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檢視與理論建構 

第一節 文獻回顧 

歷年來有關農會的研究堪稱汗牛充棟，為數十分可觀。一般而

言，關於農會之研究大致可分為下述幾個不同面向：第一、從組織面、

制度面介紹農會之功能；第二、關於農會政治性議題之研究；第三、

社會學者對於農會研究偏重於農會與民間社會關係網絡之探討。除此

之外，國內關於農漁會信用部之研究，約略可分為：第一、農業金融

專家多以經濟學或管理學角度進行分析，而以農會信用部經營績效為

研究主題。第二、農會信用部法制面之研究，探討金融監理制度、金

融機構合併法以及資產管理公司等議題。第三、從政策分析的角度切

入，以政策網絡模式觀點分析農會信用部之問題。茲將相關論文內容

扼要簡述如后。 

【表2-1】國內相關學系有關農會研究論文一覽表 

著者 論文名稱 系所 時間 

陳淑莉 台灣地區農會之政治經濟分析 

東海 

公共行政研究所 

民84 

劉怡君 台灣農會組織功能演變之研究 

台大 

農業推廣學研究所 

民86 

黃相博 
我國金融監理制度一元化之法

制化研究 

中正 

法律學研究所 

民87 

許淑春 台灣基層金融檢查制度之分析 

成大 

政治經濟研究所 

民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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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怡萍 
農會信用部經營之政治經濟分

析：以苗縣為例 

中正 

政治研究所 

民88 

葉淑儀 
金融機構之購併-分析金融機構

合併法 

台北大學 

法學研究所 

民89 

黃意琁 
問題農會信用部處理模式之研

究 

台大 

農業經濟學研究所 

民89 

黃士榮 
台灣地區設立全國農業銀行可

行性之研究 

台大 

農業經濟學研究所 

民90 

陳作家 
農會信用部經營危機與提昇競爭

力策略之研究 

南華 

管理研究所 

民90 

黃懷德 
台灣地方派系之研究---以關係

網絡的特質來探討戰後地方派

系之演變 

東吳 

政治研究所 

民90 

林心皓 
資產管理公司（AMC）相關法制

之研究 

東吳 

法律學系研究所 

民9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製表日期：民國九十二年 

《台灣農會組織功能演變之研究》 

作者的研究目的在於探討不同農業發展階段，台灣農會所呈現的

組織功能，以瞭解農會組織功能的演變。光復後至今，台灣農業發展

經歷了重建、成長、衰退、調整等幾個不同的階段。作者指出，研究

者據此將農會之發展劃分了四個研究階段，分析關於農會組織文獻

中，所呈現出農會組織功能意涵。 

《台灣基層金融檢查制度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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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從金融監理的角度探討基層金融檢查制度，並針對有關金融

檢查制度的相關變數進行討論，包括金融檢查機關、基層金融機構、

金融檢查制度本身及政經環境因素的影響，並探討台灣歷次金檢分工

之演進，從中分析現行基層金融檢查制度為何無法落實、績效不彰的

原因。研究指出現行基層金融檢查制度之缺失主要包括主管機關多頭

馬車、金融檢查事權不統一、政治因素干預金融檢查、金融檢查人力

不足、金融檢查作業流於形式等等，這些因素在某種程度上都影響著

基層金融檢查制度。作者嘗認為唯有健全基層金融機構之經營體質，

才能徹底解決現行基層金融機構弊端之一再發生。 

《農會信用部經營之政治經濟分析：以苗縣為例》 

作者以文獻分析法與深入訪談法為主要研究方法，並以苗栗縣

17個鄉鎮地區農會為分析對象，亦深入瞭解基層對信用部改制的看

法。作者認為台灣的農會信用部體制與政治的牽連頗深，組織外制度

環境和組織內體制規範對農會信用部經營和改革問題具有關鍵影

響。組織外制度環境因素，主要是包括歷史結構因素、國家機關和地

方派系介入等因素使得農會信用部經營受到極大影響。該研究欲探討

的即是這些影響農會信用部經營良窳背後的因素。作者運用新制度理

論的理論架構與該研究旨趣相互結合，建立其之分析架構，作為論文

舖陳主幹。 

《我國金融監理制度一元化之法制化研究》 

作者討論我國金融監理制度一元化之可行性，關於金融監理制度

一元化之概念與目的，有整體金融管理制度一元化或檢查權及處分權

一元化之方式，並從金融監理制度一元化之國際潮流，以德國、美國

及日本等三個國家之金融監理制度為例，作為我國改革金融監理制度

之借鏡。提出立法建議，我國應成立獨立之金融監理機關——金融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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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委員會——掌理全國金融監理事務，其中說明金融監理委員會組織

之基本原則、委員會在我國行政機關中之定位及委員會之職權內容，

委員會並得委託會計師行使公權力。 

《金融機構之購併-分析金融機構合併法》 

作者認為隨著全球購併熱潮之風行，國際大型金融機構的合併案

接二連三，其目的乃為了提昇競爭力而採取的合縱連橫策略，以因應

經濟全球化之趨勢。惟國內的情況卻大異其趣，雖有些是為了加強國

際競爭力所為之合併，但大部分已實現之金融業合併，大抵都屬經營

出現危機的地區信用合作社，由財政主管機關以概括承受之方式命令

銀行承受。八十九年十一月立法院三讀通過金融機構合併法，作者從

一般購併之動機意義及型態先予以說明，再敘明我國金融機構購併之

型態，加以比較我國金融機構之購併與一般之購併有何不同。並介紹

美國銀行機構之發展趨勢及經驗、我國金融機構合併法規範之主要內

容，以及除金融機構合併法外之其他法律中有關金融機構合併之規

範。 

《問題農會信用部處理模式之研究》 

作者運用比較研究法、文獻探討法、敘述統計分析法及 SWOT分

析法，綜合分析後提出以下四種問題農會信用部之處理模式：方式

1.問題農會信用部讓與其他金融機構；方式 2.問題農會與其他農會

合併；方式3. 勒令停業並清理農會信用部；方式4.派員監管或接管

農會。並從法規面、制度組織面、經濟（成本效益）面及執行面等四

個構面及其影響因素分析比較各種處理模式之優劣與利弊，得到下列

結論：在考量政治與社會安定之前提下，採取方式一、方式二及方式

四較佳，又問題農會信用部之處理具有時效性，為避免凝聚共識大幅

修訂法律費時，故排除方式二及方式四，而採取方式一，依據金融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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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合併法之處理模式，於農會法中明訂依金融機構合併法第十三條命

令讓與信用部及其營業所必須之財產之認定標準，並籌措財源以彌補

農會信用部淨值負數缺口。 

《台灣地區設立全國農業銀行可行性之研究》 

作者依照「策略規劃程序」，評估全國農業銀行設立之可行性。

透過建立構面、針對影響因素作 SWOT分析之後，選擇組成構面之策

略，進一步依照組織目標與使命提出全國農業銀行之具體設立方案並

加以比較。所獲致之結論如下：一、 台灣地區似有必要設立全國農

業銀行。二、 若採設立全國農業銀行的方式，法規面則沿用現有法

令優於專案立法；制度面則兩級制優於三級制；財務面，資本額宜高

於商業銀行之設立標準；業務面，未來朝綜合銀行的目標發展較具競

爭力。三、 依照組織的目的與功能的不同，成立新銀行與改制舊行

庫各有其優勢，乃農漁會信用部間的關係及未來發展方向也各有不同

所致。四、政策若著重於農漁會信用部的合併，兼顧建立完整之農業

金融體系，則本文建議採用設立新銀行的方式；政策若著重於成立的

時效、資本額及資產總值的規模，則本文建議採用改制合作金庫的方

式。 

《台灣地方派系之研究---以關係網絡的特質來探討戰後地方派系之

演變》 

作者以個體經濟不安全感的心理狀態為出發點，探討關係式交易

與關係網絡的特質。由於關係式交易是地方派系運作過程中，相當重

要的一個運作機制。因此，作者期望從對關係式交易特質的分析中，

進一步地方派系所屬之關係網絡在不同歷史階段中的政經環境之

下，地方派系的行為、結構會受到何種影響。基於此，作者將戰後地

方派系的研究區分為四個歷史時期，並分別以政治統治策略、工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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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治機制下之金融體制、生產技術---農業發展策略等政經環境的面

向來分析四個時期當中地方派系的演變，期望在跨時期的比較分析

中，找出制度變遷與地方派系演變甚至惡質化的一些初步關聯，並依

此對地方派系問題的處理提出在制度上以及統治策略上一些可行的

改善之道。 

《農會信用部經營危機與提昇競爭力策略之研究》 

作者針對我國農會信用部在地方金融所扮演角色，及農會信用部

近年來經營上的困境與危機做一剖析，並且探討處理問題農會信用部

的機制，同時利用問卷調查以瞭解目前正常經營之農會信用部所擁有

的競爭優勢，及未來以自願合併或改制為農業銀行、商業銀行、社區

便利銀行等方式，何者將是提昇農會信用部競爭力之較佳策略。該研

究針對農會信用部經營危機提出六項改善的可行策略。作者由問卷調

查中發現，農會信用部無論合併、改制、作價投資或維持現狀，在台

灣地區的基層金融服務仍然有必要性；農會信用部無論合併、改制或

作價投資銀行，金融機構資本額規模的大型化是必然的趨勢。 

《資產管理公司（AMC）相關法制之研究》 

作者對美國之重整信託公司（Resolution Trust Corporation，

簡稱RTC）作一完整之介紹，以供我國於實行資產管理公司時參考。

另除美國外，尚有日、韓及其他東南亞國家，由於亞洲金融風暴或其

他等因素，亦成立資產管理公司處理金融機構之不良資產，亦一併概

述。金融機構合併法於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正式經立法院三

讀通過，該法第十五條提供我國資產管理公司運作的法源依據。該研

究目的即在針對資產管理公司所涉及之相關法制問題加以探討，期能

於運作資產管理公司時提供參考。 

除上述學術論文之外，近年來政府機關亦致力於農漁會信用部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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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改革相關之研究。截至目前為止，與本研究相關之重要文獻如下： 

【表2-2】國內政府機關相關之研究報告一覽表 

著者 書名 出處 時間 

陳希煌 健全農會信用部體制之研究 行政院研考會 民86 

蘇財源 落實問題農、漁會信用部輔導與

監督之研究 

中央存款保險公

司 

民87 

黃得豐 農漁會信用部體制改革相關方

案 

中華民國加強儲

蓄推行委員會金

融研究小組 

民90 

郭石吉 面對基層金融問題—檢視全國

農會信用部改革研究報告 

監察院 民90 

郭石吉 健全農業金融體系之改革方向

專案調查研究報告 

監察院 民9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製表日期：民國92年 

《健全農會信用部體制之研究》 

政府為瞭解農會信用部體制所存在之問題，以便調整農會信用部

體制，促進農會信用部繼續發展，乃由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於

民國八十五至八十六年，委託台灣大學農業經濟研究所對此問題進行

研究。由委陳希煌、黃振德、黃介良教授共同參與研究。研究發現，

台灣農會體制問題表象雖然很多，其本質則是「財產權」問題。因此

該文之調整構想乃以促進農會財產權之明確化為解決問題之主要手

段。最後，其調整構想建議採「階段性規劃」做法。 

《農漁會信用部體制改革相關方案》 

由黃得豐、何聰賢、黃文真、林智沛、李聰勇等人合著，該書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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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財政部八十九年度研究發展報告，對於農漁會信問部問題之解決與

改革極具參考價值。首先就農漁會信用部之現況以及其面臨之問題加

以分析，並且針對該問題研擬解決之道。進一步探討美國、日本、韓

國、德國及荷蘭等國之農業金融體制改革，作為我國農漁會信用部體

制改革之借鏡。然後提出我國農業金融體系改革之可行方案，分析其

優缺點，最後則針對我國農業金融管理體系提出改革之建議及結論。 

《面對基層金融問題—檢視全國農會信用部改革研究報告》 

監察院之「政府對金融機構管理與逾放比升高之問題研究」小組

所進行之專案研究，由林秋山、黃武次、廖健男、李瑞珠、黃朝琴等

人於民國 89年期間負責研究。該報告由農會及農會信用部之功能與

重要性談起，兼論及農會信用部之現況，並且整理出問題農會之處理

模式共計四種，分別為接管制度、合併制度、信用部撤銷許可，以及

存保機制。此外，亦諮詢農會代表、台北市政府、內政部、行政院經

濟建設委員會、中央銀行、中央存保公司、台灣省合作金庫、財政部

以及行政院農委會之意見；最後則歸納整理出政府主管機關之政策趨

向。 

《健全農業金融體系之改革方向專案調查研究報告》 

該研究報告為監察院針對健全農業金融體系之改革方向，為整

合各界分歧之意見，督促政府速謀對策，尋找最適合農業金融體系長

久發展的改革路線，所進行之研究。該研究目的除了探討我國農業系

統金融現況之缺失與健全之道，並探討主管機關對農業金融政策及農

業金融體系之策劃審議是否允當，計畫之訂定與制度之建立是否落

實；分析農會信用部財務、業務現況，探討其改革之方向及可資採行

之配套措施；探討健全農會信用部上層組織之必要性及可行性，及各

項方案之利弊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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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了上述相關文獻之後，吾人不難發現歷年來關於農漁會信用

部的研究頗為豐富，有從經濟學或管理學角度進行分析，亦有從農會

信用部法制面進行研究，從政策分析的角度進行研究者亦有之。本研

究僅從公共行政及公共政策之觀點進行研究，而本研究動機乃基於農

漁會信用部改革政策出現大逆轉，故筆者擬從政策變遷的角度切入，

探討台灣農漁會信用部體制改革之相關議題。 

以下是國內關於政策變遷的相關學術論文，茲整理如表2-3： 

【表2-3】國內相關學術論文一覽表 

著者 論文名稱 系所 時間 

許耿地 

政策形成與政策變遷:我國高速鐵路建

設計畫個案研究 

中興 

公共政策研究所 

民83 

陳威逅 

公共政策變遷與發展:以核能四廠興建

為例 

中興 

公共政策研究所 

民84 

陳品芬 

俘虜型管制政策之研究:農會信用部之

互惠網絡模式分析 

東海 

公共行政研究所 

民86 

范宜芳 

美國「失依兒童家庭救助」計畫之研

究：政策變遷的觀點 

政大 

公共行政研究所 

民89 

蔡武軒 網絡社會與公共組織變遷之研究 

東海 

公共行政研究所 

民89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製表日期：民國九十二年 

茲將上述之論文扼要簡述如后。 

《公共政策變遷與發展:以核能四廠興建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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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試圖以政策變遷理論分析反核者的理念、反核運動發展的

過程，以及反對核四政策的發展過程。在政策變遷理論的探討方面，

作者分別以政策變遷類型、政策次級系統之互動及政策壟斷等角度探

討之：依序為B. W .Hog wood與B. G. Peters之政策動態學（Policy 

Dynamics）、Paul A. Sabatier之倡議聯盟架構（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的政策變遷，最後是 Frank R.Baumgartner之斷續均衡

模型（Punctuated equilibrium）。 

《俘虜型管制政策之研究:農會信用部之互惠網絡模式分析》 

作者以鐵三角互惠網絡為分析架構，描述管制機關、基層農會以

及民意代表三者所形成的互惠網絡如何俘虜農會信用部之管制政

策。並以俘虜的觀點，分析農會信用部之管制背景，剖析日據時代、

戒嚴時期、解嚴後民主轉型等三個時期，基層農會信用部管制之情形

與背景。作者認為，整個基層金融的管制被一個龐大的利益共同體所

架空，此利益共同體的成員包括政府官員、民意代表以及地方派系三

者，以經濟及政治利益為其基礎，形成利益與共的結盟。 

《美國「失依兒童家庭救助」計畫之研究：政策變遷的觀點》 

作者嘗試以「政策學習」觀點為基底的「政策變遷」途徑，來

解釋政策不斷變遷的現象，作為傳統以衝突觀點來詮釋的另一途徑，

並建立出分析的架構，據以詳細檢視美國「失依兒童家庭救助」計畫

在1935-1996年這段期間各階段為何改變、如何改變，以及改變的層

次與幅度，以證實過去政策的經驗與結果會影響未來政策的走向。該

研究發現，「政策學習」觀點認為「先前政策執行的經驗會影響到後

續政策的修正」（或「政策修正是對先前的政策有意義的回應」）是正

確的觀察，政策的改變未必皆是權力的競逐、衝突的妥協，也可能是

理性、有意識地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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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形成與政策變遷:我國高速鐵路建設計畫個案研究》 

作者從環境壓力及外環境之衝擊探討高鐵計畫之政策形成過

程，及高鐵方案可行性研究暨方案規劃之內容。並以政策論證的方式

探討高鐵計畫政策性爭議，包括探討政策論證涵義與要素、爭議的緣

起、正反雙方爭辯之論點、替代方案評估，官方談話及專家學者建言

及民意調查意見等。另外，作者從政策變遷的觀點分析高鐵計畫的變

遷與賡續，包括分析政策變遷涵義與類型、政策賡續的特徵與重要

性、高鐵計畫的政策轉型、民間參與制度之形成與法制面之建立等。 

《網絡社會與公共組織變遷之研究》 

作者以文獻分析法（Archival Research）為主要研究方法，對

於「網絡社會」、「治理」與「公共組織變革」三項主要概念，蒐集國

內外學者針對公共組織探討之著作、期刊、論文等相關文獻進行內容

之分析，最後從中擷取值得參考的理念與做法作為研究之建議。作者

認為在網絡社會下，政府型態及功能上產生轉變，從由上對下的監督

與控制，轉變為強調彼此間的溝通與協調。因此，在政府統治的過程

中，便有賴於非政府組織參與公共事務管理的工作，故共同治理

(co-governance)的概念正成為一個或某些行政能力或統治能力的相

關隱喻。 

檢視上述的文獻後筆者發現，國內學術研究從政策變遷觀點探討

公共政策的個案，包括「我國高速鐵路建設計畫」個案研究、「核能

四廠興建」之個案研究，以及美國「失依兒童家庭救助」個案研究。

在這些個案研究當中，其中只有「核能四廠興建」之個案研究一文，

曾嘗試運用倡議聯盟架構（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進行個

案的分析。 

倡議聯盟架構於 1987年由薩巴提爾（Paul A. Sabatier）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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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雖然在國外已被大量運用來進行研究，然而國內運用倡議聯盟架

構所進行的個案研究仍屬有限。國內唯一一篇運用倡議聯盟架構進行

研究的學術論文《公共政策變遷與發展:以核能四廠興建為例》，於民

國八十四年付梓完成後至今，陸續有多位的學者分別在1995年、1998

年及 2001年發表了關於倡議聯盟架構的最新文獻，使個案研究的成

果不斷地充實倡議聯盟架構的內涵。然而在此段期間內，國內運用倡

議聯盟架構進行個案的研究卻堪稱稀少。 

因此，本研究擬試圖以政策變遷的觀點，運用倡議聯盟架構

（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作為台灣農漁會信用部體制改革

政策分析之理論基礎。關於倡議聯盟理論部分，將在下一節理論闡述

中詳加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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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理論闡述 

本論文運用「倡議聯盟」的研究途徑（Advocacy coalition 

approach），分析政府實施「農漁會信用部分級管理措施」後遭遇全

國農漁會信用部反彈，引發農漁民上街遊行的困境。本節將闡述「倡

議聯盟架構」之概念意涵，影響政策變遷的兩種外在因素，以及政策

次級體系（policy subsystem）內的運作。下一節將運用「倡議聯盟

架構」探討農漁會信用部改革中，各種不同倡議聯盟所的信念，以及

信念結構的改變如何導致政策的變遷。 

一、「倡議聯盟架構」（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之定義 

倡議聯盟架構（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簡稱ACF）最

早由薩巴提爾（Paul A. Sabatier）於1987年提出後，普遍被視為

是大有可為的政策過程理論之一（Menno Fenger＆Pieter-Jan 

Klok,2001：157）。 

倡議聯盟架構的文獻自1987年首次發表至今，已被運用於從事

環保、能源、教育、國防、電信通訊管制等領域之政策研究。此外，

倡議聯盟架構不僅僅在美國本土被大量運用，在西歐、加拿大、澳洲

等國家也陸續出現以倡議聯盟架構進行東歐問題、社會政策以及國家

發展等方面的研究。尤其特別是對於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國家而言（當然不僅限於OECD國家），ACF似乎可運用於各種不同的

政策領域和政治系統中（Sabatier&Jenkins-Smith,1999：125）。 

倡議聯盟（advocacy coalition）係指政策次級體系內一組由

公私部門行動者所組成的團體（Sabatier&Jenkins-Smith,1993：5；

陳恆鈞，民91：58）。薩巴提爾與史密斯（Sabatier&Jenkins-Sm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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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倡議聯盟界定為：「由來自不同職位的行動者所組成（包括：民選

與常任首長、利益團體領導者、研究者等），這些行動者之所以聚集

在一起，係為追求共同的「信仰系統」（belief system）--係指一組

基本價值、因果假定以及對問題的認知—而這些行動者隨著時間仍將

維持相當程度的協調性」（Sabatier&Jenkins-Smith,1993：25）。由

此可知，倡議聯盟是指由具有共同信仰的行動者所組成的團體。 

倡議聯盟架構可以用來解釋政策變遷（policy change）。倡議

聯盟架構將政策變遷1視為在一個既定的政策次級系統之內，其主要

的信仰系統隨著時間所做的變動。以往學者將政策變遷視為是，持著

不同價值或利益的團體在既有體制架構之下，所作的權力競爭結果

（Easton,1965；Truman,1962；陳恆鈞，民91：58）。然而，此種觀

點並未能解釋國家何以採行該項方案，因而另外提出較具詮釋力的

「政策次級系統」（policy subsystem）架構。該架構基本上試圖整

合「由上而下」與「由下而上」的兩種研究途徑，以及藉著倡議聯盟

和政策取向學習等概念來解釋政策變遷與執行過程（陳恆鈞，民91：

58）。由上述可知，倡議聯盟架構可以用來解釋何以政策會發生變遷，

提供研究者從「政策次級系統」之觀點來分析政策的變遷。 

倡 議 聯 盟 架 構 係 建 立 在 四 項 基 本 命 題 上

（Sabatier&Jenkins-Smith,1993：16-17）：首先，了解政策變遷的

過程至少需要十年以上的時間來觀察。這項命題主要係受到 Weiss

（1977）「啟蒙功能」（enlightenment function）的影響，Weiss認

                                                 
1
 Ｂ.W.Hogwood與B.G.Peters在《政策動態性》（Policy Dynamics）一書中指

出（Ｂ.W.Hogwood＆B.G.Peters,1983：25），「所有政策本身就是一種政策變

遷」（all policy is policy change）。任何政策隨時都在變遷，任何事情也

都不是停留靜止不動的，它隨時都在不斷的改變。在現代變遷中的社會，政治

與政策變遷是普遍而正常的現象，這就是所謂的政策動態性（Policy Dynamics）

（許耿地，民8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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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不應該從短期決策制定的觀點來觀察政策分析對於政策制定者之

影響，事實上很多影響是長期的、逐漸累積形成的，可能要歷經十年

以上才能看出政策執行的成敗；其次，必須透過「政策次級系統」

（policy subsystem）來掌握長期的政策變遷過程，政策次級系統的

成員不同於傳統的鐵三角（iron triangles）--行政部門、國會與利

益團體，乃將範圍拓展至公私部門的行動者，如記者、研究人員、政

府分析家、利益團體領導者等。亦即不能單以狹隘的政府機關之變遷

來詮釋政策變遷。 

第三個假定是政策次級系統的成員通常包括政府各個層次的行

動者，例如地方執行政策的人員可能會視不同的實際情形，分別將政

策轉化為許多不同的具體決定，以執行中央所賦予的政策任務；最

後，公共政策執行必須涵蓋現實目標的「信仰系統」（belief 

system），該系統涉及價值優先性、重要因果關係的認知、世界狀態

（包括問題的重要性）的認知、政策工具有效性的認知等。 

二、兩種影響政策變遷的外在因素 

根據一般系統理論的看法，政治系統或政策次級系統是整個社

會系統的一部分，政治系統或政策次級系統內的政策決定（policy 

making），會受到各種的社會、法律或資源等因素的影響。薩巴提爾

與史密斯將影響政策變遷的因素區分為穩定與動態二種：前者是即便

經過幾十年也相當穩定的變項，後者則為在幾年的短時間之內，容易

因 為 重 大 的 變 動 而 受 到 影 響 之 層 面

（Sabatier&Jenkins-Smith,1993：17）。 

如圖2-1所示，圖的左上方係相對穩定變項（relatively stable 

parameters），左下方則是影響政策變遷的外在動態事件。茲就二種

因素之內涵要素分述如下（Sabatier&Jenkins-Smith,1993：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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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政策變遷的倡議聯盟架構圖 

資料來源：Sabatier&Jenkins-Smith,1993：18；陳恆鈞，民91：159。 

（一）相對穩定變項（relatively stable parameters） 

1. 問題領域的基本特徵：具有排他性的公共問題，當然會影響

政策執行；對於量化數據具有高度敏感性的公共問題，如空

氣污染，也會影響政策變遷。 

2. 自然資源的基本分配：經濟部門資源的分配狀況絕對影響社

會的財富與政府施政的預算結構。 

3. 社會文化價值與社會結構：不同的文化價值與社會結構影響

政策執行的變遷，例如台灣農業屬於小農經濟與美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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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農業政策的執行上要採取不同的策略。 

4. 基本憲制結構：基本憲制結構通常是比較抗拒變遷，例如法

院的角色和行政法的基本規範，通常經過幾十年也相當穩

定。 

（二）動態事件變項（dynamic events） 

1. 社經條件與科學技術的變遷：例如台灣加入 WTO後，對台灣

農業所形成的衝擊將影響政府的農業政策。 

2. 系統治理聯盟（systemic governing coalitions）的改變：

例如選舉過後執政黨可能會易幟，國會生態也大幅改變，治

理社會的聯盟當然也跟著改變，從而影響公共政策的變遷方

向。 

3. 來自於其他次級體系的政策決定與衝擊：例如，來自於「能

源政策」的決定與衝擊，必然影響「環境保護政策」的發展

方向。 

三、政策次級體系 

傳統的「鐵三角」觀念假定衝突是存在且侷限於少數的參與者

之間，然而事實上並非如此。倡議聯盟架構則認為，衝突的層次和不

同的倡議聯盟是否認同信仰系統的次要層面（secondary aspects）

和核心層面（core aspects）有關（Sabatier&Jenkins-Smith,1993：

24）。 

政策次級體系存在的理由，在於一組行動者不滿當前的政策體

系忽略了他們的問題所在，而亟思透過聯盟的力量，改變當前的次級

體系。因此，一組具有相似的規範性與因果性信仰而組成的聯盟組

織，基於擁有共同分享的價值信仰與相同的政策立場，乃成為政治運

作的黏著劑（a glue of politics），因而採行若干宣導策略，以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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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政府的政策，當然最終的希望是能夠得到具體的政策產出，這種

產出所引起的衝擊將會回饋到倡議聯盟（丘昌泰等，民88：120-121）。 

在大部分的次級系統中，倡議聯盟的數目可能很少，甚至只有

一個倡議聯盟。大致來說，一個複雜的政策領域都會擁有二至四個倡

議聯盟，其政策立場與價值信仰可能相互對立。例如，美國淨化空氣

法修正案（the Clean Air Coalition Amendment）草擬過程中，出

現淨化空氣聯盟（the Clean Air Coalition），其中包括以環保團體、

環保官員、環保議員為主體的團體，主張以嚴格標準修改淨化空氣

法。另一方面，則出現經濟可行聯盟（Economic Feasibility 

Coalition），主要係以汽車公司、能源公司、若干勞工團體以及支持

該項政策立場的國會議員等，他們的基本立場是希望能夠放寬不合理

的空氣污染管制標準（Sabatier&Jenkins-Smith,1993：24）。因此，

兩個倡議聯盟的信仰與主張皆不相同，甚至可能是相互對立。倡議聯

盟彼此之間所採行的策略可能會相互衝突，但透過中間的政策掮客

（policy brokers）的協調，就容易取得平衡的政策影響力。 

薩巴提爾與史密斯認為，政策菁英的信仰系統包含三個層次：第

一層次是深度核心（deep core）或規範核心（normative core），其

基本特性為基本的規範性與本體論思想，是某項政策立場的哲學基

礎；第二層是核心邊緣（near core）或政策核心（policy core），

係指為達到深核信念的基本策略；第三層次是次要層面（secondary 

aspects），是執行政策核心的工具性決策與資訊搜尋。如表 2-4所

示，這三個層次當中，深度核心是最難改變的信仰概念，其次為政策

核心，要改變次要層面則較為容易（Sabatier&Jenkins-Smith,1993：

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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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經過修正之政策菁英的信仰系統結構 

 深層（規範）核心 

Deep（Normative）Core 

政策核心 

Policy Core 

次要層面 

Secondary Aspects 

定義 基本規範和本體論思想 為到深層核心信念的基

本策略 

為執行政策核心所需的

工具性決策與資訊 

範圍 遍及整個政策次級系統 全部的政策次級系統 通常只是次級系統的部

分 

變遷 

可能性 

很難；類似於改變宗教信仰 困難；但如果經歷嚴重脫

序的現象則會發生 

比較容易；適合行政和立

法決策的範圍 

要素 

例證 

1. 人的本質 

（1）本性惡vs.可贖罪

（2）自然的一部分vs.

可支配自然 

2. 各種終極價值的相對重

要性：自由、安全、權力、

知識、健康、愛情、美麗

等 

3. 分配正義的基本標準：誰

的福利最重要？自我的

相對權重、主要團體或下

一代 

基本規範的規則： 

1. 基本優先價值的定

向 

2. 哪些社會團體的福

利最重要 

 

實證的構成要素： 

3. 問題的嚴重性 

4. 問題的基本原因 

5. 政府與市場間權力

的適當分配 

6. 各政府單位間權力

的適當分配 

7. 各種政策工具（如解

除管制、保險、教

育、直接給付）的選

擇 

8. 社會的解決問題能

力（例如零和競賽

vs.相互合作；技術

的樂觀vs.悲觀） 

9. 民眾的參與vs.專家

vs.民選的官員 

10. 政策核的政策偏好 

1. 在特定場合的問題層

面之嚴重性 

2. 隨著時間在不同的場

合中，各種因果關聯

的重要性 

3. 關於行政規章、預算

分配、個案的裁決、

法律解釋與修正 

4. 關於特定方案或機構

之績效方面的資訊 

資料來源：Sabatier&Jenkins-Smith,1999：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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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重要名詞界定 

壹、倡議聯盟（advocacy coalition）之界定 

倡議聯盟（advocacy coalition）係指政策次級體系內一組由

公私部門行動者所組成的團體（Sabatier&Jenkins-Smith,1993：5；

陳恆鈞，民91：58）。Sabatier與Jenkins-Smith將倡議聯盟界定為：

「由來自不同職位的行動者所組成（包括：民選與常任首長、利益團

體領導者、研究者等），這些行動者之所以聚集在一起，係為追求共

同的「信仰系統」（belief system）--係指一組基本價值、因果假定

以及對問題的認知—而這些行動者隨著時間仍將維持相當程度的協

調性」（Sabatier&Jenkins-Smith,1993：25）。 

貳、政策變遷（policy change）之界定 

Ｂ.W.Hogwood與B.G.Peters（Ｂ.W.HogwoodB.G.Peters,1983：

25）在《政策動態性》（Policy Dynamics）一書中指出，「所有政策

本身就是一種政策變遷」（all policy is policy change）。任何政

策隨時都在變遷，任何事情也都不是停留靜止不動的，它隨時都在不

斷的改變。在現代變遷中的社會，政治與政策變遷是普遍而正常的現

象，這就是所謂的政策動態性（Policy Dynamics）。由於時代不斷的

在進步，社會中的許多現象也隨時都在變遷，因國家資源有限，政府

行政發展迄今，各國財政均不斷的發生緊縮，如何讓有限資源發揮最

大效用，不致產生排擠效應，政策需隨環境作適當的變遷，此乃政治

系統中正常的情況（許耿地，民83：110）。 

一、 政策變遷之類型： 

Hogwood與 Peters以組織、法律、預算為指標，將政策變遷分

為四種類型，實際上政策變遷很少是單獨存在其中一種，通常是四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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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的混合（Ｂ.W.Hogwood＆B.G.Peters,1983：25－29）： 

（一）政策創新：政策創新意指政府活動進入以前未曾有的領域。這

樣的變遷本質上是有目的的，因為通常政府不會冒失的進入一

個全新的活動領域。因為活動是全新的，所以沒有既存的組織、

法律、預算，這些都需重新建立（陳威逅，民84：8）。 

（二）政策賡續：政策賡續指某項政策或計畫在執行一段相當時間

後，由於時間與空間情況改變及各種環境因素影響，該項政策

以不可能以原來面貌繼續執行下去，但是也不會真正的被終

止，而是以各種方式賡續去達成政策的目的（吳定，民 86：

290）。 

（三）政策維持：政策維持意指一個現行的政策、計畫或機關繼續以

同樣的特質、任務與方向運行之。政策維持之原因有：1.人類

惰性的結果；2.明確決定的結果；3.政策終結失敗的結果；4.

政策賡續失敗的結果（林水波，民73：179）。 

（四）政策終結：乃泛指一個政策、計畫或機關的撤銷，並未構想另

外的政策、計畫或機關以取代。但事實上，政策甚少被終結，

其原因為：人類並沒有企圖發動任何之終結行為；人類往往無

法貫徹到底地進行政策終結過程，使期貨致最後的結果（林水

波，民73：180）。 

Hogwood與 Peters將四種政策變遷類型之特質依目的、組織、

法律、經費作為指標，分別整理如表2-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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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四種政策變遷類型之特質 

政策類

型指標 
政策創新 政策賡續 政策維持 政策終結 

目的 有目的的 有目的的 調適的 有目的的 

組織 

無現成的組織 至少有一組織

會變遷 

無目的性的組

織變遷（即沒有

因管理的因素

而在工作上有

政策導向的變

遷） 

目前的組織

可能終結 

法律 無現成的法律 有一些特殊法

律修正 

不修法律 廢止所有相

關法律 

經費 無原有的經費 有些原有經費 預算仍維持 終止所有經

費 

資料來源：Ｂ. W. Hogwood ＆B. G. Peters（1983）, Policy Dynamics（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p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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