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台灣非營利或非政府組織的發展歷程相當有趣，各種基金會與民間團體在台

灣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變遷上發揮相當的影響力。台灣的非政府組織發展

歷程，可以從 1970、1980 年代開始算起。當時台灣的街頭出現各種抗爭性的社

會運動，倡議各種議題，也因此出現許多倡議型非政府組織（研考會，2002）。
然而由於當時尚未解除動員戡亂，人民還未擁有法律保障的結社自由，因此這類

團體多半被稱為「地下」民間社會或異議團體（蕭新煌，1999），而這批社會運
動中的許多團體也透過各種運動與結盟，發展成一股民間力量，促成政治解嚴。

所以，當時 NGO與政府的關係多半是對抗、衝突的，尤其對許多倡議不同議題

的社運團體而言，能夠讓不同倡議議題的團體串連在一起的力量，很大部分是要

對抗當時的政府—國民黨（蕭新煌，2002）。因此，討論台灣非政府組織的發展，

政治環境是影響發展的重要因素。 
 
解嚴後，許多社會運動團體為求倡議的議題能「永續發展」，因此又加速改

變體質，以「機構化」（institutionalize）成為各種基金會與社團法人(顧忠華，
2003)，使得台灣非政府組織在數量上繼續成長。蕭新煌（1999）這整個非政府
組織發展的過程分為兩個階段，意即「第一波的社會抗議運動促成台灣 80 年代

中期的民主化，第二波的社會運動與組織，則是民主制度化後的結果」。此後，

各種倡議型非政府組織繼續推動各項社會議題，而非營利組織也轉而提供社會援

助，因此，這股民間的社會力被形容是「推動台灣現代化的主力」（蕭新煌，1999）。 
 
至近幾年來，台灣公民社會的力量也隨著這股非政府組織的發展，漸漸展現

出不同風貌。除了以「街頭抗爭」為手段的社運訴求較為少見了之外，許多當年

在 1980、1990 年代出現的社運團體，在以基金會等正式組織的形式出現後，其

發展的議題不僅更為多元，甚至傳播的策略也更為精緻。而不再以「街頭抗爭」

為倡議的唯一宣傳手段後，也使 NGO或 NPO與政府的關係，由過去的「對抗」
主軸，轉而發展出各種新的互動方式。這是一個相當有趣的現象。一來，政府與

NGO或 NPO的互動需求增加；二來，從傳播的互動研究來看，即便 NGO與政
府之間衝突的關係沒有改變，但在「發展關係」的策略上，已經走向更複雜、細

緻的「非零合關係」，而 NGO也有能力擁有與政府進行協商的各種「權力資源」，

如媒體資源等（孫秀蕙，1997:266）。 
 
此外，在全球化的發展下，一些非政府組織更將觸角延伸至國際社會，讓台

灣與國際社會的關係，從早期「接受援助」的形象（不論組織是否真的接受援助），



轉而成為有能力「付出與回饋」的實際行動者。以勵馨基金會為例，台灣的勵馨

基金會 2003 年在紐約成立籌備會，預定 2003下半年正式成立名稱為「希望花園」

的分會，聘請具執照、雙語、雙文化的專業人員，幫助紐約華裔受暴婦幼走出陰

影。這是台灣NGO從本土發展，進而走入國際分享經驗、發揮功能的例子1。 
 
如果像勵馨基金會這種由社運團體轉型為非營利／非政府組織，再進而希望

尋求回饋（或參與）國際的路徑，可以稱之為台灣本土民間團體轉型的一種模式，

而有別於其他發展中國家的NGO發展方向2的話，那麼，台灣的非政府組織研究

應該會有許多值得探索的地方。 
 
台灣近幾年來有關 NGO或 NPO的研究相當多，有些從募款、義工招募等

角度討論這類組織的管理，有些從公民參與的角度討論 NGO對政治或民主化的
影響，而傳播領域的相關論文則從公共關係的理論來討論 NGO或 NPO的「議
題管理」或公關策略。管理導向的研究專注於「組織」的討論，政治學的研究則

關心 NGO所處的社會位置與脈絡，與其發揮的社會影響，而傳播領域的討論則

是以「議題」為主，專注觀察因為議題所產生的各種行動。 
 
然而，就一個完整的 NGO議題倡議的過程而言，組織、議題、與議題所處

的社會情境是無法完全切割開來的，若只專注於單一面向，很難以完整地拼湊議

題發展的生命歷程。Anheier & Salamon（1998）指出，非營利部門的相關研究應

該從社會起源（social origins）著手，才能有較全面的瞭解。而韓意慈（1999）
也認為，研究非政府組織的議題倡議，除了專注於議題本身外，還應該兼顧「組

織過去的行動史」以及「組織與外界的互動」兩個面向，才能有較為完整的圖像。 
 
不論是組織的行動史或是與外界的互動，都可以是廣義的傳播行為。組織傳

播曾有「傳播即組織」或「組織即傳播」（Communication is organizing）的名言
（秦俐俐，2000），以這句話來形容 NGO的研究再貼切也不過。因為在台灣，

倡議型非政府組織多半是因為議題傳播的需要才進而組織化群眾，而許多先於議

題而存在的組織（如各種文教基金會等機構），也會遇到舊議題告一段落，而組

織需要尋找新議題才能繼續維持組織動能的情況。例如，李盈諄（2003）研究罕
病基金會即指出，當基金會成功推動「罕見疾病防制及藥物法」立法通過後，此

一議題完成階段性任務，基金會便開始著手尋找其他議題，以維持組織的使命與

                                                 
1 詳見中國時報 2003 年 1月 20日。 
2 此處指的是在台灣創立的非政府組織，與世界展望基金會等國際性非政府組織的在台分支機構

不同。蕭新煌（2002）將台灣非政府組織的發展分為四個時期，包括黨國壓制期、西方福利和都

市菁英國際化社團移植期（如YMCA等）、1970 年代後期和 1980 年代的本土興盛期、與 1990 年

代中期以後的區域化和全球化期。這四個時期的劃分說明了兩個台灣非政府組織發展的特殊之

處：一是國民黨長期執政對民間團體的影響，二是台灣非政府組織因台灣國際處境的關係，從本

土發芽到走向國際的趨勢，與許多發展中國家靠全球性的非政府組織帶領國內非政府組織的發展

方向不大一樣。 



生存。因此，傳播是建構 NGO的主要活動。 
 
此外，實際觀察非政府組織倡議議題的過程也可以發現，非政府組織為適應

環境或達成目標，它與其他組織或利益關係人所發展的組織間傳播行為，反而是

影響議題成敗的重要變項，也成為非政府或非營利組織主要的工作內容。 
 
因此，本研究希望能從傳播的角度來看待非政府組織的發展，並由一個具代

表性的本土非政府組織個案，觀察其倡議議題的過程，探索組織、議題與議題所

處的社會情境三者間的交互關係。此外，本研究也著重 NGO與政府之間的關係，
因為非政府組織的議題倡議能否成功，政府一直都是相當重要的利益關係人。而

且台灣非政府組織的發展史上（若從社會運動團體時期開始算起的話），政府還

曾經是促成許多非政府組織進行串連的主因。 
 
此外，觀察台灣NGO與政府的關係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台灣的NGO希望

「參與國際事務」或「組織進行國際化」，是一個全球化浪潮下很正常的需求，

但從台灣的NGO要走進國際的實際案例來看，就發現這並不是一件簡單的事。

研考會（2002）曾針對台灣 100個基金會作的統計就顯示，台灣的NGO常常受
限於台灣國際地位的關係，而遇到會籍或名稱的困擾，這是許多其他國家不會有

的經驗。又或者，許多NGO之所以出席國際會議，就是要代表民眾表達有別於
政府的的議題主張，但台灣卻往往出現政府官員與NGO一起，並「帶領」非政

府組織一起參加世界「非政府」組織活動的有趣情況3。 
 
然而，NGO轉型的過程或是議題倡議的全貌是相當龐大複雜的現象，因此，

本研究選擇以議題傳播的過程為主軸，以組織的行動史（包括過去與現在）與相

關分析為輔，作為關注的重點，並從能夠發現描述的現象中，再來討論此一過程

中的問題。例如，當 NGO希望從台灣「走出去」並積極參與國際社會時，整個

轉型的過程會有什麼困難、NGO與政府的關係為何、又 NGO、政府、與議題三
者間如何地相互影響，以成就一個議題的生命等。 

 
 

 
 
 
 

                                                 
3 2002 年在南非召開的「永續發展世界高峰會」上，便出現台灣的政府代表團到了會場卻變成

NGO的有趣情況。當時，行政院環保署長郝龍斌與政務委員葉俊榮等政府部會首長受限於台灣

並非聯合國會員的事實，無法參加大會正式會議，遂與台灣民間非政府組織約 300人，一起在高
峰會的會場共同遊說，晚上並由郝龍斌署長「帶領」NGO團員開團務會議，共同擬定隔天活動。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個案選擇 

 
如研究動機所述，本研究對台灣 NGO從台灣 1980、1990的社會運動脈絡

下，進而想要進入國際社會的發展情況有一種預先的瞭解，並將此一過程視為台

灣 NGO的轉型，因此筆者希望能透過觀察單一台灣本土 NGO倡議議題的過程
來對此一情況有所思考。此外，許多 NGO的相關研究出現在政治學或社會學領

域，傳播領域所談論的倡議活動多半只強調發展的後半過程—宣傳階段，對組織
的社會位置與議題發展的社會脈絡較少著墨。本研究希望能夠在兼顧組織的發展

行動史與議題本身發展的情況下，對此組織倡議議題的過程盡可能進行描述與分

析，以提出從傳播觀點所看到的台灣 NGO的發展，並希望對台灣 NGO從國內
「走出去」的發展本身，和如何從傳播角度研究這樣的問題，提供一些回饋性的

意見。 
 
針對研究目的，本研究選擇以「台灣醫界聯盟基金會」為研究個案，主要觀

察其倡議「台灣加入WHO」（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世界衛生組織）的過程。
選擇此一個案的原因有三： 
一、「台灣醫界聯盟基金會」在成立之初，是由社會運動團體「一００行動聯盟」

轉變而來。因此，此一組織是典型的台灣本土 NGO，其發展過程與台灣的
社會發展脈絡相互影響，此一過程提供了「台灣加入WHO」議題很充分的
社會情境。 

二、「台灣加入WHO」的議題其實是「台灣加入國際組織」此一較大命題的縮
影，因此「台灣醫界聯盟基金會」的倡議過程，也就是台灣 NGO想要進行

國際參與的過程，可視為此基金會轉型的代表。 
三、「台灣加入WHO」是民間團體較政府更早提出的倡議議題，因此具有 NGO
倡議的代表性。此外，此一議題最後成功地被政府接納為政策要項，從議題

的生命歷程來看，是一個發展成熟的過程。不過需要說明的是，本研究關注

於議題如何被政府接受為政策，又政策繼續進行的過程中，政府與 NGO之
間對議題的態度如何影響議題發展，所以本研究不認為台灣是否真的已經加

入WHO是影響議題是否完全發展的重點。 
 
 
 
 
 
 
 
 



第三節  研究方法 

 
    為全盤性地瞭解非政府組織的議題倡議，本研究希望能專注於單一組織倡議
單一議題的發展過程上，盡可能發掘此議題倡議過程中的各種互動，並進行描述

與分析。因此，本研究以質性的個案研究法（case study）為研究取徑。 
 
個案研究是一種經驗性的探究，以多面向的證據和資料運用，對真實生活環

境中的現象進行深入描述與分析（吳宜蓁，1998：327），因此此研究法也被視為
一種研究策略（Research Strategy），目的在處理現象與情境脈絡間複雜的交互作

用，具有特殊、描述、啟發、歸納、探索和解釋等特性（邱憶惠，1999）。 
 
質性的個案分析法在社會科學中扮演重要角色，重視情境脈絡而非特定變

項，在乎發現什麼而非驗證什麼，希望能整體、有意義地呈現真實脈絡中的事件。

具體而言，此研究策略具有以下幾個特點（吳琮璠，1996；吳宜蓁，1998）： 
1. 研究重點為描述如何（how）和為什麼（why）的問題。 
2. 研究者無法控制研究對象的行為，研究環境為天然而非操縱的環境。 
3. 研究的主題是當代社會中的現象或當前遇到的問題。 
4. 需就個研究對象深入瞭解其複雜性。 
5. 使用多種的資料蒐集法，包括直接觀察、系統性訪談、收集政府或個人收藏

之資料等。 
6. 適合用在對問題仍屬探索性階段，尚未有許多前人研究可循的情況下，或在

假設衍生之階段，但也可用在否定或確認假設之階段。 
 

 
而針對實際的研究目的與問題，本研究在實際的資料蒐集上，著重以下幾種

方法與面向： 
 

一、盡可能收集台灣醫界聯盟基金會相關內部與外部資料： 
如文宣、新聞稿、簡史、內部會議記錄、與政府的公文往來、研究台灣醫界

聯盟基金會的相關文獻與針對基金會的報導等。此外，本研究也參考幾本醫

盟發行的刊物，包括＜醫界聯盟通訊＞、＜HOPE醫望雜誌＞、＜台灣醫界
聯盟基金會 10週年暨懷念創會會長李鎮源院士特刊＞等。 
 

二、訪談基金會領導人： 
訪談基金會吳樹民醫師與蘇益仁醫師。兩位受訪者有以下共同特點：  
1. 皆曾參與醫盟前身—社運團體「一００行動聯盟」--所發起的社會運動。 
2. 皆為醫盟的創會會員。 



3. 皆曾擔任醫盟的辦公室主任或執行長，是實際擬定策略與執行會務的

人。 
4. 皆在 2000 年政黨輪替後，以公民社會領導人的身份進入政府體系；吳

樹民醫師擔任國策顧問，蘇益仁醫師任疾病管制局長，並代表台灣出席

WHO舉辦之會議。 
由於本研究從醫盟的發展史著手，並討論到倡議型非政府組織的領導者在 
進入政府體系後對非政府組織的影響，因此吳樹民、蘇益仁兩人的社會運動

背景、與曾任官員的身份，是本研究的目標受訪者。 
 

三、訪談外交部中參與WHO政策的官方人士： 
訪談參與擬定「台澎金馬衛生實體」說帖的前外交部諮議盧政鋒，其為當時

具有影響決策、影響預算能力的官員，相當瞭解外交部與醫盟的互動，也瞭

解民間與政府針對WHO議題在立場上的差異。 
 

四、蒐集媒體對台灣參與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導： 
在中央社簡報系統中，以「世界衛生組織」為關鍵字，搜尋有關（推動）台

灣參與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導，作為輔助瞭解議題發展，與評斷NGO與政府
對議題的影響力。學者指出，新聞報導在研究議題發展上有二個功能： 
1. 分析不同階段媒介對事件或議題的報導，可以看出社會衝突的發展演

變，以觀察議題的生命週期（蘇蘅，1996，引自孫秀蕙，1997:228）； 
2. 透過分析新聞，可以反映與議題相關的不同利益關係者彼此間的競爭，

亦即框架間的競爭，也就是消息來源的競爭（臧國仁、鍾蔚文，1997）。 
此外，在議題生命週期的劃分中，媒體的報導是判斷議題進入不同階段的重

要劃分依據。本研究為觀察議題的發展歷程，必須透過媒體的報導，觀察

WHO議題的發展，並對新聞中有關消息來源的引用，判斷NGO與政府受媒
體青睞的程度，與其立場被媒體接受的程度。 

 
 
 
 
 
 
 
 
 
 
 
 



第四節  研究問題與文獻方向 

 
秦俐俐（2000）歸納組織傳播研究有三個層次：環境、訊息與人為影響，意

即組織傳播必產生在一個複雜、開放的系統中，因此此一系統會與所處的環境相

互影響，而組織傳播也涉及訊息傳遞的流程、方向、目的與使用媒介，最後，組

織傳播還與人的態度、情感、關係與技巧有關。因此，在觀察 NGO的議題倡議
活動時，需要討論組織與社會的互動和彼此影響，也要討論 NGO的訊息策略，

包括如何說服、如何傳播等。而在「人」的層次上，則可觀察討論 NGO的組織
領導人的在議題倡議上所扮演的角色與具有的功能。 
 
非政府組織的議題倡議，本身就是組織傳播的過程。在研究問題上，也包含

環境、訊息與人的影響。本研究選擇以訊息的發展過程為主要對象，也就是以議

題本身的發展為主體，再從環境層面、組織間互動層面來討論「組織」或「環境」

如何影響訊息的發展，除了探討社會脈絡（如社會運動、台灣政治的發展）對議

題和組織的產生與發展有何影響外，本研究也特別關注政府與非政府組織間的互

動，因為只要 NGO希望議題成為公共政策，進入政府的決策體系，則政府必定
是 NGO在倡議上的重要利益關係人，雙方的競、合關係就是推動議題發展的主

要動能（Hallahan，2001）。 
 
此外，在「人」的層次上，本研究著重討論NGO組織中個人的權力關係如

何影響議題，尤其是組織領導人在議題倡議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其的動向（例

如從公民社會領導人隨政黨輪替進入政府體系）如何牽動NGO與政府的關係，
對對議題有何影響。台灣「2002 年基金會調查」的調查結果顯示，台灣有一半

以上的基金會董事長是由基金會創辦人擔任（官有垣，2003）4，可見NGO的領

導者在許多會內的事務決策上，具有相當影響力。此外，不論是社會運動研究、

議題研究或非政府組織運作的實際現況都顯示，NGO的組織領導人是影響倡議

成敗的關鍵角色。 
 
    最後，本研究也會針對 NGO訊息傳遞的策略、方向與使用媒介作一分析，

包括組織如何透過媒體策略來建構議題，與媒體的報導反映了政府與 NGO在「消
息來源的競爭」結果如何。 
 
綜合以上所述，本研究在文獻鋪陳上，粗分為「非政府組織的相關理論」和

「議題傳播的相關理論」兩大範疇，但討論的問題仍與以上的各個問題相關。 
 

 
                                                 
4 此處的基金會除了倡議型非政府組織外，還包括企業型、捐贈型等各式的非政府／非營利組織。 



壹、非政府組織理論 
 
（一）非政府組織 
本研究先從政治學與社會學的面向耙梳非政府組織的理論，說明非政府組織

（NGO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與非營利組織（NPO, Non-Profit 
Organizations）的不同，以清楚界定文獻蒐集的範疇。 
 
（二）公民社會 
本文以「公民社會」的理論來說明非政府組織對應於政府的關係。公民社會

是一規範性的理論，主要論述處於公民社會的團體應該與政府維持怎樣的相互獨

立狀態，它有助於確定非政府組織的社會位置，以作為檢討 NGOs一切活動的標

準。而 NGOs與政府因為互動而產生的「關係」，則是傳播領域探討的部分。 
 
（三）社會運動 
最後，此一範疇的文獻還包括社會運動的研究。除了以此說明社會運動與非

政府組織的倡議有何關係外，本文並試著將「社會運動團體」（SMOs,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和「非政府組織」（NGO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做一區分，作為觀察本土 NGO轉型過程的指標。 
 
貳、議題傳播理論 
 
（一）公共傳播 
   傳播研究雖然沒有「非政府組織」這樣的說法，但是非政府組織的本質是傳

播領域所討論的「公眾」，因此透過對公眾特質的瞭解，有助於界定如何從傳播

觀點分析非政府組織。 
 
（二）議題的生命歷程 
   議題的發展相當複雜，Hainsworth（1990）最先劃分出議題的發展週期後，
議題研究成為公共關係領域中重要的次領域。然而，本研究為凸顯非政府組織的

倡議（advocacy）過程，也為了觀察與政府間的互動，因此再加入 Heath（1997）
的議題倡議模式，和 Hallahan（2001）的議題動能模式（Issue Dynamics），以提
供完整觀察 NGOs、政府與議題三者的關係的角度，以及媒體在議題生命週期中

的角色。 
 
（三）訊息策略 

NGOs的訊息策略是議題倡議最外顯的部份，也是「說服」是否奏效的關鍵。

訊息策略除了可以作為判斷 NGOs的立場或議題框架的資訊，也是 NGOs議題
行銷的重要內容。 



 

第五節  研究個案介紹 

 
壹、台灣醫界聯盟基金會 
 
「台灣醫界聯盟基金會」（Foundation of Medical Professional Alliance 

Taiwan，後文簡稱「醫盟」）成立於 1992 年，初成立時尚未改組為基金會，稱為

「台灣醫界聯盟」，當時有北、中、南三個分會。醫盟創始時有 420個會員，包
括醫、牙、藥、護、醫技和基礎醫學研究人員，目前則有 700多個會員5。創會

會長為李鎮源院士，曾任台大醫院院長，是醫盟長期以來的精神領袖，並親自參

與基金會會務。「台灣醫界聯盟基金會」董事會在 2000 年決議，與「台灣醫界聯

盟」獨立運作；而「台灣醫界聯盟基金會」則沒有明確的會員制度。 
 
醫盟的創始與台灣的社會運動有關，其組織是由社會運動團體「一００行動

聯盟」演變而來。「一００行動團體」的成立背景是為了抗議政府以刑法一百條

來箝制言論自由，尤其用來壓制主張台灣獨立的人士。當時，台大醫學院的校友

李應元因為主張台獨，被政府以犯內亂外患罪為由列名「黑名單」，1991 年回台

後，被關入土城看守所。李鎮源院士時任台灣大學醫學院院長，不僅帶領台大醫

學院師生前往監獄探望台大醫學院的校友李應元，並對刑法一百條被用作箝制台

灣言論自由的工具相當不滿。因此，1991 年 9月 21日「一００行動聯盟」成立，

李鎮源院士獲邀擔任名譽召集人，並參與「廢除刑法一百條」的連署，也陪同參

加「刑法一百條受難家屬」的靜坐抗爭；旋即不久，醫界人士又在台大醫學院前

展開「反閱兵、廢惡法」的靜坐，李院士亦帶領許多醫學院師生參加。許多醫學

院師生、醫界人士與「一００行動聯盟」成員受到李鎮源院士的感召，決心成立

「台灣醫界聯盟」，以延續社會運動之力量，並發揮醫界「救人濟世」的傳統。

此後更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參與各種街頭抗議、帶動政治議題的討論、發起

社會改革運動。 
 

「台灣醫界聯盟基金會」一直以「醫界是知識份子良心的代表」（李鎮源，

1992）定位自己，並以社會關懷為目標。其成立宗旨是要結合關心台灣前途的醫

界人士，發揮醫界救人濟世的傳統，維護台灣人權，以醫界專業知識督促醫療、

教育及環保政策，提升臨床醫學的發展水準，倡導醫療倫理及文化活動，以提昇

台灣人民尊嚴及生活品質（台灣醫界聯盟基金會 10 週年暨懷念創會會長李鎮源

院士特刊）。 

根據成立宗旨，醫盟目前推動的會務包括五大範疇：民主人權、衛生外交、

                                                 
5 詳見《財訊》255期 98頁，「醫界聯盟產抗煞大員」（2003 年 6月號）。 



醫學教育及人文、醫療政策與生物科技等。1992-2002 年間，五大範疇的主要會

務包括：  

 

 

 

民主人權 

＊ 1992-2000 年：發起並參與各種促進台灣民主發展的

社會運動，包括：反核運動、反菸運動、反賄選運動、

退報運動、推動公民投票運動、黨政軍退出三台運

動、廢國大與反金權遊行。 

＊ 1992迄今：長期關注幾項議題：國家體制及定位、反
賄選、反核四（環保議題）等。 

 

 

衛生外交 

＊ 1997-迄今：以台灣醫界專業團體與民間非政府組織的
身份，在台灣特殊的國際處境下，發起並持續推動台

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WHO）的運動。 

＊ 1997迄今：定期組成「日內瓦宣達團」與「國外遊說

團」。 

＊ 1998迄今：舉辦學生培訓營 

＊ 1997迄今：舉辦各種國內宣傳活動 

＊ 2000迄今（查證，2001？）：促使行政院成立「WHO
跨部會小組」，「醫盟」成為固定與會成員。 

 

 

 

 

 

醫療政策 

＊ 1992-1995：在「全民健保」實施前，設立「全民健康

保險評估小組」（後改組為「全民健康保險推動小

組」）， 舉辦公聽會與主持各種政策研究。 

＊ 1995 年：「全民健保」實施後，原「全民健康保險推

動小組」改制為「全民健保醫療品質追蹤評估小組」，

追蹤與評估健保成效。 

＊ 2000 年：推動第二波健保改革，成立「全民健保體檢

小組」，檢討健保財務危機、政府醫療支出情形與推

動台灣加入WHO事宜。 

＊ 九二一大地震後，與其他民間團體成立「全國民間災

後重建聯盟」，設立「重建工作站」，助印《921心理重

建資源手冊》，邀請日本「神戶大學救援隊」來台經驗



交流。 

 

 

醫學教育與人文 

＊ 1993迄今：主辦研討會討論台灣醫學教育改革。 

＊ 1994-1999：創辦《HOPE 醫望雜誌》，探討醫學人文
議題，因財務無法繼續維持，於 1999 年 6月停刊。 

＊ 2000-2001：《HOPE醫望雜誌》復刊，至 2001 年 6月
滿一年後再度停刊。 

＊ 2000 年：成立「醫學史工作室」。 

＊ 2001 年：成立「口述史工作坊」。 

＊ 2001 年：完成醫學史叢書《台灣根除小兒麻痺紀實》，

並進行《台灣防虐人物傳記》等計畫。 

 

 

 

 

 

生物科技 

＊ 1992 迄今：受衛生署委託，舉辦「臨床試驗訓練課

程」，邀請美國學者演講，培養國內臨床試驗人才。 

＊ 1998迄今：受衛生署委託，成立「國際醫藥法規協合

會台灣促進委員會（ICH-T）」，推動國際依藥法規的
精神與標準。並持續承包辦理各種活動： 

◎ 1998 年：舉辦「亞太地區最新臨床藥物研究發

展國際會議」（ICH-T） 

◎ 1999 年：舉辦「APEC藥政管理聯繫網路銜接

性試驗合作計畫國際研討會」等。（ICH-T） 

◎ 2000 年：舉辦「APEC亞太地區臨床試驗相互

認證檢討會」。(ICH-T) 

◎ 2001 年：受衛生署委託，成立「提升生技製藥

產業工作小組」，舉辦專家會議並提供政策參

考。（ICH-T） 

◎ 2001 年（為期三年）：展開「基因治療與臨床

試驗：務實取向的先法規共識與研究計畫」。 

資料來源：台灣醫界聯盟基金會 10週年暨創會會長李鎮源院士特刊 
 
 
 



貳、醫盟的領導者 
 
（一）李鎮源院士 
 

不論是「一００行動聯盟」或「台灣醫界聯盟基金會」，李鎮源院士都是組

織成立時不可或缺的號召者，並被推舉為組織領導人，對組織或議題的發展，影

響很大。例如，李鎮源院士在基金會創會前，即帶領許多醫學院師生們參加反對

運動，聲援野百合學運；至基金會創立後，仍積極參與許多和其他 NGO結盟的
活動，包括反核運動、反賄選運動等，都常邀請李鎮源院士擔任活動總召集人。 
 
    李鎮源生於 1915 年，台南府城人，就讀台北帝大（台灣大學前身）的醫學

部，並跟隨當時唯一的台籍教授杜聰明作研究，於 1945 年以「鎖鍊蛇蛇毒的毒

物學研究」獲得博士學位。後來遊學各著名大學（如牛津大學）。1970 年，李鎮

源獲選為中研院院士，1972-1978 年擔任台大醫學院院長，規劃台大醫學中心的

整建。1976 年，李院士榮獲國際毒素學會頒發最高榮譽「Redi」獎，同年應聘

為美國國立衛生研究院 Fogarry訪問學人，次年獲頒美國藥理學會名譽會員。1979
年應德國 Springer出版社邀請，主編「實驗藥理學—蛇毒」專書，為研究藥理學

者之經典，並奠定國際蛇毒研究權威地位。1985 年擔任國際毒素學會會長，1982
年創立中華藥理學會，1987 年創立中華民國毒理學會，1986 年自台大醫學院退

休，獲聘為名譽教授。李院士退休後仍持續關心學術，並於 1999 年擔任亞太藥

理學大會榮譽主席。 
 
    李鎮源院士的公共事務參與則始於 1990 年代。1990 年李院士第一次參加三

月學運靜坐，1991 年因為痛心醫學院的學生被列為黑名單，到土城看守所聲援

李應元，之後參加廢除刑法一百條、廢除叛亂罪的靜坐，擔任「一００行動聯盟」

召集人，「一００行動聯盟」並於 1992 年正式法制化為「醫界聯盟」。之後，各

種反核、反金權、廢國大等遊行6，李鎮源不是出現人群之中，就是擔任名譽召

集人。他與醫盟的誕生都始於街頭運動。 
 
    在與政治或政黨的關係上，李鎮源院士也有其主張。李鎮源從學運時代開

始，其反獨裁、反國民黨的立場即相當鮮明。國民黨對民間社會的壓制或言論自

由箝制，固然是促成醫盟成立的主因，然而李院士本人也從未改變其對「台灣獨

立建國」主張的認同，甚至曾一度擔任建國黨主席，直至 2000 年為支持陳水扁

選總統，才辭去建國黨主席的職位。2000 年政黨輪替後，李院士獲聘為總統府

資政；2001 年 10月，李院士重病在身，仍不顧醫生的反對，堅持抱病與陳總統

一同參加「廢除刑法一百條十週年」的紀念晚會；隔月，因骨髓增生不良症併發

肺部感染而辭世。當時「醫盟」工作人員守在病床旁，追憶當時情形：「院士是

                                                 
6詳見附錄。  



在總統抵達床前時，一切生命訊號才停止」，「師母喃喃自語說『他就是在等阿扁

啦……』」（林世嘉，2002）。 
 
 
（二）吳樹民醫師 
 
吳樹民醫師也是醫界聯盟創會時的發起者之一，跟著李鎮源院士處理會務多

年，曾任醫盟的執行長與副會長，並在李院士辭世後，獲選為醫界聯盟基金會的

董事長，是醫盟成立之始至今，一直參與會務的核心領袖。 
 
吳樹民醫師早年在美行醫，回台前是美國堪薩斯密蘇里大學醫學院臨床教

授。其父親是曾擔任台北市長，後來創立自立報系的吳三連。吳樹民自述（2002），
他是因為父親過世，回台接任自立報系發行人，才對於國民黨箝制言論思想與新

聞自由的作為，有一番深刻的感受。因此對李鎮源院士所發起的「廢除刑法一百

條」運動相當感佩，從「反惡法」的各種運動開始，就與李院士合作無間，成為

李院士的左右手。 
 
    吳樹民醫師曾任報業發行人，也參與社會運動，是居公民社會的領導者。但

2000 年政黨輪替後，吳樹民醫師接受陳水扁總統邀請，擔任總統府國策顧問，

與政府關係密切；2001 年，外交部於部內籌設「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委員會」

（NGO委員會）時，吳樹民醫師以台灣醫界聯盟基金會董事長的身份受邀參與

籌備，成為委員會的諮詢對象，目前亦擔任外交部 NGO委員會的委員。 
 
    從 1997 年名開始推動台灣加入WHO的議題開始，吳醫師即一路參與，包

括擬定策略、至日內瓦宣達、到日本歐洲各國遊說等等。醫盟自認是醫師專業團

體，本身與其他各國的醫界 NGO也有來往，因此醫盟的「醫師團體」身份與吳

樹民的醫師身份，有助於民間遊說與 NGO的串連，在倡議WHO的議題上，扮
演與政府不同的角色。 
 
 
參、「台灣加入WHO」議題之簡介 
 
    世界衛生組織（WHO, Word Health Organization）創立於 1948 年，其前身為

1946 年創立的「國際衛生會議」，由此會議通過「世界衛生組織憲章」，並或聯

合國過半數會員國批准之後，世界衛生組織才正式成立。因此，世界衛生組織與

聯合國關係相當密切，是聯合國正式的下設組織之一，處理全球與公共衛生、救

災、人道援助、環境品質、食品安全、衛生諮詢、醫藥技術認證等相關的事務。 
 



世界衛生組織定期於每年的五月中旬在日內瓦召開「世界衛生大會」（WHA, 
World Heath Assembly）。「世界衛生大會」屬會議性質，由各國輪值擔任主席，

並設有總務委員會，每年由不同國家擔任委員，所有在WHA討論的議案，都必

須在總務委員會中表決，始得排上議程。以台灣申請加入WHA為例，就必須在

總務委員會由友邦為我提出入會申請案，通過後才能排上議程。到目前為止，台

灣歷年提出的入會申請案，都在總務委員會就遭到封殺，排不上議程。 
 
此外，WHA也設有觀察員（observer），每年 WHA召開大會期間，觀察員

可以出席會議旁聽，獲取全球最新的資訊，瞭解醫療衛生的議題討論。觀察員的

資格原則上不受國家主權所限，因此包括身為主權國家的教廷與列之敦斯登，國

家地位尚有爭議的巴勒斯坦、馬爾地騎士團，與完全不代表政府的 INGO如國際
紅十字等，都有WHA的觀察員資格（observership）。 

 
因為WHO為聯合國的附屬組織，因此，台灣和世界衛生組織的關係，深受

台灣和聯合國的關係影響。當台灣還是聯合國的一員時，台灣不僅曾是少數要求

召開「國際衛生會議」的發起國之一，也是WHO的創始會員國之一，因此在中
華民國（台灣）尚未退出聯合國前，我們與世界衛生組織的關係相當密切，曾相

互派駐工作和研究人員。然而，自從聯合國根據 2758號決議文，由中華人民共
和國（PRC）取代中華民國（ROC）在聯合國的席位之後，台灣於是退出聯合國，

也因此一併喪失在世界衛生組織內的會員資格，連世界衛生大會也無法參加。     
 
暌違世界衛生組織多年，台灣希望（需要）加入世界衛生組織的議題，於

1997 年才由台灣醫界聯盟基金會於提出，並一路推動至今。在此之前，台灣的

外交部並沒有積極想要加入WHO，反而花比較多的心血在推動加入聯合國的工

作，報紙也未在每年五月中旬WHA召開會議的期間出現與台灣加入WHO有關
的報導，更遑論出現相關的公共討論。因此，此一議題完全是由民間團體倡議，

進入公共領域討論，才被政府納為公共政策，進而進入政府體系決策，而此一議

題的議題發展過程也相當完整。 
     
    然而，此一議題有幾項特性： 
 
1. 加入 WHO 的議題雖是由民間提出，但是不論從外交資源或目前可行的參與途

徑來看，政府（包括外交部與衛生署），都握有最終、具決定性的主導權。 

 

雖然許多理論如新外交（New Diplomacy）（Davonport, 2002）等，不斷提出

非政府組織（NGO）對國際會議議程（agenda）設定上的影響力，甚至認為

NGO能夠取代一些政府的職責，又或者認為 NGO已經分擔了許多以往只有

國家政府才能參與的國際事務等，但台灣受限於自己的國際地位特殊，連政



府參加國際組織有相當困難，民間團體也遇到類似阻力。尤其WHO與聯合

國關係密切，台灣的加入案又必須送交總務委員會表決，因而各國能否在討

論議程時支持台灣，只有外交部才能掌握。因此在此一議題上，政府有許多

功能和角色是醫盟沒有辦法取代的。 
 

2. 參與 WHO 的名稱和地位，是民間團體與政府的歧見所在。 

 

參與WHO，首先要決定兩個問題：參與名稱（如台灣、中華民國、台澎金

馬等）和參與地位（包括以主權國家的身份爭取WHA的會員；或是以託管
地或殖民地的身份申請副會員；或是以主權國家、實體（entity）、NGO的身
份申請為觀察員等）。當外交部以外交政策來討論台灣加入（或參與）WHO
的案子時，外交部便對名稱與地位有決定權，而這也是醫盟與外交部的爭議

所在。醫盟的團體特性，使其對國家主權相當堅持，因此在剛提出此議題時，

曾希望以「台灣」的名義申請成為「會員」7，此亦為醫盟希望藉此彰顯台

灣主權的目的之一。然而，議題發展到後來，政府提出以「台澎金馬衛生實

體」爭取加入「觀察員」，醫盟選擇接受，但仍未放棄在各種場合向政府或

政治人物遊說以台灣為名申請為會員的方案，也因此和政府造成緊張（詳見

研究分析）。 
 
3. 由於以上所提的議題特性，使醫盟在 WHO 的議題倡議上，與政府的交涉溝通
頻率，遠大於對其他公眾或大眾的宣傳。 

 

醫盟從一開始倡議議題，就是以拜訪當時的外交部長開始。而整個倡議過

程，政府一直都是醫盟最主要的利益關係人，連醫盟遊說的對象也是政府，

包過外國政府與台灣政府。因此，本研究也特別關注NGO與政府的關係。 

 
 
 
 
 
 
 
 
 
 
 
 
                                                 
7 詳見 1996 年 8月 2日中國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