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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本章擬介紹本文之研究架構、訪談問題大綱、訪談對象之選擇標準與訪談之

過程。 

 

第一節 研究架構 

行銷策略是組織達成行銷目標的手段，並經常與 4Ps相聯結。在整個行銷過

程中，規劃行銷策略是最重要也是最困難的環節之一（McDonald, 2002：281）。

而行銷策略也必須轉換為行銷組合方案（4Ps），才能化為行動。行銷策略不論是

在第二部門還是第三部門，都已有廣泛的討論，而所謂的第一部門，也就是公部

門的行銷策略卻始終在「借用」其他部門的行銷概念，公部門一直以來所強調的

公共性，必須依靠順利推行公部門的產品－公共政策－才能找到出路，以實踐公

益、達到公共目標，而該出路究竟應如何開展，即為本文之研究重心，本文之研

究架構並未企圖發展公共政策行銷策略之最適模式，而以公共政策行銷策略發展

過程中，所應著重的要素予以討論，嘗試提出公共政策行銷策略的應用方式，其

間並輔以個案作為佐證，並根據各方資料蒐集檢視其策略應用的成果，嘗試發現

缺失或值得未來相關政策學習之處。 

政策行銷策略

政策行銷策略成果

政策目標

產品 促銷

通路 價格

 
圖 3－1  本文之研究架構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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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架構首先說明政策的目標，其次探討政策行銷的策略應用，著重產

品、價格、通路與促銷四個子策略，除了探討該政策是否使用政策行銷策略之外，

尚討論該政策若未使用政策行銷策略，是否使用後政策成效會更好？而若有使用

政策行銷策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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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策略

發展之外，並討論行銷公共政策時，其策略究應如何運用才可發揮公共性。 

 

第二節 訪談問題大綱 

    本文之研究重心在於政策行銷策略之發展，而政策行銷策略從研擬到執行，

涉及了政策的主辦事業單位與政策的相關團體，故整個訪談過程分成三大部分進

行，其中加入了學者專家，希冀能對政策行銷策略有更周詳的討論。 

一、主辦事業單位 

  由於主辦事業單位對於政策的規劃、執行方面具備較多的資訊，故針對其進

行訪談，期能獲得更多訊息。 

 

表 3－1 主辦事業單位訪談問題一覽表 

題號 訪談問題 對應之概念

問題一 請問您可否從政府的立場，就限用塑膠袋政策所處的大環境（例如政

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因素），作一簡單的描述？它們對限塑政策

的實施有何影響？ 

 

問題二 請問政府在規劃與實施限用塑膠袋政策的過程中，是否曾將標的團體

（塑膠業者）、利害關係人（如民眾）的意見與價值納入考量範圍？  

產品 

問題三 請問政府在規劃及實施限用塑膠袋政策的過程中，與民間團體的互動

情形為何？面對各界之反對聲浪時，是否分別（如對餐飲業、民眾和

塑膠業者）有足夠的誘因將阻力降至最低？若以行銷的角度來看，其

是否有完整的策略加以補強？ 

產 品 、 促

銷、價格 

問題四 請問您，是否有專人或專責小組負責規劃限用塑膠袋政策的行銷？其

人力的配置如何？資源如何運用？又政府對限用塑膠袋政策的行銷

是否提撥足夠的預算？ 

通路、價格

問題五 請問您認為政府在「限用塑膠袋政策」的推行上，是否具有行銷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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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理由為何？又您認為限用塑膠袋政策的行銷應如何進行？著重

的要點為何？ 

問題六 請問您個人認為，此政策有無達到原本所要追求之目的？其達成程度

為何？ 

產品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二、相關團體 

  針對限用塑膠袋政策的實施，該政策之相關團體共選取塑膠產業公會、環保

團體與消費者團體，分別與之進行訪談，希望得知更多資訊。 

 

表 3－2 塑膠產業公會訪談問題一覽表 

題號 訪談問題 對應之概念

問題一 能否請您說明當初「限用塑膠袋政策」實施時，政府是否徵詢過塑膠

業者的意見？其作法為何？您們的感受又是如何？又如何加以配

合？ 

促銷 

問題二 請問您，您認為政府在實施限用塑膠袋政策的過程中，是否曾將標的

團體或利害關係人的意見與價值納入考量？政府之作為是否確切回

應了標的團體或利害關係人的意見，抑或只是為了政治因素的考量？ 

產品 

問題三 就您所知，現今政府在限用塑膠袋政策的實施過程中，民眾及公會團

體方面是否有直接和政府對話的機會？能否舉例說明？您對這方面

有何建議？ 

通路 

問題四 請問您，政府在實施限用塑膠袋政策的過程中，是否曾提供任何配套

措施或誘因，使塑膠業者得以支持該政策？您對這方面又有何建議？ 

價格 

問題五 最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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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六 請問您個人認為，此政策有無達到原本所要追求之目的？其達成程度

為何？ 

產品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表 3－3 環保團體訪談問題一覽表 

題號 訪談問題 對應之概念

問題一 請問您可否從環保團體的立場，就限用塑膠袋政策所處的大環境（例

如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因素），作一簡單的描述？它們對限塑

政策的實施有何影響？ 

 

問題二 請問您，您認為政府推行限用塑膠袋政策是否真的能解決環境污染的

問題？您對這方面又有何建議？ 

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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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三 請問您，政府在實施限用塑膠袋政策的過程中，是否曾尋求您們的協

助（例如透過民間團體取得民眾支持，將政策觀念深入民間等等）？ 

通路 

問題四 請問您，可否從環保團體的立場，說明若配合政府的政策實施，其機

會成本（或利益）是如何，若不配合政府的政策實施，所需承擔的代

價又是如何？ 

價格 

問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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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銷 

問題六 最後，請問您個人認為，此政策有無達到原本所要追求之目的？其達

成程度為何？ 

產品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表 3－4 消費者團體訪談問題一覽表 

題號 訪談問題 對應之概念

問題一 請問您可否從民眾的立場，就限用塑膠袋政策所處的大環境（例如政

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因素），作一簡單的描述？它們對限塑政策

的實施有何影響？ 

 

問題二 請問您，您認為政府推行限用塑膠袋政策是否真的能解決環境污染的

問題？您對這方面又有何建議？ 

產品 

問題三 請問您，政府在實施限用塑膠袋政策的過程中，是否曾尋求您們的協

助（例如透過民間團體取得民眾支持，將政策觀念深入民間等等）？ 

通路、促銷

問題四 請問您，可否從民眾的角度，說明若配合政府的政策實施，其機會成

本（或利益）是如何，若不配合政府的政策實施，所需承擔的代價又

是如何？ 

價格 

問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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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銷 

問題六 最後，請問您個人認為，此政策有無達到原本所要追求之目的？其達

成程度為何？ 

產品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三、學者專家 

  由於本文之研究重心為政策行銷策略，故希冀加入學者專家的意見，而不只

是聽取政策之主辦事業單位或相關團體的聲音，期望能有更豐富的政策發現或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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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學者專家訪談問題一覽表 

題號 訪談問題 

問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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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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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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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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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第三節 訪談對象與選擇標準 

由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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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訪談對象的選擇主要在

於主辦事業單位以及該政策之相關團體，並加入學者專家的意見，期為豐富政策

行銷策略之內涵。 

Patton（1990）以為質化研究的樣本必須是能提供「深度」和「多元社會實

狀之廣度」資料為標準，而非量化研究中，以能代表人口並推論到人口母群體的

樣本為抽樣原則（胡幼慧，1996）。因此本研究在取樣上以願意參與本研究且能

夠提供豐富資訊者，為研究者首要的邀請對象。 

依據本研究所設計的訪談問題，針對三種團體進行訪談，在主辦事業單位方

面，擬選擇前環保署長，現任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秘書長郝龍斌先生以及環保

署的業務人員進行訪談；在相關團體方面，擬選取塑膠產業公會之人員、環保人

士及消費者代表進行訪談；而學者專家方面，擬選取對本研究主題有所鑽研之人

士進行訪談。以下即為本研究之訪談對象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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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訪談對象一覽表 
領域 服務單位 職務 受訪者 訪談時間 編號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簡任技正 賴瑩瑩 2005/02/24 15:00 

環保署廢管處 

A1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秘書長 

（前署長）

郝龍斌 2005/03/14 15:30 

紅十字會總會 

A2 主辦 

事業單位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環境督察大隊

稽查員 無名氏 2005/05/02 

E－Mail訪談 

A3 

中華民國全國塑膠製品

商業公會 

理事長 周明輝 2005/03/01 18:30 

環亞飯店 

B1 

塑膠 

產業公會 台灣區塑膠製品工業同

業公會 

總幹事 謝勝海 2005/03/03 14:00 

公會辦公室 

B2 

綠色公民行動聯盟 秘書長 陳建志 2005/03/09 13:00 

綠盟辦公室 

C1 

環保團體 
財團法人主婦聯盟環境

保護基金會 

董事 陳曼麗 2005/03/24 20:00 

台大社會系會議室 

C2 

消費者 

團體 

消費者文教基金會 

（台北大學經濟學系） 

委員 

（教授） 

魏國棟 2005/03/08 10:00 

老師辦公室 

D1 

文化大學行政管理學系 教授 張瓊玲 2005/04/29 09:30 

國策會辦公室 

E1 

學者專家 
政治大學公共行政學系 教授 陳敦源 2005/04/29 14:30 

老師辦公室 

E2 

註：「無名氏」表示基於保障受訪者隱私，本研究不透露受訪者之單位及姓名。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第四節 訪談過程 

  本研究之訪談自 2005 年 2月 24日始，至 2005 年 5月 2日止，共訪談十一

位人士，其中訪談編號 A3以 E－Mail方式通訊，溫麗琪研究員則以提供資料為

主，其餘皆以面對面訪談為之。訪談過程分兩階段進行，第一階段主要進行實務

界人士之訪談，於訪談告一段落之後，隨即進行論文分析部分的撰寫，於分析雛

型完成後，即進行第二階段學者專家之訪談，主要目的在於增強對政策行銷的瞭

解，希冀解決實務與理論之落差。 

    此外，本研究為求公正客觀，訪談問題於訪談開始前皆預先予專家學者檢

視，以避免問題之偏頗或不適當。而研究者不把受訪者視為提供資料的工具，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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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視其為深具經驗的專家，透過他們經驗的傳授，本研究才得以完成。在這樣的

信念下，研究者本著尊重與感謝的心情與受訪者互動，因此，研究者與受訪者建

立的關係是很安全與可信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