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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國家對智庫工作模型—台灣模式 
 

第一節  研究過程之回顧與摘要 
 

本論文以我國對美外交工作中的對美智庫工作為標的，以政

策評估之角度，對此項工作之有效性進行評估。在第一章中，討

論到由於我國外交處境之特殊性，及衍生而來對美關係之特殊需

求，導致透過國會、地方政府、媒體及智庫等各種周邊方式影響

美國政府決策的「迂迴式」外交，反成為我國最能使力的部分，

對智庫之工作，也因此成為我外交工作之一環。 

 

針對我國對智庫工作進行政策評估，其主要核心即在於討論

我國影響美國智庫的能力，及美國智庫影響美國政府之能力等兩

者，以求瞭解對智庫進行工作，是否最後能產生實現特定之國家

目標的結果。整個影響過程，包括了我國 美國智庫 美國政府

等三個主體，其中箭頭代表「影響」，整個三主體兩階段過程能夠

順利建立，則代表美國政府之友我政策產出，我國的特定國家目

標得以實現。為對上述兩階段進行檢視，在研究架構上本論文採

取了政策評估研究為整體研究脈絡，並以決策研究及統計研究進

行各次級項目的細部討論，以逐一檢視三主體兩階段過程中，每

一段是否能夠成立。 

 

至於研究將遇到的限制，則包括了已存在的研究資料相對不

足、統計方法使用上充滿限制及機密資料引用之障礙等三點。首

先，相較於國際關係學中其他領域，對於智庫研究的相關學術著

作及期刊相關之論文仍屬少數，英文資料部分，雖已有一定數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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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文獻針對智庫進行研究，惟針對智庫與兩岸問題進行研究分析

之論文則截至目前為止似仍付之闕如；中文資料，則更屬鳳毛麟

角。其次，許多議題之研究在統計方法的使用上仍然受到限制，

如倘擬以統計資料證明智庫之友我作為與言論，與同時期美國政

府之友我政策存在「正向因果關係」，亦即透過對智庫立場之影

響，已確實達成迂迴影響美國對華政策之目的，吾人需要將智庫

言論及美國外交政策間因果關係做出可量化之統計證明。但是，

此實係不可能的任務。基本上，對此影響力進行評估時，無法針

對某一特定時間來排除其他所有變因進行準確估算，故即使短期

內美國政策並未直接因某部分智庫之活動，而採取與智庫立場相

同之走向，吾人固不宜直接認定此係「未達成目標」；反過來說，

若美國政策於短期內果採取與與智庫活動立場相同之走向，吾人

亦難直接認定此與智庫之活動確具直接之因果關係。至於機密資

料引用的限制，則係由於許多資料涉及國家機密保護法規，故筆

者雖可取得，惟仍無法直接引用於研究之中。 

 

在第二章中，本研究則針對台美關係之歷史脈絡及美國目前

重要智庫分佈情形進行彙整，並針對傳統上將學者及智庫分為紅

隊及藍隊之恰當性進行討論。首先，自 1979 年中美斷交後，我國

與美國即在台灣關係法架構之下，與美國繼續進行各方面的交

流。自 1970 年代初期尼克森訪問中國大陸至目前為止，台美關係

共經歷了尼克森、福特、卡特、雷根、布希、柯林頓及小布希等

美國總統，尼克森任內美中簽訂了「上海公報」，展開了與美中關

係正常化之開始，卡特任內則與中共簽訂了「建交公報」，完成了

與中共建交，並於隔年通過「台灣關係法」；雷根政府任內與中共

簽訂了美中「八一七公報」，同時並對我國提出了「對台六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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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至此美國對兩岸「一法、三公報」的政策框架於焉確立，二

十餘年來，歷任總統便只在實行上彈性調整，框架本身至今均沒

有太大改變。 

 

柯林頓總統任內進行了「對台政策總檢討」，美國的「一個中

國政策」正式形諸文字，官署洽公及高層過境等官方交流之規則

亦進一步釐清；小布希上台之後，對台態度甚為友善，相較於柯

林頓政府，實踐上明顯更趨彈性，但基本政策則仍無太大不同。 

 

另外，第二章亦針對有關美國主要智庫進行一現況彙整。美

國活躍於兩岸政策之智庫中，較具代表性的保守派智庫，有美國

企業研究院（AEI）、傳統基金會（Heritage Foundation）、胡佛研

究所（Hoover Institute）及卡圖研究所（CATO Institute）等；自由

派智庫，則有布魯金斯研究院（Brookings Institution）、戰略與國

際關係研究中心（CSIS）及外交關係協會等（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等。不隸屬於保守派或自由派的智庫，則有包括美中關

係全國委員會（NCUSCR）、美國外交政策全國委員會（NCAFP）、

蘭德公司（Rand）、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Wilson Center）及國家

政策中心（CNP）等。 

 

傳統上許多人在提到美國對華政策時，都會提及「紅隊（red 

team）」及「藍隊（blue team）」等名詞。大體上來說，紅隊，指的

是「對中共較為友善的人」；藍隊，指的就是「對台灣較為友善的

人」；紅藍隊名詞的出現於 90 年代早期，歸類為藍隊的人士多半

對於被分類表示同意或甚至引以為傲，歸類為紅隊者則基本上從

未有人同意此種分類。惟就所謂紅藍隊之學者主張探究不難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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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一般認為紅藍雙方立場鮮明而截然不同、政策取向一親中而

一親台之主觀看法，實有未盡精確之虞。紅藍隊學者均為美籍人

士，其看法雖或有時與我政府政策相同或相衝突，惟其根本依據

均來自美國國家利益、自身學養及其研究成果，倘因認定渠等為

紅隊或藍隊人士，而有先入為主之既定觀念，對於吾人對其主張

及研究之公正理解、評論及引用，恐均有害無利。 

 

本研究第三章，則由各項理論及影響管道等兩方面，針對智

庫影響政府政策之能力（三主體兩階段架構之後段）進行探討。

首先，菁英理論認為，由於一般人民對公共政策不見得均有興趣，

且對公共政策所知亦不如菁英，所以，實際上群眾對於公共政策

的意見，幾乎完全由菁英所塑造，易言之，公共政策乃菁英偏好

的產物。智庫學者，係以知識菁英之身分出現在政策過程中，依

據菁英理論，智庫學者無疑對政策具有高度影響力。利益團體理

論則指出，人民影響政治活動的手段即為組成團體，這種反映團

體利益的組織，就是「利益團體」，利益團體乃係「個人的集合體，

目的在於影響政府的公共政策或行動」等。智庫亦係利益團體的

一種，且由於其成員之專業與學識，使每位成員個人原本影響力

即不同於普通民眾，集結成團體後對政策的整體影響力乃更加不

容忽視。 

 

另外，就智庫學在政治過程中扮演之角色以觀，本論文引述

學者魏佛（R.K. Weaver）之研究，智庫學者常以「決策者政策理

念的主要來源」、「政府公共政策議題的評論者」、「政府的方

案，檢視其運作效率與成果之評估者」、「甄拔高級官員與專家

的人才庫」及「新聞媒體資料引述的權威來源」等角色出現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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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過程中，對政府之政策造成不可忽視的影響力。 

 

有關智庫學者的影響管道，則可分為直接的「成為決策過程

之一角」及間接的「影響決策意見」兩種。「成為決策過程之一

角」為直接影響政策之管道，包括「擔任行政部門官員」、「擔

任政府或競選團隊顧問」及「擔任決策者幕僚」等方式；如果智

庫學者不直接進入決策過程而以其他方法「影響決策意見」，則

係較為間接之影響管道，包括「拜會決策者」、「透過研討會影

響決策者」、「受決策者委託進行研究」、「主動進行研究影響

決策者、媒體或大眾」及「安排卸任決策者進入智庫」等。上述

種種管道，均係智庫學者影響政府政策之管道。 

 

本研究第四章，則針對國家影響智庫之能力（三主體兩階段

架構之前段）進行探討。首先，國家係智庫知識與研究的主要消

費者，依據管理學大師波特（Michael Porter）之「五力分析法」

分析得知，當國家以消費者之角色出現時，知識市場實係一對國

家極為有利、對智庫極為不利之環境，由於市場競爭激烈而消費

者稀少，故政府之消費者身份，相對於智庫之生產者身份，透過

進行合作案、出席智庫研討會及雙方互訪與會晤等管道，實有非

常巨大之影響力。 

 

對國家政策進行評估，重要之指標有「投入量」、「績效」、「效

率」及「妥當性」等四項，有關「影響力」之評估，關係政策目

標是否能得以實現，即屬於「績效」指標之範疇。由於政府對智

庫工作所投入之資源屬於機密預算之範疇，且與本研究探討影響

力之主軸較無相關，其餘指標於本研究中即不深入探討。以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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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評估而言，本研究以與我國政府曾公開表示具有合作關係之「美

國企業研究院（AEI）」為標的，並以性質相近、與我國並無合作

關係之某智庫 X為對照組，就兩智庫於 2003 年全年所有公開學術

活動中，與我相關之次數及其中言論友我之比例進行統計與交叉

比對，統計結果顯示，我國對美國智庫之工作，確實已對該智庫

之言論取向及活動內容，發揮明確之影響力。 

 

依據三、四章之研究，吾人可稱三主體兩階段之影響架構確

實存在，我國對智庫之工作確實可達成影響美國政策之政策目

的，就本研究而言，在政策有效性之評估上，應已合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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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試擬國家對智庫工作模型—台灣模式 
 

以本研究而言，我國對美國智庫之工作，確實可預期最後導

出影響美國政府政策之結果，因此，在本論文的最後，筆者擬依

據我國之經驗，嘗試彙擬一國家對智庫工作之初步模型（model），

作為本論文之總結。 

 

一般而言，政策從構思、執行至最後之結果評估，可分為數

個階段，就本研究之範圍而言，整體過程則可彙整如下圖： 

<圖 5.1 「台灣模式」影響流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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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對智庫工作的模式—「台灣模式（Taiwan Model）」，依據

上頁圖的整理，可區分為「環境與目標界定」、「方向與策略界定」

及「實施與結果產出」等三大階段，每一階段又可細分為數個次

級項目，中間亦有互相影響之變因： 

 

第一階段：環境與目標界定 

 

一、 已確定之因素 

（一） 知識市場為消費者稀少之完全競爭市場 

（二） 相對於智庫，行為國擁有壓倒性之議價優勢 

（三） 行為國預算之額度限制已確定 

 

二、 需認知之因素 

（一） 環境：目標國政界對行為國之觀感及友好程度 

（二） 環境：目標國主要智庫對行為國之觀感及合作意願 

（三） 行為國短期之特定國家目標 

 

三、 可自行決定之因素 

（一） 行為國主觀上對智庫重要性及合作優先性之排序 

（二） 行為國國家利益與國家目標 

 

四、 工作 

（一） 工作內容區分為長期性之「滋養友好之環境與人

脈」，與短期性的「當前特定重要推動項目」 

（二） 清晰判斷環境並界定國家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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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果：環境及目標界定完畢，進入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方向與策略界定 

 

一、 已確定之因素 

（一） 獲公認較為重要之智庫名單已存在 

（二） 目標國主要智庫對行為國之觀感及合作意願已認

定 

（三） 行為國對於智庫重要性及合作優先性之主觀排序

已決定 

（四） 目標國政壇對行為國之觀感及交往氣氛已認定 

（五） 行為國國家利益及特定國家目標已決定 

 

二、 需認知之因素 

（一） 行為國最高當局是否有偏好之手段 

（二） 行為國是否有非關外交之考量 

（三） 目標國當地法律及慣例之限制 

 

三、 可自行決定之因素 

（一） 長期合作之智庫名單 

（二） 短期合作之智庫名單 

（三） 長期滋養友好氣氛之整體工作策略 

（四） 短期實現特定國家目標所需合作項目 

 

四、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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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決定長期及短期工作內容 

（二） 以優勢姿態與智庫進行議價 

（三） 依優先排序依序與長期合作智庫建立合作契約 

（四） 依清單與短期合作智庫分別建立合作契約 

 

五、 結果：方向與策略界定完畢，合作關係建立完畢，進入

第三階段。 

 

第三階段：實施與結果產出 

 

一、 已確定之因素 

（一） 長期合作智庫之清單、工作內容及時間表 

（二） 短期合作智庫之清單、工作內容及時間表 

（三） 智庫活動對目標國政府政策確實存在影響力 

 

二、 需認知之因素 

（一） 各合作智庫是否切實執行合約內容 

（二） 是否發生需調整策略之情勢變遷 

 

三、 可自行決定之因素 

（一） 是否介入智庫之實際工作執行 

（二） 是否依據情勢變遷調整合作清單、工作內容及時間

表 

 

四、 工作 

（一） 密集監督短期合作智庫工作執行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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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隨時監督長期合作智庫工作執行度 

（三） 長期持續觀察目標國政壇氣氛及政府政策變化情

形 

 

五、 結果 

（一） 目標國政壇氣氛及政府政策發生漸變 

（二） 行為國短期國家目標達成 

（三） 受上揭漸變及行為國目標達成之影響，目標國新環

境漸趨產生 

（四） 行為國依據新環境重新界定國家目標，回到第一階

段 

 

以上，即為本研究彙整草擬之國家對智庫工作的模型—「台

灣模式」。依據台灣模式之經驗，對智庫進行工作雖屬間接，惟確

可達成目標國外交政策之目標。對已具有正式官方交往關係之國

家而言，此一模式可作為輔助之外交工具，或於未便直接要求目

標國改變行為之時機，作為實際主攻之外交手段；對於無法建立

正式交往關係之國家而言，更係行為國強化影響力、維護國家利

益之主要可利用管道，對於各國外交部門而言，應有參考採用之

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