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參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選擇研究方法 

社會科學有五個主要的研究策略，分別是實驗法、調查研究、檔

案記錄分析、歷史研究法和個案研究法。這五種研究方法與三種條件

的組合（如表 3-1-1所示），可以清楚看出每一種不同研究方法的意

義與重要性。這三種條件為：（1）所提出研究問題的類型；（2）研究

者在實際行為的事件上擁有的操控程度；（3）著重在當時的現象而非

歷史現象的程度（Yin，尚榮安譯，2001：5）。 

表 3-1-1 不同研究策略的相關狀況 

策  略 研究問題的形式 
需要在行為事件上

操控嗎？ 

是否著重在當時的

事件上？ 

實驗法 如何、為什麼 是 是 

調查研究 
什麼人、是什麼、

在那裡、有多少 
否 是 

檔案記錄分析
什麼人、是什麼、

在那裡、有多少 
否 是／否 

歷史研究法 如何、為什麼 否 否 

個案研究法 如何、為什麼 否 是 

資料來源：COSMOS Corporation（引自Yin，尚榮安譯，2001：6） 

本研究探討非營利組織公共性與知識分享意願的關係，主要是要

了解非營利組織的公共性如何及為何會影響組織的知識分享，研究乃

是檢視當時的事件，並且在相關實際行為上無法操控，因此本研究採

用「個案研究法」。個案研究是一種非常完整（all–encompassing 
method）的研究方法，其中包含了設計的邏輯以及特定的資料蒐集與

分析的方法。個案研究並不是一種收集資料的作法，也不僅只是一種

設計特徵，而是一種周密而完整的研究策略（Yin，尚榮安譯，2001：

41）。 

 

 

 

65



第二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所設計的研究流程，係參考Yin（尚榮安譯，2001：94-97）

之個案研究法，個案研究是一個完整的研究，也就是尋找關於個案事

實和結論的收斂性證據。本研究流程如圖3-2-1所示： 

圖 3-2-1 研究流程 

確定題目與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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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擇 個 案 

執行個案研究： 

文件資料收集與分析、

人員專訪、個案直接觀察

分析、撰寫個案報告 

引

出

個

案

的

結

論 

修

改

理

論

發

展

政

策

上

的

涵

義

 

總

 

 

結

分 

析 

與 

總 

結

準
備
、
收
集
、
分
析 

定 

義 

和 

設 

計

 

 

 

 

 

 

 

 

 

 

 

 

 

 

 

 

 

 

 

 

66



第二節 研究設計與內容 

一、文獻探討與理論發展 

本研究先針對非營利組織的公共性與知識分享等相關的議題，蒐

集國內外相關期刊文獻、出版品和資料，進行歸納、分析與整理，以

獲得對於非營利組織、公共性、知識、知識管理和知識分享等相關理

論的清楚認識。並根據文獻回顧所整理的理論為基礎，進一步發展本

研究對於非營利組織的公共性與知識分享意願的理論。 

二、個案研究 

（一）個案的選擇 

台灣非營利組織不像美國已有長時間的發展，但自從台灣解除戒

嚴（1987年）以後，台灣的非營利組織即蓬勃發展，並且多以財團

法人及社團法人的型態呈現，而且各有其特色。研究者與指導教授
13
一

同討論，並在台灣眾多非營利組織中，選擇「主婦聯盟之共同購買」

為個案研究的對象。係因「財團法人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以

下簡稱主婦聯盟基金會）多年來所從事的各項倡導議題與服務工作，

如垃圾分類、資源回收、廢除早自習、教育改革、家長會組織、自然

步道、共同購買等，如今都已蔚為社會風氣或成為政府的政策，對社

會產生重大的影響。該組織不但呈現出明顯的公共性特質，同時也在

推動各項倡導議題與服務工作中，累積豐富的知識。 

過去雖有一些以主婦聯盟為研究的對象，例如：（1）呂正成（1993）

以環境保護為消費訴求的消費者消費趨勢之研究。（2）邱育芳（1995）

探討論家庭主婦透過社區參與有那些反宰制的過程，對照於男性社會

又有什麼異質化的意義。（3）楊岱容（1997）研究主婦聯盟基金會所

扮演的角色、功能及一般的管理情形。（4）王俊秀、王采薇（1999）

研究發現在父權結構的社會制約下，家務與子女照顧成為天經地義的

母職，菜籃與搖籃也理所當然的成為家庭主婦的標準配備。當菜籃裏

                         
13 本研究指導教授參與台灣一知名財團法人社會福利組織十餘年，並且長期從事台灣非營利組織

之研究與觀察，對台灣非營利組織的現況與發展有著深刻的了解。研究者本身服務台灣一財團法

人組織十六年，並曾與台灣一些主要的非營利組織有著實質的接觸與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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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菜與搖籃裏的小孩都失去免於污染的自由時，環保引爆面

（eco-empowerment）中的內爆（inplore）開始醞釀。主婦聯盟就在

消費者運動、反污染自力救濟運動及解嚴的時空壓縮（time-space 

compression）中於成立，凝聚了上述的內爆族群。（5）胡儷馨（2002）

以日本生活協同組合的物流模式，研究導入台灣消費合作社的應用。 

由以上可知，近年來以主婦聯盟基金會為個案研究的主題多為社

會、環境保護、女性議題、一般性管理及消費合作社物流應用的探討，

未曾針對組織內部知識管理的相關議題做深入的探討。由於有關知識

管理的議題宜針對具體的工作與範圍來研究，主婦聯盟基金會的「共

同購買」推廣多年，成效卓著，目前也轉型成立「有限責任台灣主婦

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以下簡稱主婦聯盟合作社）主其事，是一個

具有價值的研究個案。因此，本研究選擇以「主婦聯盟」（以下表示

為主婦聯盟基金會與合作社的統稱）之「共同購買」作為深入探討非

營利組織的公共性與知識分享意願的研究個案。 

（二）選擇個案的原因 

本研究之所以選擇主婦聯盟為研究的對象，主要有以下的原因： 

1. 個案組織的公共性 

（1） 民間自發性的組織：本研究的對象為民間自發性的組織，

排除政府所設立的法人組織，主婦聯盟符合本研究所設定

的研究範圍。 

（2） 倡議、遊說和公益工作的成就：過去十多年以來，主婦聯

盟有許多當初推動的事務，如今都已蔚為社會風氣或成為

政府的政策，例如：垃圾分類、資源回收、廢除早自習、

教育改革、家長會組織、自然步道、共同購買等。 

（3） 主婦義工參與的組織：主婦聯盟與大多數在台灣的非營利

組織不同的是，主婦聯盟是由一群家庭主婦（大多數為志

願工作者）所參與的組織，而她們的成就告訴了我們家庭

主婦的開創力與行動力（王俊秀、王采薇，1999）。雖然

家庭主婦所關心的事務，侷限於日常生活與周遭的事務，

然而這些家庭主婦以母性無比的愛心及堅韌的努力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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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實踐環境保護工作，她們的表現不僅具有吸引力，更具

有震撼力，不但受到社會的肯定，也改變了社會對家庭主

婦的觀念。 

2. 個案組織的知識與知識分享 

（1） 組織的知識豐富性：主婦聯盟成立十多年以來，所關懷的

層面非常廣泛，包括環保、教育、消費者、自然生態等，

因此組織累積相當豐富且多樣性的知識，值得進行有關知

識分享議題的研究。 

（2） 個案的完整性：研究知識管理的實例，宜聚焦在一完整的

範圍之中，主婦聯盟之「共同購買」是一個非常具有深入

探討價值的實例。 

（3） 組織架構的彈性：主婦聯盟之「共同購買」的推廣，先由

「財團法人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開始，到目前主要

由「有限責任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執行。在組

織架構上由「財團法人」開始，轉變到目前的「有限責任

消費合作社」，過程中蘊含豐富的經驗，是一個具有研究

價值的個案。 

（三）個案資料收集 

個案研究的任何研究發現或結論，如果是根據某個確證的模式，

以幾種不同的資訊來源為基礎，都可更正確而且具有說服力，這也就

是三角檢定的過程（triangulation
14
）。一個好的個案研究要儘可能

地使用不同種類的資料來源（Yin，尚榮安譯，2001：142）。本研究

設計的資料收集方式，主要以文件資料的蒐集、人員的訪談以及直接

觀察等三大類，來建立本研究之多重收斂的證據來源，如圖3-3-1所

示。並且從以上的資料彙整分析中，得到個案組織發展歷程所呈現的

                         
14 當一項研究中融進一種以上的方法時，便是採多元方法（multimethod）來收集資料，亦稱為

三角交叉檢視法（triangulation）。它源自「導航和戰爭策略」的用語，這種以合併多種不同方

法來導出「策略」的思考，被 Denzin（1978）首次引至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中。這種思考的基

本假設是任何一種資料、方法和研究者均有其各自的偏差，唯有納入各種資料、方法和研究者時，

才能「致中和」（neutralize）（Jick，1979）。由於「多元方法」之科學哲學上的取向為「尋求

值得信賴的解釋」（seeking trustworthiness），而非實證主義之「否證（假設）原則」

（falsification）（Popper，1965），故多元方法即使納入量性方法亦仍屬「質性研究」範疇

（Brody，1992）（引自胡幼慧，2001：271-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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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事實、數據、人員訪談歸因、以及研究者所觀察到的現象，作為

個案分析的佐證資料。 

圖 3-3-1 本研究之多重收斂的證據來源 

 

直接觀察                       人員訪談 

（焦點式及開放式訪談） 

事  實 

文   件 

資料來源：本研究 

有關本研究針對個案組織進行系統性的文件資料的蒐集、人員的

訪談以及直接觀察，分述如下： 

1. 文件資料 

對個案研究而言，文件最重要的用處，是確認和增強由其他來源

而來的證據（Yin，尚榮安譯，2001：144）。目前主婦聯盟在社會上

非常活躍，並提供多項服務，因此有關主婦聯盟的文件資料十分豐

富，為本研究主要的參考來源。 

由於文件在任何個案研究的資料收集中，都扮演了一個明確的角

色，因此有系統的搜尋相關文件，在所有資料收集計畫中都很重要

（Yin，尚榮安譯，2001：144）。本研究以系統的方式搜尋個案相關

的文件，主要的文件資料包括：個案組織簡介、會訊、對外聯繫及內

部溝通的相關文件和網站資料、活動文宣品、相關新聞稿、研討會資

料、論文等。並且透過以上的文件資料來了解個案之發展歷程、使命

與目標、業務運作現況、管理原則、組織設計、組織的公共性與知識

管理的相關議題。 

2. 人員訪談 

Yin（尚榮安譯，2001：148）認為訪談是個案研究最重要的資訊

來源之一，本研究將同時採取開放式與焦點式訪談，主要的原因是為

了避免開放式訪談會過度依賴關鍵回答者所提供的訊息，以及避免研

究者問了引導性的問題，使得焦點式訪談不能達到訪談確證性的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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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根據相關理論的回顧與探討，推演出實務觀察的重點，並

綜合個案組織的文件資料加以分析後，針對個案組織進行人員的訪

談。首先針對個案組織的關鍵人員（合作社理事主席、合作社組織部

經理、基金會董事長）進行焦點式訪談，接著再針對其他相關人員（合

作社士林好所在站長、合作社社員）進行開放式的訪談。然而Yin（尚

榮安譯，2001：149）在開放式的訪談中提及，當受訪者間好像一直

重複同樣的講法時，研究者也要小心謹慎，並以隱密的方式彼此確

認，並且需要進一步的探查。關於這一部分，本研究輔以直接觀察的

方式，來進行確認與核對。 

本研究主要的人員訪談對象為個案組織參與「共同購買」的主要

成員，如表3-3-1所示，人員訪談均進行錄音並整理成逐字稿。 

表 3-3-1 本研究人員訪談對象一覽表 

代號 職          稱 訪談日期 訪談時間 

A-1 
有限責任台灣主婦聯盟生活

消費合作社理事主席 
2002年11月22日 2小時 

A-2 
有限責任台灣主婦聯盟生活

消費合作社組織部經理 
2002年12月 3日 1小時45分

A-3 
財團法人主婦聯盟環境保護

基金會董事長 
2002年12月16日 3小時 

A-4 
有限責任台灣主婦聯盟生活

消費合作社士林好所在站長 
2002年12月18日 1小時15分

A-5 
有限責任台灣主婦聯盟生活

消費合作社社員 
2002年12月28日 30分 

資料來源：本研究 

3. 直接觀察 

當研究者實地拜訪個案研究的「場所」時，就創造了直接觀察的

機會。倘若想要研究的現象並不全然是歷史性的，透過觀察，就可以

取得一些相關行為以及環境條件的資訊，這種觀察可以做為個案研究

另一種證據的來源。直接觀察包括了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資料收集活

動，對正式的觀察來說，觀察計畫會成為個案研究計畫書的一部分，

而比較不正式的觀察中，直接觀察可能是在實地拜訪的過程中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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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包括了在收集如訪談等其他證據期間的機會。例如，建築物的狀

況或是工作空間會指出一些有關組織氣候、或是組織衰退的事情；同

樣地，回答者辦公室的位置或內部陳設，也可能指出其在組織中的地

位。觀察的證據通常能用來提供關於研究主題以外之額外資訊（Yin，

尚榮安譯，2001：151-152）。 

本研究根據個案文件資料了解個案組織的運作方式，並且透過參

加個案組織所舉辦的研習會和活動以及人員訪談的機會，對個案進行

直接觀察。Yin（尚榮安譯，2001：152）認為不論是正式的或非正式

的觀察，由一個以上的觀察者來觀察，是增加觀察證據信度的一個常

用程序。因此當資源許可的時候，個案研究調查應該考慮能用到多位

觀察者。因此，本研究除了研究者本身，並邀請研究者的妻子一同前

往觀察，由於研究者的妻子接受過新聞訓練並曾任報社記者，亦為主

婦聯盟合作社的社員，因此有助於人員的訪談及資料的收集。每次觀

察後，均先彼此討論，才記錄觀察的重點，如此將可增加觀察證據的

信度。 

本研究之各項直接觀察表列於表3-3-2，每次直接觀察均作成記

錄，並與人員訪談逐字稿共同作為個案分析的佐證資料。 

表 3-3-2 本研究進行直接觀察之一覽表 

代號 觀察對象、場所或活動／地點 觀察日期 

B-1 婦女與環境論壇／台北市客家藝文中心 2002年7月26日 

B-2 2002年生活系列講座：女性的合作事業∼

談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台北市客家

藝文中心國語日報社 

2002年9月14日 

B-3 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台北總社及三

重好所在 

2002年11月22日

B-4 消費學習會（社員研習會）／基金會 2002年12月14日

B-5 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 2002年12月16日

B-6 主婦聯盟合作社士林好所在 2002年12月18日

B-7 社員聯誼／合作社士林好所在 2002年12月20日

B-8 社員生產者之旅／雲林、彰化 2002年12月28日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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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本研究將人員訪談逐字稿及直接觀察記錄編碼，作為本研究資料

分析之用，以下舉例說明本研究之編碼方式： 

 （A-1，2-4）：表示人員訪談對象A-1之逐字稿的第2至第4

行。 

 （B-1，6-8）：表示項目 B-1 之直接觀察記錄的第 6 至第 8

行。 

由於人員訪談逐字稿與直接觀察記錄的內容很多，因此並未附加

於附錄之中，將另行彙集成冊。 

（四）個案分析 

本研究適當運用（1）多重的證據來源、（2）建立個案研究資料

庫、（3）發展一連串的證據鏈等三項原則（Yin，尚榮安譯，2001：

157-170），將上述三種資料來源所得到的好處發揮到最大。並將結果

與理論比較，進而補充理論架構的不足，依此提出研究的分析、結論

與建議。 

 

第四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採個案研究法，將有下列幾點限制： 

一、 由於本研究以文件資料分析、人員訪談以及直接觀察等方式進

行研究，所蒐集的資料可能不夠完整，又可能因受訪者之主觀

認知判斷，而影響推論的結果，造成難免的偏誤。 

二、 本研究僅針對一個非營利組織個案進行研究，唯每一組織可能

因規模、組織特性、任務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屬性，變數可能因

此而有異，未來參考相關模式或推論上的適用範圍會受到部分

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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