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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第一節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以文獻分析法、次級資料分析法及深度訪談法進行。 

蒐集的文獻資料，在理論陳述上，主要有國內外有關公共關係、媒體守門

人及消息來源與媒體互動的論文、期刊、書籍和研究報告，蒐集後加以整理歸

納。 

次級資料的蒐集分為受訪單位的網站資料，以及採訪過程向受訪單位蒐集

而來的各項手冊、簡報及相關報導，作為本研究參酌依據。 

深入訪談法是指研究者就研究的主題、按計劃或程序，主動與受訪者做面

對面的實地訪問，以獲取實證資料的方法。根據 Majchrzak(胡幼偉，1998)的

論點，所謂深度訪談，通常是針對少數幾位人士，進行一對一、半結構化

(semistructured)的訪問63。進行訪問時，訪員先詳細紀錄受訪者的談話內容，

再訪談結束後分析受訪者的意見。 

本研究以面對面實地訪問非營利組織領導人及電視新聞台守門人深度訪談

為研究資料來源，透過非營利組織新聞發布操作過程與電視媒體的新聞產製環

境輪廓，分析非營利組織不同的公關溝通策略在媒體守門人的新聞取捨標準

下，是否能達到新聞曝光目的。深度訪談之步驟如圖 3.1： 

                                                 

63 胡幼偉（1998），媒體徵才。台北：正中書局，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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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深度訪談步驟 

 

基於研究目的，本研究擬定訪談綱要，由受訪者針對訪談大綱提出個人看

法，訪談過程仍具有彈性，不受訪談大綱限制，鼓勵受訪者充分表達觀點。全

程錄音採訪完整紀錄後，再針對受訪內容進行分析。本研究為使受訪對象暢其

所言，皆以匿名形式出現。 

第二節研究對象 

本論文是研究「非營利組織與電視媒體之互動關係」，研究主體為非營利組

織，輔為電視媒體。因此訪談對象概分兩類：一為非營組織高階主管，二為電

視新聞媒體主管。以下分別說明： 

 

確定訪談

收集相關 擬定訪談

提出結論

資料整理與

進行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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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三個非營利組織 

首先，透過賽珍珠基金會推薦有服務外籍配偶或新移民之非營利組織，包

括伊甸基金會、天主教善牧基金會以及南洋姊妹會(總部設於高雄縣美濃鎮)。
本研究再透過網路搜尋引擎 GOOGLE 輸入「外籍配偶」與「基金會」字串，
篩選其能見度最高者(前 12名中，有部分基金會重複)，結果表列如下： 

表 3.1搜尋引擎 GOOGLE呈現服務外籍配偶之基金會 

基金會 服務內容 訪談對象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民國 91年下半年度起，為新移

民展開一系列關懷及成長活

動，幫助她們有美好的學習成

長、社會資源的取得以及與家人

建立更和諧的家庭。 

● 

財團法人台北市賽珍珠基金

會 

居住在大台北地區，有求助意願之外

籍配偶，服務對象包含其配偶。 

● 

信誼基金會 協助外籍配偶更知道怎麼教養兒

女。出版了(0-3歲親職教養秘笈)，

翻譯越南文、印尼文、泰文和英文四

種中外對照版本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半官方組織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

利基金會 

 

根據衛生署統計，全國有一成二的新

生兒是外籍或大陸配偶所生，這些

「新臺灣之子」多半是學習的弱勢族

群。 

●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保障外籍配偶權益  

法律扶助基金會 對遭受不人道對待之外籍勞工、配偶

伸出援手 

 

雙福基金會 與基隆地區基督教各宗派的教會輔

導老師，協助新移民女性生活適應，

當中並配合政府協助的輔導課程。

(設於基隆地區) 

 

許潮英慈善基金會 企業型基金會(金仁寶集團)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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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電視媒體總部多社在台北市，本文選擇總部亦位於台北市之基金會作

為個案研究，包括伊甸基金會、賽珍珠基金會、天主教善牧基金會，三基金會

分別介紹如下： 

(一) 財團法人伊甸福利基金會(以下簡稱：伊甸基金會) 

根據財團法人伊甸福利基金會官方網站64對外公佈資料，基金會的創辦緣

由，是已故輪椅作家--劉俠女士（筆名杏林子1942年4月12日-2003年2月8

日），因著上帝的呼召及關懷身心障礙者，捐出多年稿費，和六位志同道合的朋

友，於1982年12月1日創辦了屬於身心障礙朋友的伊甸園-「伊甸基金會」。

以下為伊甸基金會之成立使命與組織運作描述： 

伊甸秉持「服務弱勢�G見證基督�G推動雙福�G領人歸主」的理念，提供身心障礙朋友各項

社會福利服務，並傳達基督救贖的訊息，落實福利與福音並重的使命。伊甸創會時僅有二位半

職人員，至今全國已有 1300 多名工作者，其中近四成為身心障礙者；透過社會大眾、政府、

企業、民間團體、志工的協助，在全台共有 20縣市 65個服務據點提供區域化的身心障礙福利

服務，另外，伊甸也將台灣經驗傳達到馬來西亞的檳城 (1991)及吉隆坡(2000)，並成立海外分

會。  

每天在伊甸家園，有五千七百位身心障礙接受專業社工與就輔人員的服務，其中有 900位

進入機構接受服務，他們因身體的健康失衡，而使得家庭經濟和夫妻關係受到失衡的纏困。自

1985年起，伊甸率先關懷視障者權益，成立「盲人喜樂合唱團」，為視障者開啟了心靈之窗；

二年後，則為了爭取身心障礙者權益，將輪椅開上街頭；而為了成全身心障礙者「行」的權利，

伊甸當起了公辦民營的復康巴士司機；又在「愛無國界、救援無礙」的信念下，當起台灣另類

外交的親善大使，進行輪椅捐贈的國際救援行動。因著「支持全球反地雷、愛心輪椅送殘友」

的活動，伊甸結合 921災後重建、創造災民就業機會的援助計劃，開設了「南投 921庇護工場」，

為國際合作與災後重建搭起前所未有的橋樑。  

為了響應全球推動「無障礙環境」理念，從台灣未來的接班人 -大專院校學生開始推動「校

園友善城市陣線聯盟」，期盼將國內經驗與國際合作做最好的結合；伊甸相信在全面向國際社

會發聲的同時，不僅是提高台灣在世界上的能見度，更充分表達伊甸參與亞太地區身心障礙福

利推動之決心。隨著社會結構的變遷、多元文化融合，外籍配偶在台的人口數日趨攀升， 2002

年 8 月起伊甸開辦「新移民服務」，提供外籍配偶及其家人一系列關懷及成長活動，招募培訓

雙語志工，協助輔導並爭取相關權益，實際關懷「台越兒」之服務。  

 

                                                 

64 財團法人伊甸福利基金會網站 http://www.eden.org.tw/about.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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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身心障礙人口已高達百萬，而其中高達七成以上是因後天因素造成，伊甸將繼續爭取弱勢

族群權益，增進社會大眾對身心障礙同胞的正確認知，並倡導更合理的社會福利政策與爭取社

會福利預算，使得上帝的伊甸國度得以在台灣土地上實踐。目前伊甸基金會其服務項目，

依組織圖表述如下：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伊甸福利基金會網站 http://www.eden.org.tw/serivce.php 

圖 3.2伊甸基金會組織圖 

 

本文探討之外籍配偶屬於新移民服務項目，過去伊甸基金會在服務過程

中，發現許多身心障礙者的另一半為外籍配偶，且大多數有生活適應上的各種

問題。有鑑於此，自 2002年起成立「外籍配偶關懷組」，提供新移民家庭各項
的關懷服務，2006 年起更名為「新移民發展處」，服務對象主要為東南亞國籍
及中國大陸的新移民家庭，協助新移民適應台灣的生活，提供新移民生活及心

理扶持，同時給予家庭及靈性上的滿足與發展。其服務內容與服務單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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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伊甸基金會新移民發展處服務內容 

專線電話諮詢 夫妻溝通、婆媳溝通、證件辦理、社會福利、法律

諮詢、關懷  活動、轉介服務〈越南翻譯人員負責

專線電話〉 

聯誼活動 本中心定期舉辦新移民家庭之聯誼活動、親子營⋯

等活動，讓不同的新移民家庭成員們可以有相互分

享生活經驗的機會 

個案協談、訪視 協助新移民家庭生活適應呈現危機狀態、需介入提

供關懷支持、就業輔導及結合社會資源等服務 

新移民小團體、座談會 新移民婦女支持、夫妻成長團體、婚前座談會⋯等 

陪伴新台灣之子成長計畫 新移民第二代學前教育費補助、變故家庭急難救助

金補助、辦理親子營活動、提供弱勢兒童課後輔導

服務⋯等 

台北縣三重地區兒童啟蒙

計畫 

針對2-6歲兒童提供到宅說故事服務。 

北市、新店兒童外展服務 提供新移民及弱勢家庭兒童家庭訪視服務，評估其

需求轉介相關福利與服務，另有課後照顧、轉介並

補助專業心理輔導與治療、辦理新移民親子教育雙

月刊。 

志工招募及培訓 歡迎關心新移民工作及具有服務熱忱的朋友一起來

加入服務的行列，志工加入服務前需先接受一系列

之職前培訓課程 

翻譯服務 提供簡易文件翻譯及口譯服務〈視情況收費〉 

資料來源：伊甸基金會網站，本研究製表  

伊甸基金會之新移民服務業務，置於其組織之新移民發展處下，區域分為

國內及國外，表列如下： 

表 3.2伊甸基金會新移民服務單位 

區域 服務單位 

北部 新移民家庭成長中心 

中南部 新移民家庭成長中心嘉南服務組 
東部 新移民家庭成長中心花東服務組 

越南 越南服務中心 
資料來源：伊甸基金會網站，本研究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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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財團法人台北市賽珍珠基金會(以下簡稱：賽珍珠基金會) 

賽珍珠基金會之成立緣起65，為曾獲得諾貝爾及普立茲兩大文學獎之美國知

名女作家賽珍珠女士(Pearl S. Buck)於1964年在美國創立賽珍珠基金會，其

宗旨為幫助世界上未被妥善照顧而亟待救援的兒童，並陸續在亞洲各國成立分

會，台灣的賽珍珠基金會於民國57年成立。 

台灣分會於民國57年成立後，一直在美國總會的經援下幫助居住在台灣，

被生父遺棄的混血兒。隨著國際情勢的改變，中美斷交，美軍陸續撤離台灣，

混血兒的出生人數因而劇減，於是擴大服務國內單親兒童及資優兒童，於 86

年11月成立財團法人台北市賽珍珠基金會。有鑑於近來大幅增加的外籍新娘，

賽珍珠基金會於民國89年開始服務外籍配偶及其子女家庭。 

表 3.3賽珍珠基金會服務內容 

服務對象 服務方式 服務項目 

居住在台灣之混血兒 

單親、清寒家庭的兒童 

單親需要幫助的資優兒童 

捐款人兒童認養 

基金會家庭訪視 

生活補助 

教育補助 

辦理國內認養資助服務 

提供國籍問題諮詢服務 

獎助學金 

外籍配偶家庭66 各項問題諮詢服務 

家庭訪視服務 

個案管理服務 

親子聯誼活動 

多國語刊物 

家庭翻譯會談 

書面翻譯 

多元文化宣導 

華語訓練班-民權國小 

舉辦教育講座 

舉辦成長團體  

經濟補助 

聯誼活動 

培訓義工專線服務 

資源的轉介與聯合工作 

急難救助 

資料來源：賽珍珠基金會網站，本研究製表  

                                                 

65 賽珍珠基金會網站http://www.psbf.org.tw/about_us.htm 
66 居住在大台北地區，有求助意願之外籍配偶，服務對象包含其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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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基金會(以下簡稱：天主教善牧基金會) 

天主教善牧基金會源自於宗教團體「善牧修女會」，善牧修女會於1835年

創立於法國，1987年正值台灣雛妓問題嚴重惡化，未成年兒少被押賣從娼的情

形震驚社會，遂應天主教台北教區主教之邀來台服務，於1990年向台北市政府

社會局登記立案「財團法人天主教台北教區附設善牧修女會」，1994年立案為

「財團法人台北市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1997年再向內政部立

案，正式成立全國性基金會，更名為「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2008年董事長為歐晉德先生。 

天主教善牧基金會的宗旨為：以婦幼服務為立基，以家庭服務理念為重心，

增進青少年身心健康與福利，減少少女、兒童及婦女受虐待、惡意遺棄、押賣

或毆打等機會，並給予安置保護、輔導教育，以期待重返社會為目的。其全台

分布機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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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天主教善牧基金會全台分部機構 

北部 中部 南部 東部 

資料來源：天主教善牧基金會，本研究製表  

此三個基金會一開始成立時，服務對象並非外籍配偶或新移民家庭，係因

為社會結構轉變，才轉型為服務外籍配偶之基金會或增加外籍配偶之服務部

門。其服務外籍配偶之時間點，表列如下： 

台北市 

德蓮之家 

西區少年服務中心 

台北善牧學園 

安心家園 

善牧台北中心 

小羊之家-目睹暴力

兒童服務中心 

永樂婦女服務中心 

台中縣市 

德幼之家 

善牧台中中心 

台中市新移民福利

服務中心 

親心家園 

 

台南縣 

嬰兒之家 

寧心園 

露晞服務中心 

宜蘭縣 

宜蘭善牧學園 

善牧宜蘭中心 

台北縣 

北縣跨國婚姻家庭服

務中心 

北縣單親家庭服務中

心 

靜心家園 

 嘉義市 

善牧嘉義中心 

 

 

花蓮縣 

花蓮兒童之家 

(籌備中) 

光復鄉原住民家庭

暨婦女服務中心 

瑞穗鄉原住民家庭

暨婦女服務中心 

花蓮光復中心 

玉里服務中心 

新竹縣市 

信心家園 

德心之家 

 高雄縣 

善牧高雄中心  

 

台東市 

德蕾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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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三基金會成立外籍配偶服務部門時間序 

非營利組織 成立緣由 成立時間 

伊甸基金會 2002年起成立「外籍配偶關懷組」，提供新移

民家庭各項的關懷服務，2006年起更名為「新

移民發展處」。 

2002年 

賽珍珠基金會 有鑑於大幅增加的外籍新娘，賽珍珠基金會

於民國89年開始服務外籍配偶及其子女家

庭。 

2000年 

天主教善牧基金會 基於過去十年協助許多受暴外籍配偶，於91

年籌備「跨國婚姻家庭服務工作」。 

2002年 

資料來源：伊甸基金會、賽珍珠基金會、天主教善牧基金會，本研究匯製  

 

本研究訪談以上三個基金會之執行長或負責公關部門之主管，共計四位。

受訪者依其職務高低為：基金會執行長兩位、單位主管兩位。在面對面深度訪

談後，部分次級資料透過E-MAIL或電話聯繫方式取得。 

 

表 3.6非營利組織受訪對象與時程 

基金會名稱 訪談日期 訪談時間 訪談對象 

賽珍珠基金會 2008.04.19 2小時 執行長 

伊甸基金會 2008.05.09 2小時 副處長 

天主教善牧基金會 2008.05.29 1.5小時 執行長 

組長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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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兩個電視媒體 

目前國內全頻道新聞台67，僅見於有線電視台，亦即頻道供應業68，而且僅

出現在「商業頻道」電視台中，共可列出六台，以下表列： 

表 3.7國內全頻道電視新聞台之定頻表 

新聞局定頻頻道 頻道名稱 

50 年代新聞台 

51 東森新聞台 

52 中天新聞台 

53 民視新聞台 

54 三立新聞台 

55 TVBS新聞台 

資料來源：本研究製作  

本文在電視新聞台研究對象的取樣，係以貝斯內部新聞流通之雙重行動模

式，選取第一階段之採訪部門主管及第二階段之處理新聞部門主管，進行深度

訪談。受訪的對象皆實際參與新聞編採會議，對新聞內容取捨有決定權之守門

人。訪談內容依新聞產製五階層影響模式，分別訪談中天新聞部採訪中心主任

及TVBS新聞部負責編播新聞之製作人。 

表 3.8電視新聞媒體受訪對象與時程 

電視新聞台 訪談時間 訪談時間 訪談對象 

TVBS新聞台 2008.06.13 2小時 編輯台 

新聞製作人 

中天新聞台 2008.06.07 2小時 新聞部 

採訪中心主任 

 

                                                 

67 目前全頻道新聞台，普遍為06:00開播至隔日01:00收播，02:00-06:00時段為重播時段，

遇特重大事件則彈性延棚。 
68 行政院新聞局(2007) 「95年有線電視收視行為及滿意度調查。」? 1-1有線電視產業價值

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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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研究工具 

本論文之研究係以「非營利組織發展公關策略之組織資源」及「電視媒體

守門人角色」兩個主要面向，透過理論回顧和相關文獻探討後，訪談作為消息

來源的非營利組織領導階層或公關部門，以組織制度面、財務基礎面和文化資

本面三構面，了解其公共關係內部、外部運作與媒體互動之策略和模式；再訪

談電視媒體新聞蒐集與新聞處理兩階層之主管，了解其新聞流程及作為守門人

取捨新聞之標準及偏愛。最後分析非營利組織與電視媒體的互動關係，並藉由

兩者提供之具體建議，作為增進未來非營利組織與媒體關係之參考。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 3.3研究流程圖 

 

訪談前依照上述「非營利組織發展公關策略之組織資源」及「電視媒體守

門人角色」兩個主要面向，設計訪談大綱。從詢問非營利組織的公關部門開始，

了解其組織制度面、財務基礎面與文化資本面，透過詢問其與電視媒體互動之

經驗，進一步了解兩者互動關係。訪談大綱如下： 

 

媒
體
曝
光 

非營利組織發展

公關策略暨獲得

媒體資源三因素 

組織制度面 

財務基礎面 

文化資本面 

電視媒體之守

門人角色 

互動關係 

交換關係 

對立關係 

合作關係 

同化關係 

新聞取捨標準

訊息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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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營利組織訪談大綱： 

1. 你所服務的基金會，是否設有公關部門？ 

2. 公關部門組織層級為何？多少成員？  

3. 平常怎麼和媒體聯繫？是否有標準流程？與電視媒體互動模式的經驗？ 

4. 媒體曝光對基金會的影響？內部組織編制是否影響新聞曝光量？ 

5. 是否有危機處理的經驗？ 

6. 是否適時營造新聞議題？ 

7. 公共關係的瓶頸與改進？ 

 

為了解電視媒體對非營利組織新聞的取捨標準，首先請受訪者描述新聞產

製流程，再進一步詢問其作為守門人取捨新聞之標準及偏愛，對於服務外籍配

偶的三個非營利組織，在新聞報導上，是否與其他非營利組織或一般新聞有所

不同，最後再透過守門人描述與非營利組織之實際互動，藉以歸納兩者互動關

係。訪談大綱如下： 

(二)電視媒體訪談大綱 

1. 請描述一般新聞的產製流程？ 

2. 新聞價值如何界定？怎樣取捨新聞？標準為何？ 

3. 訊息從個人層次、例行作業層次到組織層次，訊息如何變化？是否會失真？ 

4. 如何報導賽珍珠基金會、伊甸基金會及天主教善牧基金會的新聞？訊息從
何而來？新聞如何呈現?報導此三個服務外籍配偶的非營利組織與其他新

聞有何不同? 

5. 與非營利組織接觸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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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非營利組織反應記者流動太快？不知與誰聯繫？媒體有何建議？ 

7. 非營利組織與企業合作辦公益活動，是否較有機會曝光？找代言人呢？  

8. 媒體經營者是否曾干涉、介入新聞採訪或播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