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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研究設計研究設計研究設計研究設計 

 

研究設計的目的是針對研究問題提出可行的解答方法，因此

本章基本上分為八大部分；第一節提出研究問題與研究概念架

構，為本研究關注的焦點與範圍，並以圖表說明研究概念間的關

係與資料分析的邏輯性關係；第二節為研究方法的陳述，用以交

代整個研究過程與研究決策；第三節則對資料收集的方法的說

明；第四節在說明研究變項說明；第五節則是有關研究對象與抽

樣方式；第六節是說明資料收集與分析的過程；第七節則是研究

倫理的考量，以保障參與研究基金會的權益；第八節是有關信度

與效度的討論，並說明如何控制本研究的信度與效度；此研究設

計成為本研究的引導方針，並提醒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需注意的

相關事項。 

 

3.1研究概念架構研究概念架構研究概念架構研究概念架構 

本研究就台灣社會福利基金會之治理原則為主題，並嘗試跨

界借用企業的公司治理之原則，以探討用於社會福利基金會之相

關問題。並將研究的概念架構以圖示表達之。 

 

針對研究主題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對台灣社會福利基金會

對於治理原則的探討，以及基於上章文獻資料之分析，研究者跨

界借用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 OECD之治理原則、里昂證券有限公

司公司治理核心原則以及葉匡時教授的良好公司治理的四個原

則以及非營利組織治理、責信等文獻整理修訂後，建立本研究之

概念架構與範圍，並依此設計訪談大綱與問卷，進行研究設計與

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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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1 非營利組織治理原則研究之架構非營利組織治理原則研究之架構非營利組織治理原則研究之架構非營利組織治理原則研究之架構(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訂) 

 

3.2.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依據研究目的之不同，Yin(1994)認為，探索性（exploratory）

研究較適用於研究者缺乏明確研究問題時，主要是在發掘各種現

象發生原因與方向，以定義問題與後續研究假說，並提供進一步

研究想法。由於本研究擬藉由瞭解台灣社會福利基金會之治理狀

況，透過跨界類比企業公司治理的原則運用於社會福利基金會，

探索台灣社會福利基金會的治理現況，如何運用公司治理的原則

以建構社會福利基金會的治理架構。從第一章的研究背景與第二

章的文獻與理論探討中也發現，本研究所欲探討與分析的現象，

過去文獻較少討論。因此，本研究採取探索性的研究方法，目的

在於對現象進一步觀察與瞭解，搭配文獻之現有理論觀點，發掘

重要概念，以得到對現象較為深入觀察，並解釋彼此關係以利解

釋跨界類比運用之可能，以建立具有理論意涵的概念模式。 

 

針對研究問題，提出解答研究問題的方法，包含研究方法的

選取、實證資料的收集、研究工具的討論以及資料的處理過程。

本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應具備三大特點：（1）結合理論與實務；

（2）以類比方式作跨界應用（3）運用質量並重的方式進行研究。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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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織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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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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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的原則 

1. 揭露與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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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平性 

5. 董事會的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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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本研究係採探索性研究，為符合探索性研究的研究

目的，以非營利組織治理在社會福利基金會的機制與運用有所瞭

解，所以採用以質化研究為主量化為輔的方式進行，資料的收集

與分析則透過文獻資料收集、深度訪談以及問卷調查法。 

 

3.3.資料收集的方法資料收集的方法資料收集的方法資料收集的方法 

本節主要說明本研究之資料蒐集方式有文獻資料、深度訪

談、以及問卷調查等方式收集資料，運用的工具則包括深度訪談

大綱、問卷設計與研究者本身。 

 

3.3.1.文獻資料分析法文獻資料分析法文獻資料分析法文獻資料分析法 

「文獻」一詞原意指典籍，今專指具有歷史價值的圖書文物

資料，這說明文獻的基本內涵是紀錄過去有歷史價值的知識，文

獻外延範圍很廣包括：現代社會的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藝

術館、聲像館、科技情報中心以及各單位的圖書資料室、檔案室

以及私人所收藏的一切文字、符號、圖形、聲頻、與視頻等手段

紀錄下來的各種有歷史價值的知識載體。總之，文獻的內涵本質

是過去發生的社會事實紀錄，並屬於有歷史價值而保留下來的知

識。 
 

本研究為瞭解台灣財團法人社會福利基金會的治理現況，以

及建構相關的理論架構與研究假設，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法。係

針對國內外有關此論題之圖書、期刊、專論、研究報告、學位論

文、政府出版品、學術會議資料以及國內現有之相關法規等資

料，進行系統性的分析與整理，依據文獻分析結果，建構本研究

的理論架構與研究假設，並以之作為擬定調查問卷與訪談主題的

基礎。 

 

3.3.2.深度訪談法深度訪談法深度訪談法深度訪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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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彌補文獻分析無法知悉組織內部動態，且研究題材並非單

從表面及文獻中可得知其運作方式。因此依據文獻資料分析初步

建構研究範圍，續而採用深度訪談調查法對立意抽樣社會福利基

金會收集對治理之動態資料。 

 

深度訪談調查法是指研究者經由預先的題目規劃，以深入訪

談的方式獲取必要的資料，經由記錄整理、分析、比較，以達到

對該研究主題的研究成果。訪談法對於受訪者有較大的自由答

覆，優點在於能收集到回答者對調查問題的情感、態度與價值判

斷，以及在不受限制下充分與詳細的表達意見。深度訪談法是質

化研究中最基礎的資料收集方法，訪談的目的在使研究者能夠進

入受訪者的觀點做資料的解釋（簡春安，1992；莫藜藜，1992；

朱美珍，1992）。1
  

 

配合研究目的，本研究選擇以標準化開放性訪談為主，而後

再依據實際訪談的需要，輔以訪談引導法與基金會中重要關係人

（key person）進行面對面的訪談蒐集治理在社會福利基金會的

相關資料；所謂重要關係人係指在進行研究之前，除事先取得參

與研究的基金會同意之外，並邀請基金會決策層的董事長、常務

董事或資深董事與高階管理層的執行長、副執行長、主任各一

名，分別進行深度訪談，基金會這兩位受訪者即為本研究所謂之

重要關係人。 
 

3.3.3.問卷調查法問卷調查法問卷調查法問卷調查法 

為佐證深度訪談的不足，本研究在依據文獻分析後所提出之

架構，以及深度訪談的資料，即發現基金額度太小（新台幣一千

                         
1 Patton(1990)將質化研究的訪談法分為四種：1.非正式會話訪談：沒有預先準備訪問的問題或措辭，

問題原自於研究的情境中。2.訪談引導法：訪問的主題或議題是事先設定好的，但由研究者在訪談

的過程中，再決定問題的優先順序與措辭。3.標準化開放性訪談：預先設定好問題的優先順序及措

辭，並對所有受訪者都以相同的順序、相同的問題，但是所有的問題均以完全開放式的問句進行。

4.封閉式且固定反應的訪談：問題及受訪者的反應種類皆在事先設定，反應是固定化的，受訪者僅

能在這些固定性反應中做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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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以下）的基金會，因為經費少、人員少、業務少以致對治理

幾乎完全沒有概念與想法。因此在問卷設計研究問卷，以及郵

寄、電子郵件、傳真等的方式寄出426份問卷，主要是對基金新

台幣一千萬以上之台灣社會福利基金會進行問卷調查。重心在於

瞭解社會福利基金會董事會與執行長角色與互動關係，基金會對

責信與透明度等狀況，以瞭解其目前社會福利基金會相關治理活

動之現況，和對於治理之意見。 

 

3.3.4.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 

本研究收集實證資料的研究工具有三種，一為訪談大綱，二

為問卷，三為研究者本身。 

 

3.3.4.1.訪談大綱訪談大綱訪談大綱訪談大綱 

訪談大綱是係採自於研究者的另一份研究訪談大綱中第

壹、貳- 一-1、三（一）1、及四之資料（見附錄一、底色部分），

依據公司治理與非營利組織治理的理論和相關概念發展而成

的，目的在探討並收集治理在社會福利基金會中的現況以及基金

會對治理的看法、意見。從文獻資料分析發現目前非營利組織治

理的研究，通常都是集中在董事會及執行長部份，很少會討論治

理原則，本研究係採有關董事會職責、責信、責任、公平性及透

明度上，對利害關係人與社會大眾有所交代，所設計訪談大綱的

問題。 

 

在訪談大綱的發展過程中，因為治理的原則與運用如上述之

複雜，除與論文指導教授、非營利組織研究學者進行討論外，並

與資深的實務工作者討論，以確定訪談大綱的內容確實能涵蓋基

金會治理的重要概念又不會落入實務執行的瑣碎，因為治理原則

對基金會來說仍是概念化所以使用的問句與措辭是要基金會能

理解的，以減少誤差的發生。 

3.3.4.2.問卷設計問卷設計問卷設計問卷設計 

問卷的設計除同樣依據公司治理與非營利組織治理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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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相關概念發展而來，更多是依據深度訪談後的發現以及基金會

的建議修改後，再與論文指導教授進行討論，由於有深度訪談的

經驗在設計問卷時較能取捨要問的問題與需要收集的資料之關

連度。囿於問卷調查無法對研究的對象做過多的溝通與說明，而

基金會治理的概念又是新的概念，所以在用語上不斷討論、修訂

成為基金會工作者能瞭解的詞句以減少誤差和不知如何回答。 

 

本研究的問卷是以文獻資料分析以及深度訪談為設計依

據，共計為四大部分：第一部份為基金會基本資料，第二部份為

基金會治理中最重要的董事會與執行長之遴選、組成、分工角色

與功能。第三部份則為基金會治理原則中關於透明度的狀況。最

後第四部份則為瞭解其對基金會治理的態度。 

 

3.3.4.3.研究者角色研究者角色研究者角色研究者角色 

在質化研究中，研究者本身即是研究工具，研究者與研究對

象間會互相影響，因此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扮演著關鍵角色，有

必要對研究者角色加以界定；雖然 shaffir(1984)以及周月清

（1985）認為在質化研究中，研究者的角色可分為陌生人

（stranger）、初學者（novice）、局內人（insider）、邊緣人（marginal 

man）等四種角色。本研究的目的在探討治理在社會福利基金會

的運用狀況，所以選擇以「陌生人」的角色進入研究的場境，與

受訪者進行標準化開放性訪談。雖然深度訪談中訪談員的能力佔

了很大的份量，這部份由於研究者在台灣非營利界工作，從基層

社會工作邁入社會福利領域工作至今已近三十年，研究台灣非營

利相關之議題也近十年。加上除社會工作之基礎外，於1993年進

修習得管理碩士，並在實踐大學授課以及辦理非營利組織管理者

在職訓練均十餘年，近年來更不斷進修管理學位課程，在資歷上

才有機會訪談基金會的董事長（董事）以及執行長的機會，能力

上也能協助受訪者自由而廣泛的表達意見、價值與態度。但是缺

點卻是因而無法純以「陌生人」角色進行訪談，過程中老師、好

友、伙伴、研究者的角色不斷交錯，惟老師的角色多出現在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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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作說明與解釋，老友的角色多出現探討價值與態度時，伙伴

則多出現在討論治理之原則與運作時，最後研究者的角色是出現

在需要緊扣研究目的時出現。 

 

3.4.研究對象與抽樣方式研究對象與抽樣方式研究對象與抽樣方式研究對象與抽樣方式 
本節主要說明本研究對象之選取與抽樣方式。 

 

3.4.1.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對象係以台灣地區政府機關登計有立案之非營利

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概稱社會福利基金會），並以內政部

社會司在 2003年 12月所編印之「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

金會名冊」上所列的社會福利基金會為依據，篩選出本研究的研

究對象。為使本研究有意義，依據文獻資料發現需要如此較周延

的治理機制者，應該與組織的資源、規模有關。 

 

在企業組織討論公司治理以「上市上櫃公司」公司為主要對

象，對投資人來說上市上櫃公司是可以在市場上自由選擇買賣，

而投資人買該公司股票無非是希望獲利；對上市上櫃公司來說則

代表著開始吸收社會大眾投資人的資金，投資人的資金投入的選

擇依據之一便是該公司所公開的資訊（尤其財務資訊），由於所

公告的資訊係由管理階層所準備的，故有所謂的代理成本與資訊

不對稱的問題，造成投資人可能的損失。 

 

對非營利組織來說這樣的現象有其相似性與類比性，台灣非

營利組織多為中小型甚至是微型組織（錢少、人少、事少），在

過去的研究經驗也發現，中小微型的非營利組織根本無力談治

理，也沒有治理的概念；而對於大型組織（錢多、人多、事多）

的組織，尤其需要從外部獲得更多資源的組織則為了對利害相關

人以及社會的交代，才會需要更重視的治理。 

 

因為基金會的運作係以運用基金孳息為主要財務來源，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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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足以為其營運之需要。基金額度過小，孳息就少，譬如，擁有

新台幣一千萬元基金的基金會，以第一銀行二年期定期利率來

看，在 2001 年初還有 5%之水準，但在 2003 年 2 月已下滑至

1.55%，利息收入整整打三折，今年（2005年七月）中央信託局

公告的一年期定存利率為 1.79%，合計起來一年孳息的收入不到

二十萬元，連請一位專職專任人員的薪資都不夠，較難有組織化

的服務以及對治理的需求。故本次研究對象的篩選是排除基金低

於新台幣一千萬基金的小型基金會，以基金新台幣一千萬元以上

（含一千萬元）的社會福利基金會為研究對象。 

 

因此本研究選擇七家深度訪談的基金會為本研究的主要對

象，其次以基金新台幣一千萬元以上規模的 426家基金會為研究

的輔助對象。在選擇深度訪談的七家社會福利基金會中，有四家

是全國性、基金超過新台幣一億元，年度運作經費已近一億或以

上，工作人員超過一百人，事業規模以具有兩個以上的附屬作業

組織者，類比為企業上市上櫃的公司規模。此外選擇的三家其中

兩家是直轄市的社會福利基金會，一家是縣市級的社會福利基金

會，同樣的是這三家基金會的都是規模較小：基金一千萬、年度

運作經費在一千萬以下、工作人員五人以下、無附屬作業組織，

服務以方案為主。 

 

3.4.2.樣本設計樣本設計樣本設計樣本設計 

本研究係以深度訪談及問卷調查之方式收集資料，樣本設計

包含三個部份：研究母群體、抽樣架構、和抽樣方法。 

 

1.研究母群體研究母群體研究母群體研究母群體：依據內政部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名冊

（2003）上所列名之 552家基金會中，基金新台幣一千萬元以

上之 426家社會福利基金會為研究母群體。 
 
 

2.抽樣架構抽樣架構抽樣架構抽樣架構：：：：本研究為探索性研究，參考企業區分為上市上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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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之概念，對深度訪談對象做立意抽樣，問卷部份則對基金

一千萬元以上之社會福利基金會全面調查。 
 

3.深度訪談抽樣方法深度訪談抽樣方法深度訪談抽樣方法深度訪談抽樣方法：：：：以全國性、直轄市、縣市政府，以及依

規模大小等以立意抽樣（purposeful sampling）的方法選取 7

家規模在新台幣 1000 萬元以上的社會福利基金會組成深度訪

談研究的樣本；每家均邀請董事會董事（董事長、董事）一名

與高階管理者（執行長、副執行長）一名，以分別由扮演委託

人（principle）的董事以及代理人（agent）的管理人之角色深

探其意見，並作為問卷設計之參考。依此選取七個研究樣本進

行深度訪談，選樣的結果如下表所示: 

 

表表表表 3-1.深度訪談基金會名單深度訪談基金會名單深度訪談基金會名單深度訪談基金會名單 

編 

號 
區域 

主管 

機關 

成立

時間 
成立基金 

2004 年 

運作經費 
員工數 

有無附屬作

業組織 

A01 全國 內政部 1954 889,525,398 2,100,000,000 600 

有23個分事

務所、7 個機

構 

A02 全國 內政部 1981 289,699,022 270,000,000 300 
有 3 個附屬

機構 

A03 全國 內政部 1982 162,276,000 90,000,000 300 

有 6 個中心

3 個附屬組

織 

A04 全國 內政部 1983 132,773,622 600,000,000 1,000 
有16個服務

據點 

B01 直轄市 台北市 1994 10,000,000 2,000,000 3 無 

B02 直轄市 台北市 1999 10,000,000 8,000,000 3.5 無 

C01 縣 苗栗縣 2001 10,000,000 6,000,000 4 無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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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補深度訪談之不足，另針對台灣現行登記有案之社會福利

慈善基金會進行調查，在台灣的 552家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中基

金新台幣一千萬元以上之基金會有 426 家為本研究問卷調查的

主要對象（本數據主要是依據內政部社會司在 2003年 12月所編

印之「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名冊」而來所），其服

務範圍有全國性質者 134家、直轄市共 91家（台北市 72家，高

雄市 19家）、台灣省 26家，以及各縣市政府管轄者 175家，共

426家進行問卷調查（詳如表 3-2）。 

 

表表表表 3-2  問卷調查基金會數量表問卷調查基金會數量表問卷調查基金會數量表問卷調查基金會數量表 

區域 全部家數 基金 

NT1,000 萬元以下 

基金基金基金基金 

NT1,000萬元以上萬元以上萬元以上萬元以上 

全國性 138 4 134 

台灣省 29 3 26 

縣市 244 69 175 

台北市 116 44 72 

直轄市 

高雄市 25 6 19 

合計 552 126 426 

 

3.5.資料收集與分析過程資料收集與分析過程資料收集與分析過程資料收集與分析過程 

資料收集除文獻之外即是透過深度訪談與問卷調查，本節除

說明這兩種資料的收集，並說明收集之資料的分析過程。 

 

3.5.1.深度訪談質化資料的收集與分析深度訪談質化資料的收集與分析深度訪談質化資料的收集與分析深度訪談質化資料的收集與分析 

深度訪談資料收集深度訪談資料收集深度訪談資料收集深度訪談資料收集：：：：本研究在深度訪談對象決定之後，事先

以電話確認接受訪談之意願，再將訪談大綱寄出並確認收訖以及

瞭解訪大綱內容，之後對同一家基金會之董事長與執行長分別做

深度訪談，過程中除以兩部錄音機做全程錄音，並由研究員與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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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助理做重點記錄，為顧及受訪談對象的權益及隱私，本研究對

於基金會的名稱係以代號的方式呈現。整個訪談時間是從2005

年1月起持續至5月底為止，每位受訪時間不等，原則上實施實地

訪談，因事先均已取得訪談題目，並做妥善的準備，故訪談時間

約為1至2小時以上。訪談對象與時間如下表： 

 

表表表表3-3 深度訪談對象與時間表深度訪談對象與時間表深度訪談對象與時間表深度訪談對象與時間表 

編號 
受訪人 

職稱 

性
別 

訪談方式 訪談地點 訪談時間 

資深董事 女 親身訪談 台北市，受訪者辦公室 
2005.2.21. 

1430-1630 
A01 

副執行長 女 親身訪談 台中市，受訪者辦公室 
2005.1.26. 

1400-1700 

副董事長 女 親身訪談 台北市，受訪者辦公室 
2005.3.28. 

1400-11600 
A02 

主任 男 親身訪談 台北縣，受訪者辦公室 
2005.4.8. 

1400-1530 

董事長 男 親身訪談 台北市，受訪者辦公室 
2005.1.27. 

1600-1830 
A03 

執行長 女 親身訪談 台北市，訪談者辦公室 
2005.2.2. 

1600-1830 

董事 女 親身訪談 台北市，受訪者辦公室 
2005.4.8. 

1100-1300 
A04 

副執行長 男 親身訪談 
新店市，受訪者辦公室附

近咖啡廳 

2005.3.23. 

1230-1500 

執行董事 女 親身訪談 台北市，受訪者辦公室 
2005.3.14. 

1100-1300 
B01 

執行長 男 親身訪談 台北市，受訪者辦公室 
2005.3.8. 

1000-1200 

董事 男 親身訪談 台北市，受訪者辦公室 
2005.3.25. 

1200-1400 
B02 

執行長 男 親身訪談 台北市，咖啡廳 
2005.3.22. 

1200-1400 

董事長 男 親身訪談 台北市，餐廳 
2005.5.19. 

1900-2100 

C01 

執行長 女 親身訪談 

先在地方身心障礙福利
大樓會議室溝通，再到台
北市，餐廳訪談 

2005.5.19. 

1500-1800 

 

本研究中的深度訪談質化資料的整理，係透過錄音帶逐句謄

錄為文字，再與訪談時重點記錄作校對，作為分析資料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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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逐句謄錄的資料，再加以整理、依研究架構作類別化資料、描

述資料作詮釋與分析，以利撰寫分析報告。 

 

3.5.2.問卷量化資料的收集與分析問卷量化資料的收集與分析問卷量化資料的收集與分析問卷量化資料的收集與分析 

研究者先於2005年5月初以郵寄方式寄出後，隨後以電話追

催收以及確認工作，發現內政部名冊上之資訊許多因沒有更新，

未收到的再以傳真以及 mail等方式補寄出之後再以電話催收，

經電話追蹤實際可以追蹤填寫問卷的社會福利基金會發現，基金

會有已遷移的、電話為空號的、電話沒人接聽的、電話不通的、

以及名冊上無電話的和網頁打不開無法得到基本資訊的，而追蹤

到改電話以及電話改為傳真的都已盡量聯絡上並邀請回填問卷

共有341家（表3-4）。 

 

表表表表3-4.問卷調查社會福利基金會追蹤狀況表問卷調查社會福利基金會追蹤狀況表問卷調查社會福利基金會追蹤狀況表問卷調查社會福利基金會追蹤狀況表 

追蹤結果追蹤結果追蹤結果追蹤結果 基金會家數基金會家數基金會家數基金會家數 可追蹤問卷的家數可追蹤問卷的家數可追蹤問卷的家數可追蹤問卷的家數 

有聯絡上的 308 308 

傳真機電話 3 3 

改電話 30 30 

遷移 12 0 

空號 24 0 

沒人接 37 0 

電話不通 7 0 

無電話 3 0 

網頁打不開 2 0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426 341 

 

再從可追蹤的341家基金會中，以電話催收問卷的結果有因

無意作答、資訊不便提供、負責人不在無法填寫問卷以及不會填

等因素，故而可追蹤而且有機會回覆問卷的社會福利基金會共有

256家，電話催收結果如表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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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3-5.問卷調查催收追蹤狀況表問卷調查催收追蹤狀況表問卷調查催收追蹤狀況表問卷調查催收追蹤狀況表 

追蹤基金會狀況追蹤基金會狀況追蹤基金會狀況追蹤基金會狀況 家數家數家數家數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可追蹤問卷之基金會可追蹤問卷之基金會可追蹤問卷之基金會可追蹤問卷之基金會 341 100% 

電話催收問卷狀況電話催收問卷狀況電話催收問卷狀況電話催收問卷狀況   

無意作答 44 13%  

資訊不便提供 11 3% 

不適用 13 4% 

負責人不在 16 5% 

不會填 1 0% 

不填寫問卷不填寫問卷不填寫問卷不填寫問卷 85 25% 

可填寫問卷可填寫問卷可填寫問卷可填寫問卷 256 75% 

 

經過繼續追蹤催收的結果，實際回收五十份問卷，其中一份

為匿名無法查其基本資料以及二份的基金低於新台幣一千萬為

無效外，有效以47份計（表3-6）。就回收有效問卷47件就如同

一般問卷的低回收率一般，回收率為18%，但因為本研究以深度

訪談之質化研究為主，故問卷的統計係為輔助資料之運用。 

 

問卷調查的量化資料則於回收的有效問卷，經由人工的校正

及篩選後，予以編碼便鍵入個人電腦中，然後以SPSS for window 

8.0中文版的統計套裝軟體進行資料分析。 

表表表表3-6. 回收有效問卷之狀況回收有效問卷之狀況回收有效問卷之狀況回收有效問卷之狀況：：：： 

區域區域區域區域 全部全部全部全部 

基金會基金會基金會基金會 

基基基基金金金金 NT1,000

萬元以上萬元以上萬元以上萬元以上 

可追蹤填寫問可追蹤填寫問可追蹤填寫問可追蹤填寫問

卷之基金會卷之基金會卷之基金會卷之基金會 

回收有效回收有效回收有效回收有效

問卷問卷問卷問卷 

回收率回收率回收率回收率 

全國性 138 134 84 16 

台灣省 29 26 16 9 

縣市 244 175 104 11 

台北市 72 116 42 7 
直轄市 

高雄市 19 25 10 4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552 426 256 4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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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研究倫理的考量研究倫理的考量研究倫理的考量研究倫理的考量 

從事任何研究工作，都必須將研究倫理與科學研究的設計與

執行一並納入考量。而研究者係具有社會工作的基礎做管理學的

研究，故在社會工作者通常在社會脈絡中進行研究，涉及人的因

素，面臨多面向的倫理考量；基本上至少需考量五個層面：1.研

究對象是志願性且是事先同意參與研究。2.研究的過程與結果不

可對研究對象造成任何得傷害。3.有關研究對象的資料應謹守匿

名性與保密性原則。4.不可欺騙研究對象，研究者應表明身份。

以及5.研究的分析與研究報告需誠實、井然有序的陳述，而且研

究結果需與研究對象及社會工作同業分享（Rubin & Babbin，

1993）。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社會福利基金會，基於治理的需求前

提，故而立意邀請四家大型、三家小型的基金會為研究對象，需

先徵得參與研究的同意，及先提供訪談大綱經得基金會受訪者的

應允以及配合訪時間和地點，並提供必要的資訊（例如論文計畫

摘要等）。於深度訪談時並徵得錄音與筆記重點之同意，對受訪

者所提供之相關資料已先確認使用程度與是否需要歸還，雙方均

經過充分溝通與正式承諾同意參與本研究。 

 

3.7.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 

本研究係以質化為主量化為輔的研究，主要的研究限制則有實

證資料收集上的限制、實證資料分析上的限制以及基金會對「治

理」概念認知等四部分的限制。 

 

   因為是探索性的質化研究，在研究樣本的選取上以立意抽樣

中的分級、規模方式為之。在深度訪談的研究對象方面，就台灣

地區社會福利基金會中規劃全台灣、直轄市、縣市等三級，加上

基金與運作的規模，更重要的是每個基金會談董事一位、執行長

一位，故需要考慮基金會的選擇和受訪者的意願。專家學者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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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有中正大學、台灣大學、政治大學等學者，政府部門則隨機

訪談內政部社會司業務主管。在問卷調查對象上，因假設需要「治

理」則至少需要有一定的規模，尤其是與社會資源網絡接觸較多

的，故以基金新台幣一千萬元以上的基金會為調查對象。 

 

3.7.1.實證資料搜集上的限制實證資料搜集上的限制實證資料搜集上的限制實證資料搜集上的限制 

在資料搜集方法上，以訪談法為主問卷法為輔，這兩個方法

所能取的資料有限，只能廣泛的瞭解基金會現有的與態度，而不

能深入探討怎麼做，這會影響到資料分析的深度。另外，僅訪談

基金會重要關鍵人（key informants），忽略基金會其他利害關係

的訊息，這可能會遺漏掉某些與本研究相關的重要訊息，造成資

料蒐集上的不夠周延。 

 

在文獻資料探討方面，目前有關台灣的非營利組織治理之文

獻多在於以非營利組織的董事會、董事會與執行長等內部的決策

與管理機制，而治理的概念中除內部的機制之外尚有外部控制的

機制，但是在研究外部機制的文獻部分則多著重於個別法規的研

究，例如所得稅法、捐募法等，沒有以治理的原則做整合成為較

指導性的治理原則之研究。其次台灣學者專家對非營利組織之研

究雖始於 1982 年但是至 1990 年以後才陸續增加相關研究。因

此，整體上對非營利組織的研究質量上仍較少，其中對治理的研

究更少，在研究內容上受到現實環境的限制。 

 

3.7.2. 實證資料分析上的限制實證資料分析上的限制實證資料分析上的限制實證資料分析上的限制 

對於所蒐集的每一份研究資料，雖然在每一筆資料的分析、

登錄與解釋上，皆不斷的檢視與討論、求證，但是仍不能完全排

除這些資訊實受研究者的主觀判斷的影響。而且研究中的初級資

料來自於基金會深度訪談以及問卷調查，雖然資料的取得方式都

是自願接受深度訪談亦或是填寫問卷。但是仍因這個議題非常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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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個人經驗與主觀、以及對組織形象之影響，因此在於涉及

基金會認為是機密考量、或受訪者明白交代某部份不能寫，尤其

遇到董事與執行長不同觀點時取材的資料受到限制，而使得研究

不易進行。這樣的情形當然會對論證推理上，遭到一定的限制。 

 

3.7.3. 基金會對基金會對基金會對基金會對「「「「治理治理治理治理」」」」的概念認知限制的概念認知限制的概念認知限制的概念認知限制 

在基金會治理方面，由於政府部門對非營利組織一直以來均

以防弊、管理的態度，以致台灣的非營組織習慣於受管或者只要

遵循法規為最基本要求。雖然非營利組織不斷有不好的事件發

生，但是只有少數基金會重視與倡導治理，至於相關研究也是近

兩年才有研究「自律」、「認證」等。因此基金會對「治理」是

否有概念與共識，實為本研究最大的限制。本文無法分析基金會

對「治理」的概念與需要的機制是否具共識性，僅就「基金會治

理」做探索式建議一個原則，以為政府在推動法規、政策，以及

非營利組織在獲得社會信任，邁上公民社會的參考依據。 

 

3.8.本章小結本章小結本章小結本章小結 

本研究係以質化研究為主，量化為輔，在質化研究的樣本，

以立意選擇七家基金新台幣一千萬元以上之社會福基金會為深

度訪談的對象，這七家社會福利基金會中有四家是服務範圍為全

國、設立基金新台幣一億元以上、員工人數超過一百人、附屬機

構超過兩個以及年度運作經費一億左右屬大型的基金會；另三家

則服務範圍為縣市區域、設立基金新台幣一千萬元、員工五人以

下、沒有附屬機構、年度運作經費一千萬元以下屬小型基金會。

每家基金會各訪談董事長一名以及執行長一名，共深度訪談十四

位基金會中重要關鍵人物，其中決策層有七位、執行層有七位。

另，為補深度訪談之不足，選擇台灣 552家社會福利基金會中基

金為新台幣一千萬元以上的 426家以問卷方式收集量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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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訪談大綱或是問卷均透過類比公司治理的原則以及對

社會福利基金會適用之題目設計之。研究進行中並遵守研究倫理

考量，從 2005 年元月至 6 月完成七家社會福利基金會、十四位

基金會中重要關鍵人物的深度訪談以及回收 47 份有效問卷，進

行資料分析以及研究意涵的發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