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非政府組織的議題倡議—傳播觀點 

 

第一節    公共傳播定義下的非政府組織 

 
從公共傳播角度來看，非政府組織是一群關心公共議題的人所組成的團體，

因此在傳播研究中，對 NGO最廣泛的定位是「公眾」（the public）的一種。Blumer
（1950）定義公眾具有以下要素： 
1. 公眾是被議題激發的初級自發性群聚，其存在不是被設計的結果，而是為了

回應某些狀況而自然產生。 
2. 公眾必須是參與討論議題的一群人。 
3. 公眾可依其對議題的立場不同而被分割。 
 
    Hallahan（2001）認為，古典定義的公眾，是要一群透過討論的過程所產生

的群體，但事實上，只要是「想要發展關係的組織」，就可稱之為公眾。此外，

公眾的要見之一，還包括其出發點是公共利益而非私人利益，且因為他們足以影

響公共政策環境的改變，所以對企業和政府而言，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

（Foundation for Public Affairs, 引自吳宜蓁，1998）。 
 
從關心公共問題、展開街頭巷議、自組臨時性組織的鬆散群體，到真正將理

念付諸行動，公眾必須歷經演進（evolve）的過程。J.E. Grunig & Hun（1984，
引自 Anderson, 1992）提出公眾進化的三個階段，分別為： 
1. 潛在階段（latent stage）：此時公眾還未認知到有問題出現。 
2. 認知階段（aware stage）：團體已認知到問題的存在。 
3. 行動階段（active stage）：亦即公眾變得活躍，並組織團體一起討論，研究回

應問題的方式。 
 
因此，當公眾發展成為「行動公眾」（active public）時，應是公眾發展到最

成熟的階段。許多以議題為主的研究，也以「行動公眾」來指涉倡議議題的團體，

但更精確一點講，這些研究中的行動公眾，指涉的是社會運動團體（SMOs,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Anderson, 1992; Heath, 1997; 吳宜蓁，1998；Hallahan, 
2001），而且這些行動公眾多半被定位在「相對於企業或政府」的位置，是一股

透過對抗，以制衡企業或政府的力量。 
 
因此，傳播領域討論非政府組織或社會運動組織的議題倡議，是以「衝突典

範」（conflict paradigm）為取向的（Heath, 1988），而探討議題與行動公眾間的關

係的相關理論，包括議題管理、議題動能等，也都是以衝突的角度來看待行動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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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與政府間的關係。不過，傳播研究從互動的實然面著手，更注重溝通過程中細

緻的競爭與合作，因此，如 Heath（1988）所言，議題溝通的結果，往往會超越
了相互「瞭解」的目的，而轉而追求政治上的勝利；而溝通的結果是要讓衝突繼

續存在，還是以達成和諧（harmony）為目標，則視個案的情況而異。 
 
因此，公眾可被歸類出以下幾種特質：因應議題而生、針對公共政策進行討

論、發展關係、發展行動、具有政治性等。所以，許多稱謂例如「壓力團體」、「特

殊利益團體」、「草根團體」、「公民團體」、「遊說團體」、「特定團體」、「準官方實

體」（quasi-official government entity）等，都可以稱之為公眾，也是非政府組織。
然而，但若強調組織「回應議題」的動態過程（dynamics）與行動策略，則倡議

型的非政府組織還是較接近傳播研究所討論的「行動公眾」（activist public）或
「倡議團體」（advocacy group）。 
 
在具體動上，行動公眾擅長創造議題、發展策略，所以也被稱之為「策略型

公眾」（strategic public）。他們會向政府、法庭或媒體提出訴求，或以訴訟及要
求立法的方式向各部門施壓（Anderson, 1992），因此在議題發展或倡議上，行動

公眾多半握有主動權，也希望獲得主導議題的合法性地位（Heath, 1997）。而「倡
議團體」則具有強烈的說服目的，因此較行動公眾更注重「公共表述」的方式。 

 
 

第二節   議題的發展歷程 

 
不論是行動公眾或倡議團體，「議題」（issue）是所有非政府組織的核心，也

是許多組織之所以存在的原因。議題最簡單的定義，如 Heath（1997）的說法，

是一種「未確定、但需要加以決定的事件」，同時也是「公共政策的前身」，所以

議題的變化是事實（fact）、價值觀（value）和政策（policy）的三部曲。觀察議
題的發展與演變，也就是觀察議題由存在爭議到完成政策、做出決定的過程。 

 
此外，議題的產生往往與資源的配置有關。吳宜蓁（1998：10）認為，「凡

牽涉到不同團體之間，對於某一項涉及公共利益的問題持有不同意見者」，就是

「公共議題」。Hallahan（2001）則認為，議題的產生是因為兩個或以上的團體因

為對資源配置（allocation of resources）產生歧見所造成，而此處的資源包括自然

資源、財物資源、政治符號資源等。 
 
當社會因為經濟、文化或政治出現問題而產生公共議題時，企業或政府多半

會從「管理」的角度來處理議題，目的是希望將倡議團體對企業或政府所可能造

成的損害列入控管。Heath（1997）即認為，「議題管理」（issue management）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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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就是要透過公共政策在形塑、趨緩與採用的過程，讓企業、政府與行動公

眾（activist public）間彼此尋求出一個大家都可接受的「秩序」。卜正珉（2003：
63）也指出，政府部門的議題管理，就是要「瞭解、動員、協調與導引政府有關

部門所有的策略與政策推動，及公共事務（公共關係）手段，使政府能有效地制

訂公共政策，並順利推動公共政策」。 
 
因此，從「議題管理」的角度來看，NGO往往是企業或政府眼中需要「被

管理」的對象；然而，站在 NGO的角度，在成功將議題倡導至被政府接受為「政

策」前，NGO所發展的策略，甚少著眼於追求「和諧」或「秩序」，反而會以衝

突為手段，以達到獲取大眾支持的目的，或爭取媒體注意。Hainsworth（1990）
即認為，議題產生於「組織與其所屬公眾（之一）發生衝突的衝突點」，所以議

題發始於這些人開始採取行動，或打算要採取行動的時候。 
 
因此，要瞭解傳播領域如何討論政府與 NGO間的關係，必須從議題的發展

歷程觀察，包括：在和諧或秩序產生前，衝突何時發生？為何發生？組織間要如

何互動，才能化解衝突，甚至成功透過衝突達到目的？ 
 
此外，觀察議題發展或組織互動，「權力」是重要的觀察面向。Heath

（1997:160）指出，權力（power）就是行動的能力，行動公眾中的佼佼者，就

是那些擅於利用或獲得經濟、政治與社會資源的團體，他們與國會或媒體交往，

目的就是藉由展現權力資源（power resource），以發展更多結盟。 
 
而權力也展現在議題的動能（issue dynamics）中，也就是產生於 NGO運動

議題（activism）與政府回應議題（response）的過程；行動動能與回應的拉鋸，

也就是權力鬥爭之所在（Hallahan, 2001）。因此，觀察議題的發展，也應該更細

緻地注意政府、NGO和媒體三者在議題倡議中扮演的角色，包括這些行為者何

時進出議題？其行動、策略是否隨議題發展至不同的階段而改變？ 
 
    此外，每個議題都有其獨特性，牽涉的層面與複雜程度不一，議題生命更是

有長有短，但是議題的發展還是一定的歷程可尋。為求全面瞭解議題的生命週

期，下文將從議題動能的角度（dynamics-based）、議題本身的發展（issue-based）
與特別針對倡議團體倡議的角度（activists-based）討論。 
 
壹、 議題動能（Issue dynamics） 
    

Hallahan（2001）認為，議題的發展，就是一連串「公眾的運動（activation）」
與「政府的回應（response）」彼此拉鋸的過程。簡言之，「議題行動」（issue 
activation）發生在個人覺得資源配置不公時，它的過程包括確認問題、擴大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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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開聲明、行動者開始進行倡議等。而「議題回應」（issue response）則發生於
這些行動開始的時候。通常，與議題相關的組織或公共機構會回應行動，也為自

己辯護，以盡量維持現狀與既有政策。 
 

Hallahan以民眾的「知識程度」（knowledge，意即獲取資訊能力）與「參與

度」（involvement）為指標，將公眾分為五種類型： 
（一） 行動公眾（active public）：高知識、高參與度，積極定義問題，並決定

組織民眾以有效解決問題者。例如社會運動團體（SMOs）領導人，或

是早期的議題追隨者。 
（二） 被激發的公眾（aroused public）：已瞭解到問題的潛在威脅，但還沒準

備好成為積極的解決者。他們有動機，卻沒有知識或技巧，也欠缺組織；

傾向於議題的聆聽者，但有可能成為未來 SMOs的核心領導者。 
（三） 覺察型公眾（aware public）：類似 Katz & Lazarsfeld所說的意見領袖

（opinion leader），他們對公共事務有一定的認識，或具有世界觀。此外，

他們可能在組織成形時被邀請參與，但他們只選擇自己的立場，不加入

動員，也不影響問題的結果。 
（四） 不行動的公眾（inactive public）：意即一般大眾。雖然可能是組織的利

益關係人，但很難被動員，即便透過宣傳的方式，也很難跟他們溝通，

除非提高議題與他們自身利益的關係，否則很難讓他們採取行動。 
（五） 非公眾（non-public）：欠缺知識、不參與也沒察覺出問題的人，所以是

組織可以忽略的對象。 
 
 

參與度 
                                                             回應 
                      低                        高 
                       
 
 
                                                           沒有知識 
                                                           沒有參與 
                                                           
 運動                            

高

低

Aware 
覺察型公眾 

Inactive 
不積極型公眾 

Active 
積極型公眾 

Aroused 
被激發的公眾 

非公眾 
Nonpublic

知
識

 
 
  圖 1-2  Issue Proceses Model  Hallahan（2001），The dynamics of Issues 
Activation and Response: An Issue Processe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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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ahan發展的模式說明了，影響公眾行動的動能，產生在民眾自不積極的

公眾、轉變為被激發的公眾、再進一步成為積極型公眾（inactive → aroused → 
active）的位移變化，因此，成功的 NGOs要有能力將不積極的公眾刺激為積極

型公眾（或行動公眾）；其中扮演關鍵性角色的就是 SMOs的領導者。此外，若

要公眾積極參與議題，公眾「獲取資訊的能力」與「行動的意願」兩者缺一不可，

且相輔相成。因此，NGO 若要發展組織，也必須有技巧地發展資訊與知識。 
 
    根據 Hallahan的研究，公眾轉變的過程可歸納出一些特性： 
 
一、inactive → aroused 
    此一階段的目的在於讓不行動的民眾認知到問題，激發他們往「激發區」挪

移。此時，民眾獲取資訊、認知問題的重要管道來自大眾媒體對問題的報導。接

下來，被激發的群眾會進行「共識建立」、「信心建立」，或者是「議題認定」（issue 
identification）或「標籤化」（命名）等過程。標籤化的過程必然會處理到歸因，

與提出可能解決問題的辦法，這些過程與 Gamson（1992，引自 Hallahan, 2001）
認為的「社會運動中的微動員」（micro-mobilization process within social 
movements）類似，目的是將個人與社會文化結合在一起。 
 
二、arouse → active 
    被激發的群眾通常在尋求問題解決方法（remedy-seeking）的階段就會提高
對知識的需求，與對議題的參與度，之後進而發展行動。此時，「組織化」

（organizing）扮演一個非常關鍵的角色，牽涉到組織架構、領導風格

（leadership）、組織擴充人事（staffing）與資金發展（fund development）等問題。
大部分的行動組織，如社會運動組織、特殊利益團體、政黨等，也都在此時成立。 
    
    此外，Hallahan認為，政府針對議題的回應過程，展現（represent）在針對
不同公眾的回應策略上。（如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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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取向的策略 

 
覺察型公眾 

 
行動型公眾 

 
不積極公眾 

 
被激發型公眾

回應 

協商取向的策略 
․迴避 
․承認 
․讓步 
․討價還價 
 
干預取向的策略 
․監測 
․合作 
․解決疑問 
․co-optaion 
․圍堵 

教育取向的策略 
․建立結盟 
․媒體倡議     
․遊說         

․民調、監測 
․表現/品質保證 
․逢迎 
․提高聲譽 
   
 
 
圖 1-3 Issue Responses Model  Hallahan（2001），The dynamics of Issues Activation 
and Response: An Issue Processes Model 
 
    在四個策略中，政府與 NGO的關係，比較像組織對「行動型公眾」的回應，

Hallahan 認為此時組織最好的策略是協商，亦即直接與行動團體溝通。Hallahan
特別指出，承認（acknowledgement）行動公眾，並認可其主張，實際上是「拖

延的戰術」的一種，但是其過程卻是非常有意義的對話。如果行動公眾在法律、

道德、或倫理上有正確之處，則為了避免長時間的談判耗去太高的成本，或是遭

致負面的聲譽，則「讓步」（concession）是必須的選擇。若讓步的策略失敗，就

必須進行討價還價（bargaining）與協商了。 
 
 
 
貳、 議題的生命週期 
     

Hainsworth（1990）以議題本身的發展為主，將議題的生命週期分為四個階
段： 
 
（一）起源期（origin）： 
一、 亦即各種不同的公眾與團體開始對某些有可能影響政治、經濟或社會

風潮的問題賦予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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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議題開始於獲得各方對議題的定義（gain definition）；當某哥組織對議
題提出共計畫，意味著其他組織也開始受到影響。所以，議題在此時被一

個或多個公眾所定義的。 
三、組織開始長期監測議題，也監測其內部與外部的環境。 

 
（二）調解斡旋與擴大期（mediation and amplification）： 
一、原本議題透過行動團體的倡議，使議題出現在小眾的傳播媒體（如組織

發行的刊物、各種新聞群組等），但此時議題有否進入大眾媒體，就成為

議題發展的關鍵點。 
二、一旦議題進入大眾媒體，就有可能被擴大，而進入公共政策的程序。在

此階段，不論議題是不是已成為公共政策，「意見領袖」都會將其發展為

公共政策；而「組織」在此時的影響力也最大。 
 
（三）組織期（organization）: 
一、公眾裡的人來來去去，對議題的投入程度也因人而異，所以此時的公眾

應被定義為「任何意見一致，可以透過協調產生行動的集合體」。 
二、當各方立場漸定，「衝突」也隨之產生。不過，衝突反而可幫助增加議

題的能見度，驅策議題加速進入公共政策的過程。 
三、因此，議題進入組織化與公共政策階段，對政府產生的壓力最大。 
 

（二）解決期（resolution）： 
一、一旦議題進入政策行程的過程（此只立法規範），則重點就是尋求問題

的幾決辦法了。 
 
       Hainsworth對議題的生命週期的劃分，點出了議題發展的幾個主要因素： 
一、議題的「定義」是議題發展的起點：對議題的「定義」是區分出不同公眾的

基礎，也是所有溝通、競爭、衝突的需求來源。 
一、傳播方式與管道的轉變，是評斷議題能否進入公共政策的關鍵。 
二、「意見領袖」因為具有議題傳播的效果，因而顯得重要。 
三、「組織化」是議題發展的必要過程。「資源動員論」的主張與議題的生命週

期發展呼應；所以為完整地研究議題的發展，也必須從推動議題的組織研究

著手。 
四、除非議題永遠停留在小眾團體的倡議階段，沒有進入「公共政策」階段，否

則政府是影響議題發展的重要利益關係人。倡議議題的公眾一旦形成組織，

不論是所謂的行動團體（activist groups）（Anderson, 1992； Heath, 1997; 吳
宜蓁, 1998;Hallahan, 2001）、特定團體（specific groups）1(卜正珉，2003：

                                                 
1 泛指利益團體（interest groups）、壓力團體（pressure groups）、遊說團體（lobbying groups）與，
行動團體（activist groups）等一方面結合社會體系中的媒體、民意機關等共同對政府部門施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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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或本文研究的倡議型非政府組織，都是政府需要處裡的對象。 
五、議題倡議的後半段過程，可謂是公共政策型塑過程的一環。若倡議團體希望

能繼續主導議題，讓結果朝他們希望的方向演進，則需要更細緻地觀察倡議

團體與政府互動過程。站在政府的立場看，若政府在此階段處理不當，則議

題會轉而成為危機事件，使政府無法有效控制議題發展，付出代價（卜正珉，

2003：89）；但對倡議團體而言，卻未必不是件好事，反而可能是議題重新

進入另一個生命週期的開始。 
 

不過，議題的發展非常複雜，雖然議題會隨著時間演進而成熟，但不一定每

項公共議題會經歷所有的議題階段（卜正珉，2003：88 )；議題甚至沒有「結束」
的時候，一時的受挫只能被視為議題的「冬眠」（Hainsworth, 1990）。 

 
 
參、 倡議團體與議題的生命週期 
 
    Heath（1997）從行動公眾的立場認為，行動團體倡議議題的過程有以下幾

個階段： 
（一）緊張期（strain）： 
一、行動公眾開始說服可能的支持者，讓他們認知所處的情境，並使其認為

問題已緊張到需要採取行動以作些改變。 
二、導致緊張產生的社會背景，不一定只有經濟因素。以美國 1960 年代中

期發生的各種大小運動為例，當時的美國正進入很強的經濟躍升階段

（Heath, 1997:166），但各種社會運動仍蓬勃出現。 
三、緊張期是引發行動公眾活力與與熱情的來源；若活力與熱情夠強，就會

有更多的支持者加入。 
 
（二）動員期（mobilization）： 
一、此時行動份子開始聚集，並展現其所握有，並得以鞏固政策的權力資源。

二、影響權力的三個變數有：資源、資源被動員到什麼程度、與動員的效能     
（efficiency）。 
三、行動團體在展現動員能力時，多半選擇易執行、能在其掌握範圍內的活

動，如造勢集會、遊行、連署。 
四、動員的目的有三：吸引支持者（包括社會賢達與重要人士）、吸引媒體、

與發展自己的傳播系統。 
 

（三）對抗期（confrontation）： 

                                                                                                                                            
部門、媒體時則聯合政府部門向立法部門施壓），企圖影響公共政策的產出：另一方面，則成為

在與政府、民意機關的互動過程中，成為被運用或影響的對象的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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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當行動團體打算逼迫企業或政府承認其合法性（legitimacy），體認其要
求時，團體便會以對抗的方式，使社會在行動團體的立場與企業或政府的

立場間擇一。此時各方都為「合法性（正統性）」而戰。 
二、行動團體以代表公共利益的立場跟其他代理人協商，企業則努力說服關

鍵性公眾。簡言之，對抗可以使行動團體獲得合法性與正當性，並使團體

維持運動的動能（momentum），方便募款。 
三、而且相較於其他組織，「時間」是行動團體在對抗上的策略性優勢，因

為企業或政府往往禁不起長時間的抗爭。 
 

（四）協商期（Negotiation）： 
一、緊張是 activism的基礎，但改變現狀以達到下一個和諧（harmony）(Heath, 

1988:170)，則是 activism的目標，所以協商是為了達成解決問題的目標。 
二、各方應先釐清價值觀、政策、規則與事實。協商的時間與以下的項目有

關：事實、與事實的結論；規則、與規則的使用前提；用來解決問題的價

值觀優先順序；政策、修正與執行政策的時間表。 
 

（五）解決期（resolution）： 
一、此階段最需決定的，是關鍵公眾與社會的利益應如何調整。如果是公平

開放的協商，則衝突會減少或消失，協商結果才易獲得各方支持。 
二、進行科學研究的專業幕僚雖然常不願選邊站，但是其研究結果卻常是政

客用以區隔彼此或進行宣傳的材料。 
三、Isaac & Isaac（1984，引自 Heath, 1997:179）發現，如果行動份子變成

現有的政府體系的一部份，他們還是會想辦法執行其原有的政治目標

（political agenda）。 
 

    Heath（1997）站在行動團體的立場所提出的議題倡議階段，與 Hainsworth
（1990）所提出的議題發展接段有些許不同，其中，「對抗期」是最大的區別。

這或許也突顯出倡議團體在發展議題的幾個重點： 
 
一、Hainsworth指出議題進入公眾的組織化階段後，會引導衝突產生。Heath則
進一步說明，行動公眾的組織是要動員資源以展示權力，進而為爭取議題倡

導的合法性而對抗。其對抗的對象，就是其爭取獲得合法性認可的對象，如

政府或企業。 
二、Hainsworth認為，衝突是驅策議題進入公共政策階段的動力，可以增加議題

的能見度。Heath則進一步說明，「對抗」也是組織為了激發或延續組織動

能（momentum），所發展出來的策略。 
 
    以上三個模式各站在不同的立場說明議題發展的各種階段，與公眾、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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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在議題不同階段所可能有的行動，可以提供本文在觀察以上三個角色互動時

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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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此階段的特色 NGO（或公眾）的角色 政府的角色 傳播與媒體的角色 

Inactive public 
↓ 

Aroused public 

認定議題 

Issue identification 
標籤化議題 

Issue labeling 

․讓不行動的民眾任知道

問題，讓他們往「激發

區」移動 

․社會運動的微動員 

․預防取向的策略 

․干預取向的策略 
․媒體提供的報導是

民眾獲取資訊的重

要管道 

Hallalah 
議題動能模式 
dynamics-based 

Aroused public 
↓ 

Active public 

尋求解決辦法 

remedy seeking 
組織化  

organizing 

․民眾的知識需求提升，

參與度增加。 

․成立組織，如組成政黨

或利益團體。 

․組織內的領導風格

（leadership）很重要。 

․干預取向的策略 

․協商取向的策略 
 

起源期 origin 議題獲得定義 ․多個公眾團體賦予議題

意義 
․組織開始長期監測

議題 
․議題出現在小眾傳

蔔管道中 

調解斡旋與擴大期 
mediation and 
amplification 

從小團體的倡議進入大眾

媒體，變成公共政策 
「組織」的影響力最大 

․倡議議題，使議題出現

在小眾媒體（如組織刊

物） 

․「意見領袖」將議題發

展為公共政策 

․接受議題成為公共

政策 
․大眾媒體的報導是

議題能否成為公共

政策的關鍵 

Hainsworth 
議題的生命週期 
issue-based 

組織期 organization 衝突出現 
對政府的壓力最大 

․不同的公眾產生衝突，

使議題的能見度反而增

高 

․承受來自議題的最

大壓力 
․媒體報導增加議題

能見度，也造成政府

的壓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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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決期 resolution 議題進入政策過程，尋求

解決辦法 
․協商 ․協商  

緊張期 strain 是公眾熱情與活力的來源 ․說服其他可能的支持者

採取行動 
  

動員期 mobilization 掌握資源，累積權力 ․聚集支持者，動員資源  ․（NGO發展自己的

傳播系統） 

  ․發展自己的傳播系統 

․吸引媒體、吸引意見領

袖 

  

協商期 negotiation 解決問題 ․要決定協商的時間、規

則、價值觀與政策執行

的時間表 

  

Heath 
議題倡議的週期 
activists-based 

解決期 resolution 決定如何調整公眾與社會

的利益 
․若行動這進入政府體

系，多半會想辦法繼續

執行原有的議程 

  

 
表 2 議題動能模式、議題生命週期與議題倡議週期對照表（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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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組織間溝通 

 
    不論是將非政府組織定位為行動公眾或倡議團體，只要在進行議題倡議時與

政府產生互動，則兩者就互為「利益關係人」（stakeholder），也彼此互握籌碼。
Heath（1997：28）定義利益關係人為：任何擁有可被用來作為獎勵或限制的價

值者，可以是個人或團體，這些價值可用來換取商品、服務、組織政策等。而「籌

碼」（stake）則是任何有形或無形、物質或非物質的東西，為個人或組織所擁有，
並對另一些個人或組織產生價值。Deetz（2000）指出，利益關係人間的互動往

往是協商談判的過程，可增加雙方的目標達成效果；而傳播就是協商談判產生之

所在。 
 
然而，利益關係發生在許多不同的層面，可以以組織為單位往來（IROs, 

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s），也可以發生在組織中的個人與組織之間，或組
織中的個人與其他組織的個人在之間（persons-in-organization-public-relations）。
所以，觀察非政府組織在議題倡議的過程中與政府的關係，應該兼顧這兩種面向。 
 
壹、 組織間關係（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s） 
 

Broom & Casey & Ritchey（1997）認為，「組織間關係」的產生與「資源交
換」有關，多半是因為組織必須透過其他組織以取得資源，所以在彼此因為錢、

設備、材料、消費者或客戶、技術服務等需要進行交換（transact）時，就會產
生關係。此外，Sutcliffe（2001）從資訊處理（Informational Processing）的觀點
指出，組織需要獲得、詮釋與控制來自環境的資訊流，以免在不備之時受到威脅，

又或者機會來了卻準備不及，甚至因此而無法有效的與資源控制者或其他利益關

係人建立相互獨立的關係。因此，組織為了生存，也會與他組織產生競爭或合作

的關係，所以組織間資源流動與資訊分享等問題便顯得重要。 
 
    許多非營利組織研究從社會福利團體的角度出發，討論 NPO與政府的關
係，具體地規範出關係類型。呂朝賢（2001，引自楊秀梅，2003）從互動領域與

關係型出發，分出「目的與規範」、「資源」、「供給」三個面向，將政府與 NPO
的關係型態分成五大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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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動領域 

關係型態 
目的與規範 資  源 供  給 

合作 ○ ○ ○ 

互補 ○ △ △ 

契約 △ ○ ○ 

衝突 ○ X X 

補充 X X X 

表 3 政府與 NPO關係互動表 
資料來源：楊秀梅（2003），轉引自呂說明：○表示互動程度高；△表示互動程

度中等；X表示互動程度低朝賢（2001）；Young(1999,2000)’Nasjam(2000) 
 
    楊秀梅（2003）歸納以上表格認為，解釋非營利組織與政府的關係可從三個

論點切入，分別為：資源流向（resource flow）、互動型態（interaction types）與
比較利益（comparative advantage）觀點。在五種關係類型中，「合作」的難度最

高，因為雙方需要在「目的與規範」、「資源」和「供給」上均達成極高的互動，

才能完成合作關係；而「補充」關係所需的難度最低，因此大部分非營利組織與

政府的關係會由「補充關係」開始，進而往上提升。 
 
韓意慈（1999）以非營利組織進行政策倡議的過程出發，將 NPO在政策倡

議過程中，與政府部門所建立的關係模式分出三種型態： 
1. 資訊交換關係：意即兩部門彼此針對議題交換經驗、意見、報告、資訊等。 
2. 參與規劃關係：非政府組織可以透過一些例行性的管道參與政策規劃，如參

加各種體制內的委員會等。 
3. 合作執行關係：亦即政府礙於人力不足或法令眾多等因素，難以完全執行所

有公眾服務，因而將業務委託非政府或非營利組織執行。 
 
韓意慈認為，以上三種關係中，前兩者較符合批判精神，因此，非營利組織

在議題倡導過程中應該與政府保有「資訊交換關係」與「參與規劃關係」，才能

擁有良好的管道可近性，有利外部資源的獲得。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發現，在實際的狀況中，「資訊」與「資源」都是 NGO

與政府產生連結的原因，也是關係中的競爭要素。此外，資源與資訊本身也是權

力的展現，是決定行動能力的因素，為換取或獲得資源與資訊，NGO需要發展
各種策略來爭取。傅麗英（1999）從「公民參與」（citizen participation）的角度，

提出公民團體與政府互動的三種策略： 
 

（一）政策性策略 
一、困窘策略（embarrassment strategy）：揭露政府缺失、刺激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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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聯盟策略（coalition strategy）：為達成某一公共目的，不同組織進行聯盟。

若成功，則可以減輕組織業務上人力、宣傳與經費等負擔，並可擴大社會影

響力。 
三、資訊策略（information strategy）：民間團體以其專業能力，提供有用可行的

資訊，以取得政策影響力。 
四、延滯策略（procrastination strategy）：對一些可能具有負面效應的政策或法
案，進行主動干擾的行動，以阻礙其通過與實施，或進行修正或挽回。 

（二）司法性策略： 
民間團體提供民眾「申訴」的管道，或協助民眾調查，因此具有「準司法」

的定位。 
（三）行政性策略—合產策略（coproduction）： 
係指政府與民間共同合作產出公共服務。其前提是平等互動、志願合作與同

擔責任共享成果。合產的模式可分為三種： 
一、政府提供、民間生產：如行政委託或外包。 
二、政府與民間共同提供及生產，如共同參與政策規劃與執行。 
三、民間提供、政策生產：如政策銷售，其意義在於公民享有權力要求政府改變

政策。 
 
此外，NGOs與政府之間，還存有「政黨」與「選民」的關係。卜正珉（2003）

觀察台灣中央政府層級各部會實際運作的情形認為，政府的決策思考可歸類出幾

種導向：政策導向、新聞導向、社會導向、形象導向與選民導向。因此，以政府

的角度而言，NGOs是監督政策的選民團體，彼此的關係會受各種選舉（尤其是
全國性大選）的影響。李盈諄（2003）研究罕病基金會推動立法的過程即指出，

「罕病基金會」於 1999 年 6月底成立，而「罕見及映防制及藥物法」在 1999
底便成功獲得各黨陣營通過立法，是拜 2000 年即將舉行的總統大選之賜。因為

當時的政治環境對罕病基金會這類無政黨利益、但與弱勢族群相關的團體有利，

除了衛生署藥政處相當積極外，立法委員也希望藉此尋求發揮的舞台，積極通過

民生法案。因此，在發展與政府的關係時，NGOs應妥善運用「選民」的身份。 
 

 
貳、 組織中個人與其他組織的關係（persons-in-organization-public-relations） 
 
公民社會理論會關心公民社會領導人與政府間的關係，會否因為進入政府體

系而改變對議題的看法與立場。而從議題發展歷程的角度來看，NGOs 領導人（或
是 SMOs 領導人）在議題倡議上也扮演重要角色，通常是最主要的行動者

（principle agents），不僅關係議題的發展，成為議題代言人，也是將議題具體化、
擬像化的人（Hallahan，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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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NGOs 領導者通常也是議題的闡釋者，或是組織對外的溝通者，可被
視為「對外代表組織，對內代表外在環境」的「組織越界人」（boundary-spanner）
（黃懿慧，2001），其溝通的目的在於幫助擴展組織發展的邊界，因此對組織而
言相當重要，尤其是在幫助組織「建立關係」上，扮演重要角色。劉清雷（1988，
引自卜正珉，2003:255）即指出，非政府組織在公共議題或政策形成過程中與政
府部門互動，其目的除了監視政府活動、導引政府行動或影響國會運作外，其中

還包括與官員建立私人關係。Kent & Taylor（1999）即認為，在亞洲國家或發展
中國家，「人際間的影響力」往往才是跟政府打交道的成敗關鍵，因為人際關係

網絡會自成一個社會階級體系，也是高度正式化的社會表現。 
 
東方文化討論的「關係」（guanxi），與西方文化不盡相同。綜合黃懿慧（2001）

所整理的華人對關係的定義可以發現，東方文化認定關係是一種結合人情、禮

俗、工具與利益的「資源」，因此組織或個人會出現所謂的「套關係」、「拉關係」

等動態的舉動，把關係視為「通向特權的特殊管道」，亦即當 NGO成為「請託
者」，向身為「資源支配者」的政府請求某種資源時，首先考慮的問題可能是「對

方與自己有什麼關係？」（肖小穗，2002）。此外，鄭博壎（1996，引自黃懿慧，
2001）也指出，關係的緊密與否，會受個體所共有的出身背景或共同經驗影響，
也與兩造雙方彼此情感的親疏程度有關。 

 
因此，若從關係（guanxi）的面向討論 NGOs中的領導人或是執行長為了議

題所發展的關係策略，則不可忽略他們與政府官員的互動往來情況，彼此的情感

親疏，以及這類關係是否能夠成功轉化為 NGOs的政治資源或權力資源，以幫助

組織達到目標。卜正珉（2003：250）即指出，政府決策者對特定團體的態度，

經常受到該團體是否握有政治資源的影響。而若 NGOs再發揮「選民」的身份，
則 NGO 領導者與「選舉出身」的政府官員之間的關係，就成為影響議題發展的

另一個要素；例如某些 NGO或其領導者與執政黨關係良好，甚至領導者本身因

為特定因素而從公民社會進入政府體系，就使 NGO與政府間的情感親疏有別，
影響「關係」的建立。 

 
此外，Cates（1988）在討論「公共政策遊說者（lobbist）」的遊說方式時也

指出，許多遊說者以和政府官員交際應酬、贈禮、送錢等方式進行遊說，建立關

係，但即便許多行為是在法律許可的範圍，但要做得漂亮、做得有品味卻不是易

事。因此，由關係如何建立，「公關」如何運作，以及 NGOs是否傾向運用私下
的關係（guanxi）而非組織間各種的正式關係（relations）來達成目的，是觀察

台灣非政府組織的溝通風格的切入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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