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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1.1.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非營利組織對社會來說，象徵著社會善的一面，因此不是被蒙

上善良、公益的面紗，就是被視為擁有較高的自我道德要求。非營

利組織是社會正義、道德的維護者與實踐者，所以非營利組織常常

被視為是做公益而不會做壞事的組織。事實上，台灣從過去 1987

年「彭昭揚社會福利基金會」事件1、1988 年的「溫暖雜誌事件」2、

到 1999 年的 921 大地震事件，都曾陸續發生危害社會公益的弊案，

在在影響著公民社會中的信任資本。 

 

在 2001 年 11 月底，企業界的安隆（Enron）破產消息震驚了一

向深受美國投資人信任的華爾街。在投資者及分析師眼中的頂級企

業如世界通訊（World com）、泰科（Tyco）等陸續發生危機。虛

構交易、浮報營收、竄改收支等，接二連三的企業醜聞讓投資人的

信心盡失。在收拾殘局的同時，各方有識之士咸認為，重塑及強化

「公司治理」是為斧底抽薪的根本療劑。 

 

就實務者的角度而言，公司治理係界定為使企業有效監督其組

織之活動，以及如何健全組織運作，藉以防止經營弊端。針對近年

來公司治理領域的新狀況與新發展，特別是接連出現一些駭人聽聞

的大公司醜聞事件，為了共同制定一套公司治理的標準與指導方

針，「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 Development ,OECD）特別成立了公司治理專門籌畫小組，並於

1999 年提出《OECD 公司治理原則》（OECD 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2004 年 1 月公佈了最新的《OECD 公司治理原則》

修訂版。 

                         
1
 1987 年彭昭揚社會福利基金會詐欺被揭發法辦後，彭昭揚入獄二年，假釋出獄，出獄後，

另起爐灶，再創宗教性組繼續詐騙，至 1993 年被提起公訴，判刑五年，並強制勞動。 
2
 1988 年發生了著名的「溫暖雜誌事件」。溫暖雜誌社利用一些個案的資料放在雜誌上，找一些不知

情的學生，挨家挨戶去推銷該雜誌，募集了不少的善款，後來卻被發現該雜誌社根本不是一個公益機

構，募集的善款也沒有到貧戶的手上。（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 2002 年年報，我們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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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台灣企業陸續所發生的弊案，如廣三集團、禾豐集團、新

巨群集團、漢陽集團以及中央票券等重大傷及股東權益及投資人信

心的事件後，企業界從問題中研討提出「公司治理」的重要性已蔚

為成風，政府也隨之跟進，於 2001 年修改了「公司法」的部份條

文，證期會亦發佈了我國公司治理報告，行政院由前院長於 2002

年 11 月 21 日當前重大財經情事會報第 5 次會議中，指示成立「改

革公司治理專案小組」，台灣證券交易所及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復於

2002年共同制訂「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凡65條，隔年（2003）

11 月行政院第 2865 次院會通過「強化公司治理政策綱領記行動方

案」等，以推動我國公司治理制度（蔡揚宗，2003：14）。 

 

台灣非營利組織近年來同樣陸續發生傷及社會善心、信任的事

件；實務界雖有聽聞基金會談及治理，但是沒有較周延具體的研究

資料，針對「非營利組織治理」這個議題，無論學術界或是實務界

多著重在組織內部的「董事會」、「董事會與執行長」之相關治理

的研究。政府部門所研擬的「財團法人法」仍在法務部，三年多來

沒有離開行政院，要到立法院完成立法程序可能是遙遙無期。業務

主管機關對「非營利組織治理」亦無較積極、具體的行為，面對台

灣非營利組織業務主管有近二百個單位（包含中央與地方政府業務

主管機關），以及如此多元的非營利組織，要落實治理，並非易事。 

 

因此藉助企業的經驗，從 OECD 為各會員國與非會員國制訂「治

理原則」以為各國在政策制訂者、投資者、公司和其他利益相關者

所遵循的國際基本標準；面對國內多重主管機關、多元非營利組

織，可否借鏡企業，先探討「治理的原則」以為發展良好非營利組

織治理的共識、指南以及基本標準。因而，本論文試圖以實務工作

者的觀點，將企業「公司治理」之原則，以跨界類比方式，探索以

初步建構台灣「非營利組織治理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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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背景研究背景研究背景研究背景 

依據調查3，台灣非營利組織的醜聞時有所見，更多已涉及犯

罪行為，只是民眾健忘、也沒有一套公共監督與追蹤的機制，加上

法治環境不周全，所以有 1987 彭昭揚社會福利基金會詐欺被揭發

法辦後，入獄服刑兩年假釋出獄，出獄後還可以另起爐灶，復於南

投縣山區再創宗教性組織，重新開張繼續詐騙，至 1993 被提起公

訴，判刑五年並強制勞動4。這種一而再再而三的行為，不但被服務

的對象受害，更傷害了公民社會的根本---信任。  

 

從 1980 年解嚴以來，台灣非營利組織數量急遽增加，但就消

極面來看，組織越多，弊端也更層出不窮，社會信任則不斷被打擊。

因此，就積極面來看，實則需要一套機制，以促進公益的實踐與保

障捐款及受助人的權益。茲舉以下中外數個案，以利進一步申論之。 
 

1.2.1.  921讓捐助讓捐助讓捐助讓捐助人對公益的信心受挫人對公益的信心受挫人對公益的信心受挫人對公益的信心受挫 

九二一的捐款是非營利組織弊端事件被注目的焦點之一，九二

一震災時，政府中央級機關收到一百餘億的民間捐款，政府鑑於各

界款甚鉅，有統合運用以發揮最大效能的必要，於是宣布由民間社

會人士與相關單位共同於1999年十月十三日成立『財團法人九二一

震災重建基金會』。依該基金會之章程規，定該基金會成立的基金

及營運資金之來源，係由民眾捐給政府專戶，政府再由專戶提撥

之。該基金會第一屆董事之產生，亦依該基金會之章程規定，由行

政院就下列人員聘任之：立法院院長、總統府代表，內政部部長、

工商界代表、社會公正人士、公益團體代表、媒體代表5。必竟是民

間捐款如今成為政府私房帳戶，也顯示出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因其

董、監事由政府指派，造成中央各部會及地方政府發生政治權力鬥

                         
3李德川（2001），利用非營利組織從事非法行為之研究，南華大學非營利事業管理研究所碩

士論文；劉汶福（2003），非營利組織犯罪問題之研究---以調查局偵辦之案件為例，南華大

學非營利事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4
 法務部調查局（1993），民國八十一年經濟及毒品犯罪防制工作年報，頁 26。 

5
 921 賑災重建基金會簡介，頁 1.7. http://www.921fund.org.tw/intro_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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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之資源分配問題。 

 

在「九二一震災捐款管理及運用查核報告」中有初步的紀錄，

但整體而言，該報告主要僅對捐款款項運用的現況描述，對於每一

個募款組織的責信則無進一步的揭露，以致陸續發生當時南投縣彭

百顯縣長名下的「新南投發展基金會」「南投建設發展基金會」，

發生涉嫌以震災款支付其助理的薪資、購買車輛、化妝品等，以及

捐款流向不明、提供包商周轉等與目的不符之用途，或投入公共建

設，流向不明等事跡敗露6；此案已於2000年經檢察官提起公訴，於

2002年11月29日因貪污以南投地方法院刑事判決，四個案件計處有

期徒刑二年二個月。7由此顯示，身為基金會董事長的所作所為均危

及基金會的生存與發展，民間的公益資源無限，但是在分配運用

上，組織的治理功能實為關鍵，沒有相關機制，民眾如何有信心出

錢出力？ 

 

1.2.2.企業假基金會愛心之名行洗錢之實企業假基金會愛心之名行洗錢之實企業假基金會愛心之名行洗錢之實企業假基金會愛心之名行洗錢之實 

1998 年 10 月，新巨群集團涉嫌發生跳票及重大違法案（違約

交割、洗錢、脫產等），除企業利用集團的技倆之外，還涉及利用

基金會洗錢，發現新巨群集團疑涉透過新巨群社會福利愛心基金會

帳戶洗錢、炒作股票外，並查出新巨群集團擁有五十五處不動產，

市價估計逾十億元，其中有三處不動產係登記在該基金會執行長張

福寧名下，疑涉脫產。8再者，新巨群基金會為節省人力，便於資金

調度，遂安排董事長吳祚欽胞姐出任董事，並負責新巨群基金會支

出之審計，持有基金會帳戶大小印章，保管帳戶內存款。於 1998

年 8 月間，新巨群集團資金調度發生缺口，明知其因公益持有保管

之基金會所有資金，不得與其他新巨群集團資金混用，竟聽從董事

長吳祚欽之指揮，共同意圖為新巨群不法所有。本案於民國 1998

年 11 月經由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檢舉偵辦後，於 2000 年 5

                         
6
  

7
 91 年 11 月 29 日，南投地方法院九十年度訴字第二八號判決書 

8
 中時電子報，新巨群疑假「愛心」之名，設洗錢、脫產，1998.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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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9 日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董事吳天真共同連續意圖為第三人

不法之所有，而侵佔對於公益上所持有之物，處有期徒刑一年四個

月。9
 

 

1.2.3.美國美國美國美國「「「「聯合勸募聯合勸募聯合勸募聯合勸募」」」」與與與與 911紅十字會之醜聞紅十字會之醜聞紅十字會之醜聞紅十字會之醜聞 

1990 年代的初期，美國國內發生多起非營利組織的醜聞，例

如：「美國聯合勸募」(the United Way of America, UWA)與「全國

有色人種促進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高階主管的超高薪酬，及貪污事件，嚴重地傷害了

美國社會大眾對非營利組織的信任（Hoefer, 2000：167）。 

 

舉例來說，1992 年，美國聯合勸募總裁阿莫爾尼（William V. 

Aramony）貪污入獄事件對聯合勸募造成重大影響。事件是：美國

聯合勸募在 1992 年總裁下台入獄前，一年可以募得 31 億美元，並

捐助給 45,000 家慈善機構；但是在 1992 年總裁發生 1.將個人消費

公帳報銷，包括個人旅行、住宿、女友旅行、房屋修繕等；2.圖利

友人，包括支付養老金、購屋、諮詢等費用約五十萬美元；3.1992

年總裁的年薪為 39 萬美元等狀況。然而這樣的狀況執行董事會並

未及時處理。(董事會聲稱在不全然知道的情況下，兩度投下信任票)

這些事蹟經紐約時報及幾家媒體陸續揭露之後，造成總裁阿莫爾尼

與 UWA 互控，結果總裁下台入獄六年。但是 UWA 聲譽已招受嚴

重打擊，UWA 的捐款嚴重下滑。為此 UWA 設立一個倫理委員會，

制定一套倫理守則，以規範 UWA 相關人員的行為。  

 

2000 年，美國發生 911 的恐怖攻擊事件，當時被視為當然救

難組織的紅十字會 Red Cross 董事會、總裁 Bernadine P. Healy 所

公告的捐款不實，與未善於運用捐款造成 911 事件中非營利組織的

一件重大醜聞10。這中間涉及的利害相關人，包括：911 事件捐款人、

                         
9
 91 年 5 月 29 日，台北地方法院八十九年度易字第七八七號判決書 

10
美國紅十字會公告 911 所收到的捐款總額被質疑到底多少？美金 5.64 億?9.67 億 ?還是 9.88 億？其次

是其公佈捐款金額為 5.6 億，其中 1.21 億直接發放給受難者，2.64 億保留作為『因應未來可能再發生的

恐怖攻擊事件』之用，0.15 億教育文宣(預防與心理手冊)以及 0.11 億為行政費用與紅十字會血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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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 事件受難者及家屬、美國國會、檢察官、大眾傳播媒體與公眾

與論、Red Cross 各地分會主管等。募款宣傳中未詳知告知大眾捐款

用途，電視廣告中也並未告知將捐款併入 Liberty Fund(一般急難救

助基金)之用。此外還有捐款使用效益不彰的問題，到 2002 年 9 月

仍還有 1/3 捐款未被使用或保留；以及捐款分配未致公平。 

 

因此美國的捐款人結合大眾傳播媒體進行強烈輿論批判，要求

專款專用，受難家屬同時發出不平之鳴，進而美國國會進行聽證調

查。民間的「看門狗組織」（Watchdog）11也紛紛出動，促使紐約

州檢察長提出解決方案，其他 NPO 紛紛抗議排擠危急的慈善活動

資源，而美國國會審計總署( General Accountancy Office, GAO) 也

出面處理。Red Cross 總裁 Healy 因此於 2001 年 10 月被解職，所

有捐款均用於 911 相關服務，同時也集合了各利害相關人擬定以下

四個募款策略：1.要善盡募款告知責任、2.要再確認捐助者指定用

途 3.設捐款查詢專線、4.善盡募款目標達成的告知。 

 

此 外 美 國 聯 邦 災 害 管 理 總 署 （ The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FEMA）與民間共同發展單一窗口服務模式，

迅速整合救援資源，各大基金會應簡化規劃決策，回應急切的捐助

與服務需求。審計總署則進行評估與研究，讓政府、企業、非營利

部門從 911 的募款活動中檢討學習，強化募款活動中組織外部監察

系統與落實內部管理。 

 

以上案例顯示出非營利組織疏忽了內部治理結構，而外部監督

失靈的結果是傷及組織本身，也傷害了整體社會資本。雖然我們期

待非營利組織要「自律」，以對利害關係人以及社會大眾負責，然

而如果單靠非營利組織自律，而沒有外部監督的機制，是無法防止

弊病的發生，同樣會無可避免地傷及組織的公信力以及社會的信

心。為此，研究者認為，此時台灣非營利組織的治理，應該是需要

提出加以討論的時機，除了討論「治理」的概念，並且需要如同企
                         
11 Foundation Center: 9/11 Funding Database、The Chronicle of Philanthropy、National Charities Information 

Bureau、New York Philanthropic Advisory Service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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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建立公司治理的運作制度和配套措施，以落實非營利組織的，以

治理避免弊案的發生而促進公民社會的實現。 

 

1.3.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 

從上述背景中發現基金會的重大問題多數原因為董事長、董事

會的治理問題，但是對基金會來說並無一套內部控制的機制，外部

除了發生重大問題時才有政府的角色，而且多為制裁的角色，而非

監督控制的角色。面對各業務主管單位以及多元化的非營利組織是

否在建立內、外治理機制之前，需要先探討基本原則以作為共識標

準？而此『原則』可否借鏡於企業公司治理原則？依此引發本研究

的動機如下： 

 

1.3.1.捐助人與基金會組織也是一種代理關係捐助人與基金會組織也是一種代理關係捐助人與基金會組織也是一種代理關係捐助人與基金會組織也是一種代理關係 

在國外，基金會的董事會（Boards of directors）成員有另一個稱

呼，為「受託人」（Trustee），意味著基金會董事是受捐助人之託

以推動、執行、與監督捐助人的意願與理想之實踐。由於基金會沒

有所有權的機制（基金會為非營利組織，其主要的組織條件在於沒

有私人所有權，也不為私人盈利之分配），因此董事會及執行單位

均與捐款人之間有某種程度的委託代理關係，捐助人之所以願意捐

助，實因為對基金會組織使命的價值認同，所以願意投入所要交換

的理想實踐。由於目前基金會的資訊仍在黑箱裡，一般捐助人無法

得知基金會運作的資訊，此種代理關係囿於資訊不對稱，無法確實

支持有效能的基金會。為此，希望研究一個促進資訊公開、組織透

明，以利捐助人有一個溝通資訊的平台，並利善心資源的投入和參

與。 

 

1.3.2.治理對基金會本身價值的重要治理對基金會本身價值的重要治理對基金會本身價值的重要治理對基金會本身價值的重要性性性性 

一個好的公司治理，有四個原則：（1）公平性（Fairness）：

對利益相關人公平合理對待；（2）透明性（Transparency）：財務



台灣非營利組織治理原則之探討--以社會福利基金會為例                           第一章  緒論 

 8

與非財務資訊適當揭露；（3）責問性（Accountability）：董事與

管理者角色與責任的劃分；（4）責任性（Responsibility）：遵守法

律以及社會期待的價值規範（葉匡時，2001）。對非營利組織來說，

這四個原則中責問性與透明性尤其是必要原則，責問性

（Accountability）也有稱為是「公信力」、「責信」、「交代」等

用語，本研究以「責信」統稱之。非營利組織既不以營利為主要目

的，而是以公共利益為著眼，因此如何建立「責信」取得社會公信，

不但可以以獲得更多社會支持的資源，擴大基金會使命的影響力。 

 

就台灣社會多認為：享有高知名度等於擁有公信度，實則不

然，就如前述有些基金會雖具有高知名度，但內部卻不為公益，例

如彭昭揚社會福利基金會是曾受到全國好人好事之表揚，卻是個偽

善者。這便涉及資訊揭露「透明性」的原則，到底應該揭露哪些資

訊？揭露的程度如何？揭露給誰？等問題。今年(2005)10 月喜憨兒

社會福利基金會因為受到議員的質疑，結果是捐款滑落，關閉新竹

工作站，不但基金會的公信力受損，受照顧的憨兒以及員工均失去

就業機會，則不僅是責信的問題，而是責任的問題、是否公平對待

所有利害關係人的問題。因此借鏡企業公司治理中，並不只「責

信」、「透明」，還包括治理結構、責任、公平、董事會職責等原

則，做跨界類比之探討。 

 

1.3.3.台灣非營利組織治理研究尚待加強台灣非營利組織治理研究尚待加強台灣非營利組織治理研究尚待加強台灣非營利組織治理研究尚待加強 

近年來，由於台灣非營利組織蓬勃發展，間接促進非營利組織

研究，但是在學術性的研究卻遠落後於實務界事實的存在。台灣學

者專家對非營利組織的研究，大多集中於該組織的免稅問題、組織

效率的評估、公共關係策略的運用，以及工作人員的激勵與績效等

主題；與非營利組織治理的相關研究，則著重於董事會的角色功

能，例如蔡啟源與陳秋蓉（1995）的「企業附設社會福利事業基金

會之組之結構與組織績效之探討」；次之是該類組織的監督管理之

研究，例如孫本初「台北市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的管理之研究」

（1994）；行政院研考會的「財團法人監督問題之研究」（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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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金貴「美國非營利組織的人力資源管理」（1994）。與董事會領

導行為有關之研究，有江明修的「非營利組織領導行為之研究」

（1995）；胡如萍的「檢視台灣財團法人私立學校法規中有關董事

會角色功能之現況」（1995）；陳星宇論述「如何提昇社會福利基

金會功能之策略與取向」（1992）；以及張鏡湖的「比較台灣董事

會和美國董事會及日本理事會的差異」（1992）等。 

 

台灣最早以實證方法研究台灣地區基金會的，是於 1982 年蔡政

文等人在亞洲基金會的贊助下所做的「台灣基金會之研究」，這項

研究中曾分析基金會的董事會，內容包括董事會的人數、教育程

度、任期、改選次數、以及職權等（蔡政文等人，1982:48-55）。

近年來有官有垣（1996）以本土個案研究方式探討「台灣基督教兒

童福利基金會」，其中特別是與台灣政府從 1946-1992 年之間變遷

中的互動關係，其中該基金會的董事會如何在八年（1977-1985）自

立準備期間，歷經改組、集納地方仕紳與政商人物，以及廣闢社會

資源網絡以協助該兒童福利基金會生存，繼而發展至今。官有垣更

於 1988 年國科會「非營利組織的董事會角色與功能之研究：以全

國性社會福利相關基金會為例」的研究中對社會福利基金會董事會

的角色與功能有深入探討。黃新福於 2000 年的「非營利社福基金

會治理活動之研究」中以探討基金會董事會與執行長之角色與互動

為主。然而以上的研究均無對非營利部門整體上治理原則之研究。 

 

個人於 1997 年受亞洲基金會（Asia Foundation）的委託，負責

「台灣非營利組織發展需求診斷之研究」，後續亦因工作關係接受

政府之委託負責「農業事務財團法人評估之研究」（2002, 2005）、

「2001 年非營利組織暑期青少年休閒活動方案成果評估研究」、

「2002 年教育部終身學習列車成果評估」等，以及從 1998 年開始

辦理「非營利組織人才培育計畫」至今，從中發現「非營利組織管

理」雖然已開始被重視成為組織重要的議題，但也發現組織中高階

管理者與董事會決策者的態度、行為以及組織外政府的法規、管理

等都對非營利組織的營運有莫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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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借鏡企業的公司治理原則借鏡企業的公司治理原則借鏡企業的公司治理原則借鏡企業的公司治理原則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凸顯亞洲企業以家族與集團化經營為

主，背後所隱含財務資訊不透明的嚴重性。2001 年，美國陸續爆發

安隆（Enron）、世界通訊（World Com）等弊案醜聞，涉嫌公司市

值狂跌 75%左右，公司治理水平進入黑暗時代（劉紹棟，2002）。

台灣則從 1988 年起陸續發生一連串的企業財務危機，新巨群集團、

漢陽集團、廣三集團、東隆五金、國陽實業、禾豐集團、安峰集團

及近年來台鳳案、太設集團等事件，不但嚴重損及小股東的權益，

也造成社會的動盪不安。為此各國均依其文化、市場、金融體制，

甚至意識型態，而有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 

 

在國際間推動公司治理工作，在超政府層次的，是世界經濟合

作與發展組織 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主要負責的工作，在 1999 年 OECD 提出關於「公司

治理基本原則」，到 2002 年年中，全世界政府或民間組織所制訂

的各式各樣公司治理準則已不下四、五十個，2004 年 1 月又為因應

環境的新挑戰故頒布了修定的「公司治理基本原則」。台灣政府則

於 2001 年 11 月通過修訂「公司法」，2002 年 2 月通過「企業併購

法」，同年下半年通過「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2003 年

10 月經建會提出「強化公司治理行動方案」，2005 年 12 月修正證

交法共計修了 38 條，四大議題之一即為公司治理。企業部份，則

有「台積電」的公司治理作為使它不但具有高度競爭力也享有好形

象與聲譽，這些作為均顯示要提升企業競爭力「公司治理」是個關

鍵機制。 

 

對非營利組織的基金會來說，雖然運作可能不如企業的複雜，

但更要為維護社會的公平與正義而需要有所交代，因此非營利組織

是否可類比企業「公司治理」的原則作探討，是研究者關切的議題。 

 

法人（Corporate）這個名詞的拉丁文字原是身體（Corpus），

也就是指組織之意。基金會在台灣均為財團法人組織，因為財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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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以財產為主體、後盾。而有財產，就會有組織財務相關治理的

問題，此外人事、制衡、運作的非財務面，也會有治理的問題。本

研究為講求一致均使用「公司治理」一詞，實為組織治理之意。非

營利組織沒有追求利潤的特性，本來就不太能用市場機制來約束他

們的行為，加上沒有股東的監督，又不受市場紀律的約束，因此其

存在的核心著重於社會的信任，即所謂的公信力，更由於其資源取

字於社會的捐助，所以如何透過「治理」提升非營利組織的社會信

賴已獲得持續的支持。就實務面實有需要借鏡企業公司治理之模

式，跨界運用於非營利組織進行探索性研究。 

 

1.3.5.初探台灣社會福利基金會治理原則初探台灣社會福利基金會治理原則初探台灣社會福利基金會治理原則初探台灣社會福利基金會治理原則 

台灣地區近年來隨著政治的民主化與快速的經濟發展，非營利

部門亦如雨後春筍般地急遽成長。無論是宗教性的社團、文教、慈

善、學術研究，以及財政經濟與政治民意等基金會或服務機構均紛

紛設立，對一個即將邁入已開發國家之林的我國而言，這是一極為

可喜的現象。這些民間公益團體對台灣社會的貢獻甚為可觀，譬

如，根據鄭清霞（1994）對台灣的非營利組織財力的研究，1990 年

台灣非營利組織有關社會福利總支出估計為新台幣 130 億 1500 萬

元，佔當年 GNP 的 0.3%，為全台灣地區政府社會安全支出決算額

的 10%強，顯示台灣的志願性部門具有提供社會福利財貨/服務的潛

力（引自鄭清霞、呂朝賢、王篤強，1995: 168）。又根據內政部 2004

年 「全國性之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年度業務執行報

告書」《2005》，至 2004 年底止，登記立案於內政部社會司的全

國性社會福利基金會數目為 137 家，依據填報的 111 加基金會的基

金總額為 419 億 4,432 萬五千元，就 2004 年收入狀況有填報的 119

家資料統計，該年度的收入總額高達新台幣 178 億 7,582 萬元12。 

 

依據內政部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名冊（2003）上所列名之

                         
12

 官有垣，2005.10.19，台灣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在因應國家福利轉型中的角色與定位，《全

國性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聯繫會報》，墾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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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社會福利基金會共計有 552 家，以全國各類型基金會共計

3,021 家13來看，約佔全國基金會的五分之一左右，又社會福利慈善

基金會在提供公益服務上肩負起愈來愈重大的責任。社會福利類非

營利組織，大多是以勸募（社會捐贈）、及政府委託、補助為主要

財源，特別重視與政府部門、企業部門、和社會大眾之間的互動，

對規範的議題亦較留意，所以掌握社會福利基金會的治理狀況，有

助管窺台灣非營利部門一般性的態度。 

 

因此本研究從實證的觀點，以借鏡企業組織公司治理的原則，

運用於非營利組織，檢視台灣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的機構

特質、內部董事會的角色與功能、組織的相關信息的透明度、組織

活動與組織使命的切合度合法性、財務與非財務的資源使用與運作

之公平性、以及對利害關係人的責信交代等，初步探討非營利組織

治理的原則。 

 

1.4.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 

根據研究目的及收集相關文獻資料探討與分析，發現台灣非營

利組織與企業同樣發生弊案，同樣對社會有巨大影響，但是目前非

營利組織對這部分，既有的相關研究多著重在基金會董事會治理、

或董事會與執行長，少數研究基金會責信、認證與自律；但從企業

公司治理發現基於全球各國的資金流動，為提昇各國在公司治理的

法律、制度和監管水準，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ECD 為了與各國政

府、其他相關國際組織和私人部門間協力發展一套公司治理準則和

指南，提出良好的公司治理的原則，此原則成為各國政策制訂者、

投資者、公司和其他利益相關者所遵循的國際基本標準，也體現了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致力於發展良好的公司治理實務的共

識。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的研究問題： 

 

1.現階段台灣社會福利基金會的治理的狀況為何？對治理的概念與
                         
13

 依據 2001 年台灣的基金會調查研究報告，2002.10，國立政治大學，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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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如何？運作的狀況如何？ 
 

2.現階段台灣社會福利基金會對建構治理原則的態度為何？ 
 

1.5.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的動機發展本研究計畫，囿於在台灣這是個新的議

題，而且相關研究的侷限與缺乏，加上時間、人力等資源等限制。

因此本研究的目的計為對台灣社會福利基金會目前治理的現況分

析、政府法規與管理、以及試圖建構對台灣社會福利基金會治理原

則的初探等三個目的，分述如下： 

 

1.5.1.對台灣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目前治理現況對台灣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目前治理現況對台灣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目前治理現況對台灣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目前治理現況

的分的分的分的分析析析析 

由於世界各主要福利國家社會政策的走向，普遍朝向市場化、

分權化，與提倡志願主義及第三部門的參與，而我國近年來在各項

福利服務的推動方面，也強調民間參與的重要性。因而，吾人有必

要評估台灣地區非營利社會福利基金會的特質與治理現狀，譬如，

基金會的成立、營運規模、決策體系--董事會--功能運作的情形，

基金會資訊透明狀況等做個掃瞄以為瞭解。 

 

1.5.2.政府對財團法人社會福利基金會法規與管理之意涵政府對財團法人社會福利基金會法規與管理之意涵政府對財團法人社會福利基金會法規與管理之意涵政府對財團法人社會福利基金會法規與管理之意涵 

目前政府對財團法人及其他公益團體監督管理的法令零散且

不完整，光以監督各類基金會的準則就有二十二種（例如文教財團

法人、內政業務財團法人、經濟事務財團法人、財政部主管財團法

人，以及衛生署監督衛生財團法人等），這些行政監督準則對董事

會的組成、董事的名額、產生方式、任期及改選均有規定。自從 2001

年 12 月 28 日通過「行政程序法」其中第 174-1 條「本法施行前，

行政機關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七條訂定之命令，須以法律規定或以

法律明列其授權依據者，應於本法施行後二年內，以法律規定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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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明列其授權依據後修正或訂定；逾期失效。」因此政府原來制

訂的「財團法人監督準則」均因無法律之規定或已無法律授權依

據，已於 2003 年 12 月 28 日失效，造成主管單位在執行監督「財

團法人」的時候已無法規的依據，故有如教育部將「監督準則」修

改為「監督要點」成為行政執行之內規，而主管社會福利慈善基金

會的內政部社會司，則仍沿用已失效的準則。 

 

據此，法務部積極研擬的「財團法人法草案」，雖曾送至行政

院但是遭到退回再修的命運，目前尚留在法務部修訂中。政府的法

令究竟應該如何規範此類民間財團法人的功能與運作為宜？透過

本研究，希冀對政府將來在修訂各類公益團體監督管理辦法時，能

因治理原則為標準，以利各部會對非營利組織管理上的共識與指導

性 。 

 

1.5.3.初步建構台灣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慈初步建構台灣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慈初步建構台灣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慈初步建構台灣財團法人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治理原則善基金會治理原則善基金會治理原則善基金會治理原則 

根據依據理論及調查分析的結果，在公司治理原則下，試圖初

步建構台灣財團法人會福利基金會的治理的研究模式，包括董事會

的職責、對公平性、責信性、責任性、透明性等。 

 

1.6.研究對理論與實務之貢獻研究對理論與實務之貢獻研究對理論與實務之貢獻研究對理論與實務之貢獻 

由於本研究屬跨界且較新議題之研究，期待透過本研究能在非營

利組織的相關理論上與實務上能有所貢獻。 

 

1.6.1.理論上的貢獻理論上的貢獻理論上的貢獻理論上的貢獻 

本研究以非營利組織中的社會福利基金會為主要研究對象，目

前非營利組織治理之相關理論之研究多數著重於「董事會的角色與

功能」「董事會與執行長的互動」，另有少數研究非營利組織之「監

督」「責信」「自律與他律」「認證」14，但是尚缺乏從組織內部
                         
14
 對董事會角色與功能者有官有垣，董事會與執行長互動者有黃新福，監督之研究者陳惠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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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外部較具整體觀點來研究非營利組織治理。因此本研究跨界採用

近年來營利事業（企業）從安隆案的發生後所積極興起的公司治理

的相關理論，透過類比以及研究，藉以整合及發展非營利組織治理

的原則。 

 

1.6.2.實務上的貢獻實務上的貢獻實務上的貢獻實務上的貢獻 

台灣非營利組織實務上發生了不少弊案，但是該有的法規還在

行政主管單位內討論，要到立法機構完成立法尚有一段長路要走，

除法規的內涵與制訂時需進一步研究外；現有的行政主管的行政裁

量權是否足以運用？更重要的是捐助（款）人沒有足夠的機制去瞭

解以及決定該捐給誰是對的、好的、可相信的？對需要服務的人也

因為資訊不對稱（資訊不透明）的關係，是否可以被保障而享有應

有的品質？除了政府的法規與管理之外，是否尚有聯盟性組織的自

律守則、或者是否有機會成立一種類型的非營利組織以為社會監督

機制（看門狗組織，或是類似營利企業的信用評等、認證等組織），

專業人士例如會計師的角色，以及捐助人是否可以享有愛心消費

權？這些多元的因素在實務上是需要有一個共識原則，但是過去在

這方面的研究較少，以致一直懸念至今。因此，本研究在過程與結

果，將嘗試建議一個治理原則，以為實務上參考之用。 

 

1.7.研究研究研究研究範圍範圍範圍範圍 

由於台灣非營利組織包括財團法人與公益社團法人，公益社團

法人是基於「人」的結合為組成基礎，是自律法人，而財團法人則

以「財」為組成基礎，為他律法人。財團法人的「財」以捐助之後

即享有免稅之優惠，並可持續接受捐助從事符合使命之公益活動，

其中財團法人社會福利基金會不但多有具體的服務對象、資源也多

來自基金會外部、加上社會福利基金會的數量為台灣基金會排名第

二多。因此本研究範圍以台灣財團法人社會福利基金會為研究對象

的範圍。 

                                                                     
自律與他律有馮燕、責信有孫煒，認證有鄭讚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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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非營利組織中的財團法人基金會的整體數量並不是非常

多，但卻是非常的多元，從各級政府部門相關業務主管單位就有 32

個，依據 2001 年基金會普查在 32 個各級政府部門主管的 3021 家

財團法人基金會中，以教育和社會福利兩大類為最多。但是由於台

灣民間社會福利組織，是除了宗教組織之外，能見度最高的一類非

營利組織，而且該類組織的倡導能力特別強，同時社會福利類非營

利組織，大多是以勸募社會捐助及政府委託補助等為其主要財源，

特別重視與政府部門、商業部門、以及社會大眾之間的互動，對規

範的議題亦較留意，所以掌握社會福利基金會的意見，可有助管窺

非營利部門的一般性態度（馮燕，2002：頁 184）。因此本研究選

擇財團法人社會福利基金會為主要研究對象，全國性與地方性的社

會福利基金會共計有 552 家。 

在本研究對象「台灣財團法人社會福利基金會」由於基金會均

為「財團法人」之登記，為研究書寫之方便，均以「社會福利基金

會」稱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