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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檢閱與理論析探

本章將透過相關文獻或學理檢閱非政府組織參與國際組織的基礎理論和分

析架構。第一節從非政府組織參與國際組織的國內外文獻檢閱中，說明非政府組

織在國際社會的興起，以及公民社會的基本學理。第二節整理及歸納非政府組織

參與國際的相關理論，說明非政府組織參與國際組織的方式，在國際組織相關領

域扮演的角色，以及參與過程涉及與政府的互動關係。第三節則根據基礎理論與

所檢視的文獻資料，提出本文論述的分析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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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文獻檢閱

從現存的文獻可獲知，非政府組織參與國際組織介入全球議題，隱含著第一

部門（政府）、第二部門（市場）之外的第三部門積極參與國際社會的意涵，亦

意味著公民社會理念的實踐。如何解釋非政府組織為何介入國際社會的現象，有

幾個原因，包括：1.受到國內公民社會的因素；2.國際環境變遷的因素；以及 3.

全球治理概念的影響。

國內公民社會的因素，係基於「市場失靈」、「政府失靈」、「公共財貨理論」、

「志願主義」、「第三者政府論」與「第三部門」等理論觀點，這些觀點也被認為

是造成非營利、非政府組織得以大幅成長的原因（顧忠華，1998；鄭讚源，2001；

官有垣，2002；江明修，1997a）；至於國際環境變動的因素主要有三個原因：1.

冷戰結束終結國際間東西的對立；2.是科技的進步；3.是全球化的影響(Brühl &

Rittberger，2002；Gordenker & Weiss，1996)；最後，全球治理變革概念顯示全

球公共問題的處理模式已有轉變，擬從行為的主體與行為模式加以說明。

壹、國內公民社會的因素

雖然很難以某種理論解釋非政府組織興起的現象，不過較常被學者專家所引

用的大致有：市場失靈、政府失靈、第三者政府論、公共財貨理論、志願主義/

志願失靈、第三部門等。

一、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

此為經濟學的觀點，傳統經濟學者認為，社會財貨（或服務）的生產者與消

費者間的自願供需關係，可以構成完全競爭市場，生產者追求利益極大化，而消

費者追求效用極大化。基於此種假定，可以使市場內的經濟活動，大到資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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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最佳效率，而沒有任何人的效用或利潤遭致損失，此可說是由於市場一雙看

不見的手引起的作用。但是現實世界因為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而無法達到此種境

界，係由於「公共財」(public goods)、外部性(externality)、自然獨占、資訊不足

或資訊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等問題（吳定，1999：45-46），市場考

量成本與利潤等因素，不願意提供產品或服務，以致發生市場失靈的情形。此時

服務與財貨就轉由政府或非政府組織來提供。從政府的角度，當市場機能無法反

映實際需要時，或民營化無法帶來更大的效能時，政府或將考量以非政府組織代

替或與非政府組織合作，此時民間力量之介入被視為市場失靈的補充。

在國際社會以全球為範圍的領域，市場失靈亦有可能發生，例如發生跨國企

業或多國籍公司對於外部成本不願意負擔之困境，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資訊不對

稱情形恐更加嚴重，此時藉由非政府/非營利組織的介入或協助即有其必然性。

二、政府失靈(government failure)

關於公共財貨或服務並非完全透過市場機能的運作，市場失靈可能導致資源

配置失當的缺失。當市場無法供應的財貨與服務時則轉由政府來提供；政府可以

彌補市場失靈的缺失，但政府亦有失靈的可能。通常公部門需要依法辦事，官僚

機構時而過於講究代表性和公平原則，以致回應能力僵化，導致效率低落，致公

共政策的擬定無法符合民眾的實際需要。Weisbrod（1988：25-26）即指出，政

府提供服務講求普遍性，但人民卻因收入、宗教、種族背景、教育等差異而產生

不同的需求，因此即使政府提供不錯的服務數量及品質，都無法達到人民的完全

滿意；這種由政府提供公共財貨貨服務，卻無法滿足多數民眾需求的現象，即是

政府失靈的情形，此時有需要由非政府組織來承擔社會責任以彌補政府功能之不

足。

從全球範圍來看，Brühl 和 Rittberger（2002：21-24）分析國際治理之所以

無法達成其目標的失靈，致減少其合法性，主要發生了四個治理上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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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ance gaps）：管轄權（Jurisdictional）、運作（Operational）、激勵（Incentive）

及參與（Participatory）。即使當今涵蓋各項議題最多的聯合國處理很多國際事

務，也會發生功能不彰的情境，由於決策冗長與行政程序的繁複，已愈來愈無法

顯現其效率。1從這個觀點，非政府組織乃被期待作為政府不足的填補。

三、第三者政府論(the third-party government)

此理論乃認為政府與非政府/非營利組織透過協調與合作成為夥伴關係，非

政府/非營利組織提供政府沒辦法或難以執行之服務，而政府由於資源穩定，可

以補充公益組織之不足，彼此形成互補的作用，與以上兩種理論強調非政府組織

為「補充性」的角色不同。Lester M. Salamon（1987: 110-116）提出第三者政府

理論，他認為政府向來是扮演資金提供與方向指引的角色，至於實際的服務輸

送，政府則是透過各種管道方式，轉給非政府組織或私人機構執行。Salamon 認

為美國公部門改革有一項重要的轉變，在於透過「第三者政府」來輸送公共服務、

實現其公共目的（Salamon, 1987：99-117）。這種政府透過代理人（government by

proxy）來傳送服務的方式，已構成政府行動的一部分，即所謂「第三者政府」

的型態（江明修，1997a：24）。

第三者政府的產生主要為了回應人民對公共服務的渴望，但又懼怕政府權力

持續擴大的心理，只能透過第三者來增進政府提供福利服務的角色與功能，才不

致於恣意擴張政府的權力；從全球性的角度，聯合國及其相關的國際組織，經常

協調各會員國力量處理跨國界的公共問題，確實可以彌補一國政府機構的不足

（Gordenker and Weiss, 1996）。

1世界心理衛生聯盟派駐聯合國代表 Nancy Wallace 在 2001 年 11 月訪問台灣時公開演講中指出，

聯合國對於國際會議的召開，往往在前三、四年間即有許多大大小小籌備和會前會的舉行，非政

府組織必須經由不斷的與各國政府、聯合國關於對話或字斟句酌的增刪文件文字過程，在聯合國

大小會議中不斷穿梭、遊說，以確保最後定案的會議宣言或決議文件納入議程，決策程序冗長繁

複，效率並不是很好。（陳隆志，2002a：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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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共財貨理論（public goods theory）

公共財貨具有使用的關聯性與不可排他性之特質。所謂公共財貨使用的關聯

性，即任何人對該物品的使用，都不會影響其他人對該物品的消費；公共財的不

可排他性，就是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它，而且任何人都不可能阻止其他人消費它。

Hansmann（1987）與 Weisbrod（1988）指出市場與政府提供集體財貨均有缺失，

前者的問題在於搭便車（free-ride）的效應，致使某些人不用付費就能享有集體

財貨。後者思考邏輯認為政府要獲得多數人民的支持才提供公共財貨，而提供的

數量或需求必須滿足多數的「中間選民」情形下，導致某些人邊緣性的需求被忽

略，這時非政府組織存在的效益，乃在於能夠提供社會公共財貨的另一個來源，

此理論乃從公共財貨的面向指明政府與市場失靈的可能性。

五、志願主義(voluntary)/志願失靈(voluntary failure)

非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成員大多基於共同的利益或信念而自願性的參與，具

有「利他」的精神，因此，「自願性」成為此類組織的一項重要特徵。Schram（1985：

13-29）曾探討志願工作理論，在其志願服務理論中，以「利他主義」、「需要滿

足理論」、「社會化理論」此三項理論最足以說明志願工作者的動機。「利他主義」

是種助人為樂的胸懷；「需要滿足理論」則是個人基本需要滿足後，尋求個人成

就感、自我實現的需求；而「社會化理論」係指個人行為可能受到周遭親朋好友

的影響、啟示，而加入志願工作者的行列。

不過 Salamon 提出志願者亦有失靈的時候，即所謂的「志願失靈」，有幾種

可能：第一種稱為「公益不足」(philanthropic insufficiency)，意指非政府與非營

利部門，其資源(含人力與財源)常常是不穩定的，致影響其所提供的服務；第二

種為公益的特殊性(philanthropic particularism)，指的是非政府與非營利組織可能

發展成為極端、排他性的、只為了特殊群體服務的組織，例如極端主張參加會員

的資格，即是限制其他人的加入；第三種稱為公益的父權性 (philanthro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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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ernalism)，是指非政府與非營利組織可能為少數人所控制，變成私相授受、圖

利私人(尤其是機構的負責人)的工具；第四種則是公益的業餘性(philanthropic

amateurism)，此情形係從事各種公益活動者，或是志願服務人員，雖然充滿熱誠，

但也有可能欠缺專業能力(Salamon, 1987: 110-111；鄭讚源，2001：108)。

六、第三部門（the third sector）

有學者從「公民身分」的角度切入，認為非營利、非政府組織是由於「公民

權」的大幅伸張，使它們擁有「公共性」和「自主性」雙重特性(顧忠華，1999a)，

與政府（第一部門）、企業（第二部門）有明顯的不同，從而構成「第三部門」

（the third sector）的特徵（官有垣，2001a）。另從公共行政的觀點來看，公民社

會係除了公部門（第一部門）、私部門（第二部門）之外的「第三部門」，包括以

公共服務的為目的志願團體、慈善機構、社區、非營利和非政府組織以及跨國政

治團體，這些組織所構成的第三部門在公民社會扮演重要的角色（CCS, 2002；

官有垣，2001a；Smith, 1998）。

此三個部門各有專擅，彼此可謂互有作用，例如政府（第一部門）對非政府

組織的具有下的功能：補助、租稅誘因、委辦公共事務、法令管制及輔導監督等

功能；對企業的作用則有：提供基本公共設施、法令的管制、輔導監督與維護其

合法權益。企業（第三部門）對政府的角色在於：納稅、影響政策與輸送公共服

務；對於非政府組織的作用有：參與社區爭取社會認同、協助達成公益使命的企

業社會責任、以及促進人性化與人道精神。至於非政府組織（第三部門）對於政

府扮演補充性的角色，其功能諸如提供勞務人力，輸送公共服務，並進而倡導社

會項議題影響公共政策；其對於企業的功能在於，提供人力上、技術上的支援，

以及財務上的贊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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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公共設施 補助

法令管制 納稅 提供勞務 租稅誘因

輔導監督 影響政策 輸送服務 委辦公共事務

維護合法權益 輸送服務 影響政策 法令管制

倡導議題 輔導監督

技術、人力支援

財物贊助

參與社區／社會認可

協助達成公益使命／企業社會責任

促進人性化與人道精神

圖 2-1 政府、企業與非政府組織間的互動內涵

（資料來源：修訂自馮 燕，2001）

實質而言，非政府組織不同於企業，企業以營利為目的，追求成本效益的評

估，非政府組織非以營利為目的，它所追求的是一種社會價值體系，兩者本質上

有極大的差異；非營利/非政府組織在經營管理方面往往無法與企業相提並論，

而且它在資金籌措上不夠寬裕，致無法完全承擔參與共同治理的責任。此外，非

政府組織的政治性格較為明顯，有時甚至予人「反政府」的負面印象，帶來排斥

的作用。

貳、國際環境變遷因素

Gordenker 和 Weiss（1996：24-25）認為非政府組織在國際間發展至少與三

個國際環境的變遷有關：第一，由於冷戰結束（End of the Cold War），東歐國家

在蘇聯瓦解之後，逐漸產生公民社會的自主意識，以及民主化運動帶來的啟示，

企業（第二
部門）

非政府（第
三部門）

政府（第一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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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體系結束東西兩極（Polarity）的對抗。第二，科學技術的發展（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資訊、通信及網路的進步，擴展私人領域的不受限制的連結機會；

第三，資源的增長，非政府組織資金、人力等資源的成長，使得非政府組織更能

發揮功能；Brühl 和 Rittberger（2002）則認為與三個國際因素有關：1.冷戰結束、

2.科學技術的進步、3.全球化效應等因素的影響。以下說明他們論述的觀點。

一、冷戰的結束（End of the Cold War）

冷戰時期，美蘇各自以擴大民主與共產陣營的勢力為目標，美蘇雙方進行

了激烈的軍備競賽、經濟競爭，意識型態的宣傳從無止歇。自從蘇聯、東歐國家

共產集團的解體之後，不但使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社會主義的瓦解，更是國際體

系由「兩極的對立」走向「單極多元」的時代。

由於國際政治的研究逐漸脫離傳統以權力平衡或國家為國際社會中心之思

維，使得全球治理概念受到重視。例如 1992 年聯合國成立「全球治理委員會」

（the Commission of Global Governance），便直指全球性公共問題層出不窮，主

權國家能力降低之際，如何以新的治理模式來處理眾多的全球公共問題，已是刻

不容緩的議題。

全球公共問題已不是單一國家所面臨的問題，而是很多國家同時面對的問

題；全球公共問題大多具有經濟學所謂「公共財貨」（public goods）的特徵，亦

即公共財貨具有使用的關聯性與不可排他性之特質。這些特質對於傳統國際關係

結構造成很大的衝擊；改變過去國際的模式— 自 1968 年威士特發利亞會議

（Westphalia）確立傳統國際關係具有排他的主權觀念，然後主宰整個國際社會

的權力結構。如今面對全球化造成跨越國界的公共問題，主權國家要不是無力回

應就是不願回應，此時的確需要一個新的治理模式，非政府組織參與全球公共問

題乃順勢而起。在政治和國際關係的領域中，美國哈佛大學教授 Robert O.

Keohane 和 Joseph S. Nye 提出「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概念，此一概念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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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後逐漸取代以往國際政治以「主權」為核心的研究方法（Keohane and Nye,

1977），成為後冷戰政治全球化的研究途徑。

總而言之，冷戰結束後，意識形態與國際關係變得多元化，使得國際間對

東歐地區新興經濟國家國內如何治理，以及國際關係如何進行全球治理，不管從

理論或實務的觀點都熱烈的討論，很多非政府組織因應此種趨勢接續的成立，並

且介入各種全球問題的論辯與解決。

二、科技創新與進展（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科技創新指的是資訊、通信管道的暢通，特別是透過網際網路而挑戰國家

政府與國際治理有幾種的方式：1.資訊、通信技術促進非國家行動者影響國際政

治的能力；2.由於資訊的流通，國際協商面臨更大的改變；3.隨著資訊的進步，

以國家為範圍的市民概念正逐漸轉變；4.私人掌握的網際網路，是脫離政府治理

的群體（Brühl and Rittberger, 2002：8）。Brühl and Rittberger 認為資訊科技的進

步帶來的好處，在於減少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與時間差（time lag），簡

化全球各種行動者溝通的流程，促進非政府組織建立跨國聯盟，形成共同論述及

共同利益議題相關的參與策略，以影響國際政治。而網際網路的技術，有很多是

私人管理的領域，促使全球分享各地市民共通的價值觀，改變國際事務管理的方

式。

因此，資訊科技的進步使得非政府組織有更寬廣的發展空間，政府無從打

壓、管制通訊的流通、互動；透過網際網路的聯繫，非政府組織得以在國際社會

建立共通的價值、規範，改進國際制度導向更為民主的運作。網路科技的發展，

使得以往對非政府組織懷有敵意的國家，也無法阻止其行動，尤其通訊科技跨國

界的特性，也使得國內議題經常成為國際議題，而使得本土的非政府組織得以和

國際性的非政府組織串連，提升其可見度與成效，非政府組織在資源與專業化程

度方面有大幅度的成長，使得許多國際組織與各國政府不得正視此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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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rdenker & Weiss，1996）。

三、全球化的效應（Effect of globalization）

全球化不僅是改變政府與市場關係的力量，而且對國際社會行動者的認同

與活動也具有重要的意涵（Brühl & Rittberger, 2002）。全球化是從經濟、社會的

全球化開始，逐漸轉移到政治與國際關係的領域。全球化的相關活動與議題，不

但涉及政府機關與民間的行動者，更助長跨國行動者與跨國組織的活躍，他們透

過相互聯繫越過國界得以迅速擴展和強化。全球化影響下的國際政治卻不強調全

球政府（world government）一定會出現，而係著重使各國政府治理的傳統模式

加以轉型（transformation），透過全球經濟、全球生態與全球社會等面向的整合，

發揮外溢效果而達到全球治理（即政治面向的整合）的目標，其重要變數之間的

關係顯示如圖 2-2。

全球化：

經濟、社會、文化的交流

圖 2-2 非政府組織介入國際社會的過程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政府間、超國家層次的關係

非政府組織的中介

、參與

全球治理：

政治面向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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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海德（Held, 1995）的說法，全球化加深之後世界將會出現一個「相互

依賴的全球治理體系」，其形成演進的過程為（Held，1995：93）：第一階段：先

有區域、國際與跨國（包括政府與非政府）的機關、組織與機構大量的增加；第

二階段：接著在經濟、政治、科技、通訊及法律等主要事務領域，全球性連結的

增加；第三階段：迫使主權國家及其疆界不斷的遭到穿透；第四階段：國家治理

能力削弱，無法再以政策工具干預商品、服務、觀念與文化的流通；第五階段：

為了管理政策結果，國家開始與其他行動者合作協力，此種要求與日俱增；第六

階段：為了穩定權力平衡機制，擴大建制與國際法適用的範圍，逐漸發展國際組

織、多邊外交及與非國家行動者的合作程序；第七階段：全球治理體系建立，主

權國家獲得存續，但國家權力的內涵與形式被重新界定；第八階段：互賴的全球

體系成立後，對於資源、宗教信念、意識型態及科技變遷的回應，仍存在高度的

脆弱性。

經過這些階段快速擴展的相互聯繫與相互依存，把地方、國家、公司、社

會運動、職業和其他群體，以及個體的公民整合而成跨國交流與密集互動的網絡

社會（network society），這些網絡已經衝破疆域界線，放棄曾經為各民族所經歷

的文化和自給自足的經濟，知識與資訊推動這些網絡的聯繫（Castell，1996：

469）。由於全球化引發的諸多跨國性議題，致使現存國家體制已經出現無法管理

的情形下，產生與國際組織、非國家行動者的合作需求，在後面幾個階段衍生了

跨國的合作機制，迫使國家的內涵或角色必須重新詮釋定位。此種機制突顯出一

個全球互賴的事實。由於地球村的相互依賴，任何國家將無法以主權的理由而排

斥與民間組織、其他國家的接觸、協商，甚至合作。

不過，Held 告訴世人不能忽略對於全球性資源、宗教信念、意識型態及科

技變遷等面向的棘手難以處理，解決能力可能有所不足，那麼，全球治理所能帶

給人類社會只不過是一個時髦的學術用語，或許這樣的說辭對於此概念具有的內

涵並未盡公平，但是卻已指出全球治理的脆弱性。另一方面，對於如何「在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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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ization）的思考亦不容忽視，因此有論者提出「全球接軌、在地行動」的

因應策略。本文認為「在地化」不一定是對抗全球化的力量，兩者有時是互相依

賴的，「全球接軌、在地行動」的融合即是。值此全球政治、經濟、社會等價值

體系變遷的環境中，許多國際事務未必如想像般的單純，僅由幾個利益相關的國

家在談判桌上就可達成協議，再訴諸於方案的有效執行，就可達成國際問題之解

決；可能出現的爭議在於，這些參與協商的國家代表是否具有合法的代表性？即

使這些參與者均具備正當的合法性，協議方案的執行交由誰去執行？許多國家政

府可能考量方案的急迫性，執行後對本國的利益，適不適合參與方案的合作等因

素，而大為降低執行的可能性。

參、全球治理概念的影響

學者馬丁思（Martens, 2001：387）認為國際非政府組織之所以涉入國際事

務日深、在國際社會日益能夠發揮其功能，多少受到「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概念興起的影響。當許多非政府組織提供公共服務替選途徑，其參

與國際社會或許只是一種志願主義或是利他的精神，但是對於國際社會的發展方

向，非政府組織可以展現更為宏觀的理想，即參與全球政策和全球議題的論述，

以更符合實際行為介入跨國治理的機制。

國內民間智庫陳隆志（2002a：217）於行政院研考會委託研究之《台灣非

政府組織國際參與策略之研究》一書結論指出：「對於國際社會的未來發展而言，

非政府組織參與『全球治理』的過程，是提供了彌補聯合國現行制度國家權力獨

大、欠缺民主參與缺失的機會，為所謂『世界政府』理想，增加一處進階性的實

驗平台。」因此，不容諱言地，非政府組織在國際的參與，受到全球化與全球治

理思潮有很大的啟示和鼓舞。

全球治理強調的行為主體是一種「非國家行為者」(non-state actors)、「非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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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部門的治理」，包括其他重要行為者如國家、多國公司、公民運動及其他民間

團體等；這些行動者的行為模式也有所不同，乃由於全球社會係在高度相互依存

的狀態下，需要公部門與私人組織整合為全球性的治理網絡，不同於國際關係以

國家政府為主體的治理，以及 Rosenau(1992)所謂的國際間是「沒有政府的治理」

概念。

一、行為主體：國家及非國家的行為者

全球化時代是屬於「後主權」（post-sovereign）的時代，它打破世界秩序自

1648 年威士發利亞（Westphalia）條約訂定以來確立以主權與國家為中心的原則，

國家不再是全球的唯一行為主體（Scholte, 1999），全球的行動主體呈現開放而多

元的面貌，這也是為什麼「國際關係」或「國際事務」這些概念不足以涵括當前

複雜世界現實的原因。全球治理對主權國家而言，本質上是一種策略運用，試圖

在全球的環境中達成自身的關鍵目標，單一國家所能發揮的影響力並不是很大，

國家權威與能力都有其侷限性(Pierre & Peters，2000﹕127﹔明居正，2001﹕64)。

誠如學者 Cox(1992)所言﹕「全球化從國家內部改變了國家權力的基礎，並產生

了多層次的後威斯發利亞的世界秩序，國家在這個秩序仍然是重要的，但只是多

層次權力中的一種。」(Zacher, 1992﹕81)他指出在各種國際交往中許多跨國的及

政府間安排和制度，正在進行著不同程度程度的控制。

傳統主權國家參與對外政策，所衍生的國家利益與國家身分（identity）的

觀念，由於全球化的效應而受到質疑。民族國家或主權國家基於保護自身國家利

益，而進行國際間的合作仍然是必須的(Rosenau，2000)，但是以全球治理的觀點

來思考合作的議題，已經是當今非常明顯的途經。何謂「全球治理」﹖簡單的說，

全球治理實際上是一個以全球為範疇的治理型態。

全球治理並非完全取代傳統國際關係的架構，而只是改變過去以國家為主

體的國際體系，加強整合促使公部門與私部門、中央與地方、國內與國際形成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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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網絡。其行為主體大體上應該包含了國家與非國家的行為者。國內學者張亞中

指出全球治理具有兩個重要的理論意涵：第一，全球治理中行使權威的行為主體

將不再只以國家為主；第二，治理和統治的概念相同，仍具有建立權威體系的意

義。就第一點來說，他將全球治理區分為兩個群組，一是由國家與國家間所組成

的主體，他稱為「民族國家家族」（nation-state’s family），包括國家、國際組織、

國際建制；另一群組是由「非國家行為者」所組成的「跨國性次政治團體」

（transnational sub-political groups），包括 NGOs、公民運動、多國公司、全球資

本市場及全球性傳媒等。總括而言，全球社會在一個高度相互依存的狀態下，每

一個公私組織或部門都參與了全球性的治理結構，相較於國際間以國家政府為主

體的治理（governance with government），全球治理不但突顯了「沒有政府的治

理」（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也是強調一種「非政府部門的治理」

(governance with non-governmental sector)。

二、行為模式：相互依存和權力轉移

（一）國際間的相互依存

隨著全球事務的複雜以及人民之間高度的互動，「相互依存」的關係已經逐

漸取代主權獨立。國內事務與國外事務的界限變得不太明顯，反而兩者互相依存

的影響。「主權獨立」失去絕對的意義，轉而成為「主權共享」的概念（張亞中，

2001）。無論從國際關係的角度，或是從公共政策的角度，全球治理如同全球化

的現象一樣確實是當今世界無可避免的論題。然而，由於全球治理最根本的治理

模式（全球政府型態）實際上並未出現，目前全球治理的功能事實上仍由國內或

國際組織來承擔（尤其 NGOs） (明居正，2001：64)。國際間諸多複雜議題涉及

各國利益及衝突，諸如：經濟貿易合作、人權或人道援助、溫室效應或環境保護

問題、野生動植物保育、以及醫療衛生等等，使得各國政府不得不重視，尋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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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會組織一同關切。解決方法需要一種超越主權的架構，更需要國際組織、

民間團體及企業等的支持和協力。有些議題較適合地方來處理— 地方治理，有些

議題較適合民族國家— 國家治理，有些議題和政策則適合區域性聯盟— 區域治理

（例如歐洲聯盟），各國政府相互間不存在獨立權威的合法權力，因此在政府之

外，許多組織或機構參與社會與經濟的調節運作，有時是尋求跨國界的整合，有

時係建制的連結，建立共同協調負責的機制。政府（第一部門）或是市場（第二

部門），此時需要國際組織去扮演中介者、緩衝者角色。

（二）國家權力的移轉及分享

在冷戰的結束後，由於意識型態的淡化，聯合國及其規章制度，基於國際

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獲得各國共識授權來處理新的國際事務。市場自由經濟

更助長此種現象的發展。聯合國目前有 1000 多個非政府組織作為諮商團體，這

些非政府組織依附著聯合國來達成組織的目的。在過去十年間已有無數的決議案

（指聯合國各委員會、週邊會議），透過雙邊或多邊的機構協調，促進政府與

NGOs 合作執行各項方案。這種執行能力備受肯定。非政府組織一直是國際建制

的要角，例如聯合國成立至今超過五十年，通過具體的法條規章，處理國際的事

務，為典型的國際建制之一，它提供了所有成員國申訴、溝通和建立共識的管道。

在 Jon Pierre 和 B. Guy Peters 的研究，對於 NGO 如何在一個自由經濟的時

朝向國際發展，他們認為國家把治理權力逐漸移轉於其他機構，可分為三個層

次：(1)向上移轉的治理（moving up）指的是國家主權被國際組織或行動者所穿

透或取代的情況；(2)向下移轉的治理（moving down）意指國家採分權方式，將

統治權轉給地區、地方政府及社區治理的情況；以及(3)向外移轉的治理（moving

out）則是指將傳統國家的權力從政治精英手中轉至社會組織或機構，以及藉由

非政府組織提供公共服務或執行政府政策方案的現象（Pierre and Peters, 2000：

83-91）。此外，Edwards 的研究亦有類似看法，Edwards 認為政府管理國內社會

與經濟的過程，受到全球市場和日趨整合的全球社會的挑戰，同時發生兩種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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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一是政策與社會行動的責任逐漸向下移轉至次政府體制（subnational units），

透過演化（devolution）與分權（decentralisation）的過程；同時向上移轉至新的

全球體制與機構。另一是國家對各個層級的監控，將責任承擔轉換為夥伴

（partnership）、合產（co-production）與綜效（synergy）的方式，向外移轉（outwards）

給公共、私人及公民領域（Edwards, 2000）。

因此，國家權力移轉給國際政府間組織或國際非政府組織治理的層次，此

種權力為向上移轉的現象，諸如世界貿易組織（WTO）為政府間組織在國際間

扮演中介的角色，各會員國經由協議賦予其權力，為達成貿易自由化與公平性，

乃要求各會員國應撤除貿易障礙，限制各國採取監控干預貿易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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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理論析探

本節從國內外學術論著之相關文獻，整理非政府組織參與國際的相關理

論。一般而言，以國際為範圍的組織可分為政府間國際組織（ international

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IGOs，本文簡稱之為國際組織）與國際非政府組

織（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INGO）。前者如世界銀行(World

Bank)、世界衛生組織 (WHO)、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後者依據聯合國經濟社

會理事會（ECOSOC）於 1950 年以 288 號 B 決議文定義：凡是國際間因「非政

府間協商」成立的組織，均稱為國際非政府組織。從國際政策制定和執行方案的

基本原則來看，國際組織雖仍維持主權國家政府的代表權，但從許多案例顯示，

國際制度其實係由包括非政府組織(NGOs)、政府間國際組織(IGOs)與政府等成員

所建構而成（Gordenker & Weiss, 1996：209）。

各類型非政府組織從國內事務逐漸涉入跨國界、全球性領域，例如環境保

護、人道救援、反恐怖行動、醫療衛生等，意圖與國際組織或政策接軌，它們扮

演著中介性角色。問題是國際組織諸如聯合國體系、世界衛生組織等皆以國家為

主要會員國，非政府組織並不具備會員國資格，因此也不具備投票權力，非政府

組織對於國際事務的參與，係透過策略的運用來發揮他們的影響力（宋學文，

2002）。然而這種影響力的形成，必須遷就國際制度的環境，大致而言，非政府

組織透過下列方式參與各項議題：1.參與國際會議，共同倡議各項議題：參與國

際會議除了可獲得資訊的來源之外，同時也是與各國非政府組織相互認識，進一

步發展國際關係、以及連結合作的好時機，例如伊甸基金會，即透過積極參與全

球反地雷會議，以及聯盟行動，進而發展新的國際關係連結；2 2.與國際非政府

團體的合作、結盟關係：國際非政府團體的合作，是台灣不少民間團體參與國際

事務的一項重要策略(林德昌，2003)。例如國內國際醫療行動協會成立之初，到

2參見 TIMA 台灣國際醫學聯盟，2002 年度研究報告我國國際衛生合作之資源規劃評估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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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參訪無國界醫師組織（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法文，簡稱 MSF）、世界

醫師組織（Médecins du Monde，法文，簡稱 MDM）等國際援助機構，進一步與

國際醫療援助組織（Aide Médicale Internationale，簡稱 AMI）合作、結盟；3.參

與政府間國際組織，透過結盟關係來累積實力：國際政府間組織大多具有整合資

源、資訊流通的功能，尤其參加的會員為各國政府，例如聯合國、WTO、WHO

等，如果能夠參與國際政府間組織的活動，從而可以擴展非政府組織在國際社會

的影響力。到底非政府組織參與國際組織基於何種途徑？在參與國際的過程之

中，如何與政府有所區隔，他們又扮演著何種角色？以下透過相關學術論著和文

獻進行整理、歸納及分析。

壹、非政府組織的參與途徑

根據 NGOs 國際參與的案例，本文歸納了非政府組織參與的策略，主要有四

種途徑，即協商談判的途徑、倡議的策略途徑、聯盟的策略途徑以及直接服務的

策略途徑等。3這些策略在運用上變動性甚大，非政府組織並不拘泥於任何一種，

其行為是充滿情境性(situation)和即興式(improvisation)，以下分別評述此四種途

徑。

一、協商談判的途徑

國際政府間組織與國際非政府組織的結合，吳英明等人(2001﹕171)的研究

3對照 Fisher（1998）提出非政府組織面對政府的政策採取三種的發展策略：1.政治迴避（Political

Isolation）；2.倡議（Advocacy）；以及 3.與政府合作（Cooperation with Government）。依照這

些策略去分析非政府組織影響國際社會的途徑，可以獲知「服務的策略途徑」屬於政治迴避的一

種做法；「倡議途徑」則運用不同的倡議技巧來達到影響政策的目的；最後，「協商談判」及「策

略聯盟途徑」可歸類為與政府合作的途徑，合作常常與倡議策略並存，NGOs 常與政府合作若干

方案，俾利於實現它在宏觀層次發展，例如非政府組織基於某種長遠目標，而與政府合作加以推

動，它們不只扮演著監督者的角色，也是行動者，可以與政府進行大規模合作，提供原本由政府

負擔、或政府不願提供的公共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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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主要有幾個途徑﹕(1)建立溝通協商的機制﹕市民社會組織參與公部門活動

的公共管理途徑(C 途徑)4，透過政府與非政府組織之間建構起溝通協商的機制而

得以實現，例如美國國務院與美國領導海外聯盟共同舉行的「非政府組織國家外

交政策會議」；加拿大政府與非政府組織之間的部長級會議、年度加拿大國際關

係論壇；世界銀行成立的「非政府組織— 世界銀行委員會」及「世界銀行非政府

組織工作小組」﹔「聯合國難民總署」的「行動伙伴全球會議」與「人道及人權

非政府組織強化國際難民保護體系之合作會議」等是。(2)非政府組織活動經費

與預算補助之建制化：透過各國政府對於非政府組織經費預算之補助，以提升非

政府組織的活動能力，例如美國國際開發總署、加拿大國際開發總署對非政府組

織的經費資助﹔紐西蘭官方發展援助下的「志願機構支持方案」各項非政府組織

經費資助等。(3)跨區域的國際非政府組織協力伙伴關係的建立﹕為了達到全球

治理的目標，各國政府必須與跨區域的國際非政府組織形成密切的協力伙伴關

係，例如紐西蘭外交暨貿易部之下的官方發展援助機構(New Zealand’s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NZODA)與太平洋島嶼非政府組織協會(Pacific Island

Association NGOs, PIANGO)經常性的合作；聯合國與非政府組織發展的「行動

伙伴關係」（Partnership in Action）等。

綜上，非政府組織與國際組織或政府建立協商談判的機制，進行外交、政治、

經貿、和財稅等協商管道，此種途徑涉及許多議題，可說是 NGOs 參與國際最常

使用的影響途徑(宋學文，2002)。例如反多邊投資協議的活動（Anti-Multilateral

Agreement on Investment, Anti-MAI），來自 50 個國家的 600 個國際非政府組織反

對 29 個世界富有國家的多邊投資協議簽訂，他們與經濟合作發展組織協調對

話，實質上的影響該項協議的達成。

4公共管理理論中有三種基本模式，與非政府組織參與公共事務有密切關係﹕即一為由政府透過

其公權力影響力所主導的「公共政策途徑」(public policy-approach 簡稱 P 途徑)﹔二為以「市場

經濟為導向」，朝向企業學習的「企業管理途徑」(busin4ess -approach 簡稱 B 途徑)﹔三為強調

公民社會組織參與協力合作的「市民性公共管理途徑」(citizen-approach 簡稱 C 途徑)。(吳英明

等，2001﹕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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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倡議的途徑

非政府組織經常以倡議的方式，在國際間主導某種價值。其係運用不同的

倡議技巧來達到影響政策的目的，費雪（Fisher, 1998：111-116）歸納了幾種倡

議的方法，例如友善勸說（friendly persuade）、5提示（acupuncture）、6立法遊說

（legal and lobbying efforts）、政治行動（electoral politics）、7倡議網絡（advocacy

network）及呼籲（mass advocacy）等策略，以上大多透過集體壓力以協助弱勢

團體，對於政府、企業，或國際組織產生影響力，或是透過國際組織的影響網絡，

說服或迫使某特定政府和其他權力對象改變其原有的立場和政策（Fisher，1998：

109-117）。理論上，非政府組織作為國際組織之一員，在國際社會可以擔負的工

作極其多樣化，例如：（1）可以利用全球資訊網絡，以確認現存國際制度無法處

理的問題；（2）可以協助建立未來能夠引導國際政策與運作的價值體系和規範；

（3）利用跨國公民社會所形成的聯盟，型塑與強化全球公共政策以回應重要問

題；（4）創造或改變國際制度，以改進國際問題的回應方式；（5）透過創造影響

國際治理過程的社會創新過程來造成全球化的效果；（6）證明 NGO 網絡對國際

重要問題，具有動員人群與資源的行動能力（Brown, et al., 2000：20-22）。這些

工作性質具有倡議的作用，也是非政府組織參與國際社會慣常採取的途徑。

非政府組織的倡導功能，經常在它設定議程上以不同的方法來顯現：（1）

諮詢、資訊取得、遊說的方式；（2）監督功能的發揮；（3）決策與決定重要事件。

非政府組織在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組織的影響力來自於倡議角色的發揮，乃透過

開闢新的溝通管道、諮詢、公開辯論等等的方式，因此許多政府與企業利用非政

府組織作為其外圍組織或是代理人（agent）來追求依其本身名義難以達成的政

5 勸說係友善的對待方式，試圖建立與決策者較為積極的關係，以降低政府的懷疑態度。
6 英文字 acupuncture 為針刺療法或針灸，意即將針扎入病人敏感部位，在此引申為提醒、提示

的意思，意味著 NGO 對政府政策的提示作用，促使政府官僚反思政策的走向。
7 NGO 大多未涉及政治的行動，但當政府機構忽略其主張或拒絕與其交往時，NGO 不得已與反

對黨私下接觸，以迫使政府注意其倡議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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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目標。在過去十年間已有無數的決議案（指聯合國各委員會、週邊會議），透

過雙邊或多邊的機構協調，促進政府與 NGOs 合作執行各項方案。這種執行能力

備受肯定，「在服務與社群的角色，已經成為國家與市場自由主義革命之後更重

要的（變革），…正填補了國家服務供應上的缺口」（Weiss, 1999）。

非政府組織經常透過倡導的模式與運作管道，致力於影響、改變公共政策決

定的目標。但是此種途徑需要專業知識為後盾，以專業、能力迫使國際社會對其

產生依賴，從而發揮指導政策走向的影響力，例如無醫界聯盟組織在世界以專業

的形象獲得許多國家的信賴，而願意接受它倡導的主張。國際上不乏由非政府組

織倡議某種議題，然後透過與政府或國際組織合作推動該項議題的範式。「國際

反地雷組織」（ICBL）的倡導案例足以說明。8又如在印度在 1991 年由 NGOs 倡

議，改進 Tungabhadra 河流的污染問題，一個 SPS（Samaj Parivqatana Samudaya）

污染控制委員會派遣的科學小組提供資金，進行該河流域的土壤與水的研究，終

於使該河的污染大為減少，漁民亦獲得適當的補償，可說是合作與倡議同時進行

的典型策略（Fisher，1998：118）。又如美國 70 年代「基督教世界救濟會」（Church

World Service）、「天主教救濟會」（Catholic Relief Service）等機構係美國從事海

外救援工作的非政府組織，曾在國會的聽證會上大力主張政策應滿足人類的基本

需求，致使國會於 1973 年制定通過「援外法」（the Foreign Assistance Act, 1973）。

由此可知，運用倡議與合作的策略，對推動國內或國際政策具有一定的效果。

三、策略聯盟的途徑

8在 1996 年號召全球上千個 NGOs 在加拿大渥太華舉行全球反地雷會議，呼籲國際社會

儘速全面撤除地雷，開創了國際會議由非主權國家或非聯合國機構設定議程及追蹤決議

執行之先例，該次會議獲得加拿大及其他 50 餘個中小型國家支持，各國 NGOs 以 ICBL

及國際紅十字暨新月聯盟（國際紅十字會及新月會總會）為首，積極遊說各國代表團，

促使聯合國於同年 12 月通過全面禁止生產、輸出、使用及儲存殺傷性地雷條約協議；

我國伊甸基金會曾參與「國際反地雷組織」之活動，並與該運動維持良好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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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聯盟(strategic alliance)為企業組織所習慣使用的名詞，係面對多元的與

複雜的環境，為了解決技術、人力、財力、生產力和競爭力等問題，而尋求與其

他企業組織相結合的行動。非政府組織基於共同的目標、宗旨或使命，願意付出

彼此的資源產生結盟關係，從而發揮更大的力量來達成其共識目標。布朗等人

（Brown, Khagram, Hoore and Frumkin, 2000）研究非政府組織在國際社會想要發

揮影響力，可能採取的結盟方式有幾種：其一，是建立跨越國家疆界的國際非政

府組織的結盟關係，例如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成員超過 30

個國家，支持消滅腐敗的方案；其二，是建構國際行動結盟，產生超國家的網絡，

成員間分享價值觀、資訊，產生協調一致的共同論述；例如渥太華反地雷條約的

簽訂，在反地雷國際組織呼籲之下，集合 60 國超過 1000 個以上的 NGOs 形成類

似的行動聯盟採取一致的行動；其三，是透過強權國家或國際組織之背書、支持

來達成某項政策，或是結合理念相同的國際組織進行聯盟的夥伴關係，促進國際

上的合作發展。例如許多人權團體，依靠美國等強權國家的支持，達成核子武器

的裁減，許多非政府組織將聯合國視為重要的結盟對象。例如「國際刑事法庭」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ICC)的成立。9又如國際老人聯合總會、世界經濟論

壇等機構都在聯合國取得諮詢地位，得以參與聯合國系統的國際事務。

歐美幾個大型的國際救援組織，美國的慈悲工作團（Mercy Corps）、國際照

顧會（Care International）、英國的樂施會（Oxfam International）、丹麥的國際合

作協會（MS）都是擅以組織結盟型態從事國際救援工作，很少是由單一機構獨

立運作，這類組織的特色就是經營策略靈活、擅於爭取資源贊助，在國際上才得

以發展迅速。

91998 年夏上千個 NGO 與 160 個國家代表在羅馬集會，呼籲設立國際刑事法庭，以起訴

對平民百姓犯下大規模罪刑之個人（非國家或軍隊），審理國家法院無法或不願審理之

戰爭罪、種族屠殺及違反人道罪等嚴重罪犯，最後通過「羅馬國際刑事法庭條約」，堪

稱國際非政府組織及國家（特別是加拿大、歐洲及非洲國家）之傑作，在非政府組織主

要平台「國際刑事法庭聯盟」極力支持設置國際刑事法庭，成功地跳脫反對國家在安理

會之阻擾，有效克服以往國際政治由世界強權主導掌控之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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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草根服務的途徑

此種途徑直接提供草根服務(grass root services )，以促進社會的相互瞭解達

成其組織宗旨，不同背景的非政府組織以社會服務交流方式，達成社會文化的自

然融合。非政府組織透過草根性的直接服務，可以與當地的市民生活結合，由於

服務的項目與當地的生活切身相關，可以瞭解該地區習俗、文化，並達到相互交

流及影響的目的，因此是最自然的融合途徑。從聯合國的相關文獻上，可以發現

全球性議題當中有文化、教育等議題較常運用此途徑，由於採自然方式進行，許

多國際性活動所產生效果可能無法立即顯現，但長期累積的經驗將具有潛在的影

響力。

服務導向的途徑可說是政治迴避的一種做法。在全球公民社會理念的實踐面

向，非政府組織的跨國策略和行動，致力於不同國家的社會改革與服務，彼此間

透過聯繫與互動，共同分享和傳遞重要的資訊，以及使用象徵和符號、故事和行

動來突顯改革目標讓全球更多民眾能夠了解，加強與民眾的互動，標舉其非政治

性的色彩，以避免被壓制或收編。凡此種種足以說明非政府組織在解決人類環境

保護、保護人權、發揮社會正義等功能確實不遜於政府部門，並且有逐漸取代國

內政府對國際事務言論的趨勢。

綜合上述，非政府組織乃運用這些途徑模式，逐漸在國際政治中發揮其角色

功能，有三個具體事例可用來說明此種情形。第一是「國際反地雷組織」（ICBL）

的倡導。在一九九六年號召全球上千個 NGO 在加拿大渥太華舉行全球反地雷會

議，呼籲國際社會儘速全面撤除地雷，開創了國際會議由非主權國家或非聯合國

機構設定議程及追蹤決議執行之先例，該次會議獲得加拿大及其他 50 餘個中小

型國家支持，各國 NGO 以 ICBL 及國際紅十字暨新月聯盟（國際紅十字會及新

月會總會）為首，積極遊說各國代表團，促使聯合國於同年 12 月通過全面禁止

生產、輸出、使用及儲存殺傷性地雷條約協議；我國伊甸基金會曾參與「國際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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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雷組織」之活動，並與該運動維持良好互動。第二是「國際刑事法庭」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ICC)的成立。一九九八年夏上千個 NGO 與 160 個

國家代表在羅馬集會，呼籲設立國際刑事法庭，以起訴對平民百姓犯下大規模罪

刑之個人（非國家或軍隊），審理國家法院無法或不願審理之戰爭罪、種族屠殺

及違反人道罪等嚴重罪犯，最後通過「羅馬國際刑事法庭條約」，堪稱國際非政

府組織及國家（特別是加拿大、歐洲及非洲國家）之傑作，在非政府組織主要平

台「國際刑事法庭聯盟」極力支持設置國際刑事法庭，成功地跳脫反對國家在安

理會之阻擾，有效克服以往國際政治由世界強權主導掌控之局面。第三是反多邊

投資協議的活動（Anti-Multilateral Agreement on Investment, Anti-MAI）。來自

50 個國家的 600 個國際非政府組織反對 29 個世界富有國家的多邊投資協議簽

訂，他們與經濟合作發展組織對話討論，實質上的影響該項協議的達成。凡此種

種足以說明非政府組織在解決人類環境保護、保護人權、發揮社會正義等功能確

實不遜於政府部門，並且有逐漸取代國內政府對國際事務言論的趨勢。

貳、非政府組織的角色功能

非政府組織參與國際社會的主要類型，可以概略分為倡議型（advocacy）、

運作型（operational）及無法歸屬於上述類型的其他類型的非政府組織（MS,

2000：9；陳隆志，2002a：25-28）到底非政府組織在國際社會或國際組織之中

扮演什麼角色，又能發揮什麼功能？按角色（role）一詞，依照社會學家 Merton

的定義，指的是某一社會系統下的產物，意即系統中的份子在系統的功用，依照

非政府組織的觀點，指的是從非政府組織在國際社會占有的位置去思考其應有的

行為（鄭讚源，2001：96），檢視文獻非政府組織在國際公共事務的參與面向之

增加趨勢，對各國政府對外政策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可以預見的已然改變國

際關係固有的內涵。透過文獻的整理，本文歸納他們在國際上所扮演的角色，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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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事務的中介功能、第二軌道的外交功能、以及對各國政府關係的輔助功能

(subsidiary function)。

一、在國際事務的中介功能

非政府組織對於國際事務的介入，並成為國際互動的新模式，此種模式，被

稱為是一種「公民社會活化的模型」（civil society of empowerment model）。這種

模型特殊的地方，乃企圖顛覆傳統上以國家為主要著眼點之國際關係，而以非國

家（如民間與企業）的方式來重新架構國與國之間的關係（Stile，1998；林吉郎，

2003）。到底非政府組織在國際事務的角色定位為何？丹麥國際合作協會

（Mellemfolkeligt Samvirke，MS，2000）的研究將非政府組織的角色界定為：倡

議型與運作型兩種(Weiss, 1999；陳隆志，2002a)。世界推動公民參與的組織

CIVICUS（1998）則把非政府組織視之為資訊的傳播者、服務的提供者以及公共

政策決定的推手（shaper of public policy）。也有人把 NGOs 歸納為四種角色：1.

開拓與創新、2.改革與倡導、3.價值維護、4.服務提供等四種的角色功能（Kramer,

1987）。

綜合上述學界的界定與詮釋，非政府組織參與國際主要具有三種的角色：一

是國際事務的倡導者角色；二是國際事務的運作者角色；三是國際事務的服務提

供者角色。

（一）非政府組織作為倡導者（advocacy）角色

非政府組織在國際上經常積極的推動某種價值，以行動實現公民社會的意

志，促使一些國際協議的簽訂，典型的案例例如「國際反地雷公約」簽定，係由

「國際反地雷運動組織」（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Ban Landmines, ICBL）發起，

該組織主席 Jody Williams 女士在 1996 年號召全球上千個 NGOs 在加拿大渥太華

舉行全球反地雷會議，呼籲國際社會儘速全面撤除地雷，以避免地雷在戰亂地區

對無辜人民造成傷害及為照顧傷患而付出社會成本擬定「國際反地雷公約」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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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而獲得加拿大及其他五十餘個中小型國家支持，各國 NGOs 乃以 ICBL 及國

際紅十字暨新月聯盟（國際紅十字會及新月會總會）為首，積極遊說各國代表團，

促使聯合國於同年十二月通過全面禁止生產、輸出、使用及儲存殺傷性地雷條約

協議，開創了國際會議由非主權國家或非聯合國機構設定議程及追蹤決議執行之

先例（Brühl and Rittberger, 2002）。我國伊甸基金會為「國際反地雷組織」之一

員，與該運動一直維持良好互動。

上述案例，反映非政府組織在國際參與上的重要性，在一項對於簽訂反地雷

條約的各國代表之調查中，各國代表亦表示非政府組織的壓力是促使他們支持反

地雷行動的要素（Davenport, 2002）。凡此種種足以說明非政府組織在解決人類

環境保護、保護人權、發揮社會正義等功能確實不遜於政府部門，並且有逐漸取

代國內政府對國際事務言論的趨勢。非政府組織最近的發展，提供獨立的政策分

析，以及對於政府與國際組織的諮詢地位(Peck, 1998：186)。具體而言，非政府

組織對於全球政策的倡議與合作議題，是非政府組織參與國際社會能夠有所表現

的領域，過去已有許多非政府組織因表現卓越，而榮獲國際社會的好評和獎勵，

例如無疆界醫師聯盟、國際反地雷的非政府性組織，由於他們對國際合作與和平

的貢獻，分別於 1999 年、1997 年得到諾貝爾和平獎；而國際特赦組織這個世界

性人權組織早在一九七七年就得到了諾貝爾和平獎。諸如此類，除了國際制度的

建立及與國際組織的合作之外，還有簽定國際條約、協議，或是不斷舉行國際會

議，達成的國際重要決議，非政府組織倡導角色每每有積極卓越的表現與特定的

功能。

（二）非政府組織作為運作者（operational）角色

非政府組織在全球化的趨勢下，針對各項議題提供有效率的對策與服務，依

賴非政府組織的作為，得以實現很多全球公民社會的理想，其在現今國際發展的

方向扮演著下列角色（Brown. et. al., 2000）：1.確認全球化下人類所面臨的問題

與挑戰；2.引領國際社會新的價值與規範；3.建構國際聯盟以因應國際社會所面

臨的挑戰；4.改變國際建制，回應新的需求；5.提出跨國衝突與分歧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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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監督或執行重要公共議題的資源分配。

在這些角色扮演的過程，非政府組織可能介入國際政府間組織的運作，其主

要在設計與執行國際發展相關的計畫，在國際事務上被期許下列的運作功能

（MS，2000a：8）：1.調停者；2.對抗的力量，增加國家的課責性；3.成為市民

參與的媒介；4.成為社會凝聚與社會公平的促進者；5.對於社區意識的貢獻；6.

促進學習與社會化；7.社會能力的促進者。

從國際援助的案例來看，這些功能常常具有外擴的作用。被援助國的眼中往

往將非政府組織的角色定位為民主化與鞏固社會的工具，而西方國家，尤其美國

乃希望經由非政府組織的援助來促使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改進，並進而落實其政治

的改革（倪達仁等譯，2001：212-213）。

（三）非政府組織作為草根服務者(grass roots service)的角色

非政府組織在國內社會的功能，首先是直接服務的功能，例如殘障服務、

學前教育、消費者保護等，直接對政府無法提供服務的對象提供服務；第二是具

有提醒政府注意新議題的功能；第三是 NGOs 提供更多社會參與的管道；第四是

要求政府進行有關社會政策及制度的改革，例如「消保法」、「兒童福利法」等皆

為民間團體推動而成。10就服務性質而言，非政府組織被期許輸送多項公共服務

功能，主要有（顧忠華，1998：20）：1.提供政府及企業不能或不願提供的服務；

2.監督政府的公共政策及市場的公平競爭；3.支持社會弱勢團體，推展及落實公

共利益；4.促進公民參與，喚起公民意識，奠定公民文化；5.整合社會資源，推

動社會改革。

當非政府組織從國內服務型走向國際參與的角色，逐步轉型發揮「服務的提

供者」、「帶動社會變遷」、及「擴大社會的參與」三種功能（馮燕，2001；陳隆

志，2002a：31-32）；實質言之，非政府組織在國際社會透過草根直接服務（grass

roots service）提供者的經驗中，進而帶動國際社會的各種變革，累積對國際社會

10 參見中華民國外交部「NGO 網路資訊中心」網站，

<http://www.taiwanngo.org.tw/ngowbs/organization/F_OrgDevelop_axtpg.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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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的經驗，逐漸發揮影響國際政策的效果。

二、第二軌道外交的功能

依據國家中心主義的假定，非政府組織的角色不管他們的活動是什麼，很難

牽涉到外交領域，因為外交本來就被認為是國家專業代表性的活動，由於國家與

非國家行動者生存於不同的環境，在世界政治的天平上佔據不同位置，依據不同

的規則去運作，很難有任何的互動與作用，但是如今兩者互動漸次頻繁，在政策

領域的操作、議題與角色的界線變的模糊許多（Cooper & Hocking, 2000）。從傳

統外交的觀點，外交執行的機構必然為專業外交人員或政府機關，然而，當國際

間共同問題不再侷限於使用權力的層次，經貿、社會或環境等領域議題越趨密切

的時候，自然擴大了包括個人、專家、非政府組織、利益團體涉入的可能性（毛

樹仁、吳坤霖，2004），非政府組織的「新外交」即因此被提出來。

聯合國秘書長安南（Kofi Annan）在回應舉世認知當前新的國際關係的特徵

時，提出他所認知的新外交觀點，他在 1999 年聯合國的一項演講提到：「我們已

經進入前所未有的夥伴時代，公民社會所作所為未受到限制，新外交就是

NGOs、國際組織和政府一起追求共同的目標。」11這番話意味著非政府組織加

入國際事務正是管理跨國界公、私部門行為的規則、規範與制度，持續進行變革

的新方法。儘管以前非政府組織儘皆關注於社會、宗教性的議題，當今的非政府

組織關切的領域明顯變寬了，有些倡導型組織開始發展對於解決爭議與衝突的研

究，並提供獨立的政策分析，以及對於政府與國際組織的諮詢（Peck，1998：186）。

越來越多的非政府組織介入原先屬於政府外交的領域，為區別官方的第一軌道外

交，學者乃把非政府組織的外交稱為「第二軌道的外交」（Track Two Diplomacy）

(Bavly, 2003)、或是新外交(New Diplomacy )(Davenport, 2002)。第一軌道通常指

的是官方外交，係由政府行政部門負責執行，但若干形式的國會、半官方、和非

11 Kofi Annan, “Kofi Annan to Address Hague Appeal for Peace Conference: Greater Role for NGOs
at the UN Welcomed,” May 7, 1999, ＜http://www.globalpolicy.org/ngos/docs99/hap9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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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外交，即所謂第二軌道外交，其優點有開放的、民主的、多邊的、原則性、

理想性，容易在許多小國之間達成，有別於秘密、不民主、雙邊、定位、現實主

義，在大國之間實行的傳統外交。非政府組織與理念相同國家的密切合作是渥太

華反地雷條約的簽定得以成功的關鍵因素，50 個國家政府的代表與 24 個觀察員

創造一個值得期待的環境，不同於傳統外交緊閉大門的談判模式(Davenport,

2002)。

最近幾年非政府組織在國際衝突的預防性外交（preventive diplomacy）成功

的例子，使得非政府組織被當作政府與政府間組織可被接受的中介角色，他們也

是 IGO 倚重的諮商者，更被視為國際衝突分析、預防與解決的途徑（Peck, 1998：

187-192）。非政府組織在外交領域具有其優點，例如在資訊與觀點的匯集，非政

府組織為外擴型（extensive）政策、網絡或知識社群的必要成分，因為非政府組

織彈性與靈活的優點可以使它面對新科技（指的是資訊、通信等）的運用得心應

手，溝通諮商成本的降低，對一個分權化的網絡社會是有利的（Cooper & Hocking,

2000：366-368）。12

非政府組織的外交角色得以補充政府機關在外交領域之不足，具體而言，非

政府組織在外交領域所能發揮的功能如下（Woods, 1993）：1.在談判或調停活動

中扮演中介者與第三者政府的功能；2.提供政府官員不同背景資訊；3.當政府管

道不通時，可以作為替選的溝通管道；4.作為政府測試新的政策或立場的共振板

（sounding-board），政府可以隨時視狀況調整；5.執行研究、分析與觀察的任務；

6.提供替選方案與改善決策過程；7.藉由參與及來往的交流過程，以凸顯經濟及

社會議題在國際事務議程中的重要性。

三、對國際關係的輔助功能

12然而也有它的缺點存在，非政府組織之間的結構較為零散、異質性（heterogeneity），它也容

易過於理想化，以致隱藏其失靈的一面（Cooper & Hocking, 2000：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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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年代初冷戰國際體系解體以後，全球化促使世界形成一個經貿體系，加

以資訊科技網絡的流通，目前全球幾成為「無國界世界」，促使非政府組織在參

與國際事務上擁有比政府更大的彈性空間，因此在全球各項議題的參與上，透過

各種非政府組織與國際組織連結的方式，在理論上和行動策略上都是可行的（鄭

讚源，2001；吳英明、許文英、盧政鋒，2001）。非政府組織參與國際社會的思

維邏輯，強調政府部門只是國際社會行動者之一員(仍有其他的成員)，並且比較

偏向經貿、人權、社會與文化等領域的低階政治的管理問題。

當前的國際體系是一個多層次的治理體系，具有多重參與者的政治結構。

人們警覺現存的國際體系與國際制度似乎不能解決當前面對的「國際調解機制的

危機」。13在此種體系的結構之下，世界政治不再是國際政治，不再是民族國家

間爭奪利益和相互鬥爭的主權政治，而是更複雜的次系統組合的多中心體系

(Rosenau, 1992b: 283-285)。民族國家、次國家組織、跨國的利益團體以及各種非

政府組織，都在各種議題上尋求協商與合作。

自從學者 John G. Ruggie 於 1975 年提出國際建制理論（international

regimes）後，國際建制對國際社會中互動的個體和集體的行為的影響，經常出

現於貿易、金融、環境、或安全等議題上的國際合作安排與制度發展。14國際

建制係運用於國家之間的一種規則系統，定義上目前較為學者所認同的是

Stephen D. Krasner 的定義，依 Krasner（1983：2）所詮釋的國際建制是指「在

國際關係的特定領域，行為者所共同期望的一組隱性或顯性的原則、規範、規

13 Pierre de Senarclens (1998) Governance and the Crisis in the International Mechanisms of
Regulation,”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50. (1): 91-103﹔Christian Reus-Smit 則稱為「全球

治理危機」，參見 Christian Reus-Smit(1998)Changing Patterns of Governance: From Absolutism to

Global Multilateralism. in Paolini, Albert et al, Between sovereignty and global governance, Macmillan:

London. P.24.
14「建制理論」（regime theory）係強調政府與非政府之間的互動關係，原先指的是城市

政府為因應經濟與社會變遷，聚焦於政府與非政府參與者之間合作與協調的問題，基本

假定是地方政府為提高效能，而透過非政府參與者的合作與行動（Stoker and Mossberger,

1994: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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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及決策程序」。亦即，在全球趨向治理的過程中，存在一組「原則、規範、

規則及決策程序」，受到所有行為者一致認可與遵循。換句話說，依國際建制

理論，國際合作的形成與國際組織的存在，是建立在一套「原則、準則、規範、

及決策程序」所構成的建制上。許多不同模式的國際建制的形成，有些是暫時

性質、有些是特殊需要而設立，或者是國際性協商所達成的協議，例如十九世

紀的維也納會議（Vienna Conference）；或為制度化與持續存在之國際合作模

式，例如國際聯盟及聯合國等，由於以全球性社群為目標的國際組織，以及針

對廣泛而不同的議程而集結的國際行動者的出現而促成（Pierre and Peters,

2000: 84）。學者提到以聯合國等建制為中心的觀點來達成，包括聯合國成立與

運作的原則、規範、程序等協議，作為引導國際組織與成員的互動，以及凝聚

國際組織與其他行為者的關係。15全球性議題的參與除了國家之外，非國家的

行動者亦扮演參與者、中介者的角色。這些非國家的跨國行動者與組織主要有

跨國公司（TNCs）、國際政府組織（IGOs）、國際非政府組織（INGOs）及全

球社會運動（GSMs）。

非政府組織和國際組織數量的增加，導致國際合作(collaboration)與管制

(regulation)的進一步發展，從下列面向可以理解：1.國際交往和資訊相互滲透的

加強，各種政府間的國際組織與跨國機構因應而生，並日漸在國際關係中發揮影

響力，形成國際關係中行動者日益多元化的趨勢；2.許多全球性的問題：全球環

保、醫療衛生、犯罪防制等問題需要跨國合作，超越主權國家的思維，乃尋求國

際非政府組織的合作；3.自由經濟市場中的國際經濟貿易、貨幣交易、社會價值

的互通，需要依賴更多國際建制或國際組織的處理、協調與議價。

15 Brühl 和 Rittberger（2002）具有相同觀點，也認為全球治理涉及規則、規範或秩序，係有目

的之體系，除了自然達成的秩序之外，來自於無政府社會的自我利益的行動者未受限制的互動，

亦即治理包括政治過程中共識的建立、同意或順服的去實踐每個方案，而涉及不同利益交錯的領

域。因此，有學者認為「全球治理」探討的是國際建制之間的關係，是國際建制理論發展的下一

個階段（郭承天，1995：15），亦即等到國際建制理論發展成熟，也將是全球治理得以實現的時

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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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認為整個國際的外部關係(international physical externality)對於國家自

主性產生極大的衝擊。最嚴重的外部關係之一，為經濟活動當中最有可能對其他

國家人民的健康和福利帶來的影響的「環境危害」，以及因為人口流動所產生的

「跨國疾病傳染」。在最近十幾年間，環境危害所產生的效應受到各國的關注，

特別是海洋污染或暖化的現象和酸雨的出現；而溫室效應亦是經濟活動帶來的環

境問題，這是由於排放包括二氧化碳(carbon dioxide)、甲烷(methane)、一氧化氮

(nitrous oxide)等的「溫室氣體」(greenhouse gases)所導致全球溫度的暖化的現象

(Zacher, 1992: 76-77)。至於跨國疾病的傳染，隨著全球化的趨勢，到處流竄而威

脅人類健康的各種傳染疾病，著實令人防不勝防，例如愛滋病(AIDS)、腸病毒、

急性肺炎（SARS）、禽流感(Bird Flu)等，帶給人類社會極度的恐慌與不安，益增

全球共同防疫的重要。由於解決這些全球性的經濟、環境等問題，並不是一個國

家或某個組織能夠獨自完成，需要匯集多元的行動者與各國政府共同努力，因

此，許多非政府組織積極參與各國政府合作的案例明顯增多。

參、非政府組織與政府的互動關係

這裡以 Castells（1996）的「網絡節點」（network nodes）概念加以說明，國

際的各種行動者連結的現象，國際是一個各式各樣行動者所構成的網絡，網絡式

的穿透並聯繫國內與國際的活動，包括由非政府組織、政府間組織、跨國企業以

及民間團體建立公、私部門之間行動者，由於互動頻繁而形成的網絡關係，彼此

間資源互賴、資訊交換的過程。其特性雖節點在不同政策領域有程度不一的重要

性，但任一節點（行動者）所倡導、所採取的行動，依據其涵蓋面向的大小，可

能會迅速透過地區或全球網絡擴散串連發展，而產生足以影響全球社會的作用

（周桂田，2003：155-156）。

網絡中有兩個核心概念，構成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關係的基本要素，即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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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成員的「互動」（interaction），以及「相互依賴」（interdependent）概念。當非

政府組織涉入全球事務，與政府機構、國際組織將產生某種程度的互動作用。同

時非政府組織與政府之間發展一種相互依賴的概念，非政府組織需要政府經費補

助或是民間募款的支持，而政府亦需要取得非政府組織的協力，執行自己無法或

不願執行的政策工作。

一、互動關係的特性

Kooiman（2002）認為「互動」為市場、國家與公民社會之間的中心概念。

他將互動定義為三個以上社會實體相互影響的關係，區分為意向、行動、結構或

系絡的層次，在這些層次當中，隱含許多力量相互作用的動態張力，在各種社會

實體之間發生互動。社會的治理本身就是複雜網絡的控制實體，不但被控制者是

複雜的、多元的，控制者亦然，在此種系統理論之下，治理就是達成行動者之間

的平衡（Kickert，1993：195）。有關網絡中行動者之間的互動，以協商談判的工

具為主，Rhodes 和 Marsh 指出行動者賴以協商談判的籌碼包括：權威（政府機

關）、資金、正當性（民意支持度）、資訊及組織能力（Rhodes & Marsh, 1992：

11-12）。March 和 Olsen（1995）則認為互動基於治理中「交換觀點」（exchange

perspective），係建立在聯合與自願性的政治行動者之間的交換關係。關於互動的

概念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來論述：網絡成員的互動關係、以及公私部門之間的互動

關係。

（一）網絡成員的互動關係

國際社會網絡的概念，乃經由廣泛而多元的行動者，例如政府機關、利益

團體及其他非政府組織等行動者所組成的政策網絡，著重公私部門間的利益、資

源的整合，進而促進政策執行的效率。其政策網絡強調不同類型權力關係人之關

係，強調國家機關與公民社會機構的緊密連結，政府官僚、立法者、與其他公共

機構密切的連結社團、市場組織(John, 1999)。全球網絡必須根據行動者的偏好以

調和或管制政策，而不只是配合政府的政策，政府的政策反而受到網絡內強調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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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利益的行動者所影響，甚至國家想要變更政策時，網絡可能加以干預。

公共政策領域發展的網絡概念，其特徵為相互依存程度非常緊密，組織內

部和組織之間、部門內部和部門之間關係有所改變，以及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既

存關係的演變，互動關係日漸頻繁，使得公私之間、部門之間的界線並不是那麼

明顯，意味著「在純粹的市場、科層體制的國家機構，以及避免任何一方統治的

理論能夠發揮的範圍之外，還有一個更為有效的協調機制，是以前的科學未能從

經驗數據和理論思維兩方面加以把握的。」（Jessop，1998：31）。非政府組織在

國際政策領域的行動是一種協調機制，形成所謂的網絡式的治理型態。傳統官僚

有逐漸轉變為網絡模式治理趨勢，當官僚失靈、市場失靈時，適足以突顯社會網

絡平等、協調合作與自我管理特質的需要；網絡各組織之間經由資源交換、權力

依賴與遊戲規則的建立，培養出共同的信任與價值，相對於國家具有相當的自主

性（蔡允棟，2002：59-60）；網絡式治理傾向於自由民主機制的轉變，表現於幾

個面向：政治系統逐漸從科層組織、透過法律、規則與管制的政府轉變為較水平

式的、透過自我管理網絡的治理（Kooiman, 1993, 2000; Pierre and Peters, 2000;

Heinrich and Lynn, 2000; Sorensen, 2001）。

（二）公私部門的互動關係

非政府組織所扮演的的功能是對正式部門的補充、協力與合作﹔而不是對正

式部門的取代、替換或權力的架空，也就是扮演公私部門的中介角色，因此它與

其他組織的關係可能是間接的、互相聯繫的，而不是直接性、具有決定性的角色，

在國際治理網絡中是一個極其關鍵的行動者，是公私部門互動關係的重要角色。

有兩個理論途徑可以說明公部門與私部門之間關係，即社會運動理論（social

movement）與統合主義（corporatism）。

統合主義被用來解釋利益團體與政府在經濟領域的合作，在國際層次，它提

供分析不同國家的公私關係。而社會運動則被運用來解釋非政府組織與聯合國集

體行為的互動關係（Martens, 2001：392-393）。跨國性社會運動組織（TSMOs）

和其他公民社會組織（例如 NGO），在塑造國際政治制度的結構和影響這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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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運作上已經成為重要力量，例如，日內瓦公約對戰爭中的平民提供國際司法

保護，而跨國行動者尋求對戰爭期間非戰鬥人員進行保護的努力，對促進制定日

內瓦公約的國際談判引起關鍵性的作用；又如有關環境保護、人權與裁軍的跨國

社會運動組織，對有效監督和實施相關的國際條約發生根本的作用（Smith,

1998）。

跨國社會運動組織為行動者提供參與有關全球問題國際對話的機會，實際的

做法已經邁向電子化，大多係透過時事通訊、電子郵件和網際網路進行交流以及

定期舉行國際會議。因此，跨國行動者影響全球公民社會的觀點，主要基於四項

理由：（1）跨國社會運動組織意味著更為廣泛的跨國社會網絡的存在；（2）隨

著跨國社會運動組織數量的增加，它們將為邊緣化的群體尋求影響全球政治變

革，而提供新的發展機會；（3）具有不同國家背景彼此非熟悉的移民等選民，

在國內範圍內缺乏直接的聯繫或只有薄弱的基礎結構，從而阻礙了集體行動，而

跨國社會運動組織有助於將這類選民組織在一起；（4）跨國社會運動組織促進、

產生並引導了有關全球問題的跨國公共論述和討論（Smith, 1998）。

二、非政府組織與政府的相互依賴

「相互依賴」涉及組織之間的相互作用所產生的影響力。「依賴」意指取決

於外在的狀態，或是受到外在力量嚴重的影響；而「相互依賴」意指彼此間的相

互依賴（Hudock，1999），亦即兩者基於共同需要，而互相幫助之意。Moulton &

Anheier（2000）認為「相互依賴」乃政府與第三部門建立合作關係的基礎概念，

從此概念而提出「第三者政府理論」與「公共財貨理論」；相互依賴乃意味著不

對稱的依賴關係，事實上大多數的交換關係都具有不對稱的關係，亦即一方對於

另一方的需求上的依賴高出另一方對自己的需求，Keohane 和 Nye（1989：10）

指出，「在處理行動者之間互動的過程中，其所衍生對重要資源的依賴，其實是

不對稱的。」；換言之，不對稱的依賴性成為一種權力的來源。全球治理範圍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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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政府與非政府部門之間的關係，即是為了確認集體行為的各個社會公共機構之

間所存在的權力依賴關係。所謂「權力依賴」為：（1）致力集體行動的組織必須

依靠其他組織；（2）為求達到目的，各組織必須交換資源，商議共同目標；（3）

交換的結果不僅決定於各參與者的資源，而且也決定於遊戲規則及進行交換的環

境（Stoker，1998：22）。

組織間的相互依賴總是離不開成本的觀念，因此只要相互依賴產生就會限制

某一方的自主性。而組織能否維持自主性，資源的獲取與否是一項觀察指標，當

組織無法獲取自我控制的資源時，將受到外在環境的牽制。Hudock(1999)認為組

織間的相互依賴關係將隨著是否獲取資源而產生變化，組織之間的依賴程度大致

取決於有三種情況：（1）該項資源對組織的重要性，重要性指的是假若缺乏該項

資源，則會產生什麼後果？（2）裁量層級的問題：意指資源擁有者有權分配及

決定如何使用？（3）獲取資源的替代性管道：意指資源的佔有是否具有獨占性

（江明修審訂，2003）。因此，不論公私機構、或是國內、國際組織之間存在資

源不對稱情形，就可能產生相互依賴關係。

三、非政府組織與政府的關係類型

許多理論針對相互依賴概念討論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關係，並提出政府與非

政府組織的互動關係類型，諸如部門互動、公私夥伴理論等理論。關於部門的互

動，強調第三部門與政府、企業、非正式部門的互動關係，例如官有垣(2001a)

認為第三部門應跳脫組織或部門間嚴格區分的思維，探討第三部門與國家、市

場、社區及家庭的互動與衍生的問題。而公私夥伴理論，係政府、企業、第三部

門及個別市民，基於社群的需求，採取共同合作、分享資源的策略；公私部門協

力的基礎在於相互依賴，例如 Werther, Jr.和 Berman(2001：164-181)認為第三部

門與政府、企業及其他非營利組織建立聯盟或夥伴關係，建構所謂的「造橋計畫」

(building bridge)。

非政府組織與政府之間的關係，由於觀察面向的不同，可區分為幾種不同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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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學者的分類經常從個別的角度去判斷，即著重某一方的立場去看待彼此互動

的關係，而 Najam(2000：390)對於兩者關係的分類法，則認為應該聚焦於兩方面

的相互作用來定位彼此的關係，而不是偏向個別一方，而忽略另一方的立場。據

此他提出政府與 NGOs 之間的互動模式可經由兩個面向來觀察，一為設定目標

（goals），政府與 NGOs 追求實踐某種目標；另一為偏好策略（preferred

strategies），兩者各有自己的偏好或方法以達成目標。

這兩個面向配對的結果將產生四種組合或關係：（ 1 ）「合作」

（cooperation/collaboration）：二者用相似手段追求相似的目標；（2）「收編」

（co-optation）：二者用相似的手段追求不相同的目標；（3）「補充」

（complementary）：二者追求的是相似的目標，但偏好用不同的手段或策略以

達成之；（4）「對抗」（confrontation/adversary）：二者不但使用不相同的手段

或策略，而且追求不相同的目標。

目 標

相似 不相似

合作

（cooperation）

收編

（co-optation）

策

略

相似

不相似 互補

（complementarity）

對抗

（confrontation）

圖 2-3：非營利/ 非政府組織與政府的互動關係四 C 模式

資料來源：Najam（2000：383）

學者 Kramer 等（1992）認為非政府組織與政府的關係模式可從兩個層面加

以區分，一是「服務的財務與授權」（Fiancing and Authorizing of Services），二

是「實際的服務輸送者」（Actual Delivery of Services），並依此發展出四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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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與非政府組織的關係模式：政府主導（Government-Dominant Model）、雙重

模式（Dual Model）、合作模式（Collaborative Model）、及第三部門主導

（Third-Sector-Dominant Model）等模式，如下表。

表 2-1 非政府組織與政府關係之模式

模 式

功能 政府主導 雙重模式 合作模式 第三部門主導

經費提供者 政府 政府與非政府組織 政府 非政府組織

服務提供者 政府 政府與非政府組織 非政府組織 非政府組織

資料來源：Gidron, Gramer & Salamon（1992：18）

根據 Gidron, Gramer 和 Salamon 的研究，此表中第一個模式為政府主導模

式，意即政府在經費籌措與服務提供上掌握支配的地位，對於非政府組織無法提

供或不願提供的部份，政府透過財稅體系籌措資金，並對社會大眾輸送必要的服

務；第四個為第三部門主導模式，由非政府組織同時扮演資金提供與服務輸送的

角色；第二個模式為雙重模式，即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分別在各自領域提供資金和

服務，表現兩種形式：第一，非政府組織補充政府之不足，輸送同樣的服務給政

府所無法普及的對象、第二為非政府組織自行提供國家力量未能達到顧客同樣類

型的服務，以補充國家政府所無法提供的服務。第三個為合作模式，典型的情況

是由政府提供資金，由非政府組織輸送服務，可分為兩種方式：共銷模式

（collaborative-vendor model），在這種模式非政府組織只是承攬政府部門所交付

的 服 務 ， 兩 者 共 同 推 動 政 府 的 福 利 政 策 ； 另 一 種 為 合 夥 模 式

（collaborative-partnership model），在這個模式非政府組織擁有自主性與決策

權，與政府就服務內容、資源分配及服務的項目的共同研商合作。

此外，學者 Dennis Young（2000：167）運用闡述非營利組織行為的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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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理論觀點來分析非營利與政府部們的互動模式，他將之歸納為三種模式：「補

充性」(supplementary)、「互補性」（complementary）、「對抗性」（adversarial）。

茲分述如下：

1.在「補充性」模式裡，非營利組織被視為可滿足那些由政府所無法滿足的

公共財貨之需求。此觀點強調，當政府在財貨與服務提供上負起更多的責任時，

經由志願性非營利組織的集體手段來解決問題的需求就會相對減少，反之，當需

要增加公共財貨的私人財源挹注時，表示政府經費已不符實際需求。

2.在「互補性」的模式裡，非營利組織被視為是政府的夥伴，透過政府的經

費資助，協助政府執行公共財貨的傳輸。此觀點反映出非營利組織與政府的經費

支出，彼此有直接正向的互動關係，亦即當政府的經費支出增加時，由非營利組

織承接的活動規模也同時擴大了。

3.在對抗性模式裡，非政府（非營利）組織督促政府在公共政策上作變革，

以及面對社會大眾的責信；相對的，政府也會透過法規的訂定去影響非營利組織

的行為。在這些關係模式當中，並不意味著對抗性的互動關係就是不好的結果，

反而有時由於有兩者相互的類似競爭的對抗，而產生良好的示範作用，帶動社會

的進步。16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學者嘗試建立政府與第三部門（非政府組織）關係的

理論模式，各家的分類雖各有相同與相異處，但對於協助人們理解兩者的動態關

係將有所幫助。本文認為 Najam(2000)的分類，從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兩方面的角

度定位雙方的關係，可作為觀察我國非政府組織參與國際社會過程中與政府關係

的模型，即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為了實踐加入世界衛生組織的目標，選擇其偏好策

16其他還有許多學者對於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關係加以分類，例如 Ricker（1995：29-34）區分政

府與非政府組織的關係為五種：自主發展/善意忽視（Autonomous/Benign Neglect）、促進/提升

（Facilitation/Promotion）、合夥/合作（Collaboration/Cooperation）、收編/吸收

（Cooptation/Absorption）、及包容/破壞/解除（Containment/Sabotage/Dissolution）；Coston（1998）

則以數個面向區分為：壓制（repression）、敵對（rivalry）、競爭（competition）、契約訂定

（contracting）、第三者政府（Third-Party Government）、協力（cooperation）、互補

（complementarity），以及合作（collaboration）等八種可能的互動關係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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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將出現不同的關係類型，此部份以下章節將詳細探討。總之，上述有關網絡

內互動概念、組織間相互依賴概念，以及政府與非政府組織關係類型都可應用於

解釋政府與非政府組織之間相互作用的架構。

第三節 分析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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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若干文獻的觀點，國際社會是由國家以及政府間國際組織(IGOs)所組

成，但是自從 1970 年代以後非政府組織的數目快速成長之後，此種情況已有明

顯轉變。171980 年代起學術界探討多國籍公司（multi-national company, MNC）

如何在幕後運作跨國機制影響國家的政策。但自 1990 年代中期開始，非政府組

織與國際組織網絡則成為新興的研究對象，這種非政府組織在國際扮演重要成員

角色的趨勢，也因此改變傳統國際關係一向以國家及政府間組織為成員主體的觀

念（陳隆志，2002a：14）。目前世界上非政府組織約有一萬個，而國際非政府組

織也有五千八百多個。政府間組織提供這些非政府組織的運作領域，他們在聯合

國、世界衛生組織等運作，彼此在技術上、資訊與資源上相互支援合作，因而對

於各國政府與政府間組織造成某種程度的影響。

全球化下公部門與私部門、中央與地方、國內與國際共組跨國治理網絡，發

展出處理國際關係的途徑，其處理的過程簡述之為：從發現問題（例如環境污染

問題）開始，接著形成議題（如何進行環境保護），再透過國際組織排入國際會

議的議程（舉辦地球高峰會）加以討論、取得共識、採取行動，在這種過程當中

包括參與、談判與協商等處理方式（Senarclens, 1998：86）。基本上，國際社會

主要行動者大致可以歸類為四大類：國家、國際政府間組織（IGOs）、跨國企

業(MNCs)及國際非政府組織(INGOs)。

其一，國家角色方面。國家集合許多行動者共同決定行動的規範、準則，而

採取多元參與者的跨國界行動，在這些行動者當中，國家是不可或缺的角色，其

他三類都或多或少都與它發生關聯。國家如何管理全球網絡與治理，Bevir 和

Rhodes（2001）認為有三個主要途徑：「工具性途徑」（instrumental approach）、

「互動途徑」（interaction approach）與「制度途徑」(institutional approach)。工

具性途徑採用由上而下的管理方式，如果仍依照傳統的策略，在引導市場與網絡

上將會出現國家能力現存的限制，政府部門被認為是準市場和網絡的重點組織，

17 參見 NGO 資訊中心網站 http://www.taiwanngo.org.tw/ngowbs/user_web/Target_axtpg.jsp，

accessed 2004/0930；該網站為中華民國外交部所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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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政府仍被認為可以單方改變誘因結構、推動效率、效能以及可預期的結果。

互動途徑強調組織共同發展、適當的目標以及透過相互學習過程的策略；國家藉

著議價與外交，促進網絡內團體的相互了解，鼓勵網絡的信任關係。制度途徑則

著重於治理結構運作範圍內的法律、規則與規範的正式、非正式的環境，鼓勵國

家致力改變各行動者的關係、資源分配以及遊戲規則，許多關於修正和控制治理

與成果的技術，包括新基金安排與新機構的創造（Bevir & Rhodes，2001：32-33）。

其二，多國籍企業方面。多國籍企業（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MNCs）

或跨國公司（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TNCs）的分支機構及其活動形成了全球

性的市場網絡，商品在跨越國界的區域的經濟活動快速流動，造成它們與國家間

相互依存的關係，許多多國籍企業可以彌補各國政府在國際市場能力之不足，在

跨國政策貢獻計畫與執行能力。

其三，政府間國際組織（IGOs）方面。由於國家無法獨力解決全球問題，

因此必須仰賴國際政府來達成；早在十九世紀隨著標準化的跨國行為規則與程序

需求的不斷增加，國際政府組織即已發揮效益了，其中最顯著者諸如國際聯盟和

聯合國，因為他們提供新的需求領域，從緊密的合作當中，IGOs 獲得他們所缺

乏的知識和合法地位。因此，IGOs 如 UN 一樣提供的是跨國政治結構的機會

（Martens，2001：393）。IGOs 與 NGOs 的合作獲致象徵性的意義，意味著公民

社會的直接參與。非政府組織參於國際談判之本質，係賦予 IGOs 具備民主的立

法性格，因此 IGOs 從 NGOs 中獲得必要的元素（Martens，2001：391）。

最後，國際非政府組織(INGOs)方面。是一個相對於政府的自治組織，常常

作為國際政府組織的補充，有時可能會工作在一起，例如綠色和平組織、紅十字

會、牛津國際特赦組織（Oxford and Amnes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都是著

名的國際性非政府組織；這些組織有時為了它們共同的利益，或者更多是出於道

德和政治因素的考慮而積極從事激發世界輿論的工作，常常使用全球媒體來吸引

公眾對其見解的關注，並可能對政府或聯合國各種機構施加壓力。國際非政府組

織在國際上的活動，可歸類為倡議型與服務型兩大領域。倡議活動發生大多以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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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國極其週邊或相關會議為主，非政府組織藉著參與蒐集資訊、學習議題發展策

略、加強網絡連結及強化組織的發展宗旨與主張，活動型態基本上是事件導向（陳

隆志，2002）。所扮演的角色除了為制度失靈與互補及第三者政府的觀念之外，

更扮演在公部門、營利部門與非正式部門中所扮演的中介機構角色

(intermediating structure)(鄭讚源，2001: 106)，例如喜瑪拉雅基金會、紅十字會、

台灣亞洲基金會等。

庫柏和侯金（Cooper & Hocking，2000）認為非政府組織在國際活動，終

須面臨一些國內政策相關的問題，與各級政府進行協商，兩者或是基於組織目

標、或是議題理念而結合，產生密切的互動關係，國際上已有很多例證，例如在

九０年代由於非政府組織對受到戰爭傷害人們的援助，以致許多國家部長宣稱，

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在政策的制定與執行上關係是非常密切，當然，這些政府行為

只是為了避免社會陷入複雜的緊急狀態而已 (Cooper & Hocking, 2000：

364-365)。依據開放系統理論的觀點，組織的存續與發展，除了依靠健全內部環

境的組織結構與管理策略之外，同時亦須關注於外部環境的適應性。而非政府組

織參與國際所面臨的外部環境，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面向：一是非政府組織與政府

的互動關係；一是，非政府組織與政府間國際組織(IGO)的協調與合作。本文的

分析架構顯示於下圖。本文將聚焦於後者的分析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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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間國際組織

（IGO）

主要分析面向 次要分析面向

非政府組織 政府機構

（NGO） （GO）

次要分析面向

圖 2-4：分析架構

（作者自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