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政策问题构建分析
的技术方法

边界分析技术（5-4-1）
类别分析技术（5-4-2）
层次分析技术（5-4-3）
类比分析技术（5-4-4）
头脑风暴分析技术（5-4-5）
多角度分析技术（5-4-6）
假设分析技术（5-4-7）
鱼骨图分析技术（5-4-8）
检点表分析技术（5-4-9）



●边界分析技术

●类别分析技术

●层次分析技术

●类比分析技术

●多角度分析技术

●假设分析技术

●头脑风暴分析技术

●鱼骨图分析技术

●问题检点表分析技术

政策问题陈述的技术和方法



边界分析的目的

政策问题构建分析的人员面对的是分布在政策
制定过程中的多重问题空间，常常在无法控制的
区域内工作。如果研究的范围太大，就会不断地
去搜索各种对政策问题的观点、见解，必然缺乏
精力去集中处理从政策问题情势中分离出来的真
正的政策问题。但如果停止搜索，则又担心未把
真正的见解和观点收集进来。

政策问题边界分析的目的就是要确定政策问题
的范围，以便在限定范围内，集中精力针对分离
出来的政策问题进行政策设计。

边界分析的技术



边界分析的步骤

○饱和抽样

分阶段地将对政策问题的界定表示支持的和不
支持的政策相关人找齐，作相对饱和抽样的问卷
调查

○引出问题陈述

通过面对面谈话、电话交谈或问卷分析，获得
利益相关者的有关政策问题要素的看法

○边界分析

以横坐标表示政策利益相关者，以纵坐标表示
各种问题要素的陈述，画出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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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分析是一种使概念清晰的分析技术。在对
政策问题情境的感知中，必须将经验加以分类。
比如对60岁以上的老人进行养老保障，为了发放
养老资助基金，需要将其分成城市中的60岁以上
的老人和农村中的60岁以上的老人。也可分成贫
困地区的和富裕地区的60岁以上的老人。显然前
一种划分与后一种划分是不一样。

类别分析的技术



类别分析的程序

任何类别划分都有两个程序：逻辑划分和逻辑
分类。前者是分解，后者是归类。

A∪B=P

农村 城市

A∩B=D

富裕 D
贫困

全国老人：
农村中的老人
城市中的老人

贫困地区的老人
富裕地区的老人

老人



类别分析的原则

○类别要与现实接近

○大类或子类应基于单一的分类原则

○大类应当穷尽

○大类之间应当互斥（断开）

○大类、子类、次子类要有层级差别



层级分析是问题建构分析中用来明确问题情境
中引发问题的可能原因的技术。引发问题的原因
有三种：可能的原因、似然的原因和有争议的原
因。

层级分析的规则：实质相关、穷尽、互斥、一
致性、层级差异。

层级分析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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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比分析形式

○个人类比：将分析人员想像为利益相关者

，设身处地理解政策情境；

○直接类比：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问题情
境对比，寻找其中的相似性；

○符号类比：将政策情境与某种符号进行
比较；（将中层阶层较大的社会结构比作橄
榄形）

○想像类比：将政策情境与某种想像加以
比较； （美国金融危机比喻为华尔街海啸）

类比分析的技术



头脑风暴分析技术步骤

○从政策相关者的角度精心选择，组成脑力

激荡小组；

○创造一个充满创意的空间，尽量让参与者
针对政策问题自由发言或论辩，并做好文字和影

像记录，整理成报告；

○组织一个创意评估小组，根据问题的严重
性程度，进行讨论投票，依据得分将问题及其成

因加以排列；

头脑风暴分析的技术



头脑风暴分析的技术要点

○应选择特别了解既定问题情境的专家参与；

○严格将意见生成过程与意见辩论过程分开；

○在意见生成过程应尽可能保持开放和宽松；

○等待全部意见都提出后才能进行意见评估；

○在意见评估阶段，应对各种意见分清主次、
形成建议、对问题概念化、产生潜在解决方案；



技术角度的分析（T）

运用最优化、成本效益、概率、计量经济模型
，以世界科技发展水平为基础，选择目标，进行
解决问题的预测。

多角度分析的技术



组织角度的分析（O）

将问题解决的办法视为从一种组织状态向另一
种组织状态的有序渐进。

个人角度的分析（P）

强调个人的魅力、领导能力、自我利益对解决
问题的意义。



多角度分析技术

运用最优化、成本效益、
概率、计量经济模型。以
世界科技为基础，选择目

标，进行预测，加以优化，
选择解决问题的最优化方案。

美国向日本掷原子弹：从技术
考虑，轰炸并封锁、入侵、

不加警告投掷、先警告后投掷、
将原子弹投向无人居住岛屿。



组织角度的分析（O）将问题
解决的办法视为是从一种组
织状态向另一种组织状态的
有序渐进（有小的但是暂时
的危机）的一部分。

从美国政府组织来考虑，
已花费20亿美金研制，不
使用就无法向国会交待，
政府已经陷入不安，也是

对苏联战后的威胁。



个人角度的分析（P）强调从
直觉、个人魅力、领导能力
自我利益来看待问题及解决
方案。能够提供技术角度或
组织角度不能提供的认识。

杜鲁门上台面对罗斯福建
立的政府束手无策，不投
原子弹将是软弱无能表现



多角度分析的指导原则

○跨行业组合。按跨行业而不是跨学科组合形

成团队，

○角度的平衡。在科技、组织和个人三者之间
形成适当的平衡。

○不均衡复制。组织和个人角度不可复制，技
术角度可以复制。

○适当的交流。三个角度需要交流。

○推迟合并。将三者的合并交给政策制定者。



假设分析有利于建构结构不良的政策问题。主
要是通过对有关政策问题情势的相互冲突的假设
的质疑，加以创造性的合成。

假设分析可以克服常规分析一些局限性：单个
决策者某个时点的价值排序，不考虑截然不同观
点，分析在自我封闭的组织内完成，只重视表面
有逻辑一致性的标准。

假设分析的技术



假设分析的程序

○明确利益相关者。第一阶段是对政策利益相

关者加以统计、排序并决定其重要程度。

○提出假设。第二阶段是提出一个包含各种假

设的列表，这些假设中明确或隐含着对行动建议
的支持。

○假设质疑。第三阶段是对各项建议及其潜在

假设，包括反假设进行比较、评估。



○集中假设。第四阶段是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

重要性及相对确定性对假设进行协商排序。

○合成假设。第五阶段是为政策问题形成一个

总体或合成的解决方案。



原始方案 共同数据 提出假设

反假设 共同数据

共同数据

共同数据

集中方案

最好方案

质疑假设

集中假设

合成假设



鱼骨图分析的技术

将“政策问题原因”与“政策问题后果”的因

果关系用鱼骨的方式描述出来。

将鱼头画在右边，用一根横线表示主骨。在其
上下分别画出斜线表示问题症结的方面，再用小
横线表示形成原因。

鱼骨图分析的技术



鱼骨图分析的步骤

○邀请学者专家将问题的症结和成因的类别界

定出来；

○组成脑力风暴小组，依据每一类别的问题症

结和成因加以讨论、分析与论辩；

○将论辩结果绘成鱼骨图；

○进行投票或问卷调查，以决定问题症结的严

重程度



诊断“公文办理时效
何以如此迟缓”

文件无法电子化

电脑软件故障

电脑常死机

公文数量庞大

会签公文多

会签意见多

职位代理人制度未落实

分层授权不够

承办人员
专业知识不足

领导
专业知识不足

（业务方面）

（设备方面） （制度方面）

（人员方面）



问题点检核表分析的技术

将问题中的要点即可能的症结一一找出，然后

加以整理，制作成一张表。再邀请相关人员对问
题点的存在和严重程度进行思考并填写，最后将
问题点排序

问题检点表分析的技术



诊断“开会时间为什
么总是那么长”

问题点 回答百分比 优先顺序

主席主持会议能力差好训话

会议通知太迟

会议主题过多

参加会议的单位和人数太多

会议讨论的议题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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