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研究設計與資料分析 
 

經由前面文獻的探討及前一章台灣非政府組織發展現況的析探，本文選定

「TIMA 台灣國際醫學聯盟」等 18 個非政府的民間團體，進行質性研究的深度

訪談法，並輔以各基金會在國內相關議題研討會所發表的文獻內容加以分析探

討。 

關於質的研究，學者歸納三個主要內涵：第一是資料(data)蒐集，可從不同

來源取得，例如訪談、觀察、文件、紀錄和影片等；第二是分析程序(procedures)，

即研究者詮釋和組織資料的程序，通常包括概念化(conceptualizing)和縮減資料

(reducing)、依據其屬性和面向來推衍(elaborating)類別，以及藉一系列的前提陳

述連結(relating)類別，這些程序經常被稱之為編碼(coding)；最後是書面撰寫和口

頭報告(written and verbal reports)(吳芝儀、廖梅花譯，Strauss & Cobin 原著，2001：

18)。 

本文將實際操作程序分為研究設計（research design）、資料蒐集（data 

collection）、資料分析（data analysis）三個部分（江明修，1997b：101）。以下第

一節將說明本文研究的設計；第二節說明蒐集資料實施訪談的過程；第三節則說

明對訪談資料如何整理分析；第四節則介紹訪談的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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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設計 
 

壹、質性研究 

 

根據學者的歸納，研究設計基於不同問題來源及假設種類可分為三類：探

索性（Exploration）、描述性（Description）以及解釋性（Explanation）的研究（Babbie, 

2001；吳聰賢，1994；郭生玉，1995）。51所謂探索性的研究乃基於三個興趣，

一為了滿足研究者的動機，以及期望對問題更清楚的瞭解；二為了檢視是否值得

擴大研究範圍；最後，能否在後續研究發展出可運用的方法（Babbie, 2001：92），

其所運用的方法，一般有文獻調查（literature survey）、經驗調查（experience 

survey）以及激發見解的個案分析（analysis of insight stimulating example）。至於

所謂描述性的研究，研究者觀察並陳述其所觀察的事件與情境，乃透過謹慎而明

確的科學觀察，故很多質的研究著眼於描述（Babbie, 2001：93）。而所謂解釋性

的研究在解釋為什麼的問題，乃為了驗證某個假設所陳述的變項間的因果關係

（吳聰賢，1994：61-65）。根據本文的研究目的，乃屬於探索性與描述性的研究，

因本論文研究的目的，乃在於探討台灣非政府組織如何參與國際組織。 

此外，如果根據研究目的作為區分的標準，學者將研究區分為基礎性研究

（basic research）、應用性研究（applied research）與行動研究（action research）

三種，基礎性研究係為了對基礎知識和理論有所貢獻，目的在於理解和解釋；應

用性研究乃為了闡明某一社會問題，從而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行動研究在於為

了解決某一具體問題，亦即解決某方案、組織或社區內一些特定問題（吳芝儀、

李奉儒譯，Patton 原著，1995：121-124）。就本文的研究目的，比較偏向前二者，

包括歸納與整理非政府組織興起的相關文獻，探討非政府組織參與國際的理論意

涵，以理解我國非政府組織國際參與的意涵與發展，希望有助於國內非政府部門

介入國際事務的理論建構；再者，探討非政府組織參與國際的學理，對於參與世

界衛生組織此一議題具有的影響與啟示，因此可說具有基礎性研究與應用性研究

的性質。 

                                                 
51吳聰賢把研究的類型區分為探索性、敘述性及因果性研究（1995：50）；郭生玉則將它區分為

歷史研究、敘述研究與實驗研究等三種，基本上係指涉相同的分類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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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前述非政府組織在國際發展理論的文獻分析，本文設計以質的研究方

法，針對國際上從事醫藥衛生、人道援助等類型的台灣非政府組織進行研究。一

般而言，質的研究方法之深度訪談分為數種類型：非正式對話式訪談（the informal 

conversational interview）、訪談指引法（the interview guide approach）與標準化開

放式訪談（the standardize open-ended interview）等三種（王文科，2000：150）。

本文乃採取「訪談指引法」，在訪談之前先決定想要訪談的主題，在訪談進行之

中，並視訪談情境之變動，調整訪談的方向，不拘泥於問題的先後順序，用字遣

詞顯得自由臨場自行決定，也可視情境去提出想要進一步了解的問題，這樣做是

為了使訪談內容更具關聯性及自然性，而避免「標準化開放式訪談」過於固定而

導致缺乏彈性的缺失，自然也不會像「非正式對話式訪談」的鬆散。 

 

貳、立意抽樣法 

 

本研究希望儘可能去說明國際參與過程—「非政府組織能夠做什麼」的命

題（規範分析），以及從經驗資料檢定文獻推論導出的命題（實證分析）。亦即從

理論面向與實際面向，分析非政府組織參與國際社會具有的功能，在應然面與實

然面的差異；因此，在規範分析（應然）部分，探討非政府組織在國際組織扮演

的功能；在實證分析（實然）部份，本論文將依據蒐集所得文獻與質性訪談資料

檢驗當前台灣非政府組織國際參與的角色，以及台灣非政府組織參與國際組織的

途徑。 

本文試圖透過台灣非政府組織加入世界衛生組織的質化分析，以深入理解

與探究非政府組織如何參與。為了瞭解理論與經驗的型塑過程，乃以我國幾個國

際型非政府組織為研究對象。在抽樣樣本上，依據立意抽樣（purposive sample），

選取當前與世界衛生組織議題有關的組織。其次，就樣本代表性而言，所選取樣

本並不以資金多寡或組織人數規模作為取樣標準，而係較偏重於具有實際參與國

際活動經驗，且近年來直接或間接推動我國加入 WHO 行動的非政府組織。以下

說明本文的研究對象、以及抽樣考量的理由。 

 

一、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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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對象的選取方面，將從特定的研究對象進行前述理論的相關檢驗，選

樣的標準主要考慮以下的要素：1.為與世界衛生組織有正式關係的國際非政府組

織的會員之國內非政府組織；2.由於世界衛生組織從事的活動主要涵蓋醫療技

術、人道援助、衛生政策等議題，因此組織類型主要為人道救援、醫療型的組織。 

依據上述兩個要素，首先檢視目前與與世界衛生組織有正式關係的國際非

政府組織（截至 2002 年底）計有 189 個（蔡明殿、王淑英，2003），為這些國際

非政府組織會員之國內非政府組織計有 36 個，這些國內團體自然成為本文想要

訪談的對象。其次，若干國內非政府組織非常關注我國參與政府間國際組織的議

題，經常集會討論此相關議題，近年來與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議題有關的研討

會，舉其犖犖大者，例如 1.二００三年五月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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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００三年十一月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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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主辦的「民

間團體參與UN&WHO國際網絡策略研討會」；3.二００四年十月十七日在台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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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

聯合舉辦之「台灣與政府性國際組織」研討會等。52其中「全民總動員加入WHO

之策略與角色分工」研討會，由世新大學終身教育學院、亞太公共事務論壇、台

灣醫界聯盟基金會、台灣國際醫學聯盟等四個民間組織為承辦單位；協辦單位包

括：台灣新世紀文教基金會、中央研究歐美研究所、中華醫學會、中華民國護理

學會(後來改名為台灣護理學會)、國際生命線協會、中華民國女醫師協會、中華

民國醫師公會全國聯合會、國際外科學會中華民國總會(後來改名為國際外科學

會台灣區總會)、台灣基督長老教會總會、台灣世界展望會、慈濟基金會、紅十

字會總會、台灣路竹會、青輔會、國際扶輪社、國際同濟會、外交記者聯誼會、

台灣預防醫學會。上述團體都是台灣參與政府間國際組織的重要團體，因此本文

列為訪談的對象。 

其次，檢視衛生署設立的 ePNO 資訊交流平台列舉的「台灣與國際組織（活

                                                 
52 其他關注此類議題的研討會尚有：二００一年九月二十一至二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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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二０００年七月二十八至

二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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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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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有連結之 NGO 名單」資料，以及外交部所成立的 NGO 資訊中心網站的組織

類型的分類：醫療人道援助類；民主人權和平類；環保、保育及志工類；婦女、

兒童、殘障及原住民社會福利類等四類標準，本文參考上述標準，主要將醫療援

助類型的組織列為抽樣的母體。 

 

二、選樣考量的理由 

其一、組織業務方面：鑑於世界衛生組織頗為重視非政府組織的關係，透

過平日的聯繫合作管道，與若干非政府組織建立了正式工作關係，國內非政府組

織能夠參與該國際非政府組織，即有參與世界衛生組織全球衛生政策的機會，因

此這些組織列為訪談的對象之一。例如中華心理衛生協會、中華民國女醫師協

會、伊甸基金會、台灣世界展望會、台灣婦產科醫學會、中國藥學會、中華民國

核醫學學會和台灣奧比斯防盲救盲基金會等 8 個。  

其二、組織類型方面：由於倡議型組織與援助服務型組織是國際參與活動

的主角（陳隆志，2002a：218-219）選擇醫療型、人道援助型之非政府組織，主

要著眼於「世界衛生組織」乃一國際性醫療技術和資訊、衛生合作的核心組織，

因此訪問對象選擇以醫療型、人道援助型組織為主，此類組織有台灣國際醫學聯

盟、紅十字會總會53、台灣路竹會、國際外科學會台灣總會、台灣醫界聯盟基金

會、董氏基金會、慈濟基金會、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聯合會和台灣醫學會等。 

綜上，本文研究選擇的樣本，主要為醫療型、援助型的非政府組織。如此

促使論述內涵較容易聚焦，但是不容諱言的，對研究的效度可能產生的限制，在

研究界定問題與分析國際參與的現象時，研究觀點與研究途徑之取捨，可能受到

該領域價值觀及個人價值的影響。再者，在有限的時間及人力下，筆者選擇這些

團體進行拜訪時，仍難免有遺珠之憾，希望未來有機會繼續補充。 

茲將訪談對象、時間、方式等相關資料，依據訪談時間先後順序整理如下

                                                 
53在這些個案之中，紅十字會總會雖然接受訪談，但是受訪者接受訪談即表示，紅十字會的組織

性質，並不完全屬於一個所謂的非政府組織，他指出紅十字會歷史悠久，少說至今也有 100 年歷

史，其理監事會中，政府相關部會也指派首長擔任理監事（31 位理事有 7 位是政府指派的，9
位監事有三位是政府指派的），紅十字運動不僅是一個民間組織的活動，而且必須由政府一起來

參與的，因而不能以非政府組織方式來稱呼。然而本論文考量「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法」既然規定，

紅十字會是輔佐政府的「民間組織」，國際間「紅十字運動的七項基本原則」裡面，「獨立於政

府」亦是其中一個原則，而且長久以來，紅十字會對外並不代表國家政府的立場，因此本論文仍

將它列為非政府組織進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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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表 4-1  本研究訪談對象一覽表 

機構名稱 訪談對象 時間 代號 

TIMA 台灣國際醫學聯盟 執行顧問 2004/01/06 A 

中華心理衛生協會 常務理事 2004/01/30 B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 秘書長 2004/02/27 C 

台灣路竹會 執行長 2004/03/16 D 

中華民國女醫師協會 理事長 2004/11/10 E 

國際外科學會台灣總會 理事長 2004/12/02 F 

台灣醫界聯盟基金會 執行長 2005/02/03 G 

伊甸社會福利基金會 總幹事 2005/03/31 H 

國際同濟會台灣總會 主任委員 2005/04/04 I 

台灣世界展望會 督導 2005/04/15 J 

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金會 委員 2005/04/17 K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聯合會 前理事長 2005/04/20 L 

董氏基金會 主任 2005/05/10 M 

台灣婦產科醫學會 秘書長 2005/05/12 N 

中國藥學會 理事長 2005/05/13 O 

中華民國核醫學學會 理事長 2005/05/20 P 

台灣奧比斯防盲救盲基金會 執行長 2005/05/21 Q  

台灣醫學會 理事長 2005/05/24 R 

中華民國衛生署 技監 2004/02/18 Gov1 

中華民國新聞局 處長 2005/05/25 Gov2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上述表格內的非政府組織為成功訪談對象的個案。在邀約的過程中，共有 9

個表示婉拒（台灣醫學發展基金會、台灣醫學生聯合會、台灣消化系醫學會、台

灣內科醫學會、台灣家庭醫學會、台灣預防醫學會、台灣護理學會、中華民國精

神醫學會、台灣非政府組織國際交流協會）：其中 7 個以理事長或執行長公務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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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而不願接受訪談；另 2 個則以業務屬性，所從事的工作以聯誼為主，對非政府

組織介入國際社會的問題不夠瞭解為由，建議本研究改採訪其他組織。此外中華

醫學會、羅慧夫顱顏基金會等 2 個由於係以電話訪談獲得資料不夠詳盡，經考量

內容完整性不足以分析的情形下，只得將之割捨；台灣終止童妓協會、喜瑪拉雅

基金會、台灣新世紀基金會、中華民國聯合勸募協會、中華基督教救助協會、知

風草文教服務協會等雖接受訪談，但訪談後考量研究效度問題，其組織屬性與本

研究目的較無相關，以上資料只好均予割捨。總計本研究成功訪談的樣本計有

18 個。 

訪談工作從 2004 年初開始直到 2005 年 5 月止，歷時將近一年半，為何花

費這麼長的時間進行訪談，係由於邀約過程需要配合訪談對象的日程，這段期間

作者除了進行訪談之外，亦同時進行訪談紀錄、資料的整理分析，因此訪談資料

達到飽和之後，資料分析也幾乎同時完成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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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訪談實施過程 
 

根據前面的理論論析與文獻探討，非政府組織介入國際事務有其時代背景

及環境所使然，它們由於政府失靈、市場失靈、第三者政府等作用，以及在全球

化、全球治理等效應下，作為政府、市場之外的一股社會力量；非國家行為者從

國內公民社會的民間力量角色，轉型為國際性的 NGOs 在國際社會活動，積極的

參與各種國際事務，運用其在政府間組織的倡導、諮商角色逐漸發揮其影響力，

透過與政府的互動關係涉及全球性的政策議題。 

針對台灣非政府組織參與世界衛生組織的個案，本文採取「訪談指引法」，

在訪談之前已決定想要訪談的主題：有關台灣非政府組織如何參與國際，並連結

世界衛生組織的議題，它採取何種參與途徑。換言之，台灣非政府組織在世界衛

生組織議題上扮演的角色，他們在國際事務究竟傾向倡導者或是運作者？能夠扮

演第二軌道外交的角色嗎？ 

再者，針對台灣非政府組織參與國際的途徑進行分析，究竟他們係以協商

的途徑、或是倡議導向、或是服務導向、或是結盟的途徑；最後有關他們在國際

參與過程如何與政府之間的互動關係為何，兩者是否處於相互依賴的關係，彼此

之間的互動類行類型為何？究竟是攏絡吸納式的收編、或是互補性的合作類型？

或是補充的類型？或是衝突的類型？ 

 

壹、擬定訪談大綱 

 

質性方法的訪談法，主要有結構式的訪談、無結構式的訪談以及半結構式的

訪談三種；本論文採取半結構式的訪談，乃介於結構式和無結構式訪談之間的資

料蒐集方式，研究者必須根據研究問題與目的，設計訪談的大綱，作為訪談的指

引（潘淑滿，2005：143-144）。基於上述研究的主題，設計了以下的訪談大題： 

 

一、非政府組織在國際上扮演的角色 

(一)貴會為國內及國際知名組織，可否簡介  貴會成立的組織宗旨，基於何

種理念參與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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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貴會以往曾經參加國際活動，曾經與那些國際組織共同舉辦活動或會

議，其主要內容為何？ 

(三)您認為非政府組織（NGOs）在國際參與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何？ 

二、非政府組織如何參與國際組織 

(一) 國內 NGOs 為公民社會的主要力量之一，其參與國際需要具備那些條

件？ 

(二)就世界衛生組織議題而言，您認為應該採取什麼樣的參與方式? 

三、非政府組織與政府的關係 

(一)NGOs 參與國際社會各項議題，是否與政府產生互動關係，亦即兩者保

持何種的關係? 

(二)台灣迄今未能加入世界衛生組織，您認為非政府組織能否協助政

府達成此目標？ 

四、非政府組織參與的機會與挑戰 

(一)您認為台灣 NGOs 在參與國際社會有任何機會嗎？ 

(二)您認為台灣 NGOs 參與國際動可能面臨的困難與挑戰何在？ 

 

以上依據研究設計所擬定訪談大綱，訪談時不必根據訪談大綱的順序，提問

方式可能會有些微差異，但基本上係環繞在這些主題意旨，尤其為了獲得想要理

解的問題部分，對於這些文獻檢閱所獲得之非政府組織參與國際社會的角色定

位、參與途徑以及與政府關係等理論觀點，在訪談中參雜提出，俾引導被訪談者

能夠回答相關的研究主題；當然訪談的情境難以掌握，有時問題被帶至說離主題

的範圍，如果現場無法再次提問，訪談後可以透過電話聯絡或電子郵件的方式加

以詢問，這是訪談方式可以彈性運用的，最終目的希望獲得想要理解的問題。 

 

貳、實施訪談的步驟 

 

成功的訪談有幾個成功的因素，Merton 認為應包括下列四點（胡幼慧主編，

1993：229）：1.範圍（range）：成功的訪談能夠使受訪者針對某個刺激或議題，

激盪出最大範圍的反應；2.具體性（specificity）：成功的訪談能夠使受訪者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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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說辭上呈現具體性，而非抽象籠統的說辭；3.深度（depth）：成功的訪談能夠

協助受訪者深入描述他們對刺激或議題的各種情感、認知及評價上的意義；4.個

人的情境脈絡（personal context）：成功的訪談能夠引發受訪者談出他們以往的經

驗特質，以及此經驗特質與現在的反應和意義解釋之間的關聯。 

本文主要採取深度訪談的方法為主軸，進行的訪談目的，乃希望能夠達到以

上成功訪談的因素。然而，作者發現在受訪者反應的範圍、具體性及個人的情境

脈絡等三方面可以達到一定的程度，但在深度方面，則可能受限於研究主題對受

訪者具有某種程度的抽象性，而使深度一項略顯不足。此外，由於研究者在訪談

過程中將面對各種不可預知的變數，例如訪談詢及對政府近年來的外交策略，有

些訪談對象語有所保留；為了能夠降低變數的發生作用，筆者認為除了要維持整

個研究的旨趣、研擬妥適的訪談設計及做好訪談準備之外，亦需要注意訪談態度

與臨場的應變技巧，促使訪談對象有意願去配合，尤其研究者最好能夠設身處

地，以局內人的態度，融合自己經驗、智慧與想像力，對研究對象維持一貫的尊

重、禮貌、專業的態度，與訪談對象產生良性的互動，對於訪談資料保密依匿名

處理，維持應有的研究倫理。 

茲概略陳述本論文實施訪談的步驟如下： 

1.訪談前，閱讀訪談方法的相關資料，以及訪談主題有關的文獻資料，事先

熟悉訪談的資料。 

2.擬具訪談題綱稿：依據本論文的研究目的，將論文概念架構中的各項概念

轉化成訪談的題綱稿。 

3 訪談前，先將訪談題綱分送欲訪談之對象，使受訪者對訪談問題預先瞭

解訪談的主題，以便訪談時能夠聰份的表達意見。 

4.訪談時，適時請教授訪者對於題綱的看法，並視前面的第一、二份訪談資

料是否能夠達到研究目的之所需，再進行隨時的修正。 

5.取得受訪者的同意後，使用訪談工具紀錄訪談內容，同時表示僅作學術研

究用途，以及遵守研究倫理。 

6.聯繫確定訪談時間、地點：以電話或電子郵件聯繫受訪者就訪談時間、地

點加以確認。 

7.實施訪談：依據訪談題綱與實際情況提出問題，保持中立的立場進行訪談

及速記，並以錄音機錄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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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訪談後：製作訪談紀錄、整理訪談內容。 

根據作者訪談過程獲得之經驗，即使訪談前之準備已經十分周詳，但實際

訪談過程當中仍充滿了各種不可預知的變數，有些情境並不如訪談所預期的順

利，作為一位研究者必須盡量掌握整個研究旨趣，做好訪談的設計及準備，而且

也儘可能促使訪談對象有配合的意願。54例如邀約訪談就是一個藝術與技巧結合

的工作，邀約時除了以信件及電話聯絡邀請對象之外，有時也必須提出研究大

綱，增進被邀訪對象對訪談主題及研究問題有必要的瞭解。 

再者，研究設計採取面對面訪問的方式進行，但由於訪談情境的掌握不足，

或是離題太遠、或是訪談者無法瞭解問題的核心，訪談資料有時不如預期，可能

需要做第二次訪問，但是一次訪談已是不易，再邀訪時間將更難安排，這種情形

下只得以電話或電子郵件的方式詢問，為增加訪談資料之信度與效度，訪談紀錄

通常以電子郵件傳給受訪者過目確認，避免錯誤或語意的曲解，使訪談內容有修

正的機會，提升訪談資料的信度與效度。 

 

 

 

 

 

 

 

 

 

 

 

 

 

 

 

                                                 
54研究者進行訪談邀約時，更必須具備誠心、耐心、與同理心，筆者研究在邀訪的過程中，有些

訪談對象經過重複不斷的以電話、email等聯繫，才得以接受筆者之訪談，最多曾經以電話及電

子郵件聯繫超過 20 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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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料整理與分析 
 

在質的研究中，深度訪談觸及個人的經驗、認知、內心世界、情感等面向，

由於研究者並無企圖以人力操縱研究情境，原始資料的基本來源大多以直接摘述

（direct quotations）方式呈現，訪談逐字稿即是直接摘述的產物。其特點在於表

露訪談對象的情緒深度，其思維組織的方式、對當前發生之事的想法、經驗，以

及基本認知；而質的研究者乃提供一個架構，透過深度的訪談或觀察，人們可以

正確和完整的表現對問題的看法（吳芝儀、李奉儒譯，Patton 原著，1995：16）。 

基本上，逐字稿應詳實紀錄受訪者談話的內容、語氣、表情等情境，但由

於本論文的研究問題偏向非政府組織介入政策的層面，想要瞭解台灣非政府組織

對於 WHO 議題的參與的認知、態度、偏好策略等意見，因此訪談稿中對於訪談

對象的口語的停頓、語助詞等已有所省略，然而可以確認的，訪談稿已經忠實的

呈現訪談的內容。 

資料分析是質的研究當中重要的一環，是一種選擇、歸類、比較、綜合及

詮釋的過程（王文科編譯，2000：161）。Earl Babbie（1998：305）具體的指出，

質的資料分析過程主要是對相似性與相異性類型的搜尋，以及對這些類型加以詮

釋。如何找出相似性與相異性類型，並加以合理的探析，學者 David Silverman

（2000：84-85）提供一些方法，亦即研究者除了應將資料內容區分為若干類別

再進行比較外，也要將研究資料與其他資料進行比較。在這種比較過程當中，編

碼（coding）是最關鍵的動作（Strauss, 1987：55-56）。具體而言，質性資料先將

訪談內容轉謄為逐字稿之後，再以內容分析法進行分析，根據紮根理論編碼原則

與概念化的定義進行編碼工作。 

編碼在資料分析的意義，包括：1.藉由編碼產生相關概念，並且可引導至研

究者欲探究的問題上；2.編碼是將意義予以重組，使研究者能從資料原本的「描

述」中抽離出來，並且提升到更高層次、更為概念化的抽象「詮釋」；3.編碼是

將原始資料轉化為核心類別（core category）的關鍵性工作；4.藉由編碼的運作

可以完成整體資料分析的終極整合；5.經由編碼分析資料的過程，可以產生相關

概念上的交集（Strauss, 1987：55-56；江明修，1997b：93）。研究者不斷反覆的

閱讀已蒐集的訪談資料，研究者開始在訪談對象引發的論點基礎上，建構編碼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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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然後當研究者發現新的主題出現時，則又必須回頭再去閱讀已經檢視過的資

料，在這種反覆的過程之中進行資料分析。 

本文參考上述資料分析的方法與途徑，運用歸納的邏輯，對訪談紀錄及現

場觀察筆記、現場蒐集所得資料進行分析，分析的步驟大致如次：1.將資料開放

編碼(open coding)，逐句或小段落檢視資料內容，找出資料內容所涵蓋的主題與

類型，並給予標記紀錄在紙邊的空白處；2.將編碼後的資料，加以比較、分類、

歸納，把屬性相近的項目規為同一類，成為核心類別(core category)；3.依據核心

類別的關係加以組織，再次修定組織架構；4.以修訂後之組織架構為基礎，完整

呈現訪談內容，並解答研究問題。在訪談內容分析的過程中，倘若遇到資料內容

複雜、分散的情境，則依據前述的研究設計，反覆閱讀訪談內容紀錄，擷取與研

究主題相關的內容，就這些類別或內容，並且配合論文的研究主題、相關文獻資

料，加以比較或對照，作為資料的分析、綜合與詮釋。 

編碼過程簡單敘述如下：第一個英文字母為受訪者代碼，字母後面為受訪

者回答的次數，例如： 

 

A5          代表受訪者 A，對第 5 個問題的回答內容 

D8          代表受訪者 D，對第 8 個問題的回答內容 
 

 

………，以下類推。 

本文根據前面章節之研究目的、建構的主題及發現的概念，整理出以下的

主題及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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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訪談資料之編碼類別(一) 

主題 面向 概念 

1.倡導者角色 主觀認知 

2.運作者角色 

 3.服務者角色 

1.組織人力方面 客觀條件 

2.財務及資源方面 

3.語言人才方面 

參與色 

 

4.相互聯繫方面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表 4-3  訪談資料之編碼類別：(二) 

主題 面向 概念 

1.對政府參與方式的批評 參與的價值觀 

2.對政府推動政策之商榷 

參與的途徑 1.協商談判 

2.倡議導向 

3.策略結盟 

策略 

 

4.服務導向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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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訪談資料之編碼類別(三) 

主題 面向 概念 

1.官方外交的思維 政治因素 

2.非政府組織外交的模式 

互動關係類型 1.收編 

2.合作 

3.互補 

與政府關係 

 

4.對抗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表 4-5  訪談資料之編碼類別(四) 

主題 面向 概念 

1.外在環境的因素 

2.內部環境的因素 

3.策略的選擇 

機會方面 

4.組織的優勢 

挑戰方面 1.外在環境的因素 

2.內部環境的因素 

3.策略的檢討 

結果 

 

4.組織的劣勢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綜合整理 18 份訪談內容之逐字稿內容進行編碼後，依據其所隱含之相同因

素加以歸類，再參照參與研討會之觀察筆記、現場蒐集之資料，得出上述的主題

（或範疇）：即角色定位、策略途徑、與政府關係；編碼規則均各自分為兩個面

向、二至四個概念。在第五章研究發現與分析部分，將依據上述編碼類別資料及

文獻資料，逐項分析而獲致研究之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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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個案介紹 
 

本節從組織類型、組織宗旨、主要國際參與經驗及組織特色等面向，簡要

介紹本文取樣的 18 個國內非政府組織的國際參與經驗及其組織概念。相關介紹

亦歸納於附錄四可參閱。 

 

一、TIMA 台灣國際醫學聯盟 

    台灣國際醫學聯盟為醫療、人道援助型組織；成立於 2001 年 1 月，工作主

軸包括世界公民發展教育、國際健康合作與國際交流。結合學術專業與人道關

懷，推動與各國公民社會、非政府組織（NGOs）、非營利組織（NPOs）的交流

與連結，帶動台灣非政府組織的國際化，發展人道援助精神，協助弱勢族群擁有

健康、公平與均衡的發展環境。 

該會組織章程開宗明義為：1.整合政府與民間資源，促進台灣國際醫療、衛

生水準，致力國際健康與和平。2.辦理國際醫療衛生交流，推動台灣參與國際組

織，使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該會近年來從事以下的活動：1.出席 2002 年世界

公民社會論壇；2.自 2002 年起，於柬埔寨發展菸害防制技術合作計畫，同時也

協助泰緬邊境的湄稻醫院建構資訊處理能力；3.2003 年 TIMA 加強與東南亞菸害

防制聯盟（SEATCA）合作，希望以台灣菸害防制經驗協助東南亞國家發展菸害

防制行動。4.該會成為世界衛生組織認可的「菸害控制框架公約聯盟」（Framework 

Convention Alliance, FCA）的會員。 

 

二、中華心理衛生協會 

    中華心理衛生協會於 1936 年 4 月在南京創立至今。主要會員包括精神醫療、

護理、公共衛生、心理學、社會學、社會工作、教育輔導、職能復健與社會行政

等相關領域的學者及實務工作者。依據該協會的組織章程，該會為一社團法人，

其成立的宗旨在於推展有關促進心理健康與心理疾病防治之學術活動與工作。世

界衛生組織標示 2001 年的宣導主題為「心理健康—新的瞭解與新的希望」，因此

該會持續努力，持續關心弱勢族群（勞工、婦女、精神障礙家庭）的人權與心理

健康，主辦相關研討會，並 2001 年開始由張玨教授代表組團赴美參與聯合國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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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地位委員會(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CSW)、世界心理衛生聯盟大

會、美國精神疾病家屬聯合會等活動。近年來參與下列事務：1.參加世界心理衛

生聯盟大會（World Federation for Mental Heath, WFMH），而 WFMH 與世界衛生

組織具有正式的關係；2.參加聯合國婦女地位委員會。 

 

三、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為一人道援助醫療型組織，乃依國際紅十字公約，及

國際紅十字會議所決議各項原則之精神與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法之規定，以發展博

愛服務事業為宗旨。該會多年來參與國際紅十字組織「ICRC」和「紅十字會國

際聯合會」，兩個組織都以觀察員的身份出席聯合國重要會議。該會為一歷史悠

久的組織，成立至今即將屆滿百年，每個年代有其不同的政策或工作重點，譬如

從清末民初戰事的救助與救濟服務；60 年代推動疾病的預防與保健；70 年代以

人道關懷協為兩岸的交流互動奠定基礎；80 年代推動各項訓練工作；90 年代推

廣各項尊重生命、社會關懷的服務工作等，經由許多志工默默付出，以博愛、人

道與服務的精神，力行救助賑濟的善行。 

紅十字會的組織性質較為特殊，其理監事會中，政府相關部會也指派首長擔

任理監事（31 位理事有 7 位是政府指派的，9 位監事有三位是政府指派的），紅

十字運動不僅是一個民間組織的活動，而且必須由政府一起來參與的。依據「中

華民國紅十字會法」規定，紅十字會是輔佐政府的「民間組織」，國際間「紅十

字運動的七項基本原則」裡面，其中之一即是標榜其「獨立於政府」的原則。 

 

四、台灣路竹醫療和平會 

   台灣路竹會為一非宗教性、非營利的立案社團法人，由牙醫師劉啟群於 1995

年 12 月 17 日發起，號召全國各地有志服務於偏遠部落的醫界人士與義工，組成

醫療服務團。該會組織成立目的宗旨，乃以組成醫療服務團，透過義診、宣導健

康衛教觀念等方式，在國內外醫療資源不足地區，提供醫療援助，實現人道關懷

為主要目的。自 1995 年 12 月 17 日首次義診，至 2003 年底已完成一０八次義診，

服務範圍除了國內山地部落之外，遍及海外地區，如東歐的馬其頓；非洲的賴比

瑞亞；美洲的玻利維亞、巴拉圭；以及亞洲的印尼、印度、錫金、菲律賓、柬埔

寨等國家，已累積特定的經驗。並且在 2003 年 1 月 23 日獲聯合國非政府組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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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CONGO）之邀請，成為該組織的會員。 

 

五、中華民國女醫師協會 

    中華民國女醫師協會屬於醫療型的社團法人，依據其組織章程，其成立的目

的係為了聯合全國女醫師加強醫學學術研究，提高我國醫學水準，並增進國際交

流。該會已經加入國際女醫師協會(Medical Women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MWIA)

的會員達四十多年；MWIA 具有在聯合國下的非政府組織諮詢地位，在聯合國可

參與各項會議，會議中可發言，但無投票權，該組織每年有各種主題的活動，譬

如 2003 年為反菸害防制的活動。它在全球有八個分區機構，屬於該組織西太平

洋區域，每三年舉辦年會及區域的大會，女醫師協會曾經主辦區域大會。 

 

六、國際外科學會台灣總會 

   國際外科學會是一個醫療型的社團法人，依據其組織章程，其成立宗旨係從

事國際外科醫療與保健的研究與交流，透過外科醫療學術，關切人類社會的衛生

健康等議題。該會國際參與的經驗有：1.該會為國際外科學會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Surgeons, ICS)的會員；世界衛生組織成立當時，該會即與該組織建立

正式關係(NGO in official relations with WHO)，雙方有密切的互動關係。WHO 訂

定政策、公共衛生或全球醫療有關之會議，該會可透過 WHO 邀請總會而獲得出

席會議的機會，例如今年一月份的 WHO 執行委員會及去年 WHO 的「菸害控制

框架公約」(Framework Convention on Tobacco Control)、「政府間協議組織」

(Intergovernmental Negotiation Body)，均接受正式邀請出席共襄盛舉；2. ICS 重

視世界衛生組織的任何會議，並派常駐代表在日內瓦活動。 

 

七、台灣醫界聯盟基金會 

台灣醫界聯盟是一種財團法人性質，依據其組織章程，其成立宗旨係結合關

心台灣前途的醫界人士，發揮醫界救人濟世傳統，維護台灣民主及人權，以醫界

專業知識督促醫療、教育及環保等政策，倡導醫療倫理及文化活動，以提升台灣

人民尊嚴及生活品質。該會持續投入社會改造，從總統直選、要求廢除國民大會、

要求公投，到一中一台的社會運動，無不參與；近幾年來，對於台灣加入 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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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生物科技、醫學人文及醫療政策等議題，更積極貢獻力量。尤其 1995 年開

始推動台灣加入 WHO 的運動，在國內舉辦「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的公聽會；

1996 年舉辦「台灣重返世界衛生組織」座談會、「台灣重返國際衛生舞台」座談

會；1997 年起至日內瓦的世界衛生大會會場外進行遊說；2002、2003 年邀請立

法院的國會議員到歐洲議會、日本、韓國等地區進行遊說。 

近年來更積極參與國際活動，推動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諸如：1.1996 年

接受衛生署委託成立「國際醫藥法規協會和台灣促進委員會」；自 1997 年起連續

數年接受衛生署委託，籌組「推動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宣達團」每年在歐美地

區 舉 辦 宣 達 活 動 ； 1998 年 獲 得 美 國 「 藥 物 資 訊 協 會 」（ Drug Information 

Association； DIA）同意，10 月 2-3 日在台灣舉辦一年一度的國際研討會；2001

年協助「台灣護理公會」前往丹麥舉辦邀請各國人員來台灣參加 2005 年會的宣

傳。 

 

八、伊甸社會福利基金會 

伊甸基金會為財團法人，其組織成立宗旨，以舉辦社會福利為目的，發揮耶

穌基督愛人並服務人群的心，為身心障礙者、老人、兒童、青少年、婦女、原住

民、無家可歸者等，開辦社會福利事項。該組織積極參與國際各項救援活動，例

如 2001 年積極勸募物資送至強震災害的薩爾瓦多；2003 年與美商如新公司合作

蜜兒餐專案，將經由特殊調配的營養價值高的米飯食品送至飢荒地區。尤其 1996

年起，藉由「愛無國界—支援全球反地雷」的系列活動，形成輪椅外交的模式，

得以用非政府組織名義進入國際社會，與其他國家共同推動國際救援。 

目前加入數個國際組織成為會員，例如：(1)國際反地雷組織：為主要倡導

禁用人員殺傷地雷運動；(2)亞太身心障礙論壇：負責執行聯合國亞太經濟社會

委員會所發起之「亞太地區身心障礙者十年計畫」；(3)國際復健組織：致力於身

心障礙者之人權、復建及福利專業品質提昇；(4)國際工作組織亞洲區會：為一

跨越障別的網絡組織，從事就業輔導或庇護工場之交流，提昇身心障礙者工作機

會及生活品質；(5)台灣國際志願交流協會：為全球最大志工的網絡；(6)世界非

政府組織協會：提供非政府組織之間所需要的連結及整合貢獻。 

 

九、國際同濟會台灣區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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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同濟會為人道救援型財團法人，乃以服務人群、造福社會、敦睦國際友

誼、擴展生活領域、促進世界和平等為組織宗旨。國際參與的經驗豐富，例如：

1.支援聯合國對於改善「缺碘症」(Lodine Deficiency Disease, IDD)兒童計畫，致

力於消滅缺碘症的疾病；2. 2001 年舉辦亞太地區第一次主辦的世界年會，全球

大約有 80 個國家參與盛會。從事的活動主要以社會服務與援助為主，以成立國

際同濟基金會(Kiwanis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的型態推動相關工作；乃集合社

會大眾的力量，從事公益與服務性的工作，增進會員彼此聯誼，也有助於會員個

人拓展人際關係或人脈。 

 

十、台灣世界展望會 

台灣世界展望會為人道救援型的財團法人，組織成立之宗旨係以社會福利慈

善及宗教性的公益活動為目的，以生活、言行事蹟來見證耶穌基督，並對世界上

不幸者及貧困者，不論種族、膚色、信仰及性別皆可獲得基督教式的幫助。該會

創立於 1964 年，為了照顧貧困弱勢由國內偏遠山區、濱海、離島等貧苦角落，

擴大至關懷現代化大都會所衍生的社會問題，並帶動國人發揮愛心，鼓勵參與志

工，擴及海外 76 個國家。 

自 1990 年起，推展「飢餓三十」、「愛的麵包」、「資助兒童計畫」等人道救

援及發展重建工作，以救助國內外身處天災、戰禍和落後地區中兒童及其家庭，

獲得國內及國際的迴響及肯定。在全球一 0 九個國家及地區中均有世界展望會的

工作，每年有超過六千萬人，包括無家可歸、飢餓、患病及心靈等需要幫助的人。 

 

十一、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金會 

    慈濟屬於人道救援型的財團法人，其組織強調將佛教「慈悲喜捨」四無量心

化作實際行動，投入四大志業等工作，所謂「四大志業、八大行腳」，四大志業

就是慈善、醫療、教育及人文；八大行腳就是前面的四大志業工作，加上國際賑

災、骨髓捐贈、環境保護及社區志工。 

近幾年來該組織秉持四大志業之理想，從事很多國內或國際性人道救援醫療

工作。自 1991 年救助孟加拉颶風遭受重大災害，慈濟開啟海外救援工作之路，

直至 2005 年初，已經累計援助了全球 57 個國家，橫跨歐、美、亞、非、大洋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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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五大洲。此外該組織網絡非常廣，分布全球各大洲，在加拿大、墨西哥、多明

尼加、薩爾瓦多、瓜地馬拉、巴西、巴拉圭、阿根廷、奧地利、英國、法國、德

國、荷蘭、西班牙、南非、賴索扥、日本、香港、菲律賓、泰國、越南、新加坡、

印尼、汶萊、土耳其、約旦、澳洲、紐西蘭等地設有分會或聯絡處。 

 

十二、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聯合會 

    醫師公會全國聯合會為醫療型的社團法人，組織成立之宗旨係以聯合全國醫

師，協調同業關係，增進醫療技能與共同權益，協助辦理醫療保險，推行社會服

務，並協同醫業之發展為宗旨。該會為世界醫師公會(WMA)的分會，與世界衛

生組織有工作關係，全世界目前有 84 個國家參加，總會每年有兩次會議：理事

長會議及會員代表大會，會議中討論醫療專業提升、醫德、會員權益、病人與醫

師關係等問題。由於經常舉辦各項醫療研討會、參與推動台灣加入 WHO 行動、

協助衛生署、健保局推展各項醫療政策。自 1998 年以來連續四年獲得內政部舉

辦「全國性及台灣地區工商暨自由職業團體」績效評鑑甲等，2002 及 2003 年獲

得優等。 

 

十三、董氏基金會 

    董氏基金會為醫療型的財團法人，組織宗旨為以「促進國民身心健康、預防

保健重於治療」為宗旨，從事或協助有關國民身心健康之衛生事業，致力於菸害

防制、食品營養、心理衛生等工作，全方位關懷全民身心健康。國際參與的經驗

有：1989 年與亞太地區國家共同創立「亞太拒菸協會」，藉由區域聯盟的力量抵

抗菸品的開放；2.該會於 2005 年 3 月 22 日正式成為 WHO 官方承認「菸害控制

框架公約聯盟」(Framework Convention Alliance for Tobacco Control, FCA)的一

員，這是當前唯一非 WHO 的會員國而被 FCA 接受的非政府組織，將與全球超

過 200 個會員團體共同參與及監督各國執行國際「菸害控制框架公約」(FCTC)

的進展。該會長期從事反菸害活動，較明顯的國際活動，例如 1991 年發動十萬

人連署「抗議美國輸出癌症和死亡」；1992 年，在華盛頓郵報、紐約時報、華爾

街日報連續三天刊載「勿讓友誼(菸)消雲散」、「歡迎美國產品、拒絕美國垃圾」，

引起西方各媒體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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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台灣婦產科醫學會 

    婦產科醫學會為醫療型的社團法人，以 1.提高婦產科醫療水準、2.促進對婦

產科醫學之研究、3.維護會員權益、4.與國際性婦產科醫學團體之交流等為組織

宗旨。該會為與世界衛生組織有正式工作關係之世界婦產科醫學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Gynecology and Obsteteics, FIGO)的分會，該組織每三年開一次年

會，為半官方性質。 

此外經常參加亞太婦產科醫學會議，1989 年參與籌辦第 12 屆亞太婦產科醫

學會議 ( Asian- Oceanic Congress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2004 年 9 月 11 日至

12 日協助配合亞太婦產科醫學會（AOFOG）理事會議在台召開，該會擴大舉辦

2004 年國際婦產科醫學研討會(International Symposium for Advanced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十五、中國藥學會 

    中國藥學會為醫療型的社團法人。該會以聯合全國藥學人士共同研究藥學學

術，推進藥學事業，並與國際藥學團體合作聯繫為宗旨。平日工作任務主要係藥

學學術之研究獎勵事項；與藥學人士及國際藥學團體合作聯繫事項；藥學知識之

介紹、學術演講之舉辦、及藥學刊物之出版事項等；該會近年來在西太平洋藥事

論壇(WPPF)中參與多項工作：包括網站的架設與維護、newsletter 的出版、配合

推廣年度活動等。國際參與的經驗如下：1.為世界藥學會會員，每年參與世界藥

學會年會，2003 年第六十三屆世界藥學會年會在澳洲雪梨舉行；2.參與藥學國際

學術研討會，例如 2004 年第二屆世界藥物科學研討會『2004 PSWC』、西太平洋

藥事論壇等。 

 

十六、中華民國核醫學學會 

    核醫學學會為一醫療型的社團法人。該會以團結我國核醫醫師及核醫科技從

業人員，致力於核醫學之基礎研究與臨床應用之發展推動，經由教育、研究與核

醫執業水準之提升，以及國際合作與學術交流之增進，達成造福國人，貢獻人類

福祉之目的。該會為學術團體，主要從事核醫學研究之交流，提倡核醫學之基礎

與應用研究及獎助核醫學人才；舉行核醫學基礎與應用之講習與會議以及有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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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訓練與講習；聯繫海外核醫學機構與學術團體，促進國際合作與學術交流。

    該會經常參與以下的組織活動：1.世界核能醫學聯盟（World Federation of 

Nuclear Medicine & Biology, WFNM & B）會員，該聯盟與 WHO 有正式關係；2.

亞洲大洋洲核醫聯盟（Asia-Oceania Federation of Nuclear Medicine & Biology, 

AOFNMB）；3.亞洲核醫學區域合作協商會議(Asia Regional Cooperation Council 

of Nuclear Medicine, ARCCNM)；此外亦參加美國核醫學年會、歐洲核醫學聯盟、

分子醫學顯像協會年會（The Society of Molecular Imaging）、北美放射醫學年會

等學術研討會。 

 

十七、台灣國際奧比斯防盲救盲基金會 

    奧比斯防盲救盲基金會為醫療型的財團法人，組織成立之目的，希望減少失

明人口，在發展中國家，透過傳授眼科醫療技術、培訓醫護人員及推行衛生教育

服務，將經驗知識授予當地政府，使他們能預防及治療眼疾，不假外求，重獲新

生。台灣奧比斯成立於 2001 年，為國際奧比斯(ORBIS International)分布在全球

11 國的國際辦事處之ㄧ，是繼香港之後選擇台灣設立亞洲第二個推廣服務據點。 

國際奧斯比基金會是具有 20 年服務歷史的國際性公益醫療教育組織，擁有

世上唯一 1 架眼科飛行醫院，航行全球至今已提供八十餘個國家的醫護人員先進

的防盲救盲醫療技術與資源。該組織與世界衛生組織有正式工作關係。 

 

十八、台灣醫學會 

    台灣醫學會為醫療型的社團法人組織。組織成立宗旨係以促進醫學研究、提

高醫學水準、貢獻醫學進步為宗旨。其任務為舉辦有關醫學研究發表及學術演講

會，發行學會雜誌，辦理醫師繼續教育，及和國內外醫學會 與專科學會連繫交

流。該會近年來從事之重要活動，協調促進各專科醫學會之間的交流及合作，定

期舉辦全國性各專科領域學術研討會；加強與國際醫學學術團體之交流，並積極

參與國際性學術活動。該會辦理的「台灣醫誌」將台灣醫學研究成果呈獻給國內

外醫學界，促進醫學研究風氣並提昇醫學研究水準，是台灣最具權威 性的醫學

學術雜誌。在國際上，經常與美國、日本、瑞典等國家醫學會進行學術交流，曾

經舉辦第 15 屆國際口服排鐵劑治療海洋性貧血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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