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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講義 

第壹篇 公共政策基本概念與認識 

第一章 公共政策的興起、意義、類型與研究的理由 

第一節 公共政策的緣起: 

一、一九五一年拉斯威爾（H. D. Lasswell）與賴納（Daniel Lerner）合編了一本《政策科學：範

疇與方法的最近發展》（The Policy Scienc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Scope and Method），正

式提出了「政策科學」（PolicyScience）這個概念，認為社會科學今後的發展應以政策作為

取向，以解決實際問題，實現人類的尊嚴。 

二、因拉斯威爾（H. D. Lasswell）與賴納（Daniel Lerner）之提倡後即興起所謂之「政策科學運

動」（thePolicy Science Movement），而至一九七 0 年代，拉斯威爾再出版《政策科學的前

瞻》（A Preview of Policy Science）之時，政策科學已發展蓬勃，儼然成為政治學研究之主

流，因此拉斯威爾被尊為「公共政策之父」。 

第二節 公共政策的意義： 

一、學者對公共政策的定義 

 拉斯威爾和坎普南（A. Kaplan）：「政策乃係為某項目標、價值與實踐而設計之計畫」。 

 伊斯頓（David Easton）：「公共政策是政府整個社會的價值作權威性的分配。」 

 戴伊（Dye）：「公共政策就是政府選擇作為或不作為的行為。」 

 丹哈特（Robert Denhardt）：「合法性政府對於公共問題所作的權威性陳述。」 

 吳定的說法： 

吳定對公共政策的界定：「公共政策是指政府機關為解決某項公共問題或滿足某項公眾需

求，決定作為或不作為，以及如何作為的相關活動」。 

二、 公共政策指政府機關為解決某項公共問題或滿足某項公眾需求，決定作為或不作為，以及如

何作為的相關活動，此項定義揭示數項要點： 

公共政策係由政府機關所制訂的。 

制定公共政策的目的在解決公共問題及滿足公共需求。 

公共政策包括政府所決定作為或不作為活動。 

政府以各種相關活動表示公共政策的內涵，如法律、行政命令、規章、方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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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公共政策的類型與內涵 

一、公共政策的類型 

依照 Theodore Lowi（1972）與 Robert Salisury（1968） 的分類： 

管制政策（regulatory policy）：權威當局設定規則與規範藉以指導政府機關或是標的團體

的行為。例如環保政策。 

自我管制政策（self-regulatory policy）：權威當局並未制訂鉅細靡遺的規則，而只是設定

一些原則性的規定，委由各政府機關與標的團體自行採取行動。例如校園自主政策。 

分配政策（distributive policy）：權威當局將利益分配給不同機關、標的團體、地區等等

的政策型態。例如補助款分配政策。 

重分配政策（redistributive policy）：權威當局將某一標的團體的利益或義務轉移給另一

標的團體享受或承擔的政策。例如決定稅率的政策。 

二、管制政策 

意義：所謂的管制（regulation），最簡單的說法是指政府對於所管轄地區經濟秩序或是

社會生活安全所做的必要干預過程。Michael Reagan 認為管制是政府透過連續性的行政過

程，要求或禁止個人與某些機構所做的某些活動或行為，這些個人或機構大部分是私人性

的，不過有時候公部門亦會牽涉其中。政府在執行這些作為時，通常會透過指定的管制機

構。例如我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的成立，是為了規範個人或公司行號在經濟市場中是

否有獨佔、違法結合、仿冒或不法的多層次傳銷行為等等；成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的目的

是了防止破壞環境的行為例如個人交通工具排放黑煙、私人工廠或公營公司（例如中油）

排放廢水或廢棄物等等。管制政策基本上是一種政治過程，絕非經濟學或其他自然科學可

以單純決定： 

Policy = Goals + Facts + Values。 

政策   目標    現實   價值     

 

管制政策的種類與管制範圍： 

經濟管制（economic regulation）：涉及政府對於產品價格的干預，避免消費者利益受

到企業獨佔的侵害。 

社會管制（social regulation）：政府對於民眾健康、安全與環境所做的干預。 

管制的重要性 

防止經濟權力的濫用： 

在經濟市場中經濟權力的濫用最常見的結果是壟斷、寡占與產品的不實廣告。經濟市場

上獨佔或是寡佔的廠商為了追求更高的利潤極有可能控制產品的供給量而哄抬價格，為

了避免市場遭受少數廠商的控制，政府有責任出面干預維持市場的正常運作。這些現象

都是市場失靈時政府積極涉入的例子。市場失靈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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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充分資訊。 

自然獨佔。 

公共財。 

外部性。 

排除健康與安全的威脅： 

為了排除一些對於民眾的健康與安全具有危害的因子。環保，食品檢驗與衛生，職業安

全。 

企業對於管制的需求： 

有時候政府管制的動機是由於企業的要求，著名的例子是美國民用航空委員會（Civil 

Aeronautics Board）的成立。 

社會因素： 

現代福利國家的責任在於「保護」社會大眾使社會形成一個所謂的安全網（safety net）。

例如行車速限，安全帶。 

政治的考慮：公共選擇學派的對於經濟管制產生的看法（攫取現象）。 

社會管制與經濟管制的比較 

社會管制所關心的是我們可能會受到肉體上的傷害，而經濟管制則是關心錢包。 

經濟管制關心特定行業，但是社會管制不關心特定的行業，而是關心問題與功能。 

社會管制的組織型態偏向於單一首長制（single-headed）而非如經濟管制一般成立獨立

管制委員會（IRCs）。 

社會管制當中俘虜的現象不嚴重（但易被反工業團體俘虜），原因： 

許多公益團體參與。 

公聽會與訴訟的數量多。 

社會管制具有道德上的訴求。 

被管制機構（業者）因為成本利益的考量，故而俘虜現象較少（旋轉門的現象較少） 

社會管制又稱風險管理（同時關心事前與事後的處置），經濟管制偏向事後的處理。 

比較上來說，公益團體與公民參與社會管制過程的機會較多。 

政府管制常用的手段： 

制訂管制法規： 

例如美國食品與藥物檢驗署（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對於藥品與食品的標籤就

制訂各種不同的規定，諸如藥品的廣告必須包含藥品可能的副作用、禁忌、以及適當的

警示；對於食品，諸如冰淇淋或熱狗也制訂「標準成分」的規定。 

仲裁或裁決（adjudication）： 

管制機構利用準司法權維持市場秩序或保障社會大眾的權益。例如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

可以裁決並處罰利用不實廣告欺騙顧客的廠商，美國國家勞工關係委員會（National 

Labor Relation Board）仲裁雇主或工會是否有對待員工不公平的情形。 

稽查：管制機構亦從事稽查工作做為判定被管制者違法行為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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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有些管制機構也仰賴檢驗的工作來達成管制的目標，需要檢驗的管制項目以有關

於公害防治、食品與藥物的管制居多。 

管制所產生的負面問題 

成本過高： 

各級政府管制機構的預算相當可觀。除此之外，被管制標的團體的順服成本（compliance 

cost）是相當昂貴的，同時也影響生產力、創新與競爭力。 

重創經濟績效： 

管制有時限制產業進入市場或是設定某項產品的費率，藉以保護體質弱的產業或公司，

然而這些成本卻要廣大的消費者來承擔。 

延遲與過度的官樣文章： 

管制機構處理業務的速度過於緩慢，例如美國食品與藥物檢驗局花了 10 年的時間才發

展一套花生奶油（peanut butter）的認定標準。 

管制機構的能力不足： 

就美國過去的經驗來說，被總統任命的獨立管制委員會委員通常都與總統有著深厚的情

誼，但是不見得具有充分的資格從事管制工作。 

容易發生瀆職： 

管制機構常常被指責與被管制產業關係密切且友好，並且可能造成管制人員瀆職。 

管制的範圍過度膨脹： 

產生這個問題主要是因為管制機構所面對的管制對象與管制環境相當多樣化，因此無法

預先制訂完整的管制法令藉以執行。 

管制過程難以控制。 

很難估量管制是否達到預期目標。 

三、分配政策 

 Lowi 在 1964 年提出政策類型理論：按照 Lowi 的說法，任何政策長期來看均具備重分配

的特質，同時也具備管制的特質。但是，政治的運作都是短期的，短期之內政策可區分為

分配政策、管制政策與重分配政策。 

短期之內，有些政策的制訂直接牽涉到實質政策利益的分配，但是卻可以不考慮資源有限

的情況下做成（開政治支票即使財政赤字也是繼任者的責任，而非當事人所關心），這種

政策我們稱之為分配政策。分配政策可以細分為許多小單位，而每一個單位之間是彼此獨

立的。典型的分配政策例如河川與港口的興建，國防採購與研究發展方案，或是農業的保

證價格補助等等。恩寵（patronage）可以視為分配的同義字。嚴格說起來，它不能稱之為

政策，它只是高度個別化（individualized）的決定（decision），唯有將這些決定彙整之

後才能稱之為政策。Lowi 認為啟動分配政策以及影響分配政策制訂過程與結果的最大因

素來自於國會議員以及國會內部結構的特質，政治鐵三角現象是 Lowi 理論的主軸，鐵三

角之下的小政府（little government）所造成的政策利益分配過程與結果可稱之為分配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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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呈現出來的有趣政治現象。 

四、政策分類標準－賽局理論 

公共政策的類型，大致而言可分成「零和賽局」與「非零和賽局」兩大類型。前者係指政

策制定並執行後，常會使既得利益失去其利益，或造成一方之所得乃是建立在另一方之所

失上；後者則指政策的制定與執行，不至於造成一方之所得係另一方之所失的情況，可能

雙方或多方均獲利，也可能均遭受損失，只是程度有別而已。 

賽局理論--或稱「博奕理論」（Game Theory） 

又稱為「互動決策理論」（Interactive Decision Theory），亦即針對一群決策者在決策時

所面臨的問題與戰略行為，所進行的一套有系統的分析方法。 

此一理論於 1994 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並在許多諸如政治／經濟／談判的研究領域

中中添加了"零和遊戲 （zero-sum games）"和"囚犯的兩難處境（prisoner's dilemma）"

（經典的"非零和賽局 （non-zero-sum games"例子）這樣的概念。 

零和遊戲 （zero-sum game）［雙人零和遊戲］其最基本定義是:[一方之所得必為另一

方之損失]同一棋局（如五子棋）二個與賽對手，大多都會一個贏家及輸家如以數學符

號及公式表示 : 0=1+（-1） 

數學家馮諾曼（John von Neumann）證明，雙人零和賽局中的參賽者都有最佳策略。如

果在長期對賽裡，雙方贏錢的期望值都是零，這種賽局就稱為公平賽局。一個贏家一個

即是輸家是公平賽局，但零和賽局不一定是公平賽局。 

非零和遊戲 （non-zero-sum game）囚犯的兩難處境 （prisoner's dilemma）二個一起共同

犯罪的疑犯，在認罪與否認犯罪陷於兩難，同時否認（警察又沒有證據）當然是無罪開釋，

一個承認罪行一個不承認罪行（承認者可能會緩刑或成為污點證人）二個人皆承認罪刑（則

就會依照一般法例判刑） 

所以後來約翰納許（John F. Nash）就是在研究博弈理論時提出所謂的「納許均衡」，也

就是在博奕中［非零和］的可能性，而獲諾貝爾獎。 

學者如衛瑪（D. Weimer）和韋寧（A. Vining）則從經濟學角度來解釋公共政策之類型，

目的在於補救市場與政府雙重失靈的窘境，包括：市場機制的政策、誘因的政策、管制的

政策、非市場供給、保險與救助的政策等。 

第四節 公共政策研究的理由與目的 

一、 研究公共政策的理由 

面對二十一世紀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政府必須以更創新、更有執行力的能力來解決日益

增加的公共問題，因此各國政策分析家莫不深入研究、企圖建構公共政策的理論知識，期

能提供政府實際上的運用。吳定教授認為，我國政府在面臨人民要求政府增加服務項目、

提高服務品質，與財政負擔日益沉重困窘的情況下，應提昇政策規劃能力，吳定教授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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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理由如下： 

 順應各國重視公共政策研究的潮流： 

自一九五○年代以後，世界各國已逐漸重視政策科學、公共政策、政策分析等相關論題的

研究，因為此類研究與國家發展的程度息息相關。 

 為因應國內、外環境變化的需要： 

解決三個危機（3E），即：①能源危機（Energy Crisis）；②經濟危機（Economy Crisis）；

③環境危機（Environment Crisis）。 

 協助政府成為有效的政府： 

一個有為有效的政府應具備五項特性（5R 角色）： 

 回應性（Responsiveness）：政府必須適時的、充分的回應民眾的需求。 

 代表性（Representation）：政府的作為必須代表大部分民眾的意願。 

 責任性（Responsibility）：政府必須竭盡所能負起應盡的責任。 

 可靠性（Reliability）：政府的措施必須具有執行可靠性，讓民眾對政府具有信心。 

 務實性（Realism）：政府任何作為均應實際可行，而能達成目標。 

 為提高決策品質： 

行政績效的高低與公共政策品質息息相關，而行政績效即應能兼顧「效率」與「效能」及

「數量」與「品質」，因此政府欲提昇績效，應強化政策規劃能力。 

 為提高我國的國家競爭力： 

提高國家競爭力是各國努力的願望，而政府的行政職能及公共政策績效，為評鑑的重要指

標之一，故對公共政策的研究益顯重要。 

二、 研究公共政策的目的 

公共政策對於每一位公民是有幫助的，因為它可以培養公民分析與解決公共問題的知識與

能力，同時對政府部門也是有幫助的，因為它可以提昇政府的決策品質，更可以減少浪費。

（丘昌泰，2000） 

安德森（Anderson）的看法： 

安德森從「科學」、「專業」、「政治」三個面向來探討公共政策的目的： 

政策的科學理由（Scientific Reason）的目的：基於科學的理由而研究，係從政策的原因

及其過程加以瞭解，以增加我們對社會政治體系的瞭解。我們可把政策當作依變項，研究

那些環境因素會影響政策制定，屬於「政策決定研究途徑」；也可以把政策當作獨立變項，

研究政策的制定執行後對環境會產生那些影響，屬於「政策影響研究」。 

政策的專業理由（Professional Reason）的目的：人類學術的研究目的，旨在應用科學知

識，以解決實際的社會問題，由專家所提供的建言幫助我們達成目標，因政策研究的專業

目的是希望知識能走入社會之中，從事改善人類社會生活條件，以達到「學術報國的精神」。 

政策的政治理由（Political Reason）的目的：基於政治的理由，政策的研究主要是幫助政

府採行正確的政策，尤其在面臨社會重大危機時，政策研究更應負起道義責任，主張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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