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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教育政策合法化的相關研究與理論建構 
 
本章先針對教育政策合法化的相關理論模式論起，藉以瞭解教育政策合法化

過程中的數種途徑範式；其後，再對於國內外與教育政策合法化相關的研究進行

歸納分析，以作為本研究推進之基礎或導引，茲分別列述，並歸納其重點及予以

本研究的啟示如次。 
 
 
 

第一節  教育政策合法化的相關理論 
     
蓋因教育政策合法化可謂教育政策制定過程當中具有畫龍點睛之妙的關鍵

階段，又用以描述教育政策制定過程的各家理論亦適合援用與表述教育政策之合

法化。因此，本節乃借用教育政策制定的理論作為教育政策合法化的相關理論，

於先描繪其梗概後，再就此等理論模式為本研究所提具之啟示，分別析理歸納之。 
 
 

壹、教育政策合法化的相關理論模式 

因為現實世界的問題錯綜複雜，甚至超越人類智慧所能考驗到每個面向的經

驗，因之，有時決策者不得不忽視某些問題的屬性，而從經驗場合中，抽繹出最

關鍵的要素與變因，再依邏輯推理及演繹，綜合成為經驗問題的理論模型，再依

此解決問題。大致而言，與教育政策合法化相關的理論模式，曾有多位政策研究

的學者提及，只是其見解重複之處頗多，因而直接將其分類歸納，敘述如下： 
 

一、理性理論模式 

本模式由古典經濟學家提出，泛指決策者依據完整而綜合的資料作成理性

決策，又稱「理性—綜合模型」（rational-comprehensive model）。其基本假定是
在高度統整的科層體制結構中，根據理性的評估，可以達成某一特殊目標，牽涉

三種最佳操作：從給予的需求與信念尋求最佳行動、從給予之證據形成最佳基礎

信念、為給予的需求與之前的信念尋求足夠的證據（Levi, 1990: 14）。其取向是
規範性（normative）的，可將行政決策視為組織目標的達成，並將資訊性的角色
界定於釐清各項可能的方案、結果及回饋（王如哲，2003：261）。主要結構係包
括資訊蒐集、問題分析、解決分析與溝通分析（張鈿富，1996：26-27）：資訊蒐
集乃要蒐集有關資料，以證據說明政策備選方案未來的結果；問題分析則要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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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問題，選擇解決方法；解決分析方面乃重選擇評估準則，評估備選方案並提

出建議；溝通分析便要向政策訴求對象轉化有用的建議。 
當將其運用至政策合法化時，則誠如 Carlson所言，由於政府可資運用的資

源有限，而人民對於政府施政的要求無窮，因之，決策者必須具備五項條件：（一）

知道所有社會價值的偏好及其相對的比重；（二）知道所有可能的政策方案；（三）

知道每一個政策方案所能產生的後果；（四）估計每一政策方案所能得到的與失

去的社會價值比例；（五）選擇最經濟有效的政策方案；並意味著得以理性地知

曉與權衡整個社會的價值偏好，俾根據政策方案的詳盡資料、正確預測各種政策

方案之後果的預測力、準確評估成本與利益的比例，方能作出理性決策。另外，

亦須建立一決策體系，提出幾個決策階段（林水波、張世賢，2001：20），如圖
4-1所示，以在政策合法化過程中促成理性。 

 

 

圖 4-1：理性理論模式 

資料來源：出自林水波、張世賢（2001：21）。 
 
    然此理論模式卻存在許多基本要件的限制，且其所能達致的程度也遭受諸多
學者們的高度懷疑，認為此一模式乃是一種崇高的理想，但同時也面臨了一些難

題，包括（吳定，1991：363-364；林水波、張世賢，2001：22-23；Dahl & Lindblom, 
1953: 59-64；Levi, 1990: 16）：（一）社會上沒有經常一致的價值存在，況且許多
價值彼此之間相互衝突；（二）許多相互衝突的價值是不能比較或相互權衡的，

例如個人尊嚴與增加稅收的價值；（三）決策者的環境，尤其是權力與影響體系，

使其無法觀察或正確權衡許多社會價值；（四）決策者的動機往往難以捉摸；（五）

決策者有時只是期望滿足進步的要求，通常只要找到一個可行的政策方案，就不

再繼續尋找最佳途徑；（六）在最初階段，適於決策者所面對之問題的資料有限，

有時因為成本過高，有時則難以獲取有關將來的資訊，只能在無可避免的未知情

況下作成決策；（七）現行施政計畫的投資（沈澱成本），往往阻止決策者重新考

慮其他的政策方案或機會；（八）不僅社會與行為科學的預測力，不足以幫助決

策者瞭解每一政策方案所可能產生的影響，自然與生物科學亦是如此；（九）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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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雖普遍應用電腦以分析各項資料，然決策者的智慧猶不足以在大多不同的政

治、社會、經濟、文化價值夾雜其中的環境當中，正確估計成本與利益；（十）

決策者因個人的能力、需要、限制與不足，妨礙其更理性地進行決策；（十一）

決策者無法確知各種不同政策方案的後果，因之大多寧願蕭規曹隨，以避免不必

要的麻煩與非預期的後果；（十二）政策制定通常牽涉每一機關的各部門，以致

協調不易，遂引進專家作決定，可惜專家有時隔行如隔山，因不瞭解其專業以外

的面向，而難作成完整的政策。 
    基於上述，可知理性理論模式有其理想崇高之處，亦存遭人詬病之譏，然無
論如何，在教育政策合法化的過程當中，盡可能蒐集最多可靠的資訊、維持參與

者的理性，並竭力客觀分析與決定，乃是不可或缺的必然堅持。 
 

二、漸進理論模式 

此一模式乃經濟與政府實務家 Lindblom (1959, 1979: 520)於對上述理性模式
提出辯難與批評之後，所提出的解決之道，最初稱為漸進主義（incrementalism），
經演變為邊際調適科學（science of muddling）之後，又修改成斷續的漸進主義
（disjointed incrementalism），認為政策的作成乃根據過去經驗，再經漸進變遷過
程，而獲共同一致的政策。可從語言創造（language creation）、道德法規、生物
性自我淘汰（biological self-selection）、市場系統、政治與行政等不同方向，提
出共同調和的觀點。這是一種社會行動的方法，以現行政策為基本方案，於與其

他新方案相互比較之後，作成哪些政策應修改或應增加哪些新決策（Habermas, 
1996:319-321）。因之，漸進理論認為公共政策為過去政府活動的持續，再加上某
些漸進的修改，是以決策者因政治上的限制、技術上的原因、人性的問題，及社

會價值的因素，並未每年評閱整個現存和被提議的政策，而只能全盤探討社會目

標，依據成本利益比例，對每一政策方案偏好予以列等，再基於資料作成抉擇。 
    根據上述背景與相關探究，可知漸進理論模式其實簡化了決策者的決策歷
程，化約了價值問題，也縮減了全部決策過程的複雜性，使得問題之解決，在於

邊際的比較，決策者抉擇與邊際，而非全盤考量每項計畫或方案，其要點可歸結

為以下六項，並以圖 4-2呈現之（吳定，1991：364-365；林水波、張世賢，2001：
27；楊桂杰，1999：148-160；Lindblom, 1959, 1994: 200-212）： 
（一）決策者不必企圖調查與評估全面的政策方案，其只要著重於與現存政策具

有漸進性差異者即可。 
（二）決策者只需考慮幾個有限的政策方案就行。 
（三）決策者對於每個政策方案，只評估幾個可能產生而重要的後果便是。 
（四）決策者所面對的問題，一直在重新界定。漸進主義斟酌「目的—手段」與

「手段—目的」之調適，其結果使得問題較易處理。 
（五）社會問題沒有單一的解決方案，而是透過分析與評估的過程，永無休止地

對所面臨的問題，提出一系列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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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漸進決策是補救性的，適於減輕現行及具體的社會瑕疵，較少著重於將來

社會目標之增進。 

 

 

圖 4-2：漸進理論模式 

資料來源：修改自張芳全（1999：61）。 
 
    大體而言，漸進理論模式與理性理論模式相較，實較能適應實際的決策情
況，且模型的架構較為精緻完美，更適合於人性。然根據 Etzioni (1969: 75)與 Dror 
(1968: 133)對其的批評，不難理解其必須在下述三項先決條件成立時，方為完
整：（一）現行政策的成果，大體上能滿足決策者與社會各階層成員的需求，則

邊際變遷在政策成果上，方能充分顯示其業已達到可接受的進展；（二）決策者

所面對的問題，在本質上必須具有高度的持續性；（三）決策者有效處理問題的

方法，也須具有高度的持續性。 
因此，漸進理論模式僅能盛行於高度承平的時代，因為當時人心思定，是以

蕭規曹隨通常是最佳政策，然而，即便是高度穩定的社會，也總存在許多重要的

本質性問題，緊隨人類慾望的昇華、問題性質的改變、可行方法的變遷而變異，

使得決策者不得不迫切需要一個須冒一定危險而制定的嶄新政策。誠如Gawthrop 
(1971, 82-83)之所謂，「社會上一旦發生快速變遷，諸如人口膨脹、設備利用增加、
科學知識發展等，漸進過程就無法有效解決問題」。 
    由是可知，漸進理論模式乃是對於理性理論模式的反動，力主政策參與者的
全知全能，其實存在某一程度的困難。然而，研究者以為，理性仍是教育政策合

法化過程中所不可或缺的強調，雖難盡善盡美，亦應盡力而為；至於漸進理論模

式，則適用於難以從事革命式興革，或是歷史包袱沈重的政策議題之上，只是漸

進修正的過程當中，亦不可忽略客觀理性的態度與前提。 
 

三、綜合理論模式 

針對上述漸進理論模式的缺失，Dror (1968: 133)提出規範最佳決策模型
（normative optimum model for policy making），Etzioni (1969: 75)提出綜視決策模
型（mixed-scanning model），林水波與張世賢（2001：33-39）因其綜合理性與漸
進兩大模式，而將其統稱為綜合理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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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Dror (1968: 133)認為理性理論模式太過理想化，而漸進理論模式難以
適應瞬息萬變的社會，因而規範所謂最佳決策模式，其過程可分三個主要階段，

其下又共細分為 17 小段，包括（一）決策中（meta-policymaking）：1.處理價值
問題；2.認識現實環境；3.認識問題；4.調查、處理與發展資源；5.設計、評價與
重新設計決策體系；6.分配問題價值與資源；7.決定決策策略。（二）政策作成
（policymaking）：1.細分資源；2.建立配合優先順序的運作目標；3.建立一套配
合優先順序的其他重要價值；4.準備一套主要的政策方案（包括好的與壞的）；
5.對於各種不同方案的利益與成本進行可靠的預測；6.在比較預測的成果後，建
立各種不同方案所可能得到的利益與所需的成本，並指出最佳方案；7.評估最佳
方案的利益與成本，並決定其好壞；（三）決策後（post-policymaking）：1.激勵
政策的執行；2.執行政策；3.執行政策後的評估。 
除此之外，Dror (1968: 133)亦認為此理論模式還需具備下列特性： 

（一）認清某些價值、目的和決策標準。 
（二）探討問題的解決方案，並積極致力於新方案的研究（如比較性論著之閱讀、

實際經驗的操作、可行理論之應用等），以促成創造性的新方案。 
（三）預先估計各種方案與決策的期望償付，而決定作成最少風險或革新的策略。 
（四）決策者首先依據漸進理論模式檢討現行政策，然後再根據可用的知識與直

覺，建立一條捷徑，用以考慮政策方案的可能成果，並指出主要的期望值。 
（五）測定最佳政策的方法，是不同分析者經一至四階段充分且坦誠之討論後，

獲致協議。 
（六）為決定某一個問題是否值得從事廣博性的分析，決策者應進行積極的努力。 
（七）理論與經驗、理性與額外理性，均是本模式所依賴殊深的，至於其如何綜

合，完全取決於其可行性與問題的本質而定。 
（八）有必要進行各種安排以改進決策品質，比如自經驗中從事有系統的學習，

從事創造性與啟發性的培養、從事幕僚作業的發展、對學識進修的鼓勵等。 

    至於 Etzioni (1969: 75)則為了解決理性理論模式所發生的困難，也為了補救
漸進理論模式的缺失，而提出綜視決策模型，應用理性理論模式審視一般性的政

策要素，應用漸進理論模式於決策者所認為必要調查的特殊項目。以漸進模式減

少理性模式的不實際面，而只檢閱基本決定所需的細節，另外，也以理性模式探

討長期方案，以克服漸進模式的保守傾向。總之，此一模式指示決策者同時自兩

個角度進行觀察（楊桂杰，1999：160-161）：其一為利用廣角相機，檢視天空的
每一部份，但不拘泥於細節，亦不必鑽牛角尖；其二為利用狹窄的相機，瞄準前

者所顯示的資料當中，需要決策者從事更深度檢驗的區域。 
    自抽象的觀點視之，綜視決策模型提供了蒐集資料的特殊程序、資源分配的
策略，並作為理性與漸進兩模式間關係的指南。其融合了理性與漸進模式：一方

面進行理性模式所能作的檢驗，而又不徹底檢視決策者所面對的全向；另一方面

也根據漸進模式的要旨，縮減審查的範圍。具備數項優點，包括（林水波、張世

賢，2001：38-39；Wade, 1972: 110）：（一）互補理性與漸進理論模式之長短，完



教育政策合法化理論建構與實際運作之研究 

 112

全視實際情況決定兩者被運用的輕重；（二）可用以調整急速變遷的環境，具有

制定適應特殊環境之政策的彈性，因有些情況漸進模式可勝任有餘，而某些情況

則非理性模式不可；（三）顧慮到決策者的能力問題，能力越高的決策者，越能

進行廣博的檢視層次，也越能有效進行決策。 
然而，仍有論者認為 Dror 太重視創造力與額外理性的因素，有陳義過高之

嫌，誠如 Jones (1973)所言，「Dror希冀盡可能作好決策，但其意令人難懂。最佳
的意思可能是利用理性與額外理性為手段，使決策作得更好，而至於好到何種程

度，達成何種目標，則是未知的」。另外，Etzioni也未進一步說明應在何種條件
之下採用綜視決策模型，以及理性模式與漸進模式應當運用到何種程度，而須留

予決策者的主觀（基本智識的培養、想像力的提升、科學理論的訓練）與客觀（實

際的決策經驗）條件自行定奪，是其缺憾所在。 
由上觀之，綜合理論模式即是理性理論模式與漸進理論模式之融合，且須視

環境、主題、參與者等各項背景因素調整兩者之比例。本理論立意極佳，唯如何

運用至恰到好處，仍取決於決策者之智慧、經驗與能力。 
 

四、機關組織理論模式 

    傳統政治學始自對於政府機關組織的研究，認為政治活動向來集中於幾個政
府特殊的機關組織（行政、立法、司法、政黨等等），個人和團體的活動集中於

與政府機關組織的往來與關係，而公共政策則由政府機關權威性地制定、執行與

推動。嚴格來說，政府機關賜予公共政策三個顯著的特性（林水波、張世賢，2001：
39-40）：（一）政府賦予政策的合法性--一般而言，政府的政策賦有法律義務，得
以命令全體國民遵守，而政府之外的團體或社會組織的政策，只對其成員具備約

束力，不似政府政策對廣博所有民眾而言，皆具備法律義務；（二）政府賦予政

策的普遍性--只有政府的政策適用於社會上的全體人民，其他團體或組織之政策
的約束力，僅能達及其所屬的成員；（三）政府壟斷社會的強制力--只有政府能
合法地逮捕違背政策者入獄，社會上其他團體或組織所能加諸其成員的制裁，通

常有其限制。總之，政府有能命令全體公民，遵守用以統治整個社會的政策，並

壟斷合法力的使用，以激勵個人與團體，執行其所偏好的政策。 
    整體而言，傳統政治學上對於機關組織的研究，經常著重描繪特殊政府機關
的結構、組織、職責與功能（如圖 4-3 所示），而非有系統地研究政府機關與公
共政策內容間的連鎖，也不著手調查其特性，及其對政策制定與執行的影響。此

等情形大致導因於當時的憲法與法律，對於各級政府組織與職責之規定鉅細靡

遺，學者僅需根據類似規定進行靜態描述即可，不必另作推論（楊桂杰，1999：
159）。然大體而論，此等研究雖然在範圍上稍嫌狹隘，但並非一無是處，蓋政府
機關由個人與團體的穩定行為模式結構而成，進而決定公共政策的內容，畢竟在

某一特定結構之下的個人與團體，確實是可能享受更大權力的，因之，政府機關

的結構，對於政策之作成，實具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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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機關組織決策模型 

資料來源：出自林水波、張世賢（2001：40）。 
 
    機關組織理論模式的研究，可透過研究機關組織與公共政策內容間之關係，
與自比較觀點調查其間關係等兩大途徑，擴大其研究範圍（林水波、張世賢，

2001：39-40）。但須注意的是，機關安排對於公共政策的影響，常屬經驗問題，
須經調查研究方能下定論，絕不可陷入先驗邏輯的陷阱，未經調查即直覺認為某

一特殊機關的結構一旦更改，就會促成公共政策的變遷。 
因之，評估組織機關結構對於政策的影響之際，除須先從事經驗的調查之

外，還須兼顧環境因素，畢竟，在一個穩定的環境之下，機關安排的輕微變動，

應不致影響公共政策的全盤內容。 
 

五、團體理論模式 

團體乃個人的集合體，主要功能在維持某種合理的均衡，且如 Truman (1971: 
23-33)之所言，當團體的均衡受到嚴重干擾時，各種不同的行為就隨之而起，如
果這個干擾不太大，團體領袖就致力於恢復原來的均衡，此時，政府的居中協調

乃成不可或缺，而假如干擾嚴重到分裂的階段，其他行為也會應運而生。 
基此，Bentley (1967: 220-232)指出團體理論模式的基本命題，在於團體間的

交互影響為政治活動的中心事實，一般而言，具有共同利益的個人，常正式或非

正式地結合成某一團體，以便向政府提出其需求，此種利益團體的存在，乃成政

治生活的主要特徵之一。而所謂的利益團體，則係指具有共同態度的團體，用以

向社會的其他團體提出主張，其目的在建立、維持與增進共同態度所蘊含的行為

模式，此時，利益團體便成了政治性的團體，成為個人與政府間的重要橋樑，而

政治系統的主要任務，則在於建立團體競爭的規則、安排妥協與平衡利益、制定

公共政策用以規定妥協的方式、執行妥協以解決團體間的衝突。 
 
在此架構之下，決策的基本假定在於透過不同利益團體之間的協商與結盟，

選            民 

市   議   會

經    理 

政策指示 

作業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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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效達成個別目標，其將決策環境視為開放系統，取向是描述性的（王如哲，

2003：262）。根據此一理論的論點，可知任何時期的公共政策乃是團體競爭後所
達成的均衡，這個均衡代表著競爭黨派或團體間，費力爭取其利益的一種平衡，

其取決於利益團體的相對影響力，因而立法機關仲裁團體競爭，批准得勢的團

體，並記載失勢團體讓步的情形，其間平衡一旦發生變化，公共政策極可能隨之

變異，傾向得勢團體所盼望者，而背離失勢團體的慾望。至於團體的影響力，則

取決於成員的大小、財富的多寡、組織能力的強弱、領導能力的高低、與決策者

接近或遠離的程度，以及團體內部的凝聚力等等（林水波、張世賢，2001：42-43）。 
由是觀之，團體理論模式之旨趣，在於依據團體競爭的原則，描述所有有意

義的 政治活動，畢竟決策者經常遭遇利益團體的壓力，必須折衝各種要求，達
成各方均衡的政策（柯三吉，1998；柯正峰，1999：87-109；曹俊漢，1990：
132-218），如圖 4-4及 4-5所示。總之，團體向政府提出威脅其福利的問題，促
其作成必要決策，以助其維持生存，而當某一團體在政府中贏得勝利時，其他團

體立即跟進，如此週而復始，最後由政府作成適應各團體的公共政策，以維持其

均衡，是以政策乃團體內相互折衝後所導致的均衡。 
 

 

圖 4-4：團體理論模式 

資料來源：出自林水波、張世賢（20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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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教育政策的團體理論模式 

資料來源：修改自張芳全（1999：56）。 
 
然而，學者們於仔細檢驗團體理論模式後，發現此一模式確實有助於瞭解政

策問題如何與政府接觸的複雜過程。然又於研究一定的特殊個案之後，發現團體

模式只是政府接觸問題的一個方式而已，無法解釋所有的問題如何被列入政府議

程的過程（Smith, 1964: 610; Gunnell, 1996: 253-265; Jordan, 2000: 788-801），比如
其甚少解釋政府的常規、重大政策或權利的變遷，以及權利與正當法律程序瀕於

危險邊緣、領導產生副作用、政府職能擴大等情況，是其不足之處。 
 

六、菁英理論模式 

Dye與 Zeigler (1975: 3-6)在其合著之《民主政治的諷刺》一書中，提具菁英
理論模式（elite model）的主張，認為公共政策所表現的菁英偏好與價值，如圖

4-6所示，且其所包括的幾個基本的特色，如下所述： 
（一）菁英主義的中心命題，主張社會由兩個階級所構成，其一為少數的統治者，

其二為多數的被統治者，前者壟斷權力，執行政治功能，享受權力帶來的

利益，後者則受前者的指揮與控制。至於社會由菁英治理的原因，在於菁

英有組織且目標一致，而大眾則是一盤散沙，各有各的目標。 
（二）菁英主義產生的背景，乃是都市化、工業化、技藝發展，以及現代社會中

經濟與政治組織的快速成長。 
（三）菁英主義主張菁英來自社會的上層階級，能控制資源，諸如權力、財富、

教育、威望、地位、領導技能、訊息、政治過程的知識、溝通能力與組織

等，因而少數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產生區別。 
（四）菁英主義允許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使原本非菁英者有機會晉升為

菁英，意味著來自下層階級的民眾並非完全與菁英絕緣。 
（五）菁英們享有共識（如美國菁英的共識在於堅持私有財產的神聖、有限制的

政府，以及個人自由），代表社會系統的基本價值，以維持該系統的運作，

甲團體影響力 乙團體影響力 

教育政策 

平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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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作為社會系統穩定與生存的依靠。唯其政府的政策方案符合此等共識，

菁英們方予以慎重考慮。 
（六）反映人民需求的公共政策，少於反應菁英利益與價值的公共政策，因而一

般人的認知（公共政策為人民需求之反應）只是一種迷思（myth），而非
實情。再者，公共政策的變遷與革新，來自菁英對其價值的重新界定，因

其通常傾向保守，導致政策的變遷通常是漸進的，而非革命的。另外，菁

英理論模式並不意味公共政策將對大眾福祉造成侵害，只是主張維護大眾

福祉的責任，落在菁英肩上，而非大眾。 
（七）菁英主義認為大多數的大眾是消極的、冷漠的、消息不靈通的、孤陋寡聞

的，因而大眾的情感常受菁英的控制與掌握，但菁英的價值卻不受大眾情

感的影響，其間的溝通只有上對下，極少下對上，大眾頂多只能對菁英的

決策行為產生間接的影響。 
（八）菁英主義並不意味著權力階層一直與大眾產生衝突，也不表示享權者不惜

犧牲公共利益以維護自身目標，更不是用以壓迫大眾的一種陰謀。 
（九）菁英主義並不認為菁英份子間絕無衝突，或絕不對基本價值表示爭論，只

是菁英間的競爭，僅限於狹隘的範疇，並且菁英間相互贊同的機會多於彼

此爭論的時機。 
（十）公共政策事實上是菁英的偏好，公務員只執行菁英所決定的政策，其流程

乃由菁英至大眾，因為對於政策問題的處理，菁英塑造大眾輿論的機會，

遠多於大眾塑造菁英輿論的機會，畢竟人民多是冷漠消極的。 
 

 

圖 4-6：菁英理論模式 

資料來源：出自朱志宏（1990：44）。 
 
菁英理論模式的提出，有助於對一部份社會當中決策過程的瞭解，尤其是知

識落後的鄉村，其間意見領袖所表現的突出功能，然而，隨著時代變遷，亦難掩

其缺失所在（林水波、張世賢，2001：47-48；楊桂杰，1999：158-159），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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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民主社會的日益普及，政府決策已逐漸顧及透過人民需求的滿足，確保其政

治系統的穩定與持續，而不僅止於考量菁英的利益；另外，菁英主義所認為冷漠

且孤陋寡聞的大眾，亦逐漸因教育普及、媒介發達而民智大開，甚至積極參與政

府的決策過程；最末，菁英理論模式對於政策的變遷，採漸進主義的看法，實僅

適用於穩定承平的社會，於今瞬息萬變的時代而言，恐已不敷所需。 
 

七、博奕理論模式 

    博奕理論（game theory）亦有譯為遊戲理論、賭賽理論，或競爭理論者，乃
用以分析相互衝突的情況之下，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行為者，彼此競爭以獲取價值

時，各自推出自己的策略，造成不同的得失。一般而言，決策者應用其來協助自

身於一特殊場合之下，建構最佳的策略，並以其提示政治行為者可能的行為，或

對於不同政治決策之解釋。建構此一模式的傑出學者 Riker (1962)與 Ordeshook 
(1986)，指出此一模式的基本假定乃是：競爭者（players）是可確定的，其各自
擁有各自的策略，並且每一配對的策略具有一數值成果，在充足的訊息條件運作

之下，競爭者持有保守的理性，使得競爭者或決策者在某一競爭的場合裡，企圖

確保最高平均收益或最低平均損失，可謂決策理論模式當中量化與形式化程度最

高者。其相關概念包括下述五者（Garson, 1976: 92-93），並舉實例如表 4-1所示： 
（一）競爭者（player）：可以是個人、團體，或政府，只要具有明確的目標，且

能為理性的行為即可。 
（二）競爭行為（game）：決策者參與相互依存的抉擇，每一個競爭者必須調適

自己的行為，使其不但反應自己的慾望與能力，也反應自己對他人可能作

出的期望。 
（三）償付（pay-off）：指涉每一位競爭者所接受的價值，且該價值為自己與對

手抉擇之成果。 
（四）策略（strategy）：為一種行動計畫，決策者於考慮其對手可能採取的行動

後，在一套達成最佳償付的行動中，作成合理的決定。 
（五）最小中的最大原則（minimax）：理性的決策取決於「縮小最大的損失與擴

大最低的收益」兩個原則，並依據此標準作成一種保守的策略，用來減少

損失與確保最低收益，而非冒著最大損失的危險，企求最大的收益。 
 
表 4-1：兩個參與者的博奕情境 

囚犯甲  
選擇 A（招供） 選擇 B（不招供） 

選擇 A 
（招供） 

結果 a 
（甲判 5年，乙判 5年） 

結果 b 
（甲判 10年，乙判緩刑） 

囚

犯 
乙 選擇 B 

（不招供） 
結果 c 

（甲判緩刑，乙判 10年） 
結果 d 

（甲判 3年，乙判 3年） 

資料來源：出自張世賢（2005：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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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之分析可知，以兩個參與者的博奕情境，且其各具兩種選擇為例，經

談判、協商、揣測或妥協之後的抉擇，將造成四種可能的結果，結果 a、結果 b、
結果 c，或者是結果 d之獲致，須依賴雙方參與決策者共同決定，而非單一決策
者所能論定，並且通常以數據呈現其決策結果的價值。 
    倘將其運用至於公共政策的研究之上，乃指研究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競爭者，
在決策場合當中所作成的理性決定與決策成果，是否因決策者的抉擇不同而異，

因之，此模式通常應用於任何人無法獨立作成最佳抉擇的決策，以及最佳成果有

賴他人作為配合之時，比如戰爭與和平的決定。大體而言，這是一種抽象與演繹

的決策模型，並不實際描述人們如何作決定，而大多著墨於假如決策者具有全然

理性，那麼在競爭的情況之下，他們應如何作成決定，因之，此乃應用於衝突場

合的理性主義模式，決策成果取決於其他競爭者的作為，而非決策者本身的作為。 
    博奕理論模式常被社會學家作為分析社會現象的工具，較少用以作為政府官
員制定政策的實際指南；再者，其所假設的各種情況，甚少能與實際情況相互配

合，其所具備的條件，也難在實際生活中相互類比，畢竟決策者往往不知道決策

對自己或對手的真正償付（林水波、張世賢，2001：50）。然而，其卻仍不失為
衝突情況中的政策抉擇，提供一個有趣的思維方式。 
 

八、系統理論模式 

系統理論模式最早由 Easton提出，認為政治系統為了適應周遭的環境壓力，
必須隨時採取對應措施，作成必要的決策。其中，所謂的環境乃指任何條件或情

境，是被界定在政治系統境界之外者；而所謂的政治則是由相互關連的結構與過

程所形成的團體，其功能在為某一社會從事權威性的價值分配，其產出為系統的

權威性價值分配，以及由這些分配所構成的公共政策（江芳盛，1998）。 
    系統理論模式將公共政策描繪為政治系統的輸出，此時，系統乃是社會中一
套可認明的制度與活動，其功能在當獲得全體社會的支持時，得以將需求轉換成

權威的決定；同時，系統間的要素亦相互關聯，不斷反應系統環境的壓力，畢竟

系統為了依賴作成合理而令人滿足的輸出、政治社會化、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而

賡續，不得不因應環境的各種變遷。至於政治系統的投入，可分需求與支持兩種

（林水波、張世賢，2001：51-52；Anderson, 1990: 25-26）：對前者而言，其發生
於個人或團體反應實際或想像的環境條件之後，所為影響公共政策的行為；對後

者而言，則表示個人或團體接受選舉的結果，遵守法律的規定，順從政策的決定。 
於此之際，任何系統均可能同時吸進各種需求，有些甚至相互衝突，必須於

安排各項解決方案，且對當事者執行此等方案之後，方可將需求轉成產出，一般

言之，輸出可能具有影響環境與需求的能力，也可能影響政治系統的特性。具體

言之，系統理論模式當中，政治活動與公共政策的概念，可由圖 4-7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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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系統理論模式 

資料來源：出自林水波、張世賢（2001：50）。 
 
    系統理論模式最易說明政治現象的複雜性、靜態性與動態性，蓋因系統由具
不同需求的各種成員組織而成，當環境穩定時，成員的要求不致有太大改變，因

而系統只須漸進修正公共政策的內容，就能因滿足成員需求而獲致其支持；而當

環境急速變遷時，成員的需求往往隨之變異，此時，系統為持續與生存，則必須

適時反應成員需求，作成政策解決系統所面對的困難（Anderson, 1990: 25-26）。
然而，某些重大政策之作成，卻難以應用投入、輸出等概念加以解釋，畢竟其有

時在政黨或利益團體當中，時常少有明顯的推動行為，亦即決策之產生，並非由

系統中的份子提出積極需求，而是由政府自行認定理所當然而作成決策。 
只是此等情況之下所作成的政策，人民雖可提出修正，要求政府制定合乎民

意的政策；反之，政府亦可利用政治社會化過程，向人民解釋該項政策制成之因，

而要求人民支持。是以，假若此一理論模式能夠徹底而圓滿地解答下列問題，其

將更能解釋社會現象，亦對政策分析的貢獻深具價值（Dye, 1998: 18-35）： 
（一）政治系統的成員遭遇何種環境壓力時，會對系統提出需求？ 
（二）政治系統具有哪些重要的特性，得以將需求轉換成公共政策，並賡續發展？ 
（三）環境的投入，如何影響政治系統的特性？ 
（四）政治系統的特性，如何影響公共政策的內容？ 
（五）環境的投入，如何影響公共政策的內容？ 
（六）公共政策如何透過回應的過程，影響環境與政治系統的特性？ 
 

九、垃圾桶理論模式 

垃圾桶理論模式（garbage-can model）認為組織決策基本上乃在一個充滿多
元決策者的決策環境當中作成，必須盡可能蒐集所感受到的、想到的問題解決途

徑，作為決策之參考（謝卓君，2002：31-32）。根據 Cohen, March, Olson等人於
1972 年所作的研究，發現教育行政單位的決策過程，具有目標不明確、決策過
程不清晰、組織成員具流動性，甚至連解決問題的方式也不確定等特徵，猶如處

於所謂「無政府狀態」（an organized anarchy）一般。於此混亂的狀態之下，所有
的問題、解決方案、參與者等相關因素，均匯集在「垃圾桶」當中，在一切不確

投入： 

需求支持 

黑箱：政治系統 

包括了結構、程序、

決策者 

輸出： 

決策行動 

環境：政治系統中社會與經濟變數 

回饋：產出對環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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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狀態下，問題解決之道乃於各因素間因緣際會地產生。 
其基本假定為組織乃一開放系統，當中的合理性（rationality）雖具象徵性意

義，但卻不主導決策行為，用以敘述處於模糊情境下的決策行為，甚至指出：有

問題的目標甚於明確界定（well-defined）或預先決定（predetermined）的目標、
人員的偏好通常是衝突甚於具共識的、決策法則與常例使用啟發式甚於數學演算

式、行政決策基於遵守時程之規定甚於最大效益目標（王如哲，2003：264）。 
另外，其要素與特徵分述如次，且其運作情形亦如圖 4-8所示（謝卓君，2002：

31-32；March & Olson, 1989）： 
（一）目標模糊：組織本身所欲追求的目標及其優先順序不明確，此與教育目標

常很難精確說明的特性類似，其原因可能有二，其一為是組織規模的發展

趨於複雜後，各分屬部門容易各自產生目標，彼此之間難免相互矛盾所不

可避免的結果；其二則因組織內部的因素造成自身缺乏可用資訊、較少長

期規劃、疏於投注心力解釋目標等的後果，若經妥善規劃，應可加以避免。 
（二）手段與方法的不明確（problematic preferences）：組織成員通常只知與本身

職務相關的任務，對於組織整體運作，以及達成目標的方式則不甚清楚，

因而只能從錯誤中學習，以經驗思索解決問題的方式。比如教育政策合法

化的過程常不為人所知，教育組織成員對於作決策的過程，以及對問題的

界定等，也往往不是相當瞭解。 
（三）流動性的參與（fluid participation）：參與決策的人員可能因利害關係而加

入或離去，可能因制度不明確造成工作執掌的劃分不清楚，也可能因參與

者在組織中身兼數職而無法全程參與，是以政策合法化過程的參與者具有

流動性，因之，其彼此之間的關係也經常隨著決策過程的進行而調整改變。 
 

 

圖 4-8：垃圾桶理論模式 

資料來源：出自廖俊松、周俊妹、邱靜儀（1999：86）。 

 

政策方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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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垃圾桶」中的問題（problem）、解決方案（solutions）、參與人員（participants）
與決策機會（opportunities）乃影響決策的四股力量，其彼此之間的消長與互動，
不但可以決定議題之浮出檯面與否，甚至可以影響政策的內容與走向。而「問題」 
與「解決方案」之間，亦不必然要先有問題才出現解決方案，甚至有時也可能先

產生一種政策或方法，之後再去尋求可解決的問題，或去說明採取此一政策的理

由，至於「參與人員」，則除了具有流動性之外，也不限定是政府人員，或一定

要以開會或討論的表面形式參與。 
    垃圾桶理論模式所描述的是政策制定過程的某種現象，但對於民主法治國家
而言，應非國會殿堂之全貌，適合用以提醒關注教育政策合法化議題者，其過程

除正式遵循者外，亦難免存其非正式部分，可一併注意。 
 

十、政策之窗理論模式 

Kingdon (1995)將決策機會稱作「政策之窗」（policy window），指出決策者
等待問題、解決方案、參與人員與決策機會發展至有利的時機，即是政策之窗開

啟時。政策之窗可能因政治潮流改變、政權轉移，或是某個新問題獲得政府官員

的注意而開啟，也可能因為參與者認為已對政策問題作出行動、礙於情況無法作

出行動、目前沒有可用的研究或方案以資解決，或者是人事結構發生變化而關

閉。大體而言，政策之窗開啟的時間很短，有時可以預測，有時難以猜測，有時

相互排擠，有時甚至出現擴散反應，但無論如何，參與者均必須把握機會，在有

限的時間與資源當中參與競爭，爭取擱置或暫停對某項政策的注意或執行，而優

先處理某一政策問題，可以圖 4-9示之。另外，McLendon (2003: 479-515)也提出
議題設定之政策動力理論（policy stream theory），包括州問題動力(state problem 
stream)、州政治動力（state political stream）、去中心化解決動力(stream of 
decentilization solution)與爭議之機會主義者，共同匯集成爭議的機會之窗（issue 
window of opportunity）之後再成為政策議程。 

 

 
 

圖 4-9：政策之窗理論模式圖 
資料來源：出自 Kingdon（1995：162）。 

政策的動力 
（Policy stream）

問題的動力 
（Problem stream）

政治的動力 
（Political Stream）

支撐政策轉移 
（sustain policy sh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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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體而言，本理論模式之要點如下所述（謝卓君，2002：32-34）： 

（一）分子的結合：政策形成過程並非由一連串的理性決策所組成，而是在一個

宛若政策原始湯（policy primeval soup）的場域裡，存在各種意見、議題
與解決方案，正如化學元素中的分子一般，可能因相互碰撞而重新合成新

的分子，甚至呈現強勢地位，也可能因相互作用而消失。是以探討政策合

法化過程時，應理解全新的議題或方案不可能突然出現，是以人們會重新

組合或包裝一些熟悉的議題方案，以增加其存活率。因之，政策企業家

（policy entrepreneurs）推動政策方案時，應當在技術上提升方案的可行
性，或是增加他人對於方案內涵的接受程度，甚至進一步預測未來可能遭

致的限制，如此方能使該政策在政策原子湯中浮現並存活。 
（二）政策問題與政策方案的優先性：政策企業家可能為私人利益考量，為某種

價值，為影響政策的形成，或為推動政策的過程中相受接近權力核心的滋

味，因而致力於推動某些政策方案。然而，推動方案可能有兩種情況：其

一先有政策問題的出現，政策企業家再為了某些誘因而提出對應的解決方

案；其二則是政策企業家為了提倡某項方案，再去挖掘一個可以配合此項

方案的政策問題，企圖藉由一個「事先」產生的政策方案，來解決一個「事

後」才出現的政策問題。由於政策之窗開啟的時間相當短暫，一旦等待問

題發生才要開始尋找可行方案，往往流於錯失良機，是以 Kingdon認為政
策企業家應在事前備妥多項政策方案，等待政策之窗開啟的瞬間，即迅速

推出適當的方案，把握其在議程中崛起的任何機會，以期獲得高度重視。 
（三）時機的配合（政策之窗的開啟）：「時機」常常是公共政策能否順利進入議

程，乃至於完成合法化程序的關鍵之一，是以 Kingdon乃以「政策之窗」
來比喻政策制定的關鍵時機。政策之窗是否開啟，受到政策潮流、問題潮

流與政治潮流三股分流的影響，當其開啟之時，這三個潮流又適當產生連

結（在政治環境的配合之下，能對問題作適當認定，並提具可以解決問題

的政策方案），致使某個議題能夠取得政策議程的地位，順利完成合法化

程序，終而形成公共政策。 

    總之，政策之窗理論模式乃自另一面向描述政策形成過程，著重對於政策合
法化的非正式過程，有其適合之處，但仍不與上述其他理論相對立。 
 
 

貳、教育政策合法化的相關理論對於本研究的啟示 

    研究者綜合上述，分別描繪與分析理性理論模式（政策乃有效目標之達成）、
漸進理論模式（政策只是過去的修正而已）、綜合理論模式（政策為理性與漸進

過程的綜合）、機關組織理論模式（政策為機關組織的活動）、團體理論模式（政

策為團體間折衝後的均衡）、菁英理論模式（政策為菁英的偏好）、博奕理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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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為競爭情況下的理性抉擇）、系統理論模式（政策為系統的輸出）、垃圾桶

理論模式（政策為問題與方案因緣際會的結果）、政策之窗理論模式（政策乃伺

機而動的勝出方案）等，認為其的確為本研究提具了諸多引人深思的重點與啟

示，大致包括： 
 
一、諸理論因情境、對象與角度不同各有適用之處，並不相互對立或排斥 
    大體而言，上述諸理論皆有其適用、可取之處，然不可諱言，亦皆存其應當
留意之處，實際應用時，可參酌情況之特色，綜合應用。比如理性理論模式適用

於描繪較不複雜的教育政策議題，且參與者須持高度客觀理性為之；漸進理論模

式適用於穩定性較高，且參與者較保守溫和之政策情境當中；綜合理論模式適用

於政策問題之爭議不致過大，且政策情境亦非衝勁十足之時；機關組織模式似較

適合政府權力明顯大於民眾之狀況；團體理論模式則較適合利益團體較為發達之

社會；菁英理論模式適合描述專業性較高的教育政策議題；博奕理論模式適用於

政黨勢力相當的兩黨政治之時；系統理論模式適用於政策環境較為複雜，難以透

明分析之時；垃圾桶理論模式適於描述無政府狀態，或是議事癱瘓時之政策合法

化；而政策之窗理論模式，則適用於社會重大事件發生，輿論影響較大之時的教

育政策合法化。 
 
二、教育政策合法化的理想過程是一連串的理性判斷 
教育政策合法化的理想過程，猶如理性理論模式之所言，是參與者得全知全

能，掌握各相關資訊線索、預測各可能動向，藉以作出完美無缺的決策。然而，

人終非聖賢，極難達致十全十美，因此，漸進理論模式與綜合理論模式分別對理

想主義的陳義過高提出修正，期盼以滿意代替臻於完美的要求，以適當代替絕對

正確的堅持，使政策形成得在既有的基礎上漸進修改，或在可能的情況之下理性

判斷。但必須強調的是，縱使全然的理性判斷可能性較低，然於教育政策合法化

的過程當中，對於客觀、理性的強調卻不得因而有所鬆動，各個參與者皆務必自

我要求，絕對要盡最大的努力理性論辯、客觀交流，如此而來，理想言談情境中

的充分溝通方為可期，且使多方各擅勝場，集各家之大成之政策共識，亦將可盼。 
 

三、教育政策合法化的實際過程是多重要素的共同參與 
教育政策合法化的實際過程，並不一定如理性理論模式所述之單純、線性，

並可加以直接預測，而其實乃是由多重正式或非正式要素，或多或少地共同參

與、彼此互動而成。尤其對於當今之民主開放社會而言，舉凡政府官員、社會菁

英、利益團體等，皆不在教育政策合法化的過程中缺席，而社會輿論、突發事件、

政治風潮、機關組織特徵（如組織的歷史、結構、意識型態、與其他組織的相對

關係）等，也連帶決定了教育政策方案是否列入議程，以及進行合法化的時機與

優先順序。是以教育政策合法化的實際過程是複雜、多變，且不容易預測的，不

僅僅如理性理論模式描繪的那樣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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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政策合法化過程中各參與者的影響力不同 
教育政策合法化過程的參與者及影響因素雖多而複雜，然其中之參與者之影

響力卻迭有差異，大致而言，政府機構中的官員、民意機構中的民意代表，以及

上層階級中的知識份子、社會菁英等，大多因為能掌握較充足的資訊、運用較有

力的資源、靠近較重要的權力核心，且能透過組織凝聚共識，是以對於教育政策

合法化的影響較大，而猶如一盤散沙、相互冷漠的一般平民百姓，其影響力多無

法與之匹敵。也正因如此，導致教育政策合法化的結果，通常總較有利於社會的

上流階級，而較不利於下層階級份子，是否符合社會公平正義原則、誰來為弱勢

團體發聲，乃是猶待深思、反省與檢討之課題。 
 
五、教育政策合法化的作成是各參與者角力的結果 
依理性理論模式而言，教育政策合法化應是如博奕理論模式之描繪，透過冷

靜衡量、理性協商、知性論辯而後形成；然觀諸實況，卻發現各參與者與團體之

間，除理性、客觀、知性地互動外，亦少不了透過利益交換、政策包裝，甚至是

政治角力、關說賄賂等各種主觀或故意、好意或惡意的手段，企圖達成自身目的。

因之，政策合法化的參與者，假使未能堅持原則，發揮道德勇氣，其實極可能因

為權力而腐化，亦可能因為利益而迷失，致使制定出偏離社會大眾需求的教育政

策，戕害教育應有的社會功能，甚至影響國民素質與國家競爭力，實不可不慎。 
 
六、教育政策合法化的作成有時是因緣際會的產物 
教育政策合法化的作成，有時受政府組織本身規範、價值、關係、權力結構、

標準運作程序等的影響，而左右教育政策之形成；有時受社會輿論的壓力，必須

於既定時限內為政策問題尋出執行方案，造成未有妥善腹案的決策者，有如瞎子

摸象一般，在可能扭曲誤解政策議題的情況下，急就章地提出對應之道；有時在

其他政治考量或有心人的計畫中，必須以「有但不好」的政策方案為真正存在或

勉強湊合的政策問題背書，以達成教育考量之外的目的。凡此種種，皆在在顯示

教育政策之合法化，可能是謹慎規劃之後的產物，也可能是因緣際會之下的結果。 
 
 
 

第二節  教育政策合法化的相關研究 
     
本節分別探討近幾年來國內與國外各研究者之學位論文、專案研究等學術研

究中，與「教育政策合法化」議題相關較著者的研究情形及研究成果，希冀以之

作為本研究進行、設計與實施之參考，其後，並進一步歸納此等相關研究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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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國內相關研究及其小結 

    本部分先羅列近年來國內與教育政策合法化議題相關之研究，再歸納此等研
究的相類似或較特殊而值得參酌之處，並進一步分析其對於本研究的啟示。 
 

一、國內相關研究 

    林閔政（1996）在其碩士論文《論「民眾參與」在教育政策制定過程中的理
論與實賤—以師資培育法為例》之研究中，以文獻調查法蒐集相關研究報告與雜
誌期刊，再以深度訪談法瞭解教育部人員、立法委員及其助理，以及人本教育基

金會、振鐸學會、大學教育改革促進會等人士之看法。結果發現政治經濟變遷促

使民眾組成各種團體，透過各種方式參與教育政策制定，藉以為自己權益發聲，

但也發生一定的限制，另外，其他參與者亦積極介入教育部與立法院制定師資培

育法的過程，其參與方式及彼此間之交互作用影響政策合法化的結果。 
陳文玉（1997）在其碩士論文《政策制定過程之研究—台北縣開放教育政策

個案分析》之研究中，以文件分析探討相關會議記錄、計畫書、報告書等，以檔

案資料瞭解相關組織記錄，以訪問法瞭解台北縣議員、教育局人員、教育諮詢委

員、學者專家、利益團體、立法審議機關，以及校長、主任與教師等人之意見，

並蒐集人工器物瞭解真相。結果發現台北縣開放教育政策制訂：（一）深受國內

外環境因素影響；（二）其模式可由菁英模式、機關組織決策模式、系統理論決

策模式及垃圾桶決策模式解釋之；（三）政策制訂者包括教育局人員、專家學者

及學校教育人員；（四）教育影響團體對其制訂過程的影響相當有限。另提出幾

點建議：（一）教育局制訂教育改革政策應該提高各教育影響團體參與的機會，

廣納各方意見，並有長期完善的政策規畫；（二）學校行政人員應充分與教師及

家長建立教育改革實施共識，並密切合作，以達到教育改革目標；（三）學校教

師應該主動參與教師進修活動，主動瞭解教育改革趨勢，吸收教育革新相關知

能，以有效落實教育革新。 
舒緒緯（1998）在其博士論文《師資培育法制訂過程及其內涵之研究》中，

以文獻分析法蒐集相關資料，以檔案資料分析法瞭解教育部、行政院與立法院的

檔案資料，以問卷調查法調查教育部（廳、局）、教師研習會、公教人力資源發

展中心、師範校院教師與學生、一般大學教育學程教師與學生，以及高中（職）、

國民中（小）學、幼稚園教師與行政人員共 2003 人之意見，並以半結構式晤談
訪問 13位學者專家之看法。結果發現：（一）師資培育法之制定是各種影響因素
交互作用的結果；（二）主要國家的師資培育制度成為師資培育法的參考重點；

（三）修訂過程缺乏多元參與；（四）法案名稱與公自費問題是立法院審議時的

爭議焦點；（五）不同黨籍立委及是否出身師範體系，對法案的態度具明顯差異；

（六）；壓力團體對其制定產生若干影響；（七）法案本身設計不周，留有若干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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疵；（八）師資培育法部分條文適當，有益師資培育；（九）師資培育法制訂與修

訂過程，師範體系過於被動，影響力有限；（十）民間教改團體與人士積極主動，

善用各種管道發揮遊說功效。 
    柯正峰（1998）在其博士論文《我國邁向學習社會政策制定之研究—政策問
題形成、政策規劃及政策合法化探討》之研究中，以分析研究法蒐集學習社會政

策制定之相關文獻，並以德惠法調查 6位學者專家與 4位教育行政主管之意見。
發現我國社會政策合法化可分兩層面，一為法規之制定（修正），二為白皮書、

計畫及方案等之研訂，兩者均符合正當性之要求；而法規制定（修正）及審查過

程，乃由行政人員、學者專家、各有關機關人員，以及立法委員等，依一定程序

研擬、審查、公（發）布實施，其間各階段的參與者均對法規具有決定性之影響；

最後，以學習社會政策指標檢視我國現行教育法規，發現有待加強之處仍多，比

如終身學習法之制定便是。另外，也提出數項建議：（一）我國政策合法化途徑，

可從正式法規制定（修正），或從白皮書、計畫、方案等之研訂著手，並使兩者

相輔相成；（二）改進法規研擬（或修正）及審查過程，以把握時效及提高立法

品質；（三）對於具有決定性影響之人員，應多予溝通，以順利完成立法工作；（四）

以學習社會政策指標，檢視我國現行教育及其相關法規，據以修正或落實。 
    楊桂杰（1999）在其博士論文《我國教育立法歷程及其模式建構之研究》中，
以理論分析法蒐集國內外專書，再以參與觀察法瞭解立法院運作實況，然後歸結

教育立法理論模式。結果發現：（一）教育立法的研究有待加強；（二）教育立法

過程的提供有待改善；（三）教育立法諮詢制度有待重整；（四）教育立法的決策

觀有待導正。另外，也建議（一）重視並鼓勵關於教育立法方面的研究；（二）

強化教育立法資訊的主動與公開，包括免費按期提供立法院公報、法案審議實況

之錄音錄影、舉行公聽會、架設網站、增益國會圖書館之功能、注重法治教育；

（三）積極重建教育立法諮詢制度，包括在法制局中成立「教育立法諮詢組」，

設立「立法諮詢人才庫」；（四）倡導優質化的教育立法決策觀；包括多方衡鑑、

尊重視角、相互欣賞、論證整合、反省批判、相互重構、暫擱爭論、泯除意氣、

共遵議程、貢獻導向，以及鍛鍊公共德行、將公聽靜穩化、將情境理想化、將民

調靜穩化、將決策論證化等。 
    陳加再（2002）在其碩士論文《教育政策合法化過程之研究—以教育基本法
之制定為例》的研究中，以文件分析法蒐集教育基本法之制定的相關資料，再以

半結構式訪談法瞭解學者專家、立法委員、行政機關人員、民間教改團體等人之

看法，發現（一）教育政策制定之合法化過程係典型政治系統，其理論模式宜由

多種決策理論模式詮釋；（二）世界主要國家教育政策之合法化，大抵依循提案、

委員會審查、二讀、三讀、公布施行之程序；（三）我國教育基本法之合法化時，

教育部的態度直接影響法案的立法品質；（四）我國教育基本法之合法化過程，

普遍受到行政機關、立法委員、政黨、利益團體、學術參照團體及大眾傳播媒體

的影響；（五）理想的教育政策合法化，宜由教育部提出法案，並考慮環境因素，

再送請立法院審議；（六）朝野黨團協商對教育法案制定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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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亦提出本研究之建議，包括：（一）教育部研擬教育法案應具前瞻性、主

動積極、及早設立教育政策研究專責單位，以及鼓勵民間團體參與教育政策研

究；（二）立法院朝野黨團協商宜制度化、對教育法案宜有深入瞭解；（三）大眾

傳播媒體應深入且持續報導教育政策議題；（四）學術參照團體宜由多元角度提

出建言；（五）未來研究者可進行我國教育法規體系之建構研究。 
    謝卓君（2002）在其碩士論文《教育基本法制定過程之個案研究》中，以文
獻分析法蒐羅與教育基本法相關之期刊論文，以文件分析法探究立法院公報、會

議紀錄等文章，再以深度訪談法分別針對七位人士進行 60至 90分鐘的訪談。發
現教育基本法制定過程的影響因素可分政治類型、經濟類型、教育類型三類，參

與者則有立法部門、行政部門、壓力團體、學者專家四類，政策形塑層面的因素

則有政策問題的性質、政策方案的共識等，於其制定過程當中，壓力團體的活動

主要集中於系統議程與政府議程階段，教育行政部門則在決策議程階段，至於立

法委員乃全程參與，但個別參與程度具有明顯差異。最後，提出對於行政部門、

立法部門，以及教育法律推動者之建議，包括：（一）擴大教育政策溝通管道；（二）

重視教育專業與政策連貫性；（三）體認教育研究與教育政策結合之重要；（四）

強調立法助理與幕僚人員教育基本知能的培養；（五）應強調教育委員會召集委

員的專業能力；（六）；朝野協商的程序應制度化與公開化；（七）；應以主動積極

的態度推動教育法案；（八）組織團體以增加推動力量；（九）；擴大外界對於政

策方案的認同，以延長其存活機率；（十）觀察社會風氣，慎選推動時機。 
劉國兆（2003）在其碩士論文《地方教師會影響教育政策合法化過程之研究—

以台北市國中小校長遴選自治條例為例》的研究中，以文件分析法蒐集相關資

料；以參與觀察法瞭解台北市教師會對於教育政策之開會討論及研究情形，以及

台北市教育局、家長會協商制定政策之情況等方法；以訪談法瞭解台北市教師會

歷屆理事集會務人員、台北市議員、台北市教育局官員、台北市家長團體領導人、

台北市校長協會領導人，以及學者專家等之意見。結果發現教育政策的合法化，

常由行政機關主導、易涉入非理性因素、決策方式不及應付事件變遷，而且參與

教育事務的法令不明確，有待後續之努力。並建議教師會應建立幹部專業訓練制

度以培養具有法律素養的人才、建立完整的遊說機制並積極培養遊說人才、督促

全國教師會推動修法，讓教師參與教育事務取得明確法源依據。 
    除上所述之外，尚有專門針對 Apple之「合法化」論述從事探究者，比如彭
詩文（2003）之碩士論文《艾波（M. W. Apple）「合法化知識」之研究》。另外，
則有眾多其他領域研究者，以某一政策為主軸，針對其政策合法化過程進行研究

者，比如沈世國（2002）之碩士論文《勞基法修法合法化過程之研究—以工時案
為例》；徐佳青（2002）之碩士論文《台灣利益團體影響墮胎藥物 RU486合法化
過程之研究》；陳朝政（1998）之碩士論文《我國安樂死政策合法化議題之研究》；
黃立怡（1998）之碩士論文《美國同性戀婚姻合法化之研究》；張景泰（1997）
之碩士論文《我國社會工作師法合法化過程之研究》；白佳慧（1995）之碩士論
文《全民健康保險法合法化過程之研究》；詹金月（1995）之碩士論文《我國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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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健康保險政策合法化過程之研究》；田隆源（1993）之碩士論文《我國著作權
法修正政策合法化之研究》；彭鳳偵（1990）之碩士論文《我國立法過程中黨政
關係之研究—人民團體法個案分析》；翟國將（1985）之碩士論文《資訊系統與
政策合法化：我國立法院資訊系統之方案設計及預評》；蔣嘉一（1985）之碩士
論文《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與政策合法化之研究》；應群（1982）《我國國家賠償法
的政策分析》等，皆對教育政策或公共政策合法化理論多加探討，亦足作為參考。 
 

二、國內相關研究的小結 

    研究者綜合以上之臚列與分析，乃將上列教育政策合法化的國內相關研究，
分別依年代、研究者、論文題目、研究方法、學校學位等項目，整理成表 4-2，
其後，再自研究方法、研究對象、研究內容、研究結果等四方面，綜合歸納，作

成本部分之小結： 
 
表 4-2：教育政策合法化的國內相關研究一覽表 
年代 研究生 論文題目 研究方法 學位 
1999 楊桂杰 我國教育立法歷程及其模式建構之研究 理論分析、觀察 師大博
1998 舒緒緯 師資培育法制訂過程及其內涵之研究 文獻分析、問卷 高師博
1998 柯正峰 我國邁向學習社會政策制定之研究—政策問題

形成、政策規劃及政策合法化探討 
分析研究 
德惠法 

師大 
博士 

2003 劉國兆 地方教師會影響教育政策合法化過程之研究—
以台北市國中小校長遴選自治條例為例 

文件分析、參與

觀察、訪談 
銘傳 
碩士 

2002 陳加再 教育政策合法化過程之研究—以教育基本法之
制定為例 

文件分析 
半結構訪談 

竹師 
碩士 

2002  謝卓君 教育基本法制定過程之個案研究 文獻、文件分

析、深度訪談 
中正 
碩士 

1997 陳文玉 政策制定過程之研究—台北縣開放教育政策個
案分析 

文件分析、訪

問、檔案資料 
竹師 
碩士 

1996 林閔政 論「民眾參與」在教育政策制定過程中的理論與
實賤—以師資培育法為例 

文獻分析、問卷

調查、訪談 
東海 
碩士 

2003 彭詩文 艾波（M. W. Apple）「合法化知識」之研究 文獻分析 北師碩

2002 沈世國 勞基法修法合法化過程之研究—以工時案為例 事後回溯、訪

談、文獻參閱 
北大 
碩士 

2002 徐佳青 台灣利益團體影響墮胎藥物合法化過程之研究 文獻蒐集、訪談 陽明碩
1998 陳朝政 我國安樂死政策合法化議題之研究 文獻、資料檔案 台大碩
1998 黃立怡 美國同性戀婚姻合法化之研究 文獻分析 淡江碩

1997 張景泰 我國社會工作師法合法化過程之研究 文獻分析、訪談 政戰碩
1995 白佳慧 全民健康保險法合法化過程之研究 文獻分析 政大碩

1995 詹金月 我國全民健康保險政策合法化過程之研究 文獻分析、訪談 陽明碩
1993 田隆源 我國著作權法修正政策合法化之研究 文獻分析 師大碩

1990 彭鳳偵 我國立法過程中黨政關係之研究—人民團體法
個案分析 

個案研究 政大 
碩士 

1985 翟國將 資訊系統與政策合法化：我國立法院資訊系統之
方案設計及預評 

文獻分析 
訪談 

中興 
碩士 

1985 蔣嘉一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與政策合法化之研究 文獻分析 台大碩

1982 應群 我國國家賠償法的政策分析 文獻分析 政大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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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一）在教育政策合法化的研究方法方面 
    就上述教育政策合法化的相關國內研究而言，其所採取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獻
分析（理論分析）、文件分析（檔案參閱）、參與觀察、半結構訪談（深入訪談）、

問卷調查（德惠法）、事後回溯，以及個案研究等，兼採量化與質性研究。其中

尤以文獻分析、半結構訪談、問卷調查等三者為多，其因概為文件分析或檔案資

料之參閱，可適時併入文獻探討與分析當中；參與觀察者大多利用職務之便而進

行，對其他研究者而言有實際執行上的限制；事後回溯的準確度較難掌握，且囿

於未能針對現況進行探究；至於個案研究，則與本研究所欲全面探討教育政策合

法化的目的不符合。因之，本研究之進行乃兼顧質性與量化研究，以文獻分析作

為訪談與調查研究設計與分析之基礎及架構；再透過訪談教育政策合法化的重要

參與者，瞭解我國教育政策合法化的現況；另外，並輔以問卷調查，藉助廣泛調

查教育政策合法化相關人員之意見來瞭解現況，以彌補訪談研究資料之不足。 
 
（二）在教育政策合法化的研究對象方面 
根據上述對於教育政策合法化之相關研究的整理與歸納，可知其研究對象計

有：立法審議機關人員（立法委員及其助理、議員）、教育行政機關人員（教育

部、廳、局人員）、利益團體（民間教改團體如：人本教育基金會、振鐸學會、

大學教育改革促進會、教師研習會）、學者專家（教育諮詢委員）、利害關係人（教

師會、家長會、校長、主任、教師、學生）等。基於此等資料，並參酌相關文獻

對於教育政策合法化之參與者的分析，於考量本研究之目的與需求後，乃擇定以

立法機關人員（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委員、程序委員會委員、立委助理、法制局成

員）、行政機關（教育部法規委員會、教育部國民教育司行政院第六組、行政院

法規委員會）人員、政黨黨員、利益團體（大學教育改革促進會、人本教育基金

會、振鐸學會等）成員、大眾傳播媒體（教育及文化類記者）、學者專家（熟習

教育政策領域者）、利害關係人（國立學校校長、各級教師會成員）等七大類人

員，作為本研究之對象。 
 
（三）在教育政策合法化的研究內容方面 
    上述相關研究之內容與主題當中，就直接涉及教育政策者而言，乃有針對教
育立法歷程與模式建構進行研究者；有針對單一教育法規（師資培育法、教育基

本法、台北市國中小校長遴選自治條例）之制定進行研究者；有針對某一教育政

策（台北縣開放教育政策）之過程進行研究者；亦有專門針對教育政策合法化的

參與者（地方教師會、民眾）進行研究者。就其他領域政策之合法化而言，分別

有針對勞動基準法、健康保險法、著作權法、人民團體法、國家賠償法等立法歷

程進行分析者，另亦有對於學習社會政策、安樂死政策、同性戀政策、社會工作

師政策等之合法化過程的爭議與影響因素進行論述者，研究範圍擴及各方面，可

謂多彩多姿。然而，有鑑於上述研究大多針對單一法規或政策進行個案式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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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是以本研究乃以教育政策合法化的全面性探討作為基調，企圖為教育政策合

法化建構一整全理論，此外，也意欲異中求同，為我國教育政策之合法化歸納出

概略的現況。 
 
（四）在教育政策合法化的研究結果方面 
    透過上述對於教育政策合法化之相關研究的分析，歸納其與本研究相涉較
多，且足以提具啟示之研究結果，包括：（一）教育政策合法化是各種參與者交

互作用的結果，包括行政人員、學者專家政黨、利益或壓力團體、大眾傳播媒體、

各有關機關人員，以及立法委員等，其間各階段的參與者均對法規具有決定性之

影響；（二）利益或壓力團體的影響主要集中在議程形成階段，但其影響相當有

限；教育行政部門的影響多在決策議程階段，其態度直接影響法案的立法品質；

朝野黨團協商對教育法案制定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至於立法委員乃全程參與，

但個別參與程度具有明顯差異；（三）政治經濟變遷促使民眾組成各種團體，透

過各種方式參與教育政策制定，藉以為自己權益發聲，但也發生一定的限制；（四）

理想的教育政策合法化，宜由教育部提出法案，並考慮環境因素，再送請立法院

審議；（五）世界主要國家教育政策之合法化，大抵依循提案、委員會審查、二

讀、三讀、公布施行之程序，成為我國的參考重點；（六）教育政策制定之合法

化過程係典型政治系統，其理論模式宜由菁英理論模式、機關組織決策理論模

式、系統理論決策模式，以及垃圾桶決策模式等多種決策理論模式詮釋之；（七）

目前我國教育政策合法化過程的缺點涵蓋修訂過程缺乏多元參與、常由行政機關

主導、易涉入非理性因素、決策方式不及應付事件變遷、參與教育事務的法令不

明確等，有待後續研究與行動者之努力。 
 
 

貳、國外相關研究及其小結 

    本部分乃先列舉近幾年來，國外與教育政策合法化議題較為相關之研究的概
要，其後，再由研究者歸納此等研究之重點，作成小結。 
 

一、國外相關研究 

Quie (1973)在《美國眾議員與教育政策立法》之研究中提出六點建議：（一）
美國眾議員 125小組委員會使得效率變低，建議減少小組委員會且各眾議員只限
參加一種委員會；（二）增加公聽會（hearings）並到各地視察民情以瞭解聯邦各
立法計畫如何影響民眾生活，建議眾議院每年提供三期休會（每期十日），讓眾

議員有時間到各選區舉辦區域公聽會（field hearings）及視察拜訪（oversight 
visits）；（三）國會出版刊物或公報，往往將所有眾議員名字放首頁，以致於民眾
誤解此法案公報由所有眾議員支持，建議應將少數意見、個人意見、不同意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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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意見列入，並建議眾議院規範公報出版原則；（四）少數黨眾議員助理只有

14 位，為多數黨助理之一半，建議編列至少眾議院 25%預算給少數黨，高品質
立法也需要少數黨監督及提出意見；（五）如教育稅法立法過程，如果教育委員

會及預算委員會能共同開會討論，會有更好的立法品質。建議眾議院在主要議題

上應有兩個聯合推薦及常務委員會活動。各委員會之管轄權及工作量情況，以教

育及勞工委員會（Education and Labor committee）來說，建議教育委員會單獨設
立；（六）新的教育委員會應在管轄權範圍，推動人力資源、殘障議題、婦女教

育、人類發展等議題。 
Quie (1979)呈現自身接受訪談的資料當中，指出研究者認為其曾任教育與勞

工委員會眾議員 20年（1959至 1978），具備豐富的教育政策立法經驗，並在主
導職業教育、高等教育擴充法案、初等教育，以及中等教育修正法案方面，皆貢

獻良多，是為全國知名的教育政策立法領導者，因而以之作為訪談對象。綜合

Quie 接受訪談之結果，可知政策立法的理論與實際之間存在落差，其中尤以立
法者最需自我檢討，因為：（一）眾議員往往僅根據過去在學校就讀的經驗從事

教育政策立法；（二）有時候教育法案不顧一切，強行通過；（三）教育行政部門

往往不願意他人指正你的錯誤；（四）眾議員偏好圖表等令人激動之資訊的呈現；

（五）教育政策分析學者估計，真正參與教育政策決定者只有極少數人員；（六）

公聽會對教育政策制定的影響非常少；（七）每位眾議員若能只專注於一個委員

會，將更能發揮問政專業。 
Meyer (1980)以問卷調查法研究 1973 年 North Carolina 州議會 120 位州議

員，問卷題目包括「誰是議會中最有影響力人物」，建立影響模式，獨立變數則

包括：（一）社會上單位正式地位(formal position)：州議會裡有正式辦公室；（二）
環境影響及限制：州議員安全選區，選區沒有強力競爭對手，選區裡利益團體之

力量；（三）個人屬性及單位技巧：專長及個人背景變數(personal background 
variable)則包括教育水準、政治經驗、職業聲望及政治哲學。研究結果顯示：一
般認為如選區有強力競爭對手，州議員需忙經營選區而無法具有影響力，結果卻

顯示在共和黨及民主黨議員影響程度不同，在一黨獨大的州議會，少數黨議員影

養力只侷限於政治，多數黨議員影響力還可藉由其教育或職業威望。少數黨議員

欲比多數黨比議員獲取影響力及聲望必需有正式辦公室及專業，在爭議議題上，

少數黨議員被利益團體影響之壓力比較大。 
Rosenthal and Fuhrman(1981)分析議員教育助理之年齡、學歷、資歷、擔任

何種工作、組織、以及對教育法案貢獻。研究顯示：15%助理有教育碩士或博士
學位、一半有碩士學位、一成是法學院畢業。五分之三助理研究教育政策超過 5
年，對未來展望則是轉換工作，或留在研究機構。助理工作性質則包括預算審查、

分析預算、舉辦公聽會、教育政策計畫。另外，也以問卷調查法研究對 37 位眾
議員調查議員教育助理對教育政策的影響。結果顯示 15 位眾議員認為教育助理
對教育政策有重要影響，15位眾議員認為教育助理對教育政策有中等程度影響，
8位眾議員認為教育助理對教育政策極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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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ite 與 Tarrow (1983)以比較 Israel and Italy 兩個國家一黨獨大政治制度

裡，不合法政黨如何取得合法化過程為研究個案，不合法化（delegitimation）政
黨 PCI與 Herut在國家危機時，如 Israel六日戰爭之後才可合法化成為政黨。研
究結果兩國之相異：（一）Israel 有群眾魅力之政黨領袖是一面雙刃刀，可能引
起注意，但也很快消失，而 Italy沒有；（二）兩政黨之意識型態不同，右派政黨
比較容易合法化因為期待有國家主義色彩，左派政黨則固守教條不易變通；三、

兩個政黨是遭遇危機時取得合法性，Italy是經濟危機而 Israel是國家存亡危機。 

Weiler(1983)指出現代化國家當中，研究教育政策領域當中的教育政策合法
化議題，已經成為國家與教育之間的極重要課題，不可輕忽。並且，當教育政策

合法化有所缺漏時，補償性教育政策合法化（compensatory legitimation in 
education）便成為州教育政策的重要選項。而協助州政府克服教育政策合法化之
缺失的策略，則包括了立法、專家和參與者進行會談，以及請願等三項。 

Barnett (1985)以政府與大學之間的關係作為研究焦點，發現東南亞政府以立
法方式來加強控制大學，而學術機構與政府之間，常建立於自主管理與績效責任

（autonomy and accountability）的拉扯之上。研究結果發現：在許多國家，政府
越來越傾向以預算補助的角色及募款的方式來協助大學，而大學則以提供人力資

源為政府所用。於此情形之下，高等教育大學往往要求更多的自主權，而政府則

要求大學機構要表現更高的績效責任。 
Fisher (1988)以探索研究（pilot study）將 1900-1979年隨機抽樣四個州（Idaho, 

New Hampshire, Tennessee and Washington）之高等教育法案（higher education 
Acts）共 1600 多條，分成二類為重要法案及所有法案進行研究，探討州立法是
否對大學自主性造成威脅或影響。探討政府及立法部門常要求大學達成目標績效

及效率是否影響大學自主性，以及在對私立教育機構要求授權及證照是否影響其

自主性。研究結果顯示：州之立法並無逐漸對於大學自主性限制之傾向，但是還

是大學需繼續警戒並繼續觀察未來發展。 
Weiler (1988)指出政治為得到最高的政治利益，通常在政策合法化及立法上

採取較高層次的要求，而政策執行上採取低層次的考評，致使所費的政治代價達

到最小，是以在不穩定的法國政治環境之中，不改革乃是符合政治利益的方式。

因為教育改革的過程當中，執行政策所須消耗的政治代價，實際上比設計教育改

革的藍圖與進行合法化更為鉅大。因此，法國教育政策合法化之後的執行漸有後

繼乏力的趨勢，而只是著重在政策立法及合法化過程當中討論與辯論，並以立法

的原動力作為教育政策的象徵，於是便形成法國一貫在教育政策合法化的過程中

追求教育機會均等之目標，卻在政策執行的層面遭受極大的困難窒礙。 
Jansen (1990)以西方國家之學理，如哈柏瑪斯之合法性理論（Habermas's 

legitimation theory），以及Weiler 所提之補償性合法化（compensatory legitimation）
概念，來檢證應用於在第三世界國家，如非洲的辛巴威（Zimbabwe）的教育政
策。研究結果顯示，當以Weiler所提出的補償性合法化（compensatory legiti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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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檢驗辛巴威課程政策與執行間距離的理論架構時，由於第三世界國家實行科

學化社會主義（scientific socialism），偏好擴充合法化工具，以限制從資本主義
國家輸入的現行教育政策，是以將 Weiler 的補償性合法化，修正成外部合法化
（external legitimation ）與防止激進主義政策（policy as defensive radicalism）。
此等第三世界社會主義國家對於西方資本制度之教育政策合法化概念的修正，被

Krishna Kumar稱為是一種「拋棄束縛的奴隸」（Bonds without bondage）。 
Sancken 和 Medina(1990)以訪談法訪談美國 Arizona 州及其他五州之政策制

定菁英（policy elite），包括民主黨與共和黨兩黨現任或曾任之參眾議員、州議
員、州政府教育局制定雙語教育政策之核心官員，以及對於雙語教育學有專精之

學者。除此之外，研究者並將高階政策制定團體分成四個族群，包括核心份子

（insider）、內圈份子（near circle）、外圈份子（far circle）、常被遺忘的份子
（offen-forgotten players）等，分別敘述各類角色所扮演之功能。其研究結果顯
示：核心份子比如教育委員會主要領導階層（insider），對於雙語教育政策制定
之影響最鉅，此外，研究者亦發現各州教育環境也多多少少影響教育政策之制定。 

Mazzoni(1991: 115-138)以個案研究法研究Minnesoda州公立學校，並以訪談
法在五年內（1984-1988）深度訪談 105 位重要人物，包括參與教育立法過程中
極具影響力之參與者或教育界名聲卓著學者與睿智菁英之觀察者，並參考官方資

料、新聞檔案、觀察記錄、利益團體出版刊物、評估報告與公聽會錄音帶，提出

學校教育政策制定之模式，稱之為競技場模式。指出早期提出初級概念性競技場

模式是指在環境壓力要求改革下，改革由子系統競技場（subsystem arena）轉換
到大規模系統競技場（macro arena），又由於缺少外部菁英介入政策，於是修訂
版競技場模式則加入包括具創新潛力之委員會競技場（commission arena），以及
領導者競技場（leadership arena），如圖 4-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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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競技場轉移圖 
資料來源：出自Mazzoni（1991: 118)。 

 
Mondak (1994)發現最高法院對於政策合法化具影響力，其方式可能使其漸

趨和緩或以多面向方式進行影響。研究者從兩種過程檢視：其一先探討政策合法

化與政策同意之過程，以顯示政策合法化乃從直接的象徵合法化，或從間接的遊

說合法化兩種過程當中產生；其二，研究者自最高法院的調停角色探討，顯示最

高法院有能力促進政策合法化。最末，本研究調查之結果明確顯示，不論法案範

圍如何變化，最高法院總是存在著影響政策合法化的能力，不因其他因素而變易。 
Smith(1995)以實證及理論探討綜合過去研究利益團體在美國國會之影響的

文獻，對利益團體如何在政策決定、立法過程、議題制定、法案通過以及說服議

員之過程與方式作深入探討。35 篇文獻曾探討利益團體捐助之競選政治獻金對
國會議員國會投票行為的影響，結果顯示非常極端之結果，一半文獻認為沒影

響，其他認為有顯著影響。作者認為：特別在計名投票的情況下，利益團體政治

獻金會影響國會議員投票行為，尤其在下列情況下：（一）議題能見度（visibility）
低；（二）特殊、精細和技術性議題；（三）經濟利潤是明顯有利於利益團體且代

價可分散選民；（四）議題不牽涉黨派和意識型態；（五）當公眾是漠不關心、分

裂與無知時；六、代言議題不被其他利益團體反對；（六）利益團體被此議題施

壓時；（七）當獻金超過議員收入；（八）接近參議員改選日期；（九）政治氣氛

理念接近利益團體；（十）議員之選區選舉競爭激烈；（十一）議員意識型態薄弱。 
Persianis (1998)將希臘教育改革中，計畫與執行等政治運作情況拿來與法國

作比較。發現倘以法國教育當局運用之Weiler提倡於 1983年的「補償性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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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nsatory legitimation）概念作為理論工具，將可解釋希臘教育改革失敗之
主因，也能有別於希臘社會學者在過去的看法，因為 Weiler 的理論已經預知希
臘教育改革與不改革之困境所在。其研究結果顯示：在比較希臘與法國於補償性

合法化之異同上，發現希臘在請願活動之法律及憲法層面規範略顯老套及普通，

致使專家意見及參與者的演講和請願活動受到重重限制；此外，在政策意識型態

的辯論之上，法國也著重在社會學基礎之上，進行教育與社會層次的結合，而希

臘則是在政治的基礎之上，來強調國家未來的走向以及國家認同。 
Stewart (1998)以 Queensland 公立學校的 300位校長為研究對象，瞭解校長

之法律常識是否足以應付教育事務日漸合法化後為學校所帶來之法律問題。研究

指出澳大利亞近年來教育政策合法化的進展極為迅速，學校校長面對此現象時必

須充分瞭解面臨的法律問題，並熟知相關法律對學校教師以及行政人員可能造成

的影響，因之校長必須在學校行政會議上為同仁引進法律風險管理策略（legal 
risk management strategies）的相關概念。研究結論指出：校長必須熟知法律觀念
以面對將來教育政策合法化之後衍生之法律責任，另外，亦將描繪合法化之法律

系統與學校領導階層、經營管理及教育行政關係之模式圖，於下圖 4-11 當中呈
現。 
 

 
圖 4-11：合法化之法律系統與學校領導階層、經營管理及教育行政之模式 

資料來源：出自 Stewart（1998: 136）。 
 

Gershberg (1999)以訪談法、資料蒐集與直接觀察法研究 1992 至 1996 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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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調查，實地訪談及觀察教育改革成功或失敗之優缺點，以負責教育改革計

畫、執行、評估及預算編列之教育行政官員為訪談對象。研究結果顯示：Nicaragua
以行政機關為主導教育改革，沒有立法機關通過法案，其優點是快速進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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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變通、地方共鳴、做中學（doing by learning）、隨後之花費少以及把教育改革
由教育行政官員主導，但缺點為不持久、產生混亂以及過程不透明、改革容易夭

折與走回頭路、發生醜聞及錯誤、因缺乏教育政策立法，最後不得放棄執行教育

改革；Mexico 以議會立法機關主導作為教育改革政策，其優點是一致性
（consistency）、有理解性、明白最終結果、永續經營，政策不被放棄。其缺點
是不能做中學、緩慢逐步進行、增強反對力量、強迫一體適用（one size fits all）、
最終花費龐大以及分贓政治（pork-barrel）。 

Sato (1999: 28-44)提出倡導聯盟架構（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 ACF）
以解釋政策之穩定與轉變，其聯盟分享相同的規範信仰並協力活動，而政策的轉

變乃由於聯盟之間競爭的結果，而將其信仰轉化成官方的行動。而傳統的政策過

程分析（policy process analysis, PPA）則認為政策的轉變乃經由一連串的政策過
程，其闡述議題如何發展到設定，做出選擇與替代方案，最後執行政策。因之，

倡導聯盟架構常被認為是政策過程分析的後續演變，而政策過程分析則可幫助倡

導聯盟架構，補充聯盟政策形成過程與如何將信仰化成為政府行動的過程。總

之，倡導聯盟架構與政策過程分析可相輔相成，因為政策過程分析模式著重在政

策形成之過程，而倡導聯盟架構模式則偏重政策如何轉變。但Mintrom與 Vergari 
(1996: 420-434)主張政策企業家模式（policy entrepreneur model）可補充倡導聯盟
架構模式不足之處，因其無法解釋政策轉變如何真正發生以及倡導聯盟如何發

展。政策企業家模式可解釋政策轉變之動態，包含政策企業家包裝其想法，來引

起政策制訂者的注意，建立聯盟與抓住機會達成需求目標。不僅如此，Schlager 
(1995:243-270)也批評倡導聯盟架構模式（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無法說
明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以及信仰轉譯成政策的機轉，因而提出制度分析
與發展模式（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model, IAD model）補充其短
處。制度分析與發展模式聚焦在機構的形成與維持，並說明聯盟如何進化，也藉

由分析機構環境闡述參與者如何成為其中一員，並予解釋機構配置影響及作何選

擇。其主張機構設計（institutional design）乃為決策核心部分，而政策的改變乃
肇因於理性個體藉由改變機構配置設計，嘗試完成其需求的過程。 

Tamanaha(1999)提出 Habermas的兩個論點，包括法律是複雜社會組織中心，
以及合法化對法律是必須的，從五點論證來說：（一）社會處在無法無天及分崩

離析之下是危險的；（二）法律必須拯救這個社會；（三）但法律必經過合法化才

有效力；（四）論述理論（discourse theory）拯救法律；（五）社會被拯救。合法
化企業(legitimation enterprise)危機存在於當法律需一再合法化，使得合法化不尋
常佔據學者思想，由於法律高標準要求，更一再合法化進行。合法化有兩面，一

面提出批判，另一面合理化現狀。研究結果顯示：作者認為 Habermas論述理論
（discourse theory）有所缺失，因其追求合法化之程序正義及正確規範，卻忽略
合法化之法律本身是好的法律或是壞的法律，當質疑法律之良窳時，卻可拿論述

理論（discourse theory）當擋箭牌說明此合法化程序之正當，因此所制定法律是
好的。作者認為法律不需要保護，質疑法律是好是壞是防止高壓統治之必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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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ianis (2000)以 Cyprus大學為例，研究知識建構與合法化的問題，並驗證
現存理論當中，有關中央與地方之衝突，以及邊緣大學亟欲升級成為重要大學的

課題，另外，也討論小型國家之中的高等教育政策，究竟為哪些因素所影響。其

研究結果顯示：對邊緣大學而言，升格困難乃是設備不足以及心理依賴所致，此

外，渴望升格的意願，亦因外部民眾對學校的信任危機，與內部成員對實用性的

要求之間存在衝突，而障礙叢生。研究指出，以 Cyprus 大學為例，其影響知識
建構與合法化的最重要因素，包括國家缺乏對於大學計畫人才訓練及發展的需

求，以及中央政府立法之不足。 
Zelditch (2001)從社會心理學觀點認為合法化具有結構與行動之二重性，藉

由價值、規範、信仰、實踐及既定機構之程序來正當化並使作用在特殊、具體的

情況當中。合法化程序被抽象性、不完全及一般性之既定機構所束縛，造成在特

殊及具體情況中無法保證適用。合法化於是基本上應用在特殊及具體情況中，保

證既定機構能執行。合法化是一體兩面，一方面合法化，另一方面卻使權威喪失

（deligimate）並造成社會穩定及社會改變都造成壓力。換言之，在社會心理學
上，合法化可在特殊及具體情況裡使既定機構詮釋其實踐行為；另一方面，其相

互作用之結果也使既定機構制度化。 
McDaniel等人 (2001: 92-114)以訪談法研究107位政策參與者，包括33位具有

官方色彩的官員或行政人員與74位利益團體成員，包括公民團體、商業團體、智
庫、國家研究中心、媒體組織與專業教育聯盟；並以文件探討法從網路蒐集有關

國家閱讀政策相關之利益團體與官方文獻與接受訪談者提供文件及國會資料中

心與Thomas資料庫之資料。研究結果顯示：國家閱讀政策網路包含不同與活躍
的組織，教育利益團體如國家兒童健康與發展協會（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ld 
Health and Human Development, NICFD）以量化研究與實驗研究方式引起政策制
訂者的目光，傳統的美國教師聯盟（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 AFT）以研
究基礎挽救閱讀計畫到國會公聽會，其他非以研究結果為主張的利益團體則難進

入國會。本研究同時目睹教育鐵三角之破裂，以及政策制訂者感受與利益團體影

響力有強烈的互相關連，並瞭解由誰塑造了國家閱讀政策。 
Hasecke(2002)蒐集美國眾議院第 100屆至 105屆的議程，並將實際議程表與

行事曆議程相互比較，並作出統計分析。指出下議院議長在立法過程當中，對於

訂定議程次序先後有極高的影響力，因為議長可決定那條預算將會提出及何時提

出，使得議長可決定立法議程日期以及控制議程。因此議長常可護航多數黨的利

益，對此不少學者曾經提出批評。本研究針對議長本身在黨派利益和議事中立兩

方面如何作到平衡，或是偏袒，從預算編列議程資料，作出統計。其研究結果顯

示，雖然黨派理論（partisan theory）認為議長常改變議程以致有利於多數黨的利
益，但作者根據行事曆與議程作電腦統計資料之比較，發現並無此現象之發生。 

Johannesson與 Geirsdottir及 Finnbogason (2002)以訪談法瞭解個人與機構，
對於課程改革中政府角色的看法。其以 13位投入課程改革之行政人員、46位學
校人員，以及 2位學者，共計 61位人士，作為研究訪談及統計調查之對象，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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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城市、鎮、鄉村分成三個區域。研究結果指出：九○年代冰島政府在初等及中

等教育實踐之改革當中，以預算改革、課程改革、學校本位自我評估，以及較佳

財政管理績效等改革，為實際改變校長與老師角色的活動，並在教育課程改革方

面，日漸著重學生個人需要以及對其技巧性非社會目標性之引導。而在新世紀來

臨之際，促進教育互動的合法化原則，曾於制定過程中遭受傳統勢力的反對，他

們認為全球化會使得冰島喪失固有的文化及國界。然而，本研究結果指出，事實

並非如此，教育政策合法化在不斷地延續及改革中，將各取有利於未來教育的部

分，在市場經濟與全球化浪潮中，協助學生保持競爭力。 
Seidman (2002)以不同於 professor Guinier觀點探討合法化結構與民主：（一）

professor Guinier相信菁英統治（meritocracy），作者持相反意見，因其遮蔽分配
仲裁之優點，並無法以效率達成市場經濟；（二）對 professor Guinier提出無能
的論調（the rhetoric of impotence），對經濟分配不公認為非常複雜問題，只有專
家有能力解決，對於貧窮則是無能為力，如不作此想，則被 professor Guinier視
為固執及激進份子，作者以為不然。口頭式民主（democratic rhetoric）是指現狀
之維持，合法化是經過合法程序達成，現在財富與權力分配是合法，如有人認為

此不公平則是被視為傲慢自大。作者認為民主程序以達成合法化並不是唯一可依

賴途徑，簡單地以為藉由民主程序達成合法化就可解決所有問題，這是錯誤看法。 
Daugherty與 Eleed-Owens (2003)以訪談法對主要制定 1988年教育改革法案

（education reform Act）有關Wales國定課程法案 9位政治人物訪談，2位拒訪，
瞭解以成文法訂定對國定課程立法過程，及法定課程框架對Wales教育受到之影
響。研究結果顯示：英國執政黨保守黨在 1988年制定教育改革法案（Education 
reform Act）終止對Wales教育當局地方立法權下放，Wales教育行政部門無法對
國定課程制定有所意見或建議。直到 1999 年成立 Wales 國家議會與中央協商訂
定 2002教育法（Education Act of 2002）才讓課程制定之立法權利由中央政府教
育行政部門權力下放到Wales國會。 

Elleven與Walker (2003)以美國西南部145位大學或學院之總務主管（CHO）
（ the Southwest 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Housing Officers, 
SWACUHO)作為問卷調查的對象，回收35份問卷，回收率24%。問卷內容以調
查總務主管對可能遭遇法律問題的認知與瞭解，以及其獲得法律常識之來源。其

研究結果顯示：任職五年以下之總務主管比起五年以上之主管而言，較多人繼續

攻讀高等教育學位，至於任職五年以上之總務主管，面對體育類學生時，較可能

累積對於法律問題的較多經驗。 
Gouveia-Pereira, Vala, Palmonavi與 Rubin(2003)以問卷調查法研究 448位學

生，其年齡在 15 至 18 歲之間，男生佔 52%，女生佔 48%，分別分佈於 5 個學
校的 25個班級當中。用以研究「教師行為正當性」與「學校當局之合法性」，以
及「學校以外機構之合法性」的相互關係，問卷內容包括：（一）對教師行為正

當性之看法；（二）學校當局之評估；（三）校外機構之評估等三部分。研究結果

指出：對於教師行為正當性的分析，尤其是在程序正義與關係正義方面，校外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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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對於教師權威合法化的評估存在落差；然而，在學校當局對於正當性之觀感，

以及校外機構的評估方面，則一致認為應藉機構合法化賦予教師調解者之角色。 
Magalhães(2003)以 Spain與 Portugal兩國之憲法摘要審查（abstract review）

與立法機關立法權之間，從司法權角度探討是否干涉立法權，研究以線性回歸法

統計 1983至 1995年間 Spain與 Portugal兩國之憲法審查訴訟以及立法機關各黨
派比例。立法機關多數黨通過之法案常成為少數黨無限制提出憲法法庭釋憲訴

訟，於是憲法法庭大法官釋憲對民主選舉政治領袖形成無形難以逾越之束縛，使

其不至於立法超過尺度；但也質疑不經選舉之大法官凌駕多數民意之基礎何在？

研究結果顯示：憲法法庭三分之二多數決，使少數黨欲藉由憲法法庭訴訟來改變

多數黨通過法案之意圖不會發生，由於任何黨派無法操縱憲法法庭，以致憲法摘

要審查(abstract review)或大法官釋憲與立法機關立法權之影響微乎其微。 
Rochford (2003)指出澳大利亞諸多大學遭遇預算刪減、人員編制減少或資

遣，以及縮減可使用之設備等，使得大學中的學術自由受到箝制。研究者藉此呼

籲，學術自由是大學最珍貴的傳統價值，絕不能因為商業化或市場化而遭致吞

噬，因此，學術機構之合法化，絕不可窒礙學術自由之普世價值。 
Thorpenberg (2005)就大學政策受到市場經濟以及新自由主義影響之下，產生

物化及改變規範系統進行探討。研究者指出，許多研究教育政策學者因受到資本

主義者補助研究經費，因而影響其研究中立性，進而無法獨立公正的進行教育政

策研究。近年來，大學之教育政策研究經費更常來自校外企業補助，在新自由主

義、資本主義侵入大學校園，以及市場經濟控制研究經費之研究環境中，未來將

更少從事自主研究的學者。在批判經濟及教育之新自由主義浪潮之下，他提出應

參考 Habermas提出有關批判物化之理論。 
 
 

二、國外相關研究的小結 

    研究者根據上述對於國外與教育政策合法化相關的研究之探討，以下將分別
自研究方法、研究對象，以及研究結果三方面，歸納其重點，並分析對於本研究

的啟示： 
 
（一）在教育政策合法化的研究方法方面 
綜合上述國外對於教育政策合法化的相關研究，可知其研究方法大致包括訪

談、問卷調查、文件分析等三類，兼採質性研究與量化研究。其中，訪談研究概

以 10至 30人為研究對象；而問卷調查的人數則 30位至 300位之間，回收率偏
低（24%左右），並以卡方考驗檢定調查結果；另外，文件分析則以數屆議員的
議程、行事曆等檔案作為分析資料，亦不排除作統計分析。基此，本研究乃以其

為參考，並視實際研究需要，決定以文獻分析、訪談、問卷調查等，作為本研究

之研究方法，兼採質化與量化研究方式，蒐集資料以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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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教育政策合法化的研究主題方面 
    國外關於教育政策合法化的研究，與國內研究相似，多以某一教育政策或教
育法律為研究焦點，從事個案研究，比如雙語教育政策立法之研究、公共補助學

校教育券計畫之教育政策之分析等。另外，還有專注於教育政策合法化的影響因

素者，比如高等法院在合法化過程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影響、下議院對議程制定的

影響；也有探究教育政策合法化後之迴響者，比如政府與大學之間關係的調整、

教育改革法案對大學及學術自由的影響等；亦有教育相關人員對於教育政策合法

化之因應者，比如公立學校校長之法律常識之增進，以及對於大學總務主管之法

律訓練及認知的探究等皆是。基於此，本研究乃超越上述之個案研究，而以教育

政策合法化的全面性探討為焦點，是以本研究之範圍包括理論上教育政策合法化

的原則、影響因素、策略、程序、檢討，以及相關理論，又為顧及研究概念之完

備，乃輔以教育政策的意義、政策合法化的意義、教育政策合法化的意義與範圍、

教育法律的涵義及其與教育政策的關係等基本涵義之研討；除此之外，尚包括我

國實際上教育政合法化的原則、教育政策合法化的影響因素（參與者及其他影響

因素）、教育政策合法化的策略、教育政策合法化的程序，針對我國教育政策合

法化過程的檢討，以及對於教育政策合法化的其他意見等之訪談與調查。 
 
（三）在教育政策合法化的研究對象方面 
綜合以上國外對於教育政策合法化之研究，可知其研究對象擴及政策制定菁

英（包括民主黨與共和黨兩黨現任或曾任之參眾議員、州議員、州政府教育局官

員，以及學者），以及校長、各級學校行政人員、教師、學生等。其中，一位研

究者，甚至將高階政策制定團體分成核心份子、內圈份子、外圈份子、常被遺忘

的份子等四大族群，不僅符合實情，且具參考價值。根據上述，再加衡量本研究

之需要，乃決定以立法機關人員、行政機關人員、政黨黨員、利益團體成員、大

眾傳播媒體、學者專家、校長、學校行政人員、教師等作為研究對象。 
 

（四）在教育政策合法化的研究結果方面 
    透過上述對於國外教育政策合法化之相關研究的分析，歸納其與本研究相涉
較多，且足以提具啟示之研究結果，包括：（一）對高等教育而言，教育政策合

法化的過程，對於學術自由、大學自治、校園自主的影響，迭有爭議，常成政府

與學界拉扯之焦點；（二）下議院議長、最高法院的判決，以及相關教育政策的

核心份子，皆對教育政策之制定具有極鉅之影響，而其他教育環境，也多多少少

影響教育政策之制定；（三）教育政策合法化的參與者彼此之間，對於教育政策

合法化的相關看法，時常有所出入，比如教育行政官員與教育人員常對某一現象

作出不同的歸因，或對某一法令作出相異的詮釋，造成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現

象，凡此種種，皆可能窒礙教育政策合法化的順利推展；（四）教育政策合法化

的過程當中，若能並陳正反意見，將有助於各類人員教育權益的維護，以及教育



第四章  教育政策合法化的相關研究與理論建構 

 141

資源的妥善分配；（五）在民主法治社會日益成熟之今日，各教育人員（各級校

長、行政人員、教師等）應當充實自身法律觀念與知識，方能因應教育政策合法

化之落實與檢討，並確實知法、守法，甚至為修法或立法提供經驗性的意見；（六）

某些較具爭議性之教育政策的合法化，將對社會的傳統價值造成衝擊，必然引發

一定程度的爭論或非難，此皆主導合法化之人士所應顧及，且須妥善加以說明規

劃，以澄清疑慮、獲致共識之處；（七）不同國家政體對合法化的認知與作為不

同；（八）教育政策合法化的實際執行與理想程序之間存在落差。 
 
 

參、國內外相關研究對於本研究的啟示 

    研究者綜合歸納上述數篇國內與國外教育政策合法化的相關研究，發現其在
諸多方面足以為本研究提具珍貴啟示，以下乃分項敘述之： 
 
一、教育政策合法化過程應由各種理論模式觀點共同詮釋之 
    教育政策合法化的途徑與形態，常隨社會背景環境與法案本身特質而有所差
異，有時著重菁英意見的蒐集，有時取決於參與者的意識型態，有時形塑自公眾

輿論，有時決定於重大或突發事件。正因如此，塑造了教育政策合法化過程的多

元面貌，是以應視情況選擇甚至融合適當的模式觀點共同詮釋之。 
 
二、教育政策合法化的主要影響者是接近權力核心者 
多筆國內與國外研究，不約而同地指出教育政策合法化的參與者中，以總

統、國會議長、行政部門，高等法院等，較常對於教育政策合法化具有決定性的

影響。至於利益團體或壓力團體因不易接近權力核心，致使其意見對教育政策合

法化之影響相當有限，甚至巡迴舉辦的公聽會或聽證會，也常常因為避免爭端，

而不易出現批判性高的議題討論，或雙方以妥協的方式息事寧人，因此，其對教

育政策合法化之結果的影響可謂極少。 
 
三、立法委員在教育政策合法化過程中的熱衷程度與專業性，存個別差異 
    立法委員雖是教育政策合法化過程的核心人物，是直接促成教育政策合法化
的人員，然並非一國之內的所有立委皆對教育政策合法化產生重要影響。根據調

查，發現國會中約只有 1%至 2%的立法委員真正接觸並客觀地制定教育法律，
其餘則多不熱衷於專業期刊的閱讀、最新資訊的蒐集、教育常態的關注，而僅以

其過往的在校經驗，或淺薄常識，處理聳動的、重口味的，或大眾所感興趣的教

育問題。導因於此，而有建請各立法委員僅專注於一個委員會，專注為之、專業

問政的呼聲響起，值得思量。 
 
四、教育政策合法化是學術自由、校園民主的限制或保障，猶有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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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政策合法化的觀念與作法初被提及之際，西方社會曾出現一連串的反對

聲浪，以為此將造成政府權力無限上綱，形成對於學術自由、校園民主、學校本

位管理等的壓縮與迫害，因之 Habermas而有《合法化危機》一書之寫作。然而，
或許其所未能認同之處，乃在任何政策的合法化須以正當性為前提，亦即政權須

為人民所認可，過程須經正當程序，倘於每一環節皆能小心翼翼，絕不悖離理論

與理想，則教育政策合法化之結果，非僅絕不容統治者為所欲為，更絕對致力於

自由、民主、法治、個別差異、弱勢群體之維護與保障。 
 
五、補償性教育政策合法化可用以補救我國教育政策合法化的不足與缺失 
美國教育政策學者 Weiler，於 1983 年所撰之論述中，提出補償性教育政策

合法化（compensatory legitimation in educational policy）的概念，指出補償性合
法化，乃在描述資本主義國家在開放大眾參與，致使政策立法曠日費時，造成許

多社會事件不及立法的情況之下，通常為避免中央政府無法控制日益升高的衝

突，導致其合法性日益傾圮，因而考慮收回賦予選民的合法權力，改由立法、專

家座談、參與者請願等方式，進行一連串的政策合法化行動，以確保政策立法的

均等、品質與效能。由於我國的國會殿堂已漸於日前出現政策立法過程中，百家

爭鳴、莫衷一是，導致人民權益之損害的現象，因而補償性教育政策合法化的概

念，有其一定程度的參考價值。 
 
六、不同政體國家的教育政策合法化，有其相異的作法與強調 
    國家的政治、社會、經濟條件，常是影響教育政策合法化之重點與作法的直
接因素，尤其政治民主化程度不同的政體，也常對政策合法化作出不同的詮釋。

民主法治國家的教育政策合法化是理性、客觀、長期規劃、默默耕耘、以大眾福

祉為前提的，舉凡政策合法化的程序、參與者、機關、資料，甚至每一步驟等，

均須具備為公眾所認可的正當性，並且也在政策立法之後繼續評估執行成效、修

正法律條文；然而，專制政體所謂的政策合法化，乃是透過人民之背書，制定符

合統治者利益，或有益於立法者分配私人利益的法律，並以容易炒短線、引起媒

體注意、為大眾所感興趣、保證成功等政策議題為對象，或是眼高手低，制定高

規格的政策，執行低規格的策略，徒具法律形式而不踐行。 
 
七、教育相關人員必須充實法律知能，以因應教育政策的合法化 
    在過去，法律條文總予人艱深、枯燥、形式化、距離遙遠之感，尤其對我國
社會而言，更不乏視法律為畏途、將法律與刑罰等同視之者，致使社會大眾，包

括教育相關人員，大多與法律保持距離，致使在法律相關的知能與素養方面相形

匱乏。正因如此，教育部近年對於民主法治教育之推動可謂不遺餘力，期能透過

教育相關人員法學知能的豐厚與精進，提升公民的民主素養，以因應民主法治時

代之來臨，也能在各項政策合法化的過程當中，適當參與、充分發聲，發揮自身

權益，也盡其在我地履行合法化後的教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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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教育政策合法化的理論建構 
 

研究者綜合前述對於教育政策合法化的範圍、教育政策合法化的原則、教育

政策合法化的影響因素、教育政策合法化的策略、教育政策合法化的程序、教育

政策合法化的檢討，以及教育政策合法化的相關理論與研究等之探討，作成本研

究所稱教育政策合法化理論建構的初始模式（initial model），如圖 4-12所示，茲
說明其內涵如次。 
 

壹、教育政策合法化的影響因素 

教育政策合法化的過程當中，應當審慎考量各項影響因素，俾訂定適合背景

環境之所需的教育政策法律。而影響教育政策合法化的因素為數不少，可自外在

環境因素與內在環境因素兩方面，分別說明之： 

 

一、外在環境因素 

    影響教育政策合法化的外在環境因素包括政治生態、經濟情勢、世界潮流、

社會文化等，依序說明如下： 

（一）政治生態：國家政治生態攸關民主法治的成熟與否，直接決定民眾參與教

育立法的程度與方式；另外，執政與在野政黨的意識型態，及其國會議員

的分佈比例，亦與制訂教育政策、操作教育議題息息相關，是以政治生態

影響教育政策合法化甚鉅。 

（二）經濟情勢：經濟發展的情況反應了教育經費的充裕程度，以及教育資源的

豐沛情形。良好的國家經濟除可提升人民對於教育品質的要求之外，亦能

刺激民眾參與教育政策立法的意願，並助益立法資訊得以快速傳播、立法

技術得以精緻增進，直接影響教育政策合法化的多重環節。 

（三）世界潮流：資訊科技的高度發展使得全球化風潮迅速湧起，世界各國對於

教育事件的處理、教育論提的詮釋、教育改革的投注等，均無時無刻透過

各種管道，以各種可能的方式相互連動，自然刺激教育政策合法化參與者

之思維、影響教育政策合法化過程之運作。 

（四）社會文化：社會的風俗習慣、文化民情等，總是以隱而未顯有如毛細現象

的運作方式，悄悄影響社會人士的意識型態與價值觀念，進而形成極易於

教育政策立法過程形成壓力的公眾輿論。其後再透過媒體或集結之力擴大

放送，其對教育政策合法化的影響亦不容小覷。 

二、內在環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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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響教育政策合法化的內在環境因素包括教育組織的特徵、教育人員的需

求、教育法案的性質等，依序說明如下： 

（一）教育組織的特徵：不同教育組織的權力結構與組織文化，常使其在作成決

策、溝通用人、衝突解決、經營公共關係時的作為迥異。舉凡組織風格的

民主或封閉、組織成員的穩定或變動、組織氣氛的融洽或緊張等，均實際

影響教育政策的形成方式、論辯過程、決策型態，乃至於執行效能，自然

成為教育政策合法化的影響因素之一。 

（二）教育人員的需求：教育人員依其角色任務、意識型態、個人特質、價值觀

念等之不同，而對教育政策法律生成各種各樣的需求與期待。而後各類歧

異的需求逐漸轉化成其參與教育政策立法的動機，決定其所採取的立場與

行動，進而影響教育政策合法化之作成。 

（三）教育法案的性質：教育法案本身的敏感度、困難度、爭議性、時代性、重

要性、重要性、影響力等性質，時常決定了該法案立法過程的順暢與否，

越是敏感、爭議性越高、影響範圍越大、涉及各方利益越多者，越容易吸

引大眾關注，當然也因意見多元而易遭遇衝突或是引發杯葛，其對教育政

策合法化的影響可見一斑。 

 

貳、教育政策合法化的參與者 

    民主開放社會當中的教育政策合法化參與者與時俱增，且涵蓋甚廣，為數甚

多，大體而言，可概分為制訂教育政策者、影響教育政策者、執行教育政策者三

類，以下分別說明之： 

 

一、制訂教育政策者 

    合法化過程中的制訂教育政策者，包括教育部人員、行政院人員、立法院人

員，以及總統等四類，依序說明如下： 

（一）教育部人員：教育部的部長、次長、主任秘書、業務經辦司處人員、法規

委員會委員、部務會報成員等，直接處理教育政策法案的徵詢與研擬，並

直接與立法委員接觸溝通，對於教育政策合法化的影響之大，無庸置疑。 

（二）行政院人員：行政院的院長、第六組成員、法規委員會委員、教育改革推

動小組成員、行政院會成員，乃至於主任委員等，負責審議、討論、協調

教育部所送交之教育政策法律草案，不僅可加註意見，亦可與立委溝通，

對於教育政策合法化所產生的影響，不容諱言。 

（三）立法院人員：立法院的委員、國會助理、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成員、程序委

員會委員、法制局成員等，親自參與教育政策合法化的書面作業，或對行

政官員進行面對面質詢，甚至自行提案進入審查，謂為當今教育政策合法

化過程當中具備最大影響力者，殆無疑義。 

（四）總統：總統可透過其競選政見的表述，或者重要談話的發表等，透露其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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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政策立法的想法與期待，直接或間接影響大眾輿論、教育部長或行政

院長，形成其對教育政策合法化的影響。至於依法公布立法院三讀通過的

教育法律，則較具形式意義。 

 

二、影響教育政策者 

合法化過程中的影響教育政策者，包括大眾傳播媒體、利益團體、學者專家、

政黨幹部等四類，依序說明如下： 

（一）大眾傳播媒體：於此媒體高度開放的自由社會中，各平面或電子媒體有如

百花齊放一般，紛紛透過廣播、電視、報章、雜誌、網路等，詮釋政策意

涵、反應大眾輿情、發表學者評述，不僅可發揮導引民意走向的功能，亦

對執政者形成監督的壓力，其對教育政策合法化的影響，不容忽視。 

（二）利益或壓力團體：利益團體基於公益或私益的特定立場，經常在堅持既定

主張的前提之下，幾乎以無所不用其極的方式，促使行政或立法機關通過

或拒絕某項教育政策法案。當前開放社會中的教育利益團體極其活躍，且

影響力之大，時常窒礙或催促教育政策立法，使制訂教育政策者倍感壓力。 

（三）學者專家：學者專家乃社會金字塔頂端的菁英份子，常本於其專業素養與

學術良知，組織學術團體、出版研究刊物、成立專業智庫，甚至親自負責

研擬法律草案，透過各種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影響教育政策合法化的進程

與結果。 

（四）政黨幹部：政黨為符應其支持者的期待，為實現其對選民的承諾，而對教

育政策法案採取贊成或反對的態度。不同政黨基於其政治立場與意識型態

的差異，有時僵持不下，甚至明顯對立，阻礙教育立法的順利進行，有時

也因考量立法效率，進行黨團協商，藉以謀取共識。就台灣地區而言，無

論執政黨或在野黨均在教育政策合法化的過程中產生莫大影響。 

 

三、執行教育政策者 

合法化過程中的執行教育政策者，又稱利害關係人，包括各級學校校長、行

政人員、教師、學生等四類，依序說明如下： 

（一）校長：校長須於推展校務時落實教育法律、執行教育政策，因而為提升政

策法律的執行效能，須於教育政策合法化的過程中充分考量各級學校校長

的看法，且有時學校校長也主動參與教育政策立法過程，積極提具意見。 

（二）行政人員：各級學校行政人員協助校長推動校務發展，乃是執行教育政策

法律的前線，是以亦須考量行政人員的需求與立場，並傾聽基層行政執行

者的心聲，以使教育政策法律的施行更加徹底。 

（三）教師：教育政策合法化的參與者當中，以各級學校教師為數最多，又為提

升其影響力，當前已有全國、縣市、鄉鎮、學校等各級教師會之組成，其

素質整齊，動員能力驚人，已成目前台灣地區規模最龐大、影響最可觀的

教育利益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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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學生乃所有教育活動之主體，然其目前參與教育政策合法化的程度

卻尚在成長階段，大體而言，以大學生的參與最多，中小學學生礙於其未

成年，且課業壓力沈重、專業知識不足，參與教育政策立法的情形鮮少，

但近年已有以爭取其自身權益為旨的組織逐漸生成。 

 

參、教育政策合法化的範圍 

    應該納入教育政策合法化範圍當中的教育事務極為繁複，大體而言，凡憲法

或法律明文規定應以法律訂定的教育事務、人民在教育上的相關權利與義務、關

於國家各教育機關之組織，以及其他重要事項應以教育法律定之者，均需納入教

育政策合法化的範圍，使教育事務之推展有所遵循與依歸，確保教育步伐推衍得

不偏不倚。其項目概為： 

一、各級各類學校教育制度：國家教育制度攸關人民受教年限、種類與方式，屬

重要教育事項，自應納入教育政策合法化的過程當中。 

二、人民在教育上的權利義務：教師、學生、家長，以及少數族群等在教育上的

權利義務，同時為《憲法》、《教育基本法》、《中央法規標準法》，以及法學

界的重要性理論等所強調，其應納入教育政策合法化範圍的正當性不言可

喻，毋須贅述。 

三、教育經費分配與補助：教育經費的分配與補助，以及公立學校學雜費等相關

制度，由於關係學生受教權益與家長的子女教育規劃甚鉅，是以應於不戕害

彈性原則的前提之下，規範適當密度的教育政策立法。 

四、教育行政機關組織：教育行政機關組織專司教育政策之制訂與推展，其於教

育政策合法化過程中扮演的角色舉足輕重，自當依《中央法規標準法》之規

範，將其納入教育政策合法化的過程當中。 

五、教育評鑑制度：學校效能之準確評判，須由健全的教育評鑑制度為之，基此，

強調績效責任的時代，自應將教育評鑑制度適度合法化，使能充分發揮功

能，確實為教育績效把關。 

六、教育研究與統計：妥善運用教育研究結果與統計資料，常可為教育政策合法

化的參與者提具正確觀念與資訊，裨作出正確的判斷、作成明智的決策，與

教育發展關係密切，是以屬重要教育事項，應當納入教育政策合法化的範圍

當中。 

七、課程與教科書制度：課程與教科書直接決定學生受教內容，其重要性不在話

下，因而應當將與其相關的組織編制、甄選程序、編擬方式、內容大綱、授

課時數等納入教育政策合法化的範圍，以確保學生的受教品質。 

 

 

 

肆、教育政策合法化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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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政策法案作成的理想途徑，乃應循由下而上的草根模式進行，先由教育

部或行政院召開公聽會、說明會，或上網公告，運用多重方式與管道，諮詢基層

民意，其後再據以延請學者專家擬定法律草案，於教育部部務會議通過後，送交

行政院院會審議，決議後再向立法院提案。提案進入立法院後，由程序委員會、

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先行審查，之後再送立法院院會進行一讀、二讀、三讀，審查

通過的教育法案最後諮請總統公布，使成正式的教育法律。各階段程序要點如下： 

一、諮詢民意：研擬教育政策法案前應先廣徵民意，可透過召開公聽會、說明會

等方式蒐羅公眾意見，亦可上網或經媒體公告，並開放投書論辯，與民眾溝

通觀念。總之，制訂教育政策者應盡可能運用各種可行的方式體察民意、與

民交流，以訂定貼近民心的教育政策法律。 

二、提法律案：教育部多因本於職權，或為回應民眾需求，而委託學者專家研擬

教育政策法律草案，再透過民意風向球的施放調整草案內容；而除教育部之

外，立法委員常考慮私人或公眾之所需自行提案。教育部與立委之提案均需

經立院三讀通過，方可形成教育法律。 

三、審查法案：立法委員可於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立法院院會的一讀會、

二讀會、三讀會等時機審查行政院送達或立委自擬的教育政策法案，其結果

可能是通過或撤回。 

四、公布法律：立法院三讀通過的教育法律案，應移送總統府及行政院，對於不

擬提請覆議的法案，總統須於其送達的 10 日內公布，使成教育法律，令相
關單位及人員執行遵守。 

 

伍、教育政策合法化的影響策略 

各類教育政策合法化的參與者，在合法化過程當中總盡可能運用各項影響策

略，試圖影響教育政策合法化之結果，以達成符合自身利益、需求與企盼的教育

政策立法目的。其所使用的各項影響策略包括： 

一、遊說或與重要人員接觸：教育政策合法化的參與者常運用直接與重要人員接

觸或間接委請他人遊說傳達的方式，向制訂教育政策者表達意見或說理，使

其支持或攔阻某一教育法案的順利通過。 

二、請願或參加示威遊行：合法化的參與者可運用較溫和的請願方式以表達自身

訴求，也可號召群眾，運用較激烈的示威遊行方式對制訂教育政策者施予壓

力，使其贊同自身立場，協助達成立法目的。 

三、訴諸媒體表達意見或投書：較和緩且省事的合法化策略是訴諸媒體表達意見

或投書，藉助媒體擴大自身立場，以吸引立場一致者的共襄盛舉，以輿論壓

力影響執政者。 

 

四、出版刊物或提交研究報告：教育學術專業團體常定期舉辦研討會或出版刊

物，以呈現教育研究成果、提供教育資訊，作為教育政策制定者決策之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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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策略聯盟或發動群眾寫信連署：參與者可透過尋求盟友策略聯盟的方式，聚

集個體的力量，擴大自身影響力，倘團體行動力不足時，則可發動群眾寫信

或連署，亦可群集表達自身意見。 

六、參加公聽會或說明會：參與制訂教育政策者舉辦的公聽會、說明會或座談會，

除可抒發己見之外，還可相互交流、溝通意見，甚至或能經由彼此的同理與

退讓，尋獲共識。 

七、自行擬定教育法案或參與行政立法規劃：自行擬訂完整可行的教育政策法案

供相關人員參考，或直接參與行政或立法機關的立法規劃，可協助行政或立

法人員開發創新思考、匯聚彼此共識，並為其減輕一定程度的負擔，存在一

定程度的有效性，只是參與者亦須花費較多心力與精神，並須具備一定程度

的人際關係與專業素養，方可行之。 

 

六、教育政策合法化的原則 

教育政策合法化的原則乃是制訂教育政策者、影響教育政策者與執行教育政

策者參與教育政策立法時，均應於相互斡旋、協商、妥協的過程當中共同遵守者，

俾利充分實現立法目標、發揮立法精神，而不使教育政策立法徒具形式或白費功

夫。所應遵守的各項原則細述如次： 

一、平等參與民主論辯：合法化過程應允許相關人員平等參與、民主辯論，以於

充分論述各方意見之後，進行理性協商，盡可能於理想的言談情境當中獲取

共識，且各方均能絲毫無感威脅或壓迫。 

二、延請專業人才參與法律研擬：於合法化過程中進行專業分工，以善用各領域

專業人才，以專業知識作判斷，避免不必要的衝突、對立與紛爭，也藉以杜

絕不當影響勢力（如政治意識型態、個人或少數群體利益）的深入擴張。 

三、資訊公開透明使程序正當：合法化過程的相關資訊，除涉及個人隱私或國家

機密者外，均應公開透明，避免黑箱作業、密室政治，以滿足人民知的權利，

俾透過程序正當，以達致實質正義。 

四、明確劃分中央與地方權限：合法化過程須符應法律保留原則，明確劃分各級

政府教育權限，避免國家濫用教育權力再製社會階級，戕害人民基本權益。 

五、掌握時效並兼顧法律的實質與形式：合法化過程應掌握教育政策法案的時代

性與協調性，使其議題、典範、價值、內涵均能切中時弊，符合時代需求。

另外，教育法律亦須彰顯其邏輯性、協調性與完整性，兼顧實質與形式。 

六、實現教育目的：教育政策法律應以實現教育目的為宗旨，任何教育政策法律

不可悖離教育原理與規準，作成「非教育」甚至是「反教育」之規範。 

七、適當規範權利義務與相互關係：教育法案應就教育權利義務等重要事項作出

適當規範，並釐清國家、學校、教師、學生間之相互關係，以尋求教育體系

中人與事的明確定位。 

八、兼顧消極的處罰與積極的鼓勵措施：教育法律除以處罰制裁以削弱違法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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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亦須考慮以積極鼓勵誘發守法行為，以兼具消極與積極的的規範達致

教育立法之目的。 

九、行文應簡潔明確避免艱澀難懂：教育政策法律的內涵應明確易懂、具體可行，

避免因過度使用法律專業術語而令遵守者備覺艱澀難懂。 

十、務求長期穩定與適用：以前瞻的眼光制訂穩定性高的教育政策法律，且盡可

能僅以小幅度的修訂方式使其長期適用，避免朝令夕改，使人無所適從。 

十一、充分宣導廣為週知：相關單位應運用各種管道充分宣導教育政策法律，不

僅提升利害關係人的法學素養，亦保障教育法律的充分落實，避免束諸高閣。 

十二、適時評估據以改進：適時進行教育法律執行效能的評估，並選擇正確的時

機進行適當幅度的修訂或廢止，以確保教育法律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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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教育政策合法化理論建構的初始模式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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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對於教育政策合法化的相關理論、教育政策合法化的相關研究，以及教
育政策合法化的理論建構等之論述，其梗概如次： 
 
一、教育政策合法化的相關理論對於本研究的啟示 

教育政策合法化的相關理論模式包括：理性理論模式、漸進理論模式、綜合

理論模式、機關組織理論模式、團體理論模式、菁英理論模式、博奕理論模式、

系統理論模式、垃圾桶理論模式、政策之窗理論模式等，其對於本研究所提具的

啟示為：（一）諸理論因情境、對象與角度之不同，各有其適用之處，並不相互

對立或排斥；（二）教育政策合法化的理想過程是一連串的理性判斷；（三）教育

政策合法化的實際過程是多重要素的共同參與；（四）教育政策合法化過程中各

參與者的影響力不同；（五）教育政策合法化的作成是各參與者角力的結果；（六）

教育政策合法化的作成有時是因緣際會的產物。 

 

二、國內外相關研究對於本研究的啟示 

    國內外與教育政策合法化相關的各篇研究，對於本研究所提具的啟示包括：

（一）教育政策合法化過程應由各種理論模式觀點共同詮釋之；（二）教育政策

合法化的主要影響者是接近權力核心者；（三）立法委員在教育政策合法化過程

中的熱衷程度與專業性，存個別差異；（四）教育政策合法化是學術自由、校園

民主、學校本位的限制或保障，猶有爭議；（五）補償性教育政策合法化可用以

補救我國教育政策合法化的不足與缺失；（六）不同政體國家的教育政策合法化，

有其相異的作法與強調；（七）教育相關人員必須充實法律知能，以因應教育政

策的合法化。 

 

三、教育政策合法化理論建構的初始模式 

    教育政策合法化理論建構的初始模式如前頁圖 4-12所示，其乃整合本研究
文獻探討教育政策合法化的範圍、教育政策合法化的原則、教育政策合法化的影

響因素、教育政策合法化的策略、教育政策合法化的程序等之結果，可作為本研

究編擬問卷大綱以及編製訪談導引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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