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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利益團體的定義 
 

提到利益團體，不免會讓人聯想到其與壓力團體、非營利組織之

間有何不同？一般利益團體通常被界定為「有共同利益的一群人
3
」，

是指為了擁護或促進某種共同利益或目標而正式組織或非正式參與

之人類集團而言。是一種組織，他們時常為共同利益運用各種活動與

政府互動，試著影響公共政策，但他們與政府還是有區隔的。因此，

「利益團體為政府或國家機制（state）與社會主要部分之間提供制

度化的聯繫
4
」。利益團體包含公益性團體和私益性團體兩種，所謂公

益性團體是指以促進公共利益為目的、無特定服務對象的團體，例

如：人權、環境保護、消費者保護的團體，而利益性團體則以促進私

人利益，具有特定服務對象的團體，例如工會、農會、漁會、商業同

業公會等
5
。另若組織運作具有其固定性、制度化者，可稱為固定性

組織；但若組織並非長期運作，只是一時為特定原因而集結者，可稱

為臨時性組織。 

 

一、利益團體的成因
6
 

 

（一）區域代表制的缺失：在今日工商業高度發達下，傳統的區

域代表制無法反應經濟社會的利益。 

 

（二）多元政治參與的需要:隨著經濟組織及社會結構的變遷，

產生了多元社會，壓力政治就是多元社會的必然產物。 

 

（三）自由企業競爭的結果:工業革命後的資本主義自由企業經

濟制度,由於強調自由競爭，就會組成各種利益團體，加強競爭

力，並向政治權力者施行壓力。 

 

（四）民治制度:由於民主政治制度，承認人民有表達意見的自

由,容許人民為了共同目的，組成利益組織。 

                                                 
3朱志宏、謝復生等，1989，《利益團體參與政治過程之研究》，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p5。 
4 Graham K. Wilson 著，王鐵生譯，1993，《利益團體》，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p2。 
5 吳定，1999，《公共政策辭典》，台北：五南圖書公司，p115。  
6吳宜蓁，2004，《菸商遊說策略初探-以菸害防治法及菸品健康福利捐為例》，師範大學大眾傳播

研究所碩士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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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會的異質性:所謂的社會異質性,乃指宗教、文化、種族、

語言等差異性,差異性越大的社會，給予利益團體為其利益組織

起來，是有其必要性的。 

 

（六）冗長的立法程序:由於一般國家的立法程序為提案、審議、

通過、公布（公布前可行使覆議）及施行。而我國的立法程序往

往要經過:1.提案，2.一讀付委，3.委員會審議通過，4.院會二、

三讀，5.公布(公布前可行使覆議),其間每一個階段都給予利益

團體影響政府制訂對其有利政策的機會。（目前經委員會審議通

過之議案，若無爭議或無保留條文，可直接進行院會二、三讀程

序，但若有爭議，則必須經過朝野協商機制才可能進行院會二、

三讀程序，並且，一旦朝野協商通過的法案，一直無法完成協商，

則需待四個月後交付院會進行表決。） 

 

二、利益團體的種類 

 

（一）以利益與目的之性質來分類-- 

1.經濟的利益團體:如工會、農會、各種商業同業公會。 

2.思想的利益團體:不以獲得經濟利益為特定目的,而是以某一意識

型態或信條為訴求對策者,如主婦聯盟。 

3.混合經濟與思想之利益團體:如醫師公會或律師公會,一方面促進

會員之經濟利益,另一方面又對醫療體制或司法制度抱持極大關心。 

4.少數派利益團體:以促進一定之種族、語言或宗教少數派之利益為

目的之團體。如原住民人權促進會。 

 

（二）以組織或利益表示之型態而分類:以為艾蒙德(Gabriel Almond)

之分類— 

1.結社性利益團體(associational interest group):如工人團體、

資方團體、農民團體。 

2.非結社性利益團體(nonassociational interest group):如血統、

種族、地域等團體。 

3.制度性利益團體(institutional interest group):如立法機關、

行政機關、軍隊、官僚機構、教會等。 

4.紊亂利益團體(anomic interest group):如抗議集會或遊行、暴

動、罷工、街頭暴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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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利益團體的目的：其會員由組織所獲取之利益可分為-- 

（一）物質利益(material benefits):有形的個人報酬;如工資之

提高、農產品價格之提升等。 

 

（二）連帶感價值(solidarity values):無形的心理的報酬;如歸

屬感，地位或滿足感。 

 

（三）目的性利益(purposive benefits):此種利益並不限於努力

付出代價以達成目的之個人始能享受到，而完全是一種非個人性之

報酬。如環境保護、增進人民的自由權等。 

 

而本研究有關利益團體之種類，僅以 1.公益性團體和私利性團

體；2.固定性組織和臨時性組織兩種之區分。 

 

四、利益團體與壓力團體 

 

利益團體有時被稱為壓力團體（pressure group），起因來自於

任何的協會、團體或組織，甚至一群平時行動遠離政治的利益團體，

在某些方面及某些情況下，都可能有壓力團體的表現
7
，例如遊說

（lobbying）。但其集團之組織共同行為之基礎並非「壓力」，而在於

「利益」，而且其政治角色通常是短暫而一時性，因此稱為壓力團體

並不合適。因為我們可以看到，在英國參加「反殘忍運動聯盟」（League 

Against Cruel Sports），以及在美國參加「同道會」【Common Cause，

美國人加德納（J.W.Gardner）於 1970 年建立的超黨派遊說活動組

織，旨在反映民意，促進廢除議員資歷制度、限制競選費用和政治獻

金及制定陽光法等政治改革】的人士顯然示同樣支持一個組織。這個

組織坦然投身於界定相當明確的公共政策目標，而且參加這樣的利益

團體根本目的就是影響公共政策。如同通用汽車公司與殼牌石油公司

常常向政府力陳其觀點或獲利，藉此從事利益團體的活動。但是公司

並不招募會員，甚至也不會向股票持有人或職員明示其政治觀點。同

樣地，工會則是承諾要確保更好的工作條件或工資，藉此徵集會員。

然而，工會也會積極參與許多政策的制定過程，這些政策可能會獲得

工會成員的支持，也可能不會。雖然「英國醫藥協會」（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 BMA）與「美國醫藥協會」（American Medical 
                                                 
7 J.A.Basso，陳浩譯，1990，《壓力團體》，遠流出版公司，p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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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on, AMC）等專業性組織積極參與國會遊說活動，但他們基

本上還是為了向成員提供其他服務
8
。所以，所有的壓力團體可以說

是都是利益團體，但所有的利益團體並非全是壓力團體，因此在政治

上以利益團體說明，較能涵蓋一切
9
。 

 

五、利益團體與非營利組織 

 

利益團體是否能涵蓋非營利組織呢？一般而言，非營利組織界定

是一個非政府、非商業性與獨立的部門，並以公益服務為主的組織，

且符合公共行政所強調的「公共性」特質，亦即具有公共服務使命與

積極促進社會福祉，不以營利為目的之民間公益組織。因此，非營利

組織一方面被視為「私有的」，因其不具有政府公權力；另一方面又

被視為「公共的」，因其以提供公共服務為目的，且以反映公共利益

而非個人利益為目標。 

 

並且我們可以看到，非營利組織介入公共政策運作，已成為現代

民主國家的普遍現象，而其參與公共政策的過程可分為三大類
10
： 

 

（一）、公民型非營利組織（civic nonprofits） 

 

此類型非營利組織從關心政府政策的制定過程，以督促政府施政

的品質與績效，而透過資訊的傳播，公民可以有效的參與政治過程，

並且強力監督政府的公共事務與議題。例如：1.婦女議題投票者聯盟

（the League of Women Voters）提供政府資訊和非正式的公共論壇

建議等；2.公民行動組織（Common Cause），其致力於美國政治改革

及保障人民權益，公民行動組織的主要工作為對國會遊說，特別對眾

議院的遊說，除了對國會議員直接的接觸或促使會員向議員寫信外，

公民行動組織的「開放系統改革方案」（Open Up The System；OUTS）

亦擬定一套遊說的政治運作策略。這些策略除了直接與議員碰面或寫

信外，更包括公關、研究、訴訟、組織設計、策略規劃等遊說週邊工

作，扶助遊說進行，以彰顯效果。 

 

（二）、政策倡議型非營利組織（policy advocacy nonprofits） 

                                                 
8 Graham K. Wilson 著，王鐵生譯，1993，《利益團體》，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p7-8。 
9 謝瑞智，2000，《活用憲法大辭典》，台北：文笙書局，p324。 
10陳定銘，1993，《非營利組織行銷管理之研究》，台北：社區發展季刊，p218-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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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型非營利組織關心特殊性政策議題，例如：教育、環境、家

庭與兒童、貧窮等議題；亦可能包括經濟性議題，在多元民主社會中，

有時政策制定是屬於零合賽局（zero sum game），即政策產生可能對

某一方有益，而對另一方面則無益，例如：商業聯盟、專業團體利益

等。因此，政策倡議型非營利組織可扮演壓力團體角色，遊說政府官

員支持其政策立場，亦可透過教育方案建立其支持群眾。 

 

（三）、政策執行型非營利組織（policy-implementing nonprofits） 

 

此類型非營利組織可以兩種型態呈現，包括：1.透過公私合產/

公辦民營方式，承接政府服務方案的非營利組織；2.監督政府政策執

行效能的非營利組織。第一類型非營利組織與政府是夥伴關係；而第

二類型非營利組織與政府關係是扮演支持者或敵對者的角色
11
。 

 

因此，非營利組織若以介入公共政策運作此層面來看，應可視同

為壓力團體；若以反映公共利益而非個人利益為目標來看，亦可視為

利益團體的一部分。 

 

第二節  遊說的定義         

 

一、遊說的定義 

 

遊說意指利益團體以各種方式設法影響官員或民意代表，以達到

影響政策推動或拖延的目的。而遊說（lobby）英文原文的本義是「走

郎」或「大廳」，其起源提出自「遊說代理人」(lobby-agent)，指稱

紐約洲阿伯尼會議中那些經常在議事堂走廊企圖影響議員的遊說

者，後又被美國新聞記者簡化為「遊說者」(lobbyist) ，簡言之，

遊說是美國政治運作中一個相當普遍的現象，它是人民以各種各樣不

同之「利益團體」組織，向政府傳達他們對問題的關切，並企圖影響

政策的一種活動
12
。劉青雷(1988)指出所謂「遊說」是一種參與的刺

激與傳送，由公民或利益團體介入立法過程向政策決策者溝通，使其

支持及通過該組織所關切的法案或政策。 

    

                                                 
11 陳定銘，1993，《非營利組織行銷管理之研究》，台北：社區發展季刊，p218-223。 
12冉亮,1998，《場外戰爭-公關與遊說》，台北：時報。 



 9

吳定(1997)認為遊說是指有組織的利益團體或個人對立法委員

或行政人員等，採取各種方式直接施壓，以影響法案通過或不通過的

一種策略。因此，進行遊說者不以利益團體為限。任何利害關係者均

可能組合起來從事遊說工作;同樣地，被遊說的對象也不僅止於立法

委員，其他行政部門、司法部門、考試部門、監察部門等，也可能都

是遊說的對象。除此之外，在政策運作的各個階段，包括政策問題形、

政策方案規劃、政策方案合法化、政策執行以及政策評估等階段，均

可能發生遊說的行為。遊說者（lobbyists）則是指在政策運作過程

中，基於特殊利益的考量，採取一切可行的策略及方法，向對政策具

有決定權或影響力者，包括行政官員與民意代表等，進行遊說，以達

特定目的的個人、有組織的個人、企業體代表、利益團體代表、政府

機關代表等。此定義又更加擴大了遊說的主體與對象。 

     

遊說原意雖儘是指遊說人員在辦公大樓的會客室,等待與主管官

員會晤。但今日的意義己擴大為:資訊的蒐集與分析、法律顧問服務、

以及支援政治活動等等,指涉凡是可以影響政府決策的多種面向而言
13
。遊說可以說是一種結合輿論、專家學者、民意代表及政府部門的

建設性工作，從事此一工作必須能善用豐富的資料，嫻熟公關技巧，

絕不是套交情、走後門，更非請託攀關係，或甚至做出違法的事
14
。 

     

在一個民主社會，遊說活動被視為民意表達的一種合法管道，美

國憲法第一條修正案就指出，人民或團體利用遊說向聯邦政府表達其

觀點或需求，是一種合法的手段。美國高等法院也認為:遊說乃人民

與國會議員之間,就議案審查時直接溝通的合法管道，因此，遊說乃

是美國公民的權利
15
。 

    

在各類遊說人員中，以企業體和利益團體所雇用者最為大家所詬

病，因為他們進行遊說的結果，極可能產生「官商勾結」或「利益輸

送」的弊端。所以有些國家就正式立法，規範遊說者的遊說行為。例

如美國就早在 1946 年制定了「聯邦遊說管制法」（the Federal 

Regulation or Lobbying Act），規定遊說者應向國會登記、並應公

開其活動、公開主要捐助者與捐助款項的數額。至於我國相關的遊說

法規尚在審議中。 
                                                 
13 王國璋，1993，《當代美國政治論衡》，台北：三民書局。 
14 王千美，1992，＜利益團體遊說活動對政策制定的影響＞，政治大學公共行政研究所碩士論 
15 江明修、陳定銘，2000，＜台灣非營利組織政策遊說的途徑與策略＞，《國立政治大學公共行

政學報第四期》，p153-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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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遊說之目標 

 

    從以上對遊說之定義的討論，可以看出遊說者的目標最明顯的就

是影響政策的制定過程，或推動有利於己身利益的法案通過，或促使

不利於己的法條修改等等。因為在民主法治國家，影響政策或法案的

內容才能真正落實相關利益的實現與限制，此種作法是最積極也是最

直接的作法。 

     

而欲影響政策或法案的內容與通過與否，就得影響相關的決策者

與立法者，此時，擬定政策方案之行政人員與最後批准的決策者，以

及立法委員的態度與立場,便是遊說者需著力的部分。因此,在政策運

作的各個階段，包括政策問題形成，政策方案規劃、政策方案合法化、

政策執行以及政策評估等階段，都是落實遊說目標之處。尤其是立法

院審議的法案數目之多，某些法案往往塵封立院已久，遲遲未能通

過，此時，法案的推動與阻止，都得透過擁有立法權力的立法委員才

能達成。 

     

此外，大眾輿論之意見氣候，以及大眾傳播媒體的相關報導，也

是利益團體的目標。在先進民主國家，立法部門與行政單位設立的基

礎，即是依賴民意而存在，無論政策的擬定或法案的制定，都是為了

全國人民的權益與福祉而執行，因此以民意為基礎的行政、立法部

門，自然必須考察輿論動向與民意氣候，做為決策與立法的參考。而

利益團體若是屬於營利性質的企業組織時，自然需要社會大眾的支持

與好感，對一般企業來說，這群人就是消費者，就是市場，企業組織

自然希望贏得好的形象;若是公益性質團體,其訴求的議題與立場往

往較不為大眾所知曉或瞭解。以上不論是政府機關、企業組織、公益

團體等，欲蒐羅民意、傳達訴求，都需要透過大眾傳播媒體，從中探

知民意動向,或對大眾加以傳播與教育，使其瞭解並接受。 

     

此外，利益團體若是想要藉由選民給予立法委員或民意代表壓

力，也需先遊說相關的大眾群體，給予支持的力量，甚至積極地參與

利益團體的行動之中，不論是積極的向立委投書，或是較為激進的示

威遊行等等。 

     

總之，利益團體之目標可能是具體的政策或法案之制定，或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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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條文的增刪；較隱晦、抽象者，可能是決策者態度的形成、大眾

傳播媒體以及社會大眾輿論的走向與立場。而利益團體的目標界定，

出發點一定是符合並促成團體本身所訴求的利益，並使對有利於相對

利益團體之法令政策窒礙難行。 

 

三、遊說之對象 

 

    遊說活動乃是遊說主體與客體的互動行為。遊說主體是指從事遊

說活動以影響決策的團體或個人，即指遊說者而言; 遊說客體則是指

直接或間接與決策有關的被遊說對象。就遊說客體而言，「所有利益

團體都追求接近公共決策者，這是影響任何政策的先決條件」
16
,因此

各級官僚、行政部門、立法部門、甚至司法部門都是遊說的對象。其

中由於立法部門在間接代議制下，必須為民喉舌、反映輿論，且是全

國最高的民意機構,遂成為利益團體影響政策的主要場所。利益團體

有時自己推出候選人，或全力支持若干候選人，以便能照顧本身的利

益;或以其他方式請託立法委員，左右法案的制定。立法院裡各委員

會的成員、黨鞭、立委助理都是利益團體爭取的對象。他們有時以請

願的方式表達利益，有時利用本身與立委的關係，遊說與自己有關的

政策;或以間接的方式影響媒體，訴求公眾的支持。 

     

利益團體企圖使立法機關制定於已有利的法案，必會注意可能影

響團體利益的政策，加以促進或阻止，而其中，利益團體從事遊說時，

亦將面對其它利益團體的競爭與威脅。基於遊說的重要性與遊說活動

需要高度技巧，西方國家已發展出專業的遊說人員（lobbyists），他

們都是熟悉議事規則、長袖善舞的佼佼者。 

     

我國目前與遊說相關的法規尚在審議中，一般人對遊說活動也大

多抱持負面態度；此外，受到社會文化影響遊說活動仍以人情關係為

主，因此專業遊說人員在我國尚未蔚為風潮。但解嚴之後，人民政治

自主性抬頭，環保、勞工、消費者意識也逐漸受到重視。從事遊說活

動的公關公司亦迅速成長
17
，而企業增設公關部門，政黨、個別政治

候選人、社會團體、甚至學校，都開始運用公關。 

     

Kingdon 認為參與議程設定者可分為 1.政府內之參與，以及 2.

                                                 
16 Greenwald,C.1977.Group power：lobbying ＆public policy, New York:Praeger. 
17 徐瑞希，1991，《政商關係解讀》，台北：遠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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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外之參與者，前者包括總統、國會及政治任命官員；後者則包括

了利益團體、學者專家、大眾傳播媒體及其他相關利益團體等
18
。因

此，遊說的對象大致可分為： 

 

（一）立法部門 

 

     遊說者主要希望達到三個目的：1、接觸到立法者；2、提供必

要資訊；3、隨時觀察立法者之動向。因此，遊說的空間相當大，利

益團體對立法者的影響也很大，遊說行為的合法與否是個問題，而檯

面下作業的方式更是防不勝防，雖然各國均立法加以限制，但都成效

不彰
19
。 

     

現代民主議會制度的設計，使國會成為唯一能夠代表國民主權之

機關，並能將國民公意轉換成「法律」與「政策」。理論上，凡有關

國家重大興革事項、人民權利義務規定等，均應經由人民選舉代表所

組成之立法機關核可，始能取得合法地位。我國由於立法院擁有制定

法案的法定基礎、具有合法的權力來控制預算與修改現行法案，並以

民意為其權力基礎，此使立法院在議程設定的過程中，具有舉足輕重

的關鍵地位。同時，又由於其背負了選民的期待與選票壓力，相較於

行政部門亦較具可接近性，使得立法部門往往成為各方參與者投入大

量人力、物力、財力，而爭相發揮影響力之主要競技場。 

      

立法委員因有其個人的動機與利益、選區的利益與壓力、所屬政

黨關係等不同的角色扮演，使其在議題上的立場可能不同。因此利益

團體除了加強與之聯繫與維持彼此情誼、提供資訊增進瞭解、列席相

關會議外，更應對立委本身的動機、理念與角色作深入的分析，以便

掌握運用，同時更應瞭解立法委員設立議程之誘因為何?以適時地提

供必要的資訊與推力，促使立委將議題列入議程。 

     

Kingdon 指出國會議員從事議題設定活動的原因為：滿足選民的

願望、提高自己的聲望、完成自我對好政策的概念。因此，利益團體

可針對國會議員的動機設計有效的遊說策略。 

  

                                                 
18 黃雅文，1999，＜我國非營利組織議題倡導策略之研究＞，國立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

論文。 
19凌渝郎,1994，《政治學》，台北：三民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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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每位立委對議題的影響力並不平等，Smucker（1991）指出多

數黨因佔有國會席次之優勢且能掌握委員會，因此多數黨之議員相較

於少數黨議員來得有幫助;同時，資深的議員因對國會之運作較有經

驗，因此影響政府施政、提供具體福祉之能力亦較高於初任者。   

     

此外，與議題本身有關之委員會成員，特別是召集委員，由於握

有法案之生殺大權，更是利益團體極力爭取支持的對象。而為了結合

同黨議員完成法案或執政目的之黨團與立委助理，也是利益團體在建

立與立法部門之接近管道時，可以著力的對象。因為行政與立法之間

所存在之本位主義，可以經由黨團的力量加以協調，支持行政機關達

成政策目標，貫徹政黨的執政理念;面對立法爭議時，又可透過內部

組織的紀律及運作黨團協商的方式，避免僵持，更可發揮蒐集立法情

報、提供政策研究等功能，以有效動員黨籍立委遵循政黨之決策
20
;

而立委助理方面，則是因為委員本身往往由於事務繁忙，對於來自各

方的請求與遊說分身乏術，而助理除了處理委員的一般行政工作、安

排委員行程、負責與新聞界聯繫外，更需注意立法進度、提供對法案

的意見，尤其是受到委員倚重的助理，幾乎等於是委員的分身，經常

代表委員接見訪客，對許多事情下決定，並提醒委員在何種場合，應

採取何種立場以如何發言
21
。 

 

（二）、行政部門 

 

    傳統上，國會係基於人民的託付所組成，任何行政機關之行為的

正當性基礎，都必須繫於立法機關的權源輸送。然而，國會本身的限

制和客觀事實的需要，促成行政權不斷的擴張，已成為各國普遍的趨

勢。由行政人員擬定、合法化 、執行之政策、方案、計畫，亦不可

勝數。因此，利益團體在尋求行政規章的改變、推動行政部門提案、

鼓勵行政部門支持其主張等方面，都必須與之建立良好的溝通管道。

行政部門之遊說對象包括了:總統、政務官與事務官三者。 

 

1、總統:總統擁有制度上之資源，對於一些主要決策者具有任命權;

且其言行舉止往往吸引大眾媒體與大眾的注意力。利益團體甚或個人

可藉由請願的方式，設法獲得總統的接見，炒熱議題。 

 

                                                 
20古登美、沈中元、周萬來 1997，《立法理論與實務》，台北：空中大學。 
21陳彰輝,1984，＜美國利益團體政治勢力的研究＞，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碩士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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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務官:指參與國家大政方針之決策，並隨政黨選舉成敗或政策改

變而進退之公務員而言，如：行政院各部部長、不兼部會首長之政務

委員、各部政務次長等。 

 

3、事務官:指依照既定方針執行之永業性公務員，原則上政務官以外

之一般公務員均屬之。理論上，事務官必須服從政務官之領導，故不

具最後決定權。然而，事務官往往具有久在其位與專業知識上的優

勢，因此在政策形成與研擬上，也可能扮演重要角色，其對公共政策

的影響主要透過:忠告建議的影響力、貫徹執行的權力、自由裁量權

的運用。 

    

行政機關是行政執行單位，利益團體期盼與行政機關維持關係的

正常化。公益團體督促政府制定相關的公共政策，以改善社會上不合

理與不公平的現況，或對特定弱勢族群照顧之議題
22
。公益團體經常

發覺各種社會政策的缺失，並積極從事行政遊說的工作。成功的個案

例如生態保育聯盟所推動的「全國搶救棲蘭山檜木林」。公益團體除

了行政遊說之外，尚可扮演與政府合作（公私合產）、政策倡導、政

策諮詢、政策建議，以及政策監督的角色
23
。 

 

（三）、司法部門 

      

民主國家的司法是獨立的，並且擁有司法審查權(Judicial 

Review) ，以裁判決法律或行政命令是否違憲。因此司法機關對人民

或利益團體的權益影響甚大，故司法機關亦為利益團體遊說的對象之

一。例如許多公益團體常採用訴訟途徑，以保障弱勢族群之利益
24
。

司法遊說途徑指的是向政府體制內部尋求法院訴訟或大法官釋憲而

言。由於過去我國行政權經常高於立法權，許多政策之執行常只憑一

紙行政命令即可，而立法院通過之法時常遭到行政機關的擴張解釋而

造成曲解。因此公益團體面臨此一困境時則採用司法遊說途徑，例如:

參與訴訟、要求釋憲、法庭觀察(法院監督)等，以期改變現狀。例如

婦女新知所推動的「民法親屬篇修正案」。至於法院監督方面，由於

我國司法欠缺考核制度與標準,因此公益團體便積極從事法庭觀察，

以監督審判過程中是否有傷害當事人基本人權之情事。例如民間公益
                                                 
22姜誌貞 1998，＜非營利組織政策倡導之研究-以婦女團體為例＞，東吳大學政治學系碩士論文。 
23江明修、陳定銘，2000，＜台灣非營利組織政策遊說的途徑與策略＞，《國立政治大學公共行

政學報第四期》，p153-192。 
24凌渝郎,1994，《政治學》，台北：三民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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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所組成之「婆婆媽媽法院觀察團」即於法庭監督法官審理家事案

之一言一行，確保修法成果之落實
25
。 

 

    相對於立法部門而言，行政與司法部門可統括稱為「行政體系」。 

 

（四）、一般大眾 

      

在一個民主國家裡，政策的形成必須要以多數民意為依歸，但要

如何探訪到真實與多數的民意，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般大眾由於

集結不易,對於議題的影響力並不大，然而在形成廣泛甚或一致性的

「輿論」之後，卻可能引起決策者的注意，或使其感受到壓力而不得

不對此議題做出回應或採取行動(如:制定政策或擬定法案)。在民意

表達的管道中，大眾傳播媒體除了是反映民意的管道外，更是塑造民

意的利器。因此，利益團體可以透過大眾傳播或是公眾傳播的管道，

組織民眾或教育民眾，給予公眾特定的問題知覺，提升公眾之問題意

識,進而型塑出凝聚共識的社會氛圍，形成輿論資源，以增加利益團

體本身在此議題之影響力上的籌碼。 

     

在爭取社會大眾的支持時，媒體公關策略顯得非常重要。利益團

體必須師出有名，訴求內容必須合法、合情、合理，更要讓社會大眾

了解其訴求與全民利益不相衝突，亦無損社會利益。 

 

（五）、大眾傳播媒體 

 

   傳播學者 M.McCombs &D.shaw 在 1972 年提出「議題設定理論」之

實證研究,探討大眾傳播媒介對議題相關程度及影響效果,理論指出:

大眾傳播媒介透過每天的新聞選擇與處理，無形中會將大眾的注意力

集中於某些論題上，以致閱聽人在使用媒介之時，不僅從媒介上學習

論題的內容，同時也媒介對論題強調程度上，學習到論題的重要性。

故媒介可經由選擇、加強和解釋的過程,來影響閱聽人不同程度的認

知能力。易言之，媒體對公共政策的影響力，主要是來自他們的「扒

糞」（muckraking）與「引爆效果」（priming effect），也就是經由

媒體揭發弊端，詬病某些社會問題之所在，報導與強調特定議題或政

策，讓人們認知道這些議題或政策的顯著性。因此，大眾傳播媒體的

                                                 
25江明修、陳定銘，2000，＜台灣非營利組織政策遊說的途徑與策略＞，《國立政治大學公共行

政學報第四期》，p153-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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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力量來自於對社會溝通媒介物的控制，加上其普及性高而又快速

的特質，使得大眾傳播媒體不僅成為現代人最重要的消息來源，也使

得現代人依賴大眾傳播媒體的程度日益增加，其影響力正與日俱增。

透過媒介的幫助，可使利益團體確立身份、建立形象、傳播有利的消

息以及說明組織的主張與訴求，進而產生輿論，影響社會大眾對此團

體的觀感，或相關政府部門的決策。 

     

為了達成遊說的目的，報紙、電台和電視等大眾傳播媒體便是利

益團體可供運作的重要管道資源，利益團體一旦估量其自身目標清

楚，資源足夠，利用媒介當然是希望能更擴大其基礎，得到更多不同

階層、地域的民眾支持，更可得到官員們、民意代表與新聞界了解與

支持，因此，利益團體利用媒體的目的不僅針對單一遊說對象，必須

同時針對所有可能的對象，運用各種策略加以遊說。 

 

此外,Levine 在 1993 年指出，有些情況下利益團體會在政策議

題上，同時鎖定相關的國會委員會及行政部會，並設法滿足彼此的利

益。此種關係即一般所稱的「鐵三角」(iron triangle)，政策的決

定往往就是在此封閉與互利的政治場域中完成
26
。並且，利益團體所

遊說對象之間，亦存在某種程度上的互動關係，且會相互影響（如圖

一所示）。 

 

 
                                                 
26 王業立等譯,1999，《政治學中爭辯的議題》，台北：韋柏文化事業出版社（原書：Levine,H.M.【1993】.political issues 
debated: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s.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 Hall）。 

行政體系 

立法部門一般大眾 

利益團體 

大眾傳播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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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利益團體遊說關係圖 

 

四、遊說與倡議 

 

在公共服務的過程中，許多非營利組織察覺到，問題的根源是出

在政經制度失衡、社會結構扭曲、資源分配不均等基本面上，欲解決

社會不公平、不合理的病象，非營利組織以慈善為主的傳統功能，似

已不足以因應。因此，非營利組織積極走向參與公共事務和改造社會

環境，而首要作法便是進行公共議題的倡議（ advocacy ），以補充

政府與企業的不足，俾使全民共同營造更安定、和諧的社會。多 年 來 ， 

國 際 間 在 不 同 問 題 上 不 斷 湧 現 大 大 小 小 的 倡 議 運 動 ，例如：英國

反殘酷運動聯盟（The League Against Cruel Sports）
27
該聯盟宗旨

是「禁絕以運動為名但涉及動物虐待的活動」，最有名的長期運動即

是「反狩獵」，認為以「運動」為目的而以獵狗驅迫和屠殺狐狸是倫

理與道德上的錯誤。英國國會於 2005 年 2 月終於通過立法禁止，背

後的推手主要是成立已達 200 年的反殘酷運動聯盟（The League 

Against Cruel Sports，1802-2005）。 

 

反觀臺灣，近年來在政治、經濟、科技、金融、資訊等方面都有

大幅度提升，但在文化、生態、環保、治安、教育、族群融合、社會

救助等方面卻發生許多問題，使得整個社會的發展開始失衡。於是我

們看到目前國內許多非營利組織非常積極投入公共議題的倡議工作

（ advocacy ），例如：2001 年 10 月由一群學者推動成立的「醫改

會」，其以做學問的傻勁一頭鑽進去研究台灣醫療環境的病症、病因，

並追求實證，符合社會公義。歷年來醫改會的倡議都對醫界、病患與

政府三方投下震撼彈，啟動三方重新思考創造三贏的新方法，一步一

步，由民間發聲推動台灣建立具品質與正義的醫療環境，讓醫界清流

成為主流。更重要的是，四年來，沒有政黨背景，也不接受政府補助

計畫的醫改會，為了推動具品質與正義的醫療環境，一直努力奮鬥

著，並向曾經支持過基金會的民眾交出了亮麗的改革成果。像是 2002

年倡議給病人完整藥品標示資訊，使得衛生署公告藥袋必須標示項目

（共十三項）以及建議標示項目（共三項）」，醫院診所紛紛改善藥

袋標示內容；另面對健保雙漲問題，醫改會即喊出「先補破口袋，再

掏民眾錢」倡議口號，結果使得健保局醫療浪費稽核成果成長兩倍，

15 家醫療機構自願公布財務報表。爾後還有 2003 年提出民間版手術
                                                 
27  資料來源：http://www.league.uk.com/about_us/introduction.htm （2005.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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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書，出版「手術前三思八問」摺頁、舉辦寄藥袋抽獎活動，揭露

基層醫療藥袋稽核與標示困境；2004 年呼籲破除病歷取得障礙，解

開醫病間猜疑、公布 33 家醫院財報，要求衛生署確實監督醫院財務，

以及召開「讓暗室國會曬太陽，幫叫窮健保財務堵後門」記者會，揭

露立法院「政黨法案決策紀錄不透明」和「立委利益不迴避」亂象問

題
28
。 

 

另外，我們亦看到了「陽光基金會」在 2003 年 6 月 18 日於立法

院群賢樓第一會議室，舉辦之鐵道悲歌公聽會，會後便綜合與會者針

對鐵道電擊事故防範，所提出的改善措施建議，並經交通部及台灣鐵

路管理局等代表認同，承諾限期改善之事項，整理出【鐵道電擊意外

事故預防－公共安全改善事項清單】。經過半年來的努力，在大家期

待的眼光下，【鐵道悲歌公聽會】的倡議活動終於在 2003 年底有了

具體成效，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陸續於 2003 年 7 月 18 日及 2003

年 11 月 28 日來文，並於 12 月 9 日由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運務處

副處長兼行車保安委員會總幹事張應輝先生及行車保安委員會賴德

輝先生代表，親自至陽光基金會說明台鐵改善事項之具體做法
29
。 

 

從上述分析結論可知，學術上及實務上所指稱的「倡議」，在程

度上比較偏向公益性非營利組織所進行的公益性議題遊說活動，並不

包含私利型組織所從事私利性議題之遊說活動，因此，本研究對象既

然泛指所有的利益團體，以「遊說」一詞來探討較為貼切。 

 

第三節  遊說之策略分析 

 

    利益團體與政策的利害關係越大，就會採取更多的遊說策略，因

而對政策產生更大影響。Gardner（1987）與 Guttman（1978）的研

究都支持此觀點。但並非每個利益團體都能夠遊說成功，同一個團體

也不是每項議題都會成功。實證研究探討影響遊說成功的因素有各種

不同論點，有些主張與利益團體的性質或遊說議題有關，有些則認為

與政治環境或大眾輿論相關，甚至與經濟情況相關
30
。本研究將從外

在環境（特別是政治環境）、遊說操作主體以及遊說行動策略來作深

入探討。 

                                                 
28 參考醫改會網站資料。 
29 參考陽光文教基金會網站資料。 
30 Jan Potters and Randolph Sloof,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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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在環境 

 

（一）政治勢力與環境的改變
31
 

 

利益團體介入政策過程的難易度，主要取決於政治體系，政治體

系民主化程度與利益團體的影響力息息相關，而多數黨和少數黨的席

次差距也是不可輕忽之關鍵因素。「在議會裡少數黨與多數黨的席次

比例是選舉壓力的一項重要指標，較高度的政黨競爭會使得民代較無

法給予特定利益團體好處，因為較大的競爭擴大了政治系統內的衝突

程度，政黨為爭取人民支持其候選人與政策的需要而限制利益團體的

影響力」（Since greater competition expands the scope of 

conflict within the political system, interest group power 

would be checked by the need of the political parties to broaden 

popular support for their candidates and policies）
32
 

 

台灣第一屆立法委員的任期，原應於民國四十年五月屆滿，因國

家發生重大變故，事實上不能依法辦理次屆選舉，爰依司法院大法官

會議釋字第三十一號解釋繼續行使職權。其間曾於民國五十八年依動

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增補選出十一位立法委員，與第一屆立法委員共

同行使職權。民國六十一年再依修正後之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選

出三年一任定期改選之增額立法委員五十一名，為立法院注入新血

輪。民國六十七年的選舉因中美斷交而中止，及至民國六十九年始予

恢復，並依動員戡亂時期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規定擴增為九十七人，

在此之前立法院獨有國民黨籍的立法委員，呈現出一黨獨大的局面，

因此，行政院所提法律案或政策，在立法院審議時均相當順遂，幾乎

不見相左意見，立法院猶如行政院之橡皮圖章，相對立法委員亦少有

任何自發性的提案或建議，當時之立法院只可算是行政立法局；加上

此時政治生態正值戒嚴時期，民眾的言論、結社、遊行自由受到限制，

使得許多體制外的利益團體（尤其是環保團體）缺乏合法化的地位，

促使遊說訴求往往無法透過正式管道進入政策過程。 

 

直至民國七十五年民主進步黨正式成立，在七十八年選出之一百

                                                 
31 參考立法院全球資訊網站 
32 Young,1991, p.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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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名增額委員中當選二十三人，立法院第一次有在野陣營的立法委

員問政（如：陳水扁總統、謝長廷院長、盧修一、朱高正等），由於

其等在立法院的問政表現明顯較國民黨籍立委積極和突出，贏得媒體

和民眾的高度矚目。之後隨著國家情勢與社會環境快速變遷，以及海

峽兩岸關係的緩和，為謀求國家憲政體的長遠發展，促進社會和諧進

步，1991 年李總統登輝先生宣告終止動員戡亂時期，象徵威權體制

逐漸鬆動與人民基本權力獲得保障；另第一屆資深立法委員全部退

職，民國八十一年十二月依憲法增修條文選出一百六十一位第二屆立

法委員，代表著國內政黨政治的開始，但由於國民黨立委當選人數為

一百零三席占當選比例 50.58﹪，明顯過半，而民進黨當選人數五十

人，當選比例 33.18﹪，相對人數不多，仍算是國民黨一黨獨大時期，

民進黨立委常利用肢體動作突顯其政治理念，遂給民眾認為其有改革

之熱誠，此時，許多利益團體例如：環保聯盟，由於其遊說訴求（反

核四）與民進黨經營治理念較為相近，在立法院核四議題運作上充分

發揮了合作的基礎。 

 

之後，第三、四屆立委選舉，新黨候選人亦投入選戰，在民進黨

民意支持度明顯提升下，民進黨當選人數比起過去相對增加，甚至在

第三屆立法院正副議長選舉時，民進黨主導「二月政改」，施明德以

八十一票對八十二票敗給國名黨劉松藩，此一結果同時也正式宣告國

民黨在立法院一黨獨大的時代結束
33
，呈現出「朝大野小」的國會生

態。此時，利益團體的遊說例如：柯媽媽推動強制汽車責任險草案的

通過，在國民兩黨對決下，顯得較受到重視，而遊說的重點著重於負

責該項議題的委員會委員。 

 

但是立法院生態隨著親民黨、台灣團結聯盟的相繼成立，自始有

了重大的變革，因為自民進黨陳水扁總統 2000 年執政以來，按其他

國家的做法應由執政黨國會領袖或國會最大黨揆擔任院長一職，但第

五屆選舉結果，二百二十六席的立委中民進黨僅占八十七席，國民黨

六十七席，親民黨四十六席，台聯十二席，新黨一席，其他十三席。

民進黨、國民黨、親民黨分別席次居一、二、三名，不僅造成「三黨

不過半」的局面，更造成「朝小野大」的政治情勢，於是立法院生態

不再是國民黨與民進黨的對決，而是演變成代表著泛藍的國民黨、親

民黨和代表泛綠的民進黨、台聯間的對決，其中更由於泛綠立委席次

（民進黨和台聯立委總數加起來九十九席）不敵泛藍（國民黨和親民
                                                 
33 參考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網站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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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立委總數加起來一百一十三席），不僅立法院正、副院長仍由國民

黨或親民黨立委擔任，立法運作上，也有了重大的改變，因為任何法

案或政策都有可能是政治角力的競技場（例如：高鐵興建案、金融重

建基金、離島建設條例），朝野協商機制幾乎取代了原先的三讀程序，

立法院所有法律案、預算案和重大政治性議題均須透過朝野商才能定

論，以致於立法遊說的途徑也跟著有所改變，各黨黨鞭儼然成為各方

遊說最重要的部分，而至 2004 年陳水扁雖繼續連任第十一任總統，

民進黨繼續取得執政權，第六屆立委選舉結果，雖然有無黨聯盟的加

入，二百二十五席的立委中民進黨僅占八十九席，國民黨七十九席，

親民黨三十四席，台聯十二席，無黨六席，其他一席。民進黨、國民

黨、親民黨分別席次居一、二、三名，「三黨不過半」及「朝小野大」

的政治情勢依然存在，政治惡鬥且有繼續惡化的情勢（例如：NCC 條

例）。2005 年下半年，由於現任台北市長馬英九選上國民黨黨主席、

現任行政院長謝長廷以及前總統府副秘書長陳哲男被報導涉及高雄

捷運弊案，為台灣政局投下更大的變數。因此，遊說團體在遊說策略

擬定時，對於立法院的「政治現狀」應列入考量。 

 

（二）立法權的特質 

 

就多元主義（pluralism）
34
的基本論點來看，政治權力是高度分

化，分佈於不同的行動者、政策領域和時間點；公共政策是由社會中

多元的行動者所共同決定，沒有任何單一社群、團體或個人能完全支

配任何單一領域的決策。多元主義者認為，利益團體政治乃此一特徵

的呈現，公共政策經常是利益團體之間勢力與影響力達成均衡的結

果，而政府則扮演利益團體之間仲裁者與協調者的角色。因此遊說過

程會呈現團體之間的彼此競爭，向為居中間的政策制定者提出要求，

施加壓力，而政策的形成即是團體之間的平衡狀態
35
。 

 

並就立法權與行政權、司法權的區別，與遊說有關的可歸納為下

列五點： 

 

1、立法決策之政治性 

 

立法權所追求的目標是利益的調和（包括黨派利益與選區利

                                                 
34 見 Andrew Heywood 著，楊日清等譯，1999，頁 134。 
35 丘昌泰，2000，頁 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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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而非正義。正義是由司法權（司法解釋）來處理
36
。亦即相對利

益團體所推動的議題訴求必須考慮到與各政黨的主軸是互利？互

斥？所牽涉到的族群？人數？因為各政黨均非常在意他的政績是否

會影響選票，不會去答應與其黨性、黨章相違背的基本主張。另選民

的壓力也會影響遊說活動成敗，一般假設追求私利的政客會提供特別

利益給特定利益團體以交換該團體的捐獻，但相對地，提供特別利益

給特定團體也可能傷害其造成其喪失選票。因此在一個選情較緊繃膠

著的選舉中，民代就必須考慮選民的觀感而不能恣意給予某特定團體

利益，當然，如果某團體能夠直接或間接動員選民的支持，也有助於

該團體的影響力
37
。 

 

2、立法提案之主動性 

 

我國目前提案權是雙軌制，除了行政部門外，立法委員亦享有提

案權。立法委員可以經由製造議題方式，透過立法提案來影響決策、

表達意見。一個好的提案需要長時間的研究（甚至委託學術界做研究

計畫）才能歸納出立法原則，並且為顧及實效性原則（能被社會接受

並發揮效果），有賴行政部門的參與立法，才能正確預估行政部門將

來在執行時所需的人力物力
38
。亦即此時利益團體必須了解行政部門

優先法案為何？立場是什麼？目前時勢所需？ 

 

3、立法程序的民主性 

 

立法院是一個小型的社會，裡面有士農工商等各階層的代表，在

法案尚未通過成為法律之前，就已經有很多民意進來，包括行政部門

所召開的公聽會，以及各利益團體、職業團體、學術界的參與影響法

案、形成法案。在國會裡面，立法權需要來自不同社會、不同黨團的

委員協調後取得共識，是具有民主性的
39
。亦即誠如 Graham K.Wilson

（1993）指出，利益團體為爭取代表社會某些利益，必須與各種對手

競爭
40
。一個團體若遇到一個實力堅強的同盟團體（或力量）就可能

較會成功；相反地，若出現對立團體就會產生阻礙。例如 Teske（1991）

發現政府捐助的消費者倡議團體對電信公司利益就產生損害。有些學

                                                 
36 羅傳賢，2002，＜國會運作與立法程序＞，立法原理與制度，立法院法制局編印。 
37 Plotnick,1986; Stigler,1971。 
38羅傳賢，2002，＜國會運作與立法程序＞，立法原理與制度，立法院法制局編印。 
39羅傳賢，2002，＜國會運作與立法程序＞，立法原理與制度，立法院法制局編印。 
40 Graham K. Wilson 著，王鐵生譯，1993，《利益團體》，台北市：五南，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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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認為來自政府部門的支持也提供利益團體同盟的力量，例如在荷蘭

與瑞典的研究發現地方議會的女性成員數目，相對地有助於要求市政

府提供兒童托育福利
41
。 

 

4、立法行為之主觀性 

 

立法行為是非常主觀的，他代表黨團利益或其他各種背後的利

益。當立委變更所屬政黨時，其立場通常也會因其黨派利益的不同而

有所改變
42
。亦即一般較無任何政黨利益或危及任何利益團體權益的

問題，在推動上，所受到的阻力較少；反之，則較困難。 

 

5、立法的妥協性 

 

利益團體其遊說動機，有的往往不為個人而為大眾之利益（對象

不明確），有可能卻會影響到小眾的權益問題，或者是為個人或為某

一群人之利益（對象明確）卻會影響相對競爭者的權益，造成遊說時，

各利益團體的角力就會出現。相反地，利益團體所推動的法案本質若

是屬於較無牽涉到任何黨派利益色彩或者是無關任何其他利益團體

的權益問題者，則算是中性法案；相對地，不僅牽涉的層面較複雜，

甚至衍生成政治角力的對象，或者引起其他利益團體的強力抗衡者，

則算是爭議性法案。 

 

因此，由上述分析結論可得知，相對利益團體在進行立法遊說

時，策略採用上應考量「與選票的關聯性」、「執政者心態」、「其他利

益團體」等問題。 

 

（三）、遊說與預算 

     

黃世鑫（1990）指出，國家預算是反映政府施政計畫的主要文件，

一方面它他說明了政府究竟作了多少事，和作了哪些事情；另方面它

也顯示政府究竟耗費多少的資源，給了那些人好處和增加哪些人的負

擔。在一個民主政治體制裏，國家預算與政府政策維持著相互依存的

緊密關係。國家預算必須以政府政策為基礎，同時，政府政策亦必須

透過國家預算來達成。因此，「預算的分析」與「政策的評估」兩者
                                                 
41 Van Dijk,1993；Gustafsson and Stafford,1993。 
42羅傳賢，2002，＜國會運作與立法程序＞，立法原理與制度，立法院法制局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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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是一體之兩面
43
。 

     

李允傑（1999）亦指出，預算所指涉的是一項極為龐大而複雜的

社會選擇過程，其中不僅具有經濟性，更具有政治性之特質。因此，

若欲了解整個國家預算資源分配所牽涉的多元勢力互動情形，勢必須

對預算過程有所認知。其中，預算審議過程更是各方政治勢力介入運

作的角力場。行政與立法雙邊的拉鋸、黨派間政治運作利益交換、各

種利益團體與媒體傳播力量的介入，都將在這個階段發生與完成
44
。 

     

誠如美國政治學者 Wildavsky 所強調的，“Budgeting as 

Conflicting Promises”，Budgets As Struggles for Power”
45
在

民主政治當中，預算政策的形成已經淪為政治權力鬥爭、政治勢力衝

突，和政治、經濟利益分配的場所。 

 

並且國會最為人所詬病的一個常見現象便是所謂的「政策買票」

或「肉桶政治」。國會議員在任內努力的首要目標是「競選連任」。在

選票的壓力下，行政部門和民意代表競相提出一連串福利措施來進行

政策買票，不同的利害關係的立委，彼此交叉掩護，不分朝野黨派，

一起投入肉桶分肥的行列，例如：八十七年立法院通過的「老農漁民

福利津貼」、放寬軍士官退撫資格的「軍士官退撫條例」，以及引起爭

議的縣市政府老人年金等，而受惠者乃具有特定身分的團體，這就形

成「特定身分預算」（entitlement budget）。 

 

而在國外也有類似情形，例如，Stratmann 在 1991 年與 1995 年

的研究有關政府對農民補貼政策的議題發現遊說活動的確產生影

響，補貼農民這個預算很小，利益集中在少數人，成本則廣泛分攤到

多數
46
，則較容易成功。 

 

因此，面對立委透過法案的提出或修改來造成預算實質的增加，

通常金額小行政部門還可以做做面子給委員，若是金額太大甚至影響

整體利益時，只會落得「錢坑法案」不易通過的命運。 

 

    所以，利益團體在立法遊說時，所遊說的法案若牽涉到增加預算
                                                 
43 黃世鑫，1990，《民主政治與國家預算》，台北：國家政策研究資料中心。 
44 李允傑，1999，＜國會與預算＞，台北：商鼎文化。 
45 參考 A Wildavaky, The New Politics of  The Budgetary Process, Glenview,1988,ch.1,2. 
46 Stratmann，1991，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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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的提案，應慎重考量遊說事項與「預算的關聯性」。 

 

    並且，利益團體所提遊說議題，所需考慮之外在環境因素包括：

「與選票的關聯性」、「當時執政者的政策方向」、「其他利益團體」及

「預算的關聯性」等問題，以致於遊說議題與這些因素愈有關聯性

者，爭議性將更大，反之，較具中立性。 

 

二、 操作主體條件 

 

利益團體的活動，有時相當有效，確切維護與促進了成員的利

益，有時則徒勞無功。究竟什麼原因決定其成敗呢？大體來說，組織

的性質和遊說動機上有幾種不容忽視的理由
47
： 

 

（一）團體人數 

 

假如其條件相等，一個人數多的團體比一個人數少的團體之活

動，要來得有效，道理甚為明顯，因為人數多的團體掌握的選票超過

人數少的團體，而其財力也可能比較雄厚，因而對政黨與公職候選人

的捐款、對政治人員之遊說活動，與對大眾的宣傳都能大規模展開，

譬如美國勞工聯盟，有一千七百多萬成員，遂成為一股龐大的政治勢

力。 

 

（二）會員的社會地位 

 

有些團體，人數雖不多，但由於會員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其活

動的有效性也未必低於人數較多團體，如醫生與律師組成的團體，尤

其律師團體，更由於政治人物頗多出身律師業者，而增加其運用影響

力的機會。 

 

（三）會員的團結性 

有些團體，人數雖少，但由於會員團結力堅強，影響力大增，相

反地，有些會員人數甚大，但因組織鬆散，派系糾紛迭起，其影響力

往往不能與其人數成正比。由於團結力的重要，不少團體都力圖加

強，其使用的方法大約有兩項，首先強化組織，使領導的權力增加，

因此，現代社會許多民間團體都類似科層組織；其次，教育團體會員，
                                                 
47 Beghin，1990；Plotnick，1986；Bloch，1993；Kischgassner and Pommerehne，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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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其對團體目標之認同感，與積極貢獻之決心。 

 

（四）團體的基本哲學與立場 

 

符合社會的主流思想或至少不過分違背主流思想，也是決定其活

動的有效性之條件之一。例如美國禁酒協會，在十九世紀時，一度勢

力甚大，現在已幾近沒落，因工業化、都市化加速發展後，美國人民

道德觀念已有改變
48
。並且，利益團體只要以其名義提出之遊說主題，

通常均會與其組織屬性相關聯，意即屬於公益性團體提出之遊說主

題，比較偏向於社會公益性議題，遊說目的不為個人而為大眾之利益

（對象不明確）；相對地，屬於私益性團體提出之遊說主題，比較偏

向於其自身權益相關之議題，因此訴求對象較為明確。 

 

在公共性的因素分析上，對於遊說有相關性應包括：1.是否具有

社會公信力、2.是否有政府支持、3.是否具有媒體知名度、4.是否與

特定政黨合作、5.是否容易號召民眾參與活動、6.是否倡議社會改

革、7.是否以監督政府施政為訴求重點、8.服務對象是否為社會弱勢

團體、9.是否關心公共政策議題、10.是否倡導新觀念、11.是否能增

加社會擬聚力、12.是否能淨化人心、13.是否能提高社會生活品質、

14.是否舉辦大型公益活動、15.是否支持或推動社會運動
49
。較符合

以上條件的通常是公益性團體，但並非全然都是，因為有些公益性團

可能是由政府捐助成立的或長期性受到政府補助，其公共性將會較不

顯著；相對私益性團體可能較不符合以上條件，但其在遊說時，亦會

運用以上這些方式以有利於它達成遊說目的。 

 

在自主性的因素分析上，對於遊說有相關性應包括：1.捐助人對

組織政策的影響力、2.是否由企業財團支持、3.是否與其他機構有隸

屬關係、4.是否由政府支持、5.是否與特定政黨合作、6.決策的核心

成員是否有家庭血緣關係
50
。依照上述條件，公益性團體和私益性團

體可能都有些符合，有些較不符合以上條件。 

 

另本質上公益性團體和私益性團體組織的可運用資源基本上略

有不同，例如：公益性團體由於財力與人力不足，可運用的資源可能

                                                 
48 呂亞力，1997，《政治學》，台北：三民。 
49 顧忠華，2000，＜台灣非營利組織的公共性與自主性＞，台灣社會研究第四期。 
50顧忠華，2000，＜台灣非營利組織的公共性與自主性＞，台灣社會研究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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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來自於志工的專家學者、律師及具抱負熱誠的立委；而私利性團體

由於財源雄厚、人力充沛，光是動用自身的物力人力就已足夠，甚至

還可以參與選舉、影響選情、政治獻金賄賂立委。但在媒體運用上，

公益性團體可能得到公益性廣告的播出機會，而私利性團體通常需要

砸大錢來刊登廣告。另外還包括是否容易號召民眾參與活動、是否能

增加社會擬聚力、得到媒體及輿論支持。 

 

因此，在操作主體條件分析上，應可以「組織性質」、「遊說動機」、

「公共性」、「自主性」及「動員資源」等分項來探討。 

 

三、行動策略 

 

利益團體因為各自的目標與資源互不相同，因此所運用的遊說行

動策略亦有差異。而各國由於政治文化、政治溝通網以及民主化程度

的不同，造成利益團體遊說的方式也互異。我國向來是注重人情關係

的社會，加上特殊的政治生態環境，國會長期未改選，戒嚴體制限制

人民諸多權利等歷史背景下，我國便缺乏類似西方國家民主代議制

度，人民公開影響政策的制度化管道，更缺少相關法律來規範遊說的

主體(遊說者)與客體(遊說對象)
51
。 

     

一般而言,利益團體遊說的著力點，首先是推動或阻擋與其利益

相關的法案進入議事日程，若已在委員會審議與討論法案階段，則透

過公聽會的運作，提供對利益團體有利的證據，或走出立法院大門，

以示威或遊行方式達到立法訴求之目的
52
。 

     

參考美國學者 Berrv(1997)的分類方式，「立法遊說策略」分為

以下幾種:1.聯盟策略
53
：係指利益團體之間為達成某一共同目標，而

存在著明顯的合作利益，以取得更有力的資源;2.資訊策略：係指利

益團體可運用期專業能利，提供有可行的資源，以取得對政策的影響

力;3.困窘策略：利益團體將公共政策的缺點充分揭露出來，以達到

刺激政府做出進一步改善;4.延滯策略：係指利益團體對於一些可能

會有負面效應的政策或法案，進行主動干預的行動，以阻礙期通過與

實施；甚至以修正員法案來挽回劣勢，或減低不利的影響程度;5.訴

                                                 
51黃瀚鋒,1994，＜利益團體在立法院遊說活動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52

羅傳賢，2002，＜國會運作與立法程序＞，立法原理與制度，立法院法制局編印。 
53蔡千惠，1998，＜非營利組織遊說策略之研究＞，國立政治大學公共行政學系碩士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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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策略;6.選區壓力策略;7.合產策略
54
。其中,聯盟策略、資訊策略、

困窘策略、延滯策略屬於政策性策略;訴訟策略屬於司法性策略;而合

產策略屬於行政性策略。此外,某些研究則單純僅將遊說分為直接遊

說與間接遊說，並詳加指出可運用的遊說作法，例如:提供資訊、陳

情請願、在場監聽、互惠交換、參與訴訟等等
55
。 

    

學者研究利益團體的遊說方式，多將其區分為直接遊說(direct 

lobbving)與間接遊說(indirect lobbving)
 56
。直接遊說指的是利益

團體的代表直接與民意代表溝通，以達到影響政府政策的目的。而間

接遊說是指遊說者透過發動選民寫信、影響傳播媒體，造成輿論氣

候，甚至介入選舉過程，對民意代表造成壓力，使他們接受遊說者的

主張立場,因此,許多學者也將間接遊說稱作為「草根遊說」

(gross-roots lobbving),因其運用時往往訴諸選區選民
57
,也較為符

合民主體制運作的原理。若將前文所介紹的遊說對象來加以對照,其

實可以發現直接遊說目的乃在影響公共政策的決策單位，遊說對象主

要是體制內的行政、立法、司法部門;而間接遊說則是針對民意或輿

論，亦即體制外的大眾傳播媒體與社會大眾(或選民)。以下再將直接

遊說與間接遊說的各項策略方式詳細介紹之--- 

 

（一）直接遊說策略 

 

    吳定（1997）將直接遊說定義為受到政策影響的標的人口或利害

關係人,在政策運作的過程中，透過各種可行的方式，直接向具有決

策權者或對政策具有相當影響力者進行遊說活動。例如某一政策方案

如果最後的決定權在行政部門的部長，遊說者為收到較大的效果，乃

向部長直接進行遊說，希望部長最後能做對他們有利的決策;如果某

政策法案最後的核可權在立法機關，則遊說者的直接遊說對象便是立

法委員。此種做法比半直接遊說和間接遊說的效果來得大。 

    

而江明修、陳定銘（2000）的定義為,與立法者、立法助理人員

（legislative staff）或其他參與立法制定之政府官員等直接接觸

與溝通,以達到影響政府政策的目的。與吳定的說法一致,並指出直接

                                                 
54 王千美，1992，＜利益團體遊說活動對政策制定的影響＞，政治大學公共行政研究所碩士論

文。 
55 楊泰順，1993，＜建立遊說活動制度之研究＞，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56 李文金，1988，＜近代壓力團體影響美國國惠的策略＞，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碩士論文。 
57徐瑞希，1991，《政商關係解讀》，台北：遠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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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說方式大致有以下幾種策略:提供資訊、陳情請願、在場旁聽、互

惠交換、參與訴訟、要求釋憲、直接溝通、直接代表。 

    

吳定(1997)另外指出另一種「半直接遊說」，且定義為遊說人員

向能夠「影響」決策者的人進行遊說的活動。例如：某一項政策或計

畫的核可權在市長，遊說者發現某位市議員對該市長的影響力最大，

於是遊說者向該議員進行遊說，希望透過該市議員去影響市長的決

定。一般而言，半直接遊說效果不如直接遊說，但又大於間接遊說。

不過本研究在此將之歸在直接遊說策略之下，理由在於其影響的對象

仍舊是針對行政、立法部門為主,因此若以遊說對象來看，其實半直

接遊說亦可歸屬於直接遊說範疇之中。 

 

１、陳情請願 

 

   陳情請願是指人民對於國家政治設施或其本身權益，向民意機關

或行政機關陳述其願望或意見，希求國家機關作為或不作為之權利
58
。陳情的方式大都是直接向各政黨黨部或國會議員提出申訴。 

     

在民主時代的今天，人們因政策制訂遭逢的不便，可以直接透過

代議士來為他們扭轉，而他們對政策的觀點，也可以透過代議士在議

會中提出,甚至形成法案。因此，隨著代議政治的發展，以陳情請願

的方式來影響政策的方式，可以說已經越來越不受到民主國家的重

視。不過，在我國陳情請願仍是利益團體進行遊說時，時常運用的方

式。雖然人民請願案，經審查後成為議案者為數甚微，但卻有助於強

化其訴求之目標，因此，利益團體到立法院集體陳情請願，仍是常見

的情景，幾乎所有的利益團體都會採取此種方式。 

 

２、在場旁聽 

 

    在國內政治民主化、自由化之下，各種私利型利益團體介入國會

議事運作的方式，也逐漸以公開集體施壓的模式來進行，其中直接到

立法院旁聽立法過程的方法更是常被引用，甚至為讓審議議事無法進

行，還出現不讓立法委員簽名報到進場的情形。 

 

    而非營利組織對於所關心的法案，也會在立法院中旁聽、監督法
                                                 
58 曾濟群,1996，《立法院常設委員會之研究》，台北：正中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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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審查，例如：婦女新知與晚晴婦女協會所組成的「婆婆媽媽立法院

遊說團」，每當司法委員會審查法案時，便進入立法院進行旁聽，及

監督審查過程，並於會後發表新聞稿，呈現審議過程，透過此種方式

可以直接給予立法委員壓力，避免利益交換
59
，同時也充分了解自身

所關心的法案爭議點所在，當場可立即做反應給支持該法案的立法委

員。 

 

３、人情請託 

 

    我國與西方國家在政治發展上有迥異的分歧,其中重要的原因是

中國人注重人情關係,講求人際脈絡的深層文化因素，並藉著以各種

關係為基礎的團體，來達到政治目標。此與西方國家靠意識型態與政

見所構成的政黨政治有極大的差異。中國人的關係脈絡,即是建立在

「四同」與「四緣」之上,「四同」指同學、同事、同姓、同鄉，「四

緣」則指血緣、姻緣、地緣、學緣等關係,有了關係就有了人情。一

旦利益團體與立法委員之間具有上述任何一種關係，遊說活動便能透

過各種關係與人情,找到接觸點,進行請託
60
，而請託區域立委最為普

遍，因為對選民而言，向自身選區內的立委請託，「選民」就是最好

的理由，不用再找其他更冠冕堂皇的理由。 

 

    這也是直接遊說最為人所詬病的一種方式，有事邀約請託官員或

議員幫助，在四下無人的情況下，自然很可能發生賄賂或其他見不得

人之情事
61
。 

 

４、互惠交換 

 

    與人情請託不同的是，互惠交換的前提為利益團體與立委之間有

較「具體的交換內容與合作的承諾」。中國人講人情、談關係，然而

所有的人情與關係,不在互惠的前提下是不可能進行的。因此互惠模

式便成為遊說的一種重要途徑。在互惠交換的活動中，最直接而有效

的方法便是金錢賄賂。 

 

                                                 
59江明修、陳定銘，2000，＜台灣非營利組織政策遊說的途徑與策略＞，《國立政治大學公共行

政學報第四期》，p153-192。 
60 黃瀚鋒，1994，＜利益團體在立法院遊說活動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論

文。 
61楊泰順，1993，＜建立遊說活動制度之研究＞，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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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益團體可能讓立委掛名公司顧問或董事，或不負責實際行政工

作的副董事長，按時支付「顧問費」或給「乾股」，也可能邀請立委

參加座談會或演講，而付予鉅額的「出席費」、「演講費」及「車馬費」:

有時利益團體也提供座車、助理、辦公處所等，供委員平時及選舉期

間使用;而競選經費的捐贈更是大宗費用的來源，利益團體的會員自

然也是大批選票的基礎，透過簽名支持，更能協助立委爭取選票。其

他,如私下分配未上市股票、致贈高爾夫球證、招待旅遊等,不一而

足。此種遊說方式對非營利組織而言，倒是不常見。 

 

    一般而言，競選經費可分為「硬錢」（Hard money）和「軟錢」

（Soft money），所謂的「硬錢」是指經由候選人或其競選總部所募

集之競選經費;所謂的「軟錢」係指非由候選人名義所募集之競選經

費，（例如所謂的後援會）
62
,「政治獻金」當屬「軟錢」之範疇。「政

治獻金」係指對政治團體（包括政黨）、民選公職人員、一般團體組

織以及公職候選人從事政治活動而為之捐獻,其捐獻的內容包括:金

錢、物品、服務或其他財產上利益之提供或交付,而非作為黨費、會

費或其他債務之履行
63
。    

 

５、直接代表 

 

    利益團體有時也推派團體成員競選立法委員，或支持特定候選人

當選，俾能照顧本身的利益，此以財團最為明顯。英美兩國的利益團

體便常推派或支持特定代表其利益的候選人競選國會議員（黃瀚

峰,1994）。而團體的成員若能進入立法機制裡，當審查與團體有關的

法案時，其儼然成為團體的化身，明顯代表團體發言的立場。但也有

可能是現任的民意代表，身為某個基金會的董事長，當有相關法案進

行表決，便能代為遊說其他委員的支持，有人稱這種在議會內部進行

遊說活動的議員為「內部遊說者」(insider lobbyist)
64
。他們在對

其他議員進行遊說時，有時亦採互惠交換的方式取得支持。  

 

    觀諸我國的利益團體投資立委者，所在多有，雖然立委與某些企

業關係密切,甚至成為利益團體的代言人,但立委當事人均不會承

認，以免破壞問政的「超然客觀」，而企業體也不會承認哪些立委與

                                                 
62洪光暄,2000，＜政治捐獻與選舉＞，《法務通訊》，1985：p3-4。 
63陳佳吉,2000，＜我國政治獻金規範之研究＞，《立法院院聞》，28：p12。 
64 Hrebenar,R.J.andScott,R.K.（1982）.Interest Group Politics in America.New York：Prentice-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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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關係密切。不過當立法院審查與利益團體之利益相關的法案時,

許多立委便儼然成為利益團體的化身，其明顯代表利益團體發言的立

場，昭然若揭，無所遁形。但此種利益團體的代言人往往在選舉期間，

便成為其他利益團體攻擊或者進行反輔選的對象。 

 

６、直接溝通 

 

    直接與政府官員對談，或與立法委員接觸尋求支持。但在官僚體

系中往往有敷衍塞責的情況，因此，會見的官員必須是高階層決策

者，才易產生結論。至於和立法委員溝通則重點在於意見交流，唯有

讓立委了解法案之情形下，才有可能讓法案過關的機會。例如：生態

保育聯盟多次前住農委會與退輔會進行直接溝通與政策遊說;婦女新

知基金會在推動法案時，也直接與立法委員溝通進行立法遊說。 

 

    直接溝通之策略與前文各策略可能有互相混淆之虞，本研究在此

做一區別:直接溝通的基礎在於理性的表達利益團體的訴求,非以互

惠交換、人情請託方式進行;此外,利益團體之陳情請願亦屬於在理

性、合法性的基礎上，對相關單位提出訴求，因為其訴求之實現乃經

由正規管道與程序進行。 

 

誠如關懷生命協會前秘書長釋悟泓在訪談時指出，非營利組織進

行國會遊說前，必須要先做功課，至於要做哪些功課，其認為可能包

括（一）、向誰遊說才會有效？需考量的是要找反對黨還是執政黨的

立委，還有哪些委員會比較願意且具影響力；（二）、議題遊說該如何

運作才會有效？除應與立委、國會助理密切接觸外，對於議題角力過

程中能充分掌握協商動態，好與立委或助理裡應外合。 

 

７、合產策略（coproduction） 

 

    合產策略乃公民參與政策過程的一種具體可行的途徑，「合產」

之意義係指公民自願地與政府部門合作，結合政府與社會的資源共同

生產公共服務，以解決日益增加的財政壓力，並讓公民得以參與公共

事務的決策與執行
65
。一般大眾從單純的消費者轉而成為服務的生產

者，促使公民參與的理念得以落實。其優點在於使公民有參與公共事

                                                 
65 周威廷,1996，＜公共合產之理論與策略-非營利組織公共服務功能的觀察＞，國立政治大學

公共行政研究所碩士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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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的機會，並提昇公共服務的質量標準，且達到資源之運用與分配。

因此，參與的動機有來自政府的需求、公民的需求，以及兩造的聯盟

等等
66
。例如董氏基金會在菸害防制法修法時，提出希望該法之執行

委由民間團體執行的建議，即是一種公私合產的形式。 

 

民間公益團體在取信於民時，也因此具有「準司法」的定位。例

如董氏基金會的「菸害申訴服務中心」及「菸害申訴專線」;消費者

文教基金會接受消費者的申訴後,對於商品進行檢驗與物價調查;人

本教育基金會接受家長、學生、教師或一般大眾，對於不正常的教育

現象提出申訴，並協助當事人瞭解情形或進行訴訟等。 

 

（二）間接遊說策略 

 

    間接遊說也稱為「基層遊說」或「草根遊說」，乃是經由影響選

民進而影響政府政策的一種遊說手段。具體做法為在各大眾傳播媒體

刊登廣告、發表談話或演說、向新聞界發布消息、評論及新聞解說、

發行錄影帶及向選民直接寄送宣傳品等，以宣傳此利益團體對某一問

題的立場或主張，爭取大眾同情與支持，形成輿論壓力，從而影響行

政機關的決策。另外，利益團體還可以動員其成員向立法機關的民意

代表寫信、打電話、傳真、訪問等，對民意代表施加壓力。在這方面，

利益團體所簽約合作的「公共關係公司」常常發揮很大的作用。 

 

    而江明修、陳定銘（2000）也指出草根遊說意即使用「草根式」

的壓力，請選區內選民寫信、打電報、打電話、寄 E-mail 等方式給

該選區的民意代表，型塑一般公眾的意見藉以影響立法者，往往直接

訴諸於選區選民，較符合民主體制之運作原則。其策略大致如下:舉

辦公聽會、座談會、出版刊物或說帖、動員選民向選區議員寫信、打

電話、寄、E-mail、遊行抗議、舉辦推廣活動、進行連署、聯盟遊說

等等。 

 

    因此，間接遊說是希望透過輿論來影響決策者。為了達到這個目

的，利益團體往往多管其下，有些作法可能兼具數種作用，例如遊說

的過程可能是以一項慈善活動的風貌呈現。而上述之直接遊說，在各

                                                 
66 Brudney,J,L.1993）Volunteer Involvement in the Delivery of Lublic Services:Advantages 
and Disavantages.Public producticity ＆Management Review.XVI（3）：283-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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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策略及其標的之間，則比間接遊說具有較明顯的定義
67
。 

 

１、影響輿論、塑造民意 

 

    近年來，由於社會環境的多樣化，以及政治生態的轉變，我國的

利益團體也越來越重視塑造民意的遊說方式，若利益團體的訴求目標

能獲得民意的支持，則無異擴大團體的施壓聲勢，作為全國最高民意

機構的立法院，自然不敢輕忽這股強大的民意。利益團體有許多塑造

民意的方法，如影響大眾傳播媒體、刊登廣告、舉辦公聽會或座談會、

自行發行刊物或說帖、舉辦推廣活動、發佈研究報告或民意調查等。 

 

（1）、大眾傳播媒體報導 

 

    要影響輿論最便捷的方式當然事先影響輿論的製造者，即大眾傳

播媒體。而影響大眾傳播媒體的策略，也是媒體關係、媒體所有人之

立場、社會環境、議題性質等因素而需隨機應變，做出各種不同的選

擇。 

 

    利益團體常利用媒體將問題公開化，成為社會各界的注意焦點，

使政府必須將之納入政策議程。 

 

    但大眾傳播媒體對於各種利益團體的消息絕非照單全收，事實上

兩者存在著「利益交換」的互動關係，一方面媒體希望能取得報導的

新聞素材，另一方面，利益團體也希望透過媒體篩選資訊、解釋事件

的過程中,能夠呈現有利於己的報導。因此，為了吸引大眾傳播媒體

的報導，以達到遊說目的的方法，則必須瞭解媒體的需求，即所謂的

新聞價值，可參考 Goldenberg 在 1975 年所提出的幾點新聞價值的原

則
68
: 

a.組織的議題訴求越是背離社會約定俗成的規範，強調衝突與不和

諧，媒體曝光的機會越高，但若一味追求媒體曝光，而使遊說活

動偏離組織原先的訴求，所引起的反效果也會很大。 

b、 組織倡導的議題對大眾影響的層面越大，其新聞價值就越高，此

乃因為不同的議題對閱聽人的影響不一樣，因此，一項議題涉的

利益層面越廣，引起的注意力就越高。 

                                                 
67楊泰順，1993，＜建立遊說活動制度之研究＞，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68 孫秀蕙,1997，《公共關係-理論、策略與研究實例》，台北：正中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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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組織倡導的議題之發展潛力越高，新聞價值也越高，組織若能將

議題包裝為多元化的新聞角度，使其能包容的話題彈性越大，則

被媒體報導的機會也越大。 

d、 組織若能在媒體上將一個複雜的議題，以通俗的訴求或語言解釋

它的意義與重要性，並駁斥競爭者的發言內容，也能擴大該議題

的曝光機會。 

e、 組織對於該議題的看法是否正確。訴求與行動是否一致，也會影

響議題在媒體被報導的可能性。 

 

（2）、刊登廣告 

 

此外，擁有龐大資源的利益團體則會利用媒體刊登鼓吹性廣

告(advocacy advertising) ，採用此方法的目的，是在具有爭議

性的公共議題被簡化、被忽略、被誤導時，用以積極防衛自己的

立場，譬如某高科技業者對於「促進產業升級條例」適用對象修

正通過時，即常用此種方式，以喚得輿論和立法者的支持。 

 

（3）、舉辦公聽會、座談會 

 

公聽會、座談會是最常為民間公益團體或非營利組織採用的方

式。可以邀請各方代表就爭議性政策進行溝通，同時可以影響輿論型

塑大眾意見。例如：婦女新知基金會為修訂「催生男女工作平等法」，

舉辦多次公聽會以聽取多方意見;而台灣醫界聯盟為獲得全國民眾支

持加入 WHO 的共識，亦於和平醫院、忠孝醫院、長庚醫院等舉辦推動

台灣加入 WHO 座談會
69
。 

 

（4）、出版刊物或說帖 

 

    像醫改會出版「手術前三思八問」摺頁、「陽光基金會」整理出

的「鐵道電擊意外事故預防－公共安全改善事項清單」。出版的刊物

或說帖可以直接寄給官員或立法委員進行遊說，同時亦可以型塑輿論

爭取民眾支持。 

 

（5）、舉辦推廣活動或贊助活動 

                                                 
69江明修、陳定銘，2000，＜台灣非營利組織政策遊說的途徑與策略＞，《國立政治大學公共行

政學報第四期》，p153-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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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中性的活動宣傳理念間接進行遊說。由於公關活動與贊助活動

通常以吸引媒體報導為目的，希望獲得閱聽人或消費者的注意與好

感，因此本研究將相關的推廣活動、公關活動以及贊助活動視為遊說

策略行動之一。 

 

（6）、 發佈研究報告或民意調查結果 

 

    此外，在知識爆炸的今天，社會大眾已經養成一種信任專家的習

慣，因此，利益團體（譬如像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澄社）也經常舉辦

記者招待會,發佈研究報告或民意調查結果，議題的正反各方都會利

用民意調查來影響輿論。而召開座談會也是藉由專家學者的專業權

威，透過媒體的報導，進而達到影響輿論的目的。 

 

2、選區壓力策略 

 

    此策略乃訴諸草根運動的力量，是一種對主要國會議員進行遊說

的間接影響策略。可能涉及一個廣泛的宣傳計劃，試圖影響或塑造一

項普遍的「公意」。也可能針對某些具關鍵性地位的國會議員，動員

其選區中的選民，以形成該議員之強大政策壓力。利益團體尚會動員

其成員或者選民，利用寫信、打電話、打電報、寄 E-mail 等方式，

針對某一特定法案取得與國會議員之接觸，並進而影響其決策制定
70
。  

   

3、政黨遊說 

 

   我國主要各政黨的運作模式均具有「剛性政黨」以黨領政的屬性，

使得一旦某一政黨執政以後，黨的一貫原則和基本主張往往會左右政

策擬定和立場，尤其是黨的領導人和中常會的定調意見，更是足以影

響甚至決定行政部門推動政策之方向。在這樣的結構下，利益團體要

影響決策，當然不會放棄對黨部的遊說工作。 

 

4、抗議活動或示威遊行 

 

   利益團體有時也採取自我救濟，以示威遊行活動作為遊說手段。

                                                 
70 kingdon,J.W.1995，Agendas.Altematives.and Public Policies.New York:Harper Coll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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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政治示威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贏得大眾傳播的注意
71
,利益

團體走向街頭的原因，乃是由於他們認為若不這麼做的話，就沒有人

會聽他們說，此外，他們也認為抗議可以引起大眾的注意進而促成政

策修改。此種以團體的力量及團結性作戲劇性的表現，藉以吸引政治

人物及政治決策者的注意之方式，是其他傳統的遊說策略所做不到

的。例如 1996 年立法院對建核四案覆議時，工會動員上萬人遊行，

並與反核團體衝突，覆議案後來通過，不過，政府仍是主導政策的主

要力量
72
。 

 

   簡言之，利益團體採用此一手段的目的在於（Berry,1977）:（1）

希望透過新聞報導，增加大眾對問題的了解;（2）希望引起政府官

員的警覺,而在政策上加以改變;（3）冀望藉由示威遊行引起大眾關

注，並藉之吸引盟友，使團體的政治勢力能伸展得更廣更遠，終至

對決策形成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遊說抗議需經申請，並經主管機關的核淮，才算是合法的。然

而，示威遊行可說是各項遊說手段中，最受爭議的一項，學者們的

研究也指出遊行示威助長暴力行為的疑慮。儘管示威遊行有助長暴

力行為的顧慮，但由於此策略是弱勢團體最容易捕捉媒體注意，且

又最為廉價的一種手段。但近來，一些非營利組織開始檢討以這種

方式，是否會造成弱勢團體帶給社會大眾的負面印象，因此，除非

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否則盡量不用這種方式。 

 

5、參與選舉 

 

    利益團體的活動目標是影響決策者，推動或窒礙法案的通過，在

民主體系之下，其釜底抽薪之計便是直接參與決策者的產生，希望

將立場傾向於己方的候選人，推向權力的舞台，或至少使與利益團

體對立的候選人無法當選。利益團體對選舉活動的積極介入，使得

少數觀察者已逐漸對「政黨」與「利益團體」之間的分際感到困惑。

然而，利益團體與政黨仍舊有差異，政黨的目的乃在努力尋求獲得

國會席次，但利益團體則不一定要直接掌握政權。不過,我國的利益

團體在參與選舉活動上，近年來有愈演愈烈之勢，甚至如前文所述

                                                 
71 劉青雷,1988，《衝突與妥協-美國利益團體與遊說活動》，台北：時報。 
72 陳振威，2003，＜台灣電力工會影響核四政策活動之分析＞，國立中正大學勞工研究所碩士

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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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接遊說策略以「直接代表」方式影響政策，亦即利益團體有時

也會推出自己的成員出馬競選，進入政治體制之中，尤其是像具有

商業性質或職業團體性質的私利型組織最為常見。 

 

    無論是直接捐贈競選經費給立場友善的候選人競選，或是對政黨

候選人的推介與支持，都可以觀察到利益團體運用其資源（包括人

力、金錢、組織等）介入選舉過程。此乃由於選舉費用的急速上升，

迫使候選人不得不依賴利益團體，因此使利益團體對立法委員的影

響力相對升高。利益團體既然已付出競選經費作為政治投資，便不

可能不要求利益回饋，因此，候選人在當選後，自然要幫助利益團

體維護其利益。但利益團體很可能透過獻金循環，取得政治上的特

權與影響力造成政商勾結的金權政治。除了對候選人個人的支持之

外，利益團體也可能積極介入政黨「競選政綱」之草案。政綱猶如

候選人的承諾書,如果利益團體的立場能夠明載其上，當然也方便日

後以此遊說或挾制公職人員
73
。 

 

    對利益團體而言，最安全的選舉參與，莫過於競選經費上的協

助，因為捐款可以普及各黨派，分散風險，最後無論選舉結果成敗

如何，利益團體總是有益無害。不過，綜合各家說法，政治獻金對

政治人物到底發揮多少影響並無一致的結論
74
。 

 

6、結盟運動 

 

如同聯盟策略，係指利益團體之間為達成某一共同目標，而存在

著明顯的合作利益，以取得更有力的資源。而通常出現同盟團體則有

增加其政治影響力
75
。 

 

7.掌握時機 

 

若是適逢選舉，對其選情有利的案子，立委可能還會努力看看，

若是碰到爭議性太大又太繁瑣的，立委通常會選擇放棄，選後再說。 

   

加上立委或政黨平時都相當在意媒體的報導和輿論的反應，尤其

                                                 
73劉青雷,1988，《衝突與妥協-美國利益團體與遊說活動》，台北：時報。 
74 Jan Potter and Randolph Sloof，1996。 
75 Jan Potter and Randolph Sloof，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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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對於重大政治或社會議題引發出媒體大肆報導或引起輿論廣泛討

論之時，更是不敢大意，甚至媒體的效果和輿論所產生的壓力，不僅

會讓執政者深切感受到其壓力，更是會讓原先搖擺不定的政策趨於明

朗化，甚至產生政策大轉彎之情勢，因為不表明可能就會失去民意，

被反對黨取得改變政策的主導權，甚至變成歷史的罪人。 

 

除此，通常剛開議時，委員較有興趣推案子，到了快休會時，則

會考慮下鄉選民服務或會安排出國行程，較不願意投入心思，會認為

休會後再說或是等下會期開議後再說。 

 

8、彈性談判策略 

 

多元主義認為社會的權力廣佈，利益團體有相同尋求或得到通

路，以接近決策者影響公共政策的機會
76
。同時幾乎所有的遊說活動

都侵犯到其他利益團體的利益，因此不同的利益團體往往向相反的方

向遊說，致其力量互相平衡
77
。然而，利益團體體系的權力分配是否

極度不均，以致只有少數團體坐享其利？從利益團體與國家機關的關

係來看，多元主義似乎抱持過多的樂觀。 

 

多元主義者相信利益團體是與國家分庭抗禮的組織，利益團體是

自發創建的，是再國家機關「之外」（outside）的自主性組織，可以

施加壓力給國家，並且鮮有敗績。然而，國家具有自主行動，可以不

理會「任何」利益團體的意願而行事，國家也可以聯合「部分」利益

團體，和其他利益團體抗衡，國家更可以選擇夥伴，以配合自己的目

的
78
。 

 

誠如關懷生命協會前秘書長釋悟泓在訪談時指出，並非每一個議

題的倡議均與立法院有關，但是如果議題倡議本身需要靠立法或修法

來完成，則必須進行國會遊說才行，因為主戰場以及議題最後會導入

什麼樣的境界是由立委來主導的，而立委所吸納資訊不是只有民間，

亦有來自政府部門及黨內的聲音，所以一個政策或法令修正過程必須

與立委、國會助理密切接觸之外，必須注意國會生態與隨時掌控議程

進度及開會重點，知道誰在幫忙、誰在阻擋？適時改變策略內容，給

                                                 
76 Graham K. Wilson 著，王鐵生譯，1993，《利益團體》，台北市：五南，頁 155。 
77 劉青雷，1988，頁 9-10。 
78 Graham K. Wilson 著，王鐵生譯，1993，《利益團體》，台北市：五南，頁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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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談判籌碼，更必須適時擅用媒體，借力使力，讓平時不常為人所知

的審議過程大公開，供民眾審視。 

 

四、台灣遊說策略研究模型 

 

（一）、外在環境方面 

 

根據上述分析擬將遊說的「外在環境」分為 1.政治現狀、2.法

案的性質、3.與預算關聯性、4.與選票關聯性、5.執政者心態及 6.

其它利害團體實力來探討。 

 

1.政治現狀：將過去台灣政治歷程，依執政黨與在野黨在立法院席次

多寡與角力情形，大致分為 a.國民黨一黨獨大時期（1988 年-1995

年 1 月）、b.朝大野小時期（1995 年 2 月-2000 年 4 月）、c.朝小野大

時期（2000 年 5 月-迄今）。 

 

2.法案的性質：遊說事項是屬中性法案或屬爭議性法案？ 

 

3.與選票關聯性：所推動的議題訴求與各政黨的主軸是互利？互斥？

所牽涉到的族群？人數？ 

 

4.與預算關聯性：有無牽涉到預算問題，若有牽涉到預算額度，政府

是否能照單全收？抑是遊說未果。 

 

5.執政者心態：行政部門優先法案為何？立場是什麼？目前時勢所

需？是否為當下的議題？ 

 

6.其它利害團體：實力如何？立場互斥或無關？ 

 

表一：外在環境研究分析表 

一、政治現狀 1. 國民黨一黨獨大時期 

2. 朝大野小時期 

3. 朝小野大時期 

二、法案性質 1. 中性法案 

2. 爭議性法案 

三、與選票關聯性 1. 與各政黨黨性、黨章及基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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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互利？互斥？ 

2. 所牽涉的族群、人數？ 

四、與預算關聯性 1. 金額多寡 

2. 政府承受度 

五、執政者心態 1. 是否為優先法案 

2. 基本立場 

六、其他利害團體 1. 實力 

2. 立場互斥或無關？ 

 

（二）、操作主體的條件 

 

操作主體則分為 1.組織性質、2.遊說動機、3.公共性、4.自主

性、5.動員資源等方面來分析。 

 

1. 組織性質：公益性團體？私益性團體？社會地位？人數？團結

性？ 

 

2.遊說動機：公益性團體與私益性團體遊說動機有何差異？訴求對象 

明確性如何？ 

 

3.公共性：本研究在公共性的因素分析上，對於遊說有相關性僅限 

於：（1）是否具有社會公信力、（2）是否有政府支持、（3）是否具有

媒體知名度、（4）是否充分參與公共政策之制定。 

 

4. 自主性：本研究在在自主性的因素分析上，對於遊說有相關性僅

限於：（1）捐助人對組織政策的影響力、（2）是否由企業財團支

持、（3）是否由政府支持、（4）是否與特定政黨合作。 

 

5. 動員資源：探討公益性團體和私益性團體組織的可運用的資源（人

力、物力、財力）有哪些？差異性？ 是否具有政治獻金能力？ 

 

表二：操作主體條件研究分析表 

一、組織性質 2. 公益性 

3. 私利性 

4. 社會地位 

5. 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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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團結性 

二、遊說動機 1. 基本哲學與立場 

2. 為社會大眾利益 

3. 為特定對象 

4. 為自身權益 

三、公共性 1.是否具有社會公信力 

2.是否有政府支持 

3.是否具有媒體知名度 

4.是否充分參與公共政策之制定

四、自主性 1、捐助人對組織政策的影響力

2、是否由企業財團支持 

3、是否由政府支持 

4、是否與特定政黨合作 

五、動員資源 1. 人力 

2. 物力 

3. 財力 

4. 政治獻金 

 

（三）、在行動策略上 

 

1.上述遊說策略所提之「陳情請願」、「提供法律修正案」、「出版刊物、

說帖」、「書信發函」及「舉辦內部性質公聽會、座談會」等其目的均

是為了專業論述、資訊提供，因此將其歸類為「專業論述、資訊提供」

這一項。 

 

2.上述所提之「刊登廣告」、「舉辦公開式公聽會、記者會」、「發新聞

稿」、「抗議活動或示威遊行」、「發佈研究報告或民意調查結果」、「訴

訟」、「釋憲」等目的均是為了啟動媒體宣傳，擴大能見度，因此將其

歸類為「啟動媒體宣傳，擴大能見度」。 

 

3.結盟運動：如同聯盟策略、係指利益團體之間為達成某一共同目

標，而存在著明顯的合作利益，以取得更有力的資源。 

 

4.上述所提之「人情請託」、「直接代表」、「直接溝通」、「政黨遊說」、

「參與選舉」、「選區壓力策略」及「互惠交換」等均可算是為了尋找

代言人或關鍵人物，因此將其歸類為「尋找代言人或關鍵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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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掌握時機：應包括以下三種情形：（1）.選舉時令或參與選舉； （2）

某一特定事件發生觸動；（3）.注意立法院審議階段。 

 

5. 彈性談判策略：注意國會生態與立委反映適時改變策略內容，給

予談判籌碼。 

 

表三、行動策略研究分析表 

一、專業論述、資訊提供 1. 陳情請願 

2. 提供法律修正案 

3. 出版刊物、說帖 

4. 舉辦內部性質公聽會、座談會

5. 書信發函 

二、啟動媒體宣傳，擴大能見度 1. 刊登廣告 

2. 舉辦公開式公聽會、記者會 

3. 發新聞稿 

4. 抗議活動或示威遊行 

5. 發佈研究報告或民意調查結果

6. 訴訟 

7. 釋憲 

三、結盟運動 聯盟 

四、尋找代言人或關鍵人物 1. 人情請託 

2. 直接代表 

3. 直接溝通 

4. 政黨遊說 

5. 參與選舉 

6. 選區壓力策略 

7. 互惠交換 

五、掌握時機 1. 擅用選舉時令或參與選舉 

2. 某一特定事件發生觸動？ 

3. 注意立法院審議階段 

六、彈性談判策略 1. 注意國會生態與立委反映適時

改變策略內容，給予談判籌碼

 

（四）國內遊說策略研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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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分析，本研究欲以下列之模式，做為探討國內利益團體

遊說案例之架構基礎---- 

 

表四：國內遊說策略研究模型 

特性/利益團體  

一、遊說事項  

二、外在環境 

1.政治現狀 

 

2.法案的性質  

3.與預算關聯性  

4.與選票關聯性  

5.執政者心態  

6.其他利害團體  

三、操作主體的條件 

1.組織性質 

 

2.遊說動機.  

3 公共性  

4.自主性  

5.動員資源  

四、行動策略 

1.專業論述、資訊提供 

 

2.啟動媒體宣傳，擴大能見度  

3.結盟  

4.尋找代言人或關鍵人物  

5.掌握時機  

6.彈性談判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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