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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編號：E1 

 

一、請問您認為，行銷 4Ps中的產品（Product）、價格（Price）、通路（Place）、促銷（Promotion），

以政策行銷的角度來看，其定義為何？和一般行銷有何不同？ 

   

  我覺得從政策行銷的角度來看的話，基本上是借用一般行銷 4P的觀念，用來促銷政策的內

容、政策行為以及達到最後政策的目標，所以我覺得在政策行銷上面，充其量只是在增加其他對

於跟政策扣合的本質而言，譬如說是公共利益的方面，產品的內容，而所謂的價格不是說真的是

用以前計價的價格，而是在選民心目中的一個價值、一個考量度上面，然後通路就是你用的手段、

方式，是不是符合一個公共利益能夠接受的方法，然後並不是在一般企業看來是無所不用其極，

怎麼樣的通路我都可以去做，而是有一定的限制，但是它也有一些它所享有的特權，在促銷方面，

當然政府有所為有所不為，它也只能做一些它能做的促銷方法，像它並不能說跳樓大拍賣，它無

法去做這些事情，所以政策行銷所受的限制會比一般行銷的概念要來得多一點，那是因為它和政

策扣合，而政府有一些它必須具備的使命，從這樣的定義來看，政策行銷是借用一般行銷的概念，

但它並不是全盤接受一般行銷所允許的內容，它有它天生的一個限制性，因為它的發動者是政

府，通常我們講政策行銷是政府在遂行它的政策理念時所運用的手法，而方法的內容我們稱為政

策行銷的內涵，但有一些非營利組織，或是政府的相關外圍組織，在幫忙政府推銷政策時或許也

有借用政策行銷的概念，但我想最主要來講還是政府作為一個政策的發動者它在行銷它的政策，

讓它的選民接受，並且能順利達成它的政策目標，所以用這樣的觀念來看，4P 在政策行銷裡頭

是可以運用的。 

就價格來說，我覺得必須要考慮成本和價值之間相對的損益點在哪裡，這才是定價的內容，

就是我定的價格，人家要能接受，舉個例來說，以限塑政策來講好了，第一個價格的定位：民眾

他不能夠無償拿到塑膠袋了，所以它定價，政府說因為要維持塑膠袋的重覆利用性，所以在一定

厚度以上的塑膠袋要一塊錢，民眾要花一塊錢買環保塑膠袋，但是你可以發現有些小吃店甚至哄

抬到一個環保塑膠袋要五塊錢，而且不論尺寸大小，超級市場可以一個賣兩塊錢，所以你會懷疑，

這樣的價格政府是不是真的能夠掌握，政府能掌握的是基礎價，一個一塊錢，但是你也會遇到一

些黑心的廠商，假政府行環保之名，而行它吸金之實，認為我們要服膺政府的政策，要限制使用

塑膠袋，自己要帶環保袋來啊，然後定五塊前就像懲罰性條款一樣，事實上成本並沒有到一塊錢

那麼多，那其他的四塊多就是嘉惠我這家店的，愛買不買隨你，反正你沒有帶環保塑膠袋，反正

政府說我可以不提供你塑膠袋，反正政府沒有說我一定要賣多少錢，這就是有價格的吊詭，成本

和價值之間是不是一定能取得平衡點，這是我們在通路要談的，若不能取得平衡點或政府無力取

得一個最佳平衡點的情況之下，政府在定價格就有相當的問題，就像我剛舉的例子，政府無力去

限制小吃店不能賣五塊錢的塑膠袋，反而給它一個特許權－你可以賣塑膠袋，所以這會引起一般

小民對政府在行銷 4P內容上的反省，他不知道政府在嘉惠誰，所以相對而言，你若遇到一個自

認為有特許狀的廠商，你相對就損害另一方，那一方叫做消費者，所以政府在定價格時有沒有一

個權威性，這個就和一般行銷不一樣，一般行銷交由市場來自動平衡，市場有一隻看不見的黑手，

你今天敢定五塊錢的塑膠袋，包准下次沒有人會來這裡和你買，因為別人不能定，甚至別人可以

免費奉送，可是政府竟然開了特許的一條路，卻無力來限制價格的不合理，那麼政府陷自己於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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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這是政策的提倡者在執行的時候陷自己於不義，陷消費者於不利，甚至陷願意為政府服務的

廠商為不仁，這就是我從行銷的概念上來看，政府第一個在定價上有問題。第二個定價，譬如說

罰款，罰款到多少錢，民眾會聽你的話，罰款到多少錢，會收到嚇阻作用，為什麼今天要罰款，

難道是政府要藉此徵稅嗎，這就是政府在罰款上最要詬病的地方，今天罰款的目的是要嚇阻你，

讓你不敢，我們要做一個善良公民，遵守一定的社會道德，而這個社會道德就是你要環保，所以

訂定一個嚇阻性的價格，而當這個嚇阻性的價格過低，別人不痛不養，過高變成苛政猛於虎，沒

有必要遵守它，這就是定價格的兩難，當你定價，民眾就開始懷疑，你為什麼定這個價，你抓的

成本是多少，你抓的成本在哪裡，人家才服膺說你定的價格符合你政府處罰人民時應該付出的成

本，所以我願意去聽你的話，當這個價格過高，就像黑心塑膠袋一個五塊錢，吃了一次民眾就不

會再去吃，或在店內吃一吃就算了，所以若定的價格不能收嚇阻性效果，反而引起民怨，再來就

要想所有執行相關的人，其實都具有雙重的身分，今天在上班時他是一個公務員，但在另一個層

面上看他也是一般的小民，他也要生活，或許他的親朋好友也有人從事各種的小吃業，甚至就是

一個民眾，他覺得他生活不便，除了不便之外，民眾心中也有一個價格和成本的平衡點，如果處

罰過高，他罰單開不下去，因為他有雙重身分，他也是民眾，他覺得有必要要開這麼高的費用嗎？

我有必要為這個費用而去懲罰一個人到離譜的地步嗎？甚至他可能是第一線被抗爭的，你來開

單，提供塑膠袋的業者馬上給予報復或什麼樣，這都是必須考量的，但很多時候他不是想到報復，

而是想到心中的那一把天秤的問題，他也在衡量政府所定的價格到底是他能不能做的，若他有疑

義的話，這個價格的訂定就又有問題了，所以政策行銷中價格的訂定是有困難度的，和一般企業

的行銷不一樣，企業行銷的價格有一個最好的平衡點，那就是市場，市場自動會決定，價格過高

或過低，市場會給予調整，因為是一個自由競爭市場，所以相對它有一定的公平公正性，但是政

策行銷並不是如此，誰是定價格的唯一者，政府，那麼它那一把尺就要衡量得很精準，它必須收

集各方面的資料，讓它在以價格這一個層面作為政府行銷的內容的時候，行銷手法、行銷策略才

能夠算成功，所以單單看價格的內容，你可以考慮到很多，而我現在只是講到兩個最具體的價格，

一個是塑膠袋的價格訂定，一個是罰款的訂定，但在這個政策上面有沒有其他的價格，有，隱形

的價格，這是政策行銷最不一樣的地方，你做一項政策在於人民的服膺，人民打心底願意服從的

程度，這是一種隱形的價格，而這種隱形的價格是政府在做政策時最重要要 touch到的，除了政

策要遂行成功以外，所有的施政者都希望藉此以獲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為政者之道就是得

天下，要得民心才能得天下，然後才能夠順利治之，但在一個微小的隱形價格之上無法取得一個

適當點的話，在政策行銷的一個深層內容來說，它是失敗的，所以政策行銷 4P的內容，每一樣

都會牽涉到政策能否成功，但價格這一樣，會直接看到民心的決取與否，所以價格的訂定在政策

行銷中有它相當深層的意涵。此外，政府的政策行銷它主導性的位置不一樣，一般廠商不能做強

制性的作為，所以政府在做政策行銷要注意到本身角色和立場的問題，政府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

度，所以你在定產品價格，你在定推動的內容上要考慮得很詳實，否則你平白發給廠商特許狀，

這是一般企業都做不到的，所以這個政策到最後是政府受傷，郝龍斌受傷。 

就政策行銷的產品而言，我賣的就是政策的目的，政府希望給予人民什麼樣的概念，政府今

天處罰民眾也是希望民眾能夠愛護環境，養成勤儉、重覆使用的美德。 

而促銷可說是環保署所做的廣告，還有大型海報、不斷在媒體上呼籲，然後找代言人，這一

些都是促銷的手法，像在一般企業，促銷可能是說什麼周年慶，或是封館大拍賣，跳樓大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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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都是促銷手法，重點是產品還是要賣給你，希望消費者能掏錢來買，什麼叫錢要來，就是民

眾要服膺我的東西，對政策來說，它不是要賺你的錢，它應該賺你的服從，而政策行銷最深層的

意義就是它要賺你的民心，你認為我的政策很好，或許你下次投票會投給我，認為我是好官，所

以政策行銷應該要有兩面，第一個就是希望民眾服從政策，第二個就是深層的意義－賺取民心，

這是一個政治性使命，所以政策不可能脫離政治，它必然有一個連動的關係，如果你覺得這是一

個德政，你是不是就會支持擁戴他，若你覺得是苛政，你當然就不會支持擁戴他，所以心理上的

服膺效果和實質促銷需他人接受的政策內容有一個連動性，這就是政策行銷最不一樣的，這是最

深層的意涵，所以你不可能只用一般企管的行銷角度來分析政策內容，否則會抓不住政策行銷的

精髓，企管的東西你可以用皮毛去分析，因為市場會幫你調整，你賣貴賣便宜，民眾不買你的產

品，你自動會知道，因為你的使命是要賺錢才能維持生活，所以市場那一隻黑手可以幫忙你達到

損益平衡的那一點，可是政策行銷沒有，因為政府獨大，所以相對地，政府在執行政策行銷的東

西要考慮得更深層，因此它的限制性比一般行銷大，因為很多手法它不能做，政府不能掛牌說跳

樓大拍賣，它必須要有一些美化的包裝，正義、公平、合理的包裝，可是在處理政策的背後要有

一個更崇高的使命，我們不要說更深層的意義，可以說是更崇高的使命，第一個要你對政策的服

從，因為它認為它的政策很好，第二個它賺取民心，這是必然的政治效應的連動關係，對於我們

從事政策的人來說，我們在推行政策，要如何才能使政策成功，要如何才會使民眾覺得我的話有

道理，甚至你心裡服我，你選票會給我，這種選票就跳脫什麼買票，而是我有一個理想，民眾會

覺得我是對的，政府或做為一個政策行銷者，他有一個很大的使命就是教化民眾，所以必須想得

深層一點，所以政策行銷和一般行銷真的是不一樣，思想的深層性和厚度都要夠，所以政策行銷

背後另外一個政治效應的問題就等同一般企業要求品牌忠誠度，而成功的政策行銷就是要賺取你

的忠誠度，否則作為一個為政者，你只是找一些公關公司來堆砌你的外表、包裝而已，這就是為

什麼我認為郝龍斌這個政策是失敗的，你找一些公關公司來幫你代言，場面弄得很熱鬧，那就是

放一個火炮出去，然後沒了，如果政策的執行手法不當，反而炮火會打到自己，這個政策等於是

一個人亡政息的政策，所以它是一個失敗的政策行銷的例子，當然它有沒有好的例子，有，譬如

說它做一些很炫目性的東西，它的理想性夠，它的問題出在哪裡，它有正確的政策目標，但是執

行的手法不對，執行的手法和最後要求結果的聯結度不夠，但若從手法來分的話，它又有幾個面

向是對的，幾個面向是錯的，對的面向譬如說它做了轟轟烈烈的形象包裝，廣告、公關訴求，或

找白冰冰代言，這些都對，但是這些花招並不能讓民眾順服它的政策，這就是有問題，從政策的

理想到政策的執行，到執行之後所達到政策目的之間的聯結性是有問題的，所以以比較具有深度

的政策行銷的眼光來看，它是一個失敗的政策行銷，這就是為什麼我說它是失敗的，它是人亡政

息的，因為一項好的政策，人走了，人會自動服從，甚至說我們就是要做下去，那為什麼它人走

了這個政策就沒了，為什麼？這就是問題，所以留下的只是當初放了很多火炮，它裝了很多裝扮，

它用了很多很炫目的廣告費，你廣告費用得很多，其他在推動這項政策的經費使用上就相對比較

少，要是如此，那我們再回過頭去看民眾的服從程度呢？相對沒那麼大的話，那就表示這個政策

華而不實，所以是失敗的政策行銷。 

 

二、在公共政策的推行中，總會有許多相關團體加以協助，此可說是政策行銷的通路策略，請

問您，限用塑膠袋政策在此策略的運用上是否周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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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通路而言，各縣市以外，譬如說到超級市場它一定限制是用賣的，就是說除了政府的官方

機關以外，還有民間一些大廠商、團體等共同配合執行它，像小吃店它賣塑膠袋，但沒有必然，

有些小吃店會用透明無提把的塑膠袋幫你裝起來，但是大型的超級市場就變成政府的行政助手，

也協助政府在做通路，還有大的百貨公司，被政府召集過來，也變成通路之一，所以政府的正式

通路可說是各縣市環保局等那些官方的，但也還有一些非營利組織、營利組織，是用政策號召的

方法配合政府政策的施行，所以它們也被強迫變成通路之一。而非營利性組織像是環保媽媽團

體，就比較是出於自願性的幫忙，因為和團體的理念一致，所以非營利組織比較強調理念性的東

西，所以它的通路是通通包括了。 

 

政策行銷和傳統的政策規劃步驟相似，可互相配合、聯結？ 

 

  當然，這才是公共政策學習者研究政策行銷的目的，像是在規劃的時候就把政策要如何行銷

一起想，我們在做政策規劃的時候，我把政策的實質內容和問題和解答方案想出來之後，我一定

開始想策略，也就是如何 promote出去，我如何把我的政策產品傳出去，所以政策行銷基本上在

政策規劃階段就要想到了，然後在政策執行時，配合政策執行同步運作才能執行，所以郝龍斌一

邊在表演 007，他的稽查員就要去取締啦，民眾就要限塑啦，所以政策行銷在政策規劃階段的後

期就要想到，當你把你的產品想出來，你的政策目標想出來之後，你就要開始想我要如何行銷它，

然後就配合執行一邊做囉，所以政策行銷應該是涵括政策的兩個階段，包括政策規劃和政策執

行，只是最後要來評量政策行銷到底行銷的有沒有中的，政策行銷的手法好不好，那可以放在政

策評估的這個階段來討論，可是這個討論並不是完全契合結果評估或是影響評估，單單對政策行

銷來評估就包括，公關做得好不好，宣傳夠不夠，民眾瞭解多不多，所以它的評估內容有涵蓋到

結果評估、實質評估、影響評估的東西，但是並不是完全和那個一樣，因為它還想到它的技巧性

好不好，它的表演度好不好。 

 

三、請問您個人認為，政府在限用塑膠袋政策的推行上，是否具有行銷的概念？若有，您認為

其作法是否適當？若無，您會給予政策何種建議？ 

 

  有啊，它具有行銷的概念，就像剛剛講的，它請具高知名度的藝人來做促銷，高知名度的人

出來自動就會吸引民眾的眼光，所以它在行銷上是具有這樣的概念，但是做法適不適當就要回歸

於政府的本質，它要推動的是什麼，如果說宣傳費花過多在請人代言，或者是海報印得很多但是

在政策實質內容上並沒辦法達成民眾的支持度的話，那這樣的行銷就還是一個失敗的行銷，就像

我今天是一個民間業者，我花了很多的錢在做廣告，可是來買我產品的人很少，這就叫虧本，如

果是虧本，那麼行銷的作法就欠當，所以對一個這樣的政策來說，它是一個人亡政息的政策的話，

那麼人走了，政策就沒了，所以當初所花的錢叫做無效，對於無效型的政策要給什麼樣的建議呢？

建議在回歸比較務實、比較實質的內容思考上，而不要多做一些作秀、花招的公關手法，那在政

府的立場上有它的必然性，因為他要吸引民眾的目光，但是過多的秀的話變成掉入現在民主政治

很常見的以民粹的譁眾取寵來吸引目光，永遠只是一時的，卻沒有想到深層的政策內涵，能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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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為人民所接受，所以它在適當性和民眾的接受度上面是應該再考量。 

 

四、請問您，以行銷的概念而言，哪一種行銷手法最能達到環保署限用塑膠袋政策之目的（環

保教育）？又或者有哪些配套措施配合才能達到限用塑膠袋政策的目的？ 

 

  因為現在環保署的限塑政策，它的政策立意是良善的，希望大家能夠節約使用塑膠袋，免得

製造不可銷毀的垃圾，所以它希望垃圾減量，但是用的政策工具是拿塑膠袋開刀，那麼我們就要

想到拿塑膠袋開刀是不是真的有效，你要讓限制塑膠袋變成一個有效的工具的話，那塑膠袋本身

就是一個要作文章的地方，這些要作文章的地方才是能夠配合達到限塑政策的目的，今天環保署

的作法是要讓塑膠袋可以回收，那我們想想看，如果要一味地回收塑膠袋，可是塑膠袋裝了東西

可能會有味道啊，也會造成袋內污染，那要怎麼做呢？要清洗，而清洗就要花水，那是不是會浪

費水？你為了要讓它重覆使用而清洗浪費水，可是我不是要節約水嗎？台灣連幾年來的旱災啊，

那我要花水去清洗塑膠袋，還要把它吊起來，還要曬乾，而使用塑膠袋量最大的是市場，為了裝

一些生鮮的東西，為了方便性，所以這些在搭配限用塑膠袋政策時通通要想到，所以如果環境保

護、環境教育要拿限塑政策作為政策工具的話，那麼在政策工具本身就要多花心思去想配套措

施。我們也可以發展厚塑膠袋，也可以發展薄塑膠袋，我們應該可以多多參考國外的經驗，譬如

說民主大國美國，我想在美國還沒聽說過民眾因為塑膠袋而引起民怨，因為美國的塑膠袋非常

薄，材質非常爛，可是美國真正在包裝的時候是用盒子，盒子是用紙做的，包裝的非常漂亮，絕

不亞於台灣所做的工夫，那為什麼它要給你一個爛的塑膠袋，因為它服膺它的環保政策、環保教

育，今天台灣反其道而行，你今天一個塑膠袋拿回來，還要浪費另一個公共資源來清洗的話，本

身就是資源的雙重浪費，如果我們今天用得是薄塑膠袋，在美國的那種薄塑膠袋它其實一點火就

燃燒，台灣的塑膠袋一點火它一樣不會燃燒，等於發展了一個更爛的政策工具，選這樣的政策工

具不能說不對，但是這政策工具的配套措施很爛，所以若要拿塑膠袋來開刀的話，為什麼不發展

一個薄塑膠袋，讓它燃燒還可符合環保要求，你卻讓它更不能燃燒，還要再花費水，花費民眾的

時間，所以民眾的支持度難道會高嗎？絕對不會高，所以這是這個政策最 stupid的地方。 

 

不過當初就是因為民眾的支持度很高才進行這項政策？ 

 

  所以它的取樣標準有問題，你是問哪一些人民眾支持度很高，這就是我們在做政策規劃裡頭

有個準實驗設計，你準實驗設計的取樣是在封閉性的團體嗎？環保媽媽都和你說很高，因為她們

大都是家庭主婦可以在家洗塑膠袋並吊起來，一般上班族或是市井小民，它的看法是怎麼樣？這

就是在做一個準實驗設計時，你的取樣標準有問題，為什麼你的準實驗設計會說支持度很高，但

在全國一體通用的時候會失敗，這問題出在哪裡，如果我們用政策評估的眼光來看的話，倒說回

去，是不是旁邊的執行官員矇蔽上司，為了上司，因為上司已經有了既定目標，我要做垃圾回收

使用，要厚塑膠袋可以回收使用，大家在奉承拍馬照這個政策來做，那麼就是你的取樣，當初的

一個抽樣標準是有問題的，那麼話說回來，誰該負責，還是主其事的嘛，那還是說你不夠英明，

你為什麼會被矇蔽，當屬下拿給你資料的時候，不要只看大方向，細節你有沒有看，誰在回答說

yes，就是一個主管的人夠不夠精明，他的精明程度怎麼樣，形象很好不代表是一個英明的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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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所以你要去看，作為一個管理者，甚至是一個政策行銷主要的推動者，你就應該非常精細的

去審查每一個步驟，甚至要達到一個資訊的透明化而不是被矇蔽，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政策行

銷可以牽涉到很多的內涵，那它失敗的原因當然很多，但搭配的措施能不能達到限用塑膠袋的目

的，在這個政策看起來是沒有，那就是它有很大的反省空間，未來的施政者能不能再拿限用塑膠

袋作為一個政策工具呢？可以，但是這個政策相關失敗的內容必須要引為深度探討，還是可以限

制塑膠袋，而且還可以保障塑膠業者的生存，而不是把他轉業去當洗碗工，是因為你在技術上要

引進，就像台灣你不可能走大型的工業或製造業，但是你可以做什麼呢？服務業以外，你可以做

高科技業，可以做 know－how的東西，可以做研究發展的，應該走更高層次、精細工業的，讓

塑膠袋能作得比美國薄，更符合環保標準的，所以設備要汰舊換新，而不是生產很容易做的厚塑

膠袋，這讓限塑政策立於必敗之地，所以未來的施政者能不能再拿塑膠袋來做政策工具，我說可

以，但是這個政策的失敗，正足以讓下一個成功的人可以好好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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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編號：E2 

 

一、請問您認為，行銷 4Ps中的產品（Product）、價格（Price）、通路（Place）、促銷（Promotion），

以政策行銷的角度來看，其定義為何？和一般行銷有何不同？ 

 

  在政策行銷這邊，產品這個部分可能不是實物的東西，比較有點像是社會行銷在做的，像是

改變一個觀念，或是讓大家配合某一個政策的行動，就是說你做或不做什麼事情，比方說你以前

都穿越馬路，現在不穿越馬路，就是一些行動上的配合，這有些時候就蠻有趣的，它可能是在行

銷一個沒有實體，可是卻是一種 Obedience，就是 Policy Obedience，政策順服的一種產品，可是

這個蠻有趣的，我們平常想到 Products這個東西，我們常想到 Competition的概念，比方說我今

天推出了一種果汁，然後丟到市場上面，你要想到和其他產品競爭的問題，可是在政府這邊就好

像比較沒有這個問題，還是大家沒有想清楚這個 Product到底和什麼東西在競爭，我的感覺是有

兩個可能性，可以未來再去想，一個是這個 Policy 是否和其他 Policy 有衝突，就是你在叫大家

Obey這個事情的時候，你有沒有想到它其實可能和你其他的 Policy有衝突，那這是我們在想產

品時的一個可能，另一個就是民間是否提供和你相對等的一些產品，比方說不要吸煙這個事情，

好像是政府花錢在做，當然這個模式是比較特別，這一向都是董事基金會在政府還沒有大量投入

之前，它就已經在做了，那政府開始想做時，它第一個去找董事基金會，所以它好像是這種以公

共利益為出發點的產品，好像沒什麼競爭的概念在裡面，他們如果要做的話，就是政府的支援和

民間企業的一些 Know－how，他們怎麼推這個產品，他們就可以很快的結合，所以我說產品的

部分，它可能真的不是實體的東西，而且沒有什麼競爭性。 

 

因為這個政策是環保政策，但它可能會傷害到一些塑膠業者的利益，那環保與經濟之間的衝突

要怎麼解決？ 

 

  對，所以它應該說是政策本身性質的問題，就是說政策本身可能有一些衝突性，那這個衝突

性有可能是引起企業部門和政府部門的一些緊張，這可能要預先想到，像你舉的例子，可能經濟

部就要出來管這件事情，不過很多時候，當政府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它可能是藉由內部的一些

協調，就把它處理掉了，這有可能，可是政府和企業部門因為它推動這項產品，會影響到它們的

利益的時候，有時候就會藉由立法院去協調，就是企業的利益若進來時，就可能會用立法院這個

管道去協調，或者我們說去 Promote這個產品，它有一些正式的管道在做，當然也有一些非正式

的管道，我剛講的這些東西都變得很政治，為什麼，我想是因為這個產品有強制力，很多時候當

政府在推動產品時，它後面都有強制力在，比方說不抽煙，沒有一個企業可以為了推一個產品就

定一個法律，然後這個法律是強迫執行，大家通通要遵守，這其實是很不一樣的東西，這個是第

一個產品。 

  那第二個 Price這個東西，我覺得是跟我們整個公部門運作的方向是很有關係的，就是說你

到底有沒有辦法做定價這件事情，當然你可以想說公部門的預算是來自於 Need－base，就是需

不需要做這件事情，這件事情是不是很重要，可是企業部門在編預算時是運用成本效益的概念，

就是說我今天做這個東西下去，可不可以幫我們賺回錢來，如果本益比不高的東西，它可能就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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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不做了，甚至它內部的組織和部門都是用這種方式來做切割，可是在政府這邊不是這個樣子，

所以就我們的觀念來看，所謂定價的這個概念，事實上是非常市場的，也就是說我今天如果要定

一瓶果汁賣多少錢時，在企業可以很簡單就算得出來，因為考量它的生產價格，它的通路價格，

它的行銷的錢通通把它算進去之後，我甚至可以算出我的利潤大概是在哪裡，因此我可以定價

格，不過在公部門這邊，我們做了很多東西，它並不是有商業性的回饋，它基本上都是以公共利

益的角度出發來做這件事情，所以有些時候在公部門這邊，似乎我們在對某種產品定價的時候，

可能是用它的行銷成本去考量，所謂行銷成本，譬如說郝龍斌拍了多少廣告，他是用我要花多少

行銷的預算來看，可是他仍然不是在算說我的產品是要賣給誰，然後我要怎麼把投下去的成本拿

回來，公部門不是這樣想，所以我認為一般我們在講這 4P的時候，定價這個概念事實上是比較

弱的，也就是說和它們的 Connection 是比較低的，但是我話又說回來，是不是完全不能做我也

不同意，因為你應該要這樣想，也就是說我要花多少納稅人的錢去達到這個政策的某一個效果的

水平，也就是說我每花下去一塊錢在做行銷的時候，又多了多少人在遵守這個 Policy，你如果從

這個角度去算 Marginal 的概念的話，事實上你還是可以從政府投下去的行銷成本，或是算得更

細一點的話，就是這段時間環保署沒有做其他事情，而都在做限塑政策的行政成本我也可以算下

去，算下去之後，我這批廣告，這樣的 Promotion下去時，它會回來一個效果，我們可能要做一

個評估，那回來的效果我們稍微去做一下成本效益分析，那可以看得出來說，所謂的產品，這個

產品被一個人所接受了，它所帶來的整體的公共利益，那個單位大概花了多少錢，這是有可能做

的，可是我們真正在算的不是說收到產品後，好像就給了我一個錢，等於你買了我這個產品，事

實上不是這樣的概念，所以這邊有一點，我覺得是可以從比較公務成本或行政成本的角度來看，

我們這些廣告的推案，或是行銷的推案，它到底有沒有效果，有沒有達到我們想達到的效果，你

還是可以做一些這種東西，我覺得如果公行學者未來要做這部分，他可能要把價格這部分的重要

性和它的相異性要把它講清楚，一方面我們要說它很不一樣，就是我們不是一個買賣的商業行

為，可是另外一方面，它不是不能做成本效益分析，可是它就是牽涉到它 Promotion的效果，然

後我們去算說，比方說所有的人都願意遵守這個東西，那就代表說是一個 Perfect，可是問題在

於過去可能只有一點點人遵守，現在我又讓它變多了一點，然後我們就看得出那個效果，每多一

個效果大概是花多少錢。 

 

政策可能有一些罰款，是算價格嗎？ 

 

  那應該是算 Promotion，因為那是改變你的短期利益，Promotion的意思就是，可能這東西本

來賣一百塊，後來降了二十塊，你覺得便宜可能就買了，那就是短期讓你有個誘因要去做這個事

情，那政府在這邊做的通常是用罰的方法，它叫 Negative Incentive，它一般是用這種東西，當然

政府有沒有做那些 Promotion，有啊，譬如說有獎徵答，那種也是短期的 Promotion，它還是會有

一些正面的東西，不過政府和企業最不一樣的地方就是，對企業來說，你不買我的東西，我奈你

何，可是對政府來說，它推了很多東西都是你不做我就罰你，所以政府在做行銷時，比企業多了

一個 Promotion的手段，而且它是一個 Negative的東西，可是事實上，Negative的東西到底有沒

有效，我覺得可以討論，可是不能沒有這個東西，因為政府推了這個產品，有很多時候是牽涉到

公共利益，而且大家認為是正當的，因此它會有一種強制性在後面，那和我今天要不要喝某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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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子的果汁，還是根本不要喝果汁，那是不一樣的。 

而通路這個概念，事實上很簡單，它就是講說，我這邊有一個生產者生產了產品，和最後接

受到這產品消費者，這兩者之間要怎麼連結，就是產品如何 Pass 到消費者手上，這中間通通叫

通路，所以通路會變成一種策略，最重要的原因是說，我在配置通路的重量，或是我給通路不同

的價格等等，我有各式各樣的花樣以至於我可以很成功的將我的產品推銷給我的消費者，如果你

把它放到公部門這邊，像台北市垃圾費隨袋徵收這個政策，它兩個層面都有，一個是概念上的，

資訊的通路，就是傳下去告訴你，看你有沒有接受到這東西，或是到很多地方去貼海報，就是把

資訊的通路打通，一般來講，政府比企業多一個地方組織，比方說村里長、區公所這些，事實上

公部門最早的行銷是組織行銷，因為它有一個完整的架構，我甚至覺得現在的 7－11 也很像這

樣，就是它遍佈各地，通通有它的通路，那政府過去是一定有通路，309個鄉鎮，每個鄉鎮裡面

一定會有鄉鎮長、村里幹事，一定會有這樣的人，然後他們會有 Office，那裡面可以貼海報，也

可以到鄰里去 Promote一些東西，可是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還有另一個東西，就是你要買到垃圾

袋，那個就很像是通路，像是垃圾袋要經過 7－11才能上架，民眾才能接觸去買，我可以操控通

路的過程，以至於讓我的產品在市場上能占到一定的市場占有率，通路一般的概念是這個，那當

然你有些產品賣得不好，其中有一個原因可能是通路不順暢，或者通路策略有問題，在公部門這

邊由於沒有實物的產品，所以通路的概念就變得比較抽象一點，所以起碼 Information 的通路要

很順暢，那基本上沒有太大的問題，因為本來政府就有像 7－11這樣的網路，還有一個組織行銷

的網路，所以起碼資訊可以傳達得下去，只不過要看你用什麼手段做就是了，所以通路這東西看

起來是無形的，在我看來就是要顧到配合的力量和撤走的力量，有沒有得到疏導，那你可以把它

分成內部和外部，另一個就是資訊的傳遞有沒有到位，比方說我記得限用塑膠袋政策，在 7－11

都有貼一個海報，每個地方差不多都有看到，不過小吃店如何強迫它執行等等，我想這都是通路

的問題，不過公部門本來就有組織行銷的傳統，所以它大概都是用這個力量在清理它的通路，我

們也可以說當通路不順暢時，就可能會玩不好，它就會有問題。 

 

二、請問您，在政策行銷中，通路策略有分所謂的內外部通路嗎？ 

 

  要推無形產品的時候，你會不會碰到和你的產品相衝突的產品或論述出來，你可能要預先化

解這些東西，我剛講的限用塑膠袋政策，可能不只是要先和經濟部溝通，根據資料來看，他們也

開了很多會，就是你要把這些關節都預先打通，要讓大家取得共識，這些資訊出去才不會有雜音，

然後宣導的本身才會有效果，可是民主政治的問題就在這邊，你不是把內部的人安撫成功就沒事

了，民眾會針對自己的利益，即便這個利益會危害到公共利益，他還是會提出他一定的利益的要

求，那提出的方式當然很多，他可能從立法院質詢你，他也可以從媒體製造一些新聞，他們也會

做反行銷的事情，所以在做通路的疏導上，我的感覺是比私部門麻煩的多，因為你的產品有強制

力，總是不會順著大部分的人的利益而行，所以那些人當然不會希望你的 Promotion或你的通路

是很順暢的，他可能會想一些方法來反行銷，他也可以去找他的代言人，我覺得這和私部門相比，

公部門在找通路時的競爭要複雜的多，而且競爭的本質，它的範圍比較大，它可能會牽拖到其他

的 Policy，那個就比較複雜，可是在私部門這邊，它如果是賣電話的，可能高級的貨就鋪比較高

級的地方，可能打的廣告就不一樣，廉價的貨可能有其他不同的策略，這就是它不同的通路的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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略，有成功有失敗，但它很簡單，就是在賣電話的，可是在政府這邊就很複雜，它有內部一些打

通通路的要求，還有面對來自外部的壓力，而外部的壓力又和我們民主系統是有關係的，老實說

我覺得在外部通路的策略上，政府官員如果要把這些事情都壓制下去，在民主社會中並不容易，

它可能要用危機處理的方式，或者將爭議看成是免費廣告的時間，用對話的方法在媒體上當成是

危機公關的事件來處理，可能到後來就變成這個樣子。 

 

那麼打通外部的通路和促銷相比有何不同？ 

 

  Promotion 我覺得它是針對最終的消費者來的，可是通路的打通我覺得有很多是中間的代理

人，你要做很多代理人的 Negotiation等，他們那關都沒有通過的話，可能一般的民眾就是觀望，

或覺得時機還沒到等等，所以我覺得 Promotion那件事情可能就是提高知名度，我直接告訴人民

好處是什麼，或是你不做我就要罰你，那個是屬於 Promotion的一些技巧，所以這個問題就是為

什麼你在做政策行銷的時候會有這個困擾，就是因為那個東西不是實體的，如果是實體的東西那

就很清楚，就是民眾經過通路拿到商品，可能在前三個月我是用七折的方式買到，那這個對我來

講就是一個 Promotion，我現在就應該要去買，可是這個問題在經銷商在抵制這個產品，我根本

產品都拿不到，那事實上是不一樣的兩件事。 

 

三、請問您個人認為，政府在限用塑膠袋政策的推行上，是否具有行銷的概念？若有，您認為

其作法是否適當？若無，您會給予政策何種建議？ 

 

  我看起來是有，我應該這樣講，就是政府部門開始在以行銷為導向、顧客滿意的這些工作，

老實說應該是從國民黨開始在推政府再造的時候，因為它要把整個身段從威權體制時：我做事都

是為你好，請你別囉嗦，變成說：我要服務你，請問你要什麼，這是兩個很大的差距，可是國民

黨還沒調過來就下台了，可是它下台之後，上來的這一群民進黨的菁英，他們事實上是以公關宣

傳為導向的，才能拿到政權，所以他們是非常重視這種東西的，當然重視到一種程度會變成不重

視實質的東西，他們認為說有了論述就有實質的東西，有時候不一定是這樣子的，所以我相信郝

龍斌那時在推這個東西的時候，府院黨 support這個東西用行銷的方式來推政策的理念、Capacity

或能力什麼都應該是足夠的，相對於之前國民黨從威權的傳統下來做民主化的概念是強得多的，

所以比較起來應該是不錯的，不過由於剛開始做，很深入去檢討的案例，甚至包括國外這方面的

文獻都不是很多，所以我先判斷它有，而且是比國民黨過去在西元 2000 年政黨輪替以前，應該

是更積極，概念更強，因為他們就是這樣贏得政權的，可是另一方面來說，好到什麼程度，台灣

的民眾買不買這一套，或是他們買哪一套的行銷，我覺得都還需要做更多的一些 Research，所以

我自己的判斷，那個意願上是有的，而且由於民主化，因為選舉的本身就是一種 Promotion，一

種 4P的運用，也是一個領域可以運用行銷或公關的一些手法，不過民主的大環境是有助於政府

機構必須要去面對或使用政策行銷的很多手法，或甚至是策略、管理的一些思維，如果你看一本

行銷學的書，剛開始一定是顧客導向的概念，所謂顧客導向的概念事實上是，行銷這個字的英文

是 Marketing，那 Marketing 是什麼意思，就是我們用一些策略或一些管理的方法，跟資源整合

投注的方式去Move這個市場，Marketing有 ing就是現在進行式，就是一直在動，就是讓市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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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運動，我覺得一般人有點把行銷的概念看扁了，好像看成是一種技術，是一種論述，是一種寫

廣告詞或是拍廣告的東西，事實上那只是很小的一塊，它比較大的是整個政府做這個事情的時

候，你站在一個回應民眾反應，或預先把可能會引起不安或騷動或不方便的地方消除掉，然後讓

他們在心態上願意接受你的說法，所以如果我要用 Marketing 在公部門這邊找到一個相對等的

字，我想用 Governing，它事實上就是 Governing，你在做 Governing這件事情，然後有 ing，不

過是一個 Democratic Governing，可能和 Authoritarian Governing 是不一樣的，而 Democratic 

Governing就比較像是行銷在做的，所以即便是行銷這兩個字在企業部門，他們也不斷一直告訴

你說它不只是去拍廣告而已，它是從企業的角度，整套的去 Run 這個市場，所以我覺得在公部

門也是一樣，它事實上應該是要用 Governing這個字，就是整套 Run我政務的方法，那目標就是

滿足我的人民，或是為人民謀福，然後在企業界就是滿足消費者，那當然還有些微的差距，當一

個執政者講說我為人民服務的時候，他沒有辦法排除掉任何一個人民，可是企業在做的時候，他

可以選他的顧客，所以你從來不會聽到台語的 Lexus 的車子廣告，也不會聽到英文的維士比廣

告，所以企業可以區隔他要的，他不要的他就可以不理他。 

 

所以政府的政策行銷可以說是公民導向嗎？ 

 

  嗯，你講公民也好，總之它和私部門比較起來，它沒有辦法排除掉任何一個人，它選 Target 

Group可以這樣做，可是很多時候，我舉兩個例子，台北市的垃圾費隨袋徵收，和限用塑膠袋政

策，它為什麼一個找阿亮，一個找白冰冰來當代言人，它為什麼不找伍佰或孫燕姿等等，最主要

的原因是阿亮和白冰冰那兩個人的 Popularity是很寬的，從幼稚園的小孩子到八十歲的老阿媽都

認識他們，而不是找伍佰來，結果老阿媽不認識，不過你也可以找出台北市民到底是誰比較常出

來倒垃圾，那下一波的廣告就針對那一群人來做，可是這和我只賣給某種人是不一樣的，在這邊

是希望全體市民配合，只是我發現台北市大概是爸爸出來丟垃圾比較多，我為了要整體做好，我

就先 Promote這一群常常出來丟垃圾的人，所以是這樣子的一個選擇，但並不是不管其他的人，

所以這個就不太一樣，所以我常在講Marketing就對 Governing，那當然 Governing這裡面東西就

很複雜，你從政治學的角度來看政黨競爭啦，選舉啊，可是如果你從公行的角度來看 Governing 的

話，我覺得就和Marketing的概念很像。 

 

四、請問您，以行銷的概念而言，哪一種行銷手法最能達到環保署限用塑膠袋政策之目的（環

保教育）？又或者有哪些配套措施配合才能達到限用塑膠袋政策的目的？ 

 

  一般我們有幾種方法，一種是恐嚇的方法，就是告訴你你不這樣做會有什麼樣的後果，另一

種就是有加分的效果，就是你這樣做會有多好，那當然後者一般是用比較幽默的方法去處理，限

用塑膠袋政策的廣告是比較屬於後者，但裡面也告訴你說政府的公權力是很有意志的要推動這項

政策，效果好不好我不知道，因為不是每一種廣告都可以用恐嚇的方式，比方說喝酒不開車，開

車不喝酒，那政府在推這個東西就可以用恐嚇的，因為你開車喝酒，撞車你就死掉了，這對很多

人來講，成本是很大的，可是環境污染這種事情通常是慢性自殺的，可能你這輩子用塑膠袋，你

感覺不出來你丟一個塑膠袋有什麼樣的後果，所以政策的本身沒有辦法用恐嚇的手法做，它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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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用一種驕傲，或是讓你覺得你做到這件事就是比較高水準的公民，用這種比較鼓勵性質的方

式，為什麼呢，當時台北市在推動垃圾費隨袋徵收時，馬英九常常會講一句話，就是我相信我們

高水準的台北市民一定辦得到這個困難的任務，全世界很多國家也不一定能夠辦得到，甚至有外

縣市的人來，他就送他一個垃圾袋，就是他 Promote台北市民心中的優越感，台北市民在整個台

灣會覺得自己很優越，所以南部的人很討厭從台北看天下的原因就在這邊，可是這是真實的，所

以他就用這個東西來推動，那台北市民就會覺得很高興，所以他就會配合，因此有些時候要看

Policy而定，那是不是什麼樣的 Policy用什麼樣的方式會比較好，我剛講的好像隱約有一個一般

性的說法，就是如果有立即危險、危害的東西，那可能用恐嚇的方式可能會比較有效果，那不是

立即而危險的，你恐嚇也沒用，大家根本覺得沒什麼，那你可能用鼓勵的方式或是提昇他們優越

感的方式，環保署的限用塑膠袋政策我覺得它是用比較後者的方式，再稍微加上公權力的壓力這

種方式來推動，效果好不好我不知道，這種事情政府不推，可能就會軟下來，所以它背後的執行

力還是很重要，就是執行的方式或是有沒有查核的機制，或是我舉一個簡單的例子，就是你讓大

賣場去賣購物袋到底是不是有利可圖，這個是很重要的，有利可圖它才會去做，如果不是有利可

圖，那你不逼他，他可能就不做了，那我想想他是不是有利可圖，當然是有利可圖啊，以前要免

費提供塑膠袋，現在環保署給我一個機會可以賣，對他來講當然是有利可圖，因為政府強迫他們

要這樣做，他們就更有理由說我要用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