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政策變遷研究的檢討 

 

 

    二十一世紀初的兩個重要趨勢為全球化與權力下放，對政府的治理模式形成

三種挑戰(Kettl, 2000: 495)：(1)適應的問題—如何調整傳統的科層組織結構與人

事制度，著手從事水平與垂直的整合，使其更符合民主課責的精神；(2)能力建

立的問題—強化政府在變遷社會中的有效治理與管理的能力，擴大從事公共事務

者的視野；(3)規模的問題—重新梳理不同治理層級的功能，界定各級政府應該

扮演的角色，執行組織再造的任務。此三大挑戰無論是在結構面、管理面、或思

維面，都觸動政府在全球化的潮流下應該進行治理模式變革的神經，從而在制度

與政策方面有所革故鼎新，在全球化的歷史洪流中站穩腳步，重塑國家的競爭優

勢，有關政策變遷的研究乃逐漸受到學界的重視。 

    政策變遷固然不是一個新鮮的名詞，但在過去的政策研究中並不是一個受到

高度重視的理論面向，相較於政治變遷、經濟變遷及社會變遷等概念與理論的發

展，政策變遷的主題在這個高速輪轉的變動世界中，仍有極大的探索空間和理論

價值。在此之前，宜對目前研究成果有所認知與瞭解，蓋對研究者而言，利用科

學的方法來追求知識是一種相互合作的和相互依賴的事業，研究的價值有時不只

是在於研究本身的創新與發現，若能完成或擴展前人所未竟其功的研究，也是有

其貢獻(Cooper, 1998: 1)。因此，在建構本研究的分析架構之前，宜就目前政策文

獻中有關政策變遷的各種學說觀點作有系統地檢視，並指出當中的不足之處，透

過這種對話的過程，如此將有助於瞭解前人的研究成果、釐清研究問題的本質和

提出適當的研究假設，在經過邏輯論證和經驗檢證的過程，自然可以達到政策知

識的創造與累積的目的。 

    在本章的結構安排方面，首先，整理與政策變遷主題相關之研究文獻，分別

就政策變遷的動態和政策變遷的類型兩大部分加以扼要陳述，前者主要是描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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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變遷的過程、政策變遷的發生原因、及分析政策變遷的重要變項，後者則是檢

視學者們對政策變遷的類型化建構。除了各種理論要點的呈現外，並在各個段落

之末提出個人的看法與評論。其次，在審視文獻之後，說明本研究的主要問題意

識，經過一番思索過程，進一步建立本研究的分析架構，並簡要描述架構內各個

構面的意涵及其相互關係。 

 

 

第一節  政策變遷研究的五種途徑 

 

    Hogwood和 Peters在《Policy Dynamics》一書中開宗明義指出，「變遷」在

政治和政策的世界中是普遍現象，這個說法雖然是陳腔濫調，可是大部分研究政

策的學者都未能瞭解「變遷」這個議題的真實意涵，以至於無法掌握政策的動態

過程(1983: 1)。作者進一步指出，雖然我們常用「創造」、「誕生」、「創新」等名

詞來形容新政策的提出，好像政府不斷地在制定新的政策，事實上，新政策在政

策議程中所占的比例很少，大部分的政策制定都是以政策接續的方式出現，即以

另一個政策、方案、或組織來取代現行的政策、方案、或組織，這也是作者會以

政策接續作為探討政策變遷焦點的主要原因。 

    Hogwood和 Peters(1983)雖然將政策變遷的類型作一歸納與整理，指出觀察

政策變遷的指標，及說明政策接續過程中所可能出現的組織變革與服務傳遞流程

的改變等。不過，作者對於發生不同類型之政策變遷的原因，則較缺乏系統而完

整的描述，即著重在說明什麼是政策變遷，較少解釋為什麼會出現政策變遷，在

變遷的觸媒和動力方面的分析較為貧乏，此為其不足之處。由文獻整理中可以發

現，仍有不少學者對政策變遷的動態過程提出可供參考的研究架構，本研究依政

策行動者對政策變遷的主導程度，由低至高依序歸納出五種政策變遷的途徑：循

環途徑(cyclical approach)、機會途徑(opportunistic approach)、共識途徑(consens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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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ach)、學習途徑(learning approach)及設計途徑(design approach)，據此檢視國

內和國外有關政策變遷的理論觀點。 

 

壹、循環途徑 

 

一、Schlesinger 的觀點 

    Schlesinger Jr.(1986)所提出的循環論觀點主要是受Henry Adams及其父親A. 

M. Schlesinger影響1，指出美國的政策變遷有是交替循環的模式：重視公共目的

與強調私人利益，這兩大思潮的理念塑造了「大政府」和「小政府」的國家角色，

輪流主導了公共政策的發展方向，亦即政府對公共問題的處理，是在照顧公共利

益和保障私人利益間不斷地來回擺盪，擺盪的週期約為三十年，此正好是一個世

代的間隔。再者，從有機循環體的角度來看，每一個新的階段都是承襲了前一個

階段的情勢和矛盾，也為下一個階段的到來埋下伏筆，這是一種內在自我調適的

機能，不會受到外在事件或短期的巨變所左右，如戰爭、經濟蕭條、通貨膨脹等

(Schlesinger, 1986: 27)。 

    就 Schlesinger 的循環論來看，其論點頗為符合「物極必反」的原理，當政

府在追求公共目的的理念下，以保障公共利益為名而積極介入公共事務，擴大政

府的職能與活動時，一旦問題沒有獲得改善時，出現政府失靈的情形時，人們開

始會思考是否在一個不受管制的市場中，私人行動和自利取向比較能夠解決他們

的問題(Lester& Stewart, 2000: 148)；同樣地，當政府在保護私人利益的理念之

下，以增進私人利益為由而減少干預公共事務，縮小政府的規模和行動時，經濟

秩序的失衡和社會公義的消逝，終將令人懷念大有為政府的時代，開創新一波的

政府改革運動。 

                                                 
1 Adams將美國內政分為不同時期，以二十年為一週期，利用鐘擺的概念來描述國家的能量如何

在集中和分散之間來回擺動；Schlesigner則是以十六年半為周期，指出政府如何在保守主義與自

由主義之間的擺動，亦即是關心少數人權益的時期和關心多數人不公義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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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Amenta 和 Skocpol 的觀點 

    Amenta和 Skocpol(1989)提出與 Schlesinger相似的政策變遷模式，只是解釋

變數不是理念而是利益。二位作者認為美國的公共政策歷史呈現鋸齒狀的演變模

式，可分成四個不同的時期，不同時期的政策轉變不是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

的游移，而是政策得利者的改變，用「階級鬥爭」或「競爭的社會聯盟」也許是

解釋這種轉變比較有用的方式(Lester& Stewart, 2000: 151)。如在十九世紀末之

前，美國的政治制度是極富有權力分立的色彩、缺乏州層級的行政官僚及只有男

性普遍擁有選舉權，致使許多施惠式的政策(patronage policies)主要是照顧男性白

人，尤其是在極端共和黨人主宰政策之下，他們是最主要的受益者，且這種恩寵

式政策有明顯的政黨界線，形成眾人所詬病的分贓政治，後來的人事政策改革即

是為了建立新的公職任用制度，如功績雇用制。後來，當公職人員由直接選舉產

生，女性取得參政權後，就出現了保護童工法和立法限制婦女工作時間，創造出

一批新的政策受益者。1960 年代出現公民權利運動後，有色人種的政治地位受

到立法的保障，政策受益者又轉向到黑人身上。 

    就人性的角度來看，Schlesinger的觀點對政策變遷提供了相當的解釋力，蓋

不論是在強調公共目的或私人利益的治理信念下，個人的欲望都難以得到完全的

滿足，當公共目的優先的理念大行其道時，個人的生活不是只與己身有關，同時

個人也是社會組成的一份子，個人的自主空間將受到嚴重的壓縮；反之，當私人

利益為重盛行於世時，人們受到自私動機和物質主義籠罩，個人的基本生存權益

可能受到威脅。其中任何一種理念支配了政府的政策，都會累積一種反彈的力

道，這個反彈力量會轉化成促使政府重新調整政策的壓力。不過，作者對於為何

會出現這樣的循環式移動？什麼原因導致政府政策優先性的週期性波動？有沒

有打破此一循環宿命的可能性？都沒有提出合理解釋，而以有機論的自動調適機

制一筆帶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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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機會途徑 

 

一、Kingdon 的觀點 

    Kingdon(1995)受到 Cohen、March和 Olsen(1972)發展的「垃圾桶決策模式」

所啟發，提出議程設定到政策採納過程的分析模型，將政策的發展過程分成三股

脈流交織而成：問題流、政策流、政治流，彼此在大部分時候是獨立發展的，各

有其獨特的脈動和規則。在問題流中，政策企業家會利用指標來表示其所關切問

題的重要性、提供所偏好的問題界定方式、製造焦點事件、或將資訊和政策績效

回饋給決策者等方式，來影響政策議程；在政策流中，他們經由發表文章、國會

作證、舉辦公聽會、登上媒體封面、及與重要的人物會面等方式，推銷其政策理

念和政策方案；在政治流中，這一群人則是利用政治手腕和操作策略，其他行動

者相互競逐、對決或協商。在匯合過程中，他們會將其所偏愛的方案或所關心的

問題，置於有利的地位，並將問題、方案、及政治等三個要素作一最有利的組合，

此一組合的時機，即是政策之機會窗，也是政策得以變遷的時候。 

    在政策的過程中，政策企業家所扮演的是「撮合」的角色，增加此三股脈流

聚合的可能性，某一議題若能得到某些政策企業家的明助或暗助，便較有機會被

排上議程；反之，若有些政策企業家從中進行反動員，則此一議題便可能被排拒

在議程之外。換言之，激烈的政策變遷即使不完全是隨機出現，大部分也是由於

混亂、意外、偶然、或運氣所致(Kingdon, 1995: 216-217)，政策企業家不是居於

主謀或主導的地位，至於政策企業家為何對如此地投入，主要是基於幾個動機

(Kingdon, 1995: 204)：(1)出自於對此一議題的關心；(2)追求自利，以保護既得利

益或擴張未來利益；(3)倡導價值信念和推銷政策理念；(4)樂在參與之中。 

 

二、Jones 和 Baumgartner 等人的觀點 

    Jones和Baumgartner等人(1993, 1998 & 1999)提出「政策斷裂均衡理論(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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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nctuation-equilibrium theory)」，認為政策演變的模式是無規則可循的，不單純

是受穩定和漸進的邏輯所趨動，即大部分時期是漸進式的變遷路徑，甚至是處於

停滯不變的狀態，但有時也會出現不連續的劇烈變遷，至於何時會發生殊難預

料。就作者們的觀察，當公共問題的新思考方式、新支持者的迅速動員、制度結

構的改變、及這些趨勢偶然結合在一起所產生的自我增強的效果，其中任何一種

情勢出現或同時出現，都可能在議題領域中激起急劇和不可預測的政策變遷

(Jones, Baumgartner & True, 1998: 2)。易言之，這些情勢的突然出現，都可能刺

激政策制定者將注意力轉移到現有問題的不同屬性或面向上，改變原來漸進而溫

和的政策調整模式，破壞政策的均衡穩定發展，接替的是劇烈震盪且不穩定的政

策時期。 

    作者以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聯邦政府預算政策為研究個案，將戰後至 1990

年代期間分成三個大的變動時期，分別檢證三個導致政策斷裂的假設：(1)政府支

出主要是反映經濟發展的強弱，當經濟情勢好時，政府支出就增加；反之，當經

濟情勢不佳時，政府支出的成長率較小。(2)政府支出主要是反映不同政黨控制政

府的差異，當民主黨執政時，政府支出擴大；反之，當出現分立政府或共和黨執

政時，政府支出的成長率較低。(3)政府支出主要是反映民意對政府角色的期待之

上，當民眾期待政府扮演較積極的角色時，政府支出增加；反之，當民眾抱持小

政府的理念時，政府支出的成長率趨緩(Jones, Baumgartner & True, 1998: 6)。雖

然檢證的結果拒絕了這三個假設，即沒有明顯的證據可以證實政府預算支出的波

動是受此三個因素所影響，但是，非線性的變遷模式是具體存在的事實，需要再

檢視是哪些因素造成此一現象。 

    此外，兩位作者深信，問題界定和議程設定是政策過程的關鍵要素，問題在

公共對話中有不同的論述方式，而問題在議程的現隱浮沉，會對現行政策產生增

強或質疑的作用，即與現行政策一致的論述占上風時會強化政策的正面意象，維

持現行政策的穩定性；與現行不一致的論述居優勢時，政策的壟斷地位就會受到

挑戰，激烈的政策轉彎較有機會出現(True, Jones & Baumgartner, 1999: 97-98)。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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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政治的變遷不全然是外在力量所導引的，而是內在和外在因素的複雜結合

(Jones, Baumgartner & True, 1998: 23)，因之，下一次的斷裂性決策會發生在什麼

時候和什麼議題領域是難以預測的。 

 

三、何明修的觀點 

    何明修(民 91)對政策變遷的詮釋是以社會動員為內部變項，改革機會為外在

變項，行動者的政治策略則是中介變項，整個研究架構如圖 3.1 所示。社會動員

乃是某一群人為爭取自己的權利而站出來挑戰既有體制或權力的擁有者，追求政

策的改變或權力的釋放，主要是探討社會動員的不同形式和強度對政策影響的差

異，不過，此一變項無法直接預測政策變遷的可能性，必須有改革機會和政治策

略的配合。改革機會是指政治體制內部的變遷，包括執政者、選舉規則、政府體

制等方面的變革，創造了改革政策容易推動的可能性。政治策略則是人為控制的

因素，在於將社會動員和改革機會串連起來，實現政策變遷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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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政策改革成敗的解釋模型 

資料來源：何明修，民 91，「為何民進黨政府的廢核政策失敗？」，台灣政治 

          學刊，第六期，頁 95。 

 

    Zahariadis(1999: 74)評析 Kingdon的分析模型僅是處理「多元選擇」情況下

的政策制定，而不是「不確定」情況下的政策制定，前者是指對同一情境或現象

有二種以上的思考途徑，各個途徑可能因難以協調一致而創造出模糊、困擾和壓

力；後者是指政策制定者沒有能力精準預測某一個事件的後果，研擬預防性的舉



 

措，可能導致社會大眾對此一問題的無知、漠視或恐懼。就此而言，掌握愈多的

資訊可能有助於減少不確定性，卻無助於減少多元選擇的困惑。至於此一模型的

缺點，Zahariadis(1999: 81)用五個疑問指出值得精琢細磨之處：(1)問題流、政策

流和政治流三者之間是否真的是完全獨立發展？(2)政策窗在三者合流中所扮演

的確切角色是什麼？(3)政策企業家的策略如何影響三者合流？(4)解決方案在政

策流之中是否總是漸進式的演進？(5)Kingdon 的透視鏡是否只是探索的作用？

有沒有預測的功用？以此觀之，Kingdon的分析尚難完整呈現政策變遷的態樣。 

    Jones和 Baumgartner所建構的「政策斷裂均衡理論」，其優點是強調必須拉

長政策的觀察時間，才能標示出政策變遷的真實動線。作者們雖然指陳政策不必

然是處於穩定漸進時期，偶有激進變革的斷裂現象，但是，作者們主要是利用可

以明確量化的預算政策為例，波動的情況一目了然，對於那些缺乏量化指標或不

可能量化的政策，如何判定政策變遷的幅度是大或小，政策是處於均衡或斷裂時

期難以論斷，這是作者們未處理的部分。另外，依照作者們建議採用的長期觀點，

或許可以發現政策的不規則變動，但當這些不規則現象的存續時間佔整體比例非

常低或次數極為稀少時，政策相對處於長期穩定的狀態，政策斷續時期的重要性

頗值得商榷，尤其是作者們又指出政策斷裂現象出現時機不易預期，更降低建立

偵測機制的可能性。 

    何明修主要是用在分析民進黨政府在反核政策為何會遭遇到挫敗，認為社會

動員力量的消弱，及民進黨政府的政治策略無法與社會運動訴求密切配合，雖有

不錯的改革機會，但最後仍無功而返。此一分析模型隱含了社會運動的興起是推

展改革的必要條件，雖然此一因素的確對核四政策的變遷發揮顯著的作用，但作

者似未注意到改革的動力有時不完全是來自外部，其他政策的變遷不一定具有外

在社會運動的強力支撐，而是由其他因素所使然，如行政機關的職能擴張、專業

知識的增長、或政策工具的創新等。此外，作者在其分析模型中，並未進一步析

論改革策略與政策變遷成敗之間的關係，乃至於政策變遷的結果是否會對社會動

員、改革機會及政治策略造成反饋作用，未能完整地呈現政策變遷的動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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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共識途徑 

 

    Hayes(1992 & 2001)觀察美國的制度設計與實際政治運作過程，高度認同

Lindblom 所提出的漸進主義模式。他認為美國開國先賢基於對政府權力的不信

任和避免個人的專制獨裁，設計分權制衡的憲政體制，不論是總統、國會或司法

部門，對政策都有不同形式的「否決權」；除此之外，聯邦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

亦為分權治理，各有所司，互相制衡。是以，在制度上各機關互為犄角之勢，為

政策形成劃定可接受的範圍，很難出現大幅度的政策變遷。另一方面，由於資本

主義的經濟體制和和團體競爭的政策社群，使得資本家或商業團體有更多接近決

策的管道和機會，至少在經濟政策方面享有較大的發言權，相對地，可以動用各

種的資源扼阻不利的提案排上議程，形成一種不完全的競爭模式，一旦最初的政

策設計是向資本家階級的利益傾斜後，其他團體的利益很難與之競逐，也使得出

現非漸進式政策變遷的機會更為渺茫。 

    在分析架構上，Hayes以「共識性知識」和「共識性目標」為軸線
2，解析政

策制定的四種模式(如圖 3.2)。前者是指政策參與者間對問題的界定和因果關係的

認定是否存在一致的共識，即是否接受Kuhn(1970)所稱的「典範」；後者是指參

與者所追求的價值、目的與手段之間的連結是否相互衝突。依此，各種政策問題

將落入四個象限之內：A.理性廣博模型的領域；B.純為價值不一致的問題領域；

C.純為知識基礎不一致的問題；D.漸進主義模型的領域。議題會出現在哪一個象

限，會因技術的進步、新證據的發現、事件的發生等因素而移動。 

    以能源問題為例，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科學家對核能的研究與瞭解逐漸成

熟，在知識社群中也形成應用上的共識，由軍事轉向民生，在各國政府一致追求

經濟發展的目標下，以核能發電取代傳統火力發電的問題落入 A的領域；然而，

                                                 
2 Hayes在《The Limits of Policy Change》(2001: 127-134)以「共識性期望」一詞取代共識性知識，

不過，其所指涉之意含並無二致，因政策參與者對問題本質的認知和因果關係的瞭解趨向一致，

乃屬於「共識性期望」的情境；反之，若參與者對於複雜問題有不同的詮釋，對解決方案莫衷一

致，則是屬於「衝突性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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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了 1970 年代，核能技術雖然更加成熟，但由於環保意識抬頭和核能意外事件

頻傳，在目標上逐漸出現分歧，核能發電問題便落入 B的領域。Hayes 指出，非

漸進式的政策變遷最有可能在 A 的領域內出現，不過，這個領域內的議題非常

少，因為只要科技不斷進步，要在知識上取得共識較容易，而在多元的社會中，

要在價值上建立共識，則是很困難的事；相對地，由於問題的複雜性和多面向性，

社會價值和政策目標的多元化，導致大部分的問題都是落在 D 的領域內，即屬

於漸進主義的領域，政策變遷自然也是以漸進方式居多。 

 

                                 共識性知識 

                              (對典範的認同) 

 

                    A)理性廣博模型       B)純為價值不一致 

                        的領域               的問題 

         共識性                                                衝突性 

          目標                                                  目標 

                    C)純為知識基礎       D)一般漸進主義模型 

                      不同的問題             的領域 

 

                                 衝突性知識 

                             (對典範的不認同) 

 

圖 3.2  Lindblom 的政策問題類型的修正 

資料來源：Hayes, Michael T. 1992. Incrementalism and Public Policy. New York:  
          Longman. p.137. 

 

    就此途徑而言，Hayes以漸進主義的論點、制度設計的結構限制和美國的政

策經驗，推導出漸進式政策變遷是常態，而大幅度的政策變遷較為罕見的結論，

凸顯了不同制度所隱含的偏差動員和團體間權力不對等對政策形成的制約力

量。然而，此一結論是否適用於那些非總統制、中央集權而非地方分權、或是非

資本主義體制的國家，仍有很大的討論空間，也是作者未清楚交待之處。再者，

對老牌民主的英美國家而言，其憲政制度已經在社會上形塑相契合的政治傳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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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規則，躁進或激進的政策改變不易得到社會社會多數的支持；反觀新興的民

主國家，普遍缺乏憲政主義的傳統和民主的遊戲規則，政策行動者的互動模式仍

在摸索階段，不按牌理出現的政策變遷現象時有所聞，此為 Hayes的理論在適用

範圍方面的限制。 

 

肆、學習途徑 

 

一、Bennett 和 Howlett 的觀點 

    Bennett 和 Howlett(1992)認為過去對政策變遷的解釋大多以政治衝突或社會

衝突的理論為主，未來有關新知識的獲得與應用將能對政策的制定提供較佳的解

釋，這也是政策學習與政策變遷產生直接關聯的原因。二位作者指出，政策學習

途徑主張國家機關可以由其執行政策的經驗中學習，並以對過去行動成敗的詮釋

為基礎來修正目前及未來的行動。雖然，政策學習在概念上因為此一研究領域內

的學者採用不同的學習意涵而導致有些模糊未明之處，及經驗汲取導向的政策變

遷在操作化定義方面仍有困難存在(Bennett & Howlett, 1992: 276)，但是，此一途

徑對政策的制定與變遷的瞭解有其正面的貢獻。 

    Bennett和 Howlett回顧政策學習的相關文獻後指出，學習過程有三個關鍵性

的構成要素(1992: 278-288)：(1)學習的主體。學者間對誰才是主要的學習者有不

同的看法，如 Etheredge(1981)主張國家機關內部的行動者對政策的制定有最大的

影響力，他們是最重要的學習者；Heclo(1974)強調國家機關以外社會行動者的重

要性，他們在學習之後能夠創造一種國家機關必須回應的社會情勢；

Sabatier(1988)、Rose(1991)、Hall(1993)等人則認為兩者都是重要的行動者，且相

互影響彼此的行為。(2)學習的客體。學者們對學習的標的亦有不同，如 Hall(1993)

認為學習的對象是政策本身，包括目標層次的學習和工具層次的學習；

Sabatier(1988)著重在政策背後的支撐理念，可分為核心理念和次級理念兩種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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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習；Rose(1991)則是強調政策經驗的汲取和提供政策理念的創新機會。(3)

學習的效果。大部分的學者都同意，除非在學習的過程中產生某種形式的政策變

遷，如組織的變革、方案的調整、或是典範的轉移等，否則，事實上可以說是沒

有發生學習的行為。最後，Bennett和 Howlett將政策學習的類型與政策變遷的關

係整理如表 3.1 所示。 

 

表 3.1  政策學習類型與政策變遷 

           學習要素 

學習類型 
學習主體 學習客體 學習效果 

政府學習 國家機關人員 政策過程的智能 組織變遷 

經驗汲取 政策網絡 工具 方案變遷 

社會學習 政策社群成員 理念 典範轉移 

資料來源：Bennett, Colin J. and Michael Howlett 1992 “The Lesson of Learning:  
          Reconciling Theories of Policy Learning and Policy Change,” Policy  
          Sciences, p.289. 

 

二、Sabatier 和 Jenkins-Smith 的觀點 

    Sabatier和Jenkins-Smith(1993)提出政策過程的「倡導聯盟架構 (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 ACF)」，企圖將政策知識應用文獻的主要發現整合到政策制

定和政策變遷的研究，如圖 3.3 所示。在此架構之中，政策變遷的發生是三種過

程的函數：第一種過程是關於政策次級系統3內相互競爭之倡導聯盟的互動關

係，這些倡導聯盟的行動者是來自於公、私部門不同社會階層中持有相同政策信

念(包括基本價值、因果假定與問題認知等)的人組成各種團體，為達成目標或利

益而擬定各種行動策略，企圖操縱政府機構的規則、預算和人事的安排，以影響

與其相相關的公共政策；第二種過程是關於社經條件的次級系統、體制性的統治

聯盟、及對相互競爭之聯盟提供機會或障礙的其他次級系統等所發生的改變，直

                                                 
3 政策次級系統是指特定政策領域中，相關的制度和直接涉入參與政策制定過程的行動者所組成

的體系，次級系統的成員包括民選政府官員與執行機關、相關的國會委員會、專家學者、媒體工

作者、企業代表、利益團體、及工會組織等，其目的在影響此一議題領域內的公共政策走向

(Sabatier & Jenkins-Smith, 1993: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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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或間接對政策產生作用力；第三種過程則是牽涉到穩定的系統參數—諸如社會

結構和憲政規則的安排、自然資源的配置、及社會價值信念的散布—對各次級系

統內行動者的行為提供資源或形成限制。此三種過程的相互作用決定了政策的命

運，也左右了政策變遷的過程。從相關的期刊論文中可以發現，此一分析政策變

遷的架構引起最多學者的討論和修正，值得本研究利用較多篇幅加以探討，深入

瞭解其受重視的原因。 

 

 
相對穩定的參數 

1.問題領域的基本態度 

2.自然資源的基本分配 

3.基礎的社會文化價值

和社會結構 

4.基本的憲政結構 

外在事件 
1.社經情勢的變化 

2.體制性統治聯盟更替 

3.其他次級系統的決策

與衝擊 

次級 
系統 
行動 
者的 
限制 
與 
資源 

 聯盟 A 
a.政策信念  
b.資源  
 
  策略 A
  指引手
 
        
        
 
        
        
 
        
 
        

 

 

 

 

 

 

 

 

 

 

 

 

 

 

 

 

 

 

 

 

圖 3.3  政策變遷的倡導聯盟架

資料來源：Sabatier, Paul A. and Hank C. Jenkins-Smith. 
          Learning: A Advocacy Coalition Approach. B
          Press.p.18. 

 

    Sabatier 和 Jenkins-Smith 將行動者的信念體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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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     聯盟 B 
   中間人   a.政策信念

              b.資源 

1             策略 B1 
段            指引手段 

   主權者的 
      決策 

   機構的資源與 
   大的政策取向 

    政策產出 

    政策影響 
構 

1993. Policy Change and  
oulder, CO: Westview  

成三種結構型態(Kübler, 



 

2001: 624)：(1)深層核心，是定義個人觀、社會觀與世界觀的根本規範的和本體

的定理；(2)政策核心，是政策次級系統內如何達成深層核心信念的因果認定、基

本策略與政策立場；(3)次級面向，一組有關如何達成政策信念的工具性考量。從

變遷的難易程度而言，深層核心信念的轉變最為困難，次級面向的的信念最為容

易，因此，當政策的變遷會挑戰大多數人深層核心的信念時，成功的可能性較低。

而政策倡導聯盟為貫徹以深層核心信念為基礎所建構的政策目標，便會使用憲政

架構下所賦與的各種參與途徑，影響政府的政策活動，促其採納最有利於該聯盟

的政策工具(Kübler, 2001: 624)。 

    Sabatier和 Jenkins-Smith的分析架構雖然沒有直接和 Kuhn的「科學革命」

的概念相聯結，但是二者之間卻有很高的相似性(Munro, 1993: 110-112)。首先，

Kuhn 認為科學是一種信念取向的活動，科學家因支持相同的典範而形成科學社

群，在典範的指引下進行研究，經常是「道不同，不相為謀」；Sabatier 和

Jenkins-Smith認為政策變遷來自於倡導聯盟的極力鼓吹，而倡導聯盟的組成是基

於相同的核心信念和價值。其次，科學家透過研究發現不斷修正科學理論，使其

更能吻合現實世界；倡導聯盟的成員經由政策學習的過程來調整行動策略，以實

現其政策主張。第三，同一典範內的衝突是屬於常態科學的活動，有助於理論的

精緻化，不涉及到典範轉移的層次，而不同典範之間的衝突則可能導致革命性的

變革和典範的轉移；同樣地，在同一聯盟內的衝突，不是對核心信念或價值的挑

戰，大部分是漸進式的政策變遷，而不同聯盟間的衝突，則可能出現激烈的政策

變遷。第四，對於異例或不同主張，不論是科學家或政策制定者，第一個反應都

是先予以否定，如果異例或不同主張還是繼續存在，才會修正理論或次級信念，

最後才考慮規範律則或核心信念的改變，除非原有的典範完全無法解釋這些異例

或政策論述失去正當合理性，否則，「革命」是不會成功的。最後，Kuhn主張異

例是導致科學社群對物理世界的運作產生新認知的重要因素，為了化解異例所帶

來的危機，需要進行新穎的實驗異於傳統的程序，最終得到新的科學典範；

Sabatier和 Jenkins -Smith則認為外在條件的改變或重大事件的發生，原來居於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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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地位的倡導聯盟可能因支持者或同情者的增加而扭轉劣勢，改變了原有的權力

和資源的分配模式，致使政府的行動方案必須依據其核心信念來重新規劃，激烈

的政策變遷於焉產生。 

    Bennett和 Howlett根據過去的研究文獻，將政策學習與政策變遷之間的關係

做了詳盡的整理，同時比較分析不同學者間在學習主體、學習標的及學習效果等

問題上的差異，但作者僅在文章結論中指出以政策學習作為研究政策變遷的途

徑，在概念上和方法論上有待克服的困難，未進一步提出具有創新性的分析架

構，此為其美中不足之處。本研究將 Sabatier和 Jenkins-Smith的政策倡導架構歸

為學習途徑的原因是，兩位作者主張政策倡導聯盟建立之後，在溫和的衝突層

次、議題的理論基礎和評量指標是普遍被接受、及有專業論壇可供不同聯盟的專

家們論辯其主張等條件下，不同聯盟成員可經由對話過程而產生學習的行為，彼

此逐漸互相瞭解，學習結果會導致信念的改變，而一旦信念改變，政策就會跟著

改變(1993: 48; 51)。因此，政策的變遷厥為政策取向學習的結果，若雙方的信念

體系差異過大，那麼只有等到外在體制環境的改變，才有可能解決政策爭論，如

重大選舉的結果導致政策參與者的輪替。 

    不過，Sabatier和 Jenkins-Smith未處理的一個問題是，在不同的政策領域之

中，倡導聯盟的數量和勢力也會有差別，有些政策領域內有一個獨大的倡導聯

盟，壟斷政策參與的機會；有些政策領域內是二個倡導聯盟勢均力敵；有些則是

同時存在多個倡導聯盟，聯盟間勢力強弱的消長攸關對現行政策的辯護或挑戰的

能力，自然影響到政策變遷發生的速度與型態。由此角度切入，如果再加上時間

序列的因素，聯盟的動態將會更形複雜，而這正是探討政策變遷的最大變數。此

外，Kübler(2001)亦從社會運動理論的觀點指出，Sabatier 和 Jenkins-Smith 的分

析架構並未解決倡導聯盟所可能遭遇的集體行動困境，因而提出以「動員結構」

和「政治機會結構」作為聯盟出現、持續與行動策略的補充論述，前者是在討論

採取反對運動的正式和非正的社會組織的行動，描繪置身於社會網絡之中的個人

為何會從事集體行動，主要是關心政策次級系統內共同信念的形成與凝聚；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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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討論社會運動過程中所遭遇到的政治機會與限制，主要是關注制度結構的安

排所構成的機會與限制，及政策次級系統外部所發生的事件，因資源或限制模式

的改變而導致次級系統內行動者間權力分配的轉移。 

    雖是如此，Sabatier和 Jenkins-Smith的分析架構的確是探討政策變遷一個很

好的觀察面向，它不但含括了穩定的系統變數，也納入動態的外在因素，尤其是

政策次級系統內的行動者為了將本身所持有之政策信念注入決策之中，採行各種

策略和手段，在政策產出和政策影響出現之後，又能根據新的資訊而重新修正政

策信念或資源配置，整個政策轉化的過程因此一覽無遺。再加上兩位作者又與其

他學者合作，將此一架構應用在六個實際個案的分析上(包括質化和量化研究)，

更證明其實際可用之處。 

    本研究所建立的分析模型不少是受到兩位作者的觀點所啟發，不同之處在

於，Sabatier和 Jenkins-Smith (1993: 27-28)認為各倡導聯盟的成員所共同享有的

一組核心信念可以維持一段時間而不會改變，在此假定前提之下，聯盟的結合是

相當穩固的，不是基於短期的自我利益所驅使而形成的「權宜聯盟(coalitions of 

convenience)」，即使沒有共同而穩定的信念，也有長期而穩定的經濟利益或組織

利益。事實上，此一假定過於理想性，不易合理化，蓋在現實的政策網絡之中，

有些聯盟的組成事實上是為了資源分配的極大化或政策影響力的擴張，不一定是

建立在共同理念或長期利益的基礎上，一旦問題轉型或利益改變，則原有的聯盟

關係可能出現重新洗牌和重新組合的情形。從交易成本政治學的途徑來分析，政

策網絡內的行動者雖然會組成支持聯盟或行動聯盟，但並不會出現永遠不變的利

益共生結構，此一結構的改變可能性來自於政治市場中各行動者的機會行為，只

要他們發現更符合其自身利益的新選擇時，便可能背棄先前的政治契約或結盟關

係(葉一璋、張其祿，民 90：356-357)，政策的動態過程由此可見一斑。此由停建

核四政策個案中可以得證，工商團體雖然是擁核聯盟的成員，但部分工商團體成

員加入能源供應市場的競爭後，即改為支持反核的立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為了

分食能源供應市場自由化的大餅。因此，兩位作者在 1999 年的文章中對此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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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架構所提的諸多修正之一即是，政策信念體系必須加入個人或組織的福利考

量，不應忽略個人或組織的自利動機參與聯盟的因素之一 (Sabatier & 

Jenkins-Smith, 1999: 135)。 

 

伍、設計途徑 

 

一、Roberts 和 King 的觀點 

    Roberts 和 King(1996)將政策創新界定為激進的政策變遷型態，認為政策變

遷是經過審慎思辨的與有目的性的設計過程而發生的，亦即無論是政策的外在條

件或內在因素的改變，都僅是政策變遷的觸媒或催化劑，必須經過設計的過程，

才能引導變遷作為的出現。所謂的「設計」包括了問題情境的界定和建構、危機

或事件的詮釋、處理方式的描述等(Roberts & King, 1996: 222)，設計者就是作者

所稱的政策企業家，他們扮演「催化者」的角色。同時，創新理念與企業家精神

是規劃變遷的過程中兩個重要的推動力量，由政策企業家提出或引介新的理念，

吸引大眾的注意力，滙集相關的利益，及動員資源來支撐與擴散此一理念；由於

創新理念經常是與現行政策的支配性理念格格不入，政策企業家必須具備獨立自

主、主動積極、承擔風險、堅持原則等人格特質。作者認為在政策變遷的行動中，

創新理念與企業家精神二者缺一不可，沒有新理念從意識層面改變人們的認知和

價值，政策變遷的主張就缺乏有力的理論根基；沒有企業家精神的支持，大規模

的政策變遷往往不是流於胎死腹中，就是徒勞無功。作者並以Minnesota州在1980

年代所施行的教育改革政策—「公立學校選擇權」，檢視透過設計過程而發生政

策變遷的成功案例，從中歸納出值得其他政策領域中推動變遷的政策企業家學習

的經驗。 

    Roberts和 King進一步指出，政策企業家所扮演的角色遠比 Kingdon所預期

的還更為積極主動，他們不是默默地付出心力，靜靜地等待政策窗的開啟，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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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深謀遠慮，富有規劃策略能力的行動者，製造屬於他們自己的機會(1996: 

232-233)。另一方面，Roberts和 King並不太贊同 Sabatier和 Jenkins-Smith所主

張之政策信念的學習效果，他們認為連 Sabatier和 Jenkins-Smith都承認聯盟的核

心信念是很難改變的，尤其是在短期間之內，此一論點對屢見不觧的政策變遷狀

況缺乏解釋力。Roberts和 King認為權力和政治的因素比學習來得重要，取代傳

統理念的方式是透過政治的過程，而非對話的學習過程，因之，倡導聯盟的主要

目的是建立和維持對政策理念的主導地位，政策變遷的可能性是視政治菁英支助

和鼓勵某一方利益結盟的意願而定，而在以聯盟取代既有支配性團體的地位方

面，政策企業家的角色及其政治意志則是格外重要(1996: 239-240)。由此不難看

出，Roberts和 King所提出的變遷途徑，是典型的以意志決定論為基本邏輯所推

演而成的，環境的配合與否充其量僅是必要條件，絕非充分條件，關鍵是在於政

策企業家的作為能否扭轉不利的情勢件，爭取更多人的認同與支持。 

 

二、Ostrom 等人的觀點 

    Ostrom(1999)等人提出「制度的分析與發展架構」，該架構的一部分是處理

行動場域的問題，以行動情境和行動者
4為核心，分析互動的模式及可能產生的

結果，並建立評估標準來衡量這些結果，換言之，這一部分是以行動場域為分析

單位，來分析、預測與解釋制度安排下的行為(見圖 3.4 的右半部)。另一部分則

是以行動場域為依變項，探討影響行動場域結構的因素，這些因素主要包括：外

在世界的物質條件、社群的屬性、及對規則的認知(見圖 3.4 的左半部)。Ostrom

等人的觀點之所以被歸為設計途徑，在於其假定行動者是會計算行動成本與結果

效益，要解決集體行動中的「搭便車」問題，政策聯盟必須設計制度誘因，對採

取不同行動的人給予對等的回報，由於每個人都會由過去的行動結果學習如何獲

                                                 
4 行動情境的構成變項主要包括了：(1)參與者的組合；(2)參與者的位置；(3)被允許的行動型態；

(4)行動與潛在結果間的連結關係；(5)參與者的選擇權；(6)參與者掌握資訊的程度；(7)行動成本
與結果效益的計算。行動者則可以是個人或團體，以理性計算做為採取何種行動的前提(Ostrom, 
1999: 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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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更大的利益，最後自然能夠導往集體行動的方向。 

    Ostrom等人所建立的分析架構雖然結合前導性變項(制度面向、政策社群、

物質條件)和中介變項(行動場域、互動模式)，分析制度變遷的結果，且指出變遷

結果會反饋影響前導性變項和中介變項，然而，作者們並未注意到變遷結果也會

直接影響到行動者之間的互動模式，亦即互動模式與制度變遷結果之間應該是雙

向而非單向的箭頭關係。 

 

 

物質的條件 

使用中的規則 

行動場域 

互動模式 

評估

標準 

結  果 

行動者 

行動情境 社群的屬性 

 

 

 

 

 

 

 

 

 

 

圖 3.4  制度分析的架構 

資料來源：Ostrom, Elinor. 1999. “Institutional Rational Choice: An Assessment of th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Framework,” In Sabatier, Paul A.  
         (ed.), Theories of the Policy Process.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p.42. 

 

 

第二節  政策變遷的類型 

 

    Hogwood和 Peters(1993)對政策變遷的類型化有其獨到的見解，除了對政策

創新、政策接續、政策終結等名詞作一區辨外，並就政策接續的型態有詳細而完

整的分類，包括：(1)線性取代；(2)合併；(3)分割；(4)部分終結；(5)附帶接續；

(6)非線性接續。本文已在前一章討論政策變遷類型的章節中，對各種類型及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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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作進一步的闡述，並以實際的政策個案做為解釋與說明，檢證變遷類型的適用

性。此外，二氏利用組織面向和法律面向作為測量政策變遷的指標，並以美國和

英國的政策做為比較分析的對象，本研究在述及政策變遷指標的建立時，亦已對

其觀點有所討論。故以下將就其他學者在建構政策變遷類型方面所做的努力作一

陳述與析論。 

 

壹、Hall 的觀點 

 

    Hall(1993)根據政策組成要素的變化情形來描述政策變遷的類型，他認為政

策的主要要素包括：所欲達成的目標、達成目標的工具、及與此工具相結合的組

構，舉例來說，假設某一政策的目標是解決老年族群的經濟生活問題，可供選擇

的政策工具包括設計「老人年金制度」和「老人津貼制度」，而與此工具相配套

的組構之一即為「年金費率」和「津貼額度」。政策學習的標的循此分為三種層

次：第一層次的學習主要是與工具組構有關的過去經驗，第二層次的學習與各工

具選項的考量有關，第三層次的層習雖然較為罕見，乃是涉及到政策背後的層狀

目標的改變有關。就此而論，政策變遷的層次亦可區分為三種：一是政策目標的

改變，此一層次的政策變遷幅度最大，政策工具與配套措施將隨之修正，除非是

外在環境出現巨變，否則此層次的變遷較為罕見；二是政策目標維持不變，而是

更替不同的政策工具，此一變遷的幅度並不涉及到基本價值和政策方向的轉折，

是屬於較為常見的政策變遷型態；三是政策的目標與工具維持不變，僅是修正工

具的配套組構，如費率或額度的調整，由於此一層次的變遷幅度較小，甚至不易

為社會大眾所察覺。同樣地，Hall認為若是借用 Kuhn的「典範」概念來說明，

第二層次和第三層次的政策變遷，均屬於「常態科學」下的「常態性政策制定」，

不涉及到對既有「政策典範」的挑戰；而第一層次的政策變遷，則是背棄原有的

政策路徑，是一種不連續性的過程，甚至可能構成政策典範的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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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Hall 的觀點而論，與其借甪政策典範的概念，還不如以法律的觀念來比

喻更為恰當，第一層次的政策變遷，雖可能不至於觸及憲法層次的變遷，但因關

乎人民之權利義務的變更，仍必須經過立法程序為之，是以困難度較高；第二層

次的政策變遷，則視立法授權程度而定，有些仍須通過立法程序，有些則由行政

機關自主裁量；第三層次的政策變遷，通常是由行政機關根據過去執行經驗與評

估未來情勢，以行政命令之方式為之。本研究已在前一章節中對此三種法制層次

的政策變遷做較為詳細的定義和比較，在此不再贅述。除此之外，Hall企圖以政

策典範的形成與挑戰來解釋政策變遷的情形，雖然有助於理解政策變遷的過程與

國家機關的自主性，但是作者並未對政策典範做出較明確的定義，在應用上就仍

有所困難。如 Hall 在文末亦指出，不是每個政策領域都可以找到明確的政策典

範，只有那些高度技術性和專業化知識的領域才有可能存在，諸如武器管制、生

態保育、及能源利用等。另外，Hall(1993: 288)亦認為在第二類型和第三類型的

政策變遷中，主要是由技術官僚與專家主導，而在第一類型的政策變遷中，則是

由政治人物扮演主要的角色，政策參與的範圍也可能會擴大涵蓋在野政黨、媒

體、利益團體等非政府部門在內。 

 

貳、Rose 和 Davies 的觀點 

 

    Rose和 Davies認為治理不是一種選擇，而是一種繼承，必須概括接收前一

個政府的政策遺產(1994: 1-2)，雖然沒有哪一個新上任的執政者會願意受到過去

的遺產所束縛，都是期待在其任期內能夠大展身手，給人民耳目一新的感覺，這

意味著必須提出全新的政策或是終結前朝的政策，不過，從英國的歷史經驗來

看，新上任者能夠選擇的空間實際上是十分有限的，大部分時候都是在熟悉既有

政策的運作和受到政治慣性力量的制約，政策的變遷通常不是決策者主觀意志下

的自由選擇，而是受到過去的遺產所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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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一角度切入，作者們認為主政者想要改變所承受的政策遺產有兩種選

擇，改變政策目標或政策工具，或是兩者同時改變。因此，新政府上台之後視其

對既有政策的滿意與否可以有四種選項(如表 3.2 所示)，各個選項的特性如下所

述(Rose & Davies, 1994: 40-43)： 

  1.維持例行方案：新政府對其所繼承政策方案的目標與手段均感到滿意，只要

決策者相信手段能夠達成既有目標，就不會企圖提出新方案，甚至可能擴大

既有政策的規模，但仍維持相同的政策目標和手段。 

  2.目標宣示：當社會瀰漫一股對既有政策不滿的低氣壓時，新政府必須對此一

壓力做出回應，此時，主政者可能只說不做，只是向人民宣示新的努力目標，

雖然這些口號對實際的情勢沒有任何改變，但卻可能改變人民對問題和對政

治人物的感受。 

  3.工具調整：在既有政策目標廣受支持的情況下，如促進經濟成長或健康照顧

等目標，執政者不可能冒著選舉落敗的風險而隨意改變政策目標，僅能選擇

一些比對手更有效的方案工具。 

  4.政策創新：主政者不僅是改變政策的目標，同時亦改變達成目標的工具，這

是最為困難的變遷型態，主政者不僅必須在政治場域中取得多數人對新目標

的支持，而且必須找出能夠達成這些目標的新手段。 

 

表 3.2  新政府的政策選項 

             意圖目標 

方案手段 
不變 改變 

不變 維持例行方案 目標宣示 

改變 工具調整 政策創新 

資料來源：Rose, Richard and Phillip L. Davies 1994. Inheritance in Public  
          Policy: Change Without Choice in Britai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p.41. 

 

    事實上，新政府上台之後，可能同時採用這四種選項，對某些政策採取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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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變，沿續舊政府的目標和手段；對某些政策僅有口頭的目標宣示，卻沒有具體

的執行方案；在既有的目標之下，搜尋新的方案手段；或是廢棄舊有政策的目標

與手段，提出全新的目標和手段。值得注意的是，Rose和 Davies強調，即使新

政府拋棄繼承政策遺產，過去的政策依然會對新的政策產生作用。 

 

參、Lester 和 Stewart 的觀點 

 

    Lester和 Stewart(2000)在其新著《Public Policy》一書中，認為政策在執行之

後，有時並非是直接走向終結之途，而是改以某種形式繼續存在，論點與Hogwood

和 Peter的主張頗為相近。作者認為此種接續情形的出現主要有二種可能：一是

立法者在監督過程中檢視政策效能不彰而加以修正；一是來自於官僚體系內部對

政策評估的結果。不論是哪一種原因，通常政策變遷會比政策終結更為普遍。就

Lester和 Stewart的觀點而言，所謂的「政策變遷」，意指以一個或多個政策取代

現有的政策，包括新政策的採行和現存政策的修正或廢止。而政策變遷可能以下

列三種形式出現：(1)現有政策的漸進改變；(2)特定政策領域內新法規的訂定；(3)

選民重組式選舉之後的重大政策轉變(2000: 145)。至於政策變遷的成因，不外乎

原始政策解決所設定問題的程度、政策執行的技巧、政策執行所顯露的缺陷、及

政策執行過程中相關團體的政治權力與意識等。 

    Lester 和 Stewart 雖然已經體認到政策變遷在政策研究的重要地位，但討論

的篇幅並不多，也未進一步建構可供檢驗的解釋模式，僅指出每一種解釋模式針

對不同政策領域的解釋力都不同，有些模式較為完整，被接受的程度較高，有些

則否。例如，在探討解釋美國海洋政策的變遷情形方面，作者即指出 Sabatier和

Jenkins-Smith(1993)所建構的「演進或政策學習論」就比 Schlesinger(1986)所提出

的「循環論」或 Amenta和 Skocpol(1989)所使用的「反彈或鋸齒論(the backlash or 

zigzag thesis)」更為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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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林水波和王崇斌的觀點 

 

    林水波與王崇斌(民 87)以批判取向的政策論述切入，利用解構和重構的情形

將政策變遷做一概要式的區隔。首先，兩位作者將政策變遷視為一「建構—解構—

再建構」的過程，建構是指原本政策所建立的一套系統化規則，解構是代表原本

政策之系統化規則的崩解，而再建構則指建立新的系統化原則，以取代原本政策

之系統化原則。依此一邏輯分化，可將政策變遷分成四種類型(如表 3.3 所示)。

其次，由於政策與環境系絡是相連結的，不論是外在環境的轉變、政策參與者成

員的重組及彼此間權力平衡關係的改變、抑或是政策菁英或利害相關人偏好及需

求的轉移，均不斷在政策過程中反覆發生，而對現存政策產生變遷的壓力。簡言

之，政策變遷在民主開放的多元社會中，乃是一種常態，而非是異例。最後，兩

位作者模擬 Kingdon的分析手法，以文本流、社會關係流、歷史系絡流、政策流、

及政治網絡流的滙合，作為開啟政策變遷之機會窗的關鍵。文中頗多創發之見，

殊為可惜的是，他們並未對各類型之政策變遷做更細緻而深入的探討，甚至在政

策成長、政策演化與政策接續之間，在概念內涵方面似乎仍存有模糊地帶，缺乏

客觀具體之分辨依據。 

 

表 3.3  政策變遷之類型 

             解構情形 

重構情形 
有 無 

有 政策接續 政策成長 

無 政策終結 政策演化 

資料來源：林水波、王崇斌，民 87，「政策論述與政策變遷的關聯性」， 

          台灣政治學刊，第三期，頁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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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一個新的分析架構 

 

    政治上，人民的支持為國家治理結構提供最終的合法性來源，政策的制定則

是為人民追求目標實現的過程提供服務和解決難題。因此，就治理的角度而言，

對政府公能力的評定，意指政府能否建立一個穩定運作的政策，而必要時又是否

能適時推動政策的變遷；對政府公權力的評定，則意謂政府能否貫徹政策執行，

達成政策目標。若能有效建立公能力與公權力，則有助於政府公信力的提升，爭

取到人民的支持。事實上，這是一種民主治理的想像，能否實現此一想像，政策

是否能真的解決問題恐是關鍵所在。 

    基本上，政府設計政策的目的是為了要解決公共問題，至少是期望能夠降低

或緩和問題對人類生活的衝擊力和殺傷力。然而，當我們仔細地檢視各種政策經

驗就會發現，政策與問題的關係往往不是如此單純。就各國的政策經驗觀察，祇

有很少比例的問題是在政策推出之後即迎刃而解，大部分的問題仍然是如影隨形

地存在於社會之中，只不過在不同時空系絡下，可能是以不同的形貌出現，有些

受到重視而列入政府優先採取行動的清單之中，有些則因嚴重性降低而自政府議

程上剔除，但並不表示這些問題已經不存在。事實上，政策制定者就像是醫師角

色，必須在診斷問題症狀之後再開出不同的處方，人類所面臨的社會問題結構與

生理組織結構一樣複雜，很難找到一劑特效藥，可以根治病源而不會產生後遺症

或併發症，甚且問題的病毒有時會隨著政策藥方而產生「抗藥性」，變得更有殺

傷力，必須重新調製新的特效藥。同樣地，政策之所以會出現變革，即是試圖以

具有效率和效能的方法消滅問題的真正病源。 

    前文檢視有關政策變遷的研究現況後發現，學者們所建立的分析架構均太過

於簡化或片面，各有其偏重的解釋面向，對此一政策現象缺乏全面性的觀照，難

以洞析政策變遷的全貌。職是之故，本研究企圖超越此一研究上的缺陷，由政策

體系的宏觀角度分析政策變遷現象，並嘗試就各個解釋面向提出可供檢證的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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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命題，提升此一研究領域的科學化。以下透過分析焦點的陳述與分析架構的描

繪來呈現本研究與先前研究的不同之處。 

 

壹、本研究的分析焦點 

 

    對政策分析人員或政策研究學者而言，經常會浮現的幾個問題是：問題是如

何發生的或如何進入政策議程的？問題與對策之間的關聯程度為何？還有沒有

更好的解決方案可以選擇？制定並執行某個政策之後，是否解決了問題？誰應該

為政策的後果負起責任？這是一般化的政策思維，但對關心政策變遷的研究者而

言，除了上述幾個問題的思索外，尚須自問幾個重要的問題：到底政策想改變什

麼？哪些人會為推動變遷而努力？行動者應該將心力放在哪裡？何時是發動變

遷的恰當時機呢？變遷應該如何進行呢？(Roberts & King, 1996: xi)對這些問題

的探索，基本上就是構成本研究的主要題綱。詳言之，本研究的幾個分析焦點為： 

  1.何謂「政策變遷」？它是一種不可避免的政策階段，抑或是人為意志下的產

物？從另外一個角度來看，政策的生命是給定的？抑或是不定的？因此，吾

人應該關注的層次不祗是「政策是否會變遷？」，也包括「政策是如何變

遷？」，連帶地，吾人也會對政策變遷的途徑感到興趣，是否可予以類型化？

如何區辨箇中的差異？ 

  2.政策變遷本身的可預測性為何？亦即出現政策變遷之前是否會發出一些信

息？不同的政策變遷類型所傳達的信息是否相同？這些政策風向球對該政策

的支持聯盟和反對聯盟傳達了什麼意義？政策的行動者能不能由這些特殊的

政策氛圍中嗅出政策的未來動向？他們又是如何據以擬定未來的行動策略？ 

  3.究竟是「問題創造了政策」，抑或是「政策決定了問題」？與此相關的疑問

是，到底是外在環境的因素或是政策本身的因素的變化啟動了政策變遷的轉

輪？就此而言，本研究關心的是，如果是問題決定了政策，當問題被解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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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之後，原有政策是否會進入終結的階段？如果是政策決定了問題，當政

策被列入政府行動時，又是該如何決定終止時機？ 

  4.政策變遷的動力是內生的或外生的？國家機關、專家學者、利益團體、及關

心的社會大眾等行動者在政策變遷過程中扮演什麼角色？換言之，政策變遷

究竟是基於技術層面的考量，還是政治力量運作的結果？決策者應如何構思

有利於政策變遷成功的策略？又如何就失敗的政策變革中汲取經驗，以減少

政策變遷的成本與代價？ 

  5.由於習慣性套用他國(尤其是美國)的政策作為理論思維的個案陳述，往往忽

略了本國之政策知識與政策經驗的建構與累積。因之，各國的政策風格與制

度特性是否應納入討論政策變遷時的考量因素？政策變遷的理論應如何適切

地應用在本土政策的個案分析上？ 

    有關前二個分析焦點已由第二章的討論中得到諸多解答，接下來各個章節將

繼續探討其他的問題，雖然本研究不一定能夠充分解答上述的提問，不過，透過

陳述重要變項間的互動關係，至少能夠將整個政策變遷的輪廓清楚呈現。基本

上，對政策變遷的分析，可以將它當成自變項來探討，也可以作為依變項來解釋。

如係前者，重心在於說明政策的變遷所造成的影響是什麼，是對政策變遷結果的

評估；如係後者，焦點則是為何會出現政策變遷的情形，主要的影響因素是什麼，

是對政策變遷現象的解釋。雖然此二者都是重要的研究面向，但在本研究中，主

要是將政策變遷視為依變項，作為分析的核心，對上述數個研究問題，嘗試從理

論和經驗中建立合理而具有解釋力的分析模型。 

 

貳、本研究的分析架構 

 

    政策變遷是政策現象之一，如同其他政策現象的體系化研究一般，需要針對

此一現象提出一套足以解釋的變項，並說明變項間關係的「概念性架構」。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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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概念性架構時，必須考量三大問題：(1)變項的挑選，每一種現象的發生可能

有不可勝數的潛在因子，有些因子的作用力大，有些則小，選擇失當的解釋變項

會造成模型的殘缺和偏差；選擇過多的變項則又不符合模型簡化的原則。(2)變

項關係的檢視，在沒有充分的證據之前，變項間的相關關係不能直接推論到因果

關係的存在，尤其在缺乏實驗的機制下，錯置的因果關係會導致對真實情形的曲

解和誤解；(3)變項替代，尤其是問題成因的複雜性和政策變遷過程的動態性，

極有可能因新經驗和新證據的產生，而導致模型的修正或被取代。因此，本研究

雖然嘗試綜合現有的理論基礎和個人的直觀判斷，找出具有解釋力的變項，根據

變項的關係建立一個整合性的分析架構，藉以鳥瞰政策變遷的整個過程，並以經

驗資料來檢視模型的適當性。大抵言之，本研究在思索如何建立便於分析的概念

性架構時，主要是從二個角度切入：理論上的整合和方法上的改進。 

    就理論上的整合而言，亦可像政治的研究一樣，概略歸納分成結構論與過程

論的觀點
5，前者係將社經結構的變化、價值體系的轉變及制度設計的變更等特

性，視為政策變遷的前提條件或限制因素，人為的努力相對是較難對政策變遷起

作用，採取此一觀點的學者包括Kingdon、Jones和Baumgartner、Hayes等人；後

者則是以工具理性為基本假定(即行動者會積極利用資訊和其他資源來達成目

標)，強調政策行動者或政策聯盟間的互動過程和策略性行為，是主導政策變遷

的關鍵性因素，結構的限制不是牢不可破的鐵籠，採取此一觀點的學者包括

Schlesinger、Sabatier和Jenkins-Smith、Roberts和King等人。由於真實世界的問題

具有多面向性和變化性，任何的一般理論命題都僅能涵蓋部分的層面，如要發展

有效的政策設計，則必須整合不同理論的命題(Scharpf, 2000: 764-765)，是以，

本研究認為無論是結構論或過程論，對政策變遷現象都有其解釋力，一個全觀性

的理論架構必須同時納入這兩種觀點，才能對政策的變與不變提供完整的解釋，

                                                 
5 晚近關於民主化的研究可分為二大主軸：結構論與過程論。結構論將研究焦點置於產生民主政

治體制的背景因素或結構因素，這些因素包括「政治文化」和「現代化」的論點；過程論則是將

焦點置於較短程的政治過程，如統治和反對菁英之間的策略性互動或協商等，決定民主轉型是否

成功，主要的因素是不同集團政治菁英之間的互動(吳乃德，民 89：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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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即是嘗試結合結構論與過程論的重要解釋變項，以內在邏輯一致性的原則

建立政策變遷的分析架構，此為本研究所建立之分析架構與他人不同之處。 

    在方法應用方面，任何的比較政策研究，可以是橫面的對比分析，如社會主

義國家、資本主義國家、及共產主義國家的社會福利政策，如此便是控制了時間

的因素，主要是探討不同的制度安排、環境系絡對政策制定的影響；也可以縱面

的演進分析，如特定國家在前農業時期、工業時期、及後工業時期的經濟發展政

策，此作法是在制度與文化相對穩定不變的假設前提下，觀察與政策相對應的

內、外在環境變化對政策的衝擊。這兩種方法上的整合對政策變遷的研究是十分

有用的，蓋政策變遷是一種動態的過程，除了考慮不同的環境系絡、制度安排、

政策屬性等因素外，分析時必須考量時間的因素，否則可能因時間選取的不當而

模糊了政策變遷的歷史脈絡。 

    公共政策的研究領域日益蓬勃壯大，研究途徑與方法亦漸趨多元發展，理論

概念與分析架構的整合自然日趨重要，如此將有助於研究者將研究議題與經驗資

料作最佳的組合，本研究融合有關政策變遷的各種觀點，提出「政策體系」的理

論概念，建立「宏觀」的分析架構作為探索政策變遷現象的基礎，此一概念與政

治系統理論的觀點有諸多相近之處，透過對政治系統理論的引介，有助於瞭解政

策體系的概念及如何將此一概念運用在政策變遷的解釋上。Easton雖然不是最早

提出系統理論的學者，但是他對政治系統的理論建構卻是影響政治學的研究最為

深遠，他將政治視為一個開放的互動系統，系統的輸入項是人民受到外在環境的

影響而向政府提出需求和支持，經過政府內部運作的過程產生的輸出項(公共政

策)，透過政策執行的過程回饋到外在環境之中，導致人民產生新一回合的需求

和支持(Easton, 1965; 1979)。要言之，政治系統包括外在環璄的條件、人民的政

治需求、政府的決策程序與公共政策產出。 

    相較於政治系統以政治過程為分析核心，政策體系乃是以政策過程為焦點，

所有與政策性質相關的要素，都可視為政策體系的構成要素。首先，政策是在開

放的體系中形成、維持、接續與終結，自環境中汲取養分同時受到環境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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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觀之，外在環境因素是政策體系中不可忽略的一環。其次，討論政策體系自

然不能遺漏政策本身的因素，政策乃為解決社會問題而生，沒有社會問題的存

在，當然就不會有政策制定的需求，另一方面，政策本身的組構方式則是攸關問

題的解決與否。再者，在民主體制中，任何的政策形成與改變都必須取得正當性

的依據，只有問題的存在並不保證一定會被政府所處理，必須通過政治結構的考

驗才可能有政策產出。最後，政策體系是一個互動的體系，政策參與者之間就政

策方案的選擇所從事的各種行為與活動，都可能影響最後的政策產出。歸納言

之，一個完整的政策體系至少應該包括幾個要素：外在環境的因素、政策本身的

特性、結構性因素的作用及政策行動者的互動行為。本研究即是嘗試利用此種政

策體系的概念來分析政策變遷的現象，分析架構可繪製如圖 3.5 所示。 

 

 

外在環境 

政策屬性 

結構因素 

政策網絡

政策變遷

 

 

 

 

 

 

 

 

 

 

 

圖 3.5  政策體系與政策變遷 

 

   進一步闡釋政策體系與政策變遷的關係如下。首先，就政策變遷的形成原因

而論，外在環境與政策屬性是政策變遷的重要觸媒，但通常不是直接決定政策變

遷的結果，而是透過政策行動者的居中穿針引線而啟動了政策的變革之窗。這些

外在環境的因素包括了：政經情勢的流變、價值信念的轉變、執政權的輪替、政



 

策學習的作為及焦點事件的衝擊等。政策本身的屬性主要涵蓋了：政策問題的重

構、政策偏好的改變、政策成本的考量及政策工具的創新等。且外在環境與政策

屬性也不是獨立存在的要素，二者存有具體而微妙的連動關係，諸如政經情勢或

價值信念的改變可能造成問題的重新界定、政策工具的創新可能帶動政策學習的

效應、焦點事件的發生轉移了社會大眾的政策偏好等等。不過，本研究的分析重

點是放在各個變項對政策變遷的解釋上，較少討論各變項之間的相互關係。 

    其次，外在環境與政策屬性的變化雖然鋪陳了政策行動者提出論證的基礎，

但各國本身獨特的結構因素則會制約行動者推動政策變遷的大小規模與成功機

會，這些結構因素主要包含了主政者的政策風格與制度設計的效果，致使分析政

策變遷的現象時，無法將外在環境和政策屬性的改變，直接投射在行動者的主張

與策略之中。此外，相對於外在環境和政策屬性的因素，政策風格與制度設計均

屬於長期而穩定的結構性因素，不論是在何種類型的政策場域之中，它們都像是

「既有的」的變項，二者與政策變遷的關係雖然不是直接而明顯的，但對於行動

場域內的行動者和互動模式卻有制約作用。直言之，政策風格可能形塑了行動者

對策略選擇的偏好，制度設計則可能築成參與的門檻與藩籬，政策變遷的可能性

和幅度大小會受到此一結構性的因素所影響。 

    再者，政策網絡宛若是一個行動場域，形形色色的行動者以各種的政治行動

穿梭其間。這些行動者包括國家機關、專家學者、利益團體及關心的社會大眾等，

各個行動者所擁有的權力大小、資源多寡和行動謀略決定他們在網絡地位和政策

影響力，且各個行動者在政策場域內基於理念與利益的實存差異，會與其他行動

者組成政策聯盟，以集體行動的方式促成理念或利益順利轉化成政策內容，這些

互動關係與集體行動攸關政策變遷的機會窗能否開啟，同時亦會牽引政策變遷的

方向與幅度。此外，政策變遷的成功或失敗，不但是衡量政策績效的標準，也會

對政策體系造成影響，進而成為動下一波政策變革的重要動力。 

    最後，基於「真實個案是檢驗理論效度的最佳途徑」的法則，本研究亦輔以

個案作為說明。根據前文的論述可知，政策變遷的類型不是單一的，且甚至是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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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非線性的發展形式，在進行個案研究時將陷入兩難之境：在相關理論尚未成熟

之際，若僅以單一個案當成檢證理論模型的基礎，雖然可以獲致深入而具體的資

訊，然其解釋力道恐較為薄弱(Yin, 1994: 38)；反之，若能採取多重個案的研究

分析，雖然可以取得多重證據來源，理論的經驗意涵將更為豐富，有助於建立普

遍性的通則，不過，分析焦點可能為顧及通案整全性而喪失個案脈絡性。此外，

分析個案的多寡除了考量理論的含括性和厚實度外，個案的代表性與獨特性、個

案資料的豐富程度、及所需研究的時間與成本等，亦是不忽略的現實考量。職是

之故，在綜合理想與現實的因素之後，本研究挑選「第四座核能發電廠」(以下

簡稱「核四」)停建政策做為主要的個案分析對象，並在各章節的文本系絡中利

用各類政策個案為例作說明，將抽象的理論意涵和具體的經驗事實相互結合。當

然，政策變遷的案例多如牛毛，本研究挑選核四個案的主要考量是因其具有幾個

特質，對學理的分析極具效益： 

  1.公共問題的高度關注性。就國際經濟情勢而言，各國歷經 1970年代的兩次重

大石油危機之後仍心有餘悸，對能源議題的處理更加小心翼翼，深怕併發嚴

重的經濟危機，核能發電技術的成熟應用雖然為各國的能源供應提供新的選

擇，然而，核能的安全性和核廢料的處理問題也成為棘手的問題，因而引發

各國國內擁核與反核的激烈爭論。就國內經濟情勢而言，台灣在民國六十年

代開始推展重工業，以因應石油危機和國際經濟情勢的變化，維持中上游原

料價格的穩定及產業結構的完整性(經濟部，民 90：4)，對於能源的需求更為

殷切，除了核一、核二和核三的興建外，台電公司於民國六十九年向經濟部

提出興建核四的需求，在反核人士與環保團體的激烈抗爭、傳播媒體的大幅

報導之下，核能議題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核能的利弊之辯不絕於耳。在可

預見的未來，伴隨著全球化腳步踏至而來的全球性生命共同體的意識，如何

兼顧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育，將是人類社會集體生存的關鍵因素，如何在分享

經濟發展成果的同時，有效地解決全球溫室效應及核能污染，則將是各國所

面對的共同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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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價值信念的多元衝突性。核能發電的高污染性和核廢料的不可處理性，引發

經濟發展主義與環境保護主義間的對立衝突，支持經濟發展者將核能發電視

為維持國家經濟穩定成長的萬靈丹，反核即是反經濟發展；支持環境保護者

則認為核能發電是人類在利益薰心的趨使下，不顧生態保育的自我毁滅行

為。再者，擁核人士將核四問題界定為「科學爭議」的層次，屬於核能安全

疑慮的問題，應該透過科技的途徑來解決；反核人士則是將核四問題看成是

「信念爭議」的層次，是一種對社會、文化和鄉土的關懷，應該透過民主的

程序來決定(胡湘玲，民 89：140)。這些價值上的爭議，反映在陳水扁剛就任

總統後不久，在兩次公開談話中指出，「核四不應被矮化為經濟問題，而是一

個良知與安全的問題，在核廢料無法處理的情形下，這一代有沒有權力為幾

百年後的子孫決定命運的問題」(中國時報，89/09/16，四版)及「核四興建不

單從只是能源問題，而是良心、道德與選擇的問題，核廢料的終極處理，台

灣是否有力解決，我們不能把問題推給未來，也無權決定子孫他們的命運與

生活環境」(工商時報，89/09/23，二版)，無形之中更強化了價值層次的衝突

對立性。 

  3.決策過程的政治複雜性。在國民黨長期主政之下，核四議題大多停留在經濟

發展與科技安全的討論層面，倡議環境保護的聲音經常被執政者所壓制，民

進黨成立後雖然將反核立場納入黨綱之中，並與環保團體相互合作，作為挑

戰國民黨威權統治的政策訴求，提出「反核四是反獨裁」的口號，被賦與追

求民主的圖騰象徵意義，因此而染上政治的色彩，但因國民黨長期主控行政

部門與立法部門，核四議題經常是在立法院中曇花一現，政治衝突速起速落。

不過，此一情勢在民進黨逐漸在立法院取得較多席次，甚至贏得民國八十九

年的總統大選後開始有了轉變，擁核與反核勢力的政治攻防進入肉摶戰階

段，核四的興建與否不再單純是科技與經濟的考量，而涉及到公平正義的價

值選擇和政治理念的政黨競爭，也是國家機器與公民社會間權力結構的解構

與重構，政策參與的範圍也由技術官僚和核能專家擴大到一般人民，是少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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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受到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立法機關與行政機關、政黨、環保團體、工

商團體、專家學者、傳播媒體及社會大眾所關注的社會議題。 

  4.政策變遷的顯著代表性。自民國六十九年由台電公司向經濟部提出興建核四

一案，曾經因地方人士與環保團體的強烈抗議和用電成長趨緩而被立法院凍

結預算，因台電公司重新提出「核四可行性評估報告」、「核四環境影響評估

報告」及「投資計畫」而由行政院恢復興建計畫，因立法院通過「廢建核四

計畫」決議和行政院移請覆議而敗部復活，因行政院宣布停止執行核四預算

和大法官會議作出解釋而重行復工，其戲劇化程度幾乎沒有任何其他政策可

資比擬。再者，整個政策發展過程横亙威權統治、民主轉型和民主鞏固的不

同政治脈絡，歷經民間抗爭、社會溝通、社會動員和政治對抗的歷史階段，

可作為觀察台灣政治社會發展的重要例證。 

  5.變遷結果的廣泛影響性。行政院在民國八十五年六月函請立法院覆議廢止興

建核四計畫的函文說明二指出：「核四計畫為政府長期審慎評估，所決定之重

大經濟政策，為確保我國經濟持續發展，維護國家信譽及民眾福祉，核四計

畫確有移請覆議之必要，俾維持政府重大政策施政之一貫性。」自行政院在

民國八十九年十月二十七日宣布停建核四後，台灣股市的加權股價指數迅速

滑落，亦正反映了核四風暴對經濟層面的立即衝擊力道。此外，興建核四的

決策雖然是為了解決民生用電與工業用電的不斷成長，看似一個簡單的能源

供應與經濟發展的問題，實則不然。就基本人權而論，由於利用核能發電的

危險性及核廢料儲放問題無解的情況下，侵犯到憲法所保障的生命權和居住

權；就政府信用而論，經濟發展首重投資，在諸多投資環境評估指標中，電

力供應和政府施政的穩定性均為要項之一；就政治效應而論，停建核四的政

策爭議導致行政內閣重新改組，「全民政府」的執政模式左右為難，及行政與

立法的嚴重衝突，擁核與反核的意見對立等，這都已經遠超出經濟層面的所

能衡量的社會成本。 

  6.個案的研究契合性。政策變遷是一種動態的過程，適合作為個案研究的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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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應該符合兩個條件：一是時間的要素，對於政策變遷的研究若採取橫面

的分析方式，將陷入「見樹不見林」的研究盲點，難以全觀政策的變動脈絡，

必須將時間因素列為重要的參考座標，才能進一步觀察政策變遷的幅度與頻

率；一是變動的要素，即使政策存活的時間過長，若是「一路走來，始終如

一」，所凸顯的是政策的穩定性而非變動性，雖然政策維持亦是值得研究的議

題之一，但並非本研究感興趣的議題。觀察實際的政策個案，有的政策不是

生命過短，就是生命過於平淡，而核四政策的時間幅度不但長達二十年，且

期間經歷數次的政策終結與政策復活，變動的幅度大而顯著，非常適合做為

政策變遷的研究材料。 

    基於上述理由，本研究決定以停建核四政策作為個案分析的對象，運用本研

究建立之分析模型，就不同的構面詮釋政策變遷的現象，以呈現本分析模型的實

際效用(practical validity)，作為後續修正的參考。在研究範圍方面，由於核四政

策歷時甚久，整個政策過程歷經數次的政策變遷，為符應議題研究的新鮮性與資

料蒐集的完整性，本研究的分析範圍主要是以最近一次的政策變遷為核心，即民

國八十九年民進黨上台後，針對核四政策的所作所為進行剖析，檢證政策變遷的

前因後果。 

 

 

第四節  結語 

 

    本章一開始先有系統地檢閱了相關研究文獻，包括政策變遷的動態和政策變

遷的類型，對於本研究建立分析架構有很大的幫助，不但清楚地掌握了當前的研

究成果，同時有助於發展出更犀利和更有洞察力的研究問題(Yin, 1994: 9)，本研

究期許所建立的分析架構是一個健全的模型，不必然純粹是精確無誤地解釋和預

測某一特定現象，而是一個深富意含的架構(Evans & Davies, 1999: 364)，可以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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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深思，由激發更多的問題意識中，提出更多有助於理論建構的命題陳述。 

    在研究設計方面，對政策變遷過程的分析通常是需要採取長期的觀點，蓋自

政策的形成到執行，需要經過討論、規劃、及評估的作業流程，在政策執行之後，

是否需要改弦更張，更必須蒐集精確的政策資訊作為決策的參考。一般而言，政

策變遷的歷程少則二、三年，多則一、二十年都有可能，尤其是那些涉及到改變

價值或信念層次的政策，也許需要更長的時間才能見到成效。因之，對政策變遷

的分析，若捨棄長期觀點，不但是否定了政策分析在政策制定過程的價值，也可

能造成誤判了政策成效。值得注意的是，政策變遷的分析即使是以個案為焦點，

仍應考量整體的觀點，即必須考量同一政策領域內不同政策間的相互影響，乃至

於不同政策領域的政策所產生的外溢效果；政策制定的重心雖然是在政府部門，

但不應忽略其他行動者的參與行為對政策的影響力。 

    在人類理性能力有限的情況下，面對複雜情境的決策者，必須具備慎思明辨

的能力，隨時關注政策的外在環境或內在因素的質變而改弦易轍，尤其是在瞬息

萬變的資訊社會中，政策的生命週期非常短暫，很難有可行之久遠的政策，更應

適時地調整政策作為。而面對政策多變的研究者，則應致力於解構政策變遷的成

因、型態與影響等，一方面有助於政策知識的累積，另一方面亦可提供政策經驗

的學習，以減少「試誤式」的政策變遷模式所可能肇致的不良後果。要言之，無

論是政策過程的研究者或政策的制定者，均可由政策知識的厚植而受益

(Kirkpatrick, Lester & Peterson, 1999: 231)。 

    在政策過程的研究中，政策變遷的主題是一個理論分析架構尚不完整的處女

地。本研究是由政策變遷的相關文獻中歸納整理出影響政策變遷的重要變項，利

用政策體系的概念，組合外在環境的因素、政策本身的屬性、結構性因素及行動

場域的互動模式等面向，建構政策變遷的分析性架構，並利用實際的政策個案做

為模型應用的說明。職是之故，本研究對決策者瞭解如何達成或扼阻政策變遷會

有所幫助，同時亦能刺激研究者對此一主題的進一步討論和模型的精緻化。 

 

 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