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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比較荷蘭與德國統合主義式改革 

 

本章綜合比較荷蘭與德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直到 2002年就業改革的政

治。第一節承接前面四章的個案研究，彙整分析比較兩國統合治理模式的變遷歷

程。第二節則是根據深度統合治理模式的變數分析結構，來說明荷蘭與德國兩國

就業改革成功的條件因素與作法，以及改革困境所面臨的制度與結構性限制。 

 

第一節 比較荷蘭與德國統合治理模式變遷 

一、1950 年代荷蘭與德國都是從低度統合治理模式到高度統合治理模式。 

就國家治理能力這一變數而言，兩國國家機關都因為戰後制度重建的緣

故，而呈現出高度的國家治理能力。這一時期內，國家透過協助勞工與企業恢復

工業關係結構，藉由賦予社會行政管理的「準公權力」，承認其層峰組織地位，

享有參與政策制定過程的門徑。兩國不同之處，在於荷蘭的國家機關享有較大的

直接干預工業關係的權力。特別是透過法令制度的規範（例如 1945 年「工業關

係特別法」），直接進行中央經濟管制工資與工作條件，遂行其充分就業與經濟發

展的政策目標。但是西德的國家機關則是所謂的「半主權國家」，其國家機關權

力受到社會的垂直分權與中央地方的水平分權。因此，這一時期內高度的國家治

理能力的發揮，首先在於其學習與發展出透過協商與合作的間接統治技巧，而非

直接干預。其次，是將勞資雙方高度組織化，並賦予自行管理的權力，結成共同

治理的社會伙伴關係。因此，半主權國家的制度限制可以透過高度自治社會伙伴

的協商與合作而補足。而這正是 1950 年代西德國家治理能力與荷蘭最不相同之

處。 

相對於國家治理能力，1950 年代的荷蘭與西德高度的社會治理能力是由於

勞工工會與企業協會制度重建、工會擁有合法代表性與享有社會行政的準公權力

之後，並且由於工業生產的恢復，兩國勞工工會化的程度快速增長，比例達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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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再者因為「單一談判，集體適用」的集體談判原則的法制化，進一步強化了

社會伙伴的社會治理能力。 

在社會共識方面，荷蘭與西德同樣經歷戰爭的毀壞，社會中普遍存在著重

建國家的社會共識。這樣的社會共識在荷蘭促成社會伙伴達成「先求經濟發展，

再在求社會分配」的勞資妥協，在西德則是勞資雙方願意將總體利益置於個別利

益之上。具體的表現在於勞方的志願性薪資節制、近乎極限的每週工時與生產力

的大幅提昇。由於高度的制度性治理與社會共識，這一期內的勞資關係則是相對

合作與和諧，低度的工作天損失數與罷工參與人數。 

政黨政治方面則是出現有趣的現象。荷蘭與西德都是內閣制與比例代表制

的選舉制度，因此形成多黨制，聯盟政府的統治成為常態。雖然如此，但是執政

政黨仍是以基督教民主與社會民主政黨為主。在高度統合治理的支持下，荷蘭在

勞工黨（社會民主政黨）領導執政時期，為了補償工會對政府嚴格經濟管制政策

的服膺，擴大了社會安全福利與項目給付。反觀西德，保守的基督教民主聯盟領

導執政，因為面對社會民主黨的激烈競爭、工會的要求與黨內左派的壓力，1957

年通過退休年金改革，大幅增加的社會安全支出。 

二、1960 年代荷蘭是從高度統合治理模式降階到中度統合治理模式(Type IV)；

西德雖然維持在高度統合治理模式，但在 1960 年代末期呈現弱化趨勢。 

由於國家治理能力的界定為「國家機關與社會伙伴相對而言的強度」，因此

當社會伙伴能力增強之後，國家除了尋求繼續維持相對的超越社會利益的力量

外，也需要發展靈活的統治技巧。以此一時期的荷蘭為例，經歷 1950 年代經濟

快速發展之後，社會伙伴因為經濟成長而有要求補償的合法性，特別是勞工長期

以來的薪資節制。荷蘭國家機關未能及時地進行整體經濟調控，適時抒解技術勞

動力出走與黑市工資等問題。國家治理能力逐漸由高降低，屈從社會伙伴要求。

西德的例子正好相反，國家機關雖然受到制度性限制（例如勞資談判自主原則），

但在 1966 年遭逢經濟衰退衝擊，國家一方面透過建立非正式的三方機制，為國

家尋求介入與影響社會伙伴工資談判的門徑。另一方面制定「經濟穩定成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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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國家在社會市場經濟中的角色與功能。因此，半主權國家反倒呈現出較高的

國家治理能力。 

社會治理能力方面，荷蘭的情形是在國家治理能力降低的情況下，社會伙

伴的高度社會治理能力反而可能成為國家政策推行的障礙。因為缺乏監督與制衡

的力量時，社會伙伴追求個別部門的利益動機可能會超越國家整體利益。例如荷

蘭工會在 1963 年到 1965 年的薪資暴增之後，對荷蘭經濟產生的負面影響。西德

方面維持高度的社會治理能力。勞方在協合式行動中承諾薪資節制，資方則允諾

維持物價穩定。 

1960 年代荷蘭的社會共識降低。經濟持續繁榮發展，戰後社會伙伴的社會

共識轉弱。傳統支柱化社會漸趨解體，強調妥協共識的調適政治不再，使得社會

利益分歧，意識型態之爭與訴求手段激進。這一時期西德戰後社會伙伴的社會共

識轉弱。新的社會世代與新的社會需求出現，使得社會共識開始出現分歧。1960

年代中期首次經濟衰退與失業問題出現後，社會市場經濟共識降低，意識型態之

爭再起。 

在荷蘭政黨政治方面，激烈的選舉競爭壓力似乎超越了政黨的意識型態。

在中度統合治理模式的空間中，主要政黨都採取了向政黨光譜中間偏移的策略。

基督民主自由聯盟政府雖然推行工資、工時去管制化政策，但是社會安全性移轉

支出大幅增加，不亞於勞工黨執政時期。西德的政黨政治則在高度統合的統合治

理模式下，兩大政黨行其所偏好的政策。基督教民主聯盟推行社會市場經濟，社

會民主黨則追求凱因斯式實驗。但隨著統合治理模式的鬆動，政黨政治與其政策

偏好便逐漸受到限制。 

三、1970 年代荷蘭從中度統合治理的 Type IV 繼續降級至低度統合治理的 Type 

III。西德的統合治理模式是高度統合的 Type I 滑落到中度統合的制度性治理

高、社會性支持低的 Type IV。 

荷蘭的國家治理能力降低。薪資浮動體系造成荷蘭工資急遽上升，導致通

貨膨漲效應與產業競爭力的衰落。國家企圖恢復中央薪資控制失敗，反而引起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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勞工的大規模罷工抗爭。探究其原因，可能因為危機剛出現，國家無法敦促勞資

擱置個別部門利益；也可能因為時機尚未成熟，政府介入的決心不夠。1970 年

代西德國家治理能力在凱因斯式實驗失敗之後逐漸轉弱。半主權國家的限制浮

現，無法促使社會伙伴協同合作(co-operative)。「協合式行動」無法超越薪資自

主原則的限制，穩定成長法的政策效果亦遭遇獨立的聯邦銀行的抵制，使得凱因

斯式實驗相繼失敗，國家治理能力由高轉為低。 

社會治理能力方面，荷蘭社會治理能力遭受到兩方面的挑戰：一方面是工

會會員的流失與密度降低；另一方面則是勞資雙方濫用社會行政管理權力，透過

失能年金與提前退休兩方法，來將勞力汰換的私人成本轉嫁至公共年金體系。勞

資社會治理能力的合法性與道德性遭到質疑。西德社會伙伴維持相當高的社會治

理能力。但在缺乏國家治理能力的監督制衡下，著眼於個別利益的考量，高度的

社會伙伴社會治理能力反而成為私利抵抗或是勞資共謀等的負面影響力。 

1970 年代荷蘭是低度的社會共識。新興的社會議題與階級意識超越傳統宗

派文化的區隔，雖然促進了跨社會階級與傳統宗派團體之間的合併與合作，但是

社會利益更加多元分歧，妥協與共識凝聚更為不易。西德社會共識低是因為社會

民主黨凱因斯式實驗失敗，意識型態變遷象徵著這一時期內多變與脆弱的西德社

會共識。 

勞資關係方面，荷蘭與西德都歷經工人鬥陣的勞資衝突時期。戰後的普遍

現象是：後現代性的新世代興起，強調個人化、激進化與衝突化。為了要求薪資

與社會福利權利，勞工採取激進抗爭手段成為常態，罷工抗爭頻率與規模大幅成

長，勞資關係衝突且震盪幅度大。 

政黨政治方面，荷蘭宗派政黨面臨傳統支持力量的流失與社會民主政黨的

挑戰，彼此擱置宗派意識型態差異進行合併，以鞏固團結支持力量。並且面對社

會階級意識的興起趨勢，政黨都採取擴大了社會安全支出的措施，以增加勞動階

級選民的支持。在西德，隨著統合治理的弱化，政黨政策偏好的選擇變得窄化，

爭取選民支持的考量似乎優先於政黨意識型態。因此，社會民主黨推行的凱因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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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宣告失敗。 

 

四、荷蘭 1980 年代統合治理模式從 1970 年代的低度統合治理 Type III 回升到中

度統合治理的 Type II。西德則是由於社會共識增強與勞資關係穩定和諧的緣

故，由中度統合治理模式的 Type IV 變遷至 Type II。 

荷蘭國家治理能力逐漸恢復。荷蘭政府成立獨立的、超然的調查委員會，

採取迂迴策略以避免社會伙伴可能的干預，同時尋求社會基層支持力量與凝聚改

革共識。再依據調查委員會之建議，制定具體的改革目標及實際政策。國家並且

運用獨立的、超然的調查委員會所享有的道德性與合法性地位，成功地促使勞資

伙伴達成以改革為導向的集體協議。西德國家的相對治理能力則延續了 1970 年

代中期以來已經弱化的趨勢。這主要礙於協商自主原則，國家無法敦促勞資社會

伙伴回復有效且負責任的協商，以克服過高的薪資成本結構，與擴大服務部門中

的就業。 

荷蘭社會治理能力的降低是因為失業率所導致的勞工工會密度下降。集體

協議涵蓋率也因談判逐漸的去中央化與分權化而降低。勞資社會伙伴濫用失能年

金的作為，亦衝擊了會伙伴的統治能力的合法性。1980 年代西德社會治理能力

是低度的情況，工會密度、集體協商涵蓋率自此以後便呈現疲弱的趨勢。 

1980 年代荷蘭的社會共識高。高失業率與福利國家危機啟動了大眾的社會

學習過程，提升改革的社會共識。菁英間的社會建構，重新界定社會福利供給的

目的，以志願性薪資節制為首的一系列就業改革得以推動。經歷了 1970 年代統

合治理動盪之後，戰後西德的快速的經濟成長、充分就業的繁榮景象不再，危機

意識與改革需求反而凝聚了分歧的社會共識。 

勞資關係方面，荷蘭的勞資和諧是由於工會遭逢成員流失與工會密度下降

的困境，並且面對社會普遍要求工會薪資節制的呼聲，以及承受濫用年金體系的

指責，在這樣的情形下，荷蘭工會沒有能力與道德立場繼續進行大規模的罷工抗

爭。社會危機意識升高，兩國的勞資關係由衝突轉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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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政黨政治而言，1982 年之後基督教民主黨與自由民主黨結成穩定的執政

聯盟，促成了改革政策推動的連續與一致性。1983 年中間偏右的保守基督教民

主聯盟政府隨即以轉變為口號，撤除許多前任社會民主黨政府的擴張性政策。經

濟政策方面，致力於以去管制化來改善經濟周邊條件，並且縮減過度擴張的基層

建設、社會福利與教育等公共支出。 

五、1990 年代的荷蘭是高度的統合治理模式；統一之後的德國由中度的統合治

理模式 Type I 弱化到低度的統合治理 Type IV。 

荷蘭高度國家治理能力的展現。在當遭遇社會伙伴的阻礙時，利用國家行

政特權設立獨立的特別委員會，藉以跨越社會伙伴與僵滯的協商機制，凝聚社會

民意支持來進行政策改革。並且能夠進一步地敦促社會伙伴締結薪資節制、活絡

勞動市場與社會福利改革的社會契約。反觀德國，雖然國家機關面臨多重限制，

但自 1990 年兩德統一之後，一方面德國政府繼續透過兩次設置三方協商機制，

試圖與社會伙伴達成改革協議；另一方面則在其行政權限範圍內，單方面的進行

社會福利改革行動。但是兩項努力仍無法獲得社會伙伴的支持，使得改革成效相

當有限。 

在社會治理能力方面，1990 年代荷蘭的工會密度的回升、企業協會密度與

集體協商涵蓋率的穩定上升，呈現出高度的社會治理能力。1996 年彈性與保障

協議的通過，以及 1999 年正式立法之後，荷蘭的勞動市場呈現出更大的彈性，

以因應服務經濟興起與非典型工作型態趨勢的需要。而德國統一之後勞工工會與

企業協會密度都經歷先升後快速下降的趨勢，並且集體協商涵蓋率隨著集體談判

的去中央化與分權化而降低，使得 1990 年代社會治理能力繼續降低。 

1990 年代荷蘭的高度社會共識是對於荷蘭模式改革政策的支持，以志願性

薪資節制來確保就業，以及對於社會安全支出合理化的支持。儘管兩德統一促進

了迫切推動改革的共識，但是國家與社會伙伴之間對於改革的方向、內涵與程序

仍充滿歧見。因此，無論是基民黨或社民黨政府尋求建構改革共識的努力未果都

顯示了德國社會共識低而分歧的現狀。政治菁英與群眾對於當前失業與社會福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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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危機的起因尚未有共識，但對於改革所需要的負擔與調整代價感到遲疑，使

得改革不乏停滯不前。 

再就勞資關係而論，主要的工業衝突在於對失能年金的緊縮政策導致，但

從國際比較而言，荷蘭的勞資關係相對和緩。1990 年代德國的勞資關係衝突現

象則是勞工工會力量反撲、資方立場分歧與集體談判新舊制度交替作用的結果。 

政黨政治方面，荷蘭高度統合治理模式下，中間偏左的「紫色聯盟」繼續

了基督民主黨的「荷蘭模式」—勞動市場去管制化與社會福利合理化—的改革路

徑。德國社會中集結的分配聯盟牢固，此一期間選舉結果呈現：任何追求付出沈

痛負擔經濟改革的主要政黨都會受到既得利益分配聯盟的選舉懲罰。因此兩大政

黨不敢大幅更動目前的現狀。 

六、2000 年之後荷蘭與德國的統合治理模式發展 

對荷蘭而言，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挑戰在於是否能夠繼續維持高度統合治理

的「荷蘭就業奇蹟」；但對德國而言，則是如何掙脫低度統合治理的改革困境。

2000 年至 2002 年荷蘭的政局歷經動盪，進一步地顯示傳統強調妥協與共識協商

的調適政治受到嚴重的衝擊。極端主義與民粹運動興起挑戰現存的政黨體系，荷

蘭國家統治能力似乎出現弱化的趨勢。反觀陷入低度統合治理模式的德國，自紅

綠聯盟執政之後，展現恢復國家治理能力的強烈企圖心。Schröder 政府召集社會

伙伴組成「勞動結盟 II」，敦促勞方同意薪資節制與改革提前退休制度，要求資

方投資德東地區，來促成德國整體就業增長與降低失業問題。另一方面，則是仿

效荷蘭改革經驗，Schröder 設立了 Hartz 委員會，針對當前德國勞動市場提出改

革建議，並在聯邦政府的行政權限範圍內進行單方面的制度與政策改革。 

在社會治理能力方面，二十一世紀的荷蘭與德國都經歷工會與企業協會密

度降低、集體協商去中央化與協商涵蓋率降低的發展。社會支柱的腐蝕降低了社

會伙伴的社會治理能力。隨著集體協商的去中央化與分權化，展現了去管制後創

造勞動市場彈性的就業契機，如此同時卻鬆動了統合治理模式的制度性治理要

素。荷蘭與德國的統合治理模式都面臨了這種制度變遷及調適的抉擇，如何兼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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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度統合治理的維繫與勞動市場彈性化的提升。 

荷蘭模式的負面效應日益浮現，越來越多的批判與不滿，逐漸地動搖了自

1982 年以來所凝聚的共識，對進一步的非典型就業與失能年金改革關係造成了

負面影響。在德國方面，需要改革的社會共識日漸形成，但是社會民主黨的左派

供給面政策—勞動市場去管制化、社會安全合理化與年金局部私有化等—的改革

方向與內容遭到利益分配聯盟的選舉抵制。 

2000 年之後荷蘭的勞資關係則是相對地平穩。若與 1990 年代相比較，平均

工作天損失與參罷工與勞工總數都是低於 1990 年的平均值。德國在 2000 年與

2001 年勞資關係亦是相對地和緩的，唯有 2002 年時因為一連串的社會福利緊縮

與修改勞工就業保障法，放寬解雇規定的舉措引起勞工激烈反對與抗爭。 

因此，整體而言，目前基督民主黨與自由民主黨組成的新政府最大的挑戰

為，是否能夠恢復國家統治能力，維繫社會治理能力與建構新的社會共識，進而

繼續推動荷蘭模式的改革。而德國的統合治理模式似乎到目前為止並沒有「脫困」

的跡象。對於德國而言，改革的契機在於執政聯盟是否能夠提升其國家治理能

力、凝聚改革的社會共識與獲得社會伙伴的支持與合作，來超越德國模式的制度

性限制與進行政策改革。 

 

第二節  就業改革的成功條件與結構性限制 

從荷蘭與德國戰後至 2002 年的就業改革經驗來看，在相似的統合治理結構

中，制度性治理與社會性支持的程度高低，決定了統合治理模式的運作效率。兩

國在高度統合治理模式的時期當中，都經歷了高度經濟成長、失業率的降低與總

體就業增加。反之，當統合治理模式退化或降階時，就會面臨經濟發展降低與遲

緩，失業率升高與總體就業增長不足的情形。因此，統合治理模式與經濟成長率、

失業率之間呈現高度相關性；但在與社會安全支出之間的關係上，我們則可以進

一步地發現政黨政治的中介影響。本節將繼續從深度統合治理模型的分析當中，

說明荷蘭與德國就業改革的成功條件與其所面臨的結構性限制。研究發現兩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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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改革的成效的差異是由於統合治理結構的制度內差異，這差異主要呈現在制度

性治理方面—國家治理能力、社會治理能力的不同。最後則闡述荷蘭總體就業的

增長的成功因素則在於非典型就業型態的制度創新。 

一、國家治理能力的差異 

由荷蘭與德國統合治理模式的變遷經驗來看，荷蘭改革成功的重要因素是

其國家在改革過程中發揮高度的國家治理能力，促使社會伙伴多次締結以改革為

導向的社會契約，並且化解分配聯盟抵制的難題，進行了社會安全制度與政策的

改革。荷蘭的就業改革啟始於 1982 年。荷蘭政府以直接干預薪資制定與介入勞

資集體協商的威脅，迫使社會伙伴回復自 1970 年代便陷於僵局的勞資協商，並

且達成妥協，簽訂了薪資節制與工時刪減的 Wassenaar 協定。在 Wassenaar 協定

之後，荷蘭政府依改革的需要，陸續促使社會伙伴締結了多項社會契約，延續了

改革政策的成效。在社會安全制度改革方面，政府的改革行動遭遇到分配聯盟的

激烈抵制。荷蘭政府一方面透過設立立場公正的獨立調查委員會，來迴避社會伙

伴所造成的政策僵局，並提出具體的改革政策建議。另一方面則是透過獨立調查

委員會的信譽，凝聚社會民眾的改革共識，依據建議進行相關社會安全行政機制

的改造，以及失能年金與疾病給付體制的改革。 

相較於荷蘭，德國的國家治理能力受到多重的制度限制，並且每一項制度

限制對於推動就業改革都具有否決(veto)的箝制(Tsebelis 2002; Immergut 1992)。1 

德國國家無法以道德勸說整合社會分歧的利益，亦沒有足夠的政策工具來威脅利

誘勞資雙方達成改革協議。德國的政治經濟決策程序對國家能力存在著多重束

縛，如基本法中保障的薪資自主原則、聯邦地方分權等，使德國家治理能力低落，

改革政策遭受社會伙伴的杯葛無法有效推動。德國政府雖然企圖以創立協合式行

動與兩次的勞動結盟，來迴避薪資自主原則，促成薪資節制與社會福利刪減的共

識。但是由於缺乏可信的政策工具來迫使社會伙伴達成協議，致使每次三方協商

                                                 
1 由於歐陸型福利國家中工業關係、福利體制與資本主義生產模式是透過統合治理模式而緊密相

互連動，因此特定的制度或是行為者的存在與否，都可能成為在福利國家改革決策過程中成為「否

決點」(veto point)或是「否決者」(veto p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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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最後都是無疾而終。2000 年後施若德政府雖然仿效荷蘭改革經驗，單方

面地進行局部聯邦體制的改造，與設立 Hartz 調查委員會進行勞動市場政策改

革。但是，2002 年聯邦議會與地方選舉的挫敗，使社民黨失去聯邦上議院的多

數優勢，顯示其仍無法化解分配聯盟的改革阻礙，增加單方面改革行動的困難度。 

二、社會伙伴的角色 

社會伙伴的角色是影響荷蘭與德國就業改革成效的第二項重要因素。在交

叉比對社會治理能力、國家治理能力與統合治理模式變遷，我們發現高度社會治

理能力對於統合治理模式可能是助力，也可能是阻力。唯有在國家治理能力同時

為高的時期中(如荷蘭的 1950 年、1990 年與德國的 1950 年)，高度的社會治理能

力才能促進統合治理模式的強化與升級。引伸而言，高度的社會治理能力唯有在

高度的國家治理能力的制衡與良性引導下，才能促成統合治理模式的升級。在推

行改革時，高度的社會治理能力反而給予勞資雙方否決任何改革的作為。荷蘭

1960 年代社會伙伴對於政府中央經濟管制政策的抵制、德國 1970、1990 年代工

會對緊縮社會福利支出的抗爭，以及兩國先後發生的社會伙伴勾結濫用年金體系

的作為都是明顯的例證。相反的，1980 年代荷蘭政府得以發動以薪資節制為首

的就業政策系列改革，除了得力於當時國家治理能力的恢復之外，也受惠於當時

積弱不振的社會治理能力。因此，社會治理能力對於統合治理模式是「禍福互見」

(mixed blessing)，端視情形而定。 

除了勞工加入工會的比例普遍降低的趨勢，近年來荷蘭與德國社會治理能

力普遍受到集體談判去中央化的影響。勞動市場的彈性化意味著基層公司場域中

的勞資雙方可以依其特定的環境條件與談判雙方意願而簽訂所謂的「公司協

議」。隨著集體協商的去中央化與分權化，展現了去管制後創造勞動市場彈性的

就業契機，如此同時卻鬆動了統合治理模式的制度性治理要素，降低了社會伙伴

的社會治理能力。因此，當前荷蘭與德國的統合治理模式都面臨了這種如何兼顧

高度統合治理的維繫與勞動市場彈性化的提升的制度變遷及調適的抉擇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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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黨政治的中介影響 

政黨政治作為中介變數，其影響荷蘭與德國統合治理模式的政策產出主要

在於兩個方面，意即是社會安全支出與就業改革的政策內容。首先在社會安全支

出方面，無論統合治理的高低，德國的平均社會性安全支出比重從戰後一直是逐

漸上升的趨勢。荷蘭的經驗是，社會安全性支出快速成長至 1980 年代，但在 1990

年代之後便大幅下降(參見表 1-1)。 

一般認為兩國社會安全支出持續成長的原因，一方面是社會福利的「棘輪

效應」，使得支出上升後反倒不易下降。另一方面則是失業率的持續攀升，也使

得社會安全支出占國民生產毛額的比例越來越重。但是從荷蘭與德國的經驗顯

示，政黨之間的選舉競爭亦是社會安全支出持續增加的重要因素。主要是戰後基

督教民主黨在面對社會民主黨日益強大的挑戰時，為了擴大選民支持的基礎，特

別是尋求勞工階級的選舉支持，進而擴大了社會安全支出的比例。明顯的例子是

1957 年西德基督教民主黨大幅增加了退休年金的給付額度，以及荷蘭基督教民

主宗派政黨在 1960 年代擴大社會安全支出幅度更甚於勞工黨的作法。1970 年代

與 1980 年代社會安全支出的成長是因為利用提前退休與失能年金的分配聯盟形

成，所導致的大幅增加結果。荷蘭的惡化情形遠甚於當時的西德。但是自 1990

年代之後兩國的發展便出現了差異。社會安全支出雖然在社會伙伴中形成分配聯

盟來捍衛既得利益。但是在高度統合的模式中，荷蘭政府展現高度的國家治理能

力，進行了社會福利行政制度的改造與社會安全支出合理化的改革，自 1990 年

代開始社會安全支出便已大幅地降低了 6.73%(參見表 1-1)。反觀德國，統合治理

結構中的多重制度限制，賦予分配聯盟機會與權力得以沖淡政府所意圖推行的社

會福利改革的政策效應，社會安全支出持續增加。 

其次在就業改革政策內容方面，基督教民主黨與社會民主黨在戰後初期有

顯著的不同，但隨著失業率的居高不下與福利國家危機日益嚴重，政黨之間的政

策差異便因而縮小。戰後初期德國與荷蘭的社會民主黨派主政時期，都偏好採取

所謂的凱因斯式政策，結合勞資集體協商達成志願性薪資節制與國家主導的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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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勞動市場政策。相對的，基督教民主政黨則多主張降低法定薪資、刪減失業

救濟與降低工作保障規定等降低勞動市場僵硬性(labor market rigidity)的去管制

化政策。 

因為德國基本法中保障勞資談判不受國家干涉的「薪資自主」原則，所以

在戰後基督教民主黨執政時期，並沒有直接干涉工資的意圖。德國社會民主黨執

政則是希望藉由設立三方機制，為國家尋找介入勞資談判的門徑，以促成社會伙

伴間就薪資與工時達成有利於就業改革的協議。正如同在本章國家治理能力一節

所言，由於德國國家缺乏足夠的能力與資源來克服勞資談判自主的制度性限制，

因此戰後至今三次的三方機制(包括一次由基督教民主與社會聯盟所設立的)都

是功敗垂成。但是自統一之後日漸高漲的失業壓力，基督教民主聯盟與社會民主

黨都採取了增進勞動市場彈性化的政策。唯基督教民主黨多強調放寬勞工就業保

障的法規，社會民主黨則主張非典型就業型態的推廣。 

促成勞工志願性薪資節制一直是荷蘭主要政黨（無論基督教民主黨或社會

民主黨）推行就業改革的首要步驟。例如 1945 年的「工業關係特別法」以及 1982

年的 Wassenaar 協議與 1993 年的「新方向」協議都強調薪資節制的重要性。其

主要的優點在於降低生產成本，以提升荷蘭產品的國際競爭力；並且藉此降低勞

工薪資中的社會保險額度，有利於低薪資部門中的就業創造，資方同時以工時刪

減等措施來補償勞工的志願性薪資節制。荷蘭政府促成勞資達成薪資節制與工時

刪減補償的政策，後來外溢產生了工時分享與非典型就業型態的制度創新，是創

造荷蘭就業奇蹟最主要的成功因素。 

四、就業型態與制度創新 

荷蘭與德國就業改革的另一項差異，在於荷蘭適時地因應了服務經濟興起

的潮流，透過非典型就業型態的制度創新，大幅地創造就業職位與提昇婦女的就

業。事實上，荷蘭就業增長具有兩個重要的制度創新部分。一是以薪資節制來換

取工作，確保就業；同時以刪減工時來工作分享，以利新工作機會的創造。第二，

由於傳統產業萎縮，服務部門興起的環境變遷，再加上婦女教育與要求自主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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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使得非典型工作型態成為調和這兩項環境變遷的最佳解決方案。雖然，以非

典型工作型態來因應 1980 年代以來荷蘭的失業問題，並非政府精心設計的政

策。但是在政府與社會伙伴的積極回應環境變遷與社會需求之下，透過工時分

享、提升非典型工作權益與全職工作的平等化、增加幼兒關護設施的提供，來結

合「工作與關顧」(work and care)，大量創設的部分工時工作與大幅提昇了婦女

就業率。 

歐陸型社會福利國家體制是以男性為主要家庭收入的制度設計。由於這樣

的制度設計邏輯緣故，對婦女（特別是已婚婦女）就業造成負面影

(Esping-Andersen 1997: 66)。例如兒童福利津貼多以現金發放，並且限定已婚婦

女為兒童主要關顧提供者，因此缺乏提供公共幼兒關顧設施。其次，所得稅制不

利於家庭中第二份收入，進一步降低已婚婦女就業的動機。荷蘭作為典型的歐陸

型福利國家，並且深受基督教倫理的影響，所以其婦女就業率在 1971 年以前僅

達 30%，是歐陸所有國家中最低的(Visser 2002: 26)。由於環境的變遷衝擊了傳統

的男主外女主內的家庭型態。製造產業的沒落，勞力需求降低，使得男性成為主

要的失業者。根據統計 1971 年時荷蘭工作年齡的男性就業率達 90%，但在 1992

年時已經降低至 70%(OECD 2000)。因此，家庭中的婦女也有收入壓力。同時由

於婦女教育程度提升，要求自主權利，使得婦女就業或是已婚婦女(在產後)再就

業的意願與需求增加。服務經濟興起，低薪資高彈性的非典型就業型態的制度創

新，反而適時地因應企業需求與婦女同時兼顧工作與兒童關顧的需要。 

由於荷蘭的工業關係是高度統合治理的緣故，就業型態是受到至少三方面

的高度連動(highly coupled)的制度性限制例如政府稅率、社會伙伴薪資政策、與

工作條件的集體協議等的規範。在國家與社會伙伴的協同合作之下，進行政策改

變與制度調適，促進了以非典型就業型態及增進婦女就業的就業改革。 

當 1970 年代末期至 1985 年「荷蘭疾病」達到高峰時，政府首先於 1982 年

促成勞資伙伴達成以志願性薪資節制交換工時刪減的集體協議。Wassenaar 協議

之後，產品中的勞動成本降低，荷蘭產品國際競爭力恢復。經濟復甦，外銷暢旺



第七章 比較荷蘭與德國統合主義式改革 

 201

之後，國內投資與消費增加，國內服務部門擴張。工時刪減至 38 小時後所造成

工作分享的外溢效應，使得新的臨時性職位需求增加。1993 年荷蘭政府首次將

部分工時的權益有條件地放寬，拉近了其與全職性工作間的差距。基於勞動市場

過於僵硬，不利於部分工時工作創設的問題，政府採取了彈性化的立場。社會伙

伴於 1996 年簽訂了彈性與保障協議，除了進一步地將部分工時工作與全職工作

權益平等化之外，勞資同意放鬆對全職工作的解雇保障，並且賦予資方對於創設

工作型式(全職或部分工時)的自由裁量權。荷蘭政府更進一步地將 1996 年的彈

性與保障協議的社會契約法制化。1999 年 1 月 1 日彈性與保障法正式公佈施行

之後，非典型的就業型態受到更為完善權益保障與地位認定。 

 

表 7-1：荷蘭部分工時工作性別分佈與比例(1985-2000)     (單位: %) 
 男性 女性 占整體就業的比例 

1985 7.3 51.0 22.3 
1990 14.3 59.1 31.3 
1995 16.1 67.2 37.0 
2000 18.9 70.5 41.0 

資 料 來 源 ： Eurostat. Labour Force Survey. (Luxemburg: Statistisches Amt der 

Europäische Kommission, Various years.)。 

 

根據 OECD 的統計自 1983 起至 2000 年，荷蘭非典型工作的制度創新總共

創造的工作職位數目高達兩百萬，其中有 3/4 為部分工時工作，並且大多為女性

所擔任(OECD 1998)。以部分工時為主的非典型就業占荷蘭總體就業的比例也逐

漸增加，雖然以女性為主，但是男性的比例增加也相當顯著(參見表 7-1)。1985

年時部分工時工作占荷蘭整體就業的比例為 22.3%，其中女性就業者中有 51%為

部分工時工作者，男性的比例僅有 7.3%。直到 2000 年時，部分工時工作占荷蘭

整體就業的比例已上升至 41%，女性與男性的比例也都大為增加。同一期間，荷

蘭的失業率也由 11.1%下降至 3%(OECD 1998:)。歐洲統計局(Eurostat)資料進一

步地顯示荷蘭婦女接受非典型就業型態以結合工作與幼兒關顧。在 1996 年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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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有十歲以下兒童的荷蘭婦女中，只有 6%為全職工作者。這樣的紀錄是歐洲

最低的國家，並且低於歐盟平均值 30%許多。反觀，家中有十歲以下兒童的荷蘭

婦女中有 41%為部分工時工作者，是歐盟平均值的將近三倍。因此，非典型工作

型態的制度創新增加了荷蘭工作職位創造，並且大幅地改善了荷蘭的失業情形。 

 

第三節 小結 

綜觀荷蘭與德國戰後至 2002 年的就業改革經驗，研究發現維持高度的統合

治理模式是就業改革成功的關鍵因素。統合治理模式的運作效率取決於制度性治

理與社會性支持程度的高低。荷蘭與德國在高度統合治理模式的時期當中，都經

歷了經濟成長、失業率的降低與總體就業的增加。但是當統合治理模式退化或降

低時，就會造成兩國的經濟發展降低與遲緩，失業率升高與總體就業增長不足。 

荷蘭就業改革成功的重要因素為國家在改革過程中發揮高度的國家治理能

力，促使社會伙伴締結以改革為導向的社會契約，並且化解分配聯盟抵制的難

題，進行制度與政策的改革。而德國的就業改革則是受到較多的制度性限制，使

得德國國家無法整合社會伙伴分歧的利益，亦沒有足夠的政策工具來敦促勞資雙

方達成改革協議。德國政治經濟決策程序中對國家能力存在著多重束縛，如基本

法中保障的薪資自主原則、聯邦地方分權等，使德國家治理能力低落，改革政策

遭受社會伙伴的杯葛無法有效推動。 

除了國家治理能力與社會治理能力的差異，政黨政治作為中介變數在社會

安全支出與就業改革的政策內容兩方面，影響荷蘭與德國統合治理模式的政策產

出。基督教民主與社會民主政黨之間的選舉競爭是社會安全支出持續增加的重要

因素。但是近年來由於失業率高漲與社會安全支出負擔過載的緣故，社會安全的

合理化則是共同的趨勢。在政策內容方面，戰後初期德國與荷蘭的社會民主黨派

主政時期，都偏好採取所謂的凱因斯式政策，結合勞資集體協商達成志願性薪資

節制與國家主導的充分就業勞動市場政策。相對的，基督教民主政黨則多主張降

低法定薪資、刪減失業救濟與降低工作保障規定等增進勞動市場彈性的去管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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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 

荷蘭就業改革的成功因素在於其適時地因應了當前環境的變遷所進行的制

度創新。勞資達成以薪資節制來換取工作，同時以刪減工時來工作分享，以利新

工作機會的創造。由於傳統產業萎縮，服務部門興起的環境變遷，再加上婦女教

育與要求自主權提升，使得非典型工作型態成為調和這兩項環境變遷的最佳解決

方案。透過非典型就業型態的制度創新，荷蘭成功地藉由大幅地創造就業職位與

提昇婦女的就業，改善了失業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