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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過去的種種政策，是未來政策所須調適的環境

May & Wildavsky (1978)



第一節.1
課程政策變革的成因



從這個影片中你看到了課程政策改革背後思考的是什麼?從哪裡看出來?

https://youtu.be/xImAjolKyA0
https://youtu.be/xImAjolKyA0


對政策變革成因與類型的分析，有助於對政策
銜接性的了解。

1、政策問題重構。
2、政策偏好的轉變。
3、政策環境丕變。
4、政策學習效應。

• 政策變革的成因:



1、政策的問題會被重新被界定，主要是政策問
題本身可能隨著社會環境發生變化。政策問題
的解決如同拼圖，政策改革是重新定義問題尋
求解決，去替代完成的那一塊拼圖。

2、也可能是政策規畫者對政策問題的認知與理
解有所不同。

• 政策問題重構:



連結 回歸課程與教學連結

連結

從教育資源到基本知能，從基本知能在到自我尊嚴，促使政策問題被加以的重構，促成了教育政策的轉向。

https://wiki.mbalib.com/zh-tw/%E8%A1%A5%E5%81%BF%E6%95%99%E8%82%B2
https://pedia.cloud.edu.tw/Entry/Detail/?title=%E5%9B%9E%E6%AD%B8%E5%9F%BA%E6%9C%AC%E5%AD%B8%E7%A7%91%E9%81%8B%E5%8B%95%EF%BC%88%E7%BE%8E%E5%9C%8B%EF%BC%89
https://books.google.com.tw/books?id=WkaaAwAAQBAJ&pg=PA46&lpg=PA46&dq=1990+%E7%BE%8E%E5%9C%8B%E6%95%99%E8%82%B2%E6%96%87%E5%8C%96%E9%9C%B8%E6%AC%8A&source=bl&ots=H7WexKGAks&sig=ACfU3U26hNwanxXzXTmAD4odpSWTxoXdZw&hl=zh-TW&sa=X&ved=2ahUKEwj4m_H615fpAhVICqYKHcKbAYMQ6AEwB3oECAoQAQ#v=onepage&q=1990%20%E7%BE%8E%E5%9C%8B%E6%95%99%E8%82%B2%E6%96%87%E5%8C%96%E9%9C%B8%E6%AC%8A&f=false


1、人民對政策選擇的偏好發生改變，從長期的
趨勢觀察，人民對政策的偏好呈現變動的狀態。
2、Cibulka(1995)指出當代的教育政策變革背後
反映出當代的幾個價值信念-選擇(choice)、均
等(equality)、效率(efficiency)的轉向與抉擇。
2、集體的價值與信念提供了社會氛圍與政策論
述的框架。
3、社會價值與信念改變，政策的好惡判斷也隨
之改變。

• 政策偏好的改變:



實驗教育 實驗教育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tyWRKxwXN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EkDGQN3ju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EkDGQN3juM


1、因應外部環境的壓力，尤其是社會指標出現
警訊、焦點事件及政黨輪替。

2、社會領先指標或落後指標:均在顯示社會情勢
的嚴重程度，如人口結構、經濟成長率、國民平
均所得、失業率。當社會指標變動的幅度越大，
所吸引的社會注意力越強(Kingdon,1995)

• 政策環境丕變:



3、焦點事件:社會所突發的不尋常事件，其對某
些群體造成了立即而明顯的傷害，或即將帶來嚴
重的傷害(Birkland,1998)。一旦焦點事件發生，
不但匯集媒體及社會的焦點，也強化了變革的迫
切性。(新冠肺炎 VS 線上學習課程)

4、政治權力結構的改變，也會促成政策變革，
當執政權出現輪替，也意味政策參與者的重新組
合與民意基礎的轉移(Sabatier & Jenkins-
Smith)

• 政策環境丕變:



1、政策學者認為政策歷程也是一種學習的過程。

2、施政的背後所顯露的其實是一種集體的困惑，
決策者於是在政策歷程中學習，也藉由政策呈現
其學習的結果。Hall(1993)認為政策制定過程中，
制定者會從過去經驗與新資訊中，有計畫地調整
政策目標與執行手段，因此，政策變革是學習的
結果，只是學習後的政策變革並不一定能夠帶來
更好或更有效的結果。

• 政策學習效應:



3、Rose(1991)& Bennett(1991)政策學習機會可
以來自他國成功或失敗的政策經驗，而在跨國的
政策學習中，國與國的地緣關係並不是決定學習
對象的重要因素，反而是「相容性(comparability)」
、「聲望(prestige)」、「成就表現(performance)」，
才是跨國政策學習的選擇因素。
相容性:指文化、意識形態、資源的相似性。
聲望:指聲譽卓越的國家
成就表現:指政治、經濟表現優異的國家。

• 政策學習效應:



分析政策變革原因，不宜採單一因素
觀點，因為更多的時候，政策變革其
實是多項成因互動的結果。

• 綜整……



仔細看，你覺得新課綱的研修背景符合哪一種成因呢?
2:45

https://cirn.moe.edu.tw/Upload/Website/9/ckfile/92/1-%E7%B8%BD%E7%B6%B1%E5%85%A7%E6%B6%B5%E8%88%87%E5%AF%A6%E6%96%BD%E7%AF%871.mp4
https://cirn.moe.edu.tw/Upload/Website/9/ckfile/92/1-%E7%B8%BD%E7%B6%B1%E5%85%A7%E6%B6%B5%E8%88%87%E5%AF%A6%E6%96%BD%E7%AF%871.mp4


第一節.2
課程政策變革的類型



最簡單常見的分類是將政策變革劃分
為漸進式和非漸進式變革兩類。但除
了漸進與非漸進的政策變革類型，其
他的分類對課程政策變革更具有啟示
性:

• 課程政策變革的類型:



1、依政策要素區分:
Hall(1993)根據政策要素，包括政策目標(goals)、
政策工具(instrument)，以及工具設定(setting of 
instrument)的改革情形，將政策變革區分為三類:
(1)第一類政策變革:
政策目標與工具均維持不變，僅修正工具的設定，其
變革幅度最小，甚至不易為社會大眾所察覺。
(2)第二類政策變革:
政策目標與工具均維持不變，但改變政策工具，由於
此變革並不涉及政策基本價值與目標的轉向，是較常
見的政策變革形態。

• 變革類型:依政策要素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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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類政策變革:
改變政策目標，此類形的政策變最大，
因為其他要素也隨之修正，但除非是外
在環境出現巨變，否則此類形變革相當
罕見。

• 變革類型:依政策要素區分

第一、二類型的政策變革，不涉及對既有政策典範的挑戰，屬
於常態的政策制定，而第三類型的政策變革，則揚棄原有的政
策方向，是一種「政策典範的轉移」



Rose & Davies(1994)也從政策要素，包含
政策目標與政策工具的改變區分政策變革的
型態，認為新決策者面對所承階的政策，通
常有四種可能的變革作為。

1、維持政策。
2、調整政策工具。
3、宣示目標。
4、進行政策創新。

• 變革類型:依政策要素區分





Hogwood & Peters(1983)依政策變革所需之組織、法
律以及經費情形，將政策變革類型區分為四種類型。

1、政策創新(policy innovation):對新的公共問題
制定政策，因此沒有原先既存政策相關的組織、法律
與經費。
2009年 閱讀起步走 連結

• 變革類型:依組織、法令及經費需求區分

file:///C:/Users/user/Downloads/%E5%85%A8%E6%96%87%E4%B8%8B%E8%BC%89.pdf


2、政策接替(policy succession):在既定的政策領
域中，以其他政策取帶現行政策。相較於政策創新，
政策接替只是在現行政策基礎上做改變。換言之，政
策接替是對既有政策的修正或調整，可能是修正政策
目標，亦可能是置換政策工具，或兩者間句，但原有
政策並沒有結束，是政策變革中最普遍的類型。

• 變革類型:依組織、法令及經費需求區分



3、政策維持(policy maintenance):現行政策全然遵
循既有的方式運作，政策相關的法律、組織與經費預
算等均無名現的變更。政策維持的原因可能是行政惰
性使然，或是政策評估後的決定，也可能是政策終結
失敗的結果。

• 變革類型:依組織、法令及經費需求區分



4、政策終結(policy termination):就有政策宣告終
止，以新的政策全盤取而代之。因此，隨著政策或方
案的終結，組織機關也被裁撤、相關法令廢止、經費
遭到刪除。理念上某項政策執行後若未能達成終止，
通常不完全是政策本身的問題，而是政府財政資源匱
乏、藝是型態轉變或決策者異動的結果。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推動臺灣研究國際合作計畫實施要點 連結 沿革
教育替代役廢止 連結

• 變革類型:依組織、法令及經費需求區分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41519&KeyWord=%e5%bb%a2
http://www.rootlaw.com.tw/LawHistory.aspx?LawID=A040080041008000-1051208
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browseHistory.do?metaid=114848


最常見



第二節
課程政策接替

大多數的政策制定是以政策接替的類
型，以一項政策或方案取代既有政策，
方案的出現。



1、現行政策不盡完善。
由於現行政策設計不佳、執行不當、效果不彰，甚至
在解決某項問題後，反而製造其他問題，或和其他政
策牴觸或交互作用而衍生出非預其結果，於是現有政
策本身成為政策的病因，引發急需變革之情事
(Hogwood & Gunn,1984;Hogwood & Petters,1982)

• 1、課程政策接替的普遍性



2、政策空間益趨壅擠。
Rose & Davies(1994)施政不是一種選擇，而是一種
繼承，必須承受先前的政策遺物(policy legacy)。
當決策者試圖進行政策變革時，才驚覺其處於先前改
革遺產的不利困境。於是政策變革通常受到過去的政
策所現制，無法做全然自由的選擇。

• 課程政策接替的普遍性



3、政策終結成本過高。
除了政策空間的益發壅擠，資源、財政與社會成
本的考量，也壓縮著政策變革的選項。畢竟政策
創新與政策終結不但需要資源，更會引發社會不
安，政策接替較容易為社會大眾所接受。

• 課程政策接替的普遍性

以課程政策的變革而言不可能不思考政策終結的成本以及政策創新的空間問題。
因此新的課程政策通常是原有政策的延續與修正。



政策接替中，用以接替的政策與既有的政策並不相同。
根據Hogwood & Peters(1982)的分析，政策接替主要
可分為線性接替(直接取代)、整併、分化、部份終結、
非線性接替以及附帶接替等六種型態；

• 2、課程政策接替的型態



一、政策線性接替(linear succession)
線性接替又稱為直接取代，是最少發生的政策接替類
型。所謂線性接替，是以類似的政策取而代之，欲接
替的政策有相同目標，以解決相同的政策問題。與政
策創新不同的是，此取代的新政策不需要重新取得政
策正當性，直接接收既有政策已有的正當性。
線性接替可能引發的變革抗拒程度，取決於新舊政策
對線行標的對象的效益大小。
線性政策接替中，新舊政策的接替時間原應銜接而無
中斷，但有時在接替過程仍會出線政策的空窗期。
廢止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連結 接替條例 連結

• 2、課程政策接替的型態

https://edu.law.moe.gov.tw/SearchAllResultList.aspx?KW=%e5%af%a6%e9%a9%97%e6%95%99%e8%82%b2&type=B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1382&KeyWord=%e9%ab%98%e7%b4%9a%e4%b8%ad%e7%ad%89%e4%bb%a5%e4%b8%8b%e6%95%99%e8%82%b2%e9%9a%8e%e6%ae%b5%e9%9d%9e%e5%ad%b8%e6%a0%a1%e5%9e%8b%e6%85%8b%e5%af%a6%e9%a9%97%e6%95%99%e8%82%b2%e5%af%a6%e6%96%bd%e6%a2%9d%e4%be%8b


二、政策整併(consolidation)
政策接替的另一種型態，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政策被
全部或部份整合成新的政策，已達成原有的政策目標。
政策之所以整併，通常在消除現行政策交互影響或牴
觸的現象。雖然整併後的政策預期效益應比整併前高，
但也可能造成部份人士的利益受損，因此，原政策的
受益者可能聯合抗拒政策的整併。
廢止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連結 整併接替條例 連結

• 2、課程政策接替的型態

https://edu.law.moe.gov.tw/SearchAllResultList.aspx?KW=%e5%af%a6%e9%a9%97%e6%95%99%e8%82%b2&type=B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1382&KeyWord=%e9%ab%98%e7%b4%9a%e4%b8%ad%e7%ad%89%e4%bb%a5%e4%b8%8b%e6%95%99%e8%82%b2%e9%9a%8e%e6%ae%b5%e9%9d%9e%e5%ad%b8%e6%a0%a1%e5%9e%8b%e6%85%8b%e5%af%a6%e9%a9%97%e6%95%99%e8%82%b2%e5%af%a6%e6%96%bd%e6%a2%9d%e4%be%8b


三、政策分化(splitting)
政策分化與政策整併正好相反，是一項現行的政策分
開成二個或二個以上的政策。政策分化，主要來自該
政策領域的日益複雜、現有組織的負荷太大，於是現
行機構分成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組織，新分離出的組織
有其政策規劃的新重點。

• 2、課程政策接替的型態



四、政策部份終結(partial termination)
政策部份終結，是縮減某項政策或方案的資源承諾投
入。與政策整併不同的是，政策整併後的政策標的範
圍並無太大的變化，但是政策部份終結可能所小標的
人口範圍。政策之所以被部份終結，可能是對政策做
重要的修正，也可能是政策預定終結的前奏，甚至是
政策全盤終結失敗的結果。

• 2、課程政策接替的型態



五、政策非線性接替(non- linear succession)
非線性接替是新舊政策方案在政策目標、方案特色或
組織行事均有所不同，因此政策變革類型結合了終結
與創新的特性。不過，非線性接替與政策創新的不同，
是非線性接替中所替代的政策，不需要重新取得政策
存在的正當性。

• 2、課程政策接替的型態



六、附帶政策接替(incidental succession)
附代接替是偶發的政策變革。其指政策方案擬定的原
初目的並不在取代或改變現行的政策，但其結果卻造
成現行政策的變革。這種政策接替方式經常發生在國
會的妥協中，執政黨為爭取在野黨對特定政策的支持，
必須以某些政策內容為交換條件，反而造成政策改革。

• 2、課程政策接替的型態



抗拒最小，不確定性最低，
執行者與利害關係人的權益

均能維護

抗拒較高，不確定性較高，
組織結構和人員編制均會有
變化，政策標的人口的借定

出現改變

無論何種類行的政策接替，
都不可能完全無視於先前的

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