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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部門辦理節慶活動之組織與網絡整合研究 
─以台北燈節為例 

 

第二章  文獻探討 
 

台北燈節為台北市政府年度最大型節慶活動，台北市政府雖名

為主辦單位，但實際參與執行的組織及人員卻是相當多元，來自不

同的組織及人員以台北燈節為互動平台，執行過程隨機形成規模龐

大，且結構複雜的執行團隊，此種特色適可用網絡理論予以分析。

而探究網絡理論的同時也發現，網絡間的行動面與組織結構面不可

切割，才能從不同行動者基本的態度立場理解其行動邏輯，因而將

兩者整合探討便有其必要性。以此概念為基礎，本研究首先便從網

絡理論的探討出發，介紹網絡理論的發展與類型，網絡如何分析、

如何以行動主體進行整合管理，並建立行動與結構的調和觀。其次

進入節慶活動主題，先介紹節慶活動的特質、功能與類型，之後以

公部門的角度探討節慶活動的組織，包括其運作機制、型態及架構，

接下來再整理出節慶活動中的網絡行動者，以作為後續的分析基礎。 

 

第一節  網絡理論 

 

壹、網絡理論的發展 

面對公共事務複雜化的變遷，傳統的官僚組織已無法滿足實際

政策執行的需求。此時由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國際與國內、中央與

地方以及民間各階層、各種力量結合的網絡組織因應而生。1980 年

起，世界各國的政府改造工程在時潮推演下將福利國家型塑成小而

美政府，面對全球化的競爭趨勢，使得公私部門在資源有限的環境

下必須互賴依存。各項政策平台因此打破界限放寬了幅度，也讓更

多的「利害關係人」得以參與，此種有限政府的現實狀態便成網絡

理論發展的成因。有關網絡理論的發展，英國、美國及歐洲各有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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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典範；同時在台灣的研究也正處於方興未艾的階段（朱鎮明，

2005：3-5；盧偉斯，2005：2；許敏娟，2004：18-20；李允傑、丘

昌泰，2003：106-110）茲分述如下： 

一、美國 

美國對網絡理論的探討著重在政府官員、利益團體及國會議員

間行動者的互動。而對此三者關係又區分有二派不同的論述：其中

一派認為三者關係在權勢的互利下形成具排他性的封閉體系。例如

Freeman（1955）所提出的「政策次級體系」、Lowi（1969）提出的

「鐵三角理論」以及 Ripley and Franklin（1980）所提出的「地下政

府」等皆屬相同概念。另一派則對這種封閉系統的論調提出反動，

咸認為在某些公共議題上雖存有鐵三角的網絡關係，但多數公共議

題更具有多元參與及開放性特色，除政府、國會及利益團體外，尚

可能有其他遊說者、學者專家及媒體等經常性溝通政策意見，並形

成非具排他性的議題網絡。代表學者例如 Heclo（1978）提出的「議

題網絡」及 McFarland（1987）提出的「三合一理論」等。 

 

二、英國 

英國對網絡理論的研究有別於美國，差異在於其屬行政、立法

合一的內閣制國家，因此國會議員在政策過程中的角色較為弱化。

在鐵三角中取而代之的是政府官員、管制機構及利益團體間的互賴

關係。又分為中央與地方政府關係及政府與工業關係等兩種模式。

前者以 Rhodes（1997）為代表，強調網絡中機構之間結構互動關係，

並將焦點集中在部門層次，因主要關切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在執行

政策過程中的互動關係，又稱府際關係理論，其主要命題包括（Marsh 

and Rhodes,1992：10-11）：1.組織必須依賴其他組織資源而發展。2.

為了達成組織目標，組織間必須交換資源。3.雖然組織內部的決策

制定受到其他組織所限制，但支配性派系必然擁有某些自主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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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性派系可能在已知的遊戲規則中運用各種策略，管制資源交換

過程。5.自主權變異的程度是互動組織目標與相對權力的產物；而

相對權力則是組織資源、遊戲規則與組織間交換的過程。由於Rhodes

對網絡的特性、定義、參與者、結構、分類、文化、權利關係有較

為完備的論述，因此也成為學界在網絡理論研究領域的重要典範（胡

國堅，1996；曹俊漢，2001；劉宜君，2001、2002；林玉華，2002；

朱鎮明，2005）。 

此外政府與工業模式則以 Wilks and Wright （1987）為代表，

其與 Rhodes 模式之差異，在於此模式關切網絡中的人際互動更甚於

結構互動，且特別強調政策部門非同質的分離性格。其特徵有三項：

1.政府與工業部門的分殊化。2.專業化組織與政策制定機構的影響

力。3.他們彼此互動相互影響。 

 

三、歐洲 

歐洲學者研究觀點與英國類似，但差異在於歐洲學者視網絡為

一種治理結構，而英國視其為利益團體中介模型（Marsh,1998：7），

代表學者例如德國的 Kenis and Schneider （ 1991 ）、荷蘭的

Kickert,Klijn and Koppenjan（1997）等人。歐洲學者認為，在社會高

度分化之下，政策制定相當程度地依賴參與者間非層級節制形式的

互動關係。另外 Borzel（1998）則將網絡視為一種管制社會與市場

的形式（許敏娟，2004：18-20）。 

 
表 2-1 美國、英國、歐陸有關政策網絡研究比較表 

地區 美國 英國 歐陸（德國與荷蘭）

分 析 層 次 微觀 中觀 宏觀 
理 論 背 景 多元主義 利益團體的代表性，超

越多元主義和統合主

義 

新治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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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念 模 式 
與分析對象 

利益團體介入政府政策

的過程： 
次級政府或政策鐵三角

（封閉關係）。 
議題網絡（開放關係）。

三合一理論（有限開放

關係）。 
議程設定與政策視窗。

代理理論（契約外包基

礎）。 

政策網絡： 
政府部會、有權規範之

官員及利益團體（不含

國會及次級委員會

會）。 

政策網絡： 
德國：政策網絡、官僚

組織與市場三足鼎立。

荷蘭：政策網絡與國家

機關併行。 

分 析 對 象 
之 間 關 係 

主要行動者人際之間的

關係 
基本上為制度組織之

間結構的關係。 
Richardson & Jordan 
以及 Wilks & Wright
較強調內部人際間的

關係；而 Rhodes 則較

偏向組織之間尤其是

制度或部門之間的關

係。 

國家（政府）與公民社

會之間較為寬廣的關

係，尤其私部門組織的

成長（對照目前國家或

政府角色的減弱）。 

與民主關係 威脅與減損 影響政策過程但不造

成威脅 
民主的新型式 

對 政 策 的 
影 響 程 度 

程度大小有所爭議 影響政策的結果（政府

與利益團體之間協商

的結果）影響政策的結

果 

影響政策的結果 

網 絡 分 類 政策鐵三角、議題網

絡、三合一理論、議程

建立、代理人理論 

介於政策社群與議題

網絡之間的連續體上

國家（政府）與公民社

會間較寬廣的關係，尤

其私部門組織的成長。

重 要 學 者 準政府或政策鐵三角

（Freeman,1965；
Lowi,1969；Ripley & 
Franklin,1984）。 
議題網絡 
（Helco,1978） 
三合一理論

（McFarland,1984）。 
 

政策社群概念

（Richardson & 
Jordan,1979；Wilks & 
Wright,1987）。 
組織之間關係 
（Rhodes & 
Marsh,1992）。 
網絡層次間的整合

（Marsh,1998）。 

德國： 
（Kenis & 
Schneider,1991）。 
荷蘭： 
（Kickert,Klijn & 
Koppenjan,1997）。 

資料來源：劉梓梅，2004：52-53。 
 

以上可知網絡理論的建構及對不同層次的分析正處於百家爭鳴

的時態，莫衷一是。特別在類型學上，雖說 Rhodes 所建構的網絡模



 

 20

公部門辦理節慶活動之組織與網絡整合研究 
─以台北燈節為例 

式是當前較為完整的，但也遭致最多的批評；有關學界對網絡理論

的批評整理如下（Dowding,1995：137；王光旭，2005：71-73；丘

昌泰，2000：229-230；黃仁俊，2000：17；李明寰，1998：131）： 

1.名詞定義不一致，未獲得共識。如「政策網絡」、「政策共同

體」、「政策鐵三角」、「議題網絡」、「公共網絡」、「行政網絡」

等，眾說紛紜。 

2.分析層次界定不同。如美國學者偏向微觀分析，英國學者偏

向中觀分析，歐陸學者偏向宏觀分析。 

3.理論定位不一致。如 Rhodes 認為政策網絡是超越類型學的，

其幾乎可稱為正式理論；但 Dowding 則長期批評政策網絡僅

是一種現象，充其量也只能稱之為一種”隱喻”。 

4.政策網絡途徑只是對政策過程中行動者間的連結做靜態的描

述，但對於形成此種網絡態樣的原因，或是限制此種網絡發

展的結構性因素，以目前的政策網絡研究途徑似乎仍不足以

解釋。事實上政策過程往往是動態的權力互動，而非穩定的

關係，甚至動態權力過程才是常態。 

5. 政策網絡的分析缺乏對權力理論的解釋，採用的概念也多含

糊不清。 

6. 研究範圍過於廣泛，解釋變項過多。為一個「什麼都包括，

但卻什麼具體都沒有」的研究途徑。 

7.對於網絡的界限很難有清楚界定。在政策形成過程，難以掌

握起點與終點，通常只能描述網絡關係的變遷，而無法解釋

變遷的意義。 

8.政策網絡的概念忽略國家與制度兩個關鍵因素對政策形成的

作用。雖然 Rhodes 以權力依賴模型來解釋網絡成員間的互動

關係，但此關係來自於物質利益協商與議價，未考慮政府有

片面強制的公權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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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網絡的類型 

雖然網絡理論仍無公認的模式，但茲列舉幾項較具代表性之類

型做為參考： 

 

一、Rhodes 模式 

Rhodes 依據網絡關係的穩定程度、成員整合程度、水平及垂直

網絡的資源互賴及資源分配等四面向，將網絡分為五種類型（Marsh 

and Rhodes，1992：13-14；Rhodes，1998：48-77；371-387）： 

 

（一）政策社群（Policy communities） 

其屬高度穩定網絡，是一種垂直互賴關係，對參與成員具

限制性，至於水平網絡則是有限整合關係。 

 

（二）專業網絡（Professional network） 

與政策社群一樣屬高度穩定的網絡，形成垂直互賴關係以

及限制水平參與成員的意見表達，且主要反映專業人員利益。

但此網絡整合程度不若政策社群具有高度凝聚力。 

 

（三）府際網絡（Intergovernmental network） 

此種網絡是指地方政府間代表性組織所構成的關係，具有

參與成員限制性、有限垂直互賴以及反映專業人員利益等特

性。特別強調的是水平意見表達。 

 

（四）生產者網絡（Producer network） 

基於經濟利益構成的網絡關係，其具有參與成員流動性、

有限垂直互賴等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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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議題網絡（Issue network） 

此為不穩定的低度整合網絡，具有參與成員高度流動、有

限的垂直互賴及水平整合等特性。 

 

二、Wilks and Wright 模式 

Wilks and Wright（1987） 將網絡界定為政策次級部門中各行動

者的遊戲規則，並依參與者利益、參與者性質、相互依賴程度、與

其他網絡間的互動關係及參與者之間資源分配情形等面向，將網絡

分為政策領域、政策部門、政策次級部門及政策議題等四種類型（如

下圖示）： 

 

表 2-2  Wilks and Wright 的網絡類型 
政策層次 說明 範例 政策行動者 

政策領域 
基於某項公共政策所

形成的網絡 
工業、教育、交

通、健康等政策
政策範圍 

政策部門 
在該政策領域下各部

門所形成的網絡 

以工業政策領

域而言，可分為

化學、鑄造、電

子通信等政策

部門。 

政策社群 

政策次級部門 
在政策部門中所劃分

出的次級部門 

以化學部門為

例，可分為基本

化學、藥學、農

業化學、油漆、

肥皂等。 

政策網絡 

政策議題 
每一政策次級部門中

較具爭議的議題 

藥 品 執 照 議

題、健康安全議

題 
 

資料來源：引自 Wilks and Wright,1987：300。 

 

三、Coleman and Skogstad 模式 

Coleman and Skogstad（1990）以國家機關與利益團體所處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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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提出五種政策網絡的類型（李允傑、丘昌泰，2003：113-115）： 

 

（一）壓力性多元主義者網絡（pressure pluralist network） 

在此網絡中國家機關是獨立的，利益團體是分佈且處於弱

勢地位，必須透過相互競爭以爭取到國家機關的注意。 

 

（二）附從式的多元主義者網絡（clientele pluralist network） 

在此網絡中國家機關是弱勢的，而利益團體同樣是分佈且

弱勢。在此網絡中國家機關必須依賴利益團體提供資訊，得到

支持，而利益團體也因而取得參與公共政策的機會。 

 

（三）統合主義者網絡（corporatist network） 

在此網絡中國家機關是強勢獨立的，利益團體則整合成少

數大型與權威的全國性利益團體，國家機關與該大型利益團體

共同參與公共政策的制定與執行。 

 

（四）集中性的網絡（concentration network） 

在此網絡中國家機關是強勢獨立的，利益團體則為一個組

織所支配，國家機關與該利益團體在長程計畫與政策制定維持

一種地位平等的伙伴關係。 

 

（五）國家指派的網絡（state-directed network） 

此網絡中國家機關是強勢獨立的，利益團體則是分佈而弱

勢的，國家機關控制利益團體的一切，利益團體必須遵從國家

命令執行公共政策。 

 

參、網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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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說網絡存在於吾人周遭，但學術界對於網絡現象的分析，卻

遲於 1920-30 年代英國的社會人類學界才開始。其後至 1960 年代，

網絡分析的發展主要集中於美國的社會學界，並分別發展出兩種不

同的領域，一是以 Linton Freeman （1955）為代表的社會心理學小

群體研究，其發展了一系列的網絡分析概念：如以緊密性、中距性、

網絡中心性等概念作為分析人際互動交往和交換模式；另一則是以 

Harrison White（1981） 和 Mark Granovetter （1985）為代表的經

濟結構社會學為主，主要分析人與人、組織與組織間的連帶（tie）

的關係對組織的影響。網絡分析自 1970 年代中期之後逐漸受到組織

學者、管理學者、政治學者及公共政策學者的重視。公共政策學者

發現，在多元民主化的社會中，網絡分析途徑確能詮釋政策過程中

參與者彼此互動所構築之正式與非正式關係的實際運作狀況（王光

旭，2002：43）。 

    從網絡分析的結構觀點，Knoke and Kuklinski（1982：9）認為

網絡分析包含兩項基本假定：第一、參與社會系統中的行動者與其

他行動者產生互動並交互影響；第二、行動者間的互動關係會被模

式化而形成結構化的關係。因此，網絡的形成至少包含三項要素（王

光旭，2002：44；史美強，2005：38-39；盧偉斯，2005：3）： 

 

（一）行動者（actors）或節點（nodes）： 

就網絡行動者而言，其為網絡中最基本單位。網絡分析單

位可以是個人、組織、位置、法人、集體行動者、或任何能與

另一實體發生聯繫的實體（邱澤奇譯，2001：201）。這些單位

被概念化為行動者或結點，其在網絡中與其他行動者的互動關

係便進一步構築了特殊的網絡結構。網絡分析的目的，不但在

瞭解行動者的特性，更重要的是將相關行動者的聯繫模式建構

出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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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係（relations）或連帶（ties）： 

關係並非是個體本質上的特徵，而是觀察單位間所產生的

連結性質。因此關係是一種被觀察單位間相互連結的產物，而

此連結關係是受到觀察單位所處的環境系絡所影響。其具有兩

種特質：一為內涵，另一為形式。關係內涵意指連結的實質形

態，如交易關係、溝通關係、權威關係及血緣關係等；而關係

形式則指行動者間的連結性質，其能獨自存在於不同的關係內

涵間，因此在同一關係形式下，有著不同的關係內涵（Knoke &  

Kuklinski ,1982：10-15）。從網絡的資源依賴觀點，網絡關係可

視為一種資源動員的過程。其基本前提有二：首先，沒有任何

組織能夠獨自掌握其生存所需的資源；其次，組織的資源可為

組織帶來競爭的優勢（史美強，2000：74）。從資源依賴的特性

分析，組織在網絡中雖有其自主性，但其行動同時也會受到其

他組織行動的影響。因組織彼此間的相互依賴關係是一種不確

定性的互動過程，將導致組織對生存或未來存有不確定感，而

組織會用行動嘗試管理或整合對外的依賴關係，從而導致新的

依賴模式產生，同時組織之間或組織內的權力亦將變化（史美

強，2005：41）。 

  

 （三）位置或社會角色（position）： 

在網絡結構中，位置及社會角色的認定是依據其中的關係

形態所決定，行動者如佔據網絡中的特定位置，代表行動者將

與其他行動者產生密切的連結關係。 

 

肆、網絡整合之道：網絡管理 

網絡的形成是一種以行政機關意圖為中心，主動認知與選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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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這種認知作用影響了結網行動，亦即行政機關在結網過程擁

有一定的主導優勢，可透過策略選擇來創訂環境，以形成系統界限

來篩選進入網絡的行動者（盧偉斯，2005：4）。惟網絡的形成會產

生許多限制，包括行動者數目太多增加協調成本、網絡的運作方式

會讓政府忽略公共利益、網絡所強調的程序公平與利益多元化會阻

礙政策創新思考、網絡集體決策不易課責等諸多問題，因此有必要

以策略管理思維來對網絡加以整合，讓網絡發揮應有成效（劉宜君，

2005：11-12）。 

網絡可視為在既有組織關係下，抱持不同資源與目標行動者間

合作的策略形式之一，但如前所述及當前學界對網絡理論的批評，

傳統網絡途徑過於靜態的觀點無法釐清政策形成的動態過程，因此

學界也多提出不同的網絡管理策略，將網絡加以整合1，俾利達成政

策目標。由於網絡涉及不同特質及類型，因此學者對網絡管理有不

同看法。分別從政策科學、組織理論與政治科學的角度，提出工具、

互動及制度等三種網絡管理觀點。其中工具觀點源自於政策科學，

尤其是政策工具與執行研究的觀點；互動觀點則結合政策科學的過

程途徑及組織理論的管理途徑；制度的觀點則是由政策社群結合府

際理論所提出（劉宜君，2005：13；朱鎮明，2005：101）。如下表

列： 

 

表 2-3  網絡管理的三種觀點 
 工具的觀點 互動的觀點 制度的觀點 

研究焦點 促進導航的條件 合作過程 網絡安排與其影響 
分析層面 焦點組織 互動 網絡 

網絡管理 
特質 

利用導航策略與處

理互賴關係的策略 

強化合作 
防止與移除妨礙合

作的因素 

誘因結構的強化 
調適與結構的規則 

評估標準 效能 滿意的政策 開放性 

                                                 
1 網絡整合的概念來自於司徒達賢教授所說，「管理的核心在於整合」。引自〈整合不可忽略價

值的創造〉《天下雜誌》，2005 年第 320 期，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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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解決 共識 
開放性 

穩定 
有利於互動過程 

優勢 
應用性 
與政府導航的想法

一致 

在多元情境下的合

作實現 
有利於制度與制度

化角色 

弱點 
限制在目標導向 
落入工具主義的狹

隘觀點 

不太注意制度的觀

點 
形成黨派意識的危

險 

有限操縱的變化 

採用策略 
以目標導向影響參

與者認知 
相互調適參與者的

認知與目標 
強調參與者認知的

差異性 

資料來源：劉宜君，2005：15。 

 

學界對網絡管理的實證研究並不多，同時對網絡管理成效評估

研究也很少，學者劉宜君（2005）指出，在網絡管理的同時，需要

考慮以下幾項條件，包括行動者的數目，網絡中的多元性、網絡的

封閉性質、利益的衝突、網絡管理的成本、政治與社會系絡、領導

與承諾的權力等可能對網絡管理成效造成影響之因素。而學者朱鎮

明（2005：101）也提出在決策過程及政策執行面向，透過以下網絡

管理策略能遂行政策整合的目標：1.結合行動者。2.掌握訊息，整合

關鍵資源。3.建構人與資訊的平台，提升組織之間的工作效率。4.

人員分層進行內外部網絡互動與溝通。而網絡若由行政機關發動結

網，就會涉及公部門所做所為應有的課責問題，這種負責行政的達

成，有賴四個構成部分間的整合，其整合有二種主要結合方式：1.

公共參與及法律與政策、2.必要組織及內在的品質（蕭武桐，2001：

478）。 

 

伍、網絡與組織：行動與結構的調和觀 

網絡理論主要即在描述組織彼此之間正式與非正式的連結與關

係。以組織的角度探討網絡2，可從社會行動與結構主義者典範兩種

                                                 
2 就網絡的分析層次而言，分別有巨觀（國家與社會領域的消長）、中觀（政府與利害關係團

體的互動）以及微觀（機關組織間的互動）等三種（蔡允棟，2002）。學者盧偉斯認為網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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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度加以探討（劉宜君，2005：4；李允傑、丘昌泰，2003：33-35）： 

 

一、社會行動論的組織觀 

此種觀點從組織中行動者本身及其對行動所賦予的主觀意

義角度出發，來詮釋行為及結果（張維安，1990：216-217）。社

會行動論者認為行動者是有意圖的人，行動自然是富有意義

的。因此要注意行動者在組織生活中的交互主觀面向，亦即行

動者彼此間是如何形成、維持與改變的互動過程。在社會行動

論者眼中，組織不能視為假定性的功能與目標導向工具，而應

視為繼續妥協政策結果的次序結構；管理者不能視為執行組織

目標的工具，而應重視組織間或組織內妥協次序的維持。 

 

二、結構主義的組織觀 

此種觀點認為結構是一種妥協次序的系統，並肯定制度結

構約制個人行為思考的論述（Rutherford,1994：27-28）。結構論

者認為組織中的互動不能僅從行為面分析，而必須著重於影響

行動者的社會與歷史因素等結構與意識的交互依賴性。 

 

三、行動與結構的調和 

社會行動論所強調的行動，主張行動者認知對於實現執行

目標的重要性。在運作過程中，首先將「意義」賦予於相互衝

突的社會與組織世界中；其次在自我行動的建構中進行選擇，

並且策略性的行動；第三，在自我行動與他人行動中作成判斷。 

結構主義所強調的結構，基本上是一種含有歷史與社會系

統的支配性結構，並框架影響到行動者的認知及行為。其認為

                                                                                                                                            
論系統化的建構進程，端賴跨分析層次的研究來補充，因此以組織分析的觀點來討論網絡是一

種方法論上的選擇（盧偉斯，2005：2-3）。本研究從微觀層次的組織觀點出發去探討網絡間的

互動，亦是持相同看法。一方面是要在可行的研究範圍中有所聚焦，另一方面也期就此延伸去

進行跨層次的網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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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行動論所強調的志願主義是不符合實際的，因此運作上仍

必須考量社會及歷史等結構系統，並掌握行動者在權力依賴與

支配關係中的角色。 

上述的兩種觀點顯然存有矛盾，然而人的生活當然不可獨

立於世，人是社會人，生活在社會中，就無可避免地將受制於

社會制度和規章；反之，社會的制度規章係由人所制訂，因而

人類的行為亦影響社會系統結構的設計（王光旭，2002：22-23）。

換言之，若說具有意志的個體是作為行動的主體，那麼社會結

構則成為制約個人之主體性的客體，並成為提供個人展現主體

性的客觀場域（葉啟政，2000：116）。因此，行動與結構並非

呈現對立的互動模式，不宜視為相互分立的實體，事實上其為

一體之兩面，不可加以割離。社會行動論者強調的是政策執行

組織中的個體面向；而結構主義者則強調政策執行組織中的總

體面向。社會的集體性是個體行動的結果，也是個體行動的原

因，個體是社會結構的開創者，也是社會結構的創造物，兩者

呈現的是一種「雙生雙棲」的關係（張維安，1990：229）。 

職是之故，當我們將當前的節慶活動視為一種公共政策的

具體執行，欲分析關係網絡中的動態互動過程，一方面固然要

瞭解執行者的認知、態度與立場；另一方面若能先行瞭解這些

執行者所處的組織，以及關係網絡等結構，則更能瞭解其行動

範圍及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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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節慶活動分析 
 

壹、節慶活動功能 

隨著近年來社經型態轉變，節慶活動也有新時代的多元功能，

歐美國家非常重視節慶活動帶來的功能效益，諸如社區營造、地方

開發、提昇知名度、維護地方傳統文化、產品促銷、環境保護、增

加觀光收入等（陳湘東，2000：26）。在我國，近年來也有愈來愈多

不同性質的節慶活動相繼舉辦，也使節慶活動增加了不同的功能。 

在觀光經濟的功能方面，Watt,D.C.（1998）認為舉辦節慶活動

的目的在於：提供當地居民娛樂、增加當地居民收入、增加工作機

會、提高當地知名度、加強該地之基礎設施以吸引更多遊客參訪、

促銷藝術品等產業。在舉辦節慶活動所衍生的多元效益及集客性等

條件下，其不僅提供遊客更多休閒遊憩選擇，更帶動週邊產業商機

與經濟方面的成長（Roche,1994）。吳淑女（1995）指出節慶觀光可

以達成擴展觀光區至傳統景點以外的效益，即使節慶本身不能招來

國際旅客，也能列入包辦旅程之中，有助提昇國家或地區的整體形

象。王育群（1999）的研究也認為節慶在觀光上扮演著繁榮地方經

濟及強化觀光形象的角色。 

在社會文化的功能方面，游瑛妙（1999）指出節慶活動可作為

間接達成社區總體營造之策略，像協助地方文化的重新包裝、古蹟

建築及聚落空間之保存、展現民俗廟會祭典活動與生活文化、推廣

地區文化交流及社區形象之營造等。此外馬元容（2003）也提出節

慶在傳統走向現代的變遷歷程，除了能提振觀光、發揚民俗文化、

發展產業之外，更成為促進公眾參與、凝聚地方認同的新公共平台。

有關活動之相關功能整理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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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節慶活動功能 
功能 說明 

地 方 經 濟 開 發 
1. 各種地方特產或農漁產品的促銷。 
2. 開發地方產業為地方帶來經濟效益。 

觀 光 開 發 及 
增 加 觀 光 收 益 

 於觀光旅遊旺季時提供特殊節慶吸引遊客，以延伸觀

光遊憩季節。 
 增加人為的觀光吸引力。 
 使較單調或靜態的觀光地點、渡假區或遊樂區更活潑

化。 
 配合永續觀光，以創意的活動減輕觀光對資源的過度

破壞。 
提供民眾休閒遊

憩 的 機 會 
節慶的歡樂氣氛提供民眾另一種形態的休閒活動。 

觀光

經濟 

商 品 的 促 銷 聚集人潮以達成商品銷售目的。 
保存文化傳統與

藝 術 
利用節慶活動將各式民俗及傳統文化藝術現出來。 

形 象 塑 造 
提 高 能 見 度 

包括政府、私人企業與社區之形象塑造。 

社 區 營 造 
與 凝 聚 力 

利用民眾參與節慶活動，凝聚社區意識，加強社區團結，

造成社區整體營造功能。 
信 仰 與 
心 靈 寄 託 

傳統節慶活動往往與祭祀、敬神有關。 

社會

文化 

教 育 與 
意 識 宣 導 

政府或社會團體透過節慶活度將其理念或意識傳導出來。

資料來源：引自游瑛妙，1999；馬元容，2003。 
 

貳、節慶活動特質 

學者 Getz, D.（1991：54）認為節慶活動具有以下七項特質：1.

對大眾公開。2.針對特定的節慶或展覽活動為目的。3.每年或數年舉

行一次。4.事先預定辦理日期。5.本身無硬體建築設備。6.活動設計

包含不同內容。7 舉行地點固定。另外 Shone,A. and Parry,B.（2001）

提出節慶不應只是年度的例行公事，其同時具有：1.獨特性、2.易消

逝的、3.無形不可確定的、4.儀式典禮、5.特殊氣氛及服務、6.遊客



 

 32

公部門辦理節慶活動之組織與網絡整合研究 
─以台北燈節為例 

可高度參與及影響、7.聚集群眾、8.固定的時間規模等八項特質。 

國內學者吳淑女（1995）指出節慶活動的特質有：1.不以營利

為目的、2.屬於短期的精神文化活動、3.大多是帶有文化性質的地域

性特殊活動。葉碧華（1999：15-16）則是具體提出節慶活動的特質

如下： 

1.不可確定性的魅力 

不可確定、無法掌握、瞬間即逝是特殊事件或節慶的魅力

所在。 

2.成為主要或附屬的觀光活動 

節慶活動可以專門設計成一項主要的觀光活動來吸引遊客

的到訪，而節慶活動也可以只是遊客觀光旅遊行程中的附屬行

程，但遊客藉由節慶活動的觀賞或親身參與，確實可以豐富且

擴大遊程的內容，增加遊客的興致與印象。 

3.感受群眾熱鬧的氣氛 

節慶活動有別於一般觀光遊樂區，雖不一定擁有經常性固

定的硬體設備，但其對遊客最主要的吸引力卻不在硬體，而是

週遭其他形成的氣氛因素。 

4.調節季節性觀光效應 

發展節慶活動可以在旅遊目的地旺季舉行，以增加遊客旅

程的可看性；也可以在旅遊淡季來舉行，以補強觀光的吸引力。 

綜合上述國內外學者之見，本研究歸納整理節慶活動所具

特質如下： 

1.公共性 

節慶活動不以營利為目的，提供大眾參與，其籌劃執行過

程需要公部門提供人力、物力或財源等協助。 

2.主題性 

節慶活動需有主體性，以使活動的規劃、媒體宣傳及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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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能夠聚焦。 

3.地域性 

節慶活動多擇定特定地點為辦理場地。 

4.時效性 

節慶活動通常具有一定辦理期程，且以一年或數年為週期。 

5.獨特性 

節慶活動的規劃需獨特、創新，以吸引遊客，擴大效益。 

6.功能性 

    節慶活動通常具有提振觀光、發展產業、發揚民俗文化等功能。 
 

參、節慶活動類型 

一、依性質分類 

 若以節慶活動性質做為分類標準，其類型如下： 

      

表 2-5  依性質分類之節慶活動 

性質 特徵 實例 

宗教祭祀 朝聖、進香、祈福、祭祀典禮

巴拉圭的聖約翰節、泰國潑
水節、台灣的大甲媽祖繞境
進香、東港王船祭、賽夏族
矮靈祭等。 

文化 文化、藝術、民俗、手工藝、
歷史 

英國愛登堡藝術節、宜蘭童
玩節、台北藝術節、台北燈
節、苗栗三義木雕節 

產業 銷售、販賣、推廣 澳洲的巴羅沙穀葡萄酒
節、屏東黑鮪魚文化節 

運動 各式運動，包括競賽或非競賽
奧林匹克運動會、美國新墨
西哥州雅伯科基市的熱氣
球節 

資料來源：引自游瑛妙，1999。 

 

二、依功能分類 

節慶活動依功能做為分類標準，可分為經濟開發、促進觀

光、休閒遊憩、保存文化藝術、凝聚社區意識、信仰與寄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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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促銷等，分別說明如下（游瑛妙，1999）： 

 

表 2-6  依功能分類之節慶活動 

功能 特徵 實例 

經濟開發
各種地方特產與農產品促銷。
開發地方產業，帶動經濟收
益。 

台南白河蓮花節、屏東黑鮪
魚文化節 

促進觀光 於觀光旅遊淡季時增加觀光
吸引力，延伸遊憩季節。 

墾丁風鈴季、烏來溫泉櫻花
季 

休閒遊憩 節慶的歡樂氣氛提供民眾另
一種型態的休閒活動 陽明山溫泉櫻花季 

保存 
文化藝術

利用節慶活動呈現各式民俗
及藝術文化 

苗栗三義木雕節、新竹竹塹
玻璃藝術節 

凝聚 
社區意識

利用民眾參與節慶活動的過
程，凝聚社區意識 高雄左營萬年季 

信仰與寄託 古老的節慶活動通常源自於
敬神、祭祀 

台中大甲媽祖文化節、台南
鹽水蜂炮、基隆中元祭 

各類 
商品促銷

凝聚人潮以達成商品促銷之
目的 南投茶藝博覽會 

資料來源：引自游瑛妙，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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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節慶活動組織 

 

壹、公部門辦理節慶活動的組織運作機制 

節慶活動的主辦主體有政府部門、營利性部門以及非營利的第

三部門等三類（Getz,1997；McDonnell et al.,1999），因主體的不同，

其所欲達成的目標也不相同（見下圖）。由於本研究所討論的範圍係

以公部門為主，因而對組織結構的探討在以公部門為主導的節慶活

動而言格外具有意義，有必要加以瞭解。 

 

 

 

 

 

 

 

 

圖 2-1  主辦單位及其主要目標 

   資料來源：引自 Getz,D.,1997：43 

 

現代的政府具有「理性─合法的權威」特性，政府行政具備了

下列幾項特點：1.公務人員皆有固定和正式的職掌，依法行使職權。

2.政府組織型態係層級節制的體系（張潤書，1998：32）。政府是由

許多組織組成，張潤書（1998：149-200）認為，所謂的組織乃是為

便利達成某些大家同意的目標，經由分配權利與責任，而對人員所

做的人事安排與配合，是故人事安排與配合必須有所歸依，組織結

私部門、營利性組織 
提高知名度、創造企業形象 
達到行銷和銷售目的 

政府機關 
促進健康運動、社會資源整合 
促進文化藝術、提高參與率 
創造就業機會和收入 

非營利組織 
為慈善募款、喚醒社會大眾

對特定公益之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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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正是對這種人事安排與配合的歸依所在3。組織結構的類型又區分

為正式和非正式兩種： 

正式的結構是經過正式設計，有意設立的一種各部門間的關係

模式，用意在於有效地達成組織的使命。在高度複雜的組織中，高

度分工與專業化乃是不爭事實，此種分工的具體表現，即是組織結

構的職能分化。所謂分化，乃是將組織結構系統分割為若干分支系

統的一種狀態，每一分支系統皆與外在環境發生特定的關係。通常

組織中分化表現於二方面：即垂直的分化與水平的分化，前者可稱

為層級節制體系或層級化，後者可稱為分部化或部門化，兩者合為

組織的正式結構。以公部門主辦活動時為例，通常會有一個主要承

辦活動的單位，承上命於年度開始前撰擬計畫編列預算，設定活動

的規模。而這單位內也會有一位主要的活動承辦人，負責整體活動

的規劃、協調、執行、管制、活動後經費核銷及效益評估等工作。

並視活動規模大小在單位內還會調派其他承辦人負責協助這項專案

活動。同時若涉及交通、警察、環保、醫療、建築管理、商業管理

等涉及公權力執行的其他單位時，將跨越單位取得協助。但這些承

辦單位或承辦人由於本身會有自己原屬的業務，因此在正式的結構

中，主承辦人在其中的溝通協調過程與公文往返不只是垂直的核判

同意，也要在平行的分工中審慎考量工作比重且列為正式權責，方

能在符合公部門專業分工、層級節制的原則中將活動順利執行。 

非正式結構則是未經正式規劃，但卻發生於組織成員間的一種

活動關係型態或模式。事實上學界對非正式組織的理論及其影響早

有系統化研究，例如早期的霍桑實驗、英國塔夫研究所對煤礦工人

進行的長短牆工作行為研究，均發現非正式組織的影響。非正式組

                                                 
3 儘管當前研究組織理論的學者們對這種組織的結構功能存有很大的質疑，他們認為組織結構

只是機關組織的靜態面，對要瞭解組織的動態運作情形功效不大；也有學者認為組織結構限

制了機關組織成員的行動，阻礙各層級及各部門間的溝通，但張潤書認為組織結構固有其缺

點，但少了它則組織也將失去行動的方向（1998：150）。而本文將節慶網絡分析置於制度結

構的觀察發現，當前政府辦理活動時也就是因為這些結構的特性，使得實際在網絡中的溝通

協調產生很大的問題，增加許多可能造成活動失敗的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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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結構常扮演組織中有效的功能。例如前面正式結構中提及，當活

動組織中有其他承辦人共同辦理時，基於只是協辦的立場，其協助

程度將會視主承辦人本身的人際關係、溝通手腕以及單位內長官對

該活動重視的程度所發揮的影響力有所差異。 

節慶活動的組織特殊之處在於，其並非主辦單位關起門來自行

運作就能成事，其所涉及的溝通協調難度將視活動性質以及規模有

所差異。由於組織環境的變遷，人員價值觀念的轉變，知識條件的

進步以及事實的需要，致使大多數組織在結構方面力求合宜的改

變。改變的趨向是朝向動態、彈性的結構方式邁進，以脫離傳統的

固定而靜態式的組織結構。傳統對組織的研究，偏重於靜態的結構

分析，將組織視為封閉系統，而忽略其與外在環境的動態關係，因

此被認為與真實世界脫節。晚近學者較改採系統理論的觀點，視組

織的系統與各次級系統為一個功能的整體，並試圖從結構、過程及

功能的角度瞭解這些組成分子間的關係（張潤書，1998：90）。採系

統觀點的學者認為，組織是一個有機體，面對外環境的劇變，解決

問題不會有唯一最佳的方法途徑，組織會視環境變遷需要機動調整

結構。如系統理論中的權變理論，強調組織的多變性，目的在設計

及應用最適合某些特定情況的組織設計與管理方法（Kast and 

Rosenzweig,1985：505）；此外社會系統理論提出，組織本身就是一

個社會系統，其具有適應、達成目標、模式維持及整合的功能，並

有 賴 策 略 、 管 理 及 技 術 三 個 次 級 管 理 系 統 維 持 其 功 能

（Parsons,1960：16-19）。 

再進一步討論，過去的組織乃是一種「機械的結構系統」，偏向

於固定、嚴密、制式化；現在的組織結構則為「有機的結構系統」，

較為彈性化，且在職位與角色有較大的變動性，以應變遷中環境的

需要（Kast and Rosenweig, 1985：240-241）。以活動本身而言即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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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的特質，因此組織4需有在極短時間內因應各種變數發生的能

力，並將視網絡的整合以及問題的產生隨時改變自身結構。這樣的

結構在內部型態上類似「專案組織」或「矩陣組織」，但實際性質上

仍有差異。所謂的專案組織有別於傳統的金字塔結構的組織型態，

其肇始於美國航空及太空工業之產品研發策略所形成的彈性組織結

構，是一種將分部化與自給自足二項原則交互運用的混合體制，兼

顧功能分部化及產品分部化的優點，通常是指若干部門之間的團隊

組合，用以達成某種特定性工作。這些組織的成員是自功能部門借

調而來，當任務完成後，工作人員旋即歸建原部門。但公部門辦理

活動時的組織雖為專案性質，惟其僅是以工作任務為分工原則，較

無人員為任務借調而組成新組織的情形。 

另一方面節慶活動的組織在外部型態上又類似自由式組織，其

結構就像阿米巴變形蟲一樣，隨時因網絡整合的規模與屬性而變

形。此種型態是一種多重型態的組織。中央是一個常設的管理小組

和各種專家，外面圍繞的是一些常設的層級結構、臨時小組以及矩

陣結構。這些單位乃是依據權變觀點而設計的，目的在適應新的生

產技術、服務程序以及外在環境的需要。從節慶活動的角度觀察，

這種組織型態較為接近實際的運作狀況，但公部門的組織及依法行

政上的分工較為固定，且組織也講求單一系統性，不太容易有太大

變化，所以仍有些許不同，只能說這樣的運作邏輯以及組織結構較

接近實際。但另一方面從公部門這種大型組織辦理活動時的運作邏

輯來看，有一種分子型組織的運作概念似可提供參考。 

分子型組織是更為分散且彈性的實體，外觀的概念上類似原

子，每個原子的中心都有一個重要的原子核（主管）。而環繞於原子

核之外的是電子（工作執行者）。在這樣的結構中，所有的活動都盡

可能地接近顧客或各自所該負責的任務。結合原子，就等於讓組織

                                                 
4 此處所指活動組織包含正式與非正式，垂直與平行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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裡所有的成員，擁有一個共同分享的遠景及一系列的價值觀，而拋

棄傳統的監督模式。在這樣的組織結構下，主管人員的功能將完全

不同。其功能將變成僅止於設定事情的優先權、建立願景、維護文

化以及重大問題的排除而已（林明哲譯，1998：35），如此將更有助

於活動的順利執行。而且越大型的活動所需結合的網絡越多，規模

越大，因而常發生參與活動的多元行動者彼此對目標產生認知上的

差距，進而導致協調上的困境，透過適當層級的主辦人將活動要走

的路線隨時釐清斧正，才不致有多頭馬車的情形，且能維持行動的

一致性。 
 

貳、節慶活動的組織型態 

活動的種類繁多，規模不一，所需專業能力也不同，故每個活

動的組織型態也會有所不同。由於政府的預算與執行皆受到法律的

規範以及民意機構5的監督。依據政府採購法6的規定，舉凡工程之定

作、財物之買受、定製、承租及勞務之委任或僱傭等皆屬採購的範

疇。辦活動不論性質只要公務經費的花費達到一定金額以上都要依

採購法辦理上網招標7。在此從不同功能區分活動的組織類型為：簡

式組織、方格式組織、功能性組織以及網絡組織等，分別說明如下

（陳希林、閻蕙群合譯，2004：148-152）： 

 

一、簡式組織 

當活動的經費較少，場地使用單純，產業規模小甚至無既

                                                 
5 民意機構如在中央政府為立法院、縣市政府為議會、鄉鎮市為代表會。 
6 參見政府採購法第二條：「本法所稱採購，指工程之定作、財物之買受、定製、承租及勞務

之委任或僱傭等。」 
7 依據政府採購法第七條規定：「本法所稱勞務，指專業服務、技術服務、資訊服務、研究發

展、營運管理、維修、訓練、勞力及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勞務。」因此活動採購案件依性

質多屬勞務採購的範疇。又政府採購法將勞務採購的金額規範區分為查核金額（新臺幣 1000
萬元以上）、公告金額（新臺幣 100 萬元以上）以及未達公告金額而逾公告金額十分之一（新

臺幣 10 萬元以上）之採購。一般辦活動的開銷除非由公部門自辦，否則多要受到政府採購

法的規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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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組織時，由公部門自辦的可行性較高，其屬低度複雜的組織

結構。這些活動的規模較屬於社區型活動，公部門所需的人力

也無需太多。在此結構中所有的決策核心全部指向活動負責

人，他獨有整體活動內容之完全掌控能力。這種結構彈性大，

隨外部環境而變化的適應力強，責任歸屬明確。也由於這種組

織的彈性大、工作人員應該具備多種技能，負責許多不同的工

作，進一步意味著工作人員的成就也越大。不過這種簡式結構

亦有其限制：工作人員必需事事兼顧，無法選擇某一領域來發

展自己的專業能力；如果活動時間長，則會延緩決策，或者根

本沒有決策可言，因為所有的事項都匯集到負責人那裡去處

理。另外，若主管個性專斷，很容易使組織氣候僵化。此外，

把活動的訊息或決策都匯集到一個人，如果關鍵人物在關鍵時

刻生病倒下，那整體活動將很難順利執行完成。 

 

 

 

 

                      圖 2-2  簡式組織示意圖                             

資料來源：引自陳希林、閻蕙群，2004：149 

 

二、方格式組織 

 另一種專業分工的組織方式，是將整個活動區分為獨立且相

關的實體。例如需要多場地同時進行，或活動有多種產業參與

時，必須在每個場地或參與活動的組織中安排一組專業團隊來

負責活動順利進行。Getz（1997）指出，採行此種組織架構時最

好把保全、技術支援、通訊聯繫等事項整合為一體，服務整合

活動的個別場地或組織，以利整體協調定避免造成資源重複浪

活動主辦人

場地 接待 財務 媒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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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此結構的優點在於各單獨團隊直接負責活動的進行，各團

隊之間的溝通合作也較順利。若要使用此種結構，一定要高度

強調協調，才能營造整體活動一致的水準。 

 

 活動負責人 

支援系統 甲場地  乙場地 丙場地 

通訊    

交通    

保全    

 

 

                    圖 2-3 方格式組織示意圖                        

資料來源：引自陳希林、閻蕙群，2004：149 
 

三、功能式組織 

 此種組織通常的分工為公部門負責行政協調、外部網絡行動

者負責在各自的組織中進行相關工作，並在上層結構的溝通協

調過程完成活動的策劃與各自組織的整合。此結構的優點為單

獨的工作人員或整體的團隊能夠肩負明確工作內容，避免責任

重疊，隨著活動的發展若產生新工作時，也可輕易增添人手進

入團隊。然而此結構的限制在於各專業團隊間互不相干，彼此

無法瞭解他人的工作內容而致協調困難，此外還有各專業團隊

對於自己工作的範圍區分認定不同，也時會發生踩線的情形。

要避免這些情形發生，一方面可採行複式策略，讓不同的工作

團隊輪流調換於不同工作範圍之間；或者可以定期召集團隊的

小組長來開會增進了解及工作進度；還有可以定期與不定期召

開由實際執行的工作人員協調會議讓工作情況的資訊自由流

通，以讓大家瞭解活動進行的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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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功能式組織示意圖 

資料來源：引自陳希林、閻蕙群，2004：149 

 

四、網絡式組織 

     活動組織可能由公私部門所組成，公私部門本質有所不

同，因應環境變化的能力亦有所不同。基本上公部門行事強調

依法行政，結構較為穩定，而私部門以營利為目的，為求生存，

其結構較能彈性地權變調整。公部門有兩種意識型態典範關係

及角色，一種是個人主義導向的有限政府，強調對私部門最少

的管制介入，另一種是共同體主義導向的積極政府，強調滿足

大眾需要，其通常運用競爭、管制、合夥及特許等程序來滿足

共同體需要（蕭武桐，2001：344-347）。公部門辦理活動須依

據政府採購法委託民間活動承辦公司辦理時，組織即為此種共

同體導向的結合。 

在私部門受雇單位的部分，業界多採行網絡式的組織架

構。因為大部分的活動承辦公司規模很小（員工多數是少於 20

首長 

醫療 

主辦 

執行統籌 

交通 主辦主管 

專案 1 

總監

專案 2 

公部門內 公部門外 

消防

警察

協辦 

環保

衛生

建管 新聞 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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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但為求獲利及存續，在槓桿操作下，所承包的活動案規模

都很大。其採行的概念就是利用前述專案組織的概念擴散組織

規模與執行能力。在這種架構中引進了其他專業團隊或組織的

服務，創造出一個虛擬、複雜、大型、完備之團隊來執行活動

專案，當任務結束之後，虛擬團隊立即解散，各自歸位。在這

種結構中位居中心的活動承辦公司引入各種不同專業的其他團

隊，創造出足以承辦大活動的專業工作團隊，目前多數活動都

是用這種方式。其優點為節省人力成本、教育訓練、各該專業

團隊在商業機制透過自己的網絡系統能更為節省經費，預算的

估計能在事前規劃出來，執行更為精確。且由於位居結構核心

的團隊人數很少，所以決策很快，也很有效率。但此架構的缺

點在於許多服務項目都是外包，所以品質控制以及外包廠商供

貨的可靠程度需要確實掌握；而且工作人員來自不同單位，普

遍欠缺整體活動的概念，公部門身為業主無法掌控發包公司以

外的次級系統，所以協調上可能出問題。 

 

 

 

 

 

 

 

 

圖 2-5 網絡式組織示意圖 

資料來源：引自陳希林、閻蕙群，2004：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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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節慶活動網絡 
 

從前述網絡分析的觀點，網絡的形成含有行動者、關係及位置

等三要素。對節慶活動而言，網絡行動者可包括以公部門為主體的

主辦單位、參與遊客、受雇執行活動者、提供財力物力或人力的贊

助者以及受節慶活動影響的當地社區及媒體等利害關係人（陳希

林、閻蕙群譯，2004：77-91）。 

在關係及位置的部分，主辦單位透過活動來達成業務相關目

標，而與其他利害關係人產生直接的互動。 

對活動所處場地的社區而言，活動本身勢必帶來環境的衝擊，

包括垃圾及噪音等影響，因此承辦活動的執行者對舉辦場地及該場

地所處社區的環境因素必須有充分掌握、友善的溝通並提供管制、

復建或回饋等方案，以取得合作意願；另一方面活動所帶來的人潮

也有助於活絡當地商機。 

對贊助者而言，近來越來越多企業願意透過節慶活動達到提升

形象的公關目的，甚至將贊助活動納入整體市場行銷的規劃當中。

成功的節慶活動不僅可促進企業及產品知名度，更成為重要的利潤

來源。贊助的內容除了金錢之外，也可以是其他物力或人力的贊助。

為吸引贊助，主辦單位必須向潛在可能的贊助企業提出具體的利益

誘因，包括提供展場空間或企業形象、產品等曝光8。 

對媒體而言，節慶活動所能帶動的人潮及事件議題所具的本

質，往往能提供其極大的播放效益，同時透過對節慶活動的轉播，

也能獲得轉播權利金及廣告的利益。與主辦單位的關係也息息相

關，其資訊的來源及轉播、報導均需透過主辦單位給予協助才能順

利執行。 

對執行活動的受雇者而言，節慶活動可謂其生存的命脈，且這

                                                 
8 實際運作上，企業熟知的用語稱為「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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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受雇者也是與主辦單位及其他利害關係人關係最密切的第一線執

行者，包括承包活動的公關公司、搭建舞台、燈光、音響人員、文

宣、表演者、餐飲人員、現場服務人員等。 

至於參與活動的社會大眾，則是舉辦活動的主要目的客群，他

們也是活動最嚴苛的裁判，活動辦的成功他們會再度光臨，但辦的

不好可能將使場面冷清，同時活動效益也將大打折扣。因此主辦單

位在活動的規劃及執行皆必須以參與者的需求至上。 

上述有關節慶活動網絡及其關係位置茲以下圖 2-6 做說明。在

節慶活動網絡中，行動者包括主辦單位、受雇者、以及贊助者因屬

實際參與執行者，其行動會影響活動的產出，可說是較密切的環結

連帶；其中再以網絡關係的強弱來區分，對於位居網絡核心位置的

行政機關而言，受雇者因與主辦者有契約上的法定關係，因此連帶

關係較強，至於贊助者則是受到公益或私益的趨力進而參與活動，

無強制力約束彼此，因此網絡連帶關係較弱。 
 
 
 
 
 
 
 
 
 

 
 
 

 
 
 

圖 2-6  節慶活動網絡關係圖 

      資料來源：McDonnell et al.,199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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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相關研究探討 

 

分析近年來節慶活動的相關研究，依照內容取向可分為觀光行

銷及文化產業二項主軸。以觀光行銷為取向的相關研究主要強調節

慶活動的功能性、外部效益、行銷策略以及網絡參與者的動因分析

等。如葉碧華（1999）的〈大型觀光節慶活動效益評估之研究─以

台北燈會為例〉，以參觀 1999 年台北燈會之國內外遊客為主要研究

對象，透過問卷調查來瞭解遊客對燈會活動展出之效益認知、遊客

事後之整體滿意度，並建構出遊客對該活動之偏好模式及其重遊意

願；陳湘東（1999）的〈節慶活動與企業贊助動機之研究〉則是透

過問卷調查方式來探討企業贊助節慶活動之行為動機；王舜皇

（2002）的〈三項元宵節活動吸引力與舉辦特性之比較研究〉，選取

台北平溪天燈、台南鹽水蜂炮、高雄燈會等元宵節三項活動，做為

研究範圍與主題，比較三項活動內容吸引力、舉辦地特性、遊客社

經背景及旅遊特性之差異，探討同一活動主題及整體元宵節活動遊

客，對活動內容吸引力、舉辦地特性等兩項因素看法之差異，並分

析兩項因素與整體活動吸引力的相關性；黃舒彥（2002）的〈從藝

文活動探討城市行銷〉，以台北國際藝術村、台北藝術節、及文化就

在巷子裡為研究個案，探討城市的藝文活動、城市形象塑造與城市

行銷的市民與外來投資者間的關係，研究認為豐富的藝文活動與民

眾熱烈參與來形塑城市文化的特色才能發揮藝文活動之於城市行銷

應有的功能；葉國輝（2002）的〈台灣企業贊助中華大專體總運動

賽會之研究─以 2003 神腦盃世界大學棒球名校邀請賽為例〉，以問

卷調查方式進行，目的在了解台灣企業對運動組織的贊助行為，包

括贊助動機、考量．阻礙與預期效益等因素；郭修發（2005）的〈地

方治理與觀光發展─以宜蘭縣為例〉，以深度訪談法、文獻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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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研究法等方法進行研究，探討宜蘭縣如何以國際童玩藝術節、

綠色博覽會等大型活動的舉辦，以觀光作為地方經濟發展策略之

一，並希望運用地方治理、全觀型治理的概念，解析宜蘭縣的觀光

政策與活動。上述相關研究也顯示，透過節慶活動的舉辦，能增強

觀光地方吸引力、並帶動經濟產值，或凝聚社區居民共識及建立城

市鮮明形象、都市更新改造，進行達到城市行銷的目的。 

此外以文化產業為主軸的研究則較強調節慶活動的本質內涵，

應與文化或產業進行深度連結，以強化辦理節慶活動之正當性。如

黃美傳（2000）的〈社會網絡與地方產業文化發展─白河蓮花節與

官田菱角節之比較研究〉，以質化研究法從社會網絡與地方發展的角

度，探討白河蓮花節和官田菱角節逐漸形成兩種不同類型的地方社

會網絡組織，並提出產業文化活動的政策面需針對地域特殊之社會

背景、環境條件研擬適當的地方制度，以作為地方動力的基礎；吳

淑鈴（2001）的〈台灣國際藝術節建構之研究〉，透過資料分析及訪

談法，以台北藝術節為個案，並參照英國愛丁堡藝術節及香港藝術

節等節慶活動，歸結出國際藝術節應具有的基本條件、運作的基本

模式、背後所代表的商業意涵及文化意義；羅寶珠（2004）的〈台

灣企業贊助藝文管道之研究─藝術與企業媒合平台組織之建置與發

展〉，採取文獻回顧與個案訪談方式，對於台灣藝術與企業媒合平台

的主要發展架構，與目前面臨之困境與未來發展等議題進行研究。 

而文獻中同時包括觀光行銷及文化產業等二項主軸的則有林宜

蓉（2002）的〈地方政府舉辦節慶活動之經營策略與行銷活動之研

究〉，選擇黑鮪魚文化觀光季以及白河蓮花節兩個案例，透過深度訪

談來蒐集資料，探討節慶活動的舉辦過程中，地方政府的行銷策略

組合的方式為何，包括其中產品的選定、相關資源的搭配以及經營

策略等；陳威豪（2002）的〈宜蘭國際童玩藝術節之未來發展策略

研究─以 5 年為未來推估期程解析地方文化觀光活動〉，以文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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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焦點訪談法為研究方法，提出結合文化觀光形式的節慶活動有助

將文化與人類生活結合，並帶動產業發展；阮亞純（2003）的〈以

節慶活動振興地方產業之研究─以屏東縣黑鮪魚文化觀光季為

例〉，研究透過文獻分析及專家訪談的方式擬定活動行銷策略，並認

為舉辦活動有利於振興地方產業。 

經上述的歸納整理發現，多數關於節慶活動的研究仍僅止於對

外部性功能效益的關注，而對活動內部的策略規劃面與執行面著墨

的較少，且在網絡關係的分析上多集中在企業對節慶活動的贊助行

為，對其他參與行動者的參與方式、動機目的及與主辦單位之間的

互動與整合幾乎沒有提及。無法對節慶活動在內外部的組織結構、

運作機制及對多元參與者的實際整合過程全盤瞭解。因此本研究將

在相關研究的基礎上加以延伸，並透過評析加以補充陳述，俾紮實

本研究的論述基礎。 

 

表 2-7  節慶活動相關論文整理摘要 
研究 
取向 

作者 發表
年度 研究主題 觀

光
行
銷

文
化
產
業

評析 

葉碧華 1999 大型觀光節慶活動效益評
估之研究─以台北燈會為例

■  

僅對參與節慶活動之遊客
進行滿意度調查分析，惟
活動效益之背後影響因素
無提及改進建議。 

陳湘東 1999 節慶活動與企業贊助動機
之研究 ■  

以節慶活動參與者所考量
之角度出發，但僅限縮在
金錢的贊助行為，未探討
到其中參與的互動關係。

黃美傳 2000
社會網絡與地方產業文化
發展─白河蓮花節與官田菱
角節之比較研究 

 ■

本研究焦點在地方治理下
的網絡關係，但忽略公部
門的角色、整合能力及其
運作過程。 

吳淑鈴 2001 台灣國際藝術節建構之研
究  ■

本研究雖談到節慶活動該
如何規劃與建構，惟在實
際執行運作層面未討論到
與外部參與團體之互動情
況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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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舜皇 2002 三項元宵節活動吸引力與
舉辦特性之比較研究 ■  

只探討活動效益之外部差
異分析，較忽略對各活動
間之內部結構及運作差異
進行分析。 

林宜蓉 2002
地方政府舉辦節慶活動之
經營策略與行銷活動之研
究 

■ ■

只談到活動的策略層次未
探討執行層次的問題，在
參與網絡關係上也無深入
分析其中應如何進行整
合。 

陳威豪 2002

宜蘭國際童玩藝術節之未
來發展策略研究─以 5 年為
未來推估期程解析地方文
化觀光活動 

■ ■
較偏向文化及觀光行銷結
合的策略，對執行面著墨
較少。 

黃舒彥 2002 從藝文活動探討城市行銷 ■  將活動功能限縮在城市的
行銷恐過為薄弱。 

葉國輝 2002

台灣企業贊助中華大專體
總運動賽會之研究 ─以
2003 神腦盃世界大學棒球
名校邀請賽為例 

■  
探討企業贊助動機，有助
瞭解外部組織之參與因
素。 

阮亞純 2003 以節慶活動振興地方產業
之研究 ■ ■

本研究焦點在節慶活動行
銷的效益與消費意識，在
執行層面只論及活動與地
方產業的關係，沒有對如
何執行進行探討。 

羅寶珠 2004 台灣企業贊助藝文管道之
研究  ■

本研究論及政策網絡關
係，惟整合對象僅只於對
企業的贊助。 

郭修發 2005 地方治理與觀光發展 ■  
強調政策層次的治理模
式，節慶活動僅作為發展
觀光的功能之一。 

蘇美齡 2005
大型節慶活動遊客參與滿
意度及效益看法研究─以
2005 台北燈節為例 

■  

從遊客者角度探討效益，
但未從其他參與者的角度
探討；在個案研究上亦未
詳細討論運作過程。 

羅怡幀 2005
舉辦單位對於節慶活動效
益與發展阻礙認知之研究
－以台灣燈會為例 

■  

對辦理原因、工作內容、
辦理活動所遭遇到的困難
及處理方式，以及活動的
效益、未來發展等課題有
深入的探討。惟在活動本
身之陳述及如何運作方面
著墨較少，無法瞭解單位
間動態性的互動。但其以
燈會作為實證個案，頗值
得本研究參照。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至於在政策網絡的相關文獻，國內學者對網絡理論的研究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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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學者所提出之類型為基石，大致可分為三類（盧偉斯，2005：2）：

1.治理典範的實踐形式：視政府、市場、第三部門為共治的合夥關

係。如李宗勳（2005）的《警察與社區風險治理》、魯炳炎（2005）

的〈政策執行之治理觀點〉、史美強（2005）的《制度、網絡與府際

治理》、吳瓊恩（2002）的〈公共行政學發展趨勢的探究：三種治理

模式的互補關係及其政治理論基礎〉、廖坤榮（2002）的〈政府與農

會組織：治理典範的挑戰〉、蔡允棟（2002）的〈新治理與治理工具

的選擇—政策設計的層次分析〉等文。2.政策執行的分析架構：政

府機關與利益團體發展常態性互動，並形成互賴的政策行動聯盟。

如劉宜君（1999）的〈政策網絡與國家機關自主性：比較英國、美

國與台灣之健康保險政策網絡〉、李允傑與丘昌泰（2003）的《政策

執行與評估》、林玉華（2001）的〈政策網絡：政策執行的新典範〉

等。3.府際間的合夥關係結構。如劉坤億（2005）的〈我國地方政

府間發展夥伴關係之制度障礙與機會〉、許敏娟（2004）的〈台北市

里政改革政策制定過程之研究─政策網絡的觀點〉、江岷欽、孫本

初、劉坤億（2004）合著的〈地方政府間建立策絡性夥伴關係之研

究：以台北市及其鄰近縣市為例〉等。在理論部分，林鐘沂（1994：

45）於《政策分析的理論與實踐》中，認為現代國家面臨政策問題

日益複雜，於是利害關係人所形成的政策網絡便應運而生；此外林

玉華（2001）、蔡允棟（2001）的《網絡治理：美國、英國及歐陸之

比較分析與應用》與（2002）《新治理與治理工具的選擇：政治設計

的層次分析》、李允傑與丘昌泰（2003）的《政策執行與評估》等文，

均對網絡理論的發展及類型有清楚的介紹。特別的是李明寰（1998）

的碩士論文〈政策網絡之研究─以我國醫藥分業政策為個案〉，從檢

視 Katzenstein 模式並予以重建，且對 Rhodes 模式及 Wilk & Wright 

模式進行批判，另行重建新的類型學，並將政策網絡區分為官僚自

主性高低、利益聯盟之有無、社會行動者動員能力高低三變數等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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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從反思角度對理論及類型加以探究，頗具代表性。 

在個案部分，政策網絡也分別應用在環保、社福、醫療、產業

等不同的政策領域，例如葉蓓華（2000）的〈美濃水庫興建之政策

網絡分析〉，除整理各家學說之外，透過政策網絡研究不同時期的政

策過程、包括誰參與決策、為何進入決策、參與者的立場、論據、

及行動者如何達成目的；此外如黃仁俊（2000）的〈政策網絡中弱

勢團體的地位和影響─以原住民參與能丹國家公園設置之規劃過程

為例〉、王光旭（2002）的〈制度、網絡與政策產出─台中工業區聯

外道路案之個案研究〉及許敏娟（2004）的〈台北市里政改革政策

制定過程之研究－政策網絡的觀點〉等文，嘗試結合制度結構的觀

點，解決行動與結構的權衡問題。相關文獻即成為本研究在架構上

的重要參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