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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政策執行」研究受到關注前，政策的推動常被假定為，規劃完成、編列預
算後，所有的事情就會自然而然地依規劃完成。事實上，許多政策經驗顯示，原先
立意良好的政策在推出後，會開始遭遇許多原先未設想到的、原本認為不會礙事、
被視為「芝麻綠豆大」小事的牽絆，最後造成政策延宕或失敗。
本文結合政策執行評估理論架構於太陽光電政策上，透過文獻檢閱與專家會
議，提出科技產業政策的執行評估架構，分成四大面向（A 目標與困境的明確性、
B 網絡支持與健全度、C 執行機構的投注、D 環境條件與不確定性），每一面向各
自分成三至七個指標。接續選取部分指標，透過問卷調查法請領域專家進行太陽光
電政策的診斷，發現以下四大問題將影響政策執行的順暢程度：1）對政策目標欠
缺清晰的認識與瞭解；2）政策生態網絡斷鏈、府際合作不足；3）執行機關（者）
的投入內容未滿足產業的需求；4）產業環境變化過劇、執行單位對趨勢掌握不易。
最後本文提出建議，包含提升政策說明與行銷力道、建立產官學聯盟、設置專職「產
業聯絡人」、中央地方間公務員輪調、增加政府內部跨部會間協調會議與研習的頻
率、啟動產業需求評估研究與資源盤點、建立預警燈號、提供行政協助輔導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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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問題與目的
……紓困之亂延燒多天，行政院……宣布統一由「中央審核」，不過「審
核」定義、分工不清不楚，地方政府各自行事；新北市府……將 2 天半以
來收件的 9,301 件申請案……送往衛福部審核，竟遭衛福部官員一度拒
收，雙方僵持 1 個多小時後，衛福部才收下申請文件……
------中國時報 2020/5/8 政治
常聽到有人說「魔鬼出現在細節中」，也就是真正影響到政策推動成效的，或
許是那些原本我們認為不重要或甚至認為是「枝微末節」的小問題，就像上述新聞
報導，紓困政策執行的順利與否，竟然受到一個決策者從不會注意，也從不知道該
煩惱的「何謂『審核』？」這麼小的枝微末節問題所牽絆，導致於政策推動卡關，
必須趕快去把「審核」的定義、範圍、執行細節討論出來，才有辦法讓政策確實開
始推動，相信這是政策規劃者一開始從未料想到的問題。本文的主要目的為引入公
共政策領域當中，曾經被視為是失落環節（a missing link）、枝微末節的政策執行
評估觀點到產業政策的研究上，藉此找出一些可能影響產業政策執行成敗的問題，
作為後續政策推動的參考。
1973 年，Jeffrey L. Pressman 與 Arron Wildavsky（1973）兩位政治學者出版了
一本經典書籍《執行：為何華盛頓的偉大期待會在奧克蘭破碎》，談論一個美國經
濟發展署於 1966 年提供給加州奧克蘭市的 2,300 萬美金補助計畫，這個計畫的內
容是讓奧克蘭市執行幾項能幫助就業率提升的工程與方案。根據當時估計，這些方
案如果全部執行完成後，將產出 2,200 個工作機會。但，萬萬沒想到，這個資金充
足、中央政府支持、負責單位明確、政策目標清楚、社會認同度高的計畫，在四年
後，實際只為奧克蘭當地創造了 160 個工作機會，且絕大多數工程都尚未開始，幾
乎變成一個失敗的計畫，此書就在描述作者歸納出來的三個影響政策未達預期成效
的原因（包含複雜的參與者、過多的決策點、行為者合作行動的問題），而這本書
也引發後續公共政策研究領域對「政策執行」（policy implementation）這個原先不
受到關注之研究領域的重視。
近年來我國政府投入大筆資金積極推動各項產業發展（例如 5＋N 產業），其
成效受到各界關注，惟到目前為止，過去多由科技管理、產業管理等領域學者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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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產業發展政策研究，都甚少從 Pressman 與 Wildavsky 所呼籲的公共政策或公共治
理的角度，納入政府與企業關係、府際合作等面向來進行，而僅從國家創新系統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創新生態鏈（ecosystem）等科技界習慣的視角切入，
著重在技術、資金、產出、產值等面向的討論，讓人不免擔憂同樣鑲嵌於政府與行
政運作中的產業發展政策推動，會不會也將如同「奧克蘭計畫」一樣，被長期認為
只是枝微末節因素的「執行細節」所耽誤，產生成效未如預期的結果。本文的主要
目就是引入公共政策領域的分析角度，以太陽光電產業的發展為例，進行政策執行
過程所可能遭遇困境的評估。
在「政策執行」這個不起眼的公共政策執行細節受到學界關注之前，理論與實
務工作者常假定著政策規劃完成、編列預算之後，所有的事情就會「自然而然地」
依規劃完成，最終達成原先設定的目標。然而事實上，許多政策的推動經驗顯示，
原先立意良好的政策在推出之後，會開始遭遇許多原先未設想到的、非預期的、「枝
微末節」的困難，最後造成政策執行延宕或甚至失敗的結果（例如：關鍵推動者退
休或職務調動而產生業務重新銜接的成本、利益關係人對政策執行方式意見不一致
需要溝通的狀況、跨域合作、法令衝突、環團抗爭、得標廠商倒閉、自然災害所造
成原物料價錢上漲等問題）。因此，一個比較保險的政策方案推動，必須隨時進行
政策執行過程的分析診斷，並做好預先因應與靈機應變調整的準備。換句話說，執
行評估的工作相當重要，但相當可惜的是，這些工作在公共政策的實務上並不受到
重視（Dye, 2005），也因此常導致政策推出後，獲得成果不如預期的現象。
2016 年始政府為提升我國的產業發展，積極推動 5＋N 產業創新方案（包含智
慧機械、太陽光電、亞洲—矽谷、生醫產業等），其中在太陽光電產業上，更是明
確地制定了透過 2025 年要達到全國 20GW 太陽能發電量目標，以此內需來扶植國
內光電產業。為了避免出現類似奧克蘭計畫，有著美好願景但以失敗結尾的狀況，
本研究認為必須根據政策執行評估的觀點，進行此政策的檢視，不過由於過去甚少
有文獻將公共政策研究領域的理論架構應用到科技產業議題的經驗，可參考的文獻
不多，而又因為這個應用過程，必須將科學技術、設備、專利、研發……非公共政
策研究領域常見的概念用語，操作化到政策執行架構面向當中，以融合兩個原本互
相不對話的研究領域，完成產業發展的執行評估，因此，本文初次進行此嘗試的過
程，不免會有因為概念化過程的領域差異問題、效度落差而有所偏誤，所以本文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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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定位為一個初探性的嘗試，未來仍需要不斷累積相關研究才能調整架構以適應產
業議題。
總之，本文的主要目的為發掘問題，以太陽光電產業發展政策為例，透過問卷
調查相關產官學觀點的方式，進行「政策執行」過程的初探性評估研究，找出此政
策在推動與執行過程中可能遭遇的阻礙與不確定性因素。而在上述目的之後，本文
也將嘗試初擬對應的改善策略，做為未來持續實務推動與研究的基礎，最終期在原
先預定的時程內達到政策所設定之目標。本研究問題如下：
一、產業政策的執行評估架構應具備哪些構面？每個構面下應包含的指標有哪
些？
二、太陽光電發展政策的執行過程將遭遇哪些不確定性或阻礙？
後續的節次安排，第二節將先簡單說明太陽光電政策的內容，第三節為文獻回
顧，主要說明政策執行的評估架構，第四節為本文分析架構的提出與修正過程說
明，第五節為實證資料蒐集的說明，第六節為對應架構的實證資料蒐集結果呈現，
最後一節則是與理論文獻對接的發現討論，以及未來可能的實務與研究建議。

貳、個案背景：太陽光電產業發展

為了配合非核家園、綠色能源的願景，自從蔡英文總統上任之後，就積極發展
太陽能發電，並設定了 年要達到全國
發電量的目標，包括屋頂型（中
央公有屋頂、工廠屋頂、農業設施及其他屋頂等）與地面型（鹽業用地、嚴重地層
下陷區域、水域空間、已封存之掩埋場及受汙染土地）太陽發電設備的設置，藉此
提供綠色電力，而其中更希望透過地方政府整合各家屋頂以達到一定規模（以每戶
用電 度、躉購費率 回饋金來計算，估計每戶每月收益至少 元）。1
上述政策目標能否順利達成，有許多相關的研究討論，例如詹惠英與王威凱
2025

330

1

25GW

10%

674

本文必須遺憾承認的是，本文的研究架構與資料蒐集的時間點是2017-2018 年，由於當時距離2020 年
仍有 2-3 年的時間，當時希望評估結果能夠對當下的政策提出立即的改善建議，但因為種種因素，本
文的資料整理與發表延宕迄今，導致於對實務政策的意義有所折扣。但相對的，也因為這個發表時
間拖延，可以看到迄今的相關政策成效，確實尚未達當初的目標，呼應了執行評估研究的重要性。
根據中時電子報的報導「……政府推『2020 年太陽光電 6.5GW 達標計畫』，最後確定無法如期完
成！……對於設置目標完成有落差，經濟部能源局……解釋主要是跟Covid-19 新冠疫情有關，對岸原
物料供應受影響……」，資料來源：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10102003670-260410?
chdtv, 202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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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認為，此政策受到製造太陽能發電設施、設備相關上中游產業的發展狀況
的影響，若相關產業的發展不健全，相對在發電目標的達成上，就會產生困難，以
其中一個關鍵零組件 太陽能電池為例，目前就有生產成本偏高、外銷之國際認
證不易、整體太陽光電產品難與下游市場進行交易活動等狀況。工業技術研究院
（2017）也指出，目前太陽光電產品價格十分競爭的情況下，除了有明確政策支持
與需求量龐大的國家（例如中國大陸與印度）能有較好的發展外，其餘國家的太陽
光電成長率相較趨於平緩，產業相當不健全，而在這種情況之下，要順利達到前述
發電目標，我國就會因國內缺乏相關電池廠商等產業鏈而受制於國外電池價格、技
術，導致整個政策的推動期程、成本大幅提升。
從政策執行評估理論的角度來看，一個政策能否依預定目標完成，必須有整體
政治社會環境、產業的配合，不是政府編預算買太陽能板與電池、找地方設置後，
就會自然而然地順利完成，電池要去哪裡買？買得到嗎？這些都是問題，另外，利
害關係人對於政策目標的認同、溝通，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就像奧克蘭計畫一樣，
不是編預算之後，港口的改建工程就會順利完成，從沒料到一個很簡單的問題（例
如要用哪一種土來填覆港口），都可以花許多時間討論，導致工程的延宕。太陽能
發電政策也一樣，中間必須仰賴許多相關產業資源與支援、各地方政府的配合與協
助，必須同時思考相關產業的技術人力、資金、市場，也必須考量地方政府配合過
程的行政資源與能力、跨域溝通協調網絡的通暢度、社會大眾或環保團體支持度等
因素，這些都是很重要的環節，只是過去的產業領域研究中，多僅聚焦在技術或資
金等面向的議題，甚少將這些枝微末節的細節綜整起來分析，而這也是本研究要引
入公行領域政策執行評估觀點，希望透過一個完整的理論框架來進行政策推動前環
境檢視的原因。

—

參、文獻回顧：政策的執行評估

所謂的政策評估，Rossi 與 Freeman（1989：18）定義為「系統性的應用社會研
究程序來評估社會介入方案的概念化、設計、執行、與成效」；另外，卡洛．魏斯
（2014：5）則界定為「針對方案或政策的運作或結果作系統性的分析，將之與一
組明顯或隱藏的標準比較，以改進方案或政策」。從前述定義來看，不論是哪一種
政策或方案，政策評估工作的重要性都不言可喻，因為其不僅可以用來評斷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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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性、藉此提供未來改善的依據、也可以是一種對於政策或方案支持者負責的依
據（Rossi & Freeman, 1989: 13）。本節將分成兩個部分，首先將先簡單說明不同政
策評估的分析焦點，接下來第二部分則直接切入討論政策執行評估的理論架構。
一、政策評估的類型
一般而言，政策評估可以被分成至少三種，也就是政策方案的設計與規劃評估
研究、執行評估研究以及影響評估研究，Smith 與 Larimer（2016）認為這三種分別
會回應三個不同的疑問，第一個是我們應該做什麼？也就是方案選擇、不同方案間
的比較工作，第二個是該如何進行？進行的怎樣？也就是政策執行過程的問題，第
三個則是我們到底最後做得怎樣？也就是影響分析的工作。類似的分類觀點，李允
傑與丘昌泰（1999：ch.10）將評估分成（一）政策預評估（pre-evaluation），目的
在政策或計畫執行前得以修正其計畫內容，以讓資源得到最適當分配；（二）政策
執行評估（implementation evaluation）與計畫監測（program monitoring），目的是
有系統地探討政策或計畫執行過程的內部動態，瞭解方案進行中發生未預估到的問
題；（三）政策結果評估（outcome evaluation）則是評估研究的主流類型，著重在
判斷該政策推動之後所帶來的成效及影響。
總之，政策評估是一個非常龐大的主題，至少可以依照政策推動的前、中、後
分成預評估、過程評估、結果評估三種類型，不同的類型所強調的重點也不同，任
何一個政策方案若能在不同時間點施行適合的評估類型，對於一個政策最終成效的
確保，將更有幫助。以本研究所關注的太陽能發電政策為例，在政策決定之前，會
需要進行政策的預評估研究，回答的研究問題可能是：我國應該推太陽能發電嗎？
相較於太陽能發電，其他發電方式帶來的效果會不會更好？在不同的發電方式上，
我們應該做哪一種發電方式的選擇？至於在政策決定之後，實際開始設置太陽能設
施、扶植國內相關產業的時候，則需要進行執行評估，藉此監控推動的進度是否與
原先規劃相符？以及瞭解有無遇到以往沒思考到的問題？進而隨時解決。而在政策
結束的時候，則需要進行結果的評估，以最終實際的發電量、預算的投資、產業的
發展狀況等，是否確實如原先規劃般，以及是否對社會、經濟或其他哪些面向產生
影響，而這樣的評估結果，將可以做為未來新一階段政策規劃選項、政策精進、政
策決定流程改善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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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執行評估的發展與架構
上述三種政策評估的研究，最主流的是政策執行後的結果評估（李允傑、丘昌
泰，1999：ch.10），而最受忽略的，本研究認為就是政策的執行評估。政策執行評
估是一種政策分析的途徑，聚焦在政策推動過程的行政與政治狀況解析，瞭解與減
少政策推動過程的「不確定性」（Nagel & Teasley, 1998），或是減少預期目標與實
際目標之間之「落差」（Simth & Larimer, 2016: ch.7），簡單的來講，就是針對政策
執行過程中所有可能會讓政策最終成效不彰之相關因素進行立即的診斷分析，讓政
策執行者有機會進行即干預與改善，進而做到執行過程的「障礙排除」，使最終政
策成效得以如規劃出現。進行這個工作的時間點，可以在計畫最終完成之後，且發
現成果不如預期時，再回過頭來檢視與找出失敗的原因，但這個做法常常對於方案
成效的推展改善，已經是「事後彌補」了，因此，政策執行的研究若要對實務產生
更多的貢獻，更好的時間點是在計畫開始前與過程中，就預先檢視可能影響後續執
行順暢度的因素。
政策執行的研究真正開始被有系統的關注，為政策執行評估歸納架構，一般認
為是從 1973 年 Pressman 與 Wildavsky 以美國加州奧克蘭計畫之個案所做的研究開
始，而發展迄今，已經有相當豐富的文獻與架構累積，例如除了 Pressman 與
Wildavsky（1973）的原始架構歸納出決策點的數量、合作行為的複雜度等影響政
策執行關鍵因素外，還有 Van Meter 與 Van Horn（1975）歸納了六項影響政策執行
的因素，包含政策的標準與目標是否明確說明、資源是否充足、組織間溝通是否良
善、執行機關內部的控制機制是否完備、社會經濟條件是否能夠配合；另外，Lipsky
（1980）與 Bardach（1977）從執行人員個體的組織行為或心理的角度，討論政策
「上令下不達」或人員「陽奉陰違」以至於影響執行成效的原因；Goggin 等人
（1990）則用一個比較宏觀的分析層次，提出了一個以中央與地方關係結構為背景
的整合模式，認為影響政策執行的因素主要有三個區塊，包含（一）最終的依變數
為地方政府的政策執行成效；（二）自變數為聯邦政府與地方政府的誘因及內部限
制；（三）中介變數為地方政府的能力。
政策執行評估的文獻從 1973 年開始至 1990 年代，累積相當豐富的文獻發展，
根據 O’Toole（1986）的研究發現，綜整各種途徑的政策執行研究，大概已經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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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出超過三百個政策執行相關的變數，可以想見此議題的重要性與其中的複雜。
為了整合這些變數，Mazmanian 與 Sabatier（1983）、Hill 與 Hupe（2002）、Matland
（1995）、Sabatier（1986）等，都做了一些努力，提出了一些整合性的政策執行評
估架構2，本文因為篇幅的關係，在此針對這些架構不進行詳細贅述，而基於以下
三個原因，以 Mazmanian 與 Sabatier（1983）的政策執行架構（圖 1）為本研究後
續架構的起始點，首先：它是第一個綜合不同觀點的架構，指出了政策執行一直忽
略掉的一些問題，因此相當適合作為相關研究的起始點（Smith & Larimer, 2016）3；
第二，這個架構特別適合管制性政策，例如消費者保護、商業政策…等領域，這是
這個架構的特色（曹俊漢，1985），剛好吻合太陽能光電板設置過程可能遭遇居民
反對，必須與居民協商，以及太陽光電設施相關產業扶植以符合國內需求的情境；
第三，這個架構因為被視為是一個由上而下的觀點，適合太陽光電起自蔡英文政府
「非核家園」之政策願景下，一個細部推動作法的政策產生脈絡，另外，也因為此
架構比較適合在推動初期階段（Dunsire, 1978；Saetren, 1983），因此適合本研究針
對剛開始推動沒多久的太陽光電政策進行研究。
根據 Mazmanian 與 Sabatier（1983）的觀點（圖 1），政策執行評估的指標（自
變數），其實是整個政策過程流暢度與產出「結果」（依變數）的影響因素，也就是
因果關係中的「因」，從這個邏輯來看，整個政策的產出絕對不是一開始選定了一
個好方案之後，好的結果也就會自然而然的出現，中間必須有許多執行的條件配
合。至於這些因素，也就是自變數，都是政策執行評估研究應該著力的重點，
Mazmanian 與 Sabatier（1983）將其區分成三大類：I.問題的易處理性：包含理論與
技術的可獲得性、標的團體的多樣性、標的團體行為需要改變的幅度等；II.將政策
法規化與結構化的可能，例如目標的清晰度、因果與理論的結合、執行機關內部與
2

值得說明的是，政策執行研究的文獻從 90 年代末期以後就突然的驟減，幾乎消失，許多學者都覺得
很奇怪，例如 Hill（1997）寫出 “Implementation theory: yesterday’s issue?”一文，發表在 Policy & Politics
期刊第 25 卷第 4 期中；另外 Saetren.（2005）也寫出 “Facts and Myths about Research on Public Policy
Implementation: Out of Fashion, Allegedly Dead, But Still Very Much Alive and Relevant” 一文，發表在
Policy Studies Journal 期刊第 33(4)期中，都是在討論政策執行研究為何消失的問題。不過這些討論當
中的一個共識是，政策執行評估的研究仍然很重要，但必須以既有的架構、變數為基礎，將研究的
焦點轉移至各個實務領域、政策進行應用，以調適出各領域適合的執行評估架構，而這也是本文所
要嘗試進行的工作。
關於 Mazmanian 與 Sabatier（1983）的架構，Hill 與 Hupe（2002）是將其歸類為一種「由上至下」的
觀點，與 Smith 與 Larimer（2013）不同。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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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層級間的整合、財務資源、執行人員的徵選等；III.非政策法規相關因素，例
如社會與經濟條件的配合度、社會大眾的支持度、贊助團體的態度與資源、民意代
表的支持度、執行人員的投入感等。

問題的易處理性

I.

1.
2.
3.
4.

將政策法規化與結構化的可能

II.

1.
2.
3.
4.
5.
6.
7.

技術的困難度
標的團體行為的多樣性
標的團體在總人口中的比例
標的團體行為需要改變的幅度

非政策法規相關因素

III.

清晰與一致的目標
正確的因果關係論述
財務資源充足
執行機構內上下層級的整合
執行機構內決策機制的明確
執行人員的聘用成效
外界與決策機制的互動

1.
2.
3.
4.
5.

社會與經濟條件的配合度
社會大眾的支持度
支持團體的態度與資源
民意代表的支持
執行人員的投入感與領導技巧

政策執行過程的階段（依變數）

執行機構的政策產出 標的團體對政策產出的服從 政策影響
對政策影響的認知 政策法規的修正
圖 1 影響政策執行過程的變數
資料來源：Mazmanian 與Sabatier, 1983: 22

本文下一節將以 Mazmanian 與 Sabatier（1983：22）的架構為起點，透過文獻
的整合、專家會議兩個方式進行架構修正，作為本研究後續實證分析的基礎。

肆、本初探個案之研究架構建立與修正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結合公共政策領域中執行評估到科技政策議題中，除了嘗試
進行概念化與操作化之外，也透過實際的評估，希望能夠提供我國後續太陽光電政
策發展的實務改善建議。本節的第一部分將先以 Mazmanian 與 Sabatier（1983）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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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為起始點，結合其他文獻，提出一個初步的架構面向內容，第二個部分將結合
專家會議進行架構的修正，最後則是本文資料蒐集方法的說明。
一、初始架構提出與其第一次修正
根據 Mazmanian 與 Sabatier（1983）的架構，影響政策執行成效與品質的自變
數有 I.問題的易處理性、II.將政策法規化與結構化的可能、III.非政策法規相關因素
三大類面向因素，然而這樣的架構是否有精進的空間，本文認為，以太陽光電的議
題來說，因為政策推動過程涉及了地方政府必須配合中央政策進行場址選定、地目
變更等工作，呼應 Goggin 等人（1990）的架構特點，因此至少應該把地方政府的
角色加進架構當中，而這是 Mazmanian 與 Sabatier（1983）這個由上至下的途徑所
忽略的。除此之外，OECD（2014）在產業政策上對於教育訓練、危機管理能力的
強調，以及劉宜君（2010）對於民眾支持度的重視，也都是這個架構所忽略的。為
了提升本研究架構的效度，本研究在原始架構指標內容盡量不變的情況之下，初步
結合了包含馮清皇（2009）、劉宜君（2010）、OECD（2014）、Goggin 等人（1990）
的觀點，將原始架構從三個面向擴充成四個面向，變成 A.問題的界定與建構；B.
網絡關係；C.政府內部能力與 D.社會環境條件，這四個面向中每一個指標都可以
對應到 Mazmanian 與 Sabatier（1983）的原始架構中的面向（請見表 1）：
表 1 本研究初始架構的第一次修正結果
Mazmanian 與 Sabatier
本研究提出的初始架構的面向與指標 對應之（1983
）原始面向註
A1 清晰的政策目標
II.清晰與一致的目標
A.問題
I 技術的困難度
的界定 A2 沒有無法克服的技術
II.正確的因果關係論述
與建構
A3 清楚的責任與義務分工
II.執行機構內上下層級的整合
B1.充分的溝通與協調
II.外界與決策機制的互動
B2.政治權力者的支持
III.民意代表的支持
B3.民眾支持
III.社會大眾的支持度
B. 網絡
關係 B4.觀點與資源來源的重要性 III.支持團體的態度與資源
B5.參與意願
III.支持團體的態度與資源
B6.媒體
III.社會大眾的支持度
B7.國外技術合作與資金投資 II.財務資源充足 I 技術的困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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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文獻

馮清皇
（2009）；
劉宜君
（2010）；
OECD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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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zmanian 與 Sabatier
參考之
本研究提出的初始架構的面向與指標 對應之（1983
註
）原始面向
其他文獻
C1.中央政府各級的動機
III.執行人員的投入感與領導技巧
C2.地方政府各級的動機
III.執行人員的投入感與領導技巧
III.執行人員的投入感與領導技巧
C. 政府 C3.地方政府的決策能力
Goggin 等人
內部能 C4.政府的金融
II.財務資源充足
（1990）
力與 C5.執行官員的選拔
II.執行人員的聘用成效
C6.執行機構的決策規則
II.執行機構內決策機制的明確
C7.執行官員的承諾感與領導 III.執行人員的投入感與領導技巧
D1.社經與技術條件、專利與
III.社會與經濟條件
D.社會
證照
OECD
環境條 D2.教育與訓練
III.執行人員的投入感與領導技巧 （2014）
件
D3.失誤和災害管理技術
註：原始架構中的主要面向【問題的易處理性】、【將政策法規化與結構化的可能】、【非
政策法規相關因素】，依序以 I. II. III 代表，以節省表格空間。
資料來源：本研究

首先，A.問題的界定與建構，主要概念意涵為科技政策目標在現有時間和能力
下，目標的合理性及目標成功達成的可能性。操作化成三個次指標，分別是 A1 清
晰的政策目標、A2 沒有無法克服的技術、A3 清楚的責任與義務分工。
第二，由政策執行期間的協力關係穩定度非常重要（馮清皇，2009；劉宜君，
2010），因此面向定為「B.網絡關係構面」，分為 B1 至 B7 共七個次指標，主要為
政治權力者的支持、倡議團體的認同度與影響力、參與意願、及國外技術合作與資
金投資等面向。好的網絡關係可幫助分散成本，甚至鏈結更多資源以利於政策的推
動。例如世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科學技術創新展望（OECD, 2014）指出，政策
倡議能協助國內科技與科學發展連結到國外的資源。
第三，C.政府內部能力，共有 C1 至 C7 共七個次指標，指的是執行者的意願
與專業能力相關面向。Goggin 等人（1990）指出政府決策的內容與形式都會影響
政府各層級執行者的行為，中央政府層級則透過法規與影響力來影響政策執行。其
中，決策內容變數包括政策類型、問題解決的急迫性、結果明確性的程度、法規的
強制性……等。
第四，D.環境因素構面，共有 D1 至 D3 三個次指標，主要概念意涵為政府在
科技政策執行過程中社會環境條件的配合程度，一般來說，政策若欠缺對於社會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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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條件的診斷與評估，成功達成的可能性將大幅降低。至於環境面應有哪些指標，
OECD（2014）認為，支援政府推動科技政策業務，及產業準備投入科技政策發展
與創新所需要的研發能量，都需要有專業技術人才和教育訓練課程等資源，此外，
科技政策的執行過程尚需具備危機預防的能力，以評估政府執行科技政策的單位與
相關辦公室的風險管理能力等，也都很重要。
二、第二次研究架構修正
前述本文初步建構的執行評估架構，僅是以文獻及本文作者初步判斷為基礎的
結果，為了讓本研究的架構更為完整，本研究於 2017 年 10 月 18 日召開焦點專家
會議，邀請六位來自政府（經濟部、地方政府經發局）、學術（公共政策領域）、與
相關產業界（太陽能產業公司）的專家，依照個案的系絡進行架構的討論與修正4，
最後依照專家學者的建議，提出修正後研究架構如圖 2，依然分成四個評估構面，
但名稱稍微修改，變成「A.問題與困境的明確性」、「B.網絡支持與健全度」、「C.
執行機構（者）的投注」、「D.環境條件與不確定性」，且每個構面下的分類有一些
調整，例如「A2 沒有無法克服的技術」改成「A2 技術可行性」、「B1 充分的溝通
與協調」改成「B1 成員溝通與協調性」、「D3 失誤與災害管理技術」改成「D3 學
習成長能力」……等。另外，也將政策發展過程前、中、後三個階段的定位界定出
來，將政策執行的評估工作的定位，設定在政策方案決定後的執行環境檢視。

4

事實上，這個專家會議共有兩個任務目的，一個是此處的架構修正，另一個是問卷調查對象清冊的
討論與建立，相關說明請見本文第五節。
—12—

產業政策執行評估初探：以太陽光電發展為例

A.問題與困境明確性

A1.政策目標清晰度
A2.技術可行性
A3.責任與分工的明確性

政策決定
C.執行機構(者）的投注
C1.中央政府的動機
C2.地方政府的動機
C3.執行環境的障礙
C4.資源的投入
C5.領導者的特質
C6.法規環境的健全度
C7 基層執行者的能力

B.網絡支持與健全度
B1.成員溝通與協調性
B2.政治場域支持度
B3.社會大眾認同度
B4.媒體支持度

政策執行

政策產出

D.環境條件與不確定性
D1.環境（需求）診斷力
D2.組織（企業）能力
D3.學習成長能力

.

註：實際測量時，因為資源的限制，本次研究僅測量圖中標註底線之指標。

圖 2 本研究架構

伍、研究設計

資料來源：本研究

上一節是在概念層次上討論政策執行評估的架構，在架構確定之後，本研究接
下來透過問卷調查法的方式，針對每一項指標進行現況的診斷。至於調查的對象，
由於太陽光電是一個相當專門的領域，問卷發放對象必須對該領域有相當程度的瞭
解，而這樣的對象並沒有現成的母體清冊以供抽樣，因此本研究同樣請 2017 年 10
月 18 日所召開的專家會議成員，以立意抽樣的方式，進行利害關係人的界定與清
冊建立。根據專家會議的結果，本研究最後將調查的對象分成產業、官（包含中央
與地方政府）、學研三大類，最後舉列出 407 位協助評估此政策的問卷發放對象。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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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問卷發放對象
類別
清冊建立方向與原則
人數
中央政府機關 業務內容在主要規劃、管制與服務太陽能產業的業務承辦
人，中央機關為行政院太陽光電二年推動計畫中的相關機
地方政府機關 關，包含經濟部能源局、工業局；地方則是各地經發局或
建設處。
臺灣各地大專院校有關於光電、材料、環境工程等相關系
學研 所；研究單位則包括現行所有太陽光電的研究單位包括工
研院、台經院以及各大學研究中心。
以櫃檯買賣中心及臺灣證券交易所建立的產業價值鏈資訊
產業 平臺網站中，有關太陽光電的介紹內容，建構太陽光電產
業清冊。
總計
2

10

17

93

287

407

資料來源：本研究

至於問卷的內容，主要是依照圖 架構中每個面向指標進行操作化定義後設
計，詳細問卷題目請見文後【附錄】。有兩點必須特別說明，首先，架構中各面向
指標的操作化題目，依照問卷發放對象（產官學）不同，會有微幅的差異，但因為
篇幅的限制，附錄中僅列出【產業界】的問卷題目，另外還有官方、企業界的問卷
並未列出；其次，評估架構當中包含「 政治的支持度」、「 社會大眾認同度」、
與「 媒體支持度」、「 基層執行者的能力」等指標，操作化定義過程發現，不
適合用問卷調查的方式來衡量，必須仰賴客觀統計資料或其他方式，例如「 政
治的支持」較適合用訪談（
）的方式，而「 社會大眾的認同度」較適
合用民意調查（
）的方式，本研究在有限的資源之下，只能放
棄這些面向的資料蒐集，聚焦在那些可以透過利害關係人問卷調查進行測量的指標
上（圖 中標示紅色的指標），當然，這也無法避免地將造成本研究在第二個研究
問題回答上的不足與限制。
清冊建立完成之後，本研究委託臺北市立大學民意調查中心執行調查工作，調
查期間為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問卷填答方式主要為郵寄問卷，
但寄出的紙本問卷上也都附上
，受試者掃描後也可於線上填答，除此之
外，也結合電訪方式由訪員致電給受試者進行催收，受試者也可在電話中提供其答
案。最後回收的有效樣本共 份（包含政府官員的 份、學術界 份、產業界
份），回收率為 （
），有效樣本之基本背景資料如表 。
2

B2.

B4.

B3.

C7.

B2.

interview

B3.

public opinion survey

2

2017

12

5

2018
QR

1

19

code

217

143

53.3%

23

217/407=53.3%

— —
14

5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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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有效樣本基本資料
項目

選項
簡任
薦任
官職
委任
約聘雇
政府機關
主管
職務
非主管
中央機關
服務機關
地方機關
公立大學
學研機構 學術機構性質
私立大學
法人機構
太陽能廠
發電設備／或系統工程
太陽能電池模組
產業 公司類別
電池
矽晶圓／或矽晶片
材料

陸、問卷調查結果

資料來源：本研究

人數（%）
1（4.2%）
19（79.2%）
2（8.3%）
1（4.2%）
20（83.3%）
3（12.5%）
3（12.5%）
20（83.3%）
29（56.9%）
20（39.2%）
2（3.9%）
15（10.5%）
94（65.7%）
8（5.6%）
3（2.1%）
10（7.0%）
13（9.1%）

總和

23

51

143

本小節分別呈現 217 位（含 23 位政府、51 位學界、143 位產業界）利害關係
人對此政策在 A.目標與困境明確性、B.網絡支持與健全度、C.執行機構（者）的投
注度、與 D.環境條件與不確定性四大構面的現況評斷結果。不過，必須先說明的
是，因為每一題都或多或少有些受訪者未答，故不會每題的填答總數都剛好等於
217，另外，因為每一個類型的填答者總數不同，以下的圖表主要以有效百分比呈
現，也不會每題都有產官學三類的填答者，有些題目只有問產、或學、或研。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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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之「A.目標與困境的明確性」
（一）政策目標清晰度（A1）：產學研瞭解度低，對政策目標沒信心
若要達成科技政策目標，利害關係人必須明確瞭解政策目標、認同目標的合理
性，以及認同政策成功達成的高可能性。然而，如表 4 所示（A1.1 題），利害關係
人對於政策的目標有高達 62.7%的受訪者表示「不清楚」，也有近半的受訪者（A1.1-1
題，45.8%）錯誤地回答了政策公告內容。另外，在合理性的部分，有 64%受訪者
認為不合理，尤其是產業界與學研界更是高，而整體也有超過一半（52.8%）的受
訪者認為，這個政策要達到目標的可能性是低的。
從上述資料顯示，本文認為，政策的目標並未完整地、清楚地傳遞給主要的利
害關係族群，甚至許多人不認同此政策，認為成功的機率不高。本研究認為，這樣
的情況容易產生關鍵行為者未全力配合、上行下不效、陽奉陰違的狀況，對於政策
執行後最後的成效將有負面影響。
表 4 政策目標清晰度與受訪者認同度之統計分析
題號

題目
選項
請問您對政府目前所推 清楚
A1.1 動太陽光電發展的政策
不清楚
目標清不清楚？
就您的瞭解，行政院規 回答正確
劃在西元 2025 年全國
A1.1-1 目標達到多少的太陽光
回答不正確
電累計設置？
依照目前各種條件與狀 合理
A1.1-2 況來看，行政院所規劃
在西元 2025 年達到這 不合理
個目標合不合理？
依照目前各種條件與狀 低
普通
A1.1-3 況來看，您覺得太陽光
電政策要成功達到這個 高
目標的可能機率？
不知道

官

產

學研

總和

15(65.2%) 31(21.7%) 35(68.6%) 81(37.3%)
8(34.8%) 112(78.3%) 16(31.4%) 136(62.7%)
12(80.8%) 60(50.3%) 6(37.5%) 78(54.2%)
3(20%)

53(46.9%) 10(62.5%) 66(45.8%)

10(66.7%) 37(32.7%) 5(31.2%) 52(36.1%)
5(33.3%) 76(67.3%) 11(68.8%) 92(63.9%)
5(33.3%) 66(58.4%) 5(31.3%) 76(52.8%)
2(13.3%) 27(23.9%) 6(37.5%) 35(24.3%)
7(46.7%) 17(15%) 2(12.5%) 26(18.1%)
1(6.7%)
3(2.7%) 3(18.8%) 7(4.9%)

資料來源：本研究

（二）技術可行性（A2）：系統設置經驗不足
進一步針對技術可行性進行執行評估，瞭解若要達到太陽光電政策目標，「技
術方面」主要需要克服的困難。結果顯示（圖 3），目前許多技術層面的挑戰須解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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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其中系統建置經驗不足的情況，是較多產業界與學研界認為的挑戰，26.2%產
業公司和 22.7%學研機構反應有此困難。此外，產學研均對原料自主與技術有所疑
慮（22.7%與19%），學研機構也擔憂技術操作的困難（20.5%），產業界擔憂設備與
儀器不足的困境（19.0%）。
值得注意的是，「科技與儀器設備缺乏」與「操作技術」這兩個問題的嚴重性
認知，在產業界與學界兩者之間出現了落差，若從政策執行的觀點來看，不同利害
關係人之間目標與問題嚴重性認知的不同，也會影響到政策推動的順暢度。因此，
此兩面向的「認知差異」，是後續實務管理工作必須注意的。

圖 3 產業界與學研界面臨的技術面困難
資料來源：本研究。

（三）責任與分工的明確性（A3）：分工不清
公共政策執行過程中，必須建構有效的協調聯繫機制並釐清權責分工，才能減
低執行過程的溝通成本。問卷結果顯示（表5），在太陽光電政策推動過程中，除了
政府官員自認為中央與地方間有健全的協調聯繫機制（65.2%）之外，其餘利害關
係人大多認為中央與地方間缺乏健全的協調機制（64.3%；54.9%）。而整體對於中
央與地方政府間義務責任有清楚分工認知的受訪者，只有 27.2%，且一樣是官方受
訪者（43.5%）比產業界（29.4%）與學研界（13.7%）樂觀許多。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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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責任與分工的明確性相關問題之統計分析
5

題號
A3.4

A3.5

題目
中央與地方政府間為了太
陽光電政策的執行，是否
已有健全的中央與地方協
調聯繫機制或制度？
為了太陽光電政策的執
行，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
兩者間是否已有清楚的義
務與責任分工？

答案
官
是 15(65.2%)
否 4(17.4%)
不知道 4(17.4%)
是 10(43.5%)
否 4(17.4%)
不知道 7(30.4%)
資料來源：本研究

產

31(21.7%)
92(64.3%)
18(12.6%)
42(29.4%)
76(53.1%)
23(16.1%)

學研

6(11.8%)
28(54.9%)
17(33.3%)
7(13.7%)
21(41.2%)
21(41.2%)

總和

52(24%)
124(57.1%)
39(18%)
59(27.2%)
101(46.5%)
51(23.5%)

二、網絡支持度與健全度（ ）：產學研網絡較順暢
利害關係人間的溝通協調的順暢程度，有助於政策推動及協議的達成，然而本
研究結果顯示（圖 ），除了中央政府與學研機構間的溝通，有相對較少的受訪者
（ ）認為「不順暢」外，其餘各機關內部（ ）、中央與地方政府（ ）、
中央政府與社會大眾（ ）以及中央政府與產業間（ ）的溝通，被認為
溝通「不順暢」的比例都較高，尤其與社會大眾的溝通，高達一半以上（ ）
的受訪者認為「不順暢」，這對於後續光電政策執行受到環保團體、社區民眾抗爭
的可能性投下變數。
B1

4

16.1%

42.4%

52.5%

38.7%

33.2%

52.5%

圖 中央政府與各界的溝通不順暢情形
4

資料來源：本研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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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地方政府」與其他部門的溝通協調和合作關係，調查結果顯示（圖 ），
地方政府對於社會大眾的溝通（ ）是最不順暢的一種，其次則是產業界
（ ）、學研機構（ ）與公協會（ ）之間的溝通。
5

37.8%

30.4%

26.7%

23.5%

圖 地方政府與各界的溝通不順暢情形
5

資料來源：本研究

而產業界與其他部門溝通協調狀況分析（問卷
至
題），結果顯
示產業界和學研機構溝通不順暢的百分比最高，但也只有 。而學研機構和公
協會之間的溝通（問卷
題），則只有 的受訪者認為不暢通。
整合上述的觀察，本研究發現，太陽光電政策網絡中，各種利害關係人之間的
溝通與協調，以產業與學研單位的溝通網絡順暢度較佳，而政府部門的對外溝通相
對較差，而溝通不良常是許多誤解的來源，很有可能對太陽光電政策執行產生負面
效果。
三、負責推動政策之「執行機構（者）的投注度（ ）」
（一）政府的動機（ 、 ）：中央地方具共識，有助政策推動
一個仰賴多重行為者相互合作的政策，推動的要件是各個角色對於政策的目標
有共識，如此才不會衍伸太多溝通成本，彼此之間也比較好合作。針對這個部分，
本研究透過詢問中央與地方政府相關人員，對於推動太陽光電的目的是否相同（問
卷題目
）。結果顯示（表 ），中央與地方政府在針對各項推動太陽光電政
策目的之類似度上尚可，同樣都是以希望追求環境永續為最主要的目的來源，而第
二個目的，不論是中央或地方，也都是希望促進產業升級，提升經濟發展。
B1.9-11

B1.9-13

19.4%

B1.9-14

15.2%

C

C1

C1-16.18

C2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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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推動太陽光電政策的主要目的5（
推動太陽光電政策的主要目的
解決土地閒置的問題
節能減碳，建立環境永續的社會
上級交代的任務
提供臺灣民眾多元化的電力購買選擇
協助產業，提升國家經濟。
邁向國際趨勢
對國家能源發展很有幫助
有效使用國家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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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 20 人，地方 3 人）

N=23

6

填答者認同比例（排序）
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10.9%

11.8%

19.8%(1)

20.4%(1)

6.9%
14.9%

資料來源：本研究

7.5%
9.7%

16.8%(2)

18.3%(2)

13.9%

14.0%

12.9%

14.0%

4.0%

4.3%

（二）執行環境的障礙（ ）：缺人、缺錢是地方政府最嚴峻的挑戰
由於實際執行太陽光電政策的是地方政府，因此政策執行過程的複雜度與困難
度，影響著地方政府推動的成效。研究結果顯示，地方政府在執行太陽光電政策時，
面臨最重要的挑戰即是經濟財務缺乏，以及人力資源缺乏的狀況，都有 的受
訪者認為這是地方政府最主要的麻煩來源。
（三）資源的投入度（ ）：供需間最大的落差是增加投資的需求
政策要有「產出」，必要的前提不僅是政策資源的「投入」，若有任何一項資源
投入不足，導致該項資源的供給與需求落差，也會影響政策推動的成效。針對這個
項目，本研究透過詢問政府官員有關目前政府已「供給」產業的協助項目（題目是：
請問您，針對太陽光電政策的執行，目前政府機關主要提供哪些資源和輔助？），
以及詢問產業界對於政府協助的「需求」（問卷題目 ），然後比較供給與需
求，得出兩者的落差。結果顯示（表 ），在政府「投資」企業以進行我國太陽光
電發展這個項目上，出現了較大的落差，只有 的政府官員自認有供給，而有
的企業及 的學研機構提出這樣的需求，其餘在金融補助、法規制定、土地取
得上，都有許多企業或學研機構表示有這樣的需求，而金融補助的部分， 的政
府受訪者認為政府已經有提供了，但土地的部分則只有 認為政府已經提供相
關協助，也是屬於政府需要繼續努力的部分。
C3

60.9%

C4

C4-16

7

9%

37%

39%

61%

30%

5

本分析項目所使用的調查題目是複選題，所呈現的百分比是採每個受訪者所選的選項次數累計作為
分母，該選項的累計次數作為分子。當百分比越高，則表示該選項在所有受訪者的所選項目中最受
重視的，反之，則是最不受重視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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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政府投入資源與業界需求之間的落差
7

政府（ ） 學研（ ） 企業（ ）
填答人數
填答人數
填答人數
N=23

N=51

%

金融補助（含：貸款、稅務減免、貸
款擔保）
投資（包含：人力資源與訓練，基礎
建設，社會投資以建立良性商業）
土地取得
法規制定（如：勞工休假調整、太陽
能建築法規、市場管理法規等）
其他
資料來源：本研究

N=143

%

%

1.

14

61%

19

37%

80

56%

2

9%

20

39%

53

37%

7

30%

11

22%

77

54%

12

52%

17

33%

87

61%

3

13%

4

8%

12

8%

2.

3.
4.

（四）領導者的特質（ ）：政府領導層級欠缺經驗與知識
推動政策的過程，社會上若對於政府領導者的決心、推動能力存疑，社會上相
關企業的配合意願也會跟著降低。研究結果顯示（問卷題目 ），在太陽光電政策
領域中，利害關係人對於推動該政策之行政首長的評估，相關工作經驗（ ）
方面最欠缺，其次為管理能力（ ）以及協調能力（ ），然後是相關知識
（ ），最後是工作投入程度（ ）。針對中高階文官的部分，協調能力最
欠缺（ ），其次為太陽光電相關政策知識以及相關工作經驗（ ），然後
是管理能力（ ），最後是工作投入程度（ ）。
（五）法規環境的健全度（ ）：欠缺市場管理法規
法規制定程序與法規完備度會影響產業政策執行的結果，然而本研究發現，高
達 的受訪者表示法規並不完備。至於我國還需要哪些法規？表 顯示，市場
管理法規，是較多利害關係人認為需要進行調整的部分，其次為能源與節能等相關
法規。
C5

C5

40.6%

39.2%

34.6%

35.5%

27.2%

34.6%

32.3%

26.4%

24%

C6

65.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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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需要調整的法規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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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該項法規需要調整的受訪者
產業（ ） 政府（
N=136

市場管理法規
能源與節能相關法規
設備設置法規
國內產業之貿易保護法規

） 學研（

N=13

34%

46%

42%

23%

31%

30%

22%

23%

9%

5%

0%

19%

資料來源：本研究

）

N=43

綜上所述，太陽光電政策之「 執行機構（者）的投注度」尚未能稱健全，除
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動機有一定程度的共識外，在「執行環境的障礙」方面則
是面臨政府組織缺乏人力與經費的問題；在「資源投入度」方面則在投資方面存在
最大的供需落差；在「領導者的特質」方面，政府領導與管理階層缺乏太陽光電的
專業知識與相關經驗是最大的挑戰；而在「法規環境的健全度」方面，市場管理機
制是目前最需要強化的部分。
四、政策之「環境條件與不確定性（ ）」
（一）環境（需求）診斷力（ ）：利害關係人對於政策環境掌握度偏低
由於太陽光電的發展過程，會需要隨時掌握環境的回應狀態，才能有能力隨時
進行政策方向或方案的改變，而環境的所指內容，本研究在題目的限制之下，集中
在使用者、自然環境、人為活動三部分，透過詢問實務界是否執行相關行為者的調
查（題項
）、是否遭遇自然環境（題項
）與人力活動造成的環境問
題不確定性（題項 ），以瞭解實務界對這三個部份的掌握能力，回推利害關
係人對政策環境的診斷能力。
調查結果顯示，僅有 產業公司有進行太陽光電使用者／或消費者行為反
應調查， 表示目前沒有進行但未來將會進行， 表示沒有進行，也沒有計畫
要進行。學研機構的受試者有 表示，有進行太陽光電使用者／或消費者行為
調查， 表示沒有進行，但計畫即將或將來會進行， 表示沒有進行，也
沒有計畫要進行。
有關自然環境因素（如空氣鹽分與風沙）對太陽光電發展所導致的問題和不確
C.

D

D1

D1.21-1

D1.21-2

D1.20

22%

27%

52%

3.9%

82.4%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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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產業公司的受試者 回答已遇到此問題和不確定性；學研機構的受試者
回答已遇到此問題和不確定性有。有關人為環境因素（如：污染物與人為破
壞）對太陽光電發展所產生的問題和不確定性，產業公司的受試者 回答已遇
到此問題和不確定性；學研機構的受試者 回答已遇到此問題和不確定性。
（二）組織（企業）能力（ ）：相關專利申請少，國際競爭力偏低
設置太陽光電設施很重要的條件是國內有相關的技術與設備，但調查結果顯示
（表 ），不論是產業公司或學研機構，具有太陽光電相關技術專利（ ）、產
品工業設計註冊（ ）、產品商標註冊（ ）、產品資訊的版權聲明（ ）
等比例皆偏低。此現象則可能導致在推動太陽光電政策時，國內產業企業因技術的
創新能量不足，導致製造成本偏高缺乏競爭能力，長期而言則會造成政策推動永續
的阻礙，是執行單位應當注意的潛在挑戰。
表 太陽光電界的發展能力
73%

37.3%

52.4%

43%

D2

9

36.1%

14%

25.3%

9

題號
D2.22-1

D2.22-2

D2.22-3

D2.22-4

題目

產

太陽光電相關技術專利
太陽光電產品的工業設計註冊
太陽光電產品的商標註冊
太陽光電產品資訊的版權聲明
資料來源：本研究

15%

有此項目的比例
學研

總和

52(36.4%)

18(35.3%)

70(36.1%)

24(16.9%)

3(5.9%)

27(14%)

47(32.9%)

2(3.9%)

49(25.3%)

25(17.6%)

4(7.8%)

29(15%)

（三）學習成長力（ ）：多透過設備升級與人才培育
學習成長能力是反映政策推動過程中，隨時進行組織調整以適應政策推動的機
能，一般可以透過購買技術專利、自行研發、設備升級以及人才培育等方法。研究
結果發現（表 ），太陽光電的產業與學研較多採用人才培育以及自行研發
（ ）、設備升級（ ）的方式，較少採用技術專利購買（ ）。
D3

10

70.6%

59.8%

22.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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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學習成長力次數分布表
題號
題目
讓研發人員參與內外部公司教育訓
練，以瞭解新產品的發展和研發過程。
購買高階儀器設備、電腦軟硬體以生產
新產品或提升產品與服務品質。
執行其他關於研究發展程序和技術，以
生產新產品或提升產品與服務品質。
進行市場調查或新產品發表活動。
從其他公司或機構，購買證照、專利、
特殊專業技術以生產新產品或提升產
品與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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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使用此項的比例
產
學研
總和

D3.24-3

114(79.7%)

23(45.1%)

137(70.6%)

D3.24-1

92(64.3%)

24(47.1%)

116(59.8%)

D3.24-5

76(53.1%)

20(39.2%)

96(49.5%)

D3.24-4

62(43.4%)

8(15.7%)

70(36.1%)

D3.24-2

38(26.6%)

6(11.8%)

44(22.7%)

資料來源：本研究

綜上所述，太陽光電政策之「 環境條件與不確定性」充滿著政策執行的挑戰
與阻礙順利完成的不確定性。在「環境診斷力」方面，利害關係人對於政策環境掌
握的敏感度偏低，主動接觸消費（使用者）市場的行為過少，無法及時掌握環境變
遷；在「組織企業能力」方面則因為相關技術與作業的專利過少，導致產業技術的
國際競爭力偏低；值得慶幸的是在「學習成長力」方面，利害關係人為了因應政策
的推動所投入的成長發展行為，居多是採用較具永續性質的人才、自我研發以及設
備升級，而不是一次性的專利採購。
D.

柒、結論

本研究的兩個主要研究問題，一個是科技政策的執行評估架構應具備哪些構面
與指標？一個是若以太陽光電政策為例，政策推動過程將遭遇哪些不確定性與阻
礙？針對第一個問題，本文最後初步提出一個科技政策的執行評估架構，共分成四
大面向（目標與困境的明確性、網絡支持與健全度、執行機構的投注、環境條件與
不確定性），而這些面向又各自分成三至七個不等的指標。本文認為，若能在此架
構的面向中投入研究分析能量，涵蓋越多適當研究方法與指標，越能夠預先瞭解政
策執行過程可能遭遇的困境。當然，此架構若應用在不同的科技政策時，如智慧機
械、生技醫療、資安……等，都必須再進行細部的客製化操作化調整，整體架構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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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也需要取得實證資料之後，隨時進行動態修正。
針對第二個問題的回答，本研究希望能夠藉此進行問題診斷，檢視推動太陽光
電政策的過程中可能影響政策能否如期達成目標之問題現況。而以下為本研究的問
題診斷結果，分兩個小節呈現，首先，第一小節說明本文診斷出來的四個主要問題，
而除了陳述問題內容之外，本文也會在每一個部分連結相關的文獻觀點進行對應討
論，以提升該問題的重要性與意涵深度，另外也會初擬本文的政策建議，只是必須
說明的是，因為這些政策建議都尚未有理論或實證的支撐，也並非政策執行評估診
斷的重點，因此僅作為未來持續實務研究的基礎。至於第二個小節，則將說明本研
究的限制以及未來研究方向。
一、問題診斷發現、討論與政策建議
（一）產官學對於政策目標欠缺清晰的認識與瞭解
政策制定之後能否被確實執行，Hanekom（1987）認為，依據官僚行為都是理
性的前提來推論，政策執行的所有關鍵行為者（以本例來說，包含中央政府、地方
政府、太陽光電業者、研發者），都必須認同政策目標本身是正確的，不能有利害
關係人心裡並不認同這樣的政策目標，因為只要心裡不認同、不瞭解，就不會全心
全力投入配合，進而會影響到政策的產出。如果行為者認同到此政策目標與所屬機
關存在的目標是重疊的，會讓行為者更是全心投入，因此，Mazmanian 與 Sabaiter
（1983：24）將「明確且清楚的目標」視為是一種政策投入的「資源」（resource）。
然而，從本研究分析結果發現，政府、產業與學研對太陽光電政策目標、義務、
責任分工的看法皆不盡相同，有明顯的落差。對於政策目標的瞭解，產業界更是相
對不足，本研究認為，這有可能是社會上對於「綠能」一直以來都存在著「供應不
穩定」的質疑，再加上容易受「以核養綠」這樣的反向聲音影響所致。而針對目標
的合理性，本研究也發現，產學多數持較悲觀態度，這則可能與政策制定之前並未
進行審慎的技術預評估有關，有待後續的技術層面研究。而產學界也指出對於太陽
光電政策的推動，目前的協調聯繫機制仍有加強的空間，政府以外的利害關係人對
於政策推動的組織架構仍是不夠清楚。總之，上述現象依據政策執行的觀點來說，
將是政策推動減分與延宕的重要警訊。
依照上述發現，本研究在實務上建議相關機關應盡速舉辦連結各種利害關係人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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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識會議（consensus conference），並同時製作容易理解的政策說帖以提升外界
對政策的認識，另外也要建立橫跨產官學的互動平台（例如產學、官學、沙盒計畫
等），以促進產官學間彼此的認識與合作。
（二）政府機關跨部門溝通與連結不足
由於很少有政策是從開始到結束都只有涉及到單一機關，絕大數的政策都是多
重府際溝通、機關合作的結果，因此機關之間「溝通」的狀況影響了政策執行能否
成功（Edward III, 1980，轉引自羅清俊，2015：176），另外，從 Goggin 等人（1990:
ch.1）的府際政策執行溝通模型（the communication model of intergovernmental
policy implementation）論點來看，因為政策的發展是動態的（dynamic），隨時必須
滾動修正、學習、或甚至重新設計，才有辦法因應社會的變化，再加上政策的成果
是各個不同行為者各自行動（actions）的整合，絕對不是單向的由上至下或由下至
上的途徑，都說明了政策執行過程必須有許多行為者的反饋（feedback），也就是
一個暢通的溝通機制，否則將會讓政策發展的動態性消失。
溝通機制所包含的行為者，依照 Mazmanian 與 Sabaiter（1983）的原始架構，
應該包含著政治人物、一般民眾、媒體……等，因為這些人的立場與觀點影響了整
個政策的順服度、正當性等。但，本研究因為資源的限制，僅針對整個政策網絡當
中政府機關、企業、學研機構之間的溝通狀況進行檢視。研究結果發現，雖然不少
政府機關成員「自認為」與其他利害關係人的溝通情形順暢，並對他們有深入瞭解，
但產業與學研卻持相反看法（除了中央政府與產業公協會、中央政府與學研機構、
地方政府與產業界及地方政府與產業公協會間的溝通以外），可見政府推動端成員
在對各界的溝通上仍有不足，形成「自我感覺良好」的情形，相對的，企業與學研
間的溝通情形尚屬順暢。
整合上述，本文認為，太陽光電的推動過程，因部分政府機關對外溝通效果不
到位，可能造成政策相關資訊及政策反饋系統的斷裂，其他行為者沒辦法理解中央
政府的政策（參見前一點），而政府機關也不知道自己所提供的資源與業界需求還
有很大的差距（參見下方第三點），總總狀況讓實務上需要許多單位協力才能達成
的太陽光電政策，容易出現成效不彰的狀況。
因此，本研究提供的實務政策建議是，可考慮於政府機關內部設置專職的「產
業聯絡人」，扮演類似國會當中行政與立法溝通的國會聯絡人角色，負責與產業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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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取得即時的產業狀況資訊，提供最新的政策方向、方案與產業界。另外，也應
該強化中央與地方政府的府際合作，例如中央地方之間人員的相互輪調、合署辦
公，或許有助於政府內部各機關間共同的政策認識與推動默契，增進政策施行成
效。當然，同時也建議要增加政府內部跨部會間協調會議與創新政策研習營的舉辦
頻率，以降低複雜科技知識所產生的牽絆。
（三）執行機關（者）的投入內容尚未滿足產業的需求
需求與供給的平衡，是任何財貨有效率產出的最基本要件之一；有投入才會有
產出，更是政策過程最基本的假定。從政策執行的架構來看，Mazmanian 與 Sabaiter
（1983）、Van Meter 與 Van Horn（1975）也都在架構當中明確點出資源的重要性。
然而，從本研究的評估結果顯示，政府迄今所投入的資源與企業學研界所需求
的程度，仍有一些落差，尤其是在投資與土地取得兩項工作上，政府應該更積極的
投入。針對這樣的狀況，本研究在實務政策上，建議應盡速啟動產業需求評估研究
（needs assessment），以目前來看，政府雖有投入資源到科技產業中，但投注的項
目與內容卻未符合產業的需求，容易導致政府投入資源的浪費，並未能提升產業的
能量。因此目前政府應當盡快啟動光電產業的需求評估，針對政策執行過程內外部
所需進行評估，以提供政府修正政策執行與運作思維的意見。此外，也要啟動國內
學研資源盤點機制（resource inventories），瞭解國內現有能力所能支應的程度，以
做為下一波創新政策調校的決策參考。由於此政策的推動缺乏政策的預評估，因此
急需事後的補足，除了產業需主動進行需求評估之外，學研也需擔任資源盤點的角
色，透過相關研究與理論，有系統性的分析我國科技產業的優勢、劣勢，並且將現
有相關資源進行整合，以利配合政策的執行與運作。
（四）政策執行機關對環境趨勢掌握不足
社會與經濟條件是影響政策推動很重要的外在因素，Mazmanian 與 Sabaiter
（1983: 31）認為，這可以從三個部分來推論，首先是經濟情況會影響社會大眾對
於政策之必要性的認知，進而影響政治與社會的支持度。以太陽光電來說，在經濟
條件不好的社會當中，民眾可能比較想要發展經濟，對於環保的重視度可能就會降
低，這種情況之下，相對於現狀其他發電成本較低的發電方式太陽光電可能就不是
一個受到支持的選擇。第二，全球科技最新發展趨勢也是很重要的環境趨勢掌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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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例如新材料電池的突破、各國污染控制政策的選擇，就與科技的成熟度有很大
的關係。第三，缺少地區差異化對策，同樣一個政策不可能適合所有的地方，每個
地方都會需要依據當地的狀況進行彈性調整，因此需要瞭解當地的社會經濟產業狀
況，以此有助於提出有效針對性創新對策。
然而，針對外在環境診斷相關工作，本研究發現，不論是企業或學研機構，對
於社會大眾（消費者）認知趨勢的暸解工作上相當缺乏，只有很少數的單位進行太
陽光電使用者或消費者的行為研究。而在掌握產業競爭力、領導地位的能力上，也
並不是很好，例如在太陽光電智慧財產申請上不多。故倘若人力培養訓練能導入對
環境的診斷力訓練，以及建立促使申請智慧財產的誘因，將有助於未來科技政策的
發展與執行。
基此，本研究在實務政策上，建議應建立重大科技產業發展趨勢研究與各項預
警燈號指標，提供產官學研各界參採，有助於及早發現產業變化趨勢有效因應，另
外也要加強鼓勵產業研發創新並提供智慧財產申請等創新需求的單一行政協助、輔
導窗口，並舉辦或參與國際太陽光電技術的展覽與會議，媒合國內外廠商技術能量
與促進商機。
二、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透過文獻與專家會議建構政策執行評估架構與指標，並依此架構，針對
太陽光電政策檢視其政策過程的不確定性與複雜度、協助檢閱政策之推動情形，並
分析利害關係人之需求。不過，因為本研究資源的限制，仍有許多不足之處，這些
研究限制包含因為產業政策議題過大，許多指標難以操作化，且有許多指標並未進
行測量，以及僅針對一個科技產業政策進行初探評估，測量工具的信效度仍有待驗
證……等問題，因此，本研究至多僅能稱為是一個初探性研究。
作為一篇首次將政策執行評估引入科技產業政策領域的研究，為了讓相關研究
繼續發展，本文提出以下兩點未來研究建議供參考：（一）針對未分析的架構面向
進行測量：本研究係透過 A.目標與困境明確性、B.網絡支持與健全度、C.執行機構
（者）的投注度與 D.環境條件與不確定性四大構面進行政策執行評估，但評估指
標的建構係透過相關文獻與專家會議予以建立，尚缺乏相關實證研究指標與科技政
策間的相關性，因此未來相關研究欲透過相關案例，針對本研究的分析架構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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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測量。（二）依照評估的結果進行研究架構的修正：本研究因未處理部分指標，
故未來相關研究可補足外，亦可進一步探討本研究提出的研究架構與評估結果間的
關係，以及是否切合政策執行評估的分析。
當然，目前文獻缺乏對科技政策執行的評估，因此本研究的目的係為了開啟學
術界與實務界對於科技政策執行的重視，期望未來產官學研各界可進一步強化與修
正本研究所提的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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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各評估指標的概念化與操作化（舉例）
構面
定義
操作化題目
1. 請問您對政府目前所推動太陽光電發展的政
策目標清不清楚？
2025
A1 政策目標清晰度： 1-1. 請問，就您的瞭解，行政院規劃在西元
年全國目標是達到多少的太陽光電累計設
政策目標，在有限時間
和能力下，推估目標訂 1-2. 置？
1-1 題，依照目前各種條件與狀況來
立的合理性，以及對目 承前第
看，行政院所規劃在西元 2025 年達到這個
標成功達成可能機率 目標合不合理？
的認知。
1-3. 承前第 1-1 題，依照目前各種條件與狀況來
看，您覺得太陽光電政策要成功達到這個目
A 構面：
目標與困 A2 技術可行性：科技 標的可能機率？
境的明確 政策執行上，遇到的技 3. 如欲達到太陽光電的政策目標，在「技術」方
術困難，以及能否克服 面主要克服的困難是什麼？（複選）
困難。
A3 責任與分工的明確 4. 就您的瞭解，中央與地方政府間為了太陽光電
性：在政策推動中，協 政策的執行，是否已有健全的中央與地方協調
調機制用於克服產業 聯繫機制或制度？
界、政府機關和學術與 5. 請問，就您的瞭解，為了太陽光電政策的執
研究界之間，責任和執 行，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兩者間是否已有清楚
行前後不一的問題。 的義務與責任分工？
9. 依據您的觀察，下列各單位之間，在太陽光電
政策執行過程所需的溝通協調和合作關係是
否暢通？
9-1.中央政府「各機關」間的溝通協調。
9-2.「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溝通協調。
9-3.「中央政府」與「社會大眾」的溝通協調。
9-4.「中央政府」與「產業界」的溝通協調。
B 構面： B1 成員溝通與協調 9-5.「中央政府」與「公協會」的溝通協調。
網絡支持 性：溝通協調的方法與 9-6.「中央政府」與「學研機構」的溝通協調。
度與健全 合作關係，在政策推動 9-7.「地方政府」與「社會大眾」的溝通協調。
度
過程中助於達成協議。 9-8.「地方政府」與「產業界」的溝通協調。
9-9.「地方政府」與「公協會」的溝通協調。
9-10.「地方政府」與「學研機構」的溝通協調。
9-11.「產業界」之間的溝通協調。
9-12.「產業界」與「學研機構」間的溝通協調。
9-13.「產業界」與「公協會」間的溝通協調。
9-14.「學研機構」與「公協會」間的溝通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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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C1

C2

定義
中央政府的動機
地方政府的動機

16.

18.

19.

執行環境的阻礙：
困難與組織複雜狀況
對地方政府的決策能
力帶來的負面影響。
C3

操作化題目
您認為中央政府推動太陽光電政策的主要目
的有：（複選）
您認為地方政府推動太陽光電政策的主要目
的：（複選）
地方政府在推動產業政策時，常會遇到下列
困難，請問您所服務的機關面臨的情況為
何？
地方政治生態圈複雜程度
地方政府經濟財務缺乏程度 （如：資金支
持）
特定領域技能與知識缺乏程度
劣勢市場經營情形
人力資源缺乏情形
其它（請說明）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資源的投入度：中
央政府、地方政府與其 請問您，為了發展貴公司的太陽光電相關業
它機構提供的資源與
構面： 支援能力，包含：金融 務，貴公司需要來自政府的哪些協助？（複
執行機構 補助、投資、土地、法 選）
（者）的 規定訂與鬆綁等。
投注度
就您的觀察，整體而言，目前政府機關（包含中
央與地方）主要負責推動太陽光電政策的首長、
中高階文官，在下列幾項特質條件上充不充足？
行政首長（包含中央部會及地方局處首長）
太陽光電相關知識
領導者的特質：科
技政策執行官員所具 協調能力
備條件，包含：專業學 管理能力
術訓練背景、工作經歷 相關工作經驗
等。社會團體選拔最佳 對此工作的投入（用心程度）
條件的政策執行官，為 中高階文官（負責業務執行的中高階公務人員）
達成政策目標的承諾。 太陽光電相關知識
協調能力
管理能力
相關工作經驗
對此工作的投入（用心程度）
C4

16.

C

C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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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定義
決規環境的健全
度：法規制定程序與法
規完備度會影響執行
結果。
環境（需求）診斷
力：在科技政策制定三
個週期中，調查民眾或
特定消費者族群，對科
技政策的相關概念理
解和態度反應，以瞭解
社會群體的能力以適
應因政策產生的改變。
企業能力：過去三
年智慧財產申請、公司
基本財務條件，反應對
構面： 科技政策執行所準備
環境條件 的技術條件。
的不確定
性
C6

D1

19.

學習成長力：針對
科技政策的執行，提供
特定領域的研究訓練
課程、購買高階軟硬
體，在助於政策推動和
提升時必要的知識技
能和人才品質。
D3

操作化題目
請問您，目前推動太陽光電政策所需的相關
法規是否完備？
若目前法規不完備，下列哪些範疇的法規需
要調整？
請問您，貴公司有無進行太陽能光電使用者
或消費者行為或意願反應的調查？
在參與太陽光電發展過程中，貴公司有無遇
到下列會影響太陽光電發展的環境問題？
自然環境因素 （如：空氣鹽分、風沙）。
人類活動造成的環境問題（如：汙染物、人
為破壞）。
過去三年，針對太陽光電政策的執行，請問
貴公司是否有申請下列智慧財產：
太陽光電相關技術專利
太陽光電產品的工業設計註冊
太陽光電產品的商標註冊
太陽光電產品資訊的版權聲明
過去三年，請問貴公司內部有無從事太陽光
電研究發展？
過去三年，針對太陽光電政策的投入，請問
貴公司有無從事下列工作：
購買高階儀器設備、電腦軟硬體以生產新
產品或提升產品與服務品質。
從其他公司或機構，購買證照、專利、特
殊專業技術以生產新產品或提升產品與服
務品質。
讓研發人員參與內外部公司教育訓練，以
瞭解新產品的發展和研發過程。
進行市場調查或新產品發表活動。
執行其他關於研究發展程序和技術，以生
產新產品或提升產品與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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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 Exploratory Analysis of Taiwan’s Solar
Photovoltaic Development Policy
*

**

Yuan-Fung Dai , Chungpin Lee

Abstract
Before the studies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started to receive attention, it was
often taken for granted that once public policies are planned and budgeted, everything
would “automatically” fall into place to fulfill the policy goals. In practice, such
assumption is far from true. As ample experiences have shown, even well-intended
policies may encounter many unforeseen and unexpected difficulties caused by matters
considered trivial or inconsequential in the planning stage, and ultimately result in the
delay or failure of policies.
This study applies for the literature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theories in the domain
of public policy research and examines Taiwan’s technology development policy of
promoting solar photovoltaic systems.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expert meetings,
this study establishes an assessment framework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echnology-related policies. This assessment framework addresses four dimensions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specificity of objective and dilemma, network support and its
soundness, commitment of implementation agencies, an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and
uncertainties. Each of these dimensions comprises three to seven indicators, and the
indicators are all measured or evaluated differently. Furthermore, the authors invit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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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experts,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scholars to participate in replying to the
questions on the survey. Their responds of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have revealed four
major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Taiwanese photovoltaic policy: (1) lack of understanding
and insight into the policy objective; (2) fragmented industrial supply chain, lack of
inter-governmental cooperation, and lack of technical support from overseas; (3)
insufficient commitment from implementation agencies and failure to meet the demand
of the industry; and (4) drastic changes in the industry that makes it difficult for
implementation agencies to grasp and respond to future trends. Lastly, this study
presents practical suggestions for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for further studies based on
its findings and experience gained in the research process.
Keywords:

policy implementation, policy evaluation, solar energy policy, 5+N industrial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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