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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智庫(Think Tank)，源自 1884 年英國成立全球第一個諮詢與研究機構「費

邊社」(Fabian Society)迄今，歷經兩次世界大戰的啟蒙孕育階段，及超過一個

世紀的蓬勃發展，早期係以探討公共政策為主的學術機構呈現(Alek, 2016: 

3)。隨著時代演進，20 世紀末及 21 世紀初期，受到資訊與科技變革、政府壟

斷資訊時代結束、政策議題的複雜度增高，及非政府組織參與人數擴增等因

素的衝擊與影響，導致公民營機構對於資訊迅速取得，及精確分析的需求性

大增，致使智庫的籌建應運而生。經查智庫發展歷史文獻，其運作模式涉及

公共政策研究、分析及組織參與，旨在對國際重要議題提出研究分析與政策

建議，希冀為決策者和公眾提供資訊，促進公共政策的共識建立與決策制

定。基此，智庫經常充當學術界和政策制定者，以及國家與民間社會之間的

橋樑。將基礎及應用研究轉化為一種語言，使政策制定者及公眾更易於理解

與信賴，達成為服務公共利益而獨立發聲的目的(McGann, 2019: 12, 14-15)。反

觀我國，由於智庫發展的歷史尚淺，不論是智庫的數量、類型與預算規模，

實無法與之相提並論，亟待汲取歐美先進國家的發展經驗，透過智庫的學術

交流與合作以臻完善。因應當前資訊科技與安全環境的快速變遷，各國政府

考量國際情勢變化，及所須面臨的安全威脅與挑戰，均積極籌設符合其防衛

需求的國防智庫以為預應。 

     中華民國國防部權衡國際發展趨勢，冀望結合民間產、官、學界對國際

安全情勢的掌握，匯集跨領域學術專業的研究成果。藉以針貶當前國防政策

與軍事事務變革的走向，故籌劃成立公正、客觀的國防政策研析智庫，提供

具備學術基礎與專業論證的「國家級」智庫。筆者身為國防部資深軍官，軍

旅生涯中有幸獲選赴國外智庫參與學術研習，深刻體會成立國防智庫對國防

施政的重要性，其所需具備的核心價值說明如後： 

 一、以創新與不對稱作戰思維，擬訂國防政策與組織轉型建議：考量我國敵

我特殊的敵情威脅，以及因應全球化（傳統與非傳統軍事安全）時代的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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臨。以前瞻、創新的思維，致力於軍事戰略方向、新式武器裝備採購，組織

編裝轉型等專業領域，以具體提升國軍聯合作戰效能為主旨。 

 二、權衡地緣安全情勢發展，預警區域潛在危機：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速推

展，資訊和知識經濟時代所帶來的變革，已不僅僅體現於經濟、科技等「硬

實力」的競爭。以思想、觀念、文化和智庫等為核心的「軟實力」競爭，亦

已愈來愈受到重視。因此，智庫存在的價值即在於整合全般資訊，以國防及

國家安全的視野出發，專注國家所處的安全環境，提供政府決策單位對區域

安全情勢的掌握與應處建議。 

 三、肆應全球化治理趨勢，強化國際學術交流成效：在新式資訊科技的推動

下，全球化治理模式已成常態，智庫即肩負國際學術交流、增進政策對話，

培養專業軍事事務研究人員的重責。另國防事務亦屬國家重要公共政策的一

環，具高度專業性，攸關國家發展與人民福祉。基此，智庫需觀瞻國際戰略

態勢變局，研擬具建設性的軍事戰略及國防資源整合評估建言，從公共利益

發聲的角度，運用易於民眾瞭解的語言，以有效便捷的傳播方式，贏得民眾

對國防政策的信任，促進整體國防施政的透明度。 

 四、前瞻國防科技發展趨勢，規劃建軍備戰目標：運用科技發展的「外溢效

應」(spillover effect)，藉由科技的融合、軍事創新與國防產業發展，以及臺灣

的特殊處境與利基，前瞻軍事採購與國防產業發展新思維。從科技與國防安

全層面，考量產業優勢與地緣競爭等因素，從有限國防預算的基礎上，建議

重點發展關鍵性武器技術，及採購具嚇阻敵人攻勢的防衛性武器，以確保國

家安全與區域穩定。 

     因此，本研究論文汲取美國等國外智庫的發展經驗，分析其成功歷程及

剖析窒礙難行成因，並置重點於與我國防安全研究院性質雷同，或專責從事

戰略、安全研究之智庫，採用「質性分析法」與「半結構式訪談」方式研究

分析。另綜整國內(外)學者、智庫機構主要執行者、立法委員、防務專家等意

見，將研究成果及外界對國防安全研究院的期許與建言，做為國防安全研究

院日後發展規劃之參據。 

第二節	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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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防安全事務經緯萬端，中華民國國防部盱衡區域安全情勢發展，考量整

體地緣政治環境愈趨複雜多變。其中涉及大國競爭、軍事戰略、區域安全合

作、科技研發及國家安全等諸多重要議題，需廣納國內外軍事、政治、外交、

經濟、科技等諸多領域專家學者之建言。針對臺灣所面臨之安全威脅，以前瞻

的角度籌劃國防政策與建軍規劃策略，達成捍衛國家主權與人民安全福祉之旨

趣。基此，國防部首創於 2010 年 3 月 1 日成立「國防智庫籌備處」，歷經 8

年的整備與籌劃，終於在 2018 年 5 月 1 日「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以下

簡稱國防院)正式掛牌成立，開啟我國國防智庫發展的歷史新頁。 

    國防院依《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捐助暨組織章程》第二條規定，該院

以增進國防政策與安全戰略研究，提供專業政策參考與諮詢，拓展國防學術交

流與合作，促進國際戰略溝通與對話為目的。另依組織章程第三條規定，其業

務範圍包括國防軍事發展研析、防衛政策與戰略規劃建議、擴展國際智庫交流

合作及國防安全事務人才培育等重要面向。此外，就其組織架構而言，國防院

主管機關為國防部，下轄董事會、國家安全與決策研究所、國防戰略與政策研

究所、中共政軍研究所、非傳統安全與軍事任務研究所、網路作戰與資訊安全

研究所、先進科技與作戰概念研究所、國防資源與產業研究所、量化分析暨決

策推演中心等 8 個研究單位。職司強化國防政策、國安戰略、非傳統安全、中

共政軍、資訊安全與網路作戰、國防科技與產業等議題之研究，以有效累積與

提升國內有關國防、安全戰略及軍事發展等專業議題的研析能量。 

    綜上所述，考量該院的組織架構及創立目的，旨在追求研究目的及範圍的

準確性，故應適切參酌歐美智庫的成功發展經驗。因此，規劃就智庫的類型與

發展模式，確立以公共利益為訴求的非營利組織型態，提供國防與安全事務的

政策建議。該院作為國防事務的學術研究機構外，如何效法歐美智庫運作模

式，提升其對政府國防及國安政策制訂的影響力，成為政府建構堅實國防政策

的重要研究機構，亦為國防院努力的目標。然而，智庫研究機構因受資金捐助

模式、政府預算縮減及研究計畫獲得等因素影響，不易維持智庫應有的研究獨

立性、客觀性及影響力。基此，本論文的第一個研究目的，即在透過文獻資料

的歸納及分析，針對性質同屬國防智庫，主要資金來源均從政府捐助，且專責

國防安全事務研究的美國智庫為主要對象，就其「菁英人才招聘」、「組織發

展脈絡」、「研究契約簽訂」、「研究議程設定」、「行銷拓展策略」、「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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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政策影響」、「資金來源管道」、「跨領域合作」等八個面向，執行發展策

略及運作成效的優缺點分析。 

    再者，本研究的第二個研究目的，即為進一步蒐整各智庫的發展策略與運

作機制，透過半結構式訪談、紀錄與蒐整相關意見，真實且深入的探討各智庫

的發展策略、運作現況與窒礙因素。 

    本論文的第三個研究目的，即透過文獻資料的蒐整、歸納與訪談結果的分

析，比較美國防智庫與國防院編組架構與運作機制的優缺點分析，為國防院的

永續經營提出發展策略與建言。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目的，旨在探討當前國際智庫的發展策略與運作模式，藉由分

析其類型、角色與工作型態的差異，以智庫機構發展最早、數量與規模最大的

美國為主要標的，挑選 3 個同屬學術型國防智庫，且創立之初即接受政府資金

捐助的運作模式，透過文獻分析方式，蒐整其「菁英人才招聘」等八項議題，

置重點於智庫的發展策略與脈絡，歸納及分析其成功的智庫運作經驗，以及發

展歷程所面對的窒礙，冀望借鑒其機構運作的優點與缺失，作為國防院未來擬

訂發展策略的參考。此外，如果我國並不具備相同於美國智庫成功運作的條

件，則必須調整制度設計，以便在保留原制度優點時，不會因為環境、條件的

差異而使制度運作機制變質，進而衍生出負面效應；因此，筆者必須透過國內

外智庫訪談時機，掌握相關智庫的發展脈絡，及所面臨的機遇與挑戰，作為國

防院智庫發展策略與運作機制比較之依據。基此，本研究將同時採用「文獻分

析法」以及「半結構式訪談法」兩種研究方式，以追求文獻資料蒐整的嚴謹度

與完整性。 

    此外，在國內外智庫發展現況訪談時，為了增加訪談內容的深度，本研究

擬針對各訪談智庫，依據 Weaver 所指出美國智庫在管理與發展上會遭遇的七

項挑戰：「形象 (image)、產品線 (production line)、人才招聘 (staffing)、財務 

(financing)、研究議題設定(setting a research agenda)、行銷 (marketing)、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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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acting out)」(Weaver，1989：571-576；吳宗翰，2010：4)，1再加上該機構

的發展脈絡、政府決策影響力、跨界合作能力等要素，預擬智庫運作必須面對

的政策規劃及機制運作等關鍵議題，獲得更為深入的資訊掌握。冀藉由與學者

專家及智庫政策的擬訂與執行者進行實際訪談，實際瞭解智庫發展現況(訪談

大綱與問卷詳見附錄一)及評估其組織發展策略之優缺點分析。本節將接續分

為兩小節，分別說明本研究所採用的「文獻分析法」以及「半結構式訪談法」

個別內容為何。 

 

	 	壹、文獻分析法	

    文獻資料的來源管道相當多元，本研究主要目的，旨在探討當前國際智庫

的發展策略與運作模式，掌握其穩健的發展策略與運作關鍵，以作為國防院未

來擬訂發展策略的參考。因此，有關國內外智庫組織架構、資金獲得來源、對

政府決策的影響力、跨界合作的能力等具體成效資料，必須透過網路查詢以及

相關書籍、專書研究、文獻等資料的蒐集彙整取得。基此，文獻分析法係為重

要的研究方法之一。另為使本論文研究的資料蒐集更臻周延，置重點於國內外

發表之智庫研究書籍、論文、學術期刊等資料，並透過資料彙整、歸納、分

析，助於更清晰的描繪國內外智庫的發展脈絡，梳理其智庫發展的策略與運作

機制，以掌握當前智庫發展所面臨的挑戰與機遇。 

 

貳、半結構式訪談法	

      本研究冀望透過「半結構式」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訪談方式，藉由引

導創造自由開放的論述氛圍，將有關研究主題的線索抽絲剝繭，試圖進入受訪

者的思維脈絡。進而於訪談過程中，蒐集、彙整受訪者所表達與本研究相關的

資訊，從而歸納、分析出與本研究相關資訊與輪廓。本論文擬採立意抽樣

(purposive sampling)方式，挑選美國及國內智庫機構政策執行者，擬訂統一的訪

 
1 臺灣大學社會科學研究院政治系研究生吳宗翰，曾於其碩士論文中引用該七項指標外，亦於訪  
談、分析當中增列「智庫的歷史與發展」、「智庫發展的困境」、「台灣智庫目前的發展環境」  
等三項訪談指標。此外，在訪談指標的內容亦較著重於智庫機構發展狀態的「動態分析」，如

「未來是否有增加人力的計畫」、「機構的規模與過去相比是增加或是減少」、「機構的產出與 
過去相比是增加或是減少」「機構的工作內容大多是偏向動態的還是靜態的」、「是否有向大眾 
或是政府機構推銷自己的研究產品」、「未來是否有新的資金來源管道」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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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格式與重點摘要說明，置重點於各智庫機構的發展策略與運作機制，期透過

質性深度訪談的方式，實質掌握智庫的發展現況與所面臨的困難。 

    訪談智庫機構的主要目的，在於現場理解各智庫機構的種類、特質及發展

的現況。因此，本論文研究即在探討同屬政府出資，專責國防、安全事務研究

的「聯邦政府贊助之研究發展中心」，以下簡稱「美國防智庫」，透過訪談方

式執行資料蒐整、歸納、分析，以獲取研究所需的重要資料。基此，在接受美

國聯邦政府資金捐助所成立的 42 個研究機構中，2依各智庫研究的領域挑選出

與我國防院研 究領域最相近的 數 個美國防智 庫 ，包括蘭德公司 (Rand 

Corporation)、國防分析中心(IDA, Institute of Defense Analysis)及海軍研究中心

(CNA, Center for Naval Analysis)等，加上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 (INDSR, 

Institute for National Defense and Security Research) 等四所智庫內的研究人員做為

深度訪談對象。考量訪談對象受訪時機的配合程度，以及資料來源的多元與周

延性，仍將非屬上述智庫之學者、政策執行人員、國內學者、國軍高階將領等

一併納入。訪談問卷的內容則針對「菁英人才招聘」、「組織發展脈絡」、

「研究契約簽訂」、「研究議程設定」、「行銷拓展策略」、「國防政策影

響」、「資金來源管道」、「跨領域合作」等面向，進行開放且深入的訪談。

此外，在訪談對象的設計部份，本研究計畫與國內外智庫學者、政策執行人

員，或者曾經負責智庫政策擬訂與實質運作者，進行半結構式深度訪談。冀望

透過上述組織發展脈絡等議題的瞭解，梳理美國各國防智庫機構的發展策略與

運作機制，以作為國防院未來建構前瞻、可行的發展建議。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本論文的研究焦點集中在「美國防智庫」發展現況以及與我甫成立的「財團

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發展現況」，兩者發展策略與運作機制間之優缺點分析。因

此，本研究將研究範圍設定為： 

一、研究區域範圍： 

 
2 “Master Government List of Federally Funded R&D Centers “, https://www.nsf.gov/statistics/ffrdclist/,  
  accessed on August 15,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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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美國防智庫的發展歷程與規模，不僅深刻影響美國的國家安全、國防戰

略及軍事戰略，甚至已成為全球國防政策研析與軍事戰略研究的典範。基此，爰

引美國「聯邦政府贊助之研究發展中心」（FFRDC, Federally Funde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s），3渠為政府設立的體制外單位，因應政府特定與長期之政

策需求所設立，旨在從事公共政策研究，協助政府解決複雜政策問題的重要組

織。這類法人機構除作為政府部會的政策幕僚、影響政策制定外，亦為國家建構

發展願景與政策架構。本論文即以美國為主要標的，探討同屬政府(或聯邦政府)

部門附屬組織，且主由政府提供資金補助之國防智庫，與我國「財團法人國防安

全研究院」，進行相關智庫發展策略與運作機制的優缺點差異比較；其他非國防

智庫機構運作情況，則不列入本論文探討的範圍。 

二、研究對象範圍： 

本研究以「從國防政策發展探討國防安全研究院的角色與功能」為題。礙於

時間及能力限制，實無法對全球所有智庫進行研究，僅設定以組織架構最完整、

法規建制最完善、且發展最具規模的美國進行資料蒐整與調查。根據美國賓州大

學教授 James McGann 於 2019 年所公布的全球智庫調查報告(2018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 ，目前全球共計有 8,248所智庫，而其中約 25%分布於北

美地區(共 2,058所)，美國則以擁有 1,872 所智庫的驚人數目占全球首位(McGann, 

2019: 35)。然而，考量本研究係以政府預算資助者為主要研究標的；基此，僅從

美國智庫當中挑選 42 個由聯邦政府提供資金補助的研究機構 (FFRDC)。再從中

篩選與我「國防安全研究院」(INDSR)性質類同，以從事國防學術領域研究的單

位做為主要參考與研究的對象。這些單位包括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國防

分析中心(IDA)、海軍分析中心(CNA)等三所國防研究機構；上述單位均致力於國

防安全事務、科技系統研發、軍事戰略研究等相關國防安全議題研究。定期以專

刊、論壇等方式對公眾進行政策概念的傳播，藉以擴大民眾對國防安全議題的關

注，甚至成為美國政府施政的重要參據，符合本論文探討智庫研究成果回饋政策

面的作法。另為豐富研究內容及增加對智庫運作的瞭解，研究方法採「半結構式

訪談」並不設限於使用聯邦政府預算的研究單位，將儘力聯繫民間從事國防事務

研究之智庫機構，並藉訪談瞭解其對接受聯邦政府贊助研究單位的看法。 

 
3 “Master Government List of Federally Funded R&D Centers “, https://www.nsf.gov/statistics/ffrdclist/,  
  accessed on July 10,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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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內容範圍： 

本研究將焦點集中於探討美國國防智庫機構，且均由政府預算全額資助者為

主要研究標的，並置重點於「菁英人才招聘」、「組織發展脈絡」、「研究契約

簽訂」、「研究議程設定」、「行銷拓展策略」、「國防政策影響」、「資金來

源管道」、「跨領域合作」等重要議題。另有關智庫其他研究主題，如組織影響

力、財務狀況、爭取預算時之競爭對象、自主程度等議題，由於與本研究主題無

關，因此，不在本論文的探討與研究範圍。 

 

貳、研究限制	

  本論文的研究主題，旨在蒐集國外專業國防智庫的發展策略與運作機制，探

討我國第一個國家級國防智庫「國防安全研究院」的角色與功能，做為前瞻國防

院永續發展及經營的策略建議。因此，研究的首要步驟即在於相關文獻資料的蒐

集與彙整；然而，考量研究的主旨及關聯性，故僅以美國防智庫及國防院等四所

性質類同的智庫，進行相關文獻資料的蒐集、彙整、歸納與分析作業。無法對全

球具有代表性的國防智庫，一併納入檢視與分析，使本研究擁有更為充足的資料

比對，此為本研究的第一項限制。 

    本研究執行國內外智庫相關發展策略與實質運作之文獻資料彙整時，必然涉

及智庫資金來源管道、影響國防政策擬訂的程度、跨領域合作(武器製造商、商業

界......)等機敏性議題。囿於相關資料不易於一般網路資訊、論文、學術期刊等管

道獲得；基此，筆者先期與各智庫主要政策擬定及執行者連繫，提供研究的主旨

及訪談的內涵及大綱，並親赴美國進行深度訪談，進一步獲致具體的數據與佐證

資料。考量時間與空間上的限制，針對國外學者部分無法現場執行訪談者，即透

過視訊電話(face time)與電子郵件問卷訪談等方式，逐次掌握有效、可靠的訪談資

料予以補足。另訪談時仍須明確表達本論文研究的主旨與目的，希望降低其疑慮

感。然而，針對上述資金來源、國防政策、跨領域合作等敏感議題，仍實存無法

全般獲致具體數據與資料之虞，此為本研究的第二項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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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分析	

    本研究主旨，係藉研究國內外智庫組織架構、發展策略及運作模式，探討智

庫的緣起、發展歷程，為後續研究奠定基礎。其次，綜整國內外對智庫的評鑑標

準、項目與排名，瞭解智庫應具備的條件及日後可精進的作為。再者，探討英美

等軍事強國對於專業國防智庫的重視，聚焦於戰略與安全的研究領域及所發表的

相關著作。筆者藉由回顧歷史文件資料，分析國防智庫的研究成果，及其對軍事

行動或戰略的影響，據以探討智庫回饋政策的具體成效。基此，為確保本論文研

究主旨的正確性，特於文獻資料的蒐研過程中，將國內及國外智庫學者對於「智

庫」的明確定義，列為優先掌握的重要資訊。另配合文獻的出版年代與發展脈

絡，梳理有關智庫的組成架構、超越黨派的專業學術研究與獨立性，以及為公共

政策制訂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等特點。並置重點於國內外智庫的定義與類型的差

異性分析，以利後續論文資料的歸納與研析作業。亙研究全程，尋求與我國防院

性質雷同或專責從事防務研究單位，就組織發展、運作模式進行對照與比較，冀

汲取其成功經驗並且找出缺失，做為國防院後續發展的重要參據。 

 

第一節	智庫的定義與發展脈絡	

        智庫(Think Tank)一詞，最早可追溯至 1831 年在英國倫敦成立的皇家聯合研究

所(RUSI)，最初的研究方向為海戰和軍事理論。1884 年，同樣在英國成立的費邊社

(Fabian Society) 則是希望透過循序漸進的知識教育改革社會。依據英國劍橋字典

的解釋:「a group of experts brought together, usually by a government, to develop ideas on 

a particular subject and to make suggestions for action」，4意指「通常由政府召集的一

群專家，針對特定議題發展想法並為應採取行動提供建議」。這個簡短解釋中強

調了幾個重點：智庫多為政府出面召集；研究人員應具專業背景；能夠適切提供

建議。這樣的解釋(定義)或許不能囊括當今智庫的功能與角色。實質上，隨著時

代的演進，智庫的功能已超脫最初成立時，以研究軍事作戰為主之目的，其角色

也由政府的智囊延伸至服務公眾的領域。二戰結束後，智庫開始蓬勃發展，研究

 
4 英國劍橋字典(線上版) 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dictionary/english/think-tank , accessed on 

August 15,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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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領域更延伸至全球化和公共服務的議題。筆者希望透過研究國內外文獻，探討

智庫發展的脈絡及其在各時期所扮演的角色，藉此理解智庫運作的模式與大眾對

於智庫的期待。 

	

壹、國外智庫的定義	

    智庫的成立雖然由來已久，但是直到 70 年代才有針對智庫所做的研究。1971

年，Paul Dickson 出版第一本以「智庫(Think Tank)」為書名的智庫專書，介紹美國

智庫的組成與發展，對智庫所下的定義為「針對政策事項與應用技術從事研究之

機構」(Paul, 1971: 27-29 )。該定義旨在敘明智庫的研究目標，不是協助改進和提

升某項工業運用技術，而是掌握政策引導人們去運用這些技術。Paul 明確地將

「政策研究」納入「智庫」機構的定義，有助於後學者對於智庫研究機構建立基

本的概念。 

    就當前國際智庫發展現況而言，受到資訊與技術的變革、政府壟斷資訊時代

的結束、政策議題複雜程度及技術性增加、全球化及非政府組織參與者人數增加

等因素的衝擊與影響，致使公民營機構對於精確資訊之取得及分析的需求量大

增，促使智庫應運而生。參據 McGann 教授 2019 年所公布的全球智庫調查報告

(2018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比較過去 10 年 (2009-2018) 間全球智

庫總數，已從 6,305 擴增至 8,248 所(增加 1,863 所)，幾乎佔總數的 23%(McGann, 

2009)。囿於資訊技術快速變革與全球化、民主化發展趨勢，智庫研究的主軸已從

單純的軍事面向，朝多元化公民政策研究拓展，智庫專業分工多樣化與競爭之壓

力可想而知。 

曾任職美智庫蘭德公司的耶路撒冷大學教授 Yehezkel Dror 表示：智庫為「一

座孤立於其他機構且匯集「專業、優秀」(excellence)之島嶼，以科學性思考為政

策制定的深層改善從事跨學科研究，且於權力與知識間，扮演著溝通、連接的橋

樑角色(a bridge between power and knowledge)」定義。另亦簡潔明確的定義：「智

庫係屬一聚集菁英且從事跨學科的專業政策研究組織」(Yehezkel, 1980: 41)。此

外，Dror 從政策研析的觀點，進一步闡述構建智庫組成的模組，渠列舉智庫組成

的五項要素：智庫係以跨學科研究為主；由 10-20 名專業研究人員組成；研究人

員應該取得獨特的成就；研究人員享有「做研究的自由」；研究成果應對政策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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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影響(Yehezkel, 1980, Ibid: 200)。渠論述智庫組成的五項要素中，明確定義智庫

針對議題之專業分析，必須超越黨派、維持學術研究的專業與獨立性，為政策制

定者及公眾社會提供重要資訊，透過擴散傳播藉以影響公共政策議題之走向，確

定智庫對民眾與政策決策者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 

上述 Dror 對於智庫機構所做的定義，強調應具備的重要特點「獨立性」與

「專業性」。參照其他學者對於智庫的定義，該兩項特質已被大多數學者所認

同；實質上，就智庫的發展策略與預算來源，實無法排除與政府部門、社會團體

及私人企業，以維持智庫主張「不可涉入黨派」的獨立特點。基此，倘若為堅持

智庫機構的「獨立性」，而在定義上明確地將智庫與黨派予以區隔，則大部分接

受政府預算補助，或承接政府政策委託企劃案，由於受到政府政策委託的影響，

必要時仍須扮演政策遊說的角色，是否仍可視為「獨立的」智庫機構，立即出現

矛盾與爭議。以美國蘭德公司為例，該智庫從創始之初即接受政府絕大部分的資

金補助，每年仍接受超過政府 75%的預算資助，相關政策研究皆以政府的政策需

求為主要考量。因此，若是從「不可涉入黨派」的觀點，蘭德公司將很難被視為

獨立的智庫研究機構；顯然，該項議題亦為國防院必然面臨，來自外界對其「不

可涉入黨派」、「獨立性」與「專業性」的質疑。 

Paul 以「智庫(Think Tank)」為書名的智庫專書，對智庫所下的定義為「針對

政策事項與應用技術從事研究之機構」。該定義旨在敘明智庫的研究目標，不是

協助改進和提升某項工業運用技術，而是掌握政策引導人們去運用這些技術 

(Paul, 1971: 27-29)。隨後，諸多研究學者致力於追隨或破除 Paul 所設定的智庫定

義框架，試圖更精確定義智庫的概念，卻引發更多的爭議與辯論。學者 Nelson 

Polsby 則認為，「智庫與公共政策研究機構不同，後者須貫徹研究計畫的執行並

對政策施加週期性影響；反之，智庫則允許研究人員制訂獨立計畫，而不必過多

關注該計畫對政策的影響」(Nelson, 1983：14-16)。Samantha Durst 和 James Thurber

則將“智庫”定義為：非營利組織，由政府資助，專注於研究，具備高學術品質

和獨立性(Samantha and James, 1989: 14 )。 

原則上 Polsby、Durst 及 Thurber 三位學者，均認同 Dickson「智庫為從事政策

研究之機構」的定義；最大的差異在於 Polsby 主張，智庫僅需擬定與政策相關的

實施計畫，無須對政策的影響付諸過多關心，意圖與一般的公共政策研究機構做

出區隔。智庫的本質通常就國內外重要議題提出研究與建議方案，為政策制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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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眾提供重要的數據與資訊，期望透過教育、溝通與討論的過程，影響公共政

策議題的走向，實與 Polsby 主張智庫僅需擬定政策實施計畫，無須關注政策的影

響程度不符。故智庫本身係以非營利為訴求的獨立組織，並運用專業知識影響政

策制定的研究機構。 

        Kenneth Janda 主張智庫為一研究公共政策且成員具研究所學歷之組織。故將

其界定為「擁有社會科學學士以上學歷之學者，進行研究公共政策之組織，且成

員對公共政策懷抱高度熱忱與興趣」(曾秉弘，1999：31；高麗秋，2011：21)。

Stephenson 則提出「智庫為學者與實務家共同研討公共議題與建議政策制定的組

織」(曾秉弘，1999：31；高麗秋，2011：22)。Patterson 則認為「智庫為非營利的

研究機構，非既定印象中之營利組織」(Patterson，1989 : 297)。而 James Smith 在

他的書中描述美國智库的概念為「在美國正式政治進程的邊缘運作的私人、非營

利的研究團體。一方面是學術和社會科學，另一方面是政府和黨派政治，智庫為

探索政策專家在美國生活中不斷變化的角色提供了一個具體的焦點」。簡言之，

渠為智庫所下的定義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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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private, nonprofit research groups that operate on the margins of this nation’s 

formal political process)」(James, 1991: xiii )。 

        針對上述有關智庫機構的定義，McGann 和 Weaver 對此亦有類似的看法，他

們認為智庫是重要的獨立政策研究組織，不是政府及社會利益團體，具重要的自

主權所顯現的「獨立性」，是相對而非絕對的概念，必須因地制宜(McGann and 

Weaver, 2000: 4-5)。此外，Weiss 提出之定義，則認為智庫應包含下列幾項特質：

(1) 擁有專業知識與研究能力之研究人員，且為長久營運之組織；(2) 毋需擔負營

運之責任；(3) 成員需擁有特定領域之專門技能與知識；(4) 其為議題導向之機

構，主要以增進公共政策為首要目標；(5) 以專業分析、建言諮詢為其主要研究

產出；(6) 強調其研究分析於政策制定過程中之影響(Weiss，1992 : viii-ix；高麗

秋：2011：22)。 

    英國學者 Diane Stone認為，當前「智庫」並無公認且為大眾所接受的定義。

Stone 進一步提出智庫所具備的幾項特性。一、建立於慈善(charities)之基礎上；

二、設立於政府部門之外，且獨立於私人企業及利益團體；三、組織定位為研究

導向，著重學術研究或政策分析；四、期望於政策研究過程中產生影響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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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公共精神」(public spirit)之特性，並致力於活絡社會討論與教育大眾(Stone, 

1996: 675-692)。 

    針對上述 Stone 從英國的角度對智庫所做的定義，可以看出他對智庫運作目

的與角色定位的清晰論述。然而，就其實質內涵而言似乎仍無法讓我們確切掌握

智庫的全般概念。其中最具爭議的論點，在於強調「學術獨立」的智庫研究機

構，與植基於「慈善目的」的捐助本質相互比較，即存在組織運作特性上的差

異，實無法在同一質性上予以論述。其次，即智庫運作模式應與「利益團體」有

所區別，即便從專案研究計畫中獲利，仍為其公共政策的研究與分析，兩者之間

的差異予以明確律定，否則容易造成智庫與利益團體之間角色定位的混淆。  

    20 世紀末及 21 世紀初期，受到資訊與科技的變革、政府壟斷資訊時代

(government’s monopoly on information)的結束、政策議題的複雜度及技術性增加、

政府規模擴大、政府信任危機、全球化治理及非政府組織參與人數增加等因素的

衝擊與影響，導致公民營機構對於資訊迅速取得，及精確分析的需求性大增，促

使智庫的籌建大量應運而生(McGann, 2019: 14-15)。隨著時間的演進，學者 Andrew 

Rich 對於智庫的定義則是：智庫通常就國內外之重要議題提出研究分析與建議方

案，好為政策制定者及公眾提供資訊，以決定公共政策議題之走向。然而，智庫

不僅從事公共政策議題研究，亦尋求研究成果之擴散傳播 (Andrew, 2005: 11)。    

此外，Alek Chance表示，智庫在美國扮演許多不同的角色，它們向政策制定者提

供訊息、為社會輿論構建框架、甚至參與美國政府的運作(Alek, 2016: 12)。基此，

McGann 主張智 庫扮演 學 術 社群與 政 策 制 定 者 (academic and policymaking 

communities)之間，及公民社會與國家之間，也就是知識與權力之間的橋樑

(McGann, 2019: 12)。 

    上述 3 位學者均不約而同地肯定，智庫以非營利為主要訴求，對公共政策執

行專業的研析，為公共利益發聲，讓基礎及應用研究的語言能夠被政策制定者與

民眾瞭解、信任與利用。隨著當代科技化與全球化浪潮的推進，智庫蓬勃發展且

逐步朝向高度專業化與多樣化發展，並且在競爭的必然趨勢下，各國智庫均以強

化其所扮演的功能與角色，以及擴大其影響力為重要追求目標。然而，綜觀當前

各國政策研析成效顯著，且績效評定名列前矛的國際知名智庫，無不積極謀求其

組織的發展與競爭力。基此，除廣拓資金來源外，實須關注其政策研究對政府政

策制定的影響力，期藉由提升對政府政策制訂的影響力，彰顯智庫的專業度與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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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增強其國際能見度與爭取研究企劃案的具體實力。因此，從成效來看，智

庫的存在不僅能強化其政策擬訂及研究，亦能提高公眾對政策擬定過程的參與和

支持，進而達到提升政策制定品質的雙贏局面。 

    當前關於全球智庫發展最具參考價值的兩份調查資料，分別為美國賓州大學

James McGann 教授自 2011 年起，每年公布的新版「2018 年全球智庫調查報告」

(2018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以及日本 NIRA 智庫自 1993 年起，

三年出版一次的「NIRA 的世界智庫目錄」(NIRA’s World Directory of Think Tanks)

等兩份最著名且最具創新性的公共政策研究智庫報告。日本 NIRA 對智庫的定義

如下：首先，智庫為具備一定程度之獨立性的公共政策研究機構。且其通常為非

營利組織，但一些類似智庫運作機制之營利機構，由於其亦產出研究成果且實務

上有益於社會大眾，故仍將其列入智庫的類別加以探討。因此，智庫即為「一具

獨立性之公共政策研究機構，而其將研究之焦點關注於今日社會所面臨的主要社

會議題」(NIRA，2005 :xiv；吳宗翰，2010 : 18；高麗秋：2011：25)。 

    綜合上述，筆者藉由文獻資料蒐集、分析、歸納的方式，蒐整國外學者研究

智庫相關議題的專書、論文為主要的管道；其次，依據每位學者發表時間專論的

先後順序依序排列，根據渠對智庫組織特性、運作功能所賦予之定義精要，歸納

說明如後：自上世紀 70 年代 Paul Dickson 明確將智庫定位為「公共政策研究機

構」開始，隨著時代演進，學者們陸續從個人所處地域與研究心得，認為智庫機

構應具備諸如「專業菁英」、「獨立性」、「設立於政府之外」、「非營利組

織」、「不涉入黨派、利益團體」、「公共精神」、「專業影響政策制定」等特

點，嘗試論述智庫組織的功能與角色；惟截至目前為止仍無法賦予智庫公認明確

的定義；正如同 McGann 和 Weaver 兩位學者所言，智庫定義會隨著研究者及智

庫所處環境、地域有所改變。 

    儘管，目前對於智庫的定義仍未獲共識，然智庫聚集專業優秀的學者，以具

備獨立性、非營利性組織的型態從事公共政策的研究，及透過公共精神提供公眾

重要資訊與教導的功能，以提升民眾參與公共政策的熱忱，成為學術團體與政策

制定者之間，公民社會與國家之間，亦即知識與權力之間的溝通橋樑，強化其政

策研究的深度及廣度，協助政府提升整體政策制定的效能與品質；對此，已獲多

數學者與民眾的肯定與認同。然而，囿於國際間智庫數量逐步攀升，全球政經情

勢的變動，造成諸如恐怖主義、氣候變遷等各國政府亟須解決的重大議題，不僅



 

15 

加深政策議題的複雜程度，亦對多數仰賴政府撥款補助，或以計畫委託方式獲得

資金者，為爭取研究計畫而引發競爭壓力。智庫如何在政策的研究上兼具「獨立

性」、「不涉入黨派、利益團體」、「專業影響政策制定」等，實就當前所處的

環境確實無法論述，智庫從公共政策研究當中獲得的收益，與利益團體從政府政

策擬定與施行過程獲取利益，兩者之間的差異予以明確定義，附加各國所處的環

境不同，亦為當前對智庫的明確定義無法獲得共識的主因。 

 

表 2-1-1：國外智庫定義表 

研究學者 智       庫      定     義 

Paul Dickson(1971) 針對政策事項與應用技術從事研究之機構。 

Yehezkel 

Dror(1980) 

係由菁英學者組成且從事跨學科的專業政策研究組織；不涉入黨

派，且於權力與知識間，扮演著溝通、連接的橋樑角色。 

Nelson Polsby(1983) 智庫專責擬訂政策研究計畫，與公共政策研究機構須對政策施加週

期性影響不同，不必過多關注該計畫對政策的影響。 

Kenneth Janda 

(1985) 

擁有社會科學學士以上學歷之學者，進行研究公共政策之組織，且

其成員對公共政策懷抱高度熱忱與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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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antha Durst 、

James Thurber 

(1989) 

非營利組織，由政府資助，專注於研究，具備高學術品質和獨立

性。 

Patterson (1989) 為非營利研究機構，非既定印象中的營利組織。 

J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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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擁有專業知識、研究能力之研究人員。 

2. 不須擔負營運責任。 

3. 成員擁有特定領域之專門技能與知識。 

4. 議題導向，且議題設定以增進公共政策為首要目標。 

5. 專業分析、建言諮詢為主要研究產出。 

6. 強調研究分析於政策制定過程中之影響。 

Diane Stone (1996) 1. 建立於慈善之基礎(特指英國智庫)。 

2. 設立於政府部門之外，且獨立於私人企業、其他利益團體。 

3. 研究導向且注重學術研究與政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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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期待分析建言能於政策過程中產生影響力。 

5. 具備「公共精神」之特性。 

McGann & Weaver 

(2000) 

1. 獨立政策研究組織，而非政府、政黨、利益集團及其他社會團

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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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rew Rich (2005) 非營利的公共政策研究獨立組織，運用專業知識影響政策制定與傳

播。 

James 

McGann(2015) 

針對國內外重要議題提出研究與建議方案，為政策制定者及公眾提

供資訊，以決定公共政策議題之走向。 

Alek Chance (2016) 向政策制定者提供訊息，為社會輿論構建框架，甚而參與政府的管

理運作。 

James 

McGann(2018) 

成為學術社群與政策制定者之間，及公民社會與國家之間，亦即知

識與權力之間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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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自行整理 

 

貳、國內智庫的定義	

    反觀我國智庫發展之歷程，囿於當時政治、經濟、軍事與區域安全情勢等因

素的影響，相對受到較大的制約與壓抑。1987 年解除戒嚴時期之前，5由於一般民

眾參與政治的權利及言論自由受到較大的限制；因此，當時尚未有民間智庫機構

型態的出現。此時期提供政策諮詢或建言的公共政策研究組織，雖然名義上獨立

於政府體制之外，但事實上這些組織通常係由政府內部幕僚單位所改制而成。因

此，這些政策研究機構，仍與政府維持著緊密且穩定的互動關係。 (杜承嶸，

1999 :2、70-71；林奇伯，2002 : 9-10；郭嘉玲，2003 : 135-137；吳光蔚，2005 : 91-

94；吳宗翰，2010 : 21 )。然而，解嚴後人民雖於公眾事與政治領域享有較為自由

與開放的發展空間，惟當時仍處改革開放之初，多數公共政策研究組織與政府部

 
5 維基百科─臺灣省戒嚴令 https://zh.wikipedia.org/wiki , accessed on Sep. 2nd ,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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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或政治人物，仍實存密切的關聯。因此，基於臺灣特殊的政治環境，造成智庫

組織與政府、政黨機器之間實存相當程度的依存關係，而無法像國外智庫一樣強

調機構運作的「獨立性」、「非營利」等特質。此外，除前述的政治因素外，從

經濟面向亦可明確看出，我國智庫發展之初，亦不若美國智庫一樣，有企業的大

力贊助，故成立資金通常皆是由政府出資補助而創立智庫。依目前我國智庫發展

現況觀之，則其主要收入來源可分為成立基金孳息、政府委託研究兩種(曾秉弘，

1999 : 151；吳宗翰，2010 : 22)。 

    學者林碧炤(時任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認為智庫之成立，是現代國家針對

政經體系所發生問題之回應與解決，經常採行的一種措施。其目的在於集思廣

益，對於特定公共議題從事研究，並提出預警、趨勢發展及策略建議，便於決策

單位參考與應處。智庫與決策者藉由維持良性的互動關係，不僅扮演觀念的倡導

者、公共教育的推動者，亦為提供決策者必要資訊的重要來源(林碧炤, 1993: 1-

10)。林碧炤引述 Paul Dickson「智庫」(Think Tank)專書，明確闡述專家學者就委

託議題進行研究，做為決策參考之旨趣，即對智庫以探討「公共政策」為主要研

究議題的新形態學術研究機構，所做的定義。基此，智庫於發展初期，即在提供

「政治決策者」(如政治人物)以及「政治參與者」(如握有選票的選民)，制定政策

時所需的「知識」及「資訊」。 (杜承嵘，1999：1；吳宗翰，2010：1)。 

    詹明瑛則認為智庫定義，應從「研究目標」、「研究精神」、「研究方式」

等面向進行探討。首先，智庫的研究目標係以「政策研究」為核心，且以「長期

性」、「未來導向型」之政策議題為其主要焦點。研究精神方面，則強調智庫應

秉持「中立」、「自由」之精神，進行議題的研究與批判。亦即智庫須有「議題

設定」、「資料蒐集」的研究自由，並以自由批判的精神對於決策者提供政策建

言與諮詢。而研究方式部分，係指智庫為集合各領域專業人才，達成集體研究創

思之目標，且不同於一般大學，即在於智庫研究人員除執行政策研究工作外，亦

須扮演企劃、管理、業務的角色(詹明瑛, 1994: 92-95)。然而，詹明瑛強調智庫在

功能上，以「專業」、「中立」、「自由」的政策批判精神，扮演政策監督者與

政策建言者的角色，以彌補政府施政之不足外，在各項專業領域的知識整合上，

避免流於「井底之蛙」的疑慮，必須強調跨國際性學術交流與合作，以提升議題

設定與政策研究的內涵。然而，資訊的國際化交流仍受限於經費、人才、語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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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的限制。基此，僅強調智庫中立、自由的政策研究精神實過於簡約，仍需務

實考量現實智庫發展現況，兼顧政府決策影響力與資金來源管道需求。 

    吳定主張智庫應為一研究型機構，且其工作內容包含政策分析、提供建言諮 

詢，並實際參與公共政策制定過程。雖然智庫之性質亦可能包含官方組織，但大 

體而言，其仍以半官方組織或民間機構居多。而智庫通常皆擁有為數眾多的研究 

分析人員，相關專業人員除可在承接政府委託計畫時，從事相關政策、方案的分

析與規劃，亦可於智庫進行各項社會議題、政策研究時，扮演提供政策建言與諮

詢的角色(吳定，1998 : 175；高麗秋，2011：27)。相較於吳定認定智庫研究機構

可能包括「官方、半官方及民間」等組織型態，與國外學者定義智庫須獨立於政

府部門、私人企業與利益團體之外，強調其「獨立性」之超然地位，存在智庫機

構「性質」上的差異。探究其原因與我國過去戒嚴時期特有的政治、經濟與國安

環境等因素有關，故於智庫初始萌芽階段，亟待政府部門以官方或是半官方「政

府編制外組織」的型態，對於專業學者的選派與成立資金的籌募，均給予實質的

輔導與協助。 

    智庫性質部分，朱志宏主張智庫為「進行公共政策研究分析之非營利組

織」。而智庫與諮詢顧問公司之最大差異，即為其非營利之特性。由於智庫不以

營利做為營運目標，故其以出版品、政府補助、個人捐款、企業委託等收入做為

主要經費來源的管道(朱志宏，1999 : 1-2 高麗秋，2011：27-28)。戴肇洋指稱智庫

於研究分析過程中，應重視學術與實務之綜合性討論，並以其專業之知識、技能

與精神，塑造組織公信力；而於社會層面，智庫則應扮演公眾、民間團體、行政

與立法部門之間橋樑的角色；此外，戴肇洋認為智庫應屬「非營利公益性」的公

共政策產業，且具備長期規劃政策議題的能力；且智庫之組織理念應以「公共精

神」為依歸，促進社會與政府針對政策議題進行有效之溝通與討論，使政策之制

定能符合公民需求，從而有效協助政府解決政策上的問題(戴肇洋, 2010: 1-3)。上

述兩位學者均以「非營利性組織」定義智庫；實質上，我國智庫資金來源與美國

智庫可從民間社會與私人企業，獲得龐大資金贊助的情況不同。由於持續性的經

濟不景氣，2000 年以後我國智庫從市民社會中所能獲得的支助相當稀少(郭嘉玲，

2003：187-189；吳宗翰，2010：22)。基此，致使大部分的智庫主要收入來自基金

孳息外，必須仰賴政府的專案研析計畫或補助，或是積極尋求特定政黨、企業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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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團體的企劃合作案，方可維持智庫的持續運作。於此同時，智庫囿於現實資

金需求所的權宜措施，亦將進一步降低智庫學術機構「獨立性」之超然地位。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國內學者對於智庫機構所做的定義，可明確歸納出對政

府或決策者所關注的公共政策議題，具備跨學科、專業的研析能力，且扮演政策

建言與諮詢之非營利研究組織。惟與國外智庫學者所做的智庫機構界定相較，實

存獨立於政府、政黨及利益團體之外，具「獨立性」、「公共精神」以及「政策

制訂影響力」等重要精神之差異。詳究其原因，係與我國社會風俗民情有關，實

際上一般民眾主動捐助公共政策研究機構的風氣尚未形成，普遍受制於財務壓力

的智庫學術機構，因無法有效、定期地募集智庫正常運作所需的資金。基此，如

何快速且有效改善此一窘境，即造成智庫亟欲成為政府或利益團體研究企劃委託

機構的必然趨勢。然而，由於智庫間相互競爭研究補助的緣故，為獲得相關單位

的青睞，勢必迎合委託機關的政策需求或立場，故智庫運作之獨立、自主性亦將

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此外，我國政治環境與國外的政治運作機制不同，國外智

庫除強調其獨立性外，針對其政策研究對政府或決策者的政策影響程度，亦為渠

評斷智庫專業性的重要指標。原因係智庫學者藉由展現其公共政策的專業知識與

職能，有機會被延攬成為內閣行政部門的官員，進入政府決策的重要核心，進而

影響政府公共政策的擬定。 

    此外，國內學者定義智庫為具備專業公共政策研究能力之研究機構，就本質

而言與國外研究學者的定義概同。然而，國外智庫除強調對政策的學術研究與分

析外，亦關注智庫應具備「公共精神」之特性，扮演促進知識傳播者與資訊提供

者的角色，鼓勵公眾社會與政策決策者相互間之議題研究與辯論，致使智庫成為

學術機構與政策制定者之間，及公民社會與國家之間，亦即知識與權力之間的橋

樑，促進政府與公民社會之間對議題的理解，以及民眾對政府決策形成階段，擴

大參與的機會與熱忱，益於縮小民眾與政策決策者間的誤解與矛盾，助於建立共

識提升政府整體施政效能之目標。 

 

表 2-1-2：國內智庫定義表 

研究學者         智   庫   定   義 

林碧炤(1993) 對特定公共議題從事研究，並提出預警、趨勢發展及策略建議，便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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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單位參考與應處。 

詹明瑛(1994) 秉持「專業」、「中立」、「自由」的態度進行政策研究之機構，並

以自由批判的精神對決策者提供政策建言。 

吳 定(1998) 可能為官方、半官方及民間機構等組織型態，提供政策分析、建言諮

詢並實際參與政策制定過程之研究機構。 

朱志宏(1999) 針對公共政策進行分析研究，並提供政策建言諮詢之非營利研究組

織。 

曾秉弘(1999) 針對政策問題從事「跨學科整合」研究且試圖影響「公共政策」的

「獨立性非營利組織」。 

杜承嶸(1999) 提供制定政策時所需的「知識」及「資訊」，且於政治過程中扮演政

策諮詢及建言角色之研究機構。 

戴肇洋(2010) 非營利公益性且具備中長期公共政策、社會議題之分析能力的研究機

構。 

吳宗翰(2010) 設立於政府、政黨、學校等組織正式體制之外的專業非營利公共政策

研究、建言機構。 

高麗秋(2011) 獨立於政府、學校及社會利益團體以外，對跨學科領域具專業公共政

策研究能力之研究機構。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第二節 智庫類型與運作模式	

    藉由上一節針對智庫定義之文獻資料分析，我們可以得知無論是國內外學

者，對於智庫機構所做之定義，會隨著研究者及智庫所處之社會環境、文化背景

與地域而有所改變，均存在全般概念上不足與爭議之處。然而，相關的狀況同樣

出現在智庫的類型分別上。對此，本論文欲透過文獻資料的蒐集與歸納，針對智

庫相關組織運作機制、資金來源管道、研究議題設定、策略發展定位等主要面

向，予以類型分類與區別，讓讀者能更直接地認識智庫的組織特質、工作範圍與

分類型態，便於對智庫建立更為清晰的分析架構。然而，智庫的分類模式與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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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義相同，至今仍缺乏明確且為民眾所接受的標準規範，亦造成智庫研究者長

期的困擾(曾秉弘，1999：21-22；郭嘉玲，2003：66；高宗翰，2010：27)。 

    在歷經近二百年的發展，國際各智庫研究機構已發展成許多不同的組織類

型，且運作機制與功能亦存在諸多差異，各智庫亟欲藉由優質的運作機制及人才

招聘，呈現對政策研究高度客觀和完整的學術標準，並冀望從眾多智庫學術機構

當中脫穎而出。此外，為彌合定義智庫概念的問題，於考量智庫所處政治制度和

公民社會間之差異，研究學者業已發展出智庫的類型研究 (McGann, 2019: 12)。然

而，隨著時間與科技技術的不斷推演，亦衍生政經環境改變等諸多公共政策議

題，進而推動智庫研究機構朝向專業化，與功能區分多元化的發展趨勢。基此，

當前除面臨智庫的概念界定無法獲得確定外，隨著智庫機構運作機制及多元化發

展趨勢，勢將增加智庫機構類型區分的困難度。有鑑於智庫機構在學術分類上的

困境，筆者即針對國內、外智庫相關類型與功能資料，進行文獻資料的歸納與分

析，讓讀者能夠更清楚的瞭解，當代智庫機構的類型與發展脈絡。 

 

壹、國外智庫的類型	

        在智庫類型的文獻資料中，最常被引用與論述的資料，即為時任布魯金斯研

究所資深研究員的Weaver R. Kent ，於 1989年所發表的”The Changing World of 

Think Tanks“智庫研究專文。Weaver 依據智庫的工作性質、營運收入來源、組織

型態，將智庫區分為「無學生之大學」、「契約研究組織」、「倡議型智庫」等

三種類型(Weaver，1989 : 564-568；曾秉宏，1999 : 22-23；杜承嶸，1999 : 13-14；

郭嘉玲，2003 : 11-12；吳光蔚，2005 : 20；吳宗翰，2010 : 29-32；高麗秋，

2011:36)，相關特質分述如後： 

 

    一、無學生之大學(University without students)： 

        智庫歷經多年的發展，即以「無學生之大學」、「非營利的政府契約研究機

構」為其主要類型。而「無學生之大學」類型，在美國則有布魯金斯研究所、美

國企業研究所等機構為代表。「無學生之大學」類型，以人數眾多的專業研究人

員、為數可觀的出版作品，為其一大特色；相較於一般的大學，「無學生之大

學」類型的智庫，大量地(heavy)倚賴學者的研究，並以具分量的長篇書籍(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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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gth studies)做為其主要的研究產物。而此種類型的智庫，其主要資金綜合來自於

企業捐獻、個人捐款、基金等私部門的資金收入，該研究機構經常涉及具體的立

法提案，且議題設定上，旨在長期關注於改變領導精英的意見(Weaver, 1989: 564-

568; 吳宗翰, 2010: 29-32)。 

       「無學生之大學」類型的智庫與一般大學機構不同，該類型的智庫機構相較於

一般大學的教學機構，針對「實質性公共政策議題」(substantive policy issues)進行

研究，由於報酬的激勵驅使更多的動機(incentives)，向政策決策者提出相關政策建

議。此外，與「無學生之大學」類型的智庫相比，大學研究人員與政策研究人員

接觸的可能性較小，且在機構研究目標的設置上，「無學生之大學」類型大多將

研究目的，置於「提供政策建言」的基礎上，與傾向進行學術研究的大學機關不

同。此外，該類型的智庫機構在承接政策研究計畫的數量上，亦較一般大學的教

學機構來的多，且研究的成果可能以書籍和專著呈現，而不是在評審學術期刊上

的文章(Weaver，1989 : 564-568；吳宗翰，2010 : 29-32 )。 

        然而，「無學生之大學」類型的智庫，雖然在專業的公共政策研究與建議上

發揮了一定的功能。但是基於「專業學術研究（強調徹底性和客觀性的長篇論

文）」的學術規範，以及「適當的公共建議(通常為篇幅較短的精簡報告)」之間

的政策考量，仍然必須面對存在於兩者之間的「內在張力」(internal tensions)問

題。意即雖然該類型的智庫機構，大多傾向於出版內容專業且篇幅較長的研究論

文，卻因為政策制定者很少有時間，或傾向於閱讀學術界產出的長篇研究所致。

基此，大多數智庫的管理階層即試圖透過修改他們的「產品組合」(product mix)，

符合政策制定者的閱讀需求，以對當前的政策研究與建議產生更大的效益與影響

(Weaver，1989 : 564-568；吳宗翰，2010 : 29-32 )。 

 

二、契約研究組織 (The 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 

        「契約研究組織」的研究內容與資金來源，絕大多數皆來自於承接「特定政

府機構」(specific government agencies)所提供的研究契約。因此，該類型智庫的研

究產物，通常針對特定政府機構委託的研究報告，而非學術研究的書籍或專書。

實際上，「契約研究組織」類型的智庫與特定政府機構的關係非常密切，甚至可

能成為特定委託機關的「特約研究機構」，其中原本由美國空軍所成立的蘭德公

司即為最具代表性的智庫之一。然而，儘管「無學生之大學」與「契約研究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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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兩種類型的智庫之間，存在發展策略、運作機制與營運收入上的差異；但

是，在傾向於僱用眾多擁有博士學位的專業研究員方面，即存在重要的相似之

處。此外，在智庫的政策研究產物部分，「契約研究組織」較傾向於出版篇幅較

短的「研究報告」(reports)，而非專業但篇幅過於冗長的學術書籍或專書(books or 

monographs)。此外，在智庫機構服務的對象方面，該類型智庫大多以「特定政府

機構」為主，且除非該研究計畫委託單位同意公開研究內容給社會大眾知曉，否

則對相關研究成果均不對外公布。基此，「契約研究組織」與「無學生之大學」

類型的智庫，在政策研究成果的運用上即存在明顯差異(Weaver，1989 : 564-568；

吳宗翰，2010 : 29-32 )。 

 

        此外，「契約研究組織」在角色扮演上亦存在定位的模糊，原因係該類型智

庫機構往往與特定的政府委託機關，維持穩定的契約合作關係；因此，常被外界

視為與政府的關係密切，另政府機關傾向於重視該類型智庫學者的政策論述，並

視為解決政府與其他部門發生政策爭議時，重要的外界言論(external voices)。此

外，政府機關首長及其所屬監督機構，普遍相信「契約研究組織」研究學者可以

更自由的，對政府的政策擬定提出重要批判。當然，該類型智庫往往面臨遵循政

府委託機關意圖的壓力，特別是高度依賴單一特定機構時，兩者之間由於財務依

賴，存在不可避免的緊張關係。然而，通常這些壓力會被保持其客觀性學術聲

譽，以及研究人員專業學術規範的願望所抵消；因此，「契約研究組織」仍被視

為可自由且具批判性的智庫研究機構，亦即其存在的重要價值與功能(Weaver，

1989 : 564-568；吳宗翰，2010 : 29-32 )。 

 

三、倡議型智庫 (Advocacy Tanks)： 

        「倡議型智庫」係三種類型模組最晚出現的智庫類型，該智庫正如其字面上

之涵義，係將強有力 (strong)的政策、黨派 (partisan)或意識形態傾向 (ideological 

bent)，與積極的推銷技巧(aggressive salesmanship)相結合，並致力於影響當前的政

策研究與辯論，以倡導智庫機構的政策理念為其主要的工作重心，而此類型智庫

中，則以美國傳統基金會最具代表性。此外，「倡議型智庫」慣於將現有的研究

進行合成或修調，而不實施學術性原創研究；且由於擁有特定的政黨傾向、意識

形態，或與特定利益團體、組織存在密切關係；因此，擁有「接近政策制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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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ssibility to policymaker) 的方便管道，亦為 「倡議型智 庫 」 的 重 要特點

(Weaver，1989 : 564-568；吳宗翰，2010 : 29-32 )。 

    實質上，「倡議型智庫」在政策的專業學術領域，以及致力於影響政策擬定

的論述上，仍將遭遇一定程度的困難。原因係該類型智庫的政策觀點，大多與特

定政黨立場或是意識形態傾向有關；因此，該類型智庫的政策走向與評判，經常

給予外界僵化(rigid)和可預測(predictable)的刻板印象；造成「倡議型智庫」研究機

構有時面臨被「忽略」(ignored)或是「輕視」(discounted)的尷尬景況(Weaver，

1989 : 564-568；吳宗翰，2010 : 29-32 )。 

 

    綜上所述，Weaver 的智庫分類方式雖為多數學者所引用，卻仍實存分類界定

模糊的情況(曾秉弘，1999：21；郭嘉玲，2003：64、66；吳宗翰，2010 : 31)。例

如，許多智庫可能同時具備一種以上的分類性質，亦即某些智庫可能同時具備倡

導及學術研究的特質，或是「無學生之大學」有時也可能會接受政府的契約委託

(James McGann & Kent Weaver, 2000：8；吳宗翰，2010 : 31)。學者Weiss 亦指出該

分類模式的另一爭議之處，即附設在大學的政策研究機構及利益團體等組織，並

不能被視為智庫研究機構。原因係大學附設的政策研究機構，大多以專業學術研

究為主要考量，而其中的政策研究亦多涉及公共政策的辯論與建言，必然面對存

在兩者之間的「內在張力」衝擊。這類型的研究機構在政策的研究過程當中，大

多僅扮演「學術研究機構」的角色，而非積極的政策建言者。基此，就其機構性

質與運作機制而言實存差異。另有關政策諮詢與利益團體等組織，雖然在某些性

質上與智庫機構相似，然由於政策諮詢機構的種類繁多，難以歸納出統一的分類

標準，且利益團體對於公共政策的主張，亦多傾向於符合自身的利益為考量，實

缺乏公正與客觀的政策論述基礎，故 Weiss 認為相關組織皆不應被視為智庫機構

(Weiss, 1992：xi-xiv；郭嘉玲，2003：66-67；吳宗翰，2010 : 32)。 

 

     針對智庫機構性質界定與組織分類概念模糊的問題，James McGann & Kent 

Weaver 於 2000 年出版《Think Tanks & Civil Societies : Catalysts for Ideas and 

Action》專書，將智庫機構的分類修訂為四種模式；分別為「學術研究型智

庫」、「契約研究型智庫」、「倡議型智庫」、「政黨智庫」等四種類型，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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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庫的組織定義與運作特性，分述如後( McGann & Weaver，2000：6-9；郭嘉玲，

2003：60-63；吳宗翰，2010 : 32-34)： 

一、學術研究型智庫(Academic Research Think Tank)： 

        該類型的智庫機構在研究人員召募上，傾向於從聲望極高(prestigious)的大

學，招聘具有博士學位及堅實學術研究資格的研究員，並強調以嚴格的社會科學

研究方式，致力於形塑智庫機構專業、中立與可信的形象。然而，由於「學術研

究型智庫」的收入，來自各類型的基金會、私人企業以及利益團體的捐贈。過去

該類型智庫的研究政策與議題，大多由智庫內部採取「由下往上」(bottom-up)的

方式決定。近期「資金捐助者」逐漸扮演起積極的作為，意圖主導政策議題的擬

定，增強其扮演主導議題的重要角色。因此，亦間接影響該類型智庫學術研究之

中立性。此外，「學術研究型智庫」多數研究成果均以專書或期刊方式呈現 

(McGann & Weaver，2000：6-9；郭嘉玲，2003：60-63；吳宗翰，2010 : 32-34)。 

二、契約研究型智庫 (Contract Research Think Tank)： 

        此類型智庫與「學術研究型智庫」相同，亦傾向於從聲望極高(prestigious)的

大學，招聘具有博士學位及堅實學術研究資格的研究員，為其重要的強調以嚴格

的社會科學研究方式，致力於形塑智庫機構專業、中立與可信的研究智庫形象。

然而，由於「契約研究型智庫」的收入來源，係以政府機關的契約委託為主要的

資金管道；因此，相關政策議題的設定，皆以政府委託機關的需求為主要考量。

此外，由於委託機關擁有是否公開其研究成果的同意權，因此，其研究成果大多

數為非公開的專案研究報告，而不同於「學術研究型智庫」可公開傳播的專書或

期刊方式呈現，兩者在性質上仍存在差異 (McGann & Weaver，2000：6-9；郭嘉

玲，2003：60-63；吳宗翰，2010 : 32-34)。 

三、倡議型智庫 (Advocacy Tanks)： 

    此類型的智庫通常處於維持其一貫主張的「獨立性」，卻仍與特定意識形態

或利益團體之觀點，維持密切的「連結」(linked)關係。此外，「倡議型智庫」並

不主張在公共政策議題上，扮演研提最佳政策的研究機構。反之，視政策制定過

程為一場意識形態、政治理念的戰爭(the war of ideas)，其組織任務與目標則是在

這場戰爭中獲取最大的勝利。由於這類型智庫性質，與主張「不具利益傾向」的

傳統智庫機構不同，其研究員的背景亦較不同於上述兩種類型智庫，強調來自知

名大學具堅實學術研究背景，反而更常招聘來自政府、政黨及利益團體的幕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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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基此，其研究產物係以短篇的文件報告，取代學術性強、分量厚重的專書

論文，而其組織運作所需的資金來源，亦大多來自關係密切之機構(McGann & 

Weaver，2000 : 6-9；郭嘉玲，2003 : 60-63；吳宗翰，2010 : 32-34 )。 

四、政黨型智庫 (Political Party Think Tank)： 

    該類型智庫的組織成員，多數來自於執政(或前朝)的政府官員、政治人物、

政黨黨員。而此類型智庫的議題設定，亦多半依據政黨之需求而做調整、變化。

這類型的智庫於西歐十分普遍，尤其在德國特別盛行。然而，「政黨型智庫」因

「附屬於」(affiliation)特定的政黨，且多半為特定政黨所運用，故其「組織獨立

性」、「研究中立性」容易備受質疑。因而當該所屬政黨不再處於權力核心時，

則必然影響「政黨型智庫」的發展與運作(McGann & Weaver，2000 : 6-9；郭嘉

玲，2003 : 60-63；吳宗翰，2010 : 32-34 )。 

    由於上述四種智庫類型的分類說明，仍不免造成一些類似的機構與智庫發生

重疊的現象。因此，McGann 與 Weaver 將這些相似的機構以『組織族群』 

(Organizational siblings)的方式加以說明，藉以釐清可能產生模糊地帶的界定問

題。『組織族群』係指運作型態、工作內容類似於智庫，但本質上仍與智庫存在

差異；而造成其無法歸類為智庫的原因，則來自於「議題設定」、「資金收

入」、「組織成員」等議題，分述如後(McGann & Weaver，2000 : 8-11；郭嘉玲，

2003 : 10、64；吳宗翰，2010 :34-35) ：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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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為學術研究機關。因此，為其組織族群的一員。然而，McGann 與

Weaver 認為，「智庫」根據定義應屬「獨立機構」，須獨立於大學體制之外，亦

不應附屬於政府組織內。基此，「學術研究型智庫」除獨立於大學、政府機關之

外，於運作上亦擁有較多的「資金來源」、「人員招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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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應被

歸類為「學術研究型智庫」，而是「學術研究型智庫」的組織族群(McGann & 

Weaver，2000 : 8-11；郭嘉玲，2003 : 64；吳宗翰，2010 : 34-35)。 

二、「契約研究型智庫」的組織族群： 

        政策諮詢公司及政府成立的暫時性調查委員會，由於在工作性質上均涉及承

接政府或利益團體之企劃委託；因此，與「契約研究型智庫」的性質較為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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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智庫」根據其定義必須為非營利的機構，且為一常態設置的研究機構，

且必須具備滿足政府政策長期研究的需求與能力。基此，營利的政策諮詢公司與

政府成立的臨時調查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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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類為「契約研究型智庫」的組織族群(McGann & 

Weaver，2000 : 8-11；郭嘉玲，2003 :64；吳宗翰，2010 : 34-35)。 

三、「倡議型智庫」的組織族群： 

    「倡議型智庫」與利益團體兩者，皆具倡導該組織理念，並試圖使政策決策

者，接受其意識形態或政治價值的相同作法。同時，在某些利益團體組織內亦設

有研究機構；因此，其工作性質與該類型的智庫機構容易造成混淆。然而，「倡

議型智庫」主要工作置於公共政策的議題研究，並透過宣傳與推銷的方式，倡導

其組織的研究成果。與利益團體等組織將重心置於舉辦集會遊行、遊說等活動，

在機構運作型態與工作性質上，實存明顯差異。此外，該類型智庫相較於利益團

體、非官方公益組織，兩者最大區別在於「倡議型智庫」為「非營利」的免稅組

織。該類型智庫將較多的資源，應用於政策、議題的研究，較重視「客觀性要

求」、「執行委託企劃的完整標準」、「發表研究成果」等面向。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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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cGann & Weaver，2000 : 8-11；郭嘉玲，2003 : 64；吳宗翰，2010 : 34-35)。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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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eaver，2000 : 8-11；郭嘉玲，2003 : 64；

吳宗翰，2010 : 34-35)。 

        學者Winand Gellner 於 The Politics of Policy, “Political Think Tanks and Their 

Markets in the US-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專文，將智庫區分為「純粹型智庫」

(True Think Tank)、「政治型智庫」(Political Think Tank)兩種類型。「純粹型智

庫」係指研究人員無需負責大學的課程教學，或一般行政業務工作，其主要任務

即在特定時限內依其選擇之議題，從事公共政策相關研究。由於該類型智庫較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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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有議題選擇的自主權，故通常於政策制定過程中，扮演提供建言、諮詢的角

色。而「政治型智庫」雖與「純粹型智庫」相同，亦提供政策之建議與諮詢。惟

「政治型智庫」將重心置於政治理念、研究成果的宣傳，且試圖透過政治決策過

程中的密切關注，增加其組織對政策的影響力(Gellner，1995 : 497-510；曾秉弘，

1999 ; 21；杜承嶸，1999 : 14-15；吳宗翰，2010 :36；高麗秋，2011：35-36)。 

 

貳、國內智庫的類型	

    學者林碧炤發表《開放社會與現代智庫》專刊中，依據智庫的功能與角色，

區分為「以研究為導向的機構」、「以影響政府決策為主的研究機構」、「以接

受委託研究、從事公共關係和諮詢服務工作為主的研究機構」、「附屬於政黨、

民間企業或團體的研究機構」等四種類型。並摘要說明「以研究為導向的機構」

即為「無學生之大學」；「以影響政府決策為主的研究機構」其機構的工作重

點，即為影響政策決策者對重大公共政策之態度；「以接受委託研究、從事公共

關係和諮詢服務工作為主的研究機構」則機構本身並無基本的理念或意識型態，

常以公司的型態出現，主要接受委託研究、從事公共政策建言與諮詢為其工作內

容；「附屬於政黨、民間企業或團體的研究機構」係指接受上級指示，針對特定

議題進行研究、資料蒐集，以供相關人士進行決策談判、政策制定、國會答詢等

時機運用 (林碧炤, 1993: 1-10)。 

        孫繼中則於《淺談智庫》中，將智庫區分「研究為導向的機構」；「以接受

委託研究為主的研究機構」；「倡導型智庫」；「附屬於政黨、民間企業或團體

的研究機構」等四種類型。其中「研究為導向的機構」又稱為「沒有學生的大

學」，該機構可能隸屬於大學或獨立運作，以美國布魯金斯研究所、胡佛研究所

為代表，其經費主要來自私人企業及個人捐款，而出版作品則多以長篇報告、專

書為主，強調較著眼於長遠考量之研究成果。「以接受委託研究為主的研究機

構」又稱為「政府契約的研究組織」，如美國蘭德公司。此類型智庫對於政府委

託之企劃案通常不主動公開，且報告亦以摘要性研究為主。「倡導型智庫」係以

影響政府決策為目標的研究機構，此類智庫通常具有強烈的政治傾向，及政黨意

識形態，其研究產物則以簡短的政治評論為主。「附屬於政黨、民間企業或團體

的研究機構」為特定團體所設立的研究單位。由於其資金來自於上述團體，故其



 

29 

工作內容即針對其需求，對特殊議題進行研究與資料蒐整，通常以暫時性任務型

編組或常設性機構形態運作 (孫繼中, 2001: 21-22)。 

        古明章於《智庫功能與綠營發展》專文中，認為我國民間智庫概可區分「黨

政型智庫」、「學者型智庫」、「專業型智庫」、「運動型智庫」、「媒體型智

庫」等五種類型。「黨政型智庫」因與政黨、派系關係匪淺，故此類型智庫經費

通常較為充足，其研究雖具專業水準，不過卻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學者型智

庫」其組織管理階層通常為學者出身，且多以建立政策研究及培養後進，為智庫

發展的主要目標。「專業型智庫」則為從事公共政策研究、提供政策建言諮詢之

專業研究機構。「運動型智庫」的主要在舉辦活動宣揚台獨理念，成員雖有所重

疊，但組織行動力極為旺盛，透過宣傳與活動動員，以獲得更多理念相同群眾的

支持。古明章認為「媒體型智庫」亦屬另類的綠營智庫，具有向民眾宣傳其政治

理念的優勢，且不怕主流媒體打壓值得予以深根發展 (古明章, 2009: 28-31)。 

    國內碩博士論文部分，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碩士杜承嶸，依組成型態、

工作特性，將我國智庫區分為:「政府機構內部單位」、「學術研究機構型」、

「基金會型」、「政黨內部的研究單位」等四種類型。「政府機構內部單位」即

所謂「官方智庫」，運用科學方法進行政策的研究，並提供政府具前瞻性之政策

建言，對實務上公共政策制定具有實質影響。例如設置於行政院下的「研究發展

考核委員會」。「學術研究機構型」為典型的智庫組成型態，此種類型的智庫主

張以「公正」、「客觀」的組織精神，從事公共政策的研究。我國則以「中華經

濟研究院」、「台灣經濟研究院」等為此類型智庫之代表。「基金會型」指的是

以基金會型式運作的類型。例如「二十一世紀基金會」、「民主基金會」等機

構。「政黨內部的研究單位」係設置於政黨內部的專屬研究組織，該類型智庫因

受政黨強烈意識形態的影響，不僅無法擁有完整的「研究自主權」，其「組織中

立性」亦不如其他類型智庫的超然獨立性。隸屬於國民黨的「中央委員會政策研

究工作會」即為一例(杜承嶸，1999 : 60-69；高麗秋，2011：45-46)。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碩士郭嘉玲利用 McGann 與 Weaver 之分類標準，將

智庫劃分為:「學術型智庫」、「政黨型智庫」、「倡導型智庫」等三種類型。

「學術型智庫」以研究公共政策並提供政策建言、諮詢為主，是台灣早期智庫發

展的主要類型。這些智庫的運作經費多來自基金、企業及個人捐款，或承接政府

委託研究，故介於 McGann 與 Weaver 分類中的「學術研究型智庫」與「委託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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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型智庫」。例如「政大國關中心」、「中華經濟研究院」等智庫。「政黨型智

庫」其組織成員多屬政治人物、政務官、(卸任)部會首長，擁有豐富的行政經

驗，可對政府提供具參考價值的政策建議，與規劃有效的監督機制，故有「影子

內閣」之稱，此類型智庫以設立於國民黨「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為代表。而國

內的「倡導型智庫」則多以「論壇式」的機構型態運作，維持其組織運作與影響

政府的政策制訂模式。該類型機構通常沒有專職研究人員，而是依靠「精神領

袖」凝聚向心力，且經由舉辦活動、座談會等形式維持其機構能見度。該類型智

庫則以「台灣智庫」、「群策會」、「國家政策研究院」為代表(郭嘉玲，2003 : 

148-149；高麗秋，2011：45-46)。 

    綜上小結，國內(外)學者依各類型智庫的組織特性與運作模式，意圖對各類

型智庫予以學術研究上之分類。然而，正如同 McGann 和 Weaver 兩位學者所

言，智庫定義會隨著研究者及智庫所處環境、地域有所改變。另就文獻資料所呈

現的智庫類型區別，亦造成分類界定上出現描述模糊，且缺乏共識與標準化的現

象。然而，筆者就文獻資料歸納與分析的成果，就相關智庫類型的特點予以敘

明；國外智庫方面：美國研究學者依據智庫的研究目標，係以「政策研究」為核

心，定義其為「公共政策研究機構」，且在具備長期與前瞻未來導向的政策研究

特質。秉持公正、獨立、自由的研究精神，從事計畫的資料研析與政策制定，扮

演政府(政黨或利益團體)政策監督，提供施政建議、諮詢，成為公共政策效能促

進者的重要角色。因此，基於智庫組織特性與運作模式，概分「學術研究型智

庫」、「契約研究型智庫」、「倡議型智庫」，「政黨型智庫」等四種類型。然

而，為避免類似的研究機構與智庫發生分類重疊的狀況，McGann 與 Weaver 兩位

學者特將這些相似的機構以『組織族群』 (organizational siblings)的方式加以說

明，藉以釐清可能產生模糊地帶的界定問題；基此，藉由再次強調智庫機構所應

具備「獨立機構」、「非營利組織」，及維持一定程度的「運作獨立性」、「研

究自主性」等特定功能與性質，實有助於後續研究人員對智庫類型的界定。 

    此外，就國內智庫類型區別而言，相較於歐美等發展歷程較早的國家，我國

智庫發展尚處於啟蒙發展階段，無論就機構的數量、發展規模、研究範疇與政策

影響程度，實無法與之相提並論。依據目前國內智庫的發展情況，概可區分「學

術型智庫」、「政黨型智庫」、「倡導型智庫」、「基金會型智庫」、「運動型

智庫」、「媒體型智庫」等六種類型。相較與美國智庫發展現況，美國民眾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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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智庫對於公共政策所做的貢獻，且資金來源涵蓋政府預算補助、民間企業贊

助、個人捐贈等多元管道，實有助於創造智庫發展的環境；反觀我國社會發展，

因缺乏類似美國對智庫機構的支持風氣，形成國內智庫資金籌措不易的窘境，對

國內智庫機構的經營者而言，廣拓預算來源成為維持組織正常運作最為重要的工

作，此為國內智庫類型眾多的主要原因。此外，國內智庫由於受當時解嚴政治環

境的影響，多數公共政策研究組織與政府部門或政治人物，與政府、政黨機器之

間實存相當程度的依存關係。因此，普遍具有強烈的政治傾向及政黨的立場、意

識形態，形成「運動型智庫」、「媒體型智庫」等以選舉造勢、宣揚政治理念為

主要運作核心的智庫類型，實與國外智庫強調公共政策研究、獨立性之智庫特質

存在極大差異。 

 

第三節	智庫發展現況與影響因素	

在當代新興資訊科技開發與廣泛運用的推波助瀾，已為全球各類型智庫的專

業與多元化發展挹注嶄新動能，使之成為全球化發展不可抵擋的發展趨勢。基

此，智庫扮演了諸多角色，它們既可向政策制定者提供訊息，為社會輿論建構框

架，甚至直接參與政府的組織運作，已對當前國家的經濟及社會發展，甚至囊括

內政、國防、外交等重要國家施政決策，提供重要的專業資訊諮詢與政策影響

(Alek, 2016: 3)。 

然而，因應資訊網路技術的快速變革，及全球化、專業化的發展趨勢，智庫

研究的主軸已從單純的軍事、外交面向，朝多元化公民政策領域拓展，智庫專業

分工多樣化與競爭之壓力可想而知。此外，如何在眾多智庫的競爭下脫穎而出，

突顯對政府重要政策的影響程度，成功扮演專業資訊提供與公共政策倡議的角

色，必為智庫機構發展策略之重要考量。當前各國智庫仍面臨全球經濟復甦緩

解、政府預算縮減、資金來源管道困難、競爭對手劇增等不利因素，智庫如何在

競爭日趨激烈的環境下，維持渠超然的「獨立性」、「可靠性」與「政策影響

力」，實為當代智庫發展所需面對之挑戰與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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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當代智庫的發展現況	

    智庫歷經一個世紀的蓬勃發展，業已成為當代各國重要政策倡議與制定的重

要學術研究機構，持續在國際政治、經濟、國防、社會發展等諸多領域發揮重要

的影響力。藉由文獻資料的研析發現，作為一種組織運作的模式，智庫已發展成

各類專業的研究類型； 

一、智庫的發展類型： 

    參據 James McGann 教授 2019 年所公布的全球智庫調查報告(2018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智庫研究機構可以是常設機構，而非特設委員會所組

成的附屬或獨立機構。該研究機構通常扮演學術界和決策團體，以及政府與公民

社會之間的橋樑，且依據渠招聘模式、營運方式，以及對研究的客觀性和完整性

的追求，均使其展現特殊的組織形式，概可區分為「獨立智庫」(Autonomous and 

Independence) 、 「準獨 立 智 庫 」 (Quasi Independence) 、 「 政 府附屬單位」

(Government Affiliated)、「準政府智庫」(Quasi Governmental)、大學附屬智庫」

(University Affiliated)、「政黨附屬智庫」(Political Party Affiliated)、「企業附屬智

庫」(Corporate (for profit))等七大類型。此外，依據渠研究領域概可劃分為透明及

良善治理、國防及國家安全、國內經濟政策、教育政策、水及糧食安全政策、環

境政策、外交政策及國際事務、國內健康政策、全球健康政策、國際發展、全球

經濟政策、科學技術、社會政策等類型。另根據渠在特殊領域獲得的卓越成就，

計區分為最佳倡議運動、最佳營利、最佳國際合作、最佳網絡、最佳管理等近 20

種類型智庫 (McGann, 2019: 46-52)。 

二、全球智庫的分布狀況： 

    依據 2019 年公布的全球智庫調查報告，全球共有 8,248 所智庫(McGann, 

2019)。依數據統計將近 60%的智庫集中在北美與歐洲地區，其中歐洲為 2,219

所，北美為 2,058 所。美國仍然是全球擁有智庫最多的國家，共計有 1,872 所，與

1980 年相較已增加一倍以上，其中 25%位於華盛頓特區。此外，比較於過去 10

年 (2009-2018) 間全球智庫總數，已從 6,305 擴增至 8,248 所，增加的比例幾乎佔

總數的 23%，其中以亞洲地區的增長數據最為明顯，由原先的 1,183 提增至 1,829

所(增加 646 所)，智庫統計數據如附表 2-3-1。此外，以智庫研究機構的發展類型

分析，大學及政府附屬或資助的智庫組織，仍然是相關地區主要的發展類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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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同時，智庫在現代資訊科技的推波助瀾下，呈現多元化發展趨勢，例如獨立智

庫、政黨附屬智庫以及企業附屬智庫等類型，亦展現持續增長態勢。 

表 2-3-1：2009-2018 年全球智庫分布情況 

   2009-2018 年全球智庫分布情況 

年度 全球 北美 歐洲 亞洲 中南美洲 非洲 大洋洲 中東 

2009 6305 1912 1750 1183 645 503 39 273 

2010 6480 1913 1757 1200 690 548 39 333 

2011 6545 1912 1795 1198 722 550 39 329 

2012 6603 1919 1836 1194 721 554 40 339 

2013 6826 1984 1818 1201 662 612 38 511 

2014 6681 1989 1822 1106 674 467 39 521 

2015 6853 1995 1866 1238 709 568 72 405 

2016 6853 1995 1866 1238 709 568 72 405 

2017 7814 1972 2044 1623 979 661 55 480 

2018 8248 2058 2219 1829 1023 612  507 

    資料來源：根據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智庫研究中心出版的《2009-2018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筆者自行整理。 

 

        根據 2018 年的統計數據分析，智庫數量排名前十名的國家，依序為美國

(1972)、印度(509)、中國(507)、英國(321)、阿根廷 (227)、德國(218)、俄羅斯

(215)、法國(203)、日本(128)、義大利(114)，智庫統計數據如附表 2-3-2。總體而

言，縱觀過去 10 年，歐美地區智庫數量增加的幅度已漸趨緩和，排名前十名的國

家並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動。尤其中國自 2009 年以來，挾其經濟改革豐沛的預算挹

注，一直維持全球第二的排名；探究其原因與 2014 年，習近平在「中共十八屆三

中全會」昭示，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規劃，以應對複雜多變的國際情勢，

存在重要的關聯。6然而，2018 年卻意外被印度後來居上，退居第三順位，後續發

展仍待觀察；此外，英國、德國、法國等老牌歐洲智庫強國，以及俄羅斯、日

本、加拿大等國，則穩居前十大的智庫排名，惟加拿大繼 2012 年被義大利擠出前

十名之後，2018 年再度被義大利擠出前十大；阿根廷則是南美洲唯一進入前十大

 
6 習近平為何特別強調“新型智庫建設”，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n/2014/1029/c148980-25928251.html，accessed on February 
22.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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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家，且近 10 年來穩居第七名的寶座，具體展現阿根廷政府致力推展智庫發展

的決心與成效。 

表 2-3-2：2009-2018 年智庫數量排名前 10名國家 

2009-2018 年全球智庫數量排名前 10名國家 

年度 1 2 3 4 5 6 7 8 9 10 

2009 美國 中國 英國 印度 德國 法國 阿根廷 俄羅斯 日本 加拿大 

2010 美國 中國 印度 英國 德國 法國 阿根廷 俄羅斯 日本 加拿大 

2011 美國 中國 印度 英國 德國 法國 阿根廷 俄羅斯 日本 加拿大 

2012 美國 中國 英國 印度 德國 法國 阿根廷 俄羅斯 日本 義大利 

2013 美國 中國 英國 印度 德國 法國 阿根廷 俄羅斯 日本 加拿大 

2014 美國 中國 英國 德國 印度 法國 阿根廷 俄羅斯 日本 加拿大 

2015 美國 中國 英國 印度 德國 法國 阿根廷 俄羅斯 日本 加拿大 

2016 美國 中國 英國 印度 德國 法國 阿根廷 俄羅斯 日本 加拿大 

2017 美國 中國 英國 印度 德國 法國 阿根廷 日本 俄羅斯 加拿大 

2018 美國 印度 中國 英國 阿根廷 德國 俄羅斯 法國 日本 義大利 

資料來源：根據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智庫研究中心出版的《2009-2018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筆者自行整理。 

 

貳、智庫發展的影響因素	

    當代受到網路資訊技術的重大變革，終結政府長期壟斷資訊的優勢地位，並

在全球政經情勢的快速變遷下，產生諸如恐怖主義、氣候變遷等各國政府亟須解

決的重大議題，致使政策議題的複雜程度及技術性日益增高，導致公民營機構對

於精確資訊取得及分析需求性大增，促使智庫學術機構迅速應運而生。智庫作為

提供專業資訊與政策建議的學術研究機構，其結構類型、組織運作模式、資金來

源等易受到外在環境的影響而產生改變。從前述智庫的發展歷程可明顯看出，影

響智庫發展的因素，包括政治因素、經濟發展、科技與政策環境等複雜議題，上

述議題除影響智庫的供應及需求，亦連帶推動智庫機構的不斷創新與改造。 

一、政治因素的影響： 

    智庫，係一種為公共政策提供知識與智力服務的機構。因具備影響公共政策

的性質，必然受到政治的直接影響，其涵蓋範圍包括政治體制、政治文化、全球

政治發展趨勢等因素。以美國為例，其政治體制係採取政黨輪替，及政府實行立

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的制度，為智庫的發展提供多元政策論述與辯證的空

間。政黨為了在競選過程中獲勝，需要專門從事各類政策研究的專業學術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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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其政治主張及社會經濟研擬政策規劃，此舉為智庫的發展提供重要的政治基礎

與資金來源；此外，在三權分立的體制下，總統、國會及聯邦法院，均須提出相

關的政策方案，以鞏固其權力範圍內之治理，故在此背景條件下，亦增加智庫活

動的舞台(金彩虹，黃河, 2016：23)。此外，「政治兩極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的

發展亦為智庫所必須面臨的問題，以美國兩黨政治體制為例，民主、共和兩黨在

兩極化的過程中競爭日趨激烈，致使在立法層面的合作變得愈趨困難，導致美國

政黨政治形成分裂，絲毫無法妥協的兩個陣營，這樣的現象將從華盛頓持續蔓延

全美各地，且這樣的政治環境已對智庫產生影響。基此，研究人員可能會發現，

未來想要提出不帶黨派偏見的政策構想實非容易之事(Alek, 2016：29)。 

二、經濟發展的影響： 

    縱觀智庫的發展歷程，亦為各國經濟蓬勃發展的演進史。智庫的發端源起於

19 世紀英國工業革命時期，亦即當時世界經濟開始進入快速發展的年代，隨著經

濟的發展除可促進對智庫的需求外，經濟發展所帶來的豐碩成果，亦為智庫發展

奠定重要的基礎；隨後歷經兩次世界大的啟蒙孕育階段，及超過一個世紀的接續

發展，每一個發展階段都與當時的經濟發展息息相關。時序進入 20 世紀 90 年

代，在資訊數位科技的帶領下，全球經濟發展進入另一個嶄新的成長階段，期間

不僅智庫的數量得到前所未有的增加，相關智庫的組織形式與發展類型，亦呈現

更為多元化的發展趨勢。根據 2018 年的全球統計數據分析，智庫數量排名前十名

的國家，渠整體經濟產能大多為當前經濟與科技發達的先進國家，即是經濟發展

與智庫發展間緊密關聯的明證。此外，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逐步加快，各

國間相互依賴與競爭的趨勢亦加劇烈，智庫在國際合作與交流的特殊作用將得到

充分發揮，從而推進智庫全球化的交流與佈局(金彩虹，黃河, 2016：21)。 

三、科技發展的影響： 

    20 世紀末及 21 世紀初期，受到資訊與科技發展革命性的變革，導致政府長

期壟斷資訊的時代遭到終結；此外，在全球化治理與 NGO 組織的推波助瀾，政

策議題的複雜度及技術性增加，導致公(民)營機構對於資訊迅速取得，以及精確

分析的需求性大增，即為智庫創建數量的成長獲得適切的原因(McGann, 2019：

14)。實質上，科技技術發展對社會經濟的影響是極為廣泛與深刻的，人類歷史多

次突破性的進展，均起源於科技所引發的巨大衝擊，例如 18 世紀英國發明蒸汽

機所帶動的工業革命，即是最佳的例證之一；此外，20 世紀 70 年代之後，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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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電子計算機、太空科技等，標誌著人類已進入資訊化時代，以及 90 年代末

迄今，智慧型手機、AI 人工智慧、網際網路、高速磁浮列車等，新科技革命及嶄

新數位技術的廣泛運用，對智庫的發展亦產生深遠的影響。基此，由於現代資訊

技術的快速發展，可廣泛提供智庫機構的應用方式，提高專業學術研究的深度及

廣度。囿於智庫研究的範疇囊括各項學科與專業，藉由科技發展的推動將有助於

分工的細緻化，及系統化整合綜和研析效能，進而提高智庫國際化合作的機會，

讓政策研析的品質更符合政策制定者的期望(金彩虹，黃河, 2016：26)。 

四、政策環境的影響： 

    當前各類型的組織機構，不論是商業性、政治性，或是非營利性、非政府組

織等機構，渠發展與運作模式，都離不開相關補助措施、稅收政策、捐(募)款政

策等政策環境的制約與影響。以美國為例，政府對智庫研究機構在稅收優惠、捐

款優惠、決策程序等方面的支持，為智庫的發展提供良好的資金資助環境。此

外，美國政府具體展現支持智庫的政策方面，包括智庫可直接接受政府委託的研

究企劃案，或是透過投標方式取得政府的研究計畫，另規定智庫相關的諮詢費用

可納入研究計畫成本外，亦無需課徵所得稅。其次，在稅收政策的優惠方面，依

據美國國內稅收法（Internal Revenue Code, IRC）§501(c)條款規定，概括 29種符合

免稅條件的非營利組織類型，其中明訂智庫可獲得美國稅法的減稅優惠計分為兩

項：(一)對非營利組織獲得的捐款減免稅收，(二)向非營利組織捐贈的機構及個人

均可享受稅收優惠(金彩虹，黃河, 2016：25)。針對上述，政府制定各項智庫優惠

資助措施，即在鼓勵民間企業組織與個人，創造有利智庫研究機構發展的政策環

境，提供智庫在菁英人才招聘、組織發展、行銷拓展策略等方面，具備充足的資

金備援，進而提升智庫發展的競爭力與專業研析能力。 

    綜上小結，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以來，由於美、蘇冷戰結束，國際政治格局

發生巨大的變化，各國政府立即面臨政治生態的驟變與調整壓力，面對國際環境

迅速變遷的影響，驅使智庫執行必要的組織架構及研究領域的調整，開啟智庫組

織變革與政策創新的契機。隨著時序進入 21 世紀，因應資訊網路技術的快速變

革，及全球化、專業化的發展趨勢，智庫研究的主軸已從過去單純的議題研究，

朝多元化政策領域拓展，致使各類型智庫的發展受到諸如政治因素、經濟發展、

科技發展、政策環境等複雜議題的影響。針對該項轉變可以美國蘭德公司作為典

範，最初以研究軍事尖端科技及重大軍事戰略著稱於世，上世紀 70 年代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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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擴展至菁英教育培育政策、資助新興科技研發等方面。迄今，其研究範疇已

涵蓋兒童政策、環境和能源、社會福利、恐怖主義...等 13 個領域。逐漸拓展成為

一個研究政治、軍事、經濟科技、社會等多領域的綜合性智庫。 

    此外，當代智庫亦在科技技術不斷創新的趨勢下，面臨專業程度要求提高、

資助形態改變、競爭對手驟增、網路媒體及社交網站興起、強調對外關係與行銷

策略全球化等諸多困難與挑戰。其中又以補助模式改變，政府預算縮減的影響情

況最為嚴峻，而資金投入的方式不僅引發智庫之間的高度競爭，亦激化智庫獨立

性與影響力的拉扯，從宏觀的角度觀察亦促使智庫更朝向專業化發展的方向邁

進。基此，對於我國甫成立僅 2 年的國防院而言，勢將面臨上述四項因素的影

響；其中智庫運作的資金均仰賴國防部的預算捐助，是否能夠不受政黨輪替及政

府強勢主導的影響，堅持學術研究的超然獨立性，不致淪為政府政策遊說的工

具，實為國防院政策執行者必須審慎思考，以獲致其最大效益的重要挑戰。 

 

叁、我國國防智庫之檢討	

    相較於歐美等先進發達國家智庫的發展歷程，我國智庫研究機構，自上世紀

70 年代「環球經濟社」、「政大國關中心」、「台灣經濟研究院」等智庫，草創

迄今經驗尚淺，整體運作成效與發展環境仍未臻成熟，且國內相關智庫研究資料

亦相對缺乏，故「智庫定義」、「智庫類型」、「智庫數量」等議題，於我國仍

無法有一較為清晰明白之共識(杜承嶸，1999 :3-4、10-12；吳宗翰，2010 : 61)。針

對其「發起人屬性」將智庫區分為「政府智庫」、「政治智庫」、「民間智

庫」；又依「工作型態」將智庫分類為「研究型智庫」、「綜合型智庫」、「活

動型智庫」。基此，依其工作類型區分，我國政治智庫比重最多約為 61%，民間

智庫與政府智庫則各為 22%、17%(吳宗翰，2010 : 70-76)。此外，依據McGann 教

授於 2011 年所發表的《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Index Report》統計資料顯示，我

國 2010 年共有 52 所智庫(2009 年亦為 52 所)，2019 年智庫的數量則為 61所(世

界排名第 25 位)，顯示近 10 年新增智庫數目僅為 9 所，其中包括 2018 年成立的

「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實質上國防院的創立，標誌著我國第一所國家級

「國防智庫」的誕生，實具重要里程碑之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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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久以來，我國國防部門面對區域安全情勢變化、敵情軍事威脅及大國戰略

安全結盟及競逐等重大挑戰，為確保國家生存發展與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均由權

責單位策擬「防衛固守，重層嚇阻」軍事戰略，及指導建軍備戰規劃與國防產業

發展策略，期建立武器裝備自研自製能量，建構可恃的防衛武力。另依據《國防

法》第 31 條規定，頒布《四年期國防總檢討》(QDR)，將總統的國防理念，轉化

為戰略與政策，有系統的闡述未來國防施政的重點與願景勾勒，除滿足全體國人

「知」的權利外，亦有助國際社會對我國國防政策與軍事戰略的瞭解。此外，礙

於我國所處之外交困境，國防部所屬單位不易參與區域軍事交流(演訓)活動與國

際軍事聯盟論壇，故改採與國外具影響力之重要智庫二軌交流平臺，擴展與各國

戰略研究社群之接觸與對話，表達我國積極參與區域安全事務之意願，對維護亞

太和平穩定，願意承擔更多責任，從而爭取國際社會對我國安全的支持。
7
然而，

國防事務經緯萬端，攸關國家發展與人民福祉，且具高度專業性。當前國際情勢

與區域戰略態勢瞬息萬變，倘若國防部僅依賴所屬戰略規劃與整合評估部門之研

析，事涉軍事防衛戰略、國防產業發展、智庫學術交流、全民國防教育等諸多專

業領域，將因專業整合無法面面俱到，面臨一定程度之挑戰與風險。 

    國防部盱衡時勢，自 2010 年成立「國防智庫籌備處」，歷經 8 年的整備與籌

劃，2018 年 5月 1日「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正式掛牌成立。蔡總統於開幕

致詞時揭示，面對嚴峻的國際戰略環境挑戰及國防改革需求，成立國家級的國防

智庫，是捍衛國安的重要里程碑；期勉國防院，要協助政府掌握戰略情勢變化，

廣納戰略研究人才，進而成為與國際交流、互動及合作的平台。8然而，國防院創

立迄今甫滿二年，考量新創初期在菁英人才招聘、資金來源管道、行銷拓展策

略，及組織行政管理與學術研究等方面，仍處運作磨合階段，經驗尚稱不足。因

此，由國防部採年度編列預算全額資助方式，輔助智庫研究人員培育與組織發

展。依據國防院組織架構編組規劃，設立國家安全與決策研究所等 7 個研究所，

及量化分析暨決策推演中心等 8 個研究單位。職司「政策研究」、「戰略溝

通」、「國際交流」、「人才培育」等 4 項核心之學術研析要項，藉由定期出版

 
7 中華民國 106年《四年期國防總檢討》，國防部依《國防法》第 31條規定，自民 98年開始於
每任總統就職後  10個月內提出《四年期國防總檢討》。本報告區分「戰略環境」、「戰略指
導」、「戰力整  建」、「國防改革」、「國防產業」、「護民行動」及「友盟合作」等 7個章
節，闡述國防政策與建軍規劃戰略。 
8 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 - 中華民國總統府，https://www.president.gov.tw › NEWS，accessed on 
Jan. 8th ,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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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期刊、年度區域安全評估報告，爭取國防部及民間機構委託的專案研究

計畫，積極參與國際知名大學、智庫的學術論壇，以及國外大學建教合作等模

式，實質強化專業研究人員的培育訓練及經驗累積，冀望逐步拓展國防院的國際

聲譽與影響力。然而，從實務面觀之，囿於國防院甫成立不久，延攬的研究員一

定比例是剛從國外取得博士學歷者，顯示整體研析能量仍處學習及經驗累積階

段，復加其專業研究員(含助理研究員)編制僅 42 員，與蘭德公司等國際知名國防

智庫相較，仍屬小規模的研究機構，短期內實無法廣泛展開國際交流合作計畫。 

 

肆、美國國防智庫之類別	

    智庫的源起最早可追溯至 1831 年，由當時英國威靈頓公爵(Duke of Wellington)

在英國倫敦成立的皇家三軍聯合研究所(RUSI)，最初旨在從事海戰和軍事理論的

研究。隨著時代的推進，全球歷經兩次世界大戰的衝擊，國際情勢呈現冷戰對峙

的格局，國際政治和區域穩定等安全議題，轉趨複雜多變的情況下，激勵各國智

庫學術研究機構的蓬勃發展。美國防智庫不僅深刻影響美國的國家安全、國防戰

略及軍事戰略，甚至已成為全球國防政策研析與軍事戰略研究的典範。深究其原

因，係國防智庫的重要價值在於它能夠從客觀和科學的觀點，提出具獨立性之政

策論述，對國家國防戰略規劃、軍事戰略制定、作戰行動計畫等政策發揮關鍵性

的效益，期扮演政府與民眾間公共政策教育與溝通的橋樑。 

    智庫作為政府與民間機構之外的政策研究與諮詢機構，具有非政府與非營利

性組織之特性，傳統上美國防智庫對於國防事務的研究與建言，亦刻意堅持彰顯

此一特點。依據 McGann 教授 2019 年公布的全球智庫調查報告，全球頂尖國防

與國家安全 (Top Defense and National Security) 智庫排名，總計 111所，其中美國

上榜的名單包括排名第一的國際戰略研究中心（CSIS）在內的國防智庫計 24

所，其餘大多數排名均在前 50 名(McGann, 2019：109-113)，筆者謹針對其智庫運

作最重要的資金來源與運作類型分述如後： 

    一、聯邦政府資助類型： 

堅持獨立與非營利性之智庫研究機構，除強化自身的組織管理與運作機制

外，如何建立多元管道籌措適足的資金來源，創造永續經營的組織運作模式，實

為智庫運作的重要議題。因此，資金來源計有美國聯邦政府資助的研究及發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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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Federally funde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s, FFRDC)計 42所，其中職司國

防與國家安全事務研究的智庫為蘭德公司 (Rand Corporation)、國防分析中心

(IDA)、海軍研究中心(CNA)，藉以協助國防部門提升國防政策研析之內涵與效

益。9 

    二、爭取政府組織委託計畫類型： 

非營利性智庫為強調其超然之獨立性，其主要資金收入通常來自民間捐助、

研析服務、爭取政府委託計畫等多元管道；具代表性的智庫，係專注於美國軍事

預算分析和戰略評估的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CSBA），年收入大約為 275 至 300

萬美元，其中約 40％的資金來自於國防部淨評估辦公室 (Office of Net Assessment)

的委託企劃案；另專注國防和國家安全政策研究的新美國安全中心（CNAS），

憑藉深厚的軍方背景及精闢的研究成果，雖然成立時間僅 10 年，即迅速成長為

具影響美國外交決策的重要智庫研究機構，甚至被譽為華府最具創新意識的智庫

(李健，馬增軍：2016)。 

    三、依靠鉅額基金挹注類型： 

智庫為穩固其資金來源，確保智庫永續穩定的運作，以基金會型態由政黨或

政府機構提供一筆巨額基金，以確保年度收入足以支持渠核心之專業研究工作；

最具代表性的智庫為布魯金斯研究院（Brookings Institution）、卡內基國際和平基

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Peace）；上述智庫最大的優勢

在於無須擔心年度預算的籌募問題，亦不排斥獲得其他更為多元的資金來源，無

須因等待預算始可從事研究案的困擾，始終保持穩健、自主的研究規劃，從事國

防事務的專業研析作業(金彩虹，黃河, 2016：34)。 

    綜上小結，當我們論及智庫強調之獨立性時，並非表示與政府或民間企業毫

無關聯。相反的，國防智庫與政府或軍方部門始終保持著密切的關係，此處所說

的獨立性，係強調思維模式和研究方法上的獨立性。例如以美國聯邦政府資助的

海軍分析中心(CNA)為例，該智庫主要從事海軍戰略、戰術方面的研究，為確保

思維模式上的獨立性，聘請的研究人員大都是退役軍官和文職人員。運作上除滿

足軍方規定的專案外，該中心將近 25%的年度預算用於自主研究的議題，以常保

其學術研析之創新性。此外，在與軍方的交流和合作方面，蘭德公司自創建之

 
9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ederally_funded_research_and_development_centers, accessed on Jan. 
11th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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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即與國防部保持著緊密關係，甚至由軍方提供專業諮詢，及派遣現役軍官以

國防部研究員（DoD fellows）的身份加入專案研究團隊，這種緊密的合作關係除

確保議題研究的深度，亦提升整體研究成果的實用性(李健，馬增軍：2016)。 

 

伍、國防院的運作現況	

	 	 	國防部因應國際安全情勢的變遷，於 2010 年 3 月 1 日成立「國防智庫籌備

處」，負責籌設業務及發行專業期刊，以培養國防研究及二軌交流先期能量。

2016 年 12 月奉示加速全案籌設規劃，並決議將智庫定名為「財團法人國防安全

研究院」，同時展開組織規劃、研修配套規定、修繕及國會溝通等工作；2018 年

5 月 1 日舉行揭牌開幕典禮，開啟我國防智庫發展的里程碑。國防院設立之宗

旨，係增進國防安全研究與分析能量，提供專業政策資訊與諮詢，拓展國防事務

之交流與合作，進而促進國際戰略溝通與對話；國防院的運作現況分述如後： 

一、組織章程規劃： 

    國防院依《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捐助暨組織章程》第二條規定，該院以

增進國防政策與安全戰略研究，提供專業政策參考與諮詢，拓展國防學術交流與

合作，促進國際戰略溝通與對話為目的；第三條規定，其業務範圍涵蓋國防安全

及軍事發展之研析、國防政策與戰略諮詢、國際戰略對話平台、國內外智庫交流

合作、國防及安全事務人才培育，及國家安全有關之委託研究等事項。 

就其組織架構而言，國防院主管機關為國防部，下轄董事會、國家安全與決

策研究所、國防戰略與政策研究所、中共政軍研究所、非傳統安全與軍事任務研

究所、網路作戰與資訊安全研究所、先進科技與作戰概念研究所、國防資源與產

業研究所、量化分析暨決策推演中心等 8 個研究單位(組織架構圖如表 2-3-3)。職

司強化國防政策、國安戰略、非傳統安全、中共政軍、資訊安全與網路作戰、國

防科技與產業等議題之研究，以有效累積與提升國內有關國防、安全戰略及軍事

發展等專業議題之研析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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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3 「國防安全研究院」組織架構及編制表 
 

「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組織架構及編制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官方網站公開資料；筆者自繪。 

二、組織架構說明： 

    國防院主管機關為國防部，下設董事會(董事長 1 人，董事 7-15 人)及監察人 

2-5 人，均由國防部遴選及聘任；另聘任戰略諮詢委員 9-20 人，由高階退役將

領，以及資深、具學術聲望的學者專家擔綱，皆為無給職。此外，國防院編制專

職人員（含執行長、副執行長、研究人員及行政人員）計 64 員：包括執行長1

人，專責制訂智庫機構發展策略及計畫研究目標，提升智庫學術研析品質與拓展

營運成效，以及 2 名副執行長，協助督導各研究所企劃研究與人員專業訓練工

作，另設置負責行政與財務管理的行政執行長 1 人；各研究所組織架構與任務執

掌，10 摘重分析如後： 

(一)國家安全與決策研究所：因應國際地緣政治、兩岸情勢變化及日趨複雜的各

類型影響國家安全因素，旨在強化國家安全領域之威脅評析與研究。該所專

責執行之研究任務計二項：  

 
10「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官方網站，https://indsr.org.tw/tw/Service/22/，accessed on Jan. 15,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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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從事國家安全相關面向及其決策之研究，研提論文與出版品研究成果，提供

政府決策參考，裨益國家安全與發展。 

2.舉辦相關學術活動，開展與國內外學者及智庫的交流、對話與合作。 

(二)國防戰略與政策研究所：權衡瞬息萬變的國際環境發展情勢，研析與建構與

臺灣有關之軍事與安全威脅，提供政策部門相關安全戰略與防衛政策。此

外，針對東北亞的軍事安全議題，以「中國崛起」所引發的軍事安全威脅為

主軸，參考美國、日本、韓國、東南亞國協與澳洲等國之學術觀點與交流成

果，為臺灣的安全戰略與國防政策勾勒具體可行的方案。 

(三)中共政軍研究所：專職研析中國大陸政治及軍事議題，冀盼承繼並發揚臺灣

在中共政軍研究的優勢及傳統，據以成為國際智庫針對中共議題研究的領航

地位。研究成員包含中國大陸研究專業出身者、大陸事務主管機關歷練者，

以及具有田野調查經驗的外交史學者；持續在理論、實務與方法上尋求突

破，透過年度報告、學術論文及國際交流等形式，厚植臺灣的中共政軍研究

專業能量，為我國防安全提供信實周延的政策建議。 

(四)非傳統安全與軍事任務研究所：鑒於非傳統安全威脅的行為、目標與手段，

呈現多樣性與跨國性，與傳統威脅的行為特徵截然不同。基此，特設置「非

傳統安全與軍事任務研究所」，以肆應國家安全可能面臨的各種挑戰。洞悉

非傳統安全威脅本質之餘，亦就各種非傳統安全威脅，作出相對應的軍事任

務建議，使國軍充分發揮固有心戰、反恐、防災與救援等領域之作業能量，

亦可因應可能的新型態任務需求。該所亦可視議題需要規劃跨部會合作建

議，俾使傳統軍事組織能在非傳統安全範疇發揮加乘戰力。 

(五)網路作戰與資訊安全研究所：體察當代數位科技及網路發展趨勢，將網路作

戰與資訊安全並列為研究核心，不僅創我國首例全球亦屬罕見前瞻。這不僅

凸顯來自對岸高度的網路安全威脅，亦標示我國充分體認，網路與資訊科技

兼具軍民兩用、攻守兼備之特性。因此，該所將結合公私協作與國際鏈結所

獲取的資源與智識，針對資安治理技術規章變動暨網路戰趨勢與應變挑戰，

提供國軍前瞻務實的分析與政策建議，以達「防衛固守、重層嚇阻」之效。 

(六)先進科技與作戰概念研究所：該所係以研究世界國防科技產業、未來創新國

防科技，以及與作戰概念之交流互動為主。希望透過相關議題研究讓國防安

全社群，瞭解最適合臺灣發展的國防工業與產業，進而建立質精、適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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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的國防力量。研究所成員包含中國大陸軍事學者、國防科技與產業專家以

及國防實務工作人員，冀望結合理論與實務，尋求在先進科技與作戰概念的

突破。此外，藉由出版年度評估報告、學術論文及國際交流與合作等方式，

提供相關單位政策建言，促進國防安全。 

(七)國防資源與產業研究所：當前國防政策發展面臨有限的軍事預算、裝備價格

攀升、以及安全威脅來源的多樣性等三大面向。此類威脅已由虛擬網域進入

實體世界，綜合傳統與非傳統安全構成的複合作戰，實增添各國政軍菁英決

策時之挑戰。實際上，無論是製造、資訊業乃至能源產業都具有龐大的能量

支援戰備整備，如何整合產業、資源、以及科技，有效滿足防衛安全的需

求，使軍事投資得以滿足戰力規劃及帶動經濟成長，已成為政府部門重要的

施政重點。基此，有賴政府、產業、以及民間建立共識，共同支持國防事務

的發展，以達成國防自主的戰略願景。 

(八)量化分析暨決策推演中心：量化分析與決策推演中心成立的宗旨在於以數據

分析及推演方法途徑用於我國國防暨安全政策。運用量化數據分析方法，我

們期望能支援政府在區域及國內層級的政策執定與風險評估，本中心並且將

量化技術與數據分析，與本院其它研究單位研究同仁協力合作，具體地了解

亞太安全之動態。推演方法則著重分析關於台灣安全與亞太區域安全環境之

想定，藉由本院同仁的專業知識，模擬推演與台灣安全之相關重要決策。 

三、資金獲得方式： 

    國防院主管機關為國防部，年度主要資金籌獲來源，均由國防部編列補助基

本營運預算支應，參據 108 年度預算書表總金額為 1 億 11,912 千元。11國防院創

立迄今甫滿二年，考量新創初期資金籌措與招募來源管道不足，故由國防部採全

額補助方式，予以輔助智庫研究人員培育與組織發展。冀望藉此增強國防院國防

專業研析能量及組織運作效能，向政府機關與民間組織爭取委託計畫案，朝向具

多元資金募集能力之財團法人智庫方向發展。 

四、督管機制運作： 

    國防部為監督並確保國防院各研究機制正常運作，及智庫研究策略的健全發

展，冀強化對該院各項業務管理的督管機制，俾使各項學術研析與策略之執行，

 
11https://indsr.org.tw/Content/Upload/files/108%E5%B9%B4%E5%BA%A6%E9%A0%90%E7%AE%9
7%E6%9B%B8%E8%A1%A8-final.pdf, accessed on Jan. 12th,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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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成立宗旨與法規要求，特訂定「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監督作業要點」， 

明確律定相關監督編組及業管權責，分述如後： 

(一)指導組：設置召集人 1 人，由軍政部門業管常務次長兼任，其餘委員由        

本部各業管聯參代表兼任。 

(二)監督專業分組： 

1.人事小組：由政務室人事室編成，負責國防院人事制度及法規查核相            

關業務。 

2.法制小組：由法律事務司編成，負責國防院法制作業查核相關業務。 

3.財務小組：由國防部主計室編成 ，視情況得納編其他單位，負責           

國防院財務查核相關業務。 

4.採購小組：由國防採購室編成，負責國防院採購案件查核相關業務。 

5.動產小組：由政務辦公室編成，負責國防院動產查核相關業務。 

6.安全小組：由政治作戰局及資源規劃司編成，政治作戰局負責國防院人員     

進用安全查核及研究計畫涉密等級審認（查）；資源規劃司負責國防院人     

員赴陸及出境管制查核相關業務。 

7.資安小組：由通信電子資訊參謀次長室編成，負責國防院資通安全查核相關

業務。 

 (三)管制組：設置執行秘書 1 人，由整合評估司司長兼任，承召集人之命綜理本

編組事務；整合評估司業管參謀兼辦秘書處監督作業之規劃、研修、諮詢及

審議等。 

五、績效評鑑機制 

    國防部基於監督國防院各研究機制正常運作之責，除依「財團法人國防安全

研究院監督作業要點」，落實監督編組及業管權責之劃分及執行外，亦參考大學

評鑑做法，協助該院執行年度績效目標自我評鑑作業；年度評鑑目標計分國防、

安全軍事發展之研究及出版、國防政策與戰略諮詢及建議、國際對話及溝通網

路、國內外智庫交流及合作、國防及安全事務人才培育及儲備、對國部國防政策

之具體效益及建議參考採納情形等六大項目，相關評鑑目標的達成情形(可測量

指標)及權重比例(%)，分述如後： 

(一)國防、安全軍事發展之研究及出版(18%)：依據工作計畫定期出版「戰略與 

評估」季報、「國防情勢月報」、「國防安全週報」、「國防安全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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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Defense Security Brief」英文期刊等五種綜合性學術與政策研究刊物，期

透過智庫研究學者對區域安全情勢及軍事防衛議題的深刻剖析，藉以具體評

鑑其強化對全球國防、安全事務之研析能力。 

(二)國防政策與戰略諮詢及建議(28%)：依據工作計畫出版「亞太區域安全評估

報告」、「中共政軍發展報告」、「國防科技產業趨勢評估報告」，及執行

國防部責付之專案研究等四類報告，及參與兵棋推演與議題諮詢，國防政策

建議國防部、國會的採納情況等執行成效；藉以評鑑研究員對區域安全情

勢、國防科技產業發展趨勢之掌握與研析能力。 

(三)國際對話及溝通網路(10%)：舉辦國防情勢座談、台北國防安全論壇等國際

學術研討會議，邀請國內外熟稔亞太事務之軍(文)職官員、防務專家學者、

駐外使節，期望藉由二軌交流模式，增進渠對臺海安全情勢及防衛政策之

瞭解，進而評鑑其促進國際學者、官員戰略對話與溝通網路之具體成效。 

(四)國內外智庫交流及合作(14%)：推動年度國外智庫研究機構的學術參訪、交

流案，國內外智庫專案議題研討座談，以及執行其他機關之委託研究案；藉

以對年度計畫性交流合作案，執行實際成效評鑑。 

(五)國防及安全事務人才培育及儲備(20%)：舉辦國外大學研究生建教合作及

軍、文職人員駐點研究，另視研究員赴國內大專院校演講、兼課及執行全

民國防講座，與國外著名智庫互派訪問學者、加入國際重要戰略軍事安全

年會等交流合作案執行成果，評鑑其促進國防全研究人才培的具體成效。 

(六)對國部國防政策之具體效益及建議參考採納情形(10%)：針對國際對話及戰

略網路的建構，及國內外智庫交流合作與人才培育等重要執行指標，評鑑其

研究建議影響國防政策制定之效益。 

第三章	研究設計  

第一節	研究流程	

壹、研究流程	

本研究流程係基於研究動機與目的逐步具體呈現，透過概念的形成與研究發

想，進而律定研究的對象與範圍；另藉由文獻資料的蒐集、彙整等步驟，歸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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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訪談的問卷大綱，並透過半結構式訪談與文獻分析的研究方式，分別提出差

異分析與資料整理。最後藉由研究以及訪談的分析，以及研提智庫發展的精進策

略與建議，以下為研究流程圖： 

 

 

 

 

 

 

 

 

 

 

 

 

 

 

 

 

 

 

 

 

 
 

 
圖 3-1-1 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筆者自繪 

結論與建議 

文獻分析及半結構式訪談 

文獻探討及擬訂訪談問卷 

智庫相關文獻彙整 

律定研究範圍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48 

第二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架構係藉由文獻分析及半結構式訪談方式所構建而成，首先透過文

獻探究的方式，檢視全球智庫的種類與發展趨勢，並以整體發展最具規模與成效

的美國為主要研究標的，挑選由政府出資補助的國家級國防智庫。針對「菁英人

才招聘」等八項關鍵議題，進行資料蒐整、歸納作業，並置重點於人力資源管

理、人才招聘制度、薪資俸給等智庫永續發展的核心議題，掌握其組織運作的策

略與優缺點，依其人才培育及績效評鑑的具體作為，獲取智庫成功運作的重要因

素。另針對具規模與代表性的智庫機構，進行半結構式深度訪談，並從訪談內容

當中獲取智庫發展策略與運作現況。最後，考量美國智庫成功運作的條件，與我

國智庫發展的環境與現況進行比較，並依據差異做必要的策略調整與制度修訂，

為未來我國智庫發展，研提具體可行的智庫發展建議。 

圖 3-2-1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筆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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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訪談設計	

壹、預定訪談對象 

本研究係針對美國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國防分析中心(IDA)、海軍研

究中心(CNA)，及我國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INDSR) 等四所同屬政府資助的

智庫類型，挑選曾經負責智庫政策擬訂與實質運作者，評估選定作為深度訪談的

主要對象。另考量訪談對象受訪時機的配合程度，及資料來源的多元與周延性，

仍將非屬上述智庫學者、政策執行人員、國內外學者、立法委員、國軍高階將領

等一併納入，以期能夠更深入的掌握國內外智庫的策略規劃與執行窒礙因素。此

外，為精準掌握國防智庫相關人才資源管理、機構運作策略、跨領域合作，及面

臨之窒礙與挑戰等資訊。由於諸如人員任用制度(「永任制」及「聘期制」所佔的

比例)、薪資待遇基準、年齡及資歷的比例，及行銷策略與跨領域合作等資訊較不

易獲得。茲將實際或曾經負責智庫政策擬訂與實質運作之美國智庫學者 3 員、政

策執行人員 2 員為首要對象；此外，為便於比較美國防智庫與國防院運作的差異

及優劣分析，則以國內學者 1 員、智庫學者 1 員、政策執行人員 1 員、立法院外

交國防委員 1 員及國軍將領 1 員為主要邀訪對象；總計 10 員(國外學者 5 員，國

內學者專家 5 員)。訪談對象表列如下： 

表 3-3-1：訪談對象一覽表 

編 號 身 分(美) 編 號 身 分(台) 

A1 智庫學者 B1 政策執行人員 

A2 智庫學者 B2 智庫學者 

A3 智庫學者 B3 研究學者 

A4 政策執行人員 B4 立法委員 

A5 政策執行人員 C1 國軍高階將領 

	

貳、訪談題目大綱	

    本研究針對評估選訂訪談對象，計分為智庫學者、政策執行人員、國內外學者、

立法委員、國軍高階將領等 5 類，設計訪談問卷的大綱內容，主要議題包括「菁英人

才招聘」、「組織發展脈絡」、「研究契約簽訂」、「研究議程設定」、「行銷拓展

策略」、「國防政策影響」、「資金來源」、「跨領域合作」等 8 大面向，進行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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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深入的訪談；希冀藉由上述 5 類不同身分者之對象訪談，能夠對智庫的政策規劃、

機制運作模式、窒礙與風險等議題，獲得更為深入的資訊掌握，茲將訪談問卷大綱表

列如下：表 3-3-2：訪談題目大綱及內容 

訪談議題 題號 訪談內容 

一、 菁英人才招聘 
Recruiting of 
research fellows 

1 貴智庫人員的組成，主要人力資源管理策略為何？ 

Who is your think tank composed of, and what is the primary 

strategy for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研究員人才進用制度是採用「永任制」？「聘期制」？

所占比例為何？ 

What is your employment policy？ 

Tenure or temporary employment？ 

What is the composition of employees？ 

2 待遇方面的比較基準為何？完全採用政府(聯邦政府)俸給

表嗎？ 

What is the benchmark for salaries? Does it completely follow 

federal government payment salary? 

是否具有獎金制度？ 

Is there a bonus system? 

 3 研究人員的流動性？平均年齡？年齡分布？資深和資淺

人員比例為何？ 

How is the turnover of research fellows?  

What is the average age? 

How is the distribution of age? 

What is the ratio of senior and junior research fellows? 

二 、組織發展脈絡 

History and 

Trends of 

developing 

organization 

4 貴智庫成立之源起及運作成果為何？ 

What is the original purpose of establishing your think tank and 

what is the result of operations? 

智庫的組織規模、定位及核心業務的組織策略為何？ 

What are the size of the organization, its position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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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al strategy of core business? 

5 智庫成立前三年發表的論文或舉辦的研討會數量、規

模、頻率為何？ 

How frequent does your organization publish results of research 

or hold seminars in the first three years since its founding? 

與現在相比是增加或是減少？ 

How frequent does your organization publish results or hold 

seminars now?  

三、 研究契約簽訂 

Contract of 

research 

6 貴智庫是否曾經與政府或民間企業簽訂研究契約？ 

Does your organization have contracts with government or 

private sectors? 

簽訂經常性研究契約是否會影響智庫的獨立性？ 

How does routine contract affect the independence of your 

organization? 

7 未來是否會與政府及私人企業簽訂研究契約？ 

Will your organization have contract with government or private 

sectors? 

四、 研究議程設定 

Research Topics 

8 貴智庫在議題設定上會優先考量甚麼樣的議題？ 

What are the priorities of research at your organization?  

相關研究議題是否與委託單位討論？ 

Do you consult the topics with the commissioner or receive 

guidance / directives from commissioner? 

9 對目前的研究議題設定滿意嗎？ 

Are you satisfied with current research topics assigned? 

未來是否規劃研究其他的領域及議題？ 

Do you consider conduct research on topics that are in different 

areas? 

五、 行銷拓展策略 

Marketing of 

10 貴智庫行銷策略的需求為何？考量因素為何？ 

What is the marketing strategy of your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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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results What are the concerns of your marketing strategy? 

貴智庫行銷及公關的目的為何？ 

What is the purpose of your marketing strategy and public 

relation? 

11 滿意目前智庫的行銷策略嗎？ 

Are you satisfied with the current marketing strategy? 

未來是否會考慮採取行銷、公關方式宣傳貴智庫？ 

Will the organization consider to promote its image by 

marketing and public relation? 

六、 國防政策影響 

Influence  of 

defense strategy 

12 貴智庫如何自我定位(例如政府附屬的研究機構或是獨立

的學術研究智庫)？ 

How does the organization position itself i.e. government owned 

or independent? 

滿意於目前智庫的定位嗎？ 

Are you satisfied with the current position?  

13 影響國防政策的制訂是否為主要考量？ 

Is it a primary concern that the results of research making 

impacts on defense policy? 

智庫的政策執行者入閣當任官員是否有助於智庫的發

展？ 

Does the organization benefit from having the employee enter 

the cabinet?  

七、 資金來源 
Sources of 
funding 

14 貴智庫的資金來源主要有哪些管道？ 

What are the sources of funding of the organization? 

對目前的資金來源管道滿意嗎？ 

Is the organization satisfied with the sources of funding? 

15 除接受政府(國防部)的委託計畫外是否接受其他單位的委

託企劃案？ 

Does the organization accept research proposals other tha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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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of Defense? 

 16 未來是否希望開拓新的管道或是有具體規劃？ 

Does the organization look forward to find other sources of 

funding or had a plan to do so? 

八、 跨領域合作 

Cross-discipline 

cooperation 

17 貴智庫是否有跨領域的合作經驗(例如資訊科技、航太產

業)？ 

Does the organization have experiences in cross-discipline 

cooperation i.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vionics? 

目前合作的類別為何？ 

What are the areas of cross-discipline cooperation? 

18 跨領域合作是否有助於智庫的發展？或是造成資源的分

散？  

Does cross-discipline benefit the development of your 

organization? Does the cross-discipline cooperation create 

burden to resources distribution within organization? 

 

第四節	章節安排 

依前述研究架構與流程設定，本研究茲將章節安排分為 6 章論述，分別說明如

下： 

第一章「緒論」首先敘明本研究之動機與目的，其次設定採用的研究方法、研究流

程與架構，以明確律訂研究的範圍和面臨的研究限制。 

第二章「文獻分析」共三節，即藉由文獻資料的蒐整與研析，助於更清晰的描繪

國內外智庫的發展脈絡，以掌握當前智庫發展所面臨的挑戰與機遇。 

第三章「美國防智庫發展策略分析」係爰引「聯邦政府資助的研究發展中心」所

資助的 3 所國防智庫為主要標的，置重點於掌握其智庫發展的策略與運作機制，並借

鑒其成功的發展歷程，做為國防院未來前瞻、可行的發展建議。 

    第四章「國防安全研究院運作機制」乃探討國防院組織章程規劃，及「國防安全

研析」、「政策資訊與諮詢」、「拓展交流與合作」、「促進略溝通對話」等四項工

作的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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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運用國防安全研究制訂國防政策」，因應當今複合式威脅以及國軍建軍

備戰實需，討論國防部應如何指導國防安全研究院進行相關研究，以及如何將國防安

全研究院的研究成果反映在制訂國防政策上，做為日後精進兩者間從屬關係及相輔相

成的參據。 

        第六章「結論與建議」歸結本研究成果與未來展望，針對現階段國防部指導 國防

安全研究院從事相關研究，以及檢討國防安全研究院就人才招募、經管發展、籌獲部

外資金與轉型等作法提出建議，冀藉國防安全研究回饋於國防政策制訂提供後續研究

建議，以利彰顯國防安全研究院存在之貢獻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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