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檢閱 

 

第一節 非營利組織的內涵 

 

Sargeant(1999:7-8)認為，非營利組織是當代社會重要的產物，其

為關切弱勢團體或關懷社會的福利議題，故與公民社會保持密切的關

係；為吸納運作資金，故必須與政府保持密切關係，以爭取補助、免

稅地位或設法遊說國會議員與政府官員；同時，也必須與營利組織保

持密切聯繫，俾利募集資金，以充裕財源，實現組織目標。因此，非

營利組織可謂是公民社會、政府與私人企業交織而成的產物（丘昌

泰，2000A：366）（如圖 2-1）。 

非營利

部門 

私部門 

公民社會 

政府 

 

 

 

 

 

圖 2-1 非營利組織與公民社會、政府、私部門間的關係 

資料來源：丘昌泰，2000A，公共管理－理論與實務手冊，台北：元

照出版，頁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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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非營利組織有許多相類似的用語，學術名詞如公民社會

組織（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第三部門 (the third 

sector)、及非政府組織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而在

實務上則常以基金會、民間組織、志願服務組織、協會等組織型態出

現（江明修、蔡勝男、鄭勝分，2001），因這些名詞常易造成混淆，

其相關概念實有釐清之必要，以下茲從公民社會組織、第三部門、及

非政府組織等三個面向加以析探。 

一、就「公民社會組織」而言 

Young, Koenig, Najam, and Fisher (1993：324)認為，公民社

會組織包含企業、志願協會、教育機構、俱樂部、工會、大眾媒體、

慈善團體、教會等；Dekker and Broek(1998:11-12)認為，志願組織

是公民社會組織的核心要素；Naidoo(2001:82)認為，公民社會組織

通常指非營利、志願或非政府組織；公民社會組織也經常被認知為「第

三部門」(Third Sector)，其係指介於市場和國家之間的機構

(Salamon,2001:27, Brown & Kalegaonkar,2001:291)；而對許多國

家而言，非政府組織(NGOs)是公民社會組織最核心的要素(Brown & 

Kalegaonkar,2001:291)；江明修等（2002：7）檢視相關文獻指出，

迄今為止，公民社會及其組織的術語仍駁雜不一，其內涵與範圍也相

當難以界定。例如，Barber(1996)指出近年來公民社會一詞使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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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其內涵則愈加難以理解；Ehrenberg(1999) 認為，目前公民社會

的概念並不足以解釋經濟正義與政治民主；Carothers(1999-2000)

指出，公民社會並不等同於民主政治，強大的公民社會並不能確保民

主及經濟發展；Morris(2000:39)提出警告，公民社會組織並不等同

於第三部門；Stacey & Aksartova(2001:375)指出，美國的公民社會

只是國際性募款組織  (international grantmaking) ； Brian 

O’Conell(2000:472-475)進一步指出，一般人誤解公民社會組織等同

於志願組織或獨立部門，事實上，公民社會組織的範疇更廣，公民社

會組織的構成要素包括：1.個人(individual)、2.社區(community)、

3.政府(government)、4.企業(business)、5.志願(voluntary)、非

營利(nonprofit)或獨立部門(independent sector)，其中尤以第五

項（志願、非營利、獨立部門）為核心功能；Richard A. Couto(2001)

也相當認同 Brian O’Conell 的看法。 

二、就「第三部門」而言 

Antonin Wagner(1990)依據「國際會計系統」(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SNA)所做分類，將第一部門（政府）、第二部門

（企業）以外之志願部門稱為第三部門，包含提供社會、教育、醫療、

文化、復健、及其他免費或低於成本社區服務的私人、非營利組織。

與第一部門不同的是，這些組織不接受中央或地方政府財源及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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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不似第二部門以營利為目的，第三部門提供非市場生產之免費

或低於成本的財貨；而 Weisbrod(1988:59)認為，第三部門可以區分

成兩個範疇，「商業形式的非營利」(commercial-type nonprofits)

及「公共形式的非營利」(public type nonprofits)，前者特別指會

員組織，係提供自己會員服務，如俱樂部、協會；後者則指提供服務

給未直接捐贈或繳交會費的人員(Wagner, 1992:104)；Nye Jr, and 

Donahue(2000)認為，第三部門依性質可粗分為「非政府組織」(NGOs)

及「非營利組織」(NPOs)（如表 2-1）。「非政府組織」係常用於指國

際性、非某一特定國家之公益組織；而「非營利組織」則常用以指某

一國家內之公益組織。 

表 2-1 第三部門之範圍 

部門 

層級 

私部門 政府部門 第三部門 

跨國層級 跨國公司 跨國政府組織 非政府組織 

中央層級 企業 中央政府 全國性非營利組織 

地方層級 工廠 地方政府 地區性非營利組織 

資料來源： Nye Jr., Joseph S. and John D.Donahue(2000). 

Governance in a Globalizing World. Brooking Institution 
Press, Washington, D.C.,pp.13。 

 

三、就「非政府組織」而言 

陳俊宏(2000:23-24)認為，所謂非政府組織係指「自我管理，私

人性質，同時不以營利為目的，而以促進及改善弱勢族群生活品質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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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志的團體；蕭元哲、黃維民(2000:63)認為，NGOs 是一種非營利組

織，而且是私人經營的團體；鄭讚源(2000:52)認為 NGOs 與 NPOs 概

念並不相同，首先，NGOs 文獻在服務提供方面多半關心 NGOs 的發展

與救援等「援助產業」工作中的角色與成長，政策方面則關心 NGOs

與政府、捐助者的關係，而 NPOs 文獻多半關心服務提供與福利組織

之運作，以及政府契約外包的問題，同時也比較關心組織結構與經營

管理的問題，其次，NGOs 文獻通常將 NGOs 視為社會與經濟發展行動

的一員，與國家、地方政府、外國捐贈者及私人企業並肩作戰，而

NPOs 通常較關心組織本身，以及將「部門」當作一個特殊的研究領

域，第三，在名詞與國家疆界方面，NGOs 通常與「南方國家」、貧窮

國家、受援助國家有關，而「北方國家」、開發國家、福利國家則通

常習用 NPOs；陳金貴認為，在這些不同的名詞中，歐洲學者叫常使

用「第三部門」，而美國學者則偏愛適合其國情之「非營利組織」一

詞（1996：104）。 

為釐清非營利組織與公民社會組織、第三部門，及非政府組織概

念的異同，江明修等（2002：5-10；2003:25-26）檢視相關文獻指出，

在非營利組織學術用語方面，公民社會組織之範疇最廣，而第三部門

一詞係學術概念而非法律名詞，非政府組織係常用於指國際性、非某

一特定國家之公益組織，而非營利組織則常用以指某一國家內之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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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然為避免以詞害義，不論何種名稱或層級，在政府及企業領域

以外，以公益為宗旨之組織皆係非營利組織之範圍（如圖 2-2）。緣此，

渠等對於非營利組織之界定為：具有公共服務的使命，並積極促進社

會福祉；具有法人地位之不營利或慈善的非政府組織；具「不分配盈

餘限制」
1
原則；享有免稅優待及其捐助者享有減稅優惠的組織。而

互益性組織（如同學會、同鄉會）、政府出資或政府關係密切之財團

法人、營利分配盈餘者、非正式合法組織皆排除於非營利組織界定之

外。 

概念層次   

 

概念成份   

 

理

論

層

級 

操作性定義 

個人 社區 第三部門 政府 企業 

非營利組織 非政府組織 

全球性公民社會組織 

 

研

究

層

級 基金會、協會 觀察層次 

圖 2-2 非營利組織由概念轉變成觀察的層級 

資料來源：江明修、鄭勝分，2003，「全球治理與非營利組織」，收錄

於政治大學 2003 年全球化下的全球治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26。  

 

本研究認為，江明修等（2003）對於非營利組織及其相關概念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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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分配盈餘限制」係指：禁止非營利組織將組織盈餘分配給組織領導者、成員，而組織的盈

餘當應用於其未來服務或所欲資助之對象。 



出較為較為清晰的界定，爰本研究採取渠等之界定方式，不論是公民

社會組織、第三部門或非政府組織，皆係本研究所稱非營利組織之研

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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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非營利組織產業化的內涵 

commercialization 一詞中文譯名相當多，常見有商業化、產業

化、事業化與企業化，其中產業化一詞近來為國內政府機關（例如行

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及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及學術界所常

用，爰本研究將非營利組織所從事商業行為之過程稱為產業化。 

Larry W. Kennedy(1991:91-92)認為，從事營利行為之非營利

組織可以區分成三種組織型態：1.案主企業(client enterprise)：

包含為失業者或傳統失業案主創造就業機會，透過特殊實務途徑而使

其能符合服務傳送的需求，其範圍包含製造業、行銷、及服務業。事

實上，這種組織型態相當類似我國社福組織「庇護工場」的理念；2.

商業企業(commercial enterprise)：組織利用本身之才能、服務、

或市場機制獲利，但必須與組織使命有關。換言之，非營利組織販售

與個人或公司之相同服務，但案主無法支付個人與公司價格之財貨；

3.與商業非相關的企業(unrelated commercial enterprises)：係指

組織從事與使命非相關的營利活動，且經常只有一個目標，就是追求

利潤，這些收入必須要課稅，但並不影響組織其他免稅的特權，非相

關的活動只有在利潤相當顯著、成功可能性很高、及消耗組織資產風

險很低時才宜採用，而管理這類活動的風險就是最重要的工作。 

Edwards , Daniel, Yankey(1998:296-297)認為，產業化與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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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息息相關，產業化係指市場策略的變革，經常是透過提高門票價

格、增加服務費用、或擴大募款活動，以增加組織額外的資金。 

Dees and Economy(2001：12-18)則以「社會企業」角度研究非

營利組織從事商業活動的問題。渠等認為，產業化是非營利組織的新

思維及最新發展趨勢，這些趨勢包括：1.對於傳統政府效率和滿足社

會需求的慈善方法的高度關切；2.航向永續發展而追求更多的創新解

決之道；3.在非營利組織增加市場基礎方法實驗的開放性，和類似企

業的手段；4.公共服務企業化的逐漸轉型，邁向政府和營利與非營利

事業提供者契約的時代；5.在私人慈善和政府機構兩者均以成果為基

礎（比需求為基礎重要）方式，同步轉變；6.在社會和社區議題以全

新、更投入與策略性的方法共同參與。這些趨勢產生了重要的變化，

它們導致了部門之間界限的模糊，也喚起了非營利組織產業化的意

識，值得一提的是，它們引領了以非營利組織產業化去追求解決社會

問題和資金來源另一個更長遠的方向。因此，非營利組織企業家了解

在建構組織時有非常廣泛的選擇性，選擇光譜描繪出其間的範圍，它

以簡明的方式描繪出社會企業的兩元結構，即純慈善組織和純營利組

織，其他亦可能居於其中。愈來愈多的非營利組織發覺產業化能得到

更多的收獲，並不只有是財務，而是在組織成員、志工、顧客之間能

夠釋放的精神和能量，並使其學習到企業化為何對你和你的組織這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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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因此，非營利組織必須牢記：1.產業化是創新、機會導向，富

資源、創造價值的進步機構；2.非營利組織產業化乃是內化社會使命

事業；3.評估產業化之成功並不以其創造利潤多寡而定，而是以創造

社會價值為依歸；4.營利部門和非營利組織產業化之間的差異，關鍵

在於後者具有社會目標，且同時運用社會和商業方法；5.傳統、慈善、

政府資金來源的減少，驅使非營利組織投入產業化的開發；6.新的社

會企業精神為非營利組織創造了新的機會與挑戰；7.社會企業光譜範

圍從純慈善式到純營利式；大多數在兩者之間（如圖 2-3）。 

 選擇光譜 

 純慈善式 混合式   純商業式 

動機 訴諸聲譽 混合的動機 訴諸自利 

方法 使命導向 使命和市場的平衡 市場導向 

目標 社會價值的創造  社會和經濟價值的創造   經濟價值的創造 

關鍵利害關係人 

受益者   無報償 補助率或無報償之間的混合 市場行情支付全額 

資本    捐贈和補助 低於市場資本    市場資本行情 

人力    志工 低於市場薪資   市場薪資行情 

供應者   類似捐贈 特定的折扣   市場行情 

圖 2-3 社會企業光譜 

資料來源：Dees, J. Gregory and Peter Economy(2001).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in J. Gregory Dees , Jed Emerson, Peter 
Economy(eds.) Enterprising Nonprofits: A toolkit for 
social entrepreneur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pp.15. 

 

事實上，非營利組織產業化係指如何增強非營利組織資金來源

的一連串商業化活動過程，其核心概念為競爭(competition)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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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ation) (Weisbrod,1998:5-7)。簡言之，非營利組織必須強

化其與營利公司(for-profit firms)間的競爭能力，而其策略為採取

更 像 企 業 (businesslike management) 的 管 理 方 式 (Moulton & 

Anheier,2000:111-113)；此外，非營利組織產業化不必然僅與企業

競爭，也可透過合作方式建立聯盟(Weisbrod,1998:5-7)。Moulton 

and Anheier（2000:105）在研究美國政府、非營利組織、營利組織

三者關係時發現，營利組織具有較佳的技術專家與組織能力，而非營

利組織則擅長於地區性與特定服務的管理及志工的經營，營利組織依

賴非營利組織幫助其滿足契約內特定要求，而非營利組織則因團隊關

係獲致較充分資金，此時，營利組織則扮演政府與非營利組織間之橋

樑（江明修、鄭勝分，2001）。 

綜上，本研究所謂產業化係指非營利組織所從事商業行為的過

程。易言之，非營利組織從事之有償服務及商品交易等商業活動，若

與企業具有競爭性，而非屬非營利組織本身所獨佔，則此商業活動係

本研究所關注之焦點，因此，開立收據而不用開立統一發票之「義賣」

活動即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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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非營利組織產業化的分析面向 

非營利組織產業化目前尚屬新興研究議題，以下茲依照時間順

序，分別檢視國內外相關文獻： 

 

壹、國外文獻 

John G. Simon(1990:38-42)認為，過去幾十年由於財政限制，

美國政府對於非營利組織之補助逐漸減少，私人機構捐贈亦降低，為

此，非營利組織不得不採取「賺取收入」(earned income)的策略，

以求生存，例如大學出租體育館、博物館開設禮品小舖或書店、非營

利組織的電台接受商業廣告等，但這種趨勢將相對減少私人捐贈的意

願。此外，美國非營利組織產業化的趨勢，對營利組織將產生「不公

平競爭」(unfair competition)的爭議，對政府而言，是否該給予非

營利組織產業化活動租稅減免等優惠，營利組織將戰場延伸到立法機

構。 

Susan Rose-Ackerman(1990:161-162)認為，產業化活動雖可能

極大化淨利益，但可能會與組織目標相衝突，並且扭取員工的態度，

產業化活動將支配其他領域之活動，造成理念與利益間的兩難，進而

導致組織目標置移。 

Knapp, Robertson, and Thomason(1990:189)認為，非營利組織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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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在英國與美國有不同的起因，英國主要是由於政府與非營利組織契

約外包的增加；而美國則主要肇因於政府對非營利組織支持的減少，

致使其增加更多的商業活動以獲取利益。 

Edwards, Lebold, and Yankey(1998:296)認為，非營利組織產

業化係指改變行銷策略，通常透過提高門票價格、增加服務費用、或

擴大募款活動，以提高非營利組織的額外資金。 

Burton A. Weisbord(1998)認為，非營利部門商業活動的增加已

經引發問題：非營利部門是否只是「營利的偽裝」(for-profit in 

disguise ) ？ 然而，這種想法有可能是錯的，因為也有證據顯示，

非營利部門利用販售服務的機會，反映出他們對特殊標的人口的社會

服務使命，而不只去極大化利潤；另外也有證據顯示，在同一產業中

相較，非營利部門與營利部門是以不同的系統性方法來運作；另一個

反對把非營利部門視為「營利的偽裝」的理論則認為，因為非營利與

營利組織以不同的系統性方法運作於共存 (coexist) 的市場中，在

日間照護產業中發現，非營利部門擁有更有經驗的講師，其更受消費

者信任、更能夠鼓勵病患成為課堂志工。此外，非營利組織其實也面

臨一種困境：當額外資源可能會扭曲使命時，在財政限制下，該如何

平衡地追求社會使命？當其使命是去提供集體性服務(collective 

services)這種典型上屬於政府的服務時，但因免稅優惠不宜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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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其他籌措財源的形式會導致什麼後果？當這種案例越來越多，而

財務機制包含了要販售其他物品以提供集體財(collective goods)

財源時，其效果如何？非營利部門可以同時與私人企業競爭，並且完

成自己的社會使命嗎？公共利益的目標與私人企業賺錢的衡量可以

相提並論嗎？再者，非營利部門與營利公司的競爭逐漸增加，而且競

爭形式變化之多，令人訝異。當非營利部門的活動開始入侵原本屬於

營利公司版圖時，私部門也同時擴張其活動入侵傳統上屬於非營利部

門之領域，而使得兩者的競爭更複雜。然而，非營利部門中的商業主

義，並不必然包含與私人企業的競爭，其同時也會透過非營利部門與

私人企業聯合的力量產生合作機制；此外，非營利部門與政府並非永

遠不一致，已有諸多文獻證明該二部門之合作，例如美國的非營利部

門發現和州政府在銷售汽車牌照上合作的賺錢機會。 

Salamon(1999:36-37)研究發現，1996 年美國非營利組織主要財

源有三，其中會費、服務費、及其他商業活動佔 54％，政府補助佔

36％，而私人贈與則佔 10％，足見商業收益對非營利組織的重要性。 

Cutt & Murray(2000:225-230)以「平衡計分卡」(The balanced 

scorecard)評鑑非營利組織產業化的績效，研究發現產業化對非營利

組織使命有影響。 

Anheier & Kendall(2001：224)認為，募款危機（包含政府、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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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及個人捐贈等）促使非營利組織產業化活動的興盛，非營利組織為

求自給自足，開始與其他私人企業競逐政府的契約。 

Dees, Emerson, & Economy(2001)認為，非營利組織與營利組織

可以透過商業合作方式增加收益。 

Herman & Rendina(2001)認為，非營利組織大部分的捐贈者及志

願服務者對於產業化活動不感興趣，只有很少比例之捐贈者及志願服

務者企圖從事產業化活動。此外，非營利組織的產業化活動並無法促

成組織使命之達成。 

 

貳、國內文獻 

江明修等（2001）認為，第三部門產業化在美國及歐洲各自發展

出不同的型態。美國政府財政日益吃緊，傳統對第三部門資金的支持

態度，也已漸受到大眾的質疑，各級政府習以採取契約外包的方式傳

送社福服務，營利組織開始介入傳統由第三部門執行的領域，面對政

府預算縮減及營利組織的競爭，第三部門必須尋求其他替代資金來

源，此趨勢促使第三部門，更加依賴營業化收入，因而加速第三部門

的產業化；而歐洲第三部門產業化，乃建構在社會經濟(Social 

Economy)之下，社會經濟強調社會資本，而美國自由經濟則強調市場

機制。至於我國應該採取美國經驗或歐洲經驗？這個問題必須從生態

 23



性及本土性觀點考量。台灣人民相當依賴政府推動社會福利，歐洲模

式與國情似較相符，然美國模式所強調自由主義市場模式則較具效

率，如何抉擇？可否採取其中庸之道？此議題實仍待學術界與實務界

之共同探討。 

李麗雪（2001）陳述布農文教基金會在伊甸基金會協助下，向富

邦銀行、合堂計程車、及立法委員周荃募集成立基金；而勵馨社會福

利基金會則協助尋求企業募款活動，包括統一企業贊助 500 萬元，拜

爾公司及中華汽車捐出娃娃車；至其產業化活動則是基金會下成立事

業部，經營管理布農部落的觀光服務。 

林秀麗（2001）說明彭婉如文教基金會如何推動婦女充分就業與

在職教育的理念，其產業化活動包括五項，分別為社區保母支持系

統、社區自治幼兒園、社區國小學童課後照護支持系統、社區兒童及

少年諮商輔導支持系統、社區家事管理及居家照顧支持系統。 

陳文賢（2001）認為，歐洲第三部門產業化，乃建構在社會經濟

(Social Economy)之下，歐洲社會經濟強調公民意識的覺醒與抬頭，

公民希望擁有決策權，並與其他人共同參與重建社區或生活品質，希

望透過互助的方式，以解決共同的社會問題及滿足共同需求，藉由公

民參與形成互動網絡。此外，歐洲社會經濟呈現四項特質，即積極重

視社會責任、公民參與已成為社會永續發展及新治理的模式、社會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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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不僅可保留也可創造社會資本、以及透過授能方式加強國際合作。 

陳俊良、林文彬（2001）以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庇護工場產業化

為例，探討 NGO 產業化與國際交流議題，冀希使身心障礙者能有回歸

主流市場的就業機會，並運用策略聯盟的方式，試圖建立一個良好的

NPO、政府、與企業的合作模式，以增加 NPO 自營能力。 

陳琳（2001）以白米社區發展協會的在地經驗為例，說明如何透

過木屐文化產業，使人口外流及老化嚴重之白米社區，重新塑造及凝

聚社區意識。 

張上仁（2001）從資金來源、市場行銷、社會活動商業化、及因

應策略等四個面向，分析非營利組織的商業化活動，研究發現，並非

所有非營利組織都認同商業化的趨勢，機構規模較大、經費支出較多

的組織持贊同意見，反之則持反對態度；而對於商業化的動機、面臨

的問題與競爭，則採取不同的因應策略。 

江明修等（2002）以「第三部門」做為全球公民社會組織之分析

單位，並以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非營利組織國際分類」做為取樣標準，

從組織之治理、經營策略、與結盟之道三個面向進行跨國性分析比

較，研究發現，產業化收入日趨重要，其中尤以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

產業化收益最龐大，奧運會最大的收益為電視轉播之權利金。 

官有垣（2002）認為，隨著政府機構公共事務推動的私有化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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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化的同時，從八０年代初期開始，傳統由非營利組織掌握優勢的衛

生照護、教育與社會服務的組織領域，面臨了商業化的侵襲，以及自

己部門內與營利部門之間白熱化的競爭。 

蕭盈潔（2002）探討政府的規範與輔導對社會福利機構事業化運

作的影響，及事業化對非營利組織的組織結構與運作、人力管理、社

會工作倫理與價值的影響，研究發現事業化可以提高非營利組織財務

的穩定性。此外，事業化可以提高非營利組織服務的品質、提供工作

機會給弱勢人口群、及促進組織的專業化；其挑戰則為：組織文化的

衝突、事業化業務與機構使命的連結、及對組織內部管理的影響。再

者，因為非營利組織具有免稅優惠的優勢，事業化會造成與營利部門

在市場的不公平競爭。 

從上述文獻探討可以歸納出幾個重點： 

一、 非營利組織產業化研究相當缺乏：國內除張上仁（2001）「非營

利組織社會活動商業化之研究」及蕭盈潔（2002）「非營利組織

事業化－以社會福利機構為例」兩篇碩士論文從事相關研究

外，並未見專書針對相關議題進行探討，相關文章亦散見於論

文集或研究案之中，由此可見此議題在國內仍有努力之空間。 

二、 國外研究亦不多見：非營利組織產業化英文專書目前僅見

Burton A. Weisbrod（1998）所主編之 To Profit or No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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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it: The Commerci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nonprofit 

sector，學術期刊關於相關議題之研究並不多見，此外，許多

非營利組織英文書籍雖然提及產業化，但內容往往並不充足，

並非獨立完整之研究。 

三、 非營利產業化之重要面向：依據內容分析法，本研究認為非營

利組織產業化的內涵可以區分成三個面向，即募款議題、組織

使命、及部門互動，至相關研究則整理如表 2-2。 

 

表 2-2 非營利組織產業化相關研究分析 

年代 作者 題目 主要內容 募款

議題 

組織

使命 

部門

互動 

1990 John G. 

Simon 

Modern welfare 

state policy 

toward the 

nonprofit 

sector: Some 

efficiency-equ

ity dilemmas 

產業化趨勢將相對減

少私人捐贈的意願，

並對營利組織將產生

「不公平競爭」的爭

議。 

ˇ  ˇ 

1990 Susan 

Rose- 

Ackerman 

Efficiency, 

funding, and 

autonomy in the 

third sector 

產業化活動雖可能極

大化淨利益，但可能

會與組織目標相衝

突，進而促使慈善目

標的置移。 

 ˇ  

 27



1990 Knapp, 
Robertso
n, and 
Thomaso
n 

Public money, 
voluntary action: 
whose welfare? 

非營利組織產業化在

英國與美國有不同的

起因，英國起因於契

約外包的增加；而美

國則因政府減少對非

營利組織的支持，致

使其增加更多的商業

活動以增加獲利。 

  ˇ 

1998 Edwards, 

Lebold,& 

Yankey 

Managing 

organizational 

decline 

非營利組織產業化係

指改變行銷策略，透

過提高門票價格、增

加服務費用、或擴大

募款活動，以提高非

營利組織的額外資

金。 

ˇ   

1998 Burton 

A. 

Weisbrod 

To Profit or 

Not to Profit: 

The Commerci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nonprofit 

sector 

非營利組織不必然會

成為「營利的偽裝」，

當額外資源可能會扭

曲使命時，在財政限

制下，該如何平衡地

追求社會使命？非營

利組織與政府及企業

產生既競爭又合作的

關係。 

ˇ ˇ ˇ 

1999 Salamon American’s 
Nonprofit 

Sector: A 

primer 

1996 年美國非營利

組織主要財源有三，

其中會費、服務費、

及其他商業活動佔

54％，政府補助佔 36

％，而私人贈與則佔

10％。 

ˇ   

2000 Cutt & 

Murray  

Accounta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in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以「平衡計分卡」(The 

balanced 

scorecard)評鑑非營

利組織產業化的績

效，研究發現產業化

對非營利組織使命有

影響。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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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Anheier 

& 

Kendall 

Third Sector 

Policy at the 

Crossroads: An 

international 

nonprofit 

analysis 

募款危機促使非營利

組織產業化活動的興

盛，非營利組織為求

自給自足，開始與其

他私人企業競逐政府

的契約。 

ˇ   

2001 Dees, 

Emerson, 

& 

Economy  

Enterprising 

Nonprofits: A 

toolkit for 

social 

entrepreneurs 

非營利組織與營利組

織可以透過商業合作

方式增加收益。 

  ˇ 

2001 Herman 

& 

Rendina  

Donor 

reactions to 

commercial 

activities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n American 

case study 

非營利組織大部分的

捐贈者及志願服務者

對於產業化活動不感

興趣，產業化活動並

無法促成組織使命之

達成。 

ˇ ˇ  

2001 江明修 

鄭勝分 

青輔會與第三部

門夥伴關係之研

究 

台灣應鼓勵第三部門

產業化，至於我國應

該採取美國經驗或歐

洲經驗？此議題實仍

待學界與實務界之共

同探討。 

  ˇ 

2001 李麗雪 一個基金會的故

事：布農文教基

金會 

在伊甸基金會及勵馨

基金會協助下向企業

募款，並在基金會下

成立事業部，經營管

理布農部落的觀光服

務。 

ˇ   

2001 林秀麗 一個兼具婦女就

業機會的照顧福

利模式的建立：

從彭婉如文教基

金會的五項照顧

服務方案談起 

願景為推動婦女充分

就業與在職教育的理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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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陳文賢 歐洲 NPO 產業化

之探討－參與第

七屆歐洲社會經

濟會議之經驗分

享 

歐洲第三部門產業

化，乃建構在社會經

濟(Social Economy)

之下。 

  ˇ 

2001 陳俊良 

林文彬 

NGO 產業化與國

際交流：伊甸社

會福利基金會庇

護工場產業化的

實例分享 

運用策略聯盟方式，

建 立 一 個 良 好 的

NPO、政府、與企業的

合作模式，以增加

NPO 自營能力。 

  ˇ 

2001 陳琳 以社區性組織建

立文化產業的契

機：白米社區發

展協會的在地經

驗 

透過木屐文化產業，

重新塑造及凝聚白米

社區的社區意識。 

 

 ˇ  

2001 張上仁 非營利組織社會

活動商業化之研

究 

並非所有非營利組織

都認同商業化的趨

勢，機構規模較大、

經費支出較多的組織

持贊同意見，反之則

持反對態度。 

ˇ   

2002 江明修 

鄭勝分 

全球性公民社會

組織之治理、管

理策略與結盟之

道 

產業化收入日趨重

要，其中尤以國際奧

林匹克委員會產業化

收益最龐大。 

ˇ   

2002 官有垣 第三部門的研

究：理論觀點與

研究途徑的檢視 

傳統由非營利組織掌

握優勢的衛生照護、

教育與社會服務的組

織領域，面臨了商業

化的侵襲。 

  ˇ 

2002 蕭盈潔 非營利組織事業

化－以社會福利

機構為例 

事業化對非營利組織

的好處，如提高機構

財務的穩定性，但也

有挑戰，如事業化業

務與機構使命的連

結、造成市場的不公

平競爭。 

ˇ ˇ ˇ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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