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非政府組織與政府的關係 

第一節 非政府組織與相關理論 

 
非政府組織的興起與蓬勃發展，近年來吸引不少學者進行研究，根據不同理

論取徑所發展而來的相關名詞與釋義也包羅萬象，包括非政府組織（NGO,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非營利組織（NPO, non-profit organization）、第
三部門（the third sector）、公民社會組織（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基金會、民

間團體等。這類獨立於政府、企業之外，不以營利為目的的團體，其定義、區隔

與涵蓋的研究範圍至今仍眾說紛紜，但其研究與觀察的對象，可稱為是一組相關

但不完全相同的現象（鄭讚源，2000）。 
 
以「非政府組織」（NGO,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一詞而言，其名

詞的出現、發展與組織實際運作和理論建構，與全球化的發展或國家發展主義較

為相關。Willets（2003）回溯NGO一詞的歷史指出，聯合國成立前，NGO一詞
尚未普遍，但其精神已出現在聯合國的前身，也就是 1910 年成立的「國際聯盟」

（Union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1。直至聯合國成立，許多專業團體為了繼

續與聯合國交往合作，而想格式化彼此的關係，所以積極展開遊說，自此NGO
一詞正式出現。而NGO與聯合國經濟暨社會理事會（ECOSCO）的關係也明訂
於聯合國憲章第七十一條2，此後NGO一詞在國際上自 1970 年代流行至今。其指

涉的範圍相當廣，任何議題導向的專業團體、非營利組織、非犯罪組織、利益團

體、壓力團體或遊說團體，都可稱做非政府組織（Willets, 2003）。 
 
非政府組織因工作目標或組織性質的不同，也有許多次級分類與名稱，如跨

國的國際非政府組織稱為 INGOs（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其中某些組織規模龐大者，則被稱為 BINGO（big international NGOs）。此外 1980
年代開始，許多中介組織（intermediate organization）在發展中國家開始引起注
意，這類直接或間接參與國家發展的團體，之後也漸被稱為 NGOs，其草根特性
與運作彈性，在國家發展的目標上，被視為是與政府和市場互補（complement）
的團體（H. K. Anheier & L. M. Salamon, 1998）。 
 
國家發展的程度也可以是非政府組織的分類標準之一。例如北方已開發國家

的非政府組織泛稱 NNGOs（Northern NGOs），而南方國家的非政府組織則泛稱

                                                 
1 當時「國際聯盟」的主要工作之一，即是「與私人組織聯絡」。當時的私人組織多半自稱國際

機構、國際聯盟或國際組織，尚未出現「非政府組織」一詞。（Willets, 2003） 
2 聯合國憲章第七十一條：「經濟暨社會理事會得採取各種適當辦法，俾與各種非政府組織會商

有關本理事會職權內之事件。此項辦法得與國際組織商定之，並於適當情形下，經與關係聯合國

會員國會商後，得與該國國內組織商定之」。 



SNGOs（Southern NGOs），多半是開發中國家，常受 NNGOs援助，也與全球化
引發的各種國際問題密切相關。SNGOs因為國家發展的需求，近年來在數量上

增長迅速，根據統計，1980 年代參與 SNGOs工作的人數約為 1000萬人，至 1990
年代，參與人數已增至 2500萬人（Charlton, 1995）。許多 INGOs為了協助改善

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透明度，以使其人道援助能更具效能，常常不得不跟當地政

府對抗，又或者影響其 INGO網路下的當地 NGO與當地政府對抗，因此，許多
開發中國家的非政府組織與政府間呈現緊張關係。 
 
「非營利組織」（NPO, Non-profit Organization）的起源與發展與則與公益

（philanthropy）和公共服務（public service）的需求有關（馮燕，2000）。基於
以上使命，非營利組織也常被稱之為非營利部門（non-profit sector）、公益組織
（philanthropic organization）或志願性組織（voluntary organization）；而從經營
管理的觀點而言，這類組織亦被稱為免稅組織（tax-free organization）（馮燕，
2000）。此外，非營利部門有關各組織的稱呼也常因國家而異。大致而言，美國

普遍使用「非營利組織」與「慈善組織」，英國、加拿大則慣用「志願性組織」

（研考會，2002）。然而，不論名稱的差異為何，非營利組織在北美與歐洲的發

展史上，仍有共同之處。北美與歐洲的非營利部門皆興起於 1970 年代，與當時

各國因為福利危機，重新反省公共支出、去官僚化、去管制與去建制化等議題有

關。總而言之，非營利組織興起的目的，主要是為了提供政府以外的另一種公共

服務的選擇（Gidron, R. M. Kramer & L. M. Salamon, 1998）。 
 
政治經濟學討論非營利組織產生的原因主要有三：市場失靈論（market 

failure）、政府失靈論（government failure）與第三者政府論（the third party 
government）。市場失靈論認為，許多集體財欠缺足夠的潛力吸引商人提供服務，

或企業因為資訊不足，所以提供的服務無法滿足消費者時，市場機制就會有另類

的非營利組織出現，以提供服務。政府失靈論則認為，政府提供的公共財（public 
goods）若無法滿足多元民眾的需求，則非營利組織便會產生，有效率地中介捐

贈物資或財貨至所需者。Weisbord（1997，引自馮燕，2000）指出，社會越多元，
對所需的集體財貨（collective goods）也會越多元，此為非營利部門日益擴大的

原因，也是非營利部門發展的主流理論（引自 Anheirer & Salamon, 1998）。 
 
市場失靈論與政府失靈論皆是以「殘餘式」（residual）觀點看待非營利組織，

亦即認為非營利組織存在的目的與產生的原因，乃是為了彌補政府與市場在公共

服務上的不足。然而，伙伴關係理論（Partnership）卻認為政府失靈或市場失靈

的觀點有點言過其實。此理論主張，政府與非政府／非營利組織間的關係不全是

競爭與衝突的，相反地，兩者的關係可以是平行（parallel）、甚至是合作的。政
府與非政府／非營利組織面對相同的群眾需求，承擔共同的社會壓力，且政府可

以啟動資源，民間團體可以運送服務，所以兩者可以互補不足（Anheier & Salamon, 



1998）。伙伴關係理論並不限於討論非政府組織或非營利組織，事實上，這種政

府與非政府／非營利組織在擔任不同的角色，分工完成同一任務的合作模式，已

漸漸成為現實社會中常見的運作方式。 
 
此外，Salamon（1987，引自馮燕，2000）研究非營利組織存在的歷史，提

出「第三者政府」理論，強調民間非營利組織可以代替政府執行其目標；其產生

的目的在於調合民眾的期待，以免一方面懼怕政府權力過度膨脹，另一方面又希

望政府提供更多福利服務。 
 

Nye Jr. & Donahue（2000，引自江明修、鄭勝分，2002）將非營利組織與非

政府組織統稱為第三部門，亦即獨立於政府（第一部門）與企業（第二部門）之

外，或介於兩者之間的部門。然而第三部門多為學術上討論的名詞，而非實際運

作時的說法，亦非法律上之用語（江明修、鄭勝分，2002）。江明修、鄭勝分（2002）
認為，就學術而言，「非營利組織」一詞大致已包含「非政府組織」。馮燕（2000）
在釐清政府與非營利組織的關係時指出，政府雖不以營利為目的，並以公共服務

為宗旨，但並不屬於非營利組織相關研究與討論的範圍，所以非營利組織（NPO）
有時也被稱為非政府組織（NGO），以顯示其「民間」的特性。台灣亦常見以「民

間團體」或「民間組織」代替「非政府組織」，來指稱較具社會運動色彩的非營

利組織。 
 
    因此，本論文以研究個案出發，出於以下幾點考量，決定捨棄適用範圍較廣

的「第三部門」或「非營利組織」，而採用「非政府組織」一詞，作為研究稱謂： 
一、 捨棄第三部門的說法，在於強調非政府組織的「組織」特性，並觀察組織

的實際運作情況，以進行組織的溝通行為與傳播行為研究。 
二、 捨棄非營利組織的說法，在於強調非政府組織相對於政府而言的「民間」

屬性，與社會運動的倡議特質，以研究組織代表公眾推動公共政策，或倡

議議題時的傳播策略。 
三、 從從公民社會、社會運動等脈絡，區分社會運動組織（SMOs,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與非政府組織的不同，以觀察社會運動風潮與非

政府組織發展的關係。 
 
綜合非政府組織和非營利組織的相關理論可以發現，若站在國家發展的目標

上，非政府組織認為其與政府間的關係可以是合作或互補的，但 NGO在進行人

道援助時，往往會跟第三世界國家或開發中國家產生衝突。而非營利組織從政府

失靈的角度，認為非營利組織的存在目的在於彌補政府之不足，所以彼此是互補

的。第三者政府理論則以防止政府權力獨大為出發點，認為非營利或非政府組織

可以取代以往政府的某些功能，彼此的關係並非零和關係，而是平行的夥伴關

係，各司其長，相互合作。 



第二節 公民社會理論 

 
公民社會是一個廣泛的概念，也是支持非政府組織發展的重要理論，常被用

來解釋非政府組織在全世界興起的現象。Salamon（1994）就認為，「公民社會」
是第三部門興起的最根本動力。因為當一般大眾決定親自改變環境、追求人權

時，倡議人士便會起而組織群眾，進行結社。結社的目的不僅是要「發聲」（speak 
out），還要以「組織」（organize）來維繫民眾的力量。 

 
希臘哲學家柏拉圖研究權力與秩序的關係時，便提出「如何建立公民社會」

3的討論；亞里斯多德在societas civilis也提到公民社會的概念，但他並沒有特別

將國家與社會、或政治與公民社會加以區分，只提出「社會」或「社群」就是一

群為建立具合法性的政治秩序的民眾而組成的community（Khilnani, 2001）。至
16世紀，西塞羅（Cicero）承接亞里斯多德的觀點，首先提出Civil Society一詞，
用以指稱一群對權利有共同認知的結社4。而康德（Kant）、黑格爾（Hegel）等
公則認為民社會是一個建立在國家之外、獨立的道德秩序5，因此黑格爾將公民

社會定義為「與政府平行、但獨立於政府之外的場域，個人可依其利益而在其內

自由結社」（Carothers, 2000）。 
 
政治學以自由民主理論發展公民社會概念，視「公民機構」（civil institutes）

與政治活動為政治社會中發展公民意識、權利與民主法治的核心。而社會學則從

「結社」的概念探討公民社會，將公民社會視為一種具有中介性質的結社領域，

國家佔據一方，社會組織（social organization）佔據另外一方，組織具有某種程
度的自主，成員則志願性地進行社會參與（Manor，Robinson & White，1999）。 
 
此外，Habermas（1991:74）討論公共領域（public sphere）時亦指出，公共

領域在政治範疇中之所以具有功能性，與他自我構連（self-articulation）為公民
社會的有機體（organ）有關，具有調節與回應政府需求與公民需求的規範性地
位。 
 
此外，在許多強權國家，「公民社會」也常成為許多倡議團體對抗政府的論

述工具，用來引發社會運動，或達到某些政治目的。例如，東歐國家的 NGOs
結合民間力量，推翻共產政權，就被認為是實踐公民社會的典範（Salamon，1994；

                                                 
3 Hugh MacDonald, “The Significance of Civil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World Affairs (I)-Western 
Political theory. 請見http://www.passia.org/seminars/98/Strategic%20Planning/hughmac1.htm
4 Thomas Metzger, “The Western Concept of the Civil Society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History”. 請
見http://www-hoover.stanford.edu/publications/he/21/b.htm
5 Hugh MacDonald, “The Significance of Civil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World Affairs (I)-Western 
Political theory. 請見http://www.passia.org/seminars/98/Strategic%20Planning/hughmac1.htm



Wolfe，1997） 
 
因此，非政府組織具有「代表公民、獨立於政府之外」的身份，被賦予或被

期待成為公民社會中具協調公民與國家的仲介角色（Kramer, 1981，引自韓意慈，
1999），它與公民社會的論述相呼應，互佔思想與行動的兩端；而它與政府的關

係，則強調彼此相互獨立。強權或獨裁政府容易與非政府組織產生對立或衝突的

關係，此時公民社會的相關論述是非政府組織用以對抗政府的強有力工具。 
 
法國學者托克維爾（Tocqueville）雖也強調公民社會是介於公民與國家之間

的「自由結社」（free association），但他認為非政府組織是一種相對性力量，可

用以平衡現代國家日益增加的職能，此領域可以讓 NGO與政府進行建設性的互

動，並修正彼此的行動以增進效能（引自Whaits, 2000）。托氏並認為結社活動為
民主發展的磐石之一。因此，當國家由極權政體進入到民主政體時，非政府組織

也會遇到如何看待他與政府間關係的問題，或重新調整組織的社會網絡。 
 
學者Juree6認為，社會運動中所標舉的公民社會理念，長期以來被認為與「政

府外」的政治運動有密切關係。尤其越來越多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東南亞）在經

歷社會運動的變遷，或是經歷杭亭頓所指的「第三波民主化」運動後（Salamon, 
1994），出現公民社會領袖進入政府部門擔任重要官職的現象。這不僅衝擊公民

社會與政府的關係，也引發一些問題，如：公民社會領袖究竟希望以政治人物的

身份達成何種理想？又公民社會領袖究竟是以政治領域的insider或outsider身
份，對達成目標較好？ 
 

Juree認為，以上的問題顯然沒有快速、簡單、清楚與絕對的答案。但公民
社會領袖若選擇進入至政領域推動其理想，多半基於以下原因： 
1. 透過行政或法律機制來改變社會正義影響較大。 
2. 為了專注在某一領域的不平等，如環保、人權等。 
3. 為了瞭解對貧苦民眾的政策形成與執行的過程。 
4. 期待推動或創立永久的法律架構來解決貧窮問題。 
5. 為了讓社會資源能夠政平等與有效地重分配。 

 
因此，觀察公民社會領導人（亦即從社會運動團體出身的非政府組織領導人）

在面對政黨輪替或政治環境轉變時，如何調整組織與政府的關係，而此關係或否

影響組織目標，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面向。 
 

 

                                                 
6 Dr. Juree Vichit-Vadakan, 泰國非政府組織 APPC的執行長。此篇內容為其在Ford Foundation之
講稿。但無法找到講稿發表時間。 



第三節   非政府組織與社會運動 

 
壹、 社會運動、倡議型非政府組織與議題倡議 

 
    非政府組織可劃分為與運作型非政府組織（operational NGOs）與倡議型非
政府組織（advocacy NGOs）兩種。運作型非政府組織是指透過方案或計畫的推

動及實施，提供服務給特定對象的團體；或是指相對於提供資金捐贈

（grant-making）的非政府組織的受贈機構，以對外募款或接受捐贈、委託，從
事計畫或方案的推動；倡議型非政府組織則是指以鼓吹或促進某特定理念或主張

為職志，企圖影響特定機構政策與運作的方式，而達到國家或社會納入其主張的

目的團體（研考會，2002）。 
 
許多非政府組織（尤其是倡議型非政府組織）產生於社會運動風潮之後。美

國在 1960 年出現大規模的社會運動，倡議的議題包括婦女、和平、反種族歧視、

人權運動等，而美國的非營利或非政府組織也在 1960-1970 年代間大量出現

（Anheier & Salamon, 1998）。台灣的社會運動風潮產生在 1980 年代，包括消費

者、勞工、農民、環境、原住民、婦女、學生（學園民主）、政治異議與農民運

動等（張茂桂，1989）。當時，許多倡議型非政府組織（或應稱為「地下」民間
團體）透過社會運動促成了 1987 年的政治解嚴，為自己取得言論上的自由，再

加上 1989 年人民團體法通過，民眾擁有結社自由，自此，非營利與非政府組織

在 1980 年代前後迅速發展7（蕭新煌，1999；研考會，2002；顧忠華，2003），
且數量上的增長持續至今。 

 
倡議型非政府組織以推動公共議題為職志，與社會運動所標榜的公共性目標

（Marwell and Oliver, 1984，引自張茂桂，1989）相同，且社會運動在本質上就
是公民進行政治參與的過程（韓意慈，1999），因此許多倡議型非政府組織與社
會運動關係密切。蕭新煌（2002）將台灣非政府組織的發展分為四個時期，他認
為，台灣 1970 年代後期到 1980 年代所發生的社會運動，是催生台灣非政府組織

本土化的重要關鍵。 
 

    此外，從議題發展的角度觀之，社會運動是許多議題或倡議（advocacy）產
生的社會脈絡。Hallahan（2001）認為，議題的發始，可追溯到當個人覺得其生

                                                 
7 台灣的非政府或非營利組織並非在政府解嚴後才大量出現，反而在 1970、1980 年代間，社會

上即出現許多倡議型非政府組織（研考會，2002），或者應稱為「地下」民間社會或異議團體（蕭

新煌，1999），透過社會運動而促成政治解嚴。解嚴後的社會運動團體為求倡議的議題「永續發
展」，因此又加速改變體質成為各種基金會與社團法人，促使非政府組織在數量上繼續成長。蕭

新煌（1999）形容此一過程為「第一波的社會抗議運動促成台灣 80 年代中期的民主化，第二波

的社會運動與組織，則是民主制度化後的結果」。 



活情境發生問題時（problematic）；Heath（1997，引自吳宜蓁，1998）則認為，
議題的前身是社會趨勢（trend），是較大的社會、政治或經濟脈動，可能涉及民
眾意見或態度上的轉變。因此，社會運動是一種風潮或趨勢，帶動議題的發展，

但社會運動本身也是各種議題的集合，不過並非所有的議題倡議都與社會運動有

關。 
 
   
貳、 非政府組織與社會運動組織 

 
就增進公共目標（public purposes）與表達集體需求（collective needs）的目

的上而言，非政府組織與非營利組織，甚或公民社會組織（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8等名詞，尚有許多共同性（commonality）可待發掘（H. M. Anheier 
& L. M. Salamon, 1998）。除了三種組織的名詞常被交互使用外，不論是歐洲的新

社會運動，或是美國在 1960 年代所發生的一連串社會運動，都是促成以上三種

組織蓬勃發展的共同社會環境（Donatella della Porta & Matio Diani, 1997/2002）。 
 
早期社會運動研究蓬勃發展時，社會運動組織（SMOs,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是社會運動社會學的重要研究對象。然而，社會運動組織並不等

同於非政府組織。兩者較為明顯的差別有二： 
 
1. 組織建制化程度：社會運動是一種沒有成員（member），只有參與者

（participants）的集體行動，參與者因為無須效忠任何一個團體，所以

也可能在同一場社會運動的風潮中，參與許多不同的抗爭事件（Donatella 
della Porta & Mario Diani, 1997/2002:21）；然而，正式的非政府組織則需
要向政府主管單位登記有案。以台灣為例，不論是基金會、社團法人、

財團法人等組織，都有一定的設立章程，並受人民團體法規範。 
 
2. 組織與政府的關係：社會運動的重要「戲碼」（repertoires）之一，就是
發展「抗爭模式」（Donatella della Porta & Mario Diani, 1997/2002:181），
所以在社會運動範疇中討論社會運動組織與政府的關係，除了對抗外，

幾乎沒有合作的可能；但如前文所述，「殘餘式」（residual）觀點或伙伴
理論（partnership）認為，非政府組織與政府的關係可以是合作的，而非
對立。 

 
此外，Donatella della Porta & Mario Diani（1997/2002）認為社會運動有幾個

特點： 

                                                 
8 公民社會組織一詞出自世界銀行，指國家、市場、家庭間，由不以營利為目的或是特殊利益團

體組成，經由正式或非正式個運作方式，以改善服務對象之生活為宗旨。（研考會，2000，p17） 



1. 社會運動是結構鬆散的集體衝突。數以百計的團體和組織都是短暫、分散各

地的，社會運動的發展與協調工作，有賴不同組織在社運的不同時期擔任，

如「同情期」需要團體「發起」相關主題的研討會、「動員期」需要團體動員

等，但沒有任何單一團體可以（或應該）代表運動的整理利益。 
2. 社會運動強調參與（participation）。社運強調直接民主、去中心化的參與結

構，將權力分配給個人，主張共識決，甚至以「取消領袖名稱、職務功能、

分工、集中決策與形式民主的方式來解決領導者和參與者的距離，以及幹部

與成員間的距離」。 
3. 社運組織有堅實的內部凝聚力（internal solidarity）。社會運動因為能夠取得
的資源有限，所以更依賴符號資源建立凝聚力，並且依靠「個人關係」來保

持內部動能，成為「一家人」。 
4. 社運的領導型態（leadership）特殊。社運團體的領導者多為韋伯所說的魅力

型（charismatic）領袖，端視領導者是否有能力化身為整個運動的代言人，

並有助於集體認同的塑造，所以意識型態資源的操作被視為是魅力型領袖的

重要基礎。不過，近來也有學者注意到，因為運動的議題的專業性，所以「專

家」已取代以往意識型態家的角色。 
 
因此，本文試將 SMOs與 NGOs做一比較，做出下列的區分： 

 
 社會運動團體（SMOs） 非政府組織（NGOs） 
 成員形式  參與者（participants）  會員（members） 
 組織形式  短暫、非正式組織  長期、正式組織 
 組織運作  草根、直接參與  草根參與、行政管理 
 領導模式  魅力型領袖領導 

 符號象徵導向 
 領袖是凝聚組織的象徵符號 

 董事會 
 行政協調導向 
 執行長（秘書長）負責協調會

務 
 與政府的關係  以抗爭為主  對抗、合作、平行或其他 
 利益關係人  其他社運團體  政府、其他非政府組織、 

 公眾 
 其他  魅力領袖作為意識型態家，化

身為議題代言者 
 由專家取代意識型態家代言

議題 
表 1-1 社會運動團體與非政府組織比較表（作者自繪） 
 
如上所述，倡議型非政府組織與社會運動關係密切，因此很多這類組織都是

由社會運動團體轉型而成的，帶有強烈的社會運動色彩，本文的研究個案「台灣

醫界聯盟基金會」，前身為社會運動團體「一００行動聯盟」，曾參與台灣 1990
年代各種社會運動的，甚至是社運的重要發起者之一，包括力促廢除刑法一百條



以保障言論自由、參與反核運動、參與反賄選運動等等。因此，以上的粗略劃分

可以提供本研究觀察「由社運團體轉型而成的非政府組織」的幾個方向，包括組

織領導人是否為魅力型領導？倡議議題是以意識型態為訴求還是強調專業？基

金會往來的組織，是以其他社運團體或專業團體為主，還是將心力主要放在政府

的遊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