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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政策行銷雖借用了企業界行銷的概念，但其本質並無法脫離公共性的價值，

吾人在借用企業概念的同時，仍需以公共政策的基本價值為依歸。本章旨在說明

本文之研究發現，並提出幾點研究建議作為未來理論與實務之參考。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根據第四章的分析，吾人可知，限用塑膠袋政策的確使用了政策行銷之策

略，惟若欲使限用塑膠袋政策之執行更加順暢，並欲成功行銷該政策，仍有發揮

之空間，吾人應將行銷過程與政策本質相連結，畢竟行銷此概念係由私部門發展

而出，與公部門之環境系絡仍有所差距。以下即針對本文之研究分析與學者

Crompton & Lamb, Jr.（1986：37－41；Lamb, Jr., 1987：57－60）所提出公私部

門之異同，提出幾點本文之研究發現： 

一、產品策略 

限用塑膠袋政策有著高度的民意支持，其所推出的產品立意亦甚高，原本可

以順利推動的政策，卻始料未及的遭遇一波又一波的抗爭與亟待解決的問題，同

樣的情況放進私部門之後，或許比較單純，這樣的差異也許是肇因於眾家學者所

認為，公部門的自主性與彈性遠比私部門來得低，而且在公部門中，缺乏了競爭

的概念，其產品並無法由市場機制來調整價格，甚且，公部門所推出的產品，常

不屬有形、具體的物品，而是無形的觀念，著重的是服務的傳遞與輸送，而因為

產品是無形的，所以在品質及績效的衡量與控制上，均較為不易，同時政策行銷

亦需顧及公共利益的要求，凡此種種皆連帶影響公部門行銷的範圍及效率。 

除此之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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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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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無法使任何一個區隔的市場完全地被滿足。 

  而政策行銷中的產品概念，也可由以往公共政策中的政策目標來加以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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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政策行銷的產品常是無形的理念或服務的輸送，與政策所欲達到之目標不謀

而合，換句話說，政策行銷推動者之所以欲行銷政策予人民，即是為了達成隱藏

於政策背後的政策目標。 

 

二、價格策略 

  在私部門中，價格的訂定可以藉由成本效益分析等方法作計算，可藉由考量

所投入的資源、法律的規範、競爭者的可能反應等來訂定產品的最後價格；但公

部門卻被期待著提供具效率性、效能性或公平性、正義性的服務來回應人民的需

求。限用塑膠袋政策中，關於價格的訂定並不明顯，甚至吾人很難去定義價格到

底是什麼，是所有有關於金額的條款或措施即屬價格策略一環嗎？吾人必須了

解，政策行銷中價格的訂定無法一概而論，這是由於政策行銷中產品的意義常是

無形的理念或服務，相對地，價格的意義即需依個案而定，在本研究中，傾向將

價格定位為政府為取得政策的標的團體、利害關係人而提出的配套措施，以及政

府所投入的資源與其所獲得的民眾支持與服從之間是否達到平衡。 

在任何一項公共政策的行銷策略中，價格的訂定皆屬不易，除了與傳統行銷

的價格訂定有所出入以外，公部門還須考慮該政策的利弊得失與相關配套措施的

公正性與回應性，是否能回應標的團體的需求，由於不同的利益團體對利益的要

求不同，所要求得到的利益形式也各異，使得公共政策必須講求配套措施。利益

表達的多樣化，政策服務群體的多樣化，亦使得公部門更須兼顧社會各個領域的

協調發展，以實現公共政策的公平與正義。 

 

三、通路策略 

公部門與私部門在通路策略上的不同即在於，公部門與一般民眾之間的相互

關係，較私部門來得廣泛，不管人民是否接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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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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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限用塑膠袋政策中，通路策略即將上述公私部門的差異表現得淋漓盡致，

像是許多大賣場、商家，其無法選擇是否販賣購物用塑膠袋，因為它們必須如此

做，因而間接成為政府的通路之一。政策行銷和一般行銷最大的不同點，即政策

行銷由於是政府公權力的運作，因此常帶有強制性的成分，當人民面臨沒有選擇

方案的時候，人民即無法拒絕不成為政策的被實施者。 

 

四、促銷策略 

  公部門進行政策行銷的同時，一定會選擇許多促銷的手法來促進政策的實施

與執行，而促銷方法的選擇，吾人可將之對照於公共政策中政策工具的選擇，什

麼樣的情況適合採用誘因性的政策工具，什麼樣的情況又適合選擇學習性的政策

工具，凡此政策工具的選擇，都可說是促銷公共政策手法的選擇，吾人可擅用該

項技巧，以達到政策的目標。 

  限用塑膠袋政策中，所採用的促銷策略一如大家所熟知，像是藉由媒體撥放

宣傳廣告、於各地張貼海報、舉辦多場說明會等等，惟仍屬於傳統的宣導方式，

或許主辦事業單位限於預算及時間，無法規劃出詳盡的促銷策略，若可以選擇的

話，主辦事業單位不妨考慮在政策規劃之初與相關團體作良好溝通，聽取相關人

員的意見，集思廣益找出大家可接受的方式，同時增加促銷的手法，除了誘因的

增加、強制性的取締之外，也許還可嘗試柔性的呼籲，激起民眾的榮譽感，如此

既可發揮促銷之功效，亦能使政策的執行更加順暢。 

 

  除此之外，本研究亦整理訪談結果，可將之分類為三大項，茲以表 5－1 至

5－3分述如下： 

 

表 5－1 政策行銷之本質意見歸納 

政策行銷之本質 

訪談編號 訪談內容大要 

A1 這個政策在我們這邊大概都是講宣導，而宣導就是所謂的一個行銷，主要是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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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讓我們的關係人知道這個規定，所以我們在實施之前，我們辦了很多活動，我

們也強調到戶宣導，也就是針對管制對象到戶宣導。 

A2 顧客導向的公共政策。 

B2 

該政策似乎是沒有達到行銷的概念，只是用管制這種強制的手段，事先事後都沒

有宣導，所拍的廣告也是事後才拍的，那也是我們反應後才拍的，應該要從小時

候就要教育、宣導。 

D1 

政府可以利用一些置入性行銷去做推廣，當然政策面的一定要放在置入性行銷中

的一個觀念去作，我強調的是，觀念如果一旦建立之後，一定是從點擴散到面的

概念。 

E1 

政策行銷所受的限制比一般行銷的概念要來得多，因為它和政策扣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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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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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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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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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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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可以用 Governing。 

資料來源：訪談記錄匯總整理 
 

表 5－2 政策行銷 4Ps意見歸納 
政策行銷 4Ps 

訪談編號 訪談內容大要 

A1 

產品：環保署在訂定該政策時，所依據的是所欲達到的環保的目標，而該目標就

是如何去「垃圾減量」。 

價格：有幾個補助的輔導措施、有一個貸款利息補貼。在賣場這方面，我們有提

供補助金讓他們製作環保袋。 

通路：全署有一個總動員計畫。 

促銷：我們在開會之前，有找公會，也就是生產業者，也找了環保團體，也找了

其他的主管機關，民眾的部分，我們大概都是以消費者團體和環保團體來

代表，都有請他們來參加座談會、公聽會。其中並未和民眾做直接的接觸，

是因為對象太多了，無法周全。除了座談會、公聽會、廣告等方面，還有

就是辦活動，另外透過地方環保局舉辦一些說明會，讓地方民眾也知道這

個政策，將限塑政策的觀念融入。 

A2 

產品：其實垃圾的減量或是塑膠袋的減量只是次要的目的，主要目的是環保教育。

價格：我們有貸款，同時輔導他們轉業，甚至就是我們貸款幫他們買機器來做適

合我們規定的這些塑膠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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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路：我們那時是把環保署所有的人力分到全台灣的各個縣市，我要求他們到每

一家宣導到戶三次。 

促銷：我們就一直和他們協商，原則上就是不影響我政策執行的前提之下，我們

儘量和他配合。而我們給他們的緩衝期差不多是兩年。我們跟業者開了二

十幾次會，面對面的溝通二十幾次。 

B1 

產品：閃電式的實施，讓所有業者措手不及，應該要先有一個策略出來。 

價格：配套措施就只有經濟部工業局提供的八千萬，後來被刪到兩千六百萬的補

助計畫，並沒有其他任何的誘因給我們，讓我們可以支持這個政策。 

通路：我們要反應當然也是有管道，但環保署並不會理會我們。 

促銷：政府並沒有其他特別的行銷手法讓我們支持，當時就只是提出這個政策，

後來就實施了。 

B2 

產品：政府並沒有確切回應到我們的意見，配套措施也沒辦法解決，我們面臨的

問題是：限用塑膠袋政策之後，塑膠業者的業務（生意）減半，相對地導

致多餘的人力閒置，多餘的人恐怕就要資遣，嚴重一點就是關廠，另外因

為生意不好，機器也會閒置，資遣的費用政府也沒辦法負責，閒置的設備

政府也無法收購。 

價格：第一個配套措施是低利融資貸款，第二個是輔導轉型，但轉型談何容易，

雖然有請專家輔導轉型，像是請塑膠發展中心輔導，但對中小企業根本很

困難，所以後來環保署針對我們業者提出的意見，才請經濟部工業局辦了

八千萬的計畫。 

通路：我們在九十二年三月反應應該在全省辦一個產業座談會，後來五月有辦，

因為七月一日要開始實施第二階段。 

促銷：當初並沒有詢問過我們的意見，他們是依據立法院立法委員的委員會紀錄

（立法院會報第九十卷第三期），先在立法院內部作成結論，立法院再將

結論送給環保署，之後就開始實施。 

C1 

產品：我覺得就是要辦一些所謂的政策說明會，或政策研商會，在那個過程裡面

邀請這些比較關心的團體、社區或者是研究單位，甚至如果可以的話，還

可以提出一些徵求，一些方案的徵求，集國人的腦力來思考怎麼找到一些

可能銜接的生活模式或是政策落實的工具。 

價格：塑膠袋用得越氾濫，我們就必須面對潛在的污染風險，後端處理之後衍生

的健康風險就是整體社會要來承擔，所以如果能夠落實該政策是比較好

的。若我們希望邁向一個更好、更永續、更健康的環境，在零廢棄政策、

零廢棄社會的前進上，這個小步（限塑政策）如果讓大家覺得如果是有點

失敗的經驗的話，我覺得絕對會影響到你往後要再更向前邁進的一些契機

和政府的推動，它會更裹足不前。 

通路：當初限塑造成塑膠業者反彈的時候，有開了一個鴻門宴的溝通會議，找了

民間團體來背書，支持他們來抵抗反彈的業者。 

促銷：可構想一些和社區銜接的機制，在通盤的檢討之後儘快來研擬，而在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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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裡面，一定要多和民間做對話，和媒體做對話，和教育界做對話。 

C2 

產品：當政府推出來的政策都是讓人家覺得失敗或是不理想的話，其實對政府的

威信是會打折扣的。 

價格：很直接的一個好處就是家中的塑膠袋減少了。 

此外，我們不認為紙袋是塑膠袋的一個替代品，但是我們的一個對策就是

希望能使用購物袋，因為用購物袋就能一直重複去使用。 

通路：它並沒有在政策形成之前先和我們大家討論，這麼十幾年來，我們都是在

主動做這個事情。 

促銷：它找了白冰冰和郝龍斌，然後就每天在電視上、在廣播上不斷的發聲，但

其實這東西就變成是廣告上的一個盲點，就是你找了一個很有名的人來，

大家就只記得那個人，但後來忘記它賣什麼東西，所以後來很多人不太會

去落實塑膠袋的限制使用。 

D1 

產品：如果執行徹底的話，民眾也都能支持的話，我不能講說能解決多少。但如

果用數量來看，的確是減少了，但若我們用重量的概念來看，似乎沒有很

多。再講到民眾的消費習慣，我是認為說有改變，可是這個改變是長期的，

絕對不是一個限塑政策就能改變，所以我比較主張繼續執行這個政策。 

價格：如果配合限塑政策實施，機會成本就是生活上的不便，只有這樣。如果說

確實做到限塑政策的一個執行，然後大家也能確實少用塑膠袋的情況之

下，那我想我們的機會成本絕對比不上環保的改善。 

通路：環保署在推行政策時，一定會有環保團體、相關的學者（以環工界為原則）

專家、塑膠業者等等，在這之間也一定有討論。 

促銷：就環保的定義來看，我不能說它是一個罰金制度，反而有點像是誘因的概

念，只是這個誘因是反面的誘因，意思就是我用經濟成本增加這個反面誘

因的概念，來刺激消費者儘量少用。 

   資源回收是個長久的事情，我們必須要不斷地宣導，宣導除了環保署要作

一些宣導短片、宣導新聞等具價值性的東西，和傳播的一些工具以外，其

實最重要的我覺得是教育，另外一個就是生活化的介紹。 

E1 

產品：政策目的。 

價格：考慮成本和價值之間相對的損益點在哪裡。由於在政策行銷中定價格的唯

一者是政府，因此政府定價時需考慮周詳。人民的服膺，也可算是一種隱

形的價格。 

通路：行政助手的概念。 

促銷：最深層之意義為賺取民心。 

E2 

產品：可能不是實體的東西，而且沒有什麼競爭性。 

價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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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路：在公部門這邊由於沒有實體的產品，所以通路的概念就變得比較抽象一

點，但起碼 Information的通路要很順暢。公部門在找通路時的競爭要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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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而且它的範圍比較大，可能會牽拖到其他的 Policy，那個就比較複

雜。 

促銷：除了一般的宣傳方式，政府在這邊做的通常是用罰的方法，它叫 Negative 

Incentive。 

資料來源：訪談記錄匯總整理 
 

表 5－3 限用塑膠袋政策之配套措施與建議意見歸納 
限用塑膠袋政策之配套措施與建議 

訪談編號 訪談內容大要 

A1 
我覺得這個政策比較需要檢討的地方就是小吃店的部分，那方面的生活習慣可能

比較沒有那麼容易去改變，也就是比較難讓民眾自備購物袋。 

A2 
我們是希望台灣變成世界的環保奇蹟，就是我們用一個環保教育的方式喚醒大家

的環保意識，讓大家來做環保，然後把台灣的環境保護做好。 

A3 限塑政策應不分業別、厚度全面管制，方可達到政策目的。 

B1 

當初我們提供的意見是： 

1. 政府在實施之前，應先輔導那些不得不關廠歇業的廠商轉業、轉型，等到上

軌道後再實施，畢竟過去十幾年都過了，難道等三兩年不能過嗎。 

2. 轉型之後，或許不用那麼多勞工，就再輔導那些可能失業的勞工轉業。 

3. 轉型的機械，政府要收購，像以前有三輪車，後來要轉型，政府就收購，之

後也就沒有三輪車了。 

4. 如果要環保，就應盡量使用媒體來輔導消費者，儘量減少塑膠袋的使用，讓

消費者不要將塑膠袋東西南北亂丟，製造髒亂。 

另外，希望此政策能暫緩應儘量暫緩，儘量利用媒體教育、輔導消費者，一方面

鼓勵轉型，達到三贏，讓政府、生產業者、消費者都贏，並希望政府能再研究一

些讓業者轉型的更好辦法。 

B2 

應先向作好資源回收工作，然後輔以宣導，讓民眾瞭解、教育民眾，讓民眾知道

各種材質的優缺點在哪裡。 

在政策實施之前也應該要提出配套措施或緩衝期，結果緩衝期只是一小段時間，

也沒有配套措施。 

C1 

第一個可能對社會的教育，這部分可能還可以再強化一點，第二個，特別是對這

些使用者，讓他們知道這個東西為什麼不要用或者是少用。 

政策上說的零廢棄，不應只是一個口號而是要真正落實的願景，整個大方向訂下

來之後，大家應該在行政院這個層級的溝通平台協調上，整合出看是三年內我要

做什麼事情，然後我在三年前就開始預告，讓我們這些好的政策被落實，教育的

是要怎麼做，媒體的要怎麼宣導，衝擊的就業市場和產業怎麼做轉型、調整、輔

導，這些我覺得要配套起來，才會讓大家覺得是在玩真的，那當然配套是不是甚

至還要有些立法的工作。 

C2 我覺得這需要很多人不斷地在做提醒和生活的實踐，甚至要做經驗的分享。而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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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改變民眾的消費習慣，倒不如就直接去請廠商作配合，然後要求廠商作配合

時，就能讓民眾在取得時是非常不方便的。 

此外，若環保署能照幾張垃圾掩埋場的畫面的話，然後說這就是我們的塑膠袋造

成的掩埋場，我相信大家就會記得了，會記得塑膠袋，它會以塑膠袋為主角。 

D1 

或許可把塑膠袋如果沒有妥善處理、如果過量使用，它所造成的衝擊，也許你可

以有一些畫面上的表現，那如果妥善處理又是怎麼樣的一個情況，這是將一種模

擬的境界作出來，就是一種畫面的表現，而不是一個署長站在螢光幕前面講說我

們要限塑，如果不限塑又會怎麼樣，這個是說教性的，說教性的作法應該是要放

在一般社會常識科的課本裡慢慢去宣導。 

E1 

在政策工具本身就要多花心思去想配套措施、避免資源的雙重浪費、政策相關失

敗的內容都必須要引為深度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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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到深層的政策內涵，能不能真正為人民所接受，所以它在適當性和民眾的接受

度上面是應該再考量。 

E2 

關於促銷方面，其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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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用恐嚇的方式可能比較會有效果，若不是立即而危險的，可能用鼓勵的

方式或是提昇他們優越感的方式。 

資料來源：訪談記錄匯總整理 

 

第二節 研究建議 

限用塑膠袋政策自二○○二年七月開始實施，起先由於主辦事業單位未事先

與相關團體做好溝通與配套措施，以致引起受管制影響者之強烈反彈，雖根據環

保署所進行的減量績效及相關調查結果顯示，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管制對象所使

用的購物用塑膠袋，在政策實施後使用個數減少了 80 %，重量減量率亦達 73 %，

其中尤以百貨公司、量販店、超級市場、連鎖便利商店等的減量效果最為明顯，

且前述業者對於限塑政策的配合度亦相當良好。但規定不公的選擇性限制，也使

得這項官方自稱成功的政策，面臨「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困窘局面。政策實

施至今，除了部分的罰鍰修正以外，相關議題之探討已乏人問津，不過無論如何，

該政策依然存在，即使限用塑膠袋之訴求已不似以往那般強烈，吾人仍須共同為

環境健康齊心努力，或許往後政府各部門在行銷任一政策的同時，更須審慎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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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做好溝通工作及配套措施的設計，如此才不至於造成外界強烈反彈與不適

應。本節提出幾點研究上之建議，謹供未來實務與理論學者參考： 

一、對限用塑膠袋政策行銷之建議 

  針對限用塑膠袋政策行銷之建議主要分為四點，並以產品策略、價格策略、

通路策略以及促銷策略分述之。 

（一）產品策略 

  政策的推動應重視標的團體的意見，與之雙向溝通，避免在政策推動時機未

成熟時冒然實施，師法企業的過程中，雖不用全盤接收私部門之概念，但顧客導

向的趨勢，對應於公部門正如近來公民導向的倡導，釐清相關團體的偏好，試圖

找尋公共政策的出路，為所有人民謀福祉的同時，亦應顧及遭受損失的相關團

體，如此才能體現公共利益。 

（二）價格策略 

  執政者雖然享有施政偏好選擇的權限，但是政策一定要先經過詳盡廣泛的評

估和討論才能盡得民情。政策的配套措施亦應符合相關團體之需求，使受到損失

的相關團體能獲得妥善的保障或照顧，如此也才能獲得全民的配合，以求政策的

執行順利。 

（三）通路策略 

  從事政策規劃時，不應閉門造車，決策機構與決策者應瞭解並掌握與決策系

統息息相關的政策環境，和外界產生互動，不論是政策標的團體或是政策利害關

係人，先確認他們的關注焦點，再與專家學者一同設計政策執行方式、配套措施，

或許可避免日後執行的不順利。 

（四）促銷策略 

公共政策於實施之初，決策者必須瞭解標的團體順服與不順服政策執行之原

因，並設法提高標的團體的順服度，以利政策執行。在執行階段，可用教育與說

服的方式，告知標的團體該政策方案背後的價值選擇與其時代背景；也可採用宣

導的方式，說明該政策可創造有價值的結果，為人們帶來益處，而不能一味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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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硬的手段貫徹執行。 

 

二、對政策行銷理論與實務之建議 

  針對政策行銷理論與實務之建議亦分為四點，茲以下述說明之。 

（一）建立公共政策行銷之理論 

  由於政策行銷在國內外之文獻仍寥寥可數，目前之研究也都只是實務之初

探，並試圖建立一套政策行銷之完整模式或政策行銷之理論基礎，惟公私部門性

質上的差異，無法將私部門之行銷模式套用於公共政策之上，因此儘速建立屬於

公部門之行銷模式是極其重要的，若能同時考慮公部門的「限制」與「特權」，

配合行銷之策略，勢能加強未來政策的推動與執行。 

 

（二）重視民眾參與之價值 

  當前公共政策十分重視效率與經濟，並且強調績效，於是政府改革或公共政

策的目標即易流於追求行政之效率，疏忽了民眾參與的重要性，民眾參與或許會

導致行政效率的降低，但民眾參與的可貴之處就在於其可自由表達其價值與需

求，若民眾能在政策制定的過程中充分參與，則勢必能減少政策未來執行的不順

暢，因此，如何兼顧行政效率與民眾參與亦是重要的課題。 

  除此之外，公部門亦應妥善運用民間團體的力量達成行銷的目的，與民間相

關團體互相配合，互相切磋，作一意見的交換，而非只是形式的聽取，卻無實質

的發展，若公部門能在適當的時機放下身段，與民間團體共同努力，相信能創造

出更多具有價值的結果。 

（三）加強公部門人員之行銷知識 

  除了與民間相關團體合作之外，公部門內部人員若要成功達到行銷目的，亦

應接受行銷相關課程之訓練，在研究過程中，有許多人的行銷觀念仍停留於行銷

等於促銷，也於是雖然政策冠上行銷之名，卻無行銷之實，與以往政令宣導並無

二致，若能加強相關之訓練，不只是行銷此學門，甚至規劃、執行等部分亦可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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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進步，方能獲致最大效果。 

（四）追求公共政策之公平正義 

  公共政策要體現正義，在過去似乎有曲高和寡之嫌，然而在現代強調績效、

競爭力的時代，政策的規劃與執行開始發生為了目的，不擇手段的取巧行為，為

了實踐理念、為了達到施政滿意度、為了跟得上潮流趨勢等等，政策規劃的初衷

與政策執行的環節一再地被破壞，公共政策的公平與正義蕩然無存。而近來在企

業界掀起了一股「倫理管理」（Ethical Management，一譯品德管理）的風潮，雖

然公部門與企業界分屬不同領域，但強調倫理道德的行為，公部門更不容忽視。

因為如果有倫理，再大的政府都能有自我控制的能力，因為如果有倫理，再小的

政府也可以具備承擔公共福利的可能。更重要的是，因為如果有倫理，公共政策

才不遑其肩負著「公共」二字，也才能夠體現社會上的公平與正義。 

 

  政策行銷雖借用了私部門的概念，但公共政策依舊無法脫離其本質，以上幾

點建議的提出，是希冀吾人在師法企業的過程中，也能同時注重公共政策的初

衷，切莫遺忘公共性的存在，若能在公共性的基礎上思考所有政策的推行，善用

公部門的特質，相信未來之政策必能順利達到目標，完成公共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