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    論 

 

 

案例一：核四興建政策 

    在台灣由農業轉向工業發展時期，民生與工業用電需求大幅攀升，民國六十

九年五月，台電公司向行政院提出「第四座核能發電廠(核四)」興建案，並於七

十二年二月開始徵收核四廠址用地；由於俄國發生車諾比核電廠意外事件加深環

保團體與當地民眾對核能安全的疑慮，七十四年五月，行政院長俞國華指示核四

案暫緩執行，先行加強與民眾的溝通，次年七月，立法院配合政策指示凍結核四

興建先期預算；八十一年二月，行政院核定恢復核四相關預算，並函請立法院審

議，同年六月，立法院通過恢復動支核四預算，八十三年七月，立法院再度通過

核四計畫相關預算；八十五年五月，在民進黨的主導下，立法院院會通過立即廢

止所有核能電廠興建計畫的決議，行政院於六月提請立法院覆議，立法院院會隨

繼在十月通過覆議案，核四預算恢復繼續執行；八十九年九月，經濟部長林信義

公開建議停建核四，行政院長唐飛於十月三日請辭獲准，張俊雄接任閣揆後於十

月二十七日正式宣布停建核四，立法院院會作出將行政院長列為不受歡迎人物的

決議，並拒絕進行施政總質詢，陳水扁總統隨後出面邀請五院院長協商核四停建

相關問題，行政院亦向司法院提出釋憲聲請書；九十年一月十五日，司法院大法

官會議作出釋字第五二○號解釋，指陳行政院片面宣布停健核四有行政程序上的

瑕疵，經過行政與立法部門數度溝通協商並達成共識後，行政院於二月十四日宣

布核四復工續建。 

 

案例二：全民健保政策 

    為落實憲法有關國家照顧人民健康，推行衛生保健事業之規定，民國七十五

年二月，行政院長俞國華做出重大政策宣示，台灣將在西元 2000 年時實施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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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政策；七十七年七月，行政院經建會成立全民健保規劃小組進行研究評估；

七十九年六月，行政院長郝柏村宣示，全民健保計畫將提前於八十四年開辦，並

由衛生署接手第二期的政策規劃工作；八十一年五月第二次修憲時，明定政府應

推行全民健康保險(憲法增修條文第十八條)；八十三年四月，立法院三讀通過「全

民健康保險法」，並於八十四年三月以「公辦公營」方式正式開辦；八十八年七

月，行政院修正被保險人計費眷口數上限，由五口降為三口；九十一年九月，衛

生署調漲健保收費費率和部分負擔比例。此外，行政院亦於九十年七月成立「二

代健保規劃小組」，對現行健保制度進行結構性的體檢與改善，擘劃新一代的健

保政策，其中重大變革包括改變投保資格定義，以所得級距取代現行身分類別；

推出附加保險制度，增加投保內容的多樣化和減輕健保負擔；擴大公民參與決策

的機會，預計於九十三年推行。 

 

案例三：農漁會信用部分級管理政策 

    由於逾放款比率過高導致基層金融機構的經營體質日益惡化，如此將削弱我

國在「世界貿易組織(WTO)」架構之下的競爭力，行政院利用金融重建基金於民

國九十一年七月十三日開始整頓經營不善、淨值為負數的農會信用部，以重建金

融市場秩序，初期共接管或合併三十六家農漁會信用部；財政部復於八月二十二

日發函指示，對農漁會信用部將採取分級管理措施，引發地方農漁會幹部的不滿

與反彈；九月二十三日前總統李登輝抨擊此一政策之不當，並言：「農漁會問題

處理不好，會失去政權。」陳水扁總統於九月二十四日回以：「寧可失去政權也

要改革」的立場，不過，面對農漁民團體反對聲浪的迅速擴散，財政部於九、十

月兩度修正放寛分級管理措施；十月二十二日全國農漁會自救會決定於十一月二

十三日舉行全國農漁民團結自救大遊行，為緩和示威抗爭的情緒，財政部再於十

一月十四日宣布，逾放比偏高的農會信用部，只要提出具體改善計畫，即可提前

放寛一級業務管制，行政院亦於十一月十六日宣布農業金融主管機關由財政部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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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農委會，但仍無法平息農漁民對政府欲消滅農漁會的疑慮；在農漁會走向街頭

抗爭前夕，由民進黨執政的南部五縣市首長於十一月十七日面見陳水扁總統，對

行政院執意進行的農漁會分級管理措施提出陳情，在總統高度關切下，行政院當

晚宣布，農漁會信用部分級管理措施即刻起暫緩實施，待十一月底的農業金融會

議再行討論，雖然十一月三十日召開「全國農業金融會議」後歸納出行政部門未

來的五大努力方向，但全國農漁會自救會則另行發表六點建議1，是以，後續的

政策走向仍未定案。 

 

 

    英國前首相邱吉爾曾言：「要進步就必須求變，要完美則更須不斷求變。」

說明了人類在追求美好社會的過程中所必然面臨的抉擇，即只要人類仍以進步為

首要價值，不斷地改變現狀就是一種可欲的行為，無疑地，公共政策厥為政府與

人民共同追求社會進步的重要工具。由此觀之，公共政策是政府活動的具體內

容，作為解決社會問題和提升人民福祉的手段，依從問題本質的改變與情境系絡

的轉變而調整，乃是一種契合社會需求的決策思維，也是建立優質社會的必要作

法。惟政策何時該改變，又應如何轉變，卻頗多值得細究深思之處。本文開頭所

例舉的三個政策個案，雖僅是諸多政策變遷現象的具體例證，然而，從中亦觀察

到幾個值得深思探討的論點，本研究的構想即由此而生： 

  1.政策過程不是一成不變的，具有動態性。鮮少有政策自被採納與執行後便一

直維持相同的形式，會隨著時空條件而不斷地演化。正如 Hogwood和 Peters

所言：「所有政策的運轉過程都是動態的，即使在組織的結構和人事維持不變

的一段時間，顧客(公民)所受到的服務總量亦不可能完全一樣(1983: 25)。」

要言之，即使是單一政策，歷經不同時空環境的風化作用，也可能出現質變。 

  2.政策的變遷是有跡可循的。如同歷史事件的連亙發展一般，政策亦可追溯其

                                                 
1 有關行政院所提出的五大努力方向與全國農漁會自救會發表的六點聲明，請參見自由時報，

91/12/01，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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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因後果的運轉方式，蓋政策既然不是在真空環境中運行，自然會在社會上

烙下痕跡。由此亦可知，對特定政策現象的觀察自是無法由時空系絡中抽離，

有許多變項影響政策的未來命運，只是各變項對特定政策的作用力大小不

同，尋找政策變遷相關線索的隱顯度有別。 

  3.政策變遷的過程既可能是寧靜的革命，亦可能是掀起政治社會上的風暴。在

民主社會中，政策的變遷往往不是國家機關的單方面行政作為，經常會有其

他政策行動者涉入政策過程之中，運用政治與社會的能量相互角力。當行動

者間存有高度共識時，政策變遷的過程傾向風平浪淨；反之，當彼此間歧見

過大時，政策變遷所引發的社會衝突較為激烈。 

  4.政策變遷的樣式可以簡化為對政策現狀的改變，也可以細分成多元複雜的模

式。前舉三個個案中所傳達的訊息是政策變遷有其同質性，亦有其異質性，

即由宏觀的層次分析應可以抽繹出政策變遷的通則，由微觀的層次分析則可

探微政策變遷的分殊面貌。 

  5.政策變遷的結果既可能是政策的結束，亦可能是另一個政策的開始。政策變

遷的掌舵者面對種種的挑戰與障礙，需要擬訂彈性的行動策略，方能主導政

策的發展路徑，順勢達成可欲的政策結果，一旦政策發生失靈時，必須策劃

下一波的政策變遷。 

  6.政策變遷的經驗是寶貴的知識遺產。政策變遷是政策過程的一部分，雖然出

現的時機並不固定，也可能在不同的階段出現，不過，仍是深具知識上與應

用上的價值。換言之，任何政策的變遷經驗非但可以作為政策研究者的分析

標的，厚實政策的知識庫，對政策行動者構思未來的行動策略都會有所啟發。 

    然而，上述的觀察亦令人產生數個疑問，如果政策的生命不是給定的，那麼

政策的生命週期又是如何躍動的？是哪些因素決定了政策生命的長短？政策的

生命韌性是內塑的，抑或是外造的？這些提問與政策變遷的脈動息息相關。析述

台灣的歷史場景，自民國七十年代後期開始，台灣由威權政體逐步轉型為民主政

體，不論是在政治、經濟、社會、或文化方面，都出現不同與往的風貌，有些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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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成為公共政策的輸入項，影響了公共政策的制定，如政黨競爭體系的成型、全

球化經濟體系的織結、第三部門(非營利組織)的活化、本土化意識的崛起等等；

有些現象則是公共政策的產出項，成為政策執行下的產物，如歷經多次修憲後所

建構的政府體制、戒急用忍政策下的兩岸經貿關係、全民健保政策對社會保險制

度所帶來的衝擊，及本土教學政策所突顯的台灣主體性等等。如此錯綜複雜的牽

動關係，一方面導致公共政策的分析更形困難化和複雜化，另一方面在環境巨幅

變遷的牽引下，也提供了相當多元而豐富的研究素材，本研究所探討的政策變遷

即是其中一例，以時間為軸線，由不同的構面比較分析政策生命的演化模式。 

    政策的變動不居除了反映政策的鑲嵌在環境之中的系絡性之外，也凸顯了決

策者先天上的理性限制。猶記得台灣政壇上在數年前曾流行的一句話：「朝令無

不可，夕改又何妨。」就積極面而言，這句話說明了決策者應該要有盱衡情勢、

判斷對錯的決策智慧，及知錯能改的決策擔當。當中所反映的不必然是決策者的

短視與無能，亦可能是民主政治中以民意為依歸的價值判斷所建構的社會標準。

換言之，即使朝令無不可，但是民主政治是秉持對各種不同意見抱持自由開放的

信念，是以，現行政策經常出現來自於代表不同利益者要求夕改政策的挑戰，在

政治與民意的操作下，不無促成政策急轉彎的可能。就消極面而言，這句話也說

明了人類理性能力的限制：政府畢竟不是由全知全能的上帝所領導的，無法預知

未來所有的可能發展，在不可測變因的干擾下，人為的政策錯誤經常是在所難免。 

    綜言之，為了化解政策困境或避免政策災難擴大，政策隨著情境的發展而變

革是勢所當然和理所當然。無論如何，這句話值得吾人深切省思之處在於：政策

的變革雖有其必然性、合理性和可欲性，錯誤的政策雖可立即改變，但政策本身

所蘊存的「不可逆性」，對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影響可能不是事後補救措施所能

消弭的。是以，有系統地瞭解政策變遷過程，不但可以扼阻有限的公共資源在政

策反覆無常之間虛擲，更可以減少不可欲的政策結果出現。以下先就本研究的動

機與目的作一說明，再就本研究中所涉及的重要概念予以界定，最後則是交待本

研究所使用的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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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壹、研究動機 

 

    就理性決策觀點而論，一個好的或理性的政策過程應該是蒐集完整的相關資

訊、找出所有可能的替選方案、評比各個方案的效益，最後從中選擇效益最高的

方案(Dye, 1998: 25)。基本上，沒有人會質疑這個主張的周全性與可欲性，但值

得討論的是，此一作法在實務上的可行性，亦即如果決策者都具備這種「全能理

性」的能力，那麼，政策失靈的現象應該會大幅降低，政策必須「一變再變」的

可能性就不大。事實上，揆諸各國的政策經驗可以發現，此一理性決策的前提條

件很難成立，從政策的制定到執行，都存有測不準的因子，難怪乎各國不但發生

各種政策失靈的現象，也經常可以見到不同型態的政策變遷。基於此一觀察結果

可以得知：沒有任何一個政策是永久不變的，隨著時間的遞移，它都可能出現修

正、代替或終結的情形。這就是政策本身具有變遷的內在特質，也是值得深入剖

析之處。 

    申言之，在這個變動的社會中，我們需要區分的不祗是哪些政策是動態或靜

態的？更重要的是為何政策會發生變遷？政策又是如何變遷的？政策變遷的幅

度有多大？不同的政策領域是否會有不同的變遷模式？及政策變遷可能會產生

什麼後果？這些課題都是政策研究者感到興趣的面向，也漸漸地吸引不少學者開

始從事概念的界定與理論的建構。當然，除了理論的探索外，對生長在這塊土地

上的人來說，另一個值得關心的課題是理論獲得經驗證據支持的程度，尤其是以

他國之理論基礎和政策經驗所建立的分析架構移植應用在解釋本國政策時，是否

會出現水土不服或脈絡不連的情形？而本土的政策經驗又能提供什麼政策學習

和政策啟發？都是值得關注之處。歸納言之，本文的主要研究動機可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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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探索非線性的政策循環 

    首先，過去許多的政策研究或分析，都是將每一個政策當成獨立的個案，由

政策問題的成型到政策結果的評估等過程作為討論的焦點。事實上，不是每個政

策都是屬於創新的類型，有很大比例是舊有政策的延續或變體，因之，政策循環

過程不見得都是由初始階段逐一進展到終結階段，中間可能經歷多迴圈的「次循

環(sub-cycle)」或「再循環(re-cycle)」。再者，政策問題的界定並非是一成不變，

可能因為新科技的發明或新資訊的發現，乃至於權力結構的重組，而必須重新認

定或解讀問題成因與政策方案間的因果關係是否依然有效。如 Sabatier 和

Jenkins-Smith即主張政策研究不應抱持傳統之政策循環或政策階段的論調，二人

認為循環論雖然有其優點，但也有其侷限存在，其中包括它是屬於非因果式模

型、未提供經驗假設檢證的基礎、對政策現象的描述不切實際、是一種以立法者

為中心或由上而下的聚焦分析、以單一政策循環為分析單位、及無法提供整合政

策過程中政策分析的角色和政策取向學習的工具(1993: 4)。 

    檢視相關的政策文獻，可以看到政策循環的各個階段，如議程設定、政策執

行、政策評估等，相關概念與知識都已經累積不少成果與文獻，至於動態取向的

政策變遷研究，則是處於概念發展和假設檢證的階段(Lester & Stewart, 2000: 

37)。因之，要建構完整的政策知識和動態的政策過程，便不能排除政策變遷這

個子題。質言之，政策的執行與評估，往往並非是政策的終點，其間的政策變革

可能導引出另一個新的政策循環，此一政策變遷過程的順遂與否，或許才是問題

能否真正被解決與政府能力是否能有效提升的關鍵所在，此一缺漏是政策理論中

需要填補之處，也是本研究的主要動機之一。 

 

二、抽繹政策變遷的連動性 

    其次，除了政策本身的變動性之外，在現今的複雜社會中，政策之間常具有

連動性，某一政策的變動，必須考慮到對其他政策與環境系絡所可能造成的衝

擊，此一衝擊往往就是下一波政策變遷或是其他政策變遷的導火線，若沒有宏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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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次的政策視框，便很難發現其中的因果關連所在，以致於可能得到錯誤的政策

推論，如國防與外交、經濟與財政、交通與經濟、經濟與環保之間，都具有很強

的互動性。以國際政治領域為例，在二次大戰後冷戰初期，國際社會主要是美、

蘇為二大陣營之首的對峙，美國的國防政策自然是以蘇聯為頭號假想敵，彼此間

除了軍備競賽之外，美國在外交政策上亦配合此一需求，以經濟援助為手段，刻

意圍堵蘇聯及其盟友中共；到了冷戰中期，蘇聯與中共交惡，美國刻意拉攏中共

來牽制蘇聯，採取孤立蘇聯的外交政策；而當以蘇聯為首的共產集團解體之後，

象徵冷戰時代的結束，後冷戰時代來臨，中共在國際社會的地位和影響力日增，

軍事發展實力逐漸對美國形成很大的威脅，再加上中共在 1978 年左右開始實行

經濟改革開放政策，經濟發展潛力提升，讓美國不得不調整國防戰略，將中共當

成潛在的競爭對手，外交政策也隨之重新定位，一方面藉由與俄國發展經濟合作

來改善彼此關係，另方面則與中共發展出既合作又競爭的關係。 

    如若將場景拉回到台灣，政策間的牽動情形亦復如此，不但大陸政策與外交

政策密不可分，還有糾葛不清的政治、歷史、文化等因素牽扯其中，彼此相互牽

動影響。要言之，問題的本質與政策的內涵不是固定不變的，也不是自成一格的，

隨著社會轉型與其他政策的實施，都有可能發現原先的問題建構並不切實際，政

策效果大打折扣。是以，從政策的內外在因素探討政策變遷過程，是本研究的動

機之二。 

 

三、檢驗民主治理的回應性 

    第三，公共政策的意義即是：政府為解決社會問題或滿足人民的需求，所從

事的各種活動。申言之，相對於社會問題的層出不窮，人民的需求與偏好亦會隨

著時空環境而改變，一個善治的政府，必然會對社會問題的發展與演變保持高度

的關注，一個民選政府所做的決策，不會只是取決於主政者的個人偏好，必須是

契合人民的需求與偏好，這也是為何民主政治會以「回應性」作為衡量政府績效

的重要指標之一。由此觀點來看，只要人民持續對現行政策表達不滿之意，該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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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就不能算是已經獲得圓滿解決(Hayes, 2001: 41)。然而，相對於人民對政府的期

望日漸升高，自然資源的急速耗竭已是一種全球性的危機，連帶地減少了各國政

府可以利用的公共資源，需要將無效率和無效能的政策汰舊換新。尤其是近幾年

經濟不景氣在全球各地蔓延，不論是政府或企業，都面臨縮減財政支出的壓力，

是以，政策成本的考量愈來愈受到重視，如何在人民的期望與現實的限制中取得

平衡正考驗著主政者的政策智慧。 

    綜觀各國政府近年來所推行的行政革新或再造運動的目的之一，即在改善此

一治理工具效能低落的情形，制定更具有成本效益和成本效能的政策，以回應人

民對良善治理的期盼。要言之，面對可用資源減少和人民期望升高的現實挑戰，

政府更應該時時調整決策視框，進行策略性規劃，重新設計合理而有效的政策工

具，以期發揮有限資源的最大效益。本研究的動機之三即為企圖瞭解在資源有限

的條件限制下，政策參與者之間不同的需求與利益，如何影響政策制定者設計政

策變遷的工程，傳統國家機關所扮演的角色是否有所轉變。 

 

四、檢視政權輪替的政策作為 

    第四，就政策本質而言，有些政策議題的複雜度和不確定性非常高，分析上

很難僅做技術上的考量，究其原因在於：各行動者所持政策信念非但不同，而且

經常是立於不同利益考量的基礎上所做之論述，在摻入政治的因素之後，實難以

評估政策相關主張的效度，即使是經驗老到的政策分析人員，也很難單純用專業

知識的標準來評斷其中的優劣，這種多元價值並陳是民主政治的特色，但因缺乏

共識而浮現的決策難題也需要設法解決。所幸民主政治中有定期選舉的制度設

計，是解決此一難題的重要途徑，蓋選舉結果是對現任者的一種信任投票，也是

社會上重新滙集利益和尋求共識交集的機會，更重要的是，一旦出現執政權輪

替，可能導致政策參與者的重新組合(Sabatier & Jenkins-Smith, 1993: 51)，在民意

支持下重新檢視現行政策的合宜性，進而開啟政策變革的機會之窗。 

    對台灣而言，這種執政權輪替的民主經驗直到民國八十九年總統大選時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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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由長期在野的民進黨取代國民黨成為執政黨，打破台灣自光復以來，國民

黨一黨執政的治理模式，也為實質的政黨競爭開創新局，由民主轉型的階段跨入

民主鞏固的階段。然而，在現行憲政體制不變的前提下，未來由不同政黨輪流掌

控國家機器、或組成聯合政府、或形成不同政黨分掌各個憲政部門的「分立政府

(divided government)」型態，不僅可能性大增，且將成為常態(林水波、陳敦源、

何鴻榮，民 91：3)，在權力分立與理念競爭的政治場域中，政策是否因此而變動

不定，抑或是不動如山，是值得探討的政治現象。檢視政權輪替三年多以來，政

黨之間因意識形態與政策理念的歧異，不但對政府的角色定位、施政的優先順

序、乃至於組織的人事安排，都有不同考量、設計與佈局，實亦提供了檢證政策

變遷的諸多機會，此乃本研究的動機之四。 

 

五、應對知識經濟下的變遷需求 

    最後，地球村的成型與擴大，國際交流的密切與頻繁，是一個難以逆轉的現

實發展，當問題的跨域性愈廣泛，政策的外部性愈嚴重時，國與國之間的政策學

習與政策合作的需求愈是殷切。廣義而言，「全球化」並不是只有經濟面向所強

調的「在成本最低的地方生產，在利潤最高的地方銷售」(經濟部，民 90：12)而

已，它也含括了經濟資源(如原料、資金、人力、及技術等)的交換、政治經驗(如

治理模式、決策過程、談判對話等)的學習、及社會議題(如生態保育、科技倫理、

人權主張、恐怖攻擊等)的擴散，這些活動都打破國家的界線，世界體系的核心

與邊陲之分，不再是完全取決於經濟實力高低，而是整體國力的綜合展現，再加

上知識經濟時代的來臨，各國的競爭優劣之勢急劇拉大加深。 

    根據聯合國「經濟暨合作發展組織(OECD)」在 1996年所下的定義，知識經

濟係指一個經濟體系中，以知識的擁有、配置、創造與應用做為最重要的生產投

入要素(Neef, 1998；經濟部，民 90)。因之，傳統經濟依賴土地、勞力、原料、

資金等生產要素的重要性，將被知識的創造、擴散、及應用所取代，不論是經濟

特徵、產業特性、勞動市場、或是政府功能，都將出現重大的轉變，新、快、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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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是未來政策的重要特色，相對地，政策輪動的速度將加快，政策的生命週期恐

將縮短。是以，在全球化潮流與知識經濟時代之中，政府需要更全面的決策視野

和更多的創新觀念，保持政策的動態性和靈活性，方能在此一勝存劣汰的賽局中

取得立足之地，避免遭到邊陲化的命運。無論是政策制定者，抑或是政策分析人

員，若能有系統化地瞭解各種政策變遷現象，對於未來設計實際可行的變遷策略

應有所裨益，此為本研究的動機之五。 

 

表 1.1  知識經濟與傳統經濟特徵之差異 

項目 傳統經濟 知識經濟 

一、經濟特徵   

  1.市場 穩定 動態 

  2.競爭範圍 國內 全球 

  3.組織型態 層級式、官僚威權式 網路式、企業功能導向 

  4.企業跨區移動性 低 高 

  5.區域間競爭程度 低 高 

二、產業   

  1.生產組織 大量生產 彈性生產 

  2.主要生產要素 資本、勞力 創新、知識 

  3.主要技術驅動力 機械化 數位化 

  4.競爭優勢來源 規模經濟、降低成本 創新、品質、進入市場的時機

  5.研發創新之重要性 中度 高度 

  6.與其他廠商之關係 單打獨鬥 聯盟及共同研發 

三、勞動市場   

  1.工作技能 專業技術 廣泛技術、跨業訓練 

  2.教育訓練 單一技術 終生學習 

  3.雇主關係 對抗關係 合作共存 

  4.就業特性 穩定 充滿風險與機會 

四、政府功能   

  1.企業與政府的關係 強制性 協助企業創新與成長 

  2.政府管制 命令與控制 市場導向、彈性 

資料來源：台灣經濟研究院整理，轉引自經濟部(編)，民 90，2001 產業技術白皮 

          書，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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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目的 

 

    Munger(2000)在《Analyzing Policy》一書的序言中指出，人類社會似乎是複

雜的，社會科學學者的研究目的，即在比較人類行為的差異，並試著瞭解為何他

們會這樣做的原因。這是一個難解的謎題，也是一個令人感到興趣盎然的研究課

題，而公共政策分析作為社會科學的一支，除了研究人類的實際作為和原因外，

還必須建立評估這些行動的基準。亦即政策分析的目的是在嘗試為以下兩個的問

題找尋答案：(1)做什麼事是最好的？(2)實際上可能達到的最好結果是什麼？前

者是屬於規範性的價值論述，後者則是經驗性的事實陳述。同樣地，將分析焦點

投聚在政策變遷的主題上，吾人也可以為以下兩個問題探尋答案：(1)一個完整的

政策變遷模型應該包含那些變數？(2)實際的政策變遷是如何發生的？ 

    當然，一個好的理論架構，除了規範性的命題之外，更應該含攝經驗證據的

成分。因之，本研究循此一原則，以政策變遷為分析主軸，從規範與經驗的層面

探討政策變遷的形成過程與可能的影響變數，並以此架構作為比較分析政策個案

的綱目，掌握政策變遷的經緯脈絡。大抵言之，本文的研究目的主要有四，如下

文所述。 

 

一、掌握政府活動的本質 

    首先，如前文研究動機所述，自 Lasswell 在 1956 年的著作《The Decision 

Process》中提出政策過程的七個階段：情報、倡導、提案、啟動、應用、終結、

及評估，他的學生 Brewer(1974)修正為六個階段：提案、評估、選擇、執行、評

估、及終結，此後，在大多數的政策論述中，都是以政策循環論或政策階段論的

形式為之，這種分析架構的確具有焦點明確和線性運行的優點，如 Hogwood 和

Peters(1983: 13)認為它就像是一張政策進度的檢查表(checklist)，可以幫助決策者

瞭解政策方案的流程。但是，政策過程不一定是依階段直線進行，政策間的交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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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有時也難以單純化，而政策的生命週期更有可能因人、因事、因時而異。以

我國為例，若將法律視為政策形式之一，分析立法院前幾屆所通過的法律案可以

發現，立法院三讀通過新的法律案，所佔比例僅有二成多，絕大部分的比例(七

成左右)是修正原有的法律，被廢止的法律則幾乎是廖廖可數(詳見表 1.2)。此一

數據說明了政府最主要的立法活動不是制定新的法律，而是推動現行法律的變

遷，包括法律的修正和廢止。換言之，一旦政策形成並經過合法化程序之後，大

多數會一直存在，只是不斷地被修正和改變而已。 

 

表 1.2  第二屆至第四屆立法委員通過法律案統計 

 制定法律案  修正法律案 廢止法律案 總計 

 件數 百分比  件數 百分比 件數 百分比 件數 百分比

第二屆 

(1992-1995) 
56 25.1%  144 64.6% 23 10.3% 223 100.0%

第三屆 

(1995-1998) 
68 25.2%  195 72.2% 7 2.6% 270 100.0%

第四屆 

(1998-2001) 
122 21.7%  407 72.4% 33 5.9% 562 100.0%

合  計 246 23.3%  746 70.7% 63 6.0% 1055 100.0%

註：第一屆立法委員因未曾改選，其會期數與第二屆、第三屆、第四屆之會期數 
    不一致，故未列入計算。整理自立法院國圖書館立法統計。 

 

    關於這種政策現象，可從二個角度加以解釋：一是政策目標尚未完全達成，

所以當然欠缺終結此一政策的理由，只是需要修正政策手段；一是原訂政策目標

雖已達成，但因政策支持者找到新的政策目標而繼續存在，或政策受益者的反對

而難以終結。Hogwood和 Peters(1983: 17)的研究亦指出，即使政策設有終結的內

設機制(如日落條款)，也發現現存組織的運作非常沒有效率，但是，終結機制被

啟動的情形卻是非常罕見。無論是何種原因，都可看出政策變遷才是立法運作的

主要活動，政策創新的情形並不多見，深入分析政策變遷的成因與型態，實有其

理論上與實務上的必要性和迫切性，這些政策動態面向的探討尚未受到政策循環

論者的充分關注。因之，本研究的目的之一即是，有系統地探討政策變遷的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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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念與評析不同的理論觀點，據以建構更為完整而貼近現實的分析架構。 

 

二、分析政策變遷的網絡模式 

    其次，Kingdon(1995: 197)認為社會問題之所以吸引社會大眾和政府官員的

注意，主要有三種方式，將其詮釋如下：(一)指標的改變，無論是總體資料的領

先指標或落後指摽，都是用以顯示社會情勢的嚴重程度，通常是用以評估情勢的

規模和辨識情勢的變遷，如人口結構、經濟成長率、國民平均所得、失業率等，

當指標變動的幅度愈大，所吸引的注意力愈強；(二)焦點事件的發生，包括災難、

危機、個別事件、或其他有力的訊息等，就心理學的實驗結果可知，負面刺激與

正面刺激同樣令人印象深刻，甚至有過之，假若這些事件的衝擊有具體的數據可

供佐證、或是與社會的認知相契合、或是和其他類似事件相結合，則可增強其聚

焦效果，如九二一地震與八掌溪事件的接連發生，迫使政府部門不得不強化危機

處理體系與災難救援機制；(三)反饋效果，即從現有政策的執行所得到的正式和

非正式的回饋，如政策評估結果、調查報告、民意調查等，都可能是左右政策命

運的因素。然而，政策變遷除了需要這些客觀要素的催化外，政策行動者的參與

程度、行動策略與主觀論述等，都有助於營造有利於政策變遷的情境。因之，本

文的研究目的之二即是：藉政策網絡和政策聯盟的概念來論述政策變遷過程中，

政策行動者之間所採取的互動策略如何影響政策變遷之結果。 

 

三、提供政策變遷的經驗汲取 

    第三，成功的政策變遷有時不是因勢利導就可以獲致的，除了政策本身的屬

性和外在環境條件的限制外，政策風格與制度設計的結構特性亦會對政策變遷的

機率和幅度產生有利或不利的作用，再加上每一次的政策變遷都可能會有不同的

行動者加入，彼此因為立場、價值、利益等方面的差異和對政策的影響力不一，

為共識的尋求埋下不確定的變數，也增添變革的不可預測性。這些都是推動政策

變遷時所不可忽略的要素，當主其事者能正確瞭解政策變遷的本質與意涵，觀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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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影響政策變遷成敗的可能面向，就能掌握政策轉變成功的契機，這也是有心推

動政策變遷的行動者所應該學習的決策智慧和判斷能力。此外，一旦政策付諸實

行之後，即使透過政策重新設計，政策環境也不可能再恢復原狀，主其事者與諸

多行動者豈能不慎乎。是以，不論是政策變遷的類型化建構，政策變遷的內外在

因素分析、結構性條件的解構及實際個案的檢證等，都能夠提供政策學習的相關

知識與實際經驗，有助於提升日後的決策品質和減少政策失靈的情形，這些都是

值得研究的焦點，此為本研究的目的之三。 

 

四、積累政策變遷的知識 

    最後，自 Lasswell 於 1951 年提出政策科學的概念之後，政策的研究和分析

逐漸成為一門獨立的學科，歷經半個世紀的發展與演進，從政策循環的觀點來

看，研究焦點在 1950年代是著重於政策形成的問題，1960 至 1980年代的強調政

策執行、議程設定、政策評估和政策終結，1990年代之後則是再精化和延伸政策

執行和議程設定的研究，同時也開始發展政策變遷的概念(Lester & Stewart, 2000: 

259)。因此，政策循環的各個階段，在概念的發展與界定、理論模型的建構與檢

證方面，均累積了不少的研究成果，Lester和 Stewart(2000)將各政策階段的研究

進程整理如表 1.3 所示，未來則需要在理論模型的修正與整合上做進一步的努

力。由此表亦可發現，在政策的終結與變遷方面，模型的建立和經驗的檢證上仍

需要精耕細耘，本研究融合學理論證和個案分析，促成理論與實務間的對話，適

足以發揮拋磚引玉之效果，此為本研究的目的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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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政策循環的研究現況 

政策循環的階

段 
概念發展 模型建立 模型檢證 整合與修正 

議程設定 已完成 已完成 目前的工作 未來的工作 

政策形成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目前的工作 

政策執行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目前的工作 

政策評估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目前的工作 

政策終結 已完成 目前的工作 未來的工作 未來的工作 

政策變遷 已完成 已完成 目前的工作 未來的工作 

資料來源：Lester, James P. and Joseph Stewart, Jr. 2000. Public Policy. 2nd ed.,  
          Belmont, Calif: Thomson Learning. p.261. 

 

    總而言之，就人類發展的歷史軌跡觀察，由於社會問題的演變、科學知識的

增長、資源條件的消長、及人民需求的轉變，都將導致政策的變遷成為政策過程

的正常現象(Hogwood & Gunn, 1984: 250-253)，而全球化時代的來臨，終將打破

各國疆域的獨立性，逐漸融合成禍福相連、榮辱與共的生活互賴體，各國在此一

歷史洪流中並沒有太多選擇的機會，一味的逃避和抗阻將可能面臨被這個世界邊

緣化的危機。另一方面，在全球化架構下所形成的典章制度和價值規範亦正逐步

地穿透各國的政經體制和社會文化，裂解國家與公民間既有的權威結構、模糊

公、私部門的權力界線，極需要新的政策思維和政策作為來重新建構國家與公民

的治理模式，重新詮釋公、私部門的伙伴關係，以變遷管理的能力回應全球化的

衝擊與挑戰，建立政策變遷的系統化知識實有其必要。 

 

 

第二節  重要概念的界定 

 

    清楚而明確地界定概念的內涵，是著手任何研究基本要求。本節先就本研究

的兩個主要概念的內涵與意義予以闡述：政策變遷與政策網絡，其他相關概念則

在文中提及時再做說明。此外，因本研究對政策變遷採取較為狹隘的定義，不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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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政策創新在內，為了辨正政策變遷與政策創新之間的異同，本節亦特別針對政

策創新的意涵有所詮釋。 

 

壹、政策變遷 

 

    就字義上來看，「變遷(change)」是一個難以界定的動態性名詞，它不是描述

某個實體或狀態的固有特性，而是該實體或狀態發生變化的抽象屬性。由此即可

看出變遷不是一個絕對的概念，而是一種相對的或比較的概念，當我們指出某個

實體或狀態產生變化時，必然是與一個先前的或預設的參照客體相互比較，並指

出二者之間具有差異性。再者，就變遷的規模而言，每個人對外在事物的變遷通

常會根據過往經驗或直觀判斷設定或預期一個可接受的變化區間，當變遷的幅度

介於這個區間的範圍內時，就界定為正常的或有規律的變遷；反之，當變遷的幅

度超出這個區間的上下限時，就會被視為不正常的或不規律的變遷，這當中已經

隱含有價值判斷的色彩。最後，就變遷的屬性來看，主要可分成自然變遷和人為

變遷，前者如自然界的逐年演化過程，以長期而緩慢之性質居多；後者如人類社

會所發生的種種事件，相較於自然演化的過程，實屬短期而快速的性質。簡單地

說，變遷就是對現狀的改變，是相對於人們預期心理所設定的穩定性。 

    至於所謂的「政策變遷」，基本上就是一種對現行政策所從事的變革活動，

在本研究中，它是一個中性陳述的概念，並不涉及到變遷結果好壞的價值判斷，

僅是在描述前後兩種政策作為的差異。不過，由政治變遷或社會變遷的相關論述

中不難發現，要以價值中立的角度來討論變遷，似乎不是那麼容易的事，蓋穩定

與秩序、變遷與混亂，經常被劃上等號，這也是為何大多數人潛意識裡對變遷均

是抱持遲疑或抵制的心態。而主其事者在推動任何的政策變革時，也必然有其價

值偏好的考量，當政策分析者忽略此一價值面向時，往往無法洞析政策變遷的真

實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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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是如此，吾人卻仍必須客觀地分析政策變遷這個實際上帶有價值色彩的課

題，由事實經驗中掌握政策變遷的動態，否則，當面對外在環境的大幅改變，現

有政策卻無相對應的調整時，則該政策的社會可欲性就有可能大降低，因而削弱

政策的正當性基礎，增加執行的困難度。如台灣自民國七十六年七月宣布解嚴之

後，諸多不合時宜的政策與法令亦陸續加以隨之修正或廢止，即為明顯的例子。

換言之，政策變遷本身所隱含的意義為，不論是受到外在條件或內在因素的影

響，很少有政策一直維持著當初被採納時的形式，相反地，它們是持續不斷在演

化之中(Hogwood & Peters, 1983: 25; Lester & Stewart, 2000: 145)。 

    Lindblom 認為任何有關變遷的討論都應該考慮到時間範圍的限制，蓋即使

是一連串的小規模改變，由長期累積的觀點來看，都有可能變成是大規模的改變

(Braybrooke & Lindblom, 1970: 64)，甚是由量變產生質變。因之，對政策變遷的

分析必須考量到時間的變數，如以一年、三年、或是十年為一周期，如此才能對

變遷的行為提出較為客觀的解釋，進而計算政策變遷的速率。除了時間的橫軸之

外，尚有空間的條件，即變遷的規模(或幅度)可做為縱軸，以觀察政策變遷在目

標與手段的變動大小，而這個幅度軸的刻度定義就比時間軸來得模糊和有爭議

性，因大小的認定往往因人、因政策而異，很難放在同一個座標來衡量。 

    是以，當吾人在討論政策變遷的課題時，首先面臨到的難題是變遷幅度的測

量問題，若變遷是一種對現狀的改變，變遷幅度的大小即是變遷前與變遷後的差

距。至於何種變遷謂大？何種變遷謂小？恐難有定論，會因人的價值觀而異

(Braybrooke & Lindblom, 1970: 62)。當政策所涉及到的價值變遷為某一個人或團

體所重視者，對他們而言，此一變遷就是大；反之，若政策所改變的價值非其所

關注者，此一變遷即為小。舉例言之，台灣近年來所出現的「正名運動」，主張

更改「中華民國」的國號、國旗，以「台灣」之名取而代之，對統派團體而言，

這是重大的政策變遷，可說是政治上的革命，令其難以接受；但站在獨派團體的

立場，更改國號僅是承認現狀而已，不是什麼大不了的事。再者，對關心政治的

人而言，政府體制的改變，不論是由內閣制走向總統制，抑或是由總統制改為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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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長制，都是憲政制度上的重大變革，然而，對不關心政治的人來說，任何憲政

制度都是一樣，統治者依然是那一群人，個人生活受到經濟問題的衝擊反而比政

治問題還大。 

    當然，政策變遷的幅度也不是完全毫無衡量指標，如 Lindblom 由政策變遷

的社會結果來界定變遷規模的大小，小型的政策變遷是指政策中一些相對不重要

的變數有所改變，或在一些重要的變數上進行相對不重要的改變，是一種漸進式

的政策變遷；反之，大型的政策變遷則是政策中相對重要的變數有所改變，或是

在政策中引進新的或重要的構成要素，屬於非漸進式的政策變遷。其中，漸進式

的政策變遷又可分成「重複性變遷 (repetitive change)」和「非重複性變遷

(nonrepetitive change)」，前者是指改變模式的循環調整，如利率或稅率的升降、

預算編列的調整等，均是在一定的範圍內有所波動；後者則是永久性的小幅度改

變，如種族隔離政策的取消等，無先例可循的小幅度改變(Braybrooke & Lindblom, 

1970: 64-65)。因此，只要能夠指認出政策中重要的目標和工具，就可據以判斷

政策的改變幅度為何。 

    在政策變遷的操作化測量方面，Hogwood 和 Peters 則是提出幾個有關政策

變遷的假說，這些假說若能進一步轉化成實務上可操作的測量概念，應用在政策

個案的檢證與修正，將有助於研究者對政策變遷進行量化研究，應是未來值得努

力的方向(1983: 225-226)： 

(一)公民(標的人口)屬性方面： 

  1.政策所涉及之公民團體的規模愈大或影響力愈強，愈難產生政策變遷行為。 

  2.公民團體愈無法從替代的機制中得到相對等的或補償性的利益，愈不會支持

政策變遷的舉動。 

  3.公民團體組織化程度愈強，國家機關愈難做出政策變遷的決定。 

(二)組織屬性方面： 

  1.權責組織的成立年代愈久遠或規模愈龐大，愈難做出政策變遷的決策。 

  2.權責組織的意識形態愈趨向精緻發展和擴散流行，愈難產生與該意識形態相

 19



 

左的政策變遷。 

  3.愈常發生政策變遷的權責組織，再次出現政策變遷的可能性愈高。 

  4.權責組織雇用的專業人員或受高度訓練的人員愈多，愈不會採取政策變遷的

行動。 

(三)分配方法方面： 

  1.愈是涉及到直接傳遞服務的政策，愈難產生政策變遷。 

  2.涉及到價值型塑的政策，愈難產生有效的政策變遷。 

  3.賦與公民愈大回應空間的政策，如金錢的獎助或獎勵，愈是容易發生變革。 

    這些假說仍是暫時性命題，必須經過實證的考驗和修正才能成為具有經驗意

涵的命題。此外，Hogwood和 Peters(1983: 10-12)雖然認為 Lindblom(1959, 1979)

所提出的「漸進主義」可視為政策變遷的一種，不過，他們強調真正的政策變遷

並非如 Lindblom 所描述的那樣單純，漸進主義至少在兩個方面是有所不足的：

(1)漸進主義途徑假定每一次的政策改變在規模上(表現在預算或其他相關指標)

都是相當的，其實不然，即使在變革的規模上接近，但在政治或行政上的意涵和

難易程度卻是有別，這是漸近主義者所未關注到的面向；(2)漸近主義者主張，每

次均採取小幅度的修正可以適時地矯正或補救前一政策所犯的錯誤，事實上，每

一小步的變革都可能對標的人口產生長期的承諾，政策的不可逆轉性和可延展性

都將會形塑未來的政策過程，並不因為變革幅度大小而有所不同。要言之，

Hogwood 和 Peters 並不同意漸進式的變革即足以描述或解釋所有的政策變遷現

象，必須有更為細膩的討論。 

    舉例來說，吾人認為政策實質內容的變化幅度雖然是測量的重要面向，政策

變遷所產生的結果亦不容忽略，蓋任何的政策變革均會對個人和社會造成大小不

一的衝擊，激勵行動者採取必要的回應策略。是以，吾人可就政策變遷的幅度和

變遷結果的影響這二個面向，至少將政策變遷分成下列四種型態，如表 1.4 所示：

(1)變遷幅度小，結果影響小；(2)變遷幅度小，結果影響大；(3)變遷幅度大，結

果影響小；(4)變遷幅度大，結果影響大。若再進一步考慮變遷結果的可預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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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上將更形複雜。當吾人將政策變遷區分為政策接續(policy succession)與政策

終結兩大類型時，一般而言，政策接續的變遷幅度較小，其影響層面亦較小，政

策終結的變遷幅度較大，其影響層面亦較大。此亦有其例外，當政策涉及的利益

極為龐大時，即使是政策的微調，亦可能在社會上引發軒然大波；當現行政策已

經過時老舊，即使是被廢止，對社會不致於有太大影響。 

 

表 1.4  政策變遷的測量面向 

結果影響               影響 

幅度 小 大 

小 １ ２ 
變遷幅度 

大 ３ ４ 

 

 

貳、政策創新 

 

    經濟學者 Schumpeter 曾對「創新」作如下的註解：是一組新的生產函數，

用新的方法結合生產要素或是完成新的產品組合(1939: 88)。管理學者 Drucker

進一步指出，管理與創新是企業的一體兩面，一個不懂得管理的創業家，不能存

活很久；而不懂得如何創新的管理者，也不會存活很久，企業和其他組織的設計，

都要以改變為常態，而且要主動積極改變，不只是被動的回應而已(劉毓玲譯，

民 89：42)。政策上的創新過程則是指在特定系絡中，首次使用新理念：新技術、

新服務、新產品、乃至於新的行政流程或程序，不論這個理念是源自於個人創見、

修正或借用他人的想法(Roberts & King, 1996: 5)；或是利用舊的理念來重新組

裝，提供不一樣的解決方案。值得注意的是，不是每一種創新的理念都可以具體

轉化成政策，有些新理念僅具有觀念啟發的作用，在現實世界中不具備經濟效益

和政治可行性，如同有些生活上的創意是不具有商業生產的價值，因此，決策者

在政策制定時發展或引進創新的理念時，必須做好政策風險的評估工作，才能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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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不當創新所帶來的政策災難。 

    Robers和 King將政策創新的過程分成四個階段：創造、設計、執行、制度

化(1996: 7-8)。各個階段之間的界線並非井然二分，每個階段的持續時間亦無定

論，需視障礙排除順利與否而定，在任何一個階段終止，都可視為是政策創新的

失敗，此四個階段的特徵可描述如下： 

  1.創造—新理念的浮現與構思，並將此一理念與某種需求、問題或利害關係相

結合成為一組解決方案，創新者需要建構因果聯結的模型，增加解決方案的

說服力，才能與理念市場中其他解決方案相互競爭。 

  2.設計—將創新的理念轉換成具體的形式，讓主事者有實體可加以審視，由於

主事者是控制重要資源的權力擁有者，如果他們對創新的理念未置可否或予

以反對，就很難再繼續往下一個階段發展。 

  3.執行—將創新的理念帶入實際的作法之中，由執行過程中可以檢視創新的理

念是否符合預期、是否需要修正和如何修正、及是否對問題的解決有所助益

等，由於缺乏過往的經驗可供借鏡，「試誤法」成為主要的執行模式。 

  4.制度化—經過執行階段的測試，失敗的創新理念將被淘汰，成功的創新理念

則邁向進一步整合、例行化和擴散至其他政策領域的階段，一旦被其他領域

或其他國家所接納，顯示此一新理念的時代已經來臨。 

    如同政策變遷一樣，政策創新也是一種改變現狀的作為，若採取Dye對公共

政策的定義：「政府選擇作為或不作為的各種活動(1998: 2)。」則就政策變遷的

廣義內涵而言，必須納入政策創新的變遷類型才較為完整，蓋政策變遷可以是由

具體作為的不同變化，也可以是由作為轉變成不作為，或是由不作為轉變成作

為。正因為如此，許多人容易對此二種政策現象的界線產生困惑，到底政策必須

具備多少成分的原創性，才能算是一種創新？是否有客觀的指標可供區辨，諸如

預算規模的改變、政策工具的替代、執行機構的轉移、標的人口的調整、或是決

策者的異動等？這可從二個層面來比較分析，一是「結果」的層面，即回歸到政

策的內容與精神，若新、舊政策之間存有相同的核心價值或核心目標時，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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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的成分較高；若兩者之間的價值與目標已互不相屬，則政策創新的成分較

多。二是「過程」的層面，細辨二者的發展脈絡，可以看出政策創新是「由無到

有」的政策過程，是政府以「有作為」取代原來的「不作為」或「無作為」。本

研究所定義的政策變遷主要是以「過程」為標準，乃是指「由有到變」(政策接

續)或「由有到無」(政策終結)的政策過程，當中可能包含創新的部分，但基本上

是以既有政策為基礎所做的革新2，兩者看似雷同，實有差異，可再進一步比較

如下。 

 

參、政策變遷與政策創新的區辨 

 

    事實上，政策創新與政策變遷的差別，不僅祇是在結果達成上的差異，也在

於如何達成結果的過程上有所不同(Hogwood & Peters, 1983:32)。詳言之，政策變

遷與政策創新的差異主要是表現在幾個方面： 

  1.政策變遷是對政策現狀的改變，無論是目標、工具、策略及結果都可能會受

到政策遺產的影響；政策創新則是採行新型態的目標或工具來解決問題，一

方面是缺乏學習標的，一方面是無既得利益存在，政策遺產的制約作用較少。 

  2.政策變遷過程遭遇到利益動員的障礙多於政策創新，蓋政策實行後可能出現

依附或寄生的上、下游產業，政策的變革對其利益將構成威脅；政策的創新

作為則是創造新的政策受益者，這群人只會成為未來政策變革的潛在反對勢

力。換言之，政策變遷經常是需要面對一群已經成型的既得利益者，他們可

能包括政策服務的提供者和消費者在內，政策的變革形同是挑戰其利益，所

遭遇到的反抗較強烈；政策創新遭遇到的阻力相對地較少，因為相關的團體

或聯盟尚未成型，所累積的政治能量較小，動員能力亦較差。 

                                                 
2 Polsby(1984)持不同於本研究的看法，認為政府所從事的各種政策變遷，不論是激烈的或漸進

的，都可視為是政策創新；Roberts和King(1996)對政策變遷採取廣義的範圍，將政策創新劃歸激
烈的政策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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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由政策學習的角度加以比較，政策創新與政策變遷的差異在於，創新取向的

學習是對新鮮的方案較感興趣，藉以激發新的政策點子，這些方案是否已經

出現成效則非所問，可能必須付出試誤的代價，風險評估相形重要；相對地，

變遷取向的學習則是搜尋他國或他地解決相同問題的方案，並將成功的方案

予以移植，可以減少犯錯的代價，移植情境評估相形重要。 

  4.政策變遷是改變現有組織的形式，或是組織成員的態度與行為，組織成員需

要接受在職訓練；政策創新則是創建新的組織，甄補新的組織成員，組織成

員需要接受新生訓練。再者，政策變遷比政策創新更可能牽涉到與其他組織

的互動效應，必須注意到與其他組織間溝通協調的工作。 

  5.政策變遷與政策創新有時間的先後性，創新的政策若能滿足人民的期望和解

決問題，最後會出現政策終結的變遷型態；反之，則可能出現政策接續的變

遷型態。雖是如此，在結果評估上有其困難度，政策變遷的結果評估比政策

創新更難獨立衡量，政策殘留的作用會導致高估或低估變遷的真實效果，且

經過愈多次的變遷作為，績效衡量的結果愈難客觀化。 

  6.政策創新的不確定性高於政策變遷，民眾的焦慮感較為嚴重，導致心智上的

抗拒力較大，主其事者往往需要更多縝密的事前規劃作業；相對地，政策變

遷的推動者則需花較多時間在克服組織的結構慣性和標的人口的防禦心理。 

    由上面的比較不難看出，區辨某一政策究竟是創新的屬性，抑或是變遷的屬

性，時間點是一個很好的觀察指標。當某一政策構想的產生是前所未有時，便屬

於政策創新；反之，若此一構想提出時已有相類似的政策存在時，則是屬於政策

變遷。例如英國在 1908年首次引進「老人津貼(old age pensions)」政策，是第一

次有系統地對老人進行照顧，即是一種創新的作法；在 1948 年實施「全民健康

服務(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雖然同樣是第一次將全部的醫院國有化，

事實上，有許多條文早已經存在於自治市的法規之中，因此，它並不能算是完全

的創新(Hogwood & Peters, 1983: 30)。再以我國為例，為促進台灣的經濟發展，

民國四十三年制定「外國人投資條例」，民國四十四年又制定「華僑回國投資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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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二者的條文內容大同小異，只是規範的對象不同，若由時間點判別，前者

制定之時間先於後者，因此，前者可視為是一創新的法律，後者僅能視為政策變

遷類型中的接續形式。 

    若將政策變遷細分為政策接續與政策終結二種型態，則此二者與政策創新、

政策維持(policy maintenance)的概念可再進一步區辨。如 Hogwood和 Peters(1983: 

27)從計畫性的改變、組織的調整、立法的必要性、及經費的提供等四個面向來

區別四種政策活動的「理型」：政策創新、政策接續、政策維持、及政策終結，

如表 1.5 所示。 

 

表 1.5  不同政策動態類型的特徵 

       變遷類型

比較面向 
政策創新 政策接續 政策維持 政策終結 

計畫性變革 有目的的 有目的的 適應性的 有目的的 

組織的調整 沒有已經存在

的組織 

至少有一個組

織實體被調整

非計畫性的組

織變革 

現存的組織被

終止 

立法的必要性 沒有已經存在

的法令 

某些法令己經

被取代 

法令未曾修改 所有相關的立

法被撤銷 

經費的提供 沒有已經編列

的經費 

有些經費繼續

存在 

預算項目持續

存在 

所有的經費被

停止 

資料來源：Hogwood, W. Brian and B. Guy Peters. 1983. Policy Dynamic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p.27. 

 

    由此可得知：(1)政策創新基本上是一種全新的政策活動，可由政策方案在問

題建講或議程設定等階段是否具備「創造」的屬性來決定，與其他概念的界線較

為分明。(2)政策接續係以既有的政策為基礎，在政策的規劃、執行或評估等階段，

重新設計或調整部分的政策內容。(3)若是在規劃、執行、及評估等階段均未對既

有政策做明顯的變更，則為政策維持之型態，此一類型有時與政策接續間難以區

辨，以 Hogwood和 Peters(1983: 33)的說法來看，政策維持是延續原有政策的各

項特徵，只有在規模上有所差異或結果上有所修正而己；政策接續則是設計其他

的特徵來取代原有的，以達成相同的或相關的目的。(4)政策終結通常是在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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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或評估階段，結束過時或不適當的政策，包括機關的裁撤、基本政策方向的

更改、政策方案的淘汰或財政支出的刪除等。 

    若借用數學代數的觀念來說明，政策維持是調整各項變數的係數，政策接續

是對方程式的要素重新界定，政策創新是整個方程式重新建構，政策終結則是將

既有的方程式束諸高閣，不再使用。狹義而言，政策變遷係以政策接續和政策終

結為主體，廣義而言，政策創新可視為政策變遷的型態之一。值得說明的是，理

論上，某些政策執行時並未能成功達成預期目標，所以必須終止政策的執行；實

務上，部分政策也可能因為政府財政資源缺乏、意識形態轉變、或相關團體抗爭

等原因而被迫終止。觀察現實政策的經驗可以發現，因理論上的原因而被終止的

政策較少，而較無關乎政策本身之效用評估的實務考量或政治考量，反而是政策

終結的主要來源。 

    輔以實際個案說明之，當政府插足以前從未涉入的領域內時，因無前例可

循，必須設立新的組織、制定新的法律、及編列新的預算，是屬於新的政府活動，

此乃政策創新之列，如為了因應台灣地區加入WTO之後，多邊自由貿易對國內

產業經濟造成重大衝擊，政府組成跨部會的對策小組，討論開放國內市場之後的

相關問題，所提之對策多為創新之舉。若在同一政策領域之內，以其他政策取代

現有的政策，或許會有些新的內涵，但因非新的領域，僅是對現有的安排重新調

整，則為政策接續，如李登輝先生在擔任民選總統前所推動的大陸政策，基本上

就是沿襲蔣經國時代的基本架構，並沒有大幅度的變動，直到提出「戒急用忍」

政策和「兩國論」的主張後，才出現大幅度的改變。政策維持是指政策目標並未

更動，僅是為配合政策目標而對手段進行微調，如政策工具的重新選擇、標的人

口的範圍增縮、利益或負擔的變更等等，例如隨著生活水準的提高，行政院勞委

會調高勞工的基本工資，基本上不涉及法律層次的修正，而是屬於行政裁量權的

範圍。政策終結則是與政策創新相對照，廢止現行政策的執行，例如精省政策，

依「臺灣省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行條例」第二條：「臺灣省政府為行政院

派出機關，臺灣省為非地方自治團體。」及第二十二條：「本條例自中華民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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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年十二月二十一日起施行，至中華民國八十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肆、政策網絡 

 

    近年來，公共政策相關期刊中討論政策網絡的文章並不算少，然而，由於各

學者因為所關注的面向或所使用的標準不一，以致於在政策網絡的定義與分類上

遂令人頗感困擾，經常出現相同的網絡特徵被貼上不同的標籤或是用相同的名稱

指涉不同的網絡型態，職是之故，在進入實質討論之前，對網絡概念的界定與澄

清，將可減少不必要的誤解與曲解。所謂的「網絡」概念，可簡略地描述如下：

不論是將單一個人或組織團體當成行動者，社會上同時會存在無數個行動者，彼

此間雖然會有互動行為，但不一定都是有意義的和有目的的，必須經由一些相同

關聯屬性的聚合，才會具有共通對話的語言和互相傳遞訊息的功能，以這些關聯

屬性為礎石所建立的互動關係，即為網絡之雛形。最常見到的互動類型諸如家庭

網絡關係、學校網絡關係、產業網絡關係，乃至於公民社會網絡等等。易言之，

網絡即是不同行動者間互動的場域，其形成至少必須包含一個以上的共同元素，

以此做為連結互動關係的凝固劑，例如家庭網絡主要是以血緣關係為元素、學校

網絡乃以師生關係為重要元素、產業網絡是以市場交易為元素、公民社會網絡則

是以公民精神為元素。依此邏輯關係而論，政策網絡即是「以特定政策或政策群

為元素，集結與此政策相關的行動者，彼此間產生各種互動關係，以影響政策內

容及執行方式為行動的主要目標」。 

    就學理上的定義，在諸多學者的論述中，無論是使用政策網絡、議題網絡、

政策社群、政策行動場域、或政策次級系統(Van Waarden, 1992; Sabatier & Jenkins, 

1993; Kindon, 1995; Ostrom, 1999)，所指涉的共同概念內涵是「以政策議題為標

的，政府與社會中一群關心此議題的行動者，利用各種連結機制所組成的網狀結

構體」。是以，本研究不特別區分這些名詞的細節差別，並在後文中交互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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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此一定義包含幾個要素： 

  1.政策網絡是以特定的社會議題為關注焦點，如教育、環保、經濟、社會福利

等，隨著社會議題的發酵，該政策網絡的能見度愈高；反之，當社會議題自

公共議程上消逝時，該政策網絡的活動較不受矚目。 

  2.行動者含括國家機關、政治組織(如政黨)、傳播媒體、利益團體、私人企業、

公益組織、學術機構及標的團體等，可以是以組織的名義或個人的名義從事

各種影響政策活動，彼此可能基於對議題的立場一致而相互結盟。 

  3.行動者之間的黏著膠劑不一而足，包括法律授權、利益偏好、價值信念、個

人興趣等，都可能是驅使行動者相互結盟的要素，彼此間的共同元素愈多，

聯盟的密合度愈高，採取集體行動的可能性愈高。 

  4.政策網絡是同心層狀的結構體，權力、資源、知識與能力是決定行動者相對

位置的主要條件，條件愈佳的行動者愈可能居於政策網絡的核心，對政策的

介入程度愈深，影響政策實質內容的機會亦愈大；條件愈差的行動者，愈可

能處於政策網絡的外圍，愈可能是被動員的對象。 

    進而論之，行動者本身所含有的元素是否純正、參與動機的強弱、及行動者

的數目等，都會影響網絡的緊密程度、行動者的網絡位置、互動的頻率與強弱、

及網絡的規模大小等。就政策網絡而言，Van Waarden(1992: 49-50)提出三個可供

區辨不同網絡現象的面向： 

  1.社會行動者的涉入數目—即除了國家機關之外，還有沒有其他的行動者參與

政策制定過程。依此可分為沒有任何其他行動者、只有一個壟斷性的社會團

體、二個主要對立的社會團體、包括政黨和議會在內、或多個社會團體代表。

基本上，政策網絡的參與者愈多，表示決策的開放程度愈高，優點是可以提

供不同觀點或利益都有表達機會，論述空間較為寬廣，缺點則是參與者可能

是使用不同的論述語言，缺乏對話焦點，造成匯集共識的困難。 

  2.網絡的主要功能—指網絡的行動者只是代表特殊利益的陳述和遊說，抑或是

尚有參與政策執行的任務。若是前者，則國家機關僅是提供其他行動者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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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制定的機會和管道而已，並沒有與其他行動者分享執行權力；若是後者，

則其他行動者不但在政策討論過程中有發言的機會，甚且被國家機關授與協

助執行政策的權力，享有較大的政策影響力。 

  3.權力的平衡關係—指在網絡中，是由國家機關或是社會團體主導整個網絡的

關係，此一面向亦關係到國家機關和社會團體的自主性問題。換言之，當國

家機關能夠支配網絡內其他行動者的行為時，國家機關所享有的自主性相對

地較大；反之，當社會團體得以左右網絡互動的模式時，其自主性便較高。 

    作者依此三個面向，將文獻中的各種政策網絡歸納如表 1.6 所列。然若就各

國的政策經驗觀察，在一個國家之中，可能不祗是存在一種政策網絡的型態，而

會因政策領域的差異、國家權力的大小、歷史發展的遺產、意識形態的轉變、社

會團體的興衰等因素，出現不同的網絡互動模式，實不能一概而論。 

 

表 1.6  政策網絡的分類 

社會網絡參與者的數目和類型 

 僅有國家 

機關 

僅有一個

社會團體

二個主要對

立社會團體

含政黨和 

議會在內 

多個社會

團體代表

功能和權力關係      

  國家機關支配 國家主義 國家主義 壓力式多元

主義 

父權式關係 議題網絡 

  社會團體支配 被俘虜的國

家主義 

扈從主義/

被俘虜的國

家主義 

壓力式多元

主義 

鐵三角關係 議題網絡 

公權力的授權      

  國家機關支配  (部門的)統

合主義 

國家統合主

義 

父權式關係 襄助式多元

主義 

  社會團體支配  (部門的)統

合主義 

統合主義關

係 

  

資料來源：Van Waarden, Frans 1992 “Dimensions and Types of Policy Network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p.50. 

 

    歸結言之，政策網絡較為正式的定義為：在特定政策領域內，各類型的政策

行動者之間所形成的一種正式或非正式的互動模式，各自就不同的政策信念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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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需求，利用本身的資源和權力，針對特定政策內容進行交涉和協商，以滿足自

我的政策偏好為行動目的。以台灣的經驗為例，在政治民主化和社會多元發展之

後，各式各樣的營利組織和公益團體不斷出現，不論是國家機關基於人民做主的

民主思維而主動邀請相關行動者加入討論，或是迫於社會團體的抗爭壓力而被動

釋出參與決策的權力，政策制定的過程便不再是一個完全難以探知的黑盒子。相

對地，公民參與的管道增加，決策的透明性就愈高，因此，如何建構國家機關與

社會團體間的良性互動型態，或如何透過政策網絡的健全運作，則是能否滙集社

會資源，以集體行動解決社會問題的關鍵所在，本研究將在後文中由理論與實務

層面分析此一問題。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 

 

壹、研究途徑 

 

    在研究途徑方面，主要包括：歷史研究途徑、政策分析途徑、個案研究途徑

及比較研究途徑等。茲對此四種途徑摘要敘述如下。 

 

一、歷史研究途徑 

    變遷本身的定義中即內攝有時間的質素(Huy, 2001: 601)，蓋政策變遷乃涉及

時間序列的演化過程，它是一種長期累積的結果，不去探溯政策制定的源頭和流

程，往往很難掌握政策動態的來龍去脈；同樣地，短期的政策動態不必然顯現政

策的長期變化趨勢，一個在特定時間點內看似混亂、衝突或穩定、共識的政策，

實則在長期的政策發展中可能同時兼有這兩種面貌(Baumgartner & Jones, 1993: 

39)。要言之，過於階段式或片面性的研究方法，可能出現「見樹不見林」的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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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曲解政策變遷的真正意涵，需要採取長程的研究觀點，始能整全性理解政策

發展的邏輯。如 Lester和 Stewart(2000: 22)即指出，過去三十年來，政治學研究

呈現一個明顯趨勢，即不同以往採取橫面研究，如今採用歷史或縱面分析的情形

逐漸增加。横面研究或政策類型研究傾向強調不同的議題如何在政治系統內產生

不同層次的衝突和矛盾，從政策內容歸納出一些共通的特徵與原則；縱面分析則

是長期追蹤單一政策在公共議程上的起伏盛衰，較少關注政策內容的變化

(Baumgartner & Jones, 1993: 40)。 

    此兩種研究取向雖然不相衝突，卻各有其著墨的面向，近年來的發展趨勢在

方法論上所透露的意涵為政策研究若能藉由對過去數十年間的觀察，應有助於我

們進一步認知與瞭解公共政策的歷史特性與時代意義。蓋政策效果未必是立竿見

影，久者或許需要數年或數十年之期(Huy, 2001: 602)，一旦分析或評估時間點的

選擇不當，可能誤判政策之效用，進而做出錯誤的政策建議。由此以觀，長期累

積的政策文獻與實證資料，是分析政策變遷所不可遺棄的重要素材，也唯有從文

獻檢討中才能發掘研究的缺口，以後續的研究工作來加以填補。 

 

二、政策分析途徑 

    政策分析途徑關注的是一種方法論上的發展，以掌握特定政策的結果，及比

較各種替代政策的可能結果的差異(Jenkins-Smith, 1990; Colebatch, 2002)。此一途徑

是一種科學、技術與藝術的結合，科學是指政策分析有其一套理論、概念與方法

論的應用，不純粹是抽象理論的建構，而且是實際個案的檢證；技術是指政策分

析人員對於所分析之政策個案，必須具備相當之專業知識，方能掌握政策問題的

核心，提出適切可行的政策建議；藝術是指政策分析之目的不僅僅是對政策有所

瞭解，且是期望分析結果能為決策者所採用，故政策倡導者必須擁有相當的政治

技巧。美國公共政策的研究在 1970 年代之前，係以政策規劃的個案分析為主，

然而，1970年代以後，日益發覺「徒法不足以自行」之現實困境，對政策執行的

分析與評估乃日漸獲得學界的重視。如 Pressman 和 Wildavsky(1979)所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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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ementation》一書即為此類政策評估之典型，作者對奧克蘭計畫的評估，

指出政策規劃不是政策失靈的唯一根源，不當的政策執行過程也是箇中關鍵，讓

更多的人注意到執行環節的重要性。到了 1990 年代，公共政策的研究重點轉移

到政策「最適化研究」或者政策分析，以尋求回答「何種效果是我們意圖去達成」

(公共政策的目標是甚麼？)的問題(Lester & Stewart, 2000: 28)。 

    至於政策分析的研究途徑則是不一而足，可以是針對政策循環的某個階段進

行探討，再佐以不同個案為證；也可以是針對特定公共政策進行剖析，並以不同

的政策階段為切入點。可以是純理論的建構，由概念的發展與定義，到命題與假

定的提出，勾勒出政策分析的規範性模型；也可以是實務經驗的檢證，以量化或

質化的研究方式，測量政策效果或驗證理論模型的適合性。進入二十一世紀，將

更強調科際整合的趨勢，不但理論與實務必須結合，不同學科領域的相互合作，

才能全面地診斷問題、宏觀地設計方案、及徹底地解決問題。因之，雖然政策分

析沒有一個「正確的」的研究途徑，但研究者仍應選擇一個最適合分析目標的研

究途徑(Lester & Stewart, 2000: 44)，此意含跨層次和跨學科研究的時代已經來

臨，政策分析法是整合性的重要研究方法。 

 

三、個案研究途徑 

    個案研究雖然在本質上是較傾向質化研究的特性，但不完全是從屬於質化研

究，它可以結合量化的和質化的證據為基礎，也不一定要以直接的和詳細的觀察

當成有效證據的一種來源(Yin, 1994: 14)，可由研究者所提出的問題形式、研究

時間長短、研究成本多寡等因素來決定。事實上，深入的個案研究與比較，可以

彌補理論演繹過於抽象的色彩，有助於提出較為創新而富經驗意含的觀點，做為

修正理論架構之參據。換言之，選擇適當的單一個案研究，可以更加突顯某種現

象的特徵，成為理論前期的實際檢證，期望從中推導出有關此一現象的一般化論

述(Peters, 1998: 62)。 

    本研究套用文中所建立之分析模型，針對核四停建政策個案進行討論，其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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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包括：就個案研究的類型而言，不純粹是一種探索性或描述性的個案研究，也

具有解釋性的特質(Yin, 1994: 4)，可以驗證模型的效度，此是本研究與其他個案

研究不同之處。由於核四停建政策所涉及的意識形態、政治、經濟、社會等錯綜

複雜的關聯，本研究所建立之政策變遷分析模型若能妥適而完整地解釋此一個

案，相信將此模型延展到解釋其他較為單純的政策個案，應更能得心應手(Peters, 

1998: 64)。 

 

四、比較研究途徑 

    實驗法是自然科學用以發現宇宙萬象運行定律和檢證理論建構有效性的重

要途徑，在嚴謹的實驗設計之下，很容易就能夠推論出自然現象中的因果關係；

然而，社會科學使用此一研究途徑的例子殊為少見，大部分利用此一途徑的研究

個案，離真正的實驗法仍有相當的差距。以政治研究的領域為例，任何治理行為

所蘊存的重要後果，實不允許研究者對制度或法律進行人為的操控，來觀察行為

客體的反應與結局(Peters, 1998: 1)。比較研究法乃成為模擬實驗情境，尋找因果

關係的一種替代途徑(scharpf, 2000: 765)，透過選擇相同外在變數的國家或地

區，這些變數包括政治制度、經濟條件、社會文化等，觀察不同政策實行下所發

生的結果；抑或是選擇相同的政策，觀察不同外在變數的國家所可能產生的效

應。許多國際組織在協助開發中國家或是未開發國家的同時，經常利用此一方法

來判斷不同政策工具的效果，作為政策修正的依據。 

    為了檢視本研究之分析架構在實務上的可適用性，本研究採取單一政策的跨

時間比較，此一分析策略相較於跨國性或跨地域的比較，在方法論上可以保持文

化和社會因素的相對穩定性，蓋在一個政治體系中，文化和社會模式的改變是較

為緩慢的(Peters, 1998: 23)，藉此抽離難以控制的干擾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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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方法 

 

    理論或模型的建構主要可分為二種過程，一種是以經驗事實為基礎，從中抽

繹一些重要的原素，依循歸納的邏輯所構築而成；另一種則是以不證自明的基本

假定出發，依循演繹的邏輯而生。此兩種過程雖然在本質和推導方式上有所不

同，但卻具有相同的目的：以最簡潔的方式幫助瞭解宇宙世界的運行各種現象。

準此，判斷好的理論或模型的簡要標準為：能否用最簡化的方法解釋最複雜的現

象。從方法論的角度，不論是選擇何種理論建構的過程，均必須注意立論的嚴謹

度與避免以偏概全的推論，在此前提之下，若能結合這兩種研究過程，實有助於

吾人掌握影響政策變遷的關鍵變數，瞭解政策演化的來龍去脈，有益於政策知識

的深化。 

    任何政策理論的建構如果脫離了經驗的層次，非但無助於問題本質的澄清，

甚至可能因過於抽象而難以理解，此與政策分析乃是一門實用科學的目的不符。

因之，本研究以政策變遷的規範性理論的建構為主，以政策個案的描述性解釋為

輔，同時結合演繹與歸納的研究過程，即一方面檢視文獻中有關政策變遷現象的

規範性分析，從中抽繹重要的概念意涵，以符合內在邏輯一致性的原則，重新組

構新的分析模型。另一方面從事政策個案的實證性研究，此一作法亦符合政策分

析為應用社會科學的本質，蓋任何的政策分析或研究，都是因實際的社會問題而

發生，政策分析的目的在於提供有用的政策建議，幫助解決複雜的社會問題。由

於政策變遷的相關理論尚未成熟，本研究不失為一種探索性的理論建構，透過描

述政策變遷的圖像來找尋重要而顯著的變數，及其與政策變遷之間的關係，幫助

後繼者進行更有系統化的檢證與分析。 

    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主要有：訪談法、觀察法、問卷調查法及文獻分析法，

各有其優點與限制。本研究所採取的研究方法乃是以文獻分析法為主。此一方法

主要是蒐集國內外與政策變遷議題相關聯的期刊論文、專書論著、政府出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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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紙雜誌、及各種統計資料，以瞭解此一議題之研究現況與累積成果，以此為基

本素材，整合各種論點後重新發展理論，並提出本研究之分析架構。此外，本研

究所使用的個案資料主要是以次級資料為主，屬於 Babbie(1995)所稱的「非介入

性研究方法」(unobtrusive methods)，主要係以檢視使用他人已完成的研究結果，

再加以彙整，比較、分析(轉引自余致力，民 91：85)。雖然這些原始資料不是針

對政策變遷所進行的資料蒐集與研究分析，且是在不同時間點所蒐集的資料，使

用時無法運用自如，但是，除非舊有資料無法完全解釋所欲研究的問題，否則，

使用次級資料仍有其一定的參考價值和可信度(Yin, 1994: 85)。 

 

參、本研究的章節安排 

 

    政策的制定是一種方案的設計與選擇的過程，它是根據過去和現有的資訊來

判斷未來的發展，在問題與解決方案之間建立因果聯結，進而決定的政府行動，

由於未來每每不是過去與現在的線性延伸，充滿不確定性和不可預測性，因此，

當問題與解決方案之間因果聯結轉弱，便必須重行補強或建構新的因果聯結，政

策的變遷於焉產生，此一課題在未來的政策研究領域應該得到更多的關注。 

    本研究在章節安排方面，第一章主要是說明本研究的源起、重要的研究動機

與研究目的，釐清重要的概念及交待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途徑。第二

章為政策變遷的類型與檢測指標的建構，分述政策接續與政策終結二大政策變遷

類型，並從法律效力的層次重新將政策變遷的現象類型化，再將與政策接續和政

策終結的類型結合，建構六種不同的政策變遷類型；此外，第二章亦嘗試建立政

策變遷過程中可以預先觀測的變遷信號，由信號所傳遞的訊息推知政策變遷的可

能性與幅度。第三章的重點是透過檢視國內外相關研究文獻來檢討政策變遷的研

究現況，一方面簡述和評述各個研究的重點，透過不同觀點之間的對話，發現各

個理論的優劣之處，另一方面提出本研究的分析架構，就不同面向解釋政策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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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行為。第四章為描述蘊育政策變遷的外在環境及政策本身的因素，主要是闡述

政策的外在環境、政策本身的屬性與政策變遷現象的關聯性。第五章指出政策風

格與制度設計如何成為政策變遷的結構性變數，對政策變遷究竟是產生助長或抑

制的效果。第六章為利用政策網絡的概念，探討政策行動者、國家機關自主性與

政策聯盟等概念，析論政策場域內的互動模式如何主導政策的變遷。第七章為政

策變遷的個案分析，蒐集相關政策個案的資料後，利用本研究所建構之分析架構

來剖析核四停建政策個案的發展，幫助瞭解特定社會問題過去的政策制定背景，

政策在當前環境系絡中的運作情形，及政策變遷的前因後果，期能洞析政策變遷

的真實樣貌，藉此汲取和累積政策變遷的知識，並達到模型驗證的效果。第八章

則為結論，經由前述各章節的理論探索與個案檢證過程，整理本研究的主要發現

和命題假設、本研究力所未逮的研究限制及未來的研究建議，以提供後續研究之

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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