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六章  結論 
 

本文探討台灣非政府組織如何參與世界衛生組織之議題，關於參與世界衛生

組織所扮演的角色、參與途徑及與政府的關係進行分析。研究採文獻探討以及訪

談等方式；除了整理非政府組織國際參與的基礎理論，以及檢閱國內外有關非政

府組織參與國際社會的文獻，作為分析的理論架構。為了結合相關理論與實務分

析，以國內 18 個非政府組織為個案，進行深度訪談（另外亦訪談 2 個政府機構）；

再根據訪談資料整理、歸納、編碼，針對相關的問題提出討論，再與上述學理相

互對照分析。以下為本文的研究結果析論及建議。 

本章研究結果部份，包括研究辯證、及研究結果的反思；其次研究的建議，

分為對政府、非政府組織的建議、以及對未來後續可能發展的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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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結果析論 
 

從台灣非政府組織參與的個案分析中，我們發現世界衛生組織主導的全球醫

療衛生政策上，台灣的政府受限於政治因素一直無法加入該組織。因此，政府鼓

勵國內非政府組織積極參與該組織，並組成宣導團到海外從事宣導活動，提出台

灣加入該組織的各項訴求。但本文發現國內非政府組織參與國際活動涉及世界衛

生組織議題時，採取政治迴避的方式，很多組織願意配合與支持政府的行動，但

終究無法形成廣泛且較具體的共識，也有少數幾個醫療團體因為與其組織宗旨相

合，主動推展或也接受政府的經費與合作以共襄盛舉，形成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

織特殊的「官民策略」模式（Government-NGO Participant Strategy）。 

這種模式的特色，就是政府偏好以動員方式促進非政府組織參與，而少數醫

療型非政府組織主動在國際場合宣導或倡導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的議題；不過

大多數非政府組織並未認同此種「動員式外交」，而認為政府以外交掛帥，是以

非政府組織的外交想要達到政治的目標，容易造成台灣 NGOs 在國際發展角色的

曖昧不明，引發 NGOs 參與角色的疑問。此外，他們亦認為台灣非政府組織不論

醫療型組織或是人道救援型組織都有突出的表現，應該憑藉專業知識、積極的行

動加上對於國際社會的關懷，才能建立台灣非政府組織在國際上的良好形象，取

得國際的合作與信賴。以下針對本文上述研究發現的相關問題進行理論與事實的

論辯。 

 

壹、辯證 

 

一、非政府組織參與的角色定位 

 

非政府組織參與國際組織的角色定位，指涉的理論意涵係指非政府組織在

國際間到底扮演的是中介角色、還是一種第二軌道外交功能、或輔助政府的補充

作用。台灣的政府機構積極參與國際社會，由於外交因素，受到中共的打壓，無

法加入政府間組織，致使非政府組織角色被期許為第二軌道外交的功能，或輔助

政府的國際關係。根據調查顯示，台灣非政府組織對於擔任第二軌道外交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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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由於對此角色認知不足，加上組織人力、和經費不足等問題，事實上此種功

能的發揮與行使範圍極其有限。比較積極者僅有台灣國際醫學聯盟、台灣醫界聯

盟基金會、中華民國醫聯會等團體。若干較具規模之基金會大多抱持著政治迴避

的態度，對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的議題表示樂觀其成，但並無較熱烈的響應，

僅單純的投入國際救援工作。台灣非政府組織的內部與外在因素存在以下的問

題： 

其一，台灣非政府組織角色的混淆。由於台灣外交處於困境，因此政府鼓

勵非政府組織參與國際社會，積極開拓民間團體的「第二軌道」交流與對話機制，

並協助民間參與非政府間國際組織的城市、學術、政黨、智庫、企業、醫療等各

層面的外交活動，以擴大國家角色可以參與的國際空間，其目的在擴展實質外

交，希望間接獲得國際社會的較多認同。但由於台灣身分外交上不被承認，致使

台灣 NGOs 參與國際非政府組織社群時容易遭致誤解扭曲（Jie, 2001：631），原

因主要在於當台灣的身分不被承認時， NGOs 對國家政策或是國際組織所制定

的政策難以提出不同的意見，造成台灣 NGOs 在國際發展角色的曖昧不清。 

其二，台灣非政府組織參與國際活動的障礙。許多台灣非政府組織缺乏從

事國際非政府組織的專業與經驗，國際對台灣亦缺乏充分瞭解。NGOs 的國際活

動足以影響國家政策的方法，必須連結相關領域的國際條約，並可以對國家政策

進行監督。但是台灣內部對於爭取健康、衛生人權這些領域論述似嫌不足。台灣

國內透過討論而形成的政策，亦相對落後西方國家結合民間意見為主的政策模

式。因此，國內非政府組織參與國際組織必須倡導國內價值，以及針對會議決議

行使國際條約的簽定與執行，台灣 NGOs 想要在國際社會發揮影響力，亟需加強

這方面的研究。 

 

二、非政府組織的參與途徑 

 

從理論層面來看，由於非政府組織在國際組織不具有政府的合法性，亦不

具有治理上的權威，故而它對於國際事務的影響力，所憑藉的係運用各種策略途

徑。在全球性治理的需求下，諸如人道救援、環境保護、醫療衛生等跨國界或全

球性的議題，需要透過國際組織的共同合作，但目前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組織仍

以國家為主要會員，非政府組織並不具備會員國資格，也不具有投票權利，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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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s 對於國際政策，只有運用不同策略來強化他們的影響力。 

在實際訪談案例的非政府組織裡面，本研究整理若干參與的模式，除了協商

談判的途徑經常被運用於國際活動，或與政府協商、或國際組織協商之外，國內

非政府組織所運用的途徑，主要為倡議的策略途徑、策略聯盟的途徑以及直接服

務的策略途徑，扼要的說明如下： 

其一，採取策略聯盟途徑，積極爭取成為世界組織的會員，共同關注全球

性議題。簡言之，此乃連結國際知名非政府組織形成一個集體性的組織，決定國

際事務，並採取集體行動，發揮政策的影響力； 

其二，採取倡議途徑，連結聯合國相關會議，倡導各項議題。依照世界衛

生組織會議的議程，參加與會議有關的非政府組織會議，進而與其他國家非政府

組織交流、討論，倡導各項議題； 

其三，採取直接服務途徑，例如長期從事草根的服務，對國際社會實質的

貢獻力量。依靠專業的能力與經驗，默默在世界各地區耕耘，發揮專業領域的影

響力，以爭取其他國家的認同與支持。 

 

三、非政府組織與政府的互動關係 

 

非政府組織參與世界衛生組織議題，理論上可以與外交議題進行連結，因此

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在某些政策層面可以有很好的互動。對於非政府組織來說，同

政府合作之後，可以實現在宏觀層次上的擴展，亦即在與政府直接聯繫上有助於

組織政策功能的擴展，政府提供的基礎設施與消除不利的因素，亦可使 NGOs

更為有效；對政府來說，合作可以擴展有限資源，並可降低成本，將政策執行的

重擔分給 NGOs（Fisher, 1998：127）。但合作也並非全然完美的，對 NGOs 造成

的缺點是，一旦與政府建立聯繫管道的 NGOs，就很難保持其自主性，確保對政

府監督的立場；並且這些非政府組織把注意力集中於服務供應上，將削弱其倡導

議題的能力。為避免上述的缺失，NGOs 與政府合作時，應該加強相互的學習機

制，並減少對對方過度的「依賴性」。 

關於台灣非政府組織與政府對於世界衛生組織的合作，研究發現存在下列的

問題： 

（一）外交價值觀認知之不同：政府在運用第二軌道對話之機制，係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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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參與非政府間國際組織與活動，是為了證明自己的主體性，並增加自己國家

在國際間的影響力。但大多 NGOs 卻認為政府不應將外交當作唯一考量，並希望

能夠加強非政府組織實際參與的實質內涵。國內非政府組織缺乏與政府國際參與

的共識，認為政府不需要特別強調政治外交的優先性，而需要加強對非政府組織

資源整合的政策規劃，資源的提供必須有一套客觀的評估準則，讓非政府組織瞭

解如何取得資源、運用資源，增進國際參與的競爭力，如此創造外交的附加價值。 

（二）參與動機的不同：國際非政府組織對於台灣 NGOs 參與動機，由於政

府對外政策以外交掛帥而招致質疑，一般外國政府或是非政府組織對於國際事

務，不會注意外交上的能力或政治議題，他們比較關注於專業知識的互通交流、

資訊資源的分享，因此台灣要讓自己獲得外國的承認，不應過於強調外交的議

題，應擴展本身的專業、知識的優勢。 

（三）參與方式的缺乏共識：政府鼓勵國內非政府組織積極在國際參與各項

活動，然而國內非政府組織不見得有此共識。本文發現非政府組織人員對於政府

在參與國際事務「動員」的方式仍停留在傳統政治外交的觀點，他們卻認為政府

應該做好整合資源的工作，協助國內 NGOs 從事國際活動，不是經費補助而已，

讓非政府組織可以發揮各自領域之所長。 

（四）與 WHO 議題的連結：從訪談的資料中，國際間對於我國加入世界衛

生組織的議題仍缺乏認知，雖然我們熱衷此項行動，但如何遊說國際社會的各國

政府，理解加入 WHO 對我國的重要性。即使我國未成為世界衛生組織的一員，

仍可從加強 NGOs 與 WHO 實質合作內涵著手，以及進行參與聯合國體系下機構

聯繫的長程規劃。 

（五）非政府組織的自主性：非政府組織對於協助推展外交政策雖不表反

對，但是普遍認為作為公民社會的力量，必須保持自主性。甚至多年接受政府委

託，推動台灣加入 WHO 的台灣醫界聯盟基金會亦相當強調民間組織保持主體性

的重要。 

 

四、非政府組織與政府關係的類型 

 

非政府組織與政府兩者關係呈現的類型學，依據自主性與依賴性的傾向程

度，可以將台灣 NGOs 與政府的關係區分為下列幾種關係：收編、合作、互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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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抗等類型。本文經由訪談資料的分析，整理台灣非政府組織與政府參與世界衛

生組織的關係類型如下：1.收編關係：目標、策略都相似，且經費完全依賴政府；

2.合作關係：目標、策略都相似，但經費不完全依賴政府；3.互補關係：目標相

似、策略不相似，而經費未依賴政府；4.對抗關係：目標、策略都未相似，且經

費未依賴政府。其中台灣醫界聯盟傾向於一種官民合作策略，就加入世界衛生組

織的目標而言，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維持相互依賴的關係，兩者關係屬於收編關

係；其次，中華心理衛生協會、女醫師協會、國際外科學會台灣總會、醫師公會

全國聯合會、台灣醫學會等為合作型的關係。 

此外 TIMA 台灣國際醫學聯盟、紅十字會總會、國際外科學會台灣總會、

伊甸基金會、董氏基金會、婦產科學會、中國藥學會、核醫學學會、奧比斯基金

會等則維持一種互補型的關係，扮演補充政府功能不足的角色。但未發現對抗關

係出現在參與世界衛生組織此一議題上。整體而言，台灣非政府組織對於參與世

界衛生組織之目標，均表現某種程度的贊同與支持，但是對於政府參與策略上則

有些組織無法認同，顯示國內非政府組織與政府國際參與的策略觀點不同，大多

認為政府太過強調政治外交的優先性，而忽略對非政府組織資源整合的政策規

劃。 

 

五、非政府組織本身能力的建構 

 

此問題涉及非政府組織國際參與必須考量本身能力的建構。台灣非政府組

織某些領域的專業知識達到一定的水準，足以展現參與國際社會的實力，使外國

也想要與台灣的專業團體一起合作研究。但是組織本身也存在不少的缺點，組織

能力仍有待提升，這種能力包括資金來源、財務狀況、語言能力等方面均有改進

空間。 

台灣非政府組織大多出現資源不足與整合的問題，這種資源指的是財政資

源、人力資源，以及其他組織的資源，包括同質性組織相互支援的資源、跨領域

組織織源的資源、政府部門整合所形成的資源，造成許多國內非政府組織在國際

上缺乏橫向聯繫，因此大多單兵作戰，欠缺整體的參與效能。台灣許多 NGOs

都結合國際同質性的非政府組織，或成為世界總會的分會，不會影響國際事務的

參與層面，尤以醫學領域研究的團體居多，例如婦產科醫學會、中國藥學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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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學會、台灣醫學會等。 

 

六、非政府組織參與國際的機會與挑戰 

 

此部份係以非政府組織參與國際社會的觀點，分析其具有的產出效益；亦即

非政府組織參與國際社會理論上具有較政府靈活、機動、有效率的優點，但面臨

國際政治的現實，具有什麼的機會與挑戰。 

關於台灣非政府組織參與國際社會面臨的機會與挑戰，本論文分別從環境、

政治、組織與策略等幾個面向來說明。 

（一）在環境面向。台灣社會多元發展，具備使非政府組織健全發展的條件；

然而，國際間對於台灣公民社會的認識不足，此與台灣長期以來外交的困境有

關。此外，國內政治環境執政者政治掛帥，促使朝野政黨無法良性競爭，加上意

識形態的爭議等對於台灣 NGOs 從事國際外交都是負面的因素。 

（二）在政治面向。聯合國體系提供了 NGOs 發展的有利條件，使我國非政

府組織可以循此管道進行國際參與，降低我國由於不是聯合國的會員國致很多國

際事務未能實際參與的遺憾；然而，非政府組織參與國際社會面對的挑戰，主要

來自中共的阻擾，甚至擅自更改我國名號，恣意的矮化台灣，如何營造兩岸關係，

促使北京政府理解台灣社會的需求，不應把政治無線上綱，置衛生之基本人權於

不顧。 

（三）在組織面向。國內 NGOs 所具有的優勢，係有些非政府組織具有專業

的知識與實力，而獲得國際的信賴與支持，例如台灣路竹會憑藉著經年累月的海

外義診醫療服務的專業形象，使 CONGO 及 WANGO 兩個組織透過其他組織的

推薦，極力邀請他們加入了組織。在挑戰方面，台灣非政府組織較缺乏與國際組

織聯繫管道、國內非政府組織執行能力仍有待提升，相互之間也要加強平行的聯

繫。 

（四）在策略面向。以非政府組織從事外交工作，對於台灣發展國際空間有

所助益；但問題是，必須強化國內 NGOs 與政府國際參與的共識，政府參與的動

機不需要特別強調政治外交的優先性，而需要加強對非政府組織資源整合的政策

規劃，資源的提供必須有一套客觀的評估準則，讓非政府組織瞭解如何取得資

源、運用資源，增進國際參與的競爭力，如此創造外交的附加價值。 

 180



 

貳、省思 

 

當前非政府組織積極介入國際社會領域，具有全球性公民社會的意涵，但有

些負面評價的觀點或若干理論性的問題必須注意，以下僅提出幾點對於非政府組

織國際參與觀點的省思。 

 

一、非政府組織角色的侷限性 

 

在一個全球化的治理架構之下，各國國家與非國家的行動者，包括跨國企

業、非政府組織、社會運動、公民行動等分享治理權的現象。非政府組織在跨國

界的行動中，對於國家統治觀念的變遷，可以歸納出兩層意義，一是「相互依賴」

概念，證明已日漸取代「主權」概念成為國際政治的研究變數之一；一是當今世

界各地同質性的團體或組織，基於共通的價值與信念，以實際作為或網路通信的

交流，結合成全球同步行動，這些行動強調「理念」的結合，遠超過民族國家對

「主權」概念的重視。在此種概念之下，不論聯合國或是世界衛生組織，已賦予

非政府組織參與的機制。 

學者理解 NGOs 從事國際活動係從國家中心轉向社會中心偏移，檢視國家

機構與政府間組織的影響，顯示跨國關係已進入世界性領域，非政府組織乃扮演

關鍵的角色（Martens, 2001：387）。當今世界衛生組織下的衛生政策結構為世界

各國公共衛生的協調樞紐，非政府組織在此結構下扮演中介的角色，與政府間組

織針對全球衛生的議題進行協調、遊說、倡導、結盟等行動，足以發揮改變世界

政策方向的作用，可以預見未來的政治世界，NGOs 具有不可或缺的份量。這些

理念相近的非政府間國際組織織參與治理的項目，主要表現在國際組織的合作議

題，因此國際性非政府組織、非營利/非政府組織和志願團體，已成為世界衛生

組織處理國際公共衛生事務的夥伴，為國家正式權威之外的另一種選擇。因此當

世界衛生組織制定了不合理的政策，完全從政治的立場為考量，或是不利於某些

弱勢族群的時候，NGOs 就必須有所行動，發聲為這些弱勢族群爭取權利。 

然而，上述功能性的理想隱含了若干的爭論，係非政府組織在先天與後天

上存在的若干侷限性。首先，NGOs 作為公民社會的重要環節，相對於國家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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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力量，它最初帶有批判及監督政府政策的功能，在理論上，相關文獻闡釋非政

府組織的角色，較偏向自由主義的觀點，因此對非政府組織參與國際事務的協商

合作，扮演所謂國際治理的角色可能過度的期待。 

其二，最近學者認為非政府組織連結國際機構，諸如 WHO 被認為可能對非

政府組織引起副作用，亦即 NGOs 可能失去彈性及回應力，因為與 IGOs 合作需

要具有專業化與官僚化，極可能對 NGOs 的自主性與課責性帶來衝突，特別是非

政府組織依賴政府經費補助時（Martens, 2001：388）。 

其三，世界衛生大會為目前解決全球衛生相關重大議題的權威機構，非政府

組織由於不具備合法會員身分，因此只有透過倡議、聯盟等途徑的策略，才能在

世界衛生組織內發揮影響力，而這種策略性的運用，大多屬於情境性、即興式的，

將遠不如正式制度具有保障，這種影響力未必如想像中的可靠與穩定性。 

 

二、國家(政府)角色的調整 

 

在全球化的效應下，國家在經濟管理、政府治理的內外在變數已產生轉變，

非政府組織參與公共議題機會增加。就主客觀因素來說，國家權力面對全球化多

多少少產生轉移現象，主觀方面，政府本身的能力不足以管理國家的經濟；客觀

方面，許多涉及跨國界的重要政策議題，已經超過國家能力所及的範圍，例如環

境污染、傳染疾病防治等跨越國界問題，國家不是不願處理，而是無力處理。過

去二十年間，政治的權威日漸分散於其他機制、團體或地方性機構，某種程度反

映出國家政府權威的退化(Strange, 1996: 4)。 

即使如此，並不意味著國家主權的消失，而是它融入國際政治機構成為它的

一部分，國家對於領土排他的控制主權，多少受到國際市場與通訊科技的侵蝕，

以及跨國性國際組織的分權化，但國家仍然對該國領土、人民與規則扮演權力中

心的角色（Hirst & Thompson, 1996: 170-171）。目前UNEOCO、WHO、APEC等

很多有整合力量的國際組織，仍然以國家為主要會員的權力結構，具體的說，當

議題牽涉到國家主權時，國家仍然守住主權最重要部份。例如美國政府對於航空

與汽車工業的政策足以說明這種情形；51管制二氧化碳排放的京都議定書（Kyoto 

                                                 
51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5, 2000, 12 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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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ocol），美國生產全球四分之一的二氧化碳仍未簽署，因此對該國並無拘束

力；又如歐盟的會員國家，仍擁有各自的國家主權。亦有人反對的說，面臨越來

越多跨國的公共問題，有幾個國家可以像美國一樣，獨立在國際社會的規範之

外？ 

 

三、非政府組織和國際組織的相互依賴 

 

全球社會在高度相互依存的狀態下，需要公私組織或部門參與全球性政

策，在此結構之下，非政府部門的各行動者都會以不同的方式影響國際政策的發

展，他們追求不同的目標，有時對國際調解機制的發展和管理有所幫助，各國政

府亦不得不重視並和他們達成某種協議（Senarclens, 1998：100）。這些國際協議

如何落實執行，執行的效果又如何？各國政府可能遵守嗎？仍有部分疑慮需要重

新思考：首先，不管世界衛生組織或是聯合國，其附屬機構以及週邊會議，有些

議題的倡導背後其實有某些國家在撐腰，反而容易變成強國主導決策的工具。其

原因有待進一步探討，世界衛生組織標榜維護世界人類衛生的基本人權，不論政

治、種族、階級、宗教的差別皆有同等的健康人權，為全人類共同維護追求的最

高價值，然而事實上其運作仍難擺脫不了政治的干預，從台灣加入的案例，仍因

參與資格的限制，而在缺乏會員或是觀察員地位的法源基礎下無法參與該會的任

何活動。 

進一步而言，全球性議題想要達成處理爭議、解決問題、調解各方利益等

效益，如果未具有中央組織或全球性的參照系統（a global system of reference），

亦即缺乏一個權威的世界政府，受到全球市場引導下，調節各方行動者利益是否

又回歸政治系統。除了貿易市場的跨越國界具有共識外，類似民間力量介入治理

的模式是否對跨國界的議題具有貢獻仍有疑問。換言之，當前政府間組織、企業

與非政府組織所從事的跨國性活動，只存在某些經濟上或技術上的控制而已，例

如自由貿易的協定容易做到，但其餘環境保護、醫療衛生、社會服務等項目，則

能否達到原先設定的目標恐怕還有段距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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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本節係依據上述的論述重點、以及研究目的、研究之結果，分別從理論層面、

實務層面、以及後續研究提出建議。 

 

壹、理論層面之建議 

 

本文對於近數十年來非政府組織「為何」（why）能夠介入國際組織的活動，

首先探討非政府組織興起的因素及基礎理論；其次，對於非政府組織「如何」

（how）參與國際組織，我們從台灣非政府組織參與世界衛生組織的個案中，透

過質性研究訪談資料之分析，歸納出三個面向，即參與的角色定位、策略途徑和

參與過程中與政府的關係。茲分別將上述論述重點做摘要敘述。 

在非政府組織興起的基礎理論方面，其一為國內因素，國內非營利、非政府

組織得以大幅成長的原因，歸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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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國際環

境的因素，非政府組織介入全球事務與三個原因有關，即 1.冷戰結束，公民社會

自主意識的出現，也導致民主化運動；2.通信資訊科技的進展，擴展私人領域的

不受限制連結；3.受到全球化效應，跨國性問題日益增多，促使非政府組織在國

際上採取各項串連活動。其三，全球治理概念被提出，它強調「非政府部門的治

理」，著重非國家行為者在國際議題的參與程度和範圍，鼓舞了各式各樣的非政

府組織跨越國界，積極的關切全球性問題。 

本文分從角色定位、參與策略途徑及與政府互動關係論述台灣非政府組織在

全球議題的參與。在非政府組織的角色功能方面，探討非政府組織所扮演的究竟

是國際事務的中介功能、第二軌道外交的功能、或是國際關係的輔助功能等三種

角色。在非政府組織的參與策略方面。它運用多元的策略(途徑)去影響國際間的

政策，大致為協商談判途徑、倡議的途徑、策略聯盟途徑、服務導向途徑等四種。

非政府組織在國際參與過程中與政府關係方面。兩者互動關係的型態可能是一種

收編關係、合作關係、互補性、補充性、或是對立衝突的關係；較為特殊者，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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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台 灣 醫 界 聯 盟 與 政 府 傾 向 於 一 種 合 作 關 係 的 「 官 民 策 略 」 類 型

(Government-NGO Participant Strategy) ，就加入世界衛生組織的目標和行動，兩

者維持相互依賴的關係。 

在台灣非政府組織參與世界衛生組織的個案分析中，涉及非政府組織參與的

角色定位、與政府關係、策略途徑等面向，這些面向其具體內涵：1.組織面向

(organizational dimensions)：涉及非政府組織在什麼系絡下適合往國際發展，諸

如 NGOs 活動範圍、角色定位、組織人事、財務、規模等；2.政治面向(political 

dimensions)：意即非政府組織對於社會政策如何與政府互動，而政府可以運用非

政府組織的資源，涉及 NGOs 和政府、NGOs 和 IGO、INGO 等關係，以及彼此

的協定、對於政策關切程度等；3.策略面向(strategic dimensions)：非政府組織如

何選擇與政府、IGO 就相關政策議題，擬訂參與計畫，包括他們參與的目標、影

響政策的策略途徑、達成目標的方法等。 

 

表 6-1  非政府組織國際參與涉及的面向 

 組織面向  政治面向  策略面向 

1.參與範圍 

2.組織人事 

3.組織財務和資源 

1.與政府的互動 

2.與政府間組織的關係 

1.目標的設定 

2.採取的方法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貳、實務層面之建議 

 

透過以上文獻的檢閱與訪談的實施、資料的分析，對於台灣非政府組織參

與國際組織未來之發展性仍有相當大的探討空間，因此提出綜合性建議，以作

為國內非政府組織從事國際參與，以及關心非政府組織未來發展者的研究參

考。 

 

一、選擇適當參與的策略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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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加入界衛生組織有幾個關鍵因素，諸如 WHO 的規範、國際因素、中

國大陸因素、非政府組織的參與推動等。顯然台灣在國際間的外交面臨重重困

境，非政府組織避免外交困境帶來的困擾，如何參與國際議題，有必要選擇適

當參與途徑，例如尋求加入國際同質性、知名的國際組織，藉助這些組織的影

響力，並透過各種國際性活動、會議，在世界衛生組織會議期間，關注醫療衛

生之政策，俾能發揮改變或影響國際政策走向的作用。 

 

二、運用專業知識的優勢 

 

非政府組織應明瞭本身的優勢，善加利用專業特色，並付出熱誠與精神。

以專業形象、知識能力及熱誠，幫助其他國家，爭取受援助國家的信賴與支持，

願意提供共同合作機會，促使這些國家瞭解台灣民間組織力量的優勢，而願意

提供與世界衛生組織合作的機會。 

 

三、結合相同理念行動者 

 

國際參與首重理念的結合，透過彼此理念的結合，配合創意的發揮，有助

於國際性資源的獲取。非政府組織參與國際活動，最好有好的構想或方案，吸

收其他組織良好的創見，並結合理念相同的NGOs聯合採取國際串聯行動，以

發揮集體行動的效果。國內非政府組織可藉著與世界衛生組織有正式關係的世

界總會會員名義參與世界衛生大會，或藉著年會等會議場合，進一步與其他國

家NGOs甚至政府官員產生互動。台灣非政府組織在國際的人道救援與醫療衛

生場域非常積極，諸如台灣世界展望會、路竹會、慈濟基金會等在國際享有極

佳的聲譽，累積能量漸進的對各國政府及政府間組織政策產生影響，引發國際

參與的附加價值。52  

                                                 
52誠如美國聯邦眾議員羅巴克（Dana  Rohrabacher，R-CA）1998 年在眾議院發表過一份聲明，呼

籲國會踴躍支持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 ，他兩度提到｢慈濟基金會｣對於國際人道救援的貢獻：

「台灣兩千一百萬人民曾透過私人基金會及政府行動，積極協助全世界面對健康及人道危機之人

類，如成噸之藥品經由慈濟送交亞洲遭遇危機之地方。」，參見慈濟基金會，〈慈濟善行促美支

持我國加入世界衛生組織〉，《慈濟道侶》，第 308 期，1998 年 11 月 16 日，< 

http://taipei.tzuchi.org.tw/taolu/308/p308-1f.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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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非政府組織與政府的夥伴關係—官民策略 

 

依照公私部門互動理論以及協力理論，在參與國際社會的策略上，政府與

非政府部門建立起夥伴關係，面對諸如加入 WHO 具有共識的議題，採取聯合

的集體行動，形成台灣一種特殊的官民合作策略，將可以產生互補或補充性的

功能。但政府推動外交的策略上，明顯過於傾向政治化，致使國際社會對於非

政府組織的行動的動機產生疑慮，到底非政府組織從事的是國際交流，還是政

治外交的策略運用而已？事實上，非政府組織所從事外交工作，只是表達公民

社會的意見，而不是政治的外交的性質。許多國內 NGOs 從事國際衛生援助或

是學術交流，大多迴避政治的議題，而出於一種人道援助的精神。近年來有少

數非政府組織與政府關係的產生合作的關係，形成一種特有的「官民策略」。 

此種策略推動參與世界衛生組織的行為，其形成的共識，乃寄望藉由非政

府組織之國際參與，實質上產生對國際及政府間組織政策具有決定性的效果，

並達到加入 WHO 的最終目標。顯示政府部門積極推動加入 WHO 議題，乃希

望將政治問題與衛生人權分開處理，以避免兩岸的政治爭議。惟非政府組織參

與該議題，可能引發角色的爭議，政府與非政府組織之間關係與分際必須有所

釐清，政府亦應尊重 NGOs 的自主性，才能爭取到國際社會的認同與支持。 

非政府組織參與國際醫療與人道援助的領域目前有較好的發展機會，因

此，他們基於倡導的精神，應建議政府調整國際參與的思維，實質的協助他們

輸出醫療技術，真正為國際社會付出關懷，以人道主義關懷國際社會，進行諸

如國際衛生合作、人道及醫療援助。 

 

五、創造 NGOs 外交的附加價值 

 

非政府組織為了維持自主性，對於政治議題採取迴避方式，乃理論有其必

然，但介入國際議題不免牽涉政府間組織，此時可能涉及與政府或政府間組織

的互動關係，就有必要講究順應的策略做法。非政府組織擔任外交角色，所謂

的第二軌道外交，國際間已有許多人在談，因此也不必視為毒蛇猛獸避之唯恐

不及，只是該如何參與的問題。誠如許多國內非政府組織所提，台灣非政府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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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只要平日在基層耕耘，提供人道救援或醫療服務，能夠獲得國際聲譽與信

賴，則外國團體自然願意跟我們合作，透過這些國際 NGOs 顯現其影響力，對

於台灣加入 WHO 的目標，在不預期情況下創造出外交的附加價值。 

 

參、後續研究建議   

 

本文在研究過程中，發現尚有很多無法涵蓋的問題需要更審慎的思考，值

得後續研究加以關注，茲提出以下面向對於後續研究的建議。 

 

一、非政府組織外交角色的釐清 

 

當第一軌道外交空間的遭到限制，代表第二軌道的非政府組織既然被賦予補

充政府的外交功能，然而它在外交場合能否代表國家角色，執行國際協議的擬

定，以及進行國際協議可以產生何種效果？值得後續研究的觀察。 

 

二、非政府組織與政府之間的辯證關係 

 

本論文提出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的官民策略，亦提及政府與民間兩者關係

呈現為：收編、合作、互補、對抗等幾種關係，並未能充份說明兩者的關係內涵，

而且有些現象可能影響兩者的關係。這幾種關係是否能夠完全解釋兩者的互動關

係？以及兩者有無其他互動的關係，未來也可作為研究的議題，此有待日後續予

補充，或以專題進行詳細的探究。 

 

三、非政府組織能力和專業的關注 

 

本文在推論方面，對若干非政府組織介入國際事務可能過度理想化。究實而

論，當前台灣非政府組織的參與能力，仍面臨甚多挑戰有其侷限性。尤其從微觀

分析的組織管理層面，部分組織在資源供應的不足，而需要依靠政府或企業、個

人等資助，它們能否扮演第三部門治理社會的功能，仍有探討空間，有關 NGOs

本身的能力建構當然值得給予關注。再者，世界衛生組織和非政府組織的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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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了資訊的交流，以及互相協助的技術會議，以建立正式工作關係，這種關係

的建立，著重專業知識之導向，因此具有特定醫療專業領域能力的 NGOs，是

WHO 最樂於合作的對象，這方面顯然是非政府組織可以努力的強項，也是今後

值得探究的課題。 

 

四、非政府組織和國際組織合作關係的研究 

 

檢閱相關文獻與理論探討可以初步獲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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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是一個國家政府具有合法性，均可申請成為該組織的會員，

參與世界公共衛生政策的制定與執行。非政府組織在這個組織結構的角色，係建

立與世界衛生組織正式關係以介入或干預國際事務。因此，關於非政府組織和世

界衛生組織如何建立合作關係，以及兩者如何合作各項議題？值得後續加以探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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