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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行銷策略之研究： 

 以限用塑膠袋政策為例 
 

第一章  緒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公共政策的行銷策略應用，並以環保署推行的限用塑

膠袋政策為個案分析主體，藉由文獻檢閱整理政策行銷之概念，嘗試提出公共政

策行銷策略之應用方式，再以深入訪談之方法，分析個案應用行銷策略之情況，

最後進行結論與建議。在本章中，首先說明選擇「限用塑膠袋政策」與「政策行

銷」做為研究旨趣的動機；其次闡述本文所欲探究的問題與目的，並說明本篇論

文之研究方法、範圍與限制；最後，就是對若干名詞加以界定，以求定義上的共

同認知。 

 

第一節  研究動機 

歷史的演進，社會的變遷，民眾對公共服務需求的質與量大幅提升，師法企

業的聲浪於是興起，舉凡公共服務之設計、規劃、輸送、回饋，乃至於變遷等再

循環的過程，都不再只能依靠傳統的管理方式解決。近年來，企業管理常用的行

銷概念倍受公部門重視，而公共政策的施行首當其衝，因為公共政策是政府管理

社會事務的主要方式之一，政府是處於社會這個大環境中的一個複雜系統，公共

政策則是它的主要產品。產品的性能反映了政府的職能。而政策行銷的主要目的

在於增加政策執行成功的機率、提高國家的競爭力並達成為公眾謀福利的目標。

惟，吾人所應重視的不只是公共政策的行銷活動，連帶的，吾人應於行銷之前就

先對政策目標清楚界定，之後隨著目標發展行銷策略、研擬方案並加以執行，最

後一環則是檢視政策行銷策略之成果。 

二○○一年八月，郝龍斌在環保署內正式提出限用塑膠袋政策，該政策對於

我國環境的影響可以說是立意深遠，政策實施之前，我國因為奇蹟式的經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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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使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的污染和破壞，國人因此開始省思，加上在二十一世紀

的今天，世界各先進國家針對廢棄物的管理趨勢，漸傾向於源頭減量，我國環保

署因而提出限用塑膠袋政策，希冀藉由該政策使我國廢棄物得以減量，環境也得

到永續發展的機會，甚且改變國人的消費習慣，提振社會的環保意識。但該政策

的實施，不僅挑戰著民眾長期的生活習慣，也使身為石化生產大國的我們，經濟

備受威脅。究竟此一政策之擬定，受到什麼樣的內外在因素影響？若限用塑膠袋

政策欲順利達成目標、執行成功並滿足民眾需求，則該政策是否應用行銷策略增

加其執行成效？或其行銷策略應用的程度、成果為何？都是吾人所關乎的問題，

因此，檢視該政策之行銷策略發展即為筆者之研究動機。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目的 

  本節擬針對本文之研究問題與研究目的作討論，茲將其分述如下： 

一、研究問題 

  根據上述研究動機，本文之研究問題如下： 

（一）環保署在擬定該政策時，會受到什麼樣的內外在因素影響？ 

（二）該政策是否使用政策行銷策略？若無，是否使用後政策成效會更好？若

有，則在此政策的運作過程中，主辦之業務單位運用行銷策略的程度為

何？是否有檢討修正之處？其內容及對於目標達成的情形又為何？ 

 

二、研究目的 

在社會快速變遷的趨勢下，政府職能不斷的擴張，政府無不想透過企業管理

的經驗來改善其服務品質，而此一契機也正賦予政府引進行銷之概念。吾人認為

政策行銷不應只注重政策推行與行銷方法的結合，深植於政策行銷背後隱含的價

值，更值得吾人探討，政策的行銷策略對於政策所欲追求的目標、所欲達成的效

果究竟是否妥當，更是當務之急。在師法企業的過程中，公共政策要如何背負起

公共政策中公共性的要求，實屬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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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本文之研究目的有二： 

（一）經由政策行銷相關文獻、理論之檢視，整理政策行銷的意涵，並著重政策

行銷策略的討論，期能獲致不同於以往之政策行銷概念。 

（二）以限用塑膠袋政策為個案分析，檢視其行銷策略之應用與發展過程，及其

行銷策略之成果；並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實務建議，以利政府機關在制定相

關政策及推行時能有所參考與借鏡。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限制 

本節擬針對本文之研究方法與研究限制說明如下： 

一、研究方法 

基於前述之研究目的，本研究擬採質化方法進行研究。其中在第一項研究目

的部分，本研究擬採文獻檢閱的方法，蒐集國內外有關政策行銷、行銷策略與限

用塑膠袋政策之文獻，進行整理。另針對第二項研究目的，則採用個案研究、深

度訪談與政策論證的方式，評量限用塑膠袋政策其行銷策略之發展過程。 

（一）文獻檢閱法 

    為期有系統地論述政策行銷與政策行銷策略的理論意涵，本研究檢視了國內

外相關書籍、期刊、論文與網路資料。這些資料包括政策行銷的理論探討、行銷

策略的理論架構和限用塑膠袋政策實施情況的探討。在經由整理後，參酌其理論

概念及實務發現，作為本研究的立論基礎，並期有效論述政策行銷策略於限用塑

膠袋政策上之發展過程。 

（二）個案研究法 

    個案研究的本質，是它試著闡明一個或一組決策：為什麼他們會被採用、如

何來執行、以及會有什麼樣的結果（Yin, 1994：12；尚榮安譯，2001：38）。陳

耘盈（2002：6）曾在其學位論文中提及，由於個案研究具有快速、成本效率的

優點，且允許對情境作印象式的分析，因此個案研究經常被使用在政策研究中。

藉由在個案背景中檢視相關行為，讓研究者對情境的複雜性有更深入的了解，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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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研究者對執行干預或政策行動的程序進行檢視，找出一些事先未曾預期的社會

問題的相關變數，提供更深入的分析，以補強一般理論的疏漏。因此，從事個案

研究法，對於發展有關未來執行政策方案的建議，特別有所助益。 

  本研究以限用塑膠袋政策為個案，檢視該政策之行銷策略發展過程，以使吾

人得以了解政策行銷策略之運用或其疏漏，以提供理論與實務上之建議。 

（三）深度訪談法 

面訪是一種面對面、人際溝通的角色情境，在這種情況之下，訪談者透過精

心設計的問題來詢問受訪者，以得到符合研究假設的答案（Nachmias, 1996；潘

明宏等譯，2003：284）。面訪共可分為結構化排程訪談（Schedule－Structured 

Interview），即所謂的問卷調查；焦點訪談（Focused Interview，或稱非結構化排

程訪談，Non－Schedule－Structured Interview），與非指導性訪談（Nondirective 

Interview，即沒有方向的訪談）等三種。 

基於此，本研究擬採取第二種面訪方式，即藉由焦點訪談直接與政策相關的

團體作面對面的討論，希望使此篇論文之內容更加公正客觀。 

（四）政策論證法 

  政策論證（Policy Argument）是處理有關公共政策討論的主要機制。社會科

學家常常忽略 Majone所說過的，公共政策是語言的產物，不論是以文字或是口

語的形式呈現，論證是所有政策過程的核心。政策論證的過程和結構可以六項相

關的要素表現（Dunn, 2004：20－23）： 

1. 政策相關資訊（Policy－Relevant Information，以 I為代表） 

係指經由各種方法蒐集政策方案相關資訊，包括：政策問題、政策規劃方案、

政策替選方案、政策行動、政策結果，及政策績效的資訊。規劃人員可依情況需

要，以不同的方式，將此些相關的資訊加以表達（吳定，2003）。 

2. 政策主張（Policy Claim，以 C為代表） 

政策主張是政策論證的結果，從政策相關資訊到政策主張的活動意味著「因

此」（Therefore）。政策主張有許多型態，有些是規範性的，有些是敘述性的，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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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性的政策主張通常需要倫理或價值的辯護。而敘述性的政策主張則包含一般的

推論，它們不需要倫理的辯論（Dunn, 2004：20）。 

3. 立論理由（Warrant，以W為代表） 

政策主張的立論理由可以“ since ”為開端的理由、假定或論證的形式回答

“ Why? ”的問題，藉由提供一個或一個以上的理由、假定或論證，立論理由企圖

證明從政策相關資訊到政策主張的過程（Dunn, 2004：20）。 

4. 立論依據（Backing，以 B為代表） 

立論理由的立論依據可以“ because ”為開端，且更具一般性的理由、假定或

論證來回答“ Why? ”的問題，如同立論理由證明從政策相關資訊到政策主張的過

程，當立論理由的可信性有問題時，立論依據可證明立論理由（Dunn, 2004：21）。 

5. 駁斥理由（Rebuttal，以 R為代表） 

駁斥理由是用來挑戰原始論證之政策相關資訊、立論理由，或立論依據的一

種理由、假定或論證。分析者若能重視駁斥理由，將能對政策議題採取更具批判

性的觀點，幫助其預想到一些不同的結果或目的（Dunn, 2004：22）。 

6. 可信度（Qualifier，以 Q為代表） 

可信度表達了政策環境中政策主張可信與否的論證力量。雖然社會科學家可

能會以正式的機率來表達可信度（像是 p=0.01），但一般常見的表達方式則是正

式的語段（像是「可能」、「通常」等等）（Dunn, 2004：22）。 

   

本研究係以政策論證之方式陳述在限用塑膠袋政策中，主辦事業單位與相關

團體間的爭議，希冀釐清該政策之問題所在，以作為未來政策改進之建議。 

 

二、研究限制 

  在理論方面，關於政策行銷的文獻近幾年來蓬勃發展，亦有相關論文加以補

強，惟仍無專著研究公共政策的行銷策略，對於本研究來說，在文獻蒐集的豐富

性上恐有闕漏，導致本研究分析面向無法周延，此為限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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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個案方面，「限用塑膠袋政策」雖是我國永續元年1（二○○三年）的第一

項代表性政策，但曾轟動一時的討論到現在卻幾乎乏人問津，關於後續資料的取

得，僅能從環保署官方網站或第二手資料中加以發現。本研究雖設計了訪談的步

驟，惟或許礙於時間、金錢的限制，無法訪問所有相關人士，只得就「代表性」

的專家、學者及標的團體進行訪談，再者，受訪者並不一定具有行銷背景，可能

造成受訪者與筆者之間的認知落差，此為限制之二。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流程 

本節擬針對本文之研究範圍與研究流程進行介紹：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以二○○二年七月開始實施的「限用塑膠袋政策」為個案，試圖在個

案的政策設計與執行過程中，檢視其政策行銷策略之應用狀況。該政策之主要標

的團體，本研究定位於塑膠業者，而全體市民則為該政策之利害關係人，當然相

關的利害關係人不勝枚舉，如各縣市環保局、環保團體、一般業者等等。本研究

主要欲檢視該政策於規劃、執行之時，是否採用政策行銷策略，其行銷策略發展

的過程是否有所缺失，如未融入公共政策之核心價值－達成為公眾謀福利的目標

等。簡言之，本研究欲瞭解的是政策行銷策略之發展，及其發展所帶來的後果，

因此在發展過程上鎖定該政策之主辦事業單位為研究對象，而發展所帶來的後

果，則以該政策之標的團體及相關的利害關係人為研究對象，剖析其政策行銷策

略的發展與應用。此外，亦將所能蒐集到的參考文獻、深入訪談等初級、次級資

料作一整理，希冀從若干線索的觀察中見出端倪。 

 

                                                 
1 永續發展的真諦是「促進當代的發展，但不得損害後代子孫生存發展的權利」。永續發展必須

是建構在兼顧海島「環境保護、經濟發展與社會正義」三大基礎之上。我國也將基於世代公平、

社會正義、均衡環境與發展、知識經濟、保障人權、重視教育、尊重原住民傳統、國際參與等原

則，並遵循聯合國「地球高峰會－里約宣言」及「世界高峰會－約翰尼斯堡永續發展宣言」，擬

定永續發展策略與行動方案；以「全球考量，在地行動」的國際共識，由生活環境、消費行為、

經營活動，從民間到政府，從每個個人到整體社會，以實際行動，全面落實永續發展（行政院國

家永續發展全球資訊網，http://ivy2.epa.gov.tw/NSDN/，上網檢視日期：2004 年 5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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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流程 

本研究從構思到完成，可分為以下幾個階段，研究流程如圖 1－1所示： 

（一）研究方向的確立 

    此階段主要是確定研究的方向，亦即研究動機與目的的呈現，以及研究方法

與限制、研究範圍等。 

（二）文獻檢閱 

    在本階段，透過國內外文獻的整理，瞭解政策行銷相關理論以及限用塑膠袋

的推動過程，並從中找尋可資應用至本研究上的相關概念。 

（三）研究設計 

    在本階段中，主要是根據文獻檢閱後的結果，歸結出本研究的研究架構，並

進行深度訪談，期能為本文之研究問題獲得解答。 

（四）限用塑膠袋政策之行銷策略運用狀況分析 

    此階段乃針對限用塑膠袋政策進行分析，並依據訪談結果進行討論，以瞭解

限用塑膠袋政策之行銷策略執行成效。 

（五）結論與建議 

    本階段為依據前一階段之論述結果，說明本文之研究發現及其意涵，最後並

提出建議，以作為理論和實務方面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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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用塑膠袋政策之 

行銷策略運用狀況分析

 

 

確立研究方向 

 

 

文獻檢閱 

 

 

研究設計 

 

 

 

 

 

 

                  結論與建議 

 

圖 1－1  本文之研究流程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第五節 重要名詞界定 

  為求定義上的共同認知，明確本研究之相關概念，茲將本研究之重要名詞說

明如後： 

一、政策行銷 

  Keith Snavely（1991）於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中曾發表

一文“ Marketing in Government Sector：A Public Policy Model ”，其便是提出以公

共政策為過程模式的首篇公共組織行銷之文章。文中 Snavey 認為，在公共政策

的焦點上，政府的角色是提供服務給民眾，讓組織所執行的政策能有效完成；而

組織運用「行銷」是為了要完成任務，就公部門來說，它的任務便是公共政策的

執行（Snavey, 1991：314）。故而建構一公部門的政策行銷模式是極其重要的；

然而，因公部門與公民間的交換型態不似私部門，是以利益交換為主，因此企業

行銷工具或模式並不適宜全盤應用在公部門中，為此，Snavey 以美國國稅局為

對象，討論國稅局所會面臨到的各種環境與壓力，發展一足以反映公部門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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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價值與條件的行銷模式。Snavey 之一文，乃首篇以「公共政策」為焦點之行

銷文獻，亦將傳統企業行銷之工具與模式，予以轉化及修正，建構一適於政策研

究之廣博性行銷模式；而對「行銷概念擴大化」之研究，至此也正式出現「公共

政策」之研究途徑（胡龍騰，1997：6）。 

    繼 Snavey之後，Altman & Petkus（1994）於 Policy Science中，發表一篇以

“ Toward A Stakeholder－based Policy Process：An Application of the Social 

Marketing Perspective to Environmental Policy Development ”為名之文章。該篇文

章結合了公共政策學科裡以利害關係人為基礎的政策過程理論，讓社會行銷的觀

念納入政策制定的每一過程，也讓政策利害關係人之意見在政策的制定、執行過

程中，都能被尊重與考慮。至此，公共政策研究與行銷學的結合已算奠定了基礎

（陳耘盈，2002：126－127）。 

    在公共政策研究與行銷學之間的結合有了一定的基礎後，政策行銷一詞便有

著許多種定義： 

黃榮護（1998）認為政策行銷是「政府公關與行銷並非是單純的政令宣導、

教育民眾或形象廣告，亦非僅是建構良好的人際網絡或交際應酬，而是一種講求

方法策略的社會科學，同時需要身體力行。它的內涵除了在政策形成後，消極的

運用行銷方法傳遞訊息，化解反對聲浪，進而改變內外部顧客想法達到預期行為

外；更應在政策擬定前，積極擔任邊界偵測角色，蒐集內、外部顧客的期待與願

望，建立大眾參與公共事務的管道。」 

Hans Buurma（2001）認為：「公共政策行銷是政府用來誘使社會行動者與政

府進行行銷交換的一連串計畫與執行過程的總合，藉由發展及提供令社會行動者

滿意的政策工具，以及要求社會行動者從事特定的社會行為和其他的交互活動，

讓政府與社會行動者雙方都達成其目標。」 

張世賢（2002）則以為政策行銷是「公部門利用『行銷』的觀念與活動，促

使公共政策獲得民眾的支持。『行銷』的觀念具有：（一）供給與需求：政府或公

部門提供產品，而民眾則表達需求；（二）交換：政府（或公部門）與民眾在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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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過程中，各獲得其所要的價值；（三）堅強意志力：行銷人員（或部門）主動

積極貫徹行銷目的。行銷活動則包括行銷進行過程中各種行動與策略。」 

吳定（2003）將政策行銷定義為：「政府機關及人員採取有效的行銷策略與

方法，促使內部執行人員及外部服務對象，對研擬中或已形成之公共政策產生共

識或共鳴的動態性過程；其目的在增加政策執行成功的機率、提高國家競爭力、

達成為公眾謀福利的目標。」 

縱觀上述對於政策行銷的定義，並配合本文之研究旨趣，本研究將「政策行

銷」定義為：公部門於政策制定前後皆採取有效的行銷策略與方法，促使公共政

策得到內部執行人員及外部服務對象的支持，讓公部門與公民雙方都達成其目

標。 

 

二、政策行銷策略 

  行銷策略之運用，其目的在於達成組織的使命。在私部門，其基本使命即為

利益的獲得；在第三部門，則為達成其社會或經濟目標；而在公部門，其主要使

命即執行公共政策。然而，公部門與私部門之間存在著結構性的差異，致使公部

門須依其特質進行行銷觀念的移轉（Transformation），再進行行銷策略的決定（胡

龍騰，1997：82）。 

  過去學者對於行銷策略並沒有提出明確的定義與界定，有些是屬於行銷組合

的範圍（Pitt & Kannemeyer, 2000），也有以競爭策略作為行銷策略，惟對於行銷

策略較少有專門且明確的定義。以下就國內外學者對於行銷策略的定義分析整理

如下： 

 
表 1－1  中外學者對於行銷策略之定義 

學者 年代 定義 

Kotler 1994 行銷策略是依據企業的目標、資源與環境，研擬出一系列的行銷活動，

藉由提供比競爭者更具價值性、效率性的服務和產品，擴大市場銷售

規模，進而實現計畫的營運目標。 

方世榮 1996 行銷策略的本質乃在指引企業如何善用自己本身的資源，期能比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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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更有效地滿足目標市場顧客的需求，進而達成企業的行銷目標。行

銷策略的內容包含四大要素：目標市場策略、定位策略、行銷組合策

略以及競爭策略。 

劉常勇 1997 行銷策略是指能使事業單位在目標市場中，達到行銷目標的重大原

則，其中包括所有的行銷費用、行銷組合及行銷資源分配的決策。行

銷策略可細分為目標市場、行銷組合及行銷支出水準三種策略： 

1. 目標市場：乃公司所欲專注的市場區隔。 

2. 行銷組合：乃一套公司可靈活運用的行銷變數。 

3. 行銷水準：乃執行各種行銷策略所需的行銷預算。 

McDonald 2002 行銷策略是組織達成行銷目標的手段，並經常與 4Ps相聯結。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根據表 1－1，關於行銷策略之定義各家說法不一，而本研究所欲探討之政

策行銷策略之定義更是缺乏，於是本研究參照各家對於行銷策略之定義，並配合

公部門之特質，試「移轉」私部門之行銷策略定義於公部門中，期使本研究具更

周延的立論依據。本研究所謂「政策行銷策略」係指：一套能相互配合以達成政

策目標、滿足公民需求的完整活動。並以四種必要的子策略－產品、價格、通路

與促銷－相互搭配支援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