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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智庫影響政策之能力 
 

第一節  智庫影響決策過程之理論分析 
 

壹、 菁英理論 

 

一、 菁英理論的內容概要 

 

政治學大師伊斯頓（David Easton）曾指出，政治代表著「為

社會從事權威的決定，來分配各種價值（the authoritative allocation 

of values for a society）」。1單純的價值分配，在自由市場上也可以

進行，在政治上價值分配與自由市場分配之不同，便在於其「權

威性（authoritative）」，從事分配者，有權力去決定如何分配。這

些具有權力控制政治過程的組織，便是「國家機關」，2也就是「政

府」。 

 

由價值分配的觀點來看，政府的工作，便是在制訂與執行這

些價值分配的政策。運作的過程中，必然牽涉到權力的形成、分

配與運用，而社會上總有一些人比其他人更有權力，這些人就是

所謂的菁英（elite）。 

 

菁英的定義，廣泛而言代表在社會中資質地位較高而獲取較

多社會資源之人，由價值分配的理論繼續推演，公共政策便可解

釋為統治菁英（governing elite）之偏好與價值的反映。3菁英理論

                                                 
1 彭懷恩，《政治學新論》（台北：風雲論壇，2003 年 6月），頁 3。 
2 同前註。 
3 葉俊麟，《菁英理論應用於政策制訂之研究：以我國國民卡方案為例》（碩士論文，政大公共行

政研究所，民 90 年），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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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政治人物雖然永遠號稱公共政策是為了反映「人民」的需

要，但在民主社會中事實上呈現的，該號稱顯然是「神話成分多

於現實成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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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菁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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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

的公共政策並而非由群眾發起，來塑造菁英的意見並形成。公共

政策乃菁英偏好的產物，公務員與行政人員是執行菁英所決定的

政策，政策乃從菁英由上往下施行，而不是由群眾需求而產生的。

4 

 

根據學者戴儀（Thomas R. Dye）的看法，菁英理論的政治模

式，可歸納如下圖。5 

<圖 3.1 菁英理論政治模式> 

二、 智庫與菁英理論 

 

政治學中之菁英理論由來已久，6而智庫之發展僅為近百年之
                                                 
4 羅清俊、陳志瑋譯，Thomas R. Dye著，《公共政策新論》（台北：韋伯文化，民 88 年），頁 29。 
5 Thomas R. Dye, Understanding Public Policy (N.J.: Prentice-Hall, Inc., 1998), p. 22.  
6 菁英理論最早可溯源自伯拉圖（Plato）在其著作「理想國」中，認為擁有智慧的階層應負起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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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相關理論連結之權威性研究尚難謂十分蓬勃發展；惟菁英

理論中現代菁英可分為行政菁英、立法菁英、知識菁英及企業菁

英等四種，7智庫及其學者，無疑即以重要知識菁英之角色出現在

政治過程中。 

 

貳、 利益團體理論 

 

一、 利益團體與政治 

 

利益團體理論，與人民影響政治的動機甚為有關。政府的行

動經常會影響人民的生活，人民也盼望影響政府的行動。在大多

數的情況下，人民並非以個人的力量去影響政府，而是透過集體

的行動來引起政府的重視。所以，團體的組合，成為人民影響政

治活動的手段，這種反映團體利益的組織，就是「利益團體（interest 

group）」。8由此意義衍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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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主義（pluralism）理論對對利益團體持相當正面之觀點。

多元主義理論的中心思想，即權力是「割裂（fragmented）」而分

散的，政策的制訂應係匯集各個團體所提出的不同意見及利益，

決策的過程是一個複雜的議價（bargaining）過程。多元主義主張，

團體政治是民主過程中不可或缺的部分，團體可以使個人免於政

府侵害，促進民主之發展。9 

                                                                                                                                            
治的責任，而統治菁英的培育是極端重要的，其強調哲君統治的觀念，可視為菁英理論的起源。

詳見 Jean Touchard 著，胡祖慶譯，《西洋政治思想史》（台北：五南出版公司，民 85年），頁

17-22。 
7 葉俊麟，前註書，頁 16。 
8 彭懷恩，前註書，頁 240。 
9 同前註，頁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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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益團體影響政治過程的方式，可概分為直接與間接兩種面

相討論。直接者如接觸行政部門與官員，表明其政治需求；間接

者則可透過政黨、民意代表與大眾傳媒，表達利益並爭取支持。

無論透過直接或間接手段，利益團體之最終目的均係接近決策

者，以達成其利益之實現。10依據學者彭懷恩的整理，利益團體活

動的方式有以下幾種：11 

 

（一） 遊說（lobbying）：此係利益團體傳統的活動方式，在

利益團體甚為活躍的美國政壇，甚有學者直接以「遊

說團體（lobbying group）」為利益團體的同義詞。國會

係遊說者甚能大展身手的舞台，為增加對於法案的影

響力，美國會遊說者多具有律師身份，而因遊說者對

法律具備專業程度，其觀點及資訊還經常成為國會議

員或政府官員仰仗的參考來源。 

 

（二） 大眾傳播：利益團體為了創造對其目標有利的環境，

常使用電視、報紙、期刊等媒介來發表其看法。不過，

只有大型的、富有的利益團體，才有能力負擔大舉操

作媒體的花費。 

 

（三） 助選：儘管大多數的利益團體均表示其「非政治性」，

但在選舉中為個別的候選人賣力，「協助朋友打敗敵

人」，乃係幾乎所有有組織之利益團體的政策。 

 

                                                 
10 同前註，頁 246。 
11 同前註，頁 246-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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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與政黨聯盟：有的利益團體試圖聯合大黨，認識安置

其會員在地方級與全國級的政黨委員會之中，並協助

他們成為黨大會的代表。 

 

（五） 草根式壓力（grass-root pressure）：利益團體可透過政

要的密友與渠接觸，或動員選區選民以信件或電話表

達立場。每位國會議員都熟知，利益團體躲在如雪片

般明信片及信件的背後。 

 

（六） 示威遊行（demonstration）：相當數量之抗議團體仰賴

示威性之活動，我國解嚴後，學生團體、民權團體及

反核團體均曾利用相似的方式。 

 

（七） 公民不服從（civic disobedience）：如印度聖雄甘地

（Gandhi）主張之「不合作運動（satyagraha，字面意

義為『堅持真理』」，主張基於一更高之道德、宗教或

政治原則違反現行法律，以凸顯己方之立場。 

 

二、 智庫與利益團體理論 

 

由利益團體是「個人的集合體，目的在於影響政府的公共政

策或行動」定義觀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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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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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智庫在政治過程中扮演之角色 

 

以上述菁英理論及利益團體理論為基礎，為進一步瞭解智庫

的功能及其所能發揮的影響力，吾人可就智庫可扮演的角色進行

探討。在民主國家中，智庫人士擁有不同的途徑影響決策，也有

機會接受延攬直接進入政府體系服務；而不同的智庫，在不同的

政策制訂過程也可扮演不同的角色。根據學者魏佛（R. K. Weaver）

的歸納，智庫在政策過程扮演的角色可分如下各項：12 

 

一、 智庫是決策者政策理念的主要來源 

 

智庫主要的工作是探求知識理念，並將之向外傳播，目的是

逐漸使政策制訂者能夠接受其研究成果，最終使理念能落實於法

案與政策的制訂上。除了政策理念的創作，智庫亦為意見交換和

人脈網絡的社交場所，此乃由於多數政治人物對於許多專業議題

瞭解並不充分，亦無時間及慾望吸收各種專業的詳細知識或進行

議題研究，於是藉由與進行相關研究學者專家的互動，他們便可

能參與並分享專家學者在特定議題中之觀點。 

 

智庫通常透過政策制訂者和一般公眾均參與的研討、演說會

和協商扮演此一角色，13諸如卡內基和平基金會、美國企業研究

院、史丹福大學胡佛研究所、布魯金斯研究院、費城外交政策研

究中心及傳統基金會等美國重要智庫，均頻繁針對各項美國各界

關切之議題舉辦研討會並發表相關論文，在研究與倡導政策之制

                                                 
12 R.K. Weaver, “The Changing World of Think Tank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22(3): pp. 

563-578. 
13 R.K. Weaver & James McGann, Think Tanks & Civil Societies- Catalysts for Ideas and Action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 2000), 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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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法令規範之訂立上甚為活躍。 

 

二、 智庫是政府公共政策議題的評論者 

 

許多智庫在國家元首或最高行政首長甫上任提出各項政策議

案與未來的施政方向時，即開始從事一系列政策議題的評論與提

出對策的行動。最有名的例子應係傳統基金會從 1981開始進行的

「對領袖之付託 (Mandate for Leadership)」系列研究，主要的內容

為針對美國的內政與外交重要政策進行評論，包括聯邦政府的角

色、聯邦體制的改革、租稅與福利的改革、對重要區域之軍事與

外交行動等。除此之外，包括外交關係協會的「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布魯金斯研究院的「東北亞季刊（Brookings Northeast 

Asia Survey）」、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的「威爾遜季刊（The Wilson 

Quarterly）」、費城外交政策研究所的 Orbis季刊等，均針對當時之

重要議題進行分析評論，亦為相關政府部門及學界之重要參考資

料。 

 

三、 智庫評估政府的方案，檢視其運作效率與成果 

 

接受委託與政府部門進行合作計畫乃智庫重要經濟來源之

一，且該類與政府之合作使智庫更易取得政府部門之資訊，對增

進研究品質亦甚有幫助；對政府部門而言，由智庫對政府政策進

行研析一方面可做為政策修正之參考，另一方面也期望藉由成為

智庫之合作伙伴，促使或至少影響智庫之言論方向，使其立場對

政府較為有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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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政府的政策方案開始運作，智庫便常主動或受邀對政策

進行評估，檢驗其是否有效率地運作，及是否達成政策的目標。

許多這類的研究是政府機關與智庫簽訂合約，請其作評估研究，

但也有不少是智庫自己發動，自行主動去研究。不過，政府部門

若不願意釋放執行成效給予大眾瞭解，專業政策研究機構便很難

掌握實際資料，對政府施政成效提出完整評估。14 

 

四、 智庫是甄拔高級官員與專家的人才庫 

 

智庫是政府人才的供應者，政治家和政策制訂者卸職後再充

電的場所，也是卸任官員能夠繼續注意其專長領域相關議題的場

所。政黨選舉失敗後，「流放中的政府 (government in exile)」人才

可以進入智庫維持對其專長領域的關注，以便下次選舉時可運用

這些專業人士擬定政策，重新執政後也不愁缺乏專業人才。美國

智庫扮演人才庫的角色不勝枚舉，這也就是智庫的「旋轉門」現

象。舉例而言，布希政府副總統錢尼曾為美國企業研究院副理事

主席，錢尼夫人則現仍為該院資深研究員；該院資深副院長波頓

(John Bolton)亦出任布希政府主管軍控、反擴散及裁軍事務之副國

務卿；以民主黨人士而言，柯林頓政府時期擔任國防部助理副部

長的坎博（Kurt Campbell）現在則任職戰略與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CSIS)資深副會長，副國家安全顧問史坦伯格（James Steinberg）

則任職於布魯金斯研究院，美國在台協會前理事主席卜睿哲

（Richard Bush）則出任布魯金斯研究院東北亞政策中心主任等。 

 

美國各重要智庫吸納了許多從國防部與國務院下台的高級官

                                                 
14 R.K. Weaver & James McGann, op. cit., p. 5. 



第三章  智庫影響政策之能力 

- 61 - 

員，CSIS甚因而被外界戲稱為「國家安全顧問的儲備場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s Stud Farm )」，15可見智庫於整合政府機關外圍的

重要人力資源所扮演之角色，不僅支援政府的人力需求，亦透過

實習或夥伴關係的方式幫助訓練下一代的政策制訂者。16 

 

五、 智庫是新聞媒體資料引述的權威來源 

 

新聞媒體發表意見時，經常喜歡引述智庫人士言論與研究以

加強說服力，媒體在報導時引用這些研究人員的觀點，可以顯示

訊息來源之權威。智庫在電子和出版媒體上可扮演公共政策和重

大事件的解釋角色，不像媒體多半注重片段意見與新聞效果，智

庫學者常在報紙等媒體中經常可擁有相當篇幅版面以完整敘述其

專業觀點或詮釋，對於幫助政治菁英和廣泛大眾深入瞭解議題頗

有助益。17有些大型智庫甚至齊全羅列其專職兼任研究人員的資料

及其專業領域提供媒體參考，因此有些智庫研究人員必須花費相

當多的時間在處理與媒體的互動事務。18 

                                                 
15 W. Safire, “Tanks for the memories,”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 1986. 
16 R.K. Weaver & James McGann, op. cit., p. 6. 
17 Ibid. 
18 官有垣，「非營利公共政策研究組織（智庫）與社會福利政策研究」，《社區發展季刊》，第八

十五期，民 88 年 3月，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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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智庫影響決策之管道 
 

二次大戰後，美國智庫蓬勃發展，透過發行刊物，研討會和

行政部門、國會、政府各部門等機構接觸，智庫不斷地擴張與發

展其在華盛頓的影響網絡，在廣泛的經濟、社會和政治議題上有

決定性的影響。智庫在政策制訂過程積極的活動，不僅在學術研

究上努力，更認知到學術刊物在政策討論過程中影響力有限，諸

如美國企業研究院和傳統基金會和其它大型智庫開始發展行銷和

遊說技巧，藉此吸引公眾及決策者的注意。智庫會利用各種策略

來行銷其理念，以獲取更大影響力並吸引財務之支援；除此之外，

智庫亦嘗試開發更多的群眾，以求完全包括政策制訂者、公僕、

學者和大學生。雖然智庫投注更多心力於行銷及宣傳，但並不代

表其學術研究和分析之質量不受重視，每年智庫投注在研究上的

預算仍然勝過市場行銷之經費。19 

 

一般而言，智庫在政策制訂過程的影響管道，可分為直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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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歸納如下： 

 

                                                 
19 郭嘉玲，《智庫與公共政策 : 美國智庫發展對我國智庫之啟示》（碩士論文，國立政治大學公

共行政學系，民 92 年），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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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 智庫在政策制訂過程的影響管道> 

 

一、 擔任行政部門官員 

 

如前述各章節所述，美國智庫與政壇間，存在著著名的「旋

轉門」現象，現任副總統錢尼、國家安全顧問萊斯（Condoleezza 

Rice）、國務院軍控助卿波頓(John Bolton)、亞太助卿柯立金（Jim 

Kelly）、AIT台北辦事處處長包道格（Douglas Paal）等人，在進

入政府前均為學術界人士；而卸任之官員如前國防部長裴瑞

（William Perry）、前國防部助理副部長坎博（Kurt Campbell）、

前國家安全顧問布里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前副國家安

全顧問史坦伯格（James Steinberg）、前國家安全會議亞洲資深主

任李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前國務院亞太副助卿謝淑麗（Susan 

Shirk）、美國在台協會前理事主席卜睿哲（Richard Bush）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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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則均在智庫學術單位服務。 

 

基於「決策者決定政策」之基本原則，智庫積極透過直接出

任行政部門官員對決策發揮影響力，只要其人員位於政府一定階

級擔任要職，就有機會和能力進行政策之構思與執行，智庫的看

法及見解也因此有機會成為政策產出。 

 

 

二、 擔任政府或競選團隊顧問 

 

相較於直接擔任官員，擔任顧問則不直接具備公職身份，保

有了較大的自由空間。為因應隨時均可能發生諮詢學者專家看法

之需要，不論美國或我國，政府部門均與領域內重要學者保持一

定程度之聯繫，智庫學者此時便以顧問之角色出現在決策過程中。 

 

在總統選舉期間，對於規劃候選人的政策理念，智庫亦作了

重要的貢獻。胡佛研究所研究員Martin Anderson 即指出，為了建

立內政和外交政策議題的政見立場，在總統選舉期間，總統候選

人需要大量專家(Intellectuals)的建言，藉由和政策專家的理念交

換，逐步描繪各項可用之政見，並形塑出競選活動的主軸。在此

一觀點下，選戰就像是一場全國性的策略行銷大賽，智庫逐漸在

競選活動中擔任候選人的行銷企劃者之一，將候選人推銷至選民

手中。事實上在多次的選舉中，美國總統候選人甚公開委託智庫

撰寫競選白皮書，並規畫內政、外交政策的施政藍圖。20 

 

                                                 
20 Donald Abelson, American Think-Tanks and Their Role in US Foreign Policy (NY: St. Martin’s 

Press, 1996.) p.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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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在當選以後到正式就職前會有一段過渡時期，讓新任的

總統及其幕僚團隊從事各項的籌備工作，如擬定施政方針，勾勒

政策藍圖及甄補內閣閣員等；對智庫而言，由於每一個新的總統

上任總是有許多的職位更換人選，且亦有許多的政策、政見需要

規劃，特別是在換黨執政的時候，因此，若能在競選後的政策小

組或籌備團隊中先行謀取一席之地，贏取總統或其他高層官員的

青睞，日後獲得拔擢進入政府就職的機會也因之提高。如1992年

的總統大選揭曉後，羅德（Winston Lord）即先以學者身份參加柯

林頓的政策顧問小組，在柯林頓政府開始執政後，即受邀出任國

務院亞太助理國務卿。21 

 

三、 擔任決策者幕僚 

 

除了擔任政府官員或出任政府顧問外，決策者尚可任命若干

不屬於正式政府體制內之「幕僚」。此類幕僚隨決策者同進退，

名義可能包括「秘書（secretary）」、「助理（assistant）」、「諮

議（counselor）」或「政治顧問（political consultant）」等；有謂

幕僚人員像「站在決策者左肩上的鳥（bird perched on his left 

shoulder）」，22既不純屬諮詢顧問性質，亦不屬於政府體制內之

官員，渠等通常在政府部門內辦公，工作形式與體制內官員相似；

惟主要工作並不在執行，而係直接提供決策者意見與建議，性質

又與諮詢顧問相似。 

 

幕僚人員的任用不佔政府政治任命官職職缺，與決策者的距

                                                 
21 James Mann, op. cit., p. 277. 
22 Dick Morris, Behind the Oval Office: Winning the Presidency in the '90S （Random House Value 

Pub,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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離又較顧問為近，智庫人士若未被直接任命為官員，成為幕僚人

員亦有機會對決策過程發生相當之影響。如柯林頓總統幕僚莫理

斯（Dick Morris）在擔任幕僚期間，對柯林頓政府的減稅、槍枝

管制及空襲波士尼亞等決策，即發揮了相當之影響力。23 

 

四、 拜會決策者 

 

透過接近決策者、表達意見來影響決策，親自拜訪國會議員、

行政部門官員或其幕僚即為最直接的方法。 

 

重要智庫學者經常得以拜會各國領袖及重要官員，如 2000

年4月22日至25日美國外交政策全國委員會由前國務院亞太助卿

羅德等組團來台訪問，24曾得以晉見陳總統、呂副總統並拜會黨、

政、軍、外交、經貿官員； 2003年1月底該會再度組團訪台北並

晉見陳總統；25保守派智庫美國企業研究院資深研究員李潔明

（James Lilley）則為布希父子的摯友，26走訪兩岸期間亦均得以拜

會台海兩岸國家元首及極高層之官員，27使李氏雖早已不是美中台

三方任何一方之行政部門官員，亦非任何一方之總統幕僚或顧

問，惟實際上仍能對三邊政策發生一定之影響力。 

 

有些智庫還設有國會聯絡組（liaison office），與國會議員保

                                                 
23 Ibid. 
24「美前亞太助卿羅德一行今抵台 25日轉訪大陸 將針對兩岸議題向小布希、高爾提交建議報

告」，台北：聯合報，2000 年 4月 22日，4版。 
25 「詹志宏：總統非讓兩岸降溫 陸委會詮釋扁談話 只是提醒勿簡化問題 盼國人勿對三通過度

期待」，台北：聯合報，2003 年 1月 21日，2版。 
26 「舊瓶裝新酒 江澤民仍是主要領導力量—訪著名美國中國問題專家李潔明前大使」，香港：

亞洲週刊，第十六卷第五十期，2002 年 12月 2日。 
27 「副總統接見美國企業研究院資深研究員李潔明大使」，總統府新聞稿，民 92 年 07月 29日，
網址：http://www.gio.gov.tw/info/2003html/0729a.htm。 



第三章  智庫影響政策之能力 

- 67 - 

持經常之聯絡，以使智庫與政策制訂者之間建立密切的關係，同

時也可以提供政策制訂者有關國內和外交各式主要議題的現況分

析，以作為政策制訂和立法的資料來源；它同時也可以提供一個

場所，使智庫學者與國會助理討論各種的法案，藉此以期影響政

策的形成。 

 

五、 透過研討會影響決策者 

 

智庫接近決策者，除了直接拜訪國會成員、行政機關首長及

其幕僚外，透過與各界意見領袖進行研討會及餐會，即為最常見

的方式。這種聚會可能有各種名稱，如論壇 (forums)、會議

(conference)或研討會（seminar）等，智庫不斷地向政府官員相關

學者釋放新研究，討論正在進行的研究方案，這些討論會便提供

智庫學者彰顯其理念的機會。為了促進政策制訂者和智庫學者在

重要的內政和外交政策議題的理念交換。 

 

目前美國各主要智庫均十分活躍，全美幾乎每月都有至少十

場以上由主要智庫舉辦之政策學術研討會。諸如胡佛研究所、

CSIS、美國企業研究院等重要智庫經常舉辦之小型研討會，邀請

參與者大概12-15 人，受邀出席討論會的貴賓則通常有參眾議員、

參眾兩院委員會的幕僚及國會助理、政府相關部門官員及該領域

之專家，共同對特定主題進行討論。 

 

除了小型學術研討會之外，主要智庫常每年定期舉辦大型國

際會議，以增進其智庫之國際知名度，並提升其聲望及影響力。

以美國企業研究院為例，該院每年六月於科羅拉多州舉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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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壇」（World Forum），由美國前總統福特（Gerald R. Ford）擔

任榮譽主席，具名邀請世界各國領袖及美國政府高層官員針對當

時世界各重要議題進行討論。該論壇至今已舉辦二十三屆，並已

建立起高度代表性，以於2003年舉辦之第二十二屆世界論壇為

例，出席人士超過百人，且地位均甚崇高，包括捷克總統克勞茲

（Vaclav KLAUS）等國家元首均出席，美國政府則包括錢尼副總

統、勞工部長趙小蘭、聯邦儲備委員會主席葛林斯班（Alan 

Greenspan）、國務院軍控助卿Stephen G. Rademaker及聯邦參、眾

議員多人均出席該論壇，我國應邀與會者則包括時外交部簡部

長、駐美程代表建人及遠東集團總裁許遠東等人。28 

 

傳統基金會亦相當經常舉辦專題討論會，藉此和政策制訂者

交換意見，並使自身的立場及看法受到曝光。以2004年為例，截

至10月7日為止傳統基金會已舉辦了119場的演講、辯論、專題討

論和會議，許多演講和辯論並透過有線衛星公共事務聯播網

(C-SPAN)轉播。29 

 

六、 受決策者委託進行研究 

 

智庫無法利用商業行為維持生存，需要的是經濟挹注，因此

對於吸引資金的嗅覺必須保持敏銳，而既然政策制訂者是智庫知

識的首要消費者，於是吸引經濟上之支持，便必須顧及政策制訂

者的需要。30智庫學者努力於維繫和政策制訂者的互動並努力獲得

青睞，提供簡潔的政策情報分析給政策制訂者，且由於智庫學者

                                                 
28 請參閱附件第 22屆世界論壇出席名單。 
29 http://www.heritage.org/Press/Events/archive.cfm。 
30 Paul Dickson, op. cit., pp. 17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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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不需全職教書，因而可以投注較多時間與心力於研究。智庫

學者亦必須考慮到向私人企業及大眾募款的問題，因此其研究風

格必須反映委託者的偏好。31 

 

一般而言，此類快速立即研究之能力，是智庫賴以生存的必

要能力。以傳統基金會為例，其研究員均被要求「快速反應」即

時的公共政策研究與分析給政策相關人員，目前該基金會經常在

24小時之內針對最近的政策議題，提供每一個國會代表和行政人

員一到兩頁的行政備忘錄(Executive Memoranda)，以提供國會與白

宮關注議題的重要資訊，以對華盛頓公共政策社群發揮最大影響

力。32除了行政備忘錄，傳統基金會也發行其它簡短的報告影響政

策制訂者，例如關鍵評論(Critical Issues)、演講集(The Heritage 

Lectures)、聯邦預算報告書(The Federal Budget Reports)和議題新聞

快報(Issue Bulletins)等等短篇意見、論文或研究，透過這些方式，

以在決策的行程中造成影響，並作為其成功影響政策的象徵。 

 

七、 主動進行研究影響決策者、媒體或大眾 

 

除了上述即時研究的進行外，為了影響決策過程，智庫則亦

經常針對政策提出研究及評估報告。1978年時，卡特總統曾接受

「三邊委員會(Trilateral Commission)」所做之研究規劃政策施政方

針，33雷根和他的官員則曾指出傳統基金會的「對領袖之付託 

(Mandate for Leadership)」研究係其施政的聖經，341992年柯林頓

                                                 
31 Ibid. 
32 Donald Abelson, op. cit., p.69. 
33 詳見三邊委員會網站，網址：http://www.trilateral.org/moreinfo/faqs.htm。 
34 Andrew Blasko, REAGAN AND HERITAGE: A Unique Partnership. 傳統基金會新聞稿，網址：

http://www.heritage.org/Press/Commentary/ed060704e.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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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則接受了「政策發展研究院(Progressive Policy Institute)」的研

究「轉變中的美國：施政新藍圖(Changing America：Blueprints for 

the New Administration)」，並為該研究撰寫序文。35 

 

除了決策者之外，媒體亦係智庫影響決策過程之媒介之一。

接近各類媒體可使智庫有機會傳播他們的理念給政策制訂者，並

加深潛在支持者的印象。智庫成員常受邀成為電視廣播政治談話

性節目的固定常客，此不僅增加智庫學者在媒體的曝光率，也達

到宣傳本身機構的目的。智庫成員亦常在主流報紙上定期刊登時

事評論文章，在每年的募款活動中，智庫的領導者會向贊助者展

示其機構學者撰寫的時事評論文章、成員在廣播及電視中出現的

次數及擔任政府職位的成員名單，以證明其影響力及重要性。簡

言之，智庫透過和媒體的互動增加曝光率，並以之為向大眾及贊

助者募款的重要依據，美國有些智庫會列出機構內學者在著名報

紙刊登文章的排行榜，作為激勵組織成員的手段及募款的依據。36 

 

 

八、 安排卸任決策者進入智庫 

 

有些智庫自願性的成為重要政策制訂者的「退休收容所」

(retirement home)，這些在智庫中的退休官員，利用其嫻熟的從政

經驗和廣大的人脈，一方面可以加強智庫的聲譽和影響力，另一

方面，亦可以協助其向慈善或個人的捐贈者籌募資金。 

 

                                                 
35 Mark J. Green, Changing America: Blueprints for the New Administration : The Citizens Transition 

Project(NH: Newmarket Pr, 1992.), p. 1. 
36 Donald Abelson, op. cit., p.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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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例子甚多，如前所提過之美國前在台協會台北辦事處

前處長、前駐中共大使李潔明（James Lilley）於退休後便在美國

企業研究院擔任資深駐會研究員，由於李氏在亞洲事務上的權威

性地位，此一職位安排對美國企業研究院增進其於美國亞洲事務

上之影響力大有助益；美前國防部副部長何慕禮（John Hamre）自

2000年1月起任CSIS會長及總執行長，前國防部副助理部長坎博

（Kurt Campbell）則為資深副會長兼國際安全計畫主任；還有如

前國家安全副顧問史坦伯格（James Steinberg）於卸任後即受布魯

金斯研究院延攬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