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開放時期中共航港體制改革之研究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1.1.1  研究動機 

  自 1970 年代晚期及 1980 年代初期，鄧小平的「改革開放」路線開始實施，

迄今二十多年以來，中國大陸在經濟發展上的成就為世人有目共睹。雖然在「制

度轉型」期間，也出現過不少負面問題，但並不足以拖累其跨越世紀向上騰飛的

態勢。 

 

 交通運輸部門是國民經濟發展中，相當重要的第三產業部門。在「改革開放」

路線實施前，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以致於形成整體的運力不足、運力緊張以及

水路運輸部門（水運）的「壓船、壓港」問題。 

 

  在中外學界，研究中共「改革開放」路線的「體制改革」與「對外開放」有

關之文獻甚多。一般均以總體、宏觀的角度予以探討，而濃縮到某一個產業部門

（Industrial Sectors）的某一個特定議題者，則相對較少。研究水路運輸部門

之中的「航港體制改革」者，又更為罕見。此為一個有待開發的新研究領域。 

 

  「改革開放」後，伴隨著中國大陸總體經濟、對外貿易快速的成長態勢，其

水路運輸部門中之航港部門也同樣出現快速成長現象。經、貿、航、港的快速成

長態勢，顯然是與「改革開放」路線中之「體制改革」的推動，有某種程度上的

相關。 

 

  在本人過去的教學及研究經歷中，曾參與若干有關中華民國自國民政府 1949

年遷台後的航港管理體制改革問題之專題研究計劃。 

 

  有關航政管理體制改革方面，1988 年六月一日至 1988 年九月三十日，本人曾

參與交通部委託中華民國海運研究發展協會執行之「航政管理一元化之研究」專

題研究計劃，擔任該項計劃之研究委員。在歷經數月之研究過程中，引發本人對

「航政」、「航政管理」、「航政管理體制」等諸項研究領域之興趣。該項計劃之主

要研究目的乃在為1980年代後期的我國如何建立一元化的航政管理體制及回復交

通部「航政局」之建制，做一個初步的政策方案規劃（註 1）。 

 

 

註 1：馬天澤（1988），航政管理一元化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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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港口管理體制改革方面，1991 年十一月至 1992 年五月，本人參與交通部

委託中華民國海運研究發展協會（現已更名為：中華海運研究協會）執行之「台

灣地區國際商港服務品質及營運制度評鑑專案」，擔任該專題之「ＣＳ（客戶滿意

度）調查工作小組」之召集人兼「評議工作小組航政分組」之評鑑委員（註 2）。

其後於 1992 年十一月至 1993 年五月，本人參與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委託國立台灣

海洋大學航運管理研究所執行之「我國台灣地區港埠行政與營運分立之研究」，擔

任研究委員，負責有關航港法規、航港體制之研究，及通信問卷調查、實地焦點

群體訪談、學術座談會等之研究工作。此項專題研究計劃亦涉及航政管理體制與

港埠行政管理體制之區分與定位問題（註 3）。 

 

  在參與上述三個專題研究計劃之基礎上，本人於 1992 年六月出版了「中國航

政管理體制發展之研究」專書，並榮獲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81 學年度第一期研

究獎助費補助（註 4）。又於 1993 年九月出版了「中華民國航政管理體制改革一元

化政策問題之研究－宏觀歷史檢定與公共政策分析之論証」專書（註 5）。 

 

  在研究中華民國航政、港口管理體制改革之經歷中，也涉及對西方、東亞之

海運先進國家及中國大陸的航政、港口管理體制做初步的橫向比較分析。在長期

關心航港體制改革的因緣上，本人乃選擇「改革開放時期中共航港體制改革之研

究」為題，做為國立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之博士論文。 

 

  綜上，本研究之研究動機乃出自於一種補位與深化之基本立場，致力於釐清

「改革開放」時期中共航港體制改革過程中有關的各項問題。 

 

1.1.2  研究目的 

  在中國大陸整體交通運輸部門之中，水運（包括海運及河運）本來有相當優

秀的天然條件（包括地理上的，區域經濟上的），足以支持其較快速的發展。但在

中共建政後以迄 1970 年代晚期的三十年間，在實際上卻傾向超負荷地利用鐵路運

輸。而此又與毛澤東的「自力更生」工業發展路線所影響到的整體交通運輸部門

之內部各種運輸方式之布局及資源配置有關。 

 

中國大陸的水路運輸部門之內又可分為(1)河運（內河航運）(2)沿海航運(3) 

註 2：池孟彬（1992），四大國際商港服務品質及營運制度評鑑報告。 

註 3：吳榮貴（1993），我國台灣地區港埠行政與營運分立之研究。 

註 4：楊崇正（1992），中國航政管理體制發展之研究。 

註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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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歷史檢定與公共

政策分析之論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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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洋航運三大塊。由於中共建政初期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影響，有相當長的時期

內，在水路運輸部門（水運部門）中，又比較偏重河運部門，而忽略了海運部門

的沿海航運及遠洋航運的發展。上述中共建政初期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因素，包

括毛澤東向蘇聯「一邊倒」的對外關係路線，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對中共的

「圍堵政策」及「禁運政策」等。 

 

  由中共建政至「改革開放」路線實施前的三十年中（1949－1978），其水路運

輸部門（水運部門）在實踐上也浮現了若干問題。尋求這些問題的解決之道，即

為 1980 年代初期以來中共推動「航港體制改革」之目的。 

 

  有關整體交通運輸部門及其內部的水路運輸部門，種種既存問題之改善與解

決，一般而言有從硬體著手及從軟體著手兩個途徑。其一之硬體途徑，係指針對

各個運輸系統中之「運具」、「通路」、「終站」（樞紐、場站）等三大「投入要素」

進行改善，藉由增加投資（資金投入），加強實體建設（充實其設備、提升其技術），

以提升其運輸生產力。其二之軟體途徑，係指針對各個運輸系統中之「組織」、「管

理體制」等「控制要素」進行改善，亦即藉由「體制改革」後，由政府訂定正確

的政策，以及在「政府職能轉變」後的「鬆綁」、「去管制化」等，而讓企業調動

其樍極性，以提升其運輸生產力。 

 

  上述二個途徑，其實軟體途徑的「體制改革」最後還是硬體途徑的決定性因

素。因為要如何去改善三大「投入要素」，其實就是基於政策問題認定而來的政策

規劃的內容，以及伴隨政策規劃而來的立法（政策法制化）、執法（依法行政之政

策執行）等政府作為。 

 

  在「改革開放」路線啟動前，由 1949 年至 1978 年的三十年間，中國大陸整

體交通運輸部門所形成的既成問題，其背後的原因其實來自中共的整體交通運輸

政策。在不同年代中的中共整體交通運輸政策變遷，其實也深入的影響了各個年

代中對交通運輸建設取向的選擇與決策。而整體交通運輸部門及其下位的水運部

門既成問題的解決，又有賴於「改革開放」路線啟動後的「體制改革」。 

 

  因此，本研究之研究目的乃在探討（１）中共整體交通運輸部門體制改革與

整體交通運輸部門既成問題解決之關係，（２）中共水路運輸部門的「航港體制改

革」與水路運輸部門航港子部門既成問題解決之關係，（３）中共航港體制改革進

一步深化發展之可能取向。 

 

1.1.3  命題與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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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  命題 

1.1.3.1.1  研究目的與命題產出之關係 

  由上述三個研究目的，可進一步導引出本研究之命題與假設。「研究目的(1)」

與「研究目的(2)」之意涵是一致的，旨在探討某一個特定產業部門之體制改革與

該產業部門既成問題解決之關係。「研究目的(1)」在於探討整個交通運輸部門，「研

究目的(2)」在於探討水路運輸部門(水運部門)中之航港子部門。就相對的比較而

言，如果說「研究目的(1)」為宏觀層面，則「研究目的(2)」即為微觀層面。所

以回答了「研究目的(2)」，就等於回答了「研究目的(1)」，反之亦同。 

 

1.1.3.1.2  本研究之命題 

  綜上，在整合了「研究目的(1)」與「研究目的(2)」之後，即可導引出本研

究之命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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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2 假設 

  由上述命題，即可進一步導引出本研究之假設如下： 

 

  本研究之假設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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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水運部門既成問題之解決；即使未能達成全面的解決，但已

能在某種程度上舒解其「緊張」，及至少已將「緊張」置於可控制的情境下。 

 

  本研究論文後續有關章節之分析，則致力於証明本假設之得以成立。本假設

一旦成立，即等於回答了「研究目的(1)」與「研究目的(2)」之問題。而「研究

目的(3)」的回答，則在於論証本假設得以成立的政策過程階段分析後，據以指出

其爾後深化改革之可能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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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架構 

1.2.1  研究範圍的定位－中共航港體制及航港體制改革的意涵 

1.2.1.1 「體制」與「制度」在概念上的區別 

「體制」與「制度」這二個概念對中共而言是有所區分的。「制度」是指「社

會主義基本制度」，而「制度」的外在表現形式則稱為「體制」（註 6）。「制度」（社

會主義基本制度）是長期的、不變的，而「體制」則可以與時並進，依勢改革，以

期止於至善。 

 

1.2.1.2 「體制」與「體制改革」的意涵 

1.2.1.2.1 「體制」的意涵 

  「體制」是指政府的組織體系，以及規範此組織體系之所以如此形成的憲法、

法律，以及由此組織體系所制訂的政策、行政命令、計劃（尤其是計劃經濟體制

之中的計劃）等。換言之，「體制」是政府「行政管理體制」與「法制」的綜合體。

而「法律」是「法制」的一部分。 

 

1.2.1.2.2  「行政管理體制」與「交通運輸行政管理體制」之意涵 

  「行政管理體制」中之「行政」與「行政管理」，對中共而言，也有其特定的

意涵。 

 

1.2.1.2.2.1 「行政」的意涵 

  「行政」是指國家產生以後，「統治階級」利用「國家機器」，按照本階級的

意志對該國家的社會實施管理作為的活動（註 7）。其中「國家機器」即指中央、

地方各級政府中各個職能別的行政機關。 

 

1.2.1.2.2.2  「行政管理」的意涵 

  「行政管理」是指國家通過各級政府（中央、地方）中各個職能別的行政機

關，對於該國家之經濟等各方面事務所施行的管理（註 8）。 

 

1.2.1.2.2.3  「行政管理體制」之定位 

  一個國家的「行政管理體制」在「歷史唯物主義」的「上、下層結構」中，

係屬於「上層建築」。「上層建築」要為「經濟基礎」服務，也要與「經濟基礎」

之發展相適應。「行政管理體制」既然是屬於「上層建築」，所以「體制」以及「 

註 6；中共中央（1984），《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 

註 7：黃先耀（1997），交通行政管理，頁 1。 

註 8：黃先耀（1997），前揭書，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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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改革」的問題也是屬於「上層建築」之範圍。 

 

1.2.1.2.2.4  「行政管理」之分類與內容 

  「行政管理」可分為「一般行政管理」與「專業行政管理」兩大類。 

 

1.2.1.2.2.4.1  一般行政管理 

「一般行政管理」所研究之內容，包括：行政原理、行政組織、行政領導、行

政決策、人事行政、財務行政、機關管理、行政法規等。 

 

1.2.1.2.2.4.2  專業行政管理之中的「交通運輸行政管理」 

「專業行政管理」所研究之內容，係依各級政府中各個「職能別」來做區劃。

而「交通運輸行政管理」就屬於「專業行政管理」的範圍內。當然與本研究直接

有關的「水路運輸行政管理」之中的「航務行政管理」（航政）及「港務行政管理」

（港政）也是屬於「專業行政管理」的其中一部份。 

 

1.2.1.2.2.5  「交通運輸行政管理」的意涵 

  中共「交通運輸行政管理」的內容，包括貫徹「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

擬訂有關的法令，編制發展規劃，實現協調、監督、服務等各項職能活動（註 9）。

在中共目前情況下，廣義的交通運輸指公路、水路、鐵路、航空和管道等五種運

輸方式，再加上「軍事運輸」此一特殊目的之運輸（註 10）。而狹義的交通運輸是

指公路與水路運輸。這是因為中共「國務院」的「交通部」只管公路運輸及水路

運輸而已。本研究所指的「交通運輸行政管理」，即水路運輸行政管理。 

 

1.2.1.2.3  「體制改革」與「交通運輸行政管理體制改革」之意涵及其關係 

「體制改革」的問題是屬於「上層建築」的範圍，也是一種由上而下的改革。

中共推動「體制改革」的初期，係以「經濟體制改革」為主。「體制改革」就是「行

政管理體制改革」，而「經濟體制改革」就是「經濟行政管理體制改革」。 

 

廣義的「經濟行政管理體制改革」包括了對於一、二、三級產業的各個「產

業部門」（Industrial Sector）的行政管理體制改革。「交通運輸行政管理體制改

革」是其中的一部分，「水路運輸行政管理體制改革」則又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航

港體制改革」則為其中更小的一部分。 

 

註 9：黃先耀（1997），前揭書，頁 2。 

註 10：中國交通運輸協會（1999），中國交通年鑑（1999）。中共的軍事運輸係由其「中央軍事委

員會」之「總後勤部運輸部」主管，在歷年的「中國交通年鑑」中均獨立編排於其他五大運

輸方式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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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  中共「航港體制」與「航港體制改革」之意涵 

1.2.1.3.1  「航港體制改革」在「交通運輸行政管理體制改革」中之定位 

  「航港體制」是「水路運輸行政管理體制」的一部份，所以「航港體制改革」，

也是「水路運輸行政管理體制改革」的一部份。而「水路運輸行政管理體制改革」

又是「交通運輸行政管理體制改革」的一部分。所以「航港體制改革」也是「交

通運輸行政管理體制改革」的一部份。在「航港體制」之內部，又可分為「航塊」

與「港塊」二部份。 

 

1.2.1.3.2  「航港體制改革」中「航塊」的意涵與「航港合一」、「航港分立」的

問題 

  「航港體制」中之「航」的這一塊，係指「航務行政管理」，可簡稱為「航政

管理」，或再簡稱為「航政」。「航政」的內容包括：政府「航政機關」對「航運企

業」（海運企業、河運企業）的行政管理，對「船舶」（運具）的行政管理，對「船

員」（運具的操作者）的行政管理，對「航道」（通路）的行政管理（尤其是河運

部門的航道），對其他「支持保障系統」（例如：助航設施、導航、通信、水上交

通安全監督、海上交通安全監督）的行政管理等。 

 

  如果在「航港合一」的體制下，即「航務行政管理」與「港務行政管理」在

同一個行政管理體制之下，「航塊」的內容還要包括政府「航政機關」對港口（水

運系統中之終站、樞紐）的行政管理。 

 

  如果非屬「航港合一」而是「航港分立」或「港航分管」，則對港口的行政管

理就不在「航政機關」的業務範圍內。 

 

  本研究所指涉的「航港體制改革」乃以「政府機構改革」為主體，包括其內

部的航政機關、港政機關之「政府組織改造」、「政府職能轉換」等面向。就中共

的「政府機構改革」而言，又與其歷史上數次的「國務院機構改革」規範下的「交

通部機構改革」有關。 

 

1.2.1.3.3  「航港體制」中「港塊」的意函 

  「航港體制」中之「港」的這一塊，係指「港務行政管理」，可簡稱為「港政

管理」，或再簡稱為「港政」。「港政」的內容係指政府的「港政機關」對港口涉及

政府公權力行使的事務之行政管理。在中國大陸，其海運部門中之「海港」與河

運部門中之「河港」又有不同隸屬關係的行政管理體制。 

 

1.2.1.3.4  「航港體制」中的「政企合一」與「政企分立」問題 

1.2.1.3.4.1  「政企合一」情境下的「航塊」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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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共實施「改革開放」路線之前，有相當長的期間在許多「產業部門」上

都是「政企合一」。「航港體制改革」的進程中，所努力的方向即為如何由「政企

合一」的情境朝向「政企分開」情境順利過渡。 

 

  在水路運輸部門中的「航塊」，如果是「政企合一」，其「航務行政管理」中

之「航務」，就包括了「航政」（狹義的）及「船運」（海運業務、河運業務）（註

11）。「航政」為有關政府主管機關公權力的行使，「船運」則為海運企業及河運企

業所實際經營的海運及河運之運輸業務。 

 

1.2.1.3.4.2  「政企分立」情境下的「航塊」意涵 

  在「政企分立」時，「航務」就是「航政」，而「船運」（海運、河運）是受「航

政」行使公權力的一個「產業部門」，以企業之身份實際營運。 

 

1.2.1.3.4.3  「政企合一」加「航港合一」的「航塊」意涵 

  此時之「航塊」包括「航務」加「港務」，其中「航務」內又包括「航政」及

「船運」（海運、河運），其中「港務」內又包括「港政」及「港埠經營」。 

 

1.2.1.3.4.4  「政企合一」情境下的「港塊」意涵 

此時之「港塊」包括「港政」及「港埠經營」。「港政」為有關政府主管機關公

權力的行使，「港埠經營」則指「港口」做為一個「企業」如何為船舶、貨物、旅

客服務，或如何完成「計劃運輸」之中的客流及物流在港口通過之任務。 

 

1.2.1.3.4.5  「政企分立」情境下的「港塊」意涵 

  此時之「港塊」僅指「港政」（政府對港口有關公權力的行使），而「港埠經

營」為「企業」之業務行為，是受「港政」機關監督的一個產業部門。 

 

1.2.1.3.4.6  「政企分立」加「航港分立」時「航塊」與「港塊」之意涵 

  此時之「航塊」與「港塊」彼此是平行的部門，只有業務上的上、下游關 

係，沒有行政上的上、下級管轄關係。「航塊」之內部，「航政」對「船運」（海運、

河運）實施行政管理。「港塊」之內部，「港政」對「港埠經營」實施行政管理。 

 

1.2.1.3.5  「航港體制」中的「航港合一」、「航港分立」的級別問題 

  中共的「航港體制」中的「航港合一」或「航港分立」，在不同時期有不同的

變化。就整個「交通部」之級別來看，是屬「航港合一」，因為「交通部」在水路 

註 11：陳光華（2000），大陸海空運輸產業概況，頁（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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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部門既管「航塊」又管「港塊」。但在「交通部」之下的「總局」或「局」之

級別來看，則有時為「航港合一」，有時則為「航港分立」。 

 

  另就「中央集權」或「權力下放」的級別來看，在高度「中央集權」的時期，

「航塊」中的航運企業（海運、河運）都是國家級的「國有企業」，總公司設於北

京，在各港的為區公司、分公司；「港塊」中的「港政」及「港埠經營」（例如：

海港）都是由「交通部」直接管轄。在「權力下放」的時期，「航塊」中的「航政」

即由地方政府（例如：省、地市、縣）的航政機關（例如：省政府交通廳之下的

航運局）行使公權力，「航塊」中的航運企業也有地方級（省、地市、縣）的「國

有企業」。在「權力下放」的時期，「港塊」則下放給地方政府管理，包括其中的

「港政」及「港埠經營」二者，可能為「政企合一」，也有可能為「政企分立」。 

 

1.2.1.3.6  「航港體制」中的「航塊」內部的「海河一體」或「海河分管」問題 

  中共的「航港體制」中的「航塊」，包括「航政」及「船運」，都有「海河一

體或「海河分管」的問題。在不同的時期，也有不同的變化。就整個「交通部」之

級別來看，是「海河一體」的，因為「交通部」在水路運輸部門既管海運又管河運。

但在「交通部」之下的「總局」或「局」之級別來看，則有時為「海河一體」，有

時為「海河分管」。 

 

1.2.1.4  中共「航港體制」與「航港體制改革」在發展階段上之時間區劃 

本研究所稱之「改革開放時期」，係指以 1978 年底中共召開其「十一屆三中

全會」決議實施鄧小平所號召的「改革開放路線」時為分段點，自 1979 年起迄今

都算是「改革開放時期」。而本研究所探討的「改革開放時期」，則定位於自 1978

年起，而至 2000 年為止。而 2000 年恰好為中共「九五計劃」執行完畢的那一年。 

 

由於本研究所探討的中共「航港體制改革」須涉及「改革前」與「改革後」

的跨時期比較，所以在時間跨距上則包括「改革前」的 1949 年至 1978 年，以及

「改革後」的 1979 年至 2000 年二大階段。 

 

中共的「航港體制」與「航港體制改革」在發展階段上之區劃，依台灣方面

航運管理學者之一般看法，可分為以下七個時期（註 12）。 

 

（1） 1948 年 4 月至 1957 年：航港體制整頓、重建與改造時期。 
（2） 1958 年至 1966 年：航港體制整頓、調整與再發展時期。 
（3） 1967 年至 1977 年：文革浩劫與清理、重建時期。 
 

註 12：陳光華（2000），前揭書，頁（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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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78 年至 1984 年：對外開放、對內搞活時期。 

（5）1984 年至 1988 年：政企分開、簡政放權時期。 

（6）1989 年至 1993 年：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時期。 

（7）1994 年至 2000 年：「三定方案」與政企分家時期。 

 

其中的（1）、（2）、（3）三個時期，係在「改革開放」路線實施之前。而（4）、

（5）、（6）、（7）四個時期，係在「改革開放」路線實施之後。 

 

就前三個時期與後四個時期做一相對比較，前三個時期是舊的航港體制，尚

未涉及「改革開放路線」下的「體制改革」問題；而後四個時期即指在「改革開

放路線」下之「航港體制改革」在不同時期間的沿革。 

 

1.2.2  中共航港體制改革研究的分析架構 

  本研究所謂的「航港體制改革」有兩個面向，其一為宏觀的、政府面的「行

政管理體制改革」，亦即「交通部」系統之下的「航塊」、「港塊」以及地方政府「交

通廳」（局）系統之下的「航塊」、「港塊」。其二為微觀的、企業面的「企業體制

改革」，企業本身的「體制改革」將促使運輸生產力增加。 

 

   宏觀的屬於「上層建築」，「上層建築」的「體制改革」之外在表現通常是

透過「政府機構改革」中的「政府組織改造」及「政府職能轉變」使其能夠「鬆

綁」、「去管制化」（deregulation），期使屬於「經濟基礎」的、微觀的企業經營

活動更加自由化、有彈性。 

 

  「上層建築」的「行政管理體制改革」又以「政府機構改革」為核心。而「經

濟基礎」的「企業體制改革」又以「國有企業改革」（國企改革）為核心，也包括

如何在「計劃經濟」之外另造一個「市場經濟」。本研究後續有關章節的分析將以

宏觀的、上層建築的體制改革為主角。 

 

  本研究的分析架構，如圖 1-1 所示。主要的研究對象依「政府面」、「企業面」、

「航塊」、「港塊」區分，共有四個問題象限。在實際分析上，則以屬於「上層建

築」的「政府面」及其內部的「航塊」、「港塊」為主。 

 

在水平的第一種關係上，「政府面」將分析中共的航港體制改革如何由「航港

合一」情境走向「港航分管」及「港口下放」情境。此為「政府機構改革」之重

點。 

 

 10



  改革開放時期中共航港體制改革之研究 

  在水平的第二種關係上，「企業面」將分析中共的航港體制改革如何由「中央

計劃」情境走向「自負盈虧」、「自主經營」情境。「企業面」也將另行分析中共的

航港體制改革在「產權改革」方面，如何由全盤的「全民所有制」情境走向「以

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經濟成份並存制」情境。 

 

  在垂直的第一種關係上，亦即「政府面」內部的「中央／地方關係」方面，

將分析中共的航港體制改革如何由「中央集權」情境走向「簡政放權」情境。 

 

  在垂直的第二種關係上，亦即「政府面」與「企業面」的「上層建築／經濟

基礎」結構方面，將分析中共的航港體制改革如何由「政企合一」情境走向「政

企分開」、「政企脫勾」情境。 

          

  航港體制改革 航塊（航務體系） 港塊（港務體系） 

 宏觀面的、政府面的  

 行政管理體制改革 

（政府機構改革） 

１．航政管理問題群

２．政府職能問題 

３．宏觀調控問題 

１．港政管理問題群 

２．政府職能問題 

３．宏觀調控問題 

１．微觀面的．企業面

的企業體制改革 

   （國有企業改革） 

２．以公有制為主體的

多種經濟成份並存 

（產權改革） 

１．航運企業經營問

題 

２．行業管理問題 

３．市場管理問題 

１．港埠企業經營問

題 

２．行業管理問題 

３．市場管理問題 

         

  

資料來源：本研究統整歸納 

圖 1-1  本研究之分析架構 

 

1.2.3  研究架構 

  本研究「改革開放時期中共航港體制改革之研革」的研究架構（即本研究論

文之章節架構）如下： 

 

(1)第一章為「緒論」，分別說明(1)研究動機、研究目的、命題與假設，(2)研究

範圍、研究架構，(3)研究方法、研究流程，（4）相關研究文獻回顧等。本研

究用以貫穿全局之主要研究方法是「公共政策分析」，其中之主要「分析模式」

(analytical models)採用一般公共政策研究者較為熟悉的 C.O. Jones 之「過

程論模式」(process model)(註 13)。 

 

註 13：C.O. Jones（1984），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Public Policy, 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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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本研究而言，第二章係屬於「政策環境分析」之範疇；由大而小的分別分析

了中共「整體交通運輸部門」、「水路運輸部門」，以及其中的「航務部門」（航

塊）與「港口部門」（港塊）與本研究有關的政策環境。由於鄧小平號召的「改

革開放路線」，其深層目的乃在使中國大陸在閉關、鎖國三十年後，重新與資

本主義世界體系接軌（註 14）。所以西方及東亞的主要海運國家的航港體制之

參考比較，亦為與本研究有關的政策環境之一。 

 

(3)本研究的第三章至第九章即為此項大型公共政策議題的「政策過程階段分析」。

包括 C.O. Jones「過程論模式」(process model)中之「政策問題認定」、「政

策規劃」、「政策法制化」、「政策執行」等四大階段，以做為第十章「政策評估」

之基礎。其中第三章至第七章之重點在於從事與本研究有關的五項「政策問題

認定」分析。 

 

(4)第三章係針對在「改革開放路線」實施前，中共原有的（舊的）「交通運輸行

政管理體制」下的「整體交通運輸部門」之發展沿革與既存問題，所做的「政

策問題認定」分析。 

 

(5)第四章係針對在「改革開放路線」實施前，中共原有的（舊的）「航港體制」

下的「水路運輸部門」之發展沿革與既存問題，所做的「政策問題認定」分析。

重點在於分析「水路運輸部門」中的「航塊」與「港塊」在 1979 年之前 30 年

中，其發展沿革及衍生的既存問題。 

 

(6)第五章係分別針對（１）在「改革開放路線」實施前，中共原有的（舊的）「交

通運輸管理體制」下的「整體交通運輸政策變遷對其交通運輸建設取向之影響

與既存問題」的「政策問題認定」分析；（２）在「改革開放」路線實施後初

期，中共新的「交通運輸管理體制」下的「整體交通運輸政策變遷對其交通運

輸建設取向之影響與既存問題」的另一個新的「政策問題認定」分析。 

 

(7)第六章係針對在「改革開放路線」實施後，中共的整體「體制改革」與「對外

開放」對「整體交通運輸部門」之發展及「整體交通運輸部門體制改革」之影

響與既存問題的另一個新的「政問題認定」分析。 

 

(8)第七章係針對在「改革開放路線」實施前，中共原有的(舊的)「航港體制」本

身之發展沿革與既存問題，所做的「政策問題認定」分析。 

 

(9)第八章係針對在「改革開放路線」實施後，中共整體「航港體制改革」本身之 

註 14 :李英明（1995），鄧小平與後文革的中國大陸，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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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沿革與既存問題，所做的「政策規劃」、「政策法制化」、「政策執行」分析。 

 

(10)第九章係針對在「改革開放路線」實施後，中共整體「航港體制改革」內部

之「港口管理體制改革」本身之發展沿革，所做的「政策規劃」、「政策法制

化」、「政策執行」分析。在「港口管理體制改革」方面，以上海港做為個案

分析之對象。 

 

(11)第十章依據前述第三至九章「政策過程階段分析」的基礎上，係針對中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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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以交通運輸(及其內部之水路運輸)與

國民經濟之間的「動態積極平衡理論」(註 15)之解釋方法，對第一章第一節

之「研究目的(1)」與「研究目的(2)」所指陳之問題，予以回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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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第十一章則在一系列的「政策環境分析」、「政策過程階段分析」之後，根據

此分析結果，用以提出「政策主張」。包括(1)有關中共航港體制改革之成果

與跨世紀深化改革之取向建議。(2)中共航港體制改革之經驗對我國尚未完成

的航港體制改革有何參考作用。(3)本研究之檢討與建議。其中，有關中共航

港體制改革跨世紀深化改革之取向建議，即為對第一章第一節之「研究目的

(3)」所指陳問題之回答。 

 

 

 

 

 

 

 

 

 

 

 

 

 

註 15：王明志(1996)，運輸供給與運輸需求平衡論，頁 3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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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流程 

1.3.1  研究方法 

1.3.1.1  研究方法之配套與整合 

    社會科學屬性之議題研究亦須講求科學的(Scientific)研究方法，亦即須重

視「方法論」(Methodology)的應用。本研究所使用的「方法論」係定位於「質性

研究」之領域內。 

     

    有關「改革開放時期中共航港体制改革之研究」此議題，基本上橫跨了航運

事業、港口事業兩大「產業部門」(Industrial Sectors)，又涉及到其「上層建

築」的「政府機構改革」(行政管理体制改革、航港体制改革);在屬性上既為「產

業政策」議題，又身兼「公共行政管理」議題。 

     

    公共行政管理議題與產業政策議題是一國「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議題

之重要一環。而「公共政策」當然是一國「政治體系」中之重要的「輸出項」之

一。 

     

    吾人若將「航塊」、「港塊」兩大「產業部門」及其上位的「行政管理体制」（航

港管理体制、航港体制）視為一個「系統」，因此在本議題之「研究設計」上，吾

人引入「系統理論研究法」與「公共政策分析研究法」作為「宏觀統整」之工具；

並由此導出「文獻回顧研究法」、「歷史結構途徑研究法」、「比較分析研究法」等

作為「微觀分析」之工具。本研究所使用的各研究方法間之關係，如圖 1-2 所示。 

系統理論研究法

公共政策分析研究法

文獻回顧研究法 

比較分析

研究法 

歷史結構途徑研究法 

 

  資料來源：本研究統整歸納 

圖 1-2  研究方法的配套與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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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2  系統理論研究法 

    由於「航港體制改革」之推動，涉及諸多主客觀因素及內外在環境變遷因素

所構成之「變數群」之影響。因此本研究乃以美國政治學大師 David Easton 所建

構之「系統理論」(System Theory)為主，用以區隔各種不同層次之不同「面向」

(Dimension)。 

     

    關於「系統理論」可定義為:「一組互聯的變項，該組變項與環境必須清楚劃

分，及該組變項在環境動盪的衝擊下維持自己之方式的研究。」(註 16) 

 

    系統與環境具有互動的關係，其自環境獲得者為「輸入項」(Inputs)，其送

往環境者為「輸出項」(Outputs)。「輸出項」對環境的影響，也送回來成為「輸

入項」，此回輸的過程，稱為「反饋」(Feedback)。每一系統都有「輸入項」和「輸

出項」，一個系統的「輸出項」常成為與其發生動態關係的另一系統的「輸入項」，

在輸出與輸入之間，由反饋連繫，使以前的輸入項得以作必要的修正或調適。而

將進入系統的輸入轉換成輸出的過程即為「轉換」(Conversion)。（註 17） 

 

    「系統理論」的代表人物伊斯頓(David Easton)以「輸入項」來表示環境的

「變易」(change)。「輸入項」包括「需求」與「支持」諸變項。「需求」為慾望

或愛好的政治化。當這些需求與愛好以某種方式表達出來，它們就成為權威者必

須注意而採取的行動。屬於輸入項的第一種變項為「支持」。我們可把它分為三種

層次的支持者：權威者、典章與政治社會。輸出項為系統對現存及預期需求的反

應，同時，系統反應的能力與反饋的過程很有關係。在此，所謂反饋是指回輸給

權威者關於系統情況與環境的資訊。 

 

依據伊斯頓的「系統理論」，本研究中作為宏觀統整作用的「系統理論研究法」

其研究方法架構如圖 1-3 所示。 

 

 

 

 

 

 

 

 

 

註 16：D. Easton (1953), The Political System

註 17：呂亞力(1991)，政治學方法論，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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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 

     

       需求     權威者                              權威性之決策 

      Demand                                   與法案 

               典章 

       支持                                      Policy-Making Acts 

      Support   社會群體            轉化 

                           Conversion 

          決策過程                                   政策內容 

                              環境 

         輸入項                                           輸出項 

                              回饋 

 

資料來源：呂亞力(1991)，政治學方法論  

圖 1-3  「系統理論研究法」之研究方法架構 

 

我國航運管理及航運政策學者李彌則將上述伊斯頓之「系統理論」轉換成航

運政策流程圖，可用以分析包括「航港體制改革」議題在內的航運公共政策問題

研究。如圖 1-4 所示。 

 

 

支持

反對

政策合法化 

政策執行 

輸        

入

輸        

出

政 

策 

問 

題 

政府體制 

政府規劃 

國    

內    

外   

環    

境

國 
   

內    

外   

環    

境

 

 

 

 

 

 

 

 

 

 

 

 

資料來源：李彌（1996），「主要航運政策規劃與立法趨勢」，現代航運企業經營暨產業政策通識研

習會，頁 96。 

圖 1-4  航運政策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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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3  公共政策分析研究法－以「過程論」模式為主體的分析模式 

    本研究之總體研究流程設計，係以美國公共行政學界 J.E.Anderson 與

C.O.Jones 二位教授所建構之「公共政策過程階段分析架構流程圖」及「公共政

策分析循環體系」為藍本(註 18)，並以其用於統整爾後實際從事微觀分析的各個

研究方法，並據以導引出本研究之研究流程圖。 

 

1.3.1.3.1  公共政策：政府作為(政府管制)與政府不作為(市場機制) 

公共政策乃政府選擇「作為」或「不作為」之行為(註 19)。亦即公共政策之

定義的概念必須包括所有的政府活動，不僅是政府或其官員已經明示目標之行動

而已。政府之「不作為行為」也是公共政策之一種，政府之「不作為行為」也能

與政府之「作為行為」一樣對社會產生重大影響。(註 20) 

 

申言之，政府之各種對產業部門之直接管制行為(governmental regulation)，即

為「政府作為」。計劃經濟體制(尤其是社會主義框架下)的政府往往是大有「作為」

的。而政府若對產業部門之日常營運，採取尊重市場機制(market machanism)之

態度，則為一種「政府不作為」。在國民經濟上，由「政府管制」轉型到「市場機

制」，往往必須經由「政府機構改革」此一途徑。而「政府機構改革」又是「體制

改革」的主力所在。在中共航港體制改革與其航港產業部門之關係上，亦是如此。 

 

1.3.1.3.2  政策過程階段分析架構之選定 

在公共政策學中諸多之政策過程階段分析學說中，要以 J.E.Anderson 與

C.O.Jones 二氏所建構之分析架構最為學者所重視(註 21)。J.E.Anderson 認為政

策過程階段為一系列之「行動模式」，在每一行動模式中涉及多項的「功能活動」。

這些功能活動包括有：(1)問題形成與議程設定(Problem formulation and agenda 

setting)，(2)政策規劃(Policy formulation)，(3)政策採納(Policy adoption)，

(4)政策執行(Policy implementation)，(5)政策評估(Policy evaluation)等(註

22)。 

 

  C.O.Jones 依據系統分析之概念將政策過程階段分為下列五個：(1)問題認定 

 (Problem identification)，(2)政策發展(Program development)，(3)政策執 

 

註 18：林水波，張世賢(1982)，公共政策，頁 55。 

註 19：T. R. Dye (1975),Understanding Public Policy

註 20：林水波，張世賢(1982)，前揭書，頁 9。 

註 21：林水波，張世賢(1982)，前揭書，頁 55。 

註 22：J.E. Anderson(1975), Public Policy Making,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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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Program implementation),(4)政策評估(Program evaluation)，(5)政策終結

(Program termination)等(註 23)。 

 

  吾人根據 J.E.Anderson 與 C.O.Jones 所採用之分析架構,予以整合而成本研

究之主要政策過程階段分析架構，亦即：(1)政策問題認定，(2)政策規劃，(3)政

策合法化，(4)政策執行，(5)政策評估等五者。 

 

1.3.1.3.3  政策過程階段的意義 

茲將此五過程階段之意義說明如下： 

1.3.1.3.3.1  問題認定 

  在此分析架構中，政策問題之認定為任何決策的第一步。當決策者面對一個

決策的情境時，其所遭遇的並不是一個既定的問題，相反的決策者必須先認定其

所面對的問題及其產生的可能原因，才能對症下藥解決問題(註 24)。 

 

1.3.1.3.3.2  政策規劃 

政策過程階段的第二個步驟即為規劃可能解決政策問題的行動方案，即政策

方案之規劃。所謂政策方案乃得以實現人類價值或滿足人類需求的可能行動方

向，換言之其乃所有可能被選擇以解決政策問題的行動方向。通常方案之選擇也

受制於最初問題認定的方式。 

 

1.3.1.3.3.3  政策合法化(政策法制化) 

  政策合法化為政策得以付諸執行的先決條件。任何政治系統均有二種層次的

「合法化」。第一層為政治系統及其支系統取得本身的合法性，有權訂定各種政

策，以解決其環境所發生的問題。第二層次為有權限的機關在其權限範圍內，循

一般人所確認的原則或接受的準則，對政策規劃機關所提出的方案，予以通過，

加以核定或備查而完成法定程序的過程。前者為後者有效運作的基礎，而後者可

以加強前者的程度。 

 

1.3.1.3.3.4  政策執行 

政策執行是一種動態的過程，在此過程中，負責執行的機關人員組合各種必

備的要素、採取各種行動、扮演管理角色、進行適當裁量、建立合理可行的例規、

培塑目標與激勵士氣、應用諮商化解衝突，冀以成就某特殊的政策目標。政策執 

行成敗之關鍵因素可由下列三個角度剖析之：(1)政策問題的特質，(2)政策本身

所能規劃與安排的範圍，(3)政策本身以外條件之配合，此三角度構成探討政策執

行的重心。 

註 23：C.O.Jones（1977）,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Public Policy,pp.9-12 

註 24：C.E.Lindblom(1968),The Policy-Making Process,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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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3.3.5  政策評估 

    政策評估乃利用有系統和客觀的方法，以評斷政策的過程。其目的在於提供

現行政策運行的實況及其成果之資訊，以為政策持續、修正或終當的基礎。評估 

 

為應用某些價值標準評斷現行或過去的政策行動，當政策成果達成政策的目的時 

，吾人就認為某種層次的政策績效已達到；其乃泛指政策問題已被解決，或至少

已獲改善。綜言之，評估在政策分析上通常具有下列功能：（1）建立政策績效的

資訊，（2）顯示政策目的所達成的程度或範圍，（3）解釋政策目的之成就或未成

就、問題解決或未解決之因素，（4）提供認定新政策問題，政策持續、調適或終

止之基礎等。 

 

1.3.1.3.4  政策過程階段分析架構的特性 

上述此一分析架構之每一階段彼此間均相互作用或交互影響，而構成一個動

態循環的體系；政策執行之成果與績效可影響政策問題之認定，政策問題認定又

可規範政策規劃，政策規劃之方案又限定了政策合法化，政策合法化又影響到政

策執行，政策執行之結果可用以政策評估及「反饋」（Feedback）新的政策問題。

由此可知政策過程是一個動態、發展與循環的過程，而非靜態與橫斷的過程。研

究者可以視其公共政策議題之不同性質所需，任擇其中之一階段開始切入。 

 

    若將本分析架構以類似電腦之流程圖（Flow Diagram）表示，則可充分顯示

其動態、發展與循環之特性，如圖 1-5 所示。 

 

  本研究在分析中共航港體制改革時，其「改革開放」前、後的時間跨距達 50

年；對於前 30 年的分析，主要借重「政策問題認定」的概念，找出其何以必須推

動體制改革之原因。對於後 20 年的分析，主要使用「政策規劃」、「政策法制化」、

「政策執行」的概念，找出其如何推動體制改革，以及體制改革實施的過程。至

於中共在推動、執行體制改革的過程，是否有依照此一西方的公共政策分析方法

論，則不在本研究之範圍內。實際上，中共的體制改革以及其中的航港體制改革

的發動與執行，都有其意識型態上的內在邏輯做為理論基礎，並據以形成實踐上

的操作模式。而有關中共發動體制改革的意識型態上內在邏輯之理論基礎討論，

包括鄧小平理論如何與毛澤東思想、馬克思主義及列寧主義之接軌、轉型等議題，

兩岸三地及西方學界之論述甚多，本研究於此則不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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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

政策問題認定

政策採納

政策合法化
(政策法制化)

政策執行
評估

政策終結

政策方案規劃

政策方案評估

政策執行

政策發展
(政策修正)

Policy
Development

(Output)

(Input)

No

Yes

Problem Identification & Agenda Setting

Alternatives Planing & Formulation

Alternatives Evaluation

Policy Adoption

Policy Legislation

Policy Implementation

No(Output)

Policy Evaluation

Yes(Output)

Policy Termination

政策主張

回
饋

(政策主張)

回

饋

 

 

資料來源：1.J.E.Anderson(1975),Public Policy Making. 

          2.Co.O.Jones(1977),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Public Policy. 

          3.本研究統整歸納。 

圖 1-5  公共政策之政策過程階段分析架構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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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3.5  從政策過程階段分析到政策主張產出 

政策分析是一種分析型態，其功用在於產生及提供資訊，用以改良決策者進

行判斷的基礎。（註 25）其中所謂之政策評估，則又包括對前面政策問題認定、政

策規劃、政策合法化、政策執行的評估。政策評估後則可提出政策主張，政策主

張則包括政策修正或政策終結二者。換言之，政策主張則在於向政府當局提出應

行的政策，以促成政府對現行政策之變更、修正；可謂政策分析是政策主張之先

決條件。 

 

1.3.1.4  文獻回顧研究法與歷史結構途徑研究法 

廣泛搜集與本研究有關之中文、外文文獻資料，依時期之先後順序，予以分

析、比對、研判，並由其中歸納、演繹，尤其是中共官方原始文件之內容分析與

詮釋(註 26)。主要研究內容如下： 

 

(1)中共的「黨」、「國務院」、「交通部」有關「體制改革」、「交通運輸體制改革」、

「航港體制改革」有關的政策文件、法規文件。 

(2)有關中共「交通運輸體制」、「航港體制」之政府面、產業面之組織體系圖表，

包括不同時期的沿革狀況。 

(3)有關「改革開放」路線實施前、後的中共交通運輸部門之營運統計資料，及各

階段發展狀況之資料。 

(4)有關鄧小平理論中對「改革開放」路線的思維、戰略、布局之資料。 

(5)有關「改革開放」路線實施前、後的中共「整體交通運輸政策變遷」對其「交

通運輸建設取向」影響之資料。包括各階段的國際政經情勢與中共對外關係之

資料。 

 

1.3.1.5  比較分析研究法 

    本研究在完成「文獻回顧」及「政策過程階段分析」之後，然後以「比較分

析研究法」總結，以得出結論與建議，並配合「公共政策分析研究法」以產出「政

策主張」。比較分析主要用於「政策評估」階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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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研究流程 

  在上述研究方法之配套使用下，本研究「改革開放時期中共航港體制改革之

研究」的研究流程圖，如圖 1-6 所示。 

註 25：E.S.Quade(1975), Analysis for Public Decisions,p.4 

註 26：楊開煌（1988），「中共文件詮釋方法之研究」，東亞季刊，第 19 卷，第 4期，頁 8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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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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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相關研究文獻回顧 

1.4.1  我國對中共航港體制及其體制改革相關研究之時期區劃 

我國對中國大陸整體交通運輸部門及其水路運輸部門之中的「航港體制」、「航

港體制改革」有關課題之研究，與 1949 年以後的兩岸關係不同發展階段之變化有

關。 

 

所謂兩岸關係之不同發展階段，可以我國在 1986 年所宣示的「解嚴」與隨後

而來的 1987 年底開放對「大陸探親政策」此二大事件為分段點。分段點之前的兩

岸關係可化約為「兩岸對峙時期」，而分段點之後的兩岸關係則可謂之「兩岸交流

時期」。 

 

就本研究之文獻資料收集所得以觀，在分段點之前的「兩岸對峙時期」（1949

年－1987 年）之中，比較有系統地對中國大陸交通運輸部門從事具有官方性質之

定期觀察、分析、研判工作，大致上開始於 1966 年。以下對「兩岸對峙時期」之

相關研究文獻回顧，即以 1966 年至 1987 年為期。 

 

而在分段點之後的「兩岸交流時期」（1988 年－迄今）之中，由於 1990 年代

初期的兩岸「三通」熱潮初步興起，尤其是「三通」之中的海運直接通航課題，

基於政策上知已知彼的需求，具有官方性質的對中共水路運輸部門、航港體制、

航港體制改革等課題的學術研究計劃乃逐漸增加。以下對「兩岸交流時期」之相

關研究文獻回顧，即以 1990 年代初期做為觀察期間。 

 

1.4.2  兩岸對峙時期的相關研究文獻回顧 

「兩岸對峙時期」的國際政治經濟大環境，主要受到美蘇兩強對抗的「冷戰

時代」格局影響。在冷戰氛圍的影響下，此階段的我國「中國大陸研究」，一般地

被定位於「匪情研究」。幾個比較著名的期刊，例如：匪情月報、匪情研究、共黨

問題研究等（註 27），皆具有官方性質。 

 

屬於整體「中國大陸研究」其中一部份的中國大陸交通運輸部門研究，則被 

註 27：（１）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匪情月報。該中心又簡稱「政大國關中心」，其前

身為「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２）國防部情報局，匪情研究。 

（３）共黨問題研究中心，共黨問題研究。該中心為法務部（前身為司法行政部）調查局下

屬之研究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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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於「大陸匪區交通研究」。比較著名的期刊則以大陸匪區交通研究專輯為主（註

28），也同樣具有官方性質。針對「大陸匪區交通研究」，我國之國防部與交通部

共同成立了一個任務編組單位「國防部／交通部大陸匪區交通研究組」，由 1965

年起專門負責執行其相關研究工作。 

 

1.4.2.1  有關中共整體交通運輸部門之相關研究文獻回顧 

1.4.2.1.1  具有官方性質的相關研究文獻 

  本時期內以「國防部／交通部大陸匪區交通研究組」所主編的大陸匪區交通

研究專輯為代表。其研究範圍包括了交通運輸部門內的水路、航空、鐵路、公路

等主要的次部門。在出版方式上則以年刊的方式呈現，自 1966 年起至 1988 年止，

共計出版了 23 輯。 

 

  其主要特色為對交通運輸部門內的各次部門重大事件做及時性的分析與研

判。但是由於受到冷戰氛圍的影響，其分析之結論通常有否定對手成果、擴大對

手缺失的傾向。 

 

1.4.2.1.2  民間學界的相關研究文獻 

  本時期內可以我國航運管理學界第一代大師王洸（1971）的專書（註 29）為

代表。該書對中共整體交通運輸部門自 1949 年建政以來的政府機構之組織架構及

沿革變遷做了大量整理工作，對後繼研究者甚有助益。當然依作者之立場，該書

中之「中國」係指中華民國，其中有關 1949 年後之中國大陸則視為「匪區」或「淪

陷區」。 

 

1.4.2.2  有關中共航港體制及航港部門之相關研究文獻回顧 

1.4.2.2.1  有關整體航港體制之相關研究文獻 

  有關此方面的研究可以王洸（1958）年的專書（註 30）為代表。該書對於中

共建政初期的 1950 年代，包括「一五計劃」（1953 年－1957 年）期間的中共航港

體制做了有系統的整理工作。在中共建政初期的 1950 年代，是其航港體制（政府

機構之組織架構及其所屬國有航港企業之隸屬關係）變動最頻繁的一個時期。 

 

1.4.2.2.2  有關水運產業體系（遠洋運輸產業）之相關研究文獻 

─────────────────────────────────── 

註 28：國防部／交通部大陸匪區交通研究組（1966-1988），大陸匪區交通研究專輯，（第 1輯至第

23 輯）。 

註 29：王洸（1971），中國交通概論。 

註 30：王洸（1958），航港新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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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此方面之研究，也較具有官方性質。以研究中共經濟問題聞名的「中華

經濟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大陸經濟研究所）做了基礎性的研究。可以黃金樹（1983）

的專題研究報告（註 31）為代表。中共的遠洋運輸船隊之發展，在「改革開放路

線」實施前，以 1970 年代十年當中發展較快。1950 年代中共尚未建立其遠洋運輸

船隊；1960 年代初，始開始籌備。該書認為此與 1970 年代初，美國採取「聯中（中

共）制蘇」戰略，以及中共進入聯合國之後，其與西方國家之對外貿易大幅增長

所導致的運輸需求增加有關。 

 

1.4.2.2.3  與港口管理體制有關的「港城關係」之相關研究文獻 

  中共的港口管理體制（尤其是海港）在「改革開放路線」下最大的趨勢是如

何實施港口的「地方化」，即港口下放。港口地方化的主因之一即為調動港口所在

城市之市政府的積極性，發揮「以港興市」的作用。 

 

  有關此方面之研究，可以劉亞武（1987）的未出版碩士論文為代表（註 32）。

該書對於中國大陸第一大港上海港與上海市之港城關係發展，做了深入的探討。 

 

  中共的整體「體制改革」係以「經濟體制改革」為主角，由 1979 年開始實施，

首先由「農村體制改革」為試點；至 1984 年底才開始進入到「城市體制改革」。

而中共航港體制改革中之港口地方化的推動，也大致上於本階段內（即 1980 年代

中期起）展開。 

 

  當然 1980 年代中期起推動的仍屬於「雙重領導，地方為主」的港口管理體制。

其中，「雙重領導」係指由中央政府（中共國務院的交通部）與地方政府（上海市

人民政府）共管。而「地方為主」係指上海港實際上隸屬於上海市，可算是某種

程度上的「市港合一」體制。港口隸屬關係的改變，對於臨港城市的經貿發展展

起了正面的作用。 

 

1.4.3  兩岸交流時期的相關研究文獻回顧 

  自 1987 年底兩岸關係上進入「兩岸交流時期」後，由於 1990 年代初期的兩

岸「三通」、「海運直接通航」呼聲大起，我國政府基於政策上知己知彼的需求，

政府交通有關部門及大陸事務部門委託航運管理學界的相關計劃乃逐漸增加。本

時期內的相關研究，已由前一時期的「匪情研究」轉向為學術性的政策研究。 

註 31：黃金樹（1983），中共遠洋運輸業之研究。 

註 32：劉亞武（1987），現階段中共的港埠與臨港都市－上海市之研究（1978-1986），中國文化

大學大陸問題研究所未出版碩士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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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1  有關中共整體交通運輸部門之相關研究文獻回顧 

1.4.3.1.1  有關鐵公路運輸子部門與海港子部門關係之相關研究文獻 

  有關此方面的專書可以朱言明（1993）為代表（註 33）。朱言明一書指出自 1980

年代初期之後的中國大陸鐵公路的線路建設與加強與出海港口取得聯繫有關。此種

規劃方向與孫中山先生在實業計劃中所揭示的「××大港」（東方大港、南方大港、

北方大港）要與「××鐵路系統」相串聯的理念非常接近。發展至 1990 年代初期的

中國大陸沿海港口，由於與內聯運輸系統的鐵路、公路串聯，大幅度地增加了其「港

口內陸空間可及性」，亦即港口（海港）與其內陸經濟腹地的物流系統將更為便利。 

 

1.4.3.1.2  有關交通運輸部門的政府機構組織架構沿革之相關研究文獻 

  國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政大國關中心）（1992）的一系列基本資料

彙整可為代表（註 34）。其中包括自 1988 年 4 月中共「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

通過《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後的交通部（主管水運、公路運輸）、鐵道部（主管

鐵路運輸）、民航總局（主管民航空運）等政府機構改革之概況。 

 

1.4.3.2  有關中共整體航港體制之相關研究文獻回顧 

自 1980 年代晚期起，我國對於有關中共整體航港體制之相關研究文獻可以下

列文獻為代表。包括（1）馬天澤（1988）（註 35），（2）徐潮（1989）（註 36），（3）

倪安順（1995）（註 37），（4）陳光華（1994、1996、2000）（註 38）等。 

 

其中馬天澤（1988）與陳光華（1994、1996、2000）為交通部、行政院大陸委

員會委託專題研究計劃之期終報告，後者並出版為專書，並做了二次修訂版。徐潮

（1989）與倪安順（1995）則為期刊論文。 

 

馬天澤（1988）以研究中華民國在台灣地區的航港體制改革為主，但內容亦包括對

1980 年代初期、中期的中共航港體制之分析。陳光華（1994、1996、2000）研究

之領域包括中共航港體制及其航港產業，重點在於整理歸納其在不同時期的沿革變

遷。 
註 33：朱言明（1993），今日大陸的鐵公路交通與運輸。 

註 34：政大國關中心（1992），「中共政權機構誌－ 交通部」，中國大陸研究，第 35 卷，第 8期。 

註 35：馬天澤（1988），註 1前揭書。（交通部委託，本人為該研究團隊成員） 

註 36：徐潮（1989），「中共航運政策、管理與發展」，海運月刊，1989 年 8 月號，頁 10~13。 

註 37：倪安順（1995），「台灣海峽兩岸航政管理體制問題與對策之研究」，船舶與海運，第 671 期，

頁 1~7。 

註 38：陳光華（1994、1996、2000），大陸海空運輸產業概況，第 1、2、3版。（行政院大陸委員

會委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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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楊崇正（1993）之研究顯示（註 39），中華民國在台灣地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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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在交通部之下的航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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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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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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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兩岸在航港體制改革方面，之所以會呈現出不同的政策走向，主要是因為雙

方在政策問題及政策環境上有相當大的差異存在之故。 

 

1.4.3.3  有關中共航政管理體制中之海上（水上）安全監督體制之相關研究文獻

回顧 

有關此方面之研究可以馬天澤、胡念祖（1994）為代表（註 40）。該書主要從

兩岸進入交流時期後，在間接通航的關係上所產生的各種海上交通安全問題（包括

航行安全及邊防安全）出發，進而對於兩岸航政管理體制在此領域中的異同做一比

較分析；並對我國如何儘速補強海上（水上）安全監督體制做出建議。 

 

1.4.3.4  有關中共水運產業體系及市場、經營環境之相關研究文獻回顧 

有關此方面之研究可以（1）陳明和（1995）（註 41），（2）楊崇正、傅永久（1999）

（註 42）等為代表。在中共航港體制改革之進程中，在未走到完全的「政企分開」

之前，中國大陸的水運產業內的各海運、河運企業，在屬性上皆為國有且國營之

企業；而在中共「改革開放路線」下，係採「漸進主義」（Gradualism）操作模式， 
 

註 39：楊崇正（1993），註 5前揭書。 

註 40：馬天澤、胡念祖（1994），兩岸交流與海上安全之研究。（行政院大陸委員會委託，本人為

該研究團隊成員） 

註 41：陳明和（1995），「公共運送人於中國大陸營運之探討」，海空運實務論集，頁 189~221。 

註 42：楊崇正、傅永久（1999），台灣地區與大陸地區海運業務行銷策略之比較。（交通部委託，

本人為該計劃之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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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計劃經濟」板塊之外，另造「市場經濟」板塊，且使其二者並存。因此具有

「國企」身份的水運產業內之各海運、河運企業，即使到了 1990 年代中期，仍為

中共航港體制內之一部份，各有其「條條塊塊」上的隸屬關係。 

 

1.4.3.5  有關中共港口管理體制及港口建設、發展之相關研究文獻回顧 

自 1990 年代初起，我國政府有關部門及學界對於「改革開放路線」下逐漸在

東亞地區內崛起的中國大陸港口之硬體建設與業績成長，及中共港口管理體制之

改革動態等，開始有了較多的關注與警惕。 

 

有關此方面之研究可以下列文獻為代表。包括（1）陳國礦（1991）（註 43），

（2）郭石盾（1992）（註 44），（3）馬天澤（1992）（註 45），（4）馬天澤（1993）

（註 46），（5）馬天澤、陳光華（1994）（註 47），（6）李名貴、茅伯科（1994）（註

48），（7）林光（1995）（註 49）等。 

 

在 1990 年代初期，中共港口管理體制改革大致上已完成了「港口下放」，實

施「雙重領導，以地方為主」，使港城關係更為密切，各市政府為求對外招商引資，

莫不加大力度投資其港口硬體建設。幅員廣大的中國大陸，由表面上來看是由中

央將港口下放給地方（地市級）。由於中共又實施了「市管縣體制」，無論直轄市、

副省級市、計劃單列市、地級市等，每一市均管轄其週邊區域內之數縣至十幾個

縣。對每一個「市」而言其實等於一個「塊」的概念，市的面積小則數千平方公

里，大則上萬平方公里。此種情形下之「港口地方化」，對各市所轄之港口而言，

仍有可達到規模經濟效果的內陸經濟腹地。 

 

同時期之台灣，為何要研究「四大商港宜否收歸中央」（交通部）？就台灣地

區各市（直轄市及省轄市）、縣之面積（與港口之經濟腹地大小有關）來看，一般

不過數百平四公里，而大者不過二、三千平方公里而已，相形之下，只能算是一

個「點」的概念。四大國際商港收歸中央，理應為正確的選擇。 

 

註 43：陳國礦（1991），「大陸港埠現況及整建計劃」，中華港埠，第 20 卷，第 1期，頁 40~51。 

註 44：郭石盾（1992），「華南珠江三角洲港埠發展潛力評估」，高雄港，第 6 卷，第 8 期，頁 4~8。 

註 45：馬天澤（1992），「大陸港口開發策略與政策趨向」，海運月刊，1992 年 9 月號、10 月號。 

註 46：馬天澤（1993），我國國際商港宜否收歸中央之研究。（交通部委託） 

註 47：馬天澤、陳光華（1994），中共港口發展策略對台港影響之研究。（交通部委託） 

註 48：李名貴、茅伯科（1994），「適應海峽兩岸船舶直航需要的大陸港埠設施」，第二屆海峽兩岸

海上航運學術研討會論文集。（作者為大陸來台出席之「中國港口協會」代表） 

註 49：林光（1995），大陸港口建設發展對我航業港埠影響之研究。（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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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中國大陸及西方學界對中共航港體制及其體制改革有關研究

文獻回顧 

 

1.4.4.1  中國大陸學界有關研究文獻回顧 

  在本研究資料蒐集之過程中，吾人發現直接與「中共航港體制改革」等關鍵

字有關的文獻(包括專書及期刊論文)非常有限。中國大陸學界本身對本課題之研

究成果，係零星分佈於下列幾類文獻之中。 

 

1.4.4.1.1  有關中共整體交通運輸部門的發展、沿革、概況之文獻 

  本類文獻主要以中共官方出版之「年鑑」為表現方式。以 1980 年代中期之後

各年度的中國交通年鑑為代表(註 50)。其編輯單位在 1980 年代中期之後為中共國

務院之「國家計劃委員會」;在 1990 年代初期之後，則改由「中國交通運輸協會」

主編。該協會係由交通部(主管水運、公路)、鐵道部、民航總局、中共中央軍委

總後勤部運輸部(主管軍事運輸)、中國石油化學工業總公司管道局(主管管道運輸)

等系統之機關及企業所組成。並以「中國交通年鑑社」為出版單位。但對於 1980

年代前半期，及更早的「改革開放」之前的 1950、1960、1970 年代則未出版。因

此對於 1980 年代中期之前的發展、沿革、概況等資料，須由 1986 年之後的各期

年鑑中去回溯、比對。 
 

  專書方面，例如:中國公路水運事業編輯組(1985)(註 51)，黃世玲(1988)(註

52)，余佑權、徐大振(1997)(註 53)等可茲代表。 

 

1.4.4.1.2  有關中共交通運輸部門與國民經濟發展「比例關係」之文獻 

  本類文獻主要亦以「年鑑」為表現方式。以 1980 年代中期之後各年度的中國

統計年鑑為代表(註 54)。由國務院國家統計局主編，「中國統計出版社」出版。 

 

1.4.4.1.3  有關探討中共運輸經濟(水運經濟)供需關係之文獻 

  本類文獻以下列數本專書頗具有代表性，例如:蔡慶麟、劉艷琴、王玉興 
 
註 50：(1)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計劃委員會，中國交通年鑑，1986 年~1993 年各期。 

       (2)中國交通運輸協會，中國交通年鑑，1994 年~1999 年各期。 

註 51：中國公路水運事業編輯組(1985)，中國公路水運事業。 

註 52：黃世玲(1988)，交通運輸學。 

註 53：余佑權(1997)，水運概論。 

註 54：國務院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年鑑，1985 年~1999 年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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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註 55)，王明志(1996)(註 56)，熊明鈞(1993)(註 57)，蔡慶麟、胡玉奎、 

李榮萱(1991)(註 58)等。在期刊論文方面，則以汪傳旭(1998)(註 59)為代表。 

 

1.4.4.1.4  有關探討中共整體交通運輸部門在「改革開放」前後既存問題之文獻 

  本類文獻可以桑恒康(1991)(註 60)為代表。該書分析了中共交通運輸部門與

其國民經濟發展上的「比例關係」失調，長期忽視(指在「改革開放」前三十年)

交通運輸部門的投資、建設，以致於與國民經濟發展不相配套，形成供需「緊張」。

同時也分析了交通運輸部門內部各子部門在發展上之「比例關係」失調，「改革開

放」前長期偏重依賴鐵路運輸，使水運部門(海運、河運)閒置而未充分利用等。 

 

1.4.4.1.5  有關探討中共整體交通運輸佈局與產業佈局關係之文獻 

  本類文獻可以王德榮(1986)(註 61)為代表，該書之分析結果，認為只要改善

產業布局(重工業、煤礦、鐵礦)使之合理化，即可減少不必要的運輸需求，從而

使運輸供需「緊張」得以舒緩。張致良(1996)(註 62)則由運輸經濟地理之角度，

探討運輸佈局與產業佈局之關係。 

 

1.4.4.1.6  有關探討中共整體交通運輸行政管理體制及水運行政管理體制之文

獻 

  本類文獻可以黃先耀(1997)(註 63)，張忠曄(1997)(註 64)，中華人民共和國

交通部(1997)(註 65)，交通部教育司(1997)(註 66)等為代表。此處之「交通」係

以公路運輸、水路運輸為範圍。以上各文獻係以交通行政管理之角度切入，間或

涉及對水運部門之航港體制及航港體制改革之討論;而主要以討論與航港子部門

有關之「政府機構改革」為主。 

註 55：蔡慶麟（1998），運輸經濟與管理決策。 

註 56：王明志(1996)，運輸供給與運輸需求平衡論。 

註 57：熊明鈞(1993)，水運經濟與水運分析。 

註 58：蔡慶麟(1991)，水運運輸系統分析。 

註 59：汪傳旭(1998)，「交通運輸與經濟協調發展分析模型及其應用」，上海海運學院學報，第 19

卷第 4期。 

註 60：桑恒康(1991)，中國的交通運輸問題。 

註 61：王德榮(1986)，中國運輸布局。 

註 62：張致良(1996)，中國運輸經濟地理。 

註 63：黃先耀(1997)，交通行政管理。 

註 64：張忠曄(1997)，交通行政執法基本法律知識教程。 

註 65：中華人民共和國交通部(1997)，交通行政執法崗位規範-水運部份。 

註 66：交通部教育司(1997)，航道行政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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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期刊論文方面，以朱有亮(1995)(註 67)可為代表，該文討論了自「改革開

放」以來中共交通部歷經 1982 年、1989 年、1994 年三次配合國務院的「政府機

構改革」之後，下一步在水運部門深化航港體制改革之走向，包括了對上一階段

政策執行的評估、本階段的政策問題認定分析及政策規劃等環節。 

 

1.4.4.1.7  有關探討中共水運部門發展、沿革之文獻 

  本類文獻可以當代中國叢書編輯委員會(1989)(註 68)一書為代表。其分析了

「改革開放」前三十年及 1980 年代初期、中期的中共水運部門(海運、河運)，以

水運企業體系之內部關係為重點。 

 

1.4.4.1.8  有關探討中共航運(海運)政策及航運(海運)企業體制改革之文獻 

  本類文獻可以孫光圻(1998)(註 69)為代表。該書討論了海運企業的「政企關

係」，其中包括了行政隸屬關係、業務指導關係、產權紐帶關係之討論。其重點在

於國有海運企業體制改革之問題，是整體中共「國企改革」的一部份。當然國有

海運企業體制改革也是航港體制改革中「航務」的一部份。 

 

1.4.4.1.9  有關探討中共港口部門發展、沿革及港口體制改革之文獻 

  本類文獻可以交通部運輸管理司(1990)(註 70)，胡家明(1986)(註 71)，胡家

明(1991)(註 72)，高鎮都(1990)(註 73)，傅國民(1998)(註 74)，閻慶彬、李志高

(1993)(註 75)等為代表。在個別港口方面，如以中國大陸第一大港之上海港為例，

張燕(1991)(註 76)可為代表。在港口體制改革之政策分析方面，鄒俊善(1997)(註

77)一書分析了其問題，也提出了改善策略。 

 

1.4.4.2  西方學界有關研究文獻回顧 

    在本研究資料蒐集之過程中，吾人發現直接與中共的Shipping and Ports Sectors 
註 67：朱有亮(1995)，「交通水運管理體制改革」，中國交通年鑑(1995)。 

註 68：當代中國叢書編輯委員會(1989)，當代中國的水運事業。 

註 69：孫光圻(1998)，國際海運政策。 

註 70：交通部運輸管理司(1990)，中國主要外貿港口。 

註 71：胡家明(1986)，中國港口建設 1981~1985。 

註 72：胡家明(1991)，中國港口建設 1986~1990。 

註 73：高鎮都(1990)，中國主要開放港口。 

註 74：傅國民(1998)，中國近代港口圖錄。 

註 75：閻慶彬(1993)，中國港口大全。 

註 76：張燕(1991)，上海港口大全。 

註 77：鄒俊善(1997)，現代港口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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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me Reform 等關鍵字有關之英文文獻(包括專書及期刊論文)非常有限。西方學

界或國際上以英文出版的與本課題有關之研究成果，亦係零星分佈於下列幾類文

獻中。 
 
1.4.4.2.1  有關中共整體交通運輸部門的發展、沿革、概況之文獻 
    中共的交通運輸部門(包括水運部門在內)自其建政以來即有「半軍事性」之特

質。在「改革開放」之前的毛澤東主政時期，對西方學界而言，尤帶有若干神秘

色彩。因此，比較有參考價值之文獻，大部份為 1980 年代初期之後的出版品。 
 

本類文獻可以 World Bank (1985a) (註 78)、World Bank(1991) (註 79)主編之中

共運輸部門專書為代表。位於美國華盛頓 D.C.的 World Bank(世界銀行)在此基礎資

料建構上，做了頗多努力。 
 
1.4.4.2.2  有關交通運輸部門與國民經濟發展互動關係之文獻 
    本類文獻可以 H.P. White and M.L. Senior (1985)(註 80)及 R.L.Thomas (1989) 
(註 81)之專書為代表；二者均強調要有充分的交通運輸部門之投入，始能成為國民

經濟發展之基礎條件。在期刊論文方面，則以 B. Johnasson (1993) (註 82)為代表，

該文也強調交通運輸作為「基礎建設」，有助於擴大運輸空間可及性及帶動經濟成

長。 
 
1.4.4.2.3  有關探討中共整體交通運輸佈局與產業佈局關係之文獻 
    本類文獻可以 D.S.G. Goodman (1990) (註 83)及 G.J.R. Linge and D.K. Forbes 
(1990) (註 84)之專書為代表。二者大致由運輸經濟、運輸地理之觀點，探討中共整

體交通運輸佈局與產業佈局之配套關係。 
 
1.4.4.2.4  有關探討亞太地區（含中國大陸）水運部門成長趨勢之文獻 
  本類文獻可以 Drewry Shipping Consultants (1993) (註 85)及 V.A. Basco (1993)   
註 78：World Bank (1985a), Transport in China.  

註 79：World Bank (1991), China-The Transport Sector.  

註 80：H.P. White & M.L. Senior (1985), Transport Geography. 

註 81：R.L. Thomas (1989), Transport and Development in the South East Asian Economies: An Over 

view. 

註 82：B. Johnasson (1993), “Infrastructure, Accessibility and Economic”,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port Economics, Vol.20, No.2. 

註 83：D.S.G. Goodman (1990),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註 84：G.J.R. Linge and D.K. Forbes (1990), China’s Spatial Economy. 

註 85：Drewry Shipping Consultants (1993), Pacific Rim Trade & Shi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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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86)之專書為代表。二者均分析了包括中國大陸在內的亞太地區海運部門的1990
年代初期以來的快速成長趨勢與主要因素。專門探討「改革開放」實施初期的中

共海運部門成長及航港體制組織架構之專書，可以 G. Lauriat (1983) (註 87)一書為

代表。該書對於「改革開放」實施初期的中共交通部及其所屬航運企業、直屬港

口的組織架構圖表做了初步的建構工作。 
 
1.4.4.2.5  有關中共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與「對外開放」政策之文獻 
    本類文獻可以 World Bank (1983) (註 88), World Bank (1985b) (註 89), World 
Bank (1993) (註 90)等專書為代表。在「改革開放」路線下之「對外開放」政策方

面，可以 R. Kleinberg (1990) (註 91)之專書為代表。 
 
1.4.4.2.6  有關探討中共航港體制改革的「政府職能轉變」之文獻 
    本類文獻可以 T. Fokema (1994) (註 92)之期刊論文為代表。該文探討了有關在

「後計劃經濟時期」(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政府機構改革」之中的「政

府職能轉變」問題。 
 
1.4.4.2.7  有關探討中共港口部門之發展與既存問題之文獻 
1.4.4.2.7.1   有關整體港口部門之發展與既存問題之文獻 
    本類文獻在專書方面，可以 B. Nagorski (1972) (註 93)，P. Li (1992) (註 94)，
C.W. Lee (1994) (註 95)，島居幸雄(1986) (註 96)等為代表。在期刊論文方面，可以

R. Stone (1994) (註 97)為代表。 
 
1.4.4.2.7.2  有關港口擁擠(壓船、壓港、壓貨)問題之文獻 
註 86：V.A. Basco (1993), Factors Accelerating the Growth of Shipping in the Asian Region. 

註 87：G. Lauriat (1983), China Shipping-The Great Leap Forward. 

註 88：World Bank (1983), China Socialist Economic Development.  

註 89：World Bank (1985b), China Long-Term Development Issues and Options.  

註 90：World Bank (1993), Sustaining Rapid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註 91：R. Kleinberg (1990), China’s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註 92：T. Fokema  (1994), “The Changing Role of Governments :End of Planning Hist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port Economics, Vol.21, No.2. 

註 93：B. Nagorski (1972), Port Problem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註 94：P. Li (1992), Recent Chinese Port Development and Problems.  

註 95：C.W. Lee (1994), The Problems of Ports and Inland Transport in China. 

註 96：島居幸雄（1986），中國的港灣與物流。(日文版) 

註 97：R. Stone (1994), “Tracking the Dragon”, Port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June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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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類文獻可以 S. Wickham (1980) (註 98)之期刊論文為代表。 
 
1.4.4.2.7.3  有關中小型港口貨櫃運輸發展初期問題之文獻 

本類文獻可以 ICHCA (1995) (註 99)之專書為代表。 
 
1.4.4.2.7.4  有關吸引外資投入港口部門建設之文獻 

本類文獻可以 J.F. Brooks (1994) (註 100)之專書為代表，該書由「亞洲開發銀

行」(Asina Development Bank)出版，亞洲開發銀行在對中國大陸港口建設之信貸

上，扮演了積極而重要的角色。 
 

1.4.4.2.7.5  有關中共港口體制改革是否走向民營化、私有化之文獻 
本類文獻可以 UNCTAD(聯合國貿易暨開發會議)(1998)(註 101)之專書為代

表。該書指出 1990 年代以來很多開發中國家的港口企業經營走向民營化或私有化

的取向，尤其是在港口的貨櫃船碼頭部份。 
 
    在期刊論文方面，可以 C.M. Feng (2000) (註 102)為代表。Feng 文指出中共港

口體制改革中的港口企業經營體制改革之走向為「自由化」，即「市場化」，而非

為西方觀念下的「民營化」或「私有化」。而在「允許多種經濟成份共同發展」之

前提下，港口內一部份的作業區開放成「中外合資」經營，似可視為某種程度上

的「民營化」。 
 

1.4.5  有關公共政策分析研究方法之文獻回顧 

 
1.4.5.1  西方有關文獻 

本研究用以貫穿全局之主要研究方法為「公共政策分析」，其中主要之「分析

模式」(analytical models)係採用 C.O. Jones 的「過程論模式」(Process model)。「公

共政策分析」源於 1960 年代中期之後的美國。本類文獻可以下列專書為代表，包 
註 98：S. Wickham (1980), “Port Congestion or Port Dysfuntions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port 

Economics, Vol.12, No.1. 

註 99：ICHCA(International Cargo Handling Coordination Association)(1985), Handling Containers in 

Small Ports & Underdeveloped Situations. 

註 100：J. F. Brooks (1994), The Context of Foreign Capital Investment in the Port Sector. 

註 101：UNCTAD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1998), Review of Maritime 

Transport 1998.  

註 102：C.M. Feng (2000), “Perspectives on Liberalization of Chinese Maritime Transportation Market”, 

2000 Conference on Creating a Regional Transportation System in Northeast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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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J.E. Anderson (1975) (註 103), T.R. Dye (1975) (註 104), A.C. Isaak (1969) (註 105), 
C.O. Jones (1977) (註 106), C.E. Lindblom (1968) (註 107), E.S. Quade (1975) (註 108)
等，皆為經典之著作。 
 
1.4.5.2   我國有關文獻 

台灣在 1980 年代初期開始引進「公共政策分析」於政治學、公共行政學之學

術界。主要以林水波、張世賢(1982)(註 109)為最早期之代表。 
 
在期刊論文方面，可以詹中原(2000)(註 110)一文為代表。詹文所指出的「政

府作為」(如:政府管制)、「政府不作為」(如:市場機能)，恰可用以解釋中共航港體

制改革中的「政府機構改革」，及「政府機構改革」後的「政府職能轉換」如何配

合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1.4.5.3   中國大陸有關文獻 
中國大陸引進「公共政策分析」晚於台灣幾年，大約於 1980 年代晚期始見。

特色之一為，對前述西方(主要是美國)幾位大師的經典著作均有中文譯本。例如:J.E. 
Anderson 之唐亮(譯)(1990)(註 111)，C.E. Lindblom之華夏出版社(譯)(1988)(註 112)。 

 
    中國大陸公共政策學界之本土化文獻可以下列專書為代表，包括:林德金、陳

洪、劉珠江(1989)(註 113)，鄭新立(1991)(註 114)，張金馬(1992)(註 115)，王福生

(1991)(註 116)，桑玉成(1991)(註 117)，高長舒、張立榮(1989)(註 118)，孫光 
註 103：J.E. Anderson (1975), Public Policy Making. 

註 104：T.R. Dye (1975), Understanding Public Policy. 

註 105：A.C. Isaak (1969), Scope and Methods of Political Science. 

註 106：C.O. Jones (1977),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Public Policy. 

註 107：C.E. Lindblom (1968), The Policy-Marking Process. 

註 108：E.S. Quade (1975), Analysis for Public Decision. 

註 109：林水波、張世賢(1982)，公共政策。 

註 110：詹中原(2002)，「市場機能與政府管制-公共政策研究途徑之再檢視」，國政評論，(憲政研

091-054 號)。 

註 111：(美)詹姆斯.E.安德森(著)，公共決策，唐亮(譯)(1990)。 

註 112：(美)查爾斯.林德布洛姆(著)，政策制訂過程，華夏出版社(譯)(1988)， 

註 113：林德金、陳洪、劉珠江(1989)，政策研究方法論。 

註 114：鄭新立(1991)，現代政策研究全書。  

註 115：張金馬(1992)，政策科學導論。 

註 116：王福生(1991)，政策學研究。 

註 117：桑玉成(1991)，公共政策學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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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註 119)，黃淨(1989)(註 120)，舒揚(1989)(註 121)，孫效良(1989)(註 122)等
比較知名的十冊專書。 
 
    海峽兩岸在「公共政策分析」方面，可謂系出同門。因此本研究仍以美國幾位

大師早期的經典著作為依據，從而建構出本研究之分析模式。 
 

1.4.6  解釋工具、理論工具有關文獻之配套 

 
    本節前述之第「1.4.1 至 1.4.4」各小節所參考之文獻，係用以充實本研究之實

體部份(中共航港體制及其體制改革)。本節前述之第「1.4.5」小節所參考之文獻，

係用以建構本研究之骨架部份(本研究論文第 1 章至第 11 章之章節架構及研究流

程)。 
 
    此處所謂的「解釋工具」、「理論工具」有關文獻，則係用在說明第 3 章至第 9
章有關章節中，涉及中共航港體制及其體制改革議題的分析架構。 
 
    如圖 1-1 所示之本研究的分析架構，有四個相對的關係。在水平的第一個關係

上，涉及「政府機構改革」有關文獻之參考。在水平的第二個關係上，涉及「國企

改革」有關文獻之參考。在垂直的第一個關係上，涉及「中央/地方關係」有關文

獻之參考；其中包括「地方主義」、「地方政府角色」、「諸候經濟」、「條條塊塊關係」

等解釋性之文獻。在垂直的第二個關係上，涉及「政企分開」有關文獻之參考。 
 
    有關這些作為「解釋工具」、「理論工具」之文獻，出現於中文(台灣、大陸、

香港)期刊、英文期刊之論文均不少。但是尚未發現專門、直接用以探討中共航港

體制改革此一議題者。正如本章在「研究動機」中所說明的，一般學界係以整個「中

共」做為一個研究對象，分別由「政府機構改革」、「國企改革」、「中央/地方關係」、

「政企分開」之面向，著手切入探討。而本研究則相對的比較徵觀，只探討水運部

門之中的航港部門的體制改革議題，但是輔以上述四個面向，做為解釋工具。因此

在本節中就不贅述，也不一一列舉。在後續有關章節中，若有實際參考引用時，再

行加以註解。 
 

註 118：高長舒、張立榮(1989)，社會主義政策學。 

註 119：孫光(1988)，政策科學。 

註 120：黃淨(1989)，政策學基本原理與我國政策。 

註 121：舒揚(1989)，政策學概論。 

註 122：孫效良(1989)，政策研究學概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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