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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美國管制治理的運作經驗 
 

美國是最早實施管制治理的國家，本章將從其各階段的發展過程、相關確保

政府課責機制的設計、如何增進政府運作的透明度，以及管制影響分析的實施，

從四個角度分別說明美國進行管制治理所呈現的面貌，並且最後對本章作相關的

回顧。 

 

第一節  發展過程 

 

綜觀美國的管制治理發展歷史，大致上可以追溯到 1887 年的州際商業法

（Interstate Commerce Act of 1887 ），透過獨立的管制委員會所發佈的法規，以

約束各州間的商業行為。管制之所以成為美國行政發展的重要角色，其在主要原

因在於（Rosenbloom, 1994；林鍾沂，民 85）：首先、管制活動與過去一世紀以

來的經濟、技術和社會生活日益複雜化密切有關；其次、避免市場過度競爭，透

過市場代理制度，訂定價格、費率或控制進出市場之申請數量，達成限量限價的

要求以符合公共利益原則；最後則是透過管制政策以確保充分就業。 

一般而言，美國在管制政策的發展可以分為四個階段（Eisner, 2000）：第一、

激進革新時期：主要以鐵路管制與市場上的反拖拉斯法為主；第二、經濟管制：

管制的浪潮則是隨者經濟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而來，羅斯福總統的管制政

策主要在提升產業的穩定性以及國家所得的重分配上，以維持經濟穩定；第三、

社會管制：美國在 60-70 年代的管制發展有別於之前，主要強調的是保護民眾免

於健康與環境風險的威脅，國內產業過度成長之餘，將政府的管制擴展到產業的

生產過程中；第四、解除管制時期：在 70-80 年代，美國面臨到總體經濟表現不

佳的情形，在高物價膨脹、經濟不景氣與國外的經濟競爭壓力下，美國的政治制

訂者苦思各種改革方案，當中包括重新思考管制的成本效益問題、強迫進行管制

影響分析，推動解除管制等措施，強調增加政府管理彈性與減少管制順服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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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然而，美國在管制變革並未解除管制時期就停止，90 年代時期之後，美國

總統在管制政策上亦有許多重要的變革。在此依照將這些內容分述如下： 

 

壹、 激進改革時期 

 

美國在內戰後時期早已對各州內的商業活動就有若干限制，然而有鑑於當時

鐵路公司對於票價的壟斷，於是在 1887 年正式成立的了第一個具獨立性質的管

制機關：州際商業委員會，希望透過制定全國性的管制法規，以有效界定企業的

發展範圍。該委員會本身是個獨特的機制，它獨立於行政機關，並且不同於當時

的制度設計，主要是由專業人士所組成。這樣的制度設計在當時的美國引起粉大

的爭論，支持者認為：此委員會可以提供專業與彈性的管制，依照傳統的法院程

序解決複雜的管制問題常常是曠日廢時；專業委員會可以保障窮人的權益，扮演

公正的角色，提供法院進行判決時的重要參考，不過反對者則是認為，獨立管制

委員會的出現可能助長管制裁量、容易被企業俘虜、委員會本身是否具有此種能

力仍有疑問（丘昌泰、廖元豪，民 92）。雖然對於管制委員會的成立，在當時有

許多的爭議，不可否認的，此時期對於美國管制治理上的最大意義在於，確立了

管制委員會的獨立地位。 

 

貳、經濟管制時期 

 

1929 年美國股市大跌所引起的經濟大蕭條，成為美國管制歷史上的一個重

要轉捩點。為了挽救當時國內的經濟狀況，美國政府的管制政策開始著重於經濟

管制，最具代表性的政策，為此時期羅斯福總統所採取強調提升需求面經濟的「新

政」（New Deal）方案，企圖經由政府對各經濟部門的逐一管制，以提升總體經

濟的穩定與成長。另一方面，為了強化經濟管制的效果，紛紛設立的各種獨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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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制委員會，其中重要的機構包括（Berstein, 1955）： 

一、聯邦電力委員會（FPC）：負責州際電力與天然氣價格的管制、水庫興

建與執照核發的管制，並於 1977 年改為聯邦能源管制委員會（FERC）； 

二、聯邦通訊委員會（FCC）：負責廣播與電視頻道的分配、州際電話費率

的管制，以及其他有關電話通訊的管制； 

三、聯邦貿易委員會（FTC）：追蹤競爭性的商業行為、不實廣告、貿易行

為的消費資訊，以及反拖拉斯政策； 

四、安全交易委員會（SEC）：主要負責有關金融市場的管制； 

五、全國勞工關係委員會（NLRB）：針對勞資爭議，維護團體協商的程序

正義； 

六、聯邦海洋委員會（FMC）：決定海洋運輸的費率與決策、海洋產業的補

助等事項； 

七、民用航空委員會（CAB）：負責空運價格與航線的配置。 

 

    綜觀美國在此時期的管制發展，希望經由政府採用經濟性的管制手段，對市

場價格與市場的進入進行嚴格的控制，其目標主要鎖定在攸關經濟發展特定的產

業，並且透過大量以兩黨聯合組成的獨立管制委員會，以專責方式強化管制的效

果。 

 

參、社會管制時期 

 

美國的管制到了 1960 年代末期又出現另一次重大的轉向，主要是因為在歷

經民權與反戰運動後，國內的利益團體大量參與各項政策過程，此種強調參與式

民主、反對資本主義的新左派的觀點，認為政府的管制不能只偏重在經濟面，更

應該減少管制所產生的順服成本，以及針對消費者的權益進行保護的立法。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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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美國的管制政策開始轉向關切環保、公共衛生、職業與就業安全等相關的社

會政策，紛紛進行大量的立法（如表 3-1 所示），而在政府的制度上亦設立許多

的管制機關，例如食品藥物局（FDA）、平等就業委員會（EEOC）、聯邦航空局

（FAA）、職業安全與健康局（OSHA）、以及環保局（EPA）等。因此，在當時

強調社會性管制的聲浪下，美國政府把管制政策的重點，從經濟性管制所強調的

市場競爭行為，轉移到與一般民生相關環保、消費者保護、健康與就業上的社會

活動議題，並且透過管制的風險評估，以及民眾實際參與政府的管制活動，確保

社會整體的公共利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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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美國主要的社會管制法令 

環境品質 

Clean Air Act(1970) 

Clean Water Act(1972) 

Comprehensive Environment Response, Compensation, and Liability Act(1980) 

Federal Fungicides, Insecticides, and Rodenticides Act(1947) 

National Environment Policy Act(1970)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Recovery Act(1976) 

Toxic substances Control Act(1976) 

食物與藥品 

Federal Food ,Drugs and Cosmetic Act(1938) 

Pure Food and Drug Act(1970) 

Nutrition Labeling and Education Act(1990) 

健康與安全 

Consumer Product Safety Act(1972) 

Federal Hazardous Substances Act(1960) 

National Manufactured Housing Construction Safety Standards Act(1974) 

National Traffic and Motor Vehicle Safety Act(1966)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ct(1970) 

社會政策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1990) 

Fair Housing Act(1968) 

資料來源：Salamon, 2002: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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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解除管制時期 

 

為何在 1970 末期解除管制成為美國政府所關注焦點？對此 Reagan（1987）

則是指出：首先、在 60 到 70 年代期間，美國政府的管制範圍不斷擴張，政府的

管制成長，已經發展成為一種新興的產業；其次、受到管制的企業，對於順服政

府管制所造成的成本負擔出現反感；最後，雷根總統在 1981 年任職時，本身就

帶有反管制的意識型態，在加上國內所出現的經濟衰退與通貨膨脹問題，解除政

府不要必的管制成為當時企業與民眾共同的渴望。然而，為了解決上述的的問

題，美國在 70 年代開始，歷任總統便開始推動相關的措施： 

一、福特政府：福特總統發佈 11821 號總統行政命令，要求聯邦機關針對重

要的管制措施提出通貨膨脹影響報告，並於 1974 年成立薪資與價格穩定委員會

（Council on Wage and Price Stability, CWPS），審核政府政策對通貨膨脹的影響

以及監督私人經濟活動，積極改革政府的管制過程，將重點集中在測量管制政策

所產生的成本效益、減少管制程序的阻礙與延誤、並且建議採取管制委員會的立

法方式，適當地解除管制，以及在管制過程中，確保消費者的利益。 

    二、卡特政府：發佈 12044 號行政命令，要求管制機構對管制措施進行成本—

效益分析，同時於 1978 年成立管制分析審核小組（Regulatory Analysis Review 

Group，RARG），負責審核影響超過一億美金的重大管制政策，並且要求分析報

告必須在政府公報（federal register）出版。 

三、雷根政府：成立管制舒緩小組（Task Force on Regulatory Relief）由副總

統喬治布希擔任主席，並且發佈 12291 號行政命令，要求管制機關說明管制政策

成本效益，並且授權給管理預算局（OMB）之下的資訊與管制事務辦公室

（OIRA），負責對聯邦政府的管制監督。 

 

綜觀 70 年代和 80 年代，美國政府在解除管制上改革，大致上可以將其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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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個階段（Goodman & Wrightson, 1987）：首先、在卡特政府時期，改革的方式

主要以立法形式進行，大多集中經濟性管制領域，主要在市場進入的管制，全部

或部份取消對價格和市場進入的管制，依靠市場機制來實現政府管制所要達到的

目的，透過解除政府對企業的不必要束縛，恢復了市場調節功能，進而刺激國內

的經濟增長；其次、雷根政府時期：主要透過行政命令的手段進行改革，大多集

中於社會性管制領域，遏止社會性管制的過度成長，並且建立了一個比較系統和

有效的管制監督機制，將成本效益分析應用於監督過程。另一方面，雷根政府也

同如福特與卡特政府發覺，需要經由管制變革以解決通貨膨脹問題，把解除管制

列為競選總統的一項主要政見，並且獲得普遍的支持。然而，雷根時期在管制上

的改革與福特/卡特政府的不同之處在於：大量將聯邦政府的管制活動移轉到地

方州政府手中；同時解決經濟與社會兩種性質的管制問題，例如費率的制訂、進

入市場投資的控制、化學工業對大氣破壞、消費者對負面廣告所產生的心理影響

等；最後雷根政府的許多管制措施，主要是為了保障國內產業免於國外的競爭，

以確保國內的經濟成長（Meiners & Yandle, 1989）。 

 

伍、90 年代的主要發展 

 

    美國的在管制政策的上改革，並沒有隨著雷根總統下台而結束。首先就布希

政府而言，大致上還是延續雷根政府的主張，朝向減少不必要的政府管制方式發

展，主要變革發展表現在 1990 年修正了空氣清靜法、1991 年的民權改革法（Civil 

Right Reform Act of 1991），以及制定的身心障礙保護法（Disability Act）保護國

民就業免於歧視；其次在柯林頓政府方面，民主黨的柯林頓在 1992 年競選宣言

上，再次重申支持對政府在社會管制的擴張與其扮演的角色，特別是在環保、消

費者保護與工作地點的安全與健康。然而，柯林頓政府在管制政策的最大變革在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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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發佈 12866 號行政命令，要求聯邦政府針對重大的管制政策加入非量化

的評量標準、OMB 在進行管制審查時必須公開與使民眾參； 

二、提出政府再造成果報告與 1993 年的績效成果法，透過設立管制的績效

標準、與受管制者建立伙伴關係、建立自我監督促進管制順服、減少官樣文章、

以及管制資訊與公開上網，以追求更好的管制成果； 

三、1995 年無財源補助計畫改革法（Unfunded Mandates Reform Act of 

1995），要求國會在制定涉及地方與各州的管制活動的法規時，必須重新考量其

成本效益，以減輕地方與州政府在執行上的負擔； 

四、1996 年中小企業管制執行合理法（Small Business Regulatory Enforcement 

Fairness Act of 1996）：聯邦政府的管制政策若對某些少數中小企業造成嚴重的經

濟影響，必須提出管制的彈性分析並且出版公告。 

     

陸、小結 

 

回顧美國在管制領域上的發展演進，每個時期都分別其不同的特徵（參見表

3-2），整體而言，激進改革與經濟、社會管制時期，所強調的是政府對經濟市場

的管制控制，解除管制則是對於過去管制的反動，也是一種反對「大政府」與「反

管制」的意識型態的展現（Tesk，2004a）；其次，就管制的類型而論，前兩個時

期屬於經濟管制，第三個時期則是屬於社會管制，而自 80 年代解除管制時期之

後，同時重視經濟與社會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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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美國管制發展的主要特徵 

時期 激進改革 
1887-1920 年

代 

經濟管制 
1930-50 年代 

社會管制 
1960-70 年代 

解除管制 
1970-80 年代 

主要目標 倡導市場治

理，經由行政

手段創造市場

化的結果 

針對受管制利

益團體，提倡

產業的穩定與

國家所得的重

分配 

減少相關產業

在生產時所發

生的健康與環

境風險 

減少干預市場

機制，或要求

大量順服成本

的政策 

政治經濟系絡 在 1880-1920
年間，出現大

規模的統合性

經濟，以及國

家主導的市場 

在經濟大蕭條

時期，產業與

農業經濟的大

崩盤 

戰後所大量提

倡的後物質主

義與對生活品

質的的關切 

在 1970-80 年

代，經濟不景

氣與不斷成長

的國外競爭的

壓力 
制度創新 廣泛依賴獨立

管制委員會 
利益團體的合

作，就像準公

部門一般，共

同界定與執行

政策 

經由強迫採取

行動的命令與

時間表，限制

機關的裁量權

力 

集中管制權

力，由管理預

算局、白宮與

管制機關進行

正式的審核 
政策方案 反拖拉斯管

制，鐵路、商

業銀行、食品

與藥物的管制 

國家產業復原

方案（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以及在

農業、商業與

產業金融與勞

工關係的新管

制制度 

新社會管制，

強調環境品

質、工作者的

安全、健康與

消費者保護 

總統行政命令

要求正式的經

濟管制分析，

強調陸地運

輸、航空與金

融的解除管制

立法 

專家的角色 積極提倡與產

生中立性的競

爭，某些則是

依賴委員會中

特殊的專家 

廣泛依賴在關

鍵機關內的專

家，聽取與受

管制團體關係

密切的私部門

專家 

大量依賴科學

與社會科學的

專家 

正式應用經濟

性的評估方法

（例如成本效

益與效能分

析，風險分析）

各種利益整合

於政策過程的

方式 

較少將利益整

合於立法過

程，在行政層

面上，少有管

制政策間的整

合 

經由創造準統

合主義式的制

度安排與政府

監督的自我管

制，整合各種

利益 

經由不斷擴張

的法規制訂過

程、基金的投

入與法院的介

入，將各種利

益整合於政策

過程中 

沒有正式的各

種利益整合創

新，而是非正

式的經由白宮

進行 

資料來源：Eisner, 20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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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課責機制 

 

    美國是最早建立獨立管制制度的國家，其獨立管制機關的設計，亦成為各國

政府在進行相關建置時，所常參考的重要對象，此外，由 OMB 所進行的統一審

核，亦是美國在管制政策運作時，另一項重要的課責機制設計，本節則分述其內

容與運作方式。 

 

壹、獨立管制機關的制度設計 

 

    美國本身是一個強調三權分立的總統制國家，但是在實際的制度運作上，歷

經百餘年的演進，在傳統的行政機關之外，另外亦大量的設立具獨立性質的管制

機關（委員會），成為美國在管理管制政策上一項重要特殊設計。不論此類機關

在決策過程上是取首長制或委員會制，它與傳統行政機關最大不同之處在於執行

政策上就有相當的獨立性，不受總統的直接指揮監督，並且本身又兼具某種程度

的「準立法權」與「準司法權」，可以說是集行政、立法及司法三權於一身的機

關，因此許多學者便稱其為美國的「第四部門」。 

    另外，在管制政策成敗的課責方式上，獨立管制機關與一般行政機關亦有所

不同。在美國的憲政制度下，一般行政機關對於政策成果主要向最高行政首長總

統負責，而總統則是代表行政權接受國會的監督，本質上是一種單向的課責方

式。然而美國獨立管制機關在實際的運作上，雖然在制度設計上並不隸屬於任何

一個權力只下，但是美國的行政、立法與司法權分別可以運用各種方法影響獨立

管制機關，而呈現出一種多元的課責方式（陳水亮，民 80）： 

 

一、美國總統的影響 



 79

1.人事任免權：總統對於機關的委員具有任命權，因此可以提名與本身同黨

或者政策理念相同的學者專家，相反地意見反左者則是不予以提名命任，換言

之，美國總統雖然沒有直接的指揮控制權，但是卻擁有人事的任免權，進而影響

機關的決策方向與性質。 

2.行政管理方式：美國總統亦可透行政權的行使，成立特別調查委員會，針

對獨立機關的工作進行調查與研究，其成果往往成為總統向國會提出新管制政策

的依據，因此這樣的調查進行多少亦會影響獨立機關的決策。 

3.其他方式：美國總統亦會在正式會議的機會，與各獨立管制機關的委員做

非正式的溝通，甚至利用私人的關係對於委員施壓壓力，或者表明本身的立場與

建議，使委員接受其意見。 

 

二、國會的控制 

 

1.立法上的控制：雖然獨立機關具有某種程度的準立法權，但是這些權力依

然是代表民意的國會所賦予，並且可以夠過立法限制其權力與職權的大小，此

外，美國的國會亦會利用法律規範，要求獨立管制機關遵守特定的政策目標，不

能做出與國會規定相反的決策。 

2.預算的控制：任何國家政府的預算都是經由國會審議，當然亦能對獨立管

制機關所擁有的資源具有有效控制，因此國會可以增加其預算，擴大其管制活動

內容，反之，減少其預算，縮小其活動範圍，另外，國會亦可在預算上指定用途

加以限制。 

3.人事任命權：獨立管制機關的委員任命，在美國必須獲得國會參議院的同

意，由於獨立管制機關所負責的都是與人民生活的重要政策，因此在人選上特別

要求與嚴格，利用人事的任命加以控制。 

4.調查權：美國國會本身具有調查的權力，為了防止獨立管制機關的腐敗，

特別設立了一個特別調查委員會，專門從事調查工作，聘請專業的調查人員、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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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聽會以舉發委員的種種不法行為（例如收取廠商佣金、沒有利益迴避）。 

5.報告的義務：獨立管制機關每年必須對國會提出報告，其內容包括預計立

法的政策、業務計畫，以及提出立法上的建議，除了例行的報告外，同時國會亦

可要求獨立管制機關提出特別報告，以供國會在立法上參考，並且要求派員出席

解釋或調查委員會上作證。 

     

三、司法機關的監督 

     

雖然獨立管制機關對於具體、個別的違反政府管制法律的案件，具有司法的

調查權，並且有某種程度的審判權力，但是這種「準司法權」並不是具有最終的

司法效力，本身只是扮演行政性質的處分或審判程序，因此其針對違法案件的審

判，本身固然具有司法上的效力，然而當受管制的對象若有不服時，亦可以向最

高法院請求「司法審核」（judicial review），司法機關可以藉由司法審核，判斷獨

立管制機關的判決是否合乎正當程序，以及保障人民的權利。所以司法機關對於

獨立管制機關的監督關係，僅發生在受管制者對其判決不服時，像最高法院提出

司法審核時才會出現，對於獨立管制機關平時的管制業務並不會主動的進行監

督。 

    總而言之，在美國的管制制度下，管制政策的推動除了傳統的由行政機關負

責外，另一個重要的特色在於獨立管制機關的設置，設立這類的機關最主要的用

意在於確保行政中立、維持政策上的專業，並且賦予其兼具行政、準立法與司法

的權利（陳暉淵，民 94）。然而這樣的制度設計，亦使政府機關針對管制政策成

敗，出現兩種課責方式：一般行政機關的單向課責途徑，這類機關例如環保署，

向總統負責並由國會監督；獨立管制機關的多元途徑途徑，美國總統、國會與司

法機關分別可以利用各種手段，使其能發揮應有的功能，並且不會容易產生失去

控制與監督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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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審核機制的建立 

 

    面對日趨複雜的管制法規與政策，要求成立統一的管制審查機制，以改善政

府管制的品質，此種改革聲浪日易高漲，因此 1970 年代尼克森總統首創先例，

首先成立了「生活品質」（Quality of Life）的審查小組，其審查內容包括環保、

健康醫療安全與消費者保護等相關管制措施。然而隨後繼任的福特總統亦發佈了

11821 號總統命令，要求各機關在推動的重要政策必須進行「通貨膨脹影響報

告」，並且交於直屬白宮的管理預算局（OMB）審查，也使得管理預算局開始成

為美國政府審查重大管制政策的統一單位。隨後，卡特總統亦在 12044 號總統命

令中，明白要求各機關在制訂管制性法規時必須進行詳盡分析，分別成立管制分

析審查小組（Regulatory Analysis Review Group）與管制委員會（Regulatory 

Council），由機關首長與 OMB 等幕僚人員，共同審查可能造成重大影響的管制

法規。 

    然而，確立目前美國管制審核分析機制，則是在雷根總統任內，在他所發發

佈的 12291 號命令中，要求聯邦政府各機關必須將制訂法規命令等行為納入管制

影響分析與審查，並且從事所謂的成本效益分析，唯有在管制政策所造成的社會

效益大於成本時，該政策才能推動，另一方面積極評估各項管制措施，設定「管

制的優先順序」，以追求社會效益的極大化。此外，更重要的是，在該號命令中，

OMB 正式成為審核聯邦政府所有主要的管制法規命令，以及各機關所提出影響

分析報告的統一單位，並在 1993 年柯林頓總統所發佈的 12866 號行政命令中，

再次獲得的確認 

綜觀目前美國政府對於重大管制政策審查的機制，主要的組成因素包括： 

     

一、12866 號總統命令1 

                                                 
1 2002 年 2 月 28 號布希曾發佈 13258 號總統行政命令，其內容僅在將副總統的角色從管制審核

中移除，其餘完全遵守 12866 號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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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年 9 月 30 號由柯林頓所發佈的 12866 號行政命令，大致上維持雷根時

期所推動的管制影響分析，以及由 OMB 負責管制的審查。學者們也認為此號行

政命令具有確認了 OMB 成為美國最主要的審查機關的效果，不會隨著政黨的輪

替而有所改變。然而 12866 號總統命令與之前各總統所發佈的命令仍有許多差異

（丘昌泰、廖元豪，民 92）： 

    第一、進行管制的成本效益分析時，更強調許多非量化非經濟性質的價值考

量，例如融入分配效果、公平等概念； 

    第二、管制的成本效益衡量上，必須將效益正當化並且說服其高於管制成

本，成為許多難以量化或比較的效益成為決策時的參考依據； 

    第三、要求出版分析報告與舉辦公聽會，大幅提升審核程序的透明與參與程

度； 

    第四、避免時效上的拖延，規定 OMB 的審查時間原則上以九十天為限； 

    第五、納入各機關的各項例行計畫，並且範圍跨大到所有獨立的管制機關； 

    第六、總統具有政策協調的能力，當 OMB 與各管制機關在審查時發生爭議

時由總統與副總統負責裁決。 

 

二、OMB 與 OIRA 

 

由 OMB 負責管制的審核始自於 12291 號命令，在 12866 號命令的規定下，

使得直屬白官的 OMB，擔任管制審核的角色更行鞏固，根據此號命令的規定，

所有聯邦政府的重大管制措施與管制影響分析（RIA）都必須經由 OMB 與其所

屬的資訊與管制事務辦公室（Office of Information and Regulatory Affairs，OIRA）

審查（參見圖 3-1）。OIRA 是依據 1980 年國會所通過的文書簡化法（Paper 

Reduction Act of 1980）而的成立單位，依照 12866 號行政命令，負責審核各機關

的管制政策草案，並且在 90 天之內完成審核。另外，採取公開的審核程序，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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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的資訊加以公開2，其主要方式包含： 

1.建議、退回與審核後的通知函：前者是 OIRA 事先告知各機關可能需要注

意改善或加強的內容，其次則是 OIRA 直接否決各機關的提案，並且要求重新制

訂，最後則是審核後希望各機關補強的部分； 

2.OIRA 主席所提出的各種聲明與在國會出席作證的證詞，以轉達審核的方

向與內容； 

3.公開歷年的審核的清單與統計結果，由相關團體自由查閱。 

     
 
 
 
 
 
 
 
 
 
 
 
 

圖 3-1 總統、OMB 與管制機關的互動 
資料來源：Lazer, 2001：13。 

 

    事實上，美國利用直屬白宮的 OMB 與其內屬的 OIRA，進行統一的管制政

策審核，在實際運作上是優劣互見的（McGarity, 1991），首先、就優點而言： 

1.有利於管制品質的控制：OMB 能透過管制審核與影響分析，能夠進行理

性與廣泛的分析，也能夠吸引許多優秀的分析人員願意進行相關研究，負起監督

各機關是的工作； 

2.協調各機關以利於分析：由於各機關的管制業務繁雜，標準不一，往往難

以進行一致性的分析，但是在 OMB 的審核下，各機關必須進行成本效益分析，

                                                 
2 更詳細的相關資訊可參見 OIRA 的網站 http://www.whitehouse.gov/omb/inforeg/regpol.html。  

白宮 

OMB 官員 管制機關 

提出管

制法規 

接受/協商 

OMB 向白宮

報告，以獲

得白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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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能夠具有統一的分析基礎，也進而鼓勵各機關使用一致性較高的分析模式； 

3.利於各機關的後續分析：各機關可以彼此利用針對 OMB 所提出的審查分

析報告，針對與本身業務相關的內容再進行深入的分析； 

4.成為總統政策管理的橋樑：管制審核能提供總統有用的管制資訊，使其能

瞭解聯邦政府在管制政策上的全貌，並且決定未來的發展方向； 

5.制訂優良的管制法規：經由審核可以迫使各機關難以提出不適用的法規，

在管制目標與大眾利益之間取得某種程度的平衡。 

 

其次，OMB 所負責的管制審核，亦可能存在著許多令人詬病的缺點： 

1.不一致的分析品質：雖然 OMB 致力要求一致的分析格式，但是在分析品

質上，往往會因人而異； 

2.延遲審核：OMB 的審核過程經常是十分漫長，各機關的報告遭遇擱置的

情況比比皆是，此點在 12866 號行政命令要求縮短為九十天內，已獲得許多的改

善； 

    3.容易與機關產生衝突：審核的結果可能與機關本身的調查研究不同，或者

因為本身的資源不足，難以提供 OMB 滿意的分析報告，甚者 OMB 會藉由審核

過程直接修改機關所提出的法規 

    4.OMB 本身缺乏課責的機制設計：OMB 在性質上應屬於總統的幕僚單位，

由於負責各機關的管制審核，容易產生報喜不報憂的情況，只提供總統偏好的訊

息，或者依照本身的喜好決定審核的結果，一旦過程中出現問題，卻又不必負起

應有的責任。 

    5.利用分析資料進行實質的控制：OMB 經由審查，針對各機關會提出各種

決定，然而各機關為了使計畫與法規能順利通過審核，往往都會配合 OMB 的要

求，進而使 OMB 取得實質控制機關的權力； 

    6.淪為政治的角力：管制政策本身是一個高度專業的活動，然而在 OMB 的

審核下，容易成為白宮內部各方政治團體角力的標的，同樣為了使政策能獲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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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往往不得不採取妥協的方式。 

 

參、小結 

 

總之，在美國歷任總統的努力下，不斷以總統的行政命令方式，逐漸使得

OMB 與 OIRA 成為行政體系下統一與專責審核聯邦管制政策的機構，而審核內

容主要鎖定在管制政策所產生的影響，並且透過成本效益分析的方式，選擇對社

會能產生總效益大於成本的政策。雖然此種審核制度設計能產生許多優點，例如

有助品質的提升、制訂更好的政策，但是就實際運作的結果而言，經由 OMB 與

OIRA 的審核，亦常出現報喜不報憂的情況，只會提供總統與本身偏好相近的政

策，或者利用審核之便，強迫管制機關提出類似計畫，並且告訴他們將會獲得總

統的支持，以便進行所謂實質的控制。不論如何，總統經由 OMB 與 OIRA 所進

管制審核，是當前美國管制制度中，在行政體系下最重要的機制設計，希望藉由

兩者的審核下，能能確保管制政策能獲得總統的支持，進而取得國會同意 

 

第三節 諮詢制度 

 

    透明的管制制度是建立具穩定、易於瞭解的管制環境，所必須具備的一個重

要基礎，它不但時促進競爭、貿易與投資，更能使政府的管制不被特殊利益團體

所掌控，同樣的，在強化政府管制過程的合法性與公平性上，透明的管制更扮演

重要的角色。因此，透明的管制本身是個多元的概念，當中包括管制決策過程必

須遵守的標準程序、接受管制團體的公開諮詢；使用易懂的文字語言、而非專業

的術語，進行政策規劃；將管制法規公開出版、法制化，容易使一般人民查詢與

瞭解；最後針對管制政策的執行與申訴程序，能夠具有一致性與可預測性（OECD, 

1997）。據此，依照 OECD 的報告，美國的管制制度可以說是所有會員國當中，

透明程度最高的國家。其內容大致上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方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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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透明程序：1964 年的行政程序法 

 

    美國在 1964 年所制訂的行政程序法，主要的立法精神在於使所有公民都能

具有合法權力參與聯邦政府所有的法規制訂活動，並且稟持著公開的原則，使所

有民眾能取得相關資訊。在此法的規範下，聯邦政府在決策與法規制訂上必須遵

守公開各種資訊、機關法規、意見、命令、紀錄與程序（第 552 條），以及在決

策產生重大爭議時必須舉辦公聽會、負起舉證的責任，以及依照相關正式記錄成

為決策的基礎（第 556 條）。因此，依據照美國的行政程序法的要求，美國聯邦

政府的管制活動必須遵守這些規定，並且在決策正式形成時必須要經過所謂「公

告與意見徵詢」（notice and comment）的程序，使所有相關的人民與團體都有機

會參與決策表達心聲。 

 

貳、對受管制影響團體的透明：預先告知可能的管制行動 

 

    美國在管制政策規劃上具有多年的發展經驗，為了使可能受到管制影響的團

體，能夠事先瞭解政府未來預計採取的管制作為，因此發展出兩項重要的規劃機

制：  

 

一、聯邦政府管制與解除管制的統一行動議程 

 

該議程主要是依據管制彈性法的規定（第 602 條），要求各聯邦機關必須每

半出版報告說明可能造成重大經濟影響的法規，以及本身將要發展的管制行動，

並且配合 12866 號中的管制規劃與審核規範，所建立的統一議程。因此，該議程

主要分為春秋兩季，每年公開出版兩次，其主要的功能在於透過統一的格式，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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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民眾瞭解聯邦政府將採取哪些新管制措施，以及將會產生何種影響。 

 

二、管制計畫的出版 

 

    管制計畫主要在說明聯邦政府所規劃的管制與解除管制政策，相關的政策內

容以及執行上的優先順序，並且配合統一議程一年出版兩次，同時明訂各聯邦機

關只能提出本身最重大的管制政策，詳述其為何此政策需要推動、可能的替選方

案、可能面臨的風險，以及如何減少這些風險。 

    管制政策的預先規劃過程，已成為美國進行管制政策品質控制的一項重要手

段，該制度的建立可以追溯至在 1985 年的雷根總統，在其任內透過總統行政命

令，要求各聯邦機關在 OIRA 的監督下，提出年度的管制過程計畫，並且集結出

版為美國政府的管制計畫（Regulatory Program of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報

告。因此，預先規劃過程主要是在協助聯邦政府改善管制政策，使其更具有整合

性與協調性，並且更重要的是，建立起總統本身對於執行管制政策的優先順序，

提高各機關首長對於本身行動的課責性，使一般大眾與國會能更瞭解總統的管制

目標。以 2004 年秋季的管制計畫為例，小布希總統在管制政策的改革方向主要

在於：OIRA 網站設計的強化、管制資訊品質的提升與擴散、增加 OMB 對於管

制政策的同儕專業審查（peer review）、OMB 的審核分析所造成的影響，以及建

立有有效的管制分析指導原則，最後並希望優先建立起「聰明的管制議程」，以

及關注管制對中小企業的影響3。 

 

參、對受管制影響團體的透明：使用公開諮詢 

 

    公開諮詢在美國已經是一種高度發展的制度設計，幾乎所有的聯邦管制政策

                                                 
3 詳細內容請參閱網站 http://ciir.cs.umass.edu/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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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會遵照一定的行政程序，以確保其公開性與聽取相關團體的意見。然而，值得

注意的是，當中所謂「公告與意見徵詢」的機制，其主要的功能在於促進與多元

利益團體的溝通，各聯邦機關必須提出本身對於政策的主要論述與證據，一般民

眾可以透過參與政府的決策過程，提出相關的意見與想法。另一方面，美國於

1964 年所制訂的行政程序法，除了要求機關必須遵守某些決策程序，同時該法

亦要求機關在完成管制法規草案的 30 天內，必須在政府公報（Federal Register）

公開出版，接受所有人民的評論，認真考慮這些意見的可行性，並且將這些評論

意見列為管制法規制訂時的正式紀錄，以供決策時參考4。當機關做出正式的決

策時，機關必須提出相關的事實與邏輯論述，成為支持本身決策的合理基礎，必

且清楚解釋形成決策的邏輯，說明回應相關評論的內容，每當有新的評論與參考

資料出現時，必須再次進行相同的論述，同樣的，必須在 30 天內公開出版修正

後的管制法規草案。 

    美國此種「公告與意見徵詢」制度使得整個聯邦政府的管制過程極為公開，

也容易使一般民眾能夠參與決策過程，成為最佳的實務典範（OECD, 1999）。所

以，此種參與過程是公開給所有一般人民，而不是侷限於特定的團體，不但能確

保聯邦政府管制政策的品質與合法性，也能確保所有相關的團體都有表達本身意

見與立場的機會。 

    然而，此方法仍有一些設計上的缺失，一般而言，聯邦機關擁有技術與資源

上的優勢，管制政策本身具有高度複雜與專業性，所有參與評論者並不見得非常

瞭解政策問題，或者具有能力參與發表意見，此外，管制機關容易採取被動的方

式，對於政策內容交代不清，或者靜待評論的出現，再去採取回應措施即可。為

了改善此種缺失，在 1993 年柯林頓的 12866 號總統行政命令中則是指出，在法

規草案出版在政府公報的時間延長至 60 天，並且要求聯邦機關在制訂管制法規

                                                 
4
此種評論的機制亦表現在公聽會上，但是此種型式的公開諮詢，通常都是出現管制法規制訂的

最終階段，相對的，比較少有彼此對話與辯論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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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初期時，就必須邀請可能受影響的團體參與，採取相關的諮詢方式，或者是採

取協商式的法規制訂。並且在此號行政命令中，更重要的是，規定所有諮詢文件

必須公開上網，使本身的管制政策能與其他國家產生相互溝通與學習的效果。 

 

肆、執行管制政策的透明性：溝通、順服與執行強化 

 

    一旦聯邦政府的管制政策通過，為了使所有可能受到影響的團體能充分瞭解

其內容，所有聯邦管制政策都必須在政府公報開出版，最終正式的管制法規，收

錄於「聯邦政府行政法規彙編」（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中，並且出版與上

網，使人民能一次廣泛查閱所有聯邦政府現行的管制政策與法規內容。同時，為

了使民眾更容易瞭解管制法規的內容，在 1998 年 6 月，柯林頓總統便開始採取

管制法規的「簡單明瞭」政策，也就是要求政府官員以「淺顯易懂的用語」撰寫

所有相關的文件。最後，在管制政策的強化執行上，從過去著重的預算刪減、文

書簡化，轉而朝向績效成果導向，嘗試與受管制團體一起合作，出版實務經驗與

操作指南，以共同合作的方式執行管制政策。 

 

伍、電子化：管制資訊公開上網 

 

除了上述的制度設計外，美國的管制政策的透明性，亦表現在其相關資訊的

大量電子化公開上網，一般民眾可以從以下幾個主要的官方網站瞭解聯邦政府目

前與未來所進行的管制政策： 

    一、OIRA 網站5：內容包括獲取聯邦政策資訊的方式、查詢管制審核相關資

料、相關會議與對外溝通紀錄、本身的政策與實務措施、對國會所提出管制成本

效益分析的報告，以及與各聯邦機關的溝通資訊； 

                                                 
5 網站位於：http://www.whitehouse.gov/omb/inforeg/regpo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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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管制資訊服務中心（regulatory information service center）6：該中心成

立於 1981 年，主要的業務在於彙整各聯邦機關的重要管制政策（包含解除管

制），因此該網站上可以查閱歷年聯邦政府所出版的聯邦管制統一議程與管制計

畫； 

三、聯邦政府管制資訊網站（reinfo.gov）7：為美國管制資訊主要的入口網

站，夠過該網站可以查詢重要的管制資訊，例如聯邦政府的管制議程、重要的總

統行政命令、評論意見等，同時亦可透過該網站連結到政府公報、線上的聯邦管

制法令與中小企業處等其他網站做進一步的查尋； 

    四、聯邦政府管制政策網站（Regulations.gov）8：透過該網站，一般民眾可

以依照管制機關、管制的主題，選擇邦目前正在規劃與推動的管制政策，查閱在

政府公報所出版的文件，並且給予線上立即的評論，作為該管制機關的決策參考。 

 

陸、小結 

 

    如同 OECD 的所指出，美國聯邦政府在制訂管制政策的過程上（參見圖

3-2），其讓人民參與的透明性可謂是相當高，不論從整體決策程序的要求（行政

程序法）、決策過程的開放參與（預先規劃管制行動、公開諮詢），以及在之後實

際的政策的執行上（法規法典化、易懂的用語與制訂操作指南），皆可看出其致

力於追求增加民眾參與的透明性設計；此外，自柯林頓上台以來，更將政府的管

制政策資訊全面電子化、上網公布，並且接受民眾與團體的線上立即評論，此舉

更大幅提昇其開放參與的程度，亦成為在所有 OECD 國家中，管制制度設計上

透明度最高的國家。 

                                                 
6 網站位於：

http://www.gsa.gov/Portal/gsa/ep/channelView.do?pageTypeId=8199&channelPage=%252Fep%252Fc
hannel%252FgsaOverview.jsp&channelId=-13318。 
7 網站位於：http://www.reginfo.gov/public/。 
8 網站位於：http://www.regulations.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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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美國聯邦政府管制政策制訂流程圖 
資料來源：參考自美國管制政策資訊網站

（http://www.reginfo.gov/public/reginfo/Regmap/index.jsp） 
 
 
 
     
 

第一、草擬：管制機關依照本身所蒐集的證據、資料與計畫、法規命令要求、

其他機關的建議與 OMB 的建議信等，擬定管制政策與法規； 

第二、決定管制法規的需求：將法規草案出版於政府公報加以公開； 

第三、法規草案的準備：包含說明管制政策的相關的文件、其他補助措施（進

一步的說明、協商式的法規訂定文件） 

第四、OMB 的審核：OMB 只審查重大的管制事項，獨立管制機關的部分則是不

在此限； 

第五、法規草案的公開出版：依照行政程序法（553 條）的規定，出版於政

府公報； 

第六、公開諮詢：為期 60 天，並且得舉行公聽會； 

第七、準備正式的法規草案：包含相關說明的文件； 

第八、OMB 的審核：OMB 只審查重大的管制事項，獨立管制機關的部分則是不

在此限； 

第九、正式法規草案的公開出版：包括提供給國會與審計部的相關文件，並

符合行政程序法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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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管制影響分析制度 

 

    美國是最早實施管制影響分析的國家，三十多年來，透過理性與科學的評估

分析，不斷改善聯邦政府重大管制政策的品質。本節則是從其發展背景，以及目

前的運作方式與成效等，說明當中的相關內容。 

 

壹、發展背景   

 

美國所建立的管制影響分析機制，可以說是世界各國發展最早、最完整與深

入的國家（OECD, 1999），距今近三十年的發展，累積了許多豐富的運作經驗。

然而，美國所建立發展管制影響分析制度，主要在於解決本身在管制領域上的四

項問題（丘昌泰、廖元豪，民 92）： 

一、效率不佳：對於聯邦管制機關習慣於使用「命令與控制」的僵硬方式進

行管制，此外，自 1970 年代起，為了面對日趨競爭的國際環境，管制影響分析

便是美國當國進行一連串「管制改革」措施當中重要的一環，希望藉由這樣的分

析，篩選過於浪費、無效率又不必要的管制政策，以提高政府的效率； 

二、促進管制制度的協調：美國在 1930 年代新政時期，國會制訂了大量的

具管制性質的法律，同時也設立許多獨立的管制機關，這些新設立的機關各行其

事，也無法與其他聯邦政府機關協調，另一方面，隨著之後 1960 年代末期興起

的社會管制，管制法規間的紊亂與不一致，更加嚴重，不但使聯邦政府的管制資

源浪費、效率不彰，並且使管制政策的責任歸屬不清，而透過管制影響分析的統

一審核過程，協調各聯邦機關的管制政策，避免衝突與減少資源浪費； 

三、賦予政策合理的基礎：政府的管制對於一般社會大眾與市場經濟所造成

的影響甚大，因此對於政府的管制政策，如何使政府的管制「正當化」，便成為

重要的課題，民眾與學者也逐漸希望決策者能賦予採取管制政策一個「合理的理

由」。而管制影響分析所重視的管制成本效益分析與風險評估，透過此類量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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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方式，以便於說明政府決策的合理性與正當性。 

四、促進民主化：美國的管制影響分析要求管制機關在決定任何重大決策

時，事先就必須權衡該政策所可能造成的效益與成本，並且對外發佈其評估結

果，接受一般大眾的檢討批判，而此種機制設計不但強化的決策的透明度，亦將

管制的責任加以確認，減少對特定利益團體的不符比例影響，使管制政策更能符

合民眾期望、具有民主正當性。 

    因此，美國於 1974 年正式建立了「管制影響分析」制度，在六任總統的努

力下，不斷的透過行政命令改進其制度設計，使其在美國管制制度中扮演把關的

角色，聯邦機關所有可能產生影響金額超過一億美金的重大管制政策，事先必須

評估其成本效益（包含相關其他替選方案），送交 OMB 的審核監督，並且必須

將最終的評估報告公開出版。事實上，美國聯邦各機關在配合這樣的制度要求

下，至今已經完成一千多項的重大管制政策的影響評估，對美國本身經濟與社

會，以及管制政策品質的提升，造成莫大的影響。在此分別就歷任總統對建立此

制度的貢獻，分述如下： 

 

一、尼克森時期 

    

1970 年代初期，美國出現大量的所謂的「社會管制」，同時也新設立許多保

護勞工、消費者與環保的聯邦政府機關，使得政府的決策大量影響到與一般民眾

生活的有關的商業活動，因此這些措施也遭受到許多政治上的壓力與反對。為了

解決這樣的抱怨與反對，1971 年尼克森總統設立了生活品質審核小組，要求聯

邦機關必須考量重要管制措施的各種替選方案與成本。不過該小組主要指鎖定在

環保領域，並且在立場上傾向反對環保管制，被批評為替商業團體向政府施壓的

管道，雖然如此，該小組開啟用成本效益的經濟分析方法，審核聯邦政府重大管

制之先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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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福特時期 

 

美國管制影響分析制度的雛形首見於福特總統任內。1974 福特總統為了解

除當時國內所面臨的通貨膨脹與經濟成長緩慢等問題，開始著手監督國內的物價

與薪資，透過行政命令要求各聯邦機關制訂政策，必須發佈通貨膨脹的影響聲

明，並且接受薪資與物價穩定委員會的監督，該委員會針對超過一億美金的重大

管制政策進行成本效益分析，當時成功阻止許多不具共識，以及部分特殊利益團

體所控制的管制方案，通過立法成為聯邦政府的管制政策。 

 

三、卡特時期 

 

自從 1977 年，卡特總就任後，不斷面臨到以環保署為首的壓力，他們認為

總統所屬的辦公室不能扮演監督其管制政策的角色，為了解決這樣的紛爭，建立

統一的管制監督機制是有其必要，同時為了減少政府管制對國內經濟的負擔，政

府的管制政策必須通過成本效益的考驗，據此他於 1978 年透過總統行政命令，

成立了管制分析審核小組，每年針對聯邦政府前十大的重大管制政策，進行管制

計畫的成本效益分析，並且為了追求使政策跳脫單純的經濟思維，要求將所有的

分析報告與改進建議，公開出版並且列為公開的政府記錄。 

 

四、雷根/布希時期 

    

1980 年美國總統競選期間所關注的議題，不是在於是否要持續統一的管制

監督，而是如何強化這機制。當時代表共和黨的雷根，則以「減緩管制」（relief 

regulation）的口號作為提升國內經濟成長的訴求，因此縮減政府的管制成為實現

此一目標的主要手段，他透過 12291 號總統行政命令，指定 OMB 為聯邦政府審

核重要管制的機構，以協助總統管理聯邦政府的管制政策。其主要的原則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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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確認管制政策的效益必須大於成本；第二、聯邦機關必須先送分析報告給

OMB 審核，才能成為正式的管制計畫；第三、要求聯邦機關重新審核現有的管

制措施；第四、成立管制減緩小組，成為不同意 OMB 審查建議的申訴機制。 

然而在四年之後，他更發佈 12498 號行政命令，要求各聯邦機關針對所屬的

管制政策，向 OMB 提出年度評估報告，匯集出版為「美國政府的管制計畫」一

書，詳述聯邦正在進行的 500 項管制方案，並負起教育與民眾溝通的功能。 

    由雷根所開始啟動的舒緩管制計畫，當中如何監督聯邦政府的管制，以減少

政府的支出與造成的影響，一直成為其執政期間重要的政治議題，並且也延續到

同黨的布希總統任內。當時民主黨仍控制的國會，並且往往結合相關勞工工會與

環保團體，長期對於布希不停減少管制的作法，表示不一為然，因此彼此經常發

生激烈衝突9。因此，當時美國許多的社會管制都是透過國會立法的方式完成，

而且通常並不給予行政機關太多的裁量空間與準備時間。所以，在布希總統任期

的最後一年，反而出現大量透過立法所增加的社會管制政策，迫使布希必須面臨

到許多商業團體所給予的壓力（因為成本增加）。為了回應這些的壓力，他又回

歸到雷根的作法，成立了競爭委員會（competitiveness council），專門負責減少

聯邦政府的管制措施，反管制的論調又被提起。 

    雖然有這麼多管制政策上的爭議，由雷根總統以行政命令所建立的管制監督

機制，歷經了十二年的發展，成功的將政府的管制政策加以制度化，並且成為美

國總統管理聯邦管制的重要手段，其主要的原因在於這段期間所使用的成本效益

分析、風險分析與市場誘因等手段，所展現的結果能夠獲得絕大多數民眾的支持

與肯定。 

 

五、柯林頓時期 

 

如何減少聯邦政府所支出的管制成本，以及使成本效益能夠取得平衡，一直

                                                 
9 當時的民主黨居多數的參議院還曾一度拒絕同意 OIRA 首長的人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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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過去共和黨的主政下，引起重大爭議的原因，但是民主黨的柯林頓政府對於是

否要繼續此種方式一直不是很確定。然而，在他所 12866 號的總統行政命令中，

一方面部分接受了雷根/布希時期所發佈的命令，同時也改變了一些作法，主要

包括：第一、減少大眾對利益團體掌控聯邦管制政策的憂慮，透過公開審核的程

序，以解決在決策上所產生的衝突，並且將 OIRA 的審核期限延長為 90 天；第

二、引進的平等的觀念與質化的分析因素，使不容易量化的因素也能納入考慮，

使機關在決策時能更具有彈性；第三、將獨立機關納入行政命令的規範中，獨立

機關夠參與管制議程的討論，以及所提出的規畫納入聯邦政府年度的管制計畫

中；第四、分析對象鎖定重大管制政策（一億美金），並且限制副總統在管制審

核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六、小布希時期 

 

2000 年就任的共和黨小布希總統，則是繼續延用 12866 號對於聯邦管制審

核的規定，不同之處在於要求 OMB 定期在網站公布管制分析與審核過程的資

訊，使過程更具透明性，同時引進 OIRA 的「建議信」（prompt letter）設計，鼓

勵機關提出使聯邦管制產生效益大於成本的新政策，另外改善決策所依賴的科學

與經濟性分析方法，加入同儕審查的機制，以提升資訊品質與管制分析。 

 

貳、現成運作方式與成效 

 

    美國當前所運作的管制影響分析制度，主要還是依照柯林頓在 1993 年所發

佈的 12866 號行政命令而來，對此，小布希總統繼任後，僅在 2002 年的行政命

令中移除副總統在當中所扮演的角色，大體上並無重要的變革。因此，12866 號

總統行政命令所規範的內容，即建構出美國目前的管制影響分析與審查制度，在



 97

此就其重要內容分述如下： 

 

一、目的與一般原則 

    

在此號的命令的前言中即表示，美國人民仍希望具有一個有效率、合理與彈

性的管制制度，能夠改善經濟績效、減少社會的管制成本負擔，因此本號的命令

的目的在於促進聯邦管制，不論新舊，更能具有效率與協調性，再次確認聯邦機

關在決策過程中的主要角色，重建聯邦管制政策與規劃的合法與正當性，並且使

這個審核過程更容易使民眾接近與參與。 

    另外，本號行政命令運作的原則，主要是依照第一條所指出的「管制哲學與

原則聲明」，其內容主要分為： 

    1.管制哲學：聯邦政府地必須遵照相關法令、大眾的需求，使得制訂管制政

策，同時必須考慮所有管制外的替選政策方案，並且分別考慮其所產生的成本與

效益，當中亦包含「不進行管制」的選項在內。此外，在進行成本效益分析時，

不易量化的重要「質化指標」也要包含其中；除非法律另有規定，機關應選擇採

用當中能產生淨利益最大的方法 

    2.政府採取管制的原則：聯邦的管制必須與上述哲學精神一致，聯邦機關必

須檢視既有的措施，或者制訂能達成管制目標的新方法；衡量管制外的所有可能

的替許方案，並且排定優先順序進行風險分析；當認定管制是最好的選擇時，必

須以最有成本效益的方式達成目標，仔細衡量當中的成本效益（包含重要的質化

指標），確認最後的整體效益與大於成本；機關的決策必須依照合理的科學、科

技與經濟等資訊而來；機關應指明與評估各種管制方法，以及可能展現的成效；

針對可能會重大影響的管制措施，應徵詢各級政府的意見，亦必須評估對其所造

成的影響；各機關必須盡量避免不一致、彼此重複的管制措施；減少對社會的負

擔並且與政策目標一致，使管制政策具有預測性，能夠計算管制的成本；機關的

政策規劃力求簡明易懂，減少當中的不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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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規劃與審核 

 

首先、依照 12866 號的行政命令，美國的規劃機制包含以下方式： 

1.政策會議：每年年初由 OMB 首長召開跨部會的政策會議，主要在於取得

各機關制訂政策的優先順序，以及協調彼此的管制措施； 

2.統一的管制議程：各聯邦機關依照 OIRA 的規定，提出聯邦的統一管制議

程，當中包含正在規劃與接受審核的所有管制政策； 

3.管制計畫：除了統一的管制議程，各機關亦需提出管制計畫，內容涵蓋本

身規劃制訂的重大管制行動、摘要與初步的評估，並且結合統一管制議程交由管

制資訊服務中心出版，分送各機關； 

4.管制工作小組：本命令生效後 30 天內，OIRA 首長應召開管制工作小組會

議，由各部會首長出席參與，以決定各機關的管制責任歸屬與重大的管制議題，

每季至少應召開一次會議： 

5.會議：OIRA 的首長每季必須與各州、地方與區政府進行會議，確認現有

與規劃中的管制政策對當地所可能造成的影響，而 OIRA 的首長亦必須與商業、

非營利組織與社會大眾，舉辦說明會議，討論共同所關注的管制議題。 

其次、依照此命令，OMB 負責審核各機關所提出具有重大影響的管制影響

分析報告，由 OMB 所屬的 OIRA 專門負責管制事務的審核，透過此種統一與專

責的審核設計能同時達成三個目標： 

    1.提高效率：聯邦各機關針對影響金額超一億美金的重大管制政策，所提出

的管制影響分析報告，必須送交 OMB 審核其分析品質，以及內容是否客觀公正，

並且明訂分析報告必須包含三個部分：採取該政策的需求說明、檢視所有管制外

所有的替選方案，以及分析所有替選方案的成本效益，而 OMB 收到各機關的分

析報告後，必須在 90 天內完成審查； 

2.加強課責：聯邦機關向 OMB 提出分析報告，以提供總統政策上的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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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 RIA 報告能使政府提高管制品質，並且獲得社會大眾的支持，擴大聯邦政

府管制的最大利益；此外，在 OMB 完成審核簽字同意後，必須在政府公報公開

出版，接受國會的審查；最後，針對審核的結果，司法機關應受管制團體的訴訟，

檢視管制是否違背行政程序法的要求，以及管制法令是否具有合法的地位，或違

背憲政體制。 

    3.促進透明性：聯邦機關規劃管制政策，以及提出分析報告，都必須依照行

政程序法的要求，在做出最後決定前必須接受公開的評論與提出相關回應，確保

最終的決策並未偏離當初的規劃，其次，聯邦政府必須將所有的管制資訊的公開

在政府公報加以出版，使社會大眾能充分瞭解政府的管制作為，最後，報告分析

所有管制外的替選方案，在成本與效益的考量下，藉以說明管制是最佳的選擇。 

 

三、實施成效 

     

OMB 除了統一專責審核聯邦各機關所提的重大管制政策計畫，透過白宮向

總統轉達相關的管制資訊，另一個重要的任務每年定期向國會提出管制審核的書

面報告。在 2005 年國會所提出的草擬報告中，特別將 OMB 在過去十年來所負

責審核的聯邦政府重大管制，其整體的成本效益影響加以整理（參見表 3-3），其

主要的結論在於： 

    1.從 1994 年 10 月到 2005 年九月的十年間，在 OMB 的審核下，聯邦政府的

重大管制其效益遠大於成本，幾乎所機關的重大管制政策皆能符合此結果10； 

    2.在 2004 年間，OMB 共審核通過了十一項重大管制，其效益亦遠大於成本

（參見表 3-4）； 

    3.2004 年間共有 15 項重大管制無法符合成本效益的審核，其中的七項是屬

於國土安全部的計畫，主要是因為其執行政策所產生的改善安全的效益難以用量

化呈現。 
                                                 
10 國土安全部是唯一的例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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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美國聯邦近十年重大管制的成本效益評估 
1994.10.1-2004.9.30 
（以百萬美金計算） 

機關 效益 成本 
農業部 22387-5923 1586-1608 
教育部 632-786 349-589 
能源部 5194-5260 2958 
健康與人道服務部 10226-19714 3817-3992 
國土安全部 
（包括海岸巡防） 

60 869 

住宅與都市發展部 190 150 
勞工部 1138-3440 349 
運輸部 4979-7742 3591-5617 
環保署 42827-126514 21166-23284 
總計 68084-259630 34836-39416 
資料來源：OMB,Draft 2005 report to congress on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federal 

regulation：8。 
 
表 3-4  2004 年美國聯邦重大管制的成本效益評估 

2003.10.1-2004.9.30 
（以百萬美金計算） 

機關 效益 成本 
健康與人道服務部 1567-7686 812-893 
運輸部 94 -32 
環保署 10935-100703 3060-3211 
總計 12596-108483 3840-4073 
註：運輸部所執行的管制屬於解除管制行動，因此成本分屬其他相關機關。 
資料來源：OMB,Draft 2005 report to congress on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federal 

regulation：7。 
 

    此外，報告亦指出，從 1981 年所累積的審核資料來看，在過去的二十多年

間，由 OMB 所審核的重大管制，至少增加美國 1170 億美金的管制成本，但是

在小布希任內所通過的 43 項管制，其平均成本要比過去二十年還要少 70％，產

生的效益卻是其柯林頓執政下的兩倍以上，而 1992 到 2004 年重大管制所產生的

至少效益超過成本三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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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小結 

 

美國實施管制影響分析已有三十年的發展經驗，從過去的紀錄不難發現，政

治人物願意確實推動與承諾，特別是當中總統所扮演的角色與展現的意志力，是

決定其成敗的重要關鍵。此外，OECD 的研究報告（1997b）亦指出，管制改革

運動在美國能持續獲得成功，主要有兩個條件：首先是客觀、高品質與可信任的

管制影響分析；其次是聯邦政府對於管制過程的公正與公開。美國藉由管制影響

分析與審查制度的建立，詳細分析所有各種替選方案的結果，篩選與設定政府制

定重大管制政策的優先順序，並且將相關的分析報告公開出版接受評論，大幅改

善了聯邦政府管制政策的品質，也因此，美國的運作經驗，常成為其他國家推動

時的參考借鏡。 

 

第五節  本章結論 

     

1887 年所通過的州際商業法，以及獨立的管制委員會，成為美國進行管制

治理的開端。在這百餘年的發展中，隨著環境的變遷與實際的需求，不但在相關

制度的設計與運作上進行改良與調整（參見表 3-5），所展現的成功治理經驗，更

成為其他國家遇到類似情境時的重要學習與仿效的對象。事實上，管制的概念在

美國一直是充滿濃厚的意識型態與政治色彩，民主黨所代表的保守主義，以及共

和黨所持的自由主義，隨著政黨的輪替，支持與反對的論點，充分反應在各自執

政時期的各項管制政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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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美國的管制治理模式內涵 
發展背景 

激進改革時期 經濟管制時期 社會管制時期 解除管制時期 90 年代的主

要發展 
課責制度 

設立獨立機關 審核機制 
總統的影響 國會的控制 司法的監督 依據 12866 號

總統命令建立

由 OMB 與

OIRA 負責 
透明與諮詢 

透明程序：

1964 年的行

政程序法 

預先規劃管制

行動 
使用公開諮詢 執行管制政策

的透明性：溝

通、順服與執

行強化 

電子化：管制

資訊公開上網

影響分析 
依照六任總統的行政命令所設立 目的與一般原則： 

 提高效率 
 加強機關課責 
 強化決策透明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另外，如何提升管制政策的品質，一直是美國政府長期所致力改善的目標，

主要分為三方面：首先、大幅增加管制政策的透明性以及可預測性，當中包含遵

守行政程序法，以強化決策程序的透明，透過公開管制計畫與行動，採取各項諮

詢活動，使受管制的團體能瞭解政府的政策，以及不斷的與各相關團體進行溝

通，取得其順服，強化政策執行；其次，除了管制以外，尚有其他替選方法的選

擇，這些包括各機關使用績效衡量、政府提供市場誘因與資訊策略，以及採用自

願/市場導向的合作模式，一樣能達到相同的效果；最後，管制影響分析的實施，

使得聯邦政府各機關必須針對所屬的重大管制政策，提出詳細的評估報告，以供

後續決策時參考，並且適時將報告公開出版，使一般民眾在政策尚未通過前就能

清楚瞭解其內容，以及可能造成的影響。 

    然而，OECD（1999）所提出的報告卻明確指出，在美國政府二十多年來管

制改革經驗中，這三個途徑的確能夠大幅改善本身的管制政策品質，但是綜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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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所建立管制制度，在其實際運作上，依然存在著三項嚴重的問題：第一、各機

關所提出的管制政策品質標準紛亂，聯邦政府必須設法加以控制，制訂出統一與

一致的標準；其次、聯邦政府對於管制政策的協調性不足，各部門間缺乏有效的

溝通，特別是聯邦與州政府之間的聯繫更是缺乏；第三、國會管制政策立法的品

質參差不齊，對於立法條文與影響評估報告的審核水準不一。 

因此 OECD 則是認為，為了解決上述問題，有效提升管制政策的品質，建

議美國政府採取以下的措施： 

一、提升重大管制政策立法所代表的價值，進行多次且不斷的重複審核，突

破個別的管制政策審核的侷限，並且引進相關諮詢機制協助審核的實施； 

二、擴大經濟管制審核的範疇，各機關應出版操作指南，供實務人員參考，

並且鼓勵使用其他具成本效益的替選政策工具； 

三、聯邦政府必須制訂出一套共同與基本的品質分析標準，協助各聯邦機關

進行管制影響分析； 

四、聯邦政府透過不斷的授權與協調，使各州政府能夠遵守相關管制審核的

要求，並且為企業建立更完整的管制資訊系統，鼓勵企業家精神的出現。 

 

總之，從美國在管制領域上的發展演進，可以看出每個時期都分別其不同的

特徵，隨著當時國內外政治經濟環境變化與需求，呈現出不同管制強度與偏好。

此外，在歷任總統的努力下，透過總統的行政命令方式，逐漸使得 OMB 與 OIRA

成為統一的專責的審核聯邦管制政策機構，雖然此種集權式的審核本身是優劣參

半，卻也是美國當前的管制制度中，在行政體系下最重要的課責機制設計。同樣

的，美國聯邦政府在制訂管制政策的過程上，亦提供各種讓人民參與管制決策的

機制設計，也因此被 OECD 譽為所有會員國中，在最具有管制決策透明的國家。

更重要的是，美國是最早實施管制影響分析的國家，透過客觀、高品質與可信任

的管制影響分析，大幅改善了聯邦政府管制政策的品質。或許，美國所呈現的管

制治理模式仍有不足之處，但是百年的運作經驗、統一審核機制、高度的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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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大規模的實施影響分析等四項特質，卻也立下了一個良善的治理典範，成為

其他國家參考與學習的對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