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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理論與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目的是希望藉由比較荷蘭與德國兩國就業政策及其相關社會福利

改革，來分析歐陸型福利國家陷入「只有福利沒有工作」的制度性因素，並希望

從政治面向來探討荷蘭與德國的就業政策改革的調適歷程與政治過程。第二章討

論的主題為理論與研究方法，分為五個部分。第一節簡述荷蘭與德國在經濟與就

業表現及發展歷程上的差異。第二節則從理論面向來探討統合治理結構與經濟表

現、勞動市場及社會福利支出之間的理論關係。第三節我提出「深度統合治理模

型」(Thick Corporatist Governance Model)的理論分析架構，從制度性治理與社會

性支持兩個面向來分析荷蘭與德國就業政策的改革經驗與成果。並且將各項變數

運作化(operationaliz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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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則論述其他主要環境因素—全球化、歐洲區域整合與德

國統一—對於荷蘭與德國就業政策改革的影響。雖然環境因素重要，但是就福利

國家中就業政策及相關社福政策的改革成效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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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是說明研究方法，敘述研究範圍、研究設計、

資料來源與研究限制。 

 

第一節 比較荷蘭與德國經濟表現與就業改革成效 

在第一章第一節中，本研究從制度性相似與福利國家發展路徑相異兩方

面，來說明比較荷蘭與德國的研究目的與提出研究的問題。在本節中，本研究再

從歷史實務面來簡述荷蘭與德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至今的經濟表現與就業

改革成效上的差異。 

德國(西德)自 1945 年至 1969 年間，經濟快速成長、勞力充分就業與完善的

社會福利供給，贏得了「經濟奇蹟」的美名(參照表 1-1)。德國獨特的政經體制

亦成為各國競相仿效的「德國模式」(Modell Deutschland)。然而，同一時期的荷

蘭受限於工業化程度不足與海外殖民地的流失等因素，除了總體就業成長表現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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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之外，經濟成長與社會安全支出表現並不突出，甚至還低於「歐洲經濟合作組

織」的平均標準。11 1970 年代兩次石油危機相繼衝擊之後，兩國相同地面臨經

濟成長明顯減緩、失業率漸漸升高，但社會安全支出仍持續成長的趨勢。相對於

荷蘭的經濟波動與社會動盪，此時期的西德仍然維持低度的通貨膨脹率，相當程

度地穩定政治經濟發展與社會和諧，獲得了「穩定國家」(stable state)的讚譽

(Paterson and Smith 1981: 1)。到了 1980 年代初期荷蘭與德國的情形都開始逐漸

走下坡。成長似乎已經到達極限，居高的失業率與停滯的經濟，無法再承擔過度

擴張的社會福利支出。12 荷蘭的整體情形較德國更為嚴重：將近百萬的職業失

能(disability)勞工，超過 1/4 的勞動力處在失業或待業狀態中，不同種類的社會

安全支出消耗了 26.7%的國民生產毛額(OECD 2001: 156)。荷蘭這種同時面臨低

經濟成長、高失業率與高社會安全支出的困境，以及職業失能與疾病給付浮濫的

特殊現象，被學者稱為「荷蘭疾病」，是「只有福利沒有工作」的典型案例(Visser 

and Hemerijck 1997: 9)。 

荷蘭惡化的經濟危機累積到了 1980 年代初期已經轉變為統治的危機，促使

荷蘭政府自 1982 年開始了一系列以促進就業為導向的政策改革(Visser and 

Hemerijck 1997: 81-83)。從 1980 年代末期開始，改革的成效逐漸呈現。荷蘭經

濟成長復甦、失業率逐年遞減，同時維持歐陸福利國家中最高的社會安全支出比

例。荷蘭勞動市場方面表現最為亮麗，1990 年代整體就業增長率不但居歐陸型

福利國家之冠，也遠超過 OECD 與歐盟的平均值。荷蘭改革的成效不但洗刷污

名，反被譽為「荷蘭奇蹟」(OECD 1998)。荷蘭創造出高經濟成長、低失業率與

高就業增長，同時維持完善的社會福利的模式，也被認為是可供福利國家改革依

循的「第三種選擇」(Third Way) (Giddens 1998: 122-123)。相反的，1980 年代之

                                                 
11 歐洲經濟合作組織(Organization for European Economic Co-operation，簡稱 OEEC)創立於 1948
年，成立的目的是於二次世界大戰後，在協助歐洲重建之馬歇爾計畫下，執行美國及加拿大所提

供的援助。OEEC 於 1961 年轉型為 OECD 後，其工作重點為建立會員國強而有力的經濟實力，

提高效率，發展並改進市場體系，擴大自由貿易，促進已開發及開發中國家之發展。 
12 由於本研究是以就業改革的政治為研究主題，因此，文中提及的「社會福利」主要的是指社

會安全性移轉支出，特別是失能年金與提前退休計畫方面的支出。但是為了行文方便，有時「社

會福利」也泛指與就業改革相關的社會福利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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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西德的經濟與勞動市場表現並沒有好轉，德國模式日漸失去原有的光芒，也陷

入只有福利沒有工作的困境。1990 年兩德的統一與歐盟的區域整合都只產生短

期景氣效應，沈重的財政負擔使得德國政經調整的步履更加維艱。失業率與社會

福利支出逐年上升，總體就業增長率卻明顯低落。進入二十一世紀的德國經濟前

景仍然黯淡，失業人口再創新高，超過四百三十多萬人(Bundesanstalt für Arbeit 

2003)。德國繼續低迷的表現，令人懷疑是否也像日本一樣已經邁向沒落之途？ 

荷蘭與德國的表現呈現強烈且有趣的對比，引起了學界熱烈的討論。本研究

的目的是希望藉由比較荷蘭與德國兩國就業政策及其相關社會福利改革的政

治，來分析歐陸型福利國家陷入「只有福利沒有工作」的制度性因素，並希望從

政治面向來探討荷蘭與德國的就業政策改革的調適歷程與政治過程。 

 

第二節 統合治理與就業改革 

統合主義是西、北歐國家在工業化與民主化經驗中所發展出來的，一種有

助於消弭社會分歧，達成社會共識的經濟制度(Lehmbruch and Schmitter 1982)。

統合主義也是民主國家在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下，同時追求經濟成長與分配正義的

一種政治安排。在現今的全球化時代中，統合主義仍被視為工業民主國家中調和

國內利益、增進國家競爭力的制度性安排(Freeman 1989: 281-286; Rhodes 2001: 

166-168)。荷蘭與德國的社會福利特徵雖被視為歐陸型福利國家的典型，但其政

治經濟體制仍被歸類為民主統合主義(參見第一章第一節)。因此，我們認為荷蘭

與德國就業政策改革的政治就是統合主義式的治理，簡稱統合治理模式。 

然而，主要的文獻雖然區分了不同類型的統合主義(Wiarda 1997)，但卻沒有

解釋相同類型的統合主義國家，為何會有不同的政治經濟發展路徑。再者，一般

統合主義論述只強調統合治理的結構，甚至網絡(Lehmbruch 1984: 74-78)，卻甚

少闡述統合主義政策協商運作的過程(Lehmbruch and Schmitter 1982, Katzenstein 

1982)。並且統合主義文獻假設「統合治理制度本身即可產生與維繫良性的經濟

與社會成效」令人存疑(Olson 1982; Streeck 2003)。實際上，統合主義並非靜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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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治型態。在缺乏監督與制衡的制度性安排時，社會伙伴可能產生競租

(rent-seeking)與勾結(collusion)行為，無法適時因應改革的需要而落入政策僵局

(Cawson 1985; Streeck 2003)。一些發展中國家與後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都顯示，

缺乏良性誘導因素與制度設計導致了統合治理模式的退化與墮落，甚至崩解

(Bianchi 1989, Connor 1996)。在經過廣泛的文獻檢索與學者訪談之後，本文以

Katzenstein (1985: 30-34)的民主統合主義為理論基礎，並運用 Clifford Geertz 

(1973)的「深度描述」(thick description)建構了我所謂的深度統合治理模型，來

分析詳述荷蘭與德國這兩個統合主義國家政策制定與制度調適的過程。我希望以

民主統合主義中，最重要的統合治理變數，對研究課題獲致最大的理論解釋力，

並佐以詳盡的田野研究描述，以達到理論深化的目的。 

深度統合治理模型包含制度性治理(institutional governance)與社會性支持

(societal support)兩個屬性。制度性治理是指是國家與社會的治理程度，社會性支

持則是社會共識與勞資關係間的合作程度，並且透過而政黨政治來遂行實踐統合

決議與進行政策改革，而政黨之間意識型態的歧異是為中介變數的特性，唯有特

定的制度條件之下才能影響政策內容。分別說明如下： 

一、 制度性治理 

制度性治理就是國家與社會伙伴將社會利益匯集，並整合納入公共政策制

訂過程中的治理程度。其中主要包括「國家治理」(state governance)與社會伙伴

的「社會治理」(social governance) 能力兩組變數。 

所謂的國家治理能力是指「國家相對於市民社會的統治力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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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eck 2003; Ebbinghaus 2001)。因此，國家治理能力強調國家行為者藉由保

有最終干預與將協議法制化(ratification)的能力，可以防止分配衝突所導致的談判

僵滯與社會伙伴間的投機主義。換言之，運作良好的統合治理反而更需要一個有

能力的國家。特別是在當前日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裡，雖然主權國家的傳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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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能力受到限制，但是國家更應發展創新的政策與更細緻的策略應用，經由提

供保障與創造有利的協商環境，方能因應環境變遷與進行制度的調適(Weiss 1998, 

Hemerijck and Vail forthcoming)。 

統合主義是一種政治交換制度，而政治交換所達成之協議需要社會伙伴的

社會治理能力去實踐，意即「層峰組織約束其成員行為與執行落實集體協議的能

力」。整合社會伙伴的專業技術與知識直接納入決策制訂的程序中，國家可以降

低政策制訂過程中可能產生的交易成本，並確保社會伙伴對於協議結果的服從，

減免政策實踐時所可能遭遇的抵制與障礙(Casey and Gold 2000: 9-12)。就業政策

及其相關的福利改革都不免涉及利益與效率的調整與重新配置。社會伙伴雖然享

有國家所賦予參與政策制訂的特殊地位與締結協議(社會契約)的權力，但是社會

伙伴亦需要對其所代表的社會或經濟部門享有幾近獨佔式的代表性，且具備嚴格

層級節制的集中化結構來履行貫徹協商的成果。因此，從制度性治理面向來評斷

與分析，我們需分析就業政策改革中國家行為者的相對自主性與社會伙伴的社會

統治能力。 

二、 社會性支持 

社會性支持是社會伙伴藉由組織性利益團體對統合主義式政策制訂的社會

支持程度。國家透過「科層陰影(shadow of hierarchy)」來形塑、駕馭統合主義機

制(Scharpf 1993)；但是以社會為中心(society-centred)的西歐民主統合主義國家，

治理仍有賴於社會伙伴的參與及支持。統合主義作為一種進行政治交換的機制，

其有效的運作取決於社會伙伴的支持程度；當社會支持越高，則遂行統合主義治

理越有效益。社會支持主要包括「社會共識」與「勞資關係」兩組變數。 

改革的社會共識是所謂的「社會伙伴精神」的具體表現(Katzenstein 1985: 

32)。當西歐社會福利國家面臨國際經濟環境市場的挑戰時，國內不同利益團體

間放下利益本位主義，一同尋索出的政治妥協共識。這樣的社會共識強調先求經

濟成長穩定，後求分配公平正義的原則。其以公共利益的理念來整合不同利益團

體間的歧異，緩解勞資階級衝突。階級利益對立的本質使得勞資間透過協商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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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合主義式妥協與政治交換相當不易。為此，勞資主要利益代表組織皆願意接受

「社會伙伴」的意識型態，在國家的協調之下，經過統合主義式協商機制化解勞

資衝突與達成妥協，凝聚社會共識，制訂與進行勞動市場的改革。社會共識也包

含了當時主導的經濟政策的意識型態，經常與當時執政的政黨傾向聯動。戰後西

歐社會中經濟意識型態的變遷，也反映在國家在經濟事務上的角色定位，以及對

於經濟發展與社會分配之間的調適。例如社會民主黨與凱因斯主義的經濟意識型

態與政策聯動，進而擴大或強化國家在經濟與社會福利事務上的主動角色。但基

督教民主黨則偏向採保守的(conservative)新古典經濟政策，因此將國家定位於基

礎建設提供與安全維持的「夜警」(night watch)角色。 

勞資關係在本質上應該是一種社會性的經濟合作關係。和諧的勞資關係才

能有效地結合生產要素，來創造財富與滿足社會成員的需求。但是勞資雙方關係

在利益上卻是衝突的：工資與工作條件(工時、保險等)是勞工的福利，同時也是

企業主的固定成本。因此，和諧的勞資關係需要勞資雙方本著交換正義、團結原

則(solidarity)，就工資與工作條件的進行制度性協商來維繫，方能增進經濟發展

與社會平等。任何動盪衝突的勞資關係都會造成「工作天損失」(work-days not 

worked)，導致生產中斷與運作無法正常進行。大規模的勞資對抗，無論是勞工

的罷工(strike)或是資方的關廠(lockout)，更可能對國家經濟表現與社會安定產生

莫大的影響。因此，維持和諧合作的勞資關係才能為統合治理運作帶來有利的社

會性支持。 

三、 政黨政治 13 

雖然經濟的全球化在某種程度上限制了主權國家繼續採取需求面 

(demand-side)經濟政策的能力，使得學者們認為趨同的政策將使得政黨政治(特

別是左派社會民主政黨)不再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但是促成經濟成長的部分因

素是在於健全的供應面管理(supply-side management)，長期的經濟發展需要物質

                                                 
13 　 在本研究的基本假設是「部分闡明」的關係，就是「獨立變數是部分通過中介變數而影響依

變數」。唯有特定的獨立變數組合時，政黨政治與其意識型態才會對依變數就業與經濟表現產生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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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力資本的累積與因應環境變遷的結構改革。因此在供應面的經濟策略上，反

而進一步地強化了政黨政治競爭的角色(Boix 1998; Garret 1998)。不同政黨因為

意識型態的歧異，經常採取不同的經濟政策進行管理與改革。總體來說，保守派

或右派政黨(如德國、荷蘭的基督教民主政黨與自由民主政黨)主張以遵循市場原

則，以減稅來鼓勵私人儲蓄，提升私人投資，進而增進就業，促成經濟的發展。

由於強調放任市場自由，工資反應勞工生產力與競爭力，因此社會福利支出採緊

縮立場以及容許社會不平等差距的擴大。相對的，社會民主/左派政黨的經濟發

展策略則多是透過人力與固定資本(fixed capital)公共支出的方式來增進勞動與

資本的生產力，致使在相對高稅率、高工資的情況下，私人資本仍然願意進行投

資與就業創造或維持(Boix 1998)。 

自 1970 年代末期至今西歐福利國家遭逢日趨嚴重的高失業率情況，人民普

遍要求經濟、勞動市場與社會福利改革已逐漸成為社會共識。政黨政治影響政策

的改革走向，不同的政黨意識型態差異經常反應在在改革的政策內容中。一般而

言，意識型態偏左的政黨的改革偏好於「合理化」(rationalization)，而意識型態

偏右的政黨傾向於「去管制化」(deregulation)的政策選項。所謂的合理化為將就

業政策與社會安全支出順應市場原則(market-conforming)作最有效率的配置，依

需要的種類與程度不同而提供合理的社會服務。去管制化則為國家操控、介入力

量逐步退出市場，就業政策與社會安全支出取決於市場的自由運作與供應與需求

的調節，過程中是適度的介入市場運作，其目的是導正市場失敗、恢復市場自由

運作。 

以社會福利供給而言，左派社會民主政黨多強調社會分配正義，因此政黨

多強調公共創造就業以及主張對低收入勞工減稅、以社會福利補助失業人口。面

對越來越沈重的社會福利負擔，左派政黨社會福利改革的訴求是採「合理化」的

方向。右派保守政黨則主張放任市場自由運作之下，社會福利補助及失業救濟傾

向於最小化。例如基督教民主黨、自由黨多強調薪資的抑制與提高競爭力；社會

民主黨則多強調對低收入勞工的所得稅與保險給付的減免。再以就業政策改革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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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與目標差異而言，政黨意識型態越保守(政黨光譜位置越偏右)則越容易遵循放

任自由市場原則，勞動市場政策「去管制化」程度越高，越有利於私人部門、非

典型工作的就業創造。14 反之，政黨意識型態越趨於社會民主(政黨光譜越偏

左)，越不容易依循放任自由市場原則，勞動市場政策去管制化程度越低，越不

利於私人部門、非典型工作的就業創造。 

四、深度統合治理模型與假設 

綜合以上的討論，我們認為以德國及荷蘭為代表的歐陸型福利國家中的就

業政策改革主要是取決於兩組獨立變數的影響。制度性治理變數包括「國家治理

能力」與「社會伙伴治理能力」。當國家相對於社會伙伴之自主性越高，而社會

伙伴整合社會利益的社會治理能力越高時，則統合治理模式的制度性治理程度越

高。制度性治理越高代表統合式治理模式中將組織性利益整合到公共政策制定程

序的程度越高。而社會性支持變數代表社會中組織性利益團體對於統合治理的支

持程度。其中當改革的「社會共識」越高，則越有利於改革政策的推行，特別是

在強調協商的統合程度高的國家中，若社會伙伴間沒有相當程度的改革共識，推

行就業政策改革的交易成本將大於改革後可能的獲益。而由勞資集體談判機制所

呈現的「勞資關係」，其和諧與否關係工業關係與勞動市場調整的順利進行，更

影響統合式治理效率的社會基礎。因此，這兩組統合治理變數的組合便直接影響

到歐陸型福利國家的就業政策改革成效與經濟表現。但需要注意的是，民主統合

主義國家公私交疊領域中政策的制定雖是經由統合主義機制協商制定，但是協商

決議與政策產出的執行仍需要透過政黨政治來執行與實踐。 

在此，我們以概念圖（圖 2-1）的方式呈現深度統合治理的理論模型，並表

列陳述研究的基本假設。 

 

 

                                                 
14 「非典型就業」(atypical employment)泛指所有不同於「一般性、全時間、有薪資的雇用」的

工作與雇用關係。其工作型態包含：部分時間工作、臨時工作、彈性工作、輪班工作、工時分擔、

自我雇用工作、家庭工作與地下經濟的職業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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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立變數　 　 　 　 　　 中介變數　 　  　依變數   　 　  　　  　 　   

I. 制度性治理變數 
國家治理能力　  

 
社會治理能力 

II. 社會性支持變數      　政黨政治　   就業成效/經濟表現/社會安全支出 

社 會 共 識　 
 

勞 資 關 係　 
圖 2-1 深度統合治理模型概念圖 

 

統合主義式治理的基本假設：制度性治理與社會性支持度越高，則越有利

於推動就業政策改革、經濟發展與社會效率(social efficacy)，越可能達成歐陸型

福利國家的改革目標。反之，制度性治理與社會性支持度越低，則越不利於推動

就業政策改革、經濟發展與社會效率，越可能陷入「只有福利沒有工作」的症候

群（請參照表 2-1）。當制度性治理變數或社會性支持變數為低時，我們預期作為

中介變數的政黨政治在就業政策改革的政治中將會發揮較大的作用，影響就業政

策改革、社會安全支出與經濟表現。 

 

表 2-1：統合主義治理模式之基本假設　  

統合主義治理模式 政黨政治* 就業/經濟/社福支出表現 

I-高度統合治理 偏左/偏右 歐陸型福利國家改革目標 
II-中度統合治理 偏左 

偏右 
合理化 
去管制化 

III-低度統合治理 偏左/偏右 「只有福利沒有工作」症候群

III-中度統合治理 偏左 
偏右 

合理化 
去管制化 

* 　  政黨意識型態的差異除了表現在振興經濟、促進就業策略上的不同之外，其最主要的差異則是
在與勞動市場政策相關的社會福利支出。 

 

第三節 其他環境因素 

一、 全球化與歐洲區域整合 

雖然本文著重於國內層次的分析，但也深知國際環境因素—全球化

(globalization)與歐洲區域整合—對於歐陸型福利國家政治經濟的影響。事實上，

「就業與福利的危機」就是福利國家對於自 1970 年代以來國際政經環境變遷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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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適時及有效因應的結果。但是不同的國家調適模式與經驗顯示，相較於國際因

素，國內政治經濟制度調適的政治過程可能是說明福利國家政治的更重要因素。 

就經濟面向來看，無論全球化或區域化(regionalization)都是意指資本、商

品、勞務及資訊能有效地跨越傳統民族國家的界限，而在全球市場或區域經濟板

塊的範圍內自由流通的過程(Hirst and Thompson 1999)。因此，不可否認地，全

球化與歐洲區域整合對歐陸型福利國家產生重大的影響。首先以勞動市場為例，

學者認為資本、產品與技術的國際化首次造成全球性的就業率遞減，15並且在

南—北國家間在製造業產品與就業上形成相互競爭(Ghose 2003: 17-20)。由於金

融資本的自由流通給與資本家在面臨國際競爭壓力時「出走」(exit)的政策選項，

以遷移生產基地於工資與稅率較低、勞工保護要求寬鬆的開發中國家區域來尋求

更大的獲利(Hirschman 1970)。這樣的結果是已開發國家中製造業工作向開發中

國家移轉效應，特別是對已開發國家中的低技術勞工造成重大衝擊。全球化也迫

使福利國家無法繼續採行傳統凱因斯主義式總體經濟政策，藉由擴張性財政政

策、低利率政策與擴大公共投資，將資本導向國內投資與工業生產，達成充分就

業的政策目的。因此，充分就業政策的失敗、緊縮性的財經政策轉向，再加上去

工業化(de-industrialization)的國內產業轉型趨勢都使得西歐國家自 1970 年代末

期起面臨高失業率的壓力。 

其次，在社會福利政策方面，由於社會福利是對經濟危機與失置(dislocation)

的補償，居高不下的失業率在西歐福利國家中形成龐大的社會安全支出與福利預

算壓力。但是全球化與歐洲區域整合侷限了民族國家政策選項範圍，使得歐陸福

利國家無法沿用以往赤字預算或發行公債等擴張性財政政策及寬鬆優渥的社會

安全支出來補償失業的國民。反而，歐洲區域整合與貨幣同盟(European Monetary 

Union)對會員國的政府預算赤字與公債設定條件，進一步地限制了歐盟國家在採

                                                 
15 根據國際勞工組織的資料，在全球 84 個主要產業國家中，每年的加總就業率以年平均 0.1%
遞減(Ghose 2003: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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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赤字預算、社會安全與福利預算的支出方面的政策選項與範圍。16 為了符合

這些加入資格規定，歐盟各國紛紛採取削減赤字預算的政策，而自戰後在政府預

算中占最大比例的社會安全支出與福利預算就成了主要的削減對象。這些為因應

全球化外部壓力而進行的福利緊縮政治構成了 1990 年代以來歐美福利國家政治

衝突的新核心(Pierson 1996, 2001)。 

雖然全球化與歐洲區域整合對荷蘭與德國等歐陸型福利國家的失業問題造

成相當程度的影響，但是從細部分析來看，全球化對福利國家的衝擊是混合的：

對不同型式的福利國家、不同的部門與政策領域在不同時期造成不同程度的影

響，也刺激了不同的要求與反應。Burgoon(2001: 501-511)研究顯示全球化與福利

補償之間具有衝突、和諧及無關三種關係，其取決於受影響之利益團體的組織性

高低及要求補償的強度，與資本家的回應立場。例如全球化強化了組織性高的國

內利益團體（如企業協會與勞工工會）在普遍高度對立的政策領域（如貿易自由

化、消極性勞動市場等政策）的補償要求，造成激烈衝突。在要求補償鬆散、且

比較不受勞資重視的政策領域（如基礎建設、教育支出方面），全球化則對現有

政策則無太大的影響。因此，我們可知，全球化與區域整合對福利國家所產生的

影響，仍然取決於國內政治經濟制度調適，也取決於行為者在政策領域中的互動

結果。 

全球化限制了社會福利國家的因應政策選項及範圍，但是政策工具選項範

圍的窄化也並不一定會導致政策產出的趨同(Scharpf 2000: 5-9)。從荷蘭與德國就

業政策改革的例子，以及許多比較政治經濟研究的比較，我們發現面臨相同的國

際環境變遷的挑戰，國家的因應政策並沒有如部分學者所預測的產生趨同的現

象，反而因著不同的政治經濟制度，產生不同的「路徑因循」政治調適過程，最

終獲致的不同的改革成果。為此，我們覺得國際環境因素固然重要，但是就福利

國家中就業政策及相關社福政策的改革成效而言，國內政治經濟制度與政治調適

                                                 
16 例如 1992 年馬斯垂克條約(Maastrich Treaty)規定，為了維持歐元發行後在國際貨幣市場上的

穩定性，嚴格規定了加入資格條件：政府預算赤字與公債分別不得高於 GDP3%與 60%的上限，

以及通貨膨脹率控制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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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仍是最主要的關鍵因素。 

二、 德國統一的影響 

除了全球化與歐盟區域整合的普遍性國際因素之外，不可否認地，突如其

來的德國統一也是一項需要納入考量的特殊環境因素。雖然德國統一為德國經濟

帶來沈重的負擔，不過產業結構老化和經濟結構，特別是勞動市場的制度僵化可

能才是真正刺激德國就業政策改革的結構性因素。若是如此，兩德的統一僅是加

劇自 1970 年代石油危機之後要求德國調整的壓力，以及深化了經濟、社會福利

與勞動市場改革的範圍。 

不同於荷蘭與其他歐陸型福利國家，1990 年德國的統一加劇了原本已吃緊

的經濟與財政上沈重的壓力，也增加了改革的難度。為了確保統一過程中政治平

等與社會安定，德國政府採行了下列重要措施：西德馬克和東德馬克按 1:1 匯率

平價兌換，向德東地區大規模實行移轉性支付用於基礎建設，將西德的社會安全

與福利體系全盤移植於原東德地區，以便實行政治經濟制度的接軌。但是統一的

過程與所累積的負擔逐漸地產生下列問題影響了德國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 

一、財政移轉支付和降低預算赤字導致稅率上升。統一之後，西德的社會

保障體系雖分階段地被引入德東，引發東德地區工資上升幅度明顯高於其勞動生

產率。其結果是導致外銷部門驟然消失，企業倒閉，大量工人失業，激增的失業

救濟與補貼使得社會保障基金和政府財政不堪負荷。其次，柯爾(Helmut Kohl)

政府不顧德國中央銀行的反對，推行東西德馬克按 1:1 兌換（估算實際匯率應為

1: 4.3）。為加速東德基礎建設與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德國政府自 1991 年起實施

每年約 1100 到 1500 億馬克的財政之轉移支付，也擴增了對企業私有化的補貼。

上述的種種舉措使德國的公共債務總額占 GDP 的比重從 1991 年的 40%，逾越馬

斯垂克條約的限制，1995 年攀升超過 60%。為解決統一後的財政負擔問題，德

國政府不得不放棄自 1986 年開始的三階段減稅 500 億馬克的振興經濟計畫。反

而從 1991 年後陸續通過團結稅、環境稅、能源稅和增加社會保障捐等措施增加

稅收，使德國的財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由 1991 年的 42.3%上升到 1999 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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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7%。雖然透過增加稅收實行財政擴張政策，在統一初期刺激需求與帶動短暫

的經濟增長，但在經濟推動效應消失後，高稅收降低企業的預期獲利，排擠了私

人投資，在增加了生產成本的同時，也降低企業對勞動力的需求，失業率增加且

居高不下，特別是在德東地區，1990 年失業率為 10.3%，2002 年時為 19.5% 

(Bundesanstalt für Arbeit 2003)。 

二、國際競爭優勢不再。統一之後，西德的工資集體談判機制引入東德地

區，為了避免東西地區工資差距過大所可能成的動盪，只得容許東德的工資調整

幅度超過其勞動生產率的成長幅度。東德地區 1991 年的勞動生產率是西德地區

的 1/3，工資為西德的 42%；到 1997 年時，東德地區的勞動生產率是西德地區

的 1/2，工資為西德的 68%。整個德國的單位勞動成本在五年內升值了 17%，遠

超過 OECD 國家的平均值。除了勞動成本的增加之外，再加上馬克的升值與擴

張性財政政策所引起的物價及利率上漲，大大削弱了德國的對外競爭力，產品在

面臨新興工業國家挑戰時更是雪上加霜。 

三、如今德國不僅經濟低迷，而且伴隨劇烈波動。自 1990 年統一之後到 2001

年，德國經濟經歷了四次經濟衰退(1992/1993、1995/1996、1998 下半年，2001

下半年)，其中 1992/1993 年創下連續五季經濟出現負成長的紀錄。而在同一期

間，美國卻只經歷 2001 年的一次衰退，而歐盟其他國家一般也只經歷 1992/1993

和 2001 年兩次衰退。衰退波及層面廣泛，幾乎衝擊了各個經濟部門與社會階層，

其經濟成長下降、失業率驟升與通貨膨脹的後果損及了德國社會市場經濟模式的

安定和對外形象。 

歸納而言，1990 年兩德的驟然統一對德國政治經濟發展造成其他國家未曾

有過的沈重負擔。致使德國在經歷戰後 50 年代重建快速發展，60 年代德國模式

成型，70 年代兩次石油危機後的經濟調整，80 年代全球化後，自 90 年代起進入

新一階段的政經調適時期。德國做為一開放經濟體，在歐盟國家中對出口的依賴

程度最高；因此，德國經濟高度受到國際環境因素的影響。但是許多學者分析，

上述的現象呈現出的德國經濟結構僵化，是勞動市場與產業結構無法適時因應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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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變遷與挑戰的結果。而產業結構與勞動市場、相關社會福利體系改革仍主要

是國內政經制度回應國際環境因素的調整與適應，以恢復其制度的效率與功能。 

並且制度調適是一長期的進程，要求因應變遷的改革呼聲早自 1970 年代石

油危機以來便開始，兩德的統一僅是加劇要求德國調整的壓力與深化了改革的範

圍。而這樣的調適在歐陸型福利國家之中是需要國家與勞資社會伙伴間的利益折

衝與妥協合作的政治過程。因此，應用統合主義式的治理模型做為一「中間層次」

(meso-level)分析可以有助於分析國際環境因素與國內環境因素的交互作用。雖然

荷蘭與德國在生產模式、工業關係與社會福利體系等制度上常被歸類為「最類似

個案」，但是比較荷蘭與德國不同的制度調適歷程、經驗與結果，尤其是自 1980

年代以來至今，兩國在就業政策改革上的迥異路徑及成效，除了有助於我們分析

體制內(intra-regime)的制度差異及其對改革的影響，也可以進一步地釐清「德國

統一」所造成的效應。 

 

第四節 研究方法 

一、變數運作化 

根據統合主義式治理的理論模型建構，影響荷蘭與德國就業政策改革與經

濟表現的主要變數可分為制度性治理與社會性支持兩變數組，每組之中又各有兩

項變數。變數的運作化分述如下： 

（一）國家治理能力 

國家治理能力主要理解為「國家機關與社會中主要的利益團體(社會伙伴)

相對而言的力量強度」，亦即「國家對於社會力量的超越性」。國家作為一個政治

共同體，其反映了該社會的各種社會勢力與政治制度之間的關係。在一個民主統

合治理的多元社會中，如果國家機關不能獨立於使其產生的社會勢力，便無法適

時、適度地回應國際環境所帶來的社會危機。在這當中，國家機關相對於社會中

各利益團體的能力為關鍵因素。 

就歐陸型福利國家而言，雖然國家與社會伙伴間存在著制度化的的統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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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式利益協調與政策制訂架構，但國家相對於社會伙伴之自主性越高，越可免於

社會伙伴私利的牽制，其整合社會多元歧異利益的協調能力越強，也越有利於推

行著眼於整體利益的政策改革。為此，我們衡量國家治理能力的指標為：是否存

在「正式法制與非正式的規範與習慣，賦予國家干預社會伙伴談判協商的能力」。

從「質」(國家干預能力的高低)與「量」(國家實際干預的多寡)，來評斷荷蘭與

德國國家在勞資集體談判中，特別是利益對立僵持，無法達成協議時，國家利用

威脅、利誘與道德勸說，而非強制屈服的方式來「敦促」社會伙伴達成協議妥協，

促進勞動市場、社福政策改革的能力。在相關的勞資集體談判僵局中，國家機關

是否具備介入的能力與決心，以及實際介入政治過程與促成談判妥協的果效。 

（二）社會治理能力 

荷蘭與德國的政治經濟制度都被歸類為統合主義國家，唯僅在統合的結構

與程度上有所區別。統合主義式協商(corporatist concertation)成功的要素包括普

遍化的組織性利益代表，在部門利益層次中具有高度的獨佔代表性，且具有組織

內良好的協調整合能力(Lehmbruch 1984: 61-64)。意即統合主義式協商的制度安

排涉及垂直與水平兩個面向的利益整合，且政策協商後所達成的協議需要落實，

其有賴於勞資雙方層級組織約束其成員與落實協議的能力。雖然先進工業國家中

盛傳社會伙伴普遍遭遇成員數目減少與影響力弱化的困境，但是學者的進一步研

究顯示發現先進工業民主國家間勞資關係發展的經驗迥異，並且缺乏所謂的普遍

「工會弱化」現象(Golden, Wallerstein, and Lange 1999: 221-223)。並且工業關係

為公私部門交疊的領域，相關的政策制訂與推行都需要國家與社會伙伴間的協

商，因此社會伙伴仍將在西歐福利國家政策制訂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此變數的測量在於垂直層面的勞工與雇主利益團體集中化的組織結構程度

與水平層面的集體協議結果的涵蓋率。「密度」(density)是分析勞工會員人數的比

例（工會會員占所有勞動力的比例、勞工成為工會會員的比例），而「涵蓋度」

(coverage)則是指集體協商結果所涵蓋的勞工（無論是否為工會會員）比例。集

體談判的協議涵蓋勞工的廣度較組織成員的數目增減更為重要。勞資雙方組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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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密度涵蓋度、集中化程度被工業關係研究學者普遍視為評量社會伙伴力量與統

合主義式協商的條件。就就業政策改革而言，勞資雙方的組織化的密度（垂直整

合）越高則越有約束其成員的能力越高，越有利於就業政策改革的推行。並且勞

資集體談判達成協議所涵蓋的成員越高（多），對於改革政策的推行也越有利。 

（三）社會共識 

有效的統合主義式治理除了需要制度性治理的治理管制能力，也需要來自

市民社會的支持力量，特別是開放的經濟體面臨國際環境的變遷與挑戰時，需要

及時的政經調適 (Katzenstein 1985: 32)。對於政策實質變遷具有潛在否決權力的

政治分歧利益團體，為了普遍公共利益的長遠發展，願意以社會伙伴精神共體時

艱，而自動(暫時)抑制階級本身短期利益。政策的調整與適應通常都對現有的利

益分配結構產生異動。若社會組織利益團體間沒有這樣政策目標的趨同與改革共

識的建構，改革將會遭到利益受損的團體動員抵制與阻礙，甚至造成社會衝突與

政治動盪。 

當前歐陸型福利國家中的就業政策改革，即是掙脫「只有福利沒有工作」

的惡性循環，也意味著改革除了人力資源管理、工作職位的創造外，亦包含社會

安全福利合理化、工資差距放寬及雇用保障彈性化等去管制化的政策調整

(Layard, Nickell and Jackman 1994, Esping-Andersen and Regini 2000)。而這些偏向

新古典經濟理論的政策調整對於改善失業率及增進就業創造的成效尚無定論，但

是合理化、彈性化都已成為西歐政府尋求解決高失業率與龐大社福赤字的主要政

策選項。因此，我們採用勞資雙方對於工資、工作條件、社福支出與雇用保障彈

性化及合理化議題的集體協商成果為衡量西歐社會中就業政策改革的社會共識

程度。以薪資差異、就業保障等去管制化談判協商的成果來評斷改革共識的高

低。改革共識越高，則去管制化程度越高，越有利於就業政策改革的推行；反之，

改革共識越低，則去管制化程度越低，就業政策改革的推行就越不利。社會中對

於改革的共識程度越高對於就業政策的推行越有利，反之，則越不利就業政策改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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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勞資關係 

二十世紀的階級衝突的基本形式就是追求分配平等的勞工運動與追求利益

增長的資產階級之間的衝突。經濟的發展與成長有賴於和諧的工業關係，「戰後

資方代表與組織化勞工之間的政治『協定』，是奠下爾後二十年間西歐空前經濟

繁榮的關鍵基礎」(Gough 1979: 70)。如今經濟全球化的時代下，講究時效的高

品質、分工專業化的先進資本主義生產模式下，衝突對立的勞資關係勢必對產品

的品質、統合製程與與交貨的時程造成負面影響。 

但是隨著工業革命與民主化潮流，工人要求「去商品化」 (decommodification)

權利保障—薪資協商、經營共治、社會福利—儼然已成為西歐先進資本主義國家

中的社會權利(Esping-Andersen 1990: 22-23)。17 因此，工會的組織化與勞資之間

集體談判的制度化已經成為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工業關係的重要管理機制。在追求

經濟發展與分配正義的雙重共識下，特別是在面臨經濟危機的情況時，勞資間的

階級對立可望轉化成同舟共濟的社會伙伴關係。事實上，勞資間的利益的對立使

得達成統合主義式妥協(corporatist compromise)並非易事，但是西歐福利國家的

經濟發展與社會改革的成效實有賴勞資雙方藉由制度化的集體協商來尋求妥協

(Katzenstein 1984, 1985)，進而締結因應變局的「社會契約」(social pact)。 

所以當前的「失業危機」不但有賴國家機關協調能力之外，亦需要社會伙

伴間的利益妥協與商議共同實踐的政策內容。為此，我們比較分析社會伙伴間集

體協商談判達成協議的次數與頻率，特別是在勞動市場政策、薪資與工時等重大

議題的協商。其他主要指標包括平均工作日損失與參與罷工勞工總數。一般而

言，由工會—雇主集體談判所呈現的勞資關係，其和諧程度越高越有利於工業關

係、勞動市場調整；反之，衝突對立程度越高越可能導致改革的僵滯。但有一例

                                                 
17 Esping-Andersen 發展出來的「福利體制」(welfare regimes)概念架構，其關注於福利國家作為

一種支持社會公民權的概念包含二個部分：第一為「去商品化」，這個概念是國家提供給個人免

於市場力量之運作的自由，並協助其公民得以獨立於勞動市場之外而具有某種社會所接受的生

活。第二，則涉及國家在促進平等與社會整合的努力，即福利的階層化(stratification)效果。其指

出傳統上對福利承諾集中於社會支出，因而忽略了分配的問題。「去商品化」作為一種社會權利，

需要福利國家透過社會救助、社會保險與公民給付等方式，賦予公民(勞工)本身價值不需依賴市

場價格交易(商品化)，在其自身認為必要的時刻，能夠自由地選擇退出工作，而不虞可能喪失工

作機會、收入或一般性的福利（Esping-Andersen 1990: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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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即歐陸福利國家中勞資雙方合作「共謀」，利用提前退休與失能年金等福利

措施來進行勞工汰換與產業結構重整，並將成本轉嫁於公共福利體制。此等的勞

資合作關係卻造成「公利私用」，日後成為勞動市場政策與社會福利的沈苛，也

是就業政策改革中的重大課題。 

歸納以上的討論，我們使用 2x2 的表格方式呈現制度性治理與社會性支持

兩組獨立變數的四種基本組合(參見表 2-2)。Type I 為制度性治理、社會支持度兩

組變數皆為高時，表示為高度統合治理模式。相對的，Type IV 為制度性治理與

社會支持度皆為低時，則表示低度統合治理模式。若其中一組變數為「低」時(Type 

I 和 III)，我們則界定為中度統合治理模式。事實上，就就業政策改革而言，我

們關注的是統合治理的變遷(如 Type I 到 Type II)與就業、經濟表現之間的關係；

亦即統合主義式治理的制度調適(以就業政策改革為例)條件與過程，及其對於勞

動市場及經濟表現的影響。 

 

表 2-2：制度性治理與社會性支持兩組獨立變數組合 
　 　 　   　 　 　 　 　 　 　 　         

 制度性治理 

 高 低 

 

高

 
I 
 

 
II 

 

 

 

社

會

支

持 

 

低

 
IV 

 

 
III 

 

（五）政黨政治 

政黨政治是「利益與理念（意識型態）的結盟」(Boix 1998: 16)，在福利國

家的經濟政策制定與經濟發展當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然而政策的制定並非

僅僅依據意識型態與政黨偏好而定，政黨決策是受限於國內政經制度與國際環境

因素的影響（國際環境因素的討論在下一節）。下面我們先說明政黨政治在經濟

決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其政黨偏好的經濟、就業改革之策略。其次將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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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政黨意識型態作為統合主義式治理模型之中介變數，在不同獨立變數組合條件

下，對於依變數可能的影響。 

在福利國家的經濟政策制定與經濟發展當中，雖然統合主義是治理模式決

定改革與政策的方向，但是政黨政治與政黨意識型態亦會影響改革政策的實質內

容。學者研究指出政黨意識型態需在適當的制度性條件之下才能發生作用(Olson 

1982, Goldthrope 1984, Boix 1998, Garrett 1998, Franzese 2002)。西歐統合主義國

家的例子亦顯示：執政的政黨唯有在社會伙伴的支持下，才比較能夠遂行其政黨

意識型態所偏好的政策。例如戰後社會民主政黨偏好採行非通膨的擴張性財政政

策，來促進充分就業與經濟成長。但是有效的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是需要勞工同意

薪資節制來配合。若沒有制度性的勞資集體薪資協商管道、高度代表性和中央集

權的組織性利益團體來內部化（自行吸收與排解）成員的過渡薪資要求與失業成

本，以及貫徹薪資抑制的決定到基層組織與個別勞工，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將是無

法奏效的。因此，我們可知政黨意識型態的中介變數特性，其對於政策制定以及

經濟表現的影響是需要制度性治理途徑與社會支持基礎為先決條件。 

我們除了採用一般學者分析西歐國家從左派社會民主到右派保守政黨的政

黨光譜的概念，依照 Franzese（2002）的 Party Left-Right Positioning Codes 統計

資料 　 18，將荷蘭與德國自 1960 年以來主要政黨（執政聯盟與議會中的主要反對

黨）依其政黨意識型態排列於光譜之上（附圖 2-2 與 2-3）。並統計荷蘭與德國自

1960 年至 2000 年之間執政內閣中的政黨統合與執政時間的長短，以評估政黨因

素在就業政策改革中的影響，檢證執政內閣政黨意識型態與就業政策改革實質內

容的關係。 

 
左  PvdA CDA    D’66 VVD 右

圖 2-2 荷蘭主要政黨光譜 

 
                                                 
18 Robert J. Franzese, Jr. 2002. Macroeconomic Policies of Developed Democracie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arty Left-Right Positioning Codes 請 參 閱 網 路 資 料 ： 
http://www-personal.umich.edu/~franzese, 2003/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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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Grüne SPD CDU/CSU FDP 右

圖 2-3 德國主要政黨光譜 

 

（六）依變數 

一般而言，衡量一個國家的經濟表現都是以實質經濟成長率(real economic 

growth rate)為最主要的指標。勞動市場的表現則一方面以失業率(Unemployment 

as percentage of total labour force)為被動性指標，統計一國內「有工作能力與意

願，並積極地在洽尋工作機會而未獲得工作的勞工」數目占整體勞動人口的比

例。另一方面則是以創造工作機會的總體就業增長率 (growth rate of total 

employment)為指標來評判一國推行主動勞動市場政策 (active labour market 

policy)的果效。由於荷蘭與德國都是屬於典型的歐陸型福利國家，政經制度則是

統合主義國家，其就業政策的改革與相關社會福利政策間存在著密切連結的互動

關係。並且依據 Pierson (1996, 2001)研究顯示，福利國家在面臨全球化與後工業

化雙重衝擊後的「新政治」議題，不再是黃金年代的成長與擴張，而是嚴峻時期

的衰退與緊縮。因此本研究也將社會安全移轉占國民國內生產總額的比例(social 

security transfer as a percentage of GDP)也納入評判，以便釐清就業政策改革與社

會福利支出與經濟表現三者之間的關係，是否如自由主義學者們所預測：失業問

題的改善，在於勞動市場的去管制化與社會福利支出的合理化 (Esping-Andersen 

and Regini 2000)。 

誠如前節所說，衡量一國的經濟表現與勞動市場政策表現的指標從整合經

濟成長率、失業率與社會福利支出三項變數來評估不同時期內政策協商之就業政

策改革成效（表 　 2-2）。就社會福利國家體制而言，以高經濟成長、低失業率與

社會福利支出的合理化為最佳的改革成效；反之，則以低經濟成長率、高失業率

與高社會福利支出為最差的改革成效。其他在這兩項成效之間的改革成果則被視

為為次佳或次差的政策成效。在此，我們排除低經濟成長率、高失業率的選項，

因為這並非就業政策改革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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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社會福利國家就業政策改革目標 
實質經濟成長率 失業率 社會安全支出 附註 

高 低 高 歐陸型福利國家改革目標 

高 高 高 歐陸失業型經濟成長 

低 高 高 「只有福利沒有工作」症候群

低 高 低 英美型失業症候群 

高 高 低 英美失業型經濟成長 

高 低 低 英美福利國家改革目標 

 

需要附帶說明的是實質經濟成長率與失業率之間的關係。依據傳統經濟學

的學理研究，除了短時期內的波動之外，經濟成長率與失業率是成反比關係，亦

即經濟成長會帶來投資與就業。因此，當經濟成長率與失業率成正比關係時（所

謂的「失業型經濟成長」），必須有其他因素的支持，例如技術的創新、專業化生

產、勞力的汰換等方式來提升國家整體或個別產業之競爭力與單位勞力的產值，

進而在才可能在高失業率的情況下達成經濟成長，並以高社會安全支出來補償被

汰除的勞工及失業人口。而這樣的情形的確出現過在荷蘭與德國等歐陸型福利國

家就業政策改革的經驗中。 

二、研究範圍 

由於評量一國之經濟表現牽涉的政策範圍甚廣，但專注於當前歐陸型福利

國家所面臨的「只有福利沒有工作」—高失業率、高社會安全支出—的惡性循環

及尋索其解套的方法；因此，本研究以就業政策改革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employment reform)為主要的研究主題，並以涉及就業政策改革（促進就業、降

低失業）為導向的相關社會福利改革為輔。 

其次，本研究以歐陸型福利國家之典型—荷蘭與德國—為例，因此，所使

運用的理論概念及定義運作化，主要以西歐工業民主國家中政經決策體制為民主

統合主義、社會福利體制為歐陸型福利國家為限。並視情況需要之下，以其他類

型國家為輔助說明。 

研究的時期以 1960 年代至 2000 年為止，並主觀地採每十年為一分析單位。

由於礙於研究資源的限制，本研究對於 1960、1970 年代的論述將著重於歷史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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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演變為就業政策改革之背景分析，1980 年代至 2002 年則是就政策改革的啟動

與初步果效的呈現，因此為本研究之主要分析時期，並兼論現今的政策發展趨勢

及走向。 

三、研究設計 

荷蘭與德國雖然在國土面積、人口及產業結構上存在著明顯差異，但其政

治經濟體制、工業關係與社會福利體系等方面被視為「物以類聚」，因此本研究

採「最類似」個案研究設計(Przeworski and Teune 1970)，以釐清制度調適差異與

變遷的政治動態、過程及結果。研究主要以國家層次的制度與政策分析為主，因

此採的宏觀分析 (macro-level)，也考慮到產業部門間的差異，因此以中層

(meso-level)分析為輔。 

四、 資料來源與蒐集 

 除了廣泛的研究文獻檢索之外，統計數據資料的蒐集以具代表性之國際組

織出版之統計年鑑、資料庫為主，以利跨國比較分析。並考慮到個案的獨特性，

以田野調查訪談及檢索荷蘭與德國政府出版之官方刊物、統計資料及政黨政綱來

進行個案分析。統計數據資料主要以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歷年出版的 Historical Statistics、

Labour Force Statistics、國際勞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出版

的 Yearbook of Labour Statistics 等統計年鑑與世界銀行(World Bank)的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光碟資料庫為基本資料，並且參考德國 Bundesanstalt für 

Arbeit 與荷蘭 Centraal Planbureau 的官方統計資料與文件，整理自 1960 年至

2000(2)年以來兩國由各項指標所呈現出的經濟與就業表現，並且同時也將其他

類型的福利國家納入進行對照比較。19 

田野調查與訪談的進行則是獲得國科會三明治計畫獎助(2002年9月至2003

年 10 月底)，主要以德國科隆市之馬克斯普朗克社會研究所(Max-Planck Institut 
                                                 
19 參照 Esping-Anderson 於「福利資本主義三個世界」一書中之分類，福利國家依政府干預程度

與福利提供類型可概分為自由主義福利國家（美國、加拿大）、統合主義福利國家（如德、法、

義大利等）及社會民主體制福利國家（如瑞典、挪威、丹麥等北歐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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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ür Gesellschaftsforschung, MPIfG)為研究基地進行學者訪談與資料蒐集，並獲得

荷蘭阿姆斯特丹大學高等勞工研究所(Amsterdam Institute for Advanced Labour 

Studies, AIAS)及總理事務部(Ministry of General Affairs)之荷蘭政府政策科學研

究所(The Netherlands Scientific Council for Government Policy, WRR)的協助於

2003 年 5 月於阿姆斯特丹、鹿特丹與海牙進行政府官員、主要學者及勞資統合

組織訪談。 

五、研究限制 

本論文研究面臨幾項研究上的限制： 

一、 本研究的時期從 1945 年至 2002 年。為了陳述的便利起見，除了 1945

至 1949 納入 1950 年代，以及 2000 至 2002 年自成一期之外，時期的劃分是按照

一般習慣性的每十年為一期的分法。當然這樣的劃分是專斷(arbitrary)的，因此，

不免會有無法完全呈現統合治理的趨勢的缺失。 

二、 改革政策的執行與改革成效之間有時間差的延遲呈現效應，因此，在

研究分析的論述上，無法完全以政策制定或是推行的時間點來說明。因此，在論

及政策成效的時間不免模糊，以保留詮釋的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