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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營共一呼：策略研討會中議題設定的實踐分析

To the Answering Shout of A Thousand Tents: The Practice of 
Agenda-Setting in Strategy Workshops

摘 要

本研究從策略實踐的觀點，觀察與分析會議規劃者及參與者如何做好議題設定的工作。
議題設定是策略會議或是工作坊能否順利舉行的核心關鍵，也是近年來開放策略活動日
趨蓬勃發展中的一個重要研究問題。我們的研究對象是台灣於 2012年所舉行的第九次
全國科學技術會議，因為牽涉領域廣泛，相關利害關係人多元，如何做好議題設定進而
凝聚發展共識，是一件重要、但也深具挑戰性的工作。在方法上，我們紮根於質性的行
動研究，歸納出三種議題設定的策略實踐手法，包括：問題化、未來化，以及連結化，
同時也指出道德化所扮演的重要調節功能。我們的研究成果除了對於議題設定提供更豐
富的解讀以外，對於策略實踐、策略會議，以及開放策略等領域也能提供理論與實務上
的意涵。

【關鍵字】 議題設定、策略實踐、策略會議、開放策略、行動研究

Abstract

This paper draws on a strategy-as-practice perspective to examine the articulation of agenda 
setting, a key activity important for both strategy meetings and open strategy. Our research 
target is the 9th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nference held by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Taiwan in 2012. The conference is nationwide, regularly 
organized, and has an open design, highlighting the importance of setting agendas skillfully 
to build consensus and guide action. Using qualitative-based action research procedures, we 
develop three strategy tools for the design and delivery of agenda setting. These include 
problematizing, futurizing, and corresponding. We also point out moralizing as a moderator 
for such a strategic and creative process. We conclude by discussing the implications of our 
research for strategy workshops, strategy practices, and open strategy.
【Keywords】agenda-setting, strategy-as-practice, strategy meeting, open strategy,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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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導論

開會是策略管理的一個重要工作與活動。Mintzberg (1978) 所開啟的策略程序觀點
很早就強調，策略不應只被理解為獨立於高階經理人主體以外的客觀產物，只要施展

「隔空抓藥」就能想到好的對策，而是經由組織內經理人們的互動、討論，進而形成

方案、計畫與釋意的建構過程。策略，探討的不只是組織的定位，還應包括了組織和

與其相關的行動者做了什麼？如何做？怎麼做？誰做的？以及運用什麼方法而做？在

這策略發展與形成的過程中，許多的機制、系統、框架都會扮演潤滑或是促成的因素；

在本文裡，我們特別聚焦在會議活動。Hendry and Seidl (2003) 就指出，策略會議或是
工作坊是組織從作業 (Operational) 層次轉換到策略 (Strategic) 層面的決策轉換機制。
雖然會議很多不必然代表就會產出好策略，但沒有經過會議過程，肯定無法達成有效

的競爭策略。

會議的研究雖然一直被管理學者所忽略，但近年來在關心經理人「如何實際做策

略」的策略實踐 (Strategy-as-practice) 研究學者的推動下，儼然成為一個很受矚目的議
題。承襲策略程序學派而發展的策略實踐研究特別指出，工作坊 (Workshops)、會議 
(Meetings)，或是研討會 (Conferences) 是探討實務工作者或是經理人如何操作與進行
策略活動的一個重要分析視角 (Johnson, Prashantham, Floyd, and Bourque, 2010; Zilber, 
2011)。開放策略 (Open Strategy) 的盛行，讓越來越多的外部人士參與決策，已經是一
件方興未艾的活動 (Whittington, Cailluet, and Yakis-Douglas, 2011)，這也代表更多關於
尋求共識、溝通的挑戰。能聚集眾人一起腦力激盪、溝通、協調的會議，因此也更顯

得重要。

分析會議或是研討會可從很多不同的活動著手，其中一個重要的分析角度就是聚

焦在議題設定 (Agenda-setting)。Jarzabkowski and Seidl (2008) 就曾指出，一個策略會
議的起始都有三個關鍵實踐去制定會議的結構和權力：會議地點 (Meeting Location)、
設定議題 (Setting the Agenda)、主持會議 (Chairing the Meeting)。其中會議地點與主持
人有時會受限於既有傳統、文化或是習俗，而較難有改變的空間（特別是本文所聚焦

的國家型科技會議），相對而言，議題設定的可操作空間就大一點，這也就因此給了

策略師施展能動性 (Agency) 的空間 (Hung and Whittington, 2011; Oliver, 1991)。事實
上，傳統的傳播領域學者就強調，議題設定被認為是分析所有會議成敗的核心所在，

所設定的議題若能有明確的焦點，有效挑動與會者的神經，就能帶出「千營共一呼」

的效果 1。簡言之，誰掌握了議題，誰就掌握了會議進行的節奏以及會議的成敗 
(McCombs and Shaw, 1993)。

1 原文語出唐朝盧綸《和張僕射塞下曲》：「鷲翎金僕姑，燕尾繡蝥弧。獨立揚新令，千營共一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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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第九次全國科學技術會議作為分析對象，討論如何做好議題設定的工作。

全科會雖是一個國家層級的政策型會議，但本質上它也算是一個策略會議，是由「台

灣公司」所舉行的中長期策略規劃會議。本文也是我們所知，至少在國內的策略與科

技管理領域而言，第一篇採用行動研究的學術論文，同時也是第一篇探討策略會議的

研究。

我們將透過以下順序來闡述研究成果。首先是文獻回顧，討論的主軸包括近年來

策略實踐的興起與發展、會議在策略實踐過程的重要性、以及議題設定在策略與政策

會議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第二是研究方法，包括行動研究、研究對象、資料來源與分

析的介紹。第三，是本文的主要研究發現，我們將歸納與介紹三種重要的議題設定方

式，包括：問題化、未來化，以及連結化，這三種策略雖在實務的應用上有很強的相

關性，但在抽象概念上的分析又有其自主性與其獨特性。另外，我們也指出道德化所

扮演的重要調節功能。最後是討論與總結，我們列出研究限制，以及我們的研究對議

題設定、策略實踐、策略會議，以及開放策略等領域的理論與實務意涵。

貳、理論背景

一、策略實踐

策略實踐是策略管理領域裡一個較新興的研究角度，不同於傳統內容 (Content) 學
者著重於分析組織所可以擁有的策略，實踐觀點主要關心的是經理人如何實際的在組

織內進行決策行為，亦即在特定環境中、特定對象為了特定目的，所採取特定形式的

手段與策略，包括說了那些話語，或是實際做了哪些事，來達成任務。過去十多年來，

策略實踐文獻有著蓬勃與多元發展，在理論的發展上，除了結合原有的社會實踐概念

外，也與組織學習、大眾傳播、領導、權力等等知識銜接，並融合了經濟學、心理學、

人類學等等的領域觀點 (Reckwitz, 2002)。
實踐學者探討的通常是一個「如何」的問題，試圖透過定性的分析方式，將微觀

的行為 (Micro-activity) 與宏觀的制度 (Macro-institution) 作連結。Johnson, Langely, 
Melin, and Whittington (2007) 就明確定義策略實踐為「關心的是行動者在策略上實際
做了哪些事，而這些事是如何地被他們所處的組織與制度環境所影響，而這又同時有

能力去影響他們所處的組織與制度環境」。這樣的分析方式除了見於策略管理 (Vaara 
and Whittington, 2012) 以外，也普遍被其他商管領域所採用，包括：組織行為 (Tengblad, 
2012)、會計 (Ahrens and Chapman, 2006)、組織社會學 (Miettinen, Samra-Fredericks, and 
Yanow, 2009)、行銷 (Korkman, Storbacka, and Harald, 2010) 以及科技管理 (Orlikowski, 
2007) 等。由於強調實踐觀點的管理學者所探討的是行動者「如何」表現自身的角色，
以及實踐策略「如何」在社會中展演，因此質性方法往往是研究策略實踐最好的手段，

例如走進場域、直接觀察，甚或是行動研究，都可協助研究者紀錄、分析，以及瞭解

人們行動背後的複雜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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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議在策略實踐過程的重要性

因為策略實踐研究學者關心經理人在組織的實際作為，因此近年來許多研究焦點

都轉而投入分析經理人到底藉由哪些工作，來完成他或她的策略使命，這其中，一個

原本受到忽略、但又在最近被常提及的就是各種不同形式的策略會議，包括工作坊、

研討會、董事會、甚至是股東大會等等 (Jarzabkowski and Seidl, 2008; Johnson et al., 
2010)。事實上，在傳統組織管理的文獻中，會議就被認為是可被運用來完成特定任務
的工具，是經理人可實際參與決定的日常工作之一 (Schwartzman, 1989)。更廣泛的從
社會層面而言，Peck, Gulliver, and Towell (2004) 指出，會議已演變為一個常規化的社
會實踐作法，有助於讓社會系統更趨穩定，甚至成為為社會運作與存在的一部分。

除了規劃未來，會議也可用來檢視特定的行為或決策，一個正式的策略會議提供

了參與者一個從不同組織而聚集在一起的正當性 (Boden, 1994)，並集合了人事物，將
問題隱含於情節 (Episode) 的結構內，情節包含三個關鍵面向：起始 (Initiation)、行為 
(Conduct)、與終止 (Termination)。會議起始對策略的描述和解釋則會影響到會議的進
行和結束。Jarzabkowski and Seidl (2008) 則指出，地點、議題，與主持是影響會議進
行與效果的重要三個關鍵點，而這也是經理人或策略師可在其中發揮策略實踐與能動

性的空間所在。

實際作為上，通常是由會議地點與時間決定後來開始實踐策略的第一步，接著則

是進入較冗長的議題設定階段，議題確立之後，會議的討論重點因而更聚焦，在公開

的會議中，議題的產生可以在會議編制時間內形成，由位處高階的團隊成員來正式公

布，也可以在會議開展前便公告。而主持會議的任務則由會議主席來帶領，由主席來

介紹議題並建立會議的權威。當會議已經產生對組織有效的策略結果時即可被終止，

會議也可能在議題一直沒有被解決的情況下終止，此時可能需要再結合其他類型的會

議來建立橋樑；或議題已得到解決，也可藉由終止會議來確保議題被重新聯結到組織

的其他活動。

三、議題設定

如前所述，議題設定是舉辦會議的一個重要關鍵策略實踐點，也是諸如像國家型

科技計畫這種具備濃厚官方色彩的會議裡，較有可能發揮能動性的地方 (Adams, 2004; 
Kingdon, 1984; Tepper, 2004)。
議題設定在傳播學領域很早就是一個重要探討主軸，大眾傳播媒介通過報導內容

的方向，對某一個議題進行強調，進而影響大眾認知與想法，本就是媒體工作者的挑

戰與任務 (McCombs and Shaw, 1993; Takeshita, 2006)。雖然透過這個意義建構的過程，
不一定能很成功地告訴人們要怎麼想 (What to Think)，但卻能藉此成功地告訴人們該
想些什麼 (What to Think About) (Cohen, 1963)，據此也能得到改變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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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設定的研究，可謂深耕於大眾傳播範疇，但也衍生擴大到其他的學術領域。

例如，Benton and Frazier (1976) 研究議題設定對經濟景氣與興衰的影響。Cohen (1975) 
將議題設定運用在環境研究中。Sutherland and Galloway (1981) 研究如何將議題設定隱
藏於廣告中，進而達到說服的目的。在管理相關領域，Lounsbury, Ventresca, and Hirsch 
(2003) 的研究發現，美國於 1970年代，環保業的轉型過程便是透過議題設定的操作，
致使原本是非營利的環保事業單位、轉型成營利事業，成功地把環保的道德議題轉換

成具有經濟價值的議題，並帶動了具備經濟效益的環保產業興起。以上這些研究基本

上都指出，如何從議題中拉出關鍵的議題誘因促使議題具有「引爆效果」 (Priming 
Effect) (Iyengar and Kinder, 1987)，就是參與議題設定的人最重要的挑戰。
事件是點燃「引爆效果」的重要關鍵。McCombs and Shaw (1972) 就提出，議題

設定的步驟首先在強調事件、繼而引起注意，然後影響思想與群眾的言談；其次為整

理、標籤，使議題能夠連結群眾與問題；最後將議題與次象徵符號 (Secondary 
Symbols) 加以連結，炒作議題，使其具有爭議性。在這一連串的過程之後，發言人的
出現便能主導議題的方向，並成為議題設定的贏家。同樣地，在Mazarr (2007) 所研究
的美國所發動的伊拉克戰爭裡，也強調探討利用事件來引導議題設定，使之形成共識

的過程更為順暢。亦即，合理化伊拉克戰爭的重大事件就是：海珊 (Saddam Hussein) 
政權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以及伊拉克政府踐踏人權的行徑。

因為策略師或經理人可以經由公開設定某些特別的議題，來告訴參與會議的人們

該想什麼，進而得到動員群眾的力量，推廣他或她想要執行的政策，因此做好議題設

定工作，就是獲取能動性的重要關鍵。策略會議，就如本研究所專注的國家型科技會

議，就是一個議題設定的重要媒介，也是宣示重大事件的絕佳場所。而如何在很多利

益關係人參與的策略會議裡，以親身實踐的分析角度，探討策略行動者如何有技巧地 
(Skillfully) 實際地做好議題設定工作 (Fligstein, 2001)，就是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

參、研究方法

一、行動研究

本文採用的基本方法是定性（質性）的行動研究 (Action Research)。原意上，行
動研究是實務工作者，針對工作場所的特定問題進行研究、分析，並結合學者專家的

力量，採取有目的的行動，來解決實際所遭遇的問題 (Freire, 1972; Lewin, 1946; 
Stringer, 2007)。由於本研究的兩位作者實際參與第九次全國科技會議的籌備工作，其
中的主要任務就是規劃、擬定與執行會議的議題設定工作，提升利益關係人的參與，

喚起大家對於科技政策的重視。而在此「行動」參與的過程中，兩位作者透過自己的

實際作為，並觀察其他規劃與執行者的努力，一起投入提升第九次全科會的效果，就

其題材的屬性而言，符合行動研究的精神與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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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win (1946) 指出，行動研究是在計劃、行動和發現事實的循環中找尋結果的行
動過程，旨在透過行動與反思、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對照，將行動與研究、理論與實踐

作整合，簡單地說就是計畫、行動、觀察、與回應或是觀看、思考、行動的研究過程。

在行動研究過程中，研究者本身是實踐者（而實踐者也可以是研究者），針對某一特

定現象來觀察、探討與建立理解，而這通常是一種定性化的分析過程 (Denzin and 
Lincoln, 1994)，著重在人們以自身具備的經驗、知識與能力，來面對與分析發生在他
們或相關社群的行動。在社會科學的方法論裡，屬於表意式 (Ideographic) 的分析典範，
是從「直接進入情境與親身體驗其中所產生的主觀解釋」(The analysis of the subjective 
accounts which one generates by ‘getting inside’ situations and involving oneself in the 
everyday flow of life) (Burrell and Morgan, 1979)。據此，行動研究也具體落實在社會實
踐領域的研究，如同 Susman and Evered (1978) 所言，「理論紮根於行動」(Theory 
Grounded in Action)，而這也符合本研究所援引的策略實踐的理論研究視角。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是台灣所舉行的「第九次全國科學技術會議」，選取此個案的

原因有三點。首先，是因為個案本身具備資料的豐富性、便利性、與透明性。全科會

是台灣最大型的會議之一，參與的產官學研等各領域的人員眾多，且歷年已累積許多

史料，對於研究議題設定的主題而言具有代表性 (Yin, 1990)。
其次，因為本文作者作為研究者，同時是第九次全科會的規劃者、參與者，以及

觀察者，此特殊身分能蒐集大量的初、次級資料來進行分析。

第三，第九次全科會的議題設定經歷過兩種完全不同的規劃程序，而這提供本研

究更豐富的分析素材。本來一開始在規劃此次全科會的議題時，是採用傳統的「由下

而上」(Bottom-up) 的程序，歷經產官學研領域所組成的智庫群，透過討論與對話的傳
達與協調，來提出議題主軸。而後，因為國科會主委換人，新任主委主動提出，應聚

焦在幾個主要的議題即可，雖然此種「由上而下」(Top-down) 的方式，也需後續的合
理化論述過程，但在這種可謂根本改變的情況下，也提供研究者（行動者、實踐者）

從更多面向理解有效議題設定的工具與方法。

三、資料來源與分析

我們引用大量與多樣的資料來源，特別是以舉辦論壇、會議或工作坊的方式，

聽取各領域專家學者對於政策設計、擬定與推行的建議與看法。就如我們在表一所

整理的，本研究自 2011年中開始籌備第九次全科會開始，到 2012年底會議結束，
共舉辦 40場次各類型工作會議（累計參與 1,733人次），再加上兩天的正式會議（約
200∼ 250人次參與）。我們在這行動研究的過程中都有進行錄音，並於事後就比較
重要的部分整理成紀錄與逐字稿（共累計 203,137字），做為我們的初級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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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資料收集過程
會議性質 項次 舉辦時間 時數（小時） 會議人數 記錄字數

內部工作會議

1 2011/8/19 2 18 269

2 2011/9/30 2 37 534

3 2011/9/30 2 7 286

4 2011/10/13 3 27 4,063

5 2012/10/20 2 25 746

6 2011/10/27 2 58 772

7 2011/10/30 2 30 878

8 2011/11/4 2 25 418

9 2011/11/8 3 37 2,829

10 2011/11/10 3 48 837

11 2011/11/18 3 33 1,100

12 2011/11/24 2 19 923

13 2011/12/1 2 13 389

14 2011/12/6 2 14 829

15 2011/12/8 2 15 885

16 2011/12/16 2 10 509

17 2011/12/22 2 12 599

18 2011/12/29 2 14 629

19 2012/1/12 2 25 1,088

20 2012/1/19 2 13 531

21 2012/2/9 2 14 777

22 2012/2/16 2 17 1,147

23 2012/3/8 2 20 222

24 2012/3/15 2 19 180

25 2012/3/29 2 16 638

26 2012/4/12 2 20 549

27 2012/4/17 3 20 238

28 2012/5/24 2 19 357

跨部會首長會議
29 2012/7/30 4.5 62 21,485

30 2012/8/27 4.5 67 21,361

專家論壇
31 2012/6/11 3 16 33,972

32 2012/7/6 3 13 32,130

高層簡報會議

33 2012/5/10 1.5 9 15,587

34 2012/8/21 1.5 11 4,804

35 2012/9/13 1.5 9 9,851

諮議會議 36 2012/8/6 4 30 5,255

預備會議
37 2012/11/14 4 236 12,493

38 2012/11/23 4 155 9,885

正式會議
39 2012/12/17 8 250 9,813

40 2012/12/18 8 250 3,279

總計 108.5 1733 203,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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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這些大量資料的解讀，除了是透過親身參與其中的觀察與反思外，也是利

用紮根的分析過程，透過理論與證據來回對話、比照的方式，找出多元資料中的共通

性、差異性、模式與結構 (Glaser and Strauss, 1967)。在這過程中，我們初步得到的看
法，會帶引出更多相關理論、文獻回顧的工作，同時激發我們對更多實務證據之了解

與分析，甚至是引導更多的資料收集，來補強我們的分析。這部分的理論推導過程，

可分為三個步驟：

首先，透過從全科會籌備過程中累積的初級資料與次級資料庫中的所有文本，在

反覆閱讀、整理與討論後，初步將相似的策略性作法歸納為「第一階層類別」 (First-
order Categories)。接著，再嘗試將這些初步的分析，透過概念化的資料縮減過程 (Data 
Reduction Process)，進一步簡化為「第二階層類別」 (Second-order Categories)。最後
再將所得到的分類資料，與文獻做比較，並抽象化為「理論主軸」 (Theoretical 
Themes)。在這一連串化簡為繁、化繁為簡的來回分析過程中，我們得出四個理論主軸：
三項策略實踐工具（問題化、未來化、連結化），以及一個調節因子（道德化）。這

個研究發現也與相關的訪談者及專家學者再次討論，以提升研究效度。圖一表示我們

的分析成果，並用以引導本文之後對案例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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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案例分析

一、問題化

「問題化」(Problematizing) 是將現有的知識或大眾習以為常的慣例，重新提出與
建構問題的所在，進而引導出所能解決的答案，並將之鑲嵌於所設定的討論議題中，

以此獲得合理性與正當性的支持。而這不只是單純之問題描述，更需要創新、創意的

想法與純熟的技巧。運用「問題化」策略時，通常需要將問題結構化、條列式，或是

系統性的方式呈現。問題越清楚鮮明地表達，越容易引導人們瞭解問題與答案的關連

性與必然性。有時候為求問題被理解和突顯解決問題之後所能獲得的好處，也會從單

一問題的不同面向出發來敘述問題的情況。但不管是單一面向或多個面向，最終都是

要引導出所需的解決方案與答案，來為議題設定的工作取得改變的權力。

Maguire and Hardy (2009) 的研究就指出，「問題化」的形成與擴散，是造成 DDT
沒落的重要因素。DDT於 1874年被合成出來後，就迅速成為最受歡迎的殺蟲劑。而
此現象，一直延續到 1962年，作家 Rachel Carson在所發行的《Silent Spring》一書中，
對於DDT在使用上提出安全、效力以及必要性等等問題，藉由「問題化」的論述方式，
來影響大眾認知與相關報導，進而使得 DDT的使用，從過去是被視為理所當然，到
後來社會大眾願意放棄使用，甚至還有聯邦立法限制用途。

同樣地，本研究分析的《第九次全科會》，所聚焦的七個議題，基本上每個議題

的背後也都有「問題化」的論述基礎，以此來讓每個議題可以扮演起解決問題的角色 
(Problem-solver)，進而突顯出它們的重要性。例如，在「如何提升台灣的學研地位」，
就以鋪陳學術論文的「質」、「量」背離問題，來點出台灣學術發展的未來發展方向

所在。在「如何做好臺灣的智財佈局」議題上，與會的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就將台灣

「毛三到四」（毛利 3∼ 4%）的問題，解釋成是因為智財逆差所造成，以藉此強調
智財管理的重要性。在「如何推動臺灣永續發展」上，大會的焦點更是集中在環保、

永續，與經濟關連的問題分析與檢討。在「如何銜接上游學研與下游產業」上，就是

以產學研的落差問題，來強調制訂國家型計畫退場機制的重要性。在「如何提升台灣

科技（資通訊）產業創新動能」討論裡，一個重要的問題引導就是以「韓國能，台灣

為何不能」，來指出台灣需更強化創新能量的迫切性。最後，在「如何面對臺灣的科

技人才危機」議題上，朱敬一主委就以「為何在美國名校找不到年輕台灣學者任教」

的問題，來突顯解決台灣人才斷層的迫切性。

如上所述，「問題化」能為議題設定構建一個合理論述的框架，進而點出解決問

題所需的方案，以及能為個人帶來的價值，也因此讓科技會議所設定的議題能夠引起

眾人的共識與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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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來化

未來化 (Futurizing) 是透過科學的、理性的描繪未來情境，進而引導大眾對現有的
作法產生興趣與認同感。未來化的具體操作可透過前瞻、藍圖與情境規劃等方法。前

瞻是系統化地探究科學、技術、經濟與社會長期未來發展的過程，以找出可能產生最

大國家利益的創新領域 (Martin and Johnston, 1999)。藍圖則較前瞻更為具體，是經由
預估未來可能發生的情況，進而明確規劃未來所需的目前行為或對策 (Petrick and 
Echols, 2004)。情境規劃則較藍圖與前瞻更為發散，通常是運用各種不同的情境設定，
以為不確定的未來規劃出現有的因應之道 (Postma and Liebl, 2005; Schoemaker, 1995)。
但不管是前瞻、藍圖與情境規劃，共同的特性就是「用未來管理現在」，是經由引導

大眾來參與「往前看」，而來動員大家願意一起決定我們現在應該做什麼。

例如，南非在民主化過程中，就曾利用情境規劃技術，對外來的可能發展出四種

情境，包括：(1) 鴕鳥 (Ostrich)。指白人政府拒絕與多數黑人合作，結束種族隔離政策
的協商失敗。(2) 跛腳鴨 (Lame Duck)，指協商的過程緩慢且複雜，並遲遲做不了決定。
(3) 鳥人 (Icarus)，指轉型過程相當順利，但新成立黑人政府承諾大量公共支出，導致
經濟危機，最終演變成獨裁統治。(4) 紅鶴飛翔 (Flight of the Flamingos)，指南非社會
以及經濟狀況的持續改善，且不同族群間合作順利 (Kahane, 1992; Galer, 2004)。因為
有了這四種情境的具體描述，讓南非政府可以發展出讓不同利益群體可以對話的共同

語言，也順利將政權轉型過程的議題重心從政治轉移到經濟，進而免於陷入可能的社

會動盪與紛亂當中。

在《第九次全科會》的案例裡，我們也可以發現主辦方或是與會者會利用各種不

同形式的前瞻、藍圖與情境規劃等等未來化策略，來合理化與正當性所所設定的七大

討論議題。例如，在「如何提升台灣的學研地位」議題上，除了以前瞻國家的發展遠

景，來正視目前學術研究的缺失與盲點外，也描繪出由效率導向轉為創新導向情境所

需採取的改變。在「如何做好臺灣的智財佈局」上，就以全球專利侵權訴訟已不可避

免，以及台灣智財逆差的逐年惡化趨勢，來強調專利策略的重要性。在「如何推動臺

灣永續發展」議題上，更是明顯的以未來氣候與環境變遷境況，來突顯台灣追求永續

發展的迫切性。在「如何銜接上游學研與下游產業」上，則明確規劃出台灣發展萌芽

技術的藍圖，以及宏圖方案補助機制。在「如何推動由上而下的科技計畫」上，除了

以藍圖的方式，具體描繪出調整國家型計畫議題形成、上中下游連結、形成共識與分

配的機制以外，也描繪出退場與不退場兩種情境（退場為常態，不退場是例外），來

創造共識。在「如何提升台灣科技（資通訊）產業創新動能」方面，就以前瞻未來

ICT產業的更大運用，來提醒大眾不應「為了抓天上新興（台灣沒有）產業小鳥，無
意中放掉了手上世界稀有的大鳥。」。而此議題所曾強調的，不合理的科技預算分配，

造成 ICT 創新人才不足問題，就屬於一種將科技預算分配不合理與創新人才不足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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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來創造出加強科技預算分配合理的作法，就能滿足人才需求不足的渴望情境。最

後在「如何面對臺灣的科技人才危機」上，也以人口統計與人口結構變遷的未來趨勢，

來強調人才危機問題的嚴重性。另外，各議題都會提出「重要建議措施」，指出未來

的具體作為，如在「議題一：如何提升臺灣的學研地位」裡，就列出「三大方向、十

大措施」，這也是一種創造對話、提供方向的具體藍圖策略實踐方法。

如上所述，「未來化」也是為會議所設定議題賦予合理性與必然性的重要策略實

踐工具。因為相信未來的必然，或是能以相信走向未來，因此都能夠為會議參與者示

之以理，也能曉之以境，進而取得動員群眾與改變現狀的力量。

三、連結化

連結化 (Corresponding) 是將討論的議題主軸，與第三方事物或是不同的現象、主
體建立連結或對照關係，藉此產生一種轉化或是翻譯效果，讓參與會議的人更容易瞭

解議題的內容，並產生一種心有戚戚焉的感覺。連結化的範疇可大致區分為封閉式與

開放式。封閉式連結就是與議題討論的主軸有直接對應關係的連結，最常應用的是就

是敵我競爭關係 (Chen, Su, and Tsai, 2007)，例如以新加坡的吸納人才方案來說明台灣
必須重視討論人才外流危機（議題七）。開放式連結則是應用各種可能的文化載具，

包括故事、比喻、習俗，甚至風土人情等等，來幫助說明議題的內容與重要性 
(Cornelissen, 2005)。當年顏清標立委以「ㄟ擱發」來說明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ECFA)，就是一個經典的開放連結引用
個案。

我們在《第九次全科會》的舉辦過程中，也看到了許許多多應用連結化的具體實

踐手法來論述各項議題的重要性。例如，在「如何提升台灣的學研地位」議題上，就

直接分析台灣在各領域論文之相對全球影響力，來講述台灣學術發展的問題。在「如

何做好臺灣的智財佈局」，議題主講人朱敬一主委就以很開放（甚至有點天南地北式

的）的方式，運用各種的明喻與隱喻（如：地雷布陣、游擊隊、組成幫派收保護費）

來說明台灣的各種可能智財策略選擇。在「如何推動臺灣永續發展」上，有以褐色經

濟、綠色產業等代表名詞來說明永續議題。在「如何銜接上游學研與下游產業」上，

則是直接開宗明義的以日本模式與美國經驗來說明台灣的該有作法。在「如何推動由

上而下的科技計畫」議題裡，除了直接與世界各國比較外，也開放的運用一些比喻，

如「尾大不掉」、「統包」、「微笑曲線」等來幫助說明。在「如何提升台灣科技（資

通訊）產業創新動能」上，議題論述的焦點更是幾乎圍繞在與韓國競爭比較上（如：

韓國 ICT已是台灣的五倍大，但 14%年成長率比台灣 9%高）。最後在「如何面對臺
灣的科技人才危機」上，議題主講人管中閔在大會上，則是套用清朝大臣林則徐描述

鴉片問題的說法，「國日衰，民日弱，不旋踵之間，國將無可用之人。」來開場。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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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議題應該也是運用最多比喻來說明議題重要性的，包括「吃老本」、「入不敷出」、

「為淵驅魚」、「大力丸」等等。

如上所述，「連結化」讓會議或工作坊所設定的議題可以更活生生的方式，讓大

家瞭解。不管是跟競爭對手比較（封閉式連結），或是巧用比喻來幫助說明（開放式

連結），連結化的策略都是以一個大家比較熟悉的背景或是素材，來加深大家對於所

設定議題的印象，也因此可以讓議題本身取得所需的公眾注意力與正當性。

四、道德化

本研究指出三種做好議題設定的實踐手法，包括：問題化、未來化與連結化，但

我們也發現，這三種方法是否能被有效的運用，或是傳達給會議的與會者瞭解，有相

當大的程度是端視領導人或當事人（也就是實際說或做的人，包括主持人、發言人）

是否能以道德化 (Moralizing) 的高度或方式說服人們，也就是需具備道德可信度 
(Moral Credibility) (Jarzabkowski and Seidl, 2008)。
有道德可信度的領導人通常都是有聲望與信譽的人，他們能夠在特定領域上以展

現技術專業的方式，來建立他們個人的人格特質，讓人們感受到正直、信賴與高忠誠

度，而這都有助於建立訊息來源的權威性（也就是說，會有助於告訴別人，你是個誠

實的人，不會對他們說謊）。當然聲譽需經過長時間的累積，但一旦成形與被社會所

廣泛接受，在充滿噪音的會議場合理，就比較能夠讓與會者聽到，也比較能夠引起旁

觀者的重視與報導。

例如，全科會的正式兩天會議舉辦時，媒體報導的重要焦點之一就集中在張忠謀

對於智財權問題的談話，雖然，事實上他的談話很短，實際上更像是一個簡短的評論，

但卻會引起媒體的注意與興趣，也就因此能夠喚起更多的社會迴響。事實上，我們統

計《第九次全科會》舉辦的兩天會議期間，中國時報、工商時報、聯合報、經濟日報、

自由時報等五家報紙在報導此事件時所提及的人名次數，第一名就是張忠謀（出現 8
次），還高過會議主席，國科會主委朱敬一（出現 6次）。雖然，在實際的會議場合裡，
像張忠謀這樣的具有崇高聲譽的大老通常都只是靜靜地坐著聽，但只要一發言，就很

容易「一鳴驚人」，因為所有的新聞記者就會開始張開耳朵，專注地聽。

回顧當時會議主辦的實際負責人，朱敬一主委，也似乎認知到主持人的聲譽與權

威對於會議成敗的重要影響，所以當全科會的議題形成從「由下而上」轉變為「由上

而下」時，他就自己「指定」（或稱「挑選」）各議題的主講人，七個議題清一色都

是中研院院士領導，而且專長都與所負責的議題相關 2。另外，為了傳達會議主辦單

2 《第九次全科會》的各議題主講人分別為：翁啟惠（議題一）、朱敬一（議題二）、劉兆漢（議
題三）、王佑曾（議題四）、陳建仁（議題五）、胡正明（議題六），以及管中閔（議題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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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領導性與權威感，朱主委也另外組成了「科學技術發展諮議會」（於第九次全科

會召開約四個月前，民國 102年 8月 6日召開第一次諮議會議），邀請產業界的重量
量級人物，包括：宏碁創辦人施振榮、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美國史丹佛研究公司 (SRI) 
總裁卡爾森 (Curtis R. Carlson) 博士等人參與，讓全科會的主辦過程注滿了更多的道德
可信度。

伍、討論與結論

一、理論與實務意涵

本研究從微觀的策略實踐觀點，以台灣於 2012年所舉行的《第九次全科會》為
研究對象，分析管理者如何做好議題設定的工作。經由紮根於質性的行動研究過程，

我們提出：問題化、未來化，以及連結化是重要的議題設定機制與策略，我們也指出，

這三種策略的有效性也端視會議規劃者與領導者所具有的道德可信度而定。我們的研

究發現對於策略實踐、策略會議，以及開放策略應能提供一些重要意涵。

第一，在策略實踐方面，我們的貢獻可從理論與方法兩方面來看。在理論上，我

們發展與擴充了論述實踐的研究視野。承襲 Foucault (1980) 的觀點，論述是為在特定
環境、特定對象為了特定目的，就一個或幾個特定問題，採取特定形式、手段與策略

而說出的「話」。將論述內容與結構放入實踐面來談，可讓我們更能瞭解論述、喻說，

以及其他語言工具的行動模式，以及與權力、變革、策略，與會議之間的關係 (Maguire 
and Hardy, 2009; Parker, 1992)。另外，在方法上，本研究採用的行動研究法，對於擴
展實踐觀點的應用層面應具有重要意義。就如 Bourdieu (1990) 所曾指出，要有效描述
實際生活中發生的事物，使獲得的知識具有實踐性，就不能作為旁觀者，不能以一種

與社會保持一定距離的方式認識世界。換句話說，作為一個管理的學術實踐者，我們

也應避免以局外人的眼光看世界，而應從局內人的角度觀察生活，透過參與社會實踐

（如參與科技會議）的方式來獲得對國家、社會與產業的重新認識，而由此所習得的

知識與發展的理論也會比較具有真實性與實踐性。

第二，在策略會議與工作坊的研究方面，我們也更深入的探討會議主軸—議題設

定—的實際有效運作過程 (Adams, 2004; Tepper, 2004)。會議的角色，從古典組織研究
認為不具有「任務決定」功能，演變到今日，已為學者們認知是一個常規化的社會實

踐工具，是具有穩定廣泛社會的系統組成的一部份。在此，我們的研究延續

Jarzabkowski and Seidl (2008) 以及 Johnson et al. (2010) 的策略會議分析，但從不同的
議題設定角度，探討策略、會議與實踐之間的關係。

第三，我們的研究也加入了最近新起的開放策略研究，探討如何在更開放的環境，

做好策略規劃工作 (Whittington et al., 2011)。策略不是關起門來的分析活動，而是群體
互動的討論、交換與協調的動態過程 (Mintzberg, 1978)。國家與產業政策的制訂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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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特別是在現今民主高漲的時代，民眾不再默默接受政府的指揮，遊行、抗爭已

經成為常態，近年台灣發生的「太陽花運動」，以及香港的「佔中行動」就是個兩個

例子。政策制訂者跟公司經理人一樣，都需具備能夠動員與激勵群眾的社會技能或是

程序技巧 (Fligstein, 2001; Whittington et al., 2011)，本研究在分析議題設定時所歸納的
重要因素應能提供這方面思考的一些啟發 (Mulgan, 2009)。
第四，我們的分析也回應正當性的研究。正當性是社會構成的重要基石  (Johnson, 

Dowd, and Ridgeway, 2006)，也是行動者尋求制度改變時所必須處理的重要挑戰 
(Lounsbury and Glynn, 2001; Suddaby and Greenwood, 2005)。Suchman (1995) 歸納整理
三種不同形式的正當性，包括：實用正當性 (Pragmatic Legitimacy)、道德正當性 (Moral 
Legitimacy)、以及認知正當性 (Cognitive Legitimacy)。我們所提出的「問題化」策略
是訴求如何正確地解決個人關心問題的途徑，因此與實用正當性相關。「未來性」講

究如何做，才能符合未來自己最大的利益，因此也與實用正當性相關，然而因為也是

從未來的必然性塑造人們的現在該有的想法，因此也可幫助獲取認知正當性。另外，

不管是「封閉連結」所強調的競爭，或是「開放連結」所訴求的故事、文化與比喻，

因為都是在設法將自己想從事的努力，轉化成別人可以理解的語言或說辭，讓對方能

夠認同並接受，因此都與提升認知正當性有關。至於扮演調節功能的「道德化」，則

就是明顯的可被對應到道德正當性。

另外，我們的研究也呼應了亞里斯多德在西元前四世紀提出「說服三要素」，包

括邏輯 (Logos)、情感 (Pathos)、人格 (Ethos) (Aristotle, 1991)。「問題化」、「未來化」
與「連結化」（封閉式）都對於議題提供一個事實以為佐證，因此都用到了亞里斯多

德有效說服力裡的邏輯元素。問題化強調從問題來自然推導出所需的解決方案，未來

化則從必然的未來引導現在某些作為的必要性，競爭（封閉式連結）則明白指出在面

對某特定競爭下，求取生存需採取的某些特定作為，這些都與既有事實與邏輯推導為

論述的核心基礎。講故事、運用比喻，或是引用一些大家熟悉語言的開放式連結，則

明顯的訴諸於情感功能。而我們所強調的領導者的道德可信度，則更明顯與人格因素

相關。然而與亞里斯多德或相關衍生研究（如：Brown, Ainsworth, and Grant, 2012）不
同的是，我們具體提出一些可具體選擇的策略工具組 (Tool-set)，來協助管理者在進行
會議規劃時，能夠選擇運用，而不單單只是訴諸於喻理、喻情與喻德的抽象功能作用。

最後，在實務運用的意涵上，本研究提供管理者或策略師一些可以帶出關鍵議題、

改變會議行為的策略工具。例如，透過問題的重新定義，改變人們的認知，並突顯變

革的重要性與迫切感。以藍圖、前瞻與情境規劃等未來化的分析手法，引導人們瞭解

前進的方向與創新的目的。運用競爭比較與隱喻說明的連結性手法，讓人們更容易體

會、感受與瞭解改革的意義。選用適當的變革代理人、會議主持人，或是創新領導者，

以拉高道德高度的方式，強化改變的正當性。論述的一致性與互補性越強，改變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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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也就越大 (Phillips, Lawrence, and Hardy, 2004)。掌握論述的技巧與方法，就掌握議
題，也就掌握了改變的力量。

二、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我們的研究因為專注於分析《第九次全科會》，因此明顯受限於單一研究的不足，

然而我們在分析過程中，是透過比較七大議題之間的共同性與差異性而來歸納出我們

研究結果 (Eisenhardt, 1989)，這樣的內部鑲嵌式的比較分析，應能彌補我們概化分析
的不足。然而未來研究還是可以透過更多的案例研究與比較分析，來擴充我們對於議

題設定機制的探討。

我們的研究也可能受限於研究對象主體改變所可能導致的分析偏差。在我們的研

究期間，國科會正面臨組織轉型與主委更替，議題的產生方式也從「由下而上」轉變

化為「由上而下」，而這都對我們的資料收集與分析有影響。然而這樣的變化也使我

們能有機會從不同的情境分析議題設定的程序與功能。未來的研究應可從不同的情

況，包括議題產生方式、主持人特質、組織氣候與文化，甚至是會議的不同性質（如：

臨時性 vs.常態性）等各種不同方面探討如何做好議題設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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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Answering Shout of A Thousand Tents: The Practice of 
Agenda-Setting in Strategy Workshops

Summary
This paper draws on a practice-based view to examine the articulation of agenda setting, 

a key activity important to both strategy meetings and open strategy. To engage in strategic 
agenda setting is to construct and articulate frames, discourse, or interpretations capable of 
enabling individuals or participants to locate, perceive, identify, and label occurrences within 
their life space and the world at large. They, in turn, can seek agreement in an open setting, 
and thus craft solutions and promote collective actions.

The practice perspective has its roots in 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y, but has recently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in management and strategy studies. In general, practice research is 
concerned with what people actually do to carry out their particular activities, often relying 
on some wider social contexts but being sensitive to their institutional links at the same time. 
Practice concerns the centrality of human activity and interaction with the workings of the 
institutional context, often in the face of securing consensus and winning legitimacy. 
Creative, strategic actions are possible because actors are potentially reflexive enough, and 
with open and sufficient social systems, they are enabled to free their activity from mindless 
reproduction of initial conditions.

Drawing on the practice perspective, in particular, the strategy-as-practice approach, 
this paper will recognize strategizing as an activity individual actors perform in practice. We 
study a key activity of strategizing—agenda setting, which is generally seen as important to 
strategy processes or activities, including workshops, conferences, off-site meetings, annual 
reviews, or reviews of budget cycles. These various kinds of strategy workshops (or ‘away 
days’) are events, often within a wider strategy process, for which executives typically set 
aside one or two days, frequently off site, to consider strategic issues. In so doing, they may 
employ strategy concepts, analytical tools, and specialist facilitators to review and develop 
strategy or plan its implementation. During these strategizing activities, agenda sett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nabling the participants to reach consensus, build new visions, and plan 
collective actions—hence, agenda setting is a key strategic activity for professional 
managers, project coordinators, and business leaders.

In terms of empirical application, we examine the practice of agenda setting by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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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ers, broadly defined to include those involved in policy making, framing and marketing 
activities. It follows that, in today’s world, characterized by a more open and democratic 
society, politicians remain an important group but become less elitist and authoritarian. In 
addressing an uncertain future and allocating limited resources for the country, politicians 
serve on the front line as professional managers or strategists who need not just analytical 
skills but also process skills for mobilizing and motivating stakeholder audiences. 
Addressing the use of process skills and public strategies by political agents and 
professionals is important for strategy, for both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reasons. In terms of 
practical relevance, it has the potential to provide a range of toolkits for professional 
planners and executors. Theoretically, such an analysis contributes to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strategic management.

Our empirical setting is Taiwan, which has shifted from an authoritarian and 
autonomous system to one greatly concerned with pressure groups and policy consensus. 
This shift emphasizes the significance of promoting the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es of 
political activities. Furthermore, we chose to study Taiwan because it is a small and tightly 
coordinated country, which has continually faced military threats from China. To some 
extent, therefore, the country shares certain common characteristics with a large corporation 
in terms of function, competition, and purpose. Policy-making activities differ widely, and in 
this paper we focus on the 9th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nference held by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Taiwan in 2012. The conference is nationwide, 
regularly organized, and with an open design, highlighting the importance of setting the 
agendas skillfully to build consensus and guide action. Using a qualitative research process, 
we examine how Taiwanese political bodies or policy workers developed a variety of 
discursive processes to develop and justify the agenda-setting activities.

The basic methodology used for this research is that of action research, which is 
generally defined as qualitative research on the conditions and effects of various forms of 
social action and research leading to social action. When applied to practice studies, this 
research approach can be seen as a reflective process of progressive problem solving, led by 
individuals working with others as part of a community of practice to improve the way they 
address issues and solve problems. As policy works become designers and stakeholders, 
researchers, as part of the community, can work with others to propose a new course of 
action to help their community improve its work practices. The use of qualitatively based 
action research is thus appropriate because a primary focus of this study is to elaborate 
micro-practices of strategic agenda setting, a viewpoint consistent with the strategy-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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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perspective that goes hand in hand with direct research and close observation as a 
broad research paradigm. Exploratory in nature and discursively based, our study follows the 
same methods as practice-related studies to examine what people actually do and say in their 
strategy activities.

We employ both primary and secondary data sources. The primary data include more 
than 40 working meetings, a consulting meeting (the Firs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dvisory Board Meeting), and a two-day formal conference. We have 
transcribed our records, generating more than 200,000 Chinese words. Secondary sources 
were also used considerably to supplement and verify data gathered in field studies. The 
process of data collection continued until we reached the level of theoretical saturation, 
meaning we were getting quite repetitive answers that did not dig any deeper.

We developed three strategy tools for the design and delivery of agenda setting. These 
include problematizing, futurizing, and corresponding. Built on causal reasoning, actors can 
inscribe problematizations of institutionalized practices in texts in order to allow their ideas 
to travel across separate and diverse local settings and to be worthily credited. Futurizing 
includes roadmapping, foresights, and scenario planning, which have the potential to manage 
the present by looking into a particular certainty in the future. Corresponding refers to the 
practice of transferring a discourse to a competitive comparison or to a metaphorical 
reinterpretation. We also point out moralizing as a moderator of such a strategic and creative 
process.

Despite the limitation of a single case study, our research should provid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strategy practices, strategy workshops, and open strategy, as well as 
practicing managers. First, it extends the research on strategy practices and activities to 
include analysis of language-meeting relationships. It also develops and promotes the use of 
action research in practice-related studies. Second, for research on strategy meetings and 
workshops, our work responds to the call to recognize agenda setting as a key strategic 
episode central to the day-to-day activities of professional managers or political groups. 
Third, our study also adds to the recent study of open strategy and open government by 
analyzing the openness of strategic practices. Fourth, we respond to Aristotle’s classic 
formulation of logos, pathos, and ethos as three key elements of persuasion, whereas our 
analysis also addre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a variety of legitimacy, pragmatism, morality, and 
cognition, in securing support and credibility. To conclude, we argue that a policy is more 
likely to be effectively legitimated and justified if it is propagated by actors who bring 
together several types of process skills, e.g., problematizing, futurizing, and correspo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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