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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國自 2005 年起推動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政策，迄今已逾 10 餘載，並有將近

2,500 處據點遍布全國。然而，檢視關懷據點的經營現況，可發現不乏存在經費

高度依賴、自主性受限、專業人力缺乏等困境，其中首善之區的臺北市更存有地

狹人稠、土地空間取得不易之先天限制。若欲提升關懷據點的服務量能，滿足高

齡化衍生的社區照顧需求，使之成為真正落實在地老化、福利社區化的服務單元，

則上述困境亟待突破。以研究者自身實務工作經驗之觀察，關懷據點與政府間之

互動已陷入一種既要期待獲取資源，又欲擺脫限制的兩難，而為解決此一困境，

研究者認為據點應朝提升社區自主經營能量方向努力。 

    社會企業之於組織的意義，在於透過自給自足之財務運作，創造合理利潤並

將盈餘回饋於社會目的，從而擺脫外部依賴，達成永續經營。本研究係透過社會

企業之觀點，以臺北市文山區為例，探討關懷據點是否具備轉型為社企形式經營

之意願、認知等主、客觀條件。研究結果顯示，淵源於政策初衷，關懷據點之經

營理念與社會企業強調之社會目的相契合，在經濟目的的實踐上相對薄弱據點經

營團隊普遍缺乏對社會企業之正確認知，但在理解其相關意涵並反思當前困境後，

據點團隊皆能認同，並願意在具備管理知能、人力素質及社區意識等條件下，朝

社企經營形態的方向轉型。是以，本研究建議未來在政策推動上，可導入社會企

業的概念，找回關懷據點實踐社區自主之初衷；政策支持亦宜由傳統的經費補助

轉向於提供有助於社區自主經營之資源為主，據點本身也可從社企知能學習、社

區意識建構及在地人才培育方面持續努力。 

關鍵字：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社會企業、經營成效、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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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2005, the R.O.C. government has promulgated the community care center 

policy, and currently there are approximately 2,500 such units around the country. 

However, by scrutinizing the management of community care centers, many problems 

such as highly dependent on the public funds , limited freedom and lack of 

professional staffs are revealed, especially in Taipei City where limited space has 

always being one of the biggest constrains. To satisfy the care needs of the aging 

society and make the care centers real service units to fulfill the ideal of ''aging in 

place'' and ''welfare community'', the aforementioned dilemmas must be solved. 

Through direct observation from the researcher’s personal working experienc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are centers and the government face numerous fallacies. Care 

centers need more resources, but also want more freedom of action in implementing 

the national policy. 

 Care management centers need to exercise more control over their facilities. It is 

in this rein, the notion of ''Social-Enterprise'' in the sense of free from dependency on 

the external funding perhaps can bring abou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uch 

organizations could create profits and thus able to realize their ''social goals''. 

 Adopting the concept of Social-Enterprise and taking Wenshan district of Taipei 

city as an example, this thesis aimed at discussing whether the care centers have the 

conditions which allow them to transform into some kind of Social-Enterprises. Do 

they have the knowledge, will, and resources? The research findings demonstrate that 

the care centers mostly carry ''social'' functions, but they are far from holding 

economic motives. Even though many interviewees lack of the precise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Enterprise, members of each center seem willing to transform the 

community care center into some type of Social-Enterprise. Three recommend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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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be extrapolated from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first, injecting the concept of 

Social-Enterprise into the future policies can help care centers regain their original 

ideas of ''community autonomy''. Second, relocate resources to support new ways of 

boosting up the community autonomy i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Finally, each 

center should make efforts in building up the knowledge of Social-Enterprise, sense 

of community and utilization of local experts. 

  

 Keyword: community care, social enterprise,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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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 

    1993年起，我國老年人口占比達到 7%，正式進入聯合國所定義之「高齡化

社會」，至 2014年 6月之 20餘年間，65歲以上人口數更已突破 274萬人，占總

人口數之 11.75％(內政統計通報，2014)。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今國發會)公

布之「中華民國 2012年至 2060年人口推計」報告亦顯示，2018年時，我國老

年人口將達 14%，2025年時更將達 20%，屆時我國將正式邁入「超高齡社會」。 

    由於人口的快速老化，老人照顧及福利服務的議題近年來倍受政府重視，針

對失能老人，有「機構式」、「居家式」及「社區式」的照顧服務資源，而針對健

康老人，則發展「文康休閒」、「樂齡學習」等社會參與服務，最具代表性者首推

具在地服務特色的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係自 2005年起由中央

補助各地社區組織成立，推動 10年以來總計達 2,431個據點，範圍遍佈全國，

除提供社區內有需求之長者(如獨居老人)電話問安及關懷訪視服務外，更重要的

即發展在地的文康休閒方案及健康促進活動。而近年來，隨著老人服務需求的日

趨多元，關懷據點除了既有的初級預防功能外，亦被期待能提供就近之生活照顧，

以臺北市為例，自 2015年起即逐步推動據點升級計畫，鼓勵社區增加共餐天數

及發展臨托照顧等多元服務，希冀讓社區老人不僅能在地老化，還能便利使用在

地托顧，為據點的服務成效創造加值效果。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的推動在我國社區發展工作上深具意義，10 年來的建構

歷程也吸引許多社區工作者投入研究以一窺究竟。由於筆者現任職於臺北市某區

之老人服務中心，工作屬性為社區服務類型，配合政策輔導關懷據點之成立及運

作亦為重要任務之一，故早在任職之初，即試圖從宏觀之政策面向，或微觀之個

別據點經營現況等諸多研究中，整理關懷據點整體之運作面貌，期於與社區單位

交流時，能充分理解實務工作之需求及困境。同時，在據點輔導工作的歷程中，

筆者亦感受到許多據點工作團隊，其實深深受限於經營管理的現實面，在服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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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上僅能跟隨政府單位之「遊戲規則」(如：服務內容規劃、核銷方式)，在缺

乏自主資源的條件下，關懷據點政策彷彿是政府「由上而下」而非由社區主導，

這令研究者不禁疑惑，這樣的推動方式是否能落實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的政策初

衷？ 

    為釐清服務現實面與政策初衷之落差，以下筆者仍嘗試從理念精神、政策推

動─從中央至首都、經營成效等面向整理相關文獻，作為實地研究之基礎。首先

為「社區照顧」的意涵，再次為「我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推動歷程」，包含「社

區發展工作的推動」以及「福利社區化」、「在地老化」等理念對於據點政策的影

響，最後則針對「臺北市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發展現況」以及「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經營成效與執行困境」進行概述。 

壹、社區照顧 

    社區照顧 (community care) 的概念最早起源於十九世紀的英國，當時主要

來自於對機構式照顧的批判，而該詞彙最早則出現於 1930 年英國督導局之年度

報告(Annual Report of the Board of Control)，泛指居住在醫院外的照顧(Busfield, 

1997，引自黃源協，2000)。而隨著時代演進，社區照顧之定義漸趨完整，蘇景

輝(2009)將其定義為發掘並連結正式與非正式的照顧資源，讓這些資源單位輸送

照顧服務給有需要長期照顧的人，使他們能和平常人一樣居住於家中、社區中而

又能得到適切之照顧。 

    社區照顧與「社區」息息相關，「社區」的定義又相當多元，賴兩陽(2002)

歸納社區具備的幾項要素：一定境界的地理範圍、一群人組成的團體、一個以上

的共同活動場所或服務中心、有共同目標、有地緣的感覺與共同意識、有共同的

行為。而如果以社區工作的角度，社區可視為是一個工作環境及互相照顧的網絡，

甚至是影響社會政策的基地(甘炳光等，1996)，但不論是從地理上的分界或是共

同的文化、關係網絡等，黃源協(2000：23)指出對於社區照顧中的「社區」其實

很難明確界定，但若將地理區劃與關係網絡相結合則較有實質上的意義，尤其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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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網絡中的非正式網絡是社區照顧中相當受關注者，社區中的網絡建構緊密，社

區照顧的功能才得以發揮。至於社區照顧中的「照顧」具何意涵？事實上如同「社

區」的概念，「照顧」一詞本身亦有其區域上的意義，即指在何種情境下提供照

顧內容。依據 Higgins 的分類，照顧情境包括「機構內的照顧」、「來自機構的照

顧」以及「居家照顧」三大類型。「機構內的照顧」指的是在社區中的機構接受

照顧，多半為居住型的醫療院所、收容所、護理之家及安養院等；「來自機構的

照顧」則指由機構來提供社區照顧的服務，包含喘息照顧、日間照顧等；至於「居

家照顧」，即屬於社區照顧的最大宗，服務提供者可能是法定或志願組織的正式

網絡，或是朋友、鄰居及親屬的非正式網絡，服務內容包含專業人員之介入服務

以及直接提供身體失能者的照護服務。(Higgins, 1989，引自黃源協，2000)。 

    延續「社區」與「照顧」兩者之內涵，社區照顧發展的主軸是從「在社區照

顧」轉變至「由社區照顧」，它是一個過程，意謂著正式資源與非正式資源間彼

此能量之消長、角色之轉變，社區照顧發展越成熟，社區內的資源便越具備動員

能量，從社區組織乃至於鄰里、親屬等將肩負起照顧責任，政府轉變為補充性及

支持性之角色，較著重於提供到宅的專業及技術性服務。被照顧的對象從機構轉

至案主家庭，因而「居家照顧是社區照顧的基石」(黃源協，2000)，而機構則轉

型為社區照顧的支持資源。 

    以上關於社區照顧的定義以及「社區」、「照顧」兩者之內涵，有助於瞭解社

區照顧關懷據點的設置意義。在理想上，政府與社區組織之角色有所分際，但也

互相支持；政府規劃服務方案，提供經費補助及專業輔導，社區則動員場域內的

空間、人力及各種非正式資源，兩者相輔相成提供社區有需求者就近性、在地性

的服務。關懷據點若欲發揮良好成效，則不會僅止於提供「在社區照顧」的服務，

相對的，社區的各類資源均能充分動員能量，發展照顧服務，成為「由社區照顧」

的成果，政府也因而轉變為輔助支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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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英國的社區照顧 

    英國為最早發展社區照顧之國家，從社區照顧一詞的出現迄今已有超過 60

年之歷史，周月清(2000：27)指出，社區照顧 (community care) 首次出現在英國

官方文件中是在 1957 年的精神疾病與缺陷者法案 (Royal Commission on Law 

Relating to Mental Illness and Deficiency) ，當時主要以身障者為主，但在 50 年代

後期，社區照顧亦逐漸進入老人照顧的領域中。1960 年代前後，社區照顧之對

象主要為「需長期照顧之精神病患者、智障者及老人」，服務內容包含居住服務、

家事服務及日間照護、社區照顧服務等，當時普遍認為社區照顧比醫院之長期照

護更能節省支出，因而自 1970 年代起陸續有關掉醫院之動作，社區照顧乃指將

老人與障礙者之責任移轉至地方政府，提供居住照護、到宅服務、送餐及日間照

護等。而 1980 年代社區照顧更發展為「混合經濟照護」，「在社區照顧(care in 

community) 」等同「由社區照顧 (care by the community) 」，而「社區(community) 」

係指地方政府、非公營組織及非正式照顧系統。當時在柴契爾夫人的主政下，社

區照顧為重要的福利哲學，主要致力於減輕地方政府的服務提供者角色，並試圖

鼓勵更多非正式服務及私有化服務的發展(Griffiths, 1988，引自蘇景輝，2009：

148)。而晚近的 90 年代時期，社區照顧已成為地方政府社會服務局主要之工作

項目，並區分為「健康照護」與「社會照護」，前者由「中央全民健康服務(NHS)」

負責，後者則由地方政府社會服務局負責。有關英國社區照顧在不同時期的發展

重點，可彙整如下表： 

表 1-1：英國各階段社區照顧發展一覽表 

年代 階段 發展重點 

1960 年代

以前 

醞釀期 1.旨在社區中提供社區照顧服務。 

2.鼓勵醫院照顧之病患參與社區生活。 

3.弱勢者回歸社區、精神病患者之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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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顧及老人、兒童之社區服務。 

4.強調精神病患者之非隔離照護。 

5.社區照顧一詞首次出現於官方文件。 

1960 年代 草創期 1.主張精神病患者應離開醫院遷移至社區  

  被照護。 

2.主張醫院服務可被社區服務替代。 

3.居家照護被視為社區照顧方式之一。 

4.社區照顧之目的為節省支出。 

5.「社區照顧替代醫院」出自於健康部門 

   之主張。 

1970 年代 發展初

期─ 

機構教

養院的

替代期 

1.社區照顧成為長期照護之替代性服務。 

2.公部門不斷呼籲發展社區照顧以節省支 

  出。 

3.私部門之居住設施 (residential  

  facilities) 增加。 

4.社區照顧發展為由非專業人員來照顧。 

5.社區照顧指在社區中提供的居住服務 

  (庇護住宅、到宅協助員、送餐及日間照 

  護等)。 

1979-1980

中期 

黑暗期

─ 

變相的

社區照

顧 

1.社區照顧被視為省錢之服務模式。 

2.care by the community 首次出現在官 

  方文件，「who」care 則包含地方政府、 

  非營利或營利組織、家屬及女性。 

3.老人多轉住到非公營之居住之家，身障 

  者並未得到適當之出院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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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央政府與社會服務之預算減少。 

5.地方政府被要求減少直接提供居住服 

  務，轉以到宅服務等替代。 

6.社會工作者由服務提供者變為「管理者」 

  及「把關者」之角色。 

7.服務使用者逐漸被烙印化。 

8.屬中央之健康照護被地方之社會照護取 

  代(針對身障者、精神疾患與老人之照 

  護工作)。 

1987-1990

年代 

改革期

─ 

表裡不

一致的

社區照

顧 

1.服務提供者變為「促進者」、「購買者」 

  或「管理者」。 

2.服務轉變為選擇性並依資產調查結果酌 

  量收費。 

3.社會工作者之角色及功能轉變。 

4.健康單位致力於共同委託工作之發展。 

5.社區照顧與兒童服務預算相互排擠。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彙整自周月清，2000：英國社區照顧源起與爭議 Care in the  

                community：care by the community?，臺北：五南。 

    英國之社區照顧發展歷程，其實與各個時期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現象息息相

關。學者賴兩陽 (2002：117-119) 歸納英國的社區照顧發展趨勢，以多樣觀點進

行分析，首先以動機來看，初期之推動主因在於強調「去機構化」，至 1970 年代

末期則為解決政府財政困難而衍生之福利國家危機；若以服務供給者角度觀之，

為了實踐「貝佛里奇報告書」的理想，1945 年以來主要是由政府擔任服務主體，

但隨著 1973 年石油危機逐漸演變成「照顧混合經濟」；再次以照顧對象而言，從

最初著重於精神病患到逐漸擴及老人及身障者，至晚近時期社區照顧已成為英國

老人社會服務代名詞；而從「在社區中照顧」轉變為「由社區照顧」，以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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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從「個案工作者」到「個案管理者」也是英國在社區照顧推動歷程上所出現

的改變。 

    綜觀英國整體社區照顧推展過程，可知其深受國家社會所處之環境脈絡影響。

社區照顧的起源在於為解決非人性化的機構照顧之社會現象，隨著時代演進，對

於從醫院返回社區之呼籲不再只是鼓勵，而是由政府直接介入，透過立法及政策

推動，加大替代性服務之發展力道，但至後期逐漸演變為節省政府財政支出，精

算服務成本，追求成本效益之藥方。英國之社區照顧發展亦歷經陣痛，主要在於

當初的追求人性化照顧的理想性色彩蒙受陰影，那些返回社區中的身障者及精神

病患並未如預期般獲得適切照顧，反而在節省支出、殘補式服務中被標籤化，導

致社區照顧措施衍生更多社會議題，故而興起改革浪潮。在晚近的發展中，社區

照顧逐漸明確分工，政府致力於政策規畫，並在執行面上將服務委託，服務供給

者逐漸演變為管理及把關、第三方購買之角色，最終更發展出依資產調查，採行

部分付費之模式，社區照顧因而匯集更多民間能量及資源，政府角色亦更加明

確。 

二、我國的社區照顧 

    「社區照顧」一詞在國內首次被實務界引用是於 1994 年的「社區照顧小組」

實驗方案中，用來作為老人及身障者之福利服務方法，且與個案管理 (case 

management) 並用 (周月清，2000：3)。我國的社區照顧發展歷史，某種程度受

到香港實務經驗的影響，1993年 11月於香港首次舉行的「社區照顧與華人社區」

研討會中，國內的學者及實務工作者亦受邀與會，並於回國後在臺北市政府社會

局及內政部社會司的支持下，於臺北市三個行政區推動執行「社區照顧之服務模

式實驗工作」，然而該實驗工作後續因缺乏經費的挹注，僅僅一年即宣告終止(周

月清，2000：3)。 

    黃源協 (2000：277) 在回顧我國社區照顧之發展歷程時，指出在 1960 年代

的社區發展工作內涵與社區照顧並無直接關聯，相關的服務項目直至 198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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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才出現，1991 年的「社區工作綱要」及 1994 年的「社會福利政策綱領」為

首次出現較符合社區照顧內涵之政策，並至1996年底才出現較具體之實驗計畫。

而從1986年至2000年，我國的社區照顧政策發展依序歷經「萌芽期」、「形成期」、

「實驗期」等階段，如下表所示： 

表 1-2 我國各階段社區照顧政策發展一覽表 

年份 階段 相關政策 推動內容 

1986- 

1990 

萌芽期 1.臺灣省社區發展 

  後續第二期五年 

  計畫 (1986) 

建立社區福利服務體系、加

強福利服務工作：以兒少老

殘貧及急難家庭等，辦理各

項福利服務。 

1991- 

1995 

形成期 1.社區發展工作綱 

  要 (1991) 

2.臺灣省現階段社 

  區發展工作實施 

  方案 (1992) 

3.社會福利政策綱 

  領 (1994) 

4.社區營造政策綱  

  領 

1.老人福利：成立長壽俱樂 

  部、居家服務。 

2.臺北市針對老人及身障 

  者推行四個社區照顧實 

  驗方案 (首次以社區照 

  顧為名)。 

3.「福利服務社區化」的提 

  出及「居家照顧」服務網 

  絡之建立。 

4.發展社區福利安養。 

1996- 

2000 

實驗期 1.推動「社會福利社 

  區化」實施要點 

  (1996)。 

2.推動「福利優先 

  區」實施計畫 

1.實施要領包括「落實社區 

  照顧」，為該詞彙首次出 

  現於中央政府官方文件。 

2.在宅服務及日間托老、居 

  家服務被列為重點補助 



9 

  (1996)。 

3.推動社會福利民 

  營化實施要點 

  (1997)。 

4.社會福利三法：老 

  人、身障、社會救 

  助法 (1997)。 

5.老人安養服務方 

  案 (1998)。 

  項目。 

3.社區照顧服務項目列為 

  民營化之要項。 

4.規劃設置社區居家服務 

  支援中心，主張以社區照 

  顧方式提供老人照顧。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彙整自黃源協，2000，社區照顧─臺灣與英國經驗的檢視。臺北： 

                揚智文化，頁 277-286。  

     

    至於 2000 年起，社區照顧發展逐步強化了「在地老化」的概念，首先選擇

「嘉義市」、「三峽」、「鶯歌」等地進行社區長照體系建構的實驗工作，企圖透過

家庭照顧功能的強化，使受照顧者得以延長居家照護的時間。其後的 2002 年至

2003 年間，陸續又推動了包含以特殊群體醫療照護的「新世紀健康照顧計畫」

以及「照顧福利服務及產業發展方案」，此階段的政策目標主要為結合社區民間

資源營造社區服務，並透過照顧管理機制的建立、照顧人才培訓讓照顧服務逐步

朝向專業化 (內政部，2007) 。 

    2007 年起我國的社區照顧提升至另一層次，在高齡、失能者照護需求倍增

趨勢下，「長期照顧十年計畫」正式展開，其內容包含了居家服務、日間照顧、

家庭托顧、居家護理、居家及社區復建、老人餐飲服務、喘息服務、輔具租借、

機構照顧服務等，蘇景輝 (2009：162) 指出，除機構照顧服務 1 項外，其餘皆

可歸類為社區照顧之項目，而該計畫亦期望透過「引進民間參與」之實施策略，

由政府提供社區服務營運所需之財源，建構多元而完整之社區照顧網絡。至 101

年止，長照十年的服務量體統計如下表所示： 

    目前的長期照顧服務，明顯以「居家服務」、「餐飲服務」以及「交通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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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依服務的樣態言，符合 Higgins 關於社區照顧的分類。而在推動的成效上，

有超過 8 成的服務使用者認為能減輕家庭照顧負荷(內政部，2011；轉引自簡慧

娟、莊金珠、楊雅嵐，2013：10)，但同時也面臨了「服務體系輸送的地區差異」、

「照顧人力不足」、「經費財源挹注無法一次到位」以及「缺乏宣導認識與使用者

付費觀念薄弱」等挑戰。(簡慧娟等人，2013：10-12) 

表 1-3 長期照顧十年計劃服務統計一覽表 

單位：人次 

項目  

       年度 

97 98 99 100 101 

居家服務 22,305 22,017 27,800 33,188 37,985 

日間照顧 339 618 785 121 1,483 

家庭托顧 1 11 35 62 110 

輔具購借及居

家無障礙環境

改善 

3,734 4,184 6,112 6,845 6,240 

老人營養餐飲 5,356 4,695 5,267 6,048 5,284 

交通接送 7,232 18,685 21,916 37,436 46,171 

長期照顧機構 1,875 2,370 2,405 2,755 2,720 

合計 39,842 52,580 64,320 87,547 105,333 

   資料來源：內政部，2012。 

    我國的社區照顧現今仍處於發展擴充階段。在最早期的概念啟蒙階段，主要

受香港的影響，而香港的社區照顧亦受其殖民政府英國所影響，故我國的社區照

顧之理念背景在與英國歷史經驗中之「去機構化」觀點上，亦出現類似的界定：

社區照顧是以需要長期照顧者為對象，偏好以機構外的照顧替代機構式的照顧，

即使必須在機構內照顧，也避免「全控機構」(total institution)，並且尊重受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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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本身的意願及需求，導引融入社區之中，喚起社區民眾參與，俾能建立關懷的

社區 (賴兩陽，2002：28)。然而在實際執行的層面，蕭文高(2007：24)釐清了我

國的社區照顧形成，其實並未具強烈的去機構化傳統，而是為回應社會需求，並

調整在整體社區發展工作上所遭遇之瓶頸。故 1996 年所公佈的「推動社會福利

社區化實施要點」可視為我國社區照顧上首次提出的具體政策，因而後續進一步

以「社會福利」及「社區發展」交互融合之方式，在全國各地辦理實驗計畫。 

    回顧我國社區照顧之進程，黃松林 (2005：9-10) 指出了許多有別於先進國

家發展之情況，我國的社區照顧在服務目標上，不必然強調專業服務，而是強調

非正式照顧之傳統力量；在服務範圍上，休閒育樂、安養、養護等福利服務均包

括在內，但卻較少醫療福利服務；在服務範圍上，臺灣之「社區」較屬於一種區

域，範圍較明確，並以家庭或社區組織為服務供給者。在服務人力來源上，多仰

賴志工，少有社工專職人員或有給人員，故服務持續能力、服務品質及數量均難

以掌握；在市場機制上，以強調家庭社區的重要性及非正式照顧為主體，力求減

少公共預算的支出。以上分析，恰為目前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的整體面貌：社區劃

分、健康促進等初級預防服務為主、仰賴志工人力及非正式照顧體系，故關懷據

點在我國社區照顧政策之推展上有其代表性的意義。 

貳、我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推動歷程 

    2005 年 5 月 18 日，行政院通過了「建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實施計畫」，提

供了地方人民團體發展在地老人服務的政策資源，自此關懷據點在各地如雨後春

筍般出現。該實施計畫從規劃到實行，有其發展背景，它包含了社區發展工作的

推動以及福利社區化的興起等。 

一、社區發展工作的推動 

    社區發展是社會福利推動工作上的重大環節，1965 年行政院公佈之「民生

主義現階段社會政策」為我國社區發展政策之始。1968 年頒布之「社區發展工



12 

作綱要」指出社區發展為有計畫的動員區域內之人力、物力並配合政府各部門之

施政計畫及財力支援，以改善區內人民之生活條件、生產效能、生活環境。當時

社區發展著重於「基礎工程建設」、「生產福利建設」及「精神倫理建設」三大項。

(蘇景輝，2009：71-74)。然而整體而言，我國早期的社區工作呈現出由政府強勢

主導，忽略公民參與並替代社區居民決策之情形，依當時的政治經濟情勢，主要

著重於有利民生的基礎建設，但隨著都市化的興起，社區中出現的人口老化及弱

勢照顧議題已非僅「基礎建設」可以滿足，社區發展工作需要找到新的出口。至

1983 年，內政部頒布了「社區發展工作綱領」，社區工作政策也有所依據，自此

以後，社區發展協會在政府的培植協助下如雨後春筍般成立，成為在地社區工作

的要角。而在 1993 年底，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提出「社區總體營造」一詞，

當時在政治經濟上，面臨了民間意識的覺醒以及傳統產業衝擊之議題，加之過往

的社區政策不足，社區共同意識亟待建立，故在後續的 7 年間，積極發展包括「鄉

鎮展演設施」、「美化地方傳統文化建築空間」、「縣市主題展示館設立及文物館藏

充實」、「社區文化活動發展」等計畫 (文建會，1994；轉引自蘇景輝，2009：89)，

有別於早期的社區發展，在社區總體營造階段，政府與社區營造出夥伴關係，社

區發展的項目以官方訂定為主，社區總體營造雖有官方補助，但尊重社區團體的

自由選擇，較符合由下而上的基層社會發展理想 (蘇景輝，2009：97)，因而更

將社區發展工作帶入新的里程，上自政府下至民間，專家學者結合地方人士，熱

衷投入社區的經濟、文化、生態、藝術等面向的發展，著名的宜蘭縣白米社區之

木屐技藝、新北市泰山區的芭比娃娃工廠，皆在這股營造浪潮下獲得振興。 

    社區總體營造帶動了地方文化建設之發展，因此「社區產業」也順勢興起。

「社區產業」是由社區居民運用在地資源，透過居民參與、在地認同及集體經營，

共同創造的一種社區共存共榮的模式，其內涵是由「人、文、地、產、景」五大

要素共同架構(盧思屆，2004)，故其與社區營造概念相近，並且涵括了更多經濟

及文化面向。1999 年我國遭逢了 921 大地震的鉅變，中南部縣市受到重創，百

廢待興，嚴重衝擊地方經濟，但也因緣於此，有更多的社區產業在政府及民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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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下出現。許世雨(2008：4)便指出 921 大地震讓原先貧富不均、失業率攀高

等社會問題更加惡化，促使社區工作者思索更多解決方案，社區產業因而更加蓬

勃發展。921 地震受創嚴重的南投縣，其埔里鎮之桃米社區及水里鄉的上安社區

分別在災後推動社區生態營造、特色農產業復甦等措施，兩地的發展協會後來也

成為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2002 年，行政院公布了「挑戰 2008 國家重點發展計畫」，其中的「新故鄉

社區營造」列名十大計畫之一，該計畫目標包含了「創造健康生活環境，建立社

區自主照顧（護）體系」，象徵著以政策執行的角度發展社區照顧。2005 年，在

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的基礎上，以「產業發展」、「社福醫療」、「社區治安」、「人

文教育」、「環境景觀」及「環保生態」六大面向為重點的「健康社區六星計畫」

於焉誕生。由於六星計畫很重要的一個核心價值在於「社區主義」，政府相當程

度的鼓勵地方自發性提出議題。在「社福醫療」的面向上，「服務內容的籌畫」、

「場地空間的建置」以及「自主發掘照顧議題」是建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推動

初級預防照顧的主要方式，關懷據點的政策落實深受重視，因而在六星計畫公布

後的一個月，「建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實施計畫」也隨即通過實施。 

    「建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實施計畫」主張以社區營造和社區自主參與為基本

精神，故申請單位即以民間團體與社區發展協會為主體。作為在地化的照顧單元，

據點亦被賦予延伸機構照顧、社區照顧以及居家服務等老人照顧政策的使命，期

盼能發揮在地的轉介、諮詢等服務功能，適時連結長期照顧管理中心，從而在長

照服務體系中扮演重要角色，故其政策目標之一即為「提供老人社區化之預防照

護」。而在具體實施的方式上，依序分為「培訓社區人力」、「關懷據點試辦」以

及「全面推廣」之階段期程(黃松林，2005：49-50)，從 2005 年起設定 3 年內設

置 2,000 個據點之量體為目標。 

    2005 年公布的「建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實施計畫」讓據點的設置有了明確

的依據，然而追本溯源，據點其實為我國社區發展工作的延伸。關懷據點在「六

星計畫」的衛生福利星中，可以說是將執行政策由社會司提升到內政部及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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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家重要政策之列，而跨越諸多中央部會的社區營造相關實施計畫，包括與關

懷據點關係較為緊密的衛生署社區健康營造及長期照護、文建會的社區總體營造

以及內政部主管的社區發展業務與福利社區化等，其實與關懷據點的實踐無法完

全脫離干係(羅秀華、黃琳惠，2009：245)。總而言之，關懷據點實施計畫承襲

了「社區總體營造」、「健康社區六星計畫」等政策的社區自主精神，據點的本體

─社區發展協會亦為「社區發展工作綱領」下的產物，故回顧關懷據點的政策推

動歷程，實與我國的社區發展工作演進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二、福利社區化與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如果說我國在社區發展工作的一系列政策提供了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的運作

基礎，那麼「福利社區化」的理念則可視為據點政策所關注的精神內涵。「福利

社區化」其實包覆了「社區照顧」的概念，包含了「在社區內(in the community)

照顧」，「符合社區需要(for the community)」以及「由社區來照顧(by the 

community)」(衛福部，2012：1)。蘇景輝(2009：139)指出福利服務社區化是二

十世紀80年代以來對於福利服務形式與哲學的雙重修正之產物，包含從機構化、

大型化修正為小型化、社區化，以及從「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修正為「福利

社會(welfare society)」。因此它具有雙重意涵：「在社區中服務」以及「由社區來

服務」。賴兩陽 (2002：19) 指出就「受服務者」而言，福利社區化是對於社會

弱勢群體所提供的一套服務方案或照顧措施，其服務場域則為該弱勢族群所居住

的社區或家庭，同時他強調迅速有效的服務，希望建立起社區福利服務網絡。依

黃源協(2000：271)的定義，福利社區化為「社會福利」及「社區工作」的重疊

交集之處，主要係服務有福利需求之社區居民，而社區照顧則為福利社區化的一

環，照顧的對象為兒少、婦女、老殘及經濟弱勢者。 

    我國首次正式提出福利社區化概念，緣起於 1995 年 8 月由內政部召開的「全

國社區發展會議」，該次會議背景係欲落實李登輝前總統提出之「生命共同體」

理念，期望將國家之社區發展重新定位，而「如何落實福利社區化」亦成為該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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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之重要討論議題，最終結論指出福利社區化為「社會福利體系與社區發展工

作充分結合的一個具體措施及工作方法」。在學者賴兩陽(2002：69-71)的研究中，

我國在 1994 年至 2000 年可說是一個福利社區化的「實驗時期」，期間內政部的

政策均著重於社區中養老及照顧服務之設施、網絡之建構，同時進行相關法制化

的作業，郭登聰(1997)在其區分的社區照顧發展階段中，亦指出 1994 年至 1995

年為「實驗執行期」，1996 年至 1997 年為「政府主導期」，前者為社區照顧實驗

方案的推動，後者為由內政部主導制訂福利社區化的相關方案及計畫。 

    內政部所主導制訂之方案主要為 1996 年 5 月依據前一年全國社區發展會議

結論擬定之「加強推展社區發展工作實施方案」，方案內容包含成立「福利社區

化研究規畫小組」，而於同年 12 月則公布了「推動社會福利社區化實施要點」，

此要點的意義在於「福利社區化」不再只是一個抽象的名詞，而是將「社區發展

工作」與「社會福利體系」相結合的具體方法，同時還包含幾項推動原則，意即

「福利需求優先化」、「福利規劃整體化」、「福利資源效率化」、「福利參與普及化」、

「福利工作團隊化」。換言之，以福利社區化的概念推動，社區將能有組織、有

計畫的輸送福利，從而迅速有效地照顧社區內之兒童、少年、婦女、老人、殘障

及經濟弱勢者，達到強化家庭及社區功能，改善受照顧者生活品質之目的。 

    依據「推動社會福利社區化實施要點」，福利社區化的核心工作旨在落實「社

區照顧」，其內涵在「推展社區福利機構小型化、社區化，並倡導福利機構開拓

外展服務，促使資源有效利用」(賴兩陽，2002：73-74)，故該要點是一個將理念

具體化為實際行動的工作方法，因而在公布後，全國共計有包括臺北市文山區、

宜蘭縣蘇澳鎮、南投埔里、新竹關西等 10 個鄉鎮被選為試辦點推動，至於其後

續發展，劉素珍(2006：13)則指出在經費難以大量挹注的情形下，福利社區化在

推動一年後逐漸退潮，但相關的理念意涵仍持續散播到基層社區，內政部亦將其

納入社區發展工作評鑑的重要指標。行政院於 2005 年公布之「臺灣健康社區六

星計畫」以及「建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實施計畫」，正式將福利社區化的理念轉

化為據點政策。因此黃松林(2005：1)指出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之概念，乃緣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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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來臺灣實施福利社區化與社區照顧政策的結果。 

三、在地老化與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高淑貴(2007：36)在探討我國在地老化的實證研究時，指出內政部的「十年

長照計畫」及「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均為實際的推動策略。事實上，在地老化的

理念體現在福利政策上可追溯自 1994 年行政院公布的「社會政策實施綱領」，其

中將「落實在地服務」列入訂定原則之一，兒少老殘等弱勢族群在家庭中受到照

顧與保護應為優先原則(蘇麗瓊，2005：9)。而 2007「老人福利法」亦將該理念

入法，強調老人照顧服務必須以全人照顧、在地老化、多元連續服務為規劃辦理

原則。「在地老化」(aging in place) 此一概念源於 1960-1970 年代的北歐，由於傳

統的機構式照顧所形成的封閉照顧環境已造成被照顧者自主自由的限制，使得社

會大眾開始反思機構式照顧的適當性，因而「去機構化」的聲音漸被重視。在地

老化所強調的意涵有二，分別為「在宅老化」及「在社區老化」，前者係以家庭

為中心，結合外在資源提供支持性的照顧服務，後者則強調社區照顧為主，透過

家庭以及社區內的專業、半專業人員提供可近性的服務，使老人在熟悉的社區生

活圈裡終老(李秀娟，2006：11)。然而要達成在地老化的理念，必須建構一個具

備經濟保障、社會參與、健康促進以及照顧資源支持等面向之生活環境，故內政

部歷來推動之老人福利中，即包含了「針對經濟弱勢者發放之補助、津貼」、「為

促進社會參與而辦理的長青學苑、課程，乃至於文教設施的優待措施」、「為提供

穩定照顧所建構的居家服務、日間照顧、營養餐飲及安養護機構等長照資源」，

而這一切除了仰賴政府在經費補助上的支持外，更需加入在地的非正式資源，從

而「就地取材」成立關懷據點。 

    在行政院的「社區在地安老服務光譜」中，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被視為「初級

預防」的重要一環。所謂「初級預防」，即透過「電話問安」、「關懷訪視」、「健

康促進」、「社會參與」、「諮詢轉介」以及「餐飲服務」等項目，針對健康長者提

供積極性服務，以預防或延緩其進入失能的狀況。而在推動的政策目標上，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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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立亦被期待透過社區民眾的自助互助，來落實在地老化及社區營造，從而建

構社區自主運作模式。事實上，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同時也具備「低照顧成本」的

特性。而低照顧成本，更可歸因於大量結合在地之人力、物力資源的實施方式，

如關懷志工，避免因仰賴專業人員造成經營成本的提高。 

    由以上有關政策推展歷程的回顧，可知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之發展有其立足基

礎─「社區發展工作的推動成果」，亦有其推動理念─「福利社區化」及「在地

老化」，而「社區營造」及「社區自主參與」之精神則貫穿其中。關懷據點從原

本的構想到付諸實行，歷經了醞釀、實驗到擴大的階段，在政府的強力主導，地

方的積極參與下，據點數量持續增長。而由於其為社會福利與社區工作的結晶，

因此在服務的對象上較針對社區中的兒少老殘等弱勢族群，但實際情形仍以老人

為主，而社區工作方法的運用，使其提供的初級預防服務具有低照顧成本的特

性。 

參、臺北市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發展現況 

    2016 年 1 月底，臺北市的總人口數達到 2,717,997 人，65 歲以上人口數為

380,527 人，老年人口占比達 14.08%，已達「高齡社會」之標準。在地理空間的

劃分上，臺北市有大安、文山、信義、松山、內湖、南港、大同、中山、士林、

北投、中正及萬華共計 12 個行政區，456 個里，除了內湖區老年人口比例為 9.65%

外，其餘 11 個行政區均達 12%以上，大安、萬華兩區更突破 16%，可見老人福

利及照顧服務需求之迫切性。 

    臺北市政府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政策始於 2005 年，依據劉昱慶(2013)的研究，

臺北市的據點政策包含了「實施起點時期(94 年)」、「急遽增加時期(95-96 年)」以

及「穩定發展時期(97 年迄今)」三個階段，期間關懷據點的數量在辦理首年有 2

處，96 年底增為 28 處，至 103 年底已達 68 處 (衛福部社家署，2014)。在服務

的內容上，電話問安、關懷訪視、健康促進及餐飲服務均普遍推展，以 2014 年

為例，全年提供電話問安服務 138,502 人次，關懷訪視服務 115,366 人次，長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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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苑及社團聯誼等健康促進活動 332,202 人次，餐飲服務則達 423,790 人次。 

    至 2014 年底，臺北市 68 處的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之村里涵蓋率為 82.24%，

意即其服務範圍涵蓋了全市 82%的里別，僅次於新北市 (92.93) 及臺東縣 

(84.35)，足見其蓬勃發展程度。臺北市的據點政策主要推動者為社會局老人福利

科，其依循內政部(現衛福部)所公告之實施計畫，鼓勵民間團體及社區組織投入

參與，由於全市的社區發展協會計達 343 個，故自然成為政府積極鼓勵設立據點

之目標團體。目前全市的關懷據點依經營者背景而言，屬於社區發展協會經營者

有 27 處，其他則包含公設民營老人服務中心、里辦公室、宗教組織及同鄉會等

民間團體。 

    相較於其他縣市，臺北市現有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其實可分為兩種類型，除

了以社區發展協會、里辦公室以及宗教團體等社區組織為主體，依年度向政府提

交申請計畫的「經費型」據點外，尚有屬於「功能型」之老人服務中心，其分佈

範圍為每個行政區 1 處，萬華區以及中正區因其老年人口結構之特殊性各有 2

處，全市共計 14 處，而除了大安、大同二區為政府公辦公營外，其餘皆以契約

委託型式，交由非營利組織以公設民營方式辦理。至於老人服務中心的「功能」，

就服務範圍而言，以區為單位的服務中心自然含括該區所轄，除了以提供列冊獨

居老人電話問安、關懷訪視服務，以及辦理長青學苑、社團、文康休閒及節慶活

動外，由於其工作人員均為社工專業背景，故還發揮了個案管理、福利諮詢以及

資源轉介之功能，此優勢恰好為由志工及半專業人員為主要服務提供者之經費型

據點較欠缺者，故老人服務中心的存在，除了為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老人福利科的

在地窗口外，更可視為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的「放大版」，而且由於為專業人員組

成，故被另外賦予了輔導及開發社區據點之使命，這同時也是台北市推動關懷據

點的策略之一。 

    為扶植成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並穩定其服務品質，老人服務中心必須定期

針對據點進行訪視，輔導其評鑑事項之準備。尚未成為據點之社區組織，也必須

進行拓殖工作，故在據點政策推行上，老人服務中心扮演了在地領頭羊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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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社區關係的經營逐步引導社區組織申請成為據點。此外，有別於由中央主導

之關懷據點政策，臺北市在社區照顧政策上，早在 2000 年即積極成立社區老人

活動據點，輔導依法登記或立案之非營利性法人、機構、學校或團體，推展文康

休閒活動並發展志願服務及長青課程，成為社區預防性照顧的一環(顧燕翎等人，

2004)。雖然老人活動據點本身與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在服務內容上仍有差異，較

缺乏電話問安及關懷訪視等深度服務，但由於其具備一定之社區能量，故協助其

轉型亦成為關懷據點之推動策略。而 2016 年起為了大力擴張據點的服務，臺北

市政府也陸續針對轄內據點提供「升級計畫」的申請，主要內容為提供更多頻率

的共餐服務並且開辦社區輕、中度失能的日托服務，並透過提高補助額度或增列

補助項目來鼓勵據點進行服務升級。 

    羅秀華、黃琳惠 (2009) 曾以深度訪談之方式訪問台北都會區近 36 個據點，

並歸納其總體狀況，相關結論以 SWOT 分析之架構探討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在進行

社區服務時所面臨之各種狀況，茲轉錄成下表： 

表 1-4：臺北都會區社區照顧據點 SWOT 分析表 

內

部

環

境

分

析 

優

勢 

1.據點順利開始是因為有一個好的連結與引導 

2.具備開放的態度汲取他人經驗 

3.提供的服務方式會依現況修正 

4.能有目標的規劃活動並持續發展 

5.具備開放式態度歡迎老人進入 

6.據點主責部門能協助輔導成立運作 

7.原有之組織團隊提供支持力量 

8.志工的力量 

劣

勢 

1.志工人力不足：年長志工受困於科技進步之現實限制 

2.設備不足、場地不敷使用及經費不足 

4.與部門主管要求相違逆 



20 

5.宣傳經驗不足 

外

部

環

境

分

析 

機

會 

1.政策與服務項目相通，政策能與社區活動相結合 

2.政府重視基督信仰在臺灣的服務 

3.對外的服務範圍廣，使據點獲得社區居民的認同與協助 

4.可在社區中發現合作的夥伴 

5.重視老人服務的社會現象 

威

脅 

1.經費申請的威脅 

2.社區民眾的質疑以及個人利益戕害據點服務精神 

3.政策支持度不足 

        資料來源：羅秀華、黃琳惠(2009)。 

    不論是內部的劣勢或外部環境的威脅，經費的不足或依賴為臺北市據點普遍

面臨之挑戰，除來自政府的補助外，政策的支持與否也為據點之發展帶來變數。

據點雖然有較為豐富的社區資源，但相對的在服務上缺乏專業人才，也拙於服務

宣傳。而臺北市由於地狹人稠，寸土寸金，因此空間的充足與否也成為據點能否

順利成立運作之主要原因，但即使有客觀條件之限制，政府仍期待據點除了在既

有的「初級預防」功能外，能擴張至提供社區輕、中度失能者的就近照顧。綜合

以上分析，將有助於一窺首善之區在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政策推動之面貌，並作為

後續個案研究之對照參考。 

肆、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經營成效與執行困境 

    2015 年是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政策推動的第十年，全國累積的據點數量已達

到 2,431 個。莊秀美、趙碧華及賴兩陽等人曾於 2008 年對全國社區發展據點狀

況進行總體分析，調查 1,533個據點並得出統計分析結果。在據點的經營型態上，

主要以社區發展協會為主，場地多利用里民或區民活動中心，其負責人為自由度

較高之服務業或退休人士；在服務項目上，以辦理健康促進活動為最多數，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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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電話問安及關懷訪視，大致上皆能符合政策推動項目，其中約有 4 成的據點辦

理餐飲服務，並能發揮社區民眾自主力量建構服務模式。在服務對象上，據點皆

以老人及身障為主，並有約 1 成以上的據點也包含婦女，但少有擴及兒少者，而

因為開放時間多為白天，故服務參與者也多為中高齡，少有青壯年之工作人口投

入。此外據點在營運經費上皆仰賴政府補助，少有使用者收費機制，社區居民仍

將「福利等於免費」之觀念視為理所當然。 

    後續有關我國據點經營成效之研究，則包括莊俐昕、黃源協於 2013 年以服

務提供者之觀點，對於全國 1,667 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所進行之分析。在該次統

計分析中，我國的據點主要經營者仍以立案之社會團體(社區發展協會)為最大宗，

占比為 78.7%，高達八成經費來自政府補助。多數據點皆提供健康促進、關懷訪

視以及電話問安服務，五成以上的據點則開辦餐飲服務；在志工運用人力上則普

遍呈現以中高齡為主，其中高達 86%為女性。在經營的困境上，九成以上的服務

提供單位反應「各地民間資源落差甚大」為主要項目，而據點投入的資源越少，

在經營上遭遇之阻力則越多，因此若要順利營運則有賴資源網絡的建立與強化。

該研究也指出，經費自籌來源的必要，透過開發非正式的資源，較能提升使用者

付費機制的可能性，其中關鍵則在於志工人數的多寡以及服務對象(及其家屬)之

認同感。 

    以上兩次調查研究相隔約 5 年，對比相關統計分析結果，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在「經營者型態」、「服務項目」、「服務參與者」、「經費來源」等主要項目上仍維

持類似的形態。多數關懷據點已能發揮健康促進之初級預防功能，並營造社區的

自助互助，但因普遍仰賴政府補助，經費運用之限制仍為經營管理上之主要困

境。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強調民間力量的參與，但社區組織為何願意成立關懷據點

呢？實證研究指出在於組織領導者對於社區需求及福利政策有一定程度之瞭解

(黃良矜，2012)。從申請前的籌備到遞交計畫，乃至於正式成立，除了經營者本

身即具有服務社區之使命外，事實上也仰賴當地政府的積極協助，以新竹縣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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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為例，吳竹芸 (2009) 指出地方政府的大力推動有助於民間團體參與成立據點，

關西鎮在新竹縣政府及當地鎮公所的積極倡導介入下，前後共成立了 9 個據點，

因而使其數量居全縣 13 個鄉鎮之冠。據點一旦開始運作後，由於其經營者類型

的不同，在營運狀況上也呈現不同之優劣勢，吳媺瑩(2009)針對宜蘭縣據點經營

的研究，發現屬「社區發展協會」經營者，較能有效連結社區資源，其對社區居

民的號召優勢可以表現在志工招募上，但此點卻正是「機構型」經營者之劣勢，

不過相較於社區發展協會，機構型反而能提供較專業之服務內涵，而另一種以社

區團體組織經營者雖融合前述兩者長處，卻常與社區發展協會形成地方政治之角

力。但不論何種經營背景，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欲發揮服務能量，關鍵仍在「人」，

「領導者」為據點營運的主要核心，黃良矜 (2012) 針對績優據點的研究便透露

了社區領導者從其個人特質、領導型態、社會經驗以及人脈資源，均對於整體營

運績效發揮關鍵的影響力。 

    前述的全國性統計顯示，目前關懷據點的服務項目以電話問安、關懷訪視以

及健康促進活動為主，據點場地因而成為社區長者的社交空間，但某些據點受限

於人力、專業度、經費以及設備的不足，導致在服務的供需之間仍存在落差。徐

惠君(2013)在研究苗栗頭份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時便指出該據點雖然使用者的整

體滿意度良好，課程豐富，但服務缺乏對於老人的心理關懷層面，受限於設備空

間無法確實落實餐飲服務。類似的情形也出現在傅秀秀 (2012) 對臺北市關懷據

點的研究，都會型的簡易據點有時僅能發揮「長青學苑」的功能，在非上課的時

段則呈現無人可提供服務的情形。 

    有關社區關懷據點的經營困境，陳燕禎 (2010) 以田野觀察的方式探討高雄

縣保社社區的據點實踐經驗，指出在成立的 2 年間雖然發揮社區照顧及互助支持

的功能，但仍須克服志工人力來源以及經費補助的問題，否則恐有斷炊之虞。據

點運用在地人力固然可以提供就近性且富情感性的支持，但莊俐昕、黃源協(2013)

的研究指出了「志工招募不易」為志工運用上的主要困難。據點的志工不但偏中

高齡，「缺乏專業」及「教育程度偏低」造成據點經營者在「志工管理」上也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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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若干困境 (賴兩陽，2009)。在經費補助方面，支用額度受限以及缺乏彈性勻

支空間剝奪了據點本身的自主性 (吳竹芸，2009)，邱冺科(2010)亦指出據點在接

受政府補助之餘則無可避免須面臨繁瑣的核銷規定以及對於服務品質的要求，意

即據點須妥善實踐「責信」。 

    鄭夙芬等人 (2009) 從永續發展的角度出發探討高雄市的社區照顧關懷據

點經營現況，發現「健康促進活動辦理次數與類型之多寡」、「據點擁有之資源類

型多寡」、「自費收費項目的有無」以及「志工分工的明確程度」皆為影響據點永

續發展意向之相關因素。並且建議據點在經費籌措的來源上，應尋求往非公部門

之方向開發；在相關活動中亦可建立使用者付費的機制。類似的研究發現也出現

在李嘉文 (2013) 對於台中市社區關懷據點政策推動成效之評估以及林育瑩 

(2009) 針對新竹縣關懷據點之研究，經營管理之人才不足，志工人力缺乏教育

訓練建立服務知能，以及經費不足，沒有具體之開源措施，將影響據點永續經營

之可能性。而在花東地區，臺東縣雖然有全國最高的村里覆蓋率，但因輔導機制

未落實導致評鑑成績未臻理想，並且存在高度仰賴政府經費的問題(廖偉真，

2013)。 

    綜上，可發現據點的經營成效深受如下幾項要素影響，如「經營者形態」、「領

導者特質」、「資源網絡運用」、「人力素質」、「經費來源」等，據點經營成效佳者，

可發揮初級預防之功能，成效普通者可能僅止於作為社區長者的社交生活空間，

非開放時段則無法提供服務。而幾乎所有研究均關注據點永續發展的議題，長期

發展上存在者「經費受限」、「專業人力不足」的挑戰，高度依賴政府資源以及缺

乏年輕、專業之工作者，亦已成為據點普遍面臨之困境。 

伍、小結─實務經驗的反思 

    回歸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的發展脈絡，其施政核心即在於實現「福利社區化」

─1.將服務落實於社區內 (in the community) 2.滿足社區居民需求 (for the 

community) 及 3.由社區自行發展服務 (by the community) (內政部，2012)。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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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社區自行發展服務一項，更是該政策推動的最終目標。相較於政府部門，社區

組織除擁有地區性的資源外，其運用方式相對也具有彈性，因此以社區為基礎來

推動老人照顧的模式上，具有「減少對公共照顧依賴」、「增強非正式照顧支持」、

「建立以需求為導向服務」及「成本抑制」等特性 (黃源協，2000)，故社區照

顧關懷據點的推動，在依循政策願景下，社區組織自給自足，充分以本身能量發

展照顧服務應是最終可預期之成效。然而依現況發展看來，除了「非正式的支持」

及「在地需求導向」外，「減少對於公部門之依賴」似乎未盡符合我國現況。內

政部 2011 年之統計資料顯示，我國社區發展協會運作的經費來源，由政府補助

者仍達 7 成，僅 3 成為社區自行籌資 (內政部，2011)。由前述回顧亦明顯可知

「經費依賴」的現象，是社區組織在經營上普遍遭遇之困境，政府長期透過經費

補助的方式推動社區老人照顧，固然彌補了社區組織經費短缺的先天限制，但久

而久之已難避免依賴現象 (賴兩陽，2002)。再者，經費依賴是存在連鎖效應的，

由於補助來自政府部門，理所當然必須聽命其遊戲規則，因此社區組織原有的「運

作彈性」優勢將受到挑戰，組織本身的自主性將弱化，如同研究者在實務工作中

所感受到據點團隊的無奈之處─在處理「核銷」之作業上，即令政府部門的承辦

人願給予組織運作空間，但一旦面臨核銷時仍難逃背後的會計(審計)部門諸多要

求，最後若干經費恐因不符規定而須轉為社區自籌。更進一步言，依據研究者的

觀察，經費依賴的現象亦恐導致社區組織缺乏經營策略或動機。若論及非營利組

織在經營策略上的困境，缺乏「專業經營人才」常為主要原因，但若組織仰賴政

府的支持並成為常態，則經營者對於組織本身的長遠發展是否存在有危機意識，

是否有永續經營的宏觀謀略令人存疑，畢竟政府財政困窘早已成為不爭事實，有

朝一日政府一旦從據點中「撤資」，則現有近 2500 個據點中，還能持續提供服務

者將所剩幾何？ 

    在與各社區長期合作的過程中，前述「經費依賴」、「自主性弱化」及「組織

缺乏經營策略」之現象普遍存在，尤其隨著高齡化社區照顧的需求日益增加，使

政府更期待社區能發揮多元的功能，以前述臺北市的據點政策演進而言，舉凡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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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服務的頻率增加乃至於提供社區內輕、中度失能者之臨托服務，在在都顯示關

懷據點在社區照顧的角色上，已被期許轉型為「由社區來照顧」。政府希望據點

能「做得更多」，然而必須審視的是，據點本身是否真正具備有充足的服務能量，

政府提供的後盾是否足夠？ 

    2015年 11月間研究者有幸參與了「臺北市社區據點升級會議」，於討論過

程中可見政府與民間相互期待之落差。北市府社會局力推社區據點以多角化經營

方式提供「類日照」及「田園城市」等服務，但民間單位的回應也具體表達了「空

間取得不易」以及「配套資源不足」等困難。社會局既然提供補助則理所當然會

要求一定的服務績效，然而與會據點持續表達「經費仍嫌不足」以及「服務內容

的互相排擠」，兩造最終形成討價還價的局面，相關計畫只能再議。事實上民間

單位的疑慮其來有自，如同於前述文獻回顧中所呈現的「經費不足」、「空間不夠」、

「人力素質無法勝任」等困境，民間所反映者恰恰是正式據點本身服務能量的限

制。因此研究者不禁思忖，既然在高齡化的趨勢下社區有責任回應區內的服務需

求，而政府又無法針對社區所需資源有求必應，那麼據點當前的困境是否有可能

不需「仰望」政府，轉而由社區據點發展自主能量來解決，由本身來創造服務方

案發展上所需之資源？同時據點是否有可能終有一天能自立經營，不再依賴政府

補助，同時也能擺脫相關規定的掣肘，提供富有社區特色，長長久久永續經營的

在地老人服務，實現真正的「由社區來照顧」？ 

 

第二節 研究目的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是政府推動在地老化政策的重要施政項目，為了便利民眾

瞭解，衛福部官方網站提供有簡易的介紹資訊，除了概述據點的服務內容外，也

強調「自助互助，永續經營」的服務願景，期待在政府的補助帶動下，結合社區

各類資源，並藉由使用者部分付費等作法，規劃出財務管理機制，使據點能逐漸

走上自給自足，永續經營之路。然而要達成永續經營之願景絕非易事，以社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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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工作的角度而言，永續經營須奠定在「社區價值」、「社區能力」、「社會資本」

等基礎上(黃源協、莊俐昕，2012)，此三者即廣義的社區資源。社區中存在許多

有形及無形之資源，社區內外的人力、物力、財力、組織、社區意識乃至於倫理

規範等力量的總和，均有助於解決居民問題或滿足社區需要(李建興，1994)。然

而事在人為，若主事者缺乏對於社區照顧長久發展的宏觀願景，不知其服務目的

為何，即使資源條件再豐沛，社區工作的成果恐怕都將是曇花一現，最終如同溫

水煮青蛙，社區組織必然因過度依賴政府補助而不自知，進而喪失了提升經營能

力的最佳時機。 

    在前述研究緣起中，可知社區組織面臨「經費依賴」、「自主性弱化」及「缺

乏經營策略」之困境，三者之間亦環環相扣，社區又需在此等困境上回應政府及

社區民眾的期待，故若能解決其一則應可連帶改善其餘兩者。過往針對經營困境

的解決之道，較著重於「補助多元化」、「核銷彈性化，放寬經費補助限制」、「建

立並強化輔導機制」等，而研究者認為僅「經費限制放寬」或「多元補助」的措

施反將導致政府更多的角色涉入，解決經費依賴困境的策略應是導向讓社區尋求

經費自足，當經濟來源不再仰人鼻息後，其自主運作的空間自然大幅增加，亦較

能回應日益增加的社區需求，當然組織亦需要具備經營的策略或人才。因此我們

可以試圖解答一個問題，那就是社區組織是否可以透過商業經營的手法尋求自給

自足，從而擺脫對政府的依賴？研究者以為，此與過往有關非營利組織尋求財務

自主、永續經營的課題，甚至是長期照顧服務體系可否開放營利組織經營之爭論

上有相似之處，故在不違背「善盡老人照顧服務」的基本框架下，兼具「社會」、

「經濟」雙重目標的「社會企業」似乎可為此一問題的解答。王兆慶(2013)在回

顧長期照顧機構的營利與非營利之爭時，歸結出「贊同社會照顧市場化」者，係

著眼於非營利組織所面臨的「大環境」及「執行能量」上的困境，而反對者乃係

擔憂營利組織參與後產生之「貧富差距擴大」、「階級形成」及「公平正義淪喪」

的後果，因此他提出老人照顧一個新的平衡契機，那就是以兼顧「社會目的」及

「經濟目的」為主的「社會企業」經營形式，如准許開放營利組織進入長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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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必須輔以法令規範要求其落實社會目的，或允許非營利組織有合理之利潤分配。

陳金貴 (2011) 在探討非營利組織募集資源時，也指出發展社會企業確為一種募

資之新途徑。故社區據點若要尋求永續經營，擺脫對政府的依賴，社會企業的經

營型式應可成為嘗試轉型之選項。但社會企業於國內尚屬一新興之概念，故在將

其與關懷據點兩者加以連結，並確立研究目的之前，研究者仍嘗試先從定義內涵、

國內之發展及應用於經營管理之現況等面向整理相關文獻如下，以釐清於本研究

之主體─應用於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之可行性。 

壹、社會企業的定義 

    社會企業既非一般傳統的商業組織，也有別於第三部門，更與企業之社會責

任有明顯差異，故在探討社會企業之意涵時，有必要先行探究其基本定義，而因

社會企業的發展受到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及民情等影響，故在定義上呈現多

元，歐美國家之相關組織及學者歷來均作出若干詮釋；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簡稱OECD)即認

為社會企業是一種採取不同法律形式，並以企業家精神追求社會及經濟兩種目標

的組織，該組織並提供社會服務及工作整合服務予弱勢群體或社區；而為因應不

同國情之差異，OECD亦提出有關社會企業之辨識標準(表2-5)。美國的社會企業

聯盟(Social Enterprise Alliance)則以婚姻(married)字眼形容，認為社會企

業是非營利或非政府組織之社會目標與企業體之市場驅動方式，兩相結合之產物。

英國的社企聯盟(Social Enterprise Coalition)則指出社會企業是一個「交易」

社會/環境目標的企業體，對於其欲實踐的「社會使命」則強調「帶來什麼改變？」、

「誰是幫助的標的？」以及「如何規劃實行？」。此外銷售商品及服務為社會企

業的主要收入來源，而其所獲取之利潤則用於「社會使命」的進一步投資。英國

的工商部(2002)也針對社會企業作出類似定義：「透過經營事業來達成社會公益

目標，並將商業營運所獲得的利益，再投資於所欲達成的社會目標或是社區之中，

而不是為企業股東與所有者的利益極大化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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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的社會企業發展係受歐美國家影響，故國內社企組織「社企流」之定義

與前述亦有相似之處：「一個用商業模式解決某一個社會或環境問題的組織，其

可以營利或非營利之型態存在，擁有營收和盈餘，但盈餘主要用來投資社會企業

本身，繼續解決社會或環境問題，而非為出資人或所有者謀取最大利益」。王秉

鈞等人(2013)在彙整國內外學者有關社會企業論述後，亦試圖為相關定義尋求定

位，認為社會企業具備了「社會目的」、「社會經濟」及「商業運作」三大特質。

社會目的意指組織本身回應社會問題的「社會目標」，而由於跨越營利與非營利

之特性，且並非偏執於社會使命或獲取營利的任一方，故兼具社會經濟之整合功

能。另外「商業運作」為組織本身生存的必然手段，社會企業因此能尋求財務獨

立且永續經營，然而與此同時亦須承擔盈虧自負風險甚至是組織內的變革。 

表 1-5：社會企業的辨識指標 

指標 內容 

社會指標 1.社區公民共享某種需求及目標 

2.決策權並非完全由資本持有者掌控 

3.透過經濟活動從而加強地方的民主 

4.利潤有限分配，避免利潤最大化的行為 

5.直接或間接促進地方的社會責任感 

經濟指標 1.直接從事生產及產品銷售服務 

2.享有高度自治及參與權 

3.須保證財源並承受較高之經濟風險 

4.確保最低數量的受薪員工 

         資料來源：OECD。 

    呼應以上有關社會企業「商業運作」的特質，中華民國社會事業發展協會在

其官方網站亦明確指出社會企業是「一個運用企業策略及商業手段解決社會問題

的事業體」，同時它提出了有關社會企業的辨識原則，包含 1.社會性及經濟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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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同時達成2.具體的社會性目標 3.利潤貢獻於社會4.存在的形式是多元的 5.

自律與他律(更高的責信)。 

    「商業運作」為社會企業定義中的重要觀點，但須注意其僅僅是社企運作的

手段而非目的。Alter(2007)指出社會企業內涵所擁有的三項主要特質(轉引自衛

福部，2013)，包含代表生產與市場行銷的「企業特質」以及「社會目的實踐」、

「社會所有權」，其中社會目的實踐為個別社會企業首要考量之目標，畢竟在確

立社會價值目標後，方能使組織本身明確與營利型的企業作區隔，從而回應對於

社會大眾的責信議題，故社會企業是一個以社會目的為最終依歸，以商業運作為

經營策略的組織。王兆慶(2013)在以社會企業觀點探討長期照顧機構之營利與非

營利之爭時，亦提出社會企業包含了兩個制度特徵，一為「有限利潤分配原則」，

二為「有效兼顧社會目的」。前者意在增加照顧服務行業中的「誘因結構」，以制

度化、檯面化的方式，合理的將盈餘有限度的分配給辛苦的工作人員。後者則是

強調以「照顧為重」的使命，避免利益優先的導向，以實踐社會企業的「社會目

的」。 

    在實證研究上，社會企業對於自身的樣貌也呈現了一定的看法，邢瑜 (2015)

即指出，臺灣對於「社會企業」採用較廣義的定義，其內涵包括社會目的、經濟

目的與創新能力等三個層面，非營利組織與社會企業均屬之，但排除企業社會責

任。 

    由此可知社會企業對於其經營者型態的界定其實屬於次要層次，主要層次仍

在於「使用商業模式」以及「解決社會或環境問題」，而使用商業模式必然會面

對盈虧之運用問題，然在道德使命的趨使下，社會企業著重在盈餘的合理再運用，

而非以利益分配為優先。 

貳、我國的社會企業發展 

    「社企流」是國內第一個「華文社會企業資訊匯流平台」，在該平台所出版

的社會企業書籍「社企力」中，為社會企業下了一個「翻轉世界的變革力量，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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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創業，做好事又能獲利」的註解。事實上社會企業一詞，近幾年來在我國形成

一股風潮，但迄今尚無專法，僅勞動部職訓局於 2012 年 10 月成立的「社會經濟

推動辦公室」被視為推動社會企業的專責單位。在過往政府並無直接的社會企業

推動規劃，而是透過若干政策間接促發其形成，林怡君 (2008) 指出，包含了「社

區營造為主軸之相關計畫」、「對於弱勢族群社會企業提供補助」及「推動照顧服

務產業發展方案」均可視為政府推動社會企業之手段。如同歐美國家，我國社會

企業的發展存在著環境因素，921 大地震後，地方百廢待興，許多社區組織在政

府協助下投入社區營造工作，並在其後轉型為社會企業，如南投縣埔里鎮的新故

鄉文教基金會。而「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的提出，也係結合了震災當時推動的「以

工代賑」方案的內涵，用於解決失業問題。此外在震後，由於社會大眾的捐款減

少(或匯流至少數大型 NPO)，故不乏有非營利組織面臨「斷炊」危機，迫使其尋

求組織轉型以維繫生存發展。 

    我國社會企業的發展有 921 大地震的災變背景，同時也包括許多社會、經濟

及政治因素，官有垣 (2007) 指出臺灣社會企業興起的原因包括了：「因應社會的

需求」、「尋求財務的穩定與自主」、「社會福利民營化與購買式服務的促使」、「政府

的政策誘發與經費補助」、「企業日漸重視社會責任的實踐」。李素素(2015)以政治經

濟途徑之研究分析則發現，我國的社會企業發展，與政府的再造及革新息息相關，

從政府專斷式的利益分配，到社會福利私有化，再到公民社會的形成，社會企業

其實是一種創新思維，非營利組織以產業化的方式籌募更多資源，而不再僅依賴

著慈善理念提供服務，畢竟，非營利組織時時刻刻面臨客觀的生存問題。在各類

型的社會企業發展上，「積極促進就業型」以及「服務提供及產品銷售型」為臺灣主

要的社會企業型態，如喜憨兒、陽光基金會經營之烘培坊、洗車中心等附屬事業體，

而「地方社區發展型」的社會企業融合地區的藝術及文化，配合政府之社區發展、

社區營造等相關政策，採由下而上之模式推動，動員社區居民並整合社區資源網絡，

使該類型的社會企業具備公民參與及草根特性 (官有垣，2007)。 

     2013 年 3 月，行政院核定「青年創業專案」，鼓勵青年參與並創設社會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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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該方案係由勞動部主責，以「倡議與宣導」、「盤點現有法令及資源，排除發

展障礙」、「發展直接協助或投資社會企業發展」等策略，協助青年創設具有社會

企業潛力之組織。同年 9 月，經濟部正式核定了「社會企業推動方案」，該方案

之願景為「營造有利於社會企業創新、成長與發展」，並「以提供友善社會企業

發展環境」、「建構社會企業網絡與平台」、「強化社會企業經營體質」之三大目標，

推動「調法規」、「籌資金」、「建平臺」、「倡育成」四項策略，其中除「建平臺」

之統籌單位為勞動部外，其餘三項係由經濟部統籌，而衛福部、農委會、環保署、

交通部、金管會、教育部等亦為推動單位。由此可見我國迄今尚無推動社會企業

之專責政府部門，即便在政策上大力推廣，但現今仍以跨部會整合平臺方式辦

理。 

    回顧我國社會企業政策的推動歷程，國發會 (2013) 指出，社會企業政策除

了偏重在勞政體系的多元就業開發方案外，實際的推動方式則以政府補貼非營利

組織為主，特別是在人事費的部分，缺少解決社會企業資金及能力不足等障礙之

對策。而依據行政院的社會企業行動方案所示，即便我國具有以「解決社會問題」

為重要目的的公司家數達 1,000 家，以社會企業為具體登記名稱者為 47 家，但

提供整體社會企業發展之環境仍面臨諸多挑戰，在社會認知上，民眾對於社會企

業的概念模糊，易與企業社會責任混淆；在資金管道上，政府預算有限，整體環

境籌資不易，使社會企業財務難以穩定。此外在研發管理、法規調整、人才培育、

資源整合及行銷通路上仍有諸多難題待解。 

    綜合本節回顧，可知我國社會企業之興起，在大環境上有其政治、經濟及社

會環境因素，非營利組織為了追求永續生存，商業組織為實踐社會責任，均使組

織本身的使命光譜往經濟或社會目的挪移。過往政府推出了若干社會企業推動相

關政策，但大體上以勞動部的「多元就業開發方案」及經濟部的「照顧服務產業」

為主，屬由上而下，以協助就業促進為主要目的。然而民間在社會企業的實踐上

也積極尋求組織轉型，在協助弱勢者就業參與以及產品銷售上，不少財團法人等

基金會發展出相關事業體。而社區型社會企業為我國相當具特色者，其發展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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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產業帶動地區經濟、文化發展，並凝聚社區居民意識，提高公民參與。社區

型社會企業與本研究所探討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其形成背景、經營者型態、對

於社區資源網絡整合之重視均有相似之處，可見關懷據點具備轉型為社會企業之

條件，或其本身即含有之社會企業特質，故其詳細內涵可於本研究進行深度之探

討。 

參、非營利組織與社會企業 

    如前所述，社會企業是非營利組織尋求永續生存的發展策略之一，然而並非

所有非營利組織皆須以此作為發展標的。在成為社會企業前，非營利組織應瞭解

自身之特性，從起步到成熟階段，人力、財力、專業程度、組織共識、服務(產

品)價值，乃至於永續經營並實踐社會目的等，皆須納入考量 (社企流，2014)，

以免最終成為換湯不換藥，徒有社企之名而無其實。黃輝正 (2015) 研究非營利

組織轉型為社會企業之發展途徑時，亦指出組織本身常面臨社會使命與經濟利益

之間的拉鋸，以及專業人力、財務運作、經營管理的困境。故組織是否有領導人

才及內部專業人員，健全的財務機制，以及資源募集的通路及平臺對於轉型過程

尤為重要。事實上，非營利組織與社會企業間存在者本質上之差異，相較於 NPO

之原型，鄭勝分 (2004) 指出社企更著眼於從事生產性及企業型的行為，再者亦

在混合各界資源之餘，重視市場機能。而與社區建立良好互動關係，發展富有地

方觀點之方案，而組織內部較為民主的程序及管理，亦可視為兩種類型組織間之

差異。李素素 (2010) 則以「財源運作之目的」、「資金籌措方式」及「盈餘分

配方式」指出非營利組織與社會企業之差異，表現在「利潤追求」、「讓私人自

願性的支付價格」以及「有限分配盈餘」上，茲摘錄如下表 1-6。 

    非營利組織與社會企業之間存在以上差異，而在轉型過程中也面臨本質上的

轉變，梅海文(2009)指出必須經歷四個階段，包含：「1.貢獻：從社會到經濟資

本的改變 2.再製：從社會資本再製到社會資本；3.再轉換：從經濟再轉換到新

社會資本；4.創投：從經濟資本到更厚實的經濟資本」。換言之，透過這些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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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產出」，社會企業將擁有比原先 NPO型式更強而有力的社會及經濟資本累積，

而「創投」更是為一種商業手法的體現，其目的便在於為社企本身創造盈餘。 

表 1-6：非營利組織與社會企業之比較一覽 

指標 

部門 

運作目的的財源 籌措方式 盈餘分配方式 

非營利組織 非營利： 

謀求社會福利或 

團體利益 

1.由私人自願性地 

  支持公益性捐贈 

2.互益性的個別對價 

  關係 

不分配盈餘： 

必須保留盈餘用

於未來目的事業

的生產 

社會企業 營利： 

源自利潤的追求與

謀求社會福利或 

團體利益 

1.由私人自願支付 

  價格來交換財貨 

  與勞務 

2.互益性的個別 

  對價關係 

有限的分配盈餘： 

1.依一定比例，將 

  利潤分配給會 

  員，不分配給理 

  監事或董監事。 

2.將公益溢價盈 

  餘用於未來目 

  的事業的生產。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自李素素，2010：38。 

    在轉型為社會企業的過程中，「人」的因素占有至關重要的一環，郭珉君(2014)

以伊甸基金會之復康巴士研究為例，指出「人」的因素在轉型過程的重要性，其

內涵包含組織高層對於未來的走向以及內部是否具備營運專才。梅海文(2009)

亦指出「義工的志願性服務」及「合格的正式員工」為轉型各階段時的重要發展

因素。因此「人」在組織領導以及經營管理上始終發揮巨大影響力，非營利組織

的領導者可能基於某種理想來實踐社會企業的理念。而維持社會企業的成功經營

端賴良好的管理，但其中取決組織人員的管理知識是否足以勝任，特別是在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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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責信」的現代，有效的管理方能創造組織績效，以回應消費者付費及政府

部門經費補助所要求的效益，故組織需具備專業管理人才。游麗裡(2012)在探討

照顧服務產業化對非營利組織企業化之效應時也提到，提供居家服務之非營利組

織為達成服務目標，必須善用商業管理知識及活動。但須注意一旦採用企業化的

經營管理策略後，對於組織決策者形成之挑戰，因為決策者若無相對應的專業知

能，恐導致決策錯誤，最終無法發揮非營利組織企業化管理後預期之優勢。 

    「人」的因素能領導組織朝向社會企業方向經營，但要以社企型式永續生存

下去，則必須重視「資源」募集及運用的能力。社會企業的資源係從多方管道而

來，包含組織本身的服務收益或接受外部的捐贈，乃至於政府補助。在資源籌募

的過程中，組織本身需研究是否能推出符合市場需求的服務方案(產品)(社企流，

2014)，其「價值」須足以達到讓使用者付費之意願，如此方有自營收入可能。

畢竟社會企業已不再是第三方購買制度下的服務提供者，其服務(產品)接受使用

者直接檢驗的標準將大為提高。再者，「社會網絡」將有助於整體資源的吸納，

組織內部網絡強大可促使員工的團結，激發能量；外部網絡則有助於社會資源以

及政府補助的吸納(王秋蓉，2015)。 

    資源吸納後如何管理運用，並符合效益，成為社會企業經營之重要課題。社

會企業由於具有公共財屬性，因此能獲得較多的「社會資本」(社企流，2014)，

這是相較於非營利組織的優勢，但也因此其被要求之責信也相對較高。梅海文

(2009)指出在非營利組織轉型初期的「轉換」階段，「信用評等」及「財務承諾」

即為重要發展因素，而在後續階段上，更需以「企業經營經驗」及對於捐贈行為

進行重新規劃等管理手法促成永續經營目標。在具體的作為上，謝玉玲(2014)

則指出非營利組織要轉型為社會企業，組織本身需提高財務透明度，而透過會計

師查核簽證制度即為方法之一。此外在「社會目的」實踐的前提下，社會企業更

須證明其於取得資源後，對於社會環境確實發揮正向影響力。(社企流，2014) 

    社會企業係為「社會」與「經濟」目的相結合的產物，而「組織使命」則維

繫了兩項目的的平衡。非營利組織以政府補助及外界捐款為來源，可專注於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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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方案的提供，社會企業則加入了「賺取利潤」的經濟動機。一旦非營利的本

質中加入了營利行為，社會企業便可能面臨了「使命飄移」的危機。陳金貴(2011)

在研究非營利組織籌募資源的新途徑時，指出在運用「社會企業家精神」註 1時，

1可能會遭遇到組織本質的改變，故須堅守社會與經濟目的的平衡點，避免因利

所趨，此與王兆慶(2013)所提出的對於長照機構轉型社會企業後，可能面臨的「使

命飄移」困境甚為相似。畢竟社會企業並非僅僅以領導者之意念馬首是瞻，組織

內員工之價值觀調整、對於營利行為的認同感，乃至於利潤獲取後的合理分配，

皆為社會企業不同於非營利組織，在經營管理上所需重視之議題。故黃品睿(2013)

對於伊甸基金會烘培部在追求經濟的自給自足目標上，於組織使命方面便提出了

「凝聚機構共識」以及「解決溝通問題」的相關建議。 

    上述有關非營利組織與社會企業之間之探討，可瞭解兩者之間存在若干差異，

非營利組織若欲轉型為社會企業，須審視自身是否已具備成熟條件，在經濟目的

上必須發展出可吸引使用者付費之產品或服務；在經營管理上需有充足之人力資

源、專業知能、社會網絡、財務制度；在組織之精神價值上，必須能守持社會與

經濟兩目的間之平衡，避免使命飄移以及組織成員之質疑，故須凝聚內部共識。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本身即以社會服務目的為主，目前仍高度仰賴政府經費支持，

未來若欲發展使用者付費等營收制度，轉型為社會企業形式經營，則上述結論有

助於提供關懷據點進行總體評估，並發展出本研究之研究目的。 

肆、小結 

    在理念上，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及社會企業兩者均強調永續經營，故兩者可謂

目標一致。社會企業強調「社會」與「經濟」的雙重目的，甚至是加入「環境目

的」而成為「三重基線」，此與「永續社區」概念所強調的「經濟」、「環境」、「平

                                                      
1
註 1：「社會企業家精神」的概念─社會企業家具有轉換的力量，能追蹤社會議題並實現改善社 

      會的理想，在組織中的領導者乃至於參與者、服務對象等，其突破性的觀念、思考與決定 

      都可歸類於此種精神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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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或社會正義」之本質 (黃源協、莊俐昕：2012) 不謀而合。另就內涵而言，社

區工作強調的「社區意識」亦與社會企業注重之組織價值、成員認同感雷同。因

此，不論從目的性或價值性的觀點，研究者認為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具備有發展為

社會企業之條件，甚至某種程度上儼然已可視為社會企業。但回歸到現況上，何

以仍存在高度經費依賴之現象?究竟是社區組織本身仍存在客觀之限制，或經營

者普遍未有以社會企業經營之理念，仍值得深思。過往不乏有研究建議發展「使

用者付費機制」作為自籌財源 (徐惠君，2013、廖偉真，2013、許馨心，2010)，

但從理念到落實仍有一段長遠距離。研究者認為收費機制之建立或可為據點增加

自營財源，但欲達成永續發展目標，從領導者的經營理念到據點的營運型態必須

有別於現況，故研究者期待以「社會企業」之角度作為本研究之出發點。當然，

本研究並非視「社會企業」為據點必須擁抱遵循之路，採用此概念係著眼於據點

經營困境的解決及在高齡化趨勢下服務量能的提升，不論是「社區自主」、「擺脫

依賴」、「使用者付費」或「滿足社區多元需求」，社企的精神較能貼切並含括本

研究目的所重視者，同時以「社會企業」一詞作為主軸，較能明確的使訪談過程

聚焦，俾利資料蒐集與詮釋，研究者亦較能與受訪者交互分享與學習。 

    依研究者工作之臺北市文山區而言，現共有 7處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在營運

之經費來源上，均接受政府的方案補助，但少部分據點則有收費性服務，如文山

老人服務中心，自 2008年改為公辦民營後即採行會員制，會員須繳納年度會費，

中心辦理之若干課程或旅遊活動等均對參加對象收費，另外區內的部分據點亦針

對餐食服務進行收費，以對應供餐之成本支出。由此可見在接受政府補助之餘，

據點已透過自營收入支援組織營運所需，同時也滿足政府方案補助中常見之「自

籌款」比例要求。綜上所述，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之運作方式與社會企業之經營形

式似已具備關聯性。然而，就這些據點而言，其負責人(或經營者)對於組織本身

與社會企業之關聯是否有所覺察？其認知程度為何？據點是否期待跳脫對於政

府經費補助的依賴，又轉型成為真正的社會企業可能面臨哪些利弊？如何能促發

據點轉型之意願?在社會企業的型式下，究竟能發展出何種老人服務?目前尚無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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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之探究。身為一位社區照顧領域的工作者，任職之單位又肩負在地老人服務推

動之使命，實期待透過相關研究解析上述議題，從而為政策之推動找出新的活水。

或許以社會企業型式經營之構想協助據點實為異想天開，但若能激發經營者新的

思維或意願，為據點之永續經營努力，則未嘗不是在地老人的生活福祉，如此對

政策的落實上亦將有所助益，故綜合社會企業之觀點，本研究期待達成以下目

的： 

一、探討影響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經營成效之因素 

二、分析社會企業觀點應用於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之現況 

三、探討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發展為社會企業所需之條件 

四、提出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永續經營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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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研究方法 
    社會企業與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兩者在國內分別有許多個案實證研究，但將兩

者相互結合之研究迄今尚無。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之發展迄今已 10 年有餘，社會

企業則尚處於發展萌芽階段，故研究主題「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轉型為社會企業之

可行性研究」應屬較新的概念，係以微觀層次之社區據點為主要研究對象，於研

究過程中進行資料蒐集、描述、歸納及分析等程序，故擬採用質性研究方法，對

於據點之營運過程發掘與研究主旨相關之現象、問題。而依據研究主題，「可行

性」係為一種假設的意涵，故依目的而言，本研究宜定位為「探索性」研究，針

對從據點蒐集而得的資料加以分類，從而得出完整之研究樣貌。 

第一節、研究架構 

    本研究之主題為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轉型社會企業之可行性，故在架構上擬先

透過相關文獻之蒐集探討關懷據點之運作情形與社會企業之意涵，以瞭解兩者之

間所存在之關聯及差異，並作為訪談大綱擬訂之基礎。經過樣本選取及實地訪談

後，相關資料透過分析，將能瞭解據點在轉型的因素上所具備或欠缺之條件，最

終提出可行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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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 研究架構圖 

第二節、研究設計 

  壹、樣本選取 

    由於研究主題係來自於研究者的主觀假設，故研究對象之選取具備研究者的

主觀意識，依據研究目的配合研究者之工作經驗、工作場域、時間、經費及與社

區單位建立之互動關係，本研究之抽樣方法係採取「立意取樣」，選取適合與本

研究主題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為樣本，擇取具代表性者作為研究對象，分析並探

討其所具備之轉型條件。然而受限於人力、時間、經費及研究者本身工作經驗而

與社區單位之關係建立情形，須採用「立意取樣」，挑選文山區內之社區照顧關

懷據點作為研究標的，扣除區內的老人服務中心，合計共有 6 處可供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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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文山區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名冊 

編號 經營團隊類型 關懷據點名稱 

1 教會體系(基督教) 財團法人雙福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文山區家家堂) 

2 教會體系(天主教)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北教區(木柵復活堂) 

3 社區發展協會(亦同為

里辦公室) 

明興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4 社區發展協會(亦同為

里辦公室) 

萬和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5 社區發展協會(亦同為

里辦公室) 

忠順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6 社區發展協會(亦同為

里辦公室) 

順興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而從經營團隊背景檢視，教會體系有 2 處，其餘為社區發展協會(亦同為里

辦公室)背景。考量經營團隊型態於據點運作之可能差異，本研究樣本選擇擬納

入 2 處教會體系據點，另擇取發展協會體系據點 2 處，合計 4 處，其基本資料依

A、B、C、D 編碼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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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受訪據點基本資料表 

據點

代碼 

成立宗旨 成立時間(年) 員工人數(人) 服務項目 受補助項目 收費項目 

經營單位 評鑑等第 志工人數(人) 

A 1.社會服務 

2.宗教服務 

11 3 健康促進 

電話問安 

關懷訪視 

定點共餐 

業務費 

志工費 

講師鐘點費 

食材費 

人事費 

課程(材料

費) 

基督教信義

會 

優 17 

B 社區互助 

在地安老 

11 12 健康促進 

電話問安 

關懷訪視 

定點共餐 

業務費 

志工費 

講師鐘點費 

食材費 

人事費 

健康促進 

餐飲服務 

社區發展 

協會 

優 115 

C 1.擴大社區 

  服務 

2.建構在地 

  照顧體系 

3.增進居民 

  生活品質 

  與福祉 

4 24 健康促進 

電話問安 

關懷訪視 

定點共餐 

設施設備費 

業務費 

志工費 

講師鐘點費 

食材費 

房屋租金 

定點共餐 

社區發展 

協會 

優 34 

D 1.在地老化 

2.延緩老化 

3.活躍老化 

13 年 3 健康促進 

電話問安 

關懷訪視 

設施設備費 

業務費 

志工費 

健康促進 

餐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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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會 

(基金會) 

優 35 定點共餐 講師鐘點費 

食材費 

人事費 

    另就實際之受訪者選擇上，綜觀歷來有關據點之研究，可知訪談對象可含括

負責人、志工或是社區長者。惟考量本研究所擇定之「社會企業」主題，屬於一

較新穎之概念，對於年長者或志工(普遍為中、高齡，學歷程度或涉入據點實際

運作之深淺不一)所能提供之回答效度上較難掌握。又，文山區之關懷據點運作

實際上多為負責人(理事長或總幹事)直接主導，故訪談對象即擇定經營團隊之主

事者，以求所獲資料能保有最大之參考運用價值。本研究共計訪談 2 位里長(屬

發展協會背景，其中 1 位身兼理事長)，督導及教會教師、教會行政人員共 5 位，

其基本資料如下列一覽表。 

表 2-3：訪談對象一覽表 

受訪者

代碼 

所屬單位 職稱 服務

年資 

學歷 工作經歷 

A1 A 基督教會 教師 17 研究所 出版社編輯 

A2 A 教會 行政 17 大專 出版公司行政 

B1 B 社區發展協會 總幹事 11 大專 里長 

C1 C 社區發展協會 理事長 6 大專 社區總幹事 

里長 

民間團體總幹

事 

D1 D 天主教會 督導 13 大專 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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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訪談大綱設計 

    目前國內有關社會企業之文獻尚未有與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具關聯者，本研究

欲探討關懷據點轉型為社會企業之可行性，則須連帶瞭解據點在實質運作上之成

效與困境，以及在何種條件下據點有意願及動機轉型為社會企業，又轉型過程中

所具備之優勢及不足之處為何。據此，本研究之訪談大綱擬以半結構式問卷，擬

訂相關內容如下： 

一、據點當前之經營困境為何？面對困境之因應之道? 

二、據點之收支狀況為何？產生盈餘(虧損)之成因？是否具備創造盈餘之能力？ 

    又若產生盈餘時如何處理，若虧損時又當如何因應？ 

三、據點在人力資源、經費來源、社區(社會)資源網絡之運用情形，以及該情形 

    對於據點未來經營之影響。 

四、據點經營者對於社會企業概念之瞭解情形。 

五、據點轉型為社會企業之意願為何？若轉型則須具備哪些條件？ 

六、據點如何達成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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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資料蒐集與分析方法 

壹、資料蒐集方法 

一、文獻法 

    本研究之研究主題涉及兩個重要子題─「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以及「社會企

業」。在社區照顧關懷據點部分，為利後續訪談大綱能貼近據點運作現況，須透

過相關文獻瞭解關懷據點政策之推動歷史、發展現況及經營成效與困境。在社會

企業部分則需瞭解期內涵、在國內之發展及與非營利組織之間之關聯。上述內容

需檢視相關之報章雜誌、期刊、碩博士論文以及政府之出版品、官方統計資料等，

並將文獻探討之結果進行比較分析，釐清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與社會企業之間之關

聯，如在「社會目的」之共通性，在「經濟目的」上之差異性，從而作為建立訪

談問卷效度之依據。上述資訊之蒐集、分析來源係透過二手資料取得，故「文獻

法」為本研究採取之資料蒐集方法之一。 

二、訪談法 

    依據本研究之研究主題，規畫以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為研究對象，故具體之資

料蒐集方法擬採用「訪談法」。於「訪談法」中，受訪者與研究者互為研究主體，

透過反覆的資訊交換，取得評量內容之真實性，並適用於特定情境。訪談的重點

在於訪談者及研究對象一起經驗的研究主題，它是一種敘事形式，也是一種田野

資料蒐集方式。(黃雯惠等人譯，2001，轉引自吳明珠，2011)。社區照顧關懷據

點之經營者或為社區發展協會，或為宗教組織等民間團體，其組織型態，負責人

背景、社區特性等多有差異，採用質性研究方有助於深層瞭解其運營據點的總體

樣貌，深度訪談法適用於質性研究，可依研究者之立意獲取符合研究目的之第一

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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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資料分析方法 

一、內容分析法 

    依據學者 J. W. Bowers 於 1970 年之定義，內容分析法是一種利用系統性、客

觀和量化方式針對資料進行歸類統計的方法，並根據所得出的資料類別或數字進

行敘述性的詮釋。 透過量化的技巧和質的分析，它不僅分析傳播內容的訊息，

而且分析傳播內容對於整個傳播過程所發生的影響，藉以推論產生該項內容的環

境背景和意義 (維基百科，2013) 。本研究預期將取得來自於關懷據點經營團隊

之大量訪談資料，其內容將代表受訪者在主觀意識上所傳播之訊息，故研究者將

依據研究目的及逐字稿字句依序進行，進行分析類目及單位之建構及編碼作業；

研究者將判讀相關內容，給予資料清楚之定位，並與社會企業觀點比對及印證，

以便於最終進行研究結論之詮釋。 

第四節 研究流程及章節安排 

壹、研究流程 

    本研究流程分為幾項步驟，首先為研究問題之確立，再者進行相關之文獻探

討，其後進行樣本之選取及實地訪談，最後則進行資料之彙整及分析，並得出研

究結論。本研究之流程圖如圖 2-2 所示。 

貳、章節安排 

    本研究預計分為四個章節，第一章為緒論，旨在說明透過實務經驗以及文獻

回顧所引發之研究緣起，其中文獻回顧內容包含「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中有關「社

區照顧」概念的起源、關懷據點的推動歷程以及發展現況等，以及探討社會企業

的意涵、我國的社企推動概況以及與非營利組織間的關聯，並於該章第二節中敘

明主要之研究目的。第二章說明研究方法，包含研究架構、研究設計、樣本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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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訪談大綱設計及資料蒐集分析方法等。第三章為研究發現，主要將針對訪

談所得之資料進行彙整分析，並依據研究目的探討關懷據點轉型社會企業之可行

性及影響因素。第四章為除闡述研究之結論外，亦將針對關懷據點、政府單位等

提出對於據點永續經營之建議。 

 

 

圖 2- 2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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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研究發現 

第一節、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經營現況分析 

    本節旨在分析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之經營現況，分析項目尚包含「人力資源運

用」、「社會資源網絡運用」、「財務運作情形」，最後並歸納據點面臨之經營困境。 

壹、人力資源運用 

一、志工撐起半邊天 

    目前受訪的四個據點，在人力資源的部分皆大量運用志願服務人力，透過使

命的號召以及服務認同感的建立，據點皆能發展成具有充沛志工人力的服務樣態，

據點 C、D 皆超過 30 人，據點 B 更多達上百人。教會背景的據點 A、D，其志工

來源多以教友為主，逐步再透過服務認同的建立吸引社區長者成為志工。在地組

織─社區發展協會及里辦公室背景之據點 B、C，則直接透過在地的服務，吸引

民眾使用服務並進一步成為志工人力，其中由里長直接經營的據點，更具備有可

資運用的輔助人力─鄰長。 

 

    一般來講我們覺得還好，我們的志工的人數跟服務的長輩的人數比例，我覺

得還 ok，差不多 1比 3嘛，大約是這樣(A1) 

 

    所以現在有兩種，一種是教會裡面的志工，一種就是來到我們關懷站當中的，

非常明顯我們一看就是..根本就是可以服務不用服侍的，那我們就會邀他。(A1) 

 

    我比較沒有正式人力，沒有所謂這一方面據點的正式編制，都是志工。(C1) 

 

    我想據點的志工跟環保志工跟什麼巡守隊啦這一些環保志工都還要好，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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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認同度都高，因為他們一直以為這個就是在做公德，他們一直都是這麼想。

所以說當時在招募喔就很快。(C1) 

 

    那另外我們的志工現在目前是 33位，應該 35啦..35...35 位，對，然後大

部分都是教友啊，所以我們在人力方面也是比較..(D1) 

 

    有的是透過朋友介紹，然後有的是在這邊的課程接觸之後他願意來服務這

樣.。(D1) 

 

    所以我們就是基本上我常會講說其實當里長去做據點去做社區，是很容易的，

為什麼，因為里長基本上就有一堆鄰長。像我們文山區小的里大概有 17、8個鄰

長，我們里就有 32個鄰長，對不對 32個人很多了ㄟ，所以說你有這 30幾個人，

然後再從這 30幾個人再去做一些延伸擴張。(B1) 

 

    除了服務認同感可作為招募志工之方法外，據點本身也會運用多樣化策略 

擴大志工招募以維持人力穩定。最普遍者即「滾雪球」之方式，或是如據點 B

在某些服務設計上從優予具備志工資格者。 

 

    那後來我們也會相對的要求說那你是不是要來當志工，所以我們後來在課程

的設計上就會有一個規定就是說，假設我們報名的人超過，那以志工優先，那就

讓他們不得不，為了去上那個課，那他們在社區也盡一份義務。(B1) 

 

二、專職人力依賴政府補助 

    據點 A、B、D 均聘用專職人力，而該人力之聘用係牽涉本身營運管理上之

需求，如執行行政管理、財務管理、餐飲規劃、照顧服務等業務，而人員本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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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特質，包含與長者之互動關係、投入服務之態度等，亦成為據點運用專職人

力之主要考量，如據點 B 即選擇將優秀志工轉任為正式人力。 

 

    恬葳以前是學商的，她是學商的，所以她在教會裡面行政的這部分，很多的

帳務這部分，這個....她在處理，非常非常專業。碧霞之前是在....碧霞之前是

在一家出版公司，她也是在出版公司，對對對。基本上她也是從事行政方面、財

務方面(A1) 

 

    對對對，那我們會覺得說她在志工的部分一直盡心盡力，所以我們就覺得說

請她來做這個職務恰如其分。(B1) 

 

    行政嘛，餐飲規劃師，就 2位 1位是照顧服務員，一個是專職的輔導員一個

是嗯..專職的照顧服務員，還有一個就是餐飲規劃師，這是我們 3個正職。(D1) 

 

    嗯譬如說餐飲規劃師本來就是做餐廳..開餐廳呀，那我們的照顧服務員原來

就是在其他的安養機構服務，那行政人員之前是在學校服務，所以他們都是有一

些相關的某些資歷。(D1) 

 

    然而，小廟難請大和尚，聘請專職人力代表著據點必須付出長期且較高之人

事成本，若沒有政府補助，以關懷據點的營運現況實難支應。除了據點 A 由教會

體系直接聘用專職人力外，據點 B、D 係順應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升級關懷據點之

計畫內容聘用，由政府補助其人事費支出。 

 

    就是嗯，我們的專職現在有 3位嘛，剛好就是 5.0補助的這 3位，對，專職。

(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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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力老化  缺乏新陳代謝 

    儘管在長期經營下，受訪據點均具有充足之志工人力，但「量」多並不一定

保證「質」無憂，事實上 A、B、C 據點均具體表達志工人力老化之潛在困境，

主因係志工多以中高齡為主，來自於熱情的「婆婆媽媽」們，故社區中的人口結

構亦直接反應在據點志工隊的年齡結構，相對地即缺乏年輕人的投入。 

   

    那目前來講，嗯...「人」是有，但是沒有年輕化，都是老人家，所以說是..

都是斷層的。(C1) 

     

    它的人口結構就是這樣，這個人口結構我們就很難去突破，對呀(除非是有

些學校的資源但那是臨時性的)對呀！(C1) 

 

    志工服務之穩定與否牽涉其數量與品質，包含人力比到個別志工的認知程度、

理解能力等，志工的高齡化並非意謂志工「不堪運用」，後繼人力的斷層才是據

點憂慮之處。目前的現象是，社區發展缺乏年輕族群投入，志工們越做年紀越長，

最終反成為服務對象之一。當然，高齡志工由於具備更資深的服務經驗以及與「服

務對象身處同一世代背景」的相似性，在提供服務上仍具有一定程度之優勢，但

仍須要新血的加入。 

 

    ok 那很重要的一個是志工的成長，我們志工的素質的成長，有新的志工可

以來承接，將來總有一天有一些志工會....像我們現在已經發現了早期的志工現

在已經..他不能服務了。(A1) 

 

    那社區營造最根本的能力就在於說是志工的數量跟品質，就數量來講其實對

我們來講都還算是 ok。那因為我們有過 10年的經營，所以說志工在經營據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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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上應該都還...到目前為止應該都還可以。(B1) 

 

    我們縱然是老化來講，但是都還可以做事啦，也不是說年輕人才有用啦，阿

他們都可以做事，阿你說譬如說要做一些特殊的，我們有時候臨時性的也會找一

些來幫忙(C1) 

貳、社會資源網絡運用 

一、善用開發策略 

    受訪的 4 個據點一致認同，社會資源網絡的建立與運用甚為重要，為了吸納

資源，據點必須善用開發策略，最普遍的策略便是透過人找人的「滾雪球」方法。

對據點 A 來說，從「人」開始的資源發掘方式，相較於直接找單位接洽反而更加

順利。而文山區內活絡的在地社區組織，也往往能為據點帶來資源的挹注，與在

地組織建立關係，進而透過該組織的牽線獲取政府方案的支持，讓據點 B 建立了

豐沛的資源網絡。當然，前提是必須拿出「經營實績」，贏得社會認同，如此在

吸納資源上也更為容易。 

    直接去找單位...應該有，應該也是有..然後要看一下喔其實都有，都有。

不過大部分來講比較順的一種方式都是從人開始，因為你認識他嘛！(A1) 

 

    想的到的都有，其實我們也是資源網絡的那個...也是搭「安全社區」(文山

區在地社區網絡組織)之便嘛，所以說另外我們那個比方說像體適能的課程，也

是文山區體育會，那體育會也跟那個體育局跟那個體育署，都會申請一些運動計

畫的一些經費，所以在我們這邊的這些資源算是..算是豐富的。(B1) 

 

    這是我..我覺得說應該這樣子而且  .ㄟ社會上就是有這個現象反正..你做

出了一些別人認可然後認同的東西，那相對的對於爭取資源的時候其實都不是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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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問題。(B1) 

 

    而即便如據點 C 本身仍存在某些困難，若社會資源能持續支持據點的運作，

也有助於負責人的持續經營意願，。 

 

    你比如說我們當時這個..義剪就好了，從你們那邊當時那個叫....雅..雅青，

從他開始跟這個..我們約翰這個開始第一次到我們這邊做，從 93年我們就延續

到現在也沒有中斷。(C1) 

 

    其實只要配合單位不抽腿，我大概都會繼續下去，我大概目前來講都會繼續

下去，因為我 20年來大都是這個做法，我們付出一點大都無所謂。(C1) 

 

二、就地取「財」 就近開源 

    關懷據點的社會資源來源，「就地」與「就近」是主要的特色，從區內的學

校、醫院乃至於社區內善心人士，均能為據點 A 在人力、物力、財力上提供支持。

而配合服務對象的需求，據點 D 亦會適時的連結屬於社政體系的社福中心、屬

於衛政體系的健康中心來合作辦理方案。 

 

    所以說我們認識的學校裡面的老師，跟配偶，像類似這樣。像醫院，我們自

己也有醫院的這個..認識的一些...當然我們一定要結合社區裡面的醫療的一些

的支援，他們也很樂意到關懷站來分享。醫院..學校..對。(A1) 

 

    那再來就是跟在地的嘛，就是你們啊，還有文山社福，文山社福之前也有轉

介一些邊緣人來讓我們送餐或是..就是服務。那再來就是文山健康中心，我們跟

他合作辦理活動嘛，還有就是..安康..不是是萬芳醫院，對。(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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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在地開源，據點背後的母單位也往往是資源供給者，里辦公室成立的據

點 B，適時的可運用里內的資源。而如據點 D，其背後經營者屬醫療體系，則在

服務提供上更能引進到具有專業背景的人才協助。 

 

    那在加上我們自己其實也是有里辦公室的資源可以來 support，所以說都還

ok不會有太多問題。(B1) 

 

    有有，我們就是跟嗯..一開始我們就是跟永和耕莘醫院合作，所以我們的當

初的什麼社工師啊，就是醫師啊護理師啊這些方面我們都有合作一些課程啊，或

者是寫計畫啊這些我們都是跟他們合作嘛。(D1) 

參、財務運作情形 

一、教會體系奧援相對充足 

    受訪的 4 處據點皆接受政府有關社區照顧據點計畫內之補助，據點 B、C 亦

明確指出有關政府補助佔所有經費來源之比例約為 7 至 8 成。對於據點 A 跟 D

而言，由於其背後經營者為教會體系，教會本身每年即編列預算供據點支用，而

當據點最終出現財務虧損時，教會也肩負最終平衡責任，因此對於據點 A、D 的

第一線人員而言，由於有教會作為強有力的經營後盾，即便客觀上常遇虧損(據

點 A)，但對於如據點 C 所表現出對於籌措經費的焦慮、政府支持的迫切性，相

對較不強烈。 

 

    我直覺地看這個問題的時候..關懷站它的經濟.在基本上我們的結構，一個

是從政府的補助款，一個就是教會的預算，那我們每年在編預算的時候一定在社

會服務的部分有編一塊，那我們現在要編到 11月了要編到明年了，所以它的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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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的結構是這兩個。(A1) 

 

    那個全部的費用啊大部分就是教會在支出，那政府補助的就是我們其中的一

小塊，所以不會有盈餘，當然都是虧損，都一直是教會在補....(A1) 

 

    我前兩年啊當然都是政府補貼，那因為以前..以前社區發展協會本身還有一

些經費啦，我們大該都會拿一些獎金，前常參加一些比賽拿一些獎金，那就節儉...

節儉的用。(C1) 

 

    那經常門的話要 20%嘛，政府出 80嘛，但是它有時候會東扣西扣啊.. (C1) 

 

    少少啦.對也不能說是打平啦，就是說因為我們的開銷很多部份是由教會已

經在支出嘛，所以我們減少了很多的必要的支出啦，這個水電、瓦斯，所以我們

在..應該我們不能說打平。(D1) 

 

二、在地耕耘 開源想方設法 

    據點 A、D 有教會體系奧援，結合政府方案補助，構成據點經營之主要經費

來源，另外據點 A 尚有一優勢即為教友間的奉獻，透過宗教使命的趨使及服務認

同，服務對象同時也成為資源供給者。據點 D 則是建構部分的使用者付費制度

來充實經費。 

 

    一個是他們自己奉獻進來的，他們帶進來的，出去玩一定會帶東西回來，過

年過節他們大概都會帶東西進來，那這些東西就直接運用在整個的關懷站裡面。

然後這些的政府的補助款進來，再和我們不夠的是...教會的預算差不多是這樣

子，差不多就是這樣子。(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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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就是收費嘛，跟收費平衡來說，因為要支出講師費呀這些人事費呀這些，

那算是還小小的問題啦！(D1) 

 

    相對地，沒有教會體系支撐的據點 B 和 C，除了須積極留意政府各項補助把

握申請機會外，在社區內亦須透過網絡組織或各種資源管道、在地商家等設法開

源。 

 

    因為我們一直不覺得這個支出的部分會是壓力，就是我們最近這幾年不管是

自己的理監事，或者是我們社區的一些善心的人士，對我們都會有一些捐輸，包

括像今年我們那個聯恩診所的那個李姓醫師，他今年就捐了我們 10萬塊，那 10

萬塊對我們社區來講其實幫助就相當地大。(B1) 

 

    所以說另外我們那個比方說像體適能的課程，也是文山區體育會，那體育會

也跟那個體育局跟那個體育署，都會申請一些運動計畫的一些經費。(B1) 

 

    全聯福利中心因為畢竟是在自己的里裡面啦，那他它就是因為一些廣告收入，

等於是他佈告欄的廣告收入，他廣告收入他都...就給地方應用，所以說我那個..

有這個錢可以進來。(C1) 

 

    那我就跟老師講白如果要繼續做，我們也希望老師也繼續教學教下去，那如

果的話你們就用樂捐的，那就 20%樂捐出來，對呀，那至少我們協會這邊可以打

平，師資這部分我們還可打平。(C1) 

 

    如果真的還有負，那變成我個人要處理，阿我個人處理的話我就用無名氏啦，

不用讓人家知道啦。(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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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求盈餘 但求弭平虧損 

    即便有教會承擔最終之收支平衡，據點 A 仍表示「虧損是常態」，但在教會

服務使命驅使下，「創造盈餘」並非其所重視之課題。據點 B 則以成本中心出發，

透過「有多少錢做多少事」的基本思維控管支出，因此雖無明顯盈餘但尚不構成

財務困難。據點 C 係透過在有限的社區資源內努力開源，同樣也面臨「虧損是常

態」，常須里長本人自掏腰包。據點 D 雖因獲得政府升級計畫中人事費補助之挹

注，近一年轉為尚有盈餘，但從其原本之收支結構而言，損益兩平仍是其經營常

態。 

 

    因為目前我們算是運用「成本中心理論」的方式去作經營，那其實我們就看

政府的補助有多少加上我們里辦公室的資源，所以我們在在運作這個..這個據點

的部分應該沒有所謂的透支..什麼樣的問題，但是也不可能有盈餘，因為我們並

沒有利用據點來做一些什麼樣的收益的行為嘛。(B1) 

 

    嗯如果就我們上課的這種狀況，收的學費跟講師的話我可以差不多是打平的，

那餐費來說的話我也差不多是嗯收的錢差不多就是付菜金嘛，但是就還有人事費

呀，那剛好今年有升級 5.0，所以它有補貼我們的人事費，所以這個今年對我來

說我會有盈餘，因為政府的補助。(D1) 

 

四、經費依賴  處處仰人鼻息 

    就經費來源結構而言，據點 A 包含教會預算、政府補助、教友奉獻及微量使

用者付費；據點 B 透過活用社政、民政等領域的政府方案及社區內的支持、部分

使用者付費，據點 C 則類似據點 B，據點 D 亦透過教會預算及政府計畫補助，再

搭配使用者付費。扣除使用者付費這一管道，4個據點的經費來源皆屬外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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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自營收入，因而「經費依賴」情形在訪談中皆不乏可見。 

 

    以據點 A 而言，教會預算為重要支持，但教會預算多為教友奉獻而來，非透

過服務創造收入。事實上景氣的好壞多少會影響教友奉獻的意願或額度，而奉獻

的穩定與否又將直接關係教會經濟狀況。 

 

    那教會的經濟狀況如果說奉獻的情況也很好的話，那就不會有問題，那再加

上有政府..向政府申請補助的話，就應該可以繼續走下去。(A1) 

 

    據點C仰賴政府經費甚深，補補貼貼是常態，一旦補助停擺服務將難再持續。

而仰賴公部門資源也需要配合其「遊戲規則」，受限於自籌款比例規定，做越多

便會虧越多。 

 

    當然會依賴啊，對呀被抽掉就沒有了就不用做事了，我今天很簡單嘛你今天

除非比如說我們要開課要有師資，好，今天這很簡單除非師資..老師說我免費，

我目前也可以要他們免費啦，但是呢能不能永續我就不敢講了，對不對！(C1) 

 

    啊..「錢」的話，我們畢竟是人民團體嘛，雖然有點錢，但是要永續的話每

年這樣貼貼補補也沒辦法維持的很久。(C1) 

 

    我講得更白的啦，做越多虧越多，自籌款啦！所以說每一年社會局在核銷的

時候他就會講，里長妳那個額度還有呀為什麼不請？阿我說我請越多我自籌越多，

我又不是頭殼壞去，對不對，所以說我們就是量力而為啦！(C1)  

 

    據點 D 的行政支出等多數開銷均由教會負擔，某種程度而言可視為單位的

經營「優勢」，比起據點 C，第一線經營人員為了弭平收支之財務壓力相對較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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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相對地，對於母單位的「依賴」也可能弱化了第一線經營人員對於成本效益控

管的自覺。 

     

    有啊因為我們現在根本完全就沒有在算成本，沒有在做這些的財務的..規劃，

我們只是像那個現金收入流水帳那樣，對呀沒有真正去計算過我們到底哪邊是在

賺，哪邊是在虧 

    因為教會都會幫你們計算嘛？ 

    因為不缺乏的時候你就不會去節約嘛不會打算，所以這個可能是我們需要去

去琢磨的..(D1) 

 

肆、經營困境 

一、地狹人稠  場地缺乏 

    據點 A、D 為教會體系經營，以教會作為服務提供場地。據點 B 以里辦公室

空間及代管政府場地供給服務，據點 C 則長期向社區管理委員會租借場地。事實

上，空間的缺乏對於臺北市的據點是最為普遍的困境，據點 B 雖然對於未來的藍

圖已充滿想法和願景，但場地因素是最大的限制。據點 C 在空間資源上也仰人鼻

息，必須擔憂「來年」是否唱空城，即使社區內有場地也須常遭地方住戶團體之

「關注」，服務可謂綁手綁腳。 

 

    但是相對地我們也觀察到臺北市的這些據點，其實空間都相對的缺乏，那我

想說可能對台北市的據點來講其實是還蠻嚴重的問題。(B1) 

 

    那另外有一個最重要的，就是「場地」，因為我們目前這個場地是跟管委會

商借的啦，那當然雖然是有付租金，但是..人家什麼時候高興就借你不高興就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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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了！(C1) 

 

二、經費補助 看得到不一定用得到 

    申請政府的補助除了須依核准計畫實行外，在經費核銷上，據點亦常常面臨

「看得到卻請不到」的窘境，公家單位之會計規定實非社區據點工作人士能清楚

明瞭。據點 C 即明確表示，有關在經費核銷上，常常遭遇「東扣西扣」的情形，

政府補助據點運作，卻也限制了服務的彈性。 

 

    那經常門的話要 20%嘛，政府出 80嘛，但是它有時候會東扣西扣啊..(C1) 

 

    那關懷據點.社會局那個補助你知道嘛，那個經常門是要自籌 20%嘛，那...

那個資本門就要 30%，阿你做越多妳自籌越多啊，啊哪有可能經營的那麼久(C1) 

 

三、服務推動需顧慮在地認同 

    關懷據點在服務推動上除了須匯集人力、經費、社區資源網絡的支持之外，

更需兼顧在地居民之認同，缺乏地方的支持可能會形成服務推動的阻礙。據點 C

負責人在訪談中便屢屢舉出在爭取發展資源時，所遭遇到面臨地方勢力挑戰之情

形。 

     

    而且你只要有得罪人，人家去互咬，一咬一團結，我們什麼都沒有了。本來

是管委會同意就好，因為管委會也是代表區分所有權人啊，它為了小心啊它就要

提到區權會，那區權會會議一開...完蛋了(C1) 

 

    那當然好像陳情的聲音就很大了，阿很大他們就講了他們代表民意啦，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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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辦公處講的都不代表民意啦(C1) 

 

四、服務行銷尚缺創新思維 

    據點之服務效益很重要的指標即在於服務多少人次，故如何吸引服務對象進

入據點是重要的課題，據點必須設法將服務方案加以行銷。然而，在社區中最常

使用的方式為「口耳相傳」或「海報張貼」，較缺乏創新的作法，這使得據點 D

在健康促進活動的推廣上益面臨困境。 

 

    嗯...我們目前比較存在的問題，也就是嗯...有的時候會遇到一個瓶頸，就

是..嗯因為我們主要的服務是健康促進嘛，健康促進的時候就是像怎麼宣傳讓人

家來，這個可能有一方面會有一些困難。(D1) 

 

    嗯沒有我們都順其自然，對然後就是沒有去做行銷但是就是靠著大家的口耳

相傳，那就還勉強對對對。(D1) 

 

第二節、社會企業觀點的應用 

    受訪的 4 處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在服務宗旨上都有其社會服務本質，包含滿

足社區老人的照顧需求，發展在地安老、社區互助等。本節研究者將根據訪談內

容中，分析據點在應用社會企業之觀點已包含哪些面向(即使據點負責人在訪談

前對社會企業缺乏瞭解)。以下分為「經營者的認知與自我檢視」、「社會目的的

實踐」以及「經濟目的的實踐」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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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經營者認知與自我檢視 

一、社會企業認知的闡述 

    研究者在訪問 4 個據點之負責人對於社會企業的認知時，除了據點 B 負責人

能以主觀的「資源流」概念較為深入地闡述外，據點 A、D 兩位負責人對於社會

企業一詞未能有效回應，而是需要回歸研究者主導說明。據點 C 負責人對於社會

企業的理解則偏重於企業在具備盈餘的情況下，基於社會責任的公益精神下所做

出的回饋，意即「企業的社會責任」。 

 

    社會企業其實就是一個我們把它再....濃縮成所謂的微型社會企業，是把她

narrow down到我們的社區，那其實就是形成一個我們社區內部的「資源流」，

然後如何從社區裡面取到資源幫助到我們這個系統，然後我們資源可以回饋我們

這個社會。(B1) 

 

    就是他本身就是一個企業體，那我剛剛講的比如說它有人它用人，嗯..沒有

人但是它有錢，反正它在它行有餘力他願意用各種方式去付出給地方，阿大概就

是所謂的社會企業。不知道對不對我不知道。(C1) 

 

    據點 B 負責人為何能主動做出較為深入地闡述呢？此源於過往曾吸收到有

關外部團體對於社會企業理念的分享，並且在其據點經營的大方向中，亦不乏對

於「自給自足」及「永續經營」等等貼近社會企業想法的思考，故對於相關概念

能有所理解及認同。 

 

    對，因為很早很早之前我們就聽過一些人的演講，到目前為止印象深刻的就

是陽光廚房，那他們當初他們那個主持人在台上講得就是，它可以讓他們周遭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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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里的民眾沒有人失業，然後他們也就運用了各種方式創造各種就業，一個收入

的機會，然後讓他們的民眾可以過得比一般人還.....優渥的生活。那這個部分

的話他一再的強調說它沒有拿到政府的..它不拿政府的補助不是說它沒有拿到，

所以說我覺得ㄟ真的能夠做成做到那的境界的話，其實是一個很棒的一個.....

可以說是成就。(B1)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這個自給自足的想法永續經營的想法，就是從那時候里

長就認知到了，就已經吸收到了要朝這方面去做。(B1) 

 

二、關懷據點=社會企業？ 

    在訪談過程中，研究者除了蒐集據點負責人對於社會企業的主觀詮釋外，亦

透過客觀的內涵說明，引導據點負責人思考關懷據點與社會企業存在哪些關聯性。

對於據點 A 而言，滿足高齡化衍生之社區照顧需求與建立收費制度，兩者之間並

無直接關聯，意即社企概念中的「社會目的」及「經濟目的」是分別獨立的狀態，

尚未有所謂「盈餘可再投入社會服務使命」的想法，當然在客觀上而言，據點 A

負責人也表示由於其本身並無盈餘，故自然未有對服務擴充的規劃。另由於收費

並非據點 A 本身著重的經濟來源，故客戶(服務對象)的口碑、服務品質亦非其所

重視。簡言之，據點 A 在經營過程中，並未有對社會企業產生相關的思考，主觀

上不認為據點本身與社會企業存在關聯性。 

     

    我們也不會把它特別留下來，反而如果是不足，那當然是從教會的預算裡面

來支出。嗯..我們會不會有因為有這樣子的經濟的收入，而我們會去想到社會的

服務的可能性，目前還....不明顯….。因為你沒有..你沒有產生一些盈餘以至

於你要去運用這筆錢去開發做什麼東西，非常少..非常少。(A1) 

    至於說我們的供餐是不是滿意呀，那個東西可能還比較不是我們最關心的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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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我們的場地好不好呀是不是要做改善呀，這個也還不是我們最關心的，或者

是說像你剛剛講的那個社會企業啊，這都可能都不是呀。(A1) 

 

    相較於據點 A，據點 B 的負責人雖未直言據點即等同社會企業，但其對於據

點經營的論述內容處處可見與社企殊途同歸之概念，包含有關據點成立之初衷，

負責人提到了政府的政策其實期待孕育出「社區產業」，讓據點能自給自足。另

外對於人力資源的管理、資源運用、據點實踐服務目的的過程，據點 B 負責人也

充滿策略與想法，同時也認為據點有潛能以社會企業形式於社區內發展服務。 

 

    那這個其實也是從前政府要求我每個社區它要有自己的產業的能量，那我們

也朝這個方向去走，所以說慢慢的我們就應該可以自給自足。(B1) 

 

    同為里辦公室及社區發展協會的背景，據點 C 卻與據點 B 的表述落差甚大。

研究者推測受限於先天條件(場地)不利等因素，使據點 C 的負責人在態度及認知

上顯得較為保守。里長認為里辦公室在社區中以服務為本的屬性，已被定位為非

營利之性質，故里辦公室不能有營利或收入，更遑論因缺乏自有場地而限制營運

理念的實踐了。 

     

    那如果像我們里辦公處也好，社區發展協會也好，可能就..像我的想法比較..

比較密合啦，會比較這樣子。因為喔，畢竟我們本身並沒有所謂的自己可以營利

自己可以有收入(C1) 

 

    那我們里辦公處不可能啊里辦公處就是這樣子啊，你縱然有政府的這些經費

你也不可能拿去投資啊。(C1) 

 

    至於據點 D，在研究者說明社會企業的內涵後，負責人即認同據點本身的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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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內涵確實與社企概念相似，其中有關高齡者的服務，已然是一種社會公益的實

踐， 

 

    我其實聽你剛剛這樣子講其實我們前面幾個都蠻符合的，就是有這個社會公

益的目的呀或是什麼(D1) 

 

貳、社會目的的實踐 

一、高齡化需求之滿足 

    受訪的據點之所以投入社區關懷服務，本身即著眼於社區內存在高齡長者照

護服務的需求，以社會企業的概念而言，滿足老人本身乃至於其家庭的服務需求

可謂為一種社會目的的實踐。據點 A 的成立緣起於教會對於教友之間年齡層的老

化趨勢，因而在信仰理念的驅使下，試圖建構出一個以滿足老年人情感及心理支

持的「適老環境」，排解在心靈層面的孤單寂寞。而高齡化帶來的老人照顧議題，

促使據點 B 不但著重健康促進服務的推廣，更希望開拓社區內的長照服務，發展

實際地照顧能量。據點 C 運用了衛教資訊系統所反映出的老人服務需求，傾聽在

地聲音並應用在據點服務的規劃上。據點 D 則期待讓老人進入服務場域，從而

獲得需求的滿足。 

 

    那那個年代 10年前我們的牧師他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高齡化，嗯...這是

一個必然的趨勢，教會裡面的年齡分佈已經感覺得出來了，已經感覺得出來了。

(A1) 

 

    這個是我們當初最早最早的初衷，還不見得是給予他們什麼..我覺得不是我

覺得他們都很有能力啊，事實上他們的經濟他們的..缺乏的就是一個心靈層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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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缺乏的是這個...寂寞！(A1) 

 

    所以說對我們據點經營的..從我們的過程可以大概知道其實一開始我們是

比較針對一般健康..亞健康的老人，然後來做一些健康促進，跟他們人際間的活

動。但是慢慢的從去年開始，那社會局他也有一些計畫在推所謂的..叫做「類日

照」的課程。那類日照的課程就開始牽涉到說有一些輕度失能長者的一些照顧，

所以包括像園藝治療啊、音樂輔療啊的相關的課程都是會對這些老人家有幫助的。

(B1) 

 

    那普通的地方需求都會來自所謂的衛教系統資料，那要做什麼其實有時候這

些參與者也會反應啦。(C1) 

 

    其實我們沒有很..很我們..所謂的經營策略的出發點就是要服務社區嘛，我

們所以..嗯目標就是說先讓大家進來，進來之後能夠接受我們的服務，能夠滿足，

那就是我們的目的就是在這裡了。(D1) 

 

二、建構在地維繫力量 

    關懷據點作為在地的服務單元，在滿足高齡化服務需求之餘，尚有更多的服

務使命。重視人際關係的培養與連結，讓社區成為一個互助關懷、相親相愛的環

境，是據點 A 另一層次的經營目的。而社區服務做得廣，可以使更多周邊的民眾

受益，在口耳相傳下，鄰近的里別也可能投入服務，這樣的初衷使據點 B 期待讓

大家「一起變好」，畢竟社區服務其實就是一種資源回饋；而同樣富有教會服務

使命的據點 D，對於情感連結的重視也遠大於以商業經營來獲益。 

 

    我們當初最早的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讓來到這個當中的每一個老人家，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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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裡面它們彼此能認識，他們能夠建立在這個...文山區的裡面它們彼此連結

的這個關係，有需要..他們都知道可以彼此互相的關懷，彼此互相的幫忙，我覺

得那是一種很大的精神的支持，老人家寂寞嘛！(A1) 

 

    甚至我們也更期待說，他來這邊覺得說ㄟ我們這邊有這些服務，為什麼他住

的地方沒有，回去也會給當地的一些協會或是里辦公處有一些壓力，讓大家一起

變好。(B1) 

 

    嗯嗯還有就是跟他們的..關係，我們不是跟他們純粹像在開店一樣，我們都

會跟他們建立...建立關係。(D1) 

 

參、經濟目的的實踐 

一、使用者付費情形 

    4 個受訪據點都有使用者付費的情形，但研究者分析其共同特色為「少量收

費」─僅限少量的服務項目且收費相對低廉，平抑成本為目的，收費僅期待於填

補服務成本，無法作為創造合理盈餘之來源。當然，據點是接受政府補助而成立

的，採行全面的使用者付費恐易招致「左手拿，右手也拿」的批評，因此常見收

費的項目僅限於共餐或一些課程材料費，讓民眾付得少，爭議自然也少。而如據

點 C 里辦公室的角色，里長既然予人為民服務的形象，即使向民眾收費堪稱合理

但也有社會觀感的顧慮。 

 

    那使用者付費那很少啦，比如說一些材料..然後我們請他們付費，然後郊遊

的時候我們也請他們使用者付費，對。(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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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個到還好，因為他們只花 40塊，花 40塊可以吃到那些東西，這個

就比較沒有什麼爭議。(A1) 

 

    在使用者付費的推動過程中，據點 D 獲得了專家學者的指導建議，另外在

平抑成本之餘，負責人本身也有自己的看法─收費可以抑制資源的浪費。 

 

    那 50塊也是一個教授建議我的她說你們一定要收費，如果不收費的話很多

人就會不珍惜，對..回不來對！(D1) 

 

二、企業管理方法的運用 

    在經營上，據點 A、D 由教會吸收或承擔最終之損益平衡，據點 B 有穩定之

經濟來源網絡，相較之下據點 C 必須積極主動地避免虧損產生，除了針對課程、

餐食、社區商家的開源，負責人更須將成本控管的概念落實在服務細節中。 

 

    你比如說現在我一個人付 80塊給餐廳，對啊，80塊等於說一天..一次餐啊

大該將近 2000塊，連米的話差不多 2100，那 2100 的話我如果是自己...自己的

工，我可能不用到..可能 1500可能就可以吃了啦，就不用耗費那麼多了啦。(C1) 

 

    除了關注於成本的控管，企業所常運用的「策略管理」甚至於人力資源及人

才的培育，據點 B 顯然做得更深入。對於其負責人而言，經營的成功與否是要靠

全體人員的努力，帶兵帶心，每一位志工都要給予信任、適度授權並且分享榮耀。 

 

    這個是施振榮講的，「欲使樓夢成真，必先群龍無首」，因為這句話當初是我

們在那個許士軍教授在教我們策略管理嘛，他就他就談到施振榮這段話，那我覺

得說真得很有道理因為你一個單位裡面假設如果說你不讓每個這些 leader 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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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的空間，那他可能只會辦事不會發揮他的創造力和想像力，所以他的成就就

會有限，而且就會被這個所謂的主導得這個人所侷限了。(B1) 

 

    嗯其實就是「信任」，就是要培養彼此的信任感是一個組織裡面去經營其實

是很根本的問題。那信任包括很多時候你放手讓他去做，或者是各種平常的生活

細節上的一些行為規範，其實就是要培養大家的信任感。(B1) 

 

    那另外一個長期我比較堅持的理念就是說，每個工作或是每項業務都要讓這

些從事的人有成就感，所以說就社區來講我們有很多的志工團隊，我每個志工團

隊的負責人都不是同一個人，那目的就是希望說讓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片天，然

後它可以透過他的付出，然後他也可以充分去享受到他付出後得到的榮耀。(B1) 

 

第三節、據點經營─前進社會企業 

    關懷據點能轉型為社會企業嗎？什麼力量能促使據點的轉型？研究者試圖

就據點的主、客觀表述，針對據點在轉型之路上歸類為三個面向並加以分析，包

括「助力分析」─誘因、意願及內部優勢；「阻力分析」─認知偏誤、使命衝突

及據點內外部的潛在劣勢；「轉型的條件」─在地認同的建立、企業管理方法的

運用以及外部資源支持。 

 

壹、前進社會企業─助力分析 

一、轉型的誘因 

    在訪談的過程中，研究者發現除了據點 B 外，多數的據點並未能理解社會企

業的相關內涵，也幾乎未思考過這可能是據點未來發展的選項之一，但從各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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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的經營困境與社區現況中，也不乏看出經營團隊的期待，而這些期待或可成

為一種促發轉型的誘因。如據點 B 即認為，社區內不斷產生的問題、需求都是據

點在未來必須面對的，為了回應這些需求就必須調整經營的現況，所謂「生於憂

患」，先天不利的條件反而會促進據點尋求服務轉型。 

 

    那這個也是我們會覺得說，為什麼我們會覺得說很有必要去培養一些照顧服

務員，作照顧老人家的一些活動，最重要的目的我們發現說，都會社區的要做這

些社區產業其實不像農村的社區，他們..他們有很多的這些農產品，他們可以做

社區產業，或者是一些農產加工品。但是對我們來說我們這些土地完全沒有，那

我們比較有可能的方向是我們做勞務的提供，尤其是照顧服務的這個部分。(B1) 

 

    那除了說照顧服務、居家服務、陪伴看診，甚至我們現在也發現說，「陪老

人家聊天」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B1) 

 

    社會企業中的經濟目的理想，對於據點而言無疑是一種自主財源的象徵，對

此，據點 B、C、D 都認同營運收入的增加會使經營情況更加穩定，使用者付費

可抑制「免費是理所當然」的謬誤同時據點可擺脫對於外部的依賴，更可能不再

受限於政府的拘束。 

 

    我覺得..假設我們要做這個照顧服務員為主的，勞務服務的.不管是以後是

合作社的形式或是透過兆如協助，那這部分如果說我們變成一個可以營運而且可

以有收入的模式的話，那我們的運作應該是會越來越穩定。(B1) 

 

    那我們現在就是因為有這個政府在補助，所以覺得是比較輕鬆，但是萬一真

的是沒有的時候.....，其實我之前有碰到一些據點類似這樣，其實他們到後來

都不願意接受政府的補助，因為他們覺得很受拘束，又要做核銷，又要評鑑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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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文書的工作，所以其實自己做事其實是蠻好的，如果有可能我們是願意的啊！

(D1) 

 

    對於據點的經營願景也是一種轉型的誘因，社會企業某種程度會促進資源的

合理分配。對於據點 B 而言，社企是一種「資源流」，在這一個持續流動的系統

內的所有人都將受益。而在更宏觀的資源分配議題上，自己所節省的資源可能會

使其他更需要的人受益。社區發展能夠走向自立自強進而幫助他人，對於據點 B

負責人而言不僅是一種挑戰，更是一種成就。 

 

    那利用這麼一個資源流動的一個過程，然後讓我們這些從事微型社會企業的

人員，能生活在我們這個系統..或是社區的這個人員，都能夠獲得一些利益。那

這些利益包括說我們假設是提供勞務，那這些勞務的使用者就會因為這些勞務的

提供，讓他生活上可以得到比較高的滿足感，那對於提供勞務的人他又有一些經

濟收入，那相對地就會讓我們這麼一個社區它的經濟環境會有一些提升，然後這

個民眾之間會有更好的互動，因為透過這個勞務服務的互動，所以說它是一個資

源流的過程。(B1) 

 

    對，對於我們是勞務的提供，然後這些服務的使用者他就會注入資源，可能

是現金可能是什麼，對。那這些現金對於我們要運作這麼一個組織，它就會有些

收入，那提供服務的人他也會有些收入。(B1) 

 

    因為你不拿政府補助，相對的你可以讓別人有需要的得到這些機會，那我們

既然能夠自給自足，那甚至說某種程度我們可以回饋給其他的這些需要的人，我

就覺得說ㄟ那會比之前從政府拿到補助這件事情來得更有挑戰性然後更有成就

感。(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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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營團隊的意願 

    「這是一條不得不走的路」，據點 B 負責人對於轉型為社會企業提出如是看

法。為了讓據點的服務量能提升，並確實滿足社區內高齡者的照顧需求，里長期

待現在的據點營運模式必須有所突破，當然，這樣的思維也淵源於早期即接觸到

相關的概念，社會企業的種子已植入於經營的理想中。 

 

    對於研究者針對社會企業概念所分析的「社會」及「經濟」雙重目的，以及

自給自足、永續經營的理想，據點 A、C、D 的回應皆表示贊同。研究者認為雖

然據點從現行模式轉型仍存在若干阻礙，但負責人員若能理解並有意願，可成為

轉型歷程中的重要助力，畢竟據點的經營困境及適當走向，更需要第一線服務人

員傳遞與母單位，相互溝通。 

 

    所以如果你說我們為什麼想要對不對，然後... 

    為什麼願意？ 

    為什麼願意是不是，就是你說的這幾點啊，就是要擺脫公.... 

    公部門的依賴或補助...？ 

    對對(D1) 

 

三、內部的優勢 

    研究者認為受訪的 4 個據點都個別存在一些內部優勢，可以作為轉型的助力。

據點 A 的行政人員表達出對於使用者付費的高度認同，此雖與教會使命有所落差，

但這樣的認同或許可促成服務理念的漸進調整。據點 B 在發展照顧服務上，已建

立與地方長期照顧機構的合作默契，在專業及行政管理的面向上預期可獲得相當

程度的支持。據點 C 長期與社會資源合作，形成有力的資源網絡，內部的志工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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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也充滿服務熱忱。據點 D 則從服務初始便建立了部分使用者付費制度，運作

已久，應可作為未來全面推動之基礎。 

 

    那經過過去這十年來在銀髮族的事務上面的工作，我就有發現ㄟ實際上是個

方向我是蠻支持的，我跟田葳我都蠻支持。(A1) 

 

    那..「兆如」(註：文山區公辦民營老人安養護中心)也提供一個非常好的教

育訓練的環境，讓我們這邊也培養一些照顧服務員，那也讓我們未來走向長照

2.0那個巷弄的長照站能夠有些基礎。(B1) 

     

    包括像兆如那麼有心的機關受..培訓了那麼多照顧服務員，最後這些照顧服

務員也都到醫院，真正能夠留在社區幫忙社區的長者，甚至說社區的這些長者突

然有需要的時候，都必須要等很長的一段時間才能得到這些社會資源的幫忙，那

這個部分的話就是我們覺得說是..我們覺得說可以從是微型社會企業的一個..

一個營業項目。(B1) 

 

    其實只要配合單位不抽腿，我大概都會繼續下去，我大概目前來講都會繼續

下去，因為我 20年來大都是這個做法，我們付出一點大多無所謂。(C1) 

 

因為只要願意做會做，沒有所謂老的年輕的啦，老的也是很那個...你像我們有

的 50幾歲 60歲也退了，那個老不老？那個其實也不老。(C1) 

 

    我覺得大部分的人都不會，因為他覺得你提供的服務他很滿意呀，就譬如說

他們現在吃飯..吃飯它們都很滿意呀，那他們會覺得說ㄟ你們這樣子會夠嗎，還

主動是這樣子。(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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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據點 B 負責人也點出了文山區的在地特性，由於居民多為軍公教背景

所組成，因此經濟程度尚有一定基礎，對於付費的接受意願可能相對較高。 

 

    那對於我們以明興部分文山區來講，大部分其實都軍公教都小康嘛，他負擔

這些費用其實都還 OK，所以說我們也就在嘗試說我們的服務對象應該不限於明

興里，那這些真正有需要的人，他其實也是付得起錢的。(B1) 

 

貳、前進社會企業─阻力分析 

一、社企為何物？ 

    社會企業不僅是一種經營形式，更可視為一種經營理念，在訪談中，研究者

期待藉由瞭解據點負責人對社會企業的主觀認知，來評估是否有助於未來的轉型。

然而，受訪的 4 個據點中，除了據點 B 能以「資源流」─系統內的參與者總體受

益的概念來闡述對社會企業的理解外，其餘 3 處據點均未能對社會企業概念有所

回應，據點 C 的理解偏重於「企業的社會責任」。因而在負責人未具備對於社會

企業的清楚理解下，據點即使轉型，能否以社會企業的經營形式加以實踐，亦值

得深思。 

 

    目前沒有討論過這樣子的方向。(A1) 

 

    就是他本身就是一個企業體，那我剛剛講的比如說它有人它用人，嗯..沒有

人但是它有錢，反正它在它行有餘力他願意用各種方式去付出給地方，阿大概就

是所謂的社會企業。不知道對不對我不知道。(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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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母會使命的落差 

    本次受訪的 4 個據點中，其背後的經營單位，教會體系及社區發展協會各佔

半數。其中由教會體系經營的據點 A、D，教會的服務使命對於第一線服務有相

當程度影響力。其中據點 A，信仰的立場─神愛世人的理念與一線服務人員所期

待的「使用者付費」，建立收支制度的想法有所扞格。據點 D 即便有意願朝向社

會企業形式，但亦須尊重教會經營之總體方向。相比之下，社區發展協會成立的

據點 B、C，雖在資源面向需具體支持，但在經營形式的選擇上，較具備自主性。 

 

    那我個人是支持，我和田小姐支持使用者付費，對。那我覺得教會的這個部

分，他們算是站在信仰的立場就是神就是愛每一個人，她要每一個人能夠白白的

能夠享受上帝的愛，所以教會願意這樣付出。(A2) 

 

    阿主要是教會的負責人和教會的執事同工，他們對於這一個區塊還是覺得說

盼望他們可以來白白地享受的，我們也願意來服務他們......你懂我的意思吧！

(A2) 

 

    沒有ㄟ，因為這究竟是在一個教會下，我不可能說譬如說我今天是找一個點，

然後我說ㄟ我要擴大我就去換另外一個點，所以因為我們是在這教會附屬之下，

所以我們還是有我們的....(D1) 

 

    我們目前因為我們的神父啊，或者是傳協會都支持，哪一天他們說阿你們不

要搞這個了，或者來一個神父說ㄟ你們這樣子很煩，那我們不是就完蛋。所以我

不可能再去..再去做什麼，所以有這樣的想法..但是恐怕沒辦法。(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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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內、外部條件尚未成熟 

    有夢最美，但需方法相隨。僅僅有理念、意願尚不足以實踐社企的經營形式，

據點必須有具體的經營方法。對於據點 A 而言，轉型過程除了需要時間，更需要

獲得一些實質建議。 

 

    那經過過去這十年來在銀髮族的事務上面的工作，我就有發現ㄟ實際上是個

方向我是蠻支持的，我跟田葳我都蠻支持。可是如何來進行推動，我覺得還需要

一些時間，或許你們也可以給我們一些好的建議，對..(A1) 

 

    對據點B而言，社會企業形式經營的據點，若要創造出足夠的盈餘支撐經營，

市場範圍的定位─意即服務地域的大小是一重要影響因素，然而以文山區現況，

里與里之間在需求特性上存在若干差異，據點的服務是否具備多樣性，足以滿足

不同服務群體的需求，亦是須面臨之挑戰。 

 

    只是說我們到時候，我們不曉得說我們定位我們的市場的範圍，我們講地里

範圍啦，我們是要多大的一個範圍才能夠讓這麼一個制度可以自給自足，那這個

也是要在過程當中去摸索的。(B1) 

 

    那甚至像說我們的里跟隔壁的明義里之前的狀況是截然不同的，那怎麼去磨

合然後未來說以後有那麼多的所謂的公共住宅誕生，那這些服務有沒有改變，那

這個就是要跟社會脈動做一些觀察和瞭解。(B1) 

 

    「你不知道今天做的明天會不會沒有！」對於據點 C 來說，對未來的不確定

性阻礙著據點的走向，即便認同社會企業形式所帶來的經營效益。缺乏自有的場

地，據點無法負擔更高昂的租金，對於投入更多成本來擴張服務亦顯得遲疑，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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遑論建立穩定的收費機制來實踐經濟目的了！ 

 

    第一個你沒有場地，因為場地跟人家借的，所以說你也不敢不可能去做，你

像我儘量也都佈置不怎樣因為畢竟哪一天人家..你就要還給人家。雖然說你包括

供餐你自己要設廚房，那個光是裝潢什麼一下去就要多少，到時候又不行的話你

不是又自討苦吃!(C1) 

 

    因為你第一個你就沒有場地，你場地沒有解決你說要做其他的東西就很難啦，

你有場地等於是不用去付租金的啦！(C1) 

 

    是有困難的，因為你等於沒辦法讓你建立在這個所謂的一個沒有波動的基礎

上，你不知道今天做的明天會不會沒有!(C1) 

 

    而即便擁有場地，牽涉到服務的轉型時，據點仍可能需要更多的空間坪數來

滿足服務的擴充，特別是當現有空間已飽和的時候。另外，雖然使用者付費情形

已建立在據點 D 的運作中，但未來一旦有高於現行收費行情的服務出現時，社

區民眾的認同程度也讓負責人感到有所疑慮。 

 

    嗯...可能就是要..服務方面要轉型吧，應該是要.加強，然後就可以...，     

    但是因為我們還是限於我們地方的條件。 

    空間有受限啦？ 

    對。(D1) 

 

    那我們有不同的學費我們甚至有很高的學費還是有學費，所以..所以將來如

果我們要轉型的話，比較..比較困難的是可能要調高收費啦！(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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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綜論社會企業的轉型方法與條件 

一、在地認同的建立 

    據點若以社會企業的走向經營，尋求自給自足，則勢必會增加使用者付費的

範圍。對此據點 B 認為其中有幾項要件必須具備，包含「增加民眾的接受度」、「減

少收費阻力」，並且在財務運作的機制中建立「責信」，以爭取更多使用者的理解

與認同，此外，尚須對社會企業的經營理念加以行銷周知。 

 

    所以說像你剛剛所說的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要讓民眾可以接受我們這種是

一個收費的機制，然後擺脫..其實我們現在有很多的課程有很多的服務是免費的，

那這個其中就是所謂的「責信」，這個就很重要。所以說我們現在我們去昭公信，

那我們怎麼去讓我們的這些財務收支，然後真正的像你剛剛所說的有盈餘的話，

這個盈餘我們也是會回饋到我們這個社區。(B1) 

 

    所以說這個是我們要去克服的，因為我們共餐有收費，那另外我們那個排舞

有收費收得很少，那卡拉 oK的那個部分有收費，但是一直是我們在補貼因為老

師的講師費都不夠付，所以說很明顯的就是你這些民眾習慣了不交錢，一旦要他

交什麼錢，那個就比較不容易。(B1) 

 

    那其他的接下來就是我們如何讓我們的民眾知道說我們會有這些服務，那這

個就是慢慢地透過一些方式讓別人知道，我想說透過這個口耳相傳或者是一些宣

導的方式應該是可以做的到。(B1) 

 

    同為建立認同，據點 C 則認為建立品牌、口碑也是一種創造認同的方式。與

認同感相關連的，還包括據點 D 所重視的服務滿意度─當使用者認為付費可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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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有品質的服務時，自然會增加其認同感。 

 

    那當然你說自主財源也可以啊，比如說我們也可以做一些..營業啊，只要它..

它能夠打出品牌，對不對，人家願意那當然也不是什麼問題啊！(C1) 

 

    現在很多據點都是這樣啊想開始收費..民眾就會怕有民眾有反應。那後來因

為有很多民眾跟我說ㄟ你們這樣太..太...，就說你這樣會夠嗎？然後後來才調

了一點，那調了後來反應都還好呀！所以我覺得只要是你的服務夠，就是達到人

家的那個滿意度的話(D1) 

 

二、企業管理方法的運用 

    品牌的建立、理念的行銷有助於社區居民的認同，但回歸實際運作的層面，

據點本身仍須具備經營管理的方法。據點 B 以己身經驗，認為市場範圍的界定有

助於瞭解經濟規模的大小；社會脈動的觀察和瞭解則有助於服務項目的規劃，而

諸多的制度必須加以規範，讓據點能在一個穩定的基礎上經營，人員有所依循。 

 

    只是說我們到時候，我們不曉得說我們定位我們的市場的範圍，我們講地理

範圍啦，我們是要多大的一個範圍才能夠讓這麼一個制度可以自給自足，那這個

也是要在過程當中去摸索的。(B1) 

 

    所以我們就會覺得說ㄟ其實如果說我們長久以來可以讓自己用認證，用建立

制度的概念，去把整個組織，像據點整個的經營內容做一些規範，那其實就會可

長可久。(B1) 

 

    據點 D 同樣認同穩定制度能帶來的持久的經營，此外據點必須導入「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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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習如何設定績效並且將其成為據點所重視的部分。然而謀事在人，最

終的實行仍需靠經營團隊來完成，對於工作量包山包海的據點 D 負責人來說，

人力資源的發展不可或缺，「後繼要有人」顯得更為重要。 

 

    就是說必須要有一個穩定的一個....怎麼講就是說有制度，對要有一個制度，

就是說現在的這個工作的..工作人員他們是能夠..將來就是能夠獨立支撐不需

要一個..好像這樣子有人在看(D1) 

 

    然後他們也必須要有一個，譬如說每年要有一個考...考核也可以，他自己

要有一個目標今年要達成的目標，譬如說要比去年增長，人數的增長收入的增長，

這樣子要有績效。(D1) 

 

    嗯....首先要找一個接班人 

    後繼有人就是了...？ 

    要不然我怎麼永續？這個問題很要緊啦！這所以我就說這個人的問題人要

穩定..(D1) 

 

三、外部力量的支持 

    即便有意願，但缺乏方法，社會企業形式終究將淪於理想，訪談中據點 A

的一線工作者表達出對於社企理念的支持，但實際運作仍需要外部學者專家或實

務經驗者提供建議。 

     

    可是如何來進行推動，我覺得還需要一些時間，或許你們也可以給我們一些

好的建議，對。(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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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對於據點 C 而言，缺乏場地一切將只是空談，然而地狹人稠的臺北市，土

地取得不易，租金負擔昂貴，因此據點C希望在場地部分能由政府提供最終擔保，

讓據點無後顧之憂的專心發展社企形式，自給自足的理想才有可能實現。 

 

    比如說今天如果是市政府把圖書館改為所謂的據點，比如說它要委託我們去

經營，那可能我們就敢作，因為你畢竟有政府在當後盾。(C1) 

 

 

  



81 

 第四章 結論與建議 
    第四章係透過據點負責人的角度歸納、分析有關據點經營現況、社會企業觀

點運用及轉型條件，本章將就研究發現之結果提出本研究之結論、建議以及研究

限制。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研究之結論以三個面向進行論述，首先為影響關懷據點經營成效的相關因

素，包括空間、經費來源、認同感、經營團隊。再來透過雙重目的的觀點，詮釋

關懷據點實踐社企內涵的現況及背後原因，最後從「意願」及「條件」評估據點

轉型為社企之可行性。 

 

壹、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的經營成效影響因素 

一、空間足夠與否影響服務擴張 

    「健康促進」、「共餐服務」是關懷據點的主要服務項目，配合臺北市近年的

據點升級計畫，據點 B、D 亦增加了「日托服務」項目，這代表著據點的功能從

滿足社區長者「社會參與」及「終身學習」，擴張到「生活照顧」的層面，據點

須提供充足的空間及場地因應，同時兼顧健康、失能長者的需求，並在新增服務

對象之餘避免排擠原有之使用者，但依臺北市地狹人稠、寸土寸金的現況而言，

空間本就屬一大難題。本研究呈現據點之困境有二，即「欠缺穩定」及「空間不

足」，前者屬於據點 C 無自有場地，須依賴向外部承租之狀況，要在社區中取得

場地的使用權並非單純有足夠的經費即可，尚須顧及地方的聲音，畢竟場地稀少，

總有相關勢力想競逐，來年是否能持續服務，正是據點 C 負責人所憂慮之處，而

缺乏自有場地支撐服務穩定，亦是過往許多社區發展協會對於成立據點望之卻步

之因。後者屬於「空間不足」的困境，反映在據點 B、D 的現況，雖參與擴增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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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服務，但負責人對於成效的評估相當保守，對應社區持續衍生之高齡照顧需求，

在沒有足夠的空間下，服務對象間的排擠效應始終是存在的。 

    政府對於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的功能期待，已從「初級預防」的角度，衍生到

「後端照護」。增加據點的服務範疇，有助於社區的失能者及其家庭，就近利用

照顧資源，這同時也符合社區民眾期待，並順應當前我國所推動的長照政策趨勢。，

依據「長照十年計畫 2.0 說明會」會議記錄顯示，中央政府對於臺北市長照服務

的規劃，在空間利用的部分上是期待活化、改建學校之閒置空間的，但仍須全面

的盤點評估及溝通協調的過程，目前尚無具體之成效。總而言之，如何在有限的

空間中再容納更多的服務對象，並保持原有對象的權益，是政府與據點在擴張服

務效能上須共同深思的課題。 

二、經費來源關係社區自主 

    「經費」一直為關懷據點運作的重要資本，經費的多寡與運用彈性常影響服

務發展。在羅秀華、黃琳惠(2009)的研究中，「經費不足」及「申請威脅」被列

為臺北市據點常面臨之內部困境與外部威脅，但要衡量據點之經費足夠與否，究

竟其標準為何？經費不足即代表政府補助不夠？本研究發現，經費的足夠與否其

實是一個主觀的認定，端視據點本身的特殊性及社區的需求。從本研究之據點負

責人角度，據點 A 認為即便無政府補助仍可依賴教會支持，據點 B 表達經費是

相對充足的，據點 C 雖然最顯焦慮但仍能維持長年運作，據點 D 在結合政府補

助後，反而能產生若干盈餘。簡言之，各據點對於經費足夠與否並未有齊一的答

案，但肯定的是「充足的經費」是據點普遍的期望，畢竟隨著高齡化，社區的服

務需求是持續有增無減的。  

    長期以來自籌經費須達 2 成的規定，常使據點陷入虧損的風險，「做越多虧

越多」的考量也限制了服務擴張，但本研究也另外發現，政府對於自籌經費的規

定並非全然無助於社區，從培力的角度而言反而能促進經營管理的能力。在自籌

財源的過程中，據點建立了社區資源網絡、增加的對外募資的能力以及建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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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者付費機制，這是據點的無形資本，本研究的 B、C 據點因而建立了強大

的支持網絡。反之，長久穩定的政府補助固然是社區所需，但並非是一帖毫無「副

作用」的良藥，經費依賴恐使得據點在財務運作上，僅限於「申請經費→執行→

核銷」的制式思維。本研究中的教會體系據點，除接受政府補助尚有教會本身可

平抑大量行政支出，經營團隊無須擔憂虧損，但負責人也坦承此舉已使團隊缺乏

對於成本控制的觀念，若未能自覺則形同「溫水煮青蛙」，缺少對於據點生存所

需的經營策略。 

    承上，本研究歸類據點的主要經費來源為「政府」、「社區網絡」及「使用者」

三類，不同的經費來源事實上也對社區自主性存在影響。來自於政府，則必須依

循公部門的使用原則及核銷規定，據點深受「東扣西扣」的困擾，運作的彈性因

而受限。社區網絡的支持雖無繁瑣的遊戲規則，但更非「白吃午餐」，關係經營

對據點在社區的運作舉足輕重，據點必然要重視出錢出力者的聲音，服務規劃上

須思考如何創造互惠。而來自於使用者付費，服務品質、滿意度更須重視，據點

須透過蒐集使用者的回饋，傾聽民眾聲音，以便讓服務越做越好，建立口碑。故

以上三類的經費來源，對於據點自主的影響分別顯示在「配合政府規定」、「社區

關係維繫」及「滿足民眾期待」的面向。 

    「社區自主」是我國據點政策推動的重要目標，但也是不易達成之理想，政

府是最主要的經費支持者，但也是據點受限的來源。在據點政策的推動上，政府

與社區組織其實存在著微妙的共生關係，政府需要民間的參與以落實政策目標，

民間需要政府的資源挹注來提供在地服務，但兩者常在公部門的依法行政及社區

自主自決之間相互拉扯，因此如何尋求平衡維持夥伴關係的運作，仍有待雙方共

同解決。 

三、在地的認同感促進資源網絡建構 

    由於長期深耕社區，本研究之據點對於社會資源網絡的建構已有穩定之基礎。

透過滾雪球等開發策略的運用，據點可從服務對象，或是周邊商家、學校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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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及社福組織之獲得協助，並在物力、財力及人力資源上取得補充性的支持，

故充實而多元社會資源網絡將能豐富據點的服務內涵，只要配合單位「不抽腿」，

經營團隊皆有意願及能力持續提供服務，此與鄭夙芬等人(2009)在探討據點永續

經營之條件之一─「據點擁有之資源類型多寡」結果相符。而若將本研究與莊俐

昕、黃源協(2013)的全國性調查結果相互比較，研究者發現在探討據點之經營困

境時，4 位負責人皆滿意目前資源網絡之建置狀況，並未表達有對民間資源感到

不足之情形，對於網絡的開發顯得相當嫻熟且有策略，對此研究者推測，這背後

的意義反映了都會型據點與鄉村型據點在在地資源的豐富性上，是存在著先天優

劣的。 

    關懷據點之所以有能力吸納資源，關鍵在於社區民眾及周邊單位之「認同感」

建立，此為社區工作中相當重要的一環。透過理念的行銷、績效的創造、口碑的

建立及品質的提升，社區民眾的認同感逐漸產生，使得服務對象開始分享資源，

在地居民投身為志願服務，周邊商家也慷慨捐輸，據點得以從內、外部獲得人力、

物力、經費的支持，開創更多元的服務。因此可知據點的服務能量來自於資源網

絡的豐寙，資源網絡的豐窳則有賴於在地認同之程度。 

四、經營團隊特性影響據點走向 

    以經營者類型而言，本研究之受訪據點可分為「社區發展協會」及「教會體

系」兩者，在服務績效上，4 個據點皆獲得政府評鑑優等；在人力資源運用上也

大量從社區中招募在地志工協助少量的專職人力，但共同困境是面臨了老化、人

力斷層的危機。比起社區發展協會，教會體系的經營者在經費預算上提供了據點

有力的後盾，讓第一線團隊幾乎不用為盈虧所煩惱，如果能再輔以使用者付費機

制並善用政府補助資源，據點便有產生盈餘之可能。相形之下，社區發展協會本

身的經費需大量仰賴政府支持，屬自籌的部分則需透過社區關係吸引外部資源來

補足，所幸如同吳媺瑩(2009)的研究，連結資源正是社區發展協會所擅長者，本

研究之據點 B、C 因而建立了充足的志工資源及社區網絡。 



85 

    兩種經營者型態在服務宗旨的設定上皆富含「在地老化」及「社區互助」之

精神，但就教會體系而言，宗教使命會加諸於服務過程中，特別是會影響在「使

用者付費」制度的建構上。若經營者秉持宗教博愛的理念，則服務可能會以無償

的形式提供給服務對象，相關成本遂由教會本身吸收，此舉雖然使民眾可免費受

益，但對於第一線實務工作人員而言，這樣的理念卻是有待商榷，畢竟據點的經

營成本其實是連年虧損的。 

    除了經營者型態之外，據點負責人的相關特質也影響著經營現況，黃良矜

(2012)指出據點領導者在社區工作的豐富經驗是組織的重要資產。本研究的據點

B、C，其負責人兼具里長的身分，能夠幫助據點本身在外部資源之拓展，這是屬

於社會經驗及人脈網絡的優勢。以學歷程度而言，4 位據點負責人皆屬大專院校

以上學歷，其學識涵養有助於在申請計畫、核銷經費等行政事宜上之理解。在職

業背景上，不論是教會教師、社區實務工作者或是公家單位的經歷，其相關經驗

及理念也能善加用於據點的運作。 

 

貳、社區照顧關懷據點運用社會企業觀點之現況 

一、社企觀點切和關懷據點的政策目標 

    在以據點層次探討社會企業觀點運用現況前，研究者先行比較關懷據點政策

目標及社會企業觀點，摘要如下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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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政策目標與社會企業觀點對照表 

  政策目標 

 

 

 

 

 

社企觀點 

目標一： 

落實台灣健康社區六星

計畫，由在地人提供在

地服務，建立社區自主

運作模式，以貼近居民

生活需求，營造永續成

長、健康的社區環境。 

目標二： 

以長期照顧社區營造之

基本精神，分 3 年設置 

2000 個社區照顧關懷

據點，提供老人社區化

之預防照護。 

 

目標三： 

結合照顧管理中心等相

關福利資源，提供關懷訪

視、電話問安諮詢及轉介

服務、餐飲服務、健康促

進等多元服務，建立連續

性之照顧體系。 

社會目的 1.貼近居民生活需求 

2.營造永續成長、健康的 

  社區環境 

1.提供老人社區化預防 

  照護 

1.提供…等多元服務 

2.建立連續性照顧體系 

經濟目的 1.建立社區自主運作模 

  式 

2.永續成長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彙整。 

    上表係以政策目標中符合社企觀點之關鍵字，對應社會及經濟雙重目的進行

歸納。由歸納結果可知，從政策推行的角度上，關懷據點被期待發揮在地照顧的

功能，滿足並解決社區居民生活需求，特別是在高齡化的趨勢下，老年人的社會

參與及生活照顧已成為社會所重視，故從政策目標明顯著重於社會需求的解決。

在經濟目的的歸類裡，相符者包含「社區自主運作」及「永續成長」兩項，雖未

言明社區應朝向自主收入、創造收益，但研究者認為這樣的期待是與經濟目的所

強調的永續、自足是相符合的。 

二、雙重目的已散見於據點日常經營 

(一)社企觀點實踐：「社會目的」實踐較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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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研究發現乙章，研究者摘要出了在據點經營過程中，已然運用了社會企業

觀點的幾個面向。「滿足高齡化衍生之照顧及服務需求」與「在地情感的維繫」

係屬於社企觀點「社會目的」的面向，可視同為解決社會(社區)或環境之問題。

而「使用者付費」與「企業管理方法之運用」則屬於「經濟目的」面向，類似於

透過建構商業模式獲取收益，如此觀之，關懷據點即符合社會企業所強調的雙重

目的。 

    但細審資料分析內容，研究者認為雖然關懷據點符合社會企業觀點中的雙重

目的，但會產生相符的結果恐非完全據點經營者之本意。首先，據點的經營者對

於社會企業的概念、認知是相對模糊的，在研究者闡述社會企業內涵之前，除據

點 B 外，經營者可說從未主動思考過，更遑論運用其觀點實踐在經營層面。事實

上，在 2005 年公佈的「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實施計畫」中，「提供老人社區化之預

防照護」等政策目標，其實已經界定了關懷據點服務的基本宗旨及應提供項目，

社區發展協會及民間團體在服務規劃上，必須以落實社區照顧，並滿足社區老人

服務需求為主，畢竟經費來自於政府，申請計畫必然須與政策目標相符，故檢視

受訪的 4 處據點，其服務宗旨及服務項目都蘊含了「在地互助」、「在地老化」、「社

區照顧」的概念。 

    當然，以上並非定論關懷據點符合社會目的，只是政策目標下的偶然結果，

研究者旨在分析由於政策的先導效果，有助於關懷據點明確的範定其服務宗旨及

對象，在實踐「社會目的」的過程可謂「渾然天成」，但須注意符合「社會目的」

的結果並不僅僅來自於「先天的政策目標」。黃良矜(2012)指出社區據點領導者

的人格特質以及對於社區需求、福利政策的瞭解，對於組織的成員的投入、據點

的成立有顯著影響，本研究亦發現據點經營者在投入關懷據點的過程中，其背後

的動機、使命及熱忱影響著社會目的的實踐，如據點 A、D 之經營團隊融合了本

身的宗教使命及社會需求，重視社區情感的維繫；據點 B 秉持「大家一起變好」

的想法；據點 C 則在諸多困境中，仍不減對於社區服務之熱情。故若將「政策目

標」是為社會目的實踐的助力，則「人」的因素、經營者的理念可視為實踐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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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觀察社會脈動、評估社區需求進而促成據點的穩定運作，我們可將據點經營

團隊的動機及理念，視為一種「社會企業家精神」，而這樣的精神使得社會目的

的實踐相對容易。 

 

(二)、社企觀點實踐：「經濟目的」相對困難 

    相較於在「社會目的」的實踐上有「政策目標」及「社會企業家精神」的引

導，據點在「經濟目的」的實踐上則顯得相對困難。從文獻回顧中，研究者歸納

社會企業所強調的經濟目的，在理想上係追求自給自主，在方法上則須創造「產

品(服務)」並運用收費機制尋求收入，進而獲得合理利潤，而該利潤又與社會目

的有強烈之連結，以此觀之，本研究發現據點在經濟目的的實踐上與社會企業觀

點之關聯相對薄弱。首先就財務結構而言，據點雖有運用使用者付費，但整體經

費來源之比重遠不如政府補助或對外籌資；就目的而言，收費的目的並非獲取更

多利潤並用於回饋社會服務，而是為了平抑成本。再就收費項目而言，「共餐」

是所有據點最常對外收費之項目，其餘在健康促進活動上，除非屬於外聘講師之

自費課程，在課程材料及鐘點費用成本上必須向參加者收費外，其餘幾乎讓社區

長者免費參加。 

    造成經濟目的受到侷限的原因，研究者就資料分析內容，歸納出包含「經營

者理念」、「據點服務意象」、「社會觀感」等原因。不論是宗教或社區發展協會背

景的據點，其互助精神及社會服務理念均引導著日常管理運作，滿足社區需求實

優先於創造收益。而關懷據點是一個重視人際互助的群體，在社區的範疇裡人們

具有高度的情感連結，志願性的人力構成據點服務的骨幹，故要將服務方案跟收

費機制完全連結恐跟整體的服務形象有所牴觸。再者，研究發現據點大部分皆採

行「低廉」、「局部」的收費，考量據點係接受政府補助而成立，為避免有「左手

拿，右手也拿」等不當收費之嫌，據點需審慎評估何種項目才需收費，而收的錢

少，爭議自然也少，若要調整收費，最好是如同據點 D 一般，讓服務使用者感

受的到據點入不敷出再由民眾主動建議，在觀感上較能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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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在經濟目的實踐上有所侷限，建立收費機制的目的也僅止於追求收支平

衡層次，但在過程中，據點經營者仍必要採行若干經營管理的方法，即令據點本

身缺乏訓練有素之專業經理人。運用成本中心理論，據點可在穩健務實的道路上

運行，避免未經預期的膨脹服務導致徒耗成本。為了弭平虧損，經營者必須勤走

社區，發揚服務精神、爭取服務認同來建構非正式的網絡資源，這也間接帶來了

據點能見度的提升，有助於長久立足於社區，因此若論及「社會(社區)資源網絡」

佈建這一塊，研究者認為據點雖未由本身的收入創造顯著利潤，回頭投資於社會

服務的擴張，達到經濟目的回饋社會目的的效果，但若積極的建構資源網絡，將

能為社會服務的提供上帶來有效的挹注，某種程度也可視為在追求收支平衡的過

程中帶來的附加價值。 

 

三、主觀上仍缺乏社會企業相關概念 

    社會企業在我國的推動歷程上，從文獻回顧中可知呈現若干特點，包含在推

動方式上，多半由政府補貼非營利組織方式為主；在推動領域上則偏重勞政體系，

在社會目的上則強調就業的促進。社會企業是一個強調創新的概念，在這股浪潮

之下，政府各部會競相參與，配合若干非營利組織，發展出「積極促進就業型」、

「服務提供及產品銷售型」等主要型態，另外也存在有「地方社區發展」此一類

型，強調社區藝術與文化的融合，故社會企業的概念業已應用於社區發展中。然

而，在本研究中，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的負責人，對於社會企業的概念可謂相當闕

如，僅僅只有據點 B 負責人能夠貼近闡述，其餘或與企業社會責任混淆，或根本

未曾聽聞。 

    本研究發現，據點負責人(或經營者)若主觀上缺乏對於社會企業的相關概念，

則即令關懷據點本身的經營現況貼近社會企業之雙重目的，但在兩目的之間之連

結恐相對薄弱，據點在財務運作上易停留於弭平虧損的層次，缺乏追求自給自足

的動機。事實上以據點之經營困境而言，「自給自足」或許正是突破困境的一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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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方，雖然在客觀上並非一蹴可及，但據點負責人若能在主觀上建立起對於社會

企業之概念，落實於日常經營管理，強化經濟目的的實踐層次以及與社會目的之

連結，則假以時日當能實現關懷據點政策中潛在的社會企業意涵─落實在地老化

及社區營造精神，建立社區自主運作模式。 

 

參、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轉型為社會企業之可行性探討 

一、困境與反思，可促發轉型意願 

    本研究在探詢關懷據點轉型為社企型式經營之可能性時，發現據點當前所面

臨之經營困境，以及在服務過程中所獲致的意見回饋與反思，對於據點負責人在

思考未來的經營方向上具備影響力，因此能加深對於社企型式之認同。如同官有

垣(2007)所歸納我國社企興起的原因，包含「滿足社會需求」及「財務自主穩定」

等。伴隨著人口老化的趨勢，社區的需求也日趨多樣性，健康長者會逐漸衰老退

化，需求也從「終身學習」、「社會參與」的面向增加到「生活照顧」、「家事服務」

的範疇，據點作為社區化的服務單元，必須對民眾需求有所因應，而若負責人又

身兼里長的身分，對在「選民」服務上更需要盡可能滿足，否則恐將面臨其他地

方勢力的競逐。故本研究發現關懷據點對於服務發展的反思，與非營利組織所面

臨的社會需求轉變及市場競爭，屬於同一層次的課題，基於此，滿足社區需求可

視為據點轉型為社會企業型式之推力之一。 

    促使據點朝向社企型式經營之推力之一，研究者認為另包含據點所面臨最主

要的經營困境─經費依賴及自主性受限。8 成的財源來自政府是行之有年的常態，

政府在大力發展社區照顧政策的過程中，必須靠社區組織的力量承接才能促使照

顧服務在地化，故給予充足之經費支持是理所當然，然而，如同溫水煮青蛙，據

點在獲得大量資源之餘，亦已深陷高度依賴的泥沼。研究者對照訪談所得及實務

工作的經驗，認為目前的社區服務工作已存在著「社區單位沒有政府的補助便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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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成」，且「政府無法對社區有求必應」的困境。社區必須回應地方需求，政府

則須遵循審計原則，兩造之立場其實並無對錯，然而便使得此一困境無從解答。

以據點 C 的案例，在 8 成的補助中，常面臨「看得到拿不到」及核銷規定的掣肘，

在 2 成的自籌款中，負責人必須奔走於地方，尋求資源以弭平成本。因此當研究

者拋出社會企業中「自給自足」、「財務自主」的想法時，恰為受訪據點所能認同

之理念，負責人本身對於使用者付費有所期待，認為減少依賴及限制是應當之方

向，故在財務上的困境，亦可成為促發轉型意願的助力。 

二、轉型之路須滿足多重條件 

    從 2005 年起，關懷據點政策之推動至今已達十餘年，本研究之受訪據點亦

已成立相當長一段時間，已各自發展經營型態，故欲轉型為社會企業實非一蹴可

及。在探討非營利組織轉型為社會企業時，必須審視諸多條件，包含產品(服務)

之價值、管理知能、專業人才、財務機制以及周邊資源網絡。同理，關懷據點若

欲轉型為社企型式，亦必須自我檢視相關條件是否足備，首先，「社會企業的內

涵」是什麼，經營者對此概念的理解程度將會左右組織的發展，在本研究中即發

現有負責人誤以為社會企業即是「企業的社會責任」。再者，據點需強化雙重目

的的「平衡」實踐，明確瞭解轉型的目的乃在於持續投入社會目的的創造，尤須

避免在企圖尋求經濟自主的過程發生「使命飄移」，這部分須有賴整個經營團隊

的觀念建立，畢竟在社會企業的型式中，獲取收益是支撐社會目的的手段而非目

的，本末倒置將會造成雙重目的的拉扯與衝突，也會危及據點的經營。再者，據

點並非僅依靠負責人或少量的專職人員就可運行，民眾需求的掌握更需要志工人

力的協助，包含敏銳地評估、反應，並協助思考透過何種方式可達到服務方案的

推展，志工不必然需要直接參與實際的行政管理運作，其角色可著重社區居民彼

此間的情感維繫及協助服務認同感的傳播。本研究之據點在行政管理制度運作上

都具備良好基礎，但研究者認為可進一步思考如何將現有之管理型式提升到社企

之層次,同時從上至下，將社企之理念導入整個經營團隊(含志工人力)，從而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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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未來發展方向之人力資源。 

    有關據點的財務機制，若欲朝向實踐經濟目的中「自給自足」的目標，據點

應擴大使用者付費的範圍，這其中有兩項關鍵，即「服務的價值」與「在地民眾

的認同」。許馨心(2009)認為「社區互助自助體系的建構」，是關懷據點運行使用

者付費的重要核心概念，而這有賴於社區民眾對於社區事務的投入與認同，缺乏

認同與理解，恐將產生受訪據點 B、D 共同提及的收費爭議，形成推動阻力。「服

務的價值」則牽涉服務本身的必要性以及品質，好的服務品質會帶來口碑，也會

促進對於付費的認同，而當服務本身是民眾所必需時，也較容易將服務項目導入

收費機制，此即據點 B 負責人所言，區分必要或非必要的需求，在此原則下民眾

對於為家中失能長者尋求「生活照顧服務」，其接受付費的意願，將會大於一般

的健康促進活動。 

    在民眾願意付費之後，據點也將面臨一項課題，意即對於使用者的「責信」。

依現況而言，關懷據點之經費來源大量來自於政府，在配合公部門核銷規定的過

程中，服務的品質及經費的流向已不時的被檢驗。若轉型為社企型式，隨著自營

收入的增加，據點落實「責信」的對象將會是直接的付費者。但社區民眾不同於

政府單位，會為據點建立一套客觀的核銷規則供其依循，相反地，民眾多半帶有

更多的主觀認知來評量事件的合理性，畢竟「巷議街談」所形成的輿論力量如同

順流之水，能載舟亦可覆舟。關懷據點必須思考如何落實「財務公開透明」之原

則，讓付費者知曉經費運用情形，並將相關盈餘合理分配，回饋社會服務項目，

防止疑慮，讓願意付費及提供捐助的社會大眾更加認同。 

三、轉型過程仍需有政府角色參與 

    本研究之訪談對象雖未納入政府機構人員，但從各據點負責人的闡述中，仍

可見政府角色在據點嘗試轉型為社企形式經營之轉變，不論是擴大經濟能力或是

自主發展社區照顧服務，都會使據點與政府單位之互動產生質變。 

    長久以來政府單位在據點政策的推動歷程上，一直扮演相對強勢主導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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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兩陽(2008)指出了我國政府為了在短時間內達成據點的量化績效，皆採行強力

介入並涉入相當多行政指導的方式進行，因此關懷據點已然成為國家治理的一環，

發展出「規格化」與「形式化」的現象，這也使得社區對自身問題的認知過程與

資源動員過程相對隱而不見，社區照顧其實並非由社區來決策。在本研究中，受

訪據點皆認同，減少對於政府的經濟依賴，尋求社區自主並有效回應民眾的多元

需求是必要的，這也正是能促發據點轉型的誘因之一。但當這些「藥效」起作用

時，政府將無可避免的對社區失去某種程度的「控制」能力，社區所創造的一切

亦非政府的政績，故依據研究發現，研究者認為據點轉型為社會企業型式經營的

假設，將會對長久以來政府角色產生挑戰，若從政治利益角度衡量，我們更可思

考政府是否樂見，或有必要支持據點轉型?  

    事實上，政府在據點轉型歷程中並非無可介入，不至於形成所謂「非營利組

織支配模式(無需政府，可自行提供財源並產生服務)」(Gidron，1992；轉引自陳

政智，2009：183)，相反地，政府仍有其重要角色。在據點 B 的訪談中，負責人

提出了「資源分配」的概念，此為轉型社會企業所帶來的宏觀效果，當有更多據

點能自立自主經營時，政府就能夠將所餘資源挹注能量不足之地區，達成「有限

資源，有效分配」。再者，轉型非一蹴可及，從場地空間的釋出、創造到經營管

理人才的培育，這是政府可協助據點在困境上尋求突破之處。因此在轉型的過程，

政府與民間仍可保有協力運作的模式，不必然導致政府角色的全然淡出。如同政

府對於長照機構負有管理之責，社區所提供的付費型照顧服務，若有消費者(社

區民眾)及政府之合力監督，將有助於社區據點的「責信」落實，實現多元互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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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研究建議 

壹、對社區照顧關懷據點之建議 

一、強化社企觀念之建構 

    謀事在人，領導者的理念及認知將會左右單位的經營走向。依本研究結果顯

示，關懷據點之母單位、負責人乃至於專職及志願服務人員，對於社會企業之觀

念普遍闕如。本研究建議據點團隊可積極參與坊間有關經營管理、社企培力之課

程或講座，建構雙重目的的基本概念，為據點之營運模式注入新活水。 

二、擴大使用者付費機制 

    本研究指出，目前據點在使用者付費的運作現況，僅屬於局部及少量的收費，

近 7 成以上的經費來自於政府補助。本研究建議據點可嘗試擴大使用者付費之範

圍，具體方法包含「服務需求的開發」、「服務品質的提升」、「付費觀念的推動」

及「強化責信」四面向。當然，以社區服務的角度，爭取居民的認同尤為重要，

關懷據點可透過辦理社區的說明會或公聽會型式，擴大公民參與，並從中化解歧

見，凝聚共識，如此方能為使用者付費機制建立堅實的輿論基礎。 

三、持續培育在地人力資源 

    「商業運作」是社會企業的重要內涵，據點在尋求擴大使用者付費的機制，

建立自給自足的目標時，必須有妥善的企業策略及商業手段作為輔助，換言之，

據點將需要經營管理的人才。本研究建議據點應持續提升人力素質及發掘在地人

才，或從志工團隊中擇定適合人選加以培育，強化企業管理方法的應用，以充實

經營團隊之管理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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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對政策之建議 

一、與社區「對話模式」之調整 

    本研究以社會企業為主題，但同時亦探討文山區內據點所面臨之經營困境。

蕭文高(2007)從訊息交流的角度檢視關懷據點政策推動的歷程，指出不論是附帶

於政策規範中或是單純的互動過程，仍然屬於大量的「由上而下」，缺乏「由下

而上」的意見表達，這將使政策的規劃或實際的推動執行上難以符合予社區實務

工作有關之議題。缺乏「由下而上」的聲音，容易使政策淪為「政績」，關懷據

點的政策初衷顯得效果失靈，社區依然未能達成自主永續，據點的經營困境亦難

解決。故未來在政策制定的歷程上，應重視社區自主的精神，非著重於邀集學者

專家為主體，政府可嘗試從地方至中央，具層次性的整合、歸類社區的需求，增

加與社區的對話，改變政策與民間期待的落差。 

二、導入社企理念，扮演轉型推手 

    綜觀目前我國社會企業之推動現況，尚未與關懷據點之政策推動有具體而直

接的連結，但事實上 2005 年公布的「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實施計畫」，其中所強調

的「社區自主」及「自給自足」之目標，與社會企業的理念相近。本研究建議，

政府在持續提升關懷據點的服務量能之餘，可嘗試導入社企理念，政策規畫者需

加以思索社區自主的意義對於滿足基層民眾需求的關聯與重要性，以及如何引導

據點實踐自給自足的目標，例如從「經費支持」調整為「輔導轉型」，並透過政

策的鬆綁鼓勵據點開發服務需求創造收入，從而擺脫政府與民間就經費補助長期

角力的困境。 

三、充實轉型所需資源並釐清角色定位 

    關懷據點要從近 7 成仰賴政府經費支持的現況，轉為自給自足，並非一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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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之歷程，從初期到中、後期，據點仍須仰賴外部的支持。本研究建議政府可就

據點轉型所需之營運資本加以充實，在有形資本上包含穩定之場地，並針對過渡

期間提供經費挹注，在無形資本上則包含認證制度的建構、經營管理的人才培訓，

為據點之轉型提供有利之後盾。 

 

參、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本研究係以據點負責人就其長期之經營現況，配合研究主旨加以詮釋，並融

合研究者本身累積之實務工作經驗，從中取得以據點的角度對於轉型社會企業的

評估結果，為研究者認為未來仍有以下面向可進一步探討，說明如下。 

 

一、研究範圍的擴大 

    本研究僅限於臺北市文山區，區內居民多由軍公教背景組成，相較於其他如

萬華、北投等區域仍存在人文特性之落差，而研究結果亦偏向都會型據點之樣態，

故建議未來研究者可擴大地域範圍，針對北市其他區域或鄉鎮縣市進行探討，相

信有助於瞭解不同地區間據點之經營型態及其與社會企業之關聯，並進一步比較

鄉村與都會型據點之差異。 

二、研究對象多元化 

    受限於時間及訪談資料效度之考量，本研究僅鎖定據點負責人作為受訪者，

並未進一步瞭解其他於據點運作中之相關人員─志工及服務對象之看法，如此自

然較缺乏來自使用者之觀點，特別是對於「在地認同」、「服務發展期待」以及「接

受使用者付費機制」之詮釋。此外本研究亦未從政策之立場探討政府之角色及態

度，故建議未來之研究可以據點之相關人力、服務使用者級政府部門為對象(包

含中央或地方政府、據點業務之直接承辦人等)，蒐集代表基層民眾之心聲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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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據點、社會企業等政策推動者之意見，，尋求為轉型歷程建構更充實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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