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政策變遷的類型與檢測指標 

 

 

    從政策循環論的角度切入，絕大部分公共政策的過程都是一樣的：問題建構

與議題設定、形成多數的支持聯盟、政策設計與合法化、政策執行與結果評估

(Hogwood & Peters, 1983；Sabatier & Jenkins-Smith, 1993)。然而，在不可勝數的

政策中，由提案到結束是循此一規律的少之又少，絕大多數的政策都會經歷過次

數不等、規模不一的變遷過程，最後才走向終結之途，即使是政策演變至結束，

並不意謂著其作用會隨之消逝，依然可能為其他政策所繼承(Rose & Davies, 

1994)。職是之故，當前值得討論的焦點不是「政策是否需要改變」，而是「政策

改變的型態是什麼」、「政策為何會改變」、及「政策如何改變」等實質的政策變

遷現象。因之，本章要處理的問題即是政策變遷的主要可分成哪幾種類型。第四

章和第五章是探討政策為什麼會變遷或為什麼不會變遷，第六章則是討論政策是

如何變遷的，經由此一討論流程，更能呈現政策變遷的完整圖像。 

    如同前文所述，就廣義的範圍而言，政策創新亦是政策變遷的形式之一，如

Roberts 和 King(1996)即持此見解，認為政策創新很少是無中生有的，通常是由

過去的政策經驗中得到啟發，甚至是原政策理念的重新組合。就窄義的範圍而

言，政策創新不同於政策變遷，如 Hogwood和 Peters(1983)即認為政策創新處理

的尚未有任何政策解決的問題，它不是在既有政策的基礎上做修正或調整，且新

政策必須重新取得存在的正當性，政策變遷是以現行政策為基點，所從事的任何

變化。本研究採取窄義的界說，依政策變遷的幅度大小將政策變遷分為兩大型

態：政策接續與政策終結。二者的差別主要是表現在幾方面： 

  1.政策的涵蓋範圍不同：接續的政策與舊有的政策所涵蓋的標的對象不一致，

可能是更多或更少；終結的政策則是對政策的所有顧客停止提供服務或解除

管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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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政策的目標不同：接續的政策是新增或調整一部分的目標；終結的政策則是

結束對所有目標的追求。 

  3.政策的計畫不同：接續的政策是調整舊政策的計畫數目，可能是更多或更

少；終結的政策則是刪除所有的計畫項目。 

  4.政策的組織不同：接續的政策與舊政策在涵蓋範圍、目標、計畫維持不變，

祗是改變執行政策的權責機關；終結的政策不是裁撤執行機關，就是將政策

自組織的業務中刪除。 

    當然，政策接續的形式亦有程度上的差別，如只改變涵蓋範圍、目標、計畫

或組織等四者之一，亦可能同時改變二者以上，當涉及到減少標的對象或組織的

數量，或是轉移政策的目標時，此一接續的過程可能引發較大的衝突，導致政策

行動者有較強的防衛心理，這是一種「負總和遊戲(minus-sum games)」的政策變

遷，即他們失去的可能比得到的還多(Hogwood & Gunn, 1984: 244)；政策終結則

是結束政府在特定政策領域內的政策活動，所引發的反抗和抵制勢必更為激烈。 

    以政策變遷的幅度大小來區分政策變遷的類型，是一種單面向且靜態的描

述，無法就不同政策管轄機關所發動的政策變遷在效力方面有何差異，自然就難

以瞭解各個政治行動者爭取政策管轄權的動態變化。是以，本章除了陳述說明政

策接續與政策終結的內涵外，並加入不同法律效力的觀點，再進一步細分政策變

遷的型態。此外，本章的另一個重點是探討政策變遷的可預測性，尋索政策變遷

的蛛絲馬跡，就實務上可觀察的參考指標加以分析。 

 

 

第一節  政策接續的形式 

 

    政策接續可視為是一種對既有政策的修正或調適的形式，它可能是修正政策

目標，亦可能是置換政策工具，或是兩者兼具，但既有政策的生命並沒有因此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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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而是政策生命週期的重新循環，這是非常普遍的政策現象。舉例來說，根

據「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二十條的規定，法律在幾種情形下，可以修正之：(1)

基於政策或事實之需要，有增減內容之必要者。(2)因有關法規之修正或廢止而

應配合修正者。(3)規定之主管機關或執行機關已裁併或變更者。(4)同一事項規

定於二以上之法規，無分別存在之必要者。雖然這種政策變遷的現象所在都有，

但因為各個政策的接續形式不一，有些甚至難以區辨。是以，在諸多討論政策變

遷的文獻中，從理論的角度對政策接續形式有所辨正與和有系統分類的文章並不

多，以下先就 Hayes及 Hogwood和 Peters的分類分別述論之。 

 

壹、Hayes 的分類 

 

    Hayes(1992)在《Incrementalism and Public Policy》一書中，以漸進主義模型

和理性主義模型作為論述兩種政策變遷類型的先決條件：漸進式政策變遷和非漸

進式政策變遷。不過，作者未明確界定二者之間的差別，故本研究視之為政策接

續的兩種形式。詳言之，他是以美國的制度特性和政策知識這兩個面向，將政策

變遷予以類型化，在制度特性方面，評估的重心在於政策是否賦與聯邦政府新的

角色，當政府所面臨的是舊的、熟悉的問題時，決策者傾向以現有的聯邦政府的

體制為基礎，根據問題的特性略做調整，改變的幅度不大；只有在遭遇到新的、

不熟悉的問題時，決策者才會將政策設計提升到重新設定聯邦政府的角色層次。

在政策知識方面，政策設計的依據則是對問題的解決方案是否已存在成熟的知識

和行動者間是否有共同認知，當政策社群的行動者掌握充分的政策知識，對問題

的認知有共識時，解決問題的方案較可能趨向一致；反之，當政策社群的政策知

識不足，對問題的定義有不同看法時，政策的制定也較無規則可循，非漸進式的

政策變遷較有可能出現。依此二個面向，Hayes 將政策變遷分成四種類型，如表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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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Hayes 對政策接續的分類 

          政府角色差異 

知識掌握程度 

創設新角色的政策 

(突破性政策) 

以既有角色為基礎的政策

(理性化政策) 

缺乏適當的知識基礎 

—無規則可循的政策 
聯邦政府角色的突破 漸進的理性化政策 

共識性知識 

—傾向單一的解決方案 
非漸進式政策變遷 理性化突破 

資料來源：Hayes, Michael T. 1992. Incrementalism and Public Policy. New York:  
          Longman. p.148. 

 

    Hayes進一步就實務面向詮釋之，立法者對於一些新生的、急迫的問題，由

於缺乏科學的、技術的和組織的相關知識，政策制定時通常會較為模糊，充分授

權行政機關視解決問題的需要，決定應該扮演的角色，由於沒有法規或先例的明

確束縛，較有可能做出突破性的安排，創造出新的聯邦政府角色，如美國在歷經

「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後，G. E. Bush整合國防、情報與安全等相關部門成立

「國土安全部」，賦與保護美國境內安全的責任，但此一類型的政策在缺乏清晰

的目標認知之下，政策失靈的可能性也最高。再者，大多數的政策都是以現有聯

邦政府所扮演的角色為基礎，從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所傳送回來的訊息，調整組織

的定位，這就是屬於漸進的理性化政策，雖然沒有可供依循的處理規則，但組織

本身所累積的經驗有助於克服執行上的難題。 

    另一類型的政策變遷是沒有賦與聯邦政府新的角色，但卻明顯地強化組織有

效行動的能力，用新方法來解決老問題就是其中一例。由此可知，理性化突破的

政策變遷通常是發生在技術上有所突破，或是由私部門引進新的策略，由於政策

社群長期浸淫在議題的解決上，熟悉問題的來龍去脈，有助於擴展可用的政策知

識，有時可能促成大規模的政策變遷。最後一種政策變遷的型態則是不但為聯邦

政府創造新角色，而且政策社群對解決問題的策略亦凝聚相當高的共識，在變遷

的幅度上是最大，但在數量上亦最為稀少，雖然參與者對解決方案的較無異議，

不過，聯邦政府的新角色是否與政策情節密切配合，便成為政策變遷能否成功的

重要關鍵；另一方面，此亦凸顯出大規模的政策變遷，有時是需要以創造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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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為基礎，如人類在突破登陸月球的科技障礙之後，航空政策便出現完全不同

的思維架構，領空的定義已經超越傳統的認知範圍，日後極有可能需要發展一套

涵蓋外太空的領土理論，作為解決太空糾紛的依據。 

    根據 Hayes(1992: 17-18)的看法，漸進式政策變遷之所以較容易出現的背景

有三：(1)政策沉澱成本的存在，如同一個大學生不可能整天盤算是否應該轉學一

般，政策制定者也不會隨意廢棄整個政策，重新另起爐灶，較有可能是在現有政

策的基礎上，調整對問題的界定和修正解決方案；(2)政策制定者在現行政策的運

轉過程中已取得大量的政策經驗，建立了政策知識的儲存庫，一旦大幅度改變政

策方向和內容，原有的知識庫便可能喪失功能，難以評估政策變遷的後果；(3)

重大的政策變革在政治上是較不可行的，因為變遷助長了不確定性，甚至新政策

的潛在受益者都會心存懷疑，不一定會全力支持，而現行政策通常會得到既得利

益者的強力支持，反對任何明顯的改變，因之，為了建立一個贏的聯盟所做的各

種讓步，已預告了政策結果將是漸進的。 

 

貳、Hogwood 和 Peters 的分類 

 

    Hogwood和 Peters將政策接續的型態分為六種(1983: 62-80)：直接取代(direct 

replacement)、合併(consolidation)、分割(splitting)、部分終結(partial termination)、附

帶延續(incidental succession)及非線性延續(non-linear succession)。本文除敘述比較

各種型態之間的差異外，並以實際個案輔以說明，以便對各種接續形式有更為清

晰的瞭解。 

 

一、直接取代 

    「直接取代」係指現行的政策或方案完全被終結，建立全新的政策或方案來

迎合相同的目標，或是在相同的政策領域中追求不同的目標。新政策施行所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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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政治抗爭程度，視其對既有得利者的利益傷害大小和是否由原來的組織執行

此一新的政策而定。Hogwood 和 Peters 不將直接取代視為政策創新的主要原因

應該是，此一新的政策不需要重新取得社會正當性，也不需要與其他議題競爭議

程上的位置，可以直接接收既有政策已經建立的正當性。不過，此種政策接續的

形式與政策創新僅有一線之隔，即使是處理相同的問題，但是所追求的政策目標

和所使用的政策工具完全不同時，無異於是政策創新。 

    舉例言之，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一六六號解釋文指出：「違警罰法規定，由警

察官署裁決之拘留、罰役，係關於人民身體自由所為之處罰，應迅改由法院依法

定程序為之，以符憲法第八條第一項之本旨。」釋字第二五一號解釋文亦持類似

的見解：「依違警罰法第二十八條規定所為『送交相當處所，施以矯正或令其學

習生活技能』之處分，同屬限制人民之身體自由，其裁決由警察官署為之，亦與

憲法第八條第一項之本旨不符，應與拘留、罰役之裁決程序，一併改由法院依決

定程序為之。前述解釋之拘留、罰役及本件解釋之處分裁決程序規定，至遲應於

中華民國八十年七月一日起失其效力，並應於此期限前修訂相關法律。」立法院

乃於民國八十年六月制定「社會秩序維護法」取代「違警罰法」，以避免出現法

律的空窗期，檢視二法之立法宗旨與政策目標係為維持社會治安，僅在保障人權

的執法手段有所修正，可視為直接取代的政策接續形式。 

 

二、合併 

    「合併」是指兩個或多個政策完全或部分終結後，一個新的政策取代這些舊

有政策，追求相似的政策目標。在合併的過程中，原有政策的兩群或多群的受益

者可能聯合起來阻擋政策的合併。就服務的提供者來看，如果新合併的政策仍然

由其負責，則抵制的可能性便較低；反之，若分配的權力遭到剝奪，政策配合的

意願會較低，甚至可能與既有得利者內外串連，共同反對政策的變遷。進一步言

之，若既有政策各有其權責機關和標的人口時，則權責機關與標的人口間的合縱

聯橫關係則是由政策合併後的權利增損情形來決定，形成權益受損一方與權益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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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一方的相互角力，至於政策合併的成功與否，則視哪一個聯盟的政治力量較

大，能說服立法者的支持而定。 

    舉例言之，根據總統府所設置之「政府改造委員會」於民國九十所提有關《行

政組織改造的目標與原則》的報告1指出，既存機關間若有下列情事之一者，均

應進行合併：(1)主要業務間需要高度互動者。(2)業務所需專業領域較近似者。

(3)業務具上下游性質，合併有利於整體規劃者。(4)業務之整併有利於政府整體

財政規劃者。(5)主要業務互補，而整併無其他不利因素者。另一例是行政院新

聞局為因應傳播科技匯流和廣電產業發展的趨勢，提出「廣播電視法」新法草案

2，新法是三個舊法—「廣播電視法」、「有線廣播電視法」與「衛星廣播電視法」—

的修正與綜合。新法對廣電媒體的產業組織重新定義：上游稱「頻道經營業」，

提供廣電內容；下游稱「平臺服務業」，職司廣電內容的傳輸。廣電管理政策亦

隨上、下游特性之不同，而作差別設計(工商時報，92/06/07，二版)。此即為政

策合併的典型個案，可以有效整合廣電媒體管理機制，減少令出多門和規範不全

的混亂現象。 

 

三、分割 

    「分割」的作法剛好與政策合併相反，指將現有的政策或組織切割成兩個或

多個的政策或組織，是一種相對於因議題的重要性減低、服務對象減少、或權責

重疊性過高而進行政策合併的接續方式。政策分割的原因不外乎是此一政策領域

的日益複雜化、現有組織的業務量負荷太大、或組織領導者的擴權行為等等。其

中以組織領導者的擴權行為最受人詬病，蓋組織的領導者為突顯其重要性，增加

資源分配的權力，常將類似或相近的職能加以分割，以爭取更多的經費和人力，

是一種浪費資源的行為。政策分割也是政府機關不斷膨脹的主因之一，因為政府

機關一旦設置之後，便很難予以裁撤，許多臨時性的單位和任務性的編組，往往

                                                 
1 http://www.president.gov.tw/2_special/innovation/t6-3-1.html. 
2 http://www.gio.gov.tw/info/radiotv/92/053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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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以改頭換面的方式(即重新找尋和設定目標)取得存在的正當性。但若只就政

策分割的結果來看，很明顯地對標的人口的區隔是非常有幫助的，可以讓政策傳

遞更為直接和明確，政策的成敗較易評估。 

    舉例言之，我國之電信事業長久以來均屬公辦公營型態，由交通部電信總局

負責電信政策之制定與電信事業之經營，不但混淆了監督者與經營者之角色，也

阻礙了電信市場之開放與自由競爭。民國八十五年，立法院三讀通過「電信法」、

「交通部電信總局組織條例」、及「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條例」三讀通過之後，

將交通部電信總局一分為二，由電信總局負責電信政策之設計與電信市場之管

理；至於電信事業之經營，則另行成立屬於民營性質之中華電信公司，政府同時

開放民營業者加入市場競爭的行列，打破電信市場的壟斷局面。 

 

四、部分終結 

    「部分終結」意指投入某一政策方案的資源或承諾的政策產出在量或質方面

的減少。政策部分終結是業務萎縮的具體表現，有可能是政策完全終結失敗所殘

留的結果，但是也有可能是政策完全終結的前兆。與政策合併不同的是，政策合

併之後，服務的接受者範圍並沒有太大的改變，但是政策部分終結之後，可能是

藉由資格要求的從嚴或門檻標準的提高而縮小標的人口的範圍，那些被排拒在外

的人，可能會有較強的相對剝奪感，進而加以抵制。相對於政府角色逐漸擴張的

趨勢，這種政策變遷的形式則是縮小政府的活動或能力，屬於「政策縮減」的型

態，通常在政府財政發生困難時最容易出現。 

    Hayes(1992: 159)根據美國政府的做法指出，政策縮減的型態主要有三種：(1)

地方分權，將原由聯邦政府負責的決策授權給州政府或地方政府自行決定；(2)

解決管制，將先前受到政府管制的產業開放私人經營，促成多元競爭的出現；(3)

解除承諾政策，以承認當初決策錯誤或政策已經達成效用，如今已經缺乏執行效

率或執行成本太高等理由，收回政策承諾，此種政策的最極端形式就是廢棄整個

政策，由政府的議程中取消，如同是政策終結。舉例言之，交通部為了配合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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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中央業務移予地方政府辦理政策，由交通部公路總局代養的三千四百公里縣道

回歸地方政府辦理，公路總局代為養護經費二十四億八千多萬元也將移列給地方

政府，並透過修正「公路法」的方式，賦予地方政府在各級道路收取通行費的法

源依據(中國時報，91/08/25，一版)，交通部公路局的業務範圍將因此而縮減。 

 

五、附帶接續 

    「附帶延續」乃指政策方案的擬定，其原始目的並不是為了取代或改變現行

的政策，但其結果卻造成現行政策的變遷，屬於非預期的政策後果。不過，即使

對現狀的取代或變更並非提案者之本意，為了尋求新的政策能夠順利執行，新政

策的推動者仍會努力爭取那些可能被新政策波及之反對者的支持，哪怕這個政策

對他們的影響是非常不顯著的，與正常推動政策變遷的策略並無二致。這種政策

接續的形式經常發生在國會的妥協立法之中，執政黨為爭取在野黨對特定政策的

支持，便必須以某些政策內容為交換條件，反而造成政策的變遷。此外，當司法

機關針對特定政策爭議作出解釋時，亦有可能基於通盤考量而將相關的政策一併

解釋，導致其他政策的變遷。 

    舉例言之，民國九十年大法官會議作出釋字第五三○號解釋，其主要的釋憲

標的原為司法院及法務部在無法律授權之下，發布與人民訴訟權利或人權有關之

行政命令或內規是否違憲，大法官會議除了對此做出解釋外，並在解釋文末要求

「惟依現行司法院組織法規定，司法院設置大法官十七人，審理解釋憲法及統一

解釋法令案件，並組成憲法法庭，審理政黨違憲之解散事項；於司法院之下，設

各級法院、行政法院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是司法院除審理上開事項之大法官

外，其本身僅具最高司法行政機關之地位，致使最高司法審判機關與最高司法行

政機關分離。為期符合司法院為最高審判機關之制憲本旨，司法院組織法、法院

組織法、行政院組織法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組織法，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二年

內檢討修正，以副憲政體制。」導致「司法院組織法」必須修正，廢掉三個終審

法院—最高法院、最高行政法院、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並賦予十五位大法官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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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刑事，行政訴訟、公務員懲戒及釋憲等權力。 

 

六、非線性接續 

    「非線性延續」是介於新政策方案在某種程度上取代舊政策方案的線性延

續，和完全沒有替代舊政策方案的政策創新之間。換言之，非線性延續所指涉的

是，新政策方案和舊政策方案有非常密切的關聯，但是，彼此之間可能有不同的

政策目標、方案特性、或組織形式。例如老人津貼政策原先是以「年齡」為發放

標準，若改以「職業」或「收入」為發放標準，雖然是同一政策，但因資格標準

的不同，亦不能認定為相同的政策，蓋此二政策所隱含的因果假定是不一致的。

前者是假定政府有責任照顧所有的老人，不論其經濟能力為何；後者則是假定政

府只有照顧生活貧困的老人之義務。當替代政策與被替代政策之間在目標、工

具、組織、及因果假定的差異愈大時，愈有可能被視為政策創新而不是非線性的

政策接續。 

    舉例言之，「懲治盜匪條例」係民國三十三年四月八日經國民政府頒布，當

時因對日戰事仍未停歇，國家處於動盪不安的狀態，社會治安敗壞，政府因此而

制定此一特別法，該法原屬限時立法性質，有效期間為一年，由於國家情勢的不

穩定，該法乃一再延長，民國四十六年將原本限時立法的規定刪除，變成常態性

法律，一直施行至民國九十一年一月三十日才廢止，同時與該條例相關的規定則

納入形法修正條文。 

    事實上，許多政策的變遷往往不止一次，有時不是單純的一種變遷模式，而

是多種模式的複雜組合。不同的政策變遷類型伴隨著不同的問題，為了確保政策

變遷的成功，決策者必須考慮不同的策略，如 Hogwood和 Peters(1983: 236)即指

出，直接取代式的政策變遷，所創造的不確性最低，政策的執行者與受惠者在未

來依然保有工作和利益，所產生的抵制會最小；合併式或分割式的政策變遷，所

帶來的不確定性和焦慮感會比較高，不但組織結構和人員編制可能會有所調整，

甚至標的人口的界定都可能修正，自較會引發較大的反對聲浪；而部分終結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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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線性接續的政策變遷，則可能引起最大的反彈，因為這類型的變革，不論是對

標的人口或是組織執行人員，對未來的可能發展都提供較少的訊息和指引。 

 

 

第二節  政策邁向終結之路 

 

    政策變遷的另一種型態厥為政策終結。政策終結乃是指某一現行政策在沒有

任何替代方案的情況下，決策者經過「深思熟慮」後刻意地結束或放棄政府的功

能、計畫、政策或組織的行為(deLeon, 1978b;Daniels, 1994)，此通常意味著問題

已獲得某種程度的解決，或是回歸到私部門領域，不再得到政府的關注或採取行

動(Hogwood & Peters, 1983: 16)。換言之，此一決策通常是出現在政策的目標已

經達成或得以維持不墜，如果政策的存在變成是多餘的、過時的、或有副作用的

時候(Brewer, 1974: 241)，那麼，此一政策的適切性或適用性就必須重新考慮或終

止。Daniels(1994: 450)認為，尤其在政府的預算赤字增加，稅收基礎縮減，及要

求有限度的和有效率的政府服務的時代，需要更多有關政策終結的研究和探討，

幫助決策者評估各種政策存續的必要性，並提供政治上可行的終結策略。 

    整理有關政策終結的文章後發現，較常見的政策終結理由包括：(1)財政不足

的壓力，如預算赤字與稅收減少導致政府財政困難，刪減部分非必要性和非急迫

性的方案是減少財政惡化的途徑；(2)政府效率的考量，在政府職能不斷擴張的同

時，愈來愈多人開始從經濟效益的角度思考，某些公共服務由政府提供，成本是

否比較低廉？品質是否比較好？(3)政治意識形態的主導，各個行動者分屬不同政

治理念信徒，所欲體現的政策目標有優先順序上的差別，取得決策權力後進行置

換；(4)行為理論的改變，即有關人類的行為與結果的關係、執行系統如何設計、

及公共服務如何傳遞等方面的知識有所改變，現行政策的基本假定或作法與這些

行為理論背道而馳；(5)政策實驗的學習，後工業化社會是一個充滿變化和不確定

 47



 

性的年代，政策制定者預測現行政策在未來的適當性和成功與否的能力有限，有

時會設計具試驗性質的政策在某些地區或某段時間內施行，試辦一段時間後再予

以結束，政策制定者可以從中取得政策資訊，汲取政策經驗，以做為制定正式政

策的參考。 

    以我國法律的廢止為例，根據「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二十一條條文規定，任

何法規有以下幾種情形之一者必須廢止：(1)機關裁併，有關法規無保留之必要

者；(2)法規規定之事項已執行完畢，或因情勢變遷，無繼續施行之必要者；(3)

法規因有關法規之廢止或修正致失其依據，而無單獨施行之必要者；(4)同一事

項已定有新法規，並公布或發布施行者。再者，就組織的終結為例，根據總統府

所設置之「政府改造委員會」所提有關《行政組織改造的目標與原則》的報告中

建議，現存機關如有下列情事之一者，應即進行裁撤：(1)階段性任務已完成或

政策已改變者。(2)業務或功能明顯與他機關重疊或已萎縮者。(3)職掌應以委託、

委任或交由民間辦理較符合經濟效益者。(4)經評估績效不佳應予裁併者。(5)業

務已調整或移撥其他機關或單位者。 

    政策終結是政策過程的最後一個階段，雖然 Brewer早在 1974年即指出，從

概念和智識的觀點，這個領域是尚未成熟發展的階段，它的重要性卻是目前值得

注意的事情，不過，在 1970 年代之前，很少學者對政策終結的現象感到興趣，

而是到了 1970 年代中期之後，由於幾個因素的影響才掀起大家對這個課題的重

視：(1)許多對現行政策不利的評估報告紛紛出爐，建議現行政策應該被廢止或被

替代的，直到目前，仍存在強烈要求將不必要或浪費的政策予以終止的呼聲；(2)

在削減政府預算的政治氣候之下，引發重新討論取消部分的政府活動或以較低成

本的形式取代；(3)政策終結是政策循環的一部分，需要特別進行研究(Hogwood & 

Gunn, 1984: 241;Lester & Stewart, 2000: 155)。多數學者對政策終結的定義較無特

殊的看法，而是用較多篇幅討論為何政策終結在政策過程中未受重視或在政治上

較為罕見的原因(Bardach, 1976; Biller, 1976; deLeon, 1978b; Hogwood & Gunn, 

1984)。邏輯上，這是一體兩面的問題，即政策終結在政策文獻中很少被系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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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於政策的終結在政治上的可行性較低，且各有其獨特

性，很難從中抽繹出原則或得到通則性的結論(Bardach, 1976; deLeon, 1978b)。 

    Bardach(1976)將政策終結的途徑分為二種基本方式：「大爆炸型(big-bang)」

的終結和「長泣型(long-whimper)」的終結。大爆炸型的政策終結通常是發生在

只有單一的權威性決策或在特定時間點的閃電式決策，以迅雷不及掩耳的速度對

外宣布，反對者較無時間動員，此類型的個案不管是成功或失敗，都是較為迅速

的、鮮明的和強烈的，較容易辨識整個變遷的過程，終結的結果較易受到個別終

結者的策略性思考和政治行動所影響，較易引起研究者的興趣。長泣型的政策終

結則是以逐步遞減維持政策或組織所需的資源，慢慢地結束整個政策或組織，是

屬較溫和的步調，同時也給予反對者有充裕的時間動員抵制，再者，此類型的個

案是較為緩慢的、模糊的和低調的，有時往往無法區別以預算遞減來終結政策和

政策預算的自然變動之間有何差異，要徹底終結整個政策可能需要數年至數十年

的執行時間，政治領導者的影響地位可能無法由提案延續到完全終結，此類型的

政策終結較少成為研究的標的。 

    DeLeon 可以說是最早注意到政策終結現象的學者之一，也是投入最多心力

探討此一現象的學者，由文獻中可以發現，幾乎與政策終結有關的討論都可見其

蹤影，DeLeon一方面將政策結終分成四種類型(1978b: 283-285)： 

  1.「職能」的終結—職能是指政府提供給人民的服務，是較為一般性而抽象的

概念，如政府的分配職能、管制職能、或公共財的提供，這些職能可能由一

個組織負責，亦可能由數個組織共同負責。在缺乏競爭者的市場中，只要人

民的需求繼續存在，政府的職能就不會終結。 

  2.「組織」的終結—組織是為了回應人民的某些需求而由一群人所組成的團

體，與政府功能的實踐與否有密切關係，終結的困難度雖較職能為低，但因

組織經常會隨著時間的增長而擴張其管轄領域，形成以組織為核心的利益

體，故所需克服的障礙不少。當組織被終結之後，原承擔的功能不是取消就

是轉移給其他組織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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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政策」的終結—政策是解決特定問題的途徑或策略，由於政策成敗的衡量

比組織更易建構具體的評估指標，再加上組織可能為求生存而以犧牲某些政

策為代價，故政策的終結較組織的終結為常見。 

  4.「計畫」的終結—計畫通常是政策內容的一部分，與問題有最為直接的關聯

性，不但評估標準具體而明確，且終結後所衍生的政治衝擊較小，是最容易

終結的類型。 

    另一方面，DeLeon 亦指出幾個推動政策終結時，必須考慮的問題，藉以評

估終結的適當性(1982: 109)：(1)終結的目標是什麼？是由誰設定的？目標的清晰

度如何？什麼人必須為此決策負責？可被接受的評估標準是什麼？(2)終結所牽

扯到的標的機構有多大範圍？在這些機構因政策終結而導致資源損失的情形

下，如何建立正面誘因來激勵他們著手進行終結所必要的工作？(3)如何標示或估

計激進的方案刪減所造成的政治和經濟的後果？如何在公正和公平的前提下從

事此一分析工作？應該用什麼觀點或何人的觀點來評估？(4)如何處理終結的人

事問題，尤其是在那些存有根深蒂固勢力的公部門工會之中？ 

    DeLeon 所提的問題大多是屬於政治可行性的範疇，這也是為何政策終結在

政治上的可接受度，會成為學者們討論的另一個重要課題。例如 Brewer 即曾經

有感而發地表示：「大聲疾呼大政府、無人性制度、失控官僚的罪惡是一回事，

但是，開始動手來減少、人性化和控制這些『罪惡』則又是另一回事(1978: 338)。」

換言之，為什麼政策制定者有時明知某些政策是毫無效果可言，卻依然任由它繼

續存在？到底有什麼難言之隱？經由歸納學者們的意見可以發現，政策終結之所

以較為困難，主要有幾個障礙 (Bardach, 1976; Biller, 1976; DeLeon, 1978b; 

Hogwood & Gunn, 1984; Frantz, 1995)，申述如下： 

  1.心智上的抵制：標的人口面對政策終結如同面對死亡一般，會產生一種莫名

的失落感，尤其是當這些人享有政策的既有利益時，結束此一政策等於是剝

奪了他們的利益，更可能促使他們產生不滿的心理，因此，有人主張交由與

政策沒有利害牽連的人來執行終結的指令，是較可能產生效果的，因為他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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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能站在客觀公正的立場來評估政策的存續價值。 

  2.缺乏政治誘因：在問題未獲得有效解決的情形下，既有政策的終結或替代，

在經濟上無異是沉澱成本的負擔，在政治上等於是承認過去政策的錯誤，對

大多數政治人物而言，是不會輕易接受這種課責，因為這是執政無方的表

現，有可能造成選票的流失。換言之，在政策不純粹是經濟效益和技術效率

的考量下，政策終結變成是一種政治鬥爭，各自盤算政治利益的得失，為了

達成政策終結的目標，政治利益的交換或妥協並不少見。 

  3.制度的持久性：絕大部分的制度或政策的設計，都是經過深思熟慮下的產

物，即使不是以行之久遠為目標，至少是預期在短時間內不會出現立即的改

變，此一意圖反映在政策的法制化和編列預算，其目的是維持政策與組織的

永續存在，不會受到特定人士的在位與否而存亡。因之，任何制度或政策的

變革，都可能招致挑戰傳統或是破壞穩定的訾議，減損改革的正當性。簡言

之，存在時間愈久的政策或組織，所形成的慣性也愈大。 

  4.動態的目標論述：組織是個動態的有機體，生存乃是最核心的目標，即使是

當初設定的政策目標已經實現，也不會是造成組織瓦解的充分要件，因為組

織會重新界定得以維持組織生命的新目標。如台灣在早期戒嚴統治時期，警

備總部與調查局都是為了協助統治者進行社會掌控和忠誠查核而存在，隨著

民主政治的開放與改革，警備總部因組織目標喪失社會支持又無法找尋有利

的替代目標，因而面臨裁撤之命運，反觀調查局的組織並沒有因政治解嚴而

走入歷史，由於反貪污與掃黑金的議題日益受到社會的高度重視，調查局藉

此機會褪去政治目標的包袱，取而代之的是「反貪促廉」的新目標(張其祿、

葉一璋、張文豪，民 92：14-15)，強化了組織繼續存在的正當性。 

  5.反終結聯盟的組成：任何政策的施行都會創造出涵蓋範圍不一的政策受益

者，這一群人將成為政策的忠心支持者，成為支持現行政策的有形或無形的

聯盟，他們會不斷地提出各種論述或理由來吸納各種類型的行動者加入陣

營，擴大反對終結現行政策的勢力，利用各種的資源和戰術來阻擋政策的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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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尤其是當反終結聯盟的力量異常大時，精明的政治人物在沒有勝算的機

會時，是不會輕易與之為敵的。換言之，如果政策變遷的推動者無法收編抵

制變遷的勢力，或至少說服他們在政治上採取中立化的態度，要順利推動其

政策變遷有其困難度。 

  6.法律結構的障礙：在憲政主義的規範下，正當的法律程序是民主政府必須遵

循的行政原則，在法律修改或廢止之前，形式上即不代表現行政策已經終

結，只要立法與修法的程序過於繁瑣，政策的終結就可能遙遙無期。另一方

面，如果行政機關和立法機關對政策的終結與否持不同立場時，雙方都有一

些合法的手段阻擋此一結果的發生。 

  7.過高的發動成本：政策的終結除了必須承擔既有投入成本的損失外，尚必須

支付推動政策終結的成本，這些成本包括說明現行政策一旦成功將出現嚴重

的外部性、說明僅是對現行政策做修正是沒有效果的、說明現行政策的終結

不致於導致嚴重的不利後果、及說明替代的政策比現行政策能創造更大的效

益等等。 

    在這些障礙的重重封鎖之下，即使政策本身含有「內建」或「外設」的終結

機制，如日落條款
3、零基預算制度4或違憲宣告等，但政策終結的運作結果總是

「只聞其聲，不見其影」，主政者想要順利地終結某一個政策，僅憑恃領導者的

                                                 
3 日落立法(sunset legislation)是一種在自動終結的威脅下，要求組織定期自我評估績效的終結機
制(Daniels, 1994: 455)，除非重新獲得立法授權，否則期限一到，組織便自動喪失繼續存在的法

源依據。絕大部分法律是假定除非立法同意廢止，否則法律自動持續生效；落日法案則是假定除

非立法同意延續，否則法律自動結束(Behn, 1977: 104)。就訴訟的觀點，舉證政策績效的責任，
由反對現行政策聯盟轉移到支持現行政策聯盟，政策的管轄機關必須證明政策的存在價值，才能

繼續取得立法授權。因之，落日立法的設計可以確保有意義的評估、提出終結的可能性、合併重

複的方案和合理化方案的結構、及減少方案間的衝突與競爭(Behn, 1977: 105)。根據美國許多州
採行落日立法的經驗顯示，在行政績效、課責能力、經濟效率、及財務節省等方面都有不錯的表

現，雖然後來不少州因為定期重新審核政府機構存在的必要性，往往增加極為沉重的工作負荷，

而取消了落日立法的策略(Daniels, 1994: 464)。 
4 零基預算制度(Zero Base Budgeting)亦是被視為終結的機制之一(Brewer, 1978: 341-342)。此一預
算制度是 1968年美國德州儀器公司（Taxas Instrument Co.）的Peter A. Pyhrr所創始的，其精神是
以預先的、系統的和理性的績效評估作為預算編列的基礎，每年的預算均是由「零」開始，不受

過去年度的預算比例所囿限，根據成本效益分析結果決定各項業務的優先順序。只是這種精神在

實務中，由於缺乏精確和具有代表性的操作化指標，由組織自行評估的結果往往很難取得客觀獨

立的評估資料，組織與其花時間、資源和分析才能在政策效果的徹底評估上，不如依賴小心經營

政治支持的網絡，以建立組織存續的正當性和確保來年的預算(Brewer, 1978: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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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意志是不夠的，當需要諸多條件的配合。舉例來說，Behn(1976)分析美國

Massachusetts州在 1970 年代初期關閉五所公立青少年訓練學校的個案，發現主

其事者J. G.. Miller最初的構想僅是要改革這些機構，賦與人性化的管理，但在改

革過程中遭遇到抵制，因而改變初衷，決定終結這些組織。為達成此一目標，

Miller所採取的戰術包括(Behn, 1976: 152-159)： 

  1.尋求政府外部的重要團體支持，以外在的壓力迫使這五所學校的員工放棄抗

爭行為； 

  2.尋求立法機關的支持，並多方爭取執行終結任務所需要的經費； 

  3.利用長官與其他人的聲望為改革方案背書，包括州長及其夫人、重要政府官

員等人在內； 

  4.尋求多數公眾的支持，利用各種管道傳達理念，激起公眾認同改革的需要； 

  5.執行上的妥協與預留活路，採取較為溫和的改革方案，讓組織員工逐漸適應

外在環境的改變。 

雖然Miller 最後成功地終結了組織，但亦留下一些後遺症和爭議，諸如社會的兩

極化對立、擴大行政裁量權、挪用經費與財政漏洞、行政程序的疏忽、執行上操

之過急、目標和價值的可欲性、及終結政策本身的必要性等 (Behn, 1976: 

165-169)。這也印證了政策終結並非易事，必須同時考量許多環節的配合與調整。 

    歸結言之，由此一個案研究可以發現，政策變遷通常會涉及到與現行政策的

接軌問題，相對地，即使現行政策被終結，亦可能會有「政策殘餘」的存在

(Hogwood & Peters, 1983: 81)，這些殘餘可能關係到其他新政策推動的順利與

否。就正面而言，新政策可以藉助舊政策在此領域內所累積的知識與經驗，縮短

摸索試探的時間，讓政策可以在最短時間內上軌道；就負面而言，舊政策所建立

的政策系絡或組織慣性，可能成為新政策上路的絆腳石。這也難怪 Brewer 會有

感而發地表示：「(政策)終結經常只是用一套期望、規則和作法取代另一套，就此

意義而言，終結代表一種開端就如同它是代表一種結束一樣(1978: 340)。」要言

之，政策過程不但是非線性的過程，且政策的殘留效應和外溢效應均可能是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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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遷過程中不可忽視的干擾變數。 

 

 

第三節  政策變遷的法制層次 

 

    前述的政策變遷類型主要是依據政策的內容為區辨標準，但卻未進一步區分

不同機關所發動的政策變遷在法律層面的差異。事實上，絕大部分實施民主憲政

的國家，均將法律規範主要分為憲法、法律、及行政命令三種位階，利用上位規

範和下位規範的構成法律的層級體系，其效力各有所不同，分由國家機關的不同

部門所管轄。因此，吾人尚可依政策管轄權的歸屬和法律效力的強弱將政策變遷

分為憲法層次、法律層次、及命令層次等三種類型，各類型的特性比較分析如下

文所述。 

 

壹、憲法層次的政策變遷 

 

    憲法為一國之根本大法，居於法律體系之最高階地位，為所有法律的基礎和

來源，任何的法律與行政命令的效力均不及憲法5。就其內涵言，憲法規範了政

府的基本組織架構與權責分配、國家活動的重要遵循原則、人民的權利義務、及

重大國計民生政策；就其精神言，憲法是人民集體意志的展現，也是社會共識的

最大交集，是營造社群生活成為可能的基本規範。由此可知，載之於憲法的規範

厥為基本，述之於憲法的政策實為重大。此一特性亦正好是其限制所在，憲法條

文的抽象性、簡潔性和不明確性，適用時往往引發政治和政策上的爭議，此外，

隨著外在條件的物換星移，制憲的歷史背景不存，適用時難免與現實情境脫節，

                                                 
5 憲法第一七一條：「法律與憲法牴觸者無效。」憲法第一七二條：「命令與憲法或法律牴觸者無

效。」中央法規標準法第十一條：「法律不得牴觸憲法，命令不得牴觸憲法或法律，下級機關訂

定之命令不得牴觸上級機關之命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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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因素都可能觸發憲政層次的政策變遷。 

    憲法層次的政策變遷主要是透過兩種途徑進行：一是修憲途徑，一是釋憲途

徑。前者的管轄權主要是掌握修憲機關，後者則是由釋憲機關負責，端視各國的

制度安排而定。經由修憲的途徑進行政策變遷，乃是屬於修憲機關的主動權力，

修憲時機主要是肇因於因社會情境或政治條件發生劇烈變動，原憲法在二個方面

有所缺漏而有待修補：(1)原憲法所未規定事項，因現實需求而增加新的條文；(2)

原憲法規定已不合時宜，必須加以修正或廢止。以各國的憲法條文來看，憲法的

修定較一般法律為困難，如我國的修憲程序即為一例6，有些國家甚至必須再通

過公民投票的程序。是以，通常是具有高度的社會共識的政策，才有可能發動憲

法層次的變革。 

    如果是經由司法審核或違憲審查的釋憲途徑進行政策變遷，則是屬於釋憲機

關的被動權力，以維護法律的安定性，根據「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第四條

和第五條的規定，釋憲機關受理的事項有：(1)中央或地方機關，於其行使職權

適用憲法發生疑義之解釋；(2)中央或地方機關因行使職權與其他機關之職權發

生適用憲法之爭義之解釋；(3)中央或地方機關於其行使職權適用法律或命令，

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之解釋；(4)審查省自治法規、縣自治法規有無牴觸憲法

之解釋；(5)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利遭受不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

訟，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律或命令，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之解釋。這

些都是釋憲機關發動政策變遷的契機，相較制憲途徑的政策變遷，此一變革雖不

必然具有高度的社會共識，但職司釋憲權力者通常是精通憲政法理或孄熟憲政體

制運作的人士，往往能夠以進步的觀點推動政策變遷，如人權的保障、民主原則

的落實，政府體制的再造等。 

    舉例言之，地方制度是我國憲法規範的重要章節，不但劃定了中央與地方政

                                                 
6 憲法第一七四條：「憲法之修改，應依左列程序之一為之：一、由國民大會代表總額五分之一

提議，三分之二之出席，及出席代表四分之三之決議，得修改之。二、由立法院立法委員四分之

一之提議，四分之三之出席，及出席委員四分之三之決議，擬定憲法修正案，提請國民大會複決。

此項憲法修正案應於國民大會開會前半年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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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權責界限，也賦與地方自治的法源基礎。根據憲法本文之規定，省設省議會

和省政府，均由省民選舉產生7。民國八十一年第二次修憲時，再度確認省長由

民選產生8。民國八十三年台灣省首次辦理省長民選。不過，到了民國八十六年

第四次修憲法，國民黨與民進黨的修憲代表依據「國發會」之共識，廢除省長和

省議員由民選產生，改由官派產生9。 

    基本上，不論是修憲機關或制憲機關所擁有的政策變遷發動權，均是屬於非

常態性的權力，不可能行之如家常便飯，以維護法律體系的穩定性。當然，憲法

應有其固定性並不表示憲法層次的政策變遷殆無可能，尤其是當環境情勢變化或

人民意志改變時，憲法若不能因時應變，則可能成為阻礙社會進步的路障。 

 

貳、法律層次的政策變遷 

 

    最廣義的法律包括憲法和由立法機關所制定的法律，及行政機關所頒布之具

有法規範力的法規命令；狹義的法律則是僅指由立法機關三讀通過的法律，如憲

法第一百七十條規定：「本憲法所稱之法律，謂經立法院通過，總統公布之法

律。」。至於法律與行政命令的界線，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之規定：「左列事

項應以法律定之：一、憲法或法律有明文規定，應以法律定之者。二、關於人民

                                                 
7 憲法第一百十三條：「省自治法應包含左列各款：一、省設省議會，省議會議員由省民選舉之。

二、省設省政府，置省長一人。省長由省民選舉之。三、省與縣之關係。屬於省之立法權，由省

議會行之。」 
8 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七條：「省、縣地方制度，應包含左列各款，以法律定之，不受憲法第一百

零八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百十二條至第一百十五條及第一百二十二條之限制：一、省設省議會，

縣設縣議會，省議會議員、縣議會議員分別由省民、縣民選舉之。二、屬於省、縣之立法權，由

省議會、縣議會分別行之。三、省設省政府，置省長一人，縣設縣政府，置縣長一人，省長、縣

長分別由省民、縣民選舉之。⋯」 
9 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省、縣地方制度，應包括左列各款，以法律定之，不受憲法

第一百零八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百零九條、第一百十二條至第一百十五條及第一百二十二條之

限制：一、省設省政府，置委員九人，其中一人為主席，均由行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二、

省設省諮議會，置省諮議會議員若干人，由行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第十屆台灣省議會議

員及第一屆台灣省省長之任期至中華民國八十七年十二月二十日止，台灣省議會議員及台灣省省

長之選舉自第十屆台灣省議會議員及第一屆台灣省省長任期之屆滿日起停止辦理。台灣省議會議

員及台灣省省長之選舉停止辦理後，台灣省政府之功能、業務與組織之調整，得以法律為特別之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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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權利、義務者。三、關於國家各機關之組織者。四、其他重要事項之應以法律

定之者。」第六條又補充規定：「應以法律規定之事項，不得以命令定之。」將

明確限定法律與行政命令之間的界線，抹除二者之間的灰色地帶，此做法可避免

行政機關以便宜行事之方式推動政策。本研究在此所稱之法律係採取狹義的界

定，以與憲法與行政命令有所區分。 

    法律層次的政策變遷雖然是由立法機關所發動，也是一種常態性的權力，但

立法機關對此一權力的行使，則受到二個條件的限制而有所差異。首先，不同政

府體制下，立法機關的主動性有別。在總統制國家中，總統與國會不相隸屬，各

自向選民負責，以總統為首的行政機關在國會內無提案權，僅能透過同黨籍的國

會議員提出，總統要影響政策變遷的內容，必須有嚴明的黨紀為後循；立法機關

雖有完整的提案權，但總統對政策變遷的結果不能接受時，可以動用否決權加以

拒絕，是以，立法機關亦無法單獨決定政策變遷的方向，權力的制衡作用導致政

策的變遷必須是行政機關與立法機關能夠取得共識。在內閣制國家中，執政團隊

通常是由國會中的多數所組成，首相及其內閣成員亦是國會議員，行政機關不但

可以主動提案，而且可以挾國會席次的優勢主導政策變遷的方向，除非政黨的紀

律敗壞，否則，政策變遷的發動權完全掌握在首相及其內閣的手中。 

    其次，各政黨在立法機關的實力亦是影響法律層次政策變遷的重要因素，蓋

立法機關係採合議制，屬於多數決的決策方式，沒有哪一位議員可以單獨決定法

案的通過與否，換言之，法律層次政策變遷的管轄權是由國會議員所分享，不像

行政機關是採取首長制，由行政首長獨享決策權。是以，立法機關的政黨勢力分

布就顯得十分的關鍵，當有一黨的席次過半時，該黨就能夠主導政策變遷的方

向，變遷成功的機會較高；反之，當沒有一黨的席次超過半數時，要推動政策變

遷需要極高竿的政治技巧，否則，不是政策變遷的行動難產，就是政策變遷的內

容走樣。 

    綜言之，相較於修憲的高門檻限制與釋憲的繁瑣程序，法律層次的政策變遷

在難度上雖然比憲法層次的變遷為低，只需要有過半數的議員的支持，唯一的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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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是必須受到憲法的規範，亦即法律層次的政策變遷不能逾越憲法的精神，也不

能與憲法的規定相牴觸，否則可能被釋憲機關撤銷其效力。另一方面，立法機關，

本身所具備的民意基礎，又使其政策變遷的效力高於行政機關以行政命令所發動

的政策變遷，如下文所述。 

 

參、命令層次的政策變遷 

 

    行政命令是行政機關行使公權力而訂定的規範，主要可分為二種類型：法規

命令與職權命令，前者係以規定有關人民權利義務事項為主，需要有法律的明確

授權，適用對象為一般人民；後者係以行政機關的內部事項為主，行政機關依其

職權訂定，適用對象為機關內部人員(吳庚，民 85：244-245)。由於職權命令鮮

少涉及人民的權利義務，與人民較無直接的關係，而是行政作業的規範，故本研

究所指稱的行政命令主要是指涉具有政策內涵的法規命令。行政機關係採取首長

制，大多數命令層次的政策變遷主要是由權責機關的首長一人決定，只受憲法和

民意機關的規範。例如根據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七條的規定：「各機關依其法定職

權或基於法律授權訂定之命令，應視其性質分別下達或發布，並即送立法院。」

由此可見，行政機關對命令的發布雖然享有主動權，換言之，行政命令的發布必

須是符合二種條件之一：法定職權的範圍之內或得到法律的授權，且在發布之

後，必須送到立法院備查。換言之，以行政命令所發動的政策變遷必須受到法律

的規範，只有非法律保留的事項，行政機關才有權自行決定。 

    立法機關授權行政機關得以發動政策變遷的時機主要有：(1)政策的內容極

具技術性，不是立法機關所能掌握和處理；(2)時間過於緊迫，以立法的繁複程

序來不及處理；(3)社會環境變遷快速，立法機關窮於應付新情勢；(4)不涉及人

民之權利義務的行政作為；(5)具有試驗性質的政策，立法機關難以預料其結果。

要言之，隨著國家職能日益擴大，法律的制定既難以周全又易失時效，是以，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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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機關授權行政機關依據實際狀況自行裁量的範圍愈來愈大，命令層次的政策變

遷亦是多如牛毛。在法律授權的範圍內，由行政機關以行政命令推動政策變遷，

最大的特色是具有高度的機動性，且能適時調整不合時宜的行政措施。 

 

    上述三種法律層次的政策變遷可以就幾個面向加以比較(如表 2.2所示)。(1)

在管轄權機關方面，依據權力分立的原理，由修憲機關和釋憲機關、立法機關和

行政機關分別掌理憲法層次、法律層次的政策變遷，對於司法獨斷、立法專擅和

行政擴權有一定的限制作用。(2)在發動方式方面，修憲機關和釋憲機關所擁有

的是非常態的政策權力，以被動行使的方式為主(因修憲的主動權力較少行使)；

立法機關和行政機關基於積極為民謀福利的需要，經常是以主動的方式為之。(3)

在發動頻率方面，憲法層次的政策變遷最為少見，法律層次的政策變遷次之，而

以命令層次的政策變遷最為常見，此與憲法所規範者乃是基本的政策目標和核心

的政策理念，法律則是憲法的補充規範，行政命令多為政策工具與行政手段的選

擇有密切關聯。(4)在變遷效力方面，憲法層次的政策變遷為最高，為法律和命

令的上位規範，決定了法律和命令層次政策變遷的產生條件，也能撤銷下位規範

的效果，命令層次的政策變遷為最低，是憲法和法律的下位規範，執行憲法和法

律的規範的內容。(5)在政治妥協方面，憲法層次政策變遷涉及到社會基本結構

的改變，共識的門檻為最高，是以需要妥協的程度亦為最高；法律層次的政策變

遷通常僅需要立法機關過半數的支持，只要能建立多數聯盟即可發動，政治妥協

的需求不及憲法層次；行政層次的政策變遷係由行政機關依法律授權而自行裁

量，取決於行政首長之抉擇，需要妥協之處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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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不同法制層次政策變遷的比較 

       法制屬性
比較面向 憲法層次 法律層次 命令層次 

管轄機關 修憲機關／釋憲機關 立法機關 行政機關 
發動方式 主動／被動 主動 主動 
發動頻率 少 中 多 
變遷效力 高 中 低 
政治妥協 高 中 低 

 

    事實上，吾人尚可進一步將政策變遷的類型與政策變遷的層次加以組合，可

將政策變遷分成六種不同的形態：憲法層次的政策接續、憲法層次的政策終結、

法律層次的政策接續、法律層次的政策終結、命令層次的政策接續及命令層次的

政策終結。這種的分類方式不但可以清楚辨識各種政策變遷類型的幅度和法制屬

性，對於解釋不同政治機關為何要透過問題界定來爭取政策管轄權，及進一步瞭

解政策變遷所遭遇到的阻力大小，也有很大的助益。 

 

 

第四節  政策變遷的檢測指標 

 

    在著手建立政策變遷的檢測指標之前，必須先釐清的是，政策變遷的指標或

徵兆和政策變遷的成因不應混為一談，前者是指政策變遷的先期特徵或潛在特

性，是該政策的關心者監測政策未來走向的重要線索，本節即是企圖建構與政策

變遷相關的指標；後者則是政策變遷的產生因素或解決政策變遷問題的關鍵，政

策制定者若能精準地掌握政策變遷的成因，就能擬定有效的變遷策略，此一面向

將留在第四章討論。 

    本研究的基本假定是，政策的設計與執行不會是在真空的環境系絡中進行，

政策效果的評估自然亦必須回到社會情境之中。依此一邏輯而論，政策的變遷自

然也不會毫無跡象可尋，差別只是在於特定政策的變遷信號會因政策所屬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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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事者的施政風格、社會的開放程度、資訊的流通速度等因素而有所不同。職是

之故，本節想要探知的即是，在政策變遷的過程中，有哪些風向標可能透露政策

變遷的相關訊息，政策行動者在接收這些訊息後可以迅速地採取回應策略。就此

而論，Hogwood 和 Peters 認為可以從三個面向來加以觀察：(1)組織面；(2)法令

面；(3)預算面(1983: 86)。實際上，除了這三個面向之外，本研究認為尚可由人

事面與媒體面加以觀測，以下分別就這五個指標詳細敘述如何評估或預測某項政

策改變的可能性與方向性。 

 

壹、組織結構的調整 

 

    組織是執行公共政策，實現政府功能的重要實體。Hogwood和 Peters(1983)

認為組織是探討政策變遷的一個非常好的分析單位，因為政策的傳遞往往需要透

過一個或多個組織來執行，而且組織的建立或廢除是非常具體明確的，雖然有些

時候，組織為了爭取生存的利基而將組織目標模糊化，但是，為了預算配置的程

序、財政與政治責任的歸屬認定，組織還是必須要法制化和明確化。且就政治上

的意含而言，政治人物偏好利用組織結構的調整作為政策變遷的象徵，其因在於

組織結構是具體可見的實體，不像實質政策內容所涉及的層面那樣錯綜複雜，所

以，組織結構的改變最容易也最常被政治人物用以宣示推動改革的標竿。直言

之，由於組織的調整較能產生立竿見影的功效，在人民的心中烙下深刻的改革印

象，因此，組織變革經常會被政治人物當成廉價的展示品，用以解釋推動政策變

遷不是什麼事情都沒有發生(Hogwood & Peters, 1983: 142)。 

    不過，有學者認為若是進行比較研究，組織並不是跨國比較政策變遷的最佳

單位，因為必須考慮到各國憲政體制和行政結構的差異(Hogwood & Peters, 1983: 

87)。況且，各國的組織單位不一，單位與單位間是否具備相同的權責範圍是一

大疑問，如美國的農業部和我國的農委會在業務職掌和權責配置就有所差異。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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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風險是以組織為判斷指標時可能會出現兩個相對立的盲點：一是過於誇大組

織變遷所隱含的政策變遷程度，組織也許只是重新命名、重新分割、或重新組合，

事實上，政策並沒有大幅度的變動，例如原先是由中央政府負責執行的政策，改

由地方政府執行；或是原由地方政府負責的政策，中央政府收回自行負責。二是

因為組織未有變動而忽略政策已經轉變的事實。以「海峽交流基金會」為例，原

是我國與大陸交流的非官方協商機制，專責處理兩岸民間交流事務，但在前總統

李登輝提出台灣和大陸是「特殊國與國關係」的主張時，若僅以此一組織的存在

或調整與否，作為判斷我國政府的大陸政策是否有所轉變，便會得到錯誤的結論。 

    雖是如此，組織結構的調整仍不失為觀察政策是否即將改變的重要指標，亦

即政府組織的結構會因應政策改變而有所調整，若能輔以參考其他指標的變化，

對政策變遷現象的觀察將可能更貼近事實。以環境保護議題為例，三十年前，台

灣地區的工業發展起步未久，環境污染問題並不嚴重，政府投注在環境保護方面

的資源可說是微乎其微，在此其時，環境保護的討論並未形成公共議題，也很少

排上政府議程，此由政府組織的設計亦可見其梗概。在民國六十年之前，環境保

護業務主要係由內政部衛生司和經濟部工業局負責，政府採取經濟發展優先環境

保護的政策；民國六十年代，是由行政院衛生署環境保護處與經濟部水資源統一

規劃委員會掌理；到了七十年代，由於公共污染問題日益嚴重，民國七十一年乃

將環境保護處提升為環境保護局，並將原屬經濟部的水污染防治業務移由該局掌

管；民國七十六年八月，始將隸屬於衛生署的環境保護局，升格為環境保護署，

此時，人民的環保意識已日漸普及，對生活品質的要求提高，政府的政策目標則

已調整為「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兼籌並重」。 

    歸結言之，當吾人將組織調整當成觀測政策變遷的指標，主要是建立在幾個

基本假定之上：(1)政策變遷的幅度愈大，包括政策目標的修正與執行方法的改

變，組織結構需要調整的幅度也愈大。(2)政策變遷的幅度愈大，組織成員的抵制

心理愈強烈，所採取的反制行動愈明顯。(3)政策變遷的時間壓力愈大，組織結構

調整的時程也愈短，調整的痕跡愈是深刻。因之，組織結構的重新安排往往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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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即將有所變革的先兆，而組織成員的配合程度則反應了政策變遷所可能面臨

的組織內部壓力大小。 

 

貳、法律命令的修訂 

 

    依法行政可說是現代民主政治的礎石，不但是政府運作不可或缺的要件，也

是政策的合法性根源。公共政策的推行每每必須經由法律的制定與授權，始得為

之。易言之，法律條文中不但明白揭露政策目標和重要的政策內容，也會具體指

定權責機關和限制權責範圍，由此不難看出政策與法律之間的密切關係，即國家

的法律經常是許多公共政策產生的母源。由於法律是訴諸文字的成文書，可說是

判斷政策變遷與否最明確的指標，尤其有些法律條文中訂有政策的「日出條款」

或「日落條款」，或是二者兼具，猶如政策起始或結束的定時器，在判斷上更形

容易。 

    不過，必須注意的是，單獨以法律條文為判斷指標同樣有可能造成誤判，中

間的關鍵在於法律與行政命令的一致與否，蓋從法律的觀點，經過法律授權而頒

布的行政命令，視同法律的延伸和補充，同樣具有拘束力。因此，即使法律已經

修正，若行政命令未能及時隨之調整，亦不可謂政策已有所改變，充其量只是形

式上的政策宣示而已；反之，即使法律條文未曾更動過，而行政命令已經有所修

正時，則可說政策已經有了實質改變。職是之故，以法律條文做為判斷指標時，

不應拘泥於條文文字的規定，而必須參酌條文精神的演繹和行政命令的搭配，否

則，容易落入「見樹不見林」的偏見之中。 

    詳言之，要分析整個政策的立法歷史與修正過程，政策分析人員應該詳細瞭

解各項的法律資訊(Majchrzak, 1984: 34-35)：(1)法令的表面目的以及潛在目的的

契合程度(即兩種目的是否相似？兩種目的是否隨著時間而改變？目的是象徵性

的，或者是要產生真正的變革？)；(2)法令所強調的社會問題定義是什麼(這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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令是否隨著時間或支持者的不同而改變？)；(3)法令內在所具有的價值觀與假

設；(4)以前此一法令的成功之處與問題所在；(5)受法令所影響的選民(此政策問

題的公眾利益是什麼？誰受到此法令的傷害，誰又因此法令而受益？)；(6)關鍵

決策者與決策過程(立法時牽涉到哪些國會委員會與執行部門)；(7)以前此一法令

所使用的政策機制(以何種方法來施行或執行此一法令？)。掌握了這幾個細節，

不難對法律變革過程有清楚的認知，進而有助於掌握政策變遷的真實意涵。 

 

參、預算編列的增刪 

 

    政府預算可以說是政府的施政藍圖，它揭露了政府未來一段期間內(一般是

以一年為期)的行動意向，也是民主治理中民意機關對行政機關課責的重要依

據，如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五二○號解釋理由書即指出：「預算制度乃行政部門實

現其施政方針並經立法部門參與決策之憲法建制。」換言之，政府預算乃是一種

以貨幣為單位來描述政府作為和不作為的方式，同時將政府所擔負的任務與達成

此一任務所需花費之資源間做一連結，彰顯了政府活動的內涵與成本，人民可以

此衡量比較政府的效率與效益。整體而言，不但執政者的施政理念(如秉持「大

政府」或「小政府」的觀點)和政策的優先順序具體轉化反映在政府預算的編列

上，另一方面，立法者與監督者亦可從中勾勒出行政部門所可能面臨的問題，對

特定政策之發展具影響力，包括收入結構的調整、支出限額的改變、及計畫的裁

減或擴張等(徐仁輝，民 90：256)。 

    就政府預算的編列原則而言，國家的長程、中程與短程的重大政策規劃、財

政收支的推估、及資源分配的優先順位等，必須透過預算編列進行結構性整合，

以提高資源運用的效益與政策執行的效果。而由政府預算的編列內容，即可以反

映出政府行動的範圍、國家財富的分配狀況、政府對利益團體的開放程度、及政

府對人民的責任等(Rubin, 1997: 2)。例如，根據行政院於民國九十年頒布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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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政府中程計畫預算編製辦法」第六條條文規定「國家建設長期展望之訂定，應

揭櫫國家長期發展願景，有效掌握國家長程建設及發展方向，以凝聚全民共識，

發揮引導與整合各機關對相關政策、施政方針及施政計畫之功能」，各主管機關

依據國家發展長期展望研擬中程施政計畫與中程預算收支推估(第三章與第四

章)，該辦法並規定每二年至少檢討修正一次(第十二條)，最後，各主管機關再依

據中程施政計畫提出個案計算和年度預算(第五章與第六章)，是以，預算的內容

反映了政策的未來走向。 

    就預算審議過程來看，立法機關行使的經常性職權之一即為審查行政機關所

編擬之預算(憲法第六十三條)，雖然憲法第七十條規定：「立法院對於行政院所提

預算案，不得為增加支出之建議。」此一條文之目的無非是在防止政府的浪費以

減輕人民的負擔，及避免立法委員專為選區利益著想，動輒增加支持之提議(陳

新民，民 91：259)，不過，此一規定並不影響立法機關透過預算審議的權力來影

響政策的方向與內容，當其作出削減預算支出之決議時，政策規模勢必縮減，當

其作出刪除預算支出之決議時，組織與政策均將面臨終結之命運。由此一角度切

入，政策變遷與否除了觀察組織結構的調整和法律命令的修訂之外，另一個明顯

的焦點即為相關預算的編列變化。換言之，當民選的行政首長做出政策宣示，也

著手進行相關的法令修訂時，更為關鍵的是，相關預算的編列是否出現明顯的變

化，蓋「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沒有相對資源的配合與投入，執行機關亦很難有

所作為。 

    就政府預算的微觀角度分析，預算過程所涉及到的行動者包括行政主管、主

計官員、國會議員、利益團體、個人等，這些行動者各自追求不同的目標，行政

主管以爭取組織經費的成長來彰顯個人的政治能力和對所屬組織的貢獻；主計官

員以國家財政收支平衡和減少財政赤字為預算編列原則；國會議員將為選區爭取

建設經費視為服務選民的表現；利益團體為成員爭取私人利益的極大化；個人則

是希望稅收的減少和受到政府照顧。由於政府財政資源的有限，導致公共預算的

配置無法滿足各式各樣的需求，而必須訂出優先順序，形成偏好的選擇問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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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共支出的決策是一種選擇的政治，而多元參與者競爭支出的偏好，即是其

中一項重要的特徵(Rubin, 1997: 115)。 

    詳言之，政府預算不單純是技術考量的問題，更重要的是預算本身所反映的

政治性，從中也透露出政策變遷的些許玄機之處。總結地說，政府預算的政治特

性包括：(1)預算反映了政府將要做什麼和不做什麼的選擇，即反映了對於政府應

該提供哪些公共服務和身為社會成員的公民所被賦與的資格的多數共識。(2)預算

反映了不同方案選擇的優先順序，即預算過程調和了那些對政府有不同欲求的團

體和個人的競爭，並決定了「誰得到什麼」。(3)預算反映了滿足地方、選民目的

和滿足效率、效能和較大的公共目的之間的相對決策比重。即預算反映了立法者

對滿足選民利益的重視程度和傾聽利益團體需求的意志。(4)預算提供公民一個有

力的課責工具，瞭解政府是如何花他們所納的稅和是否遵照他們的偏好順序作為

施政依據。(5)預算反映了公民對不同課稅形式和課稅等級的偏好，同時也反映了

某些特殊的納稅人團體如何將稅賦負擔轉嫁給其他人承受。(6)在國家層次方面，

預算影響了經濟發展。(7)預算反映了不同的個人或組織影響預算結果的相對權

力，即預算決策提供了一幅有關政府內各部門、公民和利益團體等行動者之間的

權力圖像(Rubin, 1997: 1-2)。 

 

肆、重要人事的安排 

 

    古有名言：「為政在人」，任何的政策都需要有人去推動，這些人包括了負責

決策的領導階層與貫徹政策的執行人員，其中又以高層人事的安排最為關鍵。因

之，從重要人事的安排與異動中，通常亦會透露政策的未來走向，某種意義上，

也可能是宣告了「人存政舉，人去政息」的政策命運，這種實例在台灣不乏其例，

如歷任行政院長在位期間，都會擬訂一套建設國家的政策藍圖，但下台後此一藍

圖亦隨之在政府議程中消逝。舉例言之，為積極推行社區守望相助與普遍推廣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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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聯防警報連線系統，內政部於民國八十七年三月頒定「建立全國社區治安維護

體系－守望相助再出發推行方案」，台北市政府乃針對此一方案推動「社區安全

聯防」行動。初始階段是由政府與民間團體(如社區發展協會)共同合作，一方面

是結合社區資源舉辦「社區治安會議」，有效預防並打擊犯罪；另一方面希望透

過相關行動凝聚社區共識，增進社區居民的互動關係。到了八十七年底，因行政

首長易人與作風改變，本方案原由社會局負責，逐漸改由教育局接手，至此原以

「社區」為規劃與動員之主體的政策屬性，逐漸演變為以「學區」為規劃與動員

的主體(李宗動，民 90：28-30)。 

    再者，每一位主政者都有其自身之理念信仰和政治考量，塑造出不同的決策

風格，與政策網絡內的團體和行動者的關係亦親疏不同，在合縱連橫的策略應用

之下，還是有政策變遷的可能性存在。以金融政策的變遷為例，自國民政府來台

之後，鑑於在大陸時期的通貨膨脹和金融風暴的慘痛教訓，台灣在民國八十年代

的金融自由化政策，除了經濟解放的理論思維與經濟發展的現實需求等外在因素

外，民國七十八年大量開放新銀行的設立，更有強烈的政治考量，因剛接任總統

的李登輝在缺乏班底和無法整合既有政治勢力，又必須面對舊勢力的挑戰下，結

合本土的政經精英與各種財團資本，乃成為其日後得以鞏固政權的關鍵因素之一

(王振寰，民 85；林寶安，民 90)。就此觀之，在缺乏建立金融檢查制度和金融紀

律、推動公營金融機構民營化與強化競爭力的前提下，十多家民營銀行如雨後春

筍般成立，顯然是政治優位高於專業判斷，其中政權易手的因素更是突出。 

    上述的個案不僅是說明了社經環境與政策傳統的變化對政策變遷的作用，亦

佐證了在諸多行動者之中，政府部門中擁有決策權的關鍵人物出現更替時，對政

策的變遷與否確實能發揮臨門一腳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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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傳播媒體的報導 

 

    在極權政體或威權政體之下，決策過程是少數人得以與聞的黑箱作業，而主

要的傳播媒體又是由統治階級所掌控，成為政策的傳聲筒，是以，傳播媒體成為

統治階級教化人民、灌輸意識、政令宣導的工具，媒體報導的內容多是「舊聞」，

難以判斷政策未來的走向。民主政治是一種尋求共識的政治，政策制定者在決策

前開放外界討論，聽取不同的聲音，已成為民主治理的運作常態。隨著政治的解

放和社會的開放，加以新聞自由獲得司法的尊重與肯定，傳播媒體一方面在公共

問題的發掘和公共政策的評論扮演愈來愈重要的角色，吸引民眾與政府對特定問

題的關注；另一方面則是提供理性對話的平台，不同政策理念的擁護者可以藉此

一平台表達各自的政策立場和交換及整合意見。 

    持平而論，不是每一個公共議題都會引起社會大眾的關注與討論，也不是每

一個公共政策都會形成支持和反對陣營劍拔弩張的對立情勢，經由傳播媒體的報

導和助勢，不但能夠引起社會大眾注意，也可能激發論辯，達到議題設定的效果。

站在政策制定者的立場，在決策之前先在媒體上釋放風向球，也是一種有利的政

治戰術，不但可以達到創造公共討論、聽取正反雙方的觀點和論證、掌握誰是政

策提案的支持者和反對者、探測各方勢力對政策提案的激情程度的目的外，政策

制定者還可以瞭解政策提案的缺陷，或是在反對聲浪非常大的情況下悄悄地撤銷

政策提案，避免主其事者在政策方案未獲充分支持的情況下採納執行，招致致不

必要的困窘和敵視(Behn, 1978: 394)。換言之，若大多數人對政策變革持肯定的

立場，決策者可借勢使力推出改革方案；反之，若大多數人是持否定的立場，決

策者則可將其當作聽取社會意見的機會。 

    透過傳播媒體的報導來觀測政策的變遷與否，有兩個觀察的層次：一是媒體

報導的則數，一是媒體報導的方式。就第一個層次而言，傳播媒體作為一個重要

的公共論壇，在同一時間內所能吸納的議題有限，無法同時包容所有的社會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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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是以，媒體對議題的篩選與報導規模，決定了哪些社會問題得以通往後續政

策階段的重要關卡之一，也可以說是開啟政策窗的契機。至於媒體是如何篩選過

濾這些議題？則有不同的看法，有些研究人員認為媒體工作者是一個中立的行動

者，僅是單純地報導重要的事實；有些研究人員則指出所有的新聞都是社會建構

的，事件或議題之所以被報導，不是因為它在本質上具有客觀的重要性，而是符

合報導者所信奉的價值或服務的對象(Baumgartner & Jones, 1993: 106)。無論如

何，事件的衝突性和戲劇性是新聞報導的篩選原則，當不同的政治人物或政黨對

某項議題達成共識時，不會被認為是有新聞價值，只有那些有煙硝味的議題才會

吸引記者的新聞鼻，寫成可讀性較高的新聞(陳憶寧，民 91：89)。 

    就第二個層次而言，媒體是如何處理這個議題？即媒體所建構的議題意象為

何？蓋問題本來就具有多面向性的性質，在版面空間有限情況下，幾乎是不太可

能同時對一個議題的各個面向做鉅細靡遺式報導和陳述，必然是挑選特定面向陳

述。此時，媒體對政策意象的描述是正面或負面，不但可能影響了社會大眾對問

題的觀感，也可能傳達了既有政策是否發生變化的訊息。舉例言之，二次世界大

戰後，美國的農藥產業在媒體上建立了許多正面形象，包括促成農產豐收、結束

饑荒、消滅害蟲等、增加出口收入等，因此，包括美國政府在內，對於農藥的研

發和使用沒有出現太大的反對聲浪；到了 1970 年代，有愈來愈多的媒體報導是

從人類健康和環境生態等面向來報導農藥產業的問題，負面形象日益增多，包括

製造有毒廢棄物、對使用者和消費者的健康危害、對環境的污染等。政府部門的

政策立場由原先的積極支持轉向消極忽視、再轉為正面處理農藥使用的各種後遺

症(Baumgartner & Jones, 1993: 110-113)。 

    綜言之，這是一個傳播的時代，傳播媒體不但能維持議題的能見度，設定議

題的討論方向，亦能追蹤議題的後續發展與監督政府的相關作為。由於重大政策

的變遷可能對社會產生鉅大的衝擊，導致政治上的衝突，無論是政策變遷的支持

者或反對者都可能透過媒體傳達已方的理念與立場，該議題因具有新聞價值而成

為媒體報導的焦點，在政策變遷之前即為社會大眾所周知和討論。 

 69



 

 

第五節  結語 

 

    就科學研究的角度，社會科學主要是探討和解決與人有關的問題，雖然難以

像自然實驗一樣，針對各種政策進行社會實驗，其最大的爭議點莫過於道德倫理

的考量。不過，這並不表示所有的公共政策都是理性思辯下的最佳選擇。換言之，

當我們仔細檢視政策過程的各個階段，可以發現政策制定者解決社會問題的方式

有時亦像是在進行一連串的實驗：從問題的挑選與認定、目標的擬訂與標準的設

定、人類行為的假設、執行的方式與結果的評估等，可以搭配成數種或數十種以

上的組合，根據客觀或主觀的判斷，先選擇其中一種為多數人所接受的方案組

合，以可觀察的項目來驗證預期效果與實際效果之間的一致性，當 A 組合無效

時，便重新選擇 B組合，直到符合預期效果為止，這就是政策變遷的簡單邏輯。

雖然政策的實驗無法像自然科學的實驗一樣，在其他條件歸零後重複進行相同的

實驗程序，但是，政策上的實驗同樣是在重複相同的問題處理流程，只是必須加

上前一個政策的後果這個變數，如果政策可以控制實驗的社會情境，那麼，它的

科學探索邏輯與自然科學幾乎沒有什麼不同。 

    由前面章節的討論可知，政策變遷的類型可以分為政策接續和政策終結二種

類型，政策接續在變遷的規模較政策終結為小，既得利益者的抗拒力道自然較

小。在政策終結的定義中，包含一個「深思熟慮」的要素，它是意指一種理性的

過程，是經過預先規劃後的行為(Daniels, 1994: 450)，不過，實務上是否果真所

有的政策終結均是具備此一要件，或是政治因素的考量居多，則需要更多的個案

研究來檢證。此外，本研究認為政策變遷的類型化建構可以再細緻化，而不同法

律層次的變遷是一個值得考慮的面向，即可將政策接續和政策終結再分為憲法層

次、法律層次及命令層次的變遷，如此便可以更清楚地區分不同政策變遷形態的

難易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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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政策不是在真空環境中運行，可由組織結構的安排、法律命令的修訂、

人事安排的異動、預算編列的增刪及傳播媒體的報導等指標觀察預測未來的政策

走向。在研判上，不同層面的變遷信號及彼此間的關聯，均必須輔以過去的政策

經驗、主政者的施政風格、當時的環境系絡、及分析者的敏銳觀察力，才能清楚

掌握政策變遷的脈動，提出合乎邏輯的解釋。就目的而言，瞭解政策變遷的方向

與幅度，有助於掌握政策變遷的速度與預估政策變遷的可能結果，行動者可據此

做為修正行動策略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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