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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歐盟係一個具有民主傳統的組織，不僅具有獨立的法律人
格，其獨特 (sui generis) 的法律秩序使得其民主性格不僅來自
於會員國的傳統，民主決策的政治體系也有別於一般的國際組
織。遊說即是一項在歐盟立法過程中，是否具備民主、透明與課
責精神的指標。本文旨在以文獻及內容分析法探析歐盟三個主
要決策體系執委會、歐洲議會，及部長理事會的多層級治理結構
下，遊說活動的影響因素。研究議題包括：一、歐盟遊說法制健
全化之進程、問題及遊說理論；二、歐盟多層級治理結構決策體
系，及遊說行為在決策體系中的活動程序、形式與規範；三、進
©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投稿日期：109.1.16；接受刊登日期：109.6.4；最後修訂日期：109.5.24
責任校對：張起綸、魏品瑢、曾嘉琦
* 本文係作者科技部計畫「歐盟遊說活動、策略及其影響力之研究：以歐盟三個智庫
為個案之分析」之部分研究成果，作者感謝科技部提供之經費支持 (計畫編號：1092410-H-259-014-MY2)。本文初稿曾宣讀於 2019 年 11 月 28-29 日中央研究院歐美
研究所主辦之「歐元二十週年暨歐盟莫內計畫三十週年」學術研討會，感謝與談人
辛翠玲教授提供寶貴意見。同時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對本文提供了詳實且專業之意
見，使本文更加完善。

268 歐美研究

行遊說活動行為相關實務經驗統計之分析。研究發現歐盟的遊
說活動超國家制度與國家利益兼容的雙重設計之影響甚大，部
長理事會的決策模式與政府間合作型態，仍是遊說活動全面透
明化的一道有形障礙。

關鍵詞：歐盟決策、遊說理論、多層級治理、透明化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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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歐盟係一個具有民主傳統的組織，不僅具有獨立的法律人格，
其獨特 (sui generis) 的法律秩序使得其民主性格不僅來自於會員國
的傳統，民主決策的政治體系也有別於一般的國際組織。遊說即是
一項在歐盟立法過程中，是否具備民主、透明與課責精神的指標。
追溯歐盟遊說工作的起源最初在 1970 年代，主要側重外交遊
說。其時的遊說主要來自於各個會員國代表，部長理事會 (Council
of the Ministers，亦稱歐盟理事會，為行文方便，本文以下皆稱部長
理事會) 不僅是歐盟的決策中樞，同時也代表會員國的國家利益，
在決策過程中出現遊說情形十分正常，不過，根據歐盟運作條約
(Treaty of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FEU) 第 289 條的規
定，歐盟執委會 (Commission) 才是歐盟具有立法提案權的機構，
在法案形成前的倡議階段，遊說工作即已進行。當然，1979 年歐洲
議會 (European Parliament; EP) 第一次直接選舉開啟歐盟降低民主
赤字 (democratic deficit) 的步驟，即使歐洲議會在當時並無實質參
與決策，但作為落實代議民主精神而言，代議士作為法案遊說對象，
在民主國家已是常態。
根 據 歐洲 議 會公 民與 憲政 事 務委 員 會 (Citizen’s Rights and
Constitutional Affairs) 報告指出，基於歐盟決策中心布魯塞爾以及
歐洲公共政策跨國的複雜性，如何規範遊說活動與改進歐盟決策透
明化刻不容緩 (European Parliament, 2007)。1986 年歐洲單一法案
(Single European Act; SEA) 通過後，為歐盟的決策結構與 1993 年 1
月開始的內部市場帶來了新的統合情勢， 共同決策 (co-decision
procedure) 以及諮商程序 (consultation procedure) 的強化，甚而
1993 年生效的馬斯垂克條約 (Treaty of Maastricht) 將決策參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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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了 輔 助 原 則 (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 與 歐 盟 法 的 比 例 原 則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之後，歐盟決策不僅更確立了公民權，
以及決策更貼近公民，亦且在歐盟條約中的第 11 條規範了歐盟與
各國政府透明化的原則。基於上述原則，歐盟的決策與立法更兼顧
到區域及地方層級的代表利益，1997 年的阿姆斯特丹條約 (Treaty
of Amsterdam) 更鞏固了輔助原則與比例原則。簡言之，1993 年馬
斯垂克條約後歐盟遊說的兩個重點，一是強化決策過程的透明度，
一 是 界 定 產 業 代 表 利 益 與 社 會 代 表 利 益 的 區 別 (Jasmontaite,
2010)。
歐盟的遊說活動自 80 年代中期以來急劇增加，原來 1984 年
至 1994 年間的每年大約 200 個，主要的遊說管道從原來會員國國
內逐步轉型到歐盟機構。實務經驗顯示，最直接的遊說工作主要針
對歐盟執委會，理由是歐盟超過四分之一的政治活動集中在執委
會，此外，企業的遊說超過 80%以上均涉及單一市場法規，而執委
會是最主要的法案倡議機構。1995 年迄今，遊說工作者已成長到超
過 8 萬人，其中依歐洲議會統計 2017 年全職遊說者已達 5 萬人。
根據歐盟遊說資料庫統計，在歐盟於 2008 年導入透明化登記行為
準則 (Code of Conduct) 之後，已從原來採志願性登記的 2,000 個
成長到 11,677 個。1 主要的遊說團體依序是企業 (corporate)、非政
府組織 (NGOs)、法律事務單位 (Law Firms)、產業工會 (Trade Unions)、智庫 (Think Tanks)、公共機構 (Public Authorities)，以及宗
教團體 (Religious) 等。 2

1 參見 Lobby Facts.EU 網站。
2 在布魯塞爾進行實際遊說工作的數目較難精確計算，實際登記有案的大約介於 15,000-

30,000 個之間，規模僅次於美國華府。參考 Chambers (201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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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以文獻及內容分析法探析歐盟三個主要決策體系執
委會、歐洲議會，及部長理事會的多層級治理結構下，遊說活動行
為及其影響因素。研究議題包括：一、歐盟遊說法制健全化之進程、
問題及遊說理論；二、歐盟多層級治理結構決策體系，及遊說行為
在決策體系中的活動程序、形式與規範；三、進行遊說活動行為相
關實務經驗統計之分析。

貳、歐盟遊說法制演進及理論分析
一、遊說活動與理論分析
歐盟既是一個超國家治理與政府間協調融合的體系，同時也是
一個多層級 (multi-level governance) 治理體系。民主赤字與透明化
更是一個長久以來被詬病的一個問題，其中利益團體在歐盟決策透
明化過程中的角色是更多負面，被描述為一種執委會的「客戶」
(client) 關係，對整體歐盟民主有害的一種活動？或是更多的正面，
能夠促成歐盟更深的統合，決策更具效能，以及對歐洲公民更具有
福祉？在學術界的討論仍然莫衷一是 (見表 1)。
根據 Greenwood 的見解：「政治體系的合法性在於它承擔著
治理功能，而合法性的根源有二：一是輸入 (inputs)，意指有能力參
與政策決策；一是效率 (effectiveness)，亦即結果 (results)」。依歐
盟體制的本質而言，其決策過程的外部輸入顯然不夠，正因參與性
不足，開放利益代表及其單位參與不僅可以提供立法決策的參考，
亦且能使歐盟更貼近公民 (Charrad, 2011: 5-6; Greenwood, 2004:
145-146)。Sudbery 連結輸入與產出 (output) 觀點，認為歐盟決策
的合法性不僅有賴於效能結果的達成，同時讓民間社會組織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CSOs) 參與也可以提供減少決策迷失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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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遊說工作的正負面效果

正面效果

負面效果

 快速傳遞資料及專業知識，落實專
家政治
 遊說主義係政治決策者與利益代
表之間彼此相互的資訊交換過程
 遊說團體 (協會、工會等) 可以提
供給非具政黨身分的各類關係人
參與政治決策過程的可能性
 遊說或利益團體可以作為歐盟公
民與官僚機構之間的橋樑或意見
傳聲筒
 遊說法人組織可以代表社會多元
性，可以融合多元利害關係人的政
策觀點

 遊說主義代表一種不透明行
為，容易導致濫權與貪腐行為
 大型遊說團體 (如商會、企業家
協會) 較諸經濟弱勢團體 (如
公民自主倡議、NGO 等) 具有
更大政策影響力，容易導致民
主失衡
 遊說主義者並非具有像代議士
一般的民意基礎，無權訂定法律
 遊說可能會破壞歐盟機構的主
體性，也可能導致公眾利益受損
 遊說主義通常藉工具化的媒體
與公意遂行其利益

資料來源：整理自 Griesser (2014: 65)

性障礙，最終可以獲得較佳的政策產出 (Goehring, 2002; Sudbery,
2003: 75-77)。
從理論研究 (theoretical approach) 角度分析，由於遊說利益團
體、單位種類繁多，涉及政策範疇既廣且深，理論層次的觀點仍不
能脫離於實證經驗分析 (empirical approach)。例如，Salisbrug 將遊
說視作為政治交換 (political exchange)，更是一種經濟交易理論
(economic theories of exchange)，涉及供給需求與交易成本。另依據
Bouwen 所提出的「訪問理論」 (theory of access)，認為遊說係一種
能夠獲取與決策者訊息交流的管道或工具，因此，亦可稱之為資訊
的准入理論。Bouwen 強調，歐盟的決策機構與遊說團體並非是單
純 的 一 種 單 向 活 動 ， 而是 公 部 門 與 民 間 部 門 的一 種 交 流 關 係 。
Bouwen 指出，遊說或利益團體充分利用歐盟民主赤字 (democr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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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cit) 的缺失，提高他們參與影響歐盟立法的進程，同時在歐盟多
層級治理體系的特質中採行了不同的遊說策略，例如如何、何時以
及向誰遊說等等。Bouwen 認為資訊 (information) 的提供具有決定
性 影 響 ， 這 類 資 訊 可 以 區 分 為 三 種 。 一 是 專 家 知 識 (expert
knowledge)，主要是從私部門提供的市場或技術所需的專門知識；
二是能夠包容歐洲層級利益的訊息 (information about the European
Encompassing Interest)；三是能夠包容國家層級利益的資訊 (information about the Domestic Encompassing Interest) (Ribot & Peluso,
2003; Saureman, 2016: 36-39)。3 Bouwen 雖然關注的實證對象是私
部門的企業遊說，但也強調訊息的重要來源應該包含民間社會組
織 。 同 時 認 為 歐 盟 機 構是 匯 聚 利 益 的 核 心 ， 因為 它 能 提 供 資 源
(money)，它是政策的制定者 (rule-making power)，也是一種獨特的
治理體系 (governance style)。簡單地說，Bouwen 認為並非所有遊說
工作的個人均具有適格的專業知識提供之能力，因此，遊說團體的
結 構 化 較 諸 於 個 人 的 遊 說 活 動 更 能 提 升 遊 說 的 成 效 (Bouwen,
2002a:41, 2002b )。 4
其次，部分研究將遊說視作是一種多元主義 (pluralism)，組合
主義 (corporatism) 或是一種網絡化的組織行為 (network)。多元主
義理論將焦點置於輸入面向，認為國家扮演著被動 (passive) 角色，
利益團體以及歐盟機構彼此均為多元互動行為者，並且在歐盟的政

3 Saurman 提出「接觸愈好，訪問愈佳」(the better the fit, the better the access) 說法，

涉及到可用性 (accessibility)、可接受性 (acceptability)、可獲得性 (availability)、負擔
能力 (affordability)、服務性 (adequacy in service)，以及實施和評估的充分性。
4 該項理論係 Bouwen 針對歐盟財政性服務部門 126 個探索性與半結構訪談結果分析所
得。其檢證的基礎橫跨了歐盟執委會、歐洲議會、以及部長理事會三個決策機構。不
過，該項理論也受到批評，認為缺乏行為者 (actors) 彼此互動關係的遊說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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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舞台上自由競爭遊說工作；至於組合主義則持相反觀點，認為國
家角色極具關鍵，不僅操控遊說並且以政策產出為導向，甚至主張
部分特定利益團體應該納入執委會政策及法案的諮詢體系。多元主
義理論的代表性人物為 Schmitter、Mazey 及 Richardson 等人；組合
主義的代表性人物則為 Gorges 等人 (Mazey & Richardson, 1993,
2001; Streeck & Schmitter, 1991)。Michalowitz 則認為這兩個理論都
忽略歐盟與個別民族國家 (nation-state) 本質上有極大差異，既有
涉及超國家的層次，也有政府間合作的層次，政策互為因果，也各
有算計。因此，她認為對遊說的研究應集中於單一決策階段，分析
其與歐盟的互動型態，在部分遊說階段採多元主義觀點，部分階段
採組合主義觀點 (Michalowitz, 2002)。至於將遊說視作一種組織網
絡化的現象，則主要強調遊說基本上是一種利益中介 (interest intermediation) 行為，其特質則是公私部門透過資源依賴關係，相互合
作促成決策 (Eising & Kohler-Koch, 2005: 11-19)。
另外，Charrad 提出遊說理論的政治經濟途徑理論 (politicaleconomy approaches) 強調遊說被認知為資本家與勞工階層利益代
表的集體行動 (collective action)，但強調資本家利益遠高於勞工，
也顯示出歐盟被資本家支配以及強化新自由主義 (neo-liberalism)
特徵的治理元素 (Charrad, 2007; Ząbkowicz, 2015)。Salgado (2019)
則以非受歐盟或國家補貼的 CSOs 作為對象提出多元主義與菁英主
義 (elitism) 兩種理論類型。傳統的多元主義認為公民社會利益團體
不受資助束縛，可以自由發揮，且能達到政策制衡 (check and balance) 的一種決策體系。多元主義認為在此一情況下，假若制衡被
破壞，新的利益團體自然會創造一個新的政策制衡體系，且國家或
組織將強制限縮其權限去創造一個利益團體間競爭的較佳環境與
條件。至於菁英主義理論著重於權力的運用，通常是由極負眾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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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威人士所組織的利益團體對公共政策施壓所形成不成比例的影
響力 (disproportionate influence)。類此權力結盟 (power coalitions)
的遊說企圖透過其領導人對決策產生實質的操控性，將導致一種寡
頭式的遊說 (island of oligarchy)，進一步有益於利益團體的決策行
為 (group niche behavior) (Salgado, 2019)。Salgado 的理論主要植基
於 CSOs 的遊說，部分是因為受到歐盟執委會的資金資助，而導致
遊說結果。以 2016 年為例，透過執委會的管道各類非政府組織獲
得總額達 20 億歐元的補貼，甚至有部分遊說團體的經費來源 80%
以上均來自於執委會，例如歐洲社會平台 (European Social Platform)、歐洲反種族主義網絡 (European Network Against Racism;
ENAR)。 5 因此，類此 CSOs 的獨立性常常招致批評，認為它們僅
是「歐盟之友」(Friends of the EU) 或是政府的傀儡 (government
puppets)。但部分知名的 CSOs，例如綠色和平組織 (Green Peace) 或
國際特赦組織 (Amnesty International) 則基本上不接受官方的資
金，以維持其獨立與公正性。
綜上，遊說理論可以是非主流政治經濟學新制度經濟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或公共選擇理論 (public choice theory) 的反
映，運用歷史或比較途徑，屬於結構與制度的探索；也可以是委託
— 代 理 人 理 論 (principal-agent theory) 或 利 害 關 係 人 ∕ 行 為 者
(stakeholders/actors) 理論。不過，不論採取任何一種理論分析歐盟

5 歐洲社會平台是歐洲最大社會工作部門的 NGO，主要目的在於促進社會正義、平等

與參與式民主，主要任務為主張提高歐盟有關社會進步政策的認知。該組織成立於
1995 年，共有 47 個委會員涵蓋超過 2,800 個組織及協會，是歐洲覆蓋率最大的公民
社會組織 (Social Platform, n.d.)；歐洲反種族主義網絡 (European Network Against
Racism [ENAR], n.d.) 也是一個涵蓋歐盟境內以及冰島的非政府組織網絡，倡導歐洲
種族的平等和團結，1998 年成立，其成員包括歐盟會員國、部分歐洲經濟區域 (European Economic Areas; EEA)，以及部分歐洲理事會 (Council of Europe) 的會員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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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說主義、透明度缺乏 (lack of transparency)、民主赤字的缺憾、遊
說規範的不足、決策外部的參與程度等，均值得進一步加以實證
(Laboutková & Žák, 2016)。

二、歐盟遊說定義及法制演進
從歐盟決策角度而言，遊說的主要場域無疑是位於布魯塞爾的
總部。一般而言，「遊說」對一般社會大眾而言普遍存在負面印象，
原因在於政策的決策透明度不足，以及涉及到倫理與道德問題。從
文獻上追溯，1960 年代 Milbrath 是第一個對遊說作出定義的學者，
根據他的定義，遊說基本上被描述成「單純的一種溝通過程」，而
此 一 溝 通 被 視 作 一 種 工具 ， 目 的 在 於 能 夠 影 響立 法 或 行 政 決 策
(Milbrath, 1960)。其次，遊說最常被解釋的三種概念分別是獲取影
響力 (Einflußnahme)、資訊取得 (Informationsbeschaffung)，以及資
訊交換 (Informationsaustausch)。然而，遊說在過去並無一致定義的
共識，最主要的原因是遊說的種類型態繁多，且遊說常常是在非公
開的情況下進行。不過，現時的學術界普遍認為遊說基本上是一個
利益代表在民主政治體系中一種合法化過程的重要成分，藉由遊說
可以平衡不同的利益，審度利益的均衡調和，最終獲得政治或決策
的一種共識 (Griesser, 2014)。
根據美國政府關係專業人協會 (Association of Government Relations Professionals; AGRP) 所下的定義，遊說係廣泛性指涉遊說者
與政府官員的溝通，除了與利益有關的團體、企業雇員、雇主、官
員針對政策法案多元變化的分析之外，尚且還有研提立法建議 (legislative proposals) (Association of Government Relations Professionals
[AGRP], n.d.)。從歐盟角度而言，來自於企業利益代表的遊說常常
被指控嚴重損害歐盟治理的透明化以及公共利益，尤其是因遊說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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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歐盟機構及其會員國官員貪腐 (corruption) 行為每年為經
濟所付出的代價高達 1,200 億歐元，約佔歐盟生產總毛額的 1%，
不僅破壞歐盟的民主性與正當性，更嚴重的是根據歐盟民調 (Eurobarometer) 結果顯示，高達 2/5 的企業受訪認為歐盟的官員貪腐行
為有礙於企業的投資 (European Commission, 2011)。由於遊說與貪
腐形成具有高度聯結，且在歐盟多層級治理體系中，透明遊說與不
透明遊說，合法與非法，涉及圖利個人抑或是公共利益 (Allgemeinwohl)，立法與決策的形成是否具有民主程序，公開並且使得行政決
策菁英與遊說者皆能受到有效的監督，成為歐盟遊說法制化的關鍵
考量。另外一個重要的法制思考則是所謂的「旋轉門條款∕效應」
(Drehtür-Effekt / Revolving Door Effect)，如何規範歐盟的政治家及
官員在離職後轉任企業或私部門服務的利益迴避與忠誠度，同樣不
可迴避。
歐盟遊說法制健全化起始於 1989 年，由荷蘭藉歐洲議會議員
Alman Metten 所提的書面質詢，其後在 1991 年由程序委員會主席
Marc Galle 受命提交登記行為準則，以及遊說者註冊登記提案。實
際上，多年來的發展顯示歐盟並無一個完整而清晰的遊說法律框
架，不過，一系列採行的次級立法措施仍不在少數 (Coen & Richardson, 2009: 298; Nesterovych, 2015: 97-108)。 6
1993 年 3 月 4 日歐盟執委會發布通訊 (Communication) 清楚
表明歐盟各個機構與利益團體的關係應明確界定，且彼此應有公開
且結構化的對話，同時與執委會保持開放透明的聯繫 (European

6 Galle 的提案包括防止遊說行為最低程度之濫用，例如禁止販售文件；在歐洲議會大廳

設立「禁止」(no go) 區域，包括議員辦公室以及圖書館特定設備區；檢查各個遊說團
體的角色；仿效美國採取遊說者的年度登記制並詳細解釋其權利與義務，未遵守規定
的處罰；另外，歐洲議會議員及其職員每年必須分別申報其個人財務狀況。

278 歐美研究

Commission, 1993)。1994 年 8 月歐洲議會直選後，歐洲議會議事規
則、全權證書與豁免權委員會 (Committee on the Rules of Procedure,
the Verification of Credentials and Immunities) 第二度提出遊說監管
措施，由 Glyn Ford 以及 Thomas Nordmann 兩位議員於 1996 年提
出報告，報告中指出歐洲議員的捐款來源需依行為準則且對財產∕
務利益關係應有切結聲明，同時應拒絕收受任何禮物餽贈或利益輸
送行為。至此，遊說登記制度在歐洲議會建立，且規範了議員與利
益代表的行為關係 (European Parliament, 2003)。
1999 年 3 月 16 日歐盟執委會主席桑特 (Jacques Santer) 由於
吹哨人 Paul van Buitenen 向歐洲議會舉報執委會內部封閉文化以及
阻礙審計查核事件而提出總辭。此一事件催生了執委會成立反詐欺
辦公室 (European Anti-Fraud office; OLAF)，目的在於杜絕任何影
響歐盟預算的貪腐行為。為了強化歐洲公民對歐盟機構的公共信
任，1999 年 9 月繼任的普羅廸主席 (R. Prodi) 以及 2004 年的巴羅
索主席 (J. M. Barroso) 所領導的執委會重要工作之一即是制定歐
盟 更 好 的 監 管 策 略 (the Strategy of Better Regulation) (European
Commission, 2019)。為此，歐盟在 2001 年發布「良好治理」(good
governance) 白皮書，律定了開放、參與、課責、效能以及融合五個
原則，其中開放與參與對於決策過程中的遊說行為具有重大意義。
治理白皮書的提出除了反映出民主赤字、地方和區域層級參與不
足、CSOs 欠缺意見諮詢機制，以及政策的產出過程外部意見的前置
性參與有待強化。執委會認為 CSOs、社會夥伴 (social partners) 在
未來決策過程不僅應獲得資訊，同時政策形成過程也會聽取公民團
體的意見 (朱景鵬，2013; European Commission, 2001)。為了實現
白皮書的理念，執委會採取了內部監管透明化一系列辦法，包括文
件通路 (access-to-documents)、註冊登記、專家諮詢、良好行政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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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 (the Code of Good Administrative Behaviour)、執委會委員行為
準則，以及建立公民社會組織 (包括工會、商會、NGO 組織等) 自
願登記制度 (Council of Europe, 2009: 8; Nesterovych, 2015: 99100)。
2003 年歐盟三角決策機構：執委會、部長理事會，以及歐洲
議會達成了「完善立法機構間協議」(Inter-institutional agreement on
Better Law Making)，強調歐盟機構遊說透明化的自我監管 (self-regulation) 與合作監管 (co-regulation) 的重要性；2006 年 5 月歐盟執
委會再發布歐洲透明化倡議綠皮書 (a Green Paper on the European
Transparency Initiative)，該綠皮書很明顯地為利益團體的遊說行為
建立一個更具結構化的框架，其意義有二：一是將遊說視作為民主
決策體系的合法化的一環；二是遊說可以協助歐盟獲得主要議題的
專業化意見。為了保障特殊利益團體歐洲層級的利益，歐盟甚至提
供給這些團體財政性支持，例如消費者利益、身心障礙公民團體，
以及環保團體等 (European Commission, 2006)。
前項綠皮書構想促使執委會在 2008 年 6 月正式將歐洲透明化
倡議與利益團體關係框架，納入登記行為準則 (European Commission, 2008)。2011 年 6 月 23 日，執委會與歐洲議會聯合倡議提高
歐盟決策過程的透明度。該透明度註冊登記提供了遊說者更多資
訊，涵蓋範圍更加廣泛，註冊的個人或組織必須提供參與者的工作
人員及其數量、所涉及的立法者提案、獲得的歐盟資金支持數額、
誠實提供資訊、承諾遵守共同行為準則、對於違反行為準則的登記
者建立投訴機制，歐洲議會更強調未註冊登記的利益團體或個人將
使其遊說工作變得更加困難。此一新的透明度註冊登記不僅是歐盟
實現參與式治理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民主目標的關鍵指標，
也是歐盟遊說決策透明化重要的里程碑 (Chu & Eißel,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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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歐盟條約 (TEU) 第 11 條的精神，為歐盟與利益團體的關
係提供了一個法源。該條詳細規範了歐盟內部決策過程參與式民主
的內容，包括了與民間的水平對話、垂直對話、諮商程序，同時導
入了公民倡議機制 (European Citizen’s Initiative)；再者，歐盟運作
條約 (TFEU) 第 289 條第 3 項規定，依照普通立法程序 (ordinary
legislative procedure) 之精神係以執委會提案為基礎，經由歐洲議會
和部長理事會共同通過的規則 (regulation)、指令 (directive) 或決
定 (decision)；或者於特定情況下依特別立法程序所通過的規則、指
令或決定，由此形成歐盟的制定法 (legislative acts)。第 290 條則另
有委任立法的代議法規 (delegated acts) 作為制定法的補充或修正
相關制定法中特定，但不屬基本規範內容之規定；這類的法規在執
委會草案階段皆得諮詢歐盟境內專家、公民及利益團體的意見；此
外，在非立法法律 (non-legislative acts) 方面，其目的在於執行歐盟
法律或歐盟條約的特定條款，包含歐盟內部規則、部長理事會的決
定或執委會在競爭政策領域所採行的一種執行性法規 (implementing acts)，這類的法規在通過實施前亦須要諮詢公民及利害關係人的
意見 (European Commission, 2014)。 7
2011 年的聯合倡議所採取的遊說者自願性註冊登記，成效有
限，根據 2017 年 1 月執委會統計資料顯示，當年度有 10,000 個遊
說實體登記，包括 2,606 家公司、2,336 個企業協會、340 家工會、
2,808 個 NGOs 組織、751 專業諮詢顧問、530 個智庫、392 個個人
諮詢顧問、263 個學術團體，以及 130 個法律事務所。活動範疇主
要有遊說、宣傳 (advocacy)，以及利益團體代表在歐盟機構的政策
決策與實施的直接間接影響。不論遊說工作採用何種型式的溝通，

7 關於歐盟條約及歐盟法的探討可參閱洪德欽 (2015: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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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強調的重點在於遊說者「作了什麼」(what you do) 優於「誰來
遊說」(who you are)。但實踐的經驗顯示，儘管採取自願登記制度，
仍然有相當多的遊說工作者非經正常註冊程序，而仍能持續影響執
委會立法官員。
為此，執委會於 2016 年起草強制性註冊登記制 (mandatory
register) (Jenkins, 2017)，不過在歷經 2016 年 3 月~6 月的諮商程
序，執委會針對 1,758 個遊說單位進行公開諮商，其中未登記的遊
說單位受訪者佔 200 個，根據調查結果分析，在強制性註冊登記方
面主要有五個建議，分別是：登記應該有訪問需求 (requirement for
access)；應涵蓋涉及歐盟執委會立法有關的所有官員、歐洲議會議
員應揭露與所有遊說者的互動名單；應揭露與遊說者的會議資訊；
官員不得參加未註冊登記遊說者所組織的活動 (Fenn et al., 2016)。
可惜的是，經過執委會、歐洲議會及部長理事會兩年半的討論，在
2019 年 4 月 5 日宣告失敗。其中最大的原因顯然是歐洲議會與部
長理事會對此有相當程度的保留，部長理事會強調不能強迫各個會
員國駐歐盟代表團參與執委會強制性登記，因為涉及各個國家利
益；歐洲議會則強調強制性註冊登記違反歐洲議員的「代議自由權」
(freedom of mandate)，且議員投票權的行使不受任何指令 (instruction) 的約束 (Nielsen, 2019)。 8

8 關於歐盟強制性遊說登記與歐盟決策機構實施態度不一的意見，主要仍然是因為代表

歐盟觀點的執委會、歐洲議會，與代表會員國觀點的部長理事會對於政策立場差異使
然。其次，歐盟的會員國多數仍未實施強制登記制度之情形下，欲在超國家體系的歐
盟一體實施顯然有些緣木求魚，但在飽受民主赤字批評的歐盟對此若未能表態，將招
致更多不透明以及缺乏民主課責的責難；最後，歐盟執委會 2001 年發布治理白皮書
揭示了開放、參與、課責、效率，以及融合五項原則，其中欠缺社會經濟代理人以及
公民社會組織意見諮詢機制的決策參與允為一項努力改善的任務。

282 歐美研究

參、歐盟多層級治理決策體系與遊說行為
一、歐盟決策體系及其運作
根據馬斯垂克條約，歐盟的組織結構包含三根支柱。第一根支
柱指包括歐洲貨幣同盟 (EMU) 在內的三個傳統共同體 (Communities) 政策；第二根支柱是共同外交及安全政策；第三根支柱是政
府間合作的內政與司法政策。由於獨特的政治體系，歐盟既非一個
國家 (State)，也非聯邦 (Federation)，更非邦聯 (Confederation)，而
是一個融合超國家與國家合作的獨特政治運作模式。同時，將近 70
年的歐洲統合經驗，歐盟的組織結構及其運作原則主要是權力分立
(separation of power)，代議民主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主權權
力合法性 (legitimation of sovereign power)，以及主權行為的司法調
控 (court control) (Joos, 2011)。2009 年 12 月 1 日里斯本條約生效
後，將歐盟三根支柱融入在一個歐盟法 (EU Law) 的單一體系，並
將歐盟的職權行使界定在五個範疇，分別是專屬職權 (exclusive
competence)；共享職權 (shared competence)；經濟與就業政策協調；
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協調；以及其他增列政策的協調 (見表 2)。
本文探討的重點之一即是在歐盟的決策體系中遊說活動如何
進行，以及如何發揮其影響力。里斯本條約對此決策改革之一即是
將歐盟特定多數決 (qualified majority voting; QMV) 投票的擴大與
改革。特定多數決一般亦稱之為雙重條件多數決 (double majority
voting)，亦即投票必須同時滿足 55%以上會員國同意，併同 65% 以
上歐盟人口數兩個條件。根據里斯本條約的規定歐盟大約有 60%以
上的政策適用於 QMV 投票制度，至於需要一致決同意 (unanimity)
的議題大約為 30%，通常是會員國認為敏感的政策領域，例如歐盟
預算的分攤、社會安全政策、家事法 (family law)，以及稅收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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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斯本條約歐盟職權性質與範疇

職權屬性
專屬職權

共享職權
(會 員 國 只 能在
歐盟未採取法
律行動或未決
定採取行動情
況下享有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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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範疇
 關稅同盟
 內部市場競爭規則
 共同商業 (貿易) 政策

 歐元會員國貨幣政策
 共同漁業政策海洋資源
保護













內部市場
社會政策
經濟、社會與空間融合
農 漁 業 政 策 (海 洋 資 源
保護除外)
 環境
 消費者保護



需政策協調部

分


交通運輸
跨歐網絡
能源
自由、安全與司法
公共健康安全有關事項
特別規則：
 研究與技術發展
 發展合作與人道援助

經濟與就業政策綱領
貨幣同盟特別規定
社會政策倡議
外交與安全政策行動必須以促進會員國的政治團結為
基礎

 人類健康促進與保護
其 他 特 殊 行 動  產業政策
政策
 文化、旅遊∕觀光

 教育、青年、體育與職業
訓練
 公民權保護
 其他行政管理合作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taxation) 等。因此，從歐盟治理體系分析，除了傳統的「共同體方
法」(community method) 之外，多層級的治理模式形成了新興治理
模式 (new mode of governance)，亦即透過參與式治理途徑讓歐盟
與更多的 CSOs 有更多的對話，並使其決策更具正當性。此外，開
放協調方法 (Open Method of Coordination; OMC) 的引入也使得
歐盟的決策更貼近歐盟公民，同時更具專業性。由於里斯本條約生
效後，歐盟的機構間 (執委會、歐洲議會及部長理事會) 的決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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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里斯本條約生效後歐盟決策程序、政策範疇與治理型態

政策範疇
權力分配
(例舉)
歐 盟與會
就業政策
員國共享
歐 盟與會
社會政策
員國共享
環境政策
聚合政策
總 體經濟
政策
共 同農業
政策
財政監督
競爭政策

治理型態
(決策模式)
 OMC1
 CM2
 OMC
 CM

歐 盟與會  OMC
員國共享  CM
歐 盟支持
性政策
歐 盟與會
員國共享
歐 盟與會
員國共享
歐 盟支持
性政策
歐 盟專屬
職權

 CM
 OMC
 CM
 OMC
 CM

法源基礎
 128EC3
 129EC
 143EC
 137EC

里斯本條約後發展趨勢
OMC 與 CM 交互運用

深化 OMC 的運用，但
CM 仍然為主要工具
向自願性行動轉型並脫
 175EC
離 於 規 則 (regulation)
 175EC
之外
QMV4 決策權擴大採共
 161-162EC
同決策模式
QMV 決 策 權 擴 大 採 共
 99-100EC
同決策模式
QMV 決 策 權 擴 大 採 共
 37EC
同決策模式
非共同決策模式亦非
 104EC
QMV 決策
擴大運用 QMV 惟不採
 83、89EC
共同決策模式

備註：1. 開放性協調方法
2. 傳統共同體決策方法
3. 歐洲共同體法
4. 條件多數決
資料來源：轉引自朱景鵬、Eißel (2013: 29)。

立法，不論在水平或是垂直政策都包容了以上各種決策模式 (見表
3) (朱景鵬、Eißel, 2013)。
里斯本條約完成了歐盟的兩大機構改革 (institutional reform)。
一是同時建立了歐盟高峰會議主席 (President of European Council)，以及外交政策高級代表 (High Representative)；二是改善歐盟
決策體系的機構平衡，此涉及運作與決策過程的立法程序，尤其是
自 2004 年歐盟東擴後對於歐盟會員國規模大小與權力平衡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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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制度改革的考量。例如，執委會委員由每一會員國各一名組成，
其決議形式為簡單多數決 (simply majority)；部長理事會的決議採
會員國以及人口數雙重多數決 (double-majority voting)；歐洲議會
的決議採 750+1 席，以及會員國席次分配更加符合比例原則；此
外，對於輪值國主席的安排也充分考慮新會員國以及中小型會員國
的均衡性 (counter-balance) (Christiansen, 2011: 232-233)。
如前所述，執委會、歐洲議會以及部長理事會是歐盟最主要的
決策三角機構，執委會有義務向歐洲議會及部長理事會提交法案
(legislation initiative)，根據歐盟條約第 17 條，立法只能根據執委會
的法律提案被採納的情況下生效；歐盟運作條約 289 條則規定普通
立法程序 (ordinary legislative procedure)，也是依執委會提案經由議
會與部長理事會共同採納後才能形成規則 (regulation)、準則 (directive) 或決議 (decision)；至於歐盟條約中的特別規範，也必須由
部長理事會與歐洲議會的共同參與才能形成規則、準則或決議，此
即為特殊立法程序 (special legislation procedure)。特殊立法程序的
類型有二，一是同意程序 (consent procedure)，意指歐洲議會有權
以絕對多數接受或拒絕執委會法案，但不能修改；二是磋商 (或稱
諮詢) 程序 (consultation procedure)，意指歐洲議會可以批准、同意、
拒絕，或提出修正案。前者例如國際協議，加入或退出歐盟協議等；
後 者 例 如 內 部 市 場 豁 免 (internal market exemption) 或 競 爭 法
(competition)。至於普通立法程序，在馬斯垂克條約時期被稱為共同
決策程序 (co-decision)，意指歐洲議會與部長理事會共同立法，位
階相同，可在一讀或二讀階段通過法案，若二讀仍無法完成立法，
則另召集調解委員會 (Conciliation Committee) 調解。目前是歐盟
最普遍的決策模式， 適用的政策範疇也最廣泛 (見圖 1、 圖 2)
(Vătăman, 2012)。而在此一立法程序過程從草案階段到一讀二讀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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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圖1

歐盟決策結構及其運作

至於需要由部長理事會及歐洲議會進行調解階段，遊說的時機與遊
說對象影響力程度高低息息相關 (見圖 3 及表 4)。
由於歐盟多層級治理體系的特質，使得歐盟的遊說活動體系也
顯得相當複雜。次國家、國家，乃至於超國家的參與決策的利害關
係人也相當多元。利益團體代表或遊說者對影響決策的遊說路徑，
一般而言較簡單的層級是運用其國家路徑 (national route)，透過其
國內的政府或管道影響歐盟決策；另外一個即是歐洲路徑 (European route)，透過代表向歐盟機構進行遊說。若是採取歐洲路徑則
必須考量彼此的關係，亦即歐盟需要更專業化的資訊，而利益團體
則在於以專業獲得決策影響力，因此，遊說者常常被形容為負面利
益的計畫兜售 (hustle) (Charrad,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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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圖 2 歐盟立法體系及一讀階段遊說啟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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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根據歐盟立法程序，遊說工作影響程度與立法每一階段利害關係人職務高低呈現
一定比率的重要性。愈是初期及第一線行政人員遊說介入影響力愈大，反之，權
力愈大職位愈高，遊說介入的程度即會下降。主要原因係立法所需的資訊及專家
意見已在各個階段融入法案內容，亦即遊說的法案主張及其論點在最後通過階段
已趨近成熟。
資源來源：作者依據 Masselink (n.d.) 文獻內容繪製。

圖 3 歐盟立法過程中遊說者介入時機及影響程度曲線
表4
機構

歐盟決策機構遊說關鍵對象

關鍵遊說對象 (依重要性排序)
 執委會委員 (Commissioners)
 執委會內閣辦公室成員 (Cabinets)
執委會  35 個總署 (DG) 及 11 個辦公室 (Services)
 53 個署局主管 (Departments / Executive agencies)
 第一線官員 (Administrators)
 會員國部長成員及官員 (Ministers and National Officials)
部長理
 常設代表委員會(Permanent Representatives Committees; COREPER)
事會
 秘書處及第一線官員 (Secretariat and Desk Officers)
 議長、副議長及其辦公室成員 (President/VP/Advisers)
 委員會主席、影子報告人、報告人及協調人 (Committee chairs/Shadow
歐洲議
rapporteur/Rapporteur/Coordinators)
會
 黨團、議員及助理 (Political groups/MEP/Assistants)
 秘書處及各委員會辦公室成員 (Secretariat and Committee staff key actors)
資源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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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歐盟決策過程中的遊說活動與策略
根據文獻資料，遊說活動的管道與策略相當多元 (Greenwood,
2019)。其影響決策的渠道例如建立遊說傳信人 (messenger) 作為遊
說團體的溝通者；消息傳遞 (message) 作為將利益代表有關的內容
傳達給決策制定者；管道的建置 (channel)，例如透過電子郵件 (email) 或新聞稿 (press releases) 等。此外，利益代表的遊說標的 (target) 可以是一個或多個機構或政策制定者，其場所可以是政策場域
(policy venue)，對象可以是個別決策者 (individual policy maker)，
例如議員或官員。從歐盟的決策體系而論，遊說工作的歐洲層次顯
然較諸國內層次更加複雜，不僅遊說性質、行為者的政策範疇廣泛，
同時在政策影響力的利益競爭也更鑿痕跡，尤其是有 70%左右的遊
說工作者均屬於有組織性，且多數代表具有經濟利益性質，因此，
不難理解在超國家與政府間合作雙重結構性質的歐盟體系中，遊說
能否成功發揮影響力產生遊說效果，值得進一步探析。
本章前一部分大體介紹了歐盟多層級治理及其決策機構。基本
上，歐盟政策的遊說多集中於執委會、部長理事會，以及歐洲議會。
但並非意謂遊說工作接收者僅限於這三個機構，其他的諮詢性機構
例如區域委員會，以及經濟社會理事會也是其中遊說的重要對象。
囿於篇幅限制及其效果，本文僅集中於具決策性質的三個主要機構
進行討論。

1. 執委會的遊說結構及行為：以 Comitology Committees 運作為
例
執委會是歐盟的行政中樞，主導歐盟的決案提案權，也是議程
設定者 (agenda-setter)。由於執委會代表歐洲共同利益，在一種特別
利益 (ad-hoc interest) 的基礎上進行立法工作的考量，同時也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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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部長理事會和歐洲議會取得立法妥協。在立法提案過程中，執委
會需要更多專業性的意見諮詢，也需足夠的立法資訊，因此專家資
訊的提供，成為遊說團體影響執委會立法內容與品質的重要因素。
其次，執委會的結構組成十分龐大，11 個辦公室 (services)、53
個署局 (Departments / Executive agencies)，以及立法授權委員會
(comitology committees)。如本文前述，執委會依歐盟條約及歐盟運
作條約的規定草擬法案，亦應為條約或歐洲議會及部長理事會通過
之制定法規 (legislative acts) 研訂施行細則或執行法規 (implementing acts / delegated acts)。因此，執委會在法規草案研擬階段及執行
階段均處於關鍵位階。但由於法案送交部長理事會審議一般僅能以
一致決方式 (unanimity) 修改內容，為避免法案胎死腹中，執委會
的署 (Directorates) 和處 (Units) 兩個行政層級，在草案階段即由
各會員國指派官員、專家及學者組成專家委員會 (Expert Committee) 參 與 ， 且 由 各 行 業 協 會 所 組 成 的 諮 詢 委 員 會 (Consultative
Committee) 也在此一階段參與政策制定。此外，各國也都指派代表
組成法規執行委員會 (Implementing Committee) 參與，類此委員會
視議題多達 250-300 個，一般稱之為 Comitology Committees。從實
際運作經驗觀察，Comitology 介入的影響力亦程度不一，部分僅具
諮商角色 (advisory)，但部分則可能透過條件多數決 (QMV) 的模
式抵制 (block) 草案 (稱之為 management procedure)，部分則以
QMV 通過草案 (稱之為 regulatory procedure)，部分則直接修改 (稱
之為 safeguard measures)。2009 年里斯本條約生效後，由於部長理
事會及歐洲議會決策權限不管是在普通立法程序或特別立法程序，
皆掌握了關鍵的立法權，儘管執委會透過 comitology committees 的
體 系運 作， 歐 洲 議 會 仍 然 可 以 否 決 法 案 (regulatory procedure
with scrutiny) (Nørgaard et al., 2019:

歐盟決策系統中遊說活動結構、程序及影響力之研析

291

151-152)。 9
從實際運作上分析，利益團體的遊說可以區分為外部戰術
(outside tactics) 及內部戰術 (inside tactics)。前者主要是動員外部民
眾透過媒體或組織公眾活動去影響施壓歐盟的決策官員，後者則以
信件、電話或面對面方式，進行遊說者與決策者的直接接觸 (Zibold,
2013)。外部利益遊說者提供了執委會關鍵性的法案背景專家資訊，
執委會也尋求立法第三方建議的輸入，為此，執委會建立了多樣態
的諮詢機制，例如與利益團體、(CSOs) 或 NGO 組織的諮商與對話，
稱為「歐盟執委會與公民社會諮詢機制」 (Consultation,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and Civil Society; CONECCS)。本文前所提及的 2001 年
歐盟治理白皮書已揭櫫了建構歐盟公民貼近決策機制，除歐洲議會
外，經濟社會委員會與區域委員會參與歐洲事務的第三互動管道，
也是參與式治理的具體實踐。不過，歐盟執委會提供給遊說者的指
導原則是「聽取聲音，而不是給予投票」(to give interested parties a
voice, but not a vote)。此外，遊說者認為執委會是歐盟決策過程中
最重要且為最優先的遊說對象，原因是歐盟主持提案權及行政政治
活動的操控權均掌握在執委會手中，並且多數的遊說者在布魯塞爾
可以快速且公開的和執委會官員接觸 (European Parliament, 2003)。

2. 在歐洲議會的遊說程序與運作
在歐盟主要機構中，歐洲議會的遊說活動和執委會一樣，代表

9 這些程序由兩個階段構成，一是行政執行階段 (executive phase)，指執委會向相關委

員會提出草案措施，先由委員會表示意見；其後再循監督程序 (supervisory phase) 將
草案送交歐洲議會及部長理事會審議。設若委員會的立法持正面意見，歐洲議會及部
長理事會可以逕行法案審理；惟若委員會持負面意見或無表達意見，則草案遞交部長
理事會審議同時送交歐洲議會進行意見諮詢。參見 Council of Ministers (2006)，另請
參考外交部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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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一種開放、透明與參與，而歐洲議會也是透明化強制登記準則主
張最力的機構。根據 Nørgaard 等人的研究實證指出，執委會與歐洲
議會的歐洲層級遊說活動大於國家化層級，其歐洲利益亦甚於國家
利益；至於部長理事會所代表的利益則是會員國國內考量優於歐洲
層級考量 (見表 5)。這恰好呼應了 Bouwen (2002b: 372) 的理論和
實證，從遊說渠道中，遊說規模大小、經濟策略以及國內結構係遊
說工作者的供給面向，該面向提供遊說利益的選擇；而在需求面向
中，則與歐盟的立法結構息息相關，此即在維護國內利益優於歐洲
利益的考量下，遊說工作對象以部長理事會為主，反之，則以代表
歐盟利益觀點的執委會及歐洲議會為主 (Nørgaard et al., 2019)。
表5
對象
執委會
歐洲議會
部長理事會

遊說層級重要性

重要性
個別歐洲企業利益＞總體歐洲企業利益＞個別國家企業利益
個別歐洲企業利益＞總體歐洲企業利益＞個別國家企業利益
個別國家企業利益＞總體國家企業利益＞個別∕整體歐洲企
業利益

資料來源：Nørgaard et al. (2019: 153)。

里斯本條約生效後，歐洲議會的立法參與權獲得擴大，這使得
遊說工作由於複雜的立法決策體系變得更趨困難。歐洲議會是歐盟
第一個建立遊說認證制度 (accreditation) 的機構，其目的在於促成
遊說工作的專業化。雖然，議會並非如執委會一般具有法案倡議權，
但每一位議員卻都可能在立法過程中提出修正意見，因此，遊說者
對歐洲議會存在著策略遊說，同時對於許多弱勢的公民利益團體增
加了一層歐盟的政策遊說管道，許多學者將此一情形形容是一種
「倡議結盟」(advocacy coalition) (European Parliament, 2003)。
根據歐洲議會 2017 年 7 月的統計，每年大約有 11,327 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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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註冊遊說登記，遊說個人達 82,096 個，其中 6,959 個個人向歐
洲議會逕行遊說行為。遊說比例最高的五個歐盟國家分別是比利時
(18.4%)、德國 (12.2%)、英國 (10.2%)、法國 (9.4%)，以及義大利
(7.5%)；非屬歐盟會員國區域的其他依序是歐洲 (3.84%)、北美
(3.62%)、亞洲及中東地區 (0.97%)、非洲 (0.38%)、拉丁美洲及加
勒比海 (0.25%)、大洋洲 (0.15%)。遊說團體性質依序是 NGO 網
絡 (26.2%)、工會∕商會組織 (20.5%)、公司及集團 (18.5%)、專業
協會 (7.6%)、諮詢顧問公司 (6.7%)。以代表利益層級區分，歐洲
利益層級占比 60.8%最高，會員國層級 (53.5%) 次之，區域及地方
層級 (26.3%)、全球性層級 (39.1%)。74.03%的遊說團體或個人年
度遊說成本皆在 10 萬歐元以下，23.67%介於 10 萬~百萬歐元之
間；至於超過百萬歐元遊說成本的比例約僅占 2.3%左右。以遊說議
題重要性依序是環境、研究與科技創新、內部市場、企業競爭、能
源、經濟金融、氣候變遷行動計畫，以及其他包羅萬象的議題 (European Parliament, 2018)。 10
歐洲議會在接受遊說後，一般針對特別利益議題會指定特定委
員會的報告人 (rapporteur) 準備報告，並在內部及各政黨黨團進行
討論，通常該委員會內的議員其在該議題的意見相較於其他委員會
或政黨黨團更具重要性。就遊說者而言，對議員的熟悉程度、國籍
別或有政治聯繫的對象，其重要性遠超過議員助理或秘書人員。相
較於執委會，歐洲議會對遊說採取一樣開放的態度，而部長理事會
則是相對較難接觸的遊說機構。前兩者的遊說場所通常是在布魯塞

10 歐盟會員國中立法強制遊說註冊的僅有荷蘭、愛爾蘭、法國、立陶宛、奧地利、波蘭、

斯洛維尼亞、英國等八個國家；採志願性註冊登記的德國、克羅埃西亞、義大利及羅
馬尼亞四個國家，稱之為調節性法規 (soft-regulation)；其他的會員國大體上都是局
部性自律性法規 (self-regulation)。詳見 European Parliament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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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後者則通常是在各該國的政府所在地。此外，通常執委會準備
一項立法草案徵詢多方專家意見需時 3 至 4 年，議會則僅有數個月
準備期。因此，委員會報告人相當仰賴遊說團體所提供的資訊，俾
其完成報告，尤其是對議會的政策諮詢顧問 (policy advisor) 而言，
沒有利益團體提供的資料，報告很難完成。因此，Dionigi 的研究指
出，歐洲議會的遊說活動基本上有三個特徵：一是缺乏遊說團體被
諮詢的正式治理規則；二是與歐洲議會直接選舉過程的聯結程度；
三是取決於立法過程的調節變數 (Dionigi, 2019: 134-135)。
在歐洲議會審議執委會法案過程中，委員會是最重要的基石，
經由委員會的審議之後才能送到大會 (plenary) 討論後再行投票。
此即意謂遊說活動的重心通常是集中在委員會審議階段，幾個關鍵
的 代 表 性 議 員 除 了 報 告 人 (rapporteur) 以 外 ， 尚 有 影 子 報 告 人
(shadow rapporteur)，以及黨團小組協調人 (group coordinator)。影
子報告人是在立法草案階段接近問題以及協調立法意見的核心人
物；黨團小組協調人則是在每一個立法會期開始，議會黨團皆會在
每一個委員會指定一名成員擔任法案協調人，協調人的任務在於對
法案進行報告的分配，並且提供意見給黨團以及舉辦公聽會。利益
團體的遊說對象通常是對遊說者持反對意見的關鍵性議員。而遊說
工作則是集中於報告起草階段、法案修正階段 (amendment phase)，
以及委員會辯論和投票階段 (debating and voting phase) (見圖 4)。
同時，作為遊說代表必須非常熟稔委員會的權力布局、運作時程及
程序作業要求等細節。11 簡言之，誰、如何以及何時遊說係決定遊

11 依據歐洲議會議事規則 (Rules of Procedure) 第 215 條規定：「黨團可以為每份報告

指定一位影子報告員追踪報告的進度並代表黨團在委員會內尋求妥協。」報告人是代
表委員會針對特定議題提出報告，每一個黨團指定的影子報告人則就該特定議題和
報告人進行協商。此外，黨團還可在委員會中任命協調人，其角色係代表黨團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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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圖4

歐洲議會與遊說活動階段角色與利害關係人

說歐洲議會的三個要素，此亦代表著哪一種類型利益團體 (interest
group factors)、遊說議題 (issue factors)，以及被遊說機構的場域 (institutional arena factors) 扮 演 著 遊 說 效 果 的 重 要 角 色 (Dionigi,
2019: 139-145)。

3. 在部長理事會的遊說：以 COREPER 為核心
部長理事會和歐洲議會是歐盟最重要的兩個決策機構，執委會
的法案基本上透過三個程序完成立法，首先是部長理事會工作小組
的處理；其次是由各國大使或公使組成的常設代表委員會 (th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s Committee; COREPER) 的處理；最後是部長
理事會的最終決策。前兩個階段一般都是屬於決策前的準備階段。
部長理事會大約有 250 個各類工作小組、委員會、特別工作小組
(Ad-hoc Groups)、高層小組等。這類高度專業的工作小組以及委員
會皆為部長理事會的預備性單位 (Council Preparatory bodies)，區分
成兩種類型，一是由條約、政府間決議，或由部長理事會決議設置

人 (spokesperson)，協助準備委員會的報告及決定 (decisions)，特別是在程序問題及
影子報告人的任命方面，協調人在委員會重要投票期間動員黨團成員扮演關鍵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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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委員會，通常是常設性質，且有指定或選任主席機制；一是由
COREPER 所設置的委員會或小組，通常是處理特別議題，且由每
六個月一次的輪值國部長擔任主席 (見圖 5)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18)。 12

※

根據歐盟條約第 16 條第 9 款規定：「除了外交事務外，部長理事會主席國會議依歐
盟運作條約第 236 條規定在平等輪值的基礎上由各會員國代表組成。」此一制度一般
是 6 個月舉行一次。里斯本條約中為此建置「三國分享輪值主席國」(triple-shared presidency 或稱 presidency trio)，亦即由三個會員國在 18 個月的時間共同合作完成共同
議程，且每 3 個月含容一個新輪值國，相較於過去每 6 個月僅有一個會員國輪值的任
期，不僅可以確保議程的一致性，同時亦具有經驗傳承的意義。目前的三個輪值會員
國分別是羅馬尼亞 (1-6 月/2019)、芬蘭 (7-12 月/2019)、克羅埃西亞 (1-6 月/ 2020)，
其後是德國、葡萄牙及斯洛維尼亞。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圖5

歐盟部長理事會的運作結構

12 根據 2018 年 12 月 13 日部長理事會所公佈的資料，預備性工作單位尚有處理一般

事務 (General Affairs)、外交事務 (Foreign Affairs)、財經 (Economic and Financial
Affairs)、內政司法 (Justice and Home Affairs)、農漁業政策、內部市場競爭政策、交
通運輸能源、就業、社會衛生與消費者保護、環境以及教育青年文化體育等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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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0 年英國正式脫歐前，部長理事會的決策票數總數為 352
張，特定多數決的決策票數需要 260 張，2014 年 11 月 1 日開始雙
重多數決策度則需要滿足 55%的會員國，即 28 個國家中至少涵蓋
16 個國家，以及歐盟人口數的 65%。由於部長理事會濃厚的國家利
益色彩，其決策的考慮往往是身為一個歐盟成員如何在超國家的歐
洲層次上有其運作成效。
實務的運作顯示，有效率的遊說，其策略的首要是如何定義其
遊說的目的；其次是遊說的紅線、遊說的政策優先順序等。部長理
事會遊說活動的進行更多的是涉及歐盟的政策觀點是否充分考量
會員國的國家利益觀點。快速的遊說溝通管道，特別是與 COREPER
的互動更是影響遊說效果的重要關鍵。Dondi 的研究指出，歐盟會
員國在部長理事會具有雙重角色，既是遊說本身的行為者 (actor)，
也是遊說活動的接收者 (Dondi, 2014: 105-106)。許多研究顯示，雖
然部長理事會具決策關鍵角色，但對遊說工作者而言，想要在有限
的時間及緊湊的日程取得和各個會員國的部長有面對面的接觸，難
度更高。因此，基本上仍然集中在部長理事會的結構中進行遊說，
例如 COREPER I 及 COREPER II。COREPER 既是通往部長理事會
決議的關鍵路徑，其垂直功能是介於部長與專家之間的溝通橋樑，
其水平功能則是作為跨域政策的協調者。簡言之，部長理事會的遊
說活動能夠提供各會員國對於維護國內利益與需求所需的資訊。

肆、歐盟遊說活動實務與數據分析
本文前一部分檢視了遊說單位在歐盟主要決策機構的結構與
程序，實務經驗顯示，歐盟由於遊說單位的急遽增加，不論是個別
或集體。非集體的遊說 (non-collective lobbying) 主要有兩個類型，

298 歐美研究

一是傳統的企業代表內部遊說 (in-house lobbying)，即企業內部僱用
或自行設置遊說單位；一是外部遊說，例如設置代理人 (agencies)
或律師事務單位 (law firms)。至於集體遊說主要是一個完整的組織
(entire sector) 代表所進行的利益遊說。非集體遊說即是一般之個人
遊說 (individual lobbying)，企業或公司可以根據需要自行獨立進行
遊說，但企業或公司亦可以在集體遊說下參與遊說集團。Dinan 和
Wesselius (2010) 的研究指出，歐盟整體遊說單位 (個人或集體) 將
近 30,000 個，遊說人數與歐盟執委會的工作人數相當，且根據估計
遊說影響歐盟的立法比例高達 75%。
另，Joos 的研究顯示，歐盟遊說者程序性工具包括單極進程
(mono-processual) 以及多極進程 (poly-processual) 兩者。前者涵蓋
電話溝通、電子郵件、個人對話、信件往來、立法過程意見表達、
白皮書建議等；後者則主要召開工作坊 (workshops) 以及利用議會
之夜 (parliamentary evening) 場合，該場合滙聚了政策決策者、媒
體、各部門代表，以及 NGO 等。實務運作中，各類工具使用的重
要性在三個歐盟主要決策機構中並非一致。例如以執委會而言，最
有效的溝通工具依序是會議 (meeting)、書面訊息資料、工作坊或研
討會、現場訪問、媒體運用等；以歐洲議會而言，依序是書面訊息
資料、會議、工作坊、電子郵件，以及現場訪問等；以部長理事會
COREPER 機制而言，依序是會議、書面訊息資料、工作坊、電子
郵件、媒體、餐宴簡報形式 (dinner/lunch briefings)、現場訪問等
(Joos, 2011: 153)。 13

13 以中國電信巨擘華為 (Huawei) 為例，2017-2018 年間其遊說成本成長 30%達 280

萬歐元，2019 年開始擴大遊說經費與法國最具有影響力公關遊說顧問公司 Boury,
Tallon & Associés 合作，並向歐洲議會釋出善意，出版研究報告，舉辦圓桌論壇及公
開辯論、研討會、投放廣告及提供媒體新聞稿，試圖為其 5G 市場進行突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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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較具規模的遊說團體或企業，均在布魯塞爾設置有
遊說聯絡辦公室 (liaison offices)，其數量介於 200-300 個之間，其
工作不僅作為結構化的遊說管理，更具有企業法制、政策、公共事
務與政府關係的協調角色。根據歐盟透明化註冊登記 (Transparency
Register) 2018 年的年度報告，在 12,000 個實體遊說者當中，歐盟
將之區分為五大類，其遊說比例依序為內部遊說者與商業貿易專業
協會 50.09%；非政府組織 26.54%；專業顧問、律師事務所、自營
事業者 10.17%；智庫及學術團體 7.76%；地方、區域、市政層級公
部門 4.96%；宗教組織∕團體 0.45% (European Parliament & European Commission, 2018)。14 2012-2018 年間，每年新註冊登記的遊
說團體介於 1,112-3,347 個之間 (見表 6)。
表6

歐盟遊說單位數情形 (2012-2018 年)

年份 遊說團體登記數
2012
1,174
2013
1,112
2014
2,119
2015
2,714

總登記數
5,431
5,952
7,532
8,981

年份
2016
2017
2018

遊說團體登記數
3,347
2,430
2,762

總登記數
10,911
11,612
11,901

資料來源：European Parliament & European Commission (2018: 6-7)。

以現今歐盟遊說團體的分類統計分析，可以分第一大類專業諮
詢機構、法律事務所、自由職業諮詢顧問；第二大類是內部遊說團
體、商業、職業協會；第三大類是 NGOs；第四大類智庫、研究及
學術機構；第五大類宗教團體組織；第六大類代表地方、區域、市
政當局組織，及其他公共或混合實體等。根據歐盟透明登記網站資

14 該報告係依據 2014 年 4 月 16 日歐盟機構間協議 (Institutional Agreement) 規定提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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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顯示，歐盟遊說花費最多的十大集團分別是 Google、Microsoft、
荷蘭皇家殼牌集團、臉書集團、西門子集團、埃克森美孚 (Exxon
Mobil)、拜爾集團、巴斯夫集團 (BASF)、德意志銀行、陶氏化學
(DOW) (見表 7)。 15
表7

歐盟十大遊說集團及其遊說成本 (單位：百萬美元∕年)

公司名稱
Google
Microsoft
荷蘭皇家殼牌集團
臉書集團
西門子集團
埃克森美孚
拜爾集團
巴斯夫集團
德意志銀行
陶氏化學

遊說年度預算
6.69-6.96
5.57-5.85
5.01-5.29
3.90-4.18
3.92
3.62-3.90
3.69
3.68
3.67
3.06-3.34

遊說人力工時∕全時
8.50
8.00
11.25
10.00
12.50
5.25
13.50
11.75
4.50
5.5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 Transparency Register (n.d.)。

15 由於歐盟遊說團體的概念相當不一，且有多種統計數據，每一類統計其時間點的數據

多所變化，其排序隨之也處在變動狀態。例如 2019 年 11 月 13 日檢索結果以第二大
類的遊說集團為例，其前 10 大遊說公司的首要是 European Chemical Industry Council，其遊說成本高達 1,200 萬歐元，全職人力工時 (Full time equivalent; FTE) 達 49，
與 EP 的通行遊說 (EP Pass) 33 次，與執委會的會議達 84 次；Google 則退居第二，
達 800-824 萬歐元，與 EP 的通行遊說達 5 次，FTE 為 8.5，但與執委會會議則高達
230 次。詳細的統計報告及各級分類統計參見 LobbyFacts (n.d.) 網站；另請參考張
磊 (2018)；此外，較具規模的遊說團體均集中於歐洲 (以德國、比利時居多)，前 25
名的集團美國僅佔兩個，分別是 Google 及 Microsoft；亞洲地區則只有中國華為
(Huawei Technologies) 位居第 25 名，其 2019 年遊說成本達 283.5 萬歐元，FTE 為
16 人次，EP Pass 為 12 次，執委會會議達 51 次。參見 Richter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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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2018 透明登記規則，歐盟導入了新的遊說機制，允許遊
說登記單位的註冊通知納入歐洲議會的新聞系統，同時也將其與執
委會的會議融入透明化註冊，藉以提升歐盟的透明化。此外，歐盟
也將採取行動保護自然人及相關團體的個資。執委會和歐洲議會更
組成透明化註冊聯合秘書處 (Joint Transparency Register Secretariat)，提供服務台 (Help Desk)、註冊議題指南 (Issues Guidelines)、
資料品質查核 (data quality checks)、抱怨機制監測 (alerts and complaints)、資通訊系統維護及其他遊說溝通活動安排等 (European
Parliament & European Commission, 2018: 9-12)。 16 整體而言，歐
盟機構的實際遊說活動具有更加透明化、制度化、結構化的特色，
遊說登記團體呈現逐年上升趨勢，遊說監管措施及行為準則也將日
趨健全，但距離強制性登記準則的道路仍有一段距離。

伍、結語
本文前已揭櫫歐盟總部布魯塞爾是僅次於美國華府全世界遊
說活動強度與密度之所在地，執委會、歐洲議會及部長理事會是其
中最重要的核心遊說場域。據國際透明組織 (TI) 2014 年調查，三
個決策機構平均信任指數僅 36%，其中執委會 53%最高，歐洲議會
37%，部長理事會 19%，信任指數有待提升。雖然自 2011 年以來，
歐盟建置了自願性透明化註冊登記制度，但由於制度性及特殊性的
決策結構體系，強制性的註冊登記標準始終無法完成，乃至於仍有
更多遊說團體因遊說利益考量，以及國家利益或歐洲層級利益因

16 該聯合秘書處隸屬於執委會秘書長轄下透明化、文件管理單位 (Transparency, Doc-

ument Management and Access to Document Unit)，設置主任擔任協調人角色。Alert
機制則是允許第三方通知秘書處，針對未符合資格的遊說單位的一種通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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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採取非制度性的遊說途徑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2015)。
本文是一篇對歐盟遊說法制、理論、決策體系與遊說運作機制、
工具、程序的初探，較乏個案之分析討論。透過本文文獻分析，可
以理解歐盟的遊說活動受超國家制度與國家利益兼容的雙重設計
之影響甚大，或許此也是落實全面透明化制度的一扇明窗，但部長
理事會的決策模式與政府間合作型態，恐怕也是遊說活動全面透明
化的一道有形障礙。經過歐盟遊說法制檢討與演進，歐盟民主赤字
的降低速度雖然緩慢，但對於回歸歐盟民主、法治、課責、開放、
透明、人權、參與的核心價值，仍有一定程度的回應與作為。
此外，從本文的理論介紹與實踐探討，可以發現歐盟菁英主導
的決策體系、權力結構、資源需求與供給的支配性色彩相當濃厚，
但由於歐盟涉及的政策範疇已非一般國家，甚至超過一般國家的深
度與廣度，因此更專業的資訊導入決策及諮詢程序考量，也是遊說
團 體 的 重 要 價 值 與 貢 獻 ， 此 亦 反 映 出 Brandsma 的 研 究 觀 點 ，
Brandsma 指出資訊 (Information) 是決定立法及決策是否成功的最
關 鍵 因 素 ， 其 中 包 括 了 技 術 資 訊 以 及 政 治 資 訊 兩 種 (Brandsma,
2013; Means, 2016)。因此，「資訊即力量」(Information as Power)
將是遊說團體或單位的最佳利器。同時，更重要的觀察指標是，近
年來歐盟的遊說團體及遊說力道與日俱增，其原因是歐盟的立法將
近 80%都影響歐盟公民及其會員國甚鉅，里斯本條約後歐盟機構的
職權擴張更突顯了此一趨勢。實務上，研究顯示，歐盟遊說的個案
更是不勝枚舉，舉凡國計民生、醫療、日常生活、公共衛生、人權、
菸草、科技、外交或經濟外交、學術、國際談判，及至智庫等，本
文礙於篇幅、時間與精力之限制，未能進一步分析有關個案的遊說
策略。甚至對於與遊說行為有關的歐盟醜聞、倫理、旋轉門，以及
假新聞 (fake news) 氾濫等問題，均值得作為未來進一步深入研究
的有趣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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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uropean Union is an organization with a democratic tradition, not only with an independent legal personality, but also with a sui
generis legal order that makes its democratic character which derived
from the traditions of the Member States on the one hand and with a
political system of democratic decision-making that is different from
the usu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n the other hand. Lobbying is an
indicator of democracy,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in the EU legislative process.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use a literature and content
analysis approach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obbying under
the multi-level governance structure of the Commissio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of Ministers, the three main decision-making bodies in the EU. The research topics include: 1) The process, problems and theories of lobbying in the EU; 2) The decision-making system
of the EU multi-level governance structure, and the procedures, forms
and norms of lobbying activities in the decision-making system; 3) The
analysis of practical experience related to lobbying activities. This study
found that lobbying in the EU is heavily influenced by the dual design
of a supranational system compatible with national interests, and that
the decision-making model of the Council of Ministers and the intergovernmental cooperation model remain a tangible barrier to full transparency in lobb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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