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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管制治理的發展背景 
 

自從 1970 年代以來，各國政府紛紛出現失靈問題，以及不斷面臨到人民對

其的不信任，本章認為兩者是政府在管制領域上，出現治理型態轉變的重要因

素，並且詳述當中所呈現的面貌、類型，以及實際運作上所可能遭遇的問題。 

 

 

第一節  解決政府失靈的問題 

     

1970 年代末期所爆發的石油危機，使得各國政府普遍面臨經濟成長停滯，

以及嚴重的財政赤字問題，也使得政府無法再繼續提供令人民滿意的公共服務，

為了改善政府功能失靈的問題，借重市場機制便成為當中主要的手段。本節則是

在說明政府失靈的原因，以及相關的解決方式。 

 

壹、福利國家的危機 

 

福利國家的起源雖然可以追溯到 1880 年代德國社會保險制度的開始，或者

更早，但一般習慣於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以英國「貝彿里奇報告」（Beveridge 

Report）所提出的相關政策主張內容，視為現代福利國家體制的開始。其後，隨

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歐美國家得以休養生息，傾全力展開經濟建設，重建

設會秩序，並在持續的經濟成長當中完成國家福利制度的建構。因此第二次世界

大戰結束以至於 1970 年代前期這段日子，一般稱為是福利國家的「黃金年代」

（the Golden Age）（廖俊松，民 88）。 

二十世紀以前所流行的古典經濟主義，由於強調市場機制的運作與個人選擇

的自由，因此極端限制政府的作為，並且主張「最好的政府就是做不管事的政

府」，但是 1930 年代全球經濟大恐慌，經濟學者凱因斯（John M. Keynes）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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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萎縮時期，政府應增加公共支出以抵銷經濟衰退影響，從此政府介入社會經

濟生活便取得理論正當性，而凱因斯主義（Keynesianism）因此大為興盛。1930

年代的經濟大恐慌迫使古典「沒有作為的政府」轉向凱因斯「大有為政府」的經

濟主張，認為政府應當主動介入市場經濟的運作與社會所得分配的活動，以促進

經濟的成長與社會的繁榮，而美國「新政」的成功更將這種「政府干預」主義推

上主流的經濟地位。由於凱因斯經濟思想對於政府職能的重新界定，賦予政府更

大角色的揮灑空間，使得戰後福利國家的政府，能夠強有力的主導民間社會的發

展，並且積極擴增社會福利的範圍與水準。 

然而，1970 年代前期爆發的全球性經濟危機，使得西方國家的經濟成長大

幅衰落，景氣嚴重停滯，國家財政收支能力失衡，赤字頻頻，不但難以負擔預算

龐大的福利支出，反而還回過頭來反省檢討福利制度的運作是否符合國家社會政

體的利益要求，使得福利國家的繼續成長遭遇頓挫，形成發展上的危機與接受到

許多批評與質疑，要求改革的呼聲漸形尖銳。因此，從 1980 年代以來，在新自

由主義的旗幟吶喊之下，福利國家的改革逐漸偏離原有的社會分配福利模式，轉

向以「市場分配」為主導的經濟福利模式。 

 

貳、政府功能的失靈 

 

福利國家的危機產生，除了是由於石油危機所導致的國際經濟成長的停滯，

另一個主要的因素則是由於人民對於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績效的不滿，因此在

1980 年代，許多強調自由主義經濟學者，開始批評政府無法有效提供公共服務，

並且稱其為是一種「政府失靈」現象，其中又以公共選擇理論最具代表性，其主

要的主張在於： 

 

一、政府本身如同市場，亦會出現失靈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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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選擇理論反對政府過度干預市場，並且將政府運作比擬為市場活動，，

當市場出現失靈，政府體制也會失靈，並且認為政府的運作在本質上就有三種缺

陷（江岷欽、劉坤億，民 88）： 

1.由於缺乏競爭機能，生產公務的過程中，在沒有成本壓力的情況下，經常

會出現浪費資源的現象； 

2.享受過多的市場獨佔權力，以致經常會出現過度生產的服務； 

3.民主國家中雖然可以經由政治控制（國會代表民意監督政府，政府控制官

僚）來抑制可能的浪費，但監督者和控制者的資訊或專業知識，卻又仰賴官僚的

提供，以致造成無力的監督和無效率的控制。 

 

二、自私自利的行動者 

 

公共選擇學者的眼中，政治人物、官僚與特殊利益團體的成員，會利用各種

資源與機會，以達成符合本身利益的目標，因此人民、利益團體、官僚人員與政

治人物，分別有四種不同追求利益極大化的類型（Wallis & Dollery, 1999）：人民

身為投票者主要是希望從政治體制中獲取個人利益與其他物質上的收穫；政治人

物為了連任，因此凡事以獲得選票作為考量；官僚人員為了保障工作與就業，儘

量擴使本身機關的預算；利益團體為了增加本身的財富與收入，企圖將政府組織

與公共資金的運作導向於有利自己的方向運作。 

雖然政府基於保障人民的福利，必須干預市場的運作，但是不幸的是，如同

公共選擇理論的觀點，政府的本身亦有其缺陷，所進行的干預並不一定成功，反

而造成會失靈的現象。為何政府會出現失靈（參見表 2-1），從制度面而言主要原

因如下（Weimer & Vining, 1999；吳定，民 92；丘昌泰，民 89；容繼業，民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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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政府失靈的來源 

政府機關類別 政府失靈 

直接民主制 投票結果的矛盾 

政策偏好的強度問題、多重政策的選擇問題 

代議政府 組織的影響與被動員的利益（尋租行為所產生的無效率） 

選區利益（肉桶立法的無效率） 

代表任期 

受限的公共議程、沈澱成本 

官僚體制 機關損失 

評價公共產出的困難 

政府機關缺乏競爭 

僵硬的文官體系 

官僚失靈如同市場失靈 

地方分權制 執行問題 

財政的外部效果（地方公共財不公正的分配） 

資料來源：Weimer & Vining, 1999：194。 

 

第一、直接民主所造成的問題 

長期以來，直接民主一直存在難以解決的問題，選舉的結果雖然可以為特定

政策提供明確的選擇方向，但是多數決制度卻面臨功能性問題：沒有任何一種投

票制度即公平又能一致不變。例如投票的困境只能對政策提供模糊的指示；投票

的結果無法充分代表整體投票者的意見；因為投票是多數人將成本集中在少數人

身上，而產生所謂「多數暴政」的情況；及社會中少數者的偏好強度無法由投票

中顯示，使少數者必須忍受無效率的社會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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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議政府所造成的問題 

民主制度下的代議政府係透過選舉而產生各級行政首長、民意代表、司法

官。此些民選公職人員的主要任務是制定與執行公共政策，為人民謀取最大的福

利。然而這些人員可能受到本身利益、時間與財務限制等因素的影響，產生所謂

「競租」的行為，於是會制定不必要或不合理的政策，造成資源浪費與社會不公

正的現象，例如「肉桶立法」或「滾木立法」即然。 

 

第三、機關供給財貨所造成的問題 

政府機關為因應市場失靈問題必須提供各種公共財，諸如國防、外交、治安，

稱為機關供給，但是因為預算受到民意機關的控制、預算支用受有效監督、機關

功能未發揮效率性、行政人員能力不足、本位主義濃厚等原因，也使政府無法適

當提供人民所需要的財貨。 

 

第四、分權政府所造成的問題 

目前絕大數國家都採取分權與權力制衡的制度，於是政府不同部門間，如行

政、立法、司法部門間，以及機關彼此間、中央與地方政府間，均有分權的設計。

此種設計固然有其優點，但卻因此可能造成遷延時日、貽誤事機的結果，並產生

資源分散、政策不易執行、監測困難等問題。 

 

另外，政府失靈的現象，同樣的反映在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上。政府通常會透

過各種管制措施以解決「市場失靈」問題，希望在市場無法透過競爭機制之運作

的情況下，依然能夠達成最適生產與分配。但是在 1970 年代末期，政府這種透

過管制直接干預市場運作的方式，亦發生了嚴重的失靈問題，所造成的影響反而

遠比「市場失靈」還要嚴重，其主要的類型包括（亦參見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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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管制失靈類型與理論依據 

管制失靈 理論內容 

 單純的俘虜模式：受管制團體對管制的遊說，使其

從中獲益（Stigler, 1971）。 

 修正的俘虜模式：在選舉的誘因下，創造出管制性

的經濟租（Peltzman, 1989）。 

 管制生命週期的模式：一旦推動受到企業把持的管

制政策，政府的管制將逐漸成為受管制團體所掌控

（Bernstein, 1955）。 

被受管制團體所俘

虜 

 單純的代理人模式：管制機關身為委託人，試圖去

影響政府的代理機關。 

 複雜的代理人模式：政治人物與管制機關的代理人

關係，管制機關與受管制團體亦是如此，如此容易

使管制機關放鬆對管制的強化，並且使受管制團體

從中獲益（Laffont & Tirole, 1993）。 

符合管制者的利益 

 管制國家的概念解釋了管制的成長，也使政府容易

進行設計新的管制措施（Majone, 1994）。 

 策略性的強化模式：成本高的原因是管制機關與受

管制團體缺乏協調（Scholz ,1991）。 

昂貴的管制 

 從交易成本的觀點，強調制度安排中的各種成本，

當中某些觀點認為強有力的利益團體，可能主宰政

府的管制（Horn, 1995）。 

資料來源：James, 2000a：333。 

 

第一、被特定利益圖體俘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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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失靈現象即是經濟學者 Stigler 與 Peltzman 所提出管制的俘虜理論，他

們認為政府的管制是為產業所進行與設計運作，主要目的在於維護產業本身的利

益，而政府可以藉由管制獲得更多的政治利益，雖然嚴格的價格管制、補貼、市

場進入的限制等議題，將會導致來自消費者選票的流失，但是卻會從生產者手中

獲得許多政治競選上的協助貢獻，因此此類失靈所呈現出的是，政府經由管制將

獨佔利益歸屬於特殊團體，並且在在政府的體制內分配這些利益。 

     

第二、符合政府官僚本身的利益 

    政府管制的失靈除了可能會偏坦特定團體外，亦可能反映出本身的利益利

益，主要呈現出兩種特質：首先、管制的機關有可能為了本身執行上的便利，刻

意選擇某些易於落實的強化手段，或者與俘虜理論相似，配合受管制團體的要

求，而對某些管制措施採取放鬆的態度；其次，政府基於維護市場與社會秩序的

考量，大量設計出許多的管制政策，而這些政策可能呈現出過度管制，或者缺乏

管制的情況。 

 

第三、成本過高 

    管制失靈的情況亦會發生在管制政策執行上，造成許多成本支出，一般而

言，政府的管制成本可以分為三類：第一、行政成本：包括管制機關對受管制團

體的行政作業要求，或者是政府內部或與受管制團體之間缺乏溝通所產生的時間

與資源的浪費，第二、實際執行的成本：政府為了達成管制的目標，在相關制度

的安排上投入許多人力與資源，第三，社會成本：受管制團體為了配合政府管制，

有必須額外支付許多金費與造成時間的延誤。 

 

參、尋找解決之道 

 



 38

    從政治經濟的角度而言，不論是市場失靈或是政府失靈，都不是任何民主政

府所樂見的，也因此為了矯正這兩種失靈現象，經濟學者紛紛提出解決之道，其

中以 Weimer 與 Vining（1999）的策略最常受到引用與參考，他們建議大致上分

為五類： 

第一、市場的自由化、促進化與模擬化：透過解除管制的手段、民營化將

國營事業由民間單位從事生產以產生市場自由化；立法改變或創設財產權，例如

水權的買賣、污染權，以促進市場機制的運作；藉由自行模擬市場進行拍賣，並

且簽訂履行契約以控制品質。 

第二、運用賦稅與補助制度，以改變誘因：首先從賦稅的角度而言，供給

面上針對空氣污染排放者、進出口廠商關稅等，課徵徵收產出稅；需求面上針對

生產者徵收財貨稅、貨物稅與消費稅，菸酒稅使用費、通行費等稅收。其次就補

助的角度而言，供給面上給予生產者給予配合補助款、減免稅收；需求面上發放

代金券，或者給予適當的減免稅。 

第三、經由立法建立規則：主要的手段有制定法律架構對違反市場公平者給

予處罰，例如、契約法、反拖拉斯、公平交易、消費者保護，其次透過政府的管

制，對產品的價格、數量、直接資訊進行明確的要求 

第四、經由非市場機制供應財貨：主要的方式是簽約外包，政府擁有該業務

的所有權。 

第五、提供保險與安全墊設計：利用採取強制性（全民健保）、補助性保險

（水災）的補助，或是利用財貨事先儲存合理上漲、緊急使用的儲備金、移轉性

協助、利用祖父條款享受上一代的利益，以及現金補助等經濟安全設計方式進行。 

此外，針對矯正政府失靈的問題，世界銀行在 1997 年的報告中亦提出相關

的建議，認為提升政府的效能要有三種基礎性的建設：第一、政策過程的設計：

對總體經濟強有力的中央決策，以及進行策略性的政策規劃；授權的機制與政府

部門間的政策辯論；政府外相關利害關係人的制度性連結，提供具透明性、課則

性與鼓勵性的回饋。第二、有效的執行：就是大量使用市場機制提供具競爭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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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當中亦包含政府內的競爭，形成以績效導向的政府組織。第三、受到激勵

與有能力的政府官員，當中包含功績導向的招募與升遷、合理的待遇與建立團隊

精神。 

 

肆、小結 

 

1930 到 1970 年代這段時間，福利經濟學的思想長期指引各國的經濟發展，

並且認為政府必須透過管制或由國營企業提供服務，以解決市場出現自然獨佔、

外部性等失靈現象。但是到了 70 年代末期，國際經濟產生劇烈變化，導致政府

本身的預算赤字增加、失業問題、通貨膨脹不斷出現，福利經濟學的主張，開始

受到自由經濟學者們的強烈批評與質疑，把矛頭指向政府管制成效不彰以及出現

各種嚴重的失靈，因此不約而同開始主張轉而向解除政府不當管制、市場自由化

與民營化的方向發展，採取市場途徑改革路線，提供具有競爭性的公共服務，也

開啟一波所謂的「管制改革」運動。 

 

第二節 挽救政府的信任危機 

 

    除了經濟表現不佳的問題外，自從 1970 年代以來各國政府亦開始面臨到人

民對政府的不信任，這些問題的產生部分是源自於制度運作，部分則是政治人物

本身的表現。本節則是分別說明政府信任危機的根源，以及各國政府如何透過獨

立管制制度的設計，提升人民對政府的信任。 

 

壹、人民對政府的不信任 

 

法蘭西斯‧福山（Francis Fukuyama）在其著作「誠信」（Trust）中曾提到，

信任是一個社團成員之間對相互的合作、誠實及常態規範的期待，其奠基於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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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之間擁有的共同規範，以及彼此的歸屬感，從社會資本的觀點而言，也就是

在社會或其他的特定團體中，成員之間的信任普及程度。在一個社會中，其信任

度的高地及社會資本的強弱，關鍵在於此社會的文化根源，但是因為文化是一種

長期累積的倫理習慣，需要相當久遠的時間才能改變。然而，自從 1970 年代末

期開始，人民與政府之間的卻出現了嚴重的信任危機：人民對於政府施政越來越

不滿意，甚至認為無法滿足本身的一般生活需求。此外，人民對於政府的信任的

低落，不但危急到政府的施政是否獲得民眾的支持，更影響到政府治理的正當性。 

    事實上，對任何一個國家而言，人民對政府存著懷疑與不信任實難避免，而

這種不信任的壓力對政府而言，應有部分正面的意義，因為這股來自民間的壓力

會促使政府對其政策更加深思熟慮，重視民眾的意見與想法，設法提高政府運作

績效，以及降低的民眾對政府不信任。相反的，若政府不設法瞭解民眾「不信任」

的根源所在，也不積極尋求改善，民怨日積月累，對國家的安定與發展，勢必有

不良影響。根據美國 The Pew Research Center 曾於 1998 年所公布的調查結果，

前四項造成對美國人民對於政府不信任的原因，包括（轉引自游彩玲，民 93）： 

第一、政治領袖或政治體系的不滿（40％）：政客的欺騙與不誠實（貪污不

法）、說一套做一套、政客只為個人私利不為公益、政黨意識過強造成彼此惡鬥、

政治相關醜聞過多； 

第二、對政府本身的不滿（24％）：政府使用公帑草率並且過於浪費、聯邦

政府辦事不力、政府規模過大（層級太多）、政府對於一般生活的介入過多； 

第三、對政府政策本身的不滿（15%）：政府稅賦過高、不滿意政府制訂的

政策（不滿某些特定政策）、對其他國家的各項支援過高、不瞭解政府政策的輕

重緩急； 

第四、對民眾的回應性太低或不關心民眾（13％）：政府根本不關心民眾的

想法、民眾的需求和意見常不被政府所採納。 

由以上的調查結果可以得知，人民對政府的不信任，主要原因集中在對政治

人物本身或對其專業道德與操守的不滿，因此政治人物是否誠實及具有道德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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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反而成為人民信任政府與否的重要指標。除了分析美國本身的不信任因素之

外，該研究中心更於1999年出版「贏得政府信任與尊敬」（A Government To Trust 

And Respect）一書，書中更是指出，二次世界大戰後各國所發展的民主政治，

對於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具有一定程度的影響與妨害，也使得一般民眾與政府之間

的隔閡愈來愈大，歸納其主要原因包括（Volcker, 1999；游彩玲，民93）： 

第一、惡質化的選舉模式：民主社會中，只要具有該國公民身份、達到一定

的年齡和居住時間等相關規定，就能擁有投票權。公民手上的這一票，每位競選

者都處心積慮想得到，也正因為如此，選舉過程中互相攻訐、貶抑對手或大量使

用選舉語言，都是為了能夠提高當選機會。但這樣的過程，看在民眾眼裡，並不

會因為瞭解參選者人性醜陋的一面而拍手叫好，並且反而對於選舉期間的爭執與

口水謾罵感到困擾與厭惡。 

第二、分裂的政府：行政與立法部門長期被不同政黨所控制，造成朝野政黨

的惡鬥與攻擊，彼此長期相制衡，並且隨著政黨輪流執政，使得政策的制訂與執

行的疏失很難釐清責任歸屬。因此，當執政黨能取得行政與立法權時，政府整體

的施政成效容易展現，相反的，分裂的政府容易產生政策責任不清，以及出現大

量設計不良的政策與政府預算赤字不斷累積。 

第三、利益團體主導政策議題：利益團體雖然可以透過遊說、助選、宣傳等

方式來影響政府的政策的制訂與執行，以符合一般民眾的期望。但是某些的利益

團體可能僅由少數人所操控，並且透過運用本身的影響力，左右某些重要的政治

人物或機關的決策，使得政府的施政反而迎合特定利益團體的自身利益，長期下

來，很難讓多數民眾相信政府的政策是為了公益而非私益。如此一來，利益團體

不但不能代表民意，更使得多元民主政治成了一個預設的騙局，一般民眾，特別

是弱勢族群，在政經實力懸殊的不平等競爭中，成為最大的輸家。 

第四、媒體的揭發弊端：由於科技進步，使得大眾傳播媒體能夠透過各式各

樣的新科技工具，成為專門政治人物瘡疤與隱私，以及挖掘機關決策黑箱內幕等

負面新聞的主要來源。然而，過多此類新聞報導可能加深民眾對政府的負面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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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影響民眾對政治領導者的觀感，同時也造成媒體勢力擴張的不當後果。 

在這些因素長期互動的影響下，世界各國所存在的普遍現象是，人民與政府

之間的信任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彼此質疑和相互批評，也使得一般民眾對於

政府的所作所為採取持保留態度，甚至成為對政府事務冷漠與消極的一份子，不

希望政治體系為自己帶來什麼改變，也不期望從中得到什麼，對政治事務漠不關

心。然而，人民與政府之間的不信任關係就如同一面鏡子，往往會透過各種方式，

將政府所為人詬病的一面反映出來。人民的觀察與感受是最直接也是最強烈，民

眾想要的，無非是希望政府能將其施政績效提高，傾聽其心聲，滿足其基本的生

活上的需求。 

 

貳、獨立管制制度的選擇 

 

Nye 等人(1997)曾指出，美國政府所面臨的最大危機在於人民對於政府充滿

高度的不信任，在他們所進行的研究調查中發現，人民不信任政府的現象不止出

現在美國，加拿大、英國、義大利、西班牙、比利時、荷蘭、挪威和瑞典等國也

都面臨相同的問題，並且他們更明確的指出人民不信任政府的主要原因在於：政

府無效率、浪費公帑並花費在錯誤的政策上。為了挽救人民對政府的信心，過去

幾十年來，各國政府皆設法趕善本身的行效率模與服務效能，希望期能達到滿足

人民需求的最終目標，也就是透過各種「政府變革」措施，以獲得廣大的「民眾

滿意」。因此「提升政府的治理能力」，便成為世界各國自 80 年代以來的首要

目標，透過各種政府革新方案，期能提高公民對政府的信心及滿意度，俾利鞏固

政權的正當性與合法性。同樣的，「管制」為政府影響市場運作、社會秩序，以

及人民生活最核心的權力，亦是各國政府提升本身治理能力的改革主題之一。    

為了破除過去所出現的管制俘虜、管制政策失靈等弊端，挽回人民對於政府的信

任，具獨立性的管制制度便成為各國共同選擇，因此美國在激進改革時期所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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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獨立管制委員會，反而變成各國紛紛學習與效法的對象，一方面取其獨立性的

優點，避免政治力的不當干預，另一方面強調其專業性，透過專業人員制訂出良

善的管制政策。 

    獨立管制機關概念的緣起，可以追溯自美國於 1887 年，當時為了解決國內

洲際商業行為紛爭所成立的獨立管制委員會，此種具獨立性的機關的出現背景，

主要有二：首先、當時美國境內社會與經濟環境的快速變遷，貿易產業與貿易公

司之間的激烈競爭；其次則是迫切需要相關專家進行治理，以提升政策專業與管

制效率，取其優點所設立的機關，並且隨著美國國內環境的變與運作上的需求，

不斷的設立，成為美國政府三權分析制度下的一種特殊機關類型。然而，就本質

上而言，美國此種獨立管制機關係直接自國家行政領域分立出來的組織，除了保

障組織地位與人員具獨立地位外，最重要的即是業務獨立，也就是係指獨立管制

機關在執行任務時不受其他機關指揮監督，可以自主地決定，但獨立管制機關所

能採取的措施仍須受法律之規範與限制。但如何運用法律所附賦予的權限，則由

獨立管制機關以自我負責的方式來決定，基本上不需獲得其他機關的同意（莊國

榮，民 91）。 

事實上，美國對於獨立管制機關的角色定位，本身就是充滿了爭議，當中最

主要的爭論焦點在於，此類機關的存在是否破壞了美國憲法所規範的三權分立的

基本原則1。然而，此種強調獨立與專業的特殊政府類型，卻成為世界各國自 1970

年代末期以來紛紛學習效法的對象，理由何在？Gilardi（2001a ＆2001 b）曾指

出，政治人物不想制定管制政策，轉向將決策權力授權給獨立管制機關的原因，

主要有二： 

第一、解決人民對於政府普遍不信任問題，可以將管制政策失靈的風險移轉

給獨立管制機關，並且降低決策成本，畢竟政府的管制事物多半是非常複雜與專

業，大多數的政治人物缺乏處理能力； 

                                                 
1有關美國對於獨立管制機關是否違憲爭議的說明，請參閱丁靜儀「獨立機關之理論基礎」（民

76）一文有詳細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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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減少政治上的不確定性，使本身所提出的政策不會因為下台而消失，

授權給獨立管制機關使管制政策能夠延續；政府將管制能力授權給獨立機關以強

化本身的政策信任，特別是在民營化之後，政府依然能夠進行公平的管制；此外，

當國內反對設立者越少，以及政府管制的項目越趨於複雜，此種授權給獨立管制

機制的情況更是明顯。 

    這樣論點在其後續的實證研究中獲得的證明2，他更指出各國政府近年來大

量立獨立管制機關，其背後共同的主要原因在於全球化、歐盟化與「管制國家」

概念的再度興起有關，並且改變了各國政府在此領域的治理模式，並且此種機關

的設置偏好於所謂的「經濟管制」的類型上，尤其特別當政府將公用事業自由化

與民營化之後，政府基於對政策的承諾，成為提供授權給此類機關的誘因，並且

一旦此引進採用，該國政府就難以抗拒，因為參照美國的經驗，此種組織設計已

被視為是一種理所當然管理政府管制政策的適合方式（2001b & 2005）。換言之，

獨立管制機關之所以能在各國的大量出現，本質上是一種政府管制制度變革，以

及經驗學習與擴散的結果： 

    首先、從制度變革而言，特別是新制度主義的觀點，獨立管制機關的出現，

從理性選擇、社會制度論與歷史制度論角度，各有其不同的看法（參見表 2-3）。 

強調理性選擇的制度觀點認為獨立管制機關是一種合理的解決政府管制失靈的

制度安排，因為此種機關可以提升人民對政府信心，更可以藉此延續本身的政

策，不受政黨輪替的影響，例如英國政府在 80 到 90 年代，隨民營化政策所設立

的眾多獨立管制機關；社會制度論者強調的是環境結構因素，認為獨立機關的出

現是一種環境所存在的規範性結構，亦是一種適當的治理組織，根本不會去懷

疑，例如美國在羅斯福總統在新政時期，當時為了解決經濟大恐慌所產生的經濟

蕭條問題，參照激進改革時期的作法，透過設立大量的獨立管制機關，推動各項

管制政策，以振興美國當時的經濟；而歷史制度論者則是認為，過去的經驗則是

                                                 
2 Gilardi 歷年來的研究，主要鎖定在解釋獨立管制機關的在各國興起原因，並提出八種擴散的方

式，以及針對西歐各國進行實證的調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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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影響到制度的選擇，當環境發生重大的改變時，制度本身也必須隨之調整，以

維持本身的穩定性，獨立管制機關的建立，主要仍是參照他國在類似環境下的作

法，當政府越無能力處理類似的問題時，建立此類機關的壓力就越大，反之，當

這些環境因素不存時，將成為制度再次產生變革的動力，例如歐盟於 90 年代所

設立的獨立管制機關，主要是為了解決複雜的共同單一市場問題，以及建立統一

的管制政策與標準。 

 

表 2-3 管制的制度性變革：新制度主義對設立獨立管制機關的論點與假設 

理論 理性選擇 社會 歷史 

設立獨立管制機

關的論點 

提供一種可行的

選擇 

環境結構下的一

種重要象徵，並且

遇到類似情況時

便加以擴散 

受到路徑相依的

影響 

設計獨立管制機

關的特殊假設 

政治人物為了改

善民眾對其政策

可信度，並且解決

政治不確定性的

問題 

視為理所當然，並

且是一種適當的

組織型態 

權變性的環境成

為建立獨立管制

機關的壓力來

源，當支持機關存

在的因素消失

時，將產生更激烈

的變革 

資料來源：Gilardi, 2003b：5。 

    

其次，就經驗學習與擴散而言：美國可以說是設立獨立管制機關的始祖與典

範，而此類機關與傳統政府部門的最大不同表現在於地位與運作方式，一方面能

夠避免政治因素影響，對於政府行政部門與國會，只僅有報告以及接收質詢的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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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另一方面，本身擁有完整的預算自主分配權力，並且除了機關首長之外，擁

有機關內部人事自由安排。因此，本質上此類機關是一種強調專業取向的組織，

具有其他政府機關所沒有的特殊能力。然而，綜觀各國的設置經驗，設置獨立管

制機關是否真的是要借用其專業能力，則是存在著分歧的看法。一種是強調功能

取向的觀點：認為各國政府紛紛設置獨立管制機關，其主要的因為是本身沒有足

夠專業能力，並且此舉亦同時能獲得避免政治干預，使本身的政策能夠延續；另

一種則是非功能取向的觀點：認為是否建立獨立管制機關，主要還是要看國內政

治人物的態度而定，設立管制機關不是因為其功能考量，亦不是認為他是一個中

性的選擇，而是把他視為理所當然的一種政府治理方式，不去考慮其他替代的方

法，強調其他國家經驗的學習，遠大於是否能對國內產生實際解決問題的能力

（Gilardi, 2003d）。 

    總之，近二十年來，設置獨立管制機關，讓專業人事處理複雜的管制事務，

似乎成為許多政府在面臨信任危機時的共同選擇，亦開始意識到人民普遍厭倦政

治人物與政黨之間彼此惡鬥，因此強調「機關獨立」與回歸到「行政專業」反而

便成為重新獲得人民信任的重要手段。 

 

參、善治的追求 

 

不論採取何種治理觀點，良好的政府治理通常被稱做是「良善的治理」（good 

governance，簡稱善治），善治就是使公共利益最大化的社會管理過程，善治的

本質特徵在於它是政府與公民對公共生活的合作管理，亦是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

的一種新穎關係，更是兩者的最佳狀態（俞可平，民 89）。善治實際上是國家權

力對於社會的回應，善治的過程就是一個還政於民的過程，善治表示國家與社

會，或是政府與公民之間的良好合作。然而，善治這個概念的起源，最早是由世

界銀行所提出，希望藉由設立一些基本標準以評量第三世界國家的情況，讓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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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能改善本身的政治、社會與經濟體制，做為該組織資助的參考依據，主要的

目的在於保護資助的預算經費不會被貪污挪做他用。 

事實上，各國政府從事的行政革新、政府再造等變革活動，其最終的目標都

是在追求「善治」，使政府更具有課責性以及運作上更有效（Minogue, 2002b）。

因此從政府的行政革新的觀點來看，善治是指制度發展、政府能力建立、採取適

當的分權、立法與行政機關的協調，以及政府能積極的追求善治，成為施政的首

要目標。據此，國際組織 Commonwealth Secretariat 在 2000 年的報告中特別指出，

當一個國家出現以下的現象，不但無法達到追求善治的目標，反而呈現出去一種

治理不善（poor governance）的現象： 

一、無法清楚區別公私領域，使公共資源落入私人手中； 

二、無法建立可預測的法律、政府行為與法治架構； 

三、過多的法令，以及阻礙市場功能的管制； 

四、過渡狹隘或不透明的決策制定過程； 

五、在管理國家事務缺乏行為規範； 

六、缺乏清楚明確的政策架構。 

 

而該組織認為善治是透過參與、透明、與具有課責性的機制，以確保政治、

社會與經濟事務的決定，主要是基於廣大社會共識而來，使決策過程能聽到各種

聲音，進而分配資源。善治隱含著使民眾享有公平與有品質的生活，參與決策制

定以形成政策，有效政策執行的制度，包含這三者，善治是一種過程與結構，以

指引國家所包含的政治與社會經濟關係。因此，在追求善治的過程中，政府、私

部門與公民社會將成為三個重要的行動者：有效率的政府、可動員的公民社會與

具生產力的私部門。總之，善治是經由有效能的政府創造可行的政治經濟環境，

以供經濟成長與公平的財富分配，並且依賴可動員的公民社會促進政治與社會的

互動，以確保參與政府的治理活動，能夠協助社會資本與凝聚力的產生，追求善

治更是建立優良政府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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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善治是在建立一個能夠高度讓民眾參與、決策透明，以及更具有課責性

的政府，這樣的標準除了適用在一般的行政機關外，透過具獨立性質的管制機關

是否亦能達成上述的目標？事實上，答案應該是肯定的。如前所述，獨立管制機

關的特殊設計，其最大的爭議在容易破壞權責分立的精神與架構，換言之，課責

性的維持與設計便成為設置此類機關首要考量。因此，為了使獨立管制機關不會

成為擁有龐大權力的失控怪獸，相較於傳統的行政機關，相關的要求與控制機制

的設計更顯得多元與複雜，在此分述如下： 

    第一、正式的途徑：Stern（1997）曾指出獨立管制機關的課責大部分是來自

於運作上的一些合法要求，這些包含清楚瞭解機關本身的職責，遵守運作上相關

的法律要求，以及提供受管制者適當申訴的機會。實際上依照美國與各國運作的

經驗，獨立管制機關仍然會受到來自行政、立法與司法等，至少三種不同來源的

監督與控制3。 

    第二、非正式的途徑：一個成功的管制機關必須能夠公正地採取行動，賦予

決策充分與合理的理由，以獲得社會大眾對其的尊重，建立起良好的機關聲譽。

因此當政府的管制機關能夠提出公正，以及經得起考證的政策建議，並且採用各

種增加透明方式，將機關決策程序的過程公諸於大眾，其意義反而遠比機關外在

的形式的獨立使否來得重要許多。對此，Stern & Holder（1999）則是認為，一

個良好的獨立管制機關應該基於公平、公正的立場，提出具有透明、可預測性的

決策，才能經起社會大眾檢證，並且維護起機關的名譽，為達到此目標，決策的

開的討論、明確的決策程序與遊戲規則、所有的相關人事的充分參與，以及管制

機關決策與建議必須接受公開檢驗，這四項標準缺一不可。 

    換言之，從上述的觀點可以得知，雖然獨立管制機關是一種獨特的組織設

計，依然能在政府體制內的順利運作，同時為了使此類機關充分展現其獨立與專

業特色，相關的配套更顯得重要。因此，不論是來自行政、立法與司法的監督，

                                                 
3 行政機關可用的方式包括遵守行政程序、關首長的任命以及重複授權等；立法機關則是預算審

查、業務報告與管制法規的立法；司法機關主要是夠過事後的審核，以及接受相關的不滿訴訟，

以約束機關的決策與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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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是機關本身決策公開、程序透明以獲得課責性的維持，這些皆與善治精神是

相互呼應的。 

 

肆、小結 

 

    在 1980 年代末期，各國政府的確普遍面臨到嚴重的不信任危機，因此，為

了挽回人民對於政府的信心與信賴，重建政府治理的正當性，透過各種行政改革

與再造措施，以提升本身的治理能力，便成為各國政府共同的首要目標，同樣的，

管制領域上的改革，亦是當中的重要一環。然而在這個過程中，各國普遍仿效美

國運作經驗，選擇設立獨立管制機關，作為本身在制度上進行變革的一種手段，

透過「機關獨立」與「行政專業」，以再次取得民心。特別的是，此類機關的設

置，絕大部分都集中在所謂的經濟管制領域上，似乎也反應出以下重要的訊息：

希望政治力不要在干預攸關民生的重大經濟政策、避免決策官員受到特定團體的

影響，做出違背人民公共利益的管制政策。雖然獨立管制機關不是政府組織的常

態，但是如果在能完善的配套措施下運作，不但能充分消除相關的疑慮，更能如

同其他行政機關，協助政府追求善治的目標。 

 

第三節 政府治理型態的轉變 

     

本節首先藉由說明治理的概念，進而與政府的管制加以相互結合，並且闡述

在所謂「管制治理」模式當中，具有何種特色、可能出現的類型，以及運作上所

必須關注的問題。 

 

壹、 治理概念的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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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銀行在1989年所提出的報告－「撒哈拉以南的非洲：從危機到可持續

成長」中，首次使用了「治理危機」一詞。此後，治理便被廣泛地運用於政治發

展研究中，特別是被用來描述後殖民地和發展中國家的政治狀況（俞可平，民

89），同時也引發國際組織亦對治理此一議題產生興趣，紛紛針對發展中國採用

治理的概念，分析其在經濟與政治上的發展情況，並在治理一詞之前加上各種形

容詞，例如世界銀行與OECD所提出的「善治」、聯合國發展署（UNDP）的「穩

健治理」（sound governance）或聯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民主治理」

等。 

事實上，治理一詞源於拉丁文和古希臘語，原意是控制、引導和操縱。長久

以來它與統治（government）一詞交叉使用，並且主要是用在指涉國家的公共事

務相關的管理與政治活動，以及處理各類利害關係人的特定機構或專業單位上。

但是，自從九十年代以來，西方政治學家和經濟學家賦予「治理」新的意涵，不

但其涵蓋的範圍遠遠超出了傳統的經典意義，而且其意涵也與「統治」相去甚遠。

它不再只侷限於政治學領域，而被廣泛運用於社會經濟領域。Pierre & Peters

（2000）則是指出治理概念在 1990 年代的興起可是說是對政府外在環境快速變

遷4，在制度上產生回應的一種現象，而此種治理概念，主要是強調政府在社會

所扮演的角色，如何順利執行政策，在依照市場理念下，使政府與民意代表具有

課責性。 

如上所述，治理是指政府因應環境變化所採取的一種新統治方式，使得公私

部門之間的界線日趨模糊，不再偏重以政府權威和制裁作為治理機制（Stocker,  

1998；劉坤億，民90），然而，綜觀近年來各界對於治理一詞的界定與使用方法，

至少包含以下五種意義： 

 

                                                 
4這因素包括：政府面臨到財政危機、強調市場的意識型態、全球化、政府失靈、新公共管理的

興起、社會變革與複雜性增加、區域、國際（全球）治理，以及傳統政治課責的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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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統治社會的新方法 

 

治理意指著一種新的統治過程，政府統治社會條件已經不同於以前，並且以

新的方法來統治社會，並且呈現出四種特徵：1.組織之間的相互依存；2.相互交

換資源以及協商共同的需要，導致網絡成員之間的持續互動；3.賽局的互動，以

信任為基礎，由網絡參與者協商和同意賽局的規則進行協調；4.相較於國家，保

持相當持度的自主性（Rhodes, 1997）。在企業管理與市場化的趨勢下，政府、

企業與非營利之間的界線越來越模糊，在新的統治方式下，政府會將公共服務的

簽約外包、績效測量成果導向的管理決策、堅持物有所值的公共服務與顧客滿

意，把這些企業管理的實例，融入到治理的概念中。所以治理將包含更多開放性、

透明性、課責性，並且把責任與效率的觀念到公部門中，使得政府與社會部門的

界線越來越模糊，呈現出一種「無政府的治理」（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特徵，強調國際市場、伙伴關係與各種網絡的重要性（Peters & Pierre, 1998）。 

    此外，這種治理觀點特別強調與「統治」的區別，主要可以分為兩個面向：

第一、治理需要權威，但這個權威並非一定是政府機關，而統治的權威必定是政

府，統治的主體一定是政府機構，而治理的主體既可以是政府機關，也可以是私

人機構，還可以是政府機關和私人機構的合作。第二、管理過程中權力運行的向

度不一樣，統治的權力運行方向總是自上而下的，運用政府的政治權威，通過發

號施令、制定政策和實施政策，對社會公共事務實施單一面向的管理。治理則是

是一個上下互動的管理過程，主要透過合作、協商伙伴關係確立和認同共同目標

等方式，實施對公共事務的管理，本質上是一種基於市場原則與公共利益認同的

合作關係。因此治理的概念下，政府首先必須界定本身與其他社會制度、行動者

的權力與責任，使其能夠具有合法的地位；其次、成為各項活動的管理者，提供

公民各種服務，關心政策與對社會所造成的影響；再者、成為社會共識的協調者，

協調社會上主要有組織的利益；最後成為國家領域的捍衛者，具有絕對的代表

性，以面對各國的競爭（Hirst,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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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治理是一種思考方向 

 

Stoker（1998）認為治理不應只限於指涉一套新個管理工具，其目的也不應

只限於提高公共服務的的生產效率，他更一進步提出有關治理的五個命題，作為

討論此概念的參考，這五種觀點分別為：  

第一、治理是政府、各種社會組織和行為者，所形成的互動關係。因此，治

理所代表的第一個訊息，就是挑戰依據憲政體制和正式規則所理解的政府體制，

換言之，它對傳統國家與政府權威所提出的挑戰，認為政府並非唯一的權力中

心，各種公共的和私人的機構只要其行使的權力獲得公眾的認可，都可能成為在

各個不同層面上的權力中心。  

第二、治理在處理社會和經濟的問題時，卻也引發了界限與責任的模糊問

題。治理不僅讓人們意識到政府並非唯一的權力中心，同時亦提醒了吾人責任轉

移的問題。在現代社會國家，正把原先由其獨自承擔的責任轉移給公民社會，換

言之，各種私部門與第三部門的團體分擔越來越多原先由國家所應承擔的責任，

而此種現象可從制度方面的轉變察覺出來。如此一來，國家與社會間、公部門與

私部門之間的界限和責任便日益變得混淆不清。  

第三、治理明確地指出涉入集體行動的各種機關之間，確實存在著權力依賴

的關係。當中此種權力依賴係指包括必須依賴其他的組織才能達成行動目標，同

時各組織必須交換資源和磋商共同的行動目標。最後，彼此交易的結果不只是取

決於各參與者的資源，而且也取決於遊戲規則和交易的環境系絡。因此，由治理

的角度觀之，由於沒有任何的行動者能單獨依靠自身的知識及資源來解決所有的

問題，故就行動者必須藉由互動的過程來促成目標達成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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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治理係指行動者的自主網絡（self-governing networks）。在治理的概

念下，協同參與的行動者最終將形成各個自主的網絡。這些自主的網絡不僅影響

政府的決策，同時亦接收原先應由政府處理的事務。此外，這些自主的網絡在某

些特定的政策領域中擁有發號施令的權威，它們與政府在特定的領域中進行合

作，分擔行政管理的責任。  

第五、治理確認了事竟其功的能力，並不在於仰賴政府行使權力去指揮或運

用其權威，而在於政府能夠運用新的工具和技術來做好引導和領航的工作。  

 

三、治理是一種互動過程 

  

Kooiman（2000）指出，治理是一種公私部門之統治者均能參與其中的社會

化過程。因此，治理是有效解決日益複雜的社會問題，以及創造出社會環境的有

制度性安排；而此制度的安排是有利於政治活動的產生，並且使公私部門行動者

保持互動，在這互動過程中主要呈現出三種模式：1.自我治理（self-governing）：

行動者基於本身自主意願，彼此的行為產生影響與約束； 2.共同治理

（co-governing）：行動者彼此的共同合作、協調，以及在沒有主導的治理行政者

下進行溝通，以網絡的互動、公私伙伴等方式，產生直接參與與社群性的次序。

3.層級治理（hierarchical governing）：主要透過政府法律與政策進行干預，以命

令與強迫的方式，產生混合的效果。他亦指出治理本身是個整體的系統，治理模

式的產生，本身是具有一定的次序性，首先的條件是問題解決與機會的創造，其

次是制度的建立，最後才是後設的治理能力（governability），以產生治理的最終

結果。 

 

四、新舊治理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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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 Peters（1998）的說法，治理的概念依照政府與社會的所扮演的角色，

可以分為兩種；一種是以政府為中心的「舊治理」（old governance）：政府如何

經由政治上的努力與設定目標的優先順序，領航社會與國家經濟以展現顯著的成

果。第二種是以社會為中心的新治理（new governance）：將治理視為是各種正式、

非正式的公私部門互動，特別是當中所所產生的政策網絡（policy network），以

產生的公私協力的關係。 

因此所謂舊治理可以是說是以政府為中心，主要的研究問題是政府具有多少

政治與制度能力可以領航社會，政府與其他利益團體與社會制度的關係為何，關

心的重點在於如何提升政府的治理能力，基於公共利益如何產生更好的服務結

果；相對的，所謂新治理概念是屬於社會中心為取向，強調由各種型式的網絡與

伙伴關係所產生的協調（co-ordination）與自我治理（self-governance），由社會

力量所形成的政府政策，將會協助使政策符合現實的需求與有效的落實，亦能鼓

勵社會團體對政府事務的參與（Pierre & Peters, 2000）。 

 

五、管理公私部門的總和 

 

全球治理委員會（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1995年發表了一份題

為「我們的全球伙伴關係」（Our Global Neighborhood）的研究報告，其中對治

理做出如下定義：治理是公私機構管理其共同事務的諸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

互衝突的或不同的利益得以調和並且採取聯合行動的持續過程。它既包括有權迫

使人們服從的正式制度和規則，也包括人們和機構同意的或以為符合其利益的各

種非正式的制度安排，並且具有四個特徵：1.治理不是整一套規則，也不是一種

活動，而是一個過程；2.治理過程的基礎不是控制，而是協調；3.治理既涉及公

部門，亦包含私部門及第三部門；4.治理並非一種正式的制度，而是持續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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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定義改變了人們對傳統以政府為中心的政治的理解，即政府不再是政治

的唯一主體，治理是政府與非政府、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協調而非單純的政府控

制。治理由此不再只是政府的事務，更重要的也是民間的事務。治理不僅看重正

式的法律，也重視非正式的規則和規範。 

 

    總之，治理可以說是一種政府與社會共同管理公共事務的理想型，當中包含

政府與市場/公民社會的互動，透過彼此的協調、合作與協力，以決定公共服務

的價值分配，以及相關政策的執行方式。因此，在治理的概念下，政府與市場/

公民社會之間將產生不同的政策網路關係，當中可能由政府主導控制，亦可能包

含彼此的協調與合作，一切端視政府與市場/公民社會的互動關係而定。 

 

貳、管制治理的興起與類型 

 

自 1980 年代以來，各國政府普遍歷經預算赤字、經濟表現不佳，以及信任

危機等問題，紛紛進行各種改革措施，當然管制改革亦是當中重要手段之一。各

國所進行管制改革，其主要特徵在於將公共服務市場化與自由化，在這個過程

中，各國政府不但沒有對這些提供服務的產業減少相關規範，反而出現更具彈

性、法規取向的管制治理模式，並且當中特別是大量設立獨立專責的管制機關，

負責法規執行與監督的工作。此種而強調獨立與專業的管制模式，一般認為最具

代表性的國家為美國，學界將此種強調透過管制立法，並且在政府內大量設立

（準）獨立機關進行管制事務治理的國家，並稱為是一種「管制國家」的治理型

態。事實上，此種模式的出現可以追溯自美國十八世紀末的激進改革時期，然而

到了 1980 末期卻重新被相關學者所討大量討論與研究，其背後的的原因在於

（Cope & Goodship, 1998）： 

 

一、政治經濟的轉型（全球化、福利國家轉向競爭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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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rdana 與 Levi-Four(2004）指出，管制國家的概念之所會被重新提起，其

主要原因是自 1980 年代以來，資本主義的盛行，導致政府治理公共事務在方式

上轉型，普遍認為法規制定將會是現代國家最重要的功能，興起重新界定的公私

分際，而政府只負責領航、公民社會負責提供服務與創新的功能。McGowan 與 

Wallance（1996)認為從發展經驗而言，各國歷經所謂守夜人國家、凱因斯國家，

近年來更進入到管制國家的範疇中，並且在這三個時期中，政府與社會分別扮演

不同的角色：首先、在古典自由理論的守夜人國家中，政府與人民本身是法律契

約的關係，大多數的管制都是由公民社會所完成；其次，進入到二次戰後的凱因

斯國家時期，充滿大政府的思想，所有公共服務都是由政府一手包辦，戰後美國

的新政便時期是最好的實例；最後、在 1980 以後的所謂「管制國家」時期，政

府的角色在於制定管制的規則，建立市場與社會的秩序，以取代傳統的命令與控

制政府管制方式。 

 

表 2-4 治理的轉型與管制國家的本質 

 守夜人國家（19

世紀） 

戰後凱因斯福利

國家（1945-1970）

管制國家 

（1980-） 

服務的領航 公民社會 政府 政府 

服務的操槳 公民社會 政府 公民社會 

資料來源：Jordana & Levi-Four, 2004：11。 

 

二、公共管理的影響 

 

1980 年代興起的公共管理，本質上是一種公部門的變革，基於新自由主義

的思想，假定大政府是浪費與無效率的，市場比政府更適合提供財貨與服務，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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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解除政府不適當的管制與民營化，進行自由市場改革，並且以簽約外包與公私

伙伴合夥的服務傳遞重塑政府/市場機制（Minogue, 2004a）。管制國家的出現主

要是在回應政府服務所出現的三種分離方式：政府利用民營化將運作功能加以分

離，公共服務的購買與提供分離，以及政策制定與執行的分離，並且強調政府的

責任在於利用法規、（準）契約，設立相對應的管制機關，政府與市場以共同管

制等方式提供公共服務（Scott, 2002a）。 

 

三、強化競爭與信任 

 

McGowan & Wallance（1996)認為管制國家是基於新自由主義，結合市場競

爭與公共服務民營化，本身是一種分權的政府管制形式。在管制國家的概念下，

政府強調管制法規與標準設定，建立市場的遊戲規則以促進市場競爭，取代過去

直接提供服務的形式。此外，管制國家內廣泛設置獨立管制機關，主要是為了解

決政治人物缺乏專業政策制定能力，在有限的決策時間下，提升人民對政府公共

服務的一種方法（Jordana &Levi-Four, 2004）。 

 

Mayntz（1998）曾指出，治理不只是政治上的指引與領導政府的行動，也是

所有社會行動者的互動，因此在治理概念中包括所有可能的個別行動模式，例如

層級、網絡、與市場，本身不限定在特殊類型的形式，以解決政府與社會所存在

的各種問題。然而 1980 年代以來所浮現的管制治理，主要是將治理的觀念應用

在政府的管制領域上，政府透過專業的管制機關，強化本身的在管制政策決策上

課責、公開與透明程度，不但能順利取得受管制的團體的順服，並且亦能產生持

續性的變革，透過各種方式提供社會大眾有效率的服務（OECD, 2001d）。因外，

Knill 與 Lehmkuhl（2002）亦認為，如果將政府的管制政策與治理觀點加以結合，

在政府與市場/公民社會之間，至少存在四種可能的互動類型（參見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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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治理能力  
低 高 

低  
 
干擾性管制 
 
 
 

 
 
干預性管制 

市場/公民社會的

治理能力 

高  
 
私人的自我管制 
 
 

 
 
受管制的自我管制 
 
 
 

圖 2-1  四種可能的管制治理類型 

資料來源：Knill & Lehmkuhl, 2002：53。 

 

第一、干預性管制：政府具有絕對權力以干預私人活動，負責提供所有的公

共服務，並且具有決定服務內容與提供服務的方式，也就是所謂「命令與控制」

的管制模式。然而，此種強調政府干預的概念到了 1970 年代中期有了變化，並

且被所謂管制國家的概念所取代，將提供公共服務的責任轉移到市場，利用法規

與誘因以確保私人能達到社會預期的目標。因此，所謂解除管制、民營化與行政

改革改變了干預性管制的角色與功能，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政府仍具有監督與

管理的權力，並未減少政府具有一定的層級性地位。 

第二、受管制的自我管制：政府提供重要的誘因，例如財政上支持、授權、

減少干預等，以刺激與增加社會利益組織的整合。此種類型特別會出現在政府希

望高度控制，但卻又不方便親自介入控制的情況，另一方面，受管制團體本身的

對相關成員的行為控制能力亦高，因此政府也願意將管制的權力移轉給民間市

場，例如政府對於國防工業互動關係就屬此類。 

第三、私人的自我管制：政府授權由民間市場負責提供公共服務，管制的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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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隨政府服務性質與民間市場的能力而定。此類的實例以英國所盛行的自我管制

為代表，在政府的授權下，相關的專業或職業團體有權核發許可執照或進行驗

證，甚至可以代表政府執行管制政策。 

第四、干擾性的管制：政府受限於本身的能力難以干擾私人活動，同時民間

市場亦缺乏有效的自我約束能力，雖然如此，在必要時政府亦可能出面阻擾或限

制某些會造成負面外部性影響的活動。例如某些商業團體基於私利對環境造成嚴

重破壞，本身往往亦缺乏同業間的相互監督，一旦該行為危急到一般民眾的利

益，政府依然會採取嚴格的管制手段，以產生制裁的效果。 

 

    資本主義盛行所導致政府角色的轉型、公共服務市場化，以及強化服務競爭

與對政府的信任，這些都是 1980 年代末期管制治理興起重要的背景因素，並且

借重市場/公民社會的所具有的治理能力，更是成為各國政府在管制領域上主要

的改革途徑與方式。 

 

肆、管制治理的主要特徵 

 

如前所述，1980 年代末期，管制國家的再度興起大致上可以歸納出三個主

要的因素：首先，公共服務解除管制後，為了建立競爭秩序的需求；其次，歐盟

朝向單一市場的政策制定，出現大量相互依賴與具超國家性質的管制政策；最

後，則是政府的服務朝向由民間社會代理提供，這樣的結果使得政府行政分權化

與地區化，不斷將服務提供授權給企業與非營利組織，政府以契約的方式，向服

務提供者購買服務（Majone, 1997a）。然而，管制國家的治理方式究竟為何？它

與傳統的國家型態有何不同？實有其必要深入瞭解其真實面貌，在此嘗試將其內

部的面貌與運作方式分述如下： 

 

一、公共服務提供模式的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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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國家改變了公共服務的提供方式，從政府直接提供轉變為由市場與民間

負責（Scott，2000），主要是因為從過去的經驗顯示，由政府全面提供人民服務

的方式，往往無法產生令人滿意的結果，特別是當政府本身遇到的財政上危機，

所推動的政策又無法有效改變整體社會與經濟體制時，這種情況就顯得格外的嚴

重。也因此，先進國家為了解決上述的困境，紛紛做出重要的變革，其共同特徵

在於政府以契約方式把提供公共服務的責任移轉至民間社會，希望市場的競爭機

制提供物有所值的服務與績效。這種政府服務模式的移轉，最具代表性的實例為

英國所推動的續階計畫（Next Step），政府部門只負責服務的決策制度與預算編

制，並且透過簽訂績效契約與制定管制性法規，以控制與約束實際負責服務的推

動的部屬執行機關（agency）或其他非政府組織。  

 

二、獨立管制機制治理的架構 

     

1980 年代以來，公共服務的解除管制與民營化，成為政府改變公共服務模

式另一個重要的因素，伴隨市場自由化、民營化與解除經濟管制所產生複雜性問

題，早已遠遠超過傳統政治人物所能處理的問題，另一方面為了實現對於民眾所

許下的實現競選政策的承諾，這些因素提供政府設立與授權給獨立管制機關的誘

因（Gilardi，2003d）。然而，本研究綜觀學者們（Thatcher, 2002a、2002b；Majone, 

1997a；Gilardi, 2001a、2001b、2003b、2003d、2003e）對於政府為何設立獨立

管制機關的討論，可以歸納出以下的重要原因： 

1.強化政策可信度：政治人物必須實現對人民的所許下的政治承諾，但受限

於本身任期往往無法繼續推動相關政策，因此授權給具獨立性質的機關可以增加

政策的延續性，不受政治任期與因素的干擾； 

2.技術與專業的需求：當政府決定將採取解除管制與公共服務民營化之際，

許多複雜的技術性問題不是現有的人員所處理；另一方面，當政府決定採用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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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沒有的特殊政策，或配合國際組織的需求，兩者都是需要專業人事進行規劃，

因此獨立性質的機關的設計，可以說是為政府創造出延攬專業人事的機會，專責

處理複雜的管制問題； 

3.移轉決策錯誤的責任：授權給獨立管制機關，主要希望藉由其專業能力，

能夠快速回應環境變遷適時調整相關的管制措施，並且提供穩定、一致的政府管

制規範與環境，然而一旦相關管制政策出現的失靈情況，政府可以容易的將責任

歸咎於獨立管制機關； 

4.基於學習仿效：政府對於設立獨立管制機關不是基於特殊功能性考量，純

粹把它視為理所當然的解決政策問題的方式，重於實際解決管制問題的能力，藉

由學習與仿效把各國的經驗加以引進。 

 

三、強調管制的決策參與和透明 

     

管制國家最主要的特徵在於，大量將決策制訂權力交給獨立管制機關，題供

具有一致性的管制政策，另外，獨立管制機關亦結合了法規制訂與調解的專業功

能，透過公民參與的架構（例如舉辦公聽會），使得政府的管制政策具有充分的

彈性，透過政策辯論方式以回應民眾所關心的政策議題（Majone, 1999b）。為了

使獨立管制機關的決策過程更具有透明與參與的性質，在決策制定上通常都要遵

守一定的行政程序，賦予管制決策合理的理由，以說服社會大眾取得信任，並且

將管制決策開放諮詢，徵詢相關團體的意見，最後並提供明確的申訴與駁回管

道。因此，在管制國家的概念下，所強調的合法性標準在於：具有清楚的管制目

標，以作為最後衡量績效的標準；強化決策的合理理由與透明性，以促進公民參

與和法院進行審核；遵守正當的行政程序，確保管制政策的公正性；強調專業主

義，減少外界的干擾與減少機關濫用裁量的風險。 

 

四、以多元途徑強化管制課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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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立管制機關與傳統政府部門的差異在於，能夠避免政治影響，對政府與國

會只有報告的責任，並且在上行政管理上能夠對機關本身自主安排人事與預算，

本質上是一種強調專業能力的特殊組織。然而，為了使這種強調專業、避免政治

對決策干預的組織，不會偏離民主政治的運作，成為另一種不受監督與獨裁的政

府組織，必須適當的途徑以強化其課責性，據此學者 Gilardi（2001b）認為獨立

管制機關可以藉以下的方式達成此一目的： 

1.司法機關對於其管制立法的審核； 

2.要求遵守一定的行政程序； 

3.掌握獨立機關首長的任命權； 

4.立法機關對管制預算的審查； 

5.重新調整組織結構； 

6.透過立法使明確規範管制目標； 

7.同時授權給兩個以上獨立管制機關，以收彼此制衡之效。 

 

伍、運作上的主要課題 

 

管制國家在治理上依賴大量的授權獨立機構，例如：管制機關或是委員會，

並且透過行政、立法、司法部門與民眾的相互監督與互動，以提升本身在治理上

的民主合法性與課責性（Majone, 1999b）。整體而言，此種治理模式制度設計在

於獨立管制機關的設計，因此各國在朝向此種強調專業與獨立的治理方向發展

時，仍有許有問題值得留意（Moran, 2001b；Cook, Kirkpatrick, Minogue & Parker, 

2004；Sunstein, 1997）： 

 

一、俘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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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政府的管制機關為了深入要瞭解的複雜管制，必須長期與被管制者產生

互動，進而產生共同的價值觀，容易出現偏袒特定利益團體情況，因此在兩者之

間出現以下的情況時，將有可能出現嚴重的俘虜問題管制（Thatcher, 2002c）： 

1.機關無法與被管制者保持合理的互動距離； 

2.出現旋轉門現象，受管制者提供豐厚的職位給管制機關人員； 

3.雙方所掌握的管制資訊不對稱，管制機關無法掌握充分資訊，必須不斷的

向受管制者索取相關內容； 

4.管制決策長期不被質疑與挑戰。 

 

二、確保政治上的獨立性 

 

獨立管制機關具有政治獨立性，程度可以從以下獨立機關的首長本身的產生

方式與職權可以得知： 

1.政治性任命的程度：如果政治化程度越高，其政治獨立性則越低、越受到

控制； 

2.首長異動的頻率：異動的頻率或提早離職比例過高，政治的獨立性越低；

3.任期的長短：通常首長的任期越長所代表的獨立性就越高，如果採用委員            

會制的獨立管制機關，必須再視任期是否交錯、依照政黨比例任命而定； 

4.財政與人事資源：若機關首長無法充分掌握本身的資源，處處必須聽命於

政治人物的決定，其政治獨立性相對就比較低： 

5.決策被否決的程度：獨立管制機關所提出的政策，事先必須經由行政與立

法機關的同意，若有爭議，事後又必須接受司法部門的審核，因此所制定的決策

多次被行政與立法部門不合理的否決時，所顯示的獨立性就越低。 

  

三、減少管制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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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風險主要是因為管制政策本身的不確定與不一致性所導致的結果，並且

會使受管制者對於政府目前與未來的管制決策產生恐懼，因此當管制風險是可預

期的，將會大幅產生管制政策的效益。 

 

四、影響分析的實施 

 

針對目前或未來預計推動的管制政策，進行成本與效益分析，其主要的目的

在於改進管制政策的品質，以評估管制所產生的正負面影響。管制影響分析可以

是一種設計與執行管制績效測量的方式，可以協助政府瞭解管制政策的成效，進

而減少政府管制所產生的負面影響。 

 

五、取得民眾的信任 

 

管制國家的合法性，主要來自獨立管制機關本身的決策與行為，能夠獲得社

會大眾的接受與支持，為了使民眾能不斷接受其決策與產生信任，必須要有一個

良善的治理原則作為指引。而所謂的良善治理原則通常包括（Cook, Kirkpatrick, 

Minogue & Parker, 2004）： 

1.透明：使管制的過程是對社會大眾公開與接受檢視，一個透明的管制是

歡迎大眾檢視其決策的立論基礎，並且促進公開的協商與挑戰決策； 

2.課責：能夠回應大眾或民意代表的疑問，具有明確的管制目標，有效改

善市場失靈而不影響到其他市場經濟的運作； 

3.比例性：採取管制手段否能與所要解決的問題成一定的比例，以避免過

度管制或管制不足的情況產生； 

4.一致性：使政府的管制政策更有具有可預測性，進而減少對市場與社會

的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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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小結 

 

管制國家的再度興起不只是政府發展上的一個流行風潮，所謂的管制國家是

真實存在的，但其特徵會隨者國家發展條件不同，而呈現出各式各樣的面貌；管

制國家更是一種新的治理典範，亦是一種共同領航的網絡，政府的公共服務將不

再由政府單獨提供，而是政府、市場與社會共同的責任，假如政府可以藉由管制

領航這個提供服務的網絡，就應該其為一個全球化的現象（Moran, 2002）。 

 

第四節  本章結論 

 

管制是政府核心的功能，亦是公權力的最佳展現，一旦出現任何危害人民福

祉與利益的情況，在過去，政府往往採取嚴格的法令禁止，或者親自提供重要的

民生服務，以維護國內的社會秩序，建立適當的市場運作方式。但是這樣的認知

到了 1980 年代確有有所轉變，也使得過去慣於採用的直接干預、命令與控制的

治理方式有所轉變，在本章中則是歸納為兩種因素： 

第一、政府的經濟與財政問題：過去凱因斯所主張的福利經濟學，長期指導

著各國政府的經濟發展，認為政府必須擔負起照顧人民的責任，因此政府可以透

過各種管制政策，由國營事業提供人民所需的公共服務，以解決市場功能不彰等

失靈現象。但是此種思想到了 70 年代末期，受到國際經濟產生劇烈變化，特別

是當時的石油危機，為了繼續維持公共服務的提供，政府本身的的預算赤字增

加，加上國內失業問題日趨嚴重，通貨膨脹不斷的問題出現，福利經濟學的主張，

開始受到嚴格的考驗，所謂自由經濟學者們紛紛提出強烈的批評與質疑，並且認

為政府如同市場，一樣會出現各種嚴重的失靈，當中又以不當的管制更是罪魁禍

首。因此，解除政府不當管制、公共服務的市場自由化與民營化，此種市場途徑

改革路線，以提供更具有競爭性的公共服務，便成為此時共同的呼籲，並成為各

國紛紛進行所謂「管制改革」運動的核心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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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除了經濟與財政問題之外，在 1980 年代末期，各國政府另面臨另一

種挑戰，人民對於政府的不信任，逐漸在各國境內形成，進而開始影響到政府治

理的正當性。因此，為了挽回人民對於政府的信心與信賴，提升政府的治理能力，

便成為各國政府共同的首要目標。然而，不論是 OECD 的調查或者從是各國的

發展經驗所顯示，獨立管制機關成為各國在管制制度設計上，共同採取的一種變

革手段，希望透過「機關獨立」與「行政專業」等特質，以再次取得民心，使政

治力退出政府重大的管制政策，同時避免官員受到特定團體的影響，做出損害人

民公共利益的決策。雖然，獨立管制機關至今仍是飽受爭議的政府組織，為了展

現其獨立與專業特質，在其實際運作上仍需要完善的配套措施，如此才能有效提

升政府的治理能力，協助政府追求善治的目標。 

綜合以上所述，在這些因素的相互影響下，管制治理的概念逐漸浮現。首先，

它包含了美國在激進改革時期為代表的「管制國家」概念，強調獨立與專業的政

府管制精神，成為近年來各國政府在管制制度發展上的一種風潮與學習對象；其

次，管制治理代表著政府、市場與公民社會三種治理模式相互連結，當中存在著

各種可能的互動可能性，成為彼此協力與合作的網絡關係，因此公共服務將不再

由政府單獨提供，而是政府、市場與社會共同的責任，政府將可以藉由管制來領

航這個提供服務的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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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治理模式 
發展背景  政治經濟的轉型 

 公共管理的影響 
 強化競爭與信任 

可能的類型  干預性管制 
 受管制的自我管制 
 私人的自我管制 
 干擾性管制 

特徵  公共服務提供模式的移轉 
 獨立管制機制治理的架構 
 強調管制的決策參與和透明 
 以多元途徑強化管制課責 

運作上的重要

課題 
 避免被俘虜 
 確保政治上的獨立性 
 減少管制風險 
 影響分析的實施 
 取得民眾的信任 

圖 2-2 管制治理的興起與內涵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經濟與財政危機 

 1970 年代石油危機 

 政府功能的失靈 

政府的信任危機 

 選擇獨立制度挽回民心 

 善治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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