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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扶貧議題向來受國際非政府組織重視，在中國大陸由於區域

間經濟發展的差距甚大，向來也存在嚴重的貧窮問題。不少

國際非政府組織將中國大陸列為主要協助對象，進而與當地

的草根非政府組織合作。伴隨合作扶貧活動的開展，衍生雙

方是否存在資源依賴的問題討論，以及依賴關係是否影響扶

貧活動與目標達成的討論。本研究在二手文獻的基礎之上，

透過焦點座談、深度訪談的意見蒐集與分析，將歸納國際非

政府組織與中國大陸草根非政府組織在扶貧議題所形成的關

係類型。在結合資源依賴理論的主張後，也將在簡報論文

時，對雙方互動關係模式與後續發展提出建議。 

國際非政府組織最令人津津樂道的貢獻之一，無非是在發展

落後地區與草根非政府組織合作開展服務方案。但前述合作

關係的發展向來也是耐人尋味的研究議題，特別是探討雙方

是否存在資源依賴的問題，以及依賴關係是否影響相關合作

計畫目標的達成，是否扭曲各方組織自身的發展重點。為進

一步探討前述議題，本文選定吸引眾多國際非政府組織投入

計畫與經費的中國大陸，並以較早關注中國大陸發展的香港

樂施會為研究範圍與案例，在二手文獻的基礎之上，透過焦

點座談、深度訪談的意見蒐集與分析，將歸納國際非政府組

織與中國大陸草根非政府組織在合作過程所形成的關係類

型。在結合資源依賴理論的主張後，也將在簡報論文時，對

雙方互動關係模式、困境與後續發展提出建議。 

中文關鍵詞： 國際非政府組織、草根非政府組織、資源依賴、扶貧、樂施

會 

英 文 摘 要 ： INGOs have put lots of attentions in the issue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here are serious poverty 

problems in Mainland China due to the disparity among 

different regions on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ainland China has included by many 

INGOs as main area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s. 

INGOS have cooperated with grassroot NGOs for various 

projects. As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s are 

contracted and implemented, the issues of resource-

dependence between INGOs and grassroot NGOs are 

concerned, and the impacts of imbalance relationship 

on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purposes are also 

discussed. Base on the secondary data, focus group 

interview and in-deep interview were conducted for 

observations and experiences both from practitioners 

and academics. Through those research arrangements, 



the types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INGOs and grassroot 

NGOs on poverty alleviation were categorized. By 

applying the Theory of Resource-Dependence, the 

preliminary research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interaction between INGOs and grassroot NGOs were 

proposed in this project report. 

英文關鍵詞： INGOs, Grassroot NGOs, resource dependence, poverty 

alleviation, Oxf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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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扶貧議題向來受國際非政府組織重視，在中國大陸由於區域間經濟發展的差

距甚大，向來也存在嚴重的貧窮問題。不少國際非政府組織將中國大陸列為主要

協助對象，進而與當地的草根非政府組織合作。伴隨合作扶貧活動的開展，衍生

雙方是否存在資源依賴的問題討論，以及依賴關係是否影響扶貧活動與目標達成

的討論。本研究在二手文獻的基礎之上，透過焦點座談、深度訪談的意見蒐集與

分析，將歸納國際非政府組織與中國大陸草根非政府組織在扶貧議題所形成的關

係類型。在結合資源依賴理論的主張後，也將在簡報論文時，對雙方互動關係模

式與後續發展提出建議。 

國際非政府組織最令人津津樂道的貢獻之一，無非是在發展落後地區與草根

非政府組織合作開展服務方案。但前述合作關係的發展向來也是耐人尋味的研究

議題，特別是探討雙方是否存在資源依賴的問題，以及依賴關係是否影響相關合

作計畫目標的達成，是否扭曲各方組織自身的發展重點。為進一步探討前述議

題，本文選定吸引眾多國際非政府組織投入計畫與經費的中國大陸，並以較早關

注中國大陸發展的香港樂施會為研究範圍與案例，在二手文獻的基礎之上，透過

焦點座談、深度訪談的意見蒐集與分析，將歸納國際非政府組織與中國大陸草根

非政府組織在合作過程所形成的關係類型。在結合資源依賴理論的主張後，也將

在簡報論文時，對雙方互動關係模式、困境與後續發展提出建議。 

 

關鍵詞：國際非政府組織、草根非政府組織、資源依賴、扶貧、樂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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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Grassroots Civil Society i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bstract 
 

INGOs have put lots of attentions in the issue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here are 

serious poverty problems in Mainland China due to the disparity among different 

regions on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ainland China has included by many 

INGOs as main area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s. INGOS have cooperated with 

grassroot NGOs for various projects. As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s are contracted 

and implemented, the issues of resource-dependence between INGOs and grassroot 

NGOs are concerned, and the impacts of imbalance relationship on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purposes are also discussed. Base on the secondary data, focus group 

interview and in-deep interview were conducted for observations and experiences 

both from practitioners and academics. Through those research arrangements, the 

types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INGOs and grassroot NGOs on poverty alleviation were 

categorized. By applying the Theory of Resource-Dependence, the preliminary 

research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interaction between INGOs and grassroot NGOs were 

proposed in this project report. 

 

 

Keywords: INGOs, Grassroot NGOs, resource dependence, poverty allev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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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晚近中國大陸經濟雖然快速發展，卻連帶產生貧富差距、農民、剷工、婦女、教育、社

區、環境保護問題日益嚴重的現象。毫無疑問地，迄今卅餘年的經濟改革開放，不僅將中國

大陸推上國際舞台的核心，更讓中國大陸內部產生巨大社經質變。資本主義的盛行導致世界

各國紛紛出現貧富差距擴大的現象，並衍生出貧窮問題，使得貧窮問題成為二十一世紀全球

所面臨最嚴峻的挑戰。 

基此，聯合國於 2000 年舉行的千年高峰會議中，規劃出 8 項1具體目標來因應全球的貧

窮問題，希望藉由全球扶貧2政策讓全球極端貧窮人口於 2015 年達成數量減半的目標；換言

之，消滅貧窮已成為各國政府共同努力的目標，聯合國在 2000年召開的千禧年高峰會中，亦

將在 2015年極端貧窮人口減半，列為「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之一（United Nations, 2005）。

其中，中國大陸在東亞地區貧窮人口減少的成效最為顯著，使得中國大陸在全球扶貧政策中

扮演重要的角色。1978 年中國大陸的貧窮人口為 2.5 億人，貧窮發生率為 30.7%，中國大陸

政府為了解決貧窮問題，於 1980 年開始致力扶貧政策，並開始允許國際非政府組織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INGO）3進入中國大陸從事扶貧工作，彌補中

國大陸政府在扶貧政策上的缺失。在中國大陸政府與國際非政府組織的努力下，使中國大陸

的貧窮人口於 2005 年下降至 2,365 萬人4

  然而，依據聯合國的貧窮線標準，一天收入不到一美元者即為貧窮人口作為評判標準，

2010 年中國大陸國家統計局發布的貧窮人口數統計，顯示中國仍有一億五千萬人為貧窮人

口，占中國大陸總人口數 10%以上，若將貧窮線邊緣的人口算入貧窮人口，中國大陸的貧窮

問題依然嚴重，並未改革開放使得貧窮人口減少，反而因為經濟成長導致國內的貧富差距拉

大，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貧窮依然是中國大陸的社會問題之一

，貧窮發生率下降至 2.5%（許台瀅，2007：48-49；

中國扶貧報告，2000）。 

5

                                                 
1 這 8 項目標分別為：消滅極端貧窮和饑餓、普及初等教育、促進男女平等並賦與婦女權力、降低兒童死亡率、

改善產婦保健、防治愛滋病毒／愛滋病、瘧疾和其他疾病、確保環境的永續發展，以及全球合作促進發展。 
2 「貧窮」為許多開發中國家遭遇之問題，扶貧之意在於「緩解與消除貧困」其最終目標為「脫貧」，使人民能

夠獲得基本的溫飽，將其限縮於經濟層面，Joseph Wresinski 在 1987 年於法國經濟理事會發表〈極端貧窮與經

濟社會的不穩定〉（Extreme poverty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insecurity）的報告書中提出「絕對貧窮」之概念，其

為「一種或一種以上安全感之喪失所形成之不穩定狀態」而與「相對貧窮」之差別在於喪失的安全感數量與持

續之時間。現行之貧窮標準（滿足生活標準所需之最低收入水平），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將國際貧窮線訂為「每

人一天低消少於一美元」，世界銀行則將其定為「每人每天生活費不足 1.25 美元」，目前已有多個國家將標準調

高為 1.25 美元，世界銀行的統計則改以 2 美元為計算貧困人口比重的標準。以前述新舊標準來計算中國大陸貧

困人口占全中國大陸的人口比重，在 2010 年日均收入不足 1.25 美元的貧困人口比重為 11.8%，日均收入不足 2
美元的貧困人口比重為 27.2%（世界銀行）。然而由於貧窮門檻涉及到一國之福利政策，不同國家在各方面因素

考量下而有不同標準。以中國大陸而言，現行之貧窮標準為人年均純收入低於人民幣 1196 元。 
3 世界銀行（World Bank）將「國際非政府組織」（INGO）定義為「從事進行減少苦難、增進窮人利益、保護

環境、提供基本社會服務或從事社區發展的私人組織活動」。它與一般常稱的 NGO 有著相同任務，唯一差異是

INGO 具有國際視野，並擁有世界的監督去處理特定國家議題。然而，INGO 應該與 IGO 有所區分，例如聯合

國或國際勞工組織。INGO 由私人慈善家成立，例如卡內基、蓋茲或福特基金會；抑或是國際組織附屬的單位

（Word Bank, 2011）。 
4 若依據國際標準每人每日消費支出不足 1 美金標準來看，中國大陸貧困人口總數則遠高於上述數字（黃浩明，

2000）。 
5 自由電子報：《中國赤貧 1.5 億人 1 天賺不到 1 美元》，2011/1/25，瀏覽日期：2012/3/17。但實際上，中國大

陸國家統計局根據農村居民生活消費價格指數推算，2010 年農村貧困標準為 1274 元人民幣，換算後相當於日

均收入約 0.5 美元。在 2012 年時，中國大陸的農村扶貧標準維持著年人均純收入 2300 元人民幣（與 2010 年相

同），換算後相當於日均收入 1 美元。在前述標準之下，整個中國大陸的貧困人口數量和覆蓋面則由 2010 年的

2688 萬人擴大至 1.28 億人，占農村總人口的 13.4%，占全中國大陸總人口(除港澳地區外)近十分之一。 

。現今公共問題的處理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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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政府、企業與非營利組織協力合作、共同治理的時代，無法單靠政府的力量處理公共問

題，必須要納入更多來自第三部門與公民社會6

本研究將在「國際非政府組織在中國的發展與大陸草根性公民社會的發展」主題下，探

討「國際扶貧組織與草根性公民社會的發展」。本研究計畫採取三年連續性研究，第一年為

調查（以焦點團體法為主）國際扶貧非政府組織與大陸相關草根公民社會的組織類型、分佈、

活動與發展動向；第二年為分析（結合第一年研究成果設計問卷調查，並運用深度訪談）國

際扶貧非政府組織與大陸相關草根性公民社會組織互動模型之建構（包括其互動網絡、資源

依賴與相關議題）；第三年則聚焦在香港樂施會與大陸相關草根公民社會組織的深度個案分

的力量，方能解決公共問題（Kooiman, 2000: 

138-139）。因此，中國大陸的貧窮問題單靠政府是無法完全解決，必須有更多來自國內公民

社會。 

前述論述的研究論據至今仍是不足，但少數研究指出其根本解決方案，應從中共政府重

構與非政府組織關係開始（林尚立，2007）；或是建構提供公民對話與行動空間的公民社會

（陳健民，2010）。事實上，中國大陸自經濟開放改革以來，國際非政府組織的觸角早已深

入中國大陸，其關切議題除了廣義的國際援助（例如汶川地震）外，更涵蓋扶貧、農民、剷

工、婦女、教育、社區、環境保護等議題；但是截至目前，中國大陸政府對於國際非政府組

織基本上仍抱持謹慎開放且嚴格監督的態度。 

 
貳、研究目的與方法 

扶貧議題向來受國際非政府組織重視，在中國大陸由於區域間經濟發展的差距甚大，向

來也存在嚴重的貧窮問題。不少國際非政府組織將中國大陸列為主要協助對象，進而與當地

的草根非政府組織合作。伴隨合作扶貧活動的開展，衍生雙方是否存在資源依賴的問題討論，

以及依賴關係是否影響扶貧活動與目標達成的討論。本研究在二手文獻的基礎之上，透過焦

點座談、深度訪談的意見蒐集與分析，將歸納國際非政府組織與中國大陸草根非政府組織在

扶貧議題所形成的關係類型。在結合資源依賴理論的主張後，也將在簡報論文時，對雙方互

動關係模式與後續發展提出建議。 

國際非政府組織最令人津津樂道的貢獻之一，無非是在發展落後地區與草根非政府組織

合作開展服務方案。但前述合作關係的發展向來也是耐人尋味的研究議題，特別是探討雙方

是否存在資源依賴的問題，以及依賴關係是否影響相關合作計畫目標的達成，是否扭曲各方

組織自身的發展重點。為進一步探討前述議題，本文選定吸引眾多國際非政府組織投入計畫

與經費的中國大陸，並以較早關注中國大陸發展的香港樂施會為研究範圍與案例，在二手文

獻的基礎之上，透過焦點座談、深度訪談的意見蒐集與分析，將歸納國際非政府組織與中國

大陸草根非政府組織在合作過程所形成的關係類型。在結合資源依賴理論的主張後，也將在

簡報論文時，對雙方互動關係模式、困境與後續發展提出建議。於下首先分述本項計劃之研

究目的與方法： 

 

一、研究目的 

                                                 
6 倫敦政經學院（LSEC）為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定義做以下說明：「公民社會意指非強迫性的集體對於利

益分享的行動、目標與價值。」理論上，公民社會與國家及市場是有所區隔的，但也嘗試複雜、模糊與協商的。

公民社會著重空間、角色與制度形式的多樣性，在形式、威權與權力上有著不同程度的展現。公民社會常植基

於已註冊的慈善機構、公民社會組織、社區團體、女性組織、社會運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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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整體而言，係透過上述研究方法來型塑理論架構，以及為下述研究目的提出相關研究回

應與策略建議。具體而言，本研究計畫之目的乃是： 

（一）了解中國大陸從事扶貧工作的國際非政府組織，以及相關草根性公民社會組織的類型、

分布、與發展過程。 

（二）運用資源依賴理論，析探國際非政府組織在中國大陸的發展與相關草根性公民社會組

織的發展及其互動協力關係，建構解釋中國政府、國際非政府組織，以及相關草根性

公民社會組織間互動模式之理論架構。 

（三）透過香港樂施會個案分析，以循實證研究途徑檢證理論架構，研提有效公民社會發展

互動模式之政策建議，並與相關理論進行對話。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採取質性研究法中文獻分析、焦點座談（focus group），深度訪談等作為資料蒐集

的方法，並結合量化方法中的問卷調查，以達三角定位（triangulation）之目的。運用三角定位法，

主要是基於以下三個考量因素（Jick, 1983）：首先，社會實體是複雜、多面向的，而研究方法也各

有其優點及侷限，都只能描述實體的某一面向；其次，在同一研究中，不同研究方法與研究者所

獲得的資料、方法、理論間，可以相互對話，以進行比較與整合；最後，多種研究方法的效度高

於單一研究方法。簡言之，三角定位法係藉由運用多元的資料來源、觀點與方法，來檢驗假設變

項與歸納研究結果，以減少某些方法特性對特定知識主體的影響程度，確保解釋的正確性（Bogdan 

& Biklen, 1998; Rossman & Rallis, 2003; Stake, 1995）。本研究將運用文獻分析與焦點團體談結果，

作為問卷調查以及深度訪談提綱的設計的基礎，對國際與草根扶貧非政府組織進行分析研究，透

過三角定位法與交互檢證，期盼能使研究結果更具豐富性。茲說明本研究所運用的研究方法如下： 

（一）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基本上又分為資 料蒐集與資料分析兩個階段。在第一階段中，研究者需先搜集與研

究主題有關的期刊 論文、專書、專書論文、碩博士論文及研討會論文等資料。其後才進入「分析」

的階段，在該階段中強調從大 量蒐集的資料當中，試圖整理出秩序、結構，或是詮釋出箇中蘊含

的意義（Marshall & Rossman, 2006；李政賢譯，2006）。本研究在文獻分析上，主要蒐集分析有關

中國扶貧的圖書、期刊以及官方文獻資料，並整理中國政府非政府組織組織相關法制規範、探討

其影響。 

（二）焦點團體法 

本研究就文獻分析結果，藉由焦點團體法，釐清相關議題、彙整意見，做為本研究後續問卷

調查分析，以及深度訪談的基礎。本研究焦點團體擬邀請下列四類參與：（1）國際非政府組織參

與中國扶貧工作決策人員；（2）政府部門參與扶貧工作，例如民政部、省縣扶貧辦公室之主要決

策或執行人員；（3）與國際非政府組織扶貧項目合作之中國草根非政府組織決策人員；（4）研究

中國非政府組織發展與扶貧政策之學者專家。透過焦點座談方法，對非政府組織社會網絡的建構

模式制度做論證與對話，希冀能提供本研究豐富的資料作分析與歸納。相關座談場次如表 1 所列： 

 

表 1：焦點團體座談場次一覽表 

日期 座談會組織 

2011/8/15(一)  南都公益基金會  

2011/8/16(二)  清華大學公民社會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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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8/17(三)  中國國際民間組織促進會  

2011/8/18(四)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2011/8/19(五)  北京大學公民社會中心/中國扶貧基金會  

2011/8/22(一)  國際小母牛  

2011/8/23(二)  恩派(NPI)組織  

2011/8/24(三)  香港樂施會(成都辦公室)  

2011/8/25(四)  四川社會科學院公民社會中新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三）深度訪談法 

訪談是一種研究性交談，是研究者通過口頭談話的方式，從研究者那 裡蒐集建構第一手資料

的一種研究方法（陳向明，2007），是一種有目的性的交談對話（conversation with purpose）（ 李政

賢譯）」。Mishler（1986）甚至認為深度訪談是一種交談行動，是受訪者與訪談者共同建構意義的

過程，透過主觀意的識流動，建構出最貼近真實生活情境。 

深度訪談主要有三種 類型，分別是：結構型（structured）、半結構型（semi-structured）和開放

式（open-ended），本研究第三階段將採半結構式訪談。誠如 Grindle（1980）指陳，欲了解政策行

動者的行為及其行動的限制，就必須分析政策行動者所處之制度系絡，吾人在探索受訪者深層的

內心世界及蒐集資料同時，亦要避免資料來源的限制。本研究深度訪談受訪者的選擇是透過立意

抽樣（purposive or judgmental sampling method）；此法屬非隨機抽樣，其抽樣標準主要係依據研究

者的主觀判斷（Babbie, 1995）。是以，受訪者的選擇將涵蓋香港樂施會各辦事處參與扶貧工作之

主要負責人、共同參與扶貧工作的政府各級單位、以及草根性公民社會組織（礙於周全匿名之考

量，於此暫不說明相關受訪組織及代表名單；總計政府機關受訪代表有 17 場次之多，受訪 INGO

及草根組織代表有 11 場次，各場次或以個別訪談或以團體訪談行之）。 

 

參、文獻探討 
1984年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心由農村轉向城市，進而對非政府組織的發展和生存帶來

重大的影響，帶動越來越多的國際經濟非政府組織進入中國加入中國的扶貧工作（李珍剛，

2004）。據統計，在中國從事扶貧工作國際非政府組織有福特基金會、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

樂施會、愛德華基金會、世界展望會（世界宣明會）、英國救助兒童會、國際計畫、國際鶴類

基金會美國漸進組織、德國米索爾（MISEREOR）、德國明愛組織、澳洲天主教救濟組織（ACR）、

澳洲天主教福利會、以及荷蘭野天鵝基金會（Wild Geese Foundation）等。這些國際非政府

組織不僅為貧困地區提供資金跟技術，更包括觀念、知識，以及解決貧困和各種社會問題的

思維模式（申宏磊，2006；黃浩明，2000）。 

例如：1987年至 1997年間，山東蒙陰縣政府獲得德國米澤瑞（MISEREOR）、澳洲天主教

救濟組織（ACR）、荷蘭野天鵝基金會（Wild Geese Foundation）、聯合國開發計畫署、聯合

國婦女兒童基金會、聯合國婦女發展基金會聯合提供之無償援助共 1237.53萬人民幣，配合

當地政府，總計執行 34項扶貧計畫。德國明愛組織則從 1987年起，便與山東省臨眗縣政府

合作扶貧工作，累計合作計畫廿件，撥款總計達 1600萬人民幣。安徽省金寨縣政府則於 1990

年至 1995年間，獲得德國米索爾（MISEREOR）、澳洲天主教福利會援助 255萬元人民幣，執

行 6項扶貧計畫（黃浩明，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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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中國發展簡報 2005年編撰之「200國際 NGO在中國」所作之分類，目前在中國從事

活動的國際非政府組織可歸納成以下八個類型：（1）宗教機構類；（2）人道主義救援和發展

機構；（3）私人基金會；（4）專家型非營利的諮詢和項目執行機構；（5）宣傳機構；（6）政

策研究思想庫；（7）專業協會；（8）互助、自助組織（Young, 2005）。其中世界展望會、德

國基督教發展服務社等被編入「宗教機構類」；樂施會、救助兒童會、國際計畫與無國界醫生

組織等，則納入「人道主義救援和發展機構」； 福特基金會、蓋茲基金會及嘉道理慈善基金會

等，則被劃分為「私人基金會」；美國溫洛克國際農業開發中心、美國家庭健康中心以及沛豐

國際等，則被視為「專家型非營利的諮詢和項目執行機構」；另外，「專業協會」類最具體的

例子則為美國律師協會；最後，香港視網膜病變協會及協康會則被歸納為「互助、自助組織」

的典型代表（詳見表 2）。 

 

表 2：在中國從事活動的國際非政府組織分類表 

類型 例子 資金來源 

宗教機構 世界展望會（宣明會）、米索爾、德國

基督教發展服務社 

1、 教會 

2、 個人支持者 

3、 公眾募捐 

4、 政府和私人基金會 

5、 的撥款 

人道主義救援

和發展機構 

樂施會、救助兒童會、國際計畫、無國

界醫生組織、世界自然基金會和多個環

境團體 

1、 個人支持者為主 

2、 公眾募捐 

3、 政府和基金會撥款 

私人基金會 福特基金會、帕卡德基金會、蓋茲基金

會、斯塔基金會、嘉道理慈善基金會 

創辦人捐贈的資金之利息收入 

專家型非營利

的諮詢和項目

執行機構 

美國溫洛克國際農業開發中心、美國帕

斯適宜衛生組織、派特、美國家庭健康

國際、沛豐中國 

政府和基金會的契約與撥款 

宣傳機構  1、 個人支持者 

2、 基金會撥款 

政策研究思想

智庫 

 政府和基金會撥款 

專家協會 美國律師協會 1、 會員費 

2、 政府和基金會撥款 

互助、自助組織 香港視網膜病變協會、協康會 1、 會員費 

2、 政府和基金會撥款 

資料來源：Young (2005) 

 

一、資源依賴理論之互動協力架構 

若從「個體角度」來界定所謂資源，內涵大抵包括個人所擁有的財富、社會地位和權力

（Sorensen, 1997: 967-978）。但若由「組織層面」來看，組織的資源泛指人員、組織所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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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必需的設施、專業技術以及流動的資源如金錢等（Yutchman, 1967）。組織的資源又可從

形式上區分為有形及無形資源，前者涵蓋人力、物力和財力諸如領導者、專家、志願服務者、

場地、設備等；後者包括無形的權力、影響力和訊息等。從組織環境（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的觀點，任何一組織無可避免皆受到所處環境之影響。組織環境不僅影響組織

資源的取得包括生產或服務所需的投入或技術、提升技術以及其他相關資訊、或取得外部利

益關係團體的支持與合作等資源。 

因此，若將資源依賴理論放置草根公民社會的範圍與脈絡下便可了解，草根非政府組織

為了在當地環境中生存，必須與外部資源控制者互動。Pfeffer 和 Salancik（1978）認為組織

為了生存必須仰賴資源，而為了取得資源，組織必須與外部資源控制者互動，故組織必須依

賴其所處環境。也就是說草根公民社會依賴其他組織所擁有的資源，像是國際非政府組織和

其他草根組織，各組織之間關係的管理是為了控制及降低此種資源的依賴，或提高其它組織

對本身的資源依賴，所以當國際非政府組織間或其與草根非政府組織間，在實務上存在雙向

或多向的協調整合關係時，便容易從中發現資源依賴理論所述的特性及其衍生的問題。 

由資源依賴理論可以發現：「環境資源是有限的，組織要增強或維持競爭優勢，不應侷限

於內部資源與能力，應以專業分工的模式，集中於本身核心競爭技術，將不具競爭力或資源

績效差的生產活動委託外部執行，擷取外部互補資源，因而衍生組織間相互依存之合夥關係」

（Pfeffer & Salancik, 1978; Galaskiewicz, 1979; Bourantas, 1989）。因此，草根公民社會依賴外

界資源的程度，取決於三項因素，包括：資源重要性的程度、資源擁有權之控制力、資源替

代性的程度（Grover, Cheon & Teng, 1994）。Hudock 則從公民社會發展、財務關係依賴角度，

主張從資源的「重要性、裁量性、替代性」等原則來判斷互動雙方的依賴關係（江明修審訂，

2003），而前述研究顛覆著合作雙方對何謂資源的定義，強調互動雙方各有吸引對方重視的所

謂資源，但傳統的弱勢一方卻經常忽視自己的資源與長處，例如研究當中所提的「南半球非

政府組織」。因此，草根非政府組織要能克服不足及強化優勢，以回應外部壓力，重新定義何

謂資源。於下整理 Ann Hudock 的主張作為 INGOs 與草根 NGOs 資源依賴關係分析架構（見

圖 1）。 

 從「資源流」來看，其實合作雙方各自擁有對方所缺乏的有形或無形資源，而向來在扶

貧議題當中，較為被重視的是財務等有形資源，甚至因此而將低估所謂受助方的能力、資源

或價值。經過分析後，本文歸納認為在國際非政府組織與中國大陸草根非政府組織，在扶貧

議題的互動上，其實從中國大陸草根非政府組織的角度來看，主要可能是看中國際非政府組

織擁有的「國際連結、財務資源、專業與倫理」；相反地，從國際非政府組織的角度來看，在

選擇合作對象時是相當看重中國大陸草根非政府組織的「人力資源、在地關係、服務渠道」。

而前兩雙方的需求，應當要形成一種循環關係、一種開放系統，同時認知雙方的互動在不同

層面是存在不一樣的關係模式的，而具體的判斷則可借重前述之「重要性、裁量性、替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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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INGOs 與草根 NGOs 資源依賴關係分析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繪 

 

 從表 3 所示「NGOs 之資源屬性與互動模式分析表」來看，當合作雙方對於各自擁有的

資源類別，保持開放、分享、尊重的協力態度時，就原本由相互競爭或資源缺乏強度衍生而

來的資源「重要性」議題，就會轉向為對方雙都很重要，例如草根 NGO 為合作計畫附帶提

出人力培訓計劃時，資助方便不會以不屬合作計畫範圍而貿然拒絕。同樣地原本由單方所主

導的決策權，就會建立溝通的過程與機制；就替代性而言，就不會狹義地將其定義為談判的

籌碼，而可能轉化為成功模式的複製。 

 

表 3：NGOs 之資源屬性與互動模式分析表 

互動模式 

資源屬性 

非對稱模式 對稱模式 

INGO主導  草根 NGO主導 

重要性 （I）國際連結 

（F）財務資源 

（P）專業與倫理 

主導程度 （H）人力資源 

（L）在地關係 

（A）服務渠道 

雙向 

裁量性（權）  可溝通 

替代性 專屬程度 可替代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繪 

 

此外，中國大陸的法令規範與草根公民社會的領導者使命更是更進一步闡述決定資源依

賴的兩大要素：外在限制與組織管理者。就外在限制而言，中國大陸的法令規範在環境之中，

控制決定性資源的組織或團體的需求，限制了雙方的互動關係。其次則是組織的管理者會試

圖去管理外在的依賴關係，除了確保組織的生存之外，更希望從外在限制之中獲得更多的自

主（Pfeffer, 1982）。改革放開後國際非政府組織雖挾大量資源湧入中國大陸，但欠缺合法身

分，遊走模糊地帶；官方色彩濃厚的草根非政府組織，掌握資源雖不及國際非政府組織，但

在政府政治支持下，影響力亦不容小覷；而真正草根非政府組織雖缺乏上述資源，但是否就

代表著必然對國際非政府組織產生倚賴呢？國際非政府組織與草根非政府組織如何凸顯組織

資源流：國際連結、財務

資源、專業與倫理 

資源流：人力資源、在地

關係、服務渠道 

草根 NGOs INGOs 

關係模式： 

對稱模式 

不對稱模式 

判斷原則： 

重要性 

裁量權 

替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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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源價值，確保組織運作的自主性，是了解中國公民社會組織運作與發展的重要基礎。草

根公民社會為求生存，回應外部的需求與期望，而對於組織依賴捐贈者或市場收益的情況，

資源依賴理論提供相當有用的解釋力。而對於因財政危機與品質危機所引發的志願服務失靈

現象，資源依賴理論所強調的克服不足及強化優勢論點，適足以解釋國際 NGO 與草根公民

社會的互動進展。 

 

二、INGOs 在中國大陸扶貧議題的角色分析 

 自 1980 年代中期開始，中國大陸政府在「政府主導、社會參與、自力更生、開發扶貧、

全面發展」的策略下（許台瀅，2007），從農村開始進行有計畫、有組織、大規模的扶貧計畫

（黃浩明，2000）。1985 年「中國國際經濟技術交流中心」成立國際民間組織處，專責運用

國際公民社會組織的資金於扶貧工作，開始國際公民社會組織進入中國大陸從事扶貧工作；

1986 年更於國務院下成立貧窮地區經濟開發領導小組，專責扶貧工作的統籌與協調；除此之

外，更有為數眾多的草根性公民社會組織參與扶貧工作。若以中國大陸政府的扶貧政策發展

來看，研究者將其區分為四個階段，分別是：農村制度改革（1978 到 1985 年）、大規模開發

式扶貧（1986 到 1993 年）、中國大陸「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1994 到 2000 年）、中國

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 到 2010 年）（許台瀅，2007）。於下依序說明扶貧類 INGOs 在中

國大陸的運作現況、INGOs 在中國大陸扶貧議題的角色，以及中國大陸扶貧類草根非政府組

織的角色。 

（一）扶貧類 INGOs 在中國大陸的運作現況 

在中國大陸有哪些組織進行扶貧工作？中國 NGO 發展簡報與中國社會組織網收入相當

完善在中國的國際組織與國內 NGO 的相關資料，依據該網站的分類項目與服務類型上進行

選取，在國際組織並從事扶貧救助類中共有 35 家國際組織，而其中 17 家從事扶貧工作，其

餘則是從事救災賑災、愛滋病與健康援助等工作，17 家在中國從事扶貧工作的組織（中國

NGO 發展簡報，2012；中國社會組織網 2012a、2012b）。 

國際扶貧組織開始從事扶貧工作，從一開始多以捐助的方式援助貧窮地區，像是福特基

金會與洛克斐勒基金會提供資金給貧窮地區，主要是以金錢捐助的形式來從事扶貧工作。然

而，進入中國大陸從事扶貧工作的國際組織日趨增加，從事扶貧的方式也從捐助資金開始擴

張到實際操作援助，像是國際小母牛中國專案及四川海惠助貧服務中心，除了提供畜產給貧

窮地區，還實地到貧窮地區協助並教導如何飼養畜產，除了提供援助，並教導其生存的能力，

另外西藏扶貧基金會也是除了提供資金援助，亦也在西藏貧窮地區進行教育，協助社區發展，

使其有能力脫離貧窮。 

扶貧的範圍與區域，除了部分組織的服務範圍不分區域，只要是中國貧困地區都是該組

織的扶貧地區，這些組織大多是捐助型組織，因為捐助的資金大多不會限定區域，組織服務

的範圍也比較大。而操作型組織與操作與捐助兼備的國際扶貧組織，其服務的範圍與地區則

較有限定，大多落在四川、雲南、西藏、貴州、新疆、甘肅，陝西，河南、內蒙古、黑龍江、

遼寧、吉林等中國西部、西南部、西北部和東北部地區，這些地區屬於中國發展較為緩慢的

地區，部分地區亦是少數民族聚集地區，當地氣候與地理環境的影響導致發展限制，所以也

比較容易發生貧窮的問題，由於這些地區範圍廣大且分布地區分散，操作型組織要實地到地

區從事扶貧必須要選定幾個特定地區發展，破除資源與空間的限制（中國 NGO 發展簡報，

2012；中國社會組織網 2012a、201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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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貧組織將從事扶貧的方式歸納成五種，分別為：資金挹注、物質提供、小額信貸、

教育訓練與地區照顧。資金挹注是指國際扶貧組織以資金提供的方式從事扶貧工作；物資提

供是只提供民生用品或是其他可以協助貧窮居民維生的物資（好比是：牲畜）；小額信貸是指

提供貧窮地區的居民小金額的借貸，提供他們能創業維生；教育訓練是指在貧窮地區教導當

地居民維生的技能與相關教育工作，使其有維生能力；地區照顧是指到當地進行地區援助或

協助該地區發展，藉以脫離貧窮。而統計在中國從事扶貧工作的國際扶貧組織，以資金挹注

的方式進行扶貧工作，多以捐助型基金會為主；以物資提供的方式進行扶貧工作，多以操作

型與捐助型兼備組織為主，提供貧窮地區水、民生用品和牲畜；以小額信貸的方式進行扶貧

工作，以捐助型組織為主；進行教育訓練的方式從事扶貧工作，像是教導農業、畜牧與其他

技能教育；以地區照顧的方式從事扶貧工作，以協助特定地區的發展與照顧，使該地區能脫

離貧窮問題（中國 NGO 發展簡報，2012）。 

 

（二）INGOs 在中國大陸扶貧議題的角色 

在中國大陸從事扶貧的國際組織，其發展與從事扶貧工作的歷史都相當悠久，然而，開

始進入中國大陸從事扶貧工作都在 1990 年以後，因為 1984 年開始，中國大陸政府才開始允

許國際組織進入中國大陸進行活動（中國 NGO 發展簡報，2012）。 

國際扶貧組織目前在中國大陸主要有捐助型、操作型與操作與捐助兼備型三類型組織從

事扶貧工作，捐助型大多以基金會提供資金挹注與小額信貸給貧窮地區，本身較少至第一線

從事救助行動；而操作型與操作和捐助兼備的國際扶貧組織，除了會提供物資給貧窮地區外，

並且會到當地進行教育工作與地區照顧等活動，教導貧窮地區居民技能，使其有自力更生的

能力，並且協助當地的發展，使其地區能藉由當地相關產業的發展，讓地區經濟有所起色，

以脫離貧窮問題。而從國際扶貧組織從事扶貧的範圍與區域觀之，捐助型組織因為以資金挹

注與小額信貸為主要扶貧方法，無須到第一線從事扶貧工作，故其提供扶貧的範圍與地區較

廣，基本上是以整體中國大陸地區為原則（中國 NGO 發展簡報，2012）。 

承如前述，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以來，嚴重的貧富差距問題，已成中國大陸政府急欲解

決的問題。中國大陸政府雖認為相信國際非政府組織提供的各項服務，有助於解決貧窮問題、

強化其統治的合法性和正當性，並進而帶來社會與政治的穩定性（林德昌，2007）；然而，囿

於中國大陸政府仍然對國際非政府組織抱持謹慎、嚴格監督等態度，國際非政府組織在中國

大陸的地位，一直是曖昧不明的。究其原因，無非是一方面希冀藉透過國際非政府組織之力

量，協助提填補公共服務的不足；一方面又擔心它為外國勢力所利用，挑戰政府的權威（陳

健民，2010）。援此，中國大陸對於國際非政府組織的態度，基本上是一種既合作又控制的方

式（林德昌，2007）。截至 2009 年為止，除慈濟功德會已於 2008 年獲民政部允許登記外，所

有國際非政府組織均尚未獲得中國允許合法登記註冊；這些並未登記之國際非政府組織在中

國運作，主要透過「在香港或澳門設立總部，通過香港或澳門進入中國大陸；在中國不同地

方設立項目辦公室，不註冊；在中國大陸地方設立辦事處，在地方註冊；以公司形式在工商

管理局註冊；借助於中國民間組織從事項目合作活動；與政府某些機構或相關組織從事項目

合作；以專家、志願人員、教師等身分進入中國」等模式維持其組織運自形態（黃浩明，2000）。 

 

（三）中國大陸扶貧類草根非政府組織的角色 

中國大陸非政府組織的發展狀況，大致可分為 80 到 90 年代中期的「萌芽階段」，與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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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組織和國際非政府組織兩個階段。我們可以將在中國從事扶貧工作的非政府組織分成三

類（康曉光，2001）： 

1、官辦意味濃厚：如中國青少年基金會、中國扶貧基金會、中華職業教育社、中國民間

組織促進會等。這些組織從政府脫離出來，與政府聯繫緊密，是限制結社背景下的

特殊產物，大都由一些有影響的退休人士所發起。這些公民社會組織缺乏真正的獨

立性、理念模糊，其行為主要是響應政府號召，運用行政與社會結合的方式工作，

追求比較單一的目標，對貧窮的扶助主要是施助，注重與業務部門的合作。 

2、小型與官方聯繫較為疏離：如農家女百事通、北京星星雨等，主要依靠組織領導人的

活動能力，與官方聯繫較為疏離，依靠海外資源。 

3、國外常設在中國：如香港樂施會、福特基金會、國際小母牛組織、英國救助兒童基金

會及香港中國女工聯網等。這些組織的行為比較國際化，目標多元且明確，資源來

自國際社會，有完善的理事會，理念成熟，管理水準較高。 

   

草根非政府組織的扶貧工作可以彌補政府財力不足的困境，同時也承擔某一部份的社會

責任，但其所需資源大多是靠國際合作計劃或募款來籌措扶貧資金、組織運作經費。非政府

組織所籌措的資金可以完全用於扶貧工作上，其募款能力則取決於宗旨、性質等因素，在與

眾多非政府組織爭取民間資源的同時，形象不佳、效率不高的非政府組織將會被市場自然的

淘汰。因此，與政府相較，在同一筆資金的運用上，非政府組織的效率較高，致使扶貧工作

的效益提升。而非政府組織的專案扶貧計畫，都是藉由民間的資源與力量來推動扶貧工作，

減輕了政府扶貧工作的負擔。此外，非政府組織可以動員政府無法動員的資源進入扶貧領域，

也可引進國外的資金、人才、制度等資源。國際非政府組織在中國大陸從事扶貧工作時，注

重培養被扶助者的自治精神，讓他們從做中學，讓他們明白可以藉由相互合作解決問題（康

曉光，2001）。 

  中國大陸的非政府組織主要致力於資源動員，而關於扶貧理念、扶貧資源的管理、經營

管理等缺乏研究，非政府組織的領導階層也不具備這方面的知識，因此很多非政府組織並非

由自己研究和管理扶貧專案，而是把社會動員的資源返回到政府機構去執行。有些非政府組

織甚至把籌到的資金用於經營，希望從經營中賺到錢去扶貧，但由於缺乏企業管理經營的理

念和人才，大多數的投資行為都失敗了，但國際組織和國際非政府組織逐步加入，對中國大

陸的非政府組織有示範作用。再者，由於中國大陸經濟制度的變革和社會結構的轉型，一些

小型但貼近市場化的非政府組織開始出現，也引入企業化管理的精神（何道峰，2001）。 

  雖然中國大陸本土非政府組織投入扶貧工作已有數十年的歷史，但相較於國際非政府組

織，本土非政府組織的規模、資源與募款能力等，仍舊處於發展的學習階段，且只有少數的

本土非政府組織，有能力直接從事扶貧工作。因此，在扶貧工作的推展上，可說仍處於邊學

邊做的摸索階段。此外，雖然名義上是獨立法人，並依據立案，可以從事相關的活動，但實

踐中往往成為政府部門或官方系統的附屬，即使較有規模的全國性本土非政府組織亦未能例

外。這種依附性主要表現在本土非政府組織的行動要服從於政府或官方系統，重要成員通常

為官方人士或有資深官方背景的人士擔任，推展的活動通常被納入某個政府部門或某個官方

系統的工作範圍並服從其管理與控制等等。再者，一些地方的非政府組織甚至完全設置在政

府或官方機構內部，相關事務亦由公務人員兼顧辦理。雖然短期內確實有利於一些非政府組

織爭取到官方的支援和動員到更多的社會資源，但對非政府組織的長期發展卻極為不利，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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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組織的扶貧功能亦會受到抑制。而在籌募資金的方式上，借助（老幹部）個人聲威募捐

的方式仍較為常見，而與市場機制相結合的方式卻未獲重視，且未主動開發社會資源。在資

源募集的來源方面，海外及港澳地區的募集較多，相較之下中國大陸本土的募集卻不成比例；

相較於新富階級，一般受薪階層較願意投入扶貧工作。事實上中國大陸本土非政府組織動員

社會資源的能力非常有限，進而侷限中國大陸扶貧工作的開展（鄭功成，2001）。 

  在中國大陸從事扶貧工作有成的非政府組織有中國扶貧基金會、中國光彩事業促進會

等。中國扶貧基金會成立於 1989 年，其使命為透過專案援助、受援人參與及做中學等方式，

幫助貧困社區的窮人提升自我發展能力，改善基本生活條件，促進受援人脫貧與自立，強化

基層管理與組織。它是一個以扶助鄉村貧困人口擺脫貧困為宗旨的非政府組織，其扶貧專案

包括貧困農戶自立工程、鄉村教育援建、科技培訓、物資扶貧及醫療衛生扶貧等，2000 年還

推出了小額信貸、母嬰平安行動、緊急救援等扶貧專案。中國光彩事業促進會成立於 1995

年，民營企業家為主體成立的扶貧組織，以參與西部大開發為重點，專案投資為中心，開發

資源、興辦企業、培訓人才、發展貿易，並透過包括捐贈在內的多種方式促進貧困地區的經

濟發展和教育、衛生、文化等社會事業的進步，直接配合政府實施扶貧戰略。實質上是透過

扶貧項目投資帶動就業，進而幫助貧困地區發展、增加貧困人口收入的一種扶貧事業。 

總括而言，NGO 在扶貧開發中所發揮的作用及其特點，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面向： 

1、 通過直接提供包括資金、物資等經濟資源，以強制投入的方式打破貧困所固有的惡性循

環，從量和質兩個方面改變貧困人口的生活狀態。 

2、 通過開展專案，特別是伴隨專案開展和各種形式的培訓，將大量有用的資訊和技術技能

傳授給受益人，使他們通過參加學習和直接應用，努力掌握這些技術技能，從手段和方

式上改變貧困人口的生活狀態。 

3、 通過開展專案，特別是包括小額信貸等扶貧專案，在投入資源的同時，啟動受益人的責

任心和積極性，並引導當地建立起有約束功能的信用鏈及其關係制度，主要從社會資本

和生產制度上改變貧困人口的生活狀態。 

4、 在長期開展專案的過程中，NGO 的工作人員逐步積累經驗和知識、技能，成為扶貧各個

領域的專家，他們比各級政府的工作人員更熟悉業務，同時也更深入基層，能夠更直接

和有效地針對不同地區、不同人群、不同貧困層的不同問題開展具體的、有針對性的扶

貧活動。 

5、 協助並監督各級政府貫徹執行有關扶貧開發的方針政策，一方面作為政府實施扶貧工程

的具體執行人，發揮其專業性和深入基層的優勢更好地落實扶貧政策；另一方面作為中

國大陸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級政府之間的仲介，協調有關政策並監督其實施，確保扶貧政

策的落實。 

6、 作為企業和發達地區對貧困地區救助、支援的仲介機構和專業機構，一方面更多地動員

社會資金用於扶貧開發的活動，特別是動員企業開展社會慈善活動；另一方面通過實際

操作各種專案確保善款、善資能夠落實到扶貧開發的各項活動中去，並切實起到扶貧開

發的作用。 

7、 作為國際社會各種力量救助、支援中國大陸貧困地區的仲介機構和當地NGO，一方面積

極吸收更多的國際社會和海外資源用於中國大陸的扶貧開發事業；另一方面協助國際

NGO 和境外 NGO 在華開展各種扶貧開發專案，同時也作為國際社會救助中國大陸貧困

地區的仲介組織發揮作用，執行、監督或落實有關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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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通過在扶貧開發領域開展的活動，一方面不斷進行自身的能力建設，提高適應市場經濟

的應變能力和專業水準；另一方面逐步擴大中國NGO 在發展領域的影響及其力量，促進

中國大陸非營利部門的形成和發展。 

 

中國扶貧項目的 NGO 數量還是相當有限，尤其是其中能夠發揮積極作用的NGO 還很少。面

對數以千萬計的貧困人口和廣大的貧困地區，隨著東西部差距的進一步擴大和新的貧困人口的出

現，中國大陸需要更多的像中國扶貧基金會、HPI、愛德基金會這樣優秀的扶貧 NGO。只有建立

和發展一個龐大的具有專業化水準和能力的當地扶貧 NGO 體系，並通過他們將扶貧開發的活動

深入到每一個窮鄉僻壤和每一個貧困的家庭，才能夠說中國的反貧困活動開始進行最後的總決

算。現在，我們離這個目標還有相當一段距離，中國大陸在扶貧開發方面仍然任重而道遠。 

 

三、香港樂施會中國項目發展分析 

香港樂施會最初於 1987 年開始在中國大陸支持第一個項目，關注廣東殘疾人健康。自

1991 年後，才開始大規模進入內地，與雲貴當地政府部門（扶貧辦）合作，進行以社區為本

的扶貧工作，在中國大陸西南地區（雲南、貴州、廣西）數十個農村開展長期的社區綜合發

展項目。1992 年設立樂施會中國發展基金，支援在中國大陸的扶貧和緊急救災項目，並在昆

明成立香港以外地區的第一個項目實施機構。1995 年參與在北京舉辦的（聯合國）世界婦女

大會 NGO 分論壇。 

1997 年後，中國大陸內地為香港樂施會重點工作區域，超過四成經費投入於此，一半以

上項目是在中國大陸。「回歸前的十年投入資金一個多億，但後十年就投入五個多億」，因此

可知香港回歸後樂施會「更加關注內地的扶貧發展工作」（樂施會，2011：7）。7

時間 

 

2000 年之後的香港樂施會重要事件如表 4。繼昆明之後，香港樂施會陸續又在北京、貴

陽、蘭州、成都等地設立項目辦事處，目前香港樂施會在中國大陸共五個辦公室，2004 年為

「回應日益增長社會需求，應對來自內外部包括組織管理和項目管理的挑戰」（樂施會，2011：

7）成立中國項目部統合管理中國項目。香港樂施會網站之發展年表顯示，其特別強調與中國

大陸各級政府部門簽訂合作協議，也獲得許多公共肯定。 

 

表 4：香港樂施會在中國大陸重要事件（2000 年後） 

重要組織發展 重大項目工作 合作協議與公共關係 

2001 年 設立北京和貴州

項目辦事處 

n/a 樂施會工作獲得國務院扶貧白皮

書肯定 

2002 年 設立蘭州辦公室 開始農村稅費改革政策研究、開

展 NGO 籌款培訓工作坊、參與

減緩內蒙古地區沙漠化工作 

n/a 

                                                 
7 香港回歸之後，樂施會與內地的合作領域進一步拓寬了。不僅在雲貴桂開展工作，還進入陝西、甘肅等西北

地區，不單作以生計為本的扶貧工作，也開始在城市作反家庭暴力、基礎教育、農民工服務和社區融入、維護

婦女兒童權益、愛滋病感染者救助等項目，合作區域和領域程備擴大。樂施會與中國政府機構合作層次也提高

很多，先是和雲南省政府扶貧辦簽署了長期合作扶貧的框架協議，接著和國務院扶貧辦外資中心、廣西壯族自

治區扶貧辦、青海省民政廳、民政部中民中心等單位簽訂更多合作框架協議。可以說，和官方在政策層面的合

作也多了起來。比如，在 WTO 多哈回合談判中，樂施會與政府有關部委的下屬單位合作，進行保護中國農業

等公平交易議題研究（樂施會，201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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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 成立樂施會中國

部 

n/a n/a 

2006 年 香港樂施會成立

30 週年 

n/a 與國務院扶貧和發展領導小組辦

公室外資項目管理中心簽署合作

協議、與青海省民政局簽署合作協

議、與廣西壯族自治區扶貧辦簽署

合作協議 

2007 年 香港樂施會在內

地工作 20 週年 

與雲南省扶貧辦簽署合作協議

出版《中國教育 2006》關注發

展、政策和改革 

「樂施毅行者」活動獲得中國戶外

金犀牛獎提名。 

2008 年 因應汶川地震救

災重建設立成都

辦公室 

為汶川大地震向香港公眾籌建

到 1.5 億港元的專項基金，用於

四川，甘肅和陝西三省的救援和

重建工作 

n/a 

2009 年 n/a 舉行「5·12 地震」一週年災後重

建經驗分享暨主題報告發佈會。 

舉行《氣候變化與貧困》報告新

聞發佈會。 

樂施會獲得「中華公益事業功勛

企業、機構」稱號。 

在多個省份進行雪災救援工作 

支持出版《2007 中國教育藍皮

書》。 

開展「對抗氣候變化，愛上零度

貧窮」 I DO 大型公益倡導行動。 

參加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變化

大會 

與國務院扶貧辦外資項目管理中

心和中國國際扶貧中心簽訂有關

汶川地震重建合作協議，共同開展

在四川，甘肅和陝西三省的重建工

作。樂施會是第一個與中國政府簽

定重建協議的國際非政府組織 

2010 年 n/a 參與西南救災 樂施毅行者活動獲得中國戶外年

度金犀牛獎 

樂施會榮獲「責任中國」2010 公

益評選之公益組織獎 

2012 年 n/a 雲南旱災救援 「中國氣候傳播項目」在「2011

中國公益推動力評選活動」中當選

為「2011 年度媒體關注公益品牌

項目」，舉辦「扶貧媒體獎」活動 

資料來源：2013.4.10 整理自「樂施會網站」。 

 

香港樂施會在中國大陸沒有登記註冊，是「由於雙重管理體制，主管單位比較難找到」，

該會中國項目部總監廖洪濤在接受媒體訪問表示，「但是樂施會與國務院扶貧辦、西南的民政

系統、民促會等一些部門合作，由於良好的合作關係，使得樂施會在雲南有銀行賬號，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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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不用收取稅費」8

                                                 
8 公益時報，2013 年 4 月 26 日，樂施會每年在大陸投入 1.5 億善款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30426/9479357.html 

。而根據本研究在樂施會北京辦公室訪談得知，雲南昆明辦公室因當地政

府的政策，是以備案方式辦理。 

 

本研究獲得香港樂施會中國項目部允諾，獲得該會提供 2002 至 2012 年各項資助項目清

單，內容包含「項目名稱、批准日期、批准金額、項目性質、項目地區、合作夥伴」等資訊。

本研究從合作項目數量、分佈地點、合作對象、合作金額等數據的變化及其交叉分析的結果，

說明國際扶貧類非政府組織與中國草根性 NGO 間互動關係之發展，期能深入探討國際非政

府組織在中國大陸推展扶貧活動的狀況並提供政策建議，進而與相關理論進行對話。於下分

就「工作類型、歷年變化分析」說明初步的資料分析結果。 

 
（一）香港樂施會在中國大陸的工作類型 

樂施會作為國際發展與人道救援 NGO，在中國的工作項目不出其外，「樂施會在中國內

地主要推行扶貧及防災救災工作，項目內容包含：社區發展、農村綜合發展、增收活動、小

型基礎設施建設、賑災、衛生服務、教育、能力建設及政策倡議等。截至 2010 年底，樂施會

在內地 29 個省市自治區的國家級扶貧縣（區）開展賑災和扶貧工作，投入資金超過 6 億元人

民幣，受益群體覆蓋邊遠山區的貧困戶、少數民族、婦女和兒童、農民工和愛滋感染者等。」

簡言之，其工作項目可分為四種類型，分別是「人道主義救援；農村社區扶貧、農民工及流

動人口服務；推廣參與式扶貧理念；和政府機關推動政策合作」（樂施會，2011：6-7）。 

有別於一般文獻的靜態介紹，根據香港樂施會提供的中國項目工作清單，可將其資助項

目性質區分為：NGO 發展、農村生計、城市生計、愛滋病防治、基礎教育、社會性別、緊急

救援、災後重建、研究。以下分述各項目類型的工作內容。 

1、NGO 發展 

伴隨著中國社會的發展進步，以民間團體實踐為基礎的公益事業發展迅速，越

來越受到全社會的認同與關注。為回應這樣的社會發展趨勢，樂施會於 2004 年設

立「民間組織發展項目」，通過與政府部門、學術機構以及廣泛的民間團體合作開

展形式多樣的項目活動，旨在推動一個更富有活力、更為健康的本土公民社會。 

目前，樂施會民間組織發展項目主要分佈在以西北地區、西南地區、華南地區

以及北京、上海等。透過主題和地區的支持性組織，進行以下領域的工作：（1）提

升民間組織綜合發展和管理能力；（2）提高民間組織的公信力和問責性；（3）促進

民間組織之間的合作和交流；（4）推動民間組織參與到影響其生存和發展的環境改

善活動；（5）推動民間組織和政府合作互動與溝通；（6）提升社會和公眾對民間組

織的認識和支持。 

2、農村生計 

長期以來，中西部農村一直是中國貧困人群比較集中的地區，因此也是香港樂

施會農村生計項目的重點關注區域。我們在內陸農村的生計項目至今已有近 25 年

歷史，先後曾在貴州、云南、廣西、陝西、甘肅、安徽、河北、內蒙古、北京等省

市開展過農村小型基礎設施、社區發展基金、農業技術培訓、婦女發展、健康與衛

生、社區組織發展、扶貧方法研究與政策倡議等類型的農村發展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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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生計項目的目標是改善貧困地區的農村生計，這包括農村社區層面的生計

改善，與政府部門共同推動農村反貧困相關政策和資源運用效率的改進，以及協助

社會力量共同關注農村貧困，藉此帶來較大範圍農村貧困問題的改善。我們的重點

策略省份是貴州、甘肅、陝西、雲南、廣西，項目工作集中於以下兩點：（1）推動

社會力量，以農戶為主體的社區組織手法，改善貧困農村生計。重點策略省份：貴

州、甘肅、陝西。（2）倡導扶貧辦、民委系統為主的政府部門在基礎建設、產業開

發、小額信貸等項目中採用以農戶為主體的社區組織手法管理項目，使資源投入更

能瞄準貧困戶，以改善貧困農村生計。重點策略省份：雲南、廣西。 

3、城市生計 

隨著沿海經濟發展及城市化的增速，有大量農村的農民前往城市工作，他們的

打工收入成為農村家庭增加收入的重要來源，但他們進入城市工作，在工作和生活

等各方面卻遇到各種困難，屬於城市中較為貧困的人群，生計非常脆弱。 

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開始，樂施會開始開展城市生計項目，並以城市外來工為

主要目標人群。我們期望通過社會服務、公眾教育、法律援助、宣傳職業安全和健

康、以及政策建議等項目，為改善外來工的可持續生計、生存狀況貢獻一分力量。

目前城市生計項目主要分佈於北京、珠三角及長三角等地。 

4、愛滋病防治 

香港樂施會愛滋病預防和關懷領域工作開始於 1997 年，並於 2004 年正式成立

愛滋病項目。項目開展至今，農村愛滋病始終關注貧困少數民族社區特別是中緬邊

境受愛滋病影響的少數民族感染者對醫療衛生服務的利用以及家庭生計的改善。項

目涉及。城市愛滋病項目以從事性服務行業的工作者為重點人群，分別在北京、上

海、深圳、河南、安徽、青島、廣州、雲南、廣西等地開展了一系列的項目，與政

府機構、研究單位、醫療衛生部門、草根感染者小組等合作開展項目。 

樂施會在愛滋病主要開展以下議題的工作：（1）通過感染者小組與醫療衛生部

門的配合，為貧困少數民族感染者提供同伴支持，提高醫從性，改善感染者家庭生

計。並通過感染者小組與當地愛滋病預防與治療部門的交流與對話，對相關政策的

制定與實施提供建議。（2）增加性工作者面對愛滋病威脅的能力。主題 1 重點省份：

廣西、雲南。主題 2 重點省份：長江三角洲地區、廣東、北京、雲南。 

5、基礎教育 

樂施會的項目以確保貧窮人群獲得公平、優質的基礎教育服務為主要目標。通

過與政府職能部門及社會各界合作，在貴州、甘肅、雲南、青海及北京等省市實施

開展學校援建、志願者支教、教師培訓、鄉土課程開發、雙語教學、農民工子女教

育等項目，探索西部地區和農民工子女教育的經驗模式並推廣，促進教育均衡發展

及因地制定推行多元的文化素質教育。 

6、社會性別 

女性是貧窮人口中主要的一群，性別不平等造成資源分配不公，是婦女貧窮的

根本原因。本著以人為本、性別平等和關注弱勢人群的理念，2004 年，樂施會中國

項目部成立了專門的社會性別項目專題，旨在更有針對性地促進婦女賦權，推動社

會性別平等，提升婦女地位。項目開展至今，分別在北京、廣州、河南、河北、廣

西、雲南、陝西、甘肅等地開展了一系列的項目，與政府機構、研究單位、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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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性別組織、草根組織等合作開展培訓、社區工作、公眾教育、政策研究與倡導

等工作。 

7、緊急救援與災後重建 

樂施會在全球推行數百個人道救援項目。每當有災害發生，樂施會會即時評估

災民與當地政府的需求和抗災能力，既而制訂出最有效救援策略，除此之外，其工

作亦包含災害防治、減低災害風險，倡議更好的災害管理政策和氣候變化應對策

略，以及災後社區重建，增強社區災後復原能力。樂施會統稱這些工作為人道救援

及災害風險管理（樂施會，2011：26）。而在中國，四川地震救援及重建是其重點

項目之一，自 5.12 汶川地震發生至今，樂施會已在四川展開其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

救援行動。針對四川地震災區後續重建工作，樂施會在未來三年內將投入 1 億多人

民幣，用於外部資源相對少、相對貧困、受災嚴重而關注相對少的青川縣、安縣、

茂縣、廣元利州區的農村社區作為災後重建地域（整理自樂施會網站）。 

 

（二）香港樂施會工作重點之歷年變化分析 

以下分析係運用香港樂施會提供的「2002-2012 年樂施會在中國資助項目清單」進行之

描述性統計分析。 

1、樂施會「歷年資助項目數」類型趨勢變化 

首先，樂施會歷年資助項目類型的數目比例，可參見下圖 2。其中，可見有兩類變

化幅度較大項目類型：一為農村生計，在 2005 年後該項目數相對比例呈下降趨勢，而至

2008 年後，其絕對數目也呈現下降趨勢（參見附件 2）；二為緊急救援與災後重建項目數

所佔比例，在 2008 年急遽上升，明顯是因當年發生的特大災難--5.12 汶川地震。樂施會

在 5.12 中是第一個與政府簽定重建合作協議的 INGO，而其也為該地震成立指定用途專

項基金，並成立成都項目辦公室，專門管理震災重建的項目。在這之後，該項目都是不

論項目數或金額，都是所有項目類型中所占最高，顯見重建經費所耗不貲，另外也可能

因專項基金的捐款用途已指定，不能挪作他用，因此相對擠壓了其他項目。 

 

圖 2：樂施會歷年資助項目數類型趨勢變化（本研究自繪，參照附件 2） 

 

2、樂施會「歷年資助各類項目金額」 

然而，雖然就相對數目來看，「緊急救援及災後重建」似乎擠壓了其他項目類型，可

是再參照圖 3 與圖 4 會發現，其實樂施會投入中國各類項目的總金額是持續上升的，就

是上述相對項目數比例下降的「農村生計」，其資助金額也是持續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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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農村生計，「城市生計」項目關注外出打工的農民，於 2010 年首度超越了農

村生計項目，成為僅次於緊急救援與災後重建投入金額最多的項目。「這個跟整個中國大

陸的發展相關，農村有很多人移到城市，剩下的是老人兒童，你要弄一個計畫沒人參與，

要多做也很難去做；失地農民到城市的生計問題更嚴重……所以樂施會調整項目的大方

向，從一開始的「授人以魚」變成「授人以漁」，開始做城市生計。」 

另外，政策倡導類的項目從 2006 年開始出現，這就與樂施會內部組織管理目標的重

組有關。而針對 NGO 能力培訓、生存發展與交流的「NGO 發展」項目，雖所占比例不

高，維持在一成以下，僅占近十年來投入總金額 4%，約共 2557 萬港幣（參見附件 3）。 

 

圖 3：樂施會歷年資助各類項目金額（本研究自繪，參照附件 3） 

 

 

圖 4：樂施會歷年資助各類項目金額（本研究自繪，參照附件 2） 

 
3、香港樂施會合作夥伴之歷年合作次數分析 

本研究分析香港樂施會所提供的項目清單原始資料，針對合作夥伴組織名稱進行重

新編碼與分類。然而香港樂施會資助的對象，不限於組織，還有個人以及非正式的網絡；9

本研究參照前述文獻對社團分類與樂施會實際合作夥伴情況，區分出 5 大類為：政

且各類國有事業單位性質不一，如醫院、大學及其他國有研究機構在合作的項目上都有

所區別；在法律上規定的各類社會團體，與理論上的NGO或GONGO也有交互重疊。 

                                                 
9 非正式網絡的合作夥伴包含各類研究小組或課題組及行動劇場，個人性質的被資助項目則更加多樣化，包含

城市與農村生計、愛滋防治、緊急救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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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國有事業單位、社會團體與非政府組織、企業、網絡與個人，並細分為 15 小類包括：

（1）政府部門；（2）醫院10；（3）高校11；（4）國有研究機構12；（5）其他國有事業單

位；（6）GONGO；（7）INGO；（8）樂施會自管；（9）草根NGO；（10）香港NGO13；（11）

澳門NGO14

據此，香港樂施會十年來各類合作夥伴獲得總項目比例數如下圖 5。從圖 5 可知樂

施會直接與政府合作的項目數近四成，若將國有事業單位包括高校、醫院、研究機構以

及GONGO等算入政府相關部門，則有近六成項目數，而NGO則有三成，前者是後者的

兩倍，顯見樂施會的確是偏好與政府相關部門合作。以開展農村生計為例，由於早期鮮

少有NGO駐點在農村，因此不跟政府合作的話根本沒辦法進入。「2008 年地震以後才開

始有較多的NGO從城市走進農村，除了貴州有一、兩個NGO，大部分地區的農村是沒有

NGO的，所以在農村和政府合作扶貧項目是很正常的。」

；（12）民辦事業單位；（13）企業；（14）非正式網絡；（15）個人。 

15

在合作夥伴的趨勢變化上（附件 4），草根NGO及政府部門的合作項目數都在上升，

尤其政府部門更於 2010 年達到高峰，這與緊急救援與災後重建項目，顯然也是息息相

關。「在災區一開始你可以和NGO合作，過了一個月後開始重建了，重建只有政府可以

做，因為由地方政府主導下NGO根本沒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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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香港樂施會合作夥伴之歷年合作次數分析（本研究自繪，參照附件 4） 

 
4、歷年資助各類合作夥伴金額 

在投入金額方面，則可見圖 6（原始資料請參考附件 5）。與草根 NGO 的合作總金

額從 2005 年就呈上升趨勢，而自 2011 年資助額更是急遽上升。為何會有這樣的變化趨

勢？或許可從項目類型來推測。 
 

                                                 
10 地方衛生保健單位如婦幼保健站也歸為其中。 
11 含高校社團及香港的大學。 
12 例如中國社科院，黨校也包含在內。 
13 指於香港註冊，在中國大陸活動之 NGO，如：勞工服務與教育網絡、紫藤、午夜藍、香港職業傷病聯盟等。 
14 於澳門註冊、活動之 NGO，有澳門職工民心協進會。 
15 2013 年 5 月 15 日訪談香港中文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主任陳健民教授。 
16 2013 年 5 月 15 日訪談香港中文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主任陳健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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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歷年資助各類合作夥伴金額（本研究自繪，參照附件 5） 

 
肆、結論與建議 

 

一、「扶貧議題」為基礎之研究結論與建議 

 Hudock 在研究南、北半球非政府組織的互動關係時，提出的核心主張就是扭轉不平衡、

不對稱的資源依賴關係。在前述論述主張的基礎之下，本研究認為國際與中國大陸草根非政

府組織，在扶貧議題合作過程所呈現的資源依賴關係應該有全新的解讀。首先，單向主導的

資源互賴關係判斷邏輯應該被摒棄。國際非政府組織不應老是以先進民主國家價值為核心，

引導著與草根非政府組織的合作關係發展。特別是刻意地忽略、壓抑在地非政府組織的主體

意識與合作價值。其次，應該運用能力建立方案全面提升草根非政府組織的能力與權益認知，

強化其凸顯、主張其組織合作價值的論述能力與行動力。其三，中國大陸草根非政府組織要

認知其擁有的人力資源、在地關係、服務渠道等資源，其整體價值不亞於財務資源，進而學

習善用三者建立對稱的互動關係。 

 

二、「香港樂施會」為基礎之研究結論與建議 

回顧本項計劃之研究目的乃是以香港樂施會為例，分析其「合作對象」之變化，試圖釐

清國際非政府組織於中國大陸所開展的扶貧工作是否有親政府遠草根的現象，以及其項目分

布是否也有逐步擴展的現象。因為部分研究或實務工作者關切前述變化之真假，亦擔心對中

國大陸公民社會發展是否產生影響。對於本文以文獻分析、描述性統計與交叉分析的結果，

對照 INGO 在中國大陸的發展實務後，歸納初步研究發現如下： 

（一）合作對象始終仍以「廣義政府」為主 

所謂「廣義的政府」係包括「政府、高校、GONGO」等。與樂施會合作的組織中，政

府相關部門約占 90%，居絕對多數，其層級亦已從基層之鄉縣組織提升省或與中央層級，例

如香港樂施會迄今已與國務院扶貧和發展領導小組外資項目管理中心、青海省民政局、廣西

壯族自治區扶貧辦公室以及雲南省扶貧辦公室簽署合作協議，共同推展扶貧工作。此外，香

港樂施會也與其他國際非政府組織、草根性公民社會組織、以及受扶助之團體建立有夥伴關

係（樂施會，2011）。 

（二）社會變遷主導著 INGO 的服務項目重點 

 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初期，農村及城市發展問題的認定較現在相對明確，這讓 INGO 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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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別無他慮地選定特定地點開發服務項目、投注服務經費。而所謂「社會變遷」現象到底為

何？若依據「2002-2012 年樂施會在中國資助項目清單」內容來看，發現愛滋病防治、社會

性別、城市生計等主題所衍生的服務項目，在項目數或經費比例上都有大幅成長；若輔以項

目所在地點來看，也能發現經費數、項目數的流動軌跡。而且前述項目也是逐年加深與草根

NGO 合作的比例，在這些項目上，草根 NGO 所占比例皆超過一半，尤其是在城市生計項目

方面，也是草根 NGO 投入最多的項目。 

（三）政府政策影響 INGO 的服務重點 

 香港樂施會的部分工作項目類型有其策略服務地區，通常不會在非該項目重點省份進行

特定類型項目。但也有例外，如本研究初期訪談「廈門國仁工友之家」（在民政部註冊為「日

新工人服務中心」）所獲資料指出，其所在項目地區福建，並非樂施會城市生計項目的重點省

份，但因當時雙方高層協調，該組織得以獲樂施會資助。 
（四）INGO服務規劃的自主性發揮主導力量17

                                                 
17 在香港樂施會項目申請概述指引中，其說明其選擇合作夥伴的原則是：「認同樂施會扶貧與發展工作的理念

和手法；具有公開透明性、建設性、問責性，擁有開展項目的能力」。而考慮的因素：「合作夥伴在項目領域的

工作是否具有優勢？合作夥伴是否缺乏資金資源？合作夥伴是否有能力開展項目？合作夥伴是否有適當的人力

資源開展項目？合作夥伴是否具備必要的財務管理能力？合作夥伴是否具有基本的誠信度和問責性？」 

 

根據樂施會網站，其選擇項目地點的考慮因素在於：項目點是否有助於達到中國項目主

題領域的策略目標；項目點是否重點貧困縣鄉，收入水平在貧困線之下；項目點是否屬於受

益社會群體較集中的地點；項目點的社區群眾是否有發展的願望；項目是否能使社區群眾直

接受益；項目是否有示範作用；項目點的政府和社區群眾是否支持開展項目；項目點是否有

其他機構開展工作，資源投入是否重複。 
 
 整體而言，本研究認為從香港樂施會的個案分析結果來看，INGO 非但沒有退出中國大

陸，反倒是可以從歷年項目數的增加、經費預算總數的攀升，證實 INGO 對中國大陸的重視

未減反升。但是基於中國大陸的整體社會變遷（例如城鎮化、城市農民工、農村留守人口），

衍生對農村生計、城市生計的關注程度有所改變。但若將合作對象類別予以簡化後，不難發

現香港樂施會與「廣義政府」的合作仍是比例偏高（無論是項目數、項目經費總額），前述現

象實與中國大陸特有的社會組織發展空間與管制條件有關。但整體而言，香港樂施會不僅沒

有減少對中國草根組織的關心，反而是更全面地詮釋扶貧議題所涉的問題層面，藉此推動相

關服務項目或措施，期能達成組織投入中國扶貧議題所秉持的使命與宗旨。 

但為何部分研究或實務工作者仍會憂心 INGO 發生中國公益退潮的疑慮，這或許根草根

組織的組織規模較小、服務範圍較為固定而局部，未必能夠掌握整體 INGO 在中國大陸的服

務流動現象，加上 NGO 社群資訊在中國大陸的流動狀況或許仍有改善空間所致。未來如果

能夠在中國大陸建立 INGO 社群資訊交流平台，或許能夠提升中國大陸各省草根組織對前述

議題的掌握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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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香港樂施會在中國合作夥伴 （2008-2009）18

國際非政府組織 

 

黨政組織 草根性公民社會團體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長順縣委員會 

鄉土文化社 紫藤 

樂施會荷蘭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從江縣委員會辦公室 

《打工詩人》編委會 
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
治理研究中心 

 
四川大學華西公共衛生
學院 

16日反對針對婦女暴力
行動協調小組 

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
問題研究中心 

 
四川省共青團廣元市利
州區委員會 

NGO 發展交流網昆明草根
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貴州大學中華傳統文化
與貴州地域文化研究中
心 

 
四川省安縣扶貧開發辦
公室 

上海樂宜 
貴州社區建設與鄉村治
理促進會 

 
四川省青川縣扶貧開發
辦公室 

女工關懷 
貴州社區建設與鄉村治
理促進會• 減災支持中
心 

 
四川省理縣扶貧兩資以
工代賑辦公室 

山東人民出版社 
貴州社區建設與鄉村治
理促進會和仁鄉村發展
研究所 

 
四川省劍閣縣扶貧開發
辦公室 

山東省青島小陳熱線服
務社 

貴州省民族研究學會 

 
四川省廣元市利州區扶
貧開發辦公室 

山東省青島膠州市愛心
健康諮詢中心 

貴州師範大學可持續發
展教育中心 

 
四川省廣元市扶貧辦開
發辦公室 

中央民族大學西部發展
研究中心 

貴州財經學院鄉村善治
研究中心 

 
甘肅省人口和計劃生育
委員會 

中央民族大學經濟學院
當代中國經濟研究所 

貴州發展論壇協調小組 

 
甘肅省平涼市民族事務
委員會 

中央黨校婦女研究中心 貴州意氣風發紅十字會 

 
甘肅省定西市安定區科
學技術局 

中國人口福利基金會 
雲南省大眾流域管理研
究及推廣中心 

 
甘肅省定西市臨洮縣教
育局 

中國世貿網 
雲南省生物多樣性和傳
統知識研究會 

 
甘肅省教育廳 中國扶貧基金會 

雲南省昆明市國際民間
組織合作促進會 

 
甘肅省華亭縣東華婦女
健康教育中心 

中國國際扶貧中心 
雲南省昆明環保科普協
會 

 
甘肅省臨夏市東鄉縣民
政局 

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
展學院社會學系 

雲南省社會科學院白瑪
山地文化研究中心 

 
甘肅省隴南市康縣民政
局 

內蒙古赤峰市婦女聯合
會 

雲南省國際民間組織合
作促進會 

 
青海省瑪沁縣教育局 午夜藍 

雲南省瀾滄縣農村發展
促進會 

 
陝西省委黨校婦女/性別
研究與培訓基地 

手牽手企業管理信息諮
詢部 

雲南師範大學教育科學
與管理學院 

 
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
員會 

木棉花開志願者行動網
絡 

雲南連心社區照顧服務
中心 

                                                 
18 本表係初步分類，尚待後續研究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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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扶貧辦外資項目
管理中心 

比鄰鄉村發展諮詢中心 新民思睿教育諮詢中心 

 
貴州省長順縣教育局 

北京大學青年成才促進
會 

農家女文化發展中心 

 
貴州省政協貴定縣委員
會 

北京工友之家文化發展
中心 

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
心 

 
貴州省從江縣智力支邊
聯繫小組辦公室 

北京市海澱區老教育工
作者協會培訓學校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
經濟研究院 

 
貴州省從江縣衛生局 

北京同心希望家園文化
發展中心 

廣州市綠點環保信息諮
詢有限公司 

 
貴州省望謨縣民政局 北京同行工作組 

廣西省南寧青少年健康
服務學會 

 
貴州省赫章縣扶貧開發
辦公室 

北京思銳紀元社會經濟
諮詢有限公司 

燈塔計劃義工聯合會 

 
貴州省銅仁地區沿河土
家族自治縣教育局 

北京師範大學中國勞工
問題研究中心 

蘇州工友企業管理信息
諮詢有限公司 

 
雲南省大理州漾濞彝族
自治縣教育局 

北京晏陽初農村教育科
技發展中心 

蘭州大學 

 
雲南省外資扶貧項目管
理中心 

北京浸霖培力文化發展
中心 

蘭州大學社區發展中心 

 

雲南省牟定縣人民政府
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
室 

北京商道縱橫信息科技
有限責任公司 

蘭州大學婦女與社會性
別研究中心 

 
雲南省昆明市東川區扶
貧辦 

北京愛源信息諮詢中心 
蘭州市崇德婦女兒童教
育中心 

 
雲南省昆明市疾病預防
控制中心 

北京義聯勞動法援助與
研究中心 

蘭州市穆斯林文化教育
促進會 

 
雲南省昭通市昭陽區人
民政府 

北京影弟工作室 蘭州東部阿語學校 

 
雲南省尋甸縣民政局 

北京離姜海棠文化發展
有限公司  

 
雲南省景東彝族自治縣
人民政府 

四川省成都市婦女聯合
會  

 
雲南省楚雄州扶貧辦 

四川省涼山彝族婦女兒
童發展中心  

 
雲南省瑞麗市婦女兒童
發展中心 

甘肅怡欣心理諮詢中心 
 

 
雲南省祿勸彝族苗族自
治縣人民政府 

甘肅農村發展研究院 
 

 
雲南省劍川縣人民政府 

安徽省阜陽市南唐興農
農資專業合作社  

 
雲南省瀾滄縣人民政府 自然之友 

 

 
廣西外資扶貧項目管理
中心 

西北工業大學婦女發展
及權益研究中心  

 
廣西壯族自治區上林縣
民族局 

西南民族大學西南民族
研究院  

 
廣西壯族自治區民族事
務委員會 

扶貧與發展研究中心 
 

 
廣西壯族自治區民族事
務委員會天等縣民族事

社會性別與發展資源小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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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局 

 

廣西壯族自治區民族事
務委員會馬山縣民族事
務局 

南京大學法學院 
 

 

廣西壯族自治區民族事
務委員會資源縣民族事
務局 

星期六劇場 
 

 

廣西壯族自治區民族事
務委員會寧明縣民族事
務局 

珊瑚• 發展教育工作室 
 

 

廣西壯族自治區民族事
務委員會灌陽縣民族事
務管理局 

重慶市自強殘疾人服務
站  

 

廣西壯族自治區民族事
務委員會靈川縣民族事
務局 

香格里拉社區學院 
 

 
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市
民族事務委員會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有限
公司  

 
廣西省上思縣民族事務
局 

泰安愛藝文化發展中心 
 

 
廣西省平樂縣民族事務
管理局 

陝西省杜家河村修路管
理小組  

 
廣西省全州縣人民政府 

陝西省婦女理論婚姻家
庭研究會  

 
廣西省桂林市扶貧開發
領導小組辦公室 

深圳橫崗小小草信息諮
詢中心  

 
廣西省賀州市八步區衛
生局 

勞工教育及服務網絡 
 

 
廣西省龍勝縣民族事務
管理局 

勞動保護支援網絡 
 

資料來源：整理自樂施會網站（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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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香港樂施會 2002-2012 歷年各類服務項目數統計表（依項目別） 

 

年度 

項目 
2002-2012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NGO 發展 110 
(6%) 

11 
(9%) 

10 
(7%) 

13 
(11%) 

13 
(8%) 

12 
(7%) 

14 
(7%) 

7 
(3%) 

6 
(3%) 

4 
(2%) 

9 
(5%) 

11 
(6%) 

農村生計 458 
(23%) 

42 
(35%) 

46 
(34%) 

40 
(33%) 

53 
(34%) 

52 
(31%) 

53 
(27%) 

43 
(19%) 

44 
(19%) 

30 
(13%) 

29 
(15%) 

26 
(13%) 

愛滋病 

防治 
89 

(4%) 
3 

(3%) 
4 

(3%) 
6 

(5%) 
10 

(6%) 
5 

(3%) 
7 

(4%) 
8 

(3%) 
12 

(5%) 
8 

(3%) 
14 

(7%) 
12 

(6%) 

社會性別 134 
(7%) 

20 
(17%) 

16 
(12%) 

13 
(11%) 

12 
(8%) 

11 
(7%) 

10 
(5%) 

10 
(4%) 

10 
(4%) 

9 
(4%) 

12 
(6%) 

11 
(6%) 

城市生計 275 
(14%) 

21 
(18%) 

27 
(20%) 

18 
(15%) 

24 
(15%) 

18 
(11%) 

27 
(14%) 

22 
(10%) 

25 
(11%) 

27 
(11%) 

35 
(18%) 

31 
(16%) 

政策倡導 116 
(6%) 

0 
(0%) 

1 
(1%) 

0 
(0%) 

0 
(0%) 

15 
(9%) 

22 
(11%) 

23 
(10%) 

13 
(6%) 

9 
(4%) 

12 
(6%) 

21 
(11%) 

研究 108 
(5%) 

0 
(0%) 

0 
(0%) 

0 
(0%) 

0 
(0%) 

4 
(2%) 

16 
(8%) 

18 
(8%) 

19 
(8%) 

25 
(11%) 

14 
(7%) 

12 
(6%) 

基礎教育 168 
(8%) 

4 
(3%) 

4 
(3%) 

8 
(7%) 

18 
(12%) 

23 
(14%) 

24 
(12%) 

23 
(10%) 

16 
(7%) 

12 
(5%) 

21 
(11%) 

15 
(8%) 

緊急救援

及災後重

建 

521 
(26%) 

19 
(16%) 

26 
(19%) 

22 
(18%) 

25 
(16%) 

26 
(16%) 

27 
(14%) 

75 
(33%) 

84 
(37%) 

111 
(47%) 

47 
(24%) 

59 
(30%) 

總項目數 1979 
(100%) 

120 
(100%) 

134 
(100%) 

120 
(100%) 

155 
(100%) 

166 
(100%) 

200 
(100%) 

229 
(100%) 

229 
(100%) 

235 
(100%) 

193 
(100%) 

19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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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香港樂施會 2002-2012 歷年各類服務項目經費統計表（依項目別；單位：港幣／元） 

年度 
項目 

2002-2012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NGO 發展 25,576,730 
(4%) 

2,266,620 
(10%) 

1,032,800 
(3%) 

2,187,893 
(9%) 

2,219,264 
(6%) 

2,904,906 
(8%) 

3,104,955 
(8%) 

1,015,954 
(1%) 

2,429,862 
(3%) 

530,112 
(1%) 

3,886,075 
(5%) 

3,998,290 
(6%) 

農村生計 103,767,203 
(17%) 

8,180,021 
(36%) 

9,535,355 
(30%) 

6,199,652 
(24%) 

9,643,783 
(26%) 

7,996,310 
(22%) 

11,454,229 
(28%) 

10,003,991 
(12%) 

10,947,228 
(14%) 

9,285,268 
(9%) 

11,077,278 
(15%) 

9,444,088 
(13%) 

愛滋病 
防治 

23,833,707 
(4%) 

588,342 
(3%) 

938,966 
(3%) 

980,503 
(4%) 

1,619,957 
(4%) 

3,206,769 
(9%) 

1,750,291 
(4%) 

2,069,852 
(3%) 

3,150,052 
(4%) 

1,764,880 
(2%) 

3,690,068 
(5%) 

4,074,028 
(6%) 

社會性別 32,998,816 
(5%) 

2,443,226 
(11%) 

2,871,413 
(9%) 

4,317,726 
(17%) 

2,190,995 
(6%) 

1,542,829 
(4%) 

1,171,081 
(3%) 

3,652,525 
(5%) 

2,597,676 
(3%) 

2,405,171 
(2%) 

6,597,161 
(9%) 

3,209,011 
(4%) 

城市生計 89,788,819 
(15%) 

3,541,462 
(16%) 

8,266,031 
(26%) 

5,078,149 
(20%) 

9,568,584 
(26%) 

5,660,936 
(16%) 

6,615,528 
(16%) 

9,097,956 
(11%) 

8,065,035 
(10%) 

9,453,926 
(9%) 

13,632,923 
(18%) 

10,808,288 
(15%) 

政策倡導 13,885,581 
(2%) 

- 
(0%) 

140,313 
(0%) 

- 
(0%) 

- 
(0%) 

2,316,946 
(6%) 

1,764,767 
(4%) 

2,206,897 
(3%) 

1,459,081 
(2%) 

1,494,554 
(1%) 

1,442,399 
(2%) 

3,060,625 
(4%) 

研究 15,445,941 
(3%) 

- 
(0%) 

- 
(0%) 

- 
(0%) 

- 
(0%) 

430,568 
(1%) 

1,223,522 
(3%) 

1,935,048 
(2%) 

1,983,395 
(3%) 

4,124,271 
(4%) 

3,715,549 
(5%) 

2,033,589 
(3%) 

基礎教育 47,661,462 
(8%) 

661,600 
(3%) 

1,576,058 
(5%) 

1,454,108 
(6%) 

5,055,090 
(14%) 

4,696,021 
(13%) 

5,561,365 
(14%) 

8,300,173 
(10%) 

3,141,927 
(4%) 

1,962,041 
(2%) 

8,058,127 
(11%) 

7,194,952 
(10%) 

緊急救援

災後重建 
249,994,687 

(41%) 
4,908,749 

(22%) 
7,240,729 

(23%) 
5,456,342 

(21%) 
6,530,425 

(18%) 
7,116,465 

(20%) 
7,597,161 

(19%) 
41,853,914 

(52%) 
44,222,992 

(57%) 
73,901,483 

(70%) 
23,341,151 

(31%) 
27,825,276 

(39%) 

總金額 602,952,946 
(100%) 

22,590,020 
(100%) 

31,601,665 
(100%) 

25,674,373 
(100%) 

36,828,098 
(100%) 

35,871,750 
(100%) 

40,242,900 
(100%) 

80,136,311 
(100%) 

77,997,247 
(100%) 

104,921,706 
(100%) 

75,440,731 
100%) 

71,648,14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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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香港樂施會 2002-2012 歷年服務項目經費數量統計表（依合作對象別；單位：港幣／元） 
年度 

合作對象 
2002-2012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政府部門 
278,926,524 

（768） 
5,367,679 
（31） 

10,447,821 
（41） 

8,749,370 
（38） 

16,474,471 
（76） 

13,134,239 
（66） 

16,035,290 
（65） 

25,020,943 
（93） 

51,691,237 
（118） 

75,972,754 
（121） 

29,034,514 
（193） 

26,998,204 
（56） 

醫院 
1,287,870 

（11） 
74,981 
（1） 

28,868 
（1） 

50,128 
（1） 

187,425 
（1） 

153,858 
（1） 

- - 
69,422 
（1） 

- 
723,186 
（5） 

- 

高校 
49,205,108 
（231） 

2,995,559 
（19） 

3,957,633 
（14） 

3,350,933 
（24） 

5,589,549 
（22） 

4,410,727 
（24） 

6,101,533 
（33） 

5,610,390 
（19） 

3,173,160 
（19） 

3,052,672 
（15） 

5,456,746 
（17） 

5,506,207 
（25） 

國有研究機構 
4,840,246 

（27） 
514,573 
（6） 

833,593 
（7） 

538,493 
（3） 

704,461 
（5） 

233,813 
（1） - 

566,119 
（2） - - 

1,081,559 
（2） 

367,635 
（1） 

其他國有事業單位 
2,266,033 

（9） 
299,590 
（2） 

768,528 
（1） 

52,755 
（1） 

- - - 
235,386 
（1） 

909,773 
（4） 

- - - 

GONGO 
21,424,271 

（76） 
386,812 
（7） 

2,495,733 
（12） 

1,043,476 
（5） 

3,127,906 
（8） 

1,861,874 
（7） 

985,097 
（7） 

1,343,317 
（5） 

462,845 
（2） 

3,072,374 
（10） 

2,918,320 
（6） 

3,726,516 
（7） 

INGO 
3,879,329 

（13） 
263,019 
（2） 

1,046,973 
（4） 

- 
147,170 
（1） 

282,368 
（1） 

- 
1,351,416 

（1） 
- 

273,494 
（2） 

- 
514,889 
（2） 

樂施會自管 
44,510,817 
（143） 

1,883,343 
（9） 

361,462 
（4） 

753,019 
（5） 

2,491,467 
（9） 

1,253,327 
（5） 

565,698 
（12） 

25,233,712 
（33） 

1,664,164 
（15） 

2,004,863 
（16） 

5,167,738 
（17） 

3,132,024 
（18） 

草根 NGO 
168,071,971 

（571） 
9,733,048 
（38） 

10,127,175 
（37） 

9,425,389 
（36） 

7,677,877 
（30） 

10,020,156 
（45） 

12,627,585 
（56） 

16,864,259 
（62） 

17,666,979 
（60） 

17,887,640 
（60） 

28,148,906 
（70） 

27,892,956 
（77） 

香港 NGO 
14,767,827 

（47） 
886,103 
（3） 

1,239,777 
（6） 

1,319,277 
（4） 

220,580 
（1） 

2,632,571 
（7） 

1,953,720 
（9） 

1,284,753 
（2） 

1,510,750 
（4） 

1,078,188 
（3） 

1,086,596 
（3） 

1,555,513 
（3） 

澳門 NGO 
671,983 
（4） 

- 
66,846 
（1） 

186,199 
（1） 

195,000 
（1） 

223,938 
（1） 

- - - - - - 

民辦事業單位 
410,330 
（4） 

- - - - - 
54,679 
（1） 

59,034 
（1） 

61,869 
（1） 

- - 
234,748 
（1） 

企業 
10,133,114 

（53） 
3,591 
（1） 

132,618 
（1） 

196,278 
（1） 

12,191 
（1） 

979,895 
（5） 

1,515,631 
（12） 

2,001,611 
（7） 

773,693 
（4） 

1,409,470 
（7） 

1,570,649 
（7） 

1,537,487 
（7） 

非正式網絡 
456,366 
（5） 

- - - - - 
90,795 
（2） 

- 
13,353 
（1） 

170,250 
（1） 

- 
181,967 
（1） 

個人 
1,063,538 

（17） 
181,722 
（1） 

94,637 
（5） 

9,057 
（1） 

- 
111,300 
（2） 

312,871 
（3） 

101,434 
（2） 

- - 
252,517 
（3） 

- 

總金額 
（總項目數） 

602,952,946 
（1979） 

22,590,020 
（120） 

31,601,665 
（134） 

25,674,373 
（120） 

36,828,098 
（155） 

35,871,750 
（166） 

40,242,900 
（200） 

80,136,311 
（229） 

77,997,247 
（229） 

104,921,706 
（235） 

75,440,731 
（193） 

71,648,147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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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香港樂施會 2002-2012 各類服務項目經費與項目數交叉分析表（項目*合作對象；單位：港幣／元） 
項目 

合作對象 
NGO 發展 農村生計 愛滋病防治 社會性別 城市生計 政策倡導 研究 基礎教育 

緊急救援及災

後重建 
總金額 

（總項目數） 

政府部門 
665,200 
（8） 

66,411,509 
（292） 

2,714,826 
（14） 

3,014,202 
（14） 

3,787,152 
（17） 

1,887,517 
（8） 

1,645,371 
（12） 

24,044,871 
（72） 

174,755,875 
（331） 

278,926,524 
（768） 

醫院 0 
391,412 
（3） 

792,609 
（6） 

74,981 
（1） 0 0 0 0 

28,868 
（1） 

1,287,870 
（11） 

高校 
2,600,034 
（14） 

6,315,839 
（37） 

99,131 
（1） 

2,314,059 
（13） 

13,684,801 
（47） 

3,376,451 
（24） 

5,195,100 
（35） 

9,146,105 
（32） 

6,473,587 
（28） 

49,205,108 
（231） 

國有研究機構 0 
716,389 
（8） 

200,832 
（1） 

2,857,594 
（12） 0 0 0 

609,375 
（3） 

456,056 
（3） 

4,840,246 
（27） 

其他國有事業單位 
52,755 
（1） 

1,393,608 
（3） 

58,648 
（1） 0 0 0 

352,649 
（2） 

408,373 
（2） 0 

2,266,033 
（9） 

GONGO 
397,294 
（4） 

4,378,685 
（13） 

333,712 
（1） 

2,078,113 
（16） 

2,611,592 
（7） 

8,855 
（1） 

46,774 
（1） 

2,188,392 
（9） 

9,380,854 
（24） 

21,424,271 
（76） 

INGO 
794,594 
（3） 

1,351,416 
（1） 

639,207 
（2） 

90,975 
（1） 

631,274 
（3） 

119,932 
（2） 

251,930 
（1） 0 0 

3,879,329 
（13） 

樂施會自管 
228,726 
（3） 

7,105,405 
（37） 

40,056 
（1） 

228,898 
（2） 

517,637 
（7） 

880,181 
（19） 

589,418 
（10） 

337,200 
（5） 

34,583,294 
（59） 

44,510,817 
（143） 

草根 NGO 
20,161,416 

（72） 
15,126,427 

（56） 
10,970,056 

（44） 
22,226,279 

（73） 
57,474,645 

（149） 
4,159,828 

（30） 
7,304,639 
（46） 

6,962,934 
（30） 

23,685,748 
（71） 

168,071,971 
（571） 

香港 NGO 
421,318 
（3） 

306,428 
（2） 

6,496,158 
（11） 0 

6,880,709 
（26） 

18,840 
（1） 0 

26,064 
（1） 

618,310 
（1） 

14,767,827 
（45） 

澳門 NGO 0 0 0 0 
671,983 
（4） 0 0 0 0 

671,983 
（4） 

民辦事業單位 0 0 0 
113,713 
（2） 0 0 0 

296,617 
（2） 0 

410,330 
（4） 

企業 
224,658 
（1） 

18,562 
（1） 

1,437,699 
（6） 0 

1,985,634 
（8） 

2,821,439 
（24） 0 

3,641,531 
（12） 

3,591 
（1） 

10,133,114 
（53） 

非正式網絡 
30,735 
（1） 0 0 0 

181,967 
（1） 

183,603 
（2） 

60,060 
（1） 0 0 

456,366 
（5） 

個人 0 
251,522 
（5） 

50,774 
（1） 0 

323,802 
（4） 

428,934 
（5） 0 0 

8,505 
（2） 

1,063,538 
（17） 

項目總額 
25,576,730 

（110） 
103,767,203 

（458） 
23,833,707 

（89） 
32,998,816 

（134） 
89,788,819 

（275） 
13,779,449 
（116） 

15,445,941 
（108） 

47,661,462 
（168） 

249,994,687 
（521） 

602,846,815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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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日期：2013年 12月 30日 

                                 

一、移地研究過程 

本年度係以「香港樂施會」為研究個案，為掌握各次瞭解其業務與經驗的機會，

研究團隊持續與香港樂施會聯繫，希望能夠訪談其中國項目總監廖洪濤博士。由於

香港樂施會項目廣泛分布於中國大陸各地，以及東南亞地區。身為項目總監的廖博

士，其實經常於各項目地點之間旅行、考察業務。所幸聯繫結果 2013年 12月 2日

上午，他剛完成業務工作返回香港總部，因此旋即敲定在上述時間赴港訪談。因此，

個人於 2013年 12月 1日深夜搭機赴港，隔日上午約莫 10點抵達樂施會總部，與計

劃主持人江明修教授會合（正在香港參與學術活動）共同訪談，訪談時間直至下午

約莫 2點結束，隨後搭機返回臺灣。訪談提綱請見附件 1、訪談摘要請見附件 2、訪

談合影請見附件 3。 

 

計畫編號 NSC 100-2420-H-004-013-MY3 

計畫名稱 國際 NGO 在中國的發展與大陸草根性公民社會的發展--子計畫二：國

際扶貧組織與草根性公民社會的發展 

出國人員

姓名 
陳秋政 

服務機構

及職稱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助理教授 

出國時間 
2013 年 12 月 1 日

至 
2013 年 12 月 2 日 

出國地點 
香港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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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成果 

    香港樂施會在中國大陸推動的扶貧活動，基本尚可規劃出如下幾點特色： 

（一） 採取「全方位途徑」（one program approach）。 

（二） 廣泛與政府合作、草根組織合作。 

（三） 強調財務監管機制。 

（四） 以社區為服務基礎，囊括以服務對象為基礎的概念，以及以議題為範圍界定

工具的觀點。 

（五） 建立示範方案為基礎，強調在地力量的培植。 

三、建議 

    以香港樂施會為例，由於其項目所在地多屬偏遠交通不便地區，如果要更深刻

地執行移地研究或田野觀察，香港樂施會是願意提供協助的。但是反觀我們對於研

究主題範圍的評審標準，或許可以適度地放寬、鼓勵個別案例的研究規劃，讓相關

研究得以更為深入地在特定案例中深耕經營。 

四、其他 

    帶回若干資料，包括：樂施會年報、出版品、項目報告書、內部資料等。 

 



 3 

附件 1：訪談提綱 

一、請簡述您個人在香港樂施會的工作經歷（特別是在「扶貧議題」領域）？ 

二、請您為我們簡述一下香港樂施會在中國大陸推動「扶貧項目」的整個流程？ 

三、依據項目的推動經驗，請問您認為香港樂施會與中國大陸草根 NGOs之間，是否存

在依賴關係？如果有是何種依賴關係？產生依賴的原因或標的為何？ 

四、承上題，本研究初步將依賴關係與資源類型予以擴大解釋，認為國際非政府組織

與草根 NGOs皆擁有對方需要的「資源」。對此論述，您的看法如何？實務上的經

驗為何？判斷對前述特定資源是否產生「依賴關係」的標準為何？ 

五、回顧香港樂施會在中國大陸的活動歷程，您認為香港樂施會與中國大陸草根 NGOs

的互動模式是否產生變化？如果有，內容是什麼（例如：資助項目的移轉、改變；

授權、委任的程度提升；合作地點與方式的改變；選擇合作夥伴的原則；資源依

賴關係的存續…等）？是什麼原因導致前述改變？ 

六、就您的經驗或觀察，國際非政府組織如果要想在中國大陸建立其運作良善的「扶

貧服務網絡」，應該分別跟哪些組織（包括各級各類官方組織、國際非政府組織、

各類民間組織）建立哪些關係？如果以香港樂施會為例，情形會是怎麼樣？ 

七、承上題，從中國大陸草根組織未來的經營發展來看，請您分析香港樂施會「扶貧

服務網絡」的變遷，對其合作夥伴可能帶來的影響？以及因應建議？ 

八、承上題，前述變化對中國大陸整體公民社會發展是否產生影響？如果有，內容（或

趨勢）會是什麼？對此「各級各類官方組織、國際非政府組織、各類民間組織」

是否已經察覺？進而採取哪些因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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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訪談摘要 

訪談時間：2013.12.2（上午10點~下午2點） 

訪談地點：香港樂施會辦公室 

參與者及其編碼：江明修教授（編碼為A）、廖洪濤總監（編碼為B）、陳秋政助理教授（編碼為C） 

訪談內容： 

 

B：有一本書《扶貧義行》記載香港樂施會在中國大陸的扶貧活動，可能有參考價值。另外，我可以

給一些我們內部的文獻，我們還沒有最後出版的，就是我們回顧樂施會在過去六年在中國的各種

類型的項目，包括農村發展、包括災害救援和災害重建方針、包括農民工項目。我們叫做城市設

計，包括NGO的發展和社會性發展之間的、包括我們做教育項目的。其實那些文獻也可以給你做一

些參考。有一些是我個人的文章，也做為這個我個人的思考。另外可能就是一些自評估，過去十

幾二十年就可以輕輕帶過；但過去六年就是非常這個密集的項目。那這個因為都是內部的文獻，

你們在做研究的時候可能這個文獻的檢視如何來，畢竟不是公開出版。就我們怎麼處理也要看你

們可能不是公開出版的文獻，運用尚請小心。 

A：我們會完全就事先徵求你的意見。 

B：其實我們內部，原本也是希望未來。其實從前兩年準備在考慮設一個辦事處，但有一些內部原因，

我們還沒開始申請，向台灣當局申請這個，我們內部都沒有達成共識，這也非正式的。這個我們

在澳門先走一步。在澳門已經設了一個。下一步，繼續用大中華的概念。然後我們甚至現在，英

文就叫Oxfam HongKong，中文的文字我們簡單把香港的社會都撇除。但是我們內部也在爭論。因

為從國際社會的角度，他希望我們叫Oxfam China 那我們自己也在掙扎。一個Oxfam China 在中

國如果沒有一個非常正式的地位，那改名的意義在哪?另外一個?Oxfam HongKong在大陸更有利還

是Oxfam China在大陸更有利? 

但就生意來講，北京、上海已經很國際化了。但從公民社會的角度，中國內地的草根NGO還是很一

段的距離。那麼國際上對中國一個內部的瞭解，很多媒體、研究這很多。但做公民社會的一個主

要相當的一個橋樑。 

我昨天才從澳門回來。澳門是一個很畸形的，既沒有民主也沒有自由，只有賭場。澳門反映了點

型的中國傳統、新加坡。我給你經濟利益，我給你社會保障，你就不要給我講人權。連自由也沒

有，在澳門裡，所有的媒體都收買了。所有的民心都收買了，他說要賭場，你說當地人，除了基

層之外，其他都是想要賭場。事實上很畸形的，都是中國大陸那些土豪們。這樣吧，我先拿一些

資料給你。 

B：會成立兩個部門，一個是做項目的，一個是倡導的。中國的古話就是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到今年又把他們合併過來。就把政治倡導的項目合在一起了。那這就等於以前兩個總監的工作，

我現在一個人要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但是我同意如果一些思路和經驗沒有梳理出來，那就

變成一個口頭的傳說。所以我鼓勵大家作項目，不但要做項目還要作項目評估。評估完後還要出

版。未來幾個月還會把一些我們特別回顧的一些文獻給他通俗出版。以後也會對這六年的這一些

出版的他的影響和他的目標他的產出。但這很簡略的，也沒辦法。 

幾個月提供給你們團隊要很多資料，因為我自己也標榜我們是一個公民社會。我們要公開透明，

這次任何一方對我們的工作有興趣，我們都應該提供。當然這是項目清單，枯燥的清單被後還有

故事。這個故事怎麼寫，現在對我們來講，我們也很困難。大家都工作量非常大。對我來講，我

這樣跟大家交流，我覺得非常好，非常輕鬆。但是怎麼成為文字，如果友一些合適的、專題性的，

作為口述文學。我們這個口述歷史，我作為，我願意作為被採訪的對象。既可以兼顧到我們樂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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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在中國有過那麼多年的公民社會。 

C：剛剛已經對採訪背景做了介紹。不過我剛剛講組織整合，我到現在想問一個比較直接，有一點外

行的事情。就是說剛講的一個大中華聯盟的概念，會有多少時間來等帶去做這件事情?  

B：樂施會他們有這個大中華的機構。他有很具體的。籌款我剛才講的，在樂施會這大家庭裡面，香

港是比較達成協議。這是比較清楚的，別的國家是比較，要我在中國、台灣或是澳門。所以這個

我們用樂施會，也要有一個地盤，這是比較大的概念。但我們沒有特定說要把大中華的公民社會

統合在一起。但是我們有幾塊是可以跟這個有關的。第一我們是邀請國內的草民NGO到香港、到台

灣交流學習。了解台灣的婦權、婦女運動。學習台灣的農會，農民如何組織起來，不用完全依靠

市場和政府。但未來我們會有一段時間還要組織一批，短的時間的話看能不能交流一下。 

我們強調要改變一些不公義的結構。這裡面都要透過倡導。所以我們有一個計劃叫”one program 

approach”是把社區發展和人道救援放在一起。公共參與、政治倡導結合在一起。我們很少有項

目只做服務，不做倡導。或者只做社區發展，不做公民參與。所以我們用中文裡面無法表示，英

文是program teams來整合的，它的項目、策略規劃，有一些基本的服務還是要做。人道救援也要

做。可能有些基本的勞工的法律研究。不是為了完全的政治改變，但是他們受到不公平的對待的

時候，法律研究。包括社區裡面的小額信貸。這些服務之外，我還在講的社區發展，它包括能力

建設。包括社區的組織，不但是自我還要跟外界有對話。如果沒有公眾參與會是一個孤立的小圈

子。我們的公眾參與包括很多的學術、草根研究合作，通過媒體來發展。政治倡導也很多，但不

會有很大規模的示威。當然樂施會在中國也沒有什麼示威。但是我們不管是政治遊說也好，通過

一個公眾的表達，一個媒體的表達意見。讓這個政治決定者或公司他會聽到我們的意見。 

甚至感受一定的壓力。最後一個樂施會的特色，我們不但關注中國的評估問題，我們還關住海外的，

對發展中帶來的影響。因為跟二十年前的不一樣，以前的中國好像都是這個外國跨國公司的影響。

但現在中國在海外的影響非常的強。在貧困地區的影響越來越大，在東南亞、非洲，能源、資源

的開法，對當地的勞工問題。中國在當地搞項目，所有都是中國的，當地沒有，甚至傳統的中國

公司居然就是說在海外做事情，最主要還是內政化。我不用管社區的事情，對當地的社區有大的

衝突。而我們也是積極正面的鑰中國理事負責任的國際公平。他也承認這個公平他也導不了一個

好的方法來做很多的壓力。這個我們是希望在這個方面往前邁一步。但是不容易，這首要中國的

外交政策，這本身就沒有多少空間。他會標籤是那個跟境外敵對勢力。中國的能源在非洲，時由

這些我們也沒有多少關鍵。我們現在開始起步的是中國的農業在東南亞，從這個，比如說寮國、

緬甸那裡，把人家的地承包了種香蕉，你們顧及到利益，不要造成一個只是唯利是圖。另外，我

們也開始看中國的對外援助，政府提的民間外交到底是跟政府的合作還是民間參與? 

A：這看起來是我們的扶貧跟官方的扶貧，扶貧基金會都不一樣。 

B：對，是。香港的法律，我們是定位為註冊為香港的慈善組織，才能籌款，才能免稅。但我們也是，

因為工業也是國內的用詞，我們是用發展機構，人的發展、社區的發展、可持續的發展。 

我們不會要求社區夥伴，同時做社區發展、又做就業等。”one program approach”我們自己來定

位這個機構和項目。比如我們做基礎教育項目，我們就不會僅僅跑去搞學校興建，這個中國自己

就有很多。中國只是做學校興建完全解決不了問題，所以我們要看到底基層教育的缺乏有多少，

制度上有哪一些不公平，甚至可能好像是為了解決這問題；但帶出更多的。所以我們的分析是要

求，會做一些學校興建，但是我們也做很多能力建設給教師，給基層的教育工作人員作培訓。讓

他們看我除了搞學校興建，或者政府多撥點錢。還有哪些問題，比如雙語教學，我們不希望少數

民族只是學了國語就沒有本土語言了，我們也會看還有哪一些不公平的東西。甚至也會遭一些高

層的，他們的資源都用在高等教育，他們可能在少數民族地區還是缺少合適的人。 

這個有不同的說法，當然我不會代表它來說。第一，當時那個教育部也沒有承認或者否認，所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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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假設一定是他們；第二，他那個文字，短短一封信，他們都道聽塗說，把很多東西拼在一起，

看起來也很很不嚴謹、不專業。如果純粹從那封信，什麼反對滲透組織，什麼叫滲透組織?無非就

是說我們董事會有成員是民主派，但有人大代表，你怎麼能說；第三，是說我們培訓志願者。以

我們覺得這封信東抄西拼，很不靠譜。但那些又傳說我們在教育行業倡導很多。不但對教育倡導，

對婦女也我們也在倡導，勞工也是在倡導。而且倡導完了他們感覺是好是，也不敢說要換掉教育

部長。所以我沒看到他們的證據在哪。他既不承認有，也不承認沒有。也談不上撤銷。在中國是

這樣的，就算是救災，他也會覺得你收買人心。所以沒有一個他們覺得項目是。 

（其他：略） 

 

附件 3：訪談合影 

 

說明：照片中，由左至右依序為：陳秋政助理教授、廖洪濤總監、江明修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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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日期：2013年 12月 30日 

                                 

一、移地研究過程 

本年度係以「香港樂施會」為研究個案，為掌握各次瞭解其業務與經驗的機會，

研究團隊持續與香港樂施會聯繫，希望能夠訪談其中國項目總監廖洪濤博士。由於

香港樂施會項目廣泛分布於中國大陸各地，以及東南亞地區。身為項目總監的廖博

士，其實經常於各項目地點之間旅行、考察業務。所幸聯繫結果 2013年 12月 2日

上午，他剛完成業務工作返回香港總部，因此旋即敲定在上述時間赴港訪談。因此，

個人於 2013年 12月 1日深夜搭機赴港，隔日上午約莫 10點抵達樂施會總部，與計

劃主持人江明修教授會合（正在香港參與學術活動）共同訪談，訪談時間直至下午

約莫 2點結束，隨後搭機返回臺灣。訪談提綱請見附件 1、訪談摘要請見附件 2、訪

談合影請見附件 3。 

 

計畫編號 NSC 100-2420-H-004-013-MY3 

計畫名稱 國際 NGO 在中國的發展與大陸草根性公民社會的發展--子計畫二：國

際扶貧組織與草根性公民社會的發展 

出國人員

姓名 
陳秋政 

服務機構

及職稱 

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助理教授 

出國時間 
2013 年 12 月 1 日

至 
2013 年 12 月 2 日 

出國地點 
香港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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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成果 

    香港樂施會在中國大陸推動的扶貧活動，基本尚可規劃出如下幾點特色： 

（一） 採取「全方位途徑」（one program approach）。 

（二） 廣泛與政府合作、草根組織合作。 

（三） 強調財務監管機制。 

（四） 以社區為服務基礎，囊括以服務對象為基礎的概念，以及以議題為範圍界定

工具的觀點。 

（五） 建立示範方案為基礎，強調在地力量的培植。 

三、建議 

    以香港樂施會為例，由於其項目所在地多屬偏遠交通不便地區，如果要更深刻

地執行移地研究或田野觀察，香港樂施會是願意提供協助的。但是反觀我們對於研

究主題範圍的評審標準，或許可以適度地放寬、鼓勵個別案例的研究規劃，讓相關

研究得以更為深入地在特定案例中深耕經營。 

四、其他 

    帶回若干資料，包括：樂施會年報、出版品、項目報告書、內部資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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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訪談提綱 

一、請簡述您個人在香港樂施會的工作經歷（特別是在「扶貧議題」領域）？ 

二、請您為我們簡述一下香港樂施會在中國大陸推動「扶貧項目」的整個流程？ 

三、依據項目的推動經驗，請問您認為香港樂施會與中國大陸草根 NGOs之間，是否存

在依賴關係？如果有是何種依賴關係？產生依賴的原因或標的為何？ 

四、承上題，本研究初步將依賴關係與資源類型予以擴大解釋，認為國際非政府組織

與草根 NGOs皆擁有對方需要的「資源」。對此論述，您的看法如何？實務上的經

驗為何？判斷對前述特定資源是否產生「依賴關係」的標準為何？ 

五、回顧香港樂施會在中國大陸的活動歷程，您認為香港樂施會與中國大陸草根 NGOs

的互動模式是否產生變化？如果有，內容是什麼（例如：資助項目的移轉、改變；

授權、委任的程度提升；合作地點與方式的改變；選擇合作夥伴的原則；資源依

賴關係的存續…等）？是什麼原因導致前述改變？ 

六、就您的經驗或觀察，國際非政府組織如果要想在中國大陸建立其運作良善的「扶

貧服務網絡」，應該分別跟哪些組織（包括各級各類官方組織、國際非政府組織、

各類民間組織）建立哪些關係？如果以香港樂施會為例，情形會是怎麼樣？ 

七、承上題，從中國大陸草根組織未來的經營發展來看，請您分析香港樂施會「扶貧

服務網絡」的變遷，對其合作夥伴可能帶來的影響？以及因應建議？ 

八、承上題，前述變化對中國大陸整體公民社會發展是否產生影響？如果有，內容（或

趨勢）會是什麼？對此「各級各類官方組織、國際非政府組織、各類民間組織」

是否已經察覺？進而採取哪些因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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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訪談摘要 

訪談時間：2013.12.2（上午10點~下午2點） 

訪談地點：香港樂施會辦公室 

參與者及其編碼：江明修教授（編碼為A）、廖洪濤總監（編碼為B）、陳秋政助理教授（編碼為C） 

訪談內容： 

 

B：有一本書《扶貧義行》記載香港樂施會在中國大陸的扶貧活動，可能有參考價值。另外，我可以

給一些我們內部的文獻，我們還沒有最後出版的，就是我們回顧樂施會在過去六年在中國的各種

類型的項目，包括農村發展、包括災害救援和災害重建方針、包括農民工項目。我們叫做城市設

計，包括NGO的發展和社會性發展之間的、包括我們做教育項目的。其實那些文獻也可以給你做一

些參考。有一些是我個人的文章，也做為這個我個人的思考。另外可能就是一些自評估，過去十

幾二十年就可以輕輕帶過；但過去六年就是非常這個密集的項目。那這個因為都是內部的文獻，

你們在做研究的時候可能這個文獻的檢視如何來，畢竟不是公開出版。就我們怎麼處理也要看你

們可能不是公開出版的文獻，運用尚請小心。 

A：我們會完全就事先徵求你的意見。 

B：其實我們內部，原本也是希望未來。其實從前兩年準備在考慮設一個辦事處，但有一些內部原因，

我們還沒開始申請，向台灣當局申請這個，我們內部都沒有達成共識，這也非正式的。這個我們

在澳門先走一步。在澳門已經設了一個。下一步，繼續用大中華的概念。然後我們甚至現在，英

文就叫Oxfam HongKong，中文的文字我們簡單把香港的社會都撇除。但是我們內部也在爭論。因

為從國際社會的角度，他希望我們叫Oxfam China 那我們自己也在掙扎。一個Oxfam China 在中

國如果沒有一個非常正式的地位，那改名的意義在哪?另外一個?Oxfam HongKong在大陸更有利還

是Oxfam China在大陸更有利? 

但就生意來講，北京、上海已經很國際化了。但從公民社會的角度，中國內地的草根NGO還是很一

段的距離。那麼國際上對中國一個內部的瞭解，很多媒體、研究這很多。但做公民社會的一個主

要相當的一個橋樑。 

我昨天才從澳門回來。澳門是一個很畸形的，既沒有民主也沒有自由，只有賭場。澳門反映了點

型的中國傳統、新加坡。我給你經濟利益，我給你社會保障，你就不要給我講人權。連自由也沒

有，在澳門裡，所有的媒體都收買了。所有的民心都收買了，他說要賭場，你說當地人，除了基

層之外，其他都是想要賭場。事實上很畸形的，都是中國大陸那些土豪們。這樣吧，我先拿一些

資料給你。 

B：會成立兩個部門，一個是做項目的，一個是倡導的。中國的古話就是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到今年又把他們合併過來。就把政治倡導的項目合在一起了。那這就等於以前兩個總監的工作，

我現在一個人要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但是我同意如果一些思路和經驗沒有梳理出來，那就

變成一個口頭的傳說。所以我鼓勵大家作項目，不但要做項目還要作項目評估。評估完後還要出

版。未來幾個月還會把一些我們特別回顧的一些文獻給他通俗出版。以後也會對這六年的這一些

出版的他的影響和他的目標他的產出。但這很簡略的，也沒辦法。 

幾個月提供給你們團隊要很多資料，因為我自己也標榜我們是一個公民社會。我們要公開透明，

這次任何一方對我們的工作有興趣，我們都應該提供。當然這是項目清單，枯燥的清單被後還有

故事。這個故事怎麼寫，現在對我們來講，我們也很困難。大家都工作量非常大。對我來講，我

這樣跟大家交流，我覺得非常好，非常輕鬆。但是怎麼成為文字，如果友一些合適的、專題性的，

作為口述文學。我們這個口述歷史，我作為，我願意作為被採訪的對象。既可以兼顧到我們樂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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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在中國有過那麼多年的公民社會。 

C：剛剛已經對採訪背景做了介紹。不過我剛剛講組織整合，我到現在想問一個比較直接，有一點外

行的事情。就是說剛講的一個大中華聯盟的概念，會有多少時間來等帶去做這件事情?  

B：樂施會他們有這個大中華的機構。他有很具體的。籌款我剛才講的，在樂施會這大家庭裡面，香

港是比較達成協議。這是比較清楚的，別的國家是比較，要我在中國、台灣或是澳門。所以這個

我們用樂施會，也要有一個地盤，這是比較大的概念。但我們沒有特定說要把大中華的公民社會

統合在一起。但是我們有幾塊是可以跟這個有關的。第一我們是邀請國內的草民NGO到香港、到台

灣交流學習。了解台灣的婦權、婦女運動。學習台灣的農會，農民如何組織起來，不用完全依靠

市場和政府。但未來我們會有一段時間還要組織一批，短的時間的話看能不能交流一下。 

我們強調要改變一些不公義的結構。這裡面都要透過倡導。所以我們有一個計劃叫”one program 

approach”是把社區發展和人道救援放在一起。公共參與、政治倡導結合在一起。我們很少有項

目只做服務，不做倡導。或者只做社區發展，不做公民參與。所以我們用中文裡面無法表示，英

文是program teams來整合的，它的項目、策略規劃，有一些基本的服務還是要做。人道救援也要

做。可能有些基本的勞工的法律研究。不是為了完全的政治改變，但是他們受到不公平的對待的

時候，法律研究。包括社區裡面的小額信貸。這些服務之外，我還在講的社區發展，它包括能力

建設。包括社區的組織，不但是自我還要跟外界有對話。如果沒有公眾參與會是一個孤立的小圈

子。我們的公眾參與包括很多的學術、草根研究合作，通過媒體來發展。政治倡導也很多，但不

會有很大規模的示威。當然樂施會在中國也沒有什麼示威。但是我們不管是政治遊說也好，通過

一個公眾的表達，一個媒體的表達意見。讓這個政治決定者或公司他會聽到我們的意見。 

甚至感受一定的壓力。最後一個樂施會的特色，我們不但關注中國的評估問題，我們還關住海外的，

對發展中帶來的影響。因為跟二十年前的不一樣，以前的中國好像都是這個外國跨國公司的影響。

但現在中國在海外的影響非常的強。在貧困地區的影響越來越大，在東南亞、非洲，能源、資源

的開法，對當地的勞工問題。中國在當地搞項目，所有都是中國的，當地沒有，甚至傳統的中國

公司居然就是說在海外做事情，最主要還是內政化。我不用管社區的事情，對當地的社區有大的

衝突。而我們也是積極正面的鑰中國理事負責任的國際公平。他也承認這個公平他也導不了一個

好的方法來做很多的壓力。這個我們是希望在這個方面往前邁一步。但是不容易，這首要中國的

外交政策，這本身就沒有多少空間。他會標籤是那個跟境外敵對勢力。中國的能源在非洲，時由

這些我們也沒有多少關鍵。我們現在開始起步的是中國的農業在東南亞，從這個，比如說寮國、

緬甸那裡，把人家的地承包了種香蕉，你們顧及到利益，不要造成一個只是唯利是圖。另外，我

們也開始看中國的對外援助，政府提的民間外交到底是跟政府的合作還是民間參與? 

A：這看起來是我們的扶貧跟官方的扶貧，扶貧基金會都不一樣。 

B：對，是。香港的法律，我們是定位為註冊為香港的慈善組織，才能籌款，才能免稅。但我們也是，

因為工業也是國內的用詞，我們是用發展機構，人的發展、社區的發展、可持續的發展。 

我們不會要求社區夥伴，同時做社區發展、又做就業等。”one program approach”我們自己來定

位這個機構和項目。比如我們做基礎教育項目，我們就不會僅僅跑去搞學校興建，這個中國自己

就有很多。中國只是做學校興建完全解決不了問題，所以我們要看到底基層教育的缺乏有多少，

制度上有哪一些不公平，甚至可能好像是為了解決這問題；但帶出更多的。所以我們的分析是要

求，會做一些學校興建，但是我們也做很多能力建設給教師，給基層的教育工作人員作培訓。讓

他們看我除了搞學校興建，或者政府多撥點錢。還有哪些問題，比如雙語教學，我們不希望少數

民族只是學了國語就沒有本土語言了，我們也會看還有哪一些不公平的東西。甚至也會遭一些高

層的，他們的資源都用在高等教育，他們可能在少數民族地區還是缺少合適的人。 

這個有不同的說法，當然我不會代表它來說。第一，當時那個教育部也沒有承認或者否認，所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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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假設一定是他們；第二，他那個文字，短短一封信，他們都道聽塗說，把很多東西拼在一起，

看起來也很很不嚴謹、不專業。如果純粹從那封信，什麼反對滲透組織，什麼叫滲透組織?無非就

是說我們董事會有成員是民主派，但有人大代表，你怎麼能說；第三，是說我們培訓志願者。以

我們覺得這封信東抄西拼，很不靠譜。但那些又傳說我們在教育行業倡導很多。不但對教育倡導，

對婦女也我們也在倡導，勞工也是在倡導。而且倡導完了他們感覺是好是，也不敢說要換掉教育

部長。所以我沒看到他們的證據在哪。他既不承認有，也不承認沒有。也談不上撤銷。在中國是

這樣的，就算是救災，他也會覺得你收買人心。所以沒有一個他們覺得項目是。 

（其他：略） 

 

附件 3：訪談合影 

 

說明：照片中，由左至右依序為：陳秋政助理教授、廖洪濤總監、江明修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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