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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台灣 2004 年的總統大選鬧得沸沸揚揚，藍綠雙方一邊喊著對手踐踏民主，

一邊高舉堅持改革、深化民主的牌子，而真正應該當家作主的「人民」，對政治

根本無力插手，他們只有兩條路可以選擇─被操縱或冷眼旁觀，手中的「選票」

似乎也無從表達他們內心的聲音﹔以民為主、公民參與之民主政治願景早已為人

所遺忘。 

然而，時代還是在變、問題層出不窮，人民的需求愈為多元及複雜，政府面

臨小老百姓對其愈來愈高的期待，不是顯得手足無措、無力招架，就是不甚了解

民間真正需求為何，以致無法面對問題癥結對症下藥，甚至造成政策錯誤，難以

彌補，使得人民對政府的信心與期待正一步步瓦解。 

民主社會中，政府各項施政本應以民意為依歸，即制定政策的過程中，應重

視人民的聲音、以公共利益為考量，但事實上，政府的許多作為與決策多是由上

而下產生，甚至常是政治角力運作的結果，人民真正的需求與意見反而並無適當

的管道發聲，或將其意見加以整合，民意未充分展現在政府政策之中，時常導致

該政策無法真正解決問題，「政府失靈（government failure）」、「不可治理

（ungovernability）」等對政府之批判於焉四起。然而，第三部門長期深耕於民間

的特質，恰好能於此時填補此一缺口，擔負起監督政府、即時反應社會深層需求

之倡導角色。 

Kramer（1981）曾指出志願組織所扮演的五種角色﹕服務前瞻者（service 

pioneer）、價值維護者（value guardian）、倡導者（the improver role and advocacy）、

社會教育者（the public educator role）以及服務提供者（service provider role）；

由於其擁有實際服務經驗，深知諸多公共問題之根源在於制度上的缺失、社會結

構的扭曲、資源分配的不均等，在民主社會中被賦予具有協調公民與國家間的中

介角色，又其以實現使命為依歸，為社會公義、公共利益的捍衛者；總之，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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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透過倡導介入公共政策的運作，在當代民主國家中甚為普遍。 

台灣的非營利組織或第三部門自解嚴之後迅速發展，在倡導功能上，無論是

兩性平權觀念的覺醒、環保意識的抬頭、對消費者權益的重視，或積極推動老人

福利法、兒童及少年福利法、兒童及少年性交易防制條例或菸害防制法等不可勝

數之法案通過，皆可見第三部門著墨深耕的痕跡，他們站在權力的對面，積極扮

演好輔助政府與監督政府的角色，為社會注入了公義、安定的力量。由此可見，

第三部門之政策倡導，積極參與在政府政策制定的過程中，發揮其資訊整合的功

能，協助政府發展長期、整全、人性、關懷的政策觀點，有其無可推諉的責任及

必要。 

「國民年金」在國外已行之有年，而今台灣人口正迅速老化，養老的負擔愈

來愈重﹔根據統計，民國 92 年出生率降至新低 10.1％o，且國人平均壽命逐漸延

長，65歲以上老年人口於 82 年即邁入聯合國定義高齡化社會之 7％門檻，至 92

年底已達 9.2％，雙重影響下人口老化速度甚快，年老化指數由 87 年底之 37.6

％急速增至 92 年底之 46.6％，92 年底已達 7.7個年輕人養一個老人1。 

有鑑於此，早在十幾年前，社福團體即高聲疾呼應儘速落實「國民年金制

度」，蓋除了公保有較完善的退休金制度，勞保的退休金制度亦直至 2004 年才大

幅翻修，而那些沒有參加公、勞保等社會保險的 260萬人，目前則多以津貼、救

助等方式補貼，然制度混亂，其公平性及消除老年貧窮的果效令人質疑﹔「國民

年金」的主要目的在預先為年老時建構一個經濟安全網，保障老人基本經濟生活

安全，免除個人老來缺錢的恐懼，亦發揮「財富重分配」之重要功能，讓社會上

的弱勢能得到基本的照顧。 

台灣國民年金的議題，自民國 82 年開始萌芽，當時內政部成立了「國民年

金研議小組」，開始籌措規劃國民年金，原本預計 89 年開始實行，卻因為 88 年

發生九二一大地震震掉了政府二千億，經建會建議，為了財政考量，最好暫緩實

施，於是國民年金這樣的社會安全體系，便因此停頓了下來﹔但社會福利卻不能

再延宕下去，大地震震出了台灣社會福利系統內部嚴重腐朽、失衡的根基，社福

團體於是將力量集結起來，組成了「搶救國民年金聯盟」，呼籲政府「重建重要，

                                                 
1 http://www.dgbasey.gov.tw/dgbas03/bs7/report/92/國情統計.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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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建立長期完整的社會安全體系，也很重要（聯合報，民 89.3.23，8版；聯合報，

民 88.11.27，8 版）」，台灣因為沒有良好且健全的社會福利制度，一旦發生大災

難，政府即必須動用大量財力賑災，然國民年金包含遺屬年金、障礙年金、及喪

葬津貼，當國家遭遇重大災害時，政府不必再發放各種慰問津貼，平添財政壓力

（楊淑娟，民 89:176）。然而，這項政策終究還是停擺了。 

從民國 82 年至今已逾十年，政治上，國民年金或各樣津貼逐漸成為選舉時

的口號、或是成為政治人物不斷喊價的籌碼，社會上，「搶救國民年金聯盟」之

後，第三部門開始積極介入國民年金之政策制定過程，並將國民年金議題納入各

項會議或聯盟中討論，也不斷透過結盟、立法遊說、或萬人遊行等政策倡導之策

略，向政府施壓，全力催生國民年金立法通過﹔十幾年間尚經過台灣政壇大變

天，然在向來標榜正義、福利的民進黨上台執政後，亦未帶給「國民年金」一線

曙光。 

由於政策的型塑應以人民的需求與意見為依歸，由下而上產生，於是，亟需

要長期服務社會、身為公共利益代言人之第三部門，將社會的需求、對政策的建

言提供予政府，而在國民年金這與全體人民老年生活攸關之政策上，亦見第三部

門著力的痕跡，然其至今尚未通過，是否意味第三部門的政策倡導在其資源、策

略運用上需要改進或加強，或是與政策關係人如行政立法的互動上產生困境等，

還是其有值得取材之處，皆為本文所欲了解。因此，本研究將從第三部門政策倡

導的角度切入，並以國民年金政策為對象，探究以下問題： 

一、 第三部門如何運用資源、透過策略進行倡導，以型塑對政策的影響力？

其與相關利害關係人如行政、立法機關等又如何互動？ 

二、 在國民年金政策上，第三部門如何進行政策倡導？與政策關係人如何互

動？其政策倡導對決策過程或結果產生什麼影響？而其在進行政策倡

導時是否面臨到困境，致使國民年金政策遲遲無法順利成形？又其困境

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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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之目的在了解第三部門如何進行政策倡導，及其與相關利害關係人如

何互動、如何突破，希冀透過對之全面的瞭解與剖析，得以使第三部門未來在政

策倡導上更為有效與正當，進而在政策型塑上發揮「由下而上」的整合功能。茲

將研究目的分述於下： 

一、了解第三部門政策倡導時，可資運用之資源與策略為何，及其在政策場

域中的角色與運作； 

二、探究第三部門在國民年金政策上之倡導過程，所運用的資源、策略、與

利害關係人之互動方式、影響，以及所面臨的困境與展望，以從該經驗

中對日後政策倡導行動、方式與健全倡導環境提出建議。 

 

 

第三節 概念界定 

一、 第三部門 

「第三部門（組織）」（the third sector）一詞，與「非營利／非政府組織」、「志

願組織」、「獨立部門」或「公民社會組織」等詞彙時常混用，雖然大概均指涉介

於市場和國家之間的機構，但學界始終無法予其一致的名稱，也造成概念界定上

的混淆與出入。 

對於存在政府與民間企業之外的第三勢力（the third force），目前學術或實

務界一般使用「非營利」或「非政府」來統稱該類型組織，其具有五項共同特質：

包括組織性（organized）、私有性（private）、非營利屬性（non-profit-distributing）、

自治性（self-governing）、及志願性（voluntary）（江明修、鄭勝分，民 90:9）；

然而，根據 Kramer的說法，由於 NPOs自六Ｏ年代以來不斷擴張，「第三部門」

儼然成形，但亦面臨到商業化的質變，以及產生部門之間界線重疊與模糊的現

象；而目前也有越來越多研究志願主義、非營利／非政府的學者採用了「三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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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three-sector）模式的觀點（Van Til，1988:3）。可見，「非營利／非政府組織」、

「志願組織」、「獨立部門」等名詞皆為第三部門之概念所含括。 

至於第三部門究竟等不等同於公民社會，學者間則有不同看法：如 Brian 

O’Conell（2000:472-475）認為，公民社會組織的範疇較廣，並不等同於志願組

織或獨立部門，公民社會組織的構成要素包括：1.個人（individual）、2.社區

（community）、3.政府（government）、4.企業（business）、5.志願（voluntary）、

非營利（nonprofit）或獨立部門（independent sector），其中尤以第五項（志願、

非營利、獨立部門）為核心功能（引自江明修、鄭勝分，民 90:7-8）；同樣在Walzer

（1995）的概念裡，非營利／非政府組織為一部門，與國家、市場及社區、家庭

等非正式部門皆為建構公民社會之重要成分（官有垣，民 90:195）。在此定義下，

第三部門僅為公民社會的一部分。 

但有些學者則將公民社會組織認知為「第三部門」；Naidoo（2001:82）認為，

公民社會組織通常指非營利、志願或非政府組織；江明修與鄭勝分（民 90:8）亦

認為公民社會組織應依其核心功能界定為非營利之「第三部門」，依性質則可粗

分為「非政府組織」（NGOs）及「非營利組織」（NPOs）；本文亦將採此觀點。  

至於「第三部門」究竟為何？除上面提及的五項特質之外，Walzer（1995）

亦認為這類型的組織一方面扮演了中介、調和（intermediators）之角色，另一方

面揉和了其他部門組織的一部分特性而形成「混合的（hybrid）」之特質（轉引自

官有垣，民 90:184）；Sargeant（1999:7-8）則認為第三部門是公民社會、政府與

私人企業交織而形成的產物。正如前述，很多時候我們會以「非營利」或「非政

府」的角色去詮釋第三部門，但歐洲各國較習稱其為第三系統(third system)或第

三部門，因為在歐洲，人們界定第三部門的內涵是更廣於「非營利」，並不只強

調盈餘不分配，更包含了合作社、互益型的團體以及社團，強調這些組織在地方

上實踐了草根性的經濟民主（Pestoff，1998；江明修、鄭勝分，民 90:8）。 

綜合以上所述，以「非營利／非政府組織」來統稱該類型的組織，似乎只著

重其「私有」或「與公權力無涉」之概念，而「第三部門」一詞，不僅意味著與

國家及企業有別，亦顯示其特殊性：強調使命、志願主義、公共利益、私有、非

營利等，儘管有學者認為三者之間的界線日益模糊，然而不可否認，從各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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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顯示第三部門的存在確有其可貴與獨特之處。 

另外，本研究所要探討的是第三部門的政策倡導，但以往政治學界對於該種

為成員利益努力爭取影響政府政策制定的團體，稱為利益團體，而「實現不為團

體成員所獨享的集體財（collective good）（即此集體財的實現並不會為團體的成

員或活動者帶來特定的、實質的利益）」的團體，則視為公共利益團體，然利益

團體一詞僅將焦點集中在欲影響公共政策的團體類型，忽略了其他以慈善、服

務、互助等功能的民間團體，因此本文認為以「第三部門」加以涵蓋較為適當。 

 

二、 政策倡導 

「倡導」（advocay）在西班牙的原文（abogacía）中意指律師為其當事人辯

護，限縮在法律領域﹔在美國，一九六Ｏ及七Ｏ年代的公民權運動，使得該詞與

正義的概念相連結而被擴大使用，「倡導」不僅表示對個人權利的捍衛，也包含

對被排除或褫奪公權族群利益的捍衛，「倡導」亦指稱主動採取行動去改變遊戲

規則，以及除了立法之外努力對抗濫用公權力或社會排除的行動（J. Fox，

2001:616-617）。 

S. McConnel（2004）認為以下對倡導的定義相當精要，「倡導是去追求影響

結果－包含在政治、經濟、社會系絡與制度下的公共政策及資源配置的結果－其

將直接影響人類的生活」，使一些在潛在或被忽略的議題受到關注，進而影響公

眾態度，並改變政策與常規。相對於許多學者將倡導形容為「改變的工具」

（communication for change），Lisa Jordan & Peter Van Tyijl（2000）則認為倡導是

將資訊組織起來作策略性使用，使不平等的權力關係更為民主化的行動﹔若將倡

導視為僅在影響政策，將忽視倡導影響現實世界的其他功能。 

由此可見，倡導即為採納某一立場、提出其主張並為其宣揚、辯護，並有影

響及改變世界的企圖﹔政策倡導則將焦點著重在對政策的影響，Jenkins（1987）

認為政策倡導為嘗試以代表集體利益的身分影響制度菁英（institutional elite）的

決策，而不僅是為特定觀點辯護，因此，可將「政策倡導」界定為「提出以公共

利益為考量之政策，並為其宣揚、辯護，試圖影響政策制定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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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民年金 

在世界諸多先進國家中，為了保障國民的基本經濟生活安全，多有實施社會

安全制度，目的在使所有國民沒有經濟上的後顧之憂；其中對於老年人、殘障者

及遺屬的經濟生活保障之年金保險，屬於社會安全制度中之重要一環。最早的年

金制度，可溯自 1889 年德國制訂了「殘障及老年保險法」，1911 年並實施遺屬

保險，為當代各國國民年金制度之濫觴，目前已有二百多個國家建立了年金制

度，然各國的發展經驗與制度設計不盡相同。 

年金（annunity或 pension）常被誤認為是一種保險，而有年輕時繳保費、年

老時領年金的觀念存在，事實上，從年金的本質而言，它是一種給付方式，即指

一種定期性持續支付給付金額的方式，如按每年、每半年、每季、每月或每週等

方式支付金額。對於會造成長期收入中斷或減少之事故如老年、殘障及死亡，普

遍採行年金給付的方式，蓋此等事故易造成其經濟收入及其家屬依賴生計之終

止，不僅有長期給付之需要，且為了避免通貨膨脹而造成的貶值，各國往往以年

金給付方式處理之。 

就年金本身的意涵並不一定屬於社會性或商業性，而各國政府為確保每個國

民老年之基本生活，及遭遇社會風險事故後之個人或家人生活無虞，故以政府力

量強制介入經濟資源的分配，並以全民為給付對象，即為國民年金，依前述可知

保障範圍至少包括老年年金、障礙年金與遺屬年金。 

  目前實施國民年金制度的國家，依其財源籌措的方式，大致可分下列三種（林

雅婧，民 89:6-15）： 

（一）稅收制 

1. 意涵：亦稱普及年金制，其財源為一般稅收或新增特定稅收來支應目前

的給付，受益人不須另繳費用，完全由政府負起保障老年經濟安全的責

任；凡符合年金資格者（如年滿某一歲數，同時為該國國民或符合居住

滿一定期間規定之居民），均可享領年金之給付。 

2. 財務處理方式：偏向隨收隨付制（Pay as you go, P.A.Y.G.）；指當年度的

保險費收入或稅收完全移轉為當年度的保險給付之用，因此並無累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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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金。有代間互助之意義，也不須在工作時就提撥非常高的準備金，故

較不受長期利率、貨幣貶值等影響，惟易受人口老化影響，造成財務負

擔逐漸升高。 

3. 給付額：偏向確定給付制（Defined benefit, D.B.），即事先已確定好未來

的給付金額或給付水準，其多按請領給付時之生活費用等訂定。然在稅

收制下，易產生由於選票之考量，民意代表要求提高給付水準、降低給

付條件等政治介入之風險。 

（二）個人儲蓄帳戶制 

1. 意涵：此制之財源主要由個人與雇主承擔，即由勞雇雙方按月依薪資比

例提撥一定比率或數目至個人帳戶或基金處，當受雇者已屆老年或遭遇

特別事故，便可由其個人儲蓄之帳戶支應，性質上屬於強迫性儲蓄。 

2. 財務處理方式：偏向完全提存準備制（Full funding），亦稱「基金制」；

指個人事先提存足額基金，待未來老年給付時完全由此基金支付，即將

未來所需費用事前予以完全提存準備，意謂老年年金完全由自己負擔。

好處在得以平準保險費率維持其財務健全，然提存準備易受通貨膨脹及

管理不善而縮水。 

3. 給付額：偏向確定提撥制（Defined contribution, D.C.）；指事先確定個人

參加年金制度期間之提撥金金額，經累積並終而決定其最後給付之制度

方式，即未來個人能領到的給付，視個人工作期間投入的多寡而定，給

付金額為提撥金額與收益之和。此制之下，給付與繳費間有絕對之關係，

故較注重個人公平性，無所得重分配之功能，且無代際間移轉，無子孫

負擔加重之問題，另外，政府亦僅負基金管理運用或監督之責，較無財

政負擔之壓力。 

（三）社會保險制 

1. 意涵：社會保險是透過風險分擔的原理，透過集體的力量對於會造成收

入中斷的意外事故提供給付；該制之財源由被保險人、雇主及政府三方

共同分擔保險費，給付金額係依據被保險人過去的保險年資，且領受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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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時不須資產調查。 

2. 財務處理方式：修正混合制（Mixed method）。即在完全提存準備制與隨

收隨付制中作調整，若將隨收隨付制的一年平衡期間，拉長為兩年、五

年等一段時間之收支相等，即為修正賦課制；若只是提存一定期間之準

備，則為部分提存準備制（Partial funding）。此制可避免在人口老化的趨

勢下，增加下一代年輕人的負擔，惟仍有通貨膨脹及管理不善的問題。 

3. 給付額：偏向確定給付制（Defined benefit, D.B.）；給付金額係依據法令

中事先明定之公式給付，換言之，即事先估算好未來將給付之給付金額

或比率，再決定現在所須繳交之保費，其通常係依據個人之受雇年數以

及某一期間內之薪資決定其給付金額。具所得重分配的功能，然所須給

付與所繳費用未必相當。 

（四）先進國家之經驗 

目前先進國家之國民年金制度設計上大致可分為單層保障制或雙層保障

制，即有無附加年金的差別。蓋基礎年金是為了保障全體國民基本經濟生活安

全，給付金額以基本生活所需為足；而附加年金的目的則以勞動者為保障對象，

期維持退休前的生活水準，或是依被保險人扶養眷屬加給其年金額。 

大部份採行稅收制的國家往往亦採行其他所得維持方案，即採雙層保障制，

其基礎年金之財源來自稅收，而附加年金部份，有以社會保險方式辦理者如加拿

大、丹麥，按被保險人之所得高低或保險年資而有不同給付，以保障不同所得者

之適當生活水準；亦有如紐西蘭、澳洲等國兼採稅收制與社會救濟制，即須受資

產調查或所得調查之限制。 

採行社會保險制的國家，一如瑞士、瑞典、日本為雙層保障制，與採行稅收

制國家不同的是，其基礎年金的財務來源為被保險人、雇主或政府所繳納之保

費，並以居住年數或投保年資為給付條件，較強調被保險人的財務責任，但不致

過度影響給付水準，並亦有附加年金的設計；另一如美、德為單層保障制，財源

多來自被保險人與雇主，政府的角色較小，其雖以工作人口為保障範圍，給付水

準的計算多與繳費及投保年資相關，但事實上有些國家會輔以配偶津貼等其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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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且採行社會保險制的國家之給付計算雖以所得比例為原則，但其給付水準與

繳費紀錄並非百分之百相關，部份蘊含代間或代內高低所得者間的所得重分配功

能（鄭清霞，民 87:63）。 

《表 1-1》 國民年金各制之比較 

 稅收制 社會保險制 個人儲蓄帳戶制 
（公積金制） 

政府 
責任 

高                         低 

財源 
籌措 

由稅收支應，不向受益人

直接收費 

(1)直接向受益人收費 
(2)被保險人、雇主（政府）
共同分擔保費 

(1)直接向受益人收費 
(2)勞、雇雙方依比例提撥

財務 
處理 

隨收隨付 
（老年年金完全由下一代

負擔） 

可在隨收隨付及完全提存

準備間彈性規劃 

完全提存準備 
（老年年金完全由自己負

擔） 

給付額 定額給付 與繳費年資或投保薪資有

關 提撥金額之本利和 

給付 
形式 年金給付 年金給付 一次給付，亦可年金化以

加強保障 

實施 
國家 

加拿大、紐西蘭、瑞典等

30國（其中 24國有排富條
款） 

美、英、德、日等約 158
國 

新加坡、智利等約 26 
國 

優點 

(1) 性質單純，行政成本

低。 
(2) 開辦時凡符合合格年

齡或資格條件者即可

領取，較易為人民所接

受。 
(3) 具有所得重分配的功
能。 

(1) 具有所得重分配與風
險分擔的功能。 

(2) 維持權利義務對等的

基本精神。 
(3) 兼顧個人公平性與社
會適當性。 

(4) 費率負擔適中。 
(5) 可避免政府財政的沉
重負擔。 

(1) 給付水準與負擔完全
相關，重視個人公平

性，對總體經濟與工作

意願影響最小 
(2) 無代際間移轉，子孫負
擔不致加重。 

(3) 政府主要角色為監督
者，財政負擔低。 

缺點 

(1) 受益與負擔無直接關
係，對總體經濟與工作

意願影響最大。 
(2) 財務負擔完全轉嫁給
下一代，且隨人口結構

老化，後代子孫之負擔

將日益增加。 
(3) 無法解決現行老年經

濟安全保障體系不公

平之問題。 

(1) 制度設計較複雜。 
(2) 行政成本較高。 
(3) 個人公平性與社會適
當性較會引起爭議。

(1) 開辦初期費率較高，

對基層勞工負擔沉

重。 
(2) 提存準備易受通貨膨

脹影響，且基金運用

責任大。 
(3) 僅能強迫儲蓄，不具

危險分擔與財富重分

配的功能。 

資料來源：智障者家長總會、經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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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行個人儲蓄帳戶制的國家包括新加坡、智利新制等，然新加坡與智利的公

積金制度並不相同，雖然皆採個人帳戶制，但新加坡的個人帳戶是由公營來辦

理，不允許人民移轉，偏向獨占性質；而智利的個人帳戶乃委由民間機構來管理，

允許人民自由移轉帳戶，採競爭的機制（林雅婧，民 89:12）。 

  可見目前實施國民年金制度的國家，部份會實施兩種以上制度，蓋不同制度

各有其優缺點，故可截長補短、相互為用，茲將各制度之比較與優缺點以表 1-1

呈列。 

 

 

第四節　 研究設計 

研究設計（research design）在闡述如何去完成研究目標的計畫或作業程序，

即選擇受試者、研究場所、應用研究法與蒐集資料，用以解決研究問題。本研究

將採質化研究設計，不同於量化研究「所見即所得」（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質化研究的遞迴性（recursiveness）與彈性（flexibility），讓質化研究者可

以前後來回於問題的陳述、資料蒐集、資料分析和撰寫論文各個階段（圖 1-1）， 

 
 
 

 
 

 
 
 

 
 
 
 

《圖 1-1》 質化研究的研究步驟 
（王金永等譯，民 89:47） 

 

問題的陳述

資料蒐集

資料分析與解釋

撰寫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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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研究者可能會根據新的發現重新陳述其問題，也可能尋找新的樣本和提出

新的問題，或在資料分析的階段退回資料蒐集（王金永等譯，民 89:44-46），可

見，質性研究是一種浮動的研究設計（emergent research design）（丘昌泰，民 84: 

202）；對其而言，「所見只是零散的所得」（what you see is only loosely what you 

get），質化研究設計的目的僅在提供架構和指導。 

 

一、 研究方法 

根據本文之研究問題與目的，研究方法上將採取文獻分析、個案研究、深度

訪談等技術，試分述如下： 

（一）文獻分析 

為能更深入的探究研究問題，本研究將針對第三部門政策倡導之相關文獻進

行蒐集、檢閱與分析，包括相關中外專書著作、期刊文獻與博碩士論文等之整理

與分析；而在個案部份，則透過報紙、文宣品、刊物、會議記錄、及相關網站等，

了解國民年金政策形成中，第三部門如何透過倡導策略與方式以影響其過程，期

藉由文獻分析的過程能建立本研究之基礎與依據。 

（二）個案研究 

個案研究是針對一個單獨的個人、團體或社會，透過對個案資料的廣泛蒐

集，以徹底了解個案的背景、經驗、發展歷程，及其與環境之互動關係，並加以

分析深究、探求真相，其主要的目的在於「描述」和「解釋」（李美華譯，民 87）；

Yin（1989）亦提出適用於個案研究法的三種情況：一為研究重點在描述如何

（how）或為什麼（why）的問題，二為研究者無法控制研究對象的行為或研究

的環境，三為研究主題是當代社會中的現象（尚榮安譯，民 89）。 

本研究選擇以「國民年金」作為研究個案，觀察第三部門倡導國民年金政策

的過程及與政策關係人之互動，原因包括：（1）「國民年金」關係著全體國民老

年經濟生活安全，當屬公共利益之範疇，而非代表某特殊利益或某組織之利益，

故本文以為第三部門對於國民年金之政策倡導應具正當性﹔（2）「國民年金」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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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已規劃超過十年，卻遲遲未制訂通過，第三部門在政策倡導上的努力似乎無以

轉化為政策產出，其中的內涵耐人尋味。 

本研究以國民年金為個案，觀察第三部門在倡導國民年金政策時，如何善用

其資源、策略，如何與行政、立法、人民互動，其政策倡導對決策有何影響，是

否面臨困難致使國民年金政策遲遲無法順利成形；由於並不適合一般進行大量的

調查或一般性的研究，故將以個案研究法深入探究個案之發展過程及其影響與困

境。 

（三）深度訪談 

深度訪談為質化研究中蒐集資料的一種方法，包括從人們的經驗、意見、感

受和知識等直接引述而得﹙Patton，1987；引自江明修、陳定銘，民 89﹚；訪談

者透過開放或半開放式問題詢問受訪者，傾聽並記錄他們的回答，並且就所回答

的內容，繼續追問其他相關的問題，以探索受訪者深層的內心世界並接近其觀照

取向為最終目的，故深度訪談可謂是一有目的之會談（江明修，民 83:124）。 

「訪談不是一個一方『客觀』地向另一方了解情況的過程，而是一個雙方相

互作用、共同建構『事實』和『行為』的過程（陳向明，民 91:227）」，因此透過

深度訪談，研究者將能了解事實的真相與意涵，甚至發掘出隱而未顯或受到忽略

之問題；然而，在訪談對話中，主觀偏見似乎是無可避免之事，為了確保訪談資

料的真實性，須就談話內容以不同方式或在不同時間，重覆地提出類似的問題，

以探析訪談資料之一致性與真實性，或是與其他來源所獲得的資料與談話內容進

行比對，以確保研究的真實性與可信性。 

本研究的目的在了解第三部門倡導國民年金政策之過程、策略、與利害關係

人的互動、對政策產出的影響，以及其所面臨的困境，其中涉及組織內部結構、

策略思考與實際運作情形，無法全然從文獻資料蒐集與分析而得，故希望透過訪

談，進一步探求出具有分析意義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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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範圍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第三部門如何進行政策倡導，以及在倡導中可能面臨的問

題，並以「國民年金政策」為個案研究對象，了解第三部門在國民年金政策倡導

的過程與困境，因此對於國民年金之內涵會於下段進行簡介，然各個版本好壞的

評估與設計，非筆者能力所及，亦非本文所要探討之主軸，故不在本文研究範圍

內。 

而國民年金政策的研議，自民國 82 年起即已展開，當時第三部門雖有關心

政策擬定的方向，卻未積極涉入倡導，直至民國 89 年，九二一大地震造成行政

部門決定暫緩實施國民年金制度，第三部門力量終於集結起來組成了「搶救國民

年金聯盟」，開始向政府發聲，積極介入決策過程。因此，本文將以民國 89 年聯

盟成立開始，至民國 94 年 1月 24日第五屆立法委員任期結束為止為範圍，由於

「屆期不連續」原則，所有未通過之法案將歸零重新提案，故本文主要以此段時

間為範圍，探討該聯盟在國民年金政策倡導上的運作與困境。 

 

三、 研究限制 

本研究之限制有以下幾點： 

(一) 依所訂之研究範圍，研究者未能及時參與搶救國民年金聯盟之運作，故

僅能藉由受訪者及文獻資料的蒐集，以了解實際情境並進而加以分析。 

(二) 國民年金之政策個案目前仍在行政機關繼續規劃中，因此，對於政府部

門與第三部門對話平台之運作，或是第三部門越來越多元參與決策的管

道，本文均較少碰觸。 

(三) 國民年金政策規劃主要由經建會負責，然在連絡訪談時，其以「現在正

在規劃當中，無法也可能無能力回答」多次回絕，使得在蒐集行政機關

的意見上多所不足。 

(四) 本研究所選取的訪談對象以長期且深入參與國民年金政策倡導之第三

部門組織為主，各組織間亦互有討論與結盟，故為第三部門在倡導國民

年金上較受矚目者，然尚有其他婦女團體或單獨組織曾多少關注國民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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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之政策議題，因此在概括代表「第三部門」上易受質疑。 

 

四、 樣本選取 

對於樣本的選取方法，質性研究不同於量化研究，在量化研究中，抽樣必須

是嚴謹的，目的在以樣本推估母體，然質化研究的抽樣則須精心選取具有深入而

豐富資訊（information-richness）的樣本，並加以集中深入地研究，數量上顯得

較少有時甚至只有一個，且更不隨機，目的在獲取大量對研究至關重要的資訊，

而不是考慮代表性的問題。因此，本研究即採取立意抽樣法以選取特定的受訪

者，即依據研究者自行判斷以及研究目的而決定（李美華等譯，民 87:303）。 

在國民年金個案中，第三部門開始重視對國民年金的政策倡導，乃始於九二

一大地震後政府欲停辦國民年金之時，當時雖有 364個團體組成了「搶救國民年

金聯盟」，然經由初步的訪談可了解，大多數的團體只是幫忙連署、壯大聲勢而

已，實際且長期參與國民年金政策倡導的組織並不多，也多以主要幹部為主；因

此選擇樣本的標準，乃針對該聯盟的發起團體且一直參與在國民年金政策倡導過

程中之團體，並從組織中選擇對國民年金政策倡導有較深入的了解與參與，亦能

掌握事件全貌者，作為本研究之受訪者，希冀掌握住第三部門在國民年金政策倡

導上的觀點與行動。經由以上標準，故擬定出以下訪談名單如表 1-2： 

《表 1-2》 本文受訪者一覽表 

組織名稱 訪談對象 訪談日期 訪談方式 簡稱 

智障者家長總會 副秘書長
2004/12/24；

2005/4/13 
面訪&錄音 A 

台灣勞工陣線 秘書長 2004/12/27 面訪&錄音 B 
老人福利推動聯盟 秘書長 2005/1/7 面訪&錄音 C 
殘障聯盟 社工專員 2005/3/10 面訪&錄音 D 
殘障聯盟 前秘書長 2005/4/1 面訪&錄音 E 
內政部社會司 視察 2005/4/8 面訪&錄音 行 F 
行政院 專門委員 2005/5/20 面訪&錄音 行 G 

資料來源：作者自製 

另外，本研究主要採取質化研究方法中之深度訪談法，Padgett 認為質化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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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是目標導向的談話，不應與臨床性或治療性的會談混淆，訪談也不是沒有結構

或沒有重點的進行，不能隨著參與者的突發奇想而改變會談主題（王金永等譯，

民 89:94）。質化訪談可分為數種類型：非正式對話訪談（the informal conversational 

interview）、訪談指引法（the interview guide approach）、以及標準化開放式訪談

（the standardize open-ended interview）等（王文科，民 79:150）；本研究乃採「訪

談指引法」，此乃非結構性的訪談方式，即在訪談前先就所欲了解的特定議題擬

定訪談題綱，然實地訪談時，可視當時研究者與受訪者的互動情形增添修改或調

整問題順序及用字遣詞，甚至亦可臨場提出更進一步的問題；質化研究訪談是對

話而非調查（王金永等譯，民 89:98），因此應盡量讓受訪者感到輕鬆自在，使其

能針對問題將其經驗與想法盡情托出。本研究即根據所欲研究之問題與檢閱相關

文獻後擬定訪談題綱（參見附錄【二】）。 

 

五、 資料分析 

質化資料的編碼（coding）是資料分析的核心，指把資料轉移為概念的過程，

即從支離破碎的資料中找尋有意義的單位（meaningful units），並在概念和主題

上做連結（王金永等譯，民 89:121）；如同 Platt所指出，資料分析是一種長期過

程，包括不斷地反覆閱讀已蒐集到的訪談資料，以及隨時交叉檢閱相關文件與現

場資料，並建構出類別編碼（coding categories），當發現有一新的主題出現時，

則須再回頭檢視資料；由於質化資料多為文字描述，而這些文字通常含有多重的

意義，因此反覆地檢視某個字句或話語在文字脈絡中的意義非常重要，有時一個

字句或話語可能呈現不只一個編碼類別（黃瑞琴，民 80:179）。 

「編碼」的意義在於：（1）藉由編碼產生相關概念，並且可引導至所欲探究

的問題上；（2）編碼是要將資料予以重組，使研究者能從資料原本的「描述」中

抽離出來，並且提昇到更高層次、更為概念化的抽象「詮釋」；（3）編碼是將原

始資料轉化成為核心類別（core category）的關鍵性工作；（4）藉由編碼的運作

可以完成整體資料分析的終極整合；（5）經由編碼分析資料的過程，可產生相關

概念上的交集；例如，不同編碼的發展及其之間的關係（轉引自江明修，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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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71）。總而言之，「編碼」即是以系統化的方式來詮釋、分析與整合資料的歷

程，故要從龐大的資料中尋找有用的資料並整理出頭緒，對於思考能力與心智建

構實為一大挑戰。 

  本研究多方蒐集了新聞剪報、會議資料以及出版品等，並綜合訪談、觀察後，

反覆閱讀思考，依據研究取向、建構的主題，以及在檢視資料過程所分析出的相

關概念，整理出以下編碼類別，作為分析資料的基礎（參見表 1-3、表 1-4）。 

 

《表 1-3》編碼類別一：政策倡導之過程 

壹、問題流 

1. 高齡人口比例快速增加 
2. 家庭保障功能减弱 
3. 現行各種保障體系之缺失 

貳、政治流 

1. 九二一與台灣的社會福利 
2. 民國 89 年總統大選及政黨輪替 
3. 經濟優先、社福暫緩 
4. 全國社會福利會議 
5. 選舉支票與政治惡鬥 

叁、政策流 

1. 從社會保險制到個人儲蓄保險制 
2. 全國社福會議後的「小國民年金」 
3. 老人福利津貼開辦後之瓶頸 

                                    資料來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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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編碼類別二：政策倡導之資源、策略與影響 

壹、資源 
一. 第三部門本身的網絡

連結 
二. 正當性 
三. 對資訊的掌握 
四. 公益形象與社會聲望 

五. 困境 
（一）內部意見的整合 
（二）能力的限制 
（三）人力的不足 
 

貳、策略 
一. 代表策略 
二. 困窘策略 
三. 遲滯策略 
四. 資訊策略 
五. 輿論壓力策略 

叁、影響方式與困境 

一、行政機關 

（一）請願 
（一）尋求體制內的倡導 
（二）立法監督 
（三）向高層遊說 
 
 

（一）意識形態上的差異 
（二）政府財政的考量 
（三）選票至上 
（四）要高層施壓與不要政治

力介入的吊詭 
（五）專業的迷思 

二、立法機關 
（一）壓力遊說 
1. 選區壓力 
2. 人情壓力 
（二）理性遊說 

    1.擬說帖、拜會黨團 
    2.了解不同意見立委想法 
    3.說之以理 

（一）大家都不懂 
（二）黑箱作業 
 
 
 
 
 

三、人民 
（一）刊物宣導或教育訓練 
（二）訴諸媒體 

（一）社會觀感 
（二）人民不了解 

                              資料來源：作者自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