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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國際海運政策之研究與內涵 

早期有關台灣海運發展與國際海運政策的論著或出版品不多，多偏重於政

府出版的資料性文獻，或是歷史類的陳述，直到近期(九○年代以後)，相關研究

已呈現多元而豐富的成果。這些文獻與著作，依其主題與取向，分別說明如次。 

在研究成果中，一類是政府交通相關部門所整理出版的資料性書籍，如交

通部編印的《中華民國交通史》(1991)，《交通年鑑》(各年)，國史館所編之《中

華民國交通志》(1992)等，均涉及國際海運部分。台灣省交通處出版之《台灣交

通的回顧與展望》(1998)及《航港改革論》，則在港航部分，對省營的台灣航運

公司，提供比較新近的相關資料。以上所述的著作，在本質上屬於官方出版品，

具有公報性質與公信力，但均非國際海運政策的專書，對國際海運政策與實務的

作為，並未深入地加以探討。 

另一類為專題著作。早期曾汪洋所著的《台灣交通史》(1955)，為較陳舊的

作品。航運學者王洸先後著有《中國航運史》、《中華水運史》等著作1，以及王

開節所著《台灣之交通》(1958)、《中國近百年交通史》，李頌陶所著《中國水上

運輸》(1960)，呂實強之《中國早期之輪船經營》(1962)，白壽彝所撰之《中國

交通史》(1987)、交通部編印之《交通史料彙編》(1967)、《中華民國交通史》(1991)，

戴寶村《近代台灣海運發展》(2000)等等，對史料的蒐集堪稱整齊，但多僅及於

1990 年代以前的發展，及偏重史料的彙整與蒐集，對我國國際海運業界的實際

運作、動態及論述相對較少，也缺少完整的析論，與社會的脈動有相當的距離。 

其後，李彌在「中華民國在台灣地區的海洋運輸發展」一文中2，依據台灣

的經貿發展，將台灣的海運發展分為：一、動盪期(1945-1953)、二、進口替代期

(1954-1972)、三、出口擴張期(1954-1972)、及四、經濟轉型期(1972~)，將航貿

與台灣經濟發展相結合，成為一般通用的分期，惟在政策面向與國際海運的經營

發展及其互動關係，著墨不深。 

                                                 
1 王洸有關航運史的著作頗多，書名大同小異，內容也極相似。代表作為《中國航業史》(1971)。 
2 李彌(1992)，「中華民國在台灣地區之海洋運輸發展」，收於《21 世紀海權研討會論文集》，

頁 233-243。台北：淡江大學戰略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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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海洋大學與交通大學，也提出研究論文，如相重發(2002)針對散裝國

輪的成功關鍵因素進行研究，對國際散裝航運的保護政策亦有深入探討，惟偏重

於當前我國國際散裝航運的營運分析。 

在國際海運政策部分，也有相當顯著的研究成果(朱永荃，1991；交通部，

1989；交通部航政司，1994；交通部運研所，1988；1991；1997；李彌，1989；

李彌、曾國雄，1998；林清發，1989；楊崇正，1985)，但以時序來看，除了張

志清(2004)對噸位稅的研究為較新的論著之外，執政輪替前後至今，在國際海運

政策的研究方面，仍有相當的努力空間。此外，張志清的專論對噸位稅的研究相

當深入，卻受限於研究主題，無法對國際海運政策的重要脈絡與內涵，全盤析論。 

整體而言，過去海運界與實務界對於我國國際海運政策與航港政策的研

究，多半從航運制度面切入(包嘉源、林清發，1991；李彌、曾國雄，1998；台

灣省交通處，1999；交通部運研所、榕聲工程顧問，2000；2001；Lu，2001；魯

炳炎，2001；2003；陳韜，2003)；或是從海運技術面探討我國的航運政策或港

埠政策(Ocean Shipping Consultants Ltd., 2000；2002；台灣省政府交通處，1999；

梁金樹、倪安順，1998；陳義勝、林光等，1999，倪安順，1991；林志宇、朱經

武，2003)；或是專注於海運的航行技術或航運管理等專業或企管等領域(交通部

運輸研究所，1991；王克尹，2003；尹台生，2003；相重發，2002，黃承傳、鐘

政棋，2003；黃清藤，2003)，率多以經濟的效率或政府的效能，做為立論的基

礎。這和公共政策學界針對公共政策的議題，運用相關理論進行論證，大異其趣。 

雖然公共政策學界長期以來都十分重視兩岸直航的議題，但研究主題多側

重於兩岸當局的內、外政治互動關係，對相關政策的形成，如：兩岸人民關係條

例在立法院的審議過程，也都因而涵括在政黨角力的政治浪潮中。因此，在國際

海運政策的研究方面，缺少核心理念與一個完整的理論架構，也未進行廣泛的質

性實證研究，整體關照不足，是當前諸多研究的共同特質。  

因此，本研究從國際海運政策的系絡、國家治理模式、及國際海運經營等

面向，以歷史與結構的研究方法，進行長時序分析，並且深入訪談當代處於關鍵

地位的專家學者，兼顧貨櫃航運與散裝船運的理論、政策與實務，希望對我國的

國際海運政策的本質與脈絡，進行較為全面而深入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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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新公共管理與公部門的變革 

管理大師與思想家彼得‧杜拉克(P. F. Drucker，2002：17~125)察覺到社會正

在變化，全球化的潮流、新科技發展及人口結構的高齡化，是「下一個社會」的

導因與表徵。他認為，下一個社會並不是目前的延伸，它的重要性，會遠遠超過

新經濟。他申言，國家和現代政府是在十六世紀末時發展出來的體制，在兩百年

之內就席捲全球，可說是歷來最成功的發明之一。此一體制至今約有四百年的歷

史，但在當代美、英、德、法、日等主要工業國家，卻呈現出功效不彰的現象，

得不到公民的尊敬與信任。面對下一個社會，國家與國家的互動因全球化與網絡

社會的變遷而產生變化，尤其在科技與全球化快速變遷的同時，政府如何發揮創

新與企業精神、為人民謀福、展現國家競爭力，將是當代最大的挑戰。 

雖然人類社會的變遷已然啟動，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紀登斯(Anthony 

Giddens，2000：164)認為，全球化市場經濟系的形成，並不代表市場的力量能

夠順利締造一種新的世界秩序，國家仍須在經濟及其他公共生活領域中，扮演主

要的角色。人類社會既然已經進入「全球化的年代」，就必須跨越舊式的社會民

主主義和新民主主義之間所存在的二元對立關係，採取「第三條路」的新思維與

政策制定的新架構。 

從一九八○年代末期至今，為了因應社會變革，歐西國家公部門的運作逐漸

產生變化。休斯(Hughes，1994：1)認為，這種變化不僅是一種改革或管理型態

的改變而已，而是政府的角色及其與市民關係產生了本質的轉變，一個公部門的

新典範已然呈現。 

根據「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之界定，這些國家所展現的具體行動，可以包

括：1.企業管理技術的採用，2.服務及顧客導向的強化，3.公共行政體系內的市

場機制及競爭功能的引介。其共同內涵則是引進公共管理的理念、模型與技術，

而使傳統的公共行政理論遭到挑戰，由官僚體制的、層級節制的、缺少彈性的公

共行政，轉向市場導向的、因應變局的、深具彈性的公共管理(OECD, 1990； 

1993； 1995；詹中原，1998b:1；Hughes，1994：1-2)。是故，國家機器運作之

時，面對國內外政經社文體制的變遷，公共行政與新公共管理之理念所能發揮之

作用，與彼此的互動關係，可說是變革的核心。 

從變革的主軸來歸納此一政府革新的行動，至少可以歸納成下列五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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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ghes，1994：9-20；Peters，1996a：13；Massey，1997：9；Hughes，1998：

16-17；Kettl，2000a；劉坤億，2001：2-4，蔡志恆，20043)： 

 

壹、全球化與全球民主化的趨勢 

        「全球化」是由哈佛大學教授、行銷大師李維特(Theodore Levitt)首先提

出。他在 1983 年 5 月於《哈佛商業評論》發表的文章中寫道：「全球化已近在

眼前。」這是全球化一詞首次在世人眼前出現，至今已有 20 年的歷史。李維特

對全球化的解釋很簡單：「隨著新科技的發展，全球通訊成本也告大幅降低，影

響所及，全球各地消費者的品味一致化，為標準化產品創造了一個前所未有規模

之大的全球市場」。全球化代表昔日的跨國企業時代已告結束，代之而起的是全

球化企業。跨國企業針對世界各地市場不同的喜好製造不同的產品，然而，全球

化企業卻是以相同方法在世界各地提供同一種產品，並藉由在生產、物流、行銷

與管理等方面龐大的經濟規模而獲利。李維特表示，全球的需求與渴望已經同質

化，這使得跨國企業落伍，全球化企業興起4。 

全球化的興盛也引發一些意想不到的反應：全球各地民眾開始要求本土的自

主性，也開始尋求保護自己的文化。最令全球化企業擔心的是，新開放的市場致

力於擁有自己的製造廠商，於是，採用西方製造方法，生產品質大幅提升的本土

廠商應運而生。在這段不算短的期間內，「全球化」的趨勢，自萌芽、盛行，以

                                                 
3 參見蔡志恆(2004)，《社會資本綜效取向之研究─兼論各國電子治理方案的發展》。國立政治

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博士論文。 
4在李維特提出全球化觀念的 1983 年，此一主張看來並不切實際，因為當時世界上仍有許多市場

封閉隔離，而且還有 1/3 的人口是生活在共產主義的制度下。不過到了 1980 年代末期，隨著世

界貿易障礙逐漸撤除、前共產國家的人民以可口可樂慶祝他們新獲得的自由、MTV 與牛仔褲擁

抱全球年輕人，及至 1990 年麥當勞在莫斯科開店，李維特的觀念看來再正確不過了。邁入 1990

年代，全球化的觀念也進入全盛時期，可口可樂、麥當勞、富士與柯達軟片、華特迪士尼、通用

與豐田汽車、英特爾與微軟、台積電和三星、IBM 及諾基亞、愛普生與惠普等等全球化企業席

捲全球，勢不可檔。見王曉伯，「全球化趨勢的式微與再生」。2003 年 5 月 23 日，工商時報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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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今日逐漸受到「反全球化」的抨擊，不禁令人想到，全球化的外溢效果會擴及

於那些領域？全球化理論的下一階段又將是如何？5公部門的行動又該是如何？ 

除了經濟面的發展，在政治與政府方面，也可同步觀察到全球民主化的歷

程。此一歷程始於 1991 年的 819 事件，戈巴契夫黯然下台，至 1991 年蘇聯未加

盟共和國完全脫離，代表冷戰時期(the Cold War)的正式結束。在其後的十餘年

間，地域和意識型態對抗的藩籬逐漸撤除，國際關係走入所謂後冷戰時期(post the 

cold war)。老布希總統於 1991 年所提出的「世界新秩序」(A New World Order)

的概念也開始發揮作用，歷經長達五十年的對抗後，民主陣營終於獲得短暫的勝

利。 

隨著冷戰時代結束，民主國家制度逐漸由區域而擴展至全球，也造成震撼人

心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運動，特別從政治人權的相關議題而言，追求真正的民

主自由，一躍成為全球人民對政府的共同期望，替代了過去兩極對立型態；整合

型的國際組織不斷地出現，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 NGOs)也

快速成長，對單一國家政府體制，造成比過去更大的壓力。此一全球化運動與民

主 的 關 聯 性 ， 在 學 者 的 研 究 中 多 方 提 及 。 如 俄 國 學 者 寇 瑪 若 夫 (Erik 

Komarov)(2000：69-70)以印度和俄國為例，指出在近年提倡和平與民主的全球化

潮流中，即使是傳承一黨獨大的歷史傳統，仍不免轉化成以選舉來決定最終決策

者的民主制度，也進而提升民主化的程度。 

麥克葛羅(A. McGrew)(1997：12-21)的研究顯示，全球化運動越是興盛的地

區，其民主的程度越是提高，而全球化的發展，更是 18、19 世紀「民主制度國

                                                 

5    到了 1990 年代末期，許多全球化企業由於股價重挫，業務成長緩慢，而更換執行長。2000

年 3 月，當時可口可樂新上台的執行長達夫特(Douglas Daft)投書《金融時報》，以可口可樂的經

驗來分析全球化企業的問題。達夫特指出，可口可樂傳統上是一兼具跨國與本土特色的企業，但

是在捲入全球化的潮流後，決策成為中央集權，營運作業也呈標準化。他寫道：「我們的營運變

得遲緩笨重，有時甚至後知後覺，然而我們所處的卻是追求速度、透明化與具本土意識地時代。」 

可口可樂學到了教訓。達夫特表示，在全球化之後所追求的應是本土化。換句話說，可口可樂必

須找回過去在跨國企業時代的傳統。    可口可樂的覺醒，可說是與李維特的全球化觀念完全相

反。全球化代表的是標準化作業，然而，現今可口可樂所尋求的則是思想本土化與行動本土化。

目前可口可樂擁有逾 200 個品牌，大部分都是本土性的，麥當勞在各地的菜單也互不相同。見王

曉伯，「全球化趨勢的式微與再生」。2003 年 5 月 23 日，工商時報，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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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化」(nationalization of democracy)理想之後，成為專屬於 21 世紀的政經理想6。

從而，也對政府的運作與改革策略，產生了相當影響。從麥克葛羅(McGrew)的

觀點，縱使各學派主張的國際關係理論有所不同，但全球化運動確實帶來更多對

民主和自由經濟制度的憧憬，以及政府以外行為者的登場，即使是共產主義的國

家，在跨國組織和國際主流思潮的驅使下，不論在政治、經濟還是社會政策，也

不得不採取更多開放政策或民主手段，並愈益傾向接受全球治理的概念。由此，

也可以觀察到全球治理系絡的變遷，更多的行為者已介入治理的結構之中。 

 

貳、經濟理論的改變與全球化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形成 

全球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形成，也是觸發全球性的政府改革潮流的動力

(Peters，1996a：13；Massey，1997：9；Hughes，1998：16-17；Kettl，2000a；

蕭全政，1988：3，45-48；李宗勳，2002；劉坤億，2001：2)。 

具體而言，公共選擇理論(Public choice theory)直接挑戰大政府的觀念，主張

對「政府在本質上的無效率」進行改革。認為政府在市場失靈的時候，過度與不

當的介入，並不會達到社會的最適狀態，因為政府在本質上的無效率，使政府在

矯正市場失靈的時候，也同時面臨了政府失靈的宿命。 

因此，引進私部門的管理方策與市場競爭機制，以及非政府組織的介入，成

為改革政府失靈的策略。鄭玫芬(1997：252)指出，由於公共選擇的分析指出了

公共部門的制度難題──資訊與交易成本及缺乏誘因結構的制度安排設計，造成

公共部門決策產生利益團體競租﹝rent-seeking﹞的現象，與缺乏效率、浪費資源

的情況──使其在近年的行政革新的熱潮中，在理論與分析邏輯上，占有極其優

勢地位。  

此外，「主理人與代理人理論」﹝Principal/agent theory﹞則衝擊了政府行使

統治權力與牧民的傳統觀念，打破政府應直接為人民提供財貨與勞務的迷思，從

而引介公部門市場化與脫官僚化的理念。在實務上採用競標的觀念，由私部門、

民間或第三部門來提供各種服務與勞務，代理政府的部分功能，以更少的代價來

完成過去政府所不能完成，或無力完成的任務，甚至逐漸演化成為「由代理到合

                                                 
6 蔡志恆(2004)，前揭書，頁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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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的進程。7進而形成政府治理權力的向上、向下與向外移轉。 

全球經濟體系的成形，使國家的自主性受到限縮，傳統國家界限與角色也面

臨極大挑戰。然而，資本主義市場、多國籍企業和非政府組織的興起，並不能完

全取代政府的職能。在全球市場經濟的激烈競爭中，政府必須改變其觀念與作

法，從傳統的統治者與資源的汲取者，轉變為提升國家競爭優勢的關鍵角色，積

極地調和各相關「自利行為者」，整合資源，以應付內外的挑戰，謀求國家的生

存與發展。 

在此一變革趨勢下，各國政府競相推動各項撙節施政成本或提高政府績效的

改革方案，例如：國(公)有事業民營化、政府業務委外經營與簽約外包、解除過

度管制、政府內部創新與行政現代化等等，都是此類市場取向的政府改革策略的

表現(劉坤億，2001：2)。 

 

參、國家競爭力的發揮 

所謂國家競爭力，可說是「國家政府政策能力與企業實力的結合，共同創造

優勢發展系絡，以達經濟成長系絡的能力」(詹中原，1998a:3)。隨著國際資本移

動與資訊科技快速發展，公私部門同樣地面對來自全球的競爭壓力，都必需進行

急速改變以增強競爭力，跨國企業的興盛，國家競爭力的評比等，可說是這個趨

勢所導致的現象。 

瑞士世界經濟論壇(WEF, World Economy Forum)、英國經濟學人資訊中心

(EIU, Economists Information Unit)、機構投資人(Instituonal Investor)雜誌、香港政

治經濟風險顧問公司(PERC, Politiacl Economy Risk Counsultant)、美國「傳統基

金會」與「華爾街日報」、美國商業環境風險評估公司(BERI, Business Environment 

Risk Intellengence)8、瑞士洛桑國際發展管理學院(IMD, Lausanne, Switzerland)9等

                                                 
7 參見吳瓊恩(2003：406-408)，「公共行政學的發展趨勢」；曾冠球(2003)，《從代理到合夥─

組織建立社會資本之分析》。 
8 商業環境風險評估公司(BERI, Business Environment Risk Intellengence)，設立於 1966 年，總部

座落於美國華盛頓州，但將研究、編輯及出版等功能設於世界各地。BERI, S.A.是一個民間機構，

對世界 140 個以上的國家進行廣泛的分析、評等與預測，客戶遍及銀行與各大國際企業。預測的

準確性使其得以建立遍及全球的客戶群。所出版的「商業風險服務」(BRS, Business Risk Service)

等報告，為世界各大銀行與國際企業，引為評等及評估時的重要參考依據(相關資訊下載自 BERI

網站 http://www.beri.com/aboutus.asp，下載時間：2004 年 1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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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組織所持續進行的國家競爭力調查與排名及投資環境風險評估，提供一個

公開競爭的全球平台，對各國政府都形成相當大的壓力，使其必須致力於國家競

爭力的發揮與提昇，採行革新的行動。 

李勝彥(2003：59-63)指出，為提供各國企業進行全球化布局的參考，各主要

國際機構與組織長期以來均定期對各國進行評比，並發表國家競爭力的國際性排

名，如 WEF 之「全球競爭力排名」、EIU 之「國家預測──全球展望報告」、機

構投資人之「信用評比」、PERC 之「商業環境年報」、傳統基金會與華爾街日報

聯合公布之「全球經濟自由指數」排名、BERI 之「最新投資環境風險評估報告、

及 IMD 之「全球競爭力報告」等，使世界各國都關注本國的排名，甚至影響其

治理政策的取向。 

公部門的管理與效率與私經濟體制及國家的競爭力，息息相關。如何提升公

部門競爭力遂成為改革的動力。由於學者積極投入與評估方法日益精確，傳統上

認為難以具體評估的政府績效，也因找到一個共通的標準，成為變革的動力。 

 

肆、政府部門的價值體系逐漸由傳統的官僚典範轉換為「後官僚典範」 

隨著後資本主義與網絡社會的來臨，學者主張，政府部門的價值體系已經逐

漸由傳統的韋柏式官僚典範轉換為「後官僚典範」10(Barzelay，1992；Overman & 

Boyd，1994；Massey，1997；Kenaghan，2000)。傳統理論所面臨的第一個根本

的挑戰，是過去認為政府應該依據韋柏﹝Max Weber﹞所主張的層級節制、科層

組織體制的原則來組織與運作，才是最佳的方式。其次，傳統上認為政府應透過

官僚體制，來行使其統治權力，並直接提供財貨與服務。第三，基於責任政治的

原則，行政所擔負的是政策的執行。最後，認為行政是專門的知識，需要專業的

官僚、永業化的保障與中立的態度(Hughes，1994；張潤書，1995：60-62)。事實

                                                                                                                                            
9 國際發展管理學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IMD)創立於 1990 年一

月，校址座落於瑞士洛桑(Lausanne, Switzerland)，是世界頂尖的管理學院之一。每年發表「全球

國家競爭力年報」，其中針對各個「國家競爭力指標」的優劣予以客觀的評鑑，一直是各國政府

與學術研究機構，評鑑國家競爭力與進行政經風險評估時的重要參考(相關資訊下載自 IMD 網站

http://www01.imd.ch/about/，下載時間：2004 年 12 月 8 日。) 
10 所謂價值體系，是指一種持久的信念，係個人、團體或社會所偏好的一種特定型式的行為舉

動或既存狀態，當人們在現有的手段與目的間進行選擇時，這個持久的信念就會發揮作用，影響

人們的抉擇，乃至行動模式(Kernaghan, 20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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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層級節制的官僚組織，不見得是政府體制的最佳選擇。由於現代國家體制的

日趨分權與授權，在政黨與政商關係運作下，政治與行政早已經糾結成一體，難

以判分決策與執行的二元體制。是故，政府未必是公共財貨與勞務的唯一供應

者；政府也可以採用彈性的管理體制，引進競爭與激勵的機制，打破永業官僚的

窠臼，更不妨透過民間間接地提供服務。正因為如此，九○年代初期的歐西各國，

就逐漸表現出公部門管理的新型模，像是「管理主義」(managerialism)(Pollitt，

1990)，「企業性政府」(entrepreneurial government)(Osborne & Gaebler，1992)，「新

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Hood，1991)11等主張，就一致地點明了這個

趨勢。 

詹中原(1998b：1)歸納相關的概念，指出此一變革的主題包括：1.新政府運

動(Reinventing government)，2.再造政府(Reengineering government)，3.民營化

(Privatization)，4.企業精神政府(Entrepreneurial government)，5.公私部門合作

(Public-private joint development or partnership)等，均使政府部門的價值體系，產

生本質的變化。 

由此可見，減縮政府預算、公營事業民營化、擴大民間參與、改進公共管理、

委託外包，乃至公務人力管理體制的再造，提升政府效能與效率等措施，已經在

各國普遍施行，而不再主張擴大政府體制或官僚組織的規模與範疇。變革的特色

因而表現在由官僚體制的、層級節制的、缺少彈性的公共行政，轉向市場導向的、

因應變局的、較具彈性的新公共管理。 

1980 年代以來的政府改革，在「管理主義」(managerialism)和「經濟理性主

義」(economic rationalism)等理念導引下，對治理模式的價值偏好已經產生了信

念移轉；此一變遷，在工業化民主國家更是顯著(de Montricher，1998：121-124)。 

劉坤億(2001：3)指出，這種政府部門價值體系的移轉既深又廣，而且對比

鮮明。譬如過去相信福利國家、萬能政府是現代化國家的本質，現在則認為最小

規模國家(minimal state)、小而能政府才是一種「善治」(good governance)。前後

兩者都是關於國家如何治理的理念，一旦價值體系產生遞移，政府的組織結構、

管理方式與治理策略等，都將因此而改變，甚至促使治理網絡產生質變。 

                                                 
11 胡德(Hood, 1991：1)指出，新公共管理具有下列的主張：著眼於管理，而非政策；致力於績效

評核與效率，將政府組織改組為代理(agencies)，並依據使用者付費的原則來運作；鼓勵競爭、

降低成本；強調產出目標、定期契約、經濟誘因、及管理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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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政府治理能力的全面提昇 

政府部門的價值體系既然逐漸轉變，政府改革的重點因而逐漸聚焦於全面提

昇政府的治理能力(governance capacity)(Osborne & Gaebler，1992；OECD，1995；

Peters & Savoie，1995：3-13；Rhode，1996；Minoque, Polidano & Hulme，1998：

4-7)。 

在新的價值體系下，公部門的規模與能力受到質疑，認為公部門是大而無當

的，佔據了原已稀少的資源。削減政府支出與減少運用公部門，幾乎成了全球普

遍的共識。除了前述的英、美等國家，即使是傳統上採用「大政府」觀念的歐洲

國家如德國、西班牙、義大利、瑞典等，也都是如此(楊繼明，1999：537)。 

在亞洲，日本政府從 90 年代起積極進行政府再造，提昇政府的治理能力(柯

三吉，1988)。90 年代的泡沫經濟與近來的金融與日圓匯率危機，先於 1998 年導

致首相橋本龍太郎於年中去職，森喜朗接任之際，自民黨的民意支持率，也降至

20%左右的歷史新低。現任首相小泉純一郎於 2001 年擊退飽受抨擊的首相森喜

朗之後，雖然穩住局勢不再惡化，在 2003 年國會改選中，率領「門閥式微」的

「新自民黨」獲得勝利，卻受困於未能有效解決日本長期經濟低靡的挑戰，從而

無法大幅提昇其民意支持度，直到 2004 年方得喘息。旋即又因年金改革、日本

自衛隊被迫加入聯合國多國維和部隊，續留伊拉克等問題，使聲望創下新低，並

在 2004 年 7 月 11 日所舉行的參院期中選舉遭遇苦戰，自民、公明所合組的執政

聯盟僅勉強取得過半席次，可見其困境。小泉首相為了確認執政的正當性，獲取

改革的動力，遂在 9 月間進行內閣改組，由於日本經濟情況好轉、伊拉克人質危

機順利解決的情況下，獲得民意的支持，得以繼續執政12。 

韓國的盧武炫雖然率領「開放的我們的黨」，在 2004 年國會大選中取得過半

數席位，而化解國會通過彈劾、移送憲政法庭的危機；盧氏率性的衝擊體制，為

                                                 
12 參見聯合報，2004 年 7 月 12 日，A14 版。報導中指出，小泉出任首相三年至今，一直是民意

的天之驕子。然而在這次參院選舉前，小泉的民意支持率卻大幅下挫，主要原因在於小泉推動年

金改革，小泉本人及數位內閣大臣卻多有欠繳年金的記錄，引起國民強烈反感。另一件令日本國

民氣憤的是，此外，小泉當初經國會辯論通過，派自衛隊到伊拉克參與戰後重建，但伊拉克於六

月底政權正式移交後，小泉卻在未經國會認可的情況下，本於對布希總統的口頭承諾，使駐紮在

伊國的自衛隊加入聯合國多國部隊，續留伊拉克。萬一伊國再陷戰局，恐將使日本自衛隊捲入戰

火，違反日本非戰憲法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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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競選承諾而一意推行「遷都」，因此引發的憲政與社會騷動，依然餘波盪様。

此外，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中東與烏克蘭的政治、經濟、金融與財政危機，

或使政權轉移，或對政府質疑，都反應出公部門已然無法滿足人民的需求，不斷

地遭到質疑13。 

上述趨勢，說明公部門的變革已是「『這』一個社會」的主要課題，公部門

的運作也逐漸產生變化，需要不同的概念，才能有效地因應。治理的途徑，或許

是一個可行的新方向。 

 

第三節 治理概念的界定 

從古典拉丁語和古希臘語的「引導領航」(steering)一詞，到早期將「治理」

限用於與「國家事務」相關之憲法議題和法律活動、及處理各類利害關係人的特

定機構或事業單位。然後就 “government”做為「統治」的內涵，在英美國家認

為”government”通常指的是國家正式的機關，具有合法、獨占的強制性權力，其

特徵是有能力做出決定，並且予以付諸實行。是指一種正式而制度化的過程；在

民族國家的層次上運作，目的在於維持公共秩序和便於處理集體行動的問題

(Stoker，1998:17)。其間的轉變與時代的內涵，須進一步加以說明。 

嚴格來說，「治理」途徑在社會科學界的運用上，仍處於「前理論的」

(pre-theoretical)時期，各個學科領域對治理的界定仍相當紛歧。然而，對於社會

科學研究而言，「界定」卻又是一件不可省略的工作，因為經由界定，研究社群

的成員才可能在共同認知的概念下，進行有意義地討論和對話。 

延續既有的研究成果，本研究以庫伊勉(Jan Kooiman)、羅德斯(R. A. W. 

Rhodes)和齊克特(Walter J. M. Kickert)等三位學者，對於治理概念的界說為基

礎，加以說明。 

 
                                                 
13 在中東，美國入侵以後的伊拉克，一方面安排於 2005 年 1 月 30 日舉行大選，一方面則苦於

反抗勢力在伊拉克全境所持續發動的致命攻擊，不可治理，動盪不安。巴游領袖阿拉法特去世以

後的巴勒斯坦，已在 2005 年 1 月 9 日舉行自治政府主席選舉，以巴衝突與中東和平，似乎展現

契機，卻又烏雲密布。東歐的烏克蘭則因政府在總統大選涉及舞弊，治理無方，遭最高法院 21

位大法官於 2004 年 12 月 3 日裁決 11 月 21 日之總統選舉無效；2004 年 12 月 26 日第三度投票

之後，由親西方的反對黨領袖尤希成科宣佈獲勝，但親俄的執政黨候選人、現任總理亞努柯維契

宣稱將繼續抗爭，西方世界與俄羅斯的政經利益與衝突，也匯集於烏克蘭的總統大選。 



我國國際海政策之研究─從保護到解制的變革 

-  - 

44

44

壹、庫伊勉 (Jan Kooiman)之界定 

庫伊勉(Kooiman)認為在一個「社會政治的系統」中，所有的行動者是相互

依賴且關係複雜的(complexity)，行動者之間的互動關係是動態的(dynamics)，這

種政治系統的本質是極為多元變化的(diversity)；是以，他不認為有單一的行動

者能夠片面地支配其他行動者(Kooiman，1993：255)。換言之，公共政策的產出

並 非 由 中 央 政 府 的 行 動 完 全 決 定 ， 而 是 經 由 一 種 「 社 會 政 治 的 治 理 」

(social-political governance)過程來完成，其治理過程即是系統中利害相關行動者

的相互依賴及互動的過程。 

Kooiman 藉由「治理行動」(governing)、「治理」(governance)及「治理能力」

(governability)等三個連續且相關概念的界定，來說明這整個過程。所謂「治理行

動」，係指一種協調、引導、影響，以及平衡(balancing)前述互動關係的過程。這

種治理行動相對於傳統由上而下的治理形式，具體言之，治理行動可被視為「政

治行動者或社會行動者具有目標取向的干預行動，他們都試圖在現在的社會政治

系統中，創造一個或多或少可被預測或某種穩定程度的互動型態(pattern)，並盡

可能將這種互動型態塑造成符合自我期望和目標的情境」(Kooiman，1993：

255-257)。 

而所謂「治理」，則是「在社會政治系統中，行動者互動後所顯現出來的型

態或結構，是所有參與者在互動干預後的『共同』結果或產出(“common” result or 

outcome)」。此種型態不能被化約為某一種行動或某一特定群體的行動，而是形

成某一特定系統中的「遊戲規則」。換言之，在此一型態中，行動者可依循規則

行事，甚至嘗試運用這些規則來達成自己的目標與利益(Kooiman，1993：258；

引自黃新福，1999：394)。 

從上所述，可知 Kooiman 視治理行動為一種過程，而將治理看作是「社會

─政治─行政」干預和互動後的結果(cited by Rhodes，1996：657)。Kooiman 進

一步指出，「治理能力」是治理行動和治理兩者的結合，也就是社會政治系統自

我統理(self govern)的總體能力。治理能力主要表現在結構、過程和實質等三方

面。在結構方面，Kooiman 主張將社會政治系統建構成為一種能夠超越「界於國

家和市場之間」的相互依賴體系，俾利於適應複雜的系統環境。在過程方面，旨

在保持系統中需求和潛能之間的動態均衡，能夠處理「集體行動問題」和「集體

行動解決方案」之間的緊張關係；在實質方面，則在克服系統多元變化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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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能夠找出系統運作的最佳指標和標準。Kooiman 強調，過去幾十年來，治理

能 力 過 於 強 調 效 率 和 效 能 ， 現 在 則 應 將 平 衡 點 移 向 治 理 的 合 法 性

(legitimacy)(Kooiman，1993：259-260)。 

 

貳、羅德斯(R. A. W. Rhodes) 之界定 

羅德斯(Rhodes)將治理界定為「自組化的，組織間的網絡」(self organizing 

inter-organizational networks)(Rhodes，1996：660)，關於這項界定，有必要從以

下兩個層面來加以瞭解。首先，從理論發展的歷程來看，Rhodes 係延續多元主

義、統合主義的路徑，發展出「政策網絡」和「政策社群」的概念，並藉由政策

網絡的概念，進一步探討「治理」這項論題。Rhodes 根據權力依賴的理論架構，

提出五項命題來指涉政策網絡的內涵：(1)每一個組織都倚賴其他組織提供資

源；(2)為達成自身的目標，這些組織也必須相互交換資源；(3)雖然組織內部決

策會受限於其他組織的行為，但優勢聯盟(dominant coalition)仍然具有某些裁量

權；(4)優勢聯盟在已知的遊戲規則中，將會運用各種策略來影響資源交換的過

程；(5)所謂不同程度的裁量權，是互動組織之目標及其相對權力潛能的產物；

相對權力潛能，則是指各種組織的資源、遊戲規則及組織間交換的過程的產物

(Rhodes，1997：36-37；引自李明寰，1998：25)。很清楚地，在這五項命題的推

論下，政府組織不必然是絕對的優勢聯盟，決策是由諸多關係複雜、資源互賴的

組織，經由自組化的組織間網絡所形成的(Rhodes，1997：37)。Rhodes 更直接指

出，除了層級節制和市場這兩項治理結構外，「網絡」是另一種新的治理型態

(Rhodes，1990；1996；1997)。 

其次，從實證研究的角度來看，Rhodes 提出政策網絡和自組化的治理概念，

係源自於他對英國中央與地方政府關係，以及白廳各部會關係的研究；這些研究

大多是柴契爾執政期間完成的。他發現保守黨政府所進行的改革方案，已經迫使

原來的西敏寺治理模式產生許多變化，政府部門已經變得更小且更分散，他稱之

為「國家的空心化」(hollowing out the state)，特徵包括：(1)民營化和限制政府干

預的範圍和形式；(2)中央和地方政府將許多質能移轉給其他替代性的服務體系

(例如政策執行機關)；(3)英國政府的職能移轉給歐盟機構；以及(4)透過新公共管

理的改革措施，限制文官的裁量權等；所強調的是管理上的課資，並且藉由強調

政治和行政二分為藉口，以樹立更明確的政治控制體系(Rhodes，1996：6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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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odes 指出，惟有透過自組化治理網絡的概念架構，才能夠辨識、理解英國政

府的變革；同時，他也指出「治理」概念具有以下四項特徵(Rhodes，1996：660)： 

1、組織之間是相互依賴的。治理比政府的概念更加廣闊，其含蓋了非國家

的行動者(non-state actors)，而國家界限的改變意味著公部門、私部門以及志願部

門之間的界限已經變得容易更動和模糊。 

2、由於相互交換資源和磋商共同目標的需要，導致網絡成員之間的持續互

動。 

3、這種「博奕式的」(game-like)互動關係是以信任為基礎，經由網絡參與者

磋商和彼此同意的遊戲規則來約制。 

4、保有相當程度的自主性，這些網絡不對國家負責，他們是自組化的；雖

然國家並沒有壓倒性的特權，但基於主權的立場，國家仍能間接且在一定程度上

引導(steer)這些網絡。 

 

參、齊克特 (Walter J. M. Kickert)之界說 

齊克特(Kickert)界定「治理是複雜網絡的管理」(public governance is the 

“management” of complex network)。在這個複雜的網絡中，包括許多的行動者，

諸如中央和地方各級機關、政治和社會團體、壓力和利益團體、各類社會機構，

以及私人和商業組織(Kickert，1997a：735)。這些行動者的性質不僅不同，甚至

彼此的目標或利益是相互衝突的。從實證的角度觀察，當代政府難以藉由科層體

制完全地支配或治理整個社會政治系統；另一方面，這些行動者之間的關係也不

能視為絕對平等，或認為行動者能夠完全獨立自主。實際上，任何行動者都在一

個既存的、相互依賴的網絡關係中，透過社會過程的引導作用，形成一種自組化

的「網絡治理」(network governance)(Kickert，1997b：34-36)。 

齊克特是從工具(instrumental)、互動(interactive)和制度(institutional)等三個層

次來說明這種網絡治理的概念。首先，從工具的層次來看，「引導」(steering)功

能是網絡治理的核心角色，此一觀點強調，任何行動者都具有「引導」其他行動

者的能力，儘管政府一向被假定為主要的行動者，但它並不是唯一或具有獨占性

的引導權威。第一代傳統的引導功能，由於並非在網絡的情境中，是以大多採取

管制性的工具；第二代的引導功能，為了因應複雜的網絡情境，因而採取諸如誘

因、溝通以及契約等，更為精煉的治理工具(Kickert，1997a：739-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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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從互動的層次來看，「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扮演了網絡治理的

核心角色。此一觀點強調，在複雜的網絡情境中，並非由特定的行動者或主要的

組織來設定目標和達成目標，而是由行動者互相調適彼此的策略，以獲致最終集

體行動的共同結果。相對於工具的觀點，在互動的觀點下，行動者之間並不存在

控制與被控制的關係，而是建立在相互依賴和相互調適的基礎上。而此種相互調

適的過程，則又是建立在理性的前提下，亦即行動者是在一種「競技場」(arena)

或「賽局」(game)的情境中，相互調適彼此的利害關係、規則、目標及策略

(Kickert，1997a：740) 

最後，從制度的層面來看，網絡被視為是一個「整體」(whole)，網絡治理是

去「影響(influence)」網絡被型塑、改變或消失的過程；簡單地說，網絡治理是

處理制度化和再制度化過程。從制度的觀點，這種網絡治理的目的是在利用政策

網絡之結構與文化的影響力，來創造更好的解決問題的機制和有利於制定政策的

條件(Kicker，1997a：740-742)。 

綜覽前述三項有關治理概念的詮釋與界說，劉坤億(2001：13)認為，其間雖

然存有若干差異，但大致上有共通的脈絡。因此，藉由比較分析的觀點和論述，

進一步從中梳整出幾項核心的命題，作為對治理概念的基本界定。這幾項相關的

核心命題可以引述如下(劉坤億,，2001：13-19)： 

（一） 治理的概念範疇較政府統治更為廣闊 

政府統治(government)的概念是建立在政府機關具有合法而獨占的統治權

力的基礎上，這項假定隨著英國等國家逐漸走向「國家的空心化」而不再具有充

分的解釋能力；相對的，治理的概念範疇擴及跨國組織、非政府組織、不同層級

的府際關係、跨部會組織、公私合夥，乃至各類利益團體和企業組織等，因而較

能充分反映出實際的治理過程。英國政府自一九八Ｏ年代以來陸續推動的各項改

革措施，已經跳脫傳統西敏寺模式的權力結構，形成一種新的、複雜的政策網絡，

有必要藉由治理的概念途徑來加以瞭解。 

（二） 治理是一種權力行使與決策制定的動態過程 

治理功能的實現有賴於權力的行使，惟此處的權力概念係遠離「權威」而

趨近於「影響力」。在治理的概念下，政府並不是唯一或具有獨占性的引導權威，

在政策社群裡的任何行動者，皆具有引導其他行動者的能力；並且，儘管行動者

之間不可避免地仍處於權力不對稱、資訊不對稱和資源不對稱的關係，但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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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者基於彼此資源互賴的關係，仍然會以理性為基礎，並藉由相互調適彼此的

利害關係、規則、目標和策略等動態過程，來制定決策。 

(三)治理是一種自組化的複雜網絡的管理 

自組化網絡可說是利害相關者間或組織間互動後，所顯現出來的治理型態

和結構。值得注意的是，這並不表示「社會」能夠超越「國家」或「市場」而完

全操縱整個治理過程。雖然 Kooiman 提出「社會操縱」治理方式，卻也坦言：「這

並非指涉政府沒有其他工具可干預社會的次級系統」….「我們的看法，並非意

味著我們可以創造出一種新的政體，容許社會機制『自由流動』(free flow)且無

所不在，而忽略其他引導的力量，特別是市場的力量」(Kooiman，1993：255)。

從宏觀的層次觀察，治理的模式是變動的，其過程是國家、社會及市場等三股驅

力的互為消長(Jessop，1998：32；Paquet，1999)。而比較務實的看法應該是：在

社會和市場驅力的強化下，政府以外的行動者確實擁有比過去更多對決策制定的

影響力。 

(四)治理模式變革的終極目的是要提升系統的治理能力 

治理能力(governability)是相對於不可治理(ungovernability)的概念，是指整個

社會政治系統自我統理的總體能力，亦即，如何找出有效克服各種集體行動所衍

生問題的解決方案。究實而論，這並非易事。一般而言，國家、社會及市場等驅

力，都能促使系統中之治理模式產生不同程度的變革，惟其最終目的均在提昇系

統的治理能力。 

綜觀以上的論點，對本研究而言，「治理」的概念途徑，是指「在全球化與

多元化的變遷情勢中，特定社會政治系統的行動者互動後，所顯現出來的新型態

或結構，然後從『治理網絡的解構與重組』的新定位，以『再造善治』為圭臬，

從多層次治理的觀點，對國家與政府的角色及地位加以調整，重新定位國家的功

能；從而，以溝通和協調的方式，發揮國家整體治理能力，形成新的治理模式，

以因應變革，並基於治理模式與治理能力的辨證關係，形成創新、改善的治理策

略，然後依據善治的準則，就國家與政府的治理成效，加以評量，為全民謀福。」 

「治理」的目的在於「再造善治」(reinventing good governance)，亦即在達

成善治的公民社會，其內涵包括達成此一目標的過程，所面對的治理系絡，採行

的治理模式，需要的治理能力及產出的治理策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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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治理概念的運用 

    由於治理概念被運用的範圍相當廣泛，造成其概念意涵至今仍相當分歧，論

者認為可從目前關於治理概念的實際用法，進一步釐清其意涵。英國學者羅德斯

(Rhodes，2000: 55-63)歸納出七種治理概念的用法，可逐一說明如下： 

 

一、將治理視為公司治理(Governance as Corporate Governance) 

強調公部門和私部門的治理方式並無二致，英國「公共財政暨會計特許協會」

(Chartered Institute if Public Finance and Accountancy，CIPFA)即建議政府部門應

該採取更具商業化形式的管理方法，來改善傳統行政部門的組織文化和氣候。該

協會也確認了三項公、私部門均可適用的基本原則：(1)資訊公開或開誠佈公，(2)

誠實或坦率的態度，(3)明確的責任制度。 

 

二、將治理視為新公共管理(Governance as 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 

新公共管理涉及到治理的議題，係因為在政府改革的過程中，必然會觸及到

政府角色職能的重新檢討；新公共管理論者大多主張政府應該發揮「引導」或「領

航」(steering)的作用，而「治理」即是「引導」的同義字。新公共管理最初具有

兩項意義：公司化管理和市場化。公司化管理意味著把私部門的管理方法引進到

公部門，這些方法包括績效測量、結果導向的管理、強調預算支出的效益，以及

視人民為顧客；市場化則意味著經由簽約外包、準市場以及消費者選擇等方式，

將市場機制的誘因結構引進公共服務的供給體系。 

 

三、將治理視為「善治」(Governance as “Good Governance”) 

世界銀行為鼓勵第三世界國家進行民主化和自由化的政府改革，特地界定

「治理」與「善治」的意涵，供這些國家參考。所謂治理係「行使政治權力以管

理國家事務」，而善治則應該具備下列特質：(1)有效率的文官、獨立的司法和法

律制度，以確保契約之履行，(2)妥善、負責地運用公共資金，(3)能向國會機關

負責，且立場超然獨立的審計人員，(4)各級政府都能夠尊重法律和人權，(5)多

元的制度與言論自由。為了提昇文官的效率，世界銀行鼓勵這些國家的政府採行

下列行政革新的策略：引進市場競爭機制、國營事業民營化、裁撤冗員、強化預

算之執行、分權化的行政體系以及大量利用非政府組織的功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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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將 治 理 視 為 國 際 間 之 相 互 依 賴 (Governance as International 

Interdependence) 

有兩個研究議題與此概念的用法直接相關：國家的空心化(hollowing-out)與

多層次的治理結構(multi-level governance)。由於國際間相互依賴的關係日益密

切，在生產和金融交易的國際化、國際組織和國際法的規範，以及國際霸權和權

力聯盟的影響下，國家的權威已經遭到侵蝕；同時，在各類國際組織向上拉抬、

各種次國家機制向下牽引的兩股力量作用下，民族國家的治理職能亦被削弱，國

家已經退居為憲政秩序的守護者，僅能憑藉有限的公共權力來維繫内部權威體系

的完整。以歐盟為例，即是透過跨國的政策網絡，將歐盟的委員會與國家的部會

機關、地方政府和地區機關，整合成一個多層次的治理結構。 

 

五、將治理視為社會操縱系統(Governance as a Socio-Cybernetic System) 

社會操縱途徑明顯地限制了中央政府所掌控的治理行動，要求不再有單一的

主權權威。每一個政策領域，都是經由眾多不同的行動者共同參與決策，他們彼

此之間的資源相互依賴，經由互動而形成新的治理型態。簡單地說，政府不再獨

占最高的統治權威，政治系統已經改變成為一個多中心的社會。此一用法是荷蘭

行政學者 Jan Kooiman(1993)的觀點，在其他國家也有越來越多的學者採用這種

途徑來分析政府的治理結構。 

 

六、將治理視為新政治經濟(Governance as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新政治經濟論者運用治理的概念，重新檢證經濟體制變遷下的政府角色，以

及公民社會、國家和市場經濟三者之間，在界限日趨模糊下的新關係。抱持此一

觀點的學者認為，治理是「各種經濟行動者在政治經濟的過程中的協調活動」。

他們認為不能將國家化約為另一種治理機制，應視其為各類治理機制的看守人

(gate keeper)，因為國家能夠協助，也能夠抑制生產和交易。另一位新政治經濟

論者 B. Jessop(1998)認為，在全球化的社會中，治理是引導多重機關、機構和系

統的複雜技術，他反對一般馬克思主義論者將治理與管制混為一談，他認為不能

將治理視為只是國家的管制活動；但同時他也強調，治理不可能完成取代國家和

市場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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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將治理視為網絡(Governance as Networks) 

網絡是治理概念運用到社會科學研究的主要分析重點。有兩派學者試圖解釋

網絡行為：權力依賴論和理性選擇理論。在權力依賴論方面，學者史托克(Gerry 

Stoker，1998)指出，治理作為一組機構和行動者，雖然出自於政府，卻也超越了

政府統理的範圍，這些機構彼此間是權力依賴的，並且形成各類自主和自我治理

的政策網絡。在理性選擇學派方面，認為促使組織間相互依賴的元素不是權力，

而是各類資源，強調，網絡比市場和層級節制更具優勢，因為在日趨複雜和動態

的環境中，層級節制的協調機制難以發揮作用，而在市場失靈的情況下，解除過

度管制的作用也很有限，惟有政策網絡才能成為治理的主要工具，為各類資源互

賴的行動者，提供有效的水平協調機制。 

劉坤億(2002：64)認為，前述各種觀點所陳述的治理概念雖有差異，卻大多

反映出以下幾項意涵： 

其一，公部門和私部門之間的界限、社會、市場和國家之間的界限，以及國

家和國家之間的界限，均已日趨模糊；對內，國家已不再享有獨占性的統治權威；

對外，國家主權或自主性觀念，已經逐漸被各類超國家體制的概念所取代。 

其二，治理概念顯示出一組出自於政府，卻又不限於政府的機構和行為者，

在權力及各類資源相互依賴的關係下，依議題性質組成各種不同的政策網絡；這

些自組化的網絡可被視為是一種新的治理體制(regimes)或治理網絡(governance 

networks)。這類體制是一種非正式但相對穩定的群體，能夠取代制度性的資源，

並在制定治理政策時，扮演具有持久影響作用的角色(Stoker, 1998:19-26)。 

其三，在治理概念下，過去以國家主權概念為核心的統治型態已經被解構，

新的治理網絡已經被重組，並且顯現出一種多層次的治理結構；換言之，在全球

治理的趨勢下，從治理網絡的解構與重組的動態過程中，比較能夠重新掌握國家

在治理過程中的實際角色地位，以及城市如何在治理網絡中扮演積極的行動者。 

立基於此，本研究在前一節中對「治理」的界定，與歸納文獻後，所述的治

理概念的內涵與應用，是脈絡相通的。然而，治理途徑是否已是普遍適用的概念？

個別國家在治理的時代中，會如何回應治理的時代？卻不是吾人可以貿然認定

的。 

因此，吾人可以認知公部門和私部門之間的界限、社會、市場和國家之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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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限，乃至國家和國家之間的界限，均已日趨模糊；但是，國家的治理權力與政

府的治理能力，依舊處於國家運作的核心地位，固然受到拘限，卻仍有其不可挑

戰的關鍵地位。 

同樣地，在治理概念下，新的治理網絡已經被重組，並且逐漸顯現出一種多

層次、全球的治理結構；然而，卻不能因此而斷言這已是當前普遍存在的事實，

毋寧是一個逐步進展的方向與過程，各國的腳步也不盡相同。本研究將從我國的

國際海運政策切入，對此一概念，加以驗證。 

 

第五節 多層次的治理與國家角色地位的轉變 

如前所述，全球治理對國家原來的統治權威造成衝擊，導致國家的角色地位

有所轉變，但這種轉變的實際情況如何呢？在諸多探討新的治理網絡的文獻中，

派瑞及彼得斯(Pierre & Peters)兩人，以國家權力遞移的動線和狀態為論述核心，

透過實證的經驗分析，建構出三個層次的新治理互動關係，是為：1. 權力向上

移轉的治理，2. 權力向下移轉的治理，3. 權力向外移轉的治理，值得參考。 

本節將從此一分析架構中，重新定位國家在全球治理過程中的角色。 

 

壹、多層次的治理 

派瑞及彼得斯(Pierre & Peters，2000:82-91)將複雜而多元的新治理網絡，依

國家權力移轉的路線區分成：上移(moving up)、下移(moving down)、及外移

(moving out)等三種治理層次，分別說明如下： 

 

一、權力向上移轉的治理 

此處所指的是國家主權和統治權威被國際組織侵蝕及取代的情況。這種治理

結構的變遷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許多國際組織活躍於世界的政治經濟舞

台，對民族國家在治理角色上產生巨大的衝擊。 

以「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 Trade, GATT)為例，

對於戰後工業化國家而言，是相當重要的國際組織。戰後各國簽訂 GATT 的主要

目的，是要撤除各種貿易障礙並促進貿易自由化，協議內容強調國家雖然可以正

常地介入國際貿易相關的事務，但強烈限制國家採取監控干預貿易活動的政策。

一九八 O 年代後期到一九九 O 年代初期，GATT 逐漸喪失對各會員國的拘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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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隨即由「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取代其功能，並扮演

比 GATT 更為重要的角色。WTO 成為國際貿易的實際監控者，同時也是投資者，

更是貿易衝突時的仲裁者；凡是加入 WTO 的國家，均須嚴格遵守自由貿易的原

則，政府不得介入干預私部門的產業政策。 

這種權力向上移轉的治理型態，值得我們思考以下的一連串相關問題：(1)

何以會出現這種治理結構？(2)國家何以願意自動交出主權給這些侵蝕其統治權

威的跨國機構？(3)這種發展趨勢將帶來哪些成本和效益？(4)這種國際化的情勢

未來會逆轉嗎？各國有足夠的能力去選擇加入或不加入嗎？(5)這些國際組織的

治理如何與民主治理相結合？ 

究實而論，目前並沒有足夠的研究可以充分回應上述問題，但至少有五項理

由可以解釋何以出現這種權力向上移轉的治理結構。 

第一，最顯著的情況是，當代西方世界的政治精英已經不被框限在民族國家

的疆界中，本質上，他們經常是活躍於區域或甚至是全球的範疇中。 

第二，國際貿易的活絡化，造成國家内部經濟議題的「國際化」；例如國家

經濟的成長和發展，必須視國內產業在國際間的表現而定。這種情況又以一九九

○年代後，強調知識和資訊為基礎的經濟體系尤然。 

第三，全球金融貨幣市場的開放，造成私人資本的全球化。 

第四，各國發展的經驗類似，且遭遇的問題也趨同，是以透過諸如 OECD、

IMF、World Bank 等國際組織進行政策學習(policy learning)。 

第五，全球化是最為普遍的原因，無論是經濟、環保、社會或是政治領域的

議題，全球化的效應無所不在；例如國與國的衝突不再只是衝突雙方的問題，而

是區域安全乃至世界和平的問題。 

在國際海運方面，由於全球化的影響，在反恐、環保等議題方面，國家治理

權力亦同樣呈現「向上移轉」的現象。 

 

二、權力向下移轉的治理 

這裡所指的是，在分權化的潮流下，國家的統治權威流向地方政府、都市化

地區和社區，並且這種治理結構的變遷，較之權力向上移轉的治理結構，更加分

散了國家的統治權力。不過，這種現象有明顯的國家系絡的差異，各國的情況不

盡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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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其他國家，西歐國家和美國的分權化現象是比較明顯的，自一九六 O

年代初期開始，這些國家中央政府的成長速度比次級政府要慢，政治權力和統治

權威也逐漸向下移轉給地方政府和社區。 

事實上，這一波地方分權的潮流，是被一些政治目標和結構性變遷因素所驅

動的，分析其原因約有下列四端：(1)中央政府把「授權」地方，當作是撙節公

共支出的一種政治手段；(2)社會結構變遷，導致都市化或城鎮人口的集結化，

促使地方政府在治理上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3)在前項情況出現後，地方政府

為回應日益增加的公共需求，必須更專業化地提供公共服務；(4)在此同時，中

央政府透過分權化，適時地提供給地方政府治理上的權力和技術。 

對地方政府而言，這種治理結構的變遷也產生了幾項問題和挑戰。首先，中

央授權給地方的另一層意義，是要地方承擔更多的財政責任，在這種情況下，地

方政府在公共支出方面至少要做到平衡預算支出或抑制支出成長，而這也意味著

地方政府必須縮小部門的規模，並且開始改變原來的治理型態。普遍的作法包

括：採取企業部門的雇用制度、財務管理方法，以及改由私部門、志願團體或社

區來提供公共服務。 

再者，權力向下移轉給地方之後，地方政府的責任也加重，尤其會成為政治

壓力團體的標的；無論是國家或是社會的行動者，都會直接對其施壓。不過治理

權責加重後的地方政府，也成為一些商業行動者尋求結盟的對象，其結果是利弊

互見，需要更強的治理網絡與治理能力，方能確保其效能。 

 

三、權力向外移轉的治理 

這裡指的是國營事業公司化、國有事業民營化，以及藉由非政府組織(NGOs)

提供公共服務或執行政府政策方案的現象，將國家的統治權威移轉給社會上的其

他行動者。公司化是經營權的移轉，民營化是所有權的移轉，而非政府組織則取

代了政府的部分職權。14  

對先進民主國家而言，採取不同的政策輸出方式已經十分普遍。藉由 NGOs

來提供公共服務的方式，不必像民營化一樣把全部職權拱手托出，並且這類機構

                                                 
14 詳言之，公司化是指政府透過組織變革的方式，採取私部門的管理哲學，其最終目的在改善

政府機關組織的效率和降低成本；民營化是新右派改革者的主要政策工具，透過撤資、委託及替

代等方式，降低國家對國有事業的資本投入，進而減少國家負債，以改善財政窘迫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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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衛星」一樣環繞在政府的周圍，因此十分受到歡迎，且被各級政府所普遍

運用。除了 NGOs 以外，政府也越來越喜歡在政府內部設置準自主性的「執行機

關」(agencies)來執行政策方案；這類機關雖然仍屬於政府部門，但其運作及管理

方式，則更趨同於私部門的企業組織。再者，也有透過府際間建立委託代理之契

約來進行政策輸出，例如中央政府的次級機關可委託地方政府機關來提供公共服

務或執行政策，這種府際關係是建立在準商業契約的關係，而不是傳統治理上的

委辦事項。最後，當然也有透過營利機構、非營利組織和公、私合夥等方式來進

行政策輸出。 

劉坤億(2002：69-74)認為，這三種不同層次的治理結構是變動的，甚至有時

候也會相互交疊在一起，這完全要看政策領域而定；隨著不同的政策領域，會出

現不同的權力流向或權力重整的現象。這些不同層次的新治理結構，就像鐘錘擺

盪的原理一樣，當它擺向一端高點的同時，也會立即出現反作用力；亦即，當權

力向上、向下及向外移轉得過大和過快時，國家也可能盡其所能回復其原有的控

制力。以英國為例，對於一向習慣於中央集權的英國政府而言，地方政府權力和

自主性的提高，未必是內閣首相及同僚所樂見的。總的來說，在這種國家權力向

上、向下及向外移轉的情況下，國家地位由政府獨占統治權威轉變為多層次的治

理結構，目前看來已成事實。藉由派瑞和彼得斯(Pierre & Peters，2000:82-91)的

分析架構，不僅可以較為清晰地觀察到國家統治權力解構的動向，也能夠更為明

確地覺察到許多超越國家藩籬、公私部門界限，以及中央與地方府際關係的新治

理網絡，正依各種不同的政策議題和互賴關係而重組。 

從以上的歸納可知，多層次或三種不同層次的治理結構，可說明政府治理權

力的移轉。當政府依據特定的改革理念，採用「市場式」或「解制式」的治理模

式時，此一治理結構的變遷經常是顯而易見的。更重要的是，此一多層次治理的

概念，也指出了從治理模式到治理策略之間的聯結與互動。 

 

貳、國家角色的再定位 

隨著國家內外環境的變遷，無論是規範理論或實證研究都指出，國家及其科

層體制已經不再具有獨占性的統治權威。然而，許多相關研究文獻卻相當「後現

代主義式」地認為，國家權威體系已經被完全解構，或者從管理主義的角度出發，

將這種現象窄化地解釋為「公私部門的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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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即使主張「作為一種社會操縱系統」的治理概念(Kooiman，1993)，

也未否認國家在治理的過程中，仍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從全球治理的角度重

新審視，國家的統治權威雖然已經趨於分散，但政府的角色職能並沒有完全被取

代，只是治理的角色和地位有所改變而已。 

具體言之，新的治理觀點與過去傳統認知下的國家角色，有如下幾項差別： 

 

第一，傳統觀念認為國家充分享有統治權力，但新的治理觀點則指出，國家

是社會諸多行動者之一，其能否依其所欲之目的驅使及指揮其他的社會行動者，

端視其能力足夠與否。 

第二，傳統觀念視政府為一個整體，新的治理觀點則視政府為一個分散且缺

乏連貫性的組合體，甚至政府內部機關之間的關係，經常是處於利益衝突或難以

協調的情況，因此需要發揮政府的治理能力，構建良好的治理模式。 

第三，傳統觀念認為國家擁有主權和優先權，並且享有社會資源統合力量，

是以具有政策制定及執行的獨占性權威。新的治理觀點則指出，由於國家對社會

資源的統合力量已經大不如前，許多私人企業組織對資源的支配力更甚於國家，

是以企業組織不再依賴國家的政策指導，甚至也出現企業運用可支配資源的力

量，來拘束國家的行動。國家與社會中有力的行動者之間的關係已經轉變，這種

現象可以從越來越多產業領導者參與制定經濟發展方案的例子中看出(Pierre & 

Peters，2000：82-83)；我國工商業界領袖對經濟發展提供建言，已是常見例子。 

第四，關於憲政體制的問題，傳統觀念視其為國家權力的來源；相對的，新

的治理概念卻對既有的憲政體制輕描淡寫，這並非漠視憲政體制的重要性，而是

新治理的互動關係，往往超脫出原有法律規範的框架，甚至視許多不合時宜的法

律規範，為治理過程中的巨大障礙。 

事實顯示，許多法規將政府機關綑綁在社會經濟發展的邊陲地帶，降低了政

府和社會行動者之間互動交易的機會，使民族國家在新的治理結構中越來越邊緣

化。許多政府已經察覺到這項危機，因此急於透過法規和組織的鬆綁，使能儘快

在不同的政策領域中，與利害相關的社會行動者，重組成新的政策網絡和政策社

群(Rhodes, 1996)。 

總之，在新的治理結構和運作過程中，國家已不能被視為唯一的統治者，政

府存在的正當性與合法性，有賴政府在各種政策網絡中，能夠找出資源或與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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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賴的其他社會行動者間，重新建立彼此的互動關係，定位出本身適當的角色。

畢竟，國家獨占的統治權威，已轉變到多層次治理的時代(Kazancigil, 1998:69)。 

多層次治理型態與國家角色的新定位，使政府需要運用更多的時間與資源，

以更高超治理能力來溝通與協調，方能解決各項治理議題，達成善治的目的。如

果政府的治理能力不能提昇，國家整體治理能力不能整合，將難以達成效能與效

率的要求。從積極面來看，反應出全球民主化的潮流下，對人民福祉的重視及政

府的積極改革與治理能力的提昇，對「善治」的達成，是具有正面意義的。 

 

第六節 治理模式 

壹、治理模式的界說 

從 鉅 視 的 觀 點 來 看 ， 傳 統 政 治 學 與 公 共 行 政 理 論 採 用 制 度 途 徑

(institutionalism)，強調國家(state)與政府(government)在政策制定與公共事務處理

上，具有較高之主導性角色，透過制度設定的絕對主導優勢與政策發動權，建立

一套賴以維持統治、交易秩序及社會互動秩序之「治理結構」 (governance 

structure)，或所謂傳統「治理模式」(mode of governance)。隨著國內、外政治、

經濟、社會與文化的變遷，各國的治理結構均會隨之產生適應性的變革；一般而

言，治理結構的變化方向，多從「政府中心」15，到「政府與社會持續增加互動」，

可稱之為「從統治到治理」(from government to governance)的過程(Kazancigil，

1998：69-71)。 

若從微視的觀點來分析，胡歐特及沃寇特(Hult & Walcott，1990：8-9)提出引

自政治學的「治理範型」(governance model)，用以解釋組織複雜之本質與動態過

程。組織的治理範型認為組織生存於內外叢生的不確定性與衝突環境之中，並試

圖應付或控制之，假使類似問題一再發生，組織便會產生一套標準的處理方式，

最後導致成慣例，形成「治理結構」(governance structure)。胡歐特及沃寇特所提

出的「標準處理方式」，與本研究所稱的「治理模式」，在本質上是共通的。 

總之，「治理」研究的鉅視觀點，強調「國家」與「社會」互動關係的演進；

                                                 
15 史托克(Stoker 1998:17)指出，就 ”government”做為「統治」的內涵，在英美國家，”government”

一詞通常指的是國家正式的機關，具有合法、獨占的強制性權力，其特徵即是有能力做出決定，

並且予以付諸實行。是指一種正式而制度化的過程，在民族國家的層次上運作，其目的在於維持

公共秩序和便於處理集體上行動上的問題。因此，統治與治理，是不同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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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視觀點則以「組織」或「政策網絡」(policy network)為焦點，研究制度建構之

「理性化」(rationalization)過程。當這種過程趨向穩定之後，即形成「治理結構」

(governance structure)，研究者在既成的治理結構中，選擇一特定政策做為分析焦

點時，即為「治理範型」(governance model)(鄭錫鍇，1999：44-45)，或「治理模

式」(mode of governance) (Peters，許道然等譯，2000：4-23)。 

將鉅視與微視的觀點整合，可以涵括前述的治理結構，構成「治理模式」的

不同層次。 

因此，在特定的時空下，政治社會系統及政府在「從統治到治理」的過程中，

為了應付或控制環境因變遷而產生的不確定性、衝突與集體行動所衍生的問題，

與各個特定行為者間，所形成的一套處理方式，並在一定的期間內，導致成慣例、

標準或程序，可稱之為「治理模式」(mode of governance)。 

 

貳、國家和政府治理的願景 

彼得斯(B. G. Peters，許道然等譯，2000：4-23)認為，與其說傳統的治理模

式是由一組知識原理所發展出來的，不如說它傾向於從實務中逐漸演繹而來的，

嚴格的說，它缺乏一般模式的系統化特徵。也可以說它是由一些不同的概念所組

成的，而不是一個單一完整的模式(Richards，1992)。 

歸納來看，傳統的治理模式是由下列六個耳熟能詳的概念所組成，來引導我

們思考傳統文官體制及其在治理上的角色(Peters & Wright，1996)： 

1. 政治中立的文官體制。 

2. 層級節制與法規命令。 

3. 常業化與穩定性。 

4. 制度化的文官體制。 

5. 內部管制。 

6. 平等。 

由於時代與社會的變遷，傳統模式下的政府及其文官體制，目前正遭逢嚴格

的檢驗評估，形成全面改觀的新局面。 

彼得斯(Peters，許道然等譯，2000：29-36)因而提出幾個更為完整的願景

(visions)，提供給國家及其官僚體制在未來治理上的參考。每一個願景依序地對

治理的方式產生影響，形成新的治理模式。彼得斯採取四個面向加以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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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對問題的診斷(Principle Diagnosis)，任何改革都有其原因，這四個新治理

結構的提出，都顯示對現存政府部門中所存在的問題根源有一個清楚的剖析，因

此，這些模式都試圖將人民對政府感到焦慮和不滿的模糊感覺，轉化成一組具體

的因果關係； 

(2)結構(structure)，討論政府部門應該如何被組織； 

(3)管理(management)，有關政府部門應該如何甄選、激勵和運用其成員，以

及應該如何有效控制政府的財政資源； 

(4)政策的概念和政策的過程，亦即探討永業化文官在政策過程中扮演什麼

角色，以及政府應該如何更為廣泛地影響私部門。 

 

這四個治理的願景都各自蘊含其公共利益的概念，亦即，如何締造一個好的

政府的綜合性理念，公共利益也是探討整個治理模式時，最重要的部分。 

根據這四個面向與公共利益的核心，彼得斯(Peters，1996：vii)觀察1980年代

及1990年代各國行政革新或政府再造的實況，發現當代政府治理結構與從前大不

相同，相較於傳統的行政運作方式，目前的改革稱之為「治理典範的革命」亦不

為過。 

彼得斯認為，當代政府的新治理模式已經漸漸浮現，並且具有明顯的特質，

可歸納為下列四種新的治理模式：一、市場式政府，二、參與式政府，三、彈性

化政府，及四、解制式政府(Peters，1996：13-20；引自江岷欽與劉坤億，1999：

82-84)。 

 

參、彼得斯(B. Guy Peters)的四種未來的政府治理模式 

(一)、市場式的政府(Market Government) 

此一模式的基本假設係肯定市場機能的優越性，認為傳統治理結構最大的

問題在於官僚體制的獨占性(Monopoly)，致使機關規模和預算出現極大化；文官

體系缺乏足夠誘因以致效率低落；另因缺乏施政成本壓力導致過度生產的現象。 

市場式政府的特徵包括：採取分權化(Decentralization)的組織結構、運用私

部門的管理技術，並將功績薪給制 (Merit Pay)改制為績效薪給制 (Pay for 

Performance)；引進市場競爭的誘因結構，創造內部市場化(Internal Markets)的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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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機制；其提供的公共利益在於降低施政成本。 

 

(二)、參與式政府(Participant Government) 

此一模式與市場式政府模式關係密切，因為公共官僚體制的獨占性同時也

會帶來組織的過度層級化，不僅造成內部成員日漸疏離、上下溝通阻塞、本位主

義，同時也造成機關對外部環境變遷的反應遲鈍，並漠視人民的實際需求。 

參與式政府要對抗的是傳統官僚典範的層級節制(Hierarchy)體系，其主要特

徵包括：力求更為扁平化(Flatter)的組織型態；在管理上採用全面品質管理(TQM)

和建立團隊(Teams)的策略；運用諮議及協商的決策方式；其所提供的公共利益

在於增進公職人員和民眾對政府施政的參與度。 

 

(三)、彈性化政府(Flexible Government) 

資訊時代的特徵是環境變遷速率急遽，倘若政府仍維持傳統的治理形式，

其「僵固不變」(Permanence)的運作方式將導致政府失靈的情況日益嚴重。 

彈性化政府的特徵包括：運用「虛擬組織」(Virtual Organization)，亦即政

府的運作應著重於系統的層次(Systemic Level)更甚於組織結構的層次，如網絡型

組織(Network Organization)；在管理方面，由於彈性化政府係以任務及目標為導

向，因此虛擬組織內的成員並不固定，故採取工作團隊式的管理；決策方式不拘

泥於既定格局，而採取實驗性強的應變式決策；所締造的公共利益在於降低施政

成本和增進組織成員的合作團結。 

 

(四)、解制式政府(Deregulated Government) 

此一模式最具普遍性，無論是自由主義或是社會主義國家，幾乎每個實施行

政革新的政府都採取解除過度管制的策略。解除管制一般也稱為「鬆綁」，此處

非指經濟政策上的解除管制，而專指政府內部管理上的解制。 

解制式政府的基本假定是，倘若能夠排除政府運作上的過度管制，將使其更

具效率功能，甚至，過多的法規束縛一旦解除，政府將更具創新能力從事改善社

會集體福利的行為。 

此一模式認為控制公共官僚體制者，法規章程更甚於組織結構，因此對組織

型態並沒有特別的偏好；在管理方面，強調管理者是促使組織目標順利達成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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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角色，因此應賦予更多的自由裁量權；在決策方面，認為官僚體制是決策的主

要樞紐，因而企業型官僚應擔負更多決策責任；其提供的公共利益為增進政府部

門的創新能力和行動力。 

從表 2-1 的整理，可以讓這些蘊藏在治理模式中的概念，更為清楚。 

 

表 2-1、彼得斯(B. G. Peters)的四個新的治理模式與其主要特徵 

 市場式政府 參與式政府 彈性化政府 解制式政府 

主要的診斷 獨占 層級節制 常業化 內部管制 

結構 分權化 平坦式組織 虛擬組織 沒有特別的建

議 

管理 績效給薪制：

運用其他私部

門的管理技術 

全面品質管

理：團隊 

採行臨時雇用

制的人事制度

最大的管理自

由 

決策 內部市場：市

場誘因 

協議：磋商 實驗性的應變

式決策 

企業型政府 

公共利益 低成本 員工投入：諮

商 

低成本：協調 創新：行動力

資料來源：B. G. Peters原著，許道然、劉坤億、熊忠勇、黃建銘等譯(2000)，《政

府未來的治理模式》。台北：智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檢視這些模式，吾人可以瞭解，何以倡導改革者經常對當代的變革感到失

望，並且也可以確認出他們所批判的疑點。因為，政府機關的變革或其他任何大

規模組織的具體改革，都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惟有透過更加明確的面向、更為

客觀的檢測，才有可能將這些難以辨明的變革，看得更清楚。 

彼得斯主張，他提出四種治理模式的目的，並非是要人們去選擇那一種治理

模式，而是要讓政府面對抉擇時，能更瞭解其義涵與得失。這些模式(尤其是市

場模式)不只有其意識型態上的理由，相關的優點也經過澈底而審慎地考量，而

實施於真實世界。四個模式中的每一種途徑各有其長處，但也有其限制，社會和

政府也要付出代價。雖然，社會與政府所作的典範選擇不可能有巴瑞圖最適化

(Pareto Optimal)，但在從事有關治理的判斷時，仍需清楚考量所有的利弊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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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s 著，許道然等譯，2000：221)。 

此外，彼得斯(Peters 著，許道然等譯，2000：221-225)認為，實施這些新的

治理模式之前，也必須考慮到系絡(context)的問題。對於中歐和東歐那些政權轉

換中的國家，也許高度強制的韋柏式行政體系，更適宜他們做為恢復合法性政府

的工具(Hesse，1993；Derlien & Szablowaki， 1993)。當這些國家試圖採用分權

式的行政體系之前，過去極端專制的舊體制應該先從人民的心靈中移除，想要採

行市場式政府之前，應該先推動制度化以革除舊習。 

彼得斯(Peters 著，許道然等譯，2000：221-225)申言，對於這些不同的新願

景，其治理模式不應被視為必然優於傳統的文官模式。他認為，由於時代的變遷，

傳統模式固然不完美且功能不彰，目前所持續進行的政府改革也是一樣；然而，

倘若現行的革新方案能夠更系統化並整合完善，那麼改革成功的機會就比較大。 

再者，這些治理結構在本質上所存在的內在矛盾應該繼續被加以認知和注

意，否則，這些新的治理結構或許又將陷入一如賽蒙(H. Simon, 1974)所提「行政

諺語」(proverbs of administration)的老問題，而成為一些「革新諺語」(proverbs of 

reform)(Kaufman，1978；Peters，1996)。 

彼得斯所提出的政府未來治理模式，的確深具洞察力。然而，彼得斯所強

調的是相對於傳統文官制度的未來治理模式，其中蘊含的內在邏輯是「以行政革

新(新的治理模式)帶動政治革新，以政治革新推動國家發展」；陳德禹(1988)也認

為，「國家發展」的重心在「行政革新」，惟有在行政上進行革新，才能根本帶動

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全方位的改革與創新。 

但是，從治理模式與治理策略的整合觀點來看，彼得斯所強調的是「政府

內部的治理模式」與「傳統文官體制的革新」；因此，政府整體治理模式的建構，

與治理策略的行動，並非其重點。 

是故，本研究從彼得斯的概念出發，但所探討的範圍則有所不同。從理念

而言，在全球化的治理時代，政府未來的治理模式，可以依據己身所面對的國內

外政經情勢，而採用市場式政府、參與式政府、彈性化政府或解制式政府的治理

模式，從而依每一治理模式的特質與內在邏輯，採行市場導向、共同參與、機動

彈性、或開放解制等不同的治理策略，卻不以政府內部的治理為限。不論採用任

何一種治理模式與治理策略，在治理的時代，都需要體認治理的特質，強化並發

揮「政府的治理能力」，用溝通與協調來整合「國家治理能力」，從而實現「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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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標。 

然而，變革的進行，常常是國內外政經情勢變遷的產物，目的在解決實際

所發生的問題，而不是理性思辨的結果，也不必然具有整合的理念與邏輯。 

就我國的國際海運政策而言，在 1987 年解嚴之前，可說是運用傳統式政府

的治理模式，來推動保護式的治理策略。解嚴之後，雖然各項保護政策紛紛廢止，

社會整體的參與機制，則尚未建立，又困於大陸的崛起與兩岸尚未通航處境，因

此處於過渡到解制式政府之因應變革階段，變革的方向與腳步並不穩定。 

從我國的國際海運政策可知，在變革的過程中，並未採用一個整合的治理模

式，而是以「隨機因應」的方式來處理 1987 年解嚴以後，我國國際海運政策所

面臨的各項問題。從而，在成功轉變成未來的治理模式之前，實質上還存有一個

「處於變革過渡階段之治理模式」，可稱為「因應式政府」的治理模式。 

 

肆、管制、保護及解制 

自 1980 年代以來，隨著隨著全球化及變革時代的到來，歐西各國紛紛推動

公部門的改革，也將一些長期受到政府管制的產業，解除其管制，治理權力的移

轉、國營事業民營化等都是明顯的例證，「解除管制」(de-regulation)一詞被用來

說明各種減少政府管制的現象，是為「管制改革」(regulatory reform)。然而解制

的意涵相當複雜，多使人們誤以為引進競爭機制、終止獨佔事業、減少(或終止)

政府干預或政府不再採取嚴格審查的措施即屬解制及管制改革，而將經濟自由化

與解制混用(Button & Swan，1989；Kay & Vickers，1990；Wilks，1996)。 

其實，管制改革不僅致力於發揮競爭機制，也著眼於如何創造更具公平競爭

的條件，對仍需管制的領域經由再管制(re-regulation)、調整、重訂新管制措施的

方式，產生更公平與競爭的體制。因此，管制改革不只是解除管制，更意指政府

必須具有更佳的管制治理能力(regrom means deregulation and better regulation)，亦

即更有效的再管制(Vogel，1996；Button & Swan，1989)。再管制的目的在於避

免解除管制後，因為缺乏準據而可能發生的真空或混亂情況，也是政府的重要職

責，解制絕非政府放棄治理職責的理由或藉口。 

在本質上，管制係經由政府制訂相關法規，規範相關行動者的行為，以調和

各種利益與價值的衝突，因此所呈現的是一種「保護」的效果，兼具經濟性與社

會性的雙重意涵(Vietor，1996；Majone，1996；Loughlin & Scott，1997；胡至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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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4)。管制與保護，其實是一體的兩面，解制與再管制，是治理階段的循

環，皆是政府必需妥善發揮的重要職能，也是解制式政府的核心精神。 

從管制改革的角度來看，我國於 1987 年解嚴並推動解制，政府在國際海運

的領域是否有效規劃與執行再管制的治理策略，使我國航商在解除管制與移除保

護之後，可以在更公平的體制內進行競爭？是本研究關注的重點。 

 

伍、治理能力 

治理能力的內涵究竟為何？  

庫伊勉(Jan Kooiman)認為「治理能力」是治理行動和治理兩者的結合，也就

是社會政治系統自我統理(self govern)的總體能力。所謂治理能力，就是能夠處理

「集體行動問題」和「集體行動解決方案」之間的緊張關係。 

劉坤億(2001：13-19；193)則認為，治理能力(governability)可說是相對於「不

可治理」(ungovernability)的概念，是指整個社會政治系統自我統理的總體能力，

亦即，如何找出有效克服各種集體行動所衍生之問題的解決方案(之能力) 16。 

然而，進一步思考此一論點，可知上述的說法仍不足以完整的說明治理能力

的意涵。「治理能力」其實應區分為「國家治理能力」與「政府治理能力」兩個

層次，其內涵分別說明如下： 

國家治理能力，係指治理和治理行動兩者的結合，也就是社會政治系統自我

統理(self govern)的總體能力。在此一層次，社會政治系統的各個主要行為者，如

各級政府、非政府(營利)組織、國際組織及公民等，彼此之間在治理行動過程中

的干預與互動，都是自我統理的總體能力之一環，而以政府的治理能力為核心。

國家的治理能力，是一個特定的政經社會體制中，各個行為者的共同表現。 

政府治理能力，則是指國家機關(政府)為了維持公共秩序，及有效處理集體

的行動上的問題，面對特定的治理系絡與結構，以善治為準繩，依據人民需求，

與各相關行為者進行溝通與互動，找出有效的治理模式及解決複雜公共問題的治

                                                 
16 正如史托克(Gerry Stoker)所指出，治理的終極關懷還在於創造出某些能夠確保規則秩序和集體

行動的有利條件；就這一點而言，「治理」所所追求的結果與「統治」並沒有差別，不同之處僅

在於出發點與過程(Stoker, 1998:17)。此外，劉坤億的說法是：「亦即，如何找出有效克服各種集

體行動所衍生之問題的解決方案」。不過，從其對治理能力的分析脈絡來看，所指的其實是「…

的解決方案『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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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策略與方案，適時做出最合宜的決定，並及時予以付諸實施的能力。 

深入探討我國國際海運的治理模式，以及在國際海運此一領域中，國家與

政府兩個層次的治理能力，是本研究的核心主軸。 

 

陸、善治的參考指標與衡量治理的指標 

「治理」的目的在於「再造善治」(reinventing good governance)。從善治的

觀點出發，江岷欽、林鍾沂(1999：131)整合英國海外發展局、世界銀行與聯合

國發展計畫的觀點，提出了「善治的參考指標」(表 2-2)。 

表 2-2、善治的參考指標 

 英國海外發展局 

1993 

世界銀行 

1993 

聯合國發展計畫 

1995 

統治的合法性 強勢參與的 

公民社會 

政治的合法性、融合公

民社會的制度、結社的

自由、參與政治的自由

明確的責任 開放而制度化的決策過

程、權責相稱的 

高層主管 

科層責任與 

財政責任 

專業的行政能力 專業化的科層體制 有效率的行政管理 

   

 

  指 

 

  標 

 

  項 

 

  目 
尊重法律及人權 依法而治的特質 資訊流動的自由、意見

表達的自由、公平可信

的司法制度 

資料來源：江岷欽、林鍾沂(1999：131) 

孫本初(2001：53)指出，企業型政府理念是重建政府能力的革新觀念。藉由

此一理念，我們更堅信政府的治理模式是可以改變的，透過企業精神的引導，政

府可以簡化行政流程，降低官僚化的現象，從而提高人民對於政府的施政滿意

度，重建政府的治理能力。 

改變政府治理模式，目的在於重建政府的治理能力，從而提出有效的治理

策略，提高人民對政府的施政滿意度，這是本研究的內在邏輯與深層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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