂新設機關所需之組織法（設

置條例）、或指定原有機關負責該項業務，另制訂統一之「創新實驗管理法」，

並納入地方主管機關，將各領域創新實驗具有一致特性之共通部分進行一致的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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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最後針對各專門領域所需之法規由各部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制訂特別法

（條例）。此一思考體系及程序，除在程序上較為簡易明瞭；且因行政機關內部

之行政規則經過立法程序立法，取得沙盒實驗機制之合法權源，亦不會違反層級

化保留原則中，對於人民可能遭受侵害的事項應由法律保護的原則，不至於使立

法權的監督遭受架空（法規思考流程請參見圖4）。 

圖4：法規思考流程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至於在處理原則中，參考現有各種實驗法規，包括金融科技發展與創新實驗

條例、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人體研究法、或實驗教育三法之內容，訂定

法規原則之考量，定需包括之原則如下，並在上開原則之下，可訂定相關運作之

準則（或基本法）： 

(1) 主管與審查之機關； 

(2) 申請與審查之程序； 

(3) 計畫提出之內容：包含實驗之範圍、期間、規模與進度； 

(4) 對於實驗之監管； 

(5) 對於風險之評估與防免控制方式； 

(6) 對於參與者之充分資訊揭露、參與者之保護與同意； 

(7) 對於未參與同意者所造成之風險（例如無人載具可能造成路人用路之風

險上升）； 

(8) 法律之排除適用與豁免，以及排除之原因與風險評估； 

(9) 實驗者之權益保障及救濟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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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利益衝突之揭露與迴避； 

(11)實驗成效之評估 

二、 Bottom-up 策略 

公共服務數位沙盒實驗機制的Bottom-up發展途徑，該沙盒乃是公部門為因

應數位科技發展，建構出鼓勵私部門提出由下而上公共服務創新的途徑。由下而

上的公共服務創新需歷經幾個流程，包括：（一）設立創新方案媒合機構階段、

（二）創新方案提案審查階段、（三）創新方案風險與法規評估階段、（四）創

新方案沙盒實驗設計階段、（五）創新方案沙盒實驗實施與資料蒐集階段、（六）

創新方案沙盒實驗結果評估階段、（七）創新方案落地評估、（八）政府資源配

置及法規調適階段以及創新方案正式實施階段等。茲就各階段內涵描繪如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並就其內容分別敘明如下。 

（一） 設立創新方案媒合機構階段 

由誰來受理與協調由下而上的公共服務創新方案從提案到落地的相關事宜，

是公共服務數位沙盒實驗機制需最優先處理的問題。這個受理私部門公共服務創

新提案以及協調相關政府部門導入實驗和方案落地事宜的機構，可以是政府機

關、政府委託私部門設置經營或私部門獨立設置的機構。惟不管採用哪一種方式

設立創新方案媒合機構，該機構至少需具備以下三種功能：1、專業評估；2、跨

域溝通與協調；3、方案推廣與行銷等。 

（二） 創新方案提案審查階段 

由於私部門提出的公共服務創新方案經常涉及跨政府機關管轄領域的議題，

加上在開放場域或實地場域導入實驗即意謂著行政機關需動用一定的人力和物

力來協助或管理實驗相關事宜，因此透過審查機制以事先篩選出具有潛力的創新

提案，將影響實驗的成本以及未來成功落地的機率。在此階段的書面審查重點包

括：1、服務需求；2、服務技術與營運模式的可行性以及3、預期服務效益和未

來發展遠景等。當書面審查發現拒創新效益的提案，可進入下一階段。 

（三） 創新方案風險與法規評估階段 

當某創新提案經初步評估潛在需求與規劃解方具有發展前景之後，接著需進

一步審查創新提案可能帶來的效益（如政治、社會、經濟和環境面向帶來的效益）

遭遇的各種風險（如評估提案對政治、經濟、社會及環境面向帶來的風險）以及

提案的適法性（如評估解決方案是否抵觸現有法令）與進行實驗的適法性（如是

否符合研究倫理規範、實驗程序的適法性），在確認風險可控且有足夠法源依據

支持提案進行實驗之後即進入下一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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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創新方案沙盒實驗設計階段 

當創新方案進入沙盒實驗階段，需由提案單位提出完整的實驗計畫，確定實

驗場域、條件、方法與期程，同時媒合陪同與監督實驗的行政機關或政府任務編

組和提案單位共同合作進行實驗。完整實驗計畫需經過各種可行性以及倫理審

查，並取得實驗所需資源及實驗前的相關準備後，始可進入下一個流程－沙盒實

驗實施及資料蒐集階段。 

（五） 創新方案沙盒實驗實施與資料蒐集階段 

當創新方案正式啟動沙盒實驗，應協調律定監督與陪同實驗的行政機關或政

府任務編組及公正的第三方單位，並規範提案者於指定的實驗地點、時間、形式

與技術等條件下實施，實施過程應依據預先規劃的資料蒐集方式，並在給定的實

驗場域、實驗條件和時間範圍內動態調整實驗情境與微調服務內容，以客觀公正

地完整蒐集實驗資料，俾據以發現創新方案潛在的問題及找出可行的服務營運模

式。當然，如發生不可抗力事件必須調整實驗內容時，亦應準備相應的變革管理

程序，以決定接受實驗的持續、修正或終止。當創新方案在給定時間內完成實驗

即進入下一階段。 

（六） 創新方案沙盒實驗結果評估階段 

當創新方案完成預定的實驗後，媒合機構應邀請陪同實驗的的行政機關或政

府任務編組及公正的第三方單位，共同檢視實驗數據，驗證創新提案的實質可行

性，以評估實驗結果和預期效益之間的一致程度，同時檢視實驗過程是否依據原

訂的計畫推動。若創新提案沙盒實驗結果符合或超出預期效益，則同意進入下一

階段；反之，則需決定是否修正實驗內容後重新實驗或終止本提案。 

（七） 創新方案落地評估、政府資源配置及法規調適階段 

當創新方案的沙盒實驗結果符合或超出預期效益，則政府內部應行討論該向

創新服務的管轄歸屬、未來營運模式以及落地前的法規調適項目及內容，並配置

必要的政府資源（如人力、預算、組織及設備等）、法令修正（包含提案修法或

自治條例、修改行政規則或函請法規權責機關解釋適法性等方式）以及規劃行銷

方案等，當此階段完成即可進入最終的正式實施階段。 

（八） 創新方案正式實施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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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創新方案確認主管機關、取得所需資源以及取得執行所需的正當性後，即

進入正式實施階段，在正式實施後仍須運用多元行銷方法提高創新公共服務的利

用率，並持續蒐集服務資料，據以滾動性修正服務內容和確保服務品質。 

綜上所述，由下而上的公共服務創新形成公私協力的夥伴關係，在民主課責

的思維下，若要讓此模式能具體實踐，本研究認為應妥善處理幾項課題，包括：

（一）如何鼓勵、協助私部門推動創新並且在實驗結果過程中學習經驗，在這創

新過程中，又如何建立專案組織進行有效管理；（二）沙盒實驗機制其目的是了

解新創技術或服務能帶來的效益，過程必伴隨風險，此時政府是否願意承擔並審

慎評估風險，且盡所能控制風險；（三）若沙盒實驗成功，又應如何落底與管理

後續發展，並且與私部門共享效益以及轉化成可學習運用的知識。 

圖5：由下而上公共服務數位沙盒實驗機制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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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 研究結論 

本研究先從各國文獻的爬梳揭開沙盒實驗機制的序幕，從亞洲鄰近國家觀

之，如：日本提出《生產力提升特別措施法案》，試圖建立專案類型的監理沙盒

系統，目的為因應新興科技的變化多舛下，提高工業的生產率；韓國借鏡日本並

提出監理沙盒機制「管制創新五法」，包含「金融監理沙盒」、「資通訊監理沙

盒」、「產業融合監理沙盒」及「地區特區法」機制，針對特定領域與地方特區

衡平發展；新加坡因能源的缺乏極度仰賴進口情形下，能源市場管理局參考英國

天然氣暨電力市場管理局之經驗，期盼能夠快速發展能源，解決新加坡本身缺乏

天然資源的困境，因此透過建立監理沙盒、法規鬆綁並鼓勵能源產業在沙盒內創

新試驗與發展。 

另外，歐美國家發展沙盒機制也已行之有年，如：美國自2017年推動自動駕

駛系統，放寬對自駕車產業發展的限制以解決現有的潛在安全利益障礙和自主權

取得進展的障礙，更於2020年升級探討保護使用者和群體、促進市場有效運作以

及協調發展；英國ICO為個人資料與隱私保護的獨立機關，提供新創業者安全空

間不受外部干擾；德國聯邦經濟暨能源部提出「真實實驗室戰略」，藉由在真實

實驗室運作所得之經驗資料，了解創新的機會和風險，進而找到正確的監理答案，

為瞭解未來趨勢；最後，芬蘭針對My Data資料的處理，提出「My Data—以人為

主的資料管理與處理之北歐模式」，強調資料的處理全部採用「同意制」，將資

料本身的控制權還給個資的擁有者，同時藉由沙盒實驗機制進行專案計畫，認為

沙盒有利於公部門對於個人資料管制，也有助於進行採購和招標流程。 

接著，借鏡外國經驗反思我國沙盒機制的發展，金管會有感於全球金融科技

發展蓬勃，決定積極步上世界趨勢而建立「金融科技創新實驗制度」。在促進監

管者與實驗業者持續溝通的過程中，除了協助業者進行實驗測試外，更幫助業者

瞭解金融監理體系，向市場取得資本、控管實驗風險，並在實驗成功後落實法規

遵循及必要的法規調適。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為了幫助中小企業發展新創時能受到

較少阻礙，提出「創新法規沙盒」機制，成為跨部會之法規調適平臺，企圖讓新

創想法得以不受法規限制進而落實。另外，經濟部技術處提出「無人載具科技創

新實驗計畫」，在規定期限內鼓勵業者提出創新無人載具設計，並經委員會許可

之後才可運作，在實驗期間內，放寬政府對於業者之管制。 

綜觀國內外之經驗，本研究欲解答的問題之一：「公共服務導入數位沙盒實

驗機制的必要性、運用上的挑戰、以及如何評估數位沙盒實驗機制之可行性？」

本研究發現，國外已積極推動沙盒實驗機制於各領域中，我國也有部分產業已先

行推動，如欲推動公共服務數位沙盒實驗機制，為因應新興科技的多元發展，政

府組織面對內外鉅變，的確有建立沙盒實驗機制的必要性，但是，我國是否需要

設置通用性的機制？從各國個案中，我們可以發現沙盒實驗機制的設計大多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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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領域發展設立專法，此一發展策略主要肇因於不同產業的發展速度與背景不

一，從此角度觀之，公共服務數位沙盒實驗機制一樣面對公共服務多樣性的問題，

因此，若要極大化數位轉型成功機率，現階段可以針對最迫切且須仰賴新興科技

發展的公共服務的領域，建立沙盒實驗機制較為可行。 

上述對於國外個案的了解以及公共服務數位沙盒實驗機制的構想後，觀察現

今我國案例可發現推動障礙，回應本研究第二個研究問題，以臺北市政府TPMO

為例，發現以下推行障礙。雖然為Bottom-up發展途徑值得借鏡的案例，但仔細觀

察個案的制度設計，可發現地方政府會礙於自身層級以及地方制度法的解釋能力

受限，故於發展創新案例時需要避免遊走「灰色地帶」，這樣的作法與沙盒實驗

機制的理想有所出入；另外，TPMO的位階並非正式機關與單位，僅是廠商與市

府之間的媒合平臺，在政策制定、修改以及法律解釋上較無行政與立法的執行力；

最後，究竟公務人員有多少動力去創新以及有多少能力能承擔風險與責任？攸關

於我國公務員的保障機制以及課責機制多以防弊為主，能給予公務人員創新空間

有限，若能有創新空間也取決該行政機關以及主事者的任事態度決定之。 

基於上述的討論，本研究進一步深思推動公共服務數位沙盒的機制，也就是

回應本研究第三項研究問題：「政府當如何規劃公共服務數位沙盒實驗相關執行

機制？」對此，本研究提出兩種推動策略：Top-down與Bottom-up途徑；前者著

重於從上位法的思維來規範公共服務沙盒制度設立，以及沙盒制度在公共服務的

角色以及運作模式；後者則有感於民間數位應用的創意無窮，鼓勵發展由下而上

的公共服務創新，彌補政府部門服務創新能量未能滿足民眾對公共服務期待的缺

憾，如：臺北市政府TPMO模式，從本研究一開始就提出的新制度論的理論框架，

這兩種推動徒徑各有其層級的考量，不過，重點都是在於要讓沙盒實驗機制能夠

協助公部門跳脫前數位時代搭建起的法規框架限制，順利推定政府數位轉型，當

然，這個轉型的目地，也是需要面對「法令不合時宜、法令不足」之政府運作現

況，藉由下面兩個策略的建構，檢討並且改變「違反既有法令」這個架在公務人

員推動政務上的「緊箍咒」，並且透過新興科技的沙盒實驗所觀察到之公共效益，

全面檢討當前法令的「缺失」與「不足」，以改善當前這些不合時宜的法令對新

興科技應用所產生之阻擾。 

二、 研究建議 

從上述的研究結果之闡述，本研究根據此理論架構以及前述之分析，經過大

量的質化訪談與焦點座談，得出六項目前運作中類似沙盒機制的運作現況。接下

來，本研究將提出如欲推動公共服務數位沙盒實驗機制的研究建議： 

第一、數位轉型的推動必須廣泛，須上至中央下至民間的合作協力 

數位轉型的推動已行之有年，中央政府相關部會推動相關計畫，從本研究研

究觀之，真正的數位轉型並非僅能依賴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任一方而行，須通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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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最重要的是取得對於數位發展的共識，並務實規劃執行策略，如同本研究

所規劃之Top-down與Bottom-up發展途徑，將理念付諸行動。 

第二、短期發展，地方政府醞釀創新能量；長期發展，中央政府全面規範 

以現今的發展，短期內如要發展沙盒實驗機制，地方政府相對於中央政府，

更有可能因為地緣關係、實務經驗有更多的運作經歷，蒐集更多沙盒實驗機制運

作資訊。透過Bottom-up發展途徑，從地方政府醞釀創新能量，依照地方政府的在

地需求與特色發展沙盒實驗機制。 

中央政府可待地方政府相當的經驗資訊累積後，盤點需要導入新興科技的公

共服務以及需求，除訂定Top-down發展途徑的沙盒實驗機制之外，更重要的是，

依照地方經驗修改中央相關法規與法令，讓導入新興科技的公共服務得以落地施

行，為務實的選擇。 

第三、初期公共服務數位沙盒實驗機制應依循多元性從各領域作起 

依照國外經驗，在創新萌芽階段除了應培育公務人員的數位轉型素養與凝聚

共識之外，對於政策理念發展的認同；初期的公共服務更應廣泛採納，尊重各領

域之專業性，給予相關機關單位適性發展。當各領域發展成熟且數位轉型的能夠

獲得民眾積極參與之後，政府可以向上發展一體適用的公共服務數位沙盒實驗機

制的法令並發展全面性的數位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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