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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非營利組織發展的相關文獻 

 

一.非營利組織的定義 

 

「非營利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s，NPOs)一詞源自於美國國內稅

制﹙Internal Revenue Code，IRC﹚第 501 條第 C項第三款的規定，係為規範合

於免稅規定的公益團體，其定義為：非營利組織本質上是一種組織，該組織限制

將其盈餘分配給任何監督與營運該組織的人，如組織的成員、董事與理事等，其

所指慈善組織包含教育、科學、宗教、公共安全等。 

 

非營利組織的數量眾多，在其共同使命下號召力愈來愈大，所匯集的人力、

物力與組織資源日益豐沛，在很多社會中，已茁壯成獨立於政府（公部門，或稱

法定部門），和商業市場（私部門，或稱商業部門）之外的一個自成一體的部門，

具有其本身獨特的使命、文化、資源和行為模式。故在美國即習稱各種非營利組

織的集合為「第三部門」（the third sector），或是「獨立部門」（the independent 

sector），或「非營利部門」(the nonprofit sector)。 

 

所謂非營利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常被簡稱為 NPO)，從字面即可

會意，指的是「不以營利為目的之組織」。而且既稱為「組織」，必然是一個有合

法的組成結構和過程，以確保其服務公眾利益的宗旨可以貫徹並受到監督。這類

組織雖然不以營利為目的，卻並不意味著所有的服務或產品都是免費提供，有些

組織仍然收合理的費用以維持組織生存，只是它們不以利潤為組織營運的目標，

即使有盈餘，也必將回饋給其它有利組織宗旨達成的運作或組織擴充，而不會分

配給組織的成員、管理人或進入任何一個私人的帳戶。Wolf(1990)所提依非營利

組織特質所做的定義最常被引用： 

1.必須具有服務大眾的宗旨。 

2.不以營利為目的的組織結構。 

3.有一個不致令任何個人利己營私的管理制度。 

4.本身具有合法免稅地位。 

5.具有可提供捐助人減稅的合法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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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必須是正式合法的組織，接受相關法令規章的管理。 

 

二.非營利組織之範圍與分類 

 

非營利組織間的差異相當大，一般學者都認為很難用同一套標準化的方法去

歸 類 。 依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ICNPO-The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 國際學術的分類如下(轉引自吳培

儷、陸宛蘋，2002) 

(一)文化與娛樂(文化、藝術、運動、娛樂、社交等) 

(二)教育與研究(學前、初級、高級、成人等教育及研究) 

(三)健康(醫院、復健、護理之家、心理健康與危機預防、其它健康服務) 

(四)社會服務(社會服務提供、緊急事件援助、經濟與生活的支持) 

(五)環境(環境保護、保護動物) 

(六)發展與供給(經濟、社會、社區發展、住宅供給、職業訓練) 

(七)法律、擁護者與政黨(人民擁護的組織、合法的法律服務、政黨組織) 

(八)慈善家與志願工作的宣傳 

(九)國際性 

(十)宗教 

(十一) 企業與專業學會、協會 

(十二) 其它方面 

 

官有垣(2000)指出我國的民法總則中規定，法人可為公法人和私法人，前者

指有公權力的政府機關，後者則包括營利與非營利組織。私法人又可分為「社團

法人」和「財團法人」。社團法人包含營利(如公司、商行)及非營利，後者又可

分為「中間性社團法人」(如同鄉會、同宗會)和「公益社團法人」。財團法人則

有一般性、特殊性及政府捐助成立的財團法人。以上唯有非營利社團法人及財團

法人可稱為「非營利組織」，其中非營利社團法人中的「中間社團法人」和財團

法人中「政府捐助成立的財團法人」是否界定為非營利組織受到較多的爭議。 

 

所謂「社團法人」是指以人為主的團體，需經法院核可，具有法人地位的組

織，其主要依據成立及管理的法源為「人民團體法」。「財團法人」是指以捐助財

產方式為其基礎的組織，亦具有法人地位。 

 

依人民團體法，我國社會團體分類如下： 

(一)學術文化團體：以促進教育、文化、藝術活動及增進學術研究為主要功

能之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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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醫療衛生團體：以協助醫療服務，促進國民健康為主要功能之團體。 

(三)宗教團體：以研究、實踐宗教理論、宗教教義，啟迪人心向善及辦理助

人濟世為主要功能之團體。 

(四)體育團體：以普及體育運動，推展休閒育樂活動，提高體育水準，增進

身心健康，研究體育學術為主要功能之團體。 

(五)社會服務及慈善團體：以辦理社會服務及慈善活動為主要功能之團體。 

(六)國際團體：以辦理國際交流活動，促進我與他國人民間的認識與連繫為

主要功能之團體。 

1.經外交部認定之國際組織同意在我國設立之國內總會組織。 

2.經外交部同意之我與他國間之對等交流團體。 

(七)經濟業務團體：以農業（農林漁牧狩獵業）、工礦業（礦業、製造業、

水電燃料瓦斯業、營造業）、服務業（商業、運輸倉儲

及通信業、金融保險、不動產及工商服務業等）等經濟

業務或相關學術之研究、發展為主要功能之團體。 

(八)宗親會：指姓氏相同者組織之宗親團體。 

(九)同鄉會：指籍貫（以省市、縣市區域為準）相同者於其他行政區域組織

之同鄉團體，或區域同鄉團體聯合海外同鄉團體組織之世界同

鄉總會。 

(十)同學校友會：以聯絡同學校友情誼為主要功能之團體。 

1.有正式學籍之國內小學以上學校畢業（或已離校肄業）校友組織之

同學會或校友會。 

2.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大學以上學校畢業（或研修結業）校友組織之

同學會或校友會。 

(十一)其他公益團體。 

 

我國財團法人則依目的事業不同所屬的主管單位不同，分類則依主管單

位之主管業務來分，中央主管機關財團法人監督管理事務如下： 

(一)內政部：民政、戶政、役政、社會、地政、性侵害防治、家庭暴力防治、    

營建、警政、消防業務。 

(二)教育部：教育事務。 

(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業務。 

(四)衛生署：從事預防保健、藥物、食品衛生等業務。 

(五)經濟部：經濟事務。 

(六)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藝術事務。 

(七)外交部：以促進國際合作及發展，加強國際瞭解，提倡 國際正義，增 

進人類福祉及維護世界和平為目的。 

(八)法務部：以宏揚法治為目的，從事法制研究、法律服務、矯正服務及司   

法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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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其業務符合公益及捐助目的。 

(十)財政部：其業務符合公益及捐助目的。 

(十一) 交通部：鐵路、公路、郵政、電信、航政、港務、民航、氣象、觀   

光及其他有關交通業務。 

(十二) 蒙藏委員會：蒙藏事務。 

(十三)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從事農、林、漁、牧、糧食及其他有關農業業  

務。 

(十四)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從事有關促進勞資和諧、保障勞工權益、增進  

勞工福祉、提高勞動力及其他勞工事項等業

務。 

(十五)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從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及相關科技推廣或  

服務為主要業務。 

(十六)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以辦理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往來有關事 

務，並謀保障兩地區人民權益為目的。 

(十七)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以辦理青年輔導事務為目的。 

(十八)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有關榮民及榮眷輔導服務業   

務。 

(十九)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以舉辦體育公益性事業為目的。 

(二十) 行政院新聞局：大眾傳播。 

 

三.台灣非營利組織的發展及現況 

 

台灣的非營利組織的發展模式是長期以來由傳統的鄉紳家族個別的，或由寺

廟出面結合資源，來解決地方上困境的慈善濟貧模式。台灣有資料可考的首推清

道光十三年(1833)所成立的「東勢義渡會」，為當時前清總理劉章職與其弟劉濟

川共同邀請地方士紳募捐設立義務渡船基金，協助過往大甲溪搭渡船的行人以免

遭土豪欺凌，開了台灣基金會的先河，1925年正式名為「財團法人東勢義渡會」，

當時因交通日益發達，渡船已廢止，故配合日本政府出資架設大甲溪鐵路橋樑，

也辦理多項如社會救濟、施醫、急難救助、地方建設、習藝所、發放清寒獎學金

等慈善事業；1947年有「台中縣私立漢雲慈善會成立」;1948年則成立最早的台

灣文教基金會「林熊徵學田基金會」；一直到戰後 1950年代起接受聯合國援助，

一些國際性組織開始在台設立基金會分會的國際援助。 

 

台灣早期的非營利組織的業務規模都很小且發展一直進行地非常緩慢；1960

年代中後期開始出現較具現代化發展的基金會，像是 1963 年成立的嘉新水泥公

司文化基金會；進入經濟成長迅速的 1970年代才開始較快發展；自 1987年解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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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由於申請設立較為容易，才進入「發展年代」。台灣非營利組織的形成和台灣

的民主發展及人民權力爭取息息相關，代表社會力的民間組織自此蓬勃展開。官

有垣(2000)針對 1988年到 2000年的全國性社會團體研究發現，在團體量總數的

快速增加中可以彰顯台灣人民結社的「結構變遷」，從組織類別來看，數量比例

最高的前三位依序為「學術文化團體」、「經濟業務團體」、和「社會服務及慈善

團體」；成長倍數最高的是「宗教團體」、「社會服務及慈善團體」、「體育團體」，

宗教團體在這段期間成長達 17 倍之多，反映台灣人民對於宗教信仰的高度接受

及熱衷；社會服務及慈善團體的成長則反映出政府對社會福利的漸漸重視，以及

人民自我意識而發起組織「非營利性質」團體來因應社會的需要。 

 

除了社團法人蓬勃發展外，公益性財團法人也快速成長。自 1987年解嚴後，

新設的基金會迅速增加，其指出 1980 年代可稱為台灣社會基金會蓬勃發展的黃

金年代。而就基金會的運作而言，台灣有相當數量的基金會是「運作型」基金會，

而非全然是「贊助型」基金會。除此之外，從台灣前 50 大基金會的分佈（徐木

蘭等，2004）來看可以發現，社會資源過度集中在某些地區，不但使社會整體均

衡成長的目標難以達成，也影響地方社區和經濟文化的發展。該研究就台灣前

50 大基金會近十年的發展發現，其發展類型主要集中在「文化教育」、「文化藝

術」、「社會慈善」等，並指出從 50 大基金會的成長軌跡可以發現，民間社群主

義與志願服務概念漸漸興起，政府和民間組織公私協力的建構，公民主體意識也

逐漸的增強，政府已經不是唯一的主體。 

 

根據內政部統計處至94年底止的統計，經各級政府核准立(備)案之社會團體

數計有35,887個，較93年底增加1952個。全國性(中央級)人民團體計7,096個占

19.77％，省(市)級人民團體5,889個占16.41％，縣(市)級人民團體22,902個占63.82

％；省(市)級中，以臺北市2,947個最多，高雄市2,468個次之，臺灣省471個再次

之，福建省級僅3個；縣(市)級人民團體中，以臺北縣2,404個最多，桃園縣1,959

個次之，臺中縣1,574個再次之。按團體類別分：以社會團體26,139個占72.84％

最多，職業團體9,593個占26.73％次之，政治團體(含政黨)155個占0.43％再次之。 

 

王士峰(2003)指出，NPO的發展趨勢可歸納為幾項：快速成長；組織快速轉

型；專業化教育日益重要；對資訊技術的依賴越來越重；責信度成為非營利組織

的重要使命；財源多元化與不足化；走向全球化；政府，企業及非營利組織的界

線越來越模糊。 

 

第二節 關鍵成功因素的相關文獻 

一. 成功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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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氏辭典對「成功」(Success)的定義為「達到預期目標之等級或尺度」(the 

degree on measure or attaining a desired end)。 

 

二. 關鍵成功因素文獻探討 

 

關鍵成功因素(Key Success Factors,KSF;或稱 Critical Success 

Factor,CSF)的定義，因不同學者將此應用在不同產業或領域而有不同的定義。

這個觀念最早開始於經濟學者 John R. Commons(1934)所提出的「限制因子」

(Limited Factor)，將其運用在經濟體系中管理及談判的運作；之後美國學者

Chester I. Bamard(1948)將其運用在管理決策的理論上，認為決策分析工作，

事實上是在尋找「策略因子」(Strategic Factor)；Ronalad D. Daniel(1961)

在「管理資訊系統危機」(Management Information Crisis)中提到:「大部份的

產業都具有三到六項決定是否成功的關鍵要素，一個公司若想要達到成功，務必

得在這些要素上有傑出的表現。」 

 

1978 年之前，學者對於關鍵成功因素的研究較少，對於其使用名稱的意見

分歧，諸如限制因子(Limited Factor)、策略因素(Strategic Factor)、策略變

數及關鍵活動(Key Activities)等，但在 1979年後有更多的學者投入這個領域

的研究，對於名稱的看法也就越趨於一致。 

 

本研究整理蒐集到的資料，將關鍵成功因素的重要研究學者與其所定義彙整如

下： 

 

表 2-1 關鍵成功因素定義彙整表 

 

學者 年份 關鍵成功因素的定義 

Hofer & Schendel 1978 關鍵成功因素是一些變數，管理當局

因應這些變數所作的決策，會顯著影

響企業在產業中整體的競爭地位 

Rockart 1979 對任何企業而言，在某些主要領域

(key areas)，必須做的對，那麼可確

定這個企業在競爭的績效上有成功的

表現，此主要領域就是關鍵成功因

素，它是一組能力的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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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關鍵成功因素定義彙整表（續） 

 

學者 年份 關鍵成功因素的定義 

Ferguson & Dickinson 1982 1.關鍵成功因素是企業內部或外部必

須確認且慎重處理的因素，因為這些

因素會影響企業目標的達成甚至威脅

企業的生存 

2.關鍵成功因素是必須特別注意的事

件或狀況，而這些事件或狀況對企業

而言會有顯著的影響 

3.關鍵成功因素是企業內部或外部的

因素，其影響可能是正面或負面 

4.關鍵成功因素是必須加以特別的注

意和熟悉，以避免不愉快的突發狀況

或錯失機會 

5.關鍵成功因素可由評估企業的策

略、環境、資源、營運及其它類似領

域而加以確認 

Leidecker & Bruno 1984 關鍵成功因素是一些特徵條件和變

數，若他們被適當的支持、維護、或

管理，可以對某一特定型產業中的公

司之成功有重大的影響。關鍵成功因

素可以是一種特徵，也可以是一種條

件，或是一種產品結構特徵 

Boynton & Zmud 1984 關鍵成功因素就是一組織或管理者欲

獲得良好績效或成功，而必須順利進

行的少數事務。因此他們代表那些為

產生高績效而必須賦予特殊且持續注

意的管理或企業領域。關鍵成功因素

包含對組織目前進行的活動及未來成

功很重要的事物（Issues） 

Gluek 1984 關鍵成功因素是在資源有限的情況

下，所必須優先投入資源的一些重要

領域 

Ansoff 1984 關鍵成功因素是為確保各策略事業單

位有獲利能力所必須競爭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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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關鍵成功因素定義彙整表（續） 

 

學者 年份 關鍵成功因素的定義 

Aaker 1984 關鍵成功因素是業者經營成功所必須

擁有的某一條件或資產，唯有掌握關

鍵成功因素，企業才能建立競爭優勢 

大前研一 1985 關鍵成功因素是策略家尋找策略優勢

的途徑之一，可使企業的資源集中投

入於某些特定領域以取得競爭優勢 

吳思華 1988 關鍵成功因素是在特定產業內成功與

他人競爭，必須具備的技術或資產，

藉由分析企業之優勢與關鍵成功因素

配合之情況，即可判斷其是否具備競

爭力。如果企業的優勢恰好表現在產

業之關鍵成功因素上，那企業就可以

取得競爭優勢 

Thompson 1989 確認產業成功的關鍵因素，是產業分

析概念中最需優先考慮的要項，隨著

經濟特性、驅動力、及競爭狀況的改

變，關鍵成功因素會因產業的不同，

時間的變化而有所改變，只要掌握一

個或二個關鍵成功因素即可取得產業

競爭優勢 

吳青松 1992 關鍵成功因素是企業將其經營成功所

須掌握之主要範疇，有助於引導企業

制定有效之策略規畫與執行程序，並

廣泛地應用於高階資訊系統之設計 

黃營杉 1993 產業關鍵成功因素係指一產業最重要

的競爭能力或資產，廠商唯有把握住

產業之關鍵成功因素才能建立持久性

競爭優勢，否則即使有很好的策略，

但在關鍵成功因素上處於劣勢，競爭

能力將會大打折扣 

Thompson & Strickland 1998 產業的關鍵成功因素與產品屬性、資

產、競爭能力以及市場取得有關，同

時必須能與公司獲利能力緊密結合。

關鍵成功因素是每個產業成員欲取得

較佳的競爭力所必須持有之因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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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因素正是獲致成功的適當途徑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合各學者的看法可知，關鍵成功因素是影響組織成功的重要變數，企業若

能掌握好產業的這些關鍵因素，企業就能在該產業裡取得競爭優勢並獲得成功。 

 

三. 關鍵成功因素的確認及分析方法 

 

關鍵成功因素的確認及分析方法，本研究整理專家學者所提出方法及論述如下： 

 

(一)Hofer & Schendel(1978)時指出找尋及確認關鍵成功因素的步驟為: 

1. 確認與其所處產業與競爭環境有關的因素。 

2. 每個因素依相對重要程度給予不同的權數。 

3. 就其競爭激烈程度與否給予不同的評比。 

4. 計算每個因素的加權分數。 

5. 核對每個因素與實際狀況，比較優先順序。 

 

(二)Rockart(1979)提出關鍵成功因素確認，由下列四點來作考量: 

1. 個別產業結構。 

2. 競爭策略、產業情況及地理位置。 

3. 環境因素。 

4. 突發事件。 

 

(三)Leidecker & Bruno(1984)提出確認關鍵成功因素的八種分析技術，深入討

論各分析方法的分析焦點、獲得來源、以及在應用上的優缺點(詳見表 2-2) 

 

 

表 2-2 確認關鍵成功因素的八種分析方法 

 

分析分類 研究焦點 資料來源 內容 優點 缺點 

環境分析

法 

總體 環境的檢視 

環境模型 

社會政治的

諮詢服務 

包含了將影響或

正在影響某產業

或企業績效的政

治、經濟、社會

的力量 

未來導向、超

越公司整體方

向，可與機會/

威脅的評估做

連結 

應用至產業

或公司上會

產生困難 



 13

 

表 2-2 確認關鍵成功因素的八種分析方法（續） 

 

分析分類 研究焦點 資料來源 內容 優點 缺點 

產業結構

分析法 

產業總體 多種產業結

構分析 

應用

Porter(1980)所

提出的產業結構

「五力分析」架

構，作為此項分

析的基礎。此架

構由五個要素構

成，每一個要素

和要素間關係的

評估可提供分析

者客觀的資料，

以確認及檢驗產

業的關鍵成功因

素 

著重於產業的

結構，並讓使

用者可了解產

業結構與單元

間的關係，可

以超越產業結

構 

 

產業/事

業專家法 

產業個體 產業工會 

財務分析專

業 

產業內/外部

的專家 

請教產業/企業

界有卓越知識及

經驗的專家 

可獲得專家累

積的智慧及客

觀資料中無法

獲得的主觀資

訊 

缺乏客觀的

資料導玫實

證及驗證上

的困難 

競爭分析

法 

產業個體 企業幕僚群 

高階管理者 

內/外部顧問 

分析公司在產業

中應如何競爭，

以對公司面臨的

競爭環境和競爭

態勢可完全了解 

焦點集中可以

提供更詳盡資

料，深度析可

導致較佳的驗

證性 

焦點範圍較

小，關鍵成功

因素的發展

限制在某些

特定的範圍

內 

產業內領

導廠商分

析法 

產業個體 企業幕僚群 

高階管理者 

內/外部顧問 

該產業內的領導

廠商本身的行為

模式可能提供產

業成功關鍵因素

的重要資訊 

進行領導廠商

分析有助於確

認關鍵成功因

素 

容易侷限在

個別廠商的

策略反應及

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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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確認關鍵成功因素的八種分析方法（續） 

 

分析分類 研究焦點 資料來源 內容 優點 缺點 

企業本體

分析法 

個體 內部人員的

腦力激盪 

此項技術乃針對

特定企業，對某

些構面進行分

析：如優劣勢評

估、資源組合、

優勢稽核及策略

能力評估 

透過內部功能

領域的優劣勢

分析有助於發

展關鍵成功因

素 

費時且找出

的資料有限 

暫時/直

覺的因素

分析法 

個體 高階管理者

的觀察 

內部人員的

腦力激盪 

此技術是針對特

定企業，分析是

依賴在企業相關

熟悉的專才，雖

然較為主觀，卻

常能揭露一些傳

統客觀技術所不

能察覺到的關鍵

成功因素 

主觀，不受功

能別限制，可

以獲得一些短

期的關鍵成功

因素 

難以驗證短

期的關鍵成

功因素 

市場策略

對獲利影

響分析法 

產業個體 PIMS(Profit 

Impact of 

Market 

Strategy)的

分結果資料 

利用PIMS研究結

果進行分析來描

繪企業組織中的

關鍵成功因素 

有實證基礎 

良好的起點 

一般性的本

質，無法指出

這些資料是

否可直接應

用於某一公

司或某一產

業，也無法得

知因素之間

的相對重要

性 

資料來源：J. K. Leidecker and A. V. Bruno(1984),”Indetifying and Using 

Critical Success Factors,”Long Range Planning,Vol. 

17(4),Spring 1984,p.25-32. 

 

(四)日本知名企業家大前研一(1985)在「策略家的智慧」書中指出兩種確認關鍵

成功因素的方法： 

1. 市場剖析法 

(1)把整個市場以產品與顧客群雨個構面加以解剖成各個區隔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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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確認各區隔市場，認清那個區隔市場具有策略重要性。 

(3)替關鍵性區隔市場發展產品與市場策略，然後再分派執行的職責。 

(4)將每個區隔市場所需投入的資源加在一起，再從公司可運用資源的

角度來決定優先順序。 

 

2. 比較法 

尋找出成功公司與失敗公司的不同處，然後分析兩者之間的差異，並探

討其原因所在。 

 

(五)吳思華(1988)在「產業政策與企業策略」一書中指出， 要找出企業關鍵成

功因素，可以透過分析該產業完成最終產品中各階段的附加價值。在企業各

階段活動的價值鏈中，附加價值高且具有相對優勢的活動，則可以作為企業

關鍵成功因素的來源之一。但若附加價值高，但各企業取得沒有障礙，取得

這些資源並不具有優勢，則不足以構成關鍵成功因素的來源。 

 

(六)Grant(1995)指出確認成功因素是直接而可用一般常識加以判定的，其所採

用的確認關鍵成功因素之主要課題為： 

1. 我們的顧客想要什麼？（需求分析） 

2. 企業在生存競爭中需要做什麼？（競爭分析） 

 

 

 

 

 

 

 

 

 

 

 

 

 

 

 

 

 

 

圖 2-1 確認關鍵成功因素的方法 

成功的總體必要條件 

提供一個顧客願意

付的價錢超過生產

成本的產品或服務 

生存競爭的能力 

顧客和需求分析 

顧客是誰？ 

他們想要什麼？ 

顧客在競爭者中如何選擇？ 

競爭分析 

什麼是競爭主要結構性驅力？ 

什麼是競爭的主要構面？ 

競爭如何激烈？ 

企業如何獲得優越的競爭地

位？ 

關鍵成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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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Grant,R.M.(1995),Contemporary Strategy 

Analysis:Concepts,Techniques,Applications,(2nd ed.).Blackwell Ltd. 
 

(七)周文賢(1999)認為關鍵成功因素的評估，是透過統計方法，針對競爭者所有

構面加以評估，主要部份如下： 

1. 關鍵成功因素評分：蒐集相關資料後，為每一競爭者的關鍵成功因素進行主

觀評分。 

2. 賦予權重：依各關鍵成功因素的重要性給予權重百分比，所有權重加總必須

為 100%。 

3. 運用多元尺度分析：權重與評分可產生競爭者的加權分數，並由多元尺度分

析的運算轉換成市場佔有率，進而產生定位圖及預估佔有率。其中加權分數

屬區間尺度的衡量，兩者之轉換比都需透過統計的技術。 

4. 計算評估誤差：透過多元尺度分析所獲得的預估佔有率，與經由市場結構分

析所獲得的實際佔有率相比對後，評估預測之精準度。 

 

在確認及探討關鍵成功因素時要使用何種方法，要視使用者的目的及深究對象的

特性而定，各學者所提出如何確認關鍵成功因素的重要性與權數時，還需配合一

些統計分析技術及研究方法。回顧過去國內關鍵成功因素的研究，所運用的研究

方法有分析層級程序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德菲法(Delphi)、

複迴歸分析法(Multiple Regression)、因素分析法(Factor Analysis)、深度訪

談法、因素評比法及個案研究法等，其中以因素分析法與分析層級程序法最常被

採用。 

 

四.與非營利組織相關之關鍵成功因素實證研究 

 

Knauft 等(1991)研究非營利組織的學者，強調在非營利部門發展成功的組

織，需具備四個關鍵性的因素：一為重要的宗旨；二為有效的領導人；三為動態

的董事會；四為有力的方案運作(轉引自馮燕，2000)。 
 

台灣在關鍵成功因素的相關研究非常多，針對不同產業皆有所探究，其研究

方法也不盡相同。研究的產業十分多元，包含資訊業、高科技業、服務業、連鎖

業、銀行業、醫藥公民營企業、傳統產業等。本研究主要以探究非營利組織發展

之關鍵成功因素，針對國內非營利組織之相關實證研究彙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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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國內非營利組織相關之關鍵成功因素研究彙整表 

 

研究者 研究方法 研究內容 研究結果 

黃思芳

(2005) 

個案研究法 

深度訪談 

私立技專校

院經營策略

關鍵成功因

素之探討－

以 A科技大

學為例 

個案學校之關鍵成功因素 

1.財務健全。2.發展系所核心課程。3.學校領導群具

有前瞻性。4.管理制度健全、獎懲分明。5.與結盟學

校互動關係佳，提高學生報考個案學校意願。6.校園

環境優雅、美觀。 

丘永台

（2003） 

信度分析單因

子變異數分析

服務品質差異

分析 

探討基層土

地登記機關

服務再造之

關鍵成功因

素-以花蓮

縣各地政事

務所為例 

研究顯示外部顧客的洽公民眾、地政士，與內部顧客

的地政事務所人員、縣政府地政局人員，對整體服務

績效大多能符合介於同意與有點同意（滿意與有點滿

意）之間，，但在內、外部顧客（供需立場不同）對

意圖、整體服務績效的感受程度有顯著差異，以及在

花蓮縣北區、中區、南區受試者的實際感受程度亦有

顯著差異，可以藉顧客的滿意空間，找出土地登記機

關應如何因應及改善對策。 

謝坤霖

(2002) 

個案研究法 

深度訪談 

國內非營利

休憩事業經

營關鍵成功

因素之探討

-以救國團

墾丁青年活

動中心為例 

結果發現非營利休憩事業，在現今激烈競爭的情況

下，其客觀條件原本不足、限制亦多，因此本研究藉

由個案－救國團墾丁青年活動中心的分析，顯示有以

下八項：地理位置因素、景觀氣氛因素、服務品質因

素、價格因素、硬體及休閒設施因素、經營管理因素、

業務推廣因素、聲譽因素等是業者所認同的成功關鍵

因素。而遊客方面則認為有地理位置因素、景觀氣氛

因素、服務品質因素、休閒設施因素、經營管理因素、

與名聲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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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國內非營利組織相關之關鍵成功因素研究彙整表（續） 

 

研究者 研究方法 研究內容 研究結果 

陳淑瑤

(2002) 

CIT深度訪談

法 

非營利組織

的顧客滿意

關鍵成功因

素研究 －以

青年志工中

心為例 

(一)青年志工中心的顧客滿意的服務因素本研究經分

析結果確定了青輔會青年志工中心在其提供的服務領

域方面，有著五大服務構面（可靠性、激勵性、勝任性、

有形性、反應性），含 25題問項的顧客滿意之服務因素

存在，實證結果顯示青年志工中心有著令顧客群感到滿

意的成功服務領域。 

(二)青年志工中心在人口變數方面對服務滿意度的影

響本研究經實證分析結果，發現青年志工中心形成的主

要顧客群仍以年輕的女大學生佔大部份;且顧客群的絕

多數均是無宗教信仰且未婚；參與者以親友的告知且多

數均初次參與者居多。而在推薦青年志工中心給他人知

曉參與方面，則以男性及信奉道教之顧客的意願較顯

著，另外大學生對於實際服務的感受也顯得較為顯著。

這意謂著有著上述背景資料的顧客群為青年志工中心

的中堅客源，他(她)們左右著青年志工中心的服務滿意

度，亦反應著當前學園青年參與志願服務的走向，更代

表著青年志工中心對顧客群在教育功能的奉獻面有其

重要性。 

(三)青年志工中心顧客滿意關鍵成功因素（CSF）的所

在本研究經實證分析結果，探討歸納出三個核心關鍵成

功因素(CSF)—可靠性、激勵性與勝任性，而經由構成

此三個核心 CSF的 12題問項內容，導出了青年志工中

心的「人員」是促成令顧客群感到服務滿意的靈魂，因

為有著他(她)們熱誠、關懷、專業及妥適的付出，進而

搭配青年志工中心所設計的專案、所安排的活動課程

等，才能令顧客群有著信任、激發與發揮社會服務志願

的滿足空間，此即表示青年志工中心在培訓中心人員方

面，充份實現了以「顧客為導向」的現代行銷精神。青

年志工中心顧客滿意 CSF的導出，意謂著青年志工中心

所倡導的議題與達到組織目標之間強烈的關聯性，並關

係著青年志工中心必須確保在成功的領域中持續地維

持並順利執行重要的議題事項的策略導向。而青輔會的

青年志工中心涵蓋全國十八個縣市，服務對象為青年階

層，顯示其在銜接學校與社會間扮演著十分重要的教育

功能角色，本研究以實證方式證實了青年顧客群對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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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中心所呈現的服務滿意 CSF，此關係著青年志工中

心於往後在針對青年顧客群訂定策略時的重要參考指

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從 Knauft 等（1991）和國內相關研究提出的結論來看，非營利組織發展關

鍵成功因素可從三方面來思考，一為非營利組織的使命;二為非營利組織的參與

者；三為非營利組織的運作。所以本研究將朝這三個方面來探討，以整理出非營

利組織發展關鍵成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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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台灣婦女運動發展與現況 

婦女運動在台灣的發展可說是近幾十年才開始的事。在 1950至 1960年代，

台灣雖有婦女會、女青年會之類的婦女團體，然而其組織的宗旨始終停留在維持

執政者之政權穩定，或是以對老弱者救助和成員間的聯誼為目的，參加者也以經

濟條件優渥的女性為主。 

1971年呂秀蓮提出“新女性主義”，由於她在法律方面的素養，而對民法、

國籍法的不平等條款發表意見，並舉辦座談會催生「民法親屬編修訂草案」與「墮

胎合法化」，同時籲請社會重視強暴與風化問題，對於婦女保障名額，她則秉持

一貫的立足點平等精神，予以反對。(引自胡藹若，2003)，自此開始引起較多的

人去關心社會存在的男女不平等現象，開啟婦女運動的第一波高潮。1982年由

李元貞等人創立了“婦女新知雜誌社”，成立時台灣仍處於戒嚴時期，其成為當

時唯一的婦運機構，她們對所有婦女相關的議題全方位的關注，並且扮演觀念及

意識上的喚醒和教育的角色。 

1987 年解嚴之後，社會上出現更多的關心各種不同議題的婦女團體，像是

近年來積極參與政治活動、具有運動性格的非政黨婦女團體，包括推展女性主義

理念的婦女新知基金會（成立於 1982年）和發展組織工作的各地婦女新知協會

（自 1992年陸續成立）、從事環境保護工作的台北市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

（成立於 1987 年）、保存台灣婦女歷史、鼓勵女人參選里長的台北市女性權益

促進會（成立於 1987 年）、救援雛妓的台北市婦女救援基金會(成立於 1987 年)

及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成立於 1988 年，前身為勵馨園中途之家）、協助

離婚婦女的台北市晚晴協會（成立於 1988 年，前身為拉一把協會）、努力於消

除女性就業障礙的女工團結生產線（成立於 1991年）和粉領聯盟（成立於 1994

年）、致力於防治性侵犯的台北市現代婦女基金會（成立於 1987 年）、鼓勵婦

女從政的台北市新女性聯合會（成立於 1991年）、組織社區婦女的社區婦協（成

立於 1994年）、自許為學院內的婦運團體的女性學學會（成立於 1993年）等。

1990年代以後婦運團體已不再如以往只存在於台北市，而開始往中南部發展，

婦女新知、晚晴協會、主婦聯盟、新女性聯合會和女工團結生產線都在台北市以

外設有姊妹會或分會，在一些全國性的議題上形成結盟關係，擴大了婦運的支援

網絡。近幾年婦女團體更進一步關心人身安全（像是 1997 年成立的彭婉如基金

會）、健康、生殖自由、媒體、同志等議題，亦產生更大範圍跨區域的連結（像

是 2001年成立的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同時也積極與國際接軌，以掌握

國際脈動，以促進資訊交流及學習新的工作方法(引自台灣婦女資訊網)。 

二十幾年下來這些婦女團體使社會產生了不少效應：婦女意識漸漸提昇且進

而自我覺醒；社會整體意識上也從刻板的傳統男尊女卑到漸趨兩性平等；在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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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上，藉著推動相關法案的修改、新法制訂以及政府政策的監督，使婦女權益

在法律上得以有更多的保障，也有助於引起公私部門對婦女相關權益和問題的重

視，進而提出相對應的措施。社會觀念的改變、婦女相關政策的研擬及各婦女相

關法案推動有所成果都是婦女團體一路走來共同的努力，婦女團體的成功經驗值

得探究，同時亦可做為其它非營利團體的借鏡。 

不過婦女權益的推動並不可就此打住，以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2004

年所整理出的「台灣女性圖像」來看，從各項相關統計數據的呈現來描繪出現今

台灣婦女的生活現況。圖像中突顯出台灣女性現況有三低與三高：「低出生比例、

低教育投資比例、低就業機會與薪資報酬」與「高受暴率、高家務貢獻、高社會

貢獻」，顯現出女性於就學、就業等領域之發展，仍受到某些障礙與阻力，對於

女性身體自主權的重視亦有待強化，但女性貢獻台灣社會的精神與行動從未停

歇。所以整體來看，台灣婦女處境，無論是經濟的、法律的、政治的卻仍處處有

著不平等的現象，相對於其他政治議題，婦女權益仍常被視為“不是重大且必須

立即採取行動的問題”，這是婦女團體及關心婦女議題的朋友們未來仍需繼續共

同努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