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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庫（Think Tank）為研究公共政策、提供政策建議的非營利研究組織，是
二十世紀先進民主國家政策改革的重要推手。為了維持政策建議的獨立與自主性，
大部分先進國家的智庫機構通常獨立於政府、政黨之外，僅有少數智庫成為政黨
或政府背後的智囊團，以顧問性質的方式，提供政黨或政府相關的政策研究或建
議。
台灣智庫機構的濫觴，最早可追溯至 1953 年，國民黨政府基於統治需求和
國家政策專業知識的缺乏，決定成立一個專業學術研究中心，以國際關係、國際
戰略等相關議題為研究主題，提供政府進行「國際情勢判讀以及政經議題的政策
諮詢之用」
。基於此考量，政府在國安局體制下設立「國際關係研究會」
，成為當
時政府的「御用」國際關係學術諮詢機構（林奇伯，91：9-10；郭嘉玲，92：135），
也是台灣第一個智庫。
時至今日，台灣的智庫機構已蓬勃發展。根據美國賓州大學在 2011 年公布
的智庫排名調查－”The Global “Go-To Think Tanks””，全世界共有 6480 個智庫，
台灣有 52 個智庫，智庫數量居全球第 22 名。而在台灣智庫機構中，由外交部編
列預算的台灣民主基金會，在亞洲地區 1200 個智庫中排名第 17，是相當不容易
的成績。在民間智庫方面，則未有上榜的智庫，是較為可惜的地方，也凸顯台灣
雖有足夠數量的智庫機構，卻因為台灣朝野人士對智庫機構未有足夠的了解，導
致各智庫機構可取得的資源相當有限，也成為台灣智庫機構現在發展最大的阻
礙。
在中國大陸方面，1978 年改革開放後，執政當局因經濟、社會等改革的迫
切需要，開始重視政策諮詢與研究機構的發展。1980 年代開始，大量知識份子
進入政策部門，參與政策制定過程並提供諮詢，並推動建立現在的「中央政策研
究室」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具智庫意義的政策諮詢機構。在 1990 年代
中期，鄧小平「南巡談話」啟動新的改革開放，促使智庫朝更多元化的方向發展。
2006 年首屆中國智庫論壇在北京召開，顯示中國學界對於智庫的發展已有
相當的關注，並於 2007、2009、2010 舉辦第二、三、四屆中國智庫論壇。受到
中國政治體制的影響，中國的智庫機構發展仍有其限制，也是中國智庫機構面臨
的困境之一。
本文將從回顧兩岸的智庫機構發展現況，釐清兩岸目前智庫機構發展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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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出未來的建議與展望。希望透過本文，能促使政府與一般民眾提高對智庫機
構的關注，增加智庫的可運用資源及影響力，達到政府與公民社會充分互動的目
標，提升兩岸公共治理的品質。

一、智庫機構的定義與分類
智庫（Think Tank）一詞最早出現於十九、二十世紀之間，是用來表示「智
囊」（brain )的英國俚語。此字彙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即表示軍事用語中「研
究計畫（plan）
、思索（think）策略的安全之處」之意。在此時期，智庫一詞並
未受到普遍運用，其概念亦尚未廣泛流傳。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智庫才逐漸
被大家使用，以描述當時軍事議題為主的研究組織。而到了 1960 年代，智庫開
始泛指美國的研究組織、基金會，進而有了不同於先前軍事色彩濃厚的意涵（曾
秉弘，1999 : 28-29；郭壽旺，2001 : 58；吳宗翰，2010 : 14-15）。
自 1971 年開始，國外學者陸續進行智庫機構的研究，並試圖給予智庫機構
一個明確的定義，目前文獻中以 McGann 與 Weaver 在 2000 年提出的概念最為完
整。McGann 認為，智庫應具備以下特色（McGann and Weaver，2000；吳宗翰，
2010；高麗秋，2010）：
1. 為一公共政策研究組織，且對於政府、社會利益團體(如私人企業、利
益團體、政黨等)有相當重要的自主權(significant autonomy)。
2. 自主權所顯現的「獨立性」，是種相對非絕對的概念，其發展須因地制
宜。
3. 智庫之定義會隨著研究者及智庫所處之環境、地域有所改變。
McGann 與 Weaver 對智庫的定義，不僅將智庫之性質界定為從事公共政策
研究之非營利機構，同時亦加入智庫所強調的「獨立性」特質，也成為近代較具
代表性的智庫機構定義。
表一 智庫之定義
研究者

智庫定義

Paul (1971)

研究政策相關事項與技術應用之組織。

Dror (1980)

孤立於其他機構且匯集「專業、優秀」之島嶼，其於權力與知
識間，扮演著溝通、連接之橋梁的角色。

Kenneth (1985)

擁有社會科學學士以上學歷的學者，並進行研究公共政策之組
織。

Stephenson
(1987)

學者與實務家共同研討公共議題與建議政策制定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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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terson (1989) 為非營利研究機構，非既定印象中的營利組織。
從事公共政策之非營利研究組織。
Weaver (1989)
Smith (1991)

非營利、獨立，於政府正常政治程序外緣進行研究工作之組織。

Weiss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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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擁有專業知識、研究能力之研究人員。
毋須擔負營運責任。
成員擁有特定領域之專門技能與知識。
議題導向，且議題設定主要以增進公共政策首要目標。
專業分析、建言諮詢為主要研究產出。
強調研究分析於政策制定過程中之影響。

Stone (1996)

1.
2.
3.
4.
5.

建立於慈善之基礎(特指英國智庫)。
設立於政府部門之外，且獨立於私人企業、其他利益團體。
研究導向且著重學術研究與政策分析。
期待分析建言能於政策過程中產生影響力。
具備「公共精神」之特性。

McGann＆

1. 公共政策研究組織，且對於政府、社會利益團體（如私人企
業、政黨等）有相當重要的自主權。
2. 自主權所顯現的「獨立性」，是種相對非絕對的概念，其須
因地制宜。
3. 智庫定義會隨著研究者及智庫所處環境、地域有所改變。

Weaver (2000)

NIRA

1. 具備一定程度獨立性之公共政策研究機構。
2. 通常為非營利性質(若干運作機制類似智庫之機構，由於研
究成果仍有益於社會大眾，故仍列入智庫討論範圍)。
3. 研究焦點放置於現今社會所面臨的主要社會議題。

資料來源：高麗秋，2010

總的來看，智庫有其在政策建議上的獨立性，也有公共事務的屬性。易言之，
智庫機構的主要宗旨必須與公共事務有關，但是並非直接提供服務的非營利組織，
而是以建議或顧問的性質，提出制度改善規劃的研究機構。McGann 及 Weaver
依照智庫的收入來源，將智庫區分成四種型態，分別是「學術研究型智庫」
、
「委
託契約型智庫」
、
「倡議型智庫」
，以及「政黨型智庫」
（McGann and Weaver，2000；
郭嘉玲，2003 : 64；吳宗翰，2010）。
1.

屬於「學術研究型智庫」的組織族群

大學研究中心與政府研究機構、部門，由於和「學術研究型智庫」的工作性
質類似，因此，為其組織族群的一員。而 McGann 與 Weaver 認為，
「學術研究型
智庫」與其組織族群間之差異，來自於其獨立於大學、政府機關之外。且在程度
上，亦擁有較多的「財源」
、
「成員」
、
「議題設定」
、
「研究成果公開」等自主權。
故「大學研究中心」
、
「政府研究機構、部門」無法被歸類為「學術研究型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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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為「學術研究型智庫」的組織族群。
2.

屬於「委託契約型智庫」的組織族群

「委託契約型」智庫的組織族群，以營利顧問公司與政府臨時調查委員會為
代表。而其被視為「委託契約型智庫」的組織族群之原因在於，其為營利性質(顧
問公司)、隸屬於政府機關等特徵。由於「委託契約型智庫」雖多與政府簽訂委
託研究契約，但仍保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權，且不以營利收入為資金主要來源。故
性質上兩者仍有所差異，而須將「營利顧問公司」與「政府臨時調查委員會」歸
類於「委託契約型智庫」的組織族群。
3.

屬於「倡議型智庫」的組織族群

利益團體、非官方公共利益組織，皆屬於「倡議型智庫」的組織族群。雖然
「倡議型智庫」亦提倡某種意識形態或政治價值。但相較於利益團體、非官方公
共利益組織，兩者最大區別即在於「倡議型智庫」為一「非營利」的免稅組織。
且「倡議型智庫」將較多比重的資源應用於政策、議題的研究經費上，亦較重視
「客觀性之要求」
、
「執行委託企劃的完整標準」
、
「發表研究成果」等面向。因此，
McGann 與 Weaver 認為，仍有將「倡議型智庫」與「利益團體」、「非官方公共
利益組織」區分之必要。
4.

屬於「政黨型智庫」的組織族群

「政黨型智庫」雖多為政府官員、政治人物、政黨黨員所組成，然其組織管
理上，仍需維持一定水準的「運作獨立性」、「研究自主性」。故其雖與政黨或相
關政治團體關係密切，但仍屬於獨立公共政策研究機構之範疇。而政黨內部研究
部門，由於直接隸屬於政黨運作之下，且在「設定議程」
、
「歸結政策結論」等方
面，亦不若「政黨型智庫」所擁有之自主權。因此，「政黨內部研究部門」屬於
「政黨型智庫」的組織族群。
McGann 與 Weaver 的分類方式雖然已呈現了智庫的不同態樣，然而在台灣
特殊的智庫環境中，此種分類很難落實於實證研究中。原因在於目前台灣的智庫
機構的財務狀況仍然處於不透明的階段，所以對於相關訊息幾乎都是陷入「無法
查證」的情況。且由於各智庫的「財務狀況」大多屬於「性質較為敏感」的「內
部」問題，所以在資料的採集上亦顯困難。因此以「智庫的收入來源」做為台灣
智庫機構的分類依據，在現狀下的可行性仍然是較低的。因此，台灣研究依照智
庫機構的工作類型，分為「研究型智庫」、「綜合型智庫」，以及「活動型智庫」
（吳宗翰，2010）：
1.

研究型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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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員達 10 人以上，且一年承接超過 6 項研究計劃案，而工作內容「僅
以」進行公共政策研究以及承接政府及私人研究企畫案為主的智庫機構。代表智
庫為環球經濟社 1。
2.

綜合型智庫

研究人員達 10 人以上，或是一年承接超過 6 項研究計劃案，且工作內容同
時包含承接政府或是私人企業的研究計劃、發表機構的學術研究論文、期刊及著
作，以及包括舉辦論壇、研討會、座談會等活動事項的智庫機構。代表智庫為：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台灣智庫、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經濟研究院、台灣綜合
研究院、政大國關中心（1996 年以前）
、台灣民主基金會、遠景基金會、亞太和
平研究基金會、台灣競爭力論壇等十所智庫。
3.

活動型智庫

研究人員數量少於 10 人，且一年平均承接的研究計劃數量低於 6 件 ，而機
構工作內容亦以舉辦研討會、論壇等活動事項為主的智庫機構。代表智庫為：群
策會、台灣新社會智庫、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台灣產經建研社、兩岸共同市
場基金會、凱達格蘭基金會、國策研究院等七所智庫。

二、台灣智庫機構發展概況
自 2000 年第一次政黨輪替開始，首次在野的國民黨基於「維持既有的執政
知識以及能力、善盡在野黨監督的功能、安排退休政務官的出路」等理由，以財
團法人的名義，將當時機構成員僅有兩名台大教授的連震東基金會改制，成立了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民進黨政府則為了解決執政時期所面臨的專業困境，在
2001 年與企業家一同成立「台灣智庫」
，並邀請產、官、學各界菁英加入。該機
構捨棄採用傳統智庫聘請專任研究員的模式，而改以機動性較高且成本較低的
「論壇」模式運作，其主要工作內容為提供政黨政策諮詢及專業建言（郭嘉玲，
2003）。
從 2000 年至 2008 年，台灣的政治智庫出現一種前所未有的興盛局面。若從
台灣政治智庫的成立時間來進行分析，更會發現超過五成具代表性的政治智庫皆
在此階段成立。由於首次執政的民進黨需要快速學習執政知識以及熟悉執政環境，
而在野的國民黨亦必須在短時間內掌握充足資訊以監督執政黨施政，在此時期成
立的智庫，重視「實務」及「即時」的政策分析。研究內容主要針對立法或是行
1

環球經濟社於 2009 年共承接了 7 項研究計畫案，且並未舉辦任何的研討會或是座談會等相關活
動內容，因此在本研究的分類界定上，將其視為「較偏向以靜態工作項目為主要工作內容」的智
庫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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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機關「正在討論」或是「可能討論」的政策內容，以期提供即時且有效的政策
建言（郭嘉玲，2003）
；不同於 2000 年前成立的政治智庫，大多傾向研究較為中
長期的政策議題（如修憲）（曾秉弘，1999）。
然而，在 2008 年國民黨重新執政後，智庫機構數量已達到飽和，此時期智
庫機構的發展開始出現停滯現象。檢視箇中原因，在於一般民眾對於智庫機構的
不了解，使得智庫的資源取得不易，大多數智庫必須爭取政府的研究計畫，以獲
得足夠資金支持智庫運作，過多智庫機構相互競爭的結果，再加上國內的公民文
化尚未成熟，使得台灣智庫運作的環境優勢下降，營運漸趨困難。
表二
分類
研究型
智庫

台灣主要智庫機構分類及營運概況
經費概況（年）

成員數量（含
專任與兼任）

主要收入來源

兩億四千萬元

25 人

政府委託計畫

354 人

國民黨基金

台灣智庫

N/A
兩千萬元

15 人

民間捐款

中華經濟研究院

N/A

60 人

台灣綜合研究院

N/A

14 人

N/A
國安捐款

台灣經濟研究院

528 人

政府委託計畫

台灣民主基金會

N/A
一億四千萬元

24 人

外交部預算

遠景基金會

N/A

9人

國安局

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
台灣競爭力論壇

N/A
七百萬元

N/A
60 人

N/A
民間捐款

群策會

N/A

8人

N/A

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

N/A

N/A

台灣新社會智庫

N/A

N/A
5人

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
會

N/A

N/A

N/A

台灣產經建研社

N/A

20 人

國策研究院

N/A

4位

N/A
長榮集團

凱達格蘭基金會

N/A

停止運作

N/A

智庫名稱
環球經濟社

(2002)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綜合型
智庫

活動型
智庫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中國智庫機構發展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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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

受到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影響，中國智庫的成立並不若民主國家一般彈性，智
庫機構絕大部分是依附於政府，接受政府或其所屬部門的委託進行研究的機構。
民間智庫因政治、財源發展因素受限，真正發揮重要功能的智庫為數不多。
在官方智庫方面，2006 年 11 月中國首屆智庫論壇於北京召開，選出長期為
中國決策層提供政策及諮詢的前十大著名智庫，其中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務
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科學院、中國軍事科學院、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中國現
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中國太平洋經濟合作全國委員會、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中國
國際戰略學會、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 2。這些智庫多隸屬於政府不同部門，致力
於國家政策各個面向的研究，是決策者在政策制定過程的重要參考依據。
在這十大智庫內，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是中央和國務院
的主要智庫機構，長期以來，在國家的內政、外交政策制定上，發揮重大影響。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中國太平洋經濟合作全國委員
會、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等，則著重在外交政策的研究。中國軍事科學院及中國
國際戰略學會則屬中國軍方智庫，提供中國國防及軍事策略上的戰略參考依據。

政治局常委會

中央軍事
委員會

發展研究中心

中國社會科學院

中國科學院

中國十大著名智庫首次集體公開亮相，2006/11/9，新浪新聞，
http://news.sina.com.cn/c/2006-11-09/06411146482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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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太平洋經濟合作全國委員會

國防大學

國防部
中國國際戰略學會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
2

外交部

中國軍事科學院

國安部

國務院
中國科學技術協會

外交工作
領導小組

圖一

中國十大官方智庫系統架構表
資料來源：傅永俊，2010

1978 年改革開放之後，中國中央面對重振經濟、吸收海外先進經驗和推行
經濟社會改革等迫切需要，領導層開始重視政策諮詢與相關機構的發展。由於各
個智庫機構的誕生，多是基於領導階層的執政需求，由上而下產生智庫組織，因
此與政府的關係相當密切，其研究範圍與領域也與政府最新的發展動態緊密結合。
中國十大智庫的類別與組織概況如下表：
表三
類別

政治
外交
類

外交
類

中國十大智庫組織概況

智庫名稱 研究範圍與領域

人員編制

主要活動

出版期刊

中國社會 涵蓋社會科學全
科學院
方位研究領域

總人數約
4200 人

國際學術交流

美國研究、歐洲研
究、俄、中亞東歐
研究、拉丁美洲研
究、世界經濟與政
治等 82 種刊物`.

國務院發 宏觀經濟政策、
展研究中 發展戰略與區域
心
經濟、農村經
濟、企業改革和
發展等

研究人員
100 餘人

參與國民經濟
和社會發展五
年計劃和長期
規劃的制定，
各階段改革開
放的重大政策
研究等。

不詳

中國國際 國際戰略與地緣
問題研究 政治、國際動態
所
等

研究人員 學術研究，開
130 人、行 拓中國外交工
政人員
作
200 人

國際問題研究、世
界知識

中國現代 國際戰略格局、
國際關係 世界經濟發展趨
研究院
勢

研究人員 接受部門委託
150 人、行 或共同研究、
政人員
國際學術交流
230 人

現代國際關係、國
際資料資訊

中國太平 太平洋經濟發展
洋經濟合 和合作研究
作全國委
員會

委員 89 人 組織協調政府
部門參與太平
洋經合會活
動、主辦相關
國際會議

太平洋經合通訊

上海國際 當代國際政治、

研究人員

國際問題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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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海內外相關

科技
類

軍事
類

問題研究 經濟、安全問題
院
及中國對外關係
跨學科研究

約 30 人、 研究機構建立
行政人員 合作機制
約 50 人

中國科學 涵蓋科學技術全
院
方位研究領域

院士 710
人

對科學技術發
展、計劃及重
大科學技術決
策提供諮詢

約 290 種科技期
刊、其他學術專書
與科普著作

中國科學 自然科學、技術
技術協會 科學、工程技術
及相關學科

N/A

參加 240 多個
國際民間科組
織

N/A

中國軍事 軍事基礎理論和
科學院
國防建設、軍隊
建設

N/A

與國內外學術
界進行交流

中國軍事科學、軍
事學術、外國軍事
學術

中國國際 根據國際戰略變
戰略學會 化及政府、軍方
及企業需求而定

研究人員
約 100 人

學術國際交流

國際戰略研究

資料來源：傅永俊（2010）、各智庫網站。

四、兩岸智庫機構發展困境
（一）台灣智庫機構發展困境
台灣智庫機構的發展自 2008 年後開始呈現衰退趨勢，除了資源的缺乏之外，
公民社會及企業對公共事務關心程度的不足，也是智庫機構難以維持的原因之一。
本文將台灣智庫機構發展困境歸納出五個主要原因，分別為「資金取得困窘」
、
「人
才招募困難」
、
「研究方向受限」
、
「政府未能支持」以及「公民文化尚未成熟」等
五項，以下分別說明。
1. 資金取得困窘
資金取得的困難可分為「銀行存款利率過低」
、
「研究計畫案取得困難」
、
「資
金取得管道過於集中」（吳宗翰，2010）以及「民間募款不易」等四個部份。其
中，銀行存款利率過低的問題，源自於台灣 2000 年前後開始發生的經濟不景氣
（郭嘉玲，2003），過去銀行存款產生的孳息，足以支撐智庫正常運作，只要在
銀行中存入夠多的金額，智庫不需要再去尋找額外的經濟支援。但是國際與國內
經濟金融的衰退使得銀行利息大幅調降，導致台灣智庫機構儲存在銀行存款的孳
息，已無法支持其日常的運作開銷，必須另外尋找可能的財源挹注，以維持智庫
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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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2000 年後政府對於政策研究的需求態度轉變，造成過去以申請
研究計畫為主要資金來源的智庫，其「研究收入」頓時銳減。此外，在 1998 年
「政府採購法」施行後，大多數的政府研究計畫的運作方式改為每年招標，換言
之，即使爭取到政府的研究計畫，亦僅有一年份的固定收入，這也使得許多以研
究收入做為主要資金獲取管道的智庫機構，開始面臨資金收入不穩定的情形。
最後在智庫的資金取得管道過於集中的部分，則是指台灣大部分的智庫機構
的資金取得來源大多集中在承接政府的研究計畫案上。而在資源有限且僧多粥少
的情況之下，得到的資源相當有限。除此之外，由於政府的研究計畫案要求各研
究單位在經費的核銷上需要做到「實報實銷」的要求，因而使得一些高度倚賴政
府研究計畫案做為資金募集管道的智庫，在「自主財源」的發展上受到限制。
（吳
宗翰，2010；高麗秋，2010）
事實上，智庫機構亦是非營利組織的一種，但是目前較為各界熟知的非營利
組織，多是服務型的慈善團體。在捐款時，大多數人也較傾向捐獻給「成效顯而
易見」
、
「績效容易考核」的慈善團體。因為一般民眾對智庫機構的陌生，對於智
庫機構可能帶來的貢獻並不了解，導致智庫機構在募款時，往往產生資源排擠的
結果，資金取得更加不易。
2. 人才招募困難
就經濟保障而言，民間智庫無法如政府智庫般提供較穩定的工作，相較於政
府智庫與政府的聯繫較為緊密，而可提供轉入政治實務工作的機會，民間智庫缺
乏此種優勢。就收入或職涯發展而言，無法如企業提供高額的薪水及具體的升遷
管道。就研究環境而言，民間智庫則無法如學校機構提供優良的學術環境及資源，
所以在人才的招募上顯得相對困難。
除此之外，由於國內的民間智庫大多仰賴承接政府的研究計劃做為其主要的
資金來源依據，因此其在「自主資金」的發展上亦較為吃力。而這也影響到了該
智庫的招募成效以及結果，也使得民間智庫在人才招募的素質（如學歷等）以及
留任狀況上皆表現的比政府智庫以及政治智庫還要來的受到更多的限制。最後，
由於 1998 年「政府採購法」的制定，許多的政府研究計畫改為一年招標一次的
型態，而這樣的招標型態，也會使機構的研究人員對於研究工作產生安全感上的
疑慮，因而造成人員頻繁流動的問題。
然而，相較於政府智庫與政黨智庫，民間智庫在推動國家改革及前瞻建議等
方面，擁有較大的彈性與自主性，可以不受制於政府或政黨。民間智庫是公民社
會與政府政策互動溝通相當重要的管道，人才招募困難也使得重大的改革建議無
法推動，對國家發展將會產生惡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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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方向受限
部分智庫機構由於長期承接政府研究計畫，較少接觸其他領域（如私人企業）
的研究，因此當面臨必須要向民間企業爭取研究委託案，以擴張其資金基礎的需
求時，往往因為研究方向不熟悉以及研究背景限制的關係而無法達成目標。最終
導致該機構為求生存只能不斷地承接政府的研究計劃，形成一種依賴政府的惡性
循環。此外，前述「人力招募困難」，也是造成該類型機構無法提升其研究能力
的關鍵因素之一。（吳宗翰，2010）
4. 政府未能支持
由於台灣政黨鬥爭不斷，決策者過於重視輿論的結果，使公共政策的決定往
往是衝動且直覺的決策模式。多數的公共政策並未有完整而全觀的專業分析，政
治人物也較少察覺「長遠且細微思考」政策知識的重要性，導致台灣決策過程對
智庫的仰賴程度不高。
在政府官員部分，由於行政體系受到科層節制的結果，即使委託外面的智庫
機構進行政策研究，其研究結果多數亦必須符合行政機關的規則，導致最後的研
究結果淪為「背書」性質，無法真正達到改革的目的。另一方面，政府委託單位
過度干預智庫機構的專業研究，政府官員亦普遍缺少對於智庫機構應有的尊重，
往往要求研究的方向與結果必須符合政府預設的內容。此種合作習慣，使得智庫
機構無法真實展現其研究內容，對政策的實際貢獻大打折扣。
5. 公民文化尚未成熟
一個健全的民主國家，勢必有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所謂「成熟的公民社會」
，
意指公民具有基本的公共意識，關心公共事務及政策的發展與推動。智庫機構有
幾個重要的功能，除了協助政府提供專業知識外，亦包括扮演政府與公民社會溝
通互動的橋樑，並協助公民更加理解公共議題的專業內涵。但是，政治知識的推
廣乃至智庫機構的拓展，都需要公民的關注，才有可能達到政府與公民社會資訊
充分流動的目標。
由於台灣的公民社會正在快速成長中，多數選民僅在選舉時期對公共議題有
較多的關切，大部分的時候，並不了解公共政策的執行過程與結果。另一方面，
冷漠的公民文化導致智庫在社會中的重要性較其他非營利組織來得低，公民多把
智庫與政黨劃上等號，疏於理解智庫研究的內涵，也很少投入智庫致力的公共議
題，更不願意將民間資源投注在智庫機構。
（二）中國智庫機構發展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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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智庫機構缺乏獨立性
由於中國的黨政體制傳統，民間智庫機構的發展受限，使得目前較具規模的
智庫機構，均與官方有密切的關係。不是屬於政府的事業單位，就是直接隸屬於
行政系統。易言之，這些智庫機構可以做的僅是政府機關的顧問性質，必須因應
符合政府、政策需求而調整研究方向，難以發揮智庫機構具前瞻性質的特性。
此外，由於智庫機構直接隸屬於官方的關係，智庫機構無法發揮「針砭時弊」
的功能，提供具批判性的改革建議，也大大削弱了智庫機構可以發揮的力量。
2. 缺乏明確的諮詢制度
雖然中國的智庫機構成立的主要原因，都是提供相關政府單位政策建議及諮
詢，以利政策的制定、推動與落實。但是，此一資訊的管道與溝通過程並未制度
化。換句話說，對政府決策是否經過諮詢、哪些領域的決策向什麼樣的諮詢機構
諮詢、採取何種方式諮詢、如何評估諮詢方案、諮詢機構和政策方案能在多大程
度上影響決策等問題 3，都未有一套清楚明確的制度。
制度不明確的結果，使得中國的智庫機構既無法發揮其獨立性的功能，又不
一定能夠在政策專業上充分發揮建議的角色，從而削弱智庫機構的重要性。
3. 民間智庫機構尚難有公平競爭環境
民間智庫機構存在的困境分為二項，一為財源籌措的困難，二是權威體制的
壓力。民間智庫機構雖然有獨立性的優勢，但是由於多數智庫機構最主要的財源
仍是來自於政府研究計畫，而中國政府目前仍較難信任政府外部的民間智庫，多
將研究計畫等相關資源，直接提供給官方成立的智庫機構，使得民間智庫難以透
過體制內的管道，提供政府相關的政策建議，也壓縮了民間智庫的生存空間。
另一方面，在中國尚未民主化的情形下，民間智庫發聲的機會較少，受到的
潛在壓力也較其他民主國家來得強烈。此種情況也導致民間智庫機構的研究方向
與內容受到限制，無法如他國智庫機構一般大鳴大放。
4. 智庫之間互動少
中國的智庫機構多致力於國際上的學術交流，相對的，大陸的智庫機構彼此
間的交流與互動的頻率較少。若有交流，也僅是學者間個人的意見交換，並非以
機構對機構之間的制度性合作。若智庫之間增加意見交換平台，或是定期交換發

3

金家厚、鮑宗豪，2012/2/20，提升中國智庫要破解四個難題，北京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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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心得，將可促進中國智庫機構的知識與資訊流通，增加智庫多元發展。

五、智庫機構未來展望
由於中國與台灣在政治體制上的差異，也使得兩岸智庫機構發展過程與成果
有部分差異。在中國方面，必須由政治體制進行改革，才能使智庫機構完整地發
揮效用。綜合而言，無論是台灣或是中國，智庫機構有幾項最基本的發展願景，
包括「創造分享價值」
、
「建立知識分享平台」
、
「增進與私部門互動關係」
、
「構築
與政府的具體連結」，以及「強化智庫機構的交流」。
（一）創造分享價值
無論是非營利組織或是企業社會責任等公益性質的事業，都已從過去「追求
聲譽」的價值觀，轉變為「創造分享價值」的觀念。私部門與非營利組織的互動
漸趨頻繁，原因在於一個具有分享價值觀的公民社會，將可協助私部門提高人力
素質，也有效降低私部門的管理成本。智庫機構當然不可在轉變的列車上缺席，
一般的非營利組織藉由具體的慈善行動，反映其組織目標。同樣的，智庫機構也
必須透過知識的推廣、資訊的傳遞，突顯智庫機構的組織宗旨，也讓一般民眾理
解到智庫存在的目的與意義，加深大眾對智庫機構的印象，創造智庫機構擴展的
利基。
（二）建立知識分享平台，提升公民社會品質
如前所述，在台灣冷漠的政治文化影響之下，公民普遍不願意接觸政治議題，
而多數智庫機構所發表的研究，由於運用過多的專業術語，也產生一個無形的門
檻，降低一般民眾關心公共議題的誘因。智庫機構應扮演民眾與專業者、政府之
間的橋梁角色，透過白話的語言以及深入淺出的解釋，使民眾得以了解各項政策
的專業內容，有效增加民眾的政治知識，更能以理性的角度監督政府施政。
（三）增進與私部門互動關係
受到傳統印象的影響，智庫通常與研究機構畫上等號，因此智庫接觸的對象
多是以政府部門為主，其互動方式以研究計畫為最主要的模式。然而，在實際的
運作中，政府政策影響的層面相當廣泛，私人企業也需要足夠的專業團隊，以協
助其了解最新的政策方向以及可能的影響評估等，此時私人企業中的團隊多數缺
乏對公部門運作模式的了解，對於政策的分析亦不若智庫來得全觀。若私人企業
缺乏智庫作為中介的研究與諮詢機制，在與政府交涉的過程中，將增加許多不必
要的溝通成本。
其次，一個健康的國家體制、公民社會，對於私人企業而言，亦有相當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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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益。舉例而言，完善的教育制度，將可培養優秀人才，企業將能減少相關的訓
練成本；或者健全的財稅制度，幫助人民安居樂業，無後顧之憂，亦可增加勞工
在工作時的專注程度。智庫機構若能適時與企業合作，不僅可增加智庫機構可得
的資源、拓展智庫機構的影響力，更可減少政府對智庫機構的控制，加強智庫機
構的獨立性。
（四）構築與政府部門的具體連結
除了與私部門充分合作外，與政府維持既有的連結，仍是智庫機構重要的發
展基石。由於智庫機構與公共政策息息相關，無論是資訊的取得、研究計畫的委
託，或者是議題的倡導，都需要與政府官員密切互動。智庫機構應強化與政府的
溝通機制，採定期或不定期的會面，以提供最即時的政策建議，並建立後續的政
策落實追蹤機制，以確保政策的制定與執行符合公共利益。
（五）強化智庫機構的交流
無論是中國或是台灣的智庫機構，目前多是「各自為政」，彼此之間的互動
較少，若能創造合作契機，相互學習、砥礪，提高接觸的頻率，在舉辦活動或議
題的倡導推動上，將可減少每個智庫機構的負擔，同時增加議題的影響力，提高
議題推動成功的可能。

台灣的智庫經驗已行之有年，從政治大學國關中心至今近五十年，在國際中
的數量排名也表現不凡。然而因為經濟衰退、公民社會正趨成熟中、政府合作型
態轉變等，智庫的可運用資源大幅減少，使得台灣的智庫機構發展受到限制。目
前臺灣的智庫機構在資源的取得中面臨最大的問題，就是民眾與企業在捐款時，
多傾向將資源投入在提供直接服務的慈善團體，因為服務的成效顯而易見，這樣
的循環使得整體公民社會拒絕將重心放在推動影響更深遠的整體政策問題。另一
方面，由於智庫機構並未受到社會重視，也使得優秀的人才缺乏足夠誘因，進入
智庫機構貢獻己長。
在中國方面，由於中國權威體制的影響，智庫機構仍無法擺脫來自政治系統
的主導型態。因此，官方智庫除了維持其專業的諮詢角色外，應思考如何增進其
獨立的性質。另一方面，中國的專業人士具有特定領域的專業，可成立民間智庫，
並加強與政府溝通，增加智庫機構與政府之間的互信，以創造更豐富、多元的視
角與知識。
智庫機構是政府的知識來源，能夠提供政府更全觀、完善的政策建議，成為
政策擬定和評估時不可或缺的臂助。智庫機構也是提供民眾專業資訊與知識的重
14

要來源；更是一般大眾與政府溝通的橋樑。在全球化的時代，國際與國內的社會
變動日益加速，智庫機構不能也無法在此潮流中缺席，「創造共享價值」、「健全
公民社會」、「建立溝通平台」、「促進制度改革」，將是智庫機構最新的挑戰與努
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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