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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檢閱 

本研究之主要暨其相關議題為政策行銷、政策行銷策略與限用塑膠袋政策，

這些主題在國內多屬新興的研究領域，因此藉由蒐集國內外有關之論文、期刊、

專書、報導等加以分析整理，以瞭解政策行銷及政策行銷策略的相關理論基礎、

研究及運用方式。 

 

第一節 政策行銷之相關理論基礎 

  政策行銷的起源須追溯至行銷概念的發展，之後並藉由行銷概念的擴大化，

使私部門的行銷概念得以跨足至第三部門及現今所談的政策行銷，本節先介紹行

銷及行銷擴大化之概念，於下節說明政策行銷的演進。 

一、行銷的基本概念 

  「行銷」一詞譯自英文Marketing而來。行銷學是研究「創造市場，滿足顧

客」之學科。十九世紀末工業革命之後，因生產機器進步，產量大增，產生了流

通與市場問題，行銷觀念於焉產生。自工業革命迄今，行銷學已發展成為整合經

濟學、心理學、社會學、人類學等多重不同學科領域的一門應用行為科學，其概

念也不斷擴大其應用範圍，定義內涵也不斷重新界定（翁興利，2004：3－4）。

早在一九六○年代，學者 Levitt（1962）即定義行銷為：注重買方的需要，透過

產品的創造、運送到最後的消費者，以滿足顧客需求。管理大師彼得．杜拉克（Peter 

F. Drucker）則認為：行銷的目的就是要使銷售成為多餘。行銷的目的是要充分

認識和了解顧客，裨使產品或服務能適合顧客，並自行銷售它自己（Drucker, 

1974：64－65；黃俊英，2004：18）。 

  美國行銷協會（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將行銷定義為：行銷是規

劃與執行理念、貨品和服務之構想、定價、推廣和分配的過程，用以創造交換

（exchange），滿足個人和組織的目標（Bennett, 1995：166；黃俊英，2004：18）。 

  除了美國行銷協會外，行銷學者對行銷之定義也不遺餘力，不斷嘗試提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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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的定義。學者 Nickels（1998）因為不同意美國行銷協會對於行銷的定義，另

提出行銷定義為：與消費者及其他「權益關係人」建立及維持相互權益交換關係

的過程（Nickels，姜仲倩譯，1998）；而根據行銷學者蓋瑞．阿姆斯壯（Gary 

Armstrong）和菲利浦．科特勒（Philip Kotler）的說法：行銷是一種社會與管理

過程，個人和群體可經由創造、並與他人交換產品和價值來滿足他們的須要和欲

望（Kotler & Armstrong, 2003：5）。 

  雖然學術界對於「行銷」一詞並沒有統一的定義，行銷也常被人認為就是銷

售（selling）或促銷（promotion），但我們可以從行銷導向的轉變了解行銷的真

正涵意，以下即對行銷導向的轉變做一說明（Kotler & Andreasen, 1987；張在山，

1991）： 

（一）產品導向 

  產品導向屬於二十世紀初的行銷觀念，強調企業的主要任務在於製造產品，

並秉持只要有好產品，就不怕顧客不上門的行銷理念經營企業。 

（二）生產導向 

  生產導向的組織以追求生產及配銷的效率為主要任務。生產導向的企業強調

只要生產程序不斷的改進，配銷方式不斷的創新，就可以使得銷售更佳，成本也

就相對更低。 

（三）推銷導向 

  由於一九三○年代美國經濟大恐慌之影響，產生了推銷導向的經營理念。推

銷導向企業的主要任務，在於刺激潛在顧客對現有產品或服務的消費，因此如何

以競爭的觀點來考慮行銷目標，便成為行銷人員的最大挑戰。至今這種導向仍普

遍存在於許多企業之中，相信組織只要加強推銷就能擴展市場。 

（四）顧客導向 

  傳統企業主認為企業的經營任務是決定目標市場的觀念、需求、欲望，並據

以規劃、傳播、定價、運送具競爭力的產品或服務，以滿足顧客需求。這種理念

與前述三種導向有其共同特點，及組織關心的焦點仍在於產品與組織利益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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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了顧客導向此一時期，消費者已成為企業行銷的重點。行銷路徑已「由內而外」

轉變為「由外而內」，亦即組織必須依據顧客的需求來製造並改進產品的品質。

在顧客導向的經營理念下，員工是為了顧客而工作，而非為了老闆而工作。 

 

    綜上所述，行銷的概念已逐漸轉變為顧客導向，針對組織外部的顧客從事行

銷工作，可說是「外部行銷」。惟值得注意的是，所謂「顧客」（Customer），並

非狹隘地僅指位於組織外部、使用組織最終產品或服務的人員而已，它同時亦指

組織內部、由於分工而形成的單位，故顧客的範圍應同時包含內在與外在顧客

（Internal／External Customers）（Juran, 1992：44－67；孫本初，2001：127－128）。

對內在顧客亦需做好「內部行銷」，也就是組織先將組織的產品或服務先行銷予

內部員工，將員工視為一個內部市場來經營，在員工能接受組織所開發出來的產

品或服務，而且心悅誠服之後，組織員工才能提供高品質的產品或服務予外面的

顧客（洪順慶，2003）。 

 

二、行銷概念擴大化 

  行銷概念運用於私部門已有長遠的歷史，直到一九六九年，學者 Kotler & 

Levy於” Broadening the Concept of Marketing” 一文中，提出行銷概念的擴大化

之後，行銷概念才不再只限於私部門，而跨足到非營利組織。行銷概念擴大化的

觀點於「社會行銷」（Social Marketing）一詞的提出而後確立。Kotler & Zaltman

（1971）首先提出社會行銷的觀點，主張將有關推廣社會理念與解決社會問題的

行銷活動納入行銷領域之中。 

    Kotler & Zaltman（1971）定義社會行銷為：為了加速特定群體對社會觀念

或措施的採用，所設計、執行與控制的一系列方案。在經過多年的討論後，Kotler 

& Roberto（1989）定義社會行銷為：一種社會變革的管理技術。包含社會變革

方案設計、執行和控制，其目的是在提昇某一個或數個目標群體對特定社會議題

與理念接受度。到了二○○二年，Kotler又將社會行銷定義為：為了個別、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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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整體利益，使用行銷原理、技術去影響目標顧客自願接受、拒絕、修正、停

止行為者的行為（蔡岳展，2004：20－21）。 

    而國內學者楊必立等（1999）則定義社會行銷為：創造、維持或改變他人對

非單一個人或機構的社會觀念、態度或行為，所採取的種種活動。因此凡是達成

社會性目標所運用的產品規劃、計價、意見溝通、配銷通路等觀念與技巧均屬之。 

  綜上所述，社會行銷的主要目的在於影響社會行為，以達成社會性目標。故

在社會行銷中，其欲銷售產品之類型，與傳統私部門行銷的產品－貨物或服務－

有所不同。根據 Kotler & Roberto（1989）的看法，社會行銷所欲銷售的社會產

品，主要可分為三類： 

（一）理念 

  理念型的社會產品，包括了信念、心態與價值觀，這些關於人的反應，行銷

者都可以運用長短期的行銷機制，如事件行銷、宣傳或教育等手法對人民的觀念

進行改變。 

（二）習性 

  當行銷活動的產品為習性時，行銷者所欲改變的標的或推陳出新的活動可能

就是人們長期的行為或單一的活動。 

（三）有形產品 

  通常在社會行銷中，有形產品只是用來改變社會習性的工具而已，並非行銷

者所欲傳達出的主題。 

 

  而社會行銷的功能，無非是希望標的團體與廣大的社會群眾得以獲益，吾人

可依其所欲達到的功能，以下列四個層次來說明（Kotler, 1982；Kotler & Roberto, 

1989）： 

（一）促成「認知改變」（Cognitive Change） 

    有時社會行銷針對的重點，在對目標群體傳播知識或創造知覺

（Awareness），喚起人們對某項議題或價值的注意，並爭取大眾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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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促成「行動改變」（Action Change） 

  有些社會行銷活動的目的，是欲促成某一特殊、短期的行動改變；一般說來，

促成目標群體行動的改變，要比單純改變認知來得困難，因為基本上認知的改變

不需要花費任何成本，但行動的改變，可能必須支付時間、距離、交通等代價，

另外，還可能產生「心理成本」（Psychic Costs）。 

（三）促成「行為改變」（Behavioral Change） 

  在時間上，「行為改變」的層次較「行動改變」更為長期，簡單來說，「行動

改變」僅在於引發人們採取某一特定行動，其著眼點是短期的，而「行為改變」

希望促使人們在長期上能採取不同的行為型態，例如戒煙、反毒等等。 

（四）促成「價值改變」（Value Change） 

  一個人價值的形成，是經由長時間的接受知識、訓練以及經驗等學習過程而

來，也因為如此，「價值觀」通常並不容易改變，這也使涉及改變標的顧客價值

觀的社會行銷方案、策略設計及執行，面臨最大的挑戰。 

 

行銷擴大化將行銷理念從私部門，擴大應用到非營利組織，在產品設計、目

標顧客群、行銷工具方面，都面臨到與以往不同的概念及挑戰。社會行銷是以社

會理念為產品，運用整體行銷策略，以顧客需求來設計產品，並以傳遞社會理念、

提供社會服務為目標，增進社會長期福祉為任務，致力於目標群持續性的行為改

變，所以，社會行銷可說是典型行銷擴大化趨勢下的產物（洪英正，1992；林潔

瑜，1998：49）。 

 

第二節 政策行銷之理論基礎 

  在政策行銷的發展過程中，社會行銷扮演了相當關鍵的角色，在社會行銷

下，不僅擴充產品的概念，也改變了私部門行銷中，以營利為最終目標的取向。

或許有學者會認為直接套用社會行銷模型於政策制定或管理上即可（黃榮護，

1998），但實際上，社會行銷與政策行銷仍有著些許不同，如就產品而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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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銷推動的產品是公共政策及其政策目標，而社會行銷推動的產品可能是理念、

習性等。以下即介紹政策行銷的演進、行銷環境的特質，再論及政策行銷策略的

意涵。 

一、政策行銷之演進 

    行銷觀念對企業的重要性，雖早在一九六○年代即由 Levitt所強調與奠定，

但自從 Kotler & Levy提倡「行銷概念擴大化」後，行銷的觀念即不再限於營利

組織的行銷。此外，由於公共政策是政府管理社會事務的主要方式之一，而政府

的目標是提供滿意服務予利害關係人或團體，公共政策與政策目標即可說是政府

所欲行銷之產品，此與營利組織追求的目標一致。故學者主張公部門也適用行銷

的概念，若將行銷概念導入公共政策規劃與執行的過程中，將更有助於政策的執

行（翁興利，2004：200）。 

Mokwa & Permut於一九八一年將政府部門行銷之理論及相關研究問題，加

以系統性地建構，並深入探討政府行銷與傳統行銷過程不同的獨特面向與特質。

而 Crompton & Lamb（1986）則系統性地將行銷概念與技術，引導至政府與社會

服務的傳送中，並以行銷作為政府及非營利組織解決問題的新指引，認為行銷的

觀念是決策時必須參考的架構（翁興利，2004：201）。由於公私部門不同的性質，

所以要將行銷的概念融入公共政策中，必須考量到公共政策所處的環境與企業組

織的不同；也正因此，公共政策行銷模式有別於一般的企業行銷模式，Keith 

Snavely 根據企業行銷模式加以演變與修正，建構出一個適用於公共政策研究的

行銷模式（Public Policy Marketing Model）（Snavely, 1991）。繼 Snavely之後，

Altman & Petkus（1994）應用社會行銷的觀點，提出一個以利害關係人為基礎的

政策過程模式，將社會行銷的策略應用於政策制定的過程中。至此，行銷的概念

正式成為政策科學領域中的重要研究議題。 

 

二、政策行銷的環境特質 

  由於公私部門所面臨到的環境系絡大不相同，因此吾人若欲成功移轉行銷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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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於公部門中，就必須要對公私部門之環境差異有所了解，如此才能將私部門之

行銷概念加以調整或修正以適用於公部門推行公共政策之用。以下便藉由私部門

行銷概念移轉至公部門時可能形成的影響，說明公部門於進行政策行銷時所具有

的環境特質（Crompton & Lamb, Jr., 1986：37－41；Lamb, Jr., 1987：57－60）： 

（一）環境與組織的差異 

  公私部門所面臨到的環境與組織的差異，可以以下三方面來說明： 

1. 環境的影響力 

    行銷活動不是憑空發生的，它們會受到許多事件的影響，像是社會、經濟、

法律、科技與機關組織外部的競爭者。有三種環境因素將會由於公私部門之間的

差異而產生影響，分別是： 

（1） 自主性與彈性 

    公部門的自主性與彈性遠比私部門來得低，連帶影響公部門行銷的範圍及效

率，像是公部門若發現情況變遷或情勢改變，但卻無法馬上增加新的方案或抽回

已制定的方案。 

（2） 市場暴露的程度 

  所謂「市場暴露的程度」係指組織本身為了收入或績效，而受供給、需求或

競爭等力量支配的程度。公部門的經濟來源及預算，大多來自於政治上的撥款，

與其方案的推行及服務的輸送並無直接的關係，相對地，公部門較少市場壓力，

當然也就較缺乏減少成本、增進效率的誘因，其行銷活動也較不受供需競爭力所

影響。 

（3） 政治力的影響 

  政治上的影響力對公部門而言，是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影響來源，包括公民

選舉、政治任命、利益團體的需求、遊說的力量等等，都帶給公部門極大的不確

定性，對於公部門在行銷策略的長期規劃、方案的優先順序及一般的運作程序，

都可能帶來不利的影響，簡單來說，就是政治的力量控制了公部門的資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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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組織與一般民眾的相互關係性 

公部門與一般民眾之間的相互關係，較私部門來得廣泛，這樣的關係雖然為

公部門提供更多的行銷機會，但也帶來了在私部門中不會存在的限制，像是不管

人民是否使用公部門所提供的服務，他們都必須以納稅、或其他強制的方式間接

地支付，而且，人民也可能無法拒絕公部門為其提供的服務，因為他們可能已無

其他的替選方案可供人民選擇。 

3. 組織內在的結構與過程 

因為公部門所欲達到的目的、決策的過程、其所受到的刺激來源的複雜性等

等，使公部門的內在結構與過程因素格外引人注意，因為一個方案的執行或服務

的提供，都牽涉到「誰獲得什麼？」（Who Gets What？）的複雜協議交換過程，

再加上公部門所受到的政治因素限制，對於公部門的行銷過程及策略，都具有重

要且深遠的影響。 

（二）營利與非營利導向 

  在私部門中，獲利的動機是一切組織行動決策的目標與成果衡量的標準，但

公部門卻期待著提供具公平性、效率性及效能性的服務來回饋全民的需求。而公

部門目標的複雜性與模糊性會讓績效的評估更為困難。 

  另外，價格在私部門中基本的功能是籌募收入，但在公部門中，價格所能帶

來的收入再分配、公平與效率才是公部門定價的目的。當私部門極力從較具回應

性的市場人口中獲得資源時，公部門卻重視著資源的適當配置與服務的公平輸

送，公部門不但像以往的組織追求著效率、效能和責任性，還特別追求著公平性。 

（三）財貨與勞務之間的差別 

  傳統的行銷概念中，關切的焦點多半是屬於實質的產品，但在公部門的行銷

過程中，著重的卻是服務的傳遞與輸送；而因為服務是無形的，所以在品質及績

效的衡量與控制上，均較為不易，這也是公部門於推行行銷活動時與一般行銷活

動的相異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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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目標市場的考慮 

1. 公部門必須選擇冷淡、無興趣或強烈反對的標的 

私部門通常會優先發展那些對其特殊產品較具回應性的市場區隔，但對公部

門而言，他們必須要針對在接受服務方面採取反對立場的標的團體，以發展一些

行銷計畫爭取支持。 

2. 公部門受到選擇無區別策略（undifferentiated strategies）的壓力 

公部門通常都被要求能服務到最多數的人，並且需公平地分配服務。但因公

共服務本身性質上的關係，無法計算出所謂的「平均使用者」數目，因此無法使

任何一個區隔的市場完全地被滿足。 

 

  由以上的說明，我們可知，公私部門行銷之間的環境差異，公部門在進行其

產品－公共政策－的行銷時，需要注意到公共性的發揮，即使公共服務市場中的

消費者不確定，也要盡可能釐清政策的主要標的團體為何，並同時進行內外部的

行銷，著重各方面公平、正義與效率的呈現，時時回應人民的需求，如此政策的

行銷才有意義，否則即淪為傳統的政令宣導無所適從。 

 

三、政策行銷策略 

    行銷組合是行銷策略的核心，行銷策略必須轉換為行銷組合方案，才能化為

行動加以落實。行銷組合（Marketing Mix）是一組用來追求目標市場中行銷目標

的工具。行銷學者 McCarthy 將這些工具分為四大群，分別為產品（Product）、

價格（Price）、通路（Place）與促銷（Promotion），稱為 4Ps。隨著行銷概念的

演進與變化，5Ps、7Ps、8Ps等概念隨之提出，以補充傳統行銷工具的不足。表

2－1 列出各種不同的行銷組合內容。本研究為避免問題過於複雜，故選用傳統

行銷組合 4Ps為核心，探討政策行銷之策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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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各類行銷組合 

學者 行銷組合 

McCarthy（1981） 4Ps： 

產品（Product）、通路（Place）、促銷（Promotion）及價格（Pricing）。

Gary Armstrong

（1991） 

教育行銷的 5Ps： 

產品（Product）、通路（Place）、促銷（Promotion）、價格（Pricing）

及人員（Personnel）。 

Booms & Bitner

（1981） 

7Ps： 

產品（Product）、通路（Place）、促銷（Promotion）、價格（Pricing）

及人員（People）、物質環境（Physical Evidence）、流程（Process）。 

Alastair M. Morrison

王昭正譯（1999） 

服務業行銷的 8Ps： 

產品（Product）、通路（Place）、促銷（Promotion）、價格（Pricing）

及人員（People）、包裝（Package）、節目企劃（Programming）、合夥

（Partnership）。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行銷組合不僅影響交易的管道，也影響到最終的消費者。因此，在私部門來

說，通常不會在短期內對行銷組合做太大幅度的更動。此外，學者 Robert 

Lauterborn則提出對應於銷售者 4Ps的顧客 4Cs（Kolter, 2001：10；李伯謙等譯，

2004：18）。 

 
表 2－2 4Ps與 4Cs 

4Ps（McCarthy） 4Cs（Robert Lauterborn） 

產品（Product） 顧客的解決方案（Customer Solution） 

價格（Price） 顧客的成本（Customer Cost） 

通路（Place） 便利性（Convenience） 

促銷（Promotion） 溝通（Communication） 

資料來源：改寫自 Kolter, 2001；李伯謙等，2004。 

 

吾人以為，公部門於引進私部門管理經驗的同時，更需注意本身核心價值－

公共性－的發揮，若欲行銷政策，除了政策目標的追求，也不應忽略標的團體、

利害關係人與公民的感受，換句話說，公部門在發展政策行銷策略之核心組合

4Ps 時，亦應兼顧 4Cs。本研究融合 4Ps 及 4Cs，企圖說明構成政策行銷策略的

核心組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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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品（Product） 

  產品是市場中可以滿足需求或需要的任何物品，包括實體物品（Physical 

Goods）、服務（Services）、經驗（Experiences）、活動（Events）、人物（Persons）、

地方（Places）、財產（Properties）、組織（Organizations）、資訊（Information）

及構想（Ideas）（Kotler, 2001：183；李伯謙等譯，2004：312）。產品是企業所

提供的需求滿足。將產品視為潛在顧客滿意或利潤的概念是相當重要的（高彬，

1999：241）。 

對於公部門的政策行銷而言，產品即意味著公部門所推行出來政策方案之政

策目標，也就是為了解決問題1而發展出替選方案以達到政策目標。此外，由於

現今公共政策環境日趨複雜，眾多因素會導致利害關係人的政策需求，體現在政

策問題的認定之中。因此，就政策行銷的觀點而言，「產品」的主要任務除了要

能解決政策問題、達到政策目標，也要能確定和辨認利害關係人的不同需求，以

獲得相關人員的支持，並利政策之執行。 

（二）價格（Price） 

    在整個行銷策略的組合中，價格對於賣方來說，是創造營收的一個要素，其

他的要素（如產品、通路與促銷）則會帶來成本。雖然，價格競爭是組織所面臨

的一大問題，但仍有許多組織無法妥善處理價格問題。通常最常犯的錯誤即為：

定價過於成本導向、價格並未隨著市場改變而有所調整，以及價格並未根據不同

產品、市場與購買時節而有所變化等（Kotler, 2001：215；李伯謙等譯，2004：

362）。 

  就政策行銷而言，價格雖不若私部門那般會帶來競爭的問題，但自另一種角

度思考，價格即代表成本，也有學者認為廣義的價格包括資金的投入、時間成本、

能源成本、心理成本等有形與無形之成本（鄭麗嬌，1995）。由此可知，公部門

欲行銷一政策，需考慮到的或許並非是收益，而是付出。舉例來說，要推行一項

                                                 
1 此問題必須是經過政策分析人員採取問題認定途徑與方法，予以深入分析研究後，確認政府主
管機關有必要採取行動，制定政策，加以解決的公共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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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需耗費多少成本，該政策又將為國家社會帶來什麼樣的負擔。對於民眾而

言，若配合政府的新政策實施，其機會成本是如何，若不配合政府的政策實施，

所需承擔的罰鍰又是如何。凡此，皆為發展政策行銷策略時所應考量的「價格」

因素。 

（三）通路（Place） 

  將產品與服務提供給使用者或消費者，在過程中有一群相互依靠的組織參

與，此即為通路。行銷通路是行銷策略中最關鍵的部分，因為所選擇的通路最終

會影響所有的行銷決策（Kotler, 2001：236；李伯謙等譯，2004：399）。 

  自政策行銷的觀點言之，吾人認為「通路」之概念可以政策網絡（Policy 

Network）代表。政策網絡為英國學者 R. A. W. Rhodes（1988）所提出的概念，

描述公共政策領域中，各式各樣的行動者所構成的交互依賴、密切互動的複雜關

係。此概念的出現主因為現代國家機關（State）推動公共政策時，越來越不易透

過相關部門動員到所有必要的政策資源，往往必須依賴政策利害關係人的合作，

結合與動員原本分散的社會資源，以期能在和諧的集體行動過程解決政策問題，

而政策網絡正是這種穩定與持續關係所形成的互動型態（劉宜君，2002）。 

  若能以政策網絡的概念擴大政策行銷中「通路」的意涵，不但可以使政策的

標的團體、利害關係人或公民等易於接近政策，更可藉以吸收各方人馬的意見，

讓政策的推行更加順利，減少機關部門間或是政府與公民之間的衝突，齊心追求

政策目標的達成。 

（四）促銷（Promotion） 

  促銷是為了鼓勵人們購買產品或服務所提供的短期誘因。促銷常與廣告搭配

演出，廣告為購買產品或服務提供合情合理的理由，而促銷則適時提供立即購買

的誘因（黃俊英，2004：358）。而銷售促銷（Sales Promotion）還可與廣告

（Advertising）、公共關係（Public Relations）、個人銷售（Personal Selling）與直

效行銷（Direct Marketing）並稱為行銷溝通組合（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Mix）

（Kotler, 2001：271；李伯謙等譯，2004：452）。 



 24

  在政策行銷中，有許多人會誤以為促銷活動就是政策行銷的全部內涵，不過

相較於行銷組合中的其他要素而言，促銷的確是較為人所熟悉，並懂得如何將其

操作化的一項工具。惟現今社會科技發達，在資訊超載的情況下，公部門若要運

用促銷策略進行政策的宣傳，除了可透過「整合性行銷傳播2」的概念作一規劃，

還可運用傳統政策工具的概念，將促銷活動與政策工具相結合，藉由不同性質的

政策工具，將公共政策傳達予民眾，避免過多的資訊分散了民眾的注意力，或讓

人不知道推行該公共政策，所欲達到的目標及其背後所隱含的價值究為何。 

 

第三節 政策行銷之相關研究 

  綜觀國內關於政策行銷的相關論文，早期多集中於非營利事業的行銷，諸如

張廣福（1982）、黃鈞銘（1984）、曹常鴻（1987）等3，皆是將企業所運用的行

銷手法，應用於非營利事業機構，尚未跨足至公部門，且當時之研究者大多具商

學背景，使研究受到侷限。九○年代之後，政策行銷的理念逐漸興起，相關論文

也陸續展現，如魯允文（1996）、胡龍騰（1997）至近年的陳耘盈（2002）、蔡岳

展（2004），開始將行銷的理念應用於公共政策的推行中，使公共政策在研擬階

段即可取得大多數人的共識，而不致在執行時受到阻礙，進而實現公共的福祉。

以下即為筆者所整理之國內外政策行銷之相關研究及其摘要： 

 
表 2－3  政策行銷論文一覽表 

題目 作者 年代 研究內容 出處 

行銷觀念應用於政策執

行之研究 

魯允文 1996 該研究先藉由文獻探討，回顧政

策的執行過程，探求標的對象發

中興大學公

共政策研究

                                                 
2 美國廣告代理商同業公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Advertising Agencies, 4As）於一九八九年將

整合性行銷傳播（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IMC）定義為：整合性行銷傳播是一種從

行銷傳播計畫的概念，確認一份完整透徹的傳播計畫有其附加價值存在。這個計畫應評估不同的

傳播技能，例如廣告、直效行銷、促銷活動與公共關係，在策略思考中所扮演的角色，並且將之

整合，提供清晰一致的訊息，最大的傳播效益（陳宜棻，2001）。 
3 張廣福於政大企管所之碩士論文題目為：非營利事業行銷之應用－臺北市國民消費協會之實

例。黃鈞銘於政大企管所之碩士論文題目為：行銷觀念在非營利事業之應用－以捐血協會為例。

曹常鴻於台大商研所之碩士論文題目為：行銷在非營利機構之應用－消費者文教基金會實例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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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不順服的原因，及消除不順服

的因素。再進而論及影響政策執

行的因素。在探究標的對象的態

度如何改變前，則要先了解「擴

散的觀念」，接著便是探討使用何

種方式使標的團體改變。而「政

策行銷」的觀念便是該研究中心

所在。 

所碩士論文

政策行銷之理論與實踐

－「野生動物保育政策」

個案分析 

胡龍騰 1997 該研究主要目的有二：第一，藉

由針對政策行銷理論的探討與整

合，並透過個案的深入研究，得

以建構出一套符合我國國情之政

策行銷模式；第二，基於政策行

銷模式的理論創建，據以為我國

政策行銷體系從事設計，以及針

對個案研討所發現不足之處，提

出針砭，並為當前野生動物保育

的行銷事務，提供具理論基礎的

實質建議，作為理論之實踐。 

中興大學公

共政策研究

所碩士論文

政府行銷的理論與應用

－以行政院新聞局為例 

王信之 1998 該研究試以政府行銷的基礎相關

理論，探討政府部門在引用行銷

概念時，應有何整體性與策略性

的規劃，以及當建立完整的行銷

計畫後，應如何來發展與評估行

銷計畫。 

文化大學政

治研究所碩

士論文 

行銷理念應用於公共組

織之研究－「全民健康保

險方案」個案分析 

林潔瑜 1998 該研究係先針對公共組織環境系

絡及公共組織行銷理論加以探

討，再以「全民健康保險方案」

做為討論的個案，最後發現公共

組織的整體行銷過程，不應只將

焦點置於組織或服務本身，更應

注重公共服務提供的過程，而對

於服務提供的過程，更應作持續

的「行銷審核」，使組織有不斷檢

討與獲得回饋的機會。 

政治大學公

共行政研究

所碩士論文

符號學運用於政策行銷

之研究 

李涴汝 2000 該研究將行銷學上的行銷工具引

進在政策行銷要素之研究上，加

入更多行銷工具及技術，來補

政治大學公

共行政研究

所碩士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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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修正及檢測公共組織的行銷

實務。加上符號學的運用，使政

策行銷能透過傳播管道建構意識

型態，最後再透過 ELM 理論將符

號的特質與傳播特性加以結合，

使得政策行銷的效果更為顯著。 

政策行銷溝通程序之探

討－以台北市推行垃圾

費隨袋徵收政策為例 

謝季芳 2001 該研究以台北市八十九年七月一

日起實施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為

研究範圍，探討台北市政府行銷

溝通過程中，包括組織運作、行

銷溝通決策過程、影響行銷溝通

策略等問題之研究。 

元智大學管

理研究所碩

士論文 

整合行銷傳播在公共政

策上之推廣研究－以台

北市新制垃圾收費為例 

陳宜棻 2001 該研究主要目的，是為透過整合

行銷理論中的三大構面－推廣工

具、資源與媒體運用之整合三方

面，探討整合行銷傳播在公共政

策之推廣研究。 

交通大學經

營管理研究

所碩士論文

台北市垃圾費隨袋徵收

政策行銷之研究 

陳耘盈 2002 該研究的主要目的為建構合理的

政策行銷運作模型。以「台北市

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此一個案

之規劃執行狀況，來檢證模式的

可用性以及落實行銷相關理論的

程度；並提出政策模型的修改，

以及未來政府在採行政策行銷活

動時該注意的關鍵執行要素。 

政治大學公

共行政研究

所碩士論文

社會行銷於政策決策過

程中之應用－以推動購

物用塑膠袋及免洗餐具

限制使用政策為例 

周鴻騰 2002 該研究採文獻探討法與深度訪談

法，以 Altman & Petkus（1994）

所建構的以利害關係人為基礎的

政策過程模式為主要分析核心，

檢視環保署推動之購物用塑膠袋

及免洗餐具限制使用政策。 

東華大學環

境政策研究

所碩士論文

政策行銷之研究－以限

制使用購物用塑膠袋及

塑膠類免洗餐具為例 

蔡岳展 2004 該研究以行銷發展過程為基礎，

從文獻中探討政策行銷的理論發

展，並就理論與實務中整理出政

策行銷的三個構面，嘗試建立政

策行銷的模型與定義。 

義守大學管

理研究所碩

士論文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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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政策行銷期刊、專書一覽表 

題目 作者 年代 研究內容 出處 

Toward a Stakeholder－

based Policy Process：An 

application of the social 

marketing perspective to 

environmental policy 

development 

John A. 

Altman 

& ED 

Petkus, 

JR. 

1994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social marketing 

principles to the public policy 

process can facilitate the efforts of 

government policy－makers and 

non－ governmental stakeholders 

to articulate their policy desires 

and to encourage the adoption and 

acceptance of particular 

environmental policies. 

Policy 

Sciences, 27

Marketing and Public 

Sector Management 

Kieron 

Walsh 

1994 This article makes a positive, not a 

critical statement. The nature of 

marketing itself, though, will need 

to be rethought if it is to be 

specifically public service 

marketing rather than a pale 

imitation of a private sector 

approach within the public service. 

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 

28 

電子化政府的政策行銷 張世賢 2002 該文採用文獻分析法，蒐集最新

資料，探討電子化政府的政策行

銷，最後提出電子化政府的能力

因電子化政策行銷而提升，民眾

的生活亦因而更能滿足。 

國家政策研

究基金會 

政策規劃與行銷 翁興利 2004 該書共分三篇，分別介紹政策規

劃、政策擴散與政策行銷之概念。 

華泰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由表 2－3 可知，討論政策行銷之相關論文頗豐，惟多將行銷視為政策執行

過程中增加民眾順服的工具，或視為一種需要內化到公共組織中的概念，又或者

是將政策行銷的定義置於行銷溝通的宣傳工具層次，而近幾年的學位論文雖實際

以公共政策為產品，探討其行銷的過程，卻亦多將行銷的對象－也就是一般大眾

－視為顧客，似乎仍偏重行銷為企業市場推行產品的手段、工具，而公部門只能

借用，無法深植於組織文化中。吾人認為公部門若要融合行銷於推行政策之中，



 28

應以公民為導向，如此或許才能達到追求公益的目標，完成公共政策的公共使

命。故本研究認為在政策行銷的既有研究成果中，較缺乏的是公共政策的行銷策

略該如何真正落實以達公益，在行銷策略的發展中，應注意哪些要素才可肩負起

公共的使命。 

 

第四節 行銷策略之相關研究 

  國內關於行銷策略的相關研究，多為探討觀光事業之行銷策略、土地之行銷

策略，其他皆為非營利事業之策略性行銷。對於「政策行銷策略」甚少相關研究，

以下便對與本研究較為相關的論文、期刊或專書，作一有系統的整理介紹： 

 
表 2－5  行銷策略論文一覽表 

題目 作者 年代 研究內容 出處 

政府機構的策略性行銷

規劃－家庭計畫研究所

個案分析 

李昭儀 1992 該研究以公共管理、策略性規劃

與行銷擴大化觀念為理論基礎，

探討政府機構的策略性行銷規

劃。 

政治大學公

共行政研究

所碩士論文

非營利機構策略性行銷

之研究－以國立空中大

學為例 

葉仲任 1997 該研究旨在將行銷學的理論與實

務引伸到非營利機構。非營利機

構行銷的目的並不在於追求利

潤，但仍是要從各種的行銷活

動，吸引目標顧客。另一方面則

需設法取得維持組織營運所需的

資源，而這些就必須運用行銷策

略才能有效達成。因此非營利機

構策略行銷也就是利用 SWOT 綜

合分析－對外在環境與內在組織

資源進行評估，以瞭解非營利機

構面臨的情境環境的變化，規劃

有利的行銷策略，界定妥當的目

標的市標市場以達成機構的使命

和目標。 

中興大學企

業管理研究

所碩士論文

非營利組織策略性行銷

之研究－以慈濟功德會

為例 

許良福 2000 該研究主要在將行銷學的理論與

實務引申到非營利組織。非營利

組織行銷的目的並不在於追求利

東吳大學企

業管理研究

所碩士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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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但仍是要從各種的行銷活

動，吸引目標顧客。另一方面則

需設法取得維持組織營運所需的

資源，而這些就必須運用行銷策

略才能有效達成。 

行銷概念運用在我國工

業自動化政策之研究 

曾逸珍 2001 該研究以工業自動化政策為對

象，探討行銷概念在其間之運用

情形。其中除檢視有關政策行銷

的相關理論，作為研究的基礎，

並以策略性行銷規劃的各個步驟

來分析政策行銷過程。 

台灣大學政

治學研究所

碩士論文 

澎湖觀光事業開發政策

之行銷策略研究 

林宏城 2002 該研究之要旨為探討澎湖觀光事

業開發政策之行銷策略。研究方

法主要藉由對利害關係人約四十

人左右進行深度訪談，以瞭解澎

湖發展觀光事業之優勢、劣勢、

機會與威脅條件，作為研擬策略

之資訊基礎。 

東海大學公

共事務碩士

學程在職進

修專班碩士

論文 

觀光節慶活動行銷策略

之研究－以屏東縣黑鮪

魚文化觀光季活動為例 

駱焜祺 2002 該研究以屏東縣 2001 黑鮪魚文

化觀光季為例，先透過觀光、節

慶活動、行銷等相關理論與個案

探討，對觀光節慶活動行銷策略

建立理論基礎，再以Watt（1998）

所提 4P做為研究架構，藉由實地

觀察、深入訪談產、官、學、民、

媒等專家群及 SWOT分析，瞭解

活動本身所面臨優勢與劣勢、機

會與威脅，深入剖析此活動行銷

策略利弊得失，再經歸納與分

析，進一步提出未來行銷策略建

議。 

中山大學公

共事務管理

研究所碩士

論文 

非營利組織策略性行銷

之研究—以育仁社區關

愛協會為例 

鄭國瑞 2004 該研究透過策略性行銷相關理

論，以育仁社區關愛協會為例，

進行個案研究分析，針對其所處

內外在環境的評估分析，綜合

SWOT 分析以了解外在的威脅或

機會和本身擁有優勢或劣勢，進

而規劃有利的行銷策略，確定行

義守大學管

理研究所碩

士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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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目標，界定目標市場，以達成

組織使命和目標。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表 2－6  行銷策略期刊一覽表 

題目 作者 年代 研究內容 出處 

不動產市場調查及行銷

策略之研究－以宜蘭地

區為例 

李欽漢 1999 該研究希冀藉由行銷計畫的研

擬，瞭解不動產市場之趨勢及脈

動。該行銷計畫之研擬主要有三

階段：一為市場調查；二為產品

市場策略擬定；三為行銷策略之

研擬。 

中華民國住

宅學會第八

屆年會論文

集 

宜蘭縣政府土地行銷策

略之研擬 

錢世皓 2001 該研究的目的在於以嚴謹的行銷

觀念與學理基礎，對於特殊的房

地產產品之各項條件與市場狀況

作分析，擬定完整及整體的行銷

策略。並建立正確的不動產行銷

策略的方法與架構，以作為不動

產行銷作業之參考。 

中華民國住

宅學會年會

蘋果日報在台上市發行

之行銷策略分析 

吉宗驊 2004 該研究試圖找出蘋果日報在台發

行之前所做的行銷方式，以觀察

出在該產業是否有不一樣或者是

創新的方式在行銷上。也可據此

修正或檢驗其行銷模式，並以市

場的回應作為驗證。 

「行銷傳播

學與術：公

關、廣告教

育與實務的

結合」學術

研討會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對於政策行銷策略的相關研究，在整理上述相關文獻後發現，以往於非企業

界之研究，多以策略性行銷為研究主題，甚少有行銷策略的討論，若有，也只是

在研究中匆匆一瞥，或至多為探討觀光事業或土地之行銷策略，其他皆為非營利

事業之策略性行銷。由於本研究欲將行銷之概念深入於公共政策之中，使公部門

不再只是「借用」行銷此名詞，而能真正將行銷深植於組織文化、決策過程內，

以利公共政策目標的達成。故本研究著重探討公共政策的行銷策略，真正將研究

置於政策行銷策略的操作中，而非僅將研究跳脫於政策行銷之外，只探討某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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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行銷過程，此即為本研究與眾不同之處。 

 

第五節 限用塑膠袋政策之相關研究 

  限用塑膠袋政策實行已有兩年餘，其間相關報導、文章或論文時有所見，為

避免資料超載，在此檢閱之文獻多為機構評選出之文章，或為學位論文，其餘報

章雜誌之資料即予以割捨，僅於後續章節研究中呈現。 

 
表 2－7  限用塑膠袋政策期刊、論文一覽表 

題目 作者 年代 研究內容 出處 

禁用塑膠袋政策效度的評

析 

藍正朋 2002 該文建議政府應積極宣導民眾

與賣場減少不必要的塑膠袋使

用，規範減少商品過度包裝，

教育消費者不要任意丟棄塑膠

製品，鼓勵廢塑膠的回收再利

用，提高垃圾的焚化處理率，

因這些措施都可能會比單用法

令去禁用或限用來得好，畢竟

我們生活中有絕大部分的日常

用品是由這些不會腐敗的材料

的製成。 

國家政策研

究基金會，

國政評論 

限用塑膠購物袋之爭議性 吳錦祥 2002 該文蒐集國內外關於限用塑膠

袋政策的相關研究，並輔以國

內外研究機構所提供之數據佐

證，評斷限用塑膠袋政策之合

理性。 

台聚簡訊，

第 272期 

論述購物用塑膠袋及塑膠

類免洗餐具之限制使用政

策 

黃基森 2002 該文從環境問題之趨勢、塑膠

類環境問題研究、解決環境問

題政策、環境教育與宣導及評

量行動計畫的影響加以分析，

論述購物用塑膠袋及塑膠類免

洗餐具之限制使用政策。 

環境教育學

刊，創刊號

社會行銷於政策決策過程

中之應用－以推動購物用

塑膠袋及免洗餐具限制使

用政策為例 

周鴻騰 2002 該研究採文獻探討法與深度訪

談法，以 Altman & Petkus

（1994）所建構的以利害關係

人為基礎的政策過程模式為主

東華大學環

境政策研究

所碩士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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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分析核心，檢視環保署推動

之購物用塑膠袋及免洗餐具限

制使用政策。 

「限用」政策應該可以更周

延 

成之約 2003 該文以保障勞工權益之立場為

文，認為當環境保護與工作權

益保障發生衝突時，仍須兼顧

現實環境，對於受到衝擊的勞

工應該提出一些更積極的協助

和解決方案。否則，當勞工沒

有了工作，環境保護不盡然有

其意義可言。 

政 大 社 科

院，政策論

壇電子報，

第 49號 

塑膠袋限用政策，求好心切

適得其反 

吳義雄 2003 該文認為好的政策還是需要好

的配套措施才能收水到渠成之

效，否則立意良好又有高度民

意支持的政策，一旦匆忙推

出，遭遇反彈在所難免。 

國家政策研

究基金會，

國政評論 

塑膠袋限用政策的檢討 胡思聰 2003 該文建議環保署應正視限用塑

膠袋政策的缺失及其所產生的

社會影響；面對偏誤及困窘時

應有檢討及改進的勇氣。未來

有類似會對社會產生重大影響

的環境政策，在制訂前應先進

行「政府政策環境影響評估」，

如此當會使思考面更周延，推

行時更順利。 

國家政策研

究基金會，

國政評論 

政策行銷之研究－以限制

使用購物用塑膠袋及塑膠

類免洗餐具為例 

蔡岳展 2004 該研究以行銷發展過程為基

礎，從文獻中探討政策行銷的

理論發展，並就理論與實務中

整理出政策行銷的三個構面，

嘗試建立政策行銷的模型與定

義。 

義守大學管

理研究所碩

士論文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由表 2－7 可知，關於限用塑膠袋政策的相關研究多集中於評論該政策之缺

失及改進之處，其中只有黃基森一文為基於環保署立場所作之分析，推究其因，

或許為環保署的資料多已呈現至官方網站上，因此並無太多討論該政策之正面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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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之文章出現，表中所呈現的多為評析該政策之負面影響，惟恐偏頗，因此本研

究擬選定該政策之相關團體中具代表性人士進行訪談，希冀藉由實地的訪問得出

俱陳各方的結論，其間並著重政策行銷策略之發展，可望提出公正客觀的政策建

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