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理論析探 
 

從前一章文獻檢閱可以發現，非營利組織產業化相關研究之重

點，大致可以區分成三個面向，包含：募款議題、組織使命及部門互

動。據此，本章首先檢視三個面向之理論意涵，其次以社福組織為焦

點，探討產業化對三個面向之影響。 

 

第一節 非營利組織產業化－募款議題面向 

對非營利組織而言，募款是組織生存之基本議題。本節擬先論述

非營利組織募款議題之理論意涵，進而探討非營利組織產業化對募款

議題之影響。 

 

壹、募款議題之理論意涵 

一、募款議題之內涵 

近年來，非營利組織在社會服務提供方面日益扮演重要角色，然

而由於經濟發展日漸益緊縮，非營利組織募款(Fund-Raising)愈加困

難，Hall(1987)指出，許多政府機關開始大量減少對非營利組織的經

費補助、免稅地位的撤銷、管制項目的加強等，而使非營利組織發展

陷入困境（丘昌泰，2000A：383）。Wong(1997)認為，許多非營利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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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面臨日益增長的財務壓力，一部分歸因於政府方案的刪減，但大部

分仍視非營利組織實際情況而定。 

施教裕（1996：10-11）認為，各類的志願事業、公益事業或各

式各樣的基金會，除非有雄厚的基金和孳息，或產業及收益支持，否

則通常並無足夠的自主財源藉以支持整個事業的運作和發展，必須向

政府、私人企業及一般社會大眾進行勸募的例行工作，才能維持其長

期性和計畫性的社會改善行動。 

林雅莉(1999：4；6)認為，募款已成為非營利組織或公益事業組

織文化特色之一，同時也是其生存與發展的不二法門；故募款可以界

定為：非營利組織基於目標與需求，對政府、企業、社會大眾或基金

會等，發動金錢、物資或勞務的行動或過程。 

丘昌泰（2000A：378-382）認為，非營利組織幾乎都面臨財政窘

困的問題，因此，必須運用各種手段募集相關的運作資金，否則非營

利組織的任務目標就無法實現。非營利組織的資金來源包含：私人的

捐助、政府的補助，以及非營利組織本身所提供的計畫服務，依據

Hodgkinson and Weitzman(1996)的統計，在 1987 年及 1992 年，私

人捐助佔總體比例分別為 11.6％及 10.2％，而政府補助分別為 7.9

％及 7.5％，至於計畫服務則分別高達 69.1％及 73.5％，由這些數

據可以顯示，美國非營利組織非常仰賴「計畫服務」以作為運作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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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來源，其原因一方面是政府補助經費逐漸下降，另一方面則是

私人捐款的困難。再者，非營利組織募款對象通常包含：個人捐款、

民間企業捐款與基金會捐款三大類，但以個人捐款比例最高，依據美

國資金募集諮詢委員會的調查，1996 年個人捐款佔 86.5％，基金會

與法人組織的捐款各佔 7.8％及 5.6％。獨立部門的調查也顯示，85

％的民眾願意捐款給非營利組織（Kelly，1998:40），足見個人捐款

具有相當大的發展潛力。此外，商業性的計畫服務乃成為非營利組織

尋求財源的主要方式，最常使用的手段為使用者付費的方法，如大學

的註冊費、醫院的診療費用、動物園與博物館的門票收入等等。此外，

許多非營利組織紛紛開發新市場，透過新的產品行銷技術，販賣組織

之產品，如販賣紀念品、書籍、衣飾；又如將組織內部之設施開放給

私人企業經營使用，然後再酌收費用；甚至也有對外招生，以教育訓

練的名目取得學費，這些對於非營利組織的財源不無幫助。 

Werther & Berman(2001)認為，近年來由環境變更，致使非營利

組織外援日趨匱乏，故募款已成為非營利組織重要工作之一，而成功

的募款端視領導者參與的程度，為確保有效的募款，許多非營利組織

雇用善於募款之人員從事募款活動，因而造成資源競逐現象的產生。 

由上述觀點可以發現，無論是提供案主服務，或是為求組織永續

發展，募款可謂非營利組織達成使命之重要因素，而產業化也是非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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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獲取資源的重要途徑之一。 

 

二、募款之理論 

依據林雅莉(1999)的研究，募款理論大致可以分成三種：包含社

會學觀點之「社會交換理論」(social exchange theory)、心理學之

「利他主義」(altruism)與「利己主義」，以下茲簡述其理論內容。 

（一）社會交換理論 

Kotler(1995:10-11)認為，非營利組織想要促成一件交易，最有

用的想法是「交換」。所謂交換係指一種提供某物而向他人換取所需

物品的行為。就非營利組織而言，通常希望捐贈者能以有價值的物品

來交換該組織所能提供的利益，而捐贈者將支付成本或作某種犧牲，

才能收到行為所帶來的利益或好處，這種犧牲可以在非營利組織中換

取經濟的、社會的及心理方面的回饋。因此，交換可以視為一種創造

價值過程的觀念，即正常的交換會使雙方在交換後變得更好。 

就募款活動而言，其過程即是其在捐贈者及捐贈者存在一種需求

及渴望的情境，亦即前述之內在動機及外在影響交互形成的需求。這

種存在於受贈者與捐贈者間的交換關係，Blau 稱之為「社會交換理

論」（如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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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 
 

滿足 

時間、金錢  
捐款人 

 
非營利組織 

 

 

 

心理與社會因素： 
成就感、目的、地位、權力、歸屬

感、自我實現 
 

 

圖 3-1 社會交換理論 

資料來源：林雅莉，1999，「非營利組織之募款策略」，江明修主

編，第三部門：經營策略與社會參與，台北：智勝文化，

頁 10。 

 

Blau 將「社會交換」予以概念化，認為「人類最偉大的行動是

將其資源給予其他人類」，其重點包含（Mixer, 1993:10-11）： 

1. 受贈者在事前無法確切詳述可以提供的回報或恩惠，而捐贈

者在捐贈之後，並無法判斷其可能得到的回報，換言之，社

會交換是非契約式的、開放的及志願的，交換後的回報並沒

有固定的範疇或內容。 

2. 期限並不固定。所謂的回報可能在未來某一不確定時間點才

會出現。 

3. 交換過程必須要有兩個以上的實體，其具有信任之社會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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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尤其信任是建構在受贈者的未來行動上。 

 

（二）利他主義理論 

就人格特質而言，具有利他主義之捐贈者，其行為源自於內在心

理願意助人的動機，當面臨案主需要協助的情境時，不止能體會受助

者的情緒，也會為受助者感到難過，因此，其對於別人的福祉具有強

烈的責任感，他們通常不希望從受助者得到回報，即「無償」

(gratuitousness)的概念，往往助人或捐贈本時就是一種報償。 

換言之，利他主義者大多具有理想主義的色彩，其認為改善社會

及解決弱勢團體生活困境，是個人責無旁貸的義務，這份社會責任

感，有來自道德良知，也有來自宗教的啟示，例如，中國儒家之倫理

觀念、佛教之慈悲心、基督教之濟弱扶貧，其中更有許多捨己為人的

典故，德國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曾說：「世界上有三種最美的

事物，那就是天上的星星、地上的小花人類心中的道德良知」。人類

因為有道德良知而能散發出純粹的愛與關懷，不為一己之私地為他人

謀福利，這些理念皆可稱之為「服務的呼喚」(The Call of Service)，

即喚起人們最純淨的良知，為世界、為存活在這個世界的人盡一份心

力（Coles, 1993；宇沙•葉棻譯，1997）。這份道德良知與社會責任

感，也吸引許多個人參與志願服務，並願意無償捐贈資金給提供非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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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組織。 

（三）利己主義理論 

具有利己主義者的人格特質在於，其捐贈行為涉及「互惠」

(reciprocity)的概念，即捐贈者與受贈者形成施與受的關係，兩者

在付出與報酬之間取得一合理的平衡點。利己主義係建立在經濟理性

的基礎之上，其認為理性乃是個人效用的極大化，其認為捐贈者對非

營利組織所從事之捐贈行為，並非如利他主義所稱之社會責任感或道

德良知，而是基於互利的基礎，這種行為才較為符合人性。 

前述三種募款理論，皆可解釋某些現象，而達成部分「解謎」的

效果。「社會交換理論」強調交換可以視為一種創造價值的過程，正

常的交換會使雙方在交換後變得更好，回報可能在未來某一不確定時

間點才會出現，而交換之信任是建構在受贈者的未來行動上；「利他

主義理論」具有理想主義的色彩，其認為改善社會、解決弱勢團體生

活困境是個人責無旁貸的義務，這份社會責任感，有來自道德良知，

也有來自宗教的啟示；「利己主義理論」則認為，捐贈行為涉及「互

惠」的概念，即捐贈者與受贈者形成施與受的關係，兩者在付出與報

酬之間取得一合理的平衡點。 

再者，「社會交換理論」的論點過於樂觀，建立於未來的信任基

礎過於薄弱，捐贈者在缺乏監督與回饋機制下，會嚴重影響未來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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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的持續。而 Fukuyama(1995)在《誠信》(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一書中所提之「百分之

二十的解釋」(The twenty percent solution)觀點，恰足以解釋「利

他主義理論」與「利己主義理論」的衝突之處。Fukuyama 認為，新

古典經濟學思想有百分之八十是正確的，這一派學說對金錢與市場的

特性，提出正確的論理，因為建立該學派的基礎模式是理性、利己的

人類行為，人類行為的確百分之八十的情況符合此模型，問題是隱匿

的另外百分之二十，新古典經濟學派只能提出難以服人的解釋。依據

經濟學說的真意，我們了解到人類的經濟生活其實是根植於他們的社

會生活之上，不能將經濟活動從它所發生的社會裡抽離出來，和該社

會的風俗、道德、及習慣分別處理，簡言之，經濟無法脫離文化背景，

而這百分之二十的遺憾，就是未能將文化因素考慮進去（李宛蓉譯，

1998：17）。從 Fukuyama「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論點推演，

非營利組織募款行為除「互惠」外，理想主義也是關鍵因素。 

因此，募款的三種理論雖皆僅能達成部分「解謎」的效果，但對

於後續研究者而言，仍能有所啟發。 

 

貳、非營利組織產業化對募款議題之影響 

Dennis R. Young(1998)認為，我們能找出以下兩個原因，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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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產業化對社福組織募款之影響：首先，社福組織管理者採取新的商

業收入，以補償其他會員收入減少的趨勢；其次會員由較低費用的成

長，可能增加組織銷售其商業服務的增加。事實上，在社福組織商業

銷售中，仍以其會員為主要銷售對象。會員收入與商業收入的關係具

有本質上的矛盾：如果會員收入變慢，商業活動可能會因為管理者試

圖去補償這些損失而增加，雖然他們可能會因為（會員）市場的退縮

而失敗；反之，如果會員收入增加，管理者可能會選擇減少（不被偏

好的）銷售收入，但收入仍然可能會增加。Young 推測會員階級的改

變，比會員所付的費用在會員收入上更具影響力，因此商業銷售與會

員收入二者間有直接的關係。例如，美國肺臟協會（American Lung 

Association, ALA）的預算在 1989 到 1995 年成長了將近 40％，由

三千三百三十萬元到四千六百六十萬元。但其收入結構有明顯改變：

捐贈與政府補助的收入下降了近 35％，只佔總收入的 20％左右，但

經由銷售的收入則由 60％上升到 75％。 

又如，美國女童子軍(Girl Scouts of the USA, GSUSA) 在 1994

年的國家組織運作預算中，佔了約三千六百億中的 34％；同時，由

產品銷售中所得的網際收入，則佔了 1994 年協約的總運作預算中，

四億一千三百萬元裡的 57％。 

因此，Young 認為，產業化對於社福組織之影響可以歸納出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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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涵： 

1. 將信賴商業收入的增加視為使傳統的收入來源受到更多的限制，

如捐贈與政府基金。 

2. 產業化的活動開始受到警告，在某種程度上對於保存社福組織基

本募款能力是十分敏感的。 

3. 在某些範圍會有一些特別的緊繃狀況，像是與企業的合夥人之

間，社福組織不願使捐贈者覺得他們的名譽被玷污了，或是使捐

贈者覺得服務要收費，社福組織可能會面臨會員利潤與收入報酬

間的交易問題。 

事實上，由於整體社經環境的變遷，非營利組織賴以生存之政

府補助、個人捐贈與企業及其他非營利組織贈與日趨減少，許多非營

利組織為求自給自主，逐漸開始介入企業營利行為的領域，這種「類

商業」的募款方式，已非傳統募款理論（無論是社會交換理論、利他

主義或利已主義）所能完全解釋。產業化行為當可為非營利組織增加

許多收益，然而，許多人開始擔憂，非營利組織產業化是否會造成負

面排擠效果？易言之，非營利組織傳統募款來源（包含政府、個人、

企業及其他非營利組織）是否會因此而減少金錢支助，而使得從事營

利行為的非營利組織陷入不得不愈加依賴產業化收益的困境？ 

緣此，以下擬從政府補助、個人捐贈、及企業與其他非營利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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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贈與等三個角度，檢視非營利組織產業化對募款議題之影響。 

一、對政府補助的影響 

政府補助對於非營利組織發展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政府補助是

否會因非營利組織產業化而減少，影響非營利組織對於營利行為的參

與程度。相關研究顯示，政府補助不但不會受到產業化而減少，產業

化程度越高的非營利組織，其政府補助反而更高。例如，Bernard 

Enjolras(2002：352)研究挪威(Norway)志願性運動組織發現，非營利

組織產業化並不會使政府部門降低對志願服務的支持，事實上，產業

化程度越高的非營利組織，反而能夠得到更多的政府資金補助。 

 

二、對個人捐贈的影響 

個人捐贈一直是非營利組織募款最重要的來源，但近年來，個人

捐贈的成長似乎呈現停滯甚至消退的趨勢。例如，AAFRC（1995:48）

指出，近 20 年來，個人捐贈比例相當固定，約佔個人收入之 1.9％，

而在 1973-1994 年間，則在 1.77％到 2％之間，沒什麼明顯的增長趨

勢。Hodgkinson and Weitzman（1996）則發現，從私人而來的捐贈，

其相對重要性正在減退，非營利組織在 1964 年所接受私人的捐贈，

超過其經營總支出的 53％，這個數字顯示到了 1993 年時，只剩 24

％以下的比例，有著大量且持續消退。 

 41



Weisbrod(1998)認為，產業化有可能會降低個人捐贈的意願，但

由於募款日漸不易，許多非營利組織又不得不投入營利行為，為解決

產業化收益與個人捐贈減少間的困境，Weisbrod 認為可以透過重新檢

視個人捐贈的機制，讓個人捐贈的扣稅更加容易，亦即透過稅法的改

變，增加個人捐贈的意願，讓個人捐贈與產業化脫勾。 

 

三、對企業及其他非營利組織贈與的影響 

非營利組織管理者對產業化的態度相當耐人尋味，Estelle 

James(1998：273)認為，如果非營利組織產業化會降低企業及其他非

營利組織贈與時，則管理者將會限制商業活動，其原因不在於商業活

動的害處，而在於其對募款來源之負面影響。 

 

總之，非營利組織之募款方式可以歸納為三大種類，即捐贈 

(donations)、捐助 (contributions)及贈與 (gifts)，其來源包含

個人、政府、企業、及其他基金會。對許多非營利組織而言，其產業

化收益之目的在於彌補上述財政缺口，但問題在於，產業化是否會對

非營利組織造成所謂「雙重困境」，易言之，非營利組織因為募款及

政府補助等財源日益減少，為求自給自主，不得不利用商業行為增加

收益；但另一方面，政府及個人會不會誤以為非營利組織產業化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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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足以自足，而將補助及捐款持轉至其他非營利組織，反而造成募款

及爭取政府補助更加不易，而使非營利組織愈加依賴產業化收益？是

以，非營利組織產業化對於政府補助、個人捐贈、及企業及其他非營

利組織之贈與之影響，實為值得探討之核心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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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非營利組織產業化－組織使命面向 

管理學者 Peter F. Drucker 曾說，使命係指為了達成重要目標

所需的特定策略，同時也創造出訓練有素的組織（高登第譯，1998：

80-81）。產業化是非營利組織在面對資源競逐日趨弱化的過程中，為

達成組織使命的手段之一，然而，產業化到底對非營利組織使命產生

何種影響？以下茲從組織使命之理論意涵及非營利組織產業化對組

織使命之影響兩個角度加以分析。 

 

壹、組織使命之理論意涵 

 

一、組織使命之內涵 

非營利組織的使命相當具有多元性，除公益性為共同特徵外，慈

善性、宗教性、專業性、社區性等，也是非營利組織常見之第二特性，

是以，使命可謂非營利組織運作之準則，如同燈塔一般，指引航行船

隻正確之方向。Brinckerhoff（2000：1-3）認為，非營利組織有三

個核心哲學，首先，非營利組織係「使命為基礎」(mission-based)

之企業，而非僅是慈善。易言之，營利部門追逐利潤，而非營利組織

則追求使命；其次，非營利組織並不一定會獲得捐贈、捐助或贈與，

前述行為並不等同於慈善，而必須強化本身生存之能力；第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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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利潤」(not-for-profits)並不代表「非營利」(nonprofits)，兩

者間之差異在於，雖然許多「不求利潤」是「非營利」，但「非營利」

係指損失金錢之組織，而「不求利潤」則允許從事賺錢行為。 

建構「以使命為基礎的管理」（Mission-Based Management）是

非營利組織成功運作的重要關鍵，由此可知，使命乃是評鑑非營利組

織存在正當性之指標，故非營利組織應建構在使命導向之下，以下茲

從組織特性與管理者的特質等二個角度，分析非營利組織使命的重要

內涵。 

 

（一）組織特性 

Brinckerhoff（2000：28-30）認為，成功的「以使命為基礎」

之非營利組織具備以下九項特性： 

1. 可實行之使命(a viable mission)：非營利組織的首要規則就是

使命，為完成使命，需要激勵作為動機，然而在許多非營利組織

中，當使命成為生存的第二順序時，使命就變成沒有用了。 

2. 商業化的董事會(a businesslike board of directors)：組織需

要一群可和社區相連結的治理志工，他們瞭解且追求組織使命，

管理員工，並制衡非營利組織之捐贈者。此外，董事會需要充分

資訊與支持，以助其可以快速且有效地決定關鍵議題，並做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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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的決策。 

3. 堅強且受良好教育的員工(a strong, well-educated staff)：此

種員工具有強烈的使命感，支持由下而上的參與管理理念，並樂

於接受訓練或教導他人，並深知人力資源發展(HRD)對非營利組織

未來發展之重要性。 

4. 消息靈通且具技術性理解力 (wired and technologicallt 

savvy)：非營利組織使用好的技術，使其可以更快，更好且花費

更少，來完成更多的使命。然而，有許多非營利組織極度排斥科

技技術，因為科技可能太昂貴或是太機械化，事實上，資訊時代 e

化的生活（e-life）不但遍及全球各個角落，也正悄悄地改變非

營利組織提供服務的方式，如購買服務、雇用、管理、溝通、提

高資金之途徑，皆跟隨資訊科技的腳步而改變。 

5. 社會企業家(social entrepreneurs)：社會企業家願意冒風險以

完成其使命；嘗試（且通常是失敗的）且再嘗試；組織會檢視市

場且提供服務，以支持他們的使命，而不是建立官僚機構來延續

過去的作法。 

6. 對行銷的偏好(a bias for marketing)：組織瞭解到他們所做的

每一件事情都是行銷，組織的每一項行動（如服務供給到如何回

應來電）都是組織追求其使命的行銷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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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財務上的授權(financially empowered)：組織有各種的收入，如

產業化及捐贈。收入可對組織使命產生影響，故應授予較大的彈

性。 

8. 關於組織將會往何處去的願景(a vision for where they are 

going)：這點是很簡單的，所以常常因此被忽略。一個策略性的

計畫是成功的關鍵，計畫包括了過程與文件，若無計畫，則一切

只能靠機運。 

9. 一套嚴格的控制流程(a tight set of controls)：包括人員、財

務、營運、品質控制，及如何使政策維持下去。好的控制使組織

可自由行使其使命，而不需要總是瞻前顧後。 

 

（二）管理者的特質 

Brinckerhoff（2000：30-32）進一步衍伸，以使命為基礎之成

功的非營利組織，其管理者為應具備四個特質，包含：均衡、創新、

激勵與溝通。 

1. 均衡(balance)：使命導向的管理者會善用組織既有之資源，以均

衡社區的需求。均衡是個很重要的技能，對非營利組織亦是如此。

使命導向的管理者瞭解他們需要與可得之資源，去均衡迫切的需

求，且不提供他們無法負擔的服務。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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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現有的這些資源，而不去尋求更多資源，但若無資金，則使命

將難以實現。故在資金與使命之間如何取得均衡，實乃一項重要

的課題。 

2. 創新(innovation)：使命導向的管理者是創新的社會企業家，這

意味著其願意去冒合理的風險。真正的領導者知道，持續地創新

是保持成功的關鍵，且甚至是維持生存的關鍵。但創新永遠是有

風險的，且創新需要對新想法抱持開放的心，並且要具有不受舊

習約束的能力。簡言之，非營利組織必須由社會企業家來領導，

且領導人必須要樹立典範。雖然創新對非營利組織具有風險性，

但問題是如果你不做任何有風險的要求的話，則非營利組織將無

法生存，最終導致無法達成使命。 

3. 激勵(motivation)：使命導向的管理者透過成功案例，藉以激勵

他們的員工、董事會，及相關的社區。當非營利組織遇到危機時，

成功的領導者會訴諸願景及成功案例，以激發士氣。這種能力對

非營利組織的領導者更為重要，非營利組織的領導者必須要每天

以他們的行為來證明其組織之價值，否則其員工、捐贈者、志工，

以及其社區將會替換領導者或改變支持對象。例如，如果營利部

門的執行長（CEO）被控涉及盜用公款或性騷擾，不但報紙報導版

面不大，對營利部門營運影響也很小，因為大眾認為這只是個人

 48



行為。然而，若是非營利組織的執行長受到相同指控時，則這必

將會是報紙頭版新聞，非營利組織的捐贈、社區信任與志工間都

會減少。例如，美國聯合勸募(United way of America)的主席威

廉•安諾莫尼（William Aramony）；皮提耳部 (PTL Ministry) 的

執行長金貝克（Reverend Jim Bakker）；而在安諾莫尼與貝克雙

雙入獄的過程中，對非營利組織的公眾信任開始動搖。非營利組

織逐漸地不被視為具有公共精神的慈善事業，而被視為替其高層

官員與廣大會員追求利益的自我服務性實體 (Gaul and 

Borowski,1993；Arenson,1995)。故作為一位使命導向的管理者，

必須謹言慎行。 

4. 溝通(communication)：使命導向的管理者必須可以有效地和其員

工、董事會、公眾、資助者，以及社區充分地溝通。沒有好的溝

通就無法領導組織，故使命導向的管理者必須時時刻刻以多元方

式進行溝通。成功溝通的關鍵就是有效性，換言之，其意指預期

的訊息會傳達給預期的聽眾。 

 

從 Brinckerhoff 的觀點可以發現，非營利組織若要有成效，則

必須建構在以使命為基礎的管理理念，而管理者是否具有均衡、創

新、激勵與溝通的四項特質，關係使命達成之成效。事實上，非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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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除「公益性」等共同使命外，鑑於服務標的團體的不同，其使命

內涵往往差異甚大，故使命的界定成為非營利組織重要的課題之一。  

 

二、組織使命之交叉補貼理論 

有關非營利組織產業化對組織使命影響之探討，以「交叉補貼」

(cross-subsidization)理論的論點最受矚目。Estelle James(1998)認

為，非營利組織比其他組織更具有利他主義的目標功能，當非營利組

織無法從傳統募款來源得到收益時，將導致其不情願地參與商業活

動，這種參與是為了「交叉補貼」其所偏好的非商業活動，也就是組

織的公益使命，這個論點在博物館、社會服務組織、動物園與公共廣

播電台等實際個案中得到支持。產業化被非營利組織視為「非偏好

的」，主要因為產業化包含要生產其所厭惡的商品，或者索費會限制

其所偏好商品之消費量。交叉補貼理論假設，當非營利組織無法得到

其他的收益來源時，它將會變得更商業化，以產生更多的獲利，它們

就可以使用這些獲益資助及供應其所偏好之公共財與準公共財。 

Estelle James 進一步指出，交叉補貼理論假設金錢的目標會主

宰許多非營利組織的決策，而非利他主義的目標，這種「虛偽」(flase)

的非營利組織，就如同 Weisbrod(1998)所指稱之「營利的偽裝」，即

它們會以偽裝的形式去極大化利潤並分配利潤，或讓管理者因此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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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及聲譽。由於他們可以透過產業化賺取稅收與津貼的優勢，一旦

優勢喪失時，將會促使並導致它們離開非營利組織行列，而投入營利

部門的領域。對於非營利組織收益日益減少的認知，可以解釋商業主

義微小的變革，並且符合交叉補貼理論的基本假設，然而對於劇烈變

革，交叉補貼理論則缺乏解釋力。 

事實上，交叉補貼理論部分詮釋非營利組織產業化對組織使命

的可能影響，其理論基礎主要奠基於經濟學的基本假定之下，亦即從

利己主義之效用極大化角度詮釋非營利組織的商業活動。然而，這種

論點對於營利部門或許有很顯著的解釋力，但對於公益使命導向的非

營利組織，則難以得到完全的解釋。由於非營利組織往往專注標的團

體或案主的服務，這種「有限」公益的組織使命，對於其他非營利組

織不免產生資源排擠效果，故非營利組織為了維持最初使命的發展，

在尋求商業活動時，將會刻意極小化排擠效果，易言之，其所從事之

商業活動應盡可能與組織使命相關，故本研究認為交叉補貼理論僅具

有部分解釋力。 

 

貳、非營利組織產業化對組織使命之影響 

非營利組織的產業化行為研究指出，不論是直接或是間接的商業

實行，都有助於組織使命(Skloot 1988)。有些學者認為信任一般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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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趨勢，可能會吸收或破壞使命，或是取代組織原有的目標(Dimaggio 

1986b)；過去的研究則顯示使命在決定要採取商業活動時就已經被推

翻了，即使有時與使命的連結是間接與不明顯的。的確，非營利組織

的任務，特別是在國家支援下的團體，通常都連貫在很廣泛的範圍

中，所以使命的信賴也很難精確的區分。不論如何，協會的領導者在

做出商業活動的決策時，明顯的會與其使命相關。 

Young(1998)認為，商業活動可以透過以下三種策略，以幫助社

福組織達成使命： 

1. 有些活動能使主要潮流（偏好）的使命相關服務能被融資，至少

能採用使用者付費的方式。例如，美國兒童福利聯盟（Child 

Welfare League of America, CWLA）就提供它的組織會員一項技

術諮商的服務，而做這件事是為了決定要對什麼服務收費，而不

是去決定要提供何種服務。 

2. 一個社福組織可能只會採取（中立或不被偏好）的活動，以得到

收入餘額。社福組織可能會設計它的收費結構，將利潤最大化，

並決定如果活動產生充分的利潤，是否能抵銷任何可能危及他們

名聲或形象的間接成本。 

3. 有些（偏好或是中立）商業活動，在隨意的狀況下會明顯的期待

同時亦有過勝的收入，及對使命有直接的貢獻。例如，美國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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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 AARP）

的會員在保險計畫上享有特權，而女童子軍則是販賣餅乾—這是

一種能幫助女孩提供建立人格與傳授商業技巧的活動。在這些例

子裡，組織必須同時決定去提供這樣的服務是否值得，以及應該

如何對他們索費。所得費用可能會被設計用來確保組織運作不會

受損壞，即使組織資源充沛，亦不應該是為了利潤極大化，如此，

可能就大大降低與使命的相關性。 

事實上，非營利組織產業化遭受最大質疑在於，雖然龐大的商業

收益有助於彌補財政缺口，使非營利組織得以持續達成組織公益使

命；然而，過度的產業化趨勢有可能會使非營利組織汲汲於追求利

潤，忘卻組織原本之公益使命。易言之，以利潤為導向之商業行為，

是否使強調公益的志願服務產生質變？產業化是否會導致「不公平競

爭」的發生？產業化是否致使非營利組織發生「目標置移」的危機？

產業化是否會產生「浮士德式的交易」？些問題可能都影響非營利組

織存在之正當性。緣此，以下擬從組織目標的達成及正當性危機等二

個角度，檢視非營利組織產業化對組織使命之影響。 

 

一、對組織目標達成之影響 

非營利組織服務對象係屬社會中相對弱勢的團體，故非營利組織

 53



往往必須以低於成本的價格提供服務與財貨，而組織使命的持續性相

當重要，而健全的財務基礎乃非營利組織永續發展的基石，在募款日

趨困難之際，產業化收益對組織使命的影響益愈顯重要，並有助於組

織目標的達成。 

丘昌泰（2000A：379-380）認為，使用者付費對於非營利組織而

言是一體兩面的，固然可解決非營利組織的財源問題，但卻使得一般

消費者望之卻步，不願意使用該組織所提供的服務，因而悖離非營利

目標。為解決此項困境，部分收費的非營利組織乃設計差別價格制

度，將價格分成兩種：一種是沒有能力支付費用的弱勢團體，提供低

價或免費服務；另一種是經濟情況較佳的消費者，則以高額收費。 

Weisbrod(1998：289-290)認為，由於非營利組織使命界定相當具

有模糊性，這種模糊性使得許多人宣稱產業化與組織使命間並無衝

突，易言之，商業活動的收益不只是賺錢，同時也增加組織使命的達

成。例如，美國女童子軍(Girl Scouts)販賣餅乾，不只是增加財源的

商業活動，也是年輕女孩獲取經驗的機會，這不但可以協助她們建立

人格特質，還可以傳授她們商業技巧。 

雖然使命的模糊性，使得非營利組織的管理者在回應財務限制而

從事商業活動時，也可以同時繼續追求組織目標。然而，使命的模糊

性也使得「非相關性」的活動更加難以確認。理論上，當非營利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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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化活動與組織使命相關性越高時，其組織目標達成程度越高，但

使命模糊隱含方法與目的容易混淆，當使命越加模糊時，代表可以從

事從事商業活動的範圍就越大，換言之，當組織使命的範圍越廣，管

理者想要決定與組織使命相關的可獲利商業活動的挑戰就越大，如

此，對於組織目標的達成反而不利，故商業化行為是否有助於非營利

組織使命與目標之達成，兩者間的關係亟待驗證。 

 

二、對組織正當性之影響 

對於非營利組織已經更像私人公司之趨勢，非公共服務性組織的

爭議紛紛出籠(Ritenour,1997)。非營利組織產業化引發最大的爭議

在於，利潤導向之類商業化的行為，長久以往是否會因「量變」而產

生「質變」，而使非營利組織忘卻公共利益使命是否會產生扭曲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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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mbert（1997）認為，產業化活動乃是開放給非營利組織產生

額外收益的主要途徑；一旦他們進入發現有產出可販售的領域，他們

就置身私人企業之版圖，其中，販售財貨與服務乃是私部門收益的主

要來源。非營利組織以私人公司的方式獲取利潤，就好像是在跟這些

公司競爭，而這種變得與私人公司更相像的方式，可能會削弱自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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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擁有之特殊社會、經濟角色的正當性基礎。 

然而，Weisbrod（1998）認為 Lambert 的論點有可能是錯的，因

為有證據顯示，非營利組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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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只是去極大化利潤；另外也證據顯

示，在同一產業中相較，非營利組織與營利部門是以不同的系統性方

法運作。例如，在價格方面，非營利組織不只是在於產生收益，也會

去達成組織的分配性 (distributional) 使命。因此當非營利組織可

能去收取使用者費用來產生利潤，以支持其喜好的、使命導向的活動

時，他們可能會去建立對某些消費者（如流浪漢、動物園中的學童，

或醫院中貧病交迫的人們）而言，低於邊際成本的價格，甚至不收取

費用。 

另一項反對把非營利組織視為「營利的偽裝」的理論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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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日間照護產業中發現，非營利組織擁有更有經驗的講

師，其更受消費者信任、更能夠鼓勵病患成為課堂志工

（Mauser,1993）。在療養院以及精神障礙養護產業中，我們發現非營

利組織以明顯較低的價格；提供每位病患更多的勞工照護，例如合格

護士、營養師及志工等；並且能產生更好的消費者滿意度

（Weisbrod,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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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對非營利組織而言，持續及穩定的的財源，為確保組織

使命之關鍵因素，故在政府補助及私人捐款逐漸降低之際，產業化收

益成為非營利組織追求自立自足的重要途徑之一。然而，產業化收益

到底對於非營利組織，是有益的亦或是負面的影響，一直爭論不休。

支持者認為產業化只是手段，非營利組織之公共性及宗教性使命感，

足以駕馭及抑制商業行為所可能產生之弊病，此外，非營利組織若無

健全的體質，遑論達成組織使命，因此，若有完善的內控及外控機制，

產業化將有助於組織使命之達成；另一方面，許多人質疑非營利組織

從事產業化的正當性，除可能發生手段取代目的之外，「營利之偽裝」

及「浮士德式的交易」效應，亦使許多人對非營利組織產業化之趨勢

憂心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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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非營利組織產業化－部門互動面向 

非營利組織產業化第三個研究面向在於，產業化對於非營利組織

與其他部門（第一部門之政府及第二部門之企業）及部門間（與其他

非營利組織）之互動關係影響。以下擬從部門互動之理論意涵及非營

利組織產業化對部門互動之影響兩個角度加以分析。 

 

壹、部門互動之理論意涵 

一、部門互動之內涵 

江明修等（2003：23-29）認為，伴隨面對全球化的步伐，各國

政府多致力於政府再造工程，如英國柴契爾政府以降之「西敏寺」改

革及美國 「政府再造」運動，多少企圖將企業精神引入公部門，以

提振國家競爭力。然而，單以追求經濟效率為基礎之改革策略，並無

法真正解決政府失靈(government failure)所引發之缺口，甚至與社

會公益有所背離。問題的核心到底在哪裡？此一議題一直困擾各國有

識之士。所幸，自 1990 年以降，各國民間自發性組織的日益蓬勃發

展，更積極地擔負起彌補社會需求和政府供給間落差之角色，形成政

府部門、私人企業等機構外，而以公益為先的「非營利組織」。而受

到全球化潮流的影響，三大部門之互動關係可以從「治理主體」與「治

理運作」兩個面向加以觀察：首先，全球治理不再以傳統第一部門（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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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為主體，第二部門（多國籍企業）及第三部門（包含非營利組織

及非政府組織）成為全球治理的新範疇；其次，全球治理呈現多元關

係的連結網絡，而網際網路等資訊科技扮演關鍵角色，治理運作呈現

多元面向，而非傳統之管制性功能；Pierre and Peters 從權力向外

移轉的治理觀點，詮釋「公私部門的共治」的現象(Pierre and 

Peters,2000:83-91；劉坤億，2002:71-73)。因此，在全球治理架構

下，第一部門朝向授權，第二部門趨向解除管制，而第三部門則朝向

公私協力關係建構（如表 3-1）。 

表 3-1 全球治理的特色 

 第一部門 第二部門 第三部門 

治理主體 跨國政府組織 多國籍公司 非營利組織 

治理運作 授權 解除管制 公私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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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從渠等研究可以發現，非營利組織可謂扮演「失落的連結」之角

色，易言之，對於政府因執行力不足而有未逮之處，及企業因無利潤

而不願意介入的領域，非營利組織的介入，恰可彌補這個被遺漏的部

分，從部門互動的角度，非營利組織則朝向公私協力關係建構。以下

茲闡述公私協力的意涵及其國際運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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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部門互動之公私協力理論 

（一）公私協力之界定 

Stuart Langton(1983)則認為，公私協力意指政府、企業、第三

部門及個別的市民，在追求實現社群需求上，共同的合作與分享資

源；Max O. Stephenson(1991:110)則認為所謂公私協力即政府與私

部門間一種動態的互動關係；Harding(1990:110)認為，公私協力係

指在公私部門中，許多依賴參與者同意，並足以改善經濟及生活品質

的行動；Bailey(1994:293)認為 Harding 的定義僅具有概念上的價

值，其提出一較靈活的定義，認為公私協力乃來自於超過一個部門之

利益聯盟，所為之策略行動；吳英明（1994：61）則認為，公私協力

係指公私部門結合而成的關係；江明修等（2003:30-31）則認為，對

非營利組織而言，公私協力應從責任分享角度切入，其中信任是核心

關鍵，其目的不僅是試圖將民間「創業精神」及「成本效益分析」，

帶入政府服務功能中，更重要的是邀請民間組織，基於「公民參與」

和共同承擔公共責任的自覺，與政府共同從事公共事務執行和公共建

設工作，亦即「責任網絡」的建構。本研究認為，江明修等對公私協

力之界定相當完整，故本研究採取之。 

（二）公私協力的理論 

Moulton and Anheier(2000)認為，政府與非營利組織建立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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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的基礎概念在於「相互依賴」(mutual dependence)，並依此基

礎概念，提出第三者政府理論(The third-party government theory)

及公共財理論(The public-goods theory)，分析政府與非營利組織

之協力關係。 

江明修等(2003)進一步延伸，不論是第三者政府理論抑或是公共

財理論，其焦點在於：非營利組織相對於政府而言，究竟是輔助還是

取代功能。第三者政府理論強調「去政府化」，政府應退居第二線，

為求資源有效分配，由非營利組織取代私人企業，呈現另一種型態的

「市場化」，易言之，其係朝向「右派」市場機能的另一種展現；相

反地，公共財理論強調政府負責提供，非營利組織輔助，除非政府失

靈，否則政府應盡其所能使資源極大化以滿足民眾需求；事實上，第

三者政府理論或公共財理論，僅是分析模式的展現，以光譜概念觀

之，少有政策會落於光譜的兩個極端（如表 3-2）。 

表 3-2 公私協力理論之比較分析 

面向 

理論 

核心概念 角色定位 價值基礎 

第三者政府理論 去政府化 第三部門負責提供，政府輔助 小而美政府 

公共財理論 政府介入 政府負責提供，第三部門輔助 大有為政府 

資料來源：江明修、鄭勝分，2003，頁 31。。 

（三）公私協力之國際運作經驗 

江明修等從意識型態的觀點，觀察公私協力在美國、英國，及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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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的運作經驗。渠等研究發現（2003:31-33）：美國在企業型政府精

神影響下，逐漸朝向非營利組織商業化發展；英國布萊爾政府的「第

三條路」，希望在社區主義精神下，建立一個政府、企業、第三部門

三方協力的「新中間路線」政府；而瑞典在政府強力主導之下，公私

協力個案還不多見（如表 3-3）。 

表 3- 3 公私協力國際經驗之比較 

 瑞典 英國 美國 

意識型態 新左派 中間偏左 新右派 

手段 管制 社區主義 市場機制 

發展趨勢 資源分享 三方協力 商業化 

資料來源：江明修、鄭勝分，2003，頁 33。 

 

（四）國際性非營利組織的運作經驗 

江明修等依目前最受學術界與實務界重視的「非營利組織國際分

類」(ICNPO)分類標準，從部門互動角度檢視 27 個具有代表性之國際

組織，渠等研究發現（2003：34-35）：非營利組織無論在國際層級或

國內層級，與當地政府合作機會皆相當頻繁。然而，與政府聯盟可以

獲得許多資源，但非營利組織與政府建立合作聯盟過程中必須維持本

身之獨立性，以免成為政府的工具。此外，公私協力的策略存有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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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限制（2003：37）： 

首先，就公私協力的內涵而言，大部分著重於手段或結果之分

工，而非決策或目標之分權，事實上，非營利組織與政府之間並非全

然是合作的關係，亦包含衝突關係（如不接受補助之社運團體）及既

合作又衝突的關係（如伊甸基金會），公私協力所強調之分工往往無

法達成績效，因為決策民主化與多元化常比分工更為重要，因此，許

多學者建議政府決策應更加透明化，以扶持非營利組織健全體質，才

能使非營利組織更具自主性。惟民主化決策的論點表面上可增加透明

度，但實質運作上確有困難，例如，非營利組織參與政府舉辦的公聽

會，由於非營利組織較欠缺智庫支持，故最後常淪為背書工具，也使

得非營利組織降低其參與的意願。 

其次，就非營利組織自主性而言，各國政府常利用非營利組織以

拓展國際外交，並藉由公私協力名義，使政治力介入非營利組織的運

作，因而產生一堆冒用非營利組織之名的機構，競相利用研討會或教

育訓練等方式競食大餅，而許多非營利組織也願意被利用，希望在公

私協力過程中爭取更多「發聲」的機會；而反對公私協力者認為，非

營利組織為保持自主性，不應受到政治力的收編。事實上，反對公私

協力者雖基於道德因素，但目前情況下，非營利組織有可能正中某些

人下懷，反成為代罪羔羊。故就長期而言，非營利組織追求自主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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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正當性，然而，當大部分非營利組織體質仍舊不健全之前，當務

之急在於協助非營利組織建構良善體質，是以，目前政府仍宜積極協

助非營利組織之發展。 

總之，因受「新右派」理念之影響，「小政府」業已成為各國從

事政府再造之立論基礎，易言之，政府為更有效從事社會服務之提

供，勢必將釋出更多資源給民間部門，故非營利組織朝向公私協力關

係建構實乃部門互動之重要趨勢。 

 

貳、非營利組織產業化對部門互動之影響 

 

就部門互動的角度，由於非營利組織投入「類商業化」行為日

益增長，致使其與企業及政府間的互動日趨複雜。緣此，本節擬從三

大部門互動角度，探討產業化與該等互動之影響。 

 

一、與企業互動方面 

就傳統的理念，非營利組織與私人企業間的互動關係並不明顯，

其主要原因在於缺乏明顯的利益衝突，換言之，由於非營利組織並非

以營利為目的，其財源主要依靠個人捐款及政府補助，與企業所從事

之商業行為間並無資源排擠效果，故兩者之間僅多具有間接關係，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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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以資金贊助或成立非營利組織。然而，非營利組織產業化卻使這

種關係失衡，由於產業化乃是非營利組織透過營利的商業行為，以獲

取資源的過程，就市場競爭的角度，非營利組織業已成為市場中的競

爭者，且由於非營利組織的「公益」形象及稅捐優待地位，往往使私

人企業產生「不公平競爭」的疑慮，這種資源排擠效果，將使非營利

組織與企業間的競爭將日趨激烈。 

 

（一）競爭關係 

自由競爭是市場機制的自然法則，故產業化會造成非營利組織與

私人企業間的緊張關係，實在不令人意外。一方面，非營利組織的活

動開始入侵原本屬於私人企業的版圖；另一方面，私部門也同時擴張

其活動入侵傳統上屬於非營利組織之領域，這種現象不但使兩者間的

競爭更加複雜化，也逐漸模糊兩大部門間的界限。在非營利的社福組

織中，非營利組織逐漸增加商業行為的收益。例如，私人的健康俱樂

部便進入在美國長久以來屬於基督教青年會  (YMCA) 與基督教女青

年會 (YMWA) 的產業中。 

不論私人企業與非營利組織彼此間的競爭加劇，也不管稍後會是

誰進入產業中，最有可能的結果是，這兩種類型的競爭者，將會越來

越無法區分彼此。然而，這種預期應將之視為待驗證的假設，因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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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基礎並不完備。非營利組織與營利組織間競爭的本質，正如同非

營利組織間的競爭一樣，一直很少被瞭解。在某些案例中，追求利潤

的誘因促使非營利部門與私人企業激烈競爭，這種情況在醫療產業中

最為明顯。 

 

（二）合作關係 

非營利組織中的產業主義，除與私人企業的競爭外，亦同時會

產生合作機制，產業化將促使社福組織與私人企業擴大合作的可能

性。例如，美國肺臟協會由會員手中購得高爾夫球的會員卡，同時給

予持卡人在當地高爾夫場的折扣，每年可得到八百萬元的收入。這些

收入同時提供了該協會的基金來源，也促進了健康外部活動的利潤；

另西麻薩諸塞州的肺臟協會係採取銷售滑雪特權書的方式；紐約的肺

臟協會則採用對當地健康俱樂部與體育館給予健康護照，以及餐館折

扣卡的方式；俄亥俄州的肺臟協會利用戒煙與體重控制計畫的一氧化

碳與氡檢驗器，作為部門合作方式。事實上，企業提供免費顧問給美

國肺臟協會，還有每年超過百萬元的費用，都是為了交換美國肺臟協

會的可信度與認同。 

又如，美國防癌協會（American Cancer Society, ACS）每年

在與商業出版者的契約中得到近一百萬的收入（在 1995 年，它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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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兩千萬佔總收入的 0.2%）。1996 年在史密斯克林比凱姆公司消費者

健康照護的協定（SmithKline Beecham Consumer Healthcare, SBCH）

下，美國防癌協會標誌出現在 NicoDermCQ 煙鹼貼片(貼於皮膚上以助

戒煙)以及 Nicoertte 煙鹼口香糖的箱子上，落實美國防癌協會戒煙

的教育計畫。史密斯克林比凱姆公司消費者健康照護，提供給美國防

癌協會每年一百萬不受限制的補貼。美國防癌協會發現這些創始並非

製造同意權，而是營造一種夥伴關係，以建立有關禁煙與適當營養議

題的國家體認計畫。 

美國女童子軍則是預付電話卡的贊助者，也參與 GIFT-USA，這

是指與 Reader’s Gigest Association，以及其子公司 QSP,Inc.的合

作服務，可以使人們在電話上撥 800 之後，訂購花、巧克力、香水、

珠寶與其他禮物。在這項協議中，QSP 增加了它的銷售量，而所得利

潤的 1%分配給女童子軍。而美國女童子軍在此試圖扮演一個大方及

受稱讚的角色，並不是公司產品的背書人。 

美國兒童福利聯盟亦與許多企業進行合作。例如，花旗銀行在

人們使用花旗信用卡時，指定部分金額給美國兒童福利聯盟；此外，

美國兒童福利聯盟與溫娣漢堡或漢堡王、當地超市，以及其他企業合

作。在華盛頓州裡，該分會每年藉由銷售「華盛頓蘋果」就賺了超過

二十萬元；在加州，該分會藉由製造與銷售該社區 Monopoly®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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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紐約市，兒童的救援社團擁有「馬戲團日」，並藉此接受捐助。 

其他如美國畸形兒基金會 (March of Dimes，MOD)與家樂氏 

(Kellogg`s)（早餐穀片的製造商）建立團隊；美國畸形兒基金會替

家樂氏 19 號產品背書，該產品乃是添加了葉酸的早餐穀片，可以幫

助預防新生兒脊椎與腦部缺陷，美國畸形兒基金會則獲得 10 萬美元

的回報；非營利的美國畸形兒基金會甚至有一位資深員工，頭銜是策

略 聯 盟  (Strategic Alliance) 與 國 家 促 進 協 會  (National 

Promotion) 的董事長 ，以拓展獲利範圍 (McIver,1995)； 

 

（三）競合關係的評價 

我們該如何看待這些市場取向的改變呢？他們是否有助於強化

非營利組織，並切合社會的需求，成為更有效率的貢獻者？或者他們

將使非營利組織變得更脆弱，並轉移其效用，讓非營利組織去從事有

反生產的經濟行為，或許甚至削弱了公共支持的基礎 (不論財政上或

政治上的)？非營利組織關注於增加獲利與公共服務之社會使命間的

緊張關係，可以由以下獲得很好的例證：大學與私人企業在生命科學

中的伙伴與聯盟關係越來越普遍，雖有利可圖，但卻也備受爭議。 

Hall(1987)指出，面對競爭日強的私人企業，非營利組織欠缺專

業的管理機制，無法與政府及企業分庭抗禮，維持獨立的社會地位（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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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泰，2000A：383）。 

Hodgkinson and Weitzman （1996）認為，非營利組織可以用低

於私人公司的價錢雇用到付費勞工，這種減少的勞工給付，轉化為一

種捐贈形式，一方面也是因為這種形式看起來並未出現在慈善捐贈的

資料中，因為這種較低的勞工給付價格與志工，非營利組織便可以被

期望去使用比其他類似的私人公司，更多勞力密集的生產過程。 

丘昌泰（2000A：380）即認為，非營利組織本質上畢竟是公共利

益，以純粹的商業手段獲得顧客認同，實質上已經妨礙小型企業的生

存與發展，因此，美國聯邦政府的小型企業行政局就指控：非營利組

織仗著「免稅地位」的護身符，卻大肆掠奪營利組織的地盤，對於小

型企業而言，根本就是一項不公平的競爭，故希望取消或嚴格控制非

營利組織的活動範圍與免稅項目。這對財源窘困的非營利組織自然更

是雪加霜。 

 

二、與政府互動方面 

在傳統上，政府與非營利組織間的互動關係相當密切，主要理由

於政府常常透過經費補助方式，要求非營利組織扮演福利服務傳送的

功能，以輔助政府在政策執行上的不足，故在認知上，非營利組織與

政府大多被認知為合作關係，而非競爭關係。然而，這種傳統認知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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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非營利組織產業化趨勢的影響，而逐漸產生微妙的變化。 

 

（一）競爭關係 

由於國家總體資源有限，且非營利組織享有稅捐減免優待，故當

非營利組織逐漸擴張其收益大餅時，相對地就會壓縮政府收益的空

間。以美國為例，這種損失對地方政府特別重要，由於非營利組織介

入營利領域，使免稅領域不斷地擴大，而使地方政府收入日益減少，

而缺乏足夠經費處理日益增加的犯罪及貧窮問題，故非營利組織的擴

張就成為嚴重的財政威脅；美國財政部 (Treasure Department)的報

告指出：1977 年時，國內總資產的 10％，乃是掌握在免稅的非營利

組織手上 (Anerson,1995)，而且其數字在現今肯定更高：事實上，

紐約的西納庫斯 (Syracuse) 市發現在 1993 時，有 59％的不動產是

免稅的，紐約的水牛城則有 34％(Glaberson,1996)。 

地方政府為回應其稅基逐漸被腐蝕，發展出許多創新的方法來規

避那些同意免稅的州的法律，以從非營利組織那裡收集到財源。例如

要求社福組織同意支付「志願」稅（通常稱為代稅支給；payment in 

lieu of taxation 或 PILOT）；政府與非營利組織間緊張的另一種形

式，則牽涉到對社福組織那些向來被視為慈善活動所使用的反托拉斯

法 (antitrust laws)。例如，美國女童子軍產業化活動即受到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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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的限制。 

（二）合作關係 

雖然產業化有可能對政府稅收產生影響，然而，這種競爭關係的

證據並不顯著。例如，美國肺臟協會允許製藥公司以其國家雜誌顧問

的身分，去支援部分該協會所從事的公共健康工作。 

又如，美國防癌協會與佛羅里達州柑橘部的合夥關係（州立栽

培者與製造者協會）。該部門藉由活動集資，同時使美國防癌協會每

年得到一百萬元的補貼，以從事研究、教育與病人服務計畫。 

事實上，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由於同屬「公益性」使命，故兩者間

並不似與私人企業一般，有著那麼明顯的資源排擠效果，對政府而

言，一方面，非營利組織產業化反而可以減輕政府補助款的財政壓

力；另一方面，非營利組織「與使命無相關」之商業行為並不具免稅

優待地位，仍必須依法課稅。只要產業化不致於扭取公益使命，政府

並無管制或干預的必要。 

 

（三）競合關係的評價 

雖然非營利組織產業化有可能壓縮政府財源，但似乎缺乏明顯證

據支持。相反地，非營利組織與政府由於皆以公益為出發點，故兩者

之間合作關係多於競爭關係，無論是第三者政府理論或公共財理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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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角色定位之調整並不影響兩者間實際的合作關係。 

 

本研究認為，隨著非營利組織產業化的持續成長，其在現代經濟

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引發爭論：面對非營利部門享有補助金、免稅等優

惠時，私企業聲稱自己是「不公平競爭」下的受害者，因此，私人企

業 向 立 法 者 施 壓 ， 要 求 限 制 非 營 利 部 門 的 商 業 活 動 

(Rose-Ackerman,1990)；另一方面，非營利組織中的產業主義，並不

必然包含與私人企業的競爭，其同時也會透過非營利組織與私人企業

聯合的力量產生合作機制，故非營利組織產業化之競爭與合作，深深

影響其與政府及企業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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