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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壹、研究背景

人類社會過去數十年間，由於貨物、勞動、資本和資訊等跨國界的行為產生

全球化現象，使全球儼然成為無國界的「地球村」（Global Village），地球村內發

生的問題具有共同性、普遍性。柯漢和甘迺迪(Cohen & Kennedy, 2000)在「全球

社會學」（Global Sociology）一書中指出全球化下各國交織在全球化網絡中的共

同問題愈來愈多，或許每個人對世界的認知不一定相同，但是面對相關問題的衝

擊卻是難以逃避，例如全球工業化對地球生態環境（Biosphere）之影響，引發溫

室效應(greenhouse effect)即是全球性公共問題的典型例證。1其他公共問題亦層出

不窮，諸如疾病傳染、跨國性犯罪、人權保障等議題亟需各國共謀解決之道，單

一國家的行動未必能夠保護其週界、領土及市民生活與福利。例如 1997 年亞洲

金融風暴，東亞國家幾乎無一倖免；又如 2002 年全球發生 SARS 所謂非典型急

性肺炎的風暴，造成全球 32 個國家及地區面臨傳染疾病的重大威脅。2

針對全球性的問題，各國政府所採取的因應方式大致如下：第一是尋求新技

術與新策略的改革，政府部門除了致力開放貨幣市場和對私有資本解除管制之

外，也開始瞭解跨國機構諸如歐盟（EU）與世貿組織（WTO）所發揮的槓桿作

用；第二是各國致力於國內政策單方面選擇權的改善，並進而研究聯合國、歐盟

1這是公共財具有的的外部性問題（externality problem），所謂外部性，指的是在一個自由交易

的過程當中，第三者雖未參與，但對第三者仍然產生實質（無論正面的或負面的）影響。公共財

對環境的影響普遍可見，例如私有林地對愛好自然者提供景觀上的效益；工廠造成的空氣污染，

危害鄰近居民的健康等是。參見 David L. Weimer and Aidan R. Vining（1999：94-96）
2參見行政院新聞局編印，《勇者無懼—揮別 SARS，迎向健康台灣》（台北：新聞局，2005），

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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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等跨國機構對於國內政策與公民服務的貢獻；

第三是各國降低國內法規與管制的負面作用，對主要的法人機構進行管制時，採

取較為審慎的合作策略，以引導一些跨國機構的助益（Pierre & Peters, 2000：59）。

這些改變正是告訴我們，跨國行動者扮演的角色，已由相互聯繫與合作越過國界

而迅速的擴展，並強化它們對於國際社會的影響力。

面對跨國界公共問題的挑戰，對於世界政府的期待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理

想，但是全球治理的複合體(global governance complex)的存在卻是不爭的事實

(Held & McGrew, 2002)。此意味著參與治理的行動者趨向多元化，行動者從國家

政府、多邊組織，到多國籍公司，如今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及個人都可成為國際社會的成員(陳隆志，2002a：53)。在 1980 年初期市

民組織、多邊機構、非國家行動者等涉入國際政策者仍非常少，1980 年中期以

後國際組織的相互接觸才日漸頻繁，包括 NGOs 在聯合國擔任諮詢地位、1984

年世界銀行出現 NGOs 的工作坊；二十一世紀的今日國際社會已不僅是由民族國

家權威所組成的單一國際法架構，而且是政府、企業與不同層次的「公民社會團

體」透過議價過程達成協議的產物。

在一些公民社會的團體之中，包括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NPOs）、公民

社會組織（CSO）、志願組織(VOs)、社區組織（CBOs）或慈善機構等團體，以

「非政府組織」較常被國際社會所使用。它最早於 1940 年代在國際組織年報被

提出，然後在聯合國憲章第七十一條被賦予參與聯合國運作的地位，對於人類的

貢獻，諸如擴展市民參與的途徑，促使政府面對全球問題適時回應的壓力、引導

人類認知社會共同問題的能力、展現跨國界議程連結的潛能等，而日益受到學者

的推崇（Peck, 1998：185）。學者認為此種全球性非政府組織的「結社革命」

（association revolution），正逐步改變傳統國家扮演主要行為者的角色模式

（Salamon，1994），而形塑一種具有公民自主意識的跨國性決策模式，換言之，

世界政治走向民營化（privatisation of world politics）（Lee, Humpreys & Pugh,

1997）。在「沒有政府的治理」（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以及「無國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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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The Borderless of World）的趨勢之下，3超國家（supranational）、跨國

（transnational）及國際（international）組織無形中增加許多，其功能更持續的

強化，使得世界變成「非國家化」（denationalization）（Short and Kim，1999：

111-112；吳英明、鄭英達，2001）。學者 Kerstin Martens（2001：389）更指出這

種現象意味著國際政治的「非政府組織化」（NGOisation）。4在此種背景系絡下，

學界對於非政府組織參與國際的事實和論述，隱含著某種學術價值與意義。

貳、研究動機

透過上述的背景描述，我們瞭解全世界對於非政府組織的觀念和實踐明顯

的增加。李維斯和華勒斯（Lewis & Wallace, 2000：xi）認為非政府組織具有規

模小、成本低與靈活機動有效率等優點，處理全球議題相對於國家或政府更具彈

性，其創新動力顯然有較政府為優 (comparative advantage)。因而，有關非政府

組織的研究如雨後春筍般成為新興顯學之一，惟學界對於非政府組織在如何參與

國際組織的文獻和探討仍不多見(Salamon，1994)。就現有的非政府組織研究來

看，它在國際間所扮演的角色漸漸成為學界關注的焦點（Weiss, 1999；Brown. et.al.,

3「沒有政府的治理」是 Rosenau 和 Czempeil 在 1992 年合著的一本書書名，旨在探討國際秩序

的變遷與治理問題；「無國界世界」係 Waltz（1999）在 1999 年的一篇演講中提到的名詞，為

Kenichi Ohmae 在 1990 出版的一本書書名（The Borderless World. Power and Strategy in the

Interlinked Economy）。
4近十餘年來非政府組織不只是在國際領域被提到，更包括國家、地區與地方性的組織

（MS, 2000），按世界銀行對它的分類標準，將非政府組織的運作分為三種：1、居住

於特定地理區域的社區型組織；2、運作於個別發展中國家的國家型組織；3、總部設在

已開發國家並在一個以上的開發中國家運作的國際型組織；因此，實際上非政府組織有

三個區域(Keohane & Nye, 2000)：（1）國際領域的非政府組織，協助或輔助處理各個政

府涉及主要的外在事務；（2）國家領域的非政府組織，關於國內政策與社會事務，包

括公民社會組織之其他行動者作為決定公共事務決策的角色；（3）地方的非政府組織，

具有地方特色的組織或草根性的團體，關注於社區的公共事務與發展（Keohane and Nye，

20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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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CIVICUS, 1998；MS, 2000），只不過目前將國際議題和非政府組織相連結

者並不多，此一研究缺口可能在於它如何介入傳統國家場域、以及它對國際政策

的重要性未獲得廣泛注意有關。

90 年代以後研究國際非政府組織的焦點，大部分學者針對非政府組織的兩

大系統：北方非政府組織和南方非政府組織所扮演的角色功能、或是兩者的關係

與對立等面向進行研究；他們指出若干北方非政府組織主宰了議題的發展，南方

非政府組織則希望爭取更多發展本身議程的空間與支持；當南方與北方非政府組

織對某項議題有爭議時，非政府組織如何發揮關鍵性的角色，扮演協調中介的功

能（蕭元哲、黃維民，2001：125-126；江明修審訂，2003：15-26）。檢視相關

文獻，已有若干學者關注於國際社會中的國家與非國家行動者的連結。Weiss 和

Gordenker (1996)在「非政府組織、聯合國及全球治理」（NGOs, The UN, & Global

Governance）一書中，就從 UN 與 NGOs 協力的角度試圖解釋全球治理的問題；

Fisher（1998）在「非政府組織與第三世界的政治發展」（NGOs and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Third World）一書主要探討 NGOs 與第三世界國家政治發展

的關係。然而，我們更關注非政府組織在跨國界議題之中，它究竟扮演何種角色？

它可以取代國家的位置嗎？或只是填補政府無法承擔或不願承擔的責任？它又

如何參與國際組織的運作？這些仍需要系統化的論證加以分析。

檢視台灣非政府組織發展的情況，自從九二一地震之後，民間社會已漸漸覺

悟，並提出批判政府無力回應社會問題的現象，學者指出政府只有口號，卻往往

忽視應由下而上的結合民間的力量，就參與聯合國、WTO 或 WHO 等國際組織

的情況亦復如此，國內若干 NGOs 對此議題開始表達其關切。5但國內學者對於

5近年來以世界衛生組織議題有關的研討會就有數場，舉其犖犖大者，例如： (一)2003

年 5 月 4 日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由外交部、衛生署與幾個主要非政府組織聯合舉辦的「全

民總動員加入 WHO 之策略與角色分工」研討會； (二)2003 年 11 月 10 日在台灣大學法

學院國際會議中心，由中華心理衛生協會、台灣國際醫學聯盟、台灣大學衛生政策與管

理研究合辦的「民間團體參與 UN&WHO 國際網絡策略研討會」；(三)2004 年 10 月 17

日在台灣大學法律學院、社會科學院國際會議廳由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和台灣國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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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組織的研究，則大多從公共行政或公共管理的角度，著重非政府組織的資

源管理、領導與組織結構等面向的探討，或是論述其「政府失靈」(government

failure)或「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的補充功能，對於它們的政策性意涵、以

及外部環境因素的影響則較少討論，此乃作者試圖探討此一主題的旨趣所在。

此外，作者對此議題的研究興趣來自研究所期間修習「發展社會學」科目，

研習中探討台灣與世界各發展中國家公民社會觀點之建構，對於國家與民間力量

在治理過程的雙元結構有初步的瞭解。尤其，曾經參與數場非政府組織舉辦的研

討會或研習營，例如 TIMA 台灣國際醫學聯盟於 2003 年 10 月 21 日舉辦的「與

世界公民社會發展同步— 台灣非政府組織（NGOs）的機會與行動工作坊」，從非

政府組織工作者身上發現他們對相關議題的關切，探究各種政府間國際組織之投

入，某種程度的引發作者想要探討非政府組織和國際組織如何連結的動機。

學會聯合舉辦之「台灣與政府性國際組織」研討會；（四）2001 年 9 月 21 至 22 日在台北

福華國際文教會館舉行的「邁向全球之台灣非政府組織暨 NGO 主題展覽」研討會；以及（五）

2000 年 7 月 28 至 29 日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非政府組織舉辦的「邁向二十一世紀之台灣非政府組

織（NGO）」研討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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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學術研究的動力源自於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而問題意識乃基於事實或理論

的根據。有關本文研究的問題意識為何？以下茲分為研究目的與問題來加以陳

述。

壹、研究目的

經由上述問題背景與研究動機的陳述，本文研究目的歸納敘述如下：

一、理論層面

非政府組織何以興起於國際社會，係基於什麼樣理論參與國際組織？傳統

政府、市場等制度失靈理論之外，有無其他理論或學理足以解釋此種情形。非政

府組織基於那些策略與行為參與政府間組織，目前有待系統性的論證。

二、實務層面

政府間國際組織（International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GOs）或簡稱國

際組織乃以國家為會員國之結構，各會員國針對跨國性的公共議題透過討論或投

票決定，非政府組織如何介入此類組織的權力結構，依靠何種的運作途徑，或採

取了那些參與策略與方法。本文試圖透過個案比較分析，以理解台灣非政府組織

參與世界衛生組織議題所扮演的角色功能。

三、應用層面

非政府組織在國際社會的各種活動，大部分未涉入政治性議題，但以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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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衛生組織此一半官方組織而言，具有較濃厚的政治意涵，非政府組織與政府

之間的互動關係顯示有必要加以釐清。在此將探討非政府組織如何參與世界衛生

組織，以及分析參與過程中與政府之間的互動關係，以供政府、非政府組織、學

界等之參考。

貳、研究問題

世界衛生組織為政府間國際組織，基本上是一個以主權國家為活動的場

域，相對以往國家與國家的關係，逐漸削弱「國家」既有的顯著地位，並從國際

規範、規則建立過程中加強其可以涉入的程度（Brühl & Rittberger, 2002：2）。從

相關文獻可發現非政府組織經常扮演政府間組織的諮商角色，並與之展開不少合

作關係。過去國內研究非政府組織參與國際社會的焦點，大部分放在聯合國的各

項政策功能之上，在這種思維之下，仍以「政府」的角度去觀察非政府組織的國

際參與行動，恐怕無法帶來較有創意的內涵（陳隆志，2002a：53）。本文試圖聚

焦於以非政府組織的角度連結國際組織的主題，具體而言，本文的研究問題主要

如下：

一、檢視非政府組織在國際上的積極參與，具有人民自主管理(self-organized)的

正當性，促使他們成為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尋求合作的對象。他們大多以

諮詢身分等角色參與聯合國等組織，雖仍無法取代國家地位，但在參與國際

事務過程中多少涉入國家政策的領域，具有政治性的意涵，他們究竟如何參

與國際組織以及介入各項議題？

二、由於世界衛生組織非常承認和非政府組織的正式關係，因此許多非政府組織

取得實質參與全球議題的機會。到底他們參與國際的各項議題上扮演何種角

色？又此種參與行為具有什麼意涵？

三、當非政府組織針對全球問題倡導某種價值，例如環境保護、跨國犯罪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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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衛生等問題，必須與政府進行協商談判、或是互動合作，究竟兩者在國

際參與的關係為何？

簡言之，本文乃針對我國參與世界衛生組織有關的民間團體進行研究，試圖

探討我國相關組織與團體在參與國際社會過程中，實際上具有的功能。這裡所謂

的我國相關民間組織、團體，即是本文想要研究訪談的對象，將以具有國際參與

醫療人道援助經驗背景，或近年來直接或間接從事推動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的團體

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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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限制

壹、研究方法

本文以世界衛生組織為個案研究(case study)，以「台灣非政府組織」為分析

單元，將焦點置於台灣非政府組織如何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的運作，進行個案的研

究。採取質的研究中的「文獻檢閱」、「深度訪談」及「參與觀察」等方法進行資

料蒐集整理與分析。茲將本文採取的研究方法敘述如下：

一、文獻檢閱法

文獻檢閱法（literature review）為本文主要的研究方法，蒐集了歐美各國及

國內學者關於非政府組織參與國際相關研究的文獻，文獻資料之來源，大部分是

包括國內外有關非政府組織參與國際社會之論著、期刊論文、研究報告、學術研

討會論文、網站資料、報紙、官方文件等，整理這些文獻資料的研究結果與建議，

進行邏輯推理與問題研析。

二、深度訪談法

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係屬於「質的研究」之一種，其相對於以

邏輯實證論（logical positivism）為基礎的「量的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

乃研究者為了瞭解事物的情境（context）與意義（meaning），所採取參與觀察或

深度訪談等研究方法來蒐集研究資料的一種方法。為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就

研究議題有目的的談話，藉由研究者的引導，蒐集研究對象回答的語言資料，以

瞭解研究對象的基本信念、價值觀、態度和情感等（江明修，1997b：105）。此

種方法是參與觀察的主軸，可讓受訪者具有更大的自由發言，以引導談話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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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bbie，1998：442）。

由於本文所要探究的非政府組織如何參與國際組織是一個具有探索性質的

問題，屬於一種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此種研究適用於發掘一個現象

背後尚未被瞭解的部分，擬透過深度的訪談，希望能有效釐清非政府組織在國際

社會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將以面對面訪談方式訪問國內非政府組織；此外，為

增進資料的廣度、效度與信度，並輔以非結構性參與觀察非政府組織研討會或論

壇等方式，藉以瞭解台灣非政府組織參與國際社會的角色定位、參與策略以及與

政府的關係。

三、參與觀察法

為了發覺更多實地的資料，除了深度訪談之外，亦採取參與觀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同時進行。參與觀察法具有某些特質，包括它是開放式的求知過程、

瞭解內部者的觀點、直接參與以獲得訊息、直接觀察收集個案資料的研究方法

（Jorgensen，1989）。參與觀察大多在自然的情境下，對研究現象或行為進行觀

察，可以深入瞭解社會文化現象或被研究者的文化內部、行為意義的解釋（陳向

明，2004：308-309）。本文採取對研究個案的深度訪談為主軸，並以參與觀察法

為輔助的方式進行研究。

貳、研究限制

由於台灣非政府組織參與國際組織仍處於起步階段，僅有少數的相關文

獻，不如歐美先進國家許多非政府組織有參與國際的豐富文獻可作為參考；且世

界衛生組織是一個以國家為成員的體系（雖然非政府組織可透過觀察員身分或合

作關係參與），使得台灣非政府組織參與該組織時不免碰觸政治議題，如此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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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案例，可能在研究結論推論無法適用其他地區，而達到理論命題的通則化。6

其次，本文研究非政府組織與世界衛生組織的關係，根據論文的研究範疇，

主要針對人道救援、醫療衛生類型的非政府組織之中抽樣進行研究，因此在深度

訪談對象選擇上，仍然難以達到完全理想的境界。而且受到個人研究者的人力、

時間及經費等因素的影響，對於訪談資料的收集與歸納，將無法避免研究的侷限

性。當然，採取任何一種研究方法都有可能面臨某種限制，為了降低此種缺失，

本研究盡量進行所謂的三角檢核法（triangulation），即運用多種研究方法交叉檢

驗，以檢視或補充其他方法獲得之資料。

6本研究案例可謂是世界上少有的特殊案例，因為在全球尚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非政府

組織參與國際社會需要考量國家身分是否被承認的問題，亦沒有任何一個國家不管以國

家名義或是非國家機構名義參與國際社會，必須面對一個反對強權中共的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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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名詞界定

本文係針對台灣非政府組織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的過程，研究對象主要有

二：「非政府組織」、「世界衛生組織」，以下先釐清這些概念，期能有助於後面各

章論述的推演。

壹、非政府組織

「非政府組織」一詞代表的是學術概念而不是法律上的用語，現行台灣的

各種法律條例當中並無非政府組織名稱，其概念係來自於民法裡對於「法人」的

規範。民法中將法人分為公法人與私法人，前者指涉有公權力的政府機關，後者

則包含營利與非營利機構或團體，分為社團法人與財團法人，非政府組織屬於社

團中非營利的公益社團、以及財團法人中的各類型基金會。7

學者認為「非政府組織」指的是非營利的，自願性的在國家內或國際間結

合的團體，包括專業性社團、貿易聯盟、宗教組織、婦女青年團體、合作性社團、

發展人權組織、環境保護團體、處理國際事務的研究機構以及國會議員組成的社

團都可稱為非政府組織(Schechter, 2001: 184)。換言之，它乃泛指相對於政府、企

業部門之外的民間組織，雖然有些非政府組織係以政府的反動或批判為成立宗

旨，但不能稱它是「反政府」組織，而強調民間自發成立的組織性質，以示與「官

方」、「政府」的組織有所區別。

由於非政府組織係相對於政府機構的組織，常與聯合國相關的議題結合，

7非政府組織的相關法規除了民法外，還包括人民團體法以及相關的租稅減免和捐募法

規，大多依循其法源依據、主管機關、事業目的、財源籌措、設立基礎以及組織控制形

式的不同，而出現各種名詞不同的稱謂，例如財團法人、社團法人、人民團體（政治團

體、社會團體、職業團體）、基金管理委員會、職工福利委員會、寺廟以及消費合作社

等（馮燕，2001；王順民，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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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跨國界的聯合行動，因此聯合國體系下的專門機構對於參與、諮詢的民間組

織大多以「非政府組織」稱之。國際組織試圖對非政府組織做出定義，聯合國對

非政府組織界定為：一個非政府組織是任何非營利，由自願公民組成之地方、國

家或國際性之團體；NGO 成員有其共同目標，分工合作，提供諸多不同服務及

人道功能，將公民之關切告知政府，監督政策以及鼓勵人們參與社區層級之政治

活動。8「世界銀行」把它定義為：指涉公共或非營利部門個人的組織，但強調

不以合法註冊為要件。在聯合國體系各機構與 NGO 的關係因目標、地點和任務

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例如 WHO 認定 NGO 的正式關係，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ECOSOC）認定 NGO 的諮詢地位，兩者程序有相當的差異。

學者依據非政府組織的目的、性質、任務、成立宗旨等的不同，而認為它

具有以下的特徵（Prodi & Kinnock，1999；曹俊漢，2002；陳麗瑛，2002b）：1.

目的：不以營利為目的。雖然必須支付專職員工薪水，但他們不分配利潤給成員

或管理者；2.成員：成員是志願參與的。志願參與是基本的要素，因此又稱為志

願組織（Voluntary Organization）；3.任務：不同於具有正式與制度存在的特殊團

體，非政府組織常常具有設定任務、目標與界限，他們必須對成員與捐獻者負責；

4.性質：係不同於政府、公共權威與政黨或商業組織；5.成立宗旨：以公益事業

為組織宗旨，因此又稱為公益組織（Philanthropic Organization）。

由於非政府的組織形式或其名稱具有多樣性，常被通稱為「第三部門」。第

三部門還包括社區性組織（community-based organizations, CBOs）、非營利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CSOs）、志願組織（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VOs）、慈善組織（philanthropic organizations）等組織形式。這些

組織形式有各自強調的面向，例如，志願組織強調志願主義的精神；公民社會組

織則彰顯它公民意識的團結，組織態樣整理如下表所列。

8因此，擬與聯合國建立關係的非政府組織必須具備以下的條件：（1）不受任何政府掌控而獨立

運作；（2）不得為政黨組織；（3）必須為非營利組織；（4）不得為犯罪集團；（5）內部決策

機制符合民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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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非政府組織的組織態樣

強調面向 組織形式

不屬於政府 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NGOs）

非營利特性 非營利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 NPOs）

志願主義 志願組織（voluntary organizations, Vos）

公益目的 公益組織（philanthropic organizations）

公民社會精神 公民社會組織（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CSOs）

社區服務 社區性組織（community-based organizations, CBOs）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其中「非營利組織」一詞較容易與非政府組織產生混淆，定義上也不容易加

以區別。根據薩羅門(Salamon, 1997)在約翰霍普金斯非營利部門的比較研究方案

(The Johns Hopkins Comparative Nonprofit Sector Project)中探討的非營利組織之

定義有以下五種，也是第三部門結構和操作所具有的特質：（1）正式化(Formal)：

正式組織有制度化的運作過程、有定期的會議、規劃的運作過程和某些程度的組

織呈現；（2）私人的(Private)：它的組織結構完全由民間來組成及運作，是分立

於政府之外，不屬於政府的一部份，也不受其管轄；（3）非利潤分配

(Non-profit-distributing)：非營利組織也會賺取利潤作為機構的目的事業之用﹐不

分配給機構的擁有者或工作人員或政府部門。非營利組織不以獲取利益為優先，

這是不同於其他商業組織之處；（4）自主管理(Self-governing)：在非營利組織是

自行管理業務，可以自行處理他們所擁有的事務，而非受外部控制；（5）志願服

務(Voluntary)：非營利組織的有些事務是由志工來處理，董事在某種程度上亦可

視為視志工的一種，因此非營利組織在某種意義上具有志願性。9因此，非政府

9另 Wolf（1990）對非營利組織的描述性定義：（1）具備有公眾服務的使命。（2）必須在政府

立案，並接受相關法令規章的管轄。（3）必須為一個非營利或慈善的機構。（4）經營結構必須

排除私人利益或財物之獲得。（5）其經營得享有免除政府稅收的優待。（6）享有法律上的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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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非營利組織的定義，重疊與類似之處不少，兩者其實可以相互定義，本文認為

兩者具有共同的精神，如果刻意加以區分，有可能扭曲其意義。本文行文之所以

採用非政府組織的稱謂，主要基於下列理由：1.非政府組織較能凸顯其與政府機

構的區別，並顯示此類組織在公共領域所能發揮的特性。2.非政府組織為國際間

政府較早使用的名詞，並以此名稱設立專責部門處理相關事務，如聯合國的經濟

社會理事會的非政府組織科（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DESA】

Non-Governmental Sector,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ECOSOC】）；3.非政府組

織常用於指國際性的公益組織。

本文主要探討民間團體參與國際組織的相關問題，綜合上述學者定義，將

非政府組織界定為：任何以非營利的目的，自願性的在國內或國際間結合的團

體，具有促進社會公益、公共服務的組織。在此定義下，它是不同於「官方」、「政

府」的組織，亦排除政黨、互益性組織（如工會、俱樂部、同學會、同鄉會等）

的適用；所指涉的是從事與國際組織活動有關的民間社團而言。

貳、世界衛生組織

世界衛生組織為聯合國重要的「專業機構」（Specialised Agencies）之一，

是醫療衛生有關國際組織的運作中心。在聯合國底下其他重要之專業機構，例

如，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ESCO）是各種文教性組織的核心機構；國際勞

工組織（ILO）是各種國際性勞工組織的核心機構；世界銀行集團與國際貨幣基

金（IMF）則是國際金融、經貿活動的核心；國際法院（ICJ）則是解決國際爭

端的核心；其他糧食、航運、郵政、通訊、氣象、智慧財產、農業、工業等組織，

都是聯合國所屬的國際組織，這些組織共同的特色就是以國家會員的組織結構。

地位，捐助或贊助者的捐款得免列入免（減）稅的範圍。Wolf 的定義大抵上從法律的、行政的

觀點來界定非營利組織；而 Salamon 較從組織管理的角度為詮釋的重點，但非營利組織定義極其

強調非營利的特質，俾能與以取得利潤為目標的企業組織有所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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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憲章第三章明確規定參加成員為國家才有資格申請加入，為各

國政府所共同擁有的國際衛生機構，乃從事醫療衛生資訊與技術給各國政府，因

此 WHO 為政府間組織，以會員國為成員的結構。以下說明世界衛生組織的基本

架構、會員身分等性質。

一、WHO 的基本架構

世界衛生組織的主要機構有：世界衛生大會(World Health Assembly)、秘書

處(Secretariat)、執行委員會(Executive Broad)、六個地區分部、國家辦事處等。

茲簡述如下：

(一)世界衛生大會（World Health Assembly, WHA）：

世界衛生大會是世界衛生組織的最高機構，由會員國代表組成，每年五月在

日內瓦舉行會議，所有會員國均可派遣代表出席。主要任務是審議秘書長的工作

報告、工作規劃、批准兩年一度的活動預算預算、接納新會員國和討論其他重要

問題，並且制定主要的政策。

(二)執行委員會（The Executive Board）：

執行委員會是一個非政治性的技術單位，是世界衛生大會閉幕期間的執行機

構。執行委員會是由 32 位在衛生領域中合格的個人所組成，該個人並非代表其

國家行使職務，而是以世界衛生組織為整體利益為優先考量；執委會每年開會兩

次，通常第一個會期是在一月，而第二個較短的會議是在五月世界衛生大會舉行

之後。執行委員會主要的功能在於執行衛生大會所制定的決定和政策，並提供建

議，促使工作能順利推動。

(三)秘書處（The Secretariat）：

秘書處是衛生組織的常設機構，從六大區域辦公處的國家中，大約有 3800

個在專業領域和一般服務類別中的衛生和其他方面的專家所組成。秘書處由世界

衛生大會依據執行委員會的提名所指派出的幹事長所領導，由大會任命，任期 5

年，可以連任。10

10幹事長是主要行政長官，由執委會提名，經世界衛生大會選舉產生，任期為五年，連選得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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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區域委員會及辦公室（Regional Committees and Regional Offices）：

世界衛生組織架構上採行分權制度，其特色之一係將其權力分散在六大區域

中，每一個區域包含一個區域委員會和一個區域辦公室。每一個區域辦公室的首

長是區域主任。這六大區域辦公室是：非洲區域辦公室，美洲/拉丁美洲區域辦

公室，東地中海區域辦公室，歐洲區域辦公室，東南亞區域辦公室，西太平洋區

域辦公室。世界衛生組織的大部份活動是由這六個區域性組織分別進行。

二、WHO 的會員身分11

世界衛生組織的會員身分可分為三種：正式會員、副會員、觀察員。目前

參與會員眾多共有 192 個會員國、2 個副會員：(非洲地區：47 個會員；美洲地

區：35 個會員、1 個副會員；東南亞地區：10 個會員；歐洲地區：52 個會員；

中東地區：21 個會員；西太平洋地區：27 個會員、1 個副會員)。三種不同的會

員身份，有不同的申請條件，與不同的責任義務。

(一) 正式會員：

WHO 憲章第三條規定，所有國家均有資格參加成為會員。原則上是以主權

國家作為正式會員的資格，依據憲章取得正式會員可循下列途徑：

其一是本身為聯合國會員國的國家，WHO 憲章第四條規定，聯合國會員國

可按照憲章第十九章的規定，並依照各該國立法程序程序，簽署或以其他方式接

受此憲章而成為正式會員；

其二是在 1946 年世界衛生大會時應邀派遣觀察員出席的國家，依據 WHO

憲章第五條規定，那些被邀請派觀察員出席 1946 年在紐約所舉辦的世界衛生大

會的國家，在世界衛生大會第一次會議召開前，按照憲章第十九章的規定，並依

照各該國立法程序，簽署或以其他方式接受此憲章而成為正式會員；

其三是前兩項條件之外的國家，凡未能依據 WHO 憲章第四條、第五條參

加為會員者，只要世界衛生大會過半數會員通過，可直接申請成為會員。其申請

資格，根據 WHO 憲章第三條規定，會員資格應開放給所有的國家；其申請程序，

前任幹事長為 Dr. Gro Harlem Brundtland，現任幹事長甫於 2003 年接任，為南韓籍的李鍾郁。
11參見 Health For All With Taiwan 網站，2005/7/19. “Rules of Procedure of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WHO Policy System, <http://policy.who.int/cgi-bin/om_isapi.dll?

hitsperheading=on&infobase=basicdoc&record={21}&softpage=Document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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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WHO 憲章第六條規定，那些沒有依據憲章第四和第五條成為會員國的國

家，倘若符合聯合國和 WHO 之間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憲章第十六章所簽訂之任何

協議的條件，可提出申請，並經世界衛生大會依普通多數決通過後成為正式會員。

根據上述條件，台灣符合第三種途徑，即未能依據憲章第四和第五條成為

會員國的國家，可透過世界衛生大會過半數會員通過成為會員。

(二)副會員(Associate Member)：

副會員並非主權國家，係開放給非自治領地、託管地及殖民地。根據 WHO

憲章第八條規定，那些無法為其國際關係行為負責任的領土或領土群，得由會員

國或其他應負擔其國際關係行為之主體代表提出申請，經世界衛生大會接受成為

副會員。副會員出席世界衛生大會的代表應該符合其在衛生技術上的能力，且從

此領土之居民中選出。副會員的權利及義務由世界衛生大會決定之。目前世界上

僅有兩個具備此身分：波多黎各和托克勞群島(Tokelau)。

第一屆世界衛生大會決議規定副會員得享有下列權利：

1.在無投票權的情況下參與世界衛生大會和其主要委員會之議事。

2.在世界衛生大會之其他或次要的委員會中享有投票權和設立辦公室，但總

務委員會 (the General Committee)，信用委員會(the Committee on Credentials)以及

提名委員會(the Nominations Committee)不在此限。

3.依據世界衛生大會議事規則第五十條至第七十條及第八十五條至第八十

六條之規定，除了上述有關投票的限制外，副會員在有關世界衛生大會及其委員

會之會議事項與正式會員享有平等參與的權利。除此外，可向世界衛生大會提議

暫定議程的內容，以及和正式會員一樣接收所有通知、文件、報告和記錄和正式

會員平等的參與召集特別會議的程序。

4.副會員享有與會員相同之向執委會提出建議的權利，並有依據執委會所訂

定之規則而參與執委會所設立之各個委員會的權利，但副會員不得成為執委會之

成員。副會員應該負擔與會員相同的義務，但於決定其所負擔之會費時應考量副

會員之不同地位。

由於副會員係非自治領地、託管地及殖民地，因之台灣不適合申請為副會員。

(三)觀察員 (Observer)：

成為觀察員有兩個途徑，茲簡要陳述如下：

1.透過幹事長之邀請，因為世界衛生大會議事規則第三條規定，幹事長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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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非會員國出席世界衛生大會；

2.由世界衛生大會決議提出邀請。觀察員指的是世界衛生大會的觀察員，目

前觀察員包括國家實體之教廷(Holy See)及列支敦斯坦(Liechtenstein)；準國家實

體之「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和「馬爾他騎士團」

(The Order of Malta)；以及非國家實體之「國際紅十字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和「紅十字暨紅色月灣社會國際聯盟」(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Societies)。

第五節 研究流程



20

透過文獻我們初步獲知，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在世界衛生組織有不盡相同的

參與或運作模式。就政府的角度，乃以世界衛生組織會員國的資格參加各項議

題，我國目前係爭取世界衛生組織之觀察員資格。至於非政府組織的角色，則係

透過與世界衛生組織建立某種合作關係以介入干預國際事務。就參與的議題，非

政府組織可參與的國際議題甚為廣泛，世界衛生組織的國際醫療、援助等議題只

是其中之一。由於既有文獻此領域探討者不多，因此本文以此作為研究範圍，屬

於一種探索性的研究。

究實而言，本文係透過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的案例，討論非政府組織參與

此一結構的相關問題。第一章陳述本研究的研究背景、問題形成意識、研究目的、

研究方法等；第二章係文獻檢閱與理論析探，探討非政府組織參與的基礎理論，

以理解當前非政府組織如何興起，並就非政府組織如何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的相關

文獻，進行比較、分析，整理非政府組織參與的相關理論；第三章係台灣個案的

現況分析，檢視台灣非政府組織的發展系絡，以及當前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的概

況；第四章個案研究，說明運用什麼研究方法，進行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的個

案研究；第五章為研究發現，討論台灣非政府組織參與國際之過程中，與政府、

政府間組織之間的關係定位，以連結前面理論觀點進行論證。第六章為研究結論

與建議。整個研究流程大致如圖 1-1，至於各章節論述之要點如下：

第一章，為緒論：第一節從問題意識形成的背景、研究動機；接著，第二

節陳述本文研究的目的，以及研究的主要問題；第三節說明本文的研究方法與限

制；第四節解釋重要的名詞：非政府組織及世界衛生組織的涵義；第五節則說明

本文研究流程與章節的安排。

第二章是基本理論觀點的鋪陳與文獻的檢視，藉著檢閱非政府組織參與的

文獻，指明本文論述的理論根據。第一節為檢視文獻對於非政府組織參與的國內

因素與國際因素；第二節為非政府組織參與國際的相關理論，首先探討非政府組

織在國際社會的發展中的角色；接著論述非政府組織參與國際社會的策略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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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探討非政府組織國際參與中和政府的關係；第三節則提出本文的分析架構。

第三章，為台灣非政府組織發展的現況分析。第一節說明我國非政府組織

參與國際的角色，以及參與國際政府間組織的概況；第二節關於我國非政府組織

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的策略途徑，探討建立和世界衛生組織的正式關係、以及獲取

聯合國諮詢地位的途徑；第三節陳述當前台灣有若干非政府組織與政府參與國際

採取的合作策略。

第四章，為研究設計與資料分析。第一節為說明本文係基於探索性目的，

屬於質性的研究；第二節說明訪談的實施過程；第三節說明訪談蒐集之資料如何

進行整理分析；第四節針對研究的個案加以介紹說明。

第五章，為研究發現，第一節探討台灣非政府組織參與國際組織所扮演的

角色；第二節針對近年來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議題，探討非政府組織的參與策

略；第三節藉由台灣非政府組織參與國際的過程中，探討它與政府的互動關係。

最後第六章為結論，為研究結果之論析，並提出若干研究之建議，第一節

為總評，說明本文研究發現的問題；第二節為理論的摘述，並提出後續研究的建

議。

研究背景、動機、目的、方法
（第一章）



現 況 分 析
（第三章）

圖 1-

理論析探與文獻檢閱

（第二章）

（

研究設計與資料分析
（第四章）

研 究 發 現
（第五章）
結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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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流程

第六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