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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本章旨在說明產生研究的動機背景、提出相關的研究問題，以及透過本研究

的進行能夠達成何種目的；此外，本章亦說明採取的相關研究途徑與方法，指出

從事研究時所可能遇到的限制；最後，為了增進後續說明的便利，針對本研究所

使用的重要名詞先行詳細解釋，並且檢視國內外與本研究相關的文獻，以突顯出

本研究的重要性。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本節首先說明進行本研究所依據的研究動機，並且依照該動機確立本研究的

核心問題，以及進一步闡述所要達成的研究目的。 

 

壹、研究動機 

 

民主政府最重要的核心職能，在於提升人民的經濟與社會福祉，並且通常會

採取各種措施以達成這個目標，例如：透過政策以穩定國內經濟的穩定、增加就

業、改進人民的教育品質、促進創新與企業冒險精神，以及維護一個高品質的醫

療與安全生活環境。根據 Lowi（1979）的看法，從公共政策所表現的政策類型

來看，依照當代政府的功能，可以分別呈現三種不同的政策型態：分配性、管制

性與重分配性，而 Salisbury（1968）在「公共政策分析」（The Analysis of Public 

Policies）一文當中，則是再增加自我管制政策第四種類型。不論是何種分類，

在政府眾多的管理方式中，管制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政策工具，因為它能協助政府

有效展現這些功能，以及其他可預期的政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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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 1980 年代以來，世界各國歷經政府失靈與嚴重的財政赤字問題，許多

國家在相關產業陸續採取許多解除管制政策，例如航空、鐵路與公路運輸、金融

市場、能源電力與電信通訊等，導致各國政府出現大量的國營事業民營化現象，

而這些改革措施在經濟上所展現的成效，也喚起各國政府對市場運作機制的重

視，儼然成為一種新的治理模式（Hahn, 2000）。因此，隨著全球化與科技的快

速發展，許多國家回過頭來開始重視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選擇問題，著手進行一連

串的管制改革（regulatory reform），並且對於傳統的政府管制措施有了重新詮

釋，認為所謂管制改革不只是解除管制而已，更意味著政府必須要有更好的管制

治理能力，也就是必須進行更有效的再管制。 

在這一波管制改革風潮當中，對各國改革內容進行有系統深入的研究，莫過

於經濟貿易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藉由二十多年來對十八個會員國的觀察

與調查，該組織對各國政府所進行的管制改革有以下的界定：管制改革是政府對

企業、公民，以及政府本身所採用的政策工具，這些政策工具是由相關機關所制

訂的法律、行政命令與規則，或是由其他非政府組織與自我管制團體，取得政府

授權的管制性權力所組成。因此，OECD 認為政府的管制改革與治理的範疇，應

該包括三種面向(OECD, 1997a)：  

    第一、經濟管制：直接干預企業與市場的政府決策，例如價格制訂、市場競

爭與市場的開放與保護。此種管制政策主要是利用減少貿易競爭的障礙（例如關

稅）與鼓勵創新，或是經由解除管制與改善管制的治理結構（例如強化國內市場

的功能與監督機制），以提升國內的經濟。 

    第二、社會管制：負責保護國家社會的重要核心價值，例如人民的健康醫療、

社會安全與環境品質（環保），更重要的是，要能持續維護社會的凝聚力。在過

去，社會管制的效力往往被視為是次要的，甚至是非預期的，但是透過具有市場

誘因，以及目標導向的管制途徑，將可以大幅減少政府在相關政策的支出，並且

更具有彈性與效能。 

    第三、行政管制：重點置於如何減化政府機關的文書作業程序，也就是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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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稱的「官樣文章」，以減少管制成本的負擔。 

    由此可知，OECD(1997a)各國所推動的管制改革，其主要的目標是在於：第

一，提升政府管制的品質；第二、重新檢視政府的管制政策與機制；第三、改善

管制政策制訂的程序與管理改革的歷程。因此 OECD 更進一步將解除管制界定

為整個管制改革當中的一種配套措施，主要的目的是在於減少政府部門所扮演的

管制性角色，以及改善國家在經濟上的成果績效。  

綜觀各國在這一波採取管制改革的主要原因，不外乎：第一、改進國家經濟，

具有變革的能力與保有競爭力；第二、提供強有力的誘因，使民間企業更具有效

率、創新精神與競爭力；第三、增加政府管制的透明度，以產生企業創新精神、

市場開放與經濟成長的效果，並且提供高收入、高品質的就業機會；第四、減少

官樣文章，特別是納稅人的文書作業負擔，節省人民寶貴的時間；第五、透過有

效與低成本的管制或是其他政策工具，以實現其他公共政策目標。 

管制改革首要目標在於促進政府與市場的服務、產品、投資與技術的自由流

通，使人民從中獲益，進行更有效的分配資源與提升國民生活品質與所得。因此，

近年來世界各國在經濟與社會管制上開始重視所謂「管制影響分析」（regulatory 

impact analysis, RIA），透過管制資訊的蒐集與公開，以及成本效益分析來判準

管制政策的成敗，另一方面在行政管制方面，則是不斷改善執行管制的正當程

序，以提升政府的管制課責。 

    世界各國在管制改革方面的努力，逐漸邁向國際化，並且從過去政府所採取

的單向的干預主義，走向由政府、市場與公民共同治理的管制治理模式。Pierre

與 Peters（2000）曾指出，治理最令人感興趣的面向之一，在於它在地方、國家

與國際層次上各有不同的表現方式，而且政治制度也在各個層次的治理上，扮演

著不同的角色。他們亦指出國家權力與控制權將會呈現出三種不同的移轉類型：

（1）向上移轉至國際行動者與組織；（2）向下移轉至區域、城市與社區；以及

（3）向外移轉至許多民間的機構。 

目前各國所浮現的管制治理模式，大致上亦符合 Pierre 與 Peters 的觀察，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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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在向上移轉方面，各國在經濟貿易上持續進行所謂解除管制與再管制政策，以

符合一些國際性組織，例如 APEC、EU 與 WTO 所簽訂的相關經濟標準與協定，

以破除各國之間一些不必要的經貿障礙；其次，就向下移轉方面，各國的管制政

策都將權力下放至特定的區域或地方政府，彼此合作與協調；最後，向外移轉方

面，將管制的權力轉移到相關的利益團體與非政府組織手中，大幅減少由政府負

責管制所必須支付的成本，例如英國專業團體所採行的自我管制方式。 

    國際化的管制改革的風潮是不庸置疑的，特別是在破除經濟貿易的障礙，以

及國內相關產業上，所採取的管制措施不外乎採取競爭性政策與市場開放等兩種

途徑，這也是我國長期以來所重視的管制改革面向。另外，在行政管制方面，其

改革的內容與新公共管理途徑所主張的行政革新密切相關，長期受政府與學界的

重視，反而值得注意的是，自從 1960 與 70 年代所興起社會管制運動，中間歷經

二十年的沈寂之後，目前正不斷的蓬勃發展，成為當前管制改革所強調的重要發

展領域（Majone, 1996a）。 

    管制治理（regulatory governance）是一個正在發展的概念，它與各國所推動

的管制政策，以及目前的管制改革運動密切相關。管制治理所強調的不僅是政府

如何推動優良的管制政策與解除不必要的障礙，更重要的是，透過良好的制度設

計與立法過程，搭配適當的策略與工具，以形成一個所謂良善的管制治理模式：

政府將只負責核心的職能，並且把不需要再繼續從事的服務，轉交給民間社會與

市場，充分發揮其效率與效能，並且把原有管制的領域透過更公開透明的管制方

式，達成政府進行管制的目標，以提升人民的經濟與社會福祉。因此，本研究希

望透過分析各國在管制改革上的經驗，將此種治理理念加以呈現，並且對我國政

府在相關的管制領域上，不論是從制度設計與實務運作上都能有所助益。    

     

貳、研究問題與目的 

 



 5

基於上述的說明，本研究的主要問題為：如何建構一個符合民主精神的良善

管制治理模式？當中有何要件？如何在我國落實？為了探究此一問題，在此分別

說明本研究預計探討的問題： 

    過去二十多年來，不論是 OECD 或非 OECD 的會員國，都致力於所謂的「管

制改革」，以確保政府具有高品質的管制治理能力，然而反觀我國的情況，對於

管制改革的觀念多半停留在解除管制階段，並且普遍缺乏解除管制後的專責管制

機關。因此，本研究希望透過歐美經驗的比較分析，試圖釐清下列的問題： 

一、管制改革真正意涵為何？與傳統的政府管制有何不同？ 

二、管制治理的主要興起背景為何？當中有何特色？ 

三、各國政府如何提升管制政策的治理能力？有無共同的制度設計？ 

四、歐美等國所呈現的運作經驗，對於我國有何種啟示？以及學習之處？ 

 

因此本研究希望檢閱相關文獻與比較分析，達成以下的研究目的： 

一、經由文獻分析，說明歐美各國為何要進行管制改革的原因、管制改革的

實質意義，如何透過相關制度的設計，提升本身的治理能力與政策品質。 

二、以歸納分析的方式說明管制治理意義，建構民主取向的良善管制治理所

必須具備的要件。 

三、藉由比較分析，參照英美與歐盟在此方面的運作經驗，針對我國再進行

相關制度設計與實務運作，提出一些省思與建議。 

 

第二節  研究方法、範圍與限制 

   本節將分別說明本研究所採用研究途徑、方法與範圍，以及所受到的研究限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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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途徑 

 

本研究預計採用兩種研究途徑，分別是： 

 

一、質化研究途徑 

質化的研究途徑乃是一種產生描述性資料的研究途徑，此途徑源自於現象

學、符號互動學及人類學，注重人的主觀意識，當事人的觀點，自然情境的脈絡，

以及理解人們解釋其經驗世界的過程，此種途徑必須將經由系統性描述複雜社會

現象所得到的資料，化約到能夠被瞭解而有意義的概念架構中。本研究中將使用

此途徑的文獻分析法，從事各國相關文獻的整理分析，以及呈現我國發展的情況。 

 

二、比較研究途徑  

比較研究途徑指在同一個理論架構或研究架構下。檢視不同的政策計畫、情

況或個案，並進行比較分析、歸納、整合，以得出某種結論的研究途徑。透過比

較研究途徑，對於不同國家、政府、機關而言，就相同或相似的政策方案運作狀

況進行比較分析，其結果可做為處理類似政策問題的參考，故可收「他山之石可

以攻錯」的效果。在本研究中利用此途徑比較英、美與歐盟等國，所進行管制治

理的制度設計，主要鎖定在制度的發展歷程、管制課責與品質的提升、參與和透

明的程度，以及政府如何掌握管制政策的影響等四個面向。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使用的研究方法是利用文獻分析，以進行各國經驗分析與治理模

式的建構，並且說明國內外在管制領域發展上所存在的差異，透過歐美的經驗分

析，提出我國在相關制度上的規劃方向與建議。因此，本研究主要是透過蒐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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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相關的研究資料，以釐清相關的問題，進而達成本研究所預期的研究目的： 

    一、期刊：國內外與本研究主題相關之學術性期刊；  

    二、書籍：國內外有關管制政策與改革之專書、研究報告等； 

    三、政府出版品：包括各國相關的報告書、委託研究計畫報告； 

    四、國際性組織的出版品：例如 OECD 與 EU 等研究報告與白皮書； 

    五、網站資料：包含參閱歐美等相關的管制機關網站，以及國際性組織的網

站所提供的資料。   

     

參、範圍與限制 

 

有關本研究的研究範圍與限制部分，分兩點說明： 

首先、在文獻分析上，主要鎖定於英、美與歐盟等先進國家，在管制改革與

管制治理方面的研究文獻，其主要的理由在於：美國政府所進的管制活動具有悠

久的發展歷史，並且歷經多次改革，英國則是近二十年進行管制改革另一個成功

的實例，最後在歐盟的部分，主要在於其本身的特性，具有超國家、各會員國的

異質性，以及採用協約式的治理基礎，成為定一種獨特的管制型態。因此，本研

究希望透過對英、美與歐盟所分別代表三種治理型態，歸納分析出其中在管制治

理模式上的異同。 

其次、由於各國管制改革所包含的層面甚廣，當中橫跨許多重要的產業與政

策，然而本研究主要的目的在於突顯政府在管制領域治理方式上的轉變，偏重於

制度上的比較分析，因此重要的相關產業管制改革內容，無法逐一詳盡的分析討

論，所以採用穿插說明與引用方式，在本研究的內文加以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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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概念的釐清 

為了便於瞭解本研究的研究焦點，在此將與本研究有關的重要名詞與概念，

分述如下。 

 

壹、管制 

     

管制是一個極為複雜的概念，本質上具濃厚的法規性色彩，由於同時具有限

制與鬆綁的雙重意涵，長期以來，一直是經濟與法律學者所熱衷研究的主題，而

此類學者研究的焦點在於：一、經由管制所產生的經濟效果，例如：矯正市場失

靈、對於企業競爭與市場經濟的影響；二、經由管制立法與設計，以及所產生各

種強化管制行為與順服的效果。然而一般而言，政府經由管制所造成的影響，大

致上可以區分為經濟性與社會性，在此分別從經濟與社會的角度，分別說明管制

在其中所具有的意涵： 

 

一、經濟性觀點 

 

Vietor（1996）認為管制界定了市場的既得利益範圍，進而要求被管制者必

須使用各種策略，在受管制的市場不斷競爭。而政府採取此種管制的目的，在於

提升與維持市場有效的競爭條件，所關心的是市場結構（結構性管制），或是市

場內的行為（管制行為）（Kay& Vickers, 1990）。此外，Salamon（2002）亦認為

管制一詞主要是指利用法規來治理私人活動，經由機關所制訂的法令，政府首長

利用授權的方式，將法規制訂的權力授與管制機關。然而政府所採取的經濟管

制，一般普遍出現在上國營事業，主要因為這些提供基礎建設服務的事業，大部

分所提供的服務品質不佳，希望藉由市場的開放吸引企業提供相同的服務，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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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服務品質與績效。 

因此，從經濟學觀點，政府對市場進行管制的主要原因不外乎：控制自然獨

佔力量、廠商的暴利、減少外溢成本與過度競爭。而政府採取經濟性的管制，當

中常包含三種活動：第一、控制市場進入與退出：透過證照的取得與核發，採取

限制性競爭的方式，以決定企業是否符合提供服務的條件；第二、控制價格：避

免獨佔性事業取得鉅額利益，減少對本身適當的投資，以及促進企業間的競爭、

確保一般性服務的存在，使每個人都能合理取得此種服務；第三、管制企業行為

與產品：約束企業在市場上的表現，或是特別要求產品要達到某種技術性條件。 

政府對於市場採取經濟性管制，並非都能達成預期的成效，必須符合某些條

件，因此 Head 與 McCoy（1991）則是指出，一般而言，企業不喜歡政府對其進

行管制，主要原因在於成本問題，例如：為了應付政府各式各樣的文書作業所必

須支付的成本，以及其他直接負擔的成本，包括證照費用與賦稅等。相反的，只

有政府能夠公平的執行管制法令，創造平等競爭的條件，以及提供穩定與安全的

市場運作環境，企業才會歡迎政府的管制政策。所以在經濟性管制的領域上，政

府的職責在於：第一、利用經濟誘因減少管制成本與反效果：採取利益共享

（earnings sharing）與價格落差管制（price-cap regulation）；二、防止企業出現反

競爭行為；第三、進行管制的資訊管理，第四、成立獨立的管制委員會，以監督

企業在市場的行為。 

因此從經濟的觀點而言，管制是為了保障集體福利而設計與執行，確保開放

競爭與促進市場法則的優點，盡量避免不需要與不切實際的控制（Pongsiri, 

2001），另一方面，政府透過管制來控制私人企業的產品價格與品質，應避免過

度限制企業的行為而損及公共利益。因此經濟性管制的研究重點在於（Ogus, 

2001）：第一種是基於公共利益考量，以矯正市場失靈為研究的重點；第二種則

是私人利益的分析，以維吉尼亞公共選擇學派為代表，著重於政府、政治人物與

企業（利益團體）在管制中所產生的利益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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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性觀點 

 

管制一種控制公私部門運作行為的法規性議題，政府機關透過法律命令的控

制行為，以出現符合社會預期的活動與社會價值的行為（Majone, 1996b；Loughlin 

＆ Scott, 1997）；其次，管制也是一種不斷需要的社會協調與政治干預的模式，

本身即是一種政策工具或是資源控制，主要是利用法律規範達到服務的提供

（Schneider, 2003）。因此，政府管制是一種制度性安排，它型塑出社會利益、國

家與相關經濟行動者（企業、勞工團體、農業組織等）彼此之間的互動關係（Eisner, 

2000)。 

換言之，政府的管制主要藉由限制私人活動以提升公共利益，相較於傳統的

管制概念，也就是所謂的經濟管制，回應市場乏競爭的失靈現象，透過管制以形

成競爭市場，當代的管制則是所謂的社會管制，以保護消費者/公民免於接受非

預期與不歡迎的事物，例如空氣污染、空難與食品添加物等為主要的關注焦點

（Francis, 1993）。因此管制主要的目的首先是在減少風險，例如工人與消費者的

健康、安全；其次，在道德的基礎上，決定公平合理的服務價格與傳遞方式，在

限制與鬆綁任何一種社會活動之中，設立合理的限制與規範；再者，當社會面臨

未曾處理過的重要變革時，政府的管制是在提供穩定或是平衡的力量。 

由上所述可以得知，政府採取具有社會性質的管制活動，主要是在限制那些

會直接影響公共健康、安全、福利等行為，這些行為包括環境污染、不安全的工

作環境、不健康的生活條件等（Salamon, 2002）。據此，政府的社會管制都會包

含這些要素： 

第一、管制法規：用來管理預期出現的行為或結果； 

第二、管制標準：作為判斷順服管制的基準； 

第三、對違反管制法規的各種處罰； 

第四、管制機關：負責強化落實管制法規與處罰的專責政府單位。 

配合以上這些構成社會管制的要素，政府採取社會管制的行政過程，則是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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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四個階段：第一、制訂法規，建立預期的行為結果，第二、發展標準與評估順

服的程度，第三、建立懲處機制，促進管制順服，第四、設計與執行，以監督和

取得管制順服。 

一般而言，政府選擇社會管制的原因主要有二（Salamon, 2002）：第一、為

了克服法律制度的不完整：社會管制本質上是具有政治性的目的；第二、政治與

法律的考量：社會管制的成本大多不是由政府負擔。因此，政府採取社會管制的

挑戰在於，首先、利用經濟性誘因以克服社會管制過於強調限制性的缺陷；其次，

強化管制機關對管制的監督，達到進行管制的本意；再者，減少管制過程中的衝

突，例如：管制法規的制訂，必須讓相關產業參與；第四、儘量採用許可制度，

許可制度常見於環保管制，在特定環境標準下允許廠商能夠繼續營運；第五、保

留強化執行的資源，減少不適當的資源浪費與管制成本上負擔，盡量經由相關產

業負責強化管制效果，或是由民間專業團體執行管制的工作。 

社會性管制具有各種不同的形式，端視其期望達成的強制性或是誘因性的順

服結果而定，另一方面，管制機關與負責檢查的人員，成為日常社會管制的實體，

從中展現出各式各樣的經驗與成果。就社會性管制未來的發展而言，政府應該扮

演促進者的角色，協助管制成果能符合社會大眾的期望，至於強化管制順服的方

式，應朝向設定績效標準，以及透過大眾審慎思辯的方式進行。民間團體對於促

進管制順服日趨重要，尤其是在管制的標準設定上，另一方面，由於進行社會性

管制的成本甚高，實有必要進行成本效益分析，因此讓所有被管制者參與分析，

將有助於減少管制成本、提升管制的效益。 

 

綜合以上的觀點，本研究則是認為：管制是經由政府制訂相關法規，用以規

範相關行動者的行為，並且調和各種利益與價值的衝突。因此在本質上，管制所

呈現是一種「保護」的效果，其目的主要是在保護以下的群體： 

一、透過價格與數量的控制以保護消費者； 

二、保護投資者免於受到詐欺與失靈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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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護工作者免於遇到危險或是不安全的工作環境； 

四、保護市場的企業免於接受不公平、非經濟性的競爭，或是不合法的直接

控制所產生的競爭； 

五、經由直接禁止方式，以保護環境免於受到污染，或是其他型式的環境破

壞。 

 

這樣的管制觀點兼具有經濟與社會的雙重效果，一方面能夠改善市場失靈、

創造競爭市場的經濟功能，另一方面又具有社會資源的再分配、維護社會公平、

保護消費者、安全生產、解決環境污染、生態失衡等問題的社會功能(Lange & 

Regini, 1989）。然而此種管制意涵，主要結合了 1970 年代社會性管制在環保領

域所獲得的成功經驗，以及自 1980 年代以來，傳統經濟性管制所出現的不斷轉

型，強調解除政府對市場的管制，利用市場誘因與市場機制，以達成政府管制目

標（Francis, 1993）。因此，管制的真正意義在於，透過政府立法，善用各種強化

機制，例如、政府、市場與民間團體的力量，能夠有效達成管制目標，以促進各

種利益與價值的調和。 

 

貳、管制改革 

 

廣義而言，管制等同於政府，政府所做的每件事都是管制，管制亦是立法、

治理與社會控制，所有政府的活動皆可包含在「管制」在內，然而批評與主張減

少政府活動的範圍與種類，可以稱為是某種「解除管制」的觀念，然而這樣的概

念盛行了近二十年，其主要爭論焦點在於（Head & McCoy, 1991）： 

第一、政府控制私部門的本質與適當範圍； 

第二、政府機經由管制所達成的目標與管制行為，以及當中所呈現的效率與

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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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自 1980 年代以來，各國開始將一些長期受到政府管制的產業，紛紛減

少對其管制，並且大量的使用「解除管制」一詞來說明各種減少政府管制的現象。

然而解除管制本身其實是一種會令人產生誤解的名詞（Button & Swan, 1989；

Kay& Vickers, 1990；Wilks, 1996），經常誤導人們以為終止獨佔事業，或採取嚴

格審查執照通，就是所謂的「管制改革」。 

所謂管制改革主要是希望讓市場產生競爭，取代過去由政府獨佔現象，但是

另一方面卻是利用良好的管制法規，簡化管制法規的數量，產生更有效再管制，

形成管理市場競爭的新規則。因此所謂的再管制可以區分為兩種：一般性管制法

規，例如：競爭法與契約法，以及特殊產業的管制法規，例如負責執照核發規定

或是決定管制品質的標準，以產生競爭與限制效果（Thatcher, 2002c）。另外，Vogel

（1996）亦指出所謂管制改革，本質上是一種再管制的觀念，人們常錯誤的將解

除管制指稱引進市場競爭，以及減少政府管制，兩者交互使用，其實前者正確用

語應該是經濟自由化，後者才是所謂的解除管制。為了減少不必要的管制，政府

需要將管制結合經濟自由化，重新規劃舊與新制訂的管制方式，也就是需要重新

調整管制的形式。他更指出，先進國家在管制改革上，並不只是朝向解除管制發

展，而是以不同方式將自由化與再管制結合在一起，這些國家已經完成不同程度

的自由化，並且各自採用特殊的管制方式與型態（參見表 1-1）。 

因此管制改革所關心的是如何減少阻礙競爭的限制，創造更具公平競爭的條

件，亦包含原本沒有意圖停止管制的領域，希望經由再管制的方式以產生更具公

平與競爭的體制（Button & Swan, 1989），所以管制改革本身包含兩個面向：第

一、解除管制或是減少管制，第二、改善既存管制之品質，或有必要時去制訂新

的管制措施。 

經由以上的說明本研究認為，管制改革具有以下的特徵： 

第一、管制改革是一種管制-解除管制與再管制的系統性過程：政府從過去

採取單向嚴格的干預式控制，轉變到解除不必要管制，重新規劃舊與新制訂的管

制活動，成為一種再管制的型態。而解除管制可以也稱為鬆綁，將原有的各種管



 14

制法規，以及管制機關限制企業與個人活動之作法，進行檢討修正，並且從法規

面與運作面，採取解除或減少限制的措施，因此解除管制只是管制改革當中的一

種過程與手段，其最終的目標是在達成有效的政府管制。 

第二、管制改革所強調再管制，擴大立法與司法在政府管制的角色。管制改

革除了減少政府與不必要的管制之外，另一項重點在於重新調整既有的管制法

規，以及制定新的管制政策，此時負責修法與立法的國會將扮演重要的角色。此

外，解除政府的管制，主要希望促進競爭與減少管制的負擔，如果出現管制範圍

與行為上的爭議，司法機關一方面重新解釋管制法規的意涵，另一方面必須在被

管制者與管制機關之間，展現出仲裁與調解的功能。 

第三、充滿市場經濟取向，造成政府治理制度的變革。管制改革所重視的市

場競爭與再管制，前者反映出對於市場機制的重視，例如造成國營事業大量民營

化的風潮，後者在各國實際的運作上，則是在政府制度上出現新的治理型態與運

作方式，例如大量出現結合行政、立法與司法功能，獨立性質的管制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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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管制改革的種類與其代表性 

 強調自由化 強調再管制 

增加競爭的再管制 司法性的再管制 減少政府對企業

的控制 
1.設計再管制措施，現有產業不再

享有過去的優勢，或是協助競爭

者進入市場 

2.增加再管制措施以促使市場的

有效運作 

3.強化反拖拉斯管制措施或政策

執行 

1.將非成文的法規變成

法律形式（司法裁判） 

2.將不明確的法規變成

明確的文字形式（法規

化） 

3.正式化諮商過程/改善

管制程序以確保課責性 

策略性的再管制 擴張性的再管制 強化政府對企業

的控制 
1. 使國內產業具有管制上優勢 

2. 使用管制措施使國外產業不

具有市場優勢 

3. 提升/保障國內產業以配合自

由化 

1. 創造新管制措施以強

化政府權力 

2. 以新管制措施取代舊

有措施，以保有管制

的控制權 

3. 擴大政府管制的領域

資料來源：Vogel, 1996：17。 

 

參、管制國家 

 

不論是在先進國家，抑或是在開發中國家，過去二十年來的新公共管理運動

與民營化政策，雖然使國營事業或公共服務提供責任逐漸轉移到民間，但未使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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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干預的角色就此萎縮，甚至相反的，政府的管制反而更多也更重要，而這種情

況已被學者稱之為是一種「管制國家」（regulatory state）興起的現象（Moran, 

2001a、2001b、2002、2003a；Majone, 1994、1996a、1997a、1999b）。因此，市

場中「看不見的手」似乎能仍需要藉由政府管制機關「看得見的手」來加以輔佐

（張其祿，民 93）。所以在所謂管制國家中，政府雖然逐漸對於某些財貨或勞務

停止直接的供給，轉而由民間提供，但是卻會對市場架構與運作給予更多、更嚴

格的規範及限制，以確保民眾經濟與社會福祉的達成。然而管制國家的出現並非

偶然，主要的興起背景在於： 

 

一、福利國家的式微與管制失靈 

 

主張國家是有計畫的服務提供者，政府必須提供各式各樣的公共服務，即所

謂「凱因斯式的福利國家」。福利國家的觀念在 1950-60 年代盛行於各國，但是

歷經 1973 年石油危機之後，出現大規模的失業風潮與物價膨脹，這些現象開始

無法在凱因斯模式中獲得充分解釋；另一方面，政府為了提供眾多公共服務，需

要大量的財政支出與福利政策，兩者所造成政府預算赤字的不斷增加，儼然成為

經濟績效表現不彰的主要原因。因此，許多公共選擇理論學派的學者便指出，出

現此種「政府失靈」（government failure）主要的原因在於政府採取國營化政策

（Majone, 1997a）。國營事業一直是政府進行經濟管制的重要範疇，本身多半具

有自然獨佔特質，並且也是國家在經濟方面上重要的發展策略，負起有計畫的維

持國家經濟，以及保障公共利益的責任。然而當國營事業逐漸無法達成國家所賦

予的社會與經濟目標，以及在實務運作上開始出現缺乏課責性、容易被特定政黨

與團體所俘虜（管制俘虜）的弊端時，政府對國營事業的管制失靈（regulatory 

failure），反而造成嚴重的管理負擔。 

 

二、解除管制與民營化的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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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政府對國營事業管制的失靈，也促使政府將某些能影響公共利益的產

業，透過市場移轉到私人的手中，成為另一種對國營事業管制的方式。此種管模

制方式於 1970 年代末期興起，當中主要包含民營化與解除管制等措施，也就是

國家讓出某些公共領域給民營企業，以從事更好的經營，而國家在其他領域中，

例如市場競爭、環境與消費者保護上，持續強化與擴張國家管制的能力。因此對

具有實質競爭力的國營事業進行民營化或是解除管制，並不意味著政府所有管制

措施的結束，相反的，唯有公開的管制，才能確保民營化不只是單純地將過去國

家的獨佔情況移轉到私人企業手中，解除管制只是朝向再管制的第一步。 

因此，Majone（1994）認為民營化與解除管制造就了管制國家興起的條件，

運用各種管制措施是管制國家的重要特徵，利用民營化以促使競爭行為的出現，

例如歐盟透過競爭政策，強化了管制民營企業的競爭行為；美國對興新興的解除

管制產業，也必須受到反拖拉斯法的規範，相關重要的民營化產業依然要受到政

府的管制。所謂的民營化或是解除管制都不是意指要回到完全的自由放任，或是

終結所有政府管制的狀態。民營化使國家從服務生產者角色，轉變成為裁判的角

色，以確保所有的人都能遵守遊戲規則；解除管制也非等同於減少嚴格的管制措

施，而是利用經濟誘因，減少繁雜的國家干預命令手段，以達到相關的管制目標。

因此，不論解除管制或是民營化，都不能解釋為國家角色的退縮（retreat of 

state），而是強調重新界定國家的功能定位（參見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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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福利國家與管制國家的比較 

 福利國家 管制國家 

主要功能 分配性、整體經濟的穩定 修正市場失靈 

工具 課稅與消費支出 法規制訂 

政治衝突的主要領域 預算配置 法規制訂的審查與控制 

具代表性的制度 國會、部門、國營事業、

福利服務 

國會的委員會、獨立機關

與委員會、法院 

關鍵的參與者 政黨、文官、統合團體 單一議題的運動、管制

者、專家、法官 

政策型態 裁量 法規約束、立法性 

政策文化 統合主義 多元主義 

政治課責 直接 間接 

資料來源：Majone, 1997a：149。 

 

從表 1-2 中可以看出在管制國家具有以下的特色：首先、強調如何使市場運

作更好，當市場發生失靈現象時能採取補償與替代措施，管制國家所呈現出的面

貌，不只是所謂海約克（Hayekian）經濟主義所主張的民營化與解除管制，而是

解除管制與再管制的共同成長（Braithwaite & Program, 1999）；其次、管制國家

是一種重視法規制訂的國家，偏好採取司法或是準司法途徑，為了使政府與市場

之間的權力取得平衡，管制國家需要一個重要的權力機制，也就是結合行政、立

法與司法功能，具有獨立性質的管制機關；第三、擴大管制法規審查與監督的範

圍，呈現出一種最小，或是守夜人的國家概念(McGowan & Wallance, 1996)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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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利用法規制訂取代賦稅與政府在財政上的支出（Majone, 1997a）。因此在管

制國家概念下，政府的角色在於領航，負責接收所有相關的資訊，手握著船舵以

判斷出最意義航道（Moran, 2001a）。 

 

肆、管制治理 

 

治理（governance）一詞近年來成為熱門研究的主題，其原意是控制、引導

和操縱，主要指涉與國家的公共事務有關的管理活動和政治活動，另一方面治理

亦可以將公私人領域，相互衝突、不同的利益加以調和。另一方面，Rhodes（1997）

認為治理是一種新的統治過程與統治社會的方式，他並舉出六種不同治理的定

義： 

一、政府活動的治理：在於削減公共支出，以最小的成本追求最大的效益； 

二、公司的治理：在於指導、控制和監督企業組織體制的運行； 

三、新公共管理的治理：指將市場的激勵活動和私人部門的管理手段引進政

府的公共服務體制； 

四、良善的治理：強調效率、法治、課責的公共服務體系； 

五、社會─控制體系的治理：在於政府和民間、公共部門和私人企業之間的

合作與互動； 

六、自治組織網絡的治理：在於建立信任與互利基礎上的社會協調網絡。 

 

雖然依照 Rhodes 的分析，治理具有許多意義與形式，但是當中一個最重要

的意義在於，透過治理使我們能清楚分析政府管理上的變革。自 1980 年以來，

各國政府在管理方式上的最大變革莫過於，強調小政府、市場機制與競爭的新公

共管理管理思潮。此種政府管理的觀點在於（Minogue, 2002a）： 

一、強調公共利益導向的福利國家，已經導致大量的政府失靈與無效率，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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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由更好的市場機制所被取代； 

二、有效的公部門需要將政策規劃與執行分離，並且分權化； 

三、強調企業創新文化的管理，具有管理上的誘因並且將會產生更好的治理

績效； 

4.政府的課責是偏好建立在管理者與顧客之間的直接關係上，而不是法律與

政治型式的課責。 

 

換言之，過去 1950-60 年代所盛行凱因斯主義，使得重視公共利益與福利的

政府，不僅在規模上過於龐大，也使得政府支出不斷增加，另一方面，為了維護

公共利益，政府對市場進行過多的干預，使得管制成本過高，因此主張許多活動

可以移轉到有意願與有能力的私部門，市場機制的運作原則應該可以應用到政府

的某些領域上。然而新公共管理受到重視，主要是它能有效回應政府控制支出成

長的壓力，以及改進的公共服務傳遞績效的政治性需求，經由減少公部門的規模

與種類（特別是透過民營化）、重建與減少中央政府組織、經由簽約服務與內部

市場，引進國家機關競爭的原則，使用管理與審計以增加運作效率，以產生一個

具企業冒險創新、結果導向、政府內部績效導向的公共管理文化。 

    這種強調市場競爭、績效導向與小而美的政府，似乎也在各國所進行管制改

革中獲得驗證。Minogue（2002a）認為新公共管理與管制改革在本質上是相關的，

由管制改革所產生的管制創新是新公共管理當中的一部份，管制改革與新公共管

理同樣是在回應由凱因斯所主張穩定、分配性，並且帶有強烈公共利益的國家，

以及採取「命令與控制」管制類型的政府失靈現象。如果治理隱含著對制度與政

策的解釋與分析，當然也包括管制的面向，由於管制治理概念的出現與新公共管

理有著密不可分的關係，吾人就必須關注英國的發展情況，因為英國長期以來是

一個研究新公共管理的重要實例，經由大規模的組織結構轉換、公共服務與事業

的實質民營化、減少與重建中央的文官、透過簽約外包、公私財務安排與公私合

夥，英國成功引進公私混和的服務提供模式，實踐了新公共管理的理念。因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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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所採用公共管理模式其經驗啟示在於（2002a）： 

一、相較於傳統失敗的政府模式，市場提供另一個更有效的模式； 

二、此模式的運用已經獲得清楚的效率成果； 

三、公共管理者有更多自主權與更好的誘因去從事良好的管理； 

四、公共服務的顧客有夠多的選擇，公共管理者能對其服務的傳遞負責； 

五、從管理改革中所獲得的效率，控制了公共支出與出現低賦稅的制度； 

六、公共行政已從官僚文化轉換為企業文化。 

 

因此，Loughlin 與 Scott（1997）以英國的經驗為例，認為管制成為新治理

模式，主要原因在於：第一、英國分散政策制訂與執行的政府結構，瓦解過去福

利國家所強調的獨佔性的政府機制；第二、伴隨著管制改革當中的解除管制，在

國營事業民營化後，創造了許多獨立的管制機關，第三、大量使用成文法規作為

政策工具，例如國營事業的執照、地方政府服務的簽約外包、部屬執行機關

（agency）所簽訂的架構文件；第四、成功的解決在財政上的壓力，以及意識型

態的差異（主要是因為新右派的保守黨對於政府不信任，認為政府的服務多半是

沒效率與效能）；最後、受到歐盟所成立的管制機制與法規影響，進而促使相關

管制措施的整合。 

Loughlin 與 Scott 的主張，在 Power（1997）與 Hood 等人（1998、1999）的

研究中獲得支持。首先、Power 指出英國出現了所謂「審計爆炸」（audit explosion）

現象，認為英國所建立的公共審計制度，例如議會審計局（NAO）與審計委員

會（Audit Commission）等單位，在權力的行使與適用的範圍上有實質的擴張，

並且對各種公共服務，不斷地進行績效評估（特別是集中在醫療與教育等領域），

透過正式的契約直接取代由地方政府所提供的服務。他認為經由審計過程的當中

所謂「認證的儀式」（rituals of verification），已經大量填補對於政府或專業的自

我管制團體所出現缺乏信任所產生的落差，而英國新政府的管理取向與管制改

革，可以視為是針對此種缺乏信任的反思與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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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Hood 認為英國的管制改革本身是一種透過民營化與解除管制，採取

新自由主義策略所呈現的產物，當中有些管制主要在干預市場，有些則是在於建

構更有效率的市場，因此「市場與管制是互補的，兩者都是在傳遞公共利益」，

本身是一個經濟、政治與法律糾結在一起的過程（1998、1999）。因此主張當要

分析國家現代的過程，我們不只要看公私部門之間正式法規關係的變化，也要看

政府與市場之間關係的變化。對於英國歷經二十年的管制改革，Hood 經由本身

的研究，提出以下的重要研究發現（1998）： 

一、管理改革主要在增加授權、裁量與自主性，但是實務上卻增加中央政

府的控制範圍；每個想要增加管理上自由的企圖，都伴隨著需要新的管制限制，

例如在 1976-1995 年間英國政府減少了 31％的管制，但是政府的管制機關數量卻

增加 90％； 

二、從過去強調「順服課責」轉變成「績效課責」； 

三、經由其他政府部門（意指獨立管制機關，法院與立法機關除外）來控

制政府活動，並沒有限制政府在組織規模上的發展與法規制訂的數量；另一方

面，強調內部競爭的需要（例如：市場測試、內部市場）與建立相互的控制機制

（例如：同儕團體的規範與價值）； 

四、政府內部的管制種類與對私部門的管制密切相關； 

五、政府特別會忽略管制所產生的順服成本； 

六、管理管制活動本身是個重要的議題，因為政府內的管制活動本身是個

不受管制的產業。 

 

所以英國政府在近 20 年內所推動民營化、解除管制與分權化等改革，逐漸

建立出一種法規式的政府管制，使得政府內部的管制變得不斷膨脹，英國政府為

了解除當中的一些限制，紛紛成立相關單位，卻也逐漸形成一種管理政府管制事

務的治理模式。 

有鑑於英國的發展經驗，OECD 在 2002 年所出版的管制改革報告書，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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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其副標題列為「從干預主義到管制治理」，管制治理一詞開始出現在研究政府

管制與改革的文獻當中，開啟學者對於此概念的介紹與補充。例如，Minogue

（2002a）認為管制治理意義特質是： 

一、對管制的分析已從過去重視公私部門間正式法規的檢視，轉變到更廣泛

的國家-市場關係架構； 

二、管制是整體新自由主義市場改革的一部份，當中包括民營化與重塑國家

-市場機制，例如簽約與公私合夥； 

三、因為許多管制是由政府內部所推動，因此需要考慮管制政策的效果，以

及公共管理改革的實際內容，當中包括將企業創新冒險的市場精神，引進到公部

門中； 

四、管制是一種政策制訂的類型，應該去檢視它與其他一般公共政策發展過

程的關係； 

五、由於管制體制的成效與相關政治理念的演變有關，必須釐清管制制度與

權力之間的關係，因此需要分析當中的治理架構與相關的概念，例如「管制國

家」、「管制俘虜」與「管制空間」等。 

 

因此他認為研究管制治理的範疇應該包括： 

一、在管制法規的制定與執行過程中，所有相關的制度設計； 

二、政府管制所設定機制與當中公共政策過程； 

三、公私部門與所有參與者的互動過程； 

四、影響治理的政治因素，包括政治意願與領導風格、政治與經濟菁英互動

方式、對於法規調解的政治干預，特別是針對司法或管制機關的干預行動、運用

政治關係以達到管制俘虜效果，或是經由建立信任關係，使政府得以支持非正式

的管制； 

五、如何建立共同價值體制，以利於設定管制與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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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的論述可以得知，所謂管制治理，本質上是政府管理各項管制政策的

一種治理方式，而本研究將利用比較分析，說明英、美、與歐盟在此領域的發展

歷程、制度演變，以及實際運作上，所具有的共同特徵與相異之處。 

 

第四節  相關文獻分析1 

    本節主要在進行文獻的回顧與檢視，分別針對國內外的相關研究，就其內容

與類型加以說明之。 

 

壹、國內研究概況 

 

「管制治理」、「管制國家」等概念出現在國內的學術研究文獻十分有限，除

了鄭國泰（民 91、92）、張其祿（民 93）有曾提及之外，與本研究相關的概念，

出現最多則是「管制改革」（或稱其為解除管制、管制革新），因此有關國內研究

的文獻檢閱是鎖定在管制改革的主題上。 

經由文獻檢閱，作者發現國內對於有關管制改革（解除管制）的研究，從出

現的時間點而言，最早可以追溯至劉崇堅（民 80），以經濟學理論觀點分析政府

的解除管制政策；另一方面就這些文獻的屬性而言，以期刊論文（共計 25 篇）、

學術論文（13 篇）為主，亦包含許多研究計畫與政府出版品在內。在此依照國

內的相關文獻，將其特性整理加以呈現： 

第一、以不同名稱與概念，指稱同一改革現象。綜觀國內的文獻，當中常以

「解除管制」、「管制革新」、「經濟管制」等名詞，以指稱 1980 年代，各國所進

行的管制改革運動，當中尤其以「解除管制」一詞，最容易令人產生誤導，認為

政府不需要進行任何管制，並且在這類的文獻中，在內文當中並未將所謂「解除

                                                 
1 檢視範圍截至 93 年底，國內文獻部份包含期刊與學術論文，而國外文獻部份則是摘錄自 1990
年以後當中重要的論文與專書，這些文獻的類型與主要內容摘要請參見附錄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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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的真義，清楚的說明與呈現。 

第二、重視經濟、法律面的觀點分析。國內從事管制改革的研究學者專家，

多半是以具有經濟與法律背景為主，例如許志義、劉孔中、蘇永欽等人，相較之

下，行政與政策學界對於管制改革的研究，十分的顯得稀少，並且多以管制改革

的政治經濟與管制機關的制度設計作為研究焦點，例如周育仁（民 83）、管碧玲

（民 84）、林鐘沂（民 85）、李創明（民 91）、陳毓如（民 92）等人的研究。 

第三、集中在特定產業的研究。國內有關管制改革的研究，另一項重要的特

色在於，大量集中在某些特定產業，這些產業包括：電信（廖元豪，民 84；許

志義，民 86；葉志良，民 87；李淳，民 89；盧冠成，民 89；林國彬，民 90a；

周韻采，民 90，葉步青，民 91）、航空（陳希林，民 80；黃純滿，民 82；劉壽

祥，民 85；李幼民，民 87；林國彬，民 90b）、石油（蔣正平，民 90；陳建宏，

民 92）、金融（蔡增家，民 89）、鐵路（林淑馨，民 91）等，也就是鎖定在所謂

的「經濟管制」領域，至於「社會管制」方面，國內唯有陳琪（民 85）曾深入

論述美國社會風險管制制度，而其他相關的社會管制議題，例如環保、健康醫療

與勞工等，則散見於所屬領域中，並未以管制改革的概念稱之。 

第四、管制改革與競爭政策的概念相互結合。國內對於管制改革的研究，在

民國八十年公平交易法通過後，出現另一個種面貌，尤其是在公平交易委員（簡

稱公平會）成立了競爭政策研究中心後，儼然成為國內研究管制改革最主要的政

府單位，該中心在近年來不斷透過出席國際組織會議，以及出國訪查，學習各國

的運作經驗，將其研究的重點從管制改革，結合至競爭政策，以促進市場自由競

爭為主要目標。雖然該中心的研究成果，仍然是以經濟法律為主，亦鎖定在特定

產業上，卻是我國內在此領域研究成果最豐富的政府機構2。另外，國內文獻亦

                                                 
2
 公平會所針對管制改革的研究，大致上可以分為二類：第一、為委託研究，例如：許志義（民

84）主持「電力科技進 展下電業管制改革之研究」；蔡英文與朱雲鵬（民 86）主持「各國解除

管制工作之研究」；虞國興（民 91）主持「我國自 來水市場解除管制可行性之研究」；單驥（民

88）主持「我國電力市場解除管制之研究」；洪禮卿（民 88）主持「從日本 解 除 管 制 經 驗 

檢 視 我 國 解 除 管 制 作 法 及 方 向」。第二、出國報告書，例如：許俊雄（民 93）「知

識經濟時代透過管制革新提升國家競爭力之進程與挑戰」；沈麗玉（民 91）「競爭政策在管制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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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企圖釐清管制改革和民營化之間的關係（鄭國泰，民 91、92），並且試圖與

競爭政策建立相互連結的機制（張佳宏，民 87；張玉山與李淳，民 90）。 

第五、直接運用管制改革的經驗，普遍缺乏探討各國興起的原因與背景。國

內的文獻，多半是採取直接運用各國的管制改革經驗，經由介紹改革的項目（蔡

英文、朱雲鵬，民 86），或是比較各國在單一產業改革的成果與項目，作為我國

推動時的借鏡；另一方面，對於各國管制改革興起的原因，不是沒有論述或是就

是以學理上的概念，例如以「市場失靈」概念取代之，此種直接應用的結果，充

滿實務性取向，但是於管制改革的概念，則是停留在學理上的認知。所以各國為

何採取管制改革？是基於學習模仿？或是有其他特殊因素？國內文獻在此方面

的論述則是相對的不足。此外在國內學者丘昌泰與廖元豪（民 92）的研究中首

次將先管制改革中所重視的管制影響分析（regulatory impact analysis, RIA）概念

加以介紹，並且經由各國的比較分析，提出我國的可行性分析，可謂是國內在此

領域少數具有開創性的研究成果。 

 

貳、國外研究概況 

     

相較於國內，國外的研究不論在數量上與內容上皆顯得豐富許多，這些與本

研究有關的新政府管制觀念，例如管制治理、管制國家，更是成為近年學術研究

的焦點，在此則是將這些文獻的重點特色分述如下： 

第一、偏重經濟管制改革分析。經濟管制主要是在干預私人市場之決策，其

中特別是針對市場價格、競爭狀況、市場進入或退出的規範與干預。在經濟管制

                                                                                                                                            
新所扮演之角色」；趙揚清（民 85）參加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競爭政策及解除管制研討會」，（民

86）參加八十六年五月 APEC 競爭政策及解除管制研討會報告，參加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競爭

政策解除管制研討會」及中加第一次競爭法諮商會議報告；（民 87）參加一九九八年九月亞太經

濟合作會議「競爭政策暨解除管制研討會」及相關系統會議報告；戴素玲（民 85）參加 APEC
競爭政策及解除管制研討會出國報告；葉寧（民 87）美國電信業自由化與解除管制之歷程及競

法適用與執法經驗之探討；謝秀玲（民 91）澳洲電業及煤氣事業解除管制實務經驗與競爭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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領域的管制改革，其目標在於減少的競爭障礙，以及提升市場運作的經濟效率，

當中所採取的策略包括政府管制的解除、效率促進管制的應用、市場機制的強化

與管制績效的監控等。而在 1980 年代管制改革，其改革主要的目標在於解決當

時政府財政所面臨的困境，透過市場機制以傳遞更有效率的公共服務，初期改革

的對象則是鎖定負責公用事業的國營機構，例如：水、電信、瓦斯、能源等，將

這些公共服務解除政府的獨佔管制，進而移轉由民間企業負責提供，也就是所謂

的民營化過程。由於此類管制改革立即在經濟表現上獲得卓著的績效，當中也不

乏許多成功的實例，進而成為各國起而效尤學習引進類似的改革作法。也因此，

對這方面的管制改革分析，長期以來位居主流地位，尤其集中在電信、電力與金

融服務的改革開放，以及攸關經濟貿易的競爭政策上。 

第二、各種政府管制新觀念的出現。自從 1980 年代各國紛紛開始進行管制

改革，歷經二十年的發展與檢討，研究的焦點從初期重視單一政策解除管制的成

效，特別是解除公用事業當中的電信管制，時至 90 年代，學界陸續對解除管制

的作法提出省思與批評（Majone, 1990），並且開始發展出一些新的管制觀念，例

如：管制國家與治理（Loughlin & Scott, 1997；Moran, 2001b、2002）、管制競爭

（Majone, 1997a）、管制課責（Scott, 2000）等，而這些觀念與研究在近年來則是

成為此領域研究的焦點之一，當初倡導這些觀念的學者也開始將其研究成果編著

則為專書（Moran, 2003b；Jordana & Levi-Faur, 2004）。 

第三、歐盟成為新興的政府管制研究領域。不可否認的，在研究政府管制的

領域中，美國是長期學者們所關注的焦點（Meier, 1985；Reagan, 1987；Francis, 

1993），因為美國從事管制活動具有超過百年的歷史與許多成功經驗，例如雷根

執政時期的各種解除管制措施（Goodman &Wrightson, 1987；Harris & Milkis, 

1989），因此其政策運作方式與制度設計上往往成為各國參照學習的對象；此外，

在各國從事管制改革的過程中，另一個值得觀察的國家是英國，因為自 1979 年

保守黨執政後，進行一連串強調自由化的改革活動，當中包括許多管制措施：例

如國營事業民營化、獨立管制機關的設計、專業團體的自我管制模式，展現出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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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滿意的改革成效，英國所展現的另一種經驗亦成為研究的焦點（Kay & Vickers, 

1990；Hood, 1998、1999；Minogue, 2001；Moran, 2001b；Clarke, 2000；Young, 

2001）。然而，近年來對政府管制的研究，則是轉移到對歐盟境內的各項管制活

動，成為新興的研究領域3，主要是因為歐盟管制在制度上的特殊性：各會員國

的異質性高、歐盟的治理體制具有超國家的性質、為了發展單一市場，強調各國

競爭，因此採取管制競爭與相互承認策略，而歐盟管制融合了英美兩國的管制經

驗，進而發展本身獨特的管制方式，成為近年來研究政府管制的新興領域，此類

的研究例如：Majone（1996b）、Wilks（1996）McGowan 與 Wallance（1996）、

Thatcher（2002c）、Armstrong（2000）。 

第四、學術研究中心逐漸累積研究成果，並且陸續開始進行跨國的比較研

究。就美國而言，對於政府管制的研究，除了官方的研究報告之外，例如管理預

算局的管制影響分析報告，民間的獨立學術研究基金會也紛紛將管制列為重點的

研究主題，例如：美國公共政策企業研究中心（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AEI）與布魯斯金研究基金會（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針對美國政府的管制活動，成立了聯合研究中心4（AEI-Brookings 

Joint Center），根據國內各項管制議題定期出版專書與研究報告；此外在英國方

面，主要的研究重鎮在於曼撤斯特大學的管制與競爭中心5（Centre on Regulation 

and Competition, IDPM,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在中心的研究帶領下，

已經發表近百篇的學術研究報告，並且將研究的觸角擴展到發展中國家，進行政

府管制的跨國比較（Minogue, 2002a）。另外重要的國際性組織，例如：世界貿

易組織（WTO）、世界銀行（World Bank）與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等，

長期以來皆把「管制」作為重要的研究主題，前兩者所關切的焦點在於各國經濟

貿易與金融管制的開放（例如關稅、市場競爭與進入、貨幣流動），而 OECD

                                                 
3 此部份以學者 Giandomenico Majone 對於歐盟管制研究的一系列著作最具有代表性。 
4 該中心的網址為 http://www.aei-brookings.org/。 
5 該中心的網址為 http://idpm.man.ac.uk/crc/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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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主題6，則是鎖定在各國政府在進行管制改革整體上的表現，並且依照歷

年來對各國政府的研究，定期出版各國的研究報告與舉辦專題研討會，透過比較

研究與分析各國的運作經驗，逐漸累積在此領域的成果。 

                                                 
6 OECD 研究管制改革的主題網址為

http://www.oecd.org/topic/0,2686,en_2649_37421_1_1_1_1_37421,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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