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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檢閱暨研究架構之提出 
 

根據本文之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本章先進行政策評估之文獻檢閱，整理目

前國內政策評估之相關文獻。其次，探討開放大陸人士來台政策之相關文獻著

作。最後，根據文獻檢閱之相關資料，提出本研究之研究架構。 

 
第一節  政策評估之相關研究 

一般說來，政策評估所要回答的問題可能包括： 一、公共問題的本質和範

圍是什麼？二、何種行動方案可以有效改善或解決問題？三、何者是政府行動的

標的人口（target population）？四、政府行動的結果是否達到預期目標？五、此

項政策所付出的代價有哪些？六、政策所帶來的效益（effectiveness）和利益

（benefits）又為何？（李允傑、丘昌泰，2003：192-193）。 

因此我們可以知道，政策評估所要處理的議題即是一般民眾所關心的問題，

重點在於如何以有系統的研究方法來蒐集資料、分析資料，以完成有意義的政策

評估。總之，我們不僅要關心公共政策的形成規劃，更要關注政策在付諸實行後

的情況，以了解政策是否有被確實執行、執行過程中有無不當或浪費資源，甚至

是政策有無偏差而應立即修正或停止執行之情事。因此，唯有良好確實的評估，

才能夠讓政策執行地更加完美，讓下一次的政策規劃更趨完善。 

    目前政策評估之相關研究可說是相當地豐富與多元，國內目前有關政策評估

的文獻大致上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純粹探討政策評估的理論；而另一類則是將評

估理論與實際個案相結合，來評估政策的執行過程與執行產出。為了更清楚地呈

現目前之研究現況，我將分成兩個部分來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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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純粹探討政策評估理論的文獻 

純粹探討政策評估理論的文獻在一九九○年後迅速增加，這類期刊論文主要

是在介紹政策評估的基本概念（包括：定義、種類、評估方式），以及對實證論

典範評估的一個批判檢討，並介紹新型態的政策評估（第四代政策評估、回應性

評估）。例如：林家琦（1983）的論文是介紹評估的籌劃、籌劃的步驟、規劃評

估的階段以及影響評估。而康正言（1985）的研究則是探討公共政策影響評估相

關的理論與概念，並說明影響評估的特殊標準。此後政策評估研究日益增加，而

學者也試著以不同的研究途徑來研究，例如：林鍾沂（1987）以批判理論的角度

出發，先檢討行為主義與後行為主義的評估理論，之後再建構一個兼有科學分析

與價值討論的評估架構。而曾冠球（1998）則是從典範變遷的觀點將政策評估的

方法、理論與方法論區分為實證論與詮釋論，並加以評析。最後再透過實際的案

例分析：「我國老人福利法執行成效之評估」，提出理想的政策評估模式。 

隨著政策評估理論發展日益成熟，純粹探討政策評估理論的期刊越來越少，

而純粹探討政策評估理論的碩博士論文更是在 1998 年之後就很已經很少見了。

目前的研究主流則是把政策評估當成是一個研究途徑，利用此評估途徑來與實際

的個案相結合。 

 

貳、政策評估結合實際個案的文獻 

    大致上來說，目前大部分的研究都是將政策執行評估（執行過程評估與執行

結果評估1）視為研究途徑而與實際個案相結合。研究者依照政策屬性、研究動

機、研究問題的不同，而選擇採取過程評估或是結果評估。簡單來說，過程評估

是探究政策執行過程中的動態因素；而結果評估則是想要找出政策執行後所帶來

                                                 
1 政策評估大致上可分成三大類型：預評估、過程評估、結果評估。目前最常使用的是過程評估
（檢視執行中的政策，注重政策執行動態過程的評估）與結果評估（注重政策影響的效能或效
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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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產出與影響有哪些。我們可以發現此類文章大部包含政策的過程評估與結果評

估，只有少部分的文章因為政策的情形不同，而只特定針對過程評估（例如：王

毓仁（1996）、張丹蓉（2000）、許岷弘（2003）、陳榮成（2003））；或是只針對

結果評估（例如：葉欣如（1995））來進行分析。 

此外，除了利用過程評估與結果評估來檢視實際個案外，目前新興的一種評

估途徑也漸漸受到研究者的青睞－回應性評估（Responsive Evaluation）。「回應

性評估」是將政策利害關係人的關切（concerns）與議題（issues）組織起來的一

種評估形式（Guba and Lincoln, 1981: 23）。主要內容包括（丘昌泰，2000：410）： 

1.重視對於政策利害關係人內心感受的回應，因此必須認定政策所涉及到的

利害關係團體； 

2.所謂的內心感受，就是政策利害關係人的主張（claims）、關切（concerns）

與議題（issues）；主張（claims）指的是：政策利害關係人可能較喜歡被

評估的部分；關切（concerns）是指：政策利害關係人可能較不喜歡被評

估的部分；而議題（issues）指的是：任何理性者可能會不同意的事情陳

述（Guba and Lincoln, 1989: 40）。 

3.方法論方面強調建構論者的方法論（constructivist methodology）。 

回應性評估雖然是較新的評估途徑，但是目前的應用領域已經相當地廣泛，

例如： 老人年金政策（胡至沛，1998）、替代役男政策（林枝炳，2002）、垃圾

費隨袋徵收政策（李俊宏，2002）、警察教育培養政策（邱昆男，2003）、公共衛

生服務（張清枝，2003）、戒毒政策（薛雅尹，2003）、大陸學歷採認政策（宋經

華，2004）、洗錢防制（朱美音，2004）、進口稅課征（許慈美，2004）、寬頻網

路（鄭明宗，2004）與藥害救濟政策（林昭德，2004）等等…。（有關評估理論

與實際個案結合的文獻整理在表 2-1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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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政策評估結合實際個案相關論文一覽表 

編 
號 

作者 
（年代） 

論文 
題目 

主要內容 
過程 
評估 

結果 
評估 

回應性

評估 

1. 
葉欣如

1995 

國家管制性

政策之研究

－以我國政

風機構執行

評估為實證

分析        

針對我國政風機構運作現況，進行

執行評估，以瞭解我國政風機構在

執行上的問題，結合管制性政策理

論與各國政風制度的實際面，針對

我國政風機構之問題，提出政策性

建議與具體可行之策略。 

 ◎ 

 

2. 
林延增

1995 

我國不公平

競爭禁制政

策執行評估 :

以不實廣告

為例 

運用 Soren Winter(1990) 與 Van 

Meter & VanHorn(1975 & 1976)政

策執行過程模型加以綜合分析 , 

找 出 影 響 政 策 執 行 (policy

implementation)的七大變數;在運

用執行評估理論與評估指標的思

考, 而建立本文之執行評估架構, 

然後分別進行執行過程評估

(process evaluation)與結果評估

(outcome evaluation)。  

◎ ◎ 

 

3. 
鄭明忠

1995 

我國外籍勞

工政策之執

行評估 

本論文主要分成二大主題進行研

究，一為外籍勞工政策內涵與政策

系絡分析；一為政策執行過程與執

行結果評估。 

◎ ◎ 

 

4. 
許姿儂

1996 

台北市學前

兒童照顧政

策之執行評

估 

本文的研究方法以次級資料蒐集

法以及深度訪談法為主。進行執行

過程評估及執行結果評估的分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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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毓仁

1996 

我國反毒政

策之執行評

估分析 : 八

十二年五月

至八十四年

十二月 

從政策研究途徑出發，針對兩年多

來政府所施行的反毒政策之執行

過程做一檢視與評估。採後實證論

的研究觀點，兼採質化與量化之分

析途徑，分別針對政策設計本身、

執行主體( 包括執行體系與人

員 )、標的群體等三面向來研究兩

年多期間政府反毒政策之執行過

程所產生之問題與成果，並作一全

面性的評估。 

◎  

 

6. 
楊淑芬

1996 

宜蘭縣玉田

社區總體營

造之執行評

估 

 

本研究主要目的乃是以文獻分析

法及調查訪問利害關係人來分

析。在過程評估部份，以地方人力

的發掘與整合、地方政府的參與與

角色、學校教育與社區結合、爭取

支援型資源、活動的設計與舉辦等

作為分析變項。結果評估方面則以

目標的達成程度及充份性作為衡

量指標。 

◎ ◎ 

 

7. 
胡至沛

1998 

回應性政策

評估理論之

研究 －兼論

台北縣老人

年金政策 

主要介紹回應性評估的理論基礎

（包括：定義、執行方式、方法論

基礎）。此外，並透過觀察與深度

訪談的方法，將回應性評估與實際

政策（老人年金）相結合。 

  ◎ 

 

 

8. 

 

何良慧

1999 

大眾捷運系

統聯合開發

政策執行評

估之研究 ----

以木柵線大

安站為例    

本研究以台北捷運初期路網 45個

基地進行聯合開發政策整體性執

行評估，並以已完工之木柵線大安

站為執行個案評估。基礎理論係引

用國內學者柯三吉的主張，以過程

評估及結果評估為執行評估內

涵；另以國外學者 Helen M. Ingram

建構的基本政策型態，為聯合開發

政策訂定評估指標並選取評估方

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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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賴金蓮

1999 

台北市老人

保護服務之

執行評估研

究 

利用深度訪談法，來瞭解老人保護

服務執行沿革、現況及成果與遭遇

的問題。並使用過程評估與結果評

估來分析此政策。 

◎ ◎ 

 

10. 
李嘉娜

1999 

我國社會教

育政策之執

行評估─國立

中正紀念堂

管理處個案

研究 

實證分析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

執行社會教育政策情形，以效能、

效率、及回應性為評估指標；在滿

意度實證分析方面，採用統計上的

單因子變異數及多元迴歸分析。 

◎ ◎ 

 

11.. 
簡吉照

1999   

我國性侵害

犯罪防治政

策之執行評

估—以台北

市為例 

 

本研究旨在瞭解我國性侵害犯罪

防治政策之執行評估狀況，並配合

政策執行、政策評估理論的分析模

式。本論文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以

文獻分析法及問卷調查法二種為

主。  

◎ ◎ 

 

12.. 
陳國獻

1999 

週休二日制

對政府機關

運作之執行

評估 

本研究採行「個案研究法」，以評

估政府機關在民國八十七年所實

施的每月二次週休二日制對其行

政運作之影響。 

◎ ◎ 

 

13. 
張丹蓉

2000 

台灣地區癌

症末期安寧

緩和療護政

策之執行評

估分析 

 

研究設計採個案研究，來進行政策

執行評估之調查，一面由多元政策

利害關係人角度切入，另一面則收

集如立委質詢稿、報章雜誌等之二

手資料，運用政策執行與評估理論

進行質性與量性研究併行的政策

執行評估，研究工具包括回顧資料

與結構式問卷，另以訪談作為輔

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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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孔正裕

2000 

臺灣地區敬

老乘車優待

方案之執行

評估—以「彰

化縣資深國

民免費乘車

方案」為研究

分析個案    

本文研究目的即針對此日益受到

重視的老人福利課題，除瞭解臺灣

地區敬老乘車優待政策的執行現

況外，並評估其執行成效，冀望能

提出使敬老乘車優待服務更有效

率的建議。本文採次級資料蒐集

法、調查研究及實地觀察為研究方

法。 

◎ ◎ 

 

15. 
羅清水

2000 

教育政策執

行評估之研

究--以高職實

用技能班政

策為例 

探討教育政策執行評估的理論與

方法，並以高職實用技能班政策為

例，實證性地評估其政策的執行成

效，進而加以檢討。本研究兼採理

論文獻分析與實證研究探討。 

◎ ◎ 

 

16. 
林枝炳

2002 

我國替代役

回應性政策

評估之研究

---以台中市

為例 

以問卷調查法為主，調查替代役政

策的相關政策利害相關人，希望能

夠評估替代役政策的施行是否妥

適，政策目標與實際執行間有無落

差。 

  ◎ 

.17 
鍾杰毅

2001 

環境管制政

策研究—以

台北市垃圾

費隨袋徵收

政策之執行

評估為例 

作者針對「隨袋徵收」政策，採取

政策途徑（Policy Approach）中的

執 行 評 估 （ Implementation 

Evaluation）角度來進行分析。 
◎ ◎ 

 

18 
曾建儒

2002 

中程施政計

畫之執行評

估-公共策略

規劃觀點 

 

本研究主要引用系統化之策略規

劃直接評估途徑，評估我國具策略

規劃精神內涵的「中程施政計畫」

之執行，評估中程施政計畫制度對

公部門組織規劃管理可能影響。 

◎ ◎ 

 

19. 
李俊宏

2002 

台北市垃圾

費隨袋徵收

政策評估 

以過程評估、結果評估以及回應性

評估來探討垃圾費隨袋徵收政

策。使用觀察、深度訪談以及文獻

分析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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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邱昆男

2003 

我國警察「養

成教育」回應

性政策評估 

透過文獻分析、深入訪談、焦點團

體座談以及菁英民意代表採訪的

方式來進行回應性評估。 

  ◎ 

21. 
張清枝

2003 

社區需求導

向的公共衛

生服務之評

估研究--以台

中市社區為

例 

本研究以回應性評估理論，利害關

係人為主軸，透過深度訪談方式，

要求其評估台中市政府的公共衛

生政策，同時探討社區內居民主要

關心的公共衛生需求議題為何。 

  ◎ 

22. 
曾嘉業

2003 

國民小學教

師聘任政策

之執行評估 

 

評估國民小學教師聘任政策之執

行過程與結果，研究採用問卷調查

法進行。 
◎ ◎ 

 

23. 
薛雅尹 

2003 

我國戒毒政

策成效評估

之研究 

評估方式兼採「過程評估」，及「結

果評估」的全面性評估。此外，為

了回應政策相關人對政策的真實

需要，因此，本研究進一步再對執

行客體之受戒治人，進行回應性評

估 

◎ ◎ ◎ 

24. 
林文全

2003 

我國警察機

關戶口查察

政策之執行

評估 ---以台

北縣政府警

察局為例 

 

利用深度訪談與問卷調查法來探

討我國警察機關之警勤區制度。希

望透過深度訪談及問卷調查分析

等實證研究，來探討戶口查察的價

值及功能，並提出未來轉型之政策

性建議及後續研究方向 

◎ ◎ 

 

25. 
黃美麗

2003 

中華工程公

司民營化之

執行評估 

探討中工公司民營化政策執行過

程的影響變數，並就政策產出與政

策影響兩個面向評估其執行成

果，提供政府民營化政策執行成果

評估一個較為完整的架構。本研究

的方法採文獻分析、問卷調查與深

度訪談三種方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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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許岷弘

2003 

九二一災後

重建執行評

估之研究－

組合屋拆遷

與校園重建

之個案分析 

本研究採取「德菲法」彙集學者專

家對於組合屋拆遷與校園重建政

策之意見，作為政府施政參考，期

能從中尋求新的建議方案，為九二

一災後重建工作開創新局。 

◎  

 

27. 
陳榮成

2003 

台北市替代

役管理之執

行評估研究 

採取文獻分析、深度訪談與問卷調

查的方法，希望能夠找出替代役管

理之癥結所在。 

◎  

 

28. 
宋經華

2004 

我 國 加 入

WTO 對於高

等教育政策

影 響 之 研

究—以「大陸

學歷採認政

策」為例 

研究方法分別採文獻分析法、深度

訪談法和問卷法三種，研究對象依

政策利害關係人分為政策制定

者、政策受益者與政策犧牲者三

類。 

  ◎ 

29. 
朱美音

2004 

我國洗錢防

制政策評估

之研究 

本研究嘗試從政策評估的角度切

入，對洗錢防制政策進行過程評估

與結果評估，有助於釐清。運用多

元的調查方法：一是文獻分析法、

二是焦點團體及深度訪談法、三是

問卷調查等，兼採量化與質化的研

究方法。 

◎ ◎ ◎ 

30. 
許慈美

2004 

利害關係人

取向的政策

評 估 之 研

究：以進口即

時課徵營業

稅為例 

本研究希望從利害關係人的角度

來評估此政策的執行效果與影

響。主要是採取文獻分析、深度訪

談以及問卷調查的方式來進行。 
 ◎ ◎ 

31. 
鄭明宗

2004 

我國寬頻網

路政策之回

應性評估 

回應性政策評估強調評估者親自

進入評估標的進行研究，因此，本

文之研究方法以深度訪談為主，文

獻分析為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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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林昭德

2004 

台灣藥害救

濟政策評估

之研究 

主要是採取深度訪談的方式來進

行過程評估與結果評估，此外為了

讓政策利害相關人的意見能夠更

真實地反映出來，也融入了第四代

政策評估的精神。 

◎ ◎ ◎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從表 2-1 中的 32 篇論文中，我們可以將目前政策評估的研究歸納成下列幾

類： 

一、針對「過程評估」 

此類的論文是針對政策的執行過程來加以評估，目前只針對過程評估來進行

研究的論文共有四篇： 

王毓仁（1996）從政策研究途徑出發，針對兩年多來政府所施行的反毒政策之執

行過程做一檢視與評估。採後實證論的研究觀點，兼採質化與量化之分析途徑，

分別針對政策設計本身、執行主體( 包括執行體系與人員 )、標的群體等三面向

來研究兩年多期間政府反毒政策之執行過程所產生之問題與成果，並作一全面性

的評估。 

張丹蓉（2000）的研究設計是採取個案研究的方式，來進行政策執行評估之

調查，一方面由多元政策利害關係人角度切入，另一面則收集如立委質詢稿、報

章雜誌等之二手資料，運用政策執行與評估理論進行質性與量性研究併行的政策

執行評估，研究工具包括回顧資料與結構式問卷，另外也以訪談作為輔助的研究

工具。 

許岷弘（2003）的研究則是採取「德菲法」，利用彙集學者專家對於組合屋

拆遷與校園重建政策之意見，作為政府施政參考，希望能從中尋求新的建議方

案，為九二一災後重建工作開創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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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榮成（2003）則是採取文獻分析、深度訪談與問卷調查的方法，希望能夠

找出替代役管理之癥結所在。 

二、針對「結果評估」 

目前的研究只針對結果評估來進行研究的論文非常的少，其中只有一篇研究

政策執行的結果與影響：葉欣如（1995）在研究國家管制性政策時，主要是針對

我國政風機構運作現況，進行執行評估，以瞭解我國政風機構在執行上的問題，

結合管制性政策理論與各國政風制度的實際面，針對我國政風機構之問題，提出

政策性建議與具體可行之策略。   

三、針對「回應性評估」 

除了利用過程評估與結果評估來檢視實際個案外，目前新興的一種評估途徑

－回應性評估，也漸漸受到研究者的青睞： 

    胡至沛（1998）主要是介紹回應性評估的理論基礎（包括：定義、執行方式、

方法論基礎）。此外，並透過觀察與深度訪談的方法，將回應性評估與實際政策

（老人年金）相結合，討論台北縣的老人年金政策， 

林枝炳（2002）是以問卷調查法為主，調查替代役政策的相關政策利害相關

人，希望能夠評估替代役政策的施行是否妥當，並評估政策目標與實際的執行間

有無落差。 

邱昆男（2003）則是透過文獻分析、深入訪談、焦點團體座談以及菁英民意

代表採訪的方式來進行回應性評估，來評估我國警察的「養成教育」。 

張清枝（2003）的研究是採取回應性評估理論，以利害關係人為主軸，透過

深度訪談方式與要求，來評估台中市政府的公共衛生政策，同時也探討社區內居

民主要關心的公共衛生需求議題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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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經華（2004）研究方法分別採文獻分析法、深度訪談法和問卷法三種，研

究對象則是依政策利害關係人分為政策制定者、政策受益者與政策犧牲者三類，

以回應性評估的研究途徑來探討我國加入WTO後，對於我國高等教育政策之影

響。 

鄭明宗（2004）認為回應性政策評估強調評估者親自進入評估標的進行研

究，因此，此研究的研究方法是以深度訪談為主，文獻分析為輔，利用第一手資

料與第二手資料來探討我國的寬頻網路政策。 

四、結合「過程評估」與「結果評估」 

除了單獨探討政策執行的過程或結果，還有另外一種文章是探討一個政策的

執行過程與執行結果。這類的政策個案大多是已經執行了相當一段時間，而且已

經有明確的政策結果或是政策影響的產生。這類的研究相當的多，一共有 16 篇

論文： 

林延增（1995）運用 Soren Winter(1990) 與 Van Meter & VanHorn(1975 & 1976)

政策執行過程模型加以綜合分析，找出影響政策執行(policy implementation)的七

大變數；在運用執行評估理論與評估指標的思考，進而建立研究之執行評估架

構。然後分別進行執行過程評估 (process evaluation)與結果評估 (outcome 

evaluation)。 

鄭明忠（1995）主要是探討我國外籍勞工政策之執行評估。此論文主要分成

二大主題進行研究，一為外籍勞工政策內涵與政策系絡分析；二為政策執行過程

與執行結果評估。 

許姿儂（1996）研究方法是以次級資料蒐集法以及深度訪談法為主。進行執

行過程評估及執行結果評估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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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淑芬（1996）此研究主要目的乃是以文獻分析法及調查訪問利害關係人來

分析。在過程評估部份，以地方人力的發掘與整合、地方政府的參與與角色、學

校教育與社區結合、爭取支援型資源、活動的設計與舉辦等作為分析變項。而在

結果評估方面，則以目標的達成程度及充份性作為衡量指標。 

何良慧（1999）此研究是以台北捷運初期路網 45 個基地進行聯合開發政策

整體性執行評估，並以已完工之木柵線大安站為執行個案評估。基礎理論係引用

國內學者柯三吉的主張，以過程評估及結果評估為執行評估內涵；另以國外學者

Helen M. Ingram建構的基本政策型態，為聯合開發政策訂定評估指標並選取評

估方法。 

賴金蓮（1999）利用深度訪談法，來瞭解老人保護服務執行沿革、現況及成

果與遭遇的問題。並使用過程評估與結果評估來分析此政策。 

李嘉娜（1999）以實證分析來探討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執行社會教育政策

情形，並以效能、效率、及回應性為評估指標；此外在滿意度實證分析方面，採

用統計上的單因子變異數及多元迴歸分析。 

簡吉照（1999）本論文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以文獻分析法及問卷調查法二種

為主。研究的目的是在瞭解我國性侵害犯罪防治政策之執行評估狀況，並配合政

策執行、政策評估理論的分析模式。 

陳國獻（1999）採行「個案研究法」，評估政府機關在民國八十七年所實施

的每月二次週休二日制對其行政運作之影響。 

孔正裕（2000）研究目的是針對此日益受到重視的老人福利課題，除了瞭解

臺灣地區敬老乘車優待政策的執行現況以外，並且評估其執行成效，希望能提出

使敬老乘車優待服務更有效率的建議。此篇文章是採取次級資料蒐集法、調查研

究及實地觀察為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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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清水（2000）探討教育政策執行評估的理論與方法，並以高職實用技能班

政策為例，實證地評估其政策的執行成效，進而加以檢討。本研究兼採理論文獻

分析與實證研究探討。  

鍾杰毅（2001）針對「隨袋徵收」政策，採取政策途徑（Policy Approach）

中的執行評估（Implementation Evaluation）角度來進行分析。 

曾建儒（2002）主要是引用系統化之策略規劃直接評估途徑，評估我國具有

策略規劃精神內涵的「中程施政計畫」之執行，此外也評估中程施政計畫制度對

公部門組織規劃管理可能影響。 

 

曾嘉業（2003）採用問卷調查法來進行國民小學教師聘任政策之執行情況，

並評估國民小學教師聘任政策之執行過程與執行結果。 

 

林文全（2003）利用深度訪談與問卷調查法來探討我國警察機關之警勤區制

度。希望透過深度訪談及問卷調查分析等實證研究，來探討戶口查察的價值及功

能，並提出未來轉型之政策性建議及後續研究方向 

 

黃美麗（2003）探討中工公司民營化政策執行過程的影響變數，並就政策產

出與政策影響兩個面向評估其執行成果，提供政府民營化政策執行成果評估一個

較為完整的架構。本研究的方法採文獻分析、問卷調查與深度訪談三種方法。 

五、結合「結果評估」與「回應性評估」 

除了探討政策執行的結果與影響之外，也融入回應性評估的精神，讓評估的

結果更加真實、可靠與有用。許慈美（2004）的研究就是希望能從利害關係人的

角度來評估此政策的執行效果與影響。此篇文章主要是採取文獻分析、深度訪談

以及問卷調查的方式來進行。 

六、結合「過程評估」、「結果評估」與「回應性評估」 

此外，目前也有一種新的寫作趨勢，是將過程評估、結果評估與回應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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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在一起，一次結合三種研究途徑能夠提供一種較宏觀全面性的政策探討。 

李俊宏（2002）使用觀察、深度訪談以及文獻分析法，主要是以過程評估、

結果評估以及回應性評估來探討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 

薛雅尹（2003）評估方式兼採「過程評估」以及「結果評估」的全面性評估。

此外，為了回應政策相關人對政策的真實需要，此研究進一步再對執行客體之受

戒治人，進行回應性評估。 

朱美音（2004）此研究嘗試從政策評估的角度切入，對洗錢防制政策進行過

程評估與結果評估。此研究運用多元的調查方法：一是文獻分析法、二是焦點團

體及深度訪談法、三是問卷調查等，兼採量化與質化的研究方法。 

林昭德（2004）主要是採取深度訪談的方式來進行過程評估與結果評估，此

外為了讓政策利害相關人的意見能夠更真實地反映出來，也融入了第四代政策評

估的精神。 

從上列這麼多篇文章中我們可以發現，政策評估（過程評估、結果評估與回

應性評估）已經成為一個跨領域的分析工具。不僅是公共行政相關領域的研究者

使用政策評估，就連其他領域（如：教育、建築、社區營造、醫療保健、警政等

等…）的文章也可看到政策評估的蹤影。儘管政策評估在當代被廣泛地應用，然

而，我們卻很少看到過程評估與回應性評估相結合，此外我們也很少看到（甚至

沒有看到）政策評估應用到觀光政策方面。因此，將政策評估途徑與回應性評估

途徑與觀光政策相結合，或許是個值得嘗試的嶄新研究！ 

 

第二節  開放大陸地區人士來台觀光政策之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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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觀光客的確是各國爭相搶奪的一塊商機，然而中國觀光客滯留的現象卻

也是各國頭痛的問題。因此，幾乎所有開放旅遊國家都訂定了相關限制，以「極

大化開放旅遊的商機；極小化旅客滯留的風險」。 

    反觀國內，「開放大陸地區人民來台觀光政策」從 2002年元旦開放至今已超

過三年，然而國內相關的文獻並不算多。（相關的期刊論文整理在表 2-2與表 2-3

中），從這些文獻中我們可以發現，文章內容大致上可分成四類： 

一、 政策介紹 

    黃敬天在交流雜誌上（2001.06、2002.02、2002.04）的三篇文章，主要在說

明此政策的來龍去脈，說明兩岸觀光交流的背景，詳細地介紹此政策的目標、內

容、相關限制規定。而羅惠西（2001）老師則是藉由此政策的介紹，進而提出我

國觀光產業的願景，希望藉由兩岸觀光交流，能夠讓台灣的觀光業更加蓬勃發

展。簡單來說，這類的文章真實地介紹此政策的內容，讓讀者能夠快速瞭解政策

的內涵為何。 

二、 政策的正面效益與可能影響 

 （一）政策的正面效益 

此類的文章則是藉由突顯此開放觀光政策的正面影響（例如：龐大商機、

兩岸和善關係），希望政府能夠更加「積極開放」，甚至是全面開放中國人

士來台觀光。例如：吳宛芳（2001）認為目前此政策為我方單向開放，而

且尚未與中國簽訂「觀光協議」，因此初期的利益商機有限；然而若之後

全面開放的話，商機無限，長期效益可待。此外，陳世杞與涂維穗（2001），

則是希望政府能夠採取更大幅度的三通措施，全面開放大陸人士來台觀

光，以振興觀光產業，促進兩岸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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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的可能影響   

這類的文章的主題是在探討此政策執行至今的成效，以及未來全面開放

後，對台灣可能會造成哪些影響，在哪些層面會造成較大的衝擊。例如：

韓德威（2001）就探討此政策對於台灣各個層面（文化、政治、經濟、社

會與健康）可能產生的影響。錢思敏（2003）則評估此政策的實施成效，

此外，他認為未來若全面開放大陸人士來台觀光，台灣可能會面臨經濟、

社會、文化、環境等方面的衝擊，我們應該提早著手準備這些衝擊。而

T. Y. Wang.（2003）透過政大選研中心進行電話訪談，主要是探討兩岸交

流（包括：經貿、觀光、文化…）對國家安全之影響。調查結果發現，近

半數的受訪者皆擔心兩岸交流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並希望政府能夠提出

夠有效可行的控管機制。 

而蔡宗哲（2004）則是為兩岸觀光交流的演進作一簡單的介紹，此外也針

對開放大陸人士來台觀光政策作一詳細的檢視，除了提出正面可期待的效

益外，也提出一些可能帶來的衝擊（交流秩序不佳、旅客滯留不歸等..）。

最後建議應該以民間協商模式來建立兩岸觀光協定，以因應可能產生的衝

擊。 

三、 安全管理 

    在第三類的文獻中，主要將焦點放在大陸觀光客的管理上，而著眼點就是台

灣的「國家安全」（社會安全）。蔡英文（2003）在一場演講中提到兩岸經貿經貿

交流的問題，其中也討論到開放大陸人士來台觀光這個政策比起小三通來的複

雜，因為這是「人」的管理，也因為人的管理牽涉到較複雜的層面，因此相關的

安全管理機制不可等閒視之。此外，葉昌華（2004）則是針對 2003年 7、8月陸

續發生的一連串大陸觀光客集體失蹤事件，檢討目前的管理機制，並提出一些安

全管理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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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觀光旅遊 

   在探討「開放大陸地區人民來台觀光」政策時，不少文章將焦點放置在觀光

旅遊（包括：旅遊行為、觀光資源、旅遊態度…）這個層面。把它當作一個單純

的觀光政策來討論。 

在觀光資源方面，金田正（2004）討論到一些低劣的行銷手段（零團費）已

經成為招攬大陸旅客來台的手段了。這種零團費的經營模式，強迫旅客購物，是

在踐踏台灣的觀光旅遊品質，而將台灣的形象污名化。而陳光華等（2004）則是

探討大陸旅客來台觀光的消費行為，以及是否有意願再重遊台灣。進而檢視台灣

的觀光資源是否能夠吸引大陸旅客來台，而成為提升台灣觀光產業的主要助力。

此外，也有針對旅客的態度進行研究，林國賢（2004）這篇碩士論文最主要以問

卷調查法為主，針對廣州市民進行抽樣調查，希望探討大陸民眾來台旅遊的態度

與動機。 

 

表 2-2：「開放大陸地區人民來台觀光政策」期刊一覽表 

時間 作者 題目 主要內容 

2001.06 黃敬天
政府研議開放大陸人士

來台觀光 

簡述兩岸交流的歷史，希望藉由開放

大陸人士來台觀光能讓兩岸交流更上

層樓，並說明此政策相關的影響面向。

2001.07 陸委會

推動大陸人民來台觀光

政策之規劃推動相關說

明 

說明開放大陸人民來台觀光政策的背

景、規劃重點、相關影響評估以及民

意調查的結果。 

2001.10 韓德威

開放大陸人士來台觀光

政策對台灣之影響與衝

擊 

從旅客居民構面（文化、政治、經濟、

社會與健康層面）與接觸媒介構面來

探討此政策。  



 19

2001.10 吳宛芳
開放大陸人士來台觀光

之商機評析 

此政策僅為我國單方面開放，並未與

中國簽訂「觀光協議」，因此開放初期

對於我國觀光產業助益有限，然而長

期的效益則可期待。 

2001.12 
陳世杞、

涂維穗

開放大陸人民來台觀光

政策之評析 

希望政府能夠採取更大幅度的三通措

施，開放大陸人民來台觀光，藉以促

進台灣觀光產業，提振經濟景氣，創

造就業機會，並促進兩岸和平。 

2001.12 羅惠西

從開放大陸人士來台觀

光看二十一世紀台灣觀

光產業之發展 

說明兩岸觀光交流的重要性，希望藉

由政府的「積極開放，有效管理」，能

夠有更積極的兩岸觀光交流，以促進

我國觀光產業的發展。 

2002.02 黃敬天 開放大陸人士來台觀光
說明開放大陸人士來台觀光的相關規

定，並提出希望與中國協商的內容。

2002.04 黃敬天
首批大陸人士歡欣來台

觀光 

二月五日首批大陸觀光客來台，並舉

行座談交流，希望讓此政策更趨完善。

2003.05 錢思敏

福爾摩沙敞開大門迎賓

前的準備－ 開放大陸

人士來台觀光之現在與

未來式 

評估此政策的實施成效，並探討開放

中國人民來台觀光可能會面臨的經

濟、社會、文化與環境等衝擊。 

2003.05 蔡英文 全球化下的兩岸關係 

主要是探討兩岸的經貿交流問題。之

後的意見交換部分，提到了中國觀光

客的管理問題。 

2004.06 金田正
「零團費」會把台灣觀

光玩垮掉 

零團費成為招攬大陸人士來台觀光的

手段，強迫大陸觀光客購物，踐踏旅

遊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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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06 

陳光華、

容繼業、

陳怡如

大陸地區來台觀光團體

旅客旅遊消費行為與重

遊意願之研究 

探討大陸地區來台觀光團體旅客的旅

遊消費行為以及重遊台灣的意願。結

果顯示：餐飲服務品質的滿意度越

高，重遊的意願也較高；來台停留時

間越長，消費金額越高，團費越貴，

則重遊的意願越低。 

2004.10 葉昌華
大陸人民來台觀光的安

全管理問題 

針對中國觀光客逾期滯留的問題，探

討相關的安全管理問題，並針對此政

策作一初步的檢討。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 2-3： 「開放大陸地區人民來台觀光政策」研討會與碩博士論文一覽表 

時間 作者 題目 主要內容 

2003 林千如 
大陸專業人士在台購

物消費行為之研究 

主要探討大陸觀光客（專業人士來台觀

光）的個人屬性、旅遊特性等背景資料，

與購物消費行為之間的關聯性。 
 

2003 

 

T. Y. 

Wang 

Cross-Strait Exchanges 

and National Security: 

A Survey of Public 

Opinion in Taiwan 

探討兩岸交流（包括：貿易、投資、觀光、

文化）對於我國國家安全之影響。主要是

針對貿易與投資方面的交流。其中一項調

查顯示：過半數的受訪者擔心兩岸交流所

產生的負面影響，並希望政府能夠提出相

關的控管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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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林國賢 
大陸民眾來台旅遊

態度與動機之研究 

探討大陸民眾來台的旅遊態度、旅遊動

機、旅遊體驗與旅遊資訊之現況及其因果

關係。主要以廣州市人民為抽樣樣本，進

行問卷調查。 

2004 蔡宗哲 

向左走？向右走？

兩岸關係與兩岸觀光

發展政策 

觀光是兩岸交流的最佳平台。我國雖然對

開放大陸人士觀光所造成的有利面感到

期待，但是令人擔憂的是：國家安全、兩

岸交流秩序以及旅客滯留不歸等問題。最

後，建議以民間協商的模式來建立兩岸的

觀光協定。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從表 2-3的文獻中我們可以發現：在碩士論文方面，目前只有一篇碩士論

文（林國賢，2004）真正是針對此政策來做相關研究，然而使用的研究方法是採

取量化問卷進行抽樣調查，而焦點也只是針對大陸旅客的旅遊動機與態度來進行

分析。因此，開放大陸旅客來台觀光政策仍然有相當的研究空間。 

此外，從上述的文獻中我們也可看出，幾乎所有的觀光政策研究（林千如，

2003、林國賢，2004）都是使用量化（問卷調查）的方式來進行研究。因此，以

質化（深度訪談）方式來探討觀光議題仍有相當的研究空間。 

最後，關於此政策目前的相關文獻大致上可分成五類（政策介紹、正面效益、

負面影響、安全管理和觀光旅遊），除了陳世杞、涂維穗（2001）那篇有提到一

點評估的概念外，其餘的文章都沒有使用政策評估的研究途徑，而且此政策執行

至今尚未有檢討其執行過程的文章出現。因此，本研究將嘗試以政策評估為研究

途徑，來與觀光政策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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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架構 

從第一節政策評估的文獻檢閱中我們可以發現，目前的研究已經很少在做單

純的評估理論探討，而是將政策評估與某一實際個案相連結，亦即：利用政策評

估這個研究途徑來探討實際政策執行的過程與結果。而從文獻中我們也可看到，

越來越多研究重視利害相關人的意見，因而採用回應性評估，將多元的意見反映

出來。 

此外，從第二節介紹的開放觀光政策相關文獻中，我們可以看出目前研究這

個政策的碩士論文只有一本而已，而且使用的方法均偏重於量化（問卷調查）統

計分析。 

因此，本研究希望能夠將政策評估帶入觀光政策中，藉由政策評估的研究途

徑來檢視開放大陸地區人民來台觀光政策。由於此政策目前尚未全面開放，再加

上執行時間不過短短三年多，因此，本研究將以過程評估來探討影響政策達成其

目標的關鍵因素（旅遊品質、安全管理、觀光協議）。此外，為了讓此政策評估

更臻完善，本研究也融入回應性評估的精神，將訪談政策利害相關人，以評估此

政策所要追求的目標是否適切妥當，有無確實地回應政策利害相關人的需求。最

後，希望能夠從政策利害相關人的意見中，尋找出一個可行有效的安全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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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訪談設計 

David H. Rosenbloom指出：政策評估的目的不僅在檢視某項政策是否達成

預期的影響，更重要的是在於檢視政策的執行是否妥適（李允傑、丘昌泰，2003：

191-193）。因此，本研究希望採取質化的研究方法，從過程評估與結果評估的角

度切入，希望為此政策作一系統地評析，並提出適當且有效的管理機制，以取得

兩岸觀光交流政策中成本與效益的平衡點。 

壹、研究途徑 

在探討政策的背景部分，本文將採取歷史制度論的研究途徑，來解釋為何會

有開放大陸地區人民來台觀光政策的產生。將政治學放在特定的時間系絡下，有

系統的分析事件與過程的時間次序，有助於我們去了複雜的社會動態。以 Tilly

的話來說就是：在序列中，事件何時（when）發生，會去影響到事件如何（how）

發生（Pierson, 2000: 72）。因此本文嘗試使用歷史制度論途徑來分析兩岸觀光交

流，試圖找出兩岸觀光交流發展的關鍵時刻，以及觀光交流在何時產生了重大的

突破發展。 

貳、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   

就國內外以「政策評估」與「開放大陸人士來台觀光」為主題之書籍、期

刊論文、官方統計資料及出版品、學術研討會等相關文獻，進行理論與政策實務

面的歸納與整理。一方面提出研究架構；另一方面也有助於瞭解政策問題的背景

與執行現況。 

二、深度訪談 

由於開放大陸地區來台觀光政策執行至今差不多只有 3年的時間，再加上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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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尚未完全地全面開放大陸旅客來台觀光，因此本文的將採取過程評估的研究

途徑，利用此研究途徑來探討影響此政策執行的相關因素。此外，為了更真實地

反應出政策利害相關人的意見與看法，本研究將融入回應性評估的精神，針對此

政策之利害相關人進行深度訪談。 

一般而言，訪談是從人們身上獲取資料的最普遍方法。訪談法大致上可分為

「非正式會話訪談」（informal conversational interview）、「一般性訪談導引法」

（ general interview guide approach）、「標準化開放式訪談」（ standardized 

open-ended interview）與「封閉式、固定反應的訪談」。 

根據本研究之研究問題與性質，本研究將採取「一般性訪談導引法」（general 

interview guide approach），亦即經由事先設計過的訪談大綱，提出開放性問題由

受訪者回答，而問題的次序或字辭運用則視受訪者與情境而定，並無固定之問題

次序。 

叁、訪談設計 

一、抽樣方式 

本研究之訪談問卷依據訪問對象之不同而分成三類（政府、業者與專家學

者）。本研究之問卷題目主要是針對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以及參酌張慕祥等著

（2003）的專題論文問卷，所發展設計出來的。（詳細的訪談問卷題目請參見附

錄二、三、四。） 

本研究之抽樣方式是採用「雪球抽樣」（Snowball Sampling）的方式來選擇

訪談對象。至於本研究的訪談對象主要是針對此政策的利害關係人（包括：政策

制定者、政策執行者、政策受益者與政策受害者）與相關的學者專家（訪談名單

整理在表 2-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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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訪談對象一覽表 

政府 訪談時間 編號 

航警局 
4月 1日 

（14：30~15：30） 
A1 

業者 訪談時間 編號 

中華民國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秘書長
3月 16日 

（17：30~18：30） 
B1 

中華兩岸旅行協會理事長 
3月 10日 

（15：00~16：00） 
B2 

雄獅旅行社副總經理 
2月 25日 

（17：00~18：00） 
B3 

金箭旅行社董事長 
3月 8日 

（14：00~15：00） 
B4 

學者專家 訪談時間 編號 

羅惠西（真理大學觀光事業學系助理教授） 
2月 23日 

（13：00~14：30） 
C1 

范世平（銘傳大學觀光學院助理教授） 
2月 17日 

（10：00~11：30） 
C2 

陳家瑜（世新大學觀光事業學系助理教授） 
3月 22日 

（10：30~11：30） 
C3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二、訪談過程 

本研究的訪談對象主要是針對此政策的利害相關人，其中包括相關的政府單

位、民間業者協會與學者專家。深度訪談主要是從今年（二○○五年）的二月開

始，一共歷時大約兩個月的時間完成全部的訪談工作，每位受訪者的訪談時間約

為一小時，訪談過程除了航警局人員外，其他的受訪者均接受錄音。（詳細的訪

談逐字稿請見附錄一、附錄二、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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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 

與此政策相關的政府單位包括：陸委會、交通部觀光局、內政部出入境管理

局、航警局、以及各地的警察單位…。然而由於此政策屬於較敏感的兩岸政策，

因此一般的政府機關均不太願意表達意見，因而無法接受訪談。其中觀光局的人

員表示他們觀光局只是執行單位，主要的政策負責機關為陸委會，因此覺得沒有

必要也不願意接受訪談。至於主要負責此政策的陸委會則表示，他們機關的性質

比較特殊，負責的業務均屬較為機密敏感的國家機密，因此不方便對外發言，甚

至是學術訪問也不方便。因此，有關負責此政策的相關人員提供了相關的資料，

不過這些資料其實在陸委會的網站上也有公佈。儘管一般的政府單位都不願意接

受訪談，不過由於同學的熱心幫忙，讓我成功地訪問到一個航警局的官員，專門

負責「觀平專案」的人員。 

二、業者 

在旅行業者方面，由於我不大清楚國內哪家旅行社有在承辦大陸人士來台觀

光的業務，因此所訪談的旅行社是由范世平老師與羅惠西老師所推薦的，分別是

雄獅旅行社與金箭旅行社。至於在旅行協會的部分，也是透過范世平老師的引

薦，讓我有機會訪談到對此政策相當熟悉的中華兩岸旅行協會理事長。此外，由

於今年二月底公佈新的實施方案，將所有文件的收送業務交由中華民國旅行商業

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來負責，因此也將此協會列為重要的民間協會代表，而此協

會的秘書長也相當的具有熱忱，非常樂意接受與此政策相關的訪談。 

三、學者專家 

由於此政策屬於一個較新的政策，而且涉及領域眾多，並非一個絕對的兩岸

政策或是觀光政策，因此並沒有特定的權威學術社群。而在找資料的過程中，發

現范世平老師的博士論文寫的就是有關大陸旅遊的議題，而且范老師也出了一本

介紹大陸旅遊的書，因此范老師成為本研究的第一位訪談者。在資料的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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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發現范老師鑽研此領域外，也發現羅惠西老師曾經在兩岸交流的期刊上也發

表過相關文章，因而也將羅惠西老師列為訪談對象之一。此外，在訪談中華兩岸

旅行協會的理事長時，意外得知世新大學觀光系的老師有在接一個陸委會的研究

案，研究的主題正是此政策的安全管理機制，因此也將此研究案的負責老師－陳

家瑜老師列為主要的訪談對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