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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非營利組織參與 
政府災害防救之協力經驗* 

林淑馨** 

摘 要 

非營利組織所提供的協助有助於減緩災害的發生，而其快速、機

動性的特質正可以彌補政府部門無法及時因應或滿足民眾基本需求的

困境，對於當地長時間的災害重建工作有相當的助益，甚至可以成為

政府的重要災害整備成員，故非營利組織參與政府災害防救之協力經

驗值得重視。 

有關協力議題本應基於協力雙方的利害關係人來探討才能還原其

全貌，然受限於篇幅，本文僅從非營利組織的視角來進行觀察分析。

研究發現，臺灣非營利組織與政府在緊急救援過程中的協力關係雖然

有進步的趨勢，但「友誼網絡」尚未建立，另外也可以分別從：(1) 建

立雙向多元溝通協調機制，以強化防救災的運作成效；(2) 信任僅奠基

在方案承接上，難以累積深厚的信賴關係；(3) 協力雙方雖各自擁有資

源，卻缺乏有效的整合管道三大面向來探討強化災害防救協力關係的

作法。最後，我國非營利組織參與災害防救雖然意味著民主治理與新

公共的展現與落實，但卻也出現組織類型、規模與知名度限制協力網

絡成員，以及地方政府應急行動的組織能力不足，限制協力成效的發

揮這兩項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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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臺灣地狹人稠，又處於地震、颱風好發地帶。如參照世界銀行對全球

各國天然災害所進行的風險分析發現，臺灣的地質（地震）與水文（洪水、

颱風和土石流）在各項天然災害分析中都高居「世界第一」，顯示我國的天

然災害危機潛勢遠超過其他國家（The World Bank, 2005）。事實上，臺灣

自從在 1999 年遭遇九二一地震後，陸續又經歷了桃芝、賀伯、納莉等颱風，

以及 2009 年的莫拉克風災（以下簡稱八八風災），到近期的臺南維冠大樓

坍塌（2016 年）、花蓮地震（2018 年），在在都證明臺灣是高風險國家。在

上述這些天然災害中，又以九二一地震和八八風災對臺灣造成的衝擊最大、

影響最劇。1 另外，2014 年的高雄氣爆和 2015 年發生的八仙塵燃雖屬於人

為災害，但因涉及災害的人數和面向多且廣，恐怕不是政府單一部門的力

量就能處理，再加上官僚體系的層級節制、無效率與僵化的弊病，更需要

民間部門（非營利組織、企業）的協助，才得以降低災害所帶來的衝擊。 

如檢閱相關文獻發現，臺灣非營利組織的研究在 1990 年代中期就蓬勃

發展，關注的焦點多集中於行銷、募款、人力資源等經營管理面向，但協

力議題則是到 2000 年以後才開始受到重視，故非營利組織與政府的協力或

互動的相關研究也是自 2000 年之後才有較多的討論。初期多以協力理論的

整理為主，如官有垣（2001）、江明修與鄭勝分（2002）、陳定銘（2006）、

孫煒（2007）等，但也有藉由個案觀察雙方的協力情形並探討其限制，如

呂朝賢與郭俊巖（2003）、官有垣與李宜興（2002）、李柏諭（2005）等，

後期也有透過研究透過問卷或訪談等實證來了解我國非營利組織與政府的

協力現況與問題（林淑馨，2015；2016；2018）。然值得注意的是，國內有

                                                                                                     

1 1999 年 9 月 21 日凌晨 1 點 47 分臺灣中部的集集發生芮氏規模 7.3 級的大地震，造成

31 萬災民，死傷人數達 13,799 人，房屋損毀 105,480 戶，估計財物損失達新臺幣 3,623

億元（呂朝賢，2002：53）；規模之大和破壞之鉅，被視為是臺灣百年之最。而 2009 年

8 月 8 日的莫拉克風災重創南臺灣（高雄縣、屏東縣、嘉義縣和臺南縣），其雨量為

歷年之最，造成死亡人數為 675 人，4,500 人需要收容安置，農業損失約新臺幣 144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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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非營利組織和協力的研究雖然相當豐富，而非營利組織與政府協力或互

動的研究議題也尚屬多元，但卻多以非營利組織承接政府業務主，也就是

「代理人型」的協力模式（由政府提供經費，非營利組織負責服務輸送的

委外方式）觀點，來探究雙方的協力關係或是在這種協力關係下所產生的

問題，如劉淑瓊（1997）、孫煒（2016）、林淑馨（2016；2018）等。至於

在災害防救議題方面，受到近幾年大型自然災害不斷發生的影響，廣義來

說，有關非營利組織參與緊急救援或災害防救的研究算是可觀，但聚焦在

緊急救援時的非契約關係下，非營利組織與政府的協力關係者則相對有限，

少數雖有如呂朝賢（2002）以九二一為例來探討地方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

關係，然而該篇論文發表於大地震發生不久後，當時國內非營利組織與政

府在緊急救援的協力經驗尚屬薄弱，協力關係並未建立，更無有效的溝通

機制。至於黃忠發等人（2012）的論文，雖是從非政府組織觀點來探討其

與政府於災害防救的互動關係，和本研究主題較為接近，然因該文缺乏實

證資料，僅是次級資料的整理與概略性分析，無法深入瞭解非營利組織參

與救災協力的感受與阻礙。另外，吳偉寧和張四明（Wu & Chang, 2018）以

英文撰寫的論文，透過問卷調查和半結構訪談方式，從資源共享和服務整

合策略的觀點來瞭解非營利組織參與汶川地震和莫拉克颱風的救災協力經

驗，應和本研究最為接近。然因關注焦點有些不同，2 再加上該研究所觀察

的非營利組織協力經驗（2008～2009 年），距今已有十年，故引發作者的好

奇，究竟影響非營利組織與政府在災害防救協力的關鍵因素為何？在災害

防救過程中，非營利組織與政府各自扮演那些角色？從九二一地震至今，雙

方在災害防救協力的關係有何改變？存在哪些課題？從協力者的角度來

看，政府又該如何強化此一協力關係？這些乃是本文所欲探討的主要問題。 

基於上述，本文定位為本土性實證研究，以較多的篇幅來探究臺灣非

營利組織與政府在災害防救議題的協力情形。由於受限於篇幅並考量論述

的深度，以及我國有關災害防救的相關論文多著眼於災害防救主體（政

府），卻較少關注協力者（非營利組織）的感受與需求。在本文中乃以非營

                                                                                                     

2 本文著眼於釐清非營利組織在災害防救過程所扮演的角色、面臨的問題以及協力的變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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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組織為主，藉由其實際參與經驗來還原並分析災害防救過程的協力樣貌

與問題。為了達到上述的研究目的，本文首先檢閱相關文獻，瞭解非營利

組織在災害防救的角色功能，以及影響非營利組織與政府在災害防救協力

的關鍵因素；其次藉由深度訪談，整理非營利組織參與災害防救的經驗、

角色認知與面臨的問題，以及組織對政府在災害防救所應扮演的角色與採

行作為之看法；接著，藉由上述的訪談分析在緊急救援過程中非營利組織

與政府協力關係之變化，進而探討強化災害防救協力關係之影響因素；最

後論述非營利組織參與災害防救課題，以作為本文之結語。 

貳、非營利組織與災害防救 

一、非營利組織在災害防救的角色功能 

在論述非營利組織於災害防救議題可以扮演的角色之前，需先介紹組

織的平常性角色。根據 Kramer (1981: 8-9) 的說法，非營利組織多數扮演開

拓與創新、改革與倡導、價值維護，以及服務提供四項角色功能。也因之，

多數文獻在討論非營利組織時，較著眼於非營利組織在社會服務的輸送功

能，或政策、法案的倡議等一般性角色，卻鮮少關注非營利組織在緊急災

難救援，甚或災害防救議題上所能扮演的特殊性角色。此或許可以解釋為，

無論是社會服務的輸送或是政策議題倡導，都是非營利組織的經常性功

能，屬於長期性質，對於社會大眾的影響較為深遠，容易令人留下記憶。

但緊急救援屬於突發事件，有時間性，當事件結束後，多數非營利組織皆

陸續從現場中抽離回歸日常性角色，故對其產生的印象較為短暫且不鮮

明。但這並非意味著非營利組織在緊急救援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不重要，

相反地，正因為非營利組織的彈性、快速動員與政府的科層體制有很大的

差異，故能彌補政府體制之不足，降低災害所帶來的衝擊。 

有研究指出，非營利組織是公民參與備災工作的催化劑（Wu & Chang, 

2018: 2），當重大災害發生時，多數人都希望能參與救援，但因個人力量是

分散的，且資源有限，所以需要透過組織來參與和提供服務，而非營利組

織乃是最佳的參與對象。尤其是災難發生時，許多以社會工作為核心的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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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組織，本身具有在地資源的優勢（李宗勳等，2012：44-45），加上與

地方政府關係良好，有信任基礎，故有利於救援工作的進行。 

另外，部分文獻提到，在重大災害時政府體系的層級節制運作會產生

頗多侷限，從而影響防救災成效（李天申、周韻采，2014：97；林淑馨，

2017：22）。再加上政府部門在公共服務的供給上是基於平等原則，在大型

災難發生的非常時期，為求服務供給的平等性，需掌握全體狀況，然災害

規模越大時，要掌握全體情況有其困難，此時就得依賴非營利組織（早瀨

昇，2010：27）。多數文獻指出，非營利組織所提供的協助有助於減緩災害

的發生，而其快速、機動性的特質更可以彌補政府部門無法及時因應或滿

足民眾基本需求的困境，對於當地長時間的災害重建工作有相當的助益，甚

至可以成為政府的重要災害整備成員（王仕圖等，2011；賴宏育，2011；

Kapucu, 2007；Simo & Bies, 2007）。 

故非營利組織的角色功能可以彌補災時政府部門無法提供正常公共服

務所產生的缺口，透過能有效動員救災，將資源迅速送達受創災區，並且

在災後重建階段藉由與當地社區合作，提升社區從災害中復原的能力（賴

宏育，2011）。 

若以時間與任務來區分災害的危機管理期程，共可以分為準備期、緊

急救援期、重建期和恢復四個階段。3 在這些階段中，非營利組織分別扮

演下列不同的角色（王俊元，2019：29；呂朝賢，2002：54-56；劉麗雯等，

2003）： 

(一) 準備期 

又稱為預防期，多半以防災、減災等準備工作為重點。在此階段，非

營利組織可以利用倡議技巧，提醒民眾注意安全；或是透過教育，協助民

眾瞭解防災、備災的重要，招募社區志工，舉辦各種訓練演習，扮演倡導

者、輔導與教育者角色。 

                                                                                                     

3 臺灣的防災領域，傳統多將災害管理分為減災（mitigation）、整備（preparedness）、應

變（respones）和復原（recovery）四個階段來論述（黃忠發等，2012：36；楊永年，

2009：147；潘穆縈等，2016）。本文因考量減災和整備都著重在災前的預防，在訪談

和整理資料時恐容易混淆，故採用另一種立基於危機管理觀點的分類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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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緊急救援期 

是指災難發生後的兩周到一個月內，主要工作內容有緊急生命救援、

賑災、臨時安置與心理創傷處理。在此階段，除非是具有救災專業的救災

型非營利組織得以在第一時間進入災區，扮演第一線救援角色外，其他非

營利組織可以發揮的空間較有限，充其量僅能進行緊急安置、物資分配等，

扮演協調者、資訊傳播者角色。 

(三) 重建期 

此階段的主要工作內容有家園損毀建物清除、道路修建、災民救濟、

住宅安置或重建等，故非營利組織可以扮演的角色相當多元，如組織者、

資源整合者、支持者、諮詢者等，不但可以發揮自身的專業，還可以成為

政府在重建工作上的執行與推動夥伴，協助受災戶生活重建或參與社區重

建工作。 

(四) 復原 

此階段主要是使災民的生活回復到可接受的生活水準，然後慢慢回復

到災難前的生活水平，進而發展較災前更好的生活環境。故主要工作內容

包括羅難家庭的生、心理輔導，失依、單親兒少生活輔導與追蹤、就學、

就養等，同時根據災難處置計畫分階段投入不同資源，協助災民盡速恢復

常態生活，故此階段扮演的角色乃是前一階段的延續。 

二、影響非營利組織與政府在災害防救協力的關鍵因素 

整理相關文獻發現，影響災害協力或協力治理的因素不少，如信任、溝

通與協調、資源、對等、目標共有、領導、課責、制度設計等，依研究對

象與內容不同而關注的要素也有所差異。受限於篇幅與主題，本文無法針

對所有要素進行討論，僅將論述焦點限縮在非營利組織與政府兩者的「協

力」議題，並將文獻檢閱時多數國內外災害防救研究較常提到者視為關鍵

要素進行說明。由於災難發生時，非營利組織和政府的目標相當明確，也

就是救災，且多由政府扮演指揮角色，因此文中不對於目標共有和對等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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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要素進行探討。至於領導、課責、制度設計等要素，由於比較容易出現

在協力治理研究中，且頻率不一，故不列入本文討論範圍之內。 

首先是「溝通與協調」。從前述災害管理四個階段的工作目標和重點工

作內容發現，無論哪一階段，都不是政府部門以有限的人力、物力、財力與

專業可以單獨負擔的，隨著災害規模的擴大與複雜度之提升，其所涉及的

行動參與者逐漸增多，再加上政府部門和非營利組織之間原本就存在不同

的組織文化與管理哲學，即使在救災的共同目的下，由於跨部門協力是倉

促形成的，過程中仍可能產生衝突。因此，「溝通與協調」頻繁出現在國內

外文獻中，被視為是影響災害協力不可或缺的關鍵因素（王文岳、楊昊，

2013；王仕圖等，2011；呂朝賢，2002；林志信等，2002；張鎧如，2018；

黃忠發等，2012；楊永年，2000；Cooper, 2015；Kapucu & Garayev, 2011；

Mayumi, 2012；Nolte et al., 2012；Wu & Chang, 2018）。相關研究指出，導

致救災組織間衝突的主要因素是溝通不良（林志信等，2002；Cooper, 2015；

Kapucu & Garayev, 2011），尤其是救災成員涵蓋公、私部門等不同經驗、

組織文化與價值信仰的參與者，有效的溝通更顯重要。因此，溝通的主要

目的乃是為了釐清與瞭解不同組織的能力與限制，以及各自擁有的資源，

同時建立合作組織間共同信念與價值（呂朝賢，2002：68；黃忠發等，2012：

44），良好的溝通有助於改善彼此的互動關係，並增強緊急情況下協力決策

的基礎，有助於組織或團隊目標的達成（Kapucu & Garayev, 2011: 368；

Weber & Khademian, 2008: 334）。 

至於協調是指共同協力調和，使其步調或意見統一，目的是使相關組

織或人員能產生一致的行動而達成其任務。因此，透過一連串具目的性的

行動，使個別單位反應化為更具整體性的行動，藉以產生最大影響力並發

揮綜效（杜福威、林貝珊，2018：86-87）。然而，在實際執行時卻可能因

為缺乏對彼此能力、限制的認識與瞭解，再加上本位主義、專業偏執等因

素（蕭英煜、吳光中，2016：77-78），導致組織之間未能相互配合。有研

究指出，組織協調的成敗，往往取決於：(1)災前的連結，促使組織能在平

時熟悉彼此的災防知識、技術與能力；(2)容易使用的災害資訊分享工具；

(3) 共同合作的意願（轉引自張鎧如，2018：87）。若協調不足，將會降低

救災的效益，甚至產生資源重複投入、工作窒礙難行等不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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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信任」。長期以來，信任被認為是協力的核心要素和必要條件

（Huxham & Vangen, 2005；Koppenjan & Klijn, 2004；Kożuch & Sienkiewicz- 

Małyjurek, 2016；Leach & Sabatier, 2005；Thomson & Perry, 2006），同時也

是攸關救災能否順利進行的重要因素（王俊元，2019；張四明、王瑞珠，

2011；黃忠發等，2012；賴宏育，2011；謝儲鍵等，2016；小田切康彥，

2013；Cooper, 2015；Kapucu & Garayev, 2011；Kapucu et al., 2010；Simo & 

Bies, 2007；Wang, 2009）。協力過程中的信任可以讓參與者相互理解、彼

此尊重並願意分享資訊和知識，不但能增強組織間合作，還有助於協力目

的之達成。然而，信任的培養需耗費許多時間，擁有不同組織文化的參與

行動者間若非平時即透過對話、討論管道來相互理解，建立信任，是很難

在緊急情況下共享資源，進而達成共識（Cooper, 2015；Huxham & Vangen, 

2005；Kapucu & Garayev, 2011；Thomson & Perry, 2006）。基於此，倘若政

府部門與民間組織在平時就能透過定期互動累積深厚信賴關係，一旦遇到

緊急災難時，就算沒有契約規範，雙方也基於平時培養的默契相互尊重與

分享訊息，進而提高救災的效率。 

最後，「資源」也被認為是影響非營利組織與政府在災害防救上協力的

重要因素（王俊元，2019；張四明、王瑞珠，2011；張鎧如，2018；Simo & 

Bies, 2007）。因為從資源依賴觀點來看，組織間協調合作關係的建立來自

於單一組織通常沒有足夠的資源達成組織的目標，而需要依賴其他組織所

擁有的資源以彌補本身之不足，故組織之間就會發展出資源交換的行為。對

於擁有重要或稀有資源的組織來說，會形成一種權力的依賴，得以吸引其

他組織前來與其建立協力關係（轉引自張鎧如，2018：91）。在此情況下，

協力的好處是共享和利用彼此欠缺的資源（呂朝賢，2002；小田切康彥，

2014；Thomson & Perry, 2006），而有用的資源包括資金、資訊、時間、技

術、後勤支援、行政和組織援助、必要的分析或執行技能以及專業知識等

（王俊元，2019；Emerson et al., 2012）。在緊急災難救援過程中，非營利

組織與政府之間的資源交換主要是物資與服務（劉麗雯，200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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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對象、方法與限制 

一、研究對象 

本文的研究對象是以非營利組織為主，另外還輔以兩位本身也曾是非

營利組織成員，實務經驗豐富的學者專家。在非營利組織的選取上，主要

以曾經參與過我國大型災難救助，從早期的九二一地震、八八風災，到近

期的八仙塵燃、高雄氣爆、花蓮地震和臺南唯冠大樓等緊急救援的組織為

基礎，以立意取樣方式，先選定我國在救災方面知名度較高且經驗豐富的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慈濟基金會、臺灣世界展望會、中華基督教救助協會、

中華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兒童福利聯盟等組織，再透過滾雪球方式，4 

找出至善社會福利基金會、陽光基金會、賑災基金會、中華民國搜救總隊、

中華救助協會、介惠基金會、公益團體自律聯盟等 13 家相關的組織和 2 位

學者專家，共 20 人進行訪談。5 其中除了 1 人是電話訪問之外，其餘皆由

作者親自訪談，訪談地點從臺北、新北、桃園、臺中到花蓮。絕大多數受

訪者都歷經自九二一地震至今的相關救援與重建工作，甚至是現場指揮者，

不僅救災經驗豐富、具代表性，由於這些組織多是全國型，皆曾廣泛與不

同公務體系進行協力，6 相信能提供本研究較完整的經驗資料，有助於還原

非營利組織參與政府災害防救協力的概貌與問題，訪談對象如表 1 所示。 

                                                                                                     

4 在訪談過程中，只要受訪者有提到的其他 NPO 或重要關鍵人士，作者就將其納入訪談

對象並進行邀約，直到資料飽和為止。過程中僅有一位受訪者因雙方時間難以協調而

未能受訪。 
5 之所以會有 20 人，乃是有部分組織的受訪者不止 1 人，如慈濟有 3 人，紅十字會有 3

人，但其中有 1 位是分別受訪，家扶也是如此，雖有 2 位受訪者，因為是分開受訪，

所以單獨編碼。而兩位學者專家除了親身參與大型災難並擔任現場指揮溝通角色外，

本身也曾擔任過非營利組織的執行長的工作，故未再獨立分開編碼。 
6 由於多數受訪組織皆曾參與過九二一地震、八八風災和四川大地震的救援，以及近期

的區域型災害，因此接觸過的政府部門包含內政部、衛福部、重建委員會、臺中縣市、

南投縣、高雄縣市、屏東縣、臺東縣、花蓮縣、新北市、臺北市、新竹縣、桃園市、

臺南市等，又因這些組織以社福型非營利組織居多，故以各縣市社會局、教育局、衛

生局為主。至於非為社福型非營利組織者，其接觸的政府部門則涵蓋外交部、經濟部、

消防署、水利署、消防局、國防部、移民署、農委會水土保持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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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訪談對象資料 

代 碼 職 稱 組織類型 訪 談 日 期 訪談方式 

N1 主 任 基 金 會 2019/02/23 面 訪 
N2 執 行 長 基 金 會 2019/03/07 面 訪 
N3 主 任 協 會 2019/03/13 面 訪 
N4 主 任 基 金 會 2019/03/13 電 訪 
N5 副 執 行 長 基 金 會 2019/03/14 面 訪 
N6 組 長 基 金 會 2019/03/20 面 訪 
N7 秘 書 長 協 會 2019/03/25 面 訪 
N8 前 處 長 基 金 會 2019/04/13 面 訪 
N9 副教授∕前執行長 大 學 2019/04/15 面 訪 
N10 前 會 長 基 金 會 2019/04/18 面 訪 
N11 執 行 秘 書 協 會 2019/04/19 面 訪 
N12 執 行 長 基 金 會 2019/04/19 面 訪 
N13 執 行 長 基 金 會 2019/04/22 面 訪 
N14 處 長 基 金 會 2019/04/24 面 訪 
N15 處 長 基 金 會 2019/05/31 面 訪 
N16 教 授∕前執行長 大 學 2019/06/20 面 訪 
N17 秘 書 長 協 會 2019/06/27 面 訪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的研究方法是深度訪談法。此研究法的優點在於經由探詢，

深入瞭解受訪者對相關議題的看法，甚或描繪、還原當時的現況，特別是

對於複雜或非顯而易見的事件過程，可以藉由此研究方法幫助研究者瞭解

事件發生經過，以及既有文獻或數據無法呈現的真實情況（Rubin & Rubin, 

2011: 3-5）。因此，作者自 2019 年 2 月中旬至 6 月底，分別對 13 個曾經參與

災害救援的非營利組織和 2名具有現場指揮經驗的學者專家共 20人進行深

度訪談。訪談大綱主要根據研究目的與理論基礎而設計（請參閱附錄），7 包

括協力經驗、角色認知與協力成效三大問題構面，以半結構式訪談進行，

                                                                                                     

7 有關是否設立中介組織或平臺，以及同質性組織間的協力關係部分，考量受限於篇幅

且與本文主題較不相關，故未在文中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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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會視訪談情況予以靈活調整。訪談內容主要聚焦於兩個面向：一是

受訪者歷年來參與政府災害防救的經驗、角色認知（盤點各階段雙方在溝

通與協調、信任及擁有的資源和優勢）與面臨的問題，以及對協力關係變

化的體認；二是從參與者的角度審視政府應有的角色與作為，以提高災害

防救的協力成效。由於非營利組織是政府在緊急災害救援時重要的協力

者，若能掌握其認知與觀感，應深具意義。為了能獲得充分資訊，每次訪

談時間約 1 小時半到 2 小時，訪談前會與受訪者溝通進行方式，在取得受

訪者同意後以同步錄音和筆記來記錄訪談內容，盡可能達到正確呈現訪談

內容之目的。 

三、研究限制 

本文主要的資料蒐集方式為深度訪談。雖然作者透過文獻檢閱選定在

救災方面較具知名度且參與經驗豐富的非營利組織作為訪談對象，再以滾

雪球方式進一步找出訪談過程中常被提及的其他參與組織，以求增加資料

的豐富性和完整度。但無可諱言的，除了這些受訪組織外，應該還有其他

較小型、在地性的非營利組織積極參與救災工作，卻不在名單之內，以致

於研究結果僅能呈現大型非營利組織參與救災時的經驗，卻無法反應小型

非營利組織的參與困境，此乃本文限制之一。 

此外，有關協力議題本應基於協力雙方的利害關係人來討論才能還原

其全貌，然本文僅從協力的單方－非營利組織的視角來進行觀察，故無法

使雙方在救災議題上充分對話並進行交互檢證，此乃本文限制之二。 

肆、非營利組織參與政府緊急救援的實況 

一、非營利組織的救援協力經驗 

《災害防救法》第 3 條將風災、水災、土石流等各項災害分別隸屬內

政部、經濟部、農委會等不同中央機關。因此，受訪者表示，我國由於缺

乏統一的救災專責機構，故緊急災難發生時非營利組織會視災害的規模、

屬性與區域分別和不同的政府主管機構接觸，如水患是經濟部水利署，土

石流是農委會水體保持局，救災則是內政部消防署、國防部（N1、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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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8、N10、N12、N14、N15）。 

依照災害防救法，不同的災害有不同的部門。譬如說地震、水災、

颱風都是跟經濟有關的，所以是經濟部……大部分會跟中央的營

建署因為要重建跟營建，那也會跟中央的，比如說衛福部或是內

政部啊有接觸。（N8） 

若是全國性組織，在災害發生時會依災情所在地請分支會先就近瞭解

災情，除了確認平日服務對象的安全與需求外，也會和地方政府保持聯繫，

進而評估當時災情，決定投入支援的程度（N1、N2、N6、N7、N11、N13、

N14、N15）。 

我們是全省的服務……這些災難訊息都會先匯報到一級主管，再依

當時的災情狀況去評估，看這災變是不是需要投入一些服務。（N6） 

(一) 災情屬性影響不同層級政府角色的發揮：罕見且大規模災害仍由中

央政府主導，但地方政府在處理區域型災害的能力已漸趨增強 

整體而言，所有受訪者都肯定緊急救援時期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協力

表現，認為兩者的關係是不斷調整進步中。大多數的受訪者皆認為，九二

一地震發生時，政府因缺乏大型災難救助與處遇經驗而陷入各自為政的混

亂狀態，加上地方政府本身也是受災者，救災功能幾盡全失，僅能以中央

政府為主軸，地方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地位幾乎是相當，完全無法發揮指

揮作用，如有受訪者表示。 

其實我們對話窗口反而不是縣政府，反而是中央內政部派下來的

專員或科長，他們的駐點人員，然後召開區域性的分工協調會，

縣市政府都是列席，跟 NPO 都是同樣的位置。（N4） 

但是到了八八風災發生以後，由於《災害防救法》（以下簡稱《災防法》）

已經制定，災民收容或物資調度辦法等都有明文規定，再加上部分地方政

府的救災經驗累積和功能強化，在協力救災時可以明顯感受到相當的差異，

這些可以從近期的高雄氣爆、八仙塵燃、臺南地震、花蓮地震等的區域型

救災過程中，高雄市、新北市、臺南市等地方政府皆能發揮強勢主導性角

色而獲得證明，惟非都會型都市（如花蓮縣）的應變能力就顯得較為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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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很多補充的辦法……像災民收容或物資調度辦法，其實都慢

慢出來了，所以在八八那次我們就發現高雄縣政府是全力的去主

導了所有的人力、物力跟資源，在八八跟九二一是一個非常大的

落差……臺南地震……由市政府掌握了所有人力物力的運作跟資

源的分配，然後也強力的主導各個非營利組織進入災害區域的人

員數量……就八八風災以後，地方政府的角色就比較凸顯。（N4） 

關鍵在於政府部門他對自己的，怎麼應變的這件事情清楚與

否……如果他們很混淆……像這次花蓮，比起臺南的震災，同樣

都是倒了幾棟大樓，但老實講花蓮在處理這件事情上的能力，就

明顯不如臺南……。（N1） 

(二) 權責分配：災難發生初期，政府是救災的主體，8 非營利組織僅扮演

補充性角色 

所有的受訪者都認為，政府是災難管理的主體，緊急災難發生時應以

政府為主軸，建立指揮體系，統一發布訊息，而非營利組織應在政府的領

導之下扮演後援、配合等補充性角色（N1、N2、N4、N5、N6、N9、N11、

N12、N13、N14、N15）。 

緊急救援階段，絕對是配合政府的救援脈絡，第一個一定要接觸

的，就是最基本的是專業救援的單位，譬如說我們有消防署。（N9） 

在災變裡面，我覺得政府比較是扮演主導的角色，很多時候民間

單位沒有那樣的權力，有些任務、責任會回到政府，我們比較是

站在輔佐。（N6） 

一般都會聽政府的指導，我覺得非營利組織不應該走在政府的前

面，除非你本身是有救援能力的。可是應該還是要由中央統籌的

調度，因為太多的資訊是混亂的。（N13） 

                                                                                                     

8 此處受訪者所指稱的政府，乃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統稱，意指相較於民間，政府

應負起救災全責之意。當然，一般災害發生時，會視其規模和地方政府的救援能量而

決定究竟是由中央或地方政府作為主責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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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受訪者表示，非營利組織不應超越政府的救災角色，而是應依其使

命與宗旨，以及業務專長，在災害發生時運用民間組織的彈性和迅速來彌

補政府功能的不足（N15）。少數大規模且救災經驗豐富的組織則會擔任政

府和民間的整合角色，如受訪者（N10）表示：「我們跟當時的國防部、高

雄縣政府、內政部，我們就扮演整個整合的角色」，甚至有組織因和政府部

門簽訂相互支援協定，而成為水平協力夥伴，如受訪者（N15）表示：「我

們在 100 年的時候就有跟國防部簽訂相互支援協定……平時的時候我們會

有一些救災訓練」。 

另外，有受訪者表示，理論上雖有權責分配，但緊急時候卻是很難劃

分清楚。 

當時派到第一線，但按照現在的規定，第一線必須跟當地的消防

局報到，由他們分配任務，可是消防局自己忙死了，他自己都不

一定有時間分配你的任務，而且不是只有救難隊，還有××救

難隊等等也都派人去。（N10） 

雖然我國的防救災體制是採中央、直轄市、鄉鎮三級制，但通常災難

發生時位於第一線的鄉鎮地方首長並無實際的權力與能力去指揮救災單

位，如軍方或警消需由其直屬長官才能指揮，這種情況在九二一地震時尤

為顯著，受訪者表示： 

九二一這麼大的災，主要的主控跟救援的話都在軍方。（N9） 

九二一的時候還完全看中央……可是八八就進步到說大家來認。

那地方當然是全權……地方應該根本就是個指揮官，所以前進指

揮部應該是由地方政府設立，而不是由中央政府設立。（N16） 

(三) 溝通協調與信任：聯繫會報是主要溝通管道，靠平時承接方案建立

信任基礎 

多數非營利組織認為，救災時期與政府間的溝通協調情況大致良好，

主要是透過聯繫會報來達到溝通協調的目的（N2、N4、N5、N6、N8、N9）。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受訪者都表示，組織平時就與地方政府維持相當的互

動，如承接方案、接受委託、參與演習與訓練，並建立關係。即使遇到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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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情況緊急混亂，也能透過日常建立的信任基礎有良好的溝通（N1、N2、

N3、N4、N5、N6、N7、N8、N9、N10、N11、N12、N13、N14、N15、

N16、N17）。 

如果說今天有發生災害，大概政府可能會比較傾向平常他們有在

合作的這些團體去支援。（N3） 

我們平常有接政府的方案，在政府的方案過程裡面就是建立關

係。（N2） 

中央……像衛福部的社救司……的司長，就有一個群組有各個中

央的相關人的群組，他跟我們各地方社會局處長也有一個 LINE 群

組，所以這樣的雙向溝通上是沒有問題的。（N17） 

甚至還有受訪者明白表示，雙方關係的維繫靠平時，災害發生當下再

去建立關係就來不及（N3）。但也有組織認為本身是基於專業而獲得政府

信任，而非承接業務時間的長短，受訪者表示：「因為我們的專業吧……比

較獨門」（N12、N15）。 

相形之下，平時非營利組織與政府的溝通管道則顯得較為制式、被動，

仍是倚賴定期的聯繫會報來建立對話機制，且多以中央和縣市政府為主，

鄉鎮公所則甚為少見（N3、N4、N8、N9、N10、N14）。即使有，也是都

會區的鄉鎮公所。平時聯繫會報的主要功能在聯絡感情，可以定位是基本

關係的維持，如受訪者表示：「聯繫會報就是在聯繫感情……然後知道窗口

還在的概念」（N4），然而對於較大型的組織，部分縣市的相關業務長官會

採取較積極的行為，私下主動拜訪以建立彼此互信或互挺的情感。另外則

是藉由參與政府每年舉辦的防救災演習來與各地方政府建立關係，受訪者

表示：「有參加演習，就會有基本的信任，……也會建立 LINE 群組」（N3），

但也有組織因考量本身的自主性與專業特性而鮮少參加聯繫會報（N10、

N11、N12）： 

我們跟□□平常一起做訓練就是夥伴關係。（N10） 

這一兩年是比較跟有互動啦，因為它請我們納入他們的管控…

因為沒有那個主體性。（N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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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政府的應變與協力關係 

1. 政府整體應變能力雖在提升中，但最基層鄉鎮公所的能力有待加強 

關於政府對災害的應變和處理能力，多數受訪者皆持肯定的態度，認

為相較於初期的混亂，已經越來越有系統。部分受訪者表示，我國歷經九

二一地震和八八風災兩次全國性的大型災難，政府的應變態度與能力從最

初的指揮體系不明、資訊混亂逐漸累積經驗，並透過制定和修正法制（2000

年制定《災防法》，2010 年大幅修正該法）來因應，其成果也展現在近期幾

個區域型的災難救援上（N1、N3、N4、N14、N17）： 

九二一是缺乏救援管制體系……但是這幾年看起來好多了，政府已

經可以在緊急救援的階段扮演一個統籌調度跟指揮的角色……。

（N4） 

像災防法的修訂，像我們國軍……一旦災害的時候……縣市政府得

向國軍請求資源……去預支兵力。（N14） 

然而，相較於中央，多數受訪者對於地方政府（特別是鄉鎮公所）的

應變能力抱持保留的態度。因為鄉鎮公所受限於資源、人力和經驗不足，

加上人員流動性高，組織架構較為鬆散，不但鮮少召開聯繫會報，災害意

識與災變處理能力更是明顯偏弱，此種情況尤以非都會型的鄉鎮公所最為

顯著，有待加強（N3、N4、N5、N8、N9、N13、N14）： 

地方會是最清楚的，但地方的能力有時候是不夠的，但我覺得還

是需要由地方政府去統籌。（N13） 

我信賴的會是中央跟地方政府的能力，但我擔心的是鄉公所的能

力或實際操作。（N4） 

2. 災害規模與類型影響政府的應變能力與協力關係 

訪談結果發現，災害規模大小與類型（全國性或區域性、經常性或突

發性）會影響政府的應變能力，以及對非營利組織協力需求的迫切性。如

九二一地震和八八風災因屬於大規模災害，涉及範圍廣、人數多，非政府

單一部門能處理，就需要非營利組織的協助，但區域型災害，如臺南或花



政治科學論叢∕第 86 期∕民國 109 年 12 月 207 

蓮地震，由於地方政府有能力處理，就降低對協力的需求。而八仙塵燃雖

是區域型災害，但因其特殊性，且有四百多名燒傷患，急需有處理燒燙傷

經驗的專業組織來加以協助，故地方政府會主動尋求非營利組織協助，態

度相當積極。 

八仙事情發生的第二天，我們的專案小組成立，再隔天副座就來

了，副座就來問可以提供什麼樣協助。（N12） 

花蓮地震的時候……每一個縣市政府，他們都培養自己的搜救人

員……我們就看到蠻明顯的一個現象，各縣市政府的搜救隊就會

變成災害裡面搜救的主體，民間就變成是第二位……。（N14） 

高雄氣爆的時候……高雄市政府很客氣地婉拒，就說他們有他們

的意願等等，有需要再跟我們聯絡。所以那時候地方政府是認為

他們可以全權處裡的。（N16） 

3. 政府依賴非營利組織的特性與資訊分享來增強應變能力 

緊急災難發生時，政府雖是災害管理的主導者，但受到科層官僚體制

的限制，而需依賴非營利組織的特性（如彈性、專業知識、服務輸送能力、

後勤行政支援等）與資訊分享，來彌補政府部門功能的不足，同時增強其

應變能力（N13、N15、N16）。 

災害很大的時候，當然民間團體可以比較有彈性，或者是他可以

比較迅速。像我們在莫拉克風災的時候，我們發放災民的慰問

金……緊急救援階段我們還會協助政府開設收容安置所。（N15） 

像地震範圍程度大的時候，其實第三級政府的應變能力是會喪失

的……那我們不會取代他的角色，但是很多像三級政府所缺的部

分，我們會盡量去幫他補。（N16） 

然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各地方政府的救災能力與經驗，以及所掌握的

資源有差異性，故會影響其對非營利組織的資源依賴程度。此外，事前有

無建立網絡基礎，可能也是攸關地方政府依賴非營利組織資源程度的重要

因素（N2、N3、N4、N16）。 



臺灣非營利組織參與政府災害防救之協力經驗 林淑馨 
 

208

花蓮跟臺南……合作方式就差蠻多的，跟花蓮……合作比較密

切……承接縣府的物資管理……跟臺南就完全不一樣，基本上比

較沒有那麼友善。（N3） 

二、非營利組織在災害防救過程扮演的角色功能 

非營利組織會因為其本身的類型與專業，在每個災難管理階段扮演不

同的角色功能，有的組織表示會全程參與，如受訪者所言：「對我們基金會

來講，每一個角色我們都有在參與」（N10、N14），但有較多的組織認為會

根據本身的核心與專長，只是聚焦於某一或某幾個特定階段而發揮其專業

功能（N3、N9、N13），如： 

我覺得非營利組織有不同的類型。比如說他是救援單位他當然就

是在緊急救援的階段，他就是在政府的同意或指揮調度下去做這

個部分。像我們是社福單位，我覺得其實在準備、重建、恢復階

段都是我們可以介入的。（N13） 

我後來也發現說在重建跟恢復其實也有一些單位後面才進入，然

後開始發展一些跟防災或心靈重建或一些相關課程。（N3） 

茲分述如下： 

(一) 準備階段 

災難管理過程中，準備階段其實相當重要，因為準備的越充分就越能

減少災害所帶來的衝擊，而所有受訪者也都認同此一觀點，甚至有受訪者

指出，這是非營利組織最擅長的階段。大抵而言，在準備階段，非營利組

織可以從事的工作除了自主性地對民眾進行防災宣導、教育訓練外，還有

配合政府進行防災演練和協助政府盤點資源等協力事務，以建立雙方的信

任，並瞭解擁有的資源與能力。茲說明如下： 

1. 對民眾進行災防教育、宣導社區防災概念，配合政府進行防災演練，

提升民眾的防災能力（N2、N6、N8、N9、N10、N11、N12、N13、

N14、N15、N16）： 

備災宣導。（N10） 

社區防災、社區居民的防災能力、防災知識的提升。（N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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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強化專業與訓練災難志工（N10、N11、N12、N13、N14、N15、N16）： 

訓練志工，訓練社區志工作為災難時的志工，這個部分其實是個

非常重要的工作。（N10） 

3. 準備救災器材（N7、N10、N14、N15）： 

平時的一些救災的機械設備，或者是可以安置的地點。（N7） 

4. 進行政策倡議（N1、N4、N12），如： 

在準備的階段我們大概會做一些……特定服務對象他在災害應變

當中的需求，提出政策建議。（N1） 

5. 建立 SOP，建構災害地圖、簽訂開口契約等（N2、N4、N5、N6、

N7、N10），如： 

我們就要訓練這些 SOP，要如何訓練人、如何準備東西。（N10） 

準備階段就要建立 SOP。（N2） 

6. 建構網絡或平臺，並進行資源盤點，以瞭解既存或潛在資源，並掌

握資源的狀況（N7、N12、N15、N17），如： 

可能要趕快做資源盤點。（N7） 

(二) 緊急救援階段 

緊急救援階段因涉及救災，需要有專業和機具，所以僅有特殊的非營

利組織在此階段才能扮演救援角色，如有受訪者提到： 

我們比較少在緊急救援階段參與。（N12） 

救援期是特殊的非營利組織才有的角色，像紅十字會他們就有訓

練，救生員訓練這種救災人員的……所以救災期的非營利組織是

限定專業的。（N16） 

若組織本身具有救援能力者，由於事前已獲得政府相關部門的信任，

會在此一階段進入災區（N3、N10、N11、N15），如受訪者所言：「基本上

我們從事第一線，那第二線的工作就比較不是我們的重點」（N11），而大

多數的非營利組織是做後勤支援，如緊急收容安置、慰問、串連或整合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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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與資源等（N1、N2、N3、N6、N7、N8、N9、N12、N13、N14、N15、

N17）。 

在救援階段，我們就是做後勤的支持……緊急安置的時候我們就

有介入……需要有人做很多的調查、安撫服務。（N13） 

有受訪者認為，緊急救援階段可以分為初期和後期，初期大多數非營

利組織並無法發揮角色功能，下列受訪者表示： 

最緊急的時候我們是沒有能力的。（N1、N2、N7） 

如果是前端像是搜救那種，那當然一定是消防或者紅十字會他們有

專業救災大隊。（N3） 

災難發生的初期……那五天之內不是 NGO 的使命角色……，比如

說地震完的三天之內其實 NGO 不要太快進入，因為是救難人員到

現場。（N8） 

但在後期，非營利組織可以扮演的角色較多，像情緒安撫、關懷、陪

伴、物資捐贈等，甚至還可扮演監督政府的角色，或是政府與災民之間的

溝通橋樑。（N11） 

第五天開始災民會開始需要有人關懷或是安慰…… NGO 做的是這

種人的關心、人的照顧。（N8） 

那後端的話，社工可能會比較從他們的專業角度切入，做兒童照

顧、做家庭就是受災家庭的探訪，蒐集需求，我就覺得其實是可

以幫忙政府分攤蠻多專業向度上的。（N3） 

(三) 重建階段 

一般認為，重建階段最重要的是硬體設施的重建，但僅有少數非營利

組織具有這方面的功能，可以發揮在硬體、社區重建的角色，如建造組合

屋、從事學校與公共設施的修繕或重建等（N8、N14、N15）。但重建應有

階段性，而非一時的救助，故相較於緊急救援的專業性限制，對大多數的

非營利組織而言，在重建階段或許無法於硬體設施上著力，卻可以在軟體

設施方面發揮較多的角色功能，例如生計重建、心理重建、生活重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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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N2、N6、N11、N13、N16），如「重建階段的工作跟恢復階段的工

作，大概就是我們比較多的任務」（N1），因此獲得政府部門的信任，從而

強化在此階段的協力。有受訪者認為，非營利組織可以在這階段與政府的

救助或照顧系統整合，除了彌補政府功能不足外，還可避免疊床架屋，達

到資源整合的目的（N4、N6）。 

我覺得重建階段的計畫真的是非常模糊的……非營利組織在重建

階段的角色我覺得要嘛積極參與重建，以專案的方式進行參與，

不然就是跟政府的救助系統或者是照顧系統……就是回到承平時

期的合作！因為 NPO 組織通常的整合空間比較大，他在模糊地帶

可以協助，可以補那個不足！（N4） 

或是成為政府政策的倡導者、說服者，也就是協助政府與災民溝通

（N8、N10、N13、N14），受訪者表示：「要辦理這個溝通，就是變成說服

者，在重建那個階段 NGO 成為一個說服者、政策的倡導者」（N8）。也因此，

有受訪者認為，重建階段應從一時性的重建工作轉變到發展性的救助工作。 

重建應該是要有階段性的而不是一時的救助……透過整個重建歷

程的陪伴過程，讓她們長出力量或是強化他們防備災的一個不管

是社區或是個人的能量，因為這樣才能多一些能量去應對下一次

的災害而不是只是處理去處理當下而已。（N15） 

(四) 恢復階段 

基於前述的信任與資源交換關係，部分受訪者認為，在恢復階段非營

利組織雖仍會與政府合作，但組織卻可以比政府扮演更多的角色（N1、N2、

N8、N10、N12、N13、N14、N15），如人員培力、社區培力、工作重建、

企業重建、部落產業復甦等，甚至從事加強和宣導教育，以強化居民的防

備災能力。 

我們比較是在至少可能半年以後，我們才真正地進到災區去做事

情。前面的需求調查必須要搞清楚。（N2） 

因為災害管理階段是一個循環，……恢復階段會去加強一些教

育、宣導這樣的一個功能，其實是在增強不管是社區或是民眾的

一個韌性的重建。（N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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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發揮溝通協調的功能，結合專業團體，如微軟、學者專家、非營

利組織，培力當地組織，在把能量留給組織後才逐漸撤離，使其能自主持

續運作（N2、N8、N15）。 

政府應該撤出來，留給 NGO 跟在地的新的組織去做發展。恢復階

段是要讓社區居民站立起來，就是讓他們自己有能力。（N8） 

三、非營利組織參與緊急救援時的課題 

關於非營利組織參與緊急救援時所遇到的課題，雖然可能會因組織類

型、專業的不同而有差異，但作者仍嘗試歸納受訪者的參與經驗與意見，

發現主要問題仍是立基於溝通與協調、信任和資源三大因素，茲說明如下： 

(一) 缺乏具有強大指揮調度功能的跨部會機構 

部分受訪者表示，救災過程因缺乏跨部會的專責機構，甚至會出現在

救援過程中找不到政府指揮單位的情形，而影響救災進度（N5、N10、N14、

N17）。 

他要有一個專責機構，才可以整體來做這個事情。（N5） 

他們跨部會的能力是有限的……在災害現場是需要跨局處來對話

的，甚至有時候是要跨不同單位……如何去建構一個跨部會的機

制，讓他反應的速度是可以更快的，這一點似乎在每次災害當時

很少看到的。（N14） 

(二) 災區消息混亂，統一揭露資訊機制的功能受限 

多數受訪者均表示，在救災現場由於欠缺正確消息來源，無法將最正

確的訊息傳達給社會大眾，而產生溝通與缺乏信任的問題。不但出現媒體

引導救災的情形，甚至影響救災進度也容易造成社會大眾恐慌（N1、N5、

N6、N13、N17）。 

政府可以在未來的災害救援的工作上面，更主動積極的揭露相關

的訊息……讓民間組織可以清楚的知道。（N1） 

在安置所裡有好多未被證實的訊息，到處流竄……因為沒有單一

窗口發布。（N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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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始終還是一個課題就是，資訊的蒐集或資訊的取得，尤其災情。

（N15） 

(三) 救災現場，中央應尊重地方而不宜過度介入 

有受訪者表示，救災現場有時會因中央與地方溝通不良而出現不同調

的情形。中央可能因擔憂地方政府的應變能力，頻頻下指導棋，但最能掌

握災區狀況的卻是地方政府。為了避免現場指揮混亂，中央與地方在事前

應進行溝通協調，也就是在地方功能未喪失之前，中央不宜過度介入，畢

竟地方比中央還了解第一線的情況（N1、N13、N16）。 

中央指揮辦案這樣，那其實就很危險，也很容易造成中央和地方

之間，在節奏上不一致。（N1） 

(四) 基層地方首長缺乏協調與決策力，承辦人員欠缺經驗 

雖然《災防法》規定在第一線的鄉鎮市長為法定指揮官，但鄉鎮市長

由於欠缺協調大量資源（軍方和民間團體支援）的能力與經驗，故決策能

力薄弱，需事事請示上級（縣府）。 

鄉鎮區公所本身的能力跟決策，沒有辦法下決策，也沒有能力去

支援，可是問題是在災害現場，應變是他們，他們卻沒有辦法有

效地回應需求跟問題。（N14） 

此外，第一線承辦人員也因是兼任，對相關業務法規不熟悉，以至於

參與救災的組織對其難以建立信任感，而影響救災的協力運作（N3）。 

相關業務的承辦人員都是菜鳥，能更留下來的，然後累積經驗的人

真的是少之又少，因為通常都是你碰一次之後大家都覺得這真是

個坑啊，我要趕快跑……趕快調單位。（N3） 

(五) 政府對民間的信任不足，未能給予應有之尊重 

有受訪者認為，政府部門應意識到自身的有限性，適時下放權力，並

對非營利組織給予應有之尊重，而不是擔心民間組織會搶去政府部門的風

采（N2、N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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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雖然有這些能力，可是政府應該釋放這些權力出來……那政

府必須要去意識到他的有限性。他如果很驕傲就沒辦法；他如果

很謙虛就有機會……而不是擔心民間去搶了他的工作，這是心態

的問題……會有信任那種的不足。（N2） 

如果要運用民間的力量，尊重專業然後互相的交流……民間的

NGO 有它的主體性。（N11） 

另有受訪者表示，有些地方政府對於民間團體並不是很友善，尤其是

事前沒有太多合作關係的團體，或是草根性、小規模的團體（N3）。 

(六) 緊急災難資源管理系統有待建立 

幾乎所有受訪者都提到，由於政府尚未建立災區管制與管理制度，如

救援管制體系、物資捐贈制度、物資分配與調派制度等支援系統與流程，容

易導致災區混亂與資源重疊浪費情形（N2、N3、N4、N6、N9、N10、N12、

N13、N14、N15、N16、N17）。 

基本上物資是一個災難……物資這樣的捐助其實對救災幫助不

大。（N15） 

災區管制……政府現在還在學，還在練習，但實際的情況就是通

常沒在做，真的要看地方政府的魄力。（N3） 

四、非營利組織參與救援經驗的反思：政府應有的角色 

那麼，如何才能使非營利組織與政府在緊急救援時的協力更加順暢？

受訪者認為，雖然政府在災難管理中應扮演主責的角色，但仍應意識到本

身能力的有限性，積極和民間團體合作。很多受訪者都強調，在準備和緊

急救援階段，政府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N6、N12、N13、N14、N15、N17）。 

(一) 準備階段 

在準備階段，中央方面除了規畫與制定相關防災政策，建構機制（如

通報系統）外，還應著眼於督導、評鑑，促使各級政府會依《災防法》進

行演練並改進（N3、N4、N14、N15），同時應著手相關研究調查，進行防

災推廣教育（N6、N10、N11、N14、N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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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中央跟地方政府兩者感覺是沒有太大的問題，但是地方政

府對鄉鎮公所盯得夠不夠緊，鄉鎮公所做得做不起來，這部分我

是覺得目前做得比較模糊的部分！（N4） 

備災階段可以去做一些教育推廣，讓大家具有這個防災的意識跟

觀念跟應變的能力，我覺得這個都是政府……可以去做政策性、

去做強化的，像政策的建立。（N14） 

至於地方政府可以建立區域備災（N2）。不少受訪者表示，政府部門

應在平常的準備階段就多與非營利組織互動與溝通，瞭解各組織的專長、

所擁有的資源，才能建立信任關係（N1、N2、N7、N9、N10、N11、N14、

N16）。 

另外，有受訪者認為，因為災防演練的成效未必顯而易見，甚至直接

反應在選票上，故我國在災防演練部分並不是很確實，有些時候即便有演

練，也是各自做各自的像大拜拜，而鄉鎮公所的防救災能力更是令人擔憂，

亟待加強（N1、N4、N12、N17）。 

演練這件事情，其實政府沒有思考，因為他沒有票……我們花太

少時間，跟太少人力跟錢在做這個準備的事情。（N17） 

(二) 緊急救援階段 

多數受訪者都認為，政府在緊急救援階段的角色是責無旁貸的，尤其

在前半段應該避免混亂的產生，扮演統籌調度和指揮者的角色，並發揮有

效率且有秩序的管理功能（N1、N4、N6、N11、N13、N14、N17），才能

獲得非營利組織的信任。 

政府的主導角色真的很重要，他們確實要怎麼去統整這些服務、內

容，比較整合性有關於災變……其實在那過程裡面有時候大家都是

一窩蜂，如果沒有主導單位做盤點、分工，反而有時候會加深現場

混亂。（N6） 

根據《災防法》的規範，中央和地方的權限早已畫分清楚，即使在緊

急救援階段，除非災害程度已超過範圍，否則仍應以地方政府為主，由其

扮演指揮官角色，並需充分掌握災情、訊息與資源（N16、N17），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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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和地方我覺得還是會掌握最主要的訊息，他不會讓訊息整個很發散」

（N17），統整所需服務內容（N6），結合民間資源（N14），同時扮演溝通

協調者角色（N1、N5、N11、N15），受訪者表示：「結合民間資源，畢竟

民力還是很主要的一個災區可以提供服務的單位」（N14），以避免不同組織

之間因經驗或價值信仰差異而產生衝突，破壞信賴關係，影響救災成效。 

(三) 重建階段 

重建階段是一個重要且長期的工程，政府應著眼於長期效果，而非僅

重視短期效應。此時，在緊急救援階段政府和非營利組織所建立的信任感、

溝通協調管道與資源分享機制等協力關係都會延續到這一階段。因此，部

分受訪者表示，政府需致力於公共政策領域，扮演政策制訂者角色，如制

定特別條款作為因應等，畢竟這部分是民間部門所無法涉入的（N8、N12、

N13、N14、N15），如： 

政府要做好他重建的所有政策跟細節跟執行步驟的一個制訂。

（N8） 

每次大型災害的復原重建，公部門的這些政策措施會是很大的一

個關鍵……譬如說莫拉克就有些特別條款的因應，這些東西就是

要公部門本身來扮演，民間才有辦法在合法，然後可以發揮的地

方去發揮。（N14） 

但非營利組織卻可以透過溝通協調管道將災民真實的需求傳達給政

府，以利政策的制定或協助整合相關專業技術與資源。由於重建和恢復階

段所花費的時間比較長，有受訪者表示，政府可以擔任協調者角色，不僅

是各政府部門間的溝通協調，如土地取得等，還包含與民間團體間的協調，

以盡速排除障礙（N3、N15）。 

不同區域的重建可能他們會委託民間團體處理，比如說有些是給

，有些給□□，有些給△△，那政府在這當中必須要扮演比較

好的協調。（N3） 

或是扮演監督者的角色，如：「監督這個民間團體是不是有站在災民的

角度」（N3）。但也有受訪者表示，受到制度或政治因素影響，政府在此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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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成效比較有限，甚至落後民間團體（N11）。 

(四) 恢復階段 

值得注意的是，多數受訪者並未提到政府在恢復階段政所扮演的角

色，顯示我國政府在此階段的角色似乎較為薄弱、不鮮明，反而依賴非營

利組織的協力，在溝通協調、信任關係、資源整合方面扮演補充性角色。

有受訪者表示，在恢復階段，政府不一定要投入大量資源，但至少應該持

續關注災區復原情形，受訪者 N6 表示： 

他不一定是要投入很大的資源，但至少要讓人民知道這件事情，

其實你一直都有在關懷或是我們在這部分可以再怎麼努力，不是

只是跟單位間的對話而已。 

應重視整體資源分配，同時著眼於培養社區居民的能力，協助社區居

民獨立，故應扮演整合者和培育者的角色（N8、N11、N13、N15）。另一

方面，在恢復階段，政府也應該扮演教育民眾強化防備災觀念（N13）。 

最後，作者整理非營利組織與政府在災害防救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如

表 2 所示。 

表 2 非營利組織與政府在不同階段災害防救階段之角色 

 非 營 利 組 織 政 府 部 門 

準 備 階 段 教育、倡議 教育、監督 

緊急救援階段
初期：救援（有專業者） 
後期：後勤支援 指揮、調度、溝通 

重 建 階 段 硬體設施重建、軟體生活與心理重建 政策制定、溝通協調 

恢 復 階 段 宣導、培力、工作重建 整合、培力、教育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五、非營利組織的期許：承平時期政府應有之作為 

相較於緊急災難發生時的急迫性、不確定性，政府在承平時期若能有

具體作為，應會比災難來臨時才進行串連更有效果。作者整理相關受訪者

的意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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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與組織建立交情、加強對話，維繫關係，分享訊息（N1、N2、N3、

N4、N6、N7、N8、N9、N13、N14、N16、N17），如定期舉辦訓練

課程、召開防災會議或演習，建立正式與非正式的互動關係。 

在人際關係維持上面，是一個可以建立彼此互信或互挺的感情。

（N4） 

2. 整理 know-how，建立制度與 SOP，如志工募集和訓練制度、物資募

集制度、災後經濟重建制度、民間參與制度等（N2、N4、N9、N10、

N12、N14、N17）。 

其實臺灣的志工能量非常大，而且我們自己也很願意成長，政府

只要再加一點點力量就可以了……整個中央的政策上，要不要訂

立一個有利於志工發展的環境、制度。（N9） 

3. 加強災害意識教育，定期舉辦防災演習（N4、N9、N10、N12、N13、

N14）。 

土石流的區域，那是不是到了成災了之後再來做救援？…所有的

事情都是防患未然。（N12） 

4. 災害經驗的深耕與傳承（N2、N4、N8、N13）。 

救災的那些經驗心血沒有去傳承、訓練是很可惜。（N13） 

政府在救災的時候都是臨時組成的。那就在完成之後他們就領表

揚，升到別的部門，不會在掌理這個業務了……他們的經驗能不

能承襲在下次大災難……這樣會讓政府的救災的能力能量會慢慢

的跟 NGO 就會越來越脫離。因為 NGO 越來越強，越來越有經驗，

但政府都一直是新的……。（N8） 

5. 建立資訊平臺（N7、N9） 

那個資訊平臺，搭建起來是蠻好的。災難發生的時候……我們知

道說我們什麼時候參與，什麼時候介入，然後我們該提供什麼。

（N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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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定期盤點並整合資源（N4、N11、N14、N17）。 

資源盤點，然後互相更新資料。（N4） 

盤點說如果我們到底發生什麼災的時候，需要多少錢，什麼樣的

規模需要多少錢的錢來救災的這件事情。（N17） 

7. 建立災害防救的專責機構，可以考慮仿效美國成立類似災害總署

FEMA 的專責機構，除了在緊急救援時期可以發揮領導統御和溝通

協調功能外，在平時還能成為災害管理的執行機構（N2、N5、N16）。 

因為專責他才能把業務做深、做廣……臺灣應該是要建立一個專

責的機構，比方說它可能是災害救濟總署……才有效能夠發揮他

應該發揮的效果，他能夠調度所有可能的資源而不是協調。（N5） 

應該建立一個好的災變制度，像大家都覺得應該要有個 FEMA，

可是在臺灣就因為政府改造，他們就說不要疊床架屋。災防辦公

室是學術性的組織，是國科會下面的計劃，他們跟民間根本就沒

有來往……沒有實作經驗，就是一個幕僚單位，而不是執行單

位……當然美國的 FEMA 也經過一些變遷，是不容易，可是我們

也該慢慢學學，在臺灣其實很多事情做起來比起美國還要容易，

因為我們沒有那麼大……。（N16） 

伍、分析與討論 

研究指出，我國非營利組織與政府的協力主要是建構在契約性的委託

關係上，也就是政府透過契約提供經費，由非營利組織代為執行的一種協

力模式（林淑馨，2016：108-109；2018：23）。在此模式下，雙方的權力

關係並不對等，政府對財貨和服務供給具有主導權，而非營利組織僅能忠

實執行政府所指定的服務。然而，在災害防救過程中，非營利組織與政府

的協力早已跳脫出上述的契約關係，而在無規範的情況下進行。因此，雙

方如何培養默契、建構良好的協力關係則攸關整體的救援成效，以下乃分

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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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緊急救援過程中協力關係的變化：從「混亂」到「較有系統」，

但「友誼網絡」仍有強化的空間 

九二一地震發生時，由於是臺灣近百年來罕見的大災難，中央與地方

皆缺乏應變經驗，原本在緊急救援過程中應是主力的政府部門，中央方面

因平時疏於對災難因應的準備，而地方政府對救災更是無能為力（呂朝賢，

2002：59），僅能依賴具有國際救災經驗的非政府組織擔負緊急救援工作，

而在地的非營利組織則進行賑濟與關懷，雙方的協力關係並未建立，故呈

現多頭馬車的混亂狀態，也造成資源的重疊與浪費。之後雖然政府制定《災

防法》，希望建構災害防救體系，但因條文中並未列出地方政府於不同階段

應負責的具體事項，加上各級政府對災害防救的認知與態度，以及個別災

害防救能量的不同，因而影響緊急救援的應變能力。 

從訪談結果得知，非營利組織與政府在緊急救援過程的協力關係從九

二一地震時的「混亂、無章法」與「無經驗」，逐漸發展到八八風災時的「較

有系統」9 與「較有經驗」，且幾乎所有受訪者都認為雙方的關係在「進步

中」。當然，災害規模、類型以及非營利組織的類型和經驗等都會影響雙方

的協力關係。其中最大的轉折除了《災防法》的制定，確立我國三級防救

體制外，應歸功於非營利組織救災經驗的累積，以及平時藉由承接政府委

託業務所建立的信任關係，與在此基礎上所產生的資源與資訊共享，從而

發揮互補成效。從訪談發現，從初期的九二一、桃芝、賀伯、八八風災，

甚至是近期的花蓮地震，幾乎所有受訪組織在參與緊急救援時都是基於組

織使命為出發點，漸進向外擴充相關服務對象，從而確立自身在救災過程

中的定位與所應扮演的角色。因此，即使緊急災難發生時，非營利組織和

政府之間沒有契約規範，也沒有權力義務關係，但在「救災」這一共同目

的下，透過平時所累積的信任與默契，降低協力過程中的交易成本和不確

定性，雙方在緊急救援的協力依然得以運作。 

                                                                                                     

9 雖然受訪者多數肯定政府部門在八八風災的努力與進步，但仍有研究指出，災難發生

當時，救災資源無法迅速調度，因而導致救災物資、專業人員與技術等相關應變措施

稍顯重複與浪費，顯示政府部門與非營利組織在災害防救之溝通不足（黃忠發等，

20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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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種非正式的協力關係並不穩固。尤其對於天然災害頻繁的臺

灣而言，倘若每次災難過後好不容易建立的關係網絡或平臺就各自解散，

當再次發生災難時，除了需花費時間重新協調各組織與整合資源外，之前

的經驗與關係網絡恐已消失，加上平時缺乏對防救災議題有共同的對話與

交流，實無法累積並強化災害防救之協力關係，而部分受訪者（N2、N4、

N8、N13）也提出這項擔憂。如參考 Kapucu 與 Hu 於 2016 年所提出的「備

災網絡」（disaster preparedness networks）、「災害應變網絡」（disaster response 

networks）和「友誼網絡」（friendship networks）三種應急管理網絡發現，「友

誼網絡」乃是指涉這種非正式的協力行為，也就是非正式的網絡。由於非

正式的網絡傾向於長久建立，會鼓勵網絡內的成員共享資源（轉引自王俊

元，2019：70）。目前我國非營利組織雖有透過相互支援協定、聯繫會報等

方式與政府在災害防救上建立合作關係，但因參與的組織多限定在知名度

較高、規模較大者，平時大部分組織鮮少在災害防救訓練、人才培育上與

政府有互動關係。因此，若欲提升我國整體災害防救能力，實有必要強化

政府與民間此種非正式、友誼網絡的關係。但此種關係的建立，並非基於

「交易」基礎，而是藉由平時的經驗分享與互動、防救災演練來強化由下

而上的關係，同時建立平時資訊交流與對話機制，才能增強非營利組織對

政府災害防救協力的瞭解與信任，提升雙方的互動品質，降低緊急救援過

程中容易引發的組織溝通協調衝突問題。 

二、非營利組織參與災害防救的協力經驗分析 

由前述文獻整理得知，「溝通與協調」、「信任」、「資源」三項為影響災

害協力的關鍵因素。以下乃從非營利組織的協力參與者角度，藉由其參與

經驗，分析強化協力關係的作法如下： 

(一) 建立雙向多元溝通協調機制，以強化防救災體系的運作成效 

由於政府部門與非營利組織原本就是擁有不同經驗、組織文化與價值

信仰的參與者，因此溝通協調被認為是提升協力成效的重要作法。從訪談

結果得知，多數受訪者認為，相較於縣市政府，鄉鎮公所的聯繫會報功能

顯得薄弱。儘管救災期間與政府的溝通情況大致良好，但也僅是透過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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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報單一管道來達到大原則、大方向的「報告」目的（N3），其餘就是依

賴平時的業務委託關係與經驗所累積的默契，顯示政府對於溝通協調的認

知，與非營利組織實際參與救災協力經驗的感受是有所差距。換言之，倘

若該組織因服務特性（如非社福型組織）或規模較小平時沒有承接政府的

業務，恐怕難以在短時間內和政府建立良好默契與信任關係，加上制式且

單一的溝通管道，可能會影響組織之間正確訊息的傳遞，此乃呼應了

McEntire & Dawson（轉引自張鎧如，2018：87）所言，由於缺乏災前的連

結，組織無法在平時熟悉彼此的防災技術與能力，從而降低救災的成效。 

除了災前連結，訪談結果也顯示，在緊急救援和重建階段溝通與協調

的重要性。為使組織或相關人員能拋棄本位主義與專業偏執，強化組織之

間的相互配合，不僅是政府各部門之間需要溝通協調，政府和民間團體、

災民的溝通協調更是不容忽視（N9、N10、N15），例如在重建階段政策的

制定與執行之宣達或是相關限制的說明等。此時，除了可以透過公開網站

來達到溝通的目的（N2、N4）之外，如有組織扮演中介者角色，扮演傳達

非營利組織對資源的需求訊息給相關政府部門，或是扮演資源分配與協調

角色（前者如八八水災時的臺灣紅十字會，後者如八八聯盟），應能提高溝

通協調的成效。當然，若能於平時就建立有效溝通協調機制，應更能提高

非營利組織主動參與協力意願。 

(二) 信任僅奠基在方案承接上，難以累積深厚的信賴關係 

信任是協力的關鍵要素，可以降低組織互動的複雜性和交易成本，解

決溝通協調的困難與阻礙，甚至左右協力的成效（謝儲鍵等，2016：79、

98）。如參考近期的實證調查發現，我國僅有半數的非營利組織曾參與政府

的協力，而在協力關係中，以短期契約為主的「委託」模式占三分之一，

卻藉由每年多次的互動頻率來彌補因委託而帶來的低度信任（林淑馨，

2016：115-116、138-139）。事實上，從訪談得知，多數參與救災的非營利

組織也是透過平時承接委託方案，和地方政府保持互動並建立關係，但此

種關係卻因非建立在災害防救的基礎上，協力者對於彼此擁有的救災資源

與能量掌握有限，政府對於未曾合作過的非營利組織缺乏信任感（N2、

N11），而非營利組織對於如何參與政府的救災事務也可能感到陌生且有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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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即便是有承接政府方案經驗的非營利組織也表示，信任關係是日常的

累積，組織間的關係要定期聯繫（N1），但因基層地方政府的承辦人員多

屬兼辦性質且流動頻繁，加上災害防救協力經驗未能檔案化與傳承，好不

容易建構的信任關係就難以維繫。 

基於上述，由於政府是緊急災難發生時的領導者，除了平時在｢量｣的

考量下，將非營利組織等民間部門納入防救災體系之外，若能在準備階段

著手規劃防災計畫（例如建立 SOP、災害地圖，整理 know-how）或進行資

源盤點時，皆能廣邀非營利組織共同參與籌備，應可以增強對彼此專長與

擁有資源的理解與認識，達成互惠平衡的協力關係。更積極來說，政府若

能以長期方案的「技術合作」培力方式，和非營利組織維持災害防救的協

力關係，對非營利組織定期進行人員培訓，並制定一套標準流程，以提升

其反應能力，增強雙方的相互理解和平時連結，最終將能累積信任關係與

默契。 

(三) 協力雙方雖各自擁有資源，卻缺乏有效的整合管道 

政府雖然是災害防救的指揮者，但由於非營利組織具有彈性、效率、

專業知識、服務輸送能力與行政後勤支援等能力，在緊急災難發生時可以

彌補官僚體制的僵化與資訊的不足，如能透過協力關係分享彼此欠缺的資

源，應能降低災害所帶來的衝擊。訪談發現，部分受訪者指出，事前有無

建立網絡基礎，瞭解彼此既存或是潛在資源，以及各自專長，是攸關資源

分享程度的重要因素。所以，即便在歷經兩次大型災難後，政府已經著手

進行災害資源整合，並與部分民間企業簽訂開口契約（N6、N9、N10、N15）

或是與非營利組織簽訂合作意向書（N4），以備不時之需。但若對照受訪

者所提及，政府應在平時有「整理 know-how、建立制度、SOP，或是災區

管制與管理制度、災害經驗深耕」等作為，卻在九二一地震發生至今已經

二十年依然難以有效回應，顯示有效資源整合仍是政府目前需努力之處。

加上幾乎所有受訪者皆憂心，一旦緊急災難發生，由於相關支援或管理制

度尚未建置完全，容易出現非營利組織雖然提供許多救災服務，但卻發生

地方政府的後勤支援系統和流程建構相對缺乏的情形，以至於阻礙救災成

效（N2、N3、N4、N6、N9、N10、N12、N13、N14、N15、N16、N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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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解決上述困境，部分受訪者建議可以考慮設立災害防救的專責機

構（N2、N5、N16），除了在救援時期可以發揮溝通協調的功能外，在平

時還能進行災害管理並整合資源。但事實上，行政院於 2010 年成立災害防

救辦公室，惟因其性質屬於幕僚而非業務機關，雖為常設單位，所扮演的

角色偏向協助防災政策執行、督導考核與支援；加上受限於層級，難以發

揮跨部會指揮調度、橫縱向溝通與整合功能。作者認為為求事權統一，並

解決各部會災害應變專業不足及缺乏整合應變能力的問題，可以考慮在中

央設置具有統籌、指揮調度與協調權限（例如指定災防政務委員負責）的

跨部會災防專責機構。由於災害的威脅是持續的，如果將災害管理侷限於

傳統的救災作為上，任務編組的做法或許就可應付，但若將其視為是長期

性的規劃與管理過程，臨時性機關與人員，除了人員流動性高，經驗不易

累積傳承外，在制度、法令等之建置，以及任務行動上的指揮、授權、應

變整合，恐怕都有限制。 

若對照受訪者的實務經驗發現，專責機構設立的意義除了在緊急救援

時期能發揮統合、協調與調度的實質功能，避免指揮系統混亂外，更重要

的是災害管理是持續性工作，需長時間規劃與執行，尤其是防救災經驗的

累積與傳承（N2、N3、N5、N8、N10、N14、N16、N17）。以目前政府推

動的防災政策為例，有內政部消防署推動韌性社區防災士與企業防災政

策、經濟部水利署推動的水患自主防災社區，以及農委會水保局推動的土

石流自主防災社區等，名稱雖異但防災概念相同。如能整合在一專責機構

下，則可以降低疊床架屋情況的發生，平時即透過風險管理的方式，將非

營利組織、民間企業，甚至是災害志工都納入防救災系統，要求各縣市、

鄉鎮公所基層地方政府定期召開區域聯繫會報，舉辦災防教育與演習，藉

此結合各地防救災資源，熟悉彼此的防災知識、技術與能力，不但能建立

信任，還能加強協力動機的正當性。另外，有鑑於地方政府的後勤支援及

行政援助系統較為脆弱，如何有效動員及整合政府民間資源，則是今後地

方政府所需面臨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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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結語：非營利組織參與 
災害防救協力的課題 

整體而言，由實證結果得知，我國非營利組織參與政府災害防救的協

力關係從九二一地震時，彼此對擁有資源無法有效掌握，缺乏信任感和有

效溝通協調的管道，到八八風災以及近期區域型地震時所展現出的協力品

質與效率，在在都顯示雙方的災害防救協力關係是在逐漸提升。過程中各

自檢視本身的角色並盤點資源，透過制度（如聯繫會報）增強溝通協調，

也藉由平時的業務委託累積信任與默契。因此，在緊急救援時，非營利組

織與政府之間雖非為從屬的契約關係，但在共同救災的目標基礎上，組織

基於公益使命與特性，會自發性積極參與。當然，非營利組織也從參與災

害防救過程中獲得政府重要資訊與相關資源，藉以達成組織使命、提升自

身的知名度並建立專業形象，同時建立關係網絡，部分組織甚至因而承接

後續的專案委託。在本文最後，作者試分析我國非營利組織參與災害防救

協力的課題如下： 

一、組織類型、規模與知名度限制協力網絡成員 

雖然由前述可知，非營利組織在災害管理的每一個階段皆可扮演角色

和發揮影響力。但事實上，承平時期有機會獲得防救災演習、聯繫會報訊

息的非營利組織，以及緊急災難時期參與救援者幾乎都是全國、大型且知

名度高的組織，至於地方、小型、知名度較低的組織或許也有可能參與救

援或是災後重建工作，但因為能力較弱，知名度不高，較難得到政府的信

任，業務主管機關的態度也不積極（N3、N4），參與災害防救協力的機會

明顯偏低。10 

若探究其原因，乃是由於我國非營利組織與政府在緊急災難的協力關

係是奠基於平時的業務委託過程中所累積的信任與默契，且以大型社福型

非營利組織居多。然而，在災害防救的四個階段中，除了緊急救援初期會

                                                                                                     

10 類似的研究結果在張鎧如（2018：102、112）的論文中也有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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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定具有救災專業性質的組織參與外，在其他階段中不同類型與規模的組

織應都有其可扮演的角色與發揮之功能，如文教型非營利組織與教育機構

關係良好，在準備階段可以發揮教育與倡議功能；又如宗教型非營利組織

有較強資源動員與整合能力，在緊急救援與恢復階段可以發揮後勤支援、

設施和心理重建功能。若地方政府能確實掌握在地組織的特性與專長，11 跳

脫以社福型非營利組織為主要協力夥伴的慣性思維，平時即透過定期的災

防協調會、宣導教育或各項演練來交換災害防救的訊息（如專業知識、組

織資源與專長等），經由非正式的協力經驗，強化與在地非營利組織間的交

流，同時也藉機鼓勵小型、知名度不高的組織加入區域協力網絡，應能克

服參與者間的懷疑態度，培養信任感與默契，從而建構長期穩固的水平災

防協力關係。 

二、地方政府應急行動的組織能力不足，限制協力成效的發揮 

研究發現，無論非營利組織的規模大小或救援能力強弱，幾乎所有受

訪者都一致認為緊急災難發生時應以政府為主體，建立指揮及調度系統，

而非營利組織僅能扮演後援、配合的補充性角色。但事實上，回顧歷次的

緊急災難處理經驗卻發現，我國縣市政府因整體經費不足，多以臨時編制

設置災防辦，且多半由消防單位負責，缺乏專責單位與專職人員。而消防

局處因其業務性質，平時雖與具有搜救功能的非營利組織（如紅十字會、

搜救總隊）有互動，但和其他非營利組織的往來則明顯偏少，不僅雙方信

任關係薄弱，也欠缺溝通管道，導致災難發生時位居第一線的地方政府原

本應扮演指揮協調的角色，卻可能因能力與經驗不足無法掌控全局，以致

於需靠民間團體組成聯盟或由較有經驗的民間組織來協助指揮運作，甚至

扮演調度與溝通協商的角色，充分顯示出地方政府的準備不及與應急行動

的組織能力不足，緊急應變功能明顯不彰。此種情況也同樣發生在各階段

災害管理中（如地方政府在準備階段應盤點資源與建立平臺、重建階段應

針對現況或災區所需制定特別條款，恢復階段則應持續關注災區，扮演整

                                                                                                     

11 如有受訪者（N1）指出，多數宮廟雖屬在地性、小型組織，但卻擁有充裕的經費與動

員在地資源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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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和培育者角色等），從而影響非營利組織對災害防救的投入，特別是在

地、小型的組織原本與其他成員就沒有太多的互動，彼此間缺乏默契和信

任基礎，容易在過程中無所適從，阻礙緊急救援協力網絡的有效運作。 

作者認為，不同於短期的契約協力，由於災害防救的參與主體是自主

的，成員之間的關係需要靠長期的維繫，如共同分享資訊、參與訓練，才

能發展出前述的友誼網絡，培養出信任互賴的關係，降低緊急情況下容易

產生的溝通協調衝突。因此，地方政府即使因專業、財務和人力短期內無

法設立專責單位負責防救災業務，至少應建立包含消防局、社會局等單位

和在地非營利組織在內的跨部門防救災協力網絡，透過平時定期開會、資

訊分享和資源盤點，才能深耕非正式協力網絡，強化緊急應變能力，一旦

需要大量民間資源協助救災時，能夠在短時間內有效率統合相關資源，發

揮協力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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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訪談大綱 

一、 請問貴組織曾參與哪些緊急災難救援活動?和哪些中央和地方部門有

接觸過？整體而言，您認為在發生緊急災難時，非營利組織與政府部

門之間的權責分配，以及溝通、協調情況如何？若是有一平臺或中介

組織來加以整合，您認為是否會有助於雙方協力關係的運作？ 

二、 災難管理一般分為四個階段，分別為「準備階段」、「緊急救援階段」、

「重建階段」與「恢復階段」，請問您認為在此四個階段中，非營利組

織應扮演哪些角色?可以發揮哪些功能?而政府部門（中央和地方）又

應扮演哪些角色？ 

三、 根據您的經驗，貴組織與政府平常是否曾針對緊急災難救援或合作進

行對話或演練交流，以增進雙方的瞭解？貴組織與政府部門間是否建

立信任關係（或如何建立信任關係）？如欲提高非營利組織與政府在緊

急災難時的合作成效，您認為政府在承平時期可以有哪些作為，或建

立哪些制度？ 

四、 根據您的經驗，貴組織在參與緊急救援的過程中，曾遭遇到哪些重大

問題？您認為有哪些部分是政府部門可以事先防範的？ 

五、 根據您的經驗，在參與緊急救援活動時，非營利組織之間的溝通協調

情況如何？是否會因為彼此的同質性，相較於政府部門更容易溝通協

調？若是有一平臺或中介組織來加以整合，您認為是否會有助於雙方

的溝通協調或合作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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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rtnership Experience Between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nd the  

Government in Disaster Management* 

Shu-hsin Lin** 

Abstract 

Services that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NPO) provide can reduce the 
impact of disasters. Their fast paced nature and high mobility can support the 
government when the latter cannot react timely enough to or fulfill public 
needs. They are helpful to local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in the long run, 
and NPOs can be an important partner to the government during times of 
disaster. Therefore, the partnership experience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ing in government disaster prevention is important. 

Partnerships should be discussed based on the stakeholder relationship; 
however, due to the length limitation of this article, this study will focus on the 
NPOs’ views on these partnerships. The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while there has 
been improvements in the NPO and government partnerships during emergency 
rescue, the “Friendship Network” has not yet been established. Also, (1)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communications should be built to enhance disaster 
management; (2) it is difficult to build trust relationships when trust is only 
based on the foundation of case outsourcing; and (3) each body possesses 
resources that lack integration which fail to enhance the disaster support 
systems. Finally, NPOs participating in disaster rescue are indicators of the 
realization of democratic and new governance; however, organization type, 
scale, and popularity limits these partnerships in expa nding their network, and 
the inabilities of local governments limit the effectiveness of partnerships. 

Keywords: Non-profit Organization, Governance, Disaster Rescue, Partnership, 
Disaster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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