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開放時期中共航港體制改革之研究 

第十章 「改革開放」時期航港體制改革之政策評估 

 

  本章主要目的係在前述第三至九章「政策過程階段分析」的基礎上，針對中

共整體「航港體制改革」及其中的「港口管理體制改革」的各個「政策過程階段」

所做的「政策評估」。包括「政策問題認定」評估、「政策規劃」評估、「政策法

制化」評估、「政策執行」評估等。在對各個「政策過程階段」之「政策評估」

之外，另以比較分析做對照評估，包括（1）改革前、後之比較（前後比較），（2）

中共與西方、東亞國家之比較（中外比較），（3）中國大陸與台灣之比較（兩岸

比較）等。 

 

  在本研究前述各章中，吾人已對「改革開放」路線下的中共航港體制改革分

別依其「政策過程階段」，就其中的「政策問題認定」、「政策規劃」、「政策法制

化」、「政策執行」等做了詳細的指陳。由上述指陳中，吾人發現中共航港體制改

革政策的執行，其執行結果截至目前為止，已大致上達成原訂的政策目標。其原

因何在？擬於本章「中共航港體制改革之政策評估」予以詳細分析。 

 

  由於形成「政策執行」之結果，不能達成或已達成原訂政策目標的原因甚為

複雜。因此於從事「政策評估」時，如僅就「政策執行」此一政策過程階段做評

估，顯然未見週延；是故必須上溯至「政策問題認定」、「政策規劃」、「政策法制

化」等諸項政策過程階段始克有濟。 

 

  本章所從事之政策評估，其目的在於找出中共航港體制改革政策其諸項「政

策過程階段」中的「成功關鍵因素」(KSF, Key Successful Factors)。在一般

情況下，KSF 與原訂政策目標之達成已否，是有直接相關的。本章在具體的分析

方法上，則將使用「要因分析－魚骨圖」做為概念系統化的工具。 

 

  本章主要內容在於分析：（1）中共航港體制改革之政策評估的整體分析架

構。（2）中共整體的航港體制改革之各「政策過程階段」的評估。（3）中共港口

管理體制改革之各「政策過程階段」的評估。（4）中共航港體制改革與航港部門

既存問題解決之關係。（5）中共航港體制改革政策執行評估之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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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航港體制改革政策評估之整體分析架構 

 

10.1.1 政策過程階段之整體分析架構 

  本研究對中共航港體制改革之政策評估的程序係依其「政策過程階段」之順

序而定之，亦即依（1）政策問題的認定（2）政策規劃（3）政策合法化（法制

化）（4）政策執行等之順序而一一為之。 

 

  通常「政策執行」的結果之所以已經達成或尚未能達成原訂之政策目標，除

其在政策執行階段本身之因素外，在「政策執行」前之各階段的週延或不週延亦

有可能為因素之一。因此整個「政策評估」的整體分析架構，吾人得以「要因分

析－魚骨圖」繪之。 

 

  「要因分析－魚骨圖」（cause and effect diagram）（註 1）最早係由日本

引進我國，初期係應用於製造業的「品質管制」（Quality Control）方面。主要目

的在於找出形成產品不良率的原因，在原因找到後，再做針對性的製程改善或其

他相關改善，即可達成降低不良率的目標。除了製造業的品質管制上可應用本工

具之外，後來又擴大到一般企業均可應用的「全員品質管理」（Total Quality 
Control, TQC）及「工作改善」方面，其重點在於找出「因」與「果」之間的邏

輯關係。 
 
    而轉換應用到公共政策分析的政策評估上，即為將政策評估視為其「果」，

而將政策過程階段中之各個環節視為其「因」。由於本研究之研究方法論係定位

於「質性研究」，故吾人對於「因」與「因」之間的關係，係設定其重要性均為

相等，亦即個別的「因」其加權數均為 1。整個「要因分析－魚骨圖」之架構，

如圖 10-1 所示。 

 

 

 

 

註 1：「要因分析－魚骨圖」在台灣又稱為「特性要因圖」或「因果圖」，在大陸則稱為「因果分

析圖」或「因果圖」。由日本學者石川馨（Kaoru Ishikawa）所創，係用來辨識出設計問

題並加以修正的方法，其目的為找出產品可能之不良特性及其與要因之間的關係，並分析

問題發生的潛在因素，又稱為「因果圖」或「石川圖」。此外，因其說明圖形結構類似魚

骨，故又稱為「魚骨圖」或「枝葉圖」。詳參：傅和彥（1997），生產與作業管理，頁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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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問題認定

政策評估

政策合法化

政策執行 政策規劃
(為何已經達成或尚未達成

政策目標?)

 

註：整個架構有四大支系，每一支系又可再行細分，如圖中虛線部分所示。因其狀似魚骨，故以

「魚骨圖」名之。於進行「要因分析」時，使用魚骨圖做為工具，可將概念系統化，而得以

掌握全局，不致於見樹不見林也。 

資料來源：本研究統整繪圖 

圖 10-1 政策評估程序的整體架構之「要因分析－魚骨圖」 

 

  將「要因分析－魚骨圖」做擴充應用，即可導出有關中共航港體制改革其政

策過程階段中的（1）政策問題認定評估，（2）政策規劃評估，（3）政策法制化

評估，（4）政策執行評估的各個分析架構。包括有關中共整體交通運輸部門及其

體制改革、水路運輸部門及其體制改革、航港體制改革及其內部的港口體制改革

等各個環節在不同時期下的分析架構。詳如本章第二、三節之分析所示。 

 

10.1.2 航港體制改革與航港部門既存問題解決上之整體分析架構 

 

 「改革開放」時期中共推動航港體制改革之目的，在於企圖解決「改革開放」

路線實施前三十年水運部門之既成問題。所謂水運部門（航港部門）之既成問題，

可將其化約為水路運輸在實踐上之供需「緊張」問題。自 1980 年代初「改革開

放」路線推動後，隨著不同時期中改革的深化；前一時期的供需「緊張」可能剛

好舒緩，而新一輪的供需「緊張」可能又因國民經濟的成長，而再度形成。然後

可能再隨著又一次改革的深化，而又獲得舒緩。 

 

 本研究之基本假設認為，「改革開放」時期中共航港體制改革之推動與政策

執行，有助於「改革開放」前及「改革開放」深化過程中，其水運部門既成問題

之解決；即使未能達成全面的解決，但已可能在某種程度上舒緩其「緊張」，及

至少已將「緊張」置於可控制的情境下。 

 

 有關航港體制改革是否已解決、舒緩其供需「緊張」問題之整體分析架構，

本章將以交通運輸部門（及其內部之水路運輸部門）與整體國民經濟之間的「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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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積極平衡理論」（註 2）之解釋方法，對第一章第一節之「研究目的（1）」與

「研究目的（2）」所陳述之問題，予以回答。詳如本章第四節之分析所示。 

 

 

 

 

 

 

 

 

 

 

 

 

 

 

 

 

 

 

 

 

 

 

 

 

 

 

 

 

 

 

 

 

 

 

註 2：王明志（1996），運輸供給與運輸需求平衡論，頁 3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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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整體航港體制改革之「政策過程階段」評估 

 

10.2.1 「改革開放」前交通運輸部門既存問題之「政策問題認定」評估 

 

  有關「改革開放前中共整體交通運輸部門既存問題之「政策問題認定評估」，

將先行分析既存問題的「現象面」，再分析形成既存問題的「要因面」，然後據以

提出其評估之整體架構。 

 

10.2.1.1 既存問題的「現象面」分析 

(1) 整體交通運輸部門在「通路」、「終站」方面的發展與運力不足之問題（以

1978 年底與 1952 年底比較的結果）。 

(2) 整體交通運輸部門在「運具」、「終站」的硬體設備、技術水平方面落後之問

題。 

(3) 整體交通運輸部門在「組織」、「管理體制」方面仍有待改善之問題。 

(4) 「現代」交通運輸與「傳統」交通運輸的「二元並存」困局之問題。 

(5) 交通運輸部門「條塊分割」、「諸候經濟」之問題。 

(6) 整體交通運輸部門「運力不足」的宏觀與微觀之問題： 

a.宏觀方面：運力的供需差距仍在逐年擴大。 

b.微觀方面：運力的「供不應求」是普遍現象。 

 

10.2.1.2 形成既存問題的「要因面」分析 

(1) 宏觀決策上的「重生產、輕交通」－一個「認識論」上的原因。 

(2) 交通運輸部門的投資占「國民經濟總投資」的比重偏低－顯示長期以來對交

通運輸部門的「投資不足」。 

(3) 交通運輸部門投資中的各「子系統間」與各「地區間」的分配不佳－「重鐵

路、輕水運」。 

(4) 「計劃經濟體制」(統制性經濟體制)下所形成的「條塊分割」與「政企不分」

（政企合一）。 

 

10.2.1.3 本項「政策問題認定」評估之整體架構 

本項「政策問題認定」評估，係指對於在「改革開放」實施前的中共「整體

交通運輸部門」既存問題的「政策問題認定」評估。所謂既存問題，係指在發展

過程中所形成的、累積的各項問題。由檯面上的「現象面分析」及檯面下的「要

因面分析」即已凸顯其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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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政策問題認定」評估之整體架構，以「要因分析－魚骨圖」來表現，

如圖 10-2 所示。 

「政策問題認定」
評估

「重生產輕交
通」之宏觀決策

「重鐵路輕水運」
的投資分配不當

交通運輸部門
長期投資不足

計劃經濟體制的
「條塊分割」、
「政企合一」

(1)運力不足之問題
(2)投入要素(硬體
    面)之落後問題
(3)控制要素(軟體
    面)之改善問題

資料來源：本研究統整歸納 

圖 10-2  「改革開放」前交通運輸部門既存問題之「政策問題認定」評估 

 

10.2.2 「改革開放」前交通運輸之政策變遷與其建設取向既存問題之「政策問題

認定」評估 

 

  有關「革放開放」前中共整體交通運輸政策變遷與其交通運輸建設取向關聯

性既存問題之「政策問題認定評估」，將先行分析既存問題的「現象面」，再分析

形成既存問題的「要因面」。 

 

10.2.2.1 既存問題的「現象面」分析 

10.2.2.1.1 既存問題「現象面」的定性分析 

「資源有限性」下的「部門間」及「次部門間」的資源配置與排擠作用 

10.2.2.1.2 既存問題「現象面」的內涵分析 

10.2.2.1.2.1 「整體交通運輸部門」與「非交通運輸部門」之間： 

「重生產、輕交通」與「重工業生產、輕商品流通」。 

10.2.2.1.2.2 「水路運輸部門」與「非水路運輸部門」之間： 

「重鐵路、輕水運」。 

10.2.2.1.2.3 「海運部門」與「河運部門」之間： 

「重河運、輕海運」。 

 

10.2.2.2 既存問題的「要因面」分析 

 325



改革開放時期中共航港體制改革之研究 

10.2.2.2.1 既存問題「要因面」的定性分析 

既存問題「要因面」中，各項要因間之關係，如圖 10-3 所示。 

 

中共對外關係
中共整體經濟發展

政策變遷
中共工業發展

政策變遷
中共整體交通運輸

政策變遷

國際間政治經濟情勢
中共整體交通運輸部

門既存問題群
各交通運輸次部門之間
的資源配置與排擠作用

中共整體交通運
輸建設取向

(不同年代中的)

影響 影響

(不同年代中的)

互
動

影
響

影響形成

影響

 

資料來源：本研究統整歸納 

圖 10-3  「改革開放」前交通運輸政策變遷與其建設取向各項要因間之關係 

 

10.2.2.2.2 不同年代中的既存問題要因面的內涵分析 

10.2.2.2.2.1 1950 年代既存問題「要因面」中各項要因間之關係 

  在 1950 年代中，受當時國際間政治經濟情勢及中共對外關係影響下的既存

問題「要因面」中，各項要因間之關係，如圖 10-4 所示。 

 

毛澤東向蘇聯
「一邊倒」路線

中共對外關係

毛澤東的「自立更
生、自給自足」路線

中共整體經濟發展
政策變遷

1.發展重工業
2.開發西部資源
3.平衡國內區域經濟發
   展

中共工業發展政策變
遷

重生產、輕交通

中共整體交通
運輸政策變遷

國際間政治
經濟情勢

1.美蘇兩大集團對抗
2.「西方」圍堵中共
3. 海上「禁運」

中共整體交通
運輸部門既存問題群

各交通運輸次部門之
間的資源配置與排擠

作用

中共整體交通運
輸建設取向

「重鐵路、輕水運」

影響 影響 影響

影響形成

互
動

1950
年代

1950
年代

影響

 

資料來源：本研究統整歸納 

圖 10-4  1950 年代交通運輸政策變遷與其建設取向各項要因間之關係 

 

10.2.2.2.2.2 1960 年代既存問題「要因面」中各項要因間之關係 

  在 1960 年代中，受當時國際間政治經濟情勢及中共對外關係影響下的既存

問題「要因面」中，各項要因間之關係，如圖 10-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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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共/蘇共關係惡化
2.蘇聯專家撤回

1.毛澤東的「自立更
生」路線
2.備戰經濟體制

1.大三線建設
2.開發西部資源
3.地區內的自給自足
4.「大而全、小而全」

重工業生產
輕商品流通

中共對外關係
中共整體經濟發展

政策變遷
中共工業發展

政策變遷
中共整體交通運

輸政策變遷

中共整體交通運
輸建設取向

各交通運輸次部門之
間的資源配置與排擠
作用

中共整體交通運輸部
門既存問題群

國際間政治經濟情勢

1.美蘇兩大集團對抗
2.「西方」圍堵中共
3.海上「禁運」

重鐵路、輕水運

1960
年代

1960
年代

互
動

影響 影響 影響

影
響

影響形成

 

資料來源：本研究統整歸納 

圖 10-5 1960 年代交通運輸政策變遷與其建設取向各項要因間之關係 

 

10.2.2.2.2.3 1970 年代既存問題「要因面」中各項要因間之關係 

  在 1970 年代中，受當時國際間政治經濟情勢及中共對外關係影響下的既存

問題「要因面」中各項要因間之關係，如圖 10-6 所示。 

1.美國/中共關係正常化
2.中共與西方關係改善
3.中共加入聯合國

1970年代晚期「改革開
放」路線形成及四個現
代化(四化)

1.重工業化政策及西部開發
   政策之調整
2.沿海加工外銷工業起步

中共對外關係
中共整體經濟發展

政策變遷
中共工業發展

政策變遷 中共整體交通
運輸政策變遷

中共整體交通運
輸建設取向

各交通運輸次
部門之間的資源配罝

與排擠作用

中共整體交通
運輸部門

既存問題群

國際間政治經濟情勢

1.鐵路建設投入不再
   獨大
2.沿海航運及遠洋航
   運起步

海港通過能力不
足問題出現

1.美蘇兩大集團對抗
2.美國「聯中共制蘇
   聯」
3.「西方」不再對中共
   「圍堵」、「禁運」

1970
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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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代

互
動

影響 影響 影響

影響

影響形成

 

資料來源：本研究統整歸納 

圖 10-6 1970 年代交通運輸政策變遷與其建設取向各項要因間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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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 「改革開放」前水路運輸部門既存問題之「政策問題認定」

評估 

 

  有關「改革開放」前中共水路運輸部門既存問題之「政策問題認定評估」，

將先行分析既存問題之「現象面」，再分析形成既存問題的「要因面」，然後據以

提出其評估之整體架構。 

 

10.2.3.1 「河運部門」既存問題之「政策問題認定」評估 

10.2.3.1.1 河運部門既存問題的「現象面」分析 

(1) 河運與其他運輸方式相比較下，其在全國貨運週轉量之比重呈現逐年下降趨

勢之問題。（河運的利用率較低之問題） 

(2) 河運船隊中鋼質船過少之問題。 

(3) 河港裝卸作業機械化程度不足之問題。 

(4) 內河航道之通航里程逐漸減少之問題。 

(5) 「現代」河運與「傳統」河運在技術設備及經營組織上的「二元並存」困局

之問題。 

(6) 河運企業之組織結構分散（依隸屬單位而分）及河運管理體制上的「條塊分

割」之問題。 

 

10.2.3.1.2 河運部門形成既存問題的「要因面」分析 

(1) 很多內河仍處於「自然狀態」，航道尚未整治。 

(2) 很多內河或其部份河段，缺少河港建設也連帶的缺少裝卸設備、導航標誌等

設施。 

(3) 河運船隊不足（指「現代」河運的部份）。 

(4) 河運的船隊、河港、通訊導航等硬體方面的設備、技術落後。 

(5) 河運部門信息不足、流通較弱。 

(6) 河運部門主管單位資源有限，行政管理能力不足。 

(7) 內河運輸與鐵路運輸之運價比價偏差。 

a.交通部直屬河運企業之運價低於省、市、縣屬河運企業之運價。 

b.鐵路運輸之運價被人為的訂價在低於內河運輸之運價。 

(8) 對河運部門的投資不足。 

(9) 「重水利輕航運」與「重水電（水力發電）輕航運」認知下的「閘壩礙航」。

（內河通航航道里程縮短之要因） 

 

10.2.3.1.3 本項「政策問題認定」評估之整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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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項「政策問題認定」評估，係指對於在「改革開放」路線實施前的中共水

路運輸部門(整體交通運輸部門中之一部份)中之「河運部門」既存問題的「政策

問題認定」評估。本項「政策問題認定」評估之整體架構，以「要因分析－魚骨

圖」來表現，如圖 10-7 所示。 

重水利輕航運
之閘壩礙航

河運運價高於鐵
路運價之扭曲

河運信息及其
流通不足

河運「現代」
船隊不足

自然狀態仍多
航道尚未整治

河運部門
投資不足

河運行政管
理能力不足

河運硬體設備
及技術落後

缺少河港建設

「政策問題認定」
評估

(1)利用率偏低之問題
(2)航道通航里程縮短之問題
(3)投入要素(硬體面)之落後問題
(4)控制要素(軟體面)之改善問題

 

資料來源：本研究統整歸納 

圖 10-7  「改革開放」前河運部門既存問題之「政策問題認定」評估 

 

10.2.3.2 「海運部門」既存問題之「政策問題認定」評估 

10.2.3.2.1 海運部門既存問題的「現象面」分析 

(1) 海運部門的「運力緊張」（運力不足）之問題。 

(2) 船隊發展與港口（海港）建設協調不足之問題。 

(3) 「第三國間」（Cross Trade）外貿海運市場行銷能力不足之問題。 

(4) 船員素質較低的問題。 

(5) 海運企業（遠洋運輸企業）的經營不良的問題。 

 

10.2.3.2.2 海運部門形成既存問題的「要因面」分析 

(1) 船隊的噸位結構不甚合理：「兩頭大，中間小」的噸位級別分佈狀態。 

(2) 船隊的種類（船型）結構不甚合理：缺少貨櫃船與專業化的散裝船。 

(3) 船隊的船齡較為老化、技術性能較差。 

(4) 海運部門仍以滿足國內貨運需求及一定比例的本國（中共）外貿貨運需求為

主要任務，缺少進軍國際海運市場之企圖。 

(5) 沿海港口的發展滯後與「通過能力」不足。 

(6) 船員的教育、訓練、發証體制尚不完備。 

(7) 海運企業尚缺乏現代企業管理之方法、信息與機制。 

 

10.2.3.2.3 本項「政策問題認定」評估之整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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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政策問題認定」評估，係指對於在「改革開放」路線實施前的中共水

路運輸部門中之「海運部門」既存問題的「政策問題認定」評估。本項「政策問

題認定」評估之整體架構，以「要因分析－魚骨圖」來表現，如圖 10-8 所示。 

海運企業尚未進入
現代企業管理境界

海港發展滯後，通過
能力不足

船隊船齡老化、
性能較差

船隊噸位結構
不甚合理

船員人力資源體
制尚不完備

尚無進軍國際海
運市場之企圖

船隊船型結構
不甚合理

政策問題認定評估

(1)運力不足之問題
(2)港口發展滯後之問題
(3)海運企業經營不良之問
   題

 

資料來源：本研究統整歸納 

圖 10-8 「改革開放」前海運部門既存問題之「政策問題認定」評估 

 

10.2.4 「改革開放」前航港體制既存問題之「政策問題認定」評估 

 

  有關「改革開放」前中共航港體制既存問題之「政策問題認定評估」，將先

行分析既存問題之「現象面」，再分析形成既存問題之「要因面」，然後據以提出

其評估之整體架構。 

 

10.2.4.1 既存問題的「現象面」分析－以政府交通運輸行政部門「直接管理」

為特徵的航港體制 

(1) 水路運輸部門（包括：航塊、港塊）由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交通運輸行

政部門「直接管理」、「直接經營」之問題。 

(2) 水運企業（包括：航塊、港塊）按所屬級別政府交通運輸行政部門的計

劃指令而經營（三統管理）之問題。 

(3)「政企合一」與「政事合一」之問題。 

(4)水運企業（航塊部份）的「分區經營」與「條塊分割」之問題。 

(5)水運企業（包括：航塊、港塊）限由單一渠道投資，及限由交通運輸行政部

門之「專業系統企業」獨家經營之問題。 

 

10.2.4.2 形成既存問題的「要因面」分析 

(1)「政企不分」、「以政代企」，使水運企業缺乏活力。 

(2)「政企合一」、「政事合一」，使政府交通運輸行政部門的「行業管理功能」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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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 

(3)「企政合一」、「以企代政」，強化了水運企業的壟斷經營，也弱化了政府交通

運輸行政部門的行政管理力度。 

(4)水運「定航區、定航線」的市場分割，形成物流不暢及運輸服務水準低落。 

(5)水運企業單一依賴政府投資，而投資嚴重不足。 

(6)做為「上層建築」的原航港體制與做為「經濟基礎」的水運企業，在發展上

的不相適應。 

 

10.2.4.3 本項「政策問題認定」評估之整體架構 

本項「政策問題認定」評估，係指對於在「改革開放」路線實施前的中共

「航港體制」既存問題的「政策問題認定」評估。本項「政策問題認定」評估之

整體架構，以「要因分析－魚骨圖」來表現，如圖 10-9 所示。 

 

 

 

 

 

 

 

 

 

 

 

 

 

「上層建築」與「經
濟基礎」不相適應

物流不暢，運輸
服務水準低落

水運企業缺乏活力

政策問題認定評估以政代企

政企不分

定航區

定航線

政府投資不足

單一依賴
政府投資

企政合一

以企代政

(1)政府「直接管理」之問題
(2)「三統管理」之問題
(3)「政企合一」、「政事合
      一」之問題
(4)條塊分割之問題
(5)投資管道單一化及投資不足
    之問題

水運企業壟斷經營、
政府行政管理薄弱

資料來源：本研究統整歸納 

圖 10-9  「改革開放」前航港體制既存問題之「政策問題認定」評估 

 

10.2.5 「改革開放」初期交通運輸部門既存問題之「政策問題認定」評估 

 

  有關「改革開放」初期中共整體交通運輸部門既存問題之「政策問題認定」

評估，將先行分析既存問題之「現象面」，再分析形成既存問題之「要因面」，然

後據以提出其評估之整體架構。 

 

10.2.5.1 既存問題的「現象面」分析 

  「改革開放」路線（包括「體制改革」與「對外開放」）實施後初期（1980

年代之初期與中期）的交通運輸之「供需緊張」（運力不足）反而擴大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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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5.2 形成既存問題的「要因面」分析 

10.2.5.2.1 來自於整體的「體制改革」的要因 

(1)「工農生產總值」成長加快，形成對「整體交通運輸部門」交通運輸需求之

增加（工農業及其他經濟部門對交通運輸部門的「交通運輸需求」之增加）。 

(2)交通運輸部門的「交通運輸供給」成長率不如「交通運輸需求」成長率。 

(3)「體制改革」形成新一波的交通運輸桎塞（瓶頸）現象。 

 

10.2.5.2.2 來自於「對外開放」的要因 

10.2.5.2.2.1 來自於「海岸帶開發戰略布局」的要因 

(1)臨海工業(加工外銷型)發展後，大幅新增的外貿運輸(外運)需求。 

(2)對於增加海港建設及發展海運企業(海洋運輸業)的需求。 

(3)帶動沿海河口港城市、海岸港口城市的興起。 

(4)「以港興市」成為港口城市經濟發展的新生需求。 

(5)「港口下放」成為港口城市經濟發展的新生需求。 

 

10.2.5.2.2.2 來自於「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略布局」的要因 

(1)加工外銷工業的「兩頭在外、大進大出」，形成大幅新增的外貿運輸需求，尤

其是對海洋運輸需求(包括：遠洋航運、沿海航運)。 

(2)對於海運企業經營資格管制上鬆綁的需求。 

 

10.2.5.2.3 來自於「交通運輸部門體制改革」的要因 

    中共的「交通運輸部門體制改革」(包括：整體的交通運輸部門、「鐵公水空

管」各子部門)的推動，較其整體的「體制改革」為晚。 

 

10.2.5.3 本項「政策問題認定」評估之整體架構 

  本項「政策問題認定」評估，係指對於在「改革開放」路線實施後初期的中

共「整體交通運輸部門」既存問題的「政策問題認定」評估。本項「政策問題認

定」評估之整體架構，以「要因分析－魚骨圖」來表現如圖 10-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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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運輸部門體制
改革推動較晚

「體制改革」引發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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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運輸需求之成長率

工農生產總值
成長加快 政策問題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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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運企業對
經營管制鬆
綁之需求

加工外銷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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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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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港興市
之需求

增加海港建設
及發展海運企

業的需求

臨海工業的外
貿運輸需求

交通運輸「供需緊
張」反而擴大之問題

 

資料來源：本研究統整歸納 

圖 10-10 「改革開放」初期交通運輸部門既存問題之「政策問題認定」評估 

 

10.2.6 「改革開放」初期交通運輸之政策變遷與其建設取向既存問

題之「政策問題認定」評估 

 

  有關「改革開放」初期中共整體交通運輸政策變遷與其交通運輸建設取向關

聯性既存問題之「政策問題認定評估」，將先行分析既存問題之「現象面」，再分

析形成既存問題之「要因面」。 

 

10.2.6.1 既存問題的「現象面」分析 

(1)中共「整體交通運輸政策」(1980 年代初期、中期)與「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

會主義」如何深化配套之問題。 

(2)中共「整體交通運輸政策」(1980 年代初期、中期)與鄧小平路線的「三步走

戰略」如何深化配套之問題。 

 

10.2.6.2 形成既成問題的「要因面」分析 

  自 1980 年代初期以來，受到當時國際間政治經濟情勢及中共對外關係影響

下的既存問題「要因面」中，各項要因間之關係，如圖 10-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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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研究統整歸納 

圖 10-11 1980 年代交通運輸政策變遷與其建設取向各項要因間之關係 

 

10.2.7「改革開放」初期交通運輸部門發展戰略之「政策規劃」評估 

 

  「政策問題」既經認定，其下一步即為「政策規劃」工作的展開。「政策規

劃」之是否週延、妥當，則將影響其後的「政策執行」。有關「改革開放」路線

實施後初期的中共整體交通運輸部門發展戰略的「政策規劃」，可以用中共「十

二大」對整體交通運輸部門之發展戰略為代表。 

 

10.2.7.1 政策規劃的「目標面」分析 

  本項「政策規劃」的目標即為二十世紀末整體交通運輸部門的遠景目標。力

爭在中國大陸建立一個(1)與經濟、社會發展基本上互相適應的，(2)各種運輸方

式協調配合的，(3)幹支銜接、四通八達的，(4)技術裝備比較先進的運輸體系。 

 

10.2.7.2 政策規劃的「策略面」分析 

 10.2.7.2.1 整體交通運輸部門的發展戰略 

(1)增加對交通運輸業的「投資比例」，加快交通運輸部門建設進度之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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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運輸線路、運輸樞紐之建設採「新建與改造既有相結合，近期以改造為主」

之方針。 

(3)逐步調整運輸結構之方針－發展鐵路運輸也兼顧水運、公路、民航等運輸方

式之建設。 

(4)努力提升交通運輸技術水平之方針。 

本項發展戰略形成的邏輯辯証，如圖 10-12 所示。 

 

交輸運輸之供需緊張

改革開放路線啟動

運力不足

國民經濟成
長加快

交通運輸部門成長速
度應高於其他經濟部

門

增加對交通運輸部門投資比
例

形成 解決 形成

深化

形成

 

資料來源：本研究統整歸納 

圖 10-12  解決「改革開放」初期運力不足問題的交通運輸部門發展戰略的邏輯

辯証 

 

 10.2.7.2.2 「鐵、公、水、空、管」各運輸次部門的具體發展戰略 

10.2.7.2.2.1 鐵路運輸的發展戰略(S1) 

   (1)線路發展戰略(鐵路網部份)(S11) 

    a、近程－改造舊線為主，提高既有線路之「通過能力」。興建急需新線

為輔。(S11a) 

       b、中長程－新舊線並重，加強新線建設，增加鐵路網密度。(S11b) 

   (2)線路發展戰略(設備部份)(S12) 

    a、增加「複線」鐵路之比重。(S12a) 

        b、線路行車指揮「自動化」。(S12b) 

   (3)運具發展戰略(S13) 

    a、鐵路「牽引動力」改善－機車之「電氣化」與「內燃機化」。(S13a) 

        b、指高列車載重量－貨車車廂之大型化。(S13b) 

   (4)終站(樞紐)發展戰略(S14) 

        主要路網編組站內調車設備之「駝峰式」自動化。 

10.2.7.2.2.2 遠洋航運的發展戰略(船隊部份)(S2) 

   (1)增加集裝箱船(貨櫃船)及專業化散裝船。(S21) 

   (2)貸款採購現成船及發展國內造船工業並舉。(S22) 

10.2.7.2.2.3 近海航運的發展戰略(航線部份)(S3) 

沿海航線發展成「內貿」南北向運輸幹線(降低鐵路運力負荷)。 

10.2.7.2.2.4 沿海港口的發展戰略(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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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發展沿海港口的集裝箱、煤炭、礦石、糧食、木材等專用碼頭及裝卸

設備。(S41) 

   (2)大中小港口並舉。(S42) 

  10.2.7.2.2.5 內河運輸的發展戰略(S5) 

   (1)加強航道建設－「幹支相通」及「水系相通」。(S51) 

   (2)加強內河港口建設－裝卸作業之機械化。(S52) 

   (3)組織「鐵路水運聯運」、「江海直達運輸」。(S53) 

  10.2.7.2.2.6 公路運輸的發展戰略(S6) 

   (1)線路發展戰略－加強「幹支銜接、溝通城鄉」的公路網的建設。(S61) 

   (2)運具改善戰略－提升汽車工業技術水平。(S62) 

  10.2.7.2.2.7 民用航空運輸(民航)的發展戰略(S7) 

   (1)終站發展戰略－機場(航空站)之改造、擴建及新建。(S71) 

   (2)運具發展戰略(S72) 

    a、國際航線－「大型遠程」飛機為主。(S72a) 

    b、國內航線－大中小型相結合，以「中型中程」飛機為主。(S72b) 

  10.2.7.2.2.8 管道運輸的發展戰略(S8) 

   (1)增建輸油(石油、成品油)、輸氣(天然氣)管道。(S81) 

   (2)現有管道之技術改造，提升技術水平。(S82) 

 

10.2.7.3 本項「政策規劃」評估之整體架構 

  本項「政策規劃」評估，係指對於在「改革開放」路線實施後初期的中共整

體交通運輸部門發展戰略之「政策規劃」評估。經由其「目標面分析」及「策略

面分析」，即可凸顯其全貌。 

 

  本項「政策規劃」評估之整體架構，以「要因分析－魚骨圖」來表現，如圖

10－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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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研究統整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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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13「改革開放」初期交通運輸部門發展戰略「政策規劃」評估 

 

10.2.8 「改革開放」後航港體制改革的「政策規劃」 評估 

 

  有關「改革開放」路線實施後的水路運輸部門「航港體制改革」的「政策規

劃」評估，與整體交通運輸部門(及其中的水路運輸部門)發展戰略的「政策規劃」

評估有關。對於整體交通運輸部門(及其中的水路運輸部門)在發展瓶頸既存問題

的解決途徑，一般而言有二條。其一為由「體制改革」著手切入，包括整體交通

運輸體制改革、水路運輸之航港體制改革，亦即由運輸系統的軟體面(管理體制、

組織等「控制要素」)進行改革。其二為由投資建設著手切入，包括整體交通運

輸部門之投資建設、水路運輸部門之航港投資建設，亦即由運輸系統的硬體面(包

括以下各「投入要素」：運具、通路、終站、通訊導航等運輸安全保障支持系統)

進行改善。 

 

10.2.8.1 政策規劃的「目標面」分析 

本項「政策規劃」之目標，即為通過「航港體制改革」之途徑，以企求航港

部門在發展瓶頸上既存問題之解決。 

 

10.2.8.2 政策規劃的「策略面」分析 

10.2.8.2.1 水路運輸部門從「高度集中壟斷、獨家經營」轉向為「放寬搞活、

培育市場」(S1) 

(1)「所有制」結構的調整－由「單一所有制」轉向為「以公有制為主體，

多種經濟成份共同發展」(在「航塊」方面的內河船舶運送業尤其明顯)。

(S11) 

(2)「三統管理」的取消(航塊、港塊皆實施)。(S12) 

(3)地區分割及「航區」限制的打破(S13) 

   a、准許「海船進江」及「江船進海」。(S131) 

   b、准許沿江省、市(政府)所屬河運企業經營長江幹線運輸。(S132) 

   c、准許省級地方政府所屬海運企業經營遠洋運輸。(S133) 

   d、發展「江海直達」、「幹支直達」及「跨地區、跨省市」的水路運輸。

(S134) 

(4)「計劃管理」範疇的縮小(S14) 

 a、縮小「計劃調節」，擴大「市場調節」。(S141) 

  b、縮小「指令性計劃」，擴大「指導性計劃」。(S142) 

(5)「以市場形成價格」的水運運價機制之逐步形成。(S15) 

 

10.2.8.2.2 水路運輸部門從「單一投資渠道」轉向為「多元籌資渠道」(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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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及碼頭建設最為明顯)(S2) 

 

10.2.8.2.3 水路運輸部門「對外開放」領域的擴大(S3) 

(1)沿海、沿江港口的「對外開放」－港口之「外貿口岸化」。(S31) 

(2)引進外商投資港口、碼頭建設。(S32) 

 

10.2.8.2.4 「國有航港企業」其「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

束」企業經營機制的逐步形成(S4) 

(1)沿海主要港口之管理體制改革－由「直屬交通部」轉向為「中央/地方雙

重領導，以地方為主」，(S41)即「雙重領導，以市為主」。 

(2)長江航運之航港管理體制改革(S42) 

a、港航分管(S421) 

(a)「港務」與「航務」(包括：「航政」及「船運」)之分管。(S421a) 

(b)「航務」之內部，「航政」(長江航務管理局)、「船運」(長江輪

船總公司)分開，則有「政/企分開」之意義。(S421b) 

b、港口下放－「以地方為主」(港口所在地之市政府)(S422) 

(3)「國有航港企業」兩個層次之「承包經營責任制」的推動(S43) 

a、第一層次：「企業與國家的關係」之「承包經營責任制」。(S431) 

b、第二層次：「企業與職工個人的關係」之「承包經營責任制」。(S432) 

(4)大中型「國有航港企業」發展「集團化」經營之推動(S44) 

 

10.2.8.2.5 政府「宏觀調控」與「行業管理」職能的加強(S5) 

(1)「轉、分、放」的實施－「轉變(政府)職能」、「政企分開」、「下放權力」、

「下放企業」(S51) 

 

(2)「兩個轉變」的完成(S52) 

a、各級政府交通運輸行政管理部門從「主要抓直屬企業」轉向為「面

向全行業」。(S52a) 

b、各級政府交通運輸行政管理部門從「直接抓各個直屬企業的生產經

營」轉向為「對整體運輸經濟進行宏觀調控」。(S52b) 

 

10.2.8.3 本項「政策規劃」評估之整體架構 

  本項「政策規劃」評估，係指對於在「改革開放」路線實施後的中共「航港

體制改革」之「政策規劃」評估。經由其「目標面分析」及「策略面分析」，即

可凸顯其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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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政策規劃」評估之整体架構，以「要因分析－魚骨圖」來表現，如圖

10-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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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研究統整歸納 

圖 10-14 「改革開放」後航港體制改革的「政策規劃」評估 

 

10.2.9 「改革開放」後交通運輸部門體制改革的「政策執行」評估 

 

  所謂「政策執行」評估，在本研究而言，即為找出在經過「政策執行」之過

程階段後，已達成或尚未達成原訂政策目標之原因。 

 

10.2.9.1 政策執行的「目標面」分析 

本項「政策執行」之目標，即為通過「整體交通運輸部門體制改革」之途徑，

以企求整體交通運輸部門在發展瓶頸上既存問題之解決。 

 

10.2.9.2 政策執行的「作業面」分析 

10.2.9.2.1 中共整體「體制改革」與「整體交通運輸部門體制改革」之關係

評估 

    中共整體「體制改革」影響力及於工業（城市）、農業（農村）部門者較多

而早，影響力及於交通運輸部門者較少而晚。（A１） 

 

10.2.9.2.2「農村體制改革」與「整體交通運輸部門體制改革」之關係評估（A2） 

(1)河運部門（內河運輸部門）「個體經營運輸業」的開放與興起。（A21） 

(2)公路運輸部門「個體經營運輸業」的開放與興起。（A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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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9.2.3「城市體制改革」與「整體交通運輸部門體制改革」之關係評估（A3） 

(1)對大中型「國有交通運輸企業」的「簡政放權」、「政企分開」、「下放地

方」（當地之市政府）。（A31） 

(2)沿海主要港口之「下放地方」，「雙重領導，以地方為主」。（A32） 

(3)長江幹線河港之「下放地方」，「以地方為主」。（A33） 

 

  10.2.9.2.4 交通運輸部門其中的「鐵、公、水、空、管」各運輸子部門的體

制改革之關係評估 

  各運輸子部門間各自為政，不相聯繫，仍為「條塊大戶」，尚無所謂的「整

體交通運輸部門體制改革」可言。（A4） 

 

10.2.9.3 本項「政策執行」評估之整體架構 

本項「政策執行」評估，係指對於在「改革開放」路線實施後的中共「整體

交通運輸部門體制改革」之「政策執行」評估。經由其「目標面分析」及「作業

面分析」，即可凸顯其全貌。本項「政策執行」評估之整體架構，以「要因分析

－魚骨圖」來表現，如圖 10-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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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研究統整歸納 

圖 10-15 「改革開放」後交通運輸部門體制改革的「政策執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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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0 「改革開放」後航港體制改革之「政策執行」評估 

 

10.2.10.1 政策執行的「目標面」分析 

本項「政策執行」之目標，即為通過「航港體制改革」之途徑，以企求航港

部門在發展瓶頸上既存問題之解決。 

 

10.2.10.2 政策執行的「作業面」分析 

10.2.10.2.1 「航港體制改革」與「農村體制改革」(農村流通體制改革)的

關係評估(A1) 

(1)農村部門「個體」及「聯戶」運輸業的開放及興起(公路汽車運輸及內河

船舶運輸部門)。(All) 

(2)公路運輸及內河運輸的「部門獨家經營」打破與「多家辦運輸」的開放。

(A12) 

 

10.2.10.2.2 「航港體制改革」與「城市體制改革」的關係評估(A2) 

(1)「航港體制改革」中的「港口下放」與「城市體制改革」。(A21) 

(2)「航港體制改革」中的政府「機構改革」、「職能轉變」、「簡政放權」、「政

企分開」與「城市體制改革」。（A22） 

(3)「航港體制改革」中的「國有航港企業」的「政企分開」、「企業自主經

營機制」的「企業改革」與「城市體制改革」。（A23） 

 

10.2.10.2.3 「航港體制改革」與建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關係評

估（A3） 

 

10.2.10.3 本項「政策執行」評估之整體架構 

    本項「政策執行」評估，係指對於在「改革開放」路線實施後的中共「航港

體制改革」之「政策執行」評估。經由其「目標面分析」及「作業面分析」 

，即可凸顯其全貌。 

 

  本項「政策執行」評估之整體架構，以「要因分析－魚骨圖」來表現，如圖

10-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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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執行」評估

航港部門在發展瓶
頸上既存問題之解
決

「航港體制改革」
與「農村流通體制
改革」之關係

A11

A12

A23

A21

A22

A1

「航港體制改革」
與建立「社會主義
市場經濟體制」之
關係

A3

「航港體制改革」與
「城市體制改革」之
  關係

A2

資料來源：本研究統整歸納 

圖 10-16 「改革開放」後航港體制改革的「政策執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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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港口管理體制改革之「政策過程階段」評估 

10.3.1「改革開放」前海港部門既存問題之「政策問題認定」評估 

 

10.3.1.1 既存問題的「現象面」分析 

(1) 海港數量不足之問題。(P1) 

(2) 海港分佈不平均之問題。(P2) 

(3) 海港布局長期忽視中、小型港口之開發建設問題。(P3) 

(4) 海港碼頭數量不足之問題。(P4) 

(5) 海港深水泊位不足之問題。(P5) 

(6) 海港碼頭中缺少乾散裝貨、液體貨等專業碼頭之問題。(P6) 

(7) 海港碼頭中集裝箱(貨櫃)碼頭建設起步太晚之問題。(P7) 

(8) 海港內聯「集疏運」能力與海港本身發展不甚協調之問題。(P8) 

(9) 海港裝卸技術與設備有待改善之問題。(P9) 

(10)海港吞吐量成長率落後於對外貿易成長率之問題。(P10) 

 

10.3.1.2 形成既存問題的「要因面」分析 

(1)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下的「重生產/輕流通」。(F1) 

(2)「水運部門」在「整體交通運輸部門」中的被忽視：(F2) 

a、河運部門：「重鐵路、公路/輕河運」。(F2a) 

     此與 1950 年代、1960 年代工業布局的「大三線」建設有關。(F2a1) 

b、沿海航運部門：「重鐵路/輕沿海航運」。(F2b) 

       此與 1950 年代、1960 年代之國際關係(F2b1)及中共內部政治、經濟路

線(F2b2)有關。 

c、遠洋航運部門：「重鐵路/輕遠洋航運」。(F2c) 

       此與 1950 年代、1960 年代的「西方」對中共之「圍堵」、「禁運」(F2c1)

及中共外貿夥伴只有前蘇聯、東歐社會主義集團(F2c2)有關。 

(3)海港部門的建設滯後：(F3) 

此與「沿海航運部門」(F31)及「遠洋航運部門」(F32)的低度利用有關。 

 

10.3.1.3 本項「政策問題認定」評估之整體架構 

本項「政策問題認定」評估，係指對於在「改革開放」路線實施前的中共「港

口部門」(以海港部門為主)既存問題的「政策問題認定」評估。本項「政策問題

認定」評估之整體架構，以「要因分析－魚骨圖」來表現，如圖 10-1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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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產/輕流通

「政策問題認
定」評估

海港部門各項既存
問題(P1~P10)

海港部門建設滯後

F1F3

社會主義計劃
經濟體制F32

F31

F2a

F2a1

F2c1

F2c2

F2c

F2b

F2b1

F2b2

水運部門的忽視

F2

資料來源：本研究統整歸納 

圖 10-17 「改革開放」前海港口部門既存問題之「政策問題認定」評估 

 

10.3.2 「改革開放」前港口管理體制既存問題之「政策問題認定」

評估 

 

10.3.2.1 既存問題的「現象面」分析 

(1)「國家直接領導」下的「全民所有制」港口之問題(P1) 

  所謂「國家直接領導」，即為「政府交通運輸行政部門直接管理」之意。 

(2)沿海主要港口(交通部直屬港口)的「政企合一」之問題。(P2) 

(3)其他港口的「政企合一」之問題。(P3) 

 

10.3.2.2 形成既存問題的「要因面」分析 

(1)港口的「準軍事」性質的影響。(F1) 

ａ、1960 年代以來國際間政治經濟情勢的變化。(F1a) 

ｂ、1960 年代以來中共對外關係的變化。(F1b) 

ｃ、毛澤東的「自立更生」經濟路線及「備戰經濟體制」的實施。(F1c) 

 

(2)港口企業缺乏活力。(F2) 

ａ、「政企不分」。(F2a) 

ｂ、「以政代企」。(F2b) 

 

(3)政府對港口的「行業管理功能」薄弱。(F3) 

a、「政企合一」。(F3a) 

b、「政事合一」。(F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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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3 本項「政策問題認定」評估之整體架構 

本項「政策問題認定」評估，係指對於在「改革開放」路線實施前的中共「港

口管理體制」既存問題的「政策問題認定」評估。本項「政策問題認定」評估之

整體架構，以「要因分析－魚骨圖」來表現，如圖 10-18 所示。 

 

港口之「準軍事」性質

政府對港口的
「行業管理功

能」不足

「政策問題認
定」評估

港口管理體制
之既存問題

(P1~P3)港口企業缺
乏活力

F1
F3

F2a

F2b

F2

F3a

F3b

F1c

F1a

F1b

 

資料來源：本研究統整歸納 

圖 10-18 「改革開放」前港口管理體制既存問題之「政策問題認定」評估 

 

10.3.3 「改革開放」初期港口管理體制改革的「港口下放」地方化

政策之「政策規劃」評估 

 

10.3.3.1 政策規劃的「目標面」分析 

10.3.3.1.1 由「政企合一」情境過渡到「政企分開」情境的階段性政策規劃(01) 

由前分析可知，「改革開放」前，中共港口管理體制的主要問題在於「政企

合一」。而中共「港口管理體制改革」之政策規劃，其主要工作在於如何由「政

企合一」情境過渡到「政企分開」情境。「政企分開」則成為中共港口管理體制

改革的長程目標，在邁向長程目標之前，必須有階段性的政策規劃。 

 

10.3.3.1.2 與企求「政企分開」情境有關的三大「港口管理體制改革」之問題

點(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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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家」在港口管理中應扮演的角色定位之問題。(021) 

(2)「港口管理當局」應行使的職能定位之問題。(022) 

(3)「港務當局」與港口內「經營企業」間關係定位之問題。(023) 

 

10.3.3.1.3 調動港口所在「地方政府」的積極性。(03) 

 

10.3.3.2 政策規劃的「策略面」分析 

(1)第一階段：不改變港口「隸屬關係」前提下的港口「承包經營責任制」的推

行。(與 1984 年開始的「城市體制改革」相互配套)(S1) 

(2)第二階段：改變港口「隸屬關係」前提下的「中央/地方雙重領導，以地方為

主」港口管理體制的試點。(「港口下放」地方化政策階段之一)(S2) 

(3)第三階段：改變港口「隸屬關係」前提下的「中央/地方雙重領導，以地方為

主」港口管理體制的全面推廣。(「港口下放」地方化政策階段之二)(S3) 

 

10.3.3.3 本項「政策規劃」評估之整體架構 

  本項「政策規劃」評估，係指對於在「改革開放」路線實施後初期的中共「港

口管理體制改革」的「政策規劃」評估。而以其「港口下放」地方化政策之「政

策規劃」評估為重點。經由其「目標面分析」及「策略面分析」，即可凸顯其全

貌。 

 

  本項「政策規劃」評估之整體架構，以「要因分析－魚骨圖」來表現，如圖

10-19 所示。 

 

 中央/地方雙重領
導以地方為主(推

廣)
港口承包經營責任

制

中央/地方雙重領導以
地方為主(試點)

政策規劃之目
標面 (01~03)

政策規劃評估

S1
S3

S2

 

 

 

 

 

 

 

 

 

 

 

資料來源：本研究統整歸納 

圖 10-19  「改革開放」初期港口管理體制改革的「政策規劃」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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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4 「改革開放」初期港口管理體制改革採取「港口下放」地方

化政策之要因分析 

 

10.3.4.1 「港口下放」地方化政策之可能要因 

  「港口下放」地方化政策，其可能之要因，包括下列各項： 

 

10.3.4.1.1 來自於「改革開放」路線下「經濟體制改革」的要因 

(1) 與「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配套。 

(2) 「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啟動後，所引發「中央/地方關係」的變化。 

(3) 整體「經濟體制改革」中，「中央」對「地方」的「簡政放權」、「放權讓利」。 

(4) 整體「經濟體制改革」中，「中央」與「地方」在財政上的「分灶吃飯」。 

 

10.3.4.1.2 來自於「改革開放」路線下「對外開放」的要因 

(1)來自於「海岸帶開發戰略布局」的要因 

a、沿海「對外開放」之「區域性布局」的要因 

b、「海岸帶產業開發戰略」的要因 

(2)來自於「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略布局」的要因 

 

10.3.4.1.3 來自於「以港興市」、「城以港興」的「港市關係」理念，與港口城

市經濟發展戰略的要因 

 

10.3.4.1.4 來自於「市管縣體制」（市領導縣體制）建立的要因 

 

10.3.4.2 中共實施「港口下放」地方化政策各項要因間之關係分析 

  中共於 1980 年代中期起，實施「港口下放」地方化政策，其各項要因間之

關係，可歸納為如圖 10-2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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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體制
改革

對外開放

1.「城市(經濟)體制改革之配套
2.「中央/地方關係」之變化
3.財政上的「分灶吃飯」
4.「中央」對「地方」之「簡政放
    權」、「放權讓利」

海岸帶開發戰略布局

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略
布局

1.區城性布局
2.海岸帶產業開發
   戰略

「以港興市」之新
「港市關係」

「市管縣體制」之
建立

「改革開
放」路線

「港口下放
地方化政策

 

資料來源：本研究統整歸納 

圖 10-20  「改革開放」初期港口管理體制改革採取「港口下放」地方化政策各

項要因間之關係 

 

10.3.5 「改革開放」後港口管理體制改革「港口下放」地方化政策

之仍存問題的「政策問題認定」評估 

 

10.3.5.1 既存問題的「現象面」分析 

  「港口下放」政策於 1988 年實施完成（指原來交通部直屬的沿海主要港口），

於進入 1990 年代初期後，中共的港口管理體制及港口（企業）經營機制仍然既

存若干問題。 

 

10.3.5.1.1 宏觀的問題 

  仍然無法適應建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對港口發展的需求。 

 

10.3.5.1.2 微觀的問題群 

（1）港口在「中央」與「地方」政府間之「隸屬關係」與「產權關係」，尚未十

分明確。 

（2）地方政府對港口投資之積極性，尚未能真正調動。 

（3）「以港養港，以收扺支」的財務制度，尚未與新的財稅制度接軌。 

（4）「港務當局」的行政管理功能（宏觀調控、行業管理）尚有不足。 

（5）在「港政」方面的「多頭領導，重複檢查，政出多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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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港口內「經營性企業」的積極性，尚未充分發揮。 

 

10.3.5.2 形成既成問題的「要因面」分析 

  形成既成問題的要因，仍為「政企合一」體制，亦即「港務當局」的「既管

政，又從商」的角色矛盾。 

 

10.3.5.3 「政企合一」與「港口下放」地方化後仍然既存問題群之關係分析 

  「政企合一」體制與「港口下放」地方化後，仍然既存問題群之關係，可歸

納為如圖 10-21 所示。 

 

「港口下放」後的
「政企合一」

「港務當局」之「既
管政，又從商」

與建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對港口
發展要求的不相適應

港口的「隸屬關係」不明

港口的「產權關係」不明

地方政府對港口投資之積極性不高

「以港養港，以收抵支」與新財稅制度的不接軌

港務當局的行政管理功能不足
宏觀調控不足行業管理

不足 多頭領導重複
檢查政出多門

港口內「經營性企業」之積極性不足
(港政上)

 

資料來源：本研究統整歸納 

圖 10-21 「政企合一」體制與「港口下放」地方化後仍存問題群之關係 

 

10.3.6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港口管理體制改革「政企分

開化」之「政策規劃」評估 

 

10.3.6.1 政策規劃的「目標面」分析 

在前述「政策問題認定」評估中，得知只有「港口下放」之地方化政策，並

不足以解決長期以來「政企合一」體制的既存問題群。因此在本項大型公共政策

問題分析之第二循環中，其「政策規劃」之目標乃為如何終結「政企合一」，並

使其向「政企分開化」過渡。 

 

10.3.6.2 政策規劃的「策略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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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港口「基礎產業」原則之定位－國家對港口應負基本責任的明確化。(S1) 

(2) 港口「市場經濟」原則之定位-排除用「計劃」來管理「市場」的意識。(S2) 

(3) 港口發展特性原則之定位-因地制宜與區別對待。(S3) 

 

10.3.6.3 本項「政策規劃」評估之整體架構 

本項「政策規劃」評估，係指對於在「改革開放」路線實施後，建立「社會

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需求下的中共「港口管理體制改革」，如何邁向「政企分開

化」的「政策規劃」評估。重點在於如何在「港口下放」地方化政策實施後，進

一步的由「政企合一」走向「政企分開」。經由其「目標面分析」及「策略面分

析」，即可凸顯其全貌。 

 

本項「政策規劃」評估之整體架構，以「要因分析-魚骨圖」來表現，如圖

10-22 所示。 

 

港口發展特性原
則之定位

港口「市場經濟」
原則定位

政策規劃評估

政策規劃之目標面
(如何走向「政企分開」)

港口「基礎產業」
原則之定位

S1S3

S2

資料來源：本研究統整歸納 

圖 10-22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港口管理體制改革「政企分開化」的

「政策規劃」評估 

 

10.3.7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港口管理體制改革「政企分

開化」之「政策執行」評估 

 

10.3.7.1 政策執行的「目標面」分析－實施「政企分開」的目標 

(1) 充分發揮政府對港口的「行業管理」及「宏觀調控」的職能。 

(2) 充分調動港口內「經營性企業」的積極性與市場競爭力。 

 

10.3.7.2 政策執行的「作業面」分析 

(1) 各級政府交通運輸主管部門的「政府職能轉變」。(A1) 

(2) 港口管理當局以本港的「港政管理」及「航政管理」為主要業務。(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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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港口內的「經營性企業」走向「市場化」及「企業化」－多種經濟形式企

業並存的港口生產之經營。(A3) 

 

10.3.7.3 本項「政策執行」評估之整體架構 

本項「政策執行」評估，係指對於在「改革開放」路線實施後建立「社會主

義市場經濟體制」需求下的中共「港口管理體制改革」，如何邁向「政企分開化」

的「政策執行」評估。經由其「目標面分析」及「作業面分析」，即可凸顯其全

貌。 

 

    本項「政策執行」評估之整體架構，以「要因分析－魚骨圖」來表現，如圖

10-23 所示。 

港口內「經營性企
業」之「市場化」

民營化

多種形式企業並存
之港口生產

交通運輸主管部門的
「政府職能轉變」

港口管理當局的「港
政管理」專業化

政策執行評估

政策執行之目
標面

A1A3

A2

資料來源：本研究統整歸納 

圖 10-23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港口管理體制改革「政企分開化」的

「政策執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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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航港體制改革與航港部門既存問題緩解之關係 

 

10.4.1 航港體制改革及其既存問題緩解之整體分析架構 

 

 中共航港體制改革其政策執行，在操作上可大別為二個方面。其一為「政府

機構改革」（可簡稱為：機構改革），其二為「企業體制改革」（可簡稱為：企業

改革）。 

 

 在機構改革方面，主要的改革策略之一是政府機構之組織精簡，包括上游的

國務院組織精簡（亦稱為：機構精簡），及中下游的交通部及其下屬機構之組織

精簡。在機構改革方面，主要的改革策略之二是政府機構之職能轉變，即轉換政

府職能。 

 

 在企業改革方面，主要的改革策略之一是在國有企業與政府對口部門的隸屬

關係上，走向「政企分開」，即政企分開化。亦即使原為國有企業身份的航運企

業、港口企業，與其原隸屬政府部門脫勾。在企業改革方面，主要的改革策略之

二是在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使其擺脫計劃經濟下的計劃運輸之束縛，而走向

市場化（但暫不觸及民營化或私有化之問題）（註 3）使其與發展「社會主義市

場經濟」相配套。 

 

 航港體制改革下位的港口管理體制改革課題，則跨越了機構改革與企業改革

二個方面。由「港口下放」政策帶動的「港口地方化」政策，成功的理順了「中

央/地方關係」，也調動了以市級政府為代表的地方政府的積極性。港口地方化之

後，港口範圍內的「政/企關係」亦是推動走向「政企分開」。 

 

 「改革開放」時期中共航港體制改革推動之目的，乃在緩解「改革開放」

路線實施前三十年水運部門之既存問題，亦即長期的「供需緊張」問題。「改革

開放」路線啟動後，前一時期的供需緊張也曾獲得緩解；而新一輪的供需緊張又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應運而生，然後又通過下一階段的「改革開放」的深化，

又再一次緩解。換言之，「改革開放」的各項進程，大致上使水運部門（航港部

門）的供給面與需求面之間，維持著若干近乎平行、等速的成長趨勢關係；使「供

需緊張」的期間不致於過長，及其缺口不致於過大。 

 

註 3：此為中共在推動包括航運企業、港口企業在內的國有企業改革（國企改革）的特殊點，只

搞「市場化」，不搞「私有化」。此與UNCTAD（聯合國貿易與發展委員會）對開發中國家

港口體制改革推動「民營化」之建議，大相逕庭。詳參：UNCTAD（1998）, Review of  

Maritime Transport 1998,  pp.80-81, New York, UNCTAD Secretari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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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包括「機構改革」、「企業改革」各項改革策略在內的手段，其實就是有

助於航港部門既存問題（供需緊張問題）緩解的對策；尤其以「機構改革」之各

項策略扮演了關鍵性的角色。為評估航港體制改革與其既存問題緩解之關係，其

整體分析架構茲以「對策型魚骨圖」表述（註 4），如圖 10-24 所示。本節將以

「政府機構改革」之評估及「供需緊張」緩解之評估（包括政策面、理論面、實

証面等三途徑）為分析重點。 

 

資料來源：本研究統整歸納 

圖 10-24 航港體制改革與供需緊張問題緩解之評估 

 

10.4.2 航港體制改革政策執行中「政府機構改革」之評估 

 

10.4.2.1 「改革開放」前的「膨脹/精簡循環」與「體制不穩定性」 

 在 1980 年代初期「改革開放路線」實施前之三十年期間，以國務院（包括

其下屬交通部之航港體制）機構改革為代表的中共之政府機構改革，前後計有六

次之多（註 5）其主要特徵為：因為上游的中共中央黨內的權力鬥爭與路線鬥爭

（左傾、右傾），及另一上游的「中央/地方權力關係」（中央集權或權力下放－

地方分權）之影響，而使得中游的國務院機構改革多次出現「膨脹/精簡循環」

之現象，又進而影響了下游的交通運輸管理體制及其內含的航港管理體制之「體

制不穩定性」。 

 

註 4：「對策型魚骨圖」用於找出「如何」達成政策目標之對策（策略）。而「要因分析－魚骨圖」

又稱為「原因型魚骨圖」，用於找出「為何」無法達成政策目標或形成某一結果之原因。

詳參：傅和彥（1997），前揭書。 

註 5：「改革開放」前的六次中共政府機構改革包括（1）1952 年至 1956 年,（2）1956 年至 1959

年,（3）1961 年至 1965 年,（4）1966 年至 1970 年,（5）1971 年至 1975 年,（6）1976

年至 1977 年並延伸到 1981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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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種長期的「體制不穩定性」，使其無法處理整體交通運輸部門及其內

含的水運部門即航港部門的各項長期累積的既存問題，亦即長期供需緊張問題。

如能通過航港體制改革之途徑，使「體制不穩定性」逐漸消除，進而走向定型化

之「體制穩定性」，則有助於緩解之前長期累積的既存問題。 

 

10.4.2.2 以「機構精簡」為重點的 1982 年國務院機構改革 

 「改革開放路線」啟動之後，歷次的國務院機構改革包括（1）1982 年，（2）

1988 年，（3）1993 年，（4）1998 年（註 6）等四次。1982 年的國務院機構改革，

其重點仍在於「機構精簡」，亦即將「文革」結束後的組織重建時期及華國鋒主

政的「洋躍進」運動時期（1976 年至 1981 年）所膨脹的機構再次精簡下來。但

是由「改革開放路線」的逐漸深化執行，國民經濟成長幅度加大，雖經 1982 年

的機構精簡，不數年間，迄於 1988 年初反而又再度膨脹上來。換言之 1982 年、

1988 年這兩次的國務院機構改革，仍為「改革開放」前「膨脹/精簡循環」的重

演。1988 年國務院機構改革後，1989 年初至 1992 年底的發展，則又是另一次「膨

脹/精簡循環」；所以才有爾後的 1993 年及 1998 年之國務院機構改革。 

 

10.4.2.3 「轉變政府職能」探索階段的 1988 年國務院機構改革 

 1988 年的國務院機構改革，其重點開始轉向為「轉變政府職能」（簡稱：職

能轉變）。國務院及其下屬部、委初次被要求制定「三定方案」，即「定職能、定

機構、定編制」，本次可視為「轉變政府職能」的「探索階段」。 

 

10.4.2.4 「轉變政府職能」定型階段的 1993 年國務院機構改革 

 1993 年的國務院機構改革，可視為已進入「轉變政府職能」的「定型階段」。

1994 年 2 月 25 日，國務院批覆了交通部的「三定方案」；同年 3 月 1 日起開始

進行交通部的機構改革工作。 

 

10.4.2.5 「轉變政府職能」攻堅階段的 1998 年國務院機構改革 

 1998 年的國務院機構改革，可視為已進入「轉變政府職能」又要求「政企

分開」的「攻堅階段」。「攻堅階段」最具有挑戰性的工作為整個國務院及其下屬

部、委之機關幹部的「下崗」與「分流」作業。1998 年 3 月至 6 月底，國務院

完成了本身的「三定方案」。1998 年 8 月，國務院批覆了交通部的「三定方案」，

開始實施交通部的機構改革工作。交通部的「部機關」內之 10 個「職能司」（局、

廳）之建置，自當時定型迄今。作為海上交通安全政策執行上實質執法公權力的 

交通部「海事局」體制（涉外時稱為「中國海事」，此四字均標識於其艦艇上），  

註 6：1998 年的國務院機構改革之法源來自於 1997 年 10 月的中共「十五大」，其效果延伸至 2002

年。2002 年 11 月，中共「十六大」之後，於 2003 年 3 月又展開了新一階段的國務院機構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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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自當時定型迄今。 

 

10.4.2.6 「政府機構改革」成功之要因分析 

 「政府機構改革」過程中的政策執行模式，其實與鄧小平整體「改革開放」

路線下之「漸進主義」（Gradualism）（註 7）與「摸著石頭過河」的一系列「試

誤」（try and error）模式相互配套。 
 

若將「改革開放」前、後所有中共歷次的「政府機構改革」，如何擺脫「膨

脹/精簡循環」，如何由體制不穩定性時期過渡到體制穩定性時期，其分析則如表

10-1 所示。 

 

表 10-1  「改革開放」前、後中共歷次「政府機構改革」之策略沿革與體制穩

定性沿革 
改革開放

前、後別 
「改革開放」前 「改革開放」後 

政府機構

改革次別 1 2 3 4 5 6 7 
（1）

8 
（2）

9 
（3） 

10 
（4）

歷次政府

機構改革

之年代 

1952~ 
1956 

1956~ 
1959 

1961~ 
1965 

1966~
1970

1971~
1975

1976~
1977

1982~
1987 

1988~
1992 

1993~ 
1997 

1998~
2002 

轉變政府職能 歷次政府

機構改革

之策略沿

革 

機構精簡與膨脹/精簡循環 
機構精簡

與膨脹/
精簡循環探索階段定型階段 攻堅階段

體制穩定

性沿革 體制不穩定性時期 定型化過渡時期 體制穩定性時期

資料來源：本研究統整歸納 

 

由上述分析可知，「政府機構改革」在 1990 年代初期以來，終於擺脫了「膨

脹/精簡循環」，並逐步有所成果，其「成功關鍵因素」（KSF, Key Successful 
Factors）可謂在於：（1）在改革策略上，由「機構精簡」走向了「轉變政府職能」；

（2）在改革工具上，摸索出「三定方案」。在「轉變政府職能」的「三定方案」

政策執行過程中，並依循「漸進主義」精神，歷經了探索階段、定型階段、攻堅

階段等，終於使其達成了體制之穩定性。 
 

 由於中共整體之「政府機構改革」（以國務院機構改革為代表）係循此沿革

進行，所以於其下位的交通部機構改革及航港體制改革亦循此沿革進行，上游的

成功即涵蓋了下游的成功。其要因分析則如圖 10-25 所示。 
 
 

註 7：詳參：李英明（1995），鄧小平與後文革的中國大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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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研究統整歸納 

圖 10-25  航港體制改革政策執行中「政府機構改革」之評估 

 

10.4.3 航港體制改革政策執行與供需緊張問題緩解之評估 

 

10.4.3.1 整體交通運輸部門計劃政策面之評估 

10.4.3.1.1 對「九五」期間整體交通運輸部門評估之背景  

 「改革開放」路線進入到 1990 年代初期以來，已邁向了發展「社會主義市

場經濟」的境界（註 8）。但是在其總體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上，綜合性的「五

年計劃」仍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整個 1990 年代經歷了「八五計劃」（1991 年~1995

年）及「九五計劃」（1996 年~2000 年）等二個五年計劃。而在新舊世紀之交，

由 2001 年至 2005 年則將啟動「十五計劃」之政策執行。在「十五計劃」即將啟

動之前，中共當局對「九五計劃」期間整體交通運輸部門的發展成果作出總體性

之評估。 

 

依據《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年計劃的建議》（以

下簡稱《建議》）（註 9），其明確指出，加強「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建

設是今後五至十年一項十分重要的任務。交通運輸建設作為基礎設施建設，「十

五」期間要按照《建議》的要求，優化結構，調整佈局，提高工程質量，拓寬投

資渠道，注重投資效益，為加快經濟發展和結構調整創造有利條件。 

 

交通運輸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礎與保証。「改革開放」以來，特別是

「八五」和「九五」期間，為適應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也為緩解或消除長期困

擾的「瓶頸」制約，中共當局採取了一系列重大舉措，加大了以交通運輸為重點 

註 8：1992 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了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念。 

註 9：2000 年 10 月 11 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五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中共十五屆五中全

會）通過。 

 356



改革開放時期中共航港體制改革之研究 

的基礎設施的政策支持和資金投入的力度，交通運輸建設取得了相當的進展，有

力地支撐了國民經濟的發展。 

 

10.4.3.1.2 對「九五」期間整體交通運輸部門評估之結果－交通運輸供需緊張

問題已初步改善 

經過「改革開放」20 多年來，特別是近年來的建設，中國大陸的交通運輸

基礎設施已經具備相當規模，技術裝備水平明顯提高，綜合經濟運輸體系逐步形

成，交通運輸供需緊張狀況明顯改善。由 2000 年（「九五」結束當年）與 1995

年（「八五」結束當年）統計資料之比較，即可知其全貌。（註 10） 

 

10.4.3.1.2.1 通路里程與場站數量之比較 

(1) 鐵路營運里程：2000 年末，全國鐵路營運里程已達 6.8 萬公里，比 1995 年

增加 6,000 公里。其中復線里程 2.16 萬公里，電氣化里程 1.5 萬公里，分別

比 1995 年增加 3,200 公里和 3,900 公里。 

(2) 公路通車里程與路網可及性：公路通車里程 140 萬公里，比 1995 年增加 24

萬公里，其中高速公路 1.5 萬公里，比 1995 年增加 1.29 萬公里。中國大陸

於 1988 年出現第一條高速公路，現在已居世界第三位，與居第二位的加拿大

相距無幾，並可望很快超過。中國大陸之公路已通達 99%的鄉鎮和 90%的行政

村，分別比 1995 年提高 1.9%和 10%。 

(3) 民航機場、航線數量及航線里程：民航機場 129 個，比 1995 年增加 11 個。

航線 1,120 條，比 1995 年增加 323 條。航線里程 151 萬公里，比 1995 年增

加 39 萬公里。 

(4) 內河航道及沿海港口泊位：內河千噸級以上航道 2,855 公里，比 1995 年增

加 1,140 公里。沿海港口萬噸級以上泊位 646 個，比 1995 年增加 180 個。 

 

10.4.3.1.2.2 全國綜合運輸大通道骨架之形成 

 從「八五」開始著手建設並經歷「九五」持續建設的「全國綜合運輸大通道

骨架」已經初步形成。由鐵路、公路、內河和沿海港口組成的「煤炭運輸通道」，

以沿海主要港口為龍頭、後方多種運輸方式為集疏運的「外貿貨物運輸通道」，

以沿海和長江港口為重點的「原油、鐵礦、石油運輸通道」，以北京、上海、廣

州三大航空港為中心的「客運通道」的運輸能力，均有大幅度提高。 

 

10.4.3.1.2.3 客貨運量與客貨周轉量之比較 

 2000 年全社會貨運總量可達 135 億噸，比 1995 年增加 11 億噸。貨物周轉

量 41,000 億噸公里，比 1995 年增加 5,270 億噸公里。全社會旅客運輸總量 146

億人，比 1995 年增加 29 億人。旅客周轉量 12,230 億人公里，比 1995 年增加 

註 10：侯云春（2000），「進一步加強交通和能源建設」，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

第十個五年計劃的建議學習輔導講座，頁 126~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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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8 億人公里。 

 

10.4.3.1.2.4 客貨運輸結構比重之變化 

 客貨運輸結構也發生了很大的變化。2000 年與 1980 年相比，貨物周轉量中，

鐵路比重由 48%降為 32%，公路比重由 6%上升為 15%，水運比重由 42%上升為 52%，

管道比重為 1%。旅客周轉量中，鐵路比重由 60%降為 33%，公路比重由 32%上升

為 59%，水運比重由 6%降為 1%，民航比重由 2%上升為 7%。 

 

10.4.3.1.2.5 小結－交通運輸落後被動的局面已初步扭轉 

 綜上，本研究認為在「九五」期間，隨著交通運輸能力的擴大和運輸結構的

調整優化，中國大陸交通運輸的緊張狀況已有較大程度的緩解。與此同時，交通

運輸體制改革和市場化之進程也取得了重大進展，投資主體和投資渠道之多元

化、交通運輸市場開放和競爭之格局正在逐步形成。 

 

10.4.3.2 整體交通運輸部門實證分析面之評估 

10.4.3.2.1 對「八五」及「七五」期間整體交通運輸部門評估之背景 

 「七五計劃」（1986 年~1990 年）開始於「改革開放」路線啟動後並邁向較

為定型的 1980 年代中期，是中共總體國民經濟邁向「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探

索時期（註 11）。「八五計劃」（1991 年~1995 年）期間，則是中共總體國民經濟

邁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探索時期。「七五」與「八五」期間，隨著「改革

開放」的持續深化，由總體國民經濟成長所帶動的交通運輸需求面（運量）的成

長，也對交通運輸供給面（運力）之發展，形成了新一輪的壓力。桑恒康（1991）

（註 12）的研究也指出，「改革開放」後追蹤至 1988 年止（七五計劃的第三年），

整體交通運輸部門的供需緊張問題，仍繼承了「改革開放」之前三十年期間長期

累積之壓力，並且又形成了新一輪的壓力。 

 

10.4.3.2.2 對「八五」及「七五」期間整體交通運輸部門評估之方法 

 有關交通運輸部門的供需緊張問題，其實就是做為供給面的「交通運輸」與

做為需求面的「國民經濟」，兩者之間是否平衡發展的問題。如國民經濟之成長

速率大於交通運輸之成長速率，則自然產生相對的供需緊張問題。 

 

 汪傳旭（1998）（註 13）對 1985 年至 1995 年的十一年期間（大致上相當於

整個「七五」、「八五」期間）之中國大陸交通運輸部門與國民經濟部門，此二大

子系統之間的協調發展關係，做了完整的實證分析。汪傳旭（1998）的研究首先 

註 11：1987 年中共「十三大」正式提出了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概念。 

註 12：詳參：桑恒康（1991），中國的交通運輸問題。 

註 13：汪傳旭（1998），「交通運輸和經濟協調發展分析模型及其應用」，上海海運學院學報，

Vol.19，No.4，1998 年 12 月，頁 2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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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交通運輸和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是世界各國所關心的共同問題。從一般意

義上說，交通運輸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先行官」。交通運輸業的發展所帶來的經

濟繁榮和社會進步等作用，已為人們所熟知。然而，交通運輸和國民經濟之間相

互依賴、相互作用的關係是極為複雜的。在交通運輸和國民經濟這樣一個大系統

中，任何一個子系統的發展，並不意味著其他子系統也會按相同的速度發展。因

此，分析研究交通運輸與國民經濟這兩個子系統之間的關係便顯得十分重要。作

為一個國家或地區，只有交通運輸與國民經濟兩個子系統協調發展了，才能獲得

持續、穩定和高效益的總體發展。 

 

 汪傳旭（1998）係以「灰色系統模型」（Grey Model，簡稱：GM 模型）為工

具，應用於(1) 交通運輸對國民經濟之協調情況分析，(2) 國民經濟對交通運輸

之協調情況分析。亦即兩個部門間雙向之協調情況分析。 

 

 有關系統分析的主要因素，分別為：(1)在交通運輸子系統中，設：A為運輸

勞動生產率；B為運輸業產值；C為運輸人員所占比例；D為運輸投資占當年財政

支出比重。(2)在國民經濟子系統中，設：E為國民生產總值；F為人均國民收入；

G為投資率；H為能源消耗率。其中A、B、C、D之統計資料取材於中國交通年鑑（1996）

（註 14）；其中E、F、G、H之統計資料取材於中國統計年鑑（1996）（註 15），

取自 1985 年至 1995 年資料做為輸入值。 

 

10.4.3.2.3 對「八五」、「七五」期間整體交通運輸部門評估之結果 

 由上述(1) 交通運輸對國民經濟之協調情況分析，及(2) 國民經濟對交通運

輸之協調情況分析，汪傳旭（1998）提出如下之結論：1985 年至 1995 年之 11

年間，中國大陸交通運輸和國民經濟兩個子系統之間的協調關係，從「數量」上

看情況良好，每一子系統均有所增長。但是從「結構協調關係」上看情況不佳。

交通運輸推動國民經濟子系統的發展，但國民經濟子系統卻未能推動交通運輸子

系統的發展。為什麼兩個子系統之間的協調關係呈現出不可逆？這是因為，交通

運輸子系統中指標值的增加，顯然能促進國民經濟子系統指標值的增加；所以，

交通運輸對國民經濟起到正向推動作用。而國民經濟子系統指標值的增加，卻不

能保證交通運輸子系統指標的增長。事實上，就 1985 年至 1995 年而言，雖然國

民生產總值增長很快，年均增長 20.34%，但運輸投入的增長速度與運輸人員的

增長速度，卻明顯低於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其年遞增率分別為 11.73%和

1.97%。這說明中國大陸的交通運輸業並沒有隨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而有明顯

的提高和改善。因此國民經濟對交通運輸沒有起到正向推動作用。結構上的不協

調是中共當局要加以解決的主要問題，必須及時地加以調整，使交通運輸和國民

經濟兩個子系統均能相互協調而健康地發展。 

註 14：國家計劃委員會（編），中國交通年鑑（1996），北京：中國交通年鑑社，1996 年 7 月。 

註 15：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年鑑（1996），北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6 年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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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本研究認為在 1985 年至 1995 年間，中國大陸交通運輸部門之發展（包

括其背後、深層結構因素之體制改革）對國民經濟部門起了正向促進作用，也對

交通運輸供需緊張問題之緩解與縮小缺口做出貢獻。但是也因為只有交通運輸部

門對國民經濟部門的單向協調關係，缺乏雙向的協調關係；所以長期以來苦苦追

求，企圖拉平供需緊張（供不應求）缺口之現象仍然存在。 

 

10.4.3.3 水運部門（航港部門）基礎理論面與實証分析面之評估 

10.4.3.3.1 運輸供給與運輸需求之「動態積極平衡理論」的解釋 

10.4.3.3.1.1 平衡狀態與不平衡狀態之間的交替進行 

  無論是在「改革開放」前的三十年期間，或者是在「改革開放」後至二十世

紀末的二十年期間，中國大陸整體交通運輸部門與其內含的水運部門（航港部門）

的長期性、不斷反覆出現的供需緊張問題，其實也可應用總體經濟上的及其內含

的交通運輸供給／需求上的「動態積極平衡理論」予以解釋。 

 

  所謂總體經濟供給／需求上的及交通運輸供給／需求上的「動態積極平衡理

論」，其思維邏輯可以圖 10-26 表述如下。 

 

 

資料來源：王明志（1996），運輸供給與運輸需求平衡論，頁 45。 

圖 10-26 動態積極平衡理論之思維邏輯 

 

  由圖 10-26 表述，本研究進一步申論如下。由於平衡狀態一般呈現為相對

性，不平衡狀態一般呈現為絕對性；以及市場內部力量和市場外部力量之相互作

用，使得經濟運行經常偏離平衡狀態，並且成為客觀存在。因此，經濟運行狀態

通常是在平衡狀態與不平衡狀態之間交替進行。 

 

10.4.3.3.1.2 追求運輸供給與運輸需求動態積極平衡的思路 

10.4.3.3.1.2.1 政府的角色與政策工具方面 

  政府作為社會濟活動主體，應積極運用各種經濟調節手段，改善經濟系統運

行狀態，使經濟系統逐步進入新的平衡狀態穩定區域以內，造成「相對平衡」的

發展態勢。 

 

  政府可操作的政策工具（尤其是做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共當局）則包括以下

四個方面： 

（1）調整政策性投資導向，吸引國家、集體、個人和外商較為密集的將資金投

向某一經濟系統的「薄弱環節」。例如：交通運輸部門及其內含之水運部門。 

（2）利用行政性資源分配導向，重點保證短缺物資合理流向某一經濟系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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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其作用關鍵，但是靠自身力量難以調整到協調水平的部門。交通運輸

部門及水運部門即為此類部門。 

（3）發揮經濟槓杆作用，不斷根據市場自身發展情況，改進財政、信貸、稅收

發揮作用的方式，自覺利用價值規律，逐步強化物價調節的功能。 

（4）重視運用法律手段約束經濟行為，從而促使經濟系統中各種主要力量增強

活力，以便形成比較穩定的結構關係，基本保証各種因素能夠最佳結合。 

 

10.4.3.3.1.2.2 交通運輸市場之供給與需求管理方面 

  交通運輸市場的供給和需求管理，應著重於在不斷改造市場環境，不斷調整

交通運輸經濟和國民經濟「供需關係適應程度」的情況下，實現運輸供給能力的

提高與國民經濟增長之間協調發展。即注重於通過充分調動各種  因素，協調

各有關因素之間的依存關係，通過改造市場環境，消除各種不合理制約條件，促

進運輸供給與運輸需求關係均衡狀態的不斷出現、不斷發展、不斷接近新的均衡

狀態。 

 

  以整體交通運輸大系統來看，要同步把握交通運輸經濟與國民經濟之間「供

需關係」，以及交通運輸系統「內部結構關係」。從某一運輸方式構成的運輸市場

來看，應通過不斷改進、不斷調整該運輸市場內部各種因素的相互關係和地位，

使該運輸方式的運力發展適應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實現「運力增長」（供給面）

與「未來運量」（需求面）之間，得以經常性均衡發展的「動態積極平衡」，尤其

是水運部門（航港部門）。 

 

10.4.3.3.2  水運部門動態積極平衡的實証分析 

10.4.3.3.2.1 動態積極平衡的評估背景與評估方法 

 長期以來，中國大陸宏觀經濟運行的特徵為「隱性供給不足型」之供需關係

失衡。既然為「隱性供給不足型」，則其意義為有相當大的「潛在需求」未被實

際滿足。縮小到較微觀的交通運輸（及其中的水路運輸）來看，亦存在著「潛在

運輸需求」（註 16）未被「運力供給」所滿足。 

 

 在中共建政以來交通運輸運量變化的歷史過程中，「潛在運輸需求」是極難

推斷的。根據 1949 年以來中國大陸經濟發展的多次政策調整，1978 年開始的「改

革開放」，1985 年、1988 年、1992 年幾次「開放」步子加大及「改革」的深化

等事件，都從一定程度上引起運量的突然增長；由此可以推算出平時國民經濟發

展客觀上需要，但由於各種原因沒有形成「實際運量」的「潛在運輸需求」與「實

際運量」的基本比值。 

 

註 16：一般而言，在「供給不足型」之供需關係失衡下，潛在運輸需求÷實際運量＞1。二者均

代表了運輸之需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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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開放」後，「供需狀態的政策波動規律」曾有數度至為明顯。1985 年、

1988 年、1992 年，三次的經濟動量釋放，創造了巨大的經濟需求，也暴露了嚴

重的供給不足，也出現了「產銷兩旺」現象。緊接著中共當局發布經濟緊縮政策，

例如 1989 年至 1991 年為期三年的「治理整頓」政策，及 1994 年至 1996 年為期

三年的「宏觀調控」政策，強力為過熱的景氣來降溫，以抑制需求的手段來減少

供需矛盾。 

  

 在總體國民經濟上的供給不足，其因有三：(1)資源短缺的合力作用(2)寬鬆

經濟發展政策之衍生產物(3)交通運輸能力不足所導致之客觀制約。 

 

回歸到交通運輸（含其內部之水運部門）與國民經濟之間的供需關係，基本

結論是交通運輸對於國民經濟發展之供給能力不足。所以，採取抑制需求的管理

原則，來實現這種供需關係的平衡，只能造成交通運輸對國民經濟發展的制約狀

況進一步加劇，更加影響國家整體經濟發展。根據交通運輸業的特點，臨時緩解

運輸需求緊張的狀況，以採取「需求管理」為宜，短期內採取「供需管理」比較

有效。為了支持國民經濟長期發展，應當保證交通運輸部門之運輸能力的不斷增

強，因此，應以「供給管理」（亦即設法增加運輸供給）為主要手段。 

 

王明志（1996）（註 17）的研究，利用中共官方已公布的統計資料（註 18），

經其計算，製作出中國大陸 1949 年以來，並經歷「改革開放」，以迄於 1990 年

（「七五」計劃結束當年）的「水路運輸貨運量環比增長速度變化（潛在運輸需

求）分析圖」，如圖 10-27 所示。 

 

註 17：王明志（1996），前揭書，頁 266~273。 

註 18：中國統計年鑑，1986 年、1987 年、1988 年、1989 年、1990 年、1991 年各期，北京：中

國統計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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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王明志（1996），運輸供給與運輸需求平衡論，頁 268。 

圖 10-27 中國大陸水路運輸貨運量環比增長速度變化（潛在運輸需求）分析圖

（1949 年~1990 年） 

 

10.4.3.3.2.2 動態積極平衡的評估結果 

10.4.3.3.2.2.1 政策調整波動周期之歸納 

由圖 10-27 可知 1949 年以來，中國大陸水路運輸貨運量環比增長速度變化

情況、平衡點的分布情況、恢復期（中共建政後之國民經濟恢復時期）和水路運

輸貨運量動蕩發展周期、 界點、制約平衡點等。1949 年以來水路貨運量經歷

了 1949 年~1958 年的「恢復期」和六個「政策調整週期」。分析如下： 

（1）1958 年~1963 年為第一個政策調整波動週期，週期內環比增長速度最大差

額達 67.30。 

（2）1964 年~1968 年為第二個政策調整波動週期，週期內環比增長速度最大差

額達 31.50。 

（3）1969 年~1974 年為第三個政策調整波動週期，週期內環比增長速度最大差

額達 19.27。 

（4）1975 年~1981 年為第四個政策調整波動週期，週期內環比增長速度最大差

額達 14.18。 

（5）1982 年~1987 年為第五個政策調整波動週期，週期內環比增長速度最大差

額達 37.43。 

（6）1988 年~1990 年為第六個政策調整波動週期，週期內環比增長速度最大差

額達 18.71。 

 

  六個政策調整波動週期內環比增長速度的平均差額為 31.40。因此，若不剔

除「改革開放」後透過市場力量產生的調節作用，從而可推算出，以水路運輸貨

運量表示的運輸需求平均受到制約幅度為 31.40%。 

 

 

10.4.3.3.2.2.2 「改革開放」後之市場調節新增能力 

  1978 年「改革發放」後，中國大陸水路運輸市場注入了新生活力，在組織

水路運輸均衡生產、平衡運輸供給與運輸需求、調整水路運輸能力和實際運量之

間的缺口上，都在發揮作用。 

   

  由於從 1979 年起中共經濟體制已開始進行改革，經濟運行的調節方式由計

劃控制逐步轉化為重視市場調節的作用。所以，在前三個政策調整波動週期（1958

年~1974 年）中，國家經濟運行，幾乎完全納入國家的計劃管理，而後三個已能

在不同程度上反映市場對運輸需求的影響作用。後三個政策調整波動週期（1975

年～1990 年）中水路運輸貨運量環比增長速度的平均差額為 23.44，比六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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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波動週期中水路運輸貨運量環比增長速度的平均差額 31.40 低 7.96；比六

個政策調整波動週期中前三個（1958 年~1974 年）的水路運輸貨運量環比增長速

度的平均差額 39.36 低 15.92。因此，據此可以推測，水路運輸市場調整運輸供

給與運輸需求的力量約為 15.92%。（註 19） 

 

10.4.3.3.2.2.3 政策調整波動周期之振幅下降趨勢 

  從圖 10-27 可見，水路運輸第七個發展週期大致與「八五計劃」相符。根據

前六個週期的變化時間，分別是 6、5、6、7、6、3 年，如果將 1963 年~1965 年

的「三年調整時期」和 1988 年~1990 年的「三年調整時期」從中分離出來，則 

水路運輸振蕩週期基本上與中共的「五年計劃」期程互相一致。第七個週期將延

續到 1995 年，1993 年是峰頂，1995 年是低谷。從 1996 年開始的第八個週期，

則與中共第九個五年計劃（九五計劃）起點一致。 

 

吾人若加以觀察前六個週期振幅的變化數值，可以看到呈現逐漸下降趨勢，

依據王明志（1996）之推估，第七個週期的振幅在 14~17 之間，第八個週期的振

幅在 13~16 之間。市場調節的力量增加到 17.5 左右，需要政府（行政）調節的

力量大約在 21.86 左右。因此，潛在運輸需求將逐步被市場調節激發出來，而轉

化為實際運量。 

 

10.4.3.3.2.2.4 航港體制改革有助於動態積極平衡與水運部門供需緊張緩

解 

  綜上分析，本研究依此邏輯推論，「改革開放」以來的航港體制改革，通過

政府機構改革及企業體制改革兩個操作策略，已比較充分的利用了「政府（行政）

調節」及「市場調節」兩種力量，有助於達成水運部門與國民經濟供需關係上的

「動態積極平衡」；而水運部門與國民經濟之間的「供需緊張」問題，基本上也

已獲得了緩解。 

 

 

 

 

 

 

 

 

 

 

 

  註 19：王明志（1996），前揭書，頁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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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航港體制改革政策執行評估之比較分析 

 

10.5.1 中共航港體制改革之政策執行評估－「改革開放」前、後之比

較分析 
 

在「九五計劃」（1996 年~2000 年）期間的 1998 年 3 月中共「國務院機構改

革」之帶動下，1998 年 8 月中共交通部「三定方案」機構改革也隨之啟動。1998
年 8 月中共交通部「三定方案」機構改革的政策執行完成，可將其視為現階段中

共航港體制改革政策執行之目標已經到位。換言之，可將其視為從事「改革開放」

前、後比較的一個觀察點。 
 

10.5.1.1 由「航港合一」（前）走向「港航分管／港口下放」（後）趨勢下的「航

政管理體制改革」成果 
10.5.1.1.1 交通部下屬「水運司」及「海事局」等專責「航政機關」的組建完成 
 (1) 「水運司」由上一階段的「水運管理司」及「基建管理司」合併而成，主

管水路運輸部門的「行業管理」與「基礎設施建設」。包括海運及河運次

部門。 
 (2) 「海事局」由上一階段的「安全監督局」（港務監督局）與「船舶檢驗局」

合併而成，主管「水運司」業務之外的大部份「航政」業務。「海事局」

是一個主管「廣義航政」的大航政機關，其下設派駐各主要海港、各省的

20 個分支「海事局」。「航政」係定位於中央政府職能，由上而下行使「一

條鞭」式的行政管理。 
 (3) 「海運」航政管理「一水一監，一港一監」的開始實施，原分散型航政職

能改為集中型的「航政管理一元化」。 
 (4) 各「海事局」的航政轄區是一個「塊」或「片」（海域）的概念，而非「點」

的概念。 
 
10.5.1.1.2 內河航政機關之組建完成 
 (1)  1998 年 6 月起，「長江港航監督局」、「珠江航務管理局」、「黑龍江航務管 

理局」改制為交通部之派出機關。其中「黑龍江航務管理局」（1998 年 6 
月起）並由交通部下放給「黑龍江省人民政府」之「交通廳」。改制成為

單純「航政機關」，其意義為實施「政企分開」，不再實際經營航運業務，

也不再干預原下轄直屬航運企業（公司）之日常營運活動。 
 (2)  2000 年 7 月起，原「長江港航監督局」又改制成「長江海事局」（主管長

江之中、上游河段）及「江蘇省海事局」（主管長江之下游河段）二個航

政機關。「長江海事局」為交通部之派出機關。「江蘇省海事局」則採取由

交通部與「江蘇省人民政府」（交通廳）的「雙重領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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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內河」航政管理「一水一監，一港一監」的開始實施，原分散型航政

職能改為集中型的「航政管理一元化」。 
 (4)  「長江海事局」（及其下屬各分支海事局）等的航政轄區，也是一個「塊」

的概念，負責某一段的江面水域之航政。 
 
10.5.1.1.3 政府與原直屬航運企業「政企脫勾」的完成 
  在暫時不觸動「產權改革」（所有制改革）的前提下，使「國有」航運企業

走向「面向市場」、「自主經營」、「自負盈虧」。「政企脫勾」後，使「××直屬航運

企業」成為歷史名詞。「政府」包括中央的交通部及各級地方政府，而「國有航

運企業」則包括海運及河運企業。 
 
10.5.1.2 由「航港合一」（前）走向「港航分管／港口下放」（後）趨勢下的「港  

口管理體制改革」成果 
相對於已經完成「航政管理一元化」的「航政管理體制改革」而言，「港口

管理體制改革」之成果，較為有限。「改革開放」時期，中共港口管理體制改革

在完成「港航分管」之後，係沿著二大主軸進行。其一為港口「地方化」，其二

為港口「政企分開化」。 
 
10.5.1.2.1 有關港口「地方化」之成果 
  於 1984 年至 1988 年期間，將沿海主要港口及長江幹線港口，由原「中央直

屬」（交通部直屬）改制為「中央與地方雙重領導，以地方為主」，亦即「雙重領

導，以市為主」的「港口下放」政策之完成。其下一步的改革走向，本研究認為

將走向「一市一港」（一城一港）的「地方化」之深化發展。 
 
 在港口管理體制改革之深化方面，2001 年 11 月 23 日中共國務院辦公廳轉

發了《交通部等部門關於深化中央直屬和雙重領導港口管理體制改革意見的通

知》（國辦發「2001」91 號），將當時仍由中央直接管理的秦皇島港（註 20）以

及中央與地方政府「雙重領導」的港口全部下放地方管理。港口全部下放後，原

則上交由港口所在城市之人民政府管理；需要由省級人民政府管理的，由省級人

民政府按照「一港一政」的原則自行確定管理形式。由市級人民政府（主要以「地

級市」為代表）管理者，即為「一市一港」（一城一港），其管理機關設置之原則

亦為「一港一政」。 

 

10.5.1.2.2 有關港口「政企分開化」之成果 
  大致上在「改革開放」後，已完成的第一階段為：在「政企合一」及「全民

所有制」框架下的「承包經營責任制」之推動；基本上，乃定位於「搞活」企業 

註 20：秦皇島港作為重要的能源煤炭港口（北煤南運及煤炭外貿口岸），原由中共交通部代表國

家進行管理，也是 2002 年前交通部直屬管理的最後一個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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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機制之改革。其一下步的改革走向，本研究認為應走向真正的、全面的「政

企分開」，唯此仍有相當大的努力空間。亦即配合港口全部下放後，實行「政企

分開」，港口內之各種企業不再承擔行政管理職能，並按照建立現代企業制度的

需要，進一步深化企業內部之管理體制改革，使其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法

人實體。 
 

隨著中共港口管理體制改革之深化，港口企業在與政府「脫鉤」後，應按照

建立現代企業制度的要求，組建經濟實體。2002 年初中共交通部頒發的《關於

貫徹實施港口管理體制深化改革工作意見和建議的函》（交函水「2002」1 號）

規定，港口管理體制之深化改革，應按照建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

實現「一港一政」，明確職能，理順關係，加強港口行政事務的統一管理，促進

港口企業建立現代企業制度。目前，中共交通部主管全國的港口工作，港口所在

地的省級「交通主管部門」或市、縣「港口主管部門」主管所屬港口行政事務。

港口公用基礎設施（包括公用的進出港航道、防波堤、錨地等）的建設、維護和

管理工作，都是港口行政管理的重要內容。這次改革確定的管理體制得到了即將

頒布的《港口法》（註 21）的認可，以法律的形式得以保障。 

 

綜上可知，進入 21 世紀初期中共的港口已逐漸轉制為營利性的企業，港口

企業成為真正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擔風險、自我發展的從事經營活動的民

事法律上之主體。港口企業將作為獨立的市場主體，對其經營活動的管理與其他

市場主體沒有本質上的區別。港口的經營權為經營人所享有。（註 22） 
 

10.5.2 中共航港體制改革之政策執行評估－與「西方」及東亞主要海

運國家之比較分析 
 
10.5.2.1 航政管理體制之比較 
  對「西方」主要海運國家而言，航政為公權力之行使，均與港務管理分開，

航政為中央政府權限，一般採取由上到下的「一條鞭」管理體制。中央級的航政

機關一般設置於中央政府或聯邦政府的交通部或運輸部之下，然後於全國主要海

港設置分支航政機關，管轄某一「塊」航政轄區；分駐各港（各地區）的分支航

政機關，其屬性仍為中央政府的派出機關。此於「西方」國家之英國、美國皆然。 
註 21：《中華人民共和國港口法》將由中共十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於 2003 年 6

月下旬通過，並預定自 2004 年 1 月 1日起施行。 

註 22：所謂「港口經營」，按照《港口法》的規定，包括碼頭和其他港口設施的經營，港口旅客

運輸服務經營，在港區內從事貨物的裝卸、駁運、倉儲的經營和港口拖輪經營等（第 22

條）。並且「從事港口經營，應當向港口行政管理部門書面申請取得港口經營許可，並依

法辦理工商登記。」可見，這種經營權是以「行政許可」的方式取得的從事港口客貨服

務的一種權利和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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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東亞主要海運國家的日本、韓國而言，雖然在 1980 年代的政府機構改革

之後，又走過了 1990 年代的政府機構改革；當前日本的中央級交通運輸行政管

理部門，其名稱為「國土交通省」（之前為：運輸省）；當前韓國的中央級交通運

輸行政管理部門，其名稱為「海洋水產部」（之前為：海運港灣廳）。但是整體以

觀，航政也是屬於中央政府權限，亦採取由上到下「一條鞭」的管理體制。 
 
  至於究竟是「航港合一」或是「港航分管」？此為一個隸屬政府機關層級的

問題。如果定位於中央政府的「交通部」（或其他名稱），一般而言，「交通部」

本身是「航港合一」的。只是「交通部」在港務方面，只主管屬於全國性的港口

發展政策，尤其是在港口基礎建設之政策規劃方面。如果係定位於「交通部」內

之下一級行政機關之層級，則一般而言，是「港航分管」的；換言之，交通部下

屬的航政機關只主管「航政」，而不涉及港務。 
 
  對於 1998 年 8 月，中共交通部實施「三定方案」機構改革後的中共航港體

制改革而言，組建了直屬於交通部的海運部門及河運部門的「海事局」管理體制，

實施了「一水一監」及「一港一監」的「航政管理一元化」。就此而論，其航港

管理體制改革之途徑與結果，與「西方」及東亞主要海運國家相比較，是頗為一

致的。換言之，已然接軌。 
 
10.5.2.2 港口管理體制之比較 
  港口管理體制涉及港口所有權及經營權之各種組合模式。港口可能屬於政府

所有（包括中央政府或各級地方政府）、獨立之法人機構所有（公法人）、民營企

業所有（整個港口或其中一部分的港區、碼頭）等各種所有權之狀態。此在「西

方」國家是頗為多元化的。至於港口之經營權，則以能有利於港口之繁榮及發展，

有利於提供有效率之服務，為經營方式之選擇指標。 
 
  在「西方」世界主要港口有逐漸走向「不營運港」（即所謂的「地主港」），

而且走向公私合作經營之趨勢。即「港口當局」（××港口管理局、××港務局）不

論為政府機構或獨立組織，均僅提供公共性之基礎建設與服務，而不從事實際的

商業經營（即碼頭裝卸作業、倉儲作業等棧埠業務），但仍保留必要之影響力，

以維護公眾利益。 
 
  亦即，即使是「地主港」的「港口當局」也仍須行使「港政管理」之政府公

權力，對港口內之各種經營性企業仍須行使「行業管理」之職權。 
 
  與「西方」世界相比較，中共的港口管理體制改革，在所有權方面，仍為維

持政府所有（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只是在中央對地方「簡政放權」及「放

權讓利」的原則下，實施了「港口下放」（雙重領導，以市為主）的「港口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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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政策。在進入 21 世紀初期後，又進一步的深化為「全部下放」。（註 23） 
 

在經營權方面，是在「政企合一」的框架下，推動「承包經營責任制」。雖

然進入 1990 年代以後，「港口當局」與「港口內經營性企業」（由原來各碼頭之

作業區、裝卸區改組為公司）已有了若干「政企分開」的狀態；但實際上由於這

些港口內之公司仍為「國有企業」（國有且國營），仍有「計劃運輸」任務在身（指

令性計劃或指導性計劃），只能以部份運力面向市場，所以尚未能達成真正的「政

企分開」。中國大陸的「港口當局」，大部份仍扮演著「營運港」的角色，只是實

際的營運（碼頭裝卸、倉儲作業等），係交由其下屬的各公司（國有港埠企業）

來執行。當然在 1990 年代中期以後，有部份港口之部份碼頭，因「對外開放」

政策之故，已有「中外合資」之公司負責實際營運之個案出現。 
 
 在完成了「地方化」（先由雙重領導，再走向全部下放）與「政企分開化」

（政企脫鉤）管理體制改革後之中共港口，在其港口管理體制改革一路走來之進

程中，本研究必須指出其相當重要的一個特質乃是，重點在於推動「市場化」，

而非西方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體制概念下的「私有化」或「民營化」。（註 24） 
 

10.5.3 中共航港體制改革之政策執行評估－與中華民國航港體制改

革之比較分析 
 
10.5.3.1 中華民國航港體制改革之政策目標 

中華民國自國民政府遷台以來，在台灣地區的「航港體制改革」，有二個主

要追求的目標。其一為「航政管理一元化」，其二為「港埠行政與營運分立」。航

政管理一元化之意涵為，在交通部之下恢復「航政局」的建制，同時將國民政府

遷台初期委託台灣省政府交通處代管的四大國際商港收歸中央政府；亦即在交通

部層級的航政、港政之管理一元化。而港埠行政與營運分立的意涵為，收歸中央

後之四大國際商港得以走向「政企分開」，即港務局代表政府行使港政管理之公

權力（政府職能），而港埠營運則走向「企業化」，再進一步走向「民營化」。（註

25） 
 

10.5.3.2 中華民國「精省」前的航港體制之運作 
10.5.3.2.1 交通部下未設「航政局」－無中央級「航政機關」 
  換言之，在此一「航港體制改革」未完成之前，中華民國並沒有中央級的「航 
註 23：詳參：2001 年 11 月 23 日中共國務院辦公廳之「國辦發［2001］91 號文件」，《交通部等

部門關於深化中央直屬和雙重領導港口管理體制改革意見的通知》。 
註 24：Cheng-Min, Feng(200),”Perspectives on Liberalization of Chinese Maritime Transportation 

Market” 一文亦提出相同見解。  

註 25：詳參：楊崇正（1993），中華民國航政管理體制改革一元化政策問題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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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機關」，雖然在交通部之內設有「航政司」，但是「航政司」只能算是部長的幕

僚單位。實際航政管理公權力之行使，係於四大國際商港之「港務局」內設置「航

政組」代為執行。各個「航政組」各管一「塊」航政轄區。 
 
10.5.3.2.2 省政府代管港務局及「港務局層級的航港合一制」 
  在「精省」（1999 年 7 月 1 日）之前，台灣地區四大國際商港係由行政院委

託台灣省政府交通處代管；所以港務局之全銜為「台灣省政府交通處××港務局」。

四個港務局在屬性上可謂「政企合一」。就港務方面而言，港務局既是「港政管

理機關」（代表：政），又是「港埠經營性企業」（代表：企），可謂「既管政又從

商」。就「政」的方面而言，則又身兼「港政管理機關」及「航政管理機關」（因

港務局下設之航政組）之雙重行政機關角色。「三機一體」的港務局，就「政／

企關係」而言，係屬「政企合一」（政企不分）（註 26）；就「航政／港政關係」

（航港合一或港航分管）而言，係屬「港務局層級的航港合一制」。 
 
10.5.3.3 中華民國「精省」後的航港體制之運作 

中華民國在台灣地區的航港體制改革，在長達 50 多年的努力後仍未儘其

功。迄今已完成的一小部份，也只有在 1999 年 7 月 1 日，因為搭上「精省」（台

灣省政府組織調整）便車，而順勢收歸中央的四大國際商港之港務局，改隸於交

通部而已。所以目前四大國際商港，其港務局之全銜改為「交通部××港務局」。

其「三機一體」（港政管理機關、港埠經營性企業、航政管理機關）之屬性仍未

改變。港口的隸屬關係上，由地方（省政府）收歸中央（交通部），是其一大改

變。港口內的「政／企關係」沒有改變，仍為「政企合一」體制。就「航政／港

政關係」而言，仍為「港務局層級的航港合一制」。而航運部門產官學各界人士

爭取多年的「交通部航政局」仍未能恢復建制。 
 
10.5.3.4 中華民國於 2000 年「政黨輪替」後航港體制改革的新變數－「市港合

一論」、「海洋事務部」之爭論 
在 2000 年台灣「政黨輪替」之後，民進黨政府內部又有一股不同意見，即

在港政管理及港埠營運方面要推動實施「市港合一」，唯迄今因有爭議尚未定案

（註 27）。「市港合一」在某種向度上，可歸類為「港口地方化」。唯尚需考慮其

他的配套規劃，例如「市」之轄區與「港」之經濟腹地，是否相適應等問題。本

研究認為，台灣如要實施「市港合一」，模仿大陸建立以「直轄市領縣」的「市

管縣體制」，可能為必要之配套政策。 
 
2002 年 3 月，民進黨政府在總統府內設置「政府改造委員會」，決定於 2004

年 5 月 20 日啟動政府改造工程。其中重點乃在於「行政院組織改造」，在《行政 
註 26：詳參：吳榮貴（1993），我國台灣地區港埠行政與營運分立之研究。 

註 27：尤其是高雄港與高雄市之「市港合一」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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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組織調整方案》之中，計劃成立新設的「海洋事務部」，將合併「交通部」原

有的航政、港政業務，對於進展有限的航港體制改革又投下了新的變數。交通部

主管的「交通運輸」，原本就包括水、陸、空三方面，航政、港政即為水運部門

（在台灣又以海運為主體）之公權力執行。是否要「為海洋而海洋」，而強將航

政、港政改隸於「海洋事務部」之下，仍有爭議。（註 28） 
 
10.5.3.5 兩岸航港體制改革政策執行之比較 
10.5.3.5.1 航政管理體制方面之比較 
10.5.3.5.1.1 中共 
   已在交通部內組建了「海事局」及由上到下「一條鞭」式的航政管理體制，

而且是一元化的航政管理體制。 
 
10.5.3.5.1.2 中華民國 
   交通部「航政局」爭取多年，仍未成立。在收歸中央後之四大國際商港之

「港務局」內設立「航政組」。勉強算是「港務局層級的航港合一制」之下的

承辦航政業務之局內單位，不是航政「機關」。 
 
10.5.3.5.2 港口管理體制內之港口「隸屬關係」方面之比較 
10.5.3.5.2.1 中共 
  沿海主要港口及長江幹線港口，由原中央（交通部）直轄，改採「港口下放」

之「港口地方化」政策途徑執行改革。於 1984 年至 1988 年期間，完成「雙重領

導，以市為主」之改革；後於 1990 年代晚期，開始下一階段跨世紀的深化改革，

即部份港口開始試點「一市一港」、「一城一港」，可謂某種向度上的「市港合一」

體制。進入 21 世紀初期後，已完成了「全部下放」。 
 
10.5.3.5.2.2 中華民國 

台灣地區四大國際商港之港務局，在 1999 年 7 月 1 日「精省」之後，順勢

收歸中央。依中華民國之《商港法》，國際商港係屬中央政府權責，而國內商港

則歸地方政府管轄。目前「國內商港」仍由國際商港之港務局代管，並將各國內

商港定位為國際商港之「輔助港」。縣、市級地方政府並未能主管「國內商港」。 
 
10.5.3.5.3 港口管理體制內之「政企關係」方面之比較 
10.5.3.5.3.1 中共 
  與「港口下放」之「港口地方化」政策相配套，有部份港口之「港口當局」

1980 年代中期、晚期先後改制完成），在 1990 年代期間雖仍有「國有企業」已

成為所在地之市政府的派出機關，即「××市港口管理局」，成為單純的港政管理

機關。原由該港口內各碼頭之裝卸區、作業區改制之「公司」（一般而言，在 
註 28：可詳參：顧崇廉（2002），胡念祖（2002）等文之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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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身份，仍有「局屬公司」之色彩，「政企合一」色彩仍濃。在進入 21 世紀後，

已有部份港口將其組建為「港務集團總公司」，成為一種「集團企業」，再配合「港

口當局」之走向「行政機關化」，已有若干「政企分開」之色彩呈現。 
 
10.5.3.5.3.2 中華民國 
  「精省」後，收歸中央的四大國際商港之港務局仍為一個「政企合一」的機

構，「既管政，又從商」；此處之「政」，包括了「航政」及「港政」。雖然曾經推

動過「港埠行政與營運分立」，但是港務局下屬各碼頭之裝卸區、作業區仍由港

務局自行直接經營（例如：港務局下設之「棧埠業務處」等單位），少部份之集

裝箱碼頭採出租方式，交由航商自己管理；少部份之散雜貨碼頭採「貨主專用碼

頭」方式營運，或委任民營裝卸倉儲公司營運。 
 
  本研究認為在港埠營運方面，台灣在「市場化」與「民營化」之走向上，比

大陸較快；但是台灣在「企業化」及「政企分開化」之走向上，比大陸較慢。 
 
10.5.3.5.4 「營運港」至「地主港」之走向方面之比較 
  兩岸之主要港口（以國際商港為例）仍大部份處於「營運港」狀態。兩岸均

可謂仍有大步邁向「地主港」情境之改革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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