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政策變遷的外在環境與政策屬性 

 

 

    物質的變化起因通常可分為二大來源：一是個體內部的結構重組或轉變，一

是外在環境的壓力逼迫或催化。政策的變遷亦可作如是觀，同樣有來自內在和外

在的因素，尤其是當內外在因素同時起作用所造成的變遷現象最為複雜。如一項

針對制度的研究指出，社會制度的變遷主要有三種途徑(Goodin, 1996: 24-25)：一

是出自於「意外式」的變遷，即無自然或社會的作用力刻意介入，由於不同制度

之間的交互作用所激盪出的全新制度型態，是一種不可預見的現象；二是「演化

式」的變遷，類似於生物的進化作用，制度自然出現突變的形式，經由某種篩選

機制的運作，最適合某個社會發展階段的制度形式得以存活下來，其他形式則為

環境所淘汰；三是「意圖式」的變遷，即制度的變遷是經過個人或團體有目的性

的審慎設計下的產物，無論變遷的結果是否符合當初的意圖均屬之。除了此三種

基本途徑之外，有些制度的變遷則是三者的混合。 

    對政策變遷的解釋可以不同的角度切入，例如從政治上權力分立的觀點，立

法、行政與司法各擁其權，各司其職，而人民則是政府機關最終負責的對象。由

此看來，政策之所以變遷有四個來源：(1)立法機關利用政策監督權時時檢視政策

的效能，當效能低於政策期望時，即有可能重新修正或制定更具有效能的政策；

(2)行政機關手握政策執行權，利用專業之長設計政策工具，為求執行效率的提升

而調整政策工具；(3)司法機關職司法律解釋權，任何違憲的法律或命令、違法的

命令均有可能被宣告無效，必須另行修正或廢止；(4)人民為一國之本，具有「回

應力」的政府不能對人民的需求和不滿置若罔聞，必須有所舉措。 

    從經濟學的供需角度來詮釋，誘發制度(政策)變遷的驅力，主要可以分為二

種：(1)「需求導向」的制度變遷；(2)「供給導向」的制度變遷(Vira, 1997: 761)，

前者是指社群成員對現行制度不滿，認為無法滿足個人之期望，渴求有新的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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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取而代之；後者則是指現行制度的運行並無太大問題，但政治社群有能力和意

願提供新的制度安排。事實上，此二種導向應是相互配合的，若無需求，則雖有

供給，亦難發現制度生存的市場；若無供給，則雖有需求，實際上亦無法滿足此

一夢想。 

    事實上，政策變遷所涉及的層面非常廣泛，而影響政策變遷的因素亦不一而

足，甚且在不同的歷史時期、地理區域、問題領域、及政府層級的政策變遷，各

個因素的作用大小不均，很難判定哪一個因素的影響力較大，哪一個因素較小。

不過，由諸多過去的政策經驗中，吾人仍然可以發現一些影響政策變遷的「關鍵

性」因素，對於理順政策現象的規律有相當的幫助，此亦正是政策科學的研究價

值所在。除此之外，對於這些因素的探討，亦有益於瞭解政策變遷的方向與速度，

是決策與行動的重要參考來源。因之，本章將從外在環境和政策屬性兩個層面，

前者係外在導向的政策變遷力量，後者則是內在導向的政策變遷力量，論述與政

策變遷的因果關聯性。 

 

 

第一節  外在環境與政策變遷 

 

    所謂的「環境」，是指涉提供機會與威脅、資源與需求，且對政策的運作或

組織的發展構成制約作用的種種條件。在許多的理論分析中，環境通常是一個「既

定的」變數，並不是分析的重心，不過，在涉及到時間因素的理論建構中，似乎

不能對外在環境做出單純而平穩的假定，因為外在環境往往是一個變數而非「既

定」的常數。 

    Heclo(1974: 284-285)認為政策變遷是經濟發展、民選政治人物和政黨的政治

競爭、利益團體的運作、或行政專業智能增長下的副產品。同樣地，Sabatier 和

Jenkins-Smith所建構的政策倡導聯盟架構，其中心假定是政府的行動方案在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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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重大的外在事件的情況下，基本上是不可能出現任何改變，這些政策系統以

外的事件可歸納為：(1)社經條件的改變；(2)體制上的治理聯盟有所改變；(3)其

他次級政策系統的決策所引發的衝擊(Brown & Atewart, 1993: 91)。或許決策者不

致於全然如此被動，然而，有時政策變遷的確是需要外在催化劑的推助，才可能

水到渠成。本研究由諸多學者的分析討論中(Hogwood & Peters, 1983; Sabatier & 

Jenkins-Smith, 1993; Hall, 1993; Kingdon, 1995; Gunther, 1996)，歸納整理出外在環

境中，與政策變遷現象有密切關聯的幾個因素，包括：政經情勢的流變、執政權

的輪替、政策學習的效應、價值信念的轉變及意外事件的衝擊，分述如下。 

 

壹、政經情勢的流變 

 

    各國的政策變遷深受政治與經濟的發展所影響，每個發展階段都可能衍生難

以克服的困境，最後導致既有社會秩序的崩解，需要重建新的社會秩序，在此一

新舊階段的交替時期，通常也是政策變遷最為頻繁和規模最為激烈的時候。舉例

言之，在政治演變方面，1980年代後期以前蘇聯為首的共產主義國家迅速崩解，

出現所謂的「蘇東波」1浪潮，導致此一結果雖是象徵著民主與極權對抗的後冷

戰時代結束，以西方的民主政治逐步蔚為世界的主流價值。但是，各國的政治衝

突並未因此而消弭，此主要表現在二個方面：一、所謂的「民主化」，主要是以

英美之政治運作模式為模倣對象，各國間出現「成熟民主」、「鞏固民主」、及「學

習民主」等不同發展階段。一方面，對民主政治成熟的西方國家而言，由於並不

瞭解各國獨特的發展經驗，經常無法理解其他國家在鞏固民主或學習民主的過程

中所遭遇的難題，以致於關心變成干預，協助變成主導，致使這些國家在輸出民

                                                 
1 以前蘇聯為首的歐亞共產主義國家，在 1980 年代末期至 1990 年代初期，出現急劇的政治轉變，

先是蘇聯共和國(USSR)解體，繼之為「柏林圍牆」的倒塌，及波蘭等國的政治改革等，實行共

產主義極權統治的國家，紛紛裂解為以民族為單位的獨立國家，共產黨的一黨統治型態不是被其

他政黨取代，就是被迫轉型，經濟上改以市場經濟體制取代計畫經濟體制，此一政治上的集體轉

變被稱之為「蘇東波」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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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經驗時常受到在地國的質疑，成功的政策作為反而無法完全在他國複製再造。 

    另一方面，民主發展起步較晚的國家，導入英美式民主對傳統政治與社會所

帶來的衝擊，並不具有相同的容忍力和調適力，其痛楚使得有些國家的領導者在

現代與傳統間猶豫不決，經常在政策上出現忽左忽右的變化，而國內保守力量和

既得利益集團的掣肘更是民主化的一大阻力，其結果是，由於各國政治發展步調

的不一致，增加政治對話的困難度。二、全球化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形成，

需要更自由開放的市場和解除管制的政策，因此，先進工業民主國家內部也面臨

治理模式變革，連帶地觸發一波波的政府改造運動，以提昇政府的治理能力及國

家競爭力(劉坤億，民 90：2)；然而，相對於先進工業國家挾資金與技術在全球

各地開疆闢土，開發中國家一方面為了保護與扶植本土產業的生存與發展，需要

更強而有力的政府實施管制性政策，一方面為了引進外國資金與技術協助產業升

級，也必須在政策上提供優惠待遇，採取解除管制的政策，此二種策略交替在政

治上的靈活運用創造更多的經濟利益，也形成時緊時鬆的政策變遷現象。 

    在經濟情勢方面，自 1930 年代後，強調擴「大政府」經濟功能的社會福利

學派，在 1970 年代面臨兩次石油危機和政府失靈情形日增後，受到愈來愈多的

質疑，新右派經濟學(或稱新古典經濟學派)在 1970 年代未期後成為新的政策典

範，修正政府的經濟角色，強調回歸市場機制的重要性，包括英國首相M.Thatcher

和美國總統 R.Regan等人，有不少政策主張都是受此一學派所影響，如減少社會

福利支出、消弭財政赤字、採取低度管制、及推動民營化政策等。到了 1990 年

代之後，對新右派的政策效果開始出現批判與反省的聲音，而有所謂的「第三條

路」或「新中間路線」，A.Giddens即為其中之代表人物。這些反省的聲音諸如民

營化是否真能解決市場壟斷與生產無效率問題，抑或只是政府透過處理國家資產

的手段來解決財政困境；國營事業轉型後，原來國家與公民間的關係亦轉變成資

本家與消費者的關係，以社會的公平正義為考量也將被市場的成本利潤法則所取

代；一旦所有的國營事業民營化之後，政府用以調節市場失靈的政策工具亦隨之

減少。由此不難看出，一國的經濟情勢與決策者所信奉的經濟觀點往往會改變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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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所扮演的角色，導致政策變遷的出現。 

    事實上，盱衡近一世紀來經濟領域中有關政府角色的論戰歷史，主軸實為公

共服務究竟應該是由公部門或是私部門來提供，在「社會公平」與「經濟理性」

的信念之間做一取捨，而政府的政策就在二者間游移。關於此一爭論的解決之

道，Hogwood和 Peters(1983: 203-204)建議，可先回答幾個相關問題後再來做決

定公共服務應該由誰來提供： 

  1.哪一種組織安排的型態對於服務的配送是適當的？此一問題包含應該考慮

哪一種類型的組織、如何界定其管轄範圍、及與其他組織的關係； 

  2.負責遞送服務的組織應該如何向政府、公民、及其組織成員來負責？此一問

題包括了經費來源、管理者與員工的任用、及有效的獎懲機制； 

  3.公民對於組織所提供之財貨或服務的價值、品質、及時機，應該擁有幾種選

擇？此問題包括了公民對於生產什麼和消費什麼有沒有決定權； 

  4.公民應該對其所獲得的財貨或服務付出什麼代價？此一代價應否和其消費

的數量、需求、或支付能力相關聯？ 

  5.組織成員應該被賦與多大的裁量權來決定產出的數量和分配？ 

當主政者開始認真思考這些問題之後，才能較客觀地判斷政府在經濟領域內的存

在價值為何，民營化是否有助於資源的有效使用和顧客滿意度的提升，同時又不

至於以犠牲社會正義為代價。基本上，與此類似的政策辯證亦在其他政策領域中

上演，只是問題焦點、信念價值、論述主軸、行動者角色等不同而已。 

 

貳、執政權的輪替 

 

    政治體制對公共政策影響為何？仍尚未有定論，蓋政治體制是個多面體，諸

如威權／民主、軍事獨裁／市民參與、左翼／右翼、集權／分權、總統制／內閣

制等，很難用簡單的量化測量或虛擬變數處理(Gunther, 1996: 158)，尤其在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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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政策的比較方面，有其實際上的困難，最好是針對單一國家的政治體制進行

長期研究，如此可自動控制許多干擾變數，可以就目標變數做較有意義的分析。

如 Gunther(1996)從研究西班牙的政策變遷中發現，政策的發展不能純粹歸諸社

經的歷史遺產因素，即工業化的延遲或社會結構的差異，不能解釋所有的政策異

例，執政權的輪替才是重要的解釋變數。作者的討論焦點包括決策型態的改變和

政策內容的變遷上。在決策型態上，從威權政體轉型到民主政體的過程，重要政

策的制定由缺乏意見與利益匯集的過程、由行政部門的少數領導者所單獨決定，

轉變為擴大參與的層面，包括國會議員及政府以外的利益團體代表都有參與高層

決策的機會；在政策內容方面，主要是以預算支出和租稅政策的改革為例，在轉

型過程中，政府稅收不但增長，而且更具有公平性與正義性，投入在基礎建設(如

教育)和社會保障的支出比例亦顯著增加。 

    民主政治的基本原素之一就是政黨政治，在民主社會中如果沒有政黨的存

在，很難想像在多元個體之間如何形成共識，如何維持國家機器的運作，及如何

推動政策的制定與執行。此誠如Hungtington所言：「一個沒有政黨組織的政權，

不僅缺乏推動社會變遷和吸收變遷所產生的制度衝擊，且促成政治、經濟和社會

現代化的能力也相當有限(1968: 398)。」在近代民主政治體系中，政黨在平時是

陳述公共議題和滙整分歧利益的溝通工具，在選舉中是有組織的競選機器，在取

得執政權後是經營政府的代理人，在未掌握行政權時則是政府活動的監督者。因

之，政黨對於議題的論述與議程的主導上必須保持高度的動態性，隨時因應人民

的需求或偏好而調整，以贏得多數人民的支持。在民主政治尚未成熟的國家，政

黨競爭可能流於派系鬥爭，以意識形態或私人利益主導政策制定過程；但在民主

政治成熟的國家之中，政黨競爭其實就是公共政策的評比，政黨以理念和政策為

主要訴求，透過選舉過程來檢視執政黨的施政表現，最後以投票方式來決定執政

權的歸屬2。 

                                                 
2 並不是所有的學者都同意這個論點，因為有些政黨和候選人為了吸收選票，在一些重要的或具

有爭議性的議題上，有時會刻意保持模糊，以避免因明確表態而流失支持者，以台灣地區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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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知，在選舉過程中，各政黨和候選人必須提出各種政策主張來吸引選

民的支持，而最終能獲得較多數人認同的政黨或候選人，自然可以取得執政的地

位，其政黨黨綱或政策理念便可以藉由行政權的掌握予以落實。自政黨的角度觀

察，在朝執政的政黨若在下一次選舉中勝選，意味著其政策績效獲得肯定，政策

維持的可能性較大，漸進式的政策變遷模式較為常見，政策變遷的幅度亦會較

小；反之，若執政黨無法在選舉中得到選民的支持，表示人民對當前政策的不滿

意或其他政黨有更佳的政策替選方案，是以，換黨執政後推動政策變革乃理所當

然之事，甚至會出現許多政策創新的個案，作為選民兌現競選承諾的表現。這也

是為何Sabatier和 Jenkins-Smith會認為，選舉結果是否屬於導致執政權易手的「重

要選舉」，通常也是政策是否會發生變遷的關鍵(1993: 222)。 

    舉例言之，1972年 J.F.Kennedy當選總統後，由美國國會通過「州及地方財

政援助法」，聯邦政府依據五個指標對州及地方政府提供補助款，與其他法案不

同之處在於，州政府及地方政府不需要提出詳細的計畫。事實上，這個政策在

1966年就已經是共和黨的黨綱，是一種藉由支持州政府及地方政府直接向人民提

供財貨與服務，進而削減聯邦政府角色的重要工具(Kirkpatrick, Lester & Peterson, 

1999: 221)。民主黨的 J.Carter當選總統後，將此一政策的優先性提高，將補助金

額大幅提高，作為具為代表性的內政政策；共和黨的 R.Reagan 上台後，重新描

繪聯邦主義的路徑圖，不但是削減聯邦政府在提供財貨與服務方面的角色，同時

亦要削減州政府與地方政府在提此一方面的角色，導致此一政策在 1986 年劃下

句點。 

    要言之，民主政治既是政黨政治，即有執政權輪替之可能，一旦執政權輪替，

                                                                                                                                            
最敏感的即為統獨議題，即使是陳水扁代表民進黨參選民國八十九年的總統選舉期間，提出「新

中間路線」來處理兩岸關係，以化解中間溫和選民對民進黨主張台灣獨立的疑慮。另外，如

Down(1957)在《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一書中指出，理性選民會投票支持在議題或

理念上的立場最為接近的政黨人，而一個理性的政黨則是希望爭取最大多數的選民支持，當大多

數選民在許多議題的立場上是趨中的常態分布時，是各政黨的立場自然而然會向光譜的中間移

動，當某一政黨往光譜的一端移動時，它必須冒著失去原有支持者的風險。雖是如此，本研究認

為各政黨或各候選人，在選前仍會就選民所關切的重要議題提出主張或對策，不僅可做為與選民

之間的政治約定，也可以和對手產生區隔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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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改變實為自然之事，否則執政權輪替的價值無由彰顯。執政權輪替之所以

能帶來政策變遷主要是建立在兩個命題之上：(1)新的執政者具有新的民意基礎，

被賦與改革的正當性；(2)新的執政者與既有的組織和政策沒有太大的關聯，不受

到既得利益的牽絆，較有動機和能力推動政策變遷。因此，值得進一步探討的是

這兩個命題在經驗上是否成立，即檢證不同政黨上台後，是以延續既有的政策路

線為主，或是改途換徑，推動政策的變革。此外，執政權的輪替與憲政制度設計

的相互作用，可能出現「一致政府(unified government)」或「分治政府(divided 

government)」的治理模式，此模式影響的是政策變遷的可能性，此為下一章的討

論重點之一。 

 

參、政策學習的效應 

 

    Hall(1993: 278)將政策學習(原文是用「社會學習」這個名詞)定義為「針對過

去的經驗與新的資訊，有計畫地調整政策目標與執行技術的一種企圖」，並在文

章的註釋中指出此種學習過程是中性的，不表示學習所得的政策一定能夠獲致更

好或更有效率的結果，就如同嬰兒的學習結果可能出現好的行為或不好的行為。

Sabatier(1993: 42)則將此種政策取向的學習界定是「涉及到思想或行為意圖上的

持久性改變，這種改變乃是起因於過去的經驗，與實現或修正個人或群體之信念

體系的律則有關」。Dolowitz和Marsh(1996: 344)將政策移植界定為「在某時某地

所創造出有關政策、行政安排、制度等知識，在他時他地被運用在發展政策、行

政安排和制度的過程」，基本上這也是政策學習的應用形式。統而言之，無論是

使用「經驗汲取」、「政策移植」、或「政策擴散」等名詞(Rose, 1991; Dolowitz & 

Marsh, 1996; Godwin & Schroedel, 2000)，所指涉的都是為了解決相同的問題或達

成某些目的，一個創新的政策或信念在不同的政策系絡中被複製和被應用，隨著

時間的推移，各國的政策逐漸形成「趨同」的現象(Bennett, 1991: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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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學習不是近一、二十年才出現的情形，如Stone(1999: 55)指出，政策移

轉已經有很長的歷史，早在十九世紀，由於帝國主義的擴張，在亞洲、非洲和拉

丁美洲等歐洲國家的殖民地，即可明顯地看到殖民國的法律典章、議會制度、流

通貨幣、以及官僚結構的直接強制性移植；二十世紀初期，則可以看到前蘇聯共

產主義的意識形態和政治制度輸出到東亞和東歐等國家。只不過到了二十世紀中

期以後，各國政府所採取的政策學習大多是出自於自發性的選擇，以發展理論的

說法，發展的起步較慢或速度較緩的國家，為縮短發展過程所可能出現的摸索期

和陣痛期，或是直接跳過中間的發展階段，就會向發展程度較高的國家汲取成功

經驗和失敗教訓。尤其是在二十世紀後期進入全球經濟化時代之後，許多國家為

了能夠加入世界經濟體系，不得不學習或移轉先進入國家所共同建構的制度和規

則，沒有太多自由選擇的機會，如早期的「關稅暨貿易協定(GATT)」和取而代之

的「世界貿易組織(WTO)」所訂定的多邊自由貿易架構即屬之，這些都是屬於間

接強制性的移植型態
3。 

    政策學習或移植的項目不祗是政策的目標、內容、及工具而已，尚包括行政

技術，制度配套，意識形態，政策的理念和概念，及負面的經驗教訓(Hall, 1993; 

Dolowitz & Marsh, 1996: 350)。對政府部門來說，依其學習的標的對象，可以分

成幾個層次的學習： 

  1.組織本身過去經驗的學習：組織的歷史是很有價值的遺產，由於不需要考慮

組織特性的差異，是最為節省時間和資源的學習方式，唯一要注意的是，時

                                                 
3 Dolowitz & Marsh(1996)將政策移植分成三種類型：(1)自願性移植，最主要的動力源自於對現有

政策的不滿意，不滿意的原因則是由於政策失靈造成問題的持續惡化，只好借重他國之政策經

驗，若移植成功則可以減少不滿，若移植失敗則可轉移部分的課責焦點。決策者在學習的標的、

移植的時機、移植的程度等，有較大的選擇權。(2)直接強制性移植，目前國與國之間的強迫性

移植政策已非常罕見，倒是超越國界的組織在這一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最為人所熟知的組織即

為「國際貨幣基金(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和「世界銀行(World Bank)」，在同意提供
低廉的貸款給某個國家時，附帶條件是要求實行某種經濟政策。決策者可以選擇的方案十分有

限，甚至被限定執行的時間。(3)間接強制性移植，由於問題的「外部性」，致使相互依賴的國家

之間必須採取共同的行動來解決問題；技術的落後迫使該國必須向先進國家學習新技術以創造競

爭優勢；區域經濟體的形成導致該國喪失單獨行動的經濟效益；及國際上對特殊問題的定義和解

決方案取得共識，為加入國際社會而被迫接受和執行相同的方案等，這些都是各國採行相類似政

策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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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系絡的轉變可能限制政策經驗的再生與複製的效果。 

  2.同部門內的學習：被學習對象同為政府部門組織，如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取

經、縣市政府間或部會間的相互觀摩倣效，此種學習必須考量到組織間的異

質性，且必須是各組織間有很高的自主性，才有可能提供滋生政策創意所需

要養分，進而創造互相學習的機會。 

  3.跨部門間的學習：被學習對象為屬於私部門的企業組織，如近年來所興起的

政府再造運動，政府以企業為師，在組織結構的重構、工作流程的重設、及

觀念思維的重塑等方面，汲取私部門的成功改革經驗。不過，公部門在引進

市場機制和企業經營的理念時，必須考慮到公、私部門之間對概念定義的相

容性。 

  4.跨國間的學習：是甲國向乙國移植成功政策經驗的模式，尤其是在全球化的

浪潮下，各國彼此互相合作的機會大增，以歐洲共同市場的整合為例，各會

員國必須有相同的政策邏輯，且必須有同質化和標準化的市場，才能促進彼

此之間對話與交流，政策學習不但有其理論上的可能，也有其實務上的必要。

Dolowitz和 Marsh認為，在跨國間的政策學習中，通常國與國之間的地緣關

係並不是決定學習對象的最重要因素，意識形態和資源的相似性才是必要的

先決條件(1996: 353)。 

    至於政策學習是否必然能夠移植成功，可能仍是一個很大的疑問4，就如同

人體器官移植會出現排斥現象一樣，決策者學習他國政策來解決類似問題時，除

了必須面對政策的支持者和反對者之間的爭論外，另一個更值得注意的挑戰是，

與本國水土的相容性如何。誠如Stone(1999: 56)所指出，制度、政策、及理念可

                                                 
4 Rose提出政策移植成功的六項假設(1993: 132-134)：(1)單一目標的政策方案比多元目標的政策
方案更能夠被移植；(2)問題愈單純，愈可能發生政策移植的行為；(3)問題與對策之間的關係愈

能被直接認知，移植的可能性愈高；(4)政策的負面效應愈少，被移植的機會愈大；(5)執行機構

擁有愈多該政策在其他國家(或地區)如何運作的資訊，政策移植愈容易；(6)政策的結果愈容易預

知，移植愈簡單。Stone(1999: 58)認為，由於政策議題的複雜性和跨國經驗的互補性，各國的政
策企業家必須更有系統地去思考政策移轉的動態性。社會科學學者則可以提升對政策移轉或經驗

汲取的瞭解，包括在什麼條件下會發生政策移轉、何種程度的政策移轉適當的和有助於強化政策

實務、何時可能會導致政策失靈、及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幫助決策者做出最好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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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移轉，可以複製相同的組織結構和運作模式，但是，當地的環境和政治文化卻

可以孕育出不同的結果。以先進工業化國家為例，雖然各國的社經制度和結構基

本上是相接近的，諸如階級分工、生產關係和世界經濟體系等，但在現實環境中，

仍有一些差異存在，包括天然資源稟賦、各級產業相對規模、資本集中化程化、

依賴進出口程度、及所有權結構和管理策略等(Pontusso, 1995)，都可能成政策產

出的不同。要言之，推動政策或許可以借用相同的政策目標，而執行模式和所採

取的工具、程序卻是必須在地化，因此而得到不同的產出也是可以預期的。 

    政策學習或政策移植與政策變遷相關的面向是，大部分學者均相信，政策移

植現象和權力或政策過程多元觀點有強烈的關聯，移植過程會將新的行動者和理

念帶入決策過程之中，擴大政策過程所涉及的行動者數目(Dolowitz & Marsh, 

1996: 355)。不過，此一論點的弔詭之處在於，當政策移植的對象是制度、文化、

意識形態相似的國家(或地區)時，反而可能強化與此價值理念一致的現有行動者

在政策過程中的地位與權力，排擠其他行動者的加入，取代引進新理念的是鞏固

既有的價值體系，推翻多元主義者所強調的多元競爭政治(Dolowitz & Marsh, 

1996: 355)。此時，誰是移植者就顯得非常關鍵，也反映出政策過程是為哪些人

的利益而服務。 

    歸結言之，政策學習的結果大多是導致政策趨同，其基本邏輯是不同國家或

不同層級政府在面臨相同的問題時，傾向採取相同的解決方法。政策學習的壓力

可能是來自於對政策創新缺乏信心、對較佳解決方案的偏好、對解決問題的焦

慮、對他國的過度依賴、對強權的屈服等，在政策目標、政策內容、政策工具、

政策結果及政策風格等面向產生一致性(Bennett, 1991: 218)。 

 

肆、價值信念的轉變 

 

    所謂的價值信念，是指個人對外在事物的一種認知圖像和信仰體系，隱含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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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的主觀評價成份，其形成和個人的成長環境和社會化歷程有很高的關連性。如

心理學的研究很早即指出，人類的行為基本上就是個人價值信念的外顯投射，價

值信念透過社會化的過程而深入人心，形塑了個人的思考模式，建構描述和解釋

外在世界的方式，影響了個人的行動方向。是以，改變一個人的行為最持久而有

效的方法就是設法改變他的價值觀，但這並不是一件容易的事，可能需要很長的

潛移默化時間。 

    Sabatier和 Jenkins-Smith在其「倡導聯盟架構」中主張，政策行動者是利用

不同的「透視鏡」在觀察外在世界和接收資訊，以此做為複雜情境中的行動指南，

這個透視鏡的介面即是本身所信奉的價值信念。誠如 Behn所言：「價值信念的存

在建立了一個以此價值信念為框架的視野來評估所有政策核心前提，各個政策的

好壞是視個人所用來檢視的價值信念視框為何而定，價值信念的轉變可以讓一個

曾經被認為是有利的政策變成是有害的政策(1978: 400)。」要言之，個人所信奉

的價值信念不但形塑了個人對問題屬性的認知，同對影響了對各種解決方案的偏

好和評價，當價值信念改變時，對政府及其政策的好惡也可能跟著改變。如 Lester

和 Stewart(2000: 23)指出，在過去三、四十年間，因政治的轉換與價值的改變，

已經影響到公共政策的本質與方向，如對國家政府逐漸產生不信任感，並且以非

常直接的方式，支持地方分權或是「新聯邦主義」，此一現象是自 Nixon 執政開

始，而在 Reagan 政府時代加速進行。在政策的研究中亦發現，價值信念在政策

學習、政策移植、或議程設定等政策現象，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Rose, 1993; Hall, 

1993; Kingdon, 1995)，基本上，價值信念與政策變遷的關係可由空間與時間的面

向分析之。 

    在價值信念的空間面向，社會上同時會存在多種的價值信念，各種價值信念

的分歧程度往往會反映出政黨競爭的利基，進而投射在政策變遷的規模上。在價

值高度分歧的社會中，由於各種政策理念的整合較為不易，包容性的政策主張缺

乏著力點，政黨體制傾向多黨制發展，因之，理念型政黨的政治利基較大，取得

執政權的可能性亦較高，游離選民必須在各政黨的不同政策主張中「異中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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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旦理念型政黨上台之後，由於政治立場鮮明、政策主張殊異和信仰使命強

烈，出現激進式政策變遷的機率較高。反之，在價值信念具有高度共識的社會中，

較易蘊育出一黨制或兩黨制，世俗型政黨的政治利基較大，政黨要取得執政地

位，勢必走向世俗型政黨，由於政策趨同的發展趨勢，政黨的獨特風格趨於模糊，

游離選民必須在接近的政策主張中「同中求異」，而不論哪一個世俗型政黨掌權，

由於各黨政策的高度相容性，「蕭規曹隨」的漸進式政策變遷較易發生。 

    在價值信念的時間面向，隨著人類社會不斷地進展演變，個人和社會所持有

的價值信念會隨之不同，尤其是科技的發展，更是改變價值信念最有力的因子之

一，如生物科技的進展改變了人類對生命價值與倫理道德的觀念即是一例。不少

的政策個案研究則證實了價值信念的改變，是政策變遷的幕後推手(Sabatier & 

Jenkins –Smith, 1993; Hall, 1993; Lester & Stewart, 2000)。以美國教育政策為例，

有關學生學習成效不彰的爭論一直是存在的，不同價值信念的信仰者對此提出不

一樣的解釋，同時也做出截然不同的政策建議，促成政府在不同時期採行不同的

教育改革政策，如表 4.1 所示。自由主義的觀點對人性抱持樂觀的假定，相信只

要給予每個學生機會及不受無助於成功的教導環境所束縳，那麼每個人都會成

功，在此信念之下，教育失敗的根源是學校體系本身和教導環境大於個人因素，

除了心智障礙的兒童之外，每個學生都有汲取知識和發展工作技能的潛力，因

之，持此一觀點之教育改革者提出開放教室、個別學習、反種族隔離等，成為

1960年代和 1970年代教育改革的重點；保守主義的觀點則是對人性抱持較為悲

觀的論調，認為由於個人本身條件的限制(如缺乏天份、智力不足、學習動機薄

弱等)，並不是每個人都可以在教育領域獲致成功，是以在教育體系之中不可避

免地會存在一些失敗的個案，信奉此一觀點的教育改革者乃提出回歸基本學習、

強調閱調寫作與數學技巧、基礎能力測驗、支持種族隔離等，具體反應在 1980

年代的教育政策上(Lester & Stewart, 2000: 173-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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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美國教育政策的演進趨勢(1960年至 1990年) 

         年代 

面向 
1960-1970年代 1980年代 1990年代 

教育問題的本質 不公平的資源分配 表現不佳 文化霸權 

學習失敗的原因 缺乏資源 缺乏技能 缺乏自尊 

教育改革的提議 補償式教育 回歸基本教學 多元文化課程 

政策內容的細節

1965 年的中小學教

育法案(ESEA)、越區

就讀、社區控制 

記憶式學習、基礎能

力測驗 

文化多元並存、優先

照顧弱勢族群、提供

誘因給少數族裔 

資料來源：Lester, James P. and Joseph Stewart, Jr. 2000. Public Policy. 2nd ed.,  
          Belmont, Calif: Thomson Learning. p.179. 

 

伍、焦點事件的衝擊 

 

    Kingdon(1995)認為，問題與解決方案通常是已經存在，能不能排上政府行

動的議程，在於政策的機會之窗能否開啟。換言之，問題的解決通常是必須先經

過察知和界定的階段，有時並不是問題不存在，而是沒有太多人注意到，或是雖

然有人察覺到問題的存在，卻因為各自解讀的紛歧，而難以對行動方案形成共

識。政策變遷的情形亦復是如此，在政策推行之後，反對勢力不會放棄任何改變

現行政策的努力，抵制執行或要求變革的聲浪未曾平息，只是這些聲音可能過於

微弱而不受重視，或是反對者間對變遷時間或變遷方向沒有交集，致使原有政策

運行不墜，不過，當焦點事件發生時，不但聚集了大多數人的目光焦點，也可能

撼動現行政策的有效性，凸顯政策變遷的迫切性。 

    所謂的「焦點事件」，是指在特定的地理區域出現突發的、不尋常的事件，

對某些群體造成立即而明顯的傷害性，或是在未來會發生嚴重傷害的高度可能

性，且此一事件是為政策制定者和一般大眾所察知的(Birkland, 1998: 55)。焦點

事件經常導致政策變遷的原因在於具體證實了現行政策失靈的因果故事(Stone, 

1989; Kingdon, 1995; Birkland, 1998)，為支持政策變遷的團體或政策行動者提供

了具有說服力的論述。由於政府的議程空間有限，僅有事實數據或統計指標的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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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時並無法讓問題吸納足夠的注意力，得到權責部門的重視，此時，突發的

焦點事件(尤其是災難性事件)便有可能創造出新的機會，將政府的注意力導引到

此一問題的有效解決上，如 1970 年代的兩次石油危機，讓美國重新調整其能源

政策，不但開始保護國內的石油蘊藏，也積極尋找替代性能源。 

    換言之，不論是天然的或人為的災害出現，對於吸引社會大眾關注議題具有

順勢利導的作用，可立即產生聚焦效應。政策行動者雖然無法主導天然危機的發

生與發展，但並不表示沒有善加應用的機會，讓政策議題重回公共論壇和政府議

程之上。舉例言之，台灣地區的夏季只要氣溫偏高，幾乎都會上演限電的危機，

是台灣民眾揮之不去的夢魘，果若如前行政院長張俊雄所提供的數據顯示，即使

不興建核四，台灣在民國九十六年以前的電力都不虞短缺5，那麼，台電的限電

措施就是利用天然因素製造人為的危機，做為掌控民眾對電力問題的注意力和建

構核能發電為解決方案的策略(Roberts & King, 1996: 186)。 

    基本上，焦點事件的發生凸顯了現行政策的弱點，尤其是造成人民的傷害

時，益發刺激人民對現行政策的不滿，因為無效能的政策可以被修正、無效率的

政策可以被再造、過時的政策可以被革新、重複的政策可以被合併，這些都可以

利用不同政策接續策略來補救，惟有傷害性的政策則必須被終止，如行政院長張

俊雄在宣布停建核四政策同時，除了客觀資訊的陳述外，亦採用「示警式論證

(argument from alarm)」，特別著墨核能意外對人民所產生的傷害性，希冀能喚起

人民對核能悲劇的重視6，群起反對核四興建計畫。 

    當焦點事件引發重大災情時，政府若未能及時有效地予以回應和補救時，可

                                                 
5 根據台電公司估計，到民國九十四年、九十五年及九十六年，台灣的電力仍保有 19.2%、17.7%

及 12.5%的備用率，甚至比過去十年來任何一年的備用率都還高（民國八十二年為 4.2%，民國八

十五年為 5.6%，民國八十五年為 7.7%的備用率）。因此，即使在不建核四且無替代方案狀況下，

至少我們仍保有七年供電無虞的環境。(http://www.ey.gov.tw/web/menu_speech/chang891027-1.htm.) 
6 在車諾比核能事件後，受到輻射污染的人，光是兒童就有一百二十六萬，白俄羅斯嬰兒出生率

在隔年下降 50%，德國新生兒死亡率增加，芬蘭新生兒的畸形比率大大提高，義大利嬰兒出生率

也大大降低。這是一張從網路Down Load下來的照片，一個媽媽和她的小兒子作最後的吻別，他

原來是個活潑開朗的小孩，因為在受輻射污染的森林中玩耍，而患白血球症而離開人間。每當我

看到這張照片，我就知道我們應該防止這種悲劇再發生。(http://www.ey.gov.tw/web/menu_speech/ 

chang891027-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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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併發嚴重的社會失序，伴隨快速升高的民怨而來的是更為激進的改革訴求，對

既有的治理體系形成重大挑戰(湯京平，民 90b：70)，如八掌溪事件即是一例。

歸納過去經驗可以發現，許多組織在面對重大危機時，常常不能當機立斷，主要

是因為還眷戀於過去的美好時光，仍然全力在試圖恢復原來狀態，或是誤認為是

暫時性或偶發性的事件，未能體認到危機或災難之所以會發生，可能是現行的政

策機制已經喪失回應的能力，即使安然度過這次的危機，問題的根源並沒有消失

或解決，隨時都有可能再次爆發，對組織的衝擊更形嚴重。學者的研究亦發現，

政府對焦點事件的回應速度有時是取決於利益團體和聯盟的組織化程度，當聯盟

愈有組織，政策回應的速度愈快；反之，當聯盟的組織愈鬆散，因事件發生而引

起的政策變遷可能較為遲緩(Birkland, 1998; Godwin & Schroedel, 2000)，無論是

何者，稍有處理不慎，都有可能引發政治上的危機。 

 

    歸結言之，各式各樣的社會問題都不是孤獨地存在，許多問題包含有不同的

本質卻又是相互的連結，形成一種「綜合性的問題(synthetic problem)」，如通貨

膨脹問題、失業問題、社會安全問題等，彼此之間存有強烈的關聯性與連動性

(Braybrooke & Lindblom, 1970: 55)，形構成整體的政策環境，前述的各種外在環

境因素的單獨或同時出現，是促成個別政策變革的催化劑，連帶地對其他政策造

成外溢效應，為其鋪陳新的政策環境。 

 

 

第二節  政策本身屬性與政策變遷 

 

    在 Sabatier(1988)首次提出政策倡導聯盟架構雛形時，其中有兩個有關政策

變遷的假設：(1)只要次級系統內提案的倡導聯盟繼續維持既有的權力，該方案的

政策核心屬性就不會出現明顯的修正，除非上級管轄機關強制要求改變。(2)在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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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次級系統外部事件的干擾(諸如社經情勢、公眾意見、統治集團、或來自於其

他次級系統產出等的改變，政府行動方案的政策核心屬性不可能被改變(Sabatier, 

1999: 124)。這兩個假設指出了政策變遷的趨力來自於政策核心屬性的改變，而

決定核心屬性改變與否的因素包括了權力因素的作用和外在事件的影響，這兩個

因素都是屬於前一節所述的政策外在環境的作用，事實上，即使缺乏外在環境的

刺激，政策核心屬性本身的質變也可能導致的政策變遷，本節將就政策本身的屬

性與政策變遷之間的關聯性作一探討。 

    政策屬性所指涉的乃是構成政策內涵的基本要素，與政策問題的解決有直接

的關聯性，從分析政策本身的屬性中可以發掘到政策所隱含的優勢與劣勢，推敲

出政策發生變遷的內在根源。大抵言之，政策本身的基本屬性包括了問題本質、

政策目標、政策工具及政策成本(Bennett& Howlett 1992; Hall, 1993; Rose & 

Davies, 1994)。其中，政策目標所映的是人民與政策制定者對政策的價值偏好，

當人民或政策制定者對政策的偏好改變時，政策目標亦會隨著調整，因之，本文

在此以政策偏好替代政策目標作為說明的標的。問題的有效解決，有賴於此四個

政策屬性之間的密切配合，任何一個政策屬性與其他政策屬性失去有效聯結時，

很難獲致令人滿意的政策結果，有可能孕育出政策變遷的需求。以下分別論述此

四個政策屬性與政策變遷的關係。 

 

壹、政策問題的重構 

 

    吾人可以將政策問題可界定為「政治社群中一部分成員對社會現狀或現行政

策產生不滿的認知，透過各種方式向政府提出要求，促使政府採取適當的預防、

補救或救濟的行動」。本質上，政策問題具有多面向性，行動者站在不同的立場

就可能對相同問題提出不同觀點，即政策問題的建構有其客觀實存的要素，亦有

其主觀認定的面向，二者的組合拼湊出政策問題的意象，這個意象是否就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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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貌」實是不得而知，因為問題在社會建構的過程中已經摻入論述者的個人

價值與偏好，以致於每個人對同一問題會有不同的認知和解讀，對政策方案自然

會不一致的期待，而當行動者對政策問題的界定愈缺乏共識，政府採取行動的難

度愈高。由此觀之，政策過程所涉及的不僅僅是追求政策參與者取得共識的共同

目標，更艱鉅的工作是在抱持不同觀點的參與者之中建立一個集體行動的基礎

(Colebatch, 2002: 4)。 

    基本上，不同的問題界定反映了不同成員的價值觀和需求，也型塑了政策的

內容，誰能掌握了問題界定的論述權力，誰就主導了政策的方向與內容，是以，

政策問題的重新建構與否乃成為政策穩定與否的影響因素。如 Lester 和

Stewart(2000: 68)認為問題與方案之間的因果關係有各種不同的概念及開放式解

釋，要設計有效的方案，必須考量問題的特質與面向。舉例來說，現今的兩岸關

係問題，並不單純是政治問題，同時也是經濟、社會、文化、意識形態、乃至於

國際政治等方面的問題，單從一個面向剖析，勢必難以窺其全貌，更無法掌握政

策變化的脈動；核四興建政策亦是如此，除了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論爭

外，尚牽扯到政治立場與選票考量的糾葛，而非僅僅是電量供需的民生議題。 

    政策設計必然要考慮解決方案與政策問題之間的因果聯結性，兩者的關聯性

愈強，對症下藥的機率會高；反之，則可能出現不同類型的政策錯誤，各個行動

者在問題建構過程所採取的策略即是設法強化或弱化解決方案與政策問題之間

的因果關係，以問題界定的方式限定了解決方案重新設計方向。同樣地，若政策

制定者愈能清晰而明確地陳述政策問題的因果關聯，愈能夠設計出有效的解決方

案。由此可知，對政策問題本質的精確掌握實為形成有效解決方案的前提，也是

政策得以維持不變的原因，一旦政策問題的界定發生變化，社會大眾對問題和政

策的意象也會隨著改變，甚至造成政策管轄權限的重行分配。 

    Baumgartner 和 Jones(1993: 25)指出，政策的穩定與變遷構成政策發展的主

軸，政策意象與制度上的政策管轄機關則是影響政策發展的二大要素，而政策意

象與政策管轄機關二者之間又是相互關聯的，不同的制度安排可能或多或少會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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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有利或不利於政策的特定意象，同樣地，政策意象的轉變也可能導致政策管轄

權的移轉，改變了政策制定的競逐場域。換個角度來看，當政策的管轄權是被某

一個機構所牢牢控制時，政策意象改變的可能性大大地降低；反之，當政策意象

的改變被排除在外時，政策管轄權轉移的機率相對地較低。因之，政策意象與政

策管轄機關的結合不是產生劇烈的政策變遷，就是增強現行的權責分派，維持政

策的穩定狀態(Baumgartner & Jones, 1993: 38)。 

    因之，問題論述的方向與內容可能宰制了問題解決的管轄權、政策制定的參

與者範圍、解決方案的設計與選擇，乃至於政策成敗的責任歸屬。論述主導權的

競爭並不因為政策的制定與付諸執行而落幕，論述文本獲得決策者採納的一方，

必須隨時應付來自於其他論述者的挑戰，鞏固自身的論述地位；非主流的論述團

體則會繼續蒐集相關資料和證據，利用各種機會和管道來攻擊主流論述，意圖取

而代之。舉例而言，關於政府財政赤字的惡化，有些政策學者是持公共選擇理論

的觀點，認為公共支出的大幅成長主要是由於官僚失靈所導致的，因之，解決方

案為推動行政革新、政府改造等政策；有些學者則是從人口社會學的角度來解

釋，認為公共支出的不斷增加，主要是由於人口結構的改變，導致社會福利政策

的需求提升，因之，解決方案在於重新檢討和設計社會福利政策，以減輕政府的

財政壓力。質言之，對問題的不同的詮釋與論述，可能得到完全不同的解決方案，

哪一種解決方案會獲得採行，就看問題與方案之間的因果論證是否能夠為大多數

人所信服和接受。 

    最後，政策問題的重新界定，有時則是無關乎政策論述的形式，而是政策問

題本身的變化。每個政策的產生總是有其獨特的原因，每一回合的政策制定不可

避免地會引起某些政治上的回應，製造出新的問題，及啟動另一回合的政策制定

(Wildavsky, 1980; Hogwood & Peters, 1983)，因此，有人即認為決策較少是在「解

決」問題，僅是在「處理」問題(Zahariadis, 1999: 90)。易言之，在動態的政策環

境中，政策問題可能因為解決方案的執行而衍生其他問題或出現反效果，舉例而

言，台北市交通擁塞問題存在已久，問題根源之一在於郊區和外縣市進入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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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汽車數量太多，因而有人提出仿效新加坡政策的建議，以車牌號碼的奇偶數來

管制汽車流量，此一政策建議若被採行，立即可見的可能效應是，汽車數量會大

幅成長，那些真的需要以汽車為主要交通工具的人會同時擁有奇偶數車牌的汽

車，非但未能解決交通擁塞問題，連帶地會造成停車問題的惡化。 

 

貳、政策偏好的改變 

 

    民主政治理論是以人民作為國家權力主體的基本假定所推導的一套治理體

系，從規範性的角度，政策的制定以人民的偏好為考量毋寧是不證自明的原理，

雖然學者間對於公民是理性的、積極的和公善的政治行動者，或是冷漠的、無知

的和自私的政治行動者尚無定論，現實的政策制定是否真的以人民的偏好為依

據，有待實證研究的考據(余致力，民 91：4)。不過，從邏輯上來說，當民主體

制賦與人民享有透過定期選舉來決定政治人物去留的權利、對公共事務發表個人

意見的自由，在公共論壇中與其他人互動和討論的平等地位時，政策與民意、菁

英與民眾之間必然存在相當程度的互動關係。因此，由民主治理的觀點審視，吻

合民主精神的體制容許每位公民依其自己的想法，對公共政策和國家領導人選做

自由的選擇，不論最後的決定受到多少個人偏見的影響以及知識上的限制，或是

在集體層次上，透過此種選擇權所型塑的制度和政策在品質方面如何地令人失望

(吳乃德，民 89：59-60)，都無法否定政策的變遷應取決於人民偏好的民主價值。 

    對轉型中的新興民主國家而言，政治民主化發展加快了政治系統對人民需求

的反應速度，提升了政府運作的透明程度，縮短了問題與對策的時間落差，更加

凸顯了民意與政策之間的連動性。申言之，政府經歷民主化之後，面對公民參與

的普遍化，政府資訊的公開化、遊說活動的熱絡化、地方事務的自治化等，使得

政府在施政過程中，出現眾多干預政策的「否決點」，讓公民、利益團體和公益

組織更有效的介入政策過程，也敦促政府更敏銳地反應民眾的意向(湯京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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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a：204-205)。要言之，人民的偏好雖然未必與菁英的偏好一致，但在民主化的

過程中，政策承載人民偏好的比例將逐漸超越菁英偏好，這也是檢驗政策民主化

的重要指標之一。 

    政策偏好所指涉的是人民對政策優先順序的選擇，也反映了人民對政策結果

的期望，許多政策制定者也是令人民滿意為目標，只要政策的產出愈能迎合人民

民的期望，政策愈有可能維持穩定運作(Rose and Davies, 1994: 27)。事實上，任

何政策要同時滿足所有人民的偏好是非常困難的事，只要有政策，就可能會出現

反對者，尢其是涉及到利益分配的政策，引爆政治與社會衝突的可能性更大，因

之，人民偏好的差異性愈大，政策的穩定愈難以維持。再者，職司機關提出對策

不表示問題就會獲得圓滿解決，政策失靈所引發的副作用愈多，愈可能招致公民

對政策的不滿，雖然政策失靈的認定，如同問題的建構一般，每每是主觀的和政

治的(Dolowitz & Marsh, 1996: 345)，但政策失靈所引發的民怨仍可能成為催化政

策變遷的導火線。 

    換言之，不論是政策制定或政策執行，都可能遭遇到民意反彈的壓力，當反

對和不滿的聲音壓過支持和滿意的聲音時，極有可能導致現行政策的改弦易轍。

不過，這個論述雖然在理論可以證成，卻可能有實證上的困難，亦即當人民的偏

好與政策變遷的方向一致時，究竟是人民的偏好影響了政策的變遷，抑或是政策

變遷的結果改變了人民的偏好，二者之間的因果關係不易確認(余致力，民 91：

74)。如同政策問題的社會建構一般，人民的政策偏好亦有可能為政治人物或意

見領袖所說服，在政策變遷前後表現截然不同的立場。雖然沒有充分的證據足以

證明民意的偏好對政策的內容有顯著的影響力，但民意的風向的確是可以改變政

府施政的優先順序和政府對問題嚴重性的認知，尤其是民選的政治人物，對民意

的脈動更是敏感異常。 

    就長期的趨勢觀察，人民對政策的偏好和滿意度並非是一成不變的，以瑞士

的經驗為例，瑞士人民在 1990年以公民投票的方式通過有關核電廠的十年禁令，

維持舊有電廠的繼續運作，但核能電廠不再擴建，迫使政府必須尋求其他替代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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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十年到期之後，瑞士人民在 2003 年 5 月重新檢討是否要完全限制未來核電

發展，人民這次卻是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推翻禁止新設核能電廠的決定，顯示了民

意的翻轉(中國時報，92/10/12，A4 版)。吾人雖然無法瞭解此一轉變的系絡情境

為何，但可以確定的是，人民對政策的偏好是變動的。 

    綜合言之，當公共議程中充斥著一股熱情支持現行政策的聲音時，不但有利

於決策者繼續維持現行政策，也是擴大組織規模和爭取預算幅度的大好機會，決

策者也會大力支持專家在解決問題上的各種看法；反之，當公共議程中瀰漫著對

現行政策的批判音調時，決策者的態度將趨於謹慎保守，將更多的注意力放在組

織效能和預算效益的改進，甚至以政策改革為號召，重新爭取大多數人的認同，

改變不利的政治氣氛。無論是前者或是後者，都可能出現政策變遷的行為，只是

變遷的形式有所不同，前者多為政策擴張，後者多為政策限縮或政策終結。 

 

參、政策成本的考量 

 

    二十世紀當中，科學與技術的突破與發展，呈現倍速縮短的趨勢，雖然提升

了人類對宇宙現象的瞭解程度，同時也引發了許多前所未有的新問題，例如資訊

科技的進步衍生了資訊不對稱和資訊氾濫的問題、基因科技的突破對倫理道德界

限的挑戰、武器創新對戰爭的觀念與行為的衝擊等等。對政府而言，因應之道有

二：對於那些新興且難以預測的問題，政府在政策創新方面的確有很大的表現空

間，相對地，也必須投入大量的時間和資源進行研究和分析；對於那些已存在但

產生質變的問題，政府對現行政策非旦要定期檢討政策效果，必要時應有所變

革，才不致於將有稀少的公共資源浪費在無效果的政策工具上。 

    易言之，政策的執行總是需要成本的，資源條件是政府施政必須考量的限制

因素，管理上的規範性作法是，做為一個成功的領導者，並不只是願意接受新的、

不同的事物，還需要有意願和能力來改變現行做法，其首要之務，就是要把投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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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無效率或無效果的資源釋放出來(劉毓玲譯，民 89：86)。實際的情形則是，國

家的經濟狀況決定了政府的選擇範圍(Rose & Davies, 1994: 20)，當經濟情勢良好

時，政府的財政較為寬裕，不但有能力維持既有政策的支出，亦有能力提出擴張

性的政策支出，較可能出現創新的政策，進行政策結果的評估時，效益指標的優

先性較低，一些不符成本原則的政策仍有可能繼續施行；反觀經濟情勢不佳時，

政府的財政往往會受到連帶影響，必須採取限縮性的政策支出，此時必須重新思

考政府的角色，進行政策評估時，那些不必要的、浪費的、和不適當的政策就比

較可能成為被削減或刪除的對象。直言之，在政府財政能力有限的前提下，政策

成本的考量往往成為政策行動者倡導政策變革的正當理由，成本效益分析或成本

效能分析成為最佳的評估工具。 

    公部門組織的一個普遍特徵是，隨著時間的增長，組織在執行政策的無效率

和副作用會持續的累積，迫使得決策者最後不得不予以正視，重新計算該政策的

成本效益比是否超出可接受的範圍。以美國的農業政策為例，美國政府自「1933

年農業調節法案(1933 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通過後，即對小麥採取保證

收購價格，由美國政府補貼農民的收益，在 1950年代和 1960年代，更對小麥和

其他農產品提供出口補貼，這些農業補貼政策造成美國政府在 1980年代和 90年

代初期的支出明顯增加，1993年的補貼支出已經超過二百億美元，在預算赤字的

壓力下，已經到了不得不檢討的地步，再加上新自由主義共和黨人贏得 1994 年

國會大選之後，積極導入市場自由改革的論調，對政府的角色重新檢討，在行政

部門與國會經過一番角力過程之後，柯林頓於 1996 年 4 月簽署「聯邦農業改良

與改革法案(Federal Agricultural Improvement and Reform Act)」，改變政策工具的

類型，以市場取向代替政府補貼(Coleman, Skogstad & Atkinson, 1997: 281-283)，

以減輕政府的財政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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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政策工具的創新 

 

    政府的治理工具主要有兩種來源：一是科技的創新，一是觀念的創新。就科

技創新的層面而言，科技革命的成果除了促進社會文明的進化和生活品質的享受

外，也幫助人類對宇宙的本體有深一層的瞭解，更精確地掌握問題的本質和因果

關係，同時也直接或間接地促成新式政策工具的產生。是以，重新研擬有效的解

決方案和適時的推動政策變革，是當政者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舉例言之，近一、

二十年來，資訊科技在全球各國蓬勃發展，已成為人類繼工業革命之後另一重大

革命，改寫了人類的生活與歷史，可以想像的是，廿一世紀的骨幹將是以資訊網

路為主軸，對一切事物提供了一個新的準則與行為規範，因為資訊網路科技正在

改變人類社會的商業模式、工作模式、學習模式、以及生活方式，在全新的互動

過程中改變了社會與文化結構(徐恩普，民 87；楊世緘，民 89)，這也是政府近幾

年來積極推動國家資訊基礎建設和快速調整資訊發展策略的重要原因。 

    就觀念創新的層面而言，新知識提供政策創新的平台，在既有的知識基礎

上，經由政策經驗的不斷地累積，調整政策的工具選擇。一旦新的知識被創造出

來，便可能導致治理觀念的改變，可供選擇的政策工具範疇因而增加；同樣地，

舊的政策工具亦可能隨著知識的淘汰而被棄置，如 Kettl(2000: 488)指出，在傳統

官僚組織中，預算控制過程的效果不錯，但運用在私部門的資訊蒐集與提供個人

誘因方面，效果顯然較差；原先為阻絕政府遭受政治干預而設計的人事制度，也

已經證明無法適應新的挑戰，尤其是應用在追求創新的行政團隊，更顯得缺乏激

勵效果。又如受到管理主義的影響，公私部門的互動關係增加，界限愈加模糊，

復加上第三部門(非營利組織)的快速興起，對於社會問題的解決，政府已經不是

唯一的選擇，取而代之的是多元化的方案組合，國家機關在公共資源的獨佔壟斷

和權威分配的地位出現了競爭者，授權或契約外包成為國家機關與私部門、第三

部門共同合作，解決社會問題的新政策工具。歸納言之，無論是知識的創新或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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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思想的出現，都可能創造新的政策工具，提供更多元的政策工具選擇。 

    雖然政府可用的政策工具愈來愈多樣化，工具本身的優劣難以區分，以不同

的標準評估，可能會得到不一樣的結果。以能源政策的工具為例，可將其分為傳

統能源和再生能源二種類型，傳統能源包括石化能源和核能，再生能源指非耗竭

性能源，如太陽能、水力、風力、海洋能、生質能與地熱能等。政策制定者可以

由能源的密集度、儲存難易度、運輸可行性、環境污染度等面向作為評估標準，

傳統能源與再生能源各有其優缺點，如表 4.2 所列。若政策制定者賦與各個面向

相同的權值，可能陷入抉擇的兩難；若政策制定者特別重視某個面向，即可反映

出其對特定政策工具的偏好。 

 

表 4.2  再生能源與傳統能源的比較 

            工具類型 

比較項目 
再生能源 傳統能源 

1.能源密集度 低 高 

2.儲存難易度 困難 容易 

  (1)儲存成本 高 低 

  (2)儲存空間 短 長 

3.運輸可行性 低 高 

4.環境污染度 低 高 

資料來源：許志義、陳澤義，民 82，能源經濟學，初版。台北：華泰書局， 

          頁 322。 

 

    不過，工具的效用卻會因不同政策個案而有所差異(Hood, 1983; Howlett, 

1991; Salamon & Elliott, 2002)，對於政策工具的選擇，不應單純取決於主其事者

個人的偏好，而是必須能夠切合問題屬性的認定、組織結構的特性與當時的社會

系絡，且隨著環境的變遷而調整，否則原本極具效果的政策工具也可能失去時空

的契合性，與問題的解決產生脫節現象，以致於無法發揮效用。例如台灣在威權

統治時期，個人的自我意識被集體主義所壓制，在群體利益高於個人利益的前提

下，統治者可以輕而易舉地利用權威式工具來要求人民順服，或是以勸說式的政

策工具來進行道德教育；而在民主開放社會中，獨立的自我意識是被鼓勵的，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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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式或市場取向的工具，會更具有激勵效果。 

    政策工具的創新成為政策變遷的趨動力量可舉例說明如下。在兩岸談判架構

上，行政院陸委會過去一直是採取「單委託」機制，與「海峽交流基金會」(簡

稱「海基會」)簽訂委託契約，授權海基會就兩岸人民往來有關業務，與中共方

面相關單位或團體進行功能性與事務性的聯繫協商，以保障兩岸人民權益。立法

院於今(九十二)年十月九日修正「兩岸人民關係條例」，採取「複委託」談判機制

7，政府可授權委託多元的民間團體進行兩岸談判，海基會將不再是唯一處理涉

及公權力事務的兩岸談判管道。此一新的談判機制，將更能真實反映兩岸事務的

多面向、多因素和多利益的組合，及避免個別利益壟斷表達管道。在徵收土地機

制上，財政部開放地方政府可以採用「競價機制」來徵收既成道路，新機制是提

供二種徵收管道讓地方政府選擇，其一地方政府自己編預算，以競價採購機制，

最低價優先徵收；另一管道是由地方政府成立財團法人，由地方政府每年編列一

定預算，設定競價機制，由地主參與競標，以最低價格得標，財團法人向地主購

買後，規定捐贈給地方政府(中國時報，92/10/11，B1 版)。 

 

 

第三節  結語 

 

    毋庸置疑地，所有的政府活動都應該接受評估、修正、甚至於終結的可能性，

政策的變革究竟是起因於無法解決問題、政策的負作用過大、成本負擔太重、或

是價值信念的遞移等因素，及各個因素對不同政策變遷個案所產生作用力，都是

分析和評估政策變遷現象必須關注的重要面向。例如Roberts和King(1996: 27-31)

分析美國 Minnesota 州的教育政策變遷發現，重新設計教育政策的激烈變遷在

1980年代之所以能夠成功，除了新穎的改革理念—公立學校選擇權—獲得認同與

                                                 
7 兩岸人民關係條例第五條：「彈性引進民間團體協助協商。除海基會外，政府得逐案委託其他

具公益性質之法人，協助處理兩岸人民往來有關事務並簽署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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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企業家不遺餘力的倡導外，當時的系絡環境也出現幾個有利的因素：(1)教育

成效出現危機，「美國國家卓越教育委員會(National Commission of Excellence in 

Education)」在 1983年的教育評估報告指出，美國的教育正面臨平庸化浪潮高漲

的威脅，青少年的閱讀、寫作、拚字和計算等基本能力下滑；(2)經濟情勢的惡化，

美國在 1980 年代初期面臨經濟成長緩慢和國際競爭日增的挑戰，致使政府無法

由私部門汲取更多的資金，無力信守提供公共服務的承諾，必須重新思考資源的

配置和效益，包括教育項目在內；(3)尋求新的治理概念，1980 年代初期雷根上

台後，出現重新思考政府角色的跡象，包括政府的效能、回應力和成本，不再對

社會改革抱持積極、進取的態度，在「新聯邦主義」的旗幟下，目標是解除政府

在社會服務方面的負擔，隨之而生的做法是解除規制、減少保護和鼓勵競爭等市

場機制。要言之，外在環境與政策本身對政策變遷的推波助瀾效果在此一變遷個

案中可見一斑。 

    基本上，隨著時代變動的速度加劇，政策制定者應該體認到，政策的變遷將

成為一種常態，而不是異例，無論是外在環境的變化或政策本身屬性的質變，都

可能是導致政策變遷的因子。政策分析者也應該認知到，政策變遷的意義亦必須

置於當時的環境系絡之下，並掌握政策的內在本質，才能獲致完整而清晰的輪

廓。就政策的外在環境而論，政治經濟情勢的改變牽動了政策的資源和支持，執

政權的輪替賦與政策變遷的正當性，政策學習的效應促成政策的趨同化，價值信

念的遞移強化了新政策的理念訴求，焦點事件的發生則暴露了現行政策的傷害

性。就政策的內在本質而論，政策問題的重構改變了因果關係的聯結度，政策偏

好的轉變扭轉了政策方案的優先順序，政策成本的考量促成了無效率和無效能政

策的淘舊換新，政策工具的則是提供了更多的選擇機會。由前文的表述可知，不

同的外在環境因子和政策內在屬性，會對政策變遷產生不同的作用，也非所有的

內外在因素均會同時對特定政策的變革有所影響，有些因素的影響係數較大，有

些因素的解釋力較小，甚至對政策的改變沒有任何的貢獻。 

    觀照台灣近幾十年來的發展，在 1980 年代末期亦開始出現本質上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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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政治的解嚴與轉型、經濟的開放與自由，刺激了社會的多元發展和異質文化

的相互交流，這個趨勢因為與全球化的結合而更為激烈。基本上，決策者以不變

應萬變的策略已經無法處理和解決當前的公共事務和社會問題，勢必採取「變」

的思維，設計饒富適應性和動態彈性的政策，才能應付環境急劇變遷所帶來的挑

戰與威脅，開創新的契機與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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