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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现代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的研究表明，作为个体的行为主体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完全理性的经济人（Ｅｃｏｎｓ），
利己主义、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是对行为个体（Ｈｕｍａｎｓ）全部需求与偏好的理论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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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者通常将公共支出或者直接归结为社会财富分配的权威行为，或者解读为经济资源的优化
配置，然而公共支出最终是异质性个体多种偏好合作行动的结果。复杂合作行动是私人主体满足其更多个

体偏好的重要方式，合作带来的人际偏好改变了原有的个体偏好结构，并使人际公平和经济效率一起构成了

个体偏好与集体偏好共有的“偏好之核”。公共支出作为政府框架的合作行动的物质成本，在逻辑上它必须

同时满足作为私人的个体成员的人际偏好与效率偏好。合作中个体偏好的特殊性增加了公共支出决策的复

杂性，因此基于合作行为个体的决策规则对于保证决策合法性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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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关于政府公共支出的研究是经济学最早探讨的主题之一。早在１７、１８世纪，威廉·配第、亚当·斯
密等先驱就已经对政府的公共支出行为做出过规范的研究。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开始，为解决当时的经济大
萧条，公共支出成为凯恩斯主义用于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随着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新古典经济学的复
兴，学界关于政府公共支出的产出优化、公共支出的集体选择、公共支出的福利意义等研究成果大量涌

现。与此同时，始于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的公共预算技术在西方发达国家蓬勃发展。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开始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则从公共行政角度解读政府支出行为及预算规则。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我
国学者关于政府支出行为的研究成果同样层出不穷。梳理国内外已有文献，可以将其大致归为两类。第

一类研究主要基于政府或利益集团的目标或利益最大化，进而将公共支出解读为社会财富的权威分配。

关于公共支出的早期研究大多可归于此类。而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以来的公共选择理论以个人主义方法
论为突破，将政府支出与个体行为联系了起来，但作为行为主体的“选民”仍被假设为完全理性的、仅仅

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利己主义者①，即处于“原子”状态的仅有纯粹个体利益的利己主义者，这种个人

主义假设具有强大的理论分析的工具意义，但并非全部现实。第二类研究则基于商品或服务的产出最大

化，此类研究大多体现在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以来关于政府支出结构优化配置的研究中，实质上解决的
是公共支出领域的“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基本经济问题。事实上，政府公共支出的集体行动属性

决定了公共支出效率优化的有效性必须依赖于公共支出决策过程的合法性，这意味着“生产决策如何生

成”成为了公共支出领域的另一个基本经济问题。与第一类研究相比，第二类研究大都隐含着一个假设

前提，即商品或服务的产出最大化就可以满足行为个体的全部偏好和需求。这一假设显然简单化了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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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的需求内容。行为主体的偏好并非是一维的、线性的，而是结构性的。产出最大化是满足其全部需

求的主要来源和重要基础，但并非全部。即使在最抽象的“简单交易论”下存在的两个市场交易者，除了

各自要求实现效用最大化外，还要求交易最大化的实现是自由的、公平的。而后者同样构成市场交易双

方的需求偏好，只是在理论框架中，这一偏好被作为简单市场交易的前提———自由公平的市场秩序而事

先假设存在了。然而，自由且公平的市场交易秩序并非零成本，其产生与维持需要以交易各方集体的公

共成本支出为代价。现实中的政府支出行为显然不同于简单的市场交易。在具有集体属性的政府支出

行动中，个体行为者的各种行为与决策事实上是“嵌入”在这种更为复杂的集体的合作行为关系中，复杂

合作行动是此时人们实现个人收益更大化的主要方式。这种经济行为关系可以通过合作框架①的视角

进行窥视和概括。

由于有限理性、资源稀缺与非完全自控，人们常常无法依靠一己之力满足其全部需求。为了使私

人个体更多需求得到满足，人类社会在演进过程中创造了多种方式的“合作”行动［１］。倘若以个体
"

集体、自愿
"

强制两个维度对人际之间的合作进行分析，理论上就存在有四种不同的合作方式，具体

如图１所示的四个象限。合作方式Ⅰ为多个个体通过集体决策的方式进行合作，这种合作的集体决
策表现出某种权威与强制的特征，可称之为集体

"

强制合作，典型代表即现实世界中政府框架的合

作；合作方式Ⅱ为两个个体之间通过暴力或强制形成合作，可称之为个体"

强制合作，类似于奴隶主

与奴隶之间关系或者市场上的强买强卖关系；合作方式Ⅲ即为简单市场交易模式，两个交易主体之间
以自愿方式自由交换，可称之为个体

"

自愿合作；合作方式Ⅳ为多个个体之间以自愿方式形成的合
作，可称之为集体

"

自愿合作，即维克塞尔的“一致

同意原则”的合作。其中，合作方式Ⅰ和Ⅳ正是基
于经济行为个体研究公共支出的基本框架，因为从

个体主义行为经济视角分析，公共支出必然是产生

并服务于作为私人的合作成员需求更大化的合作

性行为。准确地说，公共支出是实现政府合作框架

中私人个体偏好及其收益更大化的物质基础。

如果在图１中加入时间维度，并假设个体以其
收益更大化为前提选择合作与否，就可以对合作各方的合作频率、合作时间进行分析。不同于其他合

作方式，集体
"

强制合作方式，即政府框架的合作中并不满足“一致同意原则”，作为个体的行为主体

对这种合作行动没有绝对的选择权，一般只能选择留在这种合作框架中或者被迫留在合作中。但倘

若合作个体之间无法实现收益均衡化与更大化，这种状态就会最终影响合作的有效性。在现实中，政

府合作框架下的合作受益方为了实现再次合作和长期合作，在合作个体的收入分配与福利改善等方

面不得不进行一些妥协或者主动进行利益分配的调整以留住合作受损方以及未能通过这种合作实现

收益更大化的合作者。此时，合作行为主体的个体需求与个体偏好就成为影响政府框架合作中的关

键变量。

二、个体偏好与合作行动

偏好是经济学的基础概念之一，但其解释却具有多义性②。在阿玛蒂亚·森看来，偏好的解释似

乎没有固定的含义，但是这些不同含义的“区别常常并不重要，因为人们假设这些不同含义一般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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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合作现象随处可见，它是文明的基础。人们的合作行为并非只能出于利他主义，更多的合作行为，都是行为主体

为了追求自身利益，而且也并不一定有什么权威强迫他们相互合作。许多研究，如美国学者曼瑟尔·奥尔森对集体行动

的研究 、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对合作行为的研究等都得出相似的结论。

阿玛蒂亚·森认为，偏好的解释是多义性的，他在《理性与自由》中指出，“这一概念往往涉及几个不同目标，包

括精神满足（如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１８９０；Ｐｉｇｏｕ，１９５２）、欲望（如，Ｒａｍｓｅｙ，１９３１；Ｈｉｃｋｓ，１９３９）、选择（如 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１９４７；Ｈａｒｓａｎｙｉ，
１９５５）和价值观（如Ａｒｒｏｗ，１９５１；Ｈａｒｅ，１９６３；Ｇｒｉｆｆｉｎ，１９８６）”。



导致相同的排序”［２］２８４。偏好是对需求概念的结构性描述，反映着人们对自己多个需求所做出的排

序，可以理解为对需求概念的进一步刻画。偏好具有显著的主观特征与个人特征，如阿玛蒂亚·森强

调，个人是偏好的“决策者”；同时偏好也具有群体特征或群体意义，正是这个意义上，肯尼斯·阿罗将

偏好概念作为社会选择理论的基础。阿玛蒂亚·森在《理性与自由》中指出，“他（指肯尼斯·阿罗）

将我们的个人价值观和偏好挑出来作为社会选择的基础”［２］２８３。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行为主体无论是在市场中进行简单交易决策抑或是在政府合作中进行集体

决策，他总是同一个人，总是具有相同的“经济人”特征。的确，无论在市场交易中还是在政府合作中，

行为主体都是同一个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个体。但是，公共选择理论在强调主体同一时却忽视了

同一主体进行决策时所处社会背景结构的差异，以及同一主体由于所处情境与环境的不同而导致的

个体偏好的结构性变化。更为不同的是，市场交易与政府合作两种情境中行为约束与激励机制的差

异必然会影响行为主体个体偏好的表达与实现特征。行为主体在市场中的简单交易决策仅仅取决于

纯粹的自身收益最大化的偏好，而情感、公平、其他人福利等人际因素并不会影响其交易决策的最终

形成。但在类似方式Ⅰ和Ⅳ的合作框架下，每个人都受到人际环境的制约，甚至自我意识也被社会力
量影响，情感、道德、声誉、公平、地位、其他人福利等源于人际的偏好成为影响人们行为决策的新的重

要变量①。正如弗里德里希·维塞尔所说，“在某种意义上，每种需要都将被认为是社会性的。即便是

源于最私人欲望的纯粹个人需要，他也受到社会评价的影响。在大多数场合，个人都根据他所处时代

和环境的标准来衡量他的个人需要。个人判断受到社会决定的影响”［３］。在复杂合作行动中，这种人

际偏好最终会影响政府合作层面的集体决策行为，例如公平分配会成为现代政府行为的理由之一。

在政府合作框架下，由于社会关系与人际交互，合作成员的偏好常常会影响行为主体的个体偏好

的结构、显示与实现，此时行为主体的收益或收益函数自然会包含有不同于纯粹自我消费效用的“人

际偏好”，这正是行为主体追求自我收益最大化的理性体现。正如布坎南和马斯格雷夫指出的，“说到

底个人才是最终的利益主体，国家和集体却不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个人可以不重视自己在社会中的

成员资格和他们的共同利益”［４］３８。因此，处于合作行动特别是政府合作框架下的行为主体的偏好不

同于作为简单交易主体时的偏好，个体偏好已经表现出结构性的变化。此时的行为主体既是独立存

在的私人个体也是政府框架下的合作成员，这种双重身份导致了他的个体偏好结构发生了变化，“人

际偏好”不可避免地改变了复杂合作中私人的原本个体偏好。

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现代行为科学的研究表明，行为主

体的偏好动机是多层次的、结构化的，人们既追求物质消费带来的效用最大化，也期待通过情感归属、

地位、尊重、声誉、成功、公平等获得满足以改善自身福利。事实上，加里·Ｓ·贝克尔在研究社会相互
作用理论时就提醒过，“形成消费理论之前，经济学家经常讨论什么是决定欲望的基本因素”［５］３００，如

边沁很强调“与他或他人存在良好交往……的快乐”“声誉的快乐”“当善举的对象享有快乐时的快

乐”［５］３００，只是“由于异乎寻常的精确化充斥了消费者需求理论，特色、声誉或善举等变量愈来愈失去

存在”［５］３０１。而ＡｄａｍＳｍｉｔｈ（亚当·斯密）指出，“经济人”应该是经济中的利己主义和伦理学中的利
他主义的有机统一。他在“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Ｍｏｒａｌ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ｓ”中强调，“这些人的成功几乎经常要取决于
他们邻人和同行们对他们的爱护和好评”［６］。彼得·戴蒙德等也指出，“人们的偏好考虑了社会因

素。人们关心，或看上去是关心别人的福利。人们也讲究互惠”［７］。因此，对现实中诸如合作行动、政

府公共支出等问题的分析，较为全面的人的行为假设更经得起逻辑与实践的考验，这种更为全面的人

的行为假设需要在追求纯粹的物质收益的经济人假设中增加人际偏好因素。

与简单市场交易不同，在多次或长期合作行动中，行为主体收益更大化的实现总是“嵌入”在一定

的社会结构或人际交互之中。这种人际交互会影响私人行为主体的物质性收益，也会影响私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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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不同于纯粹自利的个人主义，奥地利学者弗里德里希·维塞尔把这种受到社会制约的个人主义称作“社会性自
我主义”。



在合作行动中的体验、感受等主观性满足，特别是当行为个体处于具有强制性特征的政府合作中时，

社会经济结构、人际结构带给个体的感受、效用等会在更大程度上影响其个体偏好、行为及福利状态。

加里·Ｓ·贝克尔就指出，“社会环境对他的收入影响愈大，他的福利就愈取决于其他人的态度和行为
而不是他的自身收入”［５］３０８。合作行动中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等为行为主体带来的体验、效用和满

足，即为人际福利。显然，私人主体的人际福利源于合作行动中人际偏好的实现程度与满足程度。人

际偏好常常表现为行为主体在合作行动中对人际交往、人际结构等方面（如情感、声誉、地位、权力、公

正、其他人的福利等）的需求和期望。不同于纯粹的物质性个体偏好，人际偏好往往依赖其他合作成

员来实现和满足。倘若行为主体的合作行为是临时的、一次性的，那么他的人际偏好的出现概率可能

会较低，此时行为个体的偏好结构几乎等同于简单市场交易中的纯粹的个体偏好；但当合作行动是长

期的和多次的，人际偏好就必然会产生，并使合作行动中各私人主体的偏好与行为发生变化。丹尼斯

·Ｃ·缪勒的“偷窃的囚徒困境”［８］模型能为这一分析提供有力的解释。人们总是处于可识别的群体
中，行为主体能够从人际体验、社会交往中形成这种理性认知———即塑造诸如“不偷窃”、公正、尊重、

成功等人际偏好对于实现自身满足和福利更大化具有工具意义；并将这种能带来收益更大化的人际

偏好“映射”到现实的社会行为选择当中。

人们纯粹的个人偏好，通常通过对特定商品或服务的消费来实现效用最大化，可以认为纯粹的个

人偏好主要体现为效率偏好。当行为主体处于合作行动中时，对于效用最大化的效率偏好仍是其个

体偏好的主要构成；但同时感情、友谊、声誉、尊重、地位、权力、公正、其他人的福利等人际偏好的实现

同样能够为其带来收益更大化，只是这种人际偏好需要通过其他成员来表达和实现。人际偏好大致

可分为：（１）来自私人主体自身的偏好———地位偏好；（２）来自其他合作成员的偏好———公平偏好。
地位偏好是对自身福利的追求，其实现需要通过其他合作成员来评价和定位；公平偏好则依赖于其他

合作主体的福利状态，通过其他私人主体福利水平的“最小最大化”来改善自身效用和收益。由此，在

合作行动中，效率偏好（即纯粹的个人偏好）和人际偏好（包括地位偏好与公平偏好）两个部分共同构

成了私人主体的个体偏好，并形成特定的个体偏好结构。

三、公共支出决策：基于个体偏好结构

基于个体偏好，行为主体为实现自身收益更大化，演化出了各种不同的合作方式，而合作行动必

然以一定的共同支出即公共支出作为成本。作为合作行动的物质基础，公共支出最终来自于合作成

员私人创造的价值或收入；同时合作者个人收益的更大化又依赖于公共支出带来的“合作收益”，因此

公共支出决策与每个合作行为主体的偏好、收益等息息相关。在现代社会的政府合作框架下，公共支

出决策在逻辑上要求必须同时满足各个成员的纯粹个体偏好与因合作而产生的人际偏好两个方面。

这个过程通常借助于基于所有合作成员个体偏好的共同决策。

在简单市场交易中，人们关注的基本经济问题主要是“生产什么”“如何生产”等。但在复杂交易

如公共支出行动中，基本经济问题“生产什么（提供什么公共产品）”“如何生产（如何配置公共资源）”

的解决依赖于所有合作主体（一致同意原则下）或大多数合作主体（多数同意规则下）的共同选择与

决策，否则即使配置最优的“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也不可能获得合法性。只有通过众多合作主体的

共同决策而获得的合法性才能使有效的公共资源配置成为现实的可行方案。显然，这一决策过程（公

共支出及结构如何生成）远比市场交易下单个主体的生产决策复杂得多、不确定性大得多。因此，“生

产决策问题”（公共支出及结构如何生成）构成了公共支出领域的基本经济问题之一。

在复杂合作行动的共同决策中，个体偏好结构已经包括了特定的人际偏好在内。布坎南和马斯

格雷夫认为，“决策制订应当在这种比较宽泛的社会结构背景中考察，而不能简单地分析在市场中追

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个人”［４］２５。特别是当人们通过商品（包括服务）消费实现的边际效用开始递减

时，来自于合作行动中人际偏好的边际效用（或边际福利）常常正在呈显递增趋势。这就要求公共支

出决策必须能够体现合作成员个体偏好中的人际偏好。

·６·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公共支出的集体属性，决定了公共支出决策的基础在于将各个合作主体分散的个体偏好“加工”

成为共同偏好，即所谓集体偏好。简单市场交易决策基于双方各不相同的偏好需求，并由此产生了各

取所需的交易均衡。与此不同，公共支出决策则必须将众多合作者相同的或者各自不同的个体偏好

转换成相同或相向的共同偏好。在这里，公共支出集体偏好成为行为主体以合作方式实现个体收益

更大化的中间变量。现代政府行为的合法性以及政府合作框架下行为主体对自身收益更大化的要

求，决定了唯有基于所有成员的共同偏好才是合法和有效的。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实践中，共同的集

体偏好作为合作行动的集体理性，只能是所有合作成员的个体需求与偏好的“集合”。在一般意义上，

集体决策可表示为Ｐ＝ｆ（ｐｉ），其中ｆ是“偏好集合”规则，Ｐ为集体偏好，ｐｉ为第 ｉ个私人主体的个体
偏好。

在理论上，政府公共支出应对应于政府合作框架下全体行为主体的共同的集体偏好，并与集体偏

好形成一定的同构性，即政府的公共支出的结构与全体合作成员的共同偏好的结构是一致的，类似于

“象”与“原象”之间的映射关系。

公共支出作为在政府层面进行集体行动的物质基础，主要来自于合作成员提供的税收。对于承

担了公共支出成本的公民个体而言，政府公共支出的项目、结构甚至公共支出决策过程自然就成为其

关注的对象。合作行动中的众多个体偏好各不相同，但并不否认个体偏好之间有着相通、相似或相近

之处，这意味着个体偏好之间存在着某种或大或小的“重叠”部分。西方的正义理论认为，现实中的每

个个体都是同一性与差异性的统一体［９］，由此就有了合作行动中个体偏好的“一致”或“重叠”部分：

对同一性正义与差异性正义的共同偏好。因此，在每个合作成员的个体偏好结构中，同时包含着差异

性偏好与同一性偏好。差异性偏好是指由于合作主体之间的个体差异性而产生了各自不同的收益目

标；而同一性偏好则意味着私人主体由于合作行动产生的相同身份认知而追求合作行动主体之间在

收益、行为等方面的公正———即合作行动中人际偏好的核心内容。合作成员之间偏好的一致性体现

出合作行动中每个行为主体关于公共支出的一致关注与共同诉求。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公共支出决

策依据的集体偏好与各个合作成员的个体偏好在逻辑性上是同构的：经济效率偏好与人际公平偏好

一起构成了个体偏好与集体偏好共有的“偏好之核”。而在理论研究中，“经济学家喜欢考虑两种集体

选择标准：一是经济效率，或经济馅饼的大小；二是公平，或经济馅饼在社会成员间如何分割”［１０］７。

然而，合作主体之间的偏好和利益诉求往往各不相同甚至相互冲突，常常导致公共支出相关决策

的失败，特别是“一致同意原则”下的公共支出决策。这意味着，从个体偏好到共同偏好的集体决策极

易失灵，公共支出决策将相当复杂并极具风险。

公共支出决策过程复杂且极具风险的另一原因在于合作行动中私人主体的个体偏好具有显著的

弱显示特征。毋庸置疑，无论是在简单市场交易还是在公共支出决策中，作为私人个体的行为人均是

基于自我收益最大化或更大化进行选择、决策与行动的。但是两种决策行为中投入成本的承担方式

却大不相同。在简单市场交易下，行为主体双方等价交换、各取所需、各自自愿承担自己的投入成本。

而在公共支出决策中，“等价交换”的市场规则常常无法适用，但个体成员对公共支出成本的分摊却是

必须的，因为这部分成本的承担常常是强制的。由此，在集体的公共支出决策中，私人主体为了尽量

少地承担成本而尽量多地获得收益，自然选择隐瞒自己的真实偏好或故意降低自己的偏好程度。

四、公共支出的生成规则：个体偏好的显示、集合与技术

合作行动中的集体决策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其目的都是将众多个体偏好“转换”成一个共同认可

的偏好结构，而集体决策规则实质上就是对众多个体偏好如何表达与如何“转换”为共同偏好规则的

“事先的共同约定”，因此政府公共支出的决策规则可以理解为对政府支出决策有效性的合法性“审

查”与保证。对于集体决策规则，乔·Ｂ·史蒂文斯在《集体选择经济学》中探讨了８种集体决策规
则；沃尔夫·盖特纳则具体化为简单多数规则、博尔达排列－排序规则、功利主义的方法、最大化最不
利人的处境、最大化效用的乘积［１１］１４－１８。显然，公共支出决策的规则是具有多样性特征的，“并且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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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一种方式被用于特定的情形”［１０］３。

（一）偏好显示与集合规则：从个体偏好到集体偏好

基于个人决策的理性选择理论，假设每个合作成员在给定的选项集上有清晰界定的偏好，在理论

上，一个特定决策规则会产生一个特定的共同偏好。当该共同偏好是最优时，意味着这一特定决策规

则是最优的。然而在现实中，在个体层面上能够清晰界定的个人偏好在合作层面常常难于清晰显示

或明确界定。这最终源于合作行动中私人主体的诸如“搭便车”等机会主义倾向，但在规则主义者看

来，真正的原因在于合作中的“规则失灵”，特别是集体决策规则的失灵。基于合作理论，在公共支出

决策过程中，首先要使每个私人主体的个体偏好完整真实地显示在合作框架中，然后要将显示在合作

框架中的众多个体偏好转换为集体的共同偏好。能够实现前者的决策规则即偏好显示规则，而实现

后者的决策规则为偏好集合规则。

研究显示，人们对公共支出的投入与上一次从公共支出投入中获取收益的大小显著正相关［１２］，

然而外部性却常常使私人收益与私人成本并不相等，行为主体常常会因机会主义趋向于隐藏或较少、

较弱地显示对公共物品的偏好。因此，对于公共支出决策而言，建立有效的个体偏好显示机制是有效

且合法的公共支出决策的第一个环节。

无论是在直接民主制还是间接民主制下，投票规则与机制都是合作主体个体偏好转换为集体的

共同偏好、并选择最优或满意公共支出预算方案的最基本的重要技术规则。早在公元９０年，《小普林
尼的信》（Ｔｈ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ｏｆＰｌｉｎｙｔｈｅＹｏｕｎｇｅｒ）中就已经记载和描述了当年罗马参议院通过无记名投票进
行公共事务决策的事情［１１］５。投票制度也是学者们最早研究的偏好显示规则。１７７０年６月１６日法国
人夏尔·德·博尔达（Ｂｏｒｄａ）宣读的论文《论投票形式》是对投票规则的最早研究。如果说，用于显示
合作行动中个体偏好的投票机制是“用手投票”，那么美国经济学家Ｔｉｅｂｏｕｔ于１９５６年提出的“Ｔｉｅｂｏｕｔ
模型”则是“用脚投票”来显示私人主体的个体偏好。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经济学家们提出一种称为ＶＣＧ
机制的个体偏好显示机制，其实质是将拍卖理论运用于个体偏好显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对特征价
格法则的研究成为经济学家探索个体偏好显示机制的新思路。近些年来，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

的研究成果为偏好显示规则的进展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视角［１３］。通过考察这些不同的偏好显示规则

与机制，一些共同的基本原则可以总结出来：（１）偏好显示规则的设计目标是将合作行动中私人主体
的偏好完整真实地表达出来，这意味着合作组织中的个体偏好显示性（θ）最大化；（２）偏好显示规则
要努力显示的是所有合作主体的个体偏好，这是对作为私人个体的合作成员追求收益或福利更大化

的理性目标的认可与尊重，这也是偏好显示规则的基本前提。

政府合作框架下，每个公民个体都可以被视为政府公共支出（或由公共支出生产的公共产品）的

消费者，他们基于各自的特定需求与特定情境必然形成异质性的偏好。以实现个体收益更大化与社

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公共支出不能来自某个或部分特定的个体偏好，只能是对合作框架中共同偏

好的“映射”。当集体的共同偏好包容了全部合作成员的个体偏好时，此时的偏好集合规则即为“一致

同意规则”。一般认为它能够实现由个体偏好到集体偏好的“帕累托最优”，从而是评判公共支出有效

性的最高标准；同时，所有合作行为主体的“一致同意”自然保证了集体决策的规则公平及收益分配的

结果公平，即实现了公共支出决策的合法性。但不可避免地，对公共支出决策而言，经济上和时间上

的巨大成本限制了“一致同意规则”的可行性。

在光谱的另一端，独裁方式成为合作组织中个体偏好的集合规则，这时合作行动的共同偏好只能

表现为独裁者一个人的偏好。独裁规则下的公共支出决策可能是有效的，但其合法性却无从谈起。

在现代民主体制的公共支出决策中，独裁式的偏好集合规则是无法获得合法性的，因而一般不会被合

作行为主体所接受。

在现实的集体决策中，受到经济与时间成本的约束，多数规则成为最具实用性的偏好集合规则。

依据多数规则，合作行动的共同偏好取决于多数成员的个体偏好，其“多数”的合法比例一般依据效率

与公平的边际均衡点具体确定。显然，多数规则的偏好集合规则能够实现的共同偏好的包容性，即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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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ｎ∈（０，１）

多数偏好集合规则又可分为比例多数规则、简单多数规则等，实质上都对共同的集体偏好的包容

性（
ｉ
ｎ）的不同设定。进一步，若

ｉ
ｎ＝０，此时的偏好集合规则为独裁规则；若

ｉ
ｎ＝１，则是一致同意

规则。

无疑，在不考虑合作规则成本的前提下，能够为行为主体带来收益更大化的集体决策规则依赖于

其显示性与包容性的最大化程度，也就是说公共支出决策中个体偏好的显示性与包容性越大，公共支

出决策的合法性越强。但如同交易费用一样，合作的规则成本总是大于零的。在政府合作框架下，由

于合作成员数量巨大，公共支出决策的规则成本是无法忽略的。当合作组织将合作规则成本视为一

种内生变量时，实际有效的合作规则取决于该规则带来的收益与成本的边际均衡，此时显示性（θ）与

包容性（
ｉ
ｎ）自然无法最大化，最终形成的集体偏好对个体偏好的偏离将不可避免，但它依然不会改变

原有的“偏好之核”。

（二）预算技术和政治程序：从集体偏好到公共支出

将已知的共同的集体偏好转换成公共支出的映射关系或映射规则是技术性或程序性的，一般表

现为公共支出预算技术或公共预算程序。在规则主义看来，公共支出预算技术和预算程序的作用与

意义，就在于建立集体偏好与公共支出方案之间的映射关系，从而将共同的集体偏好转换为政府公共

支出。通常情况下，客观而有效的预算技术、理性且严密的预算程序能够保证公共支出决策和“转换”

过程的效率与公平。然而公共支出预算技术并非完美，不同的预算技术和程序常常会产生迥异的公

共支出水平与结构［１４］；同时作为技术、方法和工具，其有效与否并不取决于本身，公共支出预算领域

越来越深化的专业性和技术性，使预算技术专家、方案设计者（如财政官僚）、政治家等公共预算的外

在主体对预算规则、程序以至公共支出决策拥有更多的实质性话语权［１５］，而作为私人主体的公民个

体却常常因为所谓的预算程序或预算技术而被排除在公共支出决策体系之外，但是这些数量众多的

公民个体才恰恰是真正的政府支出行为的合作收益者和成本承担者。因此，“政治偏好”或“技术专家

偏好”对公共支出决策的“干扰”效应是难以避免的，集体决策形成的公共支出方案很可能会偏离合作

行为主体收益更大化这一原本目标。在这个意义上，完善且有效的公共支出预算技术与程序对于公

共支出决策影响重大。

在政府框架的合作行动中，行为主体为实现私人收益更大化，通过基于行为个体的合作规则，将

众多个体偏好转换为共同的集体偏好，然后依据事先约定的特定预算技术和预算程序制定出合法且

有效的公共支出方案。可以用如下模型来描述这一逻辑过程：

ＰＥｔ＝Ｆ［ｆ（Ｘθ）］，Ｘθ＝｛ｘθ１１，ｘθ２２，…ｘθｉｉ，…，ｘθｎｎ｝
其中，ＰＥｔ为ｔ期的公共支出；Ｘθ为个体偏好的集合，ｘｉθ

ｉ为第ｉ个合作成员的个体偏好，ｉ∈［１，ｎ］，

ｎ∈Ｎ，ｉｎ可以表示集体偏好的包容性，０＜
ｉ
ｎ≤１；θ表示个体偏好的显示性，θｉ是第ｉ个合作成员个体

偏好的显示性，０＜θ≤１；ｆ（Ｘθ）表示共同的集体偏好，ｆ为偏好集合规则；Ｆ表示将集体偏好ｆ（Ｘθ）转
换为公共支出ＰＥｔ的公共支出预算技术、财政程序、政治决策规则等“映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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