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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結論 

 

本章為結論，共分為四節。第一節總結摘要本篇論文各章之論述。第二節

陳述深度統合治理模型作為一研究途徑，對於當前統合主義理論研究的理論貢

獻。第三節綜合論述統合治理模式的政策意涵。第四節則是說明統合治理模式與

荷蘭與德國就業改革在歐洲整合過程中的未來研究方向。 

 

第一節 總結各章摘要 

第一章《導論》首先提出研究目的與問題。當前歐陸型福利國家普遍面臨

低經濟成長、高失業率與高社會安全支出的「只有福利沒有工作」困境。但是荷

蘭與德國這兩個制度上最類似的國家，卻有著非常不同的制度調適路徑與就業改

革成效。對此，本研究提出「相似的政治、經濟與社會福利制度，為何導致相異

的經濟發展、勞動市場與社會福利表現？」、「統合治理模式變遷與經濟、勞動市

場及社會福利支出間的相關性為何？」以及「統合治理模式的調適如何可能？條

件因素為何？」三項研究問題。在經過文獻檢索與理論的探討之後，本論文的基

本論點如下：一、在相似的統合治理結構中，制度內的差異造成了統合治理模式

運作的不同，也導致相異的經濟發展、勞動市場與社會福利表現。二、統合治理

模式與經濟表現、勞動市場之間存在著高度的相關性，但是統合治理模式與社會

安全支出之間的關係則取決於政黨政治的中介影響。三、統合治理制度調適的可

能，在於啟動良性循環來促進與維持高度統合治理模式。 

第二章《理論與研究方法》則是提出「深度統合治理模型」的理論分析架

構，從「制度性治理」與「社會性支持」兩個面向，來建構分析荷蘭與德國就業

改革的理論基礎。並且將各項變數運作化，更細緻地呈現變數之間的理論關係與

說明深度統合治理模型的研究架構。本章亦簡要地論述「全球化與歐洲區域整合」

以及「德國統一」兩項外部環境因素對於荷蘭與德國就業改革的可能影響。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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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並不否認國際環境因素的重要性，但是就福利國家就業改革的政治而言，國內

政治經濟制度與政治調適過程仍是最主要的關鍵因素。 

第三章與第四章為《荷蘭》就業改革政治的個案分析。第五章與第六章則

為《德國》的就業改革政治的個案分析。第三章與第五章的分析時期為戰後至

1970 年代福利國家成長的「黃金時期」。第四章與第六章則是以 1980 年代至 2002

年的「節約年代」為研究的範圍。綜觀荷蘭與德國戰後至 2002 年的就業改革的

政治歷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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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度高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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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當在統合治理模式退化或降低時，兩國的經濟發展降低，失業率升

高與總體就業增長不足。 

第七章《比較荷蘭與德國就業改革的政治》綜合歸納比較荷蘭與德國自第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直到 2002 年就業改革的政治歷程。第一節承接前面四章的個

案研究，彙整比較分析兩國統合治理模式的變遷歷程。第二節則是根據深度統合

治理模型的變數分析結構，來說明荷蘭與德國兩國就業改革成功的條件因素，以

及德國改革困境所面臨的制度與結構性限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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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堆動了政策與制度的改革。而德國的就

業改革則是受到較多的制度性限制。使得德國國家無力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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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結論》第一節總結摘要本論文各章之論述。第二節陳述深度統合

治理模型作的理論貢獻。除了細緻化了統合治理的概念與理論的應用，深度統合

治理模型結合了傳統統合主義的組織結構與政策制定過程。並且指出「統合主義

沒落論」混淆了統合主義「結構」與統合治理的「過程」，政策「產出」與統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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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理模式的「存續」的謬誤。統合主義非但沒有沒落消逝全，反而在全球化與歐

洲區域整合的壓力下，以新的不同型式應用於更廣泛的議題領域當中。第三節綜

合論述統合治理模式的政策意涵。研究發現統合治理模式的調適的在於啟動與維

繫高度統合治理的良性循環。就業改革則是在於掙脫只有福利沒有工作的惡性循

環。而兩者之間的連結有賴政策協商的回復與締結就業改革導向的社會契約。第

四節則是說明統合治理模式與荷蘭與德國就業改革在歐洲整合過程中的未來研

究方向。 

 

第二節 理論貢獻 

藉由分析荷蘭與德國自戰後至 2002 年的統合治理模式變遷，深度統合治理

模型的研究架構在以下幾個方面對於當前統合主義理論做出貢獻：一、深度統合

治理模型修正了傳統國家統合主義與社會統合主義二分法的缺失，以整合統合治

理結構與統合政策制定過程，來細緻化統合治理概念與理論。二、針對所謂的「統

合主義沒落論」提出反駁。統合主義沒落論的謬誤在於混淆了統合主義「結構」

與統合治理的「過程」，與混淆了統合主義政策「產出」與統合治理模式的「存

續」，而妄下統合主義沒落的結論。事實上，全球化與歐洲區域整合等的國際環

境變遷，反而促使統合治理模式以新的型態在許多傳統統合主義國家中重新恢

復，並且也相繼出現於一些非統合或低度統合主義的國家之中。三、新的應用與

新的解釋力。在全球化與歐洲區域整合等國際環境壓力的推波助瀾之下，統合主

義以新的不同型式應用於更廣泛的議題領域當中。研究議題從傳統的三方協商結

構與薪資、生產和社會計畫，轉變為國家競爭力提升與因應區域整合的政策協調。 

一、統合治理概念的細緻化與理論的應用 

1. 傳統統合主義的分類缺失 

統合主義作為一理論架構與研究途徑，經常受到界定不清、意義含混的批

評。雖然如此， Schmitter 對於統合主義的定義與分類是最為學者普遍接受的

(Wairda 1997: 154-157)。Schmitter(1974: 94-95)對統合主義的界定為「一種利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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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的體系，其組成單元被組織成少數單一具有強制性、非競爭性之層級節制的及

功能分化的範疇。國家承認且刻意授予其在個別領域內享有利益表達的壟斷權，

以換取國家對其領導人之選擇、需求表達與支持的控制權。」Schmitter(1974: 

103-105)並且依據不同的政治、社會與經濟過程，進一步地區分兩種統合主義型

態，意即「國家統合主義」 (state corporatism)與「社會統合主義」 (societal 

corporatism)。國家統合主義的特徵為威權的國家機關由上而下的單一控制架

構，權力的分配與經濟發展的決策都是由政府主導，社會利益團體對於決策並無

影響力，僅擔任配合執行政策的角色。相對的，社會統合主義則是強調多元社會

中國家機關與社會利益團體之間的關係。其特徵為社會利益團體由下而上的自主

的利益追求的主動角色，國家被動地且間接介入經濟事務管理，只需負責提供與

維持市場秩序穩定的任務。 

從荷蘭與德國個案分析而言，研究發現就業改革的決策程序、國家與勞資

社會伙伴之間的互動關係，並非國家統合主義由上而下或社會統合主義由下而上

的單一方向決策程序。並且國家與勞資社會伙伴之間的權力關係也非國家統合主

義或社會統合主義所呈現的近乎絕對關係，而是隨著時期、議題與策略而有消長

與變化。戰後初期至 1950 年代，兩國的國家機關在重建工業關係與協助勞資組

成利益團體時，因為擁有賦予特定勞資團體準公權力以及參與影響決策的特權地

位，因此獲得勞資團體配合國家政策，採取合乎國家期望的因應行為，例如工會

方面的志願性薪資節制，資方穩定產品價格與工時刪減。但是自 1960 年代隨著

生產秩序恢復與經濟成長發展之後，勞資社會伙伴在經濟、社會福利與勞動市場

上的自主權力上升。特別是荷蘭中央經濟管制體系崩解之後，勞資恢復工資與工

作條件談判自主權。德國勞資雙方也在工資自主原則的保障下，免於國家對於集

體協商談判的直接干涉。因此，國家與勞資層峰組織的互動從單一的行政指導，

轉變成雙方的政策協商與妥協。至此，國家需要透過正式的法定制度與權力以及

非正式的協商與互惠，與勞資層峰組織結成社會伙伴關係，共同進行經濟決策與

治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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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國家統合主義將社會利益及其組織界定為國家的輔助或附屬機構，

以及國家機關對於社會利益團體的威權管制，不符合荷蘭與德國等先進民主工業

國家實況。而社會統合主義又過於強調社會部門由下而上的壟斷式利益匯集的架

構，過度忽略了國家在經濟決策中的治理能力，或僅被視為被動的反應性(reactive)

角色而已。深度統合治理模型針對上述統合主義分類的缺失，透過制度性治理的

變數分類，賦予國家機關與勞資社會伙伴同等的地位，並依據實際的運作來區分

與比較其治理能力的高低。經由分析荷蘭與德國就業改革的政治歷程，深度統合

治理模型區分了國家治理能力與社會治理能力，更完整地呈現出戰後至 2002 年

期間兩者在統合治理模式變遷中的互動關係。 

2. 結合「結構」與「過程」的研究分析 

隨著傳統統合主義理論的廣泛應用於不同的領域與國家，其類型也從單純

區分組織結構的差異，演進至分析較為繁複的政策制定與執行過程。Schmitter

在 1982 年「仍是統合主義的世紀？」(Still the Century of Corporatism?)一文中，

將統合主義更進一步地分成 I 和 II 兩種類型，便是反映了這樣的研究趨勢。

Schmitter(1982: 262-263)的統合主義 I 型指的是「利益匯集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interest representation)，而統合主義 II 型為「政策協商的過程」(the system of 

policy making)。Schmitter 的分類區分了傳統的勞資組織成員數目與密度、涵蓋

率等數量性指標測量，以及國家與社會利益團體及社會利益團體之間政策協商過

程的分析。除了對統合主義的類型作了更細緻地劃分，Schmitter 並且指出了統

合主義研究的方向應從以往測量與描述社會利益代表的組織結構，朝向分析統合

政策制定過程中的協商而努力。但是在統合制度性結構與統合政策制定過程之間

似乎仍舊存在著一個「遺失環節」(missing link)。正如荷蘭與德國的比較分析所

發現，兩國極為類似的統合主義式組織與利益代表結構，卻產生了不同的調適路

徑與在經濟、勞動市場表現與社會安全支出上的差異。並且這樣的劃分仍無法解

釋統合主義組織結構與政策產出之間的異常現象。也就是說高度組織化的統合治

理結構，卻無法促成就業與相關社會安全政策改革，就如荷蘭 1960 年代、西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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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年代制度性治理高，但是經濟、勞動市場表現卻惡化的例子所顯示的。 

針對這樣的理論缺失，深度統合治理模型一方面引入社會共識變數來說明

造成統合主義制度與政策產出之間落差的可能因素。若沒有高度的國家治理能力

或是社會共識的支持，高度組織化的勞資社會伙伴反而可能淪為公利私用的分配

聯盟，阻礙了就業與相關社會安全制度的改革。另一方面，藉由分析社會契約的

締結(如荷蘭自 1982 年 Wassenaar 協議以來的一系列以就業改革為導向的社會契

約)與協商機制(例如荷蘭的勞動委員、社會經濟委員會、西德的協合式行動與勞

動結盟等)的政策協商互動，來說明統合主義結構與政策產出之間的轉化過程。

深度統合治理模型強調「治理」的動態運作分析，而非傳統統合主義的靜態組織

結構描述；因此，深度統合治理模型連結了統合主義結構與政策制定過程之間的

隔閡，相當程度地補強了傳統統合主義理論這方面的缺失。 

二、對於統合主義沒落論的反駁 

誠如個案分析所顯示，荷蘭與德國統合治理模式在經歷了戰後至 1960 年代

的發展高峰與亮麗經濟表現之後，便以不同的速度逐漸地衰退。1970 年代與 1980

年代國際經濟日趨全球化的趨勢下，統合治理模式的弱化導致了經濟衰退、失業

率攀升與社會安全支出的濫用。一些學者認為統合主義作為經濟治理型式已經窮

途末路，並且統合主義式的組織結構與政策制定模式也將逐漸消逝(Schmitter and 

Streeck 1991; Gobeyn 1993)。這樣的悲觀論點是基於幾個方面的觀察：新科技的

出現與傳統製造業的萎縮使得凱因斯政策失去效用與福特式生產體制面臨極限

(Schmitter and Streeck 1991)。工會密度遞減與勞資協商僵局顯示傳統統合主義結

構的日漸崩解(Gobeyn 1993)。總體經濟治理成效不彰(Schmitter 1989; Gobeyn 

1993)以及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逐漸為社會民主黨所採行(Glyn 2001)都衝擊了統

合主義所奠基的理論基礎。因此，統合主義終將沒落與逝去(Schmitter 1989)。 

基於荷蘭與德國統合治理模式變遷的分析，全球化導致統合主義沒落的論

點是由於兩個方面的混淆所導致。一是混淆了統合主義「結構」與統合治理的「過

程」，將傳統統合主義結構的弱化過度簡化成統合主義的整體沒落。二是混淆了



第八章 結論 

 210

統合主義政策「產出」與統合治理模式的「存續」，單以片段的經濟、勞動市場

表現而妄下統合主義沒落的結論。首先，比對深度統合治理模型之制度性治理變

數來看，傳統統合主義所界定的「結構」的確是處於日漸降低的趨勢。荷蘭與德

國工會密度下降趨勢明顯，並且 1990 年以來集體協商的去中央化（公司協議的

增加）與集體協議涵蓋率下降都顯示了傳統統合主義結構的鬆動。但是深度統合

治理模型的分析顯示，國家在統合治理結構中的重要角色與功能。雖然德國國家

缺乏直接介入勞資談判的權力與門徑，但是荷蘭政府強力促成勞資雙方於 1982

年與 1993 年達成協議，啟動與持續勞工薪資節制與工時刪減的政治交換，獲了

荷蘭就業奇蹟的改革成效。社會統合主義理論忽略了國家在統合治理過程中，促

成勞資締結社會契約的角色與維繫統合治理結構的功能。因此，統合主義沒落論

者將工會密度、集體協商涵蓋率等結構性指標的下降輕率地簡化成為統合主義沒

落的論點。 

其次，統合主義沒落論者混淆了統合主義政策「產出」與統合治理模式的

「存續」。荷蘭與德國在戰後至 1960 年代高度統合治理時期中，創下高度經濟成

長、幾近充分就業與寬裕社會安全支出的優異表現。但是自 1970、1980 年代起

的兩國經濟表現每下愈況，陷入經濟成長遲緩、失業率急遽上升與社會安出支出

負擔不堪負荷的困境。統合主義沒落論者依據此一段統合治理模式弱化時期，政

策產出導致經濟與勞動市場表現惡化為佐證，來斷論統合主義作為一經濟治理的

政策制定模式已經失去效用，無力因應環境變遷。但是根據深度統合治理模型的

分析，荷蘭 1980 年代開始的就業改革的例子明確地反駁了統合主義沒落論的觀

點。荷蘭從 1970 年代的低度統合治理逐步地於 1990 年代回復到高度統合治理，

經濟恢復成長，失業率急速下降，同時維持高於歐盟平均的社會安全支出。荷蘭

的例子說明了統合治理模式制度調適的成功因素與條件。雖然德國至今仍沒有明

顯脫離低度統合治理的跡象，但是「德國模式」曾經有過亮麗的表現，不能排除

其仍具有內在彈性與能力來產生成功調適的可能性(Crepaz 1992)。 

事實上，統合主義並未因經濟全球化而沒落。荷蘭的經驗反而顯示出現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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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主義式治理復甦的趨勢。越來越多的研究顯示全球化、歐洲區域整合等國際環

境變遷，反而促使統合治理模式以新的型態在許多傳統統合主義國家中重新恢

復，並且也相繼出現於一些非統合或低度統合主義的國家之中(例如愛爾蘭、西

班牙與葡萄牙與東歐等國，Rohdes 2000: 166-168; Royo 2001)。因此，統合主義

理論並不是沒落，而是因應環境變遷而有了新的應用領域與議題。 

三、新的應用與新的解釋力 

1970 年代國際經濟環境的轉變，由於統合主義國家在調適的過程中，勞資

協商僵局或中央協商機制崩潰，經濟與勞動市場表現不良，社會福利支出不堪負

荷，導致了統合主義沒落的論點。反而，1990 年代以來全球化與歐洲區域整合

的進程加劇加快，統合主義國家面臨制度調適的壓力，反而使得統合治理運作重

新活絡了起來。在傳統高度統合的北、西歐國家中，停滯許久的中央集體協商機

制重新恢復(瑞典反而成了例外，參見 Wallerstein and Gloden 1997)，國家與勞資

社會伙伴間政策協調恢復。在一些非統合或低度統合的歐洲邊陲國家(如愛爾

蘭、西班牙、葡萄牙與義大利)中，國家與勞資協商的統合機制陸續建立，旨在

增進國家競爭力的三方協定相繼簽訂(Rhodes 1998: 178-203)。正如同本論文中荷

蘭個案的研究所顯示的，自 1970 年代中期「荷蘭疾病」日趨惡化之際，在政府

的威脅直接介入之下，勞工與資方代表於 1982 年締結了 Wasenaar 協議，恢復了

停滯將近十年的統合協商機制，啟動了以志願性薪資節制及工時刪減的就業改

革。德國 1990 年代的兩次勞動結盟雖然成效有限，但也同樣顯示了統合治理模

式的活絡。 

當前統合主義協商機制呈現更靈活與彈性化的趨勢，勞資協商的型式也歷

經環境變遷而進行調適。如今統合主義在歐洲統合主義以「社會契約」(Fajertag 

and Pochet 1997: 9-11)、「政策協商」(Berger and Compston 2002: 3-5)，或是所謂

的「競爭式統合主義」(Rohdes 2001: 176-180)等型式，出現於不同國家與不同的

議題領域當中。而協商的內容也更為廣泛，透過不同產業部門間的勞資談判，建

立以合作為導向的協商機制，針對影響產業競爭力的勞動議題如工時、工資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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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安全議題如年金、健保、失業與失能保險的給付條件與分擔比例進行集體協

商。總結而言，統合主義不但沒有消失，反而在因應全球化與歐洲區域整合等國

際環境壓力的推波助瀾之下，以新的不同型式應用於更廣泛的議題領域當中，議

題轉變從傳統的三方協商結構與薪資、生產和社會計畫，轉變為新的競爭力與因

應區域整合的政策協調。 

 

第三節 政策意涵 

綜合以上深度統合治理模型的分析，研究發現統合治理模式的調適的在於

啟動與維繫高度統合治理的良性循環。相同地荷蘭與德國的就業改革則是在於掙

脫只有福利沒有工作的惡性循環。而兩者之間的連結有賴政策協商的回復與締結

就業改革導向的社會契約。 

一、啟動與維持高度統合治理的良性循環 

以統合治理模式來分析荷蘭與德國的經濟表現與就業政策改革上的差異，

研究發現統合治理制度調適的成功條件，在於啟動良性的調適循環以促進或維繫

高度的統合治理模式。戰後荷蘭與德國的經濟快速成長與低失業率都得力於高度

的統合治理模式。高度國家治理能力，協助勞資社會伙伴重整利益匯集的代表性

組織，並授與社會行政管理權力與參與經濟社會政策制定的門徑，達成了高度的

統合結構的制度性治理。同時高度的社會共識源自於國家與社會伙伴之間的社會

伙伴精神與主導經濟發展與社會分配的意識型態確立。高度的社會共識也相當程

度地反映在當時和諧的勞資關係上，整合了統合治理所需的社會性支持。高度制

度性治理與社會性支持的統合治理模式促成了那一時期內經濟快速成長與低失

業率。 

反觀，統合治理模式運作的弱化或衰退，其主要因素是國家治理能力的低

落，一方面無法發揮應有的國家治理能力，有效地制定與執行政策；另一方面則

無法有效地引導與制衡社會伙伴的私利與本位主義。同樣地社會伙伴治理能力的

降低，若沒有合適的替代制度的補償或支撐，使得統合治理模式落入低度的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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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治理結構。再者，社會共識的分歧與低落無法促使社會學習的過程(這對統合

主義治理模式的升級是相當重要的)，來維繫和諧或消弭衝突的勞資關係。最後

在低度社會性支持與制度性治理的情況下，低度的統合治理模式無法有效地調

適，導致了經濟的衰退、總體就業創造不足，失業率逐漸攀升的結果。 

以荷蘭與德國就業改革經驗為例，荷蘭統合治理模式調適成功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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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陷入統合治理模式僵滯困境，則是德國國家受到較多的制度性限制，無法以

道德勸說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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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利推動。 

二、掙脫「只有福利沒有工作」的惡性循環 

由於制度性限制的緣故，使得歐陸型福利國家特別容易陷入「只有福利沒

有工作」的惡性循環(參見附註 2)。歐陸型福利國家中福利的供給主要來自於所

得薪資，因此其運作良好與否仰賴高度的就業人口。「世代契約」的退休制度與

「隨收隨付」的年金體系(參見附註 125)需要充分的就業人口所繳納的保費來給

付退休者的退休年金。使用提前退休與失能年金作為勞力汰換的的簡易途徑，並

且將其成本轉嫁於年金體系。在當前日趨「後工業化社會」中，上述的制度間的

交相作用，使得歐陸型福利國家失業率居高不下，社會安全支出不堪負荷

(Esping-Andersen 1999)。1970 至 1980 年代的荷蘭與 1990 年代至今德國都是最

為明顯的例子。居高不下的失業率與長期失業的結果是同時降低政府稅收與增加

社會支出。面對這樣的困境，政府只得降低社會福利供應或者是增加所得稅賦以

因應。前者的作法是犧牲真正需要社會援助者的利益，後者則是降低產業競爭

力。更遑論兩種作法都需面對選舉時選民的懲罰。 

誠如荷蘭自 1980 年以及德國自 1990 年代以來的改革所顯示，就業改革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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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上述的啟動與維繫高度統合治理模式之外，便是扭轉「只有福利沒有工作」的

惡性循環。荷蘭 1982 年的 Wassenaar 協議，勞資雙方協議以薪資節制和刪減工

時的政治交易。薪資節制的立即效應是降低生產成本與提升產業與產品在國際市

場上的競爭力。隨著企業獲利的增加，有助於進行國內再投資與刺激消費，兩者

都促成了國內服務部門的工作職位的增長。同時工時刪減所外溢造成的工時分享

效果，得以非典型就業的型態(部分工時工作、彈性工作等)來替補，增加了就業

機會。結合服務業部門中的低技術性職業創造與非典型工作就業型態，鼓勵長久

以來偏低的荷蘭婦女就業意願，以及青年人的初次就業，或是長期失業者的重新

就業。並且藉由「彈性與保障法」的制定，提升非典型就業的福利與權益，一方

面增加了失(就)業者接受非典型就業的意願；另一方面，因應了服務經濟興起的

就業趨勢。 

藉由就業率的提升，降低了依賴失業救濟的人數，減少政府社會安全支出；

同時可以降低薪資中社會保險費的比例，提升勞工實質薪資收入，與降低薪資成

長的壓力。薪資成長的壓力減緩，有利於薪資節制的維持，也有助於服務部門低

薪資、低技術工作的增加。隨著就業的增加，擴大了政府稅的所得稅基，降低對

「隨收隨付」的退休年金體系的補貼，兩者都可減輕了政府預算支出的負擔。平

衡赤字預算或是降低稅賦，特別是降低位於勞動市場基層的法定最低工資勞工的

所得稅與社會保險費。藉以鼓勵低技術性勞工(占長期失業者中絕大部分的比例)

的再就業，特別在服務部門中工作職位。 

三、恢復政策協商與簽訂社會契約 

德國與荷蘭在就業改革成效上迥異的表現，進一步指出需要連結高度統合

治理模式與掙脫只有福利沒有工作惡性循環兩者的機制。換言之，需要藉由國家

與社會伙伴之間的政策協商與簽訂社會契約來維繫高度統合治理模式與掙脫只

有福利沒有工作的惡性循環。 

1970 年代中期至 1982 年的荷蘭統合治理模式是陷入所謂「沒有共識的統合

主義」協商僵滯之中(Visser and Hemerijck 1997: 96-98)。因為利益與立場分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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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故，三方協商機制的社會經濟委員會無法達成一致的決議，政策協商雖然持續

進行，但卻很少達成妥協與共識。隨著荷蘭疾病的危機加劇，危機感引發社會學

習，改革的共識凝聚，荷蘭政府展現高度國家治理能力。在國家恢復中央經濟管

制威脅之下，勞資雙方回復政策協商，並達成以薪資節制與工時刪減的社會契

約。1982 年的勞資雙方在 Wassenaar 的政策協商，啟動了荷蘭統合治理模式的調

適，薪資節制與工時分享的社會契約則開始了扭轉只有福利沒有工作的就業改

革。正如同統合治理模式變遷所顯示，統合治理本身包涵著自我強化的運作成

分，因此若是缺乏一良性的駕馭能力，其自身並不能保證產生經濟效益與社會效

率的政策產出，反而可能導致利益團體共謀與公利私用。因此，社會契約需要常

態性的重新協商，並且針對新的情勢而延伸出新的議題，以維繫高度統合治理模

式運作與持續就業改革。荷蘭 1993 年的「新方向」與 1996 年的「彈性保障」兩

項社會契約的締結便是最好的例證。 

德國的就業改革經驗似乎提供了相反的例證。薪資自主原則限制國家直接

介入勞資集體談判，聯邦體制的中央與地方權與聯邦銀行的獨立自主，使德國家

治理能力低落。雖然德國政府透過建立三方協商機制來與勞資雙方進行政策協

商，但是薪資自主的限制，使得國家無法促成勞資雙方達成共識與妥協。改革的

政策屢遭社會伙伴的杯葛無法順利推動，因此無法仍陷入低度統合治理與只有福

利沒有工作的惡性循環之中。 

 

第四節 未來研究方向 

隨著歐洲區域整合的進程，未來荷蘭與德國就業改革的研究需要置於歐盟

這一較大的範疇之中。國際環境的變遷，無論是危機或是全球化、歐洲區域化整

合的趨勢，都是提供檢驗制度表現與調適的契機。歐洲區域整合與貨幣同盟的需

要，使得統合治理模式以協商與社會契約的型式出現而方興未艾。加入歐洲貨幣

同盟的門檻限制與維持歐元貨幣穩定的規定，限制了會員國家政策的自由度與其

所能使用的傳統分配和補償的政策工具與資源。失去獨立匯率與控制通貨膨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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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權。如今薪資成本成為總體經濟調整與勞動市場表現的主要成分，因此未來

研究的方向仍將包括薪資紀律、勞動市場彈性與社會安全體系改造。當前荷蘭與

德國等歐陸型福利國家的統合治理是尋找出一個新的經濟上能持續、政治上可行

與社會上可接受的制度調適。 

由於歐陸型福利國家中工業關係、勞動市場與社會福利之間政策領域是相

互重疊，並且集體協商制度與政策制定之間呈現高度緊密連動關係。因此，就業

改革的研究，需要兼顧與此一議題密切相關的社會安全與社會福利議題。正如本

篇論文中德國與荷蘭就業改革的成效與能否有效管制失能年金與提前退休密切

相關。甚至本論文沒有涉及的健康保險與疾病給付、兒童關護設施的提供等，也

影響到政府與勞資雙方進行就業改革的成效。所以，工業關係、勞動市場與社會

福利體制之間的政策與制度互補亦將是未來的研究重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