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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論 

 

迄今鮮有學者針對機關間合作議題，提出一套完整的分析架構。近年來，雖

不乏有學者偏好把網絡本身視為一個自變項，以探討該變項與其他變項（如信

任、績效，以及網絡效能等）之間關係，來解釋結構對於結果的影響力。然而，

這類架構未必成熟、周延，尤其遺憾者，此等架構也不是專為政府官僚體系量身

打造的，在一種「無知」狀態下，擅自發展或擷取若干變數進行驗證，某種角度

而言，可能只是把研究者偏好（或想像）理論，生硬地套在特定現象進行解釋，

不無有「水土不服」的疑慮產生。 

前述若干官僚組織的文獻，對於公共行政領域的研究者而言，應是再熟稔不

過了。這些文獻有不少和本研究主題相關，不過類似現象是，當初進行研究時，

此等學者亦非聚焦在「行政機關間合作」特定議題上，而是在其他主題研究中，

順帶地對這類合作現象進行描述或解釋。故而，渠等作品與本研究主題有關的篇

幅，交集比例其實並不是很高，且關照面向也不夠寬廣，如果有的話，主要還是

偏重在特定因素或概念探討（如自主性、地盤）。儘管這些論著對本研究而言，

還是相當的啟發貢獻，特別是減少了一些「進入障礙」，但嚴格來說，迄今我們

對於機關間合作行為整體形貌的掌握，不可不謂仍處在一種「渾沌未明」、「瞎子

摸象」的狀態。 

由於欠缺直接文獻可以參考，貿然採用「一般」組織間關係的理論架構來進

行探究，究竟此舉本身有多大價值（如發現意義），筆者並不得而知。但可以確

定者，機關間合作的本土研究文獻闕如，縱使西方文獻似乎亦然，導致了我們對

於機關間合作現象，始終停留在一種「想像」與「摸索」階段。反過來說，即便

在某種理論原則指導下，擷取若干變數進行驗證工作，這些變數的代表性有多

高，也令人費解，如此得出結果究竟有多大意義，亦即與真實相符程度為何，似

乎亦有商榷餘地。為了避免有「知偏不知全」、「見樹不見林」的指控或謬誤，本

研究在後續方法論問題上，必須多所斟酌，或放棄某種選擇。 

總結來說，先前的文獻回顧工作，促使筆者個人對於本研究在其他研究中的

相對位置，以及如何擷取它們研究經驗與結果，能有更好的理解與掌握。至於後

續階段的工作，則是交代本研究打算如何進行研究，以回應原初設定之研究目的

與問題。針對本研究設計部分，較為重要議題包括：本研究選擇何種以及為什麼

選擇該研究方法？本研究對象為何？抽樣程序是如何進行的？如何蒐集資料？

如何分析資料？如何確保研究資料或結果是值得被信賴的？對此，筆者將依序說

明與闡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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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方法的選擇 

 

根據相關領域（如組織間關係、組織間網絡）研究成果顯示，有關組織間合

作的研究方法普遍有兩種途徑：其一是量的研究法，這類研究往往是在樣本數量

夠大且樣本取得沒有困難的前提下，透過問卷發放的施測過程，以及統計分析的

應用，得出一些假設的驗證。前述「網絡研究」的文獻，是最典型的代表，其最

終目的不外乎是透過對特定變數（如結構、效能）的操弄過程，來確認其間的因

果關係，以此作為解釋與驗證的依據。 

另一則是質的研究法，這類研究成果多以個案研究方式進行，普遍透過訪談

或參與觀察途徑，取得重要資訊，使外圍讀者對於特定研究現象，有更深刻的理

解與掌握。遺憾的是，這兩種研究方法的關係往往是互斥的。當研究者採行其一

時，通常必須捨棄另一種方法的長處。依此而論，如果運用調查研究的邏輯，研

究者很可能會有「知其然，卻不知其所以然」的困惑。以方法論術語而言，即指

涉一般俗稱「黑箱」（black box）中的轉換過程，研究者無法窺其堂奧。 

或許可以說，研究者所面臨的是「大樣本研究」與「小樣本研究」之間取捨

的問題。一如所知，大樣本研究比較容易遭致外界「深度不足」的批評。以典型

的網絡研究為例，F. S. Berry 等人 (2004) 就表示，研究者在處理網絡與行為、

績效之間複雜關係的問題上，要極為謹慎小心，特別是知曉這類研究結果在通則

化上限制。渠等（2004: 548）認為，通常問題會出現在以下兩個層面：（1）網絡

是研究者「人為造作」出來的，我們並不清楚有否其他更具影響力的結構在作用

中；（2）即便指認出是特定結構所造成的差異，我們仍不確定所研究的結構究竟

是如何產生的。尤其是網絡參與者之間的互動可能甚為複雜，若未針對該結構進

行微觀分析，將難以揭露系絡複雜性，諸如規則、誘因與關係所造成之影響。從

方法論角度來看，這說明了個案研究與大樣本研究之間，彼此在處理系絡與結構

問題能力上是截然不同的，當然也暗示兩者互補之必要。 

早期研究組織間關係的學者 D. A. Whetten (1982: 103-105) 便指出，調查研

究法與民俗誌（ethnography）是組織間關係的相關研究中，兩種主要的競爭性資

料蒐集方法。由於彼此研究長處不同，前者擅長以圓融的分析技術，得出通則化

結論，後者則是對人類行為有深度了解，故有關這方面的研究，論者通常建議多

種方法截長補短地交互使用，似乎是比較理想的作法（劉麗雯，2004: 129）。 

以上乃較為理論性陳述，實際執行上會有特殊考量。方法學者M. Q. Pattern 
(1987: 46) 就表示，沒有一種研究設計是完美的，綜考有限的資源、時間、政治

考量，以及個人能力等因素，研究者必須作一些取捨。以本研究主題而言，筆者

如果選擇調查研究法進行，須先解決機關受訪者樣本清冊的問題。若以不同「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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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首長」作為施測對象，則面臨的挑戰更不小。也就是說，當筆者個人付出努力

取得一套完整的樣本清冊後，並沒有太大把握確保問卷有滿意回收率，更遑論有

關填答真實性的研究品質問題26。由於關鍵因素不可控制性太高，在設定研究主

題之初，筆者並不傾向以調查研究法來完成。 

其次，與本研究主題有關文獻，數量並不是很多。先前文獻回顧雖列舉不少

研究成果，但它們與本研究目的及企圖，其實還有一段差距。在既有文獻限制下，

一般人對於機關間合作的邏輯，所知其實非常模糊，想像空間也有限，進而可能

阻礙富有意義研究假設之提出。更重要者，筆者對於研究主題的興趣，並不在於

驗證假設，從「提問類型」來看，本研究關心的是「如何」與「為什麼」問題，

此一提問方式顯非一般調查研究結果所能給予滿意答案的。 

儘管相關文獻並不是很多，在公共行政領域裡，過去以來仍不乏有一些作品

或名著，是透過質性研究訪談或參與觀察來達成，這些研究非常生動地交代了行

為細節，符合本研究目的與期待，值得作為借鏡與參考範本。譬如說，E. Bardach 
(1998) 的《促進機關共治》一書，是致力於研究美國州與地方政府機關間合作

的發展過程，其資料蒐集方式乃透過消息靈通者的報導，亦即以訪談方式來協助

其概念的建構。D. W. Chisholm (1989) 的《沒有層級節制下的協調》一書，係對

舊金山灣區與華盛頓特區的大眾捷運系統進行研究，則是以直接觀察途徑來了解

決策者實際行為，縮短了研究者與資料之間的距離。稍早 H. Kaufman (1981) 的

名著《聯邦機構首長的行政行為》一書，也同樣使用「直接觀察法」來了解六個

機構首長的行政行為。其乃著眼於斯時採用此一方法甚為少見，透過該研究的進

行，有助於揭露大眾想像的與首長實際行為之間的差異。至於更早時期 D. P. 
Warwick (1975) 的《公共官僚組織的理論》一書，在其研究傳記部分中，也結論

道：「對公共官僚組織的重要議題，進行質的、寬鬆的記載但廣泛的詮釋，會比

錯誤問題的狹隘的量化分析更廣受人喜愛」（p. 237）。 

事實上，Warwick 的論點其實是對方法本身，能否真正貢獻於官僚組織行為

之理解，而作出的反省與思考。在機關間合作的議題上，儘管 Warwick 的看法不

見得跟得上當前學術研究突飛猛進的時代，但斟酌：（1）先前直接相關的研究成

果殊為少見，故不利於研究假設的提出；（2）問卷調查的資料品質難以確保；最

重要的是，（3）本研究目的與問題類型較貼近質性研究之所長，故而採用質性研

究方法似乎是較為妥適的選擇。 

                                                 
26 本研究原欲使用網絡分析法，調查北市府機關首長之間的社會網絡關係，以及這層關係對於

機關間合作之影響。這類關係內涵多元（如工具性、情感性、諮詢性關係），調查過程又隱含某

種私密性，且網絡界限甚廣、遍及了數百個機關，考量絕大多數受訪對象與筆者其實是沒有任何

淵源關係的，研究能否順利完成遂成為一大考驗。可靠的網絡分析必須建立在完整界限及關係內

容基礎上（熊瑞梅，1995: 346），然而當受訪對象是高層官員時，欲確保問卷調查能順利完成並

保有某種資料品質（如回收率、真實性），以筆者個人現有身分而言可能並不容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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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個案研究 

 

壹、個案選取 

一直以來，個案研究少有清楚定義。經驗上，我們可以找出不同類型的個案

研究，甚至本質上根本是非個案研究，但對於兩者界分，或個案研究底下不同子

類型，卻少有較系統性的了解27。對此，J. Gerring (2004: 342-344) 表示，個案研

究係針對單一單位進行的綿密研究，其旨在對更大的單位層次有所理解，或進而

加以通則化。個案研究根據空間與時間的變異性，可以分為幾種不同類型個案研

究（如下表七）。本研究是以「台北市政府」這個組織作為分析單位，選擇理由

是基於「可接近性」考量。除了研究地點離家較近之外，筆者個人因職務之便，

導致對該場域較為熟悉也是一個因素。這種熟悉度可以使筆者：（1）對於特定歷

史事件有較好的掌握；（2）容易設定與成功邀訪適當的研究對象；以及（3）相

對可以確保資訊取得的品質。換言之，進入門檻較低是主要考量。 

至於個案則是來自於該單位底下的相關局處。以個案研究的用語而言，「內

部單位的個案」（within-unit cases）係指那些被研究的局處。從組織架構而言，

此等局處（如交通局、環保局、教育局與人事處等）共同組成了台北市政府這個

較大的單位。就研究意義而言，這些局處則是被視為次級的分析單位。本研究是

在「同一時點」進行資料蒐集工作，故分類上屬於「第二類的個案研究」。 

 

表七：研究設計：共變的分類學 

 時間變異性 

 無 有 

None (1 unit) 邏輯上不可能 Case study I 

Within-unit Case study II Case study III 

Across-unit Cross-sectional Time-series cross-sectional 空間變異性 

Across-and within-unit Hierarchical 
Hierarchical time-series; 

Comparative-historical 

資料來源：J. Gerring (2004: 343) 

 

                                                 
27 J. Gerring (2004) 表示，個案研究與非個案研究的差異，主要反映在界定個案方式不同，前者

「研究設計建構的個案是在單一單位底下，儘管仍會注意到正式調查範圍之外相似單位之間的推

論性；非個案研究設計建構的個案則橫跨了不同單位，以此說明主要的因果推論」（p. 353），而

與分析個案方式或模型化因果關係無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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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什麼要選擇個案研究法呢？從現象學觀點而言，本研究偏好把機關間合作

實務，包裹在一特定時空系絡下來理解，該系絡即為「台北市政府」。由於此一

研究系絡範圍夠寬廣，組織規模夠大，機關數目夠多，業務複雜性足以凌駕其他

縣市政府，故合作實務不能與其他縣市政府等量齊觀，列入觀察對象自然有其意

義，特別是在「可推論性」範圍上。儘管如此，實際研究結果能否順利類推至其

他層級政府（如中央政府、高雄市政府、台南市政府），則必須進一步檢視、比

較，才能推敲，但這並不是本研究初始考量之所在。譬如說，拿台北市政府與中

央政府作比較，前者顯然充斥較多執行性業務，事務性工作所佔比重較高；後者

的政治與政策色彩則較為濃厚，波及範圍不只限於政府內部，可能涉及到外部利

益團體，有些專業機關甚至還有被其俘虜之虞（湯京平與廖坤榮，2004: 19-25；

Frederickson and Smith, 2003: 26-28），這增添了機關間合作上幾分難度。此等功

能定位上差異，有否可能導致兩者在影響合作行為因素上，得出歧異看法或是權

重上有出入，則是推論過程必須思辨之處。無疑地，除非研究者對其他系絡亦有

一定程度之了解，否則這類推論與解釋，勢必會冒較高的風險。 

研究結論的通則化程度，並不是本研究的關懷重心，如果有的話，充其量只

能視為研究的副產品。誠如R. Stake (1995: 7-8) 所述，個案研究最重要的工作，

乃在於好好了解個案本身，他以「特定化」（particularization）一詞來表示，取代

了傳統的比較與相關研究，致力於極大化通則性的努力。反過來說，本研究的預

設是：台北市政府各機關，可能有其特殊的歷史、文化、法令，以及領導風格等

因素，型塑機關行動者彼此間對於合作行為的認知、態度與表現。因此，研究結

果所透露的訊息，並不見得在其他地方亦一體適用。換言之，聚焦於特定的研究

對象，理解其行為的脈絡，知其然同時，亦能交代其所以然，才是本研究的主要

努力方向28。附帶說明者，上述提問類型也非常適合以個案研究法處理29，自然

也是選擇的主要原因。 

 

貳、分析單位 

分析單位的決定，與後續的結論有關（吳芝儀與李奉儒譯，1995: 134）。本

研究結論部分，乃希望對台北市政府機關間合作的形貌有所了解，故以台北市政

府作為「主要分析單位」。不過實際上，台北市政府是由底下各局、處、會，以

及公司組織所構成，若包含二級機關、區公所、各級市立學校在內，總數則高達

四百多個機關，頗為可觀。若不針對此等所屬機關進行資料蒐集，則無法描繪出

機關間合作形貌。因此，在主要分析單位下，操作上還必須選擇特定機關進行分

                                                 
28 J. Gerring (2004: 346-351) 表示，某些情形下是個案研究比較能發揮所長，例如，推論是描述

性的、力求深度與細膩的分析、個案之間可相互比較、欲指認因果機制、因果命題有恆定性、解

釋性研究策略，以及有用的變異性只適用於單一單位或少數單位上。 
29 R. K. Yin (2003: 5) 表示，個案研究較適合處理「如何」與「為什麼」的研究問題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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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這些機關被稱之為所謂的「次級分析單位」。在此情形下，資料蒐集對象乃

針對特定「機關行動者」而開展。至於哪些機關行動者適合被列入資料蒐集的範

疇，則是另一層次樣本選擇的問題。 

方法論上，本研究係以機關作為主要分析單位，後續並將選取特定樣本作為

資料蒐集對象。由於本研究 

在這過程中，可能產生一個困惑，即為什麼受訪者言論本身，足以代表機關

態度與行為；其次，受訪者言論內容與分析單位不一致的解釋。針對第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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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樣本選取 

 

壹、理論抽樣 

分析單位影響樣本的決定（Patton, 1987: 50），至於抽樣方法與樣本規模的選

擇，則應綜考研究目的、現有資源、研究問題，以及所面臨的限制（吳芝儀與李

奉儒譯，1995: 145）。基本上，本研究很大程度採取「方便性抽樣」（convenience 
sampling），即筆者就身邊或周圍可以找到的人來蒐集資料。這種作法和實證主

義冀望其樣本可以代表一些更寬廣、更深遠的東西，有很大差異。由於目的與企

圖不在於「推論」，而是從事「意義探索」，故而重點考量之一，乃在於設法尋找

一些相對有意義的樣本而已。 

方便性抽樣只是進入研究場域的一塊「敲門磚」。實際執行過程，研究者還

必須搭配一些概念比較工作，以擴充理論之廣度與密度，達到方法學者 A. Strauss
與 J. Corbin 所說的「爭取最大量的機會來比較不同的事件，以決定某個類別在

屬性和面向上的變異情形」（吳芝儀與廖梅花譯，2001: 206）。筆者初始的工作，

乃盡力開發大量的類別，毋須有過多的預設；但後續的抽樣工作，則是奠定在既

有類別的基礎上，以發展更細緻的類別，並增加其密度，直到接近飽和的境地。

換言之，按筆者個人理解，後續階段的抽樣工作，必須評估其有否助於特定概念

的發展。如果受訪對象不具備這方面的經驗或發言權，則再多的互動，可能對於

研究知識增長無濟於事。 

一、開放性抽樣 

按學理說法，上述的抽樣邏輯可分為三個層次（吳芝儀與廖梅花譯，2001: 
210-216）：（1）開放性抽樣：任何能提供發現的人物，都可列入抽樣的對象；（2）

關係性和變異性抽樣：選取特定的人物以獲取最大的變異情形，可能從新進資料

或既有資料中抽樣；（3）區辨性抽樣：著重在充實各個類別，並對分析結果進行

比照驗證。儘管如此，這些規則的實際應用，多少呈現一種重疊、曲折或演化的

關係。 

本研究前三位的受訪對象，是以「熟識度」為主要考量，惟為兼顧「資訊代

表性」，此等受訪者仍需滿足某種背景之要求，亦即限定在機關副首長或主任秘

書以上層級官員，才會納入本研究的抽樣範圍。如此說來，即便是基於「方便性

抽樣」，這類的資訊蒐集仍然富有意義，而不致流於漫無目的可言。以台北市政

府而言，這些受訪者位居文官體系的高階職位，對於跨機關合作實務往往有多年

的寶貴經驗，因此符合資訊代表性之要求。至於這三次訪談過程中，筆者無形中

也發現：筆者與受訪者（特別是第 1 位與第 2 位受訪者）之間的信任關係，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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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訪談進行較為順暢，受訪者知無不言的態度，很容易讓資料自動浮上檯面，有

些時候甚至不需要筆者的刻意追問，受訪者就會娓娓道來，筆者遂很容易在短時

間內獲悉大量的資訊，這對於以歸納為導向的研究是非常有幫助的。簡言之，筆

者更加確信「社會關係」是深度訪談相當重要的基礎，這點也刺激筆者應慎選後

續的研究樣本。 

二、變異性抽樣 

從第 4 位受訪者進行至第 10 位受訪者過程中，程度上研究者仍以「方便性

抽樣」為主，惟開始添加一些特殊考量，試圖呼應所謂的「關係性」或「變異性」

抽樣要求。事實上，前 3 位受訪者所提供的訊息非常模糊、散亂，筆者始終不清

楚哪些影響機關間合作的因素堪稱是重要的，由於此階段摸索成分居高，故抽樣

邏輯上有待處理的一個問題是：如何使後續蒐集的資料，避免因樣本相似度過

高，而導致資訊接收面過於偏狹，影響資料本身的值得信賴度。 

基此斟酌，本研究選擇以「機關屬性」、「受訪者背景」作為變異性抽樣的

試探基礎。其間隱含假設是：（1）也許業務機關的看法會與幕僚機關的看法有

所出入；（2）也許工程類機關的看法會與非工程類機關的看法有所出入；（3）

也許規模較大機關的看法會與規模較小機關的看法有所出入；（4）也許新機關

會與老機關的看法有所出入；（5）也許負責政策研擬的一級機關看法會與為民

服務的基層機關看法有所出入；（6）也許首長的看法會與副首長看法有所出入；

（7）也許政務首長的看法會與事務首長的看法有所出入；（8）也許協調者的看

法（往往是市府高層長官，如副市長、秘書長、副秘書長、市長親信等）會與被

協調者（往往是各級機關首長、副首長等）的看法有所出入。事實是否如上述預

設一樣，筆者本人並不敢保證，只能就經驗上提出這樣的抽樣標準。 

筆者把以上因素納入綜考，旨在減少資訊流於「單面向」之疑慮。也就是說，

若在同一問題基礎上，能徵詢「極端背景」受訪者意見，則筆者自有理由可反駁

資訊偏頗的批評。反過來說，在此抽樣邏輯之下，若資訊蒐集結果依然沒有太大

差異性，或隱約可見其共同主張，則筆者根據訪談資訊所建構的概念，自然會具

有較高的「信心水準」。以上，除了協調者部分的邀訪較為失敗之外，其餘皆能

在平衡熟識度與變異性原則下，成功邀訪到意欲的受訪者。 

這是純粹在筆者實務經驗範疇內所作的臆測，但其中幾點別具意義，符合理

論抽樣之主張30，茲說理如下：業務機關涉入合作性事務的機會，遠比幕僚機關

                                                 
30 徐宗國（1996: 51-52）表示「從蒐集到的第一份資料，研究者就進行比較以刺激思考，能全面

而扼要地抓住所研究現象的主要特質，是謂「想像的比較」。…研究者就所蒐集到的資料比較現

象的異同，可以突顯所研究現象的特質。此一特質若再經比較，發現是所研究現象中普遍相同的

特質，研究者即可歸納並提昇到抽象層次成為概念，因而縮減了必要蒐集的資料；若性質不同，

則可因比較而發現造成現象差異的社會結構或情境因素。『比較』因而是紮根法裡的一項重要措

施，藉此，資料得以整理，找尋出次序和看到各現象間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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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得高，但縱使某些幕僚機關涉入機會不多，它們還是會從幕僚本位角度，提出

一些特殊看法，一旦兩類機關受訪結果大同小異時，筆者抽樣設計的努力，便能

適度降低資訊落差。其次，老機關長期累積一些制度遺跡，同時在組織內部社會

化影響下，可能會發展出較多的「繁文縟節」；至於大型機關不僅有較高的官僚

化傾向，且因機關管轄權寬廣，與其他機關之間的界面（爭議）多，相較於年輕

的或規模較小機關，往往在機關間配合上，不無可能在認知上會有顯著性差異。

再次，基層機關參與合作性事務的感受，相較於一級機關而言，理應也有其特殊

性。基層機關是市府的縮影，涵括了所有類型業務，但其資源不足、業務繁雜，

且直接面臨民眾壓力，以致於經常要面對個案裁量（如現場會勘）的問題。經驗

上而言，基層機關對於來自其他一級機關的支援與配合，多數情形並不甚滿意。

一旦兩類機關受訪結果大同小異時，筆者更可確信影響因素的解釋力。最後，政

務首長與事務首長的看法，往往也可能有差異。除了生涯發展模式不同之外，政

務首長多屬「空降」的，其對官僚體系的運作，往往不如事務體系出身的首長來

得熟稔，其中「久任」因素不僅可能影響機關間合作的運作，還會影響渠等的社

交生活。在中國人世界裡，如果關係主導了多數事務的發展結果，則我們就沒有

理由忽略社交圈對於合作關係帶來的影響。 

儘管如此，辨析個別差異並非本研究主要目的，重點還是必須回歸宏觀層

次，思考此舉能否充分解釋「影響機關間合作因素」的根本問題上。至於上述作

法只不過是根據日常的經驗值、想像力，以及一些理論推導，在研究中途「刻意

製造插曲（變異性）」，藉此減低可預防的偏差。反過來說，在研究負荷範圍內，

若已將此等機關或身分屬性的變異範圍，納入抽樣程序的考量，一如前述，筆者

就更有信心地勾勒出機關間合作的形貌，特別是影響合作因素的說服力。 

但這類作法是否足夠防止偏差呢？事實上，上述抽樣邏輯絕大部分是建立在

「機關屬性會影響行動者認知與態度」的假定上，但可以討論者，機關行動者未

必都適用於所謂「環境決定論」的假定基礎上。某種角度而言，由於機關行動者

條件（如在職年資、經歷、性別、年齡、性格等）終究有歧異，導致縱使出於同

一機關，不同受訪者認知上也不見得趨於一致，如此一來，可能打亂了原先意圖

差異化資訊的目的。這使得上述防止偏誤之抽樣作為，成效上還是必須抱持保留

態度。儘管如此，由於研究資源有限，樣本數不能過大，在此同時又必須容留一

些歧異空間，以上作法乃可能範圍內的調整。由於本研究問題偏向宏觀層次的概

念初探，並無意致力於交叉分析或類型化工作，事後研究結果的詮釋若涉及此部

分，僅屬於附帶性質。事實上，如果要進行這類同中取異或異中求同的比較，很

可能要重新調整問題意識，甚至縮小研究範圍。也就是說，抽樣策略可能必須要

                                                                                                                                            
「運用此一（想像的比較）策略，有助研究者…建立這些特色與結構因素之間關係的假設。藉想

像的比較，研究者可以針對所研究現象進行有創意的思考…」（徐宗國，1996: 58）。 
「用已蒐集到的資料來想像比較，而不是依賴既有文獻，研究者可以甩掉既有文獻對未來研究可

能形成的盲點，而能更清晰地注意到現象本身，…研究者愈有一般理論、常識、經驗、想像的稟

賦，則愈能就面前僅有的一點文字資料分解而想像到各種狀況」（徐宗國，1996: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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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細膩。 

整個訪談過程截至目前階段，研究者明顯發現「事務官」層級所獲取的資訊

大同小異，並不因機關屬性（如一級機關與非一級機關、年輕機關與古老機關）、

受訪者背景因素（如事務首長或事務副首長），而有很大差異。渠等共同點集中

在後續研究結果所指認的一些概念，如「責任」、「資源」、「法定權責」、「協

調者」等上面打轉。換言之，原先設想的機關屬性差異，對於這批同樣背景的府

內高級文官之認知，其實並沒有造成多大差異。基本上，此一結果與筆者個人工

作經驗的觀察結果相去不遠。儘管如此，訪談迄今政務官背景受訪者所獲取資訊

的質與量，相形之下明顯薄弱許多，原因出於：受訪者有離題談話現象，資料價

值受到影響；受訪時間不足，以及受訪人數相對較少，也壓縮了應有收穫空間。

在此情形下，研究者必須謀思後續的補救之道。 

三、區辨性抽樣 

由於前述第 4 位第 10 位受訪者，係以變異性抽樣為考量，亦即刻意邀請一

些背景差異化的受訪者，在此過程中，筆者的注意力並無法直接鎖定在「特定概

念」的發展。也就是說，該階段仍屬於一種開放性質的訪談，筆者在無預設立場

上，聆聽各種回應意見。在此同時，也關注於「機關屬性」、「受訪者背景」的

假設，對影響機關間合作因素的指認上，可能產生之差異。在上述幾位受訪者身

上，筆者開始察覺到，某些因素或概念經常被提出，亦即不斷地重現，彷彿意味

著有其不可忽視的價值，頗值得筆者密切追蹤。反過來說，倘若筆者過早進行「收

網」，直接鎖定特定因素或概念的發展，可能會有「誤入歧途」問題，亦即把一

些看似合理但未必是很重要的概念（如可能只是「前因變數」而已，影響力沒有

那麼直接，說服力也就相對不足），刻意納入追蹤的話，恐將會有誇大或誤導研

究結果之嫌。 

截至目前為止，筆者從文本資料發現，「機關屬性」似乎不是影響資訊差異

的關鍵，至少分析文本後，察覺不出觀點上有「南轅北轍」的跡象，反倒是政務

官與事務官身分背景的差異，使得他們在論述影響機關間合作的看法上，略有一

些出入。譬如說，事務官會特別看重「責任」、「法定權責」因素的影響力，政

務官固然也認可這兩項因素之不可忽視性，但反映程度似乎沒有那麼激烈，著墨

內容因此不是很多。推測這樣的認知差距，可能來自於兩者生涯背景或工作範圍

所使然。基於這樣的觀察結果，本研究有必要調整後續的抽樣邏輯。事實上，依

目前訪談結果來看，事務官身分受訪者所熱衷討論的因素，其實已大同小異，若

後續仍有訪談機會，重點已不在於「開拓戰場」（尋找新發現），毋寧是持續「補

強」或「驗證」已歸納、顯現觀點之真確性；但政務官身分受訪者所暢談的因素，

受限於先前訪談人數較少，概念有待補強的空間仍多，草草收尾的話，恐將使若

干概念面臨發展不全的遺憾，亦即無法清楚交代這些概念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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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理指出，若資料分析階段檢驗出特定概念本身變異性不足，亦即類別屬性

與面向有無法被容許的交代不清現象，研究者有必要重回田野中，盡可能地補強

該類別的資料（吳芝儀與廖梅花譯，2001: 165）。基此，筆者乃加緊尋找第 11、

12 位受訪者，以滿足「區辨性抽樣」目的。這兩位受訪者同具有政務官員的背

景，其中一位是卸任官員，另一位則是現任官員。按照一般常理，卸任官員談話

內容可能會較現任官員不受體制約束，也許會供出更多內幕消息。更重要的是，

筆者期待同為政務系統出身，但分屬於不同機關性質的首長，看法上或許也有出

入。明顯地，這背後無非還是帶有資訊差異化的期待。換言之，在這兩位受訪者

身上，筆者刻意鎖定政務官背景受訪者「擅長回應的內容」深入探詢。畢竟，有

些概念或因素其實只有這樣背景的受訪者才能充分答覆的，若任由他人代答，回

應內容的精采程度將不如預期。事實上，這兩位受訪者，前者可能已非在朝，後

者因其在府內作風有強烈的個人色彩，對於各機關首長的決策風格觀察也特別深

刻，復以在彼此信任關係的加持之下，也作了相當多意見表示，提供筆者更為深

入的資訊。 

截至目前為止，由於可以從政務官員身上獲取的資訊，已大致發展圓滿。然

而，事務官員專擅的資訊內容，如「資源」、「法定權責」等因素或概念，似乎

仍有部分殘缺31，在此情形下，筆者決定回頭拜訪先前一位事務官身分的受訪者

（代碼G-008-02，02 代表第二次訪談），俾彌補資訊殘缺。然何以挑選這位受

訪者呢？筆者純粹是基於「共融性」考量，亦即先前訪談互動情形良好，筆者因

此有信心認為，透過這次的最終訪談，應可有效補強概念發展不全的缺失，使本

研究的資料蒐集工作可暫告完成。 

 

貳、附帶考量：人情連帶的邏輯 

綜合上述，本研究實際操作斟酌的因素如下：（1）基於資訊豐富考量，受訪

對象限定在首長或準首長級（副首長、主任秘書），理由在於渠等工作經驗豐富

且視野寬廣，同時也是機關主要的（或襄贊的）決策者，故立場、看法頗具有代

表性，呼應研究目的、問題之需要；（2）基於資訊變異性考量，本研究首長級的

受訪對象不限於政務首長，同時也涵括具有常任文官身分的首長，後者多為市府

非一級機關的首長，此乃考量有同等代表性前提下，背景差異（如生涯路徑）很

可能影響到渠等對機關間合作的認知與態度；（3）基於資訊品質考量，在理論抽

樣的前提下，筆者盡力開拓一些「社會資本」，試圖使二分之一的受訪對象，控

                                                 
31 蓋經由前述抽樣程序，此等因素或概念截至目前為止，筆者已具備某種信心程度，指認出其

相對重要性，且在強化資訊變異性上也投注一些努力後，在日後的研究結果章節中，理應能把相

關概念作清楚交代，包括：為什麼這個概念很重要？這個概念如何產生的？何種情形下會產生這

種概念？以及如有可能的話，也適度闡述相關概念之間的關係。在此脈絡下，筆者卻發覺現階段

仍有一些概念，發展仍不夠理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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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在與研究者有直接或間接的互動關係上，此舉除提昇邀訪成功率外，也能強化

資訊的深、廣度；當然，為防止資訊遭致偏頗質疑，本研究也邀訪一些無任何熟

識關係的受訪者，只要渠等同意受訪。 

以首長或準首長級作為受訪對象，儘管較能代表組織作為分析單位所持的立

場，但也必須敏感意識到其詮釋上的限制。主因在於：以不同層次的資料來描述

機關間合作行為的表徵，可能會因不同層級成員的參考架構，而有不同社會建構

的產生。例如，「階級」就可能是一項影響因素。不同層級官員看到的組織實體

不同，因而對合作行為的認知很可能會有出入。推至極端，首長層級官員甚至有

可能「難以理解」基層官員從事合作實務的難處。劉麗雯（2004: 121）就表示，

「組織中的管理層次，通常較可能以組織間自主權受衝擊之程度，來詮釋組織間

關係。另一方面，組織的基層工作人員，則常以成員間人際接觸或案主轉借頻率，

來評論組織間關係」。 

這樣評論在實務上是有意義的。蓋經驗觀察中，官僚體系不少合作實務其實

是發生在承辦科室（甚至承辦人）之間，其裁量權可能決定了一個案子的發展結

果。或許，論者會認為機關首長才是最終拍板定案者，但實務上受公文「代為決

行」制度的影響，某些公文在科室主管或主任秘書層級其實就已批示掉了。其他

情形下，機關首長公務繁忙，往往也不會事必躬親每件案子的調處過程，更遑論

層級節制的世界裡，下級對上級難免有過濾資訊（如報喜不報憂）的可能性，影

響上級對全盤資訊的掌握度。如此一來，從首長層級投射出去的機關間合作世

界，其實與真實還是會有一段距離。 

從上述情形推演，不同層級人員的確有可能對合作實務產生不同看法。本研

究受訪者定位在管理階層，從位置角度來理解，此舉的確有可能無法全面關照到

基層人員參與合作實務的心聲。儘管如此，本研究邀訪若干高級事務官（如副首

長、主任秘書），其實也有這方面「平衡報導」的考量。此理由在於：儘管這些

高級官員不能完全代表基層人員心聲，但一則他們位居層級組織的資訊集中站，

更重要的是，這些事務官員幾乎都是從基層實務一路上來的，工作歷鍊豐富，加

以久任因素影響，使其提供資訊多少還是能反映基層人員的聲音，不致於有過度

脫節的問題發生。 

在代表性抽樣之餘，輔以「信任」考量是建立在以下預設立場上：（1）公共

官僚組織本身就有一種權威、保守與封閉之色彩，就本研究主題而言，欲讓上述

受訪官員，侃侃而談一些敏感性話題（如市長領導力、首長間信任、個人關係經

營），多少還是有一些難度。渠等可能避重就輕，或草草了事，且一旦受訪，言

少流於形式，言多又有損市府形象與上級領導威望，動輒得咎、分寸拿捏不易；

（2）論者強調深度訪談在建立關係時，宜先行暖身，或介紹研究旨趣，或保證

受訪者隱密性，否則受訪者過度自我防衛下，易導致資料蒐集結果浮面化（范麗

娟，2004: 85-88），惟這些要求對於上述高級官員而言，似乎未必有多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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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還是話題的敏感性。筆者的預感與事後經驗是，研究者個人與受訪者社會關

係之深淺，才是決定資訊豐富的關鍵。只不過這類關係最好是奠基在理論抽樣的

原則下。也就是說，當變異性抽樣引導出若干候選人之際，研究者宜從中挑選出

關係良好的對象邀訪，如此才有極大化訪談效益之可能。 

某種角度而言，這也意味著「質性訪談」乃本研究較為可行之道。套句學者

陳介玄（1994: 192）的經驗談：「關鍵不在於你要不要去訪問某個機關，而是想

要去訪問的機關要不要接受你訪問」；尤有甚者，問題也不在於你的訪談提綱夠

不夠寬廣、追問技巧是否熟練，而是受訪者願不願意吐露給你豐富的資訊。基此

考量，本研究認為最好是有相當比例符合基本資格與條件的受訪者，能夠建立在

所謂的「人情連帶的邏輯」基礎上，這種淵源多少可以提昇受訪意願，降低資訊

取得的成本，甚至增進資訊本身的深度與廣度。有關本研究立意抽樣原則與效果

整理如下表八。 

 

表八：本研究立意抽樣原則與預期效果 

原則 效果 

方便性 資訊成本 

代表性 資訊豐富 

社會網絡 資訊品質 

屬性差異 資訊變異 

資料來源：本研究製 

 

訪談並不保證能夠獲得滿意訊息。學者指出：「…只有在訪談者和受訪者建

立某種深度關係後所作的訪談，才為深度訪談」（范麗娟，2004: 121），本研究把

前述的「人情連帶的邏輯」分為三種類型（詳下表）：（1）直接關係：過去以來，

受訪者與筆者之間，常有互動往來關係，主觀情誼良好可逕行邀訪，正式守門人

（身邊秘書）的安排只是形式上動作；（2）間接關係：過去以來，受訪者與筆者

之間，不常有互動往來關係，但與其仍有數面之緣，在輔以第三者引薦下，不難

經由守門人協助完成邀訪；（3）無淵源關係：過去以來，受訪者與筆者之間，毫

無任何往來關係，彼此關係形同陌生人，同時也缺乏第三者引介管道，全憑藉守

門人的安排，始有成功邀訪機會。 

 

參、樣本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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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是以「機關」作為分析單位，為簡化處理難度，故鎖定在首長與副首

長層級作為邀訪對象。在此同時，也設法拉大受訪者背景的差異性，以減低可能

的資訊盲點。本研究的樣本數目為 12，樣本特徵整理如下表九。考量研究資源

的限制，並極大化可預期的資訊變異程度，形式上應能滿足「最小限度樣本」

（minimum samples）之要求（吳芝儀與李奉儒譯，1995: 149）。 

 

表九：受訪者樣本特徵描述 

受訪者 職稱 性別 身分背景 機關屬性 關係 備考 

A-001 副首長 男 事務/現任 一級/幕僚 直接  

B-002 主秘 女 事務/現任 一級/業務/非工程 直接  

C-003 副首長 男 事務/現任 一級/業務/非工程 間接 小型/新機關 

D-004 副首長 男 事務/現任 一級/業務/非工程 無  

E-005 首長 男 事務/現任 非一級/基層 間接  

A-006 首長 男 政務/卸任 一級/幕僚 直接  

F-007 首長 男 政務/現任 一級/業務/非工程 間接  

G-00832 首長 男 事務/現任 非一級/基層 直接  

H-009 首長 男 政務/現任 一級/業務/工程 無  

I-010 副首長 男 事務/現任 一級/業務/工程 無 大型/老機關 

J-011 首長 男 政務/卸任 一級/業務/非工程 間接  

A-012 首長 女 政務/現任 一級/幕僚 直接  

資料來源：本研究製 

 

有關上表說明，受訪者代碼之英文字母為機關別，後三位數代表受訪者，採

邀訪順序編號。例如：A-001 代表第一位受訪者，其隸屬於 A 機關官員；H-009

代表第 9 位受訪者，其隸屬於 H 機關。這些受訪者的變異性主要反應在其「職

稱」、「身分背景」與「機關屬性」上，其中身分背景主要反映在「政務或事務性

職位」和「現任或卸任官員」；機關屬性主要反映在「機關層級」（如一級機關與

非一級機關）、「業務性或幕僚性機關」，以及「工程類或非工程類機關」之區別。

至於前述變異性抽樣上，曾提及的「機關新舊」，以及「機關規模」等變數，從

極端值角度思考，除了 C 機關成立歷史相對較短，且其規模較小，以及 I 機關成

立歷史相對較長，且其規模也較大外，其餘機關（幕僚機關除外）則沒有刻意區

分之必要，僅於備考欄位註記。至於關係類型則是依據前述「人情連帶邏輯」來

區分，包含直接、間接與無任何關係三種類型。 

                                                 
32 唯獨第 8 位受訪者曾進行兩次訪談，其代碼依序是「G-008-01」與「G-0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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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者的自省 

 

壹、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關係 

質性研究強調人是主要的研究工具（Lincoln and Guba, 1985: 39-40）。後續的

資料蒐集與分析，都是由筆者所獨立完成，如此一來，環繞著人的因素對研究進

行產生的可能干擾，有必要先行說明。 

有關筆者與受訪者之間的關係，已於前述「人情連帶的邏輯」中，作過初步

說明。本研究對人情連帶影響的預設是：（1）有直接關係會比間接、無淵源關係

容易深入問題核心；（2）有多重連帶（如長官、師生、工作交集等）會比單一連

帶容易問答；（3）卸任受訪官員會比現任受訪官員容易取得資訊。至於實際印證

結果，可見後述說明。 

官僚組織原本就有比較封閉的色彩。本研究訪談過程難免涉及到一些人、

事、物的評論，在一些比較關鍵、敏感的部分，難免受訪者會有避重就輕的傾向，

這導致本研究必須先進行個人社會資本的盤點，善用職務關係，以贏得受訪者對

本研究的支持；更重要的是，透過這種「局內人」優勢，可能會較有助於體察出

被研究者特殊的語言內涵，減輕理解上隔閡與障礙。推至極端，即便是被研究者

與筆者之間在毫無任何淵源關係下，多少也會因為筆者個人過去的實務背景，而

足以對雙方互動有些許的加分作用。 

儘管如此，學理上討論也指出，一旦共享的東西太多，身受同一文化洗禮太

深，研究者也可能失去研究所需要的「距離感」（陳向明，2000: 135）。對此，本

研究的辯解如下：（1）筆者個人縱使與受訪者擁有熟識感，多數情形下，這種情

感只停留在「對人」層面，如同俗諺所云的「見面三分情」，但在「對事」的理

智判斷上尚不構成多大影響。畢竟，筆者與這些被研究者之間，仍存在著某種層

級上差異，光憑這種距離感，就足以讓研究者保有「認同卻不失批判理性」的能

力；（2）博士班修習多元理論（這點反映在先前的文獻回顧章節）與研究方法訓

練，使研究者在公職生涯中，早已對「角色轉換」、「角色游移」過程處之泰然。

某些時候，筆者會以「局內人」（其實本身已是局內人）立場，為某種官僚現象

提出辯護，認同甚至力挺他（我）們「人在江湖」的苦衷；在此同時，筆者程度

上還是有能力回歸「局外人」（特別是學術研究者身分）角色，針對這類現象的

本質、結構限制，以至於事件的前因後果、來龍去脈加以完整關照33。換言之，

                                                 
33 一種突破或超越偏見的方式，就是直接面對偏見如何影響我們的思考。按照A. Strauss與J. 
Corbin (吳芝儀與廖梅花譯，2001: 103) 的說法，「將這些研究經驗記錄在研究日誌中，是追蹤研

究者在資料蒐集和分析歷程中如何思考的有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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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這種「雙重身分」，並容忍角色曖昧性，並非從事論文寫作之際始面臨的問

題。反過來說，如果不具有這類「雙重角色」，整個研究過程回憶起來，這類官

僚組織的研究，筆者勢將無法逃避以下難題：（1）不得其門而入；（2）樣本選取

困難；（3）語言溝通面臨障礙；（4）資訊真實性無從評判；（5）現象詮釋流於浮

面。從這個角度來看，局內人若保有多元的理論訓練，並適度放空一些經驗偏見，

「距離感」或「高度」仍然是可以訓練培養的。 

 

貳、研究者的個人傾向 

另一相關問題是：研究者的個人傾向對研究的影響。不可諱言，研究者對研

究現象的看法和預設，也會影響到資料蒐集與分析的進行，故對這方面的思惟傾

向宜有所自覺。筆者個人從事公職期間，泰半工作涉及跨機關性質的業務，亦即

透過主辦大型專案、參與各項考核工作、出（列）席協調會議等媒介，得以參與

市府高層長官、本機關以及其他機關首長主持的跨機關會議。至於與其他機關科

室主管、承辦人的互動媒介，則是透過公文往來、協商會議、實地查證、私下諮

商，以至於閒話家常等管道建立的，幾年下來，自然累積不少「參與觀察」經驗。

透過本研究有系統的資料蒐集方法，過去這類觀察心得部分，明顯可以作為一種

思考與確證的立足點。 

真正的參與觀察，其結果值得信任的程度，往往取決於研究者本身，有否受

過良好的訓練以及預作準備有關（Patton, 1987: 71），上述工作經驗提供的觀察管

道，儘管稱不上是一種系統性觀察，惟這種日常觀察，如果時間夠長，且觀察者

也具備某種靈敏度（如有比較能力）的話，其真實性可能遠比一般學術研究、時

間不夠長的參與觀察更值得令人信賴，只不過前者缺少了一種客觀表現形式（如

觀察記錄）罷了！事實上，在質性研究世界裡，「任何一項研究都是原始資料、

現有理論和研究者本人知識三者之間的一個…互動過程」（陳向明，2000: 89），

筆者個人始終相信這些基礎觀察工作，對於本研究的進行，特別是在資料蒐集與

文本分析上，乃佔有舉足輕重的影響力。 

較關鍵的問題是，研究者個人對於機關間合作主題的基本看法，及其對於本

研究執行上可能的影響，值得自評。過去經驗多少會帶來一些牽制作用。筆者個

人對於機關間合作案的推動，多數情形下是悲觀的。如果以前述機關間合作的三

種觀點來描述，不可諱言的是，檯面上機關間合作實務，似乎頗適合以一種「政

治經濟觀點」看待，亦即參與合作的各方，很少不為自己機關與人員利益，作出

最好的權衡，這其中往往涉及一些旁觀者不得而知的「盤算」，但筆者個人對於

盤算的內容物，受限於經驗與正式角色關係，在進入實質研究前，其實並無法很

有把握且很有條理的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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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限的公職經驗裡，以協調案為例，機關首長於這類場合，通常會事前吩

咐部屬，要求充分蒐集資訊，以便了解案子的歷史背景、來龍去脈，作好影響評

估，確立發言立場。思慮敏捷的首長，甚至可能會模擬各種突發狀況，備妥有利

的佐證資料，適時辯護、強化機關立場的客觀性。機關首長在決定自己立場時，

有幾個接觸點可能是權衡的關鍵：協調者態度、首長間關係、任務本質，以及機

關內部業務科室的立場。 

促成機關間合作的條件，實務上很多時候是不易共存的。我們也許會認為協

調者態度很重要，但當協調工作甚為頻繁，案子複雜度也不一，協調者未必能巨

細靡遺地弄清楚狀況，更未必有裁示的道德勇氣，協調成效因此大打折扣，後果

也難以逆料。直覺上，我們也會認為首長之間關係很重要，但組織結構先天上就

預設了某種競爭關係，這導致欲期待所有首長間關係是和諧的、是「去政治的」，

常理上根本不太可能。任務本質是一個籠統名詞，其主要指涉合作過程與結果，

對於特定機關造成的得與失，往往決定合作能否順利進行的關鍵。最後，僅管機

關對外是一體的，但內部事務官立場不無可能會與政務官產生衝突，這導致對外

合作共識隨時有難產、變卦甚至破局之虞。至於其他文獻上所觸及到之一些概

念，如目標衝突、部門主義、地盤之爭等，實務上的確也具有某種解釋力。 

在此情形下，一種主觀看法認為，機關間合作的推展並不容易。工作經驗告

訴筆者，現有的制度規範（無論是有形的規則或心照不宣的溝通文化）並沒有鼓

勵行動者，有任何努力遂行跨機關合作的必要，除非是基於自發性的熱忱。由於

經常上演的戲碼似乎都是負面的，致使筆者不得不抱持「悲觀論」的角度來看問

題。不過，從研究角度出發，此負面觀感有兩種可能性：其一，這只是「部分的

真實」，即受限於筆者的正式角色與經驗範疇所提出的偏狹立論；其二，解釋上

也可能是「殘缺不全」的，亦即沒有辦法針對整件事情演變的結果，提出一個比

較周延的關照，因而無法窺知因果關係的複雜性。反過來說，基於此一說不上來

的感覺，筆者才認為有從事該項主題研究的必要。筆者個人認為，在保有以上自

覺能力的前提下，對於日後田野研究的進行會較有助益。 

最後要說明的是，本研究中研究者偏好「微觀行為」的觀察，即一般組織行

為之研究，但這並不代表「制度設計」不重要，或制度因素是被否定的，只不過

更大程度反映出人類行為「能動性」的事實34，故不將其列入主因探討，充其量

只作一些簡單交代，筆者才能有較多餘力，去關注機關行動者間認知與行為的差

異所在，同時給予一些合理解釋，而非在「制度影響行為」大帽子底下，致力於

一種「普遍行為」、「均質行為」的探究，彷彿行動者本身必然受到某種制度約束，

而毫無個別差異可言，以致於過度簡化了現象的多重特徵。 

                                                 
34 制度與行為關係，通常要經過某種縝密分析程序，如「多重個案分析」或「長期追蹤」，才能

道出「因果序位」或「關鍵差異」所在，否則易陷入「當局者迷」、「自以為是」的一種偏見，顯

然此非本研究風格擅長處理的。參考E. Ostrom（余遜達與陳旭東譯，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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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資料蒐集 

 

壹、蒐集方法 

J. Gerring (2004: 353) 表示，個案研究不一定是量化的、實驗的，也可以是

質性的、觀察的。成功的個案研究甚至要結合各種資料蒐集的方法，如文獻、檔

案記錄、訪談、直接觀察、參與觀察，以及實物證據等（Yin, 2003: 85-96）。儘

管如此，斟酌實際操作難度後，本研究選擇「質性訪談」作為資料蒐集方法。 

這種資料蒐集方法有何特殊性呢？對此，R. Stake (1995: 64) 表示，「質性研

究最引以為傲之處，乃可以發現與描繪個案的多元觀點。訪談則是通往多元實體

的主要道路」。質性訪談的基本原則是提供一個架構，好讓受訪者在這個架構下

能暢所欲言，研究者從而得知受訪者的想法、學習他們的術語和判斷，以及捕捉

個人工作經驗的複雜性。由於沒有刻意的預設立場，不強迫把受訪者的知識、經

驗與感受，硬塞入研究者的框架中，這點構成了質性與量化研究訪談工具差異所

在（Patton, 1987: 115）。 

質性訪談可分為「非正式的會話訪談」、「一般性訪談導引法」，以及「標準

化開放式訪談」，三者各有其相對優、缺點（吳芝儀與李奉儒譯，1995: 227-229）。

本研究選擇「一般性訪談導引法」，這種訪談類型事先得擬妥「訪談提綱」，內容

設法涵括相關主題，性質類似基本清單，惟對於問題順序和字組（wording）則

容許彈性，避免過於刻板。由於問法會稍有調整、因人而異，可能會面臨受訪內

容能否相互比較的質疑，但本研究係聚焦在影響機關間合作因素之探究，著重在

因素歸納與特定概念的連結與發展，因此在訪談與資料分析過程中，若能充分掌

握提問與回答的脈絡，可比較性問題似乎也就不是那麼地重要。 

本研究旨在了解各機關對於合作實務的認知與態度，但一如前述，訪談過程

中難以避免一些較為敏感的話題，如涉及市長領導風格、府內高層協調者能力，

以及受訪者本人工作人脈等。某些情形下，受訪者的意見表示，背後反映的是對

廣大公務體制的無奈，甚至表現出學理上所謂「異化」、「疏離感」等情緒特徵，

這往往都是一些負面觀點，甚至是不光彩、有失面子與不好啟齒的言論。在保守

的官僚體系中，這些苦水多少蘊含著濃厚的「禁忌」成分，尤其在市府高級事務

官員們身上明顯可見。站在同理心角度，筆者個人可以理解這些同意受訪的官員

們，不無有「難以暢所欲言」，或「點到為止」之難處。 

這也反映訪談本身作為一種探究工具的缺憾。事實上，僅仰賴單一時點的互

動，以及難以避免「霍桑效應」的影響下，很有可能使身為局外人的研究者，難

以得知這類訊息是否為受訪者真實的內心寫照？還是有「選擇性記憶」、「避重就

輕」、「誇大不實」之疑慮呢？當然，本研究對此並不得而知，只能透過某種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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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方式，以克服一些疑義。正如前述，筆者試圖以信任關係降低訊息風險、在代

表性前提下增加訪談人（次）數，以及運用變異性抽樣等。同時，筆者也適度呈

現對受訪者的行為舉止觀察的記錄（詳下述），以為評斷。 

本研究每一次訪談，地點都位於受訪者辦公室，訪談過程殊少受到干擾，整

體進行堪稱順利。受訪時間方面，原先設定約 80 分鐘，主要是斟酌受訪者對時

間的容忍度。至於實際訪談時間，最長耗時約 120 分鐘，最短約 60 分鐘，大部

分訪談時間都控制在 70 至 80 分鐘左右，主要視受訪者容許的時間安排，以及研

究者與受訪者之間的情誼而定。大抵上，人情連帶若屬直接關係者，會比間接、

無淵源關係者略有彈性。當訪談時間少於原先規劃（80 分鐘）時，研究者通常

必須中斷受訪者的發言長度，否則即需要調整問題排序，直接鎖定與受訪者可能

較能發揮的因素或概念發展。當訪談時間大於原先規劃時，則允許受訪者有較多

暢所欲言的空間。 

幾次訪談下來，筆者也發現，如果容許受訪者「侃侃而談」，而非較僵化的

「一問一答」方式，受訪時間往往會構成一股壓力。然而，這類侃侃而談的資訊，

有時候卻遠比訪談者企圖追問的問題，更為彌足珍貴。面對這種兩難，礙於再次

約訪可能難以啟齒，若進行中的談話不偏離主題甚多，筆者多半容許這類談話持

續進行，影響所及乃研究者必須草率結束對特定受訪者而言，少數那些較為無關

緊要的提問。 

訪談者身分可能會影響受訪者的接受度。在邀訪過程中，筆者除說明研究報

告用途僅供學術論文使用外，也表明日前服務機關與工作性質，期以此贏得受訪

者的社會認同與信任，並願以「局內人」、「自家人」的角色關係互動。回憶系列

的訪談經驗，此舉對已初步建立關係的受訪者而言，固無任何影響，但對於關係

淡薄或毫無淵源之受訪者來說，多少拉近一些雙方溝通上的距離感。事實上，在

共同背景基礎下，雙方的語言、認知的確會比較好溝通，故不僅邀訪的成功率較

高，訪談互動的「共融性」似乎也比較理想。整體上，在原先抽樣的名單中，只

有 2 名受訪者拒絕訪問，一位是某機關的主任秘書，另一位是市府高層長官，兩

者的人情連帶皆為無淵源關係，前者轉請下屬代答，後者則間接婉拒受訪，最後

兩位邀訪對象研究者只好予以放棄。換言之，原計畫邀訪 14 人，成功邀訪 12 人，

邀訪成功率約 86 %。 

 

貳、蒐集工具 

一、訪談提綱 

本研究使用的訪談提綱，筆者於事前分別請教了二位專任教師，其中包含一

 95



行政機關間合作的邏輯與限制                                                           

位兼具教師身分的行政官員，針對提綱內容能否滿足預期研究需求表示意見。以

下是本研究適用於絕大多數受訪者（理由如後述）的訪談提綱。 

 近幾年府內跨機關的協調合作事務是否有遞增趨勢？ 

 一般而言，機關間配合度為何？哪些因素會影響機關間配合意願之高

低？參與協調合作的過程中，機關最慎重考量的因素為何？ 

 主政機關常用哪些（正式與非正式）協調方式？選擇的因素為何？ 

 非正式協調的作用為何？支撐其能順利進行之因素為何？ 

 機關間協調合作的默契通常是如何產生的？如果機關之間經常有重要

政策上共事機會，對未來合作案推動有無影響？ 

 那些因素會影響機關間合作的滿意度（順利）？ 

 府內的相關制度（如獎懲系統的誘因機制），對促成機關間合作有否幫

助？ 

這份訪談提綱的擬定，係根據研究問題操作化而來，有部分是筆者個人實務

經驗的反思，亦有從相關文獻資料中推演出來的。訪談提綱設計完妥後，筆者會

事先模擬應答結果與文獻上特定概念與理論之間關係。此連結思考好處，乃促進

筆者日後於訪談追問與研究意涵討論上，可以擁有較多與理論對話的能力。舉例

而言，若詢問機關受訪者「有關影響機關間配合度因素」的問題，筆者立即會聯

想到先前文獻回顧中的若干概念，如地盤、組織自主性、部門主義、組織權力、

不情願夥伴、合作成本，以及制度論（適當性邏輯）；其次，又若詢問「有關合

作經驗如果次數夠多，對於機關人員的工作態度與行為，有否可能帶來改變」的

問題，筆者思路也會觸及有關社會學習、賽局論、鑲嵌性，以及信任等概念的解

釋力。由於實務工作經緯萬端，通常不是現有抽象的、站在制高點上的理論或概

念本身，足以充分、有效詮釋的，是以在上述聯想、比較或對話過程中，往往有

助於強化現象觀察與解釋的深度。本研究預期貢獻設定在概念排序，以及建構與

解釋相關概念背後的錯綜關係，故資料蒐集過程與現有理論之間的對話遂變得很

重要，蓋唯有如此方能深化分析結果，或洞悉一般量化研究不容易掌握到的面向

與故事性。 

本研究約於訪談 5 個工作天之前，即將「訪談提綱」以電子郵件或傳真方式，

交由受訪者或其秘書代為處理。不少受訪者雖事先已被告知欲訪談的主題，但根

據若干跡象顯示，多數受訪者仍以「即席問答」方式完成受訪，這反映多數受訪

官員們工作繁忙、會議眾多，其實無瑕應付這類外界研究。對此，從樂觀角度而

言，也許機關間合作實務，早已屬於他們例行工作之一環，箇中滋味了然於胸，

毋須刻意準備，亦不影響訪談的有效進行；從悲觀角度而言，受訪者公忙無暇準

備，更需仰賴訪談者技巧性的暖身、旁敲側擊，以及對話、追問與澄清等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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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能提昇訊息交流的效率與品質，否則將面臨記憶流失、辭意不清，或答非所問

等情事發生。通常，訪談程序開始前，訪談者會先確認有否上述徵兆，若有，則

需先行綢繆。在本研究 13 人次訪談過程中，大約有 1.5 次訪談結果不甚理想，

主因在於受訪者習慣使用特定語言（如台語），以及其本人談話偏離主題甚多，

而訪談者始終有插不上話的困擾所使然。 

本研究使用的訪談提綱，在每次訪談中也都會進行檢討與微調，但整體上並

未違背原初設計宗旨。調整理由在於：某些提問方式的改變，似乎更能蒐集到深

度資訊，甚至激盪出熱烈的對話；同時，訪談階段前、後期所需資訊的明確程度，

也不盡相同，致使全程使用固定的訪談提綱會顯得沒有彈性，也缺乏效率，故有

必要進行微調，以契合不同受訪進程的需求，這點也說明了為什麼本研究會有前

述所謂「適用於絕大多數受訪者訪談提綱」的問題。 

當訪談人數累積至總數的三分之二強之際，筆者會斟酌受訪者背景因素，而

微調訪談提綱與強化追問深度。在此之前，研究者並不打算進行「收網」的動作，

除非訪談時間非常充裕，否則原則上不會花太多時間，追問過多細節內容。然訪

談進行至中、後段，研究者開始顧及到現有文本，程度上能否足以達到「說理」

地步，其中的關鍵問題是：每一個看似重要，且合乎邏輯的影響因素「究竟有否

得到平均發展」，以及「是否還有一些潛在觀點未獲發覺」，此近似於學理上「理

論飽和35」（theoretical saturation）的主張（吳芝儀與廖梅花譯，2001: 165）。以

本研究而言，愈到後期的訪談，筆者幾乎不受訪談提綱的束縛，或該提綱只是「備

而不用」，訪談的主要任務變成只是在「有目的的聊天」、「交換意見」、「補充」，

以及「驗證」研究者日漸浮現的觀點而已。換言之，在第 13 次訪談中，筆者幾

乎擺脫了原先訪談提綱的規範，專門聚焦於那些尚有補強餘地之概念充實其內

涵。更重要的是，筆者也把先前十二次訪談結果中，累積達十五餘萬字的逐字稿，

經人工閱讀的初步分析結果，「徵詢」這位受訪者的意見，以考驗筆者的「心證」

結果能否獲得其認同。換言之，最後一次訪談工作，顯然是以「驗證」、「確認」

為主要考量。 

若以光譜表示，顯然後期訪談已開始縮小「開放性」程度，並逐步地朝「封

閉性」、「驗證性」方向發展。換言之，質性研究方法多大程度上是歸納的或演繹

的，會隨研究進展而異。本研究於前幾次的訪談立場比較開放，此乃因訪談者還

摸不著頭緒使然，但隨進入狀況程度加深，重複資訊接觸頻繁，這時候少數重要

因素或概念就會慢慢浮現。此刻，筆者本人會興起一種感覺：受訪者的論點大致

不脫離這些範圍！至於後續課題是，如何把這些論點進行系統性整理，並組織起

一套說理的架構。某種角度而言，本研究操作上呼應了 M. Q. Patton（吳芝儀與

李奉儒譯，1995: 155）所說的，當實地工作開始時，研究者採用的是發現法或歸

納法；隨著研究揭示出問題的主要層面及其規律，檢驗假設工作就派上用場，故

                                                 
35 指在分析的過程中，再也沒有新的屬性或面向自資料中浮現出來，且分析的結果足以說明大

部分可能的變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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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的是較為演繹性的資料蒐集和分析方法。 

本研究訪談過程中也發現，可能由於（1）研究問題單純，資訊接收有很清

楚的目的導向；（2）訪談提綱設計寬廣，輔以筆者個人的實務經驗與旁敲側擊的

追問技巧，盡可能極大化訪談的收益。也因此，訪談程序愈接近尾聲，筆者明顯

感受到所接收之訊息已大同小異。如此而言，訪談是一門藝術，「追問」工作對

於資料蒐集其實居功厥偉。筆者通常會透過不同角度的關照，試圖激發出更有產

能的答案。紮根理論文獻告訴我們，很重要的技巧是追問：「何人」、「何時」、「何

處」、「為何」、「如何」，以及「產生什麼結果」等細節性問題，如此才能關照出

任何看似平凡陳述的背後，所夾藏的「不平凡」意義，這對於後續報告撰寫與資

料引述上將甚有助益。 

儘管如此，過早進行問題追問未必是件好事。蓋訪談者可能「事後」發現，

當初其實毋須在一些細節上耗費太多時間。為減低不必要的機會成本，本研究也

不斷地調整策略。回顧整起程序，在受訪總數前三分之二左右的受訪者身上，此

等訪談僅以「理解」為標準，也就是設法掌握受訪者的發言重點即可，在此情形

下，訪談僅需以最簡單的追問便能達到目的。然而訪談愈接近終了，也就是中、

後段的受訪者身上，訪談成敗往往決定在能否充分「填補」意圖發展的因素或概

念缺陷，此際訪談進行顯然有很高的目的導向。訪談者必須對任何陳述內容背後

的「條件關係」，進行更細膩的關照並提出反問。也就是說，在「區辨性抽樣」

階段，由於絕大多數意圖發展的因素與概念已被鎖定，故相對來說，筆者訪談上

得以有較多餘裕將前述紮根理論的詢問技巧派上用場。 

原擬訪談提綱數目甚少，即便每次微調，通常也限定在 10 題之內，但每一

次訪談結束，根據逐字稿資料顯示，大大小小的提問數量約有 40 至 100 題左右。

這顯示很多的追問過程，其實是前述技巧的應用。 

二、數位錄音 

受訪者普遍同意筆者訪談過程的錄音請求。由於係以數位錄音方式，而非傳

統的錄音機進行，轉檔至電腦後發現錄音品質良好，有利於逐字逐句謄錄工作的

進行。惟有一份錄音檔於謄寫完成後，因故處理不慎而被洗掉，索性謄寫記錄早

已完成並經確認，故影響結果不大。訪談當下除以錄音記錄訪談外，也會進行簡

單的人工筆記，其目的在於：（1）重點紀錄，並於適當時機回過頭來，再請受訪

者闡明訪談者不明瞭的細節；（2）記錄受訪者言談表情、語氣的重要特徵，或事

後追認訪談過程的共融性，以評斷資訊蒐集品質之良窳。 

茲將訪談期間對受訪者的行為舉止觀察記錄，整理如下表十，並區分為「表

情/語氣」（從侃侃而談至謹慎對應）、「回應/表達」（依次為：暢所欲言、有問必

答、語帶保留），以及「共融/關係」（依次為：非常好、很好、好）等層面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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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從下表中可以看出，絕大部分受訪者都是侃侃而談，且有問必答，彼此互

動關係也堪稱良好。但也有少數受訪者（特別是事務官員）比較謹慎對應，在言

談過程中似乎有較多的「語帶保留」、「避重就輕」、「閃爍其詞」，以及「冷場」

等現象出現。 

 

表十：訪談期間受訪者行止觀察表 

觀察面向 
受訪者代碼 

表情/語氣 回應/表達 共融/關係 

A-001 侃侃而談 有問必答 非常好 

B-002 侃侃而談 暢所欲言 非常好 

C-003 謹慎對應 語帶保留 很好 

D-004 侃侃而談 有問必答 很好 

E-005 侃侃而談 暢所欲言 非常好 

A-006 侃侃而談 暢所欲言 非常好 

F-007 侃侃而談 有問必答 很好 

G-008 侃侃而談 暢所欲言 非常好 

H-009 侃侃而談 有問必答 非常好 

I-010 謹慎對應 語帶保留 好 

J-011 侃侃而談 有問必答 很好 

A-012 侃侃而談 有問必答 很好 

資料來源：本研究製 

 

每一次訪談結束後三至五日內，本研究即把錄音內容謄寫成逐字稿。經驗顯

示，謄寫時間對數位錄音時間的比率，約五點五比一，亦即費時五點五小時左右

時間來謄寫一小時的錄音結果。當然，隨受訪者口語表達清晰度的不同，所費時

間仍略有差異。就此數據來看似乎比一般教科書高出許多，箇中原因如果不是謄

稿過程講究較高精確度（近乎逐字逐句）外，否則就是經驗純熟度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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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研究資料分析 

 

壹、人工閱讀 

在透過電腦輔助軟體進行實質分析之前，亦即進行至第 10 位受訪者（代碼 

I-010），筆者大約花一至兩星期左右時間，進行逐字稿的反覆閱讀，其旨在對

所有受訪資料有一先行理解。透過這種「整體把握」的閱讀，可以作為後續電腦

輔助軟體編碼的比對與參考之用。換言之，在反覆閱讀並註記一些個人感想之

後，筆者透過自行製表與繪圖方式，試圖把現有資料進行初步檢閱，以了解可能

影響機關間合作的因素及其相互間關係。基本上，此一人工閱讀分析主要有兩項

功用：（1）當訪談程序接近尾聲，亦即進行至第 10 位受訪者，研究者認為有必

要掌握初步的影響因素；（2）如果某些概念，在人工閱讀分析下，看似重要但卻

有發展不全、交代不清之疑慮者，則有必要增加受訪者。也因此，才會如前所述，

新增 2 位受訪者（代碼分別為 J-011、A-012），並針對 1 位舊有受訪者（代碼

G-008）進行二度訪談。 

 

貳、電腦輔助軟體運用 

一、紮根理論分析的精神 

由於逐字稿的份量頗為可觀，人工閱讀只能知其梗概，故不得不仰賴電腦軟

體的運用。基本上，質性研究的資料分析是隨研究者的典範及風格而有所異，本

研究採取的是「編輯式分析」。按照胡幼慧與姚美華（1996）之說法，「研究者可

以像編輯一般、裁剪、安排、再安排文本，直到詮釋者探尋出有意義的類別和關

連，以及研究之前未呈現的型態，此法比較符合紮根理論的研究方式」（p. 157）。 

先前說明中，本研究並未刻意提及「紮根理論」此一名詞，但本研究設計從

抽樣邏輯、訪談追問技巧，以至於現階段資料分析，大體上都是環繞著紮根理論

的基本精神運作。紮根理論分析法的特徵，莫過於是以「化整為零」方式，進行

資料的編碼，也就是把先前訪談謄寫後的逐字稿，加以逐字逐句的命名，賦予每

一段受訪者的談話，都有一個特殊的標籤，這與前述人工閱讀資料的整體理解，

似乎剛好相反。 

至於編碼目的乃是藉著對文字資料逐字、逐句的分解，以便指認出研究者所

感興趣的，且在觀察情境中具有某種重要性，甚至是重覆出現的社會現象；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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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命名過程，學理上稱之為「類別（或範疇）」（category）（徐宗國，1996: 61）。

本質上，筆者個人的體會是，這類分析是一種「由下而上」、逐步「抽象化」歷

程，故有「紮根」的意味。徐宗國（1996: 63）言簡意賅地表示： 

所命名的若是一個重要的概念，…甚至包含了其他範疇，以至於在範疇中也有抽象

層次高低之分。不斷比較與理論性抽樣之後，逐漸會將所命名的抽象層次提高，使

它成為一個包含性高，抽象度高的名詞；這樣的命名就成為一個核心範疇（core 

category）…。此一核心範疇…，一語道破被研究者所經驗的社會世界…。 

儘管如此，實際編碼程序為何呢？按照 A. Strauss 與 J. Corbin (吳芝儀與廖梅

花譯，2001) 的說法如下：（1）開放性編碼（open coding）：指「用以界定資料

中所發現之概念及其屬性和面向的分析歷程」（p. 105），屬性和面向則是用以區

隔類別，並賦予其特定意涵的工具；（2）主軸性編碼（axial coding）：指研究者

將類別及其次類別相互連結的歷程。當進行主軸編碼時，研究者必須回答類別（現

象）背後有關何人、何時、何處、為何、如何，以及有何結果等問題，這些答案

其實就是歸屬在「條件」、「行動/互動」，以及「結果」的次類別，如此一來，研

究者就可以增加特定類別的深度與結構（pp. 127-147）；（3）選擇性編碼（selective 
coding）：指藉由資料統整過程，來發現「核心類別」並精鍊理論的歷程，後者

涉及檢視理論架構的內部一致性和邏輯性、補足未充分發展的類別、修剪理論，

以及驗證理論架構等工作（pp. 149-168）。綜合來說，「概念化」、「關係化」，以

及「體系化」三者，可謂是上述編碼程序的重點工作。 

二、WinMax 輔助軟體分析 

幸運的是，有了德國人研發的WinMax分析輔助軟體，可以協助本研究遂行

以上活動。基本上，這套軟體的設計延續了紮根理論的精神，可供研究者從事不

同階段的編碼，也提供了撰寫筆記的功能，不管是在編碼歷程的思考，以及文本

閱讀中間產生的靈感，都可以在特定欄位中註記以備使用。 

在筆者個人使用經驗上，這套軟體的主要功能在於：（1）編碼效率：本研

究逐字稿的資料近20萬字，針對受訪者每一段談話的命名數量也高達數以百個，

如果沒有一套分析軟體協助，卻以傳統「剪貼」方式進行的話，可能耗費時間驚

人；（2）分析經濟：編碼等同於分析的一環，在編碼過程中，研究者心中已慢

慢浮現一套分析架構。以本研究而言，這套架構最主要就是在抓取重要概念，且

此等概念可以直接連接到研究問題的解答，亦即影響機關間合作因素之分析。編

碼工作告一段落後，研究者透過某些特殊指令（如  and, Boolean, Analytic 
Strategies等）的單獨或交互運用，得以在極短時間內，精準地掌握概念之間的關

係，亦即筆者個人先前指稱的「發覺一般平凡陳述背後不平凡的意義」。如果相

關陳述反覆出現頻率頗高，質性研究者的「社會建構」企圖，似乎也就更有信心

的達成。相對來說，以人腦方式處理這樣的分析過程，可能會顯得十足的不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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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疑地，要達到上述結果也要有若干條件的配合，至少在前階段的編碼工作上必

須下足功夫，否則其功用就不免大打折扣；（3）引述便捷：這套軟體對於報告

撰寫也帶來莫大便利，一來研究者可以把每一次的分析結果儲存於電腦中，二來

也因此可輕易地讀取、回顧這些分析過的文本，相較傳統以「卡片」尋找引文，

數量上往往高達上百個，借助這套軟體確可提高作業效率。儘管如此，這套軟體

也不是沒有缺點，最為人詬病者，可能是所提供的部分重要功能，設計上不夠人

性化，特別是在選擇性編碼階段上，先前開放性編碼的「譯碼整併」動作，顯得

極為笨拙，無法透過滑鼠的拖曳來達成，而須以一種土法煉鋼、人工鍵入方式逐

一調整，甚為煩瑣、耗時。 

（一）開放性編碼 

開放性編碼是整體分析程序中，最低階也是相當基礎的工作。基本上，開放

性編碼就是「命名」、「標籤化」，初步的「概念化」。這類命名過程，可能是

「節錄」自受訪者的特殊語彙，論者稱之為「見實編碼」（in vivo codes），也

可能透過研究者個人的「轉譯」過程，重新賦予一段談話更為精簡的概念。如有

可能的話，直接節錄受訪者的用語是一種不錯的處理方式。畢竟，語言是一種生

活的縮影，直接節錄的作法，透過後續資料的引述，讀著可以更清楚、更沒有距

離地了解到，受訪者看待世界的特殊方式。本研究在「開放性編碼」階段，除非

有其困難，原則上仍以受訪者的特殊用語，作為編碼的呈現方式。 

為便於闡釋，茲舉若干段落說明： 

但是上層本身，他也會要考慮就是說，我的更上層他對我做的這件事情，他有沒有

給我足夠的關注，也就是說，我做這些事情，他認為說你做得很好，你的表現有人

看到，那我想在行政機關，很難有這麼一套，因為你做了人家還是認為你該做，做

得好也是應該的（A-001: 568/573）。 

我覺得就說 xx、xx 這個案子好了，它同時有財政局的目標，也有社會局的想法，

那當然這麼大的開發案，的確是需要好幾個局處的…，但是它會變成說好多 goals

是 conflict，彼此沒有經過很好的一個溝通，就是說首長之間對於一個 project 部分，

每一個人還沒有 team up 在同一條的這個，但是我覺得這個也很難啦！譬如說，就

算是 xx 案，你也很難能夠讓所有的首長，你很少有一個什麼計畫，全府首長都完

全的思考模式是一致的；或是像 xxx，這也是大家意見有分歧的部分，文化局有它

的立場，體育處有它的立場（A-012: 273/285）。 

在市府裡面，首長裡面都還會分各種，你看像市府裡面有一些首長是事務官的，比

如說像主計、人事、政風；有一些首長是政務官的；有一些首長是我剛講的，比較

偏技術官僚的政務官的；有一些首長是比較像是搞選舉、搞政治、搞政黨的人的，

這每一個層都有「圈圈」，你有沒有常常成為那些圈圈的一部分（J-011: 723/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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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三個段落中，筆者分別賦予它們不同的命名，即「長官關愛」、「目標

衝突」，以及「圈圈」（小團體）。顯然地，除了最後一位受訪者（代碼 J-011）的

陳述段落中，明顯使用到「圈圈」一詞之外，其餘兩位受訪者（代碼 A-001 與

A-012）的陳述語句中，則未明確出現「長官關愛」與「目標衝突」字眼，但任

何人閱讀後都可以知道，此兩段落無非就是在談論類似的概念。換言之，最後一

位受訪者的發言內容，筆者係採取節錄式命名，其餘兩位則多經一道轉譯程序，

且程度上「長官關愛」又較「目標衝突」來得明顯。換言之，當陳述語句欠缺直

接節錄之可能，筆者才必須轉譯、重新命名。當然在轉譯過程中，似乎也就欠缺

一些「本土味」！ 

（二）主軸性編碼 

在 WinMax 軟體運用的意義上，主軸性編碼的旨在從事譯碼的移動、複製與

合併。原因在於先前編碼工作，產生了大量的命名，但回歸研究主旨並仔細檢閱

此等命名後，約可發現很多命名結果似乎大同小異，因此有必要進行簡化動作，

往往這類動作可能包括：刪除、移動、複製，以及合併某些命名。以筆者體會而

言，其主要目的是把既有一些零散的、低層次、平面性，以及相似度高的若干譯

碼，經由研究者的心智模式、想像力之運用，重組或串起一套有層次性，且足以

自圓其說的「概念樹」。 

以本研究而言，若前階段的開放性編碼，經由中段整理過程，浮現出與主題

有關的幾個類別，諸如：「責任」、「機關業務負荷量」、「獎懲機制」、「資源分享」、

「資源配置」等概念，但事實上，如果再作更精緻的處理，也許閱讀文本資料後，

可以再把「工作量」與「獎懲機制」兩個類別整併至「責任」內涵底下，這時候

「責任」乃成為主類別，「機關業務負荷量」與「獎懲機制」就變成是次類別，

在此情形下，原本一些為數眾多且零散的命名，諸如：「大家都有苦水」、「幫別

人擔」、「assign 到垃圾業務」、「被罵」、「多說一句話惹禍」，以及「吃力不討好」

等，原先分屬於「責任」、「機關業務負荷量」與「獎懲機制」類別下的命名，即

可進一步濃縮、抽象化。 

主軸性編碼不是只有如此而已。從極端角度而言，這類「概念排序」工作可

能永無止盡，惟筆者的目標，則是設定在「試圖把某一類別的重要內涵交代清

楚」，其操作性意義如下：（1）促成此一類別產生的條件為何；（2）為什麼此一

類別（因素）很重要；（3）此一類別包含哪些屬性或面向；（4）何時此一類別顯

得重要；（5）此一類別對於行動策略的意涵。顯而易見地，前述訪談追問部分，

曾提及的旁敲側擊問話技巧，可歸結為「5W1H」（如 what, why, when, where, who, 
how），在主軸性編碼階段就可感受其效益。 

在軟體操作上，筆者會事先把同一類別（或次類別）下的相關陳述，先行作

一些初步歸類，如「條件」、「行動/互動」，以及「結果」等族群，以利在後續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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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撰寫上，達到較為便捷的引述效果。 

為便於闡釋，茲舉特定段落說明： 

很奇怪，你就是不會去想要跟他互動啊！那你有時候要找那機關，你也不會去找他

啊！我通常會找我熟悉的人來，去處理那件事情。如果說講，有一些局處，我會去

找我認識的人那一條線去。因為你那部分你比較熟悉，我跟你講有時候你拜託人

家，或是你跟人家談一件事情，對方的態度也很重要的，有些人會很乾脆答應，有

些人就不會，可是你不會想，因為你沒有多餘的時間去碰釘子，而且說真的你也不

會想去碰釘子，所以你會找你熟悉的模式去處理，或找你熟悉的人脈去處理（B-002: 

605/615）。 

在開放性編碼階段裡，這段陳述可同時被編碼為「找我認識的那一條線」或

「沒時間碰釘子」；在主軸性編碼上，其則皆歸類於「人際網絡」類別下。由於

整段文字說明，不外乎闡明行動與結果之間的關係，其中行動指涉的是「找我認

識的那一條線」，而其帶來的結果，則是免除人際互動上「碰釘子」的尷尬場景。

換言之，在筆者個人的處理風格上，則把這兩個編碼進一步區分，最後電腦視窗

的讀取上，就會呈現「人際網絡/行動/找我認識的那一條線」、「人際網絡/結果/
沒時間碰釘子」這樣的細部關係。 

在主軸性編碼過程中，起初有一項惱人問題，即往往會面臨一些歸類上「模

稜兩可」局面。在開放性編碼階段中，某些非常基礎的命名，數量之大很難收網，

最棘手的是，這些基礎命名在提昇概念層級的過程中，往往不是只有一種歸類方

式，而是有好幾種可能的選項。試想：如果某一命名「甲」，實際上可歸類於「A」、

「B」、「C」三個類別，而研究者卻僅歸類在其中之一種「B」，好的情形是無傷

大雅，蓋也許「B」類別中，早已有相近意義的陳述語句，足以表徵「甲」的意

涵；但如果這類情形出現很多，導致該歸類於「A」者卻明顯遺漏處理，則某些

類別發展到後來，不無可能會面臨交代不清或佐證資料不足的窘境。本研究的處

理方式是寧可多歸類，以盡量避免有事後證據不足情事發生。以本研究而言，下

述文本資料判讀上，如果進一步參考前、後文脈絡，至少可納入「資源」、「法定

權責」，以及「協調者」等主要類別，也就是說，若把這段文字記錄，同時編碼

至上述三個類別，將可減低歸類遺漏的風險。 

問題是說，你有沒有必要花這個成本去做？如果你做出來，整個機關以後運作就很

順遂了。那相對來講，你到上面，他要作決定的東西就減少了。但是問題是減少上

面的負荷量，是不是好的呢？（G-008-01: 340/343）。 

換言之，「多重編碼」是本研究的因應策略，且這樣的策略，不僅發揮在開

放性編碼階段上，亦即同一段落如有可能的話，往往會有一個以上的編碼，同時

也運用在主軸性編碼的歸類工作。此一作法的好處是，減少當下判斷可能產生的

謬誤，留給後續引述資料階段再行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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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在主軸性編碼的整體表現上，假設「資源」這個類別或因素佔有很高的

釋力（詳下述），一如前述，先前努力已整併了中段整理過程中「資源分享」、「資

源配置」，以及部分「授權」等次類別，但在充實這個概念的細部內涵上（詳研

究結果），筆者最後把此一看似平凡的概念，解析為「何謂資源」、「為什麼會有

資源爭議」、「何時會有資源爭議」，以及「如何處理資源爭議」等層面處理。進

言之，「資源」這個概念是一個泛稱，舉凡人力、物力、經費、人情，以及時間，

對組織行動者而言都是一種「資源」，這些分類就紮根理論術語而言，即為所謂

的「面向」，經由這些面向的闡述，便可把資源這個籠統的大概念交代得更為清

楚。如此一來，「局外人」就更能充分了解「資源」在官僚體系，特別是機關間

合作關係中，所蘊含的特殊意義。 

一個嚴肅問題是，這樣的處理方式，足以使概念本身達到所謂「飽和」的境

地嗎？這個問題甚難回答，如果單就歸納邏輯而言，筆者寧可相信截至目前為

止，有關組織間合作的知識「不知道的可能遠比已知道者為多」，只不過當現有

資料結果大同小異，在足以自圓其說的基礎上，必須暫時中止研究的進行。 

（三）選擇性編碼 

經由前述編碼過程，文本資料處理大體上已滿足「描述」、「概念排序」的要

求。不過，接續問題是：這些大概念或主類別（如「責任」、「資源」、「法定權責」

等），究竟和機關間合作有何關係呢？在此情形下，選擇性編碼的工作，旨在呈

現一種概念之間的因果關係，近似於量化研究中「雙變項分析」甚至是「多變項

分析」的技術。藉由 WinMax 軟體的某些進階分析功能，搭配先前細膩的編碼動

作，在最後的編碼階段中，研究者很容易可以讀取到，至少隱含兩個大概念的文

本段落。換言之，在研究者有興趣的範疇內，藉助這套軟體的運用，遂可輕易地

呈現任何特定概念之間關係的語句。當然，這項功能對於本研究「影響機關間合

作的因素」之主題而言，尤其重要，否則就必須仰賴人工的「地毯式搜索」，徒

增不少成本。 

為便於闡釋，茲舉特定段落說明： 

你不配合，他也很難叫說變成什麼情況，或者你配合我可以給你什麼樣的誘因。除

非，我覺得仲裁者角色最要緊。他就告訴你說，我就要你做。尤其是秘書長、副秘

書長這些人，就是你做了，你就照做就是了（C-003: 546/549）。 

這很簡單，你對他的業務多瞭解，你都不了解對方，根本就無從去溝通的，對不對？

就感覺它一直不行、不准、不可，事實上法就是不可，你硬柪著人家要可，對不對？

就是你對對方的法規要有所了解，對不對（F-007: 385/388）？ 

比較積極型的，他比較願意去分擔多一點的工作、分擔多一點的責任；如果比較保

守型的，他希望維持現狀，那你就很多東西很難談，就很難把責任、工作分給他，

 105



行政機關間合作的邏輯與限制                                                           

這就有問題。所以這跟人格特質，一個領導者的人格特質有很大的影響因素，所以

你看幾個內閣…（G-008-02: 306/311）。 

以上引述的文本段落，在本研究指認的影響合作因素上，依序呈現了「協調

者」與「機關間合作」關係、「法定權責」與「機關間合作」關係，以及「首長

風格」與「機關間合作」關係。當然，選擇性編碼可運用範圍很廣，不只限於以

上作業而已，研究者個人風格決定了大部分發展。以本研究而言，選擇性編碼的

主要貢獻，大概有三個層次：（1）簡單的獨立變數之間關係：如「責任」會影響

「機關間合作」、「資源」會影響「機關間合作」；（2）獨立變數之間的共變性：

如「責任」與「資源」之間的共變關係；（3）前因（或內生、干擾、中介、調節

等）變數與獨立變數之間的關係：如「獎懲機制」與「責任」之間的關係。 

為便於理解，茲舉上述三個層次四個段落的編碼結果如下： 

對，責任、法令責任的問題。沒有錯，因為他怕以後發生了這個不可收拾的一個責

任的話，他就不會去做，常常擔心他自己的後面的責任（I-010: 131/133）。 

第二是大家現在錢都不夠了嘛！預算都不夠了，會不會又影響到自己的預算嘛

（D-004: 222/224）！ 

回到剛才那個像燒屍體的那個案子，對不對？你今天如果跟 xx 局講說，不管啦！

反正你就是燒就對了，對不對？那吃到你預算的部分，對不起，你也只有認了。那

他的抗拒心就一定很強啊！（A-006: 584/588）。 

我的 performance 不會因為這樣子而大紅大紫的話，那我幹麻扛那麼大的責任！如

果願意做事的人，他可以這樣讓大家看得到而大紅大紫，那好啊！我們應該去搶這

個位子，因為大家是來搶，而不是說大家來閃這個位子，所以這制度基本上有問題

（H-009: 666/671）。 

筆者個人之所以選擇這類呈現方式，主要考量在於體現「人類微觀行為的多

面向性與複雜性」。譬如說，縱使依前述編碼程序，指認出「責任」對機關間合

作的重要性，且把「責任」的意涵作了細部交代，但不可否認者，行政實務上很

多問題其實是盤根錯節的，如不能掌握環伺「責任」周邊的影響因素，很可能在

緩解問題上功效低微。以上述例子而言，某種情形下，「責任」可能會和「資源」

產生所謂的共變性。也就是說，單以「責任」即足以構成機關間合作的隱憂，若

再加上另一頗具影響力的「資源」因素，可以預期者，合作難度勢必大增。但是

要化解「責任」問題，「獎懲機制」不可能略而不論。至於這樣的機制應如何設

計，則須要另予討論。以上只是簡單舉例，然在此過程中，運用選擇性編碼的技

術，多少可以表現出在機關間合作議題上，「因果關係」或「因果機制」之複雜

性。如此類推的話，當我們從受訪過程中，能細膩地掌握一些潛在影響因素的話，

則對於機關間合作的整體形貌，勢必會有更充分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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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兩種分析結果的差異 

完成紮根理論的所有編碼程序後，筆者個人發現，原初人工閱讀的分析結

果，大致與二個月後的WinMax輔助軟體的編碼結果之間，有高度雷同現象。有

所出入者，主要是表現在概念的命名，以及相關因素的層次調整。譬如說，人工

閱讀的分析結果，指認了以下幾個因素，如「責任」、「工作量」、「資源分配」、

「法令」、「歷史」、「領導」、「政治與行政」、「人際關係」、「協調者」，

以及「個人因素」等，對於機關間合作具有重要影響（詳下表十一）。 

 

表十一：影響機關間合作因素的「人工閱讀」分析結果 
 

 核心問題 產生後果 克服方式 備註 

責任 獎懲機制 自我防衛 成本分擔 趨利避害、被罵 

工作量 獎懲機制 延續性 工作量一致 流動率、考績 

資源分配 資源有限 資源競爭 資源重分配 優先性、濫權 

法令 依法行政 違法 修法、慣例 業務對立、認知、解釋 

歷史 穩定性 信任度 久任 政治與行政、分工 

領導 團隊 負面文化 企圖心  

制
度
層
次 

界面管理 角色衝突 信任度 領導/體恤 政治與行政、分工 

人際關係 情誼/穩定度 信任度 互動 首長間信任、多層次

性、制度化、公忙、依

法行政、執行程度、工

作導向式 

協調者 公平合理 負面文化 仲裁標準 組織資源、淵源 

行
動
者
層
次 

個人因素 個別差異 情緒反彈 同理心 教育訓練、輪調 

資料來源：作者製 

 

但最後的個案研究報告，藉助WinMax軟體的分析結果，指認出以下因素佔

有較高的解釋力，分別是：「責任」、「資源」、「法定權責」、「組織間互動

史」、「行政領導力」、「首長間信任」、「首長風格」、「協調者」，以及「人

際網絡」等九項因素。 

這之間差異在於，原先的「工作量」整併至「責任」概念底下說明；「首長

間信任」資料豐富，且有舉足輕重影響力，有必要從「人際關係」中獨立出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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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界面管理」雖有影響，但不足以作為獨立影響因素，故整併至「首長間信

任」概念底下說明；「個人因素」則因為電腦軟體的編碼結果，發覺有交代不清

的毛病，且這部分的解釋，有許多可以整併至「首長間信任」、「首長風格」，

以及「人際網絡」等概念下解釋。尤有甚者，退一步來看，個人因素似乎也不足

以凸顯為獨立解釋的變項，故決定予以踢除；其他新增的「首長風格」概念，則

是從後續加訪的對象中（代碼 A-012與代碼 G-008-02），補強了原先因概念缺

陷，而不打算刻意突顯的因素，重新納入獨立解釋的範疇。 

從以上簡介中可知，本研究資料分析，大體上歷經「人工閱讀」與「電腦輔

助軟體」兩個階段，且兩者分析結果並無太大差異，如果有的話，主要是：（1）

調整因素或概念的解釋層次；（2）人工閱讀後決定增加 2 至 3 位訪談者，補強相

關概念（如首長間信任、首長風格）的密度，以強化其獨立解釋的能力。整體來

看，人工閱讀與最終軟體分析儘管策略不同，但結果卻是大同小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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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研究品質的討論 

 

壹、現象詮釋在方法論上意義 

本研究屬於一種個案研究，是在特定時空環境下得出的產物，故所得到的知

識，是一種地方性知識（陳向明，2000: 101），不適宜以一種超越時空的角度來

看待。如果有的話，至多是對一些在台北市政府以外行政機關服務過的人士，產

生某種思路啟發或共鳴效果。 

從方法論角度評析，較重要問題是，何以機關間合作會明顯受到本研究指出

的九項因素影響呢？一般讀者又如何得知研究者所建構的機關間合作形貌，是具

有可靠性、真實性呢？針對第一個問題，本研究的答覆是無法排除其他因素存在

之可能性，但這並不影響已指認的九項因素之重要性。 

基本上，質性研究並無法處理這類提問。本研究使用的紮根理論研究法，其

最大特徵乃在於從事「歸納」而非「驗證」工作。一如所知，歸納法的限制乃在

於無法指陳某一項命題是否為真。因此，若歸納法無法證明任何主張確切為真的

話，則機關間合作顯然也不會只有受到這九項因素影響。 

其次，質性研究是以「人」作為研究工具，舉凡樣本選取、資料蒐集、資料

分析，以及文本資料的詮釋等，研究者個人判斷包辦了所有程序，這其中不免有

因不同研究者的年齡、性格、價值觀、生活經驗、理論偏好、研究風格，以至於

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關係，而影響到編碼的進行與資料詮釋的結果。因此，在

量化研究領域重視的「信度」問題上，亦即研究結果的「可重複性」方面，對於

本研究性質而言，似乎意義有限。質性研究學者陳向明（2000: 100）引述了某位

學者的觀點指出：「人不可能兩次踏入同一條河流，我們也不可能讓一件事情兩

次以一樣的方式發生」，因此，至少在部分質性研究學者眼裡，信度問題的討論

未必會受到熱烈迴響。 

由於所有的資料蒐集與分析，係植基在研究者本人的思惟基礎上，換了另一

位研究者，得到結果便可能有所出入，如概念排序可能會重新調整，也可能會有

新的因素命名（如量化研究因素分析）出現。在此情形下，紮根理論研究法的貢

獻為何呢？筆者個人認為，這份報告多少還是有助於提昇局外人的理解能力，特

別是對官僚體系機關間互動情形，將會因此而有更深一層認識，這也是包括紮根

理論在內的質性研究，相較於一般實證研究或形式理論（formal theory）的最大

貢獻。一般調查分析的專長是「知其然」，但往往有「不知其所以然」的遺憾，

也就是涉及「因果機制」問題上，並不是這類的調查研究力所能及者。如此一來，

選擇紮根理論的資料蒐集與分析策略，也就滿足了原先研究目的與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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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現象詮釋在方法論上真實性 

從方法論角度而言，質性研究較為講究的是研究效度，亦即研究結果是否具

有真實性（truth value）的問題。對此，學理上有所謂「調查者三角論證法36」的

主張，即由一位以上的其他研究者，共同參與編碼工作以進行比對，但礙於本研

究只是學位論文，而非一般委託研究案，故沒有太多假手他人參與之餘地。在此

情形下，筆者個人以一定「時間差」（約二個月），先後進行人工與電腦軟體的

資料分析，最後只有在「概念排序」上進行微幅調整，這是在有限研究資源之下，

試圖進行自我檢證、提高詮釋品質的一種變通作法。 

筆者對於最終指認因素，究竟具備多大信心呢？事實上，本研究之所以選取

這九大因素作為解釋，主要是基於以下判斷基礎。 

（一）效度檢核 

 本研究以數位化方式錄音，訊息品質良好，逐字稿的謄寫過程也力求精確。

更重要的是，資料在匯入WinMax輔助軟體進行編碼工作前，筆者會先把逐字稿

的內容交予原受訪者過目，請其針對文件內容上，與當日受訪情況有所出入、語

意不清，或不便公開的訊息進行增刪與修補，最後並給予這份資料的真實性程度

一個分數。此一效度檢核的結果顯示，受訪者給予的真實性評分區間，多介於80
至90分之間，顯示後續資料處理的價值是可以被期待的37。 

（二）編碼數量 

這是由「量」的角度所進行之解釋。由於這九大影響因素或相關概念，往往

在開放性訪談過程中反覆出現，且分析階段又累積了大量相近的編碼，當這些編

碼過程具有某種可信度的話，筆者自無理由不突顯這些因素的重要價值。事實

上，若干影響因素如「責任」、「首長間信任」，以及「人際網絡」等，幾乎是絕

                                                 
36 R. Stake (1995: 110-115) 引用N. Denzin的說法，指出資料來源的三角論、調查者的三角論證、

理論的三角論證，以及方法論的三角論證，是四種常用的三角論證法。 
37 將近有三成受訪者沒有回覆，經過兩次催件後亦無下文，最後只好予以放棄。至於有回覆意

見者，評分區間普遍落在 80 至 90 分之間。單從分數結果來看，絕大多數（或應該是全部）受訪

資料的真實性是「可被期待」的。儘管如此，由於少部分受訪者（特別是機關首長）本人並不見

得有餘力親自或認真過目，這導致評分結果也不見得可以完全盡信。筆者始終相信自己的謄寫過

程，評分結果因有遺漏或無法盡信之疑慮，故不予以個別公佈。 
  在此過程中較有趣的是，事務官身分的受訪者，特別是人情連上帶較為疏遠者，對待受訪資料

的態度明顯是比較「戒慎恐懼」的，渠等會反覆斟酌訊息透露的後果，同時把若干情緒性用詞修

正成四平八穩的字句。為遵守研究倫理，筆者係把修正過的逐字稿匯入分析軟體中處理。儘管如

此，資料修正前後的「玄機」，很自然地也會納入詮釋過程中思考與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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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數受訪者所公認的重要項目。至於其他因素（如法定權責），雖然沒有受到

普遍認可，但仍可明顯感受到其廣受特定受訪族群（如高級事務官）的支持。整

體而言，在後續的研究結果（如簡單的因果性）呈現中，讀者憑藉大量的引述資

料，即可輕易判斷這些因素受到重視的程度。 

（三）受訪者言談表徵 

這是由「質」的角度所進行之解釋。儘管本研究並未針對受訪者的面部表情

與發言語氣，進行巨細靡遺的記載，然從反覆聆聽數位錄音檔，以及閱讀詳盡逐

字稿（包含受訪者談話的語助詞均予以記錄）的過程中，筆者仍可感受到這九大

因素的「不平凡性」，特別是：（1）某些受訪者的語調可能會突然昇高，表現出

對特定因素的重視；（2）受訪者面目表情可能會急轉直下，彷彿是對這類記憶表

示憤怒；也可能會（3）不自覺地侃侃而談，甚至發表長篇大論，有如在過往合

作經驗上經歷過特別感受（如委屈）使然。上述種種現象，自然是筆者個人判斷

因素影響力的重要參據之一。換個角度而言，讀者亦可從引述資料中，判讀受訪

者的表達語氣（如驚歎號的表現），以體會這項因素深受重視的程度。 

（四）邏輯推演 

某種程度上，這九大因素不僅與一般學理討論高度相關，尤有甚者，仔細檢

視後可以發現，此等因素所產生的是相對直接的影響力。這些因素對於機關間合

作的影響，往往是不假外力（亦即不是量化研究中所謂的「前因變項」）便可直

接產生作用的。舉例而言，或許不乏有人會聯想到「組織文化」、「專業分工」，

以及「組織規模」的影響力，事實上這些因素的確也在文本資料中出現過，但相

關編碼數量其實並不多，且若經仔細思考的話，我們很容易可以發現，這些因素

縱使有影響力，但應該尚稱不上是「明顯」而「立即」的影響，也就是說，變數

之間的因果關係其實並不是那麼地緊密。 

（五）實務經驗反省 

儘管這點可能較不具有說服力，但仍構成筆者重要心證基礎，畢竟這些因素

與筆者個人過去以來的實務經驗之間頗具有一致性，可以說「雖不中，亦不遠

矣」。本研究結果的概念架構，可謂是把筆者幾年來對官僚組織所作的廣泛實務

觀察，以及一些「默會知識」，藉此報告明確呈現。 

附帶一提的是，這些因素是否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呢38？有沒有哪些因素顯得

                                                 
38 儘管如此，這九大因素中的「組織間互動史」因素，相較於其他的影響因素，可能說服力上

會顯得比較薄弱，但這並不影響其重要性。其中說服力不足的原因，純粹是來自於訪談資料的貧

乏，以至於「概念沒有平均發展」，才會導致該項因素最終有發展不全的遺憾。相較於其他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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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重要呢？同樣地，這個問題也不是質性研究專擅解答的。不過，以筆者個人

觀點而言，這些因素的舉證只是一個概念架構，實際影響力是否存在或其影響權

重之多寡，則必須視案例差異而定。在某些合作案中，也許合作機關行動者之間

關係良好，但礙於面臨的責任壓力太大，以致於人際網絡本身根本起不了多大作

用。另一情形恰巧相反，合作案例並不涉及嚴重後果，只因行動者關係交惡，雙

方互生枝節，因而大幅提高合作成本。依此類推的話，這九大因素對於預測機關

間合作關係的形成、維繫，及其產生的結果與影響，最好是以一種「權變關係」

的角度看待，而不必然在所有類型案例中皆可「等量齊觀」的。至於上述哪些因

素比較重要的問題，若勉強回答的話，筆者會首推「責任」因素。其理由在於：

該因素沒有受到任何受訪者的否認，且無論從編碼過程中「量的」、「量的」，或

邏輯推演角度而言，都可明確察覺出觀點趨同之現象。 

最後，這樣的研究結果與真實相符之程度，仍有待進一步地檢驗。換言之，

在減少「效度威脅」（validity threat）努力上，本研究提出兩種改善策略。第一種

是尋找所謂的「反向證據」。對此，R. Stake (1995: 78) 曾表示，尋找意義經常是

尋找一種模式（pattern）、一致性（consistency）、某種條件內部的一致性，研究

者在分析文本資料時，應具備這種所謂的「相符感」（sense of correspondence），

防杜因研究者本人的第一印象，阻撓或扭曲了意義的浮現。筆者個人不排除這種

風險，尤其是當長期浸淫在這些浩瀚的資料堆中，不無可能累積出一些毫無自覺

的偏見出現。然而，若能透過文本資料的自我比對，多少可以自我證明研究結果

或特定主張是可以經得起考驗的。換言之，在研究者反覆閱讀文本過程，倘若找

不到任合證據，足以否證、推翻研究者觀點的話，自然可以對最終研究結果的真

實性抱持較高的信心水準。 

當然，這樣的檢驗方式還是不足的。至少邏輯上，筆者個人終究不清楚究竟

沒有發現這類「反向證據」的出現，有否可能是「自我選擇」（如抽樣邏輯）或

其他未知因素而導致的偏差。也就是說，因為先前研究設計階段，始終存在著一

些鮮為人知的盲點，才會產生表面上一致性呢？這個問題理論上是很有可能發生

的。有鑑於此，一種較為理想也符合經濟的作法，則是在最終研究結果出爐後，

回頭再請相關報導人發表評論，以評斷整份研究報告的詮釋結果，究竟能否經得

起現實考驗，亦即能否獲得局內人之認可與共鳴。 

技術上，一種處理方式是，直接邀請二至三位受訪者聆聽本研究成果簡報，

亦即以提綱挈領方式進行口頭報告。由於聽者注意力有限，加以口語表達不若文

字表達精準、穩定，可以預期者，聽者勢必也無法巨細靡遺地提供評論意見。另

一種方式，則是把最後研究報告委請特定受訪者閱讀。斟酌最終報告份量並不

輕，故操作上係以濃縮版方式呈現，如此才能提高評論者，參與研究結果評鑑與

回饋工作的意願與品質。 

                                                                                                                                            
因素，顯然這個概念的「故事線」缺少了一點豐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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